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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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中」運動  提舍

 

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穢。

若井、若池、若江、若河、溪渠大海，

皆悉能洗諸有垢穢；

其法水者，亦復如是，能洗眾生諸煩惱垢。

                                 

                                   

    「佔中」開始了，情況使人有點驚訝，竟有如此多人參加，力量如此大，警方無法驅散人

羣。但這樣亦理所當然，政府管治差勁，貧富懸殊，低下階層苦不堪言，沒有明天，沒有希望

，民怨積聚已久。反抗，宣洩是必然的，這是因果關係。說什麼民主、普選，這些都是次要。

壓迫，困惑，找不到出路才是即時及實在的不滿。政府方面，困難不比民眾小，甚或有過之。

上有主子，當然要為其帶來龐大利益，且要「聽話」，還要民眾同樣「聽話」，可是歷年的苟

且、無能管治，積弱難返，公務員士氣低落，為自保，為私利敷衍度日；民眾只懂埋怨，不肯

配合施政；國外勢力埋伏隱處，不時施放冷箭，伺機顛覆。在此情況下，矛盾加深，任何人皆

無能為力扭轉。

    香港已到了一個危險時刻，再發展下去，只會導致主子插手，或是全面管治，鐵腕施政。

屆時無人得益，只有幕後的顛覆者沾沾自喜。

    「佔中」運動慢慢演變成「學生」運動。衝動，好出風頭的學生愈站愈前，狡猾的推動者

卻躲在後面，伺機襲擊。什麽人較「閒」，可以長時間抗爭；人數眾多；氣力充足；容易被煽

動、利用；「攪事」，當然是學生。歷史上，學生屢被利用，可是屢以失敗告終，下場悲哀。

    這次運動，以年青人，學生為主，組織週詳，不論補給、輪替、溝通、消息發放、部署皆

有效。能號召那麼多學生參與，決非一朝一夕之功，可能已是多年的部署，多年經營。參與者

來自很多團體，包括教育界、社區組織、政治界、教會等，內裏不乏有經驗、善於活動組織者

。在香港來說，是一次創舉。這次運動，暴露了很多隱藏者的立場、居心，亦顯示了很多民眾

的不同想法，參差的思惟。社會的分歧、價值觀、渴求、不同的層次，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各階層瞭解、溝通不足。除了管治者需要瞭解，反觀社會外，民眾亦需對其他人有充份瞭解，

才能打造融和的社會。

    這次運動，除了別有用心者外，有兩點是必須注意的。一、就是站在他人立場去思考，在

情緒激烈的狀態下，行為主觀，暴躁，對他人的為難、困境無法體會，當然自己的要求亦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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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二、是要確認目標，目標是什麽？是否合理，可行？如果目標弄不清楚，光喊口號，

或抽象的要求對事情沒有幫助。    

    最後，該關心的是佛教徒的立場，該如何面對？政治從來就是複雜詭變的。敵人、朋友

瞬間改變，是非對錯瞬息不同，置身其中，不但身不由己，且容易犯戒，做出傷害眾生的行

為，在群情洶湧下，亦容易犯錯墮落。政治是充滿危機、陷阱的世間法，爭鬥、利益的場所

，佛教徒理應遠離，但政治與眾生福祉息息相關，如果遠離、捨棄眾生，有違菩薩精神，因

此，有干政不參政的提議。那麼，佛教應否參政？這確是一個值得深研的問題。運動外圍的

人，由於形勢複雜，切忌參與，或站在某方立場。若要參與，必需先弄清楚整個運動的來龍

去脈，各方理據，影響、方向，以免盲目行動，作出他日後悔、無可挽回的錯誤，或被人利

用，助紂為虐。

    如果站在宗教立場，這些都是因果帶來的現象，超越常理、對錯。人們能做的只有秉承

正義，知其不可為而為。就像釋迦佛看到琉璃王率領大軍要攻打自己的故鄉，三次獨個兒靜

坐於路中阻大軍前進，可是最後仍無法挽回滅國之命運。佛教徒應瞭解，萬象皆空的道理，

一切都是因緣變化，緣起緣滅，今日的成功，可能是明天失敗的因，今日的失敗，可能是明

天成功的因；在世間轉，容易失去本性，如何保持真心，明心見性，才是我們真正的目標。  



3

   佛教義工  寂慧

      

  

    佛教義工有別於一般義工。一般義工只

需做好份內工作即可，但佛教義工除了份內

工作外，尚有法義內涵；戒律要求；體制遵

守；聲譽保持；護法任務等。

    佛教活動必需有法義的實踐，法為尊。

法會本身是一種工具，法義修持、實踐、弘

揚才是法會的主要目的。講經法會是法義的

弘揚、拜懺是法義的實踐、坐禪是法義的修

持，全皆圍繞法義。因此，作為佛教的義工

必需瞭解該法會的性質、重點、法會的目的

、主辦單位的發心，寓工作於學習，義工通

常無法專心參與活動，但協助法會進行可以

旁觀者的身份瞭解整體的運作，佈局，心思

。當然能對法會內容有一定瞭解。如果能誠

心投入，學習，將來可如法主辦，亦可教導

他人。

    佛教義工該有定力的表現，儘管沒有工

作，仍需安詳地站崗，營造一種安定及安詳

的感覺，莊嚴法會，讓參與者收攝身心，在

氣氛感染下，認真專注地進行法會。切忌表

現煩躁，坐立不安，或是閒聊敷衍，要知道

，只要安定站在那裏，協助法會進行，已功

德很大。義工可能沒有多少工作，但仍需待

在那裏，以防突發事件，如果認為法會不重

視自己，或沒有太多工作而離開，當有突發

事件發生時，那就是失責。遲到早退是要不

得的行為，尤其法會完畢，急著離去，留下

大量善後工作給其他人，必讓主辦者吃力辛

苦。法會前及後的工作最繁忙急促。護法工

作很重要，除了減輕主辦者的壓力外，亦可

使主辦者有信心，歡喜心再度舉辦。

    法會進行期間，如果發覺主辦者不如法

，或有令人失望，不滿意之處，只要不是害

人，仍能利益眾生，就要貫徹做下去，不可

以個人喜好而放棄離開，別大意成為法會的

破壞者。佛教義工該有定力、主見，不為別

人的言語及環境不理想而影響自己的初心，

尤其是法會與自己的期望或負荷有差距時，

更要小心。

    佛教義工要謹言慎行，戰戰兢兢，常抱

著一種心態：作為佛陀的弟子，時刻學習、

實踐佛陀的教導；學習出家人有紀律威儀，

使眾生心向法，身處法會有皈敬心。除了以

上的不忍聖教衰外，還要有不忍眾生苦的悲

心，深信該法會必能使眾生離苦得樂。

    佛教義工有別於一般義工，佛教義工的

心要是心向法，願法向道，願道證惑，願惑

證智。

    可知道這四法出於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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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家該向誰學習？該以誰為榜樣？

    佛法含藏世間法，任何一門學問，皆可向佛法取經，如此寶藏白放那裏，實在可惜！企

業經營，亦應從佛法中取經，企業家該向出家人學習。

    企業家應有菩提心――以客為尊，企業家不能我執，以自己喜好為主，他應凡事以客的

利益為首要目標，設法滿足客戶需求，還要滿足愈多客戶愈好。這樣，企業才能壯大及長久

。當企業達到一定目標，還需成立純慈善的基金會回饋社會，藉以提高企業形象，利益更多

大眾，弱勢社羣，更深入民間，與大眾打成一片。企業的存在，端看與民眾共融的程度。

    企業家一般衣食無憂，物質充裕，因此，如為了生活，他的經營，可有可無。那麼，艱

苦的經營為了什麼？如為了名，商場中唯利是圖，敵友瞬息萬變，名只是別人閒聊資料，有

多少實在？聰明的企業家還看不開嗎？商場變化萬千，起跌尋常，難道不能看空一切？經營

不一定為名利，也許為了員工的生計，也許為了社會責任，也許為了人生必須「有所為」。

在在處處，企業家必能體會無常及空性。

    企業家不能有敵人，精明的企業家明白不能有一個敵人，包括競爭對手，因為任何一個

敵人的破壞力可以很大，甚至弄跨自己，只有朋友才能使企業壯大。競爭對手是市場的必然

現象，打倒對手卻無法阻止永續而來的其他對手，該利用對手補自己不足的地方，為行業共

建繁榮。

    企業家該有效率、主動，將自己的貢獻推廣至遠處，利益更多人，就像佛陀遊行於恆河

兩岸，度脫無量眾生。他的開示簡單、直接，為了利益更多人，不會浪費時間在無意義的地

方，說閒聊話。

    企業家要有好的品德，因為私德不佳，影響他的事業，帶領員工亦有困難，企業在上下

一心，才能發揮功效；上下一心需要領導人有好的品德，才能服眾，才能令員工甘於拼搏。

出家人亦如是，被要求有好的品格，持戒等克己精神。

    企業家應有出離心。當長時間經營企業後，企業家一般都會身心疲累，看破一切，對人

性、得失、起跌、虛幻及實在比一般人體會更深，可以輕易放棄已擁有的東西。

    企業家明白合作的重要、團結的重要，「家和萬事興」，如果人際關係處理不好，不能

發揮團隊力量，企業無法壯大。只有六和敬的無私制度精神，才能統轄龐大的企業。

    企業家注重教育，培訓。因為企業的成長，需要員工不斷的提升，才能應付日趨繁複的

企業專業。同樣，出家人需要自我及他人的不斷教育，才能自度度人，解脫生死。

    以上企業家的品德，猶如出家人的行為規範。如果企業家能放下自我，向出家人學習，

成功及永續是可以預見的。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向出家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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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尊晚年時，各國為了私利，窮兵黷

武，到處侵略，包括釋尊的信徒，而與釋

尊同齡的八十歲信徒波斯匿王，被其兒子

琉璃王放逐，客死於流亡中。琉璃王幼時

於釋迦國受辱，含恨心中，奪取王位後，

率大軍征討報復，釋尊在路邊樹下靜坐，

琉璃王知道那是阻止他進軍，便下令撤退

。如是三次進退，仍不能壓抑心中怒火。

釋尊知是宿業所致，只有放棄阻止，讓他

屠殺大批民眾；而琉璃王在慶功宴上卻遭

雷擊及河水暴漲襲擊，無一人倖免於難。

    與此同時，曾於七、八年前弒父篡位

的釋尊信徒阿奢世王，欲征伐北鄰之跋耆

國，派大臣雨勢問釋尊之意見，釋尊為說

治國的七不衰法，即：

1.常集會商討政事

2.上下和敬，共集合共事

3.知曉國法，依法辦事

4.尊師敬老，奉養及聽取意見

5.敬仰先祖，敬畏神靈 

6.敬重貞節，各守其道。不欺凌婦人少女

7.保護及安住宗教師

    只要奉行七不衰法，國家必富強，國

外侵襲不得逞。釋尊繼而為眾比丘說七不

衰法，教團將不會衰落：

1.比丘們要經常聚議

2.上下互敬互愛，通力合作

3.知法持戒

4.聽從長者

5.呵五欲，保持正念正知

6.住阿蘭若，獨處

7.安住梵行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晚年

      

    此外，更有多種七不衰法及六衰法，

能使教團不會衰落。

    臨涅槃的釋尊，仍拖著殘累的身軀，

汲汲於各地，宣揚佛法。卻一反常態，儘

往小村落，小城市去，希望能利益為生活

而困於荒村的民眾。他最後一次遊行從王

舍城至跋塔里村渡恆河至拘帝村、那提迦

，雨安居於毗魯瓦村，繼至毗舍離、邦達

村、哈提村、安跋村、瞻婆村、寶迦城、

跋婆城，最後至拘尸那羅。

    臨終的說法，語重心長，別具意義，

為國王說治理國家的七不衰法外，對諸比

丘說決定性的戒、定、慧。總結三世諸佛

的成就，皆棄妨礙智慧的五蓋，善住四念

處，修習七覺支。

    在波吒利村對信眾的說法是無戒的過

患及持戒的利益。對於一般信眾，釋尊除

了用夜晚大部份時間教示外，更勸導、激

勵、鼓舞。在那提迦村，阿難問諸比丘、

居士命終投生何處？釋尊皆一一作答，最

後授以「法鏡」，亦叫證鏡或不壞鏡，據

此可不墮惡趣，得不壞淨信，趨向於覺悟

。法鏡的內容有四：

1.以佛為無上的導師，絕對信仰

2.以法為正確真理，絕對信仰

3.以僧為值得尊敬的修行聖弟子，及指導      

  大眾的教團，絕對信仰。

4.從絕對信仰三寶進而堅守五戒，絕對不

  犯。

    此四不壞淨，不但不會墮惡趣，獲此

淨信者，即成為第一階段的聖者，這就是

法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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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師父往生了，我與他雖相處多年，但在記憶中，他很像什麼都沒有做過，出外也不

多，什麽也不懂，沒有興趣，只守在寺內，終生只做維那的工作，唱讚佛曲，唱懺悔文。」

男孩望著佛桌上一位出家人的殘舊遺照道。

    「人一生雖有數十年，可以作的事很多，終生營營役役，看似做了很多工作，其實都是

一些日常瑣事，或無關要緊的工作。轉瞬一生過去，空嗟嘆。一生能作一件事已很不錯，況

且每一件工作皆需要投入大量時間才見功效。我最討厭那些事事皆懂的人，說什麼才子，其

實大家都明白，他們只是浮面的工作。也許有小部份人很傑出，多方面皆有成就，但如能集

中一兩項去做，成就肯定不只此。」老師父點頭望著遺照道。

    「但人生不是多姿多采嗎？為何不多方面接觸，多方面學習呢？博學多聞，法門無量誓

願學不是鼓勵我們多方面學習嗎？」男孩擔心人生只許單調問。

    「人生目標未確立前，如你們小孩般，當然要多方面接觸，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法門；

但目標確立後便需全力以赴，愈早確立愈有利，蹉跎踟躕最浪費生命。雖然全力向目標邁進

，但仍可抽一點時間來接觸其他法門，多點認識世界，亦可觸類旁通；在沉悶的專業中，更

是一種調節。

    這位師父年輕時，興趣很廣泛，什麽都懂，年老時卻能收拾心情，專志一項法門，常悔

嘆自己貪心！天生『花心』，什麼都要涉獵，結果一事無成。年老時洗盡沿華，什麼都不去

接觸，離開寺廟也不多。因此他的唱讚突飛猛進，各人常找他在這方面服務。最後他說興趣

只在此，其他方面皆失去興趣，不願接觸。外人看他沉悶侷促，可他卻樂在其中。我認識數

位師父皆如此，獨當一面，在人羣中發揮璀璨的光芒。」老師父側頭回憶道。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人生一事

      

天氣很熱  優多羅

    當聽到有人嚷：「噢！天氣很熱啊！」

    一般的回應是：「對！很熱！氣溫若干度，熱得很厲害。」――這是一種消極的附和回應

，助長負面氣氛。

    另一種回應是：「已踏入季末，天氣快轉涼了。」這種氣氛會好一點，雖然現在不太理想

，但對未來寄以厚望。

    尚有一種回應是：「噢！太好了，可以出汗，對健康有益。」――這是一種樂觀的回應，

積極的氣氛。

    可惜能聽到此種回應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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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過留痕  那羅

      
疾風吹過

吹來一片落葉

吹來一張紙條

是棄紙

是紀錄

還是遺落的重要訊息

風吹散了大地

吹遍心中火燄

吹走人間光與暗

一張字條

載著親朋的通訊

一張字條

載著難解的數字

一張字條

載著過去未來的叮囑

一張字條

載著佛菩薩的聖號

經卷偶句

或寥寥數字：

空

無我

   

          一般及基本教理在各班級中已具備，

為何如此殊勝的道理竟不能激起大眾的興

趣？為何不能掌握教理的核心，甚至對教

理的一般性也似懂非懂？為何佛陀三言兩

語的說法能令聽者即時得益，甚至解脫。

而各班級的老師雖苦口婆心，日夜灌輸，

仍不能打動聽者的心？

    是否須經過修持的說法才具力量？是

否說法者不能側重核心，在旁兜圈？是否

基本道理不夠全面，或是遺漏了一些基本

概念？是否對聽法者不夠瞭解，不能帶給

他們所需，甚而不能掌握他們的興趣，程

度？是否所說法義不能契合時代，以至聽

者有「隔」的感覺？

    佛法浩瀚，那些道理應該知道？那些

暫時不用知道？那些道理是重要基礎，對

將來修學有幫助？那些是一般性，知識性

的參考？這些都很重要。有些人學佛數十

年，聽經無數次，卻掌握不到法義的效用

，組織，背後的意思。可見學得多也不一

定對深入佛法有幫助。

    教理的選擇、組織、演繹、核心的掌

握、實用性，對弘揚佛教的重要可見一斑

。教理是三寶中的法寶，起著決定性的作

用。

  

佛法基礎概要（五）  寂慧

          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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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店：洗衣街241A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1115,Cosmo Plaza

8788, McKim Way,

Richmond. B.C.,V6X4E2

Canada

Tel:(1)604-808-5082

buddhist-bookshop.com

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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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頭子計算著每一個走進書店內的人，更不時按計數機，面露微笑，自言自語道：「此店早

期每天只有二三十人進來，當然生意也不好，幸而二三年過後，艱苦經營，才被接受，人流慢慢

升至每天百多人，開始有點盈餘。如果每一個人進來買一本書，每天是一百多本，每一個人買兩

本書已有數百本；若送贈結緣書，定可鼓勵多取，每一個人五本，一百五十人當有七百五十本。

啊！多好，一個月送贈兼銷售當有數千本吧，一年便有……，二年便有……

    可是租約只有兩年，如果不能續租，將一無所有。如果上天眷顧，能多租兩年，一定要多下

功夫，在原有基礎上，發揮更大功效，如果兩年後能續租，只要有六年時間，一定可改變整個地

區。如果佛菩薩加持，能夠讓經營十年，定可翻天覆地，影響深遠。沒想到真的經營至第九年，

明年第十年，不知能否續租？

    十年快要過去，看似作了很多，卻似一點也沒改變。其間不斷努力，要多流通經書，多做活

動，多發揮不同的功效，皆有感於隨時結業的無常感。

    能否繼續經營？能否延續與大眾的因緣？看似可以努力成就，卻原來似有旨意。還是要看眾

多因緣，究竟那是個人的福報，或是個人的發願，或是眾生的福德因緣，或是佛菩薩的安排，誰

能說呢？

    希望佛菩薩能讓再經營十年，徹底改變這個地方。八年也好，六年、四年，就是兩年也好，

能做多少就多少！」

    老頭子低下頭，不斷按著計數機，口中喃喃道：「一天如果增加人流量至三百人，一個月該

是多少，一年該是多少？……」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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