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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大綱

•發心如初，成佛有餘

•本品重點，薰法心得

•我的學習，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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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鐘響起至道場，
上樓入門心寧靜。
大眾齊誦梵音聲，
誓願上達諸佛聽。
點滴法水入心頭，
身心安住喜遍身。
薰法得香靈光現，
體解大道度群生。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二日星期三)



深夜獨步講經殿萬千愁慨在心田

弟子滿座貴榮顯幾人得法自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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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大師：

第一年，四十人求道，有二十人得法；

第二年，一百人求道，也是二十人得法；

第三年，二百人求道，但只有十人得法；

之後更是年年減少。



得佛法、受佛法、聞佛法、行在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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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佛法

體會苦

起信心

聞佛法

得歡喜

法入心

行佛法

自己鋪路

法入行

少欲知足，啟發大機

20141201《靜思妙蓮華》能聞者難勤行法要(第447)(法華經•方便品第二）

發心立願
身心安住
得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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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一切法，持一切善。
一門深入，一切唯心。
一理能通，萬理能徹。
奉持五戒，勤行十善。
付出無求，還要感恩。
法髓入心，成長慧命。
身體力行，依教奉行。
人人用心，入總持門。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三日星期四)



•慧思大師語帶鼓勵地讚歎:「這種境界，
如果不是你，別人是無法輕易證到的；
如果沒有我，其他人也並難以判別」。

•慧思大師還為他指出了所入的定境和
所發的慧解:智慧依禪定而發，當發
「初旋陀羅尼」時，就能夠於一心中
頓時體證空假中三諦圓融:一切的世間
法轉為佛法，一切的煩惱法向於菩提，
一切的聞思修都能向於解脫。



初旋陀羅尼

•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梵語：
陀羅尼，譯為「總持」「能持」，乃
能攝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之「記憶
術」。初旋陀羅尼，是指由得空理智
力，能旋轉凡夫之執著相，得入空定，
即旋假入空之證空觀。所謂旋是轉也、
疾也。



某居士因為兒子信仰基督教，
十分懊惱。

師父開示道：
你該為他高興呀!有信仰比沒有
信仰好。

旋陀羅尼(例子01)



會員：師父，我先生都不照顧家庭，責
任都是我一肩挑，我要照顧十七個人，
忍得頭都痛了!

師言：先生的家庭就是妳的家庭，他會
將責任推給妳，是因為妳有這分能力;如
果忍了還會頭痛，就表示妳還不夠忍。

旋陀羅尼(例子02)



妳有十七個人要照顧，而我的雙肩一邊挑的
是千萬愛心人士：要時時祝福他們能家家平
安，並以教富精神啟發他們自造福緣，讓生
命更有意義。
另一肩挑的是濟貧救急的擔子：除了長期照
顧戶的幫助外，意外的急難救助也必須及時
救援。這麼多人與事，難道我就沒有煩惱嗎?
但是我認為為了眾生，任勞任怨也是值得的!

旋陀羅尼(例子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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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上人精闢與深入開示後，了解譬喻品的
用意，了解佛陀的苦心與悲心，也了解上人的
懇切，以及聲聲來不及的悲心與宏願。

表相

事相

理相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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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上人精闢與深入開示後，了解譬喻品的
用意，了解佛陀的苦心與悲心，也了解上人的
懇切，以及聲聲來不及的悲心與宏願。

表相

事相

理相

真相

凡夫

中觀

空觀

假觀

開始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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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聞正法白雲間，
千年法髓一時傳。
法水彷如天上來，
沒有停歇入心房。

又想到無量義經，我很喜
歡的一段經文：

「爾乃洪注，無上大乘，
潤漬眾生，諸有善根，布
善種子，遍功德田，普令
一切，發菩提萌。」

趕快來聞法，也做好接法
與傳法的一切準備吧！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四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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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戒慎，無常會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時間來到，這才叫作無常。
不是只有黑白無常，任何有無的變化即無常。
有→無，無→有
對→錯，錯→對
是→非，非→是
動→靜，靜→動
如無量義經德行品偈誦所列，再思之。
永和聯絡處的網路訊號一向很好，今日無緣無故斷訊約10分鐘，
讓我想到這是「無常」，寫下上面的心得。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五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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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學佛初步。
體解大道，自覺覺他，
喜入人群，覺行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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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 非彼非此非去來
非青非黃非赤白 非紅非紫種種色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 眾生善業因緣出

我以前會從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及金剛經「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去理解這些經文，就是不要執著，真空妙有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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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 非彼非此非去來
非青非黃非赤白 非紅非紫種種色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 眾生善業因緣出

我以前會從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及金剛經「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去理解這些經文，就是不要執著，真空妙有在其中。

永
遠
要
看
到
並
選
擇
中
道
而
行



空觀/法/道理/跡/概念

假觀/相/譬喻/跡/經驗

中觀/妙/中道/本/應用

羊車
鹿車

大白
牛車

三觀(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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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人講了兩次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提醒弟子：「不要空空過」，否則一轉眼
「喪身失慧命」。
這個「空空」是空白，什麼都沒有的意思。
心想台語中「空空」可能來自此語。
「空空」在台語是愚昧、愚癡、愚笨的意
思，空空過日子，喪身失慧命，最愚癡末
過於此。現在也許很少人會罵你空空，但
當自我深刻警惕。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六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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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不是短時間，
經得磨練鍛身心。
生生世世正道行，
會合真理悟慈心。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六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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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轉 勸轉 證轉

此是苦汝應知 此是苦汝當知 此是苦我已知

此是集汝應斷 此是集汝當斷 此是集我已斷

此是滅汝應證 此是滅汝當證 此是滅我已證

此是道汝應修 此是道汝當修 此是道我已修

以言詞來明示道理 舉實例來動之以情 舉自身來證明大道

三轉十二行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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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經云：「時淨飯王，見佛翼從，雖有神力，形貌醜陋，不適人情。我今當
選拔提釋(王)等五百餘人，容貌端政，翼從世尊。作是語已，尋勅選擇得五
百人，將詣佛所。使優波離，剃除鬚髮，眼目流淚，墮釋王上，尋即問言：
汝今何故，涕泣如是。優波離言：以王今者諸釋中尊，不期一旦，毀形麤食，
著糞掃衣。見王如是，眼目流淚。時拔提釋，聞是語已，心懷惆悵，猶生憍
慢。除鬚髮竟，辦具衣鉢，欲受具戒，入於僧中，次第作禮。到優波離前，
住而不禮。佛問釋王：汝今何故，獨而不禮優波離耶？拔提釋言：彼賤我貴，
是以不禮。佛言：我此法中，無有貴賤，猶如幻化，安危難保。拔提釋言：
彼是我奴，不忍為禮。佛復告曰：一切奴僕，貧富貴賤，恩愛分離，有何差
別。時拔提釋，聞佛語已，俛仰為禮，地大震動，天於空中，歎未曾有：拔
提釋王，為求道故，乃能為彼下賤之人，曲躬跪拜，我慢之幢，將為崩倒。
時拔提釋，受具戒竟，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執持
應器，而行乞食，詣於塜間，止宿樹下，心意泰然，無復怖畏。而作是言，
我於昔日，在王宮時，募索健夫，執持器杖，安置左右，故懷危懼。我於今
者，出家入道，在此塜間，無復怖畏，快不可言。」

拔提釋王頂禮優婆離，折服自己的驕慢心，證阿羅漢果。(參考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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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門外，汝等出來，吾為汝等，造作此車，隨意所樂，
可以遊戲，諸子聞說，如此諸車，即時奔競，馳走而出，
到於空地，離諸苦難。(譬喻品第三)

而上人針對上述經文的48個字，舉例說明，真的做到讓
我們「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讓我們深刻體認到，原來
短短舉個字，有如此深的含義。上人帶領我們一窺佛法的
奧妙，但又是如此的真實。

我很喜歡「正見隨心」這幾個字，修行者如果有正見，又
用心，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任何人與人之間，法就在那
裡。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九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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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舍利弗！ 我為眾生， 以此譬喻，
說一佛乘。 汝等若能， 信受是語，
一切皆當， 得成佛道。 是乘微妙、
清淨第一， 於諸世間， 為無有上，
佛所悅可。 一切眾生， 所應稱讚、
供養禮拜。 無量億千， 諸力解脫、
禪定智慧， 及佛餘法， 得如是乘。
令諸子等， 日夜劫數， 常得遊戲，
與諸菩薩， 及聲聞眾， 乘此寶乘，
直至道場。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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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雲經》：菩薩有十法名遊戲神通。
何等為十？所謂菩薩
（一） 【現捨天壽】
（二） 【現於人間受生】
（三） 【現為童子種種戲】
（四） 【現作出家】
（五） 【現作苦行】
（六） 【現向菩提樹】
（七） 【現降魔勞怨】
（八） 【現樂寂靜】
（九） 【現轉法輪】
（十） 【現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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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簡釋

(by Jack)
拔提釋王

(有我)
拔提釋王

(無我)
岱霖

(有我)
岱霖

(無我)

無我相 無我(自己) 我是王族
我以前是王族，現在是比丘，
未來可能成佛，但這都不必

要執著。

我是官員的夫人，
我都是住大飯店，

住套房

我以前是官員的夫人，現在是
志工，未來可能怎樣不曉得，
但這都不重要，也不必要執著。

無人相 無你(對方) 你是賤族
優婆離以前是賤族，現在是
比丘，未來可能成佛，但這

都不必要執著

你(們)是普通人，你
們隨便住都可以

你們以前是普通人，現在是志
工，未來可能怎樣不曉得，但
這都不重要，也不必要執著

無眾生相 無他(其他)
他們是剛出
家的比丘

他們以前有王族，有平民、
有賤族。現在有的都是剛出
家的比丘，有的是出家很久
的比丘。未來有人很快成佛，
有人可能很慢成佛，但這都

不必要執著

他們(其他我認識的
人)，沒有大飯店住，
至少要住小旅店或

民宿。

他們(其他我認識的人)以前沒
有大飯店住，至少要住小旅店
或民宿。現在他們還是他們。
未來可能怎樣不曉得，但這都

不重要，也不必要執著

無壽者相 無好(欲望)
佛陀才是我
所要崇敬的

佛陀是我所崇敬的，貴族出
家是我所崇敬的，貴族出家
不見得就比平民、賤民出家
好。這些都不必要執著，也

不可以執著。

住飯店有豪華套房，
或是住在房間內才

是我所要的

住飯店有豪華套房，或是住在
房間內才是我所要的，住在路
邊不見得就比住在飯店不好。
這些都不必要執著，也不可以

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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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這兩天開示中的名句
➢人生本來就是平等，所有一切生命也都是平等。
➢我只是依教奉行就是聽佛教法，竟然可以看到大
地一切都很輕安，我每天感恩大地一切，天地的
一切我都感到歡喜。

➢一念間，心門打開納入真實法，多逍遙自在。
➢無我就是空寂的境界，開闊的心，心如虛空，我
跟虛空會合在一起。

➢空寂真如，回歸真如本性，跟大地天空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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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

財施
捐出金錢、財寶、衣服、食物、用具、醫藥等
等，要依照受施者的需要，各國民情風俗文化
不同，以對方能夠歡喜接受的方式去布施。

法施
人文、傳播觀念、傳播善法、教育他人、給予
解決問題的方法，教人謀生的技能、傳道、授
業、解惑，給人正確的方向等都是法施。

無畏施

救災、急難救助、膚慰、關懷、愛語、鼓勵、
擁抱、給予肯定、給予支持、給予信心、透過
言語、眼神、肢體讓對方不再擔心害怕等都是

無畏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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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師兄姊 H師兄姊

煩惱熾盛 愈來愈輕安自在

薰法香(未知/不定) 薰法香(有/固定)

沒有法入心 法入心

失眠，背痛 健康活力，無病痛

執著於自己原來已知的法 天天有源源不絕的新法水

不自覺知
天天都有答案(解藥)而不肯服

自覺天天滌心垢，去習氣
感覺上人好像在說我

繼續煩惱 慧命成長

直到有一天墮落，不得解脫
或是得遇善知識，及時醒悟

走菩薩大直道
成佛

不能契合上人的心 可以契合上人的心

這幾天與多位同修師兄姐互動，其中有兩位，我覺得上人好像知道他們的問題，好像在說他
們，給他們解藥，為他們開示，但結果截然不同，剛好可以形成對照組，列表給大家參考。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五月三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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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
• 財施，給人物質、財貨，對方若需要財就財施
• 法施，給人方法、觀念，對方若需要法就法施
• 無畏施，給人安心，不害怕，對方若需要無畏就無畏施

愛語
• 依據對方的喜好與特性，及當下時空的表現給予讚美
• 說好話，多說讚美人、支持人、感謝人、安慰人的話
• 說好話要說到讓他感受到你的溫暖與善意

利行
• 只要對眾生有利的，我就去做，做就對了
• 只要能讓事情順利進展的，我就去做
• 注意自己的身口意，保持都對大家有利的言行與意念

同事
• 心行平等，打從心底相信，遵循，眾生平等
• 表現出平等的態度、樣子與做法，大家一起共事
• 有福同享，共創雙贏，大家都是一家人

四攝法(重要行為簡表，by Jack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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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 觀想 要領/結果 翻譯 層次

盡行 觀空寂 種種苦盡
修盡行：觀察思考空寂
的道理，各種的苦都因
此而殆盡

徹底的解決各
種苦難問題

滅行 觀寂滅 諸煩惱火
修滅行：察思考寂滅的
道理，種種煩惱的火都
皆熄滅

滅除苦因防止
各種苦燃燒

妙行 觀菩提 立持中道
修妙行：觀察思考覺悟
的道理，立願幷堅持修
行於中道

覺悟行道在苦
中但無苦感

出行 觀涅槃 離世生死
修出行：觀察思考不生
不滅道理，出離生死幷
回歸真如

出離生死解脫
已真正無苦

滅諦四行簡表(by Jack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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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心修行(出家或在家修)
2 持戒清淨(沒有違犯淨戒)
3 一心求法
4 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塵六識)
5 了解苦集滅道
6 體會十二因緣
7 聞思修，趣向善道，依教奉行
8 發心立願，入大乘法
9 行六度，廣結眾生的緣，要入人間為人間付出

10 輕安入滅(契入涅槃)
11 乘願再來

我們要好好用心，
這種深遠的道理
我們要有信心，
方向對準，千里
道路是從初步開
始，初步開始跨
出方向沒偏差，
一步步向前走，
對準方向，進步
不斷向前，哪怕
路還是很遠，還
是同樣走得到。

深廣大智，明一切法
慈悲大慧，持一切善
法炬高照，渡達彼岸
深智方便，開顯法藏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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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

我們依文開口讀誦，這能讓我們的心念，口念，心
能解。我們要讀到能背的程度，這才叫做很熟；讀
得很熟，能背起來，叫做讀誦。要讀，要誦；誦就
是讀了之後，還要繼續繼續反反覆覆。

受持
要受持，就要讀、要誦，這樣叫做受持。我們接受
此法，我們要用在我們的身上，這叫做受持。我們
若是只讀而不誦，這只是讀經，就沒有在受持。

解義
我們有受持，除了讀、誦，我們還要解其中的意義，
要去瞭解。但是，是不是瞭解的人多嗎？可能不多。
所以「是人難得」，很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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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習/聞法修行過程
1 發願用心聽聞佛法

聞
2 聽法要認真
3 認真勤受持？

思4 有入呢？
5 用心認真？
6 勤精進

修
7 勤受持
8 成為我們的法

證9 用於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
10 守志奉道，其道甚大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六)



36

七種布施 關鍵行為1 關鍵行為2 上人開示

1. 笑布施 和顏悅色 面露笑容

你要面露笑容，看到人就要和顏悅色，不要一直叫苦啊！苦啊！
一直叫苦，你就有埋怨的心，在你的面容，現出了那種苦而怨
的形態，有人看到你，就會遠離你，棄捨你。所以你一定要和
顏悅色，看到人，要用親切感待人。

2. 語布施 口說好話 人前人後
見到人，無論他人對你說了什麼話，你的回應一定要用好話。
時時與人說好話，人前、人後，在人的背後，也要說好話，在
人前，也要好言好語讚歎人。

3. 心布施 抱持好心 心想好念
時時你的觀念、內心，見到人就要用那分，人人都是好人，可
親近的人，我自己也是好人，我就要自動親近人，這種好心。

4. 眼布施 引導方向 走安全路
用很好的眼睛去布施。眼睛要如何布施？就是說，有的人看不
清楚，你要指導他，牽引他，路要如何走，方向在哪裡。

5. 身布施 援以身力 不惜自身
有的人體力不夠，很重的東西，無法拿，無法扛，無法做的粗
重工作，你能用你身體的力量去幫助他，做粗重的工作。如此，
這叫做身力量的布施。

6. 敬布施 尊重恭敬 和氣尊重
見到人，要對人人尊重。你要懂得尊重別人，恭敬別人，對老
人要恭敬，對一般人要很和氣、尊重。

7. 愛布施 大愛無私 愛護生命
無論是對人，對小孩童，對貧困、殘疾的人，你都要付出這分
愛心。甚至對所有的生命，人間一切的事物，都要用愛去布施。
這就是全都能布施，不必用錢，你應該做得到。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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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本淨湛寂是萬有真諦理，名一切財物；
秉慈運悲自行化他大乘功德，名佛法寶藏。」

在慈濟精進學習或教育訓練上課的時候常常聽
到一句話，某某老師或某某師兄(姊)有很多寶，
要趕快來挖寶。上人今天明白告訴你，什麼是
佛法寶藏，什麼是一切財務。「心性本淨湛寂
是萬有真諦理，名一切財物；秉慈運悲自行化
他大乘功德，名佛法寶藏。」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五年一月四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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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學佛最不容易理解的空，「畢竟空」，今天
也講了。秘藏也開示了，
「秘藏者」，即二空所顯自性清淨心，無名無相，真實
要妙，故名真要。因為經文有真要兩字，上人為了解釋
真要，就講到秘藏。所以上人今天一開始就說了一句
「大家要用心啊！」這是很少有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了嗎？這就像是一位好心的司機，提醒乘客，現在要開
快車，要注意。或是機長提醒乘客，可能會遇到亂流，
要繫好安全帶。上人開示結語要大家多用心，這次一開
始就提醒大家多用心，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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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重要的開示，上人用南非菩薩的例子貫穿，我聽著聽
著印象最深的是他們是用心、用愛、甘願付出。我們來看
上人評價南非是怎麼說的。

看，這就是她們用心用愛，那分很甘願去付出，只要她們
肯發心，菩薩道就沒有難行。我們幾天前說「難行道」，
對慈蕾，南非這一群菩薩，對她們一點都不困難。因為她
們的生活不是好過，人人的生活都是很貧困，她們的心卻
很富有，她們已經在非洲開闢第六個國家了，非洲六個國
家都有慈濟人，到六個國家布善種子，一個一個國家一直
帶出來了。在那個地方，最貧窮困難的地方，只要有善種
子出來，她們就能幫助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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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愛的力量，我們要向她們學，她們進來…慈蕾
十六年而已，十六年間一直步步向前前進，每一次南非
的畫面出來，少不了她，她這樣步步精進，哪怕是病苦，
但是她還是同樣沒有停歇，還是用很快樂的心情，「我
才十六歲而已，因為我入慈濟十六年。」雖然人的身體，
實際的年齡七十八歲，剩下還有多久呢？用十六歲的心
情，很活潑，在這個團體中；用人生無常，已經歲數這
麼大了，還有多久可以做，用這種心情在精進，捨不得
浪費時間。想想看，這種拚命做慈濟，用她的生命投入
人群，做人生命中的貴人，這就是我們要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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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處不道場，處處是道場，這就是她們「心性本淨是萬有
真諦，名一切財物」。雖然她們很貧困，她們卻充滿了一切財
富，沒有她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她們事事都做得到。這就是
不困難，因為有一切法在她們的內心，所以一切財物，很豐富。
這我們人人都本具，眾生本具如來藏，所以我們人人都有這個
萬有真諦理，「名一切財物」，我們人人都有，只要「秉慈運
悲自行化他」，這種大乘功德，這就是我們人人本具的財富。
慈，因為有慈心，慈心就是將一切眾生當成是我們所有親愛的
人。四生五道無不都是佛的孩子一樣，我們人人本具佛性，人
人都有，只要我們好好運用慈悲，自行化他，這種發大乘心，
這就是功德。外要去實行，內要好好自修，這就是佛法的寶藏。
這個佛法寶藏就是真如藏識，也就是心性本淨，本來清淨，我
們人人要用心，去體會我們這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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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是時諸佛，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經文：「一切諸佛，祕藏之法，
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
說斯真要。」

《法華經信解品第四》



結語—學習與行動

• 得佛法、受佛法、聞佛法、行在佛法

• 總一切法，持一切善。一門深入，一切唯心

• 理解經文不執著，真空妙有在其中

• 一心三觀是真觀

• 學習拔提釋王折服自己驕慢心，證阿羅漢果

• 無我就是空寂的境界，開闊的心，心如虛空

• 修習滅諦四行：盡行，滅行，妙行，出行
• 讀誦受持，接受此法，用在我們的身上叫做受持

• 心性本淨湛寂是萬有真諦理，名一切財物，當珍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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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