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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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新局勢  提舍

 

　「我買東西，要又平宜又靚」。從前這樣說時，必被人詬病，那有這樣魚與熊掌兼得。如果

要便宜，必須忍受貨品差劣；如果要靚，必須多付金錢。沒想到這個世紀剛開始，確有這種情

況存在，例如很多集團的快餐店，已比一般餐廳又平宜又靚，且衛生得多。一般餐廳如何生存

？從前當一般餐廳被投訴不衞生，且發現有老鼠時，一般餐廳便回應他們的食物美味，故引來

老鼠，如果沒有老鼠到來，只證明他們的食物不吸引。這樣不思進取的借口，如何不導致覆亡？

　　從前，郵局派信的經營，人們多認為沒有前景。郵費微薄，如何足夠支付路途遙遠的運送

，且要兼顧山區、人口稀少的派遞，沒想到今天的速遞公司竟能擁有自己的飛機，而郵局的職

員仍高高在上，頤指氣使。

　　世界已進入一個快速更替的年代，很多不起眼，從前不被重視的行業，亦受到青睞，努力

經營下竟創造一番新天地；而一些固步自封、因循懈怠的經營，迅速沒落。除了埋怨外，不會

反省檢討，只會光瞪著他人取代自己仍不知原因何在。

　　各大企業皆全力以赴，做到盡善盡美，就是小小的不足，仍不厭其煩，千方百計地去改善

，可以說去到圓善的境界。這不但需要雄厚的財力，人才，還要細心，長時間的經營，才能達

致此境界。這決非一般中小企業能夠負擔。因此，大型企業不斷擴張，侵蝕；而中小企業卻急

速被封殺，倒閉。這有如各歐美西方國家，只有大型企業，連鎖店，卻鮮有私人小企業，那是

勢之所趨，實難挽救於既倒狂瀾。

　　未來的世界，將會是大投資，大企業，大圓善，群體，紀律的世界。小企業陷於絕跡，而

個人在社會中只能變成弱勢，被規範，壓制，生存必須跟著潮流，既定的模式去運行。

　　那麽，後面的主宰是什麽？是沈默的大多數，他們不太懂發聲，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麽

，環境賦予什麽就接受什麽，不管好與壞，因為他們知道個別的能力有限，難以改變現實，最

主要是他們懶惰，無心去改變，只想他人為他們安排籌謀，自己毋須煩惱。可是，他們知道自

己有一種既不能影響大局，卻間接聚少成多，終能改變大局的權力就是投票權與選擇權，這看

似不重要亦十分重要的權力，當能善用時，可產生很大的功用，如不善用時卻毫無作用。

　　這種形勢是一種功利的形勢，各人皆聰明地利用環境去為自己爭取利益，最好是不勞而獲

。而用心去做事的人，亦是為了壟斷範圍，做到最好，當爭取到最後的權力時，便為所欲為地

去宰割。未來的世界是聰明人的世界，大家對現實環境有充份的瞭解，善於利用機會去爭取最

大的利益。當知道無法改變時，便噤聲任由宰割，或是逃難、離去等。

　　功利主義有違佛教精神，不但消極，亦缺乏改變不好環境的動力。因果業力才是佛教基本

的道理，如是因，如是果，才是改變命運，將不好的環境改變成好環境，不好的命運改變成好

命運的正確方法。聰明地去爭取對「我」有利的做法，往往是不智慧的對「我」有害的做法。

無量劫中所修行，一切功德悉回向，

為欲救度諸群生，其心畢竟不退轉。

　

                        

《華嚴經》
  卷二十九，十回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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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是一件大事，是人生中重要而天翻地

覆的改變，少一點信心，少一點福德因緣也不

為功。因此，出家前作一週詳的計劃是必需的

，因為出家人的身份在各種事務中有很多限制

，很多事情不能如世俗人般「無拘無束」，所

作的計劃比一般事務更困難。規劃分兩方面，

一是本身的靈性修煉，專業及人生目標，二是

生活的維持，色身的長養。第一項各人有其喜

好、因緣，及師尊的指導，第二項其實很重要

，如果不能解決，將嚴重影響第一項的運作。

此所謂「衣食足、知榮辱」。可是，相當多的

出家人忽略了此一項，認為「有道心，自有衣

食」，或是「船到橋頭自然直」。結果弄至出

家後，常要為衣食籌謀，只是身份改變了，卻

要如一般人般營營役役，從前對出家的憧憬，

期望，抱負，完全不能發揮。要知道，世間人

為了衣食，絞盡腦汁，費盡心思，全身投入，

也不一定帶來安逸，出家人在這方面亦難以比

他人「幸運」，如果不好好籌謀，恐怕亦會陷

入困境。

　　佛陀時代，生活簡單，少欲知足，已是一

種重要的修行，日中一食，挨家挨戶行乞，減

少為了食的時間浪費，減少對食的貪著，亦可

為施主祈福，更可說法回報施主。這樣，對施

主及出家人本身皆有利，亦是佛教深入民間的

途徑。印度人有一種傳統，供養出家修道者，

因此，出家人容易乞取食物，但在中國及其他

國家沒有這種傳統，如沿用此制，會帶來困難

。且如此「苦行」，非一般人能接受及支撐。

因此，中國創設叢林制度，自給自足外，更照

顧十方參學的出家人。亦有專精於自己修持的

子孫廟。寺廟收入來源有靠十方供養，有靠大

  

                                      

    出家人的生計  寂慧

        

 

護法或是國家支持，但這些未必可靠，且受

人制肘，於是有自耕自足，以田產租給平民

耕作；或是以房產租給平民居住；或是放債

收取利息，這些皆是穩定的收入來源，雖然

與佛陀的出家制有些出入，但要長期養活數

以千萬計的人，不失為有效的方式，要知道

，衣食的籌謀對道心有一定的影響。

　　個人方面，出家人的生計方向可分兩大

類，一是經教路線，如講經說法，成為經師

、律師、或論師，通俗佈教等，這條路線最

符合佛陀弘法的方式，可是收入差距極大，

有寂寂無聞的法師，聽眾不多，收入極少，

亦有大法師說法，供養源源不絕，要知道，

各大寺院的出家人，很多皆有佛學根底，受

過佛教教育的培養，畢竟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能給與人信心，受到支持。世俗的團體亦如

此，學歷高，受過教育的人，往往被重用及

位居要職。第二類是經懺法會的路線，這條

路線宗教氣氛濃厚，聚眾容易，出家人的生

計在這方面能較快及得到不錯的收入。有些

道場，佛學院、活動在缺乏經費時，往往出

此一招，舉辦一個大型法會，超度怨親及增

福延壽，往往立竿見影，解決經濟困難。可

是這條路線往往被抨擊，不齒，尤其容易受

到經教路線人士的攻擊，甚至高僧大德亦大

肆批評，認為是斷佛慧命。可是，如果宗教

活動沒有宗教儀式，如何聚眾？如何凝聚信

眾？況且這些宗教活動是共修的一種，亦是

深譜經教的得道高僧創設的，其功效不可思

議，受到大眾的喜愛及歡迎，不但沒有斷佛

慧命，還使佛教承傳下去。佛教在中國歷史

中，由於種種原因，多次積弱難返，陷於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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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社會上，亦看不起佛教，曲解佛教。可是

，當有家人去世時，或是人生不順意，充滿疑

惑時，總愛尋求形而上的協助，找上佛教的出

家人做些法事聊慰亡靈及心靈的空虛。雖然所

找的出家人學問不好，對佛教亦不認識，只憑

外相及宗教儀式，唱唱誦誦，從表象上發揮佛

教的一點點功能。可是這一點點功能的功效，

得以讓佛教苟延下去，待後來的大德高僧重振

佛教，創造輝煌。試想，若沒有這些「不如法

」的活動苟延，在那些艱難時期，佛教還有什

麽能拿得出來，續佛之命還有什麽？縱不覆滅

亦難以扭轉。要由一些學歷不高，對佛教不認

識，內心充滿煩惱，生活無以為繼，貪財的人

去承擔佛教，未免太沈重。而他們就只憑一些

久值的口號：「出家人慈悲為懷」、「禮佛上

香」、「慈愍眾生」等口號撐持，加上夙世的

大願，展露出家相，就憑這一點點，在不知不

覺中，將佛教延續下去；若問他們何以如此大

勇氣，必答不上，亦不曾有此發心，只是在冥

冥中生活下去，縱有沈重的煩惱及不如法的舉

動，只有愧疚地深藏起來。雖有如此功勞，但

畢竟不如法的舉措對佛教亦有不利的影響。可

以說，這條路線並沒有不妥的地方，只是參與

的人沒有深解其意義，流於形式，或以此謀生

為主，失去鄭重，純淨的決定因素，未能發揮

固有的功效。

　　歷來的出家者，有在未出家前，努力賺錢

、貯錢，在足夠時便毅然出家去，由於未雨籌

謀，所以出家後能安然自在循自己所想去生活

。亦有在未出家前跟信徒打好關係，相議出家

後如何由他們供養，成就道業。可是這方法會

因日久而有所改變，並不十分可靠。有出家後

依靠俗家親朋供養，可是既然已出家，卻要與

家人等纏結下去，亦是有所不妥。有依附道場

生活，可是，不能「白吃白喝」，要在道場內

  

                                      

幫忙工作，如果是自己喜歡的工作，那便最

好，否則亦會生活得不開心；有自己創設道

場，終其一生，奮鬥不懈；有成立小精舍，

除在其中居住外，偶爾做些小法會，悠閒度

日，既能自主，亦可清清淨淨地生活；也有

一些在家中做些小工業，維持生計，台灣慈

濟證嚴法師就是以此起家。如果運氣好，會

繼承某大寺院，或某大道場的產業，登上富

二代之路。

　　出家人的生計，可以是林林總總，但礙

於出世思想及戒律限制，應小心行事，避免

他人詬病及影響佛教形象。以上的生計皆是

可行的，但為了增加生活的空間，應多些發

掘出路，亦是安僧的一種。現代社會，網絡

世界廣泛，出家人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如

網絡顧問、運作、網售等；慈善性質工作的

管理，如弱勢社群的輔導、老人服務、傷殘

、病者的照顧等；金融投資，雖說佛教有排

擠金錢的傾向，但為了生活，謀取合理正財

亦無可厚非。在居士來說，有護持出家人的

責任，應成立一個護僧組織，在財務及事業

上協助出家人，讓他們發揮潛能。此外，佛

教界內，應有一個或多個金融機構，為廣大

的佛教組織及個人服務，除了為龐大的佛教

資金增值，謀取出路，保護資產外；更要為

教內弱勢社群融資，賑濟；協助佛教內有心

弘法之士發展，實踐他們的事業。從這基礎

上擴展，可為佛教界尋求可信賴的專業界別

如會計、法律、醫療等服務，使每一個信仰

佛教的人士在教內得到很好的福利，樂於親

近。從中亦可開發不少職位，讓出家人參與

，若在佛教界內能成功達至，可推廣至廣大

社會、國家，讓人間佛教從安僧開始，達至

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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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外來佛教組織的移植

 

　  弘法團體機構、個人在其本土打好基礎後，不約而同地擴展到海外去，那是自然的發展

。廿世紀七十年代始，這種趨勢開始普遍，漸漸成為熱潮。原來這種向海外弘法的做法，早

已有先例，二十世紀初，香港亦有個別法師到美加夏威夷等地弘法，有偶而到訪，有移民落

地生根。可是皆不成氣候，亦乏組織性，計劃性，功效當然不彰。

　　海外力量的進駐，產生明顯效果及旋風式熱潮的法師，要數八十年代星雲法師來港，成

立駐港機構，以台灣模式在香港開展，配合每年一度的親自來港，在紅磡體育館作三天演講

，內容融合佛法及生活化的內容，如佛教的財富觀等，深受歡迎，聽眾超逾萬人，這在平淡

甚至被歧視的香港佛教，簡直不可思議。演講後，星雲法師與不同的信徒群組聚會，加強培

訓及組織，為日後的弘法事業打好基礎。從此，香港佛教的地位不斷提昇，信徒倍增，出家

人數持續，扭轉早期沒有人出家承繼聖教的劣勢，亦改變了信徒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的劣

勢。往後，台灣不斷有法師及團體進駐香港，互相輝映，其中較為突出的有聖嚴法師及他的

法鼓山。他們的努力為香港佛教帶來很大的動力及衝擊，使香港佛教欣欣向榮。

　　原來早於廿世紀初有敦珠法王的金剛乘學會進駐香港佛教，雖然沒有旋風式的效果，亦

在背後默默地影響著香港佛教。及後有大寶法王的噶瑪迦珠佛學會、創古中心、大乘佛學會

等密宗中心駐錫，當各派系及團體成立，做成一股潮流，自然吸引海外別的組織紛紛到來，

形成一股風氣。這皆有賴本土人士的支持。在潮流刺激下，紛紛往外地引進海外團體，在內

外合作下，為香港佛教引來新動力，而自創式的成立團體，本土式的運作，卻難成氣候。縱

觀各團體的成立，必有其各自賣點，如標榜某位法師；某個海外團體運作的移植；某種法門

；某位佛菩薩。這樣才能使組織有目標，有對向，如果用教內術語形容，則為受到加持。這

種「外勞」式的運作，成效顯著，是上世紀末的普遍方式，為本地佛教帶來新動力，新思惟

。香港佛教崛起，這種模式功不可沒。

　　從歷史上看，早期香港佛教如一潭死水，雖經本土人士不斷努力，皆不能有所突破，只

有依靠外來力量，甚或往外「取經」，再回來奮鬥一番。外來力量，最先由大陸的北僧南移

，繼而是海外團體的進駐，形成一番激盪。可是，本土團體未能有所創發，亦不能有所主導

，只能依附他人，可說獨立性不足，自主自立能力不夠。可是，本土人士的功勞亦不容抹殺

，畢竟在地利的優勢，人力資源的補給，對當地環境的嫻熟，乃至捐募方面，皆作出了不可

替代的貢獻。況佛行事業不應分本土與外來，應是同家同源。

　　佛教本是世界性，普世的宗教，可惜因種種原因，未能正知正見地普及與深化。尤其在

歐美地區，極長的歲月下仍未能植根，直至上世紀才開始被重視，首先由日本的禪學蔚然成

風，繼而有西藏的喇嘛創設道場，研究風氣亦在各個學府進行。只可惜漢傳佛教因為某些原

因，不被西方認識，做成很大的缺失。而各學派，傳統在西方的發展，仍須多加努力，以彌

補西方在漫長歷史中沒有佛法的過失，在世界一體下，這無疑是亞洲佛教的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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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已死去的丈

夫投訴陰間太冷，希望我燒多些衣服給他，最

好注意潮流的服飾，不要只是單純保暖。

　　我真的有點懷疑，為什麼總是說陰間太冷

，為什麼總是向陽間需索？難道陰間找不到衣

服嗎？而燒衣服真的有效嗎？真的收到嗎？

　　但我能說什麽，那一點小事難道不答應嗎

！

　　接著他投訴我只顧事業，疏忽了兩個孩子

。我立即抗辯，一個女人要照顧家庭，兩個小

孩，支出龐大，外面競爭激烈，我如何能支撐

？如果不奮力於事業，如何使家人舒適生活？

他說自己在生時還不是一樣多方照顧，為何他

可以而我不可以？

　　我真的有點氣憤，早些時，他一直埋怨我

只顧小孩，不處理好事業，弄至入不敷支，積

蓄快要用罄，後來還埋怨我沒有救度眾生，讓

眾生吃苦受難，並興緻勃勃地細訴他在生時的

多方面發展。隨即他投訴我沈默寡言，一改從

前凡事爭議抗辯的性格，認為吵鬧爭論才是情

趣之所在，寡言使氣氛僵硬，冷漠，不似人世

的熱鬧。他還詢問我可有與其他男士交往，言

語間隱隱透出醋意。我還是沒有留意身旁的環

境，人物，只是排山倒海的工作，孩子無盡的

成長變幻，皆需要我去處理，已無暇理其他事

情。我很高興告訴他已沒有失眠的煩惱，不需

要吃安眠藥，每天上床後馬上進入夢鄉，偶爾

睡過了頭打亂了整天的工作安排。

　　我如今的人生目標是將兩個孩子帶大，讀

完大學。事業對我來說只是經濟原因，不是我

的目標。雖然他不斷追問我之後如何？孩子總

  

                                      

    無量光  浮浮生

        

 

有長大的一天，我將如何？可有想過追尋另

一段婚姻？這些我皆無言以對，亦沒有仔細

想過，現階段只有逃避，什麽也不想。

　　突然，我感到有點氣憤，回責他道：「

你一聲不響地離去，什麽也沒有交代，可知

累得我多慘。我由一個只懂享福的少奶奶打

回原形，凡事必須計較籌謀，還要重操故業

，在職場打滾。可知道外間世界多險惡，專

挑一些弱者來欺負，像我一個寡婦帶著兩個

不懂事的小孩，怎會不被人欺負，欺騙，我

如果不是堅強自立，恐怕會步你的後塵。但

孩子是無辜的，無助的，我何忍於他們不顧

。說到底，我沒有一天不怪責、暗罵你。我

倒想問一句，雖然你不出於自願離去，可你

有眷顧我們嗎？你有暗中保護我們嗎？你有

告訴我們六合彩必嬴的數字嗎？」

　　他不斷抱怨陰界的世界不好受，穿不好

，吃不飽。自顧不暇，如何能保護我們？最

恐怖的是那無盡的黑暗，無盡的陰寒，希望

我們能幫助他。

　　「我聽說佛教裏面有一尊佛――阿彌陀

佛，他有無量光，比太陽的光強勁千千萬萬

倍，可這些光不會刺眼，照耀整個宇宙，無

數陰暗隱蔽之處，皆能被照到，無數身陷的

眾生皆能見到光明，充滿希望、祥和、溫馨

，沒有恐懼。受苦的亦得以喘息。你只需以

心念嚮往這尊佛，依投這尊佛，便能得到感

應，救贖。」

　　多年來在外工作，打滾，不多不少聽到

解決困難的方法。希望這些方法皆能對無助

者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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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經典  寂慧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解」，縱有世間一流智慧，但若沒有人解說，仍然難解佛法，

可見佛法之深奧。當然，無始以來的輪迴，豈是強烈我執之智慧所能理解，聖人清淨，苦口

婆心之言，豈是充滿煩惱心的我們能理解！因此，佛經不能不有人註解，不能不有人說演。

　　儘管歷來註解佛經的工作汗牛充棟，可是，當要從浩如煙海的註解中去理解一些經典，

發覺竟困難重重，即時感覺自己的福薄慧淺，繼而體會到註解的嚴重不足，更發現不少不成

熟的意見，縱觀佛經難理解的原因，有以下多點：

　　１･註解之人學養好，修持高，從他們的境界說出來，豈是沒有修持體驗的我們能理解

。

　　２･言語隔閡――從前用文言文及專有的抽象名詞注經，豈是現代教育的我們能掌握。

　　３･心態隔閡――從前的人比較簡樸，一心向道，可是現代人學科繁多，煩燥分心，心

不由己。

　　４･註解不好――有些分得太細，讓人鑽進牛角尖；有些宗旨不明確；有些未提出要義

。這些皆令人難以掌握佛經的道理。

　　５･非如現代學術般有系統――古時的學術系統與近代有很大差異，亦是讓人難掌握佛

經的原因。

　　６･執於一隅――解經者多以其本身立場、生活環境等去註解，並未從經典成立的背景

，當時的時空中去理解。例如八敬法的制定背後意義、環境、作用，卻以性別歧視去質疑。

　　７･資料不足――古時文化、學術、資訊沒有那麽發達，做成資料不足，使註解經典有

所缺失。

　　８･時代差距――古時的生活環境，體驗與近代差異很大，註解及理解經典差異亦必然

大。

　　因此，註解經典是每一個時代的使命，不同時代，該有不同的註解。經典就像原理，放

諸不同環境皆準，註解猶如應用，在不同時空中有不同的應用，如何在不同環境中，適當巧

妙地運用，亦是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應有適當的註解。

　　有一點必須注意，不管如何新解，新的應用，應有經證為準，如果沒有經證，容易流於

揣測，或個人意見，出錯的機會很大，影響可能很深遠，不能不慎。

　　註解經典，要具備很高的智慧。智慧如何攫取？先由聞思修去達致，尤其聞所成慧，廣

學多聞，融會貫通，是智慧必經之路。此外，從各種善行，修福中，也是獲得智慧重要之路

。更有些人從宗教層面去祈請，勤念佛號，如文殊、地藏等，亦是開智慧的方式。最後更有

一個方法，就是集合專家學者，高僧大德一起，共成盛事，由群體力量去解決困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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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苦眾生！

　　眾生最害怕的是什麽？眾生最渴望的是什麽

？在惡土中，如何一點一滴地去改善，變為淨土？

　　諸佛已從不同角度去拯救眾生，去除他們的

苦惱，為何仍有那麽多眾生受苦？為何三惡道中

仍充斥慘號？為何黑暗仍佈滿大地？宇宙間還有

不少暗角，是日光照射不到，於中，眾生何其蒼

白。

　　眾生為何如此短壽，更會突然夭折？縱使發

心向善，亦會因無常到來，前功盡廢。還要忍受

輪迴之苦，流轉六道。流浪，流浪，不得自主。

何時能停下來，擺脫勞苦困頓，好好為自己創造

，為眾生脫離苦海？

　　必須改變現狀，必須來一個突破，必須徹底

地度化眾生，徹底地將十方眾生接引，令入無餘

涅槃而滅度之。因此，必須成佛，發出無量光，

比諸佛更要光耀，遍照十方眾生，乃至恒久不見

天日的暗角，光照之處，使受極苦，永無休止痛

苦的眾生得以暫歇，乃至救拔；光照之處，使眾

生清涼無煩惱，煩惱止盡。光耀帶來希望，帶來

指引，讓眾生速往無量光土。

　　必須成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亦使眾生壽

命無量，免受老、病、死之苦。還可以無量壽，

無間斷地曠劫修行，直趨佛果，不再沈浮，不再

有隔陰之迷，不再倒退，或不斷重頭再來。

　　不為比諸佛更優勝，只見眾生堪忍無量苦，

無有了期。只見度生仍無寸進，精進不足。

　　如果宇宙間有一方淨土，有無量光，無量壽

，無量清淨，無量豐衣足食，無量佛法盈溢，自

然有無量眷屬，無量聲聞弟子，無量菩薩，安住

其中，諸上善人共聚一處，吸引十方世界眾生皆

來集會。如果有一方淨土，能容納十方世界罪苦

眾生到來，不再受苦，但受諸樂，永不退轉，直

至成佛。甚至容納犯下重惡業的眾生到來，蜎飛

蠕動，難有出期的眾生，皆能到來，從此永斷生

死，永斷煩惱。該如何建設此淨土，內有多少黃

  

                                      

    極樂淨土教言  寂慧

           

        

 

金鋪地，庭台樓閣，七寶行樹？如何有絕妙

音聲，使不退轉？如何豐衣足食，不需勞累

困頓？這樣，才能吸引十方眾生到來。可是

，眾生業障深重，如何能令他們一念頃到來

？眾生少諸善根，亦非法器，如何能令他們

不用修行，簡簡單單，容容易易，乃至一念

稱名便可到來？最困難莫過於說服他們世間

有此難信之法，有此容易、便宜，不需任何

苛刻條件，無量恩惠的救贖，而自己卻是如

此幸運的幸運兒。

　　成就此極樂淨土，該如何修功德？如何

修六度波羅密？歷經多少劫才能成就？

　　如是思惟，只是思惟構想，計劃。上至

大殿、講座，下至一花一草一木，已歷五劫

，並參考世自在王佛說的二百一十億佛土，

取其精華，成就此最尊最上第一的極樂淨土

。發願比諸佛的淨土更殊勝，讓四維上下的

恒河沙數諸佛共同讚嘆。如是曠劫修行，精

進不懈，最後完成此前無古人的最偉大建設

，得以成佛，而成佛以來，已有十劫，攝化

十方無量眾生，上至賢聖，下至蜎飛蠕動，

同往極樂國。

　　歷劫思惟，還以無量劫積聚功德資糧，

莊嚴淨土，最後成就純善，完美的極樂世界

。本可告一段落，可是，阿彌陀佛仍孜孜不

倦，主動地攝引十方無量眾生，上至賢聖，

下至蜎飛蠕動，往生其國。十方眾生，若發

願往生其國，阿彌陀佛與諸聖眾，不辭勞若

，親往接引。如此最偉大的建設，最徹底的

救贖，實是大乘中的大乘。其國眾生，除了

但受諸樂外，便是聽經聞法，供養諸佛。而

在阿彌陀佛的指導下，當然是修大乘中之大

乘，於十方世界，接引無量眾生，往生極樂

國。如是等無量無數眾生，畢竟成佛，成無

量無數阿彌陀佛，輾轉教化，最後不但地獄

界空，六道眾生界亦空，即眾生度盡之時。

最偉大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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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真了不起，很多只有菩薩才肯做、能做的工作，卻可堅持擔當。例如老人服務，照顧老人家，

不但需要體力、耐性，還要忍受骯髒，甚至辱罵。這不是菩薩，是什麽？例如病人，除身心照顧外，還

需在任何惡劣環境、狀況下保持希望；勸導病者保持希望，克服病苦。這不是菩薩，是什麽？例如死者

，在臨終時，如何勸導保持希望，如何積極準備，面對最惡劣的死亡來臨，死後還要以專業的態度，處

理遺體，舉辦法事，使下一生能去到最好的地方。這不是菩薩，是什麽？例如照顧弱能人士、傷殘人士

、弱勢社群等，付出無比心血，卻不望回報。這不是菩薩，是什麽？

　　人類真了不起，很多只有菩薩才肯做、能做的工作，卻可堅持擔當。例如明知世間多憂苦，仍孜孜

不倦地去改變無望的世間，明知成佛需經歷三大阿僧祇劫，仍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目標，明知眾生志

性不定，旋入旋出，仍耐性去改造他們。這不是菩薩，是什麽？看到世間種種不當，仍以有限的生命，

去建設人間淨土，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眾生；敷設海陸空運輸系統，使往來無障礙；發明視像，互

聯網，使眾生得具神通，保持緊密接觸；提倡環保概念，達於天人合一；開發能源，使眾生得無限的動

源，得無盡的承傳。這些這些，不是菩薩，是什麽？

　　那麼多人，全心全意的付出，縱使將世間建設得如何美好，卻只有數十年生命，難以享用，似與他

們無關，為何仍全心全意去付出呢？這不是菩薩，是什麽？

　　可知道，這些都是人類的最高情操，乃人類的特勝――梵行勝。

　　因此，別只會說，人性是醜惡的，人性也是梵行勝呢！

     菩薩的職位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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