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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道德要怎樣落實？要變成自己的生活行為。菩薩

慈悲，給我們做榜樣、為我們做示範，所以佛經裡常

說，諸佛如來所表的是性德，諸菩薩所表的是修德，

性修不二，這才能成就自己的道德。請看本期專欄。

　　發心度眾生，協助一切眾生覺悟，學釋迦牟尼佛

弘法利生，其目的即協助一切眾生成佛。請看《金剛

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敦倫盡分 閑邪存誠 
                 孝慈智願 無上菩提 ( 下 )

三、孝慈智願履大行

　　道德要怎樣落實？要變成自己的生活行為。菩薩慈

悲，給我們做榜樣、為我們做示範，所以佛經裡常說，

諸佛如來所表的是性德，諸菩薩所表的是修德，性修不

二，這才能成就自己的道德。第一個是孝道，道德落實

在孝裡面，所以稱為孝道。佛法在中國是以四大菩薩為

代表：地藏菩薩代表孝，觀音菩薩代表慈，文殊菩薩代

表智，普賢菩薩代表願，四個代表我們要認真努力學

習。

     1. 孝

　　『孝』這個字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的含義深廣無

盡。孝的上一半是「老」字，下一半是「子」字，它的

含義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體，是一不是二；上一

代還有上一代，下一代還有下一代，過去無始，未來無

終，是一體的。由此我們就想到，這個體是什麼？這個

體是法身，這個體是宇宙，遍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確

確實實是一體。什麼人證得？法身菩薩證得，諸佛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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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得，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我們為什麼稱之為凡夫？

我們迷失了自性，不知道宇宙的真相，完全隨順自己的

煩惱習氣。因此不能不接受聖賢的教化，否則我們的思

想、見解、行為決定是錯誤的，錯誤的思想就會導致錯

誤的言行，錯誤的言行就會招致不善的果報。

　　所以三途地獄是自作自受，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

業力變現的，沒有這個業，地獄在面前也見不到。所以

《地藏經》上講，地獄只有兩種人能見到，一種是菩

薩，菩薩到地獄教化眾生，一種是造作地獄罪業的人，

他去受果報。所以古往今來，大德常常提醒我們「自作

自受」，因此我們無論在什麼環境當中，決定不可以怨

天尤人，自己的業報怎麼能怪別人！只有接受聖賢教

誨，明白這些事理，心才是平靜的，心平靜生智慧，這

個人就有福報了。

     2. 慈

　　『慈』，觀世音菩薩所代表的是大慈大悲。「為什

麼佛法不講愛，而講慈？生於智慧的愛就叫做慈，生於

感情的就叫做「愛」。所以愛是無常的、是會變異的，

今天的愛可能明天就變成了恨。所以世間人講愛，我們

聽了一定要覺悟，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為什麼？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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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它是無常的。而佛菩薩對於一切眾生的慈悲是真

的，永恆不變。

　　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這是從自性般若智慧裡面流

出來的大愛，完全與性德相應。所謂「無緣大慈，同體

大悲」，無緣是對於一切眾生的愛護沒有條件的；大悲

是憐憫一切眾生。菩薩為什麼憐憫一切眾生？一切眾

生跟他是一體的。就像我們這個身體，哪個地方痛了癢

了，一定去撫摸，為什麼？同體。這個道理與事實真相

一般人迷失了，不知道虛空法界一切眾生跟自己是同

體；真正明白曉得，慈悲心自自然然就生起來。

     3. 智

　　文殊菩薩代表智。「主斯事者，廣大因慧」，主持

慈悲濟世工作的這個人，他一定具足廣大因慧。廣大的

因就是大慈大悲，落實在事相上就是四攝六度，四攝六

度這是菩薩法。要求智慧，一定要先斷煩惱，在生活

裡頭去鍛鍊，處事待人接物當中鍛鍊。佛教菩薩四攝六

度，就是鍛鍊的具體辦法。在《華嚴經》裡面，文殊菩

薩代表十波羅蜜，六度展開就是十度。《華嚴經》中修

行的方法，是以文殊菩薩的十波羅蜜跟普賢菩薩的十願

做為修行的總綱領、總原則。布施，沒有智慧他不會布

施。布施是修福，沒有智慧，他怎麼會修福？真正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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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人才懂得修福。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都

是屬於智行，智慧的德行。

　　佛告訴我們四攝法非常重要，佛自己當年在世給我

們做出表率、做出榜樣。四攝法的布施跟六度的布施意

思不一樣，六度的布施是講捨、講放下。布施波羅蜜，

「波羅蜜」是究竟圓滿的意思，布施怎樣布施才究竟圓

滿？把自己的慳貪布施掉。所以布施的目的是斷慳貪，

持戒是斷自己的惡業，忍辱是斷自己的瞋恚，精進是斷

自己的懈怠，禪定是斷自己的散亂，般若是斷自己的愚

痴。果然把六種障礙、六大煩惱統統斷掉了，這才叫六

度，才成就圓滿的功德。

　　六度落實在對人、對事、對物，要用什麼樣的心

態？佛教給我們「四攝」。四攝的布施範圍很小，用我

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請客送禮，人與人之間禮尚往來。

四攝法就是公共關係法、交際法，交際最簡單的從夫妻

開始，夫妻彼此之間都能夠行六度四攝，夫妻好合，家

庭興旺。夫妻之間、兄弟之間、朋友之間、親屬之間，

年節應當送一點小禮物，常常在一起聚餐，感情才能夠

融洽，誤會才能夠消除。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產生誤

會？彼此很少往來，特別是現在的社會非常不善，再有

很多人造謠生事，於是產生誤會；如果常常往來交通，

5



誤會就不會產生了。

　　「愛語」，愛語不是甜言蜜語，是真正出自於愛護

的言語，所以愛語裡面有責備、有勸導、有教訓。真正

愛護你才給你說；不愛護，誰給你講這些話？這些話都

不好聽的，但是真正愛護。所以過去誰來教導？父母。

但是今天做父母的也不教兒女了，在從前除父母之外還

有老師教導。我這一生遇到的老師都是真正的好老師，

對我們比自己親生兒女還看得重，我們對老師感恩戴

德，他真教。真肯接受教導的他真教，陽奉陰違的也只

好客氣客氣，不和你結冤仇，不會有一句責備的話；真

正肯接受的，老師就非常嚴厲的教誨。

　　

　　這樁事情，佛菩薩也幫不上忙，端在自己是不是發

真誠心來學習。如果真信，必須把佛在經典裡面字字句

句要落實、要做到。從哪裡做起？從十善業道做起。十

善業道從哪一條做起？古大德常常教導我們，從不妄語

做起，這是入德之門、入道之門。

　　「利行」，利是利益，所有一切行為對社會、對眾

生肯定是有正面的利益，決定沒有負面的。「同事」是

接引眾生的手段、方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隨緣。我

們今天接觸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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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能隨和而不執著，這叫做同事。我跟你是朋友，我

決定不要求特殊的招待。人要有嗜好就不能跟人同事，

要沒有嗜好就能夠隨緣。

     4. 願

　　『願』是普賢菩薩代表的。普賢菩薩跟一般大乘菩

薩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心量大，真正是「心包太虛，量周

沙界」。我們在《華嚴經》上看到，微塵、毛端裡面都

容納無量無邊的諸佛剎土、無量無邊的諸佛眾生，這

我們沒辦法想像到的。誰能夠契入親證？普賢菩薩能，

大乘菩薩都沒有這種神通。想想看，微塵有多少？毛端

有多少？世界是重疊的，重重無盡，《華嚴經》上所說

的，普賢菩薩的心量等虛空法界。《華嚴經》上佛告訴

我們，菩薩不修普賢行，決定不能夠圓成佛道，證得圓

滿的佛果一定要修普賢行。

　　淨宗法門是修普賢行，極樂世界是普賢菩薩的法

界。從哪裡看出來？《無量壽經》上第一句，「咸共遵

修普賢大士之德」，所以淨宗法門跟普賢菩薩的關係太

密切了！普賢菩薩是娑婆世界淨宗初祖，釋迦牟尼佛示

現成佛第一部講《華嚴》，普賢菩薩在華嚴會上「十大

願王導歸極樂」，他是淨宗初祖，我們要曉得。修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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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普賢行，怎麼能往生極樂世界？所以魏默深居士

把《普賢行願品》附在三經之後成為淨土四經，是很

有道理的。普賢行就是全部《華嚴》的行門，到末後

把全部《華嚴》行門歸納為十個綱領，我們稱之為「

十大願王」。實際上這十願，真正的願只有前面這七

條，後面三條是迴向。

　　第一個「禮敬諸佛」，我們要學。諸佛是過去

佛、現在佛、未來佛；特別著重在未來佛，一切眾生

是未來佛。什麼人能夠修普賢行？法身菩薩，他破一

品無明、證一分法身，修普賢行。我們凡夫努力認真

去學，希望能夠接近，希望能夠沾一點邊緣，禮敬的

心、禮敬的行，不能不認真去做。禮敬決定是平等

的，不分善惡邪正，為什麼？都是未來佛；但是稱讚

就不一樣，稱讚是他的心行與法性相應的稱讚，與法

性不相應的不稱讚。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給我們做出了

榜樣，勝熱婆羅門、甘露火王、伐蘇蜜多女，他們三

個人代表貪瞋痴，善財童子去參訪，有禮敬沒有讚

歎。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學到，言行與佛法經教相應的

讚歎，與經教不相應的不讚歎。

　　「廣修供養」，注意這裡是用供養，不是用布

施。供養是以最尊敬的心，對待佛、對待父母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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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眾生平等，一切眾生就如同父母一樣、如同諸佛一

樣，所以它這裡沒有布施，只有供養。大乘菩薩裡頭有

布施，普賢菩薩沒有布施，普賢菩薩是供養。一切供養

當中法供養為最，這是修福，福慧雙修。如來果地上無

量無邊的大福從哪裡來？從廣修供養來的，尤其是法供

養。

　　「懺悔業障」，業障要是不懺悔，我們的智慧永遠

不開。為什麼？業障障礙自性般若智慧，障礙德能相

好，所以業障要是不能夠消除就沒有辦法明心見性。

　　「隨喜功德」非常重要，為什麼？一切眾生都有嫉

妒障礙，隨喜功德是對治嫉妒障礙的。眾生愚痴，看到

別人有好事，心裡覺得難過，想辦法去障礙他、破壞

他。他不知道那個罪業不是跟那個修積功德的人結的，

從哪裡結？他做這個好事對社會、對眾生有多麼大的影

響，罪從這裡結的，影響愈大，破壞的罪就愈重。《發

起菩薩殊勝志樂經》裡面講的，兩個比丘講經說法，另

外一些出家人嫉妒障礙，造謠生事，說講經的法師破

戒，把聽眾都勸離開了，把這個道場破壞。這個道場被

毀掉了，造作罪業的人墮無間地獄，與這個法師相不相

干？不相干。法師就像《楞嚴經》上所講的「發意圓

成」，他發心講這部經，講到中途被人破壞了，這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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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德是圓滿的。破壞的是什麼？是道場被破壞，眾生

得度聞法的機緣被破壞，他的罪是跟眾生結的、跟道場

結的，跟法師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

　　隨喜的功德就大了，隨喜的功德跟法師的功德一樣

大。隨喜的人最聰明，法師講一部經講得好辛苦，他那

個隨喜的心把他的功德全部就拿過來，跟他一樣大。這

就好像以燈燃燈，法師是一盞燈，我們自己是一盞燈，

我這個燈藉他的光點燃了，光跟他一樣大，我自己沒有

費力氣。這就是覺跟迷，一念覺，修功德實在講很容

易；一念迷的時候，造無量無邊的罪業。所以見到人做

好事，有力量就幫助他，沒有力量幫助也要心生歡喜，

這個功德大。法師在那裡講經，我不會講，我勸我認識

的人都來聽，這些人聽經的利益自己都有分，成就自己

的功德就在一念之間。

　　「請轉法輪」，我們有這個智慧、有這個機緣，這

個地方沒有人講經說法，邀請法師大德來講經，這一方

冥陽兩利，不但一般人聽經種了善根，縱然不開悟也沒

有關係，阿賴耶識種個善根種子。講經的道場絕不是

有形的這幾個人，無形眾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成就道

場、讚歎道場，功德說之不盡；障礙道場、毀謗道場，

佛菩薩不動心，但是護法神，還有許許多多鬼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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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法的機緣被破壞了，他恨得多深！我們要了解這些事

實真相，才會真正懂得隨喜功德，才會請轉法輪。

　　「請佛住世」，這就是護持正法，讓正法常住世間。

　　這七條是願，普賢菩薩的願念念不捨。後面三條是

迴向，「常隨佛學」是迴向菩提，「恆順眾生」是迴向

眾生，「普皆迴向」是迴向法性、迴向實際，所以後面

這三願是迴向。

四、無上菩提證大果

　　「無上」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覺」是

如來果地上的名號，是我們學佛終極的目標。我們能夠

修大道、養大德、履大行、證大果，諸佛如來、祖師大

德自行化他的大事就圓滿了。「自行」是真實智慧，不

是真實智慧他不會真正去修行；「化他」，教化眾生是

大仁、大義。所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孝慈智願，

無上菩提」這四句十六個字也是佛法大總持法門，把整

個佛法圓圓滿滿的都包括在其中。

>>續載中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11



八六、闡明說法真實義  總結前文  結成無住發心  
標結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

　　佛的語氣慈悲懇切至極，勉勵、勸導我們發菩提

心。

２.度無邊眾生，令入無餘涅槃者，發菩提心也。實無

眾生得滅度者，應離一切相也。

　　江居士唯恐我們讀到此段經文感到茫然，特就此

經之經文舉例，令我們明白應如何做。發心度眾生，

協助一切眾生覺悟，學釋迦牟尼佛弘法利生，其目的

即協助一切眾生成佛。「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即幫助一切眾生成佛。認真努力、不休息的做，如普

賢菩薩無有疲厭。雖做，「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心

中乾乾淨淨，若無其事，就是離相，即是般若。如果

著相做，即非法身大士，而是權教的菩薩，不是大乘

菩薩。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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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菩薩離相，作而無作，事做了，心裡沒做，

無此念頭。三輪體空，即是此義，即是般若。佛度眾

生，度無所度，無度而度；佛說法，說而無說，無說

而說。四十九年未曾休息每天說，沒說一個字，因為

佛心中清淨，不落一字。教我們學佛，應如此學法。

 >>續載中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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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法語

         分禪淨界限

　　唯有徑路修行，此是教義，可按文會。依舊打之

繞，此是宗意，須有悟處，方可徹知。曹魯川自命是

通宗通教之大通家，尚錯會其意。閣下即欲令示此

義，誠所謂遊戲而問。閣下且放下一切閑知見，一心

念佛。念到心佛雙亡之後，自可發一大笑，完全了

知。未到此時，若別人與說，亦不得而知。譬如已到

含元殿，其殿中種種，悉皆備知。若為未到者說得縱

明白，依舊是茫然不知。宗家之語句，通是教人參

的。若以文義會，不但不得其益，尚且以誤為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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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極大。即令真悟，尚去了生脫死，遠之遠矣。以彼

唯仗自力，須大悟後，煩惱惑業斷得淨盡無餘，方可

了。否則莫由而了。念佛法門，若具真信切願念佛求

生西方，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閣下之根性，也只

可學愚夫愚婦之修持。若妄效曹魯川之身分，不但了

生死無分，誠恐墮落三惡道為準程的。何以故。以未

得謂得，未證謂證。因茲壞亂佛法，疑誤眾生故。

（續）復崔德振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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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時代，有位君王叫鄭莊公，他跟弟弟發生了

衝突，因為他的母親特別寵愛他的弟弟，寵到最後弟

弟起而造反。歷史上有太多因為父母特別寵愛某一個

孩子，結果造成兄弟鬩牆。後來他的弟弟畏罪自殺，

鄭莊公很生氣就講了一句話，他說：「我跟我母親不

到黃泉不相見。」這句話一說出來非常的絕情。鄭莊

公講了這句話不得了，因為他是君王，一言九鼎，不

能反悔。他的部屬中有個孝子，名叫穎考叔。當他的

君王講出對母親，是不到黃泉不相見的這種話，這個

孝子聽了很難受，因為他一定會體諒到，鄭莊公的母

親不知道有多傷心。同時，穎考叔還看到一個更嚴重

的問題，假如一個君王對母親是這種態度，全國人民

都會起而效法，因為連君王都不孝順了，為何還叫我

孝順？這個影響面就太大了。所以，穎考叔時時刻刻

想找機會勸誡他的君王。

　　一天，穎考叔送了鄭莊公禮物。鄭莊公作為回禮，

就請穎考叔吃飯。在吃飯時，穎考叔就把很多食物都

移到旁邊沒有吃。鄭莊公就問穎考叔：「你這些食物

倫理道德

      穎考叔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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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錄自 蔡禮旭老師《小故事大智慧》

為什麼不吃？」穎考叔回答：「我從小到大，所有好的

食物都是先給我母親吃，而我母親沒有吃過君王您所賜

的食物，所以這些食物我要帶回去給我母親吃。」鄭莊

公一聽也很感動，很無奈說：「你還有母親可以侍奉，

我不行了。」結果穎考叔就說：「君王，您不用擔心，

因為我已經幫您找好一個地點，那個地點叫做黃泉，我

在黃泉之地挖了一個地下室，只要您跟您的母親在此地

下室相見，你們就是到黃泉相見了。」所有的方法都幫

君王想好了。鄭莊公很歡喜接受了，就到黃泉這個地

點，與他母親相見，把母親迎請回到國都來。當他的母

親步入國都的時候，所有的人民夾道歡迎。不孝跟孝所

產生的影響有天壤之別。而臣子時時處處地想著如何規

勸君王，也是非常的忠誠，所以君臣之間要懂得規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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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祖的目的

　　《論語》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對於千

百年的祖先依然念念不忘，眼前的父母、尊長，哪有

不尊重、不感恩、不孝順之理？這是根本的教學。

　　古聖先賢主張「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堯

舜」，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人是教得好的」。他們

在實踐當中，證明了這種以孝敬為本的仁愛之道，是

一條行之有效的和諧大道。《禮記．學記》說：「建

國君民，教學為先。」祭祖就是落實傳統文化孝敬之

道的一種教學方式，確實給社會帶來淳厚的風俗，締

造和諧的社會，和諧的世間。

二、祭祖是孝親的具體表現

　　佛在《觀經》教導我們淨業三福，「孝養父母，

奉事師長」，清明祭祖就是孝親具體的表現，孝親

是教育的核心。中國傳統文化、大乘佛法的根基建立

在孝親上，佛法是師道，師道必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礎

淨空老法師開示

         清明祭祖 （農曆三月初五）

           緬祖德 報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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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沒有孝敬，師道就沒有了。

　　祭祀，帝王有太廟，一般百姓有祠堂，都是供奉

祖先、祭祀祖先的。祭神如神在，主祭人在祭典前三

天齋戒沐浴，屏絕萬緣，一心一意感念祖宗的恩德。

一切法從心想生，到正式祭祀那天，會感覺得他在，

有感他就有應。每個人真誠心程度不相同，所以感應

程度上也都有差別。祭祀是一門功課，我們對祖宗能

更進一步的認識了解，對於祖宗這種孝心、敬心會油

然而生。

三、了解家譜才會愛家

　　祠堂裡珍藏的家譜是家庭歷史，可以一代一代往

上追溯，能夠尋根。我從哪裡來的？父母生我、養

我、教育我。我的父母從哪裡來的？他有他的父母，

我們叫祖父母。一代一代往上追，不忘本！對此不了

解，對家的愛生不起來，了解之後，愛家之情比什麼

都深。因此有家庭歷史，記載著個人家庭世世代代的

承傳，家的家道、家規、家訓、家學、家業這件事很

重要。五倫裡面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個

後不是說有很多後代子孫，而是說子孫裡面有聖賢君

子，能繼承家道、家學、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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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由於科學教育，現代人講價值觀，社會大眾

一般的意識跟古人恰恰相反。古人在家裡面供奉祖先

牌位，一般供奉五代。如果父母過世了，父母是最下

面這一代，上去是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五

代。現在人認為沒有這個必要，不要了。古人世世代

代著重親情，親情是要關心、照顧的，互助合作。這

種理念，鞏固了國家民族的團結。

　　人不能忘本，佛門重視，儒家也重視，祭祖先就

是報本反始，是再把我們的孝心發掘出來。現在人對

於孝疏忽了，我們要把祭祖的意義，祭祖的理論、功

德，殊勝的利益告訴大家。希望世界永遠沒有衝突、

永遠安定和平。世出世間法都需要安定和諧的基礎才

能夠建立，從誰做起？從我自己做起。從我家做起、

從我的小團體做起，我們要有此心，聽老祖宗的話，

把孝心、敬心找回來，把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統

統做到。念佛人，我們能夠把一切萬事萬物都看成阿

彌陀佛，希望自己能往生，也希望自己的父母祖宗都

能往生，清明祭祖勸老祖宗念佛往生，這是真正盡孝

道。自己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作佛，就有能力幫助

歷代祖宗往生，這真正是大孝、至孝。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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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應篇講記（53）

　　「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此是惡行之中的大

惡。

　　「先生」，指老師。《彙編》云：「先生者，所

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佛法講：「人的身命得

自於父母，慧命得自於老師。」一個人有慧命，生生

世世必定不墮三惡道；不僅不墮三惡道，還能超越六

道輪迴、超越十法界。由此可知，慧命比身命更重

要。佛菩薩是我們的老師，長養我們的慧命，恩德超

過父母。

　　佛教誡末法眾生，如果想使自己的道業有所成

就，首要條件是「親近善友」。《阿難問事佛吉凶

經》說「親近明師」，明師即善友、善知識。古人修

學必待自己的道業真正成就，方可離開老師。何謂成

就？第一、就解門而言，要有能力辨別真妄、邪正、

是非、善惡、利害；第二、就行門而言，要有定功，

能不受外境的干擾和誘惑，也就是「外不著相，內不

動心」。具足這兩個條件，才可以離開老師，否則離

開老師就會有墮落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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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來大德親近善知識，動輒十幾年、二三十年，

乃至一生都不離開。他們修學已經成就了，為何仍不

離開老師？為後學做榜樣，為老師做助教，直至老師

往生了，方才教化一方。

　　《地藏經》云：「南閻浮提眾生，志性無定。」

諺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凡夫易受環境影

響，心隨境轉。所以，古來祖師大德教導學生，注重

選擇環境，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世間幾乎見不到能使學生得慧命的老師了。

同學們發心求法身慧命，佛菩薩絕不會捨棄我們，正

所謂「佛氏門中，不捨一人」。問題在於我們求道的

心是否真切？若求道的心不真不切，佛菩薩不會來；

若是真心求道，必定有感應。

　　我們求法修行，當生能否成就，成就之早晚，皆

取決於自己，而非取決於他人。若能以真誠心、清淨

心求法，認真依教奉行，佛菩薩就會來，而且會以不

可思議的善巧方便來加持我們。

　　如果確實找不到善知識，那就以古大德為善知

識，以「阿彌陀佛」為老師。阿彌陀佛在哪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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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經》中，在淨土五經中。每天讀誦、講解、學

習《無量壽經》，就是不離善知識。

　　早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辦「內典研究班」。

學生有八位，教師有六位，我是其中之一。這個班的

主任就是李老師。開學那一天，李老師請我們五位老

師上座，他代表學生家長，帶領八位學生，向我們五

位老師頂禮三拜。我們五個人原本都是李老師的學

生，卻不能不受他拜。

　　古代，師徒如父子，往往比父子更親。老師的兒

女和自己的親兄弟一樣，一生互相照顧。做老師雖然

很辛苦、很清貧，但教導出來的學生，將來如果出人

頭地，自己的子子孫孫都會有人照顧，所以沒有後顧

之憂。

　　人與一般動物的差別何在？人受老師的教導，懂

得「道德仁義禮」。由此可見，聖賢教育的重要。若

喪失聖賢教育，人與禽獸何異！

　　做老師的人明理，對於名聞利養看得很淡，也無

須求他人恭敬。學生對老師的恭敬，是恭敬自己的學

業。而老師對學生的教學與關愛，確實有等差。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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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原因？因材施教。老師觀察學生的恭敬程度，絕不

是看對自己如何恭敬，而是觀察學生心量的大小。學

生誠敬受教之心，顯露在依教奉行上。印祖說「一分

誠敬得一分利益」，如果教其兩分，另一分就無法接

受。如果學生有十分誠敬，老師絕不會只教九分。

　　我在台灣求學時，生活非常清苦。對於方東美先

生、章嘉大師和李炳南老居士都沒有一分錢的供養，

反而得到三位老師特別的關愛。什麼原因？老師看我

求學之心非常懇切。我從小受的苦難太多了，沒有機

會念書，所以絕不放過學習的機會。我們尊師重道是

出於自然，出乎天性。現代人的生活條件富裕了，日

子過得雖好，求學的心願反而淡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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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淨土法門有正助雙修，那對於「一門深入，

長時薰修」的人，還需要什麼樣助修？

答：到功夫得力的時候，正助雙修是一，正助不二；

但是在初學的時候，正助是很大的差別。哪是助修？

今天奉勸諸位同修的，要扎根，扎根是助修。學《弟

子規》、學《感應篇》、學《十善業》，這是助修。

有這個根，你在淨土取一部經典，這一個法門一門深

入長時薰修，你決定成就。如果你沒有這個根，你不

會成就，為什麼？人都做不好，你怎麼能作佛？現在

學佛的人這麼多，成就的人那麼少，原因在哪裡？疏

忽了根本法。

我們的老祖宗，諸佛菩薩、祖師大德，哪一個不重視

根本？根本的教學是從胎教！最重要學習的時間是在

三歲之前，這是我們失掉了，不能夠怪父母。《無量

壽經》上佛講得很清楚，「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

有語者，殊無怪也」。我們要懂得。中國傳統教育丟

掉至少一百年了，一百年是三、四代，所以不能怪父

母，不能怪祖父母。丟失有丟失的因緣，中國滿清亡

國之後，社會一直是動亂不安，軍閥割據，接著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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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侵略戰爭，八年抗戰，整個社會打亂了。我是生

在抗戰期間，天天逃難，想教沒法子教了，逃命要緊。

所以要懂得這個道理。

現在我們明白了，還有這樣安定的一個環境，我們要認

真努力補課，以前沒有學好的，現在來學，補課。我們

在湯池小鎮做的試驗，就是做這個工作，這個小鎮的居

民四萬八千人，男女老少各行各業一起學《弟子規》

。不是專教小孩，小孩要教，大人呢？大人沒有學要補

課。所以產生了效果，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叫助

修。所以，基本東西是屬於助修。佛家講戒定慧，戒是

助修，定才是主修，慧是目的，因戒得定，因定開慧，

果實才能夠收到。

問：如何保證修行人在大昏睡中免遭魔難？

答：這要定功，這個很不容易。講大昏睡，昏睡是無

明，無明狀況之下自己沒有法子控制。就好比一個人作

惡夢，他無法控制。要怎麼個修法？要修真誠、清淨、

慈悲，只要真誠清淨慈悲不斷往上升，無明就沒有。

問：請問佛門中是否也有生肖相剋之事？應如何化解？

答：佛門裡頭沒有，相剋相生是民間的風俗習慣。為什

麼會有？你有分別執著，它就有。如果你把分別執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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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什麼都沒有，還是放下的好！

問：我們身體都是由很多細胞構成的，這些細胞也是

有靈知，有神識、有自性的，就等於說我們每個人的

身上都是無數無量的靈體。那我們在破我執、做利他

而不利己的事情時，是否對依附自己身上的這些眾生

不利？

答：你的想法太狹窄，身上，不錯是如你所想的，每

個細胞都有靈性，你善，他們跟著你行善；你造惡，

他跟著你造惡。他決定跟你是一致的，他不會跟你相

反的，你帶頭。你要能夠斷惡修善，積功累德，你身

上所有細胞都跟你一樣，所以你的身體健康，你的精

神飽滿，道理在此地。如果說你做利他不利己的事

情，他們都反對，你發這個心，這些細胞一反對，你

就生大病，你就做不成了。他們又何嘗不願意修行？

實在講，也想早一點成佛，也想早一點解脫。所以我

們自己要帶動，每一個細胞跟我們都能配合，身心健

康，精神愉快。

問：弟子在家學佛，近日想摒棄外緣，全心修持三

年，提升道行，再出來利益眾生。以目前的經濟能

力，如果極為節省，勉強維繫三年道糧。請問這種情

況下是否還應布施？弟子是為了幫助眾生，先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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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積蓄道糧，是否算貪吝？

答：貪吝不貪吝，我們可以放在一邊，問題是你能夠

把工作放下，好好去修三年，你到哪裡去修？緣很不

容易遇到。真正發真誠心，像過去玄奘大師一樣，續

佛慧命，弘法利生，光大遺教，會有感應。如果不是

發真正菩提心，你還是感情做主，感應就很困難。沒

有感應，你找不到助緣，誰來幫助你？修行、弘法都

要靠護法，誰來護持你？沒有人護持，你無論住在哪

裡你住得不安，心安道才隆，你心不安，那怎麼行？

儲蓄三年道糧，佛說財物是五家所有，你未必能保得

住，貨幣會貶值，你估計的三年，可能一年就花光

了。所以我勸你還是隨緣，不必去執著。最重要的是

要研究經教，研究經教的目的是要看破，看破就是了

解事實真相。佛法的真相，世俗的真相，你都能夠通

達明瞭，你就知道該怎樣做。所以，經不能不讀，教

不能不聽。如果不是這樣重要的話，釋迦牟尼佛何必

講經教學四十九年？我們從這裡想想就應該體會得

到。

節錄自21-383-0001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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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食譜 《蓮海真味》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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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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空老法師英文網站  網址為

https://www.chinkung.org/，此網站主要以配合　

淨空老法師的和平之旅，同時接引國外眾生認識佛

教。提供　淨空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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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空老法師專集大陸鏡像站  網址為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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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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法務訊息

通  告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維持全國新冠病毒 (COVID-19) 疫

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並調整相關規定，請民眾持續配合防

疫措施。配合政府防疫措施，華藏淨宗學會自即日起 , 開放時

間如下：

法寶流通處及櫃檯 (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341 號二樓之 2)

   每日：8:30 ～ 21:00

念佛堂 (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341 號二樓之 2)

   平日：9:00 ～ 16:00，十齋日：8:50 ～ 16:00

歡迎同修參加、同霑法益。敬請配合防疫規範－酒精消毒、

測量體溫、全程配戴口罩、實聯制登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籲請同修多念彌陀、觀音聖號或一同線上念佛共修護世息災，

祈願世間諸災障盡能消除，阿彌陀佛！欲知相關訊息，請詳

見華藏淨宗弘化網 https://www.hwadzan.com

念佛止息諸災障 線上念佛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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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念佛堂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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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藏淨宗學會  敬啟
民國11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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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訊 息

【下載】儒釋道網路電視台 APP

淨空老法師專集網 

華藏淨宗弘化網

請關注加為好友以接收最新訊息

Facebook

Youtube

佛陀教育雜誌由華藏淨宗學會恭製

e-mail: amtb@amtb.tw

42

https://www.amtb.tw/blog/archives/211
http://www.amtb.tw
https://www.hwadzan.com/
http://請關注加為好友以接收最新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amtbtw
https://www.youtube.com/c/amtbhz/featured
mailto:amtb%40amtb.tw?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