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佛为何越学越苦恼?
[2] 五戒是幸福人生的基本条件。
[3] 出了家又入了家。
[4] 佛是万能的吗?
[5] 三种病人四种马。
[6] 出家人可以吃肉吗?
[7] 吃肉是间接的杀生吗?
[8] 真正的战场。
[9] 冤有头债有主。
[10] 恐惧死亡的原因。
[11] 别错失机缘!
[12] 迷信与正信。
[13] 七件你应该时时注意的事项。
[14] 一念之差!
[15] 生死流转的三条连锁。
[16] 关闭与闭关。
[17] 师父不慈悲!
[18] 神佛不分!
[19] 为活人诵经。
[20] 具足五个条件才能构成杀生罪!
[21] 感官的接触是烦恼的起点，也是智慧的源泉。
[22] 诵经能够消业障吗?
[23] 师父为什么你会出家。
[24-25] 睁大眼睛看清楚!

[53] 切莫误解佛教
[54] 十种福德资粮
[55] 如理思维的重要性
[56] 受也是无常
[57] 四种不可轻看的东西
[58] 培育谦虚恭敬的心
[59] 修行有次第
[60] 别为了宗教仪式伤和气
[61] 业是我们的亲属
[62] 人为受死鸟为食亡
[63] 人之初性本善?
[64] 什么是世间上最可靠的东西?
[65] 修行是多方面的
[66] 消极与积极的思想
[67] 欲望与执着带来了苦
[68] 看电视也是修行?
[69]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70] 缘起与生活
[71] 莫学巫术
[72] 习性的转变
[73] 经行不是走路
[74] 附佛外道的双修法
[75] 脾气坏的后果
[76] 谁在苦?习性烦恼在苦!
[77] 人生为何诸多失望?
[78] 勤思维，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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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冤亲债主有这回事吗?
[100] 祖先造恶，子孙承担?
[101] 人心不足蛇吞象。
[102] 两种想。
[103] 犯错的四种人。
[104] 导致今生幸福快乐的四个条件。
[105] 有相聚必有分离。
[106] 新年快乐，善法增长。
[107] 你只有享用权，没有拥有权。
[108] 你看到自己的慢心吗?
[109] 风水可靠吗?
[110] 佛教徒不应从事的行业。
[111] 别再自寻烦恼啦!
[112] 吃荤违犯了杀生戒?
[113] 向母鸡学习吧!
[114] 善缘与不善缘。
[115] 学了法为什么用不上?
[116] 冤家聚头，欠债还债。
[117] 忆念死亡，面对死亡。
[118] 以正法 VS 非法。
[119] 我们家里的梵天神。
[120] 执取的可怕后果!
[121] 不接受又如何。
[122] 为什么要布施持戒修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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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 照见五蕴皆空
[28-29] 灭除一切烦恼
30-32] 苦从哪来?
33-35] 业是命运的创造者
[36] 一切都在燃烧
[37] 凡夫与圣者见解之间的差别
[38] 好人难做

[79] 学佛向内修，切莫向外求
[80] 先学接受，方能放下
[81] 问米
[82] 步步高升
[83] 施与舍
[84] 佛是阿罗汉吗?
[85] 阿罗汉是焦芽败种吗?
[86] 有期望就有失望
[87] 别越学越傲慢
[88] 活在福中不知福
[89] 良辰吉日可靠吗?
[90] 证果需要多长时间?
[91] 烂泥敷不上墙
[92] 死后的处理
[93] 变相的法会
[94] 极端宗教的祸害
[95] 活在当下
[96] 苦在心中生起，就在心中去熄灭
[97] 你配称为佛教徒吗?
[98] 正法衰败的原因

[123] 序
[124] 自序
[125] 怎样才是真正的赞叹佛陀?
[126] 佛陀的修学历程
[127] 佛陀的初转法轮
[128] 拒绝利用神通传教的佛陀
[129] 能成就无量福道的教诫教化
[130] 如何知道圣者
[131] 圣者的恬静淡泊性格
[132] 佛陀如何面对谩骂
[133] 久离恐怖的佛陀
[134] 不闻雷声的赞叹
[135] 对佛陀最诚敬的供养
[136] 佛灭后的「大师」
[137] 佛陀普渡众生了吗?
[138] 缘起甚深
[139] 神射手的启示──深彻的四圣谛
[140] 法最尊贵而不是血统──正法中没有种族歧视
[141] 无关年资的非时通达
[142] 登顶之美
[143] 耕一种不一样的田
[144] 善知识与精进不放逸
[145] 弥酰的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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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佛陀有没有期望?
[40] 养鬼子的过患
[41] 是业逃不过
[42] 纠正他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43] 五种未知的事情
[44] 闭关的好处
[45] 伤心不会让死者活回来
[46] 佛教历史的演变
[47] 你入了佛门了吗?
[48] 情与情执之间的差别
[49] 佛菩萨没保佑?
[50] 莫逼孩子走向不归路
[51] 修行是为了舍不是为了得
[52] 修行要向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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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贫穷的财主摩诃男
金缕衣的布施
作福不嫌多，但用于解脱
人心不足
苦从哪里来?
有爱就有痛苦
文荼王的丧妻之痛
就像接连中了两支毒箭
佛陀受了风寒
身苦心不苦
在黑牛与白牛之间
大师就说调伏欲贪
以欲爱断欲爱 法尚应舍,
何况非法的感官欲乐──阿梨咤比丘的
邪见
优填那王的赞叹──性欲的降服方法
同理心──自通之法
鹿住优婆夷的疑惑
佛法的修根
时时刻刻不染着
鹰与猴的死亡之路
在竹竿上特技表演的启示 就像六只不同类的动物
就像驯服一头牛
安般念的教说因缘
安般念的教说因缘
都说止观二法
就像邮递马车的次第接力 逐层突破的观空法
小空经的观法
举突破的观空法
大空经的观法 死亡的压迫
勇猛锐利的随死念
担心来生吗?
谁来享用祭品?
艺人塔罗布咤的悲泣
佛陀的无记回答
不能导向涅槃的无记──一个治疗箭伤的譬喻
佛陀的沈默回应
众多邪见的原因
有真我吗?──萨遮迦的论辩挑战(之一)
午睡是痴的表现吗?──萨遮迦的论辩挑战(之
焰摩迦的我见
谁受苦乐
同一个识在轮回吗?──嗏帝比丘的邪见
只能依附身心生存的识
遍寻不着瞿低迦的识
自以为是创造主的大梵天王
企图找寻世界边缘的赤马仙
愚蠢的善宿
复杂的业报

[194] [和+心]破错误的恶业报应论
[195] 淳陀所喜欢的清净修行法门──浮起来啊!石头
[196] 意业为最重──优婆离外道居士的归依
[197] 说与不说之间
[198] 兴邦卫国的七不衰法

[271-273] 正见，觉知，念与定-Right View,
Mindfulness, Recollection and Concentration 2001
[274-277] 禅修-Meditation 2008
[278] 观-Vipassana 2008 [279-281] 四念处-Satipatthana 2008
[282-287] 佛法问与答-Dhamma Discussion in Hong Kong 2008

[199] 战争与胜负
[200] 念佛等六念法门的开示
[201] 在家居士的安乐八法
[202] 舍利弗的得解脱
[203] 舍利弗对昔日老友的关怀
[204] 无不散的筵席
[205] 舍利弗的「深信」
[206] 不要只是相信
[207] 质多罗居士的不必相信佛陀所说
[208] 二十亿耳的精进
[209] 勇者富楼那
[210] 病比丘的看护
[211] 差摩比丘的病中证悟
[212] 锐利的阿支罗迦叶──朝闻道，朝入涅槃
[213] 须深盗法
[214] 见井水的准解脱者
[215] 面不改色的优波先那
[216] 萦发目揵连的参访
[217] 杀人魔鸯掘利摩罗的得解脱
[218] 朱利槃特的成就
[219] 佛陀对罗亩罗的教导
[220] 弗区沙提的奇遇
[221] 谁先见佛陀
[222] 阐陀的证入
[223] 善于说法的优陀夷
[224] 证初果的天帝释
[225] 摩诃男舍身为众的菩萨行典范
[226] 善于领导统御的手长者
[227] 师子将军的归依
[228] 瞻波城的布萨事件
[229] 拘睒弥地方僧团的纷争──六和敬的教说
[230] 耆那教分裂的警惕──灭诤七法的教说

[288-289] 明行足-Vijja Carana Sampanno 2005
[290-291] 佛教的演变-How Buddhism Evolved 2010
[292-294] 何谓佛所教-What is the Buddha‘s
[295-297] 如何修七绝支-How to Develop the 7 Bojjiangha 2018

07 粤语佛法开示 Cantonese Dhamma Talks
[231-232] 布施与持戒-Dana and Sila 2007
[233-237] 业报-Kamma-Vipaka 2007
[238-239] 世间财产或心之财产-Worldly Currency Vs
Spiriyual Currency 2007
[240-241] 听闻正法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Listening of Suttas 2008
[242-244] 快乐与享受-Happiness and Enjoyment 2007
[245-249] 三十层众生-Thirty Planes of Existence 2008
[250-251] 真正的财神-The Real God of Wealth 2010 Q&A-Dhamma
[252-253] 快乐的寻觅-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2007
[254-257] 佛法 Q&A-Dhamma Discussion With TAR College Students 2007
[258-259] 四圣谛-Four Noble Truths 2008
(260-262] 原始佛教-Original Buddhism 2008
[263-265] 八正道-Noble Eighfold Path 2010
[266-270] 五蕴-Five Aggregates 2001

08 福建&华语佛法开示 HOK&MDN DhammaTalks
[298-300] 什么是原始佛教 (What is Original Buddhism) 2016
[301-308] 从经典导向道和果 (Sutta Guide to
Paths &Fruits) 2016
309-310] 出家的因缘 (Reasons for Going Forth) 2012
[311-312] 布施,持戒与禅修 (Dana,Sila and Bhavana) 2012
[313-316] 教授尸迦罗越经 (Sigalovada Sutta) 2012
[317-318] 四圣谛 (Four Noble Truths) 2012
[319-322] 十二因缘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2012
[323-324] 佛法问与答 Q&A 2012
[325] 快乐的寻觅 (Search for Happiness) 2006
[326-327] 五趣轮回 (Five Destinations of Rebirth) 2006
328-329] 怎样达至一果 (How To Become A Scotapanna) 2010
[330-332] 佛教的演变 (How Early Buddhism Evolved) 2010
[333-334] 五取蕴 (Five Aggregates of Attachment) 2010
[335-337] 吉祥经 (Mangala Sutta) 2006
[338-339] 业报与肉食 (Kamma And Meat Eating)
[340] 初出家的经验 (Early Monkhood Experience) 2006

09 相应部 Samyutta Nikaya (HOK-MDN) 2015
[341-368] SN 12-Nidana 因缘 (Jul 25-Aug 5, 2015)
[369-370] SN 13-Abhisamaya 通达,16-Kassapa 迦 叶,17Labhasakkara 利养,20-Opamma 譬喻 (6-08- 2015)
[371-402] SN 22-Khandha 五蕴 (Aug 7-21, 2005)
[403] SN 25-Okkanti 入, 35-Salayatana 六入(22-8-2015)
[404-433] SN 35-Salayatana 六入 (Aug 22-Sep 3,2005)
[434-438] SN 36-Vedana 受 (Sep 4-5, 2015)
[439-445] SN 45-Magga 道 (Sep 7-9, 2015)
[446-458] SN 46-Bojjhanga 觉支 (Sep 10-14, 2015)
[459-468] SN 47-Satipatthana 念住 (Sep 15-19, 2015)
[469-470] SN 48-Indriya 根 (Sep 19-20, 2015)
[471] SN 49-Sammappadhana 正勤, 50-Bala 力 (20-09-2015)
[472]问与答 Q&A (20-09-2015)
[473-477] SN 51-Iddhipada 神足 (Sep 21-23, 2015)
[478] SN 51-Iddhipada 神足, 52-阿那律陀, 53-Jhana 禅 (23-09-2015)
[479-482] SN 54-Anapana 入出息 (Sep 24-25, 2015)
[483-488] SN 55-Sotapatti 入流 (Sep 26-28, 2015)
[489-495] SN 56-Sacca 谛 (Sep 29-Oct 1, 2015)

10 长部 Digha Nikaya (HOK-MDN) 2015
[496-502] DN 02-Samannaphala 沙门果经 (02-10-2015)
[503-507] DN 05-Kutadanta 古得旦得经 (07-10-2015)
[508-509] DN 11-Kevadha 给哇得经 (09-10-2015)
[510-514] DN 21-Sakkapanha 帝释所问经 (10-10-2015)
[515-518] DN 29-Pasadika 清净经 (12-10-2015)

11 体方法师解脱之道
[519-563] 体方法师解脱之道

12 超定法师阿含经典选讲
[564-571] 佛说初转法轮经
[572-579] 佛法是生命解脱论
[580-593] 修行的完整次第
[596-603] 在家如何修行
[604-643] 甚深缘起中道义
[644-683] 解脱道之根本观行

13 随佛尊者
[684-690] 生死轮回的集起与灭尽
[691-693] 三昧与解脱
[694-695] 四无量心之修证法及内涵
[696] 1.念佛功德与摄心念佛之要诀 2.定心念佛与定心见佛
[697] 弥陀法门之原型与枢轴- 『佛说阿弥陀经』
[698] 弥陀净度之化现与实义- 不死与苦灭之门
[699] 释迦、弥陀共宣之正法- 四圣谛、三十七道品
[700] 出离心念佛与慈悲念佛之次第与相应法
[701] 『正念念佛』、『舍心念佛』与『实相念佛』
[702] 『解脱与慈悲相应，自觉与觉他俱行』- 净度之道
[703-704] 荒野中的足迹

VIHARA BUDDHA GOTAMA

www.vbgnet.org

Enjoy Dhamma Talks Anytime & Anywhere
Use: Mobile & PC
Share LINK:
(Hokkien Version)

tiny.cc/5keyvy
(English Version)

tiny.cc/9veyvy
(Mandarin Version)

慧光師清凈自在系列:

tiny.cc/bja7vy
南傳原使佛教5部經書:

tiny.cc/f8b4vy

Moble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