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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大綱

影片觀賞，用心聞法

本集大意，心得分享

討論題綱，深入經藏

法喜問答，妙法入心



第五集：堅決出家，烽火中登上大蘇山

陳光道興起益發強烈的求法之心，雖然陳家家訓要他
考試求取名利，父母雙亡後，在兄長支持下堅決走佛
道、起重誓，拜法緒法師為師。 這時回到正往北方求
法的智顗，一路回想幼年曾經歷戰亂，內鬥有終期嗎？
他能做些什麼呢？

西元561年，23歲的智顗到達河南大蘇山。此時佛教的
戒律教義南北歧異很大，慧思禪師多次遭人毒害，雖
然在慧思禪師帶領下，大蘇山法常在卻缺衣糧，又經
常遭人挑釁誹謗，弟子陸續離去。就在此時卻有人從
衡州來求法，是誰不遠千里、不畏險阻而來？



本集引人入勝的思考點

西元561年，中國佛教的戒律教義南北歧異很大，僧
團之間鬥爭不斷，互相毀謗、攻擊，甚至毒害、仇殺。

前往北方求法的智者大師，一路思索安邦定民的方法，
在大蘇山靜修的慧思禪師也思索著如何化解佛教界的
紛爭。

這對即將相遇的師徒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他們遭遇的問題，會有解決辦法嗎？

請用心觀看兩人的心路歷程與心地風光



影片觀賞(24:00)

https://d.docs.live.net/13106cc9a47d8e8b/One%20Drive專用/2019智者大師導讀/大同聯絡處導讀5TH/智者大師第05集.mp4


本集大意，心得分享



合掌誠心跪落地 恭請佛祖心頭坐
真心誠願起重誓 自覺度他破癡迷

(智顗大師)：我陳光道在佛前立誓，此生願為
佛教沙門，上求佛法，下化萬民。



發願求於無上菩提



信 願 行



2017.7.25賴索托，87歲的恩塔碧珊師姊，清晨
6點出門，前往馬塞魯共修處。
看到了那一位八十七歲的，一大早的零下九度
，披著毯子，開始出門，她是為了定期要讀書
會，每一次讀書會她沒有缺席，她要從這裡，
走到那裡，四個小時，從天黑走到天亮，她這
樣一步一步前進，有的是要爬坡，有的是要下
坡，有的時候還要攀越了天橋，因為有我們的
同仁在跟拍，人都會很好奇，為何有人來拍妳
，她就會跟她說：「來啊，來啊，妳跟我去，
妳就會知道。」逢人說慈濟。





(恩塔碧珊師姊雙腳凍傷又起水泡，慈力師姊為她擦上凡
士林。每週四的本土志工共修，由懂英語的志工翻譯成當
地方言，讓志工們聞法。)
這位老菩薩，她走抵達時，當地的比較年輕的，看到她到
了，就這樣的幫她脫襪子，看看她的腳，已經都一個個的
泡，水泡都起來，她們就會幫她抹一抹，看，這都是法親
關懷。這一天到來的時候，馬不停蹄，開始讀書會，這讀
書會一天一支短片，經過了翻譯過後，他們看了再看，整
天都在看那支短片，把每一句法，都是人人記錄下來，所
以他們的法會那樣地，銘記於心，落實生活。



悲憫眾生，發心立願



勸發菩提心文中說

入道要門，發心為首
修行急務，立願居先



發心當發菩提心
立願當立弘誓願



講一嘴的好佛學，
不如專一身的真學佛



智顗大師：
以前總認為，只要讀誦經典就是學佛，
現在才知道，經典其實是通往佛境的地圖。



以堅定的宏願「遍十方世界」

學佛必須
發大道心，要有

四弘誓願

四無量心



辯經論義世智聰
欠缺實修全無功
如同煙花眾人望
燦爛一時盡隨風



辯經論義世智聰
欠缺實修全無功
如同煙花眾人望
燦爛一時盡隨風

專一身的真學佛
聞要有解，行要有證



方便有餘解脫不足
執著末端困鎖六道
難敵生死甚至魔考
神通扁舟苦海難度



法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

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
以法教化一切眾生，見賢聖軍與五
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
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
爾時如來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
令眾生至一切智。



法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

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
以法教化一切眾生，見賢聖軍與五
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
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
爾時如來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
令眾生至一切智。

五蘊魔:色受想行識

四魔，+天魔



神通

精神敏銳，道理通達



證嚴法師 - 談神通-1
 有人學打坐, 坐到整天都有人在耳邊跟他講話, 聽一些別人聽不到的

聲音, 以為這就是「天耳通。」

 師言:「真正的天耳通是遠離一切煩惱雜念和不清淨的言語; 不但不
聽是非, 而且能把是非轉為佛法, 當作教育, 這才是真正的天耳通。」

 有些人以為修行能修行到眼見仙佛鬼神,就是「天眼通」; 其實這是
錯誤的。

 師言:「只要能看開世間事物, 不去計較爭執, 就是真正的天眼通了。」

 很多以為具有「神足通」的人,能日行十萬八千里,其實是不可能的
事。

 師言:「真正的神足通, 是世間的路條條皆走得通。只要我們秉持光
明正大的心, 抱持誠正態度待人接物, 則天下無難事! 天下無難事, 當
然也就條條道路皆行得通。」



證嚴法師 - 談神通-2
 別人在想些什麼,具有「他心通」的人真的都知道嗎﹖

 師言:「只要我們能抱著坦誠的心意, 體諒他人, 事事為他人設想, 那
麼他人對我們就沒有任何隱瞞, 如此, 我們怎會不了解他人的心思
呢﹖」

 有所謂「宿命通」,就是洞悉過去,瞭解現在,預知未來。

 師言:「想知道過去未來, 其實現在就能一清二楚了。有句話說:『欲
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這豈不是明顯的
告訴我們過去和未來了嗎﹖」

 那麼,「無漏通」呢﹖

 師言:「學佛不要妄求神通, 最重要是能斷盡煩惱, 接受佛法後能身體
力行, 能發揮菩薩的精神, 這種『無漏通』才是學佛者所應求。假如
能修到無漏通, 心自然能通達無礙; 心通則萬事皆通, 如此, 又何必盲
目地追求神通﹖」



妒恨驕慢瞋毒火
僧門互傷染塵穢
殺劫毒關都無悔
佛前一心來懺罪



滅障七心

慚愧心
恐怖心
厭離心

發菩提心
怨親平等
念報佛恩
觀罪性空



煩惱障

業障

果報障

懺悔三障



(慧思禪師)：
一切都是因果，都是考驗，真的不知
道該如何，使正法能夠永遠流傳，也
不知道有誰，能夠繼承法華三昧的精
髓，望佛菩薩垂憐，護祐弟子安度此
劫，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



分別好壞而阻礙修行，
是凡夫心，

不念好壞而堅持修行，
才是菩提心。





四種成就是甚麼呢？

法華本是經中王
聞法機緣殊勝功
四種成就在過往
註定來世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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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四法
於如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

一者為諸佛護念
二者植眾德本
三者入正定聚

四者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法華經是直證佛果的，一乘
圓教，根機不足自然緣份不
夠，所以若是有人願意信受，
而且讀誦修持，為師也會為

他讚嘆高興。



討論題綱，深入經藏



萬象巧合有因緣
宿世點滴溯本源
明師高徒皆如願
法華心燈從此傳



西
元

西晉 → 東晉 → 五胡十六國

亂了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一
統南北朝對峙

智者大師時代背景

北朝 後魏 東魏 西魏 北周

386            534            557         581

北齊 550   ~   577            

(AD) 420   479   502                 557               589  

南朝 宋 齊 梁 陳 隋

智者大師 538 - 597



智顗大師的師父們(出家受戒)
傳燈序「讚者曰：智者具八相以成道，人稱為東土小釋迦。」智者大師法名智顗，顗，靜也，即出家後，

師為立號。從德為名，故用靜義。

在他18歲時，至湘州（縣治位於今湖南長沙），在果願寺法緒門下出家，法緒為他授十戒，並教導其律藏。

20歲時，智顗受具足戒，師事慧曠律師，學習大乘經典。之後進入大賢山（位於今湖南省衡陽縣）潛修，

學習法華三部經（包括《法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等，並進行方等懺法。

當時慧思禪師駐錫在光州（縣治位於今河南省光山縣）大蘇山，智顗在23歲時，前往參學，修習禪法，證

得法華三昧前方便，發初旋陀羅尼。他曾代慧思說法，開講大品般若經。

法緒法師

湖南果願寺

18歲

慧曠律師

湖南大賢山

20歲

慧思法師

河南大蘇山

23歲



慧曠律師聽聞智顗沙彌一席見解，認其非池中物。
請求法緒法師將他轉至自己座下，學習律藏與大乘經典。

律師，又稱持律師、律者、毗尼師，
指專門持誦、研究、解釋與教授佛教戒律的
出家僧侶。
主要工作在於判別何事符合戒律，可做，何
事不可做，行為的嚴重程度等。



法緒法師：我要向智顗學習，去除門戶小我之見，
共同為佛教大我盡一分心力。

慧曠律師：我一定會全力為佛門栽培龍象之才。



智顗大師的師父們(天台宗)

慧文法師

天臺宗初祖

慧思法師

天臺宗二祖

智者法師

天臺宗三祖

天台宗為漢傳佛教十宗其中之一，根本經典為《妙法蓮華經》，又叫法華宗，注重修行
止觀，又叫止觀宗。智顗大師是天台宗實際創始人，之後傳給灌頂，再傳給湛然。

慧文依據龍樹
《大智度論》
內所引《大品
般若經》的一
段話，領悟
「一心三智」、
「一心三觀」
的「圓融觀」
佛理，開創天
台禪行的心法。

其理論基礎上發展了
「一心三觀」的理論

著作有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

《立誓願文》、
《隨自意三昧》、

《大乘止觀法門》等。

其理論主張如下：
詳見一念三千、

三諦圓融、
五時八教、
性具善惡

（與華嚴性起善惡區別）
六即佛、

三種止觀的著作、
三大部與五小部。



印順導師 與 證嚴上人 的 師徒之間

【證嚴法師菩提心要】第729集
20150606佛在人間-緬懷印順導師

04【證嚴法師菩提心要】第729集20150606 佛在人間 緬懷印順導師(9分08秒).mp4


證嚴上人 與 靜思弟子 的 師徒之間(02:01)

【師徒之間】紀陳月雲(紀媽咪)

https://d.docs.live.net/13106cc9a47d8e8b/One%20Drive專用/2019智者大師導讀/大同聯絡處導讀5TH/師徒之間%20-%20紀陳月雲%20(首屆慈育隊總幹事).mp4


以佛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



智顗大師見出家人互爭，疑惑有感：
出家人應該以蒼生為念，解脫為志，
為什麼要互相刁難？
為何沒辦法像這片花園互相融合嗎？

【人間菩提】第7587集
20190119大愛無疆承師志

慈濟不分宗教、種族、國家，
共同的目標都是大愛。

03【人間菩提】第7587集_20190119 大愛無疆承師志(2分38秒).mp4


學佛路上，您找到地圖與引路人了嗎？

【悲智印記】
20160811上人傳法弟子受持

【衲履足跡】第874集
20150704慈濟宗風大乘教義

深入經藏 走入人群

07【衲履足跡】第874集_20150704 慈濟宗風 大乘教義(4分37秒).mp4
06【悲智印記】20160811上人傳法弟子受持(4分45秒).mp4


法喜問答，妙法入心



發心當發_____心
立願當立_____願



講一嘴的好佛學，
不如_______的真學佛



以堅定的宏願「遍十方世界」

學佛必須
發大道心，要有

四________

四_______



分別好壞而阻礙修行，
是凡夫心，

不念______而堅持修行，
才是______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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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四法
於如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

一者____________
二者____________
三者____________
四者____________



證嚴上人完整開示
請看大愛電視台或

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
指教電郵：jack01823@gmail.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1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earn-buddha-966211/20180313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