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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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狂想曲  提舍

     父子論「佔中」

 

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觀：以幻化身而見幻化，

正住平等無有彼我，如是觀察化利眾生。

                 ――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香港人一直是沉默，被動，逆來順受，政治冷漠，包括學生。何以突然變得那麼堅毅，

有組織，週詳的策劃。」兒子望著一望無際的大海，不解道。

    「別看台前的激烈，忽略幕後的操控，及前因後果的影響。」父親對著大海回應道：「香

港人確如此，但幕後人卻不如是。我看每一個行動，每一個變化，都在反映幕後人的思惟，精

心策劃，居心。我這個隔岸者看得精彩，時而莞爾，時而拍案叫絕。這次「佔中」運動，並非

偶然，乃經過多年部署，洗腦，拿揑前鋒的弱點，加以利用擺佈。可是，台前只是棋局的一部

份，幕後人還操控很多集團，例如補給衝擊手、傳媒、法律、議員、宗教徒等，各司其職，協

調配合去行事。這些被操控者也蒙在鼓裏，難道學生有如此本領，發起這麼大型的運動？難道

學生有如此辯才，將要點，對手要害掌握到。如此大型，持久運動，必須給予很多人利益，包

括金錢，但錢從何來？設置障礙物，爬高竄低，搭棚，於極短時間內完成，這更不單是只有金

錢便能做到，肯定是有預謀；有關係，有勢力的人才能遣兵調將。我們營商皆親歷大型活動，

大型基建，對於籌謀，管理，協調，皆有深刻體會。他們的能力不比我們低呢。難怪黑社會，

警方皆拿他們沒有辦法。很佩服他們，真想會一會他們，交流作戰經驗，只是我心仍繫香港，

不能助紂為虐。」

    「普選真的那麼重要嗎？示威者真的那麼在乎嗎？他們能說出其意義何在嗎？如果按他們

的要求，全爭取到，會是什麼境象呢？」兒子沒有轉身，仍對著廣闊的大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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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怨、生活壓力、租金、物價這些問題積壓已久，雖政府有心改善，可是問題卻變本

加厲，未來更看不到出路。這才是致命之處，一經觸發，難以收拾，什麽普選，皆是榥子。」

父親仍望著大海若有所思道：「可以狂想一下，如果訴求被允許，是什麼境象？你看現在立

法會，天天罵戰，只是破壞，從來沒有論及建設。你看選舉時的眾多假票，買票，利誘低下

階層投票，這些手段的人能管治好香港嗎？如果民主派當特首，社會環境會改善嗎？他們有

管治能力嗎？他們的私利、陰謀，比當今政府低嗎？叫囂手不一定是能幹辦事者！恐怕到時

社會大亂，踏上不歸路，比現今環境更不堪。幕後人只有一個目標：挑起動亂，社會矛盾，

貧富懸殊，利益衝突，從而在國際上牽制，自我獨大。雖然我不滿意政府，但心繫香港，不

想它墮落。此情此境，我也不知如何去向，不知作何立場，空有一身本領，苦無目標。還是

佛教看得透，不太鼓勵參政。」

    「這些陰謀我皆領教過，但我仍雄心萬丈，希望能參政，當然我不會加入他們，我要另

起爐灶，縱橫馳騁，名垂千古，比父親你更出色。」兒子轉過臉，望著父親道。

    「我不贊成你參政，不管你如何做皆會樹敵，總有一些團體不滿意。對我來說，這是危

險的事情，有違經商原則。你何不繼續經商？更好發揮自己，另創新天地。從佛教的立場，

這是最好的去向。」父親轉過頭，堅決地望著兒子道。

  

 佛法基礎概要（六）  寂慧

           宗派

 

    宗派的形成，在一門深入。佛法浩如煙海，如果不側重一門，以短暫的一生時間，恐怕

一事無成，掌握不到佛法的利益。不論在教理或修持，皆需集中一項，專心專志。宗派的形

成，必有其時代意義、歷史意義。時代意義指一種法門適合當時的環境，大眾的需求，契合

當地人的品味民風、習慣等。例如密宗適合西藏人，禪宗適合中國人。宗派會不斷發展、演

變，最後亦會式微、衰亡，就像人的一生，隨著時間過去，固有的宗派會失去時代意義，民

風會轉變，社會需求亦改變；在無常的規律下，宗派只有退出舞台。因此，對過時的宗派，

我們無需執取不捨，但它的精神，形成，優點所在，歷史性都是值得參考的；它的功效，亦

需參究。雖然某些宗派會淡出，但不用擔心，因為新的宗派會生起，繼續救贖眾生，只有對

從前各宗派瞭解，才能扶助新宗派的形成，雕琢得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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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國  那羅

      

  

你我相遇在茫茫人海

載沉載浮  載浮載沉

若即若離  若離若即

何時才能徹底擺脫？

輪迴之苦

生老病死

親愛的生離死別

怨懟的糾纏不捨

祂現跡於天上、人間

若隱若現  若現若隱

尋尋覓覓  覓覓尋尋

如何從眾裏找尋？

高高在上的救主

遙遙遠遠的淨國

請別遺我於凡間

且共泅苦海

 

 

   你心目中的菩薩  優多羅

      
  菩薩是什麼形象？

  慈眉善目，有求必應，只會微笑，

不會發怒，就是做錯了事他也不會怪

責。

  菩薩是什麼形象？

  隨傳隨到，解決任何困境。老、病

、死時得到照顧。老可以依靠，病可

以護理，死可以安然。

  菩薩是什麼形象？

  這些都太遙遠。最要緊是有飯開、

有工作、有暇照顧家。

  菩薩是什麼形象？

  是一個人？一班人？

  原來菩薩近在咫尺，垂手可得！

  你心目中的菩薩是什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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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中」開始了，早年移民美國的世伯仍心繫香港，來電要我速來一個佈道與分析，早

已看破世事的我不但對詭變的政局不了解，資訊不夠，且無興趣是非紛爭，只想清清淨淨學

佛，心無掛礙，無奈長輩命難違，且根在香港的世伯，那能不抱著「菩薩心腸」去滿足他呢

？只有從新聞報導國際關係及歷史中臆測，加上毫無根據估量，使情節精彩，吸引，滿足世

伯的關注。

    世伯大鑒：「佔中」來得突然，各人都措手不及，目瞪口呆。從來遊行示威皆有很多團

體統計人數，獨這「佔中」沒有人統計，根據我的團隊估計，有十萬人（註：那裏有什麼團

隊，還不是我一個人靠肉眼去估量，十萬之數聽來有氣勢。）別看這大規模的運動出於偶然

，原來幕後一點也不簡單。事緣美國總統與中國主席在電話中爭論，要做世界的老大哥，當

然雙方面一點也不會讓步，決裂結果是戰場見高低。

    這暗戰延續下來，特區政府與美國領事館同時收到指令，分頭去部署。特區政府除了重

新編制自身的皇牌――警隊外，更加強自己的民間團體，成立大聯盟去應付攻擊。雖然形勢

緊急險峻，但不能讓國家插手，因為有違一國兩制，亦使特區政府沒有面子，顯示自己無能

。美國領事館方面，決定來一次總攻擊，多年的經營、部署，已累積了一定的實力，是時候

用於一朝，但有一點必須恪守，就是不能暴露身份，甚至轄下的某些團體也不能暴露，各團

體甚至不知道那些是領事館單位，那些是自發組織，各各懷著不同的心情去打這場暗戰。

    領事館盤算號召十萬人上街，計算方式是十個單位，各號召一萬人，或一百個小單位各

號召一千人，界別包括議員、民間組織、環保團體、學生、教育界、勞工、社區、互委會、

同鄉會、宗教團體等，當然還有「佔中」人士。更找來六四民運人士、美國的社會運動領袖

、台灣「太陽花」領袖助陣，當顧問、「教路」，或是暗地裏出力。再以美國專長的管理學

去統率整個運動。美國總領事拍心口道：「效率，man，效率，I want效率。錢不是問題，我

們在香港有一個財務總監，隨時可調動大筆資金。你們中國人的『糧草先行』及『賞金先惠』

我很瞭解。其他如物流，資訊科技，技工，法律顧問，保釋，安家等，一概不用擔心。」

    於是各各分頭行事，由暗戰下達至明戰，戰場由中環擴大至政府總部，金鐘，銅鑼灣，

旺角，新界，目標是全面癱瘓香港。開始時，大量人羣集結中環，金鐘，氣勢如虹，「佔中」

  

  

   「佔中」戰畧佈道與分析  提舍

               （上）

      



5

帶領人亦感錯愕，本來預計一萬人的數目竟超額多倍，誤以為自己的功勞號召。繼而爆發警

方放催淚彈，欲強硬快速結束此戰役，那知抗拒出乎意外地大，社會譴責亦出奇地大，警方

急煞車，學生誤以為是自己的功勞，與「佔中」人士不時會見記者，說些不著邊際的目標，

出盡風頭。要求些什麽？方向如何走？自己也說不上，唯有說些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偉大口號

，騙人騙己。可是，整個形勢確由學生主導，傳媒焦點，發佈皆對準學生，政府喉舌出奇地

弱，宣傳很重要，這方面，學生佔盡上風，不時現身發言，政府卻沒有一個突出的人物站出

來抗衡，處於被動地位，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力量。

    那麼，政府是否沒有出招，乾捱打呢？

    非也。政府也曾出招，容後稟上，因電視正播放最新現場消息。

  

    寺內露天大廣場中，燈火通明，大排筵席。老師父與小孩們邊吃東西，邊看著小台上的

表演，有居士演唱佛曲，更有法師開示佛法。一位老法師在筵席間穿梭，左顧右盼，偶而登

台，以洪鐘的聲音高歌一曲；偶而歌頌三寶，或是讚嘆教內種種，不亦樂乎！當筵席快要結

束時，老法師匆匆離去。

    老師父道：「這位喧宣法師，生性喜好熱鬧，不喜歡一個人。尤其喜好大排筵席，朵頤

高興的面孔。因此，每天晚上他總到處打聽，那裏有大排筵席之處，他必赴會，就是遠道他

方，亦樂此不疲。有一次，讓他打聽到有一盛會在沙灘舉辦，他竟走了一天的路，攀山涉水

遠赴。如果沒有盛宴，或是沒有人陪他進膳，當天晚上，他必難以入睡。除此以外，他最害

怕聽一句說話，所有認識他的人不會在他面前提起，否則亦會令他無法入睡：天下無不散之

筵席。當他聽到這句說話，必面色大變，整個人萎縮下來。」

    「他必定吃很多東西，講究食物之人？」一位女孩好奇問。

    「非也！他吃的不多；但盛會中，他定左穿右插，這裏吃一點，那裏喝一點，大談通俗

的佛法。人們見他有趣，礙於面子，總讓他放矢。」老師父笑笑道。

    突然一位男孩道：「他的行為有違佛法啊！」

    眾皆默然。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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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晚年 (二)

      

  

    釋尊最後的雨安居在竹林村度過，竹林

村是個小村落，無法容納五百比丘，只有遣

散於毗舍離四周，各自依賴相識安住。其間

釋尊罹患重病，瀕臨死亡邊緣，但不能未告

別、訓誡眾弟子而入滅，乃以正念正知忍受

，使疾病痊癒。患病期間，阿難六神無主，

四周昏暗，於法迷昧。釋尊嘆道：「比丘們

對我還有什麼期待呢？我已毫無保留地傾囊

以授，再無什麽教導，我沒有統率比丘眾或

比丘眾依附於我之心。我已八十高齡，肉身

猶如破舊車子，勉強修補行駛。因此，阿難

啊！你們要以自己為依止，不要以他人為依

止；以法為依止，不要以其他為依止。比丘

當隨時觀察身、受、心、法，以正念正知去

除世間貪愛與煩憂，所謂四念處就是觀察身

、受、心、法之無常、苦、無我等，常憶念

，並以此而行。此是凡、聖時刻的基本修法

。無常、苦、無我、空等教理作明燈，指示

提升方向，即為自燈明、法燈明，自洲、法

洲。能如此自依止、法依止，即為最上之比

丘。」

    那時，舍利弗在摩揭陀那羅聚落染病，

在苦痛中入般涅槃。其侍者純陀沙彌攜其衣

缽往見阿難尊者，佈告舍利弗及目犍連已入

涅槃的消息。阿難渾身惶懼，不辨四方、不

辨諸法，往見釋尊。釋尊問阿難，舍利弗入

般涅槃後其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蘊

是否消失？阿難答不是，只是憶念舍利弗如

何在法上孜孜不倦，幫助眾行者，教示，勸

導，激勵他們。釋尊重提一切親愛終有別離

，有生，有為必壞滅，堅固之僧伽，亦有舍

利弗入般涅槃，猶如根深蒂固之大樹，其大

枝先斷，世間實無不壞滅者，當以自為洲，

以法為洲，不以其他為依處。

    但在跋耆國之郁伽支羅城說法時，釋尊

環視眾比丘，卻尋不到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踪

影，不禁感到這樣的集會很虛空，亦沒有再

說「舍利弗與目犍連在此」，過去諸佛皆有

一對如舍利弗與目犍連無雙弟子，未來諸佛

亦復如是。他倆是眾弟子中的稀有者，未曾

有者，他們是如何遵從教誡，體證教法，受

眾比丘尊重恭敬。但有生必有滅，這是無常

法。

    釋尊與阿難到毗舍離，一起到遮婆羅廟

去。釋尊懷念道：「毗舍離是歡悅之處，憂

園廟、瞿曇廟、七聚廟、多子廟、娑羅廟、

遮波羅廟亦是歡悅之處。任何人修習四神足

皆可住壽一劫。」這暗示阿難無法了解，沒

有請佛住世一劫，利樂有情。釋尊雖重覆三

次，阿難卻受魔羅覆蔽，錯失機會。

    魔羅更慫恿釋尊入般涅槃，因曾言若弟

子變得有智慧、持戒、具信心、多聞、修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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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海外版

      

  

並能說法、論議、教導才入涅槃，現請遵守

承諾，快入涅槃。釋尊隨即宣佈，三個月後

，將入般涅槃。以正念正知進行捨壽行。即

時大地震動，天鼓迴響，叫人毛髮直豎。阿

難如夢初醒，懇求釋尊住壽一劫，饒益有情

，雖經三請，釋尊皆拒絕，責言曾明確暗示

要阿難請佛住世，可是阿難沒有把握機會，

犯了惡作的罪過，如今如來已正式宣佈三個

月後入般涅槃，再不能收回。世間上，親愛

終會別離，有生必有滅，是必然的道理。

   在大林的重閣講堂，釋尊命阿難召集毗舍

離一帶的比丘到來，作重要的訓示，叮囑眾

比丘當令梵行久住，利樂眾生，慈愍一切，

安樂人天而修行。修四念住、四正勤、四如

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及八正道，即三

十七菩提道。諸行皆壞滅，如來即將入涅槃

，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圓滿成就。

    離開毗舍離時，釋尊沉重地回眸，感慨

地向那愉悅之城作最後道別，至犍荼村路上

，釋尊嘆眾人長久流轉生死，因未知聖者之

戒、聖者之定、聖者之慧及聖者之解脫四法

，若知此四法，則能斷欲，滅愛，不再受生。

    釋尊與阿難繼而至象村、菴婆羅村、閻

浮村及負彌城。在城中的阿難廟中，開示四

大教法，制定在滅度後判定佛誡的標準，不

要因為某比丘言從佛聽聞、或某僧團說、或

某長老團說、或某長老說便盡信，應以經、

律來印證。

 

 

    遠方突然傳來訊息：這裏缺錢。上月租

金未付，電費、什費這個星期到期，員工薪

金再不能拖了，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推動法

輪，早已付出很多。為何要精神上擔憂，受

債主的氣，常常籌謀「撲錢」？

    遠方突然傳來訊息：這裏缺人手。昨天

唯一的支柱員工請辭，理由是薪金太低，工

作量太多，且要兼顧活動，社會責任，宗教

使命，可是支援不足，要錢沒錢，要義工沒

義工，很多工作不知從何開始，「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上級只會吩咐做這做那，卻

不瞭解工作難度，只有責怪，沒有讚賞。

    遠方突然傳來訊息：客人皆投訴貨品不

齊，不能提供適當的服務，辦事人員對佛教

不瞭解，佛教知識不足，書本不認識，溝通

困難，徒有一處法寶的集中地，卻發揮不出

功效。

    遠方突然傳來訊息：我們需要支援，請

派人過來協助，要做些什麼？目標是什麽？

我們也弄不清楚，每天皆戰戰兢兢摸著走路

，工作雖然不辛苦，卻似掉進荒野，孤立無

援。我們也不知為何如此幫忙你們，像被下

蠱般迷倒。

    訊息此起彼落，忽東忽西，忽起忽跌。

    這就是海外的佛哲書舍。

    為了什麽？為了播放種子，為了在世界

每一個角落播放種子，為了盡此一報身前盡

量播下種子，等待開花結果。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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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猶如賭博」，這句話未免誇張，但可反映生意的風險高，風險高因為牽涉的範圍廣

，不確定的因素多。近代經營生意更困難，條例多，需有認可的多方面專業資格，背負很多的責

任，如員工的老、病、意外等，工作環境對外及對內的保障。承受很多意外的損失，如顧客在店

內摔倒，天價索償；天災人禍卻不包含在保費內等。苛刻、仔細的要求，非一般中小企能承擔，

低利潤的中小企很快會倒閉。每有事故發生，政府必收緊政策，更多中小企支持不住倒閉，機會

只流向大企業。

    本來做生意是最好的事業之道，無奈從古至今，做生意一直被歧視，被敵對、攻擊。被政府

虎視，在內外上下壓迫下，步向墮落的陷阱，最後可能變成一個魔。

    做生意的概念是賺錢，但卻引來妒忌，千夫所指。如果生意失敗，除了即時損失外，大多背

負重債，禍延多年，被人嘲笑，家人輕視，產生家庭問題等。如果生意成功致富，必被罵成奸商

，誣衊作奸犯科、無良、吝嗇等

    做生意的目的是賺錢。因此做生意的人必定富有，於是，人們的腦海裏，做生意的人必定從

很多人的口袋裏搾取金錢，才能致富，是一種罪過；做生意的人有很多盈餘，必定奢華享受，乾

瞪著其他人捱窮；做生意的人應承擔社會責任，因為他們取諸社會，社會製造優良條件讓他們賺

錢，理應用諸社會；應救濟貧窮，大量捐獻，原因是他們幸運，富有，理應協助貧窮。當然，還

有很多很多的要求，要做生意的人去承擔。

    做生意能否受到政府公平對待很重要，亦可成為失敗的主因。權力是最重要的因素，政府擁

有最大的權力，它的稅收、法制，大大影響企業。大企業亦擁有權力，且在業務推展上容易配合

政府，自然受到政府的優待及投鼠忌器。反之，小企業便沒有這些優點，顯得脆弱，容易倒跨。

以港鐵為例，這門生意牽涉大量土地，如果鐵路路線土地需要付租金，恐怕亦難以維持，但小企

業每吋土地皆須付費，唯有犯法佔用公共空間、走火通道等。大企業僱用大量員工，政府很多政

策、條件，不能不遷就，因為牽涉很多人的生計；但小企業僱員少便無需關注，甚至要求不實際

的配合。縱使如此，仍有很多大企業倒閉，或是艱苦經營，可見做生意真的不容易，一不小心，

定會倒閉，就是很能幹，亦會為一些社會變化，天災人禍的打擊弄至跨倒。在此情況下，主事者

容易挺而走險，甚至作奸犯科，陷入一些不歸陷阱。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做生意的困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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