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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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新世代  提舍

 

　　由於醫學進步，人的健康愈來愈好，壽命愈來愈長，老年人的數目愈來愈多，成為一個嚴

重的社會問題，乃至世界性的問題。各國皆在擔心，坐立不安，可是他們忽略了既然醫學進步

，年老其實推遲了來臨，現在六十歲的人，相約於從前四十五歲的人，仍然健康，有精力，有

作為，仍可做很多事情。可是，我們常常聽到：「你已經多少歲數了，還像以前嗎？快快放下

，什麽都不要做」，或是：「年紀大，機器壞，必然有病痛」等等，皆是些消極，洩氣的話語

，在這些暗示下，老年心態的灌輸使本有作為，本是健康的人，陷於消極，低沈中，最後成為

未老先衰的嚴重損耗。

　　孔子七十多歲仍孜孜於學習，各國政要在高齡下仍勤於政務，幾乎所有成功人士在高齡中

仍發揮重要的力量，精勤於各自的事業。誰敢說將來的醫學不會使老年人活力更精沛，如年青

人般，縱橫人生，再起高峰？

  先不論醫學將會如何進步，一一改善人類的體質，單以目前的環境，老年人仍有很大空間，

很大作為，使生命更多采。老年人應重新評核自己，作出適當的安排。在體力方面，已有所放

緩，持久性亦有大幅下跌，這是弱點之一。因此，不必像年青人般衝刺，應放緩步伐，作正常

適當舉動。避免爭鬥，刺激的活動，多作悠閒，輕鬆的活動，好好品味人生。老年人的優點是

經驗豐富，智慧較高，辦事因而較準確，少走寃枉路。憑著這些，可以成為年青人的好顧問，

如果老年人能與年青人合作，互補長短，必有一番大作為，但切忌老氣橫秋，事事主觀專制，

不讓年青人有適度的犯錯。

    除了與年青人合作外，老年人一般經濟較充裕，人脈關係較好，辦事穩重，憑著這些優點

，可以創業或是實踐早年的夢想，最好是找年青人去執行，作為一種夥伴及傳續。如果早已有

事業，應該有一定的穩定，更要為傳續而培養接班人。有說人年紀大了，學習會有困難，但這

不一定是事實，年紀大了，去學習一些新事物，可能沒有很大的實用價值；或是非己興趣；或

是雜務纏身，不能集中；或是固有的習慣跟學習的事物不能協調；或是自尊過高，不願跟比自

己年幼的人學習，做成學習障礙。但「做到老，學到老」、「終生學習」是老年人應該奉行的

態度。

    老年人更要為來世作好準備，積功累德，多作善事，在因果法則下，不但年老衰弱的身體

得到新動力，就是來世亦會投生到一個好的地方去。積功累德，不但對社會有所回饋，還可指

引後輩正確的人生方向。功德之大，可能比年輕時作的貢獻更大呢！

    要知道，老年並非生命的完結，可能是另一個高峰，另一比年輕時更高的高峰，亦是另一

個生命的開始，另一個更燦爛，更有作為的開始。因此，要為來世發願，做好準備，為了今生

及來世的美好，莫如修行。而老年人最好的修行，莫如修定，修定最好的方式，莫如修念佛三

昧，配合所發的大願，人生的精彩，絕不下於年青人。

遠離粗言，免自害害彼，免彼此俱害。

修習善語，自利利人，致人我兼利。《佛說大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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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的實踐，應循序漸進才能踏實

，有效地改變社會。要知穢土非一日一夜形

成，要改變成人間淨土，亦不可能一日一夜

達致。修安忍波羅蜜，不急功近利，不為自

我，經三阿僧祇劫，人間淨土定能實現。

　　人間淨土的實踐，先從個人的改造，次

及身旁的人，乃至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於

是先修心、修定、修慧，學習佛法、五明等

學，繼而齊家，將家庭改造佛化家庭，有說

家人難度，其實家人、外人的度化，各有困

難，亦各有容易之處。要問自己功夫有多深

，籌謀有多久才實在。有些佛徒，稍讀經書

後，便圖三言兩語去改變他人，當發覺對方

沒有多大改變後便灰心失望，說對方是一闡

提，說眾生難度。可有想過自己安逸地坐在

那裏，稍聽對方片面之詞，便出謀獻策，當

然難以擊中，而付出的時間、心力何其少。

修心，齊家後，自然會推展至治國、平天下

，人間佛教，由內到外推展出去。

　　人間佛教，必需有媒介帶出來，一是文

化，藝術的薰塗。文化，藝術是人類進化，

心靈的提昇層次，佛教承此基石，提昇更高

，亦可帶領眾生不斷向上。二是悲憫眾生。

見眾生苦，感同身受，千方百計去除眾生的

苦惱，與眾生共患難，在共眾生之際，帶領

他們一起去修行，去拯救其他苦惱眾生。人

間佛教就在學習中去實踐，個人化中去融眾

，未裝備好中去度眾，不計較，不急進。日

復日，年復年的去度生。

    經濟在社會中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可說

是人人關心之事，亦是民生最重要之事，每

天每一刻，每一個人皆為經濟籌謀，亦有人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可是，金錢的追

  

                                      

人間佛教（四）  寂慧

        

 

求，必需是正財，才能沒有不良的副作用，否

則得不償失。金錢的取得，有兩方面的限制，

一是不違反國法及戒法，例如殺人、盜取金錢

，國法不容；戒律亦不允許，此外，如飲酒、

賣酒，雖國法沒有抵觸，卻違反戒法，亦不可

以做。如賣酒導致他人因醉鬧事，間接做成的

罪過，可大可小。二是不求僥倖，不勞而獲，

個人貪婪的求財，如買六合彩、炒股票等，近

乎賭博之舉，除了助長貪婪之風，亦是無意義

，浪費精力，可能浪費寶貴的金錢，金錢該用

於利益他人，利益眾生的事業上；可是，金錢

未找到出路去利益眾生前，可作合理的投資，

取得合理的增長，以便日後有更多的錢財去作

利他事。賺取金錢的目的，除了養活自己及家

人外，更是為了布施其他眾生，因此，一位佛

徒亦如一般人般努力賺取金錢，只是不為自己

，而為布施他人。可是，在工作中，在平常中

，已能兼備布施，例如一位商人將價格定得很

低，直接利益顧客，已是即時的布施，菩提日

日增長。經濟在個人的安排上，要妥善外，還

要顧及大眾、社會、國家乃至世界，才是大乘

精神。「財來自有方」提示我們不要罔顧一切

去求取金錢，財富要來的時候，自有它的門徑

。要知道，財富是由於從前的布施帶來，這是

主因，加上後來的努力，因緣成熟而成，但要

小心錢財的副作用，及求財的方法是否正當，

得不償失的例子比比皆見。

　　教育是人間佛教的特質。在行菩薩道時，

濟貧是前行手段，跟著給予教育，謀生技能，

使其自立，最後開示佛法，徹底而深入的幫助

他們。知識改變命運，學習增長財富，教育是

人間中第一等重要，這是所有人的共識，共奉

行之道，不用多解釋。這同樣適用於佛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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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亦是第一等重要，奉行人間佛教時，

佛學教育根本之道，不可須臾離也。

　　政治是骯髒的，清淨的佛教不宜沾手。

可是，政治是眾人之事。人間佛教既然要走

進人間，參與政治及從政治中去弘法，容易

產生大的功效。歷代依附國家的高僧大不乏

人，如譯場譯事，國師問政，西藏政教合一

，盛唐政治清明，佛教藉此蓬勃發展等，經

論中有南傳彌蘭王問經，寶王正法論等，可

見佛教參與政治早有先例，亦是必然的。佛

教既普度一切，怎會捨棄骯髒的政治呢？只

是，該如何參與政治；如何問政？如何不被

大染缸同化而墮落？因此有問政不干政的主

張。政治的參與，沒有固定的準則，端視環

境、時代的需求而有不同，當然，各別不同

或深淺的參與皆有其利弊，難以判斷。例如

西藏人民知識水準低，政教合一，讓知識高

，菩提心重的喇嘛領導，是最好的選擇。中

國的帝王名利心重，害怕政權受損，佛教不

宜參政，只在旁引導，出謀獻策，極其量只

去到國師之位，不會構成任何人的威脅。佛

教中有嚴格的規定，參政的佛徒要受菩薩戒

，時刻不忘菩提心，時刻不會傷害眾生，在

大染缸中，勿忘初心。確是保持參與政治的

最好狀況。

　　人間佛教是大乘佛教，佛陀的本懷，生

生世世的菩薩道，有眾生之處，有煩惱之處

，自有人間佛教，這是過去諸佛的古仙人道

，亦是未來的佛道。世間多變幻，未來的變

化難測難料，所知所學的佛道，難以契入世

間，甚至迷失於世間幻化中，虛擬的世界，

虛擬的人生，不易捉摸，不易掌握。但勿忘

佛出於人間，諸佛菩薩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

世。我們亦不應忘失人間佛教的初心。

  

遠處有戰爭進行

硝煙過處

消失了什麽？

快快檢查

是最親，最愛

還是無關重要的雜物？

驚魂甫定

已無暇統計

無從估計

遠處有戰爭進行

硝煙過處

有佛出現

有菩薩出現

從塵沙中

從哀鴻遍野中

撫慰每一個心靈

救贖每一個不幸

從硝煙處

從塵沙中

遠處的佛菩薩  那羅

        

 

                                      

最重要的佛行事業  優多羅

        

 

　　師範學院每年培訓數以千計的師

資，為人師表。年復年，繼承教育大

業，為社會、國家作出重大貢獻。

　　為何佛教沒有師範學院，年復年

地培訓人天師範，為聖教，為眾生作

出重大貢獻呢？

　　芸芸弘法事業中，何以獨缺此一

事業？

　　可知道，那是最重要的佛行事業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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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華人佛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佛教在華人社會中的發展與機遇，在歐美地區有其地沿線及種族的限制，難寄厚望。星

馬南洋一帶，地區落後，華人勢力相對巨大，本有機會大力發展，但由於有其他宗教的霸佔

及不同種族的統治，亦是障礙重重。佛教的重鎮，就只剩下大陸、香港及台灣了。上世紀，

由於政治關係，大陸佛教幾陷於停頓及覆沒，台灣國民政府剛遷台，百廢待舉，無暇兼顧宗

教，佛教的發展只能依靠教內個別人士的奮鬥。獨是香港處於夾縫中，相對穩定，充滿潛力

。

　　佛教的根，本在大陸，香港在地理上極靠近，亦有交往，佔盡地利優勢，受干擾的程度

最少；由於是英國殖民地，較為放任。在大國及不同中外勢力中，有一定的平衡及中立，不

顯眼的佛教，沒有人重視，亦沒有人阻撓。由於香港是國際城市，資訊發達，佛教在國際間

的狀況及機遇，香港皆可清晰瞭解。在如此奇特的優勢下，香港極具潛質，甚至能發展成國

際佛教中心。可惜未能把握，甚至錯失機遇，落後於其他華人社會。

　　上世紀日本侵華，大陸經歷八年抗戰的災難，繼而發生內戰，文化大革命等蹂躪，佛教

幾陷於覆沒，為了保存經書及重要的文化，很多珍貴文物被轉移到香港來。早年台灣佛教界

不能進入大陸，經常到香港來取經，再帶回台灣重印。大量的佛教僧侶，從大陸避難到香港

來，作短暫的停留或久住，或取道至別的國家去，這給香港佛教帶來強大的生命力。早期香

港佛教幾乎全是大陸佛教的移植，或是外省佛教，亦有不少南僧北上「取經」，再回來發展

；亦有一些外地僧侶，欲到大陸發展或學習，取道香港，作短暫逗留，或未取得簽證，留在

香港發展，這些皆為香港佛教帶來不同的影響及貢獻。

　　回顧台灣佛教，本落後於香港，可是經過多位大師的駐錫及大力弘揚，漸漸超越香港，

而最重要是台灣多年來極重視佛教教育，開辦了不少佛學院，培養出不同的人材及接班人，

使佛教事業能延續下去。星馬地區亦設有多所佛學院，雖經歷數十年，成效不彰，可是，近

年有所改革，漸見成效，如能堅持及加上機遇，佛教穩定的發展，指日可待。香港雖起步早

，資源豐富，潛質深厚，可是未曾有一所像樣的佛學院開辦，因此，多年來一直未有紮根、

深遠的發展。故當務之急是開辦佛學院，作出百年大計的規劃。佛學院的開辦，是集中當地

，乃至外地的一流人材將不同的事業灌輸在莘莘學子身上，使他們能承接各人的專長，鶴立

雞群，而非只某一派、某一宗的學院。佛學院內，更要照顧到各人的修持，而非學院式的學

習。故倓虛法師當年開辦「華南學佛院」，而不稱為「華南佛學院」。

　　佛教的弘揚、繼承，必須從普及及深入兩方面去做，普及是有群眾基礎，從廣度發展；

深入是義理的發掘，將佛教的智慧，作專門的學習及探討，再應用出來。兩方面同樣重要，

亦有互補的作用。從百年佛教發展的軌跡中，可以看出，佛教應有兩種組織去發展，一是佛

學院式的教育事業，專門培養人材及以佛教智慧回應社會。二是聯合會式的組織，將正信佛

教團體組織一起，互補長短，聯合推動佛教，將不正信的團體摒諸門外，維持佛教的清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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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持佛教  寂慧

 

正確性。

　　從因果看，下多少苦功，對應目標，自有多少成果；若凡事只為個人考量，即興地作點

事兒，當然不會有什麽成果。佛教在各地的發展，從果上看，便可知道當地的付出及努力及

發心人數的多寡，而不是單憑「歌功頌德」，誇耀作了些什麽便能混濛過去。不管世間事務

、或是出世的佛教事務，付出多少，自有多少回報，那是成正比的，能發心多少，乃至犧牲

多少，定可反映在當地中。  

　　現代人真不容易，雖說科技，文化已有長足的進步，能帶來人類極大的福祉。可是，要

學會各方面的技能，再應用到生活中，極不容易。身處現代社會，要對政府政策有所瞭解，

對健康常識認識，醫療服務瞭解，一定的法律知識、會計常識、網絡的應用、勞工權益的認

知、財務的安排等。這些範疇皆繁複深入，要全面掌握並不容易，亦往往顧此失彼，損失很

大。當然，可以借助各科的專業師幫忙，但可惜費用不扉，且很多沒有達到專業水準，乃至

錯誤的服務。

　　不少的團體及組織紛紛聯絡各界專業人士，為他們的團體作出可靠的服務。佛教界在這

方面比較保守，沒有作出相應的行動。在此謹呼籲教界，早日為教友提供不同的專業服務。

　　佛教是一個很大的宗教，人數眾多，活動頻繁，資產不少，有些團體很富有，資產、流

動現金很多，可是沒有好好利用，用作弘法利生、教育等事業，亦沒有為資產增值，浪費了

很多機會及為教界爭取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很多有心為佛教出力的團體及個人，法師等

，常陷於貧窮困境，不但未能發揮弘法大業，就是生活亦感到困難。由於宗教關係，佛教單

身人士很多，終生克苦節儉，貯下不少財富，離世時，往往找不到人繼承財產，最後不知所

終或是草草交託，實在可惜。因此，一個或多個財務組織，專為佛教服務的創舉，刻不容緩

，這些組織分兩方面去工作。一是為固有的財富增值，及為佛教的基建投資，並為一些小本

資產尋求出路及繼承，如為一些離世的單身人士根據他們的意願去捐贈或成立基金等。二是

幫助一些要為教界辦事的人士提供財政服務，如活動經費、籌款、創設道場等，讓他們能安

心辦事；至於安僧，讓他們安心辦道，亦是主要的工作。

　　世間的財富本已富足，讓世上每一個人過得豐足，只可惜財富不均，使一些人貧困度日

，而富有的人亦不好過，每天為他們過多的財富擔驚受怕，怕別人奪取，怕資產貶值。佛教

界亦如是，由於出世思想，對金錢輕視，不屑，在因果關係下，受到很大的困擾。若能體會

財富的虛幻，不實，以假修真，亦是修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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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中，出家人嚴重缺乏，佛教道場的

住持，無以為繼，下半世紀以後直至今天，不

少人發心出家，佛行事業得以充份發揮。可是

，怪象百出，佛教由缺乏住持的深淵，掉進另

一個亂象百出的深淵。出家人四處遊走，各自

為政，各自籌謀，原有的制度無人遵守，對己

有利的條文，拿出來作妄為的憑據，不利的規

制，狡辯為時代變遷，不需遵守。

　　自唐朝慧遠大師主張沙門不禮王論，認為

僧事該僧決，佛教應自強，自律，毋須教外人

指點後，佛教地位提昇，寺產豐厚，出家人養

尊處優，嚴謹的法義不彰，每況愈下，引來社

會極大不滿，被評為不事生產，懶惰腐敗，縱

容，違反人倫，未盡社會責任，虛耗國庫，特

權階級。

　　說穿了，其實是利益問題，如果資產豐厚

，必遭人妒忌，如果只顧享受，不作出貢獻，

定遭人評擊，甚至搶奪。佛世時，僧團到處遊

行，弘法利生，不佔產業；吃的，穿的，皆是

人棄，或過剩的東西，完全沒有私產，不但不

會引來爭奪，亦是完全的利生。此外，佛還制

定不同的戒律，表面是約束出家弟子個人的行

為，實是不想弟子的行為對大眾構成影響。背

後的動機，全在為社會大眾設想。可以說，佛

教的存在，不會侵損社會，只會帶來利益，佛

教的存在，不會破壞環境，虛耗資源在營生上

，猶如不曾存在過。佛教的制度，戒律，對弟

子有嚴格規定，不許隨便出家，破壞佛教形象

  

遊走中的出家修道者  提舍

 

，任何人出家，必須多年的試驗及跟隨師父學

習，完成期後，才可自由，獨立，或到處弘法

。出家人必須有目標，持戒律，自立，對教，

對社會，沒有任何侵損，只有奉獻。

　　反觀今日的亂象，任何人毋須經過考核、

篩選、認可，只要剃頭，換上僧衣，便完成出

家程序，尤有甚者，出家後竟不穿僧衣，美其

名為不想自己的不好行為影響佛教；或是穿上

僧衣，再將俗服蓋其上，誑言內裏仍是出家人

。更有人出家不知所為何事，沒有人生目標，

沒有大願，只為披一件僧衣，美言是夙世的因

緣。或有出家後，沒有依止，沒有定課，不會

修行，不知怎樣修行，連生活也成問題，住宿

吃飯、謀生等生活性的問題，完全沒有考慮過

，只寄望發心出家後，自會有護法護持，不會

餓死。身為出家人，宗教師，住進公共屋村去

，與俗人混在一起，舉止言行與俗人無異，宗

教師身份，竟淪為與世俗人爭奪社會資源，領

取綜援金，受社會救濟。或於世間種種營生，

與俗人無異；但工作不便時，干脆脫下僧服，

反袖苦幹一番。更有出家人與俗家親眷共住，

或是住進居士家中，與俗人共作息，跟俗人無

異，閒時甚而與大群人進館子，大排筵席，高

談闊論，出家在家，混為一體。別說進修佛學

院，維持出家的專業資格，就是一般知識，學

問亦低落，如何統理大眾？如何攝受眾生？亦

有自行創設道場，甚至美侖美奐，招徠一大堆

人，每天討論營生，擴建各殿，籌謀費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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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役役於大小事務中，目標是建設一個掛名佛

教的家，讓不同的眷屬住進其中，舒適度日。

可以說，出家後，再遷進另一個家。

　　亦有一些別具用心之士，覷準佛教的「無

王管」，且資源豐富，信眾愚痴，干脆剃頭出

家，卻不懂佛理儀規，只有默默低頭出入，不

發一言，或是閉關躲起來，享受舒適，卻被信

眾誤解有道，修行功深，受人敬仰，頂禮膜拜

。無奈老一輩年事已高，急於找繼承人，雖不

滿其行徑，只有默忍，或是體弱多病，無暇管

理，任其自生自滅。這些一登龍門之徒，根本

沒有道心，亦不愛惜佛教，只是偶然機會下，

脫穎而出，除了外相是出家人外，內裏煩惱充

斥，自然胡作非為，不管出家人身份，不理佛

教形象。信眾見到外相已滿足，不在乎他們的

過去，不介意其內在思想，彷似出家後，霎時

變得完美，無須學習，吃苦，便可住持佛教，

統理大眾。

　　這些亂象，怪象，由來已久，非今天獨有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多次被詬病，朝庭看不

過眼，增設僧官，訂立僧制，嚴格篩選，考核

出家人，將佛教納入正軌。可是這些外來的管

治，定不如自我的約束好，畢竟僧事還是僧制

好。任何人皆不想受人約束，管制，於是提出

抗議，認為不受尊重，認為是外行人插手內行

事務。而忘記了只要表現好，能自律，對社會

不做成負擔，甚至有貢獻，自然受到尊重，無

從干預，毋須為受他人歧視而去爭取，抗議，

  

鬥爭。要有僧伽的尊嚴，卻不守僧伽的規矩；

取諸於社會，卻不回饋社會，必然帶來別人干

預的後果。佛陀早有所見，制定規戒，似在約

束僧伽，實是減少與世俗的對立，防患未然於

教外的干預，侵略。

　　有以為出家人超然於世外，不與俗人為伍

，是人間的世外桃源。卻不知出家或在家，僧

事或國事，皆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在地球村

內，一舉手，一投足，會影響到千里外的人。

在同一天空下，同一生活中，共享社會資源，

儘管如何躲起來，如何逃避，無法脫離與大眾

的關涉，充其量只是減少而已。因此，認為可

以躲進出家生活中，認為可以不被社會干涉，

認為可以安枕無憂，自由自在過活，是不實際

的想法。緣起法是眾緣的和合形成萬事萬物，

好事佔多便產生好果，壞事多便產生壞果。最

後迴向於種因者身上這是一種物理定律，因果

定律。

　　四處遊走的出家修道者，皆有一向道之心

，亦有其夙世因緣，只是把握不到目標，亦缺

乏出家的周詳計劃，弄至徬徨失措，虛度光陰

及大好因緣，實在可惜。而最可怪責的是他們

的師父，只讓他們出家，沒有好好安頓他們的

生活，指導他們的修行功課，甚至失去聯絡，

求助無門。

　　但願不再濫收門徒，濫為剃度。而流落在

外的，四處遊走的能被追尋回、認領、或是找

到他們的出路，不再做迷失的佛陀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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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感覺到，西方淨土與我們很遙遠？那個世界與我們多麽不同，習慣，生活方式，環境等，都有

極大差異。如何能變得親切，與自己融合？同樣，地獄世界，餓鬼世界，與我們亦很大隔閡。最親切，

最熟絡，習以為常的世界，當然是人間世界。要往生淨土世界，或地獄，餓鬼世界，必須有一很大的心

理轉變，才能適應彼方世界，同時對此方世界亦有一種疏離，不協調的感覺。往生地獄、餓鬼世界的因

，當然是殺、盜、滛、妄、酒，最大惡報的因，在人間習以為常，早已心繫惡道，身處的人間等同惡道

世界。同樣，淨土世界的因必須是嚮往淨土世界，心繫淨土佛的因，經常口念佛號，身禮本尊佛，意繫

淨土及佛，身口意常時飛往彼方世界，身處的人間，等同淨土，共處的善知識皆是蓮友；除了家中的小

佛堂，便是寺廟的大道場，往來的，彷似是彼土世界，各道場、蓮友、善知識。日常活動，總是聽經聞

法、念佛號、個人修、共修等。如果能堅持如此生活，等同往生極樂世界，逐漸成就三昧，往生可期。

　　總括而言，要得到一些東西，必須在未取得時，行為舉止已如取得般。例如要做一個富有的人，便

要言談舉止像一個富翁，滿腦子是投資、賺錢的途徑、方法，另一方面，不會與窮人為友，賺錢以外的

東西，亦不會接觸。久而久之，便變成一個富翁。同樣，求生淨土的人亦滿腦子淨土的印象，可隨時隨

地毫無掛礙地往生。如問一句現在馬上往生，可以嗎？如能毫不猶疑地答可以便可以了。

　　往生淨土，有兩方面去實踐，一是心嚮往之，二是除習氣，除去穢土的糾結，不捨，覊絆。

　　心嚮往之，常常思惟淨土的殊勝，見此土為他土，見漂亮的山河大地，便想到彼土的七重行樹、七

重羅網等；見此土的畜牲，便想到彼土的奇妙雜色之鳥，非是罪報所生。聽此土的吵吵嚷嚷，想到彼土

的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身住此土的不適，想起彼土

的無有眾苦。見車禍發生，或種種橫逆，生起菩提心，不覺念佛迴向，願不幸者即時往生淨土。在路旁

見動物屍首，即念往生咒，願生西方淨土中，種種幸與不幸，定與淨土拉上關係。當逆境來時，總聞彼

土的呼喚，猶如身在彼土中。這些，皆要很強的三昧力去承辦。因此，每天必須有一段時間，去除種種

干擾，靜靜地躲在一處修習，成恆常的習課，久而久之，三昧成就，便能承辦一切。

　　此外，除習氣，除去對此土的執著，貪著，不捨。單憑勉強自己不去貪戀這花花世界及親情實在不

容易，不穩當。應觀輪迴之苦，觀無始來，無盡的輪迴，實已疲累不堪，更觀往後沒完沒了的輪迴，再

無法貪著。而此土的名、利、爭奪、鬥爭，種種努力，種種得失，最終歸空，理解到世事的無謂。娑婆

世界的堪忍，五濁惡世，自然去除貪戀的習氣。

　　在強烈的此土與彼土對比下，選擇淨土世界不言而喻。

     淨土教言  寂慧

            此土與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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