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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上淨下空老和尚開示】 

  「祭孔」的意義──夫子之道對現代人的啟示 

  在古代，夫子被遵奉為「天之木鐸」、「天縱之聖」。

《說文解字》中指出，「聖者，通也。」夫子通明天地

之道，承先啟後，以儒家學說教化人倫行持正道。正如

「儒」字所表，一個「人」、一個「需」，生而為人之所

需要。他的思想教化著一代一代的中華兒女，成為中華

民族重要的文化內核，並繼續造福後代子孫及全人類。 

  祭孔是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提倡，一直延續到現在的

重要祭祀活動。祭孔的意義首先是不忘本。中華文化從

堯舜開始，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一脈

相承。孔子把這些聖人的學問融會貫通，集古聖先王之

大成，所以後人稱他為「大成至聖先師」。我們跟孔子

學，就是學了全部聖人的學問。他老人家是「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對古聖先王完全信任、身體力行。而孔子

以後的聖賢人都是遵循他的教誨、效法他的風範，所以

可以說，沒有孔子就沒有中華文化的傳承。 

  其次是尊師重道。身命得自於父母，慧命得自於老

師，師徒如父子，老師的恩德跟父母的恩德是等同的。

懂得感恩老師，就會尊重老師的每一句教導，依教奉行。 

  孔子在《孝經》上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這個能使天下人心和順、

互愛和睦、尊卑上下、和合無怨的道是什麼？孔子說：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先王的至德要道

就是孝道，這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就從這裡產生。 

  中國的文字是表意的文字，是智慧的符號。中文「孝」

字，上面是個「老」字，下面是個「子」字，代表上一

代和下一代是同體而不可分割。上一代還有上一代，找

不到開頭；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找不到盡頭。所以孝字

的深意是：宇宙無始無終的時間與無量無邊的空間，是

一個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生命共同體。在這一體中，

每個人自性本有的「父子有親」的親愛是原點。將這種

無私的真愛發揚光大，去愛一切人，就是「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發揚這樣的悌道，就能達到宇宙的和諧。 

  孔子在《論語》上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君子凡事講求根本；有了

根本，就能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孝敬父母、尊重師長就

是仁的根本。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從

孝悌之道再發展出來五倫五常、四維八德。人心只要回

歸到孔子所教誨的中國文化道統，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第三是見賢思齊。孔子的身教給後世的子弟強大的

精神力量，尤其現在是道德淪喪、文化危急存亡的時代，

更能啟發我們如何處世待人。孔子面對禮崩樂壞的天下

說到：「《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

體現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反省態度。孔子五十知天

命，知道自己應該承傳道統，不虛度這一生；「知其不

可而為之」的獻身精神，啟發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利他情

懷；溫良恭儉讓的涵養，有教無類的平等慈悲，因材施

教的善巧智慧……還有太多太多值得我們觀察並效法

的風範。孟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只要肯努力發憤，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顧炎武先生曾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

所處的地球像一個村落一樣，密切關聯，真正是一個命

運共同體。全人類都面臨著當前種種嚴峻的挑戰，如果

每個人都有感恩的心，能不忘本、尊師重道、見賢思齊，

社會安定，世界就會祥和。真聽老人言，幸福在眼前，

孔子如同一位五千年智慧的老人，在前面為我們帶路。 

  讓我們效法孔子，以「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

來自我要求，時時為人演說。這就是真正的落實普賢十

大願王「請轉法輪」、「請佛住世」，這樣就能轉業力為

願力，化危機為轉機，讓整個中華民族以及全世界的人

民對中華文化生起堅定的信心。 

本文節錄自【孔子的言傳身教對現代人的啟示——二Ｏ一

九年香港「孝親尊師 世界祥和」祭孔大典致辭】（共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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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講座】 

學院法師專題習講 

  淨宗學院自成立以來，為遵循院長
上
淨

下
空老和尚的

教誨，禮請法師長駐講經。每週一至週日，於嘉南堂（學

院講堂）進行淨土經典之學習心得分享。 

 

 

2019年 10月 18 日起實施 

時間 課程 

05:15～06:30 恭誦《無量壽經》／念佛 

06:30～07:00 念佛／迴向 

07:00～08:30 早餐、出坡 

08:40～10:00 
悟勝法師《無量壽經》 

（週一至週日） 

10:15～11:15 
智揚法師《無量壽經》 

（週一至週五） 

12:00～14:00 午餐、午休 

15:50～16:50 
法性法師《無量壽經》 

（週一至週六） 

17:00～18:00 晚餐 

18:00～18:50 
悟莊法師《了凡四訓》 

（每週二、五；週六 08:30～10:00） 

19:00～20:15 恭誦《無量壽經》／念佛 

20:15～21:00 念佛／迴向 

21:00～22:30 洗漱、熄燈休息 

備註： 

1.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14:20～21:00三時繫念法事。 

2. 每月第一週中文道德講堂；英文道德講堂另行公告。 

3. 學員每日至少拜佛 300拜，義工每日至少拜佛 100

拜。 

4. 課表將依實際情況調整，請以現場公告為準。 

 

圖 1：
上
悟

下
勝法師習講《無量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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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上
法

下
性法師習講《無量壽經》。 

圖 4：大眾專注地聆聽法師講課。 

圖 3：
上
智

下
揚法師習講《無量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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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中文學校】 

學生孝心力行 

  2019 年 7 月 27 日，阿彌陀佛中文學校為童蒙養正

冬季假期班的學生舉行「孝心力行活動」頒獎典禮。典

禮現場清淨莊嚴，法師和老師依學童們的力行表現，頒

發居敬獎、養樂獎、康壽獎、圓夢獎及絕憂獎，共五種

不同的獎項，鼓勵學童不但要將「孝」落實在日常生活

當中，更要積極地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恩之心。 

 

 

 

 

 

 

 

 

 

 

 

 

  孔子在《孝經》中講道：「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

其敬，養則致其樂。」因此，頒獎典禮的前兩個獎項就

是「居敬獎」和「養樂獎」，頒發給在日常居家時，能

以恭敬的態度、莊重的容色去侍候父母的學童，以及在

奉養父母時，能聽從指令、歡喜付出、和顏悅色，無所

拂逆，讓父母盡其歡樂的學童。獲得「康壽獎」的同學，

在本次活動中，盡力奉養父母長者，包含為長輩洗腳、

按摩、捶背、梳頭等，以令父母健康長壽。「圓夢獎」

則頒發給在班上懂得尊敬老師，團結友愛同學，並用功

讀書的學生，期勉他們圓滿父母望子女成龍鳳的心願。

最後一個獎項是「絕憂獎」，用以肯定一直保持自己身

體健康、品學兼優，讓父母斷絕心之所憂的孩童。 

 

 

 

 

 

 

 

 

             

 

 

 

 

夫子誕辰專題課 

  9 月 28 日，阿彌陀佛中文學校以「緬懷至聖，慎

思追遠」為題，舉辦夫子誕辰專題課。全體師生以至誠

之心，感恩孔老夫子為世人留下的精神瑰寶，並共同學

習至聖先師「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的美好德行。

老師除了透過播放《孔子》影片及講述孔子的故事，向

學生介紹夫子的生平，也藉由豐富的教學內容，如：讓

孩童抽籤朗讀《論語》經典語句，創造師生互動交流的

機會，提高學習成效。 

  孔子因教學需要，曾投入數載編纂《詩》、《書》、

《易》、《禮》、《樂》、《春秋》六經。本次課程即令孩童

共同吟誦《詩經．鹿鳴》篇，讓他們體會迎接賓客、慕

求賢才的喜悅之情。最後，全體一起讀誦《論語》，並

向孔夫子行三叩首禮，感恩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及度厄艱辛，論著經典的精神。 

 

 

 

 

 

圖 6：學童於頒獎典禮中表演《好一個乖寶寶》與《跪羊圖》，

立志做父母老師、古聖先賢及諸佛菩薩的乖寶寶。 

 

 

圖 5：孝心力行頒獎典禮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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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百善孝爲先，孝親尊師是人倫的根本。孩子踐行孝道，

就是在回歸本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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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阿彌陀佛中文學校全體師生及家長共同讀誦《論語》，

並向萬世師表孔老夫子行三叩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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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先修班／漢學示範班】 

七～九月學生學習情況與大事記 

淨宗學院文言文先修班學生 撰文 

認識英國漢學院 

  今年 8 月，
上
悟

下
平法師不辭千里地從英國來到淨

宗學院，向同學們介紹「英國漢學院」及其報考流程，

解答同學們的疑惑，並鼓勵大家珍惜時間、立定志向，

努力學好傳統文化，以不辜負老法師的厚望。 

 

 

 

 

 

習勞知感恩 

  在法師的帶領下，先修班的同學乘車前往圖文巴西

布魯克（Westbrook），清潔打掃未來的新校區。同學們

共同粉刷校舍牆面、擦拭裝修後的灰塵，並幫忙安置及

整理學校用品。藉由習勞活動，同學們充分地體認何謂

「身勞而心安」；此外，亦領會到無論做事或讀書，都

需要專注、用心，才能學以致用，而不致於事倍功半。 

 

 

 

 

 

 

 

 

 

《了凡四訓》課程 

  《格言別錄》云：「定火工夫，不外以理制欲。理

勝，則氣平矣。」經長期參與《了凡四訓》課程，聖賢

經典中的「理」已逐漸深植於同學們的心中。走在學習

的漫漫長路上，同學們開始學會因「明理」，而懂得應

時常端身正念、自我檢討，並明瞭學習必須要持之以恆，

才能學有所成。 

第一屆漢學示範班開學典禮 

  9 月 28 日，值孔老夫子聖誕日，學院於大講堂舉

行「第一屆圖文巴漢學示範班」開學典禮。14 位莘莘

學子向三教聖人和師父上人行三跪九叩首禮；共同觀看

師父上人的開示影片；聆聽學院副院長
上
悟

下
行法師、學

院法師代表
上
悟

下
謙法師的致詞勉勵，以及學生代表鄭義

博同學分享學習心得；並在大眾的見證下，向學院
上
法

下性法師呈上戒尺，懇請師尊不吝賜教，不憚鞭策，令

同學們得以成人、成材，立功、立德。 

  師父上人冀望同學們能有六大：「發大心」、「立大

願」、「扎大根」、「固大本」、「修大行」、「證大果」，以

延續古漢語的命脈，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師父上人期勉同學們真正落實聖

賢教育；這樣同學們不但能救自己，還可以救家庭、救

社會。若將影響力逐漸擴大，就能讓全世界，乃至無量

無遍的眾生都受益，自然成就太平盛世。 

   

 

 

 

 

 

 

 

 

 

 

 

 

圖 11： 
上
悟

下
莊法師習

講《了凡四訓》。 

圖 12：學院法師、老師、漢學先修班一、二屆同學，及漢

學示範班第一屆的新同學於開學典禮共同合影。 

圖 9： 

同學們全神貫注

地聆聽
上
悟

下
平

法師介紹英國漢

學院。 

圖 10： 
上
智

下
揚法師及

上
悟

下
莊法師帶

領同學至西布

魯克打掃校舍。 

圖 13： 

同學向法師呈獻戒

尺，儀式莊嚴肅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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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道德講堂】 

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期道德講堂回顧 

淨宗學院中文道德講堂主持人－高涵 撰文 

 

 

 

 

  這個春天，學院結束了中文道德講堂第五十三、五

十四及五十五期的課程。參加人數雖不多，但是影響卻

很深。 

  俗話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萬物復甦

的季節，是生發的季節。在這樣的時節中，每一位參學

的同修都殷切地期盼，傳統文化和漢學可以在每一個人

的心中萌芽，在每一個家庭中傳承，在每一個族群中被

效倣，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生根、發芽。 

  本季在兩期的課程中，播放了一部名為《孔子》的

影片。該片還原了孔老夫子為官治理魯國時，所遭遇的

種種不順，以及夫子辭官後，周遊列國 13 年，不斷碰

壁的坎坷旅程。影片開篇的第一句台詞，是年邁的夫子

講道：「禮、樂、仁、和的夢想，只能寄託於後世了。」

接著，借衛國皇后南子之口，導演說出了他想表達的觀

點：「世人也許很容易了解夫子的痛苦，但未必能體會

夫子在痛苦中所領悟到的境界。」 

  夫子曾說，他「五十而知天命」。雖仕途不順，但

是他從未丟棄在魯國恢復禮樂的理想。在一方做官能利

益一方百姓於一時，但「教育」卻可以利益萬方百姓於

千秋。於是，孔老夫子將他的後半生致力於教學、講學

及編纂經典，以將祖先的教誨留給後世。本片亦杜撰了

一個橋段，講孔子的高足顏回不顧生命危險地跳入冰湖

中撈取經書。這個片段雖然不符合史實，但表達出製作

團隊希望將孔子辛苦半生所編纂的經典流傳於後世的

心意。 

  在相近年代的印度，釋迦牟尼佛也在講經說法。古

聖先賢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寶藏讓我們學習。不管是孔

老夫子，還是釋迦牟尼佛，他們講學的目的都不是為了

被奉為聖人，而是要讓後世出現更多位聖人，以持續傳

承、建構理想的大同社會。 

 
 

張同學 

  我一度時間認為人性是經不起推敲的，……人

的內心裡蘊藏了無窮的惡念。有幸的是這一次聽到

了師長的開示，我才明白了「人之初、性本善」，我

心底的那一絲惡念，並不是我與生俱來的，這些都是

我在成長中不經意沾染的習氣。 

  這些習氣積少成多地污染了我原本純淨的念

頭，但這些念頭足夠壯大的時候，就會改變一個人的

心性理智，影響你的判斷，左右你的抉擇。倘若成千

上萬的人都受到這樣的污染，這些無量的惡念會感

召怎樣的災難啊！ 

  直到此時，我才明白為何要學習傳統文化。這是

在教會我們的後輩子孫：若是沒有了傳統文化，就等

同於失去了擦拭心靈污染的方法。可能會有更多的

人在罪惡的邊緣徘徊。 

 

 

 

 

 

 

 

 

 

 

 

圖 14：第 53 期道德講堂合影。 

圖 15：第 54 期道德講堂合影。 

圖 16：第 55 期道德講堂合影。 

   14 15 16 

圖 17：參加第 53～55 期道德講堂的學員們，在愉快的氛圍

中一起學習，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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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多元文化】 

 

 

 

  8 月 11 日，圖文巴一年一度的「語言文化節」在

皇后公園（Queens Park）舉行。「圖文巴多元宗教合作

會」（Toowoomba Interfaith Working Group，TIWG）與

「圖文巴和平青年團」（Toowoomba Youth Peace Group）

各派數位代表至現場擺攤，向民眾展示世界十大宗教的

經典語句，並結緣多套象徵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諧共

榮的叢書：《宗教經典 360》。現場亦提供免費的茶點及

兒童遊戲區，以邀請更多具有不同信仰的居民加入促進

圖文巴整體社區和平、和諧的行列。  

 

 

 

 

 

 

 

 

 

  為了促進圖文巴社區成員間的良好互動關係，今年

8 月至 9 月，「圖文巴善心委員會」籌辦了一系列的活

動，包含：多元文化交流會、社區茶點聚會、婦女論壇、

社區成長討論會，及社區對話午餐會等，創造了許多能

讓不同宗教和文化相互交流、理解的機會。 

 

 

 

 

 

 

 

 

 

 

 

 

 

  「花卉嘉年華」是圖文巴自 1949 年起，遠近遐邇

的年度盛典。9 月 21 日，由各宗教代表所組成的「圖

文巴多元宗教合作會」成員以歡喜心，共同參加今年花

卉嘉年華的花車遊行（Floral Parade），向觀看遊行的大

眾散布宗教團結之愛。 

 

 

 
 

多元文化論壇（全程以英語進行） 

International Interfaith Peace Conference 

報名網址｜https://bit.ly/2YLU9RL（免費報名） 

日  期｜2019 年 11月 29～30 日 

活動傳單｜https://bit.ly/2YXCp6x  

活動行程｜https://bit.ly/2JVlNFY  

會場地點｜St Patrick’s Cathedral Centre, 123 Neil St,  

     Toowoomba QLD 4350 Australia 

 

淨宗學院季刊（2019年 09月刊） 

發行單位｜淨宗學院 Pure Land Leaning College Association Inc. 

地  址｜57 West Street, Toowoomba QLD 4350 Australia 

電  話｜+61 (0) 746 378 765 

 

電子郵件｜pllc2001@gmail.com 

官方網站｜http://new.pllc.cn/ 

第 14屆圖文巴語言文化節 

The 14th Toowoomba Languages & Cultures Festival 

圖文巴善心委員會  

The Goodwill Committee of Toowoomba 

圖 18：代表們在語言文化節中宣傳多元和平的理念。 

第 70屆圖文巴花卉嘉年華 

The 70th Toowoomba Carnival of Flowers 

圖 21：圖文巴各宗教代表及學院法師一同參與花車遊行。 

圖 20：圖文巴善心委員會在淨宗學院舉行交流餐會及討論會。 

圖 19：多元文化交流會和婦女論壇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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