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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細心觀察，現今整個社會充滿貪瞋痴慢，三毒煩

惱天天在增長。今天我們弘法利生，挽救世道人心，

用什麼方法？請看本期專欄。

　　經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實相就是實相

般若，真實的智慧。真實的智慧不是外來的，而是自

性本自具足。請看《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修行的方法（上）

一、道場以修行為主，附帶弘法

　　佛家的道場，自古以來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修行的

道場，一種是弘法的道場。這兩種都是以修行為主，

弘法一直是附帶的。所以主要的道場都建在山上，而

都市裡面有小型的，所謂的下院，這是專門做弘法接

引用的。

     1.修行，古人容易成就

　　過去生活的狀況與現在不同，在農業社會秋收之

後到春耕，差不多有二、三個月休閒的時間。有許多

在家的同修，利用休閒的時間到寺廟裡去掛單，或者

是聽經，所謂是「討經單」。法師們往往利用這個時

間講一部經論，居士們可以在寺廟裡面住三個月，聽

一部經，或者是在念佛堂念佛、禪堂參禪，都有很長

的時間摒息外緣，認真修行。不僅是出家人有很好的

成就，修學的在家人，三年五載有開悟的、有得禪定

的，也有少數證果的，在《大藏經》、《高僧傳》、

《居士傳》裡面有許多這樣的記載。現代人修行十幾

年、幾十年得不到成就，煩惱不但不能斷，而且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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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增長。聽經研教不能大開圓解，念佛功夫不能成

片，參禪不能得定，原因到底在哪裡？這裡面最重要

的不外乎兩樁事情，一個是古時候有真正的善知識，

這些善知識都是過來人，他懂得修學的方法，能夠指

導後學。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古人比今人純樸、老

成，妄想少、欲望少，容易定下來。住在深山寺院裡

面，三個月不下山，心是定的，再加上善知識的指

導，所以容易成就。現在我們沒有這兩個條件，一來

沒有善知識引導我們，二來我們妄念太多，再有外面

境界的誘惑，心一直是動的，靜不下來。如何克服這

個困難？實在說這相當不容易。如果不遵守古代這個

方法來修學，確確實實在我們一生當中要想做出一點

成績來，真的是困難。

     2.弘法，今人比較便利

　　在弘法這方面，現在人比過去人做得更有效果。古

時候資訊不發達，交通不方便，所以佛法的流通自然

就有很大的障礙。現在有衛星傳播、有電腦網路，非

常的便捷。即使我們在深山裡面做研究討論，借助現

代科技的便利，幾乎同時能夠傳遍世界，弘法工作的

效果比過去大有進展。但是如果講經說法的人自己沒

有開悟，煩惱習氣沒有斷除，無修無證，又不免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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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所以弘法一定自己先要修法；自己沒有修行、

沒有悟處，拿什麼去弘揚？

       （1）因果教育，挽救劫運

　　人生在這個世間很短暫，年歲愈大，體驗就愈深

刻、愈顯著，愈明瞭人生像一場幻夢。「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因果也是萬法之一。為什麼「萬法皆

空，因果不空」？「因果不空」是講它轉變不空，因

會變成果，果又會變成因；第二個是相續不空。因果

不空是單單論這兩樁事情，說它的轉變跟相續。

　　我們細心觀察，現今整個社會充滿貪瞋痴慢，三

毒煩惱天天在增長。今天我們弘法利生，挽救世道

人心，用什麼方法？把因果的道理與事實跟大眾講清

楚、講明白，能收奇效！這個啟示是印光大師給我們

的。在民國初年，他老人家極力提倡《了凡四訓》、

《文昌帝君陰騭文》、《感應篇》。弘化社是印祖創

辦的，印祖接受四眾弟子的供養，他自己一分錢沒有

用，全部拿去印經流通，所印施的書裡面以《了凡四

訓》、《安士全書》、《感應篇彙編》的數量最大，

至少超過三百萬冊。印祖的用意何在？挽救劫運。因

果報應是事實，造業就要受報。諺語常說「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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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時候未到。」善惡都有時節因緣，時節因緣成熟，

果報就現前。害怕報應，我們起心動念、一切行為自自

然然會收斂；人人都能夠收斂一點，這個劫難就轉過來

了。我們要深信因果，善因一定有善果，惡因必定感惡

報。

       （2）修學注重因緣果，淡化執著得自在

　　如今我們的修學，無論在家、出家，都要從因果下

手。佛說一切經都離不開因果，《法華經》講的是「一

乘因果」，《大方廣佛華嚴經》講的是「五周因果」，

所以佛法也是緣生法。佛在《般若經》上告訴我們，「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法是佛法，佛法都不可以執

著。凡是緣生之法，「當體皆空，了不可得」，怎麼可

以執著？世法是緣生法，佛法也是緣生法，所以佛才教

導我們世法、佛法都不可以執著，都要放下，才能得清

淨心。清淨心是真心，是真如本性，清淨心起用就生智

慧。所以，修行講到真正用功，我們的存心要「真誠、

清淨、平等、正覺、慈悲」，我們的修持要「看破、放

下、自在、隨緣、念佛」。看破是般若，破所知障；放

下是功夫，破煩惱障。功夫得力了就得自在！與大眾相

處，隨緣而不攀緣。攀緣非常辛苦，自己得不到自在。

如何隨緣？就是我們做種種事情要與教理完全相應；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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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講，與戒定慧相應，與六波羅蜜相應，與三福相

應，這都是功夫。

       （3）弘法利生先要修自己

　　雖然佛法裡說，「菩薩未成佛道，先度眾生」，

那是菩薩發心，絕對不是我們學的。那是什麼人？法

身大士。法身大士不願意早一天成佛，願意先去幫助

眾生，他有智慧、有能力，他不墮三惡道。不但不墮

三惡道，他不會墮六道輪迴，也不會墮到十法界。法

身大士是圓教初住菩薩，已經證得三不退：位不退、

行不退、念不退。證得三不退的人才可以這個說法，

因為他上面還有四十一個階級，他還要修行三大阿僧

祇劫才能成佛。所以不是說我們凡夫，而是說菩薩的

發心。不到這個地位，這個話不能講。我們現前六道

出不了，十法界更沒指望，去度眾生，把眾生度到哪

裡去？自己未度而能度人，無有是處。所以，我們要

特別著重自己修學的功夫。

 >>續載中
恭錄自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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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釋成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

住心。

　　這解釋離相，離相並非將外面境界相隔離。境界

相永遠無法隔離，即使遠離都市，覓一山洞打坐，仍

有山的相、洞的相，無法離開。佛教我們離一切相，

是離心中的執著之相，是心中不要執著，並非離外面

的相。佛的願是「眾生無邊誓願度」，若是離相，則

一個眾生也度不了。外面的相妨害我們，若著此相，

在世間法也不能建功立業。

7․當知生無住心，即是生清淨心。生清淨心，即是生

實相也。

　　經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實相就是實相

般若，真實的智慧。真實的智慧不是外來的，而是自

性本自具足。向外求智慧就錯了，心外求法是佛門所

謂的外道。佛法從自性求，向內求，所以佛教的經典

稱為內學，道理在此地。一切從心性中求，才能得大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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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絕不可向外求。學佛的人學經教，如果一味在

經典中求，就變成外道。經書在心外，不在心裡，所

以變成外道。經書不能不要，古人比喻經書是指路

牌，教我們該往何處去，循著它的方向走即是。但不

能執著它，這本書裡沒有金剛般若，金剛般若在自己

心性裡。

　　古人說，學般若是智念、智慧；念阿彌陀佛，淨

土是淨念。淨念目的是清淨心，智念目的是生無住

心，所以淨念比智念更為親切。這段文的義理很明

顯，清淨心就是無住心。心若有住，不會清淨；一切

都不住，住阿彌陀佛，算清淨。阿彌陀佛也是相，如

何會清淨？因為住阿彌陀佛能往生極樂世界，到極樂

世界見到阿彌陀佛，古德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

開悟」，見到阿彌陀佛就真的清淨了。

　　念佛法門比其他法門殊勝，因為其他法門若無住

心不能現前，就出不了三界，方知其他法門難。我們

念阿彌陀佛，縱然心不清淨，能用一句佛號將一切妄

想分別執著壓住，石頭壓草，並未斷根，仍有妄想、

執著。憑這一句佛號，功夫得力能伏住一切妄想分別

執著，就能往生，此法人人都可做到；而生無住心，

並非每個人可以做到。相較之下，念佛法門比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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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容易、穩當，而且快速。末後這段是總結。

8․總之，生無所住心是離一切相之真詮，所謂圓離是

也。圓離者，一空到底，亦即是理無礙、事無礙、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總之，生無所住心是離一切相之真詮」。離

相一定無住，無住就真的離相；心有所住，則沒離

相。「所謂圓離是也」，圓是圓滿，並非離了一邊，

仍執著另一邊，絲毫都不能執著，一定要離得乾淨。

「圓離者，一空到底，亦即是理無礙、事無礙、理事

無礙、事事無礙。」《華嚴經》說的四無礙法界是圓

教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證得。下一段「反

顯」，從反面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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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者，如來俯順眾生之機，曲垂方便之謂也。實

者，按佛自心所證之義而說之謂也。頓者，不假漸

次，直捷疾速一超直入之謂也。漸者，漸次進修，漸

次證入。必假多劫多生，方可親證實相之謂也。彼參

禪者，謂參禪一法，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法，固為

實為頓。不知參禪，縱能大徹大悟，明心見性，但見

即心本具之理性佛。若是大菩薩根性，則即悟即證，

自可永出輪迴，高超三界。從茲上求下化，用作福慧

二嚴之基。此種根性，就大徹大悟人中論之，亦百千

中之一二人耳。其或根器稍劣，則縱能妙悟，而見思

煩惱未能斷除。仍須在三界中，受生受死。既受死

生，從悟入迷者多，從悟入悟者少。是則其法雖為實

為頓，苟非其人，亦不得實與頓之真益，仍成權漸之

法而已。何以故。以其仗自力故。自力若十分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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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何幸如之，稍一欠缺，則只能悟理性，而不能親證

理性。今時則大徹大悟者，尚難其人，況證其所悟者

哉。念佛一法，徹上徹下，即權即實，即漸即頓，不

可以尋常教理批判。上至等覺菩薩，下至阿鼻種性，

皆須修習。此徹上徹下之謂也。如來為眾生說法，唯

欲令眾生了生脫死耳。其餘法門，上根則即生可了，

下根則累劫尚難得了，唯此一法，不論何種根性，皆

於現生往生西方，則生死即了。如此直捷，何可名之

為漸。雖有其機，不如尋常圓頓之機。有似乎漸，而

其法門威力，如來誓願，令此等劣機，頓獲大益，其

利益全在仗佛慈力處。凡禪講之人，若未深研淨宗，

未有不以為淺近而藐視者。若深研淨宗，則當竭盡心

力，而為宏揚。豈復執此權實頓漸之謬論，而自誤誤

人哉。

（正）復馬契西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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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字子輿，善養父志。每食，必有酒肉，將
徹，必請所與。父嗜羊棗，既沒，參不忍食。採薪山
中，家有客至，母無措，囓指以悟之。參忽心痛，負
薪歸。妻為母蒸梨，不熟，出之。過勝母，避其名不
入。學於孔子，而傳《孝經》。

李文耕謂，凡為父母，未有不望其子之成立。成立於功名

者小，成立於道德者大。為子者欲學曾子之養志，必學曾

子之志於道，悟徹一貫，三省其身。不然，雖多備酒肉，

曲承歡笑，異於徒養口腹幾何。

　　周朝時有位曾參，字子輿。他奉養父母極為孝順，

不僅能奉養父母之身，更能承傳父母的志業。每逢吃

飯的時候，必定有酒有肉。飯後將要收去的時候，一

定問過他父親，這些剩餘下來的酒肉要送給誰。

　　他的父親平日喜歡吃羊棗子，後來父親死了，曾

參就終身不再吃羊棗子。有一次他到山裡砍柴，不料

家裡忽然有客人來了。他的母親十分著急，因為曾參

不在家，而家裡又沒有錢，無法準備食物招待客人，

倫理道德

      曾參養志 曾子養志， 請與有餘。母囓其指， 負薪歸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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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如何是好，於是母親就用牙齒咬破自己的手指頭，

希望兒子能覺悟到。曾參在山裡，忽然心裡就像小鹿

亂撞的痛了一陣子，於是就急忙背了柴回到家裡。

　　有一次，他的妻子為母親蒸了一個梨子，沒有蒸

得熟透，曾參就把妻子休了趕出門。後來曾參到一處

名叫勝母的地方，就因為這個名稱不好而不肯進入。

曾參在孔子門下受學，孔子很看重他，傳了他一部《孝

經》，內容共有十八章。

恭錄自 《二十四孝圖說》

13



14



  

　　觀音誓願妙難思，赴感應機不失時。救苦尋聲磁

吸鐵，現身說法月印池。塵刹國中咸事濟，娑婆界內

更垂慈。深恩窮劫莫能讚，冀愍群萌普護持。

　　觀世音誓願深，度生悉出苦輪。興慈運悲遍刹塵，

一一攝入普門。三十二應示現今，畢竟令證佛心。常

念恭敬觀世音，災消吉慶臨。—《印光法師文鈔》

一、名號由來：觀世音，觀自在，悲智雙運

　　觀世音菩薩名號是怎麼來的？《大經解》云：「

觀世人稱念彼菩薩之名而垂救度，故名觀世音。」菩

薩觀世人遇到困難的時候，一心恭敬，稱念南無觀世

音菩薩名號，就能感得菩薩的幫助，這是觀世音名號

的來由。又曰：「遍觀法界眾生隨其機緣，而自在拔

苦與樂，故名觀自在。」這是菩薩名號的含義。法界

虛空界無量無邊無數諸佛刹土，菩薩能夠遍觀，隨其

根機和因緣，而自在拔苦與樂，稱為觀自在。

淨空老法師開示

      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 （農曆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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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經略疏》曰：「於事理無礙之境，觀達自

在」，這是智，故立此名觀自在。「又觀機往救，自

在無失」，這是悲，故以為名觀世音。觀世音是從大

悲建立的名號，觀自在是從大智建立的名號。

二、謙卑垂範：古佛再來，讚佛教化

　　《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曰：「觀世音菩

薩，不可思議威神之力，已於過去無量劫中，已作佛

竟，號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為欲發起一切菩薩，

安樂成熟諸眾生故，現作菩薩。」觀世音菩薩久遠劫

就已成佛，現在退居到菩薩位，幫助阿彌陀佛教化眾

生、接引眾生，是阿彌陀佛的助手。所示現的就是謙

虛恭敬，沒有絲毫傲慢。讓一切眾生看到，古佛都來

幫助這個老師，這位老師一定了不起，對老師更加有

信心，從而更能激發信心，增長善根。

　　所以遇到一樁好事，別人在做，即使這個人智

慧、德行都不如我，但現在這樁好事，他在領導，我

們就全心全力協助他，沒有門戶之見，沒有傲慢，這

是我們應當要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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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菩薩威神：虔持名號，悉得解脫

　　《法華經．普門品》云：「苦惱眾生，一心稱名，

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這是說明菩

薩觀眾生的聲音，不是聽眾生的聲音。觀是什麼？觀

是看破。眾生不能放下，就是因為沒有看破，菩薩看

破之後，教我們放下。如果我們能夠接受菩薩的教

誨，能夠明白這一句佛號的無量功德，這一生一世天

天念，一天不缺，一直念下去，就跟菩薩結緣了。這

個緣愈結愈深，縱然現前還沒有離開六道，但是能得

到觀世音菩薩的照顧；如果我們念佛求生淨土，觀世

音菩薩會全力幫助我們。所以千萬要記住，我們在危

急的時候，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他真會幫忙。

　　在《普門品》中，佛一再告訴我們：「是觀世音菩

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

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在恐怖、在急難、身心

不安的時候，我們要想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

薩，一心稱念，菩薩就會行無畏布施，幫助我們把心

定下來，讓我們得到安穩，脫離危險的境界。「是故

若有急難恐怖，但以至誠歸向大士，虔持名號，悉得

解脫。」一切苦惱眾生，稱念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

薩，觀世音菩薩就能幫助眾生去除苦惱、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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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菩薩成道：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

　　觀音菩薩怎麼修成功的？《楞嚴經》云：「反聞

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菩薩用耳根，耳根不向外攀

緣，要向內，內是自性，自性是清淨的。反聞就是不

要聽外面的音聲，聽裡面的，回過頭來聞自性。

　　我們怎麼學？我們就用這一句佛號，「都攝六根，

淨念相繼」，用這個方法。心裡念佛也有聲音，自己

能聽得到，不聽外面的，只聽自己念的佛號，這叫反

聞聞自性。注意力在佛號上，外面聲音聽而不聞，心

裡感知的只是這一聲佛號，清清楚楚、了了分明。這

是真念佛人！

五、菩薩修持：照見五蘊皆空，定慧等學

　　在般若裡面講修行的功夫分三等，最起碼的功夫

就是「觀照」，再往上一層就是「照住」，照住是得

定，就是三昧。再往上一層就是「照見」，照見就是

明心見性，是功夫最高的。《心經》云：「觀自在菩

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照見，

這是最上層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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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最初就是從觀照入門。觀照怎麼修？在日常

生活當中，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六根

接觸外面六塵境界的時候，學不分別、不執著、不起

心、不動念，這就是觀照，這就叫修觀。在哪裡學？

一切時一切處。

　　我們現在用什麼方法來觀照？念佛就是觀照。煩

惱心一動，「阿彌陀佛」，這就是觀照，把妄念取而

代之，這就不迷。照是不迷，明明白白，把境界轉換

過來。觀照就是念佛法門裡面的功夫成片，我們念佛

得力了，功夫成片；照住是事一心不亂；照見是理一

心不亂。淨土宗和般若講的名詞不一樣，內容是一樣

的，所謂法門平等，無有高下，任何一個法門都能成

就無上道。

　　誠如《無量壽經》中云：「若有急難恐怖，但自

歸命觀世音菩薩，無不得解脫者。」真誠到極處就起

作用，一心一意稱念觀世音菩薩、依靠觀世音菩薩，

沒有絲毫疑慮，沒有不得解脫的。足見觀世音菩薩的

悲心行持，是我們修學最好的典範。

恭錄自 淨空老法師講演, 印光大師文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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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應篇講記（60）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
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
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
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
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

　　「向背乖宜。」「向」是趣向；「背」是背離。我

們學佛要向佛道、菩薩道，要永遠脫離六道。世間人

的趣向是三惡道，不但背離了佛道、菩薩道，連人天

兩道都背離了。《太上感應篇》講的是人天兩道，我

們每天讀誦，要仔細思惟：自己的心行與太上所講的

相應不相應？如果相應，我們走的是人道、天道；如

果不相應，我們走的就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印光大師特別為我們提倡《了凡四訓》、《感應

篇》和《安士全書》，真正是大慈大悲。希望大眾依

此而行，先穩住人天兩道的腳跟，不至於墮落，然後

再學佛。這三本書是學佛的基礎，若無此基礎，無論

如何努力修學佛法，都不能成就。佛法三乘是建立在

人乘的基礎上，人都做不好，還談什麼？這一句「是

20



非」、「向背」，我們要留意，決定不能疏忽。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苛虐下位的人，攫取功

勞；諂媚、巴結上位的人，以求提拔。目前，這種心態

的人隨處可見，他們不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的道

理。以為巴結上司就可以升官發財，掠奪別人的功勞就

能成就自己。其實，得到的功名富貴，是命中原本就有

的；若命中沒有，無論用任何手段也得不到。做強盜能

搶到的財物，做小偷能偷到的東西，都是命中原有的。

如果命中沒有，去做強盜也搶不到東西；去做小偷，

尚未得手就會被警察抓到。所以，「君子樂得為君子，

小人枉費作小人」。因此，規規矩矩做事，該發財時自

然會發財，該升官時自然會升官，不必使用虐下諂上手

段。「命中有時終須有」，心就定下來了。

　　《彙編》云：「燭遇夜，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

則成載物之功。」所以，順理成章，水到渠成，自自然

然的成就功德，何必刻意攀緣。

　　《彙編》舉例，將軍縱容部屬搶奪，殺良冒功。文

官依權仗勢，加重百姓的勞役賦稅。刑官收受賄賂，貪

贓枉法。眼前，他們縱然得到一點小利，但造作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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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業，將來必墮惡道，長劫受無量無邊的苦報。

　　在中國歷史上，武將善終的不多。《彙編》中舉

宋朝曹彬為例，曹彬是宋朝名將，率軍攻佔江南時，

不枉殺一個人。因此，他不僅善終，而且子子孫孫都

很好，就是因為他懂得積德累功，愛惜人命。他不妄

求，照樣官高爵顯。所以，後世的從政者應當效法，

規規矩矩地做人，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如理如

法，方是積功累德，才是善因善果。

>>續載中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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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飄香   淨空老法師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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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答問

問：若有因緣為大眾服務，卻怕難、怕累、怕做不好而推辭，

不肯去做。是否也算是損福？

答：這不是損福，這是你沒福，有福才損，你根本就沒有福，

這是錯誤的。真的是怕難、怕累，少做一點，少做一點你得一

點小福；不做，不做沒福。

問：最近收到一張祈禱文，抬頭寫「淨空老法師勉勵四眾弟子

大家共同祈禱維護世界的安和」，請問這真是老法師提倡的

嗎？

答：有，我確實是希望我們學佛的人要懂得，「依報隨著正報

轉」，這是一定的道理，你把佛法了解到一定的深度你就明白

了。依報是什麼？環境。環境隨著人心轉，人心善良，自然環

境的災難就少了。現在大家最關心的、也最擔心的，是南北極

的冰快速融化，地球溫度不斷上升，海水會上漲。

《楞嚴經》上佛告訴我們，水災哪裡來的？貪心；火災是瞋

恚，火山爆發，天氣炎熱，溫度上升，瞋恚；風災是愚痴；地

震是傲慢。所以，佛教我們息滅貪瞋痴慢，這個四種災難就沒

有了。這科學家不相信，我們學佛的人懂得，所以只有要求全

世界學佛的同修，我們天天祈禱。怎麼個祈禱法？息滅自己的

貪瞋痴慢，這真祈禱。把這個道理講清楚、講明白，希望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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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夠減少貪瞋痴慢，緩和災難的發生，希望災難發生的程度

減輕，時間把它推後。有沒有辦法化解？全世界人心都向善，

這個問題就沒有了，就化解了，地球生態就恢復正常。學佛的

人懂得、相信，不疑惑。我曾經說過這些，但是什麼人在提倡

做？我不知道。

問：現代社會污染嚴重，人們六根所接觸多屬殺盜淫妄，對正

法、善法卻聽不進去；反觀聾盲瘖啞者可能更為單純清淨。請

問佛法「八難」中的聾盲瘖啞，在現代應如何詮釋？

答：盲聾瘖啞他有障礙，盲，見不到佛像；聾，聽不到佛法；

啞，有疑問不能夠發問，是說這些障礙，不是說別的。但是

在現前這個染污嚴重的社會當中，他們確實可以免除不少的染

污，這是真的。可是對於佛法，依舊存在這些障礙，他們學習

比一般人是要困難一點。可是現在社會一般人迷惑太重，這個

迷惑重是什麼？就是自私自利的念頭太重。

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我們學佛要非常認真努力，縱然沒有能

力化解別人，至少自己有把握往生。現在這個世間所有一切名

聞利養，捨得乾乾淨淨，為什麼？你一樣都帶不去。包括身體

你都帶不去，你要貪圖這幹什麼！名利、權力更是假的，統統

放下，多做好事。

我曾經跟諸位說，我講的真話，不是假話，大梵天王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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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位給我，你說我去不去？我不去；摩醯首羅天王請我去，讓

位給我，我也不去，為什麼？脫離不了六道輪迴。要這個幹什

麼！今天你遇到佛法，稀有難逢，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這個

機會是永脫輪迴，你要有這個認識。這個機會你到哪裡去找。

無量劫難得遇到一次，這一次遇到你說多幸運，遇到了，認識

清楚了，還會把別的東西放在心上嗎？哪有這個道理！認識

清楚之後，最不得已的方法，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什麼都放

下，你這一生成就了。你還想搞這個、搞那個，甚至於搞弘法

利生都是錯誤的，說老實話，你也弘不了法，你也利不了生，

最後耽誤什麼？你不能往生，你這一生遇到佛法的機會錯過

了。

應該是什麼樣態度？我這一句佛號真的在心上，我心裡除了阿

彌陀佛什麼都沒有，可以做弘法利生工作。就是我自己有把

握，有阿彌陀佛就是有把握往生，決定往生，我這個身體還在

世間，我替佛法多做一點工作，多接引一批人，這好事情，這

應該做的，自度而後度他。我自己心裡還有亂七八糟的東西，

還有妄念，這個佛號還不能夠專注，自己沒有把握，應該把這

個當作第一樁大事。沒有這個把握，經都不要講，道場也不要

建，為什麼？沒用。佛講的話是決定正確，自度而後才能度

他。「自己未度而能度人，無有是處」，無有是處是沒這個道

理，這是佛在經上說的話。

節錄自21-388-0001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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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漫畫《地藏菩薩本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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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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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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日：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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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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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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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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