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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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反思  提舍

    經過千辛萬苦，最終北京取得申辦奧運權。多年來，日以繼夜，大興土木，將偌大的城市搖

身一變，變得更現代化，不管交通、運輸、外觀，乃至空氣質素，天氣，霎時符合萬眾要求。甚

至路上每一個人都要友善，溫柔，帶上笑容。不能襤褸，吐口水，說粗話。當然不會見到乞丐，

殘舊，或是老、病、死。仿如釋迦佛當太子時，父王不許他見到人間不幸般，如果那是為了創造

美好人間，使人安居；如果那不是一時之作，而是長久營造該多好！

    多年來，各運動員埋首苦練，不管天昏地暗，世界末日也不理，一心一意把極限帶到巔峰，

締造最佳成績，在國際舞台上吐氣揚眉，等待著起伏的掌聲，刮目相看。台前幕後，上下一心，

國家總動員去圓那百年夢想，讓全世界去驚嘆那甦醒的睡獅，崛起的國力。中國國歌在塲館此起

彼落，領取金牌那一刻，是如何感動，如何吐氣揚眉！那氣勢，內涵，成績，及耗費三千多億是

空前的。

    但本來賺錢的奧運變成虧本了，且虧得很厲害。得到的是什麼呢？除了那榮耀，虛榮還有什

麼呢？那龐大的金錢用於扶助人民是否更好呢？當然，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想法，自有不同的價

值觀，同一個世界，不能說是同一個夢想了。冠蓋雲集，世上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到來參予，能不

政治化嗎？敢問這是一個什麼項目？體育，運動，奧運精神？那來那驚人的吸引力？也許是那世

界第一，仿如武林第一劍，得失盡在爭鬥間！那龐大的經費，炫耀，突顯出好大喜功，自卑，再

蹈歷史上統治者的老路。

    苦心孤詣的背後，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付出、扭曲，被那光榮一刻覆蓋著，其間，很多人

放棄很多，付出很多，為了那世界第一，可以身體受傷，心靈受創，終生遺憾；可以將事業放棄，

情誼放棄；埋首苦練，為的是世界第一，國家光榮。失敗者的下塲，將是國家、人民、業界的唾

棄，無法翻身；勝利者的下塲，只是那短暫一刻，隨著受傷的心靈，受扭的人性，去面對遙遠的

未來。當成功者被傳頌時，千萬個失敗故事被遺忘。一將功成萬骨枯，在這裡最易體現。毋須深

責，因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心態，人性已墮落。

    奧運精神，體育精神已被遺忘，從最初的業餘，發展到「職業」、「專業」、「瞓身」，奧

運已大大歪離了原義。

    

菩薩藏
眾生苦，故我苦。眾生樂，故我樂；

為何眾生苦，我會樂。眾生樂，我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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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佛教的立塲，這些都是很世間的世間法。當我們為國家歡呼時，要自問：是否有得失心、勝

負心，是否二分彼此、你我；國籍、種族。定力在那裡，菩提心還在嗎？有否視其他人如父母兄弟

姐妹。平常修行的功夫是否仍在？佛法上說，多一分執著，多一分苦惱；多一分期待，多一分困擾，

是放諸任何地方皆準的，更見佛法的可貴、殊勝。

    在燈明寺的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

大石上，半垂眼睛，口中不停唸著「南無阿

彌陀佛」，身旁數個小孩在頑耍，其中一個

小孩看到地上有一隻蟑螂，正待把牠踏死。

老師父大聲阻止道：「不要！動物是有靈性

的，跟你跟我無二無別，痛時會叫嚷或求情！」

    「怎會呢？」小孩不信道：「牠們又小

又醜,，且不會發聲，怎會跟我們一樣呢？」

    「很多年前，在這燈明寺後園一間茅蓬

中住著一位老居士，」老師父若有所思回憶

道：「終日躲在屋內及附近的林院中，極少

出外，也不見有人來探訪他。但每天黃昏總

有一羣鳥飛到他門前吃他留下的食物。偶而

忘記留下食物時，眾鳥必推選出一隻最巨的

鳥到門前叫喚，老居士歉疚走出來，提著食

物連番道歉。巨鳥仍拍著雙翼，像义腰般吵

嚷。偶而老居士離開寺院一兩天，不會見眾

鳥於那一兩天來要食物，因此，我們皆深信

他們能溝通。」

    「曾有一班鄉人在老居士門外要殺一條

蛇，被老居士阻止救回放生。」老師父想起

另一件事道：「過了數天，蛇來到老居士門

外扭動一回後離去，仿似道謝般，但見老居

士口中喃喃自語，發出一些古怪的聲音。再

過數天，那條蛇帶著一條小蛇到來探望。卻

老師父的話  浮生

     蠢動含靈

見老居士在門前燒香，拿出法器來為兩條蛇

打皈依，還不時見老居士呢喃，因此，我們

皆深信他們能溝通。」

    「更有一次，老居士與空中兩隻飛翔的

白鸛鳥對罵。」老師父轉向另一個小孩道：

「我們猜測老居士罵他們吃肉不吃素；或是

不肯皈依。後來見到鸛鳥飛過，總是將翅膀

合在胸前大叫，仿似合掌般。方丈和尚認為

牠們在念佛，是老居士教曉的，不過，大眾

都認為他們念得很難聽，竟有人掩耳。」

    「老居士家的大門終日打開。」老師父

微笑道：「不時有動物走進走出，或是傳出

一些古怪的聲音，卻相安無事。老居士家附

近的地下水邊，總有一些食物或飲品，讓路

過的飛禽走獸享用。至於會拜佛的狗、唱佛

曲的貓、念佛的鳥、打坐的鴨，更是老居士

的平常住客或訪客。為或生或死的動物皈依，

念佛，是老居士經常作的事務。

    這些都可証明動物是有靈性，與你我無

分別的。至於老居士是大德能感應動物，還

是有特殊技能與動物溝通，則無從稽考了。」

    「那老居士在那裡呢？」一個小孩嚮往

道：「我很想見到他，學一些動物語言，不

再上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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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徒表面信因果，實際深信因果的不多。他們覺得自己做了很多善行，且常參予佛教活動，

並做很多功課，卻生活仍然那麼潦倒，不順利。常常拜懺做佛事，障礙反而更多。

    究其原因是不知足及沒反省自己的行為。其實生活已有好轉，各方面不斷改善，尤其心靈上

更富足。改善需要時間，不能一下子全轉好，而且過往累積的業力也不是說改變就改變，更要有

耐性。在反省行為方面，對教外事物有沒有盡力？有沒有你我二分，看不起他人？有沒有將小善

小惠看重了，認為報酬不夠？對教內活動有否足夠誠意，用心？有沒有遵守佛陀的教導？有沒有

自問參加活動是為了自己的康樂活動還是「荷擔如來」？是沒有其他活動才來「消閒」，還是放

棄其他事務，專誠到來發心服務？因果鐵則是發心付出自有發心果報，不是投機取巧能混過去，

也不是向他人及自己交代，不需敷衍「交功課」，它自有鐵則果報。

    有一類教徒見利忘義，沒有感恩心，以為自己所得所受是必然的。例如拿到結緣書，諸多批

評嫌棄，嫌不夠新、不夠漂亮、太顯淺或太深奧、不夠精美；去到道塲嫌地方不夠大、不夠一塵

不染、辦事人員不夠笑容、招呼不夠熱誠、不是有問必答。這如世間的不孝兒女，受父母恩卻諸

多嫌棄。試問如何能得法益，如何能逃得了因果鐵則？

    有一類教徒為了自己作善種福，便認為是天大的事，其他可以不管。盜版翻印可以做；粗製

濫做可以作；妨礙他人；使人起煩惱；擅作主張；強他人從己等，試問如何能逃得了因果鐵則？

    有一類教界主事者很會利用義工及功德主。要求義工辦事不會考慮他的能力，家庭狀況，時

間。只懂自己完美及無限要求，對功德主總是千方百計，煞費思量要他們掏腰包。「臉皮厚」、

沒尊嚴、投機取巧，歪曲佛法去榨取。如果對他們說犯因果，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他們如何聽

得進去。更狡辯為了幫人作功德，從不反心自問是為他人或為自己。佛陀每次應供後，總會說法

回饋施主，以報答及利益別人，不似他們的貪婪厚顏。

    要注意，在佛教中作功德很大，但作業也格外重，請小心。只要自問是否在利用佛教，是否

討便宜，馬虎塞責，自能不作業。

    有一類佛教徒將各種果報歸咎前世因，忽略今生的努力，更好作為逃避的借口，他們忽略了

因緣法則，忘記諸法都是眾緣和合而生，不會是單一因的，縱使前世作的因，如沒有今生的眾緣

成就，也不會現行的。而今世的果與今生有必然關係。更有很多果都是今生作的因，與前生沒有

關係。

    因果是中性的，鐵則的，必然的，沒人情的。如是因如是果，不會因為身份不同而有異，更

躲也躲不了。佛陀的背痛，目鍵連之死都在展示因果的必然性。

    很多佛教徒都很懼怕因果，不想在因果中紏纏下去。但因果是沒完沒了，不能逃避的。以下

是一些避免犯因果及減輕因果的法則：住阿蘭若，即寂靜處，或獨住；少事少業；少語；少綺語；

遵行五戒十善；誠意；發菩提心；不求他人過；放下我執；只付出不期待回報，即無相布施；證

入空性。

    這些都是佛陀常教誡開導我們的。簡單的說，只要依著佛法好好修行，不用管吉凶禍福，因

果報應，自能如意吉祥，自利利他。

    

           因果鐵則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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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巴士上層最後排，半睡半醒觀看

車內的電視。車正風馳電掣往元朗方向駛去，

車外風和日麗，車內只有數位乘客散在各處

打瞌睡。

    車衝進長長的大欖隧道內，司機忘記開

燈，車顯得格外陰暗，電視及所有通訊突然

中斷，無比寧靜。車子出奇猛烈震動一下，

仍然向前飛奔。

    一陣陰風吹過，一隻長髮女鬼從車前面

下層飄上來，拿著一張薄被，輕輕蓋在前排

一個正熟睡的小孩身上。車內兩部小型電視

機突然亮起來，映著女鬼的動作，播著駭人

的音響。女鬼在小孩四週飄蕩，依依不捨望

著小孩。

    電視機畫面映著一個母親與小孩在一片

草地上玩耍，樂也融融，二人臉上掛著陽光

的笑容，更不時傳來輕快的歌聲。

    車內微光霎動一下，一股吸力從車下層

將女鬼慢慢吸往下去，但見女鬼伸手欲抓小

孩，不捨地從梯洞被吸往下層。

    車子仍在幽暗的隧道內向前飛奔，一陣

陰風吹過，一隻男鬼從下層飄上來，坐在一

個正在熟睡的女子身旁，男鬼將一件外衣輕蓋

在女子身上，默默呆坐那裡，讓女子將頭斜靠

到他的肩膊上。

    電視機畫面正播映著一對男女對坐在大海

旁一塊巨石上，互握雙手，含情脈脈，海浪在

下面激盪，柔風在男女髮端吹拂。

    車內微光霎動一下，一股吸力將男鬼吸

往下層，但見男鬼雙手伸向女子，已來不及

抓住，慢慢飄向下層去。

           四分鐘  浮生

    車子仍在向前飛奔，電視機內，一個小

孩正在啜泣，四處彷徨張望，仿似在尋找。

    一隻小鬼從下層飄上來，輕搖著一個熟

睡女子的臂膀，不時啜泣，輕揩臉上的淚。

    電視機畫面轉到一個熱鬧的市集，一個

女人拖著小孩到處走動，小孩跟在後面不斷

舐吸手中的冰淇淋，雙眼好奇地觀看週圍的事

物。

    車內微光霎動一下，一股吸力將小鬼吸

往下層，但見小鬼雙手伸向熟睡中的女子，

欲呼叫掙扎，卻無助地飄向下層去。

    四分鐘後，車子衝出大欖隧道，一大片元

朗平原就在前面，但天地變色，整個世界變得

陰森恐怖、灰暗。

    電視機正播放著新聞，一個台灣新聞報

導員正高音喋喋報告：今早總統府發佈消息，

宣佈質子彈已研製成功，只可惜議會內未能

達到共識，改良至要求的應用上。有些議員

要求基於人道立場，引爆質子彈時，敵人能

無痛楚及迅速死亡；有些議員要求減輕爆炸力，

不能破壞死者肉體，讓他們去得有尊嚴；有

些議員要求將質子彈改良，讓每一個中彈死

者能延遲死亡時間四分鐘，好去交代生前事

務。

    畫面轉到議會內，一大羣衣冠楚楚的人

在打架，有男有女，扭作一團。

    車內燈光突然全亮起來，我望向身旁的

車窗，在外面陰暗的景象下恰似一面鏡子，

反影車內景象，我看到自己光禿的頭顱及一

身灰色的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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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剎  優多羅

    斜陽裡，夕照下，你俯伏在拜墊上，久久，久久不動，凝裹在一團黑色海青中。然後，緩緩昇

起，一柱陽光從屋頂直射下來，在幽暗的屋內，特別清晰逼真。那從天而降的光柱，充斥著默默浮

動的微塵，輕輕飄動，飄出光柱外，或飄進光柱內。

    微塵數的世界，多不勝數，比天空的星星還多。一塵一世界，充滿無量眾生，山河大地。微塵

裡，有生、老、病、死，此起彼落；悲歡離合，循環輪迴不息。有喜、怒、哀、樂，鬥爭沒完沒了，

爭奪不休。微塵的世界，生、住、異、滅，轉瞬即逝，消失在光影中，恩怨平息。餘下的微塵世界，

此起彼伏，蘊藏著多少成、住、壞、空，誰算得清？

    微塵裡，多少水月道場？空華佛事？可見到諸佛菩薩在普渡眾生嗎？可想過你也在微塵中若隱

若現？身處在光柱內的一粒微塵裡？

    俯伏，俯伏在拜墊上。久久，久久不動。

    在無盡的光影中，將此深心奉塵剎！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提舍

佛說「人身難得」 ――  六道眾生，無量無邊，只要看地上的螞蟻，已數之不盡，遑論可見之昆蟲，

                       動物，飛鳥，魚鼈；不可見之餓鬼、地獄眾生等。他們朝生暮死，輪迴

                       不已，忍受著無盡的苦痛，無有出期。

                       而我們能得人身，不知曾種下多少善根，做過無少善業？才感得此人身。   

                        故此，別輕言放棄，輕言自毀。縱使生活如何艱苦，如何不如意，我們仍 

                        擁有精進的力量，去克服困難；忍耐的力量，靜待機會；學習的力量，

                        去提昇自我；道義的力量，自助助人。更深信柳暗花明，絕處逢生。

佛說「佛法難聞」 ――  眾生那麼痛苦，世界那麼混亂，當是真理不能昭彰，聖賢沒有出現，可

                       証佛法難聞。但佛早已超時空地為我們留下無數經典，無數解決煩惱的方

                        法。以無上智慧，對應生活，對應煩惱。



6

                              給義工的話  寂慧

    各位義工，感謝你們的到來幫忙。當義工的目的，通常是為了種諸善根，及消業積福。「所

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你們的善行，必有回報，為佛教做事，必產生無漏業，最後引向解脫，度

一切苦厄。只要你們拿出至心，清淨心來，定能快速成就，受益無窮。或有說做義工不求回報，應

無所求。很對，值得讚嘆，但我們薄地凡夫，福報不足，智慧不足，遑論度人，自己也幫不了自

己。因此我們應拿出無執無掛心來，求取智慧，求取福德因緣，去普渡眾生。於佛教中服務，藉著

三寶力量，三寶的大家庭，廣結善緣，開發心中的佛性，融入法性海。

    每次你們來幫忙，忙碌不堪，彼此匆匆會面，無暇交流。我們深感內疚，竟沒有為你們尋求

一點人生的意義，沒有讓你們拿一點佛法離去。佛陀與他的弟子應供後，總會說法回謝施主，留

一點佛法才離去。這裡我們一再道歉。

    作為一個義工，有數點須遵守：1.不求他過――當然也不會說他過，在眾多的義工及服務對

象中，必然有很多叫人生煩惱的人事，那是必然的，因大家來自五湖四海，溝通上定有困難；大

眾義務性質，定缺乏暸解及投入精神；服務對象有所求，要求高，都會做成矛盾。請注意，這些

考驗會消磨我們的志氣，義工中有極優秀的人才（菩薩），他們也不嫌棄我們，為何我們要嫌棄

其他人呢？我們應該像一條船裡的乘客，或是一個家庭中的成員，互相幫助，互相扶持。有見過

怪責弟妹能力差的人嗎？2.不批評道塲――所服務的道塲因能力不逮，才需要義工幫忙，故必有

不足處，不需去批評，在服務之道塲批評別的道塲也是不對的，並會製造煩惱，過失很大。3.在

佛教裡服務功德大，但不依規矩做業也重――這都是成正比的。只要誠心，敬意，不計得失，不

計喜惡，專心去作便對。如果協調不來，或是大家宗旨不合，可自由離去，毋須爭執結怨。4.不

論順逆，謹守崗位――有時發覺活動快要失敗，或是其他意外因素使事情變得沒有意義，謹記謹

守崗位，不要使自己變成失敗的原因之一。5.常記取到此發心服務的目的――通常最初發心來服

務的心念都是清淨的，只是一時被外境擾亂而忘失，起煩惱。6.常懷感恩心――能親近三寶，能

為佛教服務，必曾種下善根，才有此殊勝機會。不信可觀察其他比自己能力高及比自己虔誠的人，

竟沒機會便知道。7.別自讚毀他――此是菩薩戒中的重戒。有很多老資格的服務人員，常計算自

己付出很多，做熟了常覺自己很棒，別人很差勁。行為語言中不覺自讚毀他，陷入深淵而不自知。

    於此我們對義工也有些要求：既然義工到來的目的為服務，希望先讓大眾吃飽才吃；先讓大

眾舒適聽法後，才坐下來聽法。不單自己要整齊清潔，且要將地方弄至整齊清潔。如聽眾不多，

義工更要坐下來充作聽眾，座位不夠要將座位讓出來；不單對大眾必恭必敬，對說法師尊敬，更

要對其他人微笑鞠躬。要留意塲地設施、位置、交通狀況；講者資歷；題目，內容；音響、燈光、

室溫；洗手間位置等。多一分暸解，多一分發揮服務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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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更要注意到來為親近三寶，非為世間事務，應酬，道情誼等，要交流的是佛法事，利益

大眾事，菩提心解脫事。

    或許有時無所事事，呆站那裡，請不要氣餒，不要計較可作多少，因能做可做多少，不是由

我們計算，發揮力量有多大，沒有人能知。只要有機會為佛教，為眾生服務，已是無上光榮。就

是什麼不作，只需穿著制服站在那裡，已是一分功德。個人付出雖然不多，但結合大眾的力量，

功德便無量無邊。

    莫忘初心，只須遵守便獲大利益。不要管是否苛刻、要求多或是不合理。謹記「所謂布施者，

必獲其利益」語。

        病容  那羅

蒼白  一如你的臉容    我的心兒在淌血

喘息  掀動起伏的思潮  我的心兒在淌汗

痛楚  來自我心深處    我的心兒在淌淚

當你蹣跚步過  我看到陷落的身軀

彷彿看到待援的伸手

捫摸浮筏  捫摸虛空

褪色的瞳仁抖落景象

嚴肅的臉  嚴肅的眼神

踏上阡阡陌路

無助的眼神  冰冷的呻吟

張嘴渴求  渴求解脫

病榻的仰視  直視天際

仿似窺探另外的世界

是那娑婆世界  還是極樂世界

妄念  那羅

妄念

來自貪瞋痴

根深蒂固

來自久遠久遠的過去

那無始無明

多少妄念，因六根而起

縱容六賊

不斷劫奪，巧取豪奪

我們的功德財

潛在內，外？

抬頭

無盡的計度

隨來煩惱

低頭

原來那妄念是無

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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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一個基督徒走進店內，與老頭子店

員閒聊。

    「我看到你們書架上有基督教的書呢？」

基督徒不解地問。

    「噢！」老頭子店員答：「那些書是關於

耶穌年青時在印度及西藏等地修學，最後回到

耶路撒冷傳道的事蹟。更有說到耶穌被釘十字

架後，並沒有死去，三天後離開墓穴，到印度

去繼續修學及弘法，他對印度教，佛教，密宗

皆精通，且對神通及咒語都修到一定的境界。

在阿富汗及西藏等地方都有他的足跡，最後在

印度去世，近人還拍下他墓穴的照片呢。這些

講法你們可能不接受，也沒有確實證據證實，

你們可作科幻小說看好了。」

    「這些從前沒有聽過，是否真有其事？」

基督徒懷疑問。

    「當然沒有聽過，這些書都是近數十年間

才出現的。」老頭子店員續道：「以前如果有

這些書出版，一定會被迫害，甚至喪失生命。

這些資料，聽說教會仍秘密保留，只是不肯公

開而已。你小心留意，宗教間有很多相似之處呢。」

    「真是匪夷所思，難道宗教的本源及方向

真的共同嗎？」基督徒困擾地問：「新世紀來

臨，人際關係愈複雜，社會問題愈多，我們的

宗教已不能發揮力量，危機很大，身為基督徒，

我不知何去何從！」

    「你不用担心，神學院裡已有很多人在工

作，去研究世界各宗教的優、缺點，不斷改善

自己的宗教，去應付社會的需求，因此，你可

見到基督教的教義已有很多新的詮釋，或是挪

用佛教教理。世間無常，社會急促變化，一部

分基督徒仍守著狹隘的思想，當然無法面對困

境及危機。

    基督教已有二千年的歷史，能夠延續到今

天，必定有它的優點，你們要有自信，繼續發

揚這宗教，為社會出一分力，為人類作出貢獻。

如果將基督教在世界抽離，我真的不敢想像世

界會變成怎麼樣！你們要重拾心情，將它的優

點發揚光大，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去殘補缺，

將不好的地方大力改善。最重要的是常懷基督

精神，服務人間；去除自私，自我的執著，去

除敵對的態度，包容異己，成就大同的世界，

恢復昔日的光輝.....」

    「謝謝你！我知道怎麼做了！」基督徒面

帶笑容步出店外，滿意地離去。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六)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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