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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足德遍無量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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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內容

• 20200809晨語簡記《法華經．藥王菩薩
本事品二十三》

• 20200810晨語簡記《法華經．藥王菩薩
本事品二十三》

• 20200812晨語簡記《法華經．藥王菩薩
本事品二十三》

• 20200813晨語簡記《法華經．藥王菩薩
本事品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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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 2020年8月7-9日，青年心靈講座在花蓮舉辦，
9日上午，0400-0600是走路回精舍。

•課程時間與薰法香衝突，我是三天的學習響導，
這個單元的講師，請問，我應該

1. 陪他們一起走完全程，不要薰法香

2. 陪他們走一小段路，再上機動車壓陣，順便
在車上連線薰法香

3. 一開始就上機動車，直接到精舍等他們，還
可以專心薰法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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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6晨語簡記

•聽經，在人群中我們這樣在付出，這就是真實
法。真正的法在我們的心中，哪怕完全都沒有
接觸到，沒有直接接觸到《法華經》，卻是他
所做的一切就是適合經文；道理，事歸於道理。

•「喔！那是《法華經》，佛陀的教育。希望我
們能夠入人群，就是要說這些道理。這些道理
要給人應用，人有用到，這才是真正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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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9上人手札

•生生世世誠為佛教，

•心心念念誠為眾生，

•疼骨磨皮成就精英，

•教聯菩薩立志銘心。

•諸惡莫作，慎防違理；

•眾善奉行，起行之心謹守分際，慎防毫差。

5



20200810上人手札

•諸惡莫作，慎防違理；

•眾善奉行，起行之心，

•謹守分際，慎防毫差。

•勤衆善謹奉行，精誠勤持妙法，

•順理莫忘初心，自淨其意正念，

•慈悲濟世靜思，是諸佛教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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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東方的第一道曙光
高 明 智 2 0 2 0 年 8 月 8 日



愛因斯坦說 :
我沒有什麼偉大，
我只是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



東方的
第一道曙光，
代表的
是智慧，
是希望



沿著中山路經由國福社區後，
轉入佳山計劃邊鄉間道路至
靜思精舍，全程約8公里多

會有領隊引導，
跟著走就對了
重要的是走路的心情
與走路的學習？



人生是在
不斷地
創造回憶



因為內心充滿期
待，所以十公里
路程，一眨眼，
我就走完了，但
這經驗將讓我永
生難忘。



如果你覺得，這
是條漫長辛苦的
路，請你想一想，
你不是一個人，
路上可以彼此加
油打氣、互助鼓
勵，就不覺困難



與良友行，
路遙
不知其遠



體驗未曾改
變的初發心，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邀請您
用心看
用心聽
用心聞
用心說
用心走
用心想



明天
起個大早
一起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東方的第一道曙光



從做中學



花蓮慈院何副院長擔任領隊



人生是在
不斷地
創造回憶

青年營學習
✓ 走路
✓ DIY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知識與智慧
書本學習是知識
自己體驗是智慧



20200809上人手札

•生生世世誠為佛教，

•心心念念誠為眾生，

•疼骨磨皮成就精英，

•教聯菩薩立志銘心。

•諸惡莫作，慎防違理；

•眾善奉行，起行之心謹守分際，慎防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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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信願行
四正勤

方向要正確，慎防毫差
+誠



20200810上人手札

•諸惡莫作，慎防違理；

•眾善奉行，起行之心，

•謹守分際，慎防毫差。

•勤衆善謹奉行，精誠勤持妙法，

•順理莫忘初心，自淨其意正念，

•慈悲濟世靜思，是諸佛教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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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七佛通戒偈
《增一阿含經》

白居易VS.鳥窠禪師



20200810上人手札

•諸惡莫作，慎防違理；

•眾善奉行，起行之心，

•謹守分際，慎防毫差。

•勤衆善謹奉行，精誠勤持妙法，

•順理莫忘初心，自淨其意正念，

•慈悲濟世靜思，是諸佛教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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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七佛通戒偈
《增一阿含經》

白居易VS.鳥窠禪師



•經文：「如渡得船，如病得醫，
如闇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
如賈客得海，如炬除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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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如清涼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
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
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闇
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
海，如炬除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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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寒者得火」；寒者得火，則免受寒凍之
苦；眾生得法，喻是暖氣漸鄰。如火者，發
智慧燄故。

•「如裸者得衣」；裸者得衣嚴飾，免身露形
之醜；眾生入法，得忍辱衣。如來衣者，功
德莊嚴故。

35



如寒者得火

•還有一位老婆婆說：「我與師父同樣年紀。」
也來現身說法。她過去的身體……，她不識
字，但是志工陪伴她，也輔導她，她現在還
是同樣薰法。她聽法，聽得智慧真的是……，
出來說話，句句經文當中的含義她落實在生
活，做環保做到感動孩子、感動孫子，全家
人都帶出來。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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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商人得主」；商販之人，投奔主者；遊
學之人，見性為本。如主者，證法身真理故。

•「如子得母」；子得其母，則免孤露；眾生
得經，成就聖體。如母者，眾生恃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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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渡得船」；渡者得船，江河無礙；學者
得經，障礙悉遣。如渡船過河，運載到彼岸
故。

•「如病得醫」；病者得醫開方，服藥身則安
愈；學者得經，身輕心安無憂畏。如醫者，
療治身心脫離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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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病得醫

•雲南昆明照顧戶，得肝病，欠缺蛋白質，吃蟲。

•現在在做環保，而我們的菩薩就輔導她：「不
可吃這些東西，要素食了。」她怕素食沒有營
養，我們送給她東西，希望她能夠轉葷為素。
所以她開始素食了，這樣身體就慢慢恢復，投
入環保。現在做環保，一大早出門，也是同樣
晚上才入門。這種投入做環保，而且也素食了，
身體健康了，昨天同樣也來分享。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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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闇得燈」；喻如闇處得燈，凡事可見；
眾生於法得解脫，暗障潛消。如燈能破無明
闇故。

•「如貧得寶」；貧人得寶，免於貧乏；學者
發明，智慧具足。如寶者，常可如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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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貧得寶

•人間菩薩，六六大順，事事如意

•六六大順，六波羅蜜，六和敬

•事事如意，四攝法，四如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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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

敬

戒和

同修
見和

同解

身和

同住
利和

同均

口和

無諍

意和

同悅



•「如民得王」民得其王，方能存活；學者見
性，方得心安。如王者，統攝群機故。

•「如賈客得海」；客人得海，泛舶津通；學
人悟性，見理精明。如海者，涅槃性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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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賈客得海

44



20200810上人手札

•諸惡莫作，慎防違理；

•眾善奉行，起行之心，

•謹守分際，慎防毫差。

•勤衆善謹奉行，精誠勤持妙法，

•順理莫忘初心，自淨其意正念，

•慈悲濟世靜思，是諸佛教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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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志工，陪伴不識字
老婆婆薰法，做環保做
到感動孩子、感動孫子，

全家人都帶出來。
雲南志工，輔導肝病照
顧戶素食，做環保。



•經文：「如清涼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如
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
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闇得燈，如
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如炬除
闇」。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離一切苦、
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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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2上人手札

•明行足，德遍無量善果；

•三明達洞徹，無明漏盡；

•無上正等覺，正遍知解；

•六通戒定慧，明行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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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間，打開心門，時間的法要好好不斷
輸入我們的心來。這樣我們才能夠清楚明白，
身體力行，叫做「明行足」。

•佛法體會清楚，萬德具足，這叫做「明行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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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在人間不得有偏差，所以我們所需要的
就是明道理，入人群去修持、立德行，這樣
叫做「明行足」。

•我們道理清楚，在法規上沒偏差，這樣如軌
道入人群，不受人群的煩惱、濁氣污染心。
這，清者自清，明者自明，發心入群去接引
眾生，這「明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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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足」，那就是圓滿的意思。那「行」呢？
是福慧來回不斷。好像人的兩隻腳，有清楚明
朗的方向，這叫做「明行足」，去完成德，所
以我們完成了無量善果，就是這樣來去自如，
圓滿了，造福人群。

•印尼慈濟人在印尼的付出，安邦定國。從紅溪
河整治，去建房屋(大愛村)、建學校、建教堂，
清真寺。去對貧窮苦難人發放物資，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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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每一個地方的負責人，那個慈善的工作，
都這樣承擔得非常、非常的鞏固，很勇壯，
做得很好，實在是要讚歎的事情很多。所以
這叫做「明行足」，他們的方向很篤定了，
他們人的力量、腳步方向很一致、很和齊。
所以「明行足」，一切就很具足，要有錢，
很有錢；要有力，很有力；要走的，大家很
合心，就這樣互相遵從。20200812

51



•所以這樣做了，很整齊，力量很厚，這叫做
「德」。「明行足，德遍無量善果」，大家
那個愛，付出無所求，普遍起來，現在完成
起來，看得到那個結果，就是無量的善果，
樣樣看起來就很美。但願他們能夠永遠永遠
抱持這樣的方向，若這樣就是世界無敵。這
種慈善的工作，真的是讓人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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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明達洞徹，無明漏盡」。他們這
些人，大家都通徹了，道理就是這樣走，聽
話，做就對了。昨天大家也都說：「我們都
很聽師父的話。」我就說：「是啊，就是因
為你們聽師父的話，師父感動，很感恩。」
這沒有障礙，「三明達洞徹，無明漏盡」，
沒有煩惱來困擾他們，大家清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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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
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

•大家用虔誠的心來聽《法華經》，聽了之後
虔誠來寫，自己寫，也影響大家來寫，這樣
就是叫做傳法。

•供養的心虔誠，做事情也要虔誠，凡事都要
虔誠，方向要準確，這也叫做「明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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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要虔誠，這個力量會合就大，就像印尼，
看到他們這樣，只要啟動他們一念誠懇的愛心，
這個愛心一提升起來，他們會做很多的好事情。

•所以做，多做多得，修行跟這一樣。時間是這
樣過，我們若沒有多利用時間，我們生命隨著
時間這樣也會過去，但我們利用時間，把握時
間，利用生命，我們所做一切，我們功德猶在。

• 今生的法喜，來生的明行，到來生去，這就是
我們學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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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3上人手札

•明智慧行者實踐，

•圓滿明行力俱足，

•悲智利行力實踐，

•必得到達最圓滿，

•得無量邊際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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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人生有很多三角關係，很麻煩。所以，最重要
的就是在我們自己，既要做事，人人，我們都在圓
融，與哪一個人合作做事情，人一律都是平等。只
要他先到這個地方，我後到，所以我事事要請教，
請教前面做的人；他什麼事情都比我熟悉，我是後
進，應該要尊重前面的人。而前面的人，若能夠歡
喜，「啊，我一個人做事，這些事情我要做得很辛
苦，又有人來了，歡喜。我盡心將我知道的，很圓
融的讓他做得與我一樣很歡喜，工作有人分攤做，
皆大歡喜。」人若能夠這樣，我們就是有明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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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很勤快。比別人還晚到，大家椅子坐
滿了，我們來沒有位置了，「不要緊，我去
找一張椅子，我自己隨意找個位置，我就擠
進去，跟大家打個哈哈（招呼）；不是你們
不留位置給我，是我比別人還晚來，我就要
自己找位置，我自己就要找工作做。」這樣
叫做勤快、不計較，勤快、不計較，這樣叫
做和氣，與人人都很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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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生，學，就是要學在這樣，「悲智利
行力實踐」，要有這樣的形態的行動。慈悲
與智慧若會合起來，力量就很大。而若只是
在那裡說慈悲、慈悲，慈悲沒有智慧，也無
法入人群中。所以慈悲要有智慧，悲智雙運，
彼此利益，這樣才是真正我們學菩薩道入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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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
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
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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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生生世世誠為佛教

•心心念念誠為眾生

•勤持妙法正念善法

•明行具足無量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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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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