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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火宅 概念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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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崩壞，源於心的沉淪



《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 火宅三車喻

1.羊 車-小乘 聲聞

2.鹿 車-中乘 緣覺

3.大白牛車-大乘 菩薩

大白牛車-會三歸一



大白牛車-會三歸一



「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 眾苦充滿

甚可怖畏 常有生老病死憂患

如是等火 熾燃不息 」

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

經文



「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

雖復教詔，而不信受，於諸欲染，貪著深故

以是方便，為說三乘，令諸眾生，知三界苦

開示演說，出世間道。」

眾生患難 唯佛能救

經文



一.佛說譬喻

二.長者衰邁

三.大宅火起
四.諸子樂著

五.思惟救子

六.不肯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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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宅喻 經文-1

「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
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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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邑：國城、都城，是國家都會區。

⚫聚落：鎮、鄉、村，人聚居的地方。

1.國：實報莊嚴土-佛陀的心靈境界，覺悟的智慧覺海。

2.邑：方便有餘土-聲聞、緣覺，以及未證得法身的菩薩
的國土。

3.聚落：凡聖同居土-六凡、四聖同居的娑婆世界。

「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

常寂光淨土-諸佛如來法身所居之淨土



⚫年長衰邁是人生法則，在這裡譬喻佛法。

⚫佛法從正法、像法轉到末法，稱作衰邁。

「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

長者衰邁 佛法式微



「多諸人眾，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

⚫一百 喻人
⚫二百 喻天
⚫三百 喻畜生
⚫四百 喻餓鬼

⚫五百 喻地獄
造惡者多，眾生共業，
故世間崩壞。

向善 五分之二

向惡 五分之三







多諸人眾，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



一.佛說譬喻

二.長者衰邁

三.大宅火起
四.諸子樂著

五.思惟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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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閣朽故，牆壁隤落，柱根腐敗，
梁棟傾危，周匝俱時、欻然火起，
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十二十、
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火宅喻 經文-2

隤(ㄊㄨㄟˊ)落 欻(ㄏㄨ)然



第三章 大宅火起

一.乾坤大宅 四大為墻

二.福德無疆 心法無際

三.三界火宅 無明為因

四.時分有限 慧命永恆

五.癡迷如火 以法離苦



上人手札

•乾坤廣大喻大宅 三覺二德最圓滿

•長者耆德年衰邁 地水火風四大墻

•世界賴以此支持 身心世界想為境

火宅喻 壹 P157

一.乾坤大宅 四大為墻



三覺二德最圓滿

•三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二德：慈悲、智慧
慈悲是要入人群，智慧就是要用方法。

付出要把握時機，在人與人之間能及
時付出，需要因緣會合。

火宅喻 壹 P159



地水火風四大墻

墻：天地之間這個大宅外有牆，牆
又譬喻為世界，而世界就是需要
「四大」。

四大：地、水、火、風
四大要很和諧，才能成為一個世界。

火宅喻 壹 P160



見苦知福 行善人間

一.天福：造十善業

二.人間：守五戒，不失人身，但人間善惡
雜揉，有善、有惡。

三.畜生道：不守人倫、反恩為仇、不孝父
母、不行善法等，種種脫軌的人生。

四.人間地獄：人禍天災、有家歸不得
火宅喻 壹 P162



學佛的路徑

一.若要真正的覺悟就要先見苦。

要啟發愛心、多造福，就要見苦。

二.人間好修行，人間才可以成佛。

三.在人間行菩薩道，體悟天下事，自然能
夠覺悟，這就是學佛的路徑。

火宅喻 壹 P163



⚫正法-佛滅度之後五百年。有法、有修行、有證果。

⚫像法-正法之後一千年，造像、建塔、建寺廟，翻

譯佛經…等。修行者有修無證，但修得也不完全。

⚫末法-佛法已被人類慢慢淡忘，真正的正法已經看

不到了。

正法住世 堂閣不朽

火宅喻 壹 P83+P164



「堂閣朽故，牆壁隤落，

柱根腐敗，梁棟傾危。」

經 文

隤(ㄊㄨㄟˊ)= 頹



「堂閣朽故，牆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

照片取自網路



照片取自網路

「堂閣朽故，牆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



「堂閣朽故，牆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

堂-譬喻欲界。

我們的身根依報在欲界之中，欲界又稱作「器世間」。

「器」就是器具、物資等。

閣-樓閣，譬喻色界。

器世間離不開色。色界，器世間一切的色-物質、器具，
都是依賴四大會合才生成。

火宅喻 壹 P167-168



正法住世 堂閣不朽

火宅喻 壹 P83

⚫佛法從像法轉到末法，稱做衰邁。
⚫為何正法不能永久住世？

因為 人心



對法尊重 正法住世

佛門大孝地藏經 上冊 P18

⚫ 「其實，正法、像法、末法這三段時

期，並不侷限在時間的過去未來，而
是指人心對法的尊重程度。」

⚫「只要我們能夠老實尊重法，認真聽法
身體力行，此刻仍舊是處於正法時期。」



上人手札

•若論福德無疆際 悲智雙運福無量

•若論智慧無等力 如日懸空月輪圓

火宅喻 壹 P170

二.福德無疆 心法無際



1.悲智雙運 福德無疆際

2.非洲菩薩 福慧平行

3.四微五蘊 造大業力

4.大小乾坤 變礙生滅

5.心所緣境 等同虛空

二.福德無疆 心法無際

段 落



非洲菩薩 福慧平行

 非洲國家戰亂、貧窮苦不堪…

 幾年來已在南非培訓幾千位慈濟志工。

 從辛巴威、莫三比克、賴索托到南非約堡參加培訓精進。

 辛巴威到約堡需18小時車程、莫三比克也要十幾小時。

 不惜辛苦只為「大家共聚共修」。

 克服語言、文字障礙，缺洗手間、廚房…

 語言經多重翻譯成四種語言…

火宅喻 壹 P172-176



四微五蘊 造大業力

 大宅就是菩薩訓練場，訓練菩薩如何走入苦難。
 大宅不只是舊了，也敗壞了，同時火也開始燃

燒大宅了。
 四大：地、水、火、風
 四微：色、香、味、觸
 四微與四大合起來，稱作「八法」。

 四微看不到，但在不知覺中會合四微。…這八
法會合起來，就會造業。

火宅喻 壹 P177-179



南非志工 做慈濟 出火宅

慮薇 格芮楚

南非志工 出離火宅 5’25’’

非洲志工出離火宅5'25''.mp4


南非志工 出離火宅
⚫南非慮薇、格芮楚兩位菩薩，不惜病痛做慈濟。

⚫上人讚歎：
1.是很珍惜的黑珍珠、很貼心的弟子

2.多麼堅強的生命

3.天天沒有離開慈濟的法、沒離開師父的心

4.真修行、真精進、真愛師父

5.真的是守志奉道的人



做慈濟
⚫ 除習氣：貪、嗔、癡、慢、疑

⚫ 長道氣：慈、悲、喜、捨

⚫ 三界火宅，從「心」出離！



⚫車上珍寶就是「法脈、宗門」

⚫以「慈濟人文」來嚴飾之。

⚫以「慈濟十戒」為周匝欄楯、寶繩交絡。

慈濟 就是「大白牛車」



三界火宅 無明為因

境界為緣 憎愛取捨

三毒猛火 焚燒內外

色欲難安 猶如宅火

三.三界火宅 無明為因

上人手札

火宅喻 壹 P184



舍利弗懺悔發願 佛陀為其授記

⚫在自然法則下逐漸衰邁，佛陀的心也會急…不得不開心
門、說大法。

⚫直到佛陀在法華會上，殷殷稱讚大乘妙法的道理，舍利
弗才終於瞭解，佛陀過去用因緣、譬喻、言辭教導，這
是佛陀的悲懷。

⚫舍利弗發心、立願、懺悔過去，佛陀就為他授記。

⚫授記就是肯定，肯定舍利弗，證明他將來也能夠成佛。

火宅喻 壹 P184-185



年輕比丘 心欲未除

一.苦是真理，以苦為諦。我們接受了甚深妙法，
也不可忘記最開頭的苦諦。

二.有的人身出家，心卻還是念念不忘在家生活。

三.年輕比丘求佛出家，卻每天想著家裡的親人。

四.每天藉托缽時間，脫隊回到家裡，黃昏才返回
精舍。

火宅喻 壹 P186-189



五.護法天人擔心僧團不清淨，化成年輕人度他。

六.年輕比丘感到慚愧：「我已經出家了，為什麼
我的心還受情欲牽絆呢？」

七.「幸好，…還沒有還俗的心。」

八.年輕比丘頂禮佛陀求懺悔。

九.佛說：「修行者要身心合一。佛法難聞、人生
無常，生命在呼吸間。…」

火宅喻 壹 P189



年輕比丘 心欲未除 6'48''

年輕比丘 心欲未除

【靜思妙蓮華】 三界火宅 無明為因 - 20201104 第538集

火宅喻-年輕比丘 心欲未除6'48''.mp4


•只要一念心動，俗情一起，自己的慧命就很
危險。所以說，「三界火宅 無明為因」。

•這麼多的煩惱，就是從無明開始。

•即使出家了，還是有無明，何況是還未接觸
到佛法的人呢？

•所以，我們學佛，心要定。

無明為因 境界為緣

火宅喻 壹 P190



火宅喻 壹 P190-191

⚫「無明為因 境界為緣」

•攀緣的心念斷不了，就有憎、愛、取、捨。

•修行之後，若還有憎、愛、取、捨的心，就是還
在三界火宅中。

⚫「三毒猛火 焚燒內外」

•貪嗔癡三毒一起，如熱火猛焰焚燒內外，

•「無明火燒掉功德林」，無明會銷毀我們的慧命。

功德林中住慧命



色欲難安 猶如宅火

一.在器世間，眼睛接觸得到的，無不都是「色」。

二.「若是以菩薩心行菩薩道，形形色色(物質)都是
我們修行的道器。」

三.「你的身是去救人、行菩薩道，或是去貪嗔癡，
去取、去行欲？若以不淨的欲念在享受財色名食

等等，就(是在)造就三界火宅。」

火宅喻 壹 P191-193



提水滅火

一.「有這個身體能行菩薩道，還有豐富的物質，

就要趕緊及時為苦難人付出。」

二.「就像起火了，要趕緊去提水滅火。」

火宅喻 壹 P193

提法水滅無明火



一切唯心造 都在行蘊中

一.「身體不斷在行蘊變化、新陳代謝，每一天都
在老化，這都是行陰(蘊)。」

二.大陸志工懺悔忍不住欲望而買衣服的故事…。

三.「外境誘引著我們，若控制不住，就隨著欲去
行惡；若是佛法能夠入心，循著佛法的軌道走，
就是菩薩道。」

火宅喻 壹 P193-196

「堂閣朽故，牆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



四.時分有限 慧命永恆

乾坤之間器世界

山河海陸非常住

身根壽命人命短

外物遷變生滅相

上人手札

火宅喻 壹 P197



山河海陸非常住

⚫「國際間的災難以前沒這麼多，為甚麼現在成
住壞空這麼頻傳？一直在發生呢？

因為眾生共業。」

•古人知廉恥，不好的事不敢做，現在人是不怕人
知、很敢做。

•天與人這二善道，只占五分之二。再這麼下去，
到底會有多少人在造三惡道的業呢？

火宅喻 壹 P199-202



外物遷變生滅相

⚫「柱根腐敗，梁棟傾危」，譬喻生命的時分有限。

⚫生命長短無人知，但可以把握現在，開闊生命、擴
大心胸、包容世界。

⚫行菩薩道要學佛的智慧覺海，將我們的心胸擴大，
讓我們的生命與全世界都有關。

⚫生命要活得有品質、有價值、有深度。

⚫不要讓生命的時分把我們侷限住。
火宅喻 壹 P203-205



生命有限 慧命無涯

⚫「柱根腐敗」也是譬喻我們的身根，生命衰老將盡
的意思。

⚫房子沒人住，敗壞得更快，所以「生命要不斷利用
才會長」。

⚫若懂得應用，我們的精神慧命就會長久利益人間。

⚫如「阿彌陀佛」，是無量壽佛，…他的慧命，智慧
覺海壽命無量。

火宅喻 壹 P205-206



五.癡迷如火 以法離苦

癡為無明之源

無明如火燻癡迷

癡名不了一切法

欻然火焚燒舍宅

上人手札

火宅喻 壹 P211



「周匝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

⚫「周匝」：周圍，意思是三界的範圍。譬喻遍於
五蘊。

⚫「俱時」：同一個時間。

⚫五蘊念念同起，聽法時雜念與耳根聽到的法同時
生起…每一個小乾坤的行蘊，不斷在運轉。

⚫「欻然火起」指境界一浮現出來，心馬上起無明，
無明火一起就「焚燒舍宅」。

火宅喻 壹 P207/214



「周匝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

「周匝俱時」：就是很普遍，天地人間有行、無行，
全都在行蘊中。

「欻然火起」：譬喻無明忽起，如能燒的火勢，火
勢猛焰，一下子就竄出去。

這也譬喻五濁八苦之火，忽然竄起。

火宅喻 壹 P218-221

人心脫軌、行為脫序，這種無端生有、
煩惱聚集，譬喻火起焚燒。





周匝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

森林大火人間煉獄(美葡澳加拿大)1'50''

森林大火人間煉獄(美葡澳加拿大)1'50''.mp4


⚫貪、嗔、癡三項稱作無明。

⚫無明如火，火若一燒，整個煙霧迷漫。

⚫癡就是無明一起，癡暗惛迷就起，對一切法
就不了解。

⚫法若不入心，一切的法與我們平時的作為、
說的道理，無法接合起來。
(例如：隨身三寶、不動心)

火宅喻 壹 P211

無明的源頭就是癡



一、國王要去賞花，叫隨從拿一張椅子跟在身邊。
隨從覺得沒面子，寧願用擔的。國王就令其
擔三十六張椅子。

二、師父問：地上怎會有頭髮？應是女子的，將
它撿起來。

弟子答：我要守戒，怎能撿女孩子的頭髮？

師父：你只知身外那根頭髮，卻沒想到身內
有三十六種穢物。 火宅喻 壹 P212-214

法不入心 一味固執 負擔更重



生、老、病、死、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

見濁、眾生濁、命濁、劫濁、煩惱濁

五 濁

八苦



⚫有人說：「我要改脾氣。」

⚫「你哪有在改？你那天那麼大聲在罵人。」

⚫「我想要改，只是忽然間，境界一來，我就忍不住。」

⚫這就是無明。

「有想要改，想要學法，但是法沒有真正入心，

煩惱就竄出來了。」

「欻然火起」

火宅喻 壹 P219



⚫三界之內如火宅，人人的煩惱都是火種。

⚫每一個凡夫的心中，都有一個引導火起的
火種，所以我們要很小心，不要讓我們的
無明火成導引線，引燃三界的火種，那就
造業深重。

莫讓無明，引燃三界火種

火宅喻 壹 P222



人間這麼無常，計較甚麼呢？

⚫人心的火種，焚燒一切，不只焚燒舍宅，
也讓煩惱不斷增長、複製。

⚫人生是苦，何必在苦中再複製苦難呢？

無明如火燻癡迷



憨山大師《醒世歌》(節錄)

生前枉費心千萬，死後空留手一雙

悲歡離合朝朝鬧，壽夭窮通日日忙

休得爭強來鬥勝，百年渾是戲文場

頃刻一聲鑼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鄉

(憨山大師《醒世歌》共有40句)



一.佛說譬喻

二.長者衰邁

三.大宅火起
四.諸子樂著

五.思惟救子

六.不肯信受

法
華
七
喻
之

火
宅
喻

分為六章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