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功德品
法身大士 慈悲菩薩

陳麗秀〈慮儉〉分享



《法華經》教菩薩法，諸
佛所護念，是經中之王

《無量義經》則是法華的
綱領，法華的精髓。



無量義經
德行品第一 啟動信心
說法品第二 啟開智慧
十功德品第三 教導力行



無量義經佛宅來
去到一切眾生心
住諸菩薩所行處
十大功德潤蒼生



一般佛陀講經，常描述法席上，
有隨佛修行的出家眾一千二百人。
但法華會上，佛陀開演《無量義
經》前，法席卻有「大比丘眾萬
二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萬人」，
以及國王、國臣、大長者等無量
數。



這八萬菩薩「莫不皆是法身大士，
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
所成就」，達到「其心禪寂，常
在三昧」的境界，何其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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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義經 德行品第一 (p.47~55)



什麼是菩薩



菩薩啊，其實不是只
有讓人膜拜祈求，不
是這樣而已，真正的
菩薩是要走入人群，
可以了解人間疾苦。

【2011年11月28日歲末祝福行腳開示】



菩薩又稱為覺有情，是覺
悟之後的有情眾生，也就
是為人群付出而無所求的
人。

靜思語



人，則有生老病死。人來到世間的第一天，就註定
什麼時候死，生命長短要看過去結多少緣、造多少
福或是造多少惡而定，這都不離因緣果報。8歲授髓



靜思語

菩薩不是土塑木刻的形象，
真正的菩薩能做事、能說
話、能吃飯，能尋聲救苦
隨處現身。糖尿阿嬤



學佛，就是要學習如何回歸
本俱的清淨智慧，學習如
何歡喜來做人間菩薩！從
戒定慧開始做起，身口意
保持清淨，防非止惡。



感恩聆聽













法身大士 慈悲菩薩

其心禪寂 常在三昧

恬安淡泊 無為無欲

顛倒亂想 不復得入

無量義經 偈頌_德行品(p.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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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聆聽





壹、

大菩薩之德行-
法身大士



•「法身」是人人與身俱來與佛
平等的智慧

•「大士」則是菩薩，指已經去
除無明，顯現自我本性的清靜
慧光。「法身大士」是身心清
淨、智慧光明的菩薩。

《無量義經偈頌》P.50

法身大士



• 現代慈悲菩薩示現─
• 四川汶川大地震災後，慈濟人以
誠正信實的心，發揮無私大愛，
願意放下個己的事業，走進苦難
之地，引導悲痛者走出哀傷的心
境，並鼓勵他們再去引導，連少
年、稚子也能體現那份真誠的感
情，此即慈悲的示範，菩薩的精
神。

《無量義經偈頌》P.50~53

慈悲菩薩



2008年5月20日

四川汶川發生世紀性的大災難



志工們馬上到災區
關懷膚慰，看到這
一個年輕的孩子，
名叫趙健，因為地
震他被壓在建築物
夾縫中，被搶救出
的他明顯受到驚嚇，
已經好多天不說話
了…直到

北川一中學生趙健(左)在第一時間
從倒塌的建築建物裡被救出來，生
命無礙，輾轉送回到金山鎮；羅素
貞師姊(心貞，右)關懷趙健。



直到藍天白雲的
到來，原本不言
不語的趙健在志
工關懷後打開了
心門，今天特地
前來道謝並露出
了開心的笑容與
羅素貞師姊合影。



因為四川地震
失去兒子的廖
昌會，在慈濟
志工的引導下
走出傷痛，投
入香積志工的
行列。



她帶著同樣失去
兒子的張崇友夫
婦，來到慈濟的
聯絡點。

青年志工、小志
工心疼他們的傷
心，認他們為乾
爹乾媽！廖昌會與乾兒子王小波溫馨互動。



• 用被度法再度人

• 這些災民就是被慈濟人度
出來的，他們同樣用這種
的方法再去度別人，這就
是智慧。



受苦的人，一人能受到佛陀的
教法，其他受苦的人也能同樣
受到解脫。

影像連結：饒益有情轉業因puti_20130427(節錄).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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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是自願的，我常說甘願做、
歡喜受，就是自己發願，再複
雜、再苦難的地方都要走入苦
難。

《2010年3月11日志工早會開示》

菩薩心自安，發願入苦難





菩薩心自安，發願入苦難

•菩薩覺有情，明知有苦、明知
哪裡不安還是要去…

•因為菩薩心自安…

《2010年3月11日志工早會開示》



• 慈濟人「信己無私，信人有愛」，
在人與人之間帶動愛與善，就像
在眾生心中搭起心橋。

• 「以慈導悲，以悲啟智，以智顯
慧，以慧等觀」--悲智雙運，為
人間坎坷鋪路造橋，讓迷茫者得
接引，讓無依無靠者得安穩。

• 《慈濟月刊501期 無盡藏》

以愛以善，搭心橋



貳、

戒、定、慧、
解脫、解脫知見



有次第

• 由戒而生定→

• 由定而生慧→

• 由慧而得解脫→

• 由解脫而有解脫知見

• 《無量義經偈頌》P.93、175



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癡



戒

九二一大愛村前的慈濟logo



1.戒身口意，何者最重要？

意=心
心的習氣若沒有調伏，身口都會
犯錯。

《無量義經偈頌》P.93~94



•防非止惡。

•身業保持清淨，不能有殺盜淫
發生；口業預防不當的言語；
心境要清明沉著，不要起貪嗔
癡惡念。

•一切以平常心看待…

《無量義經偈頌》P.93~94&《無量義經》P.47~48

戒



最容易犯哪些錯？

財 色 名 食 睡 (五欲)

惡習 惡念 惡行



定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志工協助清掃，並以虔誠合十獻上感恩與祝福



•定即不亂。

•定即離一切妄念。

•「定」是由平日的修持而得，
要將雜念放下，視名利、得失
如浮雲，唯有摒除心欲才能得
定。

《無量義經》P.48 & 《無量義經偈頌》P.94

定



慧

杉林鄉大愛園區內，依照那瑪夏鄉原型打造的長老教
會，在 上人、貴賓、那瑪夏鄉族人的見證下啟用。



•如何產生慧？

「破惑證真」

•知道→徹底知道→體會→利用

•真正的道理要親自體會，真正有
見、有證，才叫做「證」

《無量義經偈頌》P.94

慧



•…走入當地「見證苦難」…

真正體會人生的苦不堪言與無
常，才深刻體證「生命不用計
較，只要精進」的道理。

•一步步斷除妄念、增長智慧，
即破惑證真。

《無量義經偈頌》P.94

慧



•俱足正確的見解。斷除習氣，
清淨身口意，正念正解才會現
前。

《無量義經偈頌》P.94

解脫



•指一切境界都很分明，了解一
切苦難，是因為各種因緣所集
成的苦因、苦緣、苦報，已達
斷除一切無明煩惱之智慧。

《無量義經偈頌》P.94

解脫知見



參、

其心禪寂，常在三昧；
恬安澹泊，無為無欲；
顛倒亂想，不復得入。



白淨比丘尼的因緣

影像連結：悲智印記第100集_舞台劇_白淨比丘尼故事.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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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白淨比丘尼過去生有甚麼樣的
因緣，可以讓她此生如此順利出
家，又證得阿羅漢果？

• 2.什麼樣的體會與心境，讓貧婦
想要布施他們夫妻賴以維生的一
條毯子，也就是財產的全部？



福從何來？

福從布施來

賣貧窮 買富貴



三種布施

一、財布施

二、法布施

三、無畏布施



•心在正知正見中，行於三昧正
行正定中

•「常在三昧」--擔柴挑水、行
住坐臥無不是禪。因為心中有
佛，行中自然有法。能在日常
生活中展現清淨的身心。

《無量義經偈頌》P.53

其心禪寂，常在三昧



•心中沒有絲毫掛礙的人，他的
心境必定清朗寂靜。

•學佛，不論修行或是做事也必
須「前腳踏出，後腳提起」；
不要時時計量，即能恬安澹泊。

《無量義經》P.49~50

其心禪寂，常在三昧



考驗--佛印禪師與蘇東坡

圖片翻拍自網路：蔡志忠漫畫集



蘇東坡--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
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佛印禪師

「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



（1）稽首：頂禮

（2）天中天：指佛

佛是天中之天、聖中之聖。在最高的境

界上，沒有比佛再高的

(3) 毫光：指佛從眉間所放的光芒
(4）照大千：照遍三千大千世界。

(5) 八風：稱、譏、毀、譽、苦、樂、利、衰

(6) 紫金蓮：紫金色蓮台。



前兩句是蘇東坡在讚嘆佛：

蘇東坡向佛頂禮，讚嘆佛的光芒照遍三
千大千世界。

後兩句是蘇東坡在講自己打坐的狀況：

八風吹不動，安穩坐在紫金色蓮臺上。



•
3.八風吹不動：

•
（1）八風：稱、譏、毀、譽、苦、樂、利、衰。

•
（2）八風吹不動：然後他就說自己是八風吹不動了。

•
4. 端坐紫金蓮：

•
（1）紫金蓮：紫金色蓮台。

•
（2）端坐紫金蓮：安穩坐在紫色蓮台上。

• 前兩句是蘇東坡在讚嘆佛：蘇東坡向佛頂禮，讚嘆佛的光芒照遍三千大千世
界。

•
接著後兩句是蘇東坡在講自己打坐的狀況：是八風吹不動，安穩坐在紫金色
蓮臺上。



• 澹泊--世間沒有貪求，不為世間
的名利地位所動，只有救度眾生
的心志。

• 無為無欲--所做的事情都不是為
自己的利害得失。

• 菩薩並非完全無欲，但是他的欲
和凡夫不同，是清高的希望，祈
願世間能夠祥和平安。

《無量義經》P.51~52

恬安澹泊，無為無欲



• 記者問：慈濟委員賣力付出，
為什麼不在慈濟的雜誌上發表
？

• 上人言：慈濟的委員完全都是
為眾生做事，絕對不是為名利
而做……想要成為慈濟委員，
必須俱足「誠」與「正」



• 煩惱皆起於顛倒亂想，我們的心
面對色聲香味觸等外在境界的時
時誘引，常會生貪嗔癡惡法。

• 心若能常在禪寂三昧中，不起心
動念，有這份定力自然面對外境
就能「顛倒亂想，不復得入」。

《無量義經偈頌》P.55~56

顛倒亂想，不復得入



恬安淡泊 無為無欲

影片：恬安淡泊 無為無欲-20100614晨語剪輯.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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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安澹泊‧無為無欲的人生

• 把握人生的方向，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每一步人生，都是值得留
下的足跡。

• 踏踏實實地生活，不要在此處留
下足跡，心卻在遙遠而求不可得
的理想境界，這樣的追求會很辛
苦。

《2003年10月04日對全省合心組委員開示》



恬安澹泊‧無為無欲的人生─

李宗吉居士



• 中國廣西省藤
縣大心坡訪視，
李宗吉(思祐)
爺爺關懷暫住
木棚中的災民，
看看糧食有沒
足夠。



• 他是建築委員
之一，不論工
程有多高、多
遠，行動不便
的他，同樣爬
高爬低去看工
程施工的情況。

921希望工程動土典禮，擺在會場中央的新
校舍模型，是眾人愛心的具體成形。



• 盡心、盡力、盡
責，是令 上人
很懷念的一位長
者，能夠作為我
們的榜樣，可用
「恬安澹泊，無
為無欲，顛倒亂
想，不復得入」，
代表這位長者。

台中慈濟志業園區動土典禮



往生後，作無
語良師，更化
無用為大用，
讓醫學生學習
術式操作，搶
救生命，守護
健康。

慈濟大學急凍大體模擬實境手術教學



恬安澹泊
‧

無為無欲

杜俊元居士



他擔任無給的大
愛電視臺的董事
長，可是他在高
雄的社區裏，跟
所有的慈誠師兄
一樣，值慈誠隊
勤務指揮交通，
更發心每天掃街。

高雄市「921地震」募款活動，為希望工程
募款舉辦義賣園遊會；杜俊元師兄(濟暾)為
往來的民眾說明希望工程。



他放下身段、一路陪伴
，做到了『不請之師』
，像雨露滋潤大地一般
。

↑凡那比颱風來襲，高雄合心協
調中心，召集人杜俊元師兄不斷
以電話了解各地的災情與需求。

→做資源分類



深入社區組隊，
長達半年的每周
練習妙音動作與
唱誦，接受一次
次的驗收成果展

↑2011年法譬如水經藏演繹，來
自台東、屏東、高雄及台南的志
工進行動線隊形與手語演練。

→高雄市鼓山區《法譬如水─慈
悲三昧水懺講記》讀書會，杜俊
元(濟暾)師兄與同修楊美瑳(慈
晉)師姊用心練習手語動作。



年年的浴佛節都
沒缺席，年齡超
過七十的他，在
大太陽下彩排許
久也不會喊累、
喊熱，他說：心
中清涼就不會感
到熱了！高雄慈濟志業園區，佛誕日浴佛典禮



• 如果能夠面對現實，無為無欲，
不必超過我們的能力範圍去創作
一番，自然可以「恬安澹泊，無
為無欲」，這樣的生活實在很讓
人欣賞。

《2003年10月04日對全省合心組委員開示》



心得法，法入心，
行在菩薩道！

靜思法脈、慈濟宗門，普遍在雲端；
菩薩如飛天灑播種子，殷勤耕耘福田！



戒如果能守，心就能定下來…

連結：悲智印記第100集_大藏經.wmv

悲智印記第100集_大藏經.wmv


• 人人與生俱來，有與佛同等的
智慧…



• 單純的三個指標，用在生活中，
幫助我們由戒而生定，由定而
生慧：

一、 心想好意

二、 口說好話

三、 手做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