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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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退休保障  提舍

 

    社會正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一如其他事項，只要有財富，利益，必然產生對立，抗爭

，各人皆為私利爭取。人民方面，為了晚年舒適安逸，當然要求不用工作的基本生活費用，繼

而要求醫療等，無盡需索。過份嗎？他們說一生勞碌，為當地盡了最大的努力，出賣了寶貴的

青春，將精力充沛的身心貢獻社會，晚年只求生活安穩作為回報，難道不合理嗎？

    政府方面，必反駁說：你們問心吧，真的為了社會付出一生？還是躲懶度日，巧取豪奪，

錢財用光時，迫於無奈，出來工作，萬般不願意，拖拉度過，貯夠錢便吃喝玩樂。晚年時發覺

財富所剩不多，氣力大減，仍抱著安逸心態，要求政府撫養，還不斷需索，公平嗎？政府一向

的原則是用者自負。你們有困難是個別的事，不能將責任推向他人，不公平只會導致社會矛盾

，動盪。政府必需預留大量儲備，作不時之需，量入為出，妥善理財，做一個勤儉的榜樣。

    政府及人民的論據可以無休止地擴大，無休止地提出。說沒有道理卻論據充足，說有道理

卻似是而非。一如其他事項，牽涉利益便沒完沒了，最後只有強權與謀術去壓倒對方。

    在這些爭辯中，各人預設了一個概念：就是等死，老人已一無是處，毫無建樹，一個沈重

的包袱，爭抝的是由誰來負擔這包袱。奇怪的是，等死的老人可以有無窮精力去爭取；年青人

竟有暇餘去對抗。錯用概念，社會對抗及內耗的損失不菲。如果將這些精力用作老人建設上多

好。因此，老人不一定等死，老人仍有很大作為。如何善用老人的智慧，能力；如何安置真正

有困難的老人，照顧好他們？才是真正的著眼點。老人雖然身體走下坡，但仍有很大作為，甚

至比年青人不遑多讓，應該寄以重任；有些老年人已感疲累，但仍可繼續工作，只要份量減半

，便可享受一半工作，一半閒逸的樂趣；如果沒有能力工作的老人，當然要善加照顧。別以為

要老人工作不人道，工作的樂趣、重要、利益，無窮無盡，能夠工作，有機會工作，是很大的

 若不能將法與生活融合，各座修法即變成腳絆。

                   ﹙唐﹚蓮花生《空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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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份。對老人有很大的助益。工作最重要是賦予人生價值，其次是作出貢獻，亦可避免放逸

閒蕩，浪費光陰，增加收入，使生活舒適，充滿自信，不會胡思亂想，不會到處說是非。尚

能為將來作資糧，即時的利益可使身體健康，頭腦靈活。因此，任何時刻皆應工作。一般人

不願意工作的原因是沒有適合自己興趣的工作，工作過多；工作壓力大等，如果能避開這些

缺點，工作利益無窮無盡。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因果亦如是，不用付出而得到的報酬只是自己從前積下的福報，貪

便宜擷取利益只是消福而已。最後，百丈禪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啟示，最值得去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當我踏進這個世界，便是母難日，連同父親也吃苦，兄弟姊妹亦受影響，減少受照顧

。繼而整個大地在我的踐踏下，受到蹂躪，為了我的生存，為了我的成長，驚動整個世界

。每一天的生活，役使無數人的勞動，每一刻的呼吸，耗去了無數資源。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我們的生存，來自無數有情的恩賜；我們的安樂，來自無數有情的受苦。我們的依住

，重壓在有情上，使他人氣喘；我們的吃，是其他有情的肉與血，我們穿的是其他有情剝

下的皮。我們的歡樂，建築在其他有情的痛苦上；我們的病苦，需要屠殺眾多有情去滋補

；我們的貪婪，霸佔了其他有情的資具；我們的憤懣，有賴其他受傷害的有情安撫。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我們的存在，使其他有情感到不安，不知什麼時候鬧情緒，令無數人戰戰兢兢，惶惶

不可終日；就是依附我們的有情，亦擔心我們狠下心腸，無以為繼；愛護我們的有情，坐

立不安，不知何時我們會自我摧殘，或是自甘墮落，令他們耿耿於懷，坐立不安。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我願鞠躬盡瘁，為一切有情營役，彌補誤闖世界，對一切有情的傷害；我願無盡布施

，回報一切有情的恩賜，讓他們得善果；我願廣行佛道，讓一切有情趨入性海，同圓種

智。

 

但願我不曾存在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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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謀取利潤

      

  

    一個企業，不管大小，最大的目標通常

是利潤，甚至是唯一的目標。因此，如何能

得到最多利潤，如何能長久保持盈利能力是

每個企業時刻關注的。從因果關係，要得到

必須付出，付出的多，收獲亦多。相反，付

出的少，收獲亦少。付出分兩方面進行：一

方面是參與，投入、承擔；第二方面是學習

社會上有一大群人到處鑽、找機會，將某些

商品或服務轉售他人，從中謀利。他們對出

售的產品不認識，亦不願去探究，只望在最

短時間內獲取最大利潤。腦子裏儘是報酬及

享樂，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的存在價值、貢獻

及付出。這類經紀式的中間人，絕大多數失

敗告終，浪費光陰、機會。

    要存在，必須是獨一無二，能人所不能

，在某方面能作出貢獻，能承擔。這些原則

，指導著企業主多方面發展，去配合。報酬

來自付出、克服困難。因此，沒人願意做的

工作，報酬必豐厚，例如建築業既辛苦，亦

骯髒，沒有人願意投入，工資奇高。其次是

能人所不能，即專業。每個人必須有某一項

專業，才能受人尊重，有所恃，有所發言、

貢獻，否則只能庸庸碌碌，站在別人後面。

要達到某一項專業，必須作很大的及長期的

付出，如果沒有那方面的興趣，定事倍功半

，因此，寓興趣於工作，是合理及正常的；

如果只為金錢而工作，將失去人生意義。專

業的付出，要從歷史性認識，探索源流，生

起及存在的原因，繼而瞭解該專業的現狀，

包括世界各地的狀況；該專業的傑出人士、

發展、資源等，尚有日新月異的發明，亦應

知道，切合環境步伐，當然，該專業的知識

、學問，更須不時進修、提昇。作一個既深

且廣的專業人才。最成功的例子是當任何人

想起該方面時，必定想起你，如果是金錢的

專業，你的臉孔該是「＄」的符號。

    任何企業，走向專業化時，還要在該行

業作出承擔，參與，改善該行業的環境，作

人才培訓，為未來培養人才，繼承，代表該

行業發言，回應社會與顧客。

    能如此投入，承擔，定能在行業中穩佔

一席位，得到很大的回報，自能生存，利潤

亦隨之而至。因此，別只想著謀取利潤，應

反省自己能作出那些貢獻，有何生存意義，

如果能夠利他，必然能夠自利，利潤不求自

來。謀取利潤不應只是一時的得益，還要關

顧其延續性，甚至內裏的無形資產，且是一

種厚禮，餽贈下一代，後人等，謀取利潤，

除要謀取最大利潤外，更要持續不斷，像開

水喉般，常開常有，福澤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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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的皈依  寂慧

       

 

    皈依三寶是佛教入門的基礎及必經階段，繼而直至菩提，盡未來際不能須臾離也

，可見皈依三寶如何重要，阿底峽尊者以三種法代表自己，其中之一就是皈依三寶。

皈依三寶是人生、修行、慧命的依靠，何等重要，從皈依中發展出不同的修行法門，

如念佛、淨土等。可以說，沒有皈依，任何學理，修行皆是戲論，沒法成就。

    皈依佛，任何人皆願意，佛的福德、智慧圓滿，沒有人不五體投地。皈依法，便

沒有那麼順利了，由於個人喜好不同，對法有偏好，難免對其他法抗拒，乃至攻擊，

那便事態嚴重了，佛陀宣導的法，因應不同根機而設，有其實效性，絕不好高騖遠，

只要能利益他人，就是人天法也提出來，但最終亦會帶回佛道，如果妄加批評，攻擊

，無異阻人對向佛道，罪過極大，甚至比世間的惡業重，這等錯誤，干犯的機會大，

且在不知不覺間，寧不慎乎！

    皈依僧即皈依一切賢聖僧，乃至凡夫僧，很多人瞧不起凡夫僧，認為只是普通人

，為何要皈依呢？殊不知割愛辭親，甘於平淡，吃素念佛，承事眾生，非一般人能做

到，看似簡單容易，卻無人願意發心，只此堅毅大願，已值得學習，皈依。縱使有百

般不是，亦無礙其風骨。有些人甚至瞧不起賢聖僧，認為雖然賢聖，但仍有煩惱，仍

未究竟，何不直接皈依圓滿的佛陀，有些甚至否認菩薩的存在。殊不知佛的境界太高

，我們攀不上，感應不到，反能與「留惑潤生」的菩薩，甚至凡夫溝通。

    僧是僧眾，很多很多的出家人，更有一說包括在家人，他們橫超十方，豎窮三際

，代代相傳，將佛陀的聖法流傳下去，崇高的法，不能單靠佛陀弘傳，必須有無數的

聖眾，，前仆後繼地弘揚。這些弘傳者，亦是繼承者，亦是交棒者，無數的護持者，

在有限的生命中，培養接班人，將私我，法身慧命傳續下去。這些僧寶，代表著佛教

，代表著專業，是教內外皆默認為佛教的實踐者，傳持者、工作人員。他們看似不重

要，但佛教的延續，弘傳，不能沒有他們。

    縱使不如法的僧寶，乃至犯戒者，在某些時空下，仍能為佛教的住世久延殘喘，

就像一點微弱的火光，只要不熄滅，仍有機會在未來大放異彩。因此，地藏十輪經曾

勸誡不要對犯戒比丘妄加批評。

    皈依法、皈依僧歧見很多，偶一不慎，便犯下難以補救的錯誤，必須承受惡果。

與原來皈依的巨大功德背道而馳，能不叫人唏噓！

    若每一眾生皈依法、皈依僧能像皈依佛般平等無分別，必可皈依圓滿，速成佛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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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那羅

      

  

死亡啊！

你如此接近卻又遙不可及

毫不相干卻近在體內奔流

無聲無息，輕輕挨近

猛地狂噬，狠狠給予致命一擊

或是將獵物玩弄至死

死亡啊！

你如此陌生卻又如此親切

祂說我們已經歷無數生死

不該陌生，不該害怕

死亡只是尋常事、自然事

像每天的睡眠

如果沒有死亡

我們將肆無忌憚

不管他人死活、浪費光陰

生命無法從頭再來

各人蹉跎度日

一切景象如是

如果沒有睡眠

疲累將無限積壓

凝固的生命發不出光和熱

如果沒有睡眠

昨日種種錯綜複雜

糾纏不清

死亡只是尋常事

如日出日落

倦了便睡去

睡醒便起來

只須忘記過去

迎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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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一擊   寂慧

       

 

   在學佛的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人事，各方面俱頭頭是道，突然發現某些缺

失，不得不令人將其全盤否定，彷似致命一擊，不管其優點如何眾多及強勁，無

法抵受一次嚴重的過失，而那過失本不應發生，叫人費解，更感到可惜。

    例如公司聘請職員，某應徵者學歷好，經驗豐富，儀容出眾，對答如流，正

要取錄時，發覺他竟穿著涼鞋，與其人完全不協調，就此理由，導致改變取錄的

決定。

    在佛教中，某些人佛學智識豐富，能言善道，樂於助人，眾人正要依止時，

他竟透露自己是外道，甚至是邪命外道；或是透露自己喜歡某某人，而某某人卻

常猛烈抨擊佛教，破壞佛教。或是有些人信仰虔誠，遇到出家人必恭必敬，慷慨

布施；見到佛菩薩像必頂禮問訊；見到經書必珍而重之。每天早晚課，風雨不改

，常參加不同的法會。眾人正要親近時，發覺他對道友諸多挑剔批評，事事看不

過眼，對人要求嚴格，別人不肯吃長素便生氣。這些致命一擊，當然叫人敬而遠

之。亦有一些出家人充滿悲心，與信眾打成一片，排難解紛，信眾凡有所求，必

能滿願，信眾疑難，亦能一一開解。可是只能在消災祈福層面，無法提昇至智慧

空性層面。尤有甚者，竟公開讚嘆某些外道的教法；有些信仰南傳佛教宗派者，

認為必須跟隨佛陀最原始的教導，墨守教法，批評大乘非佛說，只承認釋迦牟尼

佛，其他佛菩薩皆否定，在學習及弘法過程中，缺乏方便。佛陀依法不依人的教

導；自依止，法依止的教法；所說法如手上土，尚有很多法未說，亦是佛法的道

理等等，沒有好好體會。亦有一些人修持藏傳佛教，五部大論說得頭頭是道，對

道次第清晰而有系統，很多不為人知的密法及傳承皆有涉獵，各教派的系統及法

王家族歷史等如數家珍。可是仍然大塊肉，大碗酒，看相算命，不守戒律，說什

麽是西藏的特殊環境，傳統，其依止的教派儘是某法王的家族事務，家族內，成

員不但操控資產，就是法本，法的修持等，亦需經過他們的批准，偶而開放少許

灌頂等儀軌，引來大批趨之若鶩的信徒，便沾沾自喜。尤有甚者，竟多妻自活，

儼如置身皇宮中，與佛陀的教法剛剛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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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前世今生

       

 

    雖然各方面皆頭頭是道，便以為這些致命一擊不要緊，這單一的不善，卻可

能致命，代價可謂不少。這些嚴重的致命一擊，亦會引發其他缺失，令情況惡化

，甚至無可挽回；縱有其他功德，未必能相抵，殊為可惜。修行的確不容易，費

盡苦心經營，可能敵不住一時的疏忽，或是小看一些事情，而導致功虧一簣！

 

   「老師父，老師父！今天說什麽故事？

我們一眾小孩只喜歡聽故事，不喜歡聽你說

什麽大道理。故事生動吸引，曲折離奇，才

是我們樂於聽的，否則你不用浪費時間了。

」一位大男孩對老師父道，身旁的其他小孩

不斷點頭附和。

   「我那有那麼多故事說給你們聽！我人

生經歷不多，唸的書也少，如何能說動聽的

故事呢！」老師父嘆息道：「說故事雖然好

聽，但聽後很快忘記，且故事是他人之事，

與自己無干，亦不能改善自己，提昇自我，

還不如切切實實的說些做好人的道理，在因

果法則下，如何利益自己實際……」  

   「止！止！不要再說這些了。要我們每

天聽這些大道理，我們會瘋啊！我們一眾小

孩，能作些什麽惡呢？你不如說些前世故事

吧，說說我們前世什麽關係，你欠我們，還

是我們欠你？」大男孩建議道。

   「我那裏知道前生的事，從前說的故事

皆是從因果的道理編造出來的，例如布施得

富有，慳悋得貧窮，放生得長壽等，那是必

然的道理；你身體好，我便編造你前生是放

生大善人，雖然不太好，可合乎道理！至於

我們的關係，我便編造前生本是同班同學，

一起上學學習，在重要的考試前，你們曾提

供學習場地，護持，材料，並指示我從各方

面取得資料，讓我通過考試，得以學業有成

。今生我自然樂於與你們分享佛法心得，你

們亦乖乖地聽我開示。我曾受你們的恩惠，

多生多世放在心裏，今生因緣際會，將最珍

貴的佛法貢獻給你們，欠人的，我樂於多倍

奉還，且還得歡喜。我那裏有神通，能道前

世今生，這些都是虛假的，你們不要放在心

裏，就當作故事聽好了。」老師父解釋道。

   「誰說是虛假的呢？說不定那是真實的

事情啊！也許你真的有神通，能知過去，你

當然不會明說，我們是知道的。」大男孩佻

皮地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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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6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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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白楊街30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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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我真羡慕你，得到這份世界最好的職業，不用勞心勞力，能賣多少書本就多少，顧客還千

多萬謝呢！」一位顧客對著忙於工作的老頭子道。

   「沒錯，這可以是最輕鬆的工作。」旁邊一位出家人插嘴道：「可是，這是不一樣的書店。

一所書店，如何才能利益他人，這才是難能可貴之處。沒想到一所書店可以多方面，或全方位利

益他人，利益各類眾生。它可以兼顧放生活動，利益動物界的眾生；可以誦經迴向，法會等利益

看不到的眾生；指導臨終事項，死後處理；說法等利益人天無量事；當然，直接利用書本的智慧

提昇別人，甚至法乳善信，穩步成長；更甚者，將經典承先啟後流傳下去，順理成章地參與出版

；此外，更協助其他團體舉辦活動、工作，共闖成佛之路；更舉辦旅行等康樂活動，撫慰各法侶

的心靈，替他們在人生路上、成佛路上打氣。將來更會參與社會的事務，務求建設一個人間淨土

。

    這真是一所不一樣的書店，本著『如何才能利益他人』的宗旨，可以無盡發展。原來，任何

工作、書店、店舖、企業皆可如此，成就『不一樣的………』」

   「一所小小的書店，竟有如此的大學問，大文章，真沒想到，亦不敢自詡。可是，本著如何

才能利益他人確是我們的想法。」老頭子掉過頭來若有所悟道。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不一樣的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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