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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01

弘化簡介
釋愛（仁敬）法師簡介
The Biography of Master Shih-Ai (Ren Ching )
我的出家因緣 （中文簡介一篇及英文簡介共二篇）
Causes and Conditions Leading to My Renunciation

淨宗齋戒學會緣起

• 專題講記
2010年 瑜伽拜佛的方法與修行之道 共二場，29篇
2010年 淨土思想研討班的研討方式與原則要義 共3篇
2010年 瑜伽拜佛的功德與實效分享 講記 共三場，67篇
2010年 念佛人的生活戒學 講記 共二場， 28篇

教學文集

2010年 念佛超度及助念之方法 講記 共12篇

• 佛經講記

2010年 四眾弟子必學禮節儀規 共14篇

2010年 四十八願要義講記節錄 共八場，133篇

2010年 印光大師文鈔 講記 共三場，41篇

2010年 觀無量壽佛經 共二場，28篇

2012年 馬來西亞 往生信心成就的心境略談 共14篇

2011年 觀無量壽佛經 上品上章要義 講記 共三場，64篇

2012年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課前預習教學文章 共42篇

2011年 無量壽佛經要義 共十場，114篇

2012年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大綱要義 共六場，165篇

2010年 佛說阿彌陀經 講記 共19篇

2012年 三時繫念要義 共二場，20篇

2012年 在家菩薩戒 比丘尼戒略談 講記 共 10篇

2013年 隨師行-佛門弟子規要義 共三場，62篇

2012年 馬來西亞吉隆坡 佛一開示 共 6篇

2013年 馬來西亞古來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共10篇

2013年 馬來西亞麻坡安樂佛一主法開示共 5篇

2013年 印尼北干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講記 共二場，23篇

2013年 馬來西亞麻坡 第二屆安樂佛一主法開示 共三場， 17篇

2013年 新加坡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講記 共二場，29篇

2013年 新加坡安樂佛一主法開示 共二場，17篇

2013年【食存五觀】講記 共5篇

2013年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共四場，47篇

2013年 精彩現場佛學答問 共19篇

2013年 多倫多 梵網經菩薩戒專題實用講座 共八場，174篇

2013年 教授瑜伽拜佛 共三場，33篇

2014年 佛說阿彌陀經奧旨深意 共二場， 17篇

2013年 佛門禮儀、生活戒規 共四場，53篇

2014年 印尼北干 阿彌陀經 共二場，26篇

2013年 當下離苦得樂的方法 共12篇

2014年 馬來西亞麻坡 第三屆佛一開示 共 14篇

2013年 如何建立必定往生極樂成佛的信心 共16篇

2014年 馬來西亞美里 佛一開示 共三場，45篇

2014年 藥師琉璃光如來之十二大願與西方極樂淨土 相應之處 共21篇

2014年 印尼北干 佛一開示 共16篇

2014年 石山佛教會開示 共二場，25篇

2015年 新加坡普明寺佛一 助念開示共三場，26篇

2014年 埔里淨塵精舍 當下建立往生信心的要門 共10篇

2015年 武漢孝感蓮台寺佛教機基地佛七開示共 10篇

2015年 武漢蓮溪寺對僧眾法談參學 共10篇

2016年 台東普賢關房傳授八關齋戒儀式及開示 共9篇

2015年 美國洛杉磯學戒持戒的經驗分享 共7篇

2018-2019年 潮州釋愛講堂八關齋戒開示

2015年 巴西美景巿芒果樹國家公園講座 身心靈的淨化與環保 共8篇
2015年 巴西聖保羅彌陀寺念佛成佛的成就關鍵 共9篇
2015年 受戒正確的觀念及如何感得殊勝戒體 共10篇
2015年 上果下清律師等三師於仁敬法師2015年在麻坡舉辦傳戒法會上
與戒子們等交流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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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經視頻
• 釋愛(仁敬)比丘尼以佛法觀評時事.
一. 2018年 談川普、習近平、郭文貴、班濃、一帶一路與我的開播因緣
(時間總長度30:46)

• 佛經講記
2010年 四十八願要義講記節錄 共八場 (時間總長度13:45:09)
2010年 佛說阿彌陀經 講記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44:44)

二. 2019年 談台灣公投中有關同性同婚的爭議該如何平息 (時間總長度26:50)

2011年 觀無量壽佛經 上品上章要義 講記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5:12:07)

三. 2019年 談近期蔡英文回應習近平對台談話的表態中去思考民主與專制的
差別與優劣 (時間總長度25:19)

2011年 無量壽佛經要義 共十場 (時間總長度15:18:29)

四. 2019年 談近期兩岸的統獨之爭中最理想的解決方向 (時間總長度20:52)
五. 2019年 談杜拜沙漠經濟奇蹟背後的細微功過 (時間總長度20:31)
六. 2019年 談學佛人該如何看待密宗的雙修法 (時間總長度27:21)
七. 2019年 從杜拜窮遊的體驗深入思考現今物質文明發展的特質與得失
(時間總長度18:28)
八. 2019年 從近期中美貿易戰、印巴、敘利亞與伊斯蘭ISIS戰爭、委內瑞拉
政變及川金會談破裂北韓重啟核設施等國際爭端探討其根本原因
及究竟解決之道 (時間總長度22:00)
九. 2019年 談2020年即將面臨總統大選和台灣民主價值及主權存亡之際，
台灣選民該如何守護家園以及選擇未來的生存模式？此時的台灣人還需
要再拼經濟嗎？ (時間總長度24:48)
十. 2019年 談蔡英文總統新南向政策的內在意涵與佛門的金錢觀
(時間總長度28:07)
已收入十集，每個月不斷在增製中

2013年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共四場 (時間總長度6:54:55)
2014年 佛說阿彌陀經奧旨深意 共二場
2014年 印尼北干 阿彌陀經共二場

• 專題講記
2012年 馬來西亞 往生信心成就的心境略談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23:57)
2013年 當下離苦得樂的方法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36:14)
2013年 如何建立必定往生極樂成佛的信心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30:03)
2014年 石山佛教會開示 共二場
2014年 藥師琉璃光如來之十二大願與西方極樂淨土 相應之處
共一場
2014年 埔里淨塵精舍 當下建立往生信心的要門講記 共一場
2015年 武漢蓮溪寺對僧眾法談參學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2:06:09)
2015年 巴西聖保羅彌陀寺 念佛成佛的成就關鍵 共一場
2015年 巴西美景巿芒果樹國家公園講座 身心靈的淨化與環保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46:25)

• 佛門弟子規
2013年 隨師行-佛門弟子規要義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5:42:14)
2013年 新加坡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講記 共二場 (時間總長度3:10:26)
2013年 印尼北干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講記 共二場 (時間總長度3:09:07)
2013年 馬來西亞古來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43:21)

• 佛教禮儀
2010年 四眾弟子必學禮節儀規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34:23)
2013年 佛門禮儀、生活戒規 共四場 (時間總長度5:11:13)

• 佛學問答
2013年 精彩現場佛學答問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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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經視頻
• 八關齋戒
2016年 台東普賢關房八關齋戒報到日分配執事及開示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29:07)
2018-2019年 潮州釋愛講堂八關齋戒開示

• 佛教禮儀
2010年 四眾弟子必學禮節儀規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34:23)
2013年 佛門禮儀、生活戒規 共四場 (時間總長度5:11:13)

• 安樂佛一
2012年 馬來西亞吉隆坡 佛一開示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35:27)
2013年 馬來西亞麻坡安樂佛一主法開示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3:10:14)
2013年 新加坡安樂佛一主法開示 共二場 (時間總長度3:02:41)
2013年 馬來西亞麻坡 第二屆安樂佛一主法開示 共三場
2014年 馬來西亞麻坡 第三屆佛一開示 共一場
2014年 馬來西亞美里 佛一開示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03:15:18)
2014年 印尼北干 佛一開示 共一場
2015年 新加坡普明寺佛一 助念開示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3:09:59)

• 佛七
2015年 武漢孝感蓮台寺佛教機基地佛七開示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43:40)

• 淨土
2010年 淨土思想研討班的研討方式與原則要義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23:56)
2010年 印光大師文鈔 講記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3:23:05)
2012年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大綱要義 共六場 (時間總長度10:49:47)
2012年 三時繫念要義 共二場 (時間總長度2:21:59)

• 戒學
2010年 念佛人的生活戒學 講記 共二場 (時間總長度2:58:06)
2012年 在家菩薩戒 比丘尼戒略談講記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38:04)
2013年 多倫多 梵網經菩薩戒專題實用講座 共八場 (時間總長度15:06:46)
2015年 美國洛杉磯學戒持戒的經驗分享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27:54)
2015年 受戒正確的觀念及如何感得殊勝戒體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56:37)

• 助念
2010年 念佛超度及助念之方法 講記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19:27)

• 瑜珈拜佛
2010年 瑜伽拜佛的功德與實效分享 講記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5:10:56)
2010年 瑜伽拜佛的方法與修行之道 共二場 (時間總長度02:23:23)
2013年 教授瑜伽拜佛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6:20:02)
2015年 巴西聖保羅彌陀寺 瑜伽拜佛現場指導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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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戒學

瑜珈拜佛

• 誦戒示範

• 瑜珈拜佛示範（7部視頻）(時間總長度02:00:44)

梵網經菩薩戒本 釋仁敬法師恭誦示範在家菩薩誦戒字幕版40分鐘
(依正覺精舍倡印本)
釋仁敬法師恭誦示範在家菩薩半月誦戒60分鐘字幕版 (依正覺精舍倡印本)

• 戒學視頻
佛教禮儀 －2013年佛門禮儀、生活戒規 共四場 (時間總長度5:11:13)
四眾弟子必學禮節儀規 － 2010年四眾弟子必學禮節儀規
共一場 (時間總長度1:34:23)
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2013年佛門禮儀、生活戒規
共四場 (時間總長度5:11:13)
《梵網經菩薩戒》2013年仁敬法師講經
《多倫多 梵網經菩薩戒專題實用講座》講記 共八場( 時間總長度15:06:46)

• 瑜珈拜佛視頻 （5部）
2010年 瑜伽拜佛的功德與實效分享 講記 共三場 (時間總長度05:10:56)
2010年 瑜伽拜佛的方法與修行之道 共二場 (時間總長度02:23:23)

佛曲創作
• 解脫道
• 世間苦誰知道
• 感恩
• 和平鐘聲
• 夢幻人世間
• 覺醒時代

• 心得開示

• 自性大愛

2015心得開示（共59篇）

• 與自性光明相遇時

2016心得開示（共12篇）

• 涅槃贈禮
• 神秘之光

語錄圖文

• 恭誦法身佛

• 中英語錄（139則）

• 即刻蛻變

• 中西語錄（186則）

• 心靈的窗口

• 戒學語錄（50則）

• 臣服

• 淨土語錄（50則）

• 神聖的願望

• 自性語錄（129則）
• 助念語錄（117則）
• 印光大師語錄（287則）
• 善導大師語錄（444則）
• 其他語錄 （約1962則）

錄 04

護持三寶
• 隨喜護持匯款帳號
• 隨時定期刷卡護持申請

仁敬法師全球教學網站
簡介及目錄下載
• 網站簡介
• 目錄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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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會員註冊（年費台幣3600元）

仁敬法師歷年領眾各項
活動記錄

• 定期定額會員註冊

• 海外弘法

（每年定期定額自動刷卡扣款台幣3600元）

• 定期不定額會員註冊
（可自訂定期刷卡護持金額；定期年費最低台幣3600元）

錄 05

弘法花絮
• 2015年 12月馬來西亞法會花絮
• 2015年 11月巴西弘法行程

• 會員註冊範例

• 2015年 10月美國弘法行程

法師恭誦梵唄佛號

• 2015年 10月日本弘法行程

• 四字四音華語快板

• 2015年 3月中國武漢蓮溪寺弘法行程

• 彌陀聖號

• 2015年底弘法行程

• 彌陀聖號拜願木魚

道場風光

• 彌陀聖號拜願鐘鼓
• 暮鐘叩鐘偈

• 道場簡介

• 六字聖號-遊子歸心

淨宗齋戒學會 釋愛講堂

靜坐引導文(中西文)
靜坐引導文 -Luz老師仁敬法師.
撰文引導 –中西葡字幕

時間總長度01:48:39.

仁敬法師歷年領眾各項
活動記錄
• 佛一法會
• 傳戒法會
• 八關齋戒
招生公告
影片連結

• 道場日誌 （共4篇）
• 學生參學記聞 （共2篇）

仁敬法師2016年起閉關期間
法益分享記錄
• 2016年起普賢關房禁足修法期間重點
記實連載文章
略談與外星人一段法緣的過程與省思 (釋仁敬寫於2016年11月4日)
紀念外星法緣懺悔發願記1-1 (釋仁敬寫於2016年11月6日)
紀念外星法緣懺悔發願記--廣論班教學五年的反思與改過1-2
(釋仁敬寫於11月18日)
紀念外星法緣懺悔發願記--邁向新世界新維度1-3

同修心得 － 台東普賢關房仁敬法師傳授八關齋戒戒子心得發表 （共7篇）

(釋仁敬寫於2016年12月11日)

戒會盛況

巧獲吸取超大能量的修法 (釋仁敬寫於11月16日)

其它 －

觀日修法日程 (釋仁敬寫於12月4日)

《台東普賢關房八關齋戒報到日分配執事及開示》 （共6篇）

學持普賢行自行化他具體行法 (釋仁敬寫於2017年1月1日)

《2016年台東普賢關房仁敬法師傳戒八關齋戒期中參訪比丘茅蓬供僧記聞》

智利修行初探 (釋仁敬寫於2017年2月6日)

《2016年台東普賢關房傳授八關齋戒總迴向文》（共1篇）

智利修行初探之一 圓滿行程前總說心得
(釋仁敬寫於2017年2月27日)
反思學佛從貧僧到富僧的因果 釋仁敬寫於2017年3月18日.
智利修行初探之三 結交好友，略談信任與信心
(釋仁敬寫於2017年3月25日)
智利修行初探之四 進駐智利山谷關房，結束臉書平台一心修法
(釋仁敬寫於201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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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敬法師2016年起閉關期間
法益分享記錄

淨宗法脈

• 實話圓說

• 天親菩薩的往生論

往生與否在於信願之有無？ --夢中念佛有感
感恩所有使你堅定成就的人

• 其他文章
當下開悟難不難？
止語禁足開緣出門參訪

• 曇鸞袓師的往生論註
• 道綽禪師的安樂集
• 善導大師的五部九卷

師長教法
• 聖一老和尚
弘法講記節錄 （6篇）

師父大陸參學記聞

語錄節錄 （10則）

• 淨空老法師

離開是為了讓你們成長

觀經四帖疏上品上生章講記（1篇）

一個十方雲遊僧寫給宗教界及執政者有關宗教立法案徹底解決的參考辦法

金剛經講義節要（1篇）

給台灣宗教立法案的建言信

目

• 龍樹菩薩的《易行品》

探究半路出家與童真出家的功過及個人的發露懺悔

暫停臉書弘法前的告別留言

站

• 果清律師

放下過去--臣服當下--迎向未來

佛七開示《以戒為師 痛念無常 持名念佛》（7篇）

智利山谷關房修行遊記--不可思議的加持力

戒學增上講記 （10篇）

2017年學持普賢行的實驗記實

2011年佛七開示 （12篇）

與四眾弟子及有緣人分享近期深刻法益

上果下清律師隨機開示答問 （3篇）

• 智利閉關記實 （共5篇）

推薦連接
法寶結緣

教室文集
• 連載文章
我對佛教比丘尼戒八敬法的解讀及運用連載文章之一、二
我對佛教比丘尼戒八敬法的解讀及運用連載文章之三、四

• 申請法寶說明

我對佛教比丘尼戒八敬法的解讀及運用連載文章之五、六

• 書記類

我對佛教比丘尼戒八敬法的解讀及運用連載文章之七、八

• 影音光碟類
• 電子書

• 師父隨筆
2011年12月 弘法培訓班培訓日記

釋愛談心
• 2019年6月1日起共收入50則（後續再增製中）

2005年1月 茅蓬小札
2004年8月 鹿野苑的由來
2004年8月 創造世界
2004年5月 珍重再見
2004年4月 我的填詞感想
2004年4月 斷食與修行的相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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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文集

生命關懷

• 師父隨筆

• 關懷實例及師父評點

2004年 閉關行記

關懷實例1

2003年3月 佛法修行的奧妙

關懷實例2

2002年 結夏有感

關懷實例3

2001年12月 弘訓學習心得
1993年6月 心相索思記
中國培訓弘法記聞
生命的流轉與歸宿釋仁敬簡歷
馬六甲弘法見聞記
蓋廟不蓋廟

• 師父開示
專題開示
2018年 彰化清雲寺開示
2013年 廣論班開學典禮班導師致詞2013年1月1日
2012年 給欲退學的同修溫馨的提示
2012年 告別2012專修淨土多年的回顧與展望

• 隨機開示
2014年 無花果
2014年 無明無知又不聽勸
2013年 叢林輕規有句話聽招呼
仁敬法師對廣論班同修的隨機開示：末法時期法弱魔強
仁敬法師對廣論班同修的隨機開示：有疑問就去多看多思惟
仁敬法師對廣論班同修的隨機開示：全心修行不礙事上盡份
仁敬法師對廣論班同修的隨機開示：佛陀教示弟子們面對惡人

• 同修心得
2017年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結業同修多年來為何還留在班上
天天學習的報告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2015年底同修總結修學報告及師長開示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同修持午心得分享

精選文集
• 諸葛亮給子書 (轉載網路)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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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念開示
• 開示文集
助念團員規章及其仁敬法師對助念團同修相關開示
貪執生命，三業不淨，臨終昏迷，助念亦得往生。 釋仁敬記
六字稱名---無調之心聲
癡呆往生（轉載）
仁敬法師 助念開示定稿
助念超度之經文

• 開示視頻 （26部）時間總長度02:34:31.
1. 助念往生之錯誤觀念
2. 助念者所應扮演的角色
3. 助念往生應注意事項
4. 助念者應有的基本認識和心態
3. 助念往生應注意事項
4. 助念者應有的基本認識和心態
5. 臨終助念是修最大的福報
6. 何謂臨終助念
7. 為人助念時用什麼調較合適 節錄自 念佛超度及助念之方法
8. 助念正確心態與例案中陰往生
9. 靠念佛機助念或者中陰身到底能不能往生節錄自無量壽經48願
第三場-第3-9願
10. 助念是善導大師發明的
11. 助念也是阿彌陀佛的力量
12. 助念的例子 節錄自觀無量壽經要義2-2
13. 往生真實例案1
14. 往生真實例案2
15. 往生真實例案3
16. 助念是仰仗佛力幫助臨終的人往生
17. 佛號力量與助念真實例案
18. 念佛超度是百分之百依靠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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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念開示
• 開示視頻 （26部）
19. 一心一意安住佛號-與佛交心
20. 至誠稱念佛號超度惡道眾生亦得往生
21. 念佛音調祥和讓臨終的人感受安寧
22. 念佛的音波中散發出信願力
23. 助念要讓臨終的人感受安祥
24. 發心助念切莫令臨終者生惱
25. 亡者多日之後仍可得到佛力加持往生
26. 亡者能順利往生是依靠阿彌陀佛的功德力

• 助念實例及其師父開示
助念團員規章及其仁敬法師對助念團同修相關開示
助念實例：承玉6月馬來西亞助念
助念實例：承玉7月馬來西亞助念

特別報導
如何成就真實的功德，契入解脫自在的境界？
從杜拜窮遊的體驗深入思考現今物質文明發展的特質與得失
談杜拜沙漠經濟奇蹟背後的細微功過
從智利閉方便關圓滿回台

• Dharma Lecture 講經視頻
Lecture in Mangabeiras Park, Belo Horizonte, Brazil on Body-Mind
Pur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5 (duration: 01:46:25)
2015年巴西美景巿芒果樹國家公園講座_身心靈的淨化與環保
The Essentials of the Forty-eight Vows from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
Chapter 1 (duration: 01:47:19)
2010年四十八願要義講記節錄 第一場
The Yogic Prostration：Principle and Practice Method
2 videos. (duration: 02:23:23)
2010年瑜伽拜佛的方法與修行之道
Virtuous Merits and Practical Benefits of Yoga Prostration
3 videos. (duration: 05:10:56)
2010年瑜伽拜佛的功德與實效分享
Demonstration of Yogic Prostration at Templo Amitabha,
Brazil 2016 (duration: 15:03)
2016年巴西彌陀寺完整拜佛示範

中西文專區/Espanol
• Aforismo en espanol y mandarín 仁敬法師語錄
(186 aforismos)

• Cinco canciones budistas 佛曲
El Camino de la espiritualidad de la liberación 解脫道
Los sufrimientos del mundo que más sabe 世間苦誰知道
Las campanadas de la paz 和平鐘聲

中英文專區/English
• Compassionate Quotes of
Shih-Ai(Ren Ching) 139 quotes.釋愛(仁敬)法師語錄
• Buddhist Songs 佛曲
Path to Liberation 解脫道
Who Really Knows Sufferings of the World 世間苦誰知道

El mundo es una ilusión 夢幻人世間
Agradecimiento 感恩

• Libro pro maestro 法師著作
El paisaje del mundo budista ---- Decir la Verdad Armoniosamente
Auto - Realización y el camino de la cultivación Después de eso（PDF）
《佛門風光－實話圓說》－悟後起修之路

Chimes of Peace 和平鐘聲

Guía de meditación-Luz _ texto guía por profesora Luz Maestra Ren Jing.
duration: 15:23. 靜坐引導文-Luz老師仁敬法師.撰文引導

The World is but an Illusion 夢幻人世間

Aforismo Maestra Ren-Jing 中西文語錄影集 (duration: 31:30)

Gratitude 感恩

• Books by the Vernerable 法師著作
Scenery of the Buddhist World - Telling the Truth Harmoniously
Self-Realization and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Thereafter（PDF）
《佛門風光－實話圓說》－悟後起修之路

中英葡文專區/Portugues
• Cinco canções budistas 佛曲
Caminho da Libertação解脫道
Os sofrimentos,quem entende世間苦誰知道
Som do sino da paz 和平鐘聲
O mundo é fantasia 夢幻人世間
Gratidão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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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葡文專區/Portugues

部落格

• Guia de meditação_ Texto pela professora Luz
Mestra Ren-Jing. (duration:15:23)

•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招生

靜坐引導文-Luz老師仁敬法師.撰文引導

• Dharma Palestra 講經視頻
Palestra sobre o Meio Ambiente e a Purificação da Mente e do Corpo,
no Parque Municipal das Mangabeiras, Belo Horizonte, Brasil
(duracao: 1:48:39)
2015年巴西美景巿芒果樹國家公園講座_身心靈的淨化與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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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學習目標及班規略述
• 2012年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課前預習教學文章
一. 檢視學習動機!!! (寫於2012-5)
二. 正確的學習態度 (寫於2012-5)
三. 發菩提心 深信因果 (寫於2012-5)
四. 修行的定義 之一 (寫於2012-5)

網站地圖

五. 修行的定義之二 (寫於2012-5)
六. 修行的定義之三 (寫於2012-5)

會員專區
• 編輯個人資料
• 我的下載

七. 修行的定義之四 (寫於2012-5)
八. 淨土特別法門與通途法門成就難易之差別 (寫於2012-5)
九. 淨土特別法門與通途法門“專修與雜修”之分寸拿捏 (寫於2012-5)
十. 承認自己是罪障凡夫是與佛願感應道交的關鍵處 (寫於2012-5)

聯絡我們

十之一 .先給大家預習修行根本的知見和心態 (寫於2012-5)

• 臉書平台

十一. 不見師長過的深義及運用 (寫於2012-5)

• 全球法寶流通處

十二. 學佛人絕不可有“替天行道”之心行 (寫於2012-5)

• 管理員聯絡資訊

十三. 如何回應他人對三寶的誹謗？ (寫於2012-5)

• 網站團隊

十四.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一 (寫於2012-5)

• 聯絡我們

十五.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二 (寫於2012-5)
十六.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三 (寫於2012-5)

Q & A

十七.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四 (寫於2012-5)

• 有哪些會員申請的形式？

十八.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五 (寫於2012-5)

• 如何註冊成為會員?

十九.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六 (寫於2012-5)

• 有哪些付款方式？
• 如何進行信用卡付款查詢?
• 我已完成註冊並成功付款，為什麼一直沒收到
確認註冊的郵件？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1 (寫於2012-5)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2 (寫於2012-5)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3 (寫於2012-5)

• 我要怎麼登入會員?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4 (寫於2012-5)

• 我要怎麼修改我的會員資料呢?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5 (寫於2012-5)

• 如何修改登入密碼?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6 (寫於2012-5)

• 忘記帳號怎麼辦？
• 忘記密碼怎麼辦？
• 如何終止續訂定期會員註冊？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7 (寫於2012-5)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8 (寫於2012-5)
二十. 出家修行實例瑣談 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9 (寫於2012-5)
二十.出家修行實例瑣談之七 修行忍辱之相10 (寫於2012-5)
二十一. 恭敬心該如何培養及落實 之一 (寫於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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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

部落格

• 2012年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課前預習教學文章

• 師父隨筆

二十一. 恭敬心該如何培養及落實 之二 放下我見，依教奉行 (寫於2012-5)

生命的流轉與歸宿

二十一. 恭敬心該如何培養及落實 之三 求受三皈依，專志學佛

心相索思記

二十二. 淺談出家戒法的開遮持犯 之一 以大悲為體，般若為導行

仁敬法師弘法光碟結緣

二十二. 淺談出家戒法的開遮持犯 之二 活用戒法而不被戒律所縛

佛法修行的奧妙

二十二. 淺談出家戒法的開遮持犯 之三 獨行戒之開緣 (寫於2012-5)

度眾生 學問大

二十二. 淺談出家戒法的開遮持犯 之四 教化眾生的開緣原則 (寫於2012-5)

馬六甲弘法見聞記

二十三.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之教法特色 (寫於2012-5)

創造世界

二十四. 名不正則言不順---談稱呼的加持力 (寫於2012-5)

斷食與修行的相亙關係

二十五.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廣論科判大網初稿 (寫於2012-5)

中國北京弘法記聞

二十五. 廣論科判大網初稿 之二 樹狀科判圖表 (寫於2012-5)

珍重再見

二十六. 如何聽經、寫報告？ (寫於2012-5)

我的填詞感想

二十六. 如何聽經、寫報告 之二 同修們的報告參考 (寫於2012-5)

釋仁敬法號的由來

二十七. 在現今佛門裏求受三皈依的真實義 (寫於2012-5)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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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仁敬法師講經

二十八. 若欲精進佛道者，該不該求受戒法？ (寫於2012-5)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一場

二十九. 忠告淨宗學會同修及四眾弟子 切勿誹謗三寶 (寫於2012-5)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二場第 1至 2願

三十. 如何善用廣論班網路平台 獲得真實受用 (寫於2012-5)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三場第 3至 9願

三十一. 供養三寶真能捨一得萬報嗎？還是反造下了無邊罪業？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四場第10至14願

三十二. 真正能成就護法功德感得捨一得萬報的方法 (寫於2012-5)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五場第15至21願

三十二之一. 如何求財真得財？(寫於2012-5)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六場第22至27願

三十三.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大綱簡介 之一 (寫於2012-5)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七場第28至34願

三十三.《淨土教道次第廣論》大綱簡介之二淨土教法脈思想傳承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要義 第八場第35至48願

三十四. 什麼是真平等？在生活中要如何拿捏分寸？(寫於2012-5)

佛說阿彌陀經要義

三十五. 佛菩薩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寫於2012-5)

觀無量壽佛經要義/上集

三十六. 真信切願、看破放下的轉變是什麼樣子？(寫於2012-5)

觀無量壽佛經要義/下集

三十七. 忘恩負義之人念佛不能往生西方淨土 (寫於2012-5)

念佛人的生活戒學/上集

三十八. 答同修問 如何顯發善根？(寫於2012-5)

念佛人的生活戒學/下集

三十九. 學佛人如何看待講法不同的法師 (寫於2012-5)

淨宗齋戒學會 釋仁敬法師 瑜珈拜佛的方法與修行之道

四十. 坦然面對昨天在臉書上出現的魔擾 (寫於2012-5)

瑜珈拜佛1---釋仁敬法師

四十一. 結束臉書上課前預習.的文章發表公告

瑜珈拜佛2---釋仁敬法師

• 法師恭誦梵唄佛號
精選 叩鐘偈 淨宗齋戒學會 釋仁敬法師 唱誦
晨鐘 淨宗齋戒學會---釋仁敬法師學習
暮鼓 風雨雷電 淨宗齋戒學會 釋仁敬法師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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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師恭誦梵唄佛號

•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班訊公告

暮鐘 叩鐘偈 淨宗齋戒學會---釋仁敬法師唱誦

01.~ 04.-班訊公告

晨鼓 風雨雷電 淨宗齋戒學會 釋仁敬法師 學習

05. 公告廣論班執事

淨宗齋戒學會 釋仁敬法師 彌陀聖號拜願鐘鼓

06. 班訊公告

淨宗齋戒學會 釋仁敬法師 彌陀聖號拜願木魚

07. 班規戒法

四字四音華語快板--釋仁敬法師恭誦

08. 正修生報告佳作 之一

四字四音台語慢板--釋仁敬法師恭誦

09. 正修生報告佳作 之二

六字六音台語引磬慢板--釋仁敬法師恭誦

10. 廣論班放假日期

六字八音台語引磬慢板--釋仁敬法師恭誦

11. 宣布廣論班三位助教名單

• 佛曲創作
解脫道
感恩
和平鐘聲
夢幻人世間
世間苦，誰知道

• 慧命恩師
恩師大嶼山上聖下一上人弘法講記節錄(一)
恩師大嶼山上聖下一上人弘法講記節錄(二)
恩師大嶼山上聖下一上人弘法講記節錄(三)
恩師大嶼山上聖下一上人弘法講記節錄(四)
恩師大嶼山上聖下一上人弘法講記節錄(五)
恩師大嶼山上聖下一上人弘法講記節錄(六)
聖一老和尚語錄 戒律是道德軌範
聖一老和尚語錄 悟後從性起修
聖一老和尚語錄 戒就是道德
聖一老和尚語錄 正法久住
聖一老和尚語錄 戒
聖一老和尚語錄 故戒是一切佛本源
聖一老和尚語錄 佛性
聖一老和尚語錄 戒是佛性的種子
聖一老和尚語錄 菩薩戒度自 度他
果清律師開示 攝事成理
果清律師開示 何謂無作戒體
果清律師開示 事一心 理一心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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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班訊公告

•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班訊公告

12. 宣布廣論班 總務 名單

45. 第三次報告佳作 (陳沛緹)

13. 宣布廣論班 新增班長

46. 同修交報告改傳至訊息上

14. 廣論班放假日期 及交第二次報告

47. 第三次報告佳作 (Yuking Wang)

15. 年底錄取入學標準預告

48. 第三次報告佳作 (吳燕眉)

16. 廣論班入學標準細說

49. 第三次報告佳作 (ying)

17. 新增二位助教名單

50. 第三次報告佳作 (雅也)

18.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51. 廣論班執事分配及招生圓滿公告

19. 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之二

52. 第三次報告佳作(刘昶)

20. 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之三

53. 第三次報告佳作

21. 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之四

54. 第三次報告佳作

22. 暫時停止收皈依弟子

55. 補交第二次報告佳作

23. 寫學習報告應有的心態

56. 第四次報告佳作

24. 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之五

57. 第四次報告佳作

25. 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之六

58. 第四次報告佳作

26.同修們第二次報告的精彩片段

59. 第四次報告佳作

27. 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之七

60. 第四次報告佳作

28. 同修第二次報告佳作 之八

61. 錄取標準說明

29. 第二次報告佳作精彩片段

62. 第四次報告佳作

30. 廣論班同修精進的方法

63. 錄取標準說明

31. 廣論班正修生上課方式

64. 第四次報告佳作片段

32. 同修要交第三次學習報告了

65. 第四次報告佳作

33.同修補交第一次報告佳作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班】最後招生通告

34. 同修補交第二次報告佳作
35. 歡迎新任助教加入共學
36. 解除三位男眾助教的執事
37. 廣論班錄取標準細說
38. 廣論班報名截止日期
39. 暫時解除班長及King Peng 的執事
40. 補交第二次報告佳作
41. 第三次報告佳作 (承賢)
42. 招生報名額滿公告
43. 第三次報告佳作(Diana Lee)
44. 學習心得報告佳作(林燕子)

目

• 【廣論班社團公告】
01.~ 104.-廣論班社團公告
105. 師父針對同修的退學案例所作的慈悲開示
106. 這是我依據經論寫成 的小著作，大家要背下來
107. 偈誦大家要背下來， 原則上一個星期背一則即可
108. ~109.-廣論班社團公告
110. 給欲退學的同修溫馨的提示
111. 2013年實驗功課
112. 2013年實驗功課方法和步驟
113. 隨師行--佛門弟子規的印本注意事項(一)
114. 隨師行--佛門弟子規的印本注意(事項二)
115.~ 116.-廣論班社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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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有申請二個臉書帳戶的同修請注意

162. 修行就是不斷地覺察到自己的過失而慚愧改過

118. 規定自已如小學生一樣每天要日行一善

163. 仁敬法師隨機慈悲開示

119. 有關弘法實驗相關事務的溝通連繫

164. 阿彌陀佛就是我們的自性

120. 修行的定慧功夫得力後

165. 大家都有種錯覺，好像法寶隨處可得，法師隨時可選

121. 今日起由承念接任副班長執事

166. 世間雖然是苦，但苦樂也是一體的

122. 廣論班每一個執事沒有高低之分

167. 魔是指心魔和外魔

123. ~124.-廣論班社團公告

168. 所以真正是要學而知不足

125. 節錄語錄最好在50--150字以內

169. 平常心就能長遠

126. 大家要珍惜這三年的時間

170. 仁敬法師隨機慈悲開示

127. 每周至少五天要打卡之外，每次至少要用心寫一則心得留言

171. 幸好我學佛十七年至今仍不是名牌

128. 廣論班於粉絲專頁擴大教學公告

172. 修行的當下是很快樂的事

129. 大家要清楚，所有的弘法實驗最先目的是幫助你們深刻體悟
淨土法義

173. 不修，褔報用完了，就必定要墮到三塗去“享褔”

130.《同修固定每週兩則影片節錄功課表》 12/3~~12/9

175. 故世尊明教，末法眾生需老實依事相信願念佛求生淨土而得成就

• 仁敬法師隨機慈悲開示
01.~ 144.-仁敬法師隨機慈悲開示
145. 不只是念佛、拜佛，一切法都是懺悔法
146. 境界雖無法以文字言語到達，但可假事件令悟入
147. 仁敬法師隨機慈悲開示
148. 實相的法界中是不垢不淨
149. 南無阿彌陀佛這句萬德洪名，衪最獨特超勝之處
150. 佛、法與僧是一體不二的
151. 瑜珈拜佛...
152. 學佛人首先要深信因果，因果是世間定律
153. 對付魔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理它
154. 所謂不理，就是不動念，不受其影嚮而保持在正念
155. 好好從佛號中去體會佛心吧!
156. 大家參一參，為什麼一個世間只能有一尊佛，絕不可能
同時有二尊佛出世？
157. 修行就是要在生活中成就八風吹不動的功夫
158. 看破一切幻相，自然不執著眼前
159. 自己能不能虛心受教，不為魔擾，堅持到底
160. 學佛，修淨土法門是把人做好
161. 要期望自己隨時的當下就要有所覺悟

174. 因外境亦不出自性的範圍。

176. 凡夫做事都是容易半途而廢的
177. 本願山也是依善導大師的理念修持
178. 專修一法不是指要放下世間的義務，成為與世隔離的自了漢
179. 是不記而記
180. 大家既然跟我學法，就要老實的把我教的吃透了
181. 天天胡忙，為什麼忙，忙什麼事，忙到頭來把自己的真心都給忙忘了
182. 居士不要去挑三寶的過失
183. 把握因緣為我們的同體生命去做些什麼吧
184. 是一刻也不能離開良師善友
185. 對夫婦離婚的看法和見解
186. 師承的重要性
187. 發長遠心，一門深入，長時熏修
188. 要一門深入
189. 我們廣論班的同修每一個人都有明顯的進步
190. 祝願大家保持長遠心
191. 凡夫都有慣性
192. 善根就是德行，如何培養？
193. 請問女眾短期出家是否只能出家一次?
194. 雲端上真的很像觀音菩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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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這次與會的聽眾中許多都是老戒師父了

228. 所謂放下

196. 要發起菩提心才能真正得道

229. 仗佛力而感應

197. 12月21日即將來到之前我還得在家 謹遵師命

230. 我們是一個志同道合的生命共同體

198. 守戒從用心聽從師長的教誨開始

231. 年紀越大的人越難調伏

199. 大家有緣就相亙成就

232. 佛的心中時時只有感恩眾生和環境成就了衪的褔慧

200. 仁敬法師隨機慈悲開示

233. 學而知不足

201. 三寶感應是無處不在

234. 發心有功德，功德中有大褔德

202. 仁敬法師隨機慈悲開示

235.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直下承擔者與佛無二無別

203. 遇事不要依自己似是而非的猜想來 下定論

236. 克服

204. 念佛能解決一切問題

237. 至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 所求皆能滿願

205. 修行成佛是一件神聖偉大的大願大行

238. 真正的真誠心，是完全隨順師長的標準，聽話

206. 把握因緣為我們的同體生命去做些什麼吧

239. 真正徹悟圓融的人...

207. 發出離心信願求生淨土之後最重要 的就是不離師長善知識

240. 學戒持戒之人會感得戒體加持

208. 一切都好像是一場場的夢

241. 每一個剎那生滅都是新生的開始，活在當下，隨緣不變

209. 一切的重生都是為了迎向更美好的未來

242. 依教奉行

210. 學習啟發恭敬心是一條長遠的路

243. 因緣

211. 佛法廣大無邊，如何到岸？

244. 什麼叫修行有功

212. 自私自利的心

245. 每一個人隨業或隨願來到了這個世間...

213. 佛子心中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處處是善處

246. 阿彌陀佛

214. 具足求法的真誠心就能對師長所教 直心順受

247. 對三寶絕對要保持恭敬心

215. 出家是世間最尊貴的身份,也是真 正修行的開始

248. 我們看到人合掌，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時候...

216. 在家人也有平等的佛性

249. 天天生活在感恩...

217. 是不得不往生

250. 合十? 頂禮?

218. 解行並重是很重要

251. 淨土法門之所以容易

219. 凡夫的心都是不清淨的

252.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

220. 凡夫造惡多半都不是故意的

253. 如何修求財之因呢？

221. 只要老實奉行

254. 在佛門中，我們是念念為眾生付出...

222. 大家在參與每一項菩薩行之時都要以感恩的心

255. 佛門裏也有很多人也在做布施，為什麼看不到果報？

223. 叫你們拜佛也是要能避免這些症狀

256. 世間之苦，若能悟得自性，當下亦能轉境為極樂

224. 這段話的用意是要勸發心，不是叫你們現在就自行發揮

257. 此世間因為本質是五濁

225. 最樂無過樂道

258. 觀經 的當機者韋提希

226. 褔地褔人居

259. 空性人人心中本具

227. 經過了十多年海內外宗門教下的參學歷練及教理的融合

260. 出家人在修行過程中的苦最終都能轉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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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不用害怕去體驗痛苦

01. 一心不亂

262. 一個修行人應該隨緣鍛練自己

02. 有漏的福報

263. 淨土法門之所以超勝一切法，是因為它完全是心法

03. 恭敬僧寶

264. 要知道具足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即是上品上生的條件

04. 業力牽引

265. 深心就是深信之信

05. 僧相就是佛相

266. 為什麼在佛門裏也研究佛法許久還不願皈依呢？

06. 面對三寶 降伏慢心

267. *關鍵*，還是在於超薦者對名號的信心

07. 捨

268. 淨土法門看起來是很簡單，實際上它也是最難的...

08. 語錄節錄 -如何把恭敬心融入我們日常生活中

269. 修學得不得力，都是我們自己的心所感召的

09. 依靠三寶

270. 蕅益大師講

10. 光是改一個小毛病可能十年八年

271. 你這個錯解非常嚴重 這是因為你斷章取義的緣故

11. 當我們往生建立起信心之後...

272. 你沒有真正理解佛教所講的離苦得樂

12. 語錄節錄 -「看的破，放的下」

273. 身心都依靠三寶這是真皈依

13. 語錄節錄 -圓滿果相

274. 開緣就是開方便 本來戒律是不可以的

14. 我們念佛人信願念佛往生，確實能夠萬修萬人去

275. 三寶弟子署名應寫某某弟子頂禮 合十是用於同輩

15. 很多人求生極樂世界，就是不知道爲什麽

276. 念佛心不靜是沒與佛感應上

16. 淨土法門，難是難在哪裡？我們的基礎

277. 在佛裏門修褔之所以遠超世間慈善是因為三寶能令眾生出三界了生死

17. 念佛法門修得苦哈哈，這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沒有做到真正看破放下

278. 懺悔要越深刻越好

18. 一頭敬重僧相的大象

279. 淨土法門從有門入

19. 養成一個好的習慣，天天熏修佛法的習慣

280. 我是用心念、用口念，也用行動念

20. 薰修

281. 仁敬師父答問: 有人質疑宗教家不事生產

21. 語錄節錄 -持戒要戒自己不是戒別人

282. 仁敬法師: 貪瞋痴三毒是凡夫之體，如同黑炭

22. 淨土法門

283. 仁敬法師:「悟後起修」
284. 仁敬法師: 把握成就自己的善因緣
285. 仁敬法師: 發了三大願
286.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一, 二篇.
287.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續篇~三.
288.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續篇~四.
289.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續篇~五.
290.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續篇~六.
291.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續篇~七.
292.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續篇~八.
293. 仁敬法師: 現今時代如何在佛門中修得大褔報？續篇~九.
294. 流通法寶的方法與功過得失 (一)三種布施

• 仁敬法師 中英語錄
01. 元德法師 翻譯 1-14則
02. 元德法師 翻譯-佛法是心法
03. 元德法師 翻譯-修學佛法就是捨掉一切
04. 元德法師 翻譯-無常
05. 元德法師 翻譯-南無阿彌陀佛
06. 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07. 絶對不懷疑 絶對依教奉行 這是真信
08. 念佛法門最殊勝 最核心的修法
09. 把一分一秒都用在修積清淨的業因 最清淨當然就是念佛
10. 對寃親債主特别的感恩 將來得道一定要先度他們
11. 佛法能令人究竟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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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敬法師 中英語錄

• 仁敬法師 中英語錄

12. 要惜褔惜緣

45. 成功永遠只留給堅持到底的人

13. 世間人要學一樣技術 傳說都要三年四個月

46. 佛所的藥單

14. 任何發心布施 供養三寶
15. 真正修道人 唯有以付出為樂 以放下為解脫
16. 修行就是不断覚察過失 而慚愧改過
17.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不種福田何來豐收
18. 念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19. 任何的順逆境都將是我們成就的增上緣
20. 聞思修
21. 佛弟子應對一切善人 惡人時時皆存好心
22. 念佛一法老實為上
23. 往生西方是成佛最快的捷徑
24. 阿彌陀佛是佛中之王
25. 要行布施，有捨才有得
26. 修行一定要專依一位師長
27. 修行必須鬆緊適中
28. 真誠 慈悲 寬容的德行來感化眾生
29. 五戒是斷惡 十善才是修福
30. 八關齋
31. 佛號不間斷
32. 萬不漏一
33. 到極樂國土去留學
34. 發勇猛心求戒 學持
35. 時時安住在正法上
36. 一定要避免不可以去看別人的過失
37. 一分誠敬一分益
38. 各人吃飯各人飽
39. 三皈 五戒
40. 世間的八苦
41. 感恩心
42. 三根普被 利鈍全收
43. 心 佛 眾生三無差別
44. 八萬四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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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01. 若眾生心，憶佛、念佛
02.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
03. 如母憶子

•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01. 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為體故
02.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03. 誠心懺悔，後不復造
04. 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05. 菩提屬於眾生
06. 一切親屬悉皆捨離

• 【淨宗齋戒學會 仁敬法師全球教學網】發布公告
01. 隨師行--佛門弟子規 法寶結緣公告
02. 每周義務為大眾念佛計數總迴向登記
03. 《淨土教道次第廣論》印製結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