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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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提舍

 

    試想想：

    如果民主黨執政，社會會是怎樣？他們不知道如何做起，不知找誰去執行！一直以來，皆

是「破壞」、批評，謾罵，一時間，如何去建設，如何使政務重上軌道？久已積弱的政務，在

他們手上會轉好嗎？龐大的公務員團隊，會甘心配合他們施政嗎？曾受他們不良對待，辱罵的

政務官，會配合他們，冰釋前嫌，任勞任怨去工作嗎？

    在高薪厚祿下，他們仍能堅持己見，與主子對著幹嗎？若妥協，他們將被視為出賣、背叛

；若仍對抗，將使社會動盪，人民受苦，甚至踏上不歸路。幸而他們沒有執政，不致進退維谷

。原來現在已是最好的狀況，除得到名利外，還可以罵罵人，舒發過活。

    以上只是個人推論猜測，事實不一定如此。

    如果人不需要吃飯，政府全權負責福利，或是科技進步，人只需吃一粒藥丸便可飽肚，營

養具足，世界會變成怎樣？

    原來我們每天吃飯是那麼辛苦，午飯與其他上班族擠在一起，匆匆忙忙倒下肚裏，灌點水

，跑出街外吸一口氣，再努力工作。晚飯對著電視機，或是心裏仍掂掛著工作，其他東西，食

而不知其味，是否過飽也不知。如果我們不吃飯，可以做些什麽？人格會否因此而高尚些？省

下的時間可做些什麽？

    如果不需要工作，可做些什麽？極大多數人會說遊埠去，如果沒有錢，可在當地到處遊玩

，或是躺在家裏，什麽都不做；總言之，就是不要工作，不要勞碌，不要見人，躲在家裏，煲

劇、上網、搖電話與人聊天、唱K，不亦樂乎！

    如果你認識的人如此，或是你不認識的人如此，你如何評價？你會說，那與禽獸何異，與

豬隻何異，或是連禽獸也不如，然後你會曉以大義，生為人，該如何、如何，人有人格，人有

承擔，人應以事業為重，人應轟天動地。如此頽廢生活，能長久下去嗎？

    如果世上有烏托邦，或是天堂，人人享受美好生活，不用工作，物質充裕，心靈富足，人

人相敬如賓，不會有衝突，不需爾虞我詐，該多好！但人們可做些什麽？終日唱歌跳舞？日復

日，年復年地享受嗎？同樣，那與禽獸何異？那是怎樣的人生？

    若有貧窮人，無財可布施，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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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有那樣的天堂，世界各地的人必蜂擁而至，爭奪搶掠，最終，天堂亦會變成地獄。

    如果正法久住，那該多好，每一個佛教徒常常祈求正法久住、見佛聞法。很多人慨嘆世

風日下，慨嘆教界弘法不力，接待不週，慨嘆不如其他宗教關心社會，關心世界，慨嘆沒有

人解釋經典，慨嘆明師難求。可是，大藏經已完備，要閱讀經典，一點也不困難，毋須遠赴

他方求經，且大多免費。佛像、禪坐、供品等物亦容易尋獲，世界各地亦有明師指點，可說

是正法久住，要修行，要學經教，一點也不困難。但是，有多少人立下志願，埋首經教，或

是屏諸外緣，努力修行呢？要說祈求正法久住，正法早已久住，要說見佛聞法，佛早已在身

旁，花開花落說法。

    那我們還追求什麽？追求不用吃飯，不用工作，吃喝玩樂、烏托邦、正法久住？原來世

上大多數人皆在追求謬誤的目標。或者很多目標早已實現，只是自我蒙蔽，迷茫而不自知。

    如果仍如此下去，只會浪費時光，浪費了寶貴的人生。如果很多方面能從如果去想，去

反省，將有助我們去瞭解真相，確認目標。

  

香港佛教今昔展望  寂慧

         香港佛教之始

 

    偏於一隅的混混小漁港，何時才有光明？何時才有佛教？

    約公元四百三十年，有杯渡禪師登陸屯門，稍作暫駐，等待轉往他方。時屯門因地利環

境，且有優良港口，商貿繁榮，與繁華的廣州遙對，互通互利，隨大量商賈道經屯門外，且

有僧人往還，為香港帶來佛法。雖然僧侶駐足短暫，佈教亦流俗於善惡報應，因果輪迴，但

畢竟為未來的香港佛教播下種子，只待機緣成熟，福報成熟，自能開花結果。

    杯渡禪師出處不可考，只知是一行腳僧，四處雲遊，有神通靈異。到屯門後，登上青山

，極目山海，嘆如此美景，感前路茫茫，不禁有安定下來的感覺，遂於青山之巔，創建杯渡

寺，後易名青山寺，每天飽覽山光水色，不亦樂乎！

    有僧寶自有信眾擁護，況杯渡禪師有神異，能治病，很快被延請至靈渡山，創建靈渡寺

，常以密咒為村民治病，並作祈福消災之事。可是杯渡禪師性愛自由，數年後耐不住離去。

遺下青山與靈渡二寺，為香港最古之二大寺，亦香港佛教之始。沒想到杯渡禪師的偶爾雲遊

，卻無心插柳地創建了香港佛教，成香港佛教的始祖。但想不到香港佛教的燦爛，竟需經歷

千多年的漫長歲月才結果，讓眾生待在長夜中。

    從這簡短，無心插柳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因果宛然：

1.時代、地緣與佛教的發展息息相關，佛教不走進社會，隱跡山林，必然進展緩慢；佛教沒       

  有人才領導，必然只有蟄伏待發，亦可見佛教充滿潛能，只待福緣而爆發。

2.從因果看，付出多，收成自多。到處雲遊確自由自在，無牽無掛。但在弘法上，如不長期 

  駐錫，努力弘揚，無上的佛法亦難以打好基礎，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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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法的開始，不能只流於庸俗、祈福層面，更應提昇至無著、空性的境界，法義與核心價 

  值，必需提倡。正法久住，正是其重要性。

4.創建佛寺只是弘法途徑之一，關鍵仍在法上，如果佛寺只供住宿，安僧，而缺乏弘法機能 

  ，作用不大。表面上，這香港二大古寺有千多年歷史，成就輝煌， 但細察這漫長歲月中， 

  貢獻何在？除了旅遊憑吊，思古幽情，身心放下外，只是荒山野嶺中不為人注意，不為人 

  樂道的古物而已。

5.因緣不可思議，無心可成大業，有心可能沒有成果。但因緣因果是必然的。努力自有成，  

  但仍需與其他條件配合，交接，而產生不同的果。

  

   「老師父！你曾多次暗示要離去。為什麼呢？我們聽了很不舒服，很難過。我們能每天如

此見面，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要離去，是否我們不乖，我們可以改過啊！」一位男孩蹙蹙然

道。

   「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這是必然的現象，亦是自然現象，沒有好與不好，沒有悲哀

與快樂，緣來緣去。試想想，如果這會聚長此下去，會是怎樣？就像時間停留不動，一切變

得死板，世界了無生趣。因此，會厭煩，會待不住，不斷求變，求突破，世間萬象皆如此。

小孩長大要離開家庭，尋求人生，一份工作久了便要轉工，這人生膩了，便要轉另一個人生

，世間不斷轉變，沒一息停留，就像流水，人生亦一樣。捨不得，放不下，只是一時而已，

非真的要如此。」

    老師父沈默了一會，望著遠處續道：「我在這裏，不經不覺快要十年了，開始時，對這

個地方尚有點貢獻，慢慢地，我在這裏已無甚作為，方丈和尚對我很好，對我的悠閒志散一

點也不介意；可是，我總覺得在侵損常住。可能年紀大了，很多事情皆力不從心。在這裏一

點貢獻也沒有，是時候離去，不想妨礙別人。」 

   「那你會到那裏去？我們能來探望你嗎？」男孩捨不得道。

   「我也不知道往那裏去！如果不能對某地方有所貢獻，首要便是離去。至於要往何處？那

要看因緣了，看那些地方能貢獻自己。」老師父沒有頭緒道。

   「可是，老師父你年紀那麼大，能做些什麽呢？如果世上沒有一處你能有所貢獻的地方，

那怎麼辦？」男孩追問道。

   「………」老師父歇了一會，猶疑道：「世上總有地方能讓自己容身，自我發揮，若真的

沒有的話，便要消失。你可知道世上有些民族，當人年老時，再沒有一點價值時，便要消失

離去，不管自願或不自願，這不單是人類，有些動物亦如此，年老時便單獨躲到別的地方去

，不會負累同類。」

   「可是！可是………」男孩有點哽咽，不知應說些什麽。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老師父的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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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那麼殊勝，何以會滅亡？佛法能解

脫輪迴，普度一切眾生，何以不能長存？佛

法何以竟在發源地完全滅亡，卻能在其他地

方發揚光大？好的東西不是會長久，不好的

東西不是會不長久嗎？

    佛教在印度滅亡，原因眾多，有說是回

教入侵做成；有說是當時密宗興盛，神化腐

敗做成；有說是佛法流傳過久，正法失真，

原有的佛法變得僵化，煩鎖，沒有新思惟；

有說印度故有的婆羅門文化根深蒂固，嶄新

的佛教難以取代。這些皆是原因，亦非全面

的原因。經云：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

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這是世間現象，

輪迴現象，凡事皆如此，任何燦爛的存在，

最後亦會黯然消散，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是自然現象，故順境不用喜，逆境不用憂，

佛法亦不例外，在世間流播亦遵循一定的軌

跡。佛法之滅，就像人的一生，從成長，壯

大，衰落，最後滅亡，可悲嘆。但佛法在成

長過後，已失去它的意義、功能，對當地已

沒有效用，該是退下來的時候。不管它從前

如何輝煌，如果不能利他，只有退下來。

    佛法能否長存，在能否化世，能否利他

，這不單是佛法，亦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價值

。因此，要佛法長存，必需以佛法利他，不

能經院式的自賞，但亦不能隨俗使利他成為

縱容，討好，失去立場、宗旨。佛法能夠比

其他文化利他，自會長久，少一分自會短一

分，其他文化壯大，必會取代佛法。這是競

爭，適者生存的自然現象。儘管如何努力保

持，亦會有疲累放逸之時，或是僵化偏離人

間而不自知，能否開放，讓後來者以新思惟

承傳下去，亦是佛法長存的關鍵。

   「正法久住」已暗示了佛教之滅，最多

只能做到「久」。正法、像法、末法之說已

說明了佛教之滅，過去無數諸佛出現世間，

最後亦灰飛煙滅。可哀可嘆之餘，是否就此

消極下去？

    佛教的存亡，可以維繫很長一段時間，

亦可以瞬間。存亡的關鍵在弘傳者，弘傳者

的佛學素養、識見、胸襟、願心、資源，對

弘傳佛教有很大影響，且弘傳者非一人之事

，是眾多人間菩薩的發心。在自覺及不自覺

下，合力成就弘傳大業。此地佛教衰亡，弘

傳者承「見佛聞法」之願，於他方弘傳佛法

。佛教之滅，只是一地的暫時現象，待善緣

成熟，必再度萌芽。因此，播下善緣，種下

佛法種子，為將來的佛教重興舖下道路是每

一位弘傳者的責任。此外，佛法住世的幅度

很大，可以數十年，可以千年，端看弘傳者

 

 

  佛教之滅  寂慧

 



5

  

的努力。佛法對個人來說，可以是正法時代

，亦可以是末法時代，端看個人的福緣；畢

竟每一時代皆有成就者及失敗者，對成就者

而言，是正法時代，對失敗者而言，是末法

時代。    

    不管正法，末法；現在、未來；此地、

他方。每一位佛徒皆應成為一個弘傳者，努

力將佛法弘傳出去，這是學習及修行佛法的

基礎，在弘傳中，可得到無限的利益。任何

情況下，此時此地的佛法是焦點所在。

    避免佛教之滅，必須注意：1.不要僵化

――應與時並進，體解不斷變化的眾生苦惱

，以佛法去除。2.不要俗化――佛法如清泉

，澆滅眾生的熱惱，過度俗化及混同，只會

迷失本位及宗旨。3.不放逸――煩惱無盡誓

願斷，可以說無了期。因此，不能放逸，否

則，將被煩惱蓋過，難再重拾。4.實用融通

――佛法要實用，否則只是空號，或是與民

情無關，變成可有可無的點綴品。5.嚴持戒

律――佛教滅亡之先兆，必是戒律鬆弛，民

眾對佛教失去信心，不會支持，遠離，或是

攻擊，最後使佛教滅亡。歷史上，重興佛教

的先賢大德，必定重倡戒律，整頓僧紀，弘

揚教義。

    防止佛教的滅亡，可以參考歷代重興佛

教的關鍵點。縱使佛教在此方滅亡，亦會在

他方重生。佛教得以長存，在各人的大願力

：見佛聞法。

「有佛出世」已久

 殺戮停止

 夜不再深沉

 我們還等什麽

 過去已成過去

 是時候放下一切

 努力修行

 觀佛念佛持咒懺摩

 恒順三三昧

 還等什麽

 過去沉溺已久

 輪迴轉世轉世輪迴

 頭出頭沒頭沒頭出

 從宇宙洪荒

 直至時間之邊

 從萬丈之下

 直至須彌之巔 

 如是等恒河沙數

 還等什麽

「有佛出世」已久

 還等什麽

 佛出世如優曇花現

 還等什麽？  

 

 

  有佛出世  那羅

 



6

  

 佛教如何培育人才  寂慧

 

  「佛教要培育人才」，這是一句常常聽到，大家認同，卻總是做不好的事。以香港為例，

沒有一個機構、組織在做，就是口頭說說也少。只靠一些「天才型」的人在耕耘，當然不理

想。台灣有一小部份人朝這方向走，結果在多年後確能培育出人才，星馬方面亦有朝這方向

走，可是效果不彰，徒具形式，但亦有少許成果。香港偶有人朝著走，但因為種種原因，如

個人主義、不開放、沒有識見、沒有那方面的學養、經費不足等等原因，連起步也談不上，

結果只能踏步於浮跨層面。

   「佛教如何培育人才？」這問號已鮮人提出！要培育人才，真的那麼困難嗎？說易不易，

說難不難。說易，很多佛學院，機構，只需主事者一聲振臂，便馬上成立。說難，有些經營

不到兩三年便倒閉；有些慘淡經營；有些左支右絀，勉強維持；有些稍具成績，可是主事人

離去後，一厥不振；有些經不起一個巨浪。

    要培育人才，需要一個固定的機構、組織、計劃、場地、老師、學生、龐大的經費、各

人的道心、各人的願力，恆久恆持等。要培育人才，這須多方面的配合，例如學生，需要有

一定的基礎，佛學是香港中學的其中一科，這是很大的優勢，無奈多年不但培育不出基礎人

才，就是興趣的提昇亦做不到，可見儘管佛學如何優越，渠道如何做好仍是不夠，還須優良

的老師去教導，真正使人獲益，才能吸引人去學習。宣傳推廣也是不可缺的。導師亦是關鍵

點，什麽樣的導師，便培育出什麽樣的人才，有學養的導師，才能培育出學養的人才，有修

證的導師，才能培育出有修證的人才。環顧香港，優質的導師，寥如星辰。怎麼辦？一是往

國外延聘高僧大德，全力培育人才，像西藏初期，從印度延請蓮花生大士、寂護、蓮花戒、

阿底峽尊者等高僧至西藏，作天翻地覆的改革，成就了西藏佛教之都。二是在本地以最佳導

師教導，長期維持，將佛學水平一點一滴提昇，直至機緣福報成熟，一些「天才型」的人物

出現，才來一個改革，奮發向上，改變環境。

    教育原理很簡單，分兩方面：一是設計一些基礎課程，讓人對佛教有一個通盤的理解、

基礎認識，使在完成課程後，可以自我學習、提昇，這是佛學的基礎、通識課程。二是設計

一些專深課程，俾在某一方面深入研究，發揮巨大的效力。此外，佛教不同一般學科，只在

學理上經營便可，它是宗教，包含濟世、解脫的元素。因此，培育人才更需要在修持上、人

格上、菩提心上兼顧；否則，只能培育出一些學究，對佛教幫助不大。最悲哀的是有些偏執

地提出一些存疑的主張，傷害佛教，甚至背叛佛教、反對佛教。

    佛學博大精深，要深入法海，必需付出很大的努力，才有成就。因此，佛學院式的機構

，應該是閉關型，全力以赴地學習，假以三數年時間，才有成就；一如其他專科般，要培育

人才，可以集合多位導師的專長，灌輸在學生身上，如武俠小說的主角學習不同師父的武功

，集大成，最後成一代宗師。學習應開放，有教無類，不論出家在家，貧賤富貴，年長年幼

，只要有道心，一律歡迎。

    培育人才，說易不易，說難不難。只要肯去做，說快，可能很快，說慢，可能很慢，但

總有成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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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需要改革？因為問題叢生，現狀不

能繼續下去。可是既得利益者掌握權力，錢

財，如何能感受其他人的苦況，在他們的立

場，只須鞏固勢力，不讓他人褫奪，安享下

去便可。但是，當財富，利益倒向一小部份

人後，大多數人變得困苦，不能安於現狀，

要來一個改革。

    改革是痛苦的，因要適應新的環境，而

對很多未知的因素及風險，稍一不慎更會導

致滅亡。但不改革卻因循苟且，腐敗下去，

最後亦難逃滅亡。歷來改革者皆充滿豪情壯

志，滿肚大計，要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革，

可是大部份皆以失敗告終。如五四運動，民

主運動，乃至太虛大師的改革之路，要說改

革失敗的理由眾多，但鮮有人重視一個理由

――如何安頓舊有勢力，既得利益者？

    改革者通常有兩個方向：一是徹底摧毀

舊有的東西，建立新的體系。二是拉攏一切

力量，共同改革。大多數改革者採取第一種

方式，因較爽快及對應問題；第二種方式迂

迴及需要極大忍耐，較不受歡迎。第一種方

式必需犧牲舊有勢力才能成事，遇到抗拒是

必然的。大多數人忽略了權力仍在舊有勢力

一方，在生死存亡之際，如何不拼命反抗。

要改革不易，不改革不成，陷於矛盾中，舊

有勢力參與的建設與破壞，極具關鍵性。因

此，最理想的方式是與舊有勢力一起改革，

曉以大義，不改革不成，改革者還要忍耐改

革的重重障礙及拖延。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

舊有勢力的既得利益，減少他們的疑懼。舊

有勢力仍有一定的力量及優勢，如何利用，

導引這些力量往改革路途中，對改革大業有

很大的助益，看似迂迴的改革，可能更易成

就，快捷，重要的是，對各方面的傷害較少

，反之，可能較久，甚或失敗，傷害亦大。

    從佛教立場，我們要憐憫敵人，普度敵

人，利用敵人去改革。和諧，共建是最好的

方向。

    在各種團體中，必定存在不同意見，普

通用議會，民主方式，將不同意見統一，大

家遵守規則，放下自我的觀念，向著同一目

標進發，或是作出改革。

    佛教亦如是，佛制羯磨制度，將僧眾聚

集，有系統地作出議事，當通過後，大眾必

須遵守決議，保持團結，這樣才能減少誤解

，衝突，障礙。從這裏可以看出，佛教非個

人主義，反之，很重視集體，共同生活。次

第乞食，更是走進人間。

    固有的制度雖然已過時，但行之有效，

仍有其穩定大局的餘勢，仍有其某些方面的

優勢。進行改革時，新勢力未必能支撐大局

，可能做成整體跨陷，比未改革前更差，如

中東、非洲，一些極權統治者被推翻後，國

家陷於混亂，恐怖主義抬頭，比未改革前更

可怕。

    因此，最佳的改革之路是循序漸進，保

持穩定，對舊有勢力有所安頓，減少傷害。

 

 

  改革之路  桑珠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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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多憂苦。大部份眾生都是貧窮的，沒有工作便沒得吃。因此每天皆要工作，勞累一生

。如果沒有工作更糟，不但窮困度日，更失去人生意義。」老頭子望著一位出家人感嘆道：「眾

生急需要一個功德藏，能夠賺取生活費用，安頓心靈，使人生有意義。幸而世間有你們這些出家

人，有佛菩薩、有法寶。三寶真實功德，利益人天無限量。」

   「的確！每一位眾生皆需要功德藏，需要依靠，才能茁壯，乃至生存。幸而大多數人皆有父

母，孝敬父母、師長是很好的功德藏，這是世間的。出世間的功德便是皈依，供養、禮敬三寶，

功德無量無邊。」出家人滔滔不絕道：「可有想過，你們書舍亦是一大功德藏？世間很多地方，

乃至家庭，皆充滿煩惱，爭鬥，可說是令人墮落的地方，要找一片淨土，安樂窩，或是積聚功德

的地方很困難，這裏確是一處淨土，亦是三寶駐守之處，當然功德無量無邊，身處其中，可感受

到三寶的加持力。這是一處十方共聚之處，走進來，每一個人俱有不同的功德力。進來看書，法

喜充滿，即可感受法的功德力。要是買一本書，不但可持有法，亦可使這裏的運作持續，猶如支

持一個道場，間接亦支持佛書的作者、印刷廠、設計員、紙廠及其他很多參與的工作人員。這些

俱是諸上善人。如果買一本書送給他人也是一種功德，受者、施者、中介者皆獲利益。乃至只是

站在這裏看書也是一種功德，法的流播，向道的氛圍，隱隱影響著當地。當然，工作人員的功德

更不可思議，在店內的交流，活動，見聞，導引著向法，向道。可以說，任何行動俱是功德，只

要走進來，已與功德相應。如果說這裏是功德藏，實不為過。」

   「有那麽好嗎？為何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亦很像沒有納受到？」老頭子疑惑地思索道。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功德藏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