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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醉臥不覺

⚫ 一、佛為五百弟子授記

◼ ◎傳承授記化迷向覺 ◎慈濟援助塞爾維亞難民

◼ ◎五百弟子悔過自責 ◎自以小智為足

⚫ 二、身繫寶珠不自知
◼ ◎公主認清幻化無常 ◎擁抱蒼生愛灑人間

◼ ◎開權顯實繫珠喻 ◎真善種子常在心

⚫ 三、酒為毒水惡之本
◼ ◎世間三毒貪瞋癡 ◎覺悟戒酒恆持律

◼ ◎得法不知難安住 ◎醉無明酒臥生死關

◼ ◎少有所得便以為足 ◎利他即是利己



第二章、寶珠恆在

⚫ 一、應緣當行弘法化他

◼ ◎苦既拔已復為說法 ◎學佛要應人間付出

◼ ◎緬甸福種存一把米 ◎入人群才是真道場

◼ ◎會遇示珠顯真如

⚫ 二、世之五欲資色身

◼ ◎曉了大義以慈化怨 ◎大乘實法善種常存

◼ ◎顛倒妄執昏迷不瞭

⚫ 三、人人本具真如本性

◼ ◎冤情不解天地不容 ◎從無明中求覺悟

◼ ◎法一定要用在人間 ◎法體入心常可如意

◼ ◎諸佛菩薩輾轉教育



第一章 醉臥不覺



經文

爾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受記已，

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

頭面禮足，悔過自責：

「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

今乃知之，如無智者。

所以者何？

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



經文

「世尊！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

是時親友官事當行，

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之而去。

其人醉臥，都不覺知。

起已遊行，到於他國。

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

若少有所得，便以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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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為隨行修學淨法行者授記

諸佛法道同傳承永續故授記

諸佛出世大事因緣化迷向覺



403

⚫虛空法界許多的道理，收合起來就是一
念心的覺悟。要覺悟，就要好好用心，
隨順覺悟的人所說的法，要深心信仰，
用很深的敬心來接受這個法；法入心要
深信，要捨不得讓它漏掉，不漏掉戒、
定、慧。



404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我又沒有犯戒。
」真的沒有犯戒嗎？起心動念啊！沒有
做錯事嗎？舉手投足啊！日常生活中，
很容易累積人與人之間的無明，這個無
明若種在心裡，就會與他人結不善的緣
。說起來這麼的微細，但是粒粒無不都
是種子。



405

⚫聽法要深入內心裡，信心不能打折，說
：「我過去是這麼信，現在覺得這麼久
了，我……」漸漸信念、動作就淡化掉
了。信念若淡化，修行就會懈怠；起惡
念，或行善法，都在一念心。



405

⚫佛陀教育我們，雖然人人本具佛性，卻
因無始劫來，在一念間受外境誘引，這
一粒種子落土，樹長大了，果實纍纍，
煩惱、無明的種子、業力，就這樣不斷
地複製，善念被惡念薰習，原來清淨的
本性無法發揮功能。



410

⚫但願粒粒愛的種子，能在受苦難的眾生
心中種下，這是我們要努力的使命。



412

⚫我們以為我們對「苦集滅道」都瞭解了
，怕再來六道輪迴，所以要修學。我們
要斷煩惱、除無明，不要再與人攀緣，
所以要獨善其身。我們一直這樣想，所
以迷失了，迷在自己自私，迷在自己想
要解脫。



414

⚫過去自以為已經滅度，而不知道自己也
是與佛平等，同樣也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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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場如醉如癡

認假為真如幻迷向

無知如醉複製無明

不知身藏無價明珠



415

⚫人生不知來自何處，也不知去向在哪裡
？人生好像一場夢，世間實在很短暫，
短短的這場人生，就像如醉如癡的人。



416

⚫什麼叫做「癡」？有些人生來聰明，卻
無法瞭解人間事，就是癡。也有一類人
，明明懂道理，卻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理
，明知犯法的事不可為，卻一念貪心起
，做了不當的行為。



416

⚫「認假為真如幻迷向」，將假的東西當
作是真的。人生不就是這樣嗎？看到就
想要，「我就是要這個東西」。「這個
東西」到底是什麼？自古以來多少人當
它是寶。



417

⚫當物資欠缺、國家的匯率降低時，十兆
、百兆拿出來，也買不到一條麵包。



420

⚫「為什麼得不到呢？我不要了！這根本
不是真實的，哪有辦法將水裡的珠撈起
來呢？」



421

⚫說起來，人生只是一念間。念迷了，世
間一切幻化就認為是真；念若醒了、悟
了，自然認清一切人間的物質，只不過
是過眼雲煙。人生只有使用的時間，而
沒有永恆的所有權，這就是我們要清楚
的道理。



425

⚫這是最真實的人生，走過的路，每一個
腳步都在叫喚沉淪苦難中的眾生，讓他
們瞭解人間的道理，去除愛恨情仇，建
立真誠的愛，這就是人間菩薩。



425

⚫我們要好好用心，在真假的人間追求真
理，假名相要看開一點。



428

⚫雖然名為接受佛法、在修行，道理聽進
去了，但是欲念未盡、煩惱未除，無明
還纏著他，就如酒醉的人，還是在昏醉
中宿醉未盡。



428

⚫譬喻人雖然開始發心聽經，無明漸漸降
伏，也瞭解佛法了，但是無明未除，法
邊聽邊迷失，無明同樣反反覆覆。



428

⚫「醉」有兩種：一是重醉都不覺知；二
是輕醉，稍微知道，但是很快又忘記了
。



431

⚫任何時間聽法，都一定要相信，不要只
是微小的信，要很深信、好樂。哪怕聽
一點點也要起歡喜心，因為這就是智願
的種子，能了達我們過去無明的因。



432

⚫我們若知道有這顆寶珠，就要修戒定慧
，著忍辱衣；要好好忍得住貪、瞋、癡
，才能面對外面種種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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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為毒藥 酒為毒水 酒為毒氣

眾失之源 罪惡之本

持律守戒 守精定性 慧命淨明



434

⚫酒對身心損害實在很大，何況對自己的
人格與家庭，尤其是社會。若能戒酒，
對我們的身心、家庭、社會都有好處。



436

⚫世間的三毒比這份食物的毒更毒。世間
的三毒我都能夠消除掉，何況區區一份
毒食呢？



438

⚫很多惡的源頭，就是因為這種如醉如癡
、無明的人，起了種種惡念。



438

⚫每天聽法，將佛心師志的使命感身體力
行，轉個心念，醉茫茫的人生就成為清
淨戒。法，日日都像甘露入心，滋養慧
命。



440

⚫醉人還在睡，所以親友為他放寶珠，他
卻不覺知，等到醉人清醒了，同樣也離
開這個地方，再往其他的地方去。這是
譬喻為煩惱之酒所迷。



441

⚫醉臥不覺，譬喻無明厚重。



441

⚫無明很重的人，怎麼跟他說，成見還是
很重，就如醉酒還未醒，就像失去記憶
，法無法拿出來用。



443

⚫無量劫以來的迷茫，這時候要趕緊醒來
，趕緊厭棄過去的生活，重新再來求佛
法。佛法能解開我們心靈的煩惱，教我
們放下粗重無明的重擔，讓我們懂得入
人群中，承擔起如來家業。



443

⚫無明惑製造煩惱業，擔子愈擔愈重，業
愈造愈重愈多，重重疊疊。若是如來家
業呢？瞭解了，放下一切，眾生得救，
歡喜啊！



445

⚫這就是眾生，哪怕修行還是為自己！



446

⚫聽法好像是很辛苦的事情，其實，若聽
得很歡喜，自然就會身體力行；身體力
行，不只別人的苦難解決了，自己也得
到貼心的歡喜。



447

⚫人間，老、病、死猶如牢獄，真的是很
辛苦。辛勤萬千求道，以為只求個能遮
蔽、能禦寒、能止飢就好了，但還是常
常會冷，衣服不夠；吃飽，還是會再餓
，這是指小乘，法還不足。若法很充足
，能有柔和忍辱衣在身上，則法喜禪悅
食永遠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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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

「咄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

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

於某年日月，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

今故現在，而汝不知。

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癡也。

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

常可如意，無所乏短。」



經文

佛亦如是，為菩薩時，

教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

而尋廢忘，不知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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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緣去來當行 隨機弘法化他

一實相真如智 衣繫寶珠不知

慚愧忍辱能遮醜恚 及防外惡



456

⚫人間離不開苦、集、滅、道，離不開苦
集來的因緣，既然苦集來的因緣這麼多
，必定要去教他們，如何啟開快樂、用
開闊的愛心去幫助人；心靈的財富，真
如本性的愛，這就是「一實相真如智」
。



458

⚫外表就是要與內心修行會合，表達在外
面的行動，所以「內功外德」。內修就
是修自心，外行就是謙讓，我們的形態
、待人等等，要有忍辱、謙虛、禮讓；
內在的心念已經是降伏三毒，外在表達
出來是付出無所求。



463

⚫真如本性在人人心的深處裡，我們若用
心，時時將真如本性發揮在生活中，不
受外面的濁氣污染，還能見苦知福去付
出，得到法喜充滿，就是修行的道場啊
！



464

⚫佛陀是要大家先將心練好，定下來，將
精神集中，不能散在貪瞋癡，緣在外境
造作，所以教很多方法：戒定慧、聞思
修等等。



464

⚫佛陀一直在說，自利還要利益人群，人
群中才是道場。這個道理，他們想不通
徹，所以還是守在自己的本位裡。



466

⚫過去四十年間，他們還是不瞭解佛的心
意，未體會到法，所以有見到和沒見到
一樣；與佛同世和與佛隔世一樣。沒有
見到佛的真實諦理，也就是沒有見到自
己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與佛性還未契
合，還是被遮蓋著，所以還未會遇。



467

⚫佛陀授業給我們，我們要自己修，才能
真正體會佛的心理。



468

⚫其實聲聞、緣覺，人人都很有本事，人
人都是法器，為什麼不願意展開心胸，
行於大道，為什麼只要獨善其身？



468

⚫過去已經給你很充足、價值連城的寶珠
了。意思是，在過去十六王子時，就已
經給大乘法了，生生世世都是這樣的教
化。



470

⚫「五欲自恣」，不是世間粗弊的五欲，
那種的資益身體；吃飽飽的、穿美美的
，有很多名利地位等等。這樣隨心所欲
的一生，是我們所要的嗎？不是。



470

⚫出世五欲：

一、無量法寶。

二、無量相好。

三、十號具足。

四、法喜禪悅。

五、寂靜大定。



471

⚫日常生活要自我體會，是不是有善用、
知時？是不是有真實智慧行？是不是有
利益眾生、累積功德？是不是有隨順眾
生意？是不是有慈心，愛護生物？這五
德要具足，這是修行的過程。



第二章、寶珠恆在

一、應緣當行 弘法化他
二、世之五欲資色身
三、人人本具 真如本性



世之五欲資益色身

人之所好成就生死

出世五欲能資法身

佛之所樂成就菩提



482

⚫過去宿世長久的因緣永遠都在，人人都
有菩提心—覺性，不要將它忘記了，不
要讓煩惱無明蓋住。



483

⚫其實，人人本具佛性，自己雖然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佛性與佛的佛性一樣，佛
知天地宇宙萬物的真理，我們若用心也
會知道。我們用心不夠，心都散了，因
為醉在無明中，所以還無法清楚，其實
「善種常存」，過去所薰習的法並沒有
全忘失。



484

⚫我們本來就已經富有，內心富有無價寶
珠，與佛同具如來藏性智慧大海；天地
萬物，哪一項我們不知呢？應該都知道
，只是不用心，所以是癡。



484

⚫將整個煩惱攬來，不肯放下，只執著在
這一生，不曉得這一世之前、這一世的
未來，過去、未來都不知道，只是迷於
現在，真癡。



485

⚫佛陀教育我們，知道理，要發心立願。
「四弘誓願」為我們的內修，「四無量
心」能讓我們走入人群為人間付出，這
是一條大道，是福與慧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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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樂之心滋長

善根常時聞法

因智願為種子

約結緣則圓解

無始聞法懷珠

本具真如本性



488

⚫佛陀累世修行、度眾生，只是眾生世世
結緣，卻是大心未發。



489

⚫這分結緣雖然成熟了，我們相信、也瞭
解，但還是醉在無明當中，不瞭解本具
真如本性。為什麼呢？因為無明、煩惱
未盡，用功還不夠。雖然每天聽法，但
是聽了之後，就藏在最深處，沒有拿來
應用，這是很可惜！



492

⚫為何現在氣候這麼異常呢？人心無明，
動不動無明網不斷，是真是假不知，很
多事情無法將是與非釐清楚，變成清與
濁混淆在一起。多少人受到無明、煩惱
所籠蓋，所以人禍頻傳，災難也頻傳。



492

⚫長久以來，聽法的種子已深埋在我們心
裡，人人身上都懷一顆寶珠，要好好發
揮我們用之不盡的智慧，讓真諦道理在
日常生活中能顯現出來，這就是我們求
法的目標。



493

⚫人間大乾坤不調和，就是來自於小乾坤
無明覆蓋。人間還未度化，眾生被無明
覆蓋，天下自然不調和，所以大家要趕
緊發大心立大願，入人群去說法、傳法
，為人群去付出，去體會人群的苦難，
從無明中求覺悟，這是佛陀對我們的教
育。



494

⚫這段經文勸告我們：「要去貿易，不要
只將寶珠放在身上，要拿出去與大家分
享，付出之後，會得到很歡喜的法喜。
」



494

⚫法要用出去，才能得來法喜，這叫做「
貿易」。付出之後，回向回來的法喜就
是功德；平時內心有修，就是功，付出
在人群中，就是德。



495

⚫「寶」就是佛性，「貿易」就是要去變
轉，將聽來的法善解入心，隨順眾生的
根機，隨順時代的需要，轉傳給大家。
「所須」是指「忍辱之衣、禪悅之食」
。



496

⚫聞思修、戒定慧，都是我們的柔和忍辱
衣，能常常穿這件衣服，就會得到很多
法。



496

⚫入人群之後，才知道原來是這樣，而那
一分的歡喜，就能滋養我們的慧命，這
就是「禪悅食」。



496

⚫這顆寶珠雖然很值錢，但是必定要去貿
易，要去付出，才能對眾生有利益。



497

⚫要求人人平安，就要去付出；法用在人
間，就能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難，這就
是全人類的福。



497

⚫這個寶珠就是法，法體入我們的心，實
在是用不完。



498

⚫我們對法清楚了，再傳給別人，別人也
清楚了，我們有少嗎？沒有。我們能不
斷地將付出之後的心得，再與大家分享
，這樣才能顯出寶珠的功能、效用。



498

⚫法，是屬於大家的，是人人本有，我們
應該要啟發人人這分愛心，讓人人的心
靈財富無窮盡，才是真正的「常可如意
，無所乏短」，這就是愛的力量。



500

⚫法本來就建立在我們心裡，因為沒有用
功，就會忘記了；忘記了就不覺知，好
像常常在醉酒中，每天都這樣無明再造
業。



500

⚫每天都在求法，但是每天都只為了自己
，只想如何了脫生死，將佛法自擁有，
不想與別人分享。其實，大小乘法，只
要聽了有道理，心開意解，就要趕緊與
人分享。



500

⚫信樂之心要永遠滋潤在我們的心裡，善
根要不斷伸展，既然知道有這樣的因緣
，就要好好將法用在日常生活中，內外
相應，法才能夠伸長。



501

⚫普天之下，眾生得法明理，才能四大調
和、社會祥和、人人平安。這都要看我
們是不是有時時多用心。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