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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光受持如來法藏

應機方便現瑞相 但為真實暢本懷

守護弘通法華經 令諸眾生得安樂

攝受雨露耕心田 滌淨八識歸佛識

三乘疑毀當斷除 一心敬待佛說法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今相如本瑞 是諸佛方便 今佛放光明 助發實相義
諸人今當知 合掌一心待 佛當雨法雨 充足求道者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佛當為除斷 令盡無有餘

經典原文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二萬日月燈明佛是同一尊還是二萬尊？代
表時間長久無法計量。

•二比喻福慧，萬代表圓滿，二萬是福慧圓
滿的意思。而日是智慧，月是慈悲，燈是
光明。佛的慈悲能造福人群，智慧能開啟
佛理，有福、有慧，所以稱為福慧兩足尊
。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八百弟子比喻為八正道，八王子比喻為八識。

•「八王子」應該就是，代表八識。人人，凡夫
沒有離開八識。前六識緣六塵境，(第)七識是
思考，思惟、造作、指使者。(第)八識就像是
藏，庫藏般，外面所做的一切，起心動念，所
做的行為，結果的種子就是在第八識裡面。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第)八識就是因緣果報，不斷收納因，就緣著那個
緣，無論你要生在哪裡，結束這輩子，是不是又來
臺灣出生？不一定。天下國家很多，捨此投彼去，
除了人類有富有的國家、有貧困的國家，到底你要
投生何處？不知道。更還有「三塗」──地獄、餓
鬼、畜生，這六道，我們不知道會去哪裡。這都是
含藏於藏識裡面，我們因緣果報，就是緣著(第)八
識在走。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佛陀要教育我們，要我們將八識都去掉(滌淨)，回歸第九
識，九識就是佛性。所以佛陀教法古今相同。(日月)燈明
佛為妙光菩薩說《法華經》，妙光菩薩也是廣說《法華經
》。因為這二萬燈明佛，他是為妙光說《法華經》，向大
家說，但是對機者是妙光。所以，妙光吸收之後，來化度
八百弟子、八王子等等，妙光也是為大家，再繼續說法。
因為日月燈明佛，「如薪盡火滅」，取滅度了，這期間就
是妙光菩薩，繼續宣說《法華經》。



信為道源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
信佛微妙甚深法
今古諸佛道皆同

……大家一番互動之後
，有人相信點滴累積能
救人，相信大地物資可
以回收再製，所以開始
在火場周圍撿拾寶特瓶
，做資源回收，這就是

長養善根。

菲律賓P1437-1439



學佛要相信佛法，佛陀不只要解除眾生內心的
苦難，還要解除因為不知因緣果報，以致在六
道輪迴中不由自己的懵懂。佛陀的開示讓我們
瞭解：在分段生死中要清清楚楚，讓人生來去
自如，直到如何來、如何去，生活中對境時，
心念就不會變異生滅。倘若當下相信，很快卻
又受外界影響而喪失道心，正信一偏差，容易
變成邪信，所以對佛法要有正確的信仰。
P1439-1440



例如打針
如果知道
安心

如果不知
不安

念念生滅 ？

信



今相如本瑞 是諸佛方便
今佛放光明 助發實相義

• 方便：契於一切眾生機之方法。

• 方為方正之理，便為巧妙之言辭。

• 對種種之機。，用方正之理與巧妙之言也



上人手札

宇宙浩翰無際，
大地遼闊蘊育。
五穀糧食，一地所生，
大樹小草，一雨所潤。



佛陀的心地就如天下大地，他能來蘊育智
慧。我們要成長我們的慧命，要從佛陀他
所開示經典中，我們一一去體會、去了解
，自然我們的心地與佛的心，會合在一起
。就如五穀糧食一樣，我們的智慧之糧，
就是從心地生出來，所以我們要用心，我
們也要啟開、開墾我們的心地。



所以無論是我們的心態，小乾坤的心態，
或者是大乾坤的生態，都沒有離開一地、
一雨。雨露就像我們的法一樣，我們要好
好耕耘心地，接受著雨露的法水來滋潤。
所以我們人人，已經是選擇了這分修行，
修行，我們要好好照顧好這片的心地，要
好好攝受了雨露的水分，我們才能慧命增
長。P1445



樹的成長需要有陽光、空氣、水



諸人今當知 合掌一心待
佛當雨法雨 充足求道者

• 「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開始佛陀要來施教
，就像法水，要來滋潤人人心地乾枯，已經很枯燥
的心。大家的心地雖然有種子，也已經有耕耘了，
現在就是需要及時的雨水。大家的心已經有想要求
法了，如同大地需要水，同樣的道理，佛即將要來
施，施教來雨法雨，供應我們的水分，能「充足求
道者」，大家很想要求 ，這一念心。



諸人今當知 合掌一心待
佛當雨法雨 充足求道者

• 「雨法雨」，那就是「妙法能滋潤眾生」。前
面的「雨」(字)，就是施，施教，施教普及，
法能滋潤眾生的心，所以比喻叫做「雨」，「
雨」就是施教。也就是譬喻，說法能霑利眾生
之心田。眾生的心田就是需要水分，無論是五
穀雜糧、或者是水稻田都不能離開，就是要適
當的水分，普施滋潤於心地上。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佛當為除斷 令盡無有餘

• 「諸求三乘人」，有三種的法就是小、中
、大。就像大地上，有大樹、小樹、有草
等等，這就是看它在大地上，它所要吸收
的水分有多少，同樣一雨普潤。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佛當為除斷 令盡無有餘

• 雨，所施的雨都是平等，同樣是雨水。只是在
這個大地上，你自己這個心地是發心，像是草
一樣嗎？一枝草同樣有一點露在。一枝草一點
露，它就能生存在大地。佛法也是一樣，你自
己若是要求小乘，就如小草一樣，你所要的就
只是那一點水而已。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佛當為除斷 令盡無有餘

• 同樣的大地，只是那粒種子，那粒種子就是我們自
己的發心。你到底你要撒的是什麼種子呢？草的種
子，或者是發心想要樹種？我們若是種樹種，撒樹
的種子，同樣在這片土地上，小樹同樣接受雨露，
水就比草的水，所吸收的就較多了。這就像是我們
中根機的人，發心要再更了解佛的教法，所以他會
更深入來求法的來源，這如中根機之人。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佛當為除斷 令盡無有餘

• 大樹同樣在這片土地上，有的樹種很大，
這麼大的樹種，經過了小樹而大樹，從小
樹來吸收雨露，漸漸、漸漸長大了，大樹
很大，在我們大地上，有的大樹，真的是
很大，展開能夠庇蔭很大片的土地。



求三乘法者

•求三乘法者，或疑、或悔，約有三種

•第一是修小乘之初心者，

•第二是修菩薩乘者，

•第三是已證小乘果者。



• 第一、修小乘之初心菩薩，謂佛以小乘示
我，遂自疑不能成無上菩提。

• 第二、修菩薩乘者，復疑大乘法為我等所
獨有，非小乘人所堪。

• 第三、已證小乘果者，復自歎所證尚非究
竟，悔未由大乘法修入。



•這三種疑悔，「皆當待佛以大法為
之除斷」。現在大家就是要等，等
此時佛陀要向我們施雨，法雨，要
來施教，法雨來滋潤所有求道者，
這就是施教。



• 不論你是小乘，或者是中乘、大乘，心各有自
疑問，此法就是要等待佛陀出定後，自然會將
此法普施大眾。

• 我們要很感恩，文殊菩薩的大智慧，要來啟機
，當場將大家根機不整齊，要如何將這些根機
集齊，大家要共同一心，要虔誠、耐心來等待
，佛陀即將要將他內心本懷的教法施教出來。
這是文殊菩薩的智慧。人人要用感恩心，虔誠
受法。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法華經序品：
畫繪述說分明，古今如來，悲願愍念，
諸眾生苦，沉淪欲海。
有種種性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妄念分別
，歷劫纏繞無有出期。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
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
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



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並見
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
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
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
復見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



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並見
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
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
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
復見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



現在此處說，所有的眾生修行，有的人想要修，到東方
琉璃世界，那就是藥師佛的法門，有的人就說，我要修
淨土法門，那就是阿彌陀佛的世界，這要看大家在修行
當中，他要修什麼法門，在這中間，就能夠看到，不管
他修什麼法門，他就會見到那尊佛的清淨國土。



例子

最近有很多企業家來接觸慈濟，想探討佛法在人間如何普遍化
，想瞭解慈濟宗門如何走入人群。有位企業家說，師父，我很
想回來，但前幾天大家先回來，我沒跟上。怎麼沒跟上？他說
我的事業要推展到國際，所以非常忙碌。
因為要拓展到印尼，再規劃一間更大的工廠……

常說：「過去是雜念，未來是妄想」，凡夫心很複雜，身處現
在，卻不斷地回憶過去；無法安住當下，就會被種種憶想妄念
分別纏住，心在分秒間起伏不定，沉淪欲海中無法出離。
P1454-1455



上人手札

佛慈靜思默慮，化緣將盡，
為此一大事因緣，敷暢本懷故，
定中發光現瑞。
靈山會中，彌勒文殊助顯實相義，
引古知今。



法華
六瑞

說法瑞

放光瑞

心喜瑞

地動瑞

雨華瑞

入定瑞



宣說法華六瑞相

•佛說大法我體解大道

•入定雨華我心喜隨喜

•地動放光我珍惜因緣

•上人開示我傳承教法





自心 佛心

那這樣子的因緣成熟了，就把他招
來，來，加入進來，名副其實慈濟
人，也許一步一步就把他牽來，成
為真正的人間菩薩。這就是佛法在
人間，佛教，人間的教育，這都是
我們可以做得到。

https://d.docs.live.net/3b31eb9a1d430496/桌面/靜思法髓妙蓮華-凝聚心光入微妙法(21)/序品3-3法華六瑞序(三).mp4


「諸法實相義，已為汝等說」。
所有實相的道理，無論是「四諦」、
「十二因緣」或是「六度」法，
日月燈明佛皆已對大眾述說。

「實」就是真實不虛，「非虛妄之
義」。「相者無相也」。



實相=法性=真如

名相—世間一切人事物的

名稱與形象

實相—真實道理的源頭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 諸人今當知 合掌一心待
▪ 佛當雨法雨 充足求道者
▪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 佛當為除斷 令盡無有餘

以最恭敬虔誠專注的心來
等待，佛陀會有很多的法
水滿足我們想要追求佛道
的人的需求、問題、疑惑。
不論是小乘、中乘、大乘，
佛都會為你解說、釋疑、
斷惑。
完完全全地斷除你的疑惑，
讓你永不後悔。







一花一如來，一草一世界

學佛要用很微細的心
去體會微妙的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

靈山清澄靜寂，草木葱葱郁郁；
天龍八部雲集，四方菩薩群聚。



時間，「時無長短，地無遠近；法無古今，等
同日月」，古今佛同。
這是要與大家(說明)，希望我們的〈序品〉，
結束之後，讓大家更加清楚，到底這〈序品〉
中，與後面的經文要如何去接，我們應該要很
了解。這麼久的時間，要體會到佛陀的靜坐，
彌勒、文殊，在對唱的用意。所以人人要時時
多用心。



每部經分三部分：
〈序分〉、〈正宗分〉、〈流通分〉。
〈序分〉：述經之綱要。
〈正宗分〉：經典的正文。
〈流通分〉：鼓勵修行者學習與流傳。



〈序品〉中已宛轉委曲，顯示將說
妙法之意，故應繼說本經之宗。
《妙法蓮華經》即諸佛之本懷，如
一乘大法是成佛唯一之教也。



結語
• 一齣戲，人間引領我們行菩薩道的真實大法

• 無量義，上人開示靜思法髓妙蓮華一生無量

• 要珍惜，明師難遇今已遇聞法入心依教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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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嚴上人完整開示
請看大愛電視台或

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
指教電郵：jack01823@gmail.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1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earn-buddha-966211/20180313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