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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放下，有兩種情況，第一種，事實真相搞

清楚、搞明白了，不必他人勸，自己自動就放

下了。請看本期專欄。

　　佛以二諦說法，「真諦」是佛自己的境界，

完全講真實的；「俗諦」是隨眾生的境界。所以，

俗諦是眾生的常識，我們能理解；真諦我們時

常無法接受，不能理解。請看《金剛經講義節

要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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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人是真正利己

　　怎樣才能做到利己？利人才是真正利己。諸佛菩

薩在十法界裡面現身，如《普門品》中所說的三十二

應，《華嚴經》上講的五十三參，隨類化身，隨機演

說，無不是利益一切眾生。利益一切眾生才是真正的

利益自己，為什麼？眾生就是自己，眾生就是自性，

眾生就是法身，眾生就是真如本性。眾生，這個名詞

的含義無限深廣，不是單單指有情的眾生，其本義是

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由此可知，盡虛空遍法界所

有一切現象，皆是眾緣和合而生的，所以全都是眾生。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眾生包括動物、植物、礦物，

以及一切自然現象。為什麼說這個是自己？唯心所現，

心是自己。心是能現，眾生是所現；識是能變，眾生

是所變。所以盡虛空遍法界是自己的性識變現出來的

相分，覺悟了的人知道「全妄即真」，迷惑的人是「全

真即妄」。可是迷悟的受用差別太大了，覺悟的人，

他的受用是自在隨緣；迷惑的人，苦惱災難常常不離

身。苦樂，實在講是一念之差，一念覺，離苦得樂；

一念迷，苦上加苦，這是佛在一切經裡面告訴我們的，

本期專欄

喚醒自覺 激發正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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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事實真相。我們明白之後，要學習佛菩薩，效法

佛菩薩，捨己為人，釋迦牟尼佛給我們做了最好的榜

樣。

　　釋迦牟尼佛一生中對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不僅沒有惡的行為，連一個惡的念頭從來都沒有，對

一切眾生「真誠、清淨、平等、慈悲」，這是圓滿的

福報。我們看到他的生活很苦，這是我們凡夫的錯覺。

凡夫以為有財富、有地位，享受五欲六塵之樂，認為

這個是樂。佛菩薩心裡的享受，我們體會不到，他是

清淨之樂。在十法界，在六道輪迴，幫助一切眾生，

這是成就功德，自己在其中，真正能做到一塵不染，

這不是福報是什麼？我們凡夫做不到，凡夫的心是污

染的，佛的心是清淨的，所以他的那種樂、那種享受，

我們沒有辦法體會到。從很粗淺的地方去觀察，他沒

有妄想，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沒有貪瞋痴慢，沒有

憂慮，沒有牽掛，這才是真正的樂，這才是真正的福

報。

　　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兩種圓滿的享受，天天在

表演，天天在做給我們看，我們看不出來。我們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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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在名聞利養、五欲六塵之中，而不自覺。佛告訴我

們，覺性是我們本有的。馬鳴菩薩在《起信論》裡說

得好，「本覺本有，不覺本無」，這兩句話給我們奠

定了信心。「本有」決定可以恢復，決定可以證得；「本

無」決定可以斷掉，可以捨棄，可以放下。為什麼我

們現在還放不下？我們對於事實真相沒搞清楚，所以

放不下。

　　（3）真誠敬師 補足善根

　　放下，有兩種情況，第一種，事實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不必他人勸，自己自動就放下了；第二種，

雖然事實真相沒搞清楚，沒搞明白，他對老師有信心，

老師教他放下，他就放下了，這就是《金剛經》上講

的「信心清淨，則生實相」。我們現在清淨信心沒有，

事實真相也沒有搞清楚，要叫我們勉強放下，我們做

不到。這兩種人都非常稀有、非常難得，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的人是大徹大悟。能夠完全相信老師，這是善

根深厚，《阿彌陀經》上講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緣得生彼國」，這個人的善根福德非常深厚，他聽老

師的教誨。佛經裡面常常說「根熟眾生」，就是講這

兩種人，他們在一生當中必定修行證果。反之，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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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難成就。

　　我們自己要認真的反省，我們是屬於哪一種人。

這兩種都不是，那怎麼辦？有補救的方法，這個補救

的方法就是親近善知識。佛陀當年在世，很多弟子一

生都跟著他，天天聽他講經說法薰陶，這個薰習的力

量很大。我們自己的善根福德智慧不能現前，通過長

時期的薰陶，可以提前。在中國，我們在《高僧傳》、

《居士傳》、《善女人傳》裡面所看到的，有親近善

知識十年開悟的，二十年開悟的，三十年開悟的，這

都是一生成就的。這種人，正是善導大師所說的，遇

到的緣殊勝，所以他的成就也非常殊勝。過去倓虛法

師告訴我們，他的一位老學長，諦閑老和尚的徒弟，

曾經是一個鍋漏匠，沒有念過書，不認識字，跟老和

尚出家，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告訴

他說：你就好好的念，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

著再念，將來准有好處。結果他成就了，他念了三年，

站著往生，死了以後還站了三天，等他的師父來替他

辦後事。這就是因為信心清淨。

　　我們親近善知識，最大的問題是對善知識打了許

多問號。這對善知識有沒有損害？絲毫都沒有，傷害



6

的只是自己。我們如果不尊重自己所學的，老師再高

明，也沒法子幫助。我們自己信心不具足，不但道業

不能成就，看經聽教，也把自己的悟門堵塞了，不會

開悟。這個道理，正如印光大師所講，「一分誠敬得

一分利益」，這個「誠敬」是對老師。對老師的尊敬

不是表面的，不是裝出來的，「誠於中」，自自然然「形

於外」。老師是否開悟無關緊要，問題是自己的真誠

心，真誠心就起感應道交的作用。

　　（4）長時薰陶 落實教誨

　　我們要想覺悟，一定要讀誦大乘，接受大乘經長

時間的薰陶，不僅如此，還要把它落實在生活當中。

落實在生活當中，就是對人、對事、對物，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決定遵守佛的教誨，依教奉行，這是我們

走自覺的路子。佛菩薩不但是這樣教導我們，他們自

己以身作則，為我們做出榜樣，使我們有所遵循，知

道如何在實際生活中去學佛。佛法沒有離開我們的生

活，日常生活點點滴滴，覺了就是佛法，迷了，天天

念佛讀經也是世間法，也不是佛法，迷悟在心不在法。

覺悟之後，一切法就得自在受用，這就是佛華嚴，完

全融合在現實生活之中，這就是佛法講的證果，證得

了才真正得到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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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反求諸己 無欲無求

　　修學人要時時刻刻觀照自己。我們現在犯了一個

很大的錯誤，我們念念當中挑別人的毛病，自以為是，

別人都有過錯。佛菩薩給我們講真話，一切眾生沒有

過錯，過錯在自己。六祖在《壇經》上也說，「若真

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世間有沒有過失？沒有過失。

過失在哪裡？在自己的妄想、分別、執著。如果離開

妄想、分別、執著，就看到一切眾生本來成佛，他哪

有過失！人家沒有過失，我們硬要把他看成過失，過

失在自己不在別人。

　　這個道理很深很深，大乘經裡面講得很多，講得

很透徹。「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虛妄的，夢幻泡影，有什麼過失？再

說到「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到裡面去找過失，找

不到。所以世出世間法，一切過失從哪裡產生的？順

我自己的意思是好的，不順我自己的意思就是惡的，

是從自私自利那個意識裡變現出來的，麻煩出在此地。

所以要想真正修行，就要放棄對於一切人、一切事、

一切物控制的念頭、佔有的念頭。這是我們的大病，

根源就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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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門有一句話說：「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為什麼不沾身？沒有控制百花的意念，沒有想得到它

的企圖，所以不沾染。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

要懂得這個道理。「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取」，

不可得卻想得到，不可取卻想取，錯了！所以要仔細

認真去觀察、領悟，自己這個身體都不可得、不可取，

何況身外之物？《金剛經》說：「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法是指佛法，佛法也不可得、不可取，何況世

間法？這是基本的指導原則，是佛法修學的基本理念。

　　佛法講「解脫」，能從這裡解開，就超脫了。只

要有佔有和控制的意識存在，就沒有辦法解脫，就是

死路一條，念佛也未必能往生。阿彌陀佛來接引是接

引解脫的人，沒有解脫，他拉都拉不動，怎麼能去？

　　（6）拓開心量 無私奉獻

　　念念不要想自己，要想他人、想社會、想一切眾

生，奉獻自己，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自己在日常

生活當中所需不多，最簡單的生活，最平凡的生活，

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最健康的生活。念念還為自己，

還要標榜自己，這個錯誤，迷上加迷，往往自己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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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正有學問的人，有修養的人，一看你就清楚，

就明瞭。你愈是想辦法裝扮自己、掩飾自己，過失愈

往外顯露，必須要自己克服煩惱。佛教導我們拓開心

量，起心動念想一切眾生。如何能夠為眾生，為社會，

為國家造福，而不為自己，這是斷煩惱求覺悟的一條

正路。

三、結語

　　只有佛法才真正認識虛空法界是一個生命的整

體，真實、究竟、美滿。有這個認識，這叫佛知佛見，

見解與佛相同，這是我們應當要認真努力去學習的。

首先我們必須要把佛教的本質認識清楚，知道從哪裡

學起，學來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好處，會得到什麼樣的

結果，這樣我們學佛才會有成就、有意義、有價值。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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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聞法當深會其用意之所在。若執著名言，死在句

下，為學佛之大忌，亦非圓融無礙之佛法矣。信、

解、行、證四事，無一不關緊要，而信解尤為最要

也。

　　「聞法當深會其用意之所在。若執著名言，死在

句下，為學佛之大忌，亦非圓融無礙之佛法矣」。此

段文是對初學最寶貴的開導，我們必須遵守此原則。

「聞法」包含聽經及閱讀經典，無論閱讀經典或聽經，

一定要深深體會用意之所在，就是「會聽」。古人所

謂「耳聽、心聽、神聽」，形容領會深度之不同。耳

聽最淺，心聽較深，神聽更深，須能體會。不會聽的

人，就是「執著名言，死在句下」，是學佛最大的忌諱。

如是聽經，決定無法體會佛法的義趣。往昔我隨李老

師學教時，老師教我全神貫注聽講，勿作筆記。因為

會聽之人聽教理，即「深會其用意之所在」，李老師

將聽經分層次，會聽的聽教理，理通了所有佛法皆通；

其次是聽教義，雖不能全部貫通，但能通一小部份。

如開經偈云，「願解如來真實義」，「義」是義在言外。

般若，在《金剛般若經》的字外，字中找不到般若。

讀經，是義在字外；聽經，是聽言外之音，如此即得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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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

　　唯恐「執著名言」，「名」是名相、名詞術語，

「言」是言說，名言記錄下來就是文字。「死在句下」，

是讀死書，以此法讀佛經，就學成佛呆子。雖然記很

多佛法，但無法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即儒家所謂的

記問之學，沒有用處。佛法圓融無礙，才是真的大乘

佛法，才能入《華嚴經》的境界，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死在句下之人，永遠入不了華嚴境界。

　　「信、解、行、證四事，無一不關緊要，而信解

尤為最要也。」此四字，字字重要，而信解是最重要

的，因為不能解，就不能行。此經上其實是教我們放

下，放下是「行」。由於不明白放下的道理，看不破

所以放不下；真正看破之人，不須人勸說，自然就放

下，不再執著。一切妄想、分別、執著的根源，是不

明白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看破是看明白了。因此信

解是入門，最為重要。真正解了之後，一定會行；真

正肯行，沒有不證果的。

15.《大論》卷五十云：「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

通達，無礙不退，名無生忍。」《大論》卷七十三

云：「得無生法忍菩薩，是名阿鞞跋致。」《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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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八地證無生忍。《仁王經》則在七、八、九地。

故言初住證者，是分證。八地等證者，是圓證。

　　「大論卷五十云。」《般若經》上說的《大論》，

若未特別指明，就是《大智度論》，屬於般若部。在

法相說《大論》，一定指《瑜伽師地論》。《大智度論》

有一百卷，第五十卷中有這一段文：

　　「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通達，無礙不退，

名無生忍」，這是《大智度論》對「無生忍」的解釋。

「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諸法實相，確實沒有生滅，

「實相」即真相。我們見一切相有生有滅，動物有生

老病死，植物有生住異滅，礦物有成住壞空，這些皆

是生滅相，這是佛的方便說，隨順眾生而說。

　　佛以二諦說法，「真諦」是佛自己的境界，完全

講真實的；「俗諦」是隨眾生的境界。所以，俗諦是

眾生的常識，我們能理解；真諦我們時常無法接受，

不能理解。除佛之外，往昔未曾有人如此說法。此句

依真諦而說，如來的境界，如《楞嚴經》上所說的，

如來與大菩薩法身大士的境界，見到一切法不生不滅，

方是一切法的實相，而與我們見到的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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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十法界的現象，一彈指有六十剎那，一剎那

有九百生滅。其生滅的時間極短，因此看不出生滅，

故說「不生不滅」。而我們感到的生滅是相續相，就

變成生滅。

　　佛說的事實真相，我們雖然相信、接受，但我們

畢竟尚未證得。果然「信受通達，無礙不退」，「不退」

是信心不退，「通達」是證明，契入佛親眼見到的境

界，見到阿賴耶識的三細相活動狀況，即「無明不覺

生三細相」的境界。佛說，八地菩薩才能見到阿賴耶

的三細相。八地是「不動地」，八地菩薩所見的與佛

見到的完全相同，所以毫不懷疑，完全接受佛所說的，

才是證無生法忍的菩薩。

　　「《大論》卷七十三云：得無生法忍菩薩，是名

阿鞞跋致。」此段證明《彌陀經》、《無量壽經》上

說往生的狀況。我們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是八地

菩薩，所以念佛法門是難信之法。佛說，凡夫要以無

量劫才能修滿十信。十信菩薩不但退轉得很快，而且

退的幅度很大，所以無量劫才十信行滿。十信行滿之

後，即證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從證三

不退這一天起，時間即可計算，不似前面之進進退退，

無法計算。十信行滿，證三不退，指的是圓教。從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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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退起，修行成佛需三大阿僧祗劫。我們修學已歷

經無量劫，「曾經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無量

壽經》及《金剛經》皆如是說。

　　證得圓教初住，就是證三不退，此時算起三大阿

僧祇劫。第一個阿僧祇劫修滿三賢位— 十住、十行、

十迴向；第二個阿僧祇劫修滿七個位階，從初地至七

地；第三個阿僧祇劫修三個位階— 八地、九地、十地。

「無生法忍」的菩薩是八地，須滿兩個阿僧袛劫之後，

入第三個阿僧衹劫才是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仁

王經》則在七、八、九地。」佛在《仁王經》中，將「無

生法忍」分作三品：下品七地菩薩、中品八地、上品

九地。十地是「寂滅忍」，較無生忍提升一級。寂滅忍，

法雲地菩薩是下品，等覺是中品，佛證的是上品寂滅

忍。

　　「故言初住證者，是分證。八地等證者，是圓證。」

說初住，是將此標準降低，嚴格的標準是八地。放寬

而說，初住證得少分，故稱「分證」。八地是「圓證」，

無生法忍是證到圓滿之意。

 >> 續載中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講於 1995.5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美國，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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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師開示

 勉行人努力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竊謂徒悲究有

何益。須知生死，大事也。信願念佛，大法也。既知

死之可悲，當於未死之前，修此大法。則死不但無可

悲，且大可幸也。何以故？以淨業成熟，仗佛慈力，

直下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得以

永離眾苦，但受諸樂。漸次進修，直至成佛而後已也。

（三）《飭終津梁》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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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

拾椹供親

　　在漢朝，有個讀書人叫蔡順，他母親喜歡吃桑椹。

有一天，蔡順出外去採桑椹，他拿了兩個籃子，一個

裝黑色或紫色的，另外一個裝比較紅色的。為什麼要

分成兩個籃子？因為比較熟的桑椹是黑色、紫色的，

還不是很熟的是紅色。

　　蔡順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強盜。強盜們把他抓起

來，就很納悶的問他 :「你為什麼採桑椹要分兩邊？」

　　他說：「因為熟的比較甜，是留給我母親吃的；

這邊不太熟的，是留給自己吃的。」

　　強盜們聽了很受感動，就把他放了。強盜都是殺

人不眨眼的，為何會把他放了？因為蔡順的孝心喚醒

了他們的孝心。

　　所以，我們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只要我

們有好的德行，再惡的人也會被感化。

恭錄自 蔡禮旭老師《小故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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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新譯（82）

清朝崑山周夢顏安士氏述／民國蓬島思尼子新譯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發明】稱呼它是路，必定是有無數人來來往往；道路

崎嶇不平，必定會造成無數人不方便往來。一天不修，

就一天不便於往來；幾百年不修，就幾百年不便於往

來。如果今天能修，那麼從此以後數千百年，天天都

便利無數人往來。就無數人當中，在大風大雨中方便

他們往來；對於挑著重擔行李的人，方便他們往來；

對於晚上昏暗中的人，方便他們往來。無形中減少無

數老人及小孩的恐懼感，無形中減少無數盲人的跌倒，

這種功德看起來不是很大嗎？

⊙崎嶇的道路，本來是就陸路來說的，如果把它推廣

開來說，那麼河川源流的淤塞，山間溪流的迂迴，所

有會阻礙行船划槳的地方，就是崎嶇的道路。它的方

法在於趁著時勢的便利，設法疏通，使後人永遠得到

這種恩惠，也就是修數百年崎嶇的道路啊！

【下附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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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里塘【崑山縣志】

　　崑山的至和塘，從縣府所在地以西達到婁門，總

共七十里，連接寬廣的湖泊，到處都是積水泥沙，沒

有陸地可以通行，成為百姓很大的憂患，從晉唐以來

都修築不成功。宋朝皇祐年間，有人建議繪圖呈獻，

也沒有結果。至和二年，主簿邱與權才陳述五種利益，

極力請求建築，接著知縣錢公紀再次提起，於是帶領

民工開始修築，才能夠修成河塘，於是以年號為塘名。

開通河港，總共有五十二處，來排洩氾濫的河水；河

上建造橋樑，以方便行人來往，人民到現在還受到他

的恩德。

【按】所謂五種利益：一、便利船隻划槳；二、開闢田野；

三、恢復租稅；四、防止盜賊；五、禁止奸商。以這

樣的大工程，由於邑尉的帶頭，最後留給後代無窮的

利益。既然如此，那麼關心民生疾苦，哪裡必須藉由

崇高的官位呢？

熔錫灌閘【清河家乘】

　　崑山的張虛江，名叫憲臣，在明朝嘉靖年間擔任

浙江寧紹道臺。剛就任時，例送調和及下馬飯銀 (1)，

虛江一概予以推辭，在任期間沒有留下任何污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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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說：「我只喝了浙江的一勺水，希望我的子孫也

能在這裡為官。」後來他的孫子泰符，名叫魯唯，果

然擔任紹興知府。當時府城五、六十里外有一座星宿

閘，是整個紹興府水旱的關鍵處，是朱買臣所建築的。

那個地方瀕臨大海，有二十八洞，綿延長達三、四里，

水勢最湍急，修補非常困難。有一位錢太守修築過後，

一天就坍毀了，屢次修築而屢次毀壞，百姓對此很苦

惱。張知府視察時衡量形勢，認為用石頭建築不能長

久保持，於是就熔化鉛錫來灌鑄，把橋石和水閘鑄成

一塊，大約花費了巨萬 (2) 資金，至今還是很堅固，而

沒有毀壞。紹興百姓就興建神廟來祭祀他。後來，泰

符也升任為寧紹道臺，承繼為一方之長，一直升到七

省總漕 (3)。任官之處從不離開浙江，人們認為這是虛

江為官清正的果報。

　(1) 例送調和、下馬飯銀：這是當時的用語，如今已難認定

其確切之意。下馬，指官吏到任；飯銀，指伙食補助款。前

政治大學熊琬教授認為此句是指「車馬費」與「餐費」；而《陰

騭文白話解》則解釋為「禮品」與「紅包」。

　(2) 巨萬：形容數目極大。

　(3) 漕：水道運糧。

【按】虛江先生的父親南麓，因為他的先人出自方孝

孺 (4) 的門下，避罪到長洲的唐浦，子孫從事農作，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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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忌諱讀書。有一天出外去，看見路旁遺留一個袋子，

提起來很重，大約有三、四百金子，不敢打開來看。

他把船停在岸邊等了三天，看見一個人慌慌張張地找

到這裡；他詳細加以詢問，證實的確是這個人所遺失

的，就把袋子歸還給他。因此晚年生了虛江。虛江的

母親管夫人，懷孕十六個月才生下他。小時候讀書時，

過目就能背誦，二十歲左右就考中嘉靖會試的榜首，

子孫考上科第從不中斷。

　(4) 方孝孺：明朝浙江寧海人，宋濂弟子。燕王朱棣起兵，

當時朝廷詔檄大多由方孝孺草擬。燕兵攻入南京，朱棣命令

孝孺起草即位詔書，孝孺不從。燕王大怒，說要誅其九族，

孝孺回答：「誅我十族又如何？」於是師生同時遭禍，宗族

親友連坐而死者，達八百四十七人。根據佛門公案記載，方

孝孺的父親預備埋葬他的父親（即方孝孺祖父），風水師為

他看了一個很好的地理，他就準備將父親埋葬在那個地方。

在要挖穴的三天前，夢到有一個穿紅衣服的老人，連續託夢

三天，說他的子孫有八百多口居住在穴道下面，請求能夠寬

緩幾天，讓他搬家以後再挖。方孝孺的父親並沒有將此事放

在心上，按照預定的日期去挖。一挖下去，發現下面是個蛇

窩，最後竟將這八百多條蛇全數殺死。方孝孺就是蛇王投胎，

來報復八百多條生命的冤仇，可見殺生的果報是多麼慘烈

啊！

>> 續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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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對我們佛陀教育網路學

院的同學們也是嶄新的開始，有些是升級再上一層，

或是九年學習的結業，或是剛加入的新生，但也有修

業未果今年再重修的同學。

　　去年有緣看到基礎班同學的修學報告，這是入門

的扎根課程，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學院有

來自不同的家庭、教育、文化背景，或年長者或青年，

但只要您肯信肯加入學習必然有所收穫。

　　報告中有看到同學學了《認識佛教》，終於認識

了佛，知道佛法是教育，不是迷信，不是只是焚香獻

花果，求人天福報。學習《弟子規》後，有同學涕淚

懺悔過往所造之惡業，說到自己不知孝順，不知仁義

禮智信，不信因果……等等。學過《十善業道經》方

知善惡的標準。學過《太上感應篇》就知禍福無門惟

人自招，因果報應絲毫不爽。

心得交流

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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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交流

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

　　在報告中有同學初學《弟子規》不久就受益良多，

就因為他肯依教奉行，老實聽話真幹，自然就受益，

他改過向善了，懂孝順父母了，善待手足好友還擴大

到社會，生活中、工作中的一切人事物上，平等無分

別的善待結緣一切眾生。

　　而學習秘訣在於那份至誠之心，和精進心，一分

誠敬一分收穫，十分誠敬十分收穫。當然也有看到一

些同學學習上或許遇到障礙了，就草草幾筆應付交上

報告，其實這都是自己學習的成果，受用有幾分也只

有自己內心最明白。這是一個很需自律的學習平台，

二六時中皆可聞法，利用手機或電腦，都可隨時方便

上課。

　　這是多便利的聞法，一開手機就上課，就聽聞到

善知識教導這是多幸福的事，也許是太易取得，被看

輕了不珍惜，心想反正有的是時間，慢慢來，有空再

來學，所以有些同學都斷斷續續的學習一直重新再來。

　　大家都知人命在呼吸間，無常是生命的真相，或

因還沒發生而掉以輕心，應當把握當下，此生得人身，

聽聞到大乘法，珍惜此時身體健康腦袋清楚，此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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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障礙能有空學習，暫不論能聽懂幾分，每日循規蹈

矩老實的聽聞，因您的肯吃苦忍得住，不走旁門，積

沙成塔，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所以真不該走回頭路，

或裹足不前，要好好堅持下去，好好學習，您將會不

枉此次的學習修行，必得龍天護佑。

文章來源：佛陀教育網路學院－ ei11955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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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問：在《諸經佛說地獄集要》之《正法念處經》第

十二之「地獄品」中說，「或於同姓，或於香火，或

香火婦，或知識婦，誑誘邪行，彼人以是惡業因緣，

身壞命終墮於惡處」。請問「同姓、香火、香火婦、

知識婦」是什麼意思？

答：總而言之一句話，都是誘惑你犯邪淫罪。經上只

舉了這四種，實際上在社會不止四種，你要能想到所

有誘惑你犯罪、破戒的，罪過都很重，彼此雙方都有

罪。

問：在日常生活中應如何具體修行、念佛（事上、理

上），才能與彌陀與十方諸佛感應而得到加持？使我

們臨命終時不會迷惑顛倒，提起正念，自在往生淨土？

答：從前，念佛堂不講經，那時候可以。印光大師距

離我們大概也有八十多年，那時候社會風氣好，人都

很老實。現在不行，現在人心浮氣躁，不老實。那怎

麼辦？不老實的人就要明白道理。聽經是明理，老實

人不聽經沒有關係，他不會胡思亂想，所以他能成功；

不老實的人不聽經就一點辦法都沒有，念佛不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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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所以這個非常重要。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在世講

經四十九年？都是對不老實的人說的。絕頂聰明人也

不需要講經，所謂一聞千悟，那個好度。最難度就是

當中的，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是最難度的。所

以要認真去學經教，把這些道理搞通，疑惑斷掉，心

就定了；只要還有疑惑，心不定，經教就是最好的幫

助方法。

問：對極樂世界的疑惑和沒有願力，還是妄想分別執

著所障礙的。如果時常能做到一心持名，不令間斷，

或時常讀誦經典，不令間斷，會生起智慧，加強信願。

但當功夫中斷或不得力時，也就失去了信願。請問這

樣理解是否正確？

答：正確。這裡頭所講的，緣就非常重要，緣就是環

境的助緣。現在眾生沒有福報，到哪裡去找一個好的

道場能讓你如法修行？現在在中國，我聽說有個道場，

長春百國興隆寺，很多人去過，都很讚歎。杭州東天

目山也是個念佛道場，也不錯，有三、四百人。聽說

百國興隆寺也有兩、三百人，百國興隆寺是出家人領

導，比丘尼常慧法師，這個人很有道心。那個地方很

有規矩，很如法。常慧法師跟我沒見過面，但是通過

幾次電話。東天目山是齊居士，在家居士領導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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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念佛規矩上比不上百國興隆寺，但是是個很好的

念佛道場。聽說地方上連中央這些幹部去看也都很讚

歎，認為是正法道場。不容易，非常困難。

　　所以現在真正念佛成功的，在家居士多。家裡的

場所比道場容易處，因為家裡人少，家裡幾個人不干

擾你，你真好用功；道場人愈多愈雜，意見愈多，很

難做到六和敬，六和敬道場才能成就人。

節錄自 21-356 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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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老和尚網路直播台

◎淨空老和尚最近講演資訊，詳細內容請參考
網路直播台（CN 鏡像站）

法寶流通

◎淨空老法師講演 CD、DVD 及書籍，皆免費結緣，
請就近向各地淨宗學會索取

◎台灣地區同修請領法寶，請至
華藏淨宗學會弘化網 - 法寶結緣

◎中國大陸同修請領法寶，請至
http://fabo.amtb.cn

信息交流

佛陀教育網路學院成立緣起：我們常常收到各地網

路同修來信，皆言及雖有心學佛，卻不知從何學

起，應如何聽經學習。又　淨空老和尚的講演有大

小性相，各個宗派的經論典籍，法海深廣，初學者

不知修學之次第，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以故學而

不得其宗旨，始勤終惰，退悔初心，實為可惜！今

佛陀教育網路學院之成立，正是針對上述緣由，將

現有網路的文字（教材）與影音（講演畫面）合為

一體，如同「網路電視台」，為世界各地真正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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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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佛者，提供一個方便快捷，隨時隨地不受時空

限制的網路修學環境。網路學院一切課程之排列，

皆是以　淨空老和尚為澳洲淨宗學院所訂之課程，

從初級到高級，從本科到專科的修學次第，也是為

實現澳洲淨宗學院將來能真正達到遠距教學的前哨

站。今日社會是科技進步、資訊發達的時代，要善

用高科技宣揚妙法，闡釋正教，令佛法傳遞無遠弗

屆，才將進一步利益更多學人，將般若文海遍及環

宇，使一切有緣眾生得佛正法薰習之機會。若有心

想修學的同修，可至佛陀教育網路學院參觀訪問。

淨空法師英文網站  網址為

http://www.chinkung.org/，此網站主要以配合　

淨空法師的和平之旅，同時接引國外眾生認識佛教。

提供　淨空法師多元文化理念及國際參訪等相關資

訊。敬請諸位同修將此網址廣為流通給外國同修，讓

他們更有機緣認識佛教，功德無量！

淨空法師專集大陸鏡像站  網址為

http://www.amtb.cn/，更方便大家記憶。大陸地區

同修可以就近訪問這個網站。若同修於瀏覽中有發現

任何問題，歡迎來信告知，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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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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訊息

【下載】儒釋道網路電視台 APP （安卓系統）

請關注加為好友以接收最新訊息

淨空法師專集網 

華藏淨宗弘化網

微信 ID：amtbhz

新浪微博

LOFTER

Facebook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

佛陀教育雜誌由華藏淨宗學會網路組恭製

e-mail: amtb@amtb.tw

http://www.amtb.cn/amtbapp/
http://請關注加為好友以接收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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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