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 化城喻

P.266 ~ P.394



經文：「於是眾人前入化城，
生已度想、生安隱想。」

P.266 上人手札：
「本無忽有謂之化，防非禦敵名為城；
有滅度法防止見思，禦生死敵；
如人欲至寶所，而於中途退還；
有聰慧大導師，權化作城止息，令其得至寶所。」

為什麼要入化城？因為抵禦生死敵；
如城堡、護城河，躲在裡面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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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果」
勤加精進「八正道」中之「正思惟」，以斷「十
使」等法之戲論，遂斷見思二惑、取證阿羅漢果
，但只證小乘涅槃僅免分段生死…

滅三種煩惱，度兩種生死
見思二惑 分段生死
塵沙惑 變異生死
無明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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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使」+「五鈍使」合稱「十使」。
「使」乃驅使、迫使，能驅使眾生流轉三界六道

‧「五利使」又名「五見」乃五種錯誤的知見、
煩惱，乃指五種迷於「理相」(道理)而起之見惑
；觀念、道理可能一念間翻轉，故名「利」。

一、身見─不知色身乃五蘊假和身，
而執著實有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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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見─「邊」即兩邊；
認為人死後一切斷絕乃「斷見」，執著死後仍常
住不變，人死之後依舊投胎為人、狗死依舊為狗
等錯誤見解乃「常見」。

三、邪見─撥無因果，認為造惡不受惡報、為善
不得善報等錯誤知見，乃邪見中之最邪者。

四、見取見─以錯誤知見判斷事物，卻認為自己
之謬解最為優越。(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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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禁取見─守於錯誤的戒律，如牛戒、狗戒

‧「五鈍使」─貪、瞋、癡、慢、疑，又名「五
毒」，是五種迷於「事相」而起之思惑。五鈍之
根本實為煩惱，但經過生生世世的積累成為了「
習氣」，也因為長年累積所以
剛強、難調伏，故名「鈍」。

二乘人破「見思二惑」，
故能斷「分段生死」。

妙法蓮華經 信解品第四



經文：「爾時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息，無復疲
倦。即滅化城，語眾人言：『汝等去來，寶處在
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

P.290 明知人間幻化無常，入人群就如入化城中，
還好我們對道理都了解。每天都在行蘊中過，若
將法入心，我們的心就會慢慢定下來。世俗事若
看淡，智慧就能慢慢增長；若看得很重，智慧就
會被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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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3、294 「化城就是方便法」
Q：西方淨土是「無為法」還是「有為法」？

「有生即有滅；既然能造作就終有消散」
Q：讀書會、各項勤務、活動，菩薩道
的一切事物現象是無為or有為？

‧「認假為真 以假亂真」
《金剛經》：
「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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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諸比丘！如來亦復如是，今為汝等作大
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

P.314 上人手札：
「謂應離去此惡道，應度過此惡道，
即合善知險道之相，兼過險道至寶所。」

「善知眾生諸根性欲」
自身的習氣難調伏、眾生的染著難超越，
然菩薩離垢利生，如蓮花出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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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
欲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
得成。』」

‧「不要遇到CC師姊，
一會兒叫我吃素、一會兒叫我捐錢…」

P.324 對持小法、守獨善其身的人，就是要用小教
淺近地來誘引他。只是一個目的，就是要使他能
一直不斷接近佛、接近法，直到一佛妙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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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3上人手札：
「小根機受小教 執小畏大，佛慈隨機逗教 應機施大
法性如水湛然 隨方就圓，菩薩破無明惑 漸近佛慧」

上人這幾段一直講「根器」，所謂「根器」其實
也就是「眾生差別的因緣」；開始修行、受法的
早晚，遮蔽無明的厚薄…等等差別。

大學生會去嘲笑國小生的課業不懂嗎？
「真正體會空性的人，不會自滿、也不會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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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人自以為究竟涅槃「執小為大」
見諸菩薩行、初聽法華前「執小畏大」

P.344 佛陀比我們更了解眾生的根器大小，雖然人
人本具佛性，卻是人人都有薰習而來的煩惱無明，
所以，佛陀累生世、塵點劫以來，不斷在人間，
用很大的耐心、愛心陪伴。

佛的「十力」之四─「知諸根勝劣智力」
「新任窗口承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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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根機受小教 執小畏大
佛慈隨機逗教 應機施大」

P.348 那一念初發心就是真如，真如乍現的時候，
聽到法會很歡喜，願意利益人群。但是，慢慢地
習氣又浮現上來，又轉大回小…

‧「要把眾生的幸福承擔起來」
可以如此作意，但不要形成另一個執著

所以說法要順應眾生根機，不斷的浸潤讓他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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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如水湛然 隨方就圓
菩薩破無明惑 漸近佛慧」

P.351「破無明惑 漸近佛慧」
滅三種煩惱 度二種生死
見思二惑 分段生死
塵沙惑 變異生死
無明惑

「四諦」─苦、集、滅、道
滅苦？苦因 or 苦果？苦因為何？「無明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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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諦」的意義有二：一、滅除 二、寂滅
印順導師：「滅除了苦痛的根源，才能解脫生死
苦，實現涅槃的寂滅。」

「從苦繁生苦，以苦欲捨苦，苦終無盡也。」
要解除眾生的生死苦迫，以佛法的正知見來說，
不論是心外的境界或是色身的健康、長壽都不究
竟，因為有生必有滅，貪求順境、健康都是眾生
的顛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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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如水湛然 隨方就圓」

‧「福慧從眾生中得」
P.352 芸芸眾生有無量數的煩惱惑，我們就是要在
人群中取得智慧，從別人的無明中了解到
「原來是這樣啊！」再用方法解除對方
的煩惱無明，若有辦法解別人的煩惱，
自己也可以增長慧命。

說法傳法務必要「隨方就圓」，
否則非但無法攝受還可能會撐破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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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 淨行品》：
「自皈依法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何謂「大藏經」？
乃佛教典籍之總集。其形成是經過中外歷代僧人
長時精心的創作發展、徵選、校正、整理而成，
內容豐富，架構嚴謹且細膩。

慈濟的「經藏演繹」
算不算「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沒有經過讀書會、共修，不可以演繹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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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一部大藏經」
佛經能夠開啟智慧；人生的經歷也可以。

慈濟宗門入群眾，無量法門在人間，自性智慧大
圓鏡；芸芸眾生，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部藏經，入
人群得見無量法門，虛心納受就能得智慧，進而
通達諸法。

若道心堅定，心鏡明朗，能夠歷
歷照映天地眾生相，才能運用
眾生之法而迴向、教導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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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若眾生住於二地，如來爾時即便為說：
『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

‧「二地」─聲聞、緣覺果位
小乘的涅槃─有餘(有漏)涅槃、小涅槃
佛的涅槃─無餘涅槃、大涅槃、般涅槃

P.356 不要以為用四諦、十二因緣滅諸煩惱，就是
真實滅度了，因為你的心思還是在起伏中。

所以只是近於佛慧，不是等於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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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手札：
「觀察諸法體，性不生不滅；
慧心安住忍，心堅志不動；
深思細觀法，性本無生滅；
信解真實法，心安住澄寂。」

P.361 講「法」、「性」
佛法中「法」的定義：
1.世間生滅現象 2.法寶、道理
「觀察諸法體」的「法」是 1 o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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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諸法體，性不生不滅」

‧世間生滅現象的「性」─空性
眾生本具有「性」─是真如、佛性

「性不生不滅」是生滅現象 & 真如 都通用！

P.363
地水火風 + 空 + 識 =「六大」
這個「空」是”空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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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心安住忍，心堅志不動」

P.366 要度人必定要承擔、負責；在人群中，很多
人間的責任都要承擔起來。人事物不如意十有八
九，能不忍嗎？真正發心立願，心與法能契合起
來，這一念慧心一定要安住在忍。

‧「師姊坐在柱子邊上」
“憋著”也是一種境界，
但不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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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心安住忍，心堅志不動」

P.366「心包太虛」，心性本來就是這麼的開闊，
有什麼東西能阻礙我們的心呢？心志是這
麼宏大，有什麼我們不能容納的呢？

‧「心量狹小則多煩惱，
心量廣大則智慧豐饒。」

心的「器量」不同，
煩惱的衝擊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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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心安住忍，心堅志不動」

「你的心能容得下多少人，就有多少人能跟你一
起做事」；你的心房有一定的容量，一、把「我」
縮小，二、把房子加大，才能住的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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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細觀法，性本無生滅」

只用肉眼看萬法的「相」有生滅、就執著在相上；
若用慧眼看萬法的「性」，那就是空、就是不定
相，就能夠不執著。

P.367 我們日常的生活，還是有「我相」，執著是
你、是我；是我對、你錯，一直在對立間，所以
人與人之間難得合和互協。要淨化人心，就要從
自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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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解真實法，心安住澄寂」

窗口、組隊長、說法者乃至「名字」都是一種名
相罷了；既然能生，就能滅，所以只是臨時的因
緣俱足罷了，真正體會空性的人，不會我慢 也不
會自卑。

小故事─「泡冷泡茶」是泡茶還是供養？
泡茶是生滅現象、是事相，
歡喜、供養、感恩是理相，
能看到道理，就不會被外相所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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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非真實也。但是如
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二乘人還是有習氣、無明，故其所得涅槃並非究
竟。佛所說一切法，那怕只是人天善法，都是為
了讓眾生趣向佛道，所以也不只二、不只三，應
該是無量。

《法華經 方便品第二》：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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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如彼導師，為止息故，化作大城。既知
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我化
作耳。』」

‧「無量億劫，不能自出」
芸芸眾生未過三百由旬，故未出三界
「寶處在近」喻二乘無學去佛已近，
非凡夫眾生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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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93 學佛的目標，真的要從內心向外面的境界伸
展。人間有多少苦難需要求得解脫，而眾生的苦、
我們自己的苦，都是人與人互動，因緣與因緣相
互糾結所造成的。所以說，修行是為了自己得度
嗎？是要人人得度，我們才是真得度；人人解脫，
我們才真解脫。

若能有這樣的觀念，自然心就開闊了，不是為自
己，是為天下眾生。若沒有眾生可度，我們哪有
辦法成佛呢？若沒有看到人世間的苦難，哪有因
緣能警惕我們修行呢？所以我們要在堪忍的世界
修六度行，這是成佛的方向。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