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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題 藥王菩薩本事品

藥王者，具去疾治病之功用

為藥，有大威德自在之勢力

為王；願以自性清淨心之妙

藥，起煩惱之沈痾，勢力無

雙，威神自在，故為藥王。



本事

本者 往古之因由

事者 報身之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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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菩
薩



《妙法蓮華經》記載各式
修持方式，繼〈提婆達多
品第十二〉提到頭目髓腦
支節，及充當奴僕供遣使
之捨身布施外，本品另介
紹燃身、燃臂、燃指捨身
布施。



世尊！藥王菩薩云何遊於娑婆世

界？世尊！是藥王菩薩有若干百

千萬億那由他難行苦行？……是

一切眾生憙見菩薩，樂習苦行…。



對於「苦行」的修持方式，

佛陀在悟道前亦曾施行六

年，惟此苦行階段是作為

權巧示現，以方便渡苦行

眾生。如《勝天王般若波

羅蜜經》即說道：



外道自謂苦行第一，是故

菩薩示現苦行，能超過

彼。……舍利弗！菩薩摩

訶薩示現如是種種苦行，

六年之中一事不虧。



菩薩實無如是苦行，眾生

見有，以諸眾生應以苦行

而得度脫，為是等故菩薩

示之。



今佛陀以藥王菩薩之前身

「一切眾生憙見菩薩」介

紹燃身供養日月淨明德佛

之因緣。說道：



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

華經力，…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

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以神

通力願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億

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懃行大精

進捨所愛之身。



真法供養如來 真精進

捨所愛之身 懃行大精進

感恩心

供養

師志



當日月淨明德佛涅槃後，

已經轉世化生的「一切眾

生憙見菩薩」再次以神通

力燃臂供養日月淨明德佛。

燃身供養佛陀的苦行是事

相，其理相則是因為



「得聞法華經」而能「捨
所愛之身」，達到「現一
切色身三昧」境界，而遭

「一切眾生憙見」。能捨

去身見、破我執，是「一

切眾生憙見菩薩」苦行的

主要意涵。



一切眾生憙見菩薩，豈異人乎？

今藥王菩薩是也。其所捨身布施，

如是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



《妙法蓮華經》將「一切

眾生憙見菩薩」、「藥王

菩薩」以神通力燃燒全身、

雙臂的苦行稱為「捨身布

施」。除此之外，佛對初

發心者舉燃指供養佛塔：



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

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

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

物。《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

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說比丘燃指之捨身布施：



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

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

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

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

一時酬畢。長挹世間永脫諸漏。



從燃身、燃臂，乃至燃指，

依個人能力不同而行不同層

次的燒身苦修。燃身、燃臂、

燃指供佛之捨身布施，成為

歷來大德修持法門。



此外，延伸有燃香疤之舉，

所燃位置或於頭頂，或於

雙臂手腕，或於胸前。

1996年，上人在花蓮慈濟

醫院高級主管研討會中說

道：



雖然當時生活很清苦，連

買花、果、香燭供佛的錢

都沒有；但是，我以最虔

誠的心，燃臂供佛，不但

是為了以至誠之心供佛，

也是為了嘗試「生之苦」。



我一個月燃香一次，在兩隻

手臂上依序排列。燃疤的傷

口會發炎，潰爛時好幾粒黏

在一起；等結疤後，我把疤

撕下來，赤紅的肉直接和空

氣接觸時，真是痛徹心髓！



撫慰←→膚慰



除了手臂燃香之外，也在

受戒時燃香於胸前。

1997年，在三十一周年時，

上人談到：



那時，我窮得連買水果供

佛的錢都沒有，只好以虔

誠之心來供佛－－在戒場

受戒時，我在胸前燃卍字；

住在小木屋的六個月期間

是燃臂，每個月燃一次。



上人除了在戒場燃香於胸

前外，回到普明寺後的小

木屋自修，期間燃香於臂

腕。在六個月之後，隨順

世法因緣離開小木屋成立

功德會。



此後便忙於功德會會務而

中止燃香捨身布施。直到

籌建花蓮慈濟醫院、慈濟

醫學院，才又以「器官捐

贈」、「大體捐贈」的面

貌呈現捨身布施。



習性不同眾生欲 種種說法方便力

開權顯實應根機 心佛眾生無差異

慈濟的大愛精神 慈濟的人文
不
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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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做死也不要病死

甘願睡寮房 不要睡病房

捨身布施

付出無所求

是習捨



不惜工

不惜腳

不惜辛苦





靜思語

付出是事相

感恩是真理

感恩心

於如來地 堅固不動

安住願力 廣淨佛國



宿王華菩薩向佛陀請問藥

王菩薩苦行因緣，經佛陀

向宿王華菩薩說明後，又

繼續向宿王華菩薩說明

《妙法蓮華經》之重要性。



又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此經亦復如是，

諸經中王。又如大梵天王，一切眾生之父；

此經亦復如是，一切賢聖，學、無學，及發

菩薩心者之父。又如一切凡夫人中，須陀洹、

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為第一；

此經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說、若菩薩所說、

若聲聞所說，諸經法中，最為第一。有能受

持是經典者，亦復如是，於一切眾生中、亦

為第一。一切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為第一；

此經亦復如是，於一切諸經法中、最為第一。

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



《妙法蓮華經》的《法師品》

中，如來向藥王菩薩詳細講

述了聽聞、讀誦、受持、供

養、演說妙法蓮華經的功德：

「藥王，其有讀誦法華經者，

當知是人以佛莊嚴而自莊嚴，

則為如來肩所荷擔。



法華經卷七妙莊嚴王本事品

載，於過去無數劫，有雲雷

音宿王華智佛，說法華經。

時有國王名妙莊嚴，夫人名

凈德，二子名凈藏、凈眼。

其王邪見熾盛，信外道之法。



夫人與二子乃共設種種方

便，使王至宿王華智佛所，

聽聞法華經，共得利益。

凈藏、凈眼二人即今藥王、

藥上二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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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經文

爾時宿王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藥王菩薩。云何遊

於娑婆世界。世尊。是藥王菩薩。有若干百千萬億

那由他難行苦行。善哉世尊。願少解說。諸天龍神。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

伽。人非人等。又他國土。諸來菩薩。及此聲聞眾。

聞皆歡喜。爾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恆

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如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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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佛有八十億大菩薩摩訶薩。七十

二恆河沙大聲聞眾。佛壽四萬二千劫。菩薩壽命亦

等。彼國無有女人。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等。及以



諸難。地平如掌。琉璃所成。寶樹莊嚴。寶帳覆上。

垂寶華旛。寶瓶香爐。周遍國界。七寶為臺。一樹

一臺。其樹去臺。盡一箭道。此諸寶樹。皆有菩薩

聲聞而坐其下。諸寶臺上。各有百億諸天。作天伎

樂。歌歎於佛。以為供養。爾時彼佛。為一切眾生

喜見菩薩。及眾菩薩。諸聲聞眾。說法華經。是一

切眾生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

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

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即作念言。我得

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

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即時入是三昧。於虛空

中。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細末堅黑栴檀。



滿虛空中。如雲而下。又雨海此岸栴檀之香。此香

六銖。價值娑婆世界。以供養佛。作是供養已。從

三昧起。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

身供養。即服諸香。栴檀。薰陸。兜樓婆。畢力迦。

沈水膠香。又飲薝蔔諸華香油。滿千二百歲已。香

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

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

億恆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若以華香

瓔珞。燒香末香塗香。天繒旛蓋。及海此岸栴檀之

香。如是等種種諸物供養。所不能及。假使國城妻

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於諸



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養諸如來故。作是語已。

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

乃盡。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

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跏

趺坐。忽然化生。即為其父而說偈言。

大王今當知 我經行彼處 即時得一切

現諸身三昧 勤行大精進 捨所愛之身

供養於世尊 為求無上慧

說是偈已。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佛。今故現在。

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復聞是

法華經。八百千萬億那由他。甄迦羅。頻婆羅。阿

閦婆等偈。大王。我今當還供養此佛。白已。即坐



七寶之臺。上升虛空。高七多羅樹。往到佛所。頭

面禮足。合十指爪。以偈讚佛。

容顏甚奇妙 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

今復還親覲

爾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說是偈已。而白佛言。世

尊。世尊猶故在世。爾時日月淨明德佛。告一切眾

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涅槃時到。滅盡時至。汝

可安施床座。我於今夜。當般涅槃。又敕一切眾生

喜見菩薩。善男子。我以佛法。囑累於汝。及諸菩

薩大弟子。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大

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臺。及給侍諸天。悉付於汝。

我滅度後。所有舍利。亦付囑汝。當令流布。廣設



供養。應起若干千塔。如是日月淨明德佛。敕一切

眾生喜見菩薩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爾時一切

眾生喜見菩薩。見佛滅度。悲感懊惱。即以海此岸

栴檀為[卄/積]。供養佛身。而以燒之。火滅已後。

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起八萬四千塔。高

三世界。表剎莊嚴。垂諸旛蓋。懸眾寶鈴。爾時一

切眾生喜見菩薩。復自念言。我雖作是供養。心猶

未足。我今當更供養舍利。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

天龍夜叉等一切大眾。汝等當一心念。我今供養日

月淨明德佛舍利。作是語已。即於八萬四千塔前。

燃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求

聲聞眾。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皆使得住現一切色身三昧。爾時諸菩薩。天人。阿

修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而作是言。此一切

眾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

身不具足。於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於大眾中。立

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

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

薩福德智慧淳厚所致。當爾之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

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豈

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其所捨身布施。如是無

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宿王華。若有發心欲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



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

諸珍寶物而供養者。若復有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

世界。供養於佛。及大菩薩。辟支佛。阿羅漢。是

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法華經。乃至一四句偈。

其福最多。宿王華。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

海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如來所說經中

最為深大。又如土山。黑山。小鐵圍山。大鐵圍山。

及十寶山。眾山之中。須彌山為第一。此法華經亦

復如是。於諸經中。最為其上。又如眾星之中。月

天子最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千萬億種諸

經法中。最為照明。又如日天子能除諸闇。此經亦

復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闇。又如諸小王中。轉輪

聖王最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眾經中。最為其



尊。又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此經亦復如是。

諸經中王。又如大梵天王。一切眾生之父。此經亦

復如是。一切賢聖學無學。及發菩薩心者之父。又

如一切凡夫人中。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

漢。辟支佛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說。

若菩薩所說。若聲聞所說。諸經法中。最為第一。

有能受持是經典者。亦復如是。於一切眾生中。亦

為第一。一切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為第一。此經亦

復如是。於一切諸經法中。最為第一。如佛為諸法

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宿王華。此經能救

一切眾生者。此經能令一切眾生離諸苦惱。此經能

大饒益一切眾生。充滿其願。如清涼池。能滿一切



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

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闇得燈。如貧

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如炬除闇。此法華

經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

解一切生死之縛。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

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

若書是經卷。華香瓔珞。燒香末香塗香。旛蓋衣服。

種種之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薝蔔油燈。須曼

那油燈。波羅羅油燈。婆利師迦油燈。那婆摩利油

燈供養。所得功德。亦復無量。宿王華。若有人聞

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者。亦得無量無邊功德。若有女

人。聞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能受持者。盡是女身。



後不復受。若如來滅後。後五百歲中。若有女人。

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

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

上。不復為貪欲所惱。亦復不為瞋恚愚癡所惱。亦

復不為憍慢嫉妒諸垢所惱。得菩薩神通。無生法忍。

得是忍已。眼根清淨。以是清淨眼根。見七百萬二

千億那由他恆河沙等諸佛如來。是時諸佛。遙共讚

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

受持讀誦。思惟是經。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

邊。火不能焚。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千佛共說不

能令盡。汝今已能破諸魔賊。壞生死軍。諸餘怨敵。

皆悉摧滅。善男子。百千諸佛以神通力共守護汝。

於一切世間天人之中。無如汝者。唯除如來。其諸



聲聞辟支佛。乃至菩薩。智慧禪定無有與汝等者。

宿王華。此菩薩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聞

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現世口中。

常出青蓮華香。身毛孔中。常出牛頭栴檀之香。所

得功德如上所說。是故宿王華。以此藥王菩薩本事

品。囑累於汝。我滅度後。後五百歲中。廣宣流布

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惡魔魔民。諸天龍夜叉。鳩

槃荼等。得其便也。宿王華。汝當以神通之力。守

護是經。所以者何。此經則為閻浮提人病之良藥。

若人有病。得聞是經。病即消滅。不老不死。宿王

華。汝若見有受持是經者。應以青蓮華。盛滿末香。

供散其上。散已。作是念言。此人不久必當取草坐



於道埸。破諸魔軍。當吹法螺。擊大法鼓。度脫一

切眾生老病死海。是故求佛道者。見有受持是經典

人。應當如是生恭敬心。說是藥王菩薩本事品時。

八萬四千菩薩。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多寶如

來於寶塔中。讚宿王華菩薩言。善哉善哉。宿王華。

汝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乃能問釋迦牟尼佛如此之事。

利益無量一切眾生。



慈濟的本體與特質

慈濟是民間的團體

在群體領域中

認識個體責任



慈濟是宗教的團體

在信仰領域中

找到心靈歸依



慈濟是慈善的團體

在助人領域中

肯定人生價值



慈濟是修行的團體

在精進領域中

觸動人格昇華



慈濟是教化的團體

在度化領域中

落實慈悲宏願



慈濟是力行的團體

在實踐領域中

體現心即是佛



無數的失望生命

因展讀上人的書而回頭

無數的禁錮心靈

因展讀上人的書而開放



許多的破碎家庭

因展讀上人的書而和樂

許多的美善因緣

因展讀上人的書而具足



世間萬物皆有其因緣法則，

正如人人希望快樂、幸福，

就必須依照快樂、幸福的

因緣法則去實踐！



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

種時稱「因」

得時謂「果」



心的方向

決定

生命的方向



依教奉行 力行菩薩道 成佛



學習單：

1.為什麼燃身、燃臂、燃指供佛，是真精進、
真法供養如來？

2.靜心思惟：如何把法華精神在慈濟團體的
各個面項，乃至日常生活中力行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