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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緣香（慮詩）合十

法 華 心 香



上人手札

譬者比況也

喻者曉訓也

託此而比彼

寄淺而訓深



譬喻

不瞭解的事情

舉個法（事例）

讓人知道 明白



託此而比彼

託這個東西來譬喻

很多的東西的道理結合

起來 才有這個形象



寄淺而訓深

用很淺的事情讓人明白

淺淺的道理是深深的真理



天地萬物的真理

三理四相的通達

動樹訓風 舉扇類月

使其解悟



以至易而顯至難

由淺而深 由小轉大



譬喻品

佛慈大悲

不捨

設教用譬喻



法華七喻

譬喻品 火宅喻
信解品 窮子喻
藥草品 雲雨喻
化城品 化城喻



五百弟子受記品 衣珠喻

安樂行品 髻珠喻

壽量品 醫師喻



即起合掌，瞻仰尊顏：

表示自心專一，不敢散亂，

合掌為敬，以恭敬心仰觀尊顏。





鐘鼓偈

合掌鐘響長智慧

虔誠鼓聲增福德



「心懷踊躍，得未曾有」

心開意解，通達一乘法

所以「踊躍歡喜」



見諸菩薩受記作佛，而我等不

預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

無量知見。



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

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

世尊也。



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初聞

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



而今從佛，聞所未聞，

未曾有法，斷諸疑悔，

身意泰然，快得安隱。



今日乃知真是佛子

從佛口生

從法化生

得佛法分



我本著邪見 為諸梵志師

世尊知我心 拔邪說涅槃



佛於大眾中 說我當作佛

初聞佛所說 心中大驚疑

將非魔作佛 惱亂我心耶



世尊說實道 波旬無此事

以是我定知 非是魔作佛

我墮疑網故 謂是魔所為



安住實智中

我定當作佛



我等同入法性

諸法之性為真空

真空即妙有

妙有之性即真空

是即法性



諸法一實理 名大菩提 亦名大

涅槃 亦名畢竟空 亦名如來藏

亦名中道 亦名法身 亦名法性

亦名真如 亦名真諦 亦名第一

義諦 雖有如是種種異名 但諸

法實相 理則是一



今日乃知真是佛子

只要自己願意發心、立願

我也是一樣能行菩薩道，

所以真是佛子。



佛子是「從佛口生」，同時也

是「從法化生」，因為這個法

能增長智慧，所以

「得佛法分」。



十力

（一）知覺處非處智力。

（二）知三世業報智力。

（三）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

（四）知諸根勝劣智力。

（五）知種種解智力。



（六）知種種界智力。

（七）知一切至處道智力。

（八）知天眼無礙智力。

（九）知宿命無漏智力。

（十）知永斷習氣智力。



十八不共法

1、身無失。 2、口無失。

3、念無失。 4、無異想。

5、無不定心。6、無不知己捨。

7、欲無滅。 8、精進無滅。

9、念無滅。 10、慧無滅。

11、解脫無滅。



12、解脫知見無滅。

13、一切身業隨智慧行。

14、一切口業隨智慧行。

15、一切意業隨智慧行。

16、智慧知過去世無礙。

17、智慧知未來世無礙。

18、智慧知現在世無礙。



佛慈諄諄教

弟子孜孜學

始自四聖諦

終至四弘誓



四聖諦 四弘誓願

苦諦 眾生無邊誓願度

集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滅諦 法門無量誓願學

道諦 佛道無上誓願成



四聖諦 四弘誓

眾生無邊誓願度，是緣苦諦，

而度無邊眾生之願。

煩惱無盡誓願斷，是緣集諦，

而斷無盡煩惱之願。



法門無量誓願學，是緣道諦，

而學無量法門之願。

佛道無上誓願成，是緣滅諦，

而成無上佛道之願。



我們在人間要鋪人間路，

人間的路鋪好，平坦了，

自然就能夠接上菩提道。



心與道會，就斷疑悔

有疑、有悔的心，就是心中還

有煩惱，所以

「最大的懲罰就是後悔」



昔來蒙佛教 不失於大乘

佛音聲超世希有 說微妙法

以小乘法 除眾生憂惱

以大乘法 除羅漢憂惱



一切的大乘法，離不開因緣。

但是小乘法更是完全說因緣，

以因緣、譬喻等等，讓眾生的

根機來會合這個法。



「未曾有法」，不是佛沒有說

過，是自己的心沒有去接觸到。



佛在人間，引導我們正確的方

向，我們要去體會，從苦中人

去體會苦的道理。



見苦知福

見苦知理



人生嘆苦苦何在

親身入苦去感受

用心來觀受是苦

才能了解何謂苦



權中有妙理

權與妙都是平等法



舍利弗尊者

恭敬虔誠

與心對話

思惟修

人品典範 文史留方



爾時，佛告舍利弗：吾今於天

人、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中說，

我昔曾於二萬億佛所為無上道

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

受學。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

我法中。



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佛道，

汝今悉忘，而便自謂已得滅度。

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

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

護念。



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無量無

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

億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

行之道，當得作佛，號曰華光

如來；亦以三乘教化眾生。

舍利弗！彼佛出時，雖非惡世，

以本願故，說三乘法。



其劫名大寶莊嚴。何故名曰大

寶莊嚴？其國中以菩薩為大寶

故。舍利弗！華光佛壽十二小

劫，是華光佛滅度之後，正法

住世，三十二小劫，像法住世

亦三十二小劫。



「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

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

智慧第一舍利弗尊者，去我執、

法執心自在，終得佛授記，

號曰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

眾生。



「我昔曾於二萬億佛所，為無

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

隨我受學。我以方便引導汝故，

生我法中。」

佛法難聞，明師難遇，深心信

解，緊緊跟隨。



一燈能滅千年暗

一智能除萬世愚

因緣

？



「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佛

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謂已

得滅度。」



觀心無常有四相

專一心思來觀察

了解人性入經藏

生住異滅在其中

戒慎虔誠



爾時諸天子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

輪，分別說諸法，五眾之生滅。

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是

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我等

從昔來，數聞世尊說，未曾聞

如是，深妙之上法。



世尊說是法，我等皆隨喜。大

智舍利弗，今得受尊記，我等

亦如是，必當得作佛，於一切

世間，最尊無有上。佛道叵思

議，方便隨宜說。我所有福業，

今世若過世，及見佛功德，盡

迴向佛道。



波羅奈

「昔於波羅奈」：波羅奈即初
轉法輪的鹿園（鹿野苑）。



五眾之生滅

「五眾之生滅」：

五眾就是五陰，又名五蘊，

也就是色、受、 想、行、

識的生滅。



八大人覺經

四大苦空 五陰無我

生滅變異 虛偽無主



「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記，
我等亦如是，必當得作佛」。



信為道源功德母，「大智舍

利弗，今得受尊記」，啟動了

「諸天子」的信根



我所有福業，今世若過世，

及見佛功德，盡迴向佛道。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

今無復疑悔，親於佛前，得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善哉！世尊！願為四眾說其因

緣，令離疑悔。



爾時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

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

言辭方便說法，皆為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

為化菩薩故。



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

此義，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



有大長者，其家廣大，唯有一

門，多諸人眾，一百、二百，

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



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

三十，在此宅中。長者見是大

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

是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

安隱得出。



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

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

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

無求出意。



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

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

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

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

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

之物，情必樂著。



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

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

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

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

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

皆當與汝。



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

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

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



一百 二百 乃至五百人
止住其中

包括五道眾生在這宅中，以

「一百」喻天道、「二百」喻

人道、「三百」喻畜生道，以

「四百」喻餓鬼道，「五百」

喻地獄道。



長者諸子，若十、二十，
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長者諸子」譬喻菩薩乘、緣

覺乘、聲聞乘，三乘弟子在
三界中。



於火宅內，樂著嬉戲

不覺不知，不驚不怖

喚醒沉睡的佛



珍玩之物，適其願故

心各勇銳，爭出火宅

？

心的方向決定生命的方向



感恩祝福

花開見佛悟無生

不退菩薩為伴侶

慮詩 恭敬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