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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人生酬业”这句话，我们真正了解它的含义，的

确是给我们当头棒喝，我们不能再麻木的活下去，永

无休止的轮回。要用这有限的人身，借假修真，这样

的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才对得起自己。请看本期

专栏。

　　一切法都不可着相。所谓一切法，就是我们一生

中全部的生活，实际上包括生生世世过去无始、未来

无终的所有活动。请看《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



本期专栏

    人生酬业

一、我为什么到世间来？

　　我们为什么会到这个世间来作人，作人的意义

究竟在哪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生酬业”，佛一

语道破了。酬是报酬，我们过去造的业，现在应该

受报。换言之，人生干什么？来受报的。过去生造

的善因，这一生得善报；过去生中造不善的业，今

生受不好的果报。人到世间来没有别的，就是受报

的，几个人能觉悟？大乘经上常说报恩、报怨、讨

债、还债，只要跟我们认识，有往来的人，都是这

四种原因。

　　恩有轻重，债有多寡，差别无量无边。缘分浅

的，大概路上走路遇到，他对我笑笑，我对他也笑

笑，就这么一次，以后再不见面；或者遇到那个

人，也没有见过面，瞪着眼睛很讨厌你，我看到他

也很不高兴，这都是缘浅的。缘深的，就比如自己

的家亲眷属、朋友、同事等等，来往比较密切。总

之有果必然有因，从果上我们也能推出部分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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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人道，六道里面所有的众生舍身受身，真

正原因就是酬偿业报。业是自己造的，果报当然自

己承受，谁也不能够代替。可是在受果报的时候，

又会不断的再造新业，因此受报造业、造业受报，

永远没有休止，这就是轮回的根本原因。轮回的过

程里，众生为各种忧悲苦恼逼迫，快乐总是短暂，

痛苦总是时时逼迫，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终止这种痛

苦，否则业因果报，生生世世纠缠，没完没了。佛

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究竟离苦得乐的方

法，我们要懂得、要信奉、要修持。

　　所以“人生酬业”这句话，我们真正了解它的含

义，的确是给我们当头棒喝，我们不能再麻木的活

下去，永无休止的轮回。要用这有限的人身，借假

修真，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才对得起自

己。

二、佛因何出现在世间？

    经上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大事？

就是为了一切众生生死轮回这桩大事。轮回这个事

实，佛没有出世之前，印度许多宗教都知道，而且

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这是古印度一些宗教家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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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禅定，有一些功夫，确实能到非想非非想天，有

这种能力，可惜出不了三界。佛看到这种情形，

所以降生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作佛的机缘成熟了。

佛不出现在中国，而出现在印度，原因就在于此。

古代的中国人虽然也很有智慧，有很多古圣先贤的

境界达到了欲界天，但是尚未达到色界天、无色界

天。佛出现在当时的印度，从出家修行到成道，示

现了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当生成佛的。佛陀成道后又

辗转教授大家，只要依照他的教导认真修行，都能

够得到解脱。

三、依佛教诲 自觉觉他

　　佛教给我们怎么样用心，佛家讲修行，修菩萨

道，修普贤行，在哪里修？就在起心动念处，就在

日常生活之中，处事待人接物里修菩萨行、修普贤

行。用无住生心，无住是不执着，放下一切执着，

放下一切成见，修六波罗蜜，三学六度，这就是修

菩萨行。无论什么人，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从事

哪一种行业工作，只要离开成见、执着，修六度就

是菩萨。如果能够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

悲去修六度、普贤十愿，那就叫修普贤行，这个人

就是普贤菩萨。由此可知，修菩萨道、修菩萨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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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成就是同样的

殊胜。

　　我们听了佛的话，明白事实真相，就应当发愤

努力，看破放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放下一切

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放下成见、我执，这样

学佛弘法，才能得到感应，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

持，才能学有所成，我们这一生过得真正有意义、

有价值。

　　其实有意义、有价值是世间人的说法，在大圣心

目当中，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他怎么会去分别执着

意义与价值？我们在初学，能向着这个目标、方向

去走就是好事，这就是走觉悟的道路。所以在现前

这个阶段，佛法的修学要用功、要认真、要努力，

将自己的过失、缺点改正过来，这是真正的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一切错误的思想、行为，夏莲居老居

士在《净语》里面劝导我们要“真干”，“真干”就是

真改，真正肯改，进步就快了。佛法里面讲精进，

要真干，要真改。

　　这一生当中，我们总算非常幸运遇到佛法，遇

到究竟了义的大乘法门，一生决定往生不退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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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的稀有。只要能把念头一转，我们的业力转变

成愿力，那就是乘愿再来。怎么转法？之前念念为“

我”，有“我”，有“我的”家，有“我的”眷属，念念是

为“我”，这是业力。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一

切众生，念念为正法久住世间，“我”没有了。这个

念头一转，就是乘愿再来，我们以前业力的生命告

一段落，结束了，往后是愿力再来的。愿力再来，

住在这个世间就自在，没有障碍，愿力做主了。关

键就是这个念头，凡圣是一念之隔，念头转过来就

成佛，转不过来就是凡夫。觉悟之后，娑婆世界应

当要厌离，要能舍弃，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是真

正聪明人、彻底觉悟的人。

　　人有善愿，诸佛菩萨一定加持。纵然遇到困难也

决定不退心，要学阿弥陀佛在因地上那样的大愿大

行，不畏一切苦难，一心一意为救度一切众生。不

要去想自己，救度一切众生，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自然包括在其中。希望我们共同勉励，珍惜这个有

限之身、有限之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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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八二、阐义  阐明观行离相义  约般若明

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

是名第一波罗蜜。

２.此节经义，深极要极。第一波罗蜜三句，正是说明不

惊乃至希有之故。

　　“此节经义，深极要极。”深到极处，重要到极处。“

第一波罗蜜三句，正是说明不惊乃至希有之故。”何以

不惊不怖不畏？为何称之为第一稀有？因为明了相是性

显现的。性相一如，性相一体，原来相就是性，所以绝

对不生惊、怖、畏，自然成为第一稀有，因为凡夫、二

乘、权教菩萨都做不到。

３.般若称第一波罗蜜者，因其为诸度之母故。诸度因有

般若在内，皆称波罗蜜。是诸度不能离般若，般若

亦不能离诸度而别有存在。虽不别有，非无第一之

名，故曰是名。皆明不可执着耳。

　　“般若称第一波罗蜜者，因其为诸度之母故。”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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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能生之意。“诸度因有般若在内，皆称波罗蜜。”诸

度是指前五度。布施因为有般若，所以是布施波罗蜜。

切记，般若是离相，总纲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无所住就是般若，而生其心，生什么心？布施。应无

所住，而行布施，因为无住，才是布施波罗蜜。应无

所住，而持戒律，离相、无住，就是持戒波罗蜜。如果

持戒仍有住，即非波罗蜜，只是世间的善行，果报在三

善道。应无所住，而修忍辱，就是忍辱波罗蜜。由此可

知，应无所住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第一波罗蜜。

　　“是诸度不能离般若”，诸度，这五度是纲领，展开

就是无量法门。菩萨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为六大类，

称为六度。由此可知，一切法都不可着相。所谓一切

法，就是我们一生中全部的生活，实际上包括生生世世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的所有活动。就菩萨而言，是菩萨

万行，万行归纳成六度。明白此义，方知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修行。修行要掌握纲领，般若波罗蜜是总纲领。日

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要学无住、不着相，稍有一点分

别执着，即不是学佛，而是在世法中修一点善法。此善

法是真善或假善，是圆满的善或偏邪的善，是满善或半

善，须仔细观察才知。世间许多人将假善当作真善，果

报仍在三途；唯有修真善，来生才能得人天福报。单说

善，有真假、虚实、大小之不同，不能含混。世法尚且

如此，何况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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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若无真实智慧，如何能得到！真实的智慧，

一定从清净心中生。此经说得很好，“信心清净，则生

实相”，实相般若。心不清净，焉能有智慧。心如何清

净？离一切相就清净，只要一丝毫仍未离，心就不清

净。心不清净就会造业、堕落。这是何以世尊在此经

上，自始至终强调离相的重要性。“般若亦不能离诸度

而别有存在。”这是说明两者的关系，般若是理，前五

度是事，事与理分不开。从事显理，理一定要由事表显

出来，方能体会。

　　“虽不别有，非无第一之名，故曰是名。皆明不可

执着耳。”总而言之，全不能执着，事、理、假名都不

能执着。学道之人，一定要令自己的心于一切时、一切

处、一切境缘之中都保持清净。境是物质环境，缘是

人事环境，可不拘形式，方是真用功，真正学佛。中国

古代有位济公活佛，完全摆脱形式，是真修行。一般人

看不出丝毫的迹象，只见此人疯疯颠颠，可是他的心真

清净，于一切境缘中都不染着。济公确有其人，要真正

了解济公，须看《高僧传》中的济公传，勿为小说所欺

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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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觉世尊，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悉皆理本

唯心，道符实相。历三世而不易，举十界以咸遵。

归元复本，为诸佛之导师。拔苦与乐，作众生之慈

父。若能竭诚尽敬，礼诵受持。则自他具蒙胜益，

幽显同沐恩光。犹如意珠，似无尽藏。取之不匮，

用之无穷。随心现量，悉满所愿。

（正）持经利益随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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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行谊

          钵中现圣境，亲见文殊菩萨
         —净宗四祖法照大师

一 大师生平事迹

　　法照大师（公元747～821

年），俗姓张，唐朝高僧，

中国净土宗第四代祖师。大

师 一 生 有 许 多 神 奇 殊 妙 的

感应事迹，今拣几则略述如

下。

乐邦得师佛指陈 衡山师从承远师

　　大师少时出家为僧，初于庐山东林专修念佛三

昧。一天入定后进入极乐世界，看到有位僧人侍立

佛侧，大师得到阿弥陀佛明示，知道这位僧人是衡

山承远大师（净宗三祖）。大师出定后立即前往湖

南衡山，在悬崖下见到承远大师，与极乐世界所见

到的衣服形状一模一样，于是拜承远大师为师，在

衡山弥陀台般舟道场精修净业。

衡州钵中见圣境  竹林恭承文殊教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大师在南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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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修行时，有天早晨吃粥，忽然看到钵里面清清楚楚

现了一个境界：一座山里面有一个寺院，匾额题“大圣

竹林寺”金字。两位菩萨在讲经说法，大众围绕听经。

这样的境界，大师见了多次，于是请教大德，有一位

去过五台山的僧人听后说：“这应该是五台山。”大师

便发心朝礼五台山。然障缘甚多，未能成行。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夏天，大师在衡州湖东寺

启建五会念佛道场，六月初二日感得祥云弥漫道场，

云中现出楼阁，有几位梵僧，身高丈余，手持锡杖在

行走。又见阿弥陀佛与普贤、文殊两位菩萨现金色

身，遍满虚空。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清楚的看到，个个

欢喜踊跃，焚香瞻礼。这种情景过了很久才消失。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大师到达五台，看到的

景致真的跟钵里所见的境界完全一样，后蒙佛光引导

下，真找到大圣竹林寺。于是进入寺院，看见文殊、

普贤两位菩萨正在讲经说法，有一万多人在恭听，大

师也加入其中听了一座。 

随即，大师恭敬顶礼上前请教：“现在末法时期（唐朝

是末法初期），众生根性不如以往，应当修什么法门

比较可靠？”文殊菩萨就跟大师讲：“修念佛法门最为

稳当。”大师问：“当云何念？”文殊菩萨开示：“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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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西，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继念，

令无间断，命终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且亲授

念佛方法，这就是五会念佛。可惜五会念佛在末法只

传五百年，现已绝响。开示完毕，文殊菩萨与普贤菩

萨共同舒展金臂摩大师顶，为大师授记：“汝以念佛

故，不久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子等，愿疾成佛

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大师听后除掉所

有疑惑，欢喜踊跃，作礼而退。

　　下山之后，大师沿路做记号，正在做记号，回头

一看，寺院没有了，一片荒山，于是觉悟到这是菩萨

化现。

并州佛声达宫闱，代宗遣使优旨诏

　　大师精修净宗，用功尤勤，常行般舟三昧，自修

五会念佛，也以五会念佛之法教人信愿念佛。当时的

代宗皇帝在长安城内常常听闻东北方有念佛声，派遣

使者找到山西太原地界，看到大师在那里弘扬念佛法

门。代宗于是下诏书，迎大师入宫，封为国师，教

宫人修五会念佛。之后的德宗皇帝于兴元元年（公元

784年）也请大师入宫中教五会念佛，因此大师又被

尊为“五会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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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之妙究如何  能令速成菩提道

　　大师一生专心致志修持念佛法门，十分精进，日

夜没有间断。有一天，忽然梵僧佛陀波利尊者现前，

对大师说：“你的念佛莲花已经成就，再过三年，莲华

就要开了。”三年后，到了预定莲花开的时候，大师就

向大众告别：“吾行矣！”说完，端坐而逝，往生后德

宗敕大师谥号“大悟和尚”。

二、大师著述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大师在长安（今西安）

章敬寺的净土院，依《无量寿经》撰写《净土五会念

佛略法事仪赞》（一卷），还撰写了《净土五会念佛

诵经观行仪》（三卷），更为详尽系统的介绍了他所

倡导的净土五会念佛法门。此外还著有《大圣竹林寺

记》一卷。

　　大师一生言传身教，堪为净宗行者之榜样。其德

业功行，实不愧一代祖师之荣称，因此被尊为净宗四

祖。

恭录自：《高僧传感通卷》，《无量寿经玄义》档名：02-014-
0009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致广慧和尚书》，《净土圣
贤录》，《简明净土宗词典》（林克智编著），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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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管宁割席

    古代有一位贤者叫管宁。管宁跟他的同学华歆，

两个人在田里一起劳动。地上有一颗小小的金子，

管宁没有理会继续干活，华歆看到了，立刻把它捡

起来。另外有一次，两个人一起读书，屋外刚好有

人举办婚礼，很热闹，敲锣打鼓的音乐传进来，管

宁继续看他的书，他的朋友华歆立刻站起来到窗户

旁东张西望。当华歆回来之后，管宁拿了一把刀，

将席子从中间割断，和华歆分开坐，说：“从今天开

始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管宁割席”的故事传颂至今，管宁为人不慕荣

华，不贪图金钱。他从细微之处看到朋友的存心和

习气，他可以窥测到，假如他以后进入官场，就会

很危险。当时的士大夫对于交友与品评他人、约束

自己的尺度很严格。“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

事坏。”如果不肯亲近有道德的仁者，无形中会给自

己带来无限的危害。一旦让小人有机可乘，你所做

的一切会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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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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四无碍辩才最后一条即是“乐说无碍”，如果没有人

来请教，就学菩萨作不请之友。其实众生的疑惑无量无

边，难得有人懂得如何向佛请法。我们在经中看到，向

佛请法的人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由此可知，佛菩萨也

常作众生的不请之友。总之，我们要念念希望一切众生

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启发他们的真实智慧与德性。一

个地区如果讲学的风气兴盛，人们必定明理，必定具有

智慧，此地必然安定。人们如果能明理、有智慧，无论

富贵还是贫贱，生活就会过得安和乐利。

    孔老夫子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释迦牟尼佛四十

九年教化众生也是“述而不作”。孔老夫子所讲的道理，

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承传的教

法。释迦牟尼佛的说法，也是古佛代代相传的教法。这

些道理，是从自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自性本具智慧

德能”，“法尔如是”！

    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的目标是什么？引导他们念佛，

帮助他们破迷开悟。世尊说法用三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所谓“三转法轮”。第一、“示转”，用提示的方法。上

根利智之人，一经提示或动作暗示就觉悟了。第二、“
17



劝转”，对次一等根性的，提示不能使其觉悟，佛就用

劝导的方法，呼着当机者的名字讲给他听。第三、“证

转”，佛以自己所证得的，或者以种种感应示现教学，

众生听到、见到就觉悟了。例如许多念佛同修往生的

瑞相，都是做证明的。

    度众一定要懂得观机，众生是什么根机，就用什么

方法帮助之。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不受戒律和礼法的

约束，我们如果仍旧用圣贤书教导他们，用戒律约束

他们，他们必定不能接受。印光大师用《感应篇》、

《阴骘文》和《了凡四训》劝化世人，契机又不违背

理。印祖启示我们“必须将经典简化”，也就是要“深

入浅出”，自己修学要“深入”，度众讲学要“浅出”。

    在内典教学中，要遵循“简易浅明”的原则。简而不

繁，易而不难，浅而不深，明而不昧。要把佛经的道

理和名词术语融入现代浅显的词语之中。使人人都欢

喜学，才能普度众生。如果故意讲得高深，让人们听

不懂，以此炫耀自己的道行，就是错误。我们做到简

易浅明才能契机，才能收到效果。无论言语或文字，

都要以此做标准。

    佛法要应机，一定要本土化，佛法弘传历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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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东汉明帝礼请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来

中国，他们并没有把印度的模式搬来中国，而是立

刻本土化，服饰、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道场的

建筑是中国宫殿式，佛菩萨的塑像仿照中国人的面

孔。唐朝时，中国佛教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马

祖与百丈两位大师创立了丛林及制定丛林制度，订

定适合中国人修学的一整套规则，这才使佛法在中

国发扬光大。

    佛教教育还要现代化，佛陀教育才能发扬光大。

二十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生

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佛陀教导我们，自行化他

要“契机契理”。“理”永恒不变，“机”则与时具进，

弘法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如果违背时代潮流，必定

行不通。从百丈大师至今，已经将近一千三百年，

当代必须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社

会形态。祖祖相传的方法能适应过去，却未必样样

都能适应现在与未来。因此，新的千禧年，佛教需

要大幅度的改革。

    佛法虽有不变的原理原则，在形式上却没有定法；

如此，佛法才能传遍虚空法界。佛法从不墨守成

规，而是与时具进，因地制宜。《华严经》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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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众生，随喜功德”。《楞严经》云：“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革新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唯有大智慧、

大德行、开悟证果的人才能办到。所以，现前新旧

交替的时代，出家同修的使命和责任非常重大。

    佛陀从事的教育是义务教育，不接受报酬，人家

才会尊敬。如果接受报酬，人家会有疑虑。我们今

天发心学佛做佛弟子，续佛慧命，就要担当起如来

的家业。帮助众生真正觉悟，即是如来家业，就是

教学。然并非每个人都能登台讲经。人要有自知之

明，要知道自己的根性、能力和条件。如果自己登

台讲经的条件不足，就做护持的工作。护法与弘法

的功德同等。以手表为例，上台讲经的人就像表面

的指针，护法的人就像表内的机芯。机芯只要少一

颗螺丝，表就走不动了。我们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

放下，发心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佛菩

萨需要我们服务，那自然会得到诸佛护念，天龙善

神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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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性开悟者，是否当下具足世出世间法一切智慧

善巧，或者还需要通过慢慢修持，才得到圆满智慧善

巧？

答：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明白。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你没有放下，给你讲也没有用处。给你

讲，有害没有利，为什么？把你的悟门堵死了，这都

是祖师大德不忍心干的。

问：不同的时代是否有不同的善恶标准？

答：善恶有绝对的标准，有相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

是讲自性，顺自性，也可以说顺着法性是善，违背法

性是恶。那相对的，各个时代标准不一样，像修学程

度上的标准也不一样，譬如在佛法里面讲，大小乘的

标准不一样，初学的人跟老修行的人不一样。那在佛

法华严阶层里面，十信位的跟十住位的不一样，十住

跟十行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学校念书一样，学生应守

的规矩标准，小学生跟中学生不一样，中学生跟大学

生不一样，大学生跟研究生不一样。所以它是活的，

它不是死呆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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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法师常说，不要跟众生结怨，如果看人作恶，机

缘不成熟时，宁可由他去而不要劝说劝阻。但有时不

加阻止，他可能会伤害更多众生，请问应如何去做？

答：佛家讲的善巧方便，人他是什么样的根性？在什

么时间说最恰当，在什么处所说最恰当？如果都很恰

当的时候，他会很容易接受；虽不接受，他不反对。

如果不是恰当的时候，你提出来，他不能接受，甚至

于他会跟你结怨。

在佛门里面，十善，口业讲了四条，身只讲三条，意

也讲三条。这就说是把口业看得很重，最容易犯。所

以《无量寿经》“善护三业”，它把口业列在第一，

不像其他大乘经里面讲十善，总是讲身口意。为什么

佛在《无量寿经》上，他把这个口业放在第一？还不

是看到学佛的人轻易妄言，把自己求生净土这个愿望

造成了障碍，不是障碍别人，障碍自己，这个道理要

懂。

问：弟子这段时间正在家看你讲的《华严经》，刚

看两集后院种的一棵月季在这寒冬居然生出一个花骨

朵，现在缓缓的开放，特将此法喜与法师分享。弟子

这几年来不断的读诵《无量寿经》已达三千余遍，今

后将更加虔诚向佛学佛，谢谢老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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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很好！你这月季花也是感应。花草树木在这些年当

中，我们看到感应事迹非常之多。真正相信，像经里面

所讲的树神、花神、草木神确实有，这不是假的。

问：请问如果天道众生也能看到六道轮回的实况，为什

么还会沉着在五欲的享受，不能努力修行？

答：这是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如果

没有相当的定功，定功是控制，智慧才能化解，定没有

到开智慧的时候，不能化解。开智慧就好办了，转烦恼

为菩提，你就晓得这个事情真不是容易事情，真难！烦

恼习气藏在阿赖耶识里头，转不过来。不要以为自己

有一点小小的定功伏住了，就很得意，得意就是烦恼。

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五欲都属于烦恼，一定要知道，

定功还不够，智慧没开，还要加紧努力。这条道是难行

道，不是易行道；易行道只有一条，念佛求生净土。求

生净土的人，不要那么深的定，小小的定把烦恼伏住

了，就能带业往生。所以这个法门殊胜，这个法门十方

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明了之后，选择这个法门，

其他的法门暂时不要学，到极乐世界自然一切法门就圆

满、就通达。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迈向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节录自21-371-0001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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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园地   食谱《莲海真味》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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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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空老法师英文网站  网址为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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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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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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9、26

4、11、18、25

6、13、20、27

7、14、21

1、8、15、22

首播

2、9重播
16、23、30首播

1/10~16

1/17

1/24

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筑三重净宗别院佛七念佛共修法会

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筑三重净宗别院中峰三时系念法会

华藏净宗学会宜兰念佛堂三时系念法会

华藏净宗学会法师 1月份讲经时间表

上悟下道法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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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问事佛吉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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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21：00～22：00

五

六

21：00～22：30

20：00～21：30

地藏菩萨本愿经

时间讲题 备注星期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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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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ttps://www.amtb.cn
https://www1.amtb.cn
https://www.amtb.tw/blog/archives/211
https://www.amtb.cn
http://www.hwadzan.com
https://www.facebook.com/amtbtw
mailto:amtb%40amtb.tw?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