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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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薪金與最高薪金  提舍

    多年爭議，要設立最低薪金，保障工人的權益。

    每個人在社會工作，都希望能自給自足，養活自己，賺取基本生活費用。再進一步，養活身

邊人，即養家活兒，再進一步，養活社會大眾。這樣，工作便非常有意義，無愧於天地。反之，

辛勤工作後，連養活自己也有困難，則工作的意義將失去，連人生意義也沒有了。如果不能達至

養活自己的條件，工作將失去尊嚴，僱員也失去尊嚴，連僱主的尊嚴也蕩然無存，無數社會問題

將產生。因此最低薪金的設立，有其必然性。

    但問題是否如此簡單，本來在需求關係及利益關係下，市場自有適當調節，這些不應成為問

題。因此，工人也要反省自己的工作態度有否出了問題？有否盡責，有否賣力，有否提升自我或

自我增值？如果大家都以私利為大前題，不論怎麼做，立法或強迫，這些矛盾仍無法克服。

    如果工作不能為僱員帶來基本生活費用，主事者應檢討工作的重要性或運作出了問題，該是

時候重新定位及尋求工作出路，看是否需提高服務或是橫向發展，為大眾提供更多貢獻，自有合

理的回報，自利利他，自活活他。

    很奇怪，社會有最低薪金的爭議，卻沒有最高薪金的限制。一間公司雖錄得巨額虧損，它的

高層仍可按月支取超高薪，外加驚人的花紅，房屋津貼，退休金，離職補償等等。對一間與他們

關係密切的公司竟無慚無愧，巧立名目，予取予携。無視於昔日對他們事業支持的合夥人（小股

東），不去珍惜於千百隻股份中獨挑他們那一隻的緣份，政府認為是「私人問題」也不去管，可

有想過高層的超高薪必然導致對下層的剝削，產生最低薪金的問題。

    近來更有新聞披露及質疑慈善團體高層領取高薪的報導，真叫人為難，如果將事情暴露，勢

必影嚮捐款，影響受救濟的苦難人，如何担當得起，但埋在心中的疑慮，卻隱隱作痛。另一方面，

菩薩藏

恆心，是世間事業的不可或缺

恆久心，也是修菩薩道的要素

恆久心的背後需有無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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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義工無償在前綫賣力，自己卻在後方悠閒領取高薪，如何對得住他們呢？此外，既然向大眾募

捐，應有責任向大眾交代善款的用途及分配吧！

    從佛教的立場，覆藏，隱瞞都是不對的，應有坦然公正的態度。能在慈善團體工作是多生修來

的福，應感恩珍惜。慈善團體不是求利的地方，如要謀利可往其他機構，同樣能賺取到利益，甚或

更多，且更安心。慈善團體主旨在付出，利益其他人，使人歡喜，是慈悲心的展現。求利，高薪，

有違宗旨及施主的期望。八正道裡的正命不單是正當的職業，更要合理，如法的賺取生活，最重要

的是不違修行原則，不要令人失望，尤其信施向佛教的布施更要小心，因過失很大。最低薪金及最

高薪金引申剝削及欺壓，不但有違慈悲心，且須背負因果，更是障道的一大陷阱。佛教徒當觀緣起，

萬象息息相關，為私利而傷害他人，必導致惡果。

    斜陽夕照下，獨你合掌對佛。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往昔···往昔···往昔所造···諸惡業」

    一頁一頁，哽咽的影像，乃過去愚痴、無聊的業障現前。一幕一幕，今生、多生的作惡。映現

在你落漠的眼神中。

    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皆由無始···無始···貪瞋痴」

    原來竟是那麼久遠。牢牢，恆常煩惱不堪，使多少人流淚，多少人含恨。載浮載沉中，不知悔

改，一作再作，傷害再傷害。啊！你曾作何事，為了滿足那貪婪，瞋恨，愚痴。

    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從身···語···意之所生」

    就是那身軀，切切實實，切切實實的傷害眾生，使淌血；就是那嘴巴，有意無意，有意無意的

如刀穿插，軋在心上；就是那意念，嫉妒、惡毒、幸災樂禍、時刻期待，期待傷害眾生，樂見血淚

長流。

    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今對佛前求···求···求懺悔」

    最終，第一滴淚從你的臉上流下，伏拜的身軀無力再站起來。那一刻，立地成佛的一刻，不再

愚痴，不再無聊，不再造業。

禮懺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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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預知一個月後將要離去，我會怎

麼做？

    首先我會收拾雜物，將過時及不再用的

雜物、衣物送出去，沒人要的話索性丟掉算

了。不要親人為我處理時，邊哭邊咒罵，若

他們如我般不捨，將什物保留下去，則更糟

糕。我要做到只需十五分鐘便能將用品收在

一個袋裡離去，希望人生說來就來，說去就

去，心無掛礙。

    再來我會收拾書本，影碟等，把無聊的

無益的棄掉；有價值但不會再看的贈與親朋；

有需要保留的也安排自己離去後贈與圖書館

或適當的地方。希望來得容易，去也容易，

別讓他人糟蹋自己的喜好。

    如有未完成的工作趕快完成，尤其一些

瑣碎事情，自己做輕而易舉，若讓他人做可

能使人煩躁，不要讓人沒頭沒腦不知從何做

起。新來的任務要快速不蹉跎，盡量在短期

內完成。如是長遠要緊的工作則一方面培養

人才去接手，另一方面找一個副手共同工作，

任何狀況下需要有其他人繼續運作，確保任

務能不中斷。

    欠他人的債務快償還，如不能短期內清

還，也要安排離去後依序償還。債務包括答

應人要做的事，自己的責任：如家庭責任，

社會責任，宗教責任等。希望盡自己的能力

去清還拖欠的債項，離去不留痕，最低限度

不要留下惡痕，對人有憾。

    如果別人不對的地方趕快去糾正，讓他

們知道不是，不要再滑頭推搪，因時間無多。

與其不提醒他們讓他們喜歡自己，倒不如讓

他們討厭自己而有一個被提醒的機會。為己

為社會尋找接班人，培養人才，繼承事業，

是一等一的重要。任何事業如何成功，如不

能培養人才，繼承事業，只能算成功了一半，

尚待努力。選賢的標準在「賢」，不在是否

自己的親人或一夥，珍惜賢能，培養賢能是

無時無刻的首要任務。將自己的才能秘技傳

授給所有人，要無私無覆，坦然相授，因再

不授出去將很快失傳。

    當然錢財要小心挑人送，如果是巨產的

話，可成立一個基金，訂立一個嚴格的宗旨，

恰當而長期的運作下去。如果家無恆產，則

恭喜了，因沒有煩惱，不用費心，更可見平

時已常行布施，對錢財快速好好利用，且接

近佛陀的教導。

    未了的心願是時候去了了，未圓的夢趕

快去圓，時間無多，還待什麼？假使能於一

個月內完成，最好由自己完成，否則可出錢

聘請他人代辦，或是找些同道幫忙。也算不

枉此生，對得起自己。

    總結來說，該如一個離世的人，將遺容

化妝好，讓人保留美好的回憶，不讓醜態示

人，使人起煩惱。別讓世上因我這短暫過客

起任何漣漪。

    假如你預知一個月後將離去，你會怎麼

做？是否比我更糟？

    而你會如何離去？移民，玩失蹤，死掉？

還是出家？

          假如一個月後就要離去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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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圓之夜，獨你孤坐巨石上

敷陳開演，那無上甚深妙法

萬世千秋，聲傳無量剎土

引導眾生

離苦、脫惱

從鹿野苑至娑羅雙樹

五比丘到須跋陀羅

你遊行於恆河兩岸

踏上忉利天宮，十萬億佛土

終其一生，說法說法再說法

和盤托出，沒有隱瞞

或是遺留給獨子

雖臨湼槃

仍再三鼓勵提問

啊！

終其一生，不做什麼

正是你偉大之處，偉大的地方

說法說法再說法

月圓之夜，鴉雀無聲

台下千二百五十人俱

正聆聽說法

    

          說法  那羅 菩提心  那羅

明天你依然發心嗎？你仍心存敬愛嗎？

昨天的誓言，言猶在耳：

無論疾病或健康

貧窮或富裕，美貌或失色

順利或失意

仍願意尊敬、安慰、保護、體貼、謙讓

終生不渝

儘管貪瞋痴毒

貧窮需索，失色醜陋

失意消極

仍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無怨無悔

承事眾生

執子之手，作不請之友

在莊嚴而有約束力的禮儀中

有請天、人、鬼神、佛菩薩見証

立此誓詞：

眾生無邊誓願度. . . . . . .

明天你依然發心嗎？你仍心存敬愛嗎？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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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單細胞館走出來，熾熱的太陽照得我後腦隱隱作痛。剛做完臉皮及鼻骨手術，不知道効

果如何？但這些「小兒科」相信不會與計劃有多大差異吧！反正一兩年後潮流改變，好壞也需

再作一次整形手術。這個成熟潮流Look，帶點憂鬱，足夠晚上的舞會結識異性了。手、腳及心

臟在數月前剛換過，今天晚上定能發揮功効，只是仍有局部失憶，偶然感到極疲倦，希望下個

月的腦細胞注射能改善。想想，下星期剛好八百歲了，需作一次全面的「名色」檢查，來一次

精神與肉體的重新複合。

    自從人的壽命因不斷換器官，換細胞延續後，日子過得特別長，一天的時間，百無聊賴，

仿似從前的一個月，且不斷變得悠長。食丸大行其道，沒有人餓死，不用工作賺錢過活，醫學

昌明，軀殼任何一部分可以更換，連腦細胞也可藉注射而更換。因此沒災難，沒人需要救濟。

整個社會無所事事，每天都在享樂，醉生夢死。

    本想往找父母，已有數十年不見了，但想到他們整容後面貌比我年輕許多便無法接受。算

了吧，無謂再吵架了，聽說最近他們已離異且各自找到伴侶呢，更叫我逃避不敢面對。妻子多

年前離我而去，沒有一點難過，一點可惜，心裡反而暗暗叫好，自從她做了一個美人手術後，

那份囂張，高不可攀，叫人無從接近。她那毫不優雅的聲音，惡心腸與美態共聚，顯得格格不

入，就像一隻半人半獸的怪物。我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妻子，跟我初認識她時判若兩人。別提

了，那是一場噩夢。

    本來是一個好機會讓我找回初戀情人，聽說她正好單身，但那更是噩夢中的噩夢。那天我

打扮得格外隆重應約，沒想到多年不見的她，竟變了一個雄糾糾的俊男，連他也沒想到多次做

「變身整形」後變成這樣子·····

    如今我已沒有朋友了，不單我不滿意他們，他們也不滿意我，說我變了。我那裡有變？我

仍是從前的我，只是較喜歡享樂吧！算了，算了，希望今晚的舞會能結識多些朋友，不再孤單。期

待著認識知己，不管男女，但千萬不要世故，奸詐。

    突然，一個老和尚從我前面走過，已有很多年沒有見到老人了，怎麼會跑出一個老人來呢？我

好奇地問他：「師父，為什麼你不往『變身整形』呢？」

    「我毋需別人喜歡我，何需美容？老了，死了，就由他去，很快又輪迴，投生，與你們相

差不多。生生死死，不外如是，何需掛礙。且我不想我的存在防礙他人，自自然然，讓它適當

調節，也不想這個世界人口過多。我，算不了什麼！我，又是什麼呢？本就不該有我。」

 

           不死傳說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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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數個小孩在旁玩耍。一隻狗兒走過，被一個小

孩抓著尾巴，發出吠叫聲。老師父喝止小孩道：「這是護法之一，專門看護佛寺，不要小看牠，不

但這燈明寺由牠守護，燈明寺的前身大慧寺也由牠守護呢！牠已見証及參予兩代佛寺的興替。

牠父母終身守護大慧寺，得享長壽，據說牠的祖父母也是護法，看管佛寺呢，但年代久遠，我

所知不多，可是牠父母的一生，我卻很清楚。雖如此說，牠父母如何到來，則無從稽考，聽大

慧寺中人說，牠們都是化生到來的。從小在寺外巡遊，監察著外圍，極少進入寺內打擾寺中人，也

極少讓人接近撫摸。寺外的蛇、野豬、老鼠、昆虫，甚至盜賊都曾裁在牠們手裡。寺中俱是老

弱婦孺，卻從不担心安危，就是半夜有急病或危難，牠們總能快速找到人來幫忙。寺中住眾雖

時多時少，外圍這些護法數目竟能自動調節。有由父「爸爸」及母「汪汪」生育的；有無故從

外來的；有外人到來托放的。要走的時候有被捉狗隊捕去的；有被捉去宰殺的；有被領養的；

有被「爸爸」及「汪汪」趕走的；更有無故失蹤的。方丈說牠們皆已升天。

    每天早晚課牠們必伸直前腿，俯伏在大殿外，功課完畢後總在眾人出來前離去，不會阻礙

驚嚇會眾。寺中出家人出外或回來，一定見到牠們迎來送往至大路前。」

    「那牠們在那裡吃喝、睡覺呢？」一個小孩天真地問。

    「牠們住在那裡！」老師父遙指寺前的小山丘道：「就在那棵小樹下，每天總有些鄉人或

清潔工人將食物及水拿來餵飼，附近一個老居士暗地裡護持牠們，若沒有人送食或有人要傷害

牠們，他定出來協助保護。甚至幫牠們做絕育手術，以免其他狗隻來騷擾，也免牠們為青春煩躁，

或過度繁殖。因此，牠們一點不會侵損常住，或要常住為他們操心。有一次大慧寺辦了一塲三

壇大戒後，牠們仿似菩薩般對老弱特別友善，向每個坐輪椅過路的人擺尾打招呼，若有人在附

近那條河釣魚，必被牠們趕走。

    有一次我見到一羣魚浮出水面，與牠們相對了五分鐘，仿似交談般，跟著在河面跳躍，濺

起不少水花。牠們吃剩的食物必有其他飛禽走獸到來分享。老居士發覺牠們日漸消瘦，小心觀

察，原來牠們未吃飽便把食物讓出來，於是趕緊增加食物份量。

    這條狗是「爸爸」及「汪汪」生的，一直由父母撫養及訓練，繼承護寺任務。沒有好幾個

人能接近牠們，一次黃昏太陽將佛寺及附近照得通紅，方丈和尚和老居士在河邊閒聊，不知何

時「爸爸」到來，親切地挨傍著方丈，隔一會才低頭默默離去，遺下強烈的體臭味在方丈衣服上。

老居士黯然搖頭，果然沒幾天傳來牠的死訊，「爸爸」死在牠自己早已掘好的地洞裡，「汪汪」

將泥士覆在牠身上，不驚動或勞煩任何人。「汪汪」不久病起來，大眾都知道牠不會好轉，

沒担心多久，牠也隨「爸爸」離去，這次沒有任何人知道牠怎樣離去，只見牠的女兒「女女」

           老師父的話  浮生

               護法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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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了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大眾如常過活，沒辦法為牠們做任何事，但我知道不少人暗地裡為

牠們助念，暗地裡去安慰「女女」，不斷迴向給牠們。

    「爸爸」及「汪汪」的離去，正好是大慧寺被清拆後不久，彷彿完成守寺任務後便要離去。觀

其一生，只有簡單的生活，簡單的任務。方丈說：「以此守護功德，必生天上，得聞佛法。」

    一個小孩對著「女女」喚「狗狗！狗狗！」「女女」只管到處嗅嗦，不理他。老師父以沙

啞的聲音喚「小韋陀」，但見「女女」搖擺著尾巴，向老師父走去。另一個小孩道：「老師父，你

真是護法的護法，就像當時的老居士。」

    老師父瞇著一線的眼睛笑道：「正是，正是。」

    那天你突然問起人生的意義何在？

    你說難道一生就這樣渡過嗎？生存為了

什麼？沒有一點意義。

    那該怎樣？

    怎樣才有意義？將書讀好，考取第一名？

找一位美貌與智慧並重的女子談戀愛，甚而

結婚生子？養兒育女？事業有成？早日退休，

不需工作，享受人生？無憾離去？

    人生應該如何過？上面任何一項已不容

易，如多項或全部實現，人生該有意義吧！

是你所要，所想嗎？

    不！不！你說：不在乎艱難，苦逆，皆

因無聊才感到人生沒意義！皆因無知，愚痴，

不明白人生、世界森羅萬象，才感到人生沒

意義！

    但如果有方法可追求到快樂，事事順意，

人人歡喜――生天之樂，人生該有意義吧！

    但如能瞭解宇宙真理，因緣因果的道理，

人生該有意義吧！明白到有方法可以致樂，

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人生該有

意義吧！

    大部分人覺得人生沒有意義，關鍵在不

了解真理，對瞬息萬變的世間充滿疑惑，不

滿，憤慨。無從掌握人生，拿揑不到目標，

人生自然變得無聊。孔子曾說：「朝聞道，

夕可死矣」，即早上聽到真理，晚上死去也

無妨。佛在本生中為了尋求真理的半個偈頌，

不惜身命。可見真理的重要，超乎生命。亦

證「佛法難聞」。釋尊最偉大處在說法，終

其一生無時無刻不在說法，更倉率派遣弟子

到處弘法，皆有感於「眾生苦」及「佛法難

聞」。

    人生可致樂，自有目標。不但自己可致

樂，還可使他人致樂，目標更廣大深遠。人

生怎會沒有意義，這些已超乎人生的意義。

能有自由意志去選擇，向好向壞，向生天樂，

向解脫道，向大乘道已是人生無上意義。縱

觀世上六道眾生，能具備這自由意志的人不

多呢！

    人生最大的道理是多一分我執，便多一

分煩惱。下次當你問人生有何意義時，請記

住，那已是一種我執，煩惱。

          給放棄者的話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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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出家師父走進佛哲書舍內，對著忙

於工作的老頭子店員高聲道：「你說大陸客

購書很豪爽，其實並非你們經營得好，皆因

大陸封閉，沒有這些書籍才使大陸客大量搜

購回去，別沾沾自喜，他日大陸開放，你們

可要靠邊站了。」

    「這······」 老頭子從低垂的眼

鏡上瞟望師父，不知所措。

    「你們那麼小的一間書店，」師父環顧

店內續道：「大陸卻那麼大，如果放到大陸

去，簡直滄海一粟，起不到什麼作用。你們

可知道大陸有多大嗎？城市有多少個嗎？人

口有多少嗎？還敢奢言在大陸設店否？大陸

人心多壞，繁榮背後危機處處，你們知道嗎

？別閉門造車，誇誇其詞。你們多年送上去

的佛書，別說一人一本不到，千人才一本都

不到呢！更何況一本書起不了多大作用。

    「啊！····」

    「大陸開店根本不被允許，別說你們，

就是其他一般書店也無能為力呢！」師父悻

悻然道：「開店更要財力夠；懂交際應酬，

能與當地黑白兩道週旋；且要小心僱員搗蛋

偷竊；繁複的稅制及外滙管制，你們可有想

過嗎？」

    「啊！····」

    「單單看書就能改變他們嗎？沒有老師

的教導，活動的輔助，修行的實踐，能將他

們多年的積弱改善嗎？」師父意猶未盡道：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一個人，整個國

家，要多少心血，多少艱辛，多少時間？」

    「啊！····」  

    師父拿水出來喝，歇一會低聲道：「但

是，店還是要開啊！總得走第一步，沒有第

一步如何有第二步，第三步？不走不成，走

一步算一步好了！但願一燈能明多燈，乃至

無盡燈。」

    「是，是····」老頭子咧嘴笑應。

    「你們對得住大陸眾生嗎？你們夠愛國

嗎？」師父厲聲對著老頭子道：「那麼多年

你們墨守成規，蹉跎歲月，濫慈悲，不要說

在大陸沒有寸進，就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呼

喚也充耳不聞，未能饒益眾多有情。你們可

知道其他國家的善信正等待著你們到臨嗎？」

    「啊！····」老頭子收起笑容，吞

回正要說的話語。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八)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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