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院長上淨下空老和尚開示】 

   災難的原因及應對方法 

  世界動盪。從前我們講「世界動盪」是個形容詞而

已，那怎麼可能？這麼大世界，你怎麼能叫它動起來，

不可能。現在是真的，不是假的。全世界的人在這場大

災難之下，我相信有不少人會認真反省。凡事有個因、

緣、果報，這個災難的因緣果報從哪裡來的？為什麼會

有？如何避免？ 

節錄自【晚餐談話】（檔名：T20200304-04-002） 

  主要的還是人心。人心不善，所思，思想、言論、

行為都不善，不善的感應就叫做「病毒」。病毒是什麼？

反常。現在人實在講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順、什麼叫反

逆，不知道，不但沒有學過，聽都沒有聽說過。善跟惡

顛倒了，招來的這些，我們把它換句話說，垃圾，每天

吸收這些東西，飲食、說話都如是。從根本講起來，對

於傳統文化他不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好，傳統文化老祖

宗留下來的，那都是最好的藥方，有小的瘟疫，這個東

西、這個現象它能治，而且非常有效。所以中國的醫生

古老的這些方子，治現在的奇奇怪怪的病毒它有效。 

  總而言之一句話，究其根柢，他的心善不善，心要

善，病毒來，這個善是抵抗它，不在乎的，不把它放在

心上。如果這些防禦出了問題，麻煩就來了。他要能夠

像中國人一樣，接受老祖宗這些觀念，這些想法、做法，

用它來防禦、用它來治病，有效。相信一句聖人言，人

心善良，不會有災難，災難是人心出了問題，這是從根

上說的。這病毒的根從哪來？不善的思想、不善的言論、

不善的想法、不善的說法，病根從這生的。如果一切都

善，這個病毒就消失了，特別是瘟疫，真能幫你化解。

中國老祖宗厲害，這病怎麼起來的？他從根上找的，給

你說的，治療也從根上治的。一切歸於善心、善意，你

統統一生都是善良，病毒怎麼能侵害你？所以走到最後

的根本，還是自己善心、惡念走到這裡。說得有道理，

我們仔細去觀察，果然如是。又有一句老話說，病從口

入，「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節錄自【針對疫情開示】（檔名：T20200303-01-001） 

  災難從哪裡來的？佛法裡面、老祖宗告訴我們，老

祖宗給我們的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上天降給我們的

是吉祥。如果相反，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現在社會造

成這麼混亂，是普遍的遠棄三綱五常八德，災難來了，

跟古人在幾百年前所說的完全相應，我們還有什麼話說。

你要不相信，把我們暫時這些想法、看法放棄，我們就

把老祖宗的教誨找回來一些，不必完全，只要把孝親尊

師，尊敬老師、尊敬長輩、友愛同學，就把這幾點做到，

社會的樣子就變了。所以老祖宗的東西靈得很，你只要

一轉彎，感應就現前。 

  社會的安全、個人的安全擺在第一，我們要隨順。

隨順裡面把倫理道德找出來。倫理道德是常，現在大家

都忘掉了，反常。人、物，包括動物、植物，它是季節

性的，違背季節就反常，反常會帶來災難；正常，還像

古時候一樣。四季，哪一季有什麼動植物出現，要幫助

它們回復正常。過去，四季好像到某個季節它就反應了，

自然就反應；現在的節氣不正常了，該是春天開的花，

春天沒有了，該是夏天開的花，夏天沒有，這就反常。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生活跟季節相配合，使我們的生

活跟大自然能相配合？隨順大自然，中國古人的生活是

以這個為標準，自自然然跟大自然相配合。四季服裝不

一樣，跟大自然走一個路線，衣食起居都跟大自然相配

合，衣食住行。 

  現在科學進步了，人有能力讓大自然跟著人走，讓

大自然隨順科學，冬暖夏涼，我們四季隨順科學技術。

科學家很能幹，以前沒有人做過實驗，今天來做實驗。

節錄自【晨間談話】（檔名：T202003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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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人去研究，季節變化是隨著變化來變好，還是我

們自己創造一套生活規律？與自然相違背，是好是壞？

我們是讓自然順應我們，還是我們順應大自然？我們看

植物，植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中國這個地方幾

千年來隨順這個規則在走，所以他生活規則柔和的。自

然界能隨順，我們也能隨順。到底是我們應該隨順它好，

還是我們強迫它，要它隨順我們這些科技技術？它隨順

我們了，帶來的是疾病。疾病是不是它們的反抗？我們

有沒有想到？我們需不需要研究出一套跟大自然相應

的生活規律？ 

  今天科學技術發展到現在，我們對大自然的認知開

始動搖，是好是壞現在已經看出來了，我們需不需要反

省？還是隨順好？還是我們發明一套新科技，讓大自然

隨順我們？我們有沒有想到這些？中國幾千年來是隨

順大自然。 

節錄自【早餐談話】（檔名：T20200312-01-001） 

  時時刻刻把這十二個字（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

做好人）記在心裡。從早到晚、從晚到早、從初一到三

十、從年頭到年尾，小心謹慎，絕不違背。我們的起心

動念，不要把這四句話忘掉了，開口閉口就這四句，養

成習慣。現在做兒童、做學生，將來以後在社會上你是

好老師。你把這四句話也要常常放在心上、常常放在口

上。 

  不是好事，不要放在心上；不是好話，不要放在口

上；不是好事，不要去觸摸它；不是好人，決定不能學

習。好人是我們的好榜樣，從哪裡看起？好人孝順父母、

尊敬長輩。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從早到

晚牢牢地記著這四句十二個字，念茲在茲，時時刻刻不

忘記，時時刻刻掛在口邊，這就是真好人、真好事，真

的在存好心。 

  這些年來，關於這些好書，我們印了很多，到處贈

送，目的何在？目的就是化解現在社會上種種背道而馳。

我們要把古聖先賢那個樣子找回來，我們認真學習，從

我做起，發揚光大。我們用這種方法，把過去純正的社

會、和愛的社會再找回來。社會上好人要多；存好心的

人多，說好話的人多，做好事的人多，加起來，做好人

的人多，社會安定、世界和平。 

節錄自【與徐老教授視頻通話】（檔名：T20200324-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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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上
悟

下
全法師、

上
悟

下
勝法師，

及
上
智

下
揚法師專題習講。 

圖 1：淨宗學院法師及大眾一同錄製拜年視頻，齊心恭祝

院長
上
淨

下
空老和尚辛丑年新春快樂、法體安康、長久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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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中文學校】 

全日班教學回顧 

孝順父母 學會感恩 

  《增廣賢文》云：「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

2021 年 1 月 21 日，阿彌陀佛中文學校舉辦了一日孝親

力行特別活動。本活動主題為「孝順父母，學會感恩」，

旨在引導孩子們用實際行動表達感恩──讓孩子瞭解

父母之恩、感受父母之德，進而學會關心照顧父母。 

  活動共分為五個環節：上午是「『孝親尊師』主題

教學」及「愛心便當製作」；下午則為「手語歌曲及詩

歌朗誦表演」、「向父母行跪拜禮」和「請父母品嘗愛心

便當」，邀請學生家長出席。 

． 

 

 

 

 

  當天下午，上悟下莊法師蒞臨現場，為大家講述兩則

孝道的故事，教導學童謹記六字：「聽話、聽話、聽話。」

法師對學童的關心和愛護，深深地觸動著他們純淨本善

的幼小心靈。接著，孩子們聲情並茂地演出手語歌曲《聽

我說謝謝你》、《我願做個好小孩》；朗誦《親愛的爸爸

媽媽》這首詩歌；並為父母獻上真誠的跪拜禮。 

 

 

 

 

 

  行禮完畢後，學童長跪，以稚嫩的雙手捧著自己親

自做的愛心便當，請爸爸媽媽品嘗。孩子們年紀雖小，

卻也能經由小小的付出，向父母表達滿滿的敬愛，讓長

輩感受到幸福和溫暖。一位學生家長對女兒說：「孩子，

妳知道嗎？送妳到阿彌陀佛中文學校，是媽媽這輩子最

正確的一項決定。」 

  整日的孝親力行活動，提供學童一個共同學習「如

何踐行孝道」的機會。孩子們一起動手、相互砥礪、共

同成長；並在活動過程中，深刻地體認到「小羊跪乳，

烏鴉反哺」的重要性。 

 

 

 

 

 

動動小手 豐富身心 

  除了一般性的課程，學校還有為全日班學生設計其

它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教學。如：學習製作三明治，送

給老師、父母和同學們；種植、採收、品嘗菠菜；以及

摘採牛油果等。 

 

 

 

 

 

 

 

 

幼兒畢業 開展新頁 

  2021 年 7 月 1 日是全日制幼兒班的畢業典禮。畢

業後，孩子們便將入學淨宗學院「一條龍學校體系」中

的小學階段──明德國際學校。典禮中，上悟下莊法師期

許每位學童都能在明德學校習得古聖先賢的美好德行，

並將聖賢教誨傳承下去。法師為學童頒發畢業禮物；學

童也親製賀卡，贈送給法師及老師們，以表感激之情。 

 

 

 

 

 

圖 3：小朋友在老師的帶領下用心地製作給父母的便當。 

圖 4：小朋友向父母行跪拜禮，恭敬地奉上愛心便當。 

圖 5： 

孝親力行活動

圓滿落幕，全日

班師生及家長

歡喜合影。 

 

圖 6：學校寓教於樂，促進幼兒身心均衡發展。 

圖 7：幼兒班畢業典禮，學童呈上謝卡，師生歡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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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班教學回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便遭逢疫情的考

驗，2021 年阿彌陀佛中文學校非全日班的家長們仍堅

持讓孩子們持續學習。因此，本學年的平日暨假期班仍

如期進行，部分假期班由於疫情的原因調整為網絡教學。 

 

 

 

 

 

  學校為提供四歲至十七歲孩子適齡的教學，將孩子

們依年齡層分為三個班：大道班、中德班、幼仁班。 

大道班 

  大道班皆為九年級以上的學生。雖然日校學習任務

繁重，但同學們都很踴躍參與班級課程，師生關係融洽。

帶班老師以風趣幽默、循循善誘的教學方式，帶領學生

讀誦經典，並由淺至深地引導同學探討《弟子規》的智

慧，持續扎好「孝親尊師」的根本，以正確的態度待人、

處事、接物。讓同學在潛移默化中，學會導正自己的價

值觀和人生觀、摒棄不良的習氣、樹立遠大的志向。 

  假期班的課程中，學生除了清潔本班教室，還主動

發心為全體假期班師生打午餐、洗碗、打掃餐廳，並悉

心照顧中德班、幼仁班的弟弟妹妹，給弟弟妹妹們作出

了良好的表率。同學們都格外珍惜每一次的學習機會；

一位同學甚至為了不耽誤課程學習，一大早完成家務後，

便立即趕來上課，課間休息時再吃早飯，精神可嘉。 

中德班 

  中德班同學正處於青少年階段，面臨自我統整及同

儕認同的課題，故本班的課程除仍以「孝親尊師」為宗

旨，亦以適齡的方式教學。 

  以「孝親尊師」為主題的課程類型有：考德、習勞、

經典讀誦和識字；教材依學生個別程度作分配，因材施

教。此外，從力行《弟子規》著手，引導同學要孝順、

知感恩、守規矩、懂進退。課堂教學方式以「開放式對

話」為主，通過聊天互動，進一步了解同學居家及在校

的生活。師生間坦誠地交談，不僅加深了彼此的信任，

更便於引導同學們提起正知正見、善護身口意三業、隨

順經典的教誨。習勞課則有助於身心安定、修福培慧。 

幼仁班 

  幼仁班的教學主題是「孝親力行」和「經典讀誦」。

老師每日考德，不斷薰習學生對父母師長的侍奉和恭敬

之心，循序漸進，為其扎下孝親尊師的大根大本。通過

日常習勞的練習，如：擦桌子、掃地、拖地、打掃衛生

間等，鍛鍊自理能力，增强對父母師長的感恩之心。經

典讀誦則採用古人教導的「五日一輪」讀書方法，「一

門深入，長時薰修」。 

  為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引導的過程中，老

師不斷地鼓勵和啟發學生自我改進。藉由講述《德育故

事》，引發其對古聖先賢美好心行的嚮往；通過《德音

雅樂》的學習，讓孩子歌唱以「孝敬」為核心的性德之

歌，以激發他們的好善之心，提高學習的積極性。 

合班網絡學習 

  每週六上午，全體非全日班的同學還會參加合班網

絡學習。授課老師遠在中國，即使在嚴寒的冬日，仍不

辭辛勞地早起為同學們授課。通過經典吟誦、故事分享、

談心聊天以及各種有意義的視頻教學節目，讓同學們越

來越喜歡中國文化。合班上課的大班同學也個個認真學

習，努力完成老師佈置的各項作業，給中班的同學們樹

立了積極向上的榜樣。 

 

 

 

 

 

 

 

 

 

圖 8： 

2021 年非全日

制冬季假期班

師生合影。 

圖 9：各班同學努力學習，認真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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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巴漢學示範實驗學院】 

漢學班學習回顧 

 
 

王同學 男 

  學生在觀看
上
淨

下
空老法師所講述的《太上感應

篇》視頻中瞭解到：原來「呵風罵雨」在佛法裡是犯

了很重的過失。我們遇到任何災變，都要以誠敬心來

應付、思過、懺悔、反省，改過自新，可以化大災難

為小災難，化小災難為無災難，正所謂「境隨心轉」。 

  學生反觀自身，發覺自己在這方面的所思所為

並不理想，是心隨境轉。比如說，學生洗完衣服曬好，

但天下起了雨，以前學生會埋怨：雨下得很不是時

候。後來自我反省，發覺自己的想法是很自私的。因

為學生當時只想到了自己的方便，而沒有想到別人，

沒有想到雨水滋潤萬物。以後學生將提醒自己保持

恭敬之心處事。 
 

張同學 女 

  幾個月過去了，學生印象最深的莫過於老法師

說的那一句：「眾生習氣非常重，絕不是幾句話、幾

遍就能叫他回頭的。」在這一點上，學生可以說是「深

受其害」。 

  從一開始戒「看閒書」的毛病，到後來生活中犯

的大大小小的，甚至有些自己都沒注意到的毛病。有

些佛力加持，學生能立即改正，並記住不要再犯；但

更多的，即使當時改過來了，之後仍會不經意犯下同

樣的錯誤。之前的我或許會認為：「一次、兩次的，

不礙事，我下次再改不就好了嗎？」但這樣日積月

累，水滴石穿，習慣成自然，慢慢地，就會在自己也

不知道的情況下，成了一個面目全非的人──這就

是「習氣」的恐怖之處。 
 

譚同學 女 

  老實說，在第一次聽到「感應」這個詞時，我是

有疑問的。真的有感應？做善就能感善嗎？是真的

有那麼靈驗？那為什麼那麼多人在幹傷天害理的事

情，卻縱享榮華富貴；而有些人老實本份一輩子，命

運卻如此多舛？難道上天也有偷懶、疏忽的時候

嗎？這些問題真的困擾我很長一段時間。 

  後來，在老法師的法語中解開了這個謎團，「至

誠感通」，重點在於「誠」。曾國藩說：「一念不生之

謂誠。」這對「誠」的定義就很清晰地解釋了我的問

題。自己的妄念紛飛，當然求之不得，感之無應；而

且我們要感什麼也很重要。如果想為大眾感應，當然

來得快；為自己個人，可能就慢些。且學生愚見，做

善感善，做惡感惡，這是需要時間的見證，並不能立

竿見影，且個人福報大小不同，受業的時間自然也不

同。 
 

張同學 男 

  在學習老法師《太上感應篇》的課程中，收穫了

很多以前不完善、不清楚、不能融會貫通的一些道

理，也能更深層、更透徹地明白一些事情，但是明顯

還是很差火候（可能因為有時上課不認真的緣故）。

所以以後一定要再看一遍，能讓自己更清楚明瞭。明

理「看得破」，也是為「放得下」的必需品。 

  當自己真正明白一些道理的時候，平時做事，真

的會留意到自己的言語、行為和想法，進而可以每天

慢慢地、一點一滴地改正自己。改正自己、提升自己

真的是一大樂事。雖然自己嚮往頹墮的、造業的娛

樂，但是一天下來真的會感到不安和悲傷，還有些迷

茫；而學習《太上感應篇》就是讓自己無時無刻都要

改正過失。希望自己可以不負眾望，越來越好。 
 

鄒同學 女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凡是自滿的人，

總是會遇到一些吃虧的地方；能夠謙虛的人，一定能

得到利益。就像月亮，月滿時分一定會日漸虧損；月

缺之時，就必定會朝著滿的方向發展。孔子說：「如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心胸

氣度寬大的人，福澤必定豐厚；氣度心量狹小的人，

福澤一定淺薄。這是天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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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同學 女 

  兩個星期前，拿到《老法師的身教》這本書時，

學生欣喜不已。在讀此書時，學生如沐春風，小心翼

翼地品嘗著這位「慈悲的老人」的法藥，感覺老人家

就在眼前指導。從言行舉止到起心動念，學生覺得渾

身上下都被洗刷了無數遍。 

  一位法師的親身經歷解決了學生一直存在的問

題。這位法師問老法師：自己身上有什麼需要改正的

地方？老法師用嚴肅的眼神上下打量這位法師，開

示說：自己從不看別人身上的缺點。這位法師思考片

刻後，感恩老法師開示，說：自己知道了，要用經典

來觀照自己，依教奉行。學生看後，慚愧地反省到自

己一直有同樣的問題，總想問問自己尊敬的人：「覺

得學生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完全忘了「以戒為

師」。此後，學生戰兢惕勵，下決心依教奉行。努力，

再努力！ 

 

鄭同學 女 

  學生最近在法師的帶領下，觀看了《父親》的影

片，雖然原來已看過剪輯的片段，但依舊很感動。雖

然影片中或許有些誇張的成份，現實中的父親或許

沒有那麼轟轟烈烈，更多的是平平淡淡，但也是一樣

的深刻。 

  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自己學習最難時，常常

寫作業到三更半夜，而父親要照顧剛出生的妹妹睡

覺，也不忘輔導我。一手抱著隨時可能鬧起來的妹

妹，一手奮筆疾書為我寫著解題思路，第二天還要早

起去上班……。父親無微不至地關懷我，而我卻總是

任性地惹他生氣。現在學生在國外生活，也越來越能

體會到生活的不易、父母的艱辛，因而一看到這部影

片，一直都很感動。 

 

苗同學 男 

  學生近幾日道心大退，變得沒有自信，總是認為

自己的能力不行，自己可能做不到；經常會有這種負

面信息來干擾學生，學生做什麼，什麼就做不成。讓

學生常常懷疑自己：以後是否能成為一名老師？但

有時學生也會安慰、鼓勵自己，告訴自己：「這只是

一場小試，如果沒有通過，那以後遇到更大的問題，

你會怎麼辦？你想當一名好的老師，就必須咬著牙，

堅持下去！」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所

以遇到什麼事情，學生都咬著牙，笑著面對。 
 

 

 

 

 

 

 

 

 

 

 

【皇家布里斯本技術學院（RBIT）】 

學習剪影 

 

 

 

 

 

 

 

圖 10：漢學班及文言文先修班同學歡喜參加學院除夕圍爐。 

圖 11：同學們進廚房幫忙，習勞知感恩。 

圖 12：漢學班師生與 RBIT 英文課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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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師生一同參加澳洲國慶日活動。 圖 14：2 月 26 日舉行通用英語課畢業典禮，漢學班同學演唱英語歌曲，展現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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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多元文化】 

 

 

 

  1 月 26 日是澳大利亞的國慶日。這天風和日麗，

普天同慶。今年，淨宗學院應邀出席於圖文巴「野餐角」

（Picnic Point）舉行的國慶日活動，並榮獲圖文巴市政

府頒發的「2020 年度社區團體獎」（2020 Community 

Group of the Year Award）。淨宗學院將繼續努力，持續

致力於弘法利生、續佛慧命的工作，為世界和平、社會

和諧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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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慶日 

Australia Day 

社區友好聚會 

Jingeri Meet and Greet 

和平祈禱日 

Peace Prayer Day 

圖 15：學院榮獲圖文巴「2020 年度社區團體獎」，由
上
悟

下
全

法師代表領獎。各宗教代表共度國慶，歡喜合影。 

圖 16：3 月 19 日，圖文巴各團體派代表出席社區友好聚會，

共同維護、經營在地的「互助合作」文化。 

圖 17： 

淨宗學院多元宗教多

元文化中心、「黃金海

岸社會福利團體」

（Gold Coast Welfare 

Group）及各宗教代表

一起為和平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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