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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說法華時

上人手札

眾生性欲佛悉知 隨機度化令歡喜
以小引大行大法 巧用妙權入大道
威德震攝去糟糠 風吹空穀留貞實
四十二年機緣熟 正是其時說大乘



經文

鈍根樂小法 貪著於生死 於諸無量佛 不行深妙道
眾苦所惱亂 為是說涅槃 我設是方便 令得入佛慧
未曾說汝等 當得成佛道 所以未曾說 說時未至故
今正是其時 決定說大乘 我此九部法 隨順眾生說
入大乘為本 以故說是經 有佛子心淨 柔軟亦利根
無量諸佛所 而行深妙道 為此諸佛子 說是大乘經
我記如是人 來世成佛道 以深心念佛 修持淨戒故
此等聞得佛 大喜充遍身 佛知彼心行 故為說大乘
聲聞若菩薩 聞我所說法 乃至於一偈 皆成佛無疑



施權教引入深妙道

苦集人生慳貪著 不受佛教菩薩法

修持小法求解脫 於佛大法離遠違

人生苦集，這麼苦！若不覺得苦，要趕緊感恩！

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生離死別等

等……是人生的苦。何況無常！何時人生會變化，

沒有人能夠自己預測，不就是苦嗎？ P.1451



佛陀瞭解眾生懵懂度日，警惕人人能夠知苦；

還有眾生共業：四大不調、人禍的苦，都是從

人心不調，集了種種的苦因，造成共業之苦。

佛陀說種種道，讓人知道要回歸本性的道理。

若人人能夠將佛的教法聽進去，順理走入這條

道路，自然回歸於清淨的本性。

天主護法：梵天主與瞿迦梨比丘的故事。
第337集



執著樂小法

道理不通達就會偏向，要很小心！自省在團體中

修行是否也有這樣的心態？

佛陀隨眾生的根機，用種種因緣、譬喻說小教，

無不都是要引導人人能夠入菩薩道、說菩薩法。

但是，有的人就是半路停滯，就容易走到偏道去，

只受持小法，只想自己能解脫就好，小心眼無法

容納別人，心這麼小，如何能解脫？ P.1454



「鈍根樂小法，貪著於生死」的人，在跟隨無量

佛的過程中，應該也聽過法。出家而不懂得精

進，停滯於小法，未完全去除貪著煩惱，能遇

到佛，出家修行，一定有其因緣，只是沒有真

實來接受佛的教法，養成了「鈍根樂小法」的習

氣。佛陀教他們消滅生死的方法，等待未來的

根機再說大涅槃。P.1455

鈍根樂小法 貪著於生死 於諸無量佛
不行深妙道 眾苦所惱亂 為是說涅槃



我設是方便 令得入佛慧 未曾說汝等 當得成佛道

「一類行人，性多顽鈍，不自精進；於聞思修

道，但隨言說，不分邪正，隨以為能得悟道，

故名隨信樂小法行。」「隨以為能得悟道」，他們

以為有人帶的另外一條路是對的隨著走下去；

這種人是「隨信樂小法行」，輕易跟著人走，心

不專、沒有宗旨，這種人根器很頓。

法藥：淨心第一 利他為上。 P.1456、P.1458



「涅槃」就是清淨。小乘的清淨法，就是不要染

著世間種種的污染；情愛、欲念，要斷除。

先將心淨化，不要有煩惱來拖累我們的心，更

不要貪著利養。佛陀說小法，讓弟子稍微休息，

就如化城一樣；想要到達究竟涅槃、寂靜的境

界，還有一段路。在人間修行，要知道苦集人

生，不可受慳貪執著住。要時時自我警惕，與

佛陀的大法有違背——背覺合塵嗎？



何謂貪著於生死？多求而無厭足即是「貪」。

貪心固著而不離愛欲，利養；貪著生無明，漏

落生死，煩惱不斷，這是關於修行的執著。

一般人還是貪著——貪心固著不離愛欲，利養。

貪著，就再生無明，漏落生死，煩惱不斷。

來到慈濟最歡喜，慈、悲、喜、捨來學起，做
人謙虛縮小自己，實在是福報沒得比。﹙郭教授﹚



捨 作詞：證嚴上人靜思語 作曲：郭孟雍

人在世間 不離世俗事

何必兩手空空放不下 捨捨捨

釐清是非 透徹佛陀理

何必兩手空空放不下 捨捨捨

捨去一分鐘前的煩惱 擁有慈悲

捨去一分鐘前的煩惱 解脫自在

看得開 想得遠 提得起 放得下 能捨才能得

人在世間 不離世俗事

何必兩手空空放不下 捨 捨 捨



願諸眾生 解如來道 入智慧海

住如來家 行如來行 著如來衣

從初發心開始，心在三寶中，要時時勤念三寶。

三皈依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人生，苦難偏多，為什麼會苦？有形的物質

不欠缺，無形的智慧很缺乏；現在的人世智辯

聰，缺了通達道理的智慧。所以我們要發心。

「當願眾生」人人都能通達道理。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我們要啟發智慧。而「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

理大眾，一切無礙。」自己要瞭解，通情達理的

智慧以外，還要再發心，將佛法能夠普遍人間。

甚至一心入經藏之中，回歸人人本具的真如本

性。「願諸眾生，解如來道」，瞭解道理，很自

然就「入智慧海」。



智慧海是表示開闊。若能智慧入心，心眼見識

就如智慧海。「入智慧海」，就要住「住如來家」。

如來的家庭，是一個眾人的境界。

「入智慧海」，就能「住如來家」，是多麼祥和的

境界啊！「行如來行」，這家庭的家規，就是視

天下如一家，視天下人如己親，人人就是共同

一個法髓，活我們的慧命。所以「著如來衣」，

大家穿的這件衣服就是如來衣。



以天下眾生為己任，一定發心如初，要淨化己

心，也要淨化眾生的心，還要發心立願，弘揚

佛陀的教法。 「眾生無邊誓願度」，最先發的願

就是要度眾生。為了度眾生，「煩惱無盡誓願斷」

自己不好好將煩惱斷除，如何度眾生呢？

「法門無量誓願學」，斷煩惱，要知道方法，佛

陀的法，遼闊如大海，眾生的根機無量，所以

要學很多的方法，來面對芸芸眾生。這是心願。



「佛道無上誓願成」，要達成通情達理，透徹佛的

境界，回歸真如本性，這是我們的心願。

不行深妙道：去佛遙遠之眾生，未能沾於法華經

之深妙法，唯是未能行入深妙道。法盡緣散，「不

行深妙道」，這些都是去佛甚遠。「眾苦所惱亂」，

所有的苦都是眾生的心念所製造出來。眾生的心

念，製造出無量的煩惱，來惱亂眾生的心，心與

心之間再複製，人人煩惱，人人的心無法靜下來，

這就是人間。



五、待時緣暢演內心懷

「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今正是其時，決
定說大乘。」

「四十餘年，佛心懷妙法，時機未熟，說時未

至，故未曾說。」天下有為萬法，無不都是含藏

於佛的智慧、心懷。說法需因人、時、地，機宜

未成熟——因緣未至，缺一未能說。



「今正是其時」，現在正是時候了。五千人，增

上慢人，已經退席了。沒有很想要了解的人，

也已經離開了。現在留下來的，你們大家就是

根機成熟了，時機也不能再等待了，這個時候

正是時候；五千增上慢人退席。

還有根機無法接受的人在現場，也還不適合說。

？



把握當下剎那間 莫讓毫間漏失過

一瞬念間定聖凡 即今當正是其時

要把握當下，要恆持剎那。剎那，就是每個時

間的當下；無論是千年、萬年，或者是分秒時

間那個當下，剎那恆持。每一個剎那、分秒，必

定都要好好把握，這叫做「把握當下」。

時間可以造就人格，可以成就事業，也可以儲

積功德。——靜思語



每一個時間，都是很有價值的時間，每一個當

下，無不都是充滿了妙法。時間、空間，人、物、

境界，每一個當下都是。但是，佛陀他要等待

四十多年間，問題出在何處？不是佛，是凡夫。

儘管佛陀覺悟的當下，就一直要與大家分享，

他的心靈境界。可惜！就是凡夫不知不解，所

以佛陀一等就等四十多年了。



我此九部法，隨順眾生說，入大乘為本，以故說是經

或說修多羅，伽陀及本事，本生未曾有，亦說

於因緣，譬喻並祇夜，優波提捨經。

其餘三部為，除去毘佛略（方廣），伽羅那

（受記），優陀那（無問自說）。

「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今正是其時，決定

說大乘。我此九部法，隨順眾生說，入大乘為本，

以故說是經。」第343集



印證



六、權實一體說菩薩法

「有佛子心淨，柔軟亦利根」。為別人付出無所

求，要有柔軟心，柔軟亦利根，不斷用心，為

眾生行深妙道。佛心本來就是深妙，談的只是

一乘實相的道理。

一乘，就只有一條路：成佛之道。

「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置涅

槃岸。 」《無量義經》



佛子心淨柔軟 悲智轉苦育樂
不忍眾生多苦 扶老病殘寡幼



「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為此諸佛子，說是大
乘經，我記如是人，來世成佛道」

深妙實智要將無明一層一層去除；將我們深埋

在心底深處的實智啟發出來。過去佛陀循循善

誘，讓我們知道因果，了解苦的源頭，是從一

念心開始；一念的無明，惹來我們心的貪、瞋、

癡，人我是非不斷計較，所以會惹來很多的苦

難。



佛陀要讓我們知道，苦難是集了種種的因緣。

瞭解了，心要常常提高警覺——戒、定、慧。

什麼樣的人我是非，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如何

來選擇，是該我們要即時付出，起於行動的？

要趕快即刻去行動，這是利益人群；不是、不

對的法，我們要能好好穩定自己，心不要隨著

錯誤的境界去轉。



「心淨：菩薩修習梵行，離諸煩惱，於一切法

不生取著之心，是名心淨。」行菩薩道，一定要

修清淨行，心沒有欲念，無汙染、貪著。

「柔軟：心柔和而隨順於道也。經曰：

眾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軟。」

學佛，心念要自己轉、降伏

自己的心，將心調伏得清淨

柔軟就是大菩提心。



天地人事則是菩薩事

心法合一是菩提道 佛心妙法同體大悲

學佛，要學得佛心入我們的心；一切生靈，都

不離開天地間的事情，學佛在人間，必定要通

達人間事，更要通達成佛的道理。學佛，所以稱

為菩薩，就是真佛子了。因為聽佛的教法，將佛

的法水入心，滋養我們的慧命，希望慧命成長，

與真如本性合一，永遠無生無滅了。這就是人間

學佛者，名稱為解脫。



「心法合一是菩提道」，學佛很需要善友、知識。

所以這善友、知識，能陪我們走到正確的方向。

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佛

法，不論何時都在我們的

內心，心法合一即是菩薩

道，也就是菩提道。菩提，

就是一條路，菩薩是走在

這條路的人。



「佛心妙法，同體大悲」。這種同體大悲的心，

就是菩薩心，就是佛陀要教我們的方法。

慈濟醫院志工，在醫院裡，做醫病之間的拱橋。

聽他們每天早上輪流心得分享，我都把它當作

在聽經。聽人生苦難的經，聽這一群菩薩投入

在人間，如何將大醫王、菩薩的智慧，用方法

去普及，這些苦難的眾生，我都把它當作經在

聽，每天都是感動、感恩。



「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為此諸佛子，說是大
乘經，我記如是人，來世成佛道 。」

「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菩薩行深妙道，了解

這個道理，要如何鋪路？鋪多長？鋪多遠？多少人

能走上這條道路？道理

若能通徹，天下哪一個

地方不能到達？

靜思語：

有心就有福，有願就有力。



「以深心念佛，修持淨戒故，此等聞得佛，大喜充
遍身，佛知彼心行 故為說大乘。」

「以深心念佛，修持淨戒故」，要深心，很用心

去找出自性佛。常常說自性三寶，我們有自性

佛、自性法、自性僧，叫做三寶，任何一個人都

有。只要有情界，就有自性三寶。

自性佛是慈悲，自性法是智慧，自性僧是自律，

每一個人本自俱足，慈悲、智慧並能自律。



無論做什麼事，佛、法都伴隨我們的心，我們

與佛、法同在。身心不離佛、法，所以心喜悅無

量。求佛得佛，求法得法，聞得佛法，精進就

不懈怠，這樣就是「得諸佛之所攝受」。「大喜充

遍身」，就是聞法歡喜。能得到大乘妙法，如甘

露來滋潤我們的心，就是「大喜充遍身」。



七、法入心行必定成佛

勤修歡喜植福人 聞法入心長慧命

持戒守規護生機 大乘妙法入菩提

學佛，每天都要培養歡喜心，一輩子是很短，

短短的人生，要好好瞭解人間道理。把握時間

歡喜看人生，每天能為人付出，就是最歡喜的

人生。 做個「勤修歡喜植福人」，這是一種修

行的方法。 P.1582



「聞法入心長慧命」。按照佛陀的教法，要知

因果，修好因，結好緣。所以，修行是要落實

在日常生活中，聞法入心，才能長慧命。

慧命是真如本性，本來就有，只是我們迷失了；

要再找回來，就要「聞法入心」。法髓若灌溉入

心，啟動真如本性，我們的慧命會再清醒。

「持戒守規護生機」，合心、和氣、互愛、協力是

戒規，修行的道場莊嚴，心的道場就莊嚴。



「大乘妙法入菩提」，大乘法，自利、利他，自己

歡喜，大家歡喜，身心健康，娛樂於大地上。溫

哥華東邊，小山老人院的關懷：一位八十歲，

樂心菩薩，隨著慈濟人開始進去，除了通英語

以外，當然也會說華語，又會說廣東話，用種

種的語言，看這些老人他會聽什麼，她就說什

麼話給他聽。用「靜思語」與老人分享，用聖經，

用佛經，來解釋「靜思語」。



慈濟千次宴 感恩在小山



佛陀開始說法，就是說苦集滅道。讓人人知道

人間是苦，覺悟世間無常、世間是苦，才懂得

好樂追求真理。瞭解之後，才懂得斷見思之惑。

「見」就是見解；看到的，起貪念，內心就起無

明，這叫做「思」，內心在蘊行造作。外面境界，

從「見」入，外面境界使人起心動念，裡面的心

思就開始計量，在無明中造作業，所以叫做

「見思惑」，無明。



聲聞若菩薩，聞我所說法，乃至於一偈，皆成佛無疑。

如何能入佛知、佛見？聞法若信而不疑，就能直

入佛的本懷。眾生的心印佛心，佛入我們的心，

法入我們的行，道理就在心行

中。只要信而不疑，自然容易

入道。菩薩修行要一心一志，

殷勤精進，慎勿放逸。 P.1595



七菩提分﹙七覺支﹚

擇法覺支 精進覺支 喜覺支

除﹙輕安﹚覺支 捨覺支 念覺支 定覺支

若心昏沉之時，當念用擇法、精進、喜三覺支，

觀察諸法令不昏沉。若心浮動之時，當念用除

覺支，除身口之過非；用捨覺支，捨於觀智；

用定覺支，入正禪定；攝其散心，令不浮動，

是名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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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祝福

心淨柔軟 說法傳法
人心淨化 祥和無災

以上所有圖片皆取自網路

慮詩 感恩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