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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號:惟智)



隱明顯疑，導偏向正覺道

彌勒菩薩過去親近了很多佛，佛佛道同，
對於佛陀放光現瑞的因緣，他怎麼會不
知道？這就是菩薩隱明顯疑，他本來就
知道，因為要在這種因緣場合中啓疑，
所以找智慧第一
的文殊菩薩對話。
「一佛出世 千佛擁護」
只為度化未悟眾生 P.810



【文殊答】

文殊爾時語彌勒，佛陀欲說殊勝法，
欲雨法雨潤蒼生，欲吹法螺警迷情，
欲撃法鼓應慧心，欲演法義明究竟。
是故眉間放毫光，光照東方遍大千，
過去此瑞我曾見，諸佛現此稀有相。
欲說大法先放光，十方佛國都一樣，
今日佛陀光再現，欲說大法無兩般。

P777-828



為時代迷失作正念，
為淨化人心作活水。

菩薩隱明顯疑，
導偏向正覺道；
悲憫眾生心迷，
立願傳佛律儀；
著佛法服持淨戒，
懺悔迷著滌心垢。



為來賓解釋「宇宙大覺者」的
理念讓其聽了覺得有道理，就
能信服、讚嘆，會自然而然地
合掌，表示尊重。

「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P.816

佛陀灑淨圖



「悲智雙運」─
右手膚慰(悲)，左手持缽(智)

「宇宙」─
功德、法身無限，如虛空般浩瀚

大「覺者」─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如來「十號」之一 ─ 佛

宇宙大覺者



欲說大法先放光，十方佛國都一樣，
今日佛陀光再現，欲說大法無兩般。



經文：「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演大法義。」

P.782講述綱要
「佛心本懷，久思施展，唯凡夫獨善、不兼善他，
堅執空寂，不求進取，佛喻之謂：焦芽敗種。
此時亦能聞法歡喜受教，如獲灌溉，得復萌牙，其
本有之大乘種子，故說此大法，如雨大法雨。」

靜思法髓妙蓮華



P.782講述綱要
「此時亦能聞法歡喜受教，如獲灌溉，得復萌牙，
其本有之大乘種子，故說此大法，如雨大法雨。」

‧「大乘菩提種子」萌芽
八識田中”善惡雜揉”的種子…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智慧日月，方便時節，扶踈增長大乘事業」

欲雨法雨潤蒼生



P.785
長時間聽法很幸福，也需要「入佛心境法海中」
。信佛要信入心，念佛也要念入心，念到「佛心
是我心，我心即佛心」。
法若不入心，佛就不會入心；法入心，即能入法
海中，開啟智慧，時時刻刻與佛心在一起。

禪宗：「即心即佛」
淨土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佛不二」
慈濟宗：「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

欲吹法螺警迷情



文殊師利又續言，過去無量僧祇劫，
時有日月燈明佛，演說正法初中後。
其語巧妙義深遠，純一無雜梵行相。
初善説法應根機，為求聲聞說四諦，
十二因緣中善法，為求緣覺説苦集，
六波羅蜜後善説，令諸菩薩證菩提。

P828-945



「日月燈」三字，皆具光明之義。
以佛之如來藏心，具有大智慧光明
，故以三光喻德。

P831





以太陽譬喻佛陀智慧的光明，日除了
放出光明之外，還可以長養萬物。

就如佛的德，增長人人慧命，佛智亦能
成熟一切眾生智慧。

P833



佛的「斷德」能斷定「是」「非」，
可以很分明地斷定這是對的，那是不
對的；正確的道理要趕快弘揚，不對
的法則需趕快去除。

P834



在人生悲苦、心地黑暗的時刻，會有很
多煩惱籠罩在周遭環境中，讓人容易起
惑造業，而佛則是提著一盞燈為大家破
除黑暗。

P835



日月燈明佛來人間導明眾生、除熱清涼

破除癡闇，讓眾生心能冷靜，到達靜寂

清澄的境界， 且能立願志玄虛漠，這就

是佛能為眾生「導迷至覺」。

P837



文殊師利又續言，過去無量僧祇劫，
時有日月燈明佛，演說正法初中後。
其語巧妙義深遠，純一無雜梵行相。
初善説法應根機，為求聲聞說四諦，
十二因緣中善法，為求緣覺説苦集，
六波羅蜜後善説，令諸菩薩證菩提。

P828-945



諸佛說三乘法
對象 基本條件 說法 三乘

若人遭苦 厭老病死 涅槃 聲聞

若人有福
曾供養佛
志求勝法

緣覺 緣覺

若有佛子
修種種行
求無上慧

淨道 菩薩



諸佛說三乘法
對象 基本條件 說法 三乘

若人遭苦 厭老病死 涅槃 聲聞

若人有福
曾供養佛
志求勝法

緣覺 緣覺

若有佛子
修種種行
求無上慧

淨道 菩薩

初善説法應根機
為求聲聞說四諦
十二因緣中善法
為求緣覺説苦集
六波羅蜜後善説
令諸菩薩證菩提



四聖諦

苦 集 滅 道



演說正法，初中後善
22

〈20130823靜思妙蓮華〉
其義深遠 其語巧妙—三時說法
1、初善—三七日 說華嚴境界
2、中善—四十二年 方便教法
3、後善—開權顯實 暢佛本懷

先被上根利智之機

說一乘實相平等之法

說人天三乘等教，被三根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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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緣行，
行緣識，
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
觸緣受，
受緣愛，
愛緣取，
取緣有，
有緣生，
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無明滅則行滅，
行滅則識滅，
識滅則名色滅，
名色滅則六入滅，
六入滅則觸滅，
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
愛滅則取滅，
取滅則有滅，
有滅則生滅，
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六波羅蜜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般若



復次有佛曰燈明，再次有佛亦燈明，
二萬佛名同一字，次次佛名皆燈明，
佛佛燈明為佛號，初佛後佛同名稱。
日月燈明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子，
慧根自在皆聰穎，各領天下享盛名。
聞父出家證菩提，悉捨王位修梵行，
皆為法師宏大乘，侍隨眾佛植善本。

P952-1010



日月燈明佛

日有二能：一導明，二成熟。

月有二能：一除熱，二清涼。

燈有二能：一破暗，二傳照。

顯示佛有導迷至覺。

P836



佛佛道同

‧同名同姓二萬尊佛

‧日月燈明佛

‧同名顯道同

‧佛佛道同



復次有佛曰燈明，再次有佛亦燈明，
二萬佛名同一字，次次佛名皆燈明，
佛佛燈明為佛號，初佛後佛同名稱。
日月燈明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子，
慧根自在皆聰穎，各領天下享盛名。
聞父出家證菩提，悉捨王位修梵行，
皆為法師宏大乘，侍隨眾佛植善本。

P952-1010



八王子 轉識成智的過程

有意
眼

善意
耳

無量
意鼻

寶意
舌

增意
身

除疑
意意

響意
末那

法意
阿賴耶



八識歸心王

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領四天下

謂如來心之所緣，
即是智慧所照之境，

無有盡故，
是名心所緣無盡



當時日月燈明佛，廣説大乘無量經，
無量義經已說竟，佛入無量義處定。
身心不動雨天華，普佛世界六震動。
大眾歡喜未曾有，合掌一心同觀佛。
爾時佛陀放毫光，光照東方萬八千，
會中菩薩有億萬，樂欲聽法知實相。
忽見佛光躍然放，欲知放光何因緣，
時有菩薩名妙光，日月燈明從座起。

P1010-1048



此同釋迦佛，整段場景，一模一樣



廣說大乘無量義經

無量義經是法華經的精髓
也是菩薩道的實踐指南
上人在開示法華經時

自此即結合無量義經，同步開示
充分將無量義經的重要與地位

闡述的極為清楚



無量義經-法髓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得大智慧，通達諸法，
曉了分別，性相真實。



無量義經-開示
晨語時間上人開示，《無量義經》中，

「靜寂清澄」是守戒，
「志玄虛漠」是立志；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為定力；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
通達諸法」則是智慧。戒、定、慧，

就是靜思弟子的心靈方向。
故說「靜思勤行道‧無量義」。

2008年12月04日



當時日月燈明佛，廣説大乘無量經，
無量義經已說竟，佛入無量義處定。
身心不動雨天華，普佛世界六震動。
大眾歡喜未曾有，合掌一心同觀佛。
爾時佛陀放毫光，光照東方萬八千，
會中菩薩有億萬，樂欲聽法知實相。
忽見佛光躍然放，欲知放光何因緣，
時有菩薩名妙光，日月燈明從座起。

P1010-1048



因應妙光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經，
教諸菩薩佛護念，經深意妙佛細說。
六十小劫不起座，二十八品華朵朵，
法會聞法四眾多，六十小劫不離座，
聽佛說法如食頃，無有一法輕放過，
日月燈明說經竟，自知法緣將圓成，

P1048-1125



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
教菩薩法，
佛所護念。



始覺契本覺

燈明佛表本覺理也
妙光表始覺智也，

以此理非智不能契入，
又此妙光，
人人本具。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 爾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 有佛人中尊 號日月燈明
▪ 世尊演說法 度無量眾生
▪ 無數億菩薩 令入佛智慧
▪ 佛未出家時 所生八王子
▪ 見大聖出家 亦隨修梵行
▪ 時佛說大乘 經名無量義
▪ 於諸大眾中 而為廣分別

文殊回答
佛出於世
開示悟入
說法傳法
說菩薩道
傳一乘法
入涅槃前
授記成佛



六十小劫身心不動
▪ 那《法華經》，前面的(經)文已經說了，說到日月燈明佛他

開始坐道場，已經「六十小劫不起於座，時會聽者亦坐一處，
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如食頃。」

▪ 在那裡放光現瑞，坐在那裡多久的時間呢？六十小劫。六十
小劫是很長喔！大家知道嗎？這個「劫」，叫做「劫波」，
六十小劫，那就是很長時間。坐在那裡六十小劫，大家覺得
怎麼可能？佛陀在那裡坐，這樣坐下來之後，現瑞發光，光
照耀東方萬八千土，那個光明能夠照得那麼遠，萬八千世界。
這都是在形容，形容佛陀的心無量，不管是時間、空間、人
與人之間，都是無量世界，表示佛陀心靈的開闊，所以這是
佛心的形容。(20130918《靜思妙蓮華》恆持剎那初發心)



聽佛所說謂如食頃
▪ 「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如食

頃。」這就是要說在那個地方，大家坐在道場上，看佛的莊
嚴相，佛的身光，現瑞發光，大家的心都很寧靜，佛心、眾
生心契合會歸一心，這就是表示聽經的人也是一心一志將要
聽經。這中間就知道那個法會上，時間也是很吉祥，也是充
滿了祥和瑞相，所以大家坐在那裡身心不動，同樣六十小劫。

▪ 大家還記得嗎？大乘經，已經在佛的心懷保護了很久的時間，
就是在等待時機。既然妙光菩薩出現在道場，日月燈明佛就
藉妙光菩薩的智慧來示現，要跟大家說，讓那些人，有聲聞、
緣覺的人能夠聽，能夠相信。

(20130918《靜思妙蓮華》恆持剎那初發心)



即對法會大眾說，入滅當在中夜後，
時有菩薩名德藏，燈明授記當作佛，
佛號淨身正等覺，傳承燈明佛衣缽，
日月燈明滅度後，妙光菩薩持法華。
八十小劫為人說，日月燈明王八子，
皆師妙光蒙教授，得令堅固修陀羅。

P1048-1125



德藏菩薩

時有菩薩，名曰德藏。
德藏：恆沙功德，無不具足。含藏義，
自利也，以此德遍施眾生，利他也。

我們內修即是「功」，外行即是「德」。
我們的內心常常好好調伏，我們的狂象、野馬。
我們若能夠常常調伏自己，
我們的外行，常常能夠去幫助別人；
有辦法調伏自己叫做「功」，
有辦法去付出這樣叫做「德」。



一燈分二焰

問：何故為妙光說經，而授德藏記也？
答：妙光為當機，必有遠記。

「又一燈分二燄，一傳妙光，弘法利生，
化化無盡，斯道不泯故。一傳德藏，為人
天依止，燈燈有續故。」



日月燈明佛入滅後，由妙光菩薩
承擔《妙法蓮華經》的傳承重任，
讓法延續。

釋迦牟尼佛雖已於二千五百多年
前圓寂，但佛法至今在全球傳承
不息。



妙光菩薩持法華
八十小劫為人說

• 八十小劫─藉長久時間，表示妙光
菩薩「轉法輪不斷」。

• 妙光菩薩持經化眾的目的─菩薩乘
能到達如來地。



遊戲三昧

《傳燈錄》: 得遊戲三昧，
就是說，

「諸佛菩薩以專心救濟眾生為遊戲」。



慈濟新冠疫情援助報告獲聯合國OCHA刊登
截至5月22日，慈濟已援助五大洲63個國家地區，提供
16,585,171物資包含防護衣、隔離衣帽、面罩、護目鏡、防疫
手套、醫療口罩、酒精、布口罩、安心祝福包、福慧床等，除
了給第一線防護人員，更關心弱勢族群。











安住願力，廣淨佛國
「安住願力，廣淨佛國」，這個願力，
是我們修行者不可缺少的，我們若有這
個願力，我們的心就能夠安住，廣淨佛
國，可以莊嚴佛的國度。
莊嚴佛的國度是什麼呢？
為佛教，為眾生。
自古以來，所有的法師都是這樣的願，
自度、度人、度眾生。







慈濟安心祝福包關心
各縣市居家檢疫者







大智度論

莊嚴佛界事大，
獨行功德不能成故，

要須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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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開示-志工早會-20200204

(愛生護生調和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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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人間菩提】20201006 -知苦覺悟度有情



傳燈傳承，持法化眾

慈濟一路走來，專心救濟眾生，這是修持佛法，
也是持法化眾，菩薩遊戲人間。每每讀到無量
義經，就覺得很歡喜；而傳燈錄或大智度論對
無量義經的解釋，無不是慈濟四十餘年來所努
力的方向。我們看得到、做得到也感受得到，
這就是見證。從古代祖師、大德對佛法的了解，
流傳至今，我們力行之後再印證佛法，就能知
道所做的毫無偏差。



65【人間菩提】20201006 -知苦覺悟度有情



66【人間菩提】20201006 -知苦覺悟度有情



得令堅固修陀羅 (堅實教化)

凡夫
修行

發心
立願

身體
力行

親身
體悟

佛德
現前

發大心
立大願

付出時間
全心投入
令人感動
令人歡喜
克服困難

修忍辱
不退轉
被信任
被倚賴

身心
光明
清淨
無染

整理自《藥師經講述一》
證嚴上人開示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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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令堅固修陀羅 (堅實教化)

凡夫
修行

發心
立願

身體
力行

親身
體悟

佛德
現前

發大心
立大願

付出時間
全心投入
令人感動
令人歡喜
克服困難

修忍辱
不退轉
被信任
被倚賴

身心
光明
清淨
無染

整理自《藥師經講述一》
證嚴上人開示P57-58

有意
眼

善意
耳

無量
意鼻

寶意
舌

增意
身

除疑
意意

響意
末那

法意
阿賴耶



八位燈明法王子，供養無量萬億佛，
一一證道皆成佛，最後成佛曰然燈，
八百弟子中一人，貪著利養號求名，
讀誦經典不通利，雖復讀誦多失記，
是人種種善因緣，又值無量萬億佛，
供養恭敬佛讚歎，文殊告訴彌勒說，
爾時妙光即是我，求名菩薩是汝身。



成佛之道

堅固無上
道心

供養無量
百千萬億

佛

行菩薩道
(依妙法蓮
華經)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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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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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佛陀現此光，一如燈明我所見，
當說大法如妙蓮，是知諸佛行方便，
我等諸人今當知，佛光助發究實相，
三乘有求皆如願，眾生疑悔皆悉斷。

P1126-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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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

願諸世界常安穩
無邊福智益群生
所有罪障並消除
遠離眾苦歸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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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