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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上人 上淨下空老和尚開示】 

   一心念佛．導歸彌陀淨土 

  淨土法門之所以殊勝，能夠超勝一切法門，就是它

簡單、容易、穩當；就是一心念佛，心裡只有一個阿彌

陀佛，除阿彌陀佛之外，什麼也沒有。像蓮池大師所說

的，三藏十二部是教別人悟的，絕對不是教自己的；教

自己的，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足夠了！還需要這

些經典，這是接引眾生的工具，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

的。你能夠在這個地方把界線搞清楚，就不礙事了，化

他不礙自己自心的清淨，自心清淨也不礙講經說法、教

化眾生。無礙了，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一定要搞清楚！ 

  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給諸位說，最殊勝的功德利益

就是一生成佛。所以這個法門是一生成佛的法門，真是

難信易修；易修是在一切法門裡面比較，它是最容易的，

可是這個易修，你必須把世出世間一切法統統放下，你

才能決定成就。念佛祕訣是「不懷疑、不間斷、不夾雜」，

諸位做到這九個字，你就決定往生，那是萬修萬人去。 

  我從八十五歲開始，放下一切經教，專修專弘淨土。

講經只講這一部《無量壽經》，不再講第二部經了。《無

量壽經科註》第一回講經圓滿之後從頭再來，講第二

回……現在開始講第五回了。遍遍不一樣，愈講愈細，

愈講愈廣，愈講愈深入，法喜充滿，顯示這個經義深廣

無盡！我講得歡喜，大家聽得也歡喜，尤其是常年跟著

我的，天天在聽經，沒有一個不歡喜，這就是得受用，

這是受用淺的；那受用深的，要把所學的東西落實在生

活，我們要做到。佛教我們做的認真努力去做，佛不許

我們做的決定不犯規。真能萬緣放下，就得念佛三昧；

如果繼續努力精進，就有開悟的可能。 

  我們這一次學習大經，在一起研究討論，目的就是

像我這樣年歲的老年人，怎麼樣在這一生當中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放下萬緣，希望佛來接引，早一點到極樂世界。

我們有願，在極樂世界成就之後乘願再來，具足歷代祖

師的條件就可以來了，來去自由，往返隨意。我相信六

十以上的老人非常希望有這樣的課程，增長我們往生極

樂世界的信心。 

  希望我們同學有緣在一起，要真幹，這一生當中決

定成就。海賢老和尚為我們示現，受佛的囑咐，在這個

世間住世一百一十二年。佛沒找我們，我們是迷而不覺

的凡夫，我們所示現的是六道凡夫，不是佛菩薩，他所

示現的是佛菩薩，如果我們明白了、搞清楚了，像他一

樣學習。戒律，抓住綱領，給社會大眾做好榜樣，就是

教化眾生。佛法深入淺出，教化一些有緣眾生，功德無

量，世出世間頭一等的好事！希望我們在這一生，短短

數十年的時間好好的抓住，不要空過，一天都不能空過。 

  今年過年，同修們找我講幾句話，我講了三次，每

次三十分鐘，講什麼？信、願、行三資糧。你能夠抓住

三資糧，就決定往生極樂世界。這個法門無比殊勝，太

好了！而且是任何一個人都能成就，三根普被，利鈍全

收。第一個條件是「真信」，真正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我發心要親近他；第二個條件是

「切願」，就是真正求生淨土，我願意見阿彌陀佛，我

願意到極樂世界去作佛、去修行；第三個條件是「篤行」，

一句佛號念到底，除了佛號之外，什麼都不想。才動念

頭，第一個是妄念，第二個念頭是阿彌陀佛。妄想、分

別、執著才起來，就是「南無阿彌陀佛」，這一句佛號

取而代之，這是真念佛人。具足信願行三資糧，臨命終

時沒有一個不往生，真是一個人修，一個人往生；十個

人修，十個人往生；一百個人修，一百個人往生。關鍵，

記住：看破、放下！ 

節錄自【興聖教大利 傳漢學德風 歸彌陀淨土——二Ｏ一

八年「先師長善護追思紀念法會」談話】（共 1 集）（檔名：

32-27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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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與反思】 

淨宗一代尊宿
上
淨

下
空老和尚圓寂傳供讚頌大典 

 淨宗一代尊宿
上
淨

下
空老和尚圓寂傳供讚頌大典，2022

年 9 月 29 日上午 7 時 30 分於林口體育館舉行。傳供

讚頌大典是佛教界對圓寂長老的最高禮敬，讚歎其頌揚

弘傳佛法、化導人心之種種勝妙功德之佛事。 

  淨空老和尚畢生遵佛教誨，上行下化，開演十方諸

佛同讚之淨土法門；提倡祭祖、祭孔，強調孝親尊師是

世出世間一切法成就的根本；一生弘揚中華傳統倫理道

德，振興漢字文言文，賡續文化命脈；心繫和平，提倡

普世教育、愛的教育，廣泛團結宗教、族群，做出和諧

示範。老和尚圓滿演繹「上報四重恩」，為我們做出了

知恩報恩的最佳典範。讚頌大典旨在通過莊嚴的儀軌向

老和尚致敬祝願，通過緬懷老和尚一生的殊勝行願，啟

發我們學習、效法老和尚，盡未來際以「如說修行供養」，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 詳見報導全文：

https://www.amtb.tw/blog/archives/21523 

圖 1：圓寂傳供讚頌大典會場——林口體育館。 

圖 2：入口的展板以精華的方式呈現了老和尚的生平與貢獻；

現場來賓與網路前連線參與的大眾一道，共同緬懷讚頌老和

尚畢生弘法利生的深恩與貢獻。 

圖 3：時空的界限驀然而逝，老和尚慈悲的身影彷彿徐徐步

入會場。 

圖 4：三十二位諸山長老，率同法眷敬呈十供養，以表達對

老和尚的無上禮敬。 

圖 5：恭請九位大和尚讚頌主法；「法眷感念浩浩恩德，敬設

圓寂傳供讚頌大典，讚揚老和尚巍巍高行德範」，淨耀長老

於讚頌總說法中，道出了傳供讚頌大典的意義。 

圖 6：學佛這一條路怎麼走？老和尚為我們演繹出來了——

對老師百分之百地相信，依教奉行。 

圖 7：知恩報恩，孝親尊師，老實念佛，我們極樂世界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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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講座與共修】 

  導師淨公老和尚圓寂，全球淨宗同仁為報師恩，發

起念佛共修。全球氣候目前已經開始巨變，不論是美國

史詩級的暴風雪、中東沙漠國家下冰雹等。佛恩浩瀚不

言說，望全球淨宗學人一心念佛，方能化解劫難。 

  祈願全球佛門同修、十方善友大德，大眾齊心，在

世界不同的地區，同發善願，盡此形壽，放下萬緣，專

念阿彌陀佛，專心持名、觀想、禮拜，虔誠祈求彌陀慈

悲加持，念佛功德專為延緩和減除地球的災難。彌陀本

願，光明加被，正法久住，我與眾生，臨命終時，蒙佛

接引，同生淨土，同成佛道！ 

• 念佛共修活動辦法：

https://www.amtb.tw/blog/archives/4102 

 

  淨宗學院自成立以來，為遵循導師
上
淨

下
空老和尚的

教誨，禮請法師長駐講經。每週一至週日，進行淨土經

典之學習心得分享；部分課程及活動提供網路直播。 

 

 

 

 

 

 

 

 

 

 

 

 

 

 

 

  

全球淨宗念佛共修 

學院法師專題習講 

 

2023 年 2 月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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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全法師－《無量壽經》 

（週一至週日網路直播） 

09:30～11:00 
悟勝法師－《淨土大經科註》 

（週一至週日網路直播） 

11:00～12:00 念佛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7:00 念佛 

17:00～18:00 晚餐、盥洗 

18:00～20:00 恭誦《無量壽經》、念佛／迴向 

週五： 

14:30～16:30 

智揚法師 

－Westbrook誦經、念佛 

週六： 

08:30～10:30 

悟莊法師 

－《了凡四訓》研討 

週日： 

14:00～20:00 
三時繫念法會 

備註： 

1. 學員每日至少拜佛 300拜，義工每日至少拜佛 100拜。 

2. 課表將依實際情況調整，請以現場公告為準。 

圖 8：
上
悟

下
全法師專題習講。 圖 9：

上
悟

下
勝法師專題習講。 

圖 10：
上
智

下
揚法師領眾念佛。 圖 11：

上
悟

下
莊法師專題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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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中文學校】 

全日班教學回顧 

  2022 年 7 月，「幼兒小班」下半學年開始了。下半

年的教學重點圍繞德行的持續培養，輔以豐富多彩的體

能訓練、親近大自然的戶外種植，以及教同學們包餃子

等活動。學校另有安排特別活動──「來自聖誕老人的

禮物 孝心滿願行動」。 

 

 

 

 

 

 

 

孝心啟發、孝行培養 

  每週五，法師來校給同學們講孝道的故事。藉由講

述古聖先賢的感人事跡，打動孩子們純淨的心靈，啟發

他們回歸孝順父母的天性，並樹立希聖希賢、見賢思齊

的遠大志願。法師和顏愛語，循循善誘，鼓勵孩子們在

課堂上積極發言，講述自己在家做了哪些事讓父母高興，

今後還能做哪些孝順父母的事情。 

 

 

 

 

   

  根據法師每週講的《德育故事》，帶班老師帶領同

學們繼續展開深入學習。從故事的寓意出發，讓同學們

逐步體會古代聖賢人至誠的孝心。接著，通過模擬真實

情境，教導孩子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孝道。老師一

步步耐心引導，除了在課堂中給予孩童反復演練和改進

的機會，也不斷地鼓勵他們在家中實踐。 

  在法師和老師的教導下，孩子們越來越能善體親心；

在家時，更懂事、聽話，會自動自發地看到父母的需要，

並努力做到孝順父母。 

  孩子們孝心力行的事例： 

• 在爸爸做完園藝後，主動端水給爸爸喝。 

• 在父母進家門前，主動替父母拿鞋，請父母換鞋。 

• 每天晚上睡覺前，主動向奶奶道晚安。 

• 給奶奶、爸爸、媽媽等長輩按摩。 

• 為弟弟做出好榜樣，兄弟倆一起給長輩按摩捶背。 

體能訓練 

  通過讓孩子們練習各式伸展、爬行、走跳、翻滾等

運動，鍛錬他們的肌肉力量，促進骨骼生長。幼兒運動

不但能增強孩子們的身體平衡力、耐受力和手腳協調力，

也能提高了他們自信心、知覺力及情緒調節的能力。 

 

 

 

 

 

 

 

 

 

 

 

 

 

 

 

圖 12：兄友弟恭，幫助新入園小朋友熟悉學校生活。 

圖 13：教導同學們要為大眾服務。 

圖 15：經過數週的練習，孩子們的動作愈來愈嫻熟、流暢。 

圖 16：老師設計的繩子遊戲變化無窮，歡笑聲不絕於耳。 

圖 17：親近大自然的戶外種植活動。 

圖 18：孩子們學習製作手工作品，培養耐心，陶冶性情。 

圖 14：孩子們專注地聆聽法師講述《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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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滿願行動 

  2022 年聖誕節前夕，老師有事先詢問過每位同學，

家庭中有哪些成員，以及他們愛吃的水果名稱，並據此

為同學們準備好水果和賀卡，讓同學放學後呈給家中長

輩，為長輩們送上真摯的祝福與感恩。 

  孩子們也為法師和老師們吟誦了《弟子規》，祝福

敬愛的法師和老師們，及天下所有的老師聖誕節快樂、

新年快樂。同學們整齊響亮的吟誦聲，為本學年劃上了

圓滿的句號。 

 

 

 

 

家長課及教師共修 

  「修身為本，教學為先」是師父上人倡導的教育理

念。中文學校的老師們注重自身修學，「一門深入，長

時薰修」，堅持參加法師每週六的家長課，及學院每週

兩次的教師共修。 

  師父上人教導我們要「內學釋迦牟尼佛，放下貪嗔

癡慢疑，外學孔老夫子，落實溫良恭儉讓」。法師教導

我們：孝順就是要「一心一意」，非常恭敬長輩，要把

長輩放在心裡，要時時看到長輩的需要…。老師們努力

落實師父上人和法師的教誨，「以身作則」，為同學們做

好榜樣。 

一條龍教學親師培訓學習班 

一條龍教學內訓班老師－妙音 撰文 

  2019 年老和尚參觀古邦吉師資培訓中心開示道：

「培訓一條龍的師資，要發大心啊。這些老師要認真地

培養。老師真正發心，把一生的精力、時間都用在這個

培訓師資，無量功德！」 

  淨宗學院諸位法師謹遵淨空老和尚的教誨，秉持著

「修身為本，教學為先」的理念，不遺餘力地帶領圖文

巴明德國際學校、阿彌陀佛中文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積

極響應、部署和推進一條龍的教師共修和師資培訓等課

程。 

  本年度的教師共修，大家繼續聆聽淨空老和尚講解

的《太上感應篇》，老和尚語重心長的開示和捨報西歸

的示現，令弟子們體悟世事無常，愈發深信因果，勤修

戒定慧，好好念佛求生淨土。 

 

 

 

 

 

  在三寶加持、法師指導和諸位同仁的協助下，本年

度為期兩週的親師培訓於 12 月中旬順利開課。第一週

通過觀看劉有生善人、王希海老師、蔡禮旭老師、李越

老師、胡小林老師、吳念博老師等的課程視頻，啟發內

心的孝道與師道，深知傳統文化是今世所必須。第二週

《弟子規》和《村學究語》的學習討論，老師們踴躍分

享教學中的案例，反思和改進不足之處，將修身與教學

密切結合，確切落實「修身為本，教學為先」。 

 

 

 

 

  

圖 19：老師教小朋友包餃子，寓教於樂。 

圖 20： 

孩子們共同吟誦《弟子

規》中的〈入則孝〉和

〈出則弟〉，為法師和

老師們獻上祝福。 

圖 21：淨宗學院持續舉辦一條龍教學培訓學習班。 

圖 22：現場教學，同步直播；身處各地的老師們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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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巴明德國際學校】 

學校簡介 

  明德國際學校成立於 2021 年 7 月，學校坐落在澳

大利亞昆士蘭州的圖文巴市。這是該州第一所將佛學以

及漢學內容，融入到當地教育體系中的雙語小學。這種

將中西文化融合，注重德育教育，又不失學術知識教育

的新理念，將給當地的佛教社區，華人群體，乃至整個

城市帶來一種新的元素和新的期待。 

  在入學和放學前，老師和學生們都會向孔老夫子行

禮問安，以表尊師重道。孔子建構了完整的「道德」思

想體系，明德依指孔夫子的經典和教學理念，致力於將

學生培養成有德行的人。此外，老師會帶領學生念阿彌

陀佛名號，使他們心平氣和，降服習氣，開啟智慧。 

 

 

 

 

 

中文課程 

  明德國際學校非常重視學生中文的學習。老師和助

教會根據孩子們的中文水平，分組教學，讓每個學生都

能學到適合自己程度的內容。在他們長大後，都能夠熟

練掌握：聽、說、讀、寫，四種能力。 

  學校用傳統私塾的方法，以專心讀誦的方式，在達

到一定遍數以後自然成誦。誦讀時，老師會更注重學生

們是否能夠集中注意力，專心一致。這種古代私塾的讀

誦方式，不但能夠讓學生學習古文漢字，更能夠讓孩子

收攝心念，磨練心智，開發智慧。 

德行教育 

  每週兩次，法師會來到學校，給各個年級的孩子們

上德行課和宗教課。課程內容圍繞《弟子規》中的孝親

尊師，以及佛教的因果理論，以小故事的形式，啟發學

生，慢慢懂得為人服務及做人的道理。 

  除了主課的回家作業以外，孩子們還有一項回家力

行《弟子規》的作業。作業以積分獎勵的方式，鼓勵孩

子將學校所學的孝道在家中執行。放學前的習勞課，老

師根據孩子的年齡，佈置不同的習勞任務。對自己的教

室、校園進行打掃，這不僅鍛鍊同學之間互助合作能力，

還讓孩子知道勞動不易，學會感恩。 

 

 

 

 

 

澳大利亞教育課綱 

  明德國際學校嚴格遵守教育部，對於小學各個學科

的教學要求，聘請教育部審核，達到相當專業水準的小

學教師授課。同時積極擬定和開發教學計劃，將漢學佛

學最大程度的融入到各個科目的教學內容當中，讓學生

具備很高的學術和道德水準。 

  學校安排專業的英語老師，對每一個學生的英文水

平進行定期的測試和評估。以此對英文課的教學安排進

行相應的調整，以區別教育的方式，最大程度的幫助學

生提高英文成績。 

 

 

 

 

 

福慧雙修 

  佛教中說：「皈依佛，兩足尊。」「兩足」就是指的

「福」和「慧」。孩子們在校、在家孝親尊師、習勞付

出，是「修福」。念佛、讀誦經典、學習文化，是「修

慧」。明德以上淨下空老和尚所傳承的一條龍教學理念，

實現童蒙養正，讓孩子在學習生活中，扎根和繼承中國

傳統文化及美德，成聖成賢，為家庭、社會培養品學兼

優的人才。  

圖 24：學校以英中雙語教學，並提供德行課及宗教課。 

圖 25：學校採用澳大利亞教育課綱來設置課程。 

圖 23：明德學校的老師、學生及家長在校園中合影。 

 24 

 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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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布里斯本技術學院（RBIT）】 

漢學班學習回顧 

  2022 年，由淨宗學院和皇家布里斯本技術學

院共同開發的漢學四級課程獲得澳大利亞學歷證

書框架的認可，正式批准教學。同年六月，漢學四

級的第一屆學生迎來了開學典禮。 

  漢學四級證書課程的學習重點是研究佛教、儒

家和道教的古聖先賢們留下的經典和傳統價值觀。 

漢學四級課程以【四書】：《論語》、《大學》、《中庸》、

《孟子》為主要內容，輔以倫理道德教育，禪坐靜

修培養，傳統古琴造詣和漢學英語等諸多實踐課程，

培養學生更好地認識自己，以及自己在核心家庭、

社會、國家和世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過對其

行為的培養，使其真正懂得尊重自己的父母、兄弟

姐妹、親人、老師、同事、社區，最終也會尊重國

家。 

  同時，皇家布里斯本技術學院仍致力於開發更

多的漢學、佛學課程。更多課程敬請期待。 

如有任何問題或者建議，歡迎與學校聯繫。 

漢學系網站：rbitsinology.net 

電話: + 61 74549 3702 

電子郵件：sinology@rbit.qld.edu.au 

微信：RBITRBIT 

 

 
 

馬同學 女 

  《大學》這部經典和《中庸》、《論語》、《孟子》

合併起來稱作四書，是古人入大學必須要修學的。 

  《大學》這一部經典，我在很早以前就背誦過。

從那時候一直到這一次學習《大學》之前，我對於《大

學》的看法一直是完全找不到如何理解它的頭緒。其

中的大部分的經句都是看不懂，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並且以前也聽到過一些同學在那邊討論《大學》中的

內容，大概都是關於經文中到底應該是親民還是新

民，或者格物所格的這個物到底是什麼。各種遣詞造

句的爭論，都是各執一詞，爭執不下。我那時候在一

旁聽了就覺得沒有意義。如果對於經典的學習都是

把功夫用在了這些地方，那對於自己的修行到底有

什麼益處呢？ 

  但是這一次學習《大學》真的使我受益匪淺。在

開課之前，陳老師就告訴我們，醒公將這一部《大學》

講得非常地通俗易懂，都是一些很淺顯的話。當開始

學習之後才真正的體會到，醒公他老人家將這些深

奧的道理講得十分簡單，讓我們一聽就能夠理解其

中的意思；但是深思過後，又能體會其中的深妙，同

時又把佛法跟世法的道理都能在其中融會貫通，確

實讓人越學越歡喜，而且還能準確地抓到落實到自

身地下手之處。 

  關於這門課的復講，因為有了之前《太上感應

篇》的歷練，明顯地在這一次的寫稿中就得心應手了

很多，可以更多地把完善筆記的時間用在體會經句

和講解上面。我時常會翻看之前記過的筆記，再看的

時候總能體會到新的東西。因為在上課的時候其實

只專注在記筆記上面了，沒有時間好好地體會，過後

再回頭去看，就會有「這講得太好了」的感歎。 

  在臺上講的時候不免會因為各種事情分心：外

面的噪音、時間的限制、自己語速的快慢等等。這些

就導致了陳老師點評我們的：「講的時候感覺不夠

定。」我覺得是因為首先自己對講稿的熟悉程度不

夠；其次是因為沒有把自己的身份轉換到「講」的這

個身份中來；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於自己所講出來的

東西沒有真正落實，所以講出來沒有信服力，也不夠

有力量。因為自己沒有做到，就沒有真實的體悟；講

出來的是別人的東西，跟自己關係不大。 

  所以就體會到想要真正成為一個傳道者，有豐

富的知識，會寫漂亮的文字、優美的文章都是次要

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講出來的東西自己要信。怎麼樣

讓自己相信？就是要真做到，然後把自己的體會講

出來分享給大眾。那是帶著真情實感的，才能夠感動

別人，使別人受益；這是自利利他。所以從自己復講

的狀態和過程中也能學到很多，體會很多。只要善於

反思，善於總結，就能知道自己的修行還有什麼欠缺

和不足，從而把它修正，自己得到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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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同學 女 

  《大學》開篇就講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德」是什麼呢?醒公告訴

我們：明德就是我們本有的性德，是光明的，没有一

切阻礙。 

  我們人人都有這個明德，這個光明的本性，但如

今，為什麼我們卻看不見這個明德，反而是在人世間

輾轉痛苦呢?無始劫來的習氣障礙了我們這個本有

的明德，所以它的智慧，光明就顯現不出來。我們受

到這些習氣的長時熏修和影響，就忘記了我們本自

具足的明明德。 

  就好像放在廚房裡的電燈泡，每天被油煙熏著，

日積月累下来，被油糊住了，就看不到原本的光明

了。這就如同我們的自性，我們的明明德被無始劫來

的習氣障礙了一樣。 

  廚房的電燈泡雖然被遮蔽了原本的光明，但只

要把那一層油煙擦乾淨，光明就能夠顯現出來。同

樣，我們只要把無始劫來的習氣一點一點除乾淨，我

們的本性，我們的明德，自然能夠起作用。就如同佛

在大徹大悟時感嘆的：「一切眾生本來具有如來智慧

德相，但因妄想、分別、執著不能證得。」 

  但真正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卻很難真正相

信，自己本來具有這個明德。不僅僅是在普遍的社會

大眾之中，就算是學習了傳統文化，學習了佛法的

人，也很難真正的信心堅定。所以李炳南老居士，在

老法師已經學佛多年時，依然提醒他要信佛。這也是

警醒我們後輩學人，讓我們能夠反省：我們到底有沒

有真正相信傳統文化，相信古聖先賢的教誨？ 

  學生省察自己，在這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從

前剛接觸傳統文化時年齡不大，懵懵懂懂，覺得明德

是離我們很遙遠的，根本無法理解我們其實本自具

足這個明德。所以從前學習傳統文化，都是「口耳之

學」，像學習知識一樣，僅僅記誦而已，沒有真正的

收穫，更談不上相信了。如今了解了一些道理，學生

想嘗試去依教奉行，但是發現單是克服自己的毛病

習氣，就已經很困難了。 

  很多時候自己想要克服自己的壞習慣，克服自

己的慾望，卻總是力不從心。往往發心都很好，一開

始也能有點改變，但總是不能堅持。要麼是受到外境

的影響，要麼自己就因為畏難而退心。做不到自己的

承諾，學生就感覺到很難過，也很迷茫。自己的努力

感覺已經到了極限，卻還是杯水車薪，根本抵不過無

始劫來的業障習氣，無濟於事。 

  所以如今想要力挽狂瀾，就需要重拾我們中國

傳統的倫理道德教育。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讓人能

夠達到《大學》中所講的「明明德」。那我們如何能

夠明明德呢？《大學》中告訴我們要「知止」，止在

道上，止在我們本自具足的性德上。……我們真正去

落實善心善行，自然而然就感召善果。 

 

學習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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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古琴老師鄧崇英。 

圖 27：漢學系學生學習「培養以及應用古琴音樂技能」。 

 

圖 28：酒店管理高級大專文憑學生於畢業前舉辦謝師宴；

學生們準備多道素食料理，請淨宗學院的法師及大眾享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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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多元文化】 
 

 

 

 

  2001 年 6 月，淨空老和尚在澳洲的昆士蘭州

圖文巴市創立「淨宗學院」，以培養弘法利生的人

才。2010 年，老和尚成立了淨宗學院「多元宗教多

元文化中心」，促進宗教團結，讓圖文巴成為多元

文化和諧示範城。 

  2022 年 8 月，圖文巴市政府發起了一場追思

禮，多位宗教領導、各組織的高層代表，以及當地

居民皆來出席。大眾一同回憶老和尚過往的種種，

並感謝老和尚多年來投身教育、推動宗教和諧與世

界和平，以及為圖文巴社區所做的貢獻和成就。 

 

 

 

 

 

 

 

 

 

 

 

 

 

 

  2022 年 11 月 25 日，圖文巴多元宗教合作會

（Toowoomba Interfaith Working Group，TIWG）舉

辦「國際和平論壇」，以「我們如何『做我們在這

世界上所想成為的改變』」為題作深入探討。 

  11 月 26 日，圖文巴和平青年團接著辦了一場

針對 12 歲到 25 歲青年的論壇，鼓勵青年們克服

內心的恐懼，發掘最好的自己，並勇於追求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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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老和尚圓寂追思禮 

The Passing of Our Eminent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國際和平論壇及青年論壇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 Youth Conference 

 

圖 29：圖文巴市長安東尼奧先生及各宗教代表緬懷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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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大眾一起向老和尚表達誠摯的愛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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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參與和平論壇的各宗教及文化代表於活動中合影。 

圖 32：各宗教及文化代表藉此論壇進行深度交流。 

圖 33：聯合國澳洲分部頒予淨宗學院「合作夥伴獎」。 

圖 34：多位青年出席青年論壇，交換意見並相互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