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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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天  提舍

    「十二年後香港將沒有冬天」，這是一句多震撼的話。看！我們將世界弄成什麼樣子，這個

世界本就是我們的家，將家弄至如斯田地，我們不慚愧，罪疚嗎？可是，仍有很多人沒有感覺，

不知心裡想些什麼，「十二年後是否仍健在？」，「屆時已年老，自有政府照顧，管他呢」，「

這是政府的事情，不是我們升斗市民的責任」，「為什麼要人微言輕的我去利益大眾，而不是有

力的大眾去利益我呢？」，「沒有冬天算不了什麼，不用死才要緊」，每一個災難都有先兆，不

單是警惕，更提醒我們及早補救，如仍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災難將不能避免，且深化至追悔莫

及。

    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四川大地震，毒奶粉，金融海嘯，在在反映了我們的愚痴，有很多災禍

是我們預見得到的，但拒絕正視，且天真地認為不幸不會在自己身上發生，這都是典型的做業，

如何逃得了因果呢！有說人們破壞環境，故天在返擊，其實天沒有想過要為敵，那純是自作自受

的因果業力。這些不幸，皆昭示生活方式出了問題，為了賺錢，為了好逸惡勞，我們巧取豪奪，

不顧他人死活，有妨礙我們的，定必當敵人鏟除而後快。當僥倖贏得了財富卻不懂得珍惜。不但

浪費，且奢侈縱慾，作更多更大的業。唯利是圖已是大眾的共識，沒有人去考慮對社會、世界的

影響。大家都清楚那是根源於貪瞋痴根本煩惱。

    因果律是你對人好，人會對你好，自有好報；你對人不好自有惡報。你尊重別人，尊重事物，

甚至尊重廢物，自會重視世間一切。世間一切如自己一部分，息息相關自不會浪費，奢侈，自大。

世間一切將直接間接因你而改善。我們更應感恩曾幫過我們的人、物，對他們的失去効用負上照

顧責任。抱著這種善心態度，災難將可避免。

    從佛教的立場，有1.住阿蘭若――寂靜處，不作潰鬧，爭鬥的世間法，生活簡約，不貪不奢。

2.節儉――佛教徒都很能做到節儉，不浪費，惜福的美德，不會去自己享受，卻願布施眾生。

菩薩藏

修行就是去同情別人的缺點，不逮

進而接受，瞭解，站在一起

再一起去改善，轉變，踏上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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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重――由於知道眾生皆有佛性，故不會輕視眾生。尤有甚者，對無情同樣尊重，故有「菩薩不

踏青草地」，「不可以隨便砍樹燒林」。4.呵五欲――色、聲、香、味、觸，不追求五欲，自會減

少對其他事物的傷害。5.知足――八大人覺經云：常念知足，安貧守道。當不會有怨憤，更不會不

擇手段去謀取不必要的東西。這些作法不一定每個人做得到，更非每一件都做到，但這些目標均可

酌情辦理或參考。

    有些人對變天現象很憤懣，認為眾生難度，且咎由自取，索性放棄，「洗牌再來過」，意思就

由世界陷落下去算了，認為罪有應得重新開始過好了。但真能重新開始過嗎？墮落後，輪迴惡道，

不知何日再來！問題可在「推牌」後解決嗎？恐怕無暇反思改過。這種態度最要不得，因這是放棄

的態度，且有違菩提心，嚴重違反慈愍一切的宗旨。

    世間有很多複雜的分析，爭論去對應這些變天現象，甚至互相推卸、埋怨。但事情其實很簡單：

生活方式出了問題。更是一種好的預警，就是沒有變天現象，也會在心靈及其他地方令我們陷落。

    以上的佛教觀點正是修行的實踐。於此，可見原來修行關乎我們的世界，幸福，存亡。

    世間父母對子女無微不至，費盡苦心。外人認為其子女醜惡，他們一點不會覺得醜惡；外人覺

得他們頑皮、可惡，他們不認為是；外人認為是一闡提（沒有善根，永不會向善的人），他們總抱

有希望。別人眼中怎麼差勁，他們都持不同的看法，且常懷希望，積極。對任何不是、小錯、大錯，

必會原諒。為了子女，什麼都肯去做，千方百計去幫忙他們，使他們幸福。沒有工作，四處去張羅

為他們找工作；沒有妻子，四處為他們找伴侶。對子女，做到無私的布施；為他們可以持戒、犯戒；

更有無比的忍辱；死心塌地的精進。永不言棄，是父母偉大之處。

    佛教徒就如世間父母，視所有眾生如子女，千方百計去度人，對所有人的不是都能夠同情、容

忍。最好是直接用佛法教導他們，使他們幸福，快樂。如果他們需要佛書，就為他們去找；需要佛

像、法物等，也會四處張羅；沒有善知識，也會到處留意定慧等持的導師；如不知何去何從，定陪

伴往不同的道塲參訪，讓他們安住。不信的人令他們起信，已信的人令他們深入法海；未做惡的人

不令他們做，已做惡的人令他們斷惡；未做的善事趕快去做，已做的善事不斷增長。

    倘若善根成熟，則加重加快去度化他們；要是未成熟，則一點一滴去改善，度化他們；再不成

熟，只要他們念一句佛號，乃至向佛菩薩像一禮拜也好。什麼都沒有辦法，只有為他們種些善因，

播些種子，如代他們做功德，以他們的名義去捐點錢，或是將功德迴向他們，千方百計務求將他們

帶上佛道。永不言棄，正是佛教徒偉大之處。

永不言棄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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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邊樹下，我倆笑談生死

沒有忌諱，無懼不吉利

然後看著他們離去

形形式式，林林種種

送上最後一程

卻不敢猜度，猜度我們的離去

茶餘飯後，我倆籌謀挽救世界

遠方仍有戰爭，殺戮

數不盡，天災人禍

嘆息那悲苦，咒罵那無良

儘管天崩地陷

仍磨拳擦掌，伸出那救贖

躺進沙發，我倆皈敬三寶

為聖教不振，正道不彰

而泣，而訴

為不如法，聖教之傷

強忍如矛之刺心

三寶麾下願死去，慷慨就義

山澗海旁，我倆不忍眾生

沈淪飄泊，頭出頭沒

被貪嗔痴惱苦，情愛所困

老病死煎熬，怨憎會困擾

一再傷痛，自他相害

為法，願有更多伴侶

為道，願有更多情誼

    

          法侶道情  那羅 修行非從今日始  優多羅

    斜陽夕照下，你孤單隻影，輕敲木魚，

青燈伴古佛。看！眾生難調難伏，剛強頑劣，

旋進旋出，看度生之難。而你竟輕易伏拜，

便知修行非從今日始，不是剛開始，也許是

多生多世的修習。

    看！你惡形惡相，便知曾沈淪，曾墮落，

忘失菩提心，在三界中流浪。而你竟輕易伏

拜，收攝誦經，跪叩發願，便知修行非從今

日始，多少善行乃至六度四攝，培植善根，

皆由最初一念善心，浮浮沈沈，等待善知識

的帶領，邁向佛道。

    看！他那倔強、擇善、追求完美，便知

修行非從今日始；見到那麻木不仁，對生離

死別竟毫無反應，沒有關懷，沒有熱情，便

知修行非從今日始；見到他的鞠躬盡瘁，盡

心盡力，雖千萬人吾往矣，便知修行非從今

日始；見到他能放棄一切，不顧一切，嚮往

那唯一目標，突然出家，便知修行非從今日

始，我不敢輕於汝等。

    看！那寺院，僧服，經書，佛像，出家

人，似曾相識，勾起夙世情緣，無盡的回憶。

便知修行非從今日始。

    斜陽夕照下，你孤單隻影，輕敲木魚，

青燈伴古佛。請好好繼續，把握修行，別忘

從前的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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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圍著五塊小石，五個小孩在石上玩耍，其中一

個小孩走到老師父旁，拿起身旁的破舊通告紙朗讀：「佛經講座：彌勒下生成佛經。地點：大

嶼山燈明寺。日期：1948年4月初8……」

    小孩伸伸舌頭道：「1948年我在那裡？當時是什麼世界，人們如何去聽經？」

    「那時佛法沒那麼普遍，講經的地方不多。」老師父道：「去聽經的人必定很虔誠，因為『萬

水千山』舟車勞頓一天到達大嶼山，聽經數天後，又舟車勞頓一整天回家，更要將手上工作放下

多天，真不容易啊！我當時還是一個小孩子，像你們那麼大，跟著大人去大嶼山，順道携帶一

些物資如米、油、飲品等，並不覺得辛苦，只是覺得好玩，雖然那麼艱苦，但仍有百多人往聽經

，鴉雀無聲，不像你們那麼調皮吵鬧。」

    老師父稍停一會，續道：「事隔多年，我仍記得當時師父形容彌勒佛下生的世界，國土昇

平，平坦如鏡，名花軟草遍覆其地，樹木花果茂盛，人的壽命極長。街巷掃灑清淨，更有明燈

晃照，晝夜無異，便利不淨之物，地裂開受之，受已還合。人壽極長，人要死時，自然行至塚

間而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諸根調伏，恭敬謙遜。時世界園林池泉中，自然而有八大功德

水，雜色蓮花遍覆其上，眾鳥妙音和集，果樹，香樹充滿。常有好香譬如香山，流水美好，味

甘除患。國內眾寶無守護者，眾人見之心不貪著，且生厭心，因往昔為此寶共相殘害。……」

    「啊！太好了。」小男孩道：「我要到那世界去。不要在這裡的樹木後大小便。」

    「師父還說彌勒佛下生的世界很多人出家學道，」老師父望著遠處回憶道：「且遇到極多

極多從前的父母兄弟姐妹法侶等。釋迦佛曾咐囑彌勒菩薩，要將未度之人交託給他。彌勒菩薩

也答應了，只要於佛法中種諸善根；或曾皈依；或以讀誦分別決定修妬路、毘尼、阿毘曇藏；或

以衣食施人、持戒、智慧；或以幡蓋華香供養於佛；或以布施、持齋、修習慈心；或為苦惱眾

生令其得樂；或以持戒、忍辱、修清淨慈；或以施僧常食、齋講設會、供養飯食；或以持戒、

多聞、修行禪定、無漏智慧；或以起塔供養舍利。以此等功德將至彌勒所熱熱鬧鬧，共聚一堂

。所有從前生離死別，怨憎會，愛別離的親友將聚首一堂，共赴彌勒佛的華林園，聽三會說法

。初會說法，九十六億人得阿羅漢；第二大會說法，九十四億人得阿羅漢；第三大會說法，九

十二億人得阿羅漢。汝等小孩，修何種功德至彌勒佛所呢？」

    「我要作九十六億人之一，早點去好。」小女孩道。

    「那麼彌勒佛下生的世界，距現在多久呢？」老師父問。眾小孩默然。

    「是五十六億年後。」老師父自答，只見各小孩伸出舌頭，不敢做聲。

    「但五十六億年可以很快過去。」老師父續道：「如果你們在天界，壽命是很長的，可能只

 

           老師父的話  浮生

               說法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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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數世的時間。如果在不同的淨土，只是當生時間裡的事。如果真的等不及，可往彌勒菩薩的兜

率淨土，與他一起，待五十六憶年後，與他一道下生。但千萬別墮下三惡道，因那裡的時間不只

五十六億年，可長至千萬億年呢！」

    「這張說法通告傳單極珍貴，請你們小心閱讀，交回給我，不要弄壞啊！」

          說法台  那羅

那天你問我何時退休

好好享受人生

種種花兒，逗逗鳥

或是環遊世界

這些我都沒興趣

別問何時退下來

因我永不言休

但願做到最後一刻

假使我在說法台上倒下，

別為我難過

那是最大的榮耀，最好的歸宿

如劍士斃於劍下，將士戰死沙塲

那天你問我何時回到你身旁

好好看看這世界

我仍頑固嚮往那說法台

直至人生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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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佛哲書舍內老頭子店員如常垂下

頭在櫃位內忙碌工作。一個年青的陌生人粗

暴地推門走進來，對著老頭子問：「你們書

店經營多少年了？」

    老頭子抬起頭，從低垂的眼鏡上打量陌

生人：「······」

    「你們對得住多年來的讀者嗎？」陌生

人緊迫著問。

    「······」

    「你們自誇這是一處改變人一生的地方，」

陌生人接著道：「炫耀是佛菩薩法身所在之

處，世界上唯一佛書的專門店，法寶總滙集

處。」

    「······」

    「你們可知道這裡有很多書都是一些學

者、無修無証、狂妄之徒的廢話。不是鑽牛

角尖，就是故弄玄虛，自我炫耀，尤有甚者，

將佛法歪曲，錯帶路徑。」陌生人吞一口氣

續道：「單單廢話連篇已大罪過了，一個讀

者浪費那麼多時間去讀這些書，如何有時間

去讀其他真有價值的書呢？」

    「······」

    「一個讀者走進來挑書就如賭博，運氣

好挑到一本好書，打好基礎，自己可上路。

運氣不好，就是挑到好書，但不合根器也是

寃枉路一條。你們對得住讀者嗎？」

    「啊！······」

    「難怪你們經營那麼多年，佛法仍然不

彰。眾生仍然那麼苦惱，外面仍然那麼多孤

魂野鬼終日飄盪。你們對得住別人嗎？」

    「啊！······」

    「如今你們要為自己贖罪。」陌生人沒

有慢下來，緊迫著道：「在原有的書店，或

另找一所新的書店去經營，裡面沒有這些牛

鬼蛇神的著作，有的是真有內涵的法寶，更

要分門別類，對應讀者的根器。店員要有一

定的水準，對佛法瞭解，對讀者的根性了解，

每一位讀者進來都能給予適當的引導。因此

這位店員很重要，不稱職的乾脆將他辭掉好

了。」

    「啊！······」

    「你們更要搜羅一些有質素的結緣書，

讓貧窮的讀者也能有機會學好佛法。」陌生

人有點憤懣道：「有道心的讀者一般比較貧

窮，如能好好引導，定能有所成就，你們更

應好好照顧他們，你們該有一個平等心，等

視一切，不要以為結緣書就可馬虎虛應。」

    「啊！······」

    「除了店員外，更需一個經理，不斷改

善，監督工作，在往後的悠長日子裡，發揮

及保持那專業性及恒久性。當然，這個經理

可由我擔任。」

    「啊！······」

    「簡單點說，你們只需找一處清淨的地

方，無限量提供書籍，由我篩選、擺設，別

問暢銷性、吸引性、收支平衡等這些勞什子，

店員的挑選更要由我來親為。」

    「啊！······」

    「我只有一個目標，其他什麼都不管，

就是讓每一個進來的人都得到改變。」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七)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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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店老闆齋哥獨坐在店內，正憂愁生意淡泊，自言自語道：「為何開張數月生意仍是那麼

差？素食有益健康，為何人們偏要到食店吃肉呢？我那麼發心推廣素食都是為人們好，為佛教好，

看我在店內騰出地方讓人放善書結緣，可見不是單純為了賺錢，菩薩如此不保佑，我也無話可說

了！」

    一位慈祥的老婦，面帶笑容慢慢走進來。齋哥忙上前熱烈招呼道：「歡迎，歡迎光臨，請坐，

我倒些開水給你，不用收茶芥錢」

    「謝謝，」老婦緩緩道：「我要一碗羅漢齋麵，多少錢一碗？」

    「廿塊錢，」齋哥道：「老人家我收你九折好了，十八塊錢吧。」

    「會否太少呢！」老婦不好意思道：「看來你生意不大好，必定很困難吧！」

    「不要緊，能多一個人吃素，少一分殺業也是好事。」齋哥無可奈何道，頹然坐在一旁。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老婦吃畢問：「今天是觀音誕，我每月的佛誕、初一、十五、

齋期必出外用膳，請你在這些日子在門外貼上通告，提醒我進來吃素好嗎？」

    「好的，」齋哥爽快道：「我更會在這些日子推出特價套餐，讓多些人受惠。」

    「你可否在門外設一小書架，讓善心人放下善書與人結緣呢？」老婦繼續要求道：「店內能

否設一佛桌，供奉佛菩薩，讓人參拜呢？」

    「可以，」齋哥毫不猶疑道：「店外我會做一個大點的書架，店內做一張大型的供桌，請些

大型的佛像到來。」

    「謝謝！」老婦滿意地慢步離去。這天很多顧客進來，生意出奇地好。

    接下來的數天，齋哥忙著辦理答應老婦的事，說也奇怪，素食店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當老婦

再來時，齋哥滿天歡喜地迎向她，訴說著多日來的忙碌事務，並答應以後免費招待老婦用膳。

    如是過了兩年，素食店生意忙得不亦樂乎，齋哥的經濟大大改善，一切顯得美滿如意。

    一天齋哥發覺老婦用膳完畢，離去前卻停下來問：「為何齋期不但沒有特價品，還要加一收

費呢？」

    「顧客太多了，我們招呼不來，才出此下策。」齋哥無奈答道。

    「為什麼店內的供佛桌改小了呢？」老婦追問道。

    「地方不夠，唯有將就一點，以前的發心我仍沒放棄。」齋哥皺眉無奈道：「下個月這裡的

店鋪要加租，業主貪得無厭，使我們百上加斤。」

    「為什麼店外的書架不見了？」老婦續問道。

    「唉！那些所謂善心人，大批大批的書塞過來，我們那有地方存放。」齋哥煩燥道：「有些

書更是迷信壞書，我們那有人手處理。我們的職員又懶又蠢，自己的工作也做不好，那有餘暇處

理這些善書。」

    自那天以後，齋哥再沒有見老婦出現過，當感到有一點懷念老婦時，看看月曆，正好是觀音

誕。

觀音誕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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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仍聽到有人問，你是那一宗，那一派？他們期待的答案大概是禪宗，天台宗，淨土宗等曾

盛極一時的宗派。其實這些宗派已不合時宜，雖然它們曾燦爛過，輝煌過。但返觀歷史，不同朝代，

不同時期，產生不同的宗派，這些宗派都是因時因地因風俗不同而出現的，在當時來說，是極適合

當地的人去修，但時移勢易，很多當時很好的宗派已失去優勢，或是老化，極待新的流派誕生。如

天台宗修止觀，現代繁雜的環境已不適宜修；禪宗的隨師在日常生活中參學，不但明師難求，專修

的清淨道場也極難找。試問沒有隋唐的優勢環境，如何能產生成果來。佛教說無常，我們隨變化而

變化，包括修行。過去的已成過去，不應緬懷；這一刻也快將成過去，我們要好好準備，隨流逝而

流逝，隨變化而變化。

    或問，何種修法適合現代呢？

    有1.念佛法門――行、住、坐、卧中憶念佛的莊嚴，或是佛的功德，或是佛的無相、無願、無

作。在繁忙的現代社會中，時刻憶念佛並不容易，但能長期堅持念佛，成就強而有力的習氣，是一

極佳的修行方法。2.動中禪――在行、住、坐、卧中觀察自己，培養覺性。因不需要極靜的環境或

只一味坐禪，較適合現代的繁雜環境。3.人間佛教――走入大眾中作利他行的菩薩道。主要修持六

度四攝：一切利生的事業，如彌勒菩薩的「不修禪定，不斷煩惱」。這修法在漢傳佛教已形成一巨

浪，近代主要的高僧大德都在奉行，且漸漸成為主流，不斷發揚光大。

    這些修行見地，希望對每一個佛教徒有點幫助。但無常變遷的社會，可能很快使這些見地也不

合宜。不過不用担心，佛法是活的，萬古常新的，將來定有新的宗派，適合當代人的佛法產生。只

要我們仍抱有一顆無常的心。

佛教的宗派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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