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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什么叫净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恶修

善，儒家也讲得很好，第一要克服欲望。一定要

把自己的贪爱、嗜欲（种种嗜好）放下，如果不

能够舍弃贪爱，不能够舍弃嗜好，要想修德就难

了。请看本期专栏。

      福德都是从有为法，而功德从清净心显。 

《金刚经》教人离相、离见，令真心本性自然显

露，这是功德。 「修功德而著相，则功德成为福

德」，着相修功德就变质了。请看金刚经讲义节

要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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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净德决定有净行

　　1、何谓净行？从何处做起？

什么叫净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恶修善，儒家

也讲得很好，第一要克服欲望。一定要把自己的贪爱、

嗜欲（种种嗜好）放下，如果不能够舍弃贪爱，不能

够舍弃嗜好，要想修德就难了。为什么？在日常生活

中还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还挑剔饮食、穿着，就脱

不了轮回。我们真正要想求往生，一定要把这个断掉。

　　释迦牟尼佛当年的生活是佛菩萨最标准的生活，

吃饭是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都欢喜。供养的饭

菜好，欢喜，供养的饭菜不好也欢喜，决定是清净心、

平等心接受。所以穿衣、吃饭都是修行，修我们的清

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感恩心。人家布施什么，我

们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

　　要在生活上落实不分别不执着，这才叫真正修行，

你的功夫落实了。天天读经、天天念佛拜佛，对生活

本期专栏

清净福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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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还是这样讲究、那样要求，修行全没有功夫。真

正的功夫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上，饮食起居、处事待

人接物，我们的心清不清净？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

就错了。真正要想积德累功，就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头一桩事情，克服自己的物欲。儒家讲「格物」，

格是比喻格斗，物欲诱惑的力量太强大，要跟它打仗，

要把它打败，要战胜一切诱惑。这个世间名闻利养、

五欲六尘的诱惑，要战胜它，我们的功德才能够累积

得住。儒家讲的格物，就是佛家讲的断烦恼。烦恼无

尽誓愿断，从哪里断起？从生活上这些要求断起；要

不从这上面下手，这一生修学一定落空。

　　克服烦恼之后要求智慧，智慧能明理，所以佛法

断烦恼之后自然智慧开了，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儒

家「格物」之后「致知」，致知就是求智慧。有智慧，

功夫就得力。在哪些地方得力？儒家说得好，第一「慎

独」。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一个人独处，还能够遵守

佛在《无量寿经》教导我们修学的原则：「善护身业，

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善护口业就不说了，

因为你是一个人，没有说话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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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给我们三桩事情，第一个「善护口业，不讥

他过」。我们最大的毛病，总是喜欢批评人，闲谈的

时候总是说人家是非长短，所以佛把「善护口业，不

讥他过」放在第一句。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做到？功夫

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做得更彻底、更深入，要克服自

己的妄念，克服自己的妄念就是「善护意业，清净无

染」。儒家讲的「慎独」，佛家讲的「善护身业，不

犯律仪」，儒跟佛讲的没有两样。真正把这些道理都

能够通达明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理清楚明白，

自然就不会做错事、不会造罪业。

　　2. 深信因果 断恶修善 真正发心 着重专一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

是。」我们今生所遭遇的、所受的，前世造的业因，

我们所受的是果报，果必有因；这一生所作所为，这

一生修的是因，感得来生的果报。这一生果然如经中

所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的

来生非常光明，必定得生净土。

　　可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的水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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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菩提心着重在「发」字，你是不是真发？菩提

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彻底明了的心。我们在日常生活

当中还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你没觉悟，菩提心没

发。真正发菩提心，决定不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决定随顺佛陀的教诲，这是真正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关键在「一」、在「专」。一就是不二，

没有第二个念头。如果我们还有杂念，不是说念佛当

中有杂念，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杂念，什么杂念？为自

己的念头就是杂念、邪念；为众生、为佛法是正念。

不要以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标准很低，认为

我现在已经发菩提心了，事实上自私自利、是非人我、

贪瞋痴慢一点都没有改，错了！

　　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纵然为别人，还是掺杂自

己的利益在其中，那不是一向专念。这样学佛，到临

命终时依旧没有结果。决定不可以说佛法不灵，那是

自己糊涂，愚痴没有智慧，不是佛法不灵。自己没有

正知正解、正信正行，还要怪佛菩萨，怪佛法不灵，

决定堕阿鼻地狱。为什么？谤佛、谤法、谤僧。三世

因果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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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善根福德 互补互成 定生净土

　　在《阿弥陀经》上，佛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

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遇到净土法门，我们因缘具

足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因缘，能不能成就，就看我

们的善根、福德。什么是善根福德？能信、能解是善

根，能行、能证是福德。不能够真正相信，对于佛理

没有真正的明了，没有真正的搞清楚，这是善根不足。

善根不足，如果好学，这个人有福。有福的人好学，

他天天听经、天天读经，有疑惑就请问，好问可以弥

补他的善根。如果福德不足，善根可以弥补福德。善

根、福德相辅相成，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恭录自淨空老和尚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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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福德与功德，同乎、异乎？福德感果报，功德显体
用。福德多就有为言，功德每就无为言。修功德而
著相，则功德成为福德。修福德而不着相，则福德
即是功德。

　　「福德与功德，同乎、异乎？」以下这段要辨明

此事。 「福德感果报，功德显体用。」福德与功德不

同，功德之中一定有福德，福德之中没有功德。 「福

德多就有为言，功德每就无为言。」福德都是从有为

法，而功德从清净心显。 《金刚经》教人离相、离见，

令真心本性自然显露，这是功德。 「修功德而著相，

则功德成为福德」，着相修功德就变质了。 「修福德

而不着相，则福德即是功德。」功德、福德的差别，

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是功德；以染污心所修的是福德。

以染污心修禅定、修般若皆是福德。须知念佛若不能

生净土，都变成福德；念佛能往生净土，则全是功德。

９. 一念相应，谓其一念而与自性清净心相应。相应之
义便是证。净宗之一念相应，是指与弥陀之心愿解
行相应。如是求生净土，决定得生

　　这一段说明两个意义。前面是一般大乘经教的义

经论辑要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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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清净心、自性相应，相应就是「证」。在小乘

是四果四相，在大乘是五十一个阶位，方是相应，这

很困难！譬如，必须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才能

证小乘须陀洹果，这才相应，相应就是证果。破一品

无明，证一分自性，法身就是自性，与大乘圆教初住

相应，证初住位。这非常难！我们这一生，甚至小乘

须陀洹都做不到，更何况大乘！这是真话。

　　幸亏有第二个法门——念佛带业往生。 「带业」

是不断烦恼，一品烦恼都没断，也能成功。虽然不断，

但须伏烦恼，伏比断容易得多。我们只要以理智克服

感情，就是伏烦恼。用大的欲望，即到殊胜的西方极

乐世界，可得大自在，压低、舍弃小的欲望，也是伏

烦恼。这个方法能往生，实不可思议！不妨仔细思惟

观察这个世间，无论富有或贫穷，生活都苦不堪言！

人生真是一场空、一场梦。佛法说，「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造业而已，一无所得。因此，我们要

一心一意专求西方极乐世界！

　　佛在此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丝

毫不错。万法无常，刹那变化，想到此处，万念俱灰，

还有何放不下的？往昔即因放不下，虽生生世世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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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仍落到如此地步。这一生遇到如此殊胜的净土法门，

明白理论、方法之后，又见到许多往生的人以瑞相为

我们作证转，一定要真的彻底放下，求生净土。

　　此处的「一念相应」是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

行」相应，心愿解行都在《无量寿经》上。我为大家

定的朝暮课诵，早课念《无量寿经》第六品四十八愿，

目的在于我们的心、愿，要与阿弥陀佛相应。我们念

的不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而是自己的四十八愿。

借着阿弥陀佛的愿，令自己发起与阿弥陀佛相同的愿。

晚课念《无量寿经》第三十二品至第三十七品，目的

是解行相同。我们在娑婆世界如何生活，要依佛的教

诫修行，即解行相应。如此用功，决定得生！

１０. 生清净心之人，虽未成佛，却已成就成佛之法。
即离根尘识虚相，生清净心实相。

此段有相当标准，不是一般人的境界，而是生清净心

之人的境界。最低清净心的程度是破一品无明，这是

《金刚经》上的标准，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

是「生清净心之人」。虽然尚未成究竟圆满佛，但是

已在修学，且已掌握成佛的方法。方法是离相、证性。 

「离根尘识虚相」，即法相宗的「转八识成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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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用心心所，即舍弃八

识五十一心所，所用的就是真心、自性，即非凡夫，

而是真正的法身大士。此标准确实很高，故「生清净

心实相」，即前文说的「生实相」。由此可知，一般

通途所说的大乘法门的确高。

　　「信心清净」，才是真实大乘的标准。现在说的

大乘，是名字大乘，心行不如小乘，观行都做不到。 

「观行」是真修，虽然没有证得，但真干，真的照学。

如《金刚经》上说的，离四相、离四见，离名字、离

言说、离境界，于生活中认真落实，就是观行即。如

果每天说与读，但不肯照做，是「名字位」，永远有

名无实，无丝毫用处，不如小乘人，甚至世间的善人。

我们要认真反省。一定要真正用功、觉悟回头。大乘

标准如此高，虽然做不到，一定要心向往之。其它法

门做不到，但念佛法门行，要死心塌地，老实念佛。

　　我曾到一个道场讲经，住众正在晒《大藏经》。

我见他们保存经典如此恭敬，劝他们晒好之后收到藏

经柜封存，并将寺院全部的经书封存，老实念阿弥陀

佛。直到某日念到心清净了，再打开经书阅读，届时

生智慧了，阅经即与往昔不同，能看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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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很慈悲，将修学的顺序说得很明白。 「四弘誓

愿」是修行的次序，第一要发菩提心，即真正觉悟之

心。 「菩提心」是度众生的心，舍己为人，广度众生，

要先发心，否则无法落实。世间人之所以努力工作，

是金钱在推动；而佛菩萨舍弃名闻利养，何以仍能精

进不懈、不疲不厌的工作？是菩提大愿在推动。我们

现在努力精进修学是为度众生，学佛从断烦恼修起。

学习的内容要单纯，一门深入，几时心真正清净了，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达到生实相时，就「法门

无量誓愿学」。烦恼没断，信心未达清净生实相，就

老实一门深入。

　　《华严经》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真正得到

信心清净。见思烦恼断了，破一品无明，老师请他外

出参学。五十三参成就后得智，无所不知。在本师会

下求学是断烦恼，「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善

财是在文殊菩萨会下成就根本智，才能修后得智。根

本智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后得智是「法门无量誓

愿学」，它有次第。

>> 续载中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讲于 1995.5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美国，

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12

印光大师开示

 勉行人努力

古人云：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终身受用不尽。不

务躬行，纵读尽世间书，于己仍无所益。如真龙得一

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泥龙纵泡之水中，也不免丧

身之祸。

（正）复某居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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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小故事大智慧】单衣顺母

　　春秋时代，有个孝子叫闵子骞。他的母亲去世比

较早，父亲娶了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对他不

好，常常虐待他。一年冬天，后母用芦花给他做衣服，

而给他的两个弟弟做的是棉衣。芦花做衣服看起来很

蓬松，但是不保暖。

　　刚好他父亲带他外出，让他驾马车。因为天气太

冷，冷风飕飕，衣服又不保暖，所以他就冻得发抖。

父亲看了以后很生气，衣服已经穿得这么厚了还在发

抖，是不是有意要诋毁后母。

　　一气之下，就拿起鞭子抽打闵子骞。结果一鞭子

下去，衣服破了，芦花飞出来，父亲这才明了，原来

是后母虐待自己的孩子，所以很生气。回到家里，当

下就要把他的后母休掉。

　　闵子骞对他的后母还是一味的真诚。在此时只有

一个念头，跪下来跟他的父亲说：「父亲，不能赶后

母走，因为『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有母亲在

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寒冷，假如母亲走了，我和两

个弟弟同时都要挨饿受冻。」



恭录自蔡礼旭老师

《小故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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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形之下，闵子骞至诚的孝心丝毫不减，

而且还想到兄弟和家庭的和乐。这一分真诚让他的父

亲息怒，这一分真诚也让他的后母生起惭愧之心。

　　闵子骞这分真诚的孝心转化了家庭的恶缘，致使

家庭从此幸福和乐。所以，「亲憎我，孝方贤」。我

们时时处处想着「德未修」，所以「感未至」，真诚

就能永不忘失，能时时提起关照。



15

因果教育

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新译（79）

清朝崑山周梦颜安士氏述／民国蓬岛思尼子新译

常须隐恶扬善。

【发明】奸恶的人白天作恶、晚上谋划，不遗余力，这

是有作恶之实。而那些不很积极、躲躲藏藏，恐怕会

被发现，这是只有作恶之名。作恶而不隐藏，势必辗

转传播，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先哲曾说：「听到别

人犯过，就像是听到父母的名讳，耳朵只能够听，嘴

巴不能够说。」这真是仁人君子的高论啊！那些轻薄

平庸之辈，往往喜欢听到别人的过失，习惯将谣传的

话认为是确实的言论，甚至加以修饰与增加，来败坏

别人的名节。这种人在明的方面不遭人陷害，在暗的

方面不遭到天谴，几乎是很少的。

⊙细微的恶行，固然应当替他隐藏；重大的恶行，更

是应当替他隐藏。男子作恶，固然应当替他隐藏；女

人作恶，更是应当替她隐藏。自己作了恶，固然不能

不隐藏；祖先作了恶，更是不能不隐藏。总是恶名愈

大，那么我为人隐藏的功德也就愈大。那些不会替人

隐恶的人，都是没有福分替人隐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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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谈论有益的乐事，必定说：「乐道人之善。」

所说的「道」字，就是宣扬的意思。好话、好事，这

是人们难以做到的，如果有一项美德，人家就加以传

播，那么善人就会更加善良，这就是帮助人行善的意

思。所以善在圣贤来说，可以鼓励风俗；善在乡里来

说，可以感化顽固无知的人。它的关键全在称扬赞叹，

不淹没他人善行的心而已。

⊙「善」字所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应当同时涵盖言

行大小、远近闻见来说。 「扬」字所包括的范围也很

广泛，同时涵盖了书面和口头的劝化、亲身实行并教

导别人也能实行而言。

【下附征事】

宿世口业【发觉净心经】
　　佛陀在祇洹精舍说法，有六十个初发心的菩萨一

起来见佛陀，五体投地，悲泪如雨，各自请问前世业

缘。佛陀说：「你们在拘留孙佛（贤劫千佛中第一尊

佛）时出家学道，退失道心。当时有一个虔诚的施主，

供养两位法师极为钦敬。你们在这个时候生起嫉妒心，

在那位施主的家里说法师的过失，让他渐渐生起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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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慢的心理，断了他的善根。因为这个因缘，堕落在

四种地狱里面，经过几万年之后才投生人道，在五百

世当中，生下来就瞎眼，愚痴而没有智慧，经常被人

们轻视。你们将来命终之后，在五百年正法灭时，还

会投生到恶国恶人的地方，成为下贱的人，被他人诽

谤，迷失本心。过了这五百年，然后灭尽一切业障，

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时阿弥陀佛才为你们授记

成佛。」

【按】誹謗三寶、廢棄因果，這與殺父母、殺阿羅漢等，

同樣是第一等重罪。因為那是斷了人家的善根，障礙

人家的慧眼。世俗人看見有人設齋供養僧尼，沒有不

說阻礙的話，這是因為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天性刻薄，

以諷刺、批評、嘲笑為本事之故；一個是不明白三世

因果的道理，不知道三寶是大福田之故。

口业余报【杂宝藏经】
　　罽宾国有一个罗汉，名叫离越，在山中坐禅。有

人走失牛只，寻找到山中。当时正遇离越煮草染衣，

他的衣服自然变成牛皮，染汁自然变成牛血，所煮的

草自然变成牛肉，所拿的钵具变成牛头。牛主就将他

送进官府，囚禁在牢狱。关在狱中十二年，固定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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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喂马、除粪。业缘将尽时，离越的弟子远远就看见

师父在罽宾国的监狱中，就来报告国王。国王下令狱

中若有僧人，可以让他出来。离越听到了，须发自然

脱落，纵身到虚空中，作十八种变化。国王大为惭愧、

谢罪。离越自说：「我在过去世也曾经走失了牛，诬陷、

诽谤罗汉，有一天一夜，所以堕落三恶道受无量苦。

罪业还没有完全消除，现在证得罗汉了，还是要被人

诬陷、诽谤。」

【按】罗汉已经断除后有 (1)，还是不能免除剩余的业

报，这是因为他还有怨家存在。但是须知罗汉所受的

业果，与世俗人所受的业果本来就相差很大。譬如各

天的天人用同样的钵具吃饭，而食物却有精粗的差异；

三头野兽同时渡河，而河水却有深浅的不同，不能一

概而论啊！

(1) 后有：生死身之最后，即最后身，不会再轮回六道。

绮语花报【沈永思说】
　　宜兴县的潘书升，名叫宗洛，康熙甲子年秋天，

梦中到了关帝殿，刚好在发卷。呼叫第一名前来，随

即把他踢下去。第二名就是自己。呼叫第三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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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都没有到。又看见墙壁上挂一张黄榜，榜首的名

字是「为楫」二字，只是没有看到他的姓。一会儿，

一个红面人提着他头上所戴的帽子，放到潘书升的头

上。潘醒来后非常惊讶。等到发榜之后，潘果然得到

第一名。他就到处查访名叫「为楫」的人，不久查知

是娄县的傅鹿野，特地前去拜访。而傅的文学名声向

来很大，主考官果然把他定为第一名，前两场的文章

评价非常好，因为遗失第三场试卷，于是遭到排除。

原来傅的为人很有口才，平生说了很多绮语，喜欢宣

传别人的缺点，所以得到这个报应。考试揭晓之后，

主考官非常喜欢他的文章，特别请来见面。傅鹿野从

此因为不满而闷闷不乐，怀恨在心，不久就因为腹胀

而突然死亡。

【按】文人的口业，绮语特别地多，他人不舒服的事，

他偏偏能在谈笑之间将它揭露。在我的嘴上愈是顺口，

那么在对方的怀恨就愈深。每每见到聪明的文人，往

往极度地贫穷，潦倒不堪，甚至反而不如小贩稍微能

够解决衣食问题。这样的处境，哪里必定都是前世的

缘故呢？如果能够存心仁厚，常以隐恶扬善为怀，那

么嘴巴所犯的四种恶业 (2)，不必期待减少而自然就减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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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口、意共有十种恶业，身三、口四、意三。身三即是

杀生、偷盗、邪淫（夫妻之外的男女关系）；口四是妄语（假

话）、两舌（挑拨离间的话）、恶口（粗恶话）、绮语（杂秽话，

语含淫意）；意三是贪欲、瞋恚、邪见（否定因果等）。

>> 续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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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曾经听一位同修说，自从学习传统文化

以后，他总是能感到温暖和快乐。其实，往往只

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比如下雨天，借给别人雨

伞；或者看到人家咳嗽，递给他一个纸巾。都是

很小的事情，却能带来浓浓的暖意。所以，我觉

得事情不论大小，还是看心境，只要有一颗爱

心，无论是去做伟大的事业，还是平凡的小事，

所感到的爱是一样的。

文章来源：佛陀教育网路学院－ ei06214 同学

心得交流

学习上帝的爱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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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问：家里供奉的佛像旁，是否可以供奉「遍法界虚空

界众生之往生莲位」？

答：可以。

问：香炉与供水是否需要多准备一份？

答：不需要。尤其住在都市，都市里面现在都是公寓

房子，在公寓里面一支香就够了，最好用短的香，不

要用长香，尽量减少污染。

问：弟子的父母于国内过世，在家乡不远处有一个佛

寺有往生堂，请问可否把父母的亡灵放在那边？

答：可以，有寺庙道场，供奉在那个地方是好事情。

问：请问过世者在什么情况之下火化会有舍利子？不

信宗教，但孝养父母、心地善良者是否也会有舍利子？

答：舍利子是一种感应，心地清净才有。一般讲有一

点定功，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它是一个修行，也是

一个作证。有，很好，没有，也不要放在心上，最重

要的还是自己真正修行功夫重要，不要受这些东西的

干扰。我早年，一九七七年在香港，他们告诉我倓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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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的舍利，倓虚法师火化有舍利。那时英国人统治

香港，英国人就拿去实验，拿铁槌敲。真的，铁槌都

敲凹了，舍利还如如不动，这是真的，一点不假。所

以凡是你看到舍利，你用手轻轻一按它破了，假的，

不是真的。

问：请问应根据何种现象，判断过世者是否往生西方？

答：最直接、最有效的，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

的人，佛来接引，我现在跟他去了，那是千真万确的。

实在讲，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自己要认真努力，走的

时候最好自在。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走的时候

预知时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站着走的，坐着走

的，完全没有疾病，那就是真的，一点不假。

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了个很好的例子，不说话，三年

往生，两年十个月他走了。瑞相好。他留下来这篇文

章，「止语的利益」，不说话，心是静的。心净则佛

土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因素，不可以不

知道。

问：他说请问什么样的功夫可以留下不坏的肉身？肉

身不坏者，如果没往生西方，是否决定是证果、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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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功夫才能做到？

答：不一定，留舍利、留肉身都与这些没有什么重大

的关系。成佛、证果、往生西方，很多人不但不留肉

身，连舍利也不留，干干净净。为了还想留肉身，为

了还想留舍利，这个人往生不了，为什么？他还执着，

还有情执，还没有放下，他心不清净。留下来是给众

生做个证明，这就是他有用意，他绝对不是为自己，

给众生做一个接引的因缘，这是可以的。但是也不能

太多，太多就变成妖言惑众，起了反效果

节录自 21-356 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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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老和尚网路直播台

◎淨空老和尚最近讲演资讯，详细内容请参考
网路直播台  (CN 镜像站 )

法宝流通

◎淨空老法师讲演 CD、DVD 及书籍，皆免费结缘，
请就近向各地淨宗学会索取

◎台湾地区同修请领法宝，请至
华藏淨宗学会弘化网 - 法宝结缘

◎中国大陆同修请领法宝，请至
http://fabo.hwadzan.net/

信息交流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成立缘起：我们常常收到各地网

路同修来信，皆言及虽有心学佛，却不知从何学

起，应如何听经学习。又　淨空老和尚的讲演有大

小性相，各个宗派的经论典籍，法海深广，初学者

不知修学之次第，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以故学而

不得其宗旨，始勤终惰，退悔初心，实为可惜！今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之成立，正是针对上述缘由，将

现有网路的文字（教材）与影音（讲演画面）合为

一体，如同「网路电视台」，为世界各地真正有志

http://www.amtb.tw/tvchannel/play-1-revised.asp
http://www.amtb.cn/tvchannel/play-1-revised.asp
http://www.amtb.tw/jzplace.htm
http://fabo.hwadzan.com/
http://fabo.hwadzan.net/
http://www.amtbcollege.org/amtbcolleg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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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佛者，提供一个方便快捷，随时随地不受时空

限制的网路修学环境。网路学院一切课程之排列，

皆是以　淨空老和尚为澳洲淨宗学院所订之课程，

从初级到高级，从本科到专科的修学次第，也是为

实现澳洲淨宗学院将来能真正达到远距教学的前哨

站。今日社会是科技进步、资讯发达的时代，要善

用高科技宣扬妙法，阐释正教，令佛法传递无远弗

届，才将进一步利益更多学人，将般若文海遍及环

宇，使一切有缘众生得佛正法薰习之机会。若有心

想修学的同修，可至佛陀教育网路学院参观访问。

淨空法师英文网站  网址为

http://www.chinkung.org/，此网站主要以配合　

淨空法师的和平之旅，同时接引国外众生认识佛教。

提供　淨空法师多元文化理念及国际参访等相关资

讯。敬请诸位同修将此网址广为流通给外国同修，让

他们更有机缘认识佛教，功德无量！

淨空法师专集大陆镜像站  网址为

http://www.amtb.cn/，更方便大家记忆。大陆地区

同修可以就近访问这个网站。若同修于浏览中有发现

任何问题，欢迎来信告知，请至 amtb@amtb.tw 。

http://www.amtbcollege.org/amtbcollege/index.asp
http://www.amtb.tw/e-bud/e-bud.asp
http://www.chinkung.org/
http://www.amtb.cn/
http://www.amtb.cn/
mailto:amtb%40amtb.tw?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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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讯息

【下载】儒释道网路电视台 APP ( 安卓系统 )

请关注加为好友以接收最新讯息

淨空法师专集网 

华藏淨宗弘化网

微信 ID：amtbhz

新浪微博

LOFTER

Facebook

淨空法师专集网站

佛陀教育杂志由华藏宗学会网路组恭製

e-mail: amtb@amtb.tw

http://www.amtb.cn/amtbapp/
http://www.amtb.org.tw/
https://www.hwadzan.com/
https://www.weibo.com/amtbtw
http://amtbtw.lofter.com/
https://www.facebook.com/amtbtw
mailto:http://amtb%40amtb.tw?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