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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文化，六和為本；從我開始，從心做起；

本 會 理 念： 化解衝突，促進和平；聖賢教育，現無量光。

發菩提心 ─ 與阿彌陀佛
同心、同願、同解、同行
經云 「凡有一處 和敬僧團出現於世 必得
佛護
天善 擁護 自然能 蔭一方 化
解災難。」為了化解瑪雅預言二○一二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 地球可能會出現的大災難 三年前
道場同修在鄒老師帶領下 遵依老法師淨公上人
倡導 共同發願共修六和。
《普賢菩薩警眾偈》云
「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 如少
水魚 斯有何樂。大眾 當勤
精進 如救頭燃 但念無常
慎勿放逸。」
年初 儘管距離災難可
能發生的時間只剩下一年的
時間 但由於同修們的修學
功夫尚未得力 老師遂不斷
向同修「勸諭策進」 用時間
倒數來警醒同修們要「勇猛
精進」
。否則 災難來時 自
己還沒有往生的把握 則「年
壽旋盡 無可奈何」 鼓勵大
眾「當勤精進」「勿得隨心所
欲 虧負經戒 在人後也」。
為了幫助同修有把握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使
六和敬僧團早日出現 化解災難 老師帶領同修
專精修學《無量壽經》 落實為大眾所制定的修學
總綱領 「信受奉行」及「老實念佛」。
在修學上解行相輔相成 一方面多次安排道
場同修前往澳門「菩提禪院」精進念佛 幫助同

修掌握怎樣念佛 另一方面透過學習《無量壽經》
及研習共修 幫助同修清楚明確了解及掌握怎樣如
理如法修學 達至有把握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回顧過去一年的修學 老師無有疲厭 為同修
「開示正道」「截斷狐疑」。透過無數次深層的反
省及審查 同修們終於找
出修學不得力的地方 決
志「改往修來 洒心易行」
。
已有把握的 增上品位 還
沒有把握的 誓必「隨經約
令 不敢蹉跌 若於繩墨
咸為道慕 曠無他念」 早
日有往生的把握
如今災難雖沒有如期
出現 但我們心存感恩。深
感災難得以延遲 全仗佛
力加持 當下更要抓緊及
珍惜眼前得來不易之學佛
因緣。我等同修更當「勇猛
精進」 「為諸有情長夜利
益 莫令眾生淪墮五趣 備
受危苦」「發菩提心」 共
同參贊彌陀平等度生大業
與阿彌陀佛同心、同願、同解、同行。經云 「人
能自度 轉相拯濟。」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今生
得人身唯一的一樁大事 「圓滿昔所願 一切皆成
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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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心得開明第三十四：
心得開明第三十四：

敬於佛者。是為大善。實當念佛。截斷狐疑。

二○一二年念佛的體會報告
二○一二年一月 老法師淨公上人在香港發表
「至心念佛護世息災倡議文」 啟請萬人念佛消災免
難 倡議文中開示 「全球若能有一萬名佛門同修共
同努力斷惡修善 大幅提升境界 至心信樂求生淨
土 一心念佛 竭誠為化解世界災難祈禱 其淨念
相繼的磁場 必能改變七十億人口的業力 足以化
解二○一二年的災劫。」
「法藏文化協會」同修 遵從老法師的倡導
發心在二○一二年裡參與念佛消災 並嚮應每天清
早一小時念佛、憶佛、拜佛。此外 在鄒老師的指
導下 協會在年內舉辦了連串的念佛活動 包括在
協會道場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早上的念佛活動 及
多次在澳門「菩提禪院」舉行二十四小時、三天、
七天及二十一天的消災解難念佛法會。
為幫助同修念佛得力 老師特別為同修講解印
光大師「十念記數法」的開示及黃念祖老居士所述
夏蓮居老居士之《老實念》偈頌要點 又多次邀請
回家念佛得力的同修 與大眾分享念佛心得。綜合
道場同修的報告 在二○一二年的念佛修行中 大
家都得到真實利益 最主要的體會有以下各點

名號功德
《無量壽經》彌陀四十八大願之第十八願 十
念必生願 「我作佛時 十方眾生 聞我名號
至心信樂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願生我國 乃
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唯除五逆 誹謗
正法。」
藉彌陀願力加持 凡夫不用破見思煩惱、塵沙
煩惱、無明煩惱 只要信、願、持名具足便可一
生成佛。老法師在《無量壽經講記》中開示 念
「阿彌陀佛」便把「戒、定、慧」融合在「信、
願、行」三資糧之中。
「行」是持名 持名之時
信心清淨 不會犯一切過失 戒就在其中。只
有一個願望 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絕不動搖
就是定在其中。信心清淨不生疑惑 二六時中
就是一句「阿彌陀佛」 念念相繼 無有間斷
就是「住真實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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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無量壽經》三輩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不離「發
菩提心 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若論同修念佛不
得力的原因 歸根究底皆因未發菩提心 未有
決定今生得人身 得聞淨土法門 生存就只有
一個目的 就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成佛普度
十方苦難眾生。由於對往生淨土的理念模糊不
清 大多求往生只為得免六道輪迴之苦 故此
只有一點點期望及嚮往 生活中依然自私自利
未能發心與彌陀同心、同願 念念願願為眾生。
藉著二○一二年念佛消災免難的因緣 同修開
始得到啟發 省思修行不得力的原因 真正明
白修行必定要如理如法 以持戒之心 依《無
量壽經》佛的所有教誨 完全落實在生活中。
《無量壽經》第三十四品 「佛告彌勒 敬於佛
者 是為大善。實當念佛 截斷狐疑。拔諸愛
欲 杜眾惡源。遊步三界 無所罣碍。開示正
道 度未度者。」

攝心切念
由於過往大家都未能發心 以願導行 所以念
佛不但懈怠 並且在念佛的時候 也是口念彌
陀心散亂。同修現在明白不但要多念常念 更
重要的是以至誠懇切之心 攝心專念彌陀聖號
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如印光大師云 「當
攝心切念 自能歸一。攝心之法 莫先於至誠
懇切。心不至誠 欲攝莫由。既至誠已 猶未純
一 當攝耳諦聽。無論出聲默念 皆須念從心
起 聲從口出 音從耳入。 默念雖不動口、然
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 心口念得清清
楚楚 耳根聽得清清楚楚 如是攝心 妄念自
息矣。」

覺心念佛
在「菩提禪院」二十一天的消災解難念佛法會
中 得蒙佛力加被 同修都有很好的體會。念
佛堂上 一片寧靜的氣氛中 同修誠心懺悔
為苦難眾生 世界災難 放下自私自利、名聞
利養、五欲六塵、貪瞋痴慢 收攝六根 「但只

老實念 不必問如何」。
在長時間的念佛過程中 同修領悟到自己對世
間人事物的迷執 從起心動念 分別執著 產
生憂慮牽掛 無盡的煩惱 但只要一念回頭
看破放下 當下就得到身心清淨 就如《無量
壽經》云 「覺了一切法 猶如夢幻響。」又如
念佛時身體的疲憊、種種不適、昏沉掉舉 這
亦不離我執身見 當下專注一句彌陀聖號 確
實可以克服身體的苦受及時間觀念的束縛。這
次的體會令同修明白到以往確實迷而不覺。

信受奉行、
信受奉行、老實念佛
全仗佛力加持 世界大災難沒有如期出現 老
師勸諭同修現在如同劫後餘生 更要抓緊及珍
惜眼前得來不易之因緣 如《無量壽經》云
「宜各勤精進 努力自求之 必得超絕去 往生
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同修應誓當「勇猛精

進」 已有把握的增上品位 還沒有把握的 當
「隨經約令 不敢蹉跌 若於繩墨 咸為道慕
曠無他念」「勿得隨心所欲 虧負經戒 在人
後也」 早日達至有往生的把握。
同修們深深感受到老師的「苦心誨喻」 明
白與阿彌陀佛同心、同願、同解、同行 行彌陀
之行 效法阿彌陀佛 念念度眾生 是自家份
內的事。大家都要發心依《無量壽經》 認真落
實老師兩個指導總綱領
「信受奉行」 ─
「於此經中 生導師想」「歸依瞻禮 如說
修行」「攝取受持」「當生佛剎」。
「老實念佛」 ─
十念記數 攝心妙法 「都攝六根 淨念相繼
得三摩地 斯為第一」。
弘法部主任黄棟剛撰文

同修在念佛堂上，至誠念佛拜
佛，齊心化解災難，普利群萌。

鄒老師及參與「2012 年消災解難佛
七念佛法會」眾同修大合照。攝於澳門
「菩提禪院」之大雄寶殿外。

《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念佛堂上，
「阿彌陀佛」
，念念相
繼，無有間斷，「住真實慧」。

於此經中。生導師想。
歸依瞻禮。如說修行。

修學理論及方法
自遵依老法師淨公上人的倡導 為化解地球災
難 共修六和敬以來 「法藏文化協會」同修在鄒老
師的指導下 「勇猛精進」 共修六和。透過過去幾
年在經教上的薰習 終於掌握到怎樣才是如理如法
修學。因為 唯有如理如法修學 才能達至有把握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化解災難 自度度他。

如理如法
受持《無量壽經》就是如理如法修行。
《無量壽

經》是世尊從清淨心流露出來的經典 清淨心
就是本體 就是諸法的實相。受持《無量壽經》
「悉持思之 悉奉行之」 就是自性清淨心的開
顯 全修即性 全性起修。
《無量壽經》告訴我們往生的正因 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得生淨土。
「發菩提心 一
向專念阿彌陀佛」 就是清淨平等覺 就是戒定
慧 就是信願行三資糧。故此 發菩提心非常
重要。所謂 「入道要門 發心為首 修行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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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願居先。」菩提心就是要發決定成佛之心
發「眾生無邊誓願度」之心 並依四弘誓願的
次第修學。

落實《無量壽經》「悉持思之 悉奉行之」
。把
經義變成自己的思想、行為、生活習慣。與阿
彌陀佛同心、同願、同解、同行 達至有把握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

老法師教導我們 佛的經 具足「教、理、行、
果」 我們學習也要具足「信、解、行、證」四個條
件 我們才真正得受用。所以佛對我們的教誨 我
們要相信 教裡面所講的理 我們要懂得、要理解
教裡面所講的行 我們一定要修 他講的果 我們
要把它證實 這才能得受用。故修學必須依信、解、
行、證。

受持三皈 皈依覺、皈依正、皈依淨。在日常生
活中 六根接觸六塵 世出世間法 不起心
不動念 不分別 不執著 即一切相而不執著
一切相 即相離相 修看破放下 修清淨平等
覺心。
修學的次第 現在是斷煩惱的階段。根本煩惱
就是妄想、分別、執著。從起心動念處做起 念
念回頭 回歸覺正淨。

信 ─ 信為道源功德母

發菩提心 「入道要門
立願居先」
。

《華嚴經》云 「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學佛態度 尊師重道 學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修行人只得自己一個。

萬法唯心 「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
生佛不二 一切萬法不是一家

《起信論》云 「本覺本有

朝暮課誦 早上發四十八大願 與阿彌陀佛同
心、同願 晚上將日間的心行與《無量壽經》第
三十二至三十七品對照 與阿彌陀佛同解、同
行。

而是一體。

蕅益大師在《要解》裡告訴我們 第一、
「信自
己」
。信自己有佛性 信自己性德與諸佛沒有兩
樣。特別是信自己依本經修學 決定能往生不
退成佛。第二、
「信他」
。
「他」指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為我們介紹西方極樂世
界 決定是真實的 佛不打妄語 佛沒有理由
欺騙我們 我們對他的話要完全相信 決定不
懷疑。要相信阿彌陀佛度眾生的真實大願。要
能信受奉行。
不覺本無。」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
「一切法唯心所現 唯
識所變」。
深信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
未證得阿羅漢果 不可相信自己的意思。

解 ─ 智慧
看破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學佛就是要恢復自性真心。
學佛學阿彌陀佛 要學得跟他一模一樣。
眾生迷於自性 皆因妄想、分別、執著。佛教我
們放下妄想、分別、執著 便能破迷為悟 恢復
自性真心 永脫輪迴 離苦得樂。
佛的心是清淨平等覺 我們所修的是清淨平等
覺 所證得的也是清淨平等覺心。
「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
。修行絕對不是要知道
很多經典 修行是著重在心地清淨。

發心為首;修行要務

生活的行持 念佛為正修 生活中認真落實淨
宗行門五科 ─ 三福、六和、三學、六度、十大
願王為助修。
修學檢測 定期檢測自己是否煩惱輕 智慧長。

證
信受奉行 決定往生 不退成佛。
『諸位一定要明瞭 人生確實是一場夢 不是
真的。
「人生如夢」 這是事實 一點都不假。佛
在經上常常比喻「夢幻泡影」 不要以為是事實
不要當真。這裡原本沒有得失 「萬法無常」
要真正覺悟。真正悟了 你才能把一切都捨了
財、色、名、食、睡 五欲六塵都能放下。夢幻
泡影 沒有一樣是真的 一切法都不真實 只
有「念佛求生淨土」是真的。能把一切假的捨
棄 真的做到了 那就恭喜你 你這一生決定
成佛了 這一生沒有白過。』 恭錄自《無量壽經講
記》德遵普賢第二 -- 第二冊第一一○頁)

附上中峰禪師在《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的
開示至希共勉。
便就今朝成佛去 樂邦化主已嫌遲
那堪更欲之乎者 管取輪迴沒了時
妙明組組員李萍撰文

行 ─ 放下我法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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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如貧得寶第三十七：
如貧得寶第三十七： 所作如犯。即自悔過。去惡就善。朝聞夕改。

改往修來，洒心易行之修學歷程報告
儘管妙明組同修已跟隨鄒老師修學已近十年之
久 儘管大家對所修學佛法的理論和方法好像已有
掌握 儘管大家為大眾報告時 都能講得頭頭是道
但原來這仍不算是學佛 因為還沒有真正落實佛陀
的教誨
二○一二年十月大家在「馬港淨宗同修佛法交
流會」中獲得一片讚許聲後回港 剛到埗香港國際
機場 出閘後 老師隨即召集大家共修 就同修過
往的修學給予指導及評語 送了四字真言 ─ 「一
文不值」。
得到老師不留餘地的評估 妙明組同修心悅誠
服 非常虛心接受老師的指導。為什麼 因為學佛
多年拿不出成績 未能達到修學的最低標準 ─ 功
夫成片 過往的修學 正如老師所說「一文不值」
。
老師的四字真言 激發妙明組同修生大懺悔心
回港後 決心要找到修學不得力的原因。經過多次
深層次不斷地審查和反省 並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歷時約四個月 於二○一三年二月往馬來西亞參與
共修臨行前的二天 妙明組同修終於找出修行不得
力的原因 並決定「改往修來 洒心易行」
。

修學不得力的主要原因 ─ 沒有尊師重
道。盲修瞎練 也就是沒有如理如法去修學。
不是「
不是「於此經中 生導師想」
生導師想」
經過多年修學《無量壽經》 讓我們明白到 我
們既然要學佛 阿彌陀佛就是我們的老師 而
《無量壽經》就是阿彌陀佛對我們的教誡。真
正的尊師重道 就是要「信受奉行」 把《無量
壽經》的字字句句落實在生活中 但我們對阿
彌陀佛 只有表面禮敬的樣子 實際上是陽奉
陰違 沒有發心認真學習《無量壽經》
。老法師
淨公上人說 要學得跟阿彌陀佛一模一樣 要
把自己也變成阿彌陀佛 這才是真正的學佛。

沒有持戒的心
學佛的樞紐是戒定慧

而尊師重道就是根本的

大戒。沒有持戒的心
則不能夠開智慧。

不可能會得定

沒有定

佛在《觀無量壽佛經》教導我們 「淨業三福」
是一切諸佛的淨業正因。第三福「發菩提心」
的因 就是建立在第一福「奉事師長」及第二
福「受持三皈」
。由於沒有尊師重道 所以菩提
心發不出來。沒有發菩提心 是決定不可能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

學佛的目標不清晰
老法師說 我們今生得到人身、聞到佛法 唯
一要做的事就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成佛 幫助
一切苦難眾生。
《無量壽經》是一生成佛的經典
現在我們遇到了 但卻沒有珍惜這樣殊勝的因
緣。這皆因我們不察覺今生成佛的因緣已經成
熟 所以仍然眷戀娑婆世界 沒有決心求生西
方極樂世界。由於學佛的目標不清晰 沒有定
位 很容易被周遭的人事物所轉 迷於世出世
間法 太相信自己 修行自然不得力。
總而言之 同修們查找到自己所犯的過失 就
是沒有真正落實《無量壽經》 沒有在生活中以《無
量壽經》作對照。學習經教 有薰無習 依自己的
標準 得少為足 所以得不到實益。
透過二月份參與「馬港淨宗同修佛法交流會」
學習「修菩薩道」
、
「為菩薩道」 讓我們更鞏固及掌
握我們的修學。
老法師教導我們 「修菩薩道」就是學菩薩 要
作菩薩 要修覺悟的心 即是「三皈依」 要修清淨
心、平等心 正知正見 、覺心。如果不修菩薩道
要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絕不可能。西方極樂世界
不但是菩薩法界 而且是普賢菩薩法界。
「為菩薩道」
就是要度眾生 就是為度一切眾生。又曰 「聖人之
所以成聖者 無他 勤於講學 勇於改過而已 其
教化眾生貢獻社會 亦無他 勤教學勇改過耳。」
同修們痛定思痛 決心依老師的教誡「持戒念
佛」 ─ 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以自己真正落實
感化一切有情 就是持戒 學習大勢至菩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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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念佛。具體的落實 依《無量壽經》
「悉持思之
悉奉行之」 改變自己錯誤的思想、見解、行為 把
自己打造成阿彌陀佛的應化身 與阿彌陀佛同心、
同願、同解、同行 共同參贊彌陀平等度生的大業。

絕於多生。」同修們已決志 把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為今生得人身唯一的一樁大事 「當孝於佛 常念師
恩」「如來所行 亦應隨行 種修福善 求生淨剎」
。
阿彌陀佛

經云 「若不往昔修福慧 於此正法不能聞 已
曾供養諸如來 則能歡喜信此事。」妙明組同修當
珍惜自己今生非常稀有殊勝的學佛因緣 「奉持經戒
如貧得寶」。古大德云 「明者德隆於即日 昧者望

妙音組組員陳啟民撰文

慚愧及懺悔對修行的重要性
末學是一名律師 由於職業的關係 對於每件
事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很相信自己。習以為常
對於親教師 — 鄒老師對自己的指導 也有自己的
想法。雖然口裡沒有說出來 但是心裡面總會覺得
即使自己是有不對 也不是全部都錯 自己還是有
一點道理。

勸也是徒然 根本不肯聽 自然不會信受奉行。這
些開示對末學有很大的啟發及撞撃
撃 這一生人從未
試過感到這樣羞愧 無地自容。一直以來都認為自
己是力行老師的教誨 原來自以為是 竟然做出那
樣叛逆的事情 內心頓然生起後不再做的決心 要
改過自新。在道場共修時 亦向大眾發露懺悔。

二○一二年八月初 老師再指出自己的毛病
並給與指導。但由於自己還是執迷不悟 所以無法
接受 且心中還憤憤不平 因有所保留 無法放下
更起對立。幸得老師和妙明組同修的指導和幫助
才漸漸地明白到自己是錯到底了。透過這次的體驗
末學學習到 在一切境緣中只是修 一、自己是否
有支配控制 二、有沒有自私自利 為自己就是惡
三、是覺還是迷 不知道眼前的一切人事物是虛妄
就是迷 。明白到要學習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修行只
有自己一個 一切人事物都是阿彌陀佛的化身來教
化自己 幫助我們修清淨心、平等心、正覺心。

雖然有了這次的觸動 但是覺心仍未足夠 還
未徹底放下自己的知見。故此 過了不久 自己對
立的心又再生。老師很明確地警告末學 若繼續以
這種學習態度 這一生肯定不會有成就。

過了幾天 老師再問末學在這件事上是否還有
其他的學習體會 回答沒有。老師便指出 末學一
直欠缺尊師重道 對於自己的過失沒有發大慚愧心
決心後不再做 所以很容易便會再犯 這次已經是
二○一二年第二次 第一次發生在五月份。慚愧心
是我們的性德 普賢菩薩「十大行願」就有「懺悔
業障」 一個人無慚無愧 學佛不會有成就 因為我
執堅固 而我執就是六道輪迴的因。
為了準備二○一二年十月前往馬來西亞的佛法
交流會 主題是「透過災難帶給我們警世覺悟 以
真誠心自我省思 找出修學不得力的原因」 我們妙
明組需要整理和輯錄老法師淨公上人在《無量壽經
講記》的開示 而末學負責的綱領剛好是「怎樣才
是尊師重道」
。透過翻閱老法師的開示 明白到為什
麼佛道是師道的圓滿。如果沒有孝親尊師 無論老
師怎樣用心教導 都不會得到受益。因為有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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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老師的教誨後 真的知道自己所犯的錯非
常嚴重。要怎樣才不會再犯 想起之前為馬港淨宗
同修佛法交流會而輯錄的老法師開示 「開示正道、
截斷狐疑、度未度者」 末學立即以至誠恭敬心、懺
悔心細看了一遍 領悟到修行是修清淨心、平等心、
覺心 一切人事物是讓末學去歷練 全部都是阿彌
陀佛變化宣流所作。真相是「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對任何人事物有一種想法肯定是迷 肯定是自己錯。
從此末學開始放下自己的知見 之後還經歷密
集的共修 不斷放下自己的念頭。故此 真箇體會
到 凡是想東西都是在打妄想 包括想佛法都是錯
的 但是這一點道心還未鞏固 直至聽到廖興旺師
兄 老實念佛己經做到功夫成片的同修 生活念佛
的體會報告 內心生起很大的慚愧心 終於醒覺到
自己實在錯到徹底。一直以為能夠講得到一點佛理
就是修行 自以為是 兜兜轉轉尋找的修學方法
原來老法師和老師一早已告訴我們 只是自己未肯
完全放下自己的知見 所以老師的教誨起不到作用
變成一些記問之學 實在很痛恨自己為什麼這樣愚
痴 到了現在才肯真的信佛。
末學雖然學佛已超過十年 但是一直都是盲修
瞎練 學佛最難之處 並不是要放下名聞利養、家

親眷屬 而是放下我們對一切人事物的見 很多時
候自己起見 不但全不察覺 還不肯承認。由於從
來沒有在起心動念之處放下知見 所以沒有修行。
我們不願意放下自己的知見 主要原因是有驕
慢的心。特別是知識份子 我執堅固 要面子。唯
有真正多次發大慚愧心 才能把堅固的我執放下一
點 願意接受佛陀的教誨 不再相信自己 真正信
受奉行。

《無量壽經》第三十七品 「所作如犯 則自悔
過」。懺悔著重在不二過 知道錯了 後不再犯
這是懺悔。但要先悔過 然後才能「改往修來 洒
心易行」 這個先後次序非常重要 不能忽視。
末學以自身的修行歷程 供養一切有緣眾生
希望大眾以此為鑑。祈願大眾「依佛所行」「專精
行道」 早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不退成佛 幫助一
切苦難眾生。
妙音組組員梁慧寳撰文

同修之修學個案
告

藉以下同修「改往修來 洒心易行」之修學報
供養大眾 同沾法益 「普利群萌」。

自私自利 修學只為自己能够往生西方
以往到道場學習佛法 目的只為了自己能夠往
生西方。現在明白 這是自私自利 不但不能
往生 還會墮三途。阿彌陀佛的心願是「輪迴
諸趣眾生類 速生我剎受安樂」
。故此 學佛
學阿彌陀佛 要學得跟他一模一樣。因為這是
性德。

著了報告的相
為大眾報告學佛體會時 總會有憂慮牽掛。例
如擔心自己報告得不好 又或會怯場。起的全
是妄想、分別、執著。能夠發心將自己的修學
為大眾報告 是利他;放下憂慮牽掛 講得好或
不好這些念頭 是自利 同時也是持戒。經云
「聞已受持及書寫 讀誦讚演并供養 如是一
心求淨方 決定往生極樂國。」不僅歌嘆佛德
也禮敬諸佛 廣修供養 常隨佛學。全在自己
一念的轉變 當下的用心 如是三學、三福、十
大願王圓修。

與人對立 看別人的不是
沒有發心學佛
與眾生對立時 現在已不再與人計較 並肯忍
讓 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學佛的功夫修得不錯
殊不知這已起我見我執。
「覺得自己學佛的功夫
還很不錯」 是我執 「不與人計較」是我慢。每
天在造三途 還覺得自己是在學佛。佛的心是
清淨 沒有污染 是平等 沒有人我是非 是慈
悲 「於諸眾生 視若自己」
。佛心是「常運慈心
拔有情 度盡無邊苦眾生」。

為了安大家的心 老師常常在講席上說到 他
願所有的同修先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他會留
守到最後一個。他同時也鼓勵大眾同發此心。
自己聽後 嘴上雖說跟隨 但心底確有所保留
不希望自己是最後一位才往生。現在明白 能
同發此心 同發此願 就是與阿彌陀佛同心、
同願、同解、同行 當下就是彌陀的應化身。
「阿彌陀佛那有不到西方極樂世界的道理」
。

對於老師吩咐的事不能直下承擔
妙明組撰文

老師吩咐 為利益大眾 應當發心編寫淨宗學
人修學指南。自己沒有直下承擔 因為覺得自
己能力不逮。原來這已是增長我執 若能當下
承擔 就是放下我執 就是自行化他 修菩薩
道 為菩薩道。因為 老師吩咐的事情都是為
利益眾生的事。念念為眾生 這是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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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福慧始聞第四十七：
福慧始聞第四十七：

人身難得佛難值。信慧聞法難中難。
若諸有情當作佛。行超普賢登彼岸。

二○一二年度活動一覽
活 動 項 目
甲
1
2
3
乙
1
2
3
4
5
6
丙
1
2
3
4
5
丁
1
2
3
戊
1
2
3
4
5
6
7
8
己
1
2
3
4

定期學佛講座 / 活動
《無量壽經講記》 二
(共 54 講)
真信、切願、力行小組聚會
念佛會
專題講座
「修學六和敬」之六《十善業道經》
上
下
定 弘法師主講
「悟梵法師往生的啟示」
「如何修行才能有把握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信受奉行」
「一切法從心想生」
「三皈依」之修學報告(三)
念佛活動
七天精進念佛
2012 年消災解難佛七念佛法會
2012 年 9 月 24 小時念佛法會
2012 年 12 月 24 小時念佛法會
彌陀聖誕 24 小時念佛法會
佛法交流會
2012 年 2 月馬港淨宗同修佛法交流會
2012 年 6 月馬港淨宗同修佛法交流會
2012 年 10 月馬港淨宗同修佛法交流會
共修 / 研習
妙行組專題研習 --「如何修行才能有把握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
張淮河師兄往生的啟發
「2012 年 6 月馬港淨宗同修佛法交流會」
體會報告
「2012 年消災解難佛七念佛法會」體會報告
「2012 年 9 月 24 小時念佛法會」體會報告
「2012 年 10 月馬港淨宗同修佛法交流會」
體會報告
修學之自我省思
「2012 年 12 月 24 小時念佛法會」體會報告
其他
法藏文化協會 2012 年和諧一家晚宴及
專題學習指導「至誠感通」
向老師請法
以真誠心與老師對話(三)
「知恩報恩」晚宴

日 期
每隔一個星期五及逢星期六
每月二次
逢星期六及星期日

本會道場

2012 年 1 月 30 日至 8 月 27 日
2012 年 2 月 4 日
2012 年 4 月 14 日至 10 月 13 日
2012 年 6 月 16 日
2012 年 7 月 28 日
2012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8 日
2012 年 4 月 4 日至 11 日
2012 年 8 月 4 日至 25 日
2012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
2012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
2012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
2012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
2012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2 日
2012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本會道場

澳門菩提禪院
本會道場

馬來西亞吉隆坡

2012 年 1 月 16 日至 3 月 12 日
2012 年 4 月 21 日
2012 年 7 月 7 日
2012 年 9 月 1 日
2012 年 10 月 6 日

本會道場

2012 年 11 月 3 日
2012 年 11 月 10 日及 17 日
2012 年 12 月 22 日
2012 年 2 月 4 日
2012 年 2 月 11 日
2012 年 8 月 11 日及 18 日
2012 年 9 月 15 日

若文字或詞句有錯誤，敬請指導，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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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香港醫學會宴會部
本會道場
香港醫學會宴會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