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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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佔中」謬誤  提舍

 

有三種迴向，何等為三？謂過去空、當來空、現在空。

無有迴向者、亦無迴向法、亦無迴向處。

菩薩摩訶薩當作是迴向，作是迴向時三處皆清淨；

以此清淨功德，與一切眾生共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甚深大迴向經

                                 

                                   

    「佔中」已一個多月，處於膠著狀態，雙方面雖千方百計，卻無法取得進展，亦不能就此

收兵。這刻只看沉默的大多數及損害去到何種程度。不能沒有損害，損害亦不能少，否則社會

沒有決心去終止衝突，但亦不能損害太大，否則社會上既得利益者及享於安逸之大多數必不肯

罷休。可見凡事皆是大眾的思惟及流向主導。

    學生不斷提出要求，過份的要求，沒有積極性的建議，目標，具體或按部就班的改善，只

囉囉嗦嗦的埋怨。政府方面，小心翼翼的對答，唯恐講錯話，低聲下氣的安撫，苦口婆心的分

析利害，勸喻，唯恐刺激他們，猶如慈父母對不孝子的千依百順。當然，這些對話皆無意義及

不著邊際，只覺絮叨及無聊。背後是隱藏的勢力及政府的角力。學生只是棋子，且陷於進退兩

難的困局；如果不遵從隱藏勢力的指示，保護，必被鎮壓，日後亦會被社會清算，控告，前途

未卜，遵從命令亦非他們所願，但唯一的依附，出路，只有撐下去。因此，所有的要求，不合

理，口號俱是謬誤，並非真意，另有目的。學生不致如此愚笨，他們的長輩，家人不會看不出

來而不提點。

    警方的策略是不能不讓學生佔領，可是不能讓其擴大。學生要進一步擴大佔領時，警方立

即加派人手阻止；反之，警方欲清除障礙，收窄佔領時，學生方面亦立即加派人手，阻止清除

，並將原有範圍擴大，雙方只有以寥寥人力對峙，看社會變化及那方面支撐不住。弄至如斯田

地，恐怕雙方面從沒有預見到，這正是佛教說的因果業力，弄至此，亦是人生的謬誤。

    中美對抗，是否罪魁禍首呢？如果只是雙方對抗，美方只靠自己的力量，在缺乏地利人和

下，恐怕難以作為。能夠號召如此多人參與，且全心全意堅持下去，恐非美方單方面的力量為

功，因此，中美對抗的結果做成亦是一種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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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真正正的原因在那裏呢？民間疾苦，這是根本的原因。從回歸開始，香港每況愈下

，除了外來的干擾外，中央輕視香港的管治，不注重人才，認為「聽話」便可解決問題。但

不注重人才，整個政府運作因循苟且，沒有改革，沒法勵精圖治，多年積弱難返，民不聊生

，沒有出路，沒有明天，除了低下階層的苦況外，中產亦感受到壓力，亦被慢慢蠶食，「民

反」是必然的，只看何時及規模有多大。

    歷史上，當國家富強，統治者及人民便放逸，耽於享樂，無心工作，社會貧富懸殊，慢

慢演變至民不聊生，最後反抗，流血收場，使國家陷於困局。吃盡苦頭後，才上下一心，勵

精圖治，向繁榮安定進發。歷史上，這些循環不斷，人類無法汲取教訓，總被安逸征服，自

食惡果。這是歷史的謬誤。

    人類亦如此，在生存掙扎中，努力向上。轉輪聖王出世，帶領人民奉行十善，在因果律

則下，繁榮富強。可是，人民在享樂中開始墮落，無心工作，遺棄賴以致富的十善，陷於墮

落深淵中。這是人生的謬誤。

    歷史不斷重演，人類往往被安樂，怒憤蒙蔽，產生謬誤。何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帶領我

們？但最徹底的還是有佛出世，從根本上使我們解脫。  

「佔中」戰畧佈道與分析  提舍

            （下）

 

    世伯大鑒：前線學生與警察的對峙激烈，學生完全主導，謾罵，埋怨，投訴，若有人侵

犯學生，便要求警方保護，無理指控警方不執法，不拘捕侵犯者，更誣衊警方與侵犯者勾結

，盡發洩之能事。而警方則不許辱罵別人，更要小心說話，留意激動而說錯話，陷被投訴之

困境，最要命是不許動用武力，還須常強調使用最低武力；不但對自己掣肘，且鼓勵學生放

肆。直如一隻沒牙老虎，社會悄悄地轉變了，由弱勢主導，只要不斷的要求，不斷的埋怨，

將自己的弱勢說是別人的錯誤，服務不週，裝出一副可憐的臉孔，自有很多人來幫忙，或利

用去攻擊別人，或為自己謀私利。試看坐輪椅人士乘地下鐵路，鐵路公司必須投資大量設施

，加派人手去幫忙，我相信鐵路公司寧不收費去代替照顧。可是受照顧者的表情卻如理所當

然般，沒有心存感激，當然不會來一句道謝。（但望只是我個別的偶遇）。佔領未開始前，

已叮囑學生及佔領者嚴格執行非暴力抗爭，並預演被捕及被攻擊的對策，人力調配，對抗，

這些都是豐富經驗及對敵我的充份瞭解。因此，警方施放催淚彈時，立即受到既硬亦軟的組

織對抗，強悍的佔領者忽進忽退，人羣從四面八方湧來，警方立處下風，最後當然退兵。期

間警方及反佔領人士多次清場，進攻，皆被佔領者化解，且變本加厲炫耀實力。有一羣隱蔽

佔領者在武力開始時湧出來，富經驗地對抗，隨後馬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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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運動由很多團體聯合，各自為政，當然意見不和及不統一。並非所有團體皆樂意對

抗。但幕後魔手頻頻摧迫，且找城中名人來打氣，更拉攏對香港有充份了解的英國加入戰場

。他們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統合如此眾多的團體，不同階層；內部矛盾，衝突，不但化解，亦

使敵人看不出來。

    長時間佔領，無所事事，不但令人勞累，厭煩，且容易意志消沉。帶領者除了在物資上

充份提供外，且多方面照顧，如帳篷遮風擋雨，更有民主牆，讓人貼上自己的心聲，抒發情

緒，大型banner打氣。讓藝術學院的學生發展所長，製造運動的藝術品，人像等，美化環境

；音樂系學生當然唱歌、樂器表演等。座談會、演講、民主課程等，讓佔領者不閒逸，有意

義地消磨時光，電視、互聯網、手機充電等設施一應俱備。佔領運動的成功，除了佔領者的

人和外，還有地利，鬧市交通安排容易，夾雜大量平民，對警方行動有很大掣肘，天時是氣

候溫和。政府方面更輸了運氣，例如女督察上電視錯戴了過時的帽子，警方背地裏甌打示威

者竟被拍下來，官員發言軟弱，甚至說錯話，特首言有外國勢力參與，只開始揭穿卻不具體

點破，這等言論不應由特首發出，應由第三者指出。

    如此處於下風，當然要與中央商議，可是中央亦投鼠忌器，如果讓步，如何向新疆、西

藏等交待；如果強硬則破壞一國兩制，對統一中國有極負面影響，使各華人地區失去信心。

自打嘴巴，自絕於國際社會。對手果然厲害，稍一不慎，禍害無窮。但是中央正考慮一貫的

作風，強硬壓制收場，寧損失重大亦不願輸面子。特區政府見此，不能不負起重責，以其一

貫柔弱作風，拖延並等待機會。中央暫時答應不予打壓，但吩咐一定不能退讓。

    佔領運動最大的動力來自民生問題，政府施政失效，威信，誠信俱失，官員不瞭解民生

疾苦，高地價政策，物價高企，沒有明天，沒有出路，民不聊生，立法會每天吵鬧，政府無

能為力，社會紛亂，沒有正義的力量，比上世紀貧困年代更差。另一方面，大陸不時傳來食

物有問題，貪污，官員搶民間土地等消息，做成民怨。可以看出，如果不從治本改善，這些

佔領運動，將不斷發生。

    佔領運動影響民生，使人民苦上加苦，即時及長遠影響將浮現。父子、親朋好友因立場

不同而反目成仇，很多店舖生意大跌，投資裹足，旅客減少。其他影響有待觀察。

    然而，這次運動是否一無是處呢？也不見得，「佔中」運動前，人潮洶湧，交通擠塞，

全民皆熱衷求財，生活緊張，壓迫感很大，是一處極不健康的城市。運動開始後，人變得沒

有那麼擠擁，交通似乎暢順了點，人們開始反省生活模式及未來的動向。

                     ﹡                  ﹡                    ﹡                   

    世伯人在美國，我不能講美國太多壞話，以免影響他的生活。這裏不如意的事很多，亦

不能盡講，以免他擔心。清淨的重要於此可以體會，佛教的出離心，不與人爭是否化解之道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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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圓夢者

      

  

     「為什麼這位大圓師常常神不守舍，跟他打

招呼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呢？」一位男孩問老

師父道。

    「殊！」老師父壓低聲音道：「他正在沉思

，別打擾他，為了完成計劃，他常廢寢忘餐，專

志把計劃做好，順利的話，三數天便可回復正常

，否則三數個月也曾試過。

    他計劃的事業很多，有些是佛教的，有些是

非佛教的。如創辦印經會；佛學講座，論壇；放

生會；籌建佛寺；開辦佛學院等。亦有開設社會

企業；素菜館；環保企業；單車店，農耕園等。

數不勝數，出錢出力。」

    「啊！他興趣很廣泛，很有魄力，有企業精

神，必定很富有，日理萬機，照顧旗下眾多企業

罷。」男孩讚嘆道。

    「非也。」老師父搖搖頭道：「他興趣並非

很廣泛，很多事業都是別人的夢想，並非他的愛

好。很多人到來找他幫忙，有些人空有想像，身

無分文；有些人空有愛好，思想不成熟，對市場

不瞭解；有些人人脈不夠；有些人不肯吃苦，不

肯堅持等。這位大圓師必出錢出力，比任何人都

投入賣力，就像自己的事業般。憑一人的力量，

把事業搞好，然後雙手奉送給找他幫忙的夥伴。

不管找他幫忙的人如何不濟，他堅持他們一定要

跟他一起共事，從開創到上軌道，對整個事業的

運作嫻熟，可以獨立帶領。然後放手全盤事業交

給他們，拿出來的錢有些完全沒有收回；能賺到

利潤的亦不會分給他，就是分給他也不接受。可

別認為就此完結，很多經營者仍不時找他幫忙，

出謀獻策，甚至金錢資助。從來沒有人成功後來

道謝他，也許他從來拒絕接受道謝吧！

    他常忠告經營者，凡事必有因果，如是因如

是果，圓夢者亦不離因果，圓夢的因果就是努力

、學習、投入、投入。縱使如他般外行，亦

會在因果法則下成功。」

    「他真是一個超人，事事成功！」男孩

讚嘆道。

    「非也，他失敗的次數不少呢。」老師

父更正道：「有些夥伴身兼多職，無法專注

夢想，當然失敗告終；有些夥伴吃不得苦，

遇到困難便退縮；有些夥伴斤斤計較，不肯

吃虧，常認為付出很多，事事要求回報；有

些根本不是他們的夢想，如何能夠成功呢？」

    「我也有夢想，我的夢想比他們大呢！

我一定找他幫忙，看看這位圓夢者的本領。」

男孩興致勃勃道。

 

 

   道在日常中  那羅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讚美每一天，歌頌每一刻

與每一個路人招呼

禮讓，謙卑，問候

表現在閒話家常中

讓生命在平凡中度過

讓光陰流逝

少年的激情不再

任如何反叛，如何鬥爭

世界不曾改變

仍是欺壓，弱肉強食

生老病死

歡愉，在那平凡中

在生活中，在工作中

吃飯，睡覺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讚美每一天，歌頌每一刻

禪師曰：飢來吃飯睏來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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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有如背負一個家，甚至有過之。從前，企業很注重人才，不惜用高薪，福利，關

懷去挽留人才，但時移勢易，這招已不通，僱員質素每況愈下，卻無盡需索，無故請假，要

求加薪，減工時。可是工作不能達標，不肯賣力，敷衍。滿腦子除了需索外，就是如何躲懶

，人在工作間，腦子卻飛到外面，盤算往那裏度假？甚麼地方購物較便宜，有回贈、優惠等

。或是利用公司電腦做私人工作，瀏覽等。總不會有一個概念：能為公司賺到錢否？或是自

己所做的工作是否值得無愧領取薪金？做生意需找到寬敞，舒適的環境讓員工安心工作，再

購置傢具、設備，溫度要適中、寧靜。適當的時間，要稍事休息，吃飯，上洗手間、喝水。

工作量不要太多，以免沉重，壓力大；可是不能太少，使生活沉悶，這與一個舒適的家無異

。可是，如果僱員有家庭問題，心情不佳，生病或其他原因，皆會影響工作，退休後的保障

等等，全由僱主去承受。

    做生意的建設，可能是多年的苦幹。可是，令生意跨掉，只需小小的原因，照顧家人，

需無微不至，不能粗心大意；同樣，照顧企業亦不能疏忽，否則後患無窮。各方面如財務、

員工、管理、營銷等要盡善盡美，不能有輕微過失。不可以鬧情緒，要能忍讓，在各員工中

調適；上下要和睦，輕微的是非對錯可以顛倒，否則將承受沉重的後果。

    做生意有如賭博，一不小心，能力不足固然可以失敗，就是才華卓越，亦可一敗塗地。

如天災發生，人禍如工運、政府政策改變，盜賊、員工破壞，外來同業的攻擊等等。失敗後

，更要背負重債，貧窮還帶來家庭問題，親朋疏遠，戰友反目。因此，做生意必須與時並進

，終生學習；除了學習日新月異的技能外，更要留意行業的狀態，社會變化，人性的趨向，

才能把握成敗的關鍵，減少賭博成份，但是仍有「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可能。

    以下是做生意成敗的關鍵點，必需時常注意，審核：1.虎視眈眈的業主，留意租金的變

化。2.鑽洞找隙的僱員，由內部腐化。3.不斷變化的行業，行業的轉型如自動化、電子化等

。4.不斷出現的對手，新對手如青少年般橫衝直撞，偶爾亦會打死老師父。5.冷漠的政府，

別期望政府扶上一把，凡事需靠自己。6.週轉困難，一盤生意如一個黑洞，無止境地吸納資

金，讓你終身緊拙。7.擴張的陷阱，當意氣風發時，機會及擴張要求更上一層樓，原來是陷

阱。8.人脈關係要廣，一盤生意需要多方面專業的輔助，如會計師、律師、保險顧問等，良

好關係有助成功。9.學習的停滯，當忙於營運時，沒有空暇進修及學習，埋下未來的困境。

10.居安思危，為未來進展舖排，為接班延續企業籌謀。

    做生意那麼困難，是否一無是處，不值得去做呢？也不是，只要福報夠，努力，循正途

，做生意有機會賺到很多錢，淨財且能輾轉獲益。自由、發揮自己、創意、個人成長、造福

僱員、造福顧客，甚至是行菩薩道，做生意都是極佳途徑。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做生意的困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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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涅槃

      

  

    釋尊到達波婆城，住進鐵匠子純陀的芒

果林中，純陀高興地邀請釋尊第二天應供。

釋尊吩咐純陀將準備好的旃檀耳給他吃，吃

剩的埋在坑裏，比丘則吃其他食物，因為只

有如來能消化，其他人包括天神皆不能消化

。飯後釋尊為純陀說四種沙門之法。往拘尸

那羅時，釋尊腹部劇痛，引發痢疾，只有在

樹下休息，保持正念正知，並吩咐阿難取水

喝，污濁的河水竟不可思議地變得清澈。為

了釋除純陀的悔疚，釋尊要阿難轉告純陀，

有兩種供養如來，果報更為殊勝，一是證無

上正覺前之供養，二是食此供養後如來入無

餘涅槃。純陀的供養，將來必得長壽、生高

貴家、安樂名聞，生天上。

    抵達拘尸那羅娑羅樹林後，阿難依囑為

釋尊敷床坐，頭朝北，作獅子右脅而卧，保

持正念，正知。娑羅雙樹亦於非時開花飄落

，覆蓋釋尊，並有妙音、妙歌響於天際。釋

尊告訴阿難這些並非恭敬的供養，正確的方

式應為四眾安住於法，如法生活，如法而行

，這才是法供養為最。

    時優波摩站於釋尊前搖扇，被釋尊勸離

，原來諸天佔滿娑羅雙樹園，瞻仰如來，優

波摩正遮擋諸天瞻仰視線，釋尊更告訴阿難

，虛空界的天人，有散髮而哭，有跌坐地上

翻滾，有高喊如來般涅槃何其速，亦有離欲

天人，正念正知思惟：有生必有滅，要不滅

，那有可能？

    有擔心如來涅槃後，再無法見諸比丘，

釋尊開示有四處聖跡：1.如出生地2.成道處

3.轉無上法輪處4.入涅槃處，能望而生信；

能具信念，長途跋涉去朝禮聖跡，身壞命終

，當生善趣，乃至天界。

    有問對女人的態度應如何？釋尊答不要

看她們，若看到，不要對她們說話，若說話

，要保持正念。

    阿難詢問如何處理如來之遺體，釋尊勸

喻當精進於道，由具信心之剎帝利、婆羅門

與居士以轉輪聖王儀規處理。並於四衢道中

築一佛塔以為紀念。能對四種人：如來、辟

支佛、阿羅漢及轉輪聖王造塔、生信心者，

身壞命終，生於善處，乃至天界。

    阿難躲進精舍，涕淚悲泣，有感釋尊將

入涅槃，而自己尚在有學階段，釋尊召阿難

，安慰勿再悲傷憂惱，並思惟如來反覆的教

導：親愛必別離，有生必有滅。而阿難長期

以慈愛、利行、安樂、誠懇侍奉如來，積累

無量功德，只要精勤向道，必速解脫諸漏。

    釋尊告訴諸比丘，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皆有像阿難般侍奉如來的侍者，他們俱有稀

有，不思議之法，四眾見之即生歡喜；若他

說法，四眾聞之，即生歡喜；若他默然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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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滿足。

    於拘尸那羅城，阿難對末羅族人宣佈：

如來將於今天晚上後夜時份入般涅槃，快來

會見世尊，免生後悔。末羅人驚愕，絕望，

悲傷，甚至痛哭，跌坐地上，悲嘆世間眼目

消逝何其迅速。俱來集會於娑羅樹林，由於

人數眾多，阿難使其每一家族代表來敬禮世

尊，初夜未竟，己頂禮完畢。

    時遊方沙門須跋陀得知訊息，欲有所問

，三番請求，均被阿難拒絕。釋尊聽到他們

的對話，要阿難讓他進來，作最後的教導。

須跋陀問釋尊，各沙門婆羅門均宣稱自己已

證知，如何去分辨真偽？釋尊答言若無八支

聖道者，則無第一乃至第四之沙門果；若比

丘依正道而行，世間便不缺少阿羅漢。

    須跋陀五體投地，立刻皈依三寶，並願

隨釋尊出家，受具足戒。可是外道要來出家

，必先經過四個月的考驗期，僧眾無異議才

能通過。但凡事皆例外，釋尊開許他出家受

具足戒，成釋尊最後的弟子，不久成為阿羅

漢。

    釋尊對阿難作最後告誡：勿認為師已逝

，教言已矣！當以法以戒為師。於我滅後，

通過僧團，小小戒可捨。

    轉向僧眾道：諸比丘，欲有所問，速提

出，免日後生悔。如是三番提出均未見發言

，續道：諸比丘，你們無須敬畏老師，可直

言如友。

    然後，釋尊最後道：諸行是壞滅法，當

不放逸，精進勤求證道。

    跟著釋尊入初禪，出定、入第二禪，出

定、入第三禪，出定、入第四禪，出定、入

空無邊處定，出定、入識無邊處定，出定、

入無所有處定，出定、入非想非非想處定，

出定、入滅受想定。

    阿難告訴阿那律，世尊已入涅槃。但阿

那律說世尊入於滅受想定中。

    然後，釋尊由滅受想定出定，入非想非

非想處定、識無邊處定、空無邊處定、四禪

、三禪、二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由第四禪出定後，釋尊入般涅槃。

    時大地震動，天鼓鳴響，使人毛髮直豎。

    娑婆主梵天、帝釋天王、阿那律及阿難

皆以偈頌慨嘆。

    拘尸那羅末羅族人以處理轉輪聖王遺體

儀式，隆重佈置，置如來遺體於柴堆上。可

是無法點燃柴堆，阿那律言那是諸天的意向

，等待大迦葉尊者的到來。時大迦葉尊者正

與五百比丘從波利城至拘尸那羅途中，得悉

世尊已於七天前般涅槃，有比丘痛哭，慨嘆

世尊之般涅槃何其速；有離欲比丘持正念正

知自言：凡有生、有為、壞滅之法，豈能不

滅？

    而一位晚年出家的老比丘須跋陀竟歡喜

道：我們可自由了，可隨欲而行，毋須受大

沙門事事制約。

    到達拘尸那羅城天冠寺，大迦葉尊者率

五百比丘雙手合十，右繞柴堆三匝，釋尊露

其足，大迦葉頭面頂禮，柴堆自行點燃。火

化後，天降甘霖，水從地湧出，末羅人亦以

各種香水，將火熄滅。

    佛骨舍利安置會堂七天，被恭敬、尊重

、供養。八王遣使迎取舍利。為了避免爭奪

，頭那婆羅門將舍利均等分八份予八王，各

自造塔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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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豈非享福，逍遙度日，那裏是發心度生？」師父在旁道：「佛教事業，或者任何事業豈

能單一，舒適地營運呢？必須與眾不同或是苦心孤詣才能成就啊！」

    「我並非要求很高，只要收支平衡便可。亦沒有大志，要度眾生，或是驚天動地的改變。只

要平平淡淡，不要求多，但亦不想全身投入，怎能說是奢求呢？」年青人理直氣壯道。

    「要生存，要成功，或是要成就大業，全看能否利益大眾，與多少人產生互動關係。存在的

價值在打入人羣，共喜怒哀樂，共呼吸。不能閉門造車，不能獨立於群眾之外。試看人們皆喜歡

熱鬧，皆喜歡與人溝通，皆希望有伴。旅行需有伴，進餐要有伴，甚至安靜的看電影亦要有伴。

人是群體動物，在人羣中可以汲取靈感，在人羣中可以成就自我。菩薩道的修持必需在眾生中完

成。僧伽是眾數，度生該是群體運動。」師父解釋道。

    「那麼，我要怎麽做才能開辦一家這樣的書店呢？」年青人問。

    「要生存，收支平衡乃至賺取財富，要看能貢獻多少，在因果原則下，必獲其利益。要注意

，成功端看在大眾中有何貢獻，純為賺取利潤是不會成功的。因此，除了營運店務外，必須使佛

法興旺，要佛法興旺，必須舉辦很多講座，法會，印經，放生，扶貧，關注老病死，出佛教刋物

，辦佛學班乃至辦佛學院，護僧等。在佛法興旺下，何愁沒有利潤。先布施、付出、貢獻，努力

將工作做好，對行業有幫助，利潤自然會來。如果倒過來，只賺取利潤，或是賺取利潤後才拿少

部份去布施，恐怕難以成功。一般人只會鑽隙子，那裏可討便宜便往那裏鑽，有困難卻躲得遠遠

，這是不會成功的。如果凡事承擔，凡事付出，不斷改善，與行業，社會同起跌，甘苦與共，融

入大眾，才能長久及獲益。除了與當地團體合作，交流外，還要將事業國際化，打進世界每一角

落，造福天下，世界性事業當然比地區性事業更長久，更有意義。

    不論佛法，世間事業皆如此，眼光要闊，目標要遠，遵從佛法指導，作一些表面吃虧的行為

，符合佛法與世法，那會不成功？期望你加入佛法行列，為佛法事業接棒。」師父渴望道。

    「這與我的期望有太大落差。我還是返回社會大熔爐去吧！」年青人失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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