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
窮子喻(壹)

郭秀琴(明致)  恭敬分享

2021年6月16日

P16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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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子喻」是《法華經》第四品〈信解品〉
中，須菩提、大迦葉、目犍連與迦旃延等四
位中根弟子，了解其實自己也有機會受記成
佛，所以就提出「窮子喻」作為對佛陀的回
應。弟子向佛陀懺悔，自己好像從小就流落
在外的孩子，不知道父親原來那麼富有，偶
然回來時，已經忘記家是什麼樣，也已忘記
父親長什麼樣了。 菩提心要20210213 –

法華七喻現代觀–窮子喻

窮子喻簡要說明



但佛陀還是記得我們，所以本來要把我們直
接帶回家，我們卻害怕逃走了，因此佛陀就
用他的智慧和慈悲來去教導這些弟子，先叫
我們去除糞，學做一些比較低下的工作，然
後慢慢養成自信，最後終於在大眾面前公開
說這就是我的兒子。所以這些弟子們等於是
在讚歎，也在感謝佛陀，教導他們成佛是可
能的。

菩提心要20210213 - 法華七喻現代觀–窮子喻



第三章 本家大富
4

一、豈至今日 全蒙等賜
二、出世法財 永恆常存
三、因信解行 入佛教法



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
珊瑚、虎珀、頗梨珠等，其諸倉庫，悉
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
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遍他國
，商估賈客亦甚眾多。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62



一、豈至今日 全蒙等賜
6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63

昔日般若轉教菩薩法
豈至於今日全蒙等賜
四十餘年來法未入心
不求而自得慶幸歡喜

佛陀大法不是今天才說，是弟子
法未入心，慶幸不求自得



昔日般若轉教菩薩法
7

佛陀的教法、所講的經，任何時候都是大
小乘一起說，看什麼樣的根機，他就講什
麼樣的法，前後一直不斷地說。
「般若」，還有之前的「方等」、「阿含」
都是佛陀一生中，每天向他的弟子們所説
的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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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是現在才開始說這能成佛的
一乘實法嗎?

9

不是。這一乘實法是佛的本懷，一開始他
就說了，只是我們聽不懂，所以他就要用
種種人事物來譬喻「法」。其實，內含的
道理很深啊！光是「四諦法」的一個「苦」
字，就已經四十幾年來說不完。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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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4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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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未入心 ，守在偏空裡，不想要入群處眾、
度眾生，他們沒興趣。現在他們瞭解了，
這是必備的法，學佛，就要成佛，要進入
大涅槃---真正完全不執著，心不受污染，
真如本性能夠應用自如、去來無礙。這才
是真正的大解脫，如諸佛菩薩去了還是要
再來，生生世世在人群中不受污染。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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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是要叫醒後來修行者的這念心，希
望人人要把握當下，懂得珍惜法，大乘法
一定要入心，還要用在人群中。這是須菩
提等的用心。所以，「不求而自得，慶幸
歡喜」。須菩提等啟發大心，法已入心，
開始發願了；佛陀已經授記舍利弗，就快
要輪到他們了。過去不敢想，現在得佛授
記的時間將臨，所以他們歡喜。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69~170



要到什麽程度才能體會到自己的真
如本性呢？

13

要先發大心、立大願，入人群中去來無礙、
不受污染，這樣就是已經入門了，到達菩
薩的境界。
佛陀的本處是佛宅。菩薩皆從佛宅中來，
佛宅就是真如本性，也就是不會再受污染
的第九識。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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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大富」表示佛的報身所居的報土，
也就是他來人間的依、正二報；依國王、
夫人的因緣生在皇宫，依這個因緣而來，
報在娑婆世界。
「財寶無量」譬喻佛德：佛德是慈悲與智
慧的顯現，也就是有無量數的法來度眾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3~174



五度為財 智慧是寶
15

佛有「五度福德」為財，「五度福德」
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佛陀用這五項教我們去造福人群，這
就是「財」。「 財寶無量」，「寶」
就是般若智慧、清淨的智慧。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5~176



16

「布施」教我們學會慈悲，能捨身外的財物。
「持戒」，才能防非止惡，不造煩惱、業力，
所以說話要很小心，做事要很謹慎，顧好
我們這念心。

「忍辱」，修行就要忍辱，不論世間的人事
物多麽困難，為了眾生、為了修行、自覺
覺他，必定要受持忍辱，不論遇到什麽，
心都不動，不受人事物搖動我們這念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5



17

「布施」教我們學會慈悲，能捨身外的財物。
「持戒」，才能防非止惡，不造煩惱、業力，
所以說話要很小心，做事要很謹慎，顧好
我們這念心。

「忍辱」，修行就要忍辱，不論世間的人事
物多麽困難，為了眾生、為了修行、自覺
覺他，必定要受持忍辱，不論遇到什麽，
心都不動，不受人事物搖動我們這念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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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我們要很堅持，才能得到禪定。

「 禪定」，心能堅定，「止住一處」
止住在我們的一心，原來清淨的本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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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等，這
些都是世間人珍視的寶，這七寶譬喻「七聖
財」。這些東西原本就在世間，修行的人對這
些世間物，不必貪為已有 。
其實佛法就是用世間人最貪戀的東西，將他轉
回來，轉貪為施，要布施出去。我們應該要儲
蓄的是自己的內財，內財就是法寶，修行者最
愛的就是「七聖財」。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7



什麼是「七聖財」
20

信、聞捨、戒、忍辱、精進、定慧、慚愧
如果沒有慚愧，什麼壞事都會做。有慚愧
的，即使煩惱習氣重，自己會克制自己，
可以不犯，或者最多是小犯，不會大犯，
克制力量強一點的，簡直不犯。所以慚愧
心是最重要的，有了慚愧，持戒才有辦法，
沒有慚愧，談不上持戒。
(終身反省 終身運動 終身學習)



如何背誦七聖財
21

相信這些法都是財寶，
要聞法也要捨得分享。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都要去做，如
果做不好要慚愧。

信、聞捨、戒、忍辱、精進、定慧、慚愧



22

信、聞捨、戒、忍辱、精進、定慧、慚愧

七聖財是六度加上信聞慚愧 。
聞捨就是聞法，聽進去法寶再做法布施
定慧是財寶要兼顧
慚愧讓聖財不漏失



23

我們在人事物中付出，才會真正有資
糧。就像我們的心有一片田，若要很
慇懃地耕耘心地，就必須播種，只耕
耘而不播種，這塊土地是空的。所以
我們光是修行不夠，還要造福人間。
「有為功德」就是在養我們的慧命。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8



有願放在心裡，沒有身體力
行，正如耕田而不播種，
皆是空過因緣。

一想二做三成功 一等二看三落空



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25

你瞭解一個人，就瞭解一部大藏經。
各人都有一部經，不論好不好念，總
是人生的一部經。所以，我們若能入
人群中，體會更多的人間事物，更能
幫助我們堅固道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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慳貪者起布施心
憍慢者起持戒心
瞋盛者起忍辱心
懈怠者起精進心
散亂者起禪定心
愚癡者起智慧心



二、出世法財 永恆常存
27

世間財富人欣慕
人欲侵奪實無常
唯是覺道恆常存
出世法財無倫比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80



唯是覺道 永恆常存
28

聽法之後能夠覺悟，慧命成長，就沒有老、
病、死的威脅，所以人需要有法，法才能
永恆常存。
這就是出世的法財，但人人只求世間財物，
不知道出世法財才是永恆。法入心之後，
成長了我們的慧命，這才是無量無數的財
富，才是很長久的東西。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86



十力為臣 以佐正智
29

事業要推動得好，需要有智囊團在周
圍協助、管理事務；「臣佐吏民」譬
喻佛的方便法，佛陀用種種方便法，
幫助他發揮智慧，隨機逗教，稱作
「佐正智」，佐就是幫助、輔助。佛
有「十力為臣，四無畏為佐」。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88~189



修行最重要的是?
30

修行最重要就是要斷習氣，習氣難斷，所
以才會小心眼；心眼狹窄才有那麼多的計
較、煩惱，才常有那麼多的無明將我們遮
蓋。很多讓我們迷惑的事情，就是因為我
們的煩惱習氣未斷，這是眾生的毛病。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92~193



從凡入聖必信為先
31

「十力為臣，四無畏為佐」，這就是佛陀
的智慧，能夠成就大智圓滿，萬行具足。
我們的「信」若堅定，十信圓滿就能入佛
教海，受無量法門。
十信：信心 精進心 念心 定心 慧心

不退心 迴向心 護法心 戒心 願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97



三、因信解行 入佛教法
32

因信解入佛法教海
修行能持無量法門
欲從凡夫入聖境域
信為先導直至願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99



因信解入佛法教海
33

大家能信解嗎?
我們若是真心信解，自然就能依教奉行。
信解，依教奉行，需要一心一志；我們的
心志要堅定，保持那一念初發心，保持那
份慇勤精進 保持這念信解，自然就一步一
步入佛法的教海中。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199



34

學佛

相信佛陀所說法
體解佛陀的教法

信解
信為道源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

應用日常生活中

靜思妙蓮華第91集



修行能持無量法門
35

佛法的教海是無量的法門，我們剛開始修
行時，都有發四弘誓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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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我們當初想要
修行的那念心、那念信解、那念願力，若
能「如初」一直堅持下來，才有辦法好好
修持無量法門。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00



信為先導直至願心
36

修行都希望能去除凡夫心，入聖人的境域。
只要有信心，既然要到那個目的地去，腳
步已經踏出來，也走段路了，應該要再向
前前進。前面的目的地是靠著我們的信心，
才能一步一步向前，最後接近目的地，這
是「信」所以要有堅持的信心。(相信才會發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01~202



37

佛陀是「兩足尊」，就是福與慧，所
以我們要修福、修慧。日常生活中，
我們事事為人設想，體會他人的心。
將已心體會彼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02

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瓔珞；
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缽。



福從做中得歡喜
慧從善解得自在



心靜火熄 歡喜信受
39

人生還有三種火，就是貪、瞋、癡。貪欲的火，
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癡迷的心，容易引火燒
身；瞋怒的心是火種、是狂妄，讓人不知是火
或是玩物。人人內心有了這三種火，就容易引
起外在這種能毀滅一切的大火。大家要離開這
個火，只有一條路，心要冷靜下來，向這條路
走去，避開這個火。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05



遇事冷靜 自然心平氣和

心平氣和 就是不浪費時間



小鳥滅火 感動帝釋

41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07~208

歡喜首鳥救火.mp4


42

這個故事讓我們瞭解，不要輕視我們日日
修行累積來的這念心。身口意業，就是從
日常生活中累積的德。
力量雖小，可用菩薩大招生；
集眾人之力，可上達諸佛菩薩聽。

真誠的心很重要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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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淨因善緣 大乘皈真
二、子不識父 不識本性
三、不解法妙 偏執空有
四、佛性淨慧 至誠為導
五、機小成習 轉小向大

第四章 慈父憶子



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
之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
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
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有子
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慇
懃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

，坦然快樂，無復憂慮。」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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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貧窮子這樣遊啊遊，經過很多地方，
到處討生活，慢慢地接近父親居住的城市。
到達父親所在的周圍徘徊，根本就不知這
間是他父親的房子，也就是他的房子，所
以還在那裡徘徊。這就是譬喻我們雖然學
佛，還未很透徹瞭解法的含意，不過我們
有這個因緣，開始在聽，慢慢地薰習。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1



一、淨因善緣 大乘皈真
46

因緣會遇巧難思
基因深埋待緣聚
淨因善緣菩提種
大乘實法皈真如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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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子為何在遊諸聚落， 經歷國
邑後，會到其父所止之城？



因緣會遇巧難思
48

在人間若能夠透徹因緣，任何事情就無罣
礙了。就是不知道因緣果報觀，所以才會
在人間勞勞碌碌，人與人互相計較；愛的、
不愛的，有緣的、無緣的，起了這麼多的
分別心，苦啊！我們若能透徹瞭解，「因
緣會遇」真的是巧妙難思議。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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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曾開示其講經說法的想法和方法：
「把握住佛陀所覺悟的宇宙人生真理，
融合現代的人間事相與慈濟人的故事，
以合世間常理的敘事方式來講說佛經，
避免流於格局狹小、虛幻神話、事理
矛盾的情況，期待使人聽得懂、行得
通、做得到，而得以因法而改往修來、
解脫自在。」 上人開示於2013年3月26日

2013年「菩薩廣行無量義」讀書會推動要點



50

聽得懂

得解脫

行得通

做得到

改往修來



笑比皺眉好看
說話比呵斥自然



遊諸聚落 觀察五蘊
52

在佛的時代，須菩提等弟子就是無央數劫
前不斷地薰習佛法，所以才能生生世世隨
著佛陀，來來回回應化在三界之中;佛任何
一個時代來到人間，他們都有因緣巧遇。
這位貧窮子經歷過六道四生，雖然這樣在
流浪，佛同樣往來三界度眾生，所以不論
在哪裡，都能與佛同世。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2



遊諸聚落 觀察五蘊
53

有的人受盡了苦難，聽到佛法之後，知道
「苦」了，懂得要「厭離」，開始知道要觀察
「五蘊聚落」。「聚落」譬喻五蘊―色、受、
想、行·識，我們日常生活都是在這五蘊之中。
我們面對的種種境界，都稱作「色」，除了看
人以外，看一切物，無不都是「色」，看了之
後，我們接受來的感受等等，這就是「聚落」。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3



覺而不貪 入聖教門
54

「五蘊聚落」之外，還有「十二入」
為「邑」，「十八界」為國，這是一
種譬喻。十二入就是六根，眼、耳、
鼻、舌、身、意，及其所對應的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十八界就
是六根、六塵、六識。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4~235



55

六根

意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眼根

身根

六種感官
六塵

法塵

聲塵

香塵

味塵

色塵

觸塵

六種對象
六識

意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眼識

身識

六種作用

十二入~「邑」

十八界~國+ +



56

眼睛 美麗的花花朵

作用對象感官

識塵根



覺而不貪 入聖教門
57

我們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接受
外面的五塵(色、聲、香、味、觸)，入了
我們的「意識」，於是我們用這個識去分
別。迷，就會執著；若是覺，就能夠瞭解
這是眼睛看這些東西，在貪著而已，不必
貪，我們的意識能夠做決定。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6



58

我們若是能覺悟，法就能入心；若是
迷於這個習氣，不能覺悟，那就墮落
了!所以「十二入」，當中的「識」
(意識)若能清楚明白，就不會受根與
塵結合，惹起了貪、瞋、癡。因此我
們要聽法，清楚瞭解道理，才有辦法
洗滌無明煩惱。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6



不斷薫修 回歸真如
59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修?「三十七助道品」
能夠調好我們的心，增長我們的慧命。佛
陀將入滅之前，也是這樣交代，所以這是
修行的基礎、我們的道糧。佛陀來回三界
六道，就是因為道糧很堅固，才能鋪出大
菩提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7



60

學佛要重視因緣，不能說：「既然聽不懂，
沒聽也一樣。」不對!只要我們還在法香之
中薰習，往往一句話就會讓你改變習氣；
凡夫的習氣減一分，德香就多一分。希望
大家重因緣會遇，雖然是巧妙難思議，不
過種子種得深，總是會等到會合的時期。
菩提種子在人人的心裡，要趕緊反黑歸白；
反掉煩惱，回歸真如。 (淨心第一 利他為上)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39



經文
61

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
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
心懷悔恨。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50



62

「父每念子」，父親日思夜念，
心永遠都沒離開他的孩子。父親
還是在本地，孩子卻因為一念心
動，五陰俱生，就流落四生五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50



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
63

佛陀證悟了華嚴會的境界，那個境界「靜
寂清澄」，是諸天菩薩的境界。 那時候還
無法向諸法身大士說 ，因為菩薩還無法體
會，何況天人。後來他向人間說法，但是
也沒辦法向二乘人說，因為聲聞、緣覺也
無法體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52



64

這就是大乘法還無法向不瞭解的人說，
哪怕是初發意的菩薩，佛陀也無法向
他們說成佛的境界；沒有走在大乘菩
提道中，是絕對無法體會得到，所以
「未曾向人說如此事」。(慈濟人慈濟事)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52



65

人類的生活中具足了五蘊，色、受、
想、行、識，這五項就是在生活中。
眼見色起貪愛，愛恨情仇就是因為眼
根與外面境界會合，因為這樣的欲，
生起了種種追求，造種種業。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42~243



66

「受，就是因為有這些貪愛、得失心，
所以生起了怨、恨與仇， 這就是感受。
有了感受，所以有行動―言語，善惡
的口業；身體，善惡的造作。很多很
多的惡業，都是由身、口產生，所造
作的一切， 歸納在識蘊中。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43



67

因為眾生就是迷，所造作的善惡業歸納在
八識中，這個識的業隨身，這樣的生、死，
死、生，從五蘊所生起的種種人我是非、
愛恨情仇，這樣纏綿不休，所造作的善惡
在這業識中，生生世世周而復始，這輩子
過後再來造作。所以經歷了無數生死，叫
做眾生啊！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43~244



68

眾生就是因為五蘊，貪戀著愛恨
情仇，所以一直在造業。
若懂得「五蘊」的道理 ，自然就
能防非止惡 ，那就必須在教理之
中約束我們的身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44，255



境隨心轉則悅，心隨境轉則煩！
請記住： 你的快樂、難過，
都來自「同一顆心」。



二、子不識父 不識本性
70

父求子不得
子遊聚落等
到父城求衣食
父子共處一城
同在本地風光
唯是子不識父
不見本來面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40



71

「到父城求衣食」，已經漸漸接近了。過
去在距離此城遙遠的地方，就如凡夫在四
生六道流浪；慢慢有了善業的累積，有善
知識的指引，慢慢地與佛結緣，這個緣愈
來愈成熟，漸漸到達父城。到父親所住的
地方求衣食，就是指在這裡求法，所求的
是莊嚴衣，道糧食。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48



72

我們修習「三十七助道品」，就是已經慢
慢接近佛法，以道為糧，資養我們的慧命；
以戒為衣，讓我們有一件莊嚴衣，行為可
以防非止惡。身行所造作的一切，完全在
人生的軌道上，這様慢慢地接近佛法，在
佛法道路上走，就是「到佛城求衣食」。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49



73

眾生流落在生死中，所以佛陀就要這樣辛苦地
來來回回，但他還是常住在華嚴境域之中，只
是眾生依然來回六道。但願這些眾生能夠慢慢
開始求法；已經入城了，希望在此城中不要再
脫離，這要看人人是不是時時用心守護這個城。
城中有我們的父親，我們要趕緊與父親會面，
體會我們本來的面目。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59



三、不解法妙 偏執空有
74

自華嚴已來欲暢本懷
子不解法妙如聾若啞
不受一乘法偏執空有
悔昔之教誨未深入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60

自華嚴已來，時間已久，年紀也大，為
何沒有子息，無法傳承？



經文
75

自念老朽，多有財物，
金銀珍寶，倉庫盈溢。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70



76

是須善提等在譬喻、形容佛陀的心境。
「每憶其子」，父親一直在思念孩子，從
年輕時孩子幼稚地離開，一直到現在五十
多歲，父親應該年紀也大了。「多有財
物」，父親很有錢，除了外面看的到的，
倉庫裡面還有很多。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70



77

「五蘊」―色、受、想、行、識，人人的
這個「色」，當眼、耳、鼻、舌、身，接
觸到外面的境界時，我們的心不被這些聲
與色所誘引，而是聞苦聲，要聞聲救苦；
見苦難人，要心懷悲念，啟發慈心，親自
救拔。我們的身體能夠做的事情、能夠走
的路，就是一條慈悲的道路。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62



78

「子不解法妙」，哪怕修行了，知道要棄
煩惱，但是要除習氣就沒有那麽簡單。一
般人法有在聽，但要除滅貪瞋癡卻很困難。
而修行者瞭解了，能盡量斷煩惱、去欲念，
這都能做得到，不過要除習氣、人我是非、
起心動念，這種微細的煩惱很難斷除。心
中還有煩惱，故不解法中之妙。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64



79

但是不是沒希望了呢？有啊，本來就有，
只是我們的煩惱，還差在這一點無法突破，
所以說「子不解法妙如聾若啞」。法是聽
了，但是要去體解那分妙、那個境界的道
理，真的是沒辦法，所以「如聾若啞」。
這是因為不受一乘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66



80 他們將自己譬喻成一位貧窮子，本來是富
有家庭的孩子，卻不知道家裡富有，放蕩、
逃家，出去後愈玩愈遠，不知歸途。這是
譬喻，原來人人都是出生在這個富有之家，
都有真如本性，只因一念無明起，如同那
位幼稚的孩子，一念心放蕩，一出去就如
凡夫在四生六道中，不知道流浪了幾回，
已無法計算。也幸好曾經在六道中，還是
有善有惡，尤其是在人間。(四神湯)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68



81

「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
這是表示「佛慈宏大福無量」。
因為佛陀生生世世修行以來， 一直在
救度眾生，無央數劫在造福人群，累
生累世不斷造福，救拔苦難眾生，這
是佛慈宏大的福無量。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73



82

學佛要多用心，才有辦法解法妙。不解法
妙，聽法，就好像有聽與沒有聽是一樣，
這耳聽，那耳漏了，或是一知半解，這就
如耳聾，聽不清楚聲音。既然不清楚，我
們要如何表達呢？所以必定對法要很瞭解，
聽進去，還要再表達出來，否則就是「如
聾若啞」。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一乘法。
這一乘法不離我們的心，人人本具真如本
性，不要偏執。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76



四、佛性淨慧 至誠為導
83

本覺佛性淨慧至誠為啟導
然此對機之語入心猶有障
眾生心念時時聞法常有漏
諸佛心慈念念眾生成道種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77

佛還是至誠心心念念傳道種，無奈眾生
聞法有漏，法入心還是有障。



84

雖然佛陀想要引導眾生，將人人的心和他
一樣會合入清淨的佛性；很誠意地想要普
及眾生，用盡心機來啟導我們的心門，引
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本性，無奈「對機之語
入心猶有障」！他用種種的方法，用心對
機說法，什麼樣的眾生，大小根機，佛陀
就用大小法來應對，但是眾生還是一樣。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78



85

法聽入心了，不過還是有障礙。凡夫
心不就是這樣嗎？「聽法，很歡喜，
這句話我受用。」「要改喔！」「好，
慢慢來啦！」凡夫普遍都是這樣。
要改其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有障礙。
什麼來障礙他呢？ 習氣與煩惱。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78~279



大錯誤容易反省
小習氣不易去除



87

「眾生心念時時聞法常有漏」，這
就是比較可惜的。若真正聽法，短
短幾句話能夠落實在生活中，就會
心有所得。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83



改除習氣，不與人計較聲色
要和自己計較是否精進



89

「諸佛心慈念念」，諸佛的心慈
悲，念念「眾生成道種」；
「種」， 一生無量。希望人人成
為道種，一生無量，將法一個傳
過一個。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84~285



90

佛陀盼望眾生都能有出世的大乘心，也就
是佛陀覺悟時的心境；眾生都有這潛在於
內心深處的真如本性，佛陀期待人人將這
本性「出世」，趕緊浮現出來。我們要
「出世」這個大乘心，不忍眾生受苦難，
以眾生為道場，在這個道場中，才能真正
淨化我們的煩惱無明；若沒有在眾生中磨，
無法真正將煩惱去除。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87



五、機小成習 轉小向大
91

覺父念在小機恆隨契範
深思欲教大乘久植機緣
唯因機小成習導之向大
傳法髓長慧命轉小向大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95



92

「覺父」有兩種意思，一種是我們身
外的佛，釋迦牟尼佛，是佛如父，慈
悲念念眾生；一種是我們內在的本覺，
如來真如本性，知道自己要好好用功、
要斷除煩惱，這是我們本來具有的覺
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95



93

「恆隨契範」，「恆」就是用很長的時間，
「隨」就是沒有捨離、一直跟隨著，「契」
就是用佛法與眾生心契合，「範」作為典
範，用這樣的形態來教育。所以，一定要
「深思」，用心思惟，如何能將這教法普
遍入人群中，讓人人漸漸體會大乘法，而
不只是獨善其身，必定要兼利他人。這需
要很長的時間。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97



94

可見度眾生是多麼辛苦！ 要讓人人能夠透
徹瞭解，清楚道理，很不容易。所以要
「傳法髓長慧命轉小向大」，不得不傳法
髓了！ 法脈一定要傳承下去，讓佛法長長
久久，千秋百世。
現在講的《法華經》是法髓，不只洗滌我
們的無明，更重要的，它是「髓」，能讓
我們自己「造血」。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298~299，301



95

「傳法髓長慧命轉小向大」，要轉動小乘
的心，就要一心向大乘法前進，慧命要自
己顧好。「覺父」，我們內在的本覺，雖
然是本具，卻是要感恩釋迦牟尼佛，無始
劫以來不捨眾生，心心念念為眾生，永遠
跟隨著眾生，期待人人能發大乘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302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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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
財物， 坦然快樂，無復憂慮。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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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般念念不忘，長者就是期待能夠得到孩
子回來，繼承他的財富，若能這樣就很快
樂，沒有其他要求，只要求孩子能回來。
佛陀唯一的期待，只要人人相信自己本具
佛性，人人能回歸真如。若能這樣，他就
高興了，「無復憂慮」，就不用再擔心了；
財富委託之後，他就無憂愁了。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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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是要人人真正入法髓，成長慧命。大
家要很用心，不但要自我覺悟，還要去傳
承所覺悟的法，這樣才能維持佛法很長久
的時間，直到彌勒菩薩成佛之時。
「覺父」是在我們自己的心裡，我們要感
恩說法者、 傳法者， 要依教奉行，才能
法髓入心，成長慧命。我們要轉小向大，
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P.308



感恩笑長 祝福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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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和和氣氣
做事歡歡喜喜
不發脾氣不抱怨
要勤不要急
心安就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