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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我們要明瞭法相是無常的，剎那在變

的；法性真常，永恆不變。請看本期專欄。

　　信、解、行、證，是證明自己所信的、

所解的真實不虛。證明的方法是行，就是受

持，真正依教奉行，才能解得透徹。請看《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我們的使命

一、說法有二諦 生佛無二心

　　諸佛如來說法總離不開二諦的原則，也就是一個

是權說（方便說），一個是真實說，這兩種說法我們

在經論當中處處都可以見到。三乘教裡面權說的多，

實說的少，一乘教裡面實說的多，這是我們要體會到

的。《無量壽經》上我們看到的，對一切眾生視若自

己，這是權說；真實說是什麼？一切眾生就是自己。

所以諸佛菩薩對一切眾生的幫助沒有條件，自己幫助

自己還談條件嗎？左手被一隻蚊子叮了，右手去幫它

撓一撓，這還談條件嗎？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盡虛

空遍法界是一個自己，這是實說，這是依真諦而說，

依如來果地上的境界而說，可是這種說法幾個人能

懂？幾個人相信？

　　所以這些話，佛只有對兩種人可以說，一種是法

身大士，一種是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就是經論裡面所

說的圓頓根性的眾生，圓教根性的人聽了會覺得有道

理。這個認知是修行的關鍵，如果沒有這個認知就無

法從權入實，也就是說不能脫離十法界，契入一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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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換句話說，無法擺脫我們現前的煩惱，日子過得

不自在。所以這個事實真相的認知對我們來說是無比

的重要，這是我們要明瞭清楚的。

二、明諸法實相 眾生一體

　　說這些話用意何在？就是我們要明瞭法相是無常

的，剎那在變的；法性真常，永恆不變。永恆不變的

真常法性必須要借法相才能顯示出來，如果沒有法

相，法性顯示不出來。見性的人得大自在，從哪裡見

性？還是要靠法相。佛法的建立靠法相，佛法的承傳

也要靠法相。性相是圓融的，性相永遠集合在一起，

分不開的。

　　所以生滅當中有不生滅，生滅跟不生滅是和合之

體，從來沒有分過家。楞嚴會上波斯匿王聽釋迦牟尼

佛開示講到這樁事情，他明白了，曉得身有生滅，性

沒有生滅；身是假我，性是真我。那麼我們要曉得，

性可貴，相不可貴。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會熱愛一

切眾生，對於一切眾生沒有不關懷、不愛護、不協助

的。這一種真誠的熱愛從哪裡生的？徹底明瞭諸法實

相，從這裡生起來的。知道盡虛空遍法界是一體，盡

虛空遍法界是一個自己。我們在經上常常讀到「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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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三世是過去、現在、未來，十

方三世佛把一切眾生都包括盡了。眾生現在雖然還搞輪

迴，但他的佛性並沒有失掉。

三、續佛慧命傳法燈

　　佛是智慧圓滿的人，對於諸法實相徹底明瞭，並為

我們說出。祖師大德代代相傳，傳到我們這一代，我們

要懂得續佛慧命。續佛慧命裡面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契入

境界，契入境界不難，難在你找不到門路；找到門路，

進來就很容易。門在哪裡？佛家的法門太多了，所謂是

八萬四千法門，無量法門，任何一門你只要找到，都能

通達無上道，都能證得諸法實相。

　　這麼多的法門，我們找不到的原因是自己迷惑。悟

了的人，宗門常講「頭頭是道，左右逢源」，這就告訴

我們到處都是門。我們要細細的去觀察，像《楞嚴經》

上所講的「二十五圓通」，是把無量法門歸納成二十五

門。怎麼歸納的？六根、六塵、六識、七大。我們要是

明白這個道理，是不是頭頭是道，左右逢源？無量無邊

的法門總離不開這二十五大類。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個時候就不是視人如

4



己，而是肯定別人就是自己，萬物就是自己，沒有絲

毫的差別。我們處事待人接物，真心自然流露，就不

是妄心了。沒有這個認識，還沒有搞明白，讓他用真

心，他不會用。所以佛陀在世說法四十九年，沒有一

天中斷過，所說的一切法就是一個目標，令人開悟而

已。所謂開悟就是明白事實真相，明白了就跟佛無二

無別，《法華經》上說「入佛知見」，認知就是佛知

佛見。

　　一定要明瞭我們這個肉身是無常的，法身慧命是

真常的，了解這個事實，才知道續佛慧命比什麼都

重要。弘法利生重要，如果沒有人續佛慧命，弘法利

生做一輩子，你後面沒有傳人，到你也就為止了，肉

身壞了，法也就滅了。所以佛門裡面傳法是第一樁大

事，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事業，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

業。

四、大心凡夫發大心

　　法傳給誰？佛在《華嚴經》上講得很清楚，傳給

大心凡夫，這個話的意味很深。不是傳給菩薩，菩薩

何必要傳？菩薩已經清楚明白了，不用傳了，傳給凡

夫。什麼樣的凡夫能接受？大心凡夫。什麼叫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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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量要大，念念為一切眾生，這就是大心。起心動念

為自己，為我這個小家庭，這都不行，這不是《華

嚴》的當機者。心量小的，佛想傳給他沒有法子，他

沒有能力接受，因為不相應。我們看到《華嚴經》末

後五十三參，那就是表演給我們看的。五十三位善知

識是什麼人？男女老少、各行各業，就是社會現前大

眾。你看他們怎麼樣修菩薩道？修菩薩道就是真正落

實菩提心。怎樣學菩薩行？學菩薩在生活工作中如何

處事待人接物。

　　所以發菩提心，第一個要有大心量。四弘誓願第

一願，「眾生無邊誓願度」，一定有普度一切眾生的

大心大願，這才是大乘，一乘了義大法的繼承人。這

一點非常重要，這是世出世間第一等的大事業，我們

要能認識清楚，這個事業是不朽的事業。

　　我國古人也有相當聰明智慧的，知道生命無常，所

以想找一個真常能夠留到後代，這就所謂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名垂青史，讓後人永遠記住。

可是我們曉得，任何物質都有成住壞空。一個星球在

太空當中運行，對無限的時空來講它很短暫，連星系

都要壞，地球也要壞，如果地球有一天壞掉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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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就沒有了，可見得那個不朽也是暫時的。我們再

看看佛法，法性是永恆不滅的，這是真的，大千世界

毀滅了，法性不滅；法性不滅，佛所講的真理不滅。

我們從事這個工作，自己修學，教化眾生，這個事業

是真的，這個事業是真正不朽的大事業，所以我們一

生做續佛慧命的工作。

　　同學們要發真誠的心。佛在《無量壽經》上說得

多麼懇切，彌勒、阿難這些大菩薩接受佛的付託，直

下承當，我們今天展開經卷就要想到佛當年講經說法

的場景、囑咐的狀況，我們就如同置身如來法會之

中，也應當像彌勒、阿難一樣直下承當。對於這樣的

大心凡夫，我們真正是無量的歡喜讚歎，全心全力的

協助，哪有障礙的道理？凡是看到別人去做，自己還

有嫉妒障礙，那是無明業障。無明業障斷盡了，這個

人必然是法喜充滿，智慧深廣。一切時、一切處認真

努力，絕不放鬆，自己深入經藏，積植德行，教化眾

生不遺餘力，明白人一定是這麼做法。希望我們共同

努力，體會諸佛如來的教誨，認真努力將佛菩薩的教

誨發揚光大，利益眾生。

五、深入經藏重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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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礙辯才，這是弘法利生的人必須要具備的第一

個條件。無礙辯才從哪裡來？一般的講法，它的來源

有兩個：第一個是熟，熟能生巧，這是一般中下根性

的人可以做得到，只要依照方法去學習就行；第二種

是真正開悟，煩惱斷了，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

從自性裡面自然流露出真實的善巧方便。巧是巧妙，

所謂的隨心所欲；善是合乎規矩；隨心所欲又合乎規

矩，這叫善巧。絕對不是說隨心所欲，完全不合規

矩，這就錯了，這是巧而不善。巧而不善，不如善

而不巧，因為善而不巧沒有過失，巧而不善會產生許

多過失。特別是佛法，古德常講「錯下一個字轉語，

墮五百世野狐身」，這個因果責任非常嚴重。我們寧

可善而不巧，不走巧而不善的路子。真正發心如教修

學，縱然不能開悟，也會接近開悟的邊緣，這是我們

確確實實能夠做得到的。

　　如教修學，我們採取一門深入，長時薰修的方

法。講經的原則我們要懂得，講經的目的是希望大眾

能夠相信這個法門，對這個法門不懷疑，這叫「信」

。信有信的講法，怎麼講法叫人相信。另外一種講法

是深入「解」的講法，深入經藏去理解它。深入經藏

不是指《大藏經》，是指一部經裡面含藏著無盡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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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我們去發覺它，去研究討論理解它。信、解有了

基礎，要把經典中的義理落實在生活上；換句話說，

要把它做到才行，這是屬於「行」的講法。「證」的

講法，是我們實踐信解有了相當的成就，再來和佛所

講的做一個印證。

　　所以一部經很多不同的講法，絕不是一種說法。講

法不一樣，目標不相同，眾生聽到得的受用不一樣。

最重要的還是怎樣把經文落實在生活上，我們要怎樣

去做，這個重要。如果佛法的理論跟我們的生活脫

節，這個佛法沒有什麼價值和意義。佛法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佛法，我們今天走這個路子。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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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如來印闡  印可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

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此段是世尊對須菩提尊者的印可，即同意尊者所

說。一開端說了兩個『如是』，正如你所說的。下句

特別強調，不僅是受持讀誦、為人演說的人是第一希

有，聽到此經，能做到『不驚不怖不畏』，雖比受持

的標準降低許多，佛仍讚歎此人『甚為希有』。

１.《天親論》曰：驚，謂懼此經典非正道行故。怖，

謂不能斷疑故。畏，謂由於驚怖，不肯修學故。《

智者疏》曰：初聞經不驚。次思義不怖。後修行不

畏。合《論》《疏》觀之，則不驚即是信。不怖即

是解。不畏即是受持。

　　「《天親論》曰」，天親菩薩為《金剛經》做註

解，造《金剛經論》。註解云，「驚，謂懼此經典非

正道行故。怖，謂不能斷疑故」。有些人聽了此經，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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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驚慌，因為經上教導我們，要身心世界一切放

下，不僅世間法，甚至佛法也要放下。佛法稱三寶，

有些人得到佛法，如獲至寶，無量歡喜。若依教奉

行，全都捨棄，這還得了！因此懷疑《金剛經》是否

佛說，或是魔說，由於有此疑惑，所以驚訝。怖是

恐怖，聽佛說要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境界相，

如何能做到？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畏，謂由於

驚怖，不肯修學故。」對此法門畏懼，而不敢依教修

學。在座的同修聽了《金剛經》三字，不驚、不怖、

不畏，縱然做不到，但聽了很歡喜，相信真是佛說。

所以世尊此話，於我們是莫大的安慰，也是很大的啟

示與鼓勵，希望我們能將境界向上提升一層。

　　「《智者疏》曰」，隋末唐初，天台宗的智者大

師也為《金剛經》做註解。說「初聞經不驚」，聽到

《金剛經》而不驚；「次思義不怖」，明瞭佛在此經

上說的義理而不怖；「後修行不畏」。「合《論》《

疏》觀之，則不驚即是信。不怖即是解。不畏即是受

持」。

　　將天親菩薩與智者大師的話合參，得到一個結

論：不驚就是信，深信不疑；不怖就是解，理解經

上的意義；不畏就是受持，敢放下身心世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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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明白了，知道放下是正確的。以通途法門而言，一

切諸佛菩薩，乃至於小乘初果都須放下，若不放下，

決定不能證果。以淨宗而言，許可我們帶業往生，但

仍要放下，才能往生。否則即使佛號念得再好，也不

能往生。有不少人存著錯誤觀念，以為等見到阿彌陀

佛再放下，這個念頭就是堅固的執著，不肯放下，很

危險！因此障礙阿彌陀佛來接引，這是何以每日盼望

阿彌陀佛來接引，而佛卻沒來的原因。故愈早放下愈

好，愈早得大自在。我們想煩惱少、開大智慧，得大

解脫，放下就可得到。何時放下，何時就得到，愈快

愈好。放下就是受持金剛般若，即須菩提尊者讚歎的

第一稀有。

２.聞者當知，法本無定，佛不欺人。何必驚怖疑畏，

庶幾得有信解受持之望耳。

　　「聞者當知，法本無定，佛不欺人。」佛無有定

法可說，其實佛無有法可說，佛菩薩絕對不會欺騙世

人。這是煩惱起現行，小乘須陀洹八十八品見惑都斷

盡了，更何況如來！所以，對佛說的話能深信不疑，

此人就有福報。佛在此經所說的，句句都是真實話、

最重要的話，比其他一切大乘經典所說更為重要。因

為《金剛經》是一切大乘經的總綱領，其中沒有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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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轉，句句直截了當。我們聽了，「何必驚怖疑畏，

庶幾得有信解受持之望耳」。

　　望是希望。真正能不驚、不怖、不畏，即有機會逐

漸明瞭經義，最方便的方式是聽講。《華嚴經》云，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聽講是幫助我們理解

的最好方法，但是聽別人說只是理解皮毛，不夠深

刻；透闢的理解，須有修行的功夫印證。佛在經上說

的道理、境界，必須自己親自證得，這種解才是透徹

而沒有問題。信、解、行、證，是證明自己所信的、

所解的真實不虛。證明的方法是行，就是受持，真正

依教奉行，才能解得透徹。要想信、解、受持，不驚

不怖不畏是先決條件。世間人怕放下，教他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他會心生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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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居心誠敬

　　禮佛儀式，極忙之人，不便特立。但至

誠懇切，口稱佛號，身禮佛足，必致其如

在之誠則可矣。

（正）復張雲雷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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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

夫子論善

　　在春秋時代，孔夫子有兩位學生，一個是子貢，一

個是子路。

　　子貢因為是大商人，所以常常在其他的國家做生

意。魯國有個法律規定，只要在其他的國家，見到自

己的國人被賣去當奴隸，你可以把他贖回來，而獎賞

的贖金由國家支付。這樣的法律好不好？非常好！喚

醒每個國人去愛護、去解救自己的同胞。子貢贖人回

到國內，當官府把贖金獎給他的時候，子貢並沒有接

受，一般人就會覺得子貢很高尚，不要贖金。但是子

貢走到夫子面前，夫子就批評他：「子貢，你這樣做

錯了。」魯國人都很貧窮，當他們到其他國家看到自

己的國人，他會考慮到：「假如我贖他回來，我去拿

贖金，好像比子貢矮了一截。」他就會有所顧慮，因

為他拿了贖金就顯得沒有子貢那麼高尚，可是他不拿

贖金，經濟狀況又很拮據，家裡生活就有困難。當然

他在救人時會有遲疑，這就會有不良的影響。所以，

夫子說：「你這樣做會有不好的流弊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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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錄自 蔡禮旭老師《小故事大智慧》

　　另外有一天，子路走在路上，剛好碰到一個人溺

水，子路看到後，立即跳下去把他救起來。被救之人

內心非常感激，就把家裡的牛送給子路，子路也很高

興，就把牛牽回去。孔夫子得知就稱讚子路說，往後

魯國人就會有很多人勇於去幫助別人，解救別人的生

命，因為子路的表現能令大家深深感受到行善之人必

有善報。一般人會覺得子貢不受贖金比較正確，子路

受牛好像沒有子貢那樣高尚。但是夫子觀察事物不是

只看現前，還要看以後所產生的流弊；不看一時而要

看久遠，不看一身而要看對天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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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應篇講記（21）

正己化人。

　　註解云：「正者，確不可易；化者，自然而然。

」「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正己有許多功夫，化

人有許多妙用。人能正己，未有不能正物者也。」一

個人的心正、言正、行正，自然能得到大眾的尊重，

鬼神也會尊重和擁護，更能得到諸佛護念。

　　「正己」是完成自己的德行，「化人」是幫助一切

眾生。自己的智慧德行沒有成就，就不能教化眾生。

四弘誓願中的「眾生無邊誓願度」，要想落實這一

願，一定要先斷煩惱。斷煩惱是完成自己的德行，學

法門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唯有德行智慧兼具，然後方

能化人。是故，教化眾生先要成就自己。古往今來，

祖師大德乃至於十方諸佛，亦無例外。

　　我們身為佛弟子，無論是在家、出家都有度化眾

生的使命，而度化眾生一定要先正己之心行，正所謂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師」是表率，「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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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要為世人做好榜樣，

一定要遵守倫理道德，遵守聖賢的教誨。

《無量壽經》云：「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普賢

大士之德，關鍵在於拓展心量，普賢菩薩的心量是「

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因此，要想成就自己的德

行，就得放下自私自利；而要想放下私心，則必須了

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真相，看破了，自然就容

易放下。因此，首先要建立正確的宇宙人生觀，對人

生、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有正確的認識。這是智慧。

有了智慧，還要有功夫，功夫是指克服自己的煩惱習

氣。煩惱習氣是無始劫來養成的，就是儒家所講的「

習性」。習慣成自然，很不容易斷掉。但若不斷習

性，即使理解佛法也沒有用處，還是要搞六道輪迴，

還是要墮三惡道。佛教導我們要做一個轉變，轉惡為

善。從哪裡轉起？念頭。以往念念為自己，今後要念

念為別人、為社會、為一切眾生。

　　尤其學習講經的人，德行比技能更重要。德行佔百

分之九十，技能至多佔百分之十。講台技巧易學，但

是在講台上攝受大眾的力量，要靠自己的修持功夫。

若無真實修持功夫，就不能攝化大眾。換言之，心行

不相符，言行不相符，大眾聽了是一笑了之，起不到

攝化之功用。若自己不正，教人端正，無有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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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堅定的信心、願心，我們的信願是在求

道。道如何求得？先要斷煩惱，斷煩惱從何下手？從「

不妄語始」。《無量壽經》教導我們：「善護口業，不

譏他過」，古大德教我們從「不妄語始」，此與經訓相

應。

　　自己要行得正，最重要的是心正。要在日常生活

中去鍊清淨心、清淨行。清淨心、清淨行無他，放下而

已。「人神好清」，心本來是清淨的，但是卻被欲望所

污染，變得不清不淨。心不清不淨就是凡夫；以清淨心

處事待人接物，就是佛菩薩。

　　所以，學佛人一定要以佛為榜樣，以祖師大德為楷

模。處事待人接物要慈悲，要寬宏大量，要顧大局、識

大體，絕不隨順自己的情欲。若隨順自己的情欲，就是

隨順煩惱，就會做錯事，就是造業。

　　日常初步功夫，要把人我是非淡化。尤其是遭到別

人毀謗或者讚歎，都不動心，心慢慢就會清淨。「知事

多時煩惱多，識人多處是非多」。煩惱多、是非多，心

如何能清淨？心不清淨，淨業就不能成就。

>>續載中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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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飄香   《護生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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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答問

問：一位老者修學非常精進，行持萬分刻苦，自願不

出門三年，現已兩年多了。以靜坐念佛為主修功課，

依一句佛號，誓成佛道。修學期間曾出現離體現象，

也曾痛哭流涕三個多月才恢復。現在他感到全身無

力，連一碗飯都無法端起，請老法師開示。

答：這是業障，所以勇猛精進會有這些情形出現。像

打佛七，普通佛七沒有什麼問題，精進佛七就會出事

情，為什麼？你的冤親債主到你功夫不成就的時候，

他不來擾亂你，為什麼？將來他報復的時候，他有機

會，他可以再等。如果你很用功，他怕你往生，往生

之後就沒有辦法再報復，這個時候他就來了。他來，

你功夫還不夠，那你就受這個影響。因此，我們現在

念佛堂，念佛堂的規矩是不念經的、不聽經的，就是

一句佛號念到底。頂多堂主講幾句開示的話，提醒大

家不要昏沉、不要掉舉，不要講話。

現在我們很多念佛堂，我為什麼要提倡念佛堂每天至

少要聽兩小時的經，最好聽四個小時。為什麼？就是

防止這個事情。你對於佛法理論清楚明瞭，你心是定

的，你不會有絲毫的雜念，用功得力。如果你很精

進，你對佛法理論上不懂，你的疑根沒有斷掉，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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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念，就是夾雜，魔得其便，你的冤親債主會找你。

印光大師那個時代念佛堂，真的，比現在殊勝、清

淨，領導的人也好，念佛的人道心比我們現在好。我

們現在妄想雜念太多，你要不多聽聽經，你怎麼辦？

這種事情是很難避免的。所以現在一定要懂得，我們

的做法是針對現前大眾的根機所提出來的，能夠說是

解行相應，比較安全。到自己信心堅固，功夫有一點

得力，再精進念佛求生淨土，未嘗不可。你看，黃忠

昌給我們做個試驗，這是去年的事情。但是他每天還

是聽經，不礙他往生，這是很好的例子。

問：請問方孝孺招來滅門之災，有人說他是大不孝，

有人說他是忠臣、是孝子。請問當如何衡量，方孝孺

是大孝還是大不孝？

答：我勸你好好念佛，不要把這個事情放在心上。這

些事情放在心上，對你念佛道心是會產生很大的障

礙。方孝孺這個事情是冤冤相報，這是因果的事情，

方孝孺是來報仇的，這個你不能不知道。

問：最近在新加坡發生了十幾件，年輕人與中年人在

睡眠中突然死去的事情。請問為何這些人會在睡眠中

死去？這些人在無病痛下死去，是否為好事？念佛人

該如何確保在這種狀況之下順利往生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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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果律告訴我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你

要是沒有惡念，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靈界給我

們的訊息，要我們在平常日常生活當中，工作待人接

物，盡量避免跟別人衝突，心要能包容，不要分別自

己跟別人，對什麼人都能一視同仁，魔對你一點辦法

都沒有。如果你有分別，對人有分別、對事有分別、

對物有分別，你很難脫離魔掌。為什麼？這些東西都

是跟妖魔鬼怪的媒介，這媒介就是你有分別心，你有

是非人我的這種念頭，這個不好。佛法裡頭修行，這

也是很大的忌諱。念佛所修的是清淨心，《彌陀經》

上講的目標是一心不亂，平常要修到一心不亂。一心

不亂就是清淨心、平等心，臨命終時能不能往生在心

不顛倒，心不顛倒是福報，那是臨終的時候講的。正

念現前，沒有邪念，一心一意求生淨土。

一家人要和睦相處，這比什麼都重要。縱然家人這個

人、那個人有些錯誤，絕對不要放在心上。哪個人沒

有錯誤？古德講得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在

我們佛門講沒有過失的，只有佛一個人，菩薩都有過

失。為什麼？菩薩無明習氣沒有斷乾淨，還有過。所

以要能包容，不要去責備。看到別人過失，立刻就要

警覺到我有沒有？他來提醒我，他是我的一面鏡子。

人不容易發現自己過失，很容易看到別人，所以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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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鏡子，看到別人過失，就照照鏡子，我有沒有

過失？有，趕快改；沒有，勉勵自己記住不要犯這個

過失。完全對自己，不要去對別人，這就是《壇經》

所說的「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這叫真修行。

常常想著別人過失，說著別人過失，就是自己最大的

過失，那你自己怎麼會有成就？哪一天學到了，看

看別人都沒有過失，他是示現給我看的，是我的善知

識。要想到那不是真的他的過失，他是來給我看的。

你這樣想，那就是真的，一點都不假，他在你面前表

演，是佛菩薩化身。化身是來度你的，來警告你的，

你覺悟了，他就走了，他就離開。如果你細心，真的

想這樣學，你會常常遇到，你會天天在進步。讓你的

心永遠處在一個清淨、平等的境界裡，世人所講的安

和樂利，佛家講的法喜充滿，常生歡喜心，你真可以

得到。喜樂不是從外頭求，從自己內心裡面去求，有

真的喜樂。

如果真有這些事情，必定有它的因果。如果這些人在

這種情況之下死去，要是念佛人不能往生。為什麼？

往生的人在臨終的時候，神智清楚才行，就是心不顛

倒。這個神智不清楚，昏沉，那就難了。所以念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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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還是依照經典教訓好好去修，就不會遇到這些障

礙，這些魔事。

問：《無量壽經》上說：生到極樂世界的人身體都是

金色男身。可是到了無色界已經沒有身體，為什麼極

樂世界還有身體？

答：極樂世界跟無色界不一樣。在極樂世界，你要不

要身體是你的念頭，為什麼？到那個地方得大自在。

如果你現在還有極樂世界還比不上無色界，無色界身

體都不要了，極樂世界還要身體，你會生到無色界，

你去不了極樂世界，因為你的意念跟極樂世界不相

應。但是你天天想沒有身體，如果沒有很深的定功把

你自己煩惱習氣伏住，你也去不了無色界。到最後，

恐怕還是個迷惑顛倒的中陰身，那你就大錯特錯。

節錄自21-371-0001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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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食譜 《蓮海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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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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法務訊息

華藏淨宗學會法師 12月份講經時間表

上悟下道法師 12月份護國息災講座 網路播放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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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8、15、22、29

7、14、21、28

莊傳法師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 2、9、16、23、30莊聞法師 三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3、10、17、24、31莊慧法師 四

無量壽經

金剛經講義節要

4、11、18、25莊霖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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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經講義節要

無量壽經選講
三十三至三十七品

三、四 21：00～22：00

五

六

21：00～22：30

20：00～21：30

地藏經玄義 重播   12/31日首播

重播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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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12/27

1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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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三時繫念法會

二0二0年歲次庚子宜蘭冬至護國息災三時繫念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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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wadzan.com/hwadzan_news/lecture_news/4477.html
https://www.hwadzan.com/hwadzan_news/lecture_news/4184.html
https://edu.hwadzan.com/live/wdmaster
http://www.shiwudao.net/livetv
https://edu.hwadzan.org/live/amtb
https://edu.hwadzan.org/live/sanshi
https://www.hwadzan.com/hwadzan_news/amtb6_news/4421.html
https://www.hwadzan.com/hwadzan_news/amtb6_news/4391.html
https://www.hwadzan.com/hwadzan_news/amtb6_news/4518.html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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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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tb.cn/amtbapp/
http://請關注加為好友以接收最新訊息
http://www.amtb.org.tw/
http://www.hwadzan.tw
https://www.weibo.com/amtbtw/
https://www.facebook.com/amtbtw
mailto:http://amtb%40amtb.tw?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