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思法脈 慈濟宗門 
 

釋證嚴 

佛教慈濟功德會創辦人 

 

佛心師志啟宗門 
 

佛陀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這一大事因緣，就是「開、示、悟、入」佛之知

見；為人們開示，期待人人都能開啟清淨覺悟的智慧。 

 

「靜思法脈、慈濟宗門」傳承佛法，以《無量義經》作為我們修行的精髓。《無

量義經》經文：「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

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這段文字所要傳達的意涵，就是佛陀對人間最重

要的教育；人人本具佛性，本擁有清淨、遼闊的心靈境界，來人間的目的，即是

為人群付出。 

 

當年我皈依時，印公導師給我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我給靜思弟子八個字：

「佛心己心，師志己志」，這就是「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 

 

佛心己心就是靜思勤行道。佛心清淨無染；我們要貼合佛心，使心回歸如佛「靜

寂清澄，志玄虛漠」的境界，寧靜而無染，才能真正「為佛教，為眾生」。 

 
師志己志就是慈濟人間路，師志是行菩薩道；人人都是一部經，都含藏微妙法，

深入其中，則「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因此行入人群，為苦難眾生付出的同時，

不僅是利他造福，也成就個己智慧。 

 

期待每位靜思弟子都能以佛心為己心，若人人心中有佛，看人人是佛，則能對天

地萬物常存感恩、尊重、愛；以師志為己志，投入人間，為苦難眾生付出。 

 

靜思法脈菩薩道 
 



靜思法脈「為佛教」是智慧；慈濟宗門「為眾生」，是大愛。 

「靜思法脈」，是於勤行中修習靜定法，不斷地在為人群付出中去淨化自心。靜

思法脈就是要勤，從「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回歸心靈靜寂清澄的境

界。不只要自修自利、獨善其身，還要利及他人、兼善天下。由此，體現眾生平

等，萬物和合相連，以契入真如本性與萬法合一的大智慧。 

 

「慈濟宗門」，是走入人群，去知苦、惜福、造福。以六度萬行，入人群不被眾

生煩惱所染，不只不染，還以淤泥為養料清淨自心；不只清淨自心，還要轉眾生

的煩惱為清淨，如蓮花清淨汙泥，也淨化自身。我們要引導天下人入人群中，自

度度人，利他度己，這就是慈濟人間路。 

 

「宗」即宗旨，慈濟宗旨，就是人間菩薩道。大家依其出家入慈濟宗門，入此門

來就要守住慈濟的宗旨，這就是靜思法脈、慈濟宗門。 

 

「門」，就是修行的法門，修行的道路。我常說，「經者，道也；道者，路也」；

我不是要讓大家只是念經，而是要讓大家身體力行。經就是道，道就是道理；道

理，我們當路走，人人要身體力行。作為佛陀的弟子，要能體會佛陀在人間出生、

在人間覺悟、傳法於人間，就是要開啟運用在人間、度化世人的人間佛法。 

 

「慈濟宗門人間路」的宗旨，就是為度眾生而行入人群。慈濟宗門入群眾，無量

法門在人間，自性智慧大圓鏡；芸芸眾生，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部藏經，入人群得

見無量法門，虛心納受就能得智慧，進而通達諸法。若道心堅定，心鏡明朗，能

夠歷歷照映天地眾生相，才能運用眾生之法而回向、教導眾生。 

 

慈濟宗門無量義 
 

慈濟宗門源於靜思法脈，《 無量義經 》則是靜思法脈之依據，且是《法華經》

之精髓。 

 



《無量義經》「靜寂清澄，志玄虛漠」的境界，就是靜思的境界；為人間付出亦

不能有我執的私心染著，唯有心靈清淨、開闊，才能「志玄虛漠」，立大志、發

宏願，朝志願勤精進，此為「靜思法脈勤行道」之精神。 

 

《 無量義經 》指出菩薩「是諸眾生大良福田」，慈濟人都是眾生的大良福田，

只要用心播種，菩薩種子即能從一而生無量──只要一位菩薩出現在人間，就可

以利益無數人，這是慈濟宗門人間路之目標。 

 

慈濟人就是從經典中躍出的菩薩！慈濟人要發願當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就地招

募人間菩薩，有五百人同心協力，就能成就一尊觀世音菩薩；每一位慈濟菩薩都

能成為眾生的「不請之師」，只要有災難發生，慈濟人已經到達，開始勘災、準

備發放，不只是自動自發前來救助的「不請之師」，且是及時給予所需物資、膚

慰心靈的菩薩。 

 

慈濟人在遼闊的世間，不僅為眾生安隱樂處，且聞聲救苦，做到苦難眾生的「救

處、護處、大依止處」，及時救助、及時庇護，讓眾生惶恐茫然的身心有所依止。 

 

二千多年前佛陀所說法，在二千多年後的現在，慈濟人做到了。而且不只是在臺

灣做到，我們見證了五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的慈濟人，以影音分享他們在各個國度

所做，多麼踏實；不只是「如是我聞」，且是「如是我做」、「如是我行」、「如是

我見」、「如是我感受」，所做的一切與經典是如此吻合！ 

 

大家珍惜法脈宗門，用心傳承。師父是「為佛教，為眾生」而做慈濟，自慈濟創

立之始，即開始傳承法脈。為佛教，不能停滯在二千多年前的社會，要適應現代；

所以我們要讓眾生所接收到的，是現代的人能接受的佛法。 

 

慈濟精神理念從靜思起始，人人須先自我淨心，並非只在口頭唸「阿彌陀佛」求

生淨土，而是要把西方極樂世界化現在我們的心裡──心淨即國土淨。要淨化到

什麼程度？達到「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心靈無煩惱、無得失、無是非，當下

即是淨土。 

 



自淨其意而行入人群淨化人心，在實際付出的過程中，因為心中有佛、行中有法，

遂能「福從做中得歡喜，慧從善解得自在」，與眾生結福緣，不斷地啟發智慧。

若問付出心力、流汗辛勞的慈濟人是否辛苦？人人皆言「幸福！」面容態度展現

的是油然而生的法喜，彼此之間親近融洽如家人，故云「慈濟宗門一家人，志同

道合是法親，法髓相傳長慧命，如同身受感恩心。」期許法親之間彼此勉勵、彼

此感恩，日日慧命增長。 

 

靜思法脈、慈濟宗門已立，大家回到靜思精舍，即是為了傳法脈、開宗門，就地

撒播菩提種子，使之落地生根，所以人人齊心專注研習；研究慈濟起源，也實習

方法，將行儀規矩落實於生活，展現團體合齊之美。期許海外慈濟人將連日所學、

所感受的心得帶回居住地，用心傳承，將粒粒種子均勻撒播在人人的心地；以戒

為制度，以愛為管理，維持慈濟團體的真善美。 

 

「真善美」不是形容詞，而必須落實在生活中；看到大家誠心接受教法、守規如

矩而有滿滿的感動，希望大家恆心守志願，恆持此分感動，且將感動化為行動，

志業精神恆久不息，從而產生無量菩提種子。每個慈濟人都是一顆顆菩提種子，

力行在各自的國度，粒粒種子遍撒功德林，身口意行在靜思，於慈濟宗門以善解、

包容入人群。 

 

「靜思」能讓心靈維持寂靜、清淨。有寂靜、清淨的心思，自然所說、所想、所

行皆是法；從慈濟宗門行入人群，必須運用善解、包容。 

 

靜思是「內修」的心法，慈濟是「外行」的行動；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

如《 無量義經 》云：「扶疏增長大乘事業，令眾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

提種子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成就、增長濟世救心的大乘事業，啟發無上正等正

覺，具有無上的覺悟智慧。 
 

利他度己行圓滿 
 

眾生與佛本來佛性平等，差別只是在一個「迷」字，迷者就是凡夫，覺者就是諸

佛。「眾生迷之而成顛倒」，為什麼叫做眾生？就是你迷了、顛倒了。「諸佛悟之



而得自在」，諸佛為什麼那麼自在？因為他覺悟了，他悟之而得自在。「迷悟雖殊」，

迷和悟雖然差得很遠，但是「體性恆一」。覺和迷，迷的起點其實也是覺，所以

修行就是覺一念無明而已，它們同樣是一體。眾生和佛的心還是一體，體性恆一。 

 

學佛的目標，是自覺覺他、自度度人，這就是我們的目標。《無量義經》也是這

麼教導，我們修行必定要有這分「覺性」，這個覺性要啟自無量大悲。無量大悲

的良能，就是救濟苦難眾生，就是要當所有眾生的善知識，也是眾生的大良福田，

是眾生的不請之師，為眾生所做的一切，使令眾生安穩樂處。我們所到的地方，

就可以讓眾生得到歡喜、得到安穩、得到快樂。眾生有困難，就是要為他們設立

了救濟、保護，所以「救處、護處、大依止處」，這是我們修行應該要有的。 

 

菩薩是苦難眾生生命中的貴人，人人要發這個心、立這個願，提升我們生命的價

值。貧窮的人，身心無所依止，所以一直在說，人間菩薩招生。每一個地方若能

夠都是菩薩，就是「菩薩所緣，緣苦眾生」，菩薩也就是眾生的依止處，救處、

護處、大依止處。 

 

菩薩是我們的目標，佛陀教育我們，要成佛一定要經過菩薩道，菩薩道就是要自

利利他。我們了解了法，要入人群度眾生。眾生根機不整齊，佛陀就設權教，用

方便法，但是佛陀不失於實法而施教眾生。真實法，就是要引導我們，從凡夫地

行菩薩道，直到終點才是成佛。學佛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是生生世世的道理。我

們若能好好守志奉道，其道甚大。 

 

慈濟宗門是行菩薩道，菩薩先救他人，再救自己；利他同時也是度己。 

 

慈濟人沒有專事念佛，也沒有參禪打坐，就是入人群行菩薩道，為天下苦難付出，

有別於各宗派，且確實依循佛陀教育，走過五十年，普獲肯定，如今立宗，大家

要堅定前行。 

 

自立勤行定慧生 
 

靜思法脈勤行道，傳承法髓弘誓願，慈濟宗門人間路，悲智雙運無量心。 



我們靜思法，就是弘傳靜思法脈；靜思法脈就是勤行道，這勤行道是佛陀教法的

菁華，就是將「經」與「法」鋪成了一條道路，身體力行傳下去，還要精進向前，

不能懈怠，這是精神理念。 

 

靜思勤行道是無量義，不只要在道場裡精進，更要透澈文字道理，精進勤行。「靜

寂清澄」是守戒，「志玄虛漠」是立志，「守之不動，億百千劫」是定力；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則是智慧。 

 

戒、定、慧，就是靜思弟子的心靈方向，既已選擇修行的方向、軌道，一定要守

規戒，止惡防非，立大志、發宏願，不是獨善其身，而是要兼利他人；在紛紛擾

擾的人間發宏願，一定要有定力，才能生出智慧，這條菩薩大道才能千秋百世接

續不斷。 

 

慈濟宗門是行菩薩道，以身修慧命，在人間傳法。做人間事，做得人和、事和、

理和，以智慧鋪平人人心路，自然就契入菩提大道。我們藉事練心，藉假修真，

藉方便事相來會理啟真，如能知曉方便妙法，則能無難不解，通達諸法，智慧如

海，和睦群眾，一切無礙了。這都是法脈精髓，傳承法髓我們要發弘誓願。 

 

靜思的道場，就是要「勤」；靜思精舍也是天下慈濟人的大家庭，不只是自力更

生，也要為此一大家庭而營生，精舍裡的修行者各就其位，有耕作種植者，也有

投入生產等各項工作，為四大志業而營生，這就是靜思道場的生態，目標乃在行

入慈濟人間路，引領人群反迷為覺，化私愛為大愛。 

 

慈濟宗門人間路，要運用慈悲與智慧，慈悲智慧雙行，就是無量心。我們要發願，

有願沒有行也沒有用，有行沒有願也不長久，所以「願」和「力」要平行。 

 

靜思法脈是「克己」，也就是要嚴守戒律、身心不逾矩。人人守戒，才能照顧好

身心和家庭的健康，維護團體的清淨。我們要克己、克勤、克儉、克難，這就是

靜思法脈。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勤儉、惜福，好好地傳承靜思法脈。 

 

「慈濟宗門」是「復禮」，人與人之間以禮相待、彼此尊重。走入慈濟，須在生



活中建立正確的人生宗旨，指引我們行正道。人人守戒，才能照顧好身心與家庭

和諧，維護團體的清淨，進而敦親睦鄰，主動關懷身心靈需要陪伴、經濟需要扶

助的人，將社區融合成一個大家庭。因此從見習、培訓，就要用心學習禮節、規

矩，去除心靈奢侈、改變習氣、啟發慈悲心、力行孝順、注重生活禮節等等，這

都是做人與建立人格的方式。所以，我們要照顧好自己的形象，個人美，團體才

會美。 

 

師父不要大家去做法會、誦經，是希望你們走在人群中這條路，真正行六度萬行、

菩薩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不是用念的，是要大家走入

人群中做出來，這就是我們的法脈。我們要發心立願，要傳承下去，這就是法髓。 

 

兼利天下結善緣 
 

「靜思法脈勤行道」，是將「佛法生活化」；佛法不只是燒香拜佛而已，要身體力

行，將佛法用在生活中，淨化自心，也撫慰他人的心。 

 

「慈濟宗門人間路」，是要「菩薩人間化」；外行大慈無悔愛無量；我們要有無量

的大愛，看人人歡喜幸福即慈心。我們到老人院、殘疾人士及弱勢族群的家，那

些人與我們無親無故，我們都能耐心投入去愛他、輔導他。對周圍的家人、鄰居

更要多一分關懷與愛；人間有愛，處處即是淨土。 

 

人人本具佛性，只是佛陀在「覺」，一般凡夫眾生在「迷」；「覺」的本體是 

清淨，「迷」是因為業障，受無明汙染。業障是否能消？只要我們有覺醒之心，

每一分鐘都在消業。 

 

在生活中面對的所有人，有緣者見之歡喜──起歡喜心卻不要動念；看到無緣的

人，我們能清楚知道這個人與自己沒有很好的緣，要提高警覺──不再與他結交

惡緣，如此則能消業。 

 

若是面對無緣者又起心動念、惡言相對，是業上增業。假如曾經有過這樣的情形，

現在開始要對他更好一點，不再傷他的心，不再讓他起惡念，隨著時間過去，對



方心平氣消，惡緣隨之消散，或許有朝一日或是來世再相遇，反而是對方成就我

們的道業。 

 

行入「靜思法脈勤行道」，要耐得了身心的苦勞；開啟菩薩人間路，要貼近佛心，

自利利人。自利，就要自修德、自治心，達到「靜寂清澄，志玄虛漠」，不再造

作人我是非，造業攀緣，才能成就德行。 

 

踏上「慈濟宗門人間路」，要運用佛法在人群中，做別人生命中的貴人。既知因

緣果報之理，就要種善因、結善緣，「甘願做，歡喜受」，坦然面對困境，積極付

出，才能得滿心法喜。 

 

「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最終要回歸清淨無染的真如自性。清淨

無染的心即是無所求的心；我們應提起正信不生疑惑，以智慧判斷，踏實行於人

間路。唯有真正走入菩薩道路，走入無數人的生命中，才能達到佛陀教育的真空

妙有境界。 

 

修行者不能獨善其身，而應兼利天下。人人都有無限的潛能，這一股潛在的力 

量是能夠拯救眾生的力量；心量能夠無限開闊，才能達到「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而擴大心量的方法，就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能夠包容天下眾生，自然不捨眾生受苦難。若不捨眾生只是想在心裡、唸在口中，

對於苦難眾生毫無幫助，必須起身力行，伸手救拔。眾生不只在人間，六道眾生

都是菩薩度化的對象。慈濟人包容、愛護一切生命及物命，因為蠢動含靈皆有佛

性。 

 

「慈濟宗門人間路」就是一條走入娑婆世界救助苦難的寬廣大路；所以慈濟人行

為處事要有個性，也要有韌力。所謂有個性是能分清是非，心堅志定，雖有困難

險阻亦無法障礙前行；然而不能過於剛硬易斷，要有足夠的韌力才能承擔重任。 

 

三千世界眾和合 
 



靜思法脈的法源就是靜思精舍，靜思精舍除了出家僧團外，之所以建立清修士，

即為佛教而將出世的精神與人間結合，修行者不能隔世而修行，必須行人間路；

在滾滾紅塵中，只要堅定立志，就能以其生命完全奉獻，發揮慧命。 

 

出家或清修，即使沒有俗情的牽絆，心靈也要有皈依處，靜思精舍就是我們心靈

的家，辭親割愛後，就要專心投入這個大家庭，與眾融合，彼此合心、互愛。 

 

清修士等於出家眾，要有出家的心。出家只是現了出家形象，以形象表達心靈的

方向、修行的決心；清修士也是下定決心的修行者，要立定懇切的真心傳法脈。 

 

既然要傳法脈，就要精進勤修，慈濟宗門不離人群，還要走入芸芸眾生中，實行

菩薩道。於人間行菩薩道，需要天下所有的慈濟人、靜思弟子起而力行。精舍對

於出家眾與清修士，是身心有形的皈依處、共同生活的家；對於在家居士慈濟人，

則是無形的心靈皈依處。 

 

在精舍生活，每天要用感恩心，相互依靠、相互包容。感恩家人成就我們，又有

福、有緣與志願相同的人會聚於此，朝同一目標邁進，要先修除自己的習氣。其

實是「我」不能與人合，而非人不能與「我」合；是自己不入群，不是人群不入

己。 

 

若希望「群能入己」，必須心量開闊，才能包容群眾；人不入己心、看人不順眼，

是因為心不開闊。假如別人看我們不順眼，就要自我檢討，是否過於膨脹？要虛

心接受別人的批評。法就是如此簡單，只要縮小自己，就能讓人人心中都有我、

重視我，也會很愛我，與眾合群，受人人接納，很自然地融入群體。 

 

靜思是慈濟的家，大家不要忘記，要常常回到精舍，精舍就是我們的家。因為靜

思家庭中，不只有出家眾、清修士，也有在家居士慈濟人，慈濟人都是靜思弟子。

靜思精舍，就是大家和合共住的大家庭，相傳靜思法脈人人有責。法脈即是法的

根源，一棵樹要穩立不倒，根要開展得廣、扎得深；法脈又如血脈，血脈通達健

全，身體才能健康運作，法才能永續相傳。  

 



靜思法脈的勤行「道」，與慈濟宗門的人間「路」，皆來自於佛陀所說的經典；我

們要依教奉行。 

 

皈依佛，佛陀是宇宙大覺者，人天大導師；佛陀來人間就是為了一大事因緣，教

導眾生以佛陀的大慈悲心為己心，故而皈依佛，就要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皈依法，要深入經藏，並非讀經、念經，而是要「行經」才能實際體會。慈濟人

已經行在菩提大道上，周遭的每一個人都是學習的對象──「無量法門，悉現在

前」。全球各地的慈濟人能彼此分享用法救人的經驗，每一個人都展現了不同的

法門，都是可以學習的對象。能吸收每一個法門，加以運用，則智慧如海。 

 

皈依僧，僧眾捨離小家、小愛，走入如來家庭，荷擔如來家業，負起傳法的責任

與使命，讓佛法住世，應用在當代，故對僧眾要起恭敬心。 

 

人人皆有「自性三寶」，除皈依有形三寶，更重要的是向內發掘自性三寶──「心、

佛、眾生，三無差別」，人人都有與佛同等的慈悲與智慧；法也存於自心，心靈

自有一片法海；人人都是修行者，即使是在家居士，只要自愛，守戒律，行六度，

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也能以身教、言教傳法，為人導正方向。 

 

自愛就是報恩，付出就是感恩。你們自愛、守規律，師父就安心了；人人守護這

條清淨大道，師父就不擔心了，這就是最好的報恩。大家身心健康，有餘力能付

出，要感恩受幫助的對象，讓自己有能夠有助人的機會。 

 

佛教的法門是開闊的，千江萬水同歸大海；有不少慈濟人信仰不同的宗教，無論

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或穆斯林，都能放寬心，融入慈濟大家庭，皈依於慈濟宗門。

宗教間要彼此尊重、互愛，但願每一個宗教都能合和互協──「合」心、「和」

氣、「互」愛、「協」力，才能拯救世間的苦難。大家在慈濟宗門都能法喜充滿、

福慧雙修，讓人間菩薩從自己的這一顆種子不斷地衍生。 

 

持法入群皆道場 
 



「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靜思法脈著重於精神的淨化，即淨化人

心。而今欲淨化人心與古代大不相同，過去是佛法存於叢林道場，一般大眾須行

千里、萬里入深山寺院求法、求師，其心性純樸虔誠；現代人口密集、交通便利，

然而人心距離卻愈益遙遠，所以人不來求法，而我們要主動使法入人間，故普遍

於各社區設立慈濟道場。 

 

慈濟不蓋寺院，而是建醫院、建學校，取於社會、用於社會──醫院搶救生命，

全臺六所慈院救人無數；九二一希望工程援建中部學校，又有花蓮與臺南的教育

志業體，是為社會未來的希望培養慧命。 

 

現在的社會教育令人憂心，倫常顛倒，若不予矯正，道德理法不斷衰亡，很快就

會面臨佛陀所言的「末法」亂局。五濁惡世，眾生垢重；劫濁、見濁、煩惱濁、

眾生濁、命濁，都是由人心境界所延伸，因此人間需要淨化人心的道場。 

 

我們當眾生的「不請之師」，不等眾生求救拔，真菩薩不求自來，於苦難地方、

於眾生需要之處，設有許多人間道場，即為「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慈濟人皆為靜思弟子，而「靜思」以佛教精神為本，旨在淨化人心，以「自力更

生」的生活，作為全球慈濟人心靈的故鄉，讓大家回到精舍就如回到自己的家。

而各地慈濟道場不派駐常住師父，靜思堂屬於慈濟基金會，匯合大眾的愛心而建

設，故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慈善救濟之餘，也做精神教育，舉辦共修、

讀書會，彼此分享心得，傳承舊法新知。 

 

希望大家有共同的一念心為未來傳續慈濟精神。我們都是第一代的靜思弟子、慈

濟人，行於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要重視宗教精神；靜思法脈保存

宗教精神，《無量義經》是靜思法脈的精髓，要勤於實行，入人群中踐履慈濟宗

門人間路。 

 

《無量義經》「靜寂清澄，志玄虛漠」的境界，就是靜思的境界；為人間付出亦

不能有我執的私心染著，唯有心靈清淨、開闊，才能「志玄虛漠」，立大志、發

宏願，朝志願勤精進，此為「靜思法脈勤行道」之精神。 



 

靜思法脈，要四弘誓願，要修誠正信實，才能將法脈傳承於後代，慈濟宗門才能

在人間鋪路，走得穩！ 

 

四心弘願淨世間 
 

誠心誓願度眾生，正心誓願斷煩惱，信心誓願學法門，實心誓願成佛道。 

 

靜思弟子發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這是靜思法脈，人人既發心就要有四弘誓願，這是行大道；

要用「誠心誓願度眾生」，要有誠心，才能度化眾生，你沒有誠心，你的話人家

不會聽，你要有誠懇的心意，要有正念的心，才能度眾。 

 

「正心誓願斷煩惱」，我們一定要煩惱斷，才能脫離煩惱無明之苦。有時候，有

錢了，煩惱也很多，用錢切不開煩惱，還是以佛法才能撥開煩惱。法，讓我們歡

喜、法喜，所以我們要以「正心誓願斷煩惱」。 

 

還要有「信心誓願學法門」，我們若沒有信心，法門無法，就不知道方向在哪裡。

「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有信心才能堅定守志，不動搖，精勤學

法門。信，是自己對內心的要求；「信」，非常重要，做人要有自信，也要能讓人

相信。 

 

要「實心誓願成佛道」，我希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你們也很期待自己能真正地

成佛道，希望所有我的弟子都一起成佛道。 

 

人人本具佛性，這分妙有的真性，就如一顆種子，倘若離開土壤就無法萌芽；同

理，我們也需要有好的心地，含藏善種的真純本性才能發芽茁壯，所以需有「誠

正信實為大地」。 

 

還需要「慈悲喜捨為和風」，也就是「慈悲喜捨」如和風般，將種子撒播在人人

的心地，提供清新的空氣。若僅有種子與土壤，則無法成長，還需要水的灌溉，



所以「智慧妙法為淨水」；加上不息的熱情，以「殷勤精進為陽光」。人間菩薩需

要這些助緣，才能讓一顆顆的種子，從樹苗長成小樹，進而成為綠蔭的大樹。 

我們走入慈濟宗門，要先發四弘誓願，開始要身體力行，要「慈悲喜捨」，「大慈

無悔，大悲無怨，大喜無憂，大捨無求」。 

 

慈悲喜捨誠正行 
 

大慈無悔愛無量，大悲無怨願無量，大喜無憂樂無量，大捨無求恩無量。 

 

「大慈無悔愛無量」──入慈濟宗門，一定要有無緣大慈，為了眾生的幸福，我

們願意付出無後悔，所以叫「大慈無悔」。對無親無故的苦難人，能以無量大愛

付出，看到人人歡喜幸福，即同感歡喜；大慈就有大量，心胸開闊，即使受到惡

言惡語對待仍不以為忤；對於共同付出的法親，更要以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的心念誠摯互動。 

 

「大悲無怨願無量」──眾生苦難，我們一定要投入，拔除苦難，任勞任怨，絕

對無怨無尤；真辛苦，我甘願我不怨，這種無怨無尤。即使做好事，也難免遭遇

人事障礙和困難；既是出於志願，面對他人的批評責難，只要問心無愧，不要埋

怨，做好自己本分事，還要用寬心善解對方且用耐心接引，真正達到無悔無怨。 

 

「大喜無憂樂無量」──付出後輕安自在，無憂了；因眾生在苦難中，已經付出

將其救拔出來，安穩了；啟發他的心，身心安穩，我們無憂愁了。我們願意自動

自發，願意捨。心寬念純，就能時時歡喜自在，做得快樂。 

 

「大捨無求恩無量」──我們願意付出無所求，還要由衷生起無量感恩，這是我

們要行的菩薩道。 

 

「靜思勤行道，慈濟人間路」是依循《無量義經》的方向而行，勤修佛陀的教育

──「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同時開啟智慧，用心走入人群實踐四無量行

──慈，行大慈無悔；悲，行大悲無怨；喜，行大喜無憂；捨，行大捨無求。 

 



以慈悲為首，以眾生為念，如是發心，佛種不斷，菩薩慈悲，無量無邊；眾生根

機，無量無邊；慈悲心法，無盡無量。 

 

我們知道，天下的苦難偏多，「教富濟貧、濟貧教富」，就是一條菩提道路。我們

初發心時的那念心，就是真誠的心，我們要以這念真誠的心來為善。這念善不是

一個人能達成的，要有人協力，動員群眾，走在同一條道路，守於真誠的心。 

 

所以我常說，人人從自己的內心要誠正信實——守真、守誠、守信、守實；人人

內心若能誠正信實，自然我們行於外是慈悲喜捨。人人都是這樣的心，人人共同

一個目標：慈、悲、喜、捨，在這條道路上，這就是善。 

 

心淨如琉璃，方能「誠正信實」——一切付出發自真誠，沒有虛偽，是「誠」；

步伐正確，方向沒有偏差，是「正」；付出無所求，做得讓人信任、肯定，是「信」；

腳踏實地，穩步前進，是「實」。 

 

內修「誠、正、信、實」，才有力量外行「慈、悲、喜、捨」。 

 

自謙禮讓修福慧 
 

「內修就是四弘誓願，外行是四無量心」；「內修靜思法脈，外行慈濟宗門」，這

是很完整的福慧雙修。 

 

「慈濟宗門是修福，靜思法脈是修慧」，所以福慧兩足；我們要在時間中好好把

握，時日苦短，不要空過，我們要恆持剎那，時時要精進，不要再貪戀人間欲樂，

不要偏離正道，好好修身養性行大道。 

 

法髓入行福慧修，付出無求平等愛，內能自謙即是功，外能禮讓是為德。 

 

「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法脈，是慈濟人精神所在。慈濟四大志業要

有精神理念，才能源遠流長。法髓入心，慧命增長；慧命增長，心門自然打開；

心門打開，智慧則開，就會以天下大事為己任。 



佛陀來人間說法，在四十多年間，他從眾生不同的根機，不同的位置方向，循循

善誘引導來到中間，就是要行在中道，那就是菩薩道。我們應該以感恩心來接受，

一燈能滅千年暗，一智能除萬世愚。 

 

佛陀他是無量劫來，不斷現相人間，示範他修行的方法、典範。因為時代不同，

修行的方法也可以不同，但精神是一。由於生活的時代空間不同，因此諸佛菩薩

不斷來人間現相，展示他的典範來教育我們。我們要視人人是佛，佛陀就是要我

們尊重人人。因此，修行的過程，一定要積功累德，不斷不斷累積我們修行之德。 

 

修行的果就是德，德之前一定要用功，「內能謙虛」即是「功」；「外能禮讓」即

是「德」。我們要好好修行我們的內在，以我們的靜思法脈，人人信實誠正，就

是內修，這就是用功。我們若能信實誠正，我們的心就沒有過患了；不會有過失

犯錯，心就會常常很清淨，清淨的本性就是佛性。 

 

人人都有與佛同等的至誠無染心，慈濟人及時湧現在苦難者身旁，作為「不請之

師」或「大良福田」，給予膚慰、擁抱、照顧，真誠地付出；淨化他人之前，必

須先自我淨化。在慈濟大家庭中，也要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立願做人品典

範，自愛愛人；要呵護且帶動後進，如琉璃般剔透清淨，傳承法脈、弘揚宗門。 

 

慈濟從慈善起步，雖然缺乏人力與物力，但是見到人間疾苦，以及那分苦不堪言，

即使明白「善門難開」，仍須勇敢地投入救助的工作；因為我相信佛陀所言：人

人本具清淨如來本性，除了信己無私，也相信人人有愛；無論再艱辛，都要啟發

大眾的愛心、匯聚力量，將佛陀的理念在人間實踐。 

 

慈濟從教富濟貧做起，進而在濟貧中再教富，以期待人人平等。我常說「智慧」：

智，是分別智；慧，是平等觀。分別智，能夠明辨是非；平等慧，就是人人平等。

我們本具佛性，雖然看不到、摸不著，但是能用行動表達出來。倘若人人都能付

出一分愛，就是實踐平等愛，就是通達智慧。 

 

慈濟人行經知路，親自做過的歷史與記錄下的每個足跡，都是人生的大藏經；每

個人力行之後，所得的智慧與感動，彼此吸收、學習，這就是「無量法門，悉現



在前」，也是我們的「慈濟宗門」。那分無所求的真誠付出，不僅自己能感受到法

喜，也可以感動他人，乃至一同加入人間菩薩的行列。 

 

我告訴全球慈濟人：大家安心做，做了才能讓人看得到、感受得到。因此必須先

淨化自己的心地，再淨化他人，才能真正地啟發愛心，接引當地人。我們為何要

開啟慈濟法門？為何要在國際間從事急難救助？並非只是要大家聞聲救苦、馳援

救人，更希望大家能淨化自心，做自己心地的農夫，須播善種、勤耕耘，如此才

能回歸自性清淨與佛心。 

 

如今慈濟能推展至全球，這都是全球慈濟人合心拯救了多少苦難蒼生，很令人感

動與感恩；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叫做「慈濟人」，看到大家和氣、互愛，

如同對待家人般，付出無所求，這分清淨的愛，滿懷歡喜、感恩，就是慈濟宗門

清淨無染的法髓。 

 

力行六度弘覺道 
 

六度之「智慧」，即六法，這六法亦合於經典，在《無量義經・十功德品》的「第

一功德」，即言「四心六度」：「無慈仁者，起於慈心；好殺戮者，起大悲心；生

嫉妒者，起隨喜心；有愛著者，起能捨心；諸慳貪者，起布施心；多憍慢者，起

持戒心；瞋恚盛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進心；諸散亂者，起禪定心；於

愚癡者，起智慧心。」 

 

所以慈濟的法門，包括四門四法，以及六法六度，與「慈、悲、喜、捨」四無量

心，皆含納於《法華經》的精髓《無量義經》之中；以經典來見證慈濟法門，絕

對是正法。 

 

各位菩薩們走入慈濟之門，絕無後悔；既無後悔，人人要勇猛精進，發大心、立

大願，把握當下的發心，恆持剎那，這一念心不受外境影響。 

 

可知人生無常，生命脆弱，我的心天天都起起落落；儘管人人都說「敬請師父莫

憂慮」，但是弟子何其多，世界何其大，要我如何不擔心、不憂慮呢？我們平常



要把身心照顧好，堅定行菩薩道。 

 

全球人口近七十億，僅有百萬慈濟人，善惡拔河實力懸殊，所以人人都要發大心、

立大願，更何況自做自得，行善得福；「福從人群中修，慧從人群中得」，修福與

慧，都不能離開人群，但是在人群中，一定要把心調好，與人人結好緣，帶人人

走上正確的方向。 

 

慈濟宗門就是要走入人間，不離人群。在人群中得見善法，要時時吸收，也要向

人分享；若是看到人間的惡法，要時時警惕，自我提醒。就如大家返臺精進，吸

收了許許多多的善法，要將善法永遠留在心坎裡，且時時提高警覺，不要讓惡法

走入我們的生活，防止惡法入心，守好自己的心門。 

 

正法勤行護慈心 
 

眾生有八萬四千種根機，思想、理念不同，所以佛陀要用智慧，開啟許多法門，

才能夠適合眾生的需要。生活中不離佛法，佛法最能契合眾生的根機，尤其要能

與我們的心契合，與我們的生命同行，所以佛法要生活化。 

 

很多人日日精進佛道，卻還說學佛是很深遠的法門，路那麼深，又那麼長，究竟

要從哪一個門、哪一條路進入呢？其實我常說佛法是為眾生施設，最平易近人，

最親近人生。只是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貼近我們的心？什麼樣的佛法和眾生最契

機？可以不離生活呢？是「三十七道品」，也稱作「三十七助道品」。 

 

為什麼稱作「三十七助道品」？因為總共有三十七種方法，要我們用心思考，身

體力行、自我覺悟，所以還有一個名稱是「三十七覺分」，即引導我們覺悟人生。 

 

內修四無量心，外行六波羅蜜，以三十七助道品，堅固四心、堅定六度，為菩薩

成就佛道之法。 

 

我們要「發慈悲心」，我們要度自己，同時我們要度別人，所以這是度的工具，「六

度」，就是用六種方法度我們過去，六度大家都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智慧，一開始就是布施，不忍眾生受苦難，所以我們要去付出、付出，付

出布施千差萬別很多很多，因為眾生苦難多、需要多，所以我們要應眾生的苦難

去付出，所以這叫做慈悲，慈悲布施。 

 

除了發慈悲心，我們還要「加修一切菩提分法」，那即是「三十七助道品」，八正

道、七菩提分等等合起來三十七種方法，其實三十七菩提分，完全是在保護我們

的心境，我們的心境遇到什麼困難，就在三十七菩提分裡加強我們的道心，讓我

們知道，要如何面對外面的境界，障礙如何消除；消除了外面的障礙，我們才能

再身體力行，這要靠三十七菩提分，來保護我們的心。 

 

三十七菩提分就是要為我們分析，外面有什麼事，不要計較，一切分析到最後什

麼都沒有，計較什麼呢？但是偏偏人世間就是「有」，所以我們一定要設很多方

便。「方便涉有」，一定要處群入眾，「方便涉有」意思就是，明明世間這麼多苦

難人，我們不能光是潔身自愛，在旁邊做一個旁觀者，看別人苦難不能無動於心。 

 

我們必定要保持住道心，但是要進入芸芸眾生群中，我們處群入眾，在苦難眾生

中，眾生多為煩惱所苦，唯有以法水洗心，方能滌除重重垢穢，回歸清淨本性。 

我們不捨度生，投入人群中，不捨眾生受苦難。我們若有這種不捨，不捨眾生受

苦難，這念心，能再身體力行，這樣我們就能與菩薩同等；「同於菩薩，證法無

別真如」，與佛的真如等同。 

 

常常說，「佛心為己心，師志為己志」，簡單的幾個字，就已經從起步到終點，

藍圖都已經很準確，但是發心容易恆心難，佛心本來離我們不遠，人人與佛心同

等。佛心己心，「唯得其正」。我們要真能達到佛的心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心

就是佛的心，只有一個字──正；要心正，心若正，道就正；心行、道正、行正，

因此只是在這個「正」字。 

 

「正心住」很重要，住就是定在那裡，叫做住。我們的心若能定於正確不偏差，

這樣我們的心念同佛，和佛相同， 

 

所以《三十七助道品》，是修行的重要法門，其中就有八正道，分七菩提分，八



正道裡面八個正，這個正字很重要，是一條道路，康莊的道路。 

 

心合佛心住佛行 
 

學佛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去除種種的煩惱，提升我們的平等觀，讓心靈不受到汙

染，回歸清淨的真如本性。 

 

真如實相本來自在，人人都有與佛同等的真如實性在，只是我們的一念無明起，

緣著外面的境界，不斷複製煩惱，已經複製到現在，微細的煩惱，八萬塵勞的煩

惱。想一想這多麼辛苦，本來我們人人都有如來本性，本來就是自在，只是漏和

結，漏就是煩惱，結就是執著，這種煩惱、執著，將我們綁住、覆蓋。大家若能

了解，那就是漏結已盡了。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這麼清淨，只是我們接受外面的境界汙染我們的心。否則，本

來自在之相，全體顯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真理絕對沒有離開我們的心，真理

也沒有離開我們生活的周圍，只是我們被煩惱、漏結，將我們遮蓋住，將我們綁

住，讓我們不得自在，不得自由。 

 

心和境在一處，大家是否都能靜謐輕安，不論是單獨一個人時，或是在群眾中，

我們的心都是清淨一如。學佛，就是要常常問自己的心，我們的心是不是時時真

如一致。 

 

真，就是不假，修行要修真的，不假，我們是不是從源頭那念心開始，源頭那念

心就是佛心。人人要學佛，要先學得佛心。 

 

只要我們發心，把真如本性提起，就能透徹。真如本性，原來就是一個「善」字。

常常和大家說一句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這就是佛陀的本性，是我們人

人本具清淨的本性。所以稱為實性，就是真如實性。只要我們的心是清淨的，不

受汙染，行為上事事皆善，沒有惡事雜揉，若能如此，這就是人人的本性。 

 

真如的實性，我們依原本有的清淨心，再開始修起，所修之行無非真實。只要你



那分真如的本性再重新提起，我們就依教奉行，依照這條道路再走，走回來，回

歸我們清淨的本性，這就是佛陀教我們的，我們依教奉行，如此所修的行都是真

實的。所以真實行，無非就是回歸我們的本性，以真如實性來向前前進。 

 

我們人間，佛也是從人間修，我們人要成佛，離人間無佛可成。印順導師也是這

麼說，佛在人間成；人間因為有種種的苦難，苦難偏多，就是因為苦難的眾生，

才能練出智慧與愛的菩薩，清淨的智慧、無私的大愛，這是菩薩的心。 

 

諸佛的世界散開是恆沙諸世界，合一則是一如。若能將心收攝在一處，源自佛心 

行住佛行，就能清楚這個世界的型態了。 

 

法界有多大，我們的真如本性就有多大，我們一再要學習的，就是要讓我們的心

量開闊，等於法界。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無不都是佛法，無不都是普遍真

如本性。我們的真如本性靜寂清澄，這是最妙的環境。我們的心境，周圍的環境，

這麼寧靜，就是讓我們體會到性海圓融的境界。常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擴大我們的心胸，我們的心胸要包太虛。這就是一種形容，心量要大，尤其是我

們的心要伸展到，只要有土有沙的地方，就有我們的愛到達，這叫做量周沙界。 

 

到底我們的愛心，普遍到什麼程度呢？到沙界的程度，所以「周遍」。我們若能

回歸到真如本性，清淨的心境開闊到什麼程度呢？心等法界，含攝周遍。心，我

們的心要等於法界，尤其是含攝周遍。量就是要到達所有的遍法界，所以，量等

虛空，名等法界無量。我們的真如要到達法界，等法界無量，等就是和它一樣大，

法界有多大，我們的性，真如本性，就和它同等的大。心量開闊等於法界。所以

我們能含攝遍周，就是遍虛空，遍法界，那就是包太虛、周沙界。 

 

萬法合一契真如 
 

什麼叫做如來身？真如實相，真，就是真誠，一如貫徹。我們既然發心學道，這

條路就是要真如，真誠一如貫徹我們的道路。 

 

什麼是智慧圓明？智慧圓明，就是世間事沒有什麼可障礙我們的。讓我們沒有掛



礙，無論是物質或是親愛的人，真正的愛就是能愛出他和我們走同一條路，讓他

能改變過去的無明習氣，這就是真愛。這一生既然有緣在一起，但願來生他能改

掉許多無明習氣。明明覺覺再來人生，這就是真愛。 

 

我們愛，要愛在真道，道是一條大直道，這就是真的道理。不必用很多複雜的心，

說我要如何去求道，其實道在我們面前，道在我們腳底，道在我們身邊，道在我

們口中，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待人處事，只要我們的心能會道，無處不是真道。

發揮如來清淨如實真如的道理，我們要用明朗的智慧看世間，萬事萬物。 

 

真如之理，圓滿成就，內外要合一，內謙外讓，這樣開闊心胸，無處不包，無所

不容，這種包容的心，就是真如之理。 

 

眾生為什麼有根本和枝末無明的交結，就在內心。因為大家還未體會到，因為眾

生不達一法界之理。我們的心還沒體會到一法界。什麼叫做一法界？就是真如。

真如不離法，所以叫做一。 

 

佛陀為我們說法，萬法歸一就是真如。真如無染，就是佛陀所說的法。 

 

諸佛名為如來，真如來去，乘如是願而來娑婆世界，乘如是行而應眾生世界。所

以世界即一切如來之世界，世界、如來，涉入無礙。不論是什麼境界，諸佛，不

論是娑婆世界、西方世界、東方世界，總共十方的諸佛世界融會一起，其實散開

是恆沙諸世界，合一就是一如世界。所以我們若能將心收攝在一處，我們來自佛

心，我們在芸芸眾生中行住佛行。 
 
立體琉璃同心圓 
 

立體琉璃同心圓，菩提林立同根生，隊組合心耕福田，慧根深植菩薩道。 

 

無論身在世界上的哪一個地區，慈濟人皆是一家親，這一分親近感不同於世俗血

緣之親，世俗之親只在一生一世，而慈濟「法親」，所結的緣是生生世世。我們

在過去結了一個共同的好因，以慈濟為緣，以法結親，即使此生各自生活在不同



的國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都能有共同的理念，同師、同門、同道。 

 

慈濟人合和互協，要立體琉璃，我們的心要時時很乾淨，乾淨得像琉璃一樣，沒

有一點汙染雜質，這是我們要修行的功夫「立體琉璃同心圓」。 

 

我們還要「菩提林立同根生」，每個人所接受到的是靜思法脈，傳同樣的法，也

是共同的一道門，就是慈濟宗門；我們是菩提林立同根生，志同道合是法親。 

 

「隊組合心耕福田」，慈誠隊、委員等，大家要合和互協，如此我們就可以耕人

間的大良福田。 

 

大家所修行的就是慧根，智慧的根要扎得深、被得廣，菩提樹才會茂盛；慧根深

植菩薩道，是慈濟人必須要努力的。 

 

四法四門四合一 
 

慈濟宗門的組織力行：「四法四門四合一、立體琉璃同心圓」的理念。 

 

「四法四門四合一」為「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合和互協」為深入

慈濟的四個步驟而非四個層次。不論分在哪個隊組，都要「四合一」；無分資深、

資淺，親自投入，匯聚力量，使社區即道場，實踐「立體琉璃同心圓，菩提林立

同根生，隊組合心耕福田，慧根深植菩薩道」的精神。 

 

感恩委員慈誠的發心與用心，用心守持戒律，真正發大心、立大願，力行四法四

門四合一，達到「立體琉璃同心圓」。 

 

慈濟人應知「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靜思法脈以佛法為中心思想，

且將佛法自叢林道場推入世間與人群，自度度人。大家要確實做到「四合一」，

無論是否承擔幹部、身為哪一個組隊幹事，都要合為一心，把靜思法脈的勤行道，

與慈濟宗門的人間路，走得更寬廣、更長遠。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由社會各界人士齊力付出而成。每位慈濟人歡喜甘願、

一心投入，將念念好念匯聚為清流，泛起一圈一圈的漣漪，慢慢從花東推展到全

臺，進而普遍全球，成就真正的立體琉璃同心圓。 

 

  



長養慧命法永住 
 

慈濟人在立體琉璃同心圓之中，行四修法──「長時修、無間修、無餘修、尊重

修」；好的法，我們不要放棄，感恩、尊重、無餘修：不好的現前來，給我們警

惕、教誡，我們也要無間修，自己常常好好反省自己。不論無餘修、無間修，總

是長時在日常生活中，分秒不空過，用尊重、恭敬的心來修我們日常生活的行。 

 

所以我們要誠正信實，這念心面對人間，四修法、四弘誓願、四無量心。我們由

這個方向去精進，這樣正法就能永住人間。 

 

希望立體琉璃同心圓如水漣一般，一滴水，圈圈擴散，漸至全球，達到佛法生活

化，菩薩人間化。 

 

慈濟菩薩隊伍浩蕩長；既投入慈濟宗門，我期待人人心中有法，以佛心為己心。 

佛法不一定是在寺廟裡得，也不是只有法師說的法才是佛法；只顧著到寺廟裡念

經、誦懺、做法會，求佛陀加持、求菩薩保佑，這不是佛法。其實佛陀不要人拜，

只要人尊重；能接受佛陀教法，就是尊重佛陀所說法。學習佛陀的精神，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佛陀如是說，我如是聽、如是行，就是真佛法。 

 

「合抱之樹，發於毫芒」，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畝田，去除無明、煩惱，讓心田乾

乾淨淨，才好播種、耕耘；而一句善法深植心底，如同種下一粒善種子，能「一

生無量」，結成纍纍的果實，滋養慧命。 

 

期待人人回歸「靜寂清澄如琉璃」的明朗清澈本性，把握當下、恆持剎那，以天

下大事為己任；點亮自己心中的智慧燈，進而用這盞燈照亮世界，為人引出光明

道路！ 

 

感恩慈濟人秉持「為佛教，為眾生」的精神，不論有形的距離多麼遙遠，你心貼

我心、貼合佛心，心心相印；長久守護天下苦難人，哪裡有災難，總是合心協力

付出。 

 



四大八法行佛道 
 

慈濟邁入第五十一年，第一個十年扎根慈善，第二個十年擴及醫療，第三個十年

奠立教育，第四個十年深耕人文；整整四十年時間，一直是「為眾生」先行，內

含「為佛教」的精神——以「誠、正、信、實」的清淨心，在人與人之間力行「慈、

悲、喜、捨」。五十年後，正式開立慈濟宗門，在「為眾生」的同時，加強「為

佛教」。 

 

四大八法菩薩行，無私大愛人間路，宗門萬行弘師志，法脈勤修契佛心。 

 

慈濟在發祥地臺灣，逐步開展出「四大志業、八大法印」，撒播一顆顆的種子，

讓愛遍布全球，慈濟人都是用無私大愛踏實在全球各地。面對全球氣候丕變，天

災、人禍頻仍，在災區都能見到身穿「藍天白雲」的慈濟人聞聲救苦，膚慰受災

者；付出無所求，付出還要感恩。 

 

慈濟四大志業──慈善、醫療、教育、人文，鋪成人間菩薩網。我們行於菩薩道，

應該感恩普天之下的苦難人，讓我們有機會為他們付出。人世間不僅天災人禍、

貧窮是苦，病痛也是苦不堪言。無論貧富老幼，都可能遭受病痛折磨。佛陀說「八

福田中，看病功德為第一。」醫療志業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發揮搶救

生命的良能。現今社會，人們雖然生活無虞、身體健康，但是人倫道德的觀念卻

愈來愈淡薄，實是令人憂心。人從小時候，若能教之以禮、育之以德，將來才能

為社會付出，成為安定社會的力量。然而，這都需要人與人之間彼此的帶動。 

 

我們透過大愛臺，就能將我在臺灣說的話，傳送到全球不同的國家，都能看得到、

聽得到；我輕輕地說，全球慈濟人都重重地聽，同時化作行動，立即投入去做。

大愛人文也日日報導許多人品典範，遍布在全球；即使在遙遠的國度，一如家人

般地親切，這都是時空的妙有，讓慈濟能遍虛空法界，人人能接收得到，都有機

會成為人間菩薩，這正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儘管如此，慈濟人也經常受質疑：「你們是佛教徒，不念佛、打坐參禪嗎？」 

 



其實我們是以佛心行菩薩道，心境就如「靜寂清澄」；願天下遠離災難，這分「志

玄虛漠」要「守之不動，億百千劫」，以六度萬行入世間法，數十年來目標沒有

轉移，精神沒有偏差。「做慈濟」絕對沒有疑惑，只要心中有佛、身行有法，自

利利他投入人群中行菩薩道，這就是我們靜思法脈的精神。 

 

聖教奉行傳法脈 
 

佛陀是宇宙大覺者，覺悟人性平等，然而凡夫總是執於世間貧富貴賤等事相的不

平；若要打破這分執著，進而體會佛陀教化的真理，就必須投入人群中去付出，

啟發自性的慈悲心，行菩薩道法。從四聖諦開始，了解苦、集、滅、道的真理，

找到滅苦之道；進而發四弘誓願，以誠正信實，修四無量心，行六度波羅蜜；以

三十七助道品，堅固四心、堅定六度，為菩薩成就佛道之法。 

 

慈濟宗門傳承佛陀教法，以《無量義經》的法髓，《法華經》的精神，應機教育，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苦難的眾生我們都無所求地去幫助，這是我們的法髓。 

 

《藥師經》如來十二大願是大乘法最重要的法髓。「藥師佛十二大願」看盡人間

疾苦，十二大願欲令眾生離苦得樂，菩薩立願引導眾生五官無缺、身體建康、環

境安適、心靈富足。 

 

落實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建立起慈濟宗門，全球的慈濟道場，應共修《三

十七助道品》，契入佛理，以法入心，以法入行，調整好自己的心靈，於慈濟宗

門人間路，悲智雙運無量心。 

 

我用多年的時間開講《法華經》，講到〈寶塔品〉，〈寶塔品〉裡的多寶佛，只是

發一個願，在那個地方講述《法華經》，寶塔就會現前。在講《法華經》的道場，

浮現在靈山會，忽然看到有大塔從地湧出。〈寶塔品〉裡，分身佛匯集在一起，

就像每一個國家的慈濟人回來精進，都是很歡喜。真正的〈寶塔品〉是心中有法，

法脈相傳，人人的精神理念一致。 

 

從五十年前的起步，克難慈濟功德會，到現在國際慈善基金會，這都是從小而大，



慈濟走過了五十一年，所救助的國家已經有九十多個，這都是慈濟人的足跡走過

來的，都是因為有慈濟人跨出的腳步，很感恩慈濟人用心用愛撒播愛的種子，點

滴累積成為一股大力量。 

 

我們走過半世紀，救濟過半個地球的國家數，未來要走的路還很遠，要做的付出，

需要我們的國家還很多，所以期待人人要「法脈勤行道、宗門人間路」。 

 

五十一載立宗門 
 

慈濟第五十一年，正式傳法，還有正式立宗。慈濟宗門已經正式成立，因為在今

年（二０一六年）十月間舉辦國際論壇為慈濟立宗門做論述。邀來的都是宗教界

的人士以及在國際間很有名的教授。從遙遠的英國、美國、中國大陸、印尼、泰

國，還有尼泊爾等等，有佛教、天主教神父、伊斯蘭教都來了。聽他們在論述，

我真的很感恩。他們對慈濟都有很好的評論，對慈濟宗門都很肯定。 

 

有一位哈佛大學的李奧納教授，他是商學家、經濟學家，為了這樣一個鐘頭的發

表，他來回搭飛機四十個小時。他說這一趟來，要說的就是感恩慈濟，因為慈濟

這樣的世界觀，為人間世界付出，慈濟以愛管理，以價值領導，以對苦難眾生的

信願、承諾，開展救世的工作，讓他在教育生涯裡，增添獨特豐富的課程與教材，

所以他是專程為感恩而來。 

 

大陸也有許多佛教教授泰斗在論壇結束後特地到精舍來，他們是專門在研究佛學

的學者，都鼓勵我把慈濟宗門建立起來，雖然已幾百年佛教沒有人立宗，當年禪

宗立了宗但也備受批評。看到慈濟人總是共同一心，為人間付出，都是那樣地整

齊，他們鼓勵我不要畏懼別人的批評。 

 

北京大學研究佛法的大老樓宇烈教授，連續說三次：「上人，您一定要堅持，您

在的時候要把宗門立起來，明文建立起來，當有一天您不在的時候，慈濟宗門會

永遠存在，假如您不在，『慈濟』這兩個字會消失掉，沒有人知道慈濟是用什麼

立宗？慈濟這樣的法若沒有很詳細建立，宗門的規例將會消失，所以趁師父您在

的時候，趕快正式立宗，法脈永傳、宗門明確，宗門、規矩、方向都是千秋百世，



都會按照這樣的法流傳下去。」 

 

所以現在要跟大家說，今年（二０一六年）是我們正式的立宗。法脈正傳，宗門

正立；我們不是淨土宗，也不是禪宗，如果有人問我們是什麼宗？我們說是「慈

濟宗」；我們是「慈濟宗」，所修的是人間菩薩道。 

 

慈濟宗門，要走入人間路，靜思法脈就是勤行道，不能懈怠還要向前進，這是精

神理念。慈濟宗門是身體力行的，大家要很精進。我們是以大愛之道廣披寰宇，

長情之路古往今來，這樣的大愛長情是五十年前一直鋪過來，長情是覺有情，五

十年前不間斷，還是永遠地鋪下去。 

 

五十年前，克難功德會；五十年後，全球一共有一百九十七個國家，我們慈濟的

足跡已經踏過了九十多個國家，等於全世界的國家我們也走過一半，我們還要繼

續延續下去。 

 

靜思法脈勤行道，我們要傳法，傳承法脈弘誓願。慈濟第五十一年正式傳靜思法

脈，同時也要正式地立慈濟宗門，慈濟宗門人間路，真正的人間道路落實生活化，

佛法為人間來鋪路，我們要悲智雙運無量心，這都是我們必定要鋪出來的道路。 

 

我們的道就是靜思，精舍是所有慈濟人的大家庭，人人都是入世去緣苦眾生的菩

薩；靜思的弟子，任何一位都是走入世間去緣苦眾生的菩薩，這就是道。而且宗

門是人間路，我們開宗，四大八法鋪在人間，用情一棒接著一棒過來，未來無數

的五十年，還有很多國家需要我們普遍去撒播愛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