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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髄妙蓮華

法華七喻

火宅喻

慮詩(甘緣香)分享



火宅
？

火宅喻要教我們什麼？



如何避免？

如何出離？



佛說

「火宅喻」

是要再啟發大家的心

讓人人知道三界火宅

在人的煩惱中不斷造作

危機四伏 P.151



離開痛苦 追求快樂
是動物的本能

？
集苦

人從呱呱落地開始
家庭是第一個社會化的場所



天下子女不解父母心
長情大愛永恆緬懷中
諸子無知著塵弊垢識
迷覺一念善惡唯心轉

天底下的子女
能夠瞭解父母的心嗎

？ P.17



過去是三代 四代 五代同堂
的大家族

大家都住在一起
彼此之間
互相依照著

倫理 輩分生活 P.17



現代的孩子若長大就搬離家庭，就

像樹大分枝。不只是樹大枝出去，

現在更是剪枝，將枝剪下來種到別

的地方，或者是將整株樹苗移到外

面去。P.18



情淡了

親情的感覺也沒有了

？

人倫道德觀念 愈來愈薄弱

養不教 父之過

教不嚴 師之惰

P.18

P.20



大哉教育益群生

行善人間致祥和

宏觀 微觀

微觀 宏觀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現在有很高級的養老院

很舒服

裡面應有盡有

卻隱藏著悲與孤

一種孤單寂寞的感覺
P.19



現代社會

人倫道德觀念愈來愈薄弱

行善行孝不能等

淨化人心就是教育

人心淨化社會才能祥和

自然無災無難無嚎聲

P.20



善，就是人倫道德，走在人倫軌道上

就是善，若是脫軌，就是惡，善與惡，

只在一念心，善惡轉念之間。

如同一隻手，手背、手心健全，就能

夠做好事。做好事要有識與愛，有智

慧與長情大愛，才能夠成全很多好事。
P.22~23



天地之間是人間，人類迷失了人倫

道德，脫離了人間倫理的軌道，所

以三界這個大宅，才會「四面火

起」。小乾坤的人類亂了心，心不

健康，身造作的就完全錯誤。人與

人之間已經大規模動亂了，都是來

自於這個心。P.23



合和互協 大愛人間

南非菩薩

本身貧窮

外在物質很缺乏

卻有滿滿豐富的愛心

感恩

改變了貧窮的心

心靈變富有 P.24



實例分享

一位家徒四壁的玻利維亞志工

拉長情、擴大愛

人類的軌道開始恢復

敏懷苦難人的愛心擴大

感動了莫三比克富人穆賓

打電話去葡萄牙向父母表達愛
P.25~26



三界火宅，要趕緊讓大家覺悟，覺悟
自己沉迷在這樣的環境是不對的。要
如何轉變環境，讓大環境能夠平安？
要如何讓火消失？如何避離火燃燒的
地方，如何重建家園，這是最重要的。

值此疫情肆虐之際
聽聽

病毒的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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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這段經文

譬喻佛不忍眾生無知

耽湎放蕩

長者譬喻佛

佛心慈悲

不忍心這些眾生在火宅中 P.27



佛陀用真實法說話，大家聽不懂，

就再用方便法教育，說種種的法、

種種譬喻，不斷地呼喚，不過「諸

子無知」，耽湎放蕩、沉迷玩物、

喪志不悟。大家所造作的災禍之火

已經燃起了，為了欲念而習氣難除。
P.28



無知

玩物喪志

德要從何來呢

？ P.28



若不趕緊及時反省懺悔
趕緊改過來
以後的社會

不知會長什麼樣
所以人人

法要入心 行在法中 P.29



佛心覺海慈父愛
思惟作念救子心
設法妙權說三乘
霍然雲霄煩惱除

佛陀覺悟後的心包容天地一切萬物，
我們稱佛陀是「宇宙大覺者」，佛陀
的智慧包含了宇宙間的一切。 P.30



佛為何有這麼大的智慧呢

因為他有無限量的愛——悲智

悲是慈悲 天地萬物為一體

稱做同體大悲

佛陀的智慧涵蓋宇宙間 無所不知

佛陀是宇宙大覺者 具足悲智
佛心覺海 慈父的愛是生生世世 P.30



前面的經文提到，這麼多人還傻傻的

在火宅裡面嬉戲。就像我們人間的眾

生，不斷造作、破壞大地，挖取很多

天地間的寶物、稀有金屬，不斷挖大

山、挖土地，甚至發明炸藥來炸，真

的是自作孽不可活，這就是人生。P.34



佛陀說三乘法，就是妙權，「妙」

就是真理，只是我們根機淺，無法

直接接受；所以佛陀要用種種的方

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相」

去除，將心胸打開，天地宇宙萬物，

全都要珍惜；珍惜萬物，才能夠瞭

解萬物的真理。P.35



與人最接近、最能夠感覺到的就是人

群；要走入人群中，體會人群的苦難，

道理才會清楚，才能夠「霍然雲霄煩

惱除」。若不入人群，就無法體會人

生的「苦」 、「集」 ，就不懂得如

何學佛，如何力行菩薩道。P.36



入人群之前，首先要好好淨化自己，

自己的慧命要成長、身心要健康。

心健康，就會有智慧；身健康就要

力行菩薩道，身心平行在妙法菩提

道中，才真正能夠體會宇宙，入覺
海中，這是我們要努力的。 P.36



經文

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

佛陀覺悟之後，要將覺悟的心靈境

界與大家分享，但是眾生愚鈍，無

法很快接受，不得不用方便法，來

救拔眾生的無明習氣，讓大家趕快

撥除煩惱、無明。P.37



滅煩惱障 顯發真性

煩惱障，就是昏煩，昏沉、煩惱，

不懂得覺醒。凡夫對法很鈍，煩惱

障惱亂心神，雖然在聽法，因為心

不專，戒、定、慧三無漏學還在漏

失，法入心很快又漏掉了，所以不

能顯發妙明真性。P.39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業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如何能
體解大道 智慧如海 統領大眾呢

要時時掃除內心的雜念
將戒 定 慧住在心中
才有辦法真正入人群。 P.40



佛陀到了晚年，世緣將盡，三乘行者還未完

全取得解脫知見，唯恐救拔不及。就像那位

長者，要趕緊再設法，讓大家趕緊出來。
「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

也譬喻眾生失念，貪著執迷於所緣的境，佛

陀心不忍。眾生雖然聽法，不過還是執迷於

所緣的境，已經忘記了「人之初，性本善」。

自度、度人，才真正能入佛的智海。 P.41



無明欲熾缺慧水

救世妙法需調心

一切唯心圓覺法

心佛平等大悲心

要如何調伏無明？唯有調心。心若能調
得穩定，明智的鏡子就現前，所以要時
時用心調心，「一切唯心造」。 P.43



救世，需要妙法。第一個妙法就是
調心。天地之間，善、惡法已經雜
揉，心善，習氣不好就是惡。
「一切唯心圓覺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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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的心都要
清淨，人人都能脫離三界火宅，這
是我們修行的目標。 P.49



經文：「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
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 」這是在

解釋三乘，譬喻佛知道眾生的根機，

「應其樂著，三根普被」；各人修、

各人行，各人得、各人德，各有不同。

「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指諦、緣、

六度等法； 「諦」是四諦，「緣」是

十二因緣，「六度」是菩薩道。 P.51~56



佛法在人間就是要去除眾生種種的煩

惱、無明。眾生無明欲熾盛，就是因

為欠缺智慧——智慧的水。心若沒有

法，就像旱地；修行就像農夫耕田，

田不能沒有水。心田若廢耕，慧命就

會喪失。有了智慧的水，心鏡就如田

中有水，能映照出空中的明月現前。



四生皆從因緣生

起心動念造善惡

不由帶來業種子

無明行識緣生死

為什麼我們可以生而為人，生活得這
麼有次序？動物為何淪為動物，任憑
人類宰割，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緣！

P.5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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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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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4



慧命法髓立弘願 不忍沉溺度眾生
明思是非斷煩惱 修學道法出火宅
身為載道器，有幸聽聞佛法，要好
好把握、精進，好好將佛法吸收入
心裡，以增長我們的慧命。P.125

面對疫情的反思



心胸若是寬闊，人與人相處就一片

祥和，只要人人懂得善解，心單純

一點，彼此之間沒有懷疑、猜忌；

人人知足、少欲自然有剩，有剩就

是有餘；你讓我讓，東西就讓出很

多來了，這是最富足的人間。 P.140



不要有那麼多欲念，有欲念就貪無窮

盡；要少欲，足夠就好。有耽著，頭

腦就不清明，心就有很多煩惱。心要

廣，不只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包容，還

要心包太虛，天地有多大，我們的心

就與它一樣大，不貪著就不會去破壞，

大地平安，境界自然就美。P.141~ 142



眾生心善成則有緣化
若眾生善斷則無法度
權巧示方便說三乘教
得免受五濁八苦之害

眾生是苦或是樂呢？其實是苦樂參半。
佛陀來人間，要讓我們瞭解道理。聽
聞佛法若能歡喜用心接受，哪怕是生
活在苦難中也感覺很快樂，因為瞭解
真理才是永恆的慧命。 P.155



大悲順物應情宜 不與物爭是和氣

達於諸法之實相 為如來之實智

達於諸法之差別 為如來之權智

學佛就是希望能回歸本性——真如本體，
就是「實智」，是一切諸法的真實相、
佛法的精粹。佛法的精粹在我們的心地。
現代人知識愈高，心的無明愈大；知識
加上無明，將種種的物理顛三倒四。 P.170



清修士

帶著關心的角度宏觀天下

帶著感恩的角度看一個人

帶著善解的角度看一件事

帶著無私的角度看一件物



以人事洗鍊自己的心

以佛法鞭策警惕自己

以無漏智慧修攝己身

以堅定心志求法修行



培養

德無缺 愛無量

的

法身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