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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殊勝靈山會

•上首弟子眾知識，才德兼備常隨眾

•因緣相隨依佛住，三寶具足成教團

•累世薰修成聖道，住佛弘化世宗仰

•法緣殊勝宿緣深，歷劫結來法華緣



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優樓頻螺迦葉

、伽耶迦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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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經序品》

經文



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優樓頻螺迦葉

、伽耶迦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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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經序品》

法華經的大阿羅漢21人



導讀重點

➢阿若憍陳如

➢摩訶迦葉尊者

➢三迦葉尊者

➢舍利弗

➢大目揵連

➢摩訶迦旃延



一、常隨弟子二十一人

•省思啟動初心，立大願發宏願，
依佛教信守奉行。

•隱能則各具一德，隨其之偏好精
修，顯示其德而提名。



•前是所證之法，此是能證之人。要
知諸聖皆備諸行，隱能則各具一德
，引偏好故。



其名曰：阿若憍陳如……，
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

•前是所證之法，此是能證之人。要
知諸聖皆備諸行，隱能則各具一德
，引偏好故。

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
，盡諸有結，心得自在。



•前是所證之法，此是能證之人。要
知諸聖皆備諸行，隱能則各具一德
，引偏好故。

•他們「能所」合一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314



•前是所證之法，此是能證之人。要
知諸聖皆備諸行，隱能則各具一德
，引偏好故。

•他們「能所」合一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314

大比丘隨各自的興趣、專
長，顯示出優點。我們也
一樣，靜思道場多功能，
大家認真扮演多種角色，
對哪種角色最有興趣，了
解自己最適合的專長是什
麼，就必須真正用心、下
功夫，盡心力付出。



•一、比丘出家，形同佛儀；

•二、此常隨眾，常依佛住；

•三、另諸菩薩，於聲聞眾，捨離我慢。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315



僧寶之首位

阿若憍陳如



其名曰：「阿若憍陳如」

•至於諸有名上首次序，亦各具有意義，
如阿若憍陳如，為僧寶之始。五比丘中
最初阿若憍陳如，譯瞭解之義，於佛法
最初了知也。



•「上首」，就像是每一班的班長

。諸如慈濟人舉辦營隊，會安排資
深者當隊輔，輔導不懂團體規矩或
不了解規則的人。僧團中也有帶動
者 ，因此上首具有順序的意思。



➢佛陀悟道成佛後，決定先五比丘。

➢於是佛陀在鹿野苑中為五比丘講「苦
、集、滅、道」四諦法。五人中首位
能清楚體會佛法、徹底接受了解的就
是阿若憍陳如。

➢三轉四諦法輪，三轉十二行法輪

➢三轉 : 示勸證



佛世時，他的弟子多有相伴隨行；諸
如阿若憍陳如等五位比丘，在佛陀成
佛後聽其說法，能三寶具足成為出家
僧團之首。他們在皇宮當王族及其過
去生中，都有與佛陀的因緣

與佛陀的因緣



•阿若憍陳如，乃摩耶夫人之弟，並十力
迦葉，為母族二人；父族三人者，一、
阿濕波、二、跋提、三、摩訶男拘利。
五人承王命入山，侍佛修道，不耐苦，
遂捨佛往鹿苑修異道。佛成道矣，先往
度之，初轉即悟客塵故。—《法華經大成》



母
族

父
族

阿若憍陳如

十力迦葉

阿濕波

跋提

摩訶男拘利



阿若憍陳如
悉達多太子出家時，他的父母很擔心
，於是派他們五位前去，希望能勸太
子回來，由於太子出家心志堅定，他
們只好追隨太子修行，並陪他到處尋
訪名師。



因看到太子修苦行後，
接受牧女的供養，因而
誤會太子道心動搖，就
離開他到鹿野苑修學其
也道法。



上人手札

心得自在棄欲愛，離苦樂無有貪戀。
佛世弟子尚有因緣相伴隨著，況今
世吾等凡夫行者能不慎重因緣。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321



大魚捨身救人

影片：大魚捨身救人

大魚捨身救人.wmv


夫妻同出家

摩訶迦葉尊者



摩訶迦葉

摩訶，大也；迦葉，為上古婆羅門姓
，義言飲吞日月之光。此迦葉年最長
老，身光蔽日月，功德最大，故名大
迦葉。—《法華經教釋》



•「摩訶」，是大的意思；

•「迦葉」，則是婆羅門的姓。婆羅門
是當時印度四姓中最尊貴的。



•能吞日月之光，因為他身上會發出
紫金色的光，

•壽命最長、最老、又累生聚積很大
的功德。



•久遠世之前，在毗婆尸佛滅度之後，有位信佛虔誠的貧
窮女子，有一天到佛寺禮佛，看見佛像金箔因年久深而
剝落，單純一念心想修補這尊佛像，此後便認真工作賺
錢，積蓄到金額足夠，就去買些許黃金。漸漸地黃金累
積成一顆金珠，他覺得應該足夠修補佛身，找到一位打
造金箔的師傅，說出心願。這位師傅手工靈巧精細，也
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很感動便對貧女說你出黃金，
我出手工，我們共同將佛像修整完成。於是兩人合作，
將佛像修補的非常莊嚴。由於這個因緣，兩人互相尊重
敬愛後來成為夫妻，並發願生生世世做夫妻，共同修道
弘法。



•有一回，佛陀與僧眾一起在多子佛塔
停歇時，佛陀看到前面有一朵花，就
隨手拈起，大家都不了解佛陀這個舉
動的用意，只有大迦葉能明白佛意。



佛陀入滅之後，大迦葉便召集大眾，
負起結集教法、經典的責任。完成重
任之後，大迦葉就帶著佛陀所託付的
金鏤袈裟，進入雞足山中，等待彌勒
下生來人間成正覺時，再傳佛陀衣缽
給彌勒。



三兄弟歸佛

三迦葉尊者



• 三迦葉親兄弟，累世同心立願，
各領眾傳教法，恭敬學聖人道。

• 三迦葉—優樓頻螺迦葉、伽耶
迦葉、那提迦葉



三兄弟的因緣
• 這三位兄弟在過去生中，這也有過去的因
緣，就是在毘婆尸佛的時代，有三位好朋
友，三個人共同很虔誠而發心，他們共立
剎柱，為毘婆尸佛獻土地，甚至立標杆來
顯揚佛德，這也是供養佛。而且虔誠供養
的志向都是一樣，因為這個因緣，所以他
們生生世世都結為兄弟，而且感情都很好
，而且每生每世，都在追求正覺的道路，
這就是他們三位兄弟的因緣。



•「優樓頻螺」譯作木瓜。由於這位尊者
胸前有如木瓜形狀瘤，所以以此取名；
另有一說，是因為他居住的地方接近木
瓜林而得名。

優樓頻螺迦葉



優樓頻螺迦葉，很有威德及修養，所以
受到頻婆娑羅王的敬重並禮拜為國師。
他在山林裡養了一隻如龍般會吐火的動
物，許多人都向他學火行法，弟子共有
五百人之多。

優樓頻螺迦葉



他和佛陀進行一場辯論，最終優樓頻
螺受佛陀的智慧所降伏，因聽到佛說
的法而豁然開悟，從此放棄火行。他
隨佛聞法後，知道要了解天下真理，
只需要簡單的三衣一缽。

優樓頻螺迦葉



因此將之前修行的火器道
具放入河中隨水漂流，且
帶領五百弟子皈依佛陀。

優樓頻螺迦葉



伽耶迦葉、那提迦葉

住在河邊的弟弟看到這些火器道具，就
趕緊和另一位兄弟前往大哥的修行處，
想探知大哥發生了什麼事。



伽耶迦葉、那提迦葉

當他們到達時，看到佛陀正在說法，而
大哥則身著袈裟，現莊嚴的形象。這兩
兄弟的心深受感動，於是也決定追隨大
哥皈投佛陀、依教奉行。



三迦葉尊者

「阿含云：優樓頻螺，將護四眾，供給
四事，令無所乏，最為第一。伽耶比丘
，觀了諸法，都無所著，善能教化，最
為第一。那提比丘，心意寂然，降伏諸
結，精進第一。」—《法華經大成》



•由於優樓頻螺迦葉是頻婆娑羅
王的老師，所以他能護持四眾
，供應修行者的日常事務

將護四眾，供給四事，
令無所乏，最為第一

四事：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或指：衣服、飲食、湯藥、房舍等



•伽耶迦葉則是一聽到佛陀說法，就能
立刻了解釋迦牟尼佛的智慧，毫不猶
豫地放棄原本的修行，且又能帶動其
他的人出家，因此說伽耶比丘「善能
教化，最為第一」

觀了諸法，都無所著，善能
教化，最為第一



•那提迦葉的特長，是能將內心降伏，
完全去除所有的煩惱，一旦認清跟隨
的方向沒有錯誤，就會順著真理一心
精進。

心意寂然，降伏諸結，精進第一



道友志相合

舍利弗



上人手札

神通智慧兩相伴，
清淨道友共一心，
求真諦覓大覺人，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上人手札

神通智慧兩相伴，
清淨道友共一心，
求真諦覓大覺人，
戒定慧解知見生。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
眾生善業因緣生



神通與智慧

心靈寧靜下來，周圍環境無不都是淨土
，智慧、神通，在我們平常學佛者，好
像離我們很遙遠。其實，神通，只是期
待我們的心，心專，精神寧靜，我們的
精神上若寧靜，自然事事皆通。

48



神通與智慧
所以我們一直從法華會上，萬二千比丘、羅漢，眾所
知識，來讓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專長，有他
的優點，他們都是具足，「諸漏已盡，無復煩惱」，
「逮得己利，盡諸有結」。這麼簡單的幾句，我們應
該要常常記得住，佛世時，隨佛出家，是要追求到這
樣的程度，我們人人自己內心的煩惱，全都要去除，
才能很自在。現在我們看：神通智慧兩相伴，清淨道
友共一心，求真諦覓大覺人，戒定慧解知見生。

49



舍利弗

「舍利弗譯言鶖子。具云舍利弗羅，此
云身子。其母好身形，身之所生，故云
身子。」
「舍利弗」的名字譯為「鶖子」。「鶖」
是一種眼晴特別明亮、美麗的鳥。



舍利弗的母親很美，尤其是眼晴被眾
人譽為「鶖」，因此所生的孩子就叫
做「鶖子」，舍利弗可說是由於母親
特殊的形象而得名；他還有另一名稱
，叫做「身子」，也是因為他母親的
身形很美所致。



舍利弗智慧第一

•佛陀的聲聞弟子中「智慧第一」



•舍利弗十六歲時，就已經博覽古今，
若有人想問難，哪怕再怎麼準備都無
法辯贏他。舍利弗，智慧舉國無雙、
獨一無二，名聲傳遍五天竺。



•舍利弗到各地遊學時，遇見目犍連，
兩人志同道合，於是結為朋友，相約
一同尋找明師。



•舍利弗巧遇馬勝比丘，覺得此人舉止
莊嚴，無不攝伏人心。

•「諸法從緣生，亦復從緣滅，吾師大
沙門，常作如是說。」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340-341



「阿含云：我佛法中，智慧無窮，
決了諸疑者，舍利弗為第一。我弟
子中，神通輕舉，大目連為第一」



法入耳就住心，
沒有遺漏

七天內就能遍通佛
法，十五天能證無

學果

羅睺羅的老師舍利弗



道友志相合

目犍連



智慧第一

神通第一

舍利弗

目犍連



目犍連
佛陀的弟子中，目犍連的神通第一，
幫助佛陀度化眾生

各人所造的業要自已承受，並非信佛
就能由佛來承擔。像目犍連尊者，過
去生造網捕魚，傷害無數的生命，因
此後來受到巨石碎身之報



•目犍連過去生殺業重，為什麼又
有如此好的因緣，得以遇到佛，
修成阿羅漢果呢？

因為他遇到一位辟支佛。辟支佛
告訴他殺生的業報，從此他放下
魚網、修行去了。所以他今生得
遇佛陀，成為釋迦牟尼佛的十大
弟子之一。



目犍連知道自己何時該受報，所以在受
報之前，他向佛陀辭行。舍利弗得知目
犍連即將受報，也來到佛前，請教佛陀
：「是否有解除罪業的方法？」佛陀對
舍利弗說：「眾生的業大如須彌山，自
造業要自受報」



目犍連尊者承受粉身碎骨之報後，即將
多生該受的業，於一生中報盡，往後不
必再受輪迴之苦。他已證得阿羅漢果，
所以脫離這個軀體即不必再受苦。



其實智慧、神通也有連貫，因為有智慧
的人，才能去除所有煩惱，使內心清淨
，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到明師，
所有的漏、煩惱全都去除了，所有的結
也全都已經解結了，所以「戒定慧解知
見生」，回歸與佛同等的本性。



剪剃種後人

摩訶迦旃延



上人手札

•善心有愛最美姿，儀態表達攝人心，
累世修持好習慣，付出無求心自在。



•迦旃延：此云剪剃種，上古多仙居山，
無人剃髮，一仙人有二子，往省其父，
次子為諸仙剃髮，因立族焉。

•阿含云：善分別義，敷演道教者，迦旃
延為第一。



迦旃延比丘，他的名字

的意思為「剪剃種」



摩訶迦旃延

影片：摩訶迦旃延

摩訶迦旃延.wmv


敷演道教者第一

迦旃延修行之後辯才無礙，
並且善於分別教義，每到一
處弘揚佛陀的教法，都受到
人人的肯定而依教奉行。佛
陀稱讚他是敷演道者第一。



回向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業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