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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文化協會是專修、專弘淨土法門的道場。

自二三年十一月開始，同修日常的功課除念佛

外，就是依止一部經，以《金剛經》為助修，藉此

幫助同修看破、放下，達致無住生心；但從本年六

月三十日起，則改為依止《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

淨平等覺經》，究其原因是本道場會長鄒妙音居士

的一個殊勝因緣： 

 

『去年農曆年三十晚，約 

午夜前回到家裡，不知是甚麼

緣故，忽然生起一個靈感，拿

起老法師淨公上人之《佛說大

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講記》，看了十數頁（過去兩

年多，只是看老法師之《金剛

經》講義），當看到了一句「阿

彌陀佛，就是離開分別，離開

執著」的時候，心中突然冒起

了一種非常強烈的觸動---我

們現在學習《金剛經》，就是

學轉識成智作為助修。「分別」

就是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

「執著」就是第七識，轉為平

等性智。古大德說「六七因上

轉，五八果上轉」，就是希望

煩惱輕，念佛得力，原來一句 

「阿彌陀佛」聖號就可以做到。另外一個更深的體

會是整個虛空法界的全體就是阿彌陀佛，以「阿彌

陀佛」萬德洪名就能圓滿含攝一切萬法，祂是自性

的另一個名號，性德之德號。豁然頓悟，一句「阿

彌陀佛」已圓滿了，在瞬間一切歸於非常平靜，明

白這是緣起的幻相，是法性遇緣所現的相，但往後

又如何呢？應怎樣去幫助其他同修去修行呢？到

最後知道這個念頭亦是虛幻之相，便放下它，隨它

去，一切隨緣，收攝自己就休息去了。 

 

第二天年初一早上，弘法部及護法部之主任分 

 別來電祝賀新禧，當談及昨夜之因緣，大家也贊

同應趣向學習《無量壽經》，因而囑咐兩位主任與

其他同修商量此事，但須一切隨緣；其後獲得絕

大多數同修之同意。至於目前所學習之《金剛

經》，是得老法師之認可的，因此在師承戒上，同

樣需要老法師之允許方能改變同修的功課本。 

 

在拜會老法師作出報告及 

請示時，老法師有智慧地沒有

直接回答，只是舉出佛門兩位

古大德開悟的過程。第一位是

釋迦牟尼佛，初時跟隨外道長

者學道，發覺並不究竟，最後

於菩提樹下結跏趺坐，誓言「我

不成佛，不起此座」。老法師

說，釋迦牟尼佛就是將以前所

學的一切放下，夜睹明星，豁

然大悟，方能見性成佛。 

 

第二位是六祖慧能大師， 

六祖是文盲，在聽五祖忍和尚

之《金剛經》開示下，讀到約

四分一之經文「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時大澈大悟，明心見

性，作出見性體驗的報告，經

五祖印證並傳以衣缽。 

 

老法師帶出上述兩個佛門的公案，當時給我

別有所悟，就是老法師已婉轉地提示我們學習的

方向。另外，老法師指示以四冊《佛說大乘無量

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講記》作為我們學習及共修

之功課本，因此，我將複講老師之四冊講記，並

加以自己的體會向各位同修報告。昨天剛剛完成

我們學習及共修之《金剛經》講記至「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作為告一段落。從今天起，大家就以

老法師之《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講

記 》 四冊為課本，其殊勝之因緣說之不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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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講記》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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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非常重要，因為老法師將《無量壽經》中「惠以眾生真實之利」

之利益很詳細地展示講解，除有關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殊勝境界及持名

念佛之殊勝因緣外，更將淨土法門之理論、方法、手段、性相、理事、

因果，毫無保留地一一披露出來。』 

 

以上是鄒妙音居士於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公園之香港視覺

藝術中心演講廳開講老法師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講記》

前之緣起報告。誠如《無量壽經》說：「今正是時，汝應具說，令眾歡喜，

亦令大眾，聞是法已，得大善利」，如是者《無量壽經》之學習就於當天

展開了。 
 

無量劫來黑暗遮蓋了眾生之光明，至輪迴不息，眾生已忘記了無量

分段生死之痛苦及臨命終時最後一息的怖畏。今幸因緣成熟，《無量壽經》

大放光明，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但願各同修在自利上「當勤精進， 

生安樂國」，更要「作大守護，為諸有情長夜利益，莫令眾生淪墮五趣，備受危苦」。 

 

阿彌陀佛！ 
 

 

 
 

 

 

 

 

 

 

 

 

 

 
 

 

 

 

 

 

 

 

 

 

 

 

 

當晚出席的同修均獲

得一金黃色的封包，

內裡印有法語。 

請假回家一心 

念佛的區妙音師兄，久未

露面，於是次聚會趁機帶

同太太出席，每當遇見同

修都會給予介紹：「這位

師兄是湊大我的．．．」，

猶如向太太作出交代。 

 

 
義工小組組長們所準備的節目，是

要測試同修們的起心動念。當宣報

即場抽出三位同修表演唱歌或跳舞

時，有些表示希望不會被抽中；有

些表現出不知所措。抽中的同修在

戰戰兢兢地打開其信封，只有寫著

「禮敬諸佛」，才鬆一口氣。 

 

二○○六年 

淨宗同修年夜飯 
（2007年 2月 10日） 

 

藉著每年一度的淨宗

同修年夜飯，各位同修

及其親友共結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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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淨宗學會」之「萬

姓紀念堂」舉行交流學習。 

 

於「馬來西亞淨宗同修歡送晚

會」，宋珍保會長以一貫輕鬆幽默

的手法，作出修學報告，總結千經

萬論，處處指歸是「南無阿彌陀

佛」。 

 

 
「阿彌陀佛淨宗學會」特別安

排一班學習「弟子規」的小朋

友作歌舞演出，其舉止及歌聲

都充滿了仁愛的表現。原來「弟

子規」已在整個馬來西亞所有

淨宗學會普遍弘揚，從這新一

代建立聖賢教育起來。 

於「巴山淨宗學會」，警世

向善的字句隨處可見。為提

倡兒童孝廉讀經，學會設立

低、中、高之「弟子規」讀

經班，因材施教。 

 

 

 
「彌陀村」處於近郊，綠林圍繞，環境

幽靜，是秉承老法師淨公上人之指示，

成就一些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之

同修，與深圳之「彌陀村」同一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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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文化協會同修

 馬來西亞交流 
（2007年 1月 12日至 15日） 

 

馬來西亞四天交流會，主

要是互相聯繫，希望彼此

都秉承老法師淨公上人之

悲願，將淨土法門弘揚，

續佛慧命。 

馬來西亞淨宗同修 

 香港交流 
（2007年 6月 26日至 7月 1日） 

 

在六天交流會當中，除了安排以

「學佛因緣」、「學佛心得」、「護

法」、「弘法」等主題的研習會外，

也不乏遊覽項目，包括大嶼山寶

蓮寺、東涌、大澳、梅窩、太平

山頂、赤柱等等的香港著名景點。 

 
在離開「彌陀村」之前，「馬來西亞淨

宗學會」宋珍保會長有感於彼此離別

在即，贈言以茲大家共勉： 

法藏無量劫修行 

只為眾生苦難堪 

今日與君一別後 

榮歸極樂再續緣 



 

 

 

 活 動 項 目 日 期 地 點 
 學佛講座 

- 妙覺組 (共 15講) 

- 妙明組  (共 9講) 

- 妙行組  (共 14講) 

 

- 妙音組與同修佛法研討會 (共 9次) 

 

- 《無量壽經》講記報告 (共 13講) 

 

- 淨土法門理論及方法報告 (共 18講) 

 

複 講 

- 淨土法門理論及方法報告 (共 3講) 

- 《無量壽經》講記報告 

 （切願小組） (共 2講) 

- 《無量壽經》講記報告 

 （真信小組） (共 2講) 

- 《無量壽經》講記報告 

 （力行小組） (共 2講) 

 

 

每隔一個星期五 （1月至 6月） 

每隔一個星期六 （1月至 6月） 

每隔一個星期六 （由 10月開始，每月一次） 

 

星期五 （1月至 9月，每月一次） 

 

每隔一個星期五 （由 6月 30日開始） 

 

逢星期六 （由 7月 1日開始） 

 

 

星期五 （由 10月開始，每月一次） 

 

星期一 （由 11月開始，每月一次） 

 

星期二 （由 11月開始，每月一次） 

 

星期四 （由 11月開始，每月一次） 

本會道場 

 真信、切願、力行小組會議 

 (各 20次聚會) 
每月兩次 （1月至 10月） 本會道場 

 行政組會議 (共 5次) 每兩個月一次 本會道場 
 

1 2006年「阿彌陀佛誕辰」發願大會 2007年 1月 5日 本會道場 

2 
「蓮池海會 -- 九品蓮花」暨 

2006年遵依師承同修學習檢討會 
2007年 1月 6日 本會道場 

3 馬來西亞交流之旅 2007年 1月 12日至 15日 馬來西亞吉隆坡 

4 2006年淨宗同修年夜飯 2007年 2月 10日 香港醫學會宴會部 

5 義工共修大會(二) 2007年 3月 17日 本會道場 

6 「三皈依」講座 2007年 4月 28日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7 「義工應如何護持道場」講座 2007年 5月 26日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8 學佛、念佛與生活研討會 2007年 6月 23日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9 《金剛經》結經 2007年 6月 29日 本會道場 

10 《無量壽經》開經講 2007年 6月 30日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11 接待馬來西亞淨宗同修訪港 2007年 6月 26日至 7月 1日  

12 決志往生淨土發願會 2007年 7月 14日 本會道場 

13 
2007年淨空老法師馬來西亞吉隆坡 

弘法大會 
2007年 8月 3日至 4日 馬來西亞吉隆坡 

14 念佛特別大會 2007年 9月 8日 本會道場 

15 義工共修大會(三) 2007年 9月 15日 本會道場 

16 2007年「阿彌陀佛誕辰」發願大會 2007年 12月 29日 本會道場 

17 2007年淨宗同修年夜飯 2007年 12月 29日 香港醫學會宴會部 

二○○七年度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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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應如何護持道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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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皈 

依」 

講 

座 

 

．

．

．

．

．

．

．

．

．

． 
 

會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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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文化協會二七年度之佛陀教育學習系

列中之「三皈依」講座於四月二十八日假座香港公

園之香港視覺藝術中心演講廳舉行，主旨是講述

「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是學佛之基本條

件，但真正的義理是皈依自性覺、正、淨，這正是

六祖慧能大師於千多年前糾正我們對「三皈依」之

誤解。 

 

阿彌陀佛是我們淨土法門的老師，學習經本是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經文第三

十八品云：「佛告阿難，若曹欲見無量清淨平等

覺 ……… 應起西向，當日沒處，恭敬頂禮」，經

題及經文都是清淨、平等、正覺，即是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以清淨心念阿彌陀佛名號，就是彌陀念彌

陀---自性三寶。 

  

 

問： 義工應如何護持道場？ 

答： 從老法師淨公上人對於「義工應如何

護持道場」的答問中，鄒妙音師兄帶

出七個有關重點： 

（一） 對於佛教要有正確的認識 

（二） 要接受道場裡面執事的指導 

（三） 做義工要本著燃燒自己，照耀

別人的心量 

（四） 要懂佛法，要多讀經，多學習 

（五） 要忍辱 

（六） 把自己的心在境界裡面修平 

（七） 常常要想佛是怎樣待人 

問： 如何當義工? 

答： 義工的含義包括弘法和護法兩種。 

 雖然當義工是自願的，但是只選擇自己喜愛做的工

作，便是作業，不是培福。透過義工工作來磨掉自己

的習氣，從境緣中修清淨心，作為增上緣。身、口、

意三業均須要與淨土法門的阿彌陀佛相應，才能保持

清淨、平等、正覺的心。一切事情辦得好與否，只是

諸法緣生而已，不應著相，只須繼續努力精進。 

 至於義工當中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就像手掌的前

後兩面一樣，是緣的千變萬化所影響而已，迷惑時出

現領導與被領導，覺悟時並沒有領導與否，最終若以

阿彌陀佛作榜樣的話，便沒有分別，沒有爭論。 

佛陀教育學習報告 

問： 道場在那裡？ 

答： 真正的道場就是我們的真如自性---清淨

心。 

 六祖曾開示，直心就是道場，即是真誠

心、慈悲心，平等心。 

 真正的道場不在外，而在每位義工同修的

心內，若能夠護持得力，這個道場就是極

樂世界，否則道場就是阿修羅、地獄，恰

如「一切法由心想生」。一念相應，一念

阿彌陀佛，念念相應，念念阿彌陀佛。 

 

問： 為何當義工? 

答： 能夠參與道場義工行

列，當中的組合除了基於

業因果報外，還有一個很

強的共修因緣關係---求

生淨土成佛，共同擁有覺

悟的因緣。 

 
 

本 會 理 念 
法藏文化 六和為本 

從我開始 從心做起 

化解衝突 促進和平 

聖賢教育 現無量光 

 

六 和 敬 

見和同解 戒和同修 

身和同住 口和無諍 

意和同悅 利和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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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淨空老法師馬來西亞吉隆坡弘法大會 
．．．．．．．．．．．．．．．．．．．．．．．．．．．．．．．．．．．．．．．．妙音組 

 

今次馬來西亞的弘法大會活動共有三天，八月

三日及八月四日一連兩天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由

老法師淨公上人主講「菩薩以四攝教化眾生」，雖

然這次的主題是教導我們如何運用四攝法與大眾

相處，但是在兩天的講座中，講及四攝法的部份總

共不超過三十分鐘，其餘的時間都是講解修行的總

綱領，而最特別的是老法師就好像知道我們剛剛在

阿彌陀佛前一同發願，尅期求證，決心要在五年內

成就一樣。老法師在講座中不斷強調只要一門深

入，長時薰習，看破、放下，不懷疑，不夾雜，念

佛很快會有成就，慢者五年，快者二年多。 

 

老法師亦再三囑咐，作為佛弟子，我們有責任

去承擔如來的家業，要真正承擔如來的家業，必須

要念佛有功夫，這一點正好與我們七月份發願求生

淨土的緣起不謀而合。由於老法師告知我們七年後

世界將會有大災難，但是如果念佛往生，六年便足

夠了。為了遵依老法師的教導，以及救度苦難的眾

生，本會會長鄒妙音居士帶領我們一班同修在佛前 

 發願，目的是希望六和敬的僧團早日成就，能夠化

解七年後的災難，縱使不能化解，亦能夠把災難減

輕。自馬來西亞回來後，心裡時時刻刻都記著老法

師的囑咐，眾生實在太苦，我們念佛往生淨土不是

為自己，而是為一切苦難的眾生。 

 

老法師在講座中提到一個道場最重要是有道，

道場不需要大，有八至十個同修，同一個方向修行，

他們實在有福。當時候我覺得老法師這番說話就好

像是對我們說的，雖然我們的道場不大，但是最重

要是實質，而不是形式。為了不辜負老法師及所有

眾生對我們的期望，我們必須要努力念佛，勤修戒

定慧，早 

日往生西 

方極樂世 

界成佛。 

 

 

 

聞法樂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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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八日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日子，因為又有一

位師兄畢業了---鄧妙音師兄與我們一起共修已兩

年多，最近與鄒妙音師兄通電話時，向鄒妙音師兄

請假回家一心念佛。在莊嚴之氣氛下，鄧妙音師兄

緩步上台為各同修作報告，第一句說很多謝鄭妙音

師兄給她一個增上緣（事緣鄧妙音師兄是通知切願

小組共修日期及時間的負責人，該次她致電鄭妙音

師兄是早上於醫院診病，鄭妙音師兄談笑地說她已

一把年紀，還在搞作這些生老病死之事，她豁然間

明白了最迫切要往生的地方---西方極樂世界）。正

如鄧妙音師兄在台上講述她學習經歷中說：「這是

她第一次站在台上，但亦是最後一次，大家在極樂

世界再見。」從此以後，專心在家念佛，並期待預

知時至的一刻。 

 

鄧妙音師兄多年前曾拜會聖一法師，法師給她

開示，勸喻她去研習《金剛經》。於是她請了老法

師淨公上人所講演的《金剛經》光碟，並在葉妙音

師兄的引領下，到來聽鄒妙音師兄報告老法師之

《金剛經講記》，但因不甚明瞭而生煩惱，到最後

她終於體會到應如何聽經聞法，衹要離分別、執著

就是戒、定、慧，而在台上對她講經說法的人，就 

 是阿彌陀佛。在念佛方面，她曾到台灣打佛七。與

她同行的人未打完佛七，已紛紛離去，唯她一人留

下。住持問她為什麼不走，她說一定要堅持念足二

十一天。這份堅持，就是她現在能夠二六時中，佛

號不斷的正因。 

 

鄧妙音師兄在遇境逢緣時，無論是關於自己家

庭上的問題，或其他道場的師兄邀請她參與佛事，

都能夠不起心不動念，止於一句佛號。當我們向她

請教時，她笑說自己什麼都不懂，特別是佛理，但

她卻常常將「不分別，不執著」掛在口邊，這道理

在她來說：「就是這麼簡單」。我們回心想想，她的

表現正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提示，好讓我們如實地

了解確是這麼簡單，但若做不到，就不簡單。鄧妙

音師兄所以見一切都簡單，因為她內心清淨，而我

們則落入分別、執著，所以才不簡單。 

 

堅固的分別、執著就是我們的障緣。本來無一

物，又「何為著世事，譊譊憂無常」；但願「努力

自求之，必得超絕去，往生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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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Amitabha be with you always！ 

阿彌陀佛與你常在！ 



學佛、念佛與生活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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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六月二十三日假座香港視覺藝術中

心，為同修講述「學佛、念佛與生活研討」，是次

講演主要針對同修在學佛或念佛上與生活有所脫

節，並不能融通，有見及此，鄒妙音師兄慈悲為大

家講解。 

 

講座第一部份是講解學佛、念佛與生活之關

係，佛菩薩也和我們同一生活，但凡聖之差別就在

菩薩念念生智慧，他們在「精神」上享用，而凡夫

則於「物質」上享用，而物質是虛幻不實，很快便

消失，苦惱由此而產生。 

 

凡夫念頭當中，善念少，惡念多，以三十七個

念頭為例，二十六個是惡念，只有十一個是善念，

故要先懂得善惡標準，才有入手之處。我們現在修

學淨土，以《無量壽經》為主修，而此經以「發菩

提心，一向專念」為宗，修學之根基是「三福」，

我們一定將此十一句做到，繼而斷除自私自利的惡

習，要以好榜樣示人。 

 

鄒妙音師兄再指導大家念佛真正的意思就是

作佛，不是只念，是心覺，心是佛，就是作佛。念

阿彌陀佛就是究竟覺悟，真實智慧。生活就是念

佛，在生活中證入佛之境界，故學佛、念佛、生活

是同一義，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接著，區妙音師兄及廖妙音師兄分別為大家講 

 述最近在念佛方面的體會，區妙音師兄提出三個要

點： 

（一） 念佛一定要堅持，要做足功課，日夜稱念

佛號，才可壓伏煩惱； 

（二） 將生活融入念佛，不求自身安樂，要令眾

生也離苦得樂，故睡覺也是在念佛； 

（三） 從此死心塌地念佛。以前他是會相歸阿彌

陀佛，現在理解到體相一如，故入「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之境界，盡虛空法界都

是一體。 

 

跟著，廖妙音師兄也為同修講述她在過去幾年

從很苦惱的生活，如何走到現在快樂的生活。她最

新的心得就是「念念為眾生」，做每一件事皆要迴

向一切眾生。而學佛要看破世間虛妄之相，懂得放

下。學佛不可貪急，應轉觀念成佛號。 

 

小休後便是回答同修問題。歸納多位同修的問

題，都是在念佛上，功夫不得力，有很多事緣障礙，

本身習氣很重。如何做到功夫不間斷，其主要原因

是對淨土法門之認識不夠，理論及方法皆模糊，求

生之願力又不切，故即將開講之《無量壽經》對大

家確實重要。 

 

同修們在此講演及答問上都十分踴躍，亦感到

收益甚大，無不歡喜而回。 

 

淨宗同修年夜飯的特殊意義及領悟 
．．．．．．．．．．．．．．．．．．．．．．．．．．．．．．．．．．．．．．．．會刊組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是本道

場一年一度的年夜飯聚會，從這個聚會中我獲益良

多，當晚我的領會是來自鄒妙音師兄及多位同修的

年終報告，還有二位前輩同修之念佛心得報告，使

我感受及領悟如來的真實義。 

 

我首先談談二位在家念佛的前輩，二位的丰

采、笑容、談吐、自在及自然的表現，的確是「自

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使到我極之欣慕。

在聽取二位前輩之念佛心得報告及回答同修之問

題後，使到初學佛的我，能夠在學習方面有一定的

幫助及領會，把握到老實念佛之竅門，可以避免走

冤枉路。前輩再三提示同修「持名念佛」關鍵在不

懷疑、不間斷、不夾雜。以「三福」、「六和」、「十

善」為基礎，要孝養父母、奉事師長，還要落實普

賢菩薩之十大願王，包括禮敬諸佛、廣修供養。 

 第二，我從多位同修之週年報告中，得悉有部

份同修之種種煩惱都是由於打妄想。凡夫的我掛念

自己的妻兒子女，雖說乃人之常情，但實是情執，

源自多劫以來的習氣。聽到老師之教誨後，明白所

有眼前之現相，皆是緣生及虛妄，以往一切錯誤的

知見，通通皆是娑婆世界眾生輪迴的業因。再擴展

開去，我們更不可貪戀現時之富貴生活，因為《無

量壽經》已為我們指出「愛欲榮華，不可常保」，

但我們撫心自問，「你能夠立刻放下萬緣嗎」？雖

然未能立刻做到，但一定要精進不懈，磨練自己心

志，只有老實念佛才可做到萬緣放下，回歸「阿彌

陀佛」。誠如經中開示「何為著世事，譊譊憂無常」，

此乃金句，供養各位同修。 

 

另外，亦有同修提出念佛心得，一句「阿彌陀

佛」念到底，便是修德，要以信、願、行作為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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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糧。要念佛得力，便要放下自己知見及思惟，因

為老法師說此乃邪見，對修行做成嚴重障礙，我們

要依教奉行，《無量壽經》亦有指引「惡驕懈怠及

邪見，難信如來微妙法」。 

 

再者，我從鄒妙音師兄的開示及教導中，得到

體會及裨益。鄒妙音師兄藉此聚會帶出特別意義，

勸喻同修在二八年要落實佛陀教誨，將凡夫之

觀念轉為聖人之觀念，即轉凡成聖。 

 

無始劫以來凡夫擁有的只是妄想、分別、執

著，同修一定要念「阿彌陀佛」將它伏住，真實了

解宇宙人生真相。同修要離分別、執著乃至世出世

間一切法，皆通通放下，究其因一切人事物皆不可

常保，生滅不斷。同修要能看破及放下，老實念佛。

遇有妄想，立刻轉想「阿彌陀佛」，最重要是當下

一念，念念「阿彌陀佛」就是戒、定、慧，亦是淨

宗之核心所在。不要相信自己的想法，要覺而不

迷，轉迷為悟。內心要清淨、平等、正覺。在信、

願、行當中，「信」排第一，我們要真信、正信。《華

嚴經》有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

在淨宗之「信」謂生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眾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願」謂厭離娑

婆，欣慕極樂，如子憶母，必欲往生。「行」謂從

願起行，一向專念，無有間斷。 

 

鄒妙音師兄再三教導同修，身為佛弟子有責任

荷擔如來家業，則應以一生成佛為目標，要依世尊

及老法師的教誨，弘法利生，以淨土法門，幫助一

切眾生往生極樂世界及一生成佛。弘法利生的工作 

包括弘法及護法。我們要如法修行，只選一部《無

量壽經》去受持，最低限度要達到功夫成片，若能

念到事一心不亂，品位則等同阿羅漢果。在無量劫

生死輪迴當中，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們能遇能

聞，證明善根、福德、因緣不弱，正如經中所說「若

不往昔修福慧，於此正法不能聞」。我們一定依淨

土法門去專修，圓滿菩提，證無上正等正覺。同修

努力調教自己的習氣，專精受持一部《無量壽經》，

所謂「常念不絕，則得道捷」。此外，我們也必須

拓展心量至盡虛空遍法界，降伏驕慢心，放下自己

的知見，勤修戒、定、慧，離開戒、定、慧就不是

佛法。要幫助初來學習的同修轉迷為悟，因為一切

眾生本來是佛。必須掌握此殊勝因緣，因為「人身

難得佛難值，信慧聞法難中難」。 

 

最後一提普賢菩薩十願之「恆順眾生」的領

悟，就是放下自己的見解，因所有現相，皆是夢幻

泡影。恆順眾生就是修戒、定、慧，我們看一樁事，

不要看表面，我們要看背後真相，這樣才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學 佛 講 座 日 期 時 間 講者 / 主持 內 容 

《無量壽經》講記報告 
每隔一個 

星期五 

晚上 

7:15至 9:30 
鄒妙音居士 

根據老法師淨公上人的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

淨平等覺經講記》作出報

告 

淨土法門理論及方法報告 
 

（四月份開始轉為 
《無量壽經》講記報告） 

逢星期六 
下午 

2:15至 4:30 
鄒妙音居士 

妙行組 
星期六 

（每月一次） 

下午 

2:15至 4:30 

妙音組之 

三位妙音居士 

輪流主持 

同修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將

佛法實踐或體驗作出報告 

妙音組與同修佛法研討會 
星期五 

（每月一次） 

晚上 

7:15至 9:30 

妙音組之 

三位妙音居士 

輪流主持 

從《無量壽經》講記報告

的講座學習中帶出重點研

討 
 

*上述講座之詳情，請參照道場定時發放之時間表。 
 

若文字或詞句有錯誤，敬請指導，功德無量。 
 

二○○八年度定期學佛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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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師開示 
 

只管自家，不管人家 

只看好樣子，不看壞樣子 

看一切人都是菩薩 

唯我一人實是凡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