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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契入覺性
慧海要守護一
念心，信解如
初，根深道堅



這實在是佛陀的智慧，他的「覺性慧海」，二
千多年前，已經這樣跟我們說，法隨著時空漫長
，在瞬息間不斷過去。二千多年來我們仍可以體
會佛陀在那個時代，為什麼有辦法體會這麼多？
講出了與我們現代周圍環境很切身，我們看得到
、聽得到、做的到這麼多法，時間、人間全部都
離不開法。所以「菩提覺道，守護一念」，我們
如果要有跟佛一樣的智慧，既然接觸了菩提道，
方向一定要對準菩提覺道，菩提覺道在我們內心
，大菩提道直，就是一條路，一心一志自度度人
，能夠體會到很多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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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覺道守護一念
信解如初根深道堅

時空漫長瞬息三世

覺性慧海法無邊際

時空漫長瞬息三世



孩子從三歲到現在十一歲，道心堅定，甚至這次去台中
（行腳）的時候，青兒就去把台中豐原的小志工帶到台中
，聽他們說薰法香心得，學辰拿一本很大的本子，裡面寫
的密密麻麻，字寫得很工整，其中還有插圖，很有（自己
的）構想。他還要讓師公隨堂考，但其實很忙，只能拿來
掀開看一下。這小朋友很不容易，這樣小；從三歲到十一
歲已八年了，在這八年中薰習，守護一念，媽媽愛跑道場
，他都不願意，媽媽說他分別心，他說這不是分別心，這
是他學佛的道場。甚至那一次來，他就說，本來在想如果
到其它道場他可以出家，但現在他可以做清修士。他在書
軒可以學到很多，將來長大可以為人群、為社會即時付出
，這不就是「菩提覺道，守護一念」，孩子這麼小都有辦
法，我們呢？







「如是求經，得已頂受」，用這樣的心，有法的地方，
我們就要趕緊去求。孔夫子這樣說，「擇不處仁，焉得智
」。我們選擇的地方，若不知選擇「仁德」很昌盛的地方
，這樣是沒智慧的人。我們要學佛，也要選擇佛法很昌盛
的道場，「這裡」就是我們要選擇修行的地方。所以「如
是求經」，用這樣的智慧來求，「得已頂受」，既然求得
的地方，我們要好好接受，就像那位小菩薩，他所選擇的
，這樣堅定的心，因為他說「那地方就是他的道場」。「
得已頂受，其人不復，志求餘經」，媽媽愛跑道場，說他
分別心，他說「我不是分別心，這是我的道場」，這就是
「其人不復，志求餘經」，我就是堅定在這個地方，就是
不會想去其它（道場）。



「亦未曾念，外道典籍」，也不想去求其
它的法，就是一心一志，「如是之人，乃
可為說」，我們知道要一心一志，才有辦
法得到大乘微妙法。











十善 止：則止息己惡，不惱於他 行：則修行勝德，利安一切
1 不殺生 即是止殺之意 既不殺已，當行放生之善
2 不偷盜 即是止盜之意 既不盜已，當行布施之善
3 不邪淫 即是止淫之善 既不邪淫，當行清凈梵行之善
4 不妄語 不起虛言，即是止妄語之善 行實語之善
5 不兩舌 不向兩邊說是談非，令他鬥

諍，即是止兩舌之意
當行和合利益之善

6 不惡口 謂不發麤獷惡言，即是止惡
口之善

當行柔和軟語之善

7 不綺語 謂不莊飾華麗之言 既不綺語，當行質直正言之善
8 不貪欲 即是止貪之善 既不貪欲，當行清淨梵行之善
9 不瞋恚 即是止瞋之善 既不瞋恚，當行慈忍之善。
10 不邪見 即是止邪見之善 既不邪見，當行正信正見之善

























告舍利弗 謗斯經者 若說其罪 窮劫不盡 以是因緣 我故語汝
無智人中 莫說此經 若有利根 智慧明了 多聞強識 求佛道者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曾見 億百千佛 殖諸善本 深心堅固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精進 常修慈心 不惜身命 乃可為說
若人恭敬 無有異心 離諸凡愚 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又舍利弗 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 親近善友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見佛子 持戒清潔 如淨明珠 求大乘經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無瞋 質直柔軟 常愍一切 恭敬諸佛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復有佛子 於大眾中 以清淨心 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 說法無礙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有比丘 為一切智 四方求法 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 大乘經典 乃至不受 餘經一偈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如人至心 求佛舍利 如是求經 得已頂受 其人不復 志求餘經
亦未曾念 外道典籍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告舍利弗 我說是相
求佛道者 窮劫不盡 如是等人 則能信解 汝當為說 妙法華經



十善是入法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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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41-1242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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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404

善業:種善行為或造
作福田，如五戒十善

等善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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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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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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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404



這都是我們平時的身口意業，身有三：「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口有四：「不妄語、不綺語、
不兩舌、不惡口」，意有三：「貪、瞋、痴」。這
身口意三業，我們可轉十惡為十善。所以我們「止
跟行」在這身口意，日常生活中真的要好好提高警
覺。因為時間雖然是很漫長，但是時間也是「瞬間
三世」。在這個瞬間，說不定我們十惡同時升起，
惡的要趕緊停止；我們行善要即時。「時空漫長，
瞬息三世」就是在一念間。時間過得很快，瞬息間
就這樣過去，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https://www.neptun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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