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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悲轉法輪(上)



六道苦輪轉不息，不見不知斷苦法
小根小智樂小法，不信不求無上道
成道樹下靜思惟，佛佛圓成一乘法
無量法門千百億，隨緣引導諸眾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57



諸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欲令眾生，
亦同得此道。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2



➢每一尊佛的誓願都是出現在人間，然
後出家用功修行，覺悟之後再入人群
說法，讓所有的眾生都能證得菩提道

諸佛本誓願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2

➢「慈濟宗門人間路」，是要入人群中
修行；「靜思法脈勤行道」，也是要
發「四弘誓願」，才有辦法度眾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3

諸
佛
菩
薩
誓
願

總願 四弘誓願

藥師佛 十二大願

阿彌陀佛 四十八大願

釋迦牟尼佛 四無量心願
別願



➢對於眾生無量無數的苦難，佛陀都
如體同受，所以發「四無量心」，
在人群中設法救度。

誓願四無量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4

➢「四弘誓願」是內修，「四無量心」
是外行，是釋迦牟尼佛對我們的教育
。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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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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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門無量誓願學

煩惱無盡誓願斷

眾生無邊誓願度

內
修

實心成佛道

信心學法門

正心斷煩惱

誠心誓度眾



大慈恆無悔，
大悲恆無怨，
大喜恆無憂，
大捨恆無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6

上人手札



➢静思法脈修行者，内修誠、正、信、實，
也要發四弘誓願，誓願度盡一切眾生、斷
盡一切煩惱，精進用心於佛法，還要老實
修行，不到成佛絕不放棄。

內修外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6

➢我們走入慈濟宗門，使命是發「四無量心
」，希望天下能平安，人人生活和睦，幸
福快樂。



國際賑災

慈善 慈

骨髓捐贈

醫療悲

環保

人文 喜
社區志工

教育捨

衲履足跡2010年秋之卷P26、50~53、66~69

拔苦工程 生命工程

心靈工程 希望工程

付出無所求
還要說感恩四

無
量
心
與
四
大
志
業



久遠劫前

釋迦
牟尼佛

彌勒菩薩
下生成佛

弗沙佛

彌勒菩薩
一生補處

釋迦牟尼佛
之後五十六
億七千萬年

彌勒菩薩
專修智慧

釋迦菩薩
專修慈悲

娑婆世界

文殊菩薩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6~2267



釋迦菩薩是什麽因緣能夠較早成佛？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7

弗沙佛說:「因為釋迦菩薩很慈悲，
過去與眾生結下好因緣，所以他能較
早成佛。」



未來世諸佛，
雖說百千億，
無數諸法門，
其實為一乘。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72



➢無論用什麽樣的法門，還是歸於修行成佛
的一乘法。

其實為一乘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73

➢諸佛雖然已經說了百千億的法，所有的法
都不離入法之門，開那麼多入門的「方便
法」，人人通過這些法門了解佛法的道理
，但是最後諸佛再將它歸納起來，說真實
一乘之法。



福慧兩足，
悲智雙運，
法性常住，
隨緣說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75

上人手札



➢法性是真理，真理永在，是眾生原來本具
的佛性。

法性常住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79

➢天下本來就有真理，善惡是非分明，偏偏
眾生一念無明起而亂了心，讓煩惱、執著
掩蓋清淨的法性，讓眾生本來常住的法性
，變成偏執的無明。



隨緣說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79

悉達多太子認為世界和平要從人心調
起，需要應緣、應機對眾生施教，所
以成佛之後開了很多方便法門，隨緣
應機逗教，這就是佛陀的愛心。



這分大愛是不是人人本具？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79

佛陀相信人人本具「無緣大慈、同體
大悲」的清淨本性，只是需要顯示大
乾坤永遠常存的道理，入於人人内心
的小乾坤，將小乾坤會合大乾坤的真
理，天下就能和平。



愛心可啟發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80，2285

➢ 要調和世間的亂象，需從每一個人的心開
始調伏起。並非靠什麼樣的力量能征服人
心，人心無法被征服，是可以被啓發。

➢ 莫三比克的志工有「悲智雙運」的心，克
服種種困難，無悔無怨付出，才能夠帶動
那麼多有愛心的人。



莫三比克夫妻檔 賑災扭轉貧民宿命



法性實相名真如，
實諦真理應萬法，
泡沫波動不離水，
隨緣所在覺群迷。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86

上人手札



法性實相名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86~2287

➢法性實相就是人人本具的真如實性，
但是眾生因迷而讓本性隨著無明煩惱
愈埋愈深，在日常生活中一直造作惡
業。

➢只要我們能回歸真實的道理，心的方
向正確，一切都能走得很順暢。



人人的真如本性存在，天地萬物的真
理也存在，為什麼眾生無明這麼多，
社會這麽混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88

一切都是因緣所造作。
既然因緣造作了人類的困擾，也要
借重因緣來教化眾生，借事練心，借
故事說法。



隨緣所在覺群迷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90

➢佛性、真理、真如，是同樣一件事，
泡沫、波動，都不離水性。我們要懂
得把握一切因緣，只要心中有法，自
然行中就有法。

➢唯有無私的大愛、清淨的本性，才能
福慧雙具。



諸佛兩足尊，
知法常無性，
佛種從緣起，
是故說一乘。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91



隨緣所在覺群迷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93

➢佛陀一生運用的就是福德與智慧，若
只有智慧，但是和眾生沒有福緣，哪
怕是說了很多法，也無人接受。

➢如貧婆的故事，大家都很恭敬佛陀，
唯獨貧婆看到佛陀就不歡喜，不願意
聽佛陀說法，即使聽了也不入心。



眾生無定性，
猶如水上波，
願得智慧風，
吹入法性海。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4

上人手札



眾生無定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4

➢ 我們看不到人的本性，習氣若沒有現前，
也同樣看不到；習氣是薰習之後所展現，
所以成為各種眾生，不只是人，還包括其
他的動物。

➢ 佛陀說眾生皆有佛性，只是受習氣污染，
而造作善惡，造善的上天堂或在人間，造
惡的就下地獄道、畜生道、餓鬼道。



猶如水上波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4~2305

➢ 慈濟人「菩薩所緣，緣苦眾生」，看到有
的人像生活在地獄裡一樣，知道這一切都
是因緣果報。為何他會生在那個環境中？
為何他的一生波折那麼多？

➢ 眾生所造作的，「猶如水上波」一樣，一
旦遇到什麽樣的環境，即使變成泡、沫、
波，仍不離開水性。



願得智慧風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5

➢ 學佛者要發心立願，「願得智慧風」。我
們需要風，若沒有空氣，無法活下去，忽
然間若一口氣吸不來，就會往生。

➢ 我們所期待是四大調和，既沒有缺水或過
多的水，也要有很清新的空氣，以及很溫
和的風。



恍如成牛身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8

《蓮池大師戒殺放
生文圖說》裡有個
故事--恍如成牛身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8

眾生若是惡性一起，如這個人不顧
身處什麼地方，竟然冒犯神聖，撥
無因果，這就是眾生無定性。像是
平靜水，只要無明風一來，就會產
生波動。



吹入法性海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5~2309

➢ 人人本具法性，卻因迷失而讓心不定性，
受到很多事情的影響，擾亂了人生本來軌
道。

➢ 希望我們在有生之年，時時都有智慧風，
能運用智慧了解人間的道理，就如呼吸一
出一入，將污濁的氣吐出去，也把清新的
空氣吸進來，這都是風的作用。



法本常住，無生滅相，
人間常執，有形名相。
開解有無，明了是非。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09

上人手札



法本常住 無生滅相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10~2311

➢ 法本來就是常住。我們住在地球上，隨著
地球自轉，不知覺中日出又日落，或是只
知道日夜輪替，而沒有覺察行蘊的道理。

➢ 法沒有生滅相，無所謂天亮，也無所謂天
黑；只是世間遷流不息，星球不斷地運轉
，也有它天文道理存在。



人間常執 有形名相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11

➢人間的凡夫則是常常執著在有形的名
相。

➢如一個國家若到選舉時，社會就會比
較不安定，因為各人都在爭名利、爭
地位。這就是人間的執著，全是對有
形、有名相的加以爭取。



人往生後帶著什麼而去？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14

一生所做的一切善、惡業。不僅带著
善、惡業，也帶來現在人生的果報，
這所謂來去，是執著在名字相，造作
之後所得的結果。同一個人可以為善
，也可以為惡，到人生最後，那善惡
業就會隨著因緣果報而承擔。



大時代需明大是非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14

➢ 對的事情我們應該做，不對的事情絕對不
要做。做不對的事情就是作惡，損己不利
人，即使得到一時名利，但是所帶去的惡
業，未來再來人間就苦不堪了。

➢ 這些道理我們若能開解，就不會受有與無
迷惑，能夠明了每件事該不該做，行於中
道方向正確，也就不會偏差了。



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
於道場知已，
導師方便說。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14



是法住法位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15~2316

➢ 法住在法位，就是回歸真如的本性。

➢ 道理永在，但是凡夫沒有分清楚善法與惡
法，在善惡法中雜揉，因此法就千差萬別
了。而佛陀則不同，覺者的法「是法住法
位」，佛陀已經覺悟，對道理清楚明了，
常住於一切世出世差別法之位，尤其是不
生不滅的真理。



妙權即實法之起點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17

➢ 佛陀用這麼多不同的人生道理向大家說法
，引導人人來到中道方向，也就是一個焦
點、定位，此處是常住法位，即一乘實相
的法位。這是妙權，用種種方便，將大家
匯集到這條路上，直直向前走下去，就對
了，所以說妙權是實法的起點。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44:54~47:28

方便品是妙權，內涵是真實道
退亦佳矣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44'54-47'28.mp4


真如實相性相不離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0~2322

➢ 一切道理所展現出來的相，都不離法性，
法性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清淨的智慧。

➢ 一切法相皆不離法性，性相不離，是同一
道理。諸法的相無不都是自性常住之相，
看到外面的相，其實是內心真如本性所展
現出的相。



覺悟菩提場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4

➢ 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說：「奇哉!奇哉!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一句話就
將真理全部涵蓋在内，那浩瀚廣大的智慧
，完全呈現在宇宙間。

➢ 唯有真如本性，能夠透徹宇宙萬物道理，
這是大覺悟的道場，也就是佛及眾生本具
的真實本心道場。



導師方便說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6

➢ 佛陀在最正覺之道場中覺悟之後，能夠知
道一切宇宙萬物真理，並且一再回來人間
，為一大事因緣而開示、引導眾生，因此
叫做「導師」。

➢ 佛陀將道理回歸於人人本性，這些殊勝的
因緣都是方便說法，用種種方法宣講很奧
妙的道理，告訴大家「對的事情，做就對
了；對的道理，走下去就沒有錯。」



真如，是諸法安住之位。
說一乘者，是真諦理同；
明心見性，大愛亦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7

上人手札



真如是諸法安住之位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6

➢ 相，我們看得見；性，我們看不見。「性
常住」，要安住在哪裡？「真如，是諸法
安住之位」。

➢ 若是想得到又能做得到的道理，所呈現出
來的相，就是我們在平時生活中都能感覺
和表達的。

事理驗證



明心見性 大愛亦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6

➢ 釋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身心清淨
，深思默想，他的心和宇宙真理會合，所
以明心見性，展開清淨無私的大愛以及無
染著的慈悲，這就是真如本性。

➢ 無論名稱是「大愛」、「慈悲」，一樣是
同體，回歸也是真如。



真如本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6

清淨無私的大愛

無染著的慈悲



感佛宏恩虔敬供，
不輕眾生具佛性，
感恩尊重悉供養，
安穩眾生度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32

上人手札



安穩眾生度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26

➢為貧窮、苦難人付出，安穩他們的生
活，同時啟發他們的愛心，也能為人
群付出，慈濟人同樣做到了。

➢其實付出的同時就是回向於自己，度
自己回歸本性真如。



身安心安意安，
樂得安隱自在，
不為五濁染著，
不受八苦所危。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41

上人手札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42~2343

五
濁

劫濁
時代就是劫，現在是長久以來的
累積構成了濁。

大乾坤不平安，小乾坤也不平安
，都是人的見解所累積造成。

煩惱造成了世間的亂象

因為眾生有種種見解、煩惱，形
成了一片濁氣沉沉，很不乾淨。

見濁

煩惱濁

眾生濁

命濁
人為禍端，對所有生命造成很大
的威脅。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42~2346

八
苦

生苦

老苦

求不得苦

病苦

死苦

愛別離苦

怨憎會苦

五盛陰苦



行在道理中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47

➢若去除五欲，就能夠不受五濁染著；
透徹了道理，就不受八苦所危。

➢我們已經了解了世間自然法則，生死
自在，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沒有了
。只要日常生活滿足，心的方向正確
，心不離法、法不離心，就是行在菩
提道上。



天人所供養，現在十方佛，
其數如恆沙，出現於世間，
安隱眾生故，亦說如是法。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48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48

➢描述佛陀出現人間，坐在人間的道場
為眾說法。不只是人間，連天人都是
恭敬供養佛。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苦難眾生
需要菩薩幫助，以善法化解惡法，所
以佛陀出現人間，用善法循循善誘，
教導眾生。



安隱眾生故 亦說如是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52~2353

➢ 這麼多佛出現在人間，無非就是要救度
眾生；眾生不得安穩，佛心也不得安，
所以佛為安穩眾生而不斷出現人間。

➢ 諸佛說了很多方便法，「引領眾生導向
安隱、快樂之處」，進而到達「寂靜勝
妙常樂」。



心地風光本寂，
清澄微妙諦理，
離言無量義相，
空中有妙施權。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53

上人手札



空中有妙施權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55

➢然而「空中有妙」，為了顯出道理
就要「施權」，用種種事相譬喻。

➢佛陀用種種方法施權，無非是要讓
我們知道道理何在，但還是要用長
久的時間。



心地風光本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56~2357

➢ 人人本具如來清淨的本性，是這麼恬寂
，心靈本地風光是這麽的清澄微妙，含
藏著無量數的道理。

➢ 這些道理「離言」，真的不是用話語能
夠說清楚，即使有些說得清楚，還是無
法表達出法的無量義相。



知第一寂滅，
以方便力故，
雖示種種道，
其實為佛乘。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57



知第一寂滅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59

➢ 「知第一寂滅」。「知」就是覺悟，「
寂滅」就是寂靜的意思。

➢ 佛陀已經覺悟宇宙間一切道理，回歸到
心靈，原來就是這麼寂靜。

➢ 一切紛紛擾擾的無明都完全去除了，一
片清淨，這稱作「第一義諦」。「義」
就是道理，道理的真髓，就是佛陀所要
說的教法。



以方便力故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61

➢ 凡夫，就是一直反覆，所以佛陀不得不
用方便法。

➢ 就像人在世間親近善友、善知識，聽了
善法而歡喜，自然能吸收，慢慢地學，
一步一步向善的方向走，慢慢發心。這
種慢慢發心，是不是永遠方向不變？還
要看我們的根機。



其實為佛乘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62~2263

➢ 佛陀對眾生因人、因地、因時來教育，所
說的法「其實為佛乘」，都是要讓人人回
歸本性，立地成佛，但是談何容易。

➢ 其實只是說了讓一切眾生能成佛的道理
。這個法沒有分為二乘、三乘，只是一
乘而已。這一乘就是大乘，就是佛乘，
是希望人人都能成佛的法。



佛為眾生入人群，
教令深心信願行，
法遍乾坤精進力。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63

上人手札



教令深心信願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62~2263

➢ 佛陀來人間的目標、來娑婆世界的使命，
是為了入人群教化眾生，「教令深心信願
行」。佛陀教化，希望人人能夠深心入經
藏，才能成長智慧。

➢ 佛陀教我們「深心信願行」，除了體解
大道、深入經藏，還要發信願行度化眾
生。



知眾生諸行，深心之所念，
過去所習業，欲性精進力，
及諸根利鈍。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64



知眾生諸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65

➢ 佛陀很清楚眾生的種種，知道善惡一切
的行為，及根機利鈍。

➢ 既然人人能遇佛、聞法，起信心，就要
立善行。立善行要發心、力行，需不斷
「累積功德」。時間無聲無息一直過去
，我們要把握時間，讓佛法點點滴滴入
心，就能增長慧命。



過去所習業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69

➢ 人人累生累世在六道中輪轉，生生世世
受大環境影響，一生積一層無明，再一
生又積一層，累生累積，積了很多習氣
、造了種種業。

➢ 過去受無明薰習，現在接受佛法，要堅
定修學，不斷用佛法薰習自己，不斷去
除過去的無明業力，這一定要依循道理
。



心識各自攀緣，
緣起即因生果，
果熟報現定律，
隨因趣果循環。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74

上人手札



緣起即因生果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75

➢ 我們所攀的緣，各自有因。所說的都是
好話，希望人人的心淨化，能夠將法收
攝入心，每一個法是善法。

➢ 我們的善緣、好緣，一定是有因；共同
聚集在此修行，就是要聽法，而結果一
定是內心平靜、歡喜，懂得善解、包容
，找到人生的方向。



隨因趣果循環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77

➢ 因果是一個循環。日常生活中，無不都
是在心、識；我們的心沒有調好，意識
攀緣外面境界，就會控制不了受誘引。

➢ 攀了緣，就造了因；有了因，最後果若
成熟，報就現前。大家要懂得用心，不
是因果不報，而是時候未到，我們要很
重視。



以種種因緣、
譬喻亦言辭，
隨應方便說。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77



隨應方便說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78

➢ 種種因緣、譬喻、言教，都是方便。方
便不是不實，只是將深的道理淺顯化，
用事來譬喻，讓人從事相來了解很深的
法，是隨眾生的根機、應眾生的因緣，
用人間的種種事相引出深奧的道理。

➢ 如佛陀所說的「苦」法，多數人無法了
解，所以他就用人、事、相來解釋苦的
真諦。



學佛善軟心，
隨順受教育，
修己利他行，
安隱正法中。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80

上人手札

柔和善順



學佛善軟心 修己利他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83

➢ 我們要用很虔誠的心，學佛的柔軟心，
要發大心。

➢ 修自己、利他人行，我們要時時發心立
願，才能自己安穩在正法中，也讓天下
眾生安穩得聞佛的正法，這是我們共同
的理念。



今我亦如是，
安隱眾生故，
以種種法門，
宣示於佛道。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83



以種種法門 宣示於佛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90~2391

➢ 佛陀用種種方法，讓人人隨著各自根機
，接受法入心，了解佛道的方向。

➢ 用種種方法譬喻，也許哪一點大家能接
受；也可能沒有一法大家能一聞即悟，
要用種種事相來譬喻。



智慧喻日月，
慈悲喻大地，
大愛善因緣，
為實施妙權。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91

上人手札



緬甸「米撲滿」 善已發酵矣

緬甸「米撲滿」善已發酵.mp4


我以智慧力，
知眾生性欲，
方便說諸法，
皆令得歡喜。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399



我以智慧力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400

➢ 智是「分別智」，慧是「平等慧」。分
别世間一切的事相，這是智；能對人間
一切事理、生命平等觀，叫做慧。

➢ 人人若能與天地萬物和平共處，這就是
最平安的人生，就是人生的淨土。

➢ 過去常常說「慈悲等觀」，我們很慈悲
對人間，一切都是平等，沒有分別。



方便說諸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401~2402

➢ 方便法，就是妙權、善巧的方法。

➢ 佛法在任何空間，都能適應所有眾生；
眾生的緣所經歷的境界，佛陀用種種的
方便法普及一切，應機施教，用種種方
法先安住眾生心，稱為方便施教。



皆令得歡喜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401~2402

➢ 佛陀適應眾生所歡喜的法去施教，適人
人的意、滿人人的願，這樣去利樂眾生
，如此循循善誘，慢慢接引他們入大乘
佛智，人人皆大歡喜。

➢ 學佛就是要這樣，聽法要聽得很歡喜。
但不是聽歡喜而已，要將法用在人與人
之間，而且用得很歡喜。



佛眼淨澈明見，
法如水滌心濁，
知見六道苦趣，
導向安穩樂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403

上人手札



佛眼淨澈明見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403~2404

➢ 佛陀的見解清澈，所看的宇宙世間萬物
事理，無不都是透徹清淨；凡夫所見的
是形形色色的事相而已，無法真正透徹
了解道理和真相。

➢ 佛陀透徹真理，能了解事出必有因，知
道是凡夫先造了「因」之後「果」就慢
慢成了。



導向安穩樂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405

➢佛陀用心觀機逗教，循循善誘，引
眾生走向安穩樂處。佛陀在人間向
大家分析，讓人人了解善、惡要很
分明。

➢善的，就一定要顧好善的方向；
惡的，必須常常提高警覺，自我警惕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