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思 語

要祝福別人

也要祝福自己

祝福自己最好的方法

---常起歡喜心



幸福來自平安

平安來自心平氣和

遇事冷靜自然心平氣和



靜思法髓妙蓮華 序品
第十章 重頌四希有

三重郭秀琴(明致) 恭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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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光中顯示三塗六道
四 光中佛土眾寶莊嚴
五 光中有佛淨如琉璃



【法華經經文】

示一切眾生，生死業報處。有見諸佛土，

以眾寶莊嚴，琉璃玻璃色，斯由佛光照

及見諸天人，龍神夜叉眾，乾闥緊那羅，

各供養其佛。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如净琉璃中，

内現真金像。



【 無量義經德行品經文】

示為丈六紫金暉 方整照曜甚明徹

毫相月旋項日光 旋髪紺青頂肉髻

淨眼明鏡上下眴 眉睫紺舒方口頰

唇舌赤好若丹菓 白齒四十猶珂雪

額廣鼻修面門開 胸表卍字師子臆



手足柔軟具千輻 腋掌合縵内外握

臂修肘長指直纖 皮膚細軟毛右旋

踝膝不現陰馬藏 細筋銷骨鹿膊腸

表裏映徹淨無垢 淨水莫染不受塵

如是等相三十二 八十種好似可見

而實無相非相色 一切有相眼對絕



無相之相有相身 衆生身相相亦然

能令眾生歡喜禮 虔心表敬誠慇懃

因是自高我慢除 成就如是妙色軀

我等八萬之等眾 俱共稽首咸歸命

善滅思想心意識 象馬調禦無著聖



帶讀重點

壹、(三)光中顯示三塗六道

貳、(四)光中佛土眾寶莊嚴

參、(五)光中有佛淨如琉璃



壹、

(三) 光中顯示三塗六道



為諸人天、龍眾說苦空無常不淨等法

三途六道，隨業受報。

施教化、度眾生，諸希有事。

P1246



佛陀來人間就是要告訴大家，苦的因是

源自人心。眾生造業，都是貪「有」，

而所貪著的，其實皆是「空」。如以智

慧分析，器世間一切的「有」不斷在成

、住、壊、空之中，到頭來都是「空」

P1247



人生無常

凡事皆是苦空幻滅

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

而是在於能付出

《證嚴上人思想體系》P46



諸佛在光中顯示生死業報處，苦口婆心

地分析「三塗六道，隨業受報」。佛陀

「施教化、度眾生」，是最稀有的事，

我們要信受奉行。

P1247



眾生造作什麼業，就隨業受報到三塗六

道；然而我們修行是要超越六道，不僅

要把握在人間的機會好好地聽聞佛法，

還要學習為善不執著，回向眾生。

為眾生而修行，造福不是功德回向自己

是為眾生造福，將眾生引導至正向。

P1247-8



《無量義經》：「示為丈六紫金暉，方
整照曜甚明徹。毫相月旋項日光，旋髮
紺青頂肉髻…表裡映徹淨無垢，淨水莫
染不受塵。如是等相三十二，八十種好
似可見。」
這段經文是描述佛陀莊嚴的形象，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都是讚頌佛陀。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248



影片連結：讚佛相莊嚴

20131022_158讚佛相莊嚴.wmv


眾生見佛陀會起恭敬心、歡喜心，願意

接受佛法且依教奉行，是因為佛陀與眾

生結下好緣。有好緣，自然無論怎麼看

都覺得好。我們若能接近佛陀，就能解

開無明，啓發智慧，走向覺道。

P1250



學佛要學得莊嚴具足，圓滿無缺。不論

看得見的外在形象、看不見的內在修養

以及與眾生所結的緣，都很重要；有人

緣甚至比長得漂亮還重要，長得美卻沒

有好人緣，也沒有用。
P1251



如何能得到莊嚴的形象

就要有德；要有德，就需明白人圓、事

圓、理圓的道理，並與眾生結好緣。

《無量義經》中描述佛陀的形相，即是為

了引導我們要具足善業因緣，才能夠教化

眾生。 P1251



《無量義經》

而實無相非相色，一切有相眼對絕。

無相之相有相身，眾生身相相亦然。

P1251



一般將佛身分為法身、報身、化身三種

佛的法身就是道理，法本無相，道理

無相、無色，「而實無相非相色」就是

指佛的法身。
P1252



稱其相好者，言報身也，佛之報身，具

無量相，相具無量好也。

佛之化身，隨眾生根機；根熟者，於佛化身

得見相好。相好之有無，非關佛身，皆以眾

生根機。

P1252



「有相:對於無相之語，有造作
之相者，有虛假之相者。」

「有相」是相對於「無相」而言。道理
無相，遍布虛空，無處不在；有相是經
過因緣會合，造作即成相，包括人事物
天地萬物所有可見的事物。

P1255



一切有相眼對絕

「心如工畫師」，一切形像都是從心而

現，不論什麼形象，都是我們造作出來的

P1256



無相之相有相身，眾生身相相亦然

佛陀真理的法身無相，示現與眾生同樣

的身相，應機現相在人群中傳法，讓大家

歡喜、感動、信服。
P1257



影片連結：實相無相

20131023_159實相無相.wmv


貳、

(四) 光中佛土眾寶莊嚴



有見諸佛土，以眾寶莊嚴
琉璃玻璃色，斯由佛光照

•從佛的眉間放光中，看見所有佛土都是
眾寶莊嚴。

•佛照見的世界透徹如琉璃、玻璃，所有
一切都被佛的智慧光明所照耀。佛光即
是道理，道理清晰地在每個佛土顯現。

• P1258



及見諸天人，龍神夜叉眾
乾闥緊那羅，各供養其佛

所有天人龍神都來皈依佛、供養佛、擁

護佛法，接受佛光的照耀，沐浴在佛光

中。
P1258



龍神「具不測之力用」，故稱為神，

八部眾之一也。這種力量不是人所能測量
。

要四大調和，不可輕視冥冥中的神力。

P1259



「夜叉:譯言捷疾鬼，正言藥叉。

夜叉眾的動作很快捷。

要「敬天愛地聚福緣」，對天地時時抱

著恭敬心，這不是迷信，而是敬仰天地

中無形而有威力的神。一切災難都是眾

生業力共聚所致，能多造福業，感動天

龍八部，所有天神會成為我們的護法。

P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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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

能令眾生歡喜禮，虔心表敬誠懃。

因是自高我慢除，成就如是妙軀。

P1260



能令眾生歡喜禮，虔心表敬誠慇懃

佛陀的身相能令眾生見了自然起歡喜心

願意以最虔誠的心頂禮，表達對佛至高

無上的殷勤、虔誠與恭敬。

P1260



因是自高我慢除 成就如是妙色軀

修行需要借重環境，從恭敬頂禮膜拜以磨

練自己，將一切我慢去除。

人所現出的色相，都是心理生態的造作

而習性是可改變的，所以相就不固定

「是相非相」，從有形的色相中學習無形
的道理，將貢高、自大、我慢去除。

P1261-2



佛陀無始以來，在修行的過程中，不斷

與眾生結好緣，所以能具足讓人歡喜的

好形象。佛做得到，我們也做得到。

所以，面對一切外境和眾生形象，都要

很用心認識並轉識成智，用平等心待之

如此一切法已入心，這就是佛的心靈境界

P1262



參、

(五) 光中有佛淨如琉璃



經文

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内現真金像。

P1263



如何自然成佛道?

回歸本性。只要發心立願，隨順佛所走

過的路而行，就能明心見性，去妄返真

成就佛道。
P1263



心法合一真性琉璃.wmv

心法合一 真性琉璃

心法合一真性琉璃.wmv


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

每尊佛是這麼清淨，一經照耀，清淨光

明如金山般端嚴，非常微妙。

如淨琉璃中，内現真金像：

佛在琉璃中現出真金的形象，是表示佛

的法身高貴、清淨。
P1263-4



《無量義經》

我等八萬之等眾，俱共稽首咸歸命。

善滅思想心意識，象馬調御無著聖。

P1264



我等八萬之等眾，俱共稽首咸歸命

「俱共」是全部

「稽首」 是五體投地頂禮

八萬菩薩整齊頂禮，身心依止於佛陀智

慧教化。

P1265



如何收回散失的清淨心?

佛陀指導的方法就是善滅思想心意識。

既然日常都在外面緣塵境、起心念，現

在修行就要轉無明染著的知識，成清淨

無染的智慧。
P1265-6



轉識成智成就慧命

影片連結：轉識成智成就慧命

轉識成智成就慧命-善滅.wmv


象馬調御無著聖

這是讚佛功德圓滿。佛陀既然成佛，

為何還要再來人間調伏剛強眾生?

無論眾生如何剛強，諸佛菩薩都是秉慈

運悲，救濟眾生心靈無盡的苦，救拔身

外環境無常的苦，讓眾生平安、幸福。

P1267



經文

世尊在大眾，敷演深法義。

一一諸佛土，聲聞眾無數。

因佛光所照，悉見彼大眾。

P1267



法義

「法」另稱為教法，教導眾生的方法。

「義」隱藏著的義理，物有物理，人有

生理與心理，萬物都含藏著道理。

P1268



如來大慈悲，演說微妙法，這微妙法就

在《無量義經》，這是法華的精髓， 含藏

著無量的義理。

在講畢《無量義經》後，現在將從《法華

經》再開闊、深入道理，讓大家能更了解
。

P1269



《無量義經》

稽首歸依法色身，戒定慧解知見聚。

稽首歸依妙種相，稽首歸依難思議。

這是描述道場上所有菩薩、聲聞、緣覺

天龍八部對佛生起恭敬心。

P1269



歸依法色身

身心、生命都沐浴在法流中，就是「歸

依法色身」。法本來無色，不過我們的行

動恭敬，就有色、有形了。

P1270



戒定慧解知見聚

皈依，要有方法修行，那就是「戒、定

慧、解脱、解脱知見」五分法身，

將心念、意識、思想轉為解脱知見。

P1271



如何與佛菩薩同等?

要有智慧的見解，看事物才能與凡夫不同

如何才能讓人格圓滿 ?

佛如何教，我們就跟著走，與佛走一樣的

修行路，行菩薩道，學真實的見解，才能

進而智慧圓滿、德行圓滿，達到與佛菩薩

同等的知見。 P1271



戒定慧
守好戒，願力自在，一心堅定，不受周

圍環境影響，也不受人事物等複雜的聲

色困擾。

如此心清淨似明鏡，就能將對外在事物

形象的知識轉成智慧，深入真實道理，

這是慧法身。 P1272



如何將自己的習氣去除?

去除習氣必須具足五分法身。生活在法

中，要不斷面對世間人事以磨練自己，

將胸懷推向天下大局，才堪稱在大時代

了解大道理。。

P1272



稽首皈依妙種相

稽首是以行動表達對佛、法的恭敬心。

妙種相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

外，還有佛的法身、道理。

妙種相的「種」，表示內含的道理。

P1273



器世間一切形形色色無不含藏著微

妙的道理，所以我們對一切事、物

理都要起恭敬的心。

P1273



稽首歸依難思議

有相、無相都很微妙，有很多道理、事情

不是我們能夠完全理解，要解釋也實在

難思議。一個人無法包攬所有世間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功能、良能，所以 一

定要互相敬重。
P1275



把量放大，福就大
多一次原諒人 就多造一次福



看別人不順眼 是自己的修養不夠

要批評別人時 先想想自己是否完
美無缺



你進我退
你大我小
你對我錯



感恩家人 祝福笑長

一張口開蓮花香

一雙手勤做善事

一顆心有情有愛

一輩子歡喜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