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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言

•十功德品與十地菩薩

•十功德品偈頌導讀(實例)

•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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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切都是好因緣

•今生最美麗的相遇

•安住願力廣淨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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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功德品與十地菩薩
十功德品 十地菩薩 十波羅蜜

1 第一功德 歡喜地 布施波羅蜜

2 第二功德 離垢地 持戒波羅蜜

3 第三功德 發光地 忍辱波羅蜜

4 第四功德 焰慧地 精進波羅蜜

5 第五功德 難勝地 禪定波羅蜜

6 第六功德 現前地 智慧波羅蜜

7 第七功德 遠行地 方便波羅蜜

8 第八功德 不動地 願波羅蜜

9 第九功德 善慧地 力波羅蜜

10 第十功德 法雲地 智波羅蜜 4



智波羅蜜

•梵語 jñāna-pāramitā。為菩薩欲達於大涅
槃所修十種勝行之一，亦即舊華嚴經卷三十
八離世間品所說十種波羅蜜之一。又作若那
波羅蜜。即如實知一切法之智。分為受用法
樂智與成熟有情智兩種。前者係由十波羅蜜
中之前六度所成立之妙智，具此一妙智即能
受用法樂無窮；後者則可成熟有情，有情依
此智而得大饒益。〔華嚴經疏卷八、華嚴經
探玄記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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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智慧波羅蜜，學會種花。智波羅蜜，可以種出
一個花園，大家都覺得很美，很好，很受用，很想學。



無量義經—十大功德

•無量義經佛宅來
去到一切眾生心

•住諸菩薩所行處
十大功德潤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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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功德—歡喜地(布施)
• 第一功德難思議道源功德由信起

• 是經能令諸菩薩未發心者能發心

• 無有慈心起慈心好殺戮者起悲心

• 嫉妒重者起喜心愛染深者起捨心

• 慳貪者起布施心憍慢者起持戒心

• 瞋盛者起忍辱心懈怠者起精進心

• 散亂者起禪定心愚癡者起智慧心

• 未能度者起度心十惡者起十善心

• 造作者起無為心退轉者轉不退心

• 有漏者起無漏心煩惱者起除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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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問題檢核表-1

1. 沒有決心訂出改變自己與成就自己的目標

2. 沒有把所有人視為同胞並給予快樂的真心

3. 喜歡拼鬥或是爭強好勝心，惹人生氣痛苦

4. 會有無名嫉妒或羨慕的心，見不得人家好

5. 對於喜歡的人事物往往有執著心想要擁有

6. 對於自己的東西或財物有捨不得付出的心

7. 自以為是，有驕傲心，常常會瞧不起別人

8. 常常因為人家一句話或刺激就很容易生氣

9. 不專心不努力，有點懶惰又替自己找藉口



我的問題檢核表-2

10.心思常不定，思緒混亂，心不容易靜下來

11.缺乏辨別是非善惡及平等看待人事的能力

12.沒有想要幫助他人的心也缺乏積極的行動

13.有時做了不該做的事，犯了身口意的過錯

14.很固執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與方法去做事

15.有時候會想要放棄原來是對的目標與理想

16.雖然學習克己但仍然會有貪慾生氣與擔憂

17.心中不時會浮現一大堆令自己煩惱的事情



十七顆菩提種子-1
1. 及時自覺的目標管理

2. 給人快樂的真心真意

3. 拔人痛苦的大願勇氣

4. 恰如其分的快樂歡喜

5. 能夠割捨的行為見地

6. 關懷別人的付出情趣

7. 嚴格要求的自我紀律

8. 無慾無我的毀謗不計

9. 專心一志的進步努力



十七顆菩提種子-2

10. 正確生活的心念如一

11. 平等包容的是非道理

12. 成就別人的熱心積極

13. 確實執行的良善事蹟

14. 一無所求的隨緣盡力

15. 信仰堅定的決不放棄

16. 完全放下的無憂無慮

17. 去除自我的煩躁懷疑



第一功德—歡喜地(布施)

•新發意菩薩都是歡喜地菩薩

•發心如初，成佛有餘

•發心容易恆持難

•日日聞法入經藏

•入群度眾去習氣

•法喜充滿歡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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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功德—離垢地(持戒)

•第二功德難思議一法能生百千義

•百千義中復又生如是輾轉無量義

•一理能徹萬里徹一法能攝萬法攝

•一言半句勤誦習通達無量微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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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功德—離垢地(持戒)

•陳阿桃師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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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功德—發光地(忍辱)

•第三功德難思議自在度人顯願力

•雖有煩擾無煩惱雖有生死無畏懼

•百八重病常相纏悲憫眾生不顧己

•譬如船師身有病若有堅舟猶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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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功德—發光地(忍辱)

•李國銘師兄

•上人表示：「李師兄
常在法樂中，還要把
快樂的種子散播給他
人，自樂且給予眾生
快樂，實為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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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功德—焰慧地(精進)

•第四功德不思議諸佛護念於一身

•雖未自度能度他與諸菩薩為道侶

•譬如國王新王子稚小國事難領理

•但為臣民所崇敬王后愛重常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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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功德—焰慧地(精進)

•莫三比克蔡岱霖師姊
帶領志工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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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功德—難勝地(禪定)

•第五功德難思議持誦書寫刻不離

•剎那恆持長相應眾生信服得歡喜

•雖未遠離凡夫事猶能示現大菩提

•譬如龍子生七日即能興雲與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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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功德—難勝地(禪定)

•台灣志工合力處理
德運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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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功德—現前地(智慧)

•第六功德不思議生死煩惱盡遠離

•能斷一切苦與厄與佛如來無差異

•雖未得住不動地慧能斷惑能攝理

•譬如王子雖稚小能理國事號羣僚

22



第六功德—現前地(智慧)

•台灣黃秋良師兄處理師姊
TRF投資虧損案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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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智慧的真實考驗

•真實情境(簡略版)

•一生認真努力打拼事業小有成就，積累了三億元
資產，60多歲，準備交棒給兒子。師姊因為理財
不慎，誤信銀行理專說詞，投資不知情的TRF衍
生性金融商品(三家銀行)，一夕間，虧損三億元。

•請問如果是您，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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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要選擇如何處理的抉擇？

手段

提告

和解

仲裁調解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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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要選擇如何處理的抉擇？(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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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重大的衝擊，家當與公司可能化為烏有

•先安住自己的心

•再安住師姊的心，不要想不開……

•再安住家人的心

•再穩住公司的營運

•再開始處理這個棘手的Case



面臨要選擇如何處理的抉擇？(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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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複雜的問題，超出自己的能力與智慧甚
多，不可能獨自處理，要善用團隊智慧

•很幸運的有律師、顧問、專家等人，不求自
來，幫忙處理(上人有請一位師兄關懷此事)

•開始抽絲剝繭，了解問題，找出原因，尋求
對策，思考最佳策略與方案

•與銀行接觸，但銀行催收部門也開始採取法
律動作，情勢緊急……



面臨要選擇如何處理的抉擇？(第三步)

手段

提告

和解

仲裁調解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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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誰？告民事還是刑事？會不會
贏？最擔心拖太久，太太會崩潰

銀行姿態很高，不願
打折，只願借款，不
利和解。催收部門還
執行假扣押凍結戶頭

缺乏有經驗的專業
仲裁機構，結果會
如何？很難評估

民意代表願意出面，
但力量有限，有的
直接說超出他的能
力。如何找到適當
的調解對象是關鍵

訴諸媒體，向銀行抗
議，串聯受害者。但
最大問題是大眾不懂。



TRF 

• TRF (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目標
可贖回遠期契約）自103年1月至106年6月，
我國各銀行客戶操作人民幣TRF商品已到期
契約實現淨損失高達732.54億元，各銀行
103年1月至106年11月累計轉銷呆帳超過
94億元，且截至106年11月因應客戶違約
提撥備抵呆帳總額更高達74億餘元，為繼
2008年連動債發生後，第二個有大量受害
者之金融衍生性產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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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倒閉危機

• 由於有民國97年連動債受害人多為自然人之前鑑，金管會規定
只有法人才可以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所以本次TRF受害人多
為中小企業，數量高達3700家，虧損金額超過2000億元，多
數受害的中小企業都是由銀行提供貸款承作TRF，在賠不出來
的情形下，這些貸款變成銀行呆帳，由於民營金控以及銀行承
做TRF最積極，獲利也因此備受考驗，至於受害企業則面臨倒
閉的危機。

• 根據金管會統計，截至107年4月13日，TRF等商品爭議案件共
290件，銀行已配合處理件數，包括達成和解、銀行接受調處
結果、簽署仲裁協議等共206件（目前正在進行的仲裁只有33
件）佔比逾7成，尚在處理件數共8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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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不懂，受害人也不懂

•為討回投資TRF之失利，被害人至法院控告
銀行，卻發現法官對TRF很陌生，受害人也
說不清TRF究盡是什麼，也無法舉證銀行錯
在哪裡，以致在法院尚無勝訴案例。因此受
害人寄望於仲裁，但最近仲裁判斷出來的求
償金額最多不超過四成，遠低於受害人的期
望，造成受害者對是否參與仲裁猶豫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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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負輸贏

•解決TRF的問題，必須回歸到「投資人自負
贏輸」的概念，因為受害者多為中小企業的
負責人或者是大股東，拿了公司的錢來投資
TRF在獲利時，並沒有歸入公司帳戶，而是
中飽私囊，因此這些受害者對於公司損失應
該承擔，而非全部委責於銀行，銀行當然需
對於銷售行為不當負責，但非負受害者全部
損害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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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功德—現前地(智慧)

•第六功德不思議生死煩惱盡遠離

•能斷一切苦與厄與佛如來無差異

•雖未得住不動地慧能斷惑能攝理

•譬如王子雖稚小能理國事號羣僚

33

財產乃五家共有
師姊身心健康
不要內疚自責
遠離煩惱憂鬱
保住現有住宅
與公司營運

有智慧面對此事
能與銀行和解
將損失降到可以
負擔的範圍內



戒慎面對複雜的抉擇，好人緣有貴人，得智慧

手段

提告

和解

仲裁調解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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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沒有贏家，最重要是法官不
懂，沒有勝算。也會拖很久。

銀行姿態很高，找到
四種人治他。銀行專
家，列出其缺失。立
委挫其銳氣。老師顧
問曉以大義。最重要
是主管機關願意幫忙

經過了解後，
不選擇仲裁

最關鍵的調解對象
是金管會銀行局，
局長與科長竟然完
全支持我司。因為
我們的誠正信實與
充足完整的證據。

一開始就不碰
此一選項，這
是沒有智慧的

感恩52位貴人



如常的智慧

•黃秋良師兄在這期間所有任務，不論國內或
海外國際賑災等，全部如常的承擔

•現在回想，當初協助過程完全不影響自己的
日常，一心一意，做就對了，真是妙不可言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35



第七功德—遠行地(方便)

•第七功德不思議六波羅蜜顯神奇

•愛灑人間大悲意令諸眾苦皆得離

•無生法忍斷煩惱隨緣度化登七地

•譬如猛將除王怨怨既滅已王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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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功德—遠行地(方便)

•美國陳健師兄承擔
海地慈善志業

• 2010海地大地震到
2018年往返海地72
次，見證慈濟種子
再苦難國度的萌芽

•師父想要做的事情，
弟子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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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慈濟志工陳健(中)
全程陪伴來自海地的
如濟神父(右)，他形容
如濟神父的力行與精
神：「觀世音菩薩有
三十二應化身，借用
神父身在海地度化苦
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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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濟神父認為孩子是國家的希
望，要翻轉海地必須從教育著
手。後來教會辦學校並為孩子
供應午餐。為了二萬多個孩子，
半夜十二點就要開始煮飯，一
次煮七十二鍋，每天要煮兩次
共計一百四十四鍋飯。如濟神
父在海地就是這樣自力更生幫
助需要的人，但每年一百五十
萬美元維持學校種種開銷的經
費從何來，因此為了籌備經費，
神父得經常出國勸募，這次排
除萬難來台受證。

如濟神父最大的心的願是，希
望海地居民能有乾淨的水喝、
洗澡，能夠吃飽，有一個遮風
避雨的地方。



第八功德—不動地(願)

•第八功德不思議種種方便令發心

•信心既發令勇猛守之不動令堅定

•若人不信有罪福依經奉行令信服

•堅固戒忍行檀度無上菩提淨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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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功德—不動地(願)

•馬來西亞慈露師姊完成
百萬好菩薩招生的願力

•信願行+信解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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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願大志堅菩提現

佛心師志我的願

目標達成靠人緣

勤轉法輪耕福田



課程大綱

願大志堅菩提現

佛心師志我的願

目標達成靠人緣

勤轉法輪耕福田

關係管理，愛的漣漪

一勤天下無難事
多做一點

示勸證，轉不退轉法輪

靠團隊力量

覺，方法，答案，做法



第八功德—不動地(願)
• 馬來西亞，一個以伊斯蘭教為主的社會，慈濟是佛教團體，

找好人計畫，在一個有著深厚並且鮮明宗教色彩的國度，

能順利推行並不容易。

• 拉潔絲瓦麗與粉紅色衣服馬來婦女：「你不要怕我，我不

是壞人。（不需要，不需要。）很謝謝你。看吧，他拒絕

了，沒關係。」

• 拉潔絲瓦麗，是一位印度人信奉印度教，卻選擇加入慈濟

當志工，她本身就突破周遭人看起來困難的事，而要招募

好人，面臨的難題，幾乎是天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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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功德—不動地(願)
• 拉潔絲瓦麗：「一開始好困難，因為大家都不認識我，所以這需

要時間，一兩天是不可能達成的。我住這個社區大約六年，我必

須不斷精進，把慈濟的法深植心中，參加很多慈濟活動，所以我

帶著一些印度廟的朋友，跟我一起做慈濟，他們親身感受，也就

明白慈濟在做什麼。」

• 現在拉潔絲瓦麗，已經有一百位慈濟會員，在馬來西亞有很多志

工都跟她一樣，有一顆堅定不移的善心，二〇一三年六月，近四

百位志工，回靜思精舍尋根，在多國董事會發願，要以招募百萬

菩薩為目標，短短一年，二〇一四年，馬來西亞的慈濟會員人數

已經突破一百萬名，而且還在陸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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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功德—不動地(願)

•證嚴上人與馬來西亞慈濟志工：「今年已經一百萬

快到了，百萬滿了，還有第二個百萬，沒問題。」

•慈濟雪隆分會執行長簡慈露：「一年當中跟全馬，

合起來，果真達到一百萬，所以這樣的過程，你說會

不會有所謂的很辛苦什麼困難，我覺得做事是一定你

要去突破，但是你要有一個目標就會不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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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功德—不動地(願)

•小孩子也發心要募12個好人

•印度教志工委員募100個好人(會員)

•師姊專門到市場向大眾募心募愛

•一位企業家齋戒募500會員

•老師，各行各業的師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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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功德—善慧地(力)

•第九功德難思議願力得登善慧地

•辯才無礙得清淨宿業重障一時滅

•次第莊嚴波羅蜜入大總持精進力

•極苦眾生令解脫善滿十方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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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功德—善慧地(力)

•上人帶領慈濟人
救助烏克蘭難民

49



50

慈濟與
天主教
靈醫會
跨宗教
合作援
助烏克
蘭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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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善 大愛膚苦難
慈濟關懷烏克蘭難民，除了持續在波蘭的發放，同
時尋求多元管道，攜手不同的國際人道救援組織，
期待匯聚更多的力量，協助逃離無情戰火的烏克蘭
民眾在異國站起來。自4月開始，慈濟已完成與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天主教靈醫會國際醫
療暨災難服務委員會（CADIS）、波蘭婦女基金會，
以及以色列人道救援組織（IsraAid）等國際NGO簽
署合作備忘錄，提供緊急和長期的援助計畫，協助
烏克蘭難民度過眼前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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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功德—善慧地(力)

•第九功德難思議願力得登善慧地

•辯才無礙得清淨宿業重障一時滅

•次第莊嚴波羅蜜入大總持精進力

•極苦眾生令解脫善滿十方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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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功德—法雲地(智)

•如法修行得道果第十功德難思議

•凡夫地時弘誓願厚集善根益一切

•洪潤枯涸演法義眾生有病法藥醫

•慈被眾生恩澤潤道跡漸登法雲地

•道跡漸登法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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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功德—法雲地(智)

•上人帶領慈濟人救助台灣921地震重建

•上人帶領慈濟人救助菲律賓海燕風災重建

•上人帶領慈濟人救助台灣八八風災重建

•……

56



57



終曲

•生命終究會逝去人生相聚有別離

•千年古松漸老去依然不畏風和雨

•生命中蘊涵著無限善意

•一法中醞釀了無量神奇

•是毅力創造奇蹟是信仰產生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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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曲

•恆持剎那把握大愛的情義

•喜捨潤漬蒼生慧命燈燈相續

•慈悲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秘密

•心存善念就會有不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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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曲

•大慈大悲無量義靜寂清澄如琉璃
•守之不動起敬意必令廣行閻浮提

•大慈大悲無量義靜寂清澄如琉璃
•守之不動起敬意必令廣行閻浮提

•大慈大悲無量義靜寂清澄如琉璃
•守之不動起敬意必令廣行閻浮提

60



終曲 (佛陀的本懷/佛心師志)

•大慈大悲無量義靜寂清澄如琉璃
•守之不動起敬意必令廣行閻浮提

•大慈大悲無量義靜寂清澄如琉璃
•守之不動起敬意必令廣行閻浮提

•大慈大悲無量義靜寂清澄如琉璃
•守之不動起敬意必令廣行閻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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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執所執
皆離法性得
證寂然界

行者如是
觀照時通達
諸法即空

如是不為
蘊處能所執
之所動搖

證此寂然
界時漸教過
二乘境界

三乘
會入
一大
乘法

心經: 無眼
界，乃至無
意識界，無
無明亦無無
明盡，乃至
無老死，亦
無老死盡。

禪詩: 雁過
寒潭，雁過
而潭不留影
。
風來疏竹，
風過而竹不
留聲。

止觀: 心若
一直動，境
界不清楚；
心若靜止下
來，自然所
觀照的就很
清楚。

寂是止的意
思，靜止。
說是觀義，
就是能觀照
。一片鏡面
，境來照境
，境離皆空

大慈大
悲無量
義 靜
寂清澄
如琉璃
守之不
動起敬
意 必
令廣行
閻浮提

化城喻品: 知佛入室，寂然禪定 序品:入無量義三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