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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三種希有



時久遠
•即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

佛名號

•即佛之別號為日月燈明如來，與
今佛之通號，應供等十種是也。

法勝妙
•即演說正法，深遠巧妙，具足
眾相妙希有。



為什麼時久遠希有？

佛口中說出的法，是他在無央數劫前已
成就，從那分清淨無染的心所產生的。
不是一生一世就能夠成佛，佛修行也需
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才能成佛。

P823



德者，得也

佛有十號，是表達修德長遠，「德者，得
也」，在修行的過程中得到道理就顯示出
他的德。我們修行要下功夫，在修的過程
中體會到了，這就是得内心體會道理，就
變成很自然的德性。
(有公德心才有功德)

P824



為什麼時久遠希有？
佛陀是覺悟者，心鏡是立體的，其自性
圓明，可以映照得到四面八方、上下的
境界，甚至其中是非也分得很清楚，看
得很分明。佛陀修德長遠，用很長久的
時間修行，心鏡才能夠透徹明亮，圓融
自然。

P824-825



慈濟教育體系

給孩子們的三好

身體照顧好

對錯要分好

書要讀好



何謂佛名號希有？

文殊菩薩引述日月燈明如來與釋迦牟尼
佛不同名，但是有共同的通號，這就是
佛名號的希有。

P827



何謂法勝妙希有？
具足眾相妙希有，佛陀說法前，不斷放光

現眾相，每一道光中都有不同的形象，

就表示大法很微妙、很稀有，普通人無法

如此。每尊佛化度世間都是適應眾生根

機，所說的教法都是深遠微妙的正法。

P827



貳、

日月燈明佛



日月燈明如來

日月燈明如來.wmv

日月燈明如來.wmv


「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為佛
心量中數目之名。日月燈代表光明，

光明就是希望，比喻人人都有希望能
成佛。

P829



何謂善男子？

就是已經發大心的人，能夠勇猛精進，以
出離世間的心境接受入世的方法。

入世就是要度眾生；出離世間，則要有佛
的境界。我們應該以佛心入人群，就是自
心不但已經靜寂清澄，還要發大心付出，
以志玄虚漠的精神入群處眾。

P828



阿僧祇劫

指長到無法測量、無法計算的時間。

表示成佛並非那麼簡單，修行不是

短暫的。

P821



阿僧祇劫

有人曾以仙女拂石為譬喻—仙女每經過一
百年，便用其衣擺掃過一塊石頭一次直到
那塊石頭磨損殆盡。
代表佛的心量無邊無數 。

P829 



、
三光喻果德

參



釋迦牟尼的意思？

佛陀的別號是釋迦牟尼，中文譯為「能
仁寂默」，其中隱藏著慈悲的意思，因
為世間眾生剛強，所以要有毅力、耐心
慈悲度化。

P832



「日月燈」三字，皆具光明之義。
以佛之如來藏心，具有大智慧光明
，故以三光喻德。

P831





以太陽譬喻佛陀智慧的光明，日除了
放出光明之外，還可以長養萬物。

就如佛的德，增長人人慧命，佛智亦能
成熟一切眾生智慧。

P833



佛的「斷德」能斷定「是」「非」，
可以很分明地斷定這是對的，那是不
對的；正確的道理要趕快弘揚，不對
的法則需趕快去除。

P834



在人生悲苦、心地黑暗的時刻，會有很
多煩惱籠罩在周遭環境中，讓人容易起
惑造業，而佛則是提著一盞燈為大家破
除黑暗。

P835



別號日月燈明

日有二能：一導明，二成熟。

月有二能：一除熱，二清涼。

燈有二能：一破暗，二傳照。

顯示佛有導迷至覺。

P836



「日」有二種功能：

一、是導明，如在白天裡，東、西、南、
北方向清楚，將我們導向一條正確的道路

二、是其熱能可令五穀雜糧等作物成熟。

P836



「月」也有二種功能：

一、能讓人除熱 二、可獲清涼

白天太陽熾熱，夜晚較涼爽，能除熱，
抬頭望月，感覺境界優美身心清涼。

P837

「燈」，也可以破除黑暗，傳遞光照



日月燈明佛來人間導明眾生、除熱清涼

破除癡闇，讓眾生心能冷靜，到達靜寂

清澄的境界， 且能立願志玄虛漠，這就

是佛能為眾生「導迷至覺」。

P837



肆、

十號具足十德圓滿



十號是諸佛通號，也是過去、現在、未
來佛同樣圓滿的德。
釋迦牟尼佛、日月燈明佛，則是佛的別
號；雖然諸佛有不同的別號卻同樣十德
具足，不斷教化眾生。

P.838

佛之十號



如來
應供

正遍知

明行足

善逝

世間解

無上士

調御丈夫

天人師

佛世尊

佛之
十號



1  如來

「如來」，意為佛乘真如道理而來

如實來度眾。

P839



2 應供：萬德圓具，應受人天九法界等
覺菩薩以下之供養。

九
法
界

三聖：

菩薩、緣覺、聲聞

六凡：

天、人、地獄、餓鬼、畜生
、阿修羅



•供養， 不只是用有形的物質供養，

還要從內心恭敬、尊重地供養 。

•財供養:物質的供養

•敬供養:恭敬的禮拜

•行供養:受持佛陀的教法，

並用行動實踐。



供養佛陀來人間說法化度眾生，我們不論能
了解多少、實踐多少，都要趕快分享，
讓人人聞法受持，一起力行實踐，這才
是真正的供養。
感恩尊重愛

P840



佛無事不曉，是「正遍知 」。

佛所覺悟的法，多到無法形容，不只

是乾坤的大覺者，更是宇宙的大覺者。

3 正遍知，即無上正等正覺。

P841



4 明行足
即三明具足

（一）宿世智明

（二）生死智明

（三）漏盡智明

P843

能了然於自他一切夙
世因緣，究竟解脫於
一切有漏之法，而證
一切無漏之果。



「明行足」，意即清楚來去，真正自在

具足三明為德。佛陀又稱為「明行足」

除了可以究竟過去宿世之外，也能

「究竟解脫於一切有漏之法」。

P843-851



宿世智明：佛從過去無央數劫以來，在

哪一世種什麼因、結什麼緣，又是什麼

因緣來人間，會遇到什麼果報等等，全

都很清楚。

生死智明：指佛陀對於世間萬物如何來

如何去，都清清楚楚。

P844-845



漏盡智明：無掛礙的心

「漏盡」則是煩惱都已去除，能洗滌心靈
的垢穢，讓內心清澄乾淨。心中無煩惱
，能法入心，如此即能「漏盡智明」。

P846



凡是人、事、物都有因緣果報。待人接
物需很小心，過去的我們不知道，現在
就應把握當下結好人緣。希望大家能清
楚修行重要的是現在，對一切都要明明
覺覺，而不要糊里糊塗。

P848



凡夫的糾結、牽絆很多，如何才能究竟解
脱一切有漏之法，需要修福、修慧。

修福，即與大家結好緣，希望人人成就道
業，不要有人阻礙。

修慧，則要能分別一切，對於過去、現在
、未來都很清楚。

P850



要有分別智、平等慧

這樣才能究竟了盡所有的煩惱、糾纏，

解脱於一切有漏法。

P850



『智』是分別智『慧』是平等慧

要用理智明辨是非讓孩子們清楚道理；
用平等的慈悲大愛引導學生走上正確的
人生方向。

能為孩子做智慧的分析、引導走向正確
方向才是真正的導師。



生命平等，東部醫療亟待提升，到花蓮

服務，更能感受到身為醫者的價值。

現台中慈院的簡院長說出這樣的一段話

他說在台北各領域的專科醫生很多，

也就是說分母極大，我們只是其中小小

的分子，分子少一點點對整體影響不大，

但在花蓮就不同 ，如果過去，用處就很大。

慈濟的故事-心蓮P502-503



於是 決定到花蓮來一展所長， 那時包括

郭漢崇醫師簡守信在內的十多位醫師 ，

攜家帶眷來花蓮，他們是抱著拓荒者

的心情，不是來花蓮就業，是來創業的

與其在台北爭名逐利，不如來花蓮長期

耕耘開創一片天地。



5 善逝

入人群無障礙，這就是「善逝」。

眾生煩惱、障礙很多，佛在這無量世界

中，不論是眾生世界、物質世界或任何

世界，都能進出自如。

P852



佛陀悲智雙運，已經與眾生累積很多好

緣，所以能在眾生的生死煩惱中，使其

聽法歡喜。而佛陀運用他的智慧在人群

中說法，即是「善逝」的德。

P852-854



他(佛陀未成佛時)順從家族心欲，娶妻、
生子，傳續國祚，無非是要隨順眾生
「以為說法」。
儘管有家庭的掛礙，但能明覺地放下，
離皇宮尋一條菩提大道。
覺悟之後，再引導眾生走向正確方向。
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

P853



生死自在─李國銘居士

1995年授證，為金門第一顆種子
2002年退休。
2010年肺腺癌往生。
他知道生病不必埋怨誰，只當業
障，要跟癌細胞和平相處。未來
量力而為，把身體養好，繼續當
志工、走更遠的路。
該走的時候就走



李國銘居士

影片連結：菩提心要 20121124 李國銘居士

李國銘師兄.mp4


人生就是這樣， 不用太在意。

來來回回本身就沒什麼。

分分秒秒都在做，做得很快樂 。看透
生死，該走就走。不在乎生命的長短

人生的列車有上上下下， 最主要是在

這旅程中，你自己學到什麼，做到什麼



•永遠的生命勇者， 永恆的生生世世，
菩提大道來回自如!

•入人群無障礙，這就是「善逝」。



6 世間解

世間解：謂佛於有情世間之
一切眾生種種心欲，種種癡
昧業報，及器世間之物體成
住壞空，悉能解了。

P854



有情世間

「有情世間」，包含人與所有動物；凡
有生命之物，皆稱「有情」。

「一切眾生種種心欲，種種果報」—

有種種的心欲，就有種種癡昧業報。

P855



器世間
讓人使用的桌子、地板、電扇、電燈

甚至我們所住的空間、國土則是無情

稱為「器世間」。

器世間所有物體皆具成住壞空， 沒有一
項永遠存在。 ( 於器世間一切有為法

徹底沒有意見 )

P855



佛陀對有情眾生的生老病死、六道輪迴

以及宇宙萬物的道理清清楚楚，所以他

能運用智慧教育眾生。

P857



佛典故事：
脅山眾鳥愛惜羽毛

P.858-860

圖片翻攝自網路



鳥兒是有情眾生，連牠們都會疼惜自己

的羽毛，何況我們人類？更應該要自愛

疼惜自我的慧命，把握時間聞法精進

成長慧命。

螞蟻

P859



7 無上士
佛為諸眾生宣演正法，悉令到於智地佛德
圓成堪稱無上士。

以月圓為喻，菩薩如十五月圓，看似最圓，
然十六之月更圓，佛如十六之月，是最圓
滿故稱「無上士」。

P861



謂以種種法，使令一切眾生

未種善根者，令種

未成熟者，令成熟

已成熟者，成菩提

P860



謂以種種法成就大業，調御法界一切眾生。

即調伏具有不同習氣的眾生。

P 862-863

8 調御丈夫



•調御丈夫是用至高無上的大法成就人間
眾生，甚至要讓有情界的眾生全都能覺
悟。

•佛的大業，即是要調御法界一切眾生，
所以教育我們啟發自性三寶。

P862



自性三寶

人人本具自性三寶

三寶住在自心中，

清淨無染，不生不滅。



自性佛法僧

每個人心中有佛 這是自性佛。

每個人心中有法 這是自性法。

每個人心中也有僧 這是自性僧。



人
人
都
有

自
性
三
寶

P 862



自性佛是慈悲(佈施)

自信法是智慧(聞法)

自信僧是自律(持戒)

每一個人本自俱足

慈悲、智慧並能自律



心、佛、眾生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人心本就具足清凈本性，只

要去除習氣，就能回歸清凈

本性，回歸佛性。



9 天人師

謂為天與人之導師，以一切眾
生欲了知佛法，便於修持唯天
與人二眾果報之身最易成就

故佛謂為天人師。

P 864



佛陀不只是人間的導師，也是天人的導
師。

天道與人道最接近佛陀的教法，若在畜
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則與佛法距離
較遠，難有聞法修行之因緣。

P864-865

P867



10 佛世尊

「佛」就是大覺行圓滿

「世尊」則是至尊無上，能覺悟宇宙萬
物真理，沒有人能與其相比較。

P867

P867



「佛、世尊，為天人師。師者，能導向
正規律儀，正法典範。」

佛陀稱為三界導師、四生慈父。

P866

P867



很多的佛，不同的名，卻同樣十德具足
佛佛道同，同樣在教化眾生，成就眾生
與佛同等，這是佛的大業，佛的一大事
因緣。

諸佛道同 十德具足 無缺圓滿

P838



諸佛道同 十德具足
無缺圓滿

做人有做人的形態、規矩，修行有修行

的戒律、儀軌，我們要在生活中好好地

展現正法。 修行者的責任就是要提高警

覺守持正法，以身作則教導人，在規矩

律儀中，成就人品典範。

P867



佛之十號
•如來 - 如實來度眾

•應供 - 應受供養

•正遍知 -無事不曉

•明行足- 清楚明白 身體力行 具足圓滿

•善逝- 入人群無障礙



佛之十號(續)
•世間解-世間悉能了解

•無上士- 佛德圓成

•調御丈夫- 調伏具有不同習氣的眾生

•天人師-天跟人的導師

•佛世尊- 至尊無上，沒有人能相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