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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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問題  提舍

 

 

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

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

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痴，說除難法度八難者，

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

是為十。                                                           ――維摩經

                                 

                                   

    老年問題正困擾著香港，人口老化愈來愈嚴重。二Ｏ三Ｏ年，老年人口比例將達230萬，

佔人口比例的28％嚴重地步。隨著醫療進步，人的平均壽命愈長，可是帶給社會的負擔卻沉重

。老年是否一個包袱，是否真的不堪，一無可取？老年是否乾坐那裏，等待救濟，日暮西山，

虛耗資源，妨礙子孫，遭人棄唾？

    這情況不只是香港如此，中國大陸亦面臨同樣困擾，甚至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也有此現象

，可見將來必成世界性，普遍性的困難。已有一部份國家如日本，早被這問題窒礙，長期不能

翻身。但願老年問題不至成災難性問題，如科幻電影中的人吃人、強迫老人早日離世等可怖情

景。

    如此嚴重的結構性問題，非一時三刻可解決，但帶出問題後，不斷的討論，思考，總會找

出解決之道。因此，儘早計劃，部署，才有望解決，別拖延至如其他問題般，迫在眉睫時才行

動，到時恐難回天，這是當政者必須注意之事。老年問題牽涉多方面如醫療、工作、照料、住

宿、食物等，因此，需早日部署、計劃、安排，才能適當配合，發揮作用，只要某方面做得不

好，將影響其他範疇，無法發揮功能。

    老年問題主要是生產力低、病痛開支大、需要特別照顧、死亡的龐大支出等。如果沒有這

些問題，老年人可能不會不受歡迎。

    由政府主辦的全民醫療及全民退休保障將能解決大部份老年問題。當然其中牽涉複雜的運

作，如福利主義養懶人，通賬等技術性亦不容忽視，但以人類的智慧，制度的完善當不難克服

。如果老病可以解決，人民將沒有深層的擔憂，亦不需以有限的資源、智慧去籌劃不可測的未

來，使身心安泰，自然健康愉悅，減少病痛，不但減輕社會負擔，亦可為社會帶來積極的情緒

。政府亦應該在教育及宣傳上要求人民關顧自己的未來，為老年早日打算、部署，做好為老年

的安排，提供全面的指引，讓人民有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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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個人方面，亦應該有所行動，有所配合去應對。要注意社會的嚴重問題，不能

單靠政府或是人民單方面去解決，必須共同努力才能湊効。躲懶、倚靠及推卸只會破壞解決

之道，讓困難惡化。

    老年是否毫無建樹、行動緩慢、低能、討厭？環顧香港的富豪很多在高齡階段，但他們

外觀整齊、積極、口齒靈活、腦筋反應快捷、在社會上擔當舉足輕重的工作、到處受人奉承

，歡迎，利用，可見老年不一定比年青遜色。「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很多後輩都樂意照

顧家中老人家，承事呵護，很多事務亦以老人家的意見為準，可見老人家沒有作很多事，已

能令家庭產生積極作用。就是默默坐在那裏，後輩便能有信心去推展工作，因為知道有老人

家在背後支持，隨時伸出援手，亦能提出睿智的意見。可是老人家不應消極地讓後輩服侍，

如殘疾般大小事務讓人代勞，應積極，活潑地處理各項事務，帶出示範作用，亦可使自己有

所運動。

    老年人除了缺點外，理應有其優點，在優點上發揮，定能大有作為，無愧於天地。一、

工作――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意義，每一個人必需工作。老年人亦不例外，應努力工作，為

社會作出貢獻，工作可減少胡思亂想，心靈康復，自我肯定，自我提升，帶來希望，積極等

作用，對個人有無限裨益。但老年人的工作不一定要在體力上，或長時間上操作，應在績效

上，整體上對應目標，很多老年人仍有工作能力，只是被固有觀念所囿，放棄運作，實在可

惜。老年還可構建一個美好人生，可以積資，可以為來生準備，可以為子孫，為後人舖排未

來。這些都是有意義的工作，也可以忙得不亦樂乎。二、社會地位――老年人在一生的奮鬥

上，加上本身的身份，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不論意見，行動皆容易被接納及容易得到輔助

。三、經驗――不用說，老年人的經驗，關係是無價之寶，只是如何避免僵化，固執才最重

要。四、夢想――年輕人的夢想太天馬行空，不踏實，或與大眾無關，亦缺乏執行力，但老

年人的夢想肯定會實際，可行，有意義，能付諸行動。五、經濟――老年人有一定的經濟基

礎，可以自我照顧、照顧他人及推展事業。六、珍惜――老年人懂得惜福，珍惜親情，珍惜

人際關係，不浪費，契合環保概念，於天地間，耗費少，生產大，是維繫資源及人情的理想

人選。七、修持――宗教上的修持，學習，對年青人來說：礙於生活，經驗，生理，比較困

難。但老年人有定力，人生體驗、閒暇、理解，對修持有一定的優勢。亦容易得到驚天動地

的成就。

    「天生我才必有用」，人於天地間，不論何時、何地、何身份，必有他能發揮的地方，

只要發掘出機會，自我才能適當配合，定能有大作為，包括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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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夢

      

  

    「昨天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書店內佈滿

了人，擠得水洩不通，各人擾擾嚷嚷，談論

著佛法，談論著那本書好，那個作者的事蹟

，佛教的環境如何如何等。當然，我們店員

應接不暇，忙著收錢，盤算著這刻忙碌的收

益可維持多久，能維持多少天，再收錢可維

持多少個星期，多少個月，幻想著這刻的忙

碌可以維持一年否？能否在忙碌中苟延，不

用再為租金、薪金、付賬等煩惱？」老頭子

對著出家人，大吐苦水道。

    「別再做夢了，佛教書店如何能做到擠

滿了人，求法若渴的環境。」一位出家人勸喻道。

    「我夢見自己忙著收錢之餘，還要不斷

應答客人的咨詢：那本書好？那個作者好？

那本書是佛法的核心？那本書能改變我一生

？那本書能起死回生？那本書契合那個人？

我忙於一一介紹，穿梭客戶之間，痛恨平時

沒有學好，無法將最適當的書介紹出來。

    客人買一本書，我樂意將書的內容帶出

，精華及關鍵點提出來，讓他們回去時能好

好掌握。那種法喜充滿的感覺，非筆墨所能

形容，但最大的收穫是客人將書的內容與我

分享，甚至教導我深奧的法義，使我獲益良

多，我懷疑有些人是菩薩化現呢！」老頭子

得意洋洋道。

    「別做夢了，菩薩只會鼓勵你修行，不

會鼓勵你在文字上鑽。因此，和你討論法義

的只是一些閒人，作一些無意義的爭抝，對

解脫，對佛教環境的興旺沒有很大助益。」

出家人不屑道。

    「我還夢見從世界各處到來的人求法，

他們拉著巨大的行李箱，將一大堆一大堆書

塞進去，帶回他們的國家，不斷埋怨他們的

國家沒有法寶，只有千里迢迢到來，大量搜

購。更夢到一車一車的旅行團，專程到來參

觀，一些團友乾脆放棄餘下的行程，留在這

裏津津有味地看書，更有一些團友吵吵嚷嚷

談論不同的書本，不同的法義。一些團友的

的手電不時響起，皆是他們國家的親友打來

，向他們求助，要他們代買書本。而我們卻

忙得不亦樂乎。」老頭子側著頭微笑，回憶

夢境道。

    「別再做夢了！現實我只見到他們的行

李箱塞滿了衣服、食物，根本沒有空間多放

書本，他們談論的是那個地方的衣服，電子

產品便宜，那些款式最新？什麼時候有大減

價？有多少個玄奘大師，孤身上路求法，行

囊盡是佛經，背得沉重。別再做夢了，現代

科技進步，要看佛經可從網路上找尋，易如

反掌。你們還是小心何時倒閉吧！可有記得

佛經裏的偈語：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在無限生命的輪迴中

這一生，平靜安穩

等待，等待海誓山盟

等待運籌帷幄

那一生，壯懷激烈

等待，等待田園歸隱

等待急流勇退

這一生，孤獨自守

那一生，前倨後恭

這一生，黯然神傷

那一生，驚天動地

這一生，相親相遇

那一生，相害相離

一生二生三生四生

多生多世

流落在生命的輪迴中

 生命輪迴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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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主張離羣獨居，還是大眾共住？該是阿蘭若比丘，還是人間比丘？佛陀常隨眾，數

以千計，各地遊行，說法度生，可是，在日常生活中，總有些時間回到室內靜坐，亦勸喻弟

子獨住靜坐。一般來說，佛陀皆在羣體生活中，但不忘獨住，反省，思惟，專精修行。獨住

較易控制自我，但羣體生活則勞累，混亂，紛爭，難於靜定。

    在公眾場合，如餐廳，公共交通上，常聽到人們閒聊，抱怨家人如何如何不好，婆媳、

父母、子女、兄弟等，總說得自己如何有理，正常，謙讓，偉大，而對方卻如何不合情理、

苛刻、過份，身旁一起閒聊者總附和，讚同，一起咒罵，埋怨。對別人的不是，看得一清二

楚，加上自己的主觀，擴大，別人變成十惡不赦，可是自己的不是一定看不到。從來沒有聽

到讚揚他人，責怪自己的言論。這些都是世間法，煩惱之源。自讚毀他，在菩薩戒來說是重

戒，反之毀自己讚他，功德則大，眼中的世界必定美好，自我必定日漸改善向上。每個人都

說人際關係最難處理，有人的地方就有紛爭，有煩惱，沒有人願意處眾，倒是一個人來得清

靜、自在、舒適。

    何以人際關係那麼困難，與人相處那麼不容易？說到底，皆是利益問題，我執問題。每

個人不願與其他人相處，包括家人，總覺得他們麻煩、嘮叨，干涉，不能自由。卻願意與佛

菩薩相處，原因是佛菩薩有大能，可以幫助自己，且任勞任怨，常保持積極，笑容的面孔，

當然令人樂於相處。從這，我們可以知道，問題出在自己身上，我們要求別人遷就自己，帶

來利益，卻不要別人妨礙，侵損，亦沒有想到對他人付出，幫忙。這樣的態度，如何會有好

的人際關係，縱使一時能相處，最終亦會被自己的無窮要求及與菩提相背破壞。佛菩薩那麼

好，我們樂於相處，修行亦樂於觀想，可徵他們的行為，處事對眾方式皆是最好的榜樣。

    一般人誤解佛教是個體，避世，消極，注重個人解脫。原來佛教對人際關係，倫理極重

視。通過嚴謹的制度、戒條，羣體力量去完成人格的改造，解脫，以共修方式，互助互勉，

無分彼我去達成自度度人，共同創造理想世界的任務。在這大目標下，人際關係自能解決。

亦有誤解佛教冷漠，不近人情，但從佛陀看護照顧生病比丘；父王病重時往探望；父王逝世

往扶靈等，可看出佛教人性化的一面，亦盡人倫、正常非乖僻。菩薩戒事事以利益眾生為主

，但願眾生得離苦，如果倫理關係做得不好，如何能成就這些目標？

    佛制戒律，博大精細，意義深遠，非一般外道能望項背，亦非凡夫能輕易掌握，因此，

要求嚴謹，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唯恐輕視戒律而犯下重罪，惡報纒身。制戒，容易誤認為

規範自己，不作惡事，其實規範自己的意義是不要傷害他人，為別人好，人際關係自能和諧

戒律與人際關係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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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離羣索居、閉關，如何有戒可守？孤獨一人，如何有殺、盜、淫、妄？因此，戒律是

羣治、人際關係，與人相處之道。

    佛陀每一項教導皆有其背後的本懷――度眾生，戒律表面在個人解脫，最終仍是人際關

係的和諧。戒律亦因時因地有不同的變化、適應。當然，利他宗旨仍是首要的考慮，其次是

大多數人的意旨為依歸，因此，定時決議每一項爭議，每一項制度，訂立最適應大眾的標準

，讓人們遵守，是一種妥善的民主制度，良好的溝通。凝聚羣體力量去佈教，改造社會，發

揮驚人力量。集團內，沒有絕對的權威、沒有階級、職位高低的不平等、沒有利益的不平均

。違法的人最高刑罰是被逐，沒有暴力，但是失去與諸上善人共會一處，失去機會參與世上

最有意義的工作，已是人生的最大遺憾，最大損失。議事之人皆有向法之心，皆有對法的認

識及訓練，因此，不會是盲目、無知或衝動的民主，減少被人利用或破壞的機會。

    經論中，對在家人的教誡不多，缺乏明確的指導，實是一種遺憾。由於佛陀及弟子們皆

是出家人，生活圈子亦是出家範圍，因此，他的教誡以出家人為主，這是環境使然，非平等

的佛陀有偏重。可是，聰明的在家眾仍能參考佛陀的指導、生活，與人相處之道，制定在家

人的戒律，生活規範，觸類旁通，亦能踏上聖道。因此，尋求聖道，閱讀出家戒，瞭解戒律

的開遮持犯、原理、本懷、制戒因由，代入在家的生活、環境中，是最好的參考。故此，在

家人不但可以閱律，更要深入研律，從出家或轉入在家戒，難度極高，更需豐富的資料及深

入，可惜過往歷史中，鮮有如此下苦功之人。在經律的研習上，經對在家人或出家人沒有多

大分別，但律對在家及出家眾的分歧、靈活性、行持卻有很大的分別，從來在家戒皆由出家

眾指導，缺乏在家人的參與，沒有身在其中的人共同制約，實是一很大的缺失。精研戒律，

是作為一個出家的在家人必要條件。

    圓滿大覺的佛陀，不以超人、神通的身份示現人間，卻以踏實的人間性，平凡的日常生

活示現人間，讓我們能看到示範，遵循，行持，趨入涅槃之道，實是佛陀最大的恩惠。佛陀

最高的境界，最大的理想，從人間性處理人際關係，從紀律、自我制約，利他中與人相處，

非由外在去滿足個人的欲望，其宗旨表現在平等，羣體性相處的六和敬中：即身和同住、口

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在身、心安住上，共同分享，進退，

當然共同成道。

    人事關係最難處理，唯一解決之道是各人持戒，各盡本份，制約自我。能有純善的表現

，利益眾生之處，則無往而不利，當持戒而至從心所欲，持而不持的境界，人事關係當沒有

障礙。另一方面，戒律的共同遵守，共同行持，集體活動，集體制約，正是共度的大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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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道後的釋尊，已屆三十五歲，餘下的

歲月只有弘法一途，這震鑠千古，萬年難一

遇的弘法度生之舉，改變了人類的命運，為

世界帶來光明，世間脫離了茹毛飲血，未開

發的蠻橫階段。釋尊以公開說法突破印度私

私相授的學習傳統，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

夫走卒，皆蒙救度，打破了印度牢固的階級

觀念，示範了後世解脫之道，以慈悲與智慧

昇華人類的品格，晃耀千古。

    此萬世的救贖始於恆河兩岸的中印度諸

國，以摩揭陀與憍薩羅二國為南北兩大中心

，東至瞻波，西至憍賞彌、摩偷羅，南至摩

揭陀，北至迦毘羅衞。由竹林、祇園精舍遍

及各講堂；王舍城外的靈鷲山、溫泉林；吠

舍離城外的牛角林，拘屍那揭羅城外的娑羅

林，迦毘羅衞城外的尼拘律園等。在路上，

田間或民居中，釋尊及其弟子皆藉機說法度

生，四十五年的生涯中，席不暇暖，普利人

天，教法從中印度作基礎，擴展到世界各地

去。以有限的生命，作無限的救贖。四十五

年的生涯中，只做說法、弘法的工作，直至

入滅前一刻，仍不放棄作最後的教誡。

    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弘法事業，始

於初轉法輪，度五比丘，繼而進入商業中心

的波羅奈斯城，時城內有一富商長者子耶舍

，嘗盡富裕物慾生活後，感到生命空虛，為

求心靈和平，離家在荒郊外徘徊，不斷慨嘆

著：「煩惱啊！痛苦啊！」遇到正在坐禪的

釋尊，為他說三論：施論(布施的功德)、戒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弘法

      

論(持戒的功德)、生天之論(行善生天的功德

)。概括了善因善果的因果業報論，只要能布

施窮人及宗教家，遵守五戒，來世必能生天

享福。倒過來就是惡因惡果，必受苦報。這

基本的佛教因果觀念具備以後，才能進入佛

教解脫之道。隨即針對耶舍的苦惱，釋尊開

示他欲樂生活的災患，離欲生活的安寧、清

淨。在猶如被漂白的布般洗滌心靈後，釋尊

為說核義的四諦法：苦、集、滅、道。耶舍

頓得法眼，證預流果。耶舍的父親循著他金

鞋的腳印，追尋至釋尊處，釋尊將耶舍隱在

一旁，向他父親次第述說三論、四諦法，耶

舍父親即得法眼淨，立誓皈依佛、法、僧三

寶，成世上首位優婆塞。耶舍在隱處聽釋尊

對父親的說法，深入禪定，體證真理，證阿

羅漢果。成阿羅漢的耶舍，必定會出家，父

親當然知道，只有邀請耶舍及釋尊回家接受

供養，得見母親及耶舍的妻子。釋尊亦以三

論、四諦法開示使得法眼淨，立誓皈依三寶

，成世上首位優婆夷。耶舍的四位親友被引

見釋尊，亦為說三論、四諦法，而證預流果

，請求出家後，不久成阿羅漢。而城內耶舍

的五十位好友聞風而至，聽法後，要求出家

，也開悟成阿羅漢。

    釋尊、初轉法輪的五比丘、耶舍、四位

親友及五十位好友，合計六十一阿羅漢，初

具僧團規模。但釋尊慈悲地對六十位阿羅漢

道：雖然你們已體證真理，解脫輪迴，但為

了世間的安樂，眾生的幸福，你們應各自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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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宣說聖法，展示踐履之道。世上總有

具足善根的人，因聽不到說法而枉遭輪迴

之苦；若得聞清淨法，定能脫離煩惱，為

了多些教化及指導人們，你們不要二人同

行，我亦會獨往優樓頻羅村去。

    佛的證悟，三論、四諦法的確立，僧

伽的成立、弘法、佈教，居士的皈信。佛

教初具規模，迅速成長，超越國界，跨越

世代。教團亦具備三特質：1.團員有正見

，在理論與實踐上努力修持。2.救濟眾生

、淨化社會的功能。3.傳承的功能。教團

在這自利利他的開展下，臻於完善。

    釋尊進入當時新興地區之一大中心地

――摩揭陀國，直往優樓頻羅村一處寂靜

林中坐禪，時有三十位王族的青年人，正

追尋一位盜竊他們財物的風塵女子，釋尊

針對性地詢問他們追尋自我重要，還是追

尋女人重要？繼而開示三論四諦，使他們

得法眼，繼而出家。

    在優樓頻羅村，有著名的婆羅門迦葉

三兄弟，信奉拜火教，各有弟子五百、三

百及二百，以祭祀拜火求解脫的古老法門

，得到大眾的尊崇。釋尊對頑固的長兄優

樓頻羅迦葉施以神通，入慈心三昧，馴服

惡龍，化成無毒的小蛇，並一再顯示種種

不可思議的神奇法力，使最後屈服在釋尊

的偉大人格及法力之下。二弟那提迦葉及

三弟伽耶迦葉見長兄跟隨釋尊修道，亦各

領弟子跟隨出家。釋尊領弟子往摩揭陀國

首都王舍城途中，於伽耶象頭山望著熊熊

火焰針對性道：我們內在的貪、瞋、痴，

情誓  那羅

      

煩惱之火，比外界的火焰更猛烈。我們的

感覺、知覺、思念、行動皆是燥熱煩惱的

，因而受著種種苦惱的困擾。但如能正確

觀察與瞭解，遠離錯誤的感覺、知覺、思

念、行動的話，自然可以消滅貪瞋痴，脫

離一切束縛，達到理想的境界。

    千比丘聽聞教義後，皆開悟證阿羅漢

果。

                                 

    

    

情約今生

互為法侶

廣度眾生

天涯海角

覓那苦難眾生

尋聲救苦

海枯石爛

無量阿僧祇劫

救拔苦海眾生

芸芸人海

六道輪迴

毋忘海誓山盟

深入煩惱穴

直搗魔羅宮

芸芸人海

但見你誤落凡塵

勞碌計較

忘卻那私訂約誓

情越萬古

請謹記

盡未來際

互為法侶

廣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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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看到一位襤褸的出家人必恭必敬地對著老師父行禮，當離去後，問：「這位法師如此

謙遜有禮，想必是和藹可親之人！」

    「非也！這位師父性格偏激，剛強難相處。」老師父立即糾正道：「別人疾惡如仇，他卻

疾富如仇。別讓他知道你家裏富有，否則他必與你遠離，或是出言冒犯，愈富有的人他愈不滿

意，見到心裏就氣。愈貧窮的人，他愈喜愛。就是因為我身無分文，他才對我那麼有禮，否則

他不會給任何人面子。別人說貧窮是罪惡之源，他卻說富有是罪惡的溫床，富有使人墮落，富

有使人躲懶，意志消磨。富有是由剝削、欺詐、損害他人而成。富有背後盡是骯髒，不可告人

、陰謀、詭計的可怕隱藏，揭開富有的真面目定嚇怕人，當其他眾生在吃苦，在忍受貧窮時，

那忍貯存大量金錢，不去救濟他人；當其他眾生捱飢抵餓時，那堪裝潢自己，美化自我。將金

錢埋在家裏，不拿來運用，拯救生命！如果眾生沒有苦難，富有不為過，但當眾生在水深火熱

中，卻將錢財貯起來，無法發揮作用，是天下間最大的浪費，地獄未空，如何能去成佛？眾生

吃苦，如何能自我富有、安樂？先去除現實的苦才談解脫，現實的苦迫實在苦不堪言，難以忍

受，不能再等待，必須拿出我們的財富、智慧，去除刻不容緩的苦難。因此，看到富有的人他

必定生氣，控制不了自己，他認為世上最愚蠢，最不契合佛法，最罪過就是讓自己富有。」

    「他必定出生貧窮，克苦度日，才有這些思想吧。」男孩猜想道。

    「非也。原來他是富家子，出生大富大貴之家。」老師父糾正道：「他雖出身富有，可是

除了基本生活所需外，卻沒有享用很多。在大家庭裏，成員各懷鬼胎，為的是豐厚家產，鬥爭

是少不了。以他的性格，當然爭取不到分文，甚至被人利用，擺佈，輸掉所有親情，最後孑然

一身離開。

    他從來沒有為得不到錢財而不高興，卻為失掉親情而悲哀，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得到豐厚的

金錢去布施貧窮。最後，萬緣放下，出家去了。」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富有是罪惡

        

中環店：中環碼頭七號
天星小輪碼頭一樓J鋪 
電話：(852) 342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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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店：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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