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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原文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時佛說大乘 經名無量義 於諸大眾中 而為廣分別
佛說此經已 即於法座上 跏趺坐三昧 名無量義處
天雨曼陀華 天鼓自然鳴 諸天龍鬼神 供養人中尊
一切諸佛土 即時大震動 佛放眉間光 現諸希有事
此光照東方 萬八千佛土



時佛說大乘

•說大乘：諸佛如來正真正覺所行之道，
彼乘名為大乘、名為上乘、名為妙乘、
無等乘、無等等乘。



大乘這條路

• 這是佛已經覺悟的本性，所走過來的路。
我們同樣是這條路，本來就具有，前面的
人走得過去，後面的人應該也是走得過去
。佛陀就能夠成佛了，我們眾生本具佛性
，我們怎麼不能成佛呢？所以，佛陀所說
的就是有道之理，真實有這一條路的道理
。



上人開示—弟子發願

•人間菩提—20210120傳承教法旗飄揚



經名無量義

•佛欲說法華，一實相理
故，先說此無量義，又
入無量義處三昧，會歸
於一實相之理。



經名無量義

•《無量義經》，就是《法華經》的精髓
，《法華經》的精髓，就是在《無量義
(經)》，它一能含一切法，光是一項道
理，就能包含一切一切的法。



經名無量義
• 所以，佛欲說《法華經》暢演本懷。這《法華經》
，一直都是在他的內心，一直想要說出來。「先說
此無量義」，開始講無量義，又入無量義處三昧，
他在入定的時候，其實是「離言法華」，叫做「無
量義三昧」。不管是現光，發光、現相，在那個定
中，完全是內心那個無量義的法髓，真的是很歡喜
、很澎湃，一直開始要宣說的時候，所以這就是「
無量義處三昧」。



新加坡慈濟執行長劉瑞士表示，上人給新
加坡慈濟的使命就是成為「慈濟人文國」，
他勉勵大家要入法、聞法，讓法入心。在
粽串傳承與卷軸移交的環節，內心滿是感
動與澎湃，欣喜新加坡慈濟受到肯定。
接下來志工的使命就是：一、法入心；二、
提起勇氣說慈濟，菩薩大招生，啟發人人
的愛心。「前人種樹，我們要種更多樹，
大家手牽手，向前走！」



經名無量義
• 「會歸於一實相之理」，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道理，
會歸納入就是一大乘的真理。所以《無量義經》說
：「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一切的法顯現在前
，就得無量智慧。這就是要看我們是不是能夠，通
徹瞭解這個「無量義」的道理。所以「會歸於一實
相之理」，就是包含很多的道理，「實相之中妙義
無窮」，所以叫作《無量義經》，這是佛所護念的
。



經名無量義
• 實相之中，妙義無窮，故名無量義經

• 所以，我們若是想到這一實相之中，妙義無窮
，光是讀到這一句(文)，內心對《無量義經》
，你就能夠很澎湃，內心很踴躍、很歡喜，這
個無量義入心，能夠體會、了解天下一切事、
物、理相，這樣就能夠全都了解了。



解—證嚴上人一生，修行的精華

• 《妙法蓮華經》為持

• 《無量義經》為導

• 《靜思法髓》為達

• 體現在《人間菩提》



經典原文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 非彼非此非去來，
非青非黃非赤白， 非紅非紫種種色。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 眾生善業因緣出。



非方非圓非短長，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非坐非臥非行住



我們生活在天地之間，到底天與地，我們的生活
是圓、還是直？到底是方、還是長？其實人是很
渺小，天地是這麼寬大，這個道理要方、要圓、
要四角，這是看我們的生活方式如何做？方與圓
還不都是一樣，只要你的心地寬大，方圓就沒有
什麼樣的分別。我們的心地若是窄，就有計較了
。只要我們放大，不管是方、是圓，在我們的內
心都足足有餘，不管是長，不管是短。所以說，

「非方非圓非短長，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方非圓非短長，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非坐非臥非行住

無相

無為
離相

不生不滅
(無為)

不行不分別
(無名)

不見有無



非方非圓非短長

•言法身無相

•非有無非方圓短長



非方非圓非短長

•言法身無相

•非有無非方圓短長
• 若能夠透徹道理，還有什麼好計較？一切都是
非、非、非啊！既然是有無、無有，這種生滅
相，還有什麼好在那裡計較？還有多少時間可
計較呢？



非出非沒非生滅

•佛法身無為

•故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佛法身離一切相

•無始終造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頓悟入道要門論云

•何是見佛真身

•答：不見有無

•即是見佛真身



非坐非臥非行住

•頓悟入道要門論云

•何是見佛真身

•答：不見有無

•即是見佛真身

大珠慧海禪師



大珠慧海禪師
• 大珠慧海禪師，唐朝建州人，俗姓朱。最初依越州

（約今浙江紹興一帶）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後至
江西參訪馬祖大師。初見馬祖，大師問道：「上座
從什麼地方來？」慧海禪師答：「越州大雲寺。」
馬祖大師又問：「大德為了什麼事，特地來到這裡
？」慧海禪師答：「來求佛法。」馬祖大師聽罷只
說道：「老僧這裡什麼也沒有，求什麼佛法？自家
寶藏不肯照顧，拋家散走做什麼？」

• 慧海禪師問：「請教和尚， 哪個是慧海的寶藏？」
馬祖大師回答：「當前問我的，就是你自家寶藏。
一切本自具足，無欠無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
」大珠慧海禪師即時悟明心地，知自本心圓滿無缺
，不由知覺，深心感恩踊躍禮謝，遂留山中師事六
載，朝夕精勤保任用功。一日自念受業之師，年歲
已高，當歸去承事奉養，報答受業之恩，於是辭別
馬祖大師告假而去。 大珠慧海

馬祖道一



越州大珠光耀耀
• 慧海禪師回到昔時寺院後，在心地上默默用功，隱於僧眾
之間，隨眾起倒、過堂出坡，沒有人特別注意到他。一日
，慧海禪師的後輩玄晏法師，在他房裡發現一卷慧海禪師
所著的《頓悟入道要門論》，閱後心中驚奇，私下呈予馬
祖大師。馬祖大師覽訖對大眾說：「越州有大珠，圓明光
透，自在無遮障。」眾人聞語紛紛前去尋訪依附，師謂眾
人道：「我既不會禪，亦無一法可示人。」然而參請者為
道而來，不肯放休，事不得已，師只好隨問隨答，因辯才
無礙，寺中學侶漸多，大珠慧海禪師的聲名，遠近並聞。



• 也說不定兩千多年前，我們是隨佛身邊的(弟子)

，也說不定。就像求名菩薩一樣，還在求名利
，所以我們還在六道中(輪迴)。不過，我們還存
著這個覺性，所以我們不斷在佛法中，我們在
供養。供養什麼呢？供養法。因為佛不在人間
，佛的心放在我們的心裡，我們依教奉行，尊
重法。尊重法做什麼呢？一大事那就是覺悟。
覺悟之後，也是一大事，我們來救濟眾生。這
叫做覺的循環。



• 所以，什麼是見到佛？佛的真身是什麼呢？其
實，佛的真身在我們自己的內心。「不見有無
即是見佛真身」，我們沒有見到「有」與「無
」，我們若能夠了解道理，這就是佛的真身。
其實，佛來過人間，我們是不曾遇見，不過，
我們在四威儀中。學佛！學佛在四威儀中，我
們就要學好。「不問行住坐臥，一切時、一切
處，若晝若夜，不論時處諸緣修之不難」。



• 無論是夜晚，無論是白天，在行、住、坐、臥的地方，我
們法不離心，我們的行不離法。所以，我們若能夠這樣，
要見佛，見我們的自性佛，就不困難了。其實，學佛就是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不管是晚上
、白天都一樣。所有的因緣，我們的心若不離法，其實見
佛哪有困難呢！因為佛在你的心中。所以，「舉止動作，
謂之四威儀」。

• 學佛，我們要顧好我們的四威儀，行、住、坐、臥中，這
都是我們應該要學的。《無量義經》就是這樣在教育我們
，要讓我們更了解，所以佛陀，心，他所關懷的是「無量
義」，《法華經》的精髓。



離一切相(例子)

•P1198-1199

•泰國水災，斯里蘭卡救災……

•水患後的重建由誰先做？應離一切相，不需要
計較誰先開始，不論你先或是我先，即使最後
才做也無法。該做的事情，人人搶先做，就能
早日讓人能平安。



薰法心得
• 我以前會從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及金
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去理解這些經文，
就是不要執著，真空妙有在其中。

• 今日更體會到，要面對無常，接受無常，這是
修行的一個過程，學會「諸行無常」，是證阿
羅漢果的第一步。證阿羅漢果，斷諸煩惱，再
願意修行大乘菩薩道就又快又容易多了。



非動非轉非閑靜，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非彼非此非去來

行蘊

真理

恆常/無常
(心包太虛)

空間
道理互通



非動非轉非閑靜
•諸佛法身如虛空

•靜寂清澄

•自是無動轉閑靜

•時間擋不住 無常擋不住



用心瞭解道理

• 這麼多「非」是告訴我們，心靈可以包含一切
因，應真正體會是與非的道理。要去除人、我
的無明。唯有「無量義」，所以我們要透徹一
切道理，才能發揮真實本性。只要用心瞭解道
理，對人世間一切的物理，時間、空間、人與
人之間，就沒有什麼過不去。



非青非黃非赤白，非紅非紫種種色
• 佛的法身清淨，它無相，摸，摸不到；看，看不到；聞，
聞不出來。但是它的道理還是很恬寂，不過在我們的生活
中無處不在。

• 它就是無色、無相，所以不是有什麼東西會去污染到它。
我們的佛性只是被無明遮蓋，不是被它污染。就像天上的
烏雲，它會遮日、遮月，烏雲若過去之後，日與月還是原
樣，該是太陽出來的時候，就是太陽的光，該是月亮出來
時，那就是月亮的光，不管雲什麼時候出來，雲只是將日
與月遮蓋，並沒有污染到它。



非青非黃非赤白，非紅非紫種種色

• 所以我們人人的本性，原來是清淨。本性
就是道理，道理叫做法身，覺悟之後的道
理，叫做佛法身，這樣清淨。因為本來就
是清淨了，所以不是用色相染著得到它。

• 佛法身清淨，非色相所能染著



戒定慧解知見生
• 戒定慧解知見生：以五種的功德法成就佛身，叫做
五分法身。

• 一、戒法身：謂如來三業，離一切的過失。

• 二、定法身：謂如來真心寂滅，離一切的妄念。

• 三、慧法身：謂如來真智圓明，通達諸法的性相。

• 四、解脫法身：謂如來的身心，解脫一切繫縛。

• 五、解脫知見法身：謂如來具有了知自己，實已解
脫的智慧。



達賴喇嘛的經典對話～十問
• 【一問】：失去的東西，有必要去追討嗎？

• 達賴說：「失去的東西，其實從未曾真正地屬於你，
不必惋惜，更不必追討。」

• 【二問】：生活太累，如何輕鬆？

• 達賴說：「生活太累，一小半源於生存，一小半源於
欲望與攀比。」

• 【三問】：昨天與今天，我們該如何把握？

• 達賴說：「不要讓太多昨天佔據你的今天 。」



達賴喇嘛的經典對話～十問
• 【四問】：如何對自己，對他人？

• 達賴說：「對自己好點，因為一輩子不長；對身邊的
人好點，因為下輩子不一定能夠遇見。」

• 【五問】：您如何詮釋禮貌？

• 達賴說：「對不起是一種真誠，沒關係是一種風度。
如果你付出了真誠，卻得不到風度，那只能說明對方
的無知與粗俗。」



達賴喇嘛的經典對話～十問
• 【六問】：我們如何確定自己的目標？

• 達賴說：「如果你知道去哪，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
。」

• 【七問】：怎樣平衡快樂與悲傷？

• 達賴說：「一個人只有一個心臟，卻有兩個心房。
一個住著快樂，一個住著悲傷，不要笑得太大聲，
不然會吵醒旁邊的悲傷。」



達賴喇嘛的經典對話～十問
• 【八問】：我們怎樣做才叫「腳踏實地」？

• 達賴說：「只要你的腳還在地面上，就別把自己看得太輕
；只要你還生活在地球上，就別把自己看得太大。」

• 【九問】：有人說愛情會因為時間而沖淡，您認為呢？

• 達賴說：「愛情使人忘記時間，時間也使人忘記愛情。」

• 【十問】：兩個相愛的人不能在一起，怎麼辦？

• 達賴說：「不能在一起就不能在一起吧！其實一輩子也沒
那麼長。」



經典原文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 非彼非此非去來，
非青非黃非赤白， 非紅非紫種種色。
戒定慧解知見生， 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 眾生善業因緣出。



佛陀要修行者放下(故事)



佛陀要修行者放下(故事)



三明六通道品發



三明
• 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

• 一、宿命明：是明白自己或他人一切宿世的事。

• 二、天眼明：是明白自己或他人一切未來世的事。

• 三、漏盡明：是以聖智斷盡一切煩惱。

• 以上三者，在阿羅漢叫做三明，在佛叫做三達。



六通

•「三明」加「三通」，即：

•宿命通、天眼通、

•漏盡通、天耳通、

•神足通、他心通。



道品

•道品之法有三十七道品，至涅槃之道法
，品類差別，故曰道品。



慈悲十力無畏起



慈悲

•諸佛菩薩乘慈悲願力而來忍土，

•四無量心來度化眾生。



佛的十力
• 知覺處非處智力

• 知三世業報智力

• 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

• 知諸根勝劣智力

• 知種種解智力

• 知種種界智力

• 知一切至所到智力

• 知天眼無礙智力

• 知宿命無漏智力

• 知永斷習氣智力

51

• 知道正確對錯懂得判斷的能力

• 知道過現未來因緣果報的能力

• 知道各種正定解脫自在的能力

• 知道不同的人能力優劣的能力

• 知道如何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 知道各種世界種種生態的能力

• 知道評估各種做法結果的能力

• 知道未來且能行動無礙的能力

• 知道過去且能沒有煩惱的能力

• 知道如何永遠斷除習氣的能力



佛之十力

殊勝的妙智

大用於人間

• 知道正確對錯懂得判斷的能力

• 知道過現未來因緣果報的能力

• 知道各種正定解脫自在的能力

• 知道不同的人能力優劣的能力

• 知道如何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 知道各種世界種種生態的能力

• 知道評估各種做法結果的能力

• 知道未來且能行動無礙的能力

• 知道過去且能沒有煩惱的能力

• 知道如何永遠斷除習氣的能力



佛之四無畏智

•一、一切智無畏

•二、漏盡無畏

•三、說障道無畏

•四、說盡苦道無畏



眾生善業因緣出
• 各位菩薩，學佛，我們必定要在人群中，去學一切法，了解
一切的道理。要不然，我們永遠、永遠，「法」跟你說得很
清楚，我們還是對境同樣心會亂。所以我們要學一切的善業
，所以善業，我們必定要好好去追求，什麼才是正確的道路
、如何走，不離開五戒、十善種種的道理。

• 善業因緣出，五戒十善等善事之作業也，身口意三好，共成
善業因緣。

• 五戒、十善，不離開我們的身、口、意三業。我們若是三種
業，就是身、口、意都是行好事，一切都是善，我們自然心
就無所畏。「慈悲十力無畏起」，就能力量很充足，在人世
間、人群中，能入人群度眾生。這要請大家時時要多用心！



五戒十善
• 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 十善：身三、口四、意三。一、身三業：不殺生、不
偷盜、不邪淫。二、口四業：不妄語、不兩舌、不綺
語、不惡口。三、意三業：不貪、不瞋、不癡。

• 五戒十善為世間之善法，三學六度為出世間之善法，
淺深雖異，而皆為順理益己之法。



佛壽為善業所感

•佛出現於世，及住世之久暫，皆眾
生善業因緣所感。釋氏出現於濁惡
之世，壽促八十，彌勒壽八萬，彌
陀住世無量壽。



經典原文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時佛說大乘 經名無量義 於諸大眾中 而為廣分別
佛說此經已 即於法座上 跏趺坐三昧 名無量義處
天雨曼陀華 天鼓自然鳴 諸天龍鬼神 供養人中尊
一切諸佛土 即時大震動 佛放眉間光 現諸希有事
此光照東方 萬八千佛土



法華六瑞序
• 說法瑞、入定瑞

• 雨華瑞、地動瑞

• 心喜瑞、放光瑞

• 此六瑞是三世十方諸佛，欲說法華經時，
所必定示現的教化儀式



跏趺坐三昧

•三昧：善心一處住不動，是名三昧
。一切禪定，亦名定，亦名三昧。
諸正念行和合皆名為三昧。



•佛放眉間光

•現諸希有事

•此光照東方

•萬八千佛土

•《法華經 序品第一》



•佛三十二相之一，佛眉間有白毫，
內外映徹如白琉璃，宛轉右旋。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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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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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