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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禪 One-minute Meditation 中英

文版（禪修筆記系列02）／釋心道 著

一分禪是平日在生活中，最簡單的禪修方
法。透過一分鐘的禪修，把內心的浮躁不定，在最
快速的時間裡面安定下來，讓「心」回到原點，讓
整個身心內外都寧靜下來，讓生命在禪修的寧靜
中，獲得更大的力量。

定價NT250元

行禪 Walking Meditation 中英文版

（禪修筆記系列03）／靈鷲山研究暨

出版中心 編撰

本書收錄心道法師對行禪的意義、準備與步
驟等修持開示，讓有志禪修者能夠掌握行禪的要
領，循此躬身實踐，終能從中明心見性。行禪一共
有三個動作，就是腳的提起、往前和放下，在這三
個簡單的動作裡，從許多不簡單的細微變化，觀照
心的變化。

養禪三味／釋心道 著

從無死的空性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從智慧
通達無礙的道路上學習般若，從人事法之中學習
慈悲，這就是法、報、化三身的修持。我們擁有
人身，都會感覺到生命是短暫無常的，所以我們
必須找尋真理，找尋永恆的歸宿處，體會生命的
真實。

定價NT250元

定價NT250元

知性的引導(上、下冊)-佛陀的故事

／釋心道 總監修

本系列上、下兩集，圖文並茂，內容所說佛本
生故事與佛法磐石——四聖諦與八正道、五戒與發菩
提心之外，並為閱眾介紹佛陀的十大弟子與佛陀因緣
極深的七大菩薩。希望透過這些典範，增加有因緣學
佛者的信心、已接觸佛法的朋友更加堅固道心，勇
猛、精進。

定價NT380元

知性的引導(下集)-生命的覺醒

／釋心道 總監修

本系列上、下兩集，圖文並茂，內容所說佛本
生故事與佛法磐石——四聖諦與八正道、五戒與發菩
提心之外，並為閱眾介紹佛陀的十大弟子與佛陀因緣
極深的七大菩薩。希望透過這些典範，增加有因緣學
佛者的信心、已接觸佛法的朋  友更加堅固道心，勇
猛、精進。

定價NT300元

菩薩活在人間（上、下冊）

／釋心道 著

學佛就是發菩提心，時常在現象上去明白與通
達菩提心能成就我們及一切眾生的覺性。我們的本心
就是菩提心。心道法師說，一切的佛法離不開空性，
空性就是整體的佛法，而各種不同的法門，只是幫助
我們去了解空性。發菩提心就是徹底覺悟到一切的法
不離自性，一切性即是自心，是自己本來具足的。

定價NT1,100元



心靈智慧＿＿＿＿＿＿＿＿＿＿＿＿＿＿＿＿＿＿＿＿＿ 系列

6 7

線上購書服務 www.093books.com.tw

聞盡：地球母親在呼喚 /釋心道 著

本書是心道法師在《聞盡：呼喚心內的觀音》出版五
年之後的增修版。心道法師又經過許多次的出關入關修行，
貫串耳根圓通法，是對觀音法門作一個比較完整的交代，也
是更有生命力也更平易近人的體會之作。

本書除了保留之前書中的自身體驗和觀音法門概要，
更用「耳根圓通法」做「行深」功夫，直觀心念與現象的本
質，成就耳根圓照三昧。

定價NT380元

靈鷲山外山

／陳大為、鍾怡雯 著

本書詮釋了心道法師的苦修與菩薩道精神。他的故事
以戰雲密布的滇緬山區為起點，隨後穿過台灣大乘佛教的叢
林，深入艱苦的塚間修和頭陀行，並於一九八三年創立靈鷲
山，以「慈悲與禪」為宗風，以世界和平為終極目標，展開
他的弘法志業。

定價NT380元

停心：停止時間 活出自己

／釋心道 著

停心，是止觀的作用。止以後，是停心，停心以後，
才是如實觀，進入「直心是道場」的觀；解脫前後際，前不
生、後不續。本書從呼吸法介紹止觀，談到修行時會遇到的
一些狀況，都是平常的故事和生活中的提問，其中有很多的
經驗談，可說是心道法師平日修行時一些親身見聞的體驗整
理與分享。

定價NT380元

願力的財富(附ＣＤ)／釋心道 著

觀念，是真正的財富，也是世俗財富的關鍵！觀念對
了，就有好運氣、好善緣，就有好的開始。願力，就是好的
觀念；就是一念之間。「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要找到
慈悲的價值，以大悲水去灌溉一切緣起，要有大願力。「自
淨其意」是如何修心養性，如何明心見性，從明心見性到遍
智的緣起，成就佛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可思議的
境界，就是成就心靈與物質共生、一如、不二的真如世界。

定價NT420元

坐禪的力量-十場靈性的師徒對話

／釋心道 著

心道法師說：「心和平，世界就和平」所以，來坐禪
吧，禪可以帶你進入「心和平」的境界，回到快樂的根源離
苦得樂，萬事可解，生活在對立的世界，我們天天面對著層
出不窮的問題與苦難，大到全球國際性的對抗，小至個人的
生活願望，禪修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請跟隨心道法師禪修的
次第逐步進入和諧共生的靈性生命

定價NT450元

心經直契：空性的道路 /釋心道 著

「我是一個喜歡修行的人，這裡是用修行的角度來講
《心經》，希望這份心得對想要修行的人都用得上，對實修
時能有所利益！」──心道法師

《心經》整個對我們的觀念作一個矯正，讓我們從文
字去了解，從觀照去修行，從實相去覺受。真正的「禪」是
直接在現實生活中離相，怎麼一針見血去面對生活，讓心活
起來，行雲流水，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受著相的困擾。

定價NT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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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天人—心遊法界
Mountain, Ocean, Sky and People : 

A Mind Journey through the Dharma Realm

（全新修訂·中英對照）／心道法師 著

本書以山海天人的概念，彰顯華嚴的四法界
觀。山對應於事法界，海對應於理事無礙法界，天
對應於理法界，人對應於事事無礙法界。該書希望
帶領讀者從外在靈鷲山的聖境風景到內在彰顯四法
界觀，以這兩種層次觀照心道法師的智慧。

山之章：華嚴聖山入法界 事法界中說俗諦。
「在於針對世俗諦中種種的觀念加以智慧的詮
釋」。

海之章：毗盧性海歸體性 理事無礙心即佛。
「心、性」，心屬於事，體性屬於理，心歸體性，
性由心顯，心性互融，因此「理事無礙心即佛」，
心佛無礙而互融，由此彰顯修心法門之奧祕。

天之章：虛空法身無言說 理法界中體性空。
「直指心性」、「直指法界」。也就是對於無言的
虛空法身起言說。

人之章：普賢行願窮三際 事事無礙菩薩行。
普賢十願，乃事事無礙法界力用之具體展現，其中
總廓一切菩薩行。

定價NT550元

山海天人 心遊法界(中文版)

／釋心道 著

本書以山海天人之概念，彰顯華嚴的四法界觀。山
對應於事法界，海對應於理事無礙法界，天對應於理法
界，人對應於事事無礙法界。

定價NT400元

問禪／釋心道 著

禪，是什麼？此書整理心道法師於信眾禪修
閉關時的開示講述：從「為什麼要禪修」的觀念釐
清，進入「禪法源流」的祖師覓心故事，接著禪師
引領「開始禪修」的教導，讓我們清楚明白、照見本
「心」。最後，更留下學生以「問」點題的師徒答問
的現代版的精彩公案，讓我們看見，生活中處處有
禪、禪是一切答案。

定價NT50元

25歲，我不在家／靈鷲山文化出版

本書集結靈鷲山十七位法師的出家因緣，不論是
偶然抑或必然，他們都是如其所是地扮演了現身說法見
證的角色。每個法師的故事都是一種無常、無我、寂靜
成菩提的過程。法師們胸懷的開放，正啟示了每個人如
實、如是、不評價、不期待地做自己、提供自己!

定價NT250元



心靈智慧＿＿＿＿＿＿＿＿＿＿＿＿＿＿＿＿＿＿＿＿＿ 系列

10 11

線上購書服務 www.093books.com.tw

心之道智慧法語第三輯【律己篇】【止觀

篇】【願力篇】【證果篇】

／心道法師 語錄（一套四冊 中英文對照）

本套書律己篇對應「阿含期」，建立學佛生活軌
則；止觀篇對應「般若期」，明心見性，生無漏智慧；
願力篇對應「法華期」，發菩提心，自利利他；證果篇
對應「華嚴期」，追求多元共生，成就佛果。

心之道智慧法語第一輯【修慧篇】【修心

篇】【修行篇】／釋心道 著（一套三冊中英文對

照）

心道法師的法語猶如紅塵裡的一顆琉璃，看透世間
的憂煩苦惱，法語清新如露，滴入人心的力量正如暮鼓晨
鐘，讓人在煩惱當下豁然開朗，開啟自性明徹的一方天
空。閱讀法語錄，可以讓人培養內修自省的功夫，成就自
利利他的菩薩行。

定價NT200元

心之道智慧法語第二輯【慈悲篇】【喜捨

篇】／心道法師 語錄（一套二冊中英文對照）

心道法師法語清涼慈悲，引導眾生用心體會生活，
多用愛心關懷，來克服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難題。透過放
下、服務與奉獻的心態，自利利他。「慈悲喜捨」的工
作，就是把自己最好的東西，奉獻給別人。

定價NT180元

定價NT250元

心之道智慧法語第四輯   

【一心篇】【六度篇】／心道法師 語錄

（一套二冊 中英文對照）

本套書集結心道法師近年來以「一心到六度」六
項生活原則為主題的開示語錄，闡釋「生活即福田，工
作即修行」的生活禪理念，透過珠璣法語，讀者能於日
常生活中如實修行。六項生活原則包括:「一心」，「二
愛」，「三好」，「四給」，「五德」，「六度」。

定價NT220元

智慧人生故事（一套三冊)

／靈鷲山出版中心 編撰

本套書分為《佛陀的眼睛》、《記憶的水流》與
《富足的生活》三部曲，各書分別探討智慧的佛法、果
報的輪迴與布施的富足。內容取材自佛教經典故事與寓言
小品，而每一篇佛經故事，改寫成淺顯易懂的白話故事，
並搭配寫意的手繪圖稿設計，讓讀者更容易理解佛法的深
意，找到生命的力量。

定價NT280元

天天星期卍／心道法師 著  

原人 繪

生活中，每個人總有無法解決煩惱的時候，將佛
法善用在生活中，必能迎刃而解大小難題。本書分為家
庭、情感、親子、事業、建康、學佛與生活七個方面，
藉由心道法師的智慧與幽默，相信可以為您消憂解惑，
讓您天天吉祥、事事如意。

定價NT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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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六種滋味

／許悔之、 黃健群 主編

本書收錄了六篇短篇小說，讓讀者有更多心靈上
的省思。透過解剖描繪人、信仰與文學三者間的關係，
融合宗教的意涵與文學的細緻，交織成對生命的悸動。
本書收錄的心靈小說，有些細細描述出對生命的啟發；
有些則演繹出對宗教的信仰。

優惠價NT199元

佛陀在花園

／David Bouchard 著  黃健群 譯

透過清楚的觀察，我們發現，萬事萬物是川流不息的。
因此，人生的生老病死，不但呈現著苦，也呈現著變化，透過
變化的過程，讓我們體悟不苦的方法，那即是一種寧靜安詳。
該繪本希望能讓有緣的人，點燃真理的光亮，喜悅而無憂。

定價NT199元

隨筆北投／雷驤 著

作者雷驤長住在北投，本書是他對北投的觀看，
圖文並陳，帶領讀者走一趟二十年的北投之旅。二十年
前，雷驤以移入者之姿落戶北投，居住在海拔約五十公
尺的山腰上，與北投市街保持某種俯瞰關係。這樣的意
識無時無刻浸漫著他的生活。於是，雷驤將這二十年來
對北投的觀看，分為家居、散步、隨筆北投匯集成冊，
堪稱是本珍貴的北投記事。

定價NT320元

	  

荷蘭的詠嘆調／許培鴻 著

這是一本充滿荷蘭意象的影像圖文集，每一張照片都是
感動的瞬間。深深愛戀著荷蘭的攝影名師許培鴻，帶著充滿愛
意的熱情捕捉每一個悸動，呈現出只有戀人的眼睛才能看見的
美。荷蘭所擁有的豐富的藝術內涵，美麗的人文素養及開朗進
取的多元文化，都在作者的鏡頭下，完完全全地呈現出來。

定價NT250元

	  

記憶與情緒／James L.McGaugh 著　鄭文琦 譯

James L. McGaugh在本書中探討記憶與情緒的生理與心理基
礎，對於短期與長期記憶加以分析，並特別討論記憶的固化歷
程。在所有記憶裡，情緒高漲的事件往往留下最深刻的記憶。
《記憶與情緒》揉合了個人的軼聞與迷人的洞察，是一窺「我
們如何記憶？我們又如何遺忘？」的雅俗共賞力作。

定價NT200元

心靈舞蹈／心道法師 著　

尤傳賢 繪

本書以輕鬆、活潑、中英對照以及插圖方式呈
現，閱讀起來輕鬆自在。觀看生活中的自己，有時覺得
快被外在的一切壓得透不過氣來。平日的煩惱常因為看
不到真相而感到困惑，勇敢提起覺性與佛性吧！將自己
的舞步，隨著心靈的想法跳出來，與大家分享。

定價NT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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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擁抱我們多情的心

／Mark Rober Waldman 編　 

劉鐵虎、楊麗貞、馬俊國 譯

本書中的故事，深刻描繪現代愛情、愛情中的浪漫
理想以及人們在欲望不得滿足時所遭受的痛苦。在這些故
事中，讀者將見到人們如何從男人或女人當中，尋找更多
的東西。我們通常會向我們的愛人投射出神聖而完美的形
象，一種超越肉體的吸引力以及超越愛情崇拜的熱情，努
力尋求「精神」食糧，以滿足愛情的美好。

定價NT299元

作夢練習本／

Maggie Peters 著　鄭文琦 譯

每個夢都帶有重要的訊息，它不斷的對我們訴說由
身體、心智、情緒、本能和直覺所表達的一切。《作夢練
習本》是一本教讀者完全解夢的方法。藉著了解夢，認識
潛在的自我，嘗試面對生命中不同面向的問題。本書教讀
者如何解開自己的夢境，夢中某些細微的徵兆，透過夢的
工作，簡單的步驟，我們將完全明白夢境的真實意義。

定價NT280元

The Way of the Heart / 
Dharma Master Hsin Tao

This is the first book in English that contains the life story of 
Master Hsin Tao (born 1948), as he is referred to by his disciples, 
told in his own words. The book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taught by the Buddha, and offers a very engaging and 
vivid account of the fact of suffering that every human being on this 
Earth undergoes in some form or other, as exemplified in the master 
own life experience. It present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suffering, 
and on the way to overcome it, thus enabling one to lead a life of 
genuine wisdom and deep joy. 

Ven. Dharma Master Hsin Tao i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or having established the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located in 
Taipei, Taiwan, and for his sustained efforts to bring about world 
peace through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mong religions. 
With his core message deriving from Chan (Zen) Buddhism, Master 
Hsin Tao leads his disciples and students through all Three Vehicles 
of Buddhism in teaching and practice. Ven. Master Hsin Tao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thirty books in Chinese,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German over the years. The Way 
of the Heart is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 personal introduction by 
Maria Reis Habito, a disciple of Ven. Hsin Tao for more than 30 years 
now.

定價NT280元

The Way of the Heart / 
Dharma Master Hsin Tao

Ven. Master Hsin Tao, a distinguished Mahayana and Vajrayana 
monk from Taiwan (founder of the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honored guest of the Parliament of World Religions and the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 offers the cure for 
the innate human dread of death. 

The book is exceptional in its philosophical comprehensiveness 
and its unique style. Integrating the wisdom of a living Buddhist 
Master--his cosmological vision, the philosophy of both Mahayana 
and Vajrayana, and deep meditative practice— this book offers readers 
a reward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ist cosmos and distinctive 
insights into the esoteric concepts of karma, memory matrix, the dying 
process, and transmigration. 

定價NT280元

	   每個星期從一個故事開始

／Alan Cohen著 王育英 譯

本書以多元化的故事、詩、寓言以及喻意深遠而幽
默的語彙呈現。每個章節，都以一則故事或是詩歌般的引
文為起始，再針對摘選出的文稿提出詮釋。書中選取的
五十二篇文章並非信手拈來，讀者可以一星期的時間，欣
賞閱讀篇章段落，將其中的訊息銘記於心，使它融入生活
和自己的思緒，並成為真實的生活經驗！

定價NT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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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the Heart / 
Dharma Master Hsin Tao

In this book the concept of “mountain, sea, sky, man” 
is used to express the “four realms of reality” of the Huayan 
school of Buddhism. Mountain corresponds to the realm 
of individual phenomena; sea corresponds to the realm of 
nonobstruction

between principle and phenomena; sky corresponds 
to the realm of the one principle (śūnyatā) ; and man 
corresponds to the realm of nonobstruction between 
phenomena, The same correspondence is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verse:

Mountain:
From the sacred mountain of Huayan, entering the realm of 
reality; conventional truth is spoken in the realm of individual 
phenomena.

Sea: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through the sea of Vairocana; 
Buddha is the realm of nonobstruction between principle and 
phenomena.

Sky:
The universal Dharmakaya is ineffable; in the realm of the 
one principle the essential nature is emptiness itself.

Man:
The vows of Samantabhadra span the three times; the 
realm of nonobstruction between phenomena—this is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

定價NT350元

The Power of Zen Meditation
Ten Spiritual Dialogues with 
Dharma Master Hsin Tao

If you’re reading this, it’s no accident: It’s time to 
enjoy some serious Zen enlightenment!There’s no one 
better to guide you than Dharma Master Hsin Tao, whose 
very name (“Hsin” means “heart” and “Tao” means “path”) 
signals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spiritual journey you’ll 
embark on with this book.

Bring clarity to your mind, gain a true sense of inner 
sacredness, and embrace boundless love and profound peace 
with The Power of Zen Meditation.

定價NT5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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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彼樂土──不丹．朝聖
／靈鷲山教育院 編著

本書以大量精美圖片搭配文字，記錄靈鷲山朝聖團
在不丹朝聖的行旅地點與活動，著重敘述不丹文化、歷
史、聖地風光及其與聖者的因緣。此外，更詳實記載心道
法師在聖地的教示，讓大眾法雨均霑，增長靈明智慧。

定價NT380元

印度朝聖 佛陀在否？

【限量珍藏精裝版，一套二冊附DVD】

／靈鷲山教育院 編著

本套書分為《印度朝聖─佛陀在否》、《菩提心印
─心道法師聖地教示》二冊，以精彩圖文介紹各個聖蹟遺
址與佛教發展歷史，並收錄心道法師在每個佛教聖地與沿
途的開示全文，引導讀者體會世尊證悟到的華嚴世界和不
生不滅的覺性。

定價NT780元

海天佛國／陳琴富 著

普陀山是佛教最著名的觀音道場。普陀山島上有普
濟、法雨、慧濟寺三大禪寺為主叢林名剎。跟著本書的腳
步，一起拜訪「南海觀音」、「梵音洞」、有「梅岑仙
境」別稱的「西天風景區」等聖地，在朝聖中，跟著佛的
足跡，成就真理。

定價NT400元

蓮花佛國

／靈鷲山文化、陳琴富 合著

九華山自闢建為「地藏菩薩道場」以來，因為
九大主峰形似蓮花，而有蓮花佛國之譽。本書是心道
法師帶領信眾至九華山朝聖的步履行跡，所到之處，
一身身成就的肉身菩薩，讓朝聖的凡夫俗子們更堅定
學佛修行的意志。

定價NT400元

	  
廢墟裡的靈光─重返印度的佛陀時代

／鍾文音 著

印度，這悠遠古老的佛陀之鄉，在作者溫純熱情
的筆觸下，將自己在佛國的所見所聞，用充滿藝術色彩
的觀點，呈現出印度古色古香的佛陀境地。以印度各
個重要景點為經，交織出每個景點所富有的特殊文化為
緯，本書可謂是作者對印度的最佳代言；似史書又似遊
記，印度最真實的文明彩色，就在作者精彩的筆墨下如
實開展。

定價NT299元

	   山城的微笑-尼泊爾的不浪漫旅程

／鍾文音 著

尼泊爾因為佛陀誕生地藍毗尼園遺址，成為佛
教徒必去的聖地。作者鍾文音，循著佛陀的足跡來到
了這裡，卻驚訝於前所未有的自在感，彷彿前世曾在
喜馬拉雅山下生活過。於是，文字、攝影、繪畫等多
方面才華此刻全都成了她運用自如的「筆」，文字與
影像共同展現她眼中的山城那獨特的微笑。

定價NT2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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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蝴蝶-探訪世界舞台聚光燈外的緬甸／

聖行 著

本書介紹今日緬甸風光，除提供與旅行相關的
資訊外，復有許多深刻的人文觀察。全書依重要觀光
地域，分為曼德勒、品塢倫、葛勞、蒲甘、拿巴里海
灘、吉諦祐、仰光等單元，由作者以獨到的眼光，為
讀者揭開這個遠離世界舞台的東南亞「蝴蝶民族」故
鄉的神秘面紗。

定價NT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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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空間的旅行（水陸20紀念版）

／靈鷲山水陸研究編纂小組 編著

本書搭配水陸法會現場的圖片，詳細介紹水陸緣
起、內外壇佛事儀軌的意義、法會注意事項、水陸相關
歷史文化等，並收錄心道法師的水陸開示。水陸法會是
一場虔誠的懺悔、發願，學習如何將業力轉化成願力，
讓大眾在生命的旅程中種下美善的記憶體。

定價NT420元

明心不昧／靈鷲山出版暨研究中心 編著

靈鷲山佛教教團應楊釗居士之邀，前往江西百丈
禪寺啟建水陸法會。本書記錄此次百丈禪寺水陸大齋勝
會，書中並論述禪與水陸在思想、歷史上的關連，以及
收錄心道法師在水陸期間的精彩開示與對禪宗公案的詮
釋。

定價NT250元

水陸奇緣——17個生命大和解的故事

／靈鷲山水陸研究編纂小組 編著

本書收錄十七個靈鷲山水陸法會的感應故事，實
實在在地從參與者出發，將他們的故事呈現在讀者面
前。期望讀者藉由本書，與書中的師兄姐一起進行一趟
水陸法會之旅，藉此洗滌心靈、提升生命。全書分為
「孝親」、「懺悔」、「尊重」、「利生」四大篇章，
並以靈鷲山開山和尚心道法師的開示進行閱讀指導，由
具德高僧帶領讀者領略各故事背後的生命教育意涵。

定價NT280元

唯信：心道大和尚水陸開示集

／心道法師 著

本書為靈鷲山開山和尚心道法師於水陸法
會開示之集結，於此書可以知道心道法師在梁皇
壇、內壇、先修法會，以及對志工歷年來的開示
歷程，期望能讓無法到臨水陸現場的讀者們透過
這本開示精要集結，共聞佛法智慧。

定價NT280元

擺渡：讓心與水陸相應

／釋了意 著

本書不僅詳述水陸法會的相關知識，更強調
大眾齊心「參與」的重要。透過細說水陸的供養
功德、諸壇的起建，並行懺法的實踐與精進，進
而轉化生命的能量，不但能淨化個人心靈，更能
活化地球生態，療癒自然。

定價NT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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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鷲山2018弘法紀要／釋了意 總策劃

本書記錄心道法師慈悲弘法履跡，以及靈鷲山教團各
單位傳揚志業點滴，為教團二○一八年度紀錄年鑑。

我們跟地球就是生命共同體，地球的健康就是我們的
健康，地球的永續也就是我們的永續。─心道法師

這是心道法師在今年的「世界宗教大會」上和其他宗
教領袖會晤時所講的一段話，雖然只有寥寥數語，卻道出
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地球只有一個，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
依靠地球而存在，地球是我們最重要的寶藏。正是這樣的
信念，二○一八年靈鷲山在心道法師的帶領下，努力不懈
地朝著「愛地球、愛和平」的方向努力。

定價NT550元

靈鷲山2019弘法紀要

《靈鷲山2019弘法紀要》

本書記錄心道法師慈悲弘法履跡，以及靈鷲山教團各
單位傳揚志業點滴，為教團二○一九年度紀錄年鑑。

心道法師從禪的體證中，認識到生命之間的連結猶如
華嚴世界中的因陀羅網，彼此相互輝映、重重無盡。所以
心道法師提出「愛地球、愛和平」作為靈鷲山志業的核心
價值與精神，並在二○○一年，創建世界宗教博物館作為
推動宗教與世界和平的平台。

定價NT600元

靈鷲山2017弘法紀要／釋了意 總策劃

二○一七年，靈鷲山除將「慈悲與禪」的宗風落實
在弘法、教育、生活中，持續開展四期教育的成佛道路，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地球、愛和平」運動更成為靈鷲山
上下共同的行動。從各地講堂課程強調生活化學習，六項
生活原則的提出與實踐；再到德國與緬甸兩場生命和平大
學智庫會議的召開，以及在十月舉行兩場的生命和平音樂
會，宣布生命和平大學正式啟動等等，都在呼籲人們重視
地球當下危機，從自身做起，從靈性與生命教育著手，融
於日常生活中，讓愛地球、愛和平成為一個普及於大眾的
生活運動，期盼將和平的種子，深植眾人心中，為地球和
平留下永續的火種。

定價NT600元

靈鷲山2015弘法紀要／釋了意 總策劃

本書收錄靈鷲山佛教教團二○一五年重大事件之相
關報導，並搭配現場照片，生動記錄每個教育弘法、慈善
救災的精采瞬間。二○一五年靈鷲山以回歸總本山的春、
冬安居，策勵四眾弟子回歸學佛的初發心。在變化萬千的
時代潮流下，靈鷲山在教育上扎根，帶領眾生向內打造愛
與和平的基因，向外播撒愛與和平的種子。

靈鷲山2016弘法紀要／釋了意 總策劃

本書詳實記載心道法師與靈鷲山二○一六年弘化軌
跡，內附獨家珍貴照片，帶您一探靈鷲山「慈悲與禪」的
宗風，與其具體的實踐成果。重點收錄心道法師各季開
示，從智慧法語中學習以佛法待人處世、長養慧命。隨書
附錄「靈鷲山2016回顧影片」，以影片方式輕鬆觀賞靈鷲
山全年重要事件記錄。

定價NT580元

定價NT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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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寧靜‧心和平
─靈鷲山2012弘法紀要（附ＤＶＤ）

／釋心道 總監修

二○一二年，靈鷲山以「人生佛教」的理念，引
導眾生進入佛法，了悟同體大悲的意涵。因此，心道法
師帶領信眾朝禮印度佛陀聖地，展開「百萬大悲咒願力
閉關」，以實修的方式，堅固求道的決心，將個人的生
命神聖化，從而神聖化家庭、社會、地球，找回宗教最
初的社會功能。

定價NT600元

大悲‧華嚴‧覺有情
─靈鷲山2011弘法紀要（附ＤＶＤ）

／釋心道 總監修
本書載錄靈鷲山二○一一年重要記事，依隨心道

法師入世的慈悲以及出世的智慧，共同打造愛與和平，
地球一家的華嚴世界。二○一一年除了慶祝宗博館成立
十週年的一系列館慶活動，日本三一一大震，心道法師
更指示靈鷲山慈善基金會發動捐輸賑災，展現了同體大
悲的情懷。

定價NT500元

	   靈鷲山2014弘法紀要（附ＤＶＤ）

／釋了意 總策劃

二○一四年，是靈鷲山的封山安居精進年。心道法
師強調「四期教育」的內涵與重要性。四期教育分成「阿
含期」、「般若期」、「法華期」、「華嚴期」四個次
第，是心道法師透過實踐體悟出來的佛陀整體教法，而四
期教育同時搭配「三好」、「四化」、「五德」、「六
和」等具體準則，以實踐來儲備騰躍的力道，進而開展華
嚴的聖山志業。

定價NT500元

禪心‧大願‧慈悲力─
靈鷲山2010弘法紀要
／釋心道 總監修

本書記載二○一○年靈鷲山發生的點點滴滴，也
記錄了靈鷲人落實菩薩道的感動與榮耀，讓靈鷲山佛教
教團「以愛心成就慈悲，以佛心圓滿智慧，以恆心貫徹
願力，以直心普行實踐」的使命和實踐得以見證流傳。

定價NT450元

轉動‧慈悲‧觀自在─
靈鷲山2009弘法紀要／釋心道總監修

本書收錄當年度靈鷲山教團的慈悲如何落實在
各式各樣活動的事件；從中可以看到禪的安詳寧靜，
如何被呈現在日常生活中；一顆顆善良種子，如何在
心道法師的教化下，發芽成長。

定價NT420元

靈鷲山30週年山誌【限量珍藏精裝版，
一套六冊】／靈鷲山教育院 彙編

「傳承諸佛法、利益一切眾」，靈鷲山以禪為
宗，心道法師一生致力推廣愛與和平，帶領靈鷲山一
路走過三十年，誓願打造一個和諧、共存共榮的華嚴
聖山。《靈鷲山30週年山誌》將從宗師法教、教育
傳承、護法弘化、宗博志業、國際交流與寺院建築等
六大面向，帶領讀者見證靈鷲山的發展歷程與未來展
望。

定價NT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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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鷲山25週年山誌

寺院建築卷／釋心道 總監修

本卷主要介紹靈鷲山教團的寺院建築，包含總本
山、分院、全球各區會講堂以及閉關中心。藉由介紹靈鷲
山寺院的建構理念與建設過程，描述建築之美與作用特
點，引領讀者進入佛菩薩殿堂的殊勝空間。

定價NT600元

靈鷲山25週年山誌

藝文采風卷／釋心道 總監修

本卷三個篇章，結集宗師道跡篇、受贈文物篇與祈
願讚化篇。宗師道跡篇有心道法師早期卡片、書信、壁書
以及後來的墨寶和簽名法語；受贈文物篇收集了各界的耆
老與名家，贈予靈鷲山的墨寶與圖畫；祈願讚化篇挑選了
心道法師的和平祈願文、新春祈願文等，藉由文物藝術傳
達佛法旨要與菩薩祝福。

定價NT700元

靈鷲山25週年山誌

宗統法脈卷／釋心道 總監修

本卷主要介紹心道法師的生平及修行事蹟，詳述靈
鷲山三乘法脈的傳承譜系、法脈源流，透過語言文字，說
明宗師之修證歷程及思想教化之理機法味，詳載靈鷲山的
開山之基、立教之本，其內涵在說明靈鷲山自我追尋、自
我認識的過程，讓讀者更清楚理解靈鷲山的本質。

定價NT700元

靈鷲山25週年山誌

弘化紀實卷／釋心道 總監修

本卷分為「百則紀要」與「大事年表」兩部
分。「百則紀要」，選取二十五年來，對當代社會
與靈鷲山弘法志業深具影響的一百一十二則大事。
「大事年表」篇，以編年方式臚列靈鷲山所舉辦過
之弘法、交流、利生的活動與事件。可作為接引眾
生學佛與自身精進的方便法門。

靈鷲山25週年山誌

國際發展卷／釋心道 總監修

本卷首先說明國際發展的意義，即是愛與
和平的實踐。再介紹「世界宗教博物館」建館理
念、緣起、籌建與落成，都是「愛與和平」力量
的匯聚。接著介紹「愛與和平地球家」，歷述靈
鷲山與世界各大宗教的對談、交流和合作。一路
走來，皆是對和平渴望的努力。

定價NT600元

定價NT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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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零時差：全球對話‧從北緯23.5°出發

／釋心道 著

本書集結心道法師從一九九一年至二○○九年以
「愛與和平」為主軸的國際行程講稿，內容共四十餘篇，
並收錄當時精彩的照片，可說是心道法師二十多年來的思
想結晶，將和平理念宣揚給世人。

定價NT420元

聆聽—國際回佛對談紀實1

／釋了意 主編

佛教與伊斯蘭教共通倫理原則大致上有：破除階級
與族群之藩籬，強調人人平等；提倡儉樸制欲的生活方
式；重視靈性修行。但兩教在義理及社會實踐上卻各有偏
重之處。因此必須深入兩教各自的教義、戒律及修行等領
域作深入探索，才能領略其中之差異。

定價NT250元

迴響—國際回佛對談紀實2

／釋了意 主編

繼二○○四年的《聆聽：國際回佛對談紀實1》後，
《迴響：國際回佛對談紀實2》以淺顯易懂的編排方式詳盡
紀實參與歷屆回佛對談的各宗教領袖、專家學者的精闢見
解，為世人提供回佛信仰交流的文化平台，一同為促進愛
與和平地球家努力。

定價NT280元

Heart to Heart

Buddhist-Muslim Encounters in 
Ladakh／Edited by Bhikkhuni Liao Yi 
and Maria Reis Habito

Ladakh, India was chosen as the site to hold the 
2010 Buddhist-Muslim Dialogue. Speakers in this Ladakh 
Buddhist-Muslim Dialogue Conference include religious 
leaders, scholars, and social activists from both traditions. 
Under the rubric of Love and Peace, every attendee sought 
to propose substantial and effective “agenda for peace” 
from  his or her own field of interest or expertise. Dharma 
Master Hsin Tao once said꞉ “When the mind is at peace, 

the whole world is at peace.” Hopefully, these words will 
give readers encouragement and peace will pervade the 
entire world.

Listening

Buddhist-Muslim Dialogues 2002-04/
Chief Editor Bhikkhuni Liao Yi/Co-
Editor Maria R. Habito

After the Buddhas of Bamiyan in Afghanistan 
was strikingly destroyed by the atomic bomb explosion 
from Taliban in 2001, Dharma Master Hsin Tao has 
dedicated to dealing with religious conflicts. Based on the 
determination to bring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Dharma 
Master Hsin Tao has constantly held a series of dialogues 
between Muslim and Buddhist world. The book takes in 
various perspective viewpoints from religious leaders and 

experts participating in the Muslim-Buddhist dialogues. 
Hopefully, these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could 
bring about potential and possible love and peace to the 
world.

定價NT300元

定價NT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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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手冊

中文版／宗博出版

宗博館是國內第一座以世界宗教為展示主題的專業
博物館，館藏以年代較古老及信仰人口數較多的原則，挑
選了世界十大宗教為展示主題，廣泛運用文物、藝術創作
及多媒體動態展示，豐富了展館的整體風貌。

定價NT150元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Guide Book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Exhibition 
Dept.

The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offers u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more about religious, to choose a spiritual belief for our 
own life. It is a place for different religions to freely discourse, so 
that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religious disputes and conflicts.This 
is a museum of the spirit, the restful and unrestrained destination 
we seek.

定價NT150元

壹顆心．零距離：世界宗教博物館開館十週

年紀念專刊（附ＤＶＤ）／宗博出版
本書收藏來自宗教界、產官學研各界的祝福與期

許，揭示心道法師宗博理想國的願景、記錄心道法師國際
交流的行腳。本書記錄宗博館十年來舉辦的各項教育推廣
與展示活動，以真實保有宗博館發展過程中的每一階段。

定價NT580元

珍藏世界宗教博物館：開館實錄／宗博出版

本書收錄了社會各界對宗博館開館的祝賀和期許，以
及開館紀實，期能將「愛與和平、地球一家」的理念分享與
眾。而「尊重、包容、博愛」是宗博館長期宣揚的理念，在
眾生的祝福下，相信這份願力會繼續傳播下去。

定價NT400元

珠玉之網：世界宗教博物館開館紀念專刊

／宗博出版

宗博館各項成就都仰賴不同領域的支持者共同推動，
猶如《華嚴經》裡「珠玉之網」的意境，猶如無限寶珠交錯
反映，重重影現，互顯互隱，重重無盡，千光萬色，不可名
狀，空間有限，但意境無窮。箇中滋味值得讀者細細品嚐。

定價NT700元

心領神會-體驗世界宗教博物館／陳世賢編著

本書以博物館的特色，提供讀者大量參考的資訊，作
進一步研究的素材，該書把世界宗教的精神性和莊嚴性與讀
者溝通，將博物館展示主題及內容等資訊完整羅列，提供給
觀眾參觀時的真實情境。

定價NT450元

山西彩塑造像圖錄（附DVD）／宗博出版

本書記載了宗博館主辦的「山西泥塑展」，為製作過
程及展覽軌跡留下完整的記錄。對一座佛像來說，彩繪完成
後，做為崇拜的象徵，就進入歷史了，經過百年塵埃才能顯
出古物永恆的美感。本書再現古泥塑的過程，重現古代泥菩
薩誕生的故事。

定價NT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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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愛的奇幻獸

／鄒敦怜 著  菲菲 繪

小朋友若讀過《尋找愛的奇幻獸》圖畫
故事書，再進入宗博館「愛的森林一尋找奇幻
獸」體驗館，體察故事中動物都是象徵光明、
溫暖、關懷、真誠的角色，體察愛在你我周圍
等情意滋養增長，未來的生命進程，將是充滿
溫馨而燦爛。

定價NT199元

親親我的寶貝

／李國銘 著  林玉玲 繪

每個人都很期待蘋果老師的小寶寶可以
趕快生下來，可是，從小沒有媽媽的阿德，卻
擔心蘋果老師肚子裡的小寶貝，會搶走蘋果老
師對他的愛。你有沒有因為家裡多出了新的生
命而煩惱呢？每一個寶寶都是愛的禮物，要學
會用愛來迎接這些小天使！

定價NT150元

小不點兒快長大
／李國銘 著  林玉玲 繪

小不點兒接到爺爺奶奶打來的電話，要
從遙遠的北海道來參加小不點兒的「七五三
節」，祈求小不點兒能順利地平安長大。怎樣
才是長大？是換了新牙齒？還是學校制服又變
小了一號不能穿？長大會有什麼新鮮事？就聽
聽小不點兒怎麼說！

定價NT150元

娜坦的婚禮

／李國銘 著  林玉玲 繪

美麗的娜坦老師要結婚了，幸運的新郎
長什麼樣子？是很帥的白馬王子？還是聰明的
發明家？你知道爸爸媽媽曾經互相許下什麼愛
的承諾嗎？結婚是家庭誕生的開始，也是承諾
與責任的開始。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參加娜坦
老師美麗的婚禮吧！

定價NT150元

酋長老鷹爺爺的生日

／李國銘 著  林玉玲 繪

酋長老鷹爺爺的生日快到了，但爺爺一
點也不開心，因為他覺得老人家常常被疏忽。
於是，大家決定幫老鷹爺爺辦一場慶生會，讓
爺爺知道大家對他的愛永遠不會改變。酋長老
鷹爺爺就要過七十歲生日了，現在就讓我們一
起來參加酋長老鷹爺爺的生日吧！

定價NT150元

再見了我的好朋友

／李國銘 著  林玉玲 繪

紫馨生病了，已經一個月沒到學校上
課，瑪格麗特老師請班上的小朋友製作問候
卡，把想和紫馨說的悄悄話寫在上面，幫紫馨
加油。每個小朋友都在卡片上和紫馨回憶以前
的快樂時光，希望紫馨趕快好起來，再回到學
校和大家在一起。

定價NT150元



抄經本＿＿＿＿＿＿＿＿＿＿＿＿＿＿＿＿＿＿＿＿＿＿ 系列

36 37

線上購書服務 www.093books.com.tw

抄經的功德利益：
抄經，即是在靜默與攝心當中，將經文逐字謄寫在抄經本上，藉由對經

義的反覆咀嚼，使我們更能契入佛理蘊含，如同三皈依所言：「自皈依法，當
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此時需以至誠、恭敬之心，宛如佛菩薩親自
現前說法一般謙下領受。所謂「一切法從恭敬中求」，若能虔誠奉抄，則能獲
如是功德。若以無所得之心恭敬抄寫，以此功德迴向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則其
利益殊勝廣大如虛空，浩瀚無邊，不可窮盡。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抄經本

定價NT150元

佛說阿彌陀經抄經本

定價NT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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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住世間

／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著

本書主要編集了泰國與緬甸十二位禪修大師的開
示與禪修指導。包括阿姜查(Achaan Chaa)、馬哈希西亞
多(Mahasi Sayadaw)、孫倫西亞多(Sunlun Sayadaw)、阿姜
佛使(Achaan Buddhadasa)、阿姜念(Achaan Naeb)、阿姜
摩訶布瓦(Achaan Maha Boowa)、唐卜陸西亞多(Taungpulu 
Sayadaw)、莫因西亞多(Mohnyin Sayadaw)、莫哥西亞多
(Mogok Sayadaw)、烏巴慶(U Ba Khin)、阿姜達摩答羅
(Achaan Dhammadaro)、與阿姜讚念(Achaan Jumnien)。

本書從諸實修的法門切入，所談及的法也都是連
結到禪修、核心而重要的法教，編著者以其多年參學經
歷，補充了前後幾個章節，指出禪修的目的、要旨、正
確的修行觀念與心態、釐清一些可能的疑問等，增益本
書的實際並完整。禪修的學習與體驗是人人需要的，禪
修是可以進入您的生活的，禪修將令您的生命昇華、自
此不同。佛陀覺悟之法、所有禪修大師們的教導，依然
活生生地住於世間；邀請讀者、行者受用此書的激勵與
引領，找到您自己內在的真實道路。

定價NT680元

正念明鏡─中陰成就無上密法
／策列那措讓卓(Tsele Natsok Rangdrol)著

本書以此生自然中陰、臨終痛苦中陰、法性光明
中陰、受生業力中陰等四種中陰為主題，策列那措讓卓
大師根據傳承上師的口傳心要，開示四種中陰的修持法
要，如何利用各種情況當下自解脫。本書具足證量上師
口傳教誡的要點和椎擊，文句簡明易懂，為個人修行實
用寶典。

定價NT350元

在俗世自在生活的大圓滿之道

／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著

本書教導如何於心性的覺醒狀態中禪修，在此種氛圍
下，所有的困境都可以迎刃而解。作者以其獨特、頗具技巧
的傳法風格，引導我們如何在不同對境中與自己自在相處的
方法。他引領大眾在悲智雙運的基礎下培養信心，以能和諧
安處在每一個處境。 定價NT400元

功德藏釋：三道甘露精華─經部上冊
/吉美林巴(Jigme Lingpa)本頌
  甘珠爾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釋論
  劉婉俐 譯

《功德藏》涵蓋了寧瑪派成佛修道上的所有次第，直
至最高的大圓滿法教。這本釋論由甘珠爾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所撰，精闢易懂，以漸進的方式如實呈現佛陀的一
切法教，傳承清淨、法教真實，是有心修學寧瑪派法教與大
圓滿法門者的必讀書籍。這本由甘珠爾仁波切所撰的釋論，
以阿毗達磨論為範疇，著重在特定議題上，以作進一步的闡
說與論釋。並以三士道的修道次第為開展主軸，對於不同根
器與功德的對象，給予不同的修行指南。 定價NT420元

	  

功德藏釋：三道甘露精華─經部下冊
/吉美林巴(Jigme Lingpa)本頌
  甘珠爾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釋論
  劉婉俐 譯

由大成就者持明吉美．林巴所著的《功德藏》，涵蓋
了寧瑪派成佛修道上的所有次第，直至最高的大圓滿法教。
這本釋論由甘珠爾仁波切所撰，精闢易懂，以漸進的方式如
實呈現佛陀的一切法教，傳承清淨、法教真實，是有心修學
寧瑪派法教與大圓滿法門者的必讀書籍。

定價NT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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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生大士／乃旦‧秋林仁波切（Neten 

Chokling Rinpoche）著 陳思喬 譯

任何對我具信者，從未舍離諸信眾，我如守門
如護衛，睡臥其人門檻上。──蓮花生大士

蓮師伏藏傳承者乃旦‧秋林仁波切撰寫，本書
在真實與幻化中穿梭交織著蓮師度眾的故事，各各真
實，篇篇動容，書中有大量珍貴、稀有的照片，願讀
者能於其中普現吉祥，成就善願。

定價NT400元

大手印之燈
／Tsele Natsok Rangdrol 著 
    普賢法譯小組 譯

作者從基、道、果三部精簡扼要解釋大手印的
修持重點，並說明大手印修持境界。同時也揭示金剛
乘對究竟義的趨入方式，並以詩的體例，大量引用大
成就者或經典的教示，簡單明瞭的涵蓋見、修、行、
果的實修精要。

定價NT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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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語言／周裕鍇 著

本書借助當代西方話語理論，按照「語言與世界」這一
哲學性思路，考察了禪宗發展各階段言說方式的演變。並將禪
宗語言看做一種特殊存在方式的體現，透過「故事的考古」，
揭示其獨特的概念結構與可理解的意義，合理解釋了許多古怪
奇特的公案在禪學上的價值。

定價NT350元

禪宗美學／張節末 著

本書考察禪的感情、境界、意境，以及禪的人格觀與自
然觀。作者從「宗教現象學」的面向，以大乘般若學來理解禪
宗美學的意義。在論述中，從最基本的禪的感性經驗入手，運
用還原式描述的方法，準確地勾畫出禪宗現象空觀出現的哲學
史、美學、史學轉換線索。

禪宗倫理／董群 著

本書從倫理學的角度入手，皆是禪宗倫理作為倫理化宗
教的基本特徵，從人與自我的關係，擴展為人與人的關係、人
與自然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及人與佛的關係來進行論述。

定價NT350元

定價NT350元

心時代／曹世潮 著

二十一世紀，最根本的變化就是人類需求的變化，它促
使環境和文化之演變。一個自然的物質世界存在著，一個動物
的世界存在著，一個心靈的世界生長著，並將主導這世界。心
時代標誌著人類意義上的生活真正開始。人的生理、心理、精
神生活都將趨向充分的滿足。

定價NT180元

對話：釋儒道與基督教／

何光滬、許志偉 主編

本書是大陸學者何光滬與許志偉所合編的「基督教
思想與中國文化」書系中的第一冊；書中針對世界觀、本
體論及神性論，集結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提出了關於儒
家、佛教、道家、道教及基督教的觀點，藉此釐清各宗教
對於一些本源問題的思考。

定價NT320元

心靈解碼／邱近思 主編

「世紀宗教對談」涵蓋了宗教與藝術的關係，宗教
與科學、媒體、網路社會的關係；當宗教對新興議題表示
見解時與既有社會產生衝擊，對談是心胸開放的證明，都
能經由對話和調整，走向更好的境界。

定價NT250元

定價NT220元

信仰的彩虹

／John Hick 著 王志成、思竹 譯

本書是希克（John Hick）在美國協和神學院的講座。
書中，希克的一個基本思想是，各大宗教皆為人類對同一
終極實在的回應，由於人類自身的特點、環境、文化的
差異，對實在的回應差別甚大，但這些回應都是同等有效
的，都是人類生存從自我中心向實在中心轉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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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學導論／張志剛 著

本書共八章，主要可分為三大主軸：一是提出文化研
究與宗教研究的交匯，提出「宗教文化觀」的學術觀念。二
是藉由當代學者的研究範例做出評介，讓讀者進一步理解
「宗教文化學」的論述和批評。三是闡發「宗教文化觀」的
主旨要義和「宗教文化學」的學術潛力。

定價NT280元

走向神聖 現代宗教的問題與方法

／張志剛 著

本書為引論性的學術著作，作者以方法論觀念為經
緯，簡要評述當代宗教學的研究狀況，試圖從當代人文研究
的領域中，探索宗教文化研究的方法論，並藉由對當代學者
所做的研究批評，來闡發《宗教文化學導論》一書中所主張
的學術意識。

定價NT299元

宗教社會學／戴康生、彭耀 主編

本書內容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將宗教信仰與宗教
行為、宗教組織及其制度、宗教的社會功能與現代社會的發
展等之間的關係，做系統性的闡述。二是針對中國傳統宗教
與改革後的宗教狀況與變化進行探討，其在基礎上提出的思
考與展望，會是當代宗教社會學的重要指標。

定價NT320元

現代博物館／秦裕傑 著

作者以博物館界老將，結合多年學養及深體時勢，
為讀者介紹現代博物館，藉以了解博物館功能，運用社
會資源，促進人際互動及服務精神。更將最新的電腦網
際網路觀念，融入博物館實務中，以切合社會脈動。

定價NT270元

神州腳印／呂理政 著

在本書中，作者記錄了大陸福建、廣西、西安、北
京、貴州等地的自然與人文現況，是讀者一趟趟知性之
旅的集結，讓讀者從生活化的筆觸中，感受到作者獨到
的人文觀察，以及對旅行的細心與感性。

定價NT330元

古蹟·民俗·博物館／呂理政 著

對於一個學人類學的人來說，多彩多姿的異文化，
其實就如同各具風格的博物館，作者的國外旅行，大都
是以拜訪博物館為主要目的。然而，足跡所至之地，在
其眼中都是一座座各具風姿、活生生的博物館，多樣化
的風光，多元的民族，令人心神嚮往。

定價NT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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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宗教

／Mary Pat Fisher 著　尤淑雅 譯

本書探討當今宗教的複雜特性，從社會學、政治分
析、心理學、科學以及宗教史暨宗教現象等觀點加以闡
明。作者勾勒新舊宗教目前所受到的衝擊，說明各教派面
對新挑戰的方法。

定價NT180元

猶太教的世界／

／Dan Cohn-Sherbok 著　傅湘雯 譯

本書是一本介紹猶太教及其歷史的簡明易讀的概覽。
它始於美國市郊猶太人生活的描述，進而探索猶太宗教組織
的性質、以色列國，以及全球猶太社會的特點，藉此描述自
聖經時代以至現今的猶太歷史。還針對正統與非正統猶太教
的基本信仰和作法作一概要性介紹。

定價NT180元

印度教的世界／

／Cybelle Shattuck 著  楊玫寧 譯

本書是一本介紹印度教及其歷史簡明易讀的概覽，並
特別強調在現代的實踐及時下塑造宗教生活的因素。印度教
的歷史逾三千年，印度又未有過統一各方的朝代，加上印度
教的寬容傾向，使得該宗教發展出相當繁複多樣的宗派、教
義和習俗。

定價NT180元

基督宗教的世界

／Brian Wilson 著  傅湘雯 譯

本書將基督宗教從猶太教時期到後現代的歷史清楚
且扼要地介紹出來。書中不僅重點談論基督宗教的傳統
教義，對幾次基督教分裂所呈現的教義主張也都清楚交
待，相當難能可貴。

定價NT180元

佛教的世界

／Bradley K.Hawkins 著  陳乃綺 譯

本書提供首次接觸佛教的人一個基本認識的機會，
將佛教長達二千五百年的歷史，作主題化呈現，帶給讀
者鮮明的意象。本書以討論佛教在當代社會脈絡中所面
臨的現況與挑戰，為其特色。

伊斯蘭教的世界

／Jamal J.Elias 著  盧瑞珠 譯

本書從社會和歷史的觀點來形容伊斯蘭教教義和生
活內容，簡短又清楚的介紹，讓讀者一目了然。伊斯蘭
教信徒遍布各個不同的文化社會。本書從社會和歷史的
觀點描述伊斯蘭教教義和信徒的生活內容，是一本認識
伊斯蘭教最佳的入門書。

定價NT180元

定價NT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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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社會論／江山 著

本書致力研究公共社會生成的物理邏輯與本然必
然所在；同時，還依東西方文化的前提條件，說明人類
現下的困境與出路的可能性。本書認為，經由人的同質
化、同型化建構，人類必將放棄自我、佔有的功利、界
域二致性、政治化、理性分判諸般痼疾，且就此開始公
共社會的歷程。

定價NT260元

思想劄記（一）／江山 著

思想劄記（一）多為隨筆之作，收錄書信、雜記
等篇章，內容廣泛，遍及社會現象、歷史哲學、文明科
學、物理研究等論述，為作者長期體悟之綜合整理。本
書思惟另具一格，探討層面深入，書中還討論宇宙觀
念、時代發展和人類問題等概念，自有作者獨特的理解
與觀點。

定價NT370元

思想劄記（二）／江山 著

思想劄記（二）內容廣及中國文化、哲學、歷
史、制度相關論域之研究，亦關注相同論域的西方文
化。本書認為，東方文化的本原性、內部化，以及還原
證成的價值終極，正是人類未來走向的通途。經由人類
的理智自足與性智覺悟，終將承載自覺、能動地還原證
成的大命。

定價NT300元

自然神論／江山 著

本書探討「自然神」之概念與相關論域，在方
法上致力於說異求同，洞穿物理本然的不二之道，且
著重將此一「道」在世界內部化和還原證成的前提上
展開和說解。此一理路可以讓人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化
與義理，並且透顯出：我們為之堅守和習慣的那些意
識形態及文化體系可能有反省的必要。

定價NT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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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簡體版．大套／繁體版．小套）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釋迦牟尼佛成道之
後，在禪定中為上乘菩薩開示無盡法界時所宣講的
經典，是佛教最完整世界觀的介紹，也是大乘佛教
修學最重要的經典之一，被大乘諸宗奉為宣講圓
滿法教的「經中之王」。全套經典含: (1）十大冊
／八十華嚴（卷一至卷八十一）(繁體版附國語注
音、簡體版附漢語拚音)(2）三別冊／華嚴字母、
華嚴開示、華嚴導讀(3）精美書盒

大套開本：15.3 x 22 cm

小套開本：11 x 15 cm

大乘妙法蓮華經

《大乘妙法蓮華經》主要在讚詠永恆的佛陀，以
種種方便說微妙法，說明人人皆可成佛。經文內容至高
無上，宣說眾生本具如蓮花清淨不染的佛性。

尺寸：11.5 x 16 cm 結緣價NT300元

精裝佛典

結緣價 大套NT3000元

           小套NT2500元

大佛頂首楞嚴經

《大佛頂首楞嚴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
全經十卷，分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份，說明
「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之
理，並解說成佛時的定境及菩薩修行的階次。

尺寸：11.5 x 16 cm 結緣價NT300元

尺寸：20公分x27.5公分(精裝書套) 結緣價NT500元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是懺法中的「懺王」，
是懺悔法門中最重要的一部經典，足以代表懺悔法門
的精華，亦是中國佛教流傳最久的一部懺，為梁武帝
所制。梁武帝夫人郗氏生性好嫉，死後化為大蟒蛇出
現在武帝的夢中，武帝制《梁皇寶懺》十卷，超度郗
氏，夫人遂得以化為天人，於空中謝帝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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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繁）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敘說觀世音菩薩聞聲救
苦，眾生遇到危難或遭逢苦惱，稱其名號就可獲得解
脫。《佛說阿彌陀經》為淨土三經之一，其宣說阿彌陀
佛及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以及持誦阿彌陀佛名號可獲
得的功德利益，勸喻眾生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繁）

《金剛經》可以用來在生活中觀照，解脫煩惱、
安心並消除罪障，如此心就能夠安定，《金剛經》裡的
每一句話都是教眾生如何觀心。「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眾生應該要如此生
活，如此觀照，才能解脫一切的束縛、執著與障礙，
碰到任何事情，不要貪執，只要把慈悲、愛心好好地傳
播，就能有解脫證悟的時候。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繁）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為大乘重要經典
之一，其讚歎藥師佛的行願，並且闡述修持方法與修持
藥師法門的功德利益。藥師佛發十二大願，利益有情，
其法門的修持方法諸如持名、供養、誦經、持咒等。修
持藥師法門，所獲得的功德廣大，包括速得成佛；行邪
道者令入正道，行小乘者令入大乘；能得種種戒，犯戒
者還得清淨不墮惡趣；得長壽、富饒、官位、男女等；
得無盡，所受用物無所乏少等。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地藏菩薩本願經（繁）

《地藏菩薩本願經》為釋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宮，為母
親摩耶夫人所說，與《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占察善惡
業報經》合稱「地藏三經」。地藏菩薩曾發大誓願：「眾生
度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經中敘述地藏菩
薩的本願；教導眾生了解因果業報，要眾生不造作墮入地獄
的惡因，以遠離惡道。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佛說無量壽經（繁）

《佛說無量壽經》為淨土宗重要經典之一，其記述無
量壽佛所發四十八大願，以及臨終念佛法門。無量壽佛即阿
彌陀佛，其曾是一位國王，因為悅慕佛法而放棄王位，出家
為沙門，修行攝取佛國清淨莊嚴無量妙土。無量壽佛的威神
光明顯赫，壽命長久不可計量，其接引眾生往生淨土，廣開
簡易的念佛法門。無量壽佛曾發四十八願，並揭示眾生只要
誠心念誦其佛號就可往生極樂世界。

大悲心陀羅尼經（繁）

《大悲心陀羅尼經》，全稱《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
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久遠劫前，千光王靜住如來
因為憐憫當時一切眾生，而將〈大悲咒〉傳授於觀世音菩
薩，觀世音菩薩一聞此咒，心生歡喜，並且發願如果能利益
未來一切眾生，就讓祂身上生出千手千眼。就在觀世音菩薩
發願的同時，馬上生出千手千眼，大地產生六種震動，十方
千佛同時放大光明，遍照觀世音菩薩身上以及十方無邊世
界，而觀世音菩薩亦由初地，頓超八地果位。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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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三昧水懺法（繁）

《慈悲三昧水懺法》，又稱《水懺》，是唐
代悟達國師以三昧水濯除冤業的懺法。唐代悟達國
師知玄，膝上忽然生出人面瘡，人面瘡眉目口齒俱
備，若餵以飲食，則開口吞啖，所有名醫都束手無
策。直到迦諾迦尊者助其以三昧水洗濯人面瘡，才
化解積世怨讎。知玄感到積世冤業若非遇到聖人，
則難以化解，因此述為懺法，朝夕禮誦，後來傳播
天下，即成《水懺》。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繁）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敘述普賢菩
薩十大行願：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
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
學，恆順眾生，普皆迴向。普賢菩薩為「華嚴三
聖」之一，與文殊菩薩同為釋迦牟尼佛的脅侍。心
道法師說：「想要成就華嚴世界就要實踐普賢菩薩
的十大願，普賢菩薩的十願就是成佛的工作。要行
普賢十願才能修到佛的果位成為遍智的佛。」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
羅尼經（繁）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經》經中有云，如果有人作塔，並供奉此神咒
於塔內，該塔即為七寶所成，過去諸佛全身舍
利，以及諸如來所有三身皆在其中；也因此，
寶篋印陀羅尼塔為佛三身功德之總集，修持此
經之功德無量，可以除災、擋煞、防疫、增福
等，十分殊勝。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繁）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敘述釋迦牟尼佛為
即將命終墮入惡道的善住天子，宣說淨一切惡
道、淨一切生死苦惱的增益壽命之法。而善住
天子依法受持後，應受一切惡道苦即得解脫，
並且增壽無量，得大歡喜。受持此陀羅尼，具
有：舉名顯德、淨除生死、破苦迴向、聞咒滅
罪、略顯勝生、憶念增壽、三業清淨、如來觀
視、天神侍衛、為人所敬、惡障消滅、菩薩覆
護、讀誦壞苦、遊入勝境等功德。

尺寸：8.5 x 19 cm 結緣價NT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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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繁、簡）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七卷本《妙法蓮華經》
的第二十五品，其中敘說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眾生遇
到危難或遭逢苦惱，稱其名號即可獲得解脫。觀世音菩
薩現在西方極樂世界，為補處菩薩，若恭敬供養觀世音
菩薩、專稱名號而迴向極樂，命終可往生佛國。其聞聲
救苦、隨類應化，針對眾生的需求，化現不同的身分形
貌，度脫眾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繁、簡）

《金剛經》可以用來觀照生活，解脫煩惱、安心
並消除罪障，如此我們的心就能夠安定，《金剛經》裡
的每一句話都是教眾生如何觀心。「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眾生應該要如此
生活，如此觀照，才能解脫一切的束縛、執著與障礙，
碰到任何事情，不要去貪執，就能有解脫證悟的時候。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佛說阿彌陀經（繁、簡）

《佛說阿彌陀經》為淨土三經之一，其宣說阿彌
陀佛及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以及持誦阿彌陀佛名號
可獲得的功德利益，勸喻眾生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教化眾生的導師，梵語「阿彌
陀」，中文稱「無量」，因為阿彌陀佛光明無量、壽命
無量，所以號「阿彌陀」。若能至心虔誠念誦阿彌陀佛
聖號，希求離苦得樂，發願往生西方淨土，必能乘佛願
力往生極樂國土。

︽
隨
身
經
典
系
列
三
︾

︽
隨
身
經
典
系
列
三
︾

靈鷲山

靈

鷲

山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繁、簡)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經文內容敘述妙月長者向佛
陀請示貧賤者如何得到富貴、生病者如何消除病痛、有罪
者如何消除罪障、遇險恐懼者如何安穩快樂，而佛陀則告
知妙月長者雨寶陀羅尼的法門。憶念受持、廣說流布雨寶
陀羅尼的功德廣大，其威德力可使善信獲得財富，消除病
痛與罪障，安穩而有福慧，進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繁、簡）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經中
有云，若有人作塔，並供奉此神咒於塔內，該塔即為七寶
所成，過去諸佛全身舍利，以及諸如來所有三身皆在其
中；也因此，寶篋印陀羅尼塔為佛三身功德之總集，修持
此經之功德無量，可以除災、擋煞、防疫、增福等，十分
殊勝。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繁、簡）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敘述普賢菩薩十大
行願：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
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
皆迴向。普賢菩薩為「華嚴三聖」之一，與文殊菩薩同為
釋迦牟尼佛的脅侍。心道法師說：「想要成就華嚴世界就
要實踐普賢菩薩的十大願，普賢菩薩的十願就是成佛的工
作。要行普賢十願才能修到佛的果位成為遍智的佛。」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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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繁、簡）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為大乘重要經典
之一，其讚歎藥師佛的行願，並且闡述修持方法與修持
藥師法門的功德利益。藥師佛發十二大願，利益有情，
其法門的修持方法諸如持名、供養、誦經、持咒等。修
持藥師法門，所獲得的功德廣大，包括速得成佛；行邪
道者令入正道，行小乘者令入大乘；能得種種戒，犯戒
者還得清淨不墮惡趣；得長壽、富饒、官位、男女等；
得無盡，所受用物無所乏少。

慈悲三昧水懺法（繁、簡）

《慈悲三昧水懺法》，又稱《水懺》，是唐代悟
達國師以三昧水濯除冤業的懺法。唐代悟達國師知玄，
膝上忽然生出人面瘡，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若餵以飲
食，則開口吞啖，所有名醫都束手無策。直到迦諾迦尊
者助其以三昧水洗濯人面瘡，才化解積世怨讎。知玄感
到積世冤業若非遇到聖人，則難以化解，因此述為懺
法，朝夕禮誦，後來傳播天下，即成《水懺》。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09地藏-封面ol.pdf   1   2014/12/26   上午 11:04:17

地藏菩薩本願經（繁、簡）

《地藏菩薩本願經》為釋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宮，
為母親摩耶夫人所說，與《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占察善惡業報經》合稱「地藏三經」。地藏菩薩曾發
大誓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
佛。」經中敘述地藏菩薩的本願；教導眾生了解因果業
報，要眾生不造作墮入地獄的惡因，以遠離惡道。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簡）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敘述釋迦牟尼佛為
即將命終墮入惡道的善住天子，宣說淨一切惡
道、淨一切生死苦惱的增益壽命之法。而善住天
子依法受持後，應受一切惡道苦即得解脫，並且
增壽無量，得大歡喜。受持此陀羅尼，具有：舉
名顯德、淨除生死、破苦迴向、聞咒滅罪、略
顯勝生、憶念增壽、三業清淨、如來觀視、天神
侍衛、為人所敬、惡障消滅、菩薩覆護、讀誦壞
苦、遊入勝境等功德。

尺寸：10.5 x 14.5 cm 結緣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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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經論系列

一、吉祥經釋義（繁）

《吉祥經》收在五尼柯耶（Nikaya，南傳大藏經）《小
部》的《小誦經》裡，共有佛陀向一位天神所宣示的十一偈。
佛陀所宣告的吉祥事一共有三十八事；其中屬於環境的有十一
事，屬於自身過去世所帶來的善根有二事，而屬於自身培育修
行的有二十五事；其中的吉祥事有的屬世俗的，有的屬出世間
的。佛陀善用此部經行善巧方便，願眾生都能達到至善至福。

結緣價NT100元

南傳經論系列

二、慈愛經釋義（繁）

佛陀時期相傳有五百位比丘眾在叢林間禪修，樹神前來
樹林裡搗亂，令比丘眾無法安住，他們向佛陀稟報此事，佛陀
即對他們開示《慈愛經》，當比丘眾再回到原地修慈愛時，樹
神因而被慈心所感化。修慈愛主要是為了對治瞋恚與害心，以
消滅瞋恚與害心，主張不僅不能傷害和虐殺眾生，還要憐憫和
保護眾生。

南傳經論系列

三、三寶經釋義（繁）

《三寶經》收在五尼柯耶（Nikaya，南傳大藏經）《小
部》的《小誦經》裡，共有佛陀所宣示的十四偈以及薩迦天王
讚三寶的三偈，總共有十七偈。相傳吠舍離城發生饑荒，招來
鬼怪與蟲災而造成許多人死亡，因此有人提議邀請佛陀來此解
難。佛陀與眾比丘到吠舍離時，該城即下了一場大雨，把死屍
都沖走，空氣因此清新；佛陀於是向居民開示此經，鬼怪因此
逃離吠舍離城，居民才恢復安寧。《三寶經》是一部祈求護佑
的經文，崇尚佛、法、僧三寶，更確立三寶在佛教的地位。

結緣價NT100元

結緣價NT100元

喜歡生命系列

大悲壇城的升起－心道法師水陸開示(繁)

靈鷲山自一九九四年啟建第一場水陸法會以來，迄
今已逾二十年，期間匯聚了無數的悲心與願力，共聚在同
一個時空中，在法音宣流的境域裡，共振共鳴。二十年
來，心道法師在水陸法會灑淨、結界、幽冥戒、送聖的慈
悲開示，希望十方善信於聽聞之餘，能生起對佛法的堅定
信心、解除生命中的困惑，乃至身心清淨地行走於菩薩道
上。

結緣價NT100元

喜歡生命系列

成佛之道三部曲－心道法師開示選輯(繁)

成佛之道三部曲，法身佛就是不死的身，是我們靈
性，學佛是追求永恆靈性的法身佛，即不死的永恆靈性。
報身佛就是無礙的智慧，無礙的智慧就是般若，要能夠具
足無礙的智慧，就要從般若學起、開始做起。化身佛就是
佛的無量慈悲，周遍法界的慈悲。 

喜歡生命系列

靈鷲山學佛指南(繁)

這是一本提供大家學習佛法的修行指南，為了接引
初學佛的朋友，在生起一份喜悅嚮往之餘，更要讓各位明
白學習佛法的內容、階段及方法，讓大家知道學佛要打下
什麼樣的基礎，在不同階段要注意什麼樣的重點，使得這
一路的學佛生命旅程，能夠走得自在歡喜、安穩踏實。

結緣價NT100元

結緣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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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生命系列

智慧華嚴(繁)

華嚴的世界就是智慧莊嚴的世界，每一個眾生、每
一種宗教都是一朵花一顆萌芽的種子，呈現一切的智慧，
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彼此互依互存，創造出整體的作
用，彼此就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心道法師說：「華嚴世
界就是做『緣起成佛』的工作以佛法利益他人；要『悲心
周遍』，讓一切的眾生都能夠升起菩提心。」

喜歡生命系列

皈依
心道法師說：「皈依就是皈依佛、法、僧，永續經

營我們的福德與智慧，它是學習佛法的入口處。」這是一
本提供佛法初學者的皈依指南，收錄了心道法師的皈依開
示精選，謹以本書殷切期盼大眾同來皈依，同得皈依利
益，與佛結下善緣，踏出成佛之道的第一步。

生活禪系列

一、放下就是快樂－

心道法師法語精選 （繁、簡）

放下並不是不去追求，而是隨緣不變。隨一個緣，
在一切善惡、好壞當中轉變，心都不變、不為所轉。佛要
我們看破、放下，好的會過去，壞的也會過去。念佛念到
善惡皆不住，也就是做到看破、放下。用平常的心面對無
常的事情，學習放下計較的心，生命才有意義。

結緣價NT100元

結緣價NT100元

結緣價NT100元

法門修持系列

大悲寰宇─如何修持大悲咒（繁、簡）

本書希望透過心道法師的開示，讓想要修持觀音大
悲法門的四眾弟子們，學習正確的修持內容。從《大悲心
陀羅尼經》中，一一了解〈大悲咒〉的緣由及其功德利
益，並透過〈大悲咒〉的十種相貌與菩薩的心相應，最後
能夠以正確的修持儀軌，持續持誦〈大悲咒〉，創造清淨
正覺的生命空間。

結緣價NT100元

法門修持系列

禪菩提（繁、簡）

為了協助眾生在不斷變動的生活中，不忘心道法師的
法語，隨時降伏易受波動的心，因此，本書整理出心道法師
對禪修的開示與教學，期望大眾能夠理解，原來禪跟自己的
心與生活是這麼貼近，不是高高地掛在天上讓人觸手不及，
也不是朦朦朧朧引人臆想，讓大眾能夠在行、住、坐、臥，
在生活瑣事中細細體會生活禪。

結緣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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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系列

放生（繁）

大眾學佛的初衷即為了離苦得樂，「不殺生」是帶領
我們離苦得樂最重要的環節。戒殺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方便教
導眾生發起自性本自具足的慈悲心，從自己最切身相關的地
方做起，從不殺生逐漸到吃素，從吃素逐漸到放生，再從放
生逐漸到慈悲心的生起，將過去所造的惡業、惡緣、惡結解
開，如此在學佛修行的道路上就容易成就。

結緣價NT100元

水陸系列 

燄口（繁）

「燄口」，原指一個口中不斷噴火燄的鬼王。他身形
枯瘦，喉嚨細得像根針，肚子大得像座山，臉上一直噴著火
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生前過於貪心且吝嗇，因而受到
報應，長年挨餓，不能進食。為了解除他的痛苦，同時度化
所有飢餓如焚的餓鬼們，佛教自古以來，便常常舉辦特定的
法會儀式，一方面施放食物，一方面藉由諸佛菩薩的加持，
為其作法超度。

水陸系列

齋天（繁）

心道法師說：「參與齋天等佛事，就是要與一切法界
的眾生結緣；透過與一切眾生結善緣，由良性的循環而讓我
們整體生命能量愈來愈好，能夠將業力轉成願力。」本書從
齋天的意義、歷史發展、儀式以及功德利益等方面循序漸進
地介紹給讀者，讓讀者參透齋天的本意，禮敬諸天諸佛，而
產生菩提心。

結緣價NT100元

結緣價NT100元

水陸系列 

齋僧（繁）

《齋僧》主要介紹水陸法會之齋供僧人。齋僧的意義
為設齋食，供養僧眾，水陸法會齋僧可以讓我們增加福報、
去除障礙，解脫執著，然後我們才可以廣結善緣。此外，齋
僧用清淨心、恭敬心、虔誠心來供養僧寶，這會讓眾生將自
己平常對物質的貪欲、執著除去，進而培養慈悲、感恩六道
眾生之心，也為自己種下報恩孝親、祈福修善的好因緣。

水陸系列

梁皇壇（繁）

《梁皇壇》主要介紹水陸大壇的建置與意義。水陸法
會分內、外壇，來進行佛事，梁皇壇即是最大的外壇，入壇
者必發大悲心，故又稱大壇。此壇主要禮拜《梁皇寶懺》，
讓拜懺者能從懺悔諸惡業，進至明因果，而超薦祖先與冤親
債主，並萌生慈悲心與菩提心。

結緣價NT100元

結緣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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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音修持系列
大悲咒（修行版／教學版雙CD）中英文版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大悲咒〉是觀音菩薩的滿願咒，持這個咒就會跟觀音菩薩的

磁場相應，有觀音菩薩的緣，做慈悲的事業，增長我們福德與智慧的資

糧。」 ─心道法師

持誦〈大悲咒〉可得十五種善生，不受十五種惡死，隨緣
滿願，所求無礙。

定價NT250元

定價NT200元

法音修持系列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CD中英文版

The Heart of the Perfection of Great Wisdom Sutra

「什麼是般若波羅蜜多?般若就是智慧，智慧即是通達無煩惱，

什麼地方有煩惱，就用什麼智慧去對治。」─心道法師

《心經》簡短的二百六十個字中，蘊含了整個佛法的大
意，是《大般若經》的精髓。《心經》教導眾生空性的智慧，消
除煩惱，用般若智慧來破除有執，將所有的妄想執著全部打破。

	  

	  

法音修持系列
綠度母咒CD

心是一個駕駛員，命運與心念都操之在己，要想辦法洗乾
淨，避免貪瞋癡污染我們的內心。常誦〈綠度母咒〉能斷輪迴
之根，除一切魔障瘟疫病苦，消一切刀兵水火盜賊等災難，增
福慧壽命，所求如願，功德廣大難以言盡。

定價NT200元

法音修持系列
南無阿彌陀佛CD中英文版

Homage to Amitabha Buddha

「真正學佛、念佛，是要在每一個生活因緣中，活出佛祖的大愛

來。從生活裡面活出阿彌陀佛─活出本來的無量光、無量壽。能夠成就

無量的智慧，就是無量光；能夠圓滿無量的慈悲，就是無量壽。」

 ─心道法師

至心虔誠念誦阿彌陀佛聖號，希求離苦得樂，發願往生西
方淨土，念念清淨乃至一心不亂，必能乘佛願力往生極樂國土。

法音修持系列
百字明咒CD 中英文版

The Hundred Syllable Mantra

「懺悔能令我們的煩惱從粗重轉成輕微、從輕微轉成微細，懺

除貪瞋癡慢疑五毒的煩惱，與清淨相應、與無負擔的覺性本能相應，

能加速成就解脫。」─心道法師

〈百字明咒〉是金剛乘淨除罪業的重要咒語，也是用來
補足缺失的真言。其主要的功效，即懺悔、消業、除障，以及
補足一天修行的過失。

	  

	  

定價NT200元

定價NT200元

法音修持系列
釋迦牟尼佛心咒CD

釋迦牟尼佛心咒出自《大佛頂廣聚陀羅尼經》，是釋迦牟
尼佛對無數天神、菩薩、金剛夜叉等所宣說的諸咒言密法。持誦
此咒將可以消除一切罪障、增長無量福德、廣開智慧眼，眾生奉
持該心咒將可以長養慧命而自利利他。

定價NT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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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音修持系列
文殊咒CD

正值求學階段的學生及家長，可每天念誦〈文殊咒〉，除
了讓自己的心情清爽之外，在人生的各個階段，舉凡考試、學
業、求職、愛情，只要需要用到智慧的時刻，淨心持誦此咒，靈
感就會閃現，解決之門就會開啟。

法音修持系列
財神咒CD－中英文版

心道法師持誦，法音綿密，念念清淨。財寶天王護衛佛
法、掌管世間財富與福德資糧。勤持誦本咒，可獲得:財源廣
進，所求如願。事業順利，鴻圖大展。遠離災厄，增進福祉等
功德利益。全新改版，中英對照，海內外讀者同步領受持誦功
德。內附宗博典藏唐卡圖像，欣賞財寶天王富麗之美。

定價NT200元

定價NT200元

法音修持系列
六字大明咒CD

釋迦牟尼佛住世時，除蓋障菩薩懇求世尊傳授六字大明
咒，世尊云：「我於過去世，曾經向蓮花象王佛學習此咒。」
而蓮花象王佛經歷無數世界，學習此咒不得結果，及至西方極
樂世界，謁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乃請觀音菩薩傳授。蓮花象
王佛獲咒後，普度眾生，無量無數。

定價NT200元

法音修持系列
早晚課CD－（早課•單日晚課•雙日晚課）

早晚課，是對諸佛菩薩的祈禱、對眾生的願力，以及
對自己的懺悔。「梵唄」是一種清淨的聲音，具有讚歎佛
德、宣唱佛法及收攝身口意三業的功用。衷心祈願，透過梵
音的宣流不息，能將佛法永世傳承，利益一切有情大眾。

定價NT200元

和平對話系列
和平零時差CD

我們的心，就像滾動的雪球，在滾世間種種事物，讓
許多煩惱纏身；唯有，心和平，世界就和平；心平安了，世
界也就平安了。寧靜自己，讓自己沉澱、溫和，讓自己和
諧，讓自己的心靜下來。

定價NT250元

禪修寂靜系列
歡喜重陽CD

生日快樂！生命本是不生不滅，生日是件平淡的事。
心道法師的快樂在於天天新生的心情、天天修行，做利益
眾生的事，每天都是「生日」，歡喜過重陽，盼眾生與心
道法師同許願，讓人離苦，讓自己得樂。

定價NT450元



心靈影音＿＿＿＿＿＿＿＿＿＿＿＿＿＿＿＿＿＿＿＿＿ 線上購書服務 www.093books.com.tw

70 71

禪修寂靜系列
坐禪看到心CD

坐禪可以將身體與靈性分開，靈性歸靈性，身體歸身
體，打禪最重要是要能讓個體觀照最原本的心性，讓心安住
於和諧、平靜的境地，讓心不再流浪、盲目地追尋俗世的塵
務。如何斷煩惱、滅瞋心？就跟著心道法師一起坐禪吧！讓
心回歸到最初始、最原本的安定。

禪修寂靜系列
邀禪來相伴CD

禪修，最重要就是找回自己的心，也就是找回自己的
本來面目。我們從無始以來，都是因為業力、種識的關係，
形成了種種生命之相。把心安靜下來，靜靜地聽，聆聽寂
靜。利用寂靜找心，使心能夠平常的安住。

定價NT250元

水陸系列
無有情不度CD

六道中的人道眾生，只要具足善根，就能受持戒法。
而幽冥眾生，對神識昏暗、飄渺無依，很難聽聞佛法，遑論
要受菩薩戒？戒就像是保護網，保護眾生不觸犯煩惱五毒；
戒也是幫助眾生度過生死海的巨筏，用這艘巨筏度一切受苦
受難的眾生，度累世以來的冤親債主。

定價NT250元

定價NT250元

水陸系列
守護心靈 慈悲地球DVD

水陸法會透過一場為期七天的祈福、超薦大齋勝
會，超度水陸空一切的孤魂及歷代祖先，讓所有有形、無
形眾生都能藉由諸佛的加被、聽經聞法與供養齋食的力
量，讓一切的惡道眾生都能往生善趣。

定價NT250元

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三期

推動生命的能量

佛法說我們生生世世的父母，是無量無數無邊的，
我們專心誠意、虔誠地做水陸法會，用最虔誠的心感動諸
佛菩薩、用最誠懇的心來接引六道群靈、冤親債主，共同
解冤解業，轉化貪、瞋、癡、慢、疑五毒為五智。

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四期

水到渠成話宗博

宗博館最主要是要讓各種宗教彼此認識、彼此交流
彼此展現祂們的愛，進而互相推動愛與和平的工作。「尊
重、包容、博愛」是宗博館的建館理念，唯有包容不同族
群，才能開啟和平的真諦；更唯有博愛每一個生命，才能
真正終止殺戮的厄運。

特價NT100元

特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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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六期

點燃生命之光

學佛讓我們知道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每一個念頭都
是生命組合的元素，所以要培養菩提心、覺悟心、清淨
心，要薰陶善業，不要薰陶惡業，生命的地毯要自己去
鋪，如果不懂佛法，就不知道怎麼鋪。

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八期

歡喜學佛

三寶即是佛、法、僧，「佛」是智慧圓滿的人，遵循
佛陀的教法，我們才能福慧具足。以佛的法洗滌身心，讓我
們的心得到自由，讓生命得到豐收。「法」即是實踐的道
理。「僧」是傳承佛法的人，是我們生生世世追隨的對象。
唯有恭敬三寶，才能獲得良性循環的生命。

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七期

解讀基因

基因就是思想，也就是未來的生命，今生所用的生
活思想，就是過去複製來的。學佛就是匡正我們的思想，
不要鑽牛角尖，不要讓彼此無法存活。若能複製愛心、彼
此互助，耕耘久了，就能製造良性的生活循環系統。

特價NT100元

特價NT100元

特價NT100元

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九期

自利利他

菩提心就是自覺覺他的心，也就是成佛的心、行
菩薩道，行菩薩道就要做自利利他的事情。自利，就是
把自己的人格修養做好，也就是在禪修中，從四諦十二
因緣的了悟，到達涅槃寂靜的無生無滅。

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十期

感恩

學佛的重點，就是要上報四重恩：佛恩、師恩、
父母恩、眾生恩。佛菩薩在眾生沉淪、迷惑之時，接引
我們認識善業與解脫，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眾菩薩都
是勤奮的一一九，只要眾生有難，必定聞聲救苦，所以
要感念佛恩。

智慧田系列

智慧田有聲書－第十一期

生滅與永恆

什麼是生滅？生滅代表宇宙人生一切現象，也就
是形容生命變化的情形。每一個人從小到大，從家庭到
社會，從食、衣、住、行，從每一個心念中，無時無刻
都在生起，也都在壞滅。到底什麼才是永恆的解脫呢？

特價NT100元

特價NT100元

特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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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活系列

福慧開運籤筆

每組含六支紙製原子筆及一個紙製筆筒，筆
身採用好運籤設計，突顯靈鷲山提倡的六項生活原
則一心、二愛、三好、四給、五德、六度的意涵，
讓您天天都是好運日，天天都有好心情。

心生活系列

可愛立體貼紙

以靈鷲山無生道場的Q版花草動物圖像，結合
可愛小沙彌造型，透過可愛童趣的插畫表現，呈現
靈鷲山六項生活原則一心、二愛、三好、四給、五
德、六度的意涵。可將立體貼紙貼在任何地方，生
活處處充滿法喜與快樂。

定價NT50元

定價NT180元

心生活系列

多功能文具寶盒

寶盒六面將靈鷲山六項生活原則一心、
二愛、三好、四給、五德、六度的意涵，完整
設計呈現。寶盒內部採多功能設計，內含便利
貼、便條紙、筆筒，還可吸附迴紋針。寶盒打
開平放後，可以放置在桌面上，寶盒合起來可
以方便收納。是您送禮自用的好選擇。

心生活系列

立體造型磁鐵

以靈鷲山六大生活原則一心、二愛、三
好、四給、五德、六度為設計主軸，透過六個
可愛沙彌造型圖案，讓您工作、生活時時提醒
自己。圓形強力磁鐵設計，不論是吸附便條紙
或居家裝飾，昰您生活上的好選擇。

定價NT130元

定價NT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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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寂靜筆記本

寧靜是和平的泉源。
聆聽寂靜，找回心的本來面貌。
內頁收錄心道法師修心法語及靈鷲山禪味風光，
書寫筆記間，專注、寧靜、享受無聲之聲。
．封面墨寶文字珍珠箔打凸、燙金處理，彰顯質感。
．收錄心道法師修心法語，讓心寧靜下來。
．禪味風光，黑白光影，永恆純粹，攝心一境。

定價NT150元

慈悲與禪書包

包身採用棉帆材質，以米白、咖啡色
調配色，具環保簡約風，包身外蓋印有心道
法師「慈悲與禪」墨寶，增添禪味，多功能
收納設計，手機、文具、各式票卡均可分門
別類收納，貴重物品則可放入拉鍊內袋，防
止傾倒掉落。書包長條背袋可任意調整長
度，側背、斜背均適合。書包尺寸可放入A4
資料夾、平板、11吋以內小筆電，多元用
途，輕巧又耐用。

PP夾鏈萬用袋(慈悲款)

萬用袋正面印有心道法師的智慧法
語：「慈悲就是關懷，解脫就是放下。」
每一款均以清涼法語結合可愛彩色插畫，
採用透明PP材質，方便拿取袋中物品，實
用性十足！

定價NT80元

定價NT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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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語筆記本

─覺醒明亮通達無礙

以靈鷲山無生道場地景風光為背景，
其上文字為心道法師親筆墨寶──「覺醒明
亮 通達無礙」，特別採用雙層封面設計，將
珍貴法語印刷於透明膠片上，重疊出悠然無昰
的禪心意境。內頁留白，讓使用者以純粹的
心自由揮灑；在寧靜的書寫時光中，感受心
曠神怡的美好。

定價NT100元

雙層L型文件夾-修心篇

雙層設計L型文件夾，實用性十足，方便資
料收納與分類。封面有心道法師法語，配合禪意
十足的插圖，設計風格美觀又富有其意涵，且具
有收藏意義。

心寧靜名片夾/萬用夾

首發設計「心寧靜」主題，以禪風
的童趣插畫結合心道師父法語，極具收藏
價值。內裝精緻pvc卡套，使證件不易刮
傷、汙漬。適合收納名片、悠遊卡、信用
卡等，內附12張證件套，可放約24張各式
證件，且方便攜帶，可說是兼具禪風與實
用的文創小品。

定價NT100元

定價NT35元

吉星高照明信片珍藏版

心道法師珍貴墨寶，精選5款吉祥法語，讓
我們在生活中，時時與簡樸、寧靜、慈悲、和諧
的禪意相應。無論收藏自用或贈禮分享，都傳達
一份「時時是好時」的吉祥與喜悅，獻上最真心
的祝福。內含：1.心道法師墨寶明信片─精選5款
吉祥法語，增長福慧 2.質感手作立體相框──與墨
寶四時相應，時時是好時

定價NT200元



文具禮品＿＿＿＿＿＿＿＿＿＿＿＿＿＿＿＿＿＿＿＿＿ 

80 81

線上購書服務 www.093books.com.tw

真心筆袋

以生動活潑的手繪插畫，
搭配清涼法語，設計風格清新
脫俗，給你天天好心情。筆袋
採 用 天 然 棉 帆 材 質 ， 觸 感 柔
細，不只可當筆袋，也適合放
置隨身小物、3c用品，實用性
高，輕巧又耐用，攜帶方便無
負擔，適合各個年齡層使用。

真心便利貼

純真插畫搭配心道法師智慧法語，禪
風處處。便利貼內含正方型與長條型二款尺
寸，共六種顏色，方便實用更升級，滿足不
同需求。

定價NT60元

定價NT100元尺寸：20 (長) x 7(寬) cm

靈鷲山正覺塔微型積木

位於印度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佛寺，是佛陀悟道成正覺的聖地。
在摩訶菩提佛寺建築中，最吸睛的當屬高聳入雲的「正覺塔」。正覺塔
四周還有四個小塔環繞，每一個佛塔塔面都有精緻的佛像浮雕，雄偉莊
嚴。

靈鷲山無生道場也有一座正覺塔，祈願每位佛子都有悟道成正覺
的願力。正覺塔內供九頭龍王護蓋的金佛像，其典故為佛陀在禪思時遇
暴雨，九頭龍王忽現，並以牠的身體為佛陀擋風遮雨，這就是「龍王護
佛」的故事。

定價NT350元

尺寸：4.8 (長) x 4.8(寬) x 8.5 (高)cm

顆粒數：210，另附一個底板（內附組裝說明圖）

材質：塑膠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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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紙膠帶

心經，是每個學佛人最熟悉、也最容易親近
的經典。短短二百六十字，教我們用空性的智慧，
破除執著煩惱，讓心靈輕鬆自在、讓生命海闊天
空。心經紙膠帶，可黏貼於筆記本、書桌案頭等
處，隨時隨地方便誦讀，讓般若大智慧常伴生活左
右，是一款十分殊勝的結緣品。 

心和平紙膠帶

心和平系列故事紙膠帶，每一款設計清新，
結合了靈鷲山宗風特色，將四期教育的內在精神
「攝心、明心、菩提心、一心」，透過紙膠帶活潑
繽紛的色彩呈現，傳達明心見性、菩提行願與世界
和平的理念。

定價NT150元

定價NT100元(每款)

4款合購特價NT350元

	  

	  

清涼法語書籤組

每套書籤都有兩面設計，正面為靈鷲山風景地標或具禪味意境的植物
圖像，背面均附有心道法師清涼法語，極具典藏價值，亦可作為閱讀中止標
籤時的文具小物，實用性十足。隨時隨地夾上方便記錄。

定價a,b款各NT100元，c款NT60元  3款合購特價NT250元

b ca

師父公仔立體迴紋夾

可愛Q版造型人物設計，一組共含二款
設計，一款展現靈鷲山教團「慈悲與禪」宗
風，另一款為呈現佛家感恩合十之敬禮，極具
特色。師父公仔立體迴紋夾實用性高，用途多
元，不僅可當書籤、還可作為事務、資料收納
工具使用，夾帳單、夾資料……等，送禮自用
都非常適合。

定價NT150元

福慧圓滿智慧筆

將〈大悲咒〉、《心經》和筆結合，隨時拉開
念誦，可消災解厄、隨緣滿願，所求無礙。

定價NT50元(一組2款)

禪語原子筆──愛如花如種（硬殼精裝）

外型俐落的鈦銀筆桿，鐳刻心道法師親筆墨寶──
「愛如花如種」，讓讀者在書寫間，時時感悟大師的大智
慧，就像在生活中時時體醒自己，用最圓滿、最有力量的
愛，來灌溉每一個種子、每一朵花兒，讓愛的種子遍撒人
間。中油性墨水粘性低、書寫流暢、速乾不易暈，筆身方
便握持，一體的筆夾方便攜帶。搭配黑色硬殼禮盒包裝，
不但能完善保護筆身，收藏、贈禮兩相得宜。

定價NT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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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筆記本

本書以大量空白筆記頁為主，輔以心道法師開示
語錄，幫助現代人忙碌浮躁的心靈安定下來。

定價NT99元

神遊百年筆記本

定價NT300元 一心筆記本

一心筆記本封面以心道法師「一心」
墨寶為設計主軸，搭配金絲線底圖，一方
落款，更顯意境幽遠。內頁恭錄心道法師法
語，中英對照，讓人書寫記事的同時，領受
智慧珠璣，法喜充滿。

定價NT100元

佛教圖騰筆記本─馬寶

定價NT35元

佛教圖騰筆記本─象寶

定價NT35元

心語便條紙

共有綠、白、藍、黃四種顏色，每一張Memo紙都
有一則心道法師法語。長7.5公分寬7.5公分高1.5公分，
每本約150張。

定價NT30元(每款)，4款合購特價NT100元

觀音公仔手機貼

靈鷲山多羅觀音也跟著眾生與時俱進，透過
智慧型手機護持度化大眾，金光閃閃的法身，慈悲
莊嚴的法像，隨你我而行，真正達到千處祈求千處
應，使用者可貼在隨身物品上保平安！

定價NT50元

【限量珍藏版】靈鷲山30週年紀念禪扇（附

精美扇盒）

扇面設計為靈鷲山多羅觀音風景圖，輔以心道法師開
示語錄「禪示什麼」，藉由該把紀念扇，將心道法師的禪風
「搧」至世界各角落，與十方信眾廣結善緣，時時隨著心道
法師奉行菩薩道。

定價NT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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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須知

1.網路書店：靈鷲山般若書坊www.093books.com.tw，提供國內外線上購書服務。

2.劃撥：請依各書歸屬之劃撥帳號，至郵局填寫表單。

書籍版權分屬「文教出版社」與「宗博出版社」，請留意劃撥帳戶各不同：

．文教出版社．

劃撥帳號：18887793　抬頭：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

．宗博出版社．

劃撥帳號：18871894　抬頭：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

．經典善書．

    劃撥帳號：13284228　抬頭：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

3.匯款：
海外讀者匯款資訊如下（大陸訂單除外，凡有意訂購者請事先來電）：

     戶名：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

     帳號：006-001-0001280-3
     銀行：永豐銀行（Bank SinoPac）

     Swift Code：SINOTWTP

    *大陸訂單請來電洽詢

4.大量團購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5.讀者服務專線：+886-2-2232-1008 

讀者服務信箱：books@ljm.org.tw
傳真：+886-2-223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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