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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雲雷音宿王華智佛

妙莊嚴王

淨德夫人

淨藏 淨眼二子



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爾時 佛告諸大眾 乃往古世 過無量

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 有佛名雲雷

音宿王華智 多陀阿伽度 阿羅訶 三

藐三佛陀 國名光明莊嚴 劫名喜見

彼佛法中 有王名妙莊嚴 其王夫人

名曰淨德 有二子 一名淨藏 二名淨

眼 是二子有大神力 福德智慧 久修



菩薩所行之道，所謂檀波羅蜜 尸羅

波羅蜜 羼提波羅蜜 毘離耶波羅蜜

禪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 方便波羅蜜

慈悲喜捨 乃至三十七品助道法 皆

悉明了通達 又得菩薩淨三昧 日星

宿三昧 淨光三昧 淨色三昧 淨照明

三昧 長莊嚴三昧 大威德藏三昧 於

此三昧亦悉通達 爾時 彼佛欲引導



妙莊嚴王 及愍念眾生故 說是法華

經 時淨藏淨眼二子 到其母所 合十

指爪掌白言 願母往詣雲雷音宿王華

智佛所 我等亦當侍從親近 供養禮

拜 所以者何 此佛於一切天人眾中

說法華經 宜應聽受 母告子言 汝父

信受外道 深著婆羅門法 汝等應往
白父 與共俱去 淨藏淨眼合十指爪



掌白母 我等是法王子 而生此邪見

家 母告子言 汝等當憂念汝父 為現

神變 若得見者 心必清淨 或聽我等

往至佛所 於是二子念其父故 湧在

虛空 高七多羅樹 現種種神變 於虛

空中 行住坐臥 身上出水 身下出火

身下出水 身上出火 或現大身 滿虛

空中 而復現小 小復現大 於空中滅

忽然在地 入地如水 履水如地 現如



是等種種神變 令其父王心淨信解

時父見子神力如是 心大歡喜 得未

曾有 合掌向子言 汝等師為是誰 誰

之弟子 二子白言 大王 彼雲雷音宿

王華智佛 今在七寶菩提樹下 法座

上坐 於一切世間天人眾中 廣說法

華經 是我等師 我是弟子 父語子言

我今亦欲見汝等師 可共俱往 於是



二子從空中下 到其母所 合掌白母

父王今已信解 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 我等為父已作佛事 願母見

聽 於彼佛所 出家修道 爾時二子欲

重宣其意 以偈白母

願母放我等 出家作沙門 諸佛甚難值

我等隨佛學 如優曇缽華 值佛復難是

脫諸難亦難 願聽我出家



母即告言 聽汝出家 所以者何 佛難

值故 於是二子白父母言 善哉父母

願時往詣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 親近

供養 所以者何 佛難得值 如優曇缽

羅華 又如一眼之龜 值浮木孔 而我

等宿福深厚 生值佛法 是故父母當

聽我等 令得出家 所以者何 諸佛難

值 時亦難遇 彼時妙莊嚴王後宮八



萬四千人 皆悉堪任受持是法華經

淨眼菩薩 於法華三昧 久已通達 淨

藏菩薩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 通達離

諸惡趣三昧 欲令一切眾生離諸惡趣

故 其王夫人 得諸佛集三昧 能知諸

佛秘密之藏 二子如是以方便力 善

化其父 令心信解 好樂佛法 於是妙

莊嚴王與群臣眷屬俱 淨德夫人與後



宮婇女眷屬俱 其王二子人與後宮婇

女眷屬俱與四萬二千人俱 一時共詣

佛所 到已 頭面禮足繞佛三匝 卻住

一面 爾時 彼佛為王說法 示教利喜

王大歡悅 爾時 妙莊嚴王及其夫人

解頸真珠瓔珞 價值百千 以散佛上

於虛空中 化成四柱寶台 台中有大

寶床 敷百千萬天衣 其上有佛 結跏



趺坐 放大光明 爾時妙莊嚴王作是

念 佛身稀有 端嚴殊特 成就第一微

妙之色 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告四眾

言 汝等見是妙莊嚴王於我前合掌立

否 此王於我法中作比丘 精勤修習

助佛道法 當得作佛 號娑羅樹王 國

名大光 劫名大高王 其娑羅樹王佛

有無量菩薩眾及無量聲聞 其國平正



功德如是 其王即時以國付弟 與夫

人二子 並諸眷屬 於佛法中 出家修

道 王出家已 於八萬四千歲 常勤精

進 修行妙法華經 過是已後 得一切

淨功德莊嚴三昧 即升虛空 高七多

羅樹 而白佛言 世尊 此我二子 已

作佛事 以神通變化 轉我邪心 令得

安住於佛法中 得見世尊 此二子者



是我善知識 為欲發起宿世善根 饒

益我故 來生我家 爾時 雲雷音宿王

華智佛告妙莊嚴王言 如是 如是 如

汝所言 若善男子善女人 種善根故

世世得善知識 其善知識 能作佛事

示教利喜 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王 當知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 所以

化導令得見佛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 大王 汝見此二子不 此二子

已曾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恆

河沙諸佛 親近恭敬 於諸佛所 受持

法華經 愍念邪見眾生 令住正見 妙

莊嚴王即從虛空中下 而白佛言 世

尊 如來甚希有 以功德智慧故 頂上

肉髻光明顯照 其眼長廣 而紺青色

眉間毫相 白如珂月 齒白齊密 常有



光明 脣色赤好 如頻婆果 爾時妙莊

嚴王讚歎佛 如是等無量百千萬億功

德已 於如來前 一心合掌 復白佛言

世尊 未曾有也 如來之法 具足成就

不可思議微妙功德 教戒所行 安隱

快善 我從今日 不復自隨心行 不生

邪見憍慢瞋恚諸惡之心 說是語已

禮佛而出 佛告大眾 於意云何 妙莊



嚴王豈異人乎 今華德菩薩是 其淨

德夫人 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

哀愍妙莊嚴王及諸眷屬故 於彼中生

其二子者 今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是

是藥王藥上菩薩 成就如此諸大功德

已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 植眾德本

成就不可思議諸善功德 若有人識是

二菩薩名字者 一切世間諸天人民



亦應禮拜 佛說是妙莊嚴王本事品時

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 於諸法中 得

法眼淨。



要成佛

要到達不捨眾生

而不受人群染著



堪忍

不能堪忍



無愧天地眾生

此生不作惡也沒行善，
仍虧欠天地與眾生――
虧欠大地供應五穀雜糧，
虧欠眾生成就平安生活。

人生莫負債――
感恩大地，尊重生命，普愛群生。
和敬無諍，共耕福田，共聚福緣。



三十七品助道法

三十七助道品

4 4 4 5 5 7 8



四念處 四正勤 四如意足

五根 五力

七覺支

八正道



四念處

指的是集中心念於一處

防止雜念妄想生起

藉以求得真理的四種方法



四念處之「念」

是能觀之智慧

常常思考身心的苦難

提起心念來探討人生

這樣才能開啟智慧

探究世間萬相

解脫人生的苦源



遇境觀心

觀

觀想

細心觀察



是

處 是所觀之處境

要時時反觀自己

天天對著外境

身心雙方都有許多感受

是苦是樂

是歡喜抑或悲哀



感受都來自於這個身軀

這個身體帶給我們多少

苦難與障礙啊

觀身不淨

是四念處的第一種觀法



觀受是苦

浮生如夢可成真

苦樂憂心總是幻

喚醒

覺



透徹虛幻

公主的珠鍊

韓幹畫馬



觀心無常

生 住 異 滅

安住願力 精進行道



慈悲修慧 乘法身船

至涅槃岸 復還生死

度脫眾生 以前八事

開導一切 令諸眾生

覺生死苦 修心聖道



觀法無我

有色無色皆是法

眾生皆為法所困

六根六塵蔽真心

莫使無明驢亂意



觀法無我因緣生

緣起性空

真空妙有



四正勤

已生惡令斷（速斷）

未生惡不生

未生善令生

已生善增長

恆持剎那四正勤

勤須不偏道乃行



正能破邪力萬鈞 勤可助道展鵬程
害人之心不能有 知罪肯懺可重生
行善之念不可無 從來善道在助人
無緣大慈平等愛 同體大悲智慧心
紅塵自古苦偏多 四勤拂拭莫染塵



四如意足

欲 念 進 慧

四如意

欲就是希望

希望就是願

具足圓滿道業立



欲如意足貴發願 願大志堅菩提現

念如意足在誠正 誠正信實道可證

進如意足當正勤 拔苦與樂重力行

慧如意足濟蒼生 慈悲喜捨放長情
四如意足繫一心 心淨一切國土淨

煩惱一念動三千 三千一念由心牽

毫釐之差謬千里 體解大道無量義



五根 五力

修四念處觀

雖善萌微發

根猶未生

根未生故 善萌易壞

今修五法使善生 故以為名



五法

五根五力

信 進 念 定 慧

念根（力）

一切舉動一念心 治心守意於未萌
度人先從救心起 培養一份仁德心
一念含融三千界 守住最初一念心
萬法皆出於一念 多向正道念力行



七覺支

擇法覺支 精進覺支

喜覺支 除（輕安）覺支

捨覺支 定覺支 念覺支

修道法時 善能覺了



若心昏沈之時，

當念用擇法、精進、喜三覺支

觀察諸法令不昏沈。



若心浮動之時，

當念用除覺支，除身口之過非；

用捨覺支，捨於觀智；

用定覺支，入正禪定；

攝其散心，令不浮動，

是名覺支。



八正道

正見 正思惟 正念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定

須跋陀羅



正念

多散眾生數息觀 多貪眾生不淨觀

多瞋眾生慈悲觀 愚癡眾生因緣觀

多障眾生念佛觀 基礎在於戒定慧

請轉逆緣為善緣 行玆在玆有正念



背塵合覺→轉識為智

背覺合塵→轉智為識



一個念頭

一個步伐

都是在為

未來鋪路



心念若有偏差

人生就會全盤皆輸



若留情

念繫著即智成識

若念念轉處

心無繫著

不結情根即識成智

依識染 依智淨



靜觀十方諸佛

諦了一切唯心



大慈悲為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
處此為說法



展開鴻圖大心量

宏觀生命的遠方

↓

成佛



智（志）心相契
1.靜思分享：妙莊嚴王本事品的啟示。

2.三十七品助道法如此重要如何於生活中落
實？

3.四正勤強調斷惡修善，靜思分享：自己的
善惡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