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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藏菩薩藏

對於一切逆境，菩薩欣然接受。

總慶幸不幸事故只發生在自己身上，沒發生在他人身上。

    幸而這貧窮屬於自己，否則眾生如何吃得了？

    幸而這重担在自己肩上，否則眾生如何承受？

    幸而這疾病在自己身上，否則眾生如何忍受？

    幸而這苦難在自己身上，否則眾生如何面對？

對於一切逆境，菩薩欣然接受。

                           尋找善知識  （修行人的標準）  勝軍

    台灣印順法師終身埋首著作，深入經藏。很多人都質疑他的修証功夫，說他「紙上談兵」、「學

術性」、「一介學僧」、「不專」、「戲論」等。那印順法師究竟有沒有修行功夫？在學佛過程中如

何識別善知識，修行人有否標準去鑑定呢？

    經論中曾說到，修証境界高的人可看出比他低的人的程度，但無法測度比他高的人的境界。況很

多修行人都有意無意地把他們的鋒芒收歛，且很謙卑。故此，要尋求善知識真的很不容易。這裏作一

個小小的探討，羅列標準，供大眾參考。

    但親近善知識有什麼好處呢？相信很多佛教徒都知道，還很注重，因經論都強調親近善士的基礎

性及重要性。善知識恰如一盞明燈，照亮及指引我們的道路，使我們不會誤入歧途，更是迷茫中的依

止，模倣，從學習中產生智慧，還是我們修福的一個好機會。

    一般人總認為修行人很少出外活動，終日打坐，最好能夠雙跏趺坐，動輙入定數小時，乃至數天，

最好能閉關數年或是數十年，不吃人間煙火，談玄說妙，飛天遁地，有問必答，無所不知，甚至修行

以外的問題也能解決，如該跟誰談戀愛？該轉工否？應今年成親嗎？該選那一學科？挑那一所學校？

幹那一種職業等？簡直就像黃大仙 － 有求必應。最佳是男性，老年，冷靜，凡事慢半拍，如是出家

人更好。

    善知識該有以下的特質及標準：

1.出離心――對世間的俗事俗務，紛爭不感興趣，能夠看破名與利，凡事不會用世間的標準及想法去

  看待事物。對世俗的情愛，包括父子、兄弟、男女不會執著，因為能勘破世事的顛倒性，故能超脫

  虛幻，產生出離心，如修行者的清淨，遠離塵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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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菩提心――因為自己能勘破顛倒，見到眾生仍在顛倒妄想中打滾，就像昔日的自己，不期然產生同

  情的大悲心，普渡眾生，如心包的眾生愈多，所作的事業愈廣，則修証愈高。每件事都從利眾去想，

  往往將自己忘掉。為了利眾，不但關懷眾生，犧牲自己，滿其所願，更會金剛怒目地迫他們踏入正

  途。如菩薩的不惜一切為眾生，不會有瞋恨心。

3.空性見――體解緣起，體解虛幻，自能放下執著，絕不會貢高我慢，也不會計較得失，自然不會有

  貪念，不會有痴想，顛倒看事物，也不會有我執，我貪，我愛。

4.虔皈三寶――感恩三寶，體解三寶的重要性，心中油然產生對三寶高度尊敬與依皈，這非一般的仰

  敬，而是對三寶無限功德與恩德的感懷而產生的無我皈敬，無時無刻的感念。

5.戒具足――遵守各人身份的戒行，戒有多種，各善知識都會因應時，地，人去履行自己的清淨戒。

6.定具足――不但能制心一處，成辦事業，更能八風不動，不為外境影響，保持正念。

7.慧具足――對佛法義理、世學多聞，且懂得抉擇、應用。

    以上各點都是修行人的主要德目與標準，往往在言行中反映出來，愈深入愈有氣質。愈全面愈圓

滿。但要做到這樣深入而圓滿的善知識，看來只有佛才可達此標準。因此，我們不要對善知識的要求

定得太高，只要能有一份功德自要學習，但也應小心不要被他們的缺點所影響，這可推算到學者也有

他一份慧的功德，也應學習，但要小心親近。

    畢竟善知識的能否親近須講因緣及福報，如遇到大善知識，但因緣不足還是不能親近，只有先儘

量種一些將來能親近的因吧！

    而印順法師的定位該如何判斷，還是由大家自己來決定吧！

                            一切從布施開始    須蜜那

    

    信佛後，該如何開始新的人生？該如何簡

要地對待一切事物？直趨佛道？除一些德目外，

更應要一切從布施開始。

    要恆時施，一切處施，人生才有價值。否

則只知攫取，則無異寄生蟲。如以為沒有能力

施，或無財物施，便要反省了，是否不能捨；

還是自己懶惰，沒有賺取財物。

    布施除了財施外，更有法施、無畏施。教

導別人向上，奮發。或消除別人畏懼，享受人

生，其功德不比財施小。布施對象有父母，師

長、宗教師，更有病患、苦難者、畜生等等。

可以說家外，家內，無不是可施的對象，無不

是可施的時候。但注意不要以為布施很多便停

止，因在成佛路上，這等布施只佔千萬億份之

一，恒時恒處布施，不但長養延續功德，更可

對受施者起鼓舞作用。因此，有來勸做功德者，

或賣旗者，切莫拒絕。如能力不夠，可將分量

減少便可。使為善者歡喜，不要使他們失望。

    當聽眾、安慰別人、慈眼視路人，幫忙洒

掃、搬東西、讓坐、鼓勵、隨喜他人善行、讚

嘆、口說佛法，做佛事、迴向等等，都是很好

  

的布施。

    布施應從心出發，要有廣大心願，普施一

切眾生，平等施，無分別心施。更要恭敬施、

不輕慢，不望回報，做到不著有能施之我、受

施之他及有施物之清淨布施行為。但注意不是

不計較怎樣將布施做到最好、最多，而應時常

用智慧把布施做到最好。很多佛經都有「校量

功德品」，教導我們如何做好布施，因此不是

不計較布施，只是對布施無執而已。

    有些苦難，也可做一些對治性的布施，相

當有効。如有疾病，可放生；貧窮可施與更窮

困者；孤獨可認養孤兒；害怕年老可探訪長者

等。

    布施的利益，無量無邊，從學佛的第一刻

開始，乃至成佛後，都不能間斷。

    布施的偉大處在去除我執及成就菩提心，

以下是最好的說明。

    修行忍辱的菩薩想：如果眾生用刀子來切

割我的身體，我就布施，不使眾生得到強劫或

偷盜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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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債    提舍

    佛教徒中，對於因果及還債有些很奇怪的

觀念，不單似是而非，有異於常人，且違於正

常合理的生活，叫人無法接近，尤有甚者，使

很多事情變得更糟。

    因果非常複雜，法華經云：因緣果報，唯

佛與佛乃能究盡。即是說，因果關係，只有佛

才能看清楚。一些表面好的東西，可能是我們

的魔障；相反表面不好的東西，可能是我們的

增上緣。今天對我們好的東西，明天可能是害

我們的東西，是好是壞，難以定奪，好壞因緣，

難分辨取捨。

    以下是其中三類型人：

1.逆來順受型――有一類人，凡事逆來順受，

  他們認為因為欠人因果債，所以才會被人欺

  負，事事吃虧，不管是非對錯，受了就是還

  債，受夠便自然不用再受。這本來沒有什麼

  不好，但可看出他們心裏其實不服，憤憤不

  平，只是極力壓抑，其中的傷害，不易察覺。

  另一方面，助長了欺壓者的氣燄，變本加勵。

  更讓人誤解信佛就要吃虧，佛教是要滿足人

  們的要求，包括無理的。

2.堅決不受恩惠型――這一類人對別人的好意

  堅決不接受，其理由是不想欠他人債，怕將

  來，或是下一世要償還，尤有甚者，連家人

  做東，請吃東西也不領納，一副清高模樣，

  更不惜布施別人，其目的不在利益他人，只

  在乎別人欠其債，待將來取回。這些思想不

  但顯得小氣，且背後埋藏了很複雜的人際關

  

  係，才導致如此不合情理的想法。其實人際

  關係網非常複雜，欠某人的債可能掀涉到其

  他人，那債項更難計算，還有利息應否也計

  算呢？人與人的恩怨，輾轉盈欠，多生多世

  償還或取回，沒完沒了，那關係網無限延展。

  如要斷絕，只有開悟後才能辦到。開悟後無

  得無失，自不會有欠債償還的事情，或是沒

  有因緣引發償債。

    這些都是高境界的事情，凡夫的我們，應

  抱著一個歡喜心去對待，如要償還就償還，

  要討回就討回，只須用平常心去對待一切恩

  怨，更重要是有利他心。將怨恨化解，逆境

  轉為逆增上緣。如果布施一碗飯給人是還債

  的話，就當作是請好友吃飯般歡喜，如果此

  布施使人欠債，也當作是請好友吃飯，懷著

  歡喜心，如將來真要償還，就一起去為聖教，

  為眾生報恩吧！

3.有債必還型――這類人情操很好，認為欠人

  的就該償還，不作他想。他們只從個人及單

  一事項觀點去考慮，也許是償債心切吧，也

  不管是非黑白，對錯，驟看沒有什麼不對，

  但卻缺乏從利他心去思考。設使你的償主來

  向你討錢去吸毒，你該償還他還是不還呢？

  我想最好還是暫時不要償還吧。這只會做成

  他的禍害，也間接成就自己的惡行。如能從

  利他的立場出發，自不會做成這些困惑。

    從以上看，利他心才最重要，再配合合情

合理正常作法才是正道。別妄言欠債，因果報

應，因因果甚深，非我們凡夫能看透。



          自我教言       

   『自我教言』不只是入門的導引，更是久修行者的一面好鏡子，去反省及自我教言，為佛學
及修行態度的明確指引，去除很多謬誤及修道上的倒見。書內一再強調聞思的重要性，正是建立
『正見』的要素。

作者 : 晉美彭措法王   
譯者 : 索達吉堪布       ( 連載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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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應當恆時觀察內心，當自己受到誹謗

或獲得讚歎恭敬利養的時候，請立即觀察自己

內心的狀態！當你與別人相處時，請觀察自己

內心有沒有貪、瞋、癡、嫉妒、我慢等這些煩

惱，如果此時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的相續中，

不但存在著如此眾多的煩惱，而且還非常深重，

那就說明你的境界並非那麼深不可測。我們也

應再三地觀察，看看遠離分別念的寂止和現見

實相的勝觀，在自己的相續當中有否進步？

    有些人認為自己遠離了世間八法，並以此

經常自讚謗他，其實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最大的

世間法。實際上，這種人受世間八法的纏縛一

點也不亞於他人，如有些人在別人的供養面前，

他都表示不需要，然而在內心裡卻是渴著供養，

這就是世間八法。別人為你安立了一個法座或

位子時，自己也不願意坐在上面，這也是世間

八法。有些出家人特別執著，好像不需要任何

人恭敬，這也是世間八法。在他人面前表現得

特別謙虛，以此表明自己遠離了世間八法，這

樣人人會讚歎我，但其實這就是世間八法的一

個標誌。

    在大乘，若自己戒律真正清淨，看見別人

犯戒會生起悲心；在小乘，若自己清淨戒律而

又生傲慢，這也屬於犯戒。以自己清淨戒律生

起傲慢心，讚歎自己和誹謗別人，以為自己很

了不起，而某某人已經犯戒了，其實這就是真

正的破戒者。所以，若別人犯戒了，我們一般

不能隨便傳講。

    有些人以為自己見解高深，以此為傲看低

他人，這正是危害見解的毒藥，因為真正證悟

了正見的人現見一切諸法為清淨。有些人認為

自己已經證悟了，其實這種人的見解也不正。

如果真正是見到本性的瑜伽士，比如我在十八

歲的時候，當時在德格有一個老人叫索甲，他

以前是一個平凡的人，眾人根本不知道他會有

修行的境界，但當他圓寂時，真正成了大虹身。

    

在大圓滿大史中也講到了他的故事，所以證悟

本性也不一定隨便宣示別人。

    若心相續中對世間的一切瑣事興趣索然，

這是真正的厭世心。但是自己好像是不吃不喝、

修持苦行，內心以為自己高人一等，並貶低誹

謗別人，這就不是厭世心。

    精通一切諸法的密要，對各種宗派無有任

何貪瞋，這也是一種證悟，阿底峽尊者說：「

如果知道一切論典為竅訣，這是最大的一個證

悟。」有些人認為自己的智慧非凡，於是狂傲

我慢，輕視他人，自讚毀他，這種人的人格也

不能算是高尚，更談不上修行了，這只是愚人

的一種習氣和標誌而已。我想若真正具有智慧，

你對大圓滿、大手印在本性上應該有一定的證

悟，或者對顯宗、密宗的經典能精通無礙，這

樣你可以稱為是智者。

    有些人稍微學習過高僧大德的論典，如對

薩迦派及其他宗派的各種說法有了大致的瞭解，

這時他就特別傲慢，自以為學識淵博、智慧高

深，其實他誹謗佛法倒是確實不一般，這就只

是造罪業而已，對自己心相續的改善和未來的

前途起不到任何實際的利益。

    未登地之前，不要隨心所欲對各種宗派之

間的辯論下結論。比如，宗喀巴大師本來是文

殊菩薩的化身，可是有些凡夫小人也經常誹謗

宗喀巴大師的善說。高僧大德之間互相辯論是

完全可以的，而我們作為凡夫小人也要模仿聖

者菩薩獅子們的行為，則是有掉下深澗粉身碎

骨的危險。

    又比如，榮敦西夏格堅造有《現觀莊嚴論》

的講義，其中他說第八地菩薩以前的境界是我

自己的境界，八地後的境界則全是依憑教證而

來。但現代的一些愚人，也妄評榮敦的《現觀

莊嚴論講義》有錯謬之處。

    我們獲得一個人身寶，尤其是作為寧瑪巴

教法的後學弟子，當然有必要把自宗教法搞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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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 ...待續)

弄懂，在不離正知正念的基礎上，也可以做一

些相應的辯論，但是千萬不能誹謗他宗。好像

諸佛菩薩無法解釋清楚，高僧大德也不能詮釋，

而我聰明過人能了解這些章句，這種說法本身

是極端錯誤。若你真正證悟了法界，一切諸法

的本相自然會了知，就像明眼人現量會看見面

前的色法，而不會像你現在道聽途說般地講辯

一些是非那樣。

    在佛經中講，不應觀察他人過失，相反，

應當經常反省自己的過失，觀察自己的相續是

否與佛法相合，這樣精進地修持妙法。為何還

要觀察別人的過失呢？

    不管修學任何一個宗派，自己宗派的觀點

必須精通。我們在座的大多數人，全部是佛陀

和寧瑪巴的後學弟子，因此我們一定要掌握見

修行的關鍵密要，此外，就沒有必要破斥嘎單

派、薩迦派和世間各宗派的觀點，這一點大家

一定要注意。不破斥其他的宗派，也不要誹謗

他人，如果恆時默默地修持自心，最終就會戰

勝一切外魔。

    雖然自己沒有貪求名聲之心，但在必要的

時候也需要適當的讚歎和辯論。此時，辯論是

為了滿足人們或是針對某些具信者而設施；有

時，為了摧毀某些人的傲慢，也可以讚歎其功

德。如巴楚仁波切本不願自我吹捧，但有時為

了利益眾生，也會讚美自己的功德。因此，有

些上師為了對眾生或對佛法有利，有時候也顯

示各種功德或讚歎自己，這些都是有必要的，

而我們就不能對此生起邪見。

    某些高僧大德在名聲地位特別穩固時，就

像以前的文殊菩薩，他為了引導某些外道的眾

生，也是在表面上假裝誹謗過釋迦牟尼佛一樣，

這是有甚深的密意。

    在各個宗派之間，可以運用真正的理證和

教證進行辯論，這從以前的傳承上師一直到現

在都有這個優良傳統。為了顯示取捨，既可以

    

辯論，也可以破立，但此時不能懷有貪瞋而應

以恭敬心來互相辯論。

    為了知道哪些該捨，哪些該取，我們也可

以自我讚歎。為了利益他人，雖然也可以直接

指出對方的缺點，但是千萬不能以貪瞋之心說

別人的過失。若是以自私自利的心來讚自毀他，

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最大的一個過失，我們無法

了知他人的相續，而對自己的舉心動念卻是一

清二楚，猶如自照鏡子，因此，為了防範過患、

增長功德，我們應隨時觀察自己的相續。

世人從不知足少欲――對安樂享受不知道滿足，

對財產也不知足。當得到點滴財產的時候，還

想攫取更多的財產，哪怕整個大地上所有的財

富都屬於他一個人擁有，心裡仍不滿足，有如

此劣心的人應該對自己厲聲地呵斥。

    雖然眾生心中有無窮無盡的分別念，但卻

無絲毫的實義，它們全都是煩惱和痛苦的本性。

這些分別念就像水中的波紋一樣，如果不善加

對治，而讓它自然生起，那永遠也沒有盡頭。

就像是孩童用木塊和沙石作遊戲，始終沒有滿

足，永遠不會捨棄，就這樣在無意義的分別念

當中一直散漫著。所以，對於以前惡劣的習氣

和所有的煩惱分別念，我們一定要用智慧立刻

加以對治，將它們全部斷除。

    如果沒有長期堅持精進修持，那無始以來

的習氣不但難以改掉，而且前面得到的少許智

慧也難以鞏固，非常容易消失。所以我們對善

法和聞思修應當盡心盡力地去行持。如果自己

沒有痛下苦功，就無法獲得功德，所以一剎那

也不要散亂，就這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精

進地修持，一定要不間斷地修持！

    如果僅是修持而不斷除分別念，也不可能

現前清淨的禪定和智慧。所以為了將自己的境

界越來越增上殊勝，務必要斷掉一切惡劣的分

別念，為此我們應住在寂靜的地方，經常要觀

察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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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藏菩薩的本生及本願――地藏菩薩

能發如此大願，其本生因緣會是怎樣呢？

    本生一：因見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的相

好而發願：文殊師利！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過

去久遠不可說不可說劫前，身為大長者子，時

世有佛，號曰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長者

子，見佛相好千福莊嚴，因問彼佛：『作何行

願而得此相？』時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告長

者子：『欲證此身，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眾

生。』

    本願一：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

來際不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

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忉利天

宮神通品 

    本生二：因母輕三寶，墮地獄，為救母而

發願：「又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時世有

佛，號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彼佛壽命四百千

萬億阿僧祇劫。像法之中，有一婆羅門女，宿

福深厚，眾所欽敬，行住坐臥諸天護衞，其母

信邪，常輕三寶，是時聖女廣說方便，勸誘其

母，令生正見，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終，

魂神墮在無間地獄。時婆羅門女，知母在世不

信因果，計當隨業必生惡趣，遂賣家宅，廣求

香華及諸供具，於先佛塔大興供養。見覺華定

自在王如來其形象在一寺中，塑畫威容端嚴畢

備。時婆羅門女，瞻禮尊容，倍生敬仰，私自

念言：『佛名大覺，具一切智；若在世時，我

母死後，儻來問佛，必知處所。』時，婆羅門

女，垂泣良久，瞻戀如來，忽聞空中聲曰：

『泣者聖女！勿至悲哀，我今示汝母之去處。』

婆羅門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寬

我憂慮？我自失母已來，晝夜憶戀，無處可問

知母生界。』時，空中有聲，再報女曰：『我

是汝所瞻禮者，過去覺華定自來在王如來，見

汝憶母倍於常情眾生之分，故來告示。』婆羅

門女聞此聲已，舉身自撲，肢節皆損，左右扶

持，良久方蘇，而白空曰：『願佛慈愍，速說

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將死不久。』時，覺華定

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汝供養畢，但早返舍，

端坐思惟吾之名號，即當知母所生去處。』

「時，婆羅門女尋禮佛已，即歸其舍，以憶母

故，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經一日一夜，

忽見自身到一海邊，其水涌沸，多諸惡獸盡復

鐵身，飛走海上，東西馳逐，見諸男子、女人

百千萬數出沒海中，被諸惡獸爭取食噉；又見

夜叉其形各異，或多手、多眼、多足、多頭，

口牙外出，利刃如劍，驅諸罪人使近惡獸；復

自搏攫頭足相就，其形萬類，不敢久視。時，

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自然無懼。有一鬼王名

曰無毒，稽首來迎，白聖女曰：『善哉，菩薩！

何緣來此？』時，婆羅門女問鬼王曰：『此

是何處？』無毒答曰：『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

一重海。』聖女問曰：『我聞鐵圍之內，地獄

在中，是事實不？』無毒答曰：『實有地獄。』

聖女問曰：『我今云何得到獄所？』無毒答曰：

『若非威神即須業力，非此二事終不能到。』」

「聖女又問：『此水何緣而乃涌沸？多諸罪人

及以惡獸。』無毒答曰：『此是閻浮提造惡眾

生新死之者，經四十九日後，無人繼嗣為作功

德，救拔苦難；生時又無善因，當據本業所感

地獄，自然先渡此海。海東十萬由旬又有一海，

其苦倍此；彼海之東又有一海，其苦復倍；三

業惡因之所招感，共號業海其處是也。』」

「聖女又問鬼王無毒曰：『地獄何在？』無毒

答曰：『三海之內，是大地獄，其數百千各各

差別，所謂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無量，

次有千百亦無量苦。』」

「聖女又問大鬼王曰：『我母死來未久，不知

魂神當至何趣？』鬼王問聖女曰：『菩薩之母，

在生習何行業？』聖女答曰：『我母邪見，譏

毁三寶，設或暫信，旋又不敬；死雖日淺，未

知生處。』無毒問曰：『菩薩之母姓氏何等？』

聖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父號尸羅

善現，母號悅帝利。』無毒合掌啓菩薩曰：『

願聖者卻返本處，無至憂憶悲戀。悅帝利罪女

生天以來，經今三日，云承孝順之子，為母設

供修福，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寺；非唯菩

薩之母得脫地獄，應是無間罪人，此日悉得受

樂，俱同生訖。』鬼王言畢，合掌而退。 

                                    ...

                          

      地藏經法要  (…續)  賢護

吾觀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說難盡；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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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生三：因釋迦佛咐囑，將眾生交託至彌

勒出世而發願。爾時，世尊舒金色臂，摩百千

萬億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

阿僧祇世界諸分身地藏菩薩摩訶薩頂：「‧‧

汝觀吾累劫勤苦，度脫如是等難化剛彊罪苦眾

生，其有未調伏者，隨業報應；若墮惡趣受大

苦時，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勤咐囑，令娑

婆世界至彌勒出世已來眾生，悉使解脫，永離

諸苦，遇佛授記。」

    本願三：爾時，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共復

一形，涕淚哀戀，白其佛言：「我從久遠劫來，

蒙佛接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具大智慧。我

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

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

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但於佛法中所為

善事，一毛一渧，一沙一塵，或毫髮許，我漸

度脫，使獲大利。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

為慮。」――分身集會品第二

    本生四：爾時，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薩：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乃往過去無量阿僧衹那由他不可說劫，爾時有

佛，號一切智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其佛壽命六萬劫，未出家時為

小國王，與一鄰國王為友，同行十善，饒益眾

生。其鄰國內所有人民多造眾惡。二王議計，

廣設方便，一王發願，早成佛道，當度是輩令

使無餘；一王發願，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樂

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

    本願四：佛告定自在王菩薩：「一王發願

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來是；一王發願，

永度罪苦眾生，未願成佛者，即地藏菩薩是。」

――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

    本生五：「復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

出世，名清淨蓮華目如來，其佛壽命四十劫。

像法之中，有一羅漢福度眾生，因次教化，遇

一女人，字曰光目，設食供養。羅漢問之：『

欲願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資

福救拔，未知我母生處何趣？』羅漢愍之，為

入定觀，見光目女母墮在惡趣，受極大苦。羅

漢問光目言：『汝母在生，作何行業？今在惡

趣，受極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習，唯

好食噉魚鼈之屬，所食魚鼈，多食其子，或炒

或煮，恣情食噉，計其命數千萬復倍。尊者慈

愍，如何哀救？』羅漢愍之，為作方便，勸光

目言：『汝可志誠念清淨蓮華目如來，兼塑畫

形象，存亡獲報。』光目聞已，即捨所愛，尋

畫佛像而供養之，復恭敬心悲泣瞻禮，忽於夜

後，夢見佛身，金色晃耀，如須彌山，放大光

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當生汝家，纔覺飢

寒，即當言說。』其後家內婢生一子，未滿三

日，而乃言說，稽首悲泣，告於光目：『生死

業緣，果報自受，吾是汝母，久處暗冥，自別

汝來，累墮大地獄，蒙汝福力，方得受生，為

下賤人，又復短命，壽年十三，更落惡道。汝

有何計，令吾脫免。』光目聞說，知母無疑，

哽咽悲啼，而白婢子：『既是我母，合知本罪，

作何行業，墮於惡道？』婢子答言：『以殺害

毁駡二業受報。若非蒙福救拔吾難，以是業故，

未合解脫。』」

    「光目問言：『地獄罪報其事云何？』婢

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稱說，百千歲中卒

白難竟。』

    本願五：「光目聞已，啼淚號泣，而白空

界：「願我之母永脫地獄，畢十三歲更無重罪，

及歷惡道，十方諸佛慈哀愍我，聽我為母所發

廣大誓願：若得我母永離三塗，及斯下賤，乃

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願我自今日後，對

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卻後百千萬億劫中，應

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罪生，誓願救

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

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

――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

（六）因果――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

種出世因得解脫果。這些因果法則很簡易，卻

常被忽畧。有些人為求善果，不顧他人受傷害

去種善因。例如強迫他人捐款、或是強迫他人

做能力未遞的義工、侵權等。總認為自己的善

行是最好的，每一個人都應跟隨自己。雖然有

些人嘴巴喜歡談因說果，但當見到他們的惡行，

便知道他們不怎麼信仰因果。而當見到人們不

嚮往修行便知道他們並不信仰成聖人及解脫樂。

                               (未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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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廂夢        浮生

    我躺在公共巴士後排，頭枕在靠背椅上，空調適中，車外下著

微雨，車內顯得寧靜，舒適，很快便睡著了。

    當醒來，看到前排座位的一對男女，並肩坐著，喁喁細語。男

的頭髮很短，架一副金絲眼鏡，略嫌寬鬆。一件棗紅的外衣，包著

頸項，只能見到肩部，包得頗有藝術氣質。不時側著臉與女共談，

總帶著溫文的笑容，時而定定望著女方。而女留著一頭長髮，白色

上衣，架著一副輕巧的眼鏡，也不時側著臉對著男，綻出開朗的微

笑。從後面看，兩人的頭顱靠得很近，給人一種快要親嘴的感覺。

    我再度睡著了。

    矇矓中我被一些輕嘆帶回現實，見到女的側身指向左面，而男

的也側向左面，伸手指向窗外遼闊的海景。我也被車外無垠的景象

吸引，藍天白雲，輕車飛馳，仿似人間仙境。

    男的始終帶著溫文的笑容，儒雅的動作，輕巧地拿著一盒「維

他奶」，慢慢啜吸，稍作交談，再啜吸一點。女時而注視著他手中

的飲品，像也要分一口。我看看手錶，車行已有半個小時，男女交

談，總帶著微笑，沒有停歇過，時而爆出輕笑聲。從後看那種肩踫

肩，頭顱互靠近的景象，總姶人一種快要親嘴的感覺。

    我再度睡著了。

    當睜開眼時，看見男的仍帶著那溫文的微笑，手中把玩著一串念

珠，向著女的說明介紹。車廂仍然那麼寧靜舒泰，輕微的機器聲，

叫人有一種欲睡的感覺。車外已轉陰天，襯出車內的燈光很柔和。

從後看，那種肩並肩，頭顱互靠近的景象，仍給人一種快要親嘴的感

覺。

    車子駛進市內，雖隔著密封玻璃，仍能聽到車外嘈雜的聲音，

前面那對男女不覺也把音調提高，我聽到他們以普通話交談，時而

爆出笑聲，還是那麼溫文儒雅，手中仍拿著那盒「維他奶」及念珠。

這刻，我完全清醒。就是那串念珠，勾起我前陣子出席一位出家師

父壽宴的記憶，當時那位師父也正拿著念珠在數，嘴巴啃著食物，

與同桌的眾多在家人閒聊。那晚我只吃了一點便忍受不住離去。

    車子快要到站，我看見前面的男女按一下鈴鐘，一起站立，走

到車門處，等待下車，女的白色上衣很漂亮，很高貴。而男的棗紅

衣服赫然是一襲藏傳佛教的僧袍。

    我坐在那裏，突然感到五內翻騰，一大堆穢物噴到對面座位上，

嘔吐大作。                      （此乃真實個案改編，該怪的是作者的心魔）

 

 出家情  那羅

昨日種種

譬如昨日死

如夢如幻，如泡如影

前塵往事，如鏡花水月

教人剌痛，難捨難離

但

縈繫那宿世願

拼出勇氣

割愛辭親

為的是

在那不完美中尋求完美

娑婆中尋求極樂

去許諾

那難守難持的戒律

把持六根，直至一心不亂

成就出離心，達至無上菩提

而

橫陳在前

是清淨阿蘭若

還是人間菩薩道？

俱是那

無上甚深的追求

千年萬古，與日月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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