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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出家是什麼一回事  勝軍    (續上期...完)

    (3)出家的條件――這裡一再強調，出家是為了弘法利生，如果說修行，出家在家沒多大分

別，同樣能證果，受戒也一樣，戒的特質在處眾，如閉關或獨居，將沒有機會犯戒，有戒無戒分

別不會太大。

    因此，立志出家即立志弘法，為了弘法，要發願，承担重責，為了承担，要克制自己，作好

榜樣，豎立威儀，不作損人利己之事。於是去持戒，男眾及女眾因應性別去受不同的二百多條及

三百多條戒，能遵守戒條自不會傷害眾生，亦能盡出家人的本份。

    出家可說是告別過去種種一切，重新做人，重新生活。因此，過去遺留的事物，應該來一個

了結，以便無後顧，專志地奔向前程。首先，要得到身邊人的同意，如父母，夫妻，子女等。看

看有那些責任未完成，更要告訴他們出家的好處，出家的功德，出家的真正意義。此外，如有外

間債項，趕快去償還，或欠別人任何東西，也要處理好，不要讓這些世間俗事障礙將來修道。審

視，檢查自己的身心是否健全，以免出家後不能承担弘法利生的重責。簡言之，不要問佛教能為

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佛教做什麼，承担什麼！常常深入經藏，對佛法多些暸解，關注眾生現

前的苦惱，在經論中找尋解決之道，提供適當的輔導，做好在任何時間，任何塲合下說法的準備；

無時無刻不在等待著去除眾生的苦惱。能否少欲知足，淡泊守戒，不作應酬，不說無意義的話；

寡言不討好他人，不湊熱鬧，耐得住寂寞，都是出家人應具備的條件。

    此外，出家後很多個人嗜好都應戒掉，如琴、棋、書、畫等聲色藝事。因這些都是無意義事，

且令人躭著，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但為了弘法，引導眾生，則可作有限度的開許。歌舞娛樂，

好奇閒蕩，無所事事，趁熱鬧，道情誼，也是不應該的。種植、蓄養寵物、養魚遊藝，同被禁止。

名，如博士，教授等世間頭銜；利，如錢財、產業、餽贈；權，如總監、董事長、領袖等都是外

表美麗而凶險的東西，毀人於無形。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有些人以為剃了頭，穿上僧服，離開世俗的家，住進寺院，就是出了家。

不知道出家以後，郤轉進另一個家去。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換了身邊的人士而已，同樣在佛教的

地方營營役役，起憎愛的分別心，為生活；為未來；為居住的環境舒適；為收徒納眾，籌謀計算。

這都是違反出家的原意。要能做到真出家，就是心無罣礙，心無繫著，隨時能放下身邊一切，包

括自己的生命。

菩薩藏
願我的色身能更有力量，承事眾生

願我的慈悲心更廣大，去體諒眾生，

了解他們，不生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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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出家的路向――出家後向那方面發展應作審慎的考慮，只有專心一致的投入，才能利

益眾生。

    作經師：深入經藏，對各別契經作出歸納，演繹，使人容易入佛之門。

    作律師：通達戒律的開遮持犯，不同時方的適應，作出契理契機的嚴格規範，使眾生過著

清淨無愧的修道生活。

    作論師：將佛及歷代祖師的教法，作適當及契合現代的演繹，使眾生能活用佛法。

    作禪修師：對禪修作深入及廣泛的研究，以便帶領信眾踏實及層次地修行定慧。

    作譬喻師：以通俗教化，深入民眾，作或深或淺的教導。

    作翻譯師：將經論在各民族及語言上作不同的翻譯，使大眾更易理解及接觸更多的經典。

    作辦事僧：在各種寺內寺外的事務中，發揮佛教的道理，示範出家人的威儀及定慧的風格。

    作經懺師：帶領大眾作如法的經懺佛事，發揮共修薰修的功能。

    以上多種路向，都需要有深入經藏的學修，活用佛法的善巧方便，及為眾生的菩提心基礎，

才能發揮功能。

    最後一提的是歷史上有多位棄王位出家的人給我們的啓示：1.出家何等殊勝 2.世欲不可

戀 3.千萬人嚮往的王位竟比不上出家好。此外，更有很多名人及重要人物在晚年轉信佛教或

出家皆值得我們深究。至於一人出家，九族登天的講法也是合情合理的，請細思。     (完)

                  永恒的佛陀

    永恒是那無量壽、無量光、無量智慧的法身。

    不可以形相求佛，形相不是真正的佛，見法即見佛。

    佛身就是法，故常住而不壞。

            永恒的佛法

    永恒是那無量壽、無量光、無

量智慧的佛法。普照一切國土，消

除世間的煩惱。

    使人生不再執著，遠離無明與

貪愛。與眾生共存共榮，融入諸佛

的大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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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有殺戮

何其愚痴

一旦你宣稱萬能

便要承受世間所有苦難的一半責任

等待著審判

抗辯、投訴

你看，佛陀比你乖巧多了

  他永遠不著意

    永遠無所求

    毫無破綻

你看，佛陀比你公平多了

  他永遠開放

    永遠不計較

    無限慈悲

你看，佛陀比你智慧多了

  他宣說自作自受

    一切都有因有緣

    追塑至多生多世

上帝  那羅

上帝啊！也許你不知道

      我多麼渴望成為你的信徒

    將苦難輕易抹去

    將複雜化為簡易

    好好地從頭來過

  但烈日下仍有駭人的殘暴

    午夜仍有悽厲的慘叫

上帝啊！也許你不知道

    多少罪惡假汝之名進行

    多少篡改未經你同意

  他們任意詮釋你的旨意

    歪曲你的教義

    扭曲你的性格

上帝啊！你為何不反駁？

      為何不顯示你的萬能？

    我不忍見你如此被蹂躪

    不堪如此被蹧蹋

  你是他們的代罪羔羊

上帝啊！

  是你創造了世界？

  還是他們創了你？

    燈明寺後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口中不停唸著「南無阿彌陀佛」。圍著五塊較小的大石，

各坐著三個小孩，安定盤坐那裡，另有一男一女小孩，在其餘兩塊大石上，不斷交替攀爬。

    突然老師父對那兩位不安定的小孩問：「你們可知道二千多年前你們在那裡嗎？」

    那對小孩停下來，張著嘴巴望著老師父，不知所措，兩對眼睛骨碌望著老師父，久久才眨上一下。

    「二千多年前，釋迦佛正說法，圍坐著數不盡的聲聞弟子及菩薩眾。」老師父續道：「一棵大

樹下，五隻螞蟻魚貫而出，到處覓食。才找到食物，你爭我奪，各不相讓，沒留意巡划的巨大天人

護法走過，差點被踐踏死。那一刻，五隻小螞蟻體會無常，發願修持布施波羅蜜，將食物互推對方，

彼此多世一起轉生，親近三寶，互敬互愛  ···當年的五隻小螞蟻就是你們。」

    「不要，不要。我不要和他一道，他那麼醜。」小女孩急道。

    「我才不要與你一道」小男孩不服氣道。

    「當年你們看到說法大會那麼殊勝，塲面那麼偉大，不禁自慚形穢。」老師父續道：「很害怕

作一隻螞蟻，更害怕輪迴轉世再作傍生。」

    「我不要做螞蟻，我要做天將。」小男孩大聲道。

    「對，對。」老師父望著小男孩道：「當時你也這般說，除了讚嘆說法大會外，你們更細心聆

聽佛陀說法，希望能夠學到他的弟子般高大威嚴，或是天將護法般凜凜。當時佛陀正開示施論、戒

論、生天之論。」

    「老師父你當時在那裡？」

老師父的話  浮生

     佛陀座下之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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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崇禎年間，朝庭腐敗，官宦只求一己私利，對治理國家，任意妄為。上行下效，地方混亂，

流寇四起，始為生存而犯法，慢慢將犯法視為平常，草菅人命，殺人越貨。老百姓報官不應，更遭

無理懲治，任由宰割，一小撮遊俠出來，懲奸警惡，力挽狂瀾。

    官道上，人來人往，表面熱鬧非常，實際人心惶惶，人們携著大包小包行囊，扶老携幼，找尋

棲身之所。「忘情劍」背負長劍，在人叢中慢慢走著，離遠看到一個彪形大漢，手提大刀，朝著這

面走來，看到攤檔合適食物，順手拿來放到口中咀嚼，檔主在他凶惡目光下，不敢吭聲要錢。路上

行人紛紛躲開，不敢阻他去路，偶爾在他前面阻礙的人，被他粗暴推開。當快要走近時，「忘情劍」

與他四目冷冷對望，只見大漢雙脚黏地，慢慢移行，他知道那是備戰狀態，雙脚黏地，可隨時進行

攻擊，且能避免被雜物絆倒。他更注意到大漢慢慢將膝蓋屈曲，待隨時進行攻擊。他也慢慢脚黏地

移行，膝蓋微曲，未到最後階段，不想屈曲太多，虛耗體力。大漢提起大刀，他也相應從背後抽出

長劍，輕輕平放到肩上，減少體力虛耗。由於劍經過特別打造，格外輕盈，僵持愈久，將對他有利。

這刻只須極度專注，用勢懾服對方，只待致命一擊。目光定定地冷酷注視大漢雙眼，慢慢籠罩著他

全身，一股氣勢如虎擒羊般圍著大漢，不讓他逃脫。旁邊路人早已躲得老遠，那股氣牆，無人敢走

近。

    遠處一隊送殯行列正慢慢走來，吹打著喪樂，將紙錢、白票漫天撒，四人抬著一口棺木，天色

突然昏暗下來。「忘情劍」將注意力拉回，緊守著「制心一處」招數，等待殲敵的機會。大漢臉上

微微滲著汗，目光從冷峻變成猶疑，隨著送殯行列走近，露出少許懼色。這些轉變全在「忘情劍」

眼底下。他將肩上的劍慢慢提起，加緊「制心一處」招數，將冷酷的目光從大漢雙目移向眉心，那

將是落劍的地方。

                 ×                          ×                     ×

    「忘情劍」與日本浪人正在茶寮外對峙，但見那日本浪人散髮掩蓋了一邊面，眼神鬼秘郤極堅

毅地凝視他，脚踏「人」字拖鞋，緩緩將腰間的利劍拔出來，高舉過頂，一股山洪爆發的氣勢在凝

聚。腰的另一邊掛了一柄短劍，一時間「忘情劍」參透不出那短劍的作用，對於浪人的打扮，步法，

腰馬及泰山壓頂的氣勢，完全感到陌生，一股寒意從心底升起，恐懼、痛楚、狂叫、死亡在腦內閃

現。

    「忘情劍」警覺地大喝一聲，像瘋人般將劍亂砍，眼睛睜得大大，露出極度恐慌的神色，口中

不斷聲嘶力竭的狂叫，那些劍招毫無章法，跌跌撞撞的不斷向敵人猛撲。浪人極冷靜地注視敵人，

有機會攻擊時，郤被「忘情劍」左躲右閃，爬走擲物，避開他的攻擊。

    茶寮的客人早己走避開，不單裡面的用具枱椅被二劍士破壞掉，連簡陋的茶寮也倒坍一半。「

忘情劍」不斷向浪人擲物，突然將手中劍飛擲出，浪人用劍把飛劍撩到屋外，錯愕地思考何以劍能

離劍士之手。冷不防「忘情劍」將一個哭喊中的嬰兒擲向他，浪人將嬰兒接到手中，剛放下。只見

白光一閃，一支匕首從爬在地下的「忘情劍」手中激射出，直插咽喉。浪人發出數聲嘶叱後倒下，

手中仍握著劍不放。

                 ×                          ×                     ×

   「忘情劍」俠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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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情劍」來到渡頭，但見一個佝僂的老和尚在整理木筏，匆忙將眾人划到對岸，不管男女老少，

分文不取，有些好心的渡客，偷偷將錢留在筏上離去。後面遠處傳來狂喊及殺戮的聲音，夾雜著小孩

的哭叫。這面眾人默默無聲，趕快擠到筏上，老和尚不發一言熟練地將眾人划到對岸。「忘情劍」小

心觀察老和尚的步履及手功，確認不是一個武者後，與最後一群人踏上木筏，才到對岸，老和尚將一

些乾糧交給一對婦孺，著他們趕快離開，然後小心將木筏藏在長葦中，一隊官兵趕到，隔河呼老和尚，

郤見他裝聾慢慢離去。

    「忘情劍」追上老和尚問：「敢問師父法號？」

    「大渡和尚。」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優多羅

                       
    晨光曦微，清涼自在，這淨土平坦如鏡，一望無際，

偶爾七重行樹，整齊排列。若隱若現的念佛聲，此起彼

落。心淨如水，再沒有激情，那彌留的掙扎，拉扯，放

不下，仍要提起正念，念佛，念佛，專心念佛，放下塵

緣，厭離娑婆。萬人助念，備極榮哀，只為往生那極樂

淨土。

    漸漸，海會眾來集，眷屬圍繞，飛行自在，只待供

養他方十萬億佛。阿閦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

彌光佛、妙音佛；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燄肩佛、須

彌燈佛、無量精進佛；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

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燄肩佛、最勝音佛、

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

達摩佛、法幢佛、持法佛；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

香光佛、大燄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

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

    觀那佛，碩大無朋，出廣長舌相，發微妙音；觀那

佛，燦爛耀目，無量光明，莊嚴瑰麗。自然與諸眷屬，

諸大菩薩，俯拜又俯拜，拜去那氣燄，拜去那熱惱。問

訊又問訊，致敬無量，少病少惱，氣力安不？各以衣祴，

盛眾妙華，供養諸佛。

    咚！咚！聽那鼓聲，聽那磬聲，已至另一佛土，俯

拜，問訊，以眾妙華，供養諸佛。咚！咚！忽然不現，

須臾即至，另一佛土。

    以大音聲，至心稱念，一聲佛號，便遍至十方供養

諸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與諸聖眾、眷

屬，靜待，靜待本尊佛的出現，接待來自他方佛土的菩

薩眾，正供養他方十萬億佛的菩薩眾。

覺 ·有情  那羅

有情似是無情

無情似是有情

該有情，還是無情

什麼是覺有情

自覺覺他，反聞聞自性

觀照禪悟，正念現前

念處相應，法次法向

愛生則苦生

慈眼視眾生，尋聲救苦

不請之友，無量行願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仁澤蒼生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闡提也可成佛

山河大地，同証實相法身

頑石亦可點頭

無情有情，同圓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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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宗分：即內容，全在解釋般若，及其貫一切處，乃至無上佛道。分五段

    第一段：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即舍利弗，這樣叫舍利弗，喚起注意及開始一個新段落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命現象裡的肉身，抱括世間物質都是因緣和合，   

                                               變化不實在的。但也是幻化，產生作用，有因有 

                                               果，變化莫測的。空與色，不是分開，不同的。 

                                               它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生命體中的精神現象，受想行識也是如此，也是空的，不實的，變化莫

                            測的。受、想、行、識與空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第二段：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舍利子――這句同樣喚起注意及開始一個新段落

      是諸法空相――一切事物的真實狀況是空的，不實的。故

      不生不滅――在時間，上沒有生滅

      不垢不淨――在聖凡上，沒有垢淨、喜惡之分

      不增不減――在空間上，沒有增加或減少，只是調配不同

    空相是即一切又超越一切的。它在萬事萬物上顯現變化的緣起幻相，同時隱含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的寂滅性。

    第三段：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及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在空相的寂滅性下，森羅萬象，包括聖道皆是幻化的，是無的。

      是故無生命體的五蘊

      無宇宙觀的十八界

      無流轉及還滅的十二因緣

      無解脫道的四諦

      無大乘的智慧證得

    所有諸法，都是因緣而起的，幻現的，不實的。本身已不實，如何會有得呢？既無所得，如何會實

有諸法呢？

    第四段：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

            槃。

      所有諸法，包括聖道，本來沒有，連修證的智慧也沒有，能做到這無所得時，就是般若智慧的顯現。

      菩提薩埵――即菩薩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藉著這至彼岸之智慧

      心無罣礙――內心再無牽掛，妨礙，執著。得大自在

      無有恐怖――主要是怖畏生死，生死恐怖沒有的話，其他恐怖算不了什麼

心經法要    賢護      

    

    
              

    心經是最熱門的經典之一，不論講解及註釋者，多不勝數。何以仍要繼續註解？

    一.精簡――或許心經義理太深太廣，很多解經者太詳盡，使忙碌的現代人無法接近。尤有甚者，

除作多方面的學術比較外，更將多方面的資料搜羅論列，叫人吃不消。因此，本解務求精簡，純以義

理探討為主，如欲進一步瞭解，可參考其他著作。

    二.不同的切入角度――心經是一本很好的概論書，涵盡了佛教世出世間的重要概念。故研讀心經

無異對掌握佛法或將來鑽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解從一個新角度切入，希望對理解有助。

...續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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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離顛倒夢想――顛倒是因為我執，錯視諸法。主要是視無常為常；苦為樂；無我為我；不淨

為淨。夢想：妄想、妄念。主要指如夢如幻的人生

      究竟涅槃――涅槃：寂滅，煩惱的止息，生死的超脫。

      究竟涅槃：即大乘的涅槃，遍一切處的法身，即是般若波羅蜜，郤以度眾生為用。

    第五段：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

      就是如佛的最高境界――無上正等正覺，也是依靠修此般若波羅蜜多成就的。

    三.流通分：即總結、讚嘆、迴向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咒語有總持義，就是將無量義理、功德，總持在簡短的咒語裡，使能容易執持。更有一種神秘

力量，使能容易達到効用。

    但以上的大神咒等咒字是用作比喻，總結及讚嘆般若波羅蜜多

      大神咒――神奇、不可思議的功用

      大明咒――大智慧，照破黑暗迷茫的功用

      無上咒――這法門無有比之更高、更好的

      無等等咒――無有其他法門能與之比較

    有了以上經文的理解，自能知道般若波羅蜜多功效不可思議，能去除一切苦，一點都不會假的。

真實不虛句有起信作用。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揭諦――去

      波羅揭諦――到彼岸去

      僧揭諦――大眾一道去

      菩提――覺

    為了將所學總持在咒語裡，產生一種力量，所以做了以上精簡的咒語，最好是依音譯咒語而誦。

    這般若波羅蜜多咒含迴向義，翻譯如下：

    去吧！去吧！往那彼岸去吧！眾齊往那彼岸去吧！祝願覺悟！

    語本翻譯：作用在以淺白語重溫經文，如仍有不解之處，請重複深究義理，務求徹底解暸。

    觀自在菩薩，在修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照體驗到生命現象，乃至世間一切森羅萬象，

無不是空的狀態。修持至此境界，自能度脫一切苦惱災厄，自度度人。

    舍利子啊！色身、物質與空無別，空也與色身、物質無別；色身、物質是空的，空也是色身、

物質的。五蘊中的受想行識，也是如此。

    舍利子啊！所有事物的空相狀態，都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增無減的。

    因此在空的狀態下，沒有色受想行識五蘊；沒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沒有色聲香味觸法六塵；

沒有眼界至意識界等十八界。沒有十二因緣的由無明流轉，亦沒有由無明的還滅，乃至沒有老死

的流轉，亦沒有老死的還滅；沒有四諦的苦集滅道；沒有智慧亦沒有得著。以無得著故，菩薩依

般若智慧，心沒有罣礙，因為沒有罣礙，沒有生死恐怖，遠離顛倒妄想，達到究竟涅槃的境界。

三世諸佛，也依般若智慧，得無上正等正覺。故知般若智慧如大神咒、如大明咒、如無上咒、如

無相等之咒般，能夠破除一切苦惱，真實不虛假。

    即此說咒如下：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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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間，對於親情、友情、愛情，人們都會去親近，不難理解。但這些都是痛苦之源，最低

限度，我們要淨化，淡化它們，因為這些都是強烈的我見，我執及我所，無限糾見及爭鬥的根。

在修行道上，我們要親近 1.善士――從善士中學習出世間及菩薩法，這善士對修行有相當了解，

能循序漸進帶領我們。2.善土――一處地方充滿和諧、喜樂、關懷、友善。可以從那地方的設施、活

動、鄰人的喜好、教養等感受得到。3.善行――善的行為，如布施、持戒、愛語等善行，不論何

人的善行都應親近。4.善法――所有善的方法，包括世間出世間的善方法，都要學習及親近。這

些親近的和諧極易產生一種執著，帶來另一種痛苦，因此也要去除，要去除，就要另一種修法

――遠離。

    修行遠離，首要遠離事與物，如錢財、遊樂、縱情，容易使人陷落及偏執不放的東西。但不

是說完全不要這些東西，而是取其所需，不貪求，再慢慢看淡，將需求不斷遞減。自然做到少事

少業、少語，因這些都是無意義，煩惱的東西。遠離執著最困難處是遠離自己，遠離自己的貪瞋

痴，開始時要好好控制自己的心念，不要被順逆，情緒影響，繼而將境遇看空，體解事物都是短

暫不實的，自能做到遠離，最終達到出離的境界。當成就出離心時，可以出家了，身心出家後，

煩惱自會遠離，得大自在。

    再來親近眾生，與他們一起喜怒哀樂，教導他們修遠離行乃至出離，作他們的善士，如是循

環輪迴，不斷的親近與遠離。

 親近與遠離  提舍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