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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大家一向认为，净土一定是指佛的

世界或是佛国，例如，西方极乐世界、

东方琉璃世界，以及许多佛陀所介绍的

他方无量无数的诸佛世界。其实，也有

经典说到，净土就在人间。在信仰中，

须弥山的北方，有一个郁单越；以及将

来弥勒佛降临人间成佛之时，我们这个

世界，也就成为人间净土。还有，在《维

摩经》中说，只要人心清净，所处的世

界就是净土；《法华经》中也说，释迦

牟尼佛的净土，永远不会毁灭，那就是

灵山净土，也就是在这个世界，有缘的

众生就可以见到。

现在，我讲的人间净土，除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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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介绍的以外，另有胜义。

《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

离世间觉。」也就是说，能体验佛法的

话，这个所处的世间，就是净土；换句

话说，自心清净就能见到自性净土。另

外，中国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主张一念

三千的思想，就是在凡夫的现在这一念

之中，已经包括着凡圣十类法界、一切

的因缘果报等，《法华经》所说的「十

如是」，再加上三世，就是众生心的全

体范围。所以，凡夫的这一念虚妄心之

中，就含有诸佛的功德。因此，《六祖

坛经》说：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

槃。永明延寿禅师的《宗镜录》强调，

一念心与佛的悲智相应，当下就是佛，

所见的就是佛国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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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的净土观念，是有层次的

不同，而没有一定的方越差别。人间净

土是最基本的，然后是天国净土，还有

他方佛国净土，最高的是自心清净的自

性净土。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佛法，

哪怕只有一个念头与佛法的慈悲与解决

烦恼的智慧相应，当下见到的，就是人

间净土。也就是说，一念心中有慈悲及

智慧，就一念见到人间净土；念念与慈

悲及智慧相应，就念念见到人间净土。

然后只要有一个人的心念与佛法的慈悲

及智慧相应，他就生活在人间净土；如

果人人都能够生活在佛法的慈悲与智慧

中，当下人人就生活在人间净土。换句

话说，凡夫可以见到净土，如果念佛念

到一心不乱，也可见净土，参禅参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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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见性也可见到净土；如果既不念佛，

也不参禅，而修行五戒十善，尽责任、

奉献社会，能与慈悲心与智慧心相应，

也能见到人间净土。

我有关讨论到人间净土的文章相当

多，在我所有的文章与演讲中，多少都

会带到一点。当释迦牟尼佛在世时，经

常游化人间，老早就在建设人间净土；

到了近代的太虚大师，主张建设人间净

土、人成即佛成；到了印顺导师，主张

人间佛教；法鼓山的理念是「提升人的

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而今年法鼓山

的年度重点活动课题，就叫「人间净土

年」。所以搜集了几篇比较具体的文章，

汇印成册，勉励大家一起来从事人间净

土的建设。希望我们这个世界早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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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净土，人人生活在人间净土，这是

配合着我们历年来推动的四安运动、心

灵环保、礼仪环保，而继续努力于人间

净土的推广与实现。此文，只是抛砖引

玉，请诸位高明给予指教。

（本文摘录自《法鼓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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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净土」是什么？

法鼓山所提倡的人间净土，不是空

中楼阁似的幻景和梦想，那是能够在每

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体验得到的事实。

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不是要把信

仰中的十方佛国净土，搬到地球世界上

来；也不是要把《阿弥陀经》、《药师

经》、《阿閦佛国经》、《弥勒下生经》

等所说的净土，景象以及《起世因本经》

所说的北洲建设，展现在今天的地球世

界，而是用佛法的观念，来净化人心，

用佛教徒的生活芳范净化社会，通过思

想的净化、生活的净化、心灵的净化，

以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的逐步努力，来

完成社会环境的净化和自然环境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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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许多场合，都强调：只

要你的一念心净，此一念间，你便在净

土；一天之中若能有十念、百念、千念

的心灵清净，你便于此十念、百念、千

念之间，体验到净土。在我们的生活环

境中，只要有一人的一念心清净，就有

一人见到了一念的净土，若有志同道合

的十人、百人、千人，愿意体验一念清

净，就有十人、百人、千人见到了一念

的净土。此在宋初永明延寿禅师（公元

九○四～九七五年）的《宗镜录》内，

常常说到：「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

应念念佛」的观点；到了明末，蕅益智

旭大师（公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

在其《灵峰宗论》内，也有多处引用了

这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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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太虚大师主张人生佛教，

倡导人间净土；先师东初老人继此思想

而创办《人生》杂志，鼓吹人生佛教；

现在的印顺长老主张「佛在人间」，是

依据《增一阿含经》所说：「诸佛皆出

人间。」我是跟随古圣先贤，提倡人间

净土，除了用种种方式表达建设人间净

土的实质性，也曾以专题演讲阐释建设

人间净土工作的必要性。例如拙作《禅

与悟》、《禅的世界》所收的两稿，《人

生》杂志一四一期为印顺导师九秩嵩寿

座谈会做的专辑，以及《法鼓》杂志

八二期刊载我在法鼓山奠基典礼上的讲

辞〈人间净土法鼓山〉等，多少已经表

达了法鼓山所提倡的人间净土，便是人

间佛教的全面推动与普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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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佛教的原始圣典中，例如四

种《阿含经》及诸部律藏，所见的释迦

牟尼佛，是非常人性化的圣人，佛的言

教身教，都是为了净化人心及净化社会

的目的，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得清净、精

进、简朴、平安。例如《阿含经》揭示

的主要内容，就是善、信、戒、定、慧

的五种增上，鼓励大家，即使是俗人，

至少当具备善、信及五戒（不杀生乃至

不饮酒），加上定及慧，便能得解脱，

如果世间人类，都能接受佛的劝告，纵

然不能人人解脱，人与人之间，也不会

有战争杀戮、尔虞我诈、恐怖邪恶等的

行为了，那样的世界，不就是人间的净

土了吗？诸部律典的对象，也都是为了

人类行为的净化而作的规定，是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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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经》彼此呼应的。

在大乘经典之中，也处处提示，只

要人的心念净化，行为净化，便可体验

到这个世界，就是佛国净土。《华严经》

开头就说：「一时佛在摩竭提国寂灭道

场，始成正觉，其地金刚，具足严净。」

也就是说，佛初成佛，他所住的这世界，

对佛而言，便是净土。

《法华经 ‧方便品》说：「诸佛出

于五浊恶世」的现实世界，以方便力，

度此五浊恶世的人类众生「令入于佛

道」，乃至教导：「若人散乱心，入于

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

这就是说，纵然是一个妄想杂念很重的

凡夫，如能进入佛教的道场，乃至只称

一句「南无佛」，他的这一念心，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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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相同，也同处于佛国。

在《维摩经》的〈佛国品〉说：「依

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不

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又说：

「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此处

所说的「佛慧」，性质与《阿含经》所

示的慧增上的性质相同，在大小乘的诸

圣典中，以戒定慧的三无漏学为基础，

八正道、六度、三解脱门等，都以开发

佛的智慧为学佛的目标。不论哪一宗哪

一派，终极点，无一不是以开佛智慧为

圆满。

一旦用佛的智慧看世界，便见无处

不是净土，凡夫虽然尚未开出佛慧，若

能运用学习开启佛慧的观念及其方法，

便可尽量地不存恶心，不作恶事，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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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业，虽不能完全清净，总比不想接受

佛法，不愿修学佛法的人，更容易避免

从自己内心产生邪念及恶行。《杂阿含

经》卷十第二六七经，有一连三次：「心

净故众生净」的明示；大乘佛法的《维

摩经》主张「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华

严经》主张「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

都是强调，由于人类的心，不净与心净，

便能造成人生观及宇宙观的改变，便能

决定其所处世界的或浊或净。

因此，要想净化世界，首先要着重

人心的净化；要拯救人类世界，必先要

抢救人类的心志。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

多年，为的也就是拯救人心。我们法鼓

山也推出了一个「心灵环保」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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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还是用释迦世尊的遗教，以苦、空、

无常、无我的基本佛教教理，配合着传

授菩萨戒，推广念佛、礼忏的修行活动，

尤其是举办分层级分阶次的各项禅修

营、成长营，提倡佛学研究与生活实践

并重，慈悲与智慧兼顾，利他与自利平

行。同时也为了由内心的净化发展为仪

表的实践，由仪表的实践来展示内心的

净化，所以推出了「礼仪环保」的运动，

运用佛教的理念及方法，推广不良风俗

的改革，以期提升人的品质，弘扬人的

尊严。

我们法鼓山是一个运用正知正见和

正信的佛法，来净化人间的佛教团体，

多年来就像所有正统正信的佛教徒们一

样，都在做着净化人心、净化社会的工



人间净土

16

作，我们的团体，是以计划性及组织化

的方式来推动，成果虽还很少，但已产

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肯定。

为了做得更加具体和普及起见，我

们除了继续以往的各项净化活动。特别

以一九九七年定为「人间净土年」。《人

生》杂志也配合此一年度的重点活动，

特别开辟一个专栏，分别将从环保、艺

术、社会问题、宗教、教育、医疗、政

治、文化等各种角度，探讨「建设人间

净土」的大事业，计划邀请各领域的专

家配合我们的理念，提供他们的智慧，

相信必会丰收。我们也盼望藉此专栏的

推出，能将建设人间净土的工作，推广

落实到每一个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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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主编之请，写了这编短文，以资抛

砖引玉。

（本文摘录自《净土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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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国土净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世界还不能

够称为净土世界。我们所处的环境，实

际上是心境的写照。不同的人因为各自

的心境而感受到不同的境界。当心中感

到欢喜愉悦时，所见到的世界也比较美

满，倘若心理不健康或有烦恼苦闷时，

所见到的世界、所处的环境，也就不尽

如意。在未成佛、未解脱之前，环境影

响我们的心，所谓心随境转；当然，我

们的心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即境随

心转。

在古代，孟母三迁的目的，是为觅

得好环境，让她的孩子在人格心理上更

臻健全。在佛教的立场，这世界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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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障碍太多，无法使我们顺利修行，

因此，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以其有宏大的慈悲愿力，凡

有意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他必

接引。到达西方之后，处在很好的环境，

修行很容易就可以成功，所以一定要改

善环境，或到清净的环境，所谓「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让环境影响我们，

使人格升华、使心得清净。

境随心转是另一个方向。这世界虽

非净土，虽不像阿弥陀佛般的净土，可

是若靠自己的努力，在未达到西方极乐

世界之前，所见到的世界，也是比较清

净的。

心是什么？心可分物质的和精神的

两类。所谓物质的心是指心脏、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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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说「我心里很难过」、「这样的

麻烦事，使我很头痛」，心里难过就是

心急、心脏负荷过多，头痛就是心里很

烦恼、心情暴躁。

精神的心，包括感情、理性、思想、

观念等。这些虽然和头脑都有关联，但

头脑却不等于精神，头脑是精神所依，

精神是头脑产生的功能。

从佛学的立场来看，头脑细胞的意

根加上意识才是心。人死后，头脑虽在，

但是已经没有感情、思想。电脑可以记

忆，录音带可以记忆，但是它们没有思

想，有生命、有精神的头脑才是心。

烦恼心和清净心

佛教所谓的「心」是指烦恼心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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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心。你、我、他，贪、瞋、痴，无常、

苦等，是烦恼心。所谓你、我、他就是

分别的意思，对接触到的人、事、物产

生的反应。

有人问我：「佛经说无执着就是无

分别、无烦恼，我们是否可以无分别？」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当下的你

问我答，你我之间无分别吗？」

「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只是用不同的

名词而已，有的称佛，有的称耶稣、上

帝、神。」

我说：「不一样，同中有异、异中

有同。」

譬如一个女人，对其父亲而言是女

儿；对她的丈夫而言她是妻子；对她的

儿女而言，她是母亲；对她的老师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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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学生等。虽然是同一个人，从不同

的角度、层次，见到的并不是同一个人。

因此，由于宗教立场或身分立场的不同，

见到的环境、对象便不一样。如此，怎

么可能无分别呢？

虽然，一切事，一切现象，一切人

有不同的位置、立场和不同的环境，但

对自己的感觉而言，不要当作是和自己

有冲突或无冲突。这种感觉愈减少，见

到的世界愈和谐。

「你家有事，他家有事，我家没事」，

我曾经用这三句话疏导你我他之间的问

题。虽然有你我他的分别，可是自己不

生烦恼，这是菩萨的心境和心量。我们

虽不是菩萨，但是也可以学习、模仿。

他家有事，帮助他；你家有事，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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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己没有事，自己所做的，都是为

了你、为了他。用这种心态，多关怀他

人，则会减少与他人起冲突或矛盾的机

会，较不会产生烦恼。

贪瞋痴是你我他的具体表现。所谓

你我他，其实就是「我执」。有「我」

才知道有「你」、有「他」、有「我希

望……」、有「我不希望……」等念头。

一般劝人不要贪、不要瞋的人，若

要他本身完全不贪不瞋，是很不可能的。

若能完全不贪不瞋，就是圣人。若以圣

人的尺度期许是对的，却不必要求他人

或自己都是圣人。

凡人即使不贪财，也贪名、位；不

贪名、位，也贪五欲，身体是依五欲而

生存，既然生在欲界，未真正入定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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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时，对于色、声、香、味、触任何一样，

无不是贪。一般人贪五欲，修行的人，

即使修苦行不贪求五欲，也有贪，贪的

是圣果、圣位。得解脱，才真不贪。

对于不喜欢的人、物或环境等，欲

离不能离，想要而得不到，就有瞋心。

这和身体与观念有很大的关系。身体和

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对生活有利的就贪，

贪不到就瞋。对自己身体有利的，不希

望离开，强迫离开，便起瞋心。与自己

的名利起冲突，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生不欢喜心，也是瞋。

智慧如镜子，烦恼如尘土

清净心也是智慧的佛心。烦恼心使

我们痛苦，使我们生生流转六道中。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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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心愈少，投生的层次愈高，智慧愈增

长。智慧如镜子，烦恼如尘土，镜上蒙

尘是愚痴，拭去尘埃现智慧。六祖惠能

大师到五祖弘忍大师的道场时，曾发生

一个故事：

五祖将入涅槃，欲传衣钵，便命弟

子们各作诗偈一首。大弟子神秀在墙上

作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其意是将

心的烦恼祛除以显现智慧。五祖看了这

首偈，令弟子们点香勤念熟记，会有很

大的功德。

六祖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

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他认为菩提本来没有树，心也没有镜，

既无树也无镜，不会有尘埃，也不必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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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这种境界更高。

但是，法身应依色身修，要以血肉

之躯的色身修行佛道，才有可能开悟、

解脱、成佛，所以身体是很重要的，它

是修行的工具，也是烦恼的渊薮。

我们的心，非贪即瞋，愚痴而不知

智慧，所以从减少贪瞋着手，才能发现

智慧是什么。有人在念佛或诵经时，生

不清净的杂念、妄想，这是正常的情况。

就是因为心不清净，所以要修行。开始

修行的人应该相信自己有烦恼，才要追

求智慧。烦恼断尽则见智慧，智慧圆满

便与佛心相同，佛心与众生心原是一样，

不同的是众生心有烦恼、佛心无烦恼，

这就是明心、明佛的清净智慧心，便能

见佛的不动性和空性。



心净国土净

27

清净心是自照照人的智慧，佛性是

在凡不减、在圣不增的本来面目。有位

禅师开悟以后，有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回答：「早晨起床后，转身碰到墙壁，

才发现我的鼻孔是朝下的。」意谓佛性

到处存在本来具足。当烦恼心还在的时

候，即在迷中，就看不到佛性。智慧显

现时，即已开悟，不论看到什么，什么

都是佛性，那又称为无分别心，或无差

别性。

不起贪执便是清净心

「心净国土净」出自《维摩经》的

〈佛国品〉，即是「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的经句。那是说心清净后环境也清净。

所谓环境，是指眼所见、耳所闻、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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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舌所尝，身所触到的五欲境界，又

称五尘。好看的彩色及形色就是好看，

好听的声音就是好听，美味的饮食就是

美味的饮食，面对这些种种，心虽明白

而不起爱着贪执，便是清净的不动心，

所谓心不动或心不污染，不在于我们对

环境的接触，而在于我们放不下、丢不

开。若能慢慢地练习，不为过去的事烦

恼，也不为未来的事烦恼，心就渐渐地

与清净的境界接近了。

在日本的禅宗公案中，有这样的一

则趣谈：有两位努力修行的和尚，一是

师兄，一是师弟。有一天的行脚途中，

走到河边要过河，遇到一位年轻女子也

急欲过河，但那是在大雨之后，河面水

涨而又无船可乘。其中的师兄自告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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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女子抱过了河，然后各走各的路。然

而在路上，师弟不断地向师兄抱怨：「出

家人怎么可以接触女子，你今天抱了女

子过河，是犯了大戒。」师兄不予理会，

行事如常。到了晚上，师兄一觉睡到天

明，而这位师弟辗转难眠，对于师兄白

天的行为，耿耿于怀，认为他犯了戒，

尚不知忏悔。师兄醒来见师弟一夜不眠，

问明原因。师兄便说：「我抱女子过河

后已放下，为什么你到现在仍紧抱着她

不放？」

这个故事，便是在说明不受环境污

染。虽然对环境有接触到，但不因接触

到而心波动，或生瞋心或生贪心，当时

接触什么就是接触什么。其次，对接触

的环境，过去的已过去，不在心里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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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样，就是心清净。也许经常保持

心清净，并不容易，但是按照上述的观

念试着做，虽然对所有的事不能常保心

不动摇，但总可以藉此减少一些烦恼。

心清净并不是非常困难，不能永远

清净，能得一小时清净，乃至一分钟清

净也好，只要练习了清净，就能享受到

一分钟清净自在的快乐。

误解佛法或不会修行的人，很可能

与现实的世界产生隔阂、讨厌、逃避的

现象。因此，再以一则故事供大家参考。

唐朝时，有一对母女供养一位修行

人许多年。有一天这位母亲想试探修行

人是否修行成功。母亲告诉女儿：「今

日送饭过去，妳紧紧抱他一下。」女儿

照做了。第二天，母亲问这位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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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怎么样？」修行人告诉她：「枯

木倚寒崖。」

一般人认为能对美色不动心，已是

很有修行的人了。但是，这位母亲认为

他并未修好，所以拿起扫帚便将他赶走，

并放一把火把供给修行人居住的草寮也

烧了。

这个故事说明，像这位修行人是已

有工夫的，但尚没有开悟。虽然心不动，

却违背了常识和现实生活，那是死修行。

所以，不受环境污染的意思是需要认识

环境，但不受其动摇。心净后，环境就

可清净。

从内至外潜移默化

如何使环境清净、国土清净，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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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内心开始，那便是从观念的纠正和

信心的建立，同时要用戒定慧的修行方

法来净化身心。在修行过程中，便会发

觉身不清净、心不清净，当发觉身心不

清净时，就是渐渐趋向清净的表征。由

个人的自我清净，再用关怀和劝导，付

出时间与耐心，影响各自的家庭和生活

环境内所接触到的人。也就是自己本身

要在行为上、观念上、心念上，渐作检

讨，同时潜移默化，影响所及，便能使

得国土清净了。

建设法鼓山的活动已开始推动，法

鼓山建设的目标是：「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其意义是从每个人的

内心开始改善，当有烦恼时，对人不友

善时，要及时发现自己正在起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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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什么念。我们当然无法如圣人一般地

不动坏念头、坏举动，可是要渐渐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经常要反省，或许是说

错话，或许是做错事而生惭愧心、忏悔

心。能坦白、诚恳，人的品质一定提升，

人格一定比一般人高尚，所以会受敬重。

作为佛教徒的，若能人人都朝这方向走，

环境就会愈来愈清净。「建设人间净土」

不是口号，不是空洞的理想，乃是全体

关怀现代社会的全民，每人都应努力的

事业，人间净土，方能很快地实现。

（本文摘录自《禅与悟》）



人间比丘圣严法师（一九

三○～二○○九），自喻为

「风雪中的行脚僧」，曾获

《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

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

位人士」之一。

一九四三年法师于江苏狼

山出家，历经经忏、军旅生

涯，十年后再度出家。不论

六年闭关苦修、日本留学、美国弘法，或是开创法鼓

山，总是在无路中找出路，在艰辛中显悲愿，在坚毅

中见禅慧；他的生命，就是一场实践佛法的历程。

为了提高佛教地位及僧众素质，法师在四十岁时毅

然赴日留学。一九七五年取得东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

学位，历任台北文化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以及

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佛教会副会长、译

经院院长，并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山僧伽大

学、法鼓文理学院，培养佛教高等教育、研究人才。

一九八九年擘建法鼓山，历经十六年，终于在二

○○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举行开山大典。此世界佛教教

圣严法师简介



育园区旨在推动学术研究、修行弘化、关怀照顾等工

作，并逐步扩建海内外弘法、禅修、文化、教育、关

怀的组织体系。目前于台湾各地及欧、亚、美、澳，

亦广设禅修中心。为弘传汉传佛教，法师并于二○○

五年开创继起汉传禅佛教的「中华禅法鼓宗」。

法师长年奔波美、台两地，密集应邀至世界各地指

导禅修，为国际知名禅师。秉承临济及曹洞两系法

脉，以自然生动的方法随机应教，跨越文化藩篱，吸

引了无数东西方人士。更经常与科技、艺术、文化等

领域之菁英进行对谈，乃至与不同宗教进行和平合

作，深获海内外各界尊崇。

除此，法师擅长以现代人的语文普传佛法，至今已

有中、英、日文著作百余种，先后获颁中山文艺奖、

中山学术奖、终身文化贡献奖等；其中多种著作被转

译流布世界各地。

法师教法以「心灵环保」为核心，立基于汉传佛教

的传统，不断朝国际化、多元化的目标迈进，担负起

现代佛教继往开来的人间使命。



成立缘起、宗旨

为推广圣严法师「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

之理念，二○○五年十二月成立筹备会，二○○六年

一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圣严法师致力「人间净土」的

阐扬，推动佛法与现代生活的交融。法师曾说，「人

间净土」的实现，在于人心的净化；而人心的净化，

首重教育及理念的传达。为此，本会将专责长期弘传

圣严法师思想，推动「净化人心，净化社会」的教育

事业。

工作重点

● 普化的教育：推广法师「智慧随身书」，使健

康、正信的佛法，广为大众所知、所用，并结合网络

及现代科技，积极开发新的流通方式。

● 深化的教育：针对寺庙、佛学院、学校、图书

馆，及佛教相关研究机构、学者等，赠送法师之出版

品，助成更多人接触、探讨法师思想。

● 汇编及翻译：缜密整理及翻译法师各类出版品，

回应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阅听需求，成就适时适地

的弘化模式。

圣严教育基金会简介



另，本会亦筹办圣严法师思想学术研讨会、论坛

等，并提供硕、博士论文奖助学金，鼓励研究法师思

想，期能引领当代思潮，共创人间净土。

未来展望

致力维护长远、持续、稳定的会务运作，积极研发

新媒介、持续举办学术研讨、讲座活动与赞助相关研

究计划。期将圣严法师的理念，转化成现在及未来人

类社会最美妙的礼物，为纷扰不安的世界，奉献宁静

安祥。

■ 圣严教育基金会

 地址：10056台湾台北市中正区仁爱路二段48之6号2楼

  2F., No.48-6, Sec. 2, Ren-ai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10056, Taiwan

 网址：www.shengyen.org.tw

 电话：886-2-2397-9300（代表号）

 结缘书服务专线：886-2-2397-5156~7

 传真：886-2-2393-5610



法鼓山全球通讯录

法鼓山全球信息网http://www.ddm.org.tw

●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Tel:(886-2)2498-7171  Fax:(886-2)2498-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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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东初禅寺
 Tel:(1-718)592-6593  Fax:(1-718)592-0717
 90-56 Corona Ave., Elmhurst, NY 11373,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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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1-416)855-0531
 1025 McNicoll Avenue Toronto, ON M1W 3W6, Canada
● 澳大利亚悉尼分会
 Tel:(61-4)1318-5603  Fax:(61-2)9283-3168
● 澳大利亚墨尔本分会
 Tel:(61-3)8822-3187
 1/38 McDowall Street, Mitcham, Victoria 3132,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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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道场
 Tel:(60-3)7960-0841  Fax:(60-3)7960-0842
 Block B-3-16, 8 Ave., Pusat Perdagangan Sek. 8, Jalan
 Sg. Jernih,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新加坡护法会
 Tel:(65)6735-5900  Fax:(65)6224-2655
 38 Carpmael Rd., Singapore 429781
● 香港道场
 九龙会址
 Tel:(852)2865-3110  Fax:(852)2591-4810
 香港九龙荔枝角永康街23-27号安泰工业大厦B座2楼 
 203室
 Room 203 2Fl., Block B, Alexandra Industrial Building
 23-27 Wing Hong S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港岛会址
 Tel:(852)3955-0077  Fax:(852)3590-3640
 香港皇后大道西323号安达中心2楼 
 2Fl., Andes Plaza, No. 323,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 泰国护法会
 Tel:(66-2)713-7815  Fax:(66-2)713-7638
 1471.Soi 31/1 Pattnakarn Rd., 10250 Bangkok,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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