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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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笑能利益眾生
雖苦中強笑，仍願做那小丑，
願幽默、願戲論
喜樂乃良藥
而法喜更是阿伽陀藥

佛學著作的濫觴

提舍

在這大時代裡，佛教經典、註解及著作空前豐盛，而互聯網裡資訊多得不可勝數，可說汗牛
充棟，一時無倆。另一方面郤做成泛濫，使我們接收過多沒用或是不適用的東西，不但浪費時間，
且令我們掌握不到要點，這都是始料不及的。以下五點濫觴希望大眾多加注意，避免走進死胡同。
1.長篇囉嗦――很多佛學著作長篇累贅，動輒數十萬言，觀其內容可能只是一些簡短的概念，
郤旁徵博引，譬喻萬千，使閱者勞累，或是裹足遠離。有些作者喜歡拿出著作來炫耀，洋洋萬言，
沾沾自喜，總喜歡給人一個著作等身的印象。查阿含經裡佛陀的言教，總是那麼精簡貼切，從不
拐彎兜圈，更不會浪費時間。
2.遊花園――有些作者興緻很好，話題開了收不回來，題外話過多，以至忘失了主旨。或是
舉的例子太多，與主題有距離；或是故事太長，太吸引，使大眾聽了很歡喜，郤拿不到要點。當問
到意見時，總是讚不絕口，再問得到什麼或要他們重述時郤啞口無言。
3.拋書包――有些作者很喜歡拋書包去炫耀自己，有些把無關的學科拉攏在一起。最常見的是把
科學、詩詞歌賦、書畫、音樂等藝術拉進佛教來，郤忘失了這些都是工具，本來是作為弘揚佛教
用途，郤倒過來要佛教去迎合他們，這都是信心不足及認識不深的表現。有些無端將不同宗派及
學派拉在一起去炫耀自己對佛法各科的廣泛認識，這都是一種我慢及我執的表現。其中更有人拿
文言文、專有名詞、圖片、繁複的圖表等出來炫耀，成為一小撮人的玩意，這都有違佛陀要使佛
法普及化的宗旨。
4.一窩蜂――大家都集中談某一些題材或註解某一些經典，考其原因無非是投其所好或較容
易處理。如簡短、熱門、資料充足可左抄右搬，郤不考慮是否有價值，是否有需要，是否重複別
人的工作，更不會撫心自問所為何事。
5.與修行無關――忘失了佛教是對向解脫的宗教，雖千言萬語，無非為解除眾生苦惱，而非
風花雪月，或世間法，或閒聊，或人情，或戲論。如心經說空，郤被硬拉到管理上，或人事上，或
是經營上，或是求福上。有些說佛教能為大眾做些什麼什麼，美其名為有求必應，隨順眾生。郤
迷失自己的立場，遠離宗旨。
以上各點濫觴不是說完全不可應用，只是要自問所為何事？是否我執我見很重？對眾生是否
能利益？是否背離佛教？是否遠離宗旨，迷失在「世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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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佛號

浮生

在燈明寺的後園中，老法師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口中不停唸著「南無阿彌陀佛」。五塊較
小的大石，半圍著老法師，上面各坐著五個小孩，有男有女，此外兩個小孩因沒有大石可坐，
一個乾脆坐在泥地上，另一個在旁邊一棵樹上玩耍。他們左搖右擺，爬上爬落，不脫頑皮本色。
老法師從身旁抓起一手糖果，對著小孩們說：「你們誰跟我唸一聲佛號，我就給一粒糖果，
但要慢慢唸，一字一句的唸。」
「南··無··阿··彌··陀··佛」樹上的小孩認真地唸後，從樹上跳下來，跑到老
法師面前，取了一粒糖果放進口裡，跑回樹上，倒掛在樹枝間，戲謔地不停急促唸「南無阿彌
陀佛」。
一個小女孩從大石上跳下來，笑嘻嘻地跪在老法師前面唸：「南··無··阿··彌··
陀··佛」。
取過糖果後，她後翻了一個跟斗，再爬回石上去。
老法師派完手上的糖果後，默默盤坐在石上不動，隔了半天，小孩們已顯得不耐煩，老法
師道：「你們誰跟我唸一聲佛號，我就給一塊錢。」
老法師抓起身旁的錢幣搖動，續道：「但你們每唸一聲佛號，要觀想佛的莊嚴相貌，他的
偉大，他的功德，他遍一切處的法身。你們用一塊錢買東西時，心裡要感謝佛菩薩。將來我不
在時，你們要默唸三寶，他們自會幫你們；你們有苦難時，如挨餓、給人欺負、沒人照顧、孤
獨、彷徨等，只要像此刻的虔敬一聲佛號，自有佛菩薩來幫你們，比我更細心、親切。」
七個小孩不解地睜著圓圓的小眼望著老法師，跟著各伸出小手在半空中······
x

x

x

六十年代，颱風溫黛吹襲香港，威力巨大，所到之處，滿目蒼夷，整個地方陷入哀痛中，
一片愁雲慘霧，一些宗教及慈善團體發放物資及粮食，救濟苦困中的災民。當災民取得救濟麵
或禦寒衣時，藏在家中，慢慢取出享用，將喜悅延伸。災民最喜見到老外，因他們較慈悲及慷
慨，見到老外就如見到財神。
一個高大的老外，頸項上掛著照相機，在一個廢墟中不停拍照，不時搖頭及露出憐憫的目
光。七個小孩在廢墟中流浪，撿拾雜物中可用的物資，當見到這高大齊整的老外時，如發現寶
藏般跑到他跟前。老外從口袋中拿出糖果，分發各小孩，口中發出「噢···噢···」的聲
音。
一個小孩生硬地發出不標準的英語，伸手要錢道：「One dollar， one dollar」
另一個小孩喘著氣也發出不標準的英語：「Give me one dollar， give me one dollar。」
老外將手伸進口袋，口中發出「阿···阿···」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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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佛號

給淨土路上的她

那羅

是妳人生的境界

只為那一聲佛號
送上一粒糖

如畫中蓮花
墨中法語
鍵中琴音
白壁無瑕
結廣大眾生緣
迴向淨土路

送上一塊錢
附上無限祝福
只為那一聲佛號
垂一幅幢幡
豎一座石碑

庇蔭家人
悲憫十方眾生
仰盼諸佛菩薩

避一切災厄
縱使天塌地陷

淑德賢良
結廣大眾生緣
迴向淨土路

地老天荒
喜怒哀樂
行住坐卧

如淨土一株花
戒香定香慧香
沐在戒齋中
香潔微妙
結廣大眾生緣
迴向淨土路

別忘那一聲佛號
一聲立地成佛的佛號

趣歸極樂
親瑾彌陀如來
觀音勢至
不退菩薩為伴侶
淨土路上不孤單
有你有我有他們

坐道塲
心平如水，朗月如空
雖看不破得失
仍安坐佛法道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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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羅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三）須蜜那

今天我如常到佛哲書舍來開鋪，沒多久就見他走進來，如常詢問師父有到來否？在我答沒有後，
他便乖乖地走到書架旁靜靜看書，沒多久便跟我說再見離開。這一年來，他每天必到這裡一次，或早
或晚，或長或短，但必詢問師父有否到來。
回想一年前他第一次進來看書，氣焰不小，纏著我炫耀他的佛學知識，我礙於要保持良好服務態
度，被迫忍受他一個多小時的放矢。就在那一刻，一個出家父飄然進來，定定望著他說：「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但見他觸電般震了一下，汗水涔涔流下，從此沈默寡言，師父繼續說：「我明天再來，告訴你下
偈。」
師父離開後，他仍僵在當地，苦苦思索，良久不動，我同情地對他說：「讓我告訴你下偈吧，你
毋須辛苦思索。」
他趕忙作了一個制止的姿勢，隨即離去。第二天剛開店他便來到，也不看書，默默地坐在一旁，
專心等師父到來。一個多小時後，師父飄然進來，微笑對他說：「生滅滅己，寂滅為樂。」
只見他汗水涔涔流下，但沒有昨日的燥動囂張，郤見他緩緩合掌，徐徐拜下，頂禮三次後，梗聲
喚「師父」，問訊後抬頭，已失去師父影踪。
從此每天都見他到來，但師父郤沒有再出現。我曾問過他何以要再見師父，他答道：「由於受到
他的啟發，已奉他為師，見他是為了行拜師之禮。」
「但你們接觸的時間那麼短，他也沒有再教導你什麼·····」
「不在乎時間長短，也不在乎教導多少，以心傳心，他已將心法傳授給我，我已知道自己的目標、
方向，路該如何走！同一番話，修道者的言行跟一般人不同，因為那是經過修煉、感應、發自真心，
有對應性，有加持力，出自菩提心，能真正利益眾生。」他頓一頓，續說：
「我很幸運，得到如此的恩典；很感恩，能改變一生。在此祝願你早日得到加持，更希望眾生能
得遇明師，早日成佛。」

離去，就這樣的離去？
每過一刻，你愈模糊
無盡的歲月，每盡的模糊
我將失去你！
唯有靜待，靜待那龍華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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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行記
夜唱

外一章
浮生

一天晚上，行者來到廟街，一群外國遊客

蕭條。唉！」

正圍觀一處夜唱的攤檔，燈火通明，喇叭誇張

行者打量女招待，見她濃濃化粧後，仍掩

地播送中樂及女歌者反串男音的聲音，七個襤

不住縐紋及粗獷的面容，儘管儀態如何輕柔，

褸的樂師把玩著各自的樂器，偶而傳來嗆咳的

態度如何友善，遮蓋不了正邁入老年的主觀及

聲音。兩個打扮艷麗的徐娘對唱著「萬惡淫為

強悍。

首」，伴以娘娘腔架。遊客稍作拍照後便離去，

女招待興致勃勃，續道：「這條街的另一

另一群遊客到來，繼續圍觀。唱畢，其中一個

面，已開設了多間粵曲歌廳，很多觀賞者為了

徐娘取過盛盆在圍觀者中穿梭，口中不斷嚷著：

舒適，已轉到那裡去。但他們忘記那些表演者

「請支持吓！打賞吓」，遇到有人打賞，便從

不單是我們的後輩，歌藝不成熟。最叫人氣惱

袋中拿出糖果回贈。行者見到老外遊客放下十

的是她們穿著暴露，常以一些挑逗性的行為去

元，大陸遊客放下廿元，趕忙從袋口掏出一百

搶客。」

元，微笑放到盛盆中，徐娘眼神充滿感激及訝

女招待無助地望著遠處的黑暗出神。一位

異，定定望著行者，來不及取出糖果，行者已

老樂師望著行者問：「先生，請點一首歌吧！」

離開。

行者微笑搖搖頭。女招待醒覺地站起來說：

另一處攤檔有女唱者二人，其中一人更要

「讓我為你唱一曲吧！」

兼顧客人，樂師四人演奏著不太穩定的樂曲。

行者悄悄放下一百元，默默離開，只聽見

行者被拉到一排疏落的座位中間，遞上熱茶一

身後歌者正唱著：「一葉輕舟去，人隔萬重山

杯及糖果，還有曲譜一本待點唱。

······」

女唱者見有客人到來，抖擻精神，賣力演

另一個夜唱的攤檔只得五位表演者，女唱

唱一曲「帝女花」，女招待者扭動腰肢走到女

者只得一人，招待是一個中年樂師兼任。圍觀

唱者面前奮力對唱。唱畢，女招待者走到行者

只得寥寥數人，有拿著酒樽說醉話的；有坐著

身旁，見到盛盆裡的一百元，振奮說：「謝謝！

打瞌睡的；有跛著舞蹈的；也有望著虛空自言

謝謝先生。家父泉下有知，知道仍有熱心人支

自語的；襤褸或上身坦露者。女歌者雖打扮艶

持粵曲藝術，定必告慰。六十年前，家父已在

麗，仍掩不住那老態龍鍾；正賣力咬字吐音。

這裡發揚粵曲藝術，常常鼓勵，甚至強迫我們

歌聲在夜空裡迴盪，格外空曠飄渺。行者將一

為粵曲獻身。我從小女孩開始，已在這裡賣唱，

封百元的紅包輕放在招待者盆中，匆匆離去。

一直到今天，都是被父親的誠意及興趣所感動。

如果這些打賞能恢復他們的信心，這些布

當年這裡曾光輝過，少說也有十餘檔，用不著

施能令他們積極，減輕掙扎中的痛苦，當願意

任何人或政府支持，收入頗豐盛。如今這裡被

常行菩薩道，祈願世間善業長存。行者邊走邊

定為遊客區，加上各方面的宣傳，仍落得如此

想，不斷默默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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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法要

賢護

(連載一)

心經是最熱門的經典之一，不論講解及註釋者，多不勝數。何以仍要繼續註解？
一.精簡――或許心經義理太深太廣，很多解經者太詳盡，使忙碌的現代人無法接近。尤有甚者，
除作多方面的學術比較外，更將多方面的資料搜羅論列，叫人吃不消。因此，本解務求精簡，純以義
理探討為主，如欲進一步瞭解，可參考其他著作。
二.不同的切入角度――心經是一本很好的概論書，涵盡了佛教世出世門的重要概念。故研讀心經
無異對掌握佛法或將來鑽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解從一個新角度切入，希望對理解有助。

也是生命的主體，隨業力不斷流轉變化。其特質

在一個佛學班裡，代課的佛學老師作如下的開示：
你們的佛學老師臨時因事告假，我暫代一堂，希

是充滿無明，有著強烈的愛執染著，常被誤作不

望這一個多小時的課程能為你們帶來一點佛法的

變的「靈魂」、「真我」。
以上四種精神活動的生、住、異、滅並不容

甘露，不要為一些突發事件浪費光陰。

易察覺，但仔細觀察，其遷流不息絕不下於色蘊，

首先和你們溫習一些概念：

剎那變化，叫人咋舌。
佛不斷強調五蘊無常，因無常故苦，因苦故

佛教的生命觀

無我，即空。不只是五蘊的組合體是空，就是構

生命由五蘊（五組東西）構成，即生理的色
及心理的受、想、行、識

成五蘊的各個元素也是空的。佛說生命觀、世界

一.色――物質或肉體，主要由四大（四大種類

觀、三世因果觀等的真義不在解釋現象，而是從

）構成，即1.地――堅硬性如骨骼、肌肉、指甲

各層面解釋一切法皆從眾多因緣生起，因此是無

等。2.水――濕潤性如血、汗、尿等。3.火――

常的、苦的、無我的、是空的。能了悟自能體悟

溫熱性如體溫等。4.風――流動性如呼吸，血液

真理，去除無明，消除一切苦。

循環等。
這四大種類組成我們的色身，不停變化，生
佛教的世界觀

住異滅，生老病死，無常變遷，虛幻不實，任何

佛教的世界觀，有能取的六根：眼、耳、鼻、

人皆可輕易體會。
二.受――即領納、感受。如苦、樂、不苦不樂。

舌、身、意根，接觸外界（所取）的六塵：色、

冷暖等心理活動。

聲、香、味、觸、法塵而產生認識及主觀作用的

三.想――即作意，聯想。分析、判斷、分別等

六識：眼、耳、鼻、舌、身、意識。根塵合成十

心理活動。

二處（處.即生起），六根六塵和合生起六識，總

四.行――即造作，行為，引發身業、口業等心

成十八界，界即種類。一切法皆涵蓋在這些物理

理活動。

、生理及心理活動內。所有認識作用需根、塵、

五.識――即了別義。是一切精神活動的主觀力，

識和合才能成立。也就是眾緣和合，各別種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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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
(神經系統)
能取
(生理)
十
二
處 六塵
（外境）
所取
（即對象）
（物理）

十
八
界

六識
（因根塵而
產生的）認
識及主觀作用
（心理）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意根
色塵
聲塵
香塵
味塵
觸塵
法塵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五蘊中
的色法

五蘊中
的受、
想、行、
識

待續...

拜佛

優多羅

斜陽裡，一襲黑色海青，配上平穩的居士鞋，你孤單的身影，虔誠合掌，仰首對佛，沉
思再沉思。
思念的是遠方的佛菩薩，或是那莊嚴的壇城，圍繞著海會大眾：天龍八部、四大天王、
天女散花，數不盡的護法神祇，飛天遁地，好一幅變相圖。也許，你仍思念那紅塵，貪戀五
慾。
黃昏夕照中，定在當下，久久默然不動。
然後，但見你揮揮那濶袍大袖，徐徐拜下，投身於萬籟的定境中，沉浸在那虔敬裡，俯
伏再俯伏。
伏拜的是那理法，或是那無量的法門?因明聲明、醫明工巧明、內明；世間法出世間法、
世出世間法，有漏無漏，好一幅法的天羅地網。也許，你仍思念那追求，營營役役。
夕陽裡，徐徐的你拜下，仿似將你我的歡愉拜走，不再酩酊，不再放縱。
頂禮中，你頭置拜墊上，反掌，頭面接足，等待著，等待著佛菩薩的降臨。
當緩緩站起來，但見你漠然、茫然的臉，仿似要淚垂，也許在那升起中，正勾起先世的
回憶，一幕一幕，一生一生，曾燦爛過，曾墮落過，正如這生的映現。緩緩的你站起來，抖
落過去。靜待，靜待著。
再次你徐徐拜下，緩緩的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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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三部曲

浮生

（二）慢鏡
早上，我從睡夢中醒來，匆忙梳洗，走進升降機去，不停揉眼睛及扭動頸部肌肉，希望能清醒
些及去除睏倦。當升降機去到地面時，我矇矓中按一下掣，希望升降機門快點打開，當門開到一半
時，我聽到機器被關掉的聲音，整個世界震動一下。
我走出街外，看到萬物慢慢移動，一副泰然的景象。平日繁忙的街道，各類行人及車輛突然慢
下來，世界在悠閒中流動。路旁的樹木，在燦爛的陽光中輕輕搖動；一列火車在路軌中平和地滑動；
我抬頭望向天空，見到一架飛機在蔚藍的天空中一點一點挪動。
我揉揉眼睛，感到有點不耐煩，不知道世界出了什麼問題，幸而我的行動仍然靈活，比路中的
車輛還快速，覺得很好玩，慢慢沿著路旁走，觀看這奇景。
路上一個男子正在抽煙，每抽一口需一分鐘的長時間。一個美少女拖著寵物小狗散步，我在她
臉上揑一下，聽到尖叫的聲音，但我己跑到街尾去，雖然那只小狗追趕著我，但距離仍遠。一位老
人正拿著一疊鈔票在數，我順手把鈔票搶過來，塞進自己的口袋，老人惶恐地用手指著我「呀呀」
地叫，但我人已跑到街尾，轉到另一條街道去。
在路的交滙點，一輛重型貨車慢慢轉過來，快要撞倒一個行動遲緩的男子，但見該男子驚惶地
睜大眼睛，等待車禍的發生。我敏捷地把那男子拉上行人路，得意地往前走。在一所醫院門前，我
見到兩個救護員正慢吞吞地為一個淌血的傷者急救，忍不住拿起旁邊的繃帶極快速地幫他包紮好，
留下那兩個慚愧的救護員在當地。如果在世界回復速度前做些改變命運的事該很好玩吧，我邊想邊
向前走。
但這世界什麼時候恢復呢？縱使擁有這世界，主宰這世界，有什麼意思？將世界遺在後面，獨
自上路會快樂嗎？不協調的世界，英雄的孤寂從心底升起，我感到一股寒意，不知所措。想起那出
家師父曾對我說：「萬事萬物在流動，不容回顧；時代巨輪在轉動，躊躇踟躕只會被吞噬，這不單
是個人的，更有為大眾的使命；沒有個人解脫這回事，要麼一起解脫，要麼隨波墮落。」
如果沒有個人世界，那我怎辦？如果要與喜愛及不喜愛的人邁前，將使我迷失！
我猛地停在那裡，掉過頭，飛快地跑回去，希望在那升降機裡找到還原掣，將世界發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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