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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學無學二千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

與眷屬六千人俱。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

亦與眷屬俱。菩薩摩訶薩八萬人，

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

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轉法輪。

前面經文



重點

➢發心立願常轉法輪

➢秉慈運悲普濟苦難



供養無量百千諸佛，

於諸佛所植眾德本，

常為諸佛之所稱歎。

以慈修身，善入佛慧，

通達大智，到於彼岸。

名稱普聞無量世界，

能度無數百千眾生。

經文



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

得大勢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

寶掌菩薩、藥王菩薩、勇施菩薩、

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滿月菩薩、大力菩薩、

無量力菩薩、越三界菩薩、跋陀婆羅菩薩、

彌勒菩薩、寶積菩薩、導師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經文



發心立願常轉法輪

p.473



持護法心，勤修願力，

得一切法而不失；

菩薩上求佛覺，

誓願下化有情，

勤行悲智雙運。

p.473

上人手札



學佛者要

p.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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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立願利益眾生，必須發大乘心，

立大願力，不斷轉法輪。

我們所修的法不能只用在日常生活中，

還要不斷利益他人、輾轉教化，

如此才是不退失道心。

p.473-7



具足三供養

p.474



供養無量百千諸佛，

於諸佛所植眾德本，

常為諸佛之所稱歎。
經文p.474



供養有三

財供養

法供養

敬供養

以財物布施供養。

以身修持禮敬，
入群和敬供養。

如實修行大心，
弘誓供養。

p.474-6



「如此供養，成就福慧之德，斯為植眾德本；

德本，即善根，不外此福德、智慧二德之本也。

故云：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植眾德本

者，即謂之依止善知識不退轉。常為諸佛之所

稱歎，菩薩以佛為師，學行覺道，今為佛所稱

歎見證不謬，則心輕安自在。」

p.476-7



淺易的法，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運用；

深妙的法，則要存於內心堅持不退。

我們能走入人群去付出，對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件事，都做到四無量心、四弘誓願，

若能如此供養，即成就福慧二德，具足供養

無量諸佛。

p.477



四弘誓願



無量諸佛時時在你我身邊，
在待人接物中；

無時不是供養。
我們要將所接觸的人都當成

現在佛、未來佛、過去佛，

以感恩、尊重、愛相待；

這就是福，也是智慧，

福、慧二德平行。

p.477-7



成就福、慧二德的供養，就能植眾德本。

德本即善根，是我們修行的根本。

「菩提林立同根生」，在道場裡人人發菩提

心，讓福慧的根伸展，每棵菩提樹就能長得

茂盛。只要用恭敬心供養，自然能在諸佛所

植眾德本。

p.478



「依止善知識不退轉」。
人人都是善知識，就如醫生以病人為師，

修行者以天下眾生為師。
只要甘願付出，

當然也能得到人人的恭敬、尊重和肯定；
如此「常為諸佛之所稱歎」，

諸佛也會歡喜、讚歎 。

p.478-11

1.醫病關係-為病人付出-感動2'49.mpg


學佛，要時時甘願、歡喜；

「甘」，是法喜充滿，內心甘甜。

聽聞佛法很歡喜，

走入人群中很甘願、歡喜地為人群付出，

也是一種供養。

p.479-3



長久修福緣

p.479



福因善緣，智慧深廣之德，

皆由久遠勤修，深植慧根，

益友護持，諸緣具足，

內修淨行為道糧，

外行濟眾增慧命。
p.479

上人手札



修行的利益是什麼？

p.480



成就善根、成就道業都是利益。

僧團裡必須互相成就，

我們讓他人道業成就，

自然人人也會成就我們的道業。

要有福就要有緣，

有福因、好緣，在修行的過程就能增長智慧；

智慧深廣，就是德。 p.480-5



「德者，得也」
我們若具有德，就是得人緣。

能在人群中隨順不逆，
得眾人成就而圓滿諸事。
與人造好因、結好緣，

智慧深廣的德性就能現前，
這不是今生此世而已，

而是從久遠劫以來所薰習、受持的。
p.480-10

2.柏謙分享--思賢師兄--讀前世書-因果.mp4


以慈悲為本

p.482



以慈修身，

善入佛慧，

通達大智，

到於彼岸。
•慈修身，經文p.482



「以慈修身者，菩薩已證無生，為娑婆眾生，

無不生，故示現六道。」

修行要在菩薩道中與人種好因、結福緣，須

培養「慈」。儘管菩薩以內修淨行證至無生，

已入大般涅槃的境界，不需再來人間；但是

菩薩慈悲，不忍眾生苦難偏多，倒駕慈航現

相人間，示現六道隨緣化度。
p.483



「菩薩以三界為家，四生為子，借度生，善入佛慧；

不似小乘，視三界如牢獄，四生如怨賊也。」

菩薩絕不埋怨娑婆世界眾生的剛強，還抱著「眾生

磨我，我才能進步」的理念。感恩眾生成就道業，

用慈悲修自我的身、心--身要入人群，心要經得起

眾生的苦磨，以成就智慧。

p.483-5、484-6

109.1.11由禮出獄-109.2.6過年7'03_01.mpg


「以慈修身者，即修於此界所示現之身，內自證入，

外銳利他，而悉以大慈悲心為本。故云以慈修身，

即謂之以大慈悲隨時地根機而說法，入彼境界，隨

彼事理，解困而不退轉。善入佛慧，即謂之入實境

界之一切智不退轉。通達大智，即為證我空、法空

不退轉。」

p.485-3

3.慈濟人的使命-- 慈悅--上人蓋永久屋堅毅精神--法輪4'14.mp4


普化在人間

p.488



修學佛法入於心性深處，

即能住持佛法於無量世界，

使法不滅以成就菩薩度生之大事業。

p.488

上人手札



六道中，人道能聞佛法、藉身修心，

這是人道的好處。

修學佛法，必須下定決心將法修入心性深處，

才能明心見性。

將佛法弘揚在人間，推展到無量世界，

使法脈不斷，讓法輪常轉，

即是成就菩薩度眾之志業。

p.488-9

4.101.12.23精進抄晨語得癌輕安--方金定5'45.mpg


名稱普聞無量世界，

能度無數百千眾生。
經文p.489



「名聞於世界，即能住持使法不滅，以成就菩薩度

生之大事業。所謂：應作、所做，住持不退轉。」

菩薩要互相成就，學菩薩、做菩薩，必須入人群，

這是本分，也是使命，稱為「應作」；不只自己應

該做，人人都要有責任去承擔這個使命，住持佛法，

使佛法不在人間消滅。

p.489-8、491-11



秉慈運悲普濟苦難

p.492



於人間中，覺有情者，

成等正覺，於眾生中，

啟慈用慧，悲智雙運，

拔諸世間，難堪忍苦。
p.492

上人手札



體會佛心，入佛境界，是修學佛法的目標。

世間苦難的根源來自於眾生無明，共業所成。

菩薩期待人人得救、平安有福，必須要啟慈用慧。，

看眾生受苦難，要長養慈悲心，希望他們能得度；

看眾生習氣雜亂；剛強難調伏，要運用智慧調伏，

這就是：「悲智雙運」。

p.492、494-5



時時轉法輪

p.495



善入佛心，通達大智，

弘揚諸法，轉大法輪，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佛法在人間，無處不道場。
p.495

上人手札



學佛要明心見性，就要善入佛心。己心和佛心同等，

如此才能通達大智，智慧現前。智慧開啟了，弘揚

佛法就沒有困難，時時都能轉法輪，轉惡為善，轉

愚痴為智慧。

要轉法輪，需要無量法門悉現在前，才能應眾生的

根機，運用智慧、方法付出。

p.495



慈濟海地賑災方法

p.496-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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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14志工早會：大仁大勇 深耕海地-如濟神父4'59.mp4


親手膚苦難

p.499



入正信門，無法不悟；

啟正智心，無道不證；

秉慈運悲，無苦不救；

持弘誓願，無樂不與。
p.499

上人手札



學佛一定要入正信門，門若對了，路就通。能信還

要能「啟正智心」，開啟正智，心智能正，就能

「無道不證」。秉持慈心，啟動悲心，就是「秉慈

運悲」。因為慈悲，所以「無苦不救」。

還要「無樂不與」，將所有快樂和令我們解脫的法

分享給眾生。

p.499-8

6.100.7.16智利救援--台商6'02.mpg


十八位菩薩

p.503



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

得大勢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

寶掌菩薩、藥王菩薩、勇施菩薩、

寶月菩薩、月光菩薩、大力菩薩、

無量力菩薩、越三界菩薩、跋陀婆羅菩薩、

彌勒菩薩、寶積菩薩、導師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經文p.503



「大士、大名，或從法門，或從德行，
或從本願。」

p. 504



「文殊師利，譯言妙德，具足深妙之
智德，是為大智。」

p.505-4

7.心要--悲智願行--文殊師利菩薩3'15.mpg


「觀世音菩薩，能觀一切音聲，以大
悲心救度眾生，是為大悲。」

p.505-4

8.心要--悲智願行--觀世音菩薩2'26.mpg


我們心中要時時有佛，有菩薩。

事情若想不通，就稱念「大智文殊菩薩」；

遭遇困難，則稱念「大悲觀世音菩薩」，

這是眾生時時都有的依靠。

p.506-11

9.點燈--齊豫--觀世音菩薩4'15.mpg


「得大勢菩薩，具足大威勢力，救度
十方世界眾生，成就大威勢力，是為
悲智雙運。」

p.507-2



「常精進菩薩，內發三心，外修萬行，
於己不足，於物不倦故。勤求佛智，
自利利他，名常精進。」

p.507-7



「不休息菩薩，在因不自為圓，在果
不自為滿，唯精進不息勤求佛智，自
利利他，無有疲倦，為不休息。」

p.508-7



「寶掌菩薩，謂掌握化機，接物利生
故，又掌中出寶，普濟眾生，能與眾
生身心安樂。」

p.509-9



「藥王菩薩，在因為世良醫，在果能
以法藥救眾生身心二病，因病與藥，
無疾不瘳，應機說法，無機不度故。」

p.511-2



「勇施菩薩，恆以珠寶，施捨眾生，
使令離苦得樂也。」

p.509-9

10.人--貧中富--賣身布施捐榮董--善願--鄭明紋8'10.mpg


「寶月菩薩。月能隨數盈虧，自無損
益，菩薩之道，隨機隱顯，自無增減，
故以喻名也。」

p.513-3



「月光菩薩。光能破暗，由智破愚也。」

p.514-4



「滿月菩薩，自覺聖智圓滿，如十五
之月。」

p.514-9



「大力菩薩，以有力故，能攝一切世
界，度一切眾生。」

p.515-3



「無量力菩薩，較塵沙不能喻，歷僧
祇不能及，故數量不可得。」

p.515-6



「越三界菩薩，具足超越三界生死煩
惱之功德，並能說法令人超越一切染
污之法。」

p.516



「跋陀婆羅菩薩，意譯賢護，即護守
善法令不散失也。」

p.516-7



「彌勒菩薩，義譯慈氏，姓也。值慈
氏佛說慈心三昧經故。」

p.517



「寶積菩薩，積菩提法寶與人。如來
藏有恒沙功德如寶積故。」

p.517-5



「導師菩薩，導引歸於涅槃也。弘範
三界，導愚迷之眾生故。」

p.517-7



聞思修

您願意效仿哪尊菩薩的德行呢？

在菩薩道上，自己要如何力行，

才能成就永不退轉法輪？





17迴向.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