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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三昧懺儀〉
~源流

釋果慨．象岡道場

2015年7月2日(晚)



法脈源流

夫欲明天台宗之教義，須遠溯龍樹菩薩。
龍樹菩薩造《大智度論》及《中論》。於
中發明「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之要旨。

其後北齊慧文禪師，讀《中論》云：「因
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
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遂開「空、假、
中三觀」的止觀法門。

一切智→真諦
道種智→俗諦
一切種智→中諦

初祖

二祖

緣起而性空
性空而緣起



慧文禪師以「觀心法要」口授南岳慧思禪師，

慧思禪師於徧親禪德，廣學摩訶衍後，常居林

野，專誦《法華》，經行修禪。後於一夏安居

中，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於初三七日，引

動八觸發根本禪，因見三生行道之迹。至夏竟受歲，

將欲上堂，乃感嘆曰：「昔佛在世，九旬圓滿，證道

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豁

然大悟契證「法華三昧」，自是以後，所聞之經，不

疑自解，後著《大乘止觀》，奠定台宗教義之基礎。

三祖



智者大師，從慧思禪師學，思曰：「昔日靈山同聽

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

為說「四安樂行」。於是精勤行道，經二七日，誦

《法華經》至「藥王菩薩本事品」云：「諸佛同讚，是

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

持因靜發。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

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

令文字之師，千群萬眾。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

人中，最為第一。」

後即代思師講經，縱無礙辯，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用

以諮審，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曰：「可謂

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又云：「余老矣！久羨南

嶽，當往居之；願爾宏揚大法，勿作佛法斷種人。」

狹：法華三昧懺儀
廣：依止清靜的心，
修習一切善法。

四祖



乃辭師出山，遊化於陳隋之間，由是名聞朝

野，聲馳道俗。年三十八，因感徒眾轉多而

得法轉少，乃謝遣徒眾，隱居天台，以期深

入三昧，令法鏡圓明，淵遠流長。師初至佛隴，

一日入坐，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振動山，諸魔鬼

魅，一時俱現，狀甚可畏，師安心空寂，諸魔自退。

魔復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師深念

實相，體達本空，一心寂靜，憂苦之相，尋復消滅，

強輭二緣，所不能動。至此雲開見日，萬境洞明；妙

慧深禪，法樂內充。後於天台山，演說《法華玄義》、

《法華文句》、及《摩訶止觀》等三大部，台宗教觀

由是而完備，門庭從此而光輝，而天台一宗，始卓然

成立也！



修懺要旨

是法華三昧。亦稱王三昧。統攝一切三昧

故。亦號總持之主。出生一切總持故。功

德甚深稱歎莫及。

當知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

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圓頓大乘究竟於此。

(CBETA, T46, no. 1937, p. 870, b11-17)



〈法華三昧懺儀〉
~方法

釋果慨．象岡道場

2015年7月3日(上)



清楚‧放鬆

喜悅‧精進



誦法華經進度

卷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品數
1 3 5~6 8~10 13~14 17~19 23~25

2 4 7 11~12 15~16 20~22 26~28

此乃誦經參考品數，大眾可依自己修法狀況調整



〈法華三昧懺儀〉
~釋懺題

釋果慨．象岡道場

2015年7月3日(下)



勤修苦行 非涅槃因
(CBETA, T46, no. 1942, p. 955, c13-17)



藕益大師

不貴子行履 只貴子見地

蓋有行履者 未必有見地

而有見地者 必定有行履



懺法分類：

•第一類，以經文或懺文為主，當中輔以佛

名或菩薩名為主。如梁皇、水懺等。

•第二類，以稱佛菩薩名號為主，懺文為輔，

如五十三佛懺、八十八佛懺及千佛懺。

•第三類，則專指天台系統之懺法，如法華

三昧懺、大悲懺、方等懺等。此類懺法分

事懺及理懺兩部分。



法華三昧懺儀勘定元本序
(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遵式述)

法華三昧儀者。天台大師瓦官親筆。蓋止

觀第三三昧所指別行………………

且十科行軌理觀為主。儻一以誤九法徒施。

(CBETA, T46, no. 1941, p. 949, a17-19)

964~1032



修懺要旨
(CBETA, T46, no. 1937, p. 868, a25-b3)

「夫諸大乘經所詮行法。約身儀判。不出四
種。攝一切行。罄無不盡。

一曰常坐。即一行三昧。

二曰常行。即般舟三昧。並九十日為一期。

三曰半行半坐。即方等三昧。七日為一期。

又法華三昧。三七日為一期。

四曰非行非坐。即請觀音三昧。四十九日為
一期。又大悲三昧。三七日為一期。但諸經
中有不專行坐及相半者。一切行法並屬此三
昧所攝。



〈法華三昧懺儀〉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禮法華經儀式

• (隋瓦官寺沙門釋智顗輒[釆>采]法華

普賢觀經及諸大乘經意撰此法門流行

後代)



佛法的修持法門

懺悔 戒 定 慧



懺悔的意義

•『梵云懺摩，此翻悔往。有言懺悔，
梵華雙舉。

•準《業疏》云；取其意義謂不造新，
懺謂止斷未來非，悔謂恥心於往犯。

• 律藏《資持記》

「悔」是「觀察過去」

「懺」是「發願未來」



懺悔的種類

身口所作一依法度

定心運想相起為期

實證無我的空性



作法懺



取相懺

•《梵網經》菩薩戒本所說的：「應教懺悔，

在佛菩薩形像前，日夜六時誦十重四十八

輕戒，若（懇切）到禮三世千佛，得見好

相，好相者，佛來摩頂，見光見華，種種

異相，便得滅罪。」

• （《大正藏》二四．一○○八頁下）



•又名實相懺或無相懺。是以實證無我的空

性，親證一切諸法的本性皆空，罪性本空，

由心所造，不論戒罪或性罪，一旦悟入實

相無相，真性無性，便頓時消滅。

無生懺



戒

定

慧

擒賊

伏賊

殺賊



修懺要旨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2

法雖三種，行在一時，寧可闕於前前

不得虧於後後。無生最要，取相尚寬，

蓋妙觀之宗是大乘之主。滅障如翻大地，

草木皆枯，顯德如照澄江森羅盡現。

(CBETA, T46, no. 1937, p. 868, b27-c1)



〈法華三昧懺儀〉
~組織架構

釋果慨．象岡道場

2015年7月4日(上)



教觀綱宗

•又未開圓解，不應輒論修證，縱令修證，
未免日劫相倍。

• 未開圓解者修一劫，還不如已開圓解者修一日，所以令
開圓解，才是急務。意思是說，對於未開圓解的人，就
不應該馬上和他們論說和著手圓頓止觀的修證，不宜立
即勸令他們著手圓頓止觀的修證，縱然勸令這些人修證
圓頓止觀，也是無從讓他們得到圓頓利益的。所以令開
圓解，才是當先的急務。



法華三昧懺儀架構

明三七日行法華懺法勸修第一

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第二

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第三

明初入道場正修行方法第四

略明修證相第五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誦大乘經者。欲修大乘行者。發
大乘意者。欲見普賢菩薩色身者。欲見釋迦牟
尼佛多寶佛塔分身諸佛及十方佛者。欲得六根
清淨入佛境界通達無閡者。欲得聞十方諸佛所
說。一念之中悉能受持通達不忘。解釋演說無
障閡者。欲得與文殊師利普賢等諸大菩薩共為
等侶者。欲得普現色身一念之中不起滅定遍至
十方一切佛土供養一切諸佛者。欲得一念之中
遍到十方一切佛剎。現種種色身作種種神變。
放大光明說法度脫一切眾生。入不思議一乘者。
欲得破四魔。淨一切煩惱。滅一切障道罪。現
身入菩薩正位。具一切諸佛自在功德者。



勸修 起信



《瓔珞本業經》云：

「一切眾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為本。

住在佛家，以戒為本。」



信

信為道源

功德母

信戒定慧

增上
信解行證

信願行



信 仰信 正信

真實的信願，
來自於聞經達理，
斷疑生信



•先當於空閑處。三七日一心精進入法華三

昧。若有現身犯五逆四重失比丘法。欲得

清淨還具沙門律儀。得如上所說種種勝妙

功德者。亦當於三七日中。一心精進修法

華三昧。



(修行有二種。一者初行。二者久行。教初行者當用此法。教久修者依安樂行品)

一七日中先自調伏其心息諸緣事。供養三寶

嚴飾道場。淨諸衣服一心繫念。自憶此身已

來及過去世所有惡業。生重慚愧禮佛懺悔。

行道誦經坐禪觀行。發願專精。

1 2

3

4



安樂
行品

身

口 意

誓願











事

理

一心



一心精進

•「事中修一心」重點在對所行一切事時，

須正念正知，心不異緣。目的在『止』。

•「理中修一心」則能照了所作體性空幻，

反觀心源心性不二。進一步『觀』法性空，

•如此才能得證三昧乃至究竟除罪。



「中觀」

不執有、不執無，

不執空、不執有，

不執左、不執右，

不執前、不執後，

前後、左右、上下全部都有

就是不執著他

當下就是「中觀」



「中觀」

用方法的時候，不執著方法

遇到境界，不為境界所動，但對境界清清
楚楚。

有形、有相，不起第二念，當下明察秋毫。



行一一法時皆修此觀。六時之中一一時中。
不得於事理有闕。是名三七日中一心精進。
復次行者於三七日中修懺悔時。若行若坐
若住若出入。大小便利掃灑洗澣。運為舉
動視眗俯仰。應當心心存念三寶。觀心性
空。不得於剎那頃。憶念五欲世事。生邪
念心。及與外人言語論議。放逸眠臥戲笑
視色聽聲。著諸塵境起不善無記煩惱雜念。
乖四安樂行中說。若能如是心心相續。不
離實相不惜身命。為一切眾生行懺悔法。
是名三七日中真實一心精進修也(p6中)



〈法華三昧懺儀〉
~正修

釋果慨．象岡道場

2015年7月4日(下)



法華三昧懺儀架構

明三七日行法華懺法勸修第一

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第二

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第三

明初入道場正修行方法第四

略明修證相第五



行者初入道場。當具足十法。

一者嚴淨道場。二者淨身。三者三業供
養。四者奉請三寶。五者讚歎三寶。六者禮
佛。七者懺悔。八者行道旋遶。九者誦法華
經。十者思惟一實境界。行者於三七日中日
夜六時。初入道場一時之中當具足修此十法。
於後六時一一時中。當略去請佛一法。餘九
法悉行無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法華三昧懺儀〉研習營4比3版final.pptx


第一明行者嚴淨道場法

當於閑靜之處。嚴治一室以為道場。別安自坐之
處。令與道場有隔。於道場中敷好高座。安置法
華經一部。亦未必須安形像舍利并餘經典。唯置
法華經。安施旛蓋種種供養具。於入道場日。清
旦之時當淨掃地。香湯灌灑香泥塗地。然種種諸
香油燈。散種種華及諸末香燒眾名香。供養三寶。
備於己力所辦。傾心盡意極令嚴淨。所以者何。
行者內心敬重三寶超過三界。今欲奉請供養。豈
可輕心。若不能拔己資財供養大乘。則終不能招
賢感聖重罪不滅。三昧何由可發。





What is 供養人

•佛在《法華經》中，處處讚歎供佛功德，
每為弟子授記，便說各自於當來成佛之前，
將要供養多少數量的諸佛。

•意思是說，若要成佛，先當逐一於無數諸
佛之前作供養人，以財物、體力、心力等
修種種供養。



圓滿的布施—三壇等施

財施

法施

無畏
施



廣修供養

〈行願品〉中要說：「諸供養中，法供
養最。」何謂法供養？是指：1.利益眾生，
2.攝受眾生，3.代眾生受苦，4.勤修善根，
5.不捨菩薩業，6.不離菩提心。

由於諸佛如來尊重佛法，宜依如佛所說
的妙法，照著實踐，即能出生諸佛，故
云：「如說修行，是真供養。」



盡形壽做供養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僧中之人，是

為僧眾服務，為常住服務。常住

是三寶，所以為常住服務，就是

為三寶服務，也就是在供養佛、供

養法、供養僧，盡形壽做供養人，

那是大修行。《法鼓晨音》



第二明行者淨身方法

初入道場。當以香湯沐浴著淨潔衣。若大
衣及諸新染衣。若無當取己衣勝者。以為
入道場衣。於後若出道場。至不淨處。當
脫去淨衣著故衣。所為事竟。當更洗浴著
本淨衣。入道場行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