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和 羅恒源(本吾) 2021.10.27

法華心香讀書會

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一、方便假名 二乘三乘

二、唯一實相 究竟真實

三、自度度他 大乘心法

四、真理一語 普被眾生

五、真心一念 化度眾生

《方便品第二》第四冊 P1597-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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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來三止、舍利弗三請，佛陀將欲說法，五千離席。

2. 諸佛世尊，皆為一大事因緣而來人間-為「開示悟入」佛之

知見。

3. 過去、現在、未來諸佛，皆「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

4. 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妒，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

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5. 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本段要點《方便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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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品》第二 經文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

但以假名字 引導於眾生 說佛智慧故 諸佛出於世

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 終不以小乘 濟度於眾生

佛自住大乘 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 以此度眾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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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品》第二 經文

自證無上道 大乘平等法 若以小乘化 乃至於一人

我則墮慳貪 此事為不可 若人信歸佛 如來不欺誑

亦無貪嫉意 斷諸法中惡 故佛於十方 而獨無所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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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去我相得大覺悟 含攝世出世間法

藉假名相二三乘 唯是大乘一實乘

從假入真是真空 從真出假即妙有

真空妙有相融合 為說中道實相印

《方便品第二》第四冊

方便品 二 P1597

要旨

5



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一、方便假名 二乘三乘

一乘妙法佛護念，譬喻因緣施妙權

近佛行道求法人，凡聖有別真假名

方便品 二 P1600

上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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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來人間說法，是為了分享一乘妙法，希望人
人法入心，與佛同等知見。

⚫但是眾生根基不堪接受，還無法體會，佛陀只好
「譬喻因緣施妙權」，…用種種方法教育眾生。

⚫我們要更接近佛法，身體力行來行道，才是真正
求法之人。

⚫凡夫、聖人是我們給予的名詞，是假名字相。

一乘妙法佛護念，譬喻因緣施妙權

近佛行道求法人，凡聖有別真假名
上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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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陀與阿難入城托缽，一對失明夫妻由七、八
歲的兒子牽著向人乞討，食物量不夠，孩子就
說：「我吃很飽了。」有時根本乞討不到，就

先安頓父母在涼爽地方，自己再出去乞討。好
的食物給父母，粗糙的給自己。

2. 阿難看到那孩子對父母的體貼孝順，感動於內
心，就將所見向佛陀報告。

佛陀說因緣：割肉奉雙親

方便品 二 P1603- 8

【靜思妙蓮華】 妙權引眾生 - 第350集



3. 佛陀說：「是啊，我也看到了，很感動，還想
到了過去。」

4. 佛陀在阿難請問下，說出過去「父母飢餓時，
用自己的身體割肉奉養」的故事。

5. 很久一前，有位國王名提婆，將國土分給十個
孩子…最小的孩子名善住，被分到邊界，因人
民殷勤耕作，成為一個富足的小國家。

方便品 二 P1603-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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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來，鄰國起兵搶奪他的國土，因無法抵抗，
善住帶著妻兒逃難，預計七天回到父親的國家。

7. 他們準備了七天糧食，因走錯路，七天後糧食
已盡，三人無力再往前走。

8. 夫人說：不如以我的身體供應你們父子，你們
就能回到父親的國家，否則三人都會餓死。

9. 善住王不肯，但夫人很堅持。

方便品 二 P1604-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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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孩子說：「即使殺了母親，孩子也不該吃母親
的肉，這千萬不可。」

「孩子供應父母是天經地義，應該用我的肉，
父王與母后就能回到故國。」

11.孩子趁父母不留意時，割下自己的肉，血淋淋
的。且告訴父母：「請從我身上取肉，但要留

著我的命，…肉才不會腐爛…慢慢割…你們就
能得救。」

方便品 二 P1604-1605 11



12.孩子一路忍著痛，讓父母用自己的肉維持生命。

13.天人很感動，化為人對孩子說：你難道不後悔？
沒有一點恨意嗎？

14.孩子說：「我的身體是父母給的，國家有難、
父母有難，應該是我回饋之時。」

15.天人說：「你有什麼企圖？將來要生天嗎？」

方便品 二 P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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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孩子的願：

「我不貪求人間、天堂的富貴，但願

能供應身體讓父母活命，而且來世覺悟

之後能救渡眾生，生生世世利益眾生。」

方便品 二 P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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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一、方便假名 二乘三乘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

方便品 二 P1608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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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要為我們說的一乘法，是直指明心見性的方法。

⚫過去不得不設方便教法，到法華會上則告訴我們，沒
有二乘、三乘，只有一乘法。

⚫但以假名字：每一法都有其名相，其實那些名相都是
假的，只是一個代名詞而已。

⚫引導於眾生：設種種假設的名稱引導於眾生，向大家
施教。

15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

方便品 二 P1609



⚫十方：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

⚫ 十方佛土：是指「有情世界」…除人類之外，還

有很多動物。

「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有情世界，曰十方佛土。」

方便品 二 P1609-1610 16



•「謂二乘、三乘之稱，悉是假名，但藉為導入大

乘之方便耳。如羊車、鹿車、涅槃、化城等名，

悉是引導之假名，實只有一乘牛車，以終入於菩

薩究竟實道。」

17

藉假走入真-

這二乘、三乘之稱，都是假名，是一個名相、名詞，但也要

藉四諦、十二因緣法，才能夠走入大乘。

方便品 二 P1610-1615



「唯一實大乘，無二亦無三乘。唯是教六波羅蜜

法，行四無量心。」

18

唯有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

⚫ 唯有一實大乘，就是教六波羅蜜法，行四無量

心，這是最真實的法。

方便品 二 P1613



除佛方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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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本無名，以人為假立名。故一切之名，虛假不實，

不契實體，如貧賤之人與以富貴之名，是即假名。」

20

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

⚫世間都是以假立名…「一切之名，虛假不實」，
都是虛的。

⚫用種種方便法，引導人人用心聽法。

方便品 二 P1614-1615



學佛之路很長，凡夫之路更長

⚫不是今天信佛，今天就能得道。

⚫我們是學佛，不是求佛。若有所求，
是求自己的心能與佛心會合。

⚫我們與佛離好遠，是求佛靠近，還是
求自己向前走？

⚫不是求佛，是要求自己。

21

方便品 二 P1617



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二、唯一實相 究竟真實

說佛智慧故，諸佛出於世，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

方便品 二 P1623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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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佛智慧故：佛陀為眾生設施種種方法，宣說佛的智慧。

諸佛出於世，唯此一事實：佛陀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

就是要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唯為此一事而來。

餘二則非真：二乘、三乘都非真實。

終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佛並不想用小乘濟度眾生，

但是眾生根基鈍劣，才不得不以小乘法。

方便品 二 P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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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智慧有二種，

⚫ 一者無上正智，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

正等正覺，這是佛的正智。

⚫ 二是一切種智，即薩般若，是至高無上的智慧，

宇宙萬物無所不知。」

24

無上正智 與 一切種智

方便品 二 P1624



⚫人人就是佛，只是我們的自性佛還在沉睡中。

⚫眾生即是佛，佛出於眾生。

⚫只要懂得自愛，趕緊從沉迷、沉睡中清醒，也能

稱為「後覺」、或是「漸覺」-漸漸在覺悟。

25

佛出於眾生

方便品 二 P1625



⚫天下多少人認識佛法，多少人能身體力行？

⚫法已經到了微末的程度，我們還能聽到正法，
是多麼稀有之事。

⚫我們的未來生，佛法還存在嗎？除非我們好好
傳承佛法。

⚫如何傳？不只用說的、用傳的，還要帶著走、
帶著做，方向才不會偏差。

26

我們未來生，佛法還存在嗎？

方便品 二 P1627



27

佛以大乘度眾生

佛以大乘度眾生2’23’’

佛以大乘度眾生2'23''.mp4


佛的心願-終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

⚫「小乘者，小根小機所乘之教義，滅小苦與得小利益之教。」

滅小苦、得小利益的教法，只是獨善其身。

⚫「眾生久來沉溺生死海，佛以大乘濟度到於彼岸。」

⚫佛陀要人人互相濟度，不應以小乘法為目的，不要只是
獨善其身，應該開啟心門…走入人群，行大乘法濟度眾
生。

28



佛法住世恆不滅，法度人間傳大乘

一大事緣化眾生，甘露潤心活慧命

方便品 二 P1634

上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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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能知道空的真理-「真空」，還要知

道真空中有「妙有」的存在。認清了真空，

透徹了妙有，人生就是一片海闊天空。

30

真空有妙有



牛王安忍行

31

⚫佛陀在祈陀園為眾比丘講一個佛陀的本生故事。
⚫一隻牛王帶著牛群往前走，猴子用石頭、沙塵丟牛王
及牛群，牛王不為所動，其它牛隻看到牛王的安然，
也跟著走了過去。

⚫樹神問其故，牛王說過去因三學有漏而落入牛身，今
生要提高警覺，發四弘誓願、行四攝法。

⚫樹神聽了很感動。
⚫過去的牛王就是釋迦佛，牛群就是佛弟子。

方便品 二 P1641-1644牛王安忍行6’55’’

牛王安忍行6'55''.mp4


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三、自度度他 大乘心法

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

方便品 二 P1646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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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

⚫ 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佛陀覺悟之後，心在大
乘微妙法中，…也期待眾生同樣能夠得到法，
讓心思無時不處於大乘妙法中。

⚫ 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修行者心要定、智慧要
開啟，才有莊嚴的力量，用此法度眾生。

方便品 二 P1646



「諸佛住是乘，故名為大，諸佛乘是乘故名為大。

教與眾生得大利益事，故名為大。」

34

諸佛皆用大乘法

⚫ 過去佛、現在佛都一樣，度人的方式皆用大乘法。

⚫ 諸佛教導眾生如何得大利益、如何才不會受苦報，
如何才能得到快樂，這也是大乘法。

方便品 二 P1647



⚫ 「禪定與智慧，亦即三學中之二學。收攝散
亂的心意為定，觀察照了一切的事理為慧。」

⚫ 禪定是心不起動念，能發心如初，不受動搖。

⚫ 心要時時穩定，才能生智慧。

⚫ 此處偈文只標出定慧二字，其實修行也包括
戒。戒、定、慧都要守護好。

35

定慧力莊嚴-三無漏學都要守護好

方便品 二 P1649-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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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是具德義-以德潤身

「莊嚴是具德義，『富潤屋，德潤身』之意。三寶亦

爾，能以正法嚴飾行人，令得身心清淨，故名莊

嚴。」

37

⚫ 有修自然能看得出有德，…在人群中氣質與眾
不同-德潤身之意。

⚫ 修行人要有戒定慧…行於正法，才能自我莊嚴，
如此自然身心清淨，得定慧力莊嚴。

方便品 二 P1650-1651



38

修行人有戒定慧，行於正法，身心清淨，得定慧力莊嚴



⚫ 「無上菩提心即是願做佛心。度眾生心，即

攝護眾生之大慈悲心。」

⚫ 用菩薩的大悲心，濟度一切眾生。此心即是

無上菩提心，也是願作佛之心。

39

以此度眾生：大悲心、無上菩提心

方便品 二 P1652



證嚴上人開示-人間菩薩招生

40

人間菩薩招生1’57’’(20211020人間菩提)

人間菩薩招生1'57''.mp4


靈魂 意識 真如本性

⚫我們乘著過去生的神識，與現在的肉體結合，才成為生
命。當呼吸停止而肉體敗壞，應該只有神識與意識，用
更淺顯的話來說就是靈魂。靈魂是不由自己的。(業力
牽引)

⚫在凡夫稱為靈魂，與佛菩薩的境界-真如本性，名稱各
不相同。

⚫凡夫在修行中懂得一些道理，那是意識；更深入的了解，
才是本性。

41

方便品 二 P1653



千里求師、萬里求法-南非志工幹部培訓

42

1.南非志工幹部培訓，辛巴威、史瓦濟蘭、莫三比

克即南非本土志工全部集合，共有218位。

2.遠從一千多公里外而來，搭車到南非一趟要三、
四天，來回需七、八天時間。

3.路途遙遠、資源缺乏，借土地、搭帳篷，長途奔
波只為了兩天的培訓課程。

方便品 二 P1656-1658



千里求師、萬里求法-非洲菩薩行

43

非洲菩薩行-南非志工研習培訓-5’06’’

非洲菩薩行-南非本土志工研習培訓5'06''.mp4


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四、真理一語 普被眾生

自證無上道 大乘平等法

若以小乘化 乃至於一人

我則墮慳貪 此事為不可

方便品 二 P1658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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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證無上道
「一乘之真理，非從他得，而需自證悟者，
謂之自證。如佛自證，不從他得也。

如來所得之道，更無過上，故名無上道。」

45
方便品 二 P1660



不忍漏一人

⚫自證無上道：佛陀證道…發覺宇宙萬物的真理，
原來就在自性深處。

⚫大乘平等法：佛陀證得大乘法，且認為此法人人
本具。

⚫若以小乘化：佛陀在世間教化眾生，是希望人人
都能得到大乘平等法，而不是停留在小乘中。

46

方便品 二 P1658-1659



大乘平等法

⚫「大乘平等法：一切眾生平等成佛之法也。」

⚫佛陀所證悟的無上菩提大直道，就是大乘平等

法，這種宇宙間真實的道理，即大慈大悲、平

等大愛。

⚫佛陀期待人人了解大法，讓此法能與生命共為

一體，即慧命成長、明心見性。

47
方便品 二 P1662-1663



若以小乘化，乃至於一人，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

方便品 二 P890
48

⚫佛陀的心聲：「若有人還停滯於小乘法，即是我
的慳貪。」

⚫佛陀將內心的法全部交給眾生，已經無私地付出，
絕對沒有保留一點點秘密。



法施不慳貪
「慳惜諸物，不由他得。如貪法自用，不施教他人，是

法慳貪。

佛陀大法普施不吝惜，佛證大乘平等之法，即以平等
之心 ，化導一切，故若以小乘化人，即為墮於慳
貪。 」

49

⚫貪與貧二字只差一點點，其實貪也是貧。有一缺
九，有欠缺就是貧。

⚫學法之後，要趕緊與大家分享，不願意施教他人，
稱為法慳貪。

方便品 二 P1666



出泥蓮華果自淨，佛出濁世性自明

隨機權說應因緣，大乘平等用譬喻

上人手札

50

方便品 二 P1668



隨機權說應因緣-以尊重之心傳達充滿誠意的大愛

51

敘利亞2011.3全面爆發內戰，慈濟志工陳秋華師兄結合當地
慈善機構，在約旦提供援助，守護流落國外的苦難人。

方便品 二 P1671-1674



一人一菩薩-帶動人人造福、希望日日平安

⚫美東風災，北加州慈濟人推動「一人一菩薩」，還成立
「薰法香」小組，一百三十人在網路上共修《靜思晨語》、
《法華經》。

⚫楊凱丞(小牛)，七、八歲就回來隨師，智慧不輸大人。學
校有人被霸凌，他去支持、協助同學。

母親擔心：「學校有霸凌，你一個小孩哪有辦法處理？」

他說：「我雖沒有社會經驗，但佛法是圓融的，我要用佛
法開解同學之間的霸凌。」

52
方便品 二 P1677-1680



第七章 隨宜示三乘

五、真心一念 化度眾生

若人信歸佛 如來不欺誑

亦無貪嫉意 斷諸法中惡

故佛於十方 而獨無所畏

方便品 二 P1681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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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反黑歸白

⚫ 「若人信歸佛」的「歸」字，應該用「皈」字，

反黑歸白之意。

⚫ 「皈」於佛，轉過去的無名妄念，信念向佛，

開始向善。

⚫ 諸惡莫作，讓過去的惡念、雜念不再生起，…

未來利益人群…依循佛陀教法，身體力行，這

都稱為「皈」。
54方便品 二 P1682-1683



如來不欺誑 亦無貪嫉意

⚫如來不欺誑：尊重自己即尊重自己的如來本性，懂

得自我尊重的人，絕對不會做欺誑事。

學佛要真誠無欺，要深心信仰，信入自心，從自心

入如來地，對眾生不欺誑，才是真學佛者。

⚫亦無貪嫉意：佛陀期待人人得法成就，哪可能存貪、

嫉之心呢？

55方便品 二 P1681-1683



斷諸法中惡 故佛於十方 而獨無所畏

⚫凡夫上有無明在，雖然也能說法，但是擔心的事

還很多。…所以凡夫不能說「無所畏」。

⚫宇宙間唯有佛心最清淨，沒有害怕、擔憂，對萬

法都很清楚，所以唯獨佛能坦然向大家說法，無

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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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品 二 P1686利益眾生大乘心法3'26''

利益眾生大乘心法3'26''.mp4


如來-說法震人心

「如來成無上正等正覺，具無上勝智，於諸
眾中，做獅子吼，轉妙法輪，得大自在，
故名無畏不思議。」

57

⚫ 法輪若轉，心輪就轉，能「得大自在」，
轉凡夫心為聖賢之心。

方便品 二 P1694-1695



把握當下，定下心來

大家若能了解「心無常、法無我」，是不是

要把握當下，定下心來，不要讓無常隨著世

間的名相，迷亂了我們的心。

58方便品 二 P1695



感恩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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