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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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處之道  提舍

    人是群體動物，不能孤獨，怕寂寞。有些人臨老時要結婚，目的是找個伴，需要人照顧。另

一方面，人又怕人囉唆，怕人批評，固執於自己的習慣，不肯認同，包容他人的方式。雖然小事

情，無關重要，或是明白別人的方式較好，但仍看不順眼，找尋借口去肯定自己，反對他人的做

法。因此有相見好，同住難的情況出現。要好的朋友，竟可在一起緊密生活後成為敵人，這適用

於很多夫婦身上。因此，人與人相處不能太親近，既疏離又合羣，其中的拿揑很重要。

    佛教的戒律，似乎是針對這矛盾的對治，其律制生活，導向清淨、平和、融洽、和諧的生活。

戒律首要的任務是不要傷害別人，將侵擾他人做到最低，希望別人幸福。其次是將自己塑造

完美，做到無瑕疵的清淨境地，在外觀、威儀、健康、行為、身口意三業盡善盡美。群體生活與

個人獨處修行看似兩種方式，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與人相處之道，佛陀提出六和敬：1.身和同住—除了注意自己的身體滋擾他人外，更要禮

讓，以人為先。2.口和無諍—當然不會強人同己去與人爭論，積極方面，更要愛語，安慰語，

鼓勵語。無暇去說人是非，或談論一些無意義之事。3.意和同悅—心意相通，共同欣悅，感恩

物質及精神上的富足。就是大家立塲不同，目標、想法不同，仍能體諒，同情他人，憐憫他人被

煩惱所擾，不會再落井下石去傷害。4.戒和同修—共同遵守一般及特定的規則。與人相處，要

遵守有禮，使人歡喜的一般規則；在不同的塲合，不同的團體，要放下自己，遵守特定的規則，

有紀律，不能放縱自己。5.見和同解—要做到見解一致，起碼在大目標、大前提下一致。最低

限度，要包容，并在對方立塲，去體會其處境及想法。6.利和同均—就是利益共享，不要獨

吞，正所謂：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當別人有困難時，與人一起同担。能做到六和敬，當如君子

般坦蕩蕩，在任何塲合下必受歡迎。

    另一方面，佛陀鼓勵住阿蘭若，遠離憒鬧，樹下坐，塚間住，不聚眾，不作無意義的閒談。

    可見佛世時既有獨立，遠離人羣的個體生活，亦有合羣，相處和諧的健康生活。各人既合羣

又獨立，作適度的調較，修持。充分掌握單獨及羣體生活的優點。

 

菩薩藏

 
 
 
 

 

 

多少朋友？多少敵人？是修行的指標。

多少人願意親近？願意遠離？亦是修行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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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有些修行人強行閉關，心境卻絕不寧靜，結果弄至走火入魔。而有些人雖身處鬧市，卻怡然

自得，不被外境影響，可說大隱隱於市，於憒鬧中閉關。

    佛教終極理想是做到無執、無我，隨緣自在。如果環境要孤獨，就安然獨立；如果環境要喧鬧，

就平和處眾。做到無分別，無愛惡，無人我的境界。

     

 

 
 

    某天，佛哲書舍內傳來擾攘的聲音，原來

一大班人正熱烈爭拗那本書能改變人的一生。

    一位胖子聲如洪鐘道：「毋庸爭論，真正

改變人一生的書，必定是太虛大師的書。你看

他的著作涉及各層面，能深能淺，篇幅龐大。

他的佛教改革深入而普及，接觸層面廣泛，帶

領現代佛教進入新世代，四眾弟子幾乎無人不

受他的影嚮。他主張入世的菩薩道，如沒有這

人，恐怕仍是人天長夜，宇宙黑暗。因此，改

變人一生的書，非他莫屬。」

    「對！對！我親手賣太虛大師的書不少

呢！」老頭子店員自滿道。

    「說到菩薩道，莫如印順法師的人間佛

教。」一位高瘦老者道：「他的書簡潔精要，

角度巧妙，且文釆靡麗，對應修行，每一本皆

能改變人的一生，事實正帶領著近代佛教的

主流。」

    「對！對！我推介不少給客人啊！」老頭

子急不及待道。

    「那麼複雜，深入的佛法我看不懂，還是

喜歡入門書。」一位年青的女仕道：「從前我

認為佛教就是燒香，拜神，求財求福。沒想到

原來那麼博大精深，有根有據，合符真理，可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是人生幸福之道。自從看

了聖嚴法師的《正信的佛教》及《學佛群疑》

後，對佛教是什麼一回事已清楚掌握，不再被

那些似是而非，誤導，甚至錯謬的講法影嚮，

弄至萬刧不復，那兩本書以問答形式，簡單，

深入淺出，釐清真正的佛法是什麼，使一般人

立穩根基，向前修學，是真真正正改變人一生

的書。」

    「對初入門的人我必推介這兩本書。」老

頭子雀躍道：「命中率在八十個巴仙以上，很

多顧客在我推介後還千多萬謝我呢！」

    「我認為能改變人一生的書應該是日本學

者，如水野弘元、平川墇、中村元、鐮田茂雄

等。」一位虛弱教師打扮的男子道：「他們的

視野宏濶，忠實原義，對研究及深入探討有莫

大助益，近代很多高僧大德在研讀他們的著作

後，皆有長足進步，光耀一方。」

    「是啊！對那些自命不凡，鑽孔穿洞的

人，我定推介這類書給他們。」老頭子用手指

示一系列著作，抽出一兩種向眾人揚示道：「

他們雖然學問淵博，探理深入，但無不折服於

日本學者下，唯有挑骨頭般批評他們只是佛

學，對修行無助，違反佛教原義。」

    「對我來說，十七世大寶法王的書真能改

變我的一生。不對！只雖面對他的照片，已被

他攝服。明白已找到了終生追求的東西，完全

依照他的吩咐去做。」一位中年婦人無限嚮往

道：「這經驗不單是我才有，很多見過他的人

皆有同感，甚至有見他一面後馬上出家呢！他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改變你一生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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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眾多得不可勝數，若問法王的優點在那

裏，卻無人答上，只懂不斷讚賞，但對他的法

言，能瞭解的真不多。每個人都拼命搜集法王

的照片、書本、法物等，然後密密收藏，鮮拿

出來修習。」

    「是啊！他的書CD常常缺貨。可說是佛教

中罕有的暢銷品。」老頭子突然醒起一件事

情，得意洋洋道：「有一次我送贈一本法王的

書給一位婆婆，她竟感動得向我下跪呢！」

    「我很不認同後人對佛經的論點，除了佛

說外，我對任何人都不服。」一位瘦削但精神

奕奕的老者道：「真正能改變人一生的書只有

佛經，只有閱讀佛經才最直接，毋須外人添加

或妄測經義。雖然佛經深奧難懂，但能感受那

正法的力量已獲益不少，更何況隨著時間過

去，自會心開意解，暸解經文。」

    「對！我常勸人誦經，那是開智慧的好方

法。」老頭子自滿道：「我自幼學古文，對古

文、文言沒有障礙。因此常鼓勵看不懂經文的

人來請教我。可是不知什麼原因，絕少人到來

求教。」

    「看來改變人一生的書不少啊！但最重要

是推廣出去，如何讓更多人受益才最重要。」

胖子響亮的聲音急促響起：「定期舉辦讀書

會，討論那些書最有價值，發掘書中的優點，

讓更多人容易接觸。」

    「文章千古事。」高瘦老者興緻勃勃道：

「我認為最好是各提起筆，將心中所想有系統

寫出來，讓遠方的人也能受惠，或是後代也可

獲益。」

    「這些也是法布施啊！」年青女士道：「

如果能免費送贈這些法寶，免費舉辦這些讀書

會，講座，真是功德無量啊！不管什麼做法，

一定要把我算在內。出錢出力，我皆願意。」

    「對！對！經上說書寫、受持讀誦，為他

人說，功德最大。」老頭子搖頭晃腦道：「能

信解受持，乃至四句偈，功德無量無邊。你們

要謹記，對我的話要做到不驚不怖不畏。」

    「啊！我們都忘記問你改變一生的書是那

本？」中年婦人問老頭子。

    「沒有啊，我心目中沒有一本符合這資

格。」老頭子詭秘地笑著，輕聲道：「但我正

計劃寫一本真真正正改變你一生的書。」

 義工隨行記  小草  
   普賢行願

    二月初廿一，師父與義工多人往訪老人院，如常派發禮物，唱佛曲，問候後，師父開示道：

    各位長者，剛才我到來時，看到很多長者眼光光地，無聊賦閒在這裏，心裏很難過。雖說長

者年老體衰，不應操勞，但絕不應無所事事，寂寞蹉跎。很多人向我訴苦，說人生沒有意義，沒

有工作，親人不多，與人合不來，很孤寂。跟著埋怨這個、埋怨那個，最後連政府，別的國家也

數落一番，再找不出對象時，老天爺也被揪出來，連番攻擊。    

    各位長者，你們不應感到孤獨！這裏有眾多長者，姑娘，院長。且不時有義工探訪，慰問，

走出門外，更有社會大眾熙來攘往。如果你們仍嫌不夠，可以進入佛法的大家庭，那裏有釋迦佛

，我們的本師，父親—四生慈父，他將生生世世教導照顧我們，直至我們了生脫死。還有其他



 

4

 

 

 

 

  

 

 

 

 

 

 

 

 

 
 
 

諸佛大菩薩，常伴左右，開導帶領我們進入清淨的境地。此外，更有無數的同道，如這些義工們

，同願同行，互相提携，互相勸勉，懷著共同目標，邁向佛道，親切如兄弟姐妹。因此，信佛學

佛是熱熱鬧鬧的，絕不孤寂。那如何進入這大家庭呢？資格就是皈依發心。皈依就是放下自我，

放下這個自私，貪瞋痴的我，皈向清淨的佛法僧三寶，晝夜六時恒念佛法僧，以為榜樣，為仿効

對象；發心就是發菩提心，放下自我，放下自我中心的我，去利益一切眾生，不斷的修學，目的

為幫助無量眾生。待會我會為各位作證皈依，從此進入佛法大家庭，熱熱鬧鬧，共建人間淨土。

    剛才我們已自我介紹，現在我要為大家介紹一位大菩薩，他的修行方法也是熱熱鬧鬧的，而

且是易行道，任何人不需要太辛苦也可修學。這位菩薩就是普賢菩薩，普就是普遍，不孤寂，他

來自東方淨妙國土，常常騎著一隻六牙白象，分身千百億，普度眾生。在著名的華嚴經中，有很

多關於他的記載。他著名的普賢行願品，普賢十大願，是一個佛教徒的典範，充滿虔敬與真誠，

全面的修持，其優勝處在易行，適合各位。

    普賢十大願不需特別強記，身為佛教徒當然渴望見佛，見佛後自會：1.禮敬諸佛 2.稱讚如

來 3.請佛住世，最大的願望是 4.請轉法輪 及 能有機會5.常隨佛學。

    要學佛的什麼法門呢？反躬自身，有 6.懺悔業障 7.廣修供養 8.恒順眾生 9.隨喜功德。最

後，將所有功德 10.普皆迴向。

    這普賢十大願在上求下化，不止對象普及，行門也普，屬於願菩提心，各位長者可每日常時

修習，觀想十大願，觀想遍法界的修學，觀想為眾生修學，觀想代眾生修學，觀想與眾生一起修

學。能這樣修持，自不愁寂寞。

    最後，我們離去前，會送上一張佛教音樂會的DVD給你們，你們可要求姑娘放給你們看，它

裏面有很多男女歌星唱頌佛曲，悅耳動聽，你們一定喜歡。願你們觀賞後不再憂愁寂寞，常隨佛

學。

    「請你們向印度那方向望去。」寶唱指著

遠方道：「在王舍城的靈鷲山上，現正熱熱鬧

鬧聚集了很多人。啊！佛陀正坐在那裏說法，

還有一萬二千個佛的弟子大阿羅漢；佛的前

妻、養母等數千人，皆已出家修道；大菩薩八

萬人；天帝二萬人；其他天王、天帝，俱數萬

人眾；而龍王、緊那羅王、乾闥婆王、阿修羅

王、迦樓羅王皆有若干百千眷屬。世間王阿闍

世，亦有百千眷屬。

    佛剛說完《無量義經》，但見天雨天花，

各皆歡喜，合掌一心觀佛，而佛正放眉間白毫

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間，下至地獄，上至諸

天，六道中眾多佛菩薩正作佛事。

    你們看到嗎？如看不到不要緊，我能清晰

見到，可以向你們述說。」

    「我也見到啊！真的很熱鬧。」一個小孩

望著遠方道：「有一個大菩薩正在發問題呢！」

    「是啊！此位菩薩是彌勒菩薩，當來佛。

他見此放光瑞相，問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

之文殊師利法王子。」寶唱突然變聲唱道：「

文殊師利，導師何故、眉間白毫，大光普照？

以是因緣，地皆嚴淨，而此世界，六種震動。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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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世界中，六道眾生、又覩諸佛，聖主師子。

演說經典，微妙第一，教諸菩薩，無數億萬。

種種因緣，以無量喻，照明佛法，開悟眾生。

若人遭苦，厭老病死，為說涅槃，盡諸苦際。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志求勝法，為說緣覺。

若有佛子，修種種行，求無上慧，為說淨道。

諸佛神力，智慧希有，放一淨光，照無量國。

我等見此，得未曾有，佛子文殊，願決眾疑。」

    寶唱收起唱腔，平和道：「文殊師利菩薩

向眾人解釋，曾於過去諸佛見此放光瑞，即說

大法。當知今佛現光，亦復如是。

    各位，過去距今無量無數世前，有日月燈

明佛出世，普度眾生。繼亦有佛出世，亦名日

月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如是二萬

佛皆同名日月燈明。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

王子，同隨其父出家。日月燈明佛放眉間白毫

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因妙光菩薩而說大

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

法六十小劫，大眾身心不動，如食一頓飯的時

間。後來佛滅度後，妙光菩薩亦為人演說妙法

蓮華經，日月燈明佛八子，亦受妙光教化，而

妙光菩薩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名曰求名，貪著

利養，雖讀誦眾經，而不通利，但因種諸善根

因緣，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

    你們可知道，此妙光菩薩即是我文殊也；

求名菩薩，即汝彌勒也。今日此瑞，亦如過

往，如來當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

法，佛所護念。」

    最後數句，寶唱以唱腔慢慢結束，人羣

中，有數人俯首合掌，虔誠閉目。

死在書堆下  浮浮生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雖僅一扇窗，仍能看到無瑕的蔚藍天空，外面的世界一定風和日

麗。身體多處感到疼痛，但弄不清是壓著雜物之處還是被書壓著的地方作痛。依稀記得一聲

霹靂，一箱箱書如泰山壓頂，書本紙張如天女散花般鋪天蓋地。跟著天旋地轉，昏過去。嗅到血

的腥味，傷得有多重？嗅到書本紙張的香味。糟糕，還有很多箱書要整理，待搬到石峽尾去呢！

希望快點有人到來拯救，好讓我在新年到來前整理好。糟糕，沒有很多人知道我在這裏，平時沒

有與人交往。吃飯，睡覺都是一個人，或是累得在貨倉裏睡著，恐怕沒有人知道我這裏發生

意外。糟糕，門已上鎖，就是有人到來，也不知道我困在這裏吧！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疼痛很像減輕了些，依稀有醒過來，再昏掉，很像見到星光，弄

不清楚是幻覺，做夢，還是真實。嗅到書香，滿室的書，記起那些書展，一次一次的書展，從香

港到台灣，學校，商塲，到會議展覽中心。一團隊的工作人員到只剩自己的單打獨鬥，他們都說

我是超人。其實我有武功底子，亦是太極高手，只要慢慢的搬動，雖汗流浹背，就當是運動

好了，正好約束我過胖的身軀。唉！要不是我忙於把工作完成，強忍著晚一點才吃飯，弄至手軟

腳軟，這些書如何壓得住我？動彈不得。要不是捱了兩晚夜，憑這一點點已習慣的重量，能壓得

住我嗎？要不是醫生說我積勞成疾，這些我揭過無數頁的書，能這樣羞辱我嗎？糟糕，我實在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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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要撤尿了，以後只要感到需要，我一定停下工作往衛生間去，不再拖延，這次如何有面目見人？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萬籟俱寂，依稀曾聽到街外嘈吵的聲音，但沒有人敲門，沒有叫喚，

只嗅到書香及見到滿室的書，一本一本的書盛載著無限的智慧，偉大的心靈。聽過無數的讚漢，來自

相熟的、陌生的、同行的、知識分子、教授、甚至外地專程到來的，說我有眼光，很會挑書，很

專業。雖然嘴巴謙虛，仍忍不住心中的沾沾自喜，正是這些讚嘆，使我能堅持忍耐，甚至不怕虧損去

出版一系列頂級的書，惹來更多的讚嘆，催使我出版必虧本的數種雜誌，可這些都是我心頭好，幾經

掙扎，千辛萬苦才催生這些子女，無奈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眼巴巴看著心愛夭折，那些讚嘆實彌補

不了心中的創傷，殘留下來的，雖屢經勸誡，仍不忍割價賤售。但最心痛的是見到那些多年顧客，從

此退出江湖：有不再買書的，有只顧搵銀的，有移民的，有失蹤的，有轉到別處購買花巧、功利

書的，最要命是改看那些八卦、私隱書，也有偷偷瞞著我往網上購書，卻怪我人變了，不再熱誠，甚

至不友善。其實變的是他們，別看他們年青時充滿怒吼，咒罵，或是正義，高風亮節，竟俯首甘為孺

子牛，或屈服地裝出慈祥的笑容，昔日的夢想，壯志不再，顧左右而言他。糟糕！我獨力出版的唯一

依靠—電腦，不知有壓壞否？早說過這些纖巧的工具應該放到較好的地方去，唉！只要經濟好點，

我一定趕快辦。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今天是什麼日子？我獃在這裏多久了？為什麼還沒有人來啊？快點讓

我出去，我正構思一個虛擬經濟計劃，如果成功的話，可購買一個比這裏大多倍的物業，除了自己多

方面經營外，我更會預留部份給有理想的人去實踐他們的文化大業，不收取分文，希望各方英雄好漢

在此聚義，熱熱鬧鬧。那些偷書賊便沒有機會趁我去洗手間時將書從窗口拋下街給接應的盜賊。女朋

友也會因手上有些東西而不會妒忌書離我而去。糟糕！我要趕快出去，到銀行辦理存錢，免得開出的

支票因存款不足而退票。那麼，向政府在石峽尾租賃的文化中心單位，可能會被取消，重出江湖的希

望將成泡影，很多新知舊雨將會失望。新年快到，我要趁此機會見很多人，宣布我重出江湖的計劃，

讓他們驚喜，讓文化得以久延，對有心人，我會透露其他大計，集思廣益，或許聽到更多讚賞。不再

作一人戰爭，這次要轟轟烈烈，廣納英雄義士，名垂千古。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依稀聽到門外大廈管理員的吵嚷：啊！怎麼會這樣臭，是腐臭啊！

    曾經有一個出家人顧客對我說：「眾生都在輪迴中頭出頭沒，仿如大海中浮沈。菩薩陪伴眾生輪

迴，只為一個心願：普度眾生。文學，也是你未了的心願，為了利益眾生，你會多生多世實踐你的願

望。」

    我突然有所領悟。忽聽門外吵吵嚷嚷，大廈管理員的聲音道：「是這裏，警察先生，是這單位發

出惡臭。」

    遠處傳來救護車的聲音。

    （迴向給那些為法，為夢想，為理想而犧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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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年老時  那羅

當我年老時

請寬恕我空洞的眼神

因我迷濛得看不清現實的你

只追溯昔日的苦樂

及你親切的笑容

也許我會忘掉一切

但終會記起你我的佛緣

當我年老時

請寬恕我以寂靜對你的呼喚

縱使萬子千孫吵吵嚷嚷

我仍心平氣和

面對孤靜，及你的細訴

也許我會忘掉一切

但終會記起你我的佛緣

若見到我捫摸雙手

請立即，立即緊執我手

因那是瞬間的清醒

我會記起一切

記起你我曾發願普度眾生

不容再年老體弱

只可乘願重頭再來

佛像的誕生  那羅

自你從走動變成凝止

從人格變成神格

日臻完美

雖微笑，郤凝止於永恒中

雖具足三十二相，卻掩不住那距離

你日漸提昇

凝望千古，俯視無量眾生

再不能從你的相目透進心坎

唯渴望只對我注視

一如千萬獨攬眾生

自你從人格變成神格後

再沒有遊四門的苦惱

沒有對歌舞享樂的不屑

落髮的決意，一麻一麥的堅執

逝死的悟道

自你從人格變成神格後

再不遊行於天上人間

聚眾領導羣倫，各安其所，各司其職

淳淳善誘，聲傳千萬里

樸實無華

仰望之餘

渴望見到你的遊行

見到魚貫的威儀隨行

嘴巴張動

震聾發憒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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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小鎮故事

    一天，一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與正在玩耍的小孩們會合，對著數珠念佛的老師父道：「這個龍華

鎮愈來愈興旺了，到處都是人，熙熙攘攘，剛才我還看到吵架呢！我還是喜歡從前，清靜淡泊。」

    「不要看這一帶熱熱鬧鬧，從前這裏可荒蕪呢！開山祖師在這裏創寺之初，附近沒有其他梵剎，

民居也沒有。從前這燈明寺只是一處簡陋的茅廬，人跡罕至。後來都是一些有求而來的人：如失意、

患病、失業、無家可歸、避難、逃亡等。漸漸人多起來，附近開始有人建屋安居，店鋪、梵剎等相繼

愈建愈多。漸漸，活動也多起來，活動多，人也多，人多，屋也跟著多，屋多，其他設施也多，梵剎

不但多，且不斷擴建。出家人也多起來。人人存好心，做好事，互相關懷照應，成就一處獨立的

社區，且不斷發展。

    聽說很多人計劃搬進來，一般來說都是年紀較大的，原來他們喜歡住在佛寺附近，每天可聽到暮

鼓晨鐘，隱約的梵唄，卻不願住進其中受規限。每天可見到出家人，卻不願太親近，老是聽佛法，刻

苦清修。年老能受到其他佛教徒照顧；病了可受到出家人安慰；死後更有四眾助念。生養死葬的

觀念，對他們來說是根深蒂故。因此，住進龍華鎮有如回到故鄉，更有誇說這鎮是人間淨土，是他們

的歸宿。」

    「我還是喜歡從前的清淨。」一個小女孩道：「那些老人家不但要我們幫忙做這做那，更囉囉唆

唆，使我吃不消。」

    「我明白你們的心情，」老師父莞爾道：「可是熱鬧有熱鬧的好處啊！俗語說人多好辦事，不但

辦事需要很多人手，就是日常生活的照應也有其必要，你們玩耍不是多些人較好嗎？在寺院的立塲，

能夠多些排難解紛，服務大眾，說法度生，實是榮幸之至，可是不利出家人清修。有見及此，方丈正

在後山擴建一處清幽的蘭若及關房，將修行人與外界隔絕。你們要是不喜歡外面的世界，可躲進後山

中，但必須聽話，依我們的指示去修行，能做到嗎？ 

    至於是佛寺令這個小鎮產生，還是小鎮產生了佛寺，就無從稽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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