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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位即將遠離的父母

你最不放心的是什麼?

想交代子女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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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為何示現人間？

為了教育眾生，希望眾生和他
一樣能達到成佛的境界。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前言



一念無明，造成複雜的業力;佛陀就是保持
著一念本性真常，生生世世倒駕慈航來人
間，「開、示」眾生回歸原來的本性。每
一次佛陀來人間，必定有一大事因緣；如
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佛來人間的一
大事因緣，就是現相成道，為眾生說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2



佛陀應那個時代，以迦毘羅衛國悉達
多太子之身，突破四姓階級的思想，
克服富貴榮華的享受，放棄統領國家
的權力，出家修行。佛陀示現「八相
成道」，也是在帶領我們明白如何不
執著於一時。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2



人間的八種相——出生的嬰兒之相，
兒童之相、年輕人之相、中年之相、
老年之相，到了最後的病、死等等，
這都是「相」。
佛陀現相人間，這也是運用他的神通
，不受人間污染，但是遊戲在人間。

20160105《靜思妙蓮華》於菩薩法遊戲神通(第733集)（信解品第四）



七、現轉法輪

六、現成正覺

五、現修苦行

八、現入涅槃

三、出生人間

四、現作出家

二、住胎受生

一、降兜率天

八
相
成
道

20160105《靜思妙蓮華》
於菩薩法遊戲神通(第733
集)（信解品第四）



我今於中夜，當入於涅槃。汝一心精進，當離於放逸，
諸佛甚難值，億劫時一遇。世尊諸子等，聞佛入涅槃，
各各懷悲惱，佛滅一何速！聖主法之王，安慰無量眾：
我若滅度時，汝等勿憂怖！是德藏苦薩，於無漏實相，
心已得通達，其次當作佛，號曰為淨身，亦度無量眾。
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比丘比丘尼，其數如恆沙，倍復加精進，以求無上道。
是妙光法師，奉持佛法藏，八十小劫中，廣宣法華經。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00~1302



第十一章 奉持如來藏

燈燈相傳日月明，心心相映菩薩法

甚深法藏能受持，微妙法義說無礙

薪盡火滅一何速，自性現前一念間

實相無相無不相，修諸善法無懈怠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99



警策勿懈怠 法性皆自然
萬法本清淨 未來淨身佛

「滅」除見思惑 「度」身心生死
建塔奉舍利 妙光受持如來法藏

導讀重點



警策勿懈怠



我今於中夜，當入於涅槃。
汝一心精進，當離於放逸，
諸佛甚難值，億劫時一遇。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38



1.表示中道
2.入夜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就是黎明，以
此表示凡夫在迷茫之間，若能接觸佛法
，就能反黑為白，去除迷茫、迎向光明。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66~67

佛陀入滅時刻為什麼不是早晨，不是中午
，卻在中夜？



日月燈明佛向大家宣告:「所有諸法實相的
道理都已經說了，我將在今天中夜入涅槃
，你們要一心無二意，遠離放逸。」
這是佛一期化度因緣將圓滿，要入涅槃的
時候，提醒大眾要一心精進，遠離放逸之
念；若有一點點放逸雜念入心，要再起步
精進就難了。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38



「謂發菩提心，修習善業，不令
放捨，遠離一切懈怠心也。」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39



一心精進 發菩提心，修習善業
善業: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39

「精」 不雜 「進」 不退



要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才有一尊
佛出世，眾生實在很難得遇到。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0

此時是正法、像法還是末法時代?

一切唯心造，若佛在心中，正法
就在我們的心裡。



世尊諸子等，聞佛入涅槃，
各各懷悲惱，佛滅一何速！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6



世尊向大家說:
我將要入涅槃了，你們要好好精進。
所有弟子聽了之後心情都很悲惱，
心想：日月燈明佛為何這麼快就要入
滅。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7



「諸法實相之義既已盡說，則應化
已畢，故應示寂。
又佛入涅槃，亦有警眾覺悟之義，
令勿恃佛久存，恆自懈逸也。」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7



佛將要入涅槃，這是一種警惕：
佛來人間是應化，因緣圓滿就要示寂滅
這與人間生、老、病、死的循環，以及
大自然的法則都是一樣。
人生壽命有限，需珍惜時間，把握因緣
修行，因為佛也有與眾生分離的時候。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7



「悲惱，非世情之悲惱，以佛為
世間之光明，一入涅槃，如晝無
日，如闇無燈，眾生失導，故可
悲惱也。」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8



法性皆自然



一性圓明自然，

法性天地人間，

古今諸佛道同，

暢演本懷大事。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9



修行，重要的是回歸一性圓明自
然的本性。「法性天地人間」，
無始以來，我們都是自性圓明，
與天地自然合為一體，所以法性
一直都在天地人間。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49



宇宙天體中，星球在軌道中運轉;在天地之
間，春夏秋冬四季輪替;我們的人生，也有
生老病死的循環，這些都是自然法則。佛陀
是宇宙大覺者，覺悟天地之間法性的真常。
宇宙萬物的真理常存，法性永恆;我們的本
性也是不生不滅，圓明自然。雖然本性是永
恆的，但是凡夫仍有生生不息的輪迴，複雑
的就是在輪迴中，心念起伏不定，因而有「
見思惑」。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1



「見」：凡夫一念無明起，生了三細，
就有無量數的見解。

「思」：思考，起心動念、見境生情。
「惑」：看到人與人之間好壞因緣交錯

，對事理不明白。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1



「自覺:悟性真常，除惑虛妄。
覺他:運無緣慈，度有情眾。
覺圓:歷劫修行，因圓果滿，
名為佛──大覺者。」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3



佛陀自覺、覺他，經過歷劫的修
行，直到因圓果滿，自然現相成
佛，覺行圓滿。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4~1355



凡夫不是今生修行就能覺悟，今生
能修行，是過去生累積的緣;現在能
接受佛的教法，一聞即通，也是過
去已聽聞、了解佛法，使本性逐漸
接近覺悟的境界。過去已經如此累
積，現在仍要繼續，就像佛陀成佛
要歷經三大阿僧低劫的時間修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5



萬法本清淨



聖主法之王，安慰無量眾：
我若滅度時，汝等勿憂怖！
是德藏苦薩，於無漏實相，
心已得通達。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5



「聖主法之王」，誰是聖主？佛。
諸聖的上首稱作聖主，也是自在無為
的意思。
「聖」是指小乘、中乘、大乘的聖人
，也是聲聞、緣覺、菩薩的聖人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5



是德藏菩薩，於無漏實相，心已得通達
無漏是諸法實相的道理，這個「理體」
──道理的本體，就是無垢清淨。宇宙
萬物皆有其法，此法即是自然法則，而
萬法本來清淨，萬物真理亦皆清淨。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8



「無漏」 貪、瞋、癡、我慢、懷
疑種種煩惱都沒有染著於心，也就
是人人的本性，清淨無染、無煩惱。
三乘聖人本性清淨，自覺、覺他後，
能運悲入群度眾生，達到覺行圓滿，
就成為聖主。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59



未來淨身佛



其次當作佛，
號曰為淨身，
亦度無量眾。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3



德藏菩薩同樣結下很多眾生緣，可以度
無量眾生。這也說明佛佛道同，每尊佛
都是這麼慈悲，入滅前會殷殷安慰眾生
不要悲惱，讓大家慢慢能接受。但也警
惕眾生:「佛在世間的時間不多了，即
將入涅槃，所有弟子都不可放逸，要把
握時間殷勤精進。」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4



「滅」除見思惑



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4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4

佛在今夜就要取入滅，就如點火
燒柴，柴成灰燼時，火也滅了。



滅是滅見、思、塵沙惑等無明煩惱惑。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5

眾生無明煩惱很多，有見、思、塵沙惑
等，多如塵沙。
煩惱若是沒有滅盡，怎能開啟智慧？
所以要滅除煩惱。



斷除見思惑
成就阿羅漢辟支佛

斷除塵沙惑
成就菩薩

斷除無明惑
成就佛道

一切智

道種智

一切種智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113-114）

佛光大辭典P.624



「度」身心生死



「度，是度分段、變易兩種生死。」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0

分段生死：凡夫三界内，肉體上的生死
變易生死：三乘行者三界外，心念生滅

的生死。



凡夫在三界之內，身體是父母所生，在無
明中生活又造業，所以一期的緣結束，又
帶業至來世。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0~1371

「三乘行者」是指聲聞、緣覺、菩薩，他們
即使修行證果出離三界，還是有内心的「生
、住、異、滅」，微分起心動念的變易。



法身菩薩的心念，就不在「分段」
與「變易」内，他已經是入圓滿寂
靜的境界，能用大悲心回歸娑婆、
來去自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1



無量劫前 日月燈明佛 釋迦牟尼佛

龍種上尊王佛 妙光菩薩 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倒駕慈航來回娑婆

教育出七位大覺者 七佛之師



無量劫前 日月燈明佛 釋迦牟尼佛

？ ？ 人道

我們在哪裡呢？

？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要顧好這念心，先滅除「見思惑」，再斷
「分段生死」度己身。這輩子既然知道佛
法就要好好修，了解人人都活在生、老、
病、死中，又何必計較?
若一再計較，一再累積煩惱，就會帶到來
世受報，苦不堪啊!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5



建塔奉舍利



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5



日月燈明佛滅度火化後，出現許多舍
利，當時的人為了將這些舍利分到各
地當作紀念，就建造無量的塔來供奉
，以顯佛德。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5

「舍利:佛菩薩、有徳高僧等，圓寂後
火化凝結有舎利。」



比丘比丘尼，其數如恆沙，
倍復加精進，以求無上道。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8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78

比喻當時比丘、比丘尼的人數無量
無數的意思。

相信世間有生、滅，佛都有入滅的
一天；難得聽聞佛法，佛既然滅度
了，修行者要更加精進，佛法要更
入心。



妙光受持如來法藏



法藏不只是在佛，眾生皆有如來藏性
，只是被關閉尚未開啟。佛陀「為眾
開法藏」，為眾生「開示悟入」佛知
見，就是要將眾生的如來藏性打開。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80

為眾開法藏



是妙光法師，奉持佛法藏，
八十小劫中，廣宣法華經。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81



二十小劫 = 一中劫
四中劫 = 一大劫
八十小劫 = 一大劫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82

八十小劫到底多久？



妙光法師在八十小劫中，奉持佛法藏
，廣宣《法華經》。「劫」是長時間
，不論如何計算，意思是妙光法師用
很長的時間，不斷地宣教《法華經》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82



佛陀為眾生授記，就是見證人人都能
成佛，只是要看修學的精進形態。若
能專心精進，入人群結好緣，做人處
事都圓滿，道理也就圓滿，若能如此
，就能進而覺悟。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82



待人要圓融，
做事才能圓滿，
人圓、事圓則理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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