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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學佛能否成就，與信、解、行、證關係

很大。請看本期專欄。

　　佛在經上說的道理、境界，必須自己親

自證得，這種解才是透徹而沒有問題。信、

解、行、證，是證明自己所信的、所解的真

實不虛。請看《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信、解、行、證與我們學佛的關係

　　學佛能否成就，與信、解、行、證關係很大。

我們信佛了，是真信還是假信？真信會成就；假

信，這一生不能成就，只是與佛結個緣。這個緣很

殊勝，雖然這一生不能成就，總有一世會成就。當

然最好是這一生就具足信、解、行、證，這一生就

成就。

一、信

　　首先是信（信心）。如何建立信心？特別是在

這個時代，很難！我們見到許多同修，初學佛時很

認真，有念佛的、有持咒的、有學教的，學得太

多、太雜，自己的信心會漸漸喪失，到後來一樣都

不能成就，所以要自始至終一門深入。信不容易，

淨土宗就靠信、願、行三個字，這三個字具足了，

我們這一生決定生淨土，多麼殊勝、多麼容易、多

麼簡單！念佛法門就怕有懷疑，把這個機會錯過

了。如果不懷疑，一直念下去，這一生決定往生成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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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法門難信。我年輕時對於所有的宗教都接

觸，但是我不相信。對佛教更難以相信，認為佛教

是迷信，跟鬼神不分家的。後來如何相信的？我跟

方東美先生學哲學，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哲學家。方

老師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分為四個單元，

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他告訴我，佛經哲

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我問老師，佛教是宗

教，宗教是迷信，它哪裡來的哲學？他告訴我：「

你還年輕，你不知道，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

哲學家。」方老師這樣介紹給我，我半信半疑。於

是我就很注意，老師學佛是真學還是假學？我每個

星期到他家上課，每次都能看到他的書桌上一定有

佛經。他不到寺廟，但是他讀《大藏經》，從來沒

有間斷過，真下功夫。我對佛法是從這裡建立的信

心，那一年我二十六歲。

二、解

　　我們一定要讀經，對佛教經典要深入研習。《

大藏經》，不是一生能學得了的；只要學幾部經，

一生研究，做專家，不做通家。通家是樣樣通，這

很難，我們做不到，但是專攻一部我們可以做到。

《無量壽經》用一年，從頭到尾一遍，三年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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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就十遍，十年把《無量壽經》研究十遍、講解

十遍，你就是淨宗大德，我希望同學走這個路子。

　　辛苦是不能避免的，不受這分辛苦，我們得不

到這個果實。淨宗是如來一生所傳的第一個法門，

只有這個法門人人有把握一生成就，希望能把淨宗

帶起來。參禪我們有沒有把握開悟？沒把握；有沒

有辦法明心見性？不敢說。其他的宗派通這一宗，

它有經、有論，還有祖師大德的學習報告，留下來

的著作，都很艱深、都不容易。我年輕無知，不知

道深淺，由大乘經論入門，我講過《華嚴》、講過

《法華》，這都是著名的大宗大派。八十五歲回

頭，不搞了，為什麼？往生一點把握都沒有。回過

頭來把《華嚴》、《法華》放下，唯識也放下，專

修淨土。我與李炳南老居士是同一個法脈，李老師

是親近印光大師，印光大師傳法給李炳南老居士，

老居士再傳給我，一脈相承。

　　若要問我，念佛有沒有把握往生？我可以肯

定，有把握往生。見了阿彌陀佛再學大部經論可

以，為什麼？壽命無量。所以學大經大論要到極樂

世界學，不在這裡學，此處我只取西方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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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信、有願，信與願永恆的、不會退轉的。這是

我對於淨宗經論講過不少，《無量壽經》講過很多

遍，對它的理解，這是信的依靠。何以相信？有祖

宗的承傳，有經典的深入。經典跟祖師代代相傳，

我們拿出來可以做比較、可以做依據，歷代祖師所

說的是真的，不是妄語，我們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

會。

三、行

　　行門就是一句佛號，白天晚上心裡的佛號不間

斷，無論在何處，心裡「南無阿彌陀佛」。我們一

個方向、一個目標，決定到極樂世界，決定見阿彌

陀佛！念佛是行，有解、有信、有行，隨時可以往

生！只有這一門，除這一門之外都要很長的時間，

要累積功德，只有念佛法門，只要具足信、願、持

名，經上講得很清楚，臨命終時，最後一口氣是「

阿彌陀佛」，就能往生。

　　經，我們用的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這部經

是早年我在台中跟隨李老師，老師給我的，我看了

之後非常歡喜，講了五遍。論，祖師大德所傳的。

大家要認真學習《印光大師文鈔》，比什麼都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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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一定要讀，幫助我們信、願、行，不能疏忽。

四、證

　　海賢老和尚不認識字，沒念過書，他出家，師

父只教他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一直念下去，明

白了不要說，時候到了佛來接你。他做到了，一句

阿彌陀佛念了一輩子，一百一十二歲往生，預知時

至，上上品往生，是我們的榜樣。這是自在往生，

給我們做證明，隨時可以走得了。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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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如來印闡  印可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

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此段是世尊對須菩提尊者的印可，即同意尊者

所說。一開端說了兩個『如是』，正如你所說的。

下句特別強調，不僅是受持讀誦、為人演說的人是

第一稀有，聽到此經，能做到『不驚不怖不畏』，

雖比受持的標準降低許多，佛仍讚歎此人『甚為希

有』。

1.《天親論》曰：驚，謂懼此經典非正道行故。

怖，謂不能斷疑故。畏，謂由於驚怖，不肯修

學故。《智者疏》曰：初聞經不驚。次思義不

怖。後修行不畏。合《論》《疏》觀之，則不

驚即是信。不怖即是解。不畏即是受持。

　　「《天親論》曰」，天親菩薩為《金剛經》做

註解，造《金剛經論》。註解云，「驚，謂懼此經

典非正道行故。怖，謂不能斷疑故」。有些人聽了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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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感覺驚慌，因為經上教導我們，要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不僅世間法，甚至佛法也要放下。佛法

稱三寶，有些人得到佛法，如獲至寶，無量歡喜。

若依教奉行，全都捨棄，這還得了！因此懷疑《金

剛經》是否佛說，或是魔說，由於有此疑惑，所以

驚訝。怖是恐怖，聽佛說要離名字相、離言說相、

離境界相，如何能做到？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

「畏，謂由於驚怖，不肯修學故。」對此法門畏

懼，而不敢依教修學。在座的同修聽了《金剛經》

三字，不驚、不怖、不畏，縱然做不到，但聽了很

歡喜，相信真是佛說。所以世尊此話，於我們是莫

大的安慰，也是很大的啓示與鼓勵，希望我們能將

境界向上提升一層。

　　「《智者疏》曰」，隋末唐初，天台宗的智者

大師也為《金剛經》做註解。說「初聞經不驚」，

聽到《金剛經》而不驚；「次思義不怖」，明瞭佛

在此經上說的義理而不怖；「後修行不畏」。「合

《論》《疏》觀之，則不驚即是信。不怖即是解。

不畏即是受持」。

　　將天親菩薩與智者大師的話合參，得到一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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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驚就是信，深信不疑；不怖就是解，理解經

上的意義；不畏就是受持，敢放下身心世界。因為

理明白了，知道放下是正確的。以通途法門而言，

一切諸佛菩薩，乃至於小乘初果都須放下，若不放

下，決定不能證果。以淨宗而言，許可我們帶業往

生，但仍要放下，才能往生。否則即使佛號念得再

好，也不能往生。有不少人存著錯誤觀念，以為等

見到阿彌陀佛再放下，這個念頭就是堅固的執著，

不肯放下，很危險！因此障礙阿彌陀佛來接引，這

是何以每日盼望阿彌陀佛來接引，而佛卻沒來的原

因。故愈早放下愈好，愈早得大自在。我們想煩惱

少、開大智慧，得大解脫，放下就可得到。何時放

下，何時就得到，愈快愈好。放下就是受持金剛般

若，即須菩提尊者讚歎的第一稀有。

2.聞者當知，法本無定，佛不欺人。何必驚怖疑

畏，庶幾得有信解受持之望耳。

　　「聞者當知，法本無定，佛不欺人。」佛無有

定法可說，其實佛無有法可說，佛菩薩絕對不會欺

騙世人。這是煩惱起現行，小乘須陀洹八十八品見

惑都斷盡了，更何況如來！所以，對佛說的話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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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疑，此人就有福報。佛在此經所說的，句句都是

真實話、最重要的話，比其他一切大乘經典所說更為

重要。因為《金剛經》是一切大乘經的總綱領，其中

沒有委曲婉轉，句句直截了當。我們聽了，「何必驚

怖疑畏，庶幾得有信解受持之望耳」。

　　望是希望。真正能不驚、不怖、不畏，即有機會

逐漸明瞭經義，最方便的方式是聽講。《華嚴經》

云，「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聽講是幫助我們

理解的最好方法，但是聽別人說只是理解皮毛，不夠

深刻；透闢的理解，須有修行的功夫印證。佛在經上

說的道理、境界，必須自己親自證得，這種解才是透

徹而沒有問題。信、解、行、證，是證明自己所信

的、所解的真實不虛。證明的方法是行，就是受持，

真正依教奉行，才能解得透徹。要想信、解、受持，

不驚、不怖、不畏是先決條件。世間人怕放下，教他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他會心生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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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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法語

 示臨終切要

　　汝心裡除念佛外，不使有一點別的念頭，連汝這

個身子，也不預計死後做怎麼樣安頓，連孫子重孫

等，都要當作素不相識之人，不管他們長長短短，只

管念我的佛，一心盼著佛來接引我往生西方。汝能照

我所說的做，一切事通通放下，到了臨命終時，自然

感佛親垂接引，往生西方。若是仍舊貪戀一切好東

西，及銀錢房屋首飾衣服，並兒女孫曾等，則萬萬也

不會生西方了。

（續）示周余志蓮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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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

仁者劉寬 

　　宋朝有位讀書人叫劉寬。他為人寬厚，家人都說

從未見過他生氣。所以，就故意安排他的婢女盛了一

碗熱湯，來試試他。

　　因為那時劉寬正要準備去上早朝，身穿非常整齊

的朝服。婢女進門以後，就佯裝跌倒，熱湯就潑在劉

寬的朝服上。結果劉寬立刻站起來，第一句話就說：

「你的手有沒有燙到？」所以，家裡的人對他佩服得

五體投地。

　　所以從人的第一念，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存心，當

我們真正落實慈悲與寬容時，無論在家庭或社會裡，

我們都會成為被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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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錄自 蔡禮旭老師《小故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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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應篇講記（2）

◎ 釋題

太上感應篇

　　「太上」是尊稱，含義很深。佛菩薩為眾生講經

說法，完全是自性的流露，所以不是某個人講的。我

們以為佛經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在許多經論裡，佛說

他一生沒有講過經，沒有說過一個字。這是真話，不

是謙虛，也不是隨便說說。凡夫執著有我，所以說法

有我說的、你說的、他說的。諸佛菩薩無我，《金剛

經》云：「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不但不著相，連念頭都沒有，所謂「無我見、無人見、

無眾生見、無壽者見」；「見」是見解、念頭。一切

法從真性中流露，真性就是自性。

　　佛法講「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就是出世間的

大聖。世間的聖人有沒有見性成佛？佛有方便語，說

世間聖人沒有見性。如果是說真實語，大乘經論裡，

諸佛如來應化世間，隨類化身，隨機說法，怎能說他

不是諸佛如來化身示現？有人說孔子是童儒菩薩示

現，曾有人來問我，此話是否正確。我們依照祖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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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的慣例，不能界定可否。因為說他是菩薩，找不到

根據，就不能隨便說；說他不是菩薩，從原理上來講，

也有可能是菩薩應化在世間。果真契入境界，哪一個

眾生不是菩薩？哪一個眾生不是如來？

　　題目冠上「太上」兩個字，就是自性的流露，唯

有性德才是至高無上；換言之，我們能夠理解，能夠

奉行，就是順著性德。順性德是真善，違背性德是大

惡，這是善惡的最高標準，也是絕對的標準。

　　「感」，古人喻為種植；「應」，喻為開花結果。

感應是依自性而起的，自性遍一切處、遍一切時，而

不受時空的限制，所以有感必有應。從一個人的身體

而言，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一根頭髮雖微不

足道，但若動彈它，卻能影響一身。動一根頭髮，這

是感；影響全身，就是應。

　　由此可知，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即使再微

弱的念頭，都能振動虛空法界。就像身體的一根寒毛

一樣，把寒毛尖立起來，全身都能感覺到。虛空法界

一切眾生與自己是一體，都是清淨法身；正因為是一

體，感應就不可思議，有感必應，隨感隨應。感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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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因果的關係，眾生有感是因，諸佛菩薩、天龍

鬼神有應是果。

　　了解這個道理與事實真相，才懂得「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的深義。種善因一定得善果，種惡因必定

免不了惡報。一切眾生無始劫以來，所造作的善因少、

惡因多，所以在這一生當中，惡緣多、善緣少。善緣

促進我們的道業，促進我們的善行；惡緣增長我們的

惡念，增長我們的惡行；自己很清楚、很明白將來有

什麼果報。常言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也

是講感應之理。釋題講竟。

◎ 釋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
影隨形。

　　此四句是全文的總綱領，向下皆是此四句的詳細

說明而已。前面兩句是主旨，後面兩句是比喻。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若能參透此兩句之意

境，自然趨吉避凶，成聖成賢，作佛作祖。

　　禍福從何而來？自作自受，這是感應的根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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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講的「破迷開悟，離苦得樂」，迷悟是能召，苦

樂是所召；智樂是福，迷苦是禍。這是本篇主要的宗

旨。我們要想祈福避禍，一味的向外求佛菩薩、求神

明保佑，赦免我們的罪過，這種做法是迷信，與感應

之理不相契合。

　　自己修善，就得福；自己造惡，不能回頭，就得

禍。所以，大乘經講「佛不度眾生」，眾生如何得度？

眾生是自悟、自修、自度，這豈不是「惟人自召」？

墮落三途、地獄，也是自己造作惡業招來的惡報。佛

菩薩雖然慈悲，但也不能給我們添一點福，也不能代

我們受一些罪，或免除一點罪。佛菩薩只是將福罪的

事實真相與道理曉喻清楚，讓我們覺悟，不再造惡業，

禍就遠離；努力行善，福就現前，這是佛菩薩的真實

教誨，也是說明感應道交的原理。

　　用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就是心電感應。心是真

的，電是比喻心念的波動，比喻總不能比喻到恰到好

處，只能比喻彷彿。在世間物理的現象，電的速度很

快，可以接近光速。而心感應的速度，比光、電不知

道要快多少倍，簡直不能比。光波的速度，一秒鐘才

三十萬公里，心念的速度，念頭才生就遍虛空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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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能大師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與此地

講的「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是一個意思。「方寸」

就是我們的念頭，起心動念就感得吉凶禍福，小的果

報稱為「吉凶」，大的果報稱為「禍福」。佛說，吉凶、

禍福皆由心造；又說，罪福苦樂都是「身語意」三業

的造作所招感的果報。明白這個道理，就要自求多福；

不明白這個道理，隨順自己的煩惱、妄想，必定招感

凶禍。

>>續載中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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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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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答問

問：如果道場遇到有人往生等重大事件時，是否可以

調動打佛七的同修一起助念？應怎樣安排才真正達到

兩全其美？

答：念佛堂有人往生，絕不能干擾念佛堂。送往生的

人，自然有平常發心做助念的人，由他們去幫助他。

如果念佛堂他們在用功，你再一幫助助念，他的心就

亂了，他就不能專注。他往生，破壞別人念佛，這個

不好。所以對於往生的人，是專門有個小組，我們通

常叫助念小組，由他們來負責照顧，臨終關懷由他們

來照顧，這就是正確的。

問：念佛堂設立牌位有什麼作用？應該設哪些內容？

答：念佛堂設牌位是印光大師他老人家提倡的。淨宗

道場是以念佛為主，沒有經懺佛事，對於亡人的超度

都在念佛堂，就是讓這些亡靈都跟我們一起來共修。

每天把誦經念佛的功德給他們迴向，冥陽兩利。這些

幽冥界的眾生同時也是這個念佛堂的護法神，它有這

個意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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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新的念佛堂啓用，應該做哪些工作？

答：照一般的規矩，先灑淨，照靈巖山印光大師的儀

規去做就很好。他的儀規簡單，不複雜。

問：常聽人說陰氣重的人，容易被別人的冤親債主借

用，請問真的是如此嗎？

答：這是真的。我們在這麼多年見過很多，凡是被幽

靈附體的，身體都不好。因為身體強他的氣旺，氣旺

鬼神不敢惹他；當你氣很衰、很弱的時候，他就來找

你。但是這些鬼神也不是壞的，他也是善的，他借用

你的身體，剛強、剛陽之氣他不敢，他不敢碰他。所

以如果我們不想惹這些鬼神附身，要認真念佛，要存

好心，說好話，做好人。好人鬼神尊敬，對你尊敬，

他不會找你麻煩。實在講附身也有很多因緣，一般的

時候他不敢隨便附人身，隨便附人身，他要犯法。

問：請問初果聖人投胎到人間，是否也要經歷在胎獄

中地獄般的痛苦？

答：不會，初果以上他到人間來的時候，都是乘願再

來。他很清楚，他來幹什麼？他來修行的，他來提升

他自己境界的。我們知道證到初果之後，決定不墮三

惡道。沒有佛出世的時候，天上人間七次往來，他就

超越六道，證阿羅漢果，所以他是不斷向上提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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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墮落。初果的條件就是把見煩惱斷了，執著裡

頭分為兩大類，一個是見煩惱、一個是思煩惱，見煩

惱斷了。也就是說他的知見很正，跟佛的知見是一樣

的，知見很正。可是他的思想，思想就是貪瞋痴慢沒

斷。

問：為臨終者助念，在其往生前後是否可以採取不同

的佛號？

答：這個不可以。一定要曉得往生的這個人，他平常

習慣念什麼樣的音調，我們要用這種音調去幫助他，

他就很歡喜。你換一種音調，他覺得很煩惱、很討

厭，他就去不了，所以不可以隨便換的。在中國，念

佛道場也分很多派，每個道場念的聲調不相同，你喜

歡哪個聲調，你就進入哪個念佛堂。跟你契機，你歡

喜，這就好，不能勉強，勉強就不好。凡是順著他的

習慣，容易成就，改變他的習慣，往往就產生問題出

來。

問：弟子父母都特別喜歡看《地藏經》講解，但是有

時候看電視螢幕，使他們感到目眩腦漲，以至於無法

繼續，甚感遺憾，請問是何原因？以後他們應該怎樣

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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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可以告訴你的父母，這是佛菩薩加持你，你看

電視就覺得頭昏，看講經不就很舒服？這就是佛菩薩

叫你不要再看電視了，不是壞事，是好事情。

節錄自21-366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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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漫畫 《阿彌陀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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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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佛者，提供一個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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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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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法務訊息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3月份講經時間表

3月2日～8日

3月4日～5日

3月8日～14日

3月15日

三重淨宗學會念佛堂念佛共修法會通告

臺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護國息災暨師長 
護法報恩三時繫念法會，恭請悟道法師主法

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佛七念佛共修法會暫停

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中峯三時繫念法會暫停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各地講經詳情表

＊2~5月三時繫念法會佛事表

講師 日期 講題 備註星期

莊聞法師 一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2、9、16、23、30

太上感應篇擷要二3、10、17、24、31莊傳法師

淨土大經科註淺釋4、11、18、25莊哲法師 三

常禮舉要5、12、19、26莊慧法師 四

3/20停講金剛經講義節要6、13、27上悟下道法師 五

講經時間：晚上19：00至20：30。
講經地點：華藏淨宗學會二樓佛堂（台北市信義路四段333-1號2樓）
歡迎蒞臨聽講，同霑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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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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佛陀教育雜誌由華藏淨宗學會恭製

e-mail: amtb@amt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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