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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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集摘要》
慧思禪師一見到智者大師，欣喜嘆曰：「昔日
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
智顗法師於二十三歲時，終於順利抵達到了光
州大蘇山，投禮慧思禪師，受學禪法。並向
慧思禪師稟告求法之因緣與決心，慧思禪師也
讚嘆慧曠律師的慈愛，栽培佛門龍象！



慧思禪師要智顗法師解行並重，親身實踐以
體解佛智之境界，一切義理自然了了分明。
為他廣釋「四安樂行」，這是成為法華行者
要奉行的基礎。智顗法師於慧思禪師座下，
依示精修普賢道場（法華三昧行），依教奉
行，成為真正的法華行者。



說明當時的社會背景，因為大小乘佛法紛紛
流傳至中土，義理與思想需要梳理，因此需
要判教詮釋，否則易造成佛門內部因為理論
有別而產生諍論。這一點對於智顗法師所開
演的「五時八教」，有重要意義！
有一句重要的話：「實踐，就在你的起心動
念中！」



本集影片，主要是演出智顗法師依教窮研，
日夜勤奮，修持《法華經》二七日而開悟，
並獲慧思禪師印證，得到「說法人中，最為
第一」之美譽。
在慧思禪師的指點下，智顗法師深入法華經
中無量三昧的境界，彷彿回到了靈鷲山上法
華會中，親睹彌勒、文殊兩位菩薩慈悲智慧
的對答，更體悟了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
所願為何，離證入法華精神更近一步。



第七集：21天閉關大蘇妙悟悟得
法華三昧

大蘇山什麼都缺，但求道精神可佩，同門師
兄都佩服智顗。證法華三昧需閉關 21 天，
宛若身在靈山，但智顗才 14 天就在唸誦
《藥王菩薩本事品》時開悟。智顗出關後，
慧思禪師驚喜之餘稱他為說法第一人，決定
將畢生所得全數傳授。



影片觀賞(24:00)



本集大意
心得分享



閉關？法華三昧？三七日？



舍利弗當知 我以佛眼觀

見六道眾生 貧窮無福慧

入生死嶮道 相續苦不斷

深著於五欲 如犛牛愛尾

以貪愛自蔽 盲瞑無所見

不求大勢佛 及與斷苦法

深入諸邪見 以苦欲捨苦

為是眾生故 而起大悲心

我始坐道場 觀樹亦經行

於三七日中 思惟如是事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世尊，若後世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
寫者，欲修習是法華經，於三七日中，應一心
精進。滿三七日已，我當乘六牙白象，與無量
菩薩而自圍繞。以一切眾生所喜見身，現其人
前，而為說法，示教利喜。亦復與其陀羅尼咒，
得是陀羅尼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不為女
人之所惑亂，我身亦自常護是人。唯願世尊，
聽我說此陀羅尼咒。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





智顗法師依教窮研，日夜勤奮，他的
精勤苦修，受到同門眾師兄弟的讚歎！

影片中提到，修持法華三昧行法，一
期是二十一天，不知道要修多久才會
開悟？因此唱了一段偈語，很有意義：

修行並非一世事
累劫功底各懸殊
地基穩固起大厝
爛泥只能搭草屋



智顗法師依教窮研，日夜勤奮，他的
精勤苦修，受到同門眾師兄弟的讚歎！

影片中提到，修持法華三昧行法，一
期是二十一天，不知道要修多久才會
開悟？因此唱了一段偈語，很有意義：

修行並非一世事
累劫功底各懸殊
地基穩固起大厝
爛泥只能搭草屋

三十七助道品，三無漏學，
四攝法，四修，六度等等。
內修誠正信實是不斷求法
外行慈悲喜捨是不斷付出



全神投入命燃燒
一心專志無雜想
捨命忘軀決意足
定當證成大和尚



月光照在經書上
心思進入禪境中
松燈有明破闇障
柏香無蹤遍虛空



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
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
以神通力願而自然身，光明遍
照八十億恆河沙世界，其中諸
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
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如來。《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



天衣=穿上使命感

《法華經‧分別功德品》中，描述諸菩薩聞法得法益，虛空中如雨般降下曼陀羅
華、天衣、瓔珞等寶物，莊嚴殊勝，大眾歡喜踴躍。八日志工早會，上人談到，
在經典中，佛陀說法時常有天女散花、天雨天衣、天香等敘述，傳達眾生聽聞
佛法而有所體會的歡喜心，心境清淨、開闊，而與自然環境相合。
上人表示，人人的清淨本性就如經典描述的美好境界；有因緣聞法、修菩薩行，
就要精進用功，從「歡喜地」、「離垢地」等一層層自我提升，將覆蓋在真如
本性的無明一層層清除，透發智慧之光，到達「發光地」、「焰慧地」。
上人談及墨西哥本土志工來到臺灣尋根，用心學習慈濟人的進出威儀，學菩薩
就要像菩薩。在花蓮參訪志業體時，聆聽慈濟大學曾國藩副校長介紹大體老師，
深受感動而流淚，對人生、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體悟。在精舍正式皈依，發心立
願見習、培訓，要穿起慈誠、委員制服，承擔墨西哥的慈濟志業。
「慈濟制服穿在身上，就要負起使命。」衣著除了蔽體、禦寒，也能顯示人的
品格，上人引申經典中所說的「天衣」，代表無形的精神與人格；慈濟人的使
命與品格，即由儀表、言行表達，墨西哥本土志工也已經學習如何傳承法脈、
承擔使命，為社會奉獻。 (慈濟月刊第618期2018-05-01)



禪心一如入三昧
過去現在不相離
虛空粉碎任來去
重回法華講經時



對於三昧的體會-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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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佛陀
入於三昧放光，是不可思議，極為
稀有之瑞相，不知是何殊勝因緣。

(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諸善
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經看此瑞相，
代表佛陀將要演說，以世間難信之
大法。 《妙法蓮華經序品》







智顗法師修持: 經過十四天時間，當誦《法華
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中的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時，身心豁然開朗，
心無雜念「寂靜」入定，此時「持因靜發」
--智慧因禪定而顯發出來。據說顗師乃是藥
王菩薩乘願而來娑婆，因此才會誦至此品時
豁然開悟。藥王菩薩，後號「淨眼如來」。
其賜與人良藥，救治眾生身心兩種病苦的菩
薩，乃二十五大菩薩之一。



另有藥上菩薩，號「淨藏如來」，原為
藥王菩薩之弟。藥王、藥上兩菩薩，常
作為藥師如來的兩脅侍一併供奉(另說
為「日光菩薩、月光菩薩」)

或許正因為顗師在過去世已經薰習了無
量無邊的佛法，此世又接上了過去世的
修行，對於智慧有了總持之力。



顗師因定發慧以後，對於法華經的深奧
意旨全都徹照明了，就像午時的陽光，
連幽深山谷也能徹照；其對諸法實相之
通達，就好似大風在虛空中吹拂一樣，
毫無障礙。

顗師的一生有兩次開悟，第一次便是大
蘇山的「大蘇妙悟」。



顗師將自己所證稟告慧思大師，慧思
大師更進一步地為他開示演說經妙義。
因此，凡是他自己內心所領悟到的和
師父所傳授的經過了四天四夜加工進
取，其功效和成就超過別人修行一百
年的時間。



慧思大師語帶鼓勵地讚歎:「這種境界，
如果不是你，別人是無法輕易證到的；
如果沒有我，其他人也並難以判別」。

慧思大師還為他指出了所入的定境和
所發的慧解:智慧依禪定而發，當發
「初旋陀羅尼」時，就能夠於一心中
頓時體證空假中三諦圓融:一切的世間
法轉為佛法，一切的煩惱法向於菩提，
一切的聞思修都能向於解脫。



初旋陀羅尼

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梵語：
陀羅尼，譯為「總持」「能持」，乃
能攝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之「記憶
術」。初旋陀羅尼，是指由得空理智
力，能旋轉凡夫之執著相，得入空定，
即旋假入空之證空觀。所謂旋是轉也、
疾也。



某居士因為兒子信仰基督教，
十分懊惱。

師父開示道：
你該為他高興呀!有信仰比沒有
信仰好。

旋陀羅尼(例子01)



會員：師父，我先生都不照顧家庭，責
任都是我一肩挑，我要照顧十七個人，
忍得頭都痛了!

師言：先生的家庭就是妳的家庭，他會
將責任推給妳，是因為妳有這分能力;如
果忍了還會頭痛，就表示妳還不夠忍。

旋陀羅尼(例子02)



妳有十七個人要照顧，而我的雙肩一邊挑的
是千萬愛心人士：要時時祝福他們能家家平
安，並以教富精神啟發他們自造福緣，讓生
命更有意義。
另一肩挑的是濟貧救急的擔子：除了長期照
顧戶的幫助外，意外的急難救助也必須及時
救援。這麼多人與事，難道我就沒有煩惱嗎?
但是我認為為了眾生，任勞任怨也是值得的!

旋陀羅尼(例子02)



法髓師徒緣



法髓師徒緣



法華三昧前方便陀羅尼，

法華三昧前方便陀羅尼，乃以十信空假定為方便，其中

空定為初，假定為後，故以空定名為前方便。

又陀羅尼有三種：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法音

方便陀羅尼等。今指初旋，即空觀之初旋陀羅尼，乃由

凡夫修止觀，（從凡入空的禪定。得配合於修道位，證

觀行五品，即五品弟子位。）又法華三昧通於正助，在

實踐中，念念不離三觀，即寂而照；照而寂的寂照不二，

如得所觀現前，則三昧行成。且三昧是從定，陀羅尼是

從慧，所證之定是法華三昧，得持空觀是初旋陀羅尼。



(一)空觀-觀一切法之空(真)諦。
(二)假觀-觀一切法之假(俗)諦。
(三)中觀-此觀有二，觀一切法非空非假即是中，
謂之雙非中觀。觀一切法亦空亦假即是中，謂之
雙照中觀。

但修止亦應兼觀，修觀亦應兼止，這樣才能定慧
均等。

圓教修一心三觀，即是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
空，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一中一切中，
無假無空而不中，空有即中道。



旋轉一切的惡法、染法為淨法，這就是依
法華三昧前方便而發的「初旋陀羅尼」。

何謂「陀羅尼」?

顗師所發的慧解「旋陀羅尼」，在「三旋
陀羅尼」中屬第一個陀羅尼。

陀羅尼，意為「真言」、「總持」、即總
一切法、持無量義，也就是能掌握一切法
的總綱之意。



問：「什麼是『溝通』?如何與人溝通?不同習氣、
不同生活背景與知識程度的人，能否溝通?」
師言：「以現實來說，觀念、目標、習氣相近者，
比較容易溝通，但是起點仍在個人。要先能傾聽，
捐棄自己的成見，並有虛心接受別人想法的胸襟
和智慧，才能有真正的溝通。所謂的溝通，不是
要人家和我溝通，而是自己如何與人溝通的問題。
若要別人退一步、自己進一步，這就不是溝通，
只是說服。」

旋陀羅尼(例子03)



問：當前的交通這麼混亂，毛病究竟出在哪裡? 
師言：「如果人心能好好溝通，車道就能暢通。
可惜大家都是你爭我奪，何嘗有平靜的心靈作
相互溝通呢?」
又言：「馬路上經常東挖西補，以致滯礙難行。
沒有長遠、完善的規畫，交通自然也就時時交
而不通了。

旋陀羅尼(例子04)



總持

無量義經

金剛經

心經

法華經(前半部)



總持

無量義經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證嚴上人)

金剛經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惠能)/凡諸法相皆為虛妄(惟智)

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
苦厄(惟智)

法華經(前半部)

準提咒



如常—度一切苦厄

《如常》片中的小添，從小

失去父親，母親為外籍配偶，

還有一個年幼的妹妹，一家

在失去生活支柱後，幾乎斷

炊，志工余輝雄和宋美智即

時探訪，除了帶來生活所需，

更帶來愛與鼓勵。經過十多

年的陪伴，小添不負所望考

上大學，然而余輝雄的生命

已因癌症走到最後⋯⋯



信 解 行 證

全神投入命燃燒
一心專志無雜想
捨命忘軀決意足
定當證成大和尚

信為道源功德母
常養一切諸善根
聞法思維能解義
如常修行在人間



信 解 行 證

全神投入命燃燒
一心專志無雜想
捨命忘軀決意足
定當證成大和尚

信為道源功德母
常養一切諸善根
聞法思維能解義
如常修行在人間

悟 法與境界結合
法與生活結合

法的境界與人
事物理的契合
心很輕安自在

20140604《靜思妙蓮華》
滅惑度生死

(法華經‧方便品第二)



準提咒

南無。颯多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怛姪他。唵。
折隸。主隸。準提。娑婆訶。

準提菩薩是七千萬佛之母，號稱「過去七俱胝如來之
母」，七俱胝，傳統上譯為「七億」，意為「七億尊
佛」。實際上，準確地講，俱胝指的是「千萬」，並
非今日的「一億」。

龍樹菩薩作偈云：準提功德聚，寂靜心常誦，一切諸
大難，無能侵是人，天上及人間，受福如佛等，遇斯
如意珠，定獲無等等。



準提咒
薩多喃三藐三菩陀俱姪南怛姪他唵折隸主隸準提
薩婆訶

自塵點劫以來，有無量的眾生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這一切能夠成就的心要就是：要在修行中保有覺悟
的心，要有恭敬但勇猛精進的心，要常保清淨的心。

各家咒語翻譯解說皆不同，以上是我參照各家說法
所寫成的大意。

準提：清淨

準提是清淨，這各家翻譯皆同。





禪心一如入三昧
過去現在不相離
虛空粉碎任來去
重回法華講經時





此次流通的「法華三昧行法」法寶，封面一打開就是一張非常莊嚴的「靈山說法圖」，是由龍岡
數位文化所提供的。這張圖目前收藏在平溪天寧寺，據說原稿很大，供奉在大殿佛堂。



上人對三昧的開示(01:28)



對於三昧的體會-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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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持
對治

當下 永恆
在這
裡

無限
大

不驚
不暴

安心 變動
紊亂

無明
煩惱

調心不暴
調直定

定心不散直心不曲

柔和忍辱衣

大慈悲為室

處此為說法

諸法空為座正心

八正道
正受

正定

精進

想法

感受

行為

善心
一處
住
不動

三摩地
又可譯為
「止」
「定」
「禪定」



靈山一會未消散
叩首仰望佛慈顏
慚愧功行不圓滿
無明蓋頭忘根源



靈山一會未消散
叩首仰望佛慈顏
慚愧功行不圓滿
無明蓋頭忘根源

明明曾是靈山佛弟子，法華信受者，竟然輪迴
沉迷至今，才幡然覺醒，實在是愧對佛恩。





靈山親聞經中王
諸經疑難慧自通
開化收合心清朗
原是一體不求同



靈山親聞經中王
諸經疑難慧自通
開化收合心清朗
原是一體不求同

善哉智顗，只有你才能夠證得，也只有我才能夠明白，
你所證悟的境界，能夠了知佛法真義，旋轉自在。



千經萬論通天梯
仙宮便是法華居
一朵妙蓮無盡義
極樂花開有歸期



繁花雖美
蓮花為尊
萬僧不和
妙法能為

如今心清慧朗，宛如新生，內心這止不住
的法喜，想要與師父分享。



(慧思禪師)：智顗，你從外面進來，大蘇山的
花是不是都開了？
(智顗大師)：稟師父，花已經綻放，但是尚未
結果。
(慧思禪師)：你就讓為師聽聽看，這朵花綻放
的風采。
(智顗大師)：師父。

【王文英】

靈山親聞經中王諸經疑難慧自通
開化收合心清朗原是一體不求同



(慧思禪師)：善哉智顗，只有
你才能夠證得，也只有我才能
夠明白，你所證悟的境界，能
夠了知佛法真義，旋轉自在。



開眼弘辯四方界
垂眉明心在本懷
法華靈宮智慧海
契機說法樂無礙

以後，就算說是千萬文字之師，他們也無法辯得
贏你，你一定會成為說法之人中，最為第一。



(慧思禪師)：以後，就算說
是千萬文字之師，他們也無
法辯得贏你，你一定會成為
說法之人中，最為第一。





證量愈高，考驗愈烈，
接下來為師要將自身的
經驗，傳授給你，為你
的法華之路，鋪出一條
康莊大道。





大蘇妙悟鑠古今
法華心燈有傳人
四夜談法心相印
功超百年脫凡身



法華三昧
開權

開權引實
終歸於實



三諦圓融之妙理，
分明現前，障中道
之無明止息，謂之
法華三昧。



空觀 : 付出無所求，三輪體空

假觀 : 娑婆世界任悠遊，借假修真

中觀 : 菩薩行中道，真空妙有

三諦圓融之妙理



三昧 開眼
根本無

分別智
實相

止/正定 觀 等觀

定 慧

妙智之光

本段靈感整理自
20130916

《靜思妙蓮華》
啟發內心妙智之光
發現天臺智者大師
的止觀正好與

日月燈明佛時代的
妙光菩薩相呼應

真妙



討論題綱

Q1
為什麼智顗閉關修法華三昧，
可以限期取證？



討論題綱
 Q1

為什麼智顗閉關修法華三昧，可以限期取證？

慧力非凡，又是靈山再來人

 禪心一如入三昧 過去現在不相離

 虛空粉碎任來去 重回法華講經時

 全神投入命燃燒 一心專志無雜想

 捨命忘軀決意足 定當證成大和尚

智顗師面對修行的態度，他是將他的生命，如同蠟燭一般完全燒

盡，這份壯烈無悔的求法之心，不正是我們最欽佩他的地方。



討論題綱

Q2
為什麼智顗可以獲慧思禪師印證，得到
「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之美譽？



討論題綱

 Q2
為什麼智顗可以獲慧思禪師印證，得到「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之美譽？

 得到四無礙智

 得到初旋陀羅尼

 得到法華三昧

 受持法華經

 「智顗，法華三昧妙不可言，未來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萬不可停留此境。」

 「證量愈高，考驗愈烈，接下來為師要將自身的經驗信授給你，為你的法華之路
鋪出一條康莊大道。」

 「大蘇妙悟鑠古今，法華心燈有傳人，四夜談法心相印，功超百年脫凡身。」



四無礙智
 （術語）又云四無礙辯。

 是為諸菩薩說法之智辯，故約於意業而謂為解，謂為智，約於口業而謂為辯。

 一法無礙，名句文能詮之教法名為法，於教法無滯，名為法無礙。

 二義無礙，知教法所詮之義理而無滯，名為義無礙。

 三辭無礙，又云詞無礙。於諸方言辭通達自在，名為辭無礙。

 四樂說無礙，又云辯說無礙。

 以前三種之智為眾生樂說自在，名為樂說無礙。

 又契於正理起無滯之言說，名為辯無礙。無滯之言說即辯也。

 智度論二十五曰：「四無礙智者：義無礙智，法無礙智，辭無礙智，樂說無礙智。」

 涅槃經十七曰：「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得四無礙：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

 仁王經下曰：「得無礙解，法義詞辯，演說正法。」

 俱舍論二十七曰：「無礙解總說有四：一法無礙解，二義無礙解，三詞無礙解，四辯無礙解。」

 法華玄贊二曰：「四辯者，即四無礙解。」



以法供養真供養(0438)



真供養

菩薩立願供養佛

信佛沐浴法流中

深信受樂道雨法

修諸施捨大功德

慈悲喜捨發心修

善解佛法得法乳

福慧平行養慧命

人人覺悟真供養

十地論三種供養：「財供養，法供養，觀行供養。」
亦即「一、利供養—奉香飲食等。二、敬供養—讚
歎恭敬也。三、行供養—受持修行妙法也。」



法喜問答，妙法入心



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
“諸佛同贊是__________，是名
_________”。到此一句，身心豁
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



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
“諸佛同贊是真精進，是名真法
供養”。到此一句，身心豁然，
寂而入定，持因靜發。



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
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
以神通力願而自然身，光明遍照
八十億恆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
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四無礙智

一____________

二____________

三____________

四____________



四無礙智

一法無礙

二義無礙

三辭無礙

四樂說無礙



繁花雖美
蓮花為尊
萬僧不和
_____能為



繁花雖美
蓮花為尊
萬僧不和
妙法能為



法華三昧
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法華三昧
開權

開權引實
終歸於實



三昧:心定於一處
調心______
直心______
定心______
故曰調直定

善心一處住不動
是名三昧



三昧:心定於一處
調心不暴
直心不曲
定心不散
故曰調直定

善心一處住不動
是名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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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