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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上人手札 2019/09/16

正法之道，能安邦國，
常以正法，教化人民，

敬信三寶，修持善戒，
是即真誠，守護正法



薰法香上人手札

聞說妙法，深生愛樂，
歡喜奉行，

是故能令，正法不減!!

2019/09/18



佛遺教經載:

最初說法，在鹿野苑以四聖諦度五比丘

最後說法，在雙樹林樹下，以八正道度120歲
的外道須跋陀羅。他迷惑於人生的生死，

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不知向何種目標精進? 感到矛盾苦惱?



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1. 法師品第十：「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
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

2. 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
大悲願牽掛苦難人，以喜捨心憐念眾生。

3. 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
生忍:能忍眾生瞋罵捶打之羞辱。
法忍:能忍寒熱風雨飢渴老病。心不動搖不生煩惱。

4. 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在是無為法中。
5. 然後以不懈怠心 ，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



1.大慈悲為室(如來室)，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慈悲生一切善，

修心量廣大。清淨心，

於一切眾生平等說法。

2.柔和忍辱衣，遮一切惡，不卒暴、

不耍脾氣，不鬧情緒、柔和善順眾生，

心不驚，常面帶微笑

遵三軌弘經



3.諸法空為座，對的事做就對了，

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

諸法空寂一切相，

處此為說法:安住這三原則，

不懈怠心，

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法華經。

作為末世弘通妙經之法則，



文殊師利菩薩 問世尊:於後惡世，
云何能說是經 ?

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若菩薩摩訶薩，
於後惡世、法欲滅時，能說是經，
當安住四法，身安樂行、口安樂行、
意安樂行、誓願安樂行。



安住四法能於末法說法華經

1.身安樂行:是要以身作則，而開出智慧。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

2.口安樂行: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

不綺語。

3.意安樂行:不要有貪、瞋、癡、慢、疑。

4.誓願安樂行 : 恆常 且生活化。

安樂行四法:



六根清淨 六千功德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皆清淨，可得六千功德。

更可由識轉智，成所作智、

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法師功德品



學習上人：

1.遇到什麼事，要處在大慈悲室中。

2.碰到什麼樣的環境，要穿著

「柔和忍辱衣」。

3.遇到什麼考驗，應該「諸法空為座」

以這三軌弘經作為自己終身的方向，

以歡喜受持的心回歸靜寂清澄。

本是於清淨之土，而願今生，

濁惡之世，演說此經。



弘經不是叫人人去講經，

而是要將經中的法 落實在生活

珍惜身邊的法，不要捨近求遠

了解人生無常，要把握當下

要有信心、毅力、勇氣，

不要有太多罣礙。

安住自己的心，好好受教，

多用心。



歡喜信受鋪路行

1.馬來西亞手套大王(全球第一)丹斯里

林偉才。受證委員還要當慈誠，

做環保、 推廣素食，減少污染地球。

2.富貴學道並不難，有心就不難。

三世一切佛， 一切唯心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HZlF9O2Ws
&t=90s ( 4:10---8:33 ) 2019/08/28 人間菩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HZlF9O2Ws&t=90s


分享個人在慈濟：
隨順因緣



以佛法治癒人心，科學站在佛門口

1.國父孫中山曾說，佛學乃哲學之母，

可補科學之偏，彌補法律的不足。

法律只能制裁已經以身試法的人，

2.佛學卻能防患於未然，教化人的心靈，

使人諸惡莫作，積極向善。佛教善於分析
人的煩惱產生的根源，使人從根本上意識

到自己行為的動機。

比如人生八苦，比如貪瞋痴三毒，都讓人看清
活在世上到底是什麼在困擾著自己的內心，

從而對症治療。



釋迦牟尼佛 捨頭目髓腦是為什麼?
釋迦牟尼佛 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
修行，遍歷五道輪迴，捨頭目髓腦，
究竟是為了什麼 ?

2.兩千五百多年前，他示現八相成道，
投生為淨飯王的太子悉達多，
又歷經深修苦行。

佛學在正覺大山龍洞修行六年，始終無法得到悟道，於是拖著孱弱的身軀來到了尼連禪河旁遇到了牡羊女，最後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悟道，成道的 ..

佛學在正覺大山龍洞修行六年，始終無法得到悟道，於是拖著孱弱的身軀來到了尼連禪河旁遇到了牡羊女，最後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悟道，成道的 ..



大魚捨身

１、國王不忍百姓因乾旱饑荒，

化身大魚捨身為解饑

2、上人為支援約旦濟暉師兄救助敘
利亞難民，夢中告訴濟暉：我願意用
我的血供養難民。



梵天大王求法

有誰可給我法? 我當給其所需，

隨其所欲。集聚智慧資量。

上人靜思晨語開講法華經，

用生命用毅力，努力為弟子講法。



梵天大王向勞度差(阿私仙)
要求先給法:在種脂柱前，怕生命發生意外

常者皆盡 高者必墮

合會有離 生者必死

有常者必無常 富貴者必不久

合合者必別離 強健者必歸死
人生八苦:生老病死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



阿難一日路遇一年少比丘口念：

人生活百歲，不見水潦鶴，

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見之。

阿難糾正說：

人生活百歲，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而能瞭解之。



比丘聞阿難語回稟師父，師言：

• 莫聽阿難語，阿難已老朽，

失憶及智慧。

• 比丘轉告阿難師如是說－

阿難深思：眾生不依正法，

，行住世何用 ? 

• 阿難百二十歲－思滅



三理四相
生理

物理

心理



「善男子！是故我說微妙甚深

無上大乘『無量義經』，
文理真正，尊無過上；

應當觀察一切諸法。自本來今，
性(空)相(有)空寂。
無大無小，無生無滅。非住非動，
不進不退。猶如虛空，無有二法。
三世諸佛所共守護；無有眾魔外道得入；

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敗壞。



來不及讓人覺悟

眾生業力，大如須彌山。

現在已經是二千多年，

人口愈來愈增加，所以上人一直在想，

跟不上啊！來不及讓這麼多人，

同行於這一條浩瀚無邊的覺悟道路。



全球天災人禍不斷
上人說:所有災難都源自人心荒蕪，
價值瓦解，因此，(冰島立碑悼700歲的 OK冰川已死)-

冰層要厚40-50公尺才能靠自己重量移動)2100年前會

有20億人口當難民，印尼雅加達也要遷都。
常常提醒世人要將思想導向正軌，
並急切叮嚀「來不及! 來不及! 」
慈濟宗門人，皆應有所覺醒，
體會上人的苦心，
以善以愛，共知共識共行，

締造人間淨土。



證嚴法師開示：

1.佛陀生生世世，總是為一大事因緣，
就是如何讓眾生能覺悟？

要讓眾生能入法，領會覺悟的道理，
所以他要不斷來人間「開、示」。

2.佛陀不斷聲聲在呼喚著，可是光靠佛，
無法讓聲音那麼的開闊遍布到全球。
在佛陀時代的人類，只不過二億多人，
那個時候佛陀就一直希望，能讓人人都

踏上這樣覺悟的道路。



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

一個決心，一粒種子開始，
A.縈繞心頭的鮮紅記憶，烙印在心中，
(因) 

B.法師與修女的對談(緣)
C.印公導師要上人搬遷(緣)，
如江河匯聚大海，
促成29歲的證嚴法師，
將為佛教 為眾生的志願付諸實現。

C.



B.法師與修女的對談

1.修女以為佛教是迷信，

2.法師向她們介紹正信的佛教，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

不是無中生有，而是真有其人。

佛教不是全能的神，

佛法也不是虛無缥緲的，

而是人生智慧的教育。



3.天主教或基督教，強調因信而得救，
「博愛」的精神偏重對人類，

法師說明，佛教的「慈悲」，

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不只愛人，尊重一切生命。

是最普遍、最透徹、最微細的愛。

4.修女疑惑:這麼好的佛法，

這麼寬廣的慈悲，

為何沒有落實在利益人群上呢 ?   



5.修女說，天主的「博愛」廣泛落實在

社會上，在世界各地貧困的角落，

都有濟貧救苦的設施。

我們在深山裡有教堂，社會上有學校、

醫院、孤兒院、養老院。

佛教呢?  佛教有嗎?

6.佛教有嗎? 如空谷迴音，震入法師耳際。



7.佛法的道理如此微妙、透徹，然而

落實在事相上，佛教徒對社會人群的貢獻，

遠不如天主教或基督教徒。

8.但基於護教之心，法師解釋，

佛教徒與天主教徒一樣，都有善良的心，

都願意去愛人，只是佛教徒不著相，

佛教徒為善不欲人知，常有行善的無名氏，

很多應該都是佛教徒。



9.修女說:既然有這麼多佛教徒在

做好事，把大家的力量結合起來，

不是可以做更多好事 ?

10.上人深思:是啊，為什麼不把

佛教徒的力量組織起來?

佛陀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佛陀的慈悲無量無邊，

人人應該也有無量無邊的慈悲。



是非當教育
1.法師堅持不受供養，自愛自重護惜清譽。

聽到許多冷語批評，不免驚訝難過，

但並未退縮放棄，當它為逆增上緣，

鍛鍊出堅定的道心。

2.佛教經典，給了她無比的力量:

我等敬信佛，當著忍辱鎧，

為說是經故，忍此諸難事。

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 法華經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1.法師自勉學習松柏，在艱困環境中，

千磨萬擊還堅韌的精神，紮根更實，

永不放棄。是非當教育，

用感恩心面對一切逆境。

2.以無量義經: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法師自勉，

要守住「為眾生」之志，永不動搖。



信心、毅力、勇氣
1.因緣稍縱即逝，既然方向正確，
就要堅持志願，只要抱著信心、毅力、
勇氣向前，相信再坎坷的路，
終究能走出平坦。

2.家庭主婦的竹筒積蓄，加上常住增產
嬰兒鞋所得，在功德會成立第二個月，
共匯聚了慈善基金3400元，

3.濟貧救難的工作，隨即展開!!



１.全球五百大企業平均壽年41年

2.全球人口基督教33%(耶穌傳道3年）

回教20%、印度教13%、

佛教6%（佛陀說法49年）。

聯合國所定永續發展的三大願景：

1.社會進步 2.環境保護 3.經濟成長

慈濟的四大八法，完全可與對接。

慈濟慈善事業永續承擔－
顏博文執行長報分享



佛教被評為世界最佳宗教
1.2009新聞，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聯合宗教會
（ICARUS），

2.基於提高並促進宗教和靈性的融合與交流之目的，

於當年七月投票決議賦予佛教團體最高榮耀獎，

一致表決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

3.聯合國二百名各宗教領袖投票決定，世界最佳宗教

，贊揚信仰佛教國家數千年來從不發動戰爭，

目前無團體代表領獎，因榮譽屬於全人類。



第七屆世界宗教議會於2018/11月1日晚間在
加拿大多倫多登場

1.受邀出席的靈鷲山開山住持心道法師，在開幕典禮上以一分鐘
平安禪為療癒地球祈福，場面莊嚴隆重。

2.訴說氣候變遷造成冰川崩解及北極熊哭泣的現況，呼籲從靈性
的力量出發，推動「多元共生、相濟共存」的「全球生態倫理
」，療癒地球母親，讓人類生存得以永續，

3.在多倫多大都會會議中心舉辦，地主加拿大多倫多是個

多元民族的城市，吸引超過80個國家、200種信仰及

上萬人次的世界宗教領袖與信徒共聚一堂

，是3年一次的全球最大跨宗教盛會。



慈濟出席世界宗教議會 環保與氣候變遷
分享獲肯定

1.於2018年11月4日在慈濟分論壇進行發表，

論述慈濟是以實質的環保行動回應

氣候變遷問題，以實例印證理念獲

與會者肯定。

2. 開幕典禮，由聯合國新聞理事會主席

布魯斯‧諾茨（Mr. Bruce Knotts）介紹

慈濟與證嚴法師，並播放證嚴法師開示影片，

內容傳達「宗教共融，眾善共行」的精神。



慈濟分論壇主題為:基於信仰的角度針對氣候
變遷採取具有道德觀念的行動

1. 由靜思精舍德淵法師、德澍法師，以及慈濟基金會何日
生主任、天主教教區基督教和宗教間官員協會(CADEIO)全
國副主席艾力克斯神父(Father Alexei Smith)、
Creenfaith穆斯林外聯主任娜娜菲爾曼(Nana Firman) 共
同論述。

2..德淵法師先介紹來自台灣花蓮的靜思精舍，表示
在證嚴法師以身作則領導下，儘管在小小的修行
地自力耕生卻關心全世界。

3.以佛法說明現今因氣候變遷造成自然災害加劇
、飲水資源不均，證嚴法師依循佛陀教義
教導弟子「對的事，做就對了」，從自身
愛護物命、綠建築做起。



4.德澍法師提及聯合國IPCC在2018/10月發布12年
內全球氣溫預計上升攝氏1.5度(全球平均)，將讓
災害、苦難更顯著，要改變除了環保回收，最快
的就是素食。

5.德澍法師指出素食在佛教是培養慈悲心，但也是
為了保護地球。慈濟在29年前開始帶動回收，

志工不畏惡臭與誤解做回收的過程，也反省自己
是否浪費。

6.最後慈濟基金會由何日生主任以慈濟的力行印證
環保對環境、對健康、對心靈都有非常正面的影
響力。



7.將愛轉化為包容性行動。
場外的慈濟展區人潮絡繹不絕！
慈濟的展區人文氣息、用回收塑料
製作的慈悲科技產品包含
環保毛毯、福慧床、福慧桌椅等，
都讓各國代表駐足、嘖嘖稱奇。

展現慈濟的環保具足共知、共識、共行



大時代需明大是非

大劫難需養大慈悲

大無明需要大智慧

大動亂需要大懺悔



感恩聆聽

祝福大家

在菩薩道上

福慧更增長

士林一 楊安心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