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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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熱潮  提舍

 

　　上世紀回歸前，香港人一般皆是政治冷感，不但對國家大事不關心，就是社區事務亦不聞

不問，凡事逆來順受，只管牛一般地工作，勤力地要擺脫貧窮，幾經艱難累積了一點財富，卻

被外國的財閥到來，掠去大部份金錢，如是一段長時間後，當元氣恢復，再度累積了一點財富

，另一個金融風暴到來，再掠奪大筆財富離去。這可以理解，香港是一個殖民地，統治者是外

國人，當然不會留情，亦不會為當地人設想，罔談政治只會徒勞無功，政治冷感是必然的。辛

苦累積的財富被多番掠奪，政府也不會在乎，更有可能為其祖國的利益縱容欺壓，直至回歸後

，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自己的人民，當然關心，成立金融管理局，對抗財閥的侵略，保

護民眾的財富，只嫌教育不足，人民對經濟不瞭解，常陷於風險中。政治上，開放給人民論政

，有限度的參與，如晉身立法會等，政府官員、公務員等不可躲藏在背後躲懶，而要面對人民

的批評，監察，質詢。可以說，民主步伐已不錯，也許有人仍嫌不夠；可是，在外國勢力背後

暗中破壞下，能開放民主嗎？這只會做成崩潰，民主步伐的放緩，是打著民主旗幟的人在破壞

做成。如六四民主運動，在香港二十多年來皆是正面及堅持的，可是在「佔中」後，人們開始

質疑當年學生運動是否像今天「佔中」的學生般非理性、不管民間疾苦，挾正義而令天下，狂

妄，不留餘地，勾結外國勢力。也許當年是正義之舉，卻被佔中破壞了，從此六四人數急降，

香港六四的特色殆盡，可惜可悲。

　　政治開放，自然鼓勵了人民論政，繼而熱衷政治，於是，可見到酒樓茶室，公園，交通工

具上，人們談論著政治；雖然大部份偏於一隅，或是意氣之爭，畢竟鼓勵了人們關心眾人之事

。在資訊發達下，政治意識成熟，假以時日，人們會好好利用手中的一票去改變現狀，或是參

與政治。總的來說，將步向進步，社會在大眾的監察及關心下，定會向好。　　

    可是，政治是複雜的事，由於牽涉名利，必然引來各方的爭奪，明鎗暗箭，置身其中，不

但有高風險，甚至自己被同化，墮落而不自知，陷於萬劫不復的地步。儘管如此，政治帶來名

利的吸引力畢竟極為吸引，各方「英雄」如法律界、工商界、名人等，紛紛改投其下。一時政

治變得有點沸騰，人們看到其巨大利益，先欲投身立法會議員，希望得到高薪厚職，繼而投身

不應於親友　　伺覓其過失

親友心願同　　相念常不忘

如是之親友　　不為他沮壞

應當恒敬念　　愛重如己身 （《別譯雜阿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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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區議會，除得到不錯的薪酬外，亦是仕途及前途的重要踏腳石；在激烈的爭奪後，僧多粥少

，「英雄」轉而投身互委會，藉此參與社區事務，進而投身區議會，立法會等。互委會雖然沒

有即時的利益，但操控互委會後，便可運用權力去謀取私利，如圍標等。一時間，這些昔日無

人問津的職位，變得炙手可熱。世界輪流轉，人生起伏原來是自然現象，如何看待，如何勘破

當有所啟示吧！

    這裏無意批評參政之路，亦不會不鼓勵人們參政，只是強調參政應有崇高目標，凡事皆由

正途去走，才能持久及具意義，否則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在名利場中，是高風險的考驗，尤

其利誘，實容易使人身敗名裂。因此應常保持冷靜，反省，控制情緒，更要常常提醒自己，莫

忘初心。受挫時，告訴自己，這是修行之路，必有挫折，亦是自我提昇的機遇；意氣風發時，

更要告訴自己，這些皆是過眼雲煙，起跌是平常事，亦是快速事；在佛教的立場，政治是眾人

之事，是快速有效的菩薩道，亦是菩提心的修煉。

    政治是如此吸引，卻是那麼高風險，佛教裏當然有不同的主張，有認為要深入其中，要入

世；有認為要保持清淨，徹底遠離；有認為要論政卻不干政等不同的主張。這些主張，各有其

優劣。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事，自有不同的應對，難以一概而論，要做得圓滿

，端看個人的靈活性，方便性。佛教經典對政治的討論不多，這是由於佛教站在修道者的立場

及當時印度流行沙門的風氣。可是，佛教對參政者有嚴格的要求，必須受菩薩戒，時時以出世

精神警惕及反省自己，不忘初心，《南傳彌蘭王問經》是僅有的其中論政經典，可作參政者之

圭臬。

　　人的一生轉瞬過去，大部份人除了睡覺、吃喝、工作外，乏善可陳。亦可說，多數人因循

而活，不經不覺而去。每一個人，皆希望一生中留有一本傳記，對自己「歌功頌德」，如能有

人為寫兩本、三本，乃至十本傳記，那多好。如果沒有人寫，索性寫一本自傳吧！再不然，能

在其他書本中提起自己，廖廖數行也好。

　　可是，我們俱不見經傳，縱有傳記，亦無人讀，無人有興趣讀，或是讀不下去。縱有傳記

，轉瞬消失在書海中，消失在歷史中，可曾見千千萬萬人中，留有多少傳記？能留傳多久？

　　去幫助每一個眾生，自有眾生銘記，自有眾生為寫傳記。或不能載於筆墨，亦永留心中。

　　最宜為自己寫一本自傳，從初發心為眾生，成就何等功德，然後按自傳實踐下去。當離去

的一天，交出自傳，實至名歸地流傳下去。

傳記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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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虛大師認為作社會文化、教育、福利

事業等，是每一位佛教徒應做之事。可是，

這些只是輔助之舉。每一位佛教徒，包括出

家在家，首要是修持，學習佛法，還勸他人

修持、學習佛法，才是信徒的正行。以佛教

的智慧化世導俗，卻非同流而迷失世間，佛

法有其不共的特質，這才是人間佛教化，非

佛教人間化。

　　佛陀降生世間，生而為人，終其一生，

皆以踏實的人間正行化世導俗，而不以神通

、玄妙去化導眾生。但佛教不只以人間為鵠

，他在拯救一切有情，包括四生六道眾生，

諸佛示現於無量世界，拯救無量無數眾生，

以無量方便示現，因此，佛是一切有情的佛

，非只是人間世的。可是，人間的眾生，礙

於人間的規限，只能見到人間的佛陀；若是

天界的眾生，礙於天界的隔閡，亦只能見到

天界的佛陀。人間眾生，當然奉行人間佛教

，亦只能行持人間佛教，那是必然及當然的

，否則將做成紊亂及禍害。人間佛教是人間

化的佛教，以度人為主，旁及六道眾生，如

度亡，施食，供天，放生等，可是，其本位

及能力所及，仍是以人間為主。

　　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頗能握到重心，

他認為佛教應走進人間，進行慈善、教育、

文化、藝術、哲學等參與，其中以教育及文

化為主要。又人間佛教亦以佛教為主，以佛

  

                                      

人間佛教（二）  寂慧

        

 

教的智慧化世導俗，本位在佛教，而佛教以修

持、教育、文化為主，因那是佛教的內涵及核

心。要化世導俗，必須弘揚佛教，要發揮佛教

的功效，必須將佛教的修持、教育及文化做好

。他的主張，給有心之士帶來震撼及認同，紛

紛遵循仿傚，產生重大的影響，無奈後世的追

隨者，對人間佛教作出另外的解釋，可是走不

出太虛大師提出的範圍，只是側重不同而已；

而掌握拿揑，沒有出太虛大師其右，尤有甚者

，竟將佛教人間化，這情況在多年的建樹後，

發生在不同傑出表現的個人及團體中。沒有察

覺其偏離人間佛教的正道，還有意無意地擺脫

太虛大師的主張，擺脫他的影響，另立定義及

解釋，說明他們的人間佛教不同處及優越性，

這無疑是發跡後要減輕曾憑藉的得力處而凸顯

自己的優越及創造。這從他們的山頭主義作風

便可看到跡象。

　　在今天全球一體化及資訊極發達的年代，

閉關自守或創造自我的社區淨土已不太可能，

亦不合時宜，嫉妒心強的世間定不會讓他人躲

在身旁的淨土享樂，唯一的出路是將整個世界

轉化成淨土。人間淨土、人間佛教是大勢所趨

，亦是佛教該走的路向，亦是佛陀的本懷，這

路線將延續下去，並維持很長的時間，還不斷

的深化、改良、調適，與世間產生巨大的激盪

。可以預見，人間佛教將帶領眾生穿越苦難，

其功效端看行持者的發心及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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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委曲求存

 

　　宋明以降，佛教不斷走下坡，直至民國初年，一厥不振，瀕於滅亡，究其原因，國家積

弱，內憂外患，人們只關注生存，無暇兼顧性靈的修養，佛教內部亦因資源缺乏，對教育，

弘法的開展，無能為力。香港佛教自民國初年太虛大師來港演講，而本地的富商陳靜濤大力

支持，出錢出力，加上東蓮覺苑張蓮覺亦以人力財力助成，產生復甦的景象，無奈日本侵華

，香港淪陷，佛教活動幾陷於停頓，直至抗戰勝利，佛教才能重新開展。可是，如此反覆障

礙，畢竟對佛教的開展不利。

　　一直以來，出家人因社會環境，陷於貧困境況，當然受教育的機會不多，做成質素下降

，被歧視，被排斥，在所難免！這不獨是香港，就是廣東等處，乃至整個中國皆如是。

　　出家人在如此困境下，謀生也極困難，礙於身份、戒律，要像一般俗人謀生，亦難以成

辦，只有為亡者做法事賺取收入；但為了謀生，不免將身份降格，遷就喪家不合理的要求，

錯失了度亡的殊勝功德，久而久之，佛教、出家人在社會上變得沒有地位，宗教師淪為謀生

者。佛教只能淪為為亡者服務的宗教。由於社會對死亡忌諱，當然不會對佛教有好感，認為

是不吉利，在迫不得已下才會找佛教度亡。這種歧視，連帶見到光頭也認為不吉利，尤見於

賭徒無理的目光，將賭輸的責任放在因為見到出家人的光頭做成，將輸錢發洩於出家人身上

，唾罵，追打，潑水，或以硬物敲打出家人的光頭，尤其女尼，由於體弱，必須承受更多的

侵犯，乃至頭破血流。為了防止這些侵犯，很多出家人喜帶傘子，在酷熱天氣或雨天，可打

傘遮擋，亦能防止敲打，或是以作武器自我保護，一介女流在如此困境下，仍能保持身份，

不可謂不令人敬佩；若問他們所為何事，可能無法答上，亦說不出為教奉獻的大道理，只能

說那是夙世的因緣吧！但以此夙世因緣，佛教亦賴以苟存，直待黎明的到來，高僧大德的出

現，佛教的復興。佛教的功業沒有他們的份兒，可是佛教的衰落，就完全歸咎於他們的不如

法，在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沒有佛教會的保護，沒受教育的環境下，全靠自己的盲修瞎練

，存活世間。

　　除了出家人，在家居士亦受到歧視，被認為是落伍，不合潮流，迷信，偏執，迂腐等。

對於不喝酒、不吃肉，不濫殺昆蟲等行為，加以取笑，弄至在家居士不敢承認自己信佛、學

佛，不肯承認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茹素、持午等行為竟偷偷地進行，若有人問起佛教的教

義或主張，總是顧左右而言他，信佛，學佛，不只「鬼鼠」，且委屈。

　　在此情況下，信仰佛教的人自然大減，出家人短缺，繼承乏人，佛教前景堪虞。

　　太虛大師認為，佛教積弱，責在出家人：「平素隱居山林，自鳴清高，未能作積極有益

於社會之善舉；或只能作平常之超薦亡魂，於世無多大裨益。」有以致之。

　　更有社會中窮途末路，或作奸犯科之人，躲到佛寺中，或從佛教出家、受戒，使佛教質

素下降。可是這些皆是環境因素使然，批評，指責確是得當，但責任卻不全在他們身上。相

反，在如此惡劣環境下，能夠不如法地堅持下去，總算能為佛教苟延下來，不致湮沒，亦是

功德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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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浮浮生

           

 

　　「很感謝你們能接見我們，並安排使亡者復活，聊慰我們在生者之心靈。」一對夫婦在

一所大房間內，隔著長檯，面對佩帶職員證的一男一女，婦續道：「白頭人送黑頭人已是最

淒慘之事。一對孖生姊妹突然其中一個離世，餘下的一個喊生喊死，終日淚流滿面，雖然是

小孩，卻屢勸不果，身為父母的我們，更心如刀割，數年下來，仍是傷心難過無減，我再也

撐不下去了。」

　　夫看見婦不斷啜泣，難以成言，接口道：「我們多方打聽，知道你們公司暗地裏提供這

種服務，我們商量過，這是唯一的途徑，助生者慰藉對亡者的思念，希望藉此擺脫執著，重

過正常生活。金錢方面，不用擔心，你們儘管開數好了，我們的秘書會很快付款的。」

　　「首先，我們的服務尚在試驗階段，未知可行否，亦不知道有什麽副作用。因此，暫不

適宜公開，也需要你們簽署同意書。我們有最佳的不同演員，扮演亡者，最佳的化粧師、服

裝道具師、導演、音響錄音師等，全都是一流的。因此，請你們提供亡者的衣服、生活習慣

、喜好、照片，最好有她生前的錄影，讓我們更能掌握她的小動作，詞彙、言語、習慣等資

料，交由導演、編劇等去安排，將一個演員培訓成如亡者復活般。可是，之前有一個個案，

我們的演員身陷其中，竟完全投入，而求助者亦不能讓演員退出，這本來是好事，但演員的

家屬感覺演員離棄他們，提出抗議，而求助者家屬不能接受演員成為他們家庭一份子，認為

不是同一血統，這便牽涉不同的倫理中，沒想到這計劃的發展，會遇到這些問題。」女職員

解釋道。

　　「因此，我們的計劃被迫停止，本來天衣無縫，能利益很多人，卻要被迫腰斬，我們也

感到很可惜，也許佛教的因果論才能解釋，縱有好的東西放在那裏，垂手可得，但沒有福緣

亦只能徒言。」男職員續道：「有感於你們的誠意及可憐，亦由我們公司高層與你們的關係

，我們才勉強接下這個案。對亡者的離世，家人的思念，我們已能解決，但其他問題，可見

及不可見的，我們實難掌握。因此，在提供服務前，希望你們多點瞭解，如仍有疑惑，請提

出來。」

　　「為了我另一個在世的女兒，我管不了那麽多，請儘快提供服務吧。縱使將來要我受更

大的苦，我也願意。」婦急不及待道。

　　「稍等。」夫忽有所悟道：「既然佛法有如此殊勝的解釋，必定有方法去除我們的疑惑

及痛苦吧！」

 

　　如此惡劣境況，一直維持至八十年代，星雲法師來港於紅館作大型演講，此後每年一次

，如是維持十數年，情況才有所改變，這是從出家人口中傳出來的。此後，佛教地位慢慢提

升，出家人身份亦水漲船高。今天，出家人身份已很尊貴，到處受到優待。當然，香港佛教

界的努力，使佛教環境改變，亦是功不可沒，可以說，佛教在出家、在家、本土及外來的力

量下，來一個大翻身，前途無可限量。

　　今後的佛教，應提昇質素，深化，尤其在佛學教育方面，更要加倍努力，否則佛教雖然

普及，錯失方向，恐有相牽入火坑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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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龍城區見到有數人綑縛一隻貓，虐

打牠，還以火燒牠的毛。」他憤慨地對著電話

道。

　　「請問報案人名字叫什麽？聯絡電話是什

麽？」電話另一面詢問道。

　　「你們先往拯救牠吧！否則遲了恐怕虐待

致死，救不了。」他有點氣喘道。

　　「對不起！我們一定要有報案人資料，才

會跟進處理。請報上姓名電話。」

　　「我可以不告訴你嗎？因為我經常在那裏

出入，他們很兇惡，若知道是我告密，定會虐

害我。」聲音有點顫抖。

　　「沒有報案人資料，可能是惡作劇，浪費

我們的資源，請告訴我們你的姓名。」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請快點往救助

吧！」他頓足道。

　　「你光有愛心並不足夠，還要坦蕩蕩，有

承擔，盡量做到最好，必要時，為了幫人，下

地獄也在所不惜。更要無我，去除我執，我畏

。在空性下，有什麽可計較，什麽可畏懼？佛

道是要吃苦，吃虧的。

　　請報上你的姓名電話。」

  

我應該是最瞭解你的人

縱使你有弟子千萬

同行同住千多人

可他們只注意你的一舉一動

微細的行為

卻不瞭解你的深意

你難以辯釋

亦無法一一細訴

重複叮嚀

他們說你是小乘人

精於解脫道

更說你清淨無染

卻無視你的顛沛流離

背痛頭疼

終生奔走恒河兩岸

安撫無數眾生

更要獨自籌謀

為萬世蒼生

他們說你是圓滿人

不曾看到法會上弟子無禮的退席

晚年的國破家亡

銳痛的眾叛親離

而你的遺願，竟是

壯志未酬

我應該是最瞭解你的人

只因我從遠處看你

從時代觀你

從千百年後窺你

菩提心的故事  浮浮生

          虐畜

 

最瞭解你的人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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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糟粕書  桑珠旺秋

 

　　「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世間糟粕書」，楞嚴經太好了，不但義理豐富，而且廣

博多聞，包括世間法如世界的起源等，可說是一部百科全書，有誰能有如此既博且深

的修證及學問，寫出如此偉大的經典？楞嚴經猶如阿難尊者，博學多聞，難怪能成為

經中之王，難怪歷代不少高僧大德憑它而有成就。

　　當我們讀到一本好書，除掩卷嘆息外，更對其他書不屑一顧，這經驗很多人皆曾

有過。這是一本書的魅力，亦是讀者的提昇憑證，那麽，其他書如世間書是否不須一

顧呢？如果專心一意，不管世間事，只求今生有證，確不宜看世間糟粕書；但若人在

江湖，或是奉行人間佛教，則不能不管世間事。因此，世間書還是要讀的，這是「法

門無量誓願學」，「菩薩當於五明處求」。當然，開首的「自從一讀楞嚴後」，不是

反對看世間書，而是讚嘆楞嚴經。

　　「世間糟粕書」與解脫無關，儘管如何高明，並不對應解脫，但人在江湖，必須

有豐富的知識，才能自立，才能辨別是非黑白，才能助人自助，才能行菩薩道。

　　那麽，我們該如何讀世間書呢？

　　「世間糟粕書」不能不讀，但不宜多讀，因容易陷入世間法及影響減少修讀出世

間書。以下有三點該注意：

　　１･比例：應以九成閱讀時間來閱讀佛書，餘下一成時間閱讀世間書，當然，比

例可以因應情況而調節，但世間書不能超越五成，畢竟佛書才是「正行」，才是無悔

的學習。

　　２･範圍：涉獵世間書的範圍應廣博，才能不與社會、世界脫節，才能讀懂世間

法，方便行菩薩道。但有些範籌，仍須多注意，深入；如自身的職業，因那是入息的

來源，不能輕率；如正在效力的活動，例如老人服務，便需多點瞭解老人心態，社會

設施等，務求精益求精。

　　３･應用：由於時間，資源有限，要關顧的範圍廣博深入，不能浪費於消閒、興

趣、好奇等無意義的學習上，必須有目的而學習；即是說為了應用才學習、學以致用

。當讀一本書時，該先問，讀這本書為了對應什麽？希望得到什麽？得到的可以怎樣

應用出來？更要問學習到的對自身的學佛歷程有何幫助？

　　如果不能符合這些要求，便要三思是否值得去讀。畢竟人生寶貴，時間有限，要

一生無悔，必須有所選擇。

 



8

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601室      
電話：(852) 342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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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白楊街30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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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來了數位男男女女的顧客，正要開門進書店內，老頭子阻攔著道：「你們皈依了沒

有？如果沒有皈依，沒有虔敬心，縱使讀上千冊、萬冊佛書，只是說食數寶，於道無益，當

然於人生無助，克服煩惱也無能為力。別說我們要求高，煩瑣，那完全是為你們好。要知道

，你們進來已有很好的福德因緣，別當作消閒，隨意度過，應把握因緣，切切實實的作一番

脫胎換骨的改變。」

　　顧客稍作商量後，決定皈依道：「你說得對，我們既有向道之心，便應投入，皈依，發

心，學習。否則，正如你所說，浪費大好因緣，但我們急於進內學習，難以轉到別的地方皈

依後再回來，怎辦？」

　　「你們請進來，我們書店後面一個角落有佛像，有出家人可為你們皈依，連同這些法寶

，可謂三寶具足，是殊勝的皈依。可是，皈依是什麽一回事？皈依的意義是什麽？你們懂嗎

？你們可有佛學基礎嗎？簡單的四聖諦、十二因緣、十八界、五蘊，你們知道嗎？別說你們

是佛教徒，卻對佛學一無所知！如何應對教外人的質疑，提問？別作『啞羊僧』，愧對三寶

！因此，你們皈依前，師父會為你們開示，作為如法的優婆塞、優婆夷所應具備的知識，條

件；還有，皈依後，你們仍需定期到來，繼續聽師父開示，穩固基礎。你們完成這些前行後

，才可自由地在店內挑選任何佛書。」老頭子仍攔阻著顧客。

　　「我們馬上就去皈依，但我們已急不及待，無法等到圓滿前行才來購書，你可以網開一

面讓我們進來嗎？我知道那是為我們好，但我們實在渴法，不能再等。」顧客們有點哀求道。

　　「好！你們進來吧。」老頭子讓路道：「首先你們馬上進去皈依，但要懷著極虔誠、極

依靠的心，別忘供養紅包給師父。店內有一個佛學基礎區任你們觀看，其餘部份是深度佛學

，非你們能力所及，待完成前行後，才可任意觀看。請依規矩做事，否則將被要求離開。」

　　「我們一定遵守，愈嚴格我們愈高興，因為皆是為我們好，這樣才有得著，才有進步，

才能成就。人生如此複雜，佛法如此殊妙，豈是戲言戲行能掌握呢！這我們是知道的。」顧

客們不斷必恭必敬地哈腰躹躬走進去。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狂想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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