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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出世大因緣
一、一乘妙法 稀有難見

二、應機應時 方便譬喻

三、依於實相 巧妙演說

四、依於機緣 度化人間

《方便品第二》 P8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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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三止、舍利弗三請。
4.增上慢比丘，五千離席，「退亦佳矣」！

5.諸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而來人間，為開示悟入佛
之知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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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

如優曇缽華，時一現耳。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

所說，言不虛妄。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

難解。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

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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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品》第二 經文

「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

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

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

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

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

緣故出現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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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們用心聽法，句句法皆妙；假如不用心，
儘管諸佛說妙法，我們也只是聽了就讓聲音過
去，沒有將法入心，沒有接觸到精髓，無法應
用在日常生活中。

⚫懂得運用，則一日八萬六千四百秒，秒秒當中
都隱藏著微妙之法。只是凡夫粗心大意又懈怠，
讓妙法就在耳邊、眼前隨著時間分分秒秒流逝。

留法入心 莫任流逝

方便品 二 P884-885



第四章 出世大因緣

一、一乘妙法 稀有難見

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

乃說之，如優曇缽華，時一現耳。

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

方便品 二 P884

經 文



照片取自網路

⚫ 名優曇缽花，華譯為靈瑞﹐或瑞應，花紅黃
色，產於喜馬拉雅山，及錫蘭等處。

⚫ 三千年開花一次，花開時僅一現，故人間對
於難見而易滅的事物稱為曇花一現。

⚫ 佛希說此經，故舉此為喻。

優曇缽花，時一現耳

方便品 二 P885



⚫ 優曇缽花，代表「平常人難得一見」。

⚫ 人間難得出現，即使出現也很快消失。

⚫ 它的出現，代表「人間有瑞相或奇異的事發
生。」

⚫ 佛陀所說法，若接觸而不覺知、不運用，在
心裡就像是曇花一現。

佛希說此經，故舉此為喻

方便品 二 P886-887



修戒定慧、聞思修，才能法入心

⚫我們要體會「一念三千」和優曇缽華三千年
開一次的意涵。

⚫若是聽法時讓法漏失、消滅，就如曇花一現，
如此要多久才有一句法入心？

⚫我們不但要修戒定慧三無漏學，同時聞思修
也要並行，才能法入心。

方便品 二 P888-889



「優曇缽華三千年開一次」的意義

⚫我們要幾生幾世才能遇到佛法？

⚫人心本具佛性，人人的佛性只在一念間。一念心
回歸本性，就像會遇稀有的優曇缽華一樣。

⚫本性無生無滅，永遠存在，只是不知道經歷幾世
的無明覆蓋，即使有時候短暫體悟佛心，但是很
快便消逝，就如優曇缽華一開即謝。

方便品 二 P894



佛陀隨順眾生機

所說言教無虛妄

或圓或頓或漸

隨順悉令開解

上人手札

方便品 二 P890



•既然要聽法，就要敬信。

•大家要相信佛陀的言教不虛，所說的話絕對
沒有虛妄，句句都是真實法。

•佛陀對小根基者：用淺顯的法教導；對根基
深者：用頓教或圓融的教理。

「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

方便品 二 P889-890



•《金剛經》：佛是真語者、實語者、不妄語者。

•圓教：圓融的道理，也是佛陀所說的大乘教法。

•頓教：頓悟的法，是直指人心見性。

•漸教：《阿含經》所說的因緣果報。

或圓或頓或漸、隨順悉令開解

方便品 二 P890



掃塵除垢-周利槃特的開悟

方便巧說-周利槃特的開悟5’40’’ 影片取自網路

方便巧說-周利槃特的開悟5'40''.mp4


「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所

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
言辭，演說諸法。」

⚫隨宜說法：隨順眾生所適宜而教。

⚫謂如來心意之趣向，眾生知解難，悟入難。

經 文

方便品 二 P895-896



意趣難解：解知難、悟入難也。

⚫佛陀隨順眾生根基說法(偏.圓.頓.漸、阿含、

方等、般若)…然而各人只信各人所了解的法，

只聽自己根基所能接受的，所信、所聽都是為

解決現今所面對的問題，但是不了解佛陀真正

的意趣。

⚫稍微知道佛法就停滯，自然會起增上慢的心。

方便品 二 P896-897



靜思語-影響學生言行

⚫ 屏東一所小學，老師用靜思語教學。
⚫ 學校外有很多電動玩具店，某學生下課後急忙要衝

進去玩樂。
⚫ 當一腳踏進門、一腳還在門外時，腦海浮現「做壞

事不能多我一人」這一句靜思語。趕快將踏進門的

那隻腳收回來，轉頭跑回家裡。
⚫ 回家跟弟弟說：「做好事不能少你一人，做壞事不

能多我一人。」

⚫ 二人幫忙整理房間，分擔家事，減輕媽媽的工作。
方便品 二 P897-898



簡單的道理，只要孩子接受了，就是有用。
方便品 二 P898



好人需要做到什麼程度？

能行「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

這種好人就是菩薩。而佛法

真正的趣向在於菩薩道。

方便品 二 P898



入佛智慧門，了解心趣向

⚫諸佛的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就
是佛的意趣-心意的趣向。

⚫我們要入一扇門，方向就要對，方向
不對準，哪有門可入？

⚫要入佛智慧門，就要了解佛陀心意的
趣向。

方便品 二 P900



「上人是寂寞的！」

十方相隨四眾繞 萬斤重擔一肩挑
志玄虛漠心中事 傳燈弟子誰明了



時時說圓教

「圓教，以不偏為義。明不思議因緣、二諦、
中道、事理具足不別，適宜最上利根之人，
故名圓教也。」

四教當中(偏圓漸頓)，圓教最圓融不偏，教義非常
圓滿，如農曆十五、十六日的滿月一樣圓，表明了
不可思議的因緣。

方便品 二 P900-901



佛陀說法，不離：

⚫因緣-因緣果報

⚫二諦-真諦、俗諦

⚫中道-不偏空、有，空中妙有、真假會合。

方便品 二 P901



方便善巧-引之令入、令其成熟、令入道法

「謂修菩薩行者，於諸有情，或於聖教有未入者，

引之令入。種種因緣：

未成熟者，令其成熟；已成熟者，令入道法。

乃至諸戒律儀，受持防非止惡，種種方便，令

諸有情，皆得利益，是為善巧方便。」

方便品 二 P902-903



2021/9/9早上在雙和聯絡處接種疫苗，因為都是20-
30歲的年輕人，除了推素之外，羅師兄還邀請他們
參加骨捐驗血活動，先留下Line，等日期確定再通
知他們。一個早上也有13位留下聯絡訊息。

善巧方便，把握因緣

主動加入的張小姐 國中學妹何小姐 指甲沙龍方小姐



善巧方便，把握因緣-有開口才有機會

媽媽林女士陪女兒(潘小姐)來接種疫苗，她在旁邊等待，
等羅師兄講完之後，媽媽覺得很感動，勸女兒應該要把握
因緣，付出愛心，所以兩位都加入了Line連線。2021/9/9



由善門入佛門

一.慈濟人都由善門而入，再接引他們入佛門，不僅

做救濟工作，還要懂得接受佛法，了解佛陀的道

理。

二.慈濟的方向就是靜思法脈，智慧門即慈濟的法門。

三.慈濟宗門要入人群行「四無量心」

四.靜思法脈則要人人發「四弘誓願」

方便品 二 P904



種種方便，令諸有情

信受奉行，皆得利益

妙權善巧，譬喻言詞

方便施教，利益知見

上人手札

方便品 二 P905



信受奉行，才得利益
一.眾生若不肯信受奉行，不肯好好聽、好好思

考，不能身體力行，即使佛法再圓融，眾生

都不能受用，對他們都沒有利益。

二.聽法後就要身體力行，才能皆得利益。

方便品 二 P904



欲想來生福-不放逸
一.佛在舍衛國，波斯匿王覺得自己這輩子這麼有福，

來生是否也能這麼有福？是否還能因聞法而有同樣

的利益？

二.佛告波斯匿王，若想知道下輩子是否能有同樣的利

益，重要的是不放逸。若不放逸，佛法入心，用愛

施政於民，人人自然尊重你。若是放逸，法不入心，

施行逆道之法，當然會被人譏嫌、批評、怨恨。

方便品 二 P907-908



不要只想將此生利益帶到來世

•波斯匿王認真聽法，但他所聽的法還是侷限在
自己的境界中，佛陀只好依他的境界，說他想
知道的。(此時還不向他講菩薩法)

•今生此世就要了解真空妙有，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事業，才能進而達到究竟。

•不要只想享受人生的福，要了解俗諦與真諦。

方便品 二 P908-909



第四章 出世大因緣

二、應機應時 方便譬喻

「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

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 」

方便品 二 P909

經 文



佛佛道同 不忍眾生迷茫

⚫此法不是憑眾生的根基思量能夠了解的。這
種妙法，只有到達佛的境界才能了解。

⚫諸佛與哪個世界有緣，就出生於那個世界，
他們共同的目的就是開示悟入佛的知見。

⚫每一尊佛的本懷都有固定的法，那就是一乘
實相的道理。

方便品 二 P910



⚫ 佛經故事：一位婦人生了七個孩子，前六子

一個一個夭折，婦人受此打擊而精神錯亂了。
⚫ 婦人脫得精光，一絲不掛在街上跑，眾人議

論紛紛，不知誰可救她。
⚫ 婦人跑到佛所，放聲大哭，佛陀請人拿件衣

服讓她穿上。
⚫ 佛對她說：「冷靜下來，聽我說話。」

婦人喪七子-1

方便品 二 P910



⚫ 婦人聽到佛聲，真的冷靜下來，生起慚愧、
懺悔，以及羞恥心，緊緊拉著衣服。

⚫ 佛陀說：你過去曾採了七顆種子，並找土地
種下。後來一念瞋心起，毀了七顆種子所發
的芽，所以惹來這個果報。

⚫ 佛陀說法讓婦人如夢初醒，本來心很苦，不

知不覺中苦不見了。
⚫ 婦人回家後恢復神智，過了一段平靜生活。

婦人喪七子-2

方便品 二 P911



⚫ 後來，婦人第七個孩子又忽然往生了。此時
先生見太太很冷靜，就問她：過去孩子往生
時你痛苦難堪，心亂發狂，現在第七個孩子
往生了，你竟然這麼冷淡，以往的慈母心何
在？

⚫ 婦人說：因為過去我不知因果，現在知道
「一切緣生、一切緣滅。」以前種甚麼因，
現在就受甚麼果報，佛陀告訴我，我了解了。

婦人喪七子-3

方便品 二 P912



⚫婦人心開意解，去除過往的熱腦無明，但她
是否已能透徹了解究竟的道理，回歸真如本
性？可能還需要一段很長時間。

⚫佛陀解開眾生內心無明的苦，讓他們安心，
能否就讓他們明心見性，徹見真如？應該只
能解開見解的無明而已。

從解除無明 到 明心見性

方便品 二 P913



第四章 出世大因緣

三、依於實相、巧妙演說

「妙權巧說，方便設教，譬喻言辭，依於一實

諦理演說諸法實相。 」

方便品 二 P914



⚫演說諸法：佛陀用種種方法演說

⚫妙權巧說：以微妙方便善巧來說法。

⚫方便設教、譬喻言辭：在不同時代、環境，視

眾生根機用不同方法來施教。

⚫一實諦理：佛所護念的真實法，也就是一乘實

相。

依於實相、巧妙演說

方便品 二 P914



「諸法實相：究竟之理，或言真如；

法性之體，或言實相，

真俗二諦具含中道。諸法不離因緣果法。」

諸法實相-真如、中道、因緣

方便品 二 P915



學佛盡頭，回歸本性

方便品 二 P915

⚫真如本性即是究竟的真理，真理的盡頭就是真如。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聽了很多佛法，無非是要
追求究竟真理；累積很多修行，到了學佛的盡頭，
無非是希望回歸真如本性。



非思量能解

「佛所說之方便、因緣、譬喻，莫非即是法。

然一乘實法，非以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釋。

一乘實法，不是用想的就能了解，必須諦聽聞、善思念，

不斷精進深入，最重要的是身體力行，才能斯人飲水，冷

暖自知。
方便品 二 P918



⚫一切法不離「因緣」二字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佛性
現前者能了解。

上人開示：佛性顯現 了解諸法 1’52’’

佛性顯現了解諸法1'52''.mp4


一乘實法的境界，要心清靜如諸佛才能體會

「佛特顯示一乘實法。如是懈怠、不敬信、增

上慢人，不堪受教、不能知解。」

方便品 二 P919-920



「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

出現於世。
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

經 文

方便品 二 P923



一大事因緣

⚫一：即一切究竟實相也。

⚫大：其性廣博，故名為大。

⚫事：如來出世度生之過程，故名為事。

「一大事」就是究竟實相、究竟真理、一乘實相，
都是指真如本性，其性廣博。

方便品 二 P924



一大事因緣5’40’’(摘錄自《靜思妙蓮華》281集)

一大事因緣

一大事因緣5'45''.mp4


一大事「因緣」：

⚫因：眾生具此實相，而能乘機感佛，故名為因。

⚫緣：如來證此實相，而能起應度生，故名為緣。

◆機：機緣之意
◆起應：感應到眾生的根機，所以來人間度眾生

方便品 二 P928



人生半老方學佛

多少歲月已蹉跎

再不殷勤不精進

有何面目見佛陀

精進共勉之

-羅本吾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