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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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危機  提舍

    連串的醫療事故，食品出問題，教育出問題，暴力事件，精神病等等發生，暴露了社會出現

嚴重危機。到處充滿了怨懟、責罵。沒有人反省自己不對的地方，認真改善，只知敷衍塞責，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奇怪的是經費，資源不斷增加，情況卻每況愈下。事故不斷出現，埋怨，壓

力不斷增加，一方面追究怪責，窮追猛打，另一方面自保塞責，互相推卸，不做不錯，沒有人承

担。大家都看得到，沒有一個領域做得完善，危機已迫在眉睫，正待爆發。情況看不到改善，可

預見更多問題將產生。沒有人從根本去探討問題，連興趣也沒有，不想去聽，沒耐煩去瞭解，只

求「攪掂」，不要「煩」我，不要「爆鑊」。

    危機的出現，考其原因有二：一.追求卓越—一羣既得利益者，掌控著機會，不

斷提升，不斷改善，要做到最好，最高績效，追求卓越，追求完善，在他們領導下，每個人都

要像機械般發揮最高功能。最上層的人，只管發號施令，壓迫著管理層去追求年年增長的數字。

壓迫著下層去無止境工作，功勞讚嘆由他們去領取，驚人利潤由他們儘分，卻從不想去改善為他

們賣力的工具—下層人員，亦不會想到盡社會，公民責任去回饋。慾壑難填，社會及員

工如何經得起無止境的需索？二.不勞而獲—這心態由來已久，近代更變本加勵，不論上

層、下層，大家都抱著「搵快錢」的心態，不願付出，不肯吃苦，於是所謂「投資」，賭博，行

騙，爾虞我詐，欺壓大行其道，沒有人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儘往巧取豪奪中鑽。

    社會對立已形成：在上者不斷壓搾，摧迫，認為在下者是幸福的一羣，無責任感，福利多，

仍無限需索，不肯努力，不肯付出，當風吹草動時卻是第一個挾帶離去。在下者只懂埋怨，陽奉

陰違，胡混度日。認為在上者只管剝削，安逸享受，卻要無限增長。社會中，再沒有關懷，亦沒

有羣策羣力的精神，各人只管為私利籌謀。爭奪，爭鬥，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精神成為社會

主流，這些我執，我見由來已久，如今只是歷史重演，但風氣形成，已超越了社會負担的能力。

    那麼，如何去改善，扭轉逆勢呢？一. 關懷，愛護所有人，消除對立，要有大家同坐一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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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是見到別人快樂

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是令到別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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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泊的佛弟子    寂慧

的想法。二. 體諒對方，不管在上，在下，要易地而處，體諒對方，儘力為對方謀福利。三.協

助對方，任何人有困難，皆需設法幫忙，更要做適度的培訓及增強溝通，瞭解。四.尊重對方，

各盡其才。如果混在一個「拼搏」圈子中，自己卻不是那類人，應設法配合，或急流勇退，不要

阻礙他人；如對方平實不肯拼搏，當分配予不拼搏的工作，或將步調放慢，務求做好安置。

五. 踏實，要一步一步的向目標走去，不要好高騖遠，或草率冒險。六.熱誠，要有感恩心，把

握機會，將事情做好，榮幸地服務大眾。

    當然，能有無我的入世菩薩道心懷，則無往而不利，無處不吉祥，何來危機呢？

    眾多的佛弟子，仿似飄過來般。從那眼神，神態，牽強的笑容，便可看到他們的失落、

彷徨。縱使已學佛十年，廿年，甚或故作忙碌，仍可看到他們待援的伸手。時間無多，卻不斷虛

耗。

     若問他們可有人生目標，定聽到他們說要成佛，度眾生等空泛之言。對！人生苦短，定要

定下一個大目標及多個小目標，努力不懈去實踐，才不致有愧自他。大目標如修持，教育，

文化，慈善事業等，當一心努力，終生不渝，偶而實踐一些小目標如參加法會，辦辦講座，共修

上學等，甚或做做義工，作為人生或事業的點綴，亦可作為大目標辛苦後的調適。但無論大、小

目標，均應有一明確的做法及成効。

    目標確立後，更要制定一個全盤計劃去實行。這全盤計劃要審度佛教環境及社會環境，其需

要，優缺點，風氣，人們的習性，喜好，及將來演變等。其次要瞭解自己的性格，根器，能力，

喜好等，如何融和進大環境中。再計算經濟，時間，人力如何配合。

    終生學習，終生行持。相輔相成，不斷提升。

    緊守以下的宗旨：一心、專—對大目標要一心一意的去行，不時提醒自己，目標在

前，時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否偏離。對應—檢討小目標、行為、心態是否對應或

助成大目標。立志—是否堅定不移，受挫折後仍屹立不倒。理想高遠—要有翻天

覆地的氣慨；改變佛教，改變歷史，改變世界的抱負。

    一切都是因果，即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十分耕耘，十分收獲，沒有天掉下來的東西，不勞

而獲的事情。只要抱緊兩點：1.發心向目標2.恒持積累，必有所成。不用再作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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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父坐在大石上默默數珠念佛，一羣小

孩在附近吵吵鬧鬧，叫老師父無法安心念佛。

最後老師父睜開線狀的眼睛道：「你們太吵

了，能安靜下來嗎？從前這裏有一個小女孩，

跟你們差不多年紀，名字叫文靜，人如其名，

不愛說話，有些人以為她是一個啞吧呢！拖著

孖辮，腰纏圍巾，常常携著一桶粥，在這寺院

裏或附近常行布施，她的願望是不希望有人挨

餓，也不希望人吃得肚滿腸肥。老人家特別喜

歡吃她燒的粥，因牙齒不好。她極少遠離寺

院，故這一帶的人從來不愁吃，皆稱她『携粥

女孩』。

    她是一個孤女，剛學會走路便到處走，最

愛觀看別的小孩玩耍，但卻從來不參予，我看

得出她知道自己的身世，極渴望親情，卻不愛

與其他人親近。她的眼神很奇怪，總是向老遠

望去，彷彿望鄉，或是期待一些東西出現。每

次見到她佇足，默然遙望，我心裏就很難過，

從來無法解讀她的心。」

    「為何沒有聽說過這人？她做過些什麼呢？」

一個小孩好奇地問。

    「這位携粥女孩負責每個到來參加法會的

人的飲食及住宿。十五、六歲年紀，已能領導

一羣小孩燒飯，打理住宿，照顧這裏的出家人

及掛單人士，不像你們一無是處。」老師父回

憶道：「當時我也是一個小孩，雖比她年長，

卻常跟隨她左右，像她般默默工作。每次法會

她總讓來的人先吃，我們一羣義工才吃餘下的

食物；住宿也是先安排掛單者，才讓義工安

單。也曾試過一羣小孩鑽進一張床，甚至往隔

壁寺院借宿的經驗，但在她領導下，沒有人

不高興，並且覺得有趣好玩。從沒有人抱怨，

一切順利進行，彷似本該如此，但後面的努力

沒有人知道，亦沒人過問！

    後來，除了寺務，她更發心每天大清早在

寺前大路上擺了一個小攤，燒早點免費招待晨

運及路人，卻只有一個要求，要他們用膳前簡

要禮佛及念佛，期望令他們有美好的一天。但

見她掛著一桶粥在腰際，穿梭人羣中，為他們

不斷添食，仿似鳳陽花鼓中的携鼓女郎。」

    「那她往那裏去？為什麼沒在寺裏聽過這

個人？」一個小孩追問。

    「然後她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沒有人知道

她發生什麼事，很快人們也淡忘了，偶爾有人

仍懷念免費粥。」老師父無限懷念，自語道：

「關於她的去向，有四個傳說：1.她出家去了

2.她的家人回來把她接走，從此過著幸福的家

庭生活3.她嫁人去了，不再踏足佛門4.她到處

流浪，在不同的道場中幫忙，繼承傳統。

    我心裏很矛盾，不希望她嫁人，淪落紅

塵；卻又担心不安，希望她嫁得一個如意郎

君，有人照顧。為了她的失踪，我度過了很多

失落的日子。當然啦，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亦

是最佳的工作拍擋．．．」

    老師父欲語還休，突然一個小女孩問：

「老師父，她是否你的戀人？」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携粥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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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藏一處野外，皓皓白雪。一老一年青喇嘛及一位西方男子盤坐在地上對談。

    年青喇嘛對西方男子道：「大衛先生，你老遠跑到西藏來，真的認為世界已面臨侵略危機，只有

西藏能拯救地球嗎？」

    「沒錯，這些侵略者組織龐大，已控制了地球上絕大部分國家，包括英、美、法、俄等大國，由

於中國閉關自守，幅員廣大，一時未能被侵佔，但現代中國的開放政策，將被加速滲透。沒有人留意

越開放，先進，現代化的國家，竟是最容易被侵略的國家。中國淪陷將是不久的事，屆時全世界將被

掌控，為所欲為。這些侵略者會改變一向極低調的作風，公開宣布掌管地球。」

    「這些侵略者組織有多大？歷史多久？」年青喇嘛不解地問。

    「侵略者組織非常龐大，它們的結構，運作，系統比世上任何政府完善有效。但近千年的陰謀，

郤隱藏得很好，極秘密進行，因此世上知道的人不多，認識不深，故有『秘密政府』之稱。」大衛望

向遠處，思索道：「秘密政府的侵略從約一千年前開始，最初是一群叫維基的半人半獸族，無人知道

他們的來處，有說從外太空來；有說地球另類族群的不同進化；有說是世外族群壯大後入主中原。近

千年的進化及與世人的混種，已與世人無異，只是有時會作出些反常的行為，如獸性的表現、犯罪、

精神失常等。

    你們不要以為世上發生的大事皆偶然，其實都是這秘密政府的傑作。如地震、戰爭、UFO、美國經

濟大蕭條、金融風暴、地球氣候反常、刺殺甘迺廸等，都是他們的傑作。世上的大人物，如總統，超

級富豪等，都是他們的人或被他們掌控的人。世上很多猝死，失踪的人皆因不聽話或是要揭露秘密。

亦有一朝致富、飛黃騰達、或是突握大權的人，皆因秘密政府的擺布及利用。為了個己私利，很多人

助紂為虐，使這陰謀能如此隱秘進行。」

    「他們的大本營在那裏？」年青喇嘛好奇地問。

    「他們就住在地球裏面，原來地心四通八達，繁忙不下於地球表面。在南極及北極各有一個出入

口，科技遠超人類。不要以為世界大國能遠征太空的科技是自己的本領，其實是這秘密政府的協助。」

    「他們如此超能，何不一下子征服地球，為王為帝呢？」年青喇嘛不解問。

    「你有見過貓捉老鼠吧！牠們也是好玩，不會一下子殺死老鼠。這些維基族人雖然聰明非凡，心

智卻不太成熟。當然尚有其他原因，正是我追查方向之一。」大衛稍頓一會，轉向老喇嘛，正式道：

「世上除了中國尚未被全征服外，只有西藏這個神秘地方隱含拯救世界之道，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世上弱者被強者征服掌控。其實不論強者、弱者皆受控制—因果。但亦沒有操控者。因為因果

就是自作自受。地球未來的好壞，有其必然因果。」老喇嘛微仰首望著大衛道。

    大衛默然半响道：「謝謝師父！我會繼續追踪，阻撓入侵。」

    「追踪阻擾也是因果。」老喇嘛自語道，大衛已站起來離去。

    （歷史上，成就偉大事業必有魔擾；同樣，邪惡產生必有正義力量去對抗）

     秘密政府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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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  優多羅

莫論他過  提舍

    
    別人的過失，很容易看得到，通常是利之所在，自私，或是要強。本來那是別人的事情，但

我們卻拉到自己身上，耿耿於懷，煩惱不堪，且製造很多陷阱，使我們的心績污染，造業，墮落。

    別人的過失，功過很難判斷。如盜賊為了生活去偷盜，雖是惡事，但對他自己及家人卻是好

事，得以養活。這裏不是說作盜賊是對的，而是說事情是非功過難以判斷。世界的展現，在乎我

們的心識，如果我們覺得世界是美好的，世界便變得美好；如果我們覺得世界不好，世界亦因我

們的心識變得不好。因此，同一世界，因人而異。要小心，即使認為某些事物是不淨的，也應該

生起淨觀和虔敬心，不要讓自己墮落，如此，他人的過失將不會對你造成傷害。

    別人的過失，通過六根，不斷去煩惱我們，讓我們身、口、意去造業，產生瞋恨心，無法自

拔。煩惱的生起，擴散，造業，不但無法控制，且覺察不到。虛耗光陰，精神。最後，反問干伊

底事時，卻啞口無言。變成不是他人的過失，而是自己的過失。

    我們不要去想他人的過失，而去想自己的過失；不要去挖掘任何人的惡行，而去挖掘自己的

惡行。這便是修行，更要常常反省、警察、將心識拉回來。不斷反躬「他過」如何不實，如何難

以定義，事情如何虛幻，甚至世界也不真實。

    莫論他過，因事情難以定義，也與自己無關，得失、親疏往往變幻不定，別「著」虛幻變化

中，況且每種「他過」，皆有它的「為勢所迫」，更需接受未來的苦果。不要聽論他過，以免無

端生起煩惱，或是加深說他過者之罪業。

    努力去做，努力改善是「一心」之道，亦是最佳的對治。

    你端坐那裏，盤腿跏趺，雙手結印，輕放丹田前。雙目微閉，舌舐上顎，眼觀鼻，鼻觀心。

不管天昏地暗，雷電交加，不管世間事。一心，一心向佛。

    老實修行，修那正定，慈悲觀、日輪觀、月輪觀、水觀、五輪觀、因緣觀、無量深觀；証那

海印三昧、金剛三昧、法華三昧、首楞嚴三昧、大悲如幻三昧、念佛三昧、無量三昧。修大乘佛

法，發菩提心，利益一切有情。

    雖修持那六度四攝、四無量心，仍無法滿足你廣大的菩提心，更時時發願要利益眾生，每天

施食予無數餓鬼，使得暫時溫飽。還修持睡夢瑜珈，縱使休息做夢，也不讓光陰虛度。精進

發心，成就利他事業。

    那天醒來，世界變得平和、寧靜，人在正定中。突然，你能看到千里外的眾生在吃苦；聽到

萬里外的眾生在呼喚；你遍遊虛空，尋聲救苦；察眾生心中所想；觀過去未來三世；開眾生本具

智慧。飛行無礙，聽聞十方，利益無量無邊。只需稱念、叫喚汝之名，即時自在解脫。

    如何能令眾生得到最大的利益？如何度脫一切？你心嚮十方，懸念無量眾生，正修分身法，

豎窮三世，橫遍十方，成就無量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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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

當我睜眼起床，口中默念

當願眾生‧‧‧‧‧‧

祈願，為整個世界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

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當我漫步，口中默念

當願眾生‧‧‧‧‧‧

善事於佛，護養一切

恭敬修行，一切佛法

永離一切，不善之業

其心清淨，空無煩惱

當我遊行，口中默念

當願眾生‧‧‧‧‧‧

寃親平等，永離貪著

一切能捨，心無愛著

永離貪愛，不生憂怖

入真實慧，永無病惱

當我回歸，口中默念

當願眾生‧‧‧‧‧‧

永離煩惱，究竟寂滅

棄貪瞋痴，蠲除罪法

獲根本智，滅除眾苦

所作皆辦，具諸佛法

縱使無力拯救蒼生

仍心存善念，克服嫉妒

慈悲喜捨，與樂拔苦

祈願，為整個世界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若慾界，若色界，若無色界

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他日

當我離去，口中仍默念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那羅

茶禪  勝軍

        在一所著名茶館的貴賓室內，眾人盤坐在日式裝飾的優雅榻榻米上閒聊。一位漢傳出家人及

另一位藏傳出家人坐在正中央，圍坐著八位男女居士，室內燈光幽暗，窗明几淨，擺設著茶道器

具，四壁掛著書畫，兩位出家人背後掛著「阿蘭若」及「止靜」兩款勁秀的書法。兩位年輕女侍

應托著茶盤悠然走進來。

    「今天的茶較常苦澀點，午膳請注意不要失水準啊！」漢傳師父對著待應摸摸圓圓閃亮的光

頭道：「茶館經營快要三年了，請你們老闆裝修裝修，要時時勤拂拭啊！」

    「係。」女侍應微笑答道，繼續為眾人倒茶。

    「現今生意難做，社會動盪，將就些吧！」藏傳師父伸前紅潤的臉龐，插嘴道：「我們

每天投訴，為難兩位天女，早晚會把她們嚇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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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女侍應微笑道，向室外走去：「怕怕，馬上離去。」

    女待應回首，輕輕將房門閉上，眾男女居士七嘴八舌調侃著。突然，房門被急促打開，一位

女士跑進來，跪在兩位師父面前，飲泣道：「師父！師父！我丈夫剛證實患了絕症，現躺在

醫院，怎辦？請救救他啊！」

    「不用怕。」漢傳師父拿起小茶杯，呷一口道：「你們家人要為他念經及念佛迴向，最好點

燈108．．．」

    「你帶領我們做好嗎？我們什麼都不懂！」女士焦慮道。

    「很簡單，你們隨便買燈點燃，可七天內不要讓它熄掉。」藏傳師父接道：「念經由親人做

最有效，要虔誠，不要假手他人．．．」

    「請兩位師父幫忙，太艱難麻煩啊！」女士急道。

    「不用怕。」藏傳師父答道，用手指著女士後面的書法念：「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那請師父到醫院走一趟，為我丈夫皈依吧。」女士轉頭向漢傳師父道：「我們費了很多唇

舌才說服丈夫答應皈依。」

    「他這刻要安心養病，將心調伏好。」漢傳師父呷一口茶道：「皈依要虔誠，從內發心，不

能勉強敷衍，我們不會馬虎．．．」

    突然，女士的手提電話響起，她接聽後正要匆匆離去，猛地想起遺漏事情，急忙從手袋中取

出兩個紅包交給師父，道別離去。

    室內再度熱鬧起來，各人七嘴八舌，儘講些幽默笑話及別人的糊塗事。

    房門再度打開，三個穿著四攝法制服的義工走進來，對著兩位師父道：「師父！今天晚上的

法事我們已布置妥當，請你們檢看。」

    「不用了，已辦了那麼多次，不應出錯啊！」藏傳師父呷一口茶續道：「你們也長大了，不

需凡事問我們，只要用心，用腦，定能把事情弄好。我們很忙，不能每事跟進，每事教導你們。

成佛必須靠自己，不能假手於人。」

    義工退出後，室內再度熱鬧起來，充滿歡笑聲及取笑他人的話語。沒多久，另一班人走

進來，不斷跪拜，奉上紅包，頻頻稱讚兩位師父，並邀約舉辦佛經講座，卻被婉拒。經多次糾纏

後，漢傳師父按捺不住道：「講經需有真修實証才能講得好，不然誤導他人可大罪了，因果我可

負不來。我們不會像其他人，隨便亂講，待功夫夠時自會講。」

    「那什麼時候啊？」其中一人問，突然伸手指向旁邊的對聯念起來：「假使頂戴塵沙劫，身

為床座徧大千；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華嚴經。」

    「啊！．．．」漢傳師父不安地望向對聯。

    「這個月十五講一天吧，我不敢辛苦你，只講一天吧。」

    「不成。」藏傳師父插進來道：「那天濶太約了我們晚宴，不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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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十三)  須蜜那

               那天，一對男女走進佛哲書舍內，看到老頭子店員忙碌不堪地工作。可是老頭子行動緩慢，聽

覺不好，說話慢條斯理，實難應付繁忙的工作。但見老頭子時而粗聲接聽電話，時而伏案疾書，時

而撥電話要求貨品，或走到書架前，脫掉眼鏡，將身前傾，以手指著書本搜索。女的看在眼裏心有

不忍，露出憐憫的眼神；男的忍不住埋怨何以宗教界如此刻薄，不增聘人手去應付工作，不聘請質

素佳的員工去服務大眾。

    百忙中，老頭子停下來喝點水，稍事休息，自言自語道：「末法眾生真可憐，工作不是嫌錢

少，就是嫌時間長，嫌辛苦，嫌悶，嫌公司規模小，嫌福利不夠，嫌沒前途。如此有意義的工作竟

沒有人肯發心。我只可說福報不夠。」

    「為何年紀那麼大還要工作？薪金有多少呢？」女的好奇問。

    「我本已退休，生活無憂，閒在家裏享福。」老頭子回憶道：「為了普度眾生才出來工作，這

店裏一個職員告訴我沒有人肯發心在這裏工作，如果我不出來，唯有把它關掉。我不但覺得可惜，

而且不忍。我在這裏工作沒有薪金啊！不需要，我的退休金足以度過餘生，不需要薪金。能在這裏

工作福報已相當大，有否薪金不重要。少時在社會裏泡沒有意義，浪費光陰，只有在這裏才最充

實，最幸福，也不枉此人身。我但願能做到死的一刻。」

 

為何世間總是爭鬥謾罵

            遠慮近憂

            苦難重重

我願乘風歸去

    去那無瑕的世界

        夢想的世界

          念佛世界

一聲佛號，世界失色

二聲佛號，綻生蓮花

三聲佛號，琉璃澄澈

清淨完美，無煩無惱

縱使世間不完美

      娑婆堪忍

      五濁惡世

念念念念

念念念念

      轉穢成淨

      無穢無淨

念念念念

念念念念

念佛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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