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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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居樂業  提舍

 

   「佔中」結束了，表面上，「佔中」生起的原因是追求民主，外國勢力的參與，對中央不

滿等。但實則是民生出現問題。民生沒有解決。不斷的「佔中」將發生，不同型式的「佔中」

隨之而來，相反，民生解決了，甚麽普選、民主等將不成氣候，沒有廣大市民的支持，什麼運

動皆不成。這次「佔中」是一個很好的警醒，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民眾的思惟、渴求

亦有很大的變化，複雜隱藏的環境顯露出來，執政者可藉此更瞭解香港，作出對症下藥的施政

，藉機將逆境扭轉。

    施政者，弘法者，乃至「佔中者」首要了解民眾是決定因素，能取得民眾的支持，才有機

會成功。那麼，民眾要的是什麼，便成了關鍵點。民眾的要求是安居樂業，能滿足這要求，什

麼建設皆有望達成，什麼破壞無法得逞。這從過往的歷史事件中輕易看到。可惜，每一個朝代

總有不能汲取教訓者，讓歷史悲劇重演。

    「安居樂業」說易不易，說難不難。易言之，管治國家，說易不易，說難不難。民眾必須

達到基本的要求――「安居樂業」，才能有望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否則鬥爭將沒有完。何謂

安居樂業？安居――就是讓民眾有安居之處，自己的家，不但可以躲在家裏，安享度日，更可

招呼親朋來吃喝，樂也融融，這是色身的滿足；樂業是有一份工作，可以賺取生活，優化生活

，乃至幫助他人脫離貧窮、困境，亦可證明自己在世上不是寄生蟲，有作為，有意義地過活，

這是精神上的滿足。當身體及精神有基本的滿足後，社會必然安定。民眾千百年來，每天追求

的都是這些，乃至所有生物，有情眾生，營營役役皆是追求這些。人的福報很大，智慧很高，

要達到這要求，一點不難，無奈被自我障礙，苦不堪言。

如來常不生      諸法亦復然

世間無實法      愚痴妄取相

無漏善法中      無如及如來

依彼善法力      現世如鏡像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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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天災發生後，重建家園，讓災民安居，可以很快辦妥。因此，理論上，如當所有民

眾都是災民，廣廈千萬間，不難達到。樂業，讓每一個民眾有一份工作便不容易了，給人一

份工作，需要有最低工資，讓他解決基本生活；但工資要不斷增加，讓他照顧家人，讓他照

顧自己的精神生活，還要應付病痛的支出，年老的照顧，可說是無了期，年年增長，長期堅

持才能達到樂業。如果要維持多人的樂業，更是沉重的負擔。因此，施政者必須發展經濟，

不斷創新，安排配對，讓每個人樂業。

    這是基本的安居樂業，但人是要不斷進步的，安居樂業需要優化。住所要擴大，內部設

施要加強，繼而幫助其他人安居，成為企業家，施政者，能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人。樂業

除了自己的工作外，更要使每一個人有一份工，進而有一份自己喜愛的工。優化至每一個人

有退休保障、醫療福利，廉潔，公正等。提昇精神生活，終極關懷宗教層面，理想的追求。

    審視香港環境，除了依靠前人的福報餘蔭外，各方面皆差強人意。安居方面極失敗，樂

業還勉強達到，可是通賬劇烈，勞動力不足，人口老化，潛藏著極大危機。歷年施政者被繁

雜的事務蒙蔽，沒有解決這基本關鍵，只是胡鬧度日。

    同樣，宗教弘法者亦應朝這兩個目標努力，解決信眾，乃至普羅大眾的問題，本身的宗

教才能壯大，弘法才有意義；如果只為自己，或是自己的道場營運，不但有違教義，亦對社

會，眾生無助，最終被淘汰。

  

    佛教是宗教，它的道理是用來應用的，主要在解決現世苦惱及來世永恒的安逸。不是

拿來作研究討論，作世智辯論。佛陀對很多哲理性，抽象，無意義的戲論或對方程度不夠

，不能明白答案的爭議拒絕作答，終止糾纏不清，對人生有礙的形上挑戰，實踐八正道的

對向解脫生活。從聞思法教到修證的距離很大，道理的應用，行持，克服自身的煩惱一點

也不容易，在不離二邊的應用上，實有深究的必要。

佛法基礎概要  寂慧

       應用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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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是天才還是靠勤勞  桑珠旺秋

      

  

    愛因斯坦：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

的靈感。即是說，像他這樣的天才，只是勤

勞才能取得成果，根本沒有所謂天才這回事

。馬雲則認為勤勞誤盡了很多人，成功不在

你做了多少，而是你做了什麼，要做得正確

、有效，相反，這個世界皆是靠懶人支撐。

懶不是儍懶，如果想少幹，就要想出懶的方

法，懶出風格，懶出境界。

    他們兩人持相反觀點，但相信那不是他

們的意思，只是為了表達他們的觀點，不得

不抨擊另一種觀點。愛因斯坦的特質不應只

是勤勞，應該包含無限的靈感及天才。馬雲

不會不勤勞，相信他的心念無時無刻不在事

業上。那麼，成功應該是勤勞，還是使用馬

雲懶的方法呢？

    如果愛因斯坦不是那麼勤勞，相信愛因

斯坦仍是愛因斯坦，仍是天才；如果馬雲不

運用懶的哲學，相信馬雲仍是馬雲，仍是光

芒四射。他們的生命，彷似帶有使命，無論

什麽態度，什麼遭遇，他們皆是世上閃耀之

星，他們的生命就是如此，別無其他。什麽

因素皆是他們的福報，他們的因子。如果以

這些出類拔萃的人的觀點，什麼都對，皆有

道理；如果以一般人的觀點，他們的觀點不

一定對，眾生千差萬別，難以套用一種模式

，一種方法。如果有一種萬靈方法，任何眾

生依之而行必定成功，那就太好了。從平庸

到成功，人的級別不會有太多種類。大多數

人營營役役，終其一生；或是浪浪蕩蕩，蹉

跎生命。原因只有主要兩個：一是躲懶，沒

有做到如愛因斯坦的99%汗水，別以為馬雲

不勤勞，他工作的時間可能不多，但工作以

外，他接觸的人，他的思惟，他的心念，全

在工作上，也許食時不知其味，想著解決困

難，能否說那不是他的工作時間嗎？公司發

生事故，他必定全力營救，那種投入、責任

、全力以赴的精神，豈是一個全職工作，例

行公事的職員能比擬呢？縱然工作時間不長

，但工作已融入生活中，時刻繫念，不能

不說是勤勞。二是目標，很多人辛勤工作，

可是效果不彰，或是常常轉換工作，將早前

累積的成果放棄，甚至辛勤於其他枝節上，

對工作本身沒多大幫助。這皆因目標不明朗

，或是沒有崇高的目標，只能營營役役。

    從佛教的觀點，成功與否不太重要，因

為太在意成功只會令人執著，無法解脫。但

不表示敷衍塞責，必需精進求道，必需盡速

解脫眾生的苦惱；過程可能很漫長，多生多

世，但目標是堅定不移的。這正符合成功的

兩個主要因素：一、目標清晰，解脫眾生的

苦惱。二、99%的汗水，精勤不懈，不但是

多生多世，甚至無量劫。佛教已具備成功的

條件，甚至超越了世間的條件。可是，佛教

還具備了與世間法不同的特點，就是無著―

―精勤而無精勤，有目標而無目標。只有這

佛教的特點，才能堪負任重道遠的工作。成

功而無成功，有為而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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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應該「閉關」自守，還是走進人間？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源遠流長，影響千百萬人，解決人類無數苦患，且

是人生的終極去向，當然理應走進人間。如果佛教不走進人間，不參與人類的苦樂，

不成為人類文化一部份，沒可能流傳至今；儘管法義如何高超，如果不走進人間，充

其量只能存在於博物館。佛陀覺悟後，竟不禪坐那裏受人膜拜，卻奔走於恆河兩岸，

宣揚正覺之音，是走進人間的典範。

    古時印度，充斥著出家修道者，追求靈性上的解脫，佛陀接觸的人以他們為主，

度化的亦以他們為主，常隨眾，生活上皆圍繞這類人，在家眾不論身份，俗務，世事

上障礙不容易融入僧團中。因此，佛陀的說法偏重出家眾，但是否佛陀不重視在家眾

呢？非也。佛陀度化的對象，除了出家眾外，在家眾各階層皆有被度化者，包括犯了

五逆十惡之人，可以說，不管好人壞人，亦是佛陀度化的對象，乃至六道其他眾生皆

可成聖。佛陀是希望的象徵，光明的化身，照徹宇內最陰暗的地方。臨終時，召集眾

人晉見，包括在家眾，鼓勵任何人提問，並揚言沒有隱藏任何教義。因此，佛教是每

一個眾生的宗教，包括人道以外的眾生，故不能說是出家人的宗教。但出家眾畢竟在

身份、專業上、行持上、生活上皆在履行佛陀的教法，當然值得尊敬及順理成章地住

持佛教。可是在解脫上、教義上、行持上、弘揚上，在家眾的成就不能抹殺，歷史上

在家眾對佛教的貢獻是巨大的。出家在家，不能二分，更不能處於對立，因有違平等

觀，亦違反教義，固有「四眾」之說。

    由於身份，住持及各種條件，出家眾在佛教的地位及表現，皆是顯而易見的，在

家眾在佛教的特色、擔當、發展很容易被忽略，抹殺，因此，在家佛教應提倡，組合

，重新定位，以便承擔更重的責任，發揮更大的力量。別忘記尚有無數苦難眾生待拯

救，佛教四眾力量薄弱，應重新組織，和合，解決艱巨的任務。

    佛教要拯救眾生，佛弟子（四眾）必須和合才能產生功效，僧俗二眾必須互相瞭

解，體諒。出家眾若不瞭解在家眾的俗務纏身，不瞭解在家眾的人在江湖，不能自由

，不能專心做自己要做的事，便無法與他們合作，或是幫助他們；相反，在家眾若不

瞭解出家眾的目標，戒律的規約，行儀，便無法在相處上作出配合，容易產生誤解，

怪責，拯世的目標定難達到，這不但在佛弟子僧俗之間需要互相瞭解，就是佛教內部

與社會大眾亦需互相瞭解，和合，才能發揮佛教拯世之功，才能將法植入社會。

    佛法浩如煙海，要認識絕不容易，如果不有系統地展現開去，社會大眾實無法得

益，接受。誤解處處，佛教難以發揮，沒有大眾的支持，佛教無以為繼。法的弘揚，

是佛法的核心，法必需植根於民眾中，從不同渠道講說，佛法是不二法門。如果佛法

活動背後沒有弘揚佛法的理念，等同世間法，忘失自己的本位。因此，高深的道理，

淺顯的道理，乃至出家人的戒律，皆應被弘揚，讓不同根器的人能接受佛教的利益。

  

出家戒律與在家人的關係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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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律是佛法一部份，應包含在法以內。中國傳統不讓在家人看出家戒律，理由是出

家戒律與在家人無關，不應看，且在家人認識戒律後，會以之衡量出家眾，分別出家眾

的等級，譏嫌犯戒之人。但這些理由很薄弱，對煩瑣的出家戒律，在家眾有興趣知道的

人恐怕不多，故不需擔心；若有興趣看的人，多是欲深入佛法之人，或是從戒律中吸取

養料，制約自己的行為，欲望。縱使對出家眾的行為有所懷疑，亦可參考戒律，從而與

出家眾研究戒律的開遮持犯；如果出家眾動機純正，在家眾是感受得到的，不會輕易抨

擊，如果出家眾不犯戒，在家眾亦無以抨擊。別具用心，或是有心破壞者，不會理會這

些限制，運用任何手段去達到目的。因此，在家人理應可以看戒律，研究戒律。

    在家人研究戒律有以下的好處：1.讓社會進一步瞭解佛教――佛教像披上了神秘的

面紗，社會大眾對佛教既好奇亦有所畏懼，尤其在戒律方面。如果能增加透明度，讓社

會大眾多加認識佛教，實是佛教之福，戒律的崇高情操及自我克制，必受到在家人的尊

重，推許，從而踏上修道之路。2.減少社會對佛教的誤解――大眾對佛教的行為誤解成

不近人情，斷六親的怪物，如果他們知道出家人很小心，有戒律的制約，防患於未然，

才做出一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行為；如果他們知道出家人修出離心，減少情執，便不會怪

責他們的行為；如果他們知道出家人急於求證才能利益眾生，便不會怪他們六親不認。

面對可怕的輪迴，苦難的眾生，佛教不能不剛毅地修正行為，務求快速地改變自己，再

去利益眾生。3.減少破壞者的破壞――有心懷不軌，或是利用佛教之士，將佛教歪曲，

或是以一知半解的認識，胡亂詮釋佛教教義及戒律。如果增加佛教的透明度，可杜絕這

些破壞。4.與出家人的配合――出家修道者需要在家信徒的護持，尤其日常生活的照料

，才能專心一意的修行。如果在家信徒對出家戒律多點瞭解，必可在護持上做得更好及

適當的配合。淨人在護持出家人時需要知道出家人的不觸金錢戒；持午時限；使用肥皂

的類別在「不花鬘塗身」的規限；出行的預備；出家戒禁止對信施的要求，淨人如何巧

妙地代為表達。這些都有一定的難度，為了使出家修道者能持戒清淨，對出家戒的瞭解

是無可避免及必要的。有些時候，更要向社會大眾作適當的澄清，才可避免誤解及衝突

。如果出家戒能公開，讓大家了解，更可直接讓大眾配合。5.讓在家人模仿――佛陀對

告眾以出家人為主，是當時社會環境使然；但佛陀亦鼓勵在家眾多分仿傚出家人的行持

，如果對出家人的生活模式，言行規限、工作不瞭解，如何仿傚？有很多心出家而身不

能出家之士，嚮往出家的清淨、生活方式、言行等，這可從出家戒律中模仿，遵行，達

於解脫。

    在南傳及藏傳佛教系統中，沒有在家人不許閱律的禁忌，出家律典中有很多重要的

資料待開發，如佛陀生活的方式，紀事，人間性等，如果收藏起來，無疑是在家信徒的

一大損失，亦是佛教的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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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做之事  自在如意寶

      

  

     「應面帶笑容，心平氣和，說些愉快

的事。」

    但能常常、長期保持嗎？能發自內心嗎？

    「見他人錯誤，應視其為自己的過失。

認定錯誤的是我們的心。」

    他人的錯誤，有其宿命的不由己及煩惱

，或是外在錯綜複雜的因素，或是業力所然

，不應深責，況其需承受因果。我們的心，

只看到片面的現象及即時產生的情緒喜惡。

    「不要有幸災樂禍的心理。對批評者不

應反唇相譏。」

    幸災樂禍缺乏慈悲心，是最要不得的心

態，爭鬥的立足點。批評者若出於善意，應

檢討批評及感謝關心；若出於惡意，爭執只

是意氣用事，毫無建設性，最好是默然相對

，不了了之。

    「甚或邪靈所擾，亦應待以慈悲與愛心。」

    慈悲與愛心是核心態度，即使對邪靈亦

應如此，外在行為或有不同，內在胸懷必應

如此。

    「不管快樂或痛苦到來，我們都不應陷

入期待或恐懼的羅網中。」

    快樂令人耽著，不能放下，就是過去了

無法回頭，仍使人念念不忘，不能放下；痛

苦使人不適，千方百計迴避，甚至帶有陰影

，不能客觀地面對。

    「我們應使自己成為所有眾生最謙卑的

僕人。」

    承事眾生，看似簡單容易，但被承事的

眾生不懷感激，能否貫徹下去呢？若他們口

出怨言，恩將仇報，是否仍能若無其事地繼

續下去呢？現實上，這些例子不少呢！

    「任何情況――行、住、坐、卧，吃飯

，穿衣等，我們都不能捨離利他之心，這是

一種類似相應的修法。」

    淨行品或是毘尼事義集要，要求修道者

在日常生活，吃飯等包括進洗手間皆須持咒

念偈，讓生活每一細節皆能利益眾生；如果

每天每刻保持這菩提心，自能與眾生、佛道

相應。

    「如果痛苦發生在我身上，同樣的，也

會有很多其他人有這種痛苦，我們應對他們

生出慈悲心，將他們的痛苦承受過來。」

    對痛苦可以感同身受，但能將別人的痛

苦承受過來，恐怕沒有人願意。同情，了解

很表面，諒解也難以做到，能承受別人的痛

苦只有修道者能做得到，只有發菩提心的人

才能做得到。

    「如果己身遭遇極大不幸或痛苦，更應

觀視別人之痛為己痛，當下承受，藉此修行

，以清淨我們的業障道緣。如果環境順遂，

別忘在安樂中修行，我們捐錢出力，盡量積

聚功德，並為眾生祈求福祉。」

    遇到逆境時，別只是自怨自艾，應轉逆

境為道用，逆境是無上的資糧，修道的要素

。逆境更是擺脫過往羈絆的轉捩點。順境時

，別只是享樂，應多積聚資糧，多為眾生祈

求福祉。

    最難做之事，莫如逆境時，能客觀地看

待事情，轉逆境為道用；順境時，能謙卑地

自處，不浪費福報，忘我地承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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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交义點

      

  

    一位婦人微笑望著老頭子道：「我很羡

慕你能安坐這裏與客人聊天；整理打掃書本

，悠閒度日。就像帝王般高高在上，讓萬人

朝拜，你的福報很好，可以坐享其成，安度

退休生活。」

    「我也如此想，在這裏如被保護寵愛般

，什麽也不用擔心。但佛教導我們，沒有白

來的福，凡事皆有因果，如此享福，很快福

報耗盡，便要面對艱困的未來。」老頭子望

著遠方道：「我應該安逸度日，還是努力工

作；向更高難度挑戰呢？這是人生的交义點

，我相信亦是很多人一生必遇到的交义點。

我應該被動地坐在這裏受人朝拜，還是主動

出擊，勞心勞力，落區弘揚呢？但是主動出

擊必有風險，外面世界驚濤駭浪，我年老體

衰，經得起這些風浪嗎？可是，我彷彿聽到

千萬聲音在呼號，訴說著他們的痛苦，能忍

心不顧嗎？能安坐這裏什麼都不管嗎？觀音

菩薩尋聲救苦，是一個主動出擊的範例，苦

難處處，但仍需我們出訪尋覓。可是救贖得

了那麼多嗎？剛強眾生，苦難自招，會聽勸

喻嗎？

    更上一層樓，主動出擊，會沒有風險嗎

？勞心勞力，豈是一人之功？還需整個團隊

的努力，多方的配合呢！是否安住這裏，精

益求精，在現有基礎上優化品質，恐怕已足

夠至忙得不亦樂乎。

    大善知識，請問該如何選擇呢？」

啊！你躺在棺裏的人

曾揚言要出家

立誓拯贖一切眾生

可是債務未清

善知識缺乏

教證未達水平

唯望將來轟烈剃度

啊！你躺在棺裏的人

曾揚言弘法作家務

翻譯註經廣演深妙法

可是耐不住孤寂

害怕吃苦

未能清廉精進

唯望將來高風亮節

啊！你躺在棺裏的人

曾揚言不作世務

結婚成家立業作錢奴

可是兒孫滿堂

坐擁良田大屋配珍寶

終日算計

唯望將來作大施主

你是人中人，龍中龍

百年難得遇

詩書禮樂皆精通

卻消失於人海洪流中

愧對舊雨拙於辯

你就躺在那裏

    躺在那裏

起來起來快起來

去續那未完的願

 

 

   棺裏的人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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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老比丘尼往見老師父道：「老師父！我老年才出家，對佛教的禮儀不太熟悉，讀佛學院

成績不好，記性差。家師終日忙於寺務，沒法教導、照顧我們，信眾對我印象不太好。臨暮之年

，我不知何去何從，有些時候甚至懷疑出家是否走錯了路。」

    「你在佛教的心願是什麽？當初何以出家？出家為了什麼？」老師父皺眉道。

    「我在佛教的志願是弘法，欲報佛恩，廣度眾生，出家亦如是，希望能以宗教師的身份幫助

受苦的眾生。」老比丘尼回憶道：「可是出家多年，事與願違，一切皆不順利，歲月蹉跎，我無

法大有作為，一介女流，難以施展；亦曾以佛事度日，可是愧疚難當，無法繼續，歲月飛逝，但

感年老體衰，聽覺開始失靈，自己仍是一事無成，甚至無事可辦，終日徘徊，心裏焦急萬分。」

    「你想怎樣？我如何可以幫忙？」老師父憐憫地問。

    「多年折磨，我己不敢奢求翻天覆地作什麼大事業，亦自知能力有限，加上年老體衰，還能

作什麼？」老比丘尼眼泛淚光道：「我只求有一間小屋，將我的藏書放好，作一個小型圖書館，

讓所有人接觸佛法，屋後有一個小房間可以棲身便可。除了書本外，我沒有什麽個人物品。在圖

書室內，我願意每天接待信眾，解決他們的煩惱。我必定以佛法的觀點及立場去指引他們，讓他

們如法而行；偶爾作一些小型講座，讓信眾沾點佛法的利益；或是三數人聚在一起，作一些研討

會。每隔一段時間舉辦素宴，大排筵席，宴請附近的坊眾及信徒，席間除了歌舞外，我必定觀機

開示，說法更說法，盡了我出家人的本份。每天兩餐一宿外，我什麽都不需要；我身無分文，亦

不需分文，我從前的積蓄都拿來幫助人，如今兩袖清風，必須依靠人，我的心願不是很大，要求

也不多吧。老師父！請幫助我完成心願吧。感恩感恩！」

    老比丘尼離去後，小孩道：「她的心願不是很大，卻老實如法，應該盡力助她吧！」

    「那要求不大，當然很好，我樂意助她一臂之力。」老師父嘆一口氣道：「可是，常有人向

我投訴她說法長篇大論，不著邊際，且沒有內容，聽後沒有掌握任何法義，空手而回，甚至充滿

俗情阿諛。」

    「為何不讓她與我們一起上課學習呢？」小孩不解地問。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小小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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