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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佛慈悲教导我们，都要从真诚心里面去学习。就

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一切法要从真实心中作”，这

句话非常重要。请看本期专栏。

　　一切法本不生，直至妄念不起，心安住在不生不

灭。心没有生灭，生灭的是念头。生灭的念头没有

了，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显现。请看《金刚经讲义节

要述记》。



本期专栏

     如何契入一乘佛法（上）

一、一乘乃至高无上真实说

　　一乘就是一佛乘，圆满成就叫一佛乘，即究竟圆

满的佛果。“一乘”在佛法里面是至高无上的。世尊在

《法华经》里面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

方便说”，由此可知，一乘是佛的真实说，三乘是佛的

方便说。在今天佛教典籍里面，保存得最完整、最丰

富的就是汉文《大藏经》。在汉文《大藏经》里面，

一乘经只有三部，那就是《华严经》、《法华经》、

《梵网经》，这三部经是一乘经，还在大乘之上。一

乘就是讲的一佛乘，换句话说，这是讲诸佛如来所证

得的境界，是成佛的经典。

　　佛在一乘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

慧德相”，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现在是不是佛？

现在确确实实是佛，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佛。禅宗

里面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学佛就是把父母未

生前本来面目找到，我们就圆满了。这桩事情虽然就

在面前，但是不但六道众生不认识、不知道，即使九

法界的众生也没有办法完全认知，因此，佛这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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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讲三乘，三乘就是大乘、中乘、小乘。小乘是声闻

乘，中乘是缘觉乘，大乘是菩萨乘，一个阶段一个阶

段慢慢提升，提升到一佛乘，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本

来成佛。

　　一佛乘确实是究竟圆满的佛法，是圆满的智慧、圆

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我们世间人讲智慧、德行、

福报，究竟圆满是一佛乘里面所说的。一佛乘就是法

性，就是佛性，就是真如自性，本来具足的，没有生

灭，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正如同今天科学里面

的术语，它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没有

距离，没有时间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它是宇宙

的真相，它是宇宙的本体，整个宇宙、虚空法界都是

它变现出来的。能变的不生不灭，所变的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是幻相，不是真的，所以《般若经》上讲“凡

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变的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能

量，就是佛法讲的法性，是自己的真心本性。它具足

一切万法，它不是一切法，它永恒存在，要是能够发

现、找到，这才是自己的真身、自己的本来面目，我

们称他为佛陀。由于一念不觉，无量劫来迷失了，我

们迷了自性，迷了真如，迷的时间太长，迷得太深，

现在虽然佛菩萨来帮助我们，我们依然回不了头，依

然是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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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就能够看得出，他老人家

示现成道，证得无上菩提之后在菩提树下入定，二七日

中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讲解《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就

是一佛乘。佛讲这部经时，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打坐，不知道他在那里开那么大的法会，讲

这样殊胜的经典，所以九法界的众生都没有缘分参与。

佛出定之后，知晓众生迷惑得太深、太久，要想帮助他

们恢复自性，只有从小学办起，所以到鹿野苑度五比

丘，讲四谛法，这是从小学办起。

二、一切法要从真实心中作

　　我们学佛，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业障很重，自己迷惑

颠倒的时间长，迷得非常之深。从什么地方能发现？就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的妄想很多、分别很多、执

着很重。凡是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这就是

迷得深重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所

以佛法小学一年级的门都进不去。诸位同修生生世世有

佛缘，都学过佛，但是从来没有进到小学一年级；如果

进到小学一年级，我们现在就不在此地。就好像很用功

念书，考试都不及格，所以永远没有办法考入小学一年

级，生生世世都在念幼稚园小小班，很可怜！自己不能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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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对于业障深重的人非常慈悲，知道我们断烦恼、

证果位是很难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实在

讲，佛虽然慈悲，这个事情他帮不上忙，但是他

用另外的方法，那就是在三乘之外，经典上讲了许

多，大小乘经典都讲到怎样生天，怎样能够保住

人身，就是你来生不会堕三恶道，你还能得人身，

还能生天。佛对于这些道理、方法、事实真相讲得

很多，所以祖师大德们就把佛的三乘又加了天乘、

人乘，这就是五乘佛法。天乘、人乘是佛法的幼稚

园，小乘才是小学，人乘是幼稚园的小班。无论是

三乘还是五乘，佛慈悲教导我们，都要从真诚心里

面去学习。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一切法要从真实

心中作”，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要是没有真诚的心，

而是虚伪的心、虚妄的心，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

成就。

 >>续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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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八三、约余度明  正明

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

８.梵语羼提，义为安忍，又名忍辱。安忍是总名，

忍辱是别名。总为安忍顺受也。

　　“梵语羼提，义为安忍，又名忍辱。”羼提是梵文

音译，安忍的意思，译经的古大德，译为忍辱。因

为中国古人，对辱看得非常重，古书云“士可杀，不

可辱”，士是指知识分子。印度来的高僧大德，见中

国人将辱看得比身命严重，辱都能忍，没有一样不

能忍，所以译经的大师们将它翻作忍辱，是中国人

特有的翻译，它原本的意义是安忍。“安忍是总名，

忍辱是别名。总为安忍顺受也。”所以，羼提真正的

含义是安忍顺受。

９.学道人在在处处、时时刻刻，皆应安心不动。无

论行何事、遇何境、修何法，皆应一心正受。即

名为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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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人”就是学佛之人。“安”是平静，“心”要平、

要静。一切时、一切处，必须保持心中平静，方是

安的意义。

　　“忍”是一心正受，即一门深入。“一心”是专心。

我们现在学佛所犯的大问题，就是自己从未一心正

受的修学，即从不专心，故无论修学任何法门，功

夫不得力。如果是一心正受，净土法门的成就，如

《弥陀经》云，若一日，若二日，至若七日，即圆

满成就。

　　我们修学多年，每天念阿弥陀佛，毫无感应，

是念佛的方法与态度有问题，念得不如法。态度是

观，方法是行，在观行上发生错误。杂修，修一辈

子不能成就。佛法与世法相同，都求专精。

　　“正受”就是接受。无论念佛、持咒、学教，

都要专一、不夹杂，才能成功；学得太多、太杂就

不灵，学教就不开智慧。切记“一心正受”四字就是

忍，六波罗蜜中的忍辱即是此意。心地平等清净，

修学法门一心正受，一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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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如修诸法本不生观，而得妄念不起。其心已正

受此法而安住不动矣。故名无生法忍。亦名证无

生、悟无生。

　　“如修诸法本不生观”，这是禅宗参话头的方法，

参诸法本不生，这句话头，“而得妄念不起。其心

已正受此法而安住不动矣”。用功的方法不一定，大

家不要也去参。禅宗老师教学生的方法不一定，若

有十个学生，可能用十种方法，也许十个学生都用

一种。一心正受，自然就没有妄念，妄念是夹杂。

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用功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

继”八个字。都摄六根就是安住不动，净念相继就是

一心正受。净是清净，有怀疑、有夹杂都不清净，

所以念要净念，相继是不间断。不间断就有功夫；

间断，功夫即失。所以决定不能间断、不能夹杂。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能做到这三句九个字，

即是妄念不起。妄念不起就得定，禅宗称为禅定。

念佛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没有妄念，此种功

夫称为念佛三昧。

　　“故名无生法忍。”参诸法本不生，一切法本不

生，直至妄念不起，心安住在不生不灭。心没有生

灭，生灭的是念头。生灭的念头没有了，不生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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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心就显现。真心现的外面境界是一真法界，也

是不生不灭，称作无生法忍。忍是一心正受之意，

在此处，一心正受就是证得一切法不生不灭，证

得一切法永远长住。忍也当作同意，佛说一切法不

生不灭，菩萨证得了，同意佛所说的，亦有认可之

意。

　　我们现在听佛说一切法不生不灭，都不同意、不

承认，因为我们用生灭心看一切法，一切法就有生

有灭。佛菩萨用不生不灭的真心看一切法，一切法

确实不生不灭。这不是我们的境界，很难明了，用

电影放映做比喻，大家容易了解。

　　凡夫是坐台下看电影银幕的动相，有生有灭，

刹那生灭，是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佛菩

萨是见到电影放映机，一盘盘的底片没动，不生不

灭，没有生灭，是真相。“亦名证无生、悟无生。”

名词虽然不同，意义完全相同。此处含义很深，如

果不能确切明了，便得不到受用。下面一节，落实

于生活琐碎事务之中，希望我们在此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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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经论，及各典章，不可急躁，须多看。急躁

不能凝静，必难得其旨趣。后生稍聪明，得一部经

书，废寝忘餐的看。一遍看过，第二遍便无兴看。

即看，亦若丧气失魂之相。此种人，均无成就，当

力戒之。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

自知。孔子乃生知之圣，读《易》尚至韦编三绝。

以孔子之资格，当过目成诵，何必又要看文而读。

故知看文，有大好处。背诵，多滑口诵过。看文，

则一字一句，悉知旨趣。吾人当取以为法。切不可

显自己聪明，专尚背诵也。当孔子时无纸。凡书，

或书于木板，或书于竹简。亦竹板也《易》之六十

10



四卦，乃伏羲所画。六十四卦开首之彖，乃文王所

作。每卦之六爻，乃周公所作。此外之上经彖传，

象传，下经彖传，象传，并乾坤二卦之文言，及系

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所

谓十翼者，皆孔子所作。若约字说，孔子所作者，

比文王周公所作，当多十余倍。而孔子读文王周公

之《易》，竟至将编书之熟皮绳，磨断过三次，可

以知读之遍数不可计也。吾人能以孔子之恆而读佛

经、持佛名，必能以佛之言之德，熏己之业识心，

成如来之智慧藏也。

（续）诫初发心学佛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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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行谊

  学文殊勇猛智 做智慧念佛人
        —恭迎文殊菩萨圣诞

一、名号释义 含信愿行

　　文殊师利，亦云曼殊室利，翻译中文意思为妙

首、妙吉祥、妙德。此三义，可对应净土法门之信、

愿、行。妙首，首是第一，学佛信为第一，《华严

经》云：「信为道元功德母」，信是入道的源头，是

一切功德之母，母比喻能生之义，唯有信能生无量无

边的功德。文殊菩萨代表有大智慧的人才能信净土，

才能发愿求生净土。

　　《大经解》云：「又妙德者，了了见佛性故，今邻

普贤位列上首，正表禅净不二之旨。」此地代表禅、

密跟净土，是三而一、一而三，都是求明心见性。这

三个法门都是属于捷径，捷径当中的捷径那就是念佛

法门。净宗法门不可思议，真正是大智、大愿这种根

性，才能得到净宗真实利益。

　　《大日经》称文殊为妙吉祥，吉祥表行之义，依

照佛法修行，尤其是具足信愿行发愿求生净土的人，

12



阿弥陀佛派遣二十五位菩萨日夜保护，可见这个行门

是真吉祥。

二、诸佛之师

　　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 《放钵经》曰：「今我得

佛，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释迦牟尼佛当过文殊菩

萨的学生，学生示现成佛，老师示现做他的学生，就

像舞台表演一样，学生唱主角，老师跑龙套。佛佛道

同，没有高低，佛法是平等法，到法身菩萨就入平等

的境界。又云：「过去无央数诸佛」，无数无尽那些

诸佛如来，「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其

威神力所致，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

父母也」。菩萨慈悲到极处，每一个发心学佛的人，

他都照顾，只要真正如理如法的修行，真心就有感

应。

　　「《心地观经》曰：三世觉母妙吉祥。」三世过

去、现在、未来，觉就是佛，文殊师利菩萨是三世诸

佛之母。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智慧是佛母，佛怎么成

佛的？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就成佛了。把般若智慧比

喻佛母，这是从比喻上说的。一切诸佛如来成佛都得

力于般若的教诲，都是文殊师利的弟子，这是菩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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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

三、襄赞世尊 演畅圣教

　　文殊菩萨早已成佛，本为龙种尊王如来。他以等

觉菩萨的身分到世间来是帮助毗卢遮那佛、帮助阿

弥陀佛教化众生的。

　　《华严经》在中国佛教是公认的根本法轮，华

严会上世尊是以善财童子，做为大乘修行的榜样。

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中得根本智，在参学的过程

中，第一位遇到的善知识吉祥云比丘，教给他的是

念佛法门。五十三参最后一位老师普贤菩萨，不但

教他念佛，也劝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头一尾，善

财是以念佛开始，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归宿。文

殊、普贤在华严会上都发愿求生净土。华严会上四

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听从普贤菩萨的劝导，念佛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告诉我们，西方净土是整个

佛法的皈依处，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一句

佛号圆满具足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的圣教。 

《文殊发愿经》云：「愿我命终时，灭除诸障碍，

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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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录自 净空老和尚讲演集
佛说阿弥陀经　　档名：01-001-0006
二零一二净土大经科注　　档名：02-040-0062
二零一二净土大经科注　　档名：02-040-0063
二零一四净土大经科注　　档名：02-041-0070
《净土大经解演义》　　档名：02-039-0564
净土大经解演义　　档名：02-039-0183
大乘无量寿经　　档名：02-034-0035
阿弥陀经疏钞演义　　档名：01-003-0040
阿弥陀经疏钞演义　　档名：01-003-0115
阿弥陀经疏钞演义　　档名：01-003-0049
佛说阿弥陀经　　档名：01-001-0001
阿弥陀经疏钞演义　　档名：01-003-0006
佛说阿弥陀经要解　　档名：01-011-0012
无量寿经　　档名：02-003-0027
無量壽經　　檔名：02-003-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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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孝治天下

　　我们研读历史，就能以史为鉴。周朝绵延八百

五十六年，原因何在？孝和悌。在周朝，孝、悌的

概念就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周武王的父亲是周文

王，周文王对他的父亲非常孝顺，确实做到“晨则

省，昏则定”。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他都一定三

次前去问候他的父亲，看看父亲睡得好不好？吃得

好不好？假如父亲的胃口不太好，他知道了之后，

内心就会很着急。等父亲的身体稍微舒适，吃得比

较正常时，他才觉得宽慰。由于周文王做出这样的

榜样，所以，周武王侍奉周文王也非常的孝顺。

    有一次周文王生病了，周武王服侍在侧十二天，

没有宽衣解带，帽子都没有摘下来，时时刻刻都在

照顾他的父亲。由于这分孝心，周文王的病很快就

好转了，所谓“至诚感通”。试问，周文王喝的那杯

汤药跟一般人喝的汤药是否一样？不一样。因为武

王孝心的作用，水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药喝下去

就特别有效。所以，周朝以“孝”治天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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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这是说“得失”。佛经说，得失不是真实的，可是世

间人却迷在得失之中，因此造下许多罪业。世间人见

到别人有得，往往生嫉妒心；见到别人有失，难免生

欢喜心，只因这一念心态就造下无量罪业。所以，见

到别人有得，我们应当没有嫉妒心，而能生随喜心。“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同修们往往疏忽了，将修积此

类功德大利当面错过。

　　得失的范围非常广大，以世法而言，得名闻利养、

五欲六尘；以佛法来讲，得禅定、得觉悟、得证果，

所以世出世法都包括在其中。佛说得失不离因果，没

有种因，必定“得”不到。世间一切众生所希求的，无

非是荣华富贵、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就是中国人讲

的“五福”。所以，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因想希求得

善果，无有是处！因此，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果报，就

要造相应的因；若造的因殊胜，得的果报就殊胜；因

美满，果报也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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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人见到别人的得失，要和自己的得失一样。

见到别人有得，要生欢喜心；见到别人有失，要生

怜悯心。如果障碍别人行善，果报是别人也障碍我

们行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尤其在现代社会就

太明显、太快速了。

　　所以，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看到别人

做好事，要帮助成就他，绝对不能嫉妒、障碍；若

看到别人做的事，对社会、对人民、对众生不利，

则绝不能帮助，一定要有真实智慧，绝不可掺杂情

见。情见是痴迷，真实智慧是正大光明。

　　此四句话，我们要当作座右铭，要常常记住，决

定要舍弃自私自利，念念为利益众生，念念为帮助

别人。但虽有这种心，要落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譬如你想做好事，却没有缘，总有许多人来障碍，

不希望你成就一件善行，这种事情太多了。由此可

知，缘非常重要，一定要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在

这一生中虽然做不成好事，还有来生，菩萨度众生

是生生世世永无休息的。

 >>续载中
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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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护生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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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答问

问：请问点香疤的制度并非佛所流传下来，能否请

法师废除此制度？

答：这个制度是祖师建立的，我要废除会遭我们佛

门最大的忌讳，我就变成大家的公敌了。所以这个

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个事情要请求佛教会，

在中国是国家佛教协会，你提出来，它会邀请国内

一些高僧大德，共同来开会议定要不要废止。这个

不是佛定的，中国祖师这样做用意很深，用意非常

好。佛在经教里面讲了很多次，菩萨为一切众生舍

身，像燃香、燃指、燃臂，来供养佛菩萨，来布施

一切众生。我们只有十个指头，只有两个手，帮助

众生是要靠手臂的，两个手还要把它烧掉，你怎

么能够帮助众生？观世音菩萨帮助众生嫌两个手不

够，现什么？现千手千眼。我们只有这一点，还要

把它烧掉吗？你要晓得，佛说这个用意不是叫你真

的烧掉，意思就是现在所说的“舍己为人”，是这个

意思。

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体会得很深，所以在家居士

在手臂上燃香，出家在头顶上燃香。燃香用意在哪

里？让你天天一摸头摸到香疤，我已经发愿舍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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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看到香疤、摸到香疤，

我曾经发愿燃烧自己，照耀别人。这个用意好！你时

时刻刻能警觉得到，不燃也可以，这是形式，老师给

我们讲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在过去是燃十二

炷香，台湾这些法师他就懂得这个道理，三炷香就可

以了。这是我们了解祖师这么做法的用意。

问：吃肉的时候，心里默念“三皈依”、“往生净食咒”

，这样对动物有超度的作用吗？

答：你修行真有功夫，行。如果自己都超度不了自

己，你怎么能超度别人？所以古时候，超度在佛门里

面兴起很晚，佛教传到中国来是教育，寺院确实是

学校。当时是两个工作，一个是翻译经典，就是译经

院，第二个，培养弘法人才，指导大众依教修行，

所以它是纯粹的教育。至于超度事情是很晚，在古

时候这个超度事情真的都是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他

们行！普通人没有这个能力，不是依照仪规念念就可

以，众生就得度了，这个道理要懂。

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头，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明

朝戚继光，这是个将军，他是虔诚佛教徒，每天都念

《金刚经》。有一次他的部下一个小兵过世了，托梦

给他，请他念《金刚经》给他回向。当然他也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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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大概念到一半，侍奉他的人端了茶来给他，他就

摇摇手，也没有说话，还是念他的经。那天晚上鬼又

来托梦，他说将军我很感谢你，你念的《金刚经》我

只得到一半。他说为什么？因为当中有个“不用”，他

说下面就没有了，下面就得不到。由此可知，所谓诚

则灵，诚是什么？不起一个妄念。你一部经念下去之

后，一个妄念都没有，他能得受用。

所以我们今天家里有老人过世，请法师们来诵经、来

拜忏，来做佛事，有没有效果？很难讲。自己有真诚

心，法师领导，我们跟他念，我们念这堂佛事没有一

个杂念，有效。所以你请几个法师，只要当中有一个

是真的一个杂念都没有，得效果。自己的亲人比较容

易做得到，希望他真正得这个利益，一堂佛事一个半

小时、两个小时，一定要专心一致，一个念头不起。

这个很有道理。

问：弟子在为人治病时，都会念三皈依、“七佛灭罪

真言”、“往生净土咒”、“解冤咒”，发现有些人很有

受用，但有些人则出现头晕，请问是为什么？

答：治病之前求佛加持，这个对于治疗效果一定有

效。你说有人很得受用，但是有些人出现头昏，业障

重，那种病可能就是有冤亲债主。所以你念这些经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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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希望他的冤亲债主能

够把怨结化解，彼此都有好处；怨结不化解，生生

世世冤冤相报，彼此都痛苦。我想一般这个冤亲债

主也都很乐意接受，他就离开，离开就没事了。

问：西方极乐世界为一真法界，为何还有种种相？

答：为什么还有这种现相？你不必想极乐世界，

想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相？你说有

相，佛说没有相。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我们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执着这个幻相以为

是真实的。而且是刹那生灭，决定不可得。凡夫不

知道，在这里起妄想分别执着，造作无量无边的罪

业，感受这些苦乐的果报，不晓得这个苦乐果报就

像作梦一样。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梦里头有没有相？永嘉大师说

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多念念、

多想想，答案自然就出来。

节录自21-374-0001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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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园地   食谱《莲海真味》

做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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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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ttps://www.amtb.tw/#/zhibo
https://www.amtb.cn/#/zhibo
https://www.hwadzan.tv/worldhwadzan/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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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空老法师英文网站  网址为

https://www.chinkung.org/，此网站主要以配合　

淨空老法师的和平之旅，同时接引国外众生认识佛

教。提供　淨空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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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空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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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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法务讯息

通  告

兹因本土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升温，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华藏净宗学会自即日起至6月8

日止，暂停讲经、诵经、念佛等共修活动。

法宝流通处照常开放服务，到访同修敬请配合防疫

规范—酒精消毒、测量体温、全程配戴口罩、实联

制登记，不便之处，敬请见谅。

吁请同修多念弥陀、观音圣号或一同线上念佛共修

护世息灾，祈愿世间诸灾障尽能消除，阿弥陀佛！

欲知相关讯息，请详见华藏净宗弘化网

https://www.hwadzan.com

念佛止息诸灾障

线上念佛网址

https://www.hwadzan.com/archives/25505

网路念佛堂网址

https://e.hwadzan.com/live/amtb

华藏净宗学会 敬启
民国11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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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讯息

「净空老法师专集网」於 1/2 日改为新网站 www.amtb.cn

旧网址改为 www1.amtb.cn

【下载】儒释道网路电视台 APP

淨空老法师专集网    

华藏淨宗弘化网

请关注加为好友以接收最新讯息

微信ID：amtb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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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