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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緣起言靜思

法性綿延無終始

自性清淨無污染

佛佛道同法華經

暢佛本懷真實法



第二章經序六成就
•佛陀將滅示遺教，卷首安置六成就

•阿難集藏傳後世，經序取信在人間

•大德共聚靈鷲山，聞法證信如實修

•比丘為因羅漢果，因果盡亡無生滅



經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皆是阿
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
，盡諸有結，心得自在。



一、阿難承教結集法藏

•阿難承教，一一茲問，世尊一
一答之，依四念處住，以戒為
師，默擯惡性比丘。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



取信遵遺教

•以是因由，凡佛經首，皆有
「如是我聞」等語，無此時
者，悉偽造故。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5



經典結集歷程

每一部佛經的開端都有這段「如是
我聞，一時佛在某地說法，有什麼
弟子前來聽法」，此謂 「經頭序」
六成就，是講經的次序；講經需先
了解經頭序，以及經典結集的歷程。



古德云：「佛法大海水，流
入阿難心」經典是佛陀所說，
是十大弟子中「多聞第一」

的阿難所傳。



佛陀在二十年間到各地教化，
舍利弗、目犍連等諸大長老也
離開佛陀身邊分頭傳道說法，
時日長了，佛陀需要一位時時
隨侍在旁的侍者。



經過大家討論之後，
推薦阿難為
最適當人選

阿難的相貌莊嚴，與佛陀
的行儀相近，而且同為王
族堂兄弟，能體會佛陀的
生活習慣。





阿難當侍者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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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歡喜應允阿難~三個條件

請佛重新再說法

不受佛汰換的衣服

受供時不與佛同坐



四念處住，以戒為師
(阿難四事問佛)



佛陀八十歲行腳時，接受鐵匠淳陀
的供養後，突然感到不舒服，知道
在人間化度的緣已盡，應取入滅。

阿難情感難以割捨，
跑到樹下放聲痛哭

化緣已盡，當取涅槃



阿那律對阿難：「阿難，你是護持
佛法的人，未來需要你傳法，你不
能浪費時間在此哭泣，還有重要的
使命，需把握時間請教佛陀。



• 佛陀您在世時，人人以您為
師，您若滅度後，我們該以
誰為師？

佛陀回答：「以戒為師」

阿難四事問佛-1



以戒為師

戒 定 慧

三無漏學，修持淨戒可以防非止惡，生諸禪定、心得清淨，除滅煩惱。
戒很重要，要珍惜，要尊敬其地位就如修行人看到老師一般的恭敬。



• 佛在世時，我們都是依佛而
住。您若滅度之後，僧眾要
以何處而住？

佛陀回答：「以『四念處』為住」

阿難四事問佛-2



四念處

•體會身體的不清淨，生活中還有什麼好執著？觀身不淨

•從環境氣候和生活起居，我們就可以體會觀受是苦

•若心打不開，在「生住異滅」中不斷起惑造
業，將多麼辛苦？觀心無常

•以自我為評斷標準，順逆境都在內心生滅，
如此的法是對的嗎？觀法無我



四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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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四聖諦：知苦因，滅苦本，行正道

•苦的現象 (八苦；三苦:苦苦、壞苦、行苦)

•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煩惱熾盛苦

•苦的原因
•貪瞋癡慢疑(五鈍使)，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五利使)集

•滅苦的法

•戒定慧，三十七道品，四攝法，六度萬行……滅

•修行的道

•菩薩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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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

▪ 觀：觀照、觀察、覺察、覺悟

▪ 從了解自己，認識環境，思考自己與環
境的關係開始，找出安身立命的基礎。

▪ 四念處是修持的基本法要，是生命實現
和法喜的根源。是解脫的行門，同時也
是慈、悲、喜、捨的實現法門。



四念處(上人開示)

▪ 內觀身心精勤不怠

▪ 聽法受法行於法中

▪ 外觀世態精明不懈

▪ 憶念不忘捨世貪憂

▪ 貪念無明去除，社會祥和，天下自然無災



四念處(上人叮嚀)

▪ 我們學佛者應該時時，要依止在「四念處」，
我們要好好保守住我們的心，除了前面的
「四諦法」，知道人生的，苦、集、滅、道
之後，我們還要在四念處住。

▪ 「四念處」，應該大家知道了，觀身不淨…：



四念處(上人叮嚀)-1

▪ 「以戒德為師」，真正佛陀在世，他也有
入滅的時候，阿難就問佛陀說：「佛啊！
您在世時，就還有六群比丘難調伏，佛陀
入滅之後，這個僧團要怎麼辦呢？我們大
家心靈的依靠，要以誰為師呢？」
佛陀就說：「以戒為師；人人要依照戒律，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四念處(上人叮嚀)-2

▪ 所以常常說，人人要守好制度，守好戒律，
這樣我們就不會偏差掉了，我們還要了解
大乘法，佛陀(講)《法華經》，就是要捨
方便，要顯真實法，真實法就是大乘法，
所以我們要用心了解，大乘的正法，這才
是佛陀來人間，一大事因緣，微妙的道理。

▪ 依四念處住，以戒德為師，解大乘法妙，
行入人群中，弘揚菩薩法。



• 僧團中有不守法規、戒律的
惡性比丘，佛在世時能為他
調伏，您若是圓寂之後，該
如何調伏他們？

佛陀回答：「默擯」

阿難四事問佛-3



惡性比丘，不能持佛
的戒法未來該怎麼辦？

佛陀將要入滅時不放心的就
是「業重」的比丘，所以才
會說「默擯」，表示內心的
無奈、不捨與心痛。



• 未來結集經典時，如何才能
讓人信受，相信這些經典確
實是佛陀所說的

佛陀回答：「在每部經的經首，
以『如是我聞』取信於人」

阿難四事問佛-4



如
是
我
聞

遵佛遺教

異外道

斷眾疑



大悲立佛法

•智度論云，佛滅度後，諸天王
等，請迦葉言：法城欲頹，法
幢欲倒，當以大悲建立佛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6



•迦葉受請，往須彌頂，擊大楗
槌。諸聖弟子，得神通者，皆
來集會。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6



•迦葉告言：佛法欲滅，眾生可
愍，待結集竟，隨汝入滅。

•諸來聖眾，受教而住畢缽羅窟
。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6



須彌山頂，擊大楗槌
(大悲妙法傳世)



諸天向迦葉尊者 ：「如今佛陀已
圓寂，法城若不整頓就會頹毀；
法幢若不振興也將倒塌。你應該
要起大悲心趕緊設法重建，佛法

才能永恆傳承

於是迦葉趕緊到須彌山頂用
兩支大楗槌鼓



迦葉尊者告訴大家：「佛陀
已滅度，需靠我們 趕緊結集
佛陀所講過的教法，現在若
不把握時間而讓佛法失傳，
未來的眾生就很可憐。」

經典集結



那些聖者聽到迦葉尊
者 所提的建議，覺得
很有道理，於是聚集
安住在畢缽羅窟，共
同一志達成使命。

經典集結



迦葉責阿難

•迦葉大愛成全，阿難大忍負重
，迦葉尊者的細節規戒提示，
阿難心思坦然，守規戒如儀。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8



•迦葉言，汝更有突吉羅罪，應
於僧中懺悔：佛渴不供水，佛
衣踩腳下，不請佛久住世間。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0



•阿難懇請初度佛之姨母大愛道
為僧，是為比丘尼之始。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0



阿難唱言，如是我聞
(突吉羅罪考驗)



迦葉尊者靜心思考：必須
有位代表者，將佛陀的教
法涓滴地重述。此人就是

阿難。

迦葉尊者用已經證得神通之眼察看，
得知阿難的煩惱尚未盡除，所以他
在眾目睽睽之下，將阿難趕出行列，



迦葉對他說：「在這結集佛陀法幢的
會眾中，大家的心都清淨無染、無煩
惱，唯有你仍存少分煩惱尚未斷除，
是沒有資格與大家一起結集；你必須
先好好地反省、用功，設法斷除煩
惱。」



阿難感到很難堪，也很慚愧，悲
泣地告訴迦葉尊者：「原本我有
能力證得四果羅漢，但是為了做
佛的侍者 ，所以還殘留著些許
習氣未盡。」



迦葉尊者說：「你（阿難）不但
有少分煩惱未除，還犯突吉羅罪，
無法留在清淨僧團，必須離開。

突吉羅罪

◎突吉羅罪？ 身、口所作之惡
很微細，難預防



迦葉尊者說：「佛陀有段時
間行腳在外，天氣炎熱，想
要喝水，命你去汲取，你卻
空缽遲歸，無法讓佛陀解渴。

突吉羅罪-1



阿難說：「當時我很認真地找到
一條河，不過正巧遇到一群商隊，
有五百輌由象、牛拉的車載著商
品，從河中走過，使水濁了而無

法取水供佛。」

突吉羅罪-1



迦葉尊者又說：「還有一回，
你將佛的僧伽黎踏在腳下。」
僧伽黎就是佛陀的衣服。

突吉羅罪-2



阿難回答：「我將佛陀的僧伽
黎洗好晾乾，當要收拾的時候，
有一陣大風將衣服吹到我腳下，

並非我故意踩的。」

突吉羅罪-2



佛曾說：「佛可住世一劫」然而
當他說：「化緣已盡，當取入
滅。」連說三次時，你並沒有及
時請佛住世一劫，他才會在八十
歲取滅。」

之三突吉羅罪-3



阿難回想起來說：「那時我
也想要留住佛陀，不過魔王
擾亂，覆蔽我的心，才一時
無法說出口，而錯過及時請

佛住世的機緣。」

之三突吉羅罪-3



「當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
帶著一群王親和宮女到佛陀面
前請求允許她們出家時，你竟
然替摩訶波闍波提向佛陀請求，
讓僧團從此有了比丘尼眾」

突吉羅罪-4



突吉羅罪-4

阿難懇切的解釋：「過去諸佛
皆有出家二眾、在家二眾等四
眾弟子，為什麼釋迦牟尼佛不
能在僧團中收女眾弟子？因此

我才向佛陀請求。」



守戒須在日常生活中，而
人與人的應對要很小心，
言行該要如何尊敬長輩。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3



說話的智慧—EQ
• 這也是迦葉尊者提醒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對
回答要很明朗、及時。大家說話要很謹慎，因
人、因時、因地，需考慮對什麼人要說什麼話
，在某時、某地講話是否是當。不適當的時機
、地點，即使該對此人說，也不可以說；在適
當的時機、地點，應該對某人說的話而沒有說
，同樣不對。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3-114



EQ的五個適當
•適當的時機

•適當的地點

•適當的人

•適當的方式

•適當的情緒



有時看到這段文，會覺得僧團
中能有比丘尼，讓我們有法可
聽，有道場可修行，要感恩、

尊重、恭敬阿難尊者。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5



守戒、尊重、感恩、愛，
都是情緒智慧(EQ)



出家乃大丈夫事
• 每次有弟子要圓頂時，我都說出家乃是大丈夫
事，將相難為。既然出家，就要有大丈夫的心
，守好日常生活的規則；如果有不好的習氣，
或是沒有守好規則，必須及時反省，具足毅力
、勇氣，不受外境動搖，一心守好佛教的規戒
，讓慧命成長。人格成，佛格就成，戒律要嚴
格持守，我們的人格就在戒律中養成。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5



不負師友愛

•阿難如法懺悔，迦葉牽阿難出
窟，語言： 汝漏盡可來。言訖
，自閉窟門。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6



•是時阿難涕淚悲泣，求斷結惑
靡不精誠，至於後夜疲極偃息
，頭未至枕朗然得悟，三明六
通作大羅漢。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6



三明六通
•三明:

•天眼明

•宿命明

•漏盡明

•六通:

•神足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漏盡通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7



•佛陀慈悲遺教，大僧示範啟迪，僧
團齊心互愛，現疑相立信念，迦葉
尊者悲智，成就妙法傳世。阿難精
進漏盡，道成不負師友之愛。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17



迦葉為什麼要磨練阿難
▪ 讓阿難藉此

▪ 精進

▪ 懺悔

▪ 覺悟

▪ 承擔

▪ 重述佛法的重任



斷疑息諍論
•是時大眾，請阿難升座，結集法
藏。既升法座已，未發言間，感身
相好如佛。大眾遂起三疑：一疑佛
重起說法，二疑他方佛來，三疑阿
難成佛。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0



•阿難唱言，如是我聞，則知非佛重
起，非他方佛來，非阿難成佛。故
云斷疑。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0



•息諍論者，同為羅漢德業頗齊，若
不推尊從佛，言自制作，則諍論生
焉。既言從佛，則接受有源，非阿
難自作之談，故云息諍論。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2



異外道邪法

•異外道邪法，不同外道，經初安阿
優故。阿者言無，優者言有，意味
萬法雖異，不出有無。置之經首，
以之為吉，今佛經不爾，故云異外
道邪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4



•無緣者必不受化

•化緣淺亦不革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5



•無緣者必不受化

•化緣淺亦不革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5

學習是心靈的轉換
學習是行為的改變



聞思修
• 當有人指出自己的缺點時，當下我會做何
反應?

• 我有沒有做到守戒、尊重、感恩、愛，修
練自己的情緒智慧？

• 我有沒有注意到身、口所作之惡，很微細
，難預防的言行，時時戒慎虔誠？



結語
•阿難承教結集法藏

•四念處住以戒為師

•妙法傳世如是我聞

•精進懺悔覺悟承擔

•守戒尊重感恩友愛



回向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業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