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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之要點-1

1.佛多劫勤苦，為奴求法-「求《法華經》，無有
懈倦…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四方求法。」

2.提婆達多，亦善知識-過去阿私仙傳《法華經》

3.佛為提婆達多授記-號天王如來

4.聞此品淨心信敬者，不墮三餓道，受勝妙樂。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之重點-2

5.文殊菩薩與智積菩薩論說妙法

6.文殊弟子，八歲龍女，慈悲仁讓，能至菩提

7.智積菩薩、舍利弗皆不信龍女可成佛

8.龍女獻寶珠，頃刻往無垢世界成佛



法華經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破疑啟信

「提婆達多品」有兩件事，不易為人深信：

1.提婆達多，亦能成佛

2.八歲龍女，轉身成佛



「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
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所
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
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
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法華經》方便品第二



《金剛經》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
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法華經》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一切大眾：「諸善男子，
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復告大眾：
「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
眾：「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是時菩
薩大眾，彌勒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
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
復言：「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

佛陀三次告誡弟子：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



第十三品之大意要點

逆增上緣世尊無怨

提婆達多亦善知識

龍女聞經現前成佛

為顯此經殊勝難得
靜思妙蓮華-第十二品要點 3’34’’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之要點3'34''.mp4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眾：「吾於過去無量

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

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為欲滿

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心無吝惜，象馬七珍、

國城妻子，奴婢僕從，頭目髓腦，身肉手足，

不惜軀命。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



時世人民、壽命無量。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

太子，擊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

吾當終身供給走使。』

時有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

若不違我，當為宣說。』。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2



王聞仙言，歡喜踴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需，

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

身心無倦。於時奉事，經於千歲，為於法故，

精勤給侍，令無所乏。」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3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劫為求大法故雖作世國王不貪五欲樂

捶鐘告四方誰有大法者若為我解說身當為奴僕

時有阿私仙來白於大王我有微妙法世間所稀有

若能修行者吾當為汝說時王聞仙言心生大喜悅

即便隨仙人供給於所需採薪及果蓏隨時恭敬與

情存妙法故身心無懈倦 普為諸眾生勤求於大法

亦不為己身及以五欲樂故為大國王 勤求獲此法

遂致得成佛今故為汝說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4



舉昔多劫，勤求妙法，激勵諸人，云何而

不勤求？

正顯法華於諸經中最為第一。若持此經，

則成正等無上佛道。

證嚴上人 手札(20161205)

恐彼不肯勤求佛道，如來自引本事。

靜思晨語20161205



「求法華經，無有懈倦」

求者，不僅求能聞而已，

求能信、求能解、求能行、求能證，

求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求法華經，即求無上菩提

靜思晨語20161204



「於時奉事經於千歲」
經時浸久，終始一如，

千歲無倦，給侍無乏，

求法之願，可謂深重矣！

靜思晨語20161209
上人：為求法而如此懇切，

我們可以做得到嗎？



情存妙法故身心無懈倦

•有弟子問佛：佛常說塵點劫，時間真久，到

底有多久呢？請佛用比喻方式！

•佛說：例如有一塊大石頭寬40由旬，用絲線

每一百年掃一次，掃到整顆石頭都磨掉了，

那有多久呢？弟子說：我明白了。

靜思晨語20161211

塵點劫，到底有多久呢？



時有阿私仙來白於大王

⚫阿私陀：或云阿夷，此翻無比，又翻端正。

⚫阿私：此云無比，其形與法，皆無比。即達多昔名。

⚫阿私仙：修行者之稱，諸仙之上者。有二人，一為過

去為釋尊說法華經者；一為釋尊出生時於淨飯王宮之

相者。



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

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

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紫磨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攝法、

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眾生，

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5



告諸四眾：「提婆達多卻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

號曰天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

界名天道。時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廣為眾生

說於妙法，恒河沙眾生得阿羅漢果，無量眾生發

緣覺心，恒河沙眾生發無上道心，得無生忍，至

不退轉。」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6



佛告諸比丘：「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聞妙法華經提婆達多品，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

不墮地獄、餓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處，

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佛前，

蓮華化生。」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7

淨心信敬，不生疑惑，即是無量功德



《法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
多，其有眾生，聞佛壽命長遠如是，
乃至能生一念信解，所得功德，無
有限量。」

一念信解，功德無量



提婆達多

⚫提婆：天

⚫達多：授

⚫祈乞於天而生，故名天授

⚫斛飯王之子，佛之堂弟

⚫提婆達多與阿難是同父母之兄弟，一位
敬侍佛陀，一位卻害佛。





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善知識有三種：

1.外護：護，猶助也。有外侮辱，而能保衛。

2.同行：同心齊志，如乘一船，互相敬重者。

3.教授：宣傳聖言曰教，訓誨教我曰授。

法華文句：聞名為知，見形為識，是人益我，菩提之
道，名善知識(能帶我們走向正確的道路)。

靜思晨語20161214-1215



靜思妙蓮華-逆增上緣 2’44’’

逆增上緣2'44''.mp4


提婆達多真是惡人嗎？

⚫佛言彼為權者，往昔為阿私仙時，受持法華經。

我於其時依彼聞法華經，故今日得成佛。

⚫彼實非惡人，為權誡人作逆罪耳。故今在地獄，

未來必當成道，號天王如來。

靜思晨語
20161217



佛為提婆授記，顯大乘妙法精髓

⚫以經中得佛記者，皆是隨順佛教行，而提婆常

違佛教，於教團中破和合，更亦得佛授大記，顯

大乘妙法精髓。明佛為統攝群生，堪忍五濁惡世，

時剛強不漏度，皆使導歸向佛智。

靜思晨語
20161221



此品是佛所說嗎？

此品或言非佛說，但其實這品，正是要顯

示出人人皆有真如本性。

靜思晨語
20161222



十八不共法
•十八種不共通之法。即不共通於聲聞、緣覺，唯佛

與菩薩特有之十八種功德法。

•分為佛之十八不共法與菩薩之十八不共法兩類。

•佛之十八不共法：(1)諸佛身無失 (2)口無失 (3)念無失 (4)無

異想 (5)無不定心 (6)無不知己捨心 (7)欲無減， (8)精進無

減(9)念無減 (10)慧無減， (11)解脫無減 (12)解脫知見無減

(13)一切身業隨智慧行。(14)一切口業隨智慧行。(15)一切意業

隨智慧行。(16)智慧知見過去世無閡無障。(17)智慧知見未來世

無閡無障。(18)智慧知見現在世無閡無障。



白隱禪師的民眾禪

白隱禪師(1685年~1768年)，世壽83，圓寂於松蔭寺，

乃日本臨濟禪宗之中興祖師，被譽為五百年不出之一

代禪宗大師，為日本禪宗公案之創始者。

強調禪宗應落實於生活之中，

故有「在家禪」、「民眾禪」之美譽，

著有＜延命十句觀音經靈驗記＞一書傳世。



白隱禪師修忍辱
⚫佛寺附近有一位美麗的女孩未婚懷孕了，她的父母非常
生氣，嚴厲地逼問孩子的生父是誰？

⚫女孩先是不肯說，後來實在躲不過了，就說是白隱禪師。

⚫女孩的父母親勃然大怒，氣沖沖地去找白隱禪師算帳，
白隱禪師聽完後，只是說了一句：「哦，是這樣嗎？」

圖片取自網路



忍受非議照料嬰兒

孩子出生以後，就被送到白隱禪師那裡。

此時白隱禪師已經名聲掃地，然而他並未因此而

受到干擾，默默忍受著種種白眼非議，獨自準備
孩子所需的一切東西，細心照料這個幼小的生命。

圖片取自網路



真相大白

⚫一年以後，年輕的媽媽實在忍受不了良心的責
備，終於將實情告訴父母親，孩子真正的生父
是外村的一個年輕人。

⚫她的父母親得知真相後大吃一驚，立即去找白

隱禪師，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懇請他的寬恕，
並將孩子領回。



禪者心境雲淡風輕

白隱禪師把孩子送還時，只輕輕地
說了一句：「哦，是這樣嗎？」

圖片取自網路



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菩薩，名曰智積，白多

寶佛：「當還本土。」釋迦牟尼佛告智積曰：

「善男子，且待須臾，此有菩薩，名文殊師利，

可與相見，論說妙法，可還本土。」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8

智積菩薩請多寶佛當還本土，
釋尊留之與文殊師利論說妙法



智積菩薩問文殊師利：「仁往龍宮，所化眾生，其數

幾何？」文殊師利言：「其數無量，不可稱計，非口

所宣，非心所測，且待須臾，自當證知。」

所言未竟，無數菩薩坐寶蓮華，從海湧出，詣靈鷲山，

住虛空中。此諸菩薩，皆是文殊師利之所化度，具菩

薩行，皆共論說六波羅蜜。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

聞行，今皆修行大乘空義。文殊師利謂智積曰：「於

海教化，其事如是。」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9



•爾時智積菩薩，以偈讚曰：

大智德勇健化度無量眾 今此諸大會 及我皆已見

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 廣導諸眾生 令速成菩提

•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惟常宣說妙法華經。」

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寶，世所
稀有，頗有眾生、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否？」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0



文殊師利言：「有裟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

利根，善知眾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

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

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眾生、

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

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1



智積菩薩言：「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

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

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為

眾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臾頃，

便成正覺。」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2

智積菩薩不信龍女須臾成佛



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現於前，頭面禮敬，卻住一面，

以偈讚曰：

深達罪福相 遍照於十方 微妙淨法身 具相三十二

以八十種好 用莊嚴法身 天人所戴仰 龍神咸恭敬

一切眾生類 無不宗奉者 又聞成菩提 唯佛當證知

我闡大乘教 度脫苦眾生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3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

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

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

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

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

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4

舍利弗因三事不信女身速得成佛



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

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

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

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

當時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

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5



爾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

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為時會人天說法，心大歡喜，悉遙

敬禮。無量眾生，聞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眾生，得

受道記，無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三千眾生住

不退地，三千眾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積菩薩及舍利

弗，一切眾會，默然信受。

八歲龍女，見性成佛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16



具菩薩行，因圓果滿

⚫女人雖有五障，但在龍女身上無所障礙，一

切相皆是幻化。

⚫具菩薩行-因圓(六度圓滿，成佛之條件俱足)

⚫三十二相俱足，證明六度圓滿，故能成佛矣。

⚫往南方無垢世界-自北而南，從迷入悟。

20170213靜思晨語



轉女成男，法無定相

•瞬間轉女成男，示現萬法如幻，亦明無有定相。

•佛之無相法身，本無男女之相可得，且於本覺

中一念相應，當下即是。

20170212靜思晨語



要成佛，要破法執

•此正以無言之答，破舍利弗等之分別法執，而顯

是經力之不可思議。

•「此段經文很難解釋，亦不易理解。這不是故事，

是道理。要成佛，要破法執，這即是真空妙有。」

20170212靜思晨語



上人叮嚀語：

救世傳法要多用心哪！

20170216靜思晨語
此日圓滿第十二品



上人開示：有關男女問題

⚫對男女的感情，要戒慎，莫受勾引，致沒完沒了。

⚫女人妖嬌美麗、多作怪。妖、嬌有女字邊，嫉、妒也有女人，

女人的缺點為甚麼這麼多呀？

⚫女人要多懺悔、多發心，不要動了誘引修行者的心。江水可動，

行者之心不可動。

⚫要修行的人，要多提高警覺！

20170212靜思晨語



《法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聖主世尊尚為法來

諸人云何不勤為法

多寶如來處處聽法 以難遇故



討論提綱

1.佛陀過去修行時，曾放棄王位，四方求法，為求

大法，甘心為奴，經於千歲。這點對您有什麼啟

示？

2.提婆達多累次害佛，卻又是佛陀的「善知識」，

佛心無怨，並為其授記，您有何感想？

3.八歲龍女，轉身成佛，您相信嗎？給您什麼啟示？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