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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以是待修習，⼀一切佛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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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道》偈頌

3

• 說明眾生成佛
原理所在	  

眾⽣生有佛性，
理性亦⾏行性。	  

• 說明行佛性的
修行次第	  

初以習成性，
次依性成習；	  

• 強調行佛性為
成佛之因	  

以是待修習，
⼀一切佛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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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眾生成佛
原理所在	  

眾⽣生有佛性，
理性亦⾏行性。	  

• 說明行佛性的
修行次第	  

初以習成性，
次依性成習；	  

• 強調行佛性為
成佛之因	  

以是待修習，
⼀一切佛皆成。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5

一、「佛性」為眾生
成佛之原理所在

二、佛性之通
俗義與深義

2. 佛性之深義
 (成佛的可能性)

（1）佛性為「成佛
的可能性」之經證

（2）依經證明
二種佛性

1. 佛性之通俗義
 (佛的體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一、「佛性」為眾生成佛之原理所在

一切「眾生有佛性」，為大乘佛教

的重要教說，是一切眾生同成佛道

的原理所在。

6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二、 佛性之通俗義與深義

什麼是佛性呢？

可以有二個意義。 

7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8

一、「佛性」為眾生
成佛之原理所在

二、佛性之通
俗義與深義

2. 佛性之深義
 (成佛的可能性)

1. 佛性之通俗義
 (佛的體性)

（1）佛性為「成佛
的可能性」之經證

（2）依經證明
二種佛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 佛性之通俗義（佛的體性）

『如黃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銀

性』一樣。眾生雖在生死迷妄當

           中，但不是沒有佛的成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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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 佛性之通俗義（佛的體性）

如礦中有金性，所以可鍊成黃金；

如沒有金性，那怎麼也鍊不出金來。 

10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 佛性之通俗義（佛的體性）

當然，這是一般的說法，

在科學進步的時代，可以非金屬的

物質，而化合成同樣的金質。 

11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 佛性之通俗義（佛的體性）

按：理論上有可能，即改變原子核

中質子的數目，但依現今目前的技

                術，困難度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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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 佛性之通俗義（佛的體性）

佛性說也如此，眾生本有佛的體性， 

或說眾生本有如來勝德，相好莊嚴， 

 或者說眾生本來是佛，所以修

行就可以成佛。  
13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 佛性之通俗義（佛的體性）

這一本有佛性的教說，確是一般人

所容易信解的，也就成為佛法中最

通俗的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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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5

一、「佛性」為眾生
成佛之原理所在

二、佛性之通
俗義與深義

2. 佛性之深義
 (成佛的可能性)

（1）佛性為「成佛
的可能性」之經證

（2）依經證明
二種佛性

1. 佛性之通俗義
 (佛的體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2. 佛性之深義（成佛的可能性）

u  佛性為「成佛的可能性」之經證

u  依經證明二種佛性



16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2. 佛性之深義（成佛的可能性）

佛性是成佛的 可能性，

也就是成佛的 因緣。但這是佛性的

深義，有些人是不易信解的。 

17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8

一、「佛性」為眾生
成佛之原理所在

二、佛性之通
俗義與深義

2. 佛性之深義
 (成佛的可能性)

（1）佛性為「成佛
的可能性」之經證

（2）依經證明
二種佛性

1. 佛性之通俗義
 (佛的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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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佛性為「成佛的可能性」之經證

那到底什麼是成佛的可能性呢？

這如《法華經》說：

『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

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 
19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20

一、「佛性」為眾生
成佛之原理所在

二、佛性之通
俗義與深義

2. 佛性之深義
 (成佛的可能性)

（1）佛性為「成佛
的可能性」之經證

（2）依經證明
二種佛性

1. 佛性之通俗義
 (佛的體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21

（二佛性是印度舊說，今依中觀義說）。  

理
佛
性	  

行
佛
性	  

（2）依經證明
二種佛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22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23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什麼叫理佛性？ 

一切法是從本以來 無自性的，

也就是本性 空寂的。  

24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法法常無性（古人別說常與無性，

是附合三諦的解說），

法法畢竟空； 

25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這無性即空，空即不生滅的法性，

可稱為佛性的。 

26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27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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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因為，如一切法是有自性的，

不是性空的，那麼，凡夫是實有

的，將永遠是凡夫； 

28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雜染是實有的，將永遠是雜染；

已經現起的不能轉無，

沒有現起的不能轉有，

29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那就是無可斷（已經有的，不能轉無），

無可修（沒有現起的，不能轉有），

也就不可能成佛了

（如《中論》說）。 
30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31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好在一切法是空無性的，

才能轉染成淨，轉迷成悟，

轉凡成聖。  

32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33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此法空性，就是可凡可聖，

可染可淨的原理，也就是可能成

佛的原理。  

34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所以說：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這是稱空性為佛性的深義。  

35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36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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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同時，法空性雖是一切法成立的普

遍理性，但空性就是勝義，

      是悟而成聖，依而起淨的法性，

實為成佛的要因。 

 
37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38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這雖是遍一切法，

而與迷妄不相應，

與無漏淨德是相應的。  

39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所以為了引發一般的信解，

方便說此法空性為如來藏，佛性，   

     而說為本有如來智慧德相等。   

40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41

（1）理佛性的定義（＝空性）

（2）若一切法非「空性」之錯誤性

（3）一切法為「空性」之正確性

（4）「空性」為可成佛的原理（佛性深義） 

（5）「空性」是成佛的要因（所悟境界）

（6）說「空性」為「如來藏」等之理由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理
佛
性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 

（7）依法空性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法空性是遍一切一味的，於一切

眾生無差別，所以說一切眾生都

可以成佛。  

42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43

（2）依經證明
二種佛性

（二佛性是印度舊說，今依中觀義說）。  

理
佛
性	  

行
佛
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44

（1）行佛性之定義

（2）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A）法空性為理，聞熏習為行(事)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D）依理、行佛性成佛而說一乘等

 

行
佛
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45

行
佛
性	  

（1）行佛性之定義

（2）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A）法空性為理，聞熏習為行(事)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D）依理、行佛性成佛而說一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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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行佛性之定義

什麼叫行佛性？這是依修習發心而

成為成佛的因性。 

如唯識者說：依『法界等流』的

『聞熏習』，成為成佛的種子。 

46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1）行佛性之定義

《法華經》的『佛種從緣起』，

也就是約行性說的。  

47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48

（1）行佛性之定義

（2）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A）法空性為理，聞熏習為行(事)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D）依理、行佛性成佛而說一乘等



行
佛
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A）法空性為理，聞熏習為行(事)

一切法空性，為可能成佛的理性。 

依佛菩薩的教化，發心成聞熏習，

為可能成佛的行性。  

49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50

（1）行佛性之定義

（2）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A）法空性為理，聞熏習為行(事)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D）依理、行佛性成佛而說一乘等

 

行
佛
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事理是一致的：如不是緣起的，

就不是空的；不是空無自性的，

也就不會是從緣起的。

51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因為無性空，所以從緣而起；

從緣而起，所以是無性空的。

52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53

（1）行佛性之定義

（2）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A）法空性為理，聞熏習為行(事)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D）依理、行佛性成佛而說一乘等

 

行
佛
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無性而緣起，緣起而無性，

佛在坐道場時，

就是這樣的通達：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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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觀無明（等）如虛空無盡，

……是諸菩薩不共妙觀』 

55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56

（1）行佛性之定義

（2）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A）法空性為理，聞熏習為行(事) 
（B）明緣起即空之「理事一致」

（C）舉經證明「緣起即空」之理

（D）依理、行佛性成佛而說一乘等	  

 

行
佛
性	  

釋「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理佛性與行佛性之理事一致

（D）依理、行佛性成佛而說一乘等

依此而成佛，

佛也就依此而說一乘，

說一切眾生有佛性。 

57

58

• 說明眾生成佛
原理所在	  

眾⽣生有佛性，
理性亦⾏行性	  

• 說明行佛性的
修行次第	  

初以習成性，
次依性成習	  

• 強調行佛性為
成佛之因	  

以是待修習，
⼀一切佛皆成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59

一、依理、行佛性說眾生有無佛性 

二、菩提心及其相應之功德即行佛性

三、明『佛種從緣起』
約菩提心種而說 1. 總明行佛性有二位 

2. 分別性種性與習種性位 四、行佛性之熏修次第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一、依理、行佛性說眾生有無佛性  

約理佛性說，一切眾生都是有佛

性的。約行佛性說，待緣而成，

所以是或有或無的。 

60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61

一、依理、行佛性說眾生有無佛性 

二、菩提心及其相應之功德即行佛性

三、明『佛種從緣起』
約菩提心種而說 1. 總明行佛性有二位 

2. 分別性種性與習種性位 四、行佛性之熏修次第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二、菩提心及其相應之功德即行佛性

大乘法種是菩提心，

（1）發菩提心，

（2）與菩提心相應的一切功德，

就是行性佛性。  

62

⼆二處「⾏行佛性」之內容

63

理論面
（成佛之因性）	  

實踐面
（菩提心相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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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行佛性」之內容

u  是依修習發心而成為成佛

的因性。 

u  依『法界等流』的『聞熏

習』，成為成佛的種子。 

u  『佛種從緣起』，也就是

約行性說的。 

64

理論面
（成佛之因性）	  

⼆二處「⾏行佛性」之內容

65

大乘法種是菩提心，

u  發菩提心

u  與菩提心相應的一切

功德

就是行性佛性。  

實踐面
（菩提心相應功德）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66

一、依理、行佛性說眾生有無佛性 

二、菩提心及其相應之功德即行佛性

三、明『佛種從緣起』
約菩提心種而說 1. 總明行佛性有二位 

2. 分別性種性與習種性位 四、行佛性之熏修次第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三、明『佛種從緣起』約菩提心種而說

《法華經》的『佛種從緣起』，

就是約菩提心種說的。 

如在從前大通智勝佛法會中發菩提

心的，有些人是退修小乘了。 

67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三、明『佛種從緣起』約菩提心種而說

如親友的為他繫上無價寶珠，他竟

不覺不知，弄得貧困不堪。其實，

『⼀一切智願（菩提願）猶在不失』。 

68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三、明『佛種從緣起』約菩提心種而說

在醉酒時，親友為他繫上無價寶珠，

如在無明生死中，

遇佛菩薩的化導而發菩提心

（有人解說繫珠為本有佛性，與經義相違） 

69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三、明『佛種從緣起』約菩提心種而說

發菩提心，就成大乘法器，能展轉出

生無邊功德。所以《十地經》，

《大集經》等，都喻菩提心為寶珠，

經修治而圓成佛的果德。 
70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71

一、依理、行佛性說眾生有無佛性 

二、菩提心及其相應之功德即行佛性

三、明『佛種從緣起』
約菩提心種而說 1. 總明行佛性有二位 

2. 分別性種性與習種性位 四、行佛性之熏修次第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72

1. 總明行佛性有二位 

性
種
性
位	  

習
種
性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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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73

性
種
性
位	  

習
種
性
位	  

2. 分別性種性與習種性位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性種性位

這是說：起「初」，「以」見佛，

聞法為因緣，發大菩提心，熏

「習成」大乘佛「性」，如下種

一樣，名性種性。 
74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性種性位

菩提心一發起，永為成佛的因緣，

是不會失去的；

如《法華經》繫珠喻所說。 

75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性種性位

但這不能說是本有的，

因為是依發心而熏習成的── 

法界等流的聞熏習。  

76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77

性
種
性
位	  

習
種
性
位	  

分別性種性與習種性位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習種性位

其「次」，有了菩提心種，就

「依」這佛「性」而漸漸修發，

使佛種的清淨功能，

由下「成」中，由中成上。  
78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習種性位

大乘的功德淨能，

不斷熏「習」而增勝起來，

名為習種性。  

79

釋「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習種性位

等到久久熏修，引發無漏清淨功

德，那就不但是佛的因性，而且

已分得佛的體性了。  

80 81

• 說明眾生成佛
原理所在	  

眾⽣生有佛性，
理性亦⾏行性。	  

• 說明行佛性的
修行次第	  

初以習成性，
次依性成習；	  

• 強調行佛性為
成佛之因	  

以是待修習，
⼀一切佛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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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以是待修習，⼀一切佛皆成」

強調行佛性為成佛之因

「以是」，法空性（理佛性）

雖凡聖一如，眾生界、菩薩界、

佛界，平等平等，而成佛或不成

佛，還「待修習」來分別： 
82

釋「以是待修習，⼀一切佛皆成」

強調行佛性為成佛之因 
 

u  是否熏發了菩提心？

u  是否依菩提心種而不斷熏習增長？  

83

釋「以是待修習，⼀一切佛皆成」

強調行佛性為成佛之因 

如不修習，凡夫還是凡夫， 

如能依大乘而熏修，那不問是誰，

「一切」眾生的「佛」果，都是

可以「成」就的。  
84

85

Buddha&Poten,al&
�����(�����)&

Principle&( 	 )& Cul,va,on&( 	 )&

Bodhisa7va&
(�����)&

Prac,cal&element&
Ten&wholesome&deeds&

�����&

���	&

Three&Essen,als &

•  Bodhi&vow& &

•  Compassion &

•  Wisdom&of&emp,ness& &

���
�&

Overview&of&the&prac,ce&&
&

《成佛之道》偈頌

發⼼心名菩薩，眾⽣生之上首。

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86

發⼼心名菩薩……

u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u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87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發心名菩薩」(菩薩之定義) 

一、名為菩薩之要件(發菩提心) 

二、菩薩之語義

三、初學久學皆名菩薩 

 

 

 

88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發心名菩薩」(菩薩之定義) 
一、名為菩薩之要件(發菩提心) 

約一切法空性說，一切眾生有佛性，

但並不因此說一切眾生是菩薩。 

要「發」菩提「心」，

才「名」為「菩薩」。  

 

 
89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發心名菩薩」(菩薩之定義) 
二、菩薩之語義

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的簡譯，意義為

『覺有情』，從上求菩提（覺），     

下化眾生（有情）得名。也可解說為：

求大菩提的有情。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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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發心名菩薩」(菩薩之定義) 
三、初學久學皆名菩薩 

發了菩提心，就是菩薩。 
菩薩是修學大乘道的通稱，

從初學， 久學到最後身菩薩，

真是淺深萬類。 

 

 

91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發心名菩薩」(菩薩之定義) 
三、初學久學皆名菩薩 

但一般人總是想到觀音等大菩薩，

這才不敢自稱菩薩了。  

 

 92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眾生之上首」(菩薩之功德) 

一、為眾生上首及二乘賢聖所敬 

二、舉喻略明理由 

 

 
93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眾生之上首」(菩薩之功德)

一、為眾生上首及二乘賢聖所敬

初發心菩薩，雖還沒有大功德，可是已

經是一切「眾生之上首」；不但為凡夫，

而且為二乘賢聖所尊敬了。

94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眾生之上首」(菩薩之功德)

二、舉喻略明理由

經中比喻為：

(1) 如王子初生，

就為耆年的大臣所尊敬；

95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眾生之上首」(菩薩之功德)

二、舉喻略明理由

經中比喻為：

(2) 獅子兒初生，

就為百獸所畏敬；

96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眾生之上首」(菩薩之功德) 
二、舉喻略明理由

經中比喻為： 

(3) 迦陵頻伽鳥在㲉中，

    音聲已勝過了一切鳥類； 

97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眾生之上首」(菩薩之功德) 
二、舉喻略明理由

經中比喻為： 

(4) 新月的微明，

就為人類所愛敬。  

98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釋「眾生之上首」(菩薩之功德) 
二、舉喻略明理由

菩薩發心以來，

就是這樣可尊可敬的，

大菩薩們是更不必說了。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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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100

釋「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

（1）菩薩可尊可敬之理由

u  總說菩薩為一切善法的根源

u  舉世間善法為例說明

u  明「敗壞菩薩」亦有功德

（2）結明菩提心為菩薩根本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為什麼這樣呢？因為「世出世」間的一

切「功德」，「悉由菩薩」而「有」的。 

這是說：  

 
101

釋「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 
（1）菩薩可尊可敬之理由

總說菩薩為一切善法的根源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1) 世間善法，(2) 聲聞、緣覺等善法，都依

佛菩薩而有；(3) 佛功德也是依菩薩而有的

──所以菩薩為一切善法的根源。  

102

釋「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 
（1）菩薩可尊可敬之理由

總說菩薩為一切善法的根源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以世間善法來說，如說：『菩薩受身種

種，或時受業因緣身，或受變化身，

      於世間教化，說諸善法及世界法，

王法，世俗法』等。 
103

釋「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 
（1）菩薩可尊可敬之理由

舉世間善法為例說明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有些修菩薩行而暫時失敗了的，

名『敗壞菩薩，亦有悲心。治以國法，

      無所貪利；雖有所惱，所安者多，

治一惡人以成一家』等。 
104

釋「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 
（1）菩薩可尊可敬之理由

明「敗壞菩薩」亦有功德  

釋頌⽂文(菩薩之要件與功德) 

（2）結明菩提心為菩薩根本 

菩薩為一切善法的根源，可尊可敬，而

菩薩是從發菩提心而來的。所以大乘

經中，無邊讚歎菩提心的功德，說他

是『⼀一切佛法種⼦子』。     

 

 
105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一、發大誓願  

二、菩提誓願應努力修習而達到堅固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106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一、發大誓願（略說） 

初發菩提心，重在立定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的大誓願，

名為『願菩提心』。  

107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一、發大誓願（廣說） 

廣說如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邊誓願斷，

法門無邊誓願學，

無上佛道誓願成。』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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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二、菩提誓願應努力修習而達到堅固

但是發菩提心，

並非偶然想起成佛利生，

而是要一番修習，

達到堅固成就的。 
109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1) 菩提心之重要性  

(2) 動機與方法 

(3) 與儒家近似而不同

(4) 結勸應修菩提心 

 110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菩提心的修習，為修學大乘道，趣

入大乘道的第一要著。  

 

111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1) 菩提心之重要性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菩提心從慈悲心起：

(a) 或是緣慈母的孝敬救度，擴大到願

度一切眾生，而上求佛道；

(親怨平等觀)   

112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2) 動機與方法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b) 或是設想他人與自己一樣，利濟眾

生應如愛護自己一樣，進修到願

      意為利他而犧牲自己。

(自他互易觀)  

113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2) 動機與方法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近於儒家的

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恕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14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3) 與儒家近似而不同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但菩提心修習圓滿成就，

深廣是與世間法大大不同的。  

115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3) 與儒家近似而不同

菩提⼼心之熏修(願菩提⼼心) 

這是大乘道的基石，

修學大乘道的，

應先多多的修學！ 

116

三、從悲心起(修菩提心的動機、方法)

(4) 結勸應修菩提心 The End 

晚安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