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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章主旨

六道苦輪轉不息 不見不知斷苦法
小根小智樂小法 不信不求無上道
成道樹下靜思惟 佛佛圓成一乘法
無量法門千百億 隨緣引導諸眾生



舍利弗當知 我以佛眼觀 見六道眾生 貧窮無福慧
入生死險道 相續苦不斷 深著於五欲 如犛牛愛尾
以貪愛自蔽 盲瞑無所見 不求大勢佛 及與斷苦法
深入諸邪見 以苦欲捨苦 為是眾生故 而起大悲心
我始坐道場 觀樹亦經行 於三七日中 思惟如是事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眾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爾時諸梵王 及諸天帝釋
護世四天王 及大自在天 并餘諸天眾 眷屬百千萬
恭敬合掌禮 請我轉法輪 我即自思惟 若但讚佛乘
眾生沒在苦 不能信是法 破法不信故 墜於三惡道
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 尋念過去佛 所行方便力

經文



我今所得道 亦應說三乘 作是思惟時 十方佛皆現

梵音慰喻我 善哉釋迦文 第一之導師 得是無上法

隨諸一切佛 而用方便力 我等亦皆得 最妙第一法

為諸眾生類 分別說三乘 少智樂小法 不自信作佛

是故以方便 分別說諸果 雖復說三乘 但為教菩薩

舍利弗當知 我聞聖師子 深淨微妙音 稱南無諸佛

復作如是念 我出濁惡世 如諸佛所說 我亦隨順行

思惟是事已 即趣波羅奈 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

以方便力故 為五比丘說 是名轉法輪 便有涅槃音

及以阿羅漢 法僧差別名

經文



大悲轉法輪

一、諸佛本懷弘誓大願
二、真如實相性相不離
三、修己利他安穩正法
四、不忍眾生生死相續
五、三七日中觀樹經行
六、為實施權分別三乘
七、寂滅實相方便力說



四、不忍眾生 生死相續

佛弟子中，舍利弗智慧第一。人人都肯定。

「舍利弗，你應該相信，我是用佛眼來觀一

切。」以舍利弗做見證。讓大家知道舍利弗能

夠體會佛的見解。P.2406

經文 舍利弗當知！我以佛眼觀，見六道眾生，
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



佛具五眼

佛示具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第一、肉眼。與我們的肉眼一樣。

第二、天眼。是天人眼，遠近晝夜都能見知。

第三、慧眼：是聲聞眼，能看破假相，識得真

空見知。

第四、法眼：是菩薩眼，能徹了世出世間的一

切真諦法門知見。 P.2407



法眼透徹人間的假相，徹了世出世間真諦法門

的知見。菩薩接受佛陀的教育，透徹人間的真假

道理、真空妙有、因緣果報的循環。

「因」要好好透徹。若不了解「因」，不斷亂了心，

結善、惡緣。惡緣滿滿皆是，要如何結善緣？有

善緣，才能夠轉惡成善的因。菩薩還要真諦法門

的知見，行菩薩道，要接近佛大徹大悟的境界，

依照這個法去身體力行，見苦知福、「緣苦眾生」。

像觀世音菩薩，倒駕慈航，度化眾生。



第五、佛眼。是五眼之中的「總」，佛眼徹見宇

宙真諦實相。「能於世出世法，無不知，無不見，

一切法中佛眼常照」。所有在宇宙萬物，六道一

切的真相，佛眼皆所知見。

佛陀的覺，明明了了，圓覺自性，像一面透徹

的大鏡子，森羅萬象，都是同一時間，容入他

的內心，他的覺性之中。



所說的眼，也是我們的心，除了人間與天人用

他的眼光，再來，聲聞、菩薩，都是講究於內

心的見解，內心所見，不是身體的眼光所看，

是我們的見解。

佛眼這麼透徹，「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

所見六道的眾生，以佛眼看來，實在是很貧窮。

人生再怎麼的有錢，也是有一缺九，永遠都是

在貧窮中。若不懂得造福，錢再多有什麼用？



六道的境界，是眾生造作隨業輪迴的道路，他

的趣向。自己造的惡因，在人間受盡折磨。還不

覺悟，還在苦中再造業，不斷複製苦，苦上再

加苦，就是六道趣向。若是稍微有因緣，得到

善知識，就能將我們度化。所以我們要常常記

住：「未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長 ；未生惡

令不生，已生惡令速斷 」——斷惡修善。



佛見六道輪迴苦 眾生造業不修善

缺慧尠少造福德 濟貧教富安隱處

佛有佛眼，來「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

險道，相續苦不斷。」六道眾生在說「五濁惡世」，

眾生造很多的業，叫做「眾生濁」。人心的濁氣很重，

叫做「煩惱濁」 。道理不明，只是貪著於在五欲中，

不顧前途的安危。開口動舌、舉步動足，心念一偏

差，說不定很危險，前途就在日常起心動念，舉

止動作中，危機就在周圍。 「見濁、命濁、劫濁」。

上人
手札 P.2417



「貧故由無福」，因為缺愛、缺物資，貧困的人缺

物資去造福，富有的人缺愛去付出，所以這都叫

做貧，無法去造福。「癡故由無慧」，因為癡，一

念無明開始，貪欲多，瞋，就是不斷爭取，取不

到就煩惱無窮，所以都叫做癡。因為癡沒有智慧，

所以叫做「無福慧」，因為欠缺愛心，就無福、無

智慧 。癡與貧的眾生會在一起叫做濁。你爭我奪，

顧不得天下眾生苦，一直複製無明，不斷複製濁

•氣，就會「入生死險道」。入生死險道：即六道



愚人因貪著欲樂 五根五塵互牽絆

無明覆蔽如盲目 不見不知斷苦法

生活中離不開貪、瞋、癡。會貪就是來自於欲。為了

貪，求不得，心的無明又再複製，所以愈來愈是無

明，愈來就愈愚癡。人生一切的業，來自於無明、

愚癡、貪念，互相牽絆，五根：眼、耳、鼻、舌、

身。五塵：色、聲、香、味、觸。五根對著外面的緣境

（五塵），互相牽纏（產生意識）苦欲樂，互相牽

絆著，愈纏愈大，愈結愈緊，要解就很難了。

上人
手札



人生都是受到無明遮蓋了心中的眼，心眼若

不見、不知，不斷苦法，就無法想人生怎樣會

苦，找出苦的源頭，如何將苦完全去除？不

明白道理的人，不會想要去追求道理：人間

到底如何來？為何在這個人間庸庸碌碌？

為何人間有這麼多的苦？天

然災難、人禍、或者是怨憎會、

愛別離這麼多人與人之間的
苦？只會在苦中，心意慌亂。



佛有大勢力，能斷眾生身心苦之煩惱」，也叫
做大醫王。五欲若矇蔽了我們的心，不見佛、
不聞法，哪有辦法斷苦法呢？所以，眾生貪欲,
「貪欲自蔽」，自己遮蔽了自己的心，所以「盲
暝無所見」；心很盲沒辦法了解道理。這種盲暝，
心矇蔽，見不到道理，不想要追求，不覺得人
生是苦，或者苦的人，再複製苦，心傲慢、卑
劣慢，或者是懷疑、不信佛所教法。，永遠不得
見佛、聞法，心永遠在茫茫長夜中，永遠就是
「盲暝無所見」，這就是人生。



「愚人因貪著愛欲」，所以五根、五塵，自

己互相牽絆著，所以「無明覆蔽如盲目」，

「不見不知斷苦法」，這就是人生不肯向上

的原因。既然學佛了，要聽佛法，要時時

多用心。惑業招苦，很多很多的無明，平

時人看不出來。

其實滿心都是惡念煩惱，叫做惑。



惑業所招來的生死、死生，就是這樣生死、死生，

生、老、病、死，死了之後「萬般帶不去」，又是

「業隨身」又來生，生在哪裡呢？六道之中，生

生死死如轉輪，轉在火輪裡面，叫做險道。



相續苦不斷：眾生身心之苦，從飢餓疾病，風

雨寒熱，鞭打勞役等，苦緣而生，種種之苦苦，

故云苦不斷，生死相續，如旋火輪。

「生死相續如旋火輪」，真的是很苦不堪！人間

也是能夠造福，只要我們接受了佛法，了解因

緣果報，我們也能濟貧教富。這樣安穩他們的

身心，開啟他們的智慧，造福人群，這就是佛

法。只要我們能夠聽，自然就做得到，這叫做

法入心，行在法中。所以要人人時時多用心。



苦緣生種種的苦，苦苦，不只是苦，苦上再加

苦，所以苦不斷，所以說就是因為眾生造業太

多，而且尠少造福。沒有造福、沒有造德，所以

也會在生死中，不斷輪轉。學佛最重要的是方

向要正確，方向若一點點的偏差，距離就會差

很遠。所以，學佛要好好將方向認清楚。 「邪正

之間」有時候「難分別」。因緣果報，如是因、如

是緣、如是果、報，一點都由不得自己。



過去生造這樣的因，在懵懂中造因、造緣，成就

了這輩子的果。沒錯，有了苦因、結了苦緣，這輩

子就是苦的會合的果報。若懂得道理的，就歡喜

接受、甘願接受。要忍得這輩子現成的環境，不要

埋怨，也不要再起煩惱，這叫做順因果。有的人

因環境不好，埋天怨地、怨恨父母、怨恨家庭、怨

恨環境等等。這種有怨、有恨，就「有因為仇」，所

做的，可能在這苦中，又再複製了無限量的苦因。

法藥：1.甘願做，歡喜受。2.吃苦了苦，苦盡甘來。



為了見佛陀，百折不撓的伍百盲眼人
從毘舍離國→舍衛國→毘舍離國→舍衛國，來回

共七次，終於在舍衛國，佛陀知道他們這麼誠意，

不忍心！就在舍衛國等待這群人。而這群盲眼人，

已經接近佛陀了，雖然大家的眼睛都看不見，不

過好像每一位，都有感覺到佛的光芒，已經照入

他們的心，好像佛陀在他們的面前，很明朗、莊

嚴的身態。大家都很感動，向佛陀頂禮膜拜，向

佛陀說出了他們人生的苦難。



佛陀很慈悲的為他們說法，讓人人知道，人生

就是因緣果報觀，說過去一切的因緣。這些盲

眼人很感動，一切都是因緣果報，所以大家求

佛陀為他們皈依，求佛陀能讓他們出家？佛陀

慈悲，不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佛陀開口說：

「善來，比丘！鬚髮自落。」這五百位也能隨佛

出家，安住在那個地方。 人人內心在修行，比

明眼的人更清楚，所以，初果、二果、三果，

陸陸續續，人人修行都證果了。



深著五欲，即煩惱濁，喻犛牛尾大，性特貪愛其

尾，就身護尾，一味愛著。喻眾生貪著於五欲，

不顧前途安危，更不能知見身後去來何處？不知

生死之苦。光貪著於現在，沒有未來，就像犛牛

愛尾，沒有想未來的路要怎麼走？所以「不知生

死之苦」。生死輪迴，在人間苦不堪！所以「以貪

愛自蔽，盲暝無所見」。

經文 深著於五欲 如犛牛愛尾 以貪愛自蔽
盲瞑無所見 不求大勢佛 及與斷苦法



始覺本具恆存 發心如初見性

深思慎行如法 自覺悟道化他

始覺本具是永恆、永存，本來就有，只是迷迷茫茫，

六道輪迴，把它忘記了，這是本覺受到無明煩惱遮

蓋了。佛陀開始現相人間，經過非常的辛苦的一段

修行，後來覺悟了，那個覺悟就是「始覺」。

「深思慎行如法」，既然要修行，要好好用心深入，

信佛所說的法，要如何才能隨著佛的芳蹤？

要如何堅定如一，如佛的堅定？P.2444

上人
手札



經文

深入諸邪見 以苦欲捨苦 為是眾生故 而起大悲心

迷茫眾生的見解不正確，雖然佛陀以慈悲、智

慧引導走入佛的知見，希望大家能以五根、五

力精進修行，但是眾生偏偏不想追求佛法，還

是不斷在欲念、無明中，造做很多的煩惱業。即

使有想要修行的人，也是往邪道的方向走而且

對邪見道法，執迷不悟。



五、三七日中觀樹經行

我始坐道場 觀樹亦經行 於三七日中

思惟如是事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農曆十二月初八，夜睹明星，佛陀覺悟了。在

那個地方打坐，在那個地方默默思考，所以

成菩提了。之後「感樹恩」，感念這棵樹能夠讓

他遮風遮日，讓他在這個地方，這個道場寧

靜，能夠讓他好好修行，所以佛感樹的恩、念

地的德，還有牧羊女的供養，讓他安心在那

裡修行。

經文



佛陀很用心在這個道場中，專心觀樹，在那裡

坐，默默思考。坐，不是三七日都坐定著，同樣

與人一樣，打坐、經行，看這些樹、周圍的境界，

心的寧靜，所以叫做靜寂清澄，在那個境界裡，

就是佛的道場。所以叫做「(我)始坐道場，觀樹亦

經行」。何處是真道場？不只是摩竭陀國，尼連

禪河邊的菩提樹。其實凡是「供佛僧傳法受教之

處」，都叫做道場。又「出家眾修行領眾辦道之

處」，也叫做道場。



佛成道後三七日間

觀樹經行、思惟

如何說妙法

化度眾生



感恩心是教育的特效藥

感恩也需要學習

在這波疫情期間，精舍裡較往常清靜許多，讓

我在寧靜之中，更加浮現感恩之心。我對自己

很感恩，因為從五十多年前，起一念心到現在，

我的心一直沒有偏差。



上人常常想

法脈如何傳

如何讓眾生感觸道法

在人間，我們如何將法入心

又能身體力行

走出去帶領眾人走 P.2452



六、為實施權分別三乘

眾生頑愚不受教。佛陀慈悲在人間四十九年說

法，用多少的心機，能接受佛法的人不多啊！

接受之後，法是不是能入心呢？法入心之後，

能身體力行的又有多少人呢？

經
文

我即自思惟 若但讚佛乘 眾生沒在苦

不能信是法 破法不信故 墜於三惡道



眾生根機頑愚，即使聽，不能接受不打緊，又是

偏邪向惡，有了偏邪、有了向惡，明明是正法，卻

是，不只是不接受，還破法、破佛。這種破壞佛教，

危害了多少人見思聞法的心。佛慈不捨！

如無明風吹，傷人不利己，對整個國家社會卻大

傷元氣！敘利亞國破家亡，他們有想到人家叫跟

著叫，人家喊跟著喊，他們知道要承受這麼大的

代價嗎？就算知道了也已經來不及了！真的，有

錢難買早知道！明是非、別善惡的學習很重要。



慈濟在人間付出何其多，行過那麼多國家地區。

所以，我總是覺得自己很有價值，來人間沒有

後悔。

天下苦難人何其多，慈濟人也要對他們說感恩

啊！因為苦難人成就你們的菩薩道業，讓你們

透過幫助人的因緣，使自己的人生變得很豐厚；

慈濟人也要感恩「我」，才能在慈濟開闢的福田

裡耕耘布種，否則也許只是依附於家庭與事業。



素食，是回歸人的本性，因為人性本來即是單

純善良，具有對天地萬物完整的愛。所以茹素

不是時尚的追逐，也不是一時的風氣，為的是

要回歸於人人本自具有的清淨本性。

素食是對治人心的靈方妙藥，世間很多問題的

根源可以回歸到吃，所以才說素食是大哉教育！

想要人間祥和、世間無難，唯有素食。素食之

人就是慈悲又有智慧的人。



七、寂滅實相方便力說

「南無」皈命、皈依的意思

舍利弗，你要知道。「我聞聖師子」，我過去聽

到諸佛「深淨微妙音」，過去的十方佛，湧現在

道場中，所出的深妙音，我從內心的恭敬，「喜

稱南無佛」。佛陀已經成佛，對過去佛還是一樣，

那麼恭敬、皈命的心。
＊智慧在恭敬中求。恭敬別人是莊嚴自己。

經文 舍利弗當知，我聞聖師子、

深淨微妙音，喜稱南無佛。



無始來今為眾生 如慈父母呵護兒
出入濁世險道中

有一段時間，佛陀行腳到鄔陀延聚落，在這個

聚落中，他想到一個人，這位戰迦羅是一位老

婆婆，她的家庭很貧困，夫妻都是在富有人家

的家庭，在當奴婢，讓她的心最苦，就是沒有

子女。佛陀知道這位老婢女是心的苦，請阿難

去度她。



思惟修
因緣是什麼 什麼是因緣

障礙與苦有什麼關係

父母 孩子

↖↗

自我

如何成為生生世世的善因善緣



上人
手札

佛性恆無始終 靜寂清澄圓明

同體法海昇平 善念智慧深諦

佛性是恆無始終，每個人都有這分清淨佛性，

佛性無始無終，儘管歷劫生死六道，在六道

中不增不減，這是人人本具佛性。佛性的境

界，就是「靜寂清澄圓明」，永遠都是這樣。

人人回歸到清淨本性，就是這樣的境界，是

多麼美啊！



「同體法海昇平」，宇宙萬物等等無量數，我們

見聞一切，所含的道理，無不都是在腦海中。

「同體法海昇平」的心境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如

來清淨本性，人人本具。唯有我們好好善念、

智慧，深入真諦的道理，自然慢慢煩惱消除、

慧命增長。善念、智慧，內含著很深的真理，叫

做深諦。真理是往內找，佛性不離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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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