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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智慧甚深無量
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聲聞
緣覺

菩薩
佛

法華經乃是成佛之道
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以火炬之光
譬喻智慧，
並闡明智慧
的珍貴作用



諸佛智慧如炬火之光
• 諸佛智慧如炬火之光，能照耀眾生內心的無明
黑暗。因為眾生起一念無明，何去何從，自己
都很茫然；一念偏差，可能就是千里之錯。若
能得到佛陀的智慧之光，自然懂得避開險難；
心的無明若去除，事事就懂得戒慎、虔誠。

• 我們了解道理後，已撥開無明，走上這條光明
的大直道，自能「避開險難」。



「戒」是防非止惡
• 因為「戒」是防非止惡，預防非分之想，就不
會走入險路。有佛的智慧入我們的心，不該做
的事情不會去做，自能通達佛化度眾生的智慧
之門。

• 佛陀在人間度化，是要教育我們：該做的，要
精進；不該做的，就要及時防止。心行正，「
一正破千邪」；心若正，「心正邪不侵」。



五戒破一戒仍有神護
• 佛典有這樣一則故事，說的是「智慧與戒律」。

年輕人，舍衛國
信仰佛法，守持戒律
破酒戒，被父母趕出家門反省。
來到一戶人家，欲借住一宿
……



五戒破一戒仍有神護的啟發
• 年輕人表示，佛陀所說的五戒就是正法，雖然五戒中
他破了一個酒戒，仍很虔誠地不斷求懺悔；而其他四
戒也都修持謹嚴，可能因為如此，所以周圍有護法神
庇護。

• 主人好奇問起：「到底佛法是什麼道理呢？」年輕人
略述一下自己的體會，答道：「我所知無多，但是你
可以到舍衛國敬謁佛陀，並認識僧團。」主人決心前
往舍衞國，親眼見識佛法是否如此通徹圓融？



五戒護身邪不侵
• 隔天兩人分手，年輕人繼續他的旅程，這位尋佛
的主人則反方向往舍衛國而行。走了一天，眼看
太陽就要下山了，再過去已無村莊，遠遠看見有
一戶人家，他上前敲門，開門的是一位長得很端
莊美麗的女人。他說明來意：「我想要去舍衛國
，路途還很遙遠，天色已暗了，前面再無人家，
想向您借宿一夜。」

• ……



五戒護身邪不侵
• 女人面有難色，猶豫了一下說道：「老實告訴你
，我的丈夫是一個噉人鬼，你趕緊離開此處，晚
點他就會回來，這裡十分危險。」他苦苦哀求：
「再往前走也無處安歇。看妳很善良，我不相信
你的先生會是惡鬼。」這位女人一直婉拒，但拗
不過他的懇求，只好讓他住進來。



五戒護身邪不侵
• 到了晚上，果然噉人鬼也回來了。遠遠的就看見
二十多位護法天神圍繞在房子周圍，這一股正氣
讓他無法靠近，嚇得趕緊離開。

• 平安過了一夜，這位美婦催促來借宿的陌生人趕
緊離開：「你很幸運，我的先生昨晚居然沒有回
來。趁現在趕緊離開吧！」



五戒護身邪不侵
•這位尋佛的主人自忖：我何苦遠來此地向人借
宿？才踏出門，昨晚視線不清，人又疲累不堪，
並未注意到屋前這堆白骨。儘管心裡害怕，但轉
念又想：這麼漂亮的女人，與噉人鬼丈夫住在一
起也是很危險。

•他想：我在家裡本來就很享受，何苦還要往前
走，追求什麼五戒？心念一轉，就打算將這麼漂
亮的女人帶離險地，回家安享幸福。



五戒護身邪不侵
• 他回頭向這位女人說道：「我感覺還是很疲倦，
可否再借宿一晚？我想與妳說說話。」女人一直
拒絕，他又不肯離去，彼此僵持不下，眼看太陽
就要下山了，女人焦急地說：「你要趕緊離開，
太陽下山後，我先生一定會回來。」但他依舊不
肯離開。眼看先生就要到家了，女人只好將他藏
在空酒甕裡。



五戒護身邪不侵
• 噉人鬼一進門，聞到家中生人的氣味，催促妻子
趕緊把生人獻出來。這位女人面帶嬌嗔，反而責
問他為何昨晚未歸？噉人鬼解釋：「我昨晚的確
有回來，卻被天神的正氣阻擋在家門外，根本無
法靠近，只好趕緊離開。」



五戒護身邪不侵
• 這女人忽然想到，那位陌生人曾說過，他此行是
為了要去見佛求受五戒。到底「五戒」是什麼？
不過在家中說出來而已，真有天神來護衛嗎？她
問先生：「真感覺到有天神的正氣嗎？」



五戒護身邪不侵
• 噉人鬼說道：「有受過五戒的人在我們家附近，
就會有天神護衛。」妻子又再追問：「什麼是五
戒？」噉人鬼說：「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說。」
但禁不起太太連番哀求，說出了五戒。五戒說完
後，妻子內心虔誠默念佛號。躲在酒甕裡的人也
虔誠懺悔：我應該要再向前進到舍衛國，求佛受
五戒。當這兩人內心都生起求取五戒的虔心後，
五十多位天神一時湧現在前。



五戒護身邪不侵
• 噉人鬼禁不住這股懾人正氣，又消失了。這位尋
佛者聽到婦人的呼喚，立刻爬出酒甕，五戒正氣
的力量已經深信不移，於是邀請婦人同往舍衛國
皈依佛陀。這婦人想，每天與惡魔丈夫相處，日
子過得戰戰兢兢很痛苦，現在有一條正路在前，
就與他同行了。



五戒護身邪不侵
• 途中，遇到四百九十八人自舍衛國走出來，兩人
好奇詢問：「現在佛陀正駐錫在舍衛國，你們為
何還往外走？」這群人回道：「因為佛陀說的法
我們都聽不懂，只好離開。」這兩人將他們持五
戒，嚇退噉人鬼的經過說與這四百九十八人聽。
每個人聽完後都想：原來只要內心虔誠接受五戒
，就有這麼大的功德！而佛就駐錫在自己的國度
，為何還要悖離佛陀呢？



五戒護身邪不侵
• 女人面有難色，猶豫了一下說道：「老實告訴你
，我的丈夫是一個噉人鬼，你趕緊離開此處，晚
點他就會回來，這裡十分危險。」他苦苦哀求：
「再往前走也無處安歇。看妳很善良，我不相信
你的先生會是惡鬼。」這位女人一直婉拒，但拗
不過他的懇求，只好讓他住進來。



五戒護身邪不侵
• 於是，這四百九十八人就跟隨他們兩人回到佛陀
的精舍，五百人虔誠皈依佛，佛陀就為這五百人
說法。大眾比丘都感覺到守戒不可思議的力量。



聞思修:五戒護身邪不侵的啟發



五戒護身邪不侵的啟發
• 尋佛的人發一念心，堅定求佛受五戒；僅僅這念
堅定的心，就能有護法神保護；這念心一喪失後
，護法神就消失，噉人鬼又靠近了。戒，確實有
不可思議的力量。

• 學佛要靠一念心，這念心虔誠，正氣就在自己的
周圍，一念破千災。我們要相信佛陀的智慧，並
且相信佛的智慧也是眾生本具的智慧。



戒 定 慧

戒定慧是三無漏學
對治人生三毒貪瞋癡
作為修行的下手處
舉一隅，以三隅反



吃素就是持齋戒
勸素是菩薩道的
法布施





佛陀開示說，「佛的智慧難知、
難解，唯有人人一心信受持戒，
自然會有護法。佛的智慧之光，
能照亮我們的道路；但若心地黑
暗了，就走入險道去。 」





佛的智慧已覺悟宇宙萬物之理，他開
啟這一扇正道康莊的菩提門。我們學
佛者，要從「知一切諸法即是實相」
的智慧門而入，就能通達很多道理。
從此故事得知，學佛要靠一念虔誠的
心，自然正氣就環繞在我們周圍，此
即「一念破千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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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佛慧深
廣，諸法實
相非虛妄義，
非思量可解



佛陀的智慧是深廣，難解難入。智慧
就是實相，實相就不是虛妄相。我們
應該要了解，日常的生活所對一切的
景物，沒有一樣是永恆、真實。不過
，我們人生的生活，明明就是在這樣
的環境中，但是，佛陀說，這就是成
、住、壞、空的一個相。



我們人生活在這顆地球上，地球這個
乾坤、這個世界，我們人住的這個世
界裡，裡面包含了多麼多不可思議，
山河大地種種的物質，本來就有。對
我們人類而言，天長地久，但是對佛
陀而言，是成、住、壞、空。

天地含藏萬物



佛慧深廣難解，已透徹宇宙萬物的真如實
相。我們所看到的，不過是虛妄的相；卻
像小螞蟻想要測度須彌山有多高一樣自不
量力。實相，就是佛陀所了解的真如實相
；雖然人人本具，但以人類淺薄的知識，
也無法理解，這實在是很奇妙。

開智慧門，說真實相



唯有通透徹悟的智慧才能理解實相。「實
相非虛妄」，實相就是一性真如的法，這
是佛陀的智慧。人人本具佛性，明明直指
人心，可以明心見性；「非思量分別可解
」，一性真如，絕非我們凡夫的知識可以
去思量、理解的。

開智慧門，說真實相



佛陀所了解的真如實相，
是人人本具的，但我們就
是無法了解，這很奇妙。
我們所看到的都是虛妄相
，就像小螞蟻想知道須彌
山有多高？無法了解。



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能說，信戒、多聞、布施、
智慧，令人受行，即須親近
恭敬供養，是名親近。



凡是說話對我們有益，能教導我們
正信、正定、正思維，提醒我們要
謹持戒律的，都是善友，也是善知
識，我們要時時起恭敬心。



親近就是一念堅定開始發心修菩薩行
，不是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都要
修行，「遠離諸惡邪見」；他所要修
的行，第一要遠離諸惡，常說「諸惡
莫作，眾善奉行」，即便起心動念，
或者身體去造作，一切的惡都要遠離
。還要遠離邪知邪見。我們的思想知
見若有一點點偏差，就又再墮落。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邪知邪見的惡，叫做心魔，它會
不斷地困擾我們的正知正見。因
此，我們除了要遠離外面諸惡，
更要遠離邪知邪見諸惡魔。修行
，進一步還要「親近善友」；其
實善知識也是我們的親友。







佛陀已開啟這扇大乘智慧之門了，他
先叮嚀舍利弗說：此門難解難入。若
仍沿用過去的小根小機來思考，就無
法體會。「所以者何」，到底為何呢
？佛陀說：「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
諸佛」，因為諸佛菩薩屢屢倒駕慈航
來人間，時間曠劫難測。



就如文殊菩薩，已侍奉過二萬的日月燈
明佛了，從他修行、成佛，發心再來人
間教導眾生，八王子經過他不斷不斷地
教化，將凡夫教化到能夠成佛，已是很
久遠以前的事情了。何況現在的釋迦牟
尼佛，從久遠劫以前開始發心修行以來
，就已親近過百千萬億無數諸佛。



佛陀從過去開始發心修行，已經親近
過無量數的諸佛、諸善知識、善友，
所聽聞的法，完全收納在他的內心，
「盡行諸佛無量道法」。經過累生累
世的聞、思、修，轉化成無漏智、無
漏慧，也就是時時都在戒、定、慧三
無漏學中。



諸佛無量的道法，完全收納在他
的心與行之中。道法的門既然啟
開了，智慧門是甚深、甚深、無
上甚深，這種非常微妙的智慧門
，就是道法。



這麼深的智慧門，要全部都能實行，
就需要勇猛精進。不只是自了，還要
兼利他人；不只是自覺，還要覺悟他
的人，才是真正入智慧門。了解道法
，這個道，不是小乘小行的道，是自
覺覺他，覺行圓滿，大乘大行，自度
人的大道。



菩薩發勇猛心，精進習一
切善法，化導眾生，無有
退轉也。



我們不斷精進，修習一切善法，就是
上求佛道；化度眾生，即下化眾生。
修行就是要做人間的典範，何況出家
修行。出家乃大丈夫事，必定要懂得
如何做人間典範，化度眾生。將自我
的身心照顧好，做利益眾生的正業，
絕對不要有退轉心。



眾所知識典範，增人功德，
成就甚深未曾有法，則自證
者不可思議。



法妙謂之深，深之
極謂之甚。



隨宜所說，意趣難解，則化
度眾生隨機契理之便宜，根
幸未熟者仍難了解。



常說佛度有緣人，因若成熟，緣就
成熟；因緣成熟，才能應機逗教。
譬如貧婆無法接受佛陀所說的教法
，見到佛陀就離開，這是無緣。看
到阿難卻很歡喜，與阿難的緣很深
，所以我們我們未成佛前要先結好
人緣。



聞思修

•有時候，我們若讓人無法接受，甚
至被曲解，應該怎麼辦？



聞思修

•有時候，我們若讓人無法接受，甚
至被曲解，應該怎麼辦？

•不要埋怨別人，應當反省自己，過
去與他沒有結好緣，所以要深自懺
悔，從現在開始與眾生結好緣。



結語

•勤修戒定慧是三無漏學

•多親近善知識起恭敬心

•菩薩發一念勇猛精進心

•未成佛前要先結好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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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