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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佛法修学，最重要的是能够契入，不仅仅是信

解，最重要的是行证，要把它做到，这就叫契入，

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实的功夫。请看本期专栏。

　　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境界相，身心世界一切

放下，就和合。请看《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



本期专栏

过有意义的一生

一、自信自救 弘法利生

　　佛法与世运有密切的关联，佛法兴盛，世运就

转好；世运衰，佛法就衰，这个我们从历史上可以

看得很清楚。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将近两百年，比起

世间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从佛法上

说，遭受这些苦难也是消除业障，业障消除了，福

德自然现前。我们反过来看看世界其他国家地区，

尤其是已经开发的这些地区，物质生活的水平很

高，但是伦理道德都丧失了，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富

裕、很强大，实际上问题非常多。今天中国的国

运，举世之人都很清楚，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会强大

兴旺起来，正如《易经》所说的“否极泰来”。中国

兴盛，佛法必定能够复兴，所以我们肩负着弘法利

生、续佛慧命的使命，责任非常重大，希望我们以

此共同勉励。

　　时代是永远往前进的，不会往后退。今天的科

学技术日新月异，但是在精神生活上显示出非常的

贫乏。如何来补救？英国知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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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一九七二年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中说

到：“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代，而

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

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能说出这

个话，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他有眼光、有远见，他

了解今天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要用什么方法

来挽救。所以我们必须要恢复自己的民族自信心，

因为中国近两百年来的积弱，根本原因就是丧失了

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文

化、固有的道统去做深入的研究。现在在国外，

许多大学都设有汉学中心，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化

的学习和研究。但佛法因为一些误会、曲解而被排

斥，大家不肯接触，这是个障碍。但是这种障碍我

想很快就会排除，因为现在英国已经将佛经列入小

学课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英国是个传统的基督

教国家，他们发现佛经里面有好东西，值得学习。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前途一片光明。

　　因此，如何将佛法解释清楚，消除世间人对佛法

的误会，并介绍给全世界，这就是同学们的使命。

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努力，要学佛，要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就是起心动念都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

着想，不想自己。因为佛菩萨没有我执，也没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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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而六道里的凡夫，这两种执着都非常坚固。

四圣法界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是十法

界里面的佛）虽然我执破了，法执犹存，所以佛在

《华严》上才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够圆成佛

道；普贤行就是两种执着断尽了，大悲大愿去帮助

一切众生。帮助众生不是给他财富，而是帮助他认

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帮助他破迷开悟，这才是慈悲

救济达到究竟、达到圆满。

二、珍惜机缘 择方便门

　　一切法都从因缘生，佛经上说“此有故彼有，

此起故彼起”。因此我们对缘要知道珍惜，要知道

善用，尤其是学菩萨道、修菩萨行的人，能够将无

量的因缘转变成法缘，这是无比的殊胜。从哪里转

起？从心地上去转。《华严》上告诉我们，世出世

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就是为什么能将

一切恶缘转变成善缘、法缘的道理。诸法是唯识所

变的，识就是心的作用。心之本体就是真心、就是

本性，它起作用就变成识，不觉的人以识心做主也

能转变，转变的有限度；觉悟的人以识心作方便，

他不迷惑、不执着。正如永嘉大师对六祖所说的，

六祖问他：“无意，谁当分别？”他答覆：“分别亦非

意”。诸佛菩萨分别亦非意，其实起作用的时候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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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决定没有两样。明明是识心起作用，为什么说不

是识？因为他离开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落在意

识里。

　　凡夫、二乘、权教菩萨麻烦的地方就是有执着

（我执、法执），我们要想成就，必须要把这两

种执着破除。两种执着可以分开来破，有人从法

执下手，有人从我执下手，也有人从两种执着同时

下手，各有方便。像楞严会上我们看到的，富楼那

尊者就是从我执下手，他证得阿罗汉果，阿难尊者

从法执下手。阿难尊者法执轻、我执重，他闻法理

解比富楼那尊者高明，但是断烦恼的功夫远远不如

富楼那尊者，所以富楼那尊者证得四果时他还是初

果。这就说明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因此入道的方便

也不一样。

　　我们要能够观察和明了自己的根性，选择适合自

己的方便法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契入，这一点很

要紧。决定不能等到来生，如果认为这一生不能成

就，来生还可以再来，这是很大的错误！所谓“人身

难得，佛法难闻”，来生我们有没有把握再得人身？

纵然得人身，有没有把握闻到佛法？所以仔细去思

惟观察，就知道如果疏忽了这一生的机缘，来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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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再遇到；假如来生很容易遇到，我们大家早

成佛了，不至于到现在还在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成就一定要在今生，修福修慧也在今

生，而且是愈快愈好。为什么？机会转瞬就失掉

了，所以遇到立刻就要把它抓住，这是一个成功

的人，无论在佛法、世法都是如此。所以今生能够

得人身、闻佛法，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修行，不松

懈，不怕苦，争取这一生取得成就。

　　佛法修学，最重要的是能够契入，不仅仅是信

解，最重要的是行证，要把它做到，这就叫契入，

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实的功夫。我们将来要把这

个工作做好，不仅仅对教理要通达明了，最重要的

是要能够契入。自己得到真实的受用，才能帮助别

人也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三、学佛愿行 内求感应

　　“佛氏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流传得很广，可

是意思往往错会了。有求必应到哪里求？求佛、求

菩萨不会感应的，要向内求，求我们心如佛心、愿

同佛愿、行同佛行，就一定得到感应道交。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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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我拜佛、供佛就会得福，没这个道理！如果我们

拜佛、供佛就会得福，那佛就变成贪官污吏。我们去

贿赂他、巴结他，他就赐福给我们，那他连一个凡夫

都不如，怎能称为人天师？所以佛教我们向内求，不

能向外求，向外求决定求不到。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

开示得很明白，“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最后了凡先

生能够在一生当中转变命运，是因为他懂得向内求。

　　我们今天要肩负起这个时代弘法利生的使命，靠

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是决定做不到的，怎么办？求

感应。古来祖师大德，他们讲经、注疏都要求三宝加

持。真诚恭敬为众生、为佛法，不为自己名闻利养，

才能得到三宝加持，所讲的才如理如法。决定不是靠

自己读得多、记得多，那所谓是“记问之学”，儒家

讲“不足以为人师”。所以一切从真诚心里面去求，

这样才能得到感应，这才是真正有智慧，把机会抓住

了。希望我们今生都能有所成就，希望我们对于国家

民族，对于这个世间能有真实的贡献，这一生就非常

有价值、有意义。

恭录自净空老和尚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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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论辑要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276）

七七、广劝

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

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

　　这是须菩提的赞叹，意即超越我非常多。

1.后五百岁，则指佛入寂后，第五个五百年，即末法之

初。今则三Ｏ二二，已在第七个五百岁初。经中凡

言后五百岁，亦不定在第五。总明其是在末法时代

而已。

　　“后五百岁，则指佛入寂后，第五个五百年，即末

法之初”，即末法的初期。“今则三Ｏ二二，已在第七

个五百岁初。”佛灭度至今，三Ｏ二二年是中国的说

法，外国人的说法是二千五百多年，与中国说法相距

六百年。若不问释迦牟尼佛，真相无人能确定，佛灭

后至今几年，有许多说法。在中国的习惯，虚云老和

尚、印光法师皆采用此种说法，与中国课诵本的说法相

应。佛出生在周昭王甲寅年，佛灭在周穆王壬寅年，此

说法与这个年代相同，赞颂里还有这些字样。即使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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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算法二千五百年，也是第五个五百年，皆符合。末

法之初，佛的法运是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

万年。若依外国的算法，现在是第六个五百年；依中

国的算法，现在则是第七个五百年，“已在第七个五百

岁初”，去佛远了。“经中凡言后五百岁，亦不定在第

五。总明其是在末法时代而已”，这是一个原则。总而

言之，不是正法，不是像法，而是在末法时代。

2.《楞严经》云，此时众生，斗诤坚固，入道甚难。斗

诤起于执着，执着起于分别，分别起于我见。而佛

法则是专治此病。

　　此话确实没错，而《金刚经》就是一服良药。可惜

现代人虽很尊重《金刚经》，喜欢读诵，但却不照做，

没有用处。仍是我见，每个人都执着我的看法、我的想

法，所以现代已无和合僧团。

　　和合僧建立于“见和同解”的基础上，佛说，大家

都舍弃自己的想法、看法，就和合了。而不是说，我的

见解正确，你们都错，要依我的。有知见即错，就是迷

惑颠倒、分别执着；所有的人心都清净，都没有知见，

就能和合。佛的教法确实高明，真正能令人心悦诚服。

《金刚经》说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境界相，身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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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切放下，就和合，见就相同，见和同解是如此同

法。佛法确实专治此病，我们见和同解，一切争执都

没有了。没有争执，绝不会有斗诤，世界永远和睦太

平。

3.可知今日欲补人心，挽回世运，唯有宏扬佛法。以其

正是对症良方故也。

　　现今世间，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彼此不服，僧团

也如是，此即佛说的“斗诤坚固”。无论世法、佛法团

体，乃至其他宗教，无一不是斗诤坚固。其根源起于

执着、分别、我见。治此病，除大乘佛法之外，没有

良药。现前要挽救世运，唯有以大乘佛法改正一般人

错误的观念着手。“欲补人心，挽回世运”，是四众弟

子的责任，出家众与在家佛弟子，皆须依教奉行，为

社会做好榜样，社会大众相信了，不但能救自己，也

能救度社会大众。否则，既不能自度也不能度人。善

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说，佛法的弘扬，“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作”。我们果真都能从真实心中作，

就能自度度他。离一切真实即是假，不但无法助人，

也无法帮助自己。自己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依旧是恶

业，必定堕恶道。身命无常，要趁早断恶修善，真正

觉悟，一寸光阴即一寸命光，真能把握住，认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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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经典的教训实行，才能得度。我们现在是真受苦，

而倒驾慈航的人，因为“我”没有了，谁受？所以没有苦

受，永远离苦得乐。我们要出离六道轮回，唯有念佛求

生净土这一条路。

4.斗诤坚固之人，其障深业重，内因不具可知。加以去

圣时遥，善知识少，因缘两缺。于此深经，不但受

持难、信解难。即得闻亦已甚难。倘无此三难者，

非久植善根，定为佛遣可知。故曰则为第一希有。

　　“斗诤坚固之人，其障深业重”，非常明显，确实障

深业重。“内因不具可知”，是说这些人的业因。如果时

常读诵大乘，不难想像。“加以去圣时遥，善知识少，

因缘两缺。”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太深，是因；这一生

中遇不到善知识，是缘，内因外缘皆不好。“于此深

经，不但受持难、信解难。即得闻亦已甚难”，这说明

三种难。受持真难，受持是做到，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不但受持难，能明白《金刚经》的义理也很难，解难。

《金刚经》若不是如此讲法，说不出经义。若未明了透

彻，如何得受用！真正解了，信心才能生起。即得闻亦

已甚难，这是真的。我们一生之中，能有机缘如此详细

的听讲《金刚经》，并非易事，所以要珍惜机缘。如开

经偈说的实话，“百千万劫难遭遇”，将此部经说得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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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是很困难的。

　　“倘无此三难者”，如果这三种难都能突破，因缘

好，遇到善友为我们详细讲解，而且听得明了，能体

会并认真努力照做，看破放下。解是看破，受持是放

下，真能看破、放下。这三难都突破，“非久植善根，

定为佛遣可知”。这样的人是无量劫中所种的善根今日

成熟。《金刚经》及《无量寿经》都说，“过去生中曾

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如此深厚的善根，现在

才有缘分遇到，能听明了，而且能真正发心做。而有

人听不明了，或纵然听明了，却不愿实行，没有真正

放下，是因为善根福德不具足，否则一定认真努力去

做。

　　另一种人，即所谓再来人，是佛菩萨派他来度众生

的，不是凡人，定为佛遣可知。譬如历代祖师大德中

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再来，他们能放

得干干净净。近代虚云老和尚也是再来人，印光法师

是大势至菩萨再来，所以能看破放下，做得如此彻底

究竟。

　　“故曰则为第一希有。”说实在话，第一稀有并非指

应化在世间的诸佛菩萨，而是指善根深厚之人。《弥

12



陀经》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是指

这种人，真正第一稀有。

5.居末世而得闻深经，必具胜因，方能得遇胜缘。闻

便能生信开解，持戒修福。持戒是断绝染缘，此自

利之基。修福是发展性德，亦利他之功也。自他两

利，必蒙诸佛摄受。自于此经能生信心，以此为

实，解真实义也。

　　“居末世而得闻深经，必具胜因。”末法时期，众

生业障深重，几乎随时随处都能明显见到造恶，其恶

报是大劫难，是一切众生的共业。如何能避免？在一

个地区，若有人弘扬大乘经典，此处众生的缘一定很

深，绝非偶然，才能遇到胜缘。“闻便能生信开解，持

戒修福”，这两句就是照应上文的必具胜因。若无殊胜

的因，遇不到佛法，纵然遇到佛法，也不能开解、受

持。必具胜因是无量劫来供养诸佛如来，因深厚。既

然无量劫供养诸佛如来，何以仍未证果？无量劫至今

仍流转六道轮回。这一生再遇，若依然放不下，仍然

不能出三界，又必须待来生。果真觉悟，过去生生世

世吃亏，现在决心真正彻底放下，此生就功德圆满，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佛。不但放下儿孙及财产，而且

要学庞居士“好事不如无事”，做好事仍是有事，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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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出轮回。

　　发心讲经的同修们，要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就不

碍事。如果着了讲经的相，依然继续流转六道轮回。

不着讲经的相及功德，说与没说一样，若无其事，就

能自在。“持戒修福”就是能开解，是真做。

　　“持戒是断绝染缘，此自利之基。”持戒就是修清净

心，修定，必须让心中一尘不染。“修福是发展性德，

亦利他之功也。”持戒之中有利他，以自利为主，自利

决定利他，因为戒律清净的人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人见即生欢喜心、尊敬心而效法学习就是利他，“自他

两利”。此经说得明白，着相修福就不是自利，当然更

不能利他，果报仍在六道轮回。如果持戒着相修福，

福报可能在人天；若破戒修福，果报一定在三途，到

畜生道、饿鬼道享福，大错特错。

　　一定要遵守此经的原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无所住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生心是生持戒修福

之心。应无所住，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不著有；持戒

修福，不着空，空有二边不住，方是菩萨行。由此可

知，如果心中有妄想、分别、执着，持戒修福就堕在

有边，不能出三界。如果心中无住，清净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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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持戒、不修福就堕在空边，果报在四空天，仍不能出

三界。菩萨行的是中道，堕在任何一边都不行，必须二

边不住，就是中道。此经教我们行中道。

　　“必蒙诸佛摄受。自于此经能生信心，以此为实，

解真实义也。”此修行人二边不住，真正做到佛在此经

上一而再，再而三，多次苦口婆心劝导的“应无所住，

而行布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持戒修福就是布

施。此人定得诸佛摄受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具足此根

性之人，接触这部经典一定能生信心，明了佛的教诲是

真实不虚，而能接受，依教奉行，这是善根、福德、因

缘三个条件，在这一生中同时具足，方能成为第一稀有

之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焉能不佩服！想想自己是

不是这样的人？不能说不是，否则不会遇到此缘，不可

能参加《金刚经》这一会。能到这个讲堂就是有缘，虽

能听明了，也能解，但暂且仍做不到，是善根福德因缘

差一点。所差的部份，一用功努力就立即补足。因为相

差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做到，依教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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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居心诚敬

　　入道多门，唯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

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

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

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

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

（正）致弘一大师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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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啮指心痛

　　在春秋时代，有一位叫曾参的人，他是孔子的学生。此

人品德高尚，还是一位很有名的孝子。

　　有一天，他上山去砍柴，刚好有朋友来找他。在古代有

朋友来拜访，可能都是走了两、三天的路才到的。他母亲为

人特别忠厚，想到朋友从远地而来，假如没有见到曾参，这

样对朋友就很不礼貌。

　　所以，情急之中，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知道母子

的血脉是相通的，于是就用牙齿将自己的一根手指咬破。果

然，曾参立即就感到一阵心痛，心想一定是母亲出事了，立

刻快步赶回家里。 

　　结果一回家看到母亲，他马上跪下来说：“母亲，究竟

有什么事，为什么我的心一阵痛？”母亲跟他解释说：“因

为有朋友过来，我想赶快叫你回来，所以我才这样做。”

　　啮指心痛实际上是一种心灵感应，曾参每每心痛，体现

了一种思念之切，骨肉之情，更是一种孝道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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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录自蔡礼旭老师《小故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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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应篇讲记（16）

慈心于物。忠孝友悌。

　　这是讲修心养性，就是“修敬”。

　　“慈心于物”。“物”指众生。佛法讲：“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慈悲是德，方便是功。前面讲积德累功，

积德是存心，累功是行事。慈悲心就是“爱心”，佛法何

以不讲“爱”，而讲“慈悲”？因为爱生于情，爱是感情

的；而慈悲生于智，慈悲是理智的。凡是感情的，很容

易变化，连自己也不能控制。譬如恩爱夫妻会离婚，亲

朋好友会变成冤家对头。而佛菩萨的爱心是性德自然的

流露，是永恒不变的，是理性的，故称为慈悲。因此，

作佛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真慈平等”。

　　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修行人，必有三个特征：

第一、他的心真诚至善，善心达到究竟圆满。儒家所

谓“止于至善”，他以一颗纯善之心，处事待人接物。第

二、纯是爱人之心，就像一位慈母爱护她的幼儿一样，

全心全力的照顾他人。佛与大菩萨就是以这样的爱心，

爱护十法界众生。第三、纯是利益众生之心。这三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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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菩萨的心行说尽了，而且几乎通于一切宗教。这是

基本法。从这个基本法下手，各宗教就可以圆融和合。

大乘经论、一乘教典皆是以此三因素来融合虚空法界种

种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

宗教信仰。凡是大智大觉之人，也一定具备这三个因

素：至善、真慈、利益一切众生，真正舍己为人。

　　慈心，是一切戒行的基础和根本。慈心最重要的是“

慈心不杀”，对一切众生不可有杀害的念头，连伤害的

念头也不可有。

　　一切众生都关心养生之道。然而，唯有心地慈悲清

净，方能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保持健康长寿和幸福快

乐。所有一切病痛和烦恼，都是从污染而生的。

　　世间人养生只懂得饮食卫生，求生理的健康。但是

生理健康是标而非本，本是心。佛讲养生之道，着重培

养慈悲心。佛法讲：“相随心转”，心理健康，生理就健

康，饮食方面稍微注意一点，就会过得非常好。心理不

健康，生理怎么调养，也无济于事，所以慈悲心比什么

都重要。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劝导我们素食。但是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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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没有实行素食，那是生活环境不许可。佛是一位非常

慈悲的人，每天出去托钵，人家吃什么就供养什么，佛

不愿意麻烦别人，这是随缘。诸佛菩萨、修行人可以随

缘，因为心地慈悲，没有分别执着，不受污染。我们是

凡夫，心不清净，心会受污染，所以不得不选择。

　　素食即不食众生肉，保护慈悲心，养生、养心、养性

（性指天性）。素食戒食荤腥。“腥”指肉类；“荤”指性

质不好的五种蔬菜：大蒜、小蒜（荞头）、韭菜、葱、

兴渠（洋葱）。荤菜影响生理，没有定功的人吃了会产

生不好的效果。所以，佛才劝导我们禁食荤腥，保护自

己的慈悲心。因此，素食是卫生、卫性、卫心的不二选

择，最佳养生之道。养生、养心、养性，是大学问！

　　从不食众生肉，更能生起爱护一切众生的心，欢

喜无条件的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就是菩提

心。佛常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我们不知从何发起？其

实，慈心于物就是菩提心的开始，从此而生起无条件

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难发，难在不了解宇宙人生真

相，真相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与自己无二无别。经上

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爱心自然就发出来了。爱心就是平等的慈悲心、真正的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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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孝友悌”，此句是全篇的核心。世间人在社会

上，立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键也在此句；出

家人修行、开悟、证果，作菩萨、作佛，关键亦在此

句。“忠孝”是德行的根本，这是全篇最核心的一段，可

见古德对“忠孝”的重视。儒家的教学也是以“忠孝”为中

心。

　　注解云：“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乃天理之常，人伦

之本。”“为臣尽忠”，以现代社会来说，就是指被领导

者对于领导者要知道尽忠。引申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

乃至为一切众生服务都要尽忠。

　　“忠”字是中与心构成。心要正、要中，不能有偏，

不能有邪。古人解释：“一念不生是谓诚”。由此可知，

忠是真诚恭敬到极处，就是一心。二心就偏了，二心就

不忠。忠心是一念不生，生一念就不忠。此乃天之常

理，永恒不变之常道。就佛法而言，即是“法性之常”

、“法尔如是”。人能守着常道，就是佛菩萨；违背常

道、忘失常道，就是凡夫。圣凡就在一念之间。

　　“为子尽孝”。“孝”是诚敬的根本，佛法建立在孝道

上。“孝”由老、子合成。这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上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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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下一代是一体，就是孝。分家就是不孝。从这个意思

再引伸，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

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这就是佛讲的“自

性”、“法身”。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

身”，就是孝字最好的注解。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与自己

是一体，就是孝。孝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明了这个

真相，我们就认识孝道了。

　　尽忠以尽孝为根本。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尽孝，如何

能尽忠！“忠孝”是做人的根本。如果没有忠孝，人伦的

根本也就丧失了，即使还有人的形状，实际上已经不是

人了。

　　“忠”、“孝”合在一起，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释迦

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代时教，忠孝而已矣！十方三

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尽法藏，也是讲忠孝。我们听经研

教不能开悟，就是不认识忠孝；念佛修行功夫不得力，

是没有做到忠孝。认识了忠孝，就会开悟；做到了忠

孝，就能证果。

 >>续载中
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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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净空老法师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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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答问

问：我们念佛已有段时间了，只要闭上眼睛念佛，看到的不

是佛像，而是看到“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中文字

形，是否如法？

答：记住《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

就很好，这都是好境界。念佛的时候看到佛像、看到佛的

名号的字样，都是好现象。一执着就容易着魔，怎么说叫着

魔？引起你的执着心。佛是教你破执着、破分别的，再把你

分别执着引起来，就错了。所以不要执着就好。

问：平常没有闭上眼睛的时候，只要想阿弥陀佛，“南无阿

弥陀佛”就像霓虹灯一样陆续出现，是否如法？

答：这是一种感应，千万不能执着，也不要跟人说，以后

这个像慢慢就没有了。如果执着，常常发生，绝对不是好现

象。念佛的人不是没有感应，感应偶尔有一次，那是佛菩萨

加持我们，帮助我们的信心。如果说常常有这些现象，那就

是魔变出来的，自己要非常小心谨慎。《楞严经》上佛告诉

我们，根本就不理它，现也好，不现也好，根本不理你就没

事了。以后这现象就会恢复正常，可不能执着。

问：念佛当中，有时会有对佛像不尊敬的画面，该如何解

决？

25



答：也都不要理它，因为有不尊重的这些画面是自己的烦

恼业障起现行，不理会就好；一理会就把你的功夫破坏了，

清净心没有了。念佛终极的目的要知道，一心不乱，《弥陀

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求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念

佛三昧，功夫最深的叫理一心不乱，其次的是事一心不乱，

最浅的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事一心不乱里头浅的，但是

到这个程度就决定往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事一心不

乱生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生实报庄严土。

问：我念佛时顺着呼吸，呼气时念“阿弥”，吸气时念“陀

佛”。但总是感觉把“阿弥陀佛”分成两段，不能连贯。请问

这种修学方法有问题吗？

答：确实，你这个境界很多人都有，但是你不要去管它，老

实念就会有效果。

问：纯音无念处，是否属修行正路？

答：用净宗的方法老实念是最可靠的。这些方法只有适合特

别缘分的人，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利益的。

问：纯音无念，随缘常常现，但是时间很短，像闪电一样，

请问如何使其常在面前？

答：佛教给我们念佛，念佛的时候什么念头没有，你看他

没有妄想，可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又不是无明，这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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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好。到真正将来这一个阿弥陀佛也没有了，那就是破无

明。破无明就见法性，妄想没有见性，无明也不见性。清净

心像一面镜子一样，要照见外面境界，《心经》里面讲的“照

见五蕴皆空”，你有没有照见？没有照见是在无明里头。照见

才是般若放光，智慧现前。

问：我打坐有十多年了，现在闭眼打坐入定时，经过念偈，

意念身心归零，身心念头全无，额头处的无形物显现，无

形物与世界宇宙融为一体，一切无相无念无分别。找不到动

作，什么都想不起来，要好一会才能缓过神来恢复感觉。但

境中境界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明光。请问下一步应该怎么

修？

答：你最好把这个统统放下，老实念佛。这不是好境界，还

是要回归到老实念佛就好。你有这么一个底子，念佛，我相

信一定会有很好的境界出现。但是境界出现都不可以执着，

也不要去想它，更不要去宣传，老实念就好。

问：《无量寿经》云：西方净土众生形貌无差别，为何同居

土众生感得“应化身佛”的身小，实报土感得“报身佛”的身

大？

答：身大身小你自己讲的答案都在里面，感得。实际上没

有。大心量你就见到大佛，小心量你就见到小佛。到西方极

乐世界，每个人看的佛真的是不一样。佛没有大小，佛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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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相。形相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懂得原

理之后，大也好，小也好，你就统统不执着了，你的清净

心现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进步很快，提升得很快。

问：“相有体空，事有理空”，请问“空”都作“空寂”解释

吗？又该如何理解“事有理空”？

答：相有体空，事有理空，科学家发现了。发现什么？物

质是相，物质从哪里来的？无中生有。能生物质的是空，

这个被他们看见了。可是生的这个现相，现相存在的时间

非常短暂，大概总是算万分之一秒，那样算法，比闪电还

快，一发生立刻就没有了。我们见到的相分是什么？科学

家说的话很有道理，叫相似相续相，就是前面的相与后面

的相有相似，绝对不是一样的，大同小异。我们看的这个

相是相似相续相，确实不存在，刹那生灭。所以给你讲相

有，体，体就是性，没有自性；事有理无，事也是事相，

跟前面意思是一样的，理，理体没有。

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对于这些眼前万事万物你就能放得

下，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不会去打妄想，不会去占有。

为什么？占不到，包括身体，身体也是假的，也是相似

相续，前一念的我跟后一念的我不是一个我。佛讲“凡所

有相，皆是虚妄”，你何必去认真！你要不认真的话，在

现相里头你很快乐，没有一样不好；你要是认真的话，

你烦恼就起来，你就过得很苦。要知道全是假的，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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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真的。这个要看破，《金刚经》上说的是“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能当真！你要明白这些道理，

人生，佛常常讲，带得去的要认真，带不去的统统放下。

所以吃亏是福，肯吃亏的人有大福报，不肯吃亏的人是没

福。

问：离了四相后，世界是如何的？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心

来感受环境？我为何在不起心动念时，面对境界像傻子一

样，不知如何对当时的状况？

答：起心动念有两种，一种是动的，一种是静的，你起心

动念是动那个静的念头。动静是头一个关，你要修定，头

一个动要舍掉，然后把静也舍掉。你住在静里头，你还是

落在第二个关里头，不行。你看，《楞严经》上给我们讲

六个关口，到最后“空”都不能有。你还有空，心里头住在

空里头，你还是有东西，不是没有，你还是起心动念，还

是有分别执着，你执着空，你执着无！所以并没有离开，

自己以为离开，这是个误会。用这种功夫成就，现在是非

常困难。末法时期用这种功夫成就，这是参禅的，叫破三

关，实际上一关是两层，动静是一关。末法时期的成就，

只有念佛求生净土。这些境界层次到极乐世界再去修，在

这个地方暂时放下，一心求生净土，就对了，正确了。

节录自21-366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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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园地   漫画《地藏菩萨本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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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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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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佛者，提供一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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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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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法务讯息

＊华藏净宗学会法师习讲讲座公告

讲经时间：晚上19：00至20：30
讲经地点：华藏净宗学会二楼佛堂（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3-1号2楼）

悟道法师讲经安排摄影、网路播放。其他法师不摄影、不安排网路播放。

欢迎莅临听讲，同沾法益。

＊网路播放网址：https://edu.hwadzan.com/live/wdmaster
                       http://www.shiwudao.net/livetv

＊佛七直播网址：https://edu.hwadzan.org/live/amtb
   三时系念直播网址：https://edu.hwadzan.org/live/sanshi

10/18

10/11~17

10/3~4 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筑护国息灾百七系念法会

双溪小筑三重净宗别院中峰三时系念法会

双溪小筑三重净宗别院佛七念佛共修法会

9/14起取消直播

10/1停講

6、13、20、27

5、12、19、26

7、14、21、28

8、15、22、29

2、9、16、23、30

华藏净宗学会法师 10月份讲经时间表

上悟下道法师 10月份护国息灾讲座 网路播放时间表

讲师 日期讲题 备注星期
上悟下道法师 一

太上感应篇撷要 二庄传法师

三

五戒相经笺要 庄慧法师 四

無量壽經

沙弥律仪要略增注

金刚经讲义节要

庄霖法师

庄闻法师

五

金刚经讲义节要

无量寿经选讲
三十三至三十七品

一  19：00～20：30

二～四 21：00～22：00

五

六

21：00～22：30

21：00～22：30

金刚经讲义节要

地藏菩萨本愿经

时间讲题 备注星期

9/14起取消直播

首播

重播

3、10重播

17、24、31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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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讯息

【下载】儒释道网路电视台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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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佛陀教育杂志由华藏淨宗学会组恭製

e-mail: amtb@amt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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