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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统统包括在佛法里面，

这是一门大学问，是一门究竟圆满的学问，决定不

迷信。请看本期专栏。

　　清净心生真实智慧。智慧绝不是从分别、妄想而

生，由此可知，分别、妄想、忧虑、牵挂不能解决

问题。请看《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



本期专栏

改造命运、心想事成 ( 上 )

　　我们怎样能够得到佛法最殊胜的利益，这是我们

非常关心的事情。

一、珍惜学佛因缘

　　学佛的因缘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一般社

会大众对佛法有很深的误会，包括我自己本人在

内。年轻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佛法，总认为佛法

是迷信。直到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没想到方老

师跟我讲的最后一个单元竟是佛经哲学。我就非常

讶异，佛经怎么是哲学？他告诉我，佛经不但是哲

学，而且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

享受。因为方老师这两句话，我对佛教的观念改变

了。接触之后才知道，佛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真实智

慧的教诲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我们很感叹的，就

是佛法是这么好的东西，可惜没有人去学习，没有

人把它发扬光大，这非常遗憾。

　　学了一段时间之后，非常难得，我遇到章嘉大

师。我亲近他老人家三年，一直到他圆寂。那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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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都看佛经，每个星期跟大师见一次面，跟他

学习两个小时，有问题提出来，他给我解答。我出家

这件事就是章嘉大师替我选择的。

　　他告诉我，“佛氏门中，有求必应”，真正发心学

佛，发心续佛慧命，服务众生，你的一切佛菩萨会给

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我说这太好了！所以这

一生奉献给佛菩萨，一生听佛菩萨安排。

　　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章

嘉大师告诉我“佛氏门中，有求必应”，这几十年来果

然印证了。老师没有欺骗我，没有妄语，真正是好老

师！

二、佛氏门中有求必应，但要如理如法的求

　　世间人无论是否学佛，也无论是否信仰宗教，没

有一个人不希求世间的福报。现在我们讲福报，一般

人很不容易体会，所以讲什么？讲赚钱。哪个人不喜

欢赚钱？赚钱现在是第一！这在佛法里面讲是福报。

没有人不想求智慧，没有人不想求健康长寿。这三

桩事情，财富、智慧、健康长寿，是人人都希求的，

但是能不能求得到？章嘉大师告诉我们，求作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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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难最难的，都能够求得到，世间这些福报都是

小事，哪有求不到的道理！求不到是什么原因？是

因为我们不懂得这里面的道理、方法，所以才求不

到；如果我们懂得道理方法，如理如法的求，没有

一样求不到。

　　通过我这几十年的学习和经历，完全证实了佛

在经上讲的绝对正确。确确实实，真正明白道理之

后，佛门当中如理如法的求，这就跟诸佛菩萨一

样，真是心想事成，毫不费力。所以佛法的教学始

终是智慧，只有真实智慧，才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

问题。

三、自性本具 故能求得

　　佛法，我们要懂得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

是佛法。佛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梵文称“佛

陀耶”。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都省掉了，

单单称一个“佛”，它的意义是智慧、是觉悟；智慧

是体，觉悟是用，有体有用。“法”是方法，所以佛

法就是智慧的方法、觉悟的方法。佛教导我们开智

慧，教导我们要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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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统统包括在佛法里面，

这是一门大学问，是一门究竟圆满的学问，决定不

迷信。所以，说求什么有什么，这里面有大道理

在：不是佛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求得的。自己为

什么能求得？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

个“性”就是真心，就是本性。自性里面本自具足无

量的智慧，真的是宇宙人生、过去未来，经上常讲“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没有我们不知道的，这是

我们本有的智慧。自性里面本自具足无量的德能。

我们今天讲才艺、技能，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不会

的，自性里头本来具足。自性里面本自具足无量的

相好。我们常常在佛门听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认为这是好相，贵相，其实这

太小了。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佛有无量相，相有无

量好”。所以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

好，这些都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佛给的，我们要懂

这个道理！

四、迷而不觉 辛苦可怜

　　现在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为什么统统没有

了，变得这么可怜、这样辛苦？佛在《华严经》上

说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平等的，

跟一切诸佛平等，“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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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是因为我们有妄

想、分别、执着。妄想是根本烦恼，分别是尘沙烦

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我们就是因为这些烦恼，把

自性本具的光明障蔽住了。

五、恢复本能 处处净土

　　只要恢愎自性，我们就跟佛一样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是极

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因此古来许多祖师大德

说，“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话讲的一点都

不错。

>>續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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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７.一切修行人，非仗般若不能无挂碍，不能得自在，

不能到彼岸矣。

　　这一段特别强调世出世法智慧第一，说明唯有真实

的智慧，才能真正达到无有障碍之境界。无论世间法或

出世间法，都要做到心无挂碍，方能得自在。后面这一

句，说明究竟圆满法。“彼岸”是成佛，成佛一定要有

究竟圆满的智慧。佛法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

是无上正等正觉，即究竟圆满之智慧。

８.世间之人，纵令未能人人如此成就。但能人我分别

之见少少轻减，则斗争亦必减少。世界当下太平，

安居乐业矣。所以般若是佛陀教育的真精神，无上

法宝，不可须臾离者也。

　　“世间之人，纵令未能人人如此成就。但能人我分

别之见少少轻减，则斗争亦必减少。世界当下太平，

安居乐业矣。”此为挽救世间劫运的重要开示，确能奏

效。可惜佛法未能普及世间，纵然学佛之人众多，尤其

是中国人，如果不能深明佛理，问题仍未解决。尤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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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般若之理，了解宇宙人生之真相，才能放下。只要

看破、放下，一切意见、争执自然减少，故斗争也会降

低，结果是天下太平，人民都能安居乐业。由此可知，

般若智慧不仅修行、成佛需要，想在一生中真正得到身

心安稳，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及世间的任何行业顺利成

就，都不能缺少般若智慧。因此必须细说般若，并认真

修学。

　　“所以般若是佛陀教育的真精神”，佛陀教育包含

世出世间一切法。“无上法宝，不可须臾离者也”，一

时一刻不能离般若智慧，因为离般若智慧就会迷惑、糊

涂，如何能得幸福？又如何能得成就？此乃反显般若智

慧修学之重要性。

９.必须离人我等分别之相，使其心一念不生，安住不

动。然后乃得恩怨平等，成就大慈悲定。然后乃得

虽遇极大之逆境恶缘，不生瞋恨。瞋恨毫无，然后

乃得普度众生，满菩提愿。

　　“必须离人我等分别之相，使其心一念不生，安住

不动。”此为般若最重要之纲领，无非教我们离相。我

们无始劫以来，已养成起心动念总不离贪、瞋、痴的习

惯，烦恼习气太深。而般若智慧对我们而言非常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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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不断的讲二十二年，希望将我们贪、瞋、痴等烦

恼习气转换过来。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用心在此，令我们

不断的薰习。

　　离相是离心中执着、分别、牵挂的相，如果不离

相，我们的般若智慧就不能现前，不能起用。有人以为

将事情时常挂在心上，才能办好，其实是终日打妄想，

仍然没办好。我们一定要深信佛法，佛教导我们一切放

下，令清净心现前。前文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实相般若。心地清净就有真实的智慧，无论任何困难

繁杂的事，一接触都明了，处置得井然有序，恰到好

处。可见真正办大事之人，心要清净。世出世间最大的

事，莫过于了生死超三界，此事须以清净心来办，因为

清净心生真实智慧。智慧绝不是从分别、妄想而生，由

此可知，分别、妄想、忧虑、牵挂不能解决问题。

　　学经教的同修要留意，有妄想、分别、执着不能

入门，不能解如来真实义。必须心地清净、一尘不染，

方能解如来真实义，故一时一刻不能离般若智慧。如何

才能做到不可须臾离者？如果心中起一念妄想，有一念

分别执着，就离般若智慧；如果心中一念不生，也是离

般若智慧。因为有念是妄想，不是般若智慧；无念是无

明，也不是般若智慧。应生无所住心，不住色声香味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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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行布施，这就是般若，如此就不离般若。此事

说的容易，做则真难。所有一切法门之中，唯独念佛

法门方便，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就与般若相应。不住妄想、不住无明，不怀疑、不夹

杂，心里一个杂念也没有，是无住；念念有这一句阿

弥陀佛，即是生心。生心，不住无明；无有杂念，不

住妄想。妄想、无明二边都不住，就是般若智慧。念

念相继，就不离般若。此法清楚明了，人人都能修。

　　“然后乃得恩怨平等，成就大慈悲定。”这后面一句

是说功夫，即成绩。《六祖坛经》开宗明义说，“总净

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可见中国禅宗是修般若波罗

蜜多，不是修禅定。净宗用的方法是，念这一句阿弥

陀佛，修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可知，念念都是阿弥陀

佛，就是总净心念般若波罗蜜多，与六祖大师说的相

同。我们修的方法与禅宗不同，而目的、成就相同，

而且更为殊胜。初步的成绩从恩怨平等看，从前看不

顺眼的人、事，现在逐渐看得顺眼，不再计较，即是

功夫得力。

　　念佛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功夫得力是指

《无量寿经》上说的“清净平等觉”。如果念佛人，心

一年比一年清净，一年比一年平等，才是功夫，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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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佛号念的多少。恩怨平等是清净平等觉，这是功夫，

即般若现前。

　　“成就大慈悲定”，大慈悲是没有分别、执着，所谓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若是谈条件的慈悲，不能加上大

字，大慈悲是无条件的慈悲。慈悲就是爱心、关怀。真

正对一切众生关怀、有爱心，其中没有任何条件，才是

大慈悲。定是将心安住在大慈悲之中。

　　“然后乃得虽遇极大之逆境恶缘，不生瞋恨。”如

同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体，真是极大的逆缘、恶境

界，他非但不生瞋恨心，反而生大慈悲心，发愿将来成

佛第一个度歌利王。世尊座下憍陈如尊者，前世就是歌

利王，世尊在鹿野苑度五比丘，第一个得度的，果然就

是他。由此可知，佛愿决定兑现不虚，愿愿皆真实。

　　“瞋恨毫无，然后乃得普度众生，满菩提愿。”不可

由于厌恶某位众生而不度他，这就不能满菩提愿。所以

普度众生要高度的智慧，才能消除烦恼、妄想、分别、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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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临终切要

　　自佛法东来，僧皆火化。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

达士，每用此法。以佛法重神识，唯恐耽着身躯，

不得解脱。焚之，则知此不是我，而不复耽着。又

为诵经念佛，期证法身。

（续）灵岩普同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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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陈穗之女

　　明朝的时候，有位读书人叫陈穗。陈穗有一个女

儿，没有留下名字，所以史书上记载是陈穗之女。

　　她的父母去世较早，留下陈穗之女和两个弟

弟，一个五岁，一个六岁。她已经到了要出嫁的年

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了解她家庭的状况，对他家

的财富虎视眈眈。姐姐也觉察到了，绝对不能离开

弟弟，一定要好好把他们抚养长大，所以她就决心

现在不嫁。

　　她也很有智慧，了解到亲友们都在虎视眈眈。

有一天她就做了好多菜，在门口点了蜡烛，点了火

把。亲戚们都来到她家看看，她就很大方把他们请

进来：“来来来，不要客气，来吃点东西。”

　　她对这些亲戚愈客气，亲戚们愈觉得惭愧。我们

是来察看有什么下手之处，结果人家这样客气对待

我们。这些亲戚都说，我刚好走到这里，蜡烛熄掉

了，我是进来点蜡烛的，没有其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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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用善巧圆融的

态度把这个危机化解

了，这些亲友从此以

后就没有到家里来骚

扰。他们也感受到，

姐姐已经决心要好好

抚养两个弟弟。

　 　 后 来 两 个 弟 弟

都长大了，也都成家

立业了，她才出嫁。

那时 她已经四十五

岁，终身没生孩子，

她的弟弟就把她接回

来奉养到老。

　　所以，上天一定会垂爱这些真正有道义之人。老子

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如

此才能心安理得。

恭录自蔡礼旭老师《小故事大智慧》

14



因果教育

太上感应篇讲记（10）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本篇开端即说明业因果报的原理，继而举实例，做

为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得恶报之佐证；次明天地鬼

神之鉴察。

　　今世之人，多疏忽于此，认为自然灾害非人之所

为。此种想法和说法错矣！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与我

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起心动念与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息息相关。此理此事，大乘经论皆有详备之

阐述，若能深入经藏，对于这些理事则能有所体会。

眼前种种之灾难，皆自己业力之所招感。

　　鬼神鉴察人间，共有三段。第一段讲天神；第二

段讲三尸神；第三段讲灶神，即此一节经文。天神、

三尸神是鉴察个人，灶神是鉴察一个家庭。过去，中

国民间一般家庭厨房都烧灶，每一家都供养灶神。建

灶的时候，给灶神留一个龛位，供养灶神。灶神龛的

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

保平安”。习俗是腊月二十四日灶神升天，报告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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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年所造的善恶。现代人以为是迷信，所以不供灶

神；但不管供与不供，灶神依旧照管。

　　从天地鬼神的鉴察，我们了解一个事实真相，吉

凶祸福都有预兆和预警。预警在我们现前环境中太多

了，只要头脑冷静细心观察，几乎六根所接触的无一

不是预警。

　　所以，我们对世间一切人事物，要真诚清净平等；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发心为弘扬佛法工作，为一切众

生服务。众生有福，需要弘法服务，自然得到诸佛护

念，天龙善神拥护。若用心机，做什么只为自己想，

那就错了，决定是造业。造业是减损自己的福报。《

了凡四训》、《感应篇》就是告诉我们，“一饮一啄，

莫非前定”。世出世法就是一个大的因缘果报。明白

此理，我们种善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

人，果报就殊胜。

　　佛是我们的典范，佛的心清净平等真诚。佛对于

一切众生慈悲爱护，照顾无微不至，真诚恭敬对一切

人事物。我们要细心观察，才知道如何学习。佛不但

有言教，也有身教，佛教我们的都是尽善尽美。契入

佛的境界，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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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所考量的，绝对不是一个小圈圈，绝对不是一

个世界，而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正所谓是“量大福

大”，所以佛的福慧圆满，没有不能包容的。

　　真有灶神，决定不假。不但有灶神，每一个家庭

的鬼神也很多。门有门神，每一个房间或角落也都有

鬼神住。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人没有看

见，鬼神看得很清楚。明朝的“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俞净意先生早年自以为行善，没做过什么恶，但

是一生贫穷潦倒。灶神很慈悲，示现人身来点化他：

你意业太恶，沽名钓誉，专务虚名。对上天的祷告，

好像很恳切，但不具诚意，处事待人接物与祷告不相

应。你所做的善事是附和别人，不会主动去做。你在

私居独处时，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

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等等妄想杂念太多

了，说之不尽。天地鬼神天天在鉴察，从年初一到腊

月三十，没有一件是真的善事，全是敷衍，做样子给

人看的。这种意恶固结于心，天地鬼神已记录在案，

逃祸尚无暇，何有福可求！俞先生这才恍然大悟，真

正改往修来。他跪在灶神面前说：“你一定是神仙，

对我知道这么清楚，求你帮助我！”他还有这一念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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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求灶神帮助。灶神教导他，从今而后，凡是贪

念、淫念、妄想杂念，一概要将之收拾得干干净净。

　　灶神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警惕，俞先生所犯的毛病，

也正是我们现前所犯的毛病。我们自己犯的毛病不知

道，总以为自己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

别人都不对，这就是迷惑颠倒，不知道回头，不知道

觉悟。迷惑，就像泥坑一样愈陷愈深，不容易出来。

读圣贤书，天天亲近圣贤，长久薰习，慢慢就会觉

悟。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老人教导小孩读圣贤书、

读佛经，道理就在此。俞净意先生能回头，就是过去

读古书的底子厚。我们今人不能回头，就是没有这个

底子，我们要觉悟。

　　造作恶业不可怕，怕的是不能回头，怕的是不能

觉悟。个人如是，家庭也如是，社会和国家乃至世界

都是一个道理。现在劫难现前，从哪里救起？从人心

救起，从自心救起。我们的心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

断恶修善，就得救了。

　　我常劝勉同学们，修行第一要存好心，纯善无

恶。见到恶事、恶人都不放在心上，专看别人的善处

和好处，这一生就生活在纯善无恶的境界之中，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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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若专记别人的恶处，就生活在恶劣的境界中，

苦乐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因此，若念念念阿弥陀佛，

念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我们虽还未到极乐世界

去，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寿命终了哪有不往生的

道理！

　　俞净意先生在没有遇到灶神之前，言善行善，然

意不善，其言善行善都是虚伪的。唯有心善、意善，

方为真善，这是善的源头。灶神勉励他，先要存好

心，存纯善之心，然后随分随力做好事。不求果报的

善行，果报最殊胜。

　　俞净意先生接受灶神的教诲，依教奉行，深深了

解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

一念不生”。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关键。动，起心动念为

众生、为佛法；静，为自己则一念不生，老实念佛。

　　他活到了八十八岁。之前曾生了四个儿子，死了

三个，小儿子丢失了。为思念小儿子，他夫人哭瞎了

眼睛。行善之后，小儿子找到了。夫人一高兴，眼睛

也复明了。以后俞净意先生做了官，功名也成就了。

行善积德，整个业报都转过来了。之后，俞净意先生

儿孙满堂，这是善有善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续载中
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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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护生画集》
弘一法师/许士中 书. 丰子恺绘

翰墨飄香   淨空法師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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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答问

问：中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家人信

仰不同的宗教，从这个角度上谈，如何进行宗教和谐？

答：如果一家人真的信仰宗教，学习宗教，没有问题，

为什么？他都是以爱心为中心，没有问题。如果他不是

很认真的学习，或者学习的深度不够，这一家不和，就

比较难处。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我有个同学他家里就是

三个教，他跟我非常好，我在他家里面住过半年。但是

他一家相处得不错，各人信各人的，各人拜各人的，但

是这一家还挺和睦的。他父亲是回教徒，伊斯兰教，母

亲是基督教，他的老祖母是佛教，那时候我们年轻人什

么教都不信，都能和睦相处，还算是不错。那就是还有

中国伦理传统道德的规范。可是现在的社会就难了，现

在伦理、道德、因果都不讲了，那就非常不容易相处。

问：您提到要达到宗教永远团结，必须学习各宗教经

典。可是如何知道所学习的经典是否正确？

答：你要问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作证，为什么？我是

学习各个宗教经典。我跟马哈迪讲过，我跟瓦希德讲

过，这是回教领袖，我说我读《古兰经》是最虔诚的穆

斯林。我对他的尊敬跟对佛陀决定没有两样，我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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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就是佛陀的化身，这是在佛教看伊斯兰；在伊斯兰里

面，释迦牟尼佛是真主的化身。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我读《圣经》，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讲《圣

经》比牧师讲得好，为什么？你没有我诚心，你没有我

那分恭敬。所以我什么经典都读，我是所有各个宗教，

真神最好的学生。你们只有认一个老师，我是那么多老

师我知道他是一身，那不同的是他的化身。他化身教化

不同的族群，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文化，

他教学的方式有不一样，可是他的精神、方向、目标完

全相同，都是爱心，完全相同，这个我可以作证。

我能跟这么多的宗教往来建立这么好的关系，就是我是

他们那个教最虔诚的信徒，道理在此地。决定没有歧

视，决定没有分别执着，我的教好，你们不如我，有这

个念头，你什么都得不到。不但你不懂别人的宗教，自

己的宗教也不懂，这是什么？你有障碍，佛家讲业障！

业障没有别的，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你看天下就

平等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平等了。你觉得

每个宗教都可爱，每个宗教都值得我们尊敬，都值得我

们认真学习，所以我能讲每个宗教的经。

问：请您谈谈对现在媒体过分渲染宗教、种族间冲突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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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谅解他，他为什么

错误？因为他没有去读，他没有认真去学；他要认真

学，认真去读，他就贯通。你不学，你在外面看，问题

很多。为什么？很多宗教徒对于自己本身的宗教不知

道。我们佛教不例外，佛教徒很多，你问他什么是佛？

他指释迦牟尼佛，那是佛。这是木雕的、彩画的，哪里

是佛？这叫迷信。什么叫经典？他拿一部《金刚经》

来，他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个不行，那你学到什

么？你什么都没学到。所以信佛的人多，是挂名的，真

正懂得释迦牟尼佛这个义趣的太少了。开经偈上说“愿

解如来真实义”，这个人太少了。

其他宗教也不例外，瓦希德长老告诉我，很多回教徒他

们《古兰经》都能背，背得很熟，什么意思？不懂。我

们佛教里也有，很多不认识字的，经他背得很熟，什么

意思，他不懂。总而言之，他在背诵的时候他的心一心

专注，他不会打妄想，打妄想他就背错了，有这么一点

好处。在佛法讲，阿赖耶识里头种个善根，这个善根不

会现行。所以这些道理不可以不知道。

媒体关系太大，我在香港，这是好几年前，第一次跟凤

凰卫视刘长乐先生见面，他接待我，在他的办公室里

头。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这个世界混乱，能够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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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毁灭世界的有两种人。他就问我哪两种？我说第一种

是国家领导人，第二种就是干你这行的人。你播出去是

正面的，你就救了世界，你播出去是负面的，你就毁灭

世界。所以，媒体必须要学习，至少对于这些宗教都要

有个正确的认识，你就不至于产生误会。挑拨宗教、族

群之间的这些纠纷，毕竟是少数，像马哈迪讲的，是少

数野心分子，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人，无

论是哪个宗教。

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在会上介绍了构建“和

平力量网”的构想，希望团结世界所有可能的力量，利

用各种媒体来推动各民族、文化、宗教的交流，共建全

球和平。那么在团结世界所有可能的力量当中，会有哪

些障碍？

答：障碍的根源是各个不同族群、各个不同宗教的文

化、背景你不能够明了，不明了就会产生冲突、障碍。

要化解这些障碍、冲突，就要认真去研究、去学习。你

真正去研究、学习，自然就化解了。不必研究很多，你

就研究一门，就是你自己的宗教，你自己族群里头的文

化，研究到一定的深度，你就会发现跟别的族群、别的

宗教有贯通的地方。

节录自21-366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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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漫畫《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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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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http://www.amtb.tw/tvchannel/play-1-revised.asp
http://www.amtb.cn/tvchannel/play-1-revised.asp
http://www.amtb.tw/jzplace.htm
https://fabo.hwadzan.com/
https://fabo.amtb.cn/
http://www.amtbcolle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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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法务讯息

华藏净宗学会法师7月份讲经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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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悟下道法师 7月份护国息灾讲座 网路播放时间表

金刚经讲义节要

週一  19：00～20：30

週二、三、四 21：00～22：00

週五 21：00～22：30

金刚经讲义节要

地藏菩萨本愿经

直播

首播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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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路播放网址：https://edu.hwadzan.com/live/sanshi

7/12~18

7/19

双溪小筑三重净宗别院佛七念佛共修法会

双溪小筑三重净宗别院中峯三时系念法会

讲师 日期讲题 备注星期

上悟下道法师 一

太上感应篇撷要

直播

二庄传法师

净土大经科注浅释 庄哲法师 三

五戒相经笺要 庄慧法师 四

無量壽經（華語）

金刚经讲义节要

庄霖法师 五

7、14、21、28

6、13、20、27

1、8、15、22、29

2、9、16、23、30

3、10、17、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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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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