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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心香讀書會

第一章
四、慈悲喜捨 無量無礙
五、去妄照明 諸法實相
六、十法界具足十如是

《方便品第二》之二 P156-256



1.法華會上，如來現六瑞相。
2.文殊菩薩、彌勒菩薩對話：佛將說大法-《妙法蓮華經》

3.世尊從三昧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
量，…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
道法，…成就甚深未曾有法。」

4.如來三止、舍利弗三請。

5.增上慢比丘，五千離席，「退亦佳矣」！

6.諸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而來人間。
7.阿羅漢非究竟涅槃。諸佛本懷，唯一佛乘。

背 景《方便品第二》



《方便品》第二 經文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

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

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

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



「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

解。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

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

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

見波羅蜜，皆已具足。」



「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

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

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舍利弗，如來能種種

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

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

佛悉成就。」



「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佛所

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

究盡諸法實相。

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

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

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第一章 稱歎諸方便

四、慈悲喜捨 無量無礙

佛心慈憫 悲智雙運 菩薩為伴 善巧方便

入群施教 濟度沉淪 人間頑愚 耽欲難拔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156



佛心慈憫 菩薩為伴

⚫ 佛陀慈悲，…倒駕慈航於娑婆世界，悲智雙運

度眾生。…這一念心，生生世世在人間，還有

一大群菩薩為伴。…例如文殊菩薩、觀世音菩

薩…這些菩薩現種種相，說種種法，陪伴著釋

迦牟尼佛。」

方便品 壹 P156

一佛出世 千佛護持



佛來人間 菩薩為伴

菩薩為伴，就是善巧方便。諸佛

菩薩入人群中，只是為了一件事

情-濟度沉淪眾生。

方便品 壹 P157



菩薩為伴 善巧方便



⚫ 常不輕菩薩將每個人都當作佛，我們也應該

如此，將周圍每個人當作生命中的活佛。

⚫ 不論對方現什麼相，用什麼言詞，好聽的、

不好聽的話；好看的、不好看的臉色，順從

或唱反調…我們都要感恩他。

⚫ 這都是「菩薩為伴」，他們來我們身邊，用

種種「善巧方便」教育我們。
方便品 壹 P158-1

菩薩為伴 善巧方便



證嚴法師說故事-

老和尚與釘子

善巧方便-老和尚與釘子6’13’’

善巧方便-老和尚與釘子6'13''.mp4


一.人生無常，由不得自己(時間)

二.要不要解脫，是你自己的事

三.修行，是要修自己的心

廣欽老和尚開示



惡的緣，用好的去回報

⚫每一個人給我們惡的緣，要用好的去回報。

⚫就如一桶濁水不能用了，趕快加清水進去，
讓濁水流掉，流久了，水就漸漸清了。

方便品 壹 P158-2



「 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
皆已具足。」

知見：就意識云知，就眼識曰見。

又推理名見，覺了云知。

知：就是從意識深處體會到宇宙天下萬物真理。
佛陀超越凡夫的八識，到第九識清淨無染
的佛性。

見：眼睛看到是見。
方便品 壹 P161



⚫ 「又推理名見」：佛陀從所看見的事情向大
家分析，就是推事究理。

⚫ 「覺了云知」：佛陀知見已具足，已經知見

宇宙萬物真理，能覺悟人生，沒有一件事
不知道、不覺悟。(如觀掌中菴摩羅果)

方便品 壹 P162-163

知見：就意識云知，就眼識曰見。

又推理名見，覺了云知。



⚫ 「波羅密」之義就是「度」，從迷茫的此岸，

度到清淨無染的彼岸去。

⚫ 用方便法度眾生，稱為知見波羅密。

方便品 壹 P162-163

了知一切諸法邪正之見，皆從意識而生，

即得知見一切法，度彼岸也。



⚫ 「波羅密：度彼岸。

行者乘大行之船，由生死苦惱的此岸，
度到涅槃安樂的彼岸，叫做到彼岸。」

方便品 壹 P165-166

大船到彼岸

⚫ 大行之船：指六度波羅蜜、四無量心。

⚫ 慈濟志工當護人員與病人間的橋樑…幫助
安撫病人，這不就是菩薩伴隨。



大船到彼岸

無始來今，時空難計

諸佛菩薩，法海慈航

娑婆堪忍，度生大事

施設方便，行波羅密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166



「要時時用心，學會用種種方便法接近眾生，
這也是諸佛菩薩的心願。」 方便品 壹 P166

方便法接近眾生

打疫苗時，利用貼日期標籤的
短暫時間，與他們交談，比較
有感覺的(善根的)，就幫他們
拍照，並與他們連上Line，把
照片傳給他們。這樣就有了聯
繫管道，也不會忘記對方姓名，

方便邀請參加活動、讀書會…



⚫ X鳳心

問：鳳心是甚麼心？

鳳心：鳳心是愛心！

⚫ 羅X滿 Q2………

問：您也是嘉義人？

羅X滿：是的，現住在中和…

已邀請加入會員、讀書會
7/13

7/12



7/21

⚫ 楊秋X

問：您為甚麼帶這麼多佛珠？

楊：我是避免犯太歲！

(已參加讀書會)

⚫ 林X津老師

問：您退休之後要做什麼？
來做志工好嗎？

林：好呀！…

(8/7參加地藏經線上共修)7/21



正報、依報
•正報：是自己過去所造的福。

•依報：是過去與他人所結的緣。

•依報與正報，視過去如何造作，決定我們能
生在哪一個國家，依這個國家、社會、家庭
而生。

方便品 壹 P168-169



「 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
無礙。」

廣大：如來三昧，普遍包容，無法不備。

眾生世界，不離一心，是名廣大。

⚫ 凡夫小根小機，有多少智慧，
就知道多少範圍，但是佛的
智慧廣大無量。

⚫ 佛心無雜念，所以心量開闊。

方便品 壹 P173 眾生如小草，佛陀像大樹



廣大：如來三昧，普遍包容，無法不備。

眾生世界，不離一心，是名廣大。

⚫如來藏：普遍包容、無法不備，一切法都在佛清淨無染的

智慧海中。

⚫一切唯心造：只要肯發心，一念心也能親近過去諸佛。

⚫超越三界或造地獄，都不離這一念心，名之為「廣大」。

方便品 壹 P173-174



佛陀八好音

5. 不女音

6. 不誤音

7. 深遠音

8. 不竭音

1.極好音

2.柔軟音

3.和適音

4.尊慧音



深遠音
⚫「謂佛智幽深，所出聲音，自近而遠，徹至十

方，令近聞非大，遠聞不小，皆悟甚深幽遠一
乘之理，故名深遠音。」

⚫在近處聽的人，不會覺得很大聲，從遠處聽不
覺得小聲，…能以聲音透徹至遠處。

⚫用心就能貼近佛心，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

方便品 壹 P174



道法入心 智慧如海

四無量心 六波羅密

善巧方便 度向彼岸

廣大橫遍 豎直深遠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175

六度四無量



六度四無量

⚫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六波羅密：布施、持戒、忍辱、禪定、精進、智慧

⚫慈悲喜捨與六波羅密結合，是「十波羅密」。

⚫這十種方法，能讓我們體解大道、了解佛陀的心
靈風光。

⚫要用這十種方法自度、度人，從煩惱的此岸，度
向輕安自在、沒有煩惱的彼岸。

方便品 壹 P178



一、慈無量心：慈名大愛念，謂菩薩愛念一切眾生，

常行福樂事，隨彼所求而饒益之。

◎菩薩心是應眾生需要而付出…做對眾生有義的事情。

二、悲無量心：菩薩愍念一切眾生，受種種苦，常

懷悲心，拯救濟拔，令其得脫。
◎菩薩與眾生共為一體，眾生的苦是菩薩的悲…因為菩薩

悲憫一切眾生，常懷悲心。

「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以竹筒歲月、米撲滿帶動)。

四無量心

方便品 壹 P179-182



三、喜無量心：菩薩慶喜眾生，離苦得樂，其心欣
慶無量。

◎菩薩最歡喜的，即見到眾生能離苦得樂。

◎心理過不去，才會覺得苦。

◎見到眾生修法得安樂，菩薩自然就很歡喜。

四、捨無量心：菩薩復念一切眾生，同得無憎愛慾、
捨瞋恨、無怨惱，故名捨無量心。

◎對人用平等、無分別的心，自然就沒有怨、沒有嗔。

◎除了無憎無愛，還要無分別心，即「慈悲等觀」。

方便品 壹 P179-185



自在通達而無礙

⚫有「大慈、大悲、大喜、大捨」這四無量心，在
人群中還有甚麼障礙？

⚫我們與天地共生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眾生與我們就如一體，如一家。

⚫譬如燈光互相涉入，並不妨礙彼此。

方便品 壹 P185-186



諸佛久遠 修眾道法

精進勇猛 力無所畏

處眾入群 說法無畏

持戒定慧 解脫自在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186

久遠修道法



「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
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 凡夫之信，因為無法穩定，所以「力」不夠。

⚫ 佛陀覺悟後，信力堅固，「處眾入群說法無畏」。

⚫ 成佛是我們的理想目標，往外要向佛看齊，往內要找
出自己的佛性。

⚫ 佛陀具足「禪定、解脫三昧」，才能「力無所畏」，
入群眾中說法無畏。

方便品 壹 P187-190



一、知覺處非處智力：能知一切事物的道理、是非智力。

二、知三世業報智力：能知過、現、未來因緣果報之智力。

三、知諸禪解脫智力：知各種禪法及解脫方法之智力。

四、知諸根勝劣與得果大小智力：知眾生根機勝劣及可
得果位大小之智力。

五、知種種解智力：要懂得善解，才能事圓、理圓、人圓。

如來具有十種力用-1

方便品 壹 P192-195



六、知種種界智力：即知眾生種種境界智力。

七、知一切道智力：知眾生因果的智力。

八、知天眼無礙智力：即能知眾生業緣果報之智力。

九、知宿命無漏智力：知眾生宿世因緣果報之智力。

十、知永斷習氣智力：於一切妄惑餘習永斷不生，能如實

知之的智力。

十力四無畏-2

方便品 壹 P192-198



一、一切智無所畏：佛於大眾中為說一切智而無所畏心也。

二、漏盡無所畏：佛於大眾中說斷盡一切煩惱而無所畏心也。

三、說障道無所畏：佛於大眾中說惑業等諸障法而無所畏

心也。

四、說盡苦道無所畏：佛於大眾中說戒定慧等，盡諸苦法

之正道而無所畏心也。

四無所畏

方便品 壹 P198-199



一、一切智無所畏：

◎一切智是佛之智，他希望我們能與他平等，也能
達到這一切智而有無畏心。

二、漏盡無所畏：

◎斷盡一切煩惱而無畏…我們會怕是因為是非分不
清，會擔憂是愛未斷、欲未盡，這都是煩惱。

◎佛陀說盡了煩惱要如何斷，想斷除一切煩惱就需
從日常生活中開始。

四無所畏

方便品 壹 P199-201



三、說障道無所畏：

◎為什麼我們事事行不通，無法通達道理？想要做的
事無法如意？為何會受障礙？是因為心中還有惑。

◎佛陀向我們解釋如何才能去除障礙，使道法能通。

四、說盡苦道無所畏：

◎佛陀教大家了解苦是集種種煩惱而來(苦集)

◎眾生要離苦，就要修行，才能去除所受的苦(滅道)

方便品 壹 P198-202



⚫假使業力現前時，能知道因緣果報，了解世間無
常，有法在心中，無論發生甚麼事，都能冷靜、
穩定自心，如此智慧就不斷增長。

方便品 壹 P201-202

當人生考題出現時，
才知道佛法的重要！



77歲的老父親，突然到重慶娶一位小他
30歲的女子，年齡與女兒相當。該女子
來到台灣辦好戶籍登記，老父親的七個
子女該如何面對？

人
生
考
題
：

⚫有佛法就有辦法。
⚫一切都是因緣果報，要善解、包容。
⚫甘願做歡喜受，欠債還清了就好了。



「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
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方便品 壹 P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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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定：禪那之思惟，靜慮者心體寂靜。亦即
心定止於一境，是即謂之禪定。



未曾有：《法華經.序品》：「是諸大眾，

得未曾有，歡喜合掌。」

⚫ 這次聽法，是過去不曾有過、不曾感受到，
當下就是如此歡喜。

⚫ 在法中，能得到法入心的歡喜；在道場中，
人人都有這分過去未曾有的歡喜，這就是
得未曾有。

方便品 壹 P205-206



「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
言辭柔軟，悅可眾心。」

⚫ 佛陀都是用方便善巧，種種方法譬喻、解釋，隨眾生
的根基「巧說諸法」。

⚫ 佛陀過去與眾生結許多好緣，所以他說的法，大家聽
來都很舒服，這是佛陀的「柔軟音」。

⚫ 眾生聽到佛的聲音，無論法是否能深入，心都很歡喜，

所以是「悅可眾心」。(可令眾生心生喜悅)

方便品 壹 P209-210



如來：佛十號之一。如者真如也，乘真如之道，

從因來果，而成正覺，名為如來。」

⚫ 佛的本性中懷著真實一乘大法，乘著真理

之道而來。

⚫ 「從因來果」，因是佛性，從清淨的本性
而來，是「從因」；懷著大乘真實之妙理，
再來人間現相成佛(來果)。

方便品 壹 P205-206



柔軟：佛以大慈悲無量心，所出音聲善巧，隨

順有情，能令聞者喜悅，皆捨剛強之心，

故名柔軟。」

⚫ 佛陀柔軟的聲音，使眾生歡喜聽法，
歡喜接受。

⚫ 再剛強的眾生，聽到佛所說之法，就
起歡喜。

方便品 壹 P205-206



諸佛大悲施教

眾所知識典範

諸善功德成就

甚深未曾有法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212

成就善功德



「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
佛悉成就。」

⚫ 佛陀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是因為佛陀已經成就無
量無邊諸法才能隨順眾生的根機而開示。

⚫ 不過這不是佛陀的本懷，只是善巧方便，種種分別巧
說先誘引。

⚫ 若大家沒有好好把握，要到何時，才能聽到真實法？

方便品 壹 P214-216



將入心的法化為清水，洗滌內心無明

⚫說話要用心，用詞要文雅，不是依習氣說話。

⚫「不可以」，臺語要說「袂用」，不說「袂使」。

(「使」與台語「屎」諧音，上人認為讀音不雅)

⚫屢次不改，法沒入心，話聽了就過去，沒有受用。

⚫自己的習氣反反覆覆，所以說眾生剛強難調難伏。

方便品 壹 P216

講開車，而不說
「駛」車



一乘實相道法 諸佛悉皆成就

迴入娑婆人群 善巧法度入心

大忍不捨眾生 緣牽一乘實法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217

大忍耐剛強



要時時問心

⚫ 佛陀為眾生而修行成佛，所以我們要學習佛為

眾生的精神。

⚫ 我們要感恩回報，將此法度入心，得度，就是
回報諸佛的大恩。

⚫ 我們需自我好好反省、警惕：「為何稍微累一
點，就停滯無法精進？」要時時問心 。

方便品 壹 P218-220



第一章 稱歎諸方便

五、去妄明照 諸法實相

方便品 壹 P221

「一止」 法難解

「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

究盡諸法實相。」



「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

⚫ 這段經文是表達，即使佛陀是大覺聖者，來娑婆

世界人群中說法度化，同樣的話不斷說，眾生還

是反反覆覆，懈怠、停滯，諸佛對眾生的剛強，

真的無奈，因此佛陀表示「不須復說」。

方便品 壹 P222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
究盡諸法實相。」

⚫ 希有：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也是不

可思議，不是凡夫的思想有辦法考慮、議論的。

⚫ 難解：「難解難知，悟入尤其難。《方便品》：

『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 悟入比知解還困難，因此說「難解」。

方便品 壹 P224-226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
究盡諸法實相。」

⚫ 「諸法實相，亦稱寂照，寂謂寂靜，照謂照明，

以顯中道實相之德，亦為本覺之理。」

⚫ 「寂」是寂靜，「照」是照明，反觀自性，顯中

道實相之德。

⚫ 「中道實相」是真空妙有。真空，不可執著；妙

有，要殷勤精進。
方便品 壹 P228-229



捨離虛妄 向佛看齊

⚫ 「實相者，離本來虛妄之相，而是謂諸法之實相，

即一切種智。」

⚫ 我們過去因為一念無明成為凡夫，無始以來都在

虛妄中，現在開始要捨離虛妄，回歸本覺，「即

一切種智」。

⚫ 現在必須依成佛的道理，不能再慢慢來，要趕緊

抬頭挺胸，提起精神，往上看齊…向佛看齊。
方便品 壹 P230-232



真如實相常伴隨

你我具備不相知

覺者知見凡夫迷

權實善巧導真實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232

實中有權，權中有巧，是佛善巧引導，
引導人人在各種階段認真於當下的法。



第一章 稱歎諸方便

六、十法界具足十如是

方便品 壹 P234

「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

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
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十如是，天台宗謂：一切法，

皆是真如實相，或稱如是。」

⚫「如是」表示真實不虛，萬法無

不都是真如實法。

萬法十如是

方便品 壹 P235



⚫天下萬物都有其真如實相存在，就如草木，

「如是相」，是草木。

「如是性」，各有其本性。

「如是體」，有其體質在。

「如是力」，有其力量。

「如是作」，有其作用。

萬法十如是

方便品 壹 P235



草木皆有其藥性

⚫一位師父叫徒弟去採藥：「可作藥材的都採回
來。」

⚫出去一整天，徒弟空手而回，因為：「每一種草
都有藥性，不知該採哪一種回來。」

⚫隔天師父又說：「你去把沒有藥性的草採回來。」

⚫徒弟又是空手而回，因為「每一種都有藥性，也
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一、外顯的形相，名如是相。

二、內具的理性，名如是性。

三、所具的體質，名如是體。

四、由體所生的力用，名如是力。

五、所造的作業，名如是作。

十如是

方便品 壹 P237



六、由所造作種植的因，名如是因。

七、助因生果的助緣，名如是緣。

八、由緣助因發生的結果，名如是果。

九、所招感的報應，名如是報。

十、以上相為本，報為末，最後的歸趣即究竟，

名如是本末究竟。

方便品 壹 P237



十如是

• 十如是(摘要)6’36’’

十如是(摘要)6'36''.mp4


上人手札

方便品 壹 P249

眾生如是性



大迦葉問佛：守戒的人不多，還必須制戒嗎？

⚫大迦葉問佛陀：守戒的人不多，還要制戒嗎？

⚫即使制戒多，但是真正信受奉行的人卻不多，
造成正法走入像法，再從像法轉入末法。

⚫犯罪惡的人增加，所以需要制愈多戒，真的很
無奈。正法後到末法時代，這段期間更需要戒。

⚫出家若不行佛事，反而汙染佛教的清高，大家
既然修行，就要修清淨行。

方便品 壹 P252-254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