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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菩薩本事品

•瑜伽八十一卷十二頁云：

•本事者：謂除本生，宣說前際諸所有事。

•佛陀前世故事稱作本生，佛陀的弟子的前世
故事則稱作本事。如《成實論》卷一說：
「闍陀伽者，因現在事說過去事。」《佛地
經論》：「先世相應所有餘事，名為本事。
先世所受生類差別名為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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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就是在那個地方，那個時候修行，那個時候
除了佛為他說法，還有很多眾生看到他就是
歡喜心，所以起號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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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面就歡喜
一分手就懷念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經文-1

•經文：「爾時彼佛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及
眾菩薩、諸聲聞眾，說法華經。」

•經文：「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樂習苦行，
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
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

•經文：「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
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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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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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為說
法華經

樂習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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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力願
而自然身

諸佛同時讚言：
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

命終之後，復生
日月淨明德佛國

我以佛法，囑累
於汝

我滅度後，所有
舍利，亦付囑汝

見佛滅度，悲感、
懊惱、戀慕於佛

由斯菩薩福德
智慧淳厚所致

一切眾生喜見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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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習苦行

• 這位菩薩的名字叫做一切眾生喜見菩薩。這位菩薩
是「樂習苦行」，他是很用心。為什麼要苦行？時
間很把握、很精進，行人無法走，而他行了；做人
無法做，而他做了；修人無法可修，而他修了。他
就是不畏苦難，他是歡喜，「樂習苦行」。他自己
本身沒有逃避苦，因不逃避苦，他自己很甘願、歡
喜去苦行。所以他沒有苦，他的內心沒有苦字，因
為他歡喜、他快樂。「樂習」，自己選擇這個苦，
「不論再苦，我就是把握這因緣時間，就是把握一
切苦行，所以不算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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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樂習苦行？

• 2019年獲獎電影《覓非播舍之家》Award 
Winning Film/Home of Mephibosheth

•頭陀行？(個人)

•照顧沒有人要照顧的人

•沒有錢也要去做該做的事

•這裡沒有可憐的人，沒有偉大的人，只有偉大的神

•身苦、心苦、被人說苦，但不以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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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正方向

•「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
三昧」。這本文就先這樣說過。這尊佛就是
這樣，所以這段就是，「此明是一切眾生喜
見菩薩正方向」，是他修行的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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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

•精進經行：即常勤行道無間，等持三昧，半
行半坐，一行三昧，長年坐定。

•般舟三昧，不坐不臥。

14



精進經行

• 「精進經行：即常勤行道無間」，無間就是沒有間斷。
「等持三昧」，這很多很多的法，在他的心都沒有動，
就是該持的法他絕對不會讓它漏掉了，這叫做「無漏
法」；法入心了，沒有漏。「半行半坐」、「一行三
昧」，這都是功夫，坐與站，站、坐都一樣，心沒有讓
它懈怠，沒有說讓身體舒服一下。若看到這樣的精進，
自己也會覺得慚愧。坐就要坐好，坐這樣也不舒服，這
樣也不調直，真的是苦。但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他安
然自在，半坐半行、一行三昧；他在行動中沒有離開三
昧，那就是「定」，所以「長年坐定」，一年到頭就是
坐定。哪怕你看他在動，也是在入定中，這叫做「善思
惟」，心念都沒有偏過。所以，「般舟三昧，不坐不
臥」。這就是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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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2

•經文：「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
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然身，光
明遍照八十億恆河沙世界。」

•經文：「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經文：「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
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
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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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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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力願

•所以，「神通力願：明不以世火，還依三昧
智火」。所在說的不是世間的火，所燃身的，
不是世間這個身體，是神通力那個願，這樣
用至誠的心表達出來，表明了這不是世火，
不是一般世間的火，燒身體這樣供養，不是。
這是累積了累生累世，那種神通願力的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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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三昧火，不是世間火

•「光所照處」，那個光；用全身灌香油，點
起來那個光所照的地方，「諸佛同讚」。就
像這樣，很虔誠，入三昧火。不是世間火，
所說的不是真正纏身點世間的火，不是。他
是在那個地方入三昧，是三昧火的燦爛讓他
發光，好像火燃燒起來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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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響應是真法

•這裡不是在說世間火點起來，是說三昧火。
他就是在定中，那個心沒有染穢、很乾淨，
乾淨得發光發亮，受諸佛的讚歎。「善哉下，
乃八十億恆河沙諸佛之語也」。同時發聲，
應該是要說天地都是響應，這個聲音都響應
出來了。這表示道理對了，所以那個聲音響
亮全世界，同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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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子 : 轉識成智的過程
有意

善意

無量意

寶意

增意

除疑意

響意

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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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忘軀

•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歷經苦練行。百劫調心，
菩薩樂習苦行，為法忘軀，經無量勤苦，然
大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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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入心捨身持法

• 就是過去那位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他用身心供養之
後，那個法所解釋的，就是「法入心」了，所以他
「捨身持法誠敬供養之後」，那個時候的感受。
「法入心捨身持法」，要告訴你們沒有經過這種的
感覺，其實說不清楚、聽不了解，到底要如何用身、
用法來供養呢？就會在這些經文當中，不得不向大
家說出了曾經有過，那個時候年輕的時候，自己在
自修的那個時候，在小木屋裡面，專心全身，心無
其他，只是僅僅供佛、求法。在那個時候只是供佛、
求法、抄經，沒有其它，連自己的生活都忘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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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求佛

• 所以告訴大家半斗米吃半年，那個時間到底是如何
過得？這是我自己本身的經驗，年輕的時候心中只
是求佛、求法。所說的求佛就是學佛，我要如何能
夠了解佛陀修行的過程呢？學佛所修的方向。所以，
自己一個在那個地方如何生活過來？那個當中要如
何供養？每天抄經、拜經，一字一拜。每個月完成，
就是一本經七卷，每個月完成一卷。所以，我在小
木屋六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七卷，就是一部的
《法華經》。每個月要供佛，用什麼供佛？也是燃
身（燃臂）供佛，每個月燃身（燃臂）供佛。那個
供佛的心很堅切，因為我沒有其它的東西可來供佛，
那種心在法中，意也在法中，一心一志向佛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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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斗米吃半年—樂習苦行

• 1斗米等於 6.9 公斤

•半斗米等於3.45 公斤

• 3450公克/180天=19公克

•一個量米杯=100公克

• 20公克=0.2杯米

• 0.2杯米=0.4碗飯

•一天只吃0.4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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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陀行
• 《佛光詞典》云：十二頭陀行，即修治身心、除淨煩惱塵垢之十二種梵行。頭陀，修治
等意。又作十二誓行、十二杜多功德、頭陀十二法行。十二頭陀之行者，稱十二法人。

• (1)在阿蘭若處，即遠離聚落，住空閑寂靜處。

• (2)常行乞食，即於所得之食不生好惡念頭。

• (3)次第乞食，即不擇貧富，次第行步乞食。

• (4)受一食法，即日僅受一食，以免數食妨礙一心修道。

• (5)節量食，即於一食中節制其量，若恣意飲啖，腹滿氣漲，妨損道業。

• (6)中後不得飲漿，即過中食後不飲漿，若飲之心生樂著，不能一心修習善法。

• (7)著弊納（衲）衣，若貪新好之衣，則多損道行之追求。

• (8)但三衣，但持安陀會、鬱多羅僧、僧伽梨三衣，不多亦不少。

• (9)塚間住，即住塚間，見死屍臭爛狼藉火燒鳥啄，修無常苦空之觀，以厭離三界。

• (10)樹下止，效佛所行，至樹下思惟求道。

• (11)露地住，即坐露地，使心明利，以入空定。

• (12)但坐不臥，若安臥，慮諸煩惱賊常伺其便。關於頭陀行，亦有十三、十六種等說。 26



燃身供佛
• 所以，每個月的農曆二十四日報父母恩，以父母給我的
身體求法，所以在二十四日這一天，就是我燃身（燃臂）
供佛。這是六、七個月，六個多月的時間，在小木屋的
生活，在小木屋的修行，在小木屋供法，供佛、供法，
這是曾經有過。那個時候就如這個心境，與大家分享這
個心境。所以我不得不說這個心境，見證「法入心，捨
身持法誠敬供養」，用最虔誠的心。這個虔敬的心不是
用形容的，真的是很虔誠、很恭敬的心來供養。要用什
麼供養？用身來供養。所以是月月一次的燃身（燃臂）
供養，這是曾這樣過來的。「此謂度生說法」；這僅僅
只是求法法入心，將來能夠弘揚佛道，將《法華經》的
法在人間能夠與大家共同分享，就是那個時候的心願。
所以，說到現在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的那個心聲，所以就
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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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3

•經文：「又敕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
以佛法囑累於汝，及諸菩薩大弟子，並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法。」

•經文：「亦以三千大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臺
及給侍諸天，悉付於汝。我滅度後，所有舍利
亦付囑汝。」

•經文：「爾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見佛滅度，
悲感、懊惱、戀慕於佛，即以海此岸栴檀為𧂐、
供養佛身，而以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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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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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所愛之身

•所以我們要「勤行大精進」，當我們面對著
各種的困難，這個時候就要抱存感恩心，一
定精進。「捨所愛之身」，一切眾生喜見菩
薩，他將所愛的東西都是捨掉，連他的身體
也捨了，「供養於世尊，為求無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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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到德行圓滿時

• 我們現在在說的這段經文，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他就是這樣修過
來，才能夠他的名叫做「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他的過去，過
去是這樣，現在在成佛的邊緣裡，藥王菩薩讓人看到很舒服，
讓人看到，就算是心有病，心病也會好。尤其是藥王菩薩，又
另外一部經（《菩薩藏經》）來描述他，說：「有疾病的人，
看到他疾病就好了；有眼睛看不見的人，來到他的身邊，藥王
菩薩一膚慰，連眼睛都會亮起來。」這是另外一本經的描述。
表示這個人，過去生的過去生不斷不斷修行，累積到他德行圓
滿之時，在人的心目中，一看到就是喜敬──歡喜、敬重。這
也就是我們自己要修，我們不要在他的心裡，看到不滿意，修
行是在我們自己，但是，看大家我都不滿意，這辛苦也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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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叫做修行
• 所以修德，德就是能夠讓我們尊敬；德，內心裡就是沒

有不滿意的人，彼此之間也互相成就。我們不要做讓人

會不滿意，放在人的心中，這樣他辛苦；而我們讓人不

滿意的人，就是表示我們的人格還未完成，所以兩方面

都有損。而我們若在道場裡面，常常提高警覺，師父這

樣說，我要修我自己，別人的對錯與我們沒有關係。我

們若是心中有愛、有德行，就用我們去勸解他；而若沒

辦法，他的錯誤與我們沒有關係，就不必心在那個地方

千千結，這樣不就是修行的一環嗎？這叫做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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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忍行即安樂

•我們也不要讓人心刺到，而我們的心也不要拿

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讓自己這麼辛苦。這

「靜思語」，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別人的錯是他的事情，沒有修行是他的事情，

為何要拿來刺自己的心呢？為何要拿來給自己

不平衡呢？所以要好好用心，時時「修忍行即

安樂」。尤其是看到別人的錯，哪有什麼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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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的有情是永恆

• 那尊佛與那位菩薩；日月淨明德佛與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那時候那分的感情，這樣過了之後，去描述那個法要如
何傳下去。之後，後事處理好了，後面要如何來收取，
收藏他的舍利呢？還是要費一番的心思。這番的心思沒
有離開情，也沒有離開法要傳，這分的心態。當然，這
人間情永遠都不會斷。哪怕是佛與菩薩那分「覺有情」
更密切；覺悟的有情是永恆，與我們凡夫、眾生的情不
同。眾生、凡夫的情是愛、恨、情、仇的情，而且是分
段，在這生死中，這輩子的情斷了，所帶著的是冤或者
是愛？這種因緣果報的拖累，是在凡夫的情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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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4

• 經文：「爾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復自念言：我雖作是

供養，心猶未足，我今當更供養舍利。」

• 經文：「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天龍夜叉等一切大眾。

汝等當一心念。我今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作是語

已。即於八萬四千塔前。燃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

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眾。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使得住現一切色身三昧。」

• 經文：「而作是言：此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

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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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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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百福莊嚴臂

•「作種種福因行，所感得福莊嚴」，行福因、
作福業。就是這兩隻手，所以感得莊嚴，這個
福，這個手，這就是受得讚歎，所以叫做「莊
嚴臂」。就是燃，用這個莊嚴，兩隻手來點火、
點香，這樣來供養。「是以然臂以供」，用這
臂來供養。

•經文解釋：「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七萬二
千歲，燒臂表善念。七萬即表七善功德。二千
即表真俗二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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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善法

•一、時節善，即初中後善。

•二、義善法華，大教義善。

•三、語善法華，巧說義善。

•四、獨一善，純無染雜善。

•五、圓滿善，明世出世善。

•六、調柔善，清淨潔白善。

•七、無緣慈善心，不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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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供養—了悟四大非有，故而能捨

•「是名真法供養如來」。這才是真法。「捨身命
財，如法行施」。這捨身命財，如法行施，但是
「若不了之五陰本空」，我們若還未五蘊皆空，
那就還執著在這色、聲、香、味、觸、法，還是
還執著在那裡，五蘊還未皆空，若這樣，還不算
是在「三昧火」，心還不算乾淨。「四大非有，
云何能捨」；因為他還有「四大」，不了解地、
水、火、風四大的會合，我們才有我們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不真，它是四大會合，這個身體是污濁，
大家若能夠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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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供養

•真法供養者，菩薩內運智觀，觀此色身，由
惑因故，感斯惑果，即幻緣假合。

•今用空慧之火而蕩除之，故言真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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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供養—空慧之火而蕩除之

•真法供養者，菩薩內運智觀，觀此色身，由
惑因故，感斯惑果，即幻緣假合。

•今用空慧之火而蕩除之，故言真法也。

• (離婆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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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供養—以正法行供養於佛者

•光照於世界，是即以正法行供養於佛者，故
曰真法供養，為彼妄心、妄業所造有漏果報
之供養所不能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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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供養—接受他心靈那分喜捨的供養

• 「何為諸佛喜此供養，咸稱善哉名真法供」，為何佛
陀會歡喜這樣行的供養呢？用一切捨。佛陀接受那個
捨的供養，不是接受他物質的供養，接受的是他心靈
那分喜捨的供養，所以佛陀聽到他付出、付出、付出，
那種捨人難捨，所以他歡喜了、稱讚了，是真法供養。
真正去做好事，「啊！你這就是給我最大的供養。」
「當知此義，若能空身，則一切物無有不空」。不要
每項都是我所擁有，我一個人要擁有多少啊？不是要
擁有一切。但是，要能夠讓眾生眾生無缺，哪裡有欠
缺，哪裡就能夠接到幫助、彌補，這就是佛陀所要教
育我們的，修行也就是這樣。所以「當知此義，若能
空身，則一切物無有不空」，這就是。

43



他來回兩輩子

• 「燒身身生」，那位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入人群度好
眾生，教化，回歸來向佛。佛陀聽，聽一切眾生喜
見菩薩分享，這是真法供養。以佛陀的教育，他承
法入人群，回歸來，以法供養，在日月淨明德佛的
法中，這樣他來回兩輩子，大家應該要記得。再返
回來，日月淨明德佛，看到他再回來了，隔生再回
來也很歡喜，看他精進如過去，此生的精進、前生
的精進，前面那一生的精進，他燒身供養，灌香油；
此生燒兩臂這樣來供養。現在，看他再返回來，心
安了，能夠繼承法，所以他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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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真法供養，內運智觀法供，

•又見此幻色身，惑因故感斯果。

•世尊法如雲雨、如海一滴，

•佛復廣說山川、草木叢林，

•法雨普潤一切，得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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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供養，這不是應酬的，是真誠

• 釋迦佛講完這段故事之後，回過頭來，「宿王華菩
薩啊！說這麼長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的故事，這個人，
那位菩薩不是別人，就是現在坐在我的座前，這位
藥王菩薩。藥王菩薩過去世中就是這樣，長長久久、
生生世世，無法去算數他的時間、生世，無法用數
字去提起，就是這樣長久來的修行。現在在靈山道
場這個地方，他過去的功德就是這樣，認真偏向苦
行，認真入人群救度眾生；供養，是真誠的心來供
養。這，是他今天的成就。所以說起來，菩薩是
「真法供養」，這不是應酬的，是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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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的心，燃身供佛
• 這種的工作，與人人合心，用和氣來對待人。我們互相
互愛、彼此協力，要完成祥和的人間，那就是度化人心。
先拔除他的苦難，這樣才有辦法成就如同一切眾生喜見
菩薩這樣的法身、法的心，那種虔誠的真法供養。這就
是我們要很用功，相信這個用功，有朝一日，來生來
世……。看看，這段文很奧妙，不可疏忽掉了。一切眾生
喜見菩薩，他是兩輩子，不是一輩子；前面的一輩子，
完成了他行菩薩道，入人群等等，完成才返回來道場。
返回來道場，表示身、心，法身的心，這樣燃身供佛；
用灌香油燃身供佛，那個身與我們的身是不同。他去了、
再回來，同樣還是行菩薩道。所以今天說的這些，希望
大家要很清楚。 47



燃香（燃身）供佛被爭論

•因為這段文在過去佛教界，也被爭論過了，我若
在這裡沒說清楚也不行。佛教界有的人說這樣會
誤導，所以我這時候，經文既是這樣，也曾經有
人，就是在研究佛法，也有人，尤其是教界的人
士，有人這樣爭論過，我現在在這裡特別將這段
文要解說更清楚，讓大家更了解一下。這是我自
己的解說，希望大家清楚了解，這不是從哪裡來，
是現在我自己的解釋，對這個燃香（燃身）供佛，
我的想法向大家來再次解說。期待大家能清楚，
在這段文、這個綱要，我來向大家分享，讓大家
再做一番比較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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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無上的虔誠

•各位菩薩，用心來體會，捨身燃香，無不都是表
一分的虔誠，至高無上的虔誠。學佛就是需要至
高無上，因為想要取得佛法，佛法是那麼地開闊，
廣無邊際，世尊的法就像雲雨如海。我們現在能
夠聽到、能夠得到的，只不過才是一滴而已，它
當中還有很多！世間不論是景物，或者是所有人
的功能，無不都是在佛陀向我們說法其中的一部
分、一絲絲而已，所以請大家向佛的道法要虔誠、
用心，這也是叫做「真法供養」，所以請大家要
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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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5

•經文：「於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於大眾中
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
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
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慧淳厚所致。」

•經文：「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
切眾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
也。其所捨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那由
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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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5

由斯菩薩福
德智慧淳厚
所致

一切眾生喜
見菩薩，豈
異人乎？

今藥王菩薩
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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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此幻色身，惑因故感斯果

• 「又見此幻色身，惑因故感斯果」，在這個凡塵凡夫群
中，所看到的幻色身。所看到的那個時候的一切眾生喜
見菩薩好像與我們一樣，是幻色身，就是無常的這個身
體，一樣小時候與長大，與中年、與老人，一樣這個幻
色的身體，這有變化的身體，以為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同樣是這個幻色的身體，用這樣來看待。若這樣，就是
心還有惑，我們的內心還有惑，還對這尊菩薩沒有很清
楚，所以叫做「惑」。有的人心還無法了解，「難道這
樣燒身是叫做供佛嗎？」若糊里糊塗也做這樣的事情，
那就錯了。這就是凡夫，凡夫，我們若能安分守己，我
們要好好修行，要修到就像一切眾生喜見菩薩這樣，我
們還要再累生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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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1

•四修 : 長時修、無間修、無餘修、恭敬修

•傳承 : 師徒之間，傳承法脈

•六度 : 精進禪定，得大智慧

•三間 :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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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
菩薩

妙莊
嚴王

觀世
音菩
薩

妙音
菩薩

藥王
菩薩

常不
輕菩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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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門標竿
學習菩薩

流通標竿
學習菩薩

三昧標竿
學習菩薩

普門標竿
學習菩薩

度眾標竿
學習菩薩

勸發標竿
學習菩薩



藥王菩薩—流通標竿學習菩薩

• 爾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藥王。汝見是大眾中
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
羅。摩侯羅伽。人與非人。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
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
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
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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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得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

•爾時佛復告藥王菩薩摩訶薩。我所說經典。無量千
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某中。此法華經最為難
信難解。

•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薩道。若不能得見聞
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
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其有眾生
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
當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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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2

•藥王菩薩捨身佈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不如受持此法華經，乃至一四句偈，其福最多

•一乘實相，隱於藏識

•以此經明一乘實相，能破一切眾生不善惑闇故

•究竟三惑，成一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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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手札

•信願入總持門

•誓行一切善法

•弘揚法華知見

•能現無邊功德

•運智作用差別

•秉慈平等得自在

• 20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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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手札

•信願入總持門

•誓行一切善法

•弘揚法華知見

•能現無邊功德

•運智作用差別

•秉慈平等得自在

• 20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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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

法華經是總一切法，總一切的善法，持一切的善行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
學，佛道無上誓願成，這就是誓，誓行

還要弘揚，不是做就好了，還要講，要傳，要說，
這呢，是弘揚法華的知見

法華經有無量功德，因為他能夠指引我們的路去走，
去修，有修有得，修就是功，得就是德

運智慧的作用，有各不相同，同樣一個法，用不同
的方式，對機逗教，讓他認識

佛陀對眾生，都是平等，秉著這分慈心，眾生都平
等，那麼自在，他疼愛眾生，是不分種類喔，不分
人類，也不分是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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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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