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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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流感  提舍

    於此豬流感肆虐之時，謹呼籲各佛徒於早晚課、作功德、做法會、佛事、放生等後，迴向此

流感早日停止肆虐。如能專為此作功德迴向則更佳。

    此次流感發生，事出突然，不但無聲無息，且快速傳播，來一個措手不及，正如現代社會的

節拍，象徵，可見萬物皆有因緣。之前的禽流感，地震，金融風暴，金融海嘯等，記憶猶新，或

是風浪仍未渡過，卻再來一浪，可見世間多憂苦，且防不勝防，眾生活在困惑中。

    這次流感發生，不但找不出源頭，原因，且所知不多。如果認識不足，如何能阻止它呢?世

間無常，國土危脆，莫此為甚。既然找不出原因，科學亦有其限制，很容易看出那是共業所感，

這幾乎是每一佛徒皆深信的。既然是共業所感，該是時候檢討我們的身語意，看看那些地方

出錯，趕快發露懺悔，多作功德。不單自己改過向善，更要勸人懺罪向善。

    對抗流感，在現代醫學來說，要增強自己的抵抗力，強健體魄。另一方面，保持衛生，經常

消毒清潔。雖然消極被動，不愧為一有效方法。除了強化自己外，更要為他人設想，協助別人保

持清潔，勤念佛號，將法喜，愉悅擴散至社會中，使社會積極，抵抗力增強，共渡艱困。際此關

頭更要常懷慈悲心，莫瞋莫怨，就是對流感病毒，也不要生瞋怨心，恒持正定，慈愍一切。

    當天災人禍發生，眾生感到束手無策時，莫忘真正皈依處—三寶，自得吉祥。歷代發生災

難時，佛教界慈愍眾生，祈請三寶加持，普遍拜梁皇寶懺，誦仁王護國般若經，金光明經，大解

脫經等。佛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人舟，是每一佛徒深信不移的。

    於此，再次呼籲各佛徒於早晚課、做法會、作功德時，迴向此流感早日停止肆虐，如能專為

此作功德迴向，當更能自利利他。

菩薩藏

如果眾生好、富有、順遂、或是向善修行，

當為他們高興，自己可暫息，可少照顧些。

縱使比自己好，也不會不高興，因少了負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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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於大悲，立下誓願後，自然去實踐，即

菩提心學處的行心學處，有六度、四無量心、

四攝、菩薩戒的修學。自此即進入廣大深入的

菩薩道，歷劫修行，直至成佛。在四弘誓願

中，去實踐「眾生無道誓願度」、「煩惱無盡

誓願斷」及「法門無量誓願學」。

    踏進菩薩道，一切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整個人生顯得不同，連世界也像改變了。首

先，外界人物的親疏分別減輕了，對所有人都

感到很親切，就像我們的父母兄弟般。他們

好，會隨喜，欣慰；他們不對，也會同情、原

諒，設法去幫助他們。不會計較，不管對錯，

甚至吃虧，犧牲都要利益他們。見到眾生那麼

多，吃苦那麼重，不覺大悲心起，努力去幫助

他們。首先尋求最好的方法，當然是佛法了。

再學習，了解，以種種教導，去引領他們離

苦，得大樂。除了人物，外面的世界，如山河

大地，也變得親切，好壞、美醜的分別減輕了

許多。再而事情的交涉也平和了，得失、對錯

的分別心同樣減輕了許多。世界顯得柔和平

靜，充滿了融洽，和諧，整個存在跟著自己的

意念走。

    而人生，生活也產生劇變，很簡單，只有

一個念頭：利他。不單是行住坐卧為了眾生，

就是吃、喝、玩、樂也間接為了利益眾生。工

作也變得有意義，充滿喜樂，與從前的敷衍完

全兩回事。要知道，雖念經拜佛，如為了自己

消災祈福，是與菩提心相違的。雖吃飯睡眠，

如為了恢復體能去幫助眾生，是與菩提心相應

的。就是做不到，仍心懷眾生，也是與菩提心

相應的。最後，要能做到「每一下呼吸都在利

益一切有情」。

    在修習完利他後，接下來修習承担，承担

眾生的苦楚，這會困難很多，但如能體悟空

性，將沒有難易的分別。

    無論遇到何種痛苦因果，皆勇於承担，並

將之轉為修道，成為菩提道助緣，使累劫罪

障得淨，資糧亦得圓滿。要知道，不經歷痛苦

不會成長，不承担痛苦，道業不會增。「苦」

雖是那麼不悅意，卻是最佳道用。

    遇到奪我錢財之人，憐憫他們的貧乏，將

身、財及三世善業，迴向他們；遇到奪我性命

之人，憐憫他們的作惡，不生怨心加重他們的

罪，甚至千方百計去代其受罪；遇到中傷我的

人，以慈愛心去寬恕他們，並稱贊他們其他德

行，以助他們改過向善；遇到恩將仇報的人，

將如母親對待患重病的兒子般，以信、愛、憐

去對待他們；遇到低下之人以傲慢來欺凌，仍

懷敬愛去頂戴他們。這樣作，不單可消弭彼此

夙世的敵怨，且了悟世間的顛倒性，生大憐憫

去助他們脫困。

    為了使眾生早日脫苦，不期然去承担所有

苦楚，廣行六度、四攝、四無量心，更增上修

「自他交換法」，就是將自己的善業功德，交

換眾生的惡業苦報。若眾生造惡投生地獄，也

願代替他們。

    自己的存在是因為眾生，簡單如每一下呼

吸，都要利益眾生。當呼氣時，觀想身內的善

業功德，徹底呼出來，迴向所有眾生；當吸氣

時，觀想所有眾生的惡業黑氣，一下子徹底吸

進自己體內，不會留在世間惱害眾生。

    「一切行中皆持誦」，每到一處，每一刻，

遇見每一眾生都持誦「菩提心」去利益他們。

這樣，就做到身、口、意三業廣行菩薩道。

    以這種心態必定帶來無窮力量去克服痛苦

及利益眾生。最後，感受到真的有能力以自己

的快樂來交換他人的痛苦。乃至一隻狗被石頭

砸到，自己跟那隻狗的相同位置上會產生瘀

血。

佛法中寶   菩提心 (下)  賢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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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有情修空性為利有情修空性

    什麼力量支持常行菩薩道?那裏來的力量

廣行利他事業?佛教！只有佛教具足此願。什

麼力量能恆常廣大而不生煩惱?佛教中的空

性！如何體驗空性?空性來自「為利有情」。

當時刻抱著利他之心，廣行利他事業時，「自

我」「我執」慢慢消除，空性自然產生，亦即

究竟菩提心，或勝義菩提心。

    在廣行利他事業時，必定遇到無數困難，

無數魔擾，什麼狀況都會產生，如運氣不好，

助緣不足，自己功力不夠，佛教環境不佳等。

最要命的是眾生難度，「剛強眾生，難調難

伏」，「旋出旋入」，雖千方百計，盡心盡力

去幫助他們，卻換來埋怨、怪責、甚至恩將仇

報。為了保持不退菩提心，必須不計較，不要

回報。並了悟世間本就如此，充滿顛倒性，眾

生被煩惱轉，身不由己，可悲可憫，怎忍心去

怪責他們呢！而自己已擁有最殊勝的菩提心，

還要什麼?計較什麼呢?為了眾生，必須修持無

我、無人、無布施物的空性。沒有得失之心，

逆境不悲，順境不喜的捨受。

    菩提心的利益菩提心的利益

    由於菩提心順應空性，無我，利益眾生。

因此果報特大，利益不可思議：

a)罪報較輕。 b)受罪報時間縮短—已犯無

間罪者，心續中若能生起珍貴菩提心，則墮惡

道如拍球般觸地即起。 c)作善功德特大—

由於作善如理如法，因此功德比一般善業大。 

d)具足一切功德—菩提心心包太虛，無分別

平等性，因此具足一切功德。 e)不退—發

菩提心後便踏上佛道，不會退轉，雖中途很多

轉折，但仍是向前邁進。f)種子—菩提心如

殊勝的種子，因緣成熟便開花結果，成林成

蔭，不可思議。

    最後，歸結菩提心在利他。一切功德及開

展皆由此利他生起。密宗各派對菩提心俱有圓

滿及詳盡的教授，並將菩提心的修習次第分成

七重因果：即知母、念恩、念報恩、慈、悲、

增上意樂、菩提心成就。顯宗在這方面相對

較弱，只有省庵大師的勸發菩提心文較詳盡，

他將發心立願的八種行相指陳出來：邪、正、

真、偽、大、小、偏、圓，並將菩提心發起的

因緣歸納為十種：念佛重恩故、念父母恩故、

念師長恩故、念施主恩故、念眾生恩故、念生

死苦故、尊重己靈故、懺悔業障故、求生淨土

故、念正法得久住故。

    再總結為二：一.觀眾生苦發菩提心 二.

觀佛法衰發菩提心。

以下是一些菩提心的精句，為此篇作結：

‧眾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

‧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難度，不生         

  厭倦

‧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為利有情願成佛

‧盡世所有樂，悉從利他生；盡世所有苦，皆

  從自利起

‧母等若苦我何樂

‧願我代替那些積聚惡業的眾生，投生地獄道

‧願彼諸惡行皆成己之苦，願己諸善德皆成彼

  之樂

‧一切行中皆持誦

‧喜時迴向安樂眾，祈願利樂遍虛空；苦時背

  負他人苦，祈願苦海能乾涸

‧如母眾生苦及困，願彼遠離熟吾心；我之利

  樂及善聚，如母眾生祈證佛

‧愛他勝己

‧雖欲利他力未能，常行此心恒不退，若能具

  有是心願，彼終成就利益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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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古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著幸福，平淡的生活，吃喝

休憩，伴以淡淡的喜怒哀樂，調節平凡的生活，與不少親朋好友，宿現仇敵，結下恩怨情仇，浮浮沉

沉，在生命的長河裏流連！

    曾發何願?擺脫輪迴，踏上菩薩道，向圓滿菩提邁進。日復日，年復年，重複永無休止的利他

事業。如是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無量無邊國土，直至現在。

    今天早上，如常拜佛、發願；打掃、照料、吃喝休憩、喜怒哀樂，生活、再生活；度生、再

度生。晚上，如常懺悔、迴向，在平凡的日子裏，泅泳於生命的長河中。

    可發願否?繼往昔立下的誓言，日有所進，不捨眾生，不離菩薩道；可發願否?開來世的無上正等

正覺，為聖教，為眾生，廣行六度、四攝、四無量心。如是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無邊

國土，直至當來世。

    會是如何?墮落沉淪，沉溺於生命長河中，等待救贖，等待超昇?還是已得阿惟越致，等待最

後身，從兜率天下。可有回顧?回顧這刻的發願?追憶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前，曾有某人發

大心，向於佛道。

    只嚮往那授記，於當來世，號曰某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國名什麼，佛壽多少，正法，像法住世多少劫，說法多少會，度人

數量多少等！

    發何願?於過去生、今世、來世普利人天，發無上正真道意。

    近來法會、講座很多，到處可取到印贈的經書，佛教徒有七、八十萬之眾(非正式統計)，開口閉

口皆佛法，一片興旺的現象，「佛法難聞」能否站得住腳呢?

    首先要明白凡事皆有因果，今天佛教興旺非如魔術般變出來，或幸運得來，眾多前賢苦心經營，

才有今天的成就。佛教興旺更惹來魔眾的覬覦，一不小心，很容易腐敗墮落，甚至滅亡。從佛教歷史

中，可查証這些現象。數十萬自稱教徒中，佛是何物，基本教理講什麼，弄不清楚，甚至神佛不分，

大不乏人，能不說「佛法難聞」嗎?

    此外，著述，演講雖多，但系統不清晰，架構不清楚，不免蕪雜，難以抉擇。很多更是人云

亦云，抄襲敷衍，不但沒有體証，且盡是談些個己私事，我執偏見，如何能利益眾生呢?更使大眾鑽

進牛角尖，與社會現實對立，格格不入。當泛濫時，將殊勝、重要的法教掩蓋、埋沒。能不說「佛法

難聞」嗎?

    縱使好的法教很多，但不一定適合這個時代，天時、地利、人和、潮流不一定能配合，也是

徒然。適合自己根性的佛法不容易碰得著，我們對自己並不太暸解，遑論適合自己根性的佛法，套用

佛教的講法，是否福緣具足最重要！

    三世  優多羅

佛法難聞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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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修學過程中，必然遇到很多疑難、障礙，能否超越，得遇善知識指引，帶領，亦具關鍵

性。能不說「佛法難聞」嗎?

    君不見很多教徒仍然固執封閉，相處困難，終日流浪漂浮，對佛法的掌握似有還無，甚至學佛數

十年仍然固步自封，狂妄自大。此等皆可証佛法雖興旺，但對人生改變不多，發揮功效不大。皆是「

佛法難聞」的結果。

    佛法非常猛利，如能對理對機，可產生立竿見影功效。佛陀當年對弟子說法，三言兩語已可令他

們開悟，這才是真正的得聞佛法。因此，佛法非常珍貴，但不容易得聞。如何深入經藏，尋訪善

知識，建立正見，不要讓「佛法難聞」，正是每一個佛弟子終生不渝之舉。

    近來，教界喜歡與藝人交往，團體爭相請藝人作司儀，表演，做活動等，藉著明星効應，希望事

事成功順遂，皆大歡喜。

    藝人參與佛教事務，有其優點及缺點，應於其優點上儘量發揮，缺點上迴避及改善。優點是容易

製造氣氛，熱鬧，帶起潮流。缺點是多「聲色犬馬」，有礙修道，在大染缸薰染下，對佛教多認識不

深，且生活有所偏差，教界應帶引他們遠離煩惱束縛，邁向解脫，而非讓他們作領導，或是將不良習

氣帶進教界中。例如作司儀，藝人懂得攪氣氛，熱鬧，帶動觀眾情緒，但佛教活動非娛樂活動，不需

要這些，要的是平淡、心靈、教育、修行，很多時甚至與娛樂活動的做法相反。又如藝人唱佛曲，旋

律及技巧皆吸引，但與一個學佛多年的獃居士相比，滿不是味道。畢竟修行的果，總需要修行的

因啊。這需大家多注意，才能對佛教、信徒及藝人都好。

    藝人人在江湖，不論自身及周邊環境，皆充滿誘惑及陷阱，容易墮落，是可憫的一族，需要

幫助，救度。他們親近佛教，希望得到心靈的慰藉，希望得到一些東西，什麼是教界能給予他們呢?這

不單是藝人一族，其他族羣同樣可悲可憫，教界應提供什麼給他們呢?這都可深思。

    佛法是教界的事業，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大的貢獻。作為佛教的團體，必須深入經藏，作出領導，

指引別人脫離煩惱。因此，心態應是去付出，幫助人，吃虧，而非倒過來檢便宜，要別人幫忙，趁熱

鬧，明星効應。佛教團體應給人一個富足，無慾無求的感覺。縱使他們缺乏資金，人手去推行事業，

亦無須強求，低聲下氣，顛倒。只要心懷佛法，隨緣提供貢獻，縱使一言半偈，功德已是大得不可思

議。

    同理，當遇到名人，社會地位高人士，也不應奉迎，妄自菲薄。畢竟佛法是我們的專業，亦是我

們最大的靠山，皈依處。

  

藝人與佛教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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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那羅

尋求快樂

為了終生幸福

終生追求

尋尋覓覓

不惜冒險，不惜捨棄

快樂、幸福是什麼?

            權力

            財富

            自由

快樂、幸福是什麼?  

            悅意

            感受

            順遂

快樂是沒有憂悲苦惱

          沒有追求

          沒有涅槃

          沒有快樂

快樂是別人快樂

自己不重要

佛說：逆需捨

      順亦捨

 

飄泊的靈魂  那羅

飄泊的心

飄泊的靈魂

歷劫流轉，三塗八難

偶爾歇息人、天

飄過六道輪迴

仿似孤魂野鬼

覓那世間燈

人間飄泊

恩愛變仇敵

恨怨變痴情

尋訪安定的家園

安定的人生

飄過輕煙往事

覓那人海燈

法海飄泊

佛法難聞

善知識難遇

道塲難尋

飄過佛法大海

仿似捨身求半偈

覓那佛法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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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十二)  須蜜那

               
    一天，一個中年胖男子氣沖沖闖進佛哲書舍內，對著低頭忙於工作的老頭子店員嚷道：「為什

麼你們又多開一所分店呢?是否開店就足夠?除了開店賺取利潤外，可有想過盡些弘法義務嗎?」

    「…………」老頭子抬起頭來，從快要鬆脫的眼鏡上直瞪客人，辯護道：「我們舉辦很多公開

講座、修行活動，難道不算弘法嗎?此外，不斷開辦課程，讓學生學到殊勝的佛學，老師發揮所長，

教學相長，各自組織起來，另立門戶，難道不對佛教支持嗎?況且我們的活動及課程，不收分

文呢！」

    「我聽你這樣說就氣了。」胖男子憤憤道：「你們假仁假義，說不收錢，卻到處放捐款箱要人

捐款，有些忍不住開聲要人放錢進箱內，叫人多為難！你們可知道我們很多人很貧窮，甚至領取綜

緩嗎?辦活動，搏宣傳，誰看不出來啊?你們有些同事常誇耀曾辦這些活動，那種課程；印贈這本

書、那款刊物等，可知道已犯了菩薩戒的第一條自讚毀他重戒嗎?表面不收錢，卻各方面得到利益，

使生意不錯。而付出卻很少，專門濫用義工的人力，免費的政府塲地，或是一些過剩物資及地方。

卻換來讚許，能不慚愧嗎? 」

    「…………」老頭子氣得作不出聲來。

    「一所小小的書店，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對世界盡了些什麼義務? 」胖男子進迫道。

    「我們經常探訪老人院，安慰長者，鼓勵姑娘……」老頭子稍事振作，搜索枯腸曾辦過的慈善

活動，理直氣壯續道：「沙士那年，人人躲在家裏，不敢出外，我們冒著生命危險，邀請法師公開

演講，為社會打氣，為世界祈福。經濟不景氣時，我們多辦展銷，促進經濟。增聘人手，多給點工

資是一貫的宗旨。社會愈艱難，我們愈積極，活躍……」

    「你們一所小小書店有什麼工作呢?也不體諒職員，要他們兼顧其他活動、工作，正是刻薄的典

型例子啊！」胖男子憤憤打斷老頭子道：「如果不是各佛教團體努力弘法，使佛教興旺，你們能撐

得住嗎?如果不是師兄們捧塲，多多少少光顧些，你們能支持到今天嗎?如果不是我們義務宣傳，甚

至帶外地來的佛友蒞臨參觀選購，你們能捱得那麼多年嗎?沒有佛教界的支持，你們焉能存在?你們

只是賴佛吃飯，有什麼了不起！」

    「只要每天有人進來閱讀，光顧與否不要緊。能進來，已能利益教徒，教界；能進來，已能為

社會安住漂泊的孤魂。」老頭子若有所思，對著虛空道：「你說得很對，我們有什麼馨香，如果沒

有三寶加持，能站得住嗎?的確，我們有些店終日冷清清，生不如死，才知幸福不是必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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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父的話  浮生

             墓穴

    老師父坐在一塊大石上閉目念佛，手中數著念珠。一羣小孩從遠處跑來，吵吵嚷嚷。其中一個

小女孩道：「老師父！我們在那裏看到一個孤單的墓穴—金洲大師，他是誰啊? 」

    老師父猝然停止手中的數珠，睜開雙眼，淚水湧現，雙手合掌，虔誠祈禱：「我所有的善行都

是因為金洲大師的慈悲。即使是最微小的功德，也是因為金洲大師的加持所致。」

    老師父與小孩們默然一會，續道：「金洲大師幼承庭訓，修習菩提心，代代相傳，自幼薰習，

日夜誦念菩提心戒。凡事為他人設想，不為己想，不只對人好，口中經常提及菩提心，身體力行，

收養孤兒，供書教學。我也是孤兒之一，受撫養長大，甚至出國留學，出人頭地。我繼承法脈，收

養孤兒，自以為了不起。卻被金洲大師痛罵，那只是悲心，非菩提心。菩提心是無我，純粹的大悲

心，純粹為眾生而忘我，沒有一點我的影子，沒有功德，沒有受惠的人。我當時年輕狂莽，自以為

是，自以為足，聽不進金洲大師的話。」

    老師父哽咽不能成聲，淚流滿面。一個小男孩問：「老師父，我從未見你如此傷心，難道你作

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比我們還壞，能告訴我們嗎? 」

    「金洲大師往生後，我才慢慢覺悟，開始領受他的法教，在不斷的行持中，他的甘露法雨如醍

醐灌頂，使我不斷提昇突破。」老師父穩定後，續道：「從此我不向外求，也不到處闖，安心留在

此處，日夜誦念菩提心戒，專心修行，撫養孤兒，培養人才，及一切利他事業。我很後悔，為何金

洲大師親教不去領受，卻要在他往生後從記憶中修持，錯過多少機會?走過多少寃枉路，錯失多少依

皈?要如何才能有金洲大師的成就，眾多的繼承者，正是我每天深思的命題！ 

    『菩提心』，此法綿延不斷，代代相傳，直到現在，我派已有數百年歷史。最艱巨之處在尋找

繼承人！你們願意繼承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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