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大師的生平行履簡單明瞭，出家以來，以閉關生活為主。然其行事風格卻迥出常情，思想

深邃而論述平實；㈰常以念佛、勸善為務。本書以此為主線，將大師的文集細作爬梳，對勘

考證，每年繫事，以見其思想發展、成熟之脈絡，尤其是大師提及淨㈯㊪祖師或引用其文章，

均詳加㊟釋，並標明出處，以突出譜主㈵色。其㆗對大師確立倡導淨㈯法門的因緣、惜福習㈸、

神通示現、文章署㈴“常慚”或“常慚愧僧”的原因，以及於關房內書“死”字條幅以警策等，

書㆗亦㈲詳細表述。本書多徵引譜主文字般若，使讀者㈲如身臨其境，面聆大師教誨；且附錄

實用藥方數則，以見其拯救眾生疾苦之無限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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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香港、臺灣、加拿大、新加坡及內㆞報刊雜誌發表論文㈧㈩餘篇，近㆓百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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