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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日月燈明佛

•追古知今顯勝妙，無量劫前燈明佛

•心王八子去妄識，轉識成智見真如

•傳法妙光持法華，授記德藏化群生

•妙光菩薩即文殊，彌勒曾號曰求名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47



轉識成智見真如
八識歸心王
悉發大乘意
八識轉八智

導讀重點



轉識成智見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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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 美麗的花花朵

作用對象感官

識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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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

意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眼根

身根

六種感官
六塵

法塵

聲塵

香塵

味塵

色塵

觸塵

六種對象
六識

意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眼識

身識

六種作用

十二處

十八界+ +



第六識(意識)是「想」，意識緣著外
境，將「相」放在「心」上。
凡夫心受相擾亂，第七識(末那識，
是思，「田」下一個「心」)思考後
，發動貪著、無明，緣境造諸業，
藏在第八識(業識或阿賴耶識)。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87，P.274



轉五識為成所作智
轉六識為妙觀察智
轉七識為平等性智
轉八識為大圓鏡智

20181220《靜思妙蓮華》斷惑證理 轉識成智 (第1505集) 
（法華經·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佛已得「四智」── 成所作智、妙觀察
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所以心境永遠
輕安自在。
「成所作智」，將眼、耳、鼻、舌、身五
根接觸外境產生的五識轉為毫無貪著的清
淨智。
「妙觀察智」更進一步將第六識的意識轉
垢為淨，用心思惟。

《慈濟》月刊611期《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平等性智」，將愛欲執著與厭惡排斥的
分別心，轉為大我無私、平等看待一切的
菩薩心、六度萬行；
一切善因會從第七識轉入第八識，第八識
維持清淨、不受污染，如一面大圓鏡，明
朗照映一切境界，境過不留痕，回歸真如
，即「大圓鏡智」。

《慈濟》月刊611期《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我們若轉五識，那就是在根、塵會境之時
，好好轉為我們的智，這個五識就轉為「
成所作智」。而我們在「成所作智」，這
些東西不是擁為己有的欲念，是要如何利
用，轉第六識，那就是「妙觀察智」，好
好細思。

20181221《靜思妙蓮華》時期難信 願佛開解 (第1506集)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人生苦到什麼程度？欠缺的是什麼？除了
物質欠缺，心靈需要的是什麼？要很用心
去思量，這妙觀察，好好用心思量。所有
我們接觸到的根、塵會合起來，能夠化有
形為愛的力量去付出。要如何集更多人的
力量，去幫助更多人？這種的妙觀察，所
以「轉六識為妙觀察智」。

20181221《靜思妙蓮華》時期難信 願佛開解 (第1506集)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為什麼那些人，與我們都沒有關係，他們的災難離我
們那麼遠，為什麼我們要去關心他們呢？眾生平等啊
！與天地共生息，我們的佛心是愛天下眾生，我們既
知，不忍眾生受苦難。尤其是佛陀教我們行菩薩法，
我們就是要發揮這一分，眾生無遠近的差別、沒有形
象的差別。只要你聽到，就是與你有緣；只要你知道
，就是與我們有關係，所以我們要及時付出，叫做「
轉七識為平等性智」。眾生平等、佛性平等，「心、
佛、眾生三無差別」，這既無差別就是平等，所以「
轉七識為平等性智」。

20181221《靜思妙蓮華》時期難信 願佛開解 (第1506集)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我們的八識，要如何清淨呢？這個八識完全清淨無染
，回歸於九識，就是真如本性，佛清淨無染的本性。
所以，我們應該要很用心，我們要在發揮這分愛的力
量，不要輕視一切，要很用心，我們要好好用在，我
們日常生活中。所以我們，「佛為說法，咸得開解，
通達」，這就通達了。我們「轉識為智」，這就通了
；外面所接觸的，與我們的「成所作智」，就通了。
我們好好去用心處理，轉第六，那就是「妙觀察智」
，那不就通了嗎？第七的「平等」、第八的「大圓鏡
智」，一切的境界明明暸暸，我們完成了。

20181221《靜思妙蓮華》時期難信 願佛開解 (第1506集)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15

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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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識

轉識成智

回歸佛性



【人間菩提】20180714 - 轉識成智歸自性 10’12~11’34

轉識成智歸自性.mp4


八識歸心王



五根是眼、耳、鼻、舌、身，五塵是色、
聲、香、味、觸，五根緣外面五塵的境界
，納入第六「意」識中，「意」分別外境
後，到第七識思考，再驅動去造作，然後
藏入第八識。第八識是「業識」，凡夫即
停滯在第八識。八識之後還有第九識，即
是與佛同等的本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60~961



萬法都是從心中所生，佛陀覺悟的宇宙真
理也是從心所生，所以心是萬法之王，故
稱心王。心王緣著外境而生萬法，若一念
無明妄動，八識緣著種種境界，就造種種
業;心若恬静，無為無欲，就是清淨本性
，緣境轉識為智，轉惡為善。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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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274~276，P.98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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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生活在各種境界中，心所緣外境
造作的善、惡、有漏與無漏，都歸入於第
八識。在第八識之前，面對種種外境，如
何思考、分別、歸納，都要好好地用心、
警惕。若八識回歸心王；就能統領善、惡
、有漏、無漏諸法，走向大覺菩提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87



心識的作用，是緣著境界起所見與所解，
如何運轉心識？
凡聖之別在於是用識還是用智。若是用識分別
，貪、瞋、癡、慢、疑不斷緣境生起，對於五
塵境的紛紛擾擾，第六「意」識不斷吸收，第
七識不斷思考，煩惱層層複製，於是造就惡業
、煩惱業，在六道輪迴永無休止。若是用智慧
面對一切，不受妄念引動，對外境善惡分明，
自然就歸入心王，回歸本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87~988



日日聽法，應時時放在心裡，不受
境界影響再複製煩惱，那麼所遇到
的人、事、境界，無不都是在増長
我們的智慧。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89



《無量義經》：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
之不動，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得大智慧，通達諸法；曉了分別，性相
真實。大家是否時時用心?自問心靈境界
是否能「靜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心若靜寂清澄，心志就不會動搖；好好守
住自心，自然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89~999



有人每天聞法，但境界一來什麼都忘記，
很快就受外境所驅役，煩惱時還是煩惱，
得意時就忘形。因為還未脱離凡夫心，心
靈境界無法静寂清澄，立志不夠深入，發
願不夠堅定，欠缺志玄虛漠。所以我們要
立大願，這是學道修行者應有的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90



志玄虛漠是多麼開闊的心胸，假如能夠守
志奉道，了解修行的目標是「自覺、覺他
、覺行圓滿」，那麼走入人群所看到的一
切無不都是法；若能聞法入心，接觸到外
境時就能轉識成智，無論處在什麼環境或
面對任何境界，「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得大智慧，通達諸法」，無量的智慧不斷
現前，自然通達諸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90~991



佛入心，心即是佛，我們保持清淨虔誠的
心，以佛心為己心，用佛心轉法輪，即心
即佛。前面說過八識的起源是心王，八識
回歸清淨無染心王的境界，佛不就是常住
人間?所以必須用清凈虔誠的心念，請佛時
時住世。還要「隨順能轉」，不只請外在
的佛，我們也有心中的佛，要隨順眾生轉
法輪。

存て水《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97



悉發大乘意



是諸王子，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悉捨王位，亦隨出家，發
大乘意，常修梵行，皆為法師，已於
千萬佛所植諸善本。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98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98~999

修行應轉識成智，發大乘意，求自覺
、覺他、覺行圓滿。過去的方便法是
隨順眾生根機所開，佛陀的本懷是宣
講一乘大法，希望人人能了解佛法，
覺悟之後再引導他人將「一性圓明自
然本性」發光發亮。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99

譬如點亮一支蠟燭，可以引光給其他
蠟燭，不斷地點亮無數蠟燭，就可照
亮無數的暗室，而原來的這支蠟燭仍
照樣發光，無增無減。同理，人人若
發心啟發心靈之光，我們的心靈之光
不但可以照耀他人，也可以引發他人
的心光。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99

我們自覺，並發心覺他、引導人，需「常修梵
行」，「梵行」即清淨行，内心不再製造貪、
瞋、癡等等的煩惱。凡夫每天不斷複製煩惱，
每對一個人不稱意，覺得無緣、厭惡，煩惱就
入心;或是聽到往哪裡發展有財利，又會被誘引
，事業不斷拓展，若本錢不夠就向銀行借貸，
透支也愈多，結果遇到金融風暴就一敗塗地。
如此不斷複製煩惱，雖然知識不斷增加，卻
也一直造作業。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0

人生只要全家平安，吃得飽，穿得暖，生
活夠用就好，有餘的力量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同過去農業時代大家相安無事，生活
得很安然自在。反觀現在的人常說沒有時
間，「為什麼沒有時間？」「很多事情要
做，今天就必須做，無法拖到明天。」「
什麼事情啊？」「我在發展⋯」好像人人都
很忙碌，如何修梵行呢？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0

大乾坤的自然災難不斷，人的小乾坤也是
心靈災難頻仍，在四大不調的時代，既然
有心修行，知道過去很多人事物所造作的
業都附著在內心，所以必須懺悔，滌心垢
，改習氣，不斷去除內心的無明煩惱，改
正日常生活的偏差行為、習氣，才能修清
淨的法門。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0

梵行，不就是不要理會外界的事，心才會清淨?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人群中無不都是法門，
修行能轉識成智，周遭人群都會成就我們的智
慧，心若不受外在紛擾所染著，回歸本性就能
清淨。八識緣外境不受污染，都清淨了，己經
轉識成智，這就是「常修梵行」──入人群，
且在人群中成就不受污染的清淨行。



八識轉八智



「聞父出家得無上覺，亦隨出家發大
乘意。常修梵行，謂八識亦轉為如來
藏心之妙用，即轉識成智也。」
如來藏心是智慧，即清淨無染的本性
，人人本具與佛同等清凈無染的本
性，本來就有如來藏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1



八王子隨父出家，比喻凡夫的八識已
回歸於如來藏，轉為如來藏心的妙用
，即轉識成智，對宇宙間所有一切都
能透徹了解，分析得非常清楚。所以
心王清淨，八識就轉為八智，心王若
受污染，八智就成為八識。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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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心經》中「心無罣礙，無罣礙
故，無有恐怖」，無罣礙就是無污染
，沒有貪瞋癡緣著外境，自然心就不
會受外境束縛，那就逍遥自在，而這
都要修心，修梵行。我們儘管處在五
濁惡世，但在人群中要修清淨行，不
要受五濁污染己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2



「父子血脈相傳，迷則同迷，悟則同
悟，燈明本也，父生八子，從本垂跡
也，隨父出家，會跡歸本也。」

「父子血脈相傳」，也代表著法脈相
承。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2



「靜思法脈勤行道」，我們的道場希
望能延續佛陀的正法、思想中必須延
續那分清淨無染的心，這是名為「靜
思」之意。静思法脈要不斷地傳承，
就如八王子親近千萬億佛，在千萬億
佛所植諸善本，從源頭勤修精進，勤
行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2



八子已發大心，非常殷勤修行，延續
著心王一性清淨。這是一種比喻，父
親有八子，就如我們的心王延續出八
識，在外造作一切的業，歸納在第八
識，再帶著業生到未來。這八識若能
清淨，就是一性圓明，不再有顛倒。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2



『皆為法師』其意有二:
一、以法為師
二、以自所修習了解之法為眾生之師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4



一、以法為師
我們要時時請佛轉法輪，不斷地吸收
法，讓法永遠銘刻心裡，法入心，心
中就有佛。世間一切無不都是法，世
間萬法都在我們的心中，只要佛法入
心，自然轉識成智。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4



二、以自所修習了解之法為眾生之師
我們不是天生就能了解法，儘管天生都有
與佛同等的智慧，然而此生隨業來世間時
已滿滿煩惱，所以必須從頭修習。要回歸
清淨的佛性，就要於現在的時間、空間、
人與人之間互相啟動，自己要發心、力行
，好好修習，才能發現這些法的道理。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5



想要成為法師，要具有這二項，一是不斷
深入法，二是要用功自修習，若能了解法
，為人分析引導・就能為眾生之師。
八位王子都能夠成為法師，尤其是「已於
千萬佛所植諸善本」，可見八王子修行是
經過很長久的時間，在諸多佛所中種下很
多善根，也都已經回歸於法的本源。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5



《無量義經》:微渧先墮，以淹欲塵;開涅
槃門，扇解脱風，除世熱惱，致法清涼。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9

「微渧先墮，以淹欲塵」
人的煩惱起於心欲，若有法水常常滋潤心地，
自然大地溼潤、風吹過也不會有沙塵飛揚。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8

「有求皆不淨，無求淨自得。」只有無
求才能得到清淨心。
布施無所求，即清淨的布施，這才是真
有功德，也是一種教育。

付出無所求還要說感恩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9

法譬如水，世間一切法，點點滴滴都在
每天的人事物之中，我們的心要時時從
中吸收智慧。不只是從經典中獲得才稱
作求法，日常生活中無不都是法，無不
都是甘露法水。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009

「開涅槃門」，清淨、寂靜稱作「涅槃」，心
中無為無欲・才能真正的恬安靜寂，這是學佛
者應該有的心態。若能如此，則「扇解脱風，
除世熱惱，致法清涼」，如天氣悶熱時，有一
陣風吹來或用扇子搧一搧，就清凉許多。
修行者內心自有解脱風，感到很熱時好好地搧
一搧，讓悶熱、懊惱的心可以清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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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識」批判論斷
生無明，多計較
招埋怨，惹後患
用「智慧」明辨善解
心清淨，煩惱除
人事安，理圓滿

轉識成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