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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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能從頭再來  寂慧

    假如我的人生能從頭再來，我會怎麼做？

    是否仍如一般少年發大願？做醫生、律師、總統、國父、宗教師？甚或更高的大願？少年如

初生之犢，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世道艱難。但正因此往往單純闖出一番天地。

    假如可再選擇學業，是否仍選當年熱門的學科？現今時代變了，是否仍緊貼潮流，追求炙手

的學問，再闖天下。是否比以前更努力讀書，出人頭地？

    可知道每一種學科都有高潮，只要學得好，總有機會發揮；亦有低潮，艱難險阻的時候。如

果仍跟著潮流變動，而不是自己的興趣，志願。那從頭再來的意義便不大了。

    假如再去結識異性，你會怎樣選擇？選擇和諧對象；志同道合；美貌賢淑；能幹；還是富家

女，能令你將來無憂？

    假如再去選擇事業，什麼是你的志業，你仍會選擇如今的職業嗎？你仍會只向錢看嗎？是否

迷於繽紛的職塲中，人事的擾攘中，讓時光流逝，回首已是百年身？

    你已步過人生，經歷愛情，成家立業，你的選擇會是怎樣？你要求的是什麼，憧憬的是

什麼？是否比以前更世故，還是更純情？如果仍是營營役役，不能透視人生，看破幻象，那

從頭再來的意義便不大了。

    假如什麼事你都可以做，你會選擇善行，利益他人的事做呢，還是仍然聲色犬馬，躭著五慾？

假如你與親朋好友相處，你會選擇導你吃喝玩樂的豬朋狗友，還是叫人生氣難受的諫友呢？

    如果經歷大半生，你的選擇仍是那麼一般，沒有突破，那從頭再來的意義便不大了。

    也許你會說：我已年紀大，沒有機會了！

    但為什麼不可以從頭來過呢？沒有從前的走錯路，便沒有反省，沒有從頭再來的基礎，也沒

有辦法看透事物，只會不斷走錯路，如今你會知道怎樣生活，該做些什麼，如何立大願，掌握人

生，把握自己的經驗，專長，再創人生。君不見很多偉人，名人，在他們一生中，能發揮功効的

時間，往往只有三數年嗎！如很多CEO，哲學家，宗師皆是老年人；總統任期只有四年，耶蘇傳

菩薩藏

眾生煩惱就是我的煩惱

去除眾生煩惱亦會去除自己的煩惱

亦是修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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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願  那羅

生死死生，輪迴迴輪

死，新生命之開始

生，步向滅亡

死，如睡醒

生，如夢迴

已厭倦一切

疲累與煩燥

沉重的色身，沉重的世間

再提不起勁道

迷失於生死間

當去除一切束縛

自得自由，得解脫

沒有死亡，便沒有新生

死亡的未知帶來恐懼

亦帶來憧憬

當告別一切

心仍繫此土

雖嚮往他方淨國

當乘願再來

轉五濁成淨土

煩惱為菩提

    從煩惱中走過來  那羅

你既從煩惱中走過來

當知煩惱的力量

為何仍恥笑我貪、我瞋、我痴

說我放不下

妄想、癲倒、執著

一闡提無可救藥

你既從煩惱中走過來

當同情迷路之人

瞭解當中困沌

體諒每一個叛逆

接受五濁世界的不完美

接受無奈的人生

可有回首昔日

共歷菩提路上的風雨

同念同參同修

如你仍在埋怨

當知仍未解脫

白吃那苦楚

你且引頸拭目

我當重臨金剛座

降服魔障煩惱

作大獅子吼

喚醒迷霧中的眾生

喚醒煩惱中的你

道只有三年‧‧‧‧卻可翻天覆地，甚至改寫歷史。天生我才必有用，不須担心能做多少，只要把握

機會，運用自己的專長，審視形勢，定能闖出一番大事業。請注意，很多在背後發揮大功効的事業，

表面上不一定能察覺得到，如教育、文化、傳道等，尤其是菩提心，影響深遠，利益無量無邊。有趣

的是一些事業，待當事人過世後才開花結果。

    因此，我們不要計較能做多少，有沒有時間去做，只要默默，專心專志去做，很多偉大的事業都

會成就。有否發願，利他，專心（不計較）正是關鍵之處，亦是人生意義的地方。否則，縱使能從頭

再來，任意選擇，也於事無補。

    經歷大部分人生的你，可有想過將來怎樣？如何立大願？甚至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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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家的修持法門    在家修道者，必須受三皈依，踏入佛教之門。從此向佛道邁進，以佛作

榜樣；以法作指引；以僧眾作共行者。不論順逆，任何環境下常念三寶，以之作依止。這樣很困難，

因順境時，我們只會得意忘形，放縱沈淪，腦中怎會有三寶的存在；逆境時，儘會怨天尤人，諸多計

較，也不會想到以三寶來渡過艱難。一天裏盡是世間名利爭鬥，滿腦子是非人我，怎會有三寶的影

子。皈依後，自然要精進，受五戒，終身把持。更要受八關齋戒，體驗出世清淨的境界，最好能受菩

薩戒，永遠做利人自利的工作，與佛菩薩同等心態。這些戒規範我們野動的心，不致做出越軌的行

為。跟著我們要將心制定下來，常保持冷靜清明狀態，去對應煩雜紛擾的世間，進而求取出世的智

慧，去降服內在的煩惱。

    以佛作依止，作榜樣，自然產生念佛法門，繫念某一佛菩薩，常時行住坐卧提起念頭是一普遍而

重要的法門。此外，修動中禪，於行住坐卧中觀照每一個動作，乃至每一個念頭，定會產生明了的覺

性。更有走進人羣世間，做利益大眾的事，與眾生共生死，共進退，經歷無量劫的人間佛教。以上的

修持法門，高深遠大，任重道遠。實無暇兼顧世間的是非人我，自然少事少業，少無謂的戲論，閒

談，是非，在繁亂中，更嚮往清淨的阿蘭若。

    (四) 在家修道者的路向    如果能夠全職為佛教辦事是最大的幸福，否則兼職也是莫大的福緣。

在家障礙多，經典已多提及。故此，能於濁世中誠心奉獻佛教無異得嘗甘露，也是應努力爭取的。在

家修道者可在多方面發揮。a)學術—可將佛教當做一門學術研究，發掘深義，從義理中帶引方向，

顯發解決人生及社會問題。b)國際聯系—將各地的佛教組織聯系起來，互補長短，發揮及擴大各個

專長。c)辦事—為佛教團體處理行政及「世間」事務，使團體專心弘法。d)護法—為佛教團體作

專業及奉獻式的護持，使團體的特定項目受到護持及順利進行。e)說法—弘揚佛法，說法度生，這

是弘法的主要工作。居士說法，古已有之，經典，歷史上都有記載。唐玄奘法師到印度取經求學，曾

跟一個居士學法，當時還有其他僧俗一起學習，見師著《大唐西域記》中。維摩居士，勝髮夫人說

法，更載於佛經裏。而《法華經》法師品裏有：「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

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太虛大師釋：「此釋如來滅後說法儀軌。法師不必盡為比丘，故佛

以善男子、善女人統召四眾。……」f)佛學講師—在學校或學院中，担任講師，弘揚佛法。 g)入煩

惱坊—走進煩惱羣中，以佛法的方便智慧去教導及消除他們的煩惱。

    在家人的優點能深入眾生，潛移默化，以四攝法接近眾生，導引向善，解脫。以在家身份入污救

贖，不易被誤解及排斥。在世務及教務有成，更可領導羣眾向善向法。

    最後舉出在家人的典範，作為在家修道者的勉勵及參考，使見賢思齊：如維摩居士、勝髮夫人、

丁福保、呂徵、歐陽竟無、韓清淨、王恩洋、近代佛教之父楊仁山等。還有早期經典佛世時的眾多在

家弟子，皆是很好的啟示。

    在家人的修行  (下)  寂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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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旬大會  寂慧

    黃昏時分，一處大會議室內圍坐著多人，室內燈光幽暗，波旬坐在正中主席位上，尤為陰暗，

只能見到面部輪廓。

        波旬：這個世界變得愈來愈美好，人們都有感恩心，懂得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地球格外蔚          

              藍。……（默然一會）

              但我的呼吸愈來愈困難，他們每一個笑容叫我頭疼，各國政府掌握了自強之道。在     

              教育及文化方面投放了大量資源，這樣下去，我再沒有立足之地了。

              唉！人才難求，看你們每況愈下，如何有面目見我。

        旃陀：大王，不用担心。我每天多花了時間在化粧上，把臉孔弄得可畏，讓每個見到的人  

              皆有向惡之心，我不斷遊說他們作惡，喚醒他們心中的惡念。

        樓陀：大王，我每天加班兩小時，到處強搶偷盜財物，將罪嫁禍有德之人，讓他們自相殘 

              殺。更在財經市塲巧取豪奪，美化賭塲，讓他們墮落。我以驚人的報酬招攬，可說    

              人強馬壯，待他們沒有利用價值時，便找他們身旁的人將他們的財富取走，對他們 

              落井下石。財富是最好的工具去駕馭他們，甚至不用拿錢出來，只須在他們的紀錄  

              上放些數字，足以使他們瘋狂，迷失本性。

    詞利帝有：大王，我訓練了很多小孩子去傷害他們的父母。我教他們縱情五慾，吸毒，夜歸；    

              我賜予他們無窮精力，無法安住家中，共叙天倫。當他們父母無暇照顧時，教他們 

              做些驚世舉動吸引父母注意，很好玩呢！

        波旬：這些我都不大担心，最怕佛教興旺，這個宗教很奇怪，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原以 

              為徹底將它亡掉，沒想到一個疏忽，竟被它興旺起來。少少法義可成星星之火燎   

              原，你們要引以為鑑，絕不能輕視。最近很多佛學會成立，令我寢食不安，你們 

              可有良策？

    凡沙瓦提：成立最久的佛法學會會長最棒，他學問好，又能幹，學術、藝術、經營、口才、文 

              章、件件皆能，皆精。但不用担心，我已放了一個美女在他身旁，很欣賞仰羨他的  

              才華，使他離婚，家破人散，再找一個富翁支持他的事業，讓他擴充，涉及各門    

              各業，學會還弄得美侖美奐，且不斷增加分部，使他終日勞碌經營，或在人事上  

              打轉。最近更非法送他一座大宅大部分的錢，而小部分的負擔，足以令他陷落，不 

              能抽身。學會的早期幹事已全部離開，星散流浪，或是從此隱迹。到今天，他還不

              知道自己變了一個生意人，不是學者，會長，菩薩，甚至不是一個佛教徒。其他學

              會我一點不敢鬆懈，努力打壓。請大王放心。

栴沙婆羅門女：我不單在外面毀謗這些學會的人，更隱在學會裏面進行毀謗，離間各道塲。最近不  

              去分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去毀謗，竟引來很多同道終日說三道四。啊！真痛快。 

              現正努力進軍傳媒，已攻陷八卦週刊、網站、電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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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深：我不斷搧動低下階層去爭取福利，爭取更多的錢，更多的假期，甚至與他們無關的家  

            人也去爭取一份。無盡的索取，無盡的憤恨，對抗。啊！好玩極了。

      善星：我最高興是很多人聽我的話捨戒，不再受束縛，說什麼人生苦短，應及時行樂，竟引  

            來很多同道。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對我說的萬法如幻，有戒無戒皆不應執著，很受   

            落。我能謙卑作眾人的侍者，激發他們的自大狂妄，更視我如親眷，對我失去戒心，  

            好讓我在他們的親屬中做手脚。

  偷羅難陀：我到處宣揚愛，說什麼愛是萬靈葯；愛能治療一切；愛是宇宙根源；更鼓勵人去談情  

   (比丘尼) 說愛、博愛、包括同性愛；忘年愛；亂倫愛，說愛可包容一切。誰料佛經裏竟說：

           「愛生則苦生」，把我氣個半死。

    俱伽梨：我以十年為一單位，讓人們安逸於十年光景裏，頹廢放逸，不事振作，再以劇烈的變 

            化摧毀他們，我不是要他們體會無常，是要他們不能翻身。

      調達：我很努力在各人心中建立心魔，外在逆境雖然不好受，但內在的心魔才是禍根，無窮 

            無盡，只要心魔做成，萬劫不復。至於心魔如何做，恕我不能報告。

騫馱羅達婆：我在秋天使所有的樹葉落下來，天空灰暗，整個世界肅殺，不能振作，走上自毀之 

            路。請讓我保留工作的秘密，不能直告。

三聞陀羅達：每天黃昏完全黑暗來臨前，我以孤寂籠罩整個大地，人們從心底震慄，更以神通力將  

            人們隔離，孤獨難耐。但我不會告訴你們我的神通力用。

    最後，波旬默言，良久發出陰笑，在坐正要發言的多釋子、須那剎多羅、須尸摩、摩犍提、寶

蓮香比丘尼、孫陀利、高迦離迦、迦留羅提舍等皆默言，不敢做聲。眾皆驚懼，知波旬不會無故而

陰笑，前波旬陰笑後不惜犧牲了很多魔子去害人。

    不論初學佛或學佛多年，皆感到佛學博大

精密，深如淵海，只能取得一麟半爪，甚至連

捉摸也感到困難。因此，大家都渴望能掌握佛

法的根本，從心要去理解及開展各自的方向。

    「菩提心」正是這根本，心要，在整個修

學過程中，從入門至成佛，不能一刻或忘。偶

爾忘失，將沈淪於生死大海。菩提心如阿伽陀

葯（萬靈葯），能對治任何煩惱，是最珍貴最

珍貴的寶。「佛法是世間寶，菩提心是佛法中

寶。」佛法是世間最珍貴的東西，而菩提心更

是佛法裏最珍貴的東西。華嚴經裏有：「菩提

心者，如一切佛法種子」。可見菩提心的重要。

    菩提心是什麼？

    菩提心是上求佛道，求智慧，目的在下化

眾生，亦即福慧兩足尊，當圓滿時，便是佛了。

因此，菩提心是諸佛必經之路。

    菩提心的組成有三：一.願 二.行 三.勝

義 一.願菩提心，就是發願，發救度一切眾生

的誓願，我將一直皈依佛法僧，直至達到圓滿

覺悟。因為只有佛法僧才能圓滿救度眾生，故

佛法中寶    菩提心 (上)  賢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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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三寶，上求佛道，並抱著一個大目標，生

生世世，無量世去度生，不會貪成仙，成佛；

不會消極，無聊。常憶念菩提心的功德，天天

發願，分分秒秒發願，菩提心，不可須臾離也。

二.行菩提心，就是受菩薩戒，廣行十善、六

度、四攝，簡言之，就是去實踐利他的事業，

行菩薩道。三.勝義菩提心，就是了悟一切如

幻的空性，眾生多一分我執，便多一分煩惱。

因此，要救度眾生，便要去除眾生的我執；要

去除眾生的我執，先要自己做到，再教化他們。

況且，沒有這空性的智慧，無能長久深入去救

度眾生。

    以上的發願、行踐及勝義，不單是菩提心

的構成部分，更是菩提心的道次第。

    菩提心的特質

    由於菩提心與「自我」相違，故發菩提心

難得。發了以後，菩提心也易失，因五濁惡世

惡緣惡知識多，而我執、我貪、我見、我慢重，

自然不長久，浮沈於生死大海，乃至三惡道

中。

    菩提心的特質更在統攝諸善，一切諸善如

沒有菩提心皆不算善，甚至有成惡的可能。如

父母愛子女溺壞，原意是善而成惡的例子。因

此，菩提心必包含佛法，至善。

    菩提心是阿伽陀葯，即萬靈葯，任何煩

惱、苦惱，只要心懷菩提心，當可去除。更且

是不死葯，常懷光明，朗照世間，直至永遠。

    菩提心既如此殊勝，要利益及報眾生恩，

莫過於發菩提心。也是報父母恩，拯救父母的

最好方法，當然，也是報佛恩之道。

    發菩提心，自會無懼。為了利他甚至可犧

牲自己，那會懼怕呢？亦無憂，常充滿希望，

常懷度他心，忙碌不堪，那會憂呢？千方百計

度眾生，忙得不亦樂乎，不知老之將至，雖無

量劫亦不覺長遠，也不退怯；雖眾生難度，也

不生厭倦。

    菩提心的根本

    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因看透眾生在生死

大海浮沈，痛苦中掙扎，禁不住生起大悲心，

要給他們快樂，度脫一切。所有動機、行持、

強忍、犧牲乃至空性，都源於這大悲根本    

大悲為上首。如果沒有這大悲心，一切都變得

沒有意義及不重要。

    源於大悲，利他為主，於是立下大誓願，

要用最好的方法，最大的力量去消除眾生的苦

惱，遂有「佛道無上誓願成」的誓願。能發這

誓願，功德相當大，已成菩薩，儘管能力不

足，佛法認識不深，福德不夠，也是世間最尊

貴的人了。以此願心，智慧及福德必突飛猛

進，饒益無數眾生。以此願心，就是什麼也不

懂得做，只要勸人信佛，也是功德無量。何以

故？因為給予人最好，最究竟的寶—三寶，

比世間任何布施，珍珠財寶都來得好。以此願

心，即使任何能力沒有，躺卧床上，只要天天

發願，也能感染感召世間，變得祥和美好。以

此願心，珍惜每一刻，每一個機會去利益眾

生，縱使即時沒有一分成果，也樂觀精進，持

久不退。雖歷劫生死，只等待種子機緣成熟，

脫苦去障。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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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父的話  浮生

               山丘

    離燈明寺不遠處的一個山丘上，數個小孩在涼亭裏追逐頑耍，時而跑出亭外，滾下那不太陡的

丘土中，再笑著爬回亭裏去，最後跑到燈明寺後園中，繞著大石上閉目念佛的老師父繼續追逐。

    「老師父，你也來玩吧！這個山丘跌倒也不會受傷的，很好玩，我們最愛在那裏玩。」一個小

孩對著老師父嚷道。

    「就像一個巨人擁著寵愛在懷裏般，對嗎？」老師父微睜眼道：「你們可知道這小山丘很有靈

性？它從來默默無言，很寧靜，卻給人舒適，安祥的感覺，仿似置身其中便可合上眼睛，不需担心

危險，也不會有人煩擾。那裏常溫暖如春，冬天不會太冷，夏天也不會叫人流太多汗。從丘頂望出

去，可看到不少梵剎及民居，一種慈愍心油然生起，要衛護他們，乃至十方眾生。除了樹木大地

外，還有一條清澈的河流，蜿蜒其中，仿似將聖凡，淨穢繫在一起。

    每天早上，可見到出家人在丘頂背負雙手踱步，在那裏抒緩，汲取靈感，或是讀書、沉思、背

經、極目視眾生。當需獨處時，沒有其他人到來，獨處天地間；當需要與其他人交流時，總會遇上

要見的人。因此，山丘時而寂靜，時而熱鬧。

    午後，你會見到一些居士到來，各自活動，有如早上出家人般閒逸，蹓躂；有在外受委曲、欺

負，乾脆到來痛哭一場的；有到來躲到涼亭中，老半天不願出來的，但奇怪得很，當需獨處時，一

定沒有其他人來干擾；要見人時，總會在那裏遇到想見的人。同樣，午後山丘時而寂靜，時而熱

鬧。」

    「我喜歡熱鬧，我要人多，愈多愈好，但我不要他出現。」一個小女孩指著身旁的小男孩道。

    「每天黃昏，方丈和尚必定到山丘上的涼亭出食並念經，從來沒有人在那時間到山丘去，但每

個人都說那個時間山丘最熱鬧。」老師父不理會身旁的小孩，自言自語續道：「有一次方丈和尚因

病沒到山丘去，當天晚上風雨交加，鬼哭神號，附近沒有一個人睡得安寧，第二天跑到方丈室抗

議。方丈和尚便派我到涼亭代他出食念經，一切才回復正常。從此方丈和尚不再無故停止到來，若

有要事辦，便找我替代。」

    「你不害怕嗎？老師父！」一個小孩問。

    「怕什麼？」老師父得意道：「我不是說過這山丘很有靈性，衛護十方嗎？來這裏的人從不會

衝突，起爭執。沒有人會受到傷害，但沒有福氣的人是來不到的。」

    「你們見到山丘上那兩棵小樹嗎？」老師父遙指山丘，若有所思道：「那兩棵樹是我埋一狗一

貓老死的地方，整個山丘光禿禿的就只有這兩棵小樹。我知道這山丘不但庇佑活人，就是一些非

人，往生者也同樣受到加護。但如何加護？象徵什麼？源流如何？就無從稽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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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年青人走進佛哲書舍內，口中嚼著口香糖，一隻耳朵塞了耳機，手中拿著念珠，不耐煩地

東翻西塞店內的書，自言自語，諸多批評，說什麼這本書寫得不夠深入，那本書拾人牙慧。更翻看

書的價錢，不住搖頭，埋怨價錢貴。

    老頭子店員一直從老花眼鏡上瞪著年青人，心中有氣，最後按捺不住道：「你知道寫一本佛書

要多久，製作一本書要多少功夫嗎？」

    「……」年青人被突如其來的質問嚇了一跳，瞠目答不上來。

    「作者中文根底要好，兼要懂文言文，這已不是你們時下青年能做得到了。」老頭子得意洋洋

道：「還要埋首苦學佛學。單單這佛學功夫就耗你一二十年了，其間需要買多少書參考，廢寢忘餐

多少天，你知道嗎？再來練就文筆功夫，還要佛學的文筆，需放棄多少享受，克苦精勤，前後三十

年功夫總要吧！

    書寫好後，要經過繁複的製作過程：打字、排版、校對、設計、印刷、訂裝。再要有人拿錢來

投資出版，發行，更要有書店肯冒滯銷風險放上書架，而價錢只得那數十元一本，值得嗎？能說價

錢貴嗎？你們吃一頓飯閒閒也要一二百元；喝一杯成本一兩塊錢的奶茶也要十一二元，卻從不嫌

貴，公平嗎？」

    「……」年青人早已停止咀嚼口香糖，張口結舌。

    「一本書能改變你一生，其價值難以衡量，已非金錢可以量度。尤其佛經，千秋萬代，得來不

易，有些是前賢以生命換來的，君不見絲路上埋下多少白骨嗎！『貴』是絕對不能再說了。

    你小心查看，有些書沒有版權或是以非牟利形式出售，價錢非常便宜啊！如果你口袋沒有錢，

或是為人吝嗇，不要緊，這處有很多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的佛書送出來，你可以拿去看，或是拿

去送人，無任歡迎。」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十一)  須蜜那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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