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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學無學

•生滅法

•四修法

•菩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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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學(定義與作用)
• 梵語 śaiksa-aśaiksa，巴利語 sekha-asekha。「學」與「無學」
之並稱。學，即有學，指雖已覺四諦之理，但因未斷煩惱，故仍
須學習戒、定、慧三學者。在四向四果中，除最後之阿羅漢果外，
其餘四向三果等七者皆為有學；相對於此，證得阿羅漢果者，已
斷盡一切煩惱而無所學習，稱為無學。

• 以上係小乘之說，大乘佛教則謂十地以前之菩薩皆為有學，佛果
方為無學。

• 法華文句卷八上（大三四‧一○七中〕：「研真斷惑名為學，真窮
惑盡名無學。研修真理，慕求勝見，名之為學，學位在三果四向
真無漏慧也。阿羅漢果研理已窮，勝見已極，無所復學，故名無
學。」〔法華經卷二譬喻品、法華義疏卷九〕（參閱「阿羅漢」
3692） p6217佛光大辭典 3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9%2598%25BF%25E7%25BE%2585%25E6%25BC%25A2.html


研真斷惑，慕求勝見

• 授，就是給他授一個記號。前邊給各位大弟子授記，又給五百個羅漢以
及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授記，現在又給這學無學人授記。學，就是有學
位；無學，就是無學位。所謂「研真斷惑，慕求勝見」，這叫「學」。
研真，就是研究真理。我們研究這個真理，又要實行這個真理；不是說
單單研究這個真理，不去實行這個真理。僅僅研究，只是明白而已，沒
有去實行就無法斷惑。斷惑，是斷粗惑、細惑和塵沙惑。慕求勝見，仰
慕求這勝見；勝見，就是一種殊勝的知見。

• 從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到三果阿那含，這三種果位都叫「有學
位」。又，初果叫「見道位」，見到這個道了；二果、三果叫「修道
位」，在這修道的地位上；四果叫「無學位」。無學，就是「真窮惑
盡」，沒有再比這個真的了，也再沒有惑了。現在這些有學和無學的人
有二千人，這二千人，不在那一千二百五十人之內，是另外的；所以再
給他們授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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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
眾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
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其名曰阿若憍陳如。
摩訶迦葉。優樓頻螺迦葉。迦耶迦葉。那提迦葉。
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迦旃延。阿㝹樓馱。劫賓
那。憍梵波提。離婆多。畢陵伽婆蹉。薄拘羅。摩
訶拘絺羅。難陀。孫陀羅難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須菩提。阿難。羅睺羅。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
復有學無學二千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眷屬
六千人俱。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亦與眷屬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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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爾時學無學二千人。聞佛授記歡喜踊躍。而
說偈言

•世尊慧燈明 我聞授記音

•心歡喜充滿 如甘露見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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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勸持品第十三

•世尊。我等亦自誓願。於異國土廣說此經。
復有學無學八千人得受記者。從座而起合掌
向佛。作是誓言。世尊。我等亦當於他國土
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
懷增上慢功德淺薄。瞋濁諂曲心不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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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

•是學無學人，亦各自以離我見及有無見等，
謂得涅槃。而今於世尊前，聞所未聞，皆
墮疑惑。善哉世尊，願為四眾說其因緣，
令離疑悔。

8



20150318《靜思妙蓮華》妄計執見離因果 (第524集)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

• 有的人「執有」──這都永遠是我有的，我要追求
的等等，無法解脫。或者是知道，這是假合，假合，
一切皆空，所以這個事情，我獨善其身，我不要去
爭取。這樣在過日子，這樣也不對。所以一直在說，
「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我們要取於中道。

• 一切既空，心無掛礙、無執著，但是要入人群中，
人群，這個種種的濁氣，不會污染到心，能夠將法
輪輪轉在人群，去度眾生，那就是從凡夫，凡夫心
地鋪得好，好來接覺悟的菩提道，這叫做經中道。
「空」、「有」合併起來，在這個中道上，來去自
如，能夠這樣，這才叫做「無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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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戒定慧修無漏學

•在因位中稱為有學

•在果上則是謂無學

•「學」與「無學」，「學」者是「有漏」，
「無學」者就是「無漏」。有漏、無漏，最
重要就是我們要修戒、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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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就是要學，學就是修。

•這個人說話很沒有道理，我是不是心很生氣
呢？忍不住了，開口就罵出去，要不然，就
是散播是非，這是口(業)。或是這種欲念，
真的是很誘惑人，我很喜歡，向前取，甚至
是不擇手段，取。這是對或不對呢？自己要
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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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男問修行

• 其實，在佛的時代，也有一次佛陀在迦毘羅衛國。有一位
叫做摩訶男，他就問佛：「佛啊，我常常都聽，聽佛說法，
知道，知道修行就是要解脫。但是，這個解脫，我常常都
這樣想：到底這個解脫，這個意思，是不是要心很定，才
能夠解脫嗎？要先得定，後解脫，或者是先解脫，後得定
呢？或者是定與解脫這樣平齊？這我還不很清楚，到底是
我還沒有修到位，或者是全部還沒有修，所以沒感覺呢？
這我都不瞭解，請佛陀為我開示。」

• 佛陀默然，沒有回答。再次問，佛陀還是默然。經過了反
覆三次以上，這當中，阿難在佛陀的身邊；佛陀身體不好，
這段時間才休養，所以，阿難自告奮勇，他代替佛陀向摩
訶男回答，就說：「如來說於學戒。」這是修行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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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 自謂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座，
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
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
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證。
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我等今於佛前，
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
得未曾有。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
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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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 我等內滅 自謂為足 唯了此事 更無餘事 我等若聞

• 淨佛國土 教化眾生 都無欣樂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 皆悉空寂

• 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 無漏無為 如是思惟 不生喜樂 我等長夜

• 於佛智慧 無貪無著 無復志願 而自於法 謂是究竟 我等長夜

• 修習空法 得脫三界 苦惱之患 住最後身 有餘涅槃 佛所教化

• 得道不虛 則為已得 報佛之恩 我等雖為 諸佛子等 說菩薩法

• 以求佛道 而於是法 永無願樂 導師見捨 觀我心故 初不勸進

• 說有實利 如富長者 知子志劣 以方便力 柔伏其心 然後乃付

• 一切財物 佛亦如是

14



15

阿難百二十歲－思滅
一日路遇一年少比丘口念：
人生活百歲，不見水潦鶴，
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見之。
阿難糾正說：
人生活百歲，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而能瞭解之。
比丘聞阿難語回稟師父，師言：
莫聽阿難語，阿難已老朽，失憶及智慧。
比丘轉告阿難師如是說－阿難深思：
眾生不依正法行，住世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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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睹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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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大涅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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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過去行菩薩道時，曾為雪山童子，他到處尋求宇宙人生的真理，
但是問了很多人，都沒有人可以給他一個滿意的答案。有一天，他
在荒野聽到一個羅剎邊走邊唱著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雪
山童子一聽，這句話太好了，不錯！這個世間本來就是無常，這許
多的無常都是生滅法。但是它把世間的現象說得這麼清楚明白，卻
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因此上前請教他：「你的道理很好，不過好
像只說了一半，應該還有另外一半，請你再把它說下去吧！」

羅剎說：「這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價值很高，過去的人甚至不惜犧
牲生命來追求它，哪裡能隨便向人說呢？」他不肯說。雪山童子說：
「你如果肯告訴我，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來交換後面的半偈。」羅剎
看他心意懇切，就說：「聽好了，這後面的半偈是：『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雪山童子聽後滿心歡喜，就要履行他的承諾。正當
他爬上高樹，往下縱身一跳時，羅剎馬上恢復帝釋天的形貌將他接
住，並讚歎他熱忱求法的精神。



19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大涅槃經》
無諸相曰空
無生滅曰寂

世間法

出世間法不生不滅

緣起緣滅



因為「無常」
而拍「如常」

看到「如常」
感受「無常」



如常，如如淨行，常寂光土，
這是我對如常的詮釋。

Walking Dharma就是行經，
用愛把經鋪在路上，用生命去實踐。



馬英九前總統：
「行善要低調，揚善要高調」
在《如常》這部紀錄片中，我們
看到了台灣人最棒的六項特質：
正直、善良、誠實、進取、包容、
勤奮！」

台東縣長-饒慶鈴：
「這些小人物所做的事情都是生
活中的大道理，講起來平淡無奇，
但我們做起來卻很困難！」

棒球攝影師-木永可名:「有些東
西說不出來也演不出來，深厚的
情成了最美的蝴蝶效應。」

新竹縣議員
蔡志環女士：
「這部紀錄片，
不是『感動』
兩個字可以形容！」



台東-蔡進添：
「雖然貧困像沒有燈的房間，但師姑師伯
像一盞盞的燭光，照亮我的成長之路。」

「永遠先想到別人、長期施與捨的行動力，
我有被電到的感動，我會更有善念、善行。
謝謝《如常》，開啟我的善念與智慧。」

桃園-蔡雨龍：
「我的會員看了以後，跟我說，外面說的
都是亂說，有慈濟真好。很多師兄師姊不
知道如何跟會員溝通表達，讓影片幫我們
說。大家要全力護持這部影片。」

台南-楊小姐：
「第一次看完電影，螢幕已經都暗了，全
場沒有人動，大家都還沉浸在感動中。」



 無常是現象，如常是法相

 無常是有為法，如常是無為法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真如本性，不生不滅，永恆存在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永遠不變的是永遠在變

如常 與 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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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寂清澄，
志玄虛寞，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常
寂
光
土

法身慧命

究竟解脫/不生不滅

無上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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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寂清澄，
志玄虛寞，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常
寂
光
土

法身慧命

究竟解脫/不生不滅

無上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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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一次，也是我們臺灣的菩薩，高明善居士，他要去貴州。貴州，
有使命，在那個地方，好像要去為一個工程，慈濟村將要建設了，他
就是要去關心。人搭飛機到香港，接到家裡的電話，就告訴他，母親
往生了。那時他的心很掙扎，他說：「有可能呢？要出來之前還和媽
媽說話，說得很歡喜，前一天還陪她去陽明山啊！要出來之前，還和
她說話說得很歡喜，有可能嗎？」不過事實，就是已經電話通知了。
到底是要回來了呢？還是要向前走？他的決定就是向前走。既是這麼
安祥就這樣去了，臺灣，兄弟都在臺灣，再者，我們的法親也都在臺
灣，他回來也是一樣這樣。一大早要出門還和母親說話，所以他很安
心，還是用虔誠的心向母親祝福，近百歲的高壽，還是為他的母親祝
福，所以安心向前走，同樣到貴州，去完成他的任務，這樣回來。這
就是菩薩，「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高明善居士，紹隆佛種



28

到貴州，這個工程能夠有多少苦難人，有屋可住，能夠安定生活。母
親也將近百歲了，九十多歲，自己接到這個任務，利益人群，應該還
是安心去完成使命，這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一個媽媽，自
然的法則，有多少家庭，等待著這個工程的完成，可以安居樂業。這
個價值觀，生命的價值觀，方向對準了，功德無量啊！

這就是，「佛種即是諸善法之根源」，這就是佛種，這就是人人本具
的覺性，這就是發大心，就是菩薩，菩薩大慈悲心，天下眾生都是我
們的親，所以去完成他的任務，「紹隆佛種」，讓大家都很感動，沒
有人說：「你怎麼這麼不孝！」大家都說：「我們很感動，被他這分
毅力、智慧，我們很感動。」是啊，這叫做「紹隆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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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判斷

後果判斷

價值判斷

做決策的三種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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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緣成熟，捨俗割愛出家」，這是又另外。佛陀也是這樣，
以法為重，他回到皇宮，去說法的時候，將他的親族，也是同樣度出
來出家，透徹了解人間，自然的法則「生老病死」，再怎麼富有，也
是同樣有這樣的一天，名利、地位是無常的，所以因為這樣，他回去
說法，將他的王族裡面至親的人，也將他們度來出家，只要是法緣成
熟，有機會，他們就捨俗割愛出家。聽到佛所說的教法，了解之後，
因緣成熟，辭親割愛出家了。其中有多麼多啊，尤其是羅睺羅，尤其
是阿難，這都是他的至親，也是這樣出家。他的阿姨、他的太子妃，
也是同樣出家了，因緣成熟還是捨俗割愛出家了。出家，是期待大家
要發宏願，那就是「修行聖道使無斷絕」，希望佛種能夠不斷掉，哪
怕是自己的皇宮至親，哪怕是這個國家要傳續政策的人，要傳國政的
人，羅睺羅，他也將他度出來。
20170905《靜思妙蓮華》殊勝重親蒙佛授記 (第1168集) 



第三周授記之聲聞眾，如

滿慈、憍陳如及五百弟子，

皆為無學阿羅漢。



而此次要授記者，為未證

四果之阿難及羅睺羅與二

千人等，非盡阿羅漢，非

盡無學，故此品通稱為授

學無學人記品。



學無學

以斷妄惑 是謂之有學

究竟妄惑盡 無更可修學者

謂無學 小乘之學無學



小乘之學無學

須陀洹：入流
斯陀含：一來
阿那含：不來

羅漢 ：無學、無生

前三果
有學



大乘之學無學

以菩薩十地為有學

佛果名為無學



「究竟妄惑盡」

究竟 透徹瞭解

「無更可修學」

叫做「無學」



大乘之學無學

以菩薩之十地為學

發大乘心

甘願 歡喜

入人群



體會佛陀的心意

對自己有信心

信心無漏

在人群中不會受眾生污染



法入心很自在

戒 定 慧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在學地的菩薩

叫做有學菩薩



「佛果名為無學」

十地

步步進修上去

成佛

自然就到無學



菩薩十地

菩薩修行的位次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十地

歡喜地 初地

離垢地 二地

發光地 三地

焰慧地 四地

難勝地 五地

現前地 六地

遠行地 七地

不動地 八地

善慧地 九地

法雲地 十地



阿難 羅睺羅及學無學的授記

阿難 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羅睺羅 蹈七寶華如來

二千學無學 寶相如來



諸授記中

奉佛多少不同 隨其願力

承事佛功行不同

隨其因緣才力

成佛果號不同 隨其因行



四修法

無餘修

無間修

長時修

尊重修
45



無餘修

•那就是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我
們永遠永遠，法沒有遺漏掉，遺就是漏失掉，
我們不能讓它漏失，沒有漏失的正法，叫做
「無餘修」。

•法的無餘，沒有漏失的正法

•人的無餘，沒有漏失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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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修

•「無間修」，要連連接接，寸寸愛心鋪路走
過來，分分的覺有情，連連接接這樣接過來，
這叫做無間，無間修，不間斷修行。

•時間的無間，人與人之間的無間

•教育是愛的接力，菩薩道是覺有情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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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修

•「長時修」，要長時間，不論是二千多年前、
二千多年後，這個長時間，我們都要用虔誠
這念心，現在這念心，未來無數。慈濟雖然
已五十年，希望有無數的五十年，生生世世。

•長時間是由虔誠一念心累積而成

•分秒不空過，步步踏實做
48



尊重修(恭敬修)

•過去佛陀的正法五百年，希望正法能無量無
數的五百年，正法常住人間，就要靠我們彼
此尊重，不分宗教，不分種族，不分國際，
我們彼此之間，就是要「尊重修」。

•對於人，對於法的尊重。

•法在人群中得，法在恭敬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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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法

• 聞一切法，常能受持，

• 憶念不忘，如教攝念，

• 行於布施，捨心相續，

• 能持戒法，身心清淨，

• 忍辱和顏，柔和善順，

• 倍策精進，勤求不息，

• 思惟修禪，靜慮棄惡，

• 慧性明了，一切智行，

• 一切誓願，安樂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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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法

• 聞一切法，常能受持，

• 憶念不忘，如教攝念，

• 行於布施，捨心相續，

• 能持戒法，身心清淨，

• 忍辱和顏，柔和善順，

• 倍策精進，勤求不息，

• 思惟修禪，靜慮棄惡，

• 慧性明了，一切智行，

• 一切誓願，安樂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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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品──第九品

是跡門的正宗分

開三顯一的法門

三週說法至此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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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