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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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冷漠  提舍

    社會變得冷漠，人生也變得冷漠。每天如行屍走肉般混過，沒有心肝。返工，敷衍，心不在

焉，趁機躲懶，人在心不在，不斷盤算著收工後，放假後做些什麼，如何爭取利益，搞對抗，坑

人，好使在平凡無聊的日子中活出味兒。工作勉強交待算了，得過且過，多做多錯，少做少錯，

最好能不做就不會錯。講些沒意義的話語，兜圈子，或是花言巧語，亂讚賞，加添好聽，漂亮，

醒目的說話。這樣，一天總算很快渡過。

    收工後偶而見見朋友，東拉西扯拉雜談，酒色財氣亂噴一番。或是回到家裏，盤算著如何將

家居弄漂亮點，舒適些，看看電視，煲煲電話，說長道短，潑婦罵街；上網按電腦後便睡覺去。

總算忙碌一番，對自己有所交待。

    心的注意力在節日、假期、聚會、閒聊。嚮往的是旅行、消費、增加收入、投資。總覺得日

常辛苦不堪，人生充滿苦惱，如果能快樂多好，如果能富有多好。對其他不關心，身邊的人和事

不關心，冷漠產生。行屍走肉般過活，無意義的生活，虛耗光陰，浪費生命。

    該是時候作出思考了。可有1.反省    為什麼不喜歡，如果真的不喜歡，離開算了。如果不

能、不願離開，亦是因緣，該珍惜，總有其可取一面吧！請忍耐，緣過自會散，留也留不住。緣

聚一刻，就盡一刻的責任，一刻的情誼。2.檢討    最初的夢想，追求，是遺忘了，請重新檢討，

尋找人生的意義。3.培養覺性    不管喜歡不喜歡，行、住、坐、卧；喜、怒、哀、樂，都要知

道，清楚，才不枉對自己。4.貢獻    思考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可有作出貢獻，如何能為社會

多作些事，才不愧對自己及他人。5.利他    可曾為他人設想？是否每一刻都為自己打算？那是

嚴重的我執，痛苦的根源。難怪時常不開心，使社會變得冷漠，人生變得冷漠。

    是時候站起來改變自己，改變社會，改變世界了，畢竟我們蟄伏太久，愧對父母，愧對三寶，

愧對眾生，愧對自己。

菩薩藏

要麼，將世界變成人間淨土

要麼，就讓世界變成地獄

沒有保持現象苟延這回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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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冷面

    老師父坐在一塊大石上，垂目數珠念佛。一群小孩圍在附近玩耍。一個瘦削的僧人走過，冷

冷的面容，愁眉深鎖，只管筆直往前走，對老師父及小孩不但沒有打招呼，連眼尾也沒看上

一眼，仿似別人不存在般。

    一個小孩氣憤道：「我最不愛見到這個師父。他從不和人交談，就是別人先向他打招呼也不

睬。迎面走過卻裝作見不到。不睬就不睬，有什麼了不起！」

    「我從沒見他笑過，終日黑口黑面，見到他就倒楣。」另一個小孩附和道：「我最怕早上見

到他，倒楣一整天；晚上見到他更糟，無聲無息，冷口冷面，活像見到疆屍般，真被他嚇死。」

    「這人很絕情，從不參予任何宴會。」一個小女孩抱怨道：「不要說喜宴，就是葬禮、道別

會、探病、招待等，他都一概缺席。只有在暗角，不顯眼的地方，才有機會見到他。」

    「唉！你們很不瞭解他。」老師父歎氣道：「別看他冷口冷面，這人情感極豐富，比女性還

厲害。他年青時，為人極熱心，每個塲合都見到他，投入幫忙，從不計較。但他有一個缺點，就

是過度投入。如果有人生病，他必每天往探訪安慰，但當從病房出來後，總傷心飲泣；如參加喪

禮，必定哭得死去活來；如有人遠遊，只見他拉著別人的手，依依不捨，不肯放行。就是參加喜

宴，眾人歡天喜地時，他也會無故傷心流淚，說什麼想到筵散時，不知何日再相敍。

    前方丈和尚臨終時，萬緣放下，獨對冷面依依不捨，二人終日淚流滿面，扭曲的面容充滿皺

紋，冷面要多次走離房間穩定情緒，最後方丈和尚道：『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但世間無常，放

不下也得放下，我走後你要謹記，不要再傷害自己，不要接觸任何世間事物，不要產生感情。如

果真的放不下便繫念三寶，師父快要離去，我已無能為力，只有將你付託三寶，希望三寶垂注，

永遠加持，永離愛樂。』

    冷面極聽話，從此修出離心，不再接觸世間事，也不與人交往，但他本不是絕情的人。那麼多

年，他仍維持每天拜祭前方丈的習慣。至於他的出離心有多重，感情是否豐富，就無從稽考了。」

    當每天如常過活，彷彿幸福是必然的，自會放縱自己，讓六根馳騁。

    假如要從六根中選取一項，停止功効一個星期，你會揀那一項？那一項最常用，最不可

或缺？那一項最少用途，還是沒有好好利用？

    首先，如果眼失去功効，會有什麼損失？平時有否好好利用我們的眼睛，去閱讀，觀佛？還

是「矇查查」度日？

假如集  假如六根失去效用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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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歧途  提舍

    再來，我們常利用耳朵去聽經聞法，聽佛曲還是聽是非，聽色聲犬馬，無意義之事？

    我們用口來稱讚如來？還是妄語、惡口、兩舌、綺語呢？

    我們的身體四肢，是否拿來禮敬諸佛，參方，修行？還是用來傷害人，做業，享樂？

    最後思想，我們有思維人生，教義嗎？有修思所成慧嗎？有為利益眾生思考嗎？還是終日想

著安逸，享樂！

    我們的六根，除了被迫謀生外，是否浪費，沒有好好去利用？是否沒有用來利眾？甚至自找

煩惱，做業？

    試試，請試試，從六根中選一項，停止功效一個星期，看看有什麼體會？是否沒有什麼

損失？是否分別不大。還是因為收攝後，竟然不會犯過，甚至增長功德。有想過從六根中選第二

項、第三項…….或是六根全失效，看看有什麼體會！可否受持八關齋戒，或其他修行？

    六根真的是六賊嗎？

    在學佛的過程中，屢有突破及新發現，讚嘆之餘，難免輕視其他法門，甚至從前喜歡，修學

的方法，亦會攻擊排斥。再一次可看到眾生的不定性，貪新忘舊，及對從前的踏腳石缺乏感

恩心，可見他日仍會排斥今日所讚嘆的法門。這是極危險的歧路，分別心太重，對法不尊重，妄

加批判，過失很大。

    這現象普遍發生在學者，改宗派者身上。尤其佛教三系的互相攻擊更激烈。南傳被輕視為小

乘；藏傳被批評過度神化；漢傳被質疑非佛說。大乘經早有預言，將來必有不生信，甚至謗法的

現象出現，一再警告佛弟子小心勿犯重罪。其實這些預言、警告同樣適用於其他系統派別中。說

來也是，凡夫學人稍有所見，憑什麼去批評古德先賢的法門，需知古法縱有缺點，皆因受時空限

制所致，例如資料不足；民智未開不能即說大法；佛教被壓迫等等。但當時饒益很多人，且有其

優勝處，不應抹殺。批判者走過的路，多年的努力，輕易放棄，豈不可惜！能否冷靜重新檢討，

自己的根器在那裏？是否忘本？是否急功近利？

    佛陀智慧甚深，但絕不輕視凡夫眾生，對根器未成熟者，亦會開示人天法。宗喀巴大師造菩

提道次弟廣論，建立包括下士道的三士道。太虛大師也判五乘共法。從最基本的人天善法去修，

拾級而上。不同的派別，不同的階位，皆有不同的人去修習，各安其所。如果造次去攻擊他人，

不但擾亂秩序，且罪過很大。經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要是導人上進，皆應護持、隨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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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樂章  那羅

生命的樂章

是那美服，吃喝玩樂

笑靨，通宵達旦？

能譜奏出詩意

無諍，遠離

清淨，阿蘭若嗎？

生命的樂章

從解脫開始

無止盡的煩惱，載浮載沉

生命的樂章

從普度眾生開始

熱鬧喧囂，任重道遠

只有煩惱熄滅

周遭幸福愉悅

才是生命的樂章

    業力  那羅

昨天，我見到你在偷偷飲泣

  為那躲不開的業力

  逃不過的果報

雖然，你在生氣，狂喊，控訴

  為那無端的欺壓

  歇斯底理的挑釁

仍敵不過業力的煎熬

  揮不掉，斬不斷

  擺脫不了，如影隨形

今天，我見到你聳動雙肩的背影

  為那千年的傳承

  徹底的離苦得樂

雖然，你謹以至誠，無私的奉獻

  卻未能親近佛法

  未能為佛教效力

仍願乘那苦海舟筏

  能禮所禮，能持執持

  普渡眾生，超渡怨親

 
 
 

    嬰孩！只見你垂目，默然，呆坐當地；凝望，呶嘴，仿似沉思。

    圍繞著，散滿一地的玩具、雜物。當你拾起照片，懷望再懷望，可有想起，照片裏的你、我

、他，如何停在當下，時空之外；照片裏的風物，歷久不衰。只待你回來，同續照片故事。

    嬰孩！當你按那樂盒，傾聽再傾聽，可有想起歡樂的音曲，齊唱和的你、我、他，如何停在

當下，時空之外；音聲唱聚，歷久不衰。只待你回來，同續和雅音故事。

    嬰孩！當你拾起糖果，咀嚼再咀嚼，可有想起大排筵席中的你、我、他，如何停在當下，時

空之外；吆喝豪飲，歷久不衰。只待你回來，同續猜拳故事。

    但天下無不褪色的照片，無不走調的樂盒，無不散的筵席。當你身形壯大，忙於承担今生，

先世的記憶慢慢消退，時空之外，再也找不到你、我、他。

    無限時空之中，你、我、他的故事，只是一瞬，一眨閃爍。

嬰孩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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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我來到燈明寺，見過方丈師父後，

開始為寺院維修。突然一個念頭從腦際昇起，

趕忙走到方丈前，見他正與一個健壯老者閒

聊，匆忙問道：「方丈，請問七佛通誡偈是什

麼？」

    頓時見到二人停止閒聊，呆呆望著我，整

個世界突然變得寧靜，鴉雀無聲。過了一會，

方丈道：「抱歉，我不知道，待我詢問其他大

德。」轉頭對老者道：「對了，丁居士，你是

著名學者，你知道嗎？可否往藏經閣搜尋，或

到外面的圖書館找嗎？」

    「這……」丁居士的臉色很難看，充滿迷

惑，困擾。我借故找物件離開。

    第二天，我遇到方丈，他道：「抱歉，我

問過很多大德，都沒法回答這問題。其實很多

人常常向我發問佛學問題，有很多我也不懂回

答。但你不用担心，昨天那位丁老居士是有心

人，他對護法不遺餘力，任何為難佛教的事，

他總有辦法解決，雖然他天性甚鈍，卻苦讀有

成，不畏艱難，鍥而不捨的精神，非常人能

及。昨天你使他慚愧，耿耿於懷，今天他已泡

在圖書館裏搜尋，連午飯也沒空吃呢！」

    過了數天，我再遇到方丈，見他興高釆烈

道：「丁老居士雖仍找不到答案，但他決定將

普遍及重要的佛學名辭編成一部佛學辭典，讓

我能解答他人的詰難。」

    再過數天，我在藏經閣門外見到丁老居士，

但見他背負雙手，眼望遠方，一動不動呆站那

裏。經過一段頗長時間後，突見他狂奔回藏經

閣內，在一張佈滿書本紙張的長書桌上胡亂搜

索，繼而拿起筆在一叠紙張上抄寫，對身旁的

我完全視而不見。午飯及晚飯時間，總見到方

丈拿飯餸來，放在他身旁，跟著伸起一隻手指，

放在嘴巴前，示意我不要作聲後，匆匆離去。

而飯餸卻放了一段長時間後突然消失，也不知

什麼時候被他三扒兩撥塞進肚裏。

    跟著來的日子，天天如是渡過，方丈，丁

老居士，藏經閣，書本，紙張，人和事，彷彿

不斷重複影印出來。

    也不知過了少日子，藏經閣傳來嘈吵的聲

音，我跑進去，看見丁老居士憤而擲書，地面

散佈書本紙張，方丈與他不斷爭論，原來編寫

佛學辭典遇到很大困難，資料太龐大，繁複，

且需很高的學養。必須借助日本的研究成果才

能完成。但正值日本攻打中國，社會瀰漫反日

氣氛，二人對日本既愛且憎，爭論不休。

    沒多久，我的維修工作完成，離去前我往

藏經閣一趟，見到丁老居士如常坐在長書桌

前，埋首工作。但他們的取向，矛盾如何克服，

便無從得知。自始至終，他們都沒有回答我七

佛通誡偈是什麼。

 
 
 

七年歲月 —  佛學辭典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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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三寶  (上)  賢護

    皈依三寶，看似是尋常事，實是學佛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行法。它仿如黑暗中見到光明，孤獨

中見到溫馨，絕望中見到希望，它是人生重要的意義，無盡的寶藏，可靠的依怙。

    皈依三寶，是修行的最基礎方法。修持不好，其他佛法修為都難以成就；修持好，則有無量

功德，切不可輕忽。正如蓮師說：「如果你努力地皈依，就不需要修持太多別的法教。無庸置疑

地，你將會證得佛果。」「所有佛法的修行都囊括在皈依裏。邪見之人是無法瞭解這個的。」

    有人說：「信佛只要心誠，何必一定要皈依？只要做好事，自有好報，何用拘於儀式？自己

依佛陀教法而奉行，定可成佛，何需皈依？」

    既然找到了矌世難逢的三寶，為何不抓緊，為何對皈依那麼抗拒？不但心誠說不上，就是對

皈依的認識也成疑呢！做好事固然有好報，但好事能結合佛的法教，則功德無量無邊，非單純的

為善能相比。依教奉行固可成佛，但沒有皈依的加持力，誰敢担保順利及快速成就。別忘

老、病、死正虎視耽耽，不要太高估自己，不要以為機會及時間常常在旁等候。況且，佛法講

傳承，很多深度的修持沒有皈依的基礎是沒法成就的，嚴格說，更有盜法的罪過。

    蓮師說：「假如你不會死去，或確定可以轉世為人，那麼你就不需要皈依。但是，在死後和

中陰時，下三道有著排山倒海的痛楚。」

    阿底峽尊者說：「雖然你已發了所有的誓願，沒有皈依，它們便沒有任何意義。對一般人而

言，誓言是一切事物的基礎，對佛教徒而言，這個基礎便是皈依。」

    皈依的好處

《清淨經》：如果皈依的功德利益有有形有相的話，盡虛空界也無法容受。

《日光經》：皈依佛陀的有情眾生，永遠不受魔眾的侵擾，就算他們的戒律不算精嚴，他們的心

            思混亂，仍然可以得到某種程度上的解脫。

《光輝行》：皈依佛陀的眾生，永遠不墮入三惡道，一旦壽命結束捨棄人生之後，必當投生天界

            之中。

雪謙嘉察：只有當你正式皈依，你才進入了佛法的傳承。因為皈依所發的誓言將使你永不落入惡 

          趣，疾病障礙將會消失。終其一生，你將成就良好的品性，並獲得長壽。最後，你可 

          以清淨兩種障礙，圓滿福德與智慧。

卡盧仁波切：從皈依本身而言，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加持力，信心。

貝諾法王：能夠解救我們脫離輪廻的只有三寶，一點都不要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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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的好處有：

1.受保護：皈依後，有了三十六個善神保護。此外，更有三寶的加持，指導，帶領，遠離惡道、  

          八難、向善，向佛道，向目標邁進。

2.受照顧：皈依後，如進入一個無比大的家庭，得到教友、同道的照顧。而佛菩薩的大能，更能  

          加護我們，不愁寂寞。

3.止惡擴善：惡事惡報不會加害，善行善報加強擴大。

4.不驚不懼：在生死中，修行道上，老、病、死中，不驚不懼。非人或不思議侵擾，皆不得便。

5.渡生死：在生死長夜中得到依靠，甚而脫離輪廻。皈依不皈依，可能平時分別不大，但當 

          境界、考驗來時，皈依發揮力量很大，能渡過逆境，尤其生老病死時，助力特大。

6.成佛道上重要第一步：皈依是修行，亦是道上重要的第一步，乃至最後一步，皆不可缺的  

                      靠山，「直至菩提我皈依」。

    皈依釋義

皈    回皈，皈向，浪子回頭

依    依靠，依止，依法而行

       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三寶   法    所有佛的一切教法，包括經書

       僧    十方三世賢聖僧，在家出家善知識

    皈依要如子憶母，如老找伴般，常時心嚮往，懷念。任何環境喜、怒、哀、樂與共。

皈依三寶目標在離苦得樂，對治煩惱，解脫生死，從根本去做，治本為主，非如世間智慧，只能

治標。認清這一點，不再另覓他途，不再依靠其他神祇，方法。這信心的堅定、累積，有助快速

成就，防止墮落。

    佛陀矌劫修行，功德無量無邊，依止佛陀定能沾染無量功德，皈依十方無數佛，功德不可思

議，皈依三世佛，功德更不可思議。法有無量智慧，使我們超脫生死，依法而行，定能了生

脫死。僧有無量的關護，帶領我們出苦海，十方三世僧寶，功德也是無量無邊。可見皈依三寶需

十方三世無量無邊的皈依，功德自然無量無邊。

    貝諾法王開示小乘的皈依是從今起至盡形壽，就是這一生來皈依；大乘皈依是由此刻一直到

成佛為止。太虛大師在《菩薩學處》分判 1.結緣皈依為盡形壽。2.正信皈依為盡未來際。可見

皈依應盡未來際才能深且廣。

    佛陀在原始佛教裏開示：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那是終極的理想，要我們依法而住，

作自性皈依。                                                               (下期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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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十四)  須蜜那

           
    一天，老頭子店員忙於整理店務，突然見到一個中年男子走進書舍內，他認得該男子是其中兩

本書的作者，忍不住道：「你寫的兩本書最近很暢銷，很多讀者讚賞，甚至介紹其他人來買呢！」

    「謝謝！」作者道：「也謝謝書舍的幫忙，流通推介。」

    「你會再寫嗎？」老頭子企盼地問。

    「大概不會了！」作者婉惜道：「當初寫時沒料到那麼艱難，既要文學底子好，又要對佛學認

識深，才能深入淺出，具體表達。當參考眾多資料時，更覺自己的不足，淺薄。曾有多次放棄的念

頭，最後，勉為其難寫出來，已叫自己汗顏。讀者的謬誇，使我無地自容，慚愧，且有點罪疚的感

覺。」

    作者走到一尊佛像前，深深躹躬，懺悔。再走向老頭子道：「我那兩本書一點也不嚴謹，且言

中無物，只可作解悶的遊戲文章，廿年後，再沒有人願意去閱讀它們。芸芸書海中，將消失得無影

無踪。但不要可惜，因這裏有很多了不起的書，獨到的見解，尤其是佛經，博大精深，是唯一能去

除煩惱的智慧，有這地方存在，自有解脫的可能，亦是眾生的福祉。

    因此，我那兩本書真的很罪過，不但浪費讀者的時光，且引導讀者走向無意義的方向，兼且佔

據了珍貴的書架空間。」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大法的。」老頭子老氣橫秋道：「如果每個人都懂得找最好的書，

樂意找嚴肅的修道書，世界當變得美好。無奈人總需要經過開步的階段，舒適不太精進的環境，才

能一步一步邁向大道。只要你的書能吸引讀者，使他們接觸佛法，不斷提昇，何愁沒有解脫一

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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