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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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經濟下的困局  提舍

 

    香港經濟發展得很好，近乎全民就業，各企業求才若渴，只要肯做，肯拼，必能出人頭地

。可是，大部份人情緒低落，對工作、環境、未來，抱持悲觀態度。生活當然不如意，除了埋

怨，消極外，更互相謾罵，爭執。

    經濟好，全民就業，卻普遍不快樂，這真是香港的怪現象，該認真檢討問題所在。更要留

意如果經濟轉差時，情況可能嚴重。

    考其原因，收入雖然不成問題，可是香港生活支出龐大，一般收入難以應付，竟做成龐大

的貧窮人口；更有在職貧窮，跨代貧窮，貧富懸殊嚴重，向上流動機會不大等怪現象，對很多

人來說，這是一個絕望的城市。

    做成這些怪現象的原因來自多方面，在職人士的困境是工時長，工作辛苦，繁忙，對工作

興趣不大，純粹為了糊口，看不到明天，在職機會雖然多，但沒有進昇機會。基層在職者多是

內地移民，在文化上有差異，亦是做成困局的原因。

    治理者沒有提供足夠支援給在職人士及中小企，大眾只有靠自己艱苦經營，能生存只是僥

倖，很多被大企業及政府的放任壓迫至無法生存，彷似叢林中的弱肉強食。治理者抱持兩大宗

旨度日：一是緊縮支出，美其名是量入為出，當無法緊縮時，便將責任外判，苛刻外判商，除

了減少支出外，還可將管理等煩瑣事務外判。二是敷衍度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各人將精

力放在將來退休後如何舒適享受，管他怎樣世界末日，只要拖至退休，領取巨額退休金，爛攤

子交給接班人，與自己無關。

 善男子！我所求法，皆為救護一切眾生，一心思惟，

願諸眾生得聞是法，願以智光普照世間，

願為開示出世間智，願令眾生悉得安樂，

願普稱讚一切諸佛所有功德。

                                  ――《華嚴經．入法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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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先腐而後蟲生，外來的破壞者趁機破壞，在隱蔽處放冷箭，到處對抗，放火，而當地

的追隨者，為了本身利益，甘願被利用，破壞自己的家園，出賣同胞，任何風吹草動，他們

便挾持外國護照，一走了之。

    這困局不斷惡化，民眾在水深火熱中，解決之道在等待，等待仁王治世。可是，漫無止

境的等待，只是消極的做法，各人應積極起來實事求是投入，才能扭轉局勢，要扭轉，非一

人之力可為，但沒有眾人的共同努力，亦無從扭轉。

    民眾採取的方法多是消極的，他們對待工作裝瘋賣傻，敷衍拖延度日，不但浪費僱主、

社會的資源，對自己亦是一種損害。做法是自欺欺人，自害害人的行為，最要不得。首先應

拋棄敵對，破壞的消極態度，努力將工作做好。全心全意工作或是敷衍度日同樣過度每一天

，但積極態度培養積極情緒，對個人各方面有大助益，積極產生建樹，積福積慧，將來必被

僱主、社會器重；相反只會輾轉墮落，對人生沒有好處。

  
  「你那麼辛苦鑿石幹嗎？」一位小孩望著正鑿石的老師父問。

   「我慢慢的鑿，每鑿一下便加一聲佛號：南無阿彌陀佛，一點也不辛苦。當想到每鑿一

下，石碑便能維持一年時間，更沒有一點辛苦的感覺。南無阿彌陀佛。」  老師父沒有停

手，津津樂道。

   「有用嗎？念一聲佛號能幫忙他人嗎？鑿一塊石碑放在路旁能對人有益處嗎？」小孩懷

疑問。

   「豎一塊石碑在馬路旁，駕車者見到會念一聲佛號，心中善念生起，小心駕駛，對驅車

者及路人皆有助益；同樣，路人默念佛號，善念生起，小心走路。或是勾起遐想，阿彌陀

佛是什麼一尊佛？有何特別之處？或是喚醒夙世回憶，與阿彌陀佛的深厚因緣。我在路上

見到這些石碑，總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安全的感覺。心中不期然念起佛號，念念不斷。因

此，不要小看這些不顯眼的石碑，平凡的佛號。

    除了一種警惕，一種意識外，佛號更有一種加持力，這種加持力不易看到，但它的力

量大到不可思議。我念佛的目標是祈願，自知福薄慧淺，無能力往生西方，阿彌陀佛極樂

國土，只有祈願所有眾生能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但受諸樂。等而下之，我所念佛號但

願能作為一種護身符，佑護一切眾生，免受諸難，生活順境。」  

   「啊！那真好，真偉大。我們應以何命名這些石碑？」小孩感動地問。

   「我們就喚這些作『瑪尼碑』好了。俗世中的清淨碑，喚醒眾生心中的佛性。作眾生的

救贖。這些不起眼的『瑪尼碑』就像我般平凡，無能作度生大業，只有默默地祈願，祈願

眾生遠離諸難，祈願眾生往生清淨國土，祈願眾生莊嚴佛土。」 老師父望著天空合掌道。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瑪尼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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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群體力量

      

  

    在一個企業、團體中，總有一些人很出

色，很能幹，肩負重任，組織不能夠沒有他

，甚至一天也不能缺。這樣必弄至自尊自大

，埋下滅亡的種子；組織也不健全，不平衡

，無法長存。因此，任何組織皆不宜英雄主

義，內裏的人必需能夠被替代。組織的運作

，應有一個長遠的目標，才能維持長遠的運

作，各人遵從分工的整合，各展所長，共同

邁向目標。這有如佛陀的時代，佛陀不以領

導者自居，強調僧眾以法為導，沒有個人主

義，這樣才能壯大，長存。任何國家、社會

，乃至動物世界皆如此。個人力量畢竟有限

，如果沒有團體的力量，難以存活，亦失去

生存、工作的樂趣、意義，這是很重要的。

因此，一個組織必需高度籌謀內裏成員的質

素、目標、平衡、制度等。如果這些達到，

產生的力量定很強大，無事不辦。

    可是，儘管制度、團體如何完備，人的

品德，私心，破壞力卻極大，組織失去團結

力量，縱使多年建設，亦可毀於一旦。如何

團結組織，協調組織，在不均衡的狀態下和

諧共處，互助互補，發揮強大的團結力量，

重要且困難。要維繫組織，有二點是很重要

的：1.設定一個崇高偉大的目標，可保持一

個長久的向心力。2.教育，主要在人格上的

教育，提昇人的質素；其次在工作上的教育

，不但對現存的工作有幫助，且對組織的擴

展可以配合。

    從以上條件可以看出，經營一個企業或

團體絕不容易，需兼顧多方面，融合和諧，

且要面對外在困難，風險，變化，攻擊等。

必需有遠大的眼光，多方面的才能；除了自

身的能力外，更要有運氣（天時）。但是好

運、惡運必定會到訪，卻不知何時來臨。因

此，順境時不要自滿，還要未雨籌謀，多作

儲備，留待惡運到來；逆境時不要氣餒失望

，多作穩固基礎，待惡運過去時，能夠迎接

新的挑戰。

    人是群體動物，必需發揮群體力量，才

能壯大長存，什麼英雄，天才，在人群中只

能一閃，卻即逝。在歷史的洪流中，人群淹

沒一切，主宰一切，歷史在群眾的意願中演

進。佛陀在世時，常隨眾數以千計，強調以

僧（眾）為本，我於僧數。不論弘法，修行

，生活亦以團體進退，發揮群體力量。

    如何在群體中自處？如何融合在群體中

，發揮無與倫比的力量？是一種高深的學問

；如沒有這方面的才能，任何事業皆不會成

功。佛教的戒律、倫理，甚至是個人的持戒

，皆是這方面的最高指導，任何人從中學習

必得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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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的人生  桑珠旺秋

       

 

   「我在 貴公司工作二十年，就是無功亦有勞。重要的是二十年歲月，是一生人中

很長的歲月，且這二十年是人生中最黃金時期，每天重要的時段亦獻給了公司，加上

不時加班，彷彿整個人生除了應有的睡眠梳洗等外，重要的時間皆奉獻公司。看著自

己容光煥發的容顏，變成木然繃緊蠟像面孔，我是出賣了人生寶貴的青春。」 

   「我們聘請回來的人，只會敷衍工作，避重就輕，借故躲懶，虛報病假，心不在焉

，雖然人在，可是腦海雲遊他方，答非所問，自欺欺人，才能盡用在自利上，非工作

上。時間愈久，工作愈熟悉，卻不用在建設上，而是覷準機會躲懶、侵損。如果公司

有什麼危機，他們定是第一個挾著可帶走的資源離去。聘請他們來只是引狼入室，虛

有其表倒不如放一個紙人在位。」 

    既然青春那麼寶貴，浪費了豈不可惜！既然工作是必需，何不認真面對，盡一分

力，不但可以利他，更可以自利。努力工作，是一份奉獻，是一個機會，發揮自我的

光和熱，從努力中，看到建設的成果，對得起自己，對得起他人，更可獲得豐厚的回

報，可以終止「出賣青春」。此外，「青春」若不「出賣」在工作上，可以「出賣」

在那裏呢？

    能照顧他人是一種福份，養活自己何難？養活一家人，千百萬人才困難呢，這是

一種挑戰。大乘精神不只是扶助他人，更要他們自力更生，擺脫我們，另闢新天地，

青出於藍，或是比自己更早成就佛道。只有利他過程中才能自利，這是不變的定律。

沒有相對的庸碌對象，就沒有自我的提昇。

    僱主與僱員各執一詞，皆在自己的立場去看待事物，這種對立將永無止境。除了

僱主與僱員的對立外，更有男女、親疏、種族、宗教等無數的對立，世間的紛爭，皆

因立場的對立，無止盡地爭鬥下去。可有想過，這些偏執的我見，如何背離了公義？

如何製造鬥爭？如何使自己陷落？可有想過，與我們對立的人，皆有相遇的人生緣，

是好緣或惡緣，要看我們如何看待。如果能夠放下我見，如果能夠吃虧一點，如果可

以退一步，世界可能變得更美好，人生可能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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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關   優多羅

       

 

   「你不要再找我了，我要去閉關，修行！」 

    修行！怎麼修？是否遠離人羣就是修行？是否不問世事就是修行？是否什麼

都不做，光坐那裏就是修行？是否不吃人間煙火就是修行？

    所謂修行，只是隱居，避靜，在吵吵嚷嚷，喧嘩過後的休養吧。可有出離心

？可有看破人生？修行真的是人生中無可選擇的後備之路？隨隨便便，輕輕鬆鬆

，安安樂樂的一種生活嗎？修行不苦嗎？不精進，努力，全力以赴能為功嗎？

    無數人曾不惜放棄一切，破釜沈舟，在修行道上勇猛精進，失敗者不計其數

，可見修行絕不是一件簡易的事。

    那麼閉關修行是什麼一回事呢？

    修行既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然要下苦功，全力進行，才能有成就。因此

，必需放棄一些事物，例如享受，家庭生活，日常生活等，才望有成。這如特警

隊在特訓營中，作地獄式集訓一段時間後，才能堅強地應付高難度的突發挑戰。

    閉關亦如是。它的作用是一、作密集式的訓練，其間摒棄一切其他活動，不

與外界接觸，不作人事上的交往，以免分心，甚至日常生活吃喝等亦無暇處理，

是一種全心全意，破釜沈舟的訓練。因此，需要別人去護關，供應吃喝等照顧，

使自己能心無旁騖地去修行。二、習慣式的訓練，閉關的密集訓練，能使成為習

慣性，即是出關後仍能維持修行的心態，保持一段長時間，甚至改變了自己，不

再退墮。

    因此，閉關是全心全意的修行，非即興式，或是隨意的，躲懶，或逃避的匿

藏，亦非萬念俱灰，消極，駝鳥般避世。為了避免蹉跎歲月，閉關必需有一個明

確的目標，週詳的計劃，才不會無功而還。一般閉關的目標有：克期取證、開悟

、專心念佛、持咒如念佛三昧、坐禪、降服煩惱、閱藏、學習等。

    因此，當你要閉關時，請問自己目標何在？需時多久？有否正確的方式？是

否適合自己？外緣是否具足？心意是否堅定？別淪為躲懶、好逸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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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隕落中的漢傳佛教  寂慧

      

  

     佛教三大系在近代的流播中，南傳及

藏傳佛教特別受到學術界及西方的重視，發

展迅速，獨漢傳佛教仍在風雨飄搖中掙扎。

自盛唐以來，佛教每下愈況，雖偶有高僧或

機遇，仍難力挽於狂瀾。就是漢人自己，亦

對漢傳佛教妄加批評，各人失去信心，紛紛

改投藏傳或是南傳佛教麾下。漢傳佛教是否

如此不堪？是否一無是處？是否不值得修學

？

    佛教各派系的形成，有其當代時空的機

緣，適合當地人的修學，如果輕言放棄，轉

投別類修學，實為不智。但隨著時間過去，

派系的適應性已褪色，需另闢新教法，作契

理契機的修學，這是修學的流動性。然而，

隨便放棄本位，他求別的途徑，非明智選擇

，別忘其他途徑亦不斷流動。因此，該參考

自身及其他修學法，創發新的修學大道。漢

傳佛教有其優點及缺點，它能在歷史洪流中

屹立千年，自有其獨到之處，及不可替代的

貢獻，應該從其歷史及演化中檢討，再覓新

的途徑，去發揚光大，這是眾人的努力，亦

是眾人的責任。

    一如其他系統，佛教在各地的開展中，

必與當地的文化，民俗性融合，在中國亦不

例外；形成有別於印度的佛教，如清談，茶

禪，圓融等，這在原教旨主義看來，不免古

怪，甚至有違教義，正如我們看藏傳佛教的

「迷信」，及南傳佛教的墨守成規，同樣感

到古怪及不適應，卻不會感覺自己的怪異。

    佛教傳入中國之始，由於教義翻譯人才

對佛學尚未深厚認識，翻譯技巧亦不完備，

且受中國深厚文化影響，做成不大準確的現

象，佛學的發展，也做成偏離乃至誤解。幸

而尚能把握基本精神，縱使未能完全符合佛

陀精神，亦能發揮璀璨的果實，利益無量人

天。

    漢傳佛教的特性是低調，隱逸，含蓄，

謙卑，慈悲，富於哲理性。此外，漢傳佛教

出於印度大乘，除了攫取大乘精神的精粹外

，亦融貫大小三乘，發展出獨特的叢林制度

、清規，以六和敬宗旨修持並濟世。懺事亦

是漢傳佛教的另一項特色，它融合了修行，

音聲佛事，共修等行法，熱熱鬧鬧地維繫中

國佛教千多年，音聲佛事，或法事，一直被

很多高僧詬病，認為佛教被人誤解只是度亡

，，消極，只作些低下的勾當，嚴重破壞佛

教形象。很多學僧就敗壞在作佛事，謀利上

，斷送了學業、慧命。但度亡確是佛教的特

長，對亡者及亡者家屬作出大利益，其他宗

教無法出其右。只可惜作法事的人為了謀生

、謀利，沒有好好作出貢獻，但對亡者亦有

很大幫助，千百年來，勉強支撐著老、病、

死者。如果說法事耽誤了學僧，倒不如說他

們道心不堅固，或是他們沒有藉機修福，法

事淪為謀生工具雖然不當，但可以適可而止

，繼續學業；可以適當調配，生活及學業作

出平衡；當然，更可以利益他人，還可以修

持。與其說法事令佛教步向滅亡，不如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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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魔  那羅

      

  

事使佛教能苟延殘喘，維繫不滅，靜待

大德出現，重振佛教。有兩類人維繫佛

教，第一類是一般信徒，道心不堅定，

即興式參與及弘揚佛教，或是自修式地

虔誠默默修持。當然不能寄望對佛教有

大作為，但在延續與維繫上卻有幫助。

佛教積弱，不能怪責他們，因氣量、識

見及學問上，他們本非如此。另一類人

是有抱負、有學問、有修持的高僧大德

，他們正是佛門龍象，能提昇佛教，這

些人才不多，佛教的命運，端看他們的

出現。當然，亦不能怪責他們，因這類

人才甚少，要改變積弱亦是談何容易。

那麼，誰該負責呢？只能諉於眾生福報

的抽象說。

    漢傳佛教尚有被批評為圓融、方便

、真常、唯心、他力、頓証、至圓、至

簡、至頓，這些看似是缺點，但亦可看

作是優點，看如何善巧運用，如佛陀的

談空說有，如刀的既可傷人，亦可帶給

人方便。

    聖嚴法師對漢傳佛教寄以厚望：漢

傳佛教具有包容、融合、開創、適應等

特性。是未來世界佛教的趨勢。因此，

把握機遇，為漢傳佛教、世界佛教作一

番努力，為沈淪的眾生、隕落的漢傳佛

教作一番救亡。審視過去歷史的軌跡，

各高僧大德的奮鬥，另覓新途，重振契

理契機的漢傳佛教，是歷史的重任。

看！你如何對待我的子民

使他們居無定所

終日悠手好閒

浪費青春、浪費生命

我必捲土重來

挾著戰士、兵器

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然後善待每一個子民

看！你如何對待每一位眾生

讓他們經歷生老病死，殘缺不全

終日顛倒迷茫

忘失正念，自相殘殺

我必捲土重來

轉動無上法輪

度化千千萬萬眾生

讓你羞愧、鬱鬱而終

為何你明知故犯

為何你屢勸不改

為何你將慘劇重演

為何你必須兵戎相見

我不會原諒你

我誓要與你決一死戰

別忘那是你的子民

別忘那些顛倒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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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書舍真好，附設了一處地方作講經、弘法、活動用途，既可互相照應，亦可減輕支出。

在相關業務上還可互補。最難得的是你們能公開讓所有佛教團體借用，使新晉的團體有所踏腳向

前，這在弘法利生上能有深遠的影響。既要弘法利生，且要作企業經營，融為一體，真不容易。

」一位出家人對著忙於工作的老頭子悠閒地道。

   「我們本想自己運作，不假手於人，無奈工作繁重，實無能為力，且地方放在那裏，如不好

好利用，實在浪費，借予他人用，亦可沾上一分功德，何樂而不為呢！你何時有空能到來宣講教

義？」老頭子沒有停下手中工作問。

   「我自己功夫未夠，不會出來宣講害人，待將來機緣成熟，必先到你這裏來。

    從前我見到你們張貼了大量活動海報，誤會皆是由你們舉辦，正要讚嘆時，發覺原來是別的

團體活動，不禁有點失望。可是，能開放給其他團體張貼卻叫我喜出望外。除此外，你們尚作何

功德呢？」出家人興致勃勃問。

   「是何團體舉辦有何關係？只要這些難得的活動能夠舉辦便好了。我們常常看作自己舉辦呢

，亦有不少人來電詢問詳情，看作是我們舉辦的。」老頭子停下手中工作，洋洋自得道：「我們

還代其他團體派送善書；自己出版或協助他人出版，尚有講座等其他不同的活動，只要是功德便

儘量爭取，把握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本著將法輪推動的宗旨。因此，不能不開放平台，讓任何人

皆能發揮。故這所店不是我們的，是眾人的店；不是我們的功德，是眾人的功德；不是我們的佛

法，是眾人的佛法。」

   「與大眾共存共活，共功德，融入大眾，正是書舍的生存意義，價值。亦是企業經營之道，

超乎生存，存在的意義，必能長存。這亦是任何個人，團體的存在意義。」出家人讚嘆道：「是

什麼原因驅使作這法輪轉動？」

   「也許是夙願吧！每個人皆有其夙願，迷於其中，只管營營役役地去滿願，難以說出其所以

然，非發心，非大志，因此，不值得去讚嘆，只是因緣巧合。」 老頭子迷惘道。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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