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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那一年

•請問上人開示，刊登於慈濟月刊，開始使用
「靜思晨語」專欄名稱是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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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那一年

•請問上人開示，刊登於慈濟月刊，開始使用
「靜思晨語」專欄名稱是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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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元月



分享大綱

•你會辨識法寶嗎？

•去除無明的智慧？

•人間菩薩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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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辨識法寶嗎？

•鑽石與黃金？

•智慧與財富，您會選那一個？

•如何識智慧，得智慧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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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語竭無明

態度對了就對了

鑽石與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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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曾經叮嚀大家說：
入我門、行我道，

不用我法，
必生煩惱、必有障礙



智慧與財富，您會選那一個？

•有智慧就會有財富

•有財富不一定有智慧

•財產是五家共有

•健康是最大的財富

•入我門不貧，出我門不富

•財富夠用就好(寬心少欲)

•追求慧命成長(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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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是五家共有

•《大智度論》云：「富貴雖樂，一切無常，
五家所共，令人心散輕躁不定。」此處所言
之「五家」，為_____________________。意
謂人世無常，財產再多，也不能永遠擁有。
因為世間財物為五家所共有，一旦碰到，財
物即去，人不能獨用，故無須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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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是五家共有

•《大智度論》云：「富貴雖樂，一切無常，
五家所共，令人心散輕躁不定。」此處所言
之「五家」，為王、賊、火、水、惡子。意
謂人世無常，財產再多，也不能永遠擁有。
因為世間財物為五家所共有，一旦碰到，財
物即去，人不能獨用，故無須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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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最大的財富

• 100000000000000

•健康是1，有健康才有能力享受財富

•趁著健康的時候，多布施(師兄得大腸癌病中悟)

•做來屯，不要做來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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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小老闆，年輕時做過多種學徒，後來以小生意累積了一點財富，

又因為有生意頭腦，加上懂得與人結好人緣，中年後事業愈加順遂。在一次的健康檢查

中發現腸子有腫瘤，約雞蛋大小，他竟然沒有開刀，選擇吃偏方，結果不但沒好，還腫

成像鳳梨一樣大小，這是他形容的。因為已經疼痛難忍，他才去醫院就醫，醫師立刻安

排住院，開刀取出快要破裂的腫瘤。因為醫生救了他一命，他包了一個百萬紅包給醫生，

醫生不收。結果他就正式捐款給醫院，捐的更多。

其實他的大腸癌手術前後開了四次才完全清除，因為割除後又復發與蔓延，但第四

次以後就完全好了，迄今二十多年未再復發！他住院住了兩年，期間看到與他一起住院

治療的知名藝人、有錢老闆娘、市井小民，一個一個走了，面對無常病苦，他悟出擁有

再多的的錢財都是一時的。於是他開始將財富拿出來布施，布施布施再布施，對醫生，

對護士，對社區，對醫院，對宗教團體，對有需要幫助的人。做志工，付出付出再付出，

他身手敏捷，搶著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煩，令我又佩服、又感動。

大腸癌病中的悟



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誠意去付出

• 所以常常說因緣果報觀，我們要做一個農夫，是只要他有這個
心地，我們就要為他撒種子，不要排斥人，就是要不斷施教。
所以菩薩入人群就是要教化眾生，這就是要持《法華經》，持
《法華經》就是學菩薩法，學菩薩法的人才有興趣來持《法華
經》。菩薩法，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不論捨有形、無形，
這都很重要，大家要很用心、要很誠意去付出，這樣才叫做持
行者，持法行的人。我們心若沒有誠意，根哪能清淨呢？你心
若沒有誠意，有人要來修行，你就會去選擇這與我有緣、那與
我無緣，這好教、這不好教。其實平等觀，眾生皆有佛性，是
習氣，你要用什麼方法調教他，類似這樣，人與人之間，這就
是要用布施去入人群，去教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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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用愛與耐心

• 就像我們中、小學的學生，現在畢業了，這些孩子已經畢業，

要再更上一層樓。所以他們就來說「感恩哦」，帶著四個國家

的圖，那個國旗的圖來了，這就是表示這四個國家，他們不只

是交流過，他們也有幫助過，與這四個國家有互相交流幫助，

是啊，這就是用愛，就是布施、捨。小小的孩子也是調皮搗蛋，

但就是有辦法教到他們懂得「竹筒歲月」，一點加一滴，也是

耐心教。何況我們已經是大人了，難遇佛法，要聽佛法，願意

修行，願意清淨淨修，清淨的修行。帶著習氣來，我們也同樣

要用愛的包容、善解，這種一定要有，這樣才是真的「持法華

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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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互相包容

• 我們的道場，是人人要有這個心意，所以意根要清淨，想要
清淨意根，就是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包容。我們要成就人能夠
有修行的機會，佛法的種子，要放在他的心田裡，這就是希
望他八識田中也有來生的種子，這因緣果報，這顆種子放下
去，來生也可以是這顆種子的果，也是有緣啊。所以我們一
定要有這個觀念，這句話雖然這麼簡單，我們用我們的修行
的團體來說話，還有很多能夠說。就像老師在教孩子，還有
很多方法可以說。總是，「由是持經力故，意根清淨」，我
們就要真修行。「若此明了」；這樣我們若能夠了解，一切
就很清楚。

• 2019/06/13晨語簡記《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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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門不貧，出我門不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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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心淡欲

•人生，生活單純，每個人用多少東西，他能生
活健康，剛剛好就好了，衣食住足夠就好了，
人人互愛，相安無事，彼此敬重，這樣不是很
好嗎？這樣不就是「寬心淡欲」？

•心若寬，欲念淡一點，不要那樣那麼大的心，
我們就淡一點，「知足心富樂」，剛剛好就好。
不用忙成這樣，不用擔心那麼多，不用取著那
麼大。我們日日若能四大調和，風調雨順，食
住平安，家庭和樂，這樣不就是人生最快樂嗎？

• 20151102《靜思妙蓮華》觀照諸行離虛妄(第687集)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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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佛法、受佛法、聞佛法、行在佛法

19

受佛法

體會苦

起信心

聞佛法

得歡喜

法入心

行佛法

自己鋪路

法入行

少欲知足，啟發大機

20141201《靜思妙蓮華》能聞者難勤行法要(第447)(法華經•方便品第二）

發心立願
身心安住
得佛法



如何識智慧，得智慧法寶？

•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 20160120《靜思妙蓮華》五度福德財寶無
量(第744集) （法華經•信解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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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寶無量：喻佛功德教化之法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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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度福德為財

•一、布施，慈心布施物。

•二、持佛戒，慎身口意。

•三、忍辱，一切心不動。

•四、精進，堅持一切善。

•五、禪定，心止住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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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聖財

•信

•精進

•戒

•慚愧

•聞

•捨

•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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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聖財

•信

•精進

•戒

•慚愧

•聞捨

•忍辱

•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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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聖財-1《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註》

• 一信財─信即信心，謂信能決定受持正法，以為成佛之資，

信為道本，故名信財。

• 二進財─進即精進，謂未得見諦，而一心精進求出離道，

以為成佛之資，故名進財。

• 三戒財－戒即戒律，謂戒為解脫之本，能防三業之非，能

止三業之惡，以為成佛之資，故為戒財。

• 四慚愧財─慚者慚天，愧者愧人，謂既能慚愧，則不造諸

業，以為成佛之資，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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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聖財-2《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註》

• 五聞財─聞為三慧之首，聞必能思，思必能修，謂若能

聞佛聲教，則開發妙解，如說而行，以為成佛之資，故

名聞財。

• 六捨財─捨即捨施，謂若能運平等心無憎無愛，身命資

財，隨求施與，無所悋惜，以為成佛之資，故名捨財。

• 七定慧財─定慧即止觀也，定則攝心不散，止諸妄念，

慧則照了諸法，破諸邪見，邪見既破，諸見不生，為成

佛之資，故亦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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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障七心

_____心
_____心
_____心
_____心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滅障七心

慚愧心
恐怖心
厭離心
發菩提心
怨親平等
念報佛恩
觀罪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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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所教導的菩薩法
「持五戒，修十善，四聖
諦、八正道，六度、四攝
法，四智，四修，四無量

心，四弘誓願」
都是慈濟人的必修課程



去除無明的智慧？

•轉五識塵勞為成所作智

•轉六識妄想為妙觀察智

•轉七識執著為平等性智

•轉八識無明為大圓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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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玉—我的幸福修練(03:19)

• 20180106-【證嚴法師菩提心要-幾何人生】



陳美玉—我的幸福修練
理解因緣果報觀

翻轉人生，寫劇本

布施，乞丐發大願

刷洗馬桶如刷洗自己的心

好好照顧好自己的心

覺悟之後，不再悲觀

打掃掃出人生轉捩點

靠勞力打掃布施，何樂不為

聞道，聞法，精進

知道真理，人生是圓形的



【證嚴法師說故事】20181014-愛的小花(12:00)



【證嚴法師說故事】20181014-愛的小花

• 我印象最深的一個畫面或是一句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最像那一個角色(猩猩、小貓、獵人(原來)、獵人(後來)、
母猴、小猴、村民)，為什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獵人的覺悟與轉變的關鍵是甚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的學習與應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嚴法師說故事】20181014-愛的小花

動物有靈性，眾生皆平等

牠將這隻貓養得很好，年久月深，真的像母女一樣

猩猩與貓雖然不同類，卻是相處得那麼融洽，人類呢？

你比較像猩猩還是貓？母猴還是小猴？

母猴緊緊抓住小猴子，為什麼？當時的心情？

小猴子緊緊抱住母猴，為什麼？當時的心情？

獵人的覺悟與轉變，來自於他起了一念悲心(憐憫心，愛)

這種天經地義親情，深深打動他的心，教育他，要拿出誠懇的愛

有「情」能表現出很溫馨，讓人很感動的舉動

只要你心中有誠懇的愛，就是光明，溫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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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葛芮楚菩薩受證

現在又有一位葛芮楚，這位人人稱阿嬤，進來慈濟也是
很多年哦！她都灰衣白裙。其實她已經是癌症，在左肩
上腫瘤很大，她每天每天都要出門，做什麼？「竹筒歲
月」。看到人就要向人募，到處這樣去募款，去向人說
慈濟，去募款要救人，去投入關懷病人，真的也是這樣
去看護等等。自己身體有病痛，還是去勸募，五毛錢、
五毛錢。她是有病痛的人，同樣就是慈濟人每天在做的
工作她都不要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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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直愈來身體愈惡化，年紀也大了，越來越惡化。但
是有一個心願越來越懇切——期待能夠與大家一起來臺灣得
到師父授證。不過那個時候，去年，去年那個時候，大家將
要回來了，她無法回來。所以這群人回來告訴師父，潘居士
也說：「她是很夠資格，見習、培訓，好幾年都這樣做，只
是她還沒有回來受證。」因為她有一個腫瘤，不知是自己自
卑或是什麼，總而言之一直無法受證，但是她盡心在做慈濟，
與大家做的都沒有缺席。一直到今年，就是南非慈濟人回來
報告，幾天前，提起了這位葛芮楚阿嬤，大家邊說眼眶淚水
打轉著。她一直就是這樣在做，聽到師父將委員證託人帶回
去了，委員能夠代替師父為她授證，這樣她很歡喜。所以，
南非這些慈濟人帶回去，他們每個月都定期辦研習會，就是
大家集合起來，來聽法，來解說師父說的話，他們都有定期。



38

有人就說，為了她要提早舉辦研習會，提早幾天來辦
這個研習會，利用研習會來為她授證。看她的身體應該
無法再撐了，所以為了她們將研習會提前。她很歡喜，
就來了。但是距離六十公里，這六十公里她是如何來？
搭車，轉車來了。她下車，在走路時，被人看到了，大
家趕緊上前去攙扶她。已經頭都低下，還要有人去幫她
將頭撐著，這樣被人攙扶著進去，頭還要人家幫助她扶
著，這樣走進來。還未走進裡面，已經沒辦法，趕快其
它的慈濟人，再拿硬紙板鋪在地上，讓她稍微坐一下，
讓她稍微靠一下。這樣停一下再起來，攙扶起來再走進
去裡面。



39

讓她換上了旗袍，穿下去了，歡喜！開始，大家都坐在那裡
等著要為她祝福，為她授證，大家叫她坐下來。音樂響了，就
是表示受證的時間到，慈蒂（葛蕾蒂絲‧恩葛瑪，2006年受證，
非洲第一位本土委員），慈蒂比較資深，她也是最早期帶人的
人，她開始代表師父要為她授證。她就是要站起來，大家告訴
她：「妳坐著、坐著。」她不肯，「我站起來受證。」所以她
還是站起來。有人要扶著她，不肯讓人扶，她就是站好要來授
證。那個時候露出了笑容，大家都哭了，是多麼堅強的一個生
命。她就是開始有發願，向師父發願：要做慈濟做到最後一口
氣。葛芮楚、慮薇這兩位是師父的好弟子，真的是從接觸到慈
濟，天天、天天都沒有離開慈濟的法，沒有離開師父的心，常
常都向人說師父的法。她們這是真修行，很精進、很愛師父，
真的是守志奉道的人。這得一善拳拳服膺就是守志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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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有錢、很健康，說一說這樣而已，不是。她們這
兩位就是很貧困，但是度化眾生的精神就像富樓那尊者，不
怕辛苦，不怕危險。跨過幾個國家，現在南部非洲第九個國
家了。這些國家她們都走過了，抱病也走過了，她們慈濟的
願已經圓滿了。有的弟子去了，但肯定是回來了。現在已有
好幾個月，與有剛出生的，這就是再來人間。希望他們再來
人間，是生在智慧家；不是求富，還是善根智慧的家庭，讓
他小小年紀就能夠再來做慈濟。希望他出生就能夠度他的父
母、家庭來做慈濟。我們也有這樣的孩子，一個家庭就是那
個嬰兒，幼小孩子度進來的，不少。真的是若說到她們，實
在是很貼心，有說不完的感動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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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那想要坐太空梭上去月球上，花五千多萬元美金來
比較起來，當一個月月球的天人，也不是天人，就只是去月
球漫遊，花五千多萬。與這種身無一物，很貧困，但是心中
富有，能夠跨國度多少人，看顧過多少病苦生死的人，他們
的生命能夠做這麼多這麼多的事情，這麼多這麼多的故事讓
人尊敬。難怪到最後，那麼貧困的人往生了，倒是很隆重，
那個送別的隊伍很莊嚴，這就是她慮薇人生的表達，很不容
易。所以，願意做一個說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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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開示—授記-1

•授記品：
•謂受記者因修行
•斷煩惱無明惑
•契佛心得道
•理應如是
•佛為印證授記
•如世襲爵位
•故有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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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開示—授記-2

•迦葉，又當知開佛知見，成自性佛，
以心印心，名為授記。

• 20161004《靜思妙蓮華》二乘領解得佛授記(第928集)
（法華經•授記品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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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佛於靈山會上，拈出一枝
金色缽羅花示眾。時大眾默然，
惟尊者破顏微笑。佛曰：「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付囑摩訶迦葉。」復以金縷僧伽
梨囑曰：「轉授當來慈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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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芮楚、慮薇這兩位
是師父的好弟子

開佛知見，成自性佛
以心印心，名為授記



欲做諸佛龍象，先做眾生馬牛

•無相禪師回答：「如果以一棵樹作為比喻，
眾生是樹根，菩薩像是樹的花，佛則是樹的
果。想要這棵樹長大、開花、結果，就得先
灌溉它，所以救度眾生是修學佛法的根本。」

•禪師又說：「《華嚴經》裡有一句偈言：
『欲做諸佛龍象，先做眾生馬牛』。你如果
想成為佛門龍象，就要先付出；致力為眾生
服務，才能福慧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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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一切法，持一切善。
一門深入，一切唯心。
一理能通，萬理能徹。
奉持五戒，勤行十善。
付出無求，還要感恩。
法髓入心，成長慧命。
身體力行，依教奉行。
人人用心，入總持門。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三日星期四)



初旋陀羅尼

•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梵語：
陀羅尼，譯為「總持」「能持」，乃
能攝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之「記憶
術」。初旋陀羅尼，是指由得空理智
力，能旋轉凡夫之執著相，得入空定，
即旋假入空之證空觀。所謂旋是轉也、
疾也。



法華三昧
開權

開權引實
終歸於實



某居士因為兒子信仰基督教，
十分懊惱。

師父開示道：
你該為他高興呀!有信仰比沒有
信仰好。

旋陀羅尼(例子01)



會員：師父，我先生都不照顧家庭，責
任都是我一肩挑，我要照顧十七個人，
忍得頭都痛了!

師言：先生的家庭就是妳的家庭，他會
將責任推給妳，是因為妳有這分能力;如
果忍了還會頭痛，就表示妳還不夠忍。

旋陀羅尼(例子02)



妳有十七個人要照顧，而我的雙肩一邊挑的
是千萬愛心人士：要時時祝福他們能家家平
安，並以教富精神啟發他們自造福緣，讓生
命更有意義。
另一肩挑的是濟貧救急的擔子：除了長期照
顧戶的幫助外，意外的急難救助也必須及時
救援。這麼多人與事，難道我就沒有煩惱嗎?
但是我認為為了眾生，任勞任怨也是值得的!

旋陀羅尼(例子02)



人間菩薩的法寶？

•學習獅子、駱駝、赤子

•淨心法寶戒、定、慧

•行精進，除我慢，發心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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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觀音活菩薩

•每個人有一對眼睛、一雙手，及一顆愛心；
千個人就有千雙眼、千雙手，千顆愛心。若
人人同心同志地為眾生奉獻，「一眼觀時千
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則人人皆是千手
千眼的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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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觀音活菩薩

•每個人有一對眼睛、一雙手，及一顆愛心；
千個人就有千雙眼、千雙手，千顆愛心。若
人人同心同志地為眾生奉獻，「一眼觀時千
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則人人皆是千手
千眼的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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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觀音活菩薩

•不要以為土塑、石雕、木刻、供奉在寺院中
的金身才是菩薩，也不要為了祈求感應、消
災、增福……，而一味跪拜寺中的菩薩，其
實你、我、他，大家都可以做菩薩—只要
能以一分真正為別人做事的心去服務人群，
那就是活生生的菩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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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觀音活菩薩

•菩薩有純淨的愛心、有慈悲的願力、有無上
的智慧。慈悲是透徹的大愛，智慧就是有原
則、會選擇，具有推動力，以悲心運用智慧，
去發揮良能、踐行願力，方能福利眾生，如
此覺悟、觀照自性，則人人即是當下成就的
活菩薩。

• (證嚴上人，慈濟月刊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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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赤子之心，獅子的勇猛心，駱駝的耐心，成
就菩薩道必須具有菩薩的精神，知行合一，
實踐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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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一、赤子之心—三字經云：「人之初，性
本善。」赤子童心天真無邪，既無貪慾亦不
記仇怨恨，更不嫉妒傲慢。學佛應以真摯可
愛之稚子心啟發良知良能，去除貪瞋癡毒念，
明心見性，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做人處事要坦白赤誠，不計較人我是
非，恆常保持天真明淨的童心，才能和樂融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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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二、獅子勇猛的意志—成就菩薩志業，須
擔當大無畏的重任，攝受一份不可抵禦的膽
識，才能發揮大雄大力大慈悲的胸懷，領導
大眾，努力不懈地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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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三、駱駝的耐心與毅力—人生在世，被業
力牽引，要以耐力和毅力來接受，學習駱駝
精神，不怕惡劣環境，長途跋涉，到達目的
地。菩薩道任重道遠、永不停息，更應發揮
忍辱負重、不辭辛勞的精神，生生世世倒駕
慈航，來回娑婆世界救度眾生。

• (證嚴上人，慈濟月刊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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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定慧，不動如山，
覺有情人，即心是佛；
慇懃精進，修持不息，
思惟淨戒，防非止惡，
修功養德，得身無過失。

20190523薰法香心得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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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是修行者
最重要的規則

20140325《靜思妙蓮華》無上兩足尊(268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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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兩足尊
佛十號之一
以佛在兩足之

有情中
為第一尊貴故

又言
戒定福慧等之功德

如佛兩足尊
遊行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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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足，佛陀已經具足了，「戒定」與「福慧」。因為佛陀久遠劫來，
修行就是在「戒定、福慧」，在這修行的過程必定要守戒，戒是修行者
的規則，修行者必定要以戒，「以戒為師」。
戒是修行者最重要的規則，我們的規矩，脫離了戒，我們就容易再犯，
無明再覆蔽，還是，又再墮落，這昏暗漫長的長夜裡。所以，我們修行
就是要趕緊，能超越過了漫長的長夜，黑暗的境域，我們就是要趕緊能
見到智慧光明，所以我們必定要守戒。
戒若要守得好，必定要定心。修行若無定性，那我們常常就是起步、退
步、起步、退步，如此如何能走過，黑暗坎坷的道路呢？所以我們絕對
不能再退步，要向前直走，這就是「定」。
我們的心要定，同時在這條這麼漫長的道路，我們福慧要雙修。因為，
從《法華經》開始，一直到現在，佛陀是多麼重視，要入人群去救濟，
救度眾生的志業，是多麼重視。過去的四十幾年間，他用方便教法，讓
大家知道人間苦難、無常，因緣果報等等。用那麼長久的時間，讓大家
如何能脫離了，無明黑暗的境域，這是過去佛陀的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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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身無相本清淨，
晶瑩剔透如琉璃，
法身宇宙空寂諦，
宇宙大覺入人群，
化無明導向光明。

20190524薰法香心得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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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濁惡世無明風
淨水妙法能覺醒
菩薩招生入人群
隊組合心勤精進
精進精進勤精進

20190603拜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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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多苦，苦在無常，
苦在一念無明起，

造就一幕幕人間悲劇。
護生命，勤耕福田；
環保情，轉苦為樂；
慈善心，法輪常轉；
覺有情，天下一家。
博戲人生，藉戲說法；
人心浮幻，遇慈航度。

20190604薰法香心得與應用



精進與自謙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古今之成大事業、
大學問者，無不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
樹，獨上高樓，望盡天崖路』，此第一境界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
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頭，那人正
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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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自謙

•對於王國維的這段話，試圖解釋它的人不少，真
正體驗它的人不多。我們雖然不敢說能準確的了
解王國維先生此段議論的涵意，但我們大略可以
知道他所要告訴大家的是：想成大事業、大學問，
就要有一番「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精進與「眾裡
尋他千百度」的自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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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自謙

•「行精進，除我慢」是慈濟人奉為終身不渝的座
右銘。因為能夠「行精進」，所以就不怕苦、不
畏難；因為能夠「除我慢」，所以就不伐善、不
自矜，古德云：「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
就是不能行精進、無意除我慢之人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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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自謙

•大智度論有讚精進偈云：「人有不惜身，智慧心
決定；如法行精進，所求事無難。如農夫勤修，
所收必豐實；亦如涉遠路，勤行必能達。」意思
就是告訴我們：「發心如初，成佛有餘。」發心
容易恆心難，如果能夠保持當初發心的那分勇猛
精進，則成佛又有何難。(證嚴上人，慈濟月刊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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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智慧法寶慧命成長

•轉識成智去除無明

•菩薩精神入群度眾

•勤行精進去除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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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完整開示
請看大愛電視台或

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
指教電郵：jack01823@gmail.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1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earn-buddha-966211/20180313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