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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正說法華時(上)



眾生性欲佛悉知，隨機度化令歡喜
以小引大行大法，巧用妙權入大道
威德震攝去糟糠，風吹空穀留貞實
四十二年機緣熟，正是其時說大乘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23



對人說一個道理，他都聽不懂，若
請您跟他說，如何應對？

1.不說(說了也聽不懂，反而誤事)

2.直接說(以道理直接說明)

3.間接說(以譬喻故事方式說明)

4.慢慢來(先建立好緣，再好好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比丘比丘尼，有懷增上慢，
優婆塞我慢，優婆夷不信。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26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26

僧
俗
四
眾

優婆夷

優婆塞

比丘尼

比丘 出家弟子中有增上慢人
，一旦未得謂得，修行
就會停滯、懈怠。

在家男眾弟子，有的很
貢高、自大、我慢。

在家女眾弟子，有的會
迷信，要正信大法很難



聽法認真勤受持，
一念守志聞思修，
切莫疑法自障礙，
莫效五千退席人。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30

上人手札



➢人身難得，正法難聞，大家聽法一
定要認真，還要勤精進、勤受持，
如此佛法才能成為受用的法。

聽法認真勤受持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31

➢聽法之後，需思考此法對我們受用嗎
？若受用，就將此法用在待人接物中
。



➢對正確的法要相信、運用，不要懷
疑。

切莫疑法自障礙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31

➢每天與大家談「信」，是要人人信
受奉行，若不相信佛法，就會起疑
而「自障礙」。



➢不要學這種「增上慢」人，而是要
對佛法有真信念，否則就可惜了，
也浪費時間在此聽法。

莫效五千退席人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32

➢何况人生無常，一定要及時把握，
用心認真聽法。



如是四眾等，其數有五千，
不自見其過，於戒有缺漏，
護惜其瑕疵。是小智已出。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32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2:57~6:07

五千增上慢人 退亦佳矣退亦佳矣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2'57-6'07.mp4


與會大眾
覺得疑惑

讚嘆如來智
慧微妙深廣

佛陀開始
無問自說

舍利弗
三止三請

佛陀沉默
退亦佳矣

五千增上
慢人退席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



➢不覺得聽法半途離開是過失，也是自
己的損失，這樣的人「於戒有缺漏」

不自見其過 於戒有缺漏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33

➢戒為制度，既然是學佛者，必須聽
法，守大眾的規矩，而這些人不重
視戒律，缺乏守戒奉道之心，所以
心中已經漏失真正的戒法。



➢不知道自己有錯，即使心裡感覺有點
不好意思，不過有充分的理由自我解
釋，仍覆藏過失，而無慚愧、懺悔心

護惜其瑕疵 是小智已出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33

➢對佛法沒有透徹了解卻說了解，雖自
視甚高，但心中還是空的。這種未得
謂得的五千位增上慢人，已經退出靈
山法會了。



修持無漏戒定慧，
願行福慧聞思修，
深植善根功德力，
正知見思淨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43

上人手札



➢對法要修持得無漏、這是大家共同的
方向。

修持無漏戒定慧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43~1344

➢佛法要入心，不能缺少戒定慧；修行
若不懂得持戒，很快就會脫軌，一旦
脫離了戒，自然容易犯錯。



➢戒能防非止惡，預防無明的心念生起
；我們若沒有戒，無明時時都會發作

不踰越界限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44

➢戒如同一條繩子，圍出一個不能跨越
的界址；守規矩的人只要看到那條繩
子，腳就不敢跨過去。



➢有功德力還要「正知見思」，不僅要
很了解佛知，更要透徹佛見，好好思
考一切種智，回歸心靈的淨土，也就
是如來地，即人人真如的本性

正知見思淨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47~1348

➢有戒定慧、聞思修，這就是功德的力
量。



立志護念圓淨戒，
完整無瑕玉純潔，
内外明澈無瑕疵，
外行内修表裡一。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48

上人手札



➢守戒，在於我們的一念心不要有瑕疵
，要時時保護得很純潔，這就修行人
的價值，即在這念道心堅定，沒有污
染。

立志護念圓淨戒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49~1350

➢「圓淨戒」是人人的慧命之髓，非常
重要。



眾中之糟糠，佛威德故去，
斯人鮮福德，不堪受是法。
此眾無枝葉，唯有諸貞實。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51



➢佛法若入心，就是貞實的種子；法
若不入心，即如稻穀已空，内在無
「法」。

如風吹空穀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51~1352

➢「眾中之糟糠」~~因為佛的威德如
風起，這些人就如空穀般飛走了。



一念心所生，緣境所生法，
善惡隨念轉，奉行種種善。
心念存於中，志業彰於外。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58

上人手札



守護一念善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60，1362

➢「善惡隨念轉，奉行種種善」~~
做好事也是一念轉。

一念善上天堂 一念惡下地獄

➢法，本來就在人人的心中，我們要守
住這念心，不要緣外境，造成一念偏
差、錯誤的世間法。



舍利弗善聽！諸佛所得法，
無量方便力，而為眾生說。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62



方便力能成就眾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63，1367

➢佛陀出現人間，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和大
家分享真實法，啟發人人心中本具的真如
本性。

➢過去諸佛，同樣在過去佛世中精進，成就
所求之法後，同樣入人群，用種種不同的
角度、不同的方便力說法引度眾生。

➢人群中的善知識，無不都是在現身教育，
因此我們入人群中，也要將人人當作是佛



調心寂靜和合眾，
受持清澄無染著，
守志願行菩提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67

上人手札



共同一念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68

➢有合的心，眾人自然就「和」了。在寺院
叢林的修行者稱作「和合眾」，意思是大
家共同一念心，和合一起修行，方向都是
寂靜的境界，並希望能在這個環境中，讓
心平靜。

➢要達到和合心念的境界，需要人人受持清
澄的心，保持心無染著。



如何讓我們的心無所染著?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68

➢方法就是聞思修，精進聽法，聽了之
後，好好思考，有道理的、做得到的
，務必身體力行。

➢以佛陀的教法清除内心的污垢，清乾
淨之後，還要保護好，不要再染著了
。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0~1372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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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露笑客

時時說好話

用愛布施

抱持著好心

用眼睛布施

用身布施

敬的布施



眾生心所念，種種所行道，
若干諸欲性，先世善惡業。
佛悉知是已。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5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5

➢佛陀為眾生說法，眾生心所念的是什麽、
發心要修行的路是什麼，以及他們的根機
有多深多淺，佛陀都知道。

➢眾生的根機不同，有的心欲很重，甚至無
窮無盡，有的是少欲知足。欲念較深、較
重，煩惱就多；少欲知足的，煩惱就輕。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6

➢過去生中造了何業？不必多說，就看
我們這一輩子，感受的是什麽？若遇
到很多好人，肯定是過去生結了好緣

➢我們若要知道來世的果，這一輩子所
做的就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因緣果報觀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6

➢天地、宇宙、人與人之間，無不都有因緣
果報。

➢所種的是惡因，自然結了很多惡緣，所到
之處環境惡劣，遭遇的都不是好緣。

➢若是造善因、善緣而來人間，所遇到的是
善果、善報，所看到的境界都有好的因緣
牽引，所見到的人都會牽引著往善的方向



眾生心所念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8

➢眾生心欲很多，所以佛陀隨著眾生的
心欲，為眾生說法。

➢心的欲念，就是「心所」，一切眾生
的「心所」有各種思想的現象，稱作
「心所有法」



心如工畫師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8

➢人人都有心王，心王無處不在，普遍
在每個地方。

➢心就像工巧擅畫的人，明明我們就在
這裡，心卻已經緣很多境界，轉一個
念，又是不同的境界了。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79

眾
生
心
所
念 妄心

真心

人在何處，心就在何
處，這是真如本性，
人人本具的佛性。

坐在這裡，心卻到處
跑，不知何處去?



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
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
則得現前。

原意引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一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之二



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
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
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
不真，故有輪轉。

《楞嚴經》卷一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金剛經·莊嚴淨土》



佛在靈山莫遠求
靈山只在汝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
好向靈山塔下修



真心修行人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2

➢日常生活中，要時時感恩，不斷報眾
生恩、父母恩、三寶恩、風王水土恩
。

➢有感恩心、懂得報恩的心，才能稱為
修行、行道的人，如此行於外，就能
累積「德」。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0~1381

四
重
恩

風 王
水土恩

眾生恩

三寶恩

父母恩
要感恩父母，無論是好壞因緣
，總是乘此因緣來到人間。

修行的方法來自三寶，所以要
感三寶恩。

因為有芸芸眾生，有各行各業
的成就，我們才能安定生活

眾生在天地之間生活，若能風
調雨順，四大調和，就有福了



先世善惡業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4

➢眾生是妄心的欲，有妄念的偏向；我們要
修行的是那一念真心，有真心的方向。

➢眾生從過去無量世以來，生生世世都在六
道輪迴中起妄心、妄念。佛陀了解眾生是
這樣在流轉，所以用方法教化我們「諸惡
莫作，眾善奉行」。



妄念要如何去除？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4

➢不要造惡。
➢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依教奉行，
將我們的心照顧好。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4

➢心既然清凈，就不要重複再污染，所以強
調「自淨其意」，人人要好好「淨意」。

➢「是諸佛教」，這是佛陀用善權的妙法說
一乘法，雖然是權巧方便之法，實則涵蓋
在一乘法的基礎之内，這是佛陀的教育。



佛悉知是已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5

➢以佛陀的智慧要教育眾生不難，無奈眾生
根機太鈍，所以佛陀儘管知道，還是用四
十餘年的時間施教。

➢眾生的根器有大小不同，佛陀全都了解之
後，就用種種方便隨機逗教，這是隨方就
圓的善巧方便法。



回歸諸佛菩薩的心境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6

➢人人的心都有良能，如工畫師，但是
妄念湧現，心就亂了。

➢倘若我們能時時心存感恩，順著天地
的真理、佛陀的教法而行，就能回歸
諸佛菩薩的心境，步步接近佛的境界
。



一切唯心如工畫，
莫謂與佛距離遥，
善巧妙權說一乘，
隨眾生欲教有情。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6

上人手札



善巧妙權說一乘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7

➢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就是度眾
生。佛佛道同，諸佛來人間「善巧妙
權說一乘」。

➢眾生根機不整齊，諸佛要用智慧觀眾
生機，用善巧妙權說法，這是方便；
方便不離真理，不離一乘之妙法。



隨眾生欲教有情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8

➢諸佛欲度眾生，同樣設善巧妙權，用
種種方法，目的是要眾生回歸一乘法
，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

➢諸佛所教育的是要眾生能夠覺悟而「
覺有情」，教一切眾生成為自覺、覺
他，覺行圓滿的有情人。



善惡業定善惡報，
隨緣受業不由己，
無明欲性沉淪苦，
佛慈妙權應機教。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89

上人手札



善惡業定善惡報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90

➢因緣果報不離定業，過去生所造的是
善，就是定善業；過去生所造的是惡
，定的就是惡報。

➢未來的定業是善或惡，都決定於現在
，我們一定是隨緣受業，所以要結好
緣，需好好謹慎於現在。



隨緣受業不由己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90~1391

➢過去不好的業，現在要甘願受，因為由不
得自己。

➢過去帶來的由不得自己，現在知道了，要
趕緊慚愧、懺悔，讓這輩子的仇、恨到此
為止，隨著好因好緣到未來。我們若能了
解、受持這種道理，對人會很歡喜，對事
會很甘願，自然不會再結惡緣。



佛慈妙權應機教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92

➢佛陀慈悲，在芸芸眾生中，妙權應機施教

➢學佛，要用很單純的心，順著自然法則，
隨著因緣果報觀念，若能了解道理就懂得
預防，就如天氣冷要多加件衣服，天氣熱
要穿涼爽一點。



以諸緣譬喻、言辭方便力，
令一切歡喜。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93



妙權方便力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93

➢佛陀以智慧施教，用諸因緣為譬喻，
慈悲引種種教育，用種種言辭，句句
都含藏著有力量的道理。

➢雖然是方便法，但是很有力量，對人
間有益，對修行者有益，大家聽了都
歡喜，所以我們要多多了解。



攀緣惹染緣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397~1398

➢修行要守志奉道，懂「自淨其意」。倘若
能守好這念心，守好我們的意識，不要攀
緣，就能保持身心健康，否則為因緣所絆
，身心就不健康、不清淨了。

➢既然已經修行，就要依據佛陀所教的大乘
實義，將諸緣心識會合起來，這就稱為「
清淨緣」。



言辭方便力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01~1402

➢用種種譬喻、言辭，方便的力量說法
，這是佛陀的巧妙智慧。

➢我們的人生，正好值遇此時代，就要
「親近善友知識」，倘若能好好用心
，自然「聞其善巧方便說法，遂發菩
提心」，這樣稱為「方便力」。



令一切歡喜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03

➢無論是小乘、中乘的道理，無不都是
要引度眾生到大乘的境界，這都需要
用言辭方便種種的方法，「令一切歡
喜」。

➢佛陀為眾生說法，無論何種根機之人
都能歡喜，信受奉行。



歡喜結好緣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04~1405

➢若與人結好緣，別人看到我們就起歡
喜心。

➢成就度眾生事業，一定要用很長的時
間與人結好緣，結一個歡喜心、造一
個好因緣。



善惡隨緣轉，
近善友知識，
得銘記服膺，
拳拳菩提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05

上人手札



善惡隨緣轉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06

➢倘若看今天一切都是善，內心歡喜，
善緣就在我們面前了

➢過去的善惡因緣，引來這輩子所遇到
的人事物，我們若能了解這個道理，
無論接觸任何人事物，都能時時歡喜
、時時感恩而心平氣和、輕安自在。



第一個念頭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07~1408

➢日常生活中無論遇到何種人，第一個
念頭就是警惕自己不要與人結惡緣。

➢見人就要感恩，無論是順緣、逆緣，
都要感恩，因為這些人都是善友、善
知識；若抱著此心，日常生活就沒有
過不去的事。



經能詮理，教量周遍，
諸行如理，修攝圓融；
是經是道，依路歸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13

上人手札



經能詮理 教量周遍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13

➢經，含藏著無限量的道理。人人聽經
、講經，就只為了能夠懂理。

➢教的量很大，能夠無處不在，無一物
不是道理，我們應該用心體會。

➢佛陀覺悟之後，悲心施教眾生，人人
一定要身體力行。



修攝圓融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15

➢佛陀用種種方法宣講道理，就如鋪出
一條行得通道路，再引導人人走上這
條路，將心收回來。

➢佛陀的智慧，無論眾生何種根、智，
只要能體會道理，都能回歸自心本地
的風光。



應機說九部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

➢佛教經、律、論三藏，依照其敘述形
式與內容，可分成十二個種類，稱為
十二部經。

➢在《法華經》之前所說的經教，具有
其中前九部，是為方便權法，最後三
部，方廣、授記、無問自說，皆在《
法華經》中出現。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12:20~15:53

應機說九部



70

前
九
部

「修多羅」經典
「伽陀」偈頌文
「本事」弟子因
「本生」佛前生
「未曽有」希有
「因緣」生滅法
「譬喻」淺顯說

「優波提舍」論義
「祇夜」重頌偈

心靈十境 證嚴法師 講述

在《法華經》
之前所說的經
教，具有其中
前九部，是為
方便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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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三
部

「毘佛略」 方廣

「和伽羅那」授記

「優陀那」 自說

心靈十境 證嚴法師 講述

最後三部，皆
在《法華經》
中出現。



「因緣」生滅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41

➢佛陀用種種的方法說法，都不離因緣
。我們不要迷信，但是因緣果報不可
不信。

➢佛陀說本事或本生，「本事」是弟子
生生世世的因緣，「本生」是佛陀生
生世世宏願的因緣，還是不離開因緣
。



佛事己事心事一如，
菩薩行中，經道路同，
人間典範，世中稀有。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32

上人手札



佛事己事心事一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33

➢眾生的心事難轉，因為都是煩惱、雜
念；倘若能將雜念歸一，惡的習氣轉
為善，如此就能回歸清淨的本性。

➢因此佛陀用種種方法，教我們如何付
出，如何行菩薩道，進而回歸本性的
道路。



菩薩累生世精修度生，
生世宏誓願所行道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34

上人手札



生生世世願行菩薩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35

➢菩薩不斷修行，不是一生一世聽佛教法，
是多生多世精而不雜、進而不退以精進心
廣修六度之行，這是每一尊菩薩修行的過
程。

➢菩薩發宏誓願，每一生世，認真做、認真
修，自度度人、自覺覺人；儘管辛苦也不
怕，仍生生世世願行菩薩道。



合抱之木，始自毫芒，
蘊行因緣，廣慈宏願。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37

上人手札



蘊行因緣 廣慈宏願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叁】》P.1437~1438

➢這麼微細而能發出芽，成長為大樹，
真是不可思議，這就是在毫芒、非常
微細之中的蘊行。

➢菩薩行，就是來自這一念因緣，生生
世世曠劫的長時間，還是含藏著慈與
願，悲與智運行於其中。



真實的菩提道

菩提心要20160130 - 成佛因緣 - 法華經方便品導讀(下)

每一尊佛來到人間所說的法，只要說一項，
告訴大家，我們人人都本具佛性，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要回歸佛性，見到佛性，你必定
要從開始的苦集滅道、十二因緣、六波羅蜜
，這樣不斷過來，所以諸佛來人間，就是要
讓我們知道「唯一無二乘」，我們要修行，
回歸本性，唯一乘法，才是真實的菩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