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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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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困境  提舍

 

 

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  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

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  觀於寂滅，而不永寂滅；

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  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

                                    ――維摩經

                                 

                                   
    「打工仔」終日勞碌，可是永遠追不上物價，每個月足襟見肘，甚至借貸度日，月復月，

年復年地等待發薪日去支付賬單，豪無人生意義，亦不知所為何來！尤有甚者，需長時間工作

，卻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開支，悲慘度日。因此，制定最低工資是必須的，使可以應付生活條件

及共享經濟成果。但物價隨著最低工資急升，「打工仔」似乎得益不大，再度陷入困境。

    那麼，僱主是否最大得益者？最優越呢？原來也不是。僱主抱怨租金奇高；工人工資不斷

提升，生產能力卻背道而馳；政府不但沒有扶助企業，甚至諸多限制，諸多要求，更不斷將責

任推向企業身上，如社會責任，勞方福利，年老，退休，遣散等資助；競爭激烈；騙子充斥；

巧取豪奪之輩橫行；謀取利潤是罪過等壓力。最近更勞工短缺，在大陸自由行的興旺帶動下，

各行各業急需人手，有提議聘請外勞，但勞方極力反對，認為會侵損本地勞方利益及拉低工資

。在利益衝突下，勞資矛盾進一步加深，最終只會做成兩敗俱傷。

    那麼，誰得益呢？於此可見勞資雙方不該在對立立場，應是合作夥伴，共同進退，只有在

和諧合作下才可雙方得益，否則雙方受損。

    資方只會埋怨聘請勞工困難，員工質素不夠，訂下的企業目標無法達成，卻不去反省有否

善待員工？有否站在員工的立場瞭解他們的困境？有否明白他們的背景、家庭負擔、抱負、期

望？有否適當培訓或鼓勵他們進修？有否改善工作環境，使他們發揮才能？有否將利潤適當地

分配給他們？

    勞方亦是滿腹牢騷，埋怨每個月皆沒有餘錢剩下來，甚至需要借貸，年老更令人擔憂，所

累積的錢根本不夠，至於病痛已不敢去想了。家中負擔，養妻活兒，教育，娛樂，旅行等開支

不是小數，縱使如何吸引，再沒有那種心情去享受。在這些壓力下，當然無心工作，表現差，

當然影響晉升，生活更艱困，埋怨更多，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於是要求加薪，要求減少工時，

要求退休保障。但是想想，錢從何來？公司的利潤是僱主及員工共同努力產生的。員工領取的

報酬，不能超出他的生產力，否則將成公司的超支負擔，最後可能導致公司倒閉。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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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容  須蜜那

 

 

為公司謀取利潤，自然水漲船高，領取應得

報酬。因此，收取報酬自然心安理得，毋需

強行要求，只要努力工作，並不斷自我增值

，財富自然到來。僱主對於有貢獻，有能力

的員工必定趨之若鶩，綜觀各行各業，皆求

才若渴，能幹的員工，定大受歡迎，僱主亦

樂於交託，讓自己舒適，或進一步發展。

    對於聘請外勞一事，實迫不得已之策，

如果工作、機會不斷增加，人手不足，應付

不來，聘請外勞是合理、自然之事，公司亦

會在解決勞力後擴充發展，固有的員工在年

資、經驗及信心上有其優勢，可藉公司擴張

而晉升，並可帶領新來的員工，實是水漲船

高的發展好機會。應掌握及助成。亦應對自

己，對公司，對香港有信心，要知道外勞要

取代固有職員的地位實在不容易，必須克服

文化差異、工作習性、歸屬感、經驗、種族

、未來去向等等問題，才能融入社會、企業

，有機會取代本地勞工。如果阻止輸入外勞

，固有員工必承受繁重的工作，超時，減少

假期。不但失去平衡，且不健康，亦失去工

作的樂趣。各方面均會受害。

    也許香港太繁榮，工作機會充斥，僱員

不愁找不到工作；也許僱員工作太繁忙，做

成他們不斷需索，不斷要求，不斷埋怨。從

來沒有人勸導他們將工作做好，改善服務態

度，自我增值進修。只要自己有實力，必能

發揮所長，作出貢獻，毋須自提身價，乞討

。最要不得的是工會推波助瀾，製造矛盾，

鬥爭，錯誤地將勞資合作關係變成敵對關係

，埋下永無寧日的種子。

    勞資在漫長日子相處中，在利益關係下

，很容易產生誤解、磨擦，一不小心，很容

易破壞關係，影響深遠，因此必須小心處理

。更要留意因果法則，顧全大局，多些站在

對方立場去思考，小心別去得太盡，無法回

頭。

你一臉凝重

喚你

不理，不睬，不管

為何沒有反應

默然躺在那裏？

再怎樣取悅於你

不見你微笑

所有煩惱與你無關

不再悲哀

千言萬語

再不是音聲

只是腦裏的震盪

你不再是昔日的你

不再是那面容、神態

貎似你卻不是你

可是，那真的是你

喜怒哀樂

悲歡離合

不再，不再

何其決絕

你在空中觀望

還是他方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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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不一樣的工作

      

  

    書店內，一位出家人對老頭子店員道：

「你這份工作真好，與世無爭，輕鬆文雅，

功德也大，且受顧客尊重、愛戴，真可稱得

上最佳工作。」

    「對！如果什麼都不用管，只是坐在那

裏收錢，自然舒適好辦；如果這份工作是慈

善性質，目的在傳教，自然好辦；如果這份

工作毋須收支平衡，沒有經濟壓力，當然是

一份理想工作。」老頭子嘆一口氣續道：「

可是，眾生的要求無窮無盡，甚至不合理，

如何能稱得上最佳工作？首先，很多人要求

減價，額外折扣等，務求少付點錢，還有些

說明只要結緣書，沒有閒錢買書看。可是，

我們的租金、薪金、什費等與日俱增，如何

吃得消？沒有人在乎你的艱困，卻有千百個

理由要求你減價，例如承認自己是長者，沒

有工作，或是領取綜援；或是買來送人，或

是為供養出家人；或是為供養道場等。有些

人要求不同的版本：有要求大本的，說上了

年紀，需看字體大的；有些要求隨身版，方

便攜帶，有些要求印刷精美，容易閱讀；有

些要求不同年代的版次，對於前人取經的困

難，製作的繁複，沒有人體會得到。

    有些客人進來，要求立即找書給他們，

稍有延誤，便即離去；如果沒有存貨，不會

有耐性讓你從外訂回來。有些要求幫忙尋找

初基的書；有些要找學術性、深奧的書；有

些要求某一作者、某一內容，或某種分類的

書，我最怕被要求找英文書、梵文或藏文書

，因為對這些語文一竅不通，還有一些客人

來跟你討論法義等，讓你長時間無法完成手

上的工作，或是吃飯需花上一、二小時。

    耗費我們的時間還有當社工的工作，不

少死亡、臨終、重病的家人都會到來吐苦水

，尋求協助，這時能忍心不顧，只做整理的

工作嗎？當有人進來訴說著苦惱，如信佛後

與家人不和；工作不順境；人際關係不好；

失業；貧困；婚姻亮紅燈；子女遠離等等。

還有教界的儀規，活動，道場介紹等，皆是

信眾欲知的項目，此時能不理會而只做自己

的工作嗎？如何能做到煩惱無盡誓願斷啊？」

    「你們的工作果然很專業，可以範圍很

廣、很深入。可以是福利機構，可以是社會

企業，可以是傳教中心。有趣，有趣！」出

家人不斷搖頭道。

    「這些只是外來的要求，尚有我們自己

的要求沒有算進去呢！」老頭子得意地望著

出家人，不斷思索道：「我們皆有崇高的理

想……，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佛法

如此殊勝，我們要每一個人皆有機會接觸佛

法，眾生平等，每一個人皆有機會修學，解

脫煩惱。最基本的是每一個人皆幸福、富裕

、無病痛、相親相愛。推展至世界每一處，

包括非洲，邊地，甚至月球，別的宇宙去。

但這些談何容易，歷史上能如此發心的人不

少，能付諸行動的不多，卻俱以失敗告終。

可惜！可惜！

    在佛法的修學，研究，弘傳中，這些書

籍看似可有可無，卻不能有所缺少，說不重

要卻極重要，說重要卻沒多少人關注，要命

的是涉入商業活動，利益關係，當然不清淨

，容易引起誤會，輕視，仇視。

    可是，置身其中，功德只會日日增長，

是世間罕有的積資良機。只是能多積少積，

就要看各人的發心及誠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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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大排筵席的宴會上，主人被邀請至台上發言：「感謝大家出席這個『受聘歡宴』

，可惜返工日期需在一星期後，由於工作難求，縱使替工，短期工亦渴市，能夠在一星期後

上班，已算是快了，實不應埋怨。大家都知道，現今最大的社會問題就是找工作，每一千人

只有一個人有幸有工作，希望大家繼續祈請這困難早日度過。雖然今天各人豐衣足食，但大

家都知道今天若不努力工作，不！若沒有機會工作，將來生活堪虞，未來將是悲慘的世界，

且禍延下一代，為了自己的晚年，為了下一代，我們要積極尋找賢能，作國家的領導者，開

創就業機會。

    因果是極重要的法則，每一個公民皆知道，我們有幸生在這個世界，必定是前生種下的

善業，但這樣百無聊賴地享福，很快會將福業耗掉。自從國家推行大同主義，財富平均分配

，每一個人不愁衣食住行，由國家供給，原來竟足夠享用，不致私有化的過度屯積，虛耗，

亦減少爭奪的戰鬥，但沒想到缺少爭奪的社會，竟百無聊賴，各人求福、積福已沒有機會，

只有在宗教上求出路。我深信宗教能使我們脫離困境，亦是唯一的出路；自從佛教統一了各

宗教後，我們煩惱減少了，一天比一天幸福，國家推行輪王政治，統一天下，成為一個樂土

村，但人無近憂，必有遠慮，佛教必定能帶引我們走向更光明的境界，我深受佛恩，感激之

餘，亦希望你們能像我般受到庇蔭。這次找到工作，我體會到是佛恩的加持。

    今天在這裏，我呼籲各位家長將子女交給國家培育。雖然讓他們寄宿，減少見面及相處

的機會，但全方位深度栽培，必定使他們成材，亦於無私的羣體生活下，奉行五戒十善，培

養高尚的人格，社會定能和諧，達於大同。要知道，子女不是我們個人的私有物，他們會成

長，離我們而去，走他們的路。動物世界、所有生物皆如此，羽翼豐滿後，便振翅高飛，我

們不應強霸著他們，作自己的附庸，防礙他們的前途。

    各位在座的年青人，你們將來會談戀愛，結婚，生子。但你們擇偶的工作，應該交給國

家的超級電腦去代勞，這部電腦會根據你們的性格、理想、興趣、身型、外貌去編配，遲些

更會加進血型、基因等資料，讓你們尋找最佳配偶。我知道你們當中有很多心魔，嚮往畸戀

、忘年戀、同性戀、偷情、一夜情、逃情等不倫之愛，但這些俱是我們過往生中的孽欲，這

生必須糾正，否則沉淪難返。因此，最佳莫如交給國家編配。

    這刻，我最大的憂慮是我們一般平民百姓如何在日趨完善的國家中自處，很多工作已交

由機器、電腦去代勞，我們除了享用科技的成果外，沒有什麼可以做，那跟一條豬有什麼分

別，愧疚感日益加深，沒想到社會進步卻帶來別的煩惱，難怪煩惱無盡誓願斷。

大同世界  浮浮生

      

  



5

    我聞說東方有某世界，沒有人願意工作，可是每個人卻從早忙到晚，苦不堪言。可是他

們忙的只為溫飽，真不可思議，竟然為了吃而忙到失去工作樂趣。最後溫飽解決了，仍不能

停下來，還比以前更忙碌，真不可思議。他們的工作多到做不完，常常聘請外勞，還要經常

躲懶，逃避工作。世上竟有人不願意工作，實難想像。如果我們能受聘，到他們那裏工作，

必定在短時間內取代他們。我現正通過國家去查證這個地方是否需要輸入外勞；可是，如果

我們受聘往當地，將是他們末日之時，實心有不忍。

    最後，我誦經迴向，希望各位合掌，跟我一起誦：

    從是東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有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說法………」

人於天地間(六)  提舍

      

  

    綜觀萬物，終日為吃而辛勞，奔波忙碌，生活稍為順意，則百無聊賴，浪蕩度日，跟著而來

的是風吹雨打，外來侵略，啃噬，尚要小心同類背叛，破壞，已無暇關顧親情、愛情，能僥倖生

存，已是一大喜事，可說苦不堪言。同樣，大部份人類亦如此度日，只是形式與程度不同而已。

身旁的人不是營營役役，便是浪蕩流離，各人在追求快樂，可是「行街、睇戲、上餐館」，如何

能算是快樂呢！麻醉於工作中如何算是快樂呢！一小部份有幸生長在舒適安全的環境中，享受人

生，高談真善美，比起動物，人類當然幸福無數倍，人於天地間，算是無比超越，無比尊貴。因

此，佛法中稱「珍貴人身寶」。

    人，雖然比動物優勝，在世界上無比尊貴，但仍有很多人流於庸俗，低層次，與動物無異，

終日追求吃喝玩樂，甚至連動物也不如，無意義地殘害其他生物，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等。因此

，提昇人的品質，立志作天地中尊貴的人中寶，選擇有意義的工作，目標，抱負，才不枉此生，

不辜負此人中寶。

    人於天地間，有什麼是應該做，必需做的呢？一、工作――人必須工作，縱使很富有，不愁

衣食，仍需要工作，為大眾，回饋社會；為自我培福，積資，那是將來打算，亦無愧天地，浪費

大好人身。二、學習――這包括上學、自學。人，必須終生學習，才能進步，才能作出更大貢獻

，才能共環境升沉，與天地共存，人生才有意義，有樂趣。三、娛樂――娛樂亦是必須的，否則

人生會過度緊張，亦缺乏樂趣，因此，適當的娛樂有其必要，但小心玩物喪志，最理想能寓娛樂

於工作。四、日行一善――能每天警醒自己作一善行，假以時日，便能累積很大的功德。當然能

夠日行二善、三善或以上更佳，無往而不善是最高的從心所欲境界。五、守持也是功德――在一

生中，不作傷害他人、他物，不浪費，不讓社會承擔自己的存在，縱使沒有任何建樹，也是難能

可貴的。因此，時刻警惕自己，不作任何惡事，克制自己，別讓自我膨脹，亦是人生有意義之事

。六、發菩提心――人生中最有意義，最有價值之事，不愧對天地，當然是發菩提心，上求佛道

，提升自我；下化眾生，普度天下。人於天地間，這是最有價值的事情，縱使短時間內做不到，

但只要有此心，有此願，亦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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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悟後的釋尊，萬緣放下，自在安穩，

不離於坐，受用法樂。在七七日的禪坐思惟

中，曾接受龍王的皈依，二位商主的供養，

皈依，折服了一位傲慢的婆羅門。最初一週

思惟自證境界――緣起論，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此無則彼無，此滅故彼滅。除了

受用解脫之樂，還將證悟之內容整理，組織

，考慮傳達給世人，但「我所得法，甚深微

妙，難解難見，寂寞無為，智者所知，非愚

所及。眾生樂著三界窟宅，集此諸業，何緣

能悟十二因緣甚深微妙難見之法？又復息一

切行，截斷諸流，盡恩愛源，無餘泥洹，益

復甚難！若我說者，徒自疲勞」。

    魔羅突然出現道：「對！眾生愚昧無知

，如何能了解深法，你快點入涅槃吧，別說

法而使眾生謗法，且加重罪業啊！剛強眾生

總有他們的自由意志，何必強人所難呢？」

    大梵天――世界最高的神從天界降臨，

跪對佛陀道：「眾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

明暗，出期甚難。然有眾生，過去世時，親

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勝道。

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

。難道佛陀忘卻降世、出家、修道，最初的

發心嗎？」

    「為眾生故，起慈悲心。以佛眼觀一切

諸世，佛眼觀已，見諸眾生。」釋尊的本願

，一生中最重要之事，當然是他的下半生―

―說法度生。這千秋大業，影響萬世的說法

該從何開始？由那些人共同完成呢？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初轉法輪

      

    釋尊首先想到曾跟隨修學的二位仙人―

―阿羅邏伽羅摩及鬱陀伽，可是此二人剛去

世不久，繼而想到遠在二百公里外――波羅

奈詩的五侍臣，他們堅定不移的修苦行，沒

有因為釋尊的離去而鬆懈過。確是有道心而

精進之士。且波羅奈詩是印度最大的聖地，

最古老的城市，各宗教的中心，求道者、修

行者必到之處。途中，釋尊遇到相識的耆那

教徒優波伽，雖然以相好莊嚴，諸根寂定使

歎為觀止，卻未能在言辭上打動他。

    當釋尊抵達波羅奈詩，並沒有停留，直

往城郊的鹿野苑去。五侍臣對釋尊捨棄苦行

仍耿耿於懷，約定冷淡對待。可是當釋尊走

近時，五人不約而同地起身迎接、接過釋尊

手中的缽、敷座、打洗腳水、送上擦腳布，

打招呼稱「朋友」。釋尊對五比丘道：「我

是已經開悟的佛陀，超越生死，你們該稱我

『如來』，不應喚『朋友』，我要為你們說

法，只要跟著實踐，定能像我般於現世開悟

。」

    但五比丘不服氣道：「你專精修苦行尚

且不能得道，如今過著奢侈的生活，如何能

得道呢？」

    「比丘們啊！我並沒有放棄修行，也沒

有過著奢侈的生活。」釋尊開始針對性的說

法道：「有兩種情況是出家修道者不應做的

。一就是耽著欲樂的生活，那是卑賤而非神

聖的。二是專志於對開悟毫無助益的苦行。

我遠離兩種極端，履踐中道行，開智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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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寂靜，涅槃的理想境地的中道。我們

的生活、思想、行為必須不偏不倚，遠離

極端，才能進入真實。因此奉行八正道：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解脫之道。八正道是四

聖諦中的道諦。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

說四諦不可令異。可見四聖諦如何重要。

四聖諦是：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

聖諦。四聖諦各分三個階段，成十二行相

，即三轉十二行法輪。這是釋尊證悟的次

第，亦是初轉法輪的教法。三階段即第一

階段，正確理解――正確理解四諦的理論

。第二階段是實踐四諦的道理，此是苦，

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

證；此是道，汝應修。第三階段是證，證

得菩提，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

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由第一階段的開悟，即得法眼，佛教

真理的智慧眼，信仰堅定，不再被他教迷

惑，成預流果的聖者，雖還沒有完全證道

，但再無懷疑，對其他的法再沒有興趣，

直趨涅槃。因此，佛宣說：善來比丘，我

已圓滿宣說法，梵行永斷諸結煩惱。第二

階段佛為五比丘說「無我相經」，現象世

界及生命皆是無常、苦、無我。經過努力

禪坐思維，五比丘證得一來果及不還果。

最後去到第三階段，證悟成阿羅漢，或稱

無學，前二階段仍有需要學習，故稱有學

。阿羅漢已達到最高的悟境，與佛無別，

因此，五比丘加佛一共出現了六位阿羅漢

，以上的三轉十二行法輪可以用來審視解

脫，超越生死輪迴。

佛法基礎概要(二)  寂慧

      

   那麼，什麼是應該知道呢？什麼是重要

基礎呢？什麼應該繼續鑽研呢？那些是實

用性，那些能去除煩惱，乃至解脫生死？

該如何去學習？那些應該略知，那些應該

深入？時間卻是如此短促，如何做到趣味

性？如何做到實在的掌握，乃至有能力將

佛法弘揚？

    如果要學習語言、各種樂器、樂理、

健身、運動、武藝，皆可輕易購得影碟學

習，只須輔以耐性及專心，定能有所得。

可是佛教道理卻付諸闕如，要好好學習佛

法，真的那麼不容易嗎？還是如大德常強

調的須有福德因緣，才能得聞佛法！但不

管怎樣，能於極短時間內得到概括的瞭解

，繼而向上進修，是每一個弘法人員應著

力之處，亦是佛教能否普及與普渡眾生重

要的一著。

    以下分七方面嘗試去概要佛教，目的

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帶出精要的概論，目

前亦可濫竽充數，彌補一點空白：

1. 佛傳

2. 弟子及人物

3. 教理

4. 宗派

5. 歷史與現況

6. 禮儀

7.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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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座佛寺那麼美輪美奐，各人房間豪華舒適，何以方丈卻住殘舊的寮屋中？」大男孩問

老師父道。

    「方丈室本來比任何人的房間更豪華，更舒適，那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任何人在舒適的

環境中皆會好逸惡勞，不思長進，方丈也不例外，當年他住進豪華的方丈室中，數年時間什麼

也沒有作，只是渾噩度日，晃眼虛耗了寶貴的光陰及機會，只賺得滿身脂肪，後悔莫及。」老

師父搖頭道。

    「方丈果然有慧根，在逸樂環境下竟能反省，抽身。」大男孩讚嘆道。

    「事情當然沒有那麼簡單，應算到方丈的師父，本寺開山祖師身上。開山經過萬難，借貸

度日，甚至與附近的鄉霸打架，為的是不讓他們強佔廢木料，以便在寺內做一些臨時建築，但

已被批評不夠慈悲，使佛教蒙羞；出家人糾纏世務中，違反戒律等。別以為這所佛寺一開始便

已美輪美奐，其實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經營，才有今天這景象，當初的殘破，比現在方丈的寮

屋更要差很多倍呢！開山祖師就是這樣營營役役，年老時，賺得一身痠痛，方丈勸他搬進豪華

的寮室中，總是不肯，一定要住進殘舊的寮房中，說什麼已習慣了，沒有不舒服的感覺，或說

自己要惜福等，常鬧得不歡而散。由於年青時過於勞累，晚年病痛特別多，甚至終日疼痛呻吟

，方丈心中不忍，願代受苦，卻無法成願，亦沒有什麼方法可令他享受人生，補償年青時的奮

鬥。還要開山祖師安慰他，說什麽這生已過得很好，沒有虧欠，沒有遺憾，因此不需要什麼享

受，而豪華寮房跟破舊寮屋沒太大分別。一生中，穿得暖、吃得飽，房屋能遮風擋雨，還需要

什麼呢？方丈才釋然。可是心中仍耿耿於懷，欲讓開山祖師多點享受，無奈無從入手，直至開

山祖師往生後，方丈的愧疚更深，每次經過破舊的寮屋，總忍不住淌淚，最後無法住進豪華的

方丈室中，索性搬到開山祖師的破舊寮屋去，竟安然度日，住得舒暢。沒想到破舊寮屋竟比豪

華寮房優勝！」老師父搖頭嘆氣。

    「各人福報不同，自然因緣有異！」大男孩亦搖頭嘆氣道。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寮屋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 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電話： (853) 2822-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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