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岡山人才培育專案
晨語竭無明

高明智(惟智)

2019年7月20日

1



莫忘那一年

•請問上人開示，刊登於慈濟月刊，開始使用
「靜思晨語」專欄名稱是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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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那一年

•請問上人開示，刊登於慈濟月刊，開始使用
「靜思晨語」專欄名稱是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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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人生有無明嗎？

•去除無明的智慧？

•人間菩薩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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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大綱
• 人圓事圓理圓(人事通達自在)

• 應病予藥在佛法(自覺覺他)

• 三輪體空(布施)

• 淨心法寶戒定慧(持戒)

• 處事妙方柔和忍辱(忍辱)

• 菩薩道上的福慧道糧(精進)

• 山來照山水來照水(禪定)

• 真空生妙有(智慧)

• 學佛的真諦(活出生命價值)

• 做個提燈照路的人間菩薩(菩薩道) 5
1992-1996



人圓事圓理圓

人圓

事圓

理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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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圓事圓理圓

• 處理事情，感情要蘊藏在理智中；人與人相處，則要把感情表
現在理智上。

• 理性與感性須互相配合，不衝突執著，方能以自性之清淨，通
達於諸法事相，做到理圓、事圓、人也圓。

• 然而，現今社會以「功利」為重，追求私慾，一般人不知惜情
尚義，總以自我為中心，少為大眾著想。在工作上，計較得失
利弊，不肯多為社會服務；在生活中，爭論人我是非，不願與
人群和睦相處。如此雙方互相排斥，怎麼能熱心工作，建立感
情呢？

• 以理性的智慧，付出良能；以覺性的情義，彼此感恩，自然能
歡喜自在，不受煩惱所困擾。

• 若能上愛下敬，不迷不執，方能讓人事通達，圓融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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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如何面對強勢的王強

• 在一個團體中，王強這個人很強勢，這時候大部份的

人都選擇退讓，這樣表面上看起來很和諧，但這只是

人圓。(如果人人甘願是人圓，如果有人不甘願就不是

人圓)(假設王強主張A，張三與李四主張B)

• 正確的做法是，如果情境許可，我們要用柔和善順的

態度說出來，讓事情更圓滿，讓大家更認清楚道理，

讓結果更滿意，這是事圓。(可能採取A或B，或A+B)

• 這樣大家才瞭解在以後事情該怎麼做，也不會有張三

李四在事後私下抱怨，王強總是很強勢，這才是理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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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變管理

管理

時間

人員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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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E,P,T) 管理=f(環境,人員,時間)



應病予藥在佛法
• 「藥無貴賤，對症者良。法無高下，應機者妙。」

• 佛法八萬四千法門，沒有一部經是最深奧，也沒有一部
經是最淺顯的，無高無低、無大無小，只要能適應眾生
的根機，眾生願意終身歡喜奉行，即是微妙大法。

• 至聖先師孔子，教導學生亦因材施教，使之無過猶不及；
可知聖賢通達世間真法、順應人情事理，以德慧教導世
人行中道。

• 眾生身心多疾苦，宇宙天地時常四大不調，佛陀示現娑
婆世界，教導眾生去除病痛煩惱，感化人人行於善道。

• 佛陀明藥性、知病理，更為眾生說「良藥」--佛法；此
人生之真諦普及三根，能觀機逗教對症下藥。唯願眾生
能服良藥除身心病腦，終身服膺佛法，則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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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體空
• 佛陀於千經萬論中，所要教育弟子的，莫不是「大捨」；捨什麼呢？捨棄煩惱執著。

• 凡夫一切的苦惱來自於執著－－執著於人我是非、執著於自我的見解、執著於自身所貪所愛
的慾望……因此煩惱就跟著來了。佛陀廣開八萬四千法門，歸根究底，就在於一個--「捨」
字。

• 不只煩惱要捨，即使是大慈也要「捨得」，才能愛普天下的人；大悲也要「捨得」，才會憐
憫一切眾生，一切都要「捨得」才能完成。

• 人生有錢不一定快樂，有愛的人生才能真正快樂。富有財物的人，若能更富有長情大愛－－
轉執著為喜捨，捨出財、捨出物，則同時也是將自我的貪愛、瞋恨、愚癡以及傲慢等心，完
全捨除了；反之，捨不得的人，心即常有罣礙。

• 人為何難以解脫自在？原因就在於「我執」太深，難以捨除，所以感到痛苦。

• 比如：「你為何要拜佛？為何如此虔誠？」「我要求得心靜。」這是執；「為何你要打坐？」
「因為想求得解脫。」這也是「執」啊！

• 能歡喜自在是「福」；能消除煩惱，沒有我執、我相，就是「慧」。所以不論是捨心力、捨
體力、捨財物，付出之後能做到沒有我執、沒有我相，心中常常歡喜自在，這就是真正的福
慧雙修。

• 若能無人相、我相、眾生相，心中坦坦蕩蕩地面對人生，此即「三輪體空」--沒有佈施者、
沒有受施的人、也沒有所施之物；進而達到真正的解脫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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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不願善解的姊姊

•有一對姐弟，姊姊與弟弟經常是爭執不下，
鬧得不可開交。姊姊的一位好朋友香香師姊
就告訴她說，你是慈濟人可以善解一下你弟
弟。結果姊姊說，「慈濟人也是人」。

•這就是執著，她忘了慈濟人要做一個修行人，
修就是要去除自己的習氣，行就是行為端正。

•姊姊要能學習捨棄煩惱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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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體空

沒有佈施者

沒有受施的人

沒有所施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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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小老闆，年輕時做過多種學徒，後來以小生意累積了一點財富，

又因為有生意頭腦，加上懂得與人結好人緣，中年後事業愈加順遂。在一次的健康檢查

中發現腸子有腫瘤，約雞蛋大小，他竟然沒有開刀，選擇吃偏方，結果不但沒好，還腫

成像鳳梨一樣大小，這是他形容的。因為已經疼痛難忍，他才去醫院就醫，醫師立刻安

排住院，開刀取出快要破裂的腫瘤。因為醫生救了他一命，他包了一個百萬紅包給醫生，

醫生不收。結果他就正式捐款給醫院，捐的更多。

其實他的大腸癌手術前後開了四次才完全清除，因為割除後又復發與蔓延，但第四

次以後就完全好了，迄今二十多年未再復發！他住院住了兩年，期間看到與他一起住院

治療的知名藝人、有錢老闆娘、市井小民，一個一個走了，面對無常病苦，他悟出擁有

再多的的錢財都是一時的。於是他開始將財富拿出來布施，布施布施再布施，對醫生，

對護士，對社區，對醫院，對宗教團體，對有需要幫助的人。做志工，付出付出再付出，

他身手敏捷，搶著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煩，令我又佩服、又感動。

大腸癌病中的悟



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誠意去付出

• 所以常常說因緣果報觀，我們要做一個農夫，是只要他有這個
心地，我們就要為他撒種子，不要排斥人，就是要不斷施教。
所以菩薩入人群就是要教化眾生，這就是要持《法華經》，持
《法華經》就是學菩薩法，學菩薩法的人才有興趣來持《法華
經》。菩薩法，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不論捨有形、無形，
這都很重要，大家要很用心、要很誠意去付出，這樣才叫做持
行者，持法行的人。我們心若沒有誠意，根哪能清淨呢？你心
若沒有誠意，有人要來修行，你就會去選擇這與我有緣、那與
我無緣，這好教、這不好教。其實平等觀，眾生皆有佛性，是
習氣，你要用什麼方法調教他，類似這樣，人與人之間，這就
是要用布施去入人群，去教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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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用愛與耐心

• 就像我們中、小學的學生，現在畢業了，這些孩子已經畢業，

要再更上一層樓。所以他們就來說「感恩哦」，帶著四個國家

的圖，那個國旗的圖來了，這就是表示這四個國家，他們不只

是交流過，他們也有幫助過，與這四個國家有互相交流幫助，

是啊，這就是用愛，就是布施、捨。小小的孩子也是調皮搗蛋，

但就是有辦法教到他們懂得「竹筒歲月」，一點加一滴，也是

耐心教。何況我們已經是大人了，難遇佛法，要聽佛法，願意

修行，願意清淨淨修，清淨的修行。帶著習氣來，我們也同樣

要用愛的包容、善解，這種一定要有，這樣才是真的「持法華

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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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行第一項就是布施—互相包容

• 我們的道場，是人人要有這個心意，所以意根要清淨，想要
清淨意根，就是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包容。我們要成就人能夠
有修行的機會，佛法的種子，要放在他的心田裡，這就是希
望他八識田中也有來生的種子，這因緣果報，這顆種子放下
去，來生也可以是這顆種子的果，也是有緣啊。所以我們一
定要有這個觀念，這句話雖然這麼簡單，我們用我們的修行
的團體來說話，還有很多能夠說。就像老師在教孩子，還有
很多方法可以說。總是，「由是持經力故，意根清淨」，我
們就要真修行。「若此明了」；這樣我們若能夠了解，一切
就很清楚。

• 2019/06/13晨語簡記《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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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師重道
• 立身處事於人間，欲發揮自身的良知、良能，不能沒有啟蒙之師。所謂「生我者父
母，成我者師長」，想要成就學業，習得一技之長，必須仰賴師長，而師長正是
「傳道、授業、解惑」者。

• 各行各業的老師很多，學習者一定要依自己的志向，求教於專業的老師，並且以恭
敬的態度和專注的精神去學習，才能學有所成。

• 做人與求學要時時刻刻抱著謙虛、尊重、恭敬的態度，對師長若欠缺尊重恭敬的心
理，那就喪失了自己向上學習的精神。

• 佛教經典中有不少「捨身求法」的公案，釋迦牟尼佛「捨全身，求半偈」的故事，
就是說為了求得正道，寧可犧牲自己的身軀，這念心就是「重道」。

• 德喪起於不能尊師、發於不能重道，古時師長一言重於泰山，現在卻輕如鴻毛；現
代有些學子，對師長的用心教導不僅不懂得恭敬遵從，反倒認為是嘮叨，一味蔑視
師長嚴格的教導。

• 我們應明瞭，學習不光是求得學問或技能，還應善盡弟子本分恭敬師長、感恩師長
的身教，並要將所學以身體力行利益眾生，如此才是真正「尊師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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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百二十歲－思滅
一日路遇一年少比丘口念：
人生活百歲，不見水潦鶴，
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見之。
阿難糾正說：
人生活百歲，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而能瞭解之。
比丘聞阿難語回稟師父，師言：
莫聽阿難語，阿難已老朽，失憶及智慧。
比丘轉告阿難，師如是說－阿難深思：
眾生不依正法行，住世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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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睹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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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大涅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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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過去行菩薩道時，曾為雪山童子，他到處尋求宇宙人生的真理，
但是問了很多人，都沒有人可以給他一個滿意的答案。有一天，他
在荒野聽到一個羅剎邊走邊唱著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雪
山童子一聽，這句話太好了，不錯！這個世間本來就是無常，這許
多的無常都是生滅法。但是它把世間的現象說得這麼清楚明白，卻
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因此上前請教他：「你的道理很好，不過好
像只說了一半，應該還有另外一半，請你再把它說下去吧！」

羅剎說：「這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價值很高，過去的人甚至不惜犧
牲生命來追求它，哪裡能隨便向人說呢？」他不肯說。雪山童子說：
「你如果肯告訴我，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來交換後面的半偈。」羅剎
看他心意懇切，就說：「聽好了，這後面的半偈是：『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雪山童子聽後滿心歡喜，就要履行他的承諾。正當
他爬上高樹，往下縱身一跳時，羅剎馬上恢復帝釋天的形貌將他接
住，並讚歎他熱忱求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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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大涅槃經》
無諸相曰空
無生滅曰寂

世間法

出世間法不生不滅

緣起緣滅



因為「無常」
而拍「如常」

看完「如常」
感受「無常」
學習「如常」



如常，如如淨行，常寂光土，
這是我對如常的詮釋。

Walking Dharma就是行經，
用愛把經鋪在路上，用生命去實踐。



馬英九前總統：
「行善要低調，揚善要高調」
在《如常》這部紀錄片中，我們
看到了台灣人最棒的六項特質：
正直、善良、誠實、進取、包容、
勤奮！」

台東縣長-饒慶鈴：
「這些小人物所做的事情都是生
活中的大道理，講起來平淡無奇，
但我們做起來卻很困難！」

棒球攝影師-木永可名:「有些東
西說不出來也演不出來，深厚的
情成了最美的蝴蝶效應。」

新竹縣議員
蔡志環女士：
「這部紀錄片，
不是『感動』
兩個字可以形容！」



台東-蔡進添：
「雖然貧困像沒有燈的房間，但師姑師伯
像一盞盞的燭光，照亮我的成長之路。」

「永遠先想到別人、長期施與捨的行動力，
我有被電到的感動，我會更有善念、善行。
謝謝《如常》，開啟我的善念與智慧。」

桃園-蔡雨龍：
「我的會員看了以後，跟我說，外面說的
都是亂說，有慈濟真好。很多師兄師姊不
知道如何跟會員溝通表達，讓影片幫我們
說。大家要全力護持這部影片。」

台南-楊小姐：
「第一次看完電影，螢幕已經都暗了，全
場沒有人動，大家都還沉浸在感動中。」



 無常是生滅法，如常是不生不滅法

 無常是有為法，如常是無為法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真如本性，不生不滅，永恆存在

 行經如常，捨命忘軀，度一切苦厄

 行菩薩道，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如常與無常



如常—度一切苦厄

• 《如常》片中的小添，從小

失去父親，母親為外籍配偶，

還有一個年幼的妹妹，一家

在失去生活支柱後，幾乎斷

炊，志工余輝雄和宋美智即

時探訪，除了帶來生活所需，

更帶來愛與鼓勵。經過十多

年的陪伴，小添不負所望考

上大學，然而余輝雄的生命

已因癌症走到最後⋯⋯

全神投入命燃燒
一心專志無雜想
捨命忘軀決意足
定當證成大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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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寂清澄，
志玄虛寞，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常
寂
光
土

法身慧命

究竟解脫/不生不滅

無上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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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寂清澄，
志玄虛寞，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常
寂
光
土

法身慧命

究竟解脫/不生不滅

無上智慧



淨心法寶--戒、定、慧
• 人因貪愛「五欲」--財、色、名、食、睡，而起心動念，蒙蔽智慧。佛陀以
「戒、定、慧」三學，平息眾生「貪、瞋、癡」之亂心，使眾生身心安樂，獲
得四種利益：

• 一、國土吉祥益--禮記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家之所以不太
平，根源在於人心不修德、行為不守戒律，以致家庭不和、社會動亂、國與國
互相競爭而起戰亂。因此，人民若能奉行經教、勤習戒定慧，則社會安定、國
土吉祥。

• 二、君臣和睦益--團體中人人若能秉持佛法的精神，捨棄我執、偏見，互敬、
互愛、互助，團體就能和睦無爭，成就大業。

• 三、人民長壽益--民風純樸，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而善人多則福德善業共聚，
能使地方吉祥而少災害；所以，人人身心健康、壽命增長。

• 四、自利利他益--發揮慈悲心、平等心，以誠待人，彼此不欺詐、不怨惱，不
但自己得益，別人亦得益。

• 總之，「戒、定、慧」能導引人心走向光明，使人生吉祥安樂，社會祥和清淨，
國家富足安定！ 32



淨心法寶--戒、定、慧
• 人因貪愛「五欲」--財、色、名、食、睡，而起心動念，蒙蔽智慧。佛陀以
「戒、定、慧」三學，平息眾生「貪、瞋、癡」之亂心，使眾生身心安樂，獲
得四種利益：

• 一、國土吉祥益--禮記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家之所以不太
平，根源在於人心不修德、行為不守戒律，以致家庭不和、社會動亂、國與國
互相競爭而起戰亂。因此，人民若能奉行經教、勤習戒定慧，則社會安定、國
土吉祥。

• 二、君臣和睦益--團體中人人若能秉持佛法的精神，捨棄我執、偏見，互敬、
互愛、互助，團體就能和睦無爭，成就大業。

• 三、人民長壽益--民風純樸，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而善人多則福德善業共聚，
能使地方吉祥而少災害；所以，人人身心健康、壽命增長。

• 四、自利利他益--發揮慈悲心、平等心，以誠待人，彼此不欺詐、不怨惱，不
但自己得益，別人亦得益。

• 總之，「戒、定、慧」能導引人心走向光明，使人生吉祥安樂，社會祥和清淨，
國家富足安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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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定慧，不動如山，
覺有情人，即心是佛；
慇懃精進，修持不息，
思惟淨戒，防非止惡，
修功養德，得身無過失。

20190523薰法香心得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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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是修行者
最重要的規則

20140325《靜思妙蓮華》無上兩足尊(268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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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律
律己

規律
自律 威儀

戒 制度 行直 心平 德

慚愧懺悔 去除見思塵沙惑 轉濁為淨



處世妙方--柔和忍辱

• 娑婆世界，堪忍事多，人生在世，不只是嚴寒、酷熱、貧窮或飢餓，還有老、
病、死……，要忍得住一切橫逆。

• 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相處，難免有不同的見解，因而產生人我是非，造成許多煩
惱；要克服這些困擾，必須學習--忍。當遇到挫折或不如意時，千萬不可起瞋
念，除了要護心--「忍讓」，而且要護口--「不惡言」。

• 所謂「能忍則安」，「忍」字心上一把刀，意即包容人間一切缺點，不論別人
是無心之過，或惡意的毒罵、中傷、攻擊、陷害，都必須忍受下來，切莫猜疑
或鑽牛角尖；並且要培養慈悲、歡喜之心，以轉化瞋恨、憤怒之念。把氣憤的
心境轉為「柔和」，再把柔和的心境昇華為「愛」。如此，這個世間將愈益圓
滿。

• 能忍，則對任何人沒有一點怨和恨，做任何事都不怕「難」；所以，忍辱者是
最堅強的人，而且一定能精進不息，莊敬自強。

• 人格德行的昇華，學業、事業之成就，都在於「忍」。我們應積極培養包容萬
事萬物的寬大心胸，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努力達到更高的境界－－
忍而無所忍，將逆境視為平常事。照顧好自己的「聲」和「色」，如此則海闊
天空、諸事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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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世妙方--柔和忍辱

• 娑婆世界，堪忍事多，人生在世，不只是嚴寒、酷熱、貧窮或飢餓，還有老、
病、死……，要忍得住一切橫逆。(法忍)

• 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相處，難免有不同的見解，因而產生人我是非，造成許多煩
惱；要克服這些困擾，必須學習--忍。當遇到挫折或不如意時，千萬不可起瞋
念，除了要護心--「忍讓」，而且要護口--「不惡言」。(生忍)

• 所謂「能忍則安」，「忍」字心上一把刀，意即包容人間一切缺點，不論別人
是無心之過，或惡意的毒罵、中傷、攻擊、陷害，都必須忍受下來，切莫猜疑
或鑽牛角尖；並且要培養慈悲、歡喜之心，以轉化瞋恨、憤怒之念。把氣憤的
心境轉為「柔和」，再把柔和的心境昇華為「愛」。如此，這個世間將愈益圓
滿。(生忍)

• 能忍，則對任何人沒有一點怨和恨，做任何事都不怕「難」；所以，忍辱者是
最堅強的人，而且一定能精進不息，莊敬自強。

• 人格德行的昇華，學業、事業之成就，都在於「忍」。我們應積極培養包容萬
事萬物的寬大心胸，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努力達到更高的境界--忍
而無所忍，將逆境視為平常事。照顧好自己的「聲」和「色」，如此則海闊天
空、諸事無礙。(無生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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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三忍終得止
一心三觀是真觀

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空觀，假觀，中觀
止=定，觀=慧



空觀 : 付出無所求，三輪體空

假觀 : 娑婆世界任悠遊，借假修真

中觀 : 菩薩行中道，真空妙有

三諦圓融之妙理



明了三軌法則

慈悲生一切善

柔和遮一切惡

法空寂一切相

處大眾中無所畏心

廣為一切分別演說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



菩薩道上的--福慧道糧
• 學佛者發心行菩薩道，必須有充足的精神道糧--福德與慧德兩
俱，方能平順安穩地到達佛的境界。

• 在日常生活中，若能實行「六度」之布施、持戒、忍辱三種方
法，即是修「福德道糧」；奉持精進、禪定、智慧三法，則是
修「慧德道糧」。福與慧兩者並進，方向不偏差，方得具足六
度萬行。

• 故吾人必須以「無人我相」而行布施，以「清淨心念」守持戒
律，以「慈悲柔懷」忍辱和敬。

• 同時，應以精進不退之心志，常在正念、正知、正見等正思惟
禪定中，並且以智慧分析世間各種事相，用平等、平常心實踐
於生活上，才能修得慧德道糧。

• 總之，佛弟子以度化眾生為任，首先應具足福慧之德，才能走
入人群、造福大眾。所以，大家平時要多用心，積極耕耘福田，
勤植慧根，創造康莊的菩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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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除垢穢-1

• 生世間，必須精勤不息，若是散漫懈怠，則不足以稱為「人生」。

• 佛陀時代有一個年輕人，身為獨子，受父母寵愛，卻行為放蕩，不懂

得尊師重道、不肯認真學習，也不知安份守己，整天遊手好閒。

• 後來更變本加厲，不僅放縱形駭、不修邊幅，甚至坐吃山空，耗盡家

財。父母對他無可奈何，親友都嫌棄他，最後走頭無路，流浪街頭。

• 他心想：「佛陀最慈悲，必定會收留我。」於是他來到佛陀的僧團，

要求皈依並出家。佛陀嚴肅的教訓他：「修行一定要內外清淨，你一

身污垢，內心也充滿垢穢，內外皆不清淨，要如何修行呢？」年輕人

聽到佛陀的訓誡後，心生懺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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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除垢穢-2

• 佛陀見他低頭思過，已有懺悔之心，就慈愛的安慰他，並溫和的
教導他：「不誦為言垢；不嚴為身垢；不勤為家垢；放逸為事垢；
今世後世。垢中常垢。」

• 佛陀再三叮嚀：「一個人若不讀誦、思維善法，言語就沒有內涵，
甚至會偏斜不正。身形要保持清潔，善加嚴飾；若是連自己的身
體都不清理，對事又怎麼會用心呢？再來是必須勤儉持家，否則
家業會敗落。最後是勤奮工作，如果放逸懶散，無論做什麼事都
無法成功。這四種垢病若不清除，則不只這一世身心積垢，連來
世都會常常在污穢中生活。」

• 人生應該好好用心、勤奮努力，身心才不染垢穢污濁；學道最重
要的是清淨身心，身心清淨，方能在淨道中精進不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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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自謙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古今之成大事業、
大學問者，無不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
樹，獨上高樓，望盡天崖路』，此第一境界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
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頭，那人正
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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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自謙

•對於王國維的這段話，試圖解釋它的人不少，真
正體驗它的人不多。我們雖然不敢說能準確的了
解王國維先生此段議論的涵意，但我們大略可以
知道他所要告訴大家的是：想成大事業、大學問，
就要有一番「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精進與「眾裡
尋他千百度」的自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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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自謙

•「行精進，除我慢」是慈濟人奉為終身不渝的座
右銘。因為能夠「行精進」，所以就不怕苦、不
畏難；因為能夠「除我慢」，所以就不伐善、不
自矜，古德云：「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
就是不能行精進、無意除我慢之人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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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自謙

•大智度論有讚精進偈云：「人有不惜身，智慧心
決定；如法行精進，所求事無難。如農夫勤修，
所收必豐實；亦如涉遠路，勤行必能達。」意思
就是告訴我們：「發心如初，成佛有餘。」發心
容易恆心難，如果能夠保持當初發心的那分勇猛
精進，則成佛又有何難。(證嚴上人，慈濟月刊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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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來照山，水來照水
• 內心清淨，則外境明朗。學佛即是要修得「心」時時澄淨、時時清明。

• 曾有弟子向佛陀請法：「人神清氣爽、心情愉悅時，學習任何事物皆清晰瞭然，而且能依法

論道。但有時即使博學強記，仍無法表達述說，甚至剛聽聞的法，立即忘失，無法應用。」

• 佛陀說：「譬如一盆澄淨、靜止的水，必能清澈照物；若水盆搖動或沸騰中的水，自然不能

照見外物。若水盆長滿青苔，或樹葉落入水中，甚至有污垢覆在水面，當然也不能呈顯外

境。」

• 佛陀又說：「同樣是本質清澈的水，但因動盪或垢穢，就無法清澈鑑物；同理，人心若念靜

氣定，不受外界環境染污，自然澄寂清明。所以，莫讓一切人、事、物等煩惱動搖己心，

『事過境遷』之後，就應該平靜下來；如此，語言功能、思想記憶，自然能合一。」

• 佛陀妙法開示弟子悟入「心靜」之理，而凡夫心卻起起伏伏、惶恐不安、憂鬱苦惱……，此

即「無明」煩惱！煩惱多由「自私利己」的心態造成，若能消除自私自利之心，對人善解寬

待，對事不計較，則煩惱便不會入心。

• 日常生活中若能看淡人事的計較，而著力在愛好自己的心，顧好自己的念，讓心境如同一湖

清水般澄淨，則山來照山、水來照水，時時刻刻皆能湛然常寂。
49



50

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
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
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
而心隨空



真空生妙有
• 世界萬物皆由「四大假合」而成，四大分離，則一切皆空；然而「空」中又包
含微妙的道理，即是--清淨本性。

• 佛陀透徹宇宙人生真理，教導大家於物質不起貪念，於權勢名利勿生愛慾，於
生老病死無憂怖恐懼。

• 可是一般人往往被外在的境界影響自己的情緒，甚至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使
心念起伏、動盪不安；這就是煩惱的源頭。

• 外境幻化無常，無須執著，若能去除我執，洗淨心垢污染，反觀自性，即能悟
入圓融中道；若執迷不悟，就會起惑造業。

• 學佛應體解真諦，看開一切事物，去除煩惱，此即是「真空」；於人事人雖然
一離是非，但只要將是非昇華為教育，就是「妙有」。

• 能無所求地為人群喜捨付出，就是「真空」；喜捨之後所得到的歡喜，就是
「妙有」。

• 所以，人生沒有「所有權」（真空），只有「使用權」（妙有）；能以四大假
合之身發揮良知良能，造福人群，增長智慧，即是「真空生妙有」。

• 總之，萬物皆無「實相」，只有「名相」。唯有觀天地世間一切無常，破無明
情結迷執，方能輕安自在，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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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的真諦
• 學佛，是為了認清生命的價值與生活的意義。

• 有些人不斷地探索生從何來、死往何去，卻很少用心瞭解：此生的價值何在？
該如何過日子才有意義？

• 生命的價值，不是財富、名聲、地位，而是清淨無染的大愛；生活的意義，不
是汲汲營營追求私利，而是把握當下每一刻，發揮良能造福人群。

• 人若不知「現在」，而一味地追憶「過去」，是空虛無益的雜念；若迷失於
「現在」，只想追尋「未來」，更是遙不可及的妄想。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
-好好地把握現在，認清自己的責任，用心做好該做的事；唯有如此，才能開創
踏實美好的人生。

• 學佛，是為了利益眾生，活出人生的價值。期願大家相互關懷、彼此勉勵--

• 以智慧探討人生真義，

• 以毅力安排人生時間，

• 以信心力行人生正道，

• 以勇氣衝破人生難關，

• 以願力主導人生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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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提燈照路的人間菩薩
• 寒冬即將過去，大地萬物正等待春暉普照，燦然展現蓬勃生機。

• 在這充滿希望的時刻，虔誠感恩諸位大德護持慈濟志業，由衷祝福大家：

• 人人傳承智慧心燈 家家充盈福德法財

• 智慧心燈

• 光明、清淨又溫暖，能照亮自己的心地，更能為苦難的世界點燃無窮的希望。
希望大家發大心、立大願，做個提燈照路的人間菩薩，為長夜漫漫的娑婆世界，
開啟無量的光明；為辛酸煎熬的苦難眾生，照亮永恆幸福的道路！

• 福德法財

• 雖無形，但恆久堅固；世間財雖有形，卻短暫易逝。若能勤修三無漏學、廣行
六波羅蜜，不僅家庭平安吉祥，更能促進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安定！

• 但願人人手牽手、心連心，開啟光明大愛、長養智慧福德，從「自我淨化」做
起，為「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繼續努力。

• 千言萬語，道不盡無限的感恩！新春伊始，敬祝

• 歲歲平安 年年吉祥 53



自性觀音活菩薩

•不要以為土塑、石雕、木刻、供奉在寺院中
的金身才是菩薩，也不要為了祈求感應、消
災、增福……，而一味跪拜寺中的菩薩，其
實你、我、他，大家都可以做菩薩—只要
能以一分真正為別人做事的心去服務人群，
那就是活生生的菩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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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觀音活菩薩

•菩薩有純淨的愛心、有慈悲的願力、有無上
的智慧。慈悲是透徹的大愛，智慧就是有原
則、會選擇，具有推動力，以悲心運用智慧，
去發揮良能、踐行願力，方能福利眾生，如
此覺悟、觀照自性，則人人即是當下成就的
活菩薩。

• (證嚴上人，慈濟月刊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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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赤子之心，獅子
的勇猛心，駱駝
的耐心，成就菩
薩道必須具有菩
薩的精神，知行
合一，實踐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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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一、赤子之心—三字經云：「人之初，性
本善。」赤子童心天真無邪，既無貪慾亦不
記仇怨恨，更不嫉妒傲慢。學佛應以真摯可
愛之稚子心啟發良知良能，去除貪瞋癡毒念，
明心見性，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做人處事要坦白赤誠，不計較人我是
非，恆常保持天真明淨的童心，才能和樂融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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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二、獅子勇猛的意志—成就菩薩志業，
須擔當大無畏的重任，攝受一份不可抵
禦的膽識，才能發揮大雄大力大慈悲的
胸懷，領導大眾，努力不懈地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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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精神

•三、駱駝的耐心與毅力—人生在世，被業
力牽引，要以耐力和毅力來接受，學習駱駝
精神，不怕惡劣環境，長途跋涉，到達目的
地。菩薩道任重道遠、永不停息，更應發揮
忍辱負重、不辭辛勞的精神，生生世世倒駕
慈航，來回娑婆世界救度眾生。

• (證嚴上人，慈濟月刊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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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剎那，恆持當下
• 修行的最高目標，是回歸清淨、無污染的本性。

• 人人都有菩提善種，也就是成佛之「因」；唯有淨心守志，奉行善道，
才能達到成佛的境界。

• 然而，一般人心念浮沉不定，發心容易，恆心難持；一時感動下雖會積
極投入，但遇到困境或聽到別人冷言冷語，又會退轉動搖。

• 所以，應保持心念的清淨與心量的開闊，如此才能立下宏大的志願；有
大願才能把握分秒精進不懈、奮勇力行菩薩道。

• 歲月何其匆匆，但只要「把握剎那、恆持當下」，即可化剎那為永恆；
世界何其遼闊，只要「和氣同心、靜思力行」，淨土永遠在身邊。

•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我們要發大心、立大願、行大行；善用智慧體悟
人生真理，守持利生善願，增長大乘事業。

• 願與大家共勉--

•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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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 亙古長空，宇宙壯闊！在浩瀚的天地間，人何其渺小、短暫，猶如滄海之一粟，亦如曇花之一現。

• 花開花落、月圓月缺，皆有時節因緣；人生在世，剎那無常，卻使生命更顯珍貴。難得來一趟人
間，應該好好地愛惜、充實生命歷程，讓寶貴的人生，散發真善美的光輝，映照出生命真正的價
值。

• 然而人心物慾日強，貪婪日熾，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卻忽視了心靈的清淨自在。有些人為了獲得
世俗的滿足，急欲展現自我以獲得外在的肯定，結果受盡種種煩惱，成為自苦的根源。

• 須知，內在的圓滿、平實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永恆。奉獻良知良能，不是為了求取外在的名利，
而是藉事鍊心、隨緣修心的內省。唯有通徹事，才能把握自心；最怕的是無自知之明，整日傍徨
苦惱；或是迷執貪著，墮入凡情枷鎖。

• 佛陀示現人間，是為了救度眾生，因此開示宇宙人生真理，引導眾生悟入佛之知見。學佛者應體
悟佛陀慈懷，時時反觀自照，回歸「人之初、性本善」的清淨本性。若能心存仁念，啟發良知覺
性，自然能散發聖潔的智慧、圓明的慈悲，不求聞達卻得眾人愛敬。

•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是多麼開闊的人生觀啊！從這種豁達的心胸流露出的一言一
行，都是美而善的。

• 總之，「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唯有自淨其意，時時守持清淨無為的心念，安分守己，才能恆
久付出，慧命萬古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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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住佛道
成就
自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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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住佛道
成就
自然智

修正習氣，去除無明



結語:轉識成智去無明

•轉五識塵勞為成所作智

•轉六識妄想為妙觀察智

•轉七識執著為平等性智

•轉八識無明為大圓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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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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