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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妄想执着为什么放不下？理论与事实没有搞清

楚。理论与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自然放下，不

必勉强。请看本期专栏。

　　一定要做到心清净、心平等。无论自己修的功行

如何，都若无其事，这是平常事，不值得骄傲。请

看《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



本期专栏

    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下）

　　也许大家要问了，那我们现前的生活环境会不

会改得好一点？大家想想，彻底究竟圆满的改造，现

在环境怎能不好？怎能不自在、不美满？我们今天找

到这个方法无比的幸运，正如古人所讲的无量劫来稀

有难逢的一日，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了。遇到了要能

信、能愿、能行，才能真正达到改造命运的目标。如

果遇到了还半信半疑，没有切愿，不能认真修行，这

一生还是空过。

　　理不能不明，明理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破无明，

破无明是明理。修养不能不认真，修养就是佛所讲的

断烦恼。我们一般人断烦恼很难，难在妄想执着放

不下，妄想执着为什么放不下？理论与事实没有搞清

楚。理论与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自然放下，不必

勉强。

　　理论我们有了，方法也有了，重要的就是《弥陀

经》上讲的三个条件，叫三资粮，信愿行。我们真正

相信，真正愿意，真正去照做，这才行。“舍得”这

个词出自于佛经，唯有舍，才真正能得到。得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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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舍，不肯舍，决定得不到。所以要想得到，就尽量

舍，舍后面就得到，不肯舍是决定得不到。我们今世

所有的是过去世、前世所舍的果报。前世有这个因，

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再能修因，后面果报一定更

殊胜，这是正理，这是事实真相。所谓善因一定有

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要想

世间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当先要去对待别人；

我们希望社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应当先要为社会造

福。这才符合改造的原理与方法，违背这个原则决定

是反面的结果。

　　儒家教我们守礼，佛教我们持戒，礼与戒用现代

话来讲就是守法、守规矩。学佛持戒非常重要。古代

的礼与佛所制定的戒律，我们要明白它的精神、意义

之所在。

　　《沙弥律仪》是很重要的戒律，《沙弥律仪》分上

下两卷，上卷是十条戒律，下卷是二十四门威仪。威

仪用现在话讲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应该遵守的规矩。我

们在上卷节录了七十一条，下卷节录了七十条，从节

录的这些教训里面去体会、去学习，然后知道我们在

生活里面处事待人接物怎样做到合情、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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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幸福快乐，别人至少看到我们欢喜，不讨厌。

　　在世间法里面，前清陈弘谋居士编了一本《五种遗

规》，我们用这个标准做为生活的规范，处事待人接物

应当遵循的守则，达到四好的目标：存好心、做好事、

说好话、做好人。从这个基础上建立信愿行三资粮，念

佛求生净土，这才是真正究竟圆满，真实的改造命运。

　　《了凡四训》最大的功用就是使我们明白因缘果报

的原理与事实，再以道家的《感应篇》、《文昌帝君阴

骘文》，改过自新、断恶修善，达到改造命运的目标。

我们要认真修学，必须要从古来的这些典籍里面认真研

究、探讨，再订一份标准符合我们现代人修学，这才有

用处，对我们才有真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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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八八、反显

若心有住。则为非住。

　　心若有住就错了，反过来说，心无住就对了。无

论住什么，只要心有住，决定不是圆初住菩萨。以净

宗念佛功夫而言，圆初住是理一心不乱；心有住，决

定未证得理一心。功夫成片有住，事一心也有住，理

一心就无住了。

4․以出世法言，要在无论修得如何久、如何好、如何

完备。而决不自是，决不自满。如此乃能达到行无

所事也。

　　出世法是说出家修道的人，不仅是佛门的出家

众，其他宗教也有出家。中国道教是修行的，外国天

主教也是出家。无论修学任何法门，修学再久，功夫

再好，如果自是、自满，就是假的，因为仍未离分别

执着，换言之，没有离开四相。在家修行，如果不住

相，就是在家菩萨，证果了。出家修行，若不住相，

就是出家菩萨，也证果了。两者地位完全相同，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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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菩萨比在家菩萨高一等，佛法是平等法。

　　佛门有一位常不轻菩萨，是等觉菩萨，他见任

何众生都顶礼，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做榜样。等

觉菩萨尚且如此谦虚，对于一切众生如此恭敬，我

们怎能起傲慢心，自以为是，这是很值得我们警

惕的。见别人有此情形，要回光返照，反省自己是

否也如此。如果有，要立即改正，一定要做到心清

净、心平等。无论自己修的功行如何，都若无其

事，这是平常事，不值得骄傲。贪、瞋、痴、慢是

四大烦恼，不修行，尚且生烦恼，愈修烦恼愈重，

果报可想而知。

 >>续载中
恭录自 净空老和尚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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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法语

释普通疑惑

　　以大悟一法不立之理体，力行万行圆修之事功，

方是空有圆融之中道。空解脱人，以一法不修为不

立，诸佛称为可怜悯者。莲池大师云：着事而念能

相续，不虚入品之功。执理而心实未通，难免落空之

祸。以事有挟理之功，理无独立之能故也。吾人学

佛，必须即事而成理，即理而成事。理事圆融，空有

不二。始可圆成三昧，了脱生死。若自谓我即是佛，

执理废事，差之远矣。当用力修持，一心念佛。从事

而显理，显理而仍注重于事，方得实益。

（三）息灾法会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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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郭巨埋儿 郭巨埋儿，雷震儿活。天赐黄金，官不得夺。

　　郭巨，字文举。家贫，子尚幼，母减食与之。
巨因贫难供母，子又分甘，乃乘子出，进食。一日
子溺毙，妻惶泣。巨曰，毋惊母，子可再有，母不
可复得，盍埋之。妻不敢违，遂掘坑三尺，雷震子
甦，见黄金一釜，上有字云云。

姜履曰，埋儿事，诸儒皆非之。得林县人所传，始知

“子可再有，母不可复得”之言。割慈忍爱，曲体母

心者至矣。所以惊天地，泣鬼神，一釜黄金，得自凄

怆之顷。而雷苏其子，破涕为笑，孰谓皇天无眼耶。

　　东汉的时候，有个人名叫郭巨，字文举，家里非

常贫困，还有个很幼小的儿子。郭巨的母亲心疼小孙

子，怕他吃不饱长不大，常常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孙儿

吃。郭巨因为贫穷不能好好奉养母亲，现在儿子又要

分母亲的食物，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常常等到儿子外

出玩耍的时候，再拿食物给母亲吃。

　　有一天，儿子跌入水里淹死了，妻子非常惊慌，

大哭不止。郭巨说：“妳不要惊动了母亲，儿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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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母亲是不能再得的，何不就把儿子埋了吧？”

郭巨的妻子不敢违背丈夫，就在地上掘坑。掘到三

尺多深的时候，忽然一声霹雳巨响， 把儿子震活了。

并且发现地里有一釜的黄金，上面有字，写着“天赐

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这是上天

赐给孝子郭巨的。

恭录自《二十四孝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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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十五立志学圣贤，三十成就了，十年十年向上

提升，无不是以身教为主，言教为辅。他周游列国想

取得一官半职，效法周公、管仲，为国家做一番事

业。虽然，各位诸侯对他很尊重，但是都没有重用，

于是在六十八岁时，回到老家专门教学，把自己的抱

负、智慧、理念和德能让学生继承下去，世代奉行。

　　孔子七十三岁过世，后世尊崇孔子为“大成至圣先

师”，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教育家。

一、夫子之德

     1.温良恭俭让

　　夫子有五德，温良恭俭让，待人处世温和、善

良、恭敬、节俭、谦让。后世读书人，都是以温良恭

俭让来要求自己，这是读书人德行的标准。夫子一生

勤奋好学，千秋万世受人尊敬。

净空老法师开示

        教师节    

                 至圣先师孔子 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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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忠恕

　　孔子一生所作所为，弟子们赞叹总结：“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忠是讲用心，“忠”是会意字，上

面是中、下面是心，意即心地的端正，不偏不邪，

这就叫忠；恕是宽恕，心量大，能包容、原谅一切

人，爱护一切人，帮助一切人，感恩一切人。孔子

是忠恕的表率、典范。

     3.教育的根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根是“

父子有亲”，亲是亲爱，这是教育的第一个目标，父

子亲爱，这种天性永远保持，一生不变质，教育的

基础奠定了。然后把亲爱发扬光大，爱家庭、爱亲

友、爱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民族，再扩

大到“凡是人，皆须爱”，这是爱天下。

     4.述而不作

　　夫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所学的、

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

他没有发明创作。他是古圣先贤教诲的集大成者，

所以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今天国家能保存这么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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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这样丰富的文化，对全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子是第一人。

二、希圣之法

　　在二十一世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何能够在地球上和睦

相处，互助合作，共同繁荣，造福社会，要靠教育。

如果真的朝这个方向目标去做，首先要培养老师，要

用戒定慧的方法，一门深入，长时薰修。譬如学《论

语》，一生就专学这一部书，十年就有可观的成就，

你能教人。

　　佛能成为佛，孔子能成为圣人，都是先自度而后

再度他，先成就自己再成就别人。成己、成人最重要

的是德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弟子规》、《太上感

应篇》、《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做到。

　　现在好老师找不到了，古人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做私淑弟子。在中国，第一个是孟子，孟子真正发心

求学，做孔子的学生。孔子已经过世，但是还有著作

在。他专读孔子的书，专学孔子，有疑难不明了的地

方，就向孔子的学生请教。他真学成功了，后世尊称

孔子为至圣，孟子是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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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圆满教育

　　世出世间圣人的教学，跟现在学校教学不一样，圣

学是教我们成就智慧，成就才艺，成就福报。福报不

是大富大贵，是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拥有最幸福

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的标准，是没有烦恼、没有忧

虑、没有牵挂，念念生智慧，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孔子在《论语》第一句话跟我们讲：“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悦就是欢喜，从内心生出来的欢喜。

欢喜一定是“学而时习之”，学之后照做，照做叫习。

如果“闻”跟“思修”脱了节，那没有用处。闻是接受，

思是明了，我一接受就明了，明了立刻就奉行、就照

做，这才能得到法喜，佛法讲“法喜充满”。

　　而学佛是在接受圆满教育，这个教育是每一个人都

应当要学习的。学习就是要改过，改过是真正修行，

知过不改，那我们没有在修行上下功夫。天天要改

过，天天要修行。接受教育的目的是回归本来是佛，

教育目的在此地，究竟圆满。

恭录自 净空老法师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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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应篇讲记（64）

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
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
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

　　“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此处讲赏罚不明，是非

颠倒。

　　《汇编》云：“赏之为道，崇德报功，朝廷激劝

人心之大典也。不宜及而及之曰『非义』。”“义”是

应当；不该赏而赏，是“非义”。这是不明是非，破坏

国家的法制，其后果必然助长结党营私，扰乱社会，

损害善良的百姓。

　　“举枉错直，最干天怒。”这是真实语，可是世

人却以为是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孔老夫子对于

天道讲得不多，但不是没有讲。中国人对天地神明、

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知道得很多，古书中随处可

见。圣人对这些事不提倡，是因为天地神明之事，世

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佛经将其所以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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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讲得清楚透彻，所以佛经不可不读。

　　“杀人取财，倾人取位。”杀害或陷害别人，以夺

取其财富和地位的恶行，古今中外史书均有记载，

现实社会中也屡见不鲜。纵然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躲过一般人的耳目，终必逃不出因果，免不了恶

报。巧取豪夺即使能夺到手，也保不住，终究会被

人夺去。

　　人生在世不会真的占到便宜，也不会真的吃亏。

这一生占了别人的便宜，来生一定会还给对方；这

一生吃亏了，来生必有福报。因缘果报，丝毫不

爽。

造作罪业一定会折福损寿，中国历史上的相关记

载很多，因果报应的事例，举不胜举。如果稍稍留

意，报应的实例就在我们的周边。法律绝非尽善尽

美，总有漏洞。有人钻法律的漏洞，作奸犯科。世

人以为他们聪明；佛菩萨看，他们是最愚痴之人。

他们眼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小利，看不到未来的

大害。

 >>续载中
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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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净空老法师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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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答问

问：第一，请问家庭教育为什么重要？忽略了家庭

教育，有何弊病？

答：我想这个问题不必多说，你只要好好想想你自

己的家庭、你亲戚朋友的家庭、你邻居的家庭就全

明白了。你再想想中国古圣先贤跟我们说“家和万事

兴”，家要不和呢？家要不和，万事都衰。你自己希

望有个美好的家庭、和睦的家庭，还是希望夫妻不

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不

必讲道理，你就能感到家庭教育为什么重要。

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说，家庭跟社会的关系、

跟国家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它就像人身体一个

细胞，国家就像器官。我们身上很多不同的器官，

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全都是细胞组成

的，全身就好像是世界，你就晓得家庭是最小的单

位。人身体的细胞要坏掉了，器官能好得了吗？身

体能好得了吗？你从这个地方去想就明白了，家庭

不好，社会一定动乱，国家决定不安全，世界一定

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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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毛病出在哪里？就出在家

庭。我在澳洲昆士兰住的时候，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从

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就感到世界和平已经有严重的危

机了。冲突怎么化解？和平怎样才能落实？找我跟学校

和平学院的十几位教授，举行了两次座谈会。首先，我

听学校报告。然后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天天在研究化

解冲突，冲突的根源没找到。这跟大夫治病一样，得把

病源找到，对症下药才能产生效果。他们问我病源在哪

里？我就告诉他，在家庭。你看今天社会离婚率多高？

离婚率就是什么？就是夫妻不和。夫妻是家庭的核心，

就如同细胞的核心一样。所以，夫妻不和一定引起父子

不和、兄弟不和，走进社会他能跟什么人和睦相处？ 

然后我再告诉他，我说还有更深的因素，他说更深的是

什么？更深的是自己，你自己跟自己不和。自己跟自己

怎么不和？在中国传统教育讲，本性跟习性冲突；在佛

法讲，性德（自性）跟习气、烦恼冲突。我们换个话来

说，我说你见到利，你是不是想到你自己得到，还是

让别人得到？利益当前的时候都要争利，你要争利，一

定就损害别人，冲突就从这里发生了。我说这是自己内

心，就是自利跟利他的冲突。如果我们念念都想到利益

别人，不想到利益自己，冲突就化解了。如果念念是顾

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的利益，冲突怎么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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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儒跟佛、道都讲得很好，儒家讲“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自己身心和，家才和，才齐

家；家和之后国就和，国治；然后天下和，天下太

平。我们老祖宗五千年前就这样教我们，所以中国

人最重视家庭教育。忽略家庭有什么毛病？社会动

乱。

一百年前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清朝朝廷虽然腐败，

但是民间伦理道德、风俗人情淳厚，人活在世间他

有乐趣、有人情味，彼此确实都能做到互相尊敬。

自己谦虚，处处都想到别人，礼让，都懂得谦让。

陌生人、旅客，在从前没有这么方便，哪有这么多

旅馆？尤其是在郊区，乡下。走路，为了赶路，天

黑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到人家农村里面敲门借个地

方住。人家一看你这是走远路的，非常欢迎，接待

你，给你准备吃的，给你休息的地方。那种热情现

在没有了。这样的热情，我们在抗战期间还有，抗

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到处逃难，遇到的陌生人

家没有一个不肯帮助的。不肯帮助的人很少，十之

一、二；热心帮助的，十之八、九。所以我们对于

社会知道感恩，对人知道感恩，这些全都是家庭教

育。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应该互相尊重、互

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伦理道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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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社会动乱，你要不从这上做起就不行。我们在

汤池做了个实验，这个实验跟诸位讲过多少次。我

从昆士兰大学两次会议之后，就接受学校的委托，

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先后参加

十次。这十次当中，七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主导的，我们认识许多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国家领

导人，天天在想，想不出好办法。我这几次会参加

之后，我就完全明白了，开会有没有用处？没有用

处，一定要学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教导我们的，办班教学。我们把这桩事情介绍给与

会的会友们，他们听了之后很欢喜、很赞叹，不相

信。他说这是从前，现在能做得到吗？所以我们才

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不到半年就做出来，

证明古人所说的“人民是教得好的”，你不教不行。

我们现在教很困难，因为你断了一百年。应该怎么

教法？选这个小镇十二个村庄，居民四万八千人，

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

一起学，学什么？就学《弟子规》。人人都学《弟

子规》，人人都懂礼，都能和睦相处了。所以，夫

妻和合了，没有离婚的；想离婚的，一接受这个教

育，不离婚了。父子关系好了，婆媳关系好了，跟

邻居关系好了，汤池镇在半年变成礼义之邦、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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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去参观的人都非常感动。你说家庭教育重不

重要？我们在汤池做的就是家庭教育，没有别的，

所以不可以疏忽。

中国立国五千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

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合作，维持着长期的和

平，长治久安，靠什么？靠家庭教育。所以我常

常讲，在联合国做多次报告，中国解决问题是用教

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

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充，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

满。我们讲这四种教育，家庭是根，四个教育是一

贯的。

节录自21-389-0001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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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园地   漫画《地藏菩萨本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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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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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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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法务讯息

通  告
因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维持全国新冠病毒(COVID-19)疫

情警戒标准为第二级，并调整相关规定，请民众持续配合防

疫措施。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华藏净宗学会自即日起,开放

时间如下：

法宝流通处及柜台 (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四段 341 号二楼之 1)

   每日：8:00 ～ 21:00

念佛堂 (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四段 341 号二楼之 2)

   平日：9:00 ～ 16:00，十斋日：8:50 ～ 16:00

欢迎同修参加、同沾法益。敬请配合防疫规范－酒精消毒、

测量体温、全程配戴口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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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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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路念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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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藏净宗学会 敬启
民国11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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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讯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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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Youtube

佛陀教育杂志由华藏淨宗学会恭製

e-mail: amtb@amt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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