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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簡介

　　佛教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它是以開智慧為目

的。沒有智慧，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一定要高

度的智慧。請看本期專欄。

　　「當多讀多誦大乘經論」，觀念就會改變。「深

觀圓觀」，觀察深了，觀就圓，想法逐漸就圓就深。

「而得深解圓解」，不但對於佛法，對於世間法也是

深解、圓解。所以佛法通了，世間法一切都通。請看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



本期專欄

    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上）

一、佛教教育目的－開智慧

　　一般人都以為佛教是宗教，其實佛教是教育。至少

在三百年前，佛教是教育。

　　佛教本身也稱宗教，但是跟我們現在所說的宗教

定義，完全不相同。佛教自稱宗教，是因為它有兩種

完全不同的教學方式，一種是用教科書，像我們現在

學校一樣，由淺而深，循序教導，我們稱它為「教

下」；另外一種不用教科書，完全用靜坐，用領悟的

方法，這個就是禪宗，我們稱它作「宗門」。於是宗

門、教下，簡稱「宗教」，它是兩種完全不相同的方

法。

　　方法雖然不相同，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求智慧。

所以佛教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它是以開智慧為目

的。沒有智慧，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一定要高

度的智慧。

　　佛告訴我們，智慧是一切人本有的，不是從外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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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然是本有，現在為什麼沒有呢？是因為有了障

礙，這個障礙，將我們的智慧障住了，智慧雖然有，

不能現前。種種障礙很多、很複雜，佛把它們歸納為

二大類：即煩惱障與所知障。佛對我們的教導，無論

方法怎樣多，怎麼巧妙，總原則不外乎教我們捨離這

兩種障礙，也就是教我們斷煩惱、破所知。如果這兩

種障礙除掉了，我們的智慧、德能就起作用，就現前

了，這是佛法教學的根本。

　　障礙從哪裡來的呢？佛在經上講，煩惱障是從我

執來的，一切眾生都執著這個身是「我」，起心動念

都為「我」想，這就產生嚴重的障礙。事實真相是這

個身不是我，這個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樣，這

個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衣服穿破了，歡喜

的脫掉，換一件新的。這個身是我所有的，身老了，

也可以不要，換一個新的。從這一點，我們就能領

悟，「我」有，但不是這個身。有真我，真我沒有生

滅。大乘佛法就是教我們把真我找到，然後假我就得

自在。

　　真我沒有生滅，在佛法裡稱自性、真如、本性，它

的名稱很多，至少有幾十種不同的名稱，都是說一樁

事情。一樁事情，佛為什麼要說這麼多的名詞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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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我們不要執著這個名詞，執著在名相上，就變成所

知障。這兩大類的障礙，是這麼來的。一個是對我的執

著，一個是對法的執著，去掉這兩種障礙之後，智慧、

德能就現前了。

　　佛在經上常用夢做比喻。幾乎我們每個人都作過

夢，當我們作夢的時候，自己並不知道是在作夢；當夢

醒的時候，仔細想想，夢中所有境界，哪一樣不是自

己？夢裡面的自己，是自己變現的，夢中還有很多人，

還是自己變現的。夢裡山河大地、虛空法界，全是自己

變現的，原來整個夢境就是自己。佛用這個比喻告訴我

們，我們今天眼所見、耳所聽，虛空法界就是自己的真

性在作夢，變現出這個境界。所以在境界裡，沒有一樣

不是自己。佛醒過來了，曉得虛空法界是自己，所以全

妄即真，這個現相是幻相、妄想，是夢中的境界相。妄

相是真心變現出來，真心在哪裡呢？全部的妄相就是真

心，全真即妄，全妄即真，真妄不二，是一不是二。覺

悟之後，心就清淨了，在這個境界裡面，決定絲毫不

染。

 >>續載中
恭錄自 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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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反顯

若心有住。則為非住。

　　心若有住就錯了，反過來說，心無住就對了。無

論住什麼，只要心有住，決定不是圓初住菩薩。以淨

宗念佛功夫而言，圓初住是理一心不亂；心有住，決

定未證得理一心。功夫成片有住，事一心也有住，理

一心就無住了。

5․無我之理，破我之法，唯有佛典最精最詳。當多讀

多誦大乘經論，深觀圓觀，而得深解圓解。如《圓

覺》、《楞嚴》、《楞伽》、《地藏》、《淨土五

經》，皆應多讀。《華嚴》、《法華》，若不能盡

讀，或讀一種。若不能全讀，或讀數品皆可。

　　「無我之理，破我之法，唯有佛典最精最詳。當

多讀多誦大乘經論，深觀圓觀，而得深解圓解。」無

我的道理，法相的經論說得最精細透徹，因為它從事

上說明，大家容易明瞭。性宗的經論從理上說明，若

不是上根利智，不容易悟入。佛常說，一彈指有六十

經論輯要

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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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一剎那有九百生滅。我們所看到的一切現相，就

是業因果報生滅的連續相，所以經云，「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一切法當體即空，了不可得。

　　如果明白此理，方知不但無我，也無法。法也是因

緣生，是剎那九百業因果報相續的現相。無我，才能真

正將我放下，從根本徹底放下。我已捨棄，何來的我

所？五欲六塵是我所，全都放下。沒有我，誰貪戀五欲

六塵？當然徹底放下。世間所有一切典籍確實無此說

法，唯有佛法說得詳細明白，因為這個現相是佛與大菩

薩親眼所見的。世間人無此甚深的定功，心不夠細，所

以見不到真相。

　　六道眾生粗心，四聖法界雖然比較細心，仍是粗。

法身大士的心極微細，看出事實真相，所以對於我能徹

底放下，不再執著。這些道理與方法，江居士在此建

議，「當多讀多誦大乘經論」，觀念就會改變。「深觀

圓觀」，觀察深了，觀就圓，想法逐漸就圓就深。「而

得深解圓解」，不但對於佛法，對於世間法也是深解、

圓解。所以佛法通了，世間法一切都通。

　　「如《圓覺》、《楞嚴》、《楞伽》、《地藏》、

《淨土五經》，皆應多讀。《華嚴》、《法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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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經，分量太大，「若不能盡讀，或讀一種。若不

能全讀，或讀數品皆可」。如《華嚴經》不能全讀，

讀其中幾品也可以，許多古人選擇《普賢菩薩行願

品》。一定要多讀，否則不能培養一個習氣，沒有力

量與我們的舊習氣抗衡，事到臨頭就不得受用，佛法

薰修的力量敵不過業力。所以一部經念一萬遍、兩萬

遍並不算很多，有兩萬遍功夫才得力。為何起心動念

都是煩惱、妄想？那是習氣。佛法薰修的力量不夠，

敵不過習氣，仍是以輪迴心造輪迴業，就不得了。

 >>續載中
恭錄自 淨空老和尚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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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法語

         釋普通疑惑

　　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彌陀佛，而未達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但以決志願求生故，如子憶母，無時暫

忘。此未達理性。而但依事修持也。理持者，信西方

阿彌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心具者，自心原具

此理，心造者，依心具之理而起修，則此理方能彰

顯，故名為造。心具即理體，心造即事修。心具、即

是心是佛，心造、即是心作佛。是心作佛，即稱性起

修。是心是佛，即全修在性。修德有功，性德方顯。

雖悟理而仍不廢事，方為真修。否則便墮執理廢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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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知見矣。故下曰：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為繫

心之境，令不暫忘也。此種解法，千古未有。實為機

理雙契，理事圓融，非法身大士，孰克臻此。以事持

縱未悟理，豈能出於理外。不過行人自心未能圓悟。

既悟焉，則即事是理。豈所悟之理，不在事中乎。理

不離事，事不離理。事理無二，如人身心，二俱同時

運用。斷未有心與身，彼此分張者。達人則欲不融合

而不可得。狂妄知見，執理廢事，則便不融合矣。

(正)復馬契西書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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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革，字次翁，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世亂，負
母逃難，數遇賊，欲劫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
忍殺。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凡母便身
之物，未嘗稍缺。母終，哀泣廬墓，寢不除服。後舉
孝廉，遷諫議大夫。

李文耕曰，次翁之孝，於險阻艱難中，全人所不能全。然

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祇盡其心力，而造次顛沛，必

於是耳。孔明鞠躬盡瘁，甯俞薄酖橐饘，正同此一副心事。

忠臣孝子，所以爭光於日月也。

　　東漢時有一位叫江革的孝子，字次翁，從小就失

去父親，而與母親相依為命。

　　當時，到處都有盜賊作亂，江革就背著母親到其

他地方避難。在路上，好幾次碰到盜賊，盜賊見他年

輕力壯，就想捉他一起做強盜。江革每次總是哭泣地

說： 「我還有一位無人照料的老母親，我跟你們去了，

誰來照顧她呢？」強盜聽了這番誠懇的告白，又見他

這樣孝順，也就不忍心殺他們。

倫理道德

      江革負母 江革避難，負母保身。亂平貧苦，行傭供親。

10



　　江革背著母親，一路逃難，後來居住在下邳這個

地方。他窮得連衣服、鞋子都沒有，以至於赤裸著身

體、光著腳。後來江革當傭工做苦力，賺些微薄工錢

來供養母親。雖然家裡十分貧困，但凡是母親日常需

要的東西，不論是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應俱全，沒

有缺乏。後來他的母親死了，江革哭得很悲傷。住在

母親的墳旁，連睡覺的時候，喪服也不脫掉。後來有

人見到他的德行不錯，就推舉他為孝廉，最後做到了

諫議大夫。

   

 恭錄自 《二十四孝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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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壽命延長，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

題。每一個國家政府都非常關心，都很認真的在推行

建設老人公寓，現在稱為社會福利事業、老人福利事

業。現前的社會，中國人也學西方人的價值觀，不養

老人了，老人由國家去養，到養老院，這很可憐！所

以養老是佛法裡的中心課題，比什麼都重要。

一、聖賢教育 始於孝道

　　敬老尊賢、孝親尊師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從

古至今代代相傳。教育的根基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

上。孔子曰：「夫子之志，亦不過曰，老安少懷」。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佛說：「一切男子

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

蜜經》裡，佛也是教導大眾要憐憫、救濟、特別照顧

這些鰥寡孤獨、老弱殘障。講到更深一層的，佛說虛

空法界一切眾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由此可知，世出

世間的大聖大賢都教導我們要敬老尊賢。

淨空老法師開示

       重陽節    

                 敬老情 盡孝心 傳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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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順親養志 等同供佛

　　「孝」是個會意字，上面一半是「老」，下面一半

是「子」。老是代表上一代，子是代表下一代，上一

代跟下一代合為一體叫孝；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分了

家，就是不孝。中國的家教和家的精神維繫著中國五

千年的長治久安，中國的家要是恢復了，對於整個世

界和平是最大的貢獻。《太上感應篇彙編》裡說：「

大孝便是順親養志」。佛經上講，照顧自己的父母，

這個功德等於供養佛。

三、效仿西方 暮年堪憂

　　現代的教育與我國古代教育的理念完全不同，固

有的道德文化全被推翻了。現在中國也模仿西方人，

採取小家庭制度，孝敬的觀念非常淡薄。不管老人

了，老人多麼悲哀、可憐！西方國家的養老，雖然老

人物質上沒有缺乏，可是精神痛苦，孤單寂寞、暮氣

沉沉、坐吃等死；在東方國家不養老，兒女再要不孝

順，家境清寒的老人就更可憐了。從前西方老人的晚

年是墳墓，現在中國的老人的晚年也是墳墓，現在愈

來愈多的兒女不孝養父母、嫌棄老人，這是非常可悲

的現象。人到了晚年，年老體衰，憂慮特別多，種種

業障現前，苦不堪言，這樣的晚年多麼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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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敬老修福 培植善因

　　常言說得好，少年培福，中年為社會、為大眾造

福，晚年享福，這符合於天道。我們要想晚年幸福，

年輕時就要懂得修布施、敬老尊賢，愛護、照顧、幫

助、供養老人，將來自己得的果報自然殊勝。不孝順

父母、不照顧父母，兒女將來也不會照顧你。種什麼

樣的因，將來就有什麼樣的果報，因緣果報絲毫不

爽。不必積財養老，要修善積德養老，這才是真正的

福報。

　　佛對我們的教導都是從自性裡流露出來的，這是我

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而性德必須落實，落實的第

一步就是養老。佛法最重視養老，這是「淨業三福」

的落實。淨業三福第一條就教我們「孝養父母，奉事

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是整個佛法的根

基，如果不在這上面真正用功夫，念佛也不能往生，

修學任何法門都得不到結果。

五、晚年學佛 提升生命

　　世間人都怕老、怕死，要是希望不老、不病、不

死，佛法裡面有方法。佛告訴我們，佛菩薩不生不

滅。其實我們每個人有沒有生滅？沒有。在這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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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死了，到那個地球上又出生，生滅只是這個肉身，

佛性不生不滅。

　　老年是最合適修學的階段，他們的工作放下了，

兒孫長成了，不再顧慮了，這時可以安心修道，做來

生轉變的大事。對於老人，我們要推動再生的教育、

來生的教育，因此我們對老人要有宗教教育，真正幫

助他離苦得樂，永脫輪迴。每天讓他聽經，帶著他念

佛，幫助他覺悟。跟他講解六道輪迴的狀況，說明諸

佛剎土的依正莊嚴，介紹西方極樂世界的緣起，阿彌

陀佛因地上的修學、果地上的成就，以及十方諸佛對

極樂世界的讚歎，往生西方淨土的殊勝，使他充滿人

生的希望，生命充滿活力，幫助他真正看破、放下世

間，得大自在！

　　而且我們還要把這個理念介紹給所有的宗教，共

同努力幫助一切眾生，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從人道

提升到天道，從凡夫提升到聖人，都能夠幫助老人往

生作佛，或者是生天享福，這是我們應該全心全力去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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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養老工程 希望無窮

　　我們要辦佛家的養老院，養老院跟幼稚園可以合

在一起，不要分開，小朋友下課就可以跟老人在一起

玩耍，讓老人享天倫之樂。至於其他的娛樂，像民族

舞蹈、表演、戲劇，每個星期至少安排一場，讓老人

心情舒暢快樂，這就是一個溫暖幸福的大家庭。

　　這樣的養老院就是道場，裡面要有講堂、有念佛

堂、有休閒中心，再設一個圖書館。講堂裡面天天

講經，可以播放錄像帶、播放光碟，二十四小時講經

不中斷、念佛不中斷，這就是一個小小的極樂世界。

老人天天念佛、天天學教，這是晚年最幸福的事情。

養老院裡面，從院長到每一位員工，個個都是孝子賢

孫，這個養老院才成功。我們幫助別人提升，自己不

知不覺也同時提升；我們幫助別人作佛，自己哪有不

作佛的道理！我們的道場只要有一個老人念佛往生，

所有的投資、建設就沒有白費，這是一個最有希望的

工程！

恭錄自 淨空老法師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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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應篇講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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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佛菩薩常常勸人「發心念佛」。「發心」指發

菩提心。菩提心是真正覺悟的心。真正覺悟的人，一

切為別人著想。我們常常為別人著想，別人也會常常

為我們著想；如果我們只為自己著想，別人也不會為

我們著想。大聖大賢、英雄豪傑常懷十方，常念眾

生；尤其是對苦難的眾生，念念不忘，念念都要幫助

他們，而絕不會傷害他們。

　　「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古禮規定，打了勝仗

不用吉禮，而用喪禮，因為戰爭中雙方必有死傷。對

於俘虜要用憐憫心安慰他們，幫助他們。如果以貢高

傲慢之心虐待他們，或任意殺害他們，就造下極大的

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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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是殺業的果報。如何才能使世間永遠沒有戰

爭？「除非不食眾生肉。」人吃眾生肉，冤死的眾生

不甘心，只是現在沒有能力反抗。一旦轉世，「人死

為羊，羊死為人。」牠們有了能力，就會來報復。報

復絕對不會恰到好處，總要過分一些；每一次報復都

過分，累積起來就非常殘酷了。近代一百年中，發生

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一次比一次殘酷。世人不懂因

果的道理，不知道殺業果報的可怕。

　　古代政府官員戴的帽子稱為「進賢冠」，形狀像

樓梯，前面一層低，後面一層高。前面代表自己這一

代，後面代表下一代，希望後代比自己更加賢明。這

是提醒官員們要常常想著照顧下一代，栽培下一代，

愛護下一代，給下一代做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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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犯了毀謗佛法和五逆的極其嚴重的罪，不知

怎麼辦？請問還有機會挽回嗎？

答：有。在過去，有許多大德在沒有學佛之前，也有

造了毀謗佛法，造五逆罪。只要你覺悟了，只要你能

夠懺悔，怎樣懺悔？懺悔不拘形式，要有實質，後不

再造，就真懺悔了。如果再能發心，過去我毀謗佛

教，現在我反過頭來讚歎佛教，你這業障就消得非常

之快。像古時候印度的天親菩薩，最初他學小乘，造

了五百部論，毀謗大乘。到以後，聽到他哥哥學大乘

之後他明白了，很後悔，他要把舌頭割掉，因為什

麼？舌頭造業。他哥哥說，你過去用舌頭毀謗大乘，

現在回過頭來用你的舌頭讚歎大乘，不是很好嗎？所

以，他給大乘也造了五百部論，讚歎大乘，在佛教史

上稱「千部論師」。

你現前縱然不能夠像天親菩薩，你也能夠學他，從今

而後不再毀謗，應當讚歎。怎麼讚歎？要用你的身體

依教修行，做個好的佛教徒的樣子，讓社會大眾看到

你都讚歎你，讚歎你就是讚歎佛教，你的業障就消得

很快，這叫弘揚佛法、護持佛法。你好好做這個工

作，這就是很快能消業障，能把你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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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代人談及因果，往往認為是迷信。請問「因

果」一詞，真正含義是什麼？人們忽略它的存在，有

什麼危險？正確認識它，有什麼利益？

答：因果最簡單的道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你造善因，決定有善的果報；你造不善的因，一定有

不善的果報。這樁事情只要你冷靜下來，就在現前，

你每天在報紙、雜誌、傳媒裡面統統看到，如果再細

心回頭觀察自己就更清楚。我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我

用的是什麼心？善心還是惡心？善意還是惡意？我在

大庭廣眾的言論，以及我自己的一切行為，如果是

善，你就得善果。這個善果不一定是升官發財，你會

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你會得到社會大眾的讚歎。社

會大眾對你有信心，這就是好事，無論你做什麼事

情，你會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如果你起心動念、言語

造作都不善，全是損人利己，社會大眾對你退避三

舍，都希望離你遠一點，你辦什麼事情沒有人幫助，

果報不就是在現前嗎？這還用得著問嗎？

你真正相信因果報應，確實有六道輪迴、有三世因

果，你不敢起惡念。為什麼？知道有報應。你不會騙

人，為什麼？騙人果報太嚴重了。你常騙人，你看到

閻王殿裡拔舌地獄，那是欺騙人、造口業，你願不願

意受這個罪？所以是自自然然規範你不敢做壞事，成

22



就自己的德行。相信因果，我們只會做好事。至於因

果報應，你要問不信有什麼不好？信了有什麼好處？

你去念《了凡四訓》，你去看《俞淨意公遇灶神記》

，你仔細看看就明白了。因果報應這個事情是真的，

絕對不是假的。我們現在節錄魏斯的四書裡面也講，

主要的就是講人有輪迴、有因果，欠命的要還命，欠

債的要還錢。人生在世，決定沒有一樁你真正是佔到

便宜，沒有，你也不會吃虧，因果通三世。

問：怎樣幫助現代社會做好和平工作？

答：學習《弟子規》就做好了。就像我們在湯池小鎮

做的這個實驗，人人都落實《弟子規》，確實幫助國

家落實和諧社會、和諧世界。

節錄自21-389-0001學佛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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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園地  食譜 《蓮海真味》

做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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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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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