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生命的這場

我到底怎樣地活

9

要的品糧:埋在黑暗的地底下，

要從生命指止的狀態 9進入生命
的轉化狀態時，必須一經歷一個重

o弟一個歷程是人

口黑暗中的三種煎熬
的摸索;也是醒覺的動力;第三 但是，在黑暗中掙扎到底是怎
樣的情況?大體上來說，在黑暗
中得趕過三種頂，翰的:

人生經歷黑暗究竟有什麼意義
呢?今年年初，我個人有個關於

一番煎蒸是不安感。藉一個地

川不安的雷擊

八鬥黑暗自疋新生的開始

生的黑暗面;第二個是衝破黑暗

生到底傢什麼

今天我想用三個歷程來說明人

熟，破殼時出，便是人生另一新
的里起了。因此，函對黑暗，何
不為它的發展揖能，趙一撥新生而
充滿喜悅與兢待呢?

朋友，他對於自己高中聯考榜上

仗，認為學佼太小，不是明星學
校，不能給我什麼保護。我有個

、改治的街擊和挑戰。卻不是我
們說不要就會消失的，指反的，
正是要拿我們所不想要的來扣問
自己 不好的條件、不忍耍的環
處是否能教我們什麼?也就是要

球一樣，它不能保障我們最安定
的環境，我們要時常面臨經濟的

自禁打瞌睡的習慣。
當環撓不能完全提供我滿意的
條件時，好比我們住的台灣、地

的代價，就是養成一上課就情不

挫折與挑戰的能力。一旦時機成 參加，就躲在學復禮堂外面的小
桌旁，不唱佼歇，也不去認識學
哎，後來老師在上面講課，他就
背對著老師打瞌睡，後來他換得

潛能，它幫助我們經蟬未來因眩 的學校很不喜歡，新生訓練他不

個觀念要隨變?又何嘗不是如此
黑暗是耕生的開始，理成若生命
呢?這個故事教導了我們il黑
為潛能，它幫助在科們叫起釀末，永
暗向
是新生的開始 7埋成看生命的
應挫折與挑戰的能力。

一、人生的黑暗面

村民站在大闊前庭一棵前必一月于 知道，就在一千里內有人因缺乏
不要閱雞趁鳳飛，我們是貧窮人
才新接校的樹旁，那是棵酪梨樹的
飲食，正陷於垂死邊緣，而生活
家，不能和別人一憶愛怎麼傲，
倒彙窮的自限
技村。我向前三右，發現許多新 高水準的北歐卻是全世界白投率
就怎麼傲。」一逗叫做一品命，也叫
技已長出了嫩菜，但有的嫩業部 最高的地區，並不是外在環境要
第二種是貧窮盛的絕望。貧窮
做「目限」。自己限制自己，以
吞噬他們，而是他們自己不過盾 不覓得是當你走在踏上，伸走向
焦悔了。有個村民對我現:「你
為自家貧窮，很多事情都不能傲
們一一一氾肆傲是不對的，它剛叫州長
。出
我們的焦點再轉在亞洲，在亞
你乞討幾媳錢的人才是;真實的 ，也不去看到底能不能試。結果
版芽，就把塑膠袋、報紙都打開 洲目前表激烈的是緬甸的故治問
貧窮是自己身穿名牌衣裳，卻不
生
活的祖國越來越小，所以，真
，這接它是不會活的!這種作法 壇，韓國的學生運動及菲律賓的 知道自己有很多衣服可穿，諸如
正的貧窮是源自於個人的白眼，
太急了，一瞎話把母技和新技用竹 政治動還 o
此類的貧窮，不勝校學，而現代
縮小自己生活的天空，很多可能
人(最大的貧窮在於忽視時間、失 亦妥為不可能，而使自己真的一
佇紮好，外面用塑軍袋、報紙包
我們不妨也來看君台灣，在這
緊，塑膠袋用來包住原有空隙，
小小的海島，珊瑚國排放麗水而
落時問。今天各位皆擁有的財富
貧如洗。
就是!i決心在工作，乃至娛樂
報紙用來遼陽光，當新菜長出來 熱死，海水污染缸蹦變綠，工廠
的現有時間中，去找出可以充賞
心不信任的程棺
時，不能急著把塑膠袋和報紙撕 在黑夜施放致命的化學氣味，交
自我的時問，這可以很明顯地給
開，需要等到它長得和塑膠袋一 通擁塞寸步難行，這是環度的不
第三種就是不信任感。讓我們
→些常喊:我沒有時間的人→生
般高時，才能將報紙撕闊，因為
安;在精神方面，青少年要掙脫
從一商業行為談起。台灣的紡織業
啟示ll時悶不是別人能給予你
新生的嫩芽，毫無保護就接觸冷 升學主義的教育壓力，從颱辜的
且帶勁台灣早妨經濟的主力，田成
的，而是自己要有心去調配的，
刺激中得到樂趣i許多人夢想從
容這個決定||「留白」'留下 花宜，當它最盛開、最反美的時 空氣是會凍死的，縱使陽光也容
候，也正赴它又走向另一轉化的開 易晒枯了它。主於特丹，也得等 大家樂、六合彩中憑幾個號碼換
童年來，仿冒問題令國貿局大
只要你好好運籌自己的時間，你
空白。
始。
傷腦筋，外國廠商不斷對國貿局
颱風季節過後才能盒闊，這樣接 取更多的財富、享受，這些一事實 會發現自己擁有很多，很富足。
留白是一種繪畫的表現手法，
取呢?﹒「你們中國人凹的業道德
我們的人生也有類似的歷程
合處才不會受強風吹傷
吞光寺在嘉義市辦了一個佛學
當一個畫家著手要畫某個兵體的
-。」 部發生在你、我的身邊，最近茜
從這裡我的學習到一個重要的道 至風行綁架、撕票，毅、盜、淫 研真理，提供在家居士們→起來
在哪裡?」這些仿冒的時繭，不
實物時 9比如是一盆景，他必須先 有理在黑睹泥土裡掙扎、往下紮
用自己的廠牌，是怕自己的產品
研讀佛怯，每星蚓上課兩個鐘頭
決定這盆景將呈現在那個位置， 垠的時候，當然也會有掙脫地殼 理 這樣一個特定的、小的黑暗
二妄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1.
各位嘉義市的朋友們會大家晚安
、長出我們堅韌、彈性的人格，
空間卻是提供新生命越釀的溫床
。招生時常聽有些一公務口閏八或家不
庭能賺益，怕人家不要。但是樣
你也許會疑問 這些和我們內
經過連續幾天豪鬧市大水成災 同時要注意留下多少空白來烘托
以享受環燒的春風雨露，也接是
。想起，一顆外來的新條要錢種 在安定有關係嗎?那一麼讓我們目 主婦品
「不行啦!沒有持閻啊
這錢年來的觀祟，冒牌的廠商能
之故?難得有個晴朗的天氣，一讓 這盆景。同樣地，我們每天都有
在酪梨街上，也要經量問暗保護的 到每個人自我身上來反聞自己;
!我要愛飯、洗衣、王智店、要照 維持下去的沒有幾家 而能蒸蒸
我們彼此有一巨細緣份，一起來探 許多要聽、要做、要關懷的事情 壞境無以動次的磨練和挑戰，所
日上的，反而是當初敢用自己品
。」言下之意
歷屋，這時「蛻變的歷程」 o回 我喜歡我的家庭嗎?滿意我的工
顧小孩、先生
，但是相對於許多充塞在我們心 以黑暗是所有生命創造的必經歷
討人生的真理，自鼎個人感到這
悍的淑一筒，他們堅持的是自己產
到我們身上來談，我要成長，要 作環境嗎?我感謝過自己的學咬 好像他家人兩個鐘頭內沒有炮，
裡的事物，我們需邀品的自己能夠 程。
實在是個值得感品的時刻 1.
有所轉變，也要容許我們有個蛻 沒有?讓我們再怨怨，抗是否曾 就無法生活下去似的。但是一等
品的品質，能與有名的品牌做競
運用「留白」的心多就是為自己
變、轉換的歷糧。一個社會，一 經嫌棄通自己的家庭?埋怨過學 上課之後，她的家人都很好，都
爭，而不是盜用名牌來博取暫時
留點空白，可以用超越的心境來
的利潤，歇一編自己、敗編別人，
能自己照顧白已，甚至她本身，
思索自己的人生ll重新反省在
這就是不能信任自己的例子。
首先?我們要感泌的是主辦單
位及協辦單位的工作同仁 9國為
他們辛苦的策釗安掛 9才成就了
我們這樣良好的蟀講因緣。叫叫L刁

李主委提到為什凌市黨部要推勁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討的主題是
ll「人生的光明區與黑暗面」

我借用一粒種

9

4 ，種子就
當我們剖開→陸果 笠

于生命的發展史來形容人生。

然理解的，在此

十年或五、六十年的日子所能全

極大的問選，不是你、我三、四

。人生到底像什麼?這實在是個

在了解人生是怎麼一回事之前，
「宗教是文化的結品?而文化是 找滋先舉個例子作為思索的線索

教工
宗教河山法活勁來從事祉會LX
作?個人聽了非常感勁?我感覺
到我們已超有了共識?就是ll

9

宗教的展現」 o再反說還今的一社
會通勞?我們不僅要在經濟吻質
上富展安定?也要追求心靈的富
痕安定。李十工委以按有的立場來
欣辦黨務的活勁 9一近對嘉義市民
因為所有的
來蔬真是個抒消息

我們才能安心

9

埠 j也來。這時候，它是由一層 個頭程是晨星光明的人生。
問題要發展、要解決 9都得從教
育著手?教育亦是根木解決之逞 種皮包裹著?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按著要感謝的是你我的同事? ，也是生命的靜立狀蔥。而當它
以及每個人背後的家人?因為他

們的配合與協助

聚在這裡探討人生的問題。
另外 9妻感謝的是我們自己?
就在幾個小時前 9我們也許還忙

要我們以安定的心去看、妄想這

上面覆著泥土。泥土在我們看來 黑暗啟示的故事，這個故事給我 球儀來說明，以這個地球儀代表 經常站在彼岸來看此岸，如此，
黑暗的不安是我們要去感受的事
是污穢的?但是對於種于而言， 很多的啟示。大年初二，許多人 我們研佳的世界，往南美洲開始
回寺禮佛，祈求新年度有個好的 ，他們面臨的是軍人獨裁與反革 實，卻不是國優我們的問題。只

••••.•

產下三胞胎，二男一女都是用于產
見，必須放在保溫箱中才能生存
。而這侏溫設備，一天就要花費
一高元，這個等待很久的父親每
個月僅有二萬元收入，實在沒有
辦注支付這筆龐大的費用，因此
只好提早辦理出院手續。提早山山
臨就只好把保溫箱中的呼的凶器拿
「沒有人
掉，醫生嘆息的說道
是這些一致于們快樂的父親。」就
顫抖地把電源拔掉，後來這位父

方面就為他們做人工受精，結果

也日出參加活動，生活天地的重新
闢疚，視野開拓，心靈空間寬廣
，再也不會成天對該子、先生曉
明，他們彼此都因此得到了學習
罔聞。
的懺 A
貧窮最大的衝擊是絕望。最近
有則新聞報導，一對在台中醫院
服務的夫婦，很想要餃子，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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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
芳名

趙金美

去二仟一兀整﹒

一于里外的歐洲，卻有許多人不 多的思考和學習。
出大刷版一探究一亮。只見三、四個

，
界又是颱卒，又是 M-T
﹒v
各式各攘的娛樂場所段引著孩于
誘惑餃子的地方實在太多，可
o
能帶接孩子的人也太多了。等到
孩子回到家來，不是說外面都是
壞人，就是依偵採似的存一詢，接
于一煩，乾脆不回答，隨便說一
聲 「去圖書館!」以反抗的行
為作為答覆。到底孩子要不要長
大?做父母誠的一該如何處理的故子
的休閒活動呢?不能只說「你不
可以」'重要的是應該得孩子去
參加適當的休閒浩劫。不信任品
的掙扎會使孩子產生許多懷反
封底他們要不要自己做決定，他

擔心卻多於喜悅，因為外面的世

怎謹呢?母親帶大了防伙子，眼看
著餃子長大，心裡雖然高興，但

另外，兩刷子之間的不信任又是

..

﹒「我不是不愛怯于，只是實在

林北局

李漠梅

林淵招

進美智

黃清木林美玉

本寸雅寬鄭素貞
游雪卿黃梅香

壹佑元整:

受倍伍拾一兀蚤
一林成陰
(陳武德

(一于轉第四版)

伊于一這便是不信任帶來的困擾。
至於最大的不信任是對自己的
不信任，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有
可能改變。「我就是這個樣于，

親就在醬院的即所內哭泣，他說 重小要長大，他的成長藍園是什

蕾摧民
郭雪上只
主一伯一兀笙-. 貳佰元進

林月秀許丟失
楊劉翁東隆
釋倍成 釋道輯
王火樹林龍盛
洪于棄何陳格
邱依恩 丁文秀
平玉桂侯月華
梁緝惠
黃秀珍集美伶
自盈慶
黃極方陳皆得
匡叫:→略林
加金
盟葉
劉美鳳陳淑霖
臨秀美蘇吳修
王輝始講松南
黃土龍 林教
去二佰伍拾一兀盤﹒貳佰伍拾一兀直﹒.黃瓊慧 主澤萍

想參加郊遊，他母親對她說:「

能突破種皮，深深地向下紮根? 香禮佛時，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喊 斷的蔓延，禿鷹在空中飛行，因 事實能教我們什麼，我們從這裡 旁供憊不起。」
這物
一一些和例行工作無闊的且事
o曾
9你們這僅
為地面幾乎每秒鐘就有個餓擎的
邊學到什麼，一一迫使是黑暗中不安 另外一種貧窮是「白限」
道:「師父啊!師父
一種想法本身就是走向白我成長、 也白為土中的水份和營養 9才使
苓棄得以掙出地面，接受陽光和 做不對啦!」我站到聲音急忙走 屍體供他們飽餐。但是距離非洲 臨街擊，卻也因而帶動我們仗更 經有個同學很難過地告訴我，地
一自我教育的開始?這個決定本身

多少年，在山巾，者提樹蔭下，一顆顆石
頭秉著共同的悲願'証聚在離師的財遷，則

宣仟貳佑一兀籃-伍佰一兀獲 1

「林建宏施教科

岳和宮吳士口陽
林芳如郭一伯民
(全車站笠郭逸杏
陳鈺梅

鄭基清

貳仟元整﹒

伍仟一兀盤﹒

悴取生命的軒然且呈壽光!il在一沾一扉頁中裁若陸
離仟一兀盤;

帥的話語，點點炯炯半是生命成長的點化i
l平賞中，盈滿智慧的泊泉，股股流注入每

.•

.•

傳已口自彼張延緩 「尹琪邱國欽
宣仟一兀陀惜這; 戶尹文林時惜慧
玉錦 UA 陳其如
擇一般智何按華

•.

..

那是生命的增土緣。僵于從泥土
γ 己例行的一工作，能夠決心撞
著自
叩;然後，陰暗的非洲，飢荒不
開始。當我正忙著招呼這些人上 A
出錢個小時，跨進這道門來採索 中得到水及養分的供給，使種根

..

.••••

閒娟闡邱文正
州州文鴻賴主英

..

..

..

歡迎您助印師父開一本錄|1i 點石來

一個向佛的心靈。

..

「香尤其嚴」是一份傳遞佛陀教育的刊物，發行至今已
4 扎物增至一拉住什份;三汗
進入第十五期 9由原來每期 -扎
水皆由市/教吾心人士隨喜助印，而今面對日孟均加的印刷
費及高漲的扣押質9我們竭誠地邀請您能定期發心贊助，送
一份法吾判人叫阿
9滋潤渴望佛法的心靈。

在光恭、永雜誌社 欲試岫

發助品定是誰

風形
雨的禮讀。有了莖葉按著便結
一成值得感謝。我借用兩個字來

一荒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