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

情
，但因為它會變﹒人便在其中
得意、失意、隨情流牌。人的感情如

當中。因此，人雖然可以不斷改善，
力求進步，但改善的背後仍然隱蔽著
未知的問題;社會福利即使做得再好

，醫學已有換心的高超技術'物質文

信仰佛陀的真理，就是先接受這個

明也日新月異，但人類生命的苦迫性
依然如影隨形地存在茗，無法得到徹
底的解決，只因處要面對「無常」 c
現實，建立起如寰的人生觀||「無

常觀」;在似乎是「常能亡的領域中
，給白己留下三個「變 L的可能性空

間，並進一步以智慧觀照，搜集抉擇
可能的變數?如此如實地觀察，並做
適當的調整、回應，才能體會到花 l命
的真義，這即是你陀對牛命的基木態
度之一。

以人 為山山鼓點
否定神權
什以人為出發點
到野外郊遊峙，我們常聽到有人說
.「你看那鳥兒飛來飛去，自由自在
，有多好!」「那魚兒正在永悍無憂
無慮地遊來時昕一主。;」大家是合曾經

7

嚮往小鳥的無所拘束，魚兒的優遊自
在 7 還有些動物因主人的寵愛而俯受
照顧，你是否也衛社自已是某個眷屬
的高物之一

我曾血二位民士談話，在談話中，
他告訴我一時結僅有關他家小狗「恰喘
」的故事，卻不會聽他提起有關她母
麼地可愛，長在她家的狗是那麼地幸

親的任何事?讓人啟程「哈雌」是加
一帽。的確，有些人覺得生活太苦悶，
而動過下輩子投生作鳥、作狗的念頭

，或者有人希望像寵物般受人愛憐、
尋找食物、建

照顧。其實，動物的生活不過是基本

生理需求的維持罷了

造安全的庇護場所、交配衍生下一代

不因間人，要由性只佛的性所是陀笠態人」間覺受，中善八類更

道易行和 o 教君眾修人
)重疑體全大右;頭就就'的
祝，己所見權神以現中且大以越發
佛所更人在權妥在、打二來晨

予自有、對醒的光由他、而就佛中會人闊的上成貴天會想、說陀來
的覺樂解世、示輝人是意為是 1笠，
才見為恰益激道，上說、，所看
，的，脫間提範是努上志人人，最因出」礎十的向成;生正說，

中耽:餓六信到生羅、
，於天鬼道仰的，指餓
佛逸道的中，只偏的鬼
陀以趨性握主善則勢出人越來
的如瓦的懲義兼理力手爭重看
教呆解尊罰者顧性強，執闕，

而力苦白的界，佛力需力，性一根采發芷 0 倍願且佛「活是的佛
是量樂在闕，使陀而或和部中切本
點說， D，尼求會。諾的提實陀
人不正的愛修我最成神覺有特眾的
的明一!使'- i:弗方供踐說

陀樂的生，最有布是、
最而眾活畜常人於嗔地
重忘生尤生提與共心獄

示人，最世則彼而，以為「從
。類神於人動此平就為例人神
文權不，不的等可白，'-權

內是是境，正們偉佛祇察一有生教
在外觸地就思肯大的的力股的皆義
本來發。可想、定的，化。向靈可是

稅記雖其耍的畜他畫、
的修是痛修是生五、阿
是行具苦行天兩道好修
丁切因何人因世法改之法
佛的此況忘為每 o 著道的
陀解「天失在皆在世 i 對

(上承第一版)

垃圾分類從七十五年開始宣導，預計今

年十月能正式進入學校廣宣，再讀延到社

7 達成垃圾分
類回收，可以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
1先

區，進而達成全民推廣。為

家裡正好有人不明原因的生病了，很可能
就是鴿糞所引起的，不可不慎。

市容環境

7 但以不妨害他人生活為原則。

因此，為了維護居家環境及公共衛生，
大都市中儘量不要養家禽等生物，或是養

影響市容環境的因素，歸納起來有下列

3

分出可燃物及不可燃物。 2分出粗重的垃
再細八月出資源回收物。 4 口最後分出
圾。

籍種，有、狗常:為L 狗桶旁個失，有們，僅忙，自以生

不僅可延長垃圾場的使用年限，旦興建了

焚化爐後，所燃燒的垃圾也能較單純。

染，果出健，達曝旁共環逐、，新功髒化

養之感，毛髒維事傷互取關 j 爭
錯五染而間為L 護件人干締車，

人其沒體康便十晒，場任糞例境的設馬做效污糞當溝，員兩而池是
類內有熟。會七後沒所由:如髒貓水路一已時池我中不幫次不，衛

居家環境衛生

人分旦受羽的來通咬相項有清

張貼的時間內，要派人管理，維持整

o

ii

陳殿權、張一飛、陳

此長居久存的大前提下，請從舉手芝勞做
起。

法，惟解決之道，在惜福、習勞、重視彼

在的，雖由有關機梅構思固化、掩埋等方

，是出自你我手中、身邊，幾乎是無所不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知道垃圾的產生

且，-PL

么且具直曰:

志宗講;蓄(一麗芳整理)

(高雄市環保局

，切勿任意傾倒，侵佔道路，臨釀交通事
故。

寧可多花一點錢，連到建築廢棄物處理場

六、一般家庭清除善後的鐘築廢棄物峙，

連載廢棄的大型傢俱'請大家挂口於應用。

五、環保局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三天

可依法執行。

執行單位正在研訂廢棄車輛拖吊法後，就

取得車主同意之後，才可拖口巾，所以目前

四、廢棄的車輛仍屬人民的財產，只有在

，也容易為貓狗撕破踐踏。

圾，否則垃圾放置戶外煙久不僅有礙觀瞻

一二、請大家配合垃圾車收取的時間傾倒垃

同意，才張貼。

型一活動廣告，也應提出申請，經有關單位

，但切勿使用公佈欄，以免受罰，再者大

潔。張貼廣告時可多利用每一里的廣告欄

請

一一、張貼廣告或懸掛招牌，應先取得張貼
處所屬單位的同意書，再向警察局提出申

原則，否則將以告發、取締、處罰來執行
取締。

一、屯放的物品，以不妨害交通、衛生為

提供大家參考:

針對上述因素，我們綜合成幾點意見，

仁隨處擱置廢棄的車輛。

石等。

只、任意傾倒建築廢棄物，如水泥、沙、

床等。

二、垃圾車剛過，有人又拿出垃圾來。
三、隨處堆積物品，成為蚊蠅、蟑螂、老
鼠等生物滋生的溫床。
四、任意張貼或懸掛廣告招牌。
五、隨意去棄廢棄的傢俱'如沙發、彈簧

但垃圾仍然有人隨意丟棄。

一、清潔隊員剛將馬路、水潛清除乾淨，

七點:

有毒性的物品，如乾電池等。如此一來，

••

吸蒸是古人染巾。或塞狗
i 原是相圾
好化或自抬支花保清源清被
道發，頭類病合經鳥在的一τ 之製互堆此能糞顏家價流凹局理的理忽
感時如排的茵高過路公人狗一造追裡外重池色的錢或佰的一污化略

悟師父開示

其原因，她意拍搭難抒'硬咽悲啼起

oe--圖

她說她有一位二十幾歲的女兒

?因誤殺親夫被判刑入獄

來回

7

」原來

什麼會發生這麼悲慘的事呢

明，忍不下這口氣，一切的後果就都

女兒，也非不愛情生命，只是一念無

已成為事實。

O

她告訴我，她

現在最痛苦的是這位母親，她永遠
要背負著女兒的擔于
女兒因自覺殺業重，便發願不再吃肉
?但監獄內不提供素食，於是她就買
罐頭，偶而也送些水果到監獄去。雖
然負擔較重，仍然一心期盼女兒能早

正年幼的小女孩在父親被毅、母親坐
牢的現實裡，如何建立起健全的心理
、過常人的生活?

人生世間的苦迫是如此真實，不論
互動的關係捏，許多事常是無法預料

在精神狀態上、外在的環境、人與人

此，大自然的變化更是瞬息萬變，昨

賜這、滿充覺陀的是說力生性有 1主權以覺道好及富在陀思來佛實

是 1 裝有佫並不於種說|吃牛，謂生的九度的是不醒榮終，人正'的

七十九年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

探刮佛陀的宗教態度，其實是探討
此娶了解佛陀的宗教態度，首先須對

佛陀對主命之存在的態度與觀點，因
M。讀過佛傳的同學一定
科陀有所 rJ阱

她女兒學校畢業以後即與男友結婚，

對方是獨子，婚後一年生了個女兒，
處在被隔

離、排斥的苦悶、不滿中，若得不到

o

先生的支持，就與先生發生吵架。在

於這位媳婦和孫女的存在

。山川叮咚以尋求解快之道。此外，佛陀

可則叫刻體會這是全人類共有的苦厄
一次小小的爭執中，她手中的水果刀

為求生存?

。其實，她並非不愛家、不愛先生、

仆
J 的阮付一有村民耕作，見到信您爭食蚯
他已叫“關愛和憐憫的心靈。

竟失手誤殺了先生?終於被判刑八年

，

I

這是白然界中的「食物鏈

|11

「食物鈍」的背後?叩說明苦生

。

自物州州呦，大魚吃小魚，小的…吃更

f

小的的
」

物 Jh川1內所竹的宮門
JMLHJV
、M
相m
叫作?生物學家美其名曰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佛陀
元叩圳台前陰經巾，佛陀的日告訴我們

從弱州州到食則佔知生命苦迎的根源

可

我擔心那

日出獄，再勇敢地重新面對外面的世

一叫U 廿汁111uHh

1

叫圳 (1仄 -V;家與家爭;玉王共語、民

\i

們Vl r
如KJfHHlu川一于州州們H

這真是人間的一大悲劇

界。

一

UP

白無常看人世間的苦

的。所以，你陀曾說:仕問唯一的真

o

儘管

理就是「無常」'「無常」就是變化
、變動，台灣近年流行的一句話是「
世間唯一不變的真理就是變」

世間仍存在一者溫馨的親情、友情、愛

扒川從心也此一一?他所謂的苦不一定是感覺

天是大晴天?今天卻是布希颱風過境

個人告業的成就等等。其真佛陀並不

美誦的家庭生活、新奇刺激的旅遊、

間的的喜樂愉悅的事買來反駁，諸如

人 Mv
凡喜歡耐心這種計。他們往往拿世

山v說
u V 間是正的。大部分的
你陀 h

jje

~刊兀止

手仆的陀的宗教態皮即是要我們從如

va--以相 JM
故J
，川縣種認杖彼此相

刊川扎，而、婆給門郎(娑祥門爭、國也(闖

以飲一扣上午，夫與婦爭、父與子爭、

0

蚓扛一十的一謎的扇面，也都深深地觸動

你陀川仙泣凹城門，乍見生、死的情境

化的川↑一九叩叫別佑你每天都看上演著?然但
而婆婆只疼愛小姑的兒子，根本無視

你r仁那賀卡，世間宅、老、病、
山山 j

知道:例陀倒為看透世間吉迫的事實

只長

就以最迢幾工人來說，我問高雄素竹

代異發形可清以知至設
最表味現成以理艇。於備

o

*元人至染糞的
附高菌難鴿所見工造病，向因當
近達。以子造共成、滅無，擾
有百
消的成向交狗少此但人

o

/*.,
考欠

仁叭叭圳市城苦翔，那還是很粗淺的。

。

哄川僅環內水人常
家率球人:于民或犬發，原 n;呆呼法都用響

反

佛陀說六道輪迴'畜生即是其小一

組輯編/iffiiifJ

ETibziftff 抖。 1 日口讓出可不
--

4 戶〈斗，
，要不就是睡覺、打架、拉屎-

l

克服
;其他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

',~'",
..

I...L

υ 即鴿糞容貓情、英由音眾狗腦茵淨派狗{會
凶會糞臭忽狗況妨
民管相
脹，也睡入

的，邊、
來也，垃

白的狗處公糞見
呼傳糞理園充跑

嚴十它同
重六清時

例卻常
，苦也

0

等早 1
，發

，的類可飛危
而腦球怕揚險

'的將的

子十這最處和。等、擾條位經

4+ 置量取)4，暑岳重
，任
作池的年家
宣言圖l lJ:J 17恥，喧定還意于用最化之環
﹒一--可
一-- --可流)\ 0 好糞中境

此引所氣視外有1\ 礙它眾制互吠炎使當滴被人

..-_......_.._._﹒圓圓

六容修獄道京所類阿有

神，苦圓擴斷佛致他不命凡佛皆教神是自修女日以華不佛的道以事

o

污避，護化自
染免每其糞家一居

，迫切éí![J~語道主

膜菌的，也
這爭
只於是
造極1 IJ哩，
吸
炎，是鴿不除些端四能噪民三成病乾 H重二}道

, ，可;和一我的道他
在卻能地鬼般們一。還

待將人權，怒;談屑、不神民曆

績愈懷政完、但判日區拳動。權史

F士可
個人等也都有其變數，永遠處在變換

(星星品嘗品實在自已由豈是在 ?A 眉苦霸主合乎更也牛 2 皆空白話( :)星紅豆 fET 品豆豆主要益于早早早 ZZ 出 TE 美主
下步也代恐的前束對門人與而人

期，讓君赫震提前方大動精至類

人。有，已、道立勇羅道
象
i
的脫人上本人出阿問
1-. 明成「
具們覺(益以、:示展身因
明的骸來動權地以己從的、

••

戶、
一兒問我便為她的憔悴感到驚訝，問

•.

..

林結合，布仙…悶熱耘的居士來看我，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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