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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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怨無悔  提舍

    香港自從開放言論自由後，社會普遍瀰漫怨懟，埋怨，怪責他人的氣氛。人們愛用嘴巴去辦

事，默默苦幹的優良傳統，如「穿珠仔，穿膠花」等已蕩然無存。漸漸，人們習慣了批評，反對，

不去作實質的工作，認為其他人辦事不理想，沒法配合，連帶拖累他們，使自己的才能不能發揮，

從來沒想過沒一事是具足的，凡事要爭取、克服，一步步去達成。凡成功的人必有一個目標，然後

逐步逐步的克服，踏實走去。絕不好高騖遠，眼高手低。

    埋怨他人，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不足，繼而產生很多誤會，失去客觀的判斷，同情，最終不

歡而散。當然他人的優點無可能看得到，別人的成就，總有借口去貶低，如運氣夠，靠關係，「擦

鞋」等。另一方面，看不到自己的不是，且太多借口去寬恕自己，最後一切歸咎於人。

    尤有甚者，常見責人不對的地方，竟是自己所犯之處。如說人辦事慢，笑人與人相處不好，沒

朋友等。於此，可見問題相當嚴重，人們已如瞎子般看不到事物。

    在宗教方面，人們的偏見更重，認為佛教講慈悲，如果自己有困難，疑問，宗教人士應不請自

來助他們。常埋怨師父不夠親切；佛教地方環境不好，不能讓他們舒適逗留；社會問題佛教界沒有

提供解決之道等。在人們的概念裡，凡事是必然的，因此常時索取，無盡索取。索取不到便埋怨，

埋怨多了，人變得消極，消極便提不起勁工作，不但提不起勁工作，且妨礙他人建樹。罪過不可謂

不大。

    要記取：困難不如意是常規，本來如是的，今天不出現，明天必出現。就是事業成功後，困

難、不如意仍然會到來。

    從佛教的立塲，眾生充滿煩惱，旋出旋入，做業犯過也不知道，只懂呼天搶地，怨這怨那，你千

方百計為他們好，不但不接受，還恩將仇報，當然叫人洩氣，氣憤，不期然埋怨度生難。如果度生

易，歡喜，積極進取去做；反之，埋怨，消極退心的話，何須發心的教徒去作，任何社會大眾皆能

為呢！眾生本苦，更愚痴自殘，正如此才需去度化，何忍埋怨怪責他們呢！度生如充滿怨氣憤慨，

是執著及我見的表現，正顯自己的修行不足，且自讚毀他乃菩薩的重戒。默默去做就是修行，開始

時無怨無悔，繼而不覺需要去怨悔，正是成就的指標。

菩薩藏

佛行事業目的在承事眾生，利益眾生

若倒過來要眾生過度辛勞及捐獻

則有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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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偌大的會議室內，中間安放著一張可供數十

人會議的長桌。我被帶進房內會議桌的最遠處獨

坐。室內氣溫溫和，光線畧嫌幽暗，隔音設備

優良，顯得特別寧靜，三面牆皆圍著巨大屏幕，

只有一面牆全是落地玻璃，可看到遠方的日落，

及近處佈滿建築物的屋頂。我無暇再欣賞這些

景象，心中盤算著國家總統約我來的目的及數

十種對策，政治是黑暗的，卑劣的，我要小心，

但亦是做福大眾的最好機會，要把握。

    十分鐘的胡思亂想後，室內燈光稍增強，

三面牆的巨大屏幕自動亮起來。我赫然見到對

面屏幕播放著我集團公司的介紹，從數十年前

的創業至如今的十多間上市公司。我的影像不斷

在屏幕出現，被誇讚著從無到有的傳奇。另一

面屏幕播放著國家多年來的經濟數據，大事回

顧，及在國際中的地位。我後面的屏幕播放著

未來的分析，預測。

    突然一把溫柔的女播音聲響起，不斷重複：

「謝謝蒞臨，此次談話內容將被歸入第四類機

密，請放心交談。」

    不到一分鐘，總統從一扇門走進來，他向

後面兩個隨從交代一些事情後，坐在我遠處的

對面，我站起來，喚一聲：總統先生。只見他

微笑，稍揚手示意我坐下，再示意我繼續觀看

屏幕，他畧側身軀，微笑觀看屏幕、窗外，及

打量遠處的我。突然，所有屏幕自動關掉，總

統悠閒道：「國家已進入一個危急時期，債台

高築，國民生產總值連利息也快要付不起。歷屆

總統窮兵續武，大事消費，只顧個人名利，將國

家推向破產邊緣，再將包袱交姶下一位總統。一

個大風暴正蘊釀，影嚮全世界。人類面臨一次

可怕的淘汰賽，沒有人能預測將來會變成怎樣。」

最後一個好人  浮生

    沒想到平時在電視上看到爽快，果斷，充

滿爆炸力的總統，會是那麼淡定，悠閒，充滿

微笑，判若兩人。總統先生稍停一會續道：「

貴公司多年來踏實經營，在社會上取得重大成

就，控制了通訊、金融、食品、物流等行業，

可喜可賀，國家很感激汝等所作貢獻，未來將

有更多倚重之處。」

    「謝謝總統先生謬誇，我幼承庭訓，先父嚴

導，為商不能欺騙，不能不守信，且不時反省

有否利益大眾，事事以利他先行。」說到營商，

我有點不能自控道：「縱觀其他公司，幾乎沒

有一間不巧取豪奪，弄至怨聲四起，最後顧客

都跑來光顧我們······」

    「做得好。」總統先生打斷我道：「請仔

細想想我剛說的話，我稍後回來。」

    總統先生慢步走出室外，對面屏幕即時亮

起，播放著世界動盪的預測景象。

    沒多久，門再度打開，總統先生慢步到房

間中央的一個位子上坐下道：「國家將大亂，

世界也將大亂，地球上無一地方倖免，人類面

臨毀滅。」

    總統先生無助坐在那裡，默然遠望窗外。

過了一會望著我道：「你有聽過挪亞方舟吧！

我要你將現有的企業質素保持，並無限擴大，

建設一個人間淨土。國家會盡一切努力保護及

幫助你。稍後國務卿、國家安全局長及財務部

長會分別與你討論一些措施及細節。」

    「但國家尚有其他大企業及人才，為何不

找他們呢？」我不解地問。

    「根據因果律，他們自私自利的行徑，必

遭天譴，如何拯救國家？」總統先生續解釋道：

「況且你們的企業掌握重要命脈，在拯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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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中，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    

    總統先生默然走出室外，對面屏幕再度亮

起，但我全看不進去，心中千百個念頭轉動，

有種透不過氣的感覺。不久，總統先生快步走

進來，坐在一張離我不遠的椅子上，再沒有一

點笑容。我不待他開口趕忙問：「是否要在一

個遠離塵囂的地方建立一個淨土？」

    「不是，不是。」總統先生道：「你要在

現有的基礎上，現有的地方繼續努力，且要不

斷增加經營地點。但必須在人群中。最繁華最

危險的地方才能發揮最大功効。」

    「我有多少時間？」

    「沒有人知道。世界正處於急速轉變中，

跟得上自能生存，默守成規定被淘汱。」總統

  

    信佛學佛為了什麼？很多教外人會問起，教徒對自己也不大了了，儘答些高遠漂渺的空話。

    學佛為了人生順境：很多人學佛後不但心境平和，且事事順意，要什麼有什麼，無欠無缺。坐

公車不用等太久車已到來；想起某友很久沒見卻突然出現在前；同事家人很遷就自己。

    學佛為了趨吉避凶：學佛後能化險為夷，災難遠離，逢凶化吉。花瓶從天而降剛巧沒打中自己；

鬼神不會侵擾；人到任何地方皆使那些地方和諧吉祥；沒病沒痛。

    學佛為了祈福：師父對自己特別寵愛；家裡有一個美侖美奐的佛堂；身邊人肯跟自己學佛，虔

誠敬養三寶；孩子聰明伶俐，考第一名，人見人愛，且懂得念很多佛經，人生美滿幸福。

    學佛為了了生死：有些教徒對世間事物失去興趣，無欲無求，平淡人生，無需幸福，無需富有，

甚至離棄親眷，等待著了生脫死，不再輪迴。

    這些沒有不對，也是好事。學佛的確可以達到這些要求，但太「小兒科」了，既然入得寶山，

應該取貴寶走，不要帶回小寶了事。

    學佛應求取智慧，去面對苦難，克服逆境。要知道苦難、逆境皆是人生必經的境界，躲也躲不

了，要緊的是能有智慧去面對。

    不但自己有智慧，還要所有人，所有眾生皆有智慧去除苦惱。前面講的都是為了「我」而作，

應該凡事都為了「他」而作，發菩提心去助人，為人解脫，即「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菩提心如寶，隱藏在各人心中，只要將它拿出來，定能照破黑暗，自利利他。

    菩提心的利益數之不盡，且是成佛的康莊大道，前面提到的俱俱利益小事當然包含其中。

學佛為了什麼  寂慧

先生堅定道：「世界景象，好壞皆虛幻。但環

境如何，俱不影響個人的果報。好人在亂世中

仍會有好報，不用担心。多作好事，再惡劣的

環境也可變好過來。」

    總統先生慢步走向室外。我按捺不住問：

「總統先生，為何你不因循苟且，如此積極？」

    總統先生停下來，沒有轉回頭，對著門自

囈般道：「我患了絕症，不久人世，沒有一天

睡得安寧。有一次在醫院的花園中遇到一個出

家人，他叫我放下一切，做好做壞，雖然結果

一樣沒得救，但為何不做好呢？為何要做壞呢？

雖然我知道師父只是順口說說，他自己也不太

瞭解。但自此我卻睡得安寧，要是此刻長睡。

我相信也會是安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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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反思  提舍

    金融海嘯威力強大，連一等大銀行、保險公司也可倒閉，紛紛出現困難。霎時間，不可能發

生的事情竟發生了。現實告訴我們，沒有牢固不變的東西。如八大人覺經所說：國土危脆。

    金融風暴，沙士，金融海嘯，這些災難不斷發生，就像輪迴般不斷重演，人們無能汲取教訓。

相信未來仍有事故產生，歷史仍會重演。眾生旋出旋入，可証眾生皆苦。

    海嘯肇因經濟泡沬，過度浪費，加上有人從中漁利，推波助瀾，一旦爆破，無法收拾。因此

真正的肇因是心中的貪念，不惜福。海嘯發生，並非偶然，很多人事前已察覺到，只是迷於利祿，

不肯抽身。因此，肇因是心中的愚痴。沒有人出來阻止災難發生，對眾生慈悲心不足，最終，自

己也被牽連。

    幸福不是必然的，買股票、債券，卻不懂其原理、運作，只想不勞而獲，且要多要快，可見

人們只貪，不信因果。金融市塲陷阱處處，美其名集資，投資等，卻操控在一小撮人手裡，漁肉

大眾。置身其中，眼花潦亂，很容易迷失本性，仿似一賭局，讓人營營役役，不能抽身。

    解決之道應停止賭博，不再涉足其中，輸掉的就由他去，贏了的趕快抽身退出。緊記在營利

塲中縱使有收獲，也會迷失本性，長養貪嗔痴。別祈求不勞而獲，或是一朝發達。要深信因果，

付出多少，回報自有多少。否則不成比例的回報，受之有愧，也不會去珍惜。惜福很重要，對得

來的東西要珍惜，別浪費，浪費令人墮落。有能力定要回憒社會，回憒眾生，福緣才能持久廣大。

    從佛教的立塲，別存僥倖心，不要貪，取有需要的，不要浪費，也不要過分積蓄，好好利用

得來的福緣去利益眾生。營利塲不是修道者流連的地方。要生起出離心，最低限度，培養遠離心。

    最終，要反問在這些名利塲中要得到什麼？所追求的是否值得？人生的目標是什麼？人生的

意義何在？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念佛。一個小孩氣沖沖跑來道：「師父師父！那面的

寂光寺正在拆卸，很多工人剛到來。怎辦？可以阻止他們嗎？」

    「唉！想不到寂光寺如此命運，經過三代就挨不下去。」老師父帶點哽咽道：「開山祖師如實

法師當年千辛萬苦建寺，事事親力親為，固然是為了省錢，最大原因是沒有人願意發心承担，或是

有才能去建造。因此，從最初的規格研究，終日翻查書本，直至深宵，或往訪高僧大德查詢，皆由他

孤獨奔波。到最要命的找地方、買地方、籌款、應酬這些弱項，他都要硬著頭皮去處理，被騙多次

也不敢對人說，亦沒有對象訴說，忙碌中更無暇訴說。畫圖，選料，運送材料主要都是他拿主意去

作。當人們問他何以那麼棒，什麼都懂。他總推說不是他個人的才能，是佛菩薩在背後的力量。」

    「那麼最因難的工作是那一項？」一個小孩好奇問。

    「當然是籌錢！」老師父若有所思道：「有一位功德主信誓旦旦答應拿錢出來，可是到付賬時

卻失蹤了；另一位施主竟將答應了的大部分捐獻拿來買房子給姨太太；有施主硬要將名字留在石碑

上才肯捐獻，卻被如實法師一口拒絕，說不留名字才能為施主作大功德，但人們總聽不進去，不肯拿

錢出來。如是拖拖拉拉了多年，師父仍然堅持默默如法運作。」

           老師父的話  浮生

                     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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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佛堂內，獨你站在那裡，面對佛像，合十，

口中念念，念念。

    汗水自你臉龐流下，看得到那不安、焦慮。起伏的

胸膛，反映著蕩漾的心潮。正思念遠在他方的至親，面

對災難，面對痛楚。至親啊！看不到你的容顏，得不到

你的訊息，別讓我在這裡乾焦急。但願我能承受你的苦

難，取代你的苦楚。別讓我靜待這裡，猜度你那一方。

    至親啊！你在那裡？你在那裡幹麼？且聽我呼喚，

遠在他方的我，正默默為你祈福。雖隔阻千里，心仍繫

伊處，思潮起伏。絕望之際，唯祈請三寶加持，召請三

寶降臨彼方，護持拯贖。縱使此處天崩地陷，水深火

熱，算不了什麼，值得值得。三寶啊！請別担心這方，

趕快下降那方，伸出援手，是所至禱。

    至親啊！你絕不孤單，面對苦難。彼方歷歷在目，

我如親臨現塲，與你共渡艱困，雖未能伸出援手，但每

一刻，每一節，我仍與你解厄。遠在他方的這面，我至

誠代懺罪，頻頻念經拜願，普皆迴向，專心一意，只望

你能度過這風雨之夜。

    小小的佛堂內，獨你站在那裡，面對佛像，合十，

至誠加持他方的至親。

    

          祈請  優多羅

不管如何惡劣，殘破

仍可擺脫勞累缺失，擺脫軀殼

重新開始

死亡可以是一種樂趣

捨棄一切，好的壞的

就像一頁一頁的日子

知音星散，無常迅速

一切將成過去

痛苦難耐，恐懼迷失

未來是怎樣的夢

無能自主，隨業流轉

一切整裝待發

萬死千生，死亡絕不陌生

只是我們太善忘

沒什麼可怕，我們經驗豐富

死亡可以是一種樂趣

死亡可以是一種樂趣  那羅

    「最叫人非議的是如實法師跟附近的鄉人打架。」老師父帶點雀躍道：「鄉人欺負師父單獨，不

懂事，也誤解佛教凡事慈悲退讓，因此偷建築材料，巧立名目索錢，威迫利誘，什麼手段都用上。

沒想到師父凡事堅持原則，不肯退讓，且極有耐性，堅持到底。最後，鄉人只有放棄欺壓，由他去

將寺建造。」

    「那麼，如實法師是否那麼堅強，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呢？」另一個小孩懷疑地問。

    「據說師父有多次差點放棄不幹，強忍著不肯透露半點風聲。」老師父帶點悲哀續道：

「但看到那些千年古剎，高僧行誼，無不是從困境中走過來時，便提起勇氣繼續他的工作，最後，任何

困境打擊對他來說平常得很，起不了作用。寂光寺最後屹立在這裡，雖然裡面很多缺點、不足的地

方，但從外不易察覺。

    如實法師要建一所佛寺，萬古千秋，像前賢般世世代代加護無量眾生，立基千秋大業，他願捨

身為道，功德很大。但拆卸佛寺圖私利，有違古聖發心，更阻無量眾生為道、發心、脫苦的機會，罪

過之大····」老師父哽咽得無法發聲，一滴淚珠從眼中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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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佛教籌款會議中，各人興緻勃勃。

會  長：感謝大家過去的努力，籌得巨款，購置了這大型會址。這次會議希望再度籌錢，將會址 

        布置得美侖美奐，讓每一個走進來的人，皆感到舒適歡喜，經常來臨，發心學佛；每一 

        個工作人員皆有歸屬感，像回到家裡般安心工作。

活動組：現時最流行的活動有放生、素宴、拍賣、水陸法會、拜懺、附薦、灌頂、寶瓶等皆能籌

        得巨款。我們可考慮綜合式的做法。使功效更顯···

會  長：每次只能一至二項，否則給人向錢看的嫌疑。更何況一二項已足以「洗袋」，無須張羅，

        更可留待下次籌款時另立新項目。

        今次就以素宴及拍賣為主吧！但請「聯絡及通訊組」費心，找數位師父來坐陣，要年老

        及男性的。

法義組：我組可找會說法的師父，作一簡短的開示，使活動更向法···

會  長：不用了。這是「聯絡及通訊組」的工作。但不要找一些喜歡說話的師父，因時間緊湊，

        無法安排師父說話。其實大眾看到師父的出家相、威儀已經很夠了，身教比言教重要。   

        只要他們默不作聲，眼觀鼻，鼻觀心，就是修行相。況且，開聲容易暴露弱點。

法義組：那豈不成了道具。

會  長：修行不是囉囉嗦嗦，修行人止語是很高的境界。

        邀請師父時請告知他們什麼也不用做，因有居士義工代勞，只須坐在那裡亮相便可，事 

        後我們定有紅包酬勞，是一份優差啊！

義工組：這次我們需要多些義工幫忙，上次財務組臨時抽掉我們很多義工去攔路募捐、點數、登

        記、收善款、跟進等，其他工作沒人處理，背後遭人埋怨。

財務組：我希望活動組不要老是表演佛曲，很悶，沒人喜歡聽。度生要有方便，先隨順他們，才

        有機會令他們轉向佛道。一曲「萬惡淫為首」一定要播，因萬試萬靈定能募到可觀款項，

        最好找破落相的出家人去逐枱逐個去募。

活動組：對！對！找出家人最好。上次我們眾多義工佈下天羅地網，提著捐款箱，在各要道主動

        埋身募捐，誰知他們不是借故聽電話，耍太極，就是跑洗手間，遲遲不出來，弄至大排

        長龍，有些更說寧排長龍也不敢坐回座位呢。有義工埋怨雖然他們比侍應更勤力穿梭，

        善款仍未如理想。

財務組：下次請你們用透明箱，如果捐款少讓別人看到會難為情；捐款多會有鼓舞作用。

        拍賣品請施主們發心全捐出來，不要收回成本或指定用途。因我們人手不夠，無法結算

        給他們及仔細安排用途。

        拍賣品最好是寶瓶等，如財神寶瓶，別忘喚喇嘛加持，要能消災、祈福、有財運、姻緣  

        運、生仔不生女的功能等···

          素宴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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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義組：那是黃大仙法，有求必應，不是···

會  長：眾生祈求幸福，順意是人之常情，先以慾鈎牽，再帶他們回到不執，空性去，此之謂普   

        賢十大願中的恆順眾生。

        昨天我在一家倒閉的古玩店取了一批貨品，聳湧店主布施作功德，總比讓執達吏拿走好。

        店主很感激，還教了我一些提高古玩定價的辦法及銷售古玩的技巧，原來裡面有很多

        學問能令你一本萬利，應用得法，一個月只需二三單生意就夠了。

財務組：今次素宴的定價我希望能定低一點，讓更多人參加，大型活動對我會的宣傳很有作用，  

        多辦幾次定能提高江湖地位，只要有人來，那怕沒有「橋」淘他們腰包！

法義組：千篇一律，到處舉辦的素宴活動真能吸引多人來嗎？講飲講食的低等···

會  長：很多佛教徒向我反映佛教活動苦悶不堪，如能有「活」一點的活動，他們定會感恩參加。

        曾有某會會長說：全港數十萬教徒既懶又冷，且低能地任由擺佈。我們該多站出來辦活動，

        讓他們找到方向，更可募多些錢，推廣佛法，自利利他。這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年代，我

        們舉足輕重，希望大家能把握因緣。

活動組：我這裡要投訴素菜館。多家素菜館不肯大幅降價配合我們的慈善活動。說什麼經營困難，   

        素材料比什材料貴價等。原以為素菜館有善心，能站在我們一邊，好說話，誰知叫人失

        望。我更打聽到有些素菜館並非信佛，伙記在店內吃什，老板另外經營吃肉的餐館等醜

        聞。不過大家不用担心，我已在尖沙咀某酒店談妥了這次素宴活動的特平價格。條件是

        日後的大型活動安排在他們酒店內舉辦，真是菩薩保佑，我們日後的活動定能舒適，體

        面地接引大眾。

法義組：這次活動很像欠缺了一些什麼···

會  長：這次活動大致安排妥當，請大家努力。

        下次會議我們將討論籌募來年經費的活動。這次有數點注意：一.活動時間要短，一天起，

        兩天止，我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妨礙其他工作。二.籌備工夫要簡單，最好不需太多義

        工的活動，因近年太多道塲辦活動，義工來源不繼，我不想影響其他團體，聞說有些義

        工要索取車馬費呢！三.「盡地一煲」，要募取最大的款項，因一年只得一次，不成功，

        便成仁。但大家不用担心，有數個不論在歷史及人才方面不比我們強的學會皆能取得可

        觀成果，我們沒理由會失敗。

        我提議辦一個萬人禪修活動，結合僧俗四眾修行，弘法多功能的創新活動。輔以多個大

        銀幕，播映世界各地友好道塲，同時念誦六字大明咒作背景，定能吸引眾多人到來，突

        破某  學會前創的紀錄。

        法義組，是你們一顯身手的機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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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位男居士氣急敗壞跑進佛哲書

舍內，對著低頭工作的老頭子店員道：「他

快死了，怎辦？」

    「啊！···」老頭子不解地望著男居

士。

    「我父親，病重進了醫院。」男居士稍

安定後補充道：「醫生說他已到了末期，怎

辦，怎辦？」

    「啊！···」老頭子不知所措，呆在

當地。

    「佛教不是可起死回生嗎？佛陀不是已

克服了死亡嗎？」男居士厲聲道：「我從前

取那麼多結緣書看有什麼用？你有辦法嗎？

什麼書或法物可安心、治病，不痛？」

    「啊！···」老頭子望著書架上的書，

仔細搜尋。

    「我看到他痛苦掙扎，心中很難過。該

怎樣幫他？求求你！」男居士顯得無助，聲

嘶力竭。

    「你帶他去皈依了沒有？」老頭子靈光

一閃問。

    「沒有。」男居士歉歉地答。

    「不要告訴我連你也沒皈依啊！」老頭

子進迫問。

    「這···」

    「你有教他念佛嗎？」

    「這···」

    「不要告訴我連你也沒念佛啊！」老頭

子得意地追問。

    「這···」

    「你有送佛像，念佛機給他修持嗎？」

    「這···」

     「不要告訴我連你也沒佛像，沒有修持

啊！」老頭子义腰問。

    「這···」

    「你有念地藏經，乃至地藏菩薩聖號嗎？」

    「這···」

    「不要告訴我連你也不會念地藏菩薩啊！」

老頭子感覺自己長高了

    「這···」

    「你有開示病者嗎？有告訴他病性本空，

本來就沒有病這回事嗎？有告訴他『無我』，

何來有病，何懼有病嗎？病不是敵人，是人

生一部分，不要抗拒，不要掛礙。心不起念，

收攝六根，自能做好保護網。」老頭子手摸

下巴，洋洋自得道：「你平時看那麼多書，

學些什麼來啊！」

    「這···」

    「正所謂病從心起將心懺···」

    「不是罪從心起將心懺嗎？···」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九)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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