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7.15    Vol. 546

改造命運
心想事成 (下)

本期專欄  



本期專欄 02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 下 )

經論輯要 08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71）

印祖法語 13  
示臨終切要

倫理道德 14 
孔融讓梨

因果教育 16   
太上感應篇講記（11）

翰墨飄香 21
《護生畫集》

學佛答問 22

游藝園地 29
食譜 《蓮海真味》

網路講座 . 法寶流通 . 信息交流 31

目    錄



本期內容簡介

　　佛的心、菩薩的心真誠，決定不起妄念，決定沒

有分別執著。離開了妄想分別執著，這個心有多大？

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是真的。請看本期

專欄。

　　慈悲、忍辱要能真正得力，一定要有智慧；沒有

智慧的慈悲與忍辱，不足以對治瞋恚。請看《金剛經

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 下 )

六、境隨心轉 發菩提心

　　古德說的這些話，如果我們真的懂得了就不奇怪，

因為物質環境是隨著我們念頭轉變的，佛在經上也常

講「境隨心轉」。

　　世尊在經典裡面的教誨，我們要抓住核心。經上

常講菩提心，菩提心一般人不太好懂，我把它總結了

十個字：「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這就

是菩提心。

　　首先說真誠，真就是不假，誠就是不虛。佛心真

誠，永遠不會改變，世間人的心總是在變化。

　　我們的心本來是真誠心，現在變成虛偽，不但對一

切人虛偽，對自己都虛偽。為什麼說對自己虛偽？我

們妄念不斷！真心裡頭沒有妄念，只要有妄念，真心

就失掉了。佛的心、菩薩的心真誠，決定不起妄念，

決定沒有分別執著。離開了妄想分別執著，這個心有

多大？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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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誠心起作用有兩個，一個是自受用，一個是他

受用，就是說我們對自己用什麼樣的心，對別人用什

麼樣的心。對自己是清淨心、平等心、正覺心，正覺

是智慧；對別人是慈悲心，大慈大悲。

　　慈悲就是今天所講的愛心。佛為什麼不說愛，而說

慈悲？這裡面差別很大，佛為了不讓大家誤會，所以

只說慈悲不說愛。因為我們的愛是假的，不是真的，

它會起變化。今天愛的，明天就不愛了。但是慈悲是

什麼？慈悲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愛心。這個愛心，它是

依真誠、清淨、平等，依智慧，它怎麼會變！一切眾

生，哪怕是毀謗佛、侮辱佛、殺害佛，佛對我們的愛

永遠不會改變。不會說你傷害我，我就不愛你了，甚

至於還報復你、懲罰你，決定沒有！這是真愛。所以

真正講愛，只有佛菩薩才有，除佛菩薩之外，那些愛

都靠不住。真正覺悟的人，他的心永遠是清淨的，平

等的對待一切眾生。

七、相由心生 境隨心轉

　　我們了解「境隨心轉」這個道理就會明瞭，西方

極樂世界跟我們這個世界原本完全相同的，為什麼他

們的泥土都變成了琉璃，變成了七寶？沒有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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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念頭善。依報隨著正報轉，心善，念頭善，行為

善，所以它整個世界變成了珍寶世界。我們這個地球

上的居民念頭不善，思想不善，行為不善，所以一切

境界就變成了這些磚頭瓦塊。境隨心轉！我們知道境

隨心轉，就應當想到相隨心轉，身體體質隨心轉，這

是佛法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科目。曉得這個事實真

相，我們要保持健康的狀況，就不要生煩惱。中國古

人講得好，「憂能使人老」。天天憂愁、牽掛，人就

很容易衰老；每天歡歡喜喜的，沒有憂慮、沒有煩

惱，身體就不容易衰老。身體隨著我們的念頭轉，相

貌也是隨著我們的念頭轉。

八、修正三業 真幹方得

　　對自己沒有真誠、清淨、平等，對一切眾生沒有慈

悲，這是我們心識裡有七情五欲這些煩惱染污，嚴重

的傷害了我們的身心。對人不慈悲，就會有對立、有

衝突。宇宙是和諧的，眾生本是一體，所以佛教我們

要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為，把我們錯誤的思想、

行為修正過來叫修行。

　　行為有很多，說之不盡，佛在經上把它歸納為三

大類：身業、口業和意業。身體的造作是身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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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造作是口的行為，起心動念是意的行為，這三方

面的造作有錯誤，要把它修正過來。

　　佛教給我們布施，財布施得財富，法布施得聰明

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但是我們要真幹才能得

到！

　　財富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不是憑我們的小聰明，

用種種手段就能得來。非法手段所賺來的，還是命裡

有的；命裡如果沒有，說老實話，做小偷都偷不到，

能夠偷到還是他命裡有的。所以命裡面的財富是我們

前生修得的，修的財布施多，財庫很大。前生沒有修

財布施，這一生就要受貧窮之苦。中國古人說，人四

十歲之前的生活受前生的影響大，四十歲之後受這一

生的影響大；就是四十歲之前的福報是先天的，四十

歲之後的福報是後天的。

　　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人給我算命，財庫是空空如

也，什麼也沒有，所以生活非常艱難困苦。又短命，

大概過去世造的殺業很重，所以給我看的，都說我過

不了四十五歲。我很相信，確實把自己的壽命就定在

四十五歲。二十六歲學佛，一定要在四十五歲修成

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遇到章嘉大師教我學布

施我就真幹。到現前，壽命延長了五十多年，晚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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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還不錯，真的有求必應。這是什麼原因？二十六歲

學佛之後懂得布施，自己生活盡量節儉，幫助別人。

知道自己殺業很重，因為年輕時候喜歡打獵，所以就

特別著重放生，一直吃長素。再就是常常布施醫藥，

這是無畏施，果報是健康長壽。我到處布施醫藥，所

以我常常跟人說我不會生病，為什麼？我的醫藥費沒

有了，統統布施掉了。

　　人們生病或瘟疫流行，都認為是病毒感染的，但

是如果追根究柢的話，還是我們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我們身上的病毒很重。什麼病毒？貪瞋痴三毒！如何

防禦？自信心就是最好的防禦。我們今天講的免疫系

統，信心是最好的免疫系統。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

對這些事情真相清楚明瞭，什麼恐懼都沒有了。

　　這是佛法對我們現實生活帶來許許多多的好處，

可以改善我們的相貌，改善我們的體質，改善我們的

生活環境。所以不要向外求，要向內求，向心性裡面

去求，這是佛法為什麼又稱為內學的原因。

　　所以只要我們具足信心，對於經典的道理好好去

研究，經典裡面那些方法認真努力去做到，我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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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慧增長、福報增長，相貌、體質也會轉變。金

剛不壞身是一切眾生各個本有，無量壽也是各個本

有。所以要精進修學佛法，所謂「人身難得，佛法

難聞」，如果在這一生當中把這兩個殊勝的機緣錯

過了，那才是真正可惜！

>>續載中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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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忍辱非易，非久久修學般若，得大空三昧。正恐

忽遇極大逆境惡緣，瞋心少動，盡棄前功。

　　「忍辱」就是耐心，無論對人、對事、對一切境

界，一定要能忍耐。佛在此經說，一切法能成就的

祕訣在於忍。「忍辱非易」，確實不容易。小事要小

忍，大事要大忍；不忍，事情決定失敗，不能成就。

「非久久修學般若，得大空三昧。」諸佛菩薩能有究

竟圓滿的忍辱波羅蜜，是因修學始終不離般若，得的

是大三空三昧。三空是人空、法空、空空，即宇宙人

生的真相。得大三空三昧，就是徹底明瞭宇宙人生的

真相，知道世出世間一切法，都不外是業因果報的剎

那生滅相續相而已，實在是當體皆空，了不可得。因

此在極大的逆境惡緣中，也如如不動，因為了解事實

真相，不會在境界中起心動念。而凡夫不明白事實真

相，境界現前就起心動念，故事業功夫不能成就。

　　「正恐忽遇極大逆境惡緣，瞋心少動，盡棄前

功。」世間法一切大小事，無論居家生活或從商，乃

至於從政為社會大眾服務，點點滴滴都需高度的智慧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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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真實的耐心方能成功。在佛法的修學上更為重要，

否則決定不能成就。譬如自古以來歷代祖師選擇學生

時，要求背誦經典，是為培養其清淨心、根本智，培

養定力，此事要有智慧、有耐心才能成功。果真依教

奉行，清淨心中生智慧、少煩惱，故法喜充滿。

１１ 、菩薩發願平復，便得平復如故，則有三義：

（一）佛加被故。（二）大慈悲故。（三）心清淨

故。觀照功行深醇，一心清淨。心清淨故，法界清

淨。此時悲願之力偉大無比。有願即成。謂之諸佛

加被也可，謂之唯心所現也可。

　　「菩薩發願平復，便得平復如故，則有三義：

（一）佛加被故。（二）大慈悲故。（三）心清淨

故。」此段有個小故事，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

體，他發了一個願：如果我確實沒有瞋恚心，我的身

體應可恢復。結果當時就恢復了，證明他確實無絲毫

瞋恨心，忍辱功德效果真正不可思議。此處說明何以

為人肢解，仍能立刻恢復的三個意義。

　　第一、佛加被故。人心清淨，清淨心是平等的，沒

有界限，所以與十方法界一切諸佛如來，感應的力量

非常強。現代科學也證明此事，稱之為磁場。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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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磁場，其功能、力量的大小不同。心愈清淨，愈

有修持之人，磁場的能量非常強。反之，妄想雜念、

煩惱多的人，磁場就很弱。譬如住持正法的道場，

磁場力量非常強。場所的磁場不同，與自己的磁場相

應，就感覺很舒適。凡心地清淨，與十方一切諸佛如

來的磁場即相結合，功能非常大。第二、大慈悲故。

菩薩有慈悲心，即所謂愛心，對於一切眾生都愛護，

即使冤家債主，惡意傷害我們的人，也能特別愛護而

毫無瞋恨心，此種力量不可思議。第三、心清淨故。

此為三者中之真因，亦為根本。前兩者是緣，因緣具

足，所以身體能恢復。

　　「觀照功行深醇，一心清淨。心清淨故，法界清

淨。此時悲願之力偉大無比。有願即成。」真正學佛

之人，不老、不病、不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略懂

般若之人，會相信此話是真。凡與此不能相應者，就

是理論或方法錯誤，否則一定年輕、健康、長壽，原

理是心清淨，即可奏效。

心如何清淨？觀照功行深醇。觀是觀念，一定要建立

真實、毫無錯誤的人生宇宙觀。照是徹底明瞭宇宙人

生之真相。功行是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不但深，而且

醇；醇是不雜。如此得的一心清淨是真正的清淨。心

一清淨，法界的許多障礙都消失了。一切障礙由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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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一有分別，就將無障礙的法界劃了許多界限。

　　「此時悲願之力偉大無比」，其慈悲、願力達到盡

虛空遍法界。諸佛如來發願普度眾生，此願力與諸佛如

來的願力相等，所以得佛威神的加持，感應的力量非常

強。「有願即成」，他的願是恢復割截的身體，立刻就

恢復，真的是心想事成。

　　「謂之諸佛加被也可，謂之唯心所現也可。」若

說忍辱仙人身體恢復，是諸佛威神的加持，或說是他自

己唯心所現，都可以，因為唯心所現與諸佛加持是一回

事。此經教我們「諸法一如」、「諸法如義」，是一不

是二。

１２.瞋恨為修行人之大忌。無論在何時、遇何境、修

何法，皆斷斷不可生瞋恚心。

　　「瞋恨為修行人之大忌。」切記，修行首先要消

除瞋恨心。瞋恨是無始以來俱生煩惱。我們生生世世修

行，被瞋恨心所障礙，所以不能成就。雖然障礙的原因

非常多，但以瞋恨心為最，修慈悲心、修忍辱可對治此

病。慈悲、忍辱要能真正得力，一定要有智慧；沒有

智慧的慈悲與忍辱，不足以對治瞋恚。勉強的忍，由於

11



缺少般若智慧，就有限度；如果有般若波羅蜜，可化解

忍，將瞋恚化為慈悲。

　　「無論在何時、遇何境、修何法，皆斷斷不可生

瞋恚心。」切記，我們被人欺騙、陷害、欺負，最好念

阿彌陀佛，放下就沒事了。如果有一念不平之心、報復

之心，就又被瞋恚障礙住。此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一切法當體皆空，了不可得，只要有般若波羅

蜜，無一不能忍受。為人陷害、侮辱，果然若無其事，

就真的消業障。若有一念不平，生報復心，則業障不消

反增。切記此話句句真實語，這幾句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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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葬一法，唐宋佛法盛時，在家人多用之。然宜

從俗葬埋，恐執泥者妄生議論。實則燒之為易泯滅。

過七七日燒彌妥。葬之年辰久，或致骨骸暴露耳。

（正）復周孟由昆弟書

13



倫理道德

孔融讓梨

　　古代有個孩子叫孔融。當他四歲分梨時，就能把比

較大的梨讓給了哥哥，自己拿小的。

　　他這樣做完全正確，因為他做的家務活比哥哥

少。我們現代都講平等，要跟孩子平等。這話對不

對？那就看我們如何去理解！在人格上應該平等，我

們尊重孩子有獨立的人格，而不是附屬在我們身上。

但是孩子還小，請問他的人生經驗跟我們是否平等？

對！他的人生智慧跟我們不平等，我們要引導他，要

教育他。

　　所以，要有長幼尊卑，孩子對長者才能生起恭敬

心。假如都平起平坐，他對我們將如何恭敬？所以，

我們要正確的理解這個平等。當孩子有了長幼尊卑的

觀念，他才知道「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

後」。假如父親上班還沒有回來，兒子就大搖大擺，

筷子拿了就吃起來。長此以往，他就會我行我素，「

苟不教，性乃遷」，所以，現代的孩子很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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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融讓梨給他哥哥吃，正所謂是「財物輕」。哥

哥拿到了弟弟給的梨，對弟弟就會更加愛護和關懷。

孔融讓梨，是他深深懂得布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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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
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奪紀」是減壽，一紀是十二年，就是壽命減少十

二歲。「奪算」是減損福報。「事」，是種類。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一個人的過

失大小輕重，皆有鬼神做記錄。閻羅王、四王天和忉

利天皆有詳細的檔案記錄。現在人真是迷惑顛倒，胡

作妄為，不知果報之可怕！大惡奪紀，小惡則奪算。

反之，修善積德會增紀，增一紀就是增壽十二歲。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過失大小也有幾百種，

每一種都是無量無邊。如後文之「非義而動」，義是

應當；若思想和行為是不應當的，就是過失。過失有

大小，大的是罪孽，小的是過失。古聖先賢和諸佛菩

薩無非是教導我們斷惡修善，而人的一生，一身、一

家、一區均有天地鬼神圍繞於周邊，所以自己獨居也

能夠無欺罔之心和不善之念，如此修學才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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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儒、釋、道」都是從事於社會教育工

作，是多元文化一體的思想，對中國社會有很大的

貢獻。三教雖然有別，但也有其共同處，即皆以「積

德」為本。積德要從心地做起，心地光明磊落。佛法

講超凡入聖。凡是凡情，就是情緒，感情用事就有過

失。能捨棄情執，就是聖人，是覺悟的人。若不能將

情執轉變成智慧，就永遠不會覺悟，也做不了聖人。

　　情執由四相而生，四相是「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分別執著四相，就是情執的來源。若有分

別執著，就有自私自利、是非人我、貪瞋痴慢。不但

言行造業，起心動念都造業。

　　佛菩薩真正覺悟了，沒有我執，自卑而尊人。只

有迷惑的人，才自高自大，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稍

有不如意，則懷恨在心，念念不忘，這就感召不如意

的果報。所以，佛菩薩雖然示現於六道，但實際上住

在一真法界，原因就在於沒有「我」，沒有「我」才

能卑下。覺悟的人自處卑下，快樂自在，只有迷惑的

人才貢高我慢。

　　真正了解三世因果，才知道人與人之間，決定沒

17



有佔便宜或吃虧之事。因緣果報公正無私。現前佔人

家的便宜，將來還是要還債。欠命的還命，欠錢的還

錢。唯有真正覺悟的人不造業，做到隨緣度日，在隨

緣中修積功德。

　　在隨緣中成就自己的功德，即「十大願王」講的

「隨喜功德」。功德是性德的流露，虛空法界一切

眾生與自己無二無別。有此觀念，積功累德是輕而易

舉之事。諸佛菩薩證得清淨法身，就是一切眾生與法

身沒有分別。肯定這事理，無絲毫疑惑，就證得清淨

法身。所以，佛菩薩為一切眾生服務，就是為自己服

務，還有什麼好執著的！

　　宇宙有多複雜，我們的身體就有多複雜。我們的

身體是宇宙的濃縮，宇宙是我們身體的擴展，其中的

複雜狀況不增不減。小宇宙與大宇宙是一不是二。《

華嚴經》云：「芥子納須彌」，就是大小包容，大能

容小，小也能容大，才是不思議境界。諸佛菩薩在無

量無邊剎土，幫助一切迷惑眾生，就是從此觀念出發

的。

　　我們為什麼不能體會？有障礙。而障礙不外乎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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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與所知障。煩惱障就是是非人我、貪瞋痴慢；所知

障就是對於學術知識方面的成見，自以為是，所以見

不到事實真相。我們要從此處用功夫。分別執著逐漸

逐漸淡了，一年比一年淡，一月比一月輕，就是一分

一分的去障礙。去一分障礙，智慧就往外顯露一分。

　　若不肯放下情執，就是累積罪業；放下情執，就是

積功累德。為什麼放不下？事實真相不清楚，把假的

當作真的，所以才做錯，招致惡報。放下與看破是相

輔相成的。能夠放下一分，就能多看破一分；能多看

破一分，又能多放下一分。菩薩從初發心直至圓成佛

道，就是看破與放下而已。六波羅蜜中，般若波羅蜜

是看破，其餘五度是放下。布施是放下貪心，持戒是

放下惡念，忍辱是放下瞋恚和嫉妒，精進是放下懈怠

和懶惰，禪定是放下散亂，統統都是放下。般若是明

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六波羅蜜總歸納，

就是「看破和放下」。

　　真看破，真放下，罪過就沒有了，哪能不長生！

長生是無量壽。所以，想求長生、求福報，一定要從

心地上求。心生萬物，「心生則種種法生」，「一切

法從心想生」。佛法稱作「內學」，內圓滿了，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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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順了，所以說「心想事成」。心想惡，惡事成；心

想善，善事成；心想佛，就成佛；心想貪瞋痴慢，成

就三惡道。十法界依正莊嚴，也是從心想生。既然如

此，何以不心想佛，口稱佛，身行佛行，口說佛言，

果真能如是而行，即成就無量功德。

　　我們想作佛，不能不讀經。我們的思想要與佛的

經教完全相應，起心動念都想佛在經典上所講的道

理、教訓與境界。這就是我之所以勸導大家把《無量

壽經》念三千遍的原因之所在。我們把經念熟了，起

心動念，經中的理論境界就能現前。「憶佛念佛，現

前當來，必定見佛」。真正依教奉行，這一生的生死

大事就辦了，這才是善根福德因緣成熟。

>>續載中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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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飄香   《護生畫集》

摘自《護生畫集》
弘一法師/許士中 書. 豐子愷 繪

21



學佛答問

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幹事在會上介紹了構建「

和平力量網」的構想，希望團結世界所有可能的力

量，利用各種媒體來推動各民族、文化、宗教的交

流，共建全球和平。那麼在團結世界所有可能的力量

當中，會有哪些障礙？

答：障礙的根源是各個不同族群、各個不同宗教的文

化、背景你不能夠明瞭，不明瞭就會產生衝突、障

礙。要化解這些障礙、衝突，就要認真去研究、去學

習。你真正去研究、學習，自然就化解了。不必研究

很多，你就研究一門，就是你自己的宗教，你自己族

群裡頭的文化，研究到一定的深度，你就會發現跟別

的族群、別的宗教有貫通的地方。

在佛法裡面講，整個宇宙是一個根，法性，心現識

變，哪有不同？到這個程度之後，你再去看所有宗教

的東西，一看，原來都是相通的。我看世界上所有宗

教經典，相同的有十之七八，不同的只有十之二三。

那個十之二三，我們就想到是他居住的地區不一樣，

文化背景不相同，生活習慣不一樣。除這些小部分之

外，幾乎在理念上，目標、方向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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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聯合國就提出來，一定要建宗教大學，建世

界宗教大學。每個教是一個學院，將來全世界各個宗

教的傳教師都是同學，不同院系，都是一家人。你可

以專門研究你的宗教，同時也會參與其他的宗教，為

什麼？他有共同科目，專修科目。共同科目就是每個

宗教的概論，每個族群的介紹都要知道，然後才能夠

和睦相處，才能夠平等對待。多元文化大學是團結族

群的，宗教大學是團結宗教的，一定都要從教育、要

從學習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必須要深入經典，深入它

的奧義，這才扎上根，彼此互相真正了解。了解之

後，你一定會肯定是一個神，宇宙之間，跟宗教往

來，一個真神，所有宗教都是這個真神的化身。所以

決定不能毀謗，毀謗就是毀謗真神。

問：有關「和平力量網」的落實。第一個，「和平力

量網」的運作如何展開？

答：這是技術問題。我給聯合國的建議，大會之後一

定有個常設的機構，成立一個機構負責來策畫、來推

動，它才能夠落實。這個問題我有意在今年找個時

間，跟聯合國祕書長來討論這個事情，我會到聯合國

去做一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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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所需的經費如何解決？

答：經費我相信不難，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士很多，

一定能支持。我們自己有衛星，這個衛星是租的，有

五顆衛星，涵蓋全世界。不收費的，你可以長遠的看

下去。我們沒有化過緣，都是銀行開個帳號，我們每

天播個一、二次，就會有人寄錢來，可以維持。不容

易，衛星開銷很大，居然能維持四年了。聯合國真要

搞，聯合國的信譽、聲望比我高得多，我們這是私人

的，支持的人一定很多。所以經費不操心，我們很有

信心，有把握。

問：如何能令「和平力量網」能長期持續有效的運

作？

答：這要培訓人才，一定要召集全世界有志於世界和

平的這些人士，我們集中力量來培訓，一代一代培訓

接班人，可以持續下去。這個我們也有經驗，我們在

安徽廬江湯池辦倫理文化的教育，我們招了三十個老

師，要求老師每個人百分之百落實《弟子規》，他們

能做到。自己做到之後，就教這個小鎮的居民，小鎮

有四萬八千人，男女老少、各行各業大家一起學。不

到半年，人的良心都發掘出來了，所以這個小鎮變成

真正的和諧示範鎮。所以禮義之邦，和諧社會，從我

做起，從我家做起，從我村做起，從我鎮做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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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功了。所以我們也介紹給聯合國。

我覺得這是神佛的加持、祖宗的加持，才有成就，聯

合國找我們去辦個大的活動，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參

與，把我們這樁事情介紹。我參加聯合國這個活動，

這次是主辦，不是協辦，我說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

的是介紹宗教可以團結，第二個是人民是可以教得好

的。一定要教，不教，沒有第二個辦法。

問：伊拉克目前的局勢非常緊張，而東西方媒體的報

導有意渲染衝突，日益加深種族的仇恨。伊拉克人民

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請問究竟如何解決伊拉克的問

題？

答：這是個國際上的大難題。你要問我怎樣解決？我

的建議是我們組織宗教團到伊拉克去訪問，真的就能

化解。如果能有四個國家的代表，這是最理想的，新

加坡的十個宗教，馬來西亞的、印尼的跟澳洲的，這

四個國家組成一個宗教團，去到中東這些動亂地方去

訪問，肯定有效果。訪問這些關係國，當然關係國是

不能少了美國，四國宗教團到美國訪問，布希總統一

定會接見。不是不能做，能做，方法有。現在這種狀

況繼續下去，彼此都不好過，都非常痛苦，雙方都

苦，美國現在也非常苦惱，沒有法子收拾。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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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團去訪問，這是用和平方法來解決，我相信會

有效果。

問：政府要如何管理媒體，才能幫助構建和平？

答：政府首先要認識，媒體是中立的，沒有善惡，重

要的是要了解傳播的內容。如果能夠遵守中國幾千年

來，從前沒有媒體，那是文藝，文藝宣傳、文藝的教

學，古聖先賢有個絕對的標準，能遵守就天下太平。

這個絕對的標準是《論語》上的三個字，「思無邪」

。所以中國歷代，無論是戲劇、音樂、歌舞都守住這

個原則，不可以誘導人民有邪思邪念。如果誘導人民

有邪思邪念的，那是犯重罪，要殺頭的。所以我認為

古時候這些帝王是負責任的，他要保護人民一個清

淨、善良的思惟。不像現在，現在民主自由，不負責

任，所以社會動亂，人過得很辛苦，沒有幸福可言。

一生忙忙碌碌，到死不知道為什麼，糊裡糊塗過一輩

子，這是今天的悲哀。

問：有一位與會者提出，媒體應該報導真實情況，而

不應只報導正面，不報導負面。觀眾可以自行選擇他

們所需。您同意這個觀點嗎？

答：我不同意。為什麼不同意？小孩一出生就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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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電視裡面暴力、色情，殺盜淫妄，他全部接收，

你這個媒體要不要負責任？中國人常講先入為主，已

經接收了，被污染了，你再把它洗刷乾淨，太難了！

所以我是決定不會同意的。我也沒辦法，所以只好不

看，這個我有權，你有權播，我有權不看。所以我四

十多年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不看雜誌，廣播，一概

拒絕。我每天看聖賢書、看經典，各宗教經典我都

看。我跟古人做朋友，不跟今人做朋友。

問：有位與會者提出，宗教之間存在的差異是無法消

除的，因此應該在推動和平工作上避免談及宗教。您

同意這個觀點嗎？

答：我不同意，愈是有問題愈是要把問題搞清楚，把

它化解，你才能解決。有問題就避免，那這個問題愈

來愈嚴重。就好像大夫治病一樣，這個病很難治，算

了，不要治它，留著，愈留到最後要送命的。所以，

一定愈是難的問題愈要去研究它，愈要去把它的根源

找出來，然後你對症下藥，才能解決問題。你認為是

宗教問題，你好好去研究宗教經典，然後再去研究宗

教現前的狀況，你就了解，為什麼會出了問題？沒有

講解！如果說我們世界上每個宗教都用遠程教學的方

法，全世界人，學佛的懂得佛，學伊斯蘭教的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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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學耶穌教的知道《聖經》的內容，不會上

當、不會受人騙，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所以宗教不應該忌諱，不應該害怕，宗教是個很大的

力量，我們中國古聖先王都懂得。最明顯的是清朝，

清朝滿洲人入主中國，是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靠

什麼？靠儒釋道三教。你看邊疆那麼大的幅員，幾乎

是中國一半的江山，他只抓住四個人，天下太平。邊

疆四大喇嘛，西藏，前藏達賴，後藏班禪，內蒙章

嘉，外蒙哲布尊丹巴。這四個人封為國師，邊疆所有

居民都聽上師的話，上師教他們愛國，尊重帝王，尊

重朝廷的律法，人人都遵守，天下太平。你要是排

斥、拒絕，你的麻煩可就大了，你怎麼統治？不同的

族群！所以現在人的智慧，你冷靜去觀察，比不上從

前的帝王，他們真有智慧。

節錄自21-366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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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食譜《蓮海珍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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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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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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法務訊息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7月份講經時間表

上悟下道法師 7月份護國息災講座 網路播放時間表

金剛經講義節要

週一  19：00～20：30

週二、三、四 21：00～22：00

週五 21：00～22：30

金剛經講義節要

7/12~18

7/19

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佛七念佛共修法會

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中峯三時繫念法會

地藏菩薩本願經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習講講座公告

＊網路播放網址： https://edu.hwadzan.com/live/wdmaster
                         http://www.shiwudao.net/livetv

直播

首播

重播

講師 日期講題 備註星期

上悟下道法師 一

太上感應篇擷要

直播

二7、14、21、28

6、13、20、27

莊傳法師

淨土大經科註淺釋 1、8、15、22、29莊哲法師 三

五戒相經箋要 2、9、16、23、30莊慧法師 四

無量壽經（華語）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

金剛經講義節要

3、10、17、24、31

18、25

莊霖法師

莊聞法師

五

六

講經時間：晚上19：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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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道法師講經安排攝影、網路播放。其他法師不攝影、不安排網路播放。

歡迎蒞臨聽講，同霑法益。

＊佛七直播網址：https://edu.hwadzan.org/live/amtb
   三時繫念直播網址：https://edu.hwadzan.org/live/s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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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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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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