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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宅喻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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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經譬喻品》



一切諸法令入佛知見
⚫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
，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
、示悟眾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
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
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
。」《方便品》



指月之手無數月亮只有一個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
。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
輪亦亡其指。《楞嚴經》

⚫二乘、三乘，一切諸法皆指月之手，要
我們悟佛知見，入佛知見，見自本性，
識自本心。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
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
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
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
、佛。《六祖壇經》



萬法空相無有二法
⚫菩薩欲得修學無量義者，應當觀察一
切諸法，自本來今性相空寂，無大無小
無生無滅，非住非動不進不退，猶如虛
空，無有二法。《無量義經說法品》

⚫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
身說名本覺。《大乘起信論》



一真一切真 萬境自如如
⚫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
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
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
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
一心故名真如。《大乘起信論》



一念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

而諸眾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
失，起不善念，造眾惡業，輪迴六趣，
備諸苦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
《無量義經說法品》



萬法歸一一生無量
性欲無量故，說法無量，說法無量，義
亦無量。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
者，即無相也。如是無相，無相不相，
不相無相，名為實相。菩薩摩訶薩安住
如是真實相已，所發慈悲明諦不虛。
《無量義經說法品》



菩薩不捨本逐末
⚫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
，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
處。《安樂行品》

⚫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
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
空，無所有性。《安樂行品》



大悲心起萬法現
於佛在世若滅度後得聞是經，歡喜信樂
生希有心，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
行發菩提心，起諸善根興大悲意，欲度
一切苦惱眾生，雖未修行六波羅蜜，六
波羅蜜自然在前，即於是身得無生忍。
《無量義經十功德品》



因於眾生成等正覺
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
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
提心成等正覺。」《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佛陀說法本來空寂
世尊，自從如來得道已來四十餘年，常
為眾生演說諸法四相之義，苦義、空義
、無常、無我，無大、無小、無生、無
滅，一切無相，法性法相，本來空寂，
不來、不去、不出、不沒。
《無量義經說法品》



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佛說法不離開「苦、空、無常、無我
」，一輩子說法，都在大小、生滅的法
性與法相。佛所說的四相之義是「本來
空寂」。《無量義經講述二P584》

⚫五蘊不空，苦厄不斷；無復諸大陰界
入，心得解脫。



佛法因緣眾生受苦

⚫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波羅蜜，楞嚴經
，無量義經，窮子喻，衣珠喻，醫子喻
以及火宅喻等都以不同角度，讓我們了
解生命之苦，從而離苦得樂。

⚫反毒宣導的啟示。

⚫聖誕老公公的啟示。



出離三界傳法行法

⚫火宅喻說三界皆火宅，不論我們健康與
否，富貴與否，沒有聞法覺悟的心都是
在火宅，煩惱宅，生死宅。

⚫出離火宅，就是心從窮子變富家子，就
是找到明珠，就是到彼岸，找回本識本
心，傳法行法，嬉戲快樂，自在無礙。



經 文
「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
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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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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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

⚫國、邑、聚落表示眾生的心地，有的廣
大有的狹小，種種境界，種種層次。

⚫眾生心地皆有真如佛性，但是無明障蔽
，佛性不彰，佛法不明。



佛心慈悲廣大遼闊

⚫我們的心要像佛陀的慈懷，希望天下人
人都與佛陀同樣，心很遼闊，真正是靜
寂清澄、淨如琉璃的境界。

⚫心懷眾生則清淨遼闊，心念自己則狹隘
煩惱。

火宅喻二P110



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仆

⚫佛法是生命財富，超越時間、空間、萬
物之間，生生世世得解脫安樂自在，所以
財富無量。

⚫有無數福田，無量法門法寶，可供運用
。



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眾
⚫凡夫眾生心識心宅，含藏諸種子，念念
相續，一念具十法界，所以說其家廣大
，多諸人眾。同時比喻五濁惡世，心識
相連，眾生共業。

⚫要出離眾生心宅，惟有聞法覺悟，了脫
因果，轉識成智，出離生死。



苦？



生老病死苦

⚫堂閣朽故，年老失智，髮白老朽。

⚫牆壁隤落，皮膚灰暗，皺紋斑駁。

⚫柱根腐敗，手腳無力，舉步維艱。

⚫梁棟傾危，彎腰駝背。



周匝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

⚫無明火起，憂悲苦惱。

⚫貪愛執著、瞋恚愚痴，種種煩惱如
同水火般，傷害我們的心識心宅。



貪瞋癡慢疑苦

⚫鴟梟雕鷲、烏鵲鳩鴿、蚖蛇蝮蠍，蜈蚣蚰蜒

⚫守宮百足，狖狸鼷鼠，諸惡蟲輩，交橫馳走

⚫屎尿臭處，不淨流溢，蜣蜋諸蟲、而集其上

⚫狐狼野干，咀嚼踐蹋，嚌齧死屍、骨肉狼藉



惡見邪見苦

⚫復有諸鬼，其身長大，裸形黑瘦，常住其中

⚫發大惡聲，叫呼求食。復有諸鬼，其咽如針

⚫復有諸鬼，首如牛頭，或食人肉，或復啖狗

⚫頭髮蓬亂，殘害兇險，饑渴所逼，叫喚馳走

⚫夜叉餓鬼，諸惡鳥獸，饑急四向，窺看窗牖



十地獄因
⚫菩薩見欲如避火坑，菩薩見貪如避瘴海。
•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

•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菩薩見枉如遭霹靂，菩薩觀覆如戴高山。
• 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 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能滅諸有苦
⚫菩薩見慢如避巨溺，菩薩見嗔如避誅戮。
• 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

• 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菩薩見詐如畏犲狼，菩薩見誑如踐蛇虺。
• 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

• 蚖蛇及蝮蠍，氣毒煙火燃，念彼觀音力，尋聲自回去。



諸子飲毒或失本心
⚫菩薩見怨如飲鴆酒，菩薩見諸虛妄，遍執如
入毒壑。

• 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

• 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 或遇惡羅剎、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

• 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



煩惱 貪 瞋 癡 慢 疑 惡見

隨煩惱

忿 恨 覆 惱 嫉 慳

誑 諂 害 憍 無慚 無愧

掉舉 惛沈 不信 懈怠 放逸 失念

散亂 不正
知

煩惱

《大乘百法明門論》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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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厭患無求出意

⚫這是譬喻眾生貪婪無度，戀著在五欲
裡，很多很多的欲念，永遠都不捨離。
凡夫心，一切的權、名、地位等等，都
不願意捨，所以會造成了人與人之間，
沒辦法和合，造成周圍環境等等的不安
。 火宅喻一P281



貪愛執著眾苦之源
⚫因為不知險境，有將墮落惡道之苦。
不是這輩子結束就好，來生是不是在惡
道中呢？大家都只看眼前，沒有顧後面

⚫戀慕、執著種種貪婪境界，不肯捨離
，這是很幼稚的心態，實在是很讓人擔
心。 火宅喻一P282



經 文
舍利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
，當以衣祴、若以机案、從舍出之。』復
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
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
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
已燒，宜時疾出，勿令為火之所燒害。』



身手有力

⚫「身」就是慈悲，「手」就是智慧；
身能護念眾生，雙手能拔苦，悲智就是
「身手有力」。 火宅喻一P310



衣祴机案應机救援

⚫衣祴，在西竺是一種布做的，用來盛
花或裝較細緻東西的器具。譬喻度聞法
較淺，下根機的人。

⚫机案。「机」就是小几，像茶几一樣
的小桌子，「案」就是大桌子，譬喻對
中根的人。 火宅喻一P310



唯有一門而復狹小

⚫二乘人瞭解行菩薩道必須入人群，但
因眾生濁氣很重，他不要在惡濁中再染
濁氣。他不願意入這個門，所以這個門
對他來說就很小。這就是法門難入，不
願入大乘法門，所以無法安全。

火宅喻一P325



經 文
「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
汝等速出。父雖憐愍、善言誘喻，
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
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
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
西走戲、視父而已。」



上人手札

堪嘆人生迷戀執著

信根不深道心難堅

諸法不明障道礙法

火宅喻一P357



一念慈悲出離地獄

⚫佛陀說自己在長久時間以來，也是經
歷六道，不過，在每一道他都有發心的
機會。佛陀在地獄道時，看到受刑具折
磨的人，拖著用火燒紅的鐵車，苦不堪
的故事！ 火宅喻一P358



善念一起惡道消除

⚫佛陀也曾墮落畜生道，佛經裡記載著
佛的前生前世曾為鹿王、象王。

⚫但是不論在任何一道，只要善念一起
，惡道的業就能夠提早消除。 火宅喻一P359



求法者不貪軀命莫樂著嬉戲

⚫佛也曾經化為大魚，慈力王，忍辱仙
人，都是告訴我們身是載道器。

⚫教化眾生終不厭惓，於四攝法常念順
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
疲厭。《維摩詰所說經》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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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執迷慈憫救拔

⚫「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
害」，譬喻眾生失念，貪著於所緣境
。

⚫只說怖畏離苦之事眾生不聽，佛陀
只能隨機應變，再以眾生樂著之事，
誘引眾生出火宅。

火宅喻二P41



救世妙法修行調心
⚫救世，需要妙法。第一個妙法就是
調心，人人要將心顧好。

⚫這念心若一啟動，苦就集，我們若
要滅苦，就要修行於道。

⚫修行的道路要用心走，必定要調心
，不可散亂。 火宅喻二P49



心佛平等一切唯心
⚫佛陀告訴我們「三世一切佛，一切唯
心造」，過去、現在、未來的佛，也是
要從這念心開始。

⚫要讓我們的心如何能夠平衡、穩定下
來，保持清淨的本性，到達心佛平等的

境界？那就是要應用大悲心。 火宅喻二P50



種種珍玩緣諦六度

⚫佛陀看眾生的根機，看他所要的是甚
麼而為他說法。每個人各有不同的興趣
，佛陀就必須用種種珍寶、貴重的東西
來誘引大家，這就是佛陀的用心。

⚫「種種珍玩奇異之物」，就是指諦、
緣、六度等法。

火宅喻二P54



一切諸法回歸大慈大悲

⚫緣、諦、度皆是引導我們回歸一切無
相，大慈大悲、如來本性的珍玩，是指
月之手，我們因指應當看月。

⚫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
著眾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
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維摩詰所說經》



二三乘皆為一佛乘

⚫「若二、若三之乘」，是投眾生所好，
依眾生歡喜、欣慕的方向，開三乘法。大
家還不知道這是方便法，只想貪著在緣覺
、貪著在證果，其實，真正的證果是要行
菩薩道。 火宅喻二P118



經 文

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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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車鹿車牛車
⚫羊車：比喻離苦得樂。

⚫鹿車：比喻遠離生死，有餘涅槃。

⚫牛車：比喻脫離生死此岸，到達解脫安
樂彼岸。

⚫此岸即彼岸，真妄不二，返妄歸真。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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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
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
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踴躍。



勇銳精進為善競爭

⚫「心各勇銳」，已經知道外面的東西是
自己所要的，大家的心開始勇銳、振作
起來。「互相推排，競共馳走」，大家
都要出去，所以「爭出火宅」。火宅喻二P136



互相推排競共馳走

⚫不論是羊車、鹿車，修小乘行的人，自
己要懂得止惡、不再行惡。雖然還未很
積極去利他，至少他們已經自利。

⚫「互相推排」，就是將不好的事情全部
推開；「競共馳走」，能夠有一條路向
前進。 火宅喻二P138



住於四衢無復障礙

⚫心不要耽著，自然永遠都是那麼的單純
、善良、清淨；我們的心與天地一樣寬
大，人間就祥和。所以，要平安、安樂
並不困難，只要一念心純真、不耽著，
就是最好的人生；心寬念純，天地就平
安了。 火宅喻二P147



脫離火宅自在無礙
⚫諸子是時，歡喜踴躍，乘是寶車，遊於
四方，嬉戲快樂，自在無礙。

⚫心出了火宅，佛沒給我們豪宅，要我們
乘坐大白牛車，遊於四方，傳法度眾。
法輪不轉，佛乘不動。



經 文

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玩好
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
。』

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
車。



經 文
其車高廣，眾寶莊校，周匝欄楯，四面
懸鈴。又於其上、張設幰蓋，亦以珍奇
雜寶而嚴飾之，寶繩交絡，垂諸華纓，
重敷婉筵，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色
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
，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



經 文

所以者何？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種
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
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今
此幼童，皆是吾子，愛無偏黨，我有如
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
各與之，不宜差別。



經 文

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給一國，猶
尚不匱，何況諸子。是時諸子各乘大
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



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

⚫諸子先了解所許玩好之具，再心各勇
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得出火宅。

⚫此段過程，如同窮子先取其價，尋與
除糞，去除煩惱，過是已後，心相體信
，入出無難。



各賜諸子等一大車

⚫窮子喻：「…語窮子言：『我今多有
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
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
。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
加用心，無令漏失。』



大白牛車真如本性
⚫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
而至。《窮子喻》

⚫是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
所望。《火宅喻》

⚫大白牛車，真如佛性，眾生本具，付
出即得，不求自至。



經 文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
諸子珍寶大車，寧有虛妄否？」舍利弗
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令諸子
得免火難，全其軀命，非為虛妄。何以
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具，況
復方便，於彼火宅而拔濟之。



上人手札

大慈無量愛無量

大悲無窮廣無邊

一切眾生無非子

恆牽長情深廣緣
火宅喻二P375



一切眾生無非子
⚫「一切眾生無非子」，我們一再描述
的這座大宅中的大長者，他和大宅中的
眷屬，及這些孩子的情無法切離

⚫莫吃眾生肉，眾生皆佛子，過去生無
量億劫，未來世無窮無盡都是眷屬。

火宅喻二P377



相殺相吞不得出三界

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
皆大羅剎，報終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
。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
人得出三界。《楞嚴經》



相食相誅因果循環
⚫阿難當知，若用錢物，或役其力，償
足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
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
如轉輪，互為高下無有休息，除奢摩他
及佛出世，不可停寢。《楞嚴經》



利他無虛與子大車

⚫這些孩子很歡喜，所得到的是原本不
敢要求的那麼多。佛陀問舍利弗「我
後來給他們的是這麼大的車，你想，這
樣我有虛妄嗎？有說謊嗎？」 火宅喻二P383



要五毛給無限額信用卡
⚫那些孩子跑出來，所要求的是小的羊車
、鹿車。不過，看到這輛大白牛車更加
歡喜。

⚫佛陀設三乘法—聲聞、緣覺、菩薩乘，
其實最後要給我們的是大乘菩薩法。

⚫回歸真如，眾生一體，無量無邊。

火宅喻二P416

P417



真如覺性入智慧海
⚫佛陀覺悟之後，本來是要讓大家知
道，他對浩瀚宇宙、萬物物質總體
的覺悟、智慧的覺海。

⚫因為眾生無法接受佛陀直指的人心
見性，故無法直接告訴他們真如本
具 --- 你原來就是佛。

火宅喻二P397

火宅喻二P397



全其軀命五分法身

⚫大家還是凡夫，心還在顛倒之中，無
法體會佛的境界，所以佛不得不用三
乘法，「先權教以全於小乘五分法身
」。 火宅喻二P397-398



經 文
世尊，若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一
車，猶不虛妄。何以故。是長者先
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
』以是因緣，無虛妄也。何況長者
、自知財富無量，欲饒益諸子，等
與大車。」



出火宅如過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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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知是心、
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
息故，說二涅槃。《化城喻品》



所作未辦使命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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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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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喻品》



既知息已據實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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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喻品》



經 文
如來亦復如是，則為一切世間之父。於
諸怖畏、衰惱、憂患、無明闇蔽，永盡
無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
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
羅蜜，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
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



無明我執虛妄追求
⚫學佛，不只是做好事就好，內心也要
常常自我警惕。事情做了還放在心裡
，或是連好事都不做，只是一直想要
貪求，這都是無明。 火宅喻二P466



斷除無明永盡無餘
⚫一切都是因為無明煩惱覆蔽了我們的
心，讓我們造了種種的業，受了這麼
多的人間複雜、時間累積、空間造業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苦報。學佛，總
是要用心下功夫，好好修行，斷除一
切無明煩惱，這樣就能夠清淨、明朗
。 火宅喻二P468



身入火宅鋪人間路
⚫菩薩，就要明白道理，哪怕進入最苦
難中去付出，都是很甘願、很歡喜。增
加了慧命，增加了對佛法的體會，這就
是菩薩在人間歷練。

⚫付出無所求，斷除無明煩惱。

火宅喻二P494



轉十二因緣成一大事因緣

⚫諸佛菩薩來人間，就是抱著這分「大
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
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

⚫來到這個世間不是來享福報的，更不
要來還業報，而是要用願力取代業力，
將佛法傳到世界每個角落，喚醒眾生。

火宅喻二P495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