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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唯佛能究了
一、一切眾生無能知佛
二、心境一如會合實相
三、智性與萬物合一體

《方便品第二》之三 P259-379



本性圓融心境合 佛性清凈智慧海

本性自然無生滅 佛性長遠無終始

一念迷妄難思量 一乘實性難測量

轉識成智觀自性 心性周遍無不知

章 旨《方便品第二》



《方便品》第二 經文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世雄不可量，諸天及世人，一切眾生類，無能知佛者。

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量者。

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我已悉知見，

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

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諸餘眾生類，無有能得解，

除諸菩薩眾、信力堅固者。諸佛弟子眾，曾供養諸佛，
一切漏已盡，住是最後身，如是諸人等，其力所不堪。



《方便品》第二 經文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正使滿十方，皆加舍利弗，及餘諸弟子，亦滿十方刹，

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辟支佛利智，無漏最後身，

亦滿十方界，其數如竹林，斯等共一心，於億無量劫，

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新發意菩薩，供養無數佛，

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如稻麻竹葦，充滿十方剎，

一心以妙智，於恆河沙劫，咸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

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恆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



《方便品》第二 經文

又告舍利弗：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

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舍利弗當知，諸佛語無異，

於佛所說法，當生大信力，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

告諸聲聞眾，及求緣覺乘：我令脫苦縛，逮得涅槃者。

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



第二章-唯佛能究了

一、一切眾生無能知佛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世雄不可量 諸天及世人

一切眾生類 無能知佛者

經文

方便品 壹 P256



佛陀知見 難知難解

佛陀用妙權、妙智，應機逗教，設種種權巧方便法

我們是否知了、解了？

若知道、理解，是否放在心裡，一路精進往前？

大家再反省自己，這段時間精進了嗎？

或是開始精進又停滯了？這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方便品 壹 P263



法界中最聖

世雄，佛之異名。佛於世間人群中為聖雄，斷盡一

切之煩惱。

⚫ 由於事一佛，盡行一佛無量道法；事無數佛，盡

行無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

⚫ 佛於往昔因中，累劫生世未曾離佛，以佛為師

常隨佛學，曾經百千萬億無數諸佛所，勤修道法，

凡夫無能知佛者。 方便品 壹 P264-265

親近
依教奉行

佛陀能成佛
的因



第二章-唯佛能究了

一、一切眾生無能知佛

眾生頑愚 諸法甚深 諸佛巧施 殊勝方便

令諸罪生 秉心虔誠 敬信奉行 受持教法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266



自信真面目

「秉心虔誠，敬信奉行，受持教法」。

直心是道場，大家要從一念心，相信佛陀的教法，

願意以信受奉行的直心向前進，希望人人以虔誠的

心接受佛法。佛陀已經用法鋪路，我們要有信心，

一步一步向前行；若沒有信心，即使再珍貴的真實

妙法在面前，也無法受取。《百喻經》有段珠寶箱

故事，提醒我們要有信心，否則面對妙法也會迷失。
方便品 壹 P267



佛力無所畏 解脫諸三昧

⚫ 如來成無上正覺，具無上勝智，於諸眾中，作獅

子吼，轉妙法輪，得大自在。

⚫ 佛陀不斷迴入娑婆，面對剛強且無法體解佛的眾

生，若沒有大忍辱力，如何度沉迷中的眾生？

⚫ 「福從做中得歡喜，慧從善解得自在」

ex：一句批評的話

就能接近佛力無所畏，善解就有解脫的力量。
方便品 壹 P270-271



解脫諸三昧
⚫ 解脫：凡夫受輪迴故，不得解脫，諸聖得解脫

故， 不受輪迴。解脫者，自在之義。

⚫ 「三昧」又稱作「調直定」、「正定」，

專思寂想之心定於一處。

⚫ 思專則守志道法於一念，想寂則清澄神朗；

⚫ 清澄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法不徹。

⚫ 佛陀能解脫自在，所以他有無畏的力量；這種

無所畏的力量，來自智慧善解。 方便品 壹 P272-274



解脫諸三昧



本從無數佛 具足行諸道

⚫ 《具足行》有四：於行、命、戒、見四者無不具

足，非諸聲聞、緣覺所及。

⚫ 行者 即六度梵行。自度、度人

⚫ 命者 清淨正命也。尊重生命、利用生命、做他

人的貴人。

⚫ 戒者 大小戒品也。戒行護身心不犯過失。

⚫ 見者 清淨正見也。用正確、清靜的知見面對人

世間諸事物理。人圓、事圓，道理就圓。 方便品 壹
P276-282



道如月初生
出家如初 成佛有餘

剛出家的比丘 迦葉尊者

日日殷勤、精進修善行

待人接物、禮儀，都如規如法

柔和善順。

懂得選擇康莊大道、平坦的道路，

不走危險、損失道德的路

這是修行者的本分事。

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精舍 方便品 壹 P282-283



道場得成果 我已悉知見

⚫ 道場：佛成聖道之處。中印度摩竭陀國尼連禪河

側，菩提樹下之金剛座是也。

⚫ 心靈的道場：法就是心的依止處。

⚫ 有形的道場：是我們身的依止處。

⚫ 道場就是身心依止地方。

方便品 壹 P283-284



道場得成果 我已悉知見



道場得成果 我已悉知見



如是大果報 種種性相義
我及十方佛 乃能知是事

⚫ 性相：相者形相，現於外可分別者，稱為「相」。

⚫ 無為法謂性，有為法云相。

⚫ 人人有本具的性，是因為一念無明而漏落凡夫。

⚫ 凡夫有不同的習氣，所以因緣果報和性相都有關

係，人有人的相，動物有動物的相，但是動物和

人都有無為的性存在。而有為、無為皆有性相。

方便品 壹 P288-289



⚫ 有為法是世間法，有為法有生滅，即是世間因果

有為則有造作，是因緣所生，事物盡有為法，因

緣是能造作所生之事物，造作之事物，必有因緣

故虛妄不實。

⚫ 無為法即出世間法，無為法無生滅，是空寂涅槃

無始來自爾而非因緣所生者名無為，萬法體性之

義，則為法性就其體真實常住，則為真如實相。

《無量義經》：其心禪寂常在三昧、恬安憺泊

無為無欲，即無造作之念、無貪欲之心。



是法不可示 言辭相寂滅

⚫ 「是法不可示」，形相雖然看得見，但是性看不

到，只好用種種的方便來比喻。一乘實相的法是

我們的本性。天地萬物一切唯心造，心性造一切

相。

⚫ 「言辭相寂滅」，其實言辭是聽的，哪有看得見

的相？寂靜的境界，靜寂清澄，非常微妙，很多

法都在靜寂清澄裡，這個境界的真實就是寂滅。
方便品 壹 P292



諸餘眾生類 無有能得解
除諸菩薩眾 信力堅固者

⚫ 「諸餘眾生類 無有能得解」，有聲音可聽、有

相可看的，好像比較簡單；眾生要用聲與相體會

寂靜清澄的境界，很不容易。

⚫ 「除諸菩薩眾 信力堅固者」，除非如菩薩的信

力堅固，發心立志修行的人才能了解。真正發心

的人，就是菩薩眾，這隱含著：若不是想要真正

修行的人，都是「諸餘眾生類」。
方便品 壹 P293



⚫ 寂滅：寂滅為涅槃，其體寂靜，離一切相。到

達靜寂清澄的境界，這個境界也稱為寂光土。

⚫ 「其體寂靜」，涅槃的本體是寂靜的。「寂

靜」，就是離一切相。將一切的相一樣一樣歸

納其原本的性。每一項事物都有地、水、火、

風，例如木料來自於樹，而樹木不能離開土地、

水分、陽光、空氣，四大會合形成樹木的道理；

我們若能將這些相歸納到原本的性，將它化整

歸零，離開一切的相，稱為寂靜。
方便品 壹 P295-296



風雨長信根
⚫ 菩薩華言「覺有情」，謂覺悟一切大有情眾生也。

以六度為乘，運載群生到彼岸。

⚫ 菩薩可以是信力堅固者。

⚫ 信根增長 破諸邪信。信正道，不為偏小所動，

故名信力。心念偏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 學道之人，非有信力，不能精進。

⚫ 樹根以大風為助緣、以大雨使根基成長、以太陽

的燠熱茁壯，樹根與樹幹才能夠增長。 方便品 壹 P296-300



信力堅固者
⚫ 如樹之根不能拔者云「堅」。

⚫ 從他物不變原態者云「固」。

⚫ 心念之不變不動 名「堅固」。

⚫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位毘舍佉比丘，他

歡喜與大家分享佛法。若聽入正法，要有堅固的

信心，以歡喜心與大家分享，助長自己的記憶，

也助長人人的體會，這是很好的事情。

⚫ 僧團「六群比丘」，有的偏差、有的獨善其身或

比較貢高驕傲，像提婆達多一念偏差，反而生起

貢高驕傲以及不正確的惡心、惡念。 方便品 壹 P301-303



聞法難 值佛復難
聞思修 信願行難
恭敬親近 力行難
身心至誠 行供養

Ex：鳥叫蟲鳴、火車聲—天地間的法音

一念恭敬、尊重、力行的心，心中有法、必定有佛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04-306



諸佛弟子眾 曾供養諸佛

一切漏已盡 住是最後身

如是諸人等 其力所不堪

經 文

方便品 壹 P307



⚫ 漏盡通者，即漏盡三界煩惱，見、思惑也。

謂羅漢斷見思惑盡，不受三界生死，而得神

通，是名漏盡通。

⚫ 我們做事，選擇能夠利益他人，也是利的布

施。還有愛語的布施，說話輕柔些，常說好

話，勸人人能合和互協。在同事之間，好好

地接引人間菩薩。「四攝法」中時時都能產

生供養，所以在生活中無時不能供養。
方便品 壹 P309



第二章-唯佛能究了

二、心境一如會合實相

華藏世界無量莊嚴

圓融果海交徹無礙

信滿心思解了妙法

心境一如即契實相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13



⚫ 華嚴世界是無量莊嚴。什麼是華嚴世界？就是佛

陀覺悟時，與星星會合那一剎那間的心靈世界。

⚫ 從佛心浮現出的莊嚴境界，就是「圓融果海」。

我們的本性圓融，因核果海，「因」擴散得非常

遼闊，放諸四海而透徹，這種心靈寬闊無量無邊，

交徹無礙。要了解這樣的境界，需要有堅定的信

心，思惟必須與信時時會合。有堅定正信的心，

就不會邪思、邪念，散亂了正思、正念。

方便品 壹 P313-314



⚫ 「信滿心思解了妙法」，信若能正，能凝聚，就

是「信滿心思」，所有的思考完全信仰於佛所說

法。尤其是一乘、大乘的實法，一定要相信。

⚫ 「心境一如即契實相」，心境一如，才能會合實

相，了解妙法。人人心靈本具實相，只是我們讓

它散開了；現在要將心、境合一，回歸本性，如

此就能契合實相。只要心與境常能會合，每一項

東西都含藏著妙法存在。

方便品 壹 P314-315



假使滿世間 皆如舍利弗

盡思共度量 不能測佛智

正使滿十方 皆如舍利弗

及餘諸弟子 亦滿十方剎

盡思共度量 亦復不能知

經 文

方便品 壹 P316



眾生共造業

⚫ 世間：過去、現在、未來等稱時間，而東、西、南、

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等稱空間，

時間、空間合稱為世間，也就是乾坤、天地之間。

⚫ 眾生所依靠的乾坤國土，叫做器世間。

⚫ 眾生由惑造業所感有生死存亡的色身叫做有情世間。

方便品 壹 P316-317



不能測佛智
⚫ 舍利弗為聲聞中智慧第一者，於法華會法說段，

第一唯獨開悟圓乘。回心向大，受未來成佛華

光如來之記別者，見〈譬喻品〉。

⚫ 佛智：即是佛的真如本性，了了常知，能入無

盡境界、所入境界無盡，是名佛智。

⚫ 「十方剎」即是「招提」，「招提」意為寺院，

是修行者的住處，用心研究佛法的地方。十方

剎土，即十方國土之意。 方便品 壹 P320-325



無上甚深微妙法
道法慧海難測量
時空法界人間事
轉識成智人間法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27



⚫ 時間、空間的境界這麼遼闊，其實都不離人

間事，只要我們能在人群中用心，透徹體會

人、事、物、理，就能轉識成智，微妙、無

上甚深的法就在人間，這就是人間法。

⚫ 我們若能通達世出世間法，有了這分覺悟，

無不都是要用在人間，在人間法中累積智慧，

讓我們體會到本具的真如本性、一乘實相的

道理。

方便品 壹 P327-328



宇宙浩瀚 銀河繁星
數如恆沙 難測其量
如佛弟子 滿十方剎
盡思難測 一乘實性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28



⚫ 很多天文學專家研究天體的性、相。性是浩瀚無
窮，如何能體會到？天體雖然看得到，但是其力
無窮，難以計算。星球在會合或散開時，力量很
大。有的彗星忽然進入某個軌道，「咻」一下過
去了，那個力與速度，不是我們有辦法計算出來

的。

⚫ 宇宙中有一塊區域真的很不可思議，整個都是空
的，推論含有很豐富的物質。到底是什麼?不知道。
上人說：「這叫做真空，真空中有妙有，妙有就

在這裡。」 方便品 壹 P331



世間虛實 真空妙有

⚫ 上人開示：生命有限，時間短暫，我們要趕快向

內找這一念與佛同等的本覺；其實每一天都是在

如實而虛，虛中卻是真實的狀態下行蘊，這個道

理很難理解，想要透徹明白，需在真實法與方便

法中，我們要用心來找。



辟支佛利智 無漏最後身

亦滿十方界 其數如竹林

斯等共一心 於億無量劫

欲思佛實智 莫能知少分

經 文

方便品 壹 P333



心本具萬法

⚫ 一心：心性周遍，虛徹靈通。是故善惡凡聖，無

不皆由此一心。

⚫ 斯等共一心：以心本具萬法 而能成立眾事。

方便品 壹 P336-337



於億無量劫 欲思佛實智 莫能知少分

⚫ 實智：能照真性之智，稱理不虛。

⚫ 「稱理不虛」，了解這是什麼東西，能分別這

是什麼性質，能夠看到、知道這項東西的性質，

在凡夫為分別之智；若在佛的境界，對宇宙天

體透徹通曉，這是實智。

⚫ 以此實智為道，希望人人能通徹這條成佛之道

的法。
方便品 壹 P340



了達四諦義趣
逆順觀緣契理
利智入諦似覺
守志發意六度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41



⚫ 修行者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無論是逆境、順境，

內心都要反觀四諦義趣的道理，才能不增不

減；在逆境來時，心不受逆境折磨，順境來

時，也不驕傲貢高。平時用心觀察：是否將

心照顧好了？四諦的道理住心了嗎？

⚫ 「似覺」，好像覺悟了，不過尚未斷盡變易

生死，內心還有少分無明。因此修行重要的

是「守志發意六度」，行在六度中。

方便品 壹 P342-343



發大心為眾生
求無上菩提道
樂說法如滿慈
修多聞如阿難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43



滿慈樂說法

⚫ 滿慈子：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是釋迦牟尼佛十大

弟子中說法第一之阿羅漢。初出家，證阿羅漢果，

後聞法華因緣，回小向大，於〈五百弟子受記品〉

授記未來成佛，號法明如來。

方便品 壹 P347



菩薩為伴 善巧方便
自他共乘佛



學佛貴在內修自覺
福慧兩足自他共成

多聞縝思內觀自性
寬純一心會歸真如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50



第二章-唯佛能究了
三、智性與萬物合一體

新發意菩薩 供養無數佛

了達諸義趣 又能善說法

如稻麻竹葦 充滿十方剎

一心以妙智 於恆河沙劫

咸皆共思量 不能知佛智

不退諸菩薩 其數如恆沙

一心共思求 亦復不能知

經
文

方便品 壹 P355



菩薩滿人間

⚫ 新發意菩薩，指初歡喜地前菩薩；初發心意但信

力未達堅固不退者。甘願歡喜付出，就不覺辛苦。

⚫ 菩薩大道心，發大心為眾生求無上道，用諸佛道

成就眾生。

⚫ 供養無數佛：菩薩覺有情，立大願，常恭敬供養

一切諸佛，深信愛樂道法，修諸施捨功德，善解

知見，無有厭足，是名供養。
方便品 壹 P356-363



菩薩滿人間



了達諸義趣 又能善說法

⚫ 了達諸義趣：了達諸法義理之所歸趣，菩薩了

達體悟通徹事理，深入道法，心境一如，又能

善說法。

方便品 壹 P356-363



修行唯心體解

信受奉行如教

道源本在自心

悟則智慧湧泉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66



一心以妙智 於恆河沙劫

咸皆共思量 不能知佛智

經 文

方便品 壹 P368



一切皆依法為師

親近於法依止住

宜當憶念佛所教

親近精勤無上法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74



不退諸菩薩 其數如恆沙

一心共思求 亦復不能知

經 文

方便品 壹 P376



⚫ 不退諸菩薩：十地進修菩薩，亦難測知佛智，
如證十地不退等，仍存少分有漏未盡故，亦

復不能知。

⚫ 菩薩十地

歡喜地 離垢地 發光地 焰慧地 難勝地

現前地 遠行地 不動地 善慧地 法雲地

方便品 壹 P376-378

亦復不能知



佛心本懷浩瀚

一念太虛沙界

悲智法髓蘊育

滋潤眾生慧命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378

己心印佛心



⚫ 「佛心本懷浩瀚」，無窮無際，這是佛陀的
慈悲、心懷、智慧，他「一念太虛沙界」，
一念能夠包容太虛，量周沙界。

⚫ 佛陀以悲智蘊育眾生，將他的智慧化為法髓，
滋潤眾生的慧命。我們要用心體會佛陀的悲
心本懷，才能體會佛陀智慧；與宇宙天體會
合，我們才能體會佛陀的本覺。

⚫ 與佛心契合，唯有一字：信
方便品 壹 P378-379

己心印佛心



感恩
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