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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记得二战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为了吸取战

争的教训，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战

争起源于人类的思想，因此务必要在人的思想

上构建和平”。这句话说出了整个世界治乱的

根源，也传递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整

个宇宙与我们的起心动念关系非常密切。请看

本期专栏。

    般若所说的原理原则，既深且妙，然对于

业习深重的凡夫而言，实在太难。“ 念头不起

则已”，起则是妄念。“ 起则非之”，非是去除，

妄念起来，用方法去除。请看《金刚经讲义节

要述记》。



本期专栏

落实六大 和谐寰宇 成就圆满 ( 上 )

　　记得二战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为了吸取战争的教

训，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战争起源于人

类的思想，因此务必要在人的思想上构建和平”。这

句话说出了整个世界治乱的根源，也传递给我们一个

重要的信息，就是整个宇宙与我们的起心动念关系非

常密切，如果我们动的念头是善的，这个世界就变成

天堂、极乐世界；如果我们念头不善、负面的，不仁、

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么这个社会就混乱。

　　佛在经典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人的

思想、心念，不仅影响整个世界，更能影响整个宇

宙。现在许多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对世界恢复安定

和平失去了信心，信心危机才是目前人类所面临最严

重的问题。如何树立信心？这就要做出榜样，拿出

证据来，要有人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圣贤教育做

出来，身行言教，做出实践成果给大家看。为此我们

特别提出“六大”，就是：发大心、立大愿、扎大根、

固大本、修大行、证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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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大心

　　大心指的是什么？就是神圣的大爱，这种大爱是

宗教宣扬的仁慈博爱，也是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究

竟来说，这种神圣的大爱就是我们的真心，也是《三

字经》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本善。我们

要发起这种神圣的爱心，爱人如己，推己及人，用真

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平等、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人。中

国老祖宗了不起，将回归本性本善、神圣大爱的教育

概括成一个“孝”字。“孝”字是会意字，由两个字组成，

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表示上一代和下一

代是一体。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无穷无尽的众生与我们是同一体，从一体生出

的大爱就是大孝、是至孝，也就是佛法说的菩提心。

所以，将孝心发扬光大，就是这里的发大心，也就是

发菩提心。

二、立大愿

　　这个大愿就是要将传统文化圣贤教育承传下去，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要有这种使

命感。现代人所经历的苦难、所面临的问题，比过去

超出许多倍，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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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圣贤的普世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

育。现在传统文化到了继绝存亡的边缘，如果此时不

救，十年之后想救，恐怕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件事非

常迫切。立大愿体现在效法古圣先贤的存心与行持，

学佛就要像释迦牟尼佛，学儒就要像孔子，学道就要

像老子。我们和他们的心愿相同、言行一致，必然得

到这些圣贤的加持。

三、扎大根

　　有了大心和大愿，那就要扎好道德的根基；好比

一棵大树，根深则枝繁叶茂。扎好道德的根基，才能

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道”是宇宙人生

的真理，是大自然的规律，古人说：“道也者，不可

须臾离也”，即真理无所不在，也就是上帝与我同在，

体现在社会上便是五伦。“德”是遵循宇宙真理与自

然规律。言行都能符合道，自然身心都有所得（德），

德就是五常。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是生活工作的归

依。

　　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

序、朋友有信，这就是道。这不是哪一个人发明创造

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父子是一体的，因此父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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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慈、在爱；子女之道在孝、在敬。现代社会出现

了很多棘手的问题，都是因为爱没有了，父母不懂得

爱儿女，儿女不懂得恭敬父母、不能孝顺父母。

　　“君臣有义”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人之间要合乎道

义，无论是做上级还是下属，思想言行都要遵循道

义，要合情、合理、合法。在道义的基础上组成的公

司行号，必然能够经营得长久；以道义组成的社会国

家，也一定能够长治久安。所以要想世界长治久安、

太平盛世，就必须要回归到道义、重视道义。

　　“夫妇有别”是夫妇建立一个家庭，各自有不同

的任务，男子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女子负责教育下一

代，下一代能否成为圣贤、君子，全靠母亲的教导。

所以中国人讲“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分工不同，

不能相争。现在夫妇都争着在社会上工作，把下一

代的教育疏忽了，得不偿失。中国的古圣先贤知道，

夫妻的结合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社会

安定、世界和平的大事，所以不能不谨慎，不能不

重视。现在没有人讲这个大道理，两夫妻彼此不能相

容，离婚率愈来愈高，社会从这里乱了。由此可知，

夫妇不和要负社会道义与因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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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幼有序”是指小的一定要服从大的，大的要

带好小的。一家兄弟姊妹之间相亲相爱，长大之后

也不会改变，依然互助合作，这样的家庭美满幸福，

这样的社会自然稳定、长治久安。所以中国古人教

育小孩不许争，只能让；小时候会忍让，长大了他就

会谦让，在社会工作他懂得礼让。现在“让”的教育

没有了，从小就教竞争，长大之后只知道争名夺利，

就算是一家人也要告上法庭，这就给社会带来动乱、

混乱，让大家生活都没有安全感。

　　最后“朋友有信”，朋友之间彼此信赖，决定没

有欺骗。所谓“人无信则不立”，一个人言而无信，

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古人讲信用，父亲欠的债，儿

子、孙子都要想方设法把它还上，不需要任何法律文

件的约束，这就是信义。

　　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人人生活幸福、家家快

乐安康、社会长治久安。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

看到了，历史哲学家汤恩比也看到了。汤恩比晚年，

念念想着如何让世界永远没有战争，世界能够安定

和谐，互相包容，互相敬爱，所以他深深期望，在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能够普及全球。为什么？他说

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的、是谦让的、是为别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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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论对内对外，都讲求平等

对待、和睦相处，能够舍己为人，待人厚道，生活

节俭。这就是汤恩比给当今人类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为世界带来长治久安、持久和平

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是属于全世

界的。

　　五伦是自然的规律，这就是“道”，古今中外，

人人都处在五伦关系之中，决定不能违背。能够依从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依这五条生活工作、待人处世，就是遵循道义、

遵循大自然的法则生活，这就叫“德”。德包括三个

方面：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四维，就是礼、

义、廉、耻；八德，就是孝、悌、忠、信、仁、爱、

和、平。

　　仁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己，想到自己一定想到

别人，还要将这分存心推到一切生物，甚至于物质

环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心存仁爱之心，

工作生活、待人处世都能如理如法、合乎道义，这

样的人做事才有分寸。待人能守礼就是持戒，因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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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定开慧。所以懂得义、能守礼的人，心中常生

智慧；有了智慧，就会恭敬圣贤、力行教诲，从中起

信，这就是信而好古、信德坚固。这是一切美好的品

德都是从“父子有亲”生出来的，可见一体的亲爱确

实是德行的核心。

　　“四维”是春秋时代管仲提出来的，他说“礼义廉

耻，国之四维。”领导人教化众生，要让他们知道礼

义廉耻。这四种品德如同四根支柱，支撑着一个国家

长治久安。“廉”是不贪污，“耻”是有羞耻，不道德

的事情羞于去做。这四个字，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

视，因此数千年来安居乐业、繁荣稳定，这也是我们

今天所向往的。

　　将“德”的三个方面总结起来就是十二个字，“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中国哲学真正

的纲领，是学习圣贤教育的根本。落实这个根本，学

习宗教可以成圣成贤，学习世间学问可以成为君子。

>>续载中
恭录自净空老和尚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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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知念头不起则已。起则非之，便是离念之快刀
利斧也。岂非最妙观门

　　　　般若所说的原理原则，既深且妙，然对于

业习深重的凡夫而言，实在太难。“念头不起则已”，

起则是妄念。“起则非之”，非是去除，妄念起来，

用方法去除。若心中仍有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又起了妄念；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中就着

了这一句，都着了相。起心动念就着相；若一切都

不想，又着了空相，非法相。而念佛法门的妙处是

起则非之，用一句“阿弥陀佛”非之，才有一念起来，

第二念回归“阿弥陀佛”就行了。着阿弥陀佛的相，

可以往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都是着相往生；

不着相往生，则生实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须知一

切法门，无论大乘、小乘，着相都没有成就，大乘法

虽然殊胜，但做不到。明白此事实真相之后，才真正

完全肯定，回归净土，此法最为殊胜。此经的方法是

智念，归到佛号是净念，净念比智念更为亲切。

14. 六度万行，一一如法精进修行，而曾无芥蒂于其
胸中。一一精进，不坏也，无不相也。心中若

经论辑要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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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事，不着也，无相也。一切世间法，事来
即应，事过便休。虽休而能应，应而能休。所
谓提得起，放得下。

　　“六度万行，一一如法精进修行，而曾无芥蒂于

其胸中。”六度，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到禅定，

皆属于事相。世出世间一切法无量无边，归纳不外

这五大纲目，即前五度。“曾无芥蒂于其胸中”，此

句是般若波罗蜜。尽心尽力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但心中若无其事，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仅做过

之后不染，正在做时也不染，方是真正修学大乘者。

心中一有染着，就是轮回业。只要有一丝毫染着，凡

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不为自利的是善业，果报在

三善道。如果有一念为自己或为我的小团体，是自私

自利之心，就是恶，果报在三恶道。轮回心是妄想、

分别、执着，所谓三心二意，“三心”是阿赖耶、末那、

第六意识；“二意”就是末那识及意识，末那是意根，

第六是意识。用八识五十一心所，称为轮回心，造的

是轮回业，所以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受苦无有穷尽。

　　要想在这一生超越轮回，无论从事任何行业，只

要将心转变，任何行业都是菩萨事业。菩萨事业的做

法是，心中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尽心尽

力服务社会大众，做社会大众的榜样，立即转变为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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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事业。菩萨事业不离日常生活范围，端视观念是否

能转变。

　　菩萨行是布施，尽我们的心力、体力为一切众生

服务，即是布施。持戒是守法，不仅遵守佛陀的教

诫，而且国家法律、地方规约，乃至风俗习惯、道

德观念全部都要遵守。忍辱是有耐心，对人、对事、

对物要能忍让。

　　《金刚经》上，世尊在菩萨行中特别强调布施与

忍辱。布施是修福，忍辱方保得住福报。菩萨行念念

都为利益众生，没有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就有分别、

执着、妄想，所造的是轮回业。轮回之中，因果非

常可怕，勿以为自己做的是善业、佛事，如果不明白

事理，将来很可能堕地狱，还不知何以至此。灌顶法

师于《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注解末后，说明

念佛人有一百种不同的果报。有人念佛上上品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有念阿弥陀佛之人，却堕落到

地狱。李老师曾宣说此事，虽然口中念佛，但心中却

以佛法做自私自利的营业，以此重罪故堕地狱。其中

的道理，是破坏佛法的形象，令社会大众对佛教产生

误会，故须背负此罪，此事严重。由于破坏三宝的信

誉，障碍许多人修学佛法之信心，其因果应堕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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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中的点点滴滴，必须小心谨慎。损坏三宝、

偷盗三宝物，都是堕阿鼻地狱。此事从何处结罪？从

戒律而言，一般人偷盗一人之物，即使偷得再多，只

欠一人，结的罪轻。如果偷盗政府的财物，即使是一

块钱，因为是国家的财物，结的罪就重。政府的钱财

从所有国民的税收而来，等于偷了全国人民的财，偿

还困难，虽然偷很少的财物，但结的罪却非常严重。

　　偷盗三宝物更不得了，不但没有国家界限，而

且没有佛刹的界限，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国土的三宝都有分。如果偷一针一线、一块钱、

一毛钱，结罪太重，所以堕阿鼻地狱。偷盗非常容易

犯，要非常小心谨慎。六度要“一一如法精进修行”，

心中一尘不染，若无其事。

　　“一一精进，不坏也”，不坏世间法。“无不相也”，

就是有相，没有落空。“心中若无其事，不着也”，

就是无住，应无所住。“无相也”，如此一来，空有

二边不住，与自性的体、相、作用皆相应。方是顺着

自性，即是佛菩萨。

　　“一切世间法，事来即应”，事情来了就做；“事

过便休”，休是心中没有执着。事来了，需要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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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用思考；需要用劳力的，就用劳力，尽心尽力

将事做好。事做过之后，心中无丝毫痕迹，干干净

净，即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虽休而能应，应

而能休。所谓提得起，放得下。”放得下就是休，心

中一尘不染。提得起就是认真努力做我们本分的事。

可见佛法并非消极，而是很认真努力做利益一切众

生之事业。世间任何行业都是要利益社会，为大众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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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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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开示

 警人命无常

　　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

即今日生西方。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既贪恋尘境，

不能放下，便因贪成障。净土之境不现，

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境现，

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便

成画饼。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

一百二十岁死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

妄生计校。倘信愿真切，报终命尽，便即

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花，佛

授一生之记矣。

（正）复高邵麟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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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冒雪还书

　　汉朝时代有个人叫杨震。他为官非常清廉，而且

常常帮助国家举荐一些好的人才，为国服务。当时他

在东莱做太守，就举荐了一个读书人叫王密，举荐他

当昌邑令，就是昌邑的县官。

　　王密很感谢他，所以有一天晚上就带了一些黄

金去送给他。杨震看到他送来的黄金，就跟王密说：

“我很理解你，还举荐你做官，你为何如此不理解我，

还要送我黄金？”

　　王密说：“没有关系，只是我一点心意，绝对没

有人知道。”

　　杨震就说：“何以会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

知、我也知。”

　　所以，一个人的品德在何处容易被人看出来？在

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操。王密听

完之后，觉得很惭愧，就把黄金带走了。杨震“暮夜

拒金”的事，古今中外，影响很大，后人因此称他为“四

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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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震为官清廉，不谋私利。这在古代不但是十分

可贵的品德，就是在现代也是人们十分欢迎和敬仰的

品德。如果为官的人都是贤能有德的人，天下百姓就

会心悦诚服，国家就会兴旺发达。

恭录自蔡礼旭老师

《小故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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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新译（90）

清朝昆山周梦颜安士氏述／民国蓬岛思尼子新译

【下附质孔说】

　补格物致知章

　　朱子读古本〈大学〉(9)，说“听讼”章之后遗失“格

致”一章，就推托说是程子的意思而自作一章，列在

贤传里面。当时议论纷纷，认为后儒纵然贤能，也没

有擅自增补经书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如夏五

郭公之类，并不难增补几字而使文句完备，但最后

还是当成有疑问而暂时搁置，不做主观判断的原因，

是为了慎重起见啊！何况朱子所补的，都是接近于后

人当时做文章的风格，不像是圣经贤传的编写格式。

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缘故。

　　以我的想法来推测，这一章原本并没有遗失。所

谓解释“格致”的，就是“听讼”章。因为天下事物的

道理本来就没有穷尽，进入一个境界，就又有另一

个境界。就以狱讼来说，人们只知判决得非常合理，

就是最高的原则，哪里知道“听讼”以外，还有“无讼”

这一个方法更是胜过它呢？人能格物致知，了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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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道理，各个都有最高的方法，对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并不困难。因此藉由“听讼”这一个方面，

做为推演同类问题的凭藉，原本就不是以此来解释

“本末”。因为这一章原本是着重在“知”字，而不是

着重在于“本”字。朱子过分看重偶然采用的“本”字，

而忘记这一章专重的“知”字，所以用它来解释“本末”。

　　而且曾子所阐释的，不过是三个纲领、八个条目

而已，“本末”既不是纲领，也不是条目，何必特别

解释。如果“本末”解释了，“终始”又为什么不解释

呢？现在就算仔细研习各传的文法，也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来。只因诚意是第一章，所以说所谓诚其意者，

是特地用专释的语言。若是以下四章，都是用连续不

断的笔法。假使专释诚意之前，又加上一章所谓致知

在格物，那么文法就乱了。经传都还存在，读书人

为什么不静下心来看一看呢？至于第二节的“此谓知

本”，及“此谓知之至也”两句，是反覆歌颂赞叹，令

人忽然觉悟的意思，也不是多余或错误的文句。

(9) 古本的〈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将它们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立意固然

很好，但他却随意篡改〈大学〉原文，造成经文紊乱，开

启“改经”的恶风。现在一般的儿童读经教材，就是采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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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篡改的版本，并非古本原貌。学者应当直接取用《十三

经注疏．礼记》中之古本原文，才不至于受到朱熹的误导。

“正蒙教育中心编订”、“了凡学会印行”的《学庸论语》读

经教材，正是采用真正的古本原文，若想一窥〈大学〉原貌，

敬请洽询了凡学会。

　服尧之服

　　“服”就是“事”（从事）的意思。《尚书》中的

“缵禹旧服”、“以常旧服”，都做“事”字解释。“服尧

之服”就像是说做尧所做的事。下文念诵尧所说的话，

实行尧的行为，正是服尧之服的註解，应当与“君子

动而世为天下道”的“动”字同等看待。

　　现在註释中说，曹交的衣冠与言行不遵守礼节，

所以用这一句来告诉他；那么“服”这一个字，竟然

当成“衣服”的服了。但是尧所服的，是日月星辰的

十二章，曹交怎么能够穿呢？如果说是尧所制定的法

服，那么衣冠服色随着时代而变更，生于现代而返回

古代，这是孔子所不愿意做的。曹交生于周朝末年，

忽然教他穿一千八百年前的古服，似乎很奇怪而荒

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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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夏桀虽然无道，他所穿的也一定是天子的服

饰，绝不会说我是无道的国君，就另外制作无道的衣

冠来流传后世。曹交怎么会自己仿效古服的式样而去

穿着呢？所以不如解释为“事”字的说法较为适当。

【按】书是圣贤的书，道理是天下古今的道理；天下

古今的道理，天下古今的人都可以说。所以古人著

书，必定会谦虚地说：“留待以后让有贤德的人去阐

发。”他们心中很希望后人胜过前人，不是要后人一

代不如一代。如果说已经有了固定的解释，后人就算

有所阐发，也不准许说出一个字，这就是一味地以先

儒为准则，而阻绝天下后世的口，可以这样子吗？

>> 续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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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力行孝道，自然会把父母放在心上，这样

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学习上，都会努力进取，

因为他会时时想着不让父母担心，他懂得“父母教，

须敬听”，他也知道“德有伤，贻亲羞”。不能好好学

习不只是误了自己的一生，也会让父母担忧难过。

　　而一个孩子知道要好好学习、工作，自然会“朝

起早，夜眠迟”，他会珍惜时间，爱惜生命。在工作、

学习中，他与大众相处时，也会友善和睦。孝顺父

母的这个同理心，也会使他在面对长辈时自然恭敬，

一定会“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这些

都是因为怕父母担心、难过而自然做到的。而他的友

善和恭敬，很容易就得到长辈的关爱和提拔。从小就

培养他好的品行，以后他做任何事你都不必担心。

　　孩子懂孝道，自然会谦卑有礼，就会常常遇到善

知识，广结善缘，就会“德日进，过日少”，所以孝

做好了，就会拓宽心量，就能做到“凡是人，皆须爱”，

从对父母的爱扩大到对一切众生的爱。

心得交流

    《弟子规》学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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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孩子的成长，有这种良善的教育，受益的绝

对不只是他自己，他会影响身边所有的人。孝做圆满

了就能达到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慢慢

体会到宇宙与我是一体的情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的心就能生出，就是一个真正如法的好人！

文章來源：佛陀教育網路學院－ eb45386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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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问：弟子很想用功学习，但总觉得障碍重重，原因是

工作没有着落，感情不稳定，每天还要面对生存的现

实问题。请老法师度我早日走出迷途。

答：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你要肯接受，佛门广大，

确实是有办法帮助你。能接受，告诉你，你把这个

放下，不就没问题了吗？你何必要执着？何必把这

些事情放在心上？能够一切放下，你心就定了，定

生慧，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做人的根本是学《弟

子规》，《弟子规》是根本的戒律，先把人做好，然

后再学佛。

　　中国自古以来传统教学的三个根，儒释道三个

根。儒是继承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学，它的根就是

家庭教育。中国在全世界，它的特色就是家庭，中

国人重视家庭，没有不爱家的，家扩大才是国，所

谓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家、每个姓氏都有

祠堂，这在外国没有的，永远纪念祖先。家有家谱，

代代相传，它有个根。而且多半家谱里面都有家训、

家教、家规，都有这些。《弟子规》可以说是中国

家教的集大成，也就是说做人基本必须要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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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做人的基本，人都做不好，你还能成得了佛吗？

所以这位同学的问题，学《弟子规》你就走出来了，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问：请问应如何培养慈悲心。弟子不想轮回，很想脱

离这个痛苦的身体到极乐世界去，但觉得成佛后要度

众生很麻烦。虽然很喜欢念佛、听你讲经，但是发不

了大慈悲心，请问怎么样修学？

答：首先一定要把《弟子规》跟《感应篇》、《十善

业道》这个基础学好，至于发心的事情，再说。你真

的把这三样东西学好之后，可能你的慈悲心就发出来

了，为什么？慈悲心是你的本性，你本来有的。现

在发不出来，是你的烦恼习气太重，把它障碍住了，

挡住了它透不出来，障碍除掉之后它自然就出来。因

为什么？那是你的真心，那不是妄心。

问：弟子认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众，与一般人不同的

是她不信任何法门，但从小就有一位师父看护着她，

在睡梦中交流。这位师父我们肉眼看不到，与我们的

空间维次不相同，但是每次这位女众犯错误的时候，

她的师父就会严加惩罚，例如她曾经耳聋、瞎眼，也

做过哑巴。虽然她师父不让她告诉别人，但因为我和

她的因缘特殊，所以知道这些事情。请问他的师父是

佛菩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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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是佛菩萨，佛菩萨一定教她从《弟子规》、《感

应篇》、《十善业道》去做。

问：《弟子规》中“亲有过，谏使更”、“过不规，道

两亏”等经文，与“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两者

之间如何理解。

答：一个是从事上说的，一个是从理上说的；一个是

在初学阶段说的，一个是功夫成就时说的，不一样。

功夫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大乘教，就说小乘教，

阿罗汉的成就，执着没有了。见别人过是执着，所

以阿罗汉不见世间过。菩萨也不见，菩萨没有分别，

你见别人过，你一定有分别。佛不见，为什么？见别

人过一定有妄想，佛没有妄想。所以你就晓得，佛、

菩萨、阿罗汉不见世间过。

　　《弟子规》里面都是凡夫，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一

样也没断。父母也没断，我也没断，所以见到他的过

失要劝导他，要规劝他，照《弟子规》上去做。《坛

经》上的太高了，等到你证到阿罗汉之后，自然就是

这样子。可是阿罗汉、菩萨要到人间来，看到人有过

他还是规劝的，他那是劝而无劝，无劝而劝，事上有

劝，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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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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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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般若文海遍及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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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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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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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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宗学会网路组恭製

e-mail: amtb@amt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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