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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大本指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

問，學習《群書治要》，就是要扎好學問的根本，

這是堅固大本。它的基礎是漢字和文言文。漢字、

文言文是超越時空的，是最佳的文化載體。請看

本期專欄。

　　佛法常說「四句百非」，四句是根本的四句。

第一是「有」，第二是「無」，第三是「亦有亦

無」，第四是「非有亦非無」。這四句總一切法，

已將世出世間法全包括盡。從這四句展開就是無

量無邊句，不止百句。這是妄想、執著的根本，

般若即是破此。請看《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落實六大 和諧寰宇 成就圓滿 ( 下 )

  四、固大本

　　大本指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問，

學習《群書治要》，就是要扎好學問的根本，這是堅

固大本。它的基礎是漢字和文言文。漢字、文言文是

超越時空的，是最佳的文化載體。漢字是智慧的符號，

是現在僅存的表意文字；文言文是不隨時間而改變的，

是標準的行文方式。學好漢字、文言文，就拿到傳統

文化智慧寶庫的鑰匙，可以深入汲取五千年老祖宗的

智慧與經驗，為現代所用。必須充實古漢語的學問，

才有能力解讀、講解、翻譯、落實《四庫全書》，將

古聖先賢的絕學發揚光大。

　　中國古人深知言語不僅有方言，還會隨著時代改

變，所以將語和文分開，形成文言，這樣就能夠超越

時空，真正把智慧傳播四海、傳承萬世。羅素和湯恩

比都高度評價中國的文言文，他們期望漢字和文言文

將來能成為國際上溝通的媒介，人可以靠這個工具將

整個地球統一起來，和平自然就能實現了。漢字和文

言文是古今中外最佳的文化載體，可以用來承傳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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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傳統文化。所以我們說漢字和文言文是人類歷

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它讓文明與智慧能夠代有承傳、

不斷積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大唐盛世，就是靠《群

書治要》得以實現，可見漢字和文言文非常值得現代

人好好學習。

　　現在迫切需要恢復傳統文化的教學，才能夠培養

出具有大根大本的老師，讓漢學這個古老的學問利益

到全世界。漢字和文言文都不難學，外國人認真學習，

一年就可以閱讀文言文，三年就可以寫文言文。這是

當代許多從事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外國學生共同的

經驗。為什麼漢字適用於各種文化背景的人來學習？

這是因為每個漢字都是哲學、都是藝術，真正學起來，

會發現它蘊含著大道，是全世界各個民族傳統文化所

共有的。

  五、修大行

　　如何修大行？就是發心弘揚聖賢教育。我們仔細

觀察每個宗教的聖人，無一不是畢生獻身於教學。所

以關心世界和平的有識之士要發心立願，一生從事聖

賢教育。

　　在人類思想上構建和平要怎麼實現？中國古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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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給出答案，「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同樣的，世

界和平、宗教天堂、諸佛報土，也都是教學為先。我

們真正能夠把教學做好，把傳統文化做出來，這個世

界就能夠統合成為一體，永遠消弭戰爭，實現永久和

平、世界太平。

　　在現代社會，我們要想實現世界和平，唯有從宗

教團結下手。宗教團結就必須要回歸教育，把宗教聖

典講清楚、講明白、講透徹，現代人就不會誤解宗教

是迷信；虔誠的信徒明白教義之後，也不會受到誤導，

彼此對立，走上歧途。

　　真正發心，我們就能夠得到古聖先賢的加持和保

佑，就能夠遇到好的機緣、接受到好的教育，讓我們

有能力去幫助別人。我們不但要將聖賢教育教導、傳

統文化這個精神給世人表演出來，還要有能力給大眾

宣講其中奧妙的義理。

　　我們將教學為先總結為十個方面：安身立命，教

學為先；創業齊家，教學為先；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禮義之邦，教學為先；穩定和諧，教學為先；國豐民

安，教學為先；太平盛世，教學為先；長治久安，教

學為先；諸佛報土，教學為先；極樂世界，教學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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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對個人生活幸福，還是對於國家長治久安，無

論是宗教家傳教，還是治理一個團隊、管理一個國家，

教學都擺在第一位，教學太重要了！

　　可是我們看到現代的社會，既不是老師在教，也

不是國家領導人在教，而是媒體在教，電視、網路在

教，媒體對社會風氣起到決定性的影響。這些電視媒

體、互聯網路教給大家全是殺盜淫妄，這就把人都教

壞了，現代社會日益混亂無序、紛爭不斷升級，其來

有自。媒體本身並無所謂善惡，完全看我們怎麼去用

它。我們期望每個地方都能有一個專門的電視台，把

聖賢教育送到每個人家裡。人民是很好教的，有了正

面的教育，我相信很快就會回頭。我們還希望各個民

族都能將傳統的聖賢教育教誨用漢字和文言文寫出

來，利益後世子孫。

　　由此可知，具備了道德學問的根基，就是要將普

世教育（宗教教育、聖賢教育）在日常生活當中落實、

做到，正如《無量壽經》中所說的，「咸共遵修普賢

大士之德」。落實倫理、道德、因果、聖賢教育，就

是在落實淨業三福，也是在實踐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

  六、證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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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統文化教學、宗教教育，目的都是培養聖

賢君子；聖人、賢人多了，太平盛世自然成就。所以

真正學習，不但能夠救自己、救家庭、救社會、救世

界，能夠讓國家、全世界都受益，讓虛空法界無量無

邊的眾生都受益，這就是證大果。

　　證大果才是真正的自愛、真正的愛眾生。它難不

難？果然信根深厚就不難。因為佛在經典上多次宣說：

「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中國人也常講：「人人皆可

成為堯舜。」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們只要

能信、能願、能行，人人都能做到。

　　要想培養真正的聖賢君子，必須遵守正確的教學

法，那就是回歸戒、定、慧的方法。它的原理是因戒

生定，因定開慧；它的途徑就是一門深入、長時薰修；

讀書千遍、其義自見，這個理念跟方法在中國做了幾

千年。

　　真正深入學習經典、啟發智慧，讀書千遍、其義

自見，自見就是自己明白了、開悟了，也就是沒有老

師教，自己可以達到很高的境界，就能夠幫助現在社

會化解所有衝突，個人的衝突、家庭的衝突、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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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族群的衝突、國家的衝突，統統都能化解。

　　在這個關鍵的歷史時刻，我們提出「六大」：發

大心、立大願、扎大根、固大本、修大行、證大果，

讓愛心遍法界、善意滿人間，化解一切危機和衝突，

達到世界和平，把這個世界變成極樂世界。我們要效

法普賢菩薩的行持，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跟阿彌陀佛

同願同行，那麼大家在這一期生命終結的時候，都能

得到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一生圓成佛

果，這是證得終極的大果。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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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是久久體會四句皆離之義趣而力行之。便能

做到應時便是休時，休時便能應時。自然二邊

不著，四句皆離，此又是最妙行門。人生最高

享受，如是、如是。

　　佛法常說「四句百非」，四句是根本的四句。第

一是「有」，第二是「無」，第三是「亦有亦無」，

第四是「非有亦非無」。這四句總一切法，已將世出

世間法全包括盡。從這四句展開就是無量無邊句，不

止百句。這是妄想、執著的根本，般若即是破此。「如

是久久體會四句皆離」，空有二邊不住。此經教我們

離法相、非法相、非相非非相就是此義。明白道理，

體會旨趣，即認真努力的行。力行是在生活、工作、

處事待人接物之中，完全依照《金剛經》的道理與教

誨實行。

　　久久體會很重要，要做得很純熟，就入「應時便

是休時」的境界。正在做時，即是心地清淨之時；心

地清淨時，就是做時。無住之時就是生心之時，生心

之時就是無住之時，生心與無住是一不是二，至此境

界就契入、證果。入境界就是見實相，即明心見性，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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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菩薩的境界。如果有意將「無住」與「生心」融

合一起，仍是兩件事。入的方法是久久體會，自然的

入此境界。

　　「自然二邊不著」，沒有絲毫的意思在。若有「我

要依照《金剛經》去做」的意念，有意去做，已經住

相了，絕不能有此意念。如是生活，就是轉凡成聖，

不僅轉六道，而且是轉十法界為一真法界，徹底轉了。

自然二邊不著，「四句皆離，此又是最妙行門」。

我加上「人生最高享受，如是、如是」。當年老師將

佛法介紹給我時，曾說「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聽到此話才入佛門，既然如此，我當然要最高的享

受，在佛門果然找到了。因此非常感謝老師，念念不

忘，為我指出正確的路。

16. 若知一切法，實亦非實，非實而實。便知一切

法相即非相，非相而相矣。

　　此段是說智慧，即看破，非常重要。前文教我們

心中一塵不染，是放下。何以放不下？因為沒看破，

不知世間一切法是假、是空。以為一切法是真實的，

此乃根本錯誤之觀念。認為自己的身心是真的，一切

萬事萬物也是真的，從中生起自私自利愛、取、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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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頭，起了分別、執著，這才造業。業力會變現境界，

相宗教義說，一切森羅萬象，「唯心所現，唯識所變」。

十法界是業力變的。六凡法界是染業變的，四聖法界

是淨業變的。染淨皆離，就是一真法界，即超越十法

界。

　　由此可知，我們起心動念無不是業，善業變順境，

惡業變三惡道的逆境。這不是佛菩薩或閻羅王所安立

規定，而是自作自受，自己變現的境界，自己去受用。

《金剛經》末後說「如夢幻泡影」，是事實真相。既

然如夢幻泡影，自然就不執著。一切都不執著，何以

仍要勤奮努力去做，因為相是業力變的，多造善業就

變好境界。雖然自己不受用，我願意供給大眾受用，

此乃大慈悲心。一切眾生念念之中造惡業，由於有許

多佛菩薩在修善業，所以仍能維繫住這個境界，不至

於變得更壞，我們是沾佛菩薩的光。

17. 佛說一切法，但是幻相而無實體。體唯淨心，

故曰萬法唯心。又曰心外無法。故可就諸法以

明實相。因諸法之實相，即是性故。

　　「佛說一切法，但是幻相而無實體。」這就說明，

一剎那九百生滅的相續相，確實無自性，沒有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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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體皆空。「體唯淨心」，本體是清淨心。「故曰萬

法唯心。」心是能變能現，相是所現所變。「又曰心

外無法。」所有一切法，不但十法界，甚至諸佛菩薩

的淨土一真法界，也是唯心所現，除心性之外，別無

一法，這是事實。「故可就諸法以明實相。因諸法之

實相，即是性故。」實相就是本性、真心，說許多名

詞術語，其實是同一件事。「相即非相，非相而相」，

所有一切現象當體皆空，了不可得；只是剎那生滅業

因果報的連續相而已，確實沒有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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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人命無常

　　大丈夫生於世間，事事無不豫為之計。

唯有生死一事，反多置之不問。直待報終

命盡，則隨業受報。不知此一念心識，又

向何道中受生去也。人天是客居，三途是

家鄉。三途一報百千劫，復生人天了無期。

由是言之，則了生死之法，固不可不汲汲

講求也。

（續）淨土問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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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

孝子李忠 

　　《中庸》提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一個人假如處處行善，

自然就能「百福駢臻，千祥雲集」。這都是有

護法神在保佑。古代有很多孝感天地的實例，

因為孝行而化解災難的例子非常多。

    元朝的時候，發生了一次大地震，把很大

一個地區的房屋都震垮了。當地有個孝子叫李

忠，當震波沿著震中向外傳播，快到他家的時

候，突然傳播的方向變成兩條，過了他家以後，

震波傳播的方向又合 而為一，把他家繞過去

了。結果，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只有他一家

的房屋沒倒。確確實實感應不可思議，真正是

孝感天地。這在史書上是有記載的。為什麼？

他的德、他的善把劫難化解了。「孝子無災」，

這是真實不虛的。因此，一個人有至善，就不

會遭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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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清朝崑山周夢顏安士氏述／民國蓬島思尼子新譯

慎獨知於衾影。

【發明】君子和小人的分別，就在為自己和為他人的不

同。人如果有心修養自己的德行，而在別人看不見的

地方，不能夠隨時防範約束、戰兢惕勵，那麼修養自

己的功行終必有所疏失。古人曾說：「獨行不愧影，

獨臥不愧衾。」能到衾影都不會有所愧疚時，才是謹

慎到了極點。

⊙這一句就是上文「見先哲於羹牆」的真實情況，也

是下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本領。「獨知」不

是空洞的謹慎，必須知道前後都有功夫。慎獨以前，

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功夫；慎獨以後，不

過是篤行的功夫而已。此句與上句的用意最深、功夫

最細，分明是帝君自己說出他的心得，不用世間人去

探求。

⊙「獨知」的時間，「獨知」的境界，人人都有，各

各都不同。求名有求名的「獨知」，求利有求利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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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大致都是業識（1）深廣，不知道覺悟。就像是

龍看不見石頭，魚看不見水，人看不見灰塵，血肉之

軀看不見鬼類，這是很自然的情況。如果在迷惑失意

的時候能夠清醒過來，試著反問自己：我對於父母兄

弟，稍微盡到一點孝悌嗎？對於親族朋友，真的能夠

以誠相待，相處在一起，而沒有任何懷疑嗎？在接觸

錢財的時候，真的能夠見利思義，不接受人間造孽的

錢財嗎？在行住坐臥之中，曾經想到天地父母的恩德，

而想要報答嗎？每天從早到晚，有過一點時間生起濟

人利物的念頭嗎？對於美色不會留戀期望嗎？看見人

家得意時不會起嫉妒心嗎？處在順境之時，真的能夠

放下身段來涵養自己，而不會產生驕傲嗎？不會欺負

沒有依靠的人嗎？在吃飯時，能想到農夫的辛勞憔悴

嗎？看見貧窮的人來乞討，必定能夠稍微救濟他一點，

不會有厭惡的心嗎？像這樣逐一檢點，那麼在「獨知」

的時候，必定有讓自己非常不滿意的地方，哪裡容許

輕易地自我寬恕呢？

（1）業識：有業凡夫的識。業是造作之意；識是心的別名，

就是明瞭分別的心。

【下附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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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獵心喜【性理宗旨】

　　宋朝河南的程顥，字伯淳，學者稱他為明道先生。

他少年時喜歡打獵，後來遇到周濂溪先生，立即改掉

這種習慣，自稱沒有這個愛好了。濂溪說：「哪能說

得這麼簡單呢？只是這個心念暫時隱藏而沒有顯露出

來罷了！一旦萌動，又會恢復從前的模樣。」經過

十二年，偶然看見打獵的人，果然還有歡喜心，才相

信濂溪的話沒有錯。

【按】戒殺放生，是行善除惡之中非常容易的事；斷除

打獵，又是戒殺放生中最粗淺的事。以明道先生的賢

德，又經歷十二年的學道，而心中的殺念還沒有斷盡；

所以持戒精嚴的高僧，天神都會尊敬禮拜。以後先生

擔任上元縣簿 (2)，看見很多鄉民用膠黏在竹竿上捉鳥，

就叫他把膠竿全部折斷，並且下令禁止捕鳥。想必這

時的一片殺機已經完全斷除了，哪裡只是讀書十年才

去掉一個「矜」字，讀書十年才去掉「狀元」二字呢？

(2) 縣簿：官名，主管文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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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動邪念【高僧傳】

　　從前有某位禪師，研究禪理，道風很高，請求和

尚 (3) 傳授衣缽給他，和尚不答應，他就稍微產生埋怨

與期待的心理。和尚去世二十年後，那位僧人偶然從

溪邊走過，遙見對岸的女子在洗腳，突然動了一個念

頭，認為她的腳很潔白，忽然看見和尚出現在身邊，

嚴厲地責問說：「你還會有這種念頭，可以得到祖師

的衣缽嗎？」那個僧人不覺慚愧下拜，伏地懺悔。

(3) 和尚：親教師——傳授學問的老師。

【按】以世俗的觀點來說，這只不過是很小的過失；如

果以戒律來說，這種念頭已經犯了淫戒。因為欲界六

天與世間人不一樣，他們的福報變得更重，他們的欲

念就變得更輕。到了化樂天，男女只不過互相看一眼，

欲事就結束了，並不需要有親密的交談。再往上一層，

像他化自在天，只要聽到說話的聲音，或者聞到香氣，

欲念就結束了，並不需要互相觀看。哪裡像世間人沉

迷男歡女愛，就樂此不疲啊！

>> 續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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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重新」二字，心裡甚是慚愧，為了敷衍作

業，找了一本《認識佛教》，簡單看了一遍，摘出幾

句綱要，再添上一些內容，就算完成了作業。過了一

段時間，老師的批復下來，「不及格」，我是心服口服。

回家沉下心來，反問自己「你真的知道什麼是佛教嗎？

什麼是佛嗎？為什麼學佛？怎麼學佛？」一連串的疑

問浮現在腦海中，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聽上淨下空

老法師講經已有十餘載，真正聽懂了嗎？「佛氏門中，

不捨一人」，弟子自知是下下根性之人，從踏入佛門

的第一天起就是聽老法師講經，雖已年近五十，但學

業並未見有所長進。從前從未有過的慚愧之心油然而

生，身上的傲慢、我執、我見並未減少。

　　自從報名參加了學院基礎班的學習，真正成為老

法師的學生，也滿了自己十多年的心願。雖然沒有親

眼見過他老人家，可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老師，

我的再生父母，我心中的佛。他老人家說的每一句話

都會流入我的心田，他的每一句訓斥就像刀子一樣，

心得交流

    重新認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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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裡留下深深的烙印。有時我會覺得老師在給我

一對一的上課，「他沒有說別人，說的就是我」，「老

師批評的就是我」心裡在暗暗的想。以前聽他老人家

講經還沒有這種感覺，這次聽老師講《感應篇》給我

的感觸最深。尤其聽到第七十集「如果天天還在造口

業，論別人是非，即使天天念佛也不能往生。」。

　　平時沒少批評別人，這也是當老師的職業病，說

話總是指責別人的缺點，給人下不了台，總把別人當

成學生。我的先生曾經指出我的這個毛病，我還振振

有詞加以反駁。釋迦牟尼佛是這樣對待學生的嗎？淨

空老法師是這樣對待學生的嗎？肯定不是。聽老法師

講經，每天都反省自己，尋找自己身上的毛病。口清

淨、身清淨、意清淨，與老法師經上講的一一對照，

根本就沒有進步。我今天暗下決心，從口業上下功夫，

不論人是非，少說話，多念佛，說好話，改掉批評別

人的毛病。勸說人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不要

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人，這是我執、我見。

　　以前學佛是「偷偷」的學，因為周圍學佛的人少，

他們會把我看作「另類」。現在好了，信仰自由，可

以大大方方的學佛，不用掩飾自己，但是學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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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曲折的，艱辛的，但我始終堅信佛光每時每刻

都照著我，有佛菩薩的護佑，我的心會很安靜，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動搖我學佛的信念，改

變不了我的初心。

　　認識佛教就是認識自我， 重新認識自我。不

侷限在世間的「我」，還有出世間的「我」，那

才是真正的「我」。拓開心量，由狹隘到無量無

邊，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時刻不忘佛的教誨，欲登彼岸將不怕刀山火

海之考驗。

文章來源：佛陀教育網路學院－ eb44128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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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問：老法師說現在傳授三壇大戒大多數只有形式，並

說可以自行在佛前受菩薩戒，不必在乎別人承認不承

認，只要佛菩薩承認就行。請問真正修行人，是否可

以超越凡俗，不必隨俗，而自行在佛菩薩面前受戒？

答：受戒是個規矩，是個儀式，是對佛菩薩教誨的尊

重，也是對自己的尊重，這個不能廢棄。如果廢棄了，

佛教形象就沒有了；形象沒有了，對世間、對眾生非

常不利。為什麼？眾生沒有典範，沒有規矩了，這是

一定要遵守的。至於戒律，在佛菩薩面前自己受持，

蕅益大師是根據地藏三經裡面的一種，《占察善惡業

報經》，這裡面講得很清楚。你修占察行法，占察行

法修圓滿，它有輪相，就像占卜、卜卦一樣。這個輪

相證明你自己身心清淨，你受這個戒就得戒了。要用

這個規矩去做，這都是佛陀對末法時期這些業障深重

眾生真叫做大開方便之門，給我們這種方法，在這個

時期當中我們還是能夠得戒。所以出家人受戒是形式，

自己真正得戒，修占察行法，你就可以真正能得戒。

問：弟子是樓房設計師，蓋樓者不按圖施工，偷工減

料，單位領導讓我在圖紙上簽字，弟子明知施工者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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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偷工減料，但為了家計，迫於無奈不得不簽字，每

天回家懺悔業障，請問如何解決困境？

答：你可以改行，不要再幹這個行業。如果你真正懂

得因果，相信因果，你就曉得你命裡有的終須有，命

裡無時你求不來。無論從事哪個行業，你能夠賺錢是

你命裡有的，無論從事哪個行業都能賺錢；命裡沒有

的，搞什麼行業都不行。尤其是知道改過自新，得三

寶加持，得鬼神尊敬。鬼神這個事情真有，邀請他們

統統一起來參加共修，那這些鬼神都變成道場的護法

神。

問：母親曾經習慣念觀音聖號，請問往生助念時，應

該念阿彌陀佛還是觀音聖號？

答：她觀音菩薩念成習慣了，要順從她不要改變，改

變，她一生煩惱就去不了，她一生修行的功德就破壞

了。繼續念觀世音菩薩，迴向求生淨土，這是《無量

壽經》上說得很清楚的。

問：因為先生不信佛，為避免牴觸，只好在孩子的臥

房裡面供佛像、讀經，弟子晚上才做晚課及拜佛，兒

子受我的影響也信佛，並習慣在臨睡前聽我讀《阿彌

陀經》。但老法師曾說，若房間裡面有人睡覺，讀經

對睡的人不好，請問我這種狀況又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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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可以通融。如果妳家裡房子

很多，妳應該另外有個清淨房間做佛堂。沒有第二個

房間的話，可以在房間裡面設個小佛龕，或者在櫃子

裡拿一層供佛。不念佛的時候關起來，念佛的時候打

開，這樣就很好。

問：小孩一個人睡，若把西方三聖的小卡片貼在他的

床頭，他覺得這樣有安全感，請問是否可以？

答：可以，小孩讓他盡量多看佛菩薩的形像。

節錄自 2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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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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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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般若文海遍及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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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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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訊息

【下載】儒釋道網路電視台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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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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