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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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汝之名  提舍

 

 淨月威光天子向文殊師利菩薩言：

「大士！諸菩薩摩訶薩修習何行？依何處修？」

 文殊師利菩薩言：

「天子！諸菩薩摩訶薩修大悲行，依於一切眾生處修。」

                                                   ――大乘伽耶山頂經

                                 

                                   

    「不用膠袋！謝謝支持環保。」

    購物時，常聽到這些對白，環保，何等偉大！但聽膩了，環保是實踐還是宣之於口？那些

感謝語是真心為環保，還是為了減輕支出？如真為環保，銷貨者尚有很多途徑實踐環保，且功

效更大，何需為購物者輕微的環保舉動而讚嘆，讚嘆他人環保，自己卻不實踐，那是什麽心態

？勸人行善，自己卻作惡，當然是為了私利。環境污染如此嚴重，可是沒人願意承擔，就是稍

加留意，稍去改善亦不願意。人們的心態是最好每個人環保過活，自己則方便度日；每個人勤

儉過活，自己則揮霍度日。其他人與自己無關，環保災難先禍害其他人，到自己時必幸運降臨

，安然度過，或是其他人忍受不了，找到方法解決，自己亦隨之度過。這些自私的想法與佛教

的緣起觀及因果觀違背，惡果是必然無法逃避的。可怕的是當權者仍以功利思想去處事，環保

不是生產性，而是消耗性的東西，是否值得投放大量資源去應付？環保公司，環保組織等經營

者應自負盈虧，沒道理政府資助，無法生存是經營不善，應該自我反省。身為領導者應作大事

，增加收入，累積盈餘，不應在小事上著眼。因此，垃圾分類等職責交由外判公司去做，將價

錢打壓到最低，省去很多支出，亦不必為聘請員工及行政而煩惱，但是，政府自己做不來的工

作，困難，難道外判公司在被剝削酬金後，就能解決嗎？如此功利、卸責的社會，外判公司如

何生存？唯有陽奉陰違，將分類好的垃圾一股腦兒當垃圾倒掉，推往堆填區，可憐市民辛苦將

垃圾分類，到處尋找回收箱的功夫完全白費。環保一直不被重視，上行下效，你推我卸。重要

的措施大家不去合力，卻在雞毛事上互相吹噓、誇大，可惡之處，莫此為甚。

    環保組織、環保團體紛紛成立，磨拳擦掌要為環保出一分力，可惜實際上沒有做出多少效

果。稍有規模，有組織的團體，背後竟有政治力量，以環保之名，攻擊政敵。

    除此以外，還有民主黨派、傳媒機構、社會企業、宗教組織、非牟利機構等，皆打著為民

請命，為正義的旗號，背地裏卻做盡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年代，沉默的大多數主導著社會，人

變得聰明，明作奸犯科或侵損他人已不湊效；必須通過掩飾，偉大的口號，偉大的言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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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人，才能取得利益。合法、正途謀取利益，如營商、創意等，必遭到抗拒、嫉妒、破壞

，經營艱苦。只有虛偽、欺騙等各種不法手段，才能輕易進行，這是一個陷阱，一個使人墮

落的陷阱。沉默的大多數要求愈來愈高，不斷的服務，不斷的改善，無止境地去滿足，倚賴

性愈來愈強，弱勢社羣慢慢冒起，結合不法的力量，作無盡的爭取，服務沉默的大多數愈來

愈困難；可是，利用沉默的大多數愈來愈容易，由於大多數沉默，不抗拒，容易欺壓，逆來

順受，只要以小利引誘定能使遵循，派點小禮物，可以要求他們上街遊行、抗議、將人數推

至高峰，弄些晚宴招待他們、飯局中進行洗腦，有助民意調查的結果。當然，選舉中的大多

數票在沉默的大多數中，如不好好利用，帶向自己的私利，豈不可惜！因此，社會上很多不

合理的事情，結果，可以得到答案。社會上，多數的弱勢社羣及小數的聰明份子在糾纏、折

磨，起起跌跌，表面風光，實苦不堪言，弄至如斯田地，只可以佛教的業力論解釋。

    聰明的大企業領導者亦看到這些情景，紛紛成立基金會，作慈善用途；或是資助文化、

教育事業，表面是發財立品，實是看清社會趨勢，必須假道義之名而牟利。

    各宗教本有很嚴格的規定，要信徒對自己的貪與瞋克制，不傷害他人。但是這標準只應

用在他人身上，卻放縱自己，以專橫的我執去征服他人，打著真理的旗幟，強迫世界去改變

。當然，這只會製造更多衝突、悲劇。縱使能征服他人，強人所難，但能維持多久呢？歷史

的教訓已有無數次，但能汲取教訓者卻絕無僅有，歷史悲劇不斷重複。

    上帝啊！多少人假汝之名去………

    佛陀啊！多少人假汝之名去………

    但願世上不再以慈善、正義、真理、上帝、佛陀，假汝之名………。

  

 為何？  優多羅

     佛教我們去執。為何學佛後更固執，堅持己見，認為自己的主意最好，自己的行為最好，

自己的信仰最佳，自己就是真理？

    佛教我們放下。為何學佛後偏放不下，放不下上師，放不下道場，放不下失掉義工的職位？

    佛教我們去私。為何學佛後更自私，好的東西留給自己，一本絕版的書，一件珍貴的法物

，一位好的導師，千方百計搜尋，珍藏，塵封不見天日。不好的推往他人，如殘破的東西，不

完美的事物？

    佛教我們廣結善緣。為何學佛後人際關係那麼差，討人厭，甚至一個朋友也沒有，遑論推

心置腹。為何其他人皆是低層次，盡數他人的缺點，卻數不出別人的優點？

    這些都是顛倒！

    為何學佛後更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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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道  桑珠旺秋

      

  

    學習，是一切生物向上的最大動力。動

物出生後，跟著母親覓食，學習求生技能才

離開，萬物皆在學習。人類對學習更重視，

亦懂得將智識累積，代代相傳，最後掌控整

個世界。

    可是，一般人都不是好的學習者，自我

設限，妨礙自我的進步，實是一大遺憾。一

般人看別人只看到缺點、無能、不善之處，

無法看到他人的優點，就是對方有好的表現

，亦推說他有父蔭、幸運、貴人幫忙等。當

然不會向他學習，若每一個遇到的人那麼不

堪，不值得學習，自己如何會進步？因此，

能夠看到別人的優點便是成功的第一步，看

到優點，自會學習，或聘為己用，成功即至

。如果能輕易數出每一個人的優點，這人必

非池中物。然而，人性不是充斥著缺點嗎？

缺點亦可是優點，因為別人的缺點是自己的

鏡子，是最佳的反面教材。因此，每一個遇

到的人皆有自己可學習的地方。

    世上沒有一個全善或全惡的人，任何人

皆是善惡的混合體。當然比例會有很大的差

異。因此，我們要如實地看待每一個人，能

同時看到他的優點及缺點，切忌有主觀的情

執，譬如認為某一個人是好人，便對他的每

一個行為肯定；認為某一個人是壞人，便否

定他的任何行為。一個好人有犯錯的時刻，

一個壞人亦有善舉或是他精明的辦事能力。

很多盜賊皆是敏捷謹慎之人；很多騙子對心

理及人性有深刻認識。我們應如實地反對他

們的罪行，欣賞他們的技巧。對於別人的惡

行應引以為鑑，對於別人的優點應多加學習。

    學習首要有一明確目標，或是一個大願

，才能快速達成，否則只是玩票性質，很快

便將所學忘卻。就是學習得好亦沒多大意義

，因為沒有機會發揮。一時的佳績可能被繁

忙的生活打亂，無法延續，一曝十寒。例如

學習藏文如果目標是翻譯佛典或是親近上師

，很快便見功效，但如果目標是好奇或是閒

玩，則不易見成果。又如果學習是實用性及

關鍵性，也會很快學成。例如為了工作上的

需要，或是考取學位，能夠升職加薪，也會

很快學成。其次學習有不同的途徑可以達到

目標，那裏能夠攫取資源、資訊，提供援助

，對學習很重要。善知識是學習中不可缺的

，這包括導師，同學，圈中人等。

    學習除了外在的條件，還須有個人的美

德，如謙卑、禮貌、客觀、勤奮、刻苦耐勞

等。

    謙卑就是承認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有不

足自會向上，任何學科皆有無限空間向上推

進，無盡相關範疇發展，因此，承認自己的

不足，謙卑是必須的。禮貌可以攝受他人，

在學習上提供便利及輔助。客觀，能如實地

看清真實，不致有錯誤的見解及行為。勤奮

不但是學習的必須條件，亦是成功的必須條

件。刻苦耐勞是學習及工作上遇到障礙的對

治基礎。

    這些學習條件看似苛刻，卻是正常的人

格。只要具足完善的人格，作任何事皆能成

功，到處受歡迎。

    請細看，如果你見到別人一無是處，不

喜歡每一個人，那就糟了。相反，如果看到

每一個人皆有優點，皆有值得學習之處，那

就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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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電話鈐響，我提起話筒，傳來她的聲音：「師兄！很久沒有搖電

話給你，向你問候，抱歉！我正處人生低谷，什麽都提不起勁，你當不會怪我吧！去年我丈

夫身罹絕症，在你的協助下，安祥往生，我未及言謝。今次又再度找你幫忙，請給我指導。」

    對方的聲音有點哽咽，稍頓一會續道：「我知道你是大好人，雖然屢找你麻煩，一定不

會怪我吧！請詳細教導。……我父親進了醫院，多次急救，才倖能生存，醫生詢問如果再發

生，該急救，還是讓他自然生滅？我這些日子往返醫院，勞累不堪，六神無主，請給我答案

，我該如何做？」

    這突如其來的電話，突如其來的難題，一時消化不來，她的父親我亦不認識，如何給她

下決定：「你父親多大年紀了？患的是什麼病？」

    「他全身不妥，插喉，可是仍有力氣將喉拔掉，嚷著要死，叫我們不要讓他活受罪。他

每句話扎在我心裏，痛苦難堪。」對方再度哽咽，說話亦凌亂。

    「他皈依了沒有？我得趕快找師父到醫院給他皈依。」我搜索枯腸，不知道怎樣安慰她

，莫說給她忠告。

    「他數年前已皈依了，是你提議的，當時我十分高興，因為像他如此固執的人，對佛教

亦沒多大好感，竟能在我勸導下皈依，最終我還是感激你，教我向他訴說皈依的意義及利益

；如沒有你的幫助，亦難得三寶的照顧。」她竟沒怪我的冒失，善忘，還心存感激。

    「啊！皈依了最好，作為兒女，你已盡了最大的孝恩，最大的孝順，最大的回報。你再

無遺憾，他亦無憾，不枉此難得的人身。能皈依三寶，作為佛弟子，是人生中最有意義之事

。是時候向他提醒作為三寶弟子，該向佛法學習，度過難關。是時候依靠三寶的救贖。是時

候放下一切，專心修行。過去已浪費不少時光，未來時日可能已不多，再不專心修行，難再

有機會了。雖然卧病在床，乾脆萬緣放下，管他醫護人員如何將軀體左搬右擺，其他病者如

何吵嚷，親友能否到來探病也不在乎，無意義的世間不是已全經歷了嗎？還寄望什麼？財物

，親情能發揮功效嗎？到頭來還不是得靠自己。此刻該是無牽掛，心靈自由之士。經歷了起

伏的人生，是修行的最好狀態，最好時機，專心念佛，專心修定，專心觀想淨佛國土，才是

最可靠，最應去做的。切莫百無聊賴，胡思亂想。」我不斷思索從前讀過的經論去安慰她，

此刻真的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那我是否不用探望他呢？每天往返醫院真的好勞累，我開始吃不消了。」她的聲音充

滿期望。

    「不！不！你要繼續探望他，不但勸他專心念佛，你自己也要專心念，最好和他一起念

，那是很大的鼓舞，提醒；你不去探望他，他只會胡思亂想，無法專心；你不和他一起念，

他可能不會主動去念。別讓他抱怨，說什麼護理人員照顧不週，說什麼這裏痛，那裏不妥，

要他放棄自我，放棄感受，要他入定，要他將心轉移至清淨國土，要他一心念佛。因此，你

  

   病危的父親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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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意可以影響他志心，千萬小心別被他影響你而不專心。」我開始順暢地引用從書本中讀

過的理論。

    「我最頭痛的是不知道該向他說什麼？安慰的說話說不出口，怕講錯了會影響他，實在

我也需要人安慰。講佛法竟變得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結果竟弄至相對無言，惹他生氣

。」她焦急地道出自己的為難。

    「怎麼會呢？你讀了數年佛學班，學的不少了，該是時候應用你學過的東西，別只是上

課，學習而不拿出來應用。你可以引用佛陀常說的三論：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更可說四

諦、十二因緣，大乘菩薩道。如果你說得精彩，病者會忘掉病痛，這是說法的加持力。佛法

的力量很大，能夠起死回生。如果今趟能度得過，那是檢回來的生命，應好好珍惜，努力修

行，別讓生命無意義地白過；如果不能度過，亦要在臨終時密集修持，臨終一念很重要，影

響下一生的去向，臨終的修持功效亦特大，應保持正念，進入三摩地，萬緣放下，一心思惟

本尊或淨土，能有善知識在旁提點、引導很重要。你是他的至親，是最好的人選，應盡你所

學，引導他進入另一境界。這樣，他的死亡變成重要的修持，讓你與他俱得大利益，成一大

功德。」

    一個多星期後，她再度來電，說父親已從加護病房轉到「大房」去。很感恩佛菩薩的加

持，度過難關。繼而問我該怎辦，父親說悶，要求出院，要求她多些到來，百般要求，百般

埋怨，說醫院及醫護人員如何如何不好。她亦抱怨，說醫院很多地方做得不足，規矩亦多，

當然，父親亦看似很多地方不對，一時說這不好，一時說家裏百般瑣事困擾。我忙打岔她道

：「這次真是奇蹟，但你和父親不應鬆懈，仍需繼續專心修持，你們那麼多訴苦，如何專心

？如何放下？你該勸他別管其他，繼續一心念佛；當然，你不能被他影響，被家務影響，不

管真或假，你們被那麼多瑣事困擾，證明你們一點也不專心。當心意專至時，那有煩惱的感

受，只是不斷的處理身邊瑣事，不斷的念佛，明明澄澄，念而無念，那有煩惱空罅？但如果

他真的厭悶，不妨帶錄音機或小型電視機讓他解悶。可是，修持不能鬆懈啊！你最好替他訂

下功課，因應環境幫他訂下固定的修持功課，每天必須完成，只可以多，不可以少。若你能

與他一起做更好。……」

    我已然了無新意，江郎才盡，只是重複今次及上次的觀點，只恨自己學的不多，無從發

揮。可是她卻聽得津津有味，不厭其煩，唯唯諾諾。

    也是一個多星期後，她再度來電，告訴我父親已出院，回老人護理院去，她每天按時探

訪，由於靠近家中，所以沒有像先前那麼奔波。雖沒看到她的臉孔，但仍聽得出誠意地不斷

感激佛菩薩的護佑。我除了替她歡喜外，不知說些什麼好，勉強擠出鼓勵的法言：「你真的

做得不錯，盡了最大的孝心，一家人中，只有你最能幫到他，你的功德，孝心，佛心，廣大

無邊，但不要鬆懈，你應繼續精進，鼓勵父親努力修行，早前在醫院的早晚功課不能停下來

。要知道剩下來的日子皆是賺來的，該好好珍惜，做些有意義的事……」

    每次她的突然來電，我皆搜索枯腸，不知說什麼好，只恨自己沒好好學習佛法，拿來應

用，竟自大地幫忙他人度過難關。除了體驗佛法的殊勝外，更覺自己的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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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尊的一生，並非平淡，或在順逆中

度過。相反，他的一生充滿坎坷。首先，

他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期在極端保護下，

猶如坐牢般，充滿苦悶、鬱結；出家後虛

耗六年摸索，最後放棄苦行；為了弘法，

拯救世人，一生顛沛流離、風塵撲撲；弟

子中，不乏反對他及「不聽話」的人，提

婆達多的加害；外道的中傷；晚年亡國的

悲哀；背痛；二大弟子的離世；受鐵匠不

潔食物的供養而下痢；孤寂地踏上涅槃之

路。

    他的堂弟提婆達多，對他傷害尤深。

提婆達多很早便跟釋尊出家，對教義，修

持有一定功夫，早期淳樸踏實，可是後來

卻狂妄自大，耽著神通，以此眩惑阿奢世

王子，藉此取得名聞利養還不滿足，慫恿

王子弒父，奪取王位，自己則可領導僧團

，並對王子說：你作新王，我作新佛。

    提婆達多渴望領導僧團，已到忍無可

忍的地步。竟在釋尊說法時，當著頻婆娑

羅王、阿奢世王子及眾人的面前，嘲笑釋

尊的年邁，要求他交出領導權，釋尊當然

拒絕，並向眾人宣佈，叛逆的提婆達多，

不得與教團共事。竟有些人為此批評釋尊

妒忌提婆達多的名聞利養。

    阿奢世王子在提婆達多的慫恿下，提

前殺害頻婆娑羅父王，卻被識破，但頻婆

娑羅愛子心切，竟將王位讓與王子。可是

，王子恩將仇報，把國王幽禁起來，活活

餓死。

    提婆達多在阿奢世王子協助下，派出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提婆達多

      

殺手去殺釋尊，但所派出的殺手皆被釋尊

感化，皈依了佛教。提婆達多繼而在靈鷲

山上推下巨石，企圖砸死釋尊，幸而只有

一片碎石傷了釋尊的腳，出佛身血。更有

一次，當釋尊在王舍城乞食時，提婆達多

唆使象夫放出狂象襲擊釋尊，但狂象被釋

尊的慈心攝化，溫馴退去。

    提婆達多仍心心不憤，往釋尊處提出

五點要求，要僧團遵守：1.比丘必須住在

遠離人煙的地方。2.比丘只能托缽，不得

接受招待。3.比丘只能穿糞掃衣，不得穿

信徒供養的衣服。4.比丘陵地只能住在樹

下，不得住於房舍。5.不得食魚和鳥獸的

肉。但釋尊反對苦行般的修持，認為對解

脫無助，且龐大的僧團亦非每人皆能遵守

。因此，允許各人因應自己的狀況，可行

或不行。為此帶來外界的批評，說釋尊僧

團驕奢放縱，不願修持當時盛行的苦行。

提婆達多亦以此往僧團中出家未久的比丘

僧中去散播反對釋尊的言論，並率領五百

比丘往象頭山去，為他們說法，釋尊憐憫

學道未深的五百比丘，派舍利弗及目犍連

往協助他們重回僧團，提婆達多因為勞累

，且背痛劇烈，往僻靜處休息，讓舍利弗

及目犍連為五百比丘說正法：萬法有生必

有滅的道理。眾比丘得證初果，繼隨他們

回釋尊處。提婆達多醒過來後，氣得口吐

鮮血，九個月後命終。

    阿奢世王有見及此，對自己所犯的錯

誤，深生悔意，從此皈依佛教，親近釋尊

，成為佛教最有力的外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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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位師父平日如此刻苦，有病

不肯看醫生，不肯做手術，往生後卻要化

𥺁，鮮花等一定的排場呢？」男孩問老師

父道。

    「當初我們對這位師父亦有不以為然

的看法，認為他頑固，不肯看醫生，太愛

惜身軀，太小心保護。如此愛惜臭皮囊，

有違佛法。後來才知道他要保持最好，最

完整的身軀，在往生後去見佛。平常他作

的每一件小事，都是為往生後作準備:見

佛聞法。臉上常掛著笑容，是為了練習好

一點，讓往生後，仍能掛著笑容往見佛。

他要以最好的狀態，最佳儀容見佛，他認

為臨終時最重要，身心狀態，六根定要專

注。別人的助念，香花供品，有助六根收

攝，對見佛時的儀容，狀態，虔誠度影響

很大。

    見佛聞法是他最大的心願。他出身貧

窮，沒受過教育，對塵世失望，不留戀，

但礙於教養、智慧，雖常往聽經，卻總是

不解法義。以最佳儀容見佛定能吸引佛的

關注，為他說甚深法義。」

    「他定能見佛嗎？」男孩懷疑問。

    「這他從來沒有懷疑過，整個人生的

大小事務，皆為那一刻的籌備，如果沒有

極強的信念，沒可能如此全心的預備。當

患病嚴重時，醫生認為要截肢保命，他極

力反對，寧不要身命，也要保存完整身軀

見佛。」

    「他這樣做對嗎？人世的意願真能延

   人生  那羅

      

從出生到死亡一刻

經歷了多少起跌

多少叛逆與侵害

多少仇恨與怨懟

沙土的堡壘

經不起風浪的衝擊

再建沙土堡壘

亦經不起衝擊

你是我的怨家

我是你的仇家

你是我的恩親

我是你的衞護

是前世

還是今生的因

你告訴我

這就是人生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完整見佛

      

伸往死後？」男孩不相信地問。

    「很多師父受教育不多，才有一些不

太合情理的做法。但是否合情理、對與不

對，在信仰的世界不太重要。」老師父感

觸道：「畢竟那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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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老頭子對師父道：「佛說世間無常。可是這裏十年如一日，很像什麽都沒改變。每天進

來的人仍是一小撮，不管新知舊雨，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改變，仍然是頑固難調，自私自利。工作

人員仍是不專業，沒有好好服務顧客，當然十年如一日，敷衍度日。浪費青春，浪費機會。外面

的世界亦如是！看似變動很大，實在沒什麽改變，仍是鬥爭吵鬧，永不滿足。弱肉強食，與未開

發的社會沒多大分別。多年來，這書店作了些什麼？奉獻了多少？改變了多少？倒不如閉關修行，樂得清

淨！」

    師父對老頭子道：「你以為自己是什麽？躲在書店內，安適度日，就可改變世界？誰不能做

呢？佛陀教的六度、四攝、四無量心可有實踐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是因果法則，躲在店

內安逸，這是消福，不是度生，還談什麼改變？」

    老頭子生氣道：「某大功德主一直讚嘆我們，說我們的方向正確，影響深遠，多次答應全力

護持，可是多年來只贊助了少許經費，卻屢屢重提，誇耀自己的支持。有些老顧客惠顧每況愈下

，卻常提及多年來的到來，支持，光顧，常計算累積光顧了多少錢，不斷要求更大的折扣。還有

一些常到來的人，有些已往生，有些轉到別處去，有些甚至失望不歡，退出教界。無常，我感受

到無常。可是，不管什麼人，隱退的，仍常到來的，全沒有改變，充滿人性弱點。佛菩薩高僧大

德的教化，全不管用。這樣一所書店，有什麼用？」

    師父不相信地問：「歷年那麼多人購書，沒理由一個人也沒有改變，你想清楚沒有？」

    老頭子平靜地微側頭細思了一會道：「真的沒有！別看曾有那麼多人進來過，有些是無聊，

找不到地方消磨才進來，當找到其他地方消磨時，便不會再來；有些是喜歡看書的人，只是習慣

性、興趣性地來磨磨，看書只是一種機械性舉動，能否吸收、得益，我很懷疑；他們有些能輕易

數出什麽書，什麼高僧大德，頭頭是道，讚嘆不已，但我知道那些都是虛浮的誇讚，那些法對他

們毫不相干；有些到來只是找人傾訴，傾訴他們讀過的書本，傾訴他們在別的道場遭遇，更有傾

訴他們的家事，個人事；有些學者到來只是尋資料，跟他們的人生完全兩回事。這樣的因果，如

何能改變一個人？

    深入佛法，畢竟要從人生去體驗，要有福報，因緣，精進，看破，否則只是一種敷應。這樣

一家書店，算得了什麼，倒不如辭退，實實在在閉關去，來得清淨。」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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