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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我們不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到果報現前的時候茫

然無知，不知道果報是自己業力感召的，甚至怨天尤

人。一切過失都是指責別人，我是對的，這個世界永

遠不會安定和平。為什麼？有這個念頭就會有矛盾、

有衝突。請看本期專欄。

　　體相是一不是二，體用是一不是二，所以同體。

不但同體，而且同時，一為無量，無量即一。如果真

正明瞭同體，就不難明瞭同時，這才真正契入不二法

門。請看《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和平之道：
承認別人都是對的  自己都是錯的

一、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自己要負責任

　　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與宇宙的和諧、與世界安

定和平都有關係，一個善念帶給宇宙和諧，一個惡念

就破壞宇宙和諧。人不知不覺當中，造罪還是修福，

自己確實是茫然無知。佛在《地藏經》上告訴我們，

「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

多少人念到這個經文都起疑惑，我們起心動念有什麼

過失？好像不以為然。實在講，我們起心動念、言語

造作可以說完全不負責，不知道自己心念的造作影響

有多大、有多深！

　　現在整個世界災難很多，社會不安定、不太平，這

個共業誰造成的？我們都有責任。我們不注意自己的

起心動念，到果報現前的時候茫然無知，不知道果報

是自己業力感召的，甚至怨天尤人。一切過失都是指

責別人，我是對的，這個世界永遠不會安定和平。為

什麼？有這個念頭就會有矛盾、有衝突。所以要把我

們念頭轉過來，別人都是對的。並且常常反省自己，

還有哪些過失；等覺菩薩天天都在反省、天天都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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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何況我們凡夫？
　　

二、整個宇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真正修行沒有別的，就是修放下，什麼都要放下。

自己信心的建立，幫助別人信心的建立，都是在肯定

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中國儒家教童蒙，《三字經》上

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我們要肯定人性本善。

在佛法裡面佛常說，一切有情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無

情眾生皆有法性。法性是體，佛法裡面講的法身、講

的理體。法性是法身的理體，佛性是法性裡面的一

分，般若智慧，這叫佛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不是二，

所以《華嚴經》上講「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圓是

圓滿，種智是一切種智，就是說明整個宇宙是一個生

命共同體。這就是《般若經》上講的諸法實相，或者

說宇宙人生的真相。

　　這個認知就是現代講的多元文化，絕對不是單一

的文化。宇宙是多元的，我們自己這個身體也是多元

的。身體是個小宇宙，世界是個大宇宙，大宇宙跟小

宇宙完全相同。宇宙那麼複雜，我們身心的複雜跟宇

宙的複雜是平等的，真正是不增不減。從我們身體仔

細去思維、觀察就會覺悟，我們的身體從外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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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眼耳鼻舌身，這不同的器官就等於說是不同的國

家、種族、宗教與群體；裡面有五臟六腑，這樣組成

一個身體。一定要每個器官都第一，眼睛第一、耳朵

第一、鼻子第一，五臟六腑各個都第一，這個身體是

健康的。如果我們身體各個器官不平等，眼睛第一，

耳朵、鼻子第二，這個身體就不健康。現在世間許多

科學家講生態平衡，地球生態的平衡、宇宙生態的平

衡，平衡就是健康，不平衡就出毛病，就像我們身體

各個器官一樣。

　　人性本善，人人皆有佛性，這是從整個宇宙人生

理體上來說的。大乘經教，佛對於這方面講得非常之

多，我們也是本著這個認知來團結世間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希望每個人都有這種認知，知道宇宙是

一個生命共同體。我們跟一切人的關係、一切眾生的

關係，跟大自然環境的關係，跟天地鬼神的關係非常

密切，那就是我們一個身體不同的器官、不同的部

位。眾生迷失了，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所以有對立

的概念，我大你小，我強你弱，這就不平等，不平等

就產生無量無邊的障礙，這些障礙造成了六道、三

途，造成許許多多無法避免和克服的天災人禍。所以

災難是什麼造成的？誤會造成的，不了解事實真相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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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跟我們確實一個生命共同體，一切法從心想

生！心善，這個世界就是極樂世界，就是天堂。我們

要知道，天堂、地獄是我們善惡念頭變現的，我們一

念善，沒有一樣不善；一念惡就統統都惡，那就變成

地獄了。所以，十法界唯識所變，佛講得多清楚！如

果我們能夠把妄想、分別、執著統統都放下了，這個

世界叫一真法界，一真是最完美的，沒有絲毫缺陷。

誰證得？法身菩薩證得，《華嚴經》圓教初住菩薩，

他能夠把一切妄想、分別、執著放下。永遠放下，不

再有妄想分別執著，那個境界是一真法界；放不下，

我們就生活在十法界。還有嚴重的執著，我們生活在

六道；六道裡面，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都是不善

的，所現的是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善與不

善，標準在哪裡？標準是跟性德相不相應。與性德相

應的是善的，與性德相違背的是不善的；與性德相應

的現的是三善道，不善的現的是三惡道。

　　這些道理，事實真相，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透

徹。佛家講信、解、行、證，我們相信佛菩薩講句句

話都是真話，沒有一句妄語，然後要理解，透徹的理

解；把解變成自己的思想、行為，這是行，行之後才

能夠證實整個宇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自性本具的德

能、相好自然現前，都是自性本來具足的。所以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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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性不只是禪宗，哪個宗派、哪個法門都是以此為修

學最終極的目標。我們念佛人要不要明心見性？要！

什麼時候明心見性？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明心見性

了。這個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真正修，這一生不要

空過。過去生生世世我們都不老實，空過了；這一生

當中能夠聞到正法，能夠遇到真經、遇到善友，決定

不要空過，希望在這一生當中獲得圓滿的成就。

三、修學綱領：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
悲；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念佛

　　我們淨宗學會修行的綱領很簡單，二十個字：真
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看破、放下、自在、

隨緣、念佛。我們的心要真誠、清淨、平等、正覺、

慈悲；我們的行要看破放下，看破是一切理事通達明

瞭叫看破，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別執著；要自在，要隨

緣而不攀緣；要念佛，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親近

阿彌陀佛。

　　佛是聖人，菩薩是聖人，他到這個世間來示現，

來教導我們。教什麼？無非是教我們明瞭事實真相，

讓我們認識自己，禪宗裡面常講「父母未生前本來面

目」。本來面目是一家人，本來面目是一個人，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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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所以真誠、清淨、平等、慈

悲，這是性德，一切眾生個個具足，是一切眾生本有

的德能。無量的智慧、無量的德能、無量的相好是自

性本來具足的。既然一切萬事萬物，包括虛空、宇宙

都是自性變的，哪有不具足自性智慧德能的道理？大

到世界、小到微塵，統統具足。現在我們迷了自性，

把自性的般若智慧變成了煩惱。佛經上說煩惱即菩

提，迷失了之後，智慧就變成煩惱，相好就變成了十

法界，變成了六道、三途。能力完全錯用了，沒有用

在正道上，與性德不相應。這些道理、事實真相，唯

有佛菩薩、大聖人他們清楚、他們明瞭，把這些事實

真相說破，讓我們覺悟過來。覺悟的眾生就叫做佛、

就叫做菩薩，迷了就叫凡夫。凡夫跟佛沒有兩樣，只

是一個覺悟，一個還沒有覺悟，除此之外沒有絲毫差

別。

四、境隨心轉 回頭是岸 踏實真幹

　　我們肯定天堂、地獄，十法界依正莊嚴，佛說的唯

識所變，一點都不錯。識是什麼？識是妄想、分別、

執著。我們妄想分別執著是善的，與性德相應，世界

就變天堂；如果念頭是惡的，就變成地獄。本來沒有

天堂，也沒有地獄，天堂、地獄從哪裡來的？人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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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的。所以境隨心轉，這是佛在經上講的；境是

環境，環境隨著人心在轉，心善環境就善，心惡環境

就惡。

　　中國人講究風水，風水還是隨著人心轉變。所謂是

「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一個人有福德，他走

到哪裡都是好風水，那個地方就變成福地。心要是不

好，這個地方風水很好，他去住個二、三年，風水變

壞了。所以風水隨著人心轉，要明白這個道理。同樣

的，相隨心轉，我們的心善，相貌就會愈來愈善。理

論懂得之後，我們要會用，真的要會轉！《楞嚴經》

上佛說「若能轉物，則同如來」，會轉，就跟佛菩薩

沒有兩樣。

　　我們都知道忍辱仙人被歌利王侮辱和割截身體這段

故事，這當中忍辱仙人一點瞋恚心沒有，忍辱波羅蜜

圓滿了；一絲毫報復的心沒有，持戒波羅蜜圓滿了。

六波羅蜜裡頭這兩個圓滿，其他四個統統都圓滿，所

以他很快成佛了，就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能夠

提前成佛，歌利王的功德很大，所以忍辱仙人感謝

他，說我成佛之後第一個來度你。釋迦牟尼佛成佛之

後，第一個得度的是憍陳如尊者，憍陳如的前身就是

歌利王。佛法不但有理論，佛菩薩做給我們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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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看了要覺悟。我們要像忍辱仙人一樣，我會在

這一生當中，很快的把自己提升到很高的境界，這是

好事，不是壞事。學佛要從這裡學，才能得真實的受

用。

　　所以我們肯定性德就是純淨純善，慈愛、感恩。

一切眾生本來和睦相處，就像我們身體一樣，父母生

下來的時候，我們身體每個細胞都和睦相處，每個器

官都不會對立，身體正常發育，這才能健康成長。人

為什麼會生病？器官不合作了，這就生病，嚴重的就

得要命了。所以整個宇宙，所有一切眾生本來和睦相

處，他不能和睦相處他是迷了，不了解事實真相。各

個劃了界限，彼此不能合作，才造成這個世界許多天

災人禍。這都是迷惑顛倒、胡作妄為造成的結果，這

裡面包括我們自己一分，我們天天也在這樣造作。明

瞭之後我們趕緊回頭，佛家講「回頭是岸」。

　　對待一切眾生要平等。為什麼和睦不能夠落實？就

是你不是用平等心對人、對事、對物，所以和睦就做

不到；和是果報，因是平等。對一切人、事、物都要

用平等心，決定沒有高下。平等裡面表現出來的是謙

虛、是尊敬，而不是說你跟我差不多，你有什麼了不

起？這就是貢高我慢，這就不平等。真正平等的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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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虛、和睦，謙和是平等之相，尊敬是平等之相。一

切眾生本來互相包容、互相敬愛，本來互相關懷、互

相照顧，這是性德，現在完全沒有了，迷失了自性。

我們真正了解這些事實真相，懂得這個道理，才知道

佛菩薩的教誨重要，確實是真實教誨。然後我們再回

頭冷靜的去觀察、思惟，就會明瞭大乘經上所說的虛

空、法界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自己這

個身體充滿十方三世，法身、報身、應化身是一體，

這當中沒有界限，這才真正把自己本來面目找到了。

原來自己本來面目，上跟諸佛如來一體，下跟一切眾

生一體，所以菩提心自自然然流露出來。而真誠是菩

提心之體，清淨、平等、正覺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慈

悲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就是說怎樣對自己就怎樣對別

人。真誠心對自己，就是清淨、平等、正覺；真誠心

對別人，就是一片慈悲，叫大慈大悲。

　　世間一切眾生與諸佛同一個心性、同一個智覺、

同一個法身、同一個圓滿德相。就像《三時繫念》

中峰禪師所說的，「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致現量之不

一，是乃一體而異名也」。這些都是說明宇宙是一個

生命共同體，這是多元文化世界永久安定和平的理論

與事實基礎。我們跟世界上不同族群往來、不同宗教

往來，怎樣團結他？怎樣能夠合作？這有理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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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沒有絲毫困難。所以世間真正覺悟的人、真正明

瞭的人自自然然相親相愛，不分彼此；我們說一家

人，一家人還有距離，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表現在日

常生活當中就是倫理道德。倫理是講人與人的關係，

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與人的關係不外

乎這五大類。這個關係是自然的法則，不需要加入一

點點人的意思在裡頭，否則就把倫理破壞掉了。隨順

著倫理，隨順著法性，這就是德，中國人所講的孝悌

忠信、禮義廉恥，這八德。八德有兩個說法，另外一

個說法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兩個說法除掉相同

的內容，總共十二個字，這十二個字是一切眾生自性

本來具足的，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

現在這個世間好像沒有這些了，覺得這個世間沒有好

人，這是迷了自性；真正覺悟了，再看看世間人，個

個都是好人，沒有一個不是好人。他的不好，那是他

的習性，不是本性，他的本性是好的，只是被染污了

而已。雖然染污，他要受苦報，我們肯定他會回頭，

只是時間早晚而已，決定會成佛。

結語

　　我們依照佛法去生活，沒有不健康的。我們要過

佛菩薩的生活，不要過迷惑顛倒的生活。真正通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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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我們對人會親切，會真心的關懷照顧，互助合作，

這是必然的，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對於一切眾生我們懂

得怎樣交往、怎樣關懷照顧、怎樣合作，使整個社會、

整個世界更美好、更和諧，這就與宇宙的和諧相應，不

僅僅是世界的和諧，宇宙的和諧。在生活、學習當中我

們會得法喜，所謂常生歡喜心，法喜充滿，法喜是我們

生活裡面最豐富的營養。諺語常講「人逢喜事精神爽」

，這個喜不是外面刺激來的，是從內心裡面覺悟到真理

產生的歡喜。《論語》裡面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

說乎」，那個悅是法喜，從內心裡面生的，這是最高的

營養。

　　因此人生活在世間，真正的目標是提升自己的靈

性，把自己不斷向上提升，要向自己性德去修養，我們

這一生沒有白來。要知道身體有生滅，靈性不生滅，靈

性是真正的自己，身體是假的。把財色名食睡，五欲六

塵這種世俗的生活方式要把它擺脫掉，提升自己，這是

正確的。然後再提升，提升到純淨純善，純淨就是我們

心地決定不夾雜絲毫不淨，純善就是我們的行為決定不

夾雜絲毫不善。淨生慧，善生福，福慧雙修，福慧圓滿

就是如來的果地。真正修福、修慧就是修淨、修善，這

是菩薩道，一定要真幹。

>>續載中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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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若知得一切法之真實狀況，莫不空有同時。則上

自十方諸佛，下至一切眾生，以及山河大地，情與

無情。莫不皆以淨心為體。淨心之實相，本是空有

同時，謂之一真法界，諸法一如。

　　「若知得一切法之真實狀況，莫不空有同時。」這

是總原則、總綱領，空有同時就是萬法一如、萬法不

二。空有同時，性相同時，理事同時，生佛同時，無

有一法不同時及不同一自性。正因為它同時、一如、

不二，所以《華嚴經》才顯示事事無礙。

　　「則上自十方諸佛，下至一切眾生，以及山河大

地，情與無情。莫不皆以淨心為體。」淨心是清淨

心，即是實相、自性。淨宗法門修淨念，因為淨念就

得清淨心。般若法門說觀照，是用智念。淨念比智念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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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直捷，道理在此。

　　「淨心之實相，本是空有同時，謂之一真法界，諸

法一如。」我們在現前生活中，要在事事物物上體會不

二、一如、同時，用此功夫。一句佛號決定不能間斷，

心中只有佛號，沒有其他。我們看一切法，果然能用此

角度觀察，能協助我們看破放下，念佛往生就毫無障

礙，好處在此。講《金剛經》的用意，是見大家念佛不

得力，協助大家看破、放下，排除念佛往生的障礙，令

淨宗法門一帆風順。

　　一真法界、諸法一如，是大乘經之精華，最重要之

教義。我們修學即為此事，所謂菩薩證果，亦是證此。

下文用比喻說明，令我們對此事能更深入明瞭。

　　同體，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法皆同體。佛門常說

「依正莊嚴」，依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身外之物都是

生活環境，我們居住及活動的環境。科學家發現，太陽

系只是銀河系中的一個小星系，而銀河系的範圍非常廣

大。銀河系的兩端，以光的速度測量，約二十萬光年，

即佛經說的一佛剎，就是一尊佛教化活動的範圍。

　　一尊佛的國土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即一個六道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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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單位世界的天頂是初禪，小千是二禪，中千是三

禪，大千世界的天頂是四禪。所以一個大千世界只有

一個四禪天，有一千個三禪天，十億個初禪天。以黃

念祖老居士的說法，銀河系的中心就是佛經說的須彌

山，科學家稱為黑洞，所以須彌山不在地球上。銀河

系的中心，引力非常強，任何物質都被吸收，甚至光

都被吸收。如此的大千世界，在太虛空中無量無邊，

一切諸佛如來都說不出它的數字。如此大範圍中，一

切依正莊嚴皆同體。依報是物質環境，正報是身體。

有情、無情眾生皆同體，須知我們與佛同體，與一切

眾生同體。

	

　　古德常以金與器做比喻。以金比喻為體，以器比

喻為相，十法界依正莊嚴的現相就如器。「金，能現

之體，唯一」，體是一個，如黃金。「器，所現之

相，無量」，而它所現的相無量無邊，可隨人之喜好

以黃金製造，無論製造數千、數萬種，體仍是金，體

並沒有變，而器是無量。《華嚴經》云，「一即是

多，多即是一」。《楞嚴經》云，「一為無量，無量

為一」。從體上說是一，從相上說是無量。體與相，

是一不是二；正如金與器，是一不是二。離了體，離

了金，沒有器；離了器，亦沒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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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相是一不是二，體用是一不是二，所以同體。

不但同體，而且同時，一為無量，無量即一。如果真正

明瞭同體，就不難明瞭同時，這才真正契入不二法門。

不二就是一，體相不二，體用不二，性相不二，理事不

二，事事不二。《華嚴經》上說的「不思議解脫境界」

，就是同體、同時所現之不思議解脫現相。這個現相在

《般若經》上稱作「實相」、「諸法一如」，《華嚴

經》說「一真法界」。這是決定正確的觀念，我們知道

宇宙、人生、一切萬法是同體、同時，即是入佛知見，

看法、想法與諸佛如來相同。

２０.須知一切法皆由心現。一切實者，一切法儼然在

望。此語是破執無。一切非實者，一切法當體即

空。此語乃破執有。若知空有同時，可見空有俱不

可說。何所用其分別哉。

　　「須知一切法皆由心現。」心是真心，一切法都

由心現。「一切實者，一切法儼然在望。」不說空，而

說實相。我們六根能覺察一切現象的存在。儼然存在，

清楚明白即是儼然。「此語是破執無。」佛的說法是事

實，是破那些執著空無，即執著體而不承認有相的存

在。四空天的天人、四禪天的無想定人皆執著空，沒出

三界。三界之外的小乘、阿羅漢與辟支佛執著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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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證得的涅槃是「偏真涅槃」。證得是真的，但偏在

一邊，空邊，所以雖證得涅槃，但不起作用，有體無

用。因此，世尊時常在大乘經上責備他們是「墮無為

坑」，不能明心見性。此語是破執無，這個說法是破執

無的。

　　「一切非實者，一切法當體即空。」一切法，雖然

有相，沒有體；體是空寂，清淨寂滅。現在我們知道

這一切現相是剎那九百生滅之相續相，所以能看破、放

下，不再執著我有的、我要的。此念頭雖然仍未斷，但

已十分淡薄。任何事，無論有或沒有都好，心確實清淨

許多。妄想少了，明瞭這個世間一切法沒有得，當然也

沒有失，有得失的執著很辛苦，沒有得失就自在，能真

正體會隨緣度日之自在。祖師大德常說隨緣度日，若自

己沒有真做，沒有入境界，體會不到其中真正的法味。

不願意做的原因是沒看破，以為一切法是實有的。

　　一切法當體即空，甚至自己的身相也是當體即空，

了不可得。此觀念的好處甚多，最起碼是不生病。當體

即空，病在何處？沒有病。若執著這個身體是我，就會

生病。另一個好處是年輕，不老，縱然功夫不夠，也

不易衰老。憂、悲、老、病、死，皆因有「我」這個錯

誤觀念所致。若真能將此事看破、放下，憂、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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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皆無，真有好處。不僅生活在此處，甚至生活在

盡虛空遍法界皆得自在，原因是同體、同時，這是事實

真相。「此語乃破執有」，這個說法是破執著有的。

　　「若知空有同時，可見空有俱不可說。何所用其分

別哉。」空有、性相皆是同時的，分別、妄想、執著自

然就沒有。因此，佛教導我們二邊皆不執著，與事實真

相完全相應，即得自在！

２１.若約究竟義徹底說之。言遣則一切遣。言不遣則

一切不遣。須知凡言遣者，因執故遣。若無所執，

則無所遣。故空有同時亦不可執，執亦應遣。

　　「若約究竟義徹底說之。」就是更深一層觀察、體

會。「言遣則一切遣。」遣是離開、放下、捨棄。不可

只捨一邊，一捨一切捨。世間法捨離了，佛法也要捨，

因為佛法仍是因緣生法，佛法與世間法是同體、同時，

決定不能執著。執著是大病，執著佛法也無法超越六道

輪迴。

　　「言不遣則一切不遣。」不遣是從幻相上而說。

幻相，世法、佛法一切萬相，體一定現相，相不能滅，

相會轉變。當沒有妄念時，所現的相稱作一真法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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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妄想、分別、執著摻雜其中，所現的相就是十法

界，六道輪迴。因此，諸佛菩薩教我們斷惡修善，能

斷惡者，惡的相不會現前；能修善者，善的相即能現

前。十法界依正莊嚴，乃是業因果報變現之相續相而

已。無論善、逆境界，皆是剎那生滅，了不可得。因

此，諸佛菩薩在三惡道度眾生，沒有苦受；在西方極

樂世界度眾生，也沒有樂受。空有二邊都捨，苦樂二

邊也捨，才能得自在，智慧才真正能現前。只要有絲

毫放不下，就是無明、煩惱，即生死的根源，所以一

定要徹底放下。

　　「須知凡言遣者，因執故遣。若無所執，則無所

遣。」遣是對執著而說，就是放下。中國五代後梁

時，浙江奉化出現一位布袋和尚，大家稱他彌勒菩

薩。無論化到任何東西，一律往布袋一放，背著就

走。曾有人請教布袋和尚如何修行？他站在原地，將

布袋放下，意思是放下。放下之後怎麼辦？他將布袋

再背起來就走了，放下與提起同時。《金剛經》上，

「應無所住」是放下；「而生其心」是背著就走，布

袋和尚以此法表示。一部《金剛經》所說的，布袋和

尚一個動作全都表演了，他真的是行道。放下之後要

提起，提起時要懂得放下，放下與提起是一不是二。

它是同體、同時，方顯示諸法一如，空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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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空有同時亦不可執，執亦應遣。」空，不能

執著；有，也不能執著；空有同時，仍不能執著；甚至

不能執著也不能執著，若有個不能執著仍是執著，心仍

不清淨。話只能說至此，再往下，不可說了，「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要從此處體會，才是真正清淨。

２２.情見若空，說空有同時也可。即說四句又何嘗不

可。若其未空，說四句固不可，即說空有同時，亦

未見其可也。佛氏門中，一法不立，亦一法不捨

也。

　　「情見若空」，情是情執，見是有見解。若有自

己的看法、想法，就沒空。若問佛菩薩，對某事有何想

法、看法？佛菩薩比我們高明，沒有想法、看法。我們

現前最大的問題，不易突破的是：「我想怎樣，我看怎

樣」，此種起心動念、言語態度，四相具足，我執、法

執具足。如此讀佛經，不能解如來真實義，如來真實義

是什麼都沒有。如果一切都不執著，什麼都沒有，一閱

讀經典，義理都能明白，就開悟了。若有一點點意思

在，即使佛、菩薩或羅漢來為你說，都無用，不會開

悟。原因是自己有障礙，此即是深重的業障。

　　此會我們時常以惠能法師做比喻，他何以一聽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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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悟？因為沒有分別、執著。在五祖忍和尚處說的偈子

中，「本來無一物」，可見他心裡什麼都沒有，所以才

開悟。而神秀跟隨五祖多年，卻無法開悟的原因，就是

他有一物，仍須「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他有我

執、法執。雖明瞭經教，也會講經說法，並得到一切信

徒的擁護，然而他所說的都是聽來、看來，是他人的，

不是自己的，這種學問是記問之學。

　　記得、讀得、聽得很多，甚至孔老夫子都說，「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更何況是佛。中國古代世

出世法都要求開悟，自己覺悟了，才是真實的東西。悟

了之後講《金剛經》，是講他自性的《金剛經》。此經

本是釋迦牟尼佛從自性流露的，講經開悟的人拿到此經

本時，引發他自性的《金剛經》，有不同的法味。這些

原理原則，佛不吝法，說得清楚明白，就是要教我們放

下，再放下。有，放下了，什麼都沒有；沒有，也要放

下；最後放下也要放下，就心開意解，漸漸恢復本性，

本性盡虛空遍法界。

　　將自己的想放下，心中雜亂的相、妄想、執著全放

下，最後剩下真心。情與見，絕對不好。「情見若空」

就是空有二邊不著，此時「說空有同時也可」。因為不

執著，只有言說並無實義，如何說都可以。說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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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執、說不執皆可，如何說都對。

　　「即說四句又何嘗不可。」四句是指空、有、非

空非有，亦空亦有。說四句都對，入了境界就沒錯。

沒入境界，「若其未空，說四句固不可」，不是自己

的境界。「即說空有同時，亦未見其可也」，若只是

學著別人說話，不是自己的見地，則別人說得沒錯，

自己說就錯了。所以，學別人的東西，有些可以學，

有些不能學。事相可以學，體性決定學不到。

　　「佛氏門中，一法不立，亦一法不捨也。」何以

一法不立？因為一切法當體皆空，了不可得。何以一

法不捨？因為有體，決定現相，相只會轉，不會滅。

因此我們在六道中輪迴是轉變，不會滅。這一段的義

理很深，說明何謂實相。我們從註解多少能體會一

些，縱然不能悟入，也能體會得一點，對我們修學有

很大的幫助。自今而後，我們於生活、工作、處事待

人接物，自然會看淡一些，不會過於認真計較。能看

淡一分，就有一分的智慧；能放下一分，就有一分的

受用，即經上常說的福德。看破是智慧，放下是福

德。能開一分智慧，立刻就得一分福德的受用，真實

不虛。下一段經文，科題是「約當來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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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者。前已開導病

人，令生正信。然彼病人，心力孱弱。勿道平素絕不

念佛之人，不易相繼長念。即向來以念佛為事者，至

此亦全仗他人相助，方能得力。以故家中眷屬，同應

發孝順慈悲之心，為其助念佛號。若病尚未至將終，

當分班念。應分三班，每班限定幾人。頭班出聲念，

二三班默持。念一點鐘，二班接念，頭班三班默持。

若有小事，當于默持時辦。值班時，斷斷不可走去。

二班念畢，三班接念。終而復始。念一點鐘，歇兩點

鐘。縱經晝夜，亦不甚辛苦。須知肯助人淨念往生，

亦得人助念之報。且莫說是為父母盡孝應如是。即為

平人，亦培自己福田，長自己善根，實為自利之道，

不徒為人而已。成就一人往生淨土，即是成就一眾生

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議。三班相續，佛聲不斷。

病人力能念，則隨之小聲念。不能念，則攝耳諦聽心

無二念，自可與佛相應矣。念佛聲不可太高，高則傷

氣，難以持久。亦不可太低，以致病人聽不明白。

不可太快，亦不可太慢。太快，則病人不能隨，即聽

亦難明瞭。太慢，則氣接不上，亦難得益。須不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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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不緩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令病者字字句

句，入耳經心，斯易得力。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

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聲清，聽之令人心地清淨。

木魚聲濁，故不宜用於臨終助念。又宜念四字佛號。

初起時，念幾句六字。以後專念阿彌陀佛四字，不念

南無。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隨之念，或攝心聽，皆省

心力。家中眷屬如此念，外請善友亦如此念，人多人

少均如此念。不可一起念，歇歇又念，致令病人，佛

念間斷。若值飯時，當換班吃，勿斷佛聲。若病人將

欲斷氣，宜三班同念，直至氣斷以後，又復分班念三

點鐘，然後歇氣，以便料理安置等事。當念佛時，不

得令親友來病人前問訊諭慰。既感情來看，當隨念佛

若干時，是為真實情愛，有益於病人。若用世間俗

情，直是推人下海。其情雖可感，其事甚可痛。全在

主事者明道理，預令人說之。免致有礙面情，及貽害

病人，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

（續）臨終三大要

>>續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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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

鄭濂碎梨

　　在明代，有位大臣叫鄭濂。他們家族七代同堂，有

一千口人居住在一起，相安無事。皇帝聽了很歡喜，

就御贈一塊「天下第一家」的匾額。御封之外，送了

他兩個大水梨，還派錦衣衛跟在後面，看看他如何把

兩個大水梨分給一千個人。

　　鄭濂回去後，不慌不忙，吩咐人運來兩個大水缸，

一邊放一個梨，把梨搗碎，讓梨汁流到水缸裡，混合

在一起。然後說：「來，每人喝一碗」，如此大家都

覺得非常公平。

　　子孫中比較親的人，見鄭濂能如此公平，就會肅

然起敬；比較疏遠的後代，見長輩能這樣公平，也非

常佩服和崇敬。鄭濂藉此向族人示範了公平有序、孝

悌友愛的重要性，從此整個家族更加齊心和睦。

　　鄭濂品德高尚，又充滿智慧，懂得以「和」持家，

也懂得怎樣才能做到無私公平。公平，人心就平，心

平之後就能和諧安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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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們依了凡先生的這個綱領，做一番深入的研究功

夫，以此為基礎，再推而廣之，斷惡修善，積德累功，

可能會收到效果。要是不細參深究，把「善惡」二字搞

顛倒了，造作了一身的罪業，還自以為在修善，那就大

錯特錯了。

　　「何謂端曲？」端是端正，曲是委曲。心正，行則

正；心不正，一切行為皆曲。了凡先生為我們提出了三

個原則：

　　第一、「純是濟世之心」，念念為眾生，特別是為苦

難眾生，無絲毫自私自利之心。現前世間之種種災難，

日趨嚴重，這是眾生共業所感。形成共業的原因，就是

「失教」，失去了古聖先賢的教育。眾生皆隨順煩惱和

私欲，念念自私自利，造無量無邊的罪業。聖人教導我

們「積德累功」，積德就是存好心，累功就是說好話、

行好事。好就是善。念念要存一個利益社會、利益眾

生、利益他人之心，要存這個心。如果有一念為自己，

就不善了，就是曲，不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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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純是愛人之心」，念念愛護一切人，如慈

母之愛護子女。現在父母多半都有職業，往往將子女委

託給傭人照顧，將來兒女長大，親情要打很大的折扣。

印光大師在《文鈔》中極力主張，婦女對於國家社會民

族最大的貢獻，就是全心全力照顧和培養子女，使子女

智慧賢明，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棟樑。現在婦女將自己最

偉大的事業放棄了，這是顛倒。母愛、親情都是從小培

養的，千萬不要以為小孩無知，「少成若天性」啊！

　　第三、「純是敬人之心」。純是真誠恭敬心，所行

一切善業與聖賢相同，即是端。反之，所修一切善法都

不端。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難在何處？難在我們

根本沒有受過聖賢的教育，被習俗所污染，以非為是，

念念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眼前雖佔一點便宜，好

像得一點利益，殊不知禍患無窮，必墮三途受長劫的苦

難。諸佛菩薩與世間聖賢是把眾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自己願意吃虧，願意犧牲奉獻。

　　「何謂陰陽？」陽是指行善為人所知，受社會大眾之

讚歎，這是陽善。若隱瞞掩飾所做的惡事、惡行，不為

人所知，則是陰惡。陽善陰惡，其果報在地獄。聖人教

導我們要積陰德，自己所做的善事要掩藏起來，德才能

愈積愈厚，果報才殊勝。自己所做的惡事，應當讓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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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佛教導我們要發露懺悔。宗教家講的「懺悔告解」

，就是毫不隱瞞過錯，承受社會大眾的指責，這樣惡的

果報就報掉了。善隱而不為人知，所積的福必定深厚！

　　「何謂是非？」對善惡認識不清，把惡當作善，把善

當作惡。我們一生希求斷惡修善，而實際上所做的是斷

善修惡，恰恰相反。這就是佛所說的「可憐憫者」。這

種人真正可憐，連是非善惡都辨別不清。李炳南老師過

去說得更令人深省，他說不但沒有能力辨別邪正是非，

連利害擺在眼前都不認識，這種人必然造業受極苦的報

應。

　　古人論是非善惡有個標準，就是不論現行，而論流

弊。流弊是指對社會、對後世的影響。有些事現前是善

事、是好事，可是將來影響不好。例如，王龍舒居士會

集的《無量壽經》，雖被收入《龍藏》（古人的著作能

入藏，必定是公認的善本），但是印光大師卻有批評，

因為他開了「改經」的先例。既然王龍舒居士可以改

經，那麼別人也可以改動經文。如此一來，經典流傳到

後代，就會面目全非。印光大師就是著眼於流弊，而不

是反對會集。

　　「何謂偏正？」當前雖是善行，但後來的影響不善，

是「正中有偏」。眼前做的事雖不是很好，可是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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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是好的，則是「偏中有正」。這些事相，若沒有相當

深的涵養，如何能辨別。

　　「何謂半滿？」「滿」是圓滿，達不到圓滿的程度稱

為「半」。《易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善不積就達不到圓滿，因此我們必

須捨棄自利，時時念念存著利益社會、利益眾生、仁民

愛物、推己及人之心，以此積德累功，成就圓滿功德。

　　善之半滿在乎存心。註解引一公案為證：昔日，有

一位女信眾家境清寒，到寺院燒香，供養兩文錢。由於

她布施供養的心非常真誠，寺院的住持老和尚親自為其

誦經祈福。後來，這位施主發達了，再到寺院燒香，以

千金供養。然而老和尚只派了一位徒弟為她誦經迴向。

她向老和尚請教：「過去我布施兩文錢，您老人家親自

為我祈福。現在我供養千金，為何您卻只派一位師父為

我迴向。」老和尚說：「過去你布施的錢雖少，然是以

真誠心供養，我如果不親自為你誦經祈福，就對不起

你。今天你布施的錢雖多，但誠敬心卻不如當初，派一

位徒弟為你誦經迴向就足夠了。」

　　因此，善的半滿不在供養錢財的多少，而在心地真

誠的程度。如果僅僅依據錢財多少，那麼只有有錢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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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能修圓滿功德，貧賤的人就沒有機會了。相反，貧

賤的人往往能修圓滿的功德；富貴人往往修積的只是一

半的功德。是故，富貴人不會生生世世都富貴；貧賤人

也不會生生世世都貧賤。貧賤人往往來生得富貴；富貴

人往往來生轉貧賤。因為貧賤人多半謙虛而恭敬，謙敬

是德；富貴人大多驕慢，驕慢折福，無論怎樣修善，也

得不到圓滿功德。

　　註解又引呂洞賓的故事。呂洞賓早年遇到漢鍾離，

漢鍾離教他「點鐵成金」的法術。如果有這項本領，布

施救濟窮苦人就很方便。呂洞賓問鍾離：「金子會不會

再變回鐵呢？」鍾離說：「五百年之後，才會變回。」

呂洞賓想：「這豈不害了五百年之後金子的主人！」於

是說：「我不學。」鍾離讚歎說：「修仙要積三千功

德，你這一念善心，三千功德就圓滿了。」現代人沒有

這個善心，別說害五百年後的人，眼前的人都害。由此

觀之，諸佛菩薩和神仙都是以愛心待人，對千百年之後

的眾生，尚且沒有絲毫傷害之念，何況對現前的眾生！

　　所以，以真誠心、清淨心、慈悲心，布施一分錢，

可以消千劫之罪。由此可知，布施不在施捨之多少，而

在乎心地的真誠與否。若心地不真誠，即使供養黃金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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鎰，也是半善。這正是佛講的「境隨心轉」之理。心地

真誠、清淨、慈悲，念念與虛空法界相應，心量廣大，

功德就圓滿。反之，若沒有捨棄妄想分別執著，心量狹

小，即使布施億萬金銀財寶，也無法突破心量，所修的

福報仍不圓滿。諸佛菩薩教化眾生，無論財施或法施，

一切布施都隨著心量而周遍十方法界，成就的是大圓

滿，念念大圓滿，事事大圓滿。

　　「何謂大小？」大小在一念至誠之間。一念利益社

會、利益眾生，所修的善福就大；一念自私自利，做再

多好事，所修的善福亦小。

　　《彙編》引用了宋朝衛仲達的故事，就是一個很明

顯的例子。他勸阻皇帝不要興建勞民傷財工程的奏章，

皇帝雖然沒有採納，但他不為個人利益，純為黎民百姓

著想，就這一念善，功德超過無量無邊的罪業。平時惡

念雖多，業力都比較小。由此可知，我們無量劫來積集

的惡業，一念之間就可以懺悔。改過遷善，積德累功，

懺罪求福。

　　「何謂難易？」註解云：「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

處克將去。」「克己」，就是佛門講的「修行」。古聖

先賢教導我們：改正煩惱習氣，要從最難改之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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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最難改的都能改正過來，其他小毛病就容易改了。

　　各人的煩惱習氣不同，自己要常常反省自己最嚴重

的毛病是什麼，先從最嚴重的毛病下手改正。若是貪財

重，先從財布施下手；若是貪色重，就從遠離色下手。

知道自己的毛病，就是覺悟；把毛病改正過來，就是真

修行。有實質的功夫，才是真正的自利。

　　知過能改是斷惡修善的第一步功夫，更進一步要能

忍，功夫才能保持。菩薩六度中，布施能修福，忍辱能

積德。若修福而不能忍，福德雖然在，功德卻沒有了。

生死事大，輪迴路險，如果沒有真實功德，何能了生

死、出三界！

　　修道不能成就，原因在於有愛欲、嗜欲（有貪愛的欲

望、嗜好的欲望）。這是根本煩惱。煩惱不斷，還會有

什麼成就！因此，一定要連根拔除。根是什麼？念頭。

在日常生活中，念頭再也不會生起，根就拔除了。

　　這是很難克服的關口。我們從難克之處去克，種種貪

愛、種種嗜好都捨得乾乾淨淨，才能得清淨心。我們要

隨順佛菩薩真實的教誨，隨順聖教才決定得生淨土。若

隨順世間情俗，就永遠不能脫離輪迴。現代，道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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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多，但成就的不多。究其原因，就是愛欲和嗜欲

放不下。無量無邊的症狀都是從這兩個病根生起來的，

我們能將病根拔除就得自在了。克服毛病習氣，要從最

難之處下手，難能而可貴。

　　「隨緣濟眾」就是為眾生服務。能熱誠地為眾生服

務，而沒有離開四相，就是世間聖賢。若能做到無我

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為法界一切眾生服

務，就是諸佛菩薩，出世間的大聖。

>>續載中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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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飄香   淨空法師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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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答問

問：極樂寺收到協會贈送的《大藏經》，出現了奇

蹟，《大藏經》多次呈現出青、黃、赤、白的美麗柔

和的光芒；念佛堂木雕的西方三聖像也突然在《大藏

經》前面呈現了紫金容。請問這是《大藏經》給佛弟

子什麼啟示？

答：確實是有啟示，啟示是因人而異，每個人善根福

德因緣不相同。總而言之，這是很好的瑞相。

問：對祖先或地基主、灶神，以及寺廟中一切神靈，

皆以禮佛之接足禮禮拜，請問這樣如法嗎？

答：不如法，不是你不可以做，他不敢承受。所以我

們對行禮，恭敬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在形象上有差

等。在什麼場合當中行最敬禮，行三鞠躬，普通一般

的常禮是一鞠躬。所以禮節，節是有節度，不能超

過，也不能不及。我們接足禮是對佛、對菩薩、對老

師，可以用這個。一般平輩也可以，但是平輩回拜，

一定是回拜。而且也不是平常，平常多半都是問訊。

所以我們對於鬼神是一樣的恭敬，我們禮拜是一拜就

夠了，通常是三問訊，像我們一般都是三問訊。對佛

是頂禮三拜，對這些鬼神統統是三問訊，恭敬心是一

樣的，差別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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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弟子以前長期做佛事，現在不去了，身體開始有

病，經常一夜未眠，而且眼睛一睜開就看到虛空法界

的東西，現在是念經、磕頭都起不了大作用，請問如

何是好？

答：真正起作用是發願懺悔，因為長期做佛事，如果

不是真誠心為亡者祈福迴向，你只是拿到齋主的供

養，就等於說買賣一樣，這些鬼神不會原諒你的。所

以為亡人超度，決定不能當作生意來做，一堂佛事

要多少錢！這是慈悲心，你遇到了，是應當要照這樣

做，送他往生。他罪業重的時候，雖然墮在惡道，減

輕他的痛苦，一定要用真誠慈悲心去做。至於做完之

後，齋主的供養是決定不能計較，如果計較，那就是

生意買賣。生意買賣是裨販如來，你把佛法拿去當商

業、當買賣去做，這個罪過很重，所以你誦經禮拜都

沒有效果。要懺悔，只有懺悔發願後不再造，誠心誠

意念佛求生淨土，這樣就好。

問：曾經有一次，弟子在為人往生助念時，其他居士

請來密宗大德，在往生者頭上放金剛沙。於是弟子只

有離開，請問是否如法？請問「金剛沙」真正能超度

六道嗎？

答：金剛沙就跟大悲水一樣，真正有道行的人、有修

行的人他加持的，那個才有用。如果不是真正他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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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持在上面，效果就不大。如果念的人有口無心，

那就一點用都沒有，這個要知道。我們中國老祖宗教

訓我們的話正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要靠

外面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最可靠，自己有堅定的信

心。像汕頭這個得癌症的，那是非常的嚴重，他的信

心能夠把癌消掉，真不容易。他現在兩張照片還留著

做紀念，常常給人看，一個在醫院照的，一個是他自

己用意念來調解，再照第二張就沒有了。所以要相信

自己，相信別人就錯了。他要相信醫生開刀，保險他

的生命保不住，他是自己意念轉過來的。用懺悔，懺

悔發願可以轉過來。

問：聽說念文殊菩薩心咒五十萬遍，就能開啟智慧，

事事如意，如文殊師利菩薩等無有異。請問常念阿彌

陀佛能不能一樣求得智慧？

答：佛告訴我們，智慧怎麼開的，《華嚴經》常常

講，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現在智慧跑哪去

了？智慧被妄想分別執著障礙住。佛教我們怎麼開智

慧？你能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智慧就開了。所以你

能放下執著，你就開了三分之一的智慧，你的智慧等

於阿羅漢；再放下分別，你就跟文殊菩薩智慧一樣；

如果再把起心動念放下，你就得到跟佛的智慧一樣，

一切諸佛的智慧就平等了。現在變成不平等，就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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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障礙有輕重不同，有厚薄不同，障礙去掉的時

候完全相同。所以大乘教裡常講佛佛道同，完全相

同。那就是他的障礙全部沒有了，都是自性的性德流

露，那是圓滿的，是完全相同的。

問：台灣華藏衛視發起同步恭誦《無量壽經》和《地

藏經》，但我們道場是以一本《無量壽經》和《阿

彌陀經》，一聲佛號念到底，大家都很擔心這是否夾

雜？

答：在你們這個道場，你同時修《無量壽經》、《彌

陀經》是一樣的功德，可以跟他們同時間在一起迴

向，跟他們同步，不必換成《地藏經》。發起同步念

《無量壽經》跟《地藏經》是一般道場不念經的。如

果道場有正常課誦的話，就用自己的課誦迴向就可以

了，不必要改。

問：念往生咒、大悲咒是否可以超度墮胎的胎兒？

答：念比不念好。墮胎的胎兒，他到你這兒來投胎，

是跟你有緣。你把他墮胎就是把他殺掉了，如果他是

報恩的，你把他殺掉，那就恩變成仇；如果是來報仇

的，你把他殺掉了，仇恨上再加仇恨，很麻煩。如果

是討債、還債的，你把他殺掉都變成仇恨。所以這個

事情是萬萬做不得，決定不可以，後果不堪設想。用

念往生咒、大悲咒，經常給他迴向，能化解他的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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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自己要懺悔，不知道這個果報，不知道有果報才

做出這種不如法的事情，要迴向。

問：老法師說上課不清淨或有妄想，迴向莊嚴淨土是

騙佛，那麼迴向西方淨土或消除煩惱算不算騙佛？

答：真的佛在這裡騙他，還情有可原；泥塑木雕的

像，你對他都用欺騙的心態，這是不好的。所以我們

一定要懺悔、要改過。

你說煩惱習氣重，心不清淨，我的功課縮短一點，短

時間求清淨比較容易。最短的，我就教人念十句佛

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接著念十句。這十句裡面心

清淨，容易，因為十句佛號只要一、二分鐘，一分鐘

可以保持；時間太長了，妄念就起來了。總是慢慢的

來學，不要著急。學十句佛號，我能夠再接著念個三

個十句佛號、五個十句佛號、十個十句佛號，慢慢增

加，會把自己的習氣能夠改正過來。不著急，一定非

常認真的去學，真的有這個方向、有這個目標，對自

己修學一定會有利益。

問：請問念經後迴向給冤親債主，再按老法師講的光

碟為他們做三皈可以嗎？

答：自己給這些冤親債主做三皈就可以了。通常為他

們做三皈，誓詞就是有一般專用的，「皈依佛不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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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傍生」。三皈給他

受過之後，一定念佛迴向他，勸他求生淨土，六道三

途都很苦，不值得留戀。

問：四攝法中，布施是送禮，但佛友之間經常送禮是

否會影響清淨心？

答：四攝法是接引眾生的。與我們修行的同參道友，

平常也要有這些禮節往來。但是不會妨礙清淨心，妨

礙清淨心是有貪心的，你這個禮送的時候，他起了貪

心；不送禮，他就生瞋恚心，那他還要好好修行。所

以四攝法是接引的方式，這是在佛門裡面，現在講的

就是公共關係法、交際法，是接觸讓人生歡喜心。最

後你要有善巧方便，幫助他入佛門，這是目的。如果

說是不能夠引導他入佛門，那就錯了。

節錄自21-366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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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漫畫《地藏菩薩本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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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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法務訊息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9月份講經時間表

上悟下道法師 9月份護國息災講座 網路播放時間表

9/2

9/13~9/19

9/5~9/6

9/16	

9/20

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中元護國息災繫念法會

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佛七念佛共修法會

2020年歲次庚子宜蘭羅東護國息災中元三時繫念法會

2020年孝親尊師祭祖法會

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中峯三時繫念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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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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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停講

9/14停講

9/17停講

9/4停講

9/5停講

二 1、8、15、22、29

7、21、28

莊傳法師

往生論註淺釋 9、16、23、30莊哲法師 三

五戒相經箋要 3、1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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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25

1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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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經講義節要

無量壽經選講
三十三至三十七品

一		 19：00～20：307、21、28

4、11、18、25

5、12、19、26

1、2、3、8、9、10、15二～四 21：00～22：00

五

六

21：00～22：30

21：00～22：30

金剛經講義節要

地藏菩薩本願經

直播

首播

重播

首播

日期 時間講題 備註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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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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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