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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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場――人間樂土  提舍

 

若有眾生發於無上正真道心，

則能得趣是集一切福德三昧，

亦能正入。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在酷熱的夏天或嚴寒的冬天，躲進氣溫舒適，空氣清新的商場中，吃喝玩樂，消磨半天，

或是一整天，不啻是一大樂事。人類的科技真了不起，將天氣改變，每天活在舒適的環境中，

享用豐盛、衞生的食物，亦可穿著漂亮的服飾，穿梭不同的商場間，招搖過市，讓扮靚者充滿

信心；各商場皆可通往地下鐵路，或有專車免費接送往地鐵站，遮風擋雨，雨傘派不上用場。

商場還經常舉辦不同的活動，可以讓人參觀，參與，身心愉快；不數年間，更來一個大翻身，

更換場內不同的店舖，裝修粉飾一番，令人耳目一新，充滿驚喜。人類的智慧真了不起，不經

不覺間，創造了人間樂土。躲進裏面，安全舒適，不需害怕如狼似虎的車輛，不需害怕被木頭

車或行人撞倒，各人悠閒地在內蠕蠕而動，失去警覺，失去活力勞動，甚至終日「不見天日」

。這些人間樂土紛紛建立，不斷興建，擴張，大興土木，未來將主導人類的生活。

    然而，人間樂土需要付出代價，背後亦有其黑暗面，弱肉強食，大欺小，汰弱留強，適者

生存的悲哀。首先是小商戶被淘汰，一般保守，實力不足的小商戶，或是盈利低的行業，在這

現代化的巨輪下，迅被淘汰，艱苦經營的小店主無法自食其力，淪落街頭，或是領取綜援度日

。商場昂貴的租金，當然非一般小商戶能負擔，就是較有實力的商戶，亦被苛刻的條件弄至虧

本，不能立足。商戶除了付昂貴的租金外，更要報上每個月的營業額，抽取一定比例的費用；

換言之，商戶沒有任何私隱，就是獲取大量盈利，亦會被貪婪的業主謀奪。此外，商戶更要耗

巨資作出美輪美奐的裝修，去配合一塵不染的商場。可是，若干年後，如果被認為經營不善、

缺乏吸引、或是「不聽話」等等原因，將不獲繼續經營，裝修費用泡湯。或是商場要來一番翻

新，被迫退出。店舖經營需要時間去「守」，宣傳、顧客習慣、擺設、該區的品味，皆需要長

時間去建立，但是商場店舖經過長時間艱苦站穩後，往往被迫離開，縱使能在原地或商場內其

他角落經營，亦失去原有的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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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叫人心痛的是商場翻新，或是商舖支持不住倒閉，製造大量建築廢物，可憐這些廢物

很多都是嶄新及性能良好的，在衡量高昂的運輸費用及倉租下，被迫放棄扔掉，堆填區負荷

沉重。資料顯示，工商廢物竟是家居廢物的兩倍。可見人間樂土的代價多大。人類在追求完

美之餘，是否該反思其副作用可以是災難性。

    商場――人間樂土的建立是真的樂土？試看天水圍的規劃，社區現代化，街道整潔，鄰

近郊區，空氣清新，政府樓宇價格便宜，市民日常所需由兩大集團包攬，衣食住行皆整潔，

高質量，本來該是一模範城市，人間樂土，沒料到物價是全港最貴區域，交通費驚人，且需

耗時跨區工作，竟變成最「悲情的城市」，可見人間樂土因素眾多，且互相連繫，非單一或

是「功利」的構思可以成辦。

    商場解決衣、食、住、行，文娛，甚至心靈的要求，本來就是人間樂土的概念，無奈被

批評的竟不是弱肉強食，不環保，而是太單一化，每一個商場皆是那些有數的集團商戶，都

是那些商品。人們轉嚮往不衞生的大牌檔，招呼惡劣的小商舖。儘管才俊們絞盡腦汁，亦難

以締造人間樂土。

    人類一方面追求完美、高績效、高品質，努力向至善邁進。可是付出的代價卻驚人，同

時亦衍生很多其他問題；一方面不滿現狀，進行破壞，只顧目前。人類甚至不知道自己追求

什麼？要得到什麼？世上本來沒有人間樂土，佛法上，只有人間淨土。

    但在人間淨土未建好前，八大人覺經的提示至關重要：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

業。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

  

 佛法基礎概要（三）  寂慧

 
二、弟子人物篇

    英雄式的個人化對一個組織或集團是不健全的。因此，佛陀極力避免個人主義，僧團內，

皆是有規律的制度化，各人需遵守規約，目的在去除我執，不妨礙他人。另一方面，僧團內的

個人亦可得到充份的發展。英雄式的個人主義不但打壓其他人的發展，且阻礙了組織內的人才

培養，當然繼承也會產生困難，對從外加入的人才、素質亦會有負面的影響，可以說害處多多

。從弟子事蹟，可反映出組織的運作，教主與教理是否得到貫徹。教團的發展，成效，及經受

的考驗。對於教主所提出理論的可行性能否證實。而弟子人物亦即三寶中的僧寶，從超人化的

教主下降至人間性、實踐性的大眾，是生生世世的同願同行者，因此，弟子人物的突破是我們

的鼓勵，他們所遇的困難、失敗、墮落，亦能讓我們看清修道上的險阻，引以為戒。



3

  

  

    在佛寺的後園中，一位男孩望著老師父道：「老師父！你整天獃在佛寺裏，不常往外逛，

年輕時，是否亦如此，安定服從？」

    老師父楞住片刻，稍側頭回憶道：「不是，我是一個不安穩，不服從的人。年輕時，浪跡

天涯，沒有一處待過一整年，嘗試過很多生活方式，有頹廢的、靡爛的、放蕩不覊的，就是不

滿意，不滿意人生、不滿意制度、不滿意整個世界，連自己也不滿意。踏入中年，找到了人生

去向，出家去了，可是仍無法安住，四處雲遊。寺院的規條，出家的戒律，學院的訓練，經教

的研習，什麼都沒有作基本的修習，當然沒有與僧眾作稍長的共住，可以說是佛陀最差勁的弟

子。作為一個出家人，最基本的訓練也待不住，最基本的出家生活也耐不住，實愧對佛陀，愧

對眾生，終其一生，只有低調生活，才稍減歉疚，才不致影響佛教。」

    男孩聽得有點愕然，不相信地問：「難道出家後你一點建樹也沒有，一點事情也沒作過？」

    老師父微側頭，望著遠方回憶道：「最初數年我仍是天涯飄泊，心中清楚如此虛耗人生是

不對的，愧疚感日益加深，壓得透不過氣來。幸而三寶眷顧，安排我作出奉獻，才燃起我人生

的希望。

    有一次流浪到一個小村落，村民對我這樣一個出家人很好奇，向我上下打量，前後觀摩，

我也好奇地詢問他們可有見過出家人，原來他們地處偏僻，竟有些人終生沒見過出家人，一位

小女孩還膽大地摩我的禿頭呢！淳樸的村民熱情好客，奉我如上賓，更百般詢問何謂出家人？

佛教是什麼？卻聽得津津有味；從此每個晚上飯後，所有村民必圍在我身旁聽我講佛法，日間

村民忙著營生，我卻養尊處優，為了不浪費光陰，我兼負教育小朋友的私塾。一年過去，村民

不但對佛法有認識，且營造了一種祥和幸福氣氛。當然，我也感到幸福舒適，地位尊貴。但自

知水準有限，無法提昇他們，該是離開的時候。村民依依不捨，百般挽留，甚至落淚跪求；但

我明白逗留有違佛法，且隱約聽到遠方的呼喚，不得不離開。」

    男孩不解地道：「你可以那麼忍心？留下來不是可以利益他們嗎？你培養了接班人嗎？」

    老師父嘆了一口氣，續道：「往後我仍四海為家，專挑荒僻的小村落去，讓他們得見出家

人，得聞佛法。扮演怪獸的角色，接受奇異的目光，讓他們品評，取笑，或謾罵。但最後皆能

感動每一個人，不枉出家人的身份！只可惜我學養不足，修持不夠，未能把握機會改造每一個

人，只能稍種善根。可是，這些已成過去，我年邁體衰，再無力雲遊四方，這些依稀往事，亦

慢慢消失中。」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僧寶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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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尼與八敬法  寂慧

                （續完）

      

  

    作為出家人，身份是宗教師，不但需要

身心健全，有獨立能力，更要照顧廣大信眾

，乃至一切眾生。因此，基本的教義，行儀

必須熟練外，更要對其他技能通達，即五明

，才能多方面攝受，引導眾生。而宗教師最

好是獨身，沒有家庭的負累，可以全心全意

荷負眾生。請注意，放下自在不是不需承擔

責任，宗教師是將狹隘的家庭責任改作拯贖

一切眾生的責任。佛陀證悟後不高高在上，

讓人膜拜，卻勞碌地主動到處弘法是很好的

例子。宗教師不是只照顧自己的家庭，而是

照顧一切眾生。女性出家，照顧的責任必然

落在比丘身上，八敬法表面上是比丘為尊，

不平等，實則是找比丘的便宜。出家人男女

有別，諸多限制，卻要負責照顧，甚至聽取

女眾的自恣，可能涉及女性的不雅日常點滴

，既不方便，不討好，無聊。這有如一個大

家庭，父母必需照顧未成長的子女。大家庭

中，子女對父母尊敬、服從乃至禮拜，是應

有的儀態，沒有人覺得不平等。但父母卻要

擔當（一）監護、（二）教導、（三）養育

的責任，那是非同小可了。八敬法的內容賦

與比丘監護人，教導者的重責，更隱藏養育

的道義。

    以下是對八敬法的條文分析及意義探討：

    1.雖百歲比丘尼，見新受戒比丘，應起

迎逆禮拜，與敷淨座請令坐。如此法應尊重

、恭敬、讚歎，盡形壽不得過。

    迎逆禮拜，不但對比丘如是，就是對一

般人亦理應做到，因那是折服我慢的表現，

法華經常不輕菩薩是最好的範例。此外，在

家中對長輩迎逆禮拜亦平常事。這是暗示受

監護者的身份。

    2.比丘尼不應罵詈比丘、呵責；不應誹

謗言；破戒、破見、破威儀。此法應尊重、

恭敬、讚歎，盡形壽不得過。

    對普通人應尊重，不得罵詈，更不能誹

謗，無中生有。何況對家中長輩，即使長輩

有不對的地方，亦不能隨便罵詈，這亦是暗

示受監護者的身份。

    3.比丘尼不應為比丘作舉（罪）、作憶

念、作自言、不應遮他覓罪、遮說戒、遮自

恣；比丘尼不應呵比丘，比丘應呵比丘尼。

此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形壽不得過。

    身份尊卑有別，舉罪，呵責等事應有序

，不能本末倒置，這亦暗示受監護者的身份。

    4.式义摩那學戒已，從比丘僧乞受大戒

。此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形壽不得過。

    從比丘僧乞受大戒，比丘僧當有指導，

教授的責任，可謂任重道遠，這暗示受學習

，受教導者的身份。

    5.比丘尼犯僧殘罪，應在二部僧中半月

行摩那埵（意喜或悅眾的意思）。此法應尊

重、恭敬、讚歎，盡形壽不得過。

    暗示受學習、受教導者的身份。

    6.比丘尼半月從（比丘）僧乞教授。此

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形壽不得過。

    每半個月乞教授，無疑是受教導者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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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丘尼不應在無比丘處（結）夏安居

。此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形壽不得過。

    專精修行或躲避雨季，必須受到保護，

因此，不能「在無比丘處」。在比丘僧附近

結夏，自能受到保護、照顧及教導。

    8.比丘尼僧安居竟，應（往）比丘僧中

求三事自恣（凡比丘僧對尼有從見、聞、疑

三種情形下得知的罪行，均可隨意說出，稱

為三事自恣）。此法應尊重、恭敬、讚歎，

盡形壽不得過。

    從比丘自恣罪行，可得到倚賴、見證、

教導的利益。可見責任重大。

    從尊重、尊敬比丘，可得到監護，照顧

的回報；從向比丘懺悔，自恣，可得到教導

的回報；從八敬法「不平等」的要求，處於

卑下，可得到養育的回報。

    佛教對為人師者要求很高，因為教導好

，出龍象，功德很大；若教導不好，影響佛

教形象，罪過極大。就是作沙彌之師的條件

，要1.受比丘戒足十歲。2.知五法：（i）熟

二部（比丘及比丘尼）戒。（ii）能決弟子

疑罪（所犯輕重）。（iii）弟子在遠方，力

能使弟子來。（iv）能破弟子惡邪見及教誡

勿使作惡。（v）若弟子病，能好看視，如父

養子。3.知五事：（i）當知四阿含（ii）當

知戒（iii）當知經（iv）當知有慧（v）當

有德。4.復有五事：（i）當持戒（ii）當不

犯戒（iii）當能解經（iv）當忍辱（v）當

自守一切。

    此外，《僧祇律》對師資有十種規定：

1.持戒2.多聞阿毘曇（論）3.多聞毘尼（律

）4.學戒5.學定6.學慧7.能出罪，能使人出

罪8.能看病，能使人看9.弟子有難，能送脫

離，能使人送10.滿十歲（戒臘）。

    《善見律》：若不解律，但知修多羅（

經）、阿毘曇（論），不得度沙彌。作沙彌

師的最低條件有二：1.戒臘要有十年。2.通

二部律典。作師教誡，基本要無過，不犯，

再進而有各種德行、才能。

    此外，尚要徵得僧團同意，在僧團審核

確已有十載戒臘、有能力教導弟子及能負擔

弟子的衣食，才許可作師；還有，不得同時

蓄二沙彌，十二個月之中，只能度一人出家。

    為人師者分四等：1.有法及有衣食者2.

有法而無衣食者3.有衣食而無法者4.無法亦

無衣食者。前二種師皆應親近，後二種可不

必了。

    從這些，我們可看到師者的責任多麼重

大，亦明確說明肩負養育的責任。因此，八

敬法明顯地將監護，教導與養育的重責交託

比丘僧團。但是，只要比丘尼遵行八敬法，

安份受教導，必能取得成就，使正法久住。

二千多年來，雖然沒有遵行所有八敬法，但

多份的遵守足以使正法久住，平穩過渡。

    時移勢易，八敬法早已過時，成為歷史

事件，雖偶有人討論，做成小小漣漪，但再

沒有太多人關注，相信漸漸消失於歷史洪流

中。然而，佛陀的精心部署，慈悲、平等觀

及阿難尊者的深心，將繼續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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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摩揭陀國南方一處名南山的地方，

一位耕田的婆羅門跋羅陀皤闍在犁田，遇

到托缽的釋尊，心中不快道：「沙門，你

不該雲遊嬉玩，向人乞食，該努力耕種，

憑勞力換取食物。」釋尊答道：「我亦以

耕田播種而活――信心是種子，正行是雨

露，智慧是牛軛與犁，良心為犁柄，心是

韁繩，正念是我之犁鏵與鞭。我防護身語

之惡行，限制適量衣食，以真理除煩惱草

，以柔和去解脫。精進是我的牛，導入涅

槃。於中我無憂無愁。如此耕作必自在，

遠離一切苦厄。」

    婆羅門驚嘆對方才是真正的耕田者，

獻上乳粥。但釋尊拒絕接受：「我非以吟

詠賣藝換取食物，這非正見之法。托缽才

是依法之食，不以任何條件交換食物，才

是供養具德，盡除煩惱，寂靜覺者的無上

福田。」

    釋尊及弟子與外道的論戰中總是獲勝

，這不但使佛教聲名大噪，且招外道的嫉

妒，使出卑劣的手段，詆毀釋尊的名譽。

先找美麗妓女戰遮誣衊與釋尊有染，且懷

有身孕，可是纏在腰際的木板突然掉了下

來，有孕的奸計不能得逞。

    另一位妓女遜多利與外道同謀，亦聲

言與釋尊有曖昧關係，卻被外道殺害，埋

在祇園精舍的水溝裏，誣衊是佛教徒幹的

。釋尊預言七天後自會水落石出，眾比丘

暫時不要妄動。果然七天後兇手被逮獲，

真相大白。從此，佛教聲譽更隆而興盛。

    有一天，拜火婆羅門婆羅多跋耆罵釋

尊卑賤，釋尊開示他心中有怒氣、懷恨、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弘法（四）

      

偽善、妄見的惡人才是卑賤。還有無慈心

、傷物命、壓榨人民者、偷盜、欠債不還

、搶掠、作偽證、教授非真理、不孝順父

母、奢侈、給家庭製造痛苦與煩惱，暗地

作惡、只獲供養而不布施，欺負沙門及婆

羅門，這些才是卑賤者。不因生而為卑賤

或高尚者，因行為而成卑賤或高尚者。

    在拘薩羅國伊車南卡羅村，釋尊申斥

傲慢無禮的婆羅門安跋塔，細訴釋迦族的

祖先本屬他們的主人，而婆羅門的祖先最

早是奴隸之身，只因勤勞勇敢，有美德，

才受尊敬而成婆羅門。而眼前這些婆羅門

卻鸚鵡學舌般背誦經文，不像祖先般去研

究經典，或是專心修行，只過著世俗生活

，奢侈度日。

    印度的階級觀念根深蒂固，今天仍存

在著四姓階級的賤民，仍受著被鄙視及壓

迫的艱辛生活。釋尊在當時打破這由來已

久的制度，可謂石破天驚。而性別的不平

等，尤為劇烈，女性更無地位。雖然修證

上男女無別，但社會上的歧視，給女性出

家帶來極大的障礙，女性出家，亦經過很

大的考驗。

    佛教首位比丘尼是釋尊的姨母摩訶波

奢波提，年齡大概在七十多歲後，其夫婿

淨飯王病故，有感世間無常及佛教的殊勝

，決定出家修道，率領五百婦女，要求釋

尊剃度，三次均被拒絕，只有率領婦女自

行斷髮，身披法衣，步行五百公里至毗舍

離，跪哭於釋尊門外，阿難慈悲代為懇求

，三次亦被拒。最後以兩點利害關係說項

：女性同樣能證道及摩訶波奢波提有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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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恩，為了維持出家者的梵行清淨及保護

比丘尼僧團，釋尊遂制訂八敬法，讓比丘

尼嚴格遵守，一次重大的危機得以過度，且

影響後世。萬代延綿，女性才有機會抬頭。

    傑出的比丘尼，除了摩訶波奢波提外

，尚有蓮花色及肯雅，被尊為比丘尼中的

舍利弗與目犍連。此外，喬達彌是舍衞城

中一貧民之女，長大後出嫁，生了一位男

孩，卻在活潑可愛時病殁。喬達彌抱著孩

子屍首，瘋了般要求別人給予救活死人的

藥。後被引介至釋尊處，釋尊要求她至每

一戶，尋找沒有死過人的家，施捨白芥子

，才能救活兒子。她醒悟世間無常及有生

無不死的道理，繼而聽釋尊說法，很快證

得了初果，隨釋尊出家，專心修行，最後

成阿羅漢。

    另一位喚跋塔洽羅的比丘尼，本是富

商之女，在出嫁時與一位僕人子弟私奔，

貧窮度日，後來發覺丈夫並不完美，要求

回家，卻被阻止，還生了兩個孩子。一次

丈夫在深山砍木，被毒蛇咬死，她帶著兩

個孩子找到屍首後，痛哭自責，在風雨及

河水暴漲中，眼看著小兒子被老鷹叼走及

大兒子被河水沖走，只好回娘家求助，路

上從熟人得知父母兄弟在暴風雨中被倒塌

的房屋壓死。頓失理智，衣衫不整入城，

被投以土塊穢物，在祇園精舍門外，釋尊

弟子欲阻止她入內，釋尊讓她內進並喊她

快恢復神志，她猛然醒悟，羞愧難當。釋

尊繼而開示世間無常，在無盡的輪迴中，

所流的淚水如海水般多。孩子、父母、親

友皆不可依賴，只有涅槃才值得追求。跋

塔洽羅經開示後證得了初果，並出家修行

，很快證阿羅漢果。 

   就只一句  那羅

      
每天奉上祝福

        安慰

每天期待問候

    噓寒問暖

但不敢多言

怕你不高興

怕你不接受

就只一句

一句語言的精粹

一句千言萬語

一句獲益無窮的話語

搜索枯腸

該說些什麼？

絕不是罵！

絕不是抱怨

絕不是怪責

就只一句

該說些什麼？

如何說出？

就只一句

謹以至誠

一句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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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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店內，一位老者，一位中年男子及一位中年女子正在閒聊。

    「如果這所書店是我開辦或是管理，肯定經營得很好，必定整齊有序，生意滔滔，不

會像現在般凌亂蕭條。

    我的重心會放在遊客身上，遊客來自世界各地，他們有餘閒可以選購書本，且世界各

地沒有這類書店，購買不容易。佛法可藉此傳播到世界各地去，我更可以英語及普通話講

解佛法，無障礙解答疑難，介紹每一本書，這裏的店員，肯定沒有我對書本的認識深，當

然我會比他們做得更出息。」

    「那你應該開一家店，或是在這裏應聘，或是當義工，才不枉你的才能。」老者嘉許

道：「但我不同意目標是遊客。應該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學養好，能夠理解佛法，且他

們地位尊貴，可以向大眾傳播佛法。佛教是智慧的宗教，當然目標是知識份子。如果這書

店由我管理，肯定比任何人高明，因為我對唯識、因明嫻熟，可以與知識份子對機。」

    「那你們為什麼不在這方面工作呢？」中年女子有點不屑道：「每次你們總是高格調

談論佛法，認為佛法該在高階層傳播，這我是不能同意的。廣大的群眾在現實苦難中更值

得同情，值得關懷，佛法中心或是佛教書店該設在平民大眾中，讓一般人能接觸。如果由

我管理，我一定設在貧民區，雖然消費不高，但人數眾多，定能為書店帶來可觀收益。」

    「你們不要爭抝！書店設在那裏都可以，你們的道理都對，每一個眾生皆需佛法。」

老頭子店員調停道：「可是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經營困難，很多店舖倒閉，我們能生存

已是萬幸，還奢談什麼選擇！能繼續經營已是莫大的恩賜，應好好珍惜這短暫的光輝，努

力多做點事。」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短暫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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