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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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讚  須蜜那

 

    為什麼要工作？

    每天返工等放工，等假期，等年假，等退休。可以去旅行，去逛公司，去飲茶，

不是更好嗎？縱使浪費時光去等位，浪費時光於舟車、塞車中，亦在所不計，只要能

舒適地坐下來，慢慢吃一頓，只要能到此一遊，拍些照片，總算與他人般熱鬧闖一番

。總之就是別提工作。最可恨是討厭的工作，必需扮演喜歡工作，甚至敬業樂業的嘴

臉。最可恨是以虛假的堆砌臉孔去應對不同的人。

    那是何等的生活？何等的人生？弄至此田地，人不是人，生不如死。弄至此田地

，直是虛耗人生。

    然而，若真的不用工作，那怎麽好？難道真的每天飲茶，遊遊蕩蕩過日子，縱使

有人有空陪伴，真要成為鄉愿，終日「言不及義」嗎？

    工作有即時回報，使自己有滿足感，亦有即時資糧去解決飢困，去做一些自己想

要做的事。工作亦可積穀防飢，將資糧貯存、累積，解決將來的飢困，創造美好的未

來。工作可改變自己，使自己更充實，更有希望，當然工作亦可改變世界，令世界更

美好。工作的特質是具建設性。

    人的特勝是工作，從工作中增進人生，輾轉向上。那是動物無法具備的。動物中

，螞蟻頗能像人類般辛勤工作，貯糧，保證未來能安穩，豐衣足食。其餘大部份皆沒

有好好計劃，只是隨意度日。

    因此，殊勝的人類，應保持其殊勝的特質，才能有別於動物，才能保持人身。而

殊勝的特質，就是工作，努力建設。更要反省工作是否用心去做，如果只是敷衍虛耗

，自欺欺人，不但沒有積聚資糧，還有很大的過失。

    若能在佛法中工作，或是依佛法的方式去工作，會是世間最大的福德，這是佛經

中屢屢強調的。如何工作？如何依佛法方式工作？值得參詳！

　

                        

以快樂的心面對死亡，以滿足的心迎接死亡的到來。

死亡時最有害的事物就是執著。它是由心編造出來的。

                                                        ――無畏面對死亡，梭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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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枉此生  須蜜那

  

 

    人存在的意義何在？如何不枉此生？

    大部份人皆問過這問題，有些人甚至小小年紀已追問這人生大道理。可見這是恒久困

擾著人們的問題！

    追求錢、事業、工作、家庭、車子、房子，該是人生的目標吧！絕大部份人隨著年齡

長大，便忘失了繼續追問這人生問題，而陷入永無休止的營生俗務中。

    亦有從哲學、宗教、技藝中去探求人生。能夠追尋到這人生目標，當然不枉此生。就

是能聽聞此道理，已不枉此生了。故孔子曰：朝聞道，夕可死矣。即是早上能聽到大道理

，晚上離世亦無憾。

    那麼，什麽大道理是我們應聽聞而不枉此生呢？

    無疑佛教的眾多道理能使我們無憾人生，例如因果的道理、生死的道理、苦諦、生死

、空、實相，隨選一項而能契入，即不枉此生。我們在生死中流轉，苦不堪言，懞懞昩昩

，無有出期。

    若能於無盡生死中，得聞大道理，縱使不能馬上脫離生死，亦能心開意解，有望於來

生中，脫離生死輪迴。

    而佛教中皈依三寶的道理，是最基本、精要、核心的道理，也是人生中最可信賴的依

靠，從道理中轉化成生活，人生，救贖，最後出離苦海。

    因此，得聞大道理，皈依三寶，才不枉此生。

    八關齋戒不太受注意。可是，很多信徒皆有受持八關齋戒的經驗，似乎是不可缺的在

家修持法。這裏的一些點滴，希望能對修持有所幫助。

    八關齋戒是出家戒，讓慕道之居士能體驗出家生活。

    八關齋戒之重點在不非時食戒。

    既是出家戒，體驗出家生活，因此，最好在寺院中受，戒期留宿在寺院中。為免不小

心犯戒，最好遠離世間事務，或是接觸世間法，為保持清淨戒，當然最好安住寺院中。

    持午戒的戒條是一日一夜的守持，因此，最好不要為了方便只守大半天，或是於戒期

讓戒子回家，甘冒犯戒的風險。

    不坐卧高廣大牀戒是精進，不放逸的表現。

    子曰：食色性也。飲食及男女色欲是人性也。為了滿足此二大欲，做下了不少重罪，

耗費了不少生命。八關齋戒各戒條皆為對治此二大欲。

    八關齋戒是居士重要的修持，是為慕道及出世的考驗。

    為了不浪費時光，齋期兼修六念法是最好的方便。六念法是佛陀常教導於每月的六齋

日或十齋日修持，功德更大。

    應於出家眾納受，如附近無出家眾，才可自誓受戒。

    除了遠離各種色聲誘惑外，更要保持赤子之心，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八關齋戒點滴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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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生  浮浮生

      名成利就

  

 

    他如常地躺在露台的沙灘椅上，拿起身

旁的凍飲料，從太陽眼鏡中凝望外面一望無

際的海洋，回想當初搬來時，每天皆如是躺

在這裏，非常愉悅享受，或在下面海灘暢泳

。除了家人終日陪伴外，偶爾大羣好友到來

歡聚，甚或留宿一霄。偶爾躲在書房，面對

大批書籍，卻從來沒有專心看書。家內的音

樂設施完備，可是總聽不進心底。自從年輕

時組織樂隊後，便一帆風順，名成利就，算

一算身家，毋須為未來的生活擔憂，且與朋

友搞了一些生意，毋須操心，每月還有大筆

金額進帳。還求什麽？難道仍像一般人每天

營營役役，勞勞碌碌過一生。忽然奇想，宣

佈急流勇退。告別晚會之夜，衣香鬢影，萬

千祝福，萬般讚頌，萬般期望復出。一位哲

人曾對他說人在追求名利中不能自拔，急流

勇退，是最高智慧。一句急流勇退使他下了

人生最重大的決定。

    雖然生活無憂，且終日有很多人圍繞，

可是他感到孤獨，終日無所事事，感覺猶如

寄生蟲。他一生沒有虧欠任何人，可是此刻

有很重的愧疚感。

    最近數年，不少親人，戰友，朋友，偶

像紛紛離世，最初的感覺是痛不欲生，慢慢

是麻木，茫然。年少的自信、狂傲已蕩然

無存。

    也曾掙扎，與不少人談及復出的決定

。大部份人皆反對。他找了一些支持他的

人小試，辦一些小型音樂會、中型音樂會

，還有一次大型音樂會，借助一些從前他

瞧不起的人。雖然每次皆成功，可是觀眾

卻不是從前的觀眾，新的音樂再不是舊音

樂的味道，空洞的回音，空洞的掌聲，他

也說不上什麽原因，再沒有興緻辦下去。

其他復出計劃也胎死腹中。他不禁問自己

，是他與時代脫節了，還是時代離棄了他。

    在悠閒的日子裏，他曾研究經濟學、

社會學、政治、宗教，但最後都放棄了。

偶爾知道很多名人晚年導歸佛學，不禁好

奇，遂深入佛法，但見廣博無遺的佛法，

竟是如此博大精深，儘管窮一生之力，恐

怕亦難以擷取少份。深深懊悔，何以如此

遲才接觸佛法，餘生能稍有所成嗎？是否

應該放棄那無止盡的追求，及難有成果的

佛法呢？

    人生該如何走？難道如此愧疚下去嗎

？他的一生，如何開始，如何終結？如何

終結，如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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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香港佛教人物誌

  

 

金剛乘學會

    佛教在香港早期零星落索，不但密宗無人知曉，就是顯宗亦不被大家認識，缺乏道

場，缺乏瞭解之道，遑論修學之道。可說香港陷於長夜之苦。

    香港金剛乘學會是香港早年僅有的密宗道場，由劉銳之上師於一九五三年創立，並

於一九七五年在台灣成立分會，後澳門分會亦相繼成立，共有六個分會。早期罕有的密

宗活動，資訊，幾乎只有此會，會員人數不少，皆是資深及活躍人士。因此，對香港佛

教有一定的影響。除了密乘弘揚外，其對顯乘亦有一定的貢獻，例如編撰佛經選要，印

佛學四講，佛學十八講等。

    反觀其會之規模，人數及人員在社會的地位等，數十年來所作的弘法事業，並不能

達到比例，其守舊，不思進取的作風，使學會未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實在可惜。

三輪佛學社

    三輪佛學社成立於1962年，首創佛學星期班，逢星期天禮請不同講者開班，宣講基

礎佛法，讓大眾認識及釐清正信佛教及打好佛法基礎，為進修及深入佛法作好準備，其

後更開辦進修班，為原先的初班提昇級別，還與不同佛教團體合辦，使佛學星期班維持

數十年而不輟。對於佛學道理的弘揚，有深遠的影響。其後有不少佛教團體得見其重要

性，紛紛舉辦佛學班。

    佛學星期班開始時以一年為期，將佛教基本義理及知識公開傳播給社會大眾，被譽

為「民間講學」之稱。

大會堂佛學講座

    香港大會堂佛學講座始於一九六三年，是另一長壽講學弘法項目。香港大會堂是當

年最著名的文化場地，很多著名人士、藝術家皆喜歡以此作為表演場地，佛教界能藉此

場地接觸社會大眾，對佛學的推廣，及讓社會人士認識佛教，發揮很大作用。此首創香

港大會堂佛學講座，最初由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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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佛菩薩）那羅

  

 

無盡的思憶

無盡的追尋

縱使走遍天涯

茫茫人每

如何找你？

尋你，覓你

無盡輪迴中

無盡的追尋

縱使相遇

你

不復當日的你

我

亦不復當日的我

過去的喜怒哀樂

已過去

過去的記憶

已淡忘

我確信能會你

重蹈昔日的足跡

重展昔日的音容

可

不會是一樣的風景

無盡的思憶

無盡的追尋

如何尋你，覓你

        

  

 

沈思物換星移

成住壞空

沈思苦無常

無盡的輪迴

如是

歷經五十六億年

終至龍華樹下

苦坐多年

彌勒  彌勒

何曾停止與樂

彌勒  彌勒

何曾停止轉化世間

無盡的沈思

無盡的生命

無盡的時間

無盡的空間

無盡的承諾

最後的沈思

沈思一切皆空

有不異空

空不異有

最後的沈思

沈思不捨

不捨眾生

        彌勒的沈思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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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集       

   什麽是修行  寂慧

  

 

    什麽是修行？

    靜坐？皈依？持戒？拜師？念佛？修懺悔？還是布施？忍辱？說法？教育？一切世間

善行等？

    當聽了很多佛法後，決定要做一些事情――修行。那該做些什麽呢？找一個山洞躲起

來，閉關，與世隔絕；終日念佛，對世間視而不見；還是走入群眾，做各種利益大眾之事

？

    對！這些都對，都全對，皆是修行。

    但終日躲在一處，不理民間疾苦，這樣對嗎？或終日周旋於大眾中，熙熙攘攘，那是

修行嗎？

    躲在一處，縱有多大成就，亦只是自利，對眾生何益？處大眾中，終日熙熙攘攘，只

是世俗凡情，容易被染缸同化。學佛者的終極目標是成佛，成佛必需自利利他，自覺覺他

，福慧兩足尊，缺一不可。

    那麼，該躲在一處，還是走進人間？

    最理想的狀態是：躲在一處，做早晚課薰習，及專修某些法門，然後走進人間，做利

生事業。利生最好的方法是給予佛法，使其能向上，趣向解脫。退而求其次，幫助他們解

決飢困，種種身心的苦楚，再引領他們轉向佛道。

    佛法的核心價值是利他，從利他中自利。這些可總括在六度中，即布施、持戒、安忍

、精進，側重於利他；而禪定與智慧側重於自利。走進人間，主要的工作是布施，種種直

接、間接的布施工作，令眾生離苦得樂，而布施只有一個目的，望眾生離苦得樂，那是利

他。不求回報，不期望感激，更以智慧去審度最佳的利他之道及自利的平衡，那是自利。

而持戒是禁止自己去傷害眾生的規範。在利生中，如何安忍，疏導種種困擾，仍保持利他

之心。精益求精，及更廣泛地去做利他事業是精進之道。

    走進人間，做利生的事業，有很大風險。社會畢竟是一個大染缸，置身其中，猶如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環境不知如何處理，甚至有墮落的風險。因此，必需保持正念正

知，自知自己的能力不足，意志不夠堅定，只有提昇自己，才能應付複雜多變的世間，於

是躲起來，深入經藏，擷取智慧，修習禪定，繫心一處。加強自我的智慧與定境，才能具

足能力，再度轉入紅塵。

    有些人深入人間一段時間後，突然抽離，閉關一段時間，再入世間。有些人每天深入

人間，晚上回家後薰修或早上薰修。

    因此，修行的正行是深入人間，做種種利生的事業，行六度，附加四攝法。而最好的

利生事業是引領他人皈依佛法，或行世間善業，導引他人轉入佛法。此外，更要輔行，自

修，提昇自我去行六度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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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菩薩戒法要講述

  

 

    以下開七支性罪之一―不殺生戒

    謂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或復欲

造多無間業。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命，墮那洛迦。如其不斷，無間業成

，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那洛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如是菩薩意樂思惟，於彼眾生，

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知此事已，為當來故，深生慚愧，以憐愍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

，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以下的例子：菩薩見有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很多生命，或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

薩等聖賢，或做下無間業，下地獄的無間罪業，如五逆罪。有見及此，便發心思惟，即善

思抉擇：我若殺他，便墮地獄；但不殺他，讓其無間地獄罪成，當受大苦痛。我寧殺他，

自己墮落地獄受苦，最後令其不受無間地獄之苦。菩薩以此意念法樂思惟，於此劫盜賊，

或

以善心、或無記心，為了將來好，被迫出此殺害之下策而感到慚愧，以憐愍之心，而斷其

命。如此於菩薩戒無犯，且生多功德。

    可是，還有其他方法嗎？所作的判斷正確嗎？自己承受得起下地獄之苦嗎？這除了慈

悲與智慧外，還要有能力、大力，對事物的洞察力等，實非一般凡夫能勝任。

殺害眾生，畢竟與自己的本願有違，親手殺害，親眼所見：更是難受，雖說為他將來

好，但目前的苦痛，實不易承受。如果沒有善思抉擇，沒有慚愧心，沒有憐愍心，恐會迷

失而觸犯。

    開七支性罪之二―不與取戒

    又如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惡，於諸有情無有慈愍，專行逼惱，菩薩見已，

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若廢、若黜增上等位。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

所違犯，生多功德。

    又如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若僧伽物、窣堵波物，取多物已，執為己有，縱情受

用。菩薩見已，起憐愍心，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逼而奪取，勿令受用

如是財故，當受長夜無義無利。由此因緣，所奪財寶，若僧伽物，還復僧伽；窣堵波物，

還窣堵波；若有情物，還復有情。

    又見眾主，或園林主，取僧伽物、窣堵波物，言是己有，縱情受用。菩薩見已，思擇

彼惡，起憐愍心，勿令因此邪受用業，當受長夜無義無利，隨力所能，廢其所主。菩薩如

是，雖不與取，而無違犯，生多功德。

    略舉三類惡人，對眾生惱害，菩薩為利有情而對惡人不與取，無違犯。

    第一種：見有增上，即國王，增上宰官，即宰相等高官，極暴惡，對人民沒有慈悲，

且逼害，如橫加賦稅等，菩薩起憐愍心，以其能力去罷免其職位。這樣，於菩薩戒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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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之求道者，乃至求一技、一學，皆苦心孤詣，不厭其煩。為求目的，不惜犧

牲安逸、青春、親人，全力以赴，最後大多學藝有成，傲視一方。他們參訪眾多善

知識，下心求學，乃至服勞受虐，為求學有所成。且到處參訪，欲將天下善知識據

為己有，而對一些孤本、秘笈，必全力尋求，既得已，必珍而重之，放於高處，並

全力學習，欲攬天下之學於一身。可以說，昔之求道者，千山萬水，但有所成，他

們有目標、肯精進，低聲下氣，謙卑，至誠，具足成功者之條件，最後當然學有所

成，圓滿自我的人生。    

    今之求道者好逸惡勞，躲在一處，足不出戶，浸淫於網絡世界中，誤以為網絡

世界就是一切，什麽皆可在網絡世界中尋，包括學習、求道等。

    資訊可於網絡世界尋，但有不少假資訊、陷阱等；經典可在網絡中尋，但對眼

睛有所傷害；修道方法可在網絡中尋，但沒有傳承、不清晰，容易引起誤解等。好

逸惡勞，不珍惜、求方便、求捷徑，往往欲速不達，缺乏誠敬的心態學習，修道恐

難有成。

    誠敬、精進，是求道者的特質，沒有這些元素，修道不會有成。科技、資訊等

是工具，對修道有很大助力，但不是核心價值。若不能把握核心與工具的分別，恐

有本末倒置之弊。

台灣店 

古今修道者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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