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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之事難堪信 甚深微妙法如是
善惡因緣循環報 是為易信解之法
而大乘圓頓之教 得甚為難能信受
凡夫性淨可成佛 為難信中之難信

P107

上人手扎



為難信中之難信

P109

佛陀本想將他的心靈境界和大家分享
，然而瞭解眾生的根機不堪，所以開
始運用「善惡因緣循環」果報的道理
，讓大家瞭解， 「是為易信解之法
」，容易相信、瞭解。



決心修行秘訣

身體力行

好好修持

見境不動心
P109



P109

保持這念心能如如不動，不受時間
煩惱、無明所染污，這很困難的，
所以，一真實的圓頓教法，還是隱
藏著，無法施教。

為難信中之難信



P110

眾生浮沉，浮上來又沉下去；發善心、
立善願、行善行，經過一段時間，就不
堪外面境界影響，可是這念心很快就散
失，起起落落、浮浮沉沉，所以佛陀生
生世世一直來施教，重複再重複。



因為眾生的心境都在無明中，緣著境界不
斷複製無明、煩惱，所以佛陀為此一大事
因緣來人間「開、示」，用法循循善誘、
轉眾生的心輪，要讓眾生能夠覺悟，回歸
清淨本性。

奈何眾生累生世以來，執著、垢穢深重。
P109



P111

轉輪聖王統領國家，若有人來侵犯，
就派兵降伏。

就像國家的兵將，平時需要操兵練將，
我們平時也要好好用功，佛陀給的法，
要不斷接受，不斷進步、精進，這是在
練我們的心思，轉我們的心輪。



P112

「髻」表示方便法，方便稱作
「權」，以權巧的教法隨機說
法，「珠」譬喻一乘實法，真
實實理。一乘實理還在佛的心
腦裡，還沒有展現出來，過去
所說還未暢演本懷。



佛陀就如轉輪王。轉輪王論功賞賜，但
是髻中一顆明珠還未給人。這顆獨有的
明珠，要真正能夠堪得起的人才能得到
，輪王也在等待時機付出明珠。

P114



也就是真正能體會佛的教法，心境
真正能與佛的心靈境界會合，與天
地宇宙同體的人。

P114



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眾有
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
，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
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
，以法教化一切眾生。

P118

經 文



P120

在兵還未作亂前，也就是其他
的煩惱尚未啟動的時候，這些
兵眾就要時時去巡視，不讓它
作亂。



P120

心念沒有顧守好，防非
不住，很快就被侵略。
平時要派兵眾顧守著，
要有方法不讓它作亂。



「苦既拔已，復為說法」，用種種方法
拔除苦難，之後將他安住，讓他淨化，
回歸本性。

P121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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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P122

開顯法華 教化眾生

頭頂上的珠，就像甚深難信的法，而頭髮
則譬喻「八萬四千法門」。因為眾生有八
萬四千煩惱，所以，煩惱無明有多少，法
就要有多少。
解髻表示開權，現在轉輪王將珠拿出來，
就如佛陀要開始開權顯實，開顯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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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5

一切煩惱之惑無明為魔
蓋貪著五塵境起諸煩惱
障礙正道遂失智慧之命
是即名煩惱魔耽著五塵

上人手扎



什麼是魔?

煩惱 無明

困難 困擾

凡是讓我們遇到的種種困難、煩惱苦，都叫做魔。

P131



•人勤修
魔障礙

•不能延續
慧命

•妄.惑•積聚煩惱

蘊 煩
惱

天死

魔

貪著塵境 魔奪慧命P134



貪著塵境魔奪慧命

五塵境 色、聲、香、味、觸

五毒 貪、瞋、癡、慢、疑

P131

遠離

找上門



P137

四聖諦

「四諦」─苦、集、滅、道；四種真實(諦)
的道理
人世間的特性、本質─苦
世間苦惱迫切的原因─集
超越世間、消除一切苦迫的境地─(寂)滅
達到滅除苦惱的方法─道(八正道 or 菩薩道)

知苦 斷集 修道 證滅



滅三種煩惱 度二種生死

•見思惑 分段生死

•塵沙惑 變易生死

•無明惑

P140



「見」：凡夫一念無明起，生了三細，
就有無量數的見解。

「思」：思考，起心動念、見境生情。
「惑」：看到人與人之間好壞因緣交錯

，對事理不明白。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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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5

一切種智是佛通達諸法總
相別相，真如實智斷妄惑
，一切智、道種智，二者
合，故名一切種智

上人手扎



斷除見思惑
成就阿羅漢辟支佛

斷除塵沙惑
成就菩薩

斷除無明惑
成就佛道

一切智

道種智

一切種智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113-114）

佛光大辭典P.624



一切智：聲聞緣覺知一切法總相的智慧，
總相相就是空相。

道種智：是菩薩知一切道法差別的智慧。

一切種智：佛通達諸法總相別相，化道斷
惑的智慧，合一切智及道種智
二者，故名一切種智。





一切種智，就是期待我們能和佛一樣，
通達諸法。天地萬物，一切諸法的總相
、別相，真理無體、無形、無相。真理
是看不見，也沒有東西可接觸，所以無
體、無形，理是無處不在，路的方向準
確、不偏差，這條路就能走得通。

P146



要回歸真如，就要先「斷妄惑」。常
常用大圓鏡智來比喻我們的心，這面
大圓鏡，我們是不是有用功，時時用
心將它擦乾淨，讓它時時保持清淨。

P147



鏡子若是朦了、霧了，就是我
們不肯用功、用時間去擦它，
所以懈怠的人，當然就沒辦法
見真理了。

P147



結無明網 共眾生業

眾生就是這樣，儘管海闊天空，卻偏
偏結群在「欲」裡；無明結網，心中
有欲，所以人人的無明網連接起來，
就是眾生共業。

P148



P152

期待人人法要入心，常常自我警覺
，我們所要造作的是什麼？是造作
業、無明、煩惱的業力嗎？
或是要自修、利他，利益眾生的善
緣、善業呢？我們要常常自我提高
警覺。



P157

此法華經，能令眾生至一切智
，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
說而今說之。

上人手扎



P160

沒有聽法，無明就無法去除，
就有更多的怨和嫉妒，上根機
的人能夠接受，中、下根基的
人就無法接受。所以，要聽法
心才會開通。



P161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諸如
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
深，末後賜與。

經 文



P162

用心的人，有那個因緣，有這樣的
心念，自然能夠契佛心，自然能體
會，行大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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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淨戒猶護明珠
於諸佛淨戒護持
是戒行心無穢濁
內外清潔淨無染
具戒高行者 如若明月珠

P163

上人手扎



P174

立弘誓願 行道人間

雖然論功賞賜，但是這顆明珠還沒
給，表示我們修行還未到這個階段
，尚未發大心「六度萬行」，佛陀
認為大家還感受不到這個真理。現
在開始講說《法華經》，就像將要
顯現這顆明珠，讓大家瞭解。



P175

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祕
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長夜
守護不妄宣說，始於今日乃與汝等
而敷演之。

經 文



轉輪聖王 髻中明珠

佛陀 宣講佛法

P176



對法瞭解多少

就接受到多少賞賜

P179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