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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心清淨，外面環境就清淨，境隨心轉。心地清

淨，相貌就清淨；心地慈悲，現的相貌就慈悲；心

很善良，相貌就善良，相隨心轉。請看本期專欄。

　　佛法教學的宗旨，主要目標是幫助眾生破迷開

悟、離苦得樂。請看《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佛教與社會—
   與災苦共處  華嚴經的智慧（下）

　　五、境隨心轉 相由心生  謙卑恭敬修慈心

　　佛經不但是高等的哲學，而且是高等的科學。這

給我們講，自性的作用就是現相，十法界依正莊嚴現

出來了，我們才知道我是正報，法界是依報。法界就

是宇宙，我跟宇宙同在，都在一念當中成就的，念念

相續。這裡有三個現象，這三個現象是自然現象，第

一個「普周法界」，我們起個念頭，念頭是思想的波

動，才一動就周遍法界。。第二個現象是「出生無

盡」，它隨著我們的念頭千變萬化，念頭清淨現清淨

世界，念頭染污就變染污世界；善念現三善道，念頭

不善就現三惡道。我們就曉得災難從哪來的？心的染

污。現在我們知道地球環境污染嚴重，都講環保，

三、四十年前沒聽說過這個詞。講求環保，環保能不

能真正達到？達不到。為什麼？製造染污的是心，不

是外面境界。

　　心清淨，外面環境就清淨，境隨心轉。心地清

淨，相貌就清淨；心地慈悲，現的相貌就慈悲；心很

善良，相貌就善良，相隨心轉！而且體質也隨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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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清淨，不容易生病。再擴大外面的環境，外面環境

也是隨心轉，只要我們心清淨、善良、慈悲，外面環境

就美好，境隨心轉。所以災難來了不怕，把災難趕快轉

變成正常就沒事，這才是《華嚴經》真正的智慧。

　　第三個，「含容空有」。佛家講「心包太虛，量周

沙界」，心包太虛是空，空包進去了；量周沙界是有，

就是有為法統統包進去，這是我們本來的心量。我們現

在兩個人之間都不能好好相處，可憐到極處。誰造的？

自己迷惑顛倒造的，不能怪別人，叫自作自受。在佛法

裡面講，因為迷悟不同，世界分為四大類，第一個就是

佛經上講的常寂光淨土。這是講我們自性，自性是光明

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萬物是從此處而生，它能生

萬物，真正是造物主。在《華嚴經》裡稱為「自性清淨

圓明體」，性是清淨的、圓滿的、光明的。光明代表智

慧，在佛法裡稱為佛性，佛性能生萬法，具足萬法。

不動的時候，常寂光土裡面沒有精神現象、沒有物質

現象，但是一念不覺它就變了，相就出來了，相雖然出

來，還是非常清淨，像華藏世界、極樂世界是清淨的。

為什麼？那裡的人沒有妄想分別執著。但是沒有妄想，

怎麼會有形象？那是因為有妄想的餘習，我們講習氣。

　　習氣不好懂，古人用酒瓶做比喻，讓我們能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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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酒瓶是盛酒的，酒倒掉了，裡面洗得乾乾淨淨，

確實一滴酒也沒有了，可是聞聞還有味道，那個味道

就是習氣。有習氣就有現相，這個現相也叫做一真法

界，我們稱為實報莊嚴土，這是淨土。華藏世界和極

樂世界都是這個性質，一切諸佛清淨剎土都是這個境

界。如果在這裡面起分別，這個境界馬上就轉變，變

成方便有餘土。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住在那裡，就

是說他有分別，他沒有執著，有執著那就是六道凡

夫。所以六道裡面的人有分別、有執著、有妄想，這

三種障礙統統具足。所以佛告訴們，如果我們把執

著放下，六道就沒有了。六道是假的，永嘉禪師講

得好，「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到什

麼時候覺悟？只要把執著放下，於世出世間一切法不

再執著。但是還有分別，六道沒有了，他還有四聖法

界，就是聲聞、緣覺、菩薩、佛。這個佛是十法界裡

面的佛，天台大師叫相似即佛，不是真佛，真佛要把

妄想斷掉，妄想就是起心動念，要把這個東西捨掉，

捨掉之後十法界沒有了，四聖法界沒有了，剩下來就

是實報莊嚴土，我們稱為真的淨土，稱為極樂世界。

所以世界雖然多，不外乎這四大類。

　　佛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合相，《金剛經》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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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一是什麼？

一是講微塵。佛家講微塵，現代科學講基本粒子，世

界、星球就是這些微塵聚合組織起來的。許多基本粒

子組合起來就變成原子、電子、分子，世界上所有一

切萬物都不外乎是基本粒子組成的。但是佛在經上

講，基本粒子有精神現象，它有見聞覺知、有受想行

識。在十法界裡有受想行識，在一真法界裡受想行識

沒有了，有見聞覺知。見聞覺知是自性裡具有的，而

受想行識是阿賴耶裡具足的，所以轉阿賴耶成大圓鏡

智，受想行識就沒有了，剩下就是見聞覺知。這是佛

經上所講的科學。

　　佛法教學的宗旨，主要目標是幫助眾生破迷開

悟、離苦得樂。苦從哪裡來的？迷惑來的，你覺悟就

樂了。並不是在世間擁有多少財富、多高地位才能快

樂，不是的。真正幸福美滿的快樂是心裡面清淨，沒

有憂慮、沒有煩惱。

六、災難是果，果必有因 心平氣和災難消

　　大乘的經論我們把它歸納，不外乎五個科目，就

是倫理、道德、因果、哲學、科學，這五門都講到究

竟圓滿。它完全講到心性，講到心性就圓滿。現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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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到處都是災難，佛說得很清楚，災難是果，果必

有因，因就是人類的貪瞋痴慢。所以佛教導我們，「

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心平氣和，災難就沒有

了。所以化解災難不在外面，我們起心動念要注意，

最重要的是保持心平氣和。

　　學佛必須要重視戒定慧三學，因戒得定，因定開

慧，只要心定下來了，就能聽懂佛的教誨，智慧就開

了。如果沒有戒定的功夫得不到，所學到的只是佛學

常識，是知識不是智慧。知識是所知障，天天增長所

知障，增長煩惱，怎麼會見性？所以學佛沒有別的，

就是學習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學會之後

自自然然會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念佛，這就是

幸福美滿的人生。

　　佛在哪裡？佛不在外面，佛在你自性當中，外頭

沒有佛。因此佛經上所講的全是講一個自己，那就

是《華嚴經》。我們把它歸納起來不外乎六個字，

性、相、理、事、因、果，這六個字包括盡了，全是

自己，與外人不相干。所以《華嚴經》是告訴你要認

識自己，認識自己的人就叫做成佛。就能入華嚴的境

界，過佛菩薩的生活，遠離一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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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賢首國師《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裡面講，

我們現前最重要的就是性德。它講得非常扼要，講

了四條，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懂得「隨緣妙用」。妙

用是什麼？妙用是不著相。慈悲濟世是隨緣，三輪體

空是妙用，就是為眾生服務不著相，完全沒有自己。

眾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眾生，完全沒有自私自利、

沒有名聞利養、沒有貪瞋痴慢，這是妙用。「威儀有

則」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原則，這個

原則就是戒律。我們今天提倡的《弟子規》、《感應

篇》、《十善業》，從這裡扎根，這三個根扎牢了，

世出世間決定有成就。第三個就是「柔和質直」，內

心真誠，外現柔和，這樣才能攝受眾生。末後「代眾

生苦」，現在眾生太苦了，我們所作所為都是代眾生

苦，幫助眾生覺悟。

>>續載中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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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佛所說法，本來法法皆圓。學者必當時時以此圓義，

於自心上，於一切法上，微密觀照，精進用功，以

去其偏執之凡情。然後自己之圓解，庶幾可開。

　　「佛所說法，本來法法皆圓。」佛門常說，「圓人

說法，無法不圓」。暫且不論大乘圓頓的經論，即使是

外教的經典，也能講得很圓融，因為十法界依正莊嚴，

都是自性變現的。理就是真如本性，一個理。如果能會

歸自性，法法皆圓；不能會歸自性，則事事都不圓。由

此可知，看破、放下真重要。看破之後，才肯放下；真

肯放下，是真的看破了。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助緣。

　　「學者必當時時以此圓義，於自心上，於一切法

上，微密觀照，精進用功，以去其偏執之凡情。然後自

己之圓解，庶幾可開。」教下所說大開圓解的境界，就

是禪宗說的明心見性，即念佛人的理一心不亂。名詞雖

然不同，但境界相同。此境界可以做到，否則佛決定不

在這個世間說此法。凡是佛在我們世間說的，都是世

間人可以做到的。此經說，放下就做到；做不到的原因

是，自己不肯放下。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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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教上說要求大開圓解，所謂一經通一切經通，

如何做到？放下就通了。研教之所以很辛苦，是因為

有知見、有煩惱。如經上說的，有我相、人相、眾生

相、壽者相；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所以

不相應。心不清淨，如鏡子上有許多灰塵，所以照不

清楚。《金剛經》教我們，將污穢全部去除之後，鏡

子就放光明，每一樣都照得清楚。一切的知見，我的

想法、看法，全是垃圾、污染，將自己本有的光明全

部障礙遮住。眾生何以不肯放下，因為已習慣於這些

污染，非常愛惜，導致現前讀經不能體會其義，無法

應用於生活之中，便不得自在。

　　「去其偏執之凡情」，此句非常好！去其偏執，

偏是偏見，見解不圓滿；執是執著，錯誤的執著。凡

情是妄想、煩惱，貪瞋痴慢。這些去除之後，就很有

可能大開圓解。換言之，以清淨心讀經、聽經，會開

悟。我常勉勵同修，我們要用真誠心、恭敬心、清淨

心、慈悲心。用這四種心學佛法，學世法、處事待人

接物，沒有不成功的。此即善導大師說的，「一切法

從真實心中作」，不能用妄心。偏執、凡情就是妄

心、障礙。認識明白之後，決定將它去除，長時薰

修，我們才會覺悟，認真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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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學佛當審時機。機是根機，機緣也。所謂時者，如

南北朝時，北魏南梁，無不大弘佛法，講席極盛，

然不無取著文字相。故達摩東來，乃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正對時病。

　　此段很重要，弘法一定要會觀機。觀機不外乎三

件事：第一是人，為哪些人說；第二是處所，在何處

說；第三是時間，何時說。這是三番審機。如果對

機，即佛法說的契機，須契機、契理，才是佛說。所

以佛經稱為契經，上契諸佛所證之理，下契眾生可度

之機。觀機的原因及作用，此段說得明白。根機是指

人，對哪一類根機的人，應說什麼法。佛陀滅度之

後，留下許多經論，法師講經猶如為眾生治病。法師

須小心謹慎，觀察眾生的根機，為眾生選擇一個法

門，才能令一切眾生得利益。其中緣也很重要，若緣

不成熟，則沒有辦法，必須因緣成熟。譬如此地有一

個道場，這是緣。加上許多熱心佛法的同修發心禮

請，邀約大眾共同參學，都是緣分。大的環境地區安

和樂利，社會安定，人民富足，是弘揚大乘佛法的理

想環境。

　　「時」，時是時間，時節因緣也非常重要。「然

不無取著文字相」，所有大乘佛法的精華在明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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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國南北朝時代，北魏南梁的國王都是虔誠的佛

教徒，禮請大德法師弘法利生，雖講席極盛，但是大

多都著相，著相就成修福。故達摩祖師到中國，針對

此毛病，提倡不立文字的禪宗，傳的是觀心，完全捨

棄文字。

　　現前一般學佛的人，亂修、雜修，看似精進，實

則亂進、雜進，連福報也修不到。因此現前佛法的弘

揚，一定要提倡專。印光大師為我們做好榜樣，提倡

專修、專弘，是對治這個時代所犯的病痛。《印光大

師全集》中的《文鈔》、《永思錄》記載，印光大師

在講三皈依時明白的說，我只是代表僧團傳授三皈依

給你，你們是皈依三寶，不是皈依我一個人。接受印

光大師傳授三皈依的弟子們，幾乎個個都有成就，是

因為對印祖有恭敬心及聽他的教誨。印光大師晚年住

在蘇州靈巖山，弟子上山看師父，卻被印祖斥責回

去，為何不在家老實念佛！這種道風，正好針對現前

佛門的流弊。

　　《西方確指》純粹勸人念佛，教導大家，道場要

重實質不重形式，方能真正成就。覺明妙行菩薩的

道場只有八個人，八個人全部往生，這才是大圓滿，

是真實道場。道場若沒有錢財，甚至時常三餐不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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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心都在道上，都知道修行。若道場人多就複雜，

供養多、財富多就爭名奪利，沒有道心。道心變成盜

心，是個大問題。原則是錢多就多做，錢少就少做，

沒錢就不做，才會自在。不可以找事，這是攀緣，心

已不清淨，所做的一點好事，只是修福。寧願不做，

不可貪圖福報，否則不能離開六道輪迴。福報尚且不

貪圖，心自然清淨。弘法利生之事，我們只做增上緣

而已，眾生有福，財富自然會來。針對時病，佛法才

能利益眾生。

８.今則大都不明佛理，正當廣勸讀經，藥其空疏。不

立文字，今猶非宜也。故不如發起大悲大願，修福

持戒，一心念佛，親近釋迦、彌陀兩位大善知識。

一面以此經義理，觀照自心，遣其凡情。一面懇切

持名，求與眾生同生淨土，滿菩提願。現世修行，

無逾此法。（此是江味農居士一生持修的心得。）

　　「今則大都不明佛理，正當廣勸讀經，藥其空

疏。不立文字，今猶非宜也。」達摩祖師當時提倡不

立文字的原因，是因當時大眾讀經都著相，所以用這

服藥治當時人的病。而現代人對於佛法教理完全無

知，非常熱心學佛，四處拜佛、參加法會，卻不了解

佛法。因此在現前的時代，應勸人讀經，這服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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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今人對於佛法一無所知之病，這是「藥其空疏」。

禪宗不立文字，不適合於現代社會。

　　「故不如發起大悲大願，修福持戒，一心念佛，

親近釋迦、彌陀兩位大善知識。」現在地球上的大環

境不好，因為大多數眾生不明因果，不知斷惡修善。

世間一切法無他，皆是業果感召。造什麼業，就感什

麼果報，惡業必定感惡果，天災、人禍。其中的道

理、事實真相，唯有佛菩薩說法能挽救。即對治眾生

的毛病，將他的觀念改正，令其相信因果報應、斷惡

修善。改善自己及社會的生活環境，即是自行化他。

　　江居士在此教我們，「故不如發起大悲大願，修

福持戒」，修福即斷惡修善，利益眾生；持戒即依教

奉行，認真修學。在行門中一定要選擇淨宗，「一心

念佛」，即親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兩位大善知

識。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念佛，勸我們求生西方極樂

世界。這是世尊對我們的期望，我們肯念佛，發願求

生，才不辜負世尊。而阿彌陀佛則在西方接引我們。

　　「一面以此經義理，觀照自心，遣其凡情。」讀

經重要，所以我們勸人直接讀淨土三經，如果有能

力，勸他讀淨土五經一論，專門讀淨宗的經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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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經》是附帶的，因為我們念佛功夫不得力，沒有看

破、放下。《金剛經》中，世尊教我們看破、放下，

然後就會老實念佛，我們以此經做為助修。不必讀太

多經，有這幾部，我們一生已足夠，多了反而雜亂。

所以這部經是觀照自心，遣其凡情，遣是捨棄，將凡

情，執著、妄想、分別，全都捨棄。

　　「一面懇切持名，求與眾生同生淨土，滿菩提

願。」求往生的心要至誠懇切，執持名號就有感應，

而且感應非常快速，自己可以很明顯的體會到。往生

西方不難，真的想去就去，何時想去，都去得成，一

點不假。若還有壽命可以不要，現前就可以走。《淨

土聖賢錄》記載的宋朝瑩珂法師，是個破戒的出家

人，因為造罪業而恐懼墮地獄之苦，生懺悔心，一心

念佛，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覺，真誠所感，將

阿彌陀佛念來了。自己唯恐會繼續造罪業，捨棄尚有

的十年陽壽，三天後無病念佛，隨阿彌陀佛往生西

方。這說明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縱然長壽，可以

不要，隨時走得成；問題是自己肯不肯去，對於世間

是否仍有留戀。

　　我們現在念佛，為何阿彌陀佛不來接引？因為來

了也沒用，是自己沒有誠心，雖口說想往生極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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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心中卻留戀這個世間，不想去。阿彌陀佛很明

白，所以不來。我們不但自己要懇切求生，還要帶一

切苦難的眾生，同生極樂國。迴向偈末後一句「同生

極樂國」，願要真實。不論我們是否做得到，心真

實、願真實，即與所有的眾生結了法緣。

　　「現世修行，無逾此法。」現代在這個世間修

行，沒有任何法門，能超越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此

段文，我用括弧特別註記，（此是江味農居士一生修

持的心得），江居士以此供養大眾，要牢牢的記住，

決定不貪圖世間的福報，唯有一門深入、老實念佛才

有救。唐朝龐蘊居士為我們表演，將家中現成的金銀

財寶，全都丟到水中。別人問他，既然不要，何以不

拿來做好事，救濟社會。他因此留一句名言：好事不

如無事。此話是真理，若大家都能信守，則天下太

平。真正做好事是緣成熟了，送到眼前，則不能不

做；若無此緣分，決定不要找。永遠保持身心清淨，

是真正幸福、享受，這一生自在安樂。

　　佛在楞嚴會上說，「發意圓成，圓滿功德」。心

一發，功德就圓滿，不一定要做事。事來，做了才圓

滿；事不來，心一發就圓滿。有利益一切眾生之心，

但是沒有緣，福報依然是圓滿的。明瞭大乘經中所說

15



甚深之理，自己在菩提道上才會一帆風順。決定不能

造惡，勿以為在佛門做好事，其實未必是圓滿、清淨

的好事。必須面面觀察，而且還要防範，現在是好

事，將來是否會變質，變質就不是好事，要背因果責

任。經論之中，古聖先賢的教誨，義理甚為深廣，要

細心體會，自然就得受用。

９.般若非離餘五度而別有，五度皆是行門。可見般若

雖明空義，而空義不能離實行。則般若之絕非偏空

明矣。

　　般若是理，前五度是事。事離不開理，理離不開

事，理與事是一，不是二，這是佛法。將理事分成兩

邊，盲修瞎練！布施要有智慧，若無高度智慧的布

施，不但得不到福，反而造罪業。持戒很辛苦，佛教

導我們「以苦為師」，戒律很嚴，雖然苦，但其中有

真樂。忍辱也要有智慧，將忍化解成為智慧，有智慧

的忍才真正得受用。

　　精進、禪定都要有智慧在其中，所以佛法的生活

是智慧的生活。學佛就是將輪迴心，轉變成佛心；將

煩惱、痛苦的生活，轉變成高度智慧與幸福的生活，

這才是破迷開悟、離苦得樂。如此即未白學佛，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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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有價值。由此可知，般若雖然講空，但不是

空無，偏空是什麼都沒有，並非此意。

１０.五度離般若，不為波羅蜜，即不能到彼岸。

　　五度，展開來就是我們全部的生活行為。我們從

早起至晚上睡覺，從正月初一至臘月三十，從出生

至報終時，全部的生活行為，歸納起來不外乎這五大

類。五度不能離開智慧，離開智慧就不是波羅蜜。波

羅蜜是圓滿，離開智慧，第一、生活就不圓滿；第

二、不能到彼岸，即不能了生死脫輪迴。了生死出三

界須靠智慧，將智慧運用於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都

是高度智慧，方能超越三界。

　　前文說第一波羅蜜，說的是理；下文說事，事若

不明，不明瞭如何做法。事，佛略說，沒有廣說。五

度中，佛只舉一個例子，其他可以類推，這是世尊說

法之方便。五度是整個生活的綱領，世尊特別選擇忍

辱為我們說明，因為這是最難修的，若最難的都能做

到，容易的就不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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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素不念佛人，臨終善友開示，大家助念，亦

可往生。常念佛人，臨終若被無知眷屬，預為揩身

換衣，及問諸事，與哭泣等，由此因緣，破壞正

念，遂難往生。以故念佛之人，必須令家中眷屬，

平時皆念。則自己臨終，彼等均能助念。又因常說

臨終助念之利益，及不得瞎張羅哭泣之禍害，便不

至以孝心而致親仍受生死之大苦，乃得即生西方之

大益也。

（三）一切念佛人往生及不往生之證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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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

張劭待式

　　在漢朝時候，有位讀書人叫張劭。他在太學裡認識

了另外一個朋友叫范式，他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後

來離開太學，他們就相約兩年以後的某一天見面。

　　兩年以後那一天，張劭就跟他母親說，我們兩年前

約好了，他今天一定會來。因為兩家相隔幾百里，所以

他母親不相信。不過張劭很有信心，他說范式是個重承

諾的人，一定會到，果然那一天范式真的來了。

　　後來張劭病危，就跟他的太太說要告知范式，說他

一定會全心全力照顧他的家人。張劭去世以後，正要

安葬，因為范式還沒到，所以如何安葬，都無人能夠做

主。後來范式趕到了，棺木才順利葬下去。

　　以後，范式對於張劭妻兒的照顧和安排都非常用

心。「凡出言，信為先」，張劭對范式之諾，深信不

疑，范式不遠百里赴約而來，這分朋友之間，承諾講信

的德行成就了千古佳話。「張劭待式」也成為誠信守約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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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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此句以下是屬於第二大段經文，講天神鑒察世間。

這一小段是「總明」，就是總說。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神」有天神、鬼神，

他們都有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

這五通是報得。「司過之神」，專門負責鑒察一切眾

生起心動念和行為造作。所以，一切善、一切惡，鬼

神都有記錄，每個眾生都有一份非常完整的檔案資料。

天神與鬼神管理人間的情形，如同現前社會一樣，從

地方的縣、市、省乃至中央，有層層的管束。然而他

們管不到阿羅漢、辟支佛、菩薩、諸佛如來，因為這

些人無我。所謂「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換言之，

「有我」就會被他們管。

　　《華嚴經》講，每個人出生時，有兩位天神跟隨，

一生不會離開。這兩位天神在肩膀上，自己不能覺察，

別人也看不見。一位叫「同生」，一位叫「同名」，

鑒察我們的一生，日夜不離。龍舒淨土文說他們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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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二部童子」；一位記錄我們一生的善行，另一

位記錄我們一生的惡行。

　　天地鬼神鑒察世間，記錄人的善惡，數量不計其

數。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能瞞得過誰！因此，一

定要懂得克服自己的煩惱習氣，改過自新，努力修善。

我們不求這一生的果報，要求來生的福報，來生必定

向上提升。我們提升的目標是在極樂世界。

　　「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是計算，

這是對人所犯罪業的輕重，予以計算（加減乘除）。

是故，我們每天起心動念，對壽夭禍福都有加減乘除。

然變動的幅度不大，果報也就不太明顯。如果大善或

大惡之人，其效果就比較顯著，命運必定會改變。袁

了凡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雲谷禪師教導他斷惡

修善，他真心實幹，命運就改變了。本來沒有福，福

報增加了；本來短命，壽命延長了。這是積善的效果。

　　如果造作大惡，福報很快就會享盡，壽命也會減

短。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希特勒有很大的福報。

他如果不發動戰爭，以善心對待一切人民，他的壽命

會很長，福報會更大。由於用心不善，殺死五千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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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害人達兩億多。造作如此大惡，減損了福壽，戰

爭尚未結束，他就死了。

　　這些都是事實，絕對不是佛菩薩、古聖先賢用來勸

導世人斷惡修善的手段。聖賢人所說的話都是句句真實。

　　世間聖人教導我們「克念作聖」。「念」是妄念，

克服妄念，就是聖人。而天地神明對於聖賢，無不尊敬，

無不保護。祖師大德教導我們：克己的功夫，要從最難

克處去用功。克己就是改過自新，自己要反省，在日常

生活之中，從最大的毛病處下手。大的毛病都能改，小

毛病就容易改了。

　　尤其是現前環境，災難頻繁。如今世道人心反常，

排斥一切善法，歡喜一切惡法。貪瞋痴慢，欺誑別人，

造十惡業。念念想控制和佔有一切人事物，損人利己之

事，人人爭著幹。其實損人決定不利己，損人是害己，

眼前縱然得一些小利，死後必墮三途。一切眾生與諸佛

菩薩不同之處，佛心是真誠清淨平等慈悲，凡夫則完全

與之違背，凡夫心是虛偽、染污、分別、自私。

　　真正改過要從心上改，心地果然真誠清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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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劫的業障就消除了。佛家講「慈悲為本，方便為

門」。真誠清淨平等的愛心就是「慈悲」，這個愛心

盡虛空遍法界，即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由

此可知，虛空法界只有一樣真實的東西，就是愛心。

能愛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才是真正愛自己。我們如是

修學，天地司過之神，就無過可錄，無算可奪。換言

之，已超越了神明的職責範圍，不在其掌控之下。如

果我們依然有妄想分別執著，做些見不得人的事，就

仍在其掌控之中。

　　註解舉明朝王用予先生的公案為例，警惕我們「一

飲一啄，莫非前定」。是故一定要斷惡修善，積功累

德。王用予先生三代積德，一生當中從未欺騙過人，

處事待人接物用心純正，捨己利人，克盡孝悌，所以

感應的事蹟非常明顯。古代考功名，能否考中，第一

因素是陰德。祖宗幾代積陰德，到他身上果報現前。

　　註解又舉宋朝光孝寺安禪師的公案。他在禪定中，

見到兩個出家人在談話。起初，旁邊有天神擁護。過

了沒多久，天神走了。又過了一會兒，來了一些惡鬼，

環繞著這兩個人。這是什麼原因？這兩個出家人先是

談佛法，所以天神擁護。佛法談完之後話家常，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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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走了。末後談名聞利養，惡鬼就來了。所以，我們

起心動念，一念真善，諸佛護念，龍天擁護；一念惡生，

魔鬼環繞。

　　「舉頭三尺有神明」，決定不是妄語。我們應當

有所警惕，認真努力修學，提升自己的境界，超越鬼

神權限的範圍，那就成功了。

>>續載中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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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護生畫集》
弘一法師/許士中 書. 豐子愷 繪

翰墨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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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答問

問：我聽經之後，已知改名是錯誤的，是不孝的。可

是自己已經改了許多年，如果換回本來名字，手續非

常麻煩。但又有人說必須要改，否則地府的生死簿上

對不上，福、禍都無法送到。我今生必求往生，不求

多福，應該怎麼辦才好？

答：那你就老實念佛求生淨土好了，地府裡頭與你不

相干了。已經改了很多年，就不必再改回來了，現在

改名字是很麻煩，全世界都重視戶籍。你改的時候並

不知道，知道的時候已經做錯，你就記住你父母給的

名字就好。

問：植物也有生命，為何不在六道輪迴之中？

答：最明顯的樹神、花神、草木神，連小草都有神。

它那個神是從哪裡來的？不是樹木花草有神，是人的

靈性附在它身上。它沒有到別的地方去投胎，它依靠

植物，它也能夠存在，但是沒有離開六道，是屬於六

道裡面鬼神這一道。

我們從佛法當中，所有一切植物，不但植物，連礦物

都有靈性。為什麼？它的體是法性。法性有見聞覺

知，法性有色聲香味。所以日本江本勝博士用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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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明水有見聞覺知，它會看，它會聽，它懂得人

的意思，礦物！我告訴江本博士說，不但是水，泥

沙、石頭乃至於我們家裡的用具、桌椅、板凳，只要

是物質統統都有。為什麼？物質的體是法性，法性本

來具足見聞覺知、色聲香味，這是永恆不變的，不生

不滅的。所以你好好實驗，將來統統會發現。所以整

個宇宙是有機體的，不是死的，它是活的，整個宇宙

是活的，跟我們是一體。你學佛，慢慢你就會明白，

《華嚴經》就是告訴我們這樁事情。整個大宇宙跟我

是一，不是二。

問：我是專業軍人，從事武器研究製造，而且工作環

境存在浪費、甚至於貪污國家財產的現象。我自己雖

然很想脫離這種身分與工作，但暫時很困難。請問怎

麼辦？

答：念佛，三寶加持你就很容易了，你就會心想事

成。誠心誠意念佛，希望佛菩薩給你一個正當的職

業，不要造這些罪。

問：所謂明心見性，他的境界應已超越阿羅漢，具足

某些神通，但在《壇經》中，惠能大師會下成就之

人，為何還需要老師印證？

答：印證是教學的一種規矩。如果沒有印證，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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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說我已經大徹大悟了、我已經成佛了，就會

把整個佛法混淆不清。為什麼？妖魔鬼怪都進來了，

這個時候人就無所適從，到底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

的？你就不知道了，所以這是師承的重要。你開悟

了，誰給你做證明的？教下的大開圓解，淨宗的一心

不亂，都要老師給你做印證，所以這是規矩。這個規

矩建立，使大家能夠辨別邪正，能夠辨別真妄。所以

需要老師做證明。就像現在在學校念書，博士論文通

過了，一定要拿到證書，給你做證明，社會大眾才會

承認你，就是這個意思。

問：昔日世尊敲魚頭三下，成佛之後還要頭昏三天。

請問成佛之後，業障能消除嗎？這個公案應如何理

解？

答：這是講因果報應，佛是不是能真正消除？能，為

什麼這樣做？做給大家看的。告訴你冤冤相報，成了

佛還是要受，何況你還沒有成佛，你就要好好謹慎。

但是成佛之後報就很輕，沒有成佛報得就很重。世尊

是示現給我們看，定業佛都不能消除，這是特別強調

不可以造惡業。

問：請問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之後，是否必須返回到

娑婆再受苦受難，才能了盡自己所造的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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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受苦受難是教學，是教化眾生的手段。如果佛菩薩

再來，不受苦受難，人家都說你好，我不如你，你能

做得到，我做不到。佛菩薩那麼一表現，你能做到，我

也可以，使大家疑惑的念頭斷除，覺得我這一生也能成

就，給人很大的鼓勵，用意在此地。所以他那個受苦受

難是不是真受？他身見都沒有了，誰受？你明白這個道

理，問題就解決了。

像惠能大師那是特殊，他一下放下，他一下就至少是達

到十地菩薩，那個太高了，那就全都超越了。你要肯

放下，馬上就成佛了，關鍵就在放下放不下。放下得大

自在，所有一切都是唱戲表演的，在舞台上表演受苦受

難，到後台去看看，若無其事，就這麼個道理。

節錄自21-366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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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蓮海真味》

游藝園地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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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法務訊息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4月份講經時間表

4月19日 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三時繫念法會暫停

4月4～5日 臺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清明護國息災繫念法會

4月12~18日 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佛七念佛共修法會暫停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各地講經詳情表

講師 日期 講題 備註星期

上悟下道法師 一 地藏菩薩像靈驗記13、20、27

太上感應篇擷要二7、14、21、28莊傳法師

淨土大經科註淺釋1、8、15、22、29莊哲法師 三

常禮舉要2、9、16、23、30莊慧法師 四

金剛經講義節要3、10、17、24上悟下道法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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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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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的真實利益系列 SD卡

編號：97-007-SD30101 ( 國語‧MP3)

　　　97-004-SD40101 ( 國語‧MP4)

　　　97-005-SD40101 ( 閩南語‧MP4)

　節錄自淨土大經解演義 1-854 集，淨空老法師

主講。

＃老實、聽話、真幹，必定成就

念佛成佛

編號：HZ36-18-01

尺寸：25開平裝 (21公分x15公分 )

念佛感應見聞記

編號：HZ40-01-02

尺寸：25開平裝 (21公分x15公分 )

惜福念佛機 ( 可插 SD卡 )

MP3 播經機

編號：97-024-BSD301

尺寸：6公分x2.5公分x1.5公分

　摘錄自上淨下空老和

尚《佛說大乘無量壽莊

嚴清淨平等覺經講記》， 

取其中的重要開示，分

類整理，彙集成冊。

＃精華開示

法寶
介紹

　林看治老居士將十

餘年來親見親聞之事

實，不可思議的感應，

一一記下，以使尚末

信佛念佛者，得早信

佛念佛；已經信佛念

佛者，自勉勉他，倍

加精進。見者聞者，

咸獲法益。

＃現代念佛感應事蹟

　體積小，攜帶方便，可

使用華藏淨宗學會其他種

類 MP3 SD 卡。

內容：

淨空老法師念誦 ( 木魚版 / 慢版 / 快版 )

淨空老法師一萬聲佛號

六字二音 ( 悟道法師 唱誦 )

四字五音 ( 悟道法師 唱誦 )

念佛一支香 ( 悟道法師領眾 )

四字五音 ( 木魚引罄版 )

悟道法師念誦 ( 閩南語快版、慢版 )

南無阿彌陀佛 ( 悟道法師 閩南語念誦 )

四字四音 ( 慈光版 )

觀音菩薩四字四音

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

大悲咒

＃MP3 播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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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塵緣沒完沒了 >墨寶海報編號：

GF08-007-01

規格：31公分x3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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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念佛處疫不入境，念觀音，不獨邀淨友

念，當於村中及近村宣告，無論老幼男女，通

皆吃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大家各人在各人

家裡，一路做事一路念。於行住坐臥中常念，

決定可以不遭瘟疫。

─印光大師《三編．復穆宗淨居士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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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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