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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城的奮鬥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煩惱即菩提

洛杉磯的談判高手

文／羅智強

諸佛的安樂國土，都是為

服務眾生而成就。當我們

尊重眾生如佛，則萬億佛

祖，皆近在眼前。

弘法故事

文／妙熙

安撫櫥窗女郎 
協助老夫妻抓鬼

「請教您，如果換做是您向貴公司租車

，而貴公司在未讓您知曉續租價格前，逕

以幾乎超過市場行情二倍的價格索價，您

覺得，美國有這樣的租車行情嗎？這樣子

合理嗎？」John以英文，用一種誠懇卻堅

定、犀利又不帶情緒的語氣，詢問著電話

另端租車公司的客服經理。

約莫三秒的停頓後，客服經理答：「是

我，也會覺得這價格不合理。」

John：「所以，您能幫忙我們按照原合

約的價格，來計算費用嗎？」

客服經理：「我會和帳務部門確認，再

答覆您。」

我在美國租車遊歷了二個月，在還車時

，遇到一件傷透腦筋的事。

原來，我在洛杉磯租車簽約時，租車公

司說租車合約只能訂一個月，但要我不用

擔心，期滿會自動的「續約」。

路途中由於車子出了狀況，我在舊金山

換了車，舊金山方面並沒有同款車型可供

使用，我只好「升級」車輛。因為是升級

車輛，舊金山方面說必須重簽合約。

還車時，卻出了狀況。在第二個月「自

動續約」時，租車價格竟比第一個月高了

二倍。我在洛城還車時抗議，洛城租車人

員表示那是舊金山的問題。我去電舊金山

，舊金山又推給洛杉磯，我的英文僅能夠

生活對話，用來談判是雞同鴨講。苦不堪

言，便向John求援。

來到John的辦公室，看到John先打電話

給洛杉磯，果然洛城說是舊金山的問題；

他再打到舊金山，舊金山又說是洛城的問

題；John再打到總公司，詳細告以兩城互

推的情況，客服原仍推拖，John便要求請

出更上級的客服經理處理。客服經理原先

堅持他們的帳務系統記錄的費用就是如此

，無法更改。

John便問對方，若放下公司代表身分，

在美國生活有沒有見過這麼高的租車行情

，對方倒也誠實，答道「沒有」。

雖然最後還是沒有爭取到原合約的價格

，但租車公司仍象徵性地給了一些折扣。

除了謝謝John，我很佩服John的談判能

力。John笑著說：「這也是血淚經驗累積

的啊！其實大多數美國人是可以用道理溝

通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能力用『英文』

說出道理。」

John告訴我，他初到美國時，有一次不

小心畫傷手指，最後竟差點搞到要截肢，

而且花了一大筆錢，其中很多都是因為溝

通上的問題。這對剛到美國生活的人來說

，是很大的挑戰。

John是怎麼磨出談判能力呢？我想，和

他在洛城選擇的職業有極大的關係。

移民美國二十幾年的John，香港出生，

在台灣長大，在學生時代做過餐館服務生

、壽司師傅，經營過中式餐館，在猶太人

的貿易公司做過文員，還曾在台灣外語補

習班擔任英語教師，工作相當的「五花八

門」。

John曾在奧地利與德國攻讀旅館管理，

最後在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主修國際

貿易。定居洛杉磯後，卻選擇了一份與所

學完全無關的職業：房地產經紀人，一做

就是十幾年。

John可以說流利的國、台、粵、英語，

以及足以應對的日語、德文，但John自謙

說，這類鸚鵡般的多語本事，在房地產業

界派不上用場。對於習慣考張執照「傍身

」的海外華人來說，持有房地產執照備而

不用是常態，人數更是多到令人咋舌。

John說，當時選擇這個職業的原因，除了

想保持自由之身，持續接觸生活不同層面

的靈活外，也發現這個在美國已超過百年

歷史的行業，入門後還可以透過進修，鑽

研到自己喜歡的領域當中。

我問他，在美國做房地產，有什麼挑戰

？John說在這行業裡，他見識過「老鄉坑

老鄉、兩眼淚汪汪」的光怪陸離，面對自

己墨守執業道德規範，卻眼睜睜看著生意

被搶走的錐心代價，也曾經掙扎過。

「但時日一久，你會發現在美國這個大

池塘裡，只要能堅持原則，大格局的制度

是可以給予遵守規範者強大的續航力，換

言之，做愈久，信譽愈好，業務量的回饋

速度就會正比。」

談起怎麼看待自己的工作。John若有所

思地說：「工作不用固定打卡，省下來的

時間，可以做很多事，這是好處。但若不

善加利用就可能被蹉跎，最好是選擇另一

片有意義的公益領域可以奉獻，也同時讓

人生多一些不同的風景。」

對於當一個天使之城的房產經紀，John

似乎相當的滿意這工作隨緣的彈性。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

，被認為是歐洲最陰暗的角落之

一，衣衫半裸的櫥窗女郎更是誘惑之首。

誰會知道櫥窗女郎的苦楚，也需要佛法的

滋潤？

佛光山在荷蘭的第一座寺院荷華寺，

一九九六年動土，二○○○年落成，創建

緣起於一位華人老太太，在往生前有個心

願，想禮請法師來誦經。

無奈荷蘭竟找不到一位出家人，在女兒

奔走下，得知僑領羅輔聞隨身攜帶一本《

普門品》護身，於是央求協助。

從沒誦過經的羅輔聞，勉為其難地為老

太太完成遺願後，心想這不是長久之計，

不妨興建一座寺院。他協同好友文俱武等

居士，在市中心花了三百萬美元買一塊地

，興建寺廟，並禮請佛光山駐錫弘法。星

雲大師取名荷華寺，意為紅塵中的一朵蓮

花，多年後果然發揮了功能。

二○○八年，妙益法師剛從台灣調到荷

華寺時，嗅到空氣中不同的氣味，詢問後

方知，那是大麻的特殊味道。在荷蘭能合

法吸食大麻，紅燈區經常有人蹲在路邊隨

地吸食，若再加上酒癮，人倒地不起，時

有所聞，他看過至少三個人倒在寺院門口

往生的。

   
委屈受辱 念佛覓得安定

每年暑假，時值女王節、帆船節，街頭

巷弄都是人，吸食大麻處處可見。有一年

，歐洲足球盃打得正火熱，一群吸食大麻

的狂熱分子，看到身搭橘色九衣的妙益法

師經過，竟然引起一陣騷動。

原來，橘色是荷蘭國色，這群壯漢以為

法師和他們是同黨的，便熱情的擊拳拍掌

向他逼近，嚇得法師趕緊躲進寺裡。

信眾中也不乏櫥窗女郎來禮佛。有一位

變性女郎每次來到荷華寺，手上都會捧著

一大束百合花，虔誠地跪在圓通寶殿內，

望著黑觀音，面露委屈。

當妙益法師上前問候時，女郎眼淚直流

說：「我每天都被異樣或鄙視的眼光看待

，唯有來到寺院，才從法師和義工的眼神

中，感受到自己被接納，我還是一個人！」

有一次，女郎歇

斯底里的哭著來到

寺院，向妙益法師

傾訴：剛剛在工作

時，遭到一位粗暴

的男性霸凌，甚至

拿槍威脅，當她提

起勇氣去報警時，

警察卻以不是現行

犯為由，無法逮捕。

讓女郎感到徹底絕望，「活在這世界上

，還有誰能保護我呢？」女郎全身顫抖，

心靈恐懼。

妙益法師帶她到禪堂，用溫柔的語言安

撫，並引領放鬆與念佛等方法。女郎說：

「我們雖然身心語言不同，民族也不同，

我卻找到了心中安定的力量。」

在荷蘭，妙益法師也遇過不可思議的事

。曾有一對荷蘭夫婦來訪，面容憔悴，精

疲力盡，一見到法師哀求說：「天主教、

猶太教所有宗教都找過了，你是我們最後

的希望！」

妙益法師一臉狐疑，詢問之下，竟是要

幫忙抓鬼！

荷蘭有許多老舊公寓，年代久遠，這對

夫妻搬進去後，每晚刀叉亂飛，開門時對

面有十幾個壯漢相互拉扯的奇異現象，導

致他們精神渙散。

    眾生渴求解脫 慈心引度

妙益法師緩緩地說：「眾生痛苦想要解

脫，你們要先去除抓的想法，不要有敵對

。寺裡最近有辦法會，可以寫超度牌位，

一起來誦經念佛，心一定要柔軟，回去後

跟眾生好好溝通。」

之後，妙益法師引領他們禪坐，原本表

情緊張、不時抽搐的臉，不久便和緩下來

。禪修完之後，先生一直從靴子裡掏東西

，拿出了二百歐元。他說這是個祕密，只

有夫妻兩人知道，但讓法師你知道沒關係

，這是一點心意，供養寺院。希望以後很

多人，未來遇到困難時，能來荷華寺受到

幫助。說來不可思議，這對夫妻回家照著

做後，陰陽兩界從此相安無事。

在歐洲弘法，經常獨自一人，妙益法師

遇到難關時，會去翻閱師父星雲大師的書

，看同樣的難關，師父是如何度過？他每

次照著去做，自然就度過了。

還有很多受惠的信眾，來感謝時，也會

讓他感動，便體會到佛道要在眾生身上求

得真理。

佛教講「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

這句話一般人不容易了解，菩提是清淨的

正覺，為什麼清淨的正覺又說是染汙的煩

惱？煩惱是妄想、無明，為什麼又說妄想

、無明的煩惱就是正覺的菩提？

一般凡夫的認識裡，宇宙世間萬法，森

羅萬象，無一不是對待法，是非、善惡、

好壞、得失、染淨，分得很清楚，但這是

世間法；然而在真如的自性裡面，卻是「

生死自家明」，沒有分別。佛法講的「不

二」，是出世法，因此「煩惱即菩提」，

理上是不二的。

舉例來說：鳳梨、柿子沒有成熟就摘下

來，吃起來是酸的，但經過和風的吹拂、

太陽的照射之後，味道就會轉變為甜，這

甜度是從酸而來。因此，甜和酸並不是兩

個東西，而是同一個。

又如海水與波浪，波浪由水而來，離開

了水，就沒有波浪。波浪就像煩惱，在洶

湧澎湃的波浪裡面，可以知道水的本性是

平靜的。由此可知，在煩惱的裡面，也是

有一個清淨的自性菩提。

再如黃金，黃金可以做成戒指、耳環、

手鐲等，相上雖有種種的差別，但是黃金

的本質是不變的；我們本自具足的真如佛

性，雖在五趣六道裡輪迴，其清淨的真如

、菩提、自性，永遠不會改變，不會損失

分毫。

以出世法看世間，是從理上來解悟，但

在未覺悟前，不可以理廢事，而是用理來

解事，因事而明理，才能夠「理事圓融」

，才是真正的「不二」。所以說，煩惱和

菩提是一體不二的；煩惱可以長養菩提，

正如汙泥裡可以生長蓮花一樣。迷就是煩

惱，悟就是菩提，離開煩惱之外，別無菩

提可求；眾生因為有煩惱，因此流轉六道

，人們從煩惱的磨練、觀照中，也才能看

到菩提的顯現。

佛經說：「不怕妄想起，只怕覺照遲。

」一個人能覺察出煩惱，就離覺悟不遠。

學佛的人不要怕煩惱，重要的是，如何轉

煩惱為菩提。「哭婆變笑婆」的故事，點

出了哭和笑，只在一念之間；同樣的，苦

和樂、聖和凡、迷和悟、佛與魔，也是在

一念之間。在日常生活之中，無論遇到什

麼困難挫折，只要我們懂得轉念，情況就

會改變。

話說回來，雖說佛教重視轉凡成聖、轉

迷為悟，但是佛法裡也有這麼一個譬喻：

鐵鍊子可以鎖人，金鍊子一樣可以束縛人

。意思是說，煩惱妄想的烏雲固然會遮蔽

心靈，菩提正見的白雲也一樣會成為執著

、成為障礙。因此，真正的悟道，真正禪

的境界，鐵鍊子的煩惱要捨，金鍊子的菩

提也不能執著。

總之，學佛的人要能超越一切。所謂不

即不離、不空不有、亦空亦有，能夠認識

「緣起性空」，就能夠透過煩惱的境界中

，看到覺悟的希望。

⬆黃金可以製成各種首飾，但是黃金的本

質是不變的；我們本自具足的真如佛性，

雖在五趣六道裡輪迴，其清淨的真如自性

，永遠不會改變。

4/8（六）
~22（六）

萬緣水陸大法會

❶水陸外壇佛事：4/8~22

❷水陸內壇佛事：4/16~22

❸水陸送聖佛事：4/22

4/9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30am）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4/11周二 光明燈法會（10：30am）

4/14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4/16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4/23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4/26周三 光明燈法會（10：30am）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