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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願聞法髓破諸疑暗



經 文
無漏諸羅漢，及求涅槃者，今皆墮疑網，佛

何故說是?其求緣覺者
P673



今皆堕疑網
⚫「無漏諸羅漢本來以為已經證果：「我的學
分已經修好，每樣都了解了」這只是小乘的
學分完成

⚫漏盡阿羅漢原本信心滿滿，經過了佛陀讚歎
一乘大法，「今皆堕疑網」又陷入懷疑

⚫樂獨善寂者，是獨覺義

P675

P676

P677



心無眾生 不能知佛智
⚫一乘大法，入群度眾生的大覺者是我們使
命必達的終點站，二乘只是休息站

⚫是化城無法久留貪著，要乘著大慈大悲無
量法寶的大白牛車，生生世世恆轉法輪，
啟發眾生，共同往真如佛性回歸

⚫聲聞緣覺心無眾生，無法了解佛法真實義



經 文
比丘比丘尼，諸天龍鬼神，及乾闥婆等，相

視懷猶豫，瞻仰兩足尊，是事為云何，願佛

為解說 P681



諸天龍鬼神
⚫天龍八部：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天龍八部能了解佛法，佛陀講經時，也有
天龍在道場中護法、聞法

⚫諸天龍鬼神就是比喻維護天地生命及因果
法則運行的力量

P684

P682



瞻仰兩足尊
⚫以戒定為二足，以權實為二足，以福慧為
二足，以解行為二足，此皆内德之二足

⚫「二足」是通行無阻的意思

⚫佛陀對人間的了解完全具足，對眾生觀機
逗教，不論是權教的方便或實相的道理，
都是佛德智慧的二足

P684

P685

P685



福慧雙修 付出無所求
⚫學佛者要具備戒定慧，學會與佛同樣應機
、入人群中，堅持真諦道理。

⚫福是用愛付出；智慧，就是無所執著，解
行平齊，內德內修，我們要具足這些智慧
，才能接近佛知見。

⚫福慧雙修就是付出無所求

P685

P686



眾生執小偏空
⚫短視眾生，那念心總是想我永遠是這樣，明
天與今天都一樣。沒有想到無常，才會不斷
造業，沒有今天不造福明天後悔的覺悟

⚫「為破眾生執小偏空」。眾生都執著於小我
或偏在自己，以為如此就沒有果報，也斷了
因緣。沒有因緣果報觀的人，是執小偏空

P689

P689



三智圓明 能破疑暗
⚫「三智圓明能破疑暗」，佛陀以三智圓明破
除眾生心中的無明、暗鈍、懷疑等。三智圓
明，是指三種智慧，一切智、道種智、一切
種智

⚫一切智自覺，道種智覺他，一切種智自覺覺
他覺行圓滿

P692



經 文
於諸聲聞眾，佛說我第一，我今自於智，疑

惑不能了，為是究竟法？為是所行道？

P694



大破大立傳大法
⚫序品由文殊菩薩揭開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
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

⚫方便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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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傳佛之知見必先破除凡夫及二乘知見



破見思惑 佛法入心
⚫學佛，有疑也是好事，出現懷疑，就要趕
緊找路、聞道，展現仰慕佛法的心，不斷
精進

⚫破見思惑，去除個人主觀客觀的執著

⚫我們要成長慧命，就要將精純的佛法入心
，應時代用於生活中

P699

P699



圓滿究竟法
⚫欲達圓滿究竟法，必須行菩薩道，才能成就
無上正等正覺。佛陀是宇宙大覺者，所覺悟
的不只是人間法

⚫佛法是宇宙生命的大法則，不是講一生一世
的人生成功密笈，而是生生世世，超越時間
空間，超越萬物之間的大法

P700



修行千萬世 開悟一念間
•佛陀看盡人間相，看盡九十六種外道教的修
行法，後來用心靜思，直到最後那一剎那，
內心與星光接觸，「一念相應，覺心初起」
，就突然覺悟了。那時「得見心性」，能回
光返照，看到如來一乘實相，真如本性顯現
，這才是「究竟覺」。

P703



開悟是必然
⚫六祖壇經：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
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佛性不假外求，眾生皆具，開悟是必然不是
偶然，勤聞佛法，勤行菩薩道，畢竟成佛



深心發願 依教行道
⚫「為是所行道」，所行道是指「志心道法」

⚫志心，是深心志願，從內心最深處發出的願
。《無量義經》中描述菩薩的心靈境界是「
志玄虛漠」，這分「志心道法」和「志玄虛
漠」的心是相同的。深心發願，這分願心很
弘大，所以大家都願意「依教行道」P704



法入心中 行在法中
⚫常常聽人發問：「師父,我要怎麼說?」我會
回答:「你就說你所做，做你所說。若有決
心要做到，就說出心中的願，說出有信心做
得到，與所應的道理都契合，這就是一條路
。」將聽的法領受進來，身體力行走出去

P708



經 文
佛口所生子，合掌瞻仰待，願出微妙音，時

為如實說。

P717



上人手札
佛心本懷，久來護念，一乘真實究竟微妙法

。佛心懷妙法，法從佛口出，聲從耳根入。

從佛口聞說法音入心，求法聞道者，萌生長

慧命。
P719



法音入心 慧命無窮
⚫佛陀剎那覺悟的那念心，就是「佛心本懷」
，本來要向大家宣說這一乘真實究竟微妙法
但是大家無法接受，才用種種方便法來度眾

⚫「求法聞道者，萌生長慧命」。我們若用
心聽法，法音入心，慧命就會發芽茁壯，慢
慢成長。生命有限，慧命無窮 P719



心的實相 惟佛能知
⚫「時為如實說」，也就是「如實相，如是說
，如實性也」。這個「如是」是真實、無
虛假，照如實的真理宣說出來

⚫有形的器世界，人類可藉由觀察實驗而漸漸
了解科學法則，但是的心的實相，我們生命
的真相，必須藉由佛的啟發，我們才能理解

P720



顧好我們的心
⚫身體不通則痛，心執著則苦

⚫身體要健康就要動，心要健康就要行

⚫身體健康氣色好，心健康則威德莊嚴

⚫身體健康服務社會，心健康利益眾生

⚫不要吃眾生肉



世界興亡 匹夫有責
⚫聞法要覺悟，生命是共同體，世界是一
個地球村

⚫世界是每個人一點一滴把它變壞的，也
要靠我們個人一點一滴才能把它變好

⚫普賢不要獨賢，要觀世音不要只觀己音



世世常行菩薩道
⚫佛的教化：我們都將一再回到這個世界

⚫沒有覺悟，業力帶我們回來，覺悟了，
願力帶我們回來

⚫我們的使命就是利用我們每一生一世的
因緣，讓人心更淨化，讓世界更美好



如是平等 實是不虛
⚫「又真如實相之義，亦即觀諸法如實相」。
真如實相的道理，必須用智慧觀察

⚫如是平等，實是不虛，真空、妙有的道理是
真如實相

⚫真如永遠存在，我們減少多少無明，就增長
多少智慧，煩惱即菩提

P724

P724



真如理性 深廣如海
⚫「真如之理性，深廣如海，故云性海。如來
法身之境也。」 P724



本識本心入覺性慧海
⚫我們的本識本心是如來覺性智慧海，所有眾
生相互連結，一體存在，彼此連動

⚫無量義經：而諸眾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
，是得是失，起不善念，造眾惡業，輪迴六
趣備諸苦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



真如清淨 智慧明朗
⚫「真如」，即身心清淨，智慧明朗，這大圓
鏡能清楚地照耀世出世間的真理 P727



宇宙是個大網路
⚫佛菩薩力量，無所不在，如同WiFi

⚫我們的心是接收器，如果心不清淨，貪瞋癡
煩惱雜訊干擾，就無法與佛菩薩的力量與智
慧持續連接，甚至斷訊

⚫佛教我們要透過利益眾生與生命連結，去除
無明我執，才能智慧明朗，照見生命實相



經 文
諸天龍神等，其數如恆沙，求佛諸菩薩，

大數有八萬，又諸萬億國，轉輪聖王至，合

掌以敬心，欲聞具足道。 P734



求佛諸菩薩 大數有八萬
⚫當場還有已經發心要行菩薩道者，都是大根
機，數量有八萬，也是很多

⚫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佛陀隨機應教，就要
有八萬四千之法；這數字代表眾生煩惱偏多
，也代表佛陀的智慧至高無上，無窮無盡

P736

P737



法輪不轉 佛乘不動
⚫人人都能轉法輪，心輪轉，法輪就轉

⚫轉輪聖王，恆以正法治化天下，使其人民不
殺不盜、無諸過惡，咸被恩澤,各得其所，
以是因緣一切人民所共敬仰，故稱聖王

⚫正念一起，轉輪聖王至，惡念一起，魔王現
身，要以大精進催伏魔軍

P738

P739



七、大悲不忍即說大法



上人手札

大樹果實成熟，莫忘毫芒種子；

三乘各有因緣，隨因種植成果。

P740



要怎麼收 先怎麼種
⚫「三乘各有因緣，随因種植成果」。種植什
麼種子，自然結出什麼果實

⚫我們這輩子是智慧或是愚昧，甚至這輩子承
受多少苦報，都不要埋怨別人，要想想自己
過去生，結下什麼樣的因、緣、果

P741

P741



把握因緣
⚫苦瓜不可能拜成哈密瓜，要去種善因結善緣
，才能有善果

⚫要種善因結善緣不是站在路邊就隨時有機會

⚫一但有好的機緣可以行善，要把握因緣

⚫上人鋪好了菩提大道，讓大家可以輕安自在
行善因結善緣，大家要把握因緣



經 文
爾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

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

P742



「二止」恐疑懼
⚫佛陀說大法，不信的人會起疑，因為一切世
間諸天及人的根機還不夠透徹，聽聞徹底的
大法需先放棄小我、私愛

⚫「佛知其三乘人，聞必難起敬重信解，隨即
運悲啟智，連言止！止！有重啟敬信之作用
。」

P743

P744



獨善其身 自障大法
⚫心有疑慮或是只想獨善其身、小根小智的人
，只想到自己，沒有想到別人，只想利益自
己，不想兼利他人。佛陀說出大法，這些人
都會懼怕、懷疑，他們認為：你要我修行，
我自己修、自己得，這樣很好；你叫我不顧
自己去幫助別人，對我而言是很困難的事

P745



上人手札
不信生疑障道礙善，信受奉道其道甚；

觀機信力適應機宜，發大心者得大法益

P748



發大心者得大法益
⚫學佛首重一個「信」字，我們要用信心體會
佛法

⚫我們若有堅定的信心接受佛法，行在道上,

就如《四十二章經》中佛陀對弟子所說，「
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懂得信受奉行，自
然這條路會很開闊

P748

P748



言緩意迫 運悲啟智
⚫言緩意迫，輕重漸及，佛慈而威，運悲啟智
。之前佛陀是無問自說，沒有人發問，佛陀
就用迫切的心，讓大家知道他所得的法是甚
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就連那些還會驚疑的人也慢慢想要了解時，
佛陀卻將說法的意向緩下來了

P750

P750P750

P750



增上慢人 懷疑佛法
⚫在法華會上，大家慢慢懂得要捨「小」求「
大」

⚫少部分的人卻以為自己對佛法都已經徹底了
解，以為自己已經有所得，若要再精進，更
上一層樓，他不但不積極，還會驚疑地說:

「難道我依照佛陀過去所說的法修行不對嗎
?」

P750

P751

P751



經 文
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

之！所以者何？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眾

生，曾見諸佛，諸根猛利，智慧明瞭，聞佛

所說，則能敬信。 P753



二請能敬信
⚫因止之愈嚴，而請之愈切，可見悟機之成熟
。然日光不為無目者而隱，佛法豈為癡盲者
而默

⚫敬信者廣。當為生信者說，則損者少，益者
多。縱有不信，以結信受之緣，說則雙益，
止則雙損

P750

P756

P756



鍥而不捨 以求大法
⚫佛陀也相信舍利弗請法是鍥而不捨，二人才
會三止三請，這就是師徒的默契

⚫應該要讓大家知道一乘大法很寶貴，若想聽
法，心理就要有準備，一定要有信心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法華是
超越時間空間萬物之間，是生命無上法則

P750

P758

P758



有緣聞法信解行證
⚫佛陀不輕易說出大法，就是不希望有人因為
不信法而生毀謗，倘若有人因毀謗大法而障
礙他人，就會墮地獄

⚫聞了真實法不能敬信還毀謗，自斷聞法因緣
，將無量億劫，永處極端痛苦，無法解脫

⚫我們能聞法表示有善根因緣，務必信解行證

P750

P765



諸根猛利
⚫諸根是三十七助道品中所說的五根，有五根
還要有五力，諸根深植，一切善法才能滋長
，這是我們修行要追求

⚫而在家修行也不是為自己的私心，只了解佛
法常識而已，學佛要讓「五根、五力」真正
入心、扎根，要「發勇猛心，相續不捨」

P750

P766

P766



智慧明瞭
⚫我們「聽聞佛經」，要能「廣解其義，開發
本有利根智慧」。人人本具佛性，本具大圓
鏡智

⚫大圓鏡智，鏡子不分別，不執著，一切平等
，圓滿照見一切現象，智慧明瞭

⚫眾生貪愛執著虛妄分別，主觀客觀愚痴迷惘

P750

P768



法華精髓 承擔眾生
⚫在《法華經》此處，佛陀的用意是要讓人人
除去驚疑的心，培養大根的信力，準備接受
菩薩道，承擔天下眾生的大任。到後面則有
佛陀的盼望與付託，期望弟子都能承擔如來
家業，這是整部《法華經》的精神

P750

P770



經 文
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法王無

上尊，唯說願勿慮。是會無量眾，有能敬信

者。

P771



法王無上尊
⚫舍利弗先用最尊敬的語言，稱呼佛陀為「法
王無上尊」。他同樣請佛陀說大法

⚫法從謙卑虔誠中來，佛教頂禮佛，其他宗教
也都用跪拜或跪求等謙卑方式，來求這個宇
宙力量的保護，當我們自大時候，佛菩薩的
力量是無法與我們的心相應的

P750

P772



於法自在 運用自如
⚫佛陀對於任何眾生的煩惱，都有辦法一一分
析，讓每位眾生聞法心開意解，這就是能說
一切法自在

⚫所以我們要精勤聞法，用心了解真實法與方
便法，才能運用自如，傳法行法度眾生，不
我執亦不法執

P750

P775



執小障大
⚫像維摩詰居士，雖然是在家人，但是受佛教
化，馬上就能明心見性，通達道理。《維摩
詰經》中，維摩詰居士示現生病之相，佛陀
要派弟子前去探病，竟沒人敢前往，因為維
摩詰居士開口就是說法，而且所說的法不是
小乘修行者能理解

P750

P779



上人手札
信根培道源，長養諸善根，聞法入心地

，思法甚深妙，修法必敬信

P780



思法甚深妙
⚫聞法入心要破除八識對表相的虛妄分別，用
天眼，慧眼，法眼，進入生命甚深甚深真實
甚深，非有非無的微妙層次，就會了解生命
是平等而且連結一體的，真如本性是眾生共
一月，不要執著追求自己虛幻的水中月

P750



修法必敬信
⚫到了靈山會上，佛陀則要開三顯一，為大家
撥開過去三乘的教法，現出佛陀內心所懷一
乘實相的教法，這個轉换真的很辛苦

⚫譬喻品火宅喻中佛一再要舍利弗確認沒有羊
車，鹿車而是等與珍寶大車，給大白牛車，
寧有虛妄否

P750

P784



經 文
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

人、阿修羅皆當驚疑，增上慢比丘將墜於

大坑

P786



阿修羅
⚫阿修羅：華譯為非天，因其有天之福而無天
之德，似天而非天。又譯作無端正，因其容
貌很醜陋。性好鬥，常與帝釋戰，國中男醜
女美

⚫有的名聲不好、容貌醜陋、臉色難看，讓人
見了無法起尊重心，這就是人間阿修羅

P750

P790

P791



付出無所求 有福有德
⚫阿修羅與天帝結親，常常跑進天宮中鬧事，
與帝釋起衝突，可見其好鬥、沒修養、無天
德，只是歡喜布施以求福

⚫我們布施不要求福而要求慧，歡喜付出無所
求才有德，如此福仍在且增加了德，德即是
智慧，這就是福慧雙修。

P750

P791

P792



增上慢
⚫「謂自得增上之法，而生輕慢於他。此種聲
聞，因修戒定之以為所得………便謂證果：
此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名增上慢。」

⚫佛陀在迦蘭陀竹林精舍期間，城内有一對夫
妻以伎樂舞藝謀生的故事

P750

P792

P792-796



上人手札
不自貢高慢，修德發大心，

世間萬法立正念，菩提大道立信願

P797



縮小自己 修德發大心
⚫我們不僅要縮小自己，也要「修德發大心」
所以常說「內能自謙是功, 外能禮讓是德」

⚫發心還要把握當下，恆持剎那的一念，長長
久久不改變，若如此就不會貢高、驕傲，能
夠立大心於永恆

P750

P797

P798



發心立願 力量無窮
⚫地藏菩薩本願經中，光目女為其母發大願，
諸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
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
然後方成正覺

⚫其母捨此報已，生為梵志，壽年百歲….

⚫發大願之力量不可思議

P750



為生命立燈塔
⚫發願如同為自己的生命立燈塔，所以發願一
定要發大願，一次將燈塔立在終點站，才不
會將來又迷失流浪，如窮子喻形容的我們的
心，遊諸聚落，經歷國邑，傭賃展轉，累世
以來，一生又一生的束縛於業報之身，為它
打工，到最後白忙一場，心成為窮子

P750



經 文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

必不敬信。 P802



七慢斷道根
•一、通常之慢

•二、過慢

•三、慢過慢

•四、我慢

P750

P804

•五、增上慢

•六、卑劣慢

•七、邪慢



邪 慢
⚫有人動不動就求神問卜，或求有什麼人能指
引自己，但是有誰能指引呢？唯有自己老實
修行，依照佛陀的教法身體力行就對了

⚫修行也一樣，還是要自己努力，不要想：我
怎麼修才能得到神足通，只要在這裡歇個腳
，就能到多遠的地方去。這是不可能的事

P750

P808

P808



傳法者要深信不疑
⚫「諸增上慢者，專言比丘者，比丘為四眾之
首，故以比丘攝四眾」

⚫四眾指出家二眾比丘、比丘尼，和在家二眾
優婆塞、優婆夷，都是在人間信佛的人，也
是佛陀所期望的傳法者

P750

P810

P810



經 文
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

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

世已曾從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長

夜安隱，多所饒益 P816



說法次第 循循善誘
⚫眾生從無始以來就受無明覆蔽，佛陀必須一
一引領、指導，若無「四諦法」、「十二因
緣法」的基礎，如何宣說「六波羅密」？這
是佛說法的次序

⚫一乘大法是教菩薩法，二乘修行者因為尚未
聽聞無法了解，所以會對法心生恐懼

P750

P820

P820



以佛知見看待世界

⚫所以聞法，要深信不疑，悟入佛的知見
，要以生生世世，長情大愛，超越時間
空間，慈悲等觀的知見看待世界，要放
下一生一世，短暫無常，因緣和合，小
情小愛的凡夫知見



長夜安隱 多所饒益

⚫「長夜喻生死煩惱之昏暗漫長，祈佛以妙法
智慧之光，善能饒益一切眾生」

⚫「長夜安隱」，表示這些人的心已經很安穩
，無論佛陀如何說，他們總是能接受，因為
長久以來就跟隨佛陀至今

P750

P822

P822



經 文
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無上兩

足尊，願說第一法，我為佛長子，唯垂分別

說
P827



願說第一法

⚫舍利弗希望佛陀能宣講第一法。「第一法」
就是佛陀一念心所保護著最深妙的法，佛心
能夠含攝一切世間，所有森羅萬象無不都是
在一念心中

P750

P834



人人本具第一法

⚫不只是佛可以一心統攝萬法，只要真切地透
徹心性的重點，人人都能做到。眾生本具清
淨無染的心性，若能透徹此理，「第一法」
在你、我、他身上同樣是人人本具

P750

P835



本性能生萬法

⚫六祖壇經：何期本性能生萬法

⚫無量義經：無量義者從一法生

⚫指月之手無數，萬法都是要回歸我們眾生一
體的本識本心，眾生共一月，不要追求水中
月

P750



聞法覺悟 皆佛長子

⚫「我為佛長子」。舍利弗是佛弟子中智慧第
一，也是最接近佛心、了解佛法的人，所以
自許為佛陀長子，有責任要帶領眾人

⚫眾生皆是佛子，聞法覺悟都要有佛長子的使
命感，要為眾生弘法

P750

P836



經 文
是會無量眾，能敬信此法，佛已曾世世

，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欲聽受佛

語
P840



皆一心合掌

⚫「一心」是心定於一處，「合掌」是表示恭
敬，也表示不敢散亂，這是敬信之意

⚫佛陀要講法時，人人應該提起信心；信心提
起了，才會入心。學佛，必定要起難遭遇之
想，知道能聽法不是那麼容易

P750

P844

P844



經 文
我等千二百，及餘求佛者，願為此眾故，

唯垂分別說。是等聞此法，則生大歡喜

P844



心生大歡喜

⚫舍利弗請佛陀放心，不必擔心大家沒有耐心
或無法信受，所以再說：「是等聞此法，即
生大歡喜。」在座這麼多人，若聽到佛陀將
內心所保護的真實法詳細地分別解說一定會
很歡喜

P750

P845



八、殷勤三請將暢本懷



經 文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殷勤三請，豈得

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

解說

P854



善思念之

⚫「諦聽是聞慧，善思是思慧，念之是修慧」

⚫「諦」就是真實，佛陀要大家用聽真理的心
專一心念仔細聽，聽法入心，這是「聞慧」

⚫不是聽過就好，聽法之後還要再思考其中所
含藏的道理。萬法無不是從一念中生

P750

P855



善法涅槃因

⚫「善法為涅槃因：一、親近善友二、聽聞正
法三、思惟其義」

⚫善法是要讓我們進入涅槃的境界，也就是寂
静、寂光的境界，心永遠是光明、清淨無染
著

P750

P856

P857



做好心靈環保
⚫環境不清淨，因為有垃圾：心不清淨，因為
貪、瞋、癡、慢、疑等等污濁煩惱

⚫所以我們要做好心靈環保，要化垃圾為黃金
，無量義經十功德品，第一功德：好殺戮者
起大悲心。生嫉妒者起隨喜心。有愛著者起
能捨心。諸慳貪者起布施心……

P750



親近善友 聽聞正法
⚫第一親近善友。遠離善友是自我障礙，我們
必須親近善友

⚫第二聽聞正法。我們時時親近善友所說的法
，就是聞正法

⚫第三思惟其義。聽法之後要好好思惟，必須
善思念之：此法適合於現代世間嗎？

P750

P858

P857

P859



五戒十善 三學六度
⚫「五戒十善，為世間之善法，三學六度，為
出世間之善法，淺深雖異，而皆為順理益己
之法，故謂之善法」

⚫五戒即戒殺、盗、淫、妄、酒，是佛陀時代
對在家人制定的戒律

⚫十善，包含「身三、口四、意三」

P750

P860

P860

P861



三學六度到彼岸
⚫由戒而心定，煩惱除菩提至智慧現，但都還
是在個人修為的境界而已

⚫六度開始佛引導我們走入人群布施，忍辱，
準備打開心門，進入大慈大悲大乘，觀世音
普賢的境界，要放下個體的執著，到彼岸，
進入生命共同體的知見

P750



九、增上慢人五千退席



經 文
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

。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

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

。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P866



清空汙染 移植法髓
⚫五千增上慢比丘必須離開，就是比喻我們要
聽聞無上智慧的大法，佛的知見，眾生都是
佛子的這個世間難信的真實法了，我們必須
將凡夫及二乘知見，將心中任何一絲懷疑去
除，來接受大法，猶如清空我們我執汙染的
心，準備移植清淨的法髓一樣

P750



十、罪因業緣自心障礙



罪根深重 自心障礙
⚫「此輩罪根深重，此釋懈怠者退席。無敬信
心，罪根深重，自心障礙，起增上慢。即業
障」

⚫因是自己造，緣也是自己結，如何能拔除過
去的罪因與業緣？就是自己要精進修行，如
此慢心、懈怠心也才能消除

P750

P868

P871



十一、純有貞實堪受妙法



經 文
爾時佛告舍利弗：我今此眾，無復枝葉，

純有真實。舍利弗！如是增上慢人，退亦

佳矣
P871



無復枝葉 純有貞實
⚫「枝葉即指德本未深、信根未固、無敬心之
增上慢人」

⚫「純有貞實：其心誠實而無諂曲堪受法者。
故經云『我今此眾，無復枝葉，純有貞實。
』是讚會中之德信兼備者」

P750

P873

P874



經 文
汝今善聽，當為汝說。舍利弗言：唯然，

世尊！願樂欲聞

P875



深信利根得益
⚫佛陀為一大事，審慎暢演本懷，善思念施妙
法，深信利根得益

⚫「審縝暢演本懷」。佛陀過去隨機說法，長
久以來將覺悟的真實妙法護念於心，這就是
前面所說的「久默斯要」

⚫這時候佛陀「深信利根得益」

P750

P876

P877

P878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