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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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各習禮讓  提舍

 

　　現今社會的怪現象是男不男，女不女。男，沒有豪情壯志，怯弱被動；女，剛烈、粗暴，

欠缺柔和。但不管男女，皆不肯吃虧，諸多計較，為了少許利益，可以不管儀態，甚至潑婦罵

街。社會充滿怨懟，甚至仇恨。可是，當遇到弱勢羣，必不忍，施以援手，例如公共車輛上讓

座與老弱，殘障人士等，香港人出名有愛心，不忍，是一種「率性」的表現，僅憑表面或感官

去判斷。因此，別具用心之士喜利用港人這方面的弱點，去成就他們的圖謀。

　　在不肯吃虧，怨懟，仇恨的剛烈社會現象下，有必要予以糾正。開始應由「人各習禮讓」

，中國優良的儒家傳統恢復，重拾社會秩序。或有反禮教，反傳統之士反對，認為那是迂腐、

退步的倒退。可是太陽之下無新事，不同時代的怪現象需不同的對治法，只需有所改良，精益

求精，不難做出效果。

　　禮居六藝之首，何其重要。禮是人與人的潤滑劑，應該用心鑽研。現代社會陷於功利已久

，如何能產生融和的氣氛？要減少社會撕裂，社會矛盾，對抗，應先從禮開始。當回歸謙讓、

和悅、尊重、共融、溫文，安全感自會產生，衝突減少，建設才不會遭破壞。以他人為先，以

無我為本，這是禮讓的精神。禮是尊重他人而發出的行為，在個人應對上，在團體中表現出克

己；讓是利他的行為，藉著利他而減少敵對，再攜手合作，以群體力量去改造社會。

　　如何習禮讓？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環境，當有不同的禮儀讓大家去遵守，例如坐交通工

具，讓位長者、小孩；坐昇降機面對機門，不要不禮貌地對著他人；不要站在他人身旁觀看他

人用餐；在公共場合不要拉開嗓子交談，遇到各種延誤要有耐性等候，不要責罵、埋怨工作人

員，更要鼓勵他們積極面對困難。當然上班工作面對的禮儀更多。

　　中國是禮義之邦，這優良傳統應該繼續。反傳統，反禮教應反那些迂腐、形式、矯往過正

的禮教，不是反尊重，反謙讓的禮教。佛教戒律，威儀，有很多禮讓的原則、技巧、不同環境

的應對、堅持、遵守等精神，有明確，仔細的原則讓人去研究，參考，應用。古代祖師的叢林

清規，更指導在不同團體中的規儀，在自利利他中，不離戒律精神，共成佛道。可以說，佛教

的戒律是習禮讓的最好指導，如果人人研習禮讓，研習戒律，何患社會不安寧，世界不

「大同」！

設有身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

                        ――維摩經問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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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眾星拱月

 

　　當有大的佛寺開光，必隆而重之地宣傳，甚至免費供應膳食，旁加不少節目，希望吸引多

些人到來，熱熱鬧鬧地迎接盛事。一般信眾，乃至教外人士亦樂於到來凑熱鬧，從此可多一處

逛聚的地方。

　　佛寺，已為民間的風俗，乃至文化的滙聚點。如果發揮得宜，可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移風

易俗，這在中國的歷史中可見一斑。在香港，佛寺開光，同樣吸引了數以千計，乃至萬計的觀

禮者到來。佛寺，如同一塊磁石，吸引著人們。

　　佛寺對於信眾，乃至同道，尤其吸引，甚至成為他們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一般人在社會中

受到打擊，或是遇到不如意事等，總想起避靜，有躲到佛寺中去，作短暫的逃避，或是小住數

天。信徒更將佛寺視為他們的歸依處，或是另一個家。甚至有為逃避世俗，逃避煩惱而乾脆出

家去。這在女性尤為普遍，有對家的負累、對異性的厭惡、對社會的不信任，卻未能發大心出

家者，嚮往於佛寺的清淨莊嚴，虔信宗教的熱誠，住進佛寺去，在裏面生活，工作，從事打掃

等什務，自得其樂。亦有經濟環境較好，不願作勞務之士，在佛寺中購買或租住一個房間，除

了作息外，更可每天到大殿參拜，或是與其他人做早晚課，或是參禪、打坐、念佛、看經等，

不亦樂乎。雖然簡樸、缺乏姿采，亦不失為美滿的人生。在宗教生活來說，可算是不錯。至於

這是逃避的心態，還是宗教的奉獻，是個人自願的選擇，還是被迫的抉擇，便無從稽考了。由

此可見，佛寺是塵世中的淨土，人間中的樂土、皈依處、歇息站，獨立於方外。明太祖朱元璋

未登帝位時，亦曾經短暫住進佛寺中，休養生息。在中國的歷史中，佛寺如一股清流，支撐著

煩惱的世間，若即若離。

　　更有一些經濟好的信徒，不願參雜在大佛寺中的人事中，便在大佛寺附近，購屋獨住，每

天聽那暮鼓晨鐘，偶爾到大佛寺中參拜，不亦樂乎。雖然身遠離人事，心仍嚮往佛寺。亦有一

些小精舍，建在大佛寺旁，或是附近，慢慢成長、擴建，最後成為一處大道場，亦可看出一處

大佛寺，往往吸引眾多的個人，小廟宇，中型廟宇或大佛寺等，形成一個獨特的社區，環境，

再向外擴展。因此，一些山頭慢慢從一個佛寺，星羅棋佈大小道場，發展成為名山，可見佛寺

的影響力。

　　一所大佛寺，就如空中的明月，而旁邊的大小道場，就如空中的眾星，黑暗的天空，就是

俗世的長夜。在眾星拱月下，晃耀夜空，成一小光斑，仿如俗世中的一處淨土。

　　提起佛教，人們心目中便湧現出家人、佛寺、經書。這些便是佛教的元素，代表佛教，亦

是發揮佛教的最大效力。如何在這些元素中強化，落力，對佛教的影響很大，功德也大，當然

，對社會的貢獻亦難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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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佛？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任何人自我覺悟，再使他人覺悟，當覺悟

圓滿後，便是佛了。覺他，在度脫一切有情，

佛以一切善行，幫助苦惱眾生，當圓滿後，便

是佛。這是佛的付出。可是眾生受惠如何才能

圓滿？佛付出再多，也不能使眾生圓滿，因眾

生煩惱無盡，必需每一位眾生自覺，才能有望

覺行圓滿。這不是佛的付出，而是眾生的自覺

，眾生的自我努力。

　　眾生無量無邊，如何能覺行圓滿？如何能

度脫一切眾生？那就是說，覺行尚未圓滿，覺

行尚未圓滿，即尚未成佛。因此，度脫眾生要

使眾生自我自覺，修行成道，當圓滿後，眾生

成佛了，自己才會成佛。圓滿了，無事可做了

，才是圓滿；如果對方未圓滿，即尚有事要做

，要改善的地方，即尚未圓滿，亦自己的覺行

未圓滿。

　　總結來說，成佛要圓滿，不單是佛要圓滿

，眾生亦要圓滿。因此，成佛是共成佛，不是

個人，個別的成佛。亦需他人先成佛，自己才

能成佛。

　　當立志要成佛便陷於沒完沒了。眾生度盡

方能證菩提，才能覺行圓滿。那就是說，不單

是自己如何努力，還要看他人，看他人的努力

，他人的造化，才能有望自己成佛。自己的發

心，自己的努力，尚要眾多因緣配合才有望。

可是，其他人的發心，努力，如何能夠掌握？

成佛，畢竟太遙遠，太遙遠，亦非主觀努力便可。

　　然而，在空性下，什麽是眾生？什麽是修

行？什麽是佛？

　　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無有法，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實無有法名為佛。

　　一切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如夢幻，

如電，才有望度盡眾生，才有望圓滿，才可成

佛。如夢，什麽都可發生；如幻，先有海市蜃

樓的建立，才成幻；如電，時光飛逝，建立在

一瞬間，幻滅亦在一瞬間，體悟真實，體悟一

切如幻，本無眾生，本無佛，如是皆無，何來

圓滿不圓滿。

  

　　這世上有一種人是天生成功者，不論他作

任何事，皆會成功，不同領域，不同性質的事

情，他皆能應付裕餘，且頭頭是道。

　　這些成功者亦有兩類人，一類是他們天生

聰明，能力高超，不論作何事皆可快速上手，

當然成功在望；第二類人是天生的幸運者，他

們的能力不一定很高，可是，總有彩數，就是

遇到自己沒法解決的事情，總會有貴人出手相助。

　　如果兩者兼備，必天下無敵。這容易令人

陶醉其中，不思進取，碰到什麽便作什麽，更

不信任他人，看不起他人，凡事親力親為，結

果令他週旋於非自己的目標中。雖然事事成功

，卻非他們最想要的東西，亦無法對向更偉大

的目標，實在可惜！

　　幸運固然重要，屢有貴人相助當然事半功

倍，但可有想過充當其他人的貴人，可有想過

作不請之友？

　　相反，有一種人是天生的失敗者，不論作

任何事皆不成功，亦缺乏貴人相助，倒霉一輩子。

　　這些失敗者亦有兩類人，一類是天生愚魯

，能力低下，當然難堪大任，甚至小任；另一

類人雖然能力不低，可是運氣不夠，凡事碰壁

，久而久之，失去信心，只有營營役役過活。

　　如果兩者兼備，定倒霉一輩子。可是，他

們定會小心過活，戰戰兢兢，不敢作惡，反能

平安度日，雖營營役役，卻無愧於天地，不枉

此生。

　　可有想過，人生挫折使他們更堅強，更珍

惜機會，更重視人生？

　　這兩種人，雖有不同際遇，卻不一定能判

定是成功或失敗的人生。因此，天生成功者或

失敗者，不一定是人生的成功者或失敗者，何

況，屢次成功後，一次失敗足以致命，如楚項

羽。而屢次失敗後，一次成功卻能名垂千古，

如林肯。

覺行圓滿  寂慧

 

天生成功者與失敗者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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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教言  寂慧

    移民留學

 

　　往生淨土等同移民或是留學。在世間，不少人對於出生成長的地方熬不下去，便申請移

民到他國去生活，離開的原因有：１･不習慣出生地方的生活方式。２･與當地人不能融洽相

處。３･嚮往他國的生活――如他們寧靜安祥的生活，舒適的環境，良好的福利制度等。４･

胸懷大志，必須在一個好的環境下學習，待學有所成，再回來大展拳腳。總括原因是對原地

不能適應，亦難有機會發展；相反，若移民他國，可以有較佳的環境學習，嚮往彼國，待他

日學有所成，可以發揮自我。往生淨土亦如是，是移民，亦是留學，他日衣錦還鄉，大力建

樹，利益鄉親父老。可說是一個很好的人生目標，很好的生活方式，值得鼓勵。

    移民他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小開始，經過漫長的歲月，薰陶，習慣，已安於此土，

要完全改變生活環境，習慣，談何容易，不但容易不適應，且感到害怕。對陌生的環境，不

免戒懼，沒有信心。稍一猶疑，便會打退移民之心，或是拖延。因此，移民必須有大決心，

捨離固有的習慣，有信心，前路必是光明，無可限量，安全可靠。其次，要對彼邦瞭解，才

會心嚮往之，如安定的環境，富饒的生活，良好的福利制度，設施齊全等。從瞭解中憧憬，

憧憬燦爛的前途，美滿的生活，無可限量的事業，終生的學習，良師益友。在這些心態上作

好準備後，便籌劃移民之道，如手續，自身具備的條件等。繼而積聚資糧，省吃儉用，以備

手續，搬遷的花費，到埗後，亦有餘錢可應用。這正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除了廣作功德外，還要迴向淨土及此土眾生，積資外，要淨障，如省吃儉用，減少與外

界接觸，以防衝突。移民前，會與彼邦之親友溝通，聯繫，多所瞭解。心已嚮往之，或是心

有所屬，心早已飛往他方。這正如觀想他方淨土，雖身處娑婆，卻已神遊物外，且不時有所

感應，或是見佛等。同道的共融，也是很重要的，移民前，定會打聽有那些同道，彼此交流

想法，資訊，約定如何扶持幫忙，並將此舉的優點介紹推介，讓更多人參與。這正如弘揚淨

土法門，成立助念團，佛學會等。

　　移民，不一定對原住地厭惡，只是覺得不習慣，不想逗留，或是無所作為，無所貢獻，

沒有燦爛的前途。因為胸懷大志，欲有一番作為，要為人生闖一番，才作出如此重大的改變

。留學更如此，對生命，對前途作出重大投資，重大改變，將自己裝備好，返回原居地，來

一個革新，作更大的奉獻，改善本不理想的環境。這正如往生他方淨土，努力學習，修行，

然後回轉娑婆，廣度眾生。

　　在此情況下，淨土行者不但不害怕死亡，且嚮往死亡，因為可早日脫離不喜愛的環境，

早日往他方修學，然後早日倒駕慈航；但不會自動結束生命，正如移民手續沒辦好，此地的

大小世間事務未交待清楚，亦好趁機多作準備，有利移民。正如往生前多念佛，決定能往生

成功，或是蓮品上生，早日完成學業。

　　移民留學（往生淨土）是重大的決定，需要勇氣、信心、努力、崇高的理想。能夠移民

留學的人俱是社會的精英，有一定的基礎。同樣，求生淨土者皆是人中龍（得聞佛法），暇

滿人身，具菩提心，能夠利用此珍貴人身寶，求生淨土，早日成佛，是最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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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言  須蜜那

 

 

你說你曾經愛過

可你木麻的臉龐

默言的相狀

如何去愛

你說你曾經憤恨過

可你低垂的雙目

默言的相狀

如何去恨

你數盡過去的風雲

天際任你翻舞

大地任你踐踏

只須一揮手

便有千萬人湧來

向你獻上珍愛

向你跪拜

只隨意說法

便有千萬人離苦得樂

數不盡的繼承者

轉不完的法輪

橫跨無數世代

你獨領風騷

可我只愛聽你的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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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所為何事  寂慧

 

　　「啊！我真的很想死啊！天天不外如是，無

無聊聊又一天，很快一天過去，很快又大一歲，

所為何事？」電話另一面傳來痛苦燥動的聲音。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應對，也不知該說些什麽

，對不常見的他近來狀況亦不太瞭解，該如何啟

齒呢？

　　「先不要急著要死，你年紀也不輕，能活多

久也不知道，每個人都會死，你總會有這一天，

總會輪到你，何必急呢？」對這突然的電話，突

然的課題，真不知如何應對，我感覺自己的話語

也不耐煩。

　　「我的兒女已長大，可是不肯結婚成家，要

我乾著急，如何是好？我很後悔帶他們到這世界

來，吃苦受罪。」他似有吐不完的委屈。

　　「他們有地方棲身嗎？有吃不飽嗎？有穿不

暖嗎？基本生活條件已具備，還苛求什麽？試看

街中的流浪動物，乃至非洲的人，身旁的其他人

，仍有不少在挨飢抵餓啊！你的兒女能誕生你家

中，能聽到佛名，能得聞佛法，已不枉此生。要

生於世間，是他們的因緣，沒有你，他們仍會下

生，若在別家，你能擔保他們有更好的歸宿嗎？

身心俱有照顧嗎？」突然，我感到他可能有病，

試探著問：「你睡得好嗎？可有吃藥？」

　　「我真的睡得不好，有時瞪著眼至天亮，不

是擔心這些就是那些，你如何知道？最近也有吃

藥，但幫助不大。」他似對我有點信賴，續道：

「很多時我一個人獃在家裏無所事事，就想到要死。」

　　「對！你的問題就是太空閒，失去人生目標

，失去實質的生活。」我邊說邊搜索枯腸，該教

他作些什麽好呢？該安排什麽讓他做好呢？：「

你可有每天做早晚課？如果有的話，請繼續下去

，不要停；如果沒有的話，從今天開始便要做，

心情好的話，做久一點，心情不好，可做簡短一

點，但一定要做，早晚皆要，不要停，這有如吃

飯，滋養色身，早晚課能滋養你的心靈，亦是修

行的一種，待會掛斷電話後，你要馬上去做。此

外，你有去當義工嗎？很多道場人手不足，你要

主動去問他們能幫忙些什麽，工作很有意義，亦

可作治療，佛教的義工是修行的一種，可以積福

，可以體會學習，意義重大。」

　　「可是我總提不起勁，你不是我，你不會知

道，有些時候什麽也不想做，站也不是，坐也不

是，連躺臥在床上也不是。跑到露台去，仿似聽

到一個聲音叫我跳下去，我知道那不應該，但也

不抗拒，打電話給朋友，他們大多很忙，或是罵

我，或是說些老套學究的話，我實在聽不進去；

可是，我需要聽他人的意見。」他的問題似乎頗

嚴重，但該對他做些什麽好呢？該叫他做些什麽

好呢？我必須找一些工作，功課，不能讓他閒下

去，不能讓他胡思亂想，不如教他念佛吧，念佛

一句，罪滅河沙，制心一處，定能幫他轉業，但

這普遍、功效大的法門，一定有其他人指導過他

吧，看來也不凑效，不如教他念咒吧，咒語有神

奇的力量，功效快，應可實際幫到他吧，但他對

密宗很像不太認識，也不太認同。不如製作一些

法本讓他消磨時間，亦可全面地專注於一個法門

，但我必須費時瞭解他的所好，更要深入一種法

門，搜集資料，對應他的情況製作一個法本，適

合他的修持，更不要太冗長，讓他厭煩；也不要

太短，讓他不能專注，產生效果。

　　「在這世上，我覺得沒有一個好人，找不到

傾訴的對象。」他嘆了一口氣續道。

　　我靈機一動，對他說：「你家裏可有佛像，

你可以對他傾訴，將你的喜怒哀樂盡情向他訴說

出來。有一尊觀音菩薩，他專聽世間苦，常尋聲

救苦，幫助過的人千千萬萬，亦與這世間有大因

緣，他一定能幫到你。」

　　「啊！對！聽到這尊菩薩的名字，我有一種

特別的感覺，我相信他一定能幫到我。我現在出

去找找看，再見！」

　　這看似突然解決的問題，應該可放下吧！但

我知道他必定會再打電話來求助。我尚不致愚痴

地認為簡短的談話便能度化一個人。唉！世間多

憂苦，個人的力量卻多麼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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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世界的優勝  桑珠旺秋

 

　　每次得到專業的服務，總覺得超值，心內有所虧欠，例如生病看醫生，人體生理

、心理多麽複雜，要醫治好多麽困難。一位醫生的培養，要經過多少歲月，資源、困

難。當成為醫生後，還要常常增值自己，留意流行病變，眾生心態轉變，才能掌握醫

治方法，不少醫生需終生努力，終生效命，成就專業資格。醫治病人的報酬，卻是那

麽少，因此是超值的。一位建築師的養成，同樣經過終生的學習，奮鬥，才能發揮所

長。建造安樂窩遮風擋雨，溫暖舒適，讓人有安全感外，還可美化環境、心靈，造福

千萬人，而所得的報酬，卻是那麽「微薄」，因此亦是超值。除了這些，尚有很多其

他專業，輔助我們，讓我們打造一個美好的人生。

　　受了這些恩惠，我們該如何回報？若我們自身亦是一種專業，便可收取專業的回

報。若社會每一個人皆如此，便是一種適當的平衡，各人皆無愧，社會亦會進步強盛

。可是，人的質素參差，有些能力不高的人，無法領取專業的報酬，只能過平衡線下

的報酬，離平衡線愈遠，得的報酬愈少。亦有一些懶惰的人，不肯努力工作，自然報

酬較少，慢慢演變成貧窮。如果長期惡化，貧富懸殊，社會問題必然產生，這是因果

關係，合理的發展。如何打破懸殊的差距？如何照顧能力不高的人，使平衡安置社會

上每一個人，是為政者的責任，亦是每一個人關心的事情。

　　人是群體的動物，群體世界產生的力量不可思議。社會在各專業人員努力下，共

建一個完美的世界。作為社會一份子，我們每天享受著不同專業的奉獻，亦繼承著祖

先流傳下來的智慧、福蔭。我們享用巨大的奉獻，可是，我們付出的卻出奇地少。縱

使我們付出專業回報，亦難抵我們收受的。嚴格來說，我們的收益與付出差距很大。

如果減去我們的躲懶，借故不努力工作，實有愧於生存世間。在因果法則下，必然下

陷。可是，群體的力量將不平衡，撫平優勢彌補弱勢，強者弱者可共存共榮，這是人

類比其他動物優勝之處。

　　因此，人於天地間，必須扶助弱小，不可小看弱小，弱小在群體仍有他的貢獻，

是群體的一份子；雖然重要性及付出沒有那麽大，也不可勢利地排除。別忘我們之上

有更強者，如果也抱持這觀點，群體將失去平衡而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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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一枝筆遞給旁邊的男同學，將目光收回，向著白板前的老師，但我知道那男同學仍在不

時偷看我，沒想到現代仍有人用這一招借筆去泡女孩。毋須管他，看還有什麽招數。

　　「眾生被無明覆蔽，在輪迴中流轉，苦不堪言，甚至自得其樂，不知苦，或是困於苦，無法

擺脫，終日怨艾。」佛學老師續道。

　　「為什麼這個世界有人？人從那裏來？如果輪迴是苦，為什麼甘願去輪迴？」我一壁問，一

壁留意班上的男生，發覺有些偷偷地望我，有些從頭到腳打量我。

　　「人從一念無明而生，亦從無明而做種種業，包括善業、惡業、無記業，因業而受報，在因

果中輾轉輪迴，不能自已。」佛學老師面帶光采，柔和地道。

　　「如何能夠擺脫輪迴？如何能夠不被生理制礙，例如不用吃，不用有各種親人的情愛，牽腸

掛肚？不用有色慾的渴執？」我滔滔地發問，不斷留意身旁的男生，仍見到他們貪婪的目光在我

身上打量。

　　「她的聲音真好。」我聽到身旁一位男生目不轉睛地打量我，對另一位男生輕聲道。

　　「煩惱的力量很大，必須先伏止它，然後從根本上將它破除，最後不覺得有煩惱的存在，本

來無一物，先前的各種努力，只是虛幻一場。可是，我建議先從生活去改善，一點一滴地將煩惱

去除，奉行八正道。」我留意到佛學老師的俊俏面孔。

　　「有方法快速，一次過地去除煩惱嗎？既然輪迴已是多生多世，甚至無量世之事，我們如何

有耐性一點一滴去改善呢？何不爽爽快快地一刀把煩惱去掉。」我已無暇打量那班男生，深深被

老師的容顏及知識吸引：「老師，我對這宇宙的奧秘，人生的迷惑，仍有很多疑問，為了避免妨

礙影響他人，我能否於課後找你解答疑難嗎？」

       佛學班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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