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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覺得自己貧窮，想翻轉人生

您會如何做?

1.持續追逐物質的富有

2.努力尋求心靈的滿足

3.物質及心靈同時追求

4.心靈為主，並降低物質欲望。



《法華經》第四品，〈信解品〉中，四位尊
者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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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心要20210213 - 法華七喻現代觀 –窮子喻

須菩提、大迦葉、目犍連，與迦旃延等四位
中根弟子，過去只是一直聽法，對於入人群
行菩薩道沒有興趣，只想要趕緊斷生死，不
要再來六道輪迴。



菩提心要20210213 - 法華七喻現代觀 –窮子喻21:14~23:35

慈濟世界的窮子喻

法華七喻現代觀-窮子喻21'14-23'35.mp4


當佛陀前講一個「火宅喻」之後，弟子回應
佛陀就是說，他跟佛陀懺悔，我們就好像那
些，從小就流落在外面的小孩，我不知道我
父親原來那麼富有，但是我離開這個家很久
了，我已經忘記我家長什麼樣了，我已經忘
記我父親長什麼樣了，

菩提心要20210213 - 法華七喻現代觀–窮子喻

窮子喻在講什麼？



可是慈悲的佛陀還是記得我們，所以本來要
把我們直接帶回家，可是我們害怕了，就逃
走了，因此佛陀就用他的智慧和慈悲，先叫
我們去除糞，就做一些比較低下的工作，然
後慢慢讓他養成自信，接下來終於在大眾面
前公開說：這就是我的兒子。所以這些弟子
們，等於說是在讚歎，也在感謝佛陀，還是
願意給他這個機會，教導他們說，成佛原來
是可能的。

菩提心要20210213 - 法華七喻現代觀 –窮子喻



其實這位長者就是佛，世間的長者很有錢，
兒子流失了，父親到處找兒子，他很擔心，
我這些財富這麼多，將來我若是死，這些財
富要付託給誰？出世的慈父也是這樣擔心，
年紀愈來愈大，弟子還無法體會佛的心懷，
還是守在獨善其身，芸芸眾生，將來誰能度
化呢？佛法是不是這樣就停止了呢？沒人可
以傳下去，這就是佛的擔心。

菩提心要20210213 - 法華七喻現代觀 –窮子喻



第一章 獲大善利



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
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
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
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6



實諦理觀 法弭苦厄

實諦理觀忘情執
長情大愛菩提道
法度一切弭苦厄
慈悲等觀正道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7



「實諦理觀」，就是一乘大法真實的
道理，我們要用心去深入，細細觀想
。我們人都是因為情而迷了道理，匯
集一切煩惱，構成我們現在的人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7

實諦理觀忘情執



我們要求法，度一切眾生，希望眾生
的苦厄能消弭。想到天下四大不調，
大小災難一直重疊發生，心很急，所
以我們要把握時間，用佛法淨化人心
，才有辦法消災解厄弭苦難。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26

法度一切弭苦厄



「慈悲等觀正道行」，這是我們要走
的路，也是我們的方向。
佛陀的時代那麼單純，他能說出未來
―我們現代，人間這麼複雜，人心險
惡等等，造成了天下大小三災。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27

慈悲等觀正道行



我們藉著經文瞭解現代人的心理、解
釋現代的社會，所以經典是亙古不變
的真理，我們要能夠接受，以之培養
慈悲心，培養對眾生的平等觀，這才
是真正的真實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27



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希望我們
能更瞭解他的本懷，不要像須菩提等
人，在佛陀身邊四十多年，法聽了那
麼多，還無法體會到有這麽多的芸芸
眾生需要救拔。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28

小乘行者 求證涅槃



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
連等四位尊者是佛陀的上首弟子，他們過去
只是一直聽法，對於入人群行菩薩道沒有興
趣，只想要趕緊斷生死，不要再來六道輪迴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28

他們用單純的心修行，深入道理；瞭解了，
但是沒有生起那分要度眾生的心，沒有表達
出我要發心立願，將來要行菩薩道。」就是
缺了這一段，停滯不前。



佛陀告訴我們，行菩薩道就是要「六度萬行
」、「上求下化」，不斷再精進，不斷去接
觸眾生；而入人群，不是須菩提他們所願，
不是他們做得到的，所以，不想要求精進。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32

「不生一念好樂之心」，一點都沒有生起那
分想要接受，入人群、度眾生的心。這是他
們的心境。



須菩提尊者等人懺悔告白，過去對菩
薩道沒有起歡喜心，後來從〈方便品
〉中，讚歎佛的智慧甚深，再從<譬喻
品>，火宅、大白牛車等等譬喻，他們
終於體會、透徹瞭解了。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43

聲聞授記 心甚歡喜



不過年紀已大，身體衰邁，後悔也來
不及了。但是佛陀慈悲，還是慢慢開
導他們，現在發心還來得及，其實慧
命是永恒的，法是無始終的。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43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43~44

因為佛已經授聲聞能成佛，聲聞也能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佛智
。佛智雖然無上甚深，但是聲聞也一
樣能到達無上正等正覺，那就是成佛
。舍利弗已經得佛陀授記，所以大家
開始對自己有信心，「心甚歡喜，
得未曾有』，過去不曾這麼歡喜過。



直到「法華」時，就開權顯實，將過
去的方便法慢慢打開，讓大家看到真
實法，這就是「開示」；將這個門打
開，指示我們裡面真正的法是什麼。
我們要好好「悟入」，原來佛陀有這
麽豐富的法，要來隨機逗教；用這麼
多時間、這麼多方法，無非就是要拯
救眾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46~47



眾生在世間受盡苦難，還迷茫在内心
的煩惱中，無法解脫，所以佛陀對外
，要解救在受苦的眾生；對內則教導
，內心的無明煩惱要趕快去除，希望
人人能接受到法水，自我洗滌。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47



我們常說慈悲等觀，慈悲的終極就是
眾生平等；既然眾生平等，你殺害眾
生、吞食眾生的肉，這就是迷，就是
煩惱。為了一個「欲」字，尤其是口
欲，對眾生不平等。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47

慈悲利他 眾生平等



二乘偏空的智，停滯於獨善其身，也
還不是正覺，因為他們還未做到人人
平等、眾生平等，我得度、眾生也都
要得度。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49~50

自度度人 達正等覺



若是菩薩智就是中道的智，已經有很正
確的智慧，自己要修，也要度眾生。自
己在中間，要縮小自己，上求佛道；還
要把握時間，下化眾生，這稱作「菩薩
中道智」。這樣已到達正等覺，但還未
到大圓鏡智，也就是心很清淨，心鏡非
常圓滿清淨，山河大地、宇宙萬物完全
攝受入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50



過去認為沒有成佛的機會，只求諸煩
惱、趣入涅槃，就不會再來六道輪迴
。卻沒有想到煩惱除盡了，得入涅槃
，不受六道的業力牽引，還可以發願
再倒駕慈航來人間，這是他們過去都
沒有想過的。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62

深自慶幸 獲大善利



現在經佛陀鼓勵、證明，只要他們願
意也都能成佛，所以慶獲善利。從佛
陀的教法，領悟到人人可成佛，人人
可以發大願，不受業力驅使，乘願再
來人間，入人群中度眾生，這種深心
自慶自喜，是我們人人應該要有的。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62



佛陀的本懷，來人間一大事，無非是要讓
人人從「小乘」，凡夫心、因果觀，慢慢
善誘，從小乘聖人的因果，轉為大乘因果
。大乘因果就是要從大般若智慧的空法，
加上「妙有」，這樣，心就很自在；去除
一切煩惱，入人群中，來去自如。這是佛
陀所鋪設的完全教化，所以說「不求自得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64



人生庸庸碌碌，所求何物？求得很多
還是不滿足；所求的，即使讓你得到
了，瞬息無常，又能帶走什麼呢？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65

唯有將法入心，活絡在我們的細胞，
全身的細胞都很快樂、很歡喜。這無
求、快樂，不就是最美好的人生?



佛法千生萬世難逢，我們現在能得到
這麽甚深微妙的法，在生活中能不好
好用心，守住這念信解、甚深妙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65

深心信解 甚深妙法



第二章 窮子逃逝



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
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
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年既長大
，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
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
，中止一城。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0



窮子愚癡 如來善誘
法說譬喻領悟
對治求五利使
果報之增上慢
說三界火宅喻
復得大白牛車
再說窮子譬喻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1



五時施教：
1.華嚴時，首先面對法身菩薩，說成佛
的法，也就是他覺悟時的心靈境界。
2.阿含時，慢慢導引，讓他們知道因緣
果報觀，瞭解「苦集滅道」。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2

法說譬喻領悟



3.方等時，破「有」―執著的心，讓大
家開始瞭解，一切空幻無常。
4.般若時，說「空」―五蘊皆空，將一
切非常微細的空的道理都分析出來。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3



5.法華時，「空」的教法上，再加了
「妙有」。佛陀告訴大家，要成佛就
要啓發真如本性―成佛的境界，而成
佛的境界就是回歸到佛陀覺悟的那個
時候―華嚴海會，那種靜寂清澄，永
恒無染的境界。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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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隨機逗教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
窮子喻(壹)》P.74~75

真實法~種種方法譬喻



來到《法華經》，就不斷用種種方法
「譬喻」，要讓大家能夠體會、領悟
，以「對治求五利使」，導正修行者
「五利使」和「五鈍使」的偏差。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4~75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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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本來就是要一步一步來，方向要正確
，將内心一切的煩惱完全斷除。能夠在人
群中不受影響，才是真正的斷煩惱；若是
還受人群所誘惑，那就是心還有污染。
像這樣想要很快地修行，一歩登天，就容
易偏差;偏差之後的果報就是「增上慢」，
貢高驕慢，這樣哪有斷煩惱呢?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6



過去是佛陀用心，現在是須菩提、目犍
連等四位弟子領解佛意，用「窮子譬喻
」表白他們的內心，懺悔自己過去錯誤
，現在開始要發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7

再說窮子譬喻



現在這四位弟子代表所有的修行者，要
來述說他們內心的領解，同樣的，他們
學佛陀用譬喻的方式，向佛陀表達他們
的心意。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9

種種教法 譬喻一切



所要表達的就是感恩，因為佛陀覺悟的
境界，相信人人都能成佛，但不是人人
能接受那個境界，於是佛陀慈悲，循循
善誘，設種種教法，說空談有，譬喻一
切；用這樣的方法，慢慢來接引眾生，
所以大家對佛陀感恩。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9



〈譬喻品〉述說如來慈愍求子；〈信解
品〉描寫弟子愚癡背父。父親明明找到
孩子，但是孩子看到父親，卻跑得更遠
，不願與父親相認。因為他内心很自卑
，不知道原來自己是大長者的孩子，還
自以為是落魄的人，這是窮子的心態。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84

窮子愚癡 不入佛門



讓我們更瞭解如來的慈悲，這循循善
誘，來教誨、訓示我們，用經典、戒律
，讓我們能瞭解並防非止惡，不要再複
製煩惱等等。這麼久的時間，說盡了種
種的法，但是我們還是在自己愚癡的情
態裡，實在是很後悔!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86

循循善誘 以明斯義



佛陀是以對智者的心態來對弟子施教，就
像「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他在〈譬喻品
〉已經覺悟，得佛授記了。現在是慧命須
菩提，「慧命」的意思是已經啟開智慧，
慧命成長了，這些都是智者。智者從<譬喻
品〉中得到解悟，現在他們也要用譬喻向
佛陀述說他們的內心―-過去的愚癡、現在
的體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87



莫信小教 偏毫差大
莫學小道 喻稚幼小
莫習放蕩 令增欲意
莫貪享樂 迷回道路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88



不要和人結緣，這是小乘法。

大乘呢？佛陀教導我們要開闊心，
要廣結善緣，與所有眾生結好緣。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89

與眾結緣 而非絕緣



佛陀教我們要斷煩惱，是要身在人群中而
不受人群誘引，不受人群染著、擾亂我們
的心。就像蓮花在污泥中，借用污泥的養
分來成長蓮花、蓮藕、蓮子，它的根莖在
污泥中，卻不受污泥污染；利用污泥的養
分，讓花更盛開、更大朵，蓮蓬、蓮子更
漂亮。這就像我們在人群中，借用人群付
出，眾生就是我們的道場，這樣的觀念就
正確了。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90



不要放蕩，放蕩的心要收回來就不
容易。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94

莫習放蕩 令增欲意

本分事沒有盡到，也叫做「放蕩」
，也就是「令増欲意」。



常聽說登山者迷路，有時好幾天，等
被人發現，屍體已經發臭了。像這種
貪於一時的興趣，迷失了回家的道路
，是很危險的。就像小孩子愛玩、不
聽話，一跑出去就回不來了，因為找
不到回家的路。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97

莫貪享樂 迷回道路



捨父逃逝、懵懂頑劣的富家子，離開家庭，
一直在外面輾轉遊蕩，五十年後，非常貧窮
地回到家鄉。
「捨父逃逝」，表示退執――執小退大，譬
喻小乘的人，好不容易得遇佛陀在人間，有
緣跟隨佛出家，明明已經在佛身邊，還停滯
在小法中，不知道還要流浪多久。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05

捨父逃逝 執小退大



業累備歷五道
無明常在三界
善惡升沉不定
瞬息在一念心
一動五陰俱生
即共具五十惡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07



五道就是―-天道、人道、地獄、餓鬼、畜
生道。若十善具足，就到天道；人間則是善
惡雜揉，看我們有多少的善、惡緣，就隨著
業來人間。是富、是貧？是貴、是賤？就要
看我們過去生與人所結的緣了。五道不離我
們所造作的業，善惡業分類，形成在五道的
條件，凡夫都是這樣，因為無明在五道輪轉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08~109

五道輪轉 因為無明



十善即十善業~乃身口意三業中所行
之十種善行為。
~反之，身口意所行之十種惡行為，
稱為十惡。

佛光大辭典 P.468

十善十惡



佛光大辭典 P.468

十
惡

殺生
偷盜
邪淫
妄語
兩舌
惡口
綺語

瞋恚
貪欲

愚癡(邪見)

身
三

口
四

意
三



善與惡就是這樣在升沉；不是生天了
，就永遠在天道，福享盡還是要再墮
落。而且天道無佛法可修，只是在那
裡享福，天界也沒有苦難，所以「菩
薩所緣，緣苦眾生」，在苦難人的身
上，我們才有機會行善。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10~111

善惡升沉 瞬息一念



聽到幾句話，瞬息心就變了，原本很
好的朋友，就開始排斥他，心開始有
怨、有恨。
還有人本來是在做好事，被人說了幾
句，念頭一轉，停止了善，就開始造
惡。這都是在瞬息之間，一念心而已
，所以常說心要照顧好。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11



善念一動，我們的色身(身體)就會做好
事、行十善業；若是惡念一起，色身就
會做壞事、行十惡業。只要善一動，五
陰俱善；惡一動，五陰俱惡。一蘊就是
一十，所以「五陰」就生出了五十善，
或是五十惡，這也是在我們的一念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12

一動五陰俱生



《八大人覺經》

五陰

四大苦空 五陰無我

受

行識

想色

「人之大患，在吾有身。」



「十」譬喻在天道，行十善業生天。「二十
」譬喻在人間，善惡皆有，造十善，就生天
堂；造十惡，就要墮地獄、餓鬼、畜生道。
「五十」是譬喻「五蘊」，人人皆具五蘊
――色、受、想、行、識，每天我們的色身
做事、待人等等，都有很多的感受。每一項
感受，有時被牽引造十善，有時行十惡，因

此「五蘊」就具足「五十」。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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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陰

五十惡

五十善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12

十惡

十善+

五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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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覺 不覺
如父親
人人本具
真如本性

如孩子
初發心修行
道心未堅固

本覺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12~113，122

起無明

學佛，要找回我們的本覺，不必去很
遠處找，本覺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



「舍利弗能，我也能啊!這時候發心，
同樣行菩薩道，最後一定也能成佛。」
他們從〈方便品〉瞭解佛慧人人具有，
從〈譬喻品〉相信舍利弗都能受佛記了
，何況我們大家，所以信心大增，深信
解悟，開始啟發這念信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27

解佛心懷 獲開悟之善利



我們有緣聽到佛法，雖還未透徹瞭解
，還有無明、煩惱，若能再精進修行
，將煩惱斷盡，啟發大心，入人群而
不受污染，就有機會開始接近真如本
性，體會佛的心意。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2

所發菩提心 永為道種



若能再向前進步，將煩惱斷盡，就如
舍利弗、須菩提、迦旃延、摩訶迦葉
、目犍連，煩惱都已斷盡，開始啟發
大心，這稱作「一歷識田」。從凡夫
的六識、第七識、第八識這樣經歷過
來，現在心都清淨了，開始啟發大心
，接近第九識「阿摩羅識」，不會受
污染了。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4~135



年紀已經大了，到了五十，「加復窮
困」。這是譬喻一個人的人生，愈來
年紀愈大，愈覺得老邁，過去那麼長
的時間在五趣流轉，一無所有。「加
復窮困」，意指未曾修慧。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5

缺七聖財 加復窮困



什麼是欠缺「七聖財」？
就是「信」不深；「精進」不夠；「
戒」雖有修，還未到大戒的程度；「
慚愧」，過去的修行還未起慚愧心，
別人那麼精進，他們則停滯下來，還
未啓發；聽法還未到「聞捨」的程度
；在人群中不「堪忍」，所以「定慧
」不夠。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6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6~137

七
聖
財

定慧

六
度

精進

忍辱

戒

聞捨

慚愧

信



若要真正具足這「七聖財」，「信」就要深
信，「精進」就要無畏懼地直入人群中去廣
度眾生，不受眾生的煩惱所污染，這才是真
精進。守「戒」，不怕入五濁惡世，也不受
濁氣污染，才是真正無漏戒。「慚愧」，要
時時有慚愧心，慚已愧人。時時保護自己，
不要遇境就生欲念、瞋恚；時時對己要縮小
，對人要尊重，叫做慚愧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6~137



聞法要用心，聽了之後懂得「喜捨」，
就是布施、造福人群。心中有法，才能
「忍辱」；人群中修行，各人有各人的
習氣，要心寛念純，懂得善解、包容，
才能不起懈怠心，所以必定要忍辱。「
定慧」，戒、定、慧三無漏學具足，我
們才不會退失道心。這就是「七聖財」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36~137



人世如戲亦如過客
假名字相依報緣牽
父執愛子緣盡耽著
情繩纏綿癡愛成迷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40



人生就像這場戲，長短不知，如同過客。有
的人匆匆忙忙，很快就走過去，在這條路上
沒有看到什麼；有的人就在這條路上留戀不
去，但無論如何還是過客。在人世間，過客
是一個名字，舞臺戲也是一個名稱，舞臺上
所演的是我們的愛與恨，孩子、父母、愛人
，男男女女、卿卿我我，各種角色都有。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41

人生如戲 假名字相



人間就是這樣，用這情繩將我們纏住
，纏綿不休，這都是「癡愛成迷」。
凡夫俗子這場戲，有的演得很精彩，
不過都不離愛恨情仇，轟轟烈烈，但
是能夠多久呢？
(佛經裡一段故事……)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43

情繩纏綿 癡愛成迷



人生就像過客，來人間只是一場緣，
受業牽引，緣長、緣短，是你們過去
生結來的緣，既然緣盡了、緣滅、緣
散，也是人間的一段路程，凡夫就是
在這段路程來來往往。像這樣愚癡、
貪著愛，業力就愈造愈多，這種不顧
一切的追求都是苦。」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46



凡夫就是這樣啊！佛陀苦口婆心向我們不斷
地開示，我們卻還是執迷不悟。就像須菩提
等譬喻他們過去幼稚無知，在六道中不斷輪
迴、受盡苦難，好不容易遇到佛法，卻無法
開啓心門，接納大乘佛法，所以懺悔、懊惱
，同時向佛陀告白，自己就像幼稚無知的孩
子，捨離了本來清淨的佛性，沉迷在五道之
中。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47~148

凡夫執迷 捨離佛性



我們現在就是要求得去來自在，求得
斷除種種的煩惱，再來人間是乘願而
來；再來入人群、度眾生，這是沒煩
惱的生死。但現在還是有煩惱的生死
，因為法還未入心，要如何去，如何
來？都是隨業安排，所以還會煩惱。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49

斷除煩惱 去來自在



「七聖財」這個法，要好好精進、好
好用心，要懂得信，懂得慚愧，在人
群中如何忍，不受人群影響我們的正
念，這都是我們要修行的地方。所
以，為求衣食，就是要求這些法；「
七聖財」，我們要豐富起來，不然還
是被生死煩惱所逼迫。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0



須菩提等現在最想要的就是求解脫，雖
然老邁了，但現在已經聽到真實的妙法
，他們要趕緊求脫離生死的方法，在生
死中去除煩惱。該治療的要治療，要讓
未來的所依、正報，不受業的牽引；再
來人間，是自己發願來，為度眾生而來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1

漸漸遊行 返妄歸真



若能「返妄歸真」，將過去的煩惱，一層一
層減少，不好的習氣趕快改過來，漸漸地就
回到我們的「本覺」。在還未到達之前，表
示我們在修行，在往回家的路程接近，這叫
做「始覺」，開始要返回我們的「本覺」。
這就是返妄歸真，瞭解過去原來是一念無明
，流落在生死中，現在知道了，就要趕緊去
除生死、無明煩惱，這就是我們修行的目標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2



修行的路不是那麼容易，需要很長久
的時間，不斷在佛法中薰習。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2~153

薫習既久 漸漸生善

要提起誠意，誠心地來薰法香；薰習
既久，漸漸生善，稱作「始覺」。



「遇向本國」，「本國」就是「本覺」眾生
本具如來清淨本性，「本國」就是我們的本
性，人人都有成佛的覺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4~156

離諸妄念 回歸本覺

「遇向本國」譬喻已經瞭解人間假相都不是
真的，一輩子在六道中造種種的業，現在漸
漸知道了，於是開始「返妄歸真」，回歸真
如本性。



佛陀生生世世教導眾生，但眾生就是無
法接受，所以不得不示現人間，或是五
道、四生，在三界中應化示現。「其父
」，譬喻佛陀，喻佛慈愍、不捨眾生。
「先來」是指佛陀為眾生出入於三界，
倒駕慈航，示生死、示入滅，來教導我
們。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7~156

其父先來 求子不得



五
道

天

人

地獄

餓鬼

四
生

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畜生

五道四生



因為眾生無法體會，佛不得不以「本
跡」二門，用真實法與方便法來示化
人間。所以佛陀「先來」化度這些人
已經很久了，只期待人人能夠發大心
，可惜眾生自己退失了，就如〈方便
品〉中，五千人禮佛而退，自行退去
，沉落六道生死，就是「求子不得」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7~158



學佛真正要用心，體會佛陀的慈悲愛
心，不要讓一念無明起，在六道輪轉
，不要當那個癡迷的父親、無知的老
翁。我們應該要好好地面向著我們的
真如本性，漸漸接近。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