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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光受持如來法藏
•八子得道成佛

•貪名重利苦

•法末污穢行

•同事共入道

•懺悔即清淨

•彌勒得授記

•當下用心聽



經典原文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是諸八王子 妙光所開化 堅固無上道 當見無數佛
供養諸佛已 隨順行大道 相繼得成佛 轉次而授記
最後天中天 號曰燃燈佛 諸仙之導師 度脫無量眾
是妙光法師 時有一弟子 心常懷懈怠 貪著於名利
求名利無厭 多遊族姓家 棄捨所習誦 廢忘不通利
以是因緣故 號之為求名 亦行眾善業 得見無數佛
供養於諸佛 隨順行大道 具六波羅蜜 今見釋師子
其後當作佛 號名曰彌勒 廣度諸眾生 其數無有量
彼佛滅度後 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師者 今則我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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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八王子 妙光所開化
• 所以，佛陀來「開、示」眾生，佛的知見，無非就是為眾生開法藏
，將如來的藏性打開，讓大家知道，法藏不只是在佛，眾生皆有如
來藏性。只是，眾生這個法的性，都是關住的，如來藏關著，所以
佛陀來人間「開、示、悟、入」，是為眾生開法藏。

• 這法藏一開，裡面的法，就是要「廣施功德寶」。裡面，人人能接
受佛的教法，就如得到法藏裡的寶一樣，任由人人去取。所以我們
學佛、聞法，聽法之後，聞、思、修。聽，要好好去思考，每一句
、每一字裡面的含藏，含藏著它的道理，這個「道」，有道就有路
，有這個道，能讓我們走的路，我們要好好用心去體會。是妙光法
師，奉持佛法藏，八十小劫中，廣宣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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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子表八識，轉識成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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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無上道 當見無數佛
• 「堅固無上道」，那就是守護一切眾生善根。佛陀
說法教導人人要能從善，要做善事、起善念，凡是
一切一切，惡念不能浮上來。我們修行，就是要降
伏我們的惡念，時時培養善念。善念已經啟發，我
們就要堅固，守護一切善。不只是自己要守護，連
一切眾生，我們也要幫忙他們守護。這是發菩薩心
的人，先堅固自己的道心，然後也堅固他人的善根
。若能如此就能「當見無數佛」



成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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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堅固自己的道心，然後也堅固他人的
善根，若能如此就能「當見無數佛」



得令堅固修多羅 (堅實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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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多羅Sutra，此云契經。經典中直說法義之長
行文也。契經者，猶言契於理、契於機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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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諸佛已 隨順行大道
相繼得成佛 轉次而授記

•「授記」，是佛對發心之眾生，授於當
來必當成佛之記。所以，這是佛，與這
些修行者所約定：你們有如此修行，你
們一定會如此成佛。



最後天中天 號曰燃燈佛

•「天中天」，那就是佛之尊稱，也就是
說天人也是很恭敬，不只是人間恭敬，
是連天都恭敬，所以是天與人間所尊敬
的，稱為「天中天」。



諸仙之導師 度脫無量眾
• 諸仙，為印度四姓之一，是奉事大梵天王，而
修淨行的種族

• 他們認為他們是，大梵天王的子孫，所以在這
四姓階級，他們是排在最上層。這是印度佛陀
出生那個時代，社會的形態，婆羅門這種的種
族，是在這印度是最被尊重，所以，他們自己
也是很驕傲。



導師
• 導師，引導大眾進入佛覺道者，是佛菩薩的通稱

• 我們平時世間的教育，學生除了老師以外，也有導師，導師
就是在引導學生正確方向。我們修行者同樣，同樣我們要知
道方向在哪裡，隨著導師正確的方向走，就不會偏差。

• 導師就是覺悟的人，不只是自覺、覺他，還是全都覺行圓滿
，悲智雙運的大覺者，是佛、是菩薩的通稱。佛能夠稱為導
師，菩薩也能稱為導師，就是人間的典範。凡是能夠做人的
典範，就能夠堪稱為「導師」。



是妙光法師 時有一弟子
心常懷懈怠 貪著於名利

• 那當中八百弟子中，其中有一位弟子，雖然也是在
行菩薩道，可是他的心也是很懈怠，還有這個懈怠
的習氣，貪著於名利。這種懈怠自然貪著的心，就
會生起。

• 什麼叫做懈怠？既在修行，為何心會常懷懈怠？意
思就是說，懈怠者是眾行之累。在修行若有懈怠，
對自己也是一種拖累，不是在群眾中被人棄厭，其
實對自己修行，也是一種的拖累。



《水懺》是很難誦！
• 過去也有這樣的叢林，大家在工作，分工、分
執事。有一位老修行者，他雖然是年紀大了，
不過他很發心，山上修行，若沒有水就要去挑
，挑水就要輪職務。這位老修行者就說：我也
要輪。所以這位老修行者願意供養這個叢林中
大家發心修行的人。能與人結最大的緣，就是
供應水，所以他挑水，這個職務他不願意退下
來，就是一直要去挑。



《水懺》是很難誦！
• 有一天，看到一群修行者，而且都是比較年輕的，
大家在洗衣服，用水，就是沒有節度。他這位老修
行者，一天來來回回，山下山上不知要走幾次，也
會累，但是他甘願，卻是看到這些人在用水，沒有
節制，他不捨，第一不捨水的浪費，第二不捨這些
修行者的心，沒有修，不會疼惜天地萬物，就是還
未自覺，一直在浪費自己的性命；沒有去體諒別人
，挑水的辛苦，這就是沒有覺他，如此不斷地用、
浪費。



《水懺》是很難誦！
• 所以這位老修行者，他就一句話說：「各位同
修，你們要知道，《水懺》是很難誦！」輕輕
一句話，但是意含著對修行者的警惕。修行者
不就是為求自覺來修行入叢林嗎？



求名利無厭 多遊族姓家

• 在過去修行者的群眾中，都有這樣的人，何況
現在。這種懈怠的人總是貪著利養，想要求一
個清閒，在人群中，若是時間到就去吃飯，晚
了就休息，起來就是享受別人所做的現成，像
這樣都叫做懈怠。

• 貪著利養之人，所以，多求無厭叫做「貪」，
貪心堅固叫做「著」。



法末時之穢行

• 出家之人，多貪利養，惟思口體之利養。
不以勤苦為勞，不能流通佛教，是為法末
時之穢行也。

• 這「利養」，名、利，出家所以在家人就
是要恭敬、尊重出家人，若是這樣的出家
，真正是一位最可憐的人。



棄捨所習誦 廢忘不通利
以是因緣故 號之為求名

• 所以我們若是，「求名利無厭，多遊族姓家」，如此我們
就會去「棄捨所習誦」。儘管你在誦經，雖然在誦，但是
心沒有「法」存在，這也叫做「棄捨所習誦」。

• 這種「棄捨所習誦」，只是讀誦就過去了，文字不在心。
文字既然不在心，道理如何能在行呢？所以身、心都無法
，這就是會沉入於大海中。所以，這種的人就是「廢忘不
通利」，於經典中，就是讀過後就馬上忘記了，就「廢忘
不通利」，對道理不通。



棄捨所習誦 廢忘不通利
以是因緣故 號之為求名

• 對道理若不通，對我們修行是很不利，空過人生、空過時
間，只是一個名譽上的修行者，空空過，真正是不實、不
利。不只是修行者不利，對於要傳承佛法，也是完全廢棄
。「以是因緣故」，我們要很了解，「號之為求名」，這
樣的人叫做求名。

• 求名菩薩，就是在八百弟子中，這妙光法師在教導的弟子
，雖然列入於八百位其中之一，這位菩薩，就是求菩薩道
的人，還有這樣的習氣，所以人家稱他為求名。



亦行眾善業
得見無數佛
供養於諸佛
隨順行大道
具六波羅蜜



上人手札

修行覺道
貴在菩薩度眾
多行善業

布施利行大眾
多說好話

廣度同事入道
P1401



修行離不開發大心，自覺、覺他、覺行圓
滿，度眾生的志業，這是我們修行覺道的
本分事。所以，菩薩度眾生，要如何度呢
？那就是要多行善業。我們若能常常做好
事，就是與人結好緣。結好緣最好的方法
，就是付出、布施。



天下眾生苦難偏多，欠缺的很多。欠缺，
我們就要去為他補充，如何是他所需要的
，我們去付出，這叫做多行善業。身外的
物資需要，我們去付出；心內的迷茫、煩
惱，我們也應該去幫助扶持，啟動他內心
的智慧。這都是叫做布施、利行，凡是利
益人間的事情去做，這全都叫做善業，同
時也是叫做菩薩道，這是利益大眾。



利益大眾不只是物資，或者是去輔導他，
打開他的心門煩惱，還要多說好話。一切
的教導也得聽聞聲音，所以我們聲音要讓
人聽了，句句是法。每一句話、每一項教
導，他都能接受，接受能入心，入心能展
現在日常的行為中，這就是因為我們所說
的話，都是法。說話若讓人都把它當作法
，這就是因為你和他有緣，而且是好緣。



過去不是說過，好緣的，每一句話都是法
；若是無緣的，每一句話都是是非。同樣
的話，有的說好話，若沒有用真誠的心，
就變成綺語了。所以我們要和人，要廣結
很多的好緣，你用誠懇的心，所說的話句
句都是法，所以我們要「多說好話，廣度
同事入道」。



我們要將眾生來化度。因為人生大事都是
在，從生一直到死，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但是，這一輩子的人、事、物，他若是懵
懂、不了解，從生到死這當中，心若是糊
塗，一輩子雖然短短幾十年，若是方向偏
差，那就造很多的業了。



所以我們要廣度，在每一個人一輩子當中
，我們若是有時、有緣，我們就要趕快，
「同事度」，有緣，把他帶進來，和我們
一起做好事，那就是用慈悲濟度眾生，這
叫做廣度同事入道，入佛陀所教法的覺道
。這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體會，
修行覺道的道理。



學佛，希望我們能發大心、立大願，自利、利他、自覺、
覺他，這是我們修行者應該，人人所要擁有一念的道心。
說「大道心」，我們常常在唸「摩訶菩提薩埵」，叫做大
道心。摩訶譯作「大」，菩提就是「道」，薩埵就是「心
」。我們將它翻譯為我們的中文，那個意思就是大道心。

摩訶菩提薩埵：
摩訶譯作「大」
菩提譯作「道」
薩埵譯作「心」
即大道心



發菩薩心者
求廣博大道
又成熟眾生

在修行的過程，就是求廣博的大道。就如
我們在開路，從無路開到有路，明知起點
到終點，這個路的方向，我們就要開始用
功來開路。



光開自己能過的(路)，這樣也是要付出一
番功夫，不如同時把它開大一點，我們前
面走過，我們鋪過的路，後面還能讓更多
人，同時來走這條路，能走得安全又迅速
，能到達我們所期求佛的覺道，這個目標
。



所以我們修行者，好像在開路的人，所以
發菩薩心者，求廣博大道，所要追求的是
很廣、很深，這廣博深遠的大道，我們就
是要，發大心、立大願才做得到。不只是
我們自己，能到達那個終點，同時也能成
就別人。所以成就，能成熟眾生，自己成
就，同時也能讓別人成就。



今見釋師子
其後當作佛
號名曰彌勒
廣度諸眾生
其數無有量



彌勒菩薩

過去的求名菩薩，佛陀為他授記，未來
成佛時號為「彌勒佛」。
彌勒譯作慈氏，代表他慈悲的心量很大，
現在在兜率內院，是一生補處菩薩。



彌勒菩薩

八百弟子中有一人，號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
讀誦眾經，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號求名。是
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
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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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佛滅度後
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師者
今則我身是



結語
•堅固無上道

•水懺很難誦

•亦行眾善業

•先行四攝法

•具六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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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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