不知這為什麼?每次
經通大股前的絕食台 9
9

揣鳥已經追趕到防陀座
前 9龍王驚慌地抹在佛
大鵬烏冷冷

ι 格站;
巴

地蔽了龍王一叫做，對佛

紙寫一股莫名的忠勁。 陀的背後
那躲

9

9

變食神咒?說相心手中的

米粒化成無益，飽滿 7
飢渴的生命。
「池要生存，我也要

麼耐人尋思的立題。

生存 9你要救抱，也暉
一該救我i 」這是一個多

9

j

」輕輕地將

「只要有我出家弟子
都不會讓你們

的地方

安到飢餓

米送到施全台上，正午

，而供養和布施的心則

;施食，就胡同花一樣

像花香，或者隨著時空
遷移，故紋的方式可能
不同，但深信 在母身
出家行者踏過的土地上

，你都可以聞釗這股清

吞，不論是在繁華盛闊
寥的冬夜。

的杏文，或是在寒冷反

育教與神精薩菩的教 fl

車。」自語注師區拉著我們上車

(上承第二版)

第三步是連「不執著」的勉

、「為而不有」的心態。

強心理也要放下，心理一丹清

淨，「風吹疏竹，風過而竹不

留聾，一股渡寒痺，雁去而揮不
存影」，如於寓里晴空，任運

光州仿佛性的顯透，修學至此境

而行，無往而不優遊，此即是

界，才得真正的自在!

氛中

「我耗三

有位教育界的朋友到寺裘來

，很苦惱地對我說

年全部的心力教學生，可是得

到的是什麼回報呢?||學生
教育是
是指著鼻子馬找 1

我的責任，沒有把學生教好，

如何向家長、國家交待?我到

底要怎麼教下去呢?」

其實，這正是自覺的開始，
也是傳化的契績。教育工作並
不只在作育學生，更重要的是
藉此讓自己成長、提昇
o任何
行業都可以自我教育，尤只是

l

菩虛道的實眩

從事教育工作者更有者最好的

，正是洛賓的最佳途徑。在不

因緣;而六度

道一步步地邁入了!

斷自覺、覺他、成人、成己的
過程中，我們便是向成佛的大

，正當遲疑不決時，亭子已揚題

遠去。

「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
我只對那裡有信心。」 ll 不等

步而去，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被

其他三人同意，見敢心法師轉身產

告提犬來的力壘牽引，也跟著移動
腳步，向著來時的時走，兩旁的霓
。
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
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
li 原來，人生中連

我若有所悟

聾嫉

1.

弔詭的是，人很容易做

夢破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

小事放觀人生，「最快」與「圓寂

決定，更容易懊悔。白搭車這件

慢」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

「還是可以上車，到臣民美再換 能立即決定的呢!

。」

「是嗎?要不要再問清楚?剛
才閉了兩個人都按可以到新店的

支支

不管到螂個寺院

生存

直氣壯地品。

一訊技衣啊!」大騙鳥理

「我肚子餓了?我需
郡的位番的光交 要食物!」
相輝映?就像一叫空間品的 「你不要吃她，可不
屋子從中伴關涼的天海中蛻可以?」…沸陀哉。
「她要生存，我也要
脫出來。
你要救他，也有峰
總是記得師父告訴我

9

。

她又說到在漢堡的亞 的身軀、威力，可為現
土達湖眸住著一群野鴨， 欲為，但等到也龍吃光
「聽說到了久久天，便有 ，自己也會國食彷短缺

，乃至跑恩濟貧的施食

曾超長疑地問師父
的專注神情，我終於明
今年夏天，有位舊時
以及那久遠古老的動人
將米送到站食台上時，
「就憑七粒小木或指甲 白，為什麼一隻大腦鳥
的老主風塵僕僕地來訪
石與木的印象再反援肉
故事。
詐的饅頭，即能蘿持一 和一條龍的生存之爭，
，侃侃談起他歐遊的見
記得有一年春天和錢 眼前，或許在那密林深
隻大鵬鳥的生命嗎?」 會演變成今日出家行者
位好友到獅頭山踏青，
處，正住著一位默默的 聞。他說，在威尼斯的
闊步走在青草泡遁的山 苦行者吧!原來任何→ 聖馬可廣場上，看到許 一肺父淡淡地笑著晶; 堡大用齋時就要花食的
「那是必須透過心力 生活方式了。
道上，遠遠一看見一群鳥她石頭都可以當作抱食 多鴿子穿著光采的羽炭
前不久往生的大智 i
，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 相作法，才能普濟異類
台，任何施食台上都有
兒爭相集聚在道旁的大
置般老和尚，生前很喜
眾主的。」
一個大鵬鳥的故事。 下來的穀粒 o
石上，我狐炭地走向前
「府最基本的，我想 歡燄口施余，成一又是他
儘管佛教中的某此一一改 「有的甚至雄斜斜、
去探個究竟。
主壇放叫做口，拖主除了
「是米 1.」心頭一驚 律或生活方式早已隨時 氣昂昂地站在遊客肩膀 佛陀一所要措睡袋們的是
做為一個行者，在接受 準備，缺口中流需的供口悶
h遲
u流、風土民情而有 上拍照呢!」那忘我的
，喊著。
供養時，不忘布施，我 ，遑要提供一筆資用供
神采，彷彿正有鴿子舔
們手上的食物是得之於 作印盤或電萱廣播弘注
著她的臉頰。
的恤金金;有時，者和尚
「伸手便可觸摸到鵲 整個社會!「一拉米
自檀越口中分出，半區 書將之用來教濟貧病
于暖暖的體盟，在這充
水自行人肩上擔來」l
老弱或當清寒獎學金。
滿弱肉強食、爭相食碌
的現代生活裡'那是種 l唯有透過食仿的分配 老祖尚已在現實界將佛
，生命才能維恃無限延 陀對眾生的承諾，放了
難得且會令人心酸的感
續，有了布胞，盤恆生 更進一步的轉化。
覺。」朋友的話語使我
清晨施食、正午施食
動容，血液裡一竟也感到 命界才能相輔相成，否
則像大腦鳥僅管有個伙大 、行者自己用功的施食
一絲呵成意。

/鈴子

而滅亡。」
「怎麼有人會也未留 所異動，也盛管出家行 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在湖
原來，太鵬烏不只是
在這裡'這兒並沒有人 者用銘、用碗，或是各 邊為鴨子築桑，每天給
式各類的器血，吃著飯 牠們餵食，直到隔年春 個故事，還是倒象徵，
家啊!」從後函跟上來
象徵著生命界要透過布
、麵、饅頭等不同的食 天湖水解凍才離閱﹒::.
的朋友品仗著晶。
施、分區，才能達到「
-o」我閉目凝想那在
「給鳥也嗎?抽們追 物，但這個承諾延續了
會自己覓食的，如果不 LT多年，不管是在重社 風雪中送食的人以及施 均衡共存」士表面上只
是，會是給誰?」 Ja- 重盛大的慶典傻，或是 食的行者跨過深林的背 有白米七粒、饅頭少詐
，真正前池的是供養的
影，一時，大鵬金翅鳥
一連串的問號社傢「噗
1. 在深邊的密林裡?行者
心情、布施的誠意。看
、鵲子、野鴨全飛進了
9 總如儀地踐行著這個法
1」
. 的拍翅聲撞進心裙
可JO
心誨。
著師父從懿孟中拿出米
直到學佛，看到而父
噗

X

.•

的那個技事:
佛在世時 9有一天
時?

頓時大眾默然，面面
弟子們或法
片叫且拍拍叫多只聽得風吹樹葉
以拉
沙沙作響?佛陀沈默了
一會兒 9做笑著說:

「佛陀啊!

一

。」 我 仔 者

x

••.•.•.

到偽的。

」

大

9

湧泉之歌

••

•.

一線希望丹起，四人懷復沈默
叫抬臥在人群中尋找同伴?il 地提行李準備上車，開先鋒上車
站牌一完成了我們凶人唯一的依靠 中瞧見一支可以通公箱的車牌，
四個人趕忙佳的一站，不到一丹正在尋找站牌時，又一桶往公餘 的且障法師卸掉頭往下走，一嚷著 ，繼續等車，只是我們再也不奢
時刻是下午五點三十分。
9
﹒「下去，這蹉車沒有到一新店之 量能搭上五點四十分的專車了。
眼前，身旁閃過一丹紅
鐘，另一個聲音表示意見了
的事停在 m
漸漸地人聲、車聲沸騰起來，
今天是本間關于市府研究生氣一次來 「我建議我們去找直遠新店的 黃藍紫的衣看一劇色，我再次重夜 退回原池，做楞楞地望著車于
台北街頭進入下盟時刻，我們伸
長了脖子，眼光都吾同一方向，
在尋覓、在等待。終於，在車像
中，遙遙望覓一部「普通車」越
來越近。這次總算學了乖，自且
嘩法師先上車閉路。
「只到『中失新村』，不到新
店。」見嘩法師下車俊搖著頭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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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快一吳放泊混了，求求 「只要你不再臥龍王
也不再教生 9我會告
9
佛陀故技次們啊!」龍
品所有的出家弟子們?
q
犬心的
一
3\[
從今以後，每餐店清峙
7
KM-F
，張
一定留七粒米八刀給你
題門「?但阿咐他的一過膀
闖紅三百三十六站里長 們。因此只要有我出家
9只要版過仰仗叮遮住口 鴿子的地方學都不會接
你們受到飾蛾!」
封一大地?峙的一心支腳已
的陽光搞得米粒晶瑩剔
透，飽滿得閃著白色的
佔汁的了曲浮搓，她神身 於是泣個故事說在出
潤光。
世到底有多大 9立在他 家行者們羽身上代代流
「這是佛陀對大鵬為
以血添了。抽以川崎浴女 待了下來。
小心翼翼地從師父丰可悶的
:承諾，也是對眾生的
?而且食是非常大 9任
啟示 1.」師父 迫J
使晶。
兩M殖力? 掙了古拉米走出爾堂，
起反卜刊多犬的J
U 到底食台的
9艸叫人心 於是我喜歡將米從師
怕是大腦鳥的 -H h走
也無法 U
父的結孟中送到惱食台
上，因為那有著一份來
白佛陀對眾生的慈悲，
正首位玉泉蒜時

旬，公車

×

•...•.

•.

求，所以龍王跑來古恨水佛 「大岫金趟
1 ，為9曠野
陀解放即將設滅種的厄尋 鬼神眾 9川純利地F 母，

上如魚。陷身在陌生

.•

...

×××

揚長而去。
台北上課的日子?我們必旗在傍 公路局站牌，不必再換車 -:。 沒關係的話譜。
過了五分鐘，再一輛么車到了
「我開始談悔做了這個決定 1.
」一次經驗實在算不了什麼 1.或
晚五貼凶十分以前極遠新店總站
好搭乘社一品專車到臨居士借我 在叫具有其他更省時省辜的方甚?，內心不禁喝咕;「如用木決定在」見憨法師沮喪地說。
9
「唉!早知道一下車就該打電
我「心虛」的同意了自聶扭師與 公說換車，現在說不定早搭上住
們的房子歇牌。
新居車了?真是欲速則不達。」 話間林××'她是新店人啊!再
見憨法師的建議。
四為正 9國光號駛進了台北終
點站，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討論如 也就在他們剛穿越斑馬線，在 只見對街二位出家師父正向我們 說公路局沒有到一致店的車班嗎?
白為怯師陷入沉思，開始她的價
把手。
何措車到新店 9由於我忌日在那裡 路的對面尋找公路局站牌時，一
山點凹十分，一行凶人終於函
輛閉住公館的公車停了下來，望
性
分
析。
住過 9又借用下山採疇9於是自告
「管他什麼林××，當一初如呆
、途公路局站牌。
著儕向車門的入獄，我寬慰自己
「我們可以準時到遠新店穗站 不換站牌就好了!」我閱始為剛
晶:
「我們只要搭公車到公諒 9轉
阿
r 拉的餘暉斜斜地照者大度的
一項盔，即可一抵達新店總站。」起 「沒關係'等我們搭上直達車 嗎?」我憋不住心頭的提悶，太 才錯過了三輛車間懊惱。
玻特性幕 9霓虹燈不停地追逐閃
家面一面相帥，均沒人回答。
「旺來之，則安立，冷氣車不
驗卜
即奉
是健戚，一行人加緊腳步走 會比一逗一線到公館換車更快比一一。
煤?叩泣曲的事彭在一地晃晃的當
等了十分鐘，來了一輛寫著「 到，那一定是普通車了。 L見嘩
個博物館前多好不容易
到了新公 1
往中央新村」的冷氣車。正典奮 法師樂觀地露出了他一貴的笑容。
，在交友-矗立的站桿
一一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