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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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股市  提舍

 

    近日股市暴漲，很多人的身家亦隨之增多，更多人抱著不肯吃虧的心態入市，風高浪

急的股市，隱藏著風險。對股市的投資，是時候再檢討了。

    股市投資，美其名是集資經營，分享利潤，卻原來被一小撮人操控，一般投資者權利

極少，常被宰割，珍貴的資本，無異在賭博中。在股市的歷史中，每隔一段時間便來一個

風暴，將小市民的投資吃掉，休養生息一段長時間後，民眾忘卻教訓，不相信自己會是不

幸的人，再度入市，再度被吃掉；屢次驕傲地認為自己很有才能，可以看透股市，從中獲

利，投放大量時間、精力去研究，最後當然慘淡收場，浪費了青春，寶貴的時間。

    企業雖然上市，讓大眾投資分享，可是權力多被原來的大股東控制，為所欲為。首先

薪金，董事酬金方面，完全沒有限制，予取予㩗，就是企業在虧本中，董事仍可拿取巨額

酬金，真的支持不住，便供股集資。企業內，前景好，賺錢的資產可以賣出去，讓原有的

操控股東以自己別的公司承下，而不好的資產卻苟延下去。企業的業績，前途，操控者瞭

如指掌，好及不好的消息在發放前，他們早已適當部署，股價亦在他們控制之內。其中很

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小股東是難以抗衡的，因此，企業上市是經營者趨之若鶩的目

標。

    除了個別公司因素外，股價的起跌，更被其他很多因素影響，例如政治――發放真假

政治消息，輕重的配置；莊家作浪――一些財團、基金，對個別公司的追捧，或是看淡；

經濟因素――當地乃至世界經濟好與壞，皆對股價做成很大影響。尚有很多因素，對股市

亦會做成一定影響，不要說小股民，就是大投資者，對股市亦難以完全操控。在這情況下

，小股民要賺取利潤，談何容易。

譬如一燈入於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盡。

菩薩摩訶薩菩提心燈亦復如是，入於眾生心室之內，

百千萬億不可說劫，諸業煩惱種種暗障，悉能除盡。

                                  ――《華嚴經．入法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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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要從股市中獲利是否沒有可能？也不是。企業上市的原意是讓經營者集

資，解決關鍵的資金障礙去經營。而投資者在手上的財富沒有出路時，拿去投資，

賺取比放在銀行更高的利息；而在企業賺取利潤時分取成果，這便是正當的投資。

前提的條件是資金不急用，可作長期投資，不被短期升跌的影響，投資前對公司的

背景、經營環境、前途，作一番詳細的考察，以免投資對象不當，對市面流傳的消

息，更要小心抉擇，不要道聽途說，因消息背後多有陰謀。重要的一點是投資者的

日常生活、工作不被影響，如常度日，投資在一段長時間後，自有回報。

    一些炒賣者用大量時間去研究走勢，繪製很多圖片，長時間閱報，聽消息，看

股評，花費大量時間，躲在冷氣機下，舒適地琢磨，卻告訴別人他如何辛苦工作，

是這方面的專家，理應有很好的回報。但是股市的起跌，原因在上述的眾多條件，

非圖片、計算、統計能算出來。他們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交代，不願辛苦勤勞工作

，躲懶度日。

    股市既然如一個賭場，是否沒有存在的價值呢？國人好賭的性格，實是一種很

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讓他們在賭場流連，後果不堪設想，馬會及股票市場，不失

為差強人意的地方去疏導這些災難性性格。

    從佛教立場看，人身難得，應做些有意義的工作。沉迷賭博是不對的，應知道

財富是從布施中來，正財才能安享，淨財的功德更大，不淨財卻有副作用，往往得

不償失。財富是從過往生中積聚的福德加今生的助緣得來，今生的助緣如努力工作

，勤奮、學習進修等，這都是良好的助緣。亦有從作奸犯科，偷呃拐騙得來，但這

些方法卻會招來惡果，得不償失，智者不為。

    由於深明因果，加上成佛的目標，佛徒不應存僥倖心態，炒賣股票，乃至賭博

，除非投資為了穩固經濟基礎，作利生事業。更不會浪費時間在無謂的研究股票走

勢等事上，寧可將寶貴光陰作修行及利他事務上。從實務的工作，積功累德，幫助

他人，不愧對天地。此外，佛徒應淡泊生活，不會為錢財起貪念，甚至將錢財布施

他人，怎會相反貪求，囤積經營呢？

    最後，錢財之地是凶險之地，充滿邪惡，背信棄義，亦是做業之地，當千萬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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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生淨土  寂慧

      

  

    當看破一切，厭倦了世間的營營役役，

厭倦了世俗生涯，出離心油然生起，便出家

去。

    當看破一切，厭倦了世間，厭倦了輪迴

之苦，出離心油然生起，只願往生淨土，早

日成佛。

    無論是出家修行，求生淨土，乃至任何

修行法門，皆是看破世俗，瞭解世間的無聊

，不實，決意改變生活，改變行為；生活簡

樸，不奢求，不嚮往五欲，修持出離心，任

何法門皆如是，有感生死無常，業果綑縛，

佛法難聞，善知識難求，輪迴困倦，沒完沒

了。另一方面，世間不實，苦惱逼迫，眾生

無視自他煎熬，見利忘義，自相殘害，將大

好人身糟蹋，沒有善用人身修道。

    對現實厭倦，對隱藏深處的死亡害怕，

自然嚮往天國的極樂，這是世間宗教的共通

追求，是終極的目標。佛教不主張天國的享

樂，心繫苦難眾生，任何法門，最終仍以拯

拔眾生為終極目標。就是有感生死無常，輪

迴過患，需要求生淨土，仍待有成時倒駕慈

航，完成終極目標。這不僅是佛教與其他宗

教的基本差異，更是它普世，偉大之處，將

法義一以貫徹，縱使經很大的迂迴，還能回

歸本位。

    一心求生淨土，什麼都不要，什麼都放

下，包括璀璨的花花世界、名與利、享樂、

親情、五蘊，這已是任何修行法門的重要根

基。求生淨土是決意放下俗世的一切，因此

，必需審視什麼是放不下的，能以空性智慧

觀照，自能達到。但放下俗世一切，不是厭

離，逃避，亦不是俗世穢濁，淨土超勝，自

我優越，俗人卑下的不平等觀。別忘記求生

淨土只是暫往一處無障礙的地方修學，他日

有成，還需回來普度眾生。求生淨土有點棄

眾生不顧之嫌，亦需藉助眾生各方面的成全

才能成辦。因此，對眾生有點虧欠，該早日

學成回來報恩。所有這些思惟，葛藤，無法

清算，只有不增不減的空性智慧，才能降服

。求生淨土，要有甚深禪定，所謂一心不亂

，心不顛倒等，皆是甚深禪定的功效，沒有

定力，容易被世間俗事吸引，妨礙往生。

    任何修行法門皆有魔擾，所謂魔擾即從

一個煩惱的狀態轉成一個清淨的狀態，所遇

到適應的困難。魔擾或貴人相助，是生命中

必然遇到的，沒有幸與不幸，應平常面對。

    求生淨土是小乘法還是大乘法？如果求

生淨土是天國心態，為求享福，無煩惱，逃

避穢惡的娑婆世界，那是小乘法。如果求生

淨土是因為娑婆世界沒有善知識，沒有好的

環境修行，或是輪迴過患，佛法難聞，必需

往生一處只有善知識，只有佛法、功德的地

方修持，目的是為了修成後於十方國土拯拔

一切眾生，那就是大乘法。

    求生淨土與一般修行法門無異，必需具

備基本的修行條件，毅力，遠離世間法，更

要有福德、智慧資糧，戒定慧的修持功夫。

超脫生死的法門，不管是淨土或其他宗派，

豈能不下苦功便可成就，豈是與世間法的同

流便可修成。各種法門的特質，優缺點必需

清楚，最重要還是能契合自己的根機，切忌

道聽途說，錯選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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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老頭子對著正要付款購書的婦人道：「你又買書去送人？還老遠運送

到他人手中，真是出錢出力，難得難得！」

    「自己智慧淺薄，難解甚深經義，只有送贈有學養，有智慧之人。自己不懂

，也希望人懂，何況這次送贈的人是遠方來的法師，他們的國度找不到這些書籍

，難得他們要求一些甚深經典，我當然樂助甚成，弘揚佛法外，更積功累德，何

樂不為！」婦人微笑道。

    「我看你也讀了不少深經，所知不少，怎會說自己智慧淺薄？你是一個大好

人，常閱覽經書，更送贈他人，真的是佛陀的好學生。」老頭子讚嘆道。

    「唉！你錯誇讚我了。」婦人嘆道：「我本是一個聰慧的人，喜歡看書求知

識，年輕時讀書不少。後來親近惡知識，自命非凡，看人不起，終日批評彈劾他

人。當然疏於進修，停滯不前。為學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整個人生就毀

於年輕時的十年八載，糊塗度日。後來難得有機會在佛教發展，無奈學養不夠，

書到用時方恨少，很多工作俱無法勝任，本想發奮圖強，努力進修，追回失去的

智識、機會，無奈年事已大，在體力上，理解上已大不如前，最要命的是魔障，

每當我決意往前時，必遇到世間俗事的障礙，如病痛，家人的阻撓，經濟的突然

拮据，其他人的困難，需要我去承擔、幫忙等等。

    豪情壯志已熄滅，對自己亦心灰意冷，不敢奢求什麼，當然，昔日的囂張自

大，不可一世的態度再沒有了，亦不會在別人面前談玄說妙，好為人師。徹底的

求懺悔，布施出家人，尤其見到好學經教的出家人更珍視，多方面協助，成就，

希望他們能有所成，以彌補自己在這方面的缺失。」

    「你不能這樣消極，將希望寄於他人。」老頭子鼓勵道：「可有想過自己在

學術方面發展……，或是乾脆出家。我可以如你護持他們般護持你，照顧起居，

搜尋經書，成就你為佛門龍象。」

    老頭子不自覺地伸手摸摸錢財不多的口袋，不敢多言，面部露出後悔的神情

，欲言又止。幸而婦人正側頭思索，完全沒有留意身旁的老頭子。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書到用時方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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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老有所安

            

      

    一位大男孩對老師父道：「老師父

！你年輕時到處流浪，過著不覊的生活

，想你必是一位浪子型的新潮人物。」

   「非也。」老師父解釋道：「我從前

亦這樣認為。但當我年老時，卻發覺自

己原來是一個很傳統的人，竟然有落葉

歸根的觀念，什麼地方也不願去，只喜

歡待在佛寺裏，每天面對佛像、善信、

青山、綠水已很滿足，不需要新鮮刺激

的事物。十年如一日，悠閒度過，每天

重複相同的生活細節，淡然欣喜。偶爾

出外或是在外度宿，很不習慣，總想快

點回來，繼續那些優悠生活。但可別誤

會我勇猛精進，因為我不多唸經拜佛，

只懂發呆度日，作些白日夢。從這角度

看，我是不覊、反叛，不接受規約的，

每天平淡重複的歲月，卻竟是我嚮往的

，這便似一個傳統保守的人物。最後，

我感到迷惑，自己是一個什麼人呢？」 

   「佛寺是一處暮氣沉沉，懨悶的地方

，想不到不覊的你竟喜歡上它，究竟有

什麼吸引你呢？」 大男孩疑惑地問。

   「啊！你的感覺我很了解，我也年青

過，也曾有你的想法。」 老師父望著遠

方，輕搖頭感慨道：「佛寺有一種情懷

，臨界於世間與出世間交滙處，叫人若

即若離，難分難捨。佛寺亦給我一種落

葉歸根的感覺，在它的懷抱裏，老有所

安，老有所養，生活無憂，每天定時作

息，定時吃喝，清淡可喜；精神上，更

可依託三寶，如能勇猛精進，修道解脫

，更合意、理想。在人生的旅程中，這

是最好的歸宿；生生世世的輪迴中，是

生命提昇的轉捩點。」

   「難道你出家的原因是為了老有所安

？」 大男孩問。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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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悔今生  寂慧

             

      

  

    終有一天，必須要離去，該作何想？

    應無悔。

    想想，曾經風光過。曾有一個無邪的童年，

純真的摯友們，無邪地青梅竹馬。亦有一個燦麗

的青少年期，豪情壯志，誓要打造一個美好人生

，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再有一個事業穩固的

中年期，眾人拱照，從心所欲。最後有一個安樂

，萬事皆備，自由自在的晚年。的確曾經風光過

，曾經享受過，尚有何憾？該知足，該讓位，讓

其他人亦有一個豐盛人生。縱使自己吃苦，不順

，亦已享盡人生，該無悔，坦然承受一切。

    人生如何才能有意義？該做些什麼才能無悔

今生？

    找到人生的目標，光明美好的前景，達到目

標。在這一生找到人生的意義，皈依三寶，從此

邁向成佛之道；縱使今生不能達標，亦儘量踏上

路途，來生乃至未來世，步步走去，總有走到目

標的一天，而在向前走的多生多世，亦受到庇護

加持，減少痛苦墮落。因此，今生就是什麼都沒

有做，只皈依三寶，亦不枉此生。

    如何無悔此生？

    應衡量此生享受了多少福，穿衣吃飯住宿等

，耗盡了多少資源，勞累了多少眾生，為我的生

存犧牲了多少？多少眾生因為我們的無知，大意

，有意，無意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受到傷害等。

應衡量此生作了多少利益眾生的事。應重視一生

中，全心全意去利他的時間有多少？

    如能全心全意地進行利他事業，自能無悔今

生！

    環視親友，乃至認識的人，可有告訴他們甚

麼是人生的意義？如何無悔今生？

千千萬萬，萬萬千千

有形無形，能觸能見

眾生充盈大地

你爭我奪，爾虞我詐

吵吵嚷嚷，嚷嚷吵吵

為那不必要的爭鬥

為那無形的貪瞋痴

啊！可悲可憫的眾生

千年萬年

等待救贖，等待轉變

然而

愚魯的眾生

拱托了多少牡丹

成就了多少偉業

成就了多少聖賢

讓一隅清淨

讓成佛路上盡是功德

故有「眾生如意寶」

 

 

   眾生如意寶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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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心的故事  浮浮生

             三種菩提心

      

  

    每次見到他從輪椅中轉到別的位置之前

，總是合掌閉目，唸唸有詞。他告訴我在仿

傚淨行品，每一個動作皆有祈願、咒語，願

眾生的苦惱移除，甚至願代他們受苦。眾生

的苦惱他極同情，感同身受，認為一刻也不

能忍耐，願將他們的苦移轉過來。每見到眾

生的苦惱，他必衝動地要站起來去扶持他們

，可是他雙腿不良於行，乾瞪著他人受苦，

愧疚終日。

    他更告訴我，除了身體殘缺外，他膽子

很小，害怕突如其來的聲音，害怕突發事件

，而他的日常生活皆是有序，寧靜，安閒的

，偶爾有不合慣常生活，定使他不安，惶惶

終日。如此怯懦的人生，還有何用？還能有

何作為？可是，他仍心繫眾生的苦惱。自從

接觸《淨行品》後，他立刻合掌向天，感謝

佛菩薩的關顧，從此制定出一套儀軌，配合

他的狀況，體魄，每天、每刻去行持。多年

來凝聚了強大的心力及無我精神，感動了不

少相遇的人；當聽到有讚嘆的聲音時，他必

馬上阻止，慚愧地述說著自己只有願菩提心

，空口說白話，對眾生無助，每天發願能早

日修持行菩提心，為眾生布施頭目腦髓，行

六度波羅蜜。每當看到別人行菩薩道時，總

懊惱責備自己，無法克服身心的缺憾。

    有一次，我聽到他在佛前發願，要修得

神通，好令他拯救眾生。因為急於普度眾生

，他不能再等待，只有走捷徑，修神通。因

為他怯懦，怕吃苦，能力低，身心不健全，

唯有修神通，彌補不足與缺憾。但他知道這

種想法、做法不太正確，且存在風險，亦明

白證悟空性才是根本之道，證悟空性才是最

安全，最能利益他人，最徹底的方法。可是

，要證悟空性談何容易，不要說證悟，就是

理解亦有困難，往往似是而非。但見他終日

困在矛盾、交义點上，苦惱不堪。

    已經有很長一段日子沒有遇到他，亦聽

不到他的消息，雖然不常想起，但內心深處

卻烙下印記，不能釋懷。他修得神通嗎？他

證悟空性嗎？還是他已走火入魔？我只能每

天默念佛號，迴向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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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佛後，何以世間法失敗？人人避而遠之？這樣子對嗎？

    信佛後，邁向出世間法，那是一種專業，對世間法不免疏忽，無法兼顧，且世間法

顛倒，做成矛盾，如此現象是必然的，亦可反映信佛的正確性。

    但太脫離人間，太怪異，便無法接近群眾，無法普度世間，亦是不理想的。佛法有

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進度，尚有四無量心，四攝法，皆是眾生樂意接近的。因

此，在外人的眼中，佛教徒該是有點「不近人情」、「儍勁」，可是，卻令人樂於接近

，樂於交往的。如果只偏向一方，便該反省，調適。

    另一方面，信佛後便失去對世間事務的興趣，當然不會樂意工作，樂意與人交往。

對！佛法殊勝，重要，應該多用時間、精力在這上面，其他皆可放棄，但人的生存，必

須依賴工作，與人交往，不能閉門自活；可是還要在佛法上精進，變成兩面不討好，矛

盾而無所適從；一方面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不好好切實修行，實在可惜；一方面是現實

的需要，不處理好可能無法生存。該如何抉擇呢？

    有些人認為生活要緊，甚麼修行，佛法，先放在一旁，吃飽了才高談。有些人認為

了生死最重要，將生活質素降至最低，除了糊口外，什麼也不管，就是家人亦認為是障

道，索性不理會。當然，時間要珍惜、生命要珍惜，再不會糾纏在無意義、或煩瑣事務

中，集中精神，努力達致目標。

    魚與熊掌的抉擇最為難。最理想莫如將二者合而為一，既可邁向了生脫死，亦可生

活如意；在工作中能念佛，入定，利他等，融佛法於生活中，融生活於佛法中。

要生活，還是要修行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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