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華心香讀書會
無量義經-德行品

高明智(惟智)

2018年6月27日

1



分享大綱

• 無量義經的經名內容概說

• 做慈濟是離言法華的解說

• 德行是菩薩的德還是佛德

• 佛德圓滿三德十德大法王

• 靜寂清澄志玄虛莫的闡述

• 慈濟人如何修行菩提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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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的經名內容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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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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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量
說法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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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
每天都這樣在說，法到底是多少呢？說
不完啊！
因為人生有各形各性，不同的事物道理，
所以怎麼說也說不完。不過，雖然這麼
的複雜，種種人物事相，不離開一個道
理，那就是「一理」而已。所以有很多
的煩惱事物，全都是從一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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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一位外道修行者，聽到佛陀他是大
覺者可以解開人人的迷，可以指引
人這條正確修行的路，所以他想說
來求佛，能够給他一個正確方向。
他就很虔誠，帶著花來到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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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就問他：「這位修行者，你來我面前有什
麼事情？」
他就說：「我用最虔誠的心來祈求，佛陀，您
能指引我一條明路－正確修行的方向、能立即
解脫的法？」

佛陀就微笑，向這位修行者說：「先放下。」
這位修行者就把花放下來，虔誠合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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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就跟他說：「來，再放下。」
他就趕快把兩隻合掌的手再放下。

佛陀又說：「你再放下。」
修行者就向佛陀說：「佛啊！我全都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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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說：「你還要再放下，放下你心所求，
那念也要放下。」

就這樣，這位修行者忽然間，好像面前這樣
一亮起來，知道了道路應該如何走
－就是一念心，放下這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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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麼的簡單，
我們若能够不著相、無所求，
那就是正確的道路了。

靜思晨語201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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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功德品
第三

說法品
第二

德行品
第一

無量義經

菩薩德行
佛的德行

疾得正等正覺
佛的說法

十種功德
流布守護



做慈濟是離言法華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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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裡面，佛陀這是「離言法華」，
就是先從人人的心調整。先從四諦、十二因緣，
這種法如水，一層一層來洗滌我們，讓我們的
心能夠更加清淨，使我們凡夫無明、煩惱，那
種熾盛的心、很懊熱的心，幫我們冷卻下來。

佛陀就是以法水來滋潤我們的心地，所以《無
量義經》還是這麼說：「爾乃洪注無上大乘，
潤漬眾生諸有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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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言法華」意思就是說，也沒
有出聲，但是要讓大家的心能先
去探討、了解。其實，所探討了
解，佛陀的本意就是行菩薩道，
菩薩道的法才是佛陀的本懷。



《法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2016/10/28晨語簡記

•證明離言之道，身因行為典範；

•濁惡世中，憎嫉高張，持法為難；

•自性成就慧命，止於善法化身；

•無礙義大樂說，證法身實理體。

17



18

這是要用心去體會，我們要如何來證明
離言之道？離言之道，也不是一直用說
的，法，一定要接入心來，銘刻在心版
裡，在我們的心中，而且適應人間事，
能夠在人間身體力行為典範，去做。這
個身體力行，那就是菩薩因行。菩薩因
行，我們一直說，菩薩不是名稱的菩薩，
是我們要實力入人群去付出，身體力行。
行，無不都是菩薩所應行的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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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因行是什麼行呢？六度啊！六度萬行，
這就是菩薩因行。所以我們身因行為典範，
能夠證明離言之道，不一定要一直用說話的。
持經者，不只是傳說，持經者要腳踏實地去
做，將法做成形來，這叫做布施。布施就要
有這樣「三輪體空」，這不是光用說的幾句
話，這樣就叫做成法了，不是。就是付出，
真正的付出之後，不求回報，還要向對方感
恩，這樣就不再罣礙在心裡，這就是布施，
能做到「三輪體空」，這就是身因行。



德行是菩薩的德還是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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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成就

聞成就

時成就

處成就

主成就

眾成就

如是
我聞
一時
佛
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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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成就—如是；學佛要信佛，這要我們相信佛陀的教法，起恭敬心，如
佛所開示的這樣做。
聞成就—我聞；阿難尊者聽聞佛陀所說法，將之結集成經典流傳， 上人
每日殷殷開示，我們聽聞了，要思、要修，真的做到法入心、法入行。
時成就—一時；我們常發願生生世世在菩提中，這生生世世是長時間，
但不可忘，長時間是秒秒累積而成，老師也說持經、定課，既是持就是
一直，就是每天，定就是一定，不停息。
主成就—佛；佛陀不捨眾生，不斷乘願再來娑婆世界，經中也有十方分
身釋迦牟尼佛，所以佛陀在哪裡？在我們身邊，只要只善知識，只要是
正法，我們當信受奉行。
處成就—比方《法華經》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現代的科技，讓我們可
以透過影音或是任何方式，處處是道場，但真正的道場我想應該在自己
心中，無論在何處，我們時刻身在道場中。
眾成就—比方《法華經》裡，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這就是要菩薩大
招生，如果同修同道同行的人愈多，代表著更多人的人心淨化，自然社
會祥和，天下無災難。(以上為映月師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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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 蕭齊天竺三藏曇摩伽陀耶舍譯 (西元481年)

德行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菩
薩摩訶薩八萬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
睺羅伽。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金
輪、銀輪、諸轉輪王，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
各與眷屬百千萬數，而自圍遶，來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燒香散
華，種種供養。供養佛已，退一面坐。其菩薩名曰：文殊師利法王子、大
威德藏法王子、無憂藏法王子、大辯藏法王子、彌勒菩薩、導首菩薩、藥
王菩薩、藥上菩薩、花幢菩薩、花光幢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觀世音
菩薩、大勢至菩薩、常精進菩薩、寶印手菩薩、寶積菩薩、寶杖菩薩、越
三界菩薩、毘摩跋羅菩薩、香象菩薩、大香象菩薩、師子吼王菩薩、師子
遊戲世菩薩、師子奮迅菩薩、師子精進菩薩、勇銳力菩薩、師子威猛伏菩
薩、莊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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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菩薩，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之所成就。其心禪寂、常在三昧。恬安澹泊，無為無欲，顛倒
亂想，不復得入。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曉了分別，性相
真實，有無長短，明現顯白。又能善知諸根性欲，以陀羅尼無
礙辯才，請佛轉法輪，隨順能轉，微渧先墮，以淹欲塵。開涅
槃門，扇解脫風，除世熱惱，致法清涼。次降甚深十二因緣，
用灑無明老病死等，猛盛熾然，苦聚日光。爾乃洪注，無上大
乘，潤漬眾生，諸有善根；布善種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
發菩提萌；智慧日月，方便時節，扶疏增長，大乘事業。令眾
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常住快樂，微妙真實，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

菩薩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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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福田，是諸眾生，
不請之師，是諸眾生，安穩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
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能為生盲而作眼目，聾劓啞者，
作耳鼻舌；諸根毀缺，能令具足；顛狂荒亂，作大正念。
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置涅槃岸。醫王、
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病授藥，令眾樂服。
調御、大調御，無諸放逸行，猶如象馬師，能調無不調。
師子勇猛，威伏眾獸，難可沮壞。遊戲菩薩，諸波羅蜜，
於如來地，堅固不動，安住願力，廣淨佛國，不久得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菩薩摩訶薩，皆有如是不思
議功德。

是諸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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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比丘名曰：大智舍利弗、神通目揵連、
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彌多羅尼子富
樓那、阿若憍陳如等；天眼阿那律、持律
憂波離、侍者阿難、佛子羅云、憂波難陀、
離婆多、劫賓那、薄拘羅、阿周陀、莎伽
陀、頭陀大迦葉、憂樓頻螺迦葉、伽耶迦
葉、那提迦葉，如是等比丘萬二千人，皆
阿羅漢，盡諸結漏，無復縛著，真正解脫。

比丘境界



28

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遍觀眾坐各定意
已，與眾中八萬菩薩摩訶薩俱，從坐而起，
來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燒散天
華、天香、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從
上空中，旋轉來下，四面雲集，而獻於佛。
天廚、天缽器、天百味，充滿盈溢，見色
聞香，自然飽足。天幢、天幡、天幰蓋、
天妙樂具，處處安置，作天伎樂，娛樂於
佛。即前胡跪合掌，一心俱共同聲，說偈
讚言：

供養讚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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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大悟大聖主 無垢無染無所著
天人象馬調御師 道風德香熏一切
智恬情泊慮凝靜 意滅識亡心亦寂
永斷夢妄思想念 無復諸大陰界入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 非彼非此非去來
非青非黃非赤白 非紅非紫種種色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 眾生善業因緣出
示為丈六紫金暉 方整照曜甚明徹

佛德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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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相月旋項日光 旋髮紺青頂肉髻
淨眼明照上下眴 眉睫紺舒方口頰
脣舌赤好若丹果 白齒四十猶珂雪
額廣鼻脩面門開 胸表卍字師子臆
手足柔軟具千輻 腋掌合縵內外握
臂脩肘長指直纖 皮膚細軟毛右旋
踝膝不現陰馬藏 細筋鎖骨鹿膊腸
表裏映徹淨無垢 淨水莫染不受塵
如是等相三十二 八十種好似可見
而實無相非相色 一切有相眼對絕
無相之相有相身 眾生身相相亦然
能令眾生歡喜禮 虔心表敬誠慇懃
因是自高我慢除 成就如是妙色軀

佛德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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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八萬之等眾 俱共稽首咸歸命
善滅思想心意識 象馬調御無著聖
稽首歸依法色身 戒定慧解知見聚
稽首歸依妙幢相 稽首歸依難思議
梵音雷震響八種 微妙清淨甚深遠
四諦六度十二緣 隨順眾生心業轉
有聞莫不心意開 無量生死眾結斷
有聞或得須陀洹 斯陀阿那阿羅漢
無漏無為緣覺處 無生無滅菩薩地
或得無量陀羅尼 無礙樂說大辯才
演說甚深微妙偈 遊戲澡浴法清池
或躍飛騰現神足 出沒水火身自由

佛德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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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法輪相如是 清淨無邊難思議
我等咸復共稽首 歸依法輪轉以時
稽首歸依梵音聲 稽首歸依緣諦度
世尊往昔無量劫 懃苦修習眾德行
為我人天龍神王 普及一切諸眾生
能捨一切諸難捨 財寶妻子及國城
於法內外無所吝 頭目髓腦悉施人
奉持諸佛清淨戒 乃至失命不毀傷
若人刀杖來加害 惡口罵辱終不瞋
歷劫挫身不倦惰 晝夜攝心常在禪
遍學一切眾道法 智慧深入眾生根
是故今得自在力 於法自在為法王
我等咸共俱稽首 歸依能懃諸難懃

佛德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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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惡

怖魔

乞士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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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惡

怖魔

乞士

比丘

正法正氣讓魔王起恐怖心

破煩惱，除惡念，消惡行

放下身段，人人平等
上從如來乞法，下從俗人乞食
乞法資道，乞食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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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供

殺賊

無生

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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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供

殺賊

無生

阿羅漢
殺煩惱賊

應受人天供養

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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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供

殺賊

無生

阿羅漢
殺煩惱賊

應受人天供養

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報

盡諸結漏
無復縛著
真正解脫



佛德圓滿三德十德大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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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

佛德

法身德

般若德

解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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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三德

• 一、法身德，為佛之本體，以常住不滅之
法性為身者。

• 二、般若德，般若譯曰智慧，法相如實覺
了者。

• 三、解脫德，遠離一切之繫縛，而得大自
在者。此三者各有常樂我淨之四德，故名
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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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燈明佛

佛

德

日:

智德

月:

斷德
燈:

恩德

41

一導明
二成熟

一除熱
二清涼

一破暗
二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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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圓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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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圓明自然
一性圓明，本具自然，淨潔無染，精純光亮



No. 十號(十德) 說明

1 如來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乘如實之道而來，而成正覺之意。

2 應供 阿羅漢遠離了一切煩惱，自輪迴中解脫出來，不再輪迴流轉，因此，他值得被人供養，
應受人天之供養。萬德圓具，應受人天九法界等覺菩薩以下之供養。

3 正遍知 無上正等正覺，「應知的已知，應修的已修，應斷的已斷」。
能正遍了知一切之法

4 明行足 佛陀具足「明」，即一切智慧圓滿；具足「行」，即大慈悲圓滿。三明具足。

5 善逝 佛善入於無量世界，隨順眾生心欲，以為說法。佛陀圓滿正行，正語，滅盡一切煩惱，
不再生死流轉，來去自如。而能令眾生聞法歡喜，善能導向無上菩提。

6 世間解 謂佛於有情世間之一切眾生種心欲，種種癡昧業報及器世間之物體成住壞空悉能解了。

7 無上士 如諸法中，涅槃無上；在一切眾生中，佛亦無上。謂以種種法，使令一切眾生
未種善根者 令種。未成熟者 令成熟，已成熟者 成菩提。

8 調御丈夫 佛教相信，佛陀具有透徹眾生性格、習性的能力，因而知道什麼修行方式最適合他們。
謂以種種法成就大業，調御法界一切眾生。

9 天人師 為天與人之導師，以一切眾生欲了知佛法便於修持。師者能導向正軌律儀，正法典範。

10 佛、世尊 佛即「覺者」，了悟真理之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在這世上，佛陀是最殊勝、
最無上、最值得受人尊敬的老師。被稱為世尊，「世人所敬仰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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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大悟大聖主 無垢無染無所著
天人象馬調御師 道風德香熏一切
智恬情泊慮凝靜 意滅識亡心亦寂
永斷夢妄思想念 無復諸大陰界入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 非彼非此非去來
非青非黃非赤白 非紅非紫種種色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 眾生善業因緣出
示為丈六紫金暉 方整照曜甚明徹

不起妄念
不執著
超越

無分別
不受外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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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相月旋項日光 旋髮紺青頂肉髻
淨眼明照上下眴 眉睫紺舒方口頰
脣舌赤好若丹果 白齒四十猶珂雪
額廣鼻脩面門開 胸表卍字師子臆
手足柔軟具千輻 腋掌合縵內外握
臂脩肘長指直纖 皮膚細軟毛右旋
踝膝不現陰馬藏 細筋鎖骨鹿膊腸
表裏映徹淨無垢 淨水莫染不受塵
如是等相三十二 八十種好似可見
而實無相非相色 一切有相眼對絕
無相之相有相身 眾生身相相亦然
能令眾生歡喜禮 虔心表敬誠慇懃
因是自高我慢除 成就如是妙色軀

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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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八萬之等眾 俱共稽首咸歸命
善滅思想心意識 象馬調御無著聖
稽首歸依法色身 戒定慧解知見聚
稽首歸依妙幢相 稽首歸依難思議
梵音雷震響八種 微妙清淨甚深遠
四諦六度十二緣 隨順眾生心業轉
有聞莫不心意開 無量生死眾結斷
有聞或得須陀洹 斯陀阿那阿羅漢
無漏無為緣覺處 無生無滅菩薩地
或得無量陀羅尼 無礙樂說大辯才
演說甚深微妙偈 遊戲澡浴法清池
或躍飛騰現神足 出沒水火身自由

須陀洹果
斯陀含果
阿那含果
阿羅漢果

四聖諦
十二因緣

六度波羅蜜

說法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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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法輪相如是 清淨無邊難思議
我等咸復共稽首 歸依法輪轉以時
稽首歸依梵音聲 稽首歸依緣諦度
世尊往昔無量劫 懃苦修習眾德行
為我人天龍神王 普及一切諸眾生
能捨一切諸難捨 財寶妻子及國城
於法內外無所吝 頭目髓腦悉施人
奉持諸佛清淨戒 乃至失命不毀傷
若人刀杖來加害 惡口罵辱終不瞋
歷劫挫身不倦惰 晝夜攝心常在禪
遍學一切眾道法 智慧深入眾生根
是故今得自在力 於法自在為法王
我等咸共俱稽首 歸依能懃諸難懃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 自在

清淨
大法

勤轉法輪
令人清淨



靜寂清澄志玄虛莫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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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寂清澄
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法華

經

無量

義經

德行

品

靜寂

清澄

法髓



萬法

唯心造

顧好

一念心

不動念 /

心靜

清淨/平靜
智慧明朗/

判斷力佳
大圓鏡智



付出無所求

付出無所求
還要說感恩

空

寂

靜
寂
清
澄



不著世間如蓮華

• 但是，要「常善入於空寂之法」，要時時入
人群中行善，也要時時不受起滅來困擾我們
的心，我們的心無起滅，有付出，無起滅。
常常說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

•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不著世間如蓮華

• 但是，要「常善入於空寂之法」，要時時入
人群中行善，也要時時不受起滅來困擾我們
的心，我們的心無起滅，有付出，無起滅。
常常說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

•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無諸相曰空，無起滅曰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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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立志長
小人常立志

志玄虛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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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如青松
小人如紅花

志玄虛漠



58

菩薩的志願要如青松一般，經得
起風雨的考驗，更要有堅強的魄
力，勇於接受磨練。君子的志願
廣大，見解力強，凡事皆以大眾
的利益為先，此為「靜寂清澄，
志玄虛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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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心是以為眾生服務為目的，這種
志願並非短暫的，而是從初發心開始，
經過億百千劫都不會退轉。
他們得一善而拳拳服膺，生生世世都守
著為服務的志節，沒有絲毫自私的心，
這就是菩薩廣大的心胸以及堅強的志願。
能夠如此，無量法門就會顯現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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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本具與佛同等的智慧，然凡夫累生累世不斷複製無明，
遮蔽清淨法身。菩薩身心清淨無染，散發智慧光明，故『其
心禪寂』，常在正知、正見、正念、正行中。」
晨語時間上人釋「法身大士，慈悲菩薩，其心禪寂，常在三
昧」表示，「大士」即「菩薩」，雖身心清淨，卻不忍眾生
苦而行入人群度眾。
以四川大地震為例，慈濟人不斷以愛投入，陪伴受災民眾解
脫心靈苦痛，使能重新振作。不只伸援、照顧，更重要的是
示範這分人間大愛，播下愛與善的種子。
上人表示：「慈濟人以誠、正、信、實之心，入人群中力行
慈、悲、喜、捨，繼而深耕人文，示現典範。引導悲痛的人
走出哀傷，發揮真誠之愛，進而再引導其他人……由此綿延
鋪成愛的心靈平台，就是人間菩薩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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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點亮黑區 生命成就慧命(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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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菩薩，莫不皆是
法身大士，戒、定、
慧、解脫、解脫知見
之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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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能防非止惡，守護身、口、意遠離一切過錯。故修行首重

戒律。

成就『定』法身，能離一切妄念，不復顛倒亂想。

欲成就「慧」法身，則要「破惑證真」。「不計較即斷妄念，

能精進則啟智慧。」

「解脫」法身，則須「正俱斷習」。「具足正念，斷除習氣，重

現與佛同等清淨、明朗的本性。

『解脫知見』法身，則是『了了覺照，得無生智』，對於世間

法或出世間法，清楚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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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離過失，「定」除妄念
《無量義經》云：「是諸菩薩，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脫、
解脫知見之所成就。」上人於晨語時分講解「戒、定、慧、解脫、解脫知
見」，五種成就佛身的功德法。
「『戒』能防非止惡，守護身、口、意遠離一切過錯。故修行首重戒律。」
而凡夫妄念紛飛，心緣外境受誘惑，即起顛倒亂想、習氣不斷。上人指出：
「成就『定』法身，能離一切妄念，不復顛倒亂想。」
欲成就「慧」法身，則要「破惑證真」。上人舉川緬賑災為例，慈濟人親
入災區見證苦難，遂能覺知無常，自我惕厲，放下執著計較，精進前行。
「不計較即斷妄念，能精進則啟智慧。」
「解脫」法身，則須「正俱斷習」。「具足正念，斷除習氣，重現與佛同
等清淨、明朗的本性。『解脫知見』法身，則是『了了覺照，得無生智』，
對於世間法或出世間法，清楚了然。」
叉路口的反視鏡，可讓用路人得知各方路況。上人以此為喻：「人的心鏡
本具此功能，對於娑婆世間的苦、集、滅、道之理了悟分明；只因煩惱障
蔽，使心鏡蒙塵。要下功夫將心鏡擦拭清淨。」
上人勉眾修此「五分法身」，入群處眾才能了了分明，幫助眾生解脫苦難，
達至安隱樂處。



慈濟人如何修行菩提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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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
有無長短
明現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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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真實
性:心性、特性、慾望
相:事相、世相、真相

M=ƒ (E,P)
管理=ƒ (環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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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苦知福
教富濟貧
貧中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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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善知諸根性欲，
以陀羅尼，無礙辯才，

請佛轉法輪，隨順能轉，
微渧先墮，以淹欲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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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陀羅尼
法的總持，佛所說的一切教法，他都能總

持受持，又稱聞陀羅尼

義陀羅尼 把持佛陀的教義，好好加以運用而不忘失

咒陀羅尼
咒及密語、咒法。咒陀羅尼以定為體，若

有禪定功夫，持咒成功可得感應

忍陀羅尼
想要為眾生做事，成就菩薩願行，必須具
備忍的功夫。堪忍一切苦，不論受到任何

挫折都能忍耐，才能真正成為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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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阿桃師姊
辯才無礙 普度眾生

我的師徒之間(0450)



72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福田，是諸眾生，
不請之師，是諸眾生，安穩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
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能為生盲而作眼目，聾劓啞者，
作耳鼻舌；諸根毀缺，能令具足；顛狂荒亂，作大正念。
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置涅槃岸。醫王、
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病授藥，令眾樂服。
調御、大調御，無諸放逸行，猶如象馬師，能調無不調。
師子勇猛，威伏眾獸，難可沮壞。遊戲菩薩，諸波羅蜜，
於如來地，堅固不動，安住願力，廣淨佛國，不久得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菩薩摩訶薩，皆有如是不思
議功德。

是諸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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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阿桃師姊
救護護處大依止處

我的幸福修練(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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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菩薩，菩薩以
入人群度眾為遊戲



六度是清涼法

•布施 :付出無求，還要感恩

•持戒 :防非止惡，持戒清淨

•忍辱 :忍辱無瞋，致法清涼

•精進 :勝解堅毅，歡喜休息

•禪定 :三昧解脫，止觀清涼

•智慧 :法身常住，清淨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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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廣行無量義/讀書會/線上讀書會/無量義經

•慈濟精進資源網/讀書會共修/無量義經讀書會

•奈普敦論壇/讀書會/無量義經

•奈普敦智慧平台/線上學習/線上讀書會/法華心香

•證嚴法師 法音集
76

無量義經的線上資源

http://meanings.tzuchi-org.tw/%E8%AE%80%E6%9B%B8%E6%9C%83/%E7%B7%9A%E4%B8%8A%E8%AE%80%E6%9B%B8%E6%9C%83/%E7%84%A1%E9%87%8F%E7%BE%A9%E7%B6%93
http://tcit.tzuchi.net/DNAWeb/twReligion/login.ht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f43-forum
https://www.neptune-it.com/lotus-sutra-learning-seminar
http://tcmaster.daai.tv/


結語—學習與行動

•一生無量，眾生無量，說法無量

•離言法華，菩薩道的法才是佛陀的本懷

•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曉了分別，性相真實

•遊戲菩薩，菩薩以入人群度眾為遊戲

•六度萬行，六度是清涼法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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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