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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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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狂想曲  提舍

       父子對話

 

接觸種種世間法，心不動搖亦無憂；

離諸欲望心安穩，此是最上的吉祥。

                         ―――大吉祥經

                                 

                                   

    在一所大花園內，一對父子悠閒地面對一望無際的大海閒聊。兒子對父親道：「雖然我尚

年輕，可是對經營企業王國開始覺得厭倦，有些時候不禁問自己，為了什麽？」

    「這個我當然理解，但人生有不同的目標，不斷的夢想。如香港首富，亞洲首富，世界首

富，無限的追尋……」

    「難怪佛教說多欲多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

    「這個我同意，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佛教的確高明，我營商第一個創意概念就是由佛

教的布施、利他開始。我的貨品要做到全港最平，使每一個低下階層皆受惠。沒料到竟生意滔

滔，競爭對手瞬即倒下，無意間壟斷了多個行業，我從商學院學得的技倆及商場中豐富的經驗

，竟不及佛教一個簡單的概念。」

    「可是，為什麼不能貫徹到底，演變到後來的巧取豪奪，四面楚歌？」

    「我看到那些貪婪的面孔便生氣，那些人不學無術，懶惰，好逸惡勞，終日埋怨，恩將仇

報，你對他們如何好也不會言謝，尚嫌不夠。我敢說，就是將全部財產給他們也不會改變，教

我如何不改變策略，只有對自己好些，我也不想如此，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說現在民不聊生，政府管治出現危機，因此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但我認為最重

要是全民退休保障！」

    「這個政府！你說他不懂做生意，他卻謀取暴利，反說我們商人是奸商。說我們利潤豐厚

，怎可與他們賣地收益、稅收等相比，我們因勢利導，競投政府賣地，一不小心，可能慘遭虧

損，他們甚麼也不用做，已有大量進益，我們承受他們的工作，大量添購機器、材料，聘請勞

工、人才等，其間的經營既大規模，亦專業，不是任何人可擔當，樓宇建好後，尚需承擔出售

風險，稍有差錯，付銀行利息也成問題呢！幸好香港經濟環境好，我們才能一帆風順。可是卻

要做政府的「替死鬼」，千夫所指，高地價政策是政府做出來的，他們懶惰，不願擴闊稅基，

因循苟且，只做最少的工作，取最大的利潤，利用我們少數地產商代理一切，然後奉上絕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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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收益。其他小企業，小稅收，他們不屑接觸。可是，要求我們要有社會責任，企業良心，

面對龐大的貪得無厭，無心工作的員工，要保護他們，照顧生老病死。我看我們不是做生意

，是做「善事」，我們是代替政府的功能，彷似殖民地時期的「買辦」，卻負起「漢奸」的

寃屈。人說無商不奸，我看無政府不奸，將照顧員工的責任分判給商人；還有競投，價高者

得，是政府的兩大絕招，他們真的很聰明，將照顧員工的人事炸彈轉嫁別人；此外，將賣地

工程大小項目讓競投者以價高者得的策略，讓我們「打生打死」，彷似將骨頭拋給一羣餓狗

，讓牠們爭奪。可憐一些經驗及資源不豐富的公司，計算錯誤，慘遭虧蝕，永不超生。這兩

大絕招非我們所創，是我們從政府偷學來的。別人說我們壟斷市場，但面對激烈的競爭，顧

客過份的要求，政府卸過來的責任，不如此，我們如何自保，我不要作為一羣爭奪利益中的

一條狗，且從做生意的角度，謀取最大利潤，運用合法的手段，有何不對？

    別說我們壟斷，稱霸，沒良心。我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權力並不操在我們手上，

我們只是受壓迫，被利用的一羣人。上有精明，自私的政府，下有廣大愚痴的羣眾，為最低

薪金，最高工時「打生打死」，為求安逸，為爭取舒適的工作無所不用其極，稍辛苦，稍困

難的工作已沒有人問津，「不辛苦那得世間財」，在這裏已不適用。唉！我看香港正步向滅

亡。那些愚痴的羣眾，終日互相對罵、爭鬥，彷似羣犬互鬥，卻看不出罪魁禍首是高地價政

策，沒有人在這方面做功夫。可憐他們千方百計爭取到的東西，如最低工資等，却悄悄地被

高通賬吃掉。難道要我們這些既得利益者提醒他們嗎？其他操權者及受益者更可惡，將問題

轉移，讓社會更混亂，矛盾，雖然我們不是什麼好人，但比起他們，我們確是不差啊！」

    「香港弄至如斯田地，問題出在那裏？是否真的沒有人才？是否運氣不佳？」

    「香港不是沒有人才，你看回歸前產生多少精英，各行各業至今仍有傑出人才支撐，不

至倒塌。歸根究底，是領導人不濟，多個特首皆是錯誤人選。歸根究底，是中央的政策失誤

。他們認為香港的成就只是因時際會，好運而已。大陸管治，再加上香港人的幹勁，當是最

完美的配搭。因此，特首不需要很能幹，庸碌也沒關係，只要聽話，遵守中央吩咐，定能發

揮盡致。沒想到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它的成功需依靠眾多的人才建立及維持，領導有道，

下面的人才才能發揮；領導專橫、妒才，認為自己什麽都能，都懂，看不起下面的人，看不

起專業，那便致命了。高風亮節的人才只有隱退，無骨氣的人才便利用聰明才智，陽奉陰違

，躲懶敷衍，甚至破壞，香港如何不陷於滅亡？唉！我雖是一個唯利是圖之人，亦覺慘不忍

睹。失望，意興闌珊，撤資是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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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接觸到的人不多，能互動的更極少數，縱使我們能發願利益每一個接觸到的

人，亦有量有限。如果要互動，作深度的利益，機會更微。因此，我們要珍惜每一個與人

接觸的機會，要把握每一刻去利他，讓自我發揮淋漓盡致。別小看微細的善行，日積月累

的功德可做成莫大影響。一個笑容，一句招呼，一聲問候，亦可產生很大的利益，輾轉影

響，無遠弗屆。此外，該從家人做起，從工作間，從親朋友好及一切人，一切生物、眾生

。如果不掌握當下，不從身旁做起，奢求利益千萬人實不切實際。

    當發願，願每一個能接觸的人受惠，願自己的善行能廣泛，願更多更多的人受到自己

的福蔭。別認為自己已作了很多善行；比起佛菩薩的福德，我們只是九牛一毛，別忘要成

佛必需福慧兩足尊，再多的福德也不嫌多。

    要廣泛利益眾生，莫如祈福，祈福的對象很廣，祈福的活動廣大，而迴向文竟是法界

眾生，真是無量無邊。祈福亦不需「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可以「不太辛苦」進行。當

然，祈福亦有很多守則需要遵從，否則不「靈驗」。

    祈福是受歡迎的活動，不論外道及教內，大型、小型或個別祈福皆熱烈進行。可是，

這些活動被重智的行者嗤之以鼻，原因是祈福者皆是一副自私自利、貪婪的臉孔。因此，

祈福若是為了眾生，為了慈悲心，祈福活動便變得有意義。

    很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斷的需索，不斷的埋怨；縱使祈福靈驗，他們仍不高興，

仍覺得不足夠，無盡的欲望，令他們疲憊不堪；狹隘的自我，令他們看不清環境，看不清

自己擁有的幸福，未能享受擁有的一切，終其一生，只是無意義的追求，實在可惜。眾生

如此苦，實可憐可憫，他們的祈福，那堪責怪。遠離苦楚，祈求幸福是生物界的本性，如

果高調怪責或看不起，有違自然律則，或是未曾經歷苦的洗禮，不知道苦的難以忍受。

    為自己祈福，無可厚非。進而為家人，親友祈福，已是人生的一種昇進，祈福主事者

更要帶引祈福者為社會，為國家，為這個世界，為宇宙，為一切生物，六道眾生祈福，層

層推進，才是正確的指引，更要提醒祈福者已擁有的一切，鼓勵他們布施，去除其他眾生

的苦惱，才能與祈福活動相應，才能符合因果，達到祈福的目標。光坐那裏祈求，沒有付

諸行動的「難行」，祈福難以彰顯。因此，祈福除了虔誠向上祈求外，應輔以其他配合，

如齋戒沐浴，讓身心清淨，心無旁驁，專注祈求；另一方面，或配以放生、布施、恩恤、

發願、迴向、讚嘆等善行，在身口意三業深度進行下，祈福才全面及具意義。

  

祈福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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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弘法（二）

      

  

    釋尊度化了當時著名的宗教家迦葉三兄

弟後，率領他們及弟子千多人至王舍城郊外

靈廟暫住，應國王頻婆娑羅在成道前之約，

答應在證道成佛後回來教導他。頻婆娑羅王

率眾過萬人至郊外迎接，眾人見年輕的釋尊

竟能收年老而著名的宗教家迦葉三兄弟為徒

，不禁有所懷疑，但經迦葉兄弟確認後，皆

從心底信服。釋尊於是為眾說三論，確立了

佛教的世界觀及人生觀，繼而說四諦，國王

及眾人皆得法眼，皈依三寶，並要求釋尊翌

日接受飯食供養。為能滿國王五個願望：1.

受灌頂成國王。2.有正覺者降臨國土。3.能

夠供奉佛陀。4.得聞佛法。5.能證悟其教法

。國王決定奉獻郊外的竹林園，作弘法場所

，這就是著名的竹林精舍。精舍除了雨季安

居，生病療養外，主要是為了說法，舉行各

種儀式及典禮，為了弘法，不能離市區太遠

，但亦不能太近，怕影響靜坐修行。而竹林

精舍剛好約二、三公里外。為了進行教化活

動，釋尊與弟子遊行各地，在樹下、石上、

洞窟居住，托缽過活。

    王舍城內，有二位年輕的著名學者，舍

利弗與目犍連，有感世間無常，在當時六師

外道之一的懷疑論者迦耶座下學習，卻不能

滿意，相約誰先尋求明師訪道，必須互相通

知，一起探求真理，舍利弗偶在路上遇見初

轉法輪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馬勝），被他

的儀容，光采吸引，認為必是有道之人，探

詢其師及法，答是釋尊弟子，剛出家不久，

不懂說出法之精義，舍利弗懇求精要開示下

，阿說示說偈曰：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

    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舍利弗聽後即得法眼，概嘆說：凡是生

法者，即是滅法。此微妙精深之法，縱使千

萬世，雖有眼而未見。舍利弗急往見目犍連

，細訴所遇，當說出此「緣生偈」後，目犍

連亦即得法眼，身發光采。二人率領二百五

十同門往訪釋尊，其師刪迦耶難過而吐血。

釋尊遙見二人到來，向眾比丘說此二人將來

必是座下的二大弟子，才智超群，經典中常

提及的「千二百五十人俱」，即迦葉三兄弟

的徒眾千人，加舍利弗領導的二百五十人。

    目犍連於出家後一週得到最高悟境阿羅

漢果，舍利弗亦於兩週後成阿羅漢。目犍連

打坐時打瞌睡，釋尊教他七種克服的方法，

並勸他躺下小睡片刻，再來修習，而托缽時

不可仗著出身高貴而心高氣傲，對在家人不

可生起不平不滿的心理，更不可與他們爭執

。要有正知、正見，細察而不執著，有自信

，謙和不散亂。目犍連很快證得阿羅漢果，

且神通勝德，被尊為大目犍連。

    舍利弗的舅父長爪梵志，是一位懷疑論

者，得知舍利弗跟釋尊出家，亦往晤見釋尊

道：我是懷疑論者，對一切肯定性的學說都

不予認同。釋尊反問他這肯定性的主張，不

認同一切肯定性的學說，是否認同？並進一

步針對性地說世間的常見、斷見及常斷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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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說，或懷疑論，都是在一切事物的本質上

執著，產生謬誤見解。應正確、如實地觀察

人生的真相，即無常、無我、緣生、緣滅。

    長爪梵志聞此真理後，即得法眼，舍利

弗在旁聽後，亦脫離煩惱障礙，達至阿羅漢

的悟境。

    舍利弗的弟弟優波帝須、優波先那、大

純陀，亦成有名的佛弟子；尚有姊妹恰啦、

優波恰啦，也成阿羅漢果。

    不久，頭陀第一，佛滅後領導結集的著

名弟子大迦葉，走遍了印度，無法尋得理想

的師與道。卻在多子塔旁見釋尊在樹下靜坐

，深受感動，發願皈依並接受教導，第八天

即證阿羅漢果。

    大迦葉本是婆羅門望族，博學多才，為

孝順父母而結婚，可是與妻子跋陀迦毗羅妮

只追求清淨梵行，但作名義夫妻。十二年後

，父母相繼去世，二人同共出家求道，跋陀

迦毗羅妮其後亦進入佛門，最後獲得覺悟，

成為著名的比丘尼。

    釋尊回鄉教化大概在成道後五年。回鄉

前在王舍城駐錫說法，已名傳至迦毘羅衛城

，父親淨飯王掂念兒子，九次派出使者往訪

，盼望能回國說法。但使者們聽聞佛法後，

皆隨釋尊出家，成阿羅漢，忘了淨飯王要他

們去的目的。最後，淨飯王派遣釋尊故友優

陀夷往邀請，雖然亦被感動加入教團，但仍

能記起邀請的任務，轉達訊息後獲釋尊允諾

，決定儘速回國。

    釋迦族人出身貴族，傲慢無禮，對年輕

的釋尊及襤褸的弟子拒絕禮敬。淨飯王重逢

久別的兒子，悲喜交集，不自覺地吐露長期

多年來，因為釋尊的離去而忍受深刻的苦痛

。妻子耶輸陀羅訥言，躲在遠處，不時推兒

子羅睺羅往見父親，釋尊吩咐身旁的舍利弗

剃度羅睺羅出家。

    第二天清早，釋尊逐戶次第乞食，淨飯

王憤言願意長期供養他及弟子們，但反對他

以尊貴的身份托缽，認為有失王族身份，亦

使身為國王的他感到難堪，可是，乞食卻是

諸佛的傳統。為了折服族人的傲慢，釋尊施

展各種神通，使他們心悅誠服，然後講述施

、戒、生天三論，再說四聖諦，不少人，包

括淨飯王皆得法眼淨。除了父王及耶輸陀羅

的皈依，尚有阿難、優波離、阿那律、跋提

、婆娑、金毗羅、跋鼓及提婆達多等眾多釋

迦族人出家。而釋尊的異母弟難陀出家，影

響更大。難陀本被立為太子，繼承淨飯王的

王位，並即將與國內第一美人孫陀利成婚。

釋尊托缽至難陀家，引他至郊外的尼拘律園

，強制剃去鬚髮出家。可是難陀掂掛美麗的

孫陀利，無心修行，多次找機會逃離。釋尊

先以猴子和孫陀利的美貌比較，引導難陀，

再以三十三天五百天女與孫陀利的美貌比較

，猶如孫陀利與猴子一樣。答應如果難陀能

努力修行，將得到美麗的天女。難陀果然努

力修行，並得到眾比丘的讚嘆，可是被知道

有所貪求而修行後，屢被嘲笑修行只是交易

的條件，有違佛門弟子的身份。難陀覺悟自

己的迷失後，認真修行，終於得到阿羅漢果

，並請求佛陀解除獲贈天女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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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著重教育，學習，佛陀的教導，運用了很多教育技巧，使很多人產生立竿見影的效

益。因此，教育的內涵，技巧，是每一個佛徒必需用力之處。在利益他人的教育上，亦必為

自己帶來學習的巨大利益。學習是汲取別人的經驗，智識，是人類獨特的智慧累積與承傳，

可於極短時間內提昇個人智慧，改變命運。人類進步，主宰地球，主要是獨特的學習能力，

智慧的提昇。學習在承傳別人的經驗、智慧，顯示自己不足之處，必須依賴別人的教導，才

能提昇自我，首要承認自己不足的地方及別人優勝之處，虛心謙卑學習才能有成。學習的目

標必須確認，才不致走錯方向，浪費精力，更可在不完美的導師中汲取其優勝，精華，裝備

自己。專注自己學習的目標，可減少對導師缺點的不滿，或影響無關學習的情緒，這是佛教

中事師法的要旨。

    學習者有三類：1.週到型――必須有週全的設施，如講義、白板、舒適的椅子，寬闊的

書檯，光線充足，溫度適中等，明確仔細的教導，有系統循序漸進的教材，生動幽默的教學

方式，配以故事，實例，還要不斷穿插小息，上厠所等。2.指導型――這類學習者只須告訴

他學習的目標，所需時間，學習的輔導，參考書目，前人的經驗、成果，所需要的協助等。

將整個學習計劃需要預備好，讓學習者自行鑽研，在特定的範圍內用功。3.主動型――這類

學習者聰明伶俐，學習快捷，觸類旁通，主動尋求更多，更深入的學習。雖然礙於各種原因

不能進一步學習，如放慢學習步伐去遷就同班的人，老師認為未到適當時候去學，或是某類

學習對學習者有害等。但主動型的學習者不滿足於原地踏步，亦沒有耐性等待，或按部就班

去學習。因此，他們會用不同的方式加強學習，如『偷橋』、另謀地方增加學習、另覓名師

等。由於他們的聰明，引來導師的戒心，對他們的教導有所保留。但強烈的求知慾，向上心

，觸發他們用不同方式去學習，包括不正當的途徑，至於結果則看各人的因緣了。

    理想的學習應有三方面去成就：1.師資。2.自我奮發的學生。3.器材。1.師資――好的

老師跟不好的老師產生效果差別極大。如佛陀的開示與一般說法者的開示。佛教上師法中要

求上師的條件很苛刻，如上師要有修有證，懂教導方法，有認識弟子程度的能力，能作出或

鬆或緊的教導，有適度照顧弟子日常生活的資源，所以要求弟子奉獻所有財物，心無旁驁地

學習，剩餘的財物，亦可照顧上師及其他弟子。2.自我奮發的學生――學習是一種人性的改

造、提昇，至關重要。因此，世界各國都投放大量資源於教育上，可見教育的重要性是人類

的共識。但是教育需要自我奮發的學習者才能見效。學習者要具備聰明的資質、高度的理解

力、心向法的關注力、敏感力，明確的學習目標，成就的願景，堅定不移的精進力。3.器材

――書本能提供前人的智慧，研究的成果，現況，無盡的知識。現代器材還有錄音、錄影、

互聯網、電腦等，對學習皆有重要的輔助。佛教的修法更需要供品、曼陀羅、佛像、法器等

不可或缺的器具。

學習者的三類型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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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學習比世間一般學習要求更高，除了知識上廣博艱深的學習外，尚須嚴格的紀律

，修持的實踐，還要有均衡的配合。因此，必須絕對服從一位具量的上師，才能有所成就。

有說佛陀鼓勵對尊師的質疑，但這是初階段的狀態，一位嚴格的學習者需審視上師的條件是

否適合自己。如審視完畢，該一心一意地去學習，就是有不願意，不順遂，懷疑等，亦需安

忍，向目標邁進。縱使不同意上師的方式，發覺上師的人格不如自己的想像，應審視是否仍

對應目標；自己認為不滿意的地方是否要求太高？是否與學習關係不大？是否自己改變初衷

？是否自己吃不消？佛教的學習，對師資，事師法相當重視，但對學生及器材的探討卻不多

，如能在這兩方面多點鼓勵，將有助佛教的學習。

    在前述的三類型學習者中，各有其缺點及不足的地方，如能作出多些對治的探討，那怕

培養不出人才來。最怕是第四類型的學習者――教而不入，須有第一類型的全面資源，卻如

聾如啞。可是，在佛教的立場，這類人亦須教育，亦有方法去教育，因為佛陀不捨任何一眾

生。

  

  

一、 佛傳

    教主釋迦牟尼佛的一生，他的行誼、事蹟，當然重要。不但要知道，且需深入了解，才能印

證他說過的道理，啟發對佛學的應用，因此，他的事蹟不能當作故事，消閒。神化了的釋迦傳，

是必然的，可以理解，亦有其需要，但人格化的釋迦傳，對凡夫的我們更具意義，更接近，實則

幫助更大。只可惜二千多年的悠長歲月，竟沒有多少本叫人滿意的釋迦傳。不是過度神化，就是

過度學術化，硬硬的叫人看得不是味道。那麼，該符合那些條件呢？首先要真實，歷史性的釋迦

，他的生活，舉手投足，必須符合事實，他生活的細節，與我們如何一致，他的不平凡處，與我

們有何不同？其次是活生生的感覺，他所思所想，所感受，皆應表達出來，這有別於學術的釋迦

傳，雖真實卻不夠人性化，人間性不強。再而是少許的神化應該有，作為一個偉人，有一點神化

不足為奇。且是真實的事實，不需刻意迴避，且能帶來趣味性，但必須有其作用，不致濫用，或

泛濫。最後，他的事蹟必須扣緊時代、普世價值、他的大願、他降生的目的，才不致鬆散，脫離

目標。很多拙劣的佛傳皆透出作者的感情，主觀知見，而不是從佛陀本身的思維出發。

佛法基礎概要(二)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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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諦乃四聖諦中的首諦。能理解苦，自

能超越，擺脫苦的糾纏，脫離生死。因此，

能了解苦的真義，體會它的深層意義，才能

有對治的方法，才能有機會脫苦，找出對症

下藥之道。

    那麼，苦的定義是什麽？有學者解釋苦

的含義包括不完美，人生是有苦有樂的，佛

陀所說的苦不是消極，負面的，當然他們仍

有很多解釋，例子去闡述，目的只為說明人

生非苦，世間是可樂著的。身為學者，優薪

厚祿，地位尊貴，居住環境寧靜優裕，當然

不承認世間是苦的，這當然可以理解。但苟

安的人生，暫脫苦迫的人生，非終極脫苦的

人生，能說不是苦嗎？可怖，殘酷，充滿危

機的人生就在面前，必須面對，沒有一個人

逃避得了，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等等，

沒有一個人不曾經歷過。可是每一個人只會

逃避，只會追求順遂，安逸，拒絕承認苦，

拒絕接受苦，自然離解脫愈遠。富家子，人

生順利之士不曾感受苦的洗禮，對人生滿足

，不思進取，成就有限，在短暫幸福的蒙蔽

下，不會在宗教上尋求出路；反之，經歷貧

窮、疾病、失戀、親人離世、老年的折磨，

感受到苦的煎熬，自然急於尋求人生的出路

，宗教的慰藉。佛陀雖貴為王子，卻罕有地

突破桎梏，從觀察動物互相殘殺，老病死途

人的掙扎，感受苦的真諦，發大悲心，驅動

內在的潛力，成就正覺，在歷史上可說絕無

僅有。

    有受皆苦，只要有感受，不管苦受或樂

受，皆是苦的。苦受固然是苦，樂受也是苦

的，在樂中，但覺時間過得特別快，樂很快

過去，過後不但悵然，且念念不忘，患得患

失，影響日後的生活。五陰熾盛苦，五陰即

生命體的身心，苦惱特盛。苦亦可分三類：

1.苦苦――從苦緣生之苦，如飢渴寒熱，鞭

打繫縛，生老病死等。2.壞苦――四大損壞

而生苦，或是樂境壞時生苦想。3.行苦――

無常，遷流所生之深層苦。三界中，欲界具

足三苦；色界只有壞苦及行苦；無色界則只

有行苦；無常的苦是根本、深層的苦，從無

常中體會無我、空，直達涅槃之路。只有體

會苦才能脫苦，才能解脫。

    自我感受到苦，即生出離心，為苦所逼

迫，感親人乃至一切眾生亦受苦煎迫，感同

身受，而生起慈悲心，願代親人及一切眾生

受苦而生起菩提心。從人我苦中體會空性而

成佛道。

    因此，我苦，不會執著，不會愛樂不捨

，不會貪。他苦，感同身受，起慈悲心，不

會瞋，原諒別人的過失，同情他人的犯錯，

幫助別人度過難關，更協助他們從根本上去

除苦。當然，別人好不會嫉妒，只會隨喜，

心頭放下一份大石。

    如果不覺得苦，如何會想到去苦，如天

界眾生，「但受諸樂」，怎會要費心去苦呢

？自己不覺苦，如何能感受他人之苦呢？當

然沒法成就無上佛道。

    談苦色變，好樂棄苦是每一個眾生的同

理心。可是沒有苦便不能解脫，沒有苦便不

能成就無上佛道。那麼，我們該接受苦還是

不接受苦呢？當然，最好是轉逆境為道用，

或是轉苦為道用吧！

 

 

苦諦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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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是什麽？往往出現在我們腦海的是慈祥的形象，安然跏趺坐在那裏，讓每一個凝視眾生皆

能有所依托，安全，安慰的感覺。這形像經歷長時間的營造，佛法的弘揚，佛陀功德的宣傳。發

展至只需一個「佛」字已能感受到無比的加持，無比的護蔭。其本質正是佛的無上功德，累劫的

修持。

    很多佛經中常出現以下句子：「南無如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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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得重複，累贅，心內有點怪責浪費時間去讀。及後發覺念

佛法門分：1.持名――持各別佛的名號或只稱南無佛。2.念佛相好莊嚴――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隨

形好。阿難尊者就是被佛的外相吸引而隨佛修行。3.念佛功德――佛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修難行能

行，難捨能捨的菩薩道而成佛，他的功德極殊勝，不斷念佛的功德能潛移默化，淨化我們的心靈

，久而久之，代入佛位，與佛打成一片。4.實相念佛――念無相，空性的法身佛，契入諸法實相

。以上的如來十號正是念佛的功德，萬德莊嚴。每次讀經讀如來的十號等同念佛功德，有修持的

意義。能理解如來十號對修持有重大意義：

1.如來：乘如實之道而來，得成正覺。

2.應供：應受人天供養。佛是覺悟者，供養佛有特大功德。

3.正徧知：徧知一切法。佛之悟境與聲聞異，故稱無上正徧知，或無上正等正覺。

4.明行足：明即正確的智慧，與無明相反。證悟者具三明，即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

          行即修行，有五行：聖行、梵行、天行、嬰兒行、病行。

          足即完成，完成了正確的智慧及修行。

5.善逝：亦喚善去，入涅槃城

        善說，應機善說法要

6.世間解：瞭解世間一切事理，偏指社會人生、心態。

          自己證得涅槃，亦能教導眾生證涅槃。

7.無上士：至高無上之士，眾生中無上，法亦無上。

8.調御丈夫：調御――能調御

            丈夫――善男子，能接受調御，教導之人

            調御丈夫――可被調御的丈夫的御者

9.天人師：天人之導師

10.佛世尊：佛――自覺覺他

           世尊――世所尊敬

                   具備祥瑞之德，具備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

  

 

 

  修行集  寂慧

念佛――如來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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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是非  優多羅

      

  

    在日常生活中，最難持守的個人品行，

就是勿談他人的過失。在公共場合，常聽到

的是批評，上至政府，下至販夫走卒，小孩

，親友等，都是被批評的對象，人與人之間

最佳話題是說是非，只要話題一開，沒完沒

了，說到興高采烈時，必「加鹽加醋」，將

事實扭曲，醜化。這不但對當事人構成傷害

，亦對說是非者的心態、情緒、觀念產生不

為人覺的重大禍害。因此，說是非，談別人

的過失極要不得，佛教戒律上嚴格禁止。

    為什麼不應說他人過失呢？

    不論對方是修行人或一般凡夫，都不應

說其過失。原因是：

    1.那可能是一種示現――在某種特定環

境下的一種特定示現。可能是對他人或自己

的一種教導、警惕。

    2.為勢所迫――他人的過失可能是為勢

所迫，沒有人願意做一位討厭的人，環境使

然，身不由己，故不應落井下石。

    3.誤解――所見的，不一定是真實的，

世間充滿誤解。由於沒有全面的資訊，且被

個人喜惡及情緒影響，產生很多誤解。

    4.浪費時間――大部份他人的過失與自

己無關，不宜浪費光陰在與自己無關的事物

上。

    5.使事情惡化――說是非，道他人過失

，只會使事情惡化，加上各人的揣測，喜惡

，將事情描得更黑，輾轉相傳，惡化不堪。

    6.無回頭的機會――道他人過失，對當

事人，旁觀者，說是非者的感情做成破壞，

亦阻礙過失者改過自新的機會。

    7.破壞性――道他人過失是一種破壞性

行為，百害而無一利，應專注於有建設性的

行為，如讚嘆，隨喜，鼓勵他人多作善行，

努力向上。

    8.不清淨――道他人過失，不但是一種

惡行、惡業，且污染識田，還影響他人，禍

害很大。

1.甚麼話題是佛陀禁止弟子談論的呢？

    有：國王、盜賊、軍隊、恐怖、食物、

飲料、乘物、床舖、花髮、香料、親屬、村

落、國土、戰爭、女人、男人、英雄、死者

、傳聞、俗哲學、宇宙由來、有或無等。簡

言之，政治、飲食、男女關係、享受、美容

、形上學、雜事等一切世間事。世俗雜談不

但對解脫沒有幫助，且有破壞性，容易做業

，使生命陷落。

2.那麼，甚麽是應該談論的呢？

    佛陀鼓勵的話題有：少欲、知足、精進

、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修行、證

悟、涅槃。簡言之，該談論的話題是法義、

修行、證果，那才是目標，其他皆是無意義

的話題，戲論，應避免或減少。佛教要處理

的問題很多，很深入，如何有餘暇去閒聊，

如不集中精神處理，如何會有成就？

    佛陀是「實用主義者」，「高績效行動

者」，綜觀他一生，在證悟後全力弘法，遊

走恆河兩岸，度人無數；他的開示，簡潔有

力，立竿見影，徹底改變遇見之人。為了讓

更多人受益，鼓勵弟子離開，到處弘法，收

徒，還勸弟子不要二人同行，多些利益大眾。

    佛陀鼓勵弟子獨住、寂默、坐禪。這樣

可使心不散亂，不為世俗人事影響，對應解

脫。這是「聖的沉默」。但為了弘法，為了

提昇法義，必須有「法的探討」。因此，比

丘的生活就在法談與聖默中度過。在家人可

能沒法達到如此標準，但作為生活標準，或

調節的基礎，「法談與聖默」，仍有重大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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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與佛法  那羅

      
三界導師佛陀尊，本屬一切有情眾

四生九有齊拯贖，六道輪迴伴出離

教化示現諸有情，令離貪愛與執著

方便善巧演妙義，法乳甘霖普超度

    書店內，二位中年男子四處張望，閒聊道：「這是世上絕無僅有的地方，各種書店的成立

、運作，只是近一、二百年之事，從前科技印刷沒有那麼進步，咨訊沒有那麼發達，智識的傳

遞，只是靠抄寫，送贈，或為他人解說。因此，成効不大，抄寫過程中容易產生錯誤，知識難

以普及，且珍貴異常，在這些艱難時期，作者多言簡意賅，不會無的放矢，能夠讀一本書是莫

大的幸福，且必有所得，不像現代人什麼雞毛蒜皮事也寫出來，辛苦讀完一本厚書，可能沒有

一點得著，沒想到知識雖然普及，容易得到，卻帶來大量廢言，不但浪費時間，更被引領到錯

誤的方向，浪費人生。

    書店能以商業模式運作是人類的一大進步，任何人皆可輕易取得知識，智慧，只要付點費

用，書店亦以此點費用購入別的書籍，繼續運作，更可付酬勞與作者，鼓勵繼續著作；生產過

程中，也可惠及其他工人等。不像古時，單靠抄寫、送贈，有限度流通。」

    「如此重要的智慧媒介，眾人必趨之若鶩，生意滔滔，容易運作下去吧！可是，為什麼沒

有好幾家書店能長存？虧本、慘淡經營，乃至倒閉卻屢有所聞？尤其文化水平不高的地區，情

況更嚴重。佛教書店更甚，雖然效用高，可是受歡迎的程度成反比例地低，壽命比一般書店短

，情況令人難以理解！

    這所佛書店雖然不使人滿意，可是還屹立存在，原因何在？難道工作人員特別俊俏？」

    「請看那位彎著背的店員，是否俊俏？」

    「難道這裏的人修持好？」

    「你看他們心浮氣燥，定力不足，連一般世人也不如呢！」

    「難道他們長袖善舞，一本萬利？」

    「你看他們錯失多少機會！運作散亂！服務差勁，那會懂經營之道！」

    「難道他們深入法義，學養專精廣博。」

    「你看他們疏忽了多少重要的著作，糟蹋了多少弘揚的機會，連擺放也不在其位呢！

    「如此只可說一直受佛菩薩的眷顧，才賴以生存，非能力出眾才存在。因此，何時支持不

住，何時倒閉，實無法預測，世間無常，莫此為甚！

    只能寄望佛菩薩弘法的意旨能繼續下去，這等危脆的工具還可生存！」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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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店：洗衣街241A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1115,Cosmo Plaza
8788, McKim Way,
Richmond. B.C.,V6X4E2
Canada
Tel:(1)604-808-5082

buddhist-bookshop.com

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中環店：中環碼頭七號
天星小輪碼頭一樓J鋪 
電話：(852) 3421-2231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 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電話： (853) 2822-7044

元朗店：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一位中年的比丘扶著老婆婆走過，口中呵護備至，關懷問候。老師父對眾小孩道：「

這位恩慧師，平生最好幫忙他人，扶老攜幼，照顧小孩子，幫忙主婦購物，奔走；布施孤

寡飯食、錢財、衣物，幫忙搬運、粗活等，可他自己清廉、克儉，日中一食，看他氣宇軒

昂，聲如洪鐘，人人見而敬畏，樂於順從。」

    「這位恩慧師，心懷慈悲，體驗佛法，必定終非池中物。」一位男孩興緻道。

    「每一個認識他的人皆有如此想法。」老師父頓了一頓，回憶道：「尤其方丈和尚，

對他更抱以厚望，囑意將來會把事業交託，沒想到讓他當上當家後，發覺他竟未能勝任，

凡事未能事前好好規劃，見事定衝動去做，不能瞻前顧後，結果弄得因小失大，遇到繁複

或重大的法會，缺失尤為明顯。方丈和尚雖多番教導，無奈性格使然，總是改不了，自己

份內事還可勉強應付，但人事調配卻一塌糊塗。遇到重大事件，不能狠下心來，決斷處理

，優柔寡斷，常在小事上鑽，樂此不疲，尤其在小恩小惠上，情有獨鍾，與他的外型、身

份，完全兩樣。常因未能將地方弄至整潔，或未能照顧好老人、小孩而耿耿於懷，坐立不

安。最後，他從當家位退下來，一如既往，作些小善度日，樂得愉悅安康，而將來方丈一

職之事，不了了之，各人如常度日，這法海微波，很快便被淡忘。」

    「子曰：好行小慧，鮮矣仁。」一位小孩搖頭道。

    「什麼是對？什麽是錯？什麼是英雄豪傑？成大事，什麼是快樂，不快樂？什麽是應

該，不應該？誰說得上？」老師父搖頭道。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小恩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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