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雙和中和三 羅恒源(本吾)

法華心香讀書會



隨喜功德賺一半

不通甸甸站在邊仔看

別人拚甲大粒汗、小粒汗

咱嘛應該愛用鼓勵的掌聲來作伴

隨喜功德賺一半
(閩南語)



隨喜的意義-1

「隨喜者，隨他修善，喜他得成也。」

靜思晨語-20180922

上人：隨喜讚歎也是要有準確！20190920晨語

(錯誤的不能隨喜，否則變共業)

「見人離苦得樂，心生歡喜，隨他人之歡喜，
心自歡喜。」

靜思晨語-20180926



錄自《法華文句記》第三冊

1.隨者：隨順事理，無二無別。即隨順「開權顯實」
之事理也

2.喜者：慶己、慶人。慶己有智慧、慶人有慈悲。

4.雖曰慶己，正為利他；雖曰慶人，正為顯己，故

云有智及有慈悲。以自聞經復能教他，故悲智具
足，方乃名喜。

隨喜的意義-2



1.歡喜–心理的支持，不勉強的(以觀音山淨山為例)

2.讚歎–口頭上的鼓勵、祝福

3.護持-給予人力、物力的協助

4.隨做-一起投入，輾轉相傳

(以邀請美惠師姊分享為例)

隨喜的意義-3



為何要講：隨喜功德品？

1.從傳 法而言：

2.從度眾生而言：

3.從自我修持而言：



為何要講：隨喜功德品？

1.從傳法而言：「僧讚僧，佛門興」，學習優點

2.從度眾生而言：應時應機、法無高下

3.從自我修持而言：除忌妒、去慳慢、廣結善緣

大乘佛法的修持要領，
弘揚《法華經》必備的條件



一者：禮敬諸佛

二者：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供養

四者：懺悔業障

五者：隨喜功德

普賢十大願王

六者：請轉法輪

七者：請佛住世

八者：常隨佛學

九者：恆順眾生

十者：普皆迴向

隨喜是治療忌妒的良方



經文要點-1

1.彌勒菩薩問佛：聞法華隨喜者，「得幾所福」？

2.佛說明：聞已隨喜，復行轉教，如是展轉，至第
五十人之功德。

3.佛問彌勒，以滿天下七寶布施所有眾生，又教化
使得阿羅漢果，功德大否？

4.聞法華經一偈之隨喜功德，超勝一切布施。



經文要點-2

5.自己若坐若立、須臾聽受法華經之功德。

6.勸人坐聽或分座給人聽法華經之功德。

7.告訴別人：有經名法華，可共往聽之功德。

8.為大眾分別解說、如說修行，功德更殊勝。

9.偈頌



「聞是《法華經》隨喜者，得幾所福？」

聽到《法華經》，能夠隨喜讚歎，信受奉行，

且隨喜轉教者，能得幾許(多少)福報？

上人開示-20180921



「聞是經隨喜已，從法會出，至於餘處，若在僧坊，若空

閒地，若城邑巷陌、聚落田裏，如其所聞，為父母宗親，

善友知識，隨力演說。」

1.為鄉親分享地藏經及布施造福的意義

2.掃墓不燒紙錢、不拜牲禮，改為誦經

3.父親八十大壽改為愛灑法會

4.勸亡者葉先生喝「四神湯」，一心念佛



「若城邑巷陌、聚落田裏，如其所聞，
為父母宗親，善友知識，隨力演說。」



人人歡喜響應 竹筒歲月



清明掃墓改為

法會誦經
20100315



20130324



掃墓恭誦《普門品》、普皆迴向 20190326













2007.6.24



烏丁屯與烏善丁帶動緬甸一把米善效應



緬甸慈濟人用雙腳與雙手，譜寫傳奇



緬甸一把米 輾轉相傳-上人開示4’24’’

「是諸人等，聞已隨喜，復行轉教，餘人聞

已，亦隨喜轉教，如是展轉、至第五十。」

緬甸一把米存善念 4'27''.mp4


瑞那滾村與鄰近13個村莊

累積728公斤白米

拍
攝
：
郭
寶
鈺



粒米成籮
每人一把米 累積成一座小米山

拍
攝
：
郭
寶
鈺



烏善丁師兄帶動緬甸米會員參加培訓

大愛新聞 000

20170423烏善丁帶動緬甸米會員參加培訓.mp4


因感動而為緬甸慈濟人創作歌曲-「一把米傳奇」

烏
丁
屯
師
兄

烏
善
丁
師
兄



走過無常的災變
開啟了一大事因緣
藍天白雲的身影
湧進了遙遠的南天

一把智慧的稻種
撒向了奇妙的稻田
心懷感恩的農民
綻放著豐收的笑臉

啊…一把米 一個願
兩分助人結善緣
米撲滿 種福田
積少成多 愛心在漫延

一把米 一個願
兩分助人結善緣
米撲滿 存愛心
一生無量 大愛滿人間

一把米傳奇 詞曲：羅恒源(本吾)



功德多否？

財施：以七寶布施一切眾生，滿八十年已…

法施：集此眾生，宣佈法化，示教利喜，一時皆

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

得自在，具八解脫。」



聞法華經隨喜功德最殊勝

佛告彌勒：「我今分明語汝，是人以一切樂具、

施於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眾生，又令得阿羅

漢果，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

隨喜功德，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菩薩招生-自己聞法、接引他人

1. 自己若坐若立、須臾聽受法華經之功德。

2. 勸人坐聽或分座給人。

3. 告訴別人：有經名法華，可共往聽。

4. 為大眾分別解說、如說修行，功德更殊勝。



傳法要正確-阿難尊者的感嘆與入滅

⚫某沙彌：「若人生一世，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

得賭見之」

⚫阿難糾正：「若人生一世，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某師父：阿難已老，記憶不清了…

⚫傳法錯誤、又不肯改過，還要毀謗，阿難失望而入滅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聞是法華經隨喜者，得幾所福？」

而說偈言：

世尊滅度後 其有聞是經

若能隨喜者 為得幾所福

經 文-1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如來

滅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及餘智者，若長若幼，聞是經隨喜已，從法

會出，至於餘處，若在僧坊，若空閒地，若

城邑巷陌、聚落田裏，如其所聞，為父母宗

親，善友知識，隨力演說。」

經 文-2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是諸人等，聞已隨喜，復行轉教，餘人聞已，

亦隨喜轉教，如是展轉、至第五十。」

「阿逸多，其第五十善男子、善女人，隨喜功

德，我今說之，汝當善聽。」

經 文-3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若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眾生， 卵生、

胎生、濕生、化生，若有形、無形，有想、

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無足、二足、四足、

多足。如是等在眾生數者，有人求福，隨其

所欲娛樂之具，皆給與之。」

經 文-4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一一眾生，與滿閻浮提金銀、琉璃、硨磲、瑪瑙、

珊瑚、琥珀，諸妙珍寶，及象馬車乘，七寶所成

宮殿樓閣等，是大施主，如是布施滿八十年已，

而作是念：『我已施眾生娛樂之具，隨意所欲，

然此眾生，皆已衰老，年過八十，髮白面皺，將

死不久，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

經 文-5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即集此眾生，宣佈法化，示教利喜， 一時皆得

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

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脫。

於汝意云何，是大施主所得功德、寧為多否？」

經 文-6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彌勒白佛言：「世尊，是人功德甚多，無量

無邊。若是施主，但施眾生一切樂具，功德
無量，何況令得阿羅漢果！」

經 文-7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佛告彌勒：「我今分明語汝，是人以一切樂具，

施於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眾生，又令得阿

羅漢果，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聞法華

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

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

經 文-8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阿逸多，如是第五十人，展轉聞法華經隨

喜功德，尚無量無邊阿僧祇，何況最初於

會中聞而隨喜者，其福復勝，無量無邊阿

僧祇不可得比。」

經 文-9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又阿逸多，若人為是經故，往詣僧坊，若

坐若立，須臾聽受，緣是功德，轉身所生，

得好上妙象馬車乘、珍寶輦輿，及乘天宮。」

經 文-10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若復有人，於講法處坐，更有人來，勸令坐

聽，若分座令坐，是人功德，轉身得帝釋坐

處，若梵王坐處，若轉輪聖王所坐之處。」

經 文-11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阿逸多，若復有人，語餘人言：『有經名法華，

可共往聽。』即受其教，乃至須臾間聞，是人功

德，轉身得與陀羅尼菩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

百千萬世、終不瘖啞，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

亦無病，齒不垢黑、不黃不疏，亦不缺落，不差

不曲，唇不下垂，亦不褰(ㄑㄧㄢ)縮、不粗澀、不

瘡胗，亦不缺壞，亦不喎(ㄎㄨㄚ)斜，不厚不大，

亦不黧黑，無諸可惡。」

經 文-12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鼻不匾(ㄊ一)，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

狹長，亦不窊(ㄨㄚ)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

唇舌牙齒，悉皆嚴好，鼻修高直，面貌圓滿，

眉高而長，額廣平正，人相具足，世世所生，

見佛聞法、信受教誨。」

經 文-13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阿逸多，汝且觀是，勸於一人令往聽法，

功德如此，何況一心，聽說讀誦，而於大

眾為人分別，如說修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經 文-14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若人於法會 得聞是經典 乃至於一偈 隨喜為他說

如是展轉教 至於第五十 最後人獲福 今當分別之

如有大施主 供給無量眾 具滿八十歲 隨意之所欲

見彼衰老相 髮白而面皺 齒疏形枯竭 念其死不久

我今應當教 令得於道果 即為方便說 涅槃真實法

經 文-15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世皆不牢固 如水沫泡焰 汝等咸應當 疾生厭離心

諸人聞是法 皆得阿羅漢 具足六神通 三明八解脫

最後第五十 聞一偈隨喜 是人福勝彼 不可為譬喻

如是展轉聞 其福尚無量 何況於法會 初聞隨喜者

經 文-16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若有勸一人 將引聽法華 言此經深妙 千萬劫難遇

即受教往聽 乃至須臾聞 斯人之福報 今當分別說

世世無口患 齒不疏黃黑 唇不厚褰缺 無有可惡相

舌不乾黑短 鼻高修且直 額廣而平正 面目悉端嚴

為人所喜見 口氣無臭穢 優缽華之香 當從其口出

經 文-17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若故詣僧坊 欲聽法華經 須臾聞歡喜 今當說其福

後生天人中 得妙象馬車 珍寶之輦輿 及乘天宮殿

若於講法處 勸人坐聽經 是福因緣得 釋梵轉輪座

何況一心聽 解說其義趣 如說而修行 其福不可量

經 文-18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討論提綱

1.請分享您曾經有過的隨喜經驗(或被人隨喜

的經驗)。

2.您曾經如何鼓勵或接引別人「薰法香」？

3.為甚麼聞法華經一句一偈隨喜功德那麼大？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