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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要20210320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醫子喻

「醫子喻」是在《法華經》的
「本門」，也就是第十六品
〈如來壽量品〉。



佛陀為說明自己早已成佛久遠，此生示現
八十歲入滅是為了度化眾生的方便，所以
舉出「醫子喻」來讓弟子了解，自己就像
一位醫術高明的醫生父親，面對中毒卻不
肯服藥的孩子們，只好遠行後請人回來告
訴孩子自己已死，讓孩子們因為震驚悲痛
而願意服藥，等到孩子痊癒之後，再回到
家來讓孩子知道自己這樣做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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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帖藥，可作為一個藥引，促使人們
開始願意聽聞佛法、服用法藥，珍惜佛陀留
下來的珍貴教導。假如覺得佛陀永遠都在，
那麼對於他所說的法就不會覺得很可貴，總
會放著等到覺得好像有時間了再來接受。就
像我們假如覺得父母永遠會在，覺得好像孝
順是明天再說、以後再說，但是父母不在的
時候，就會覺得來不及了！所以這是「醫子
喻」所要傳達的教導。

法華七喻現代觀 - 醫子喻



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



1.〈從地湧出品〉他方國土諸菩薩摩訶薩向
世尊提出，要在娑婆弘法，但佛陀婉拒了。
說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菩薩摩訶薩與
其眷屬，能夠在此持經宣法，此話一出，大
地震裂，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從地
湧出，禮佛問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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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開示「醫子喻」的因緣



2.彌勒菩薩代表疑惑的大眾請問世尊，這
些菩薩所來因緣，佛陀說是過去娑婆世界
所度化的，所有人都非常訝異，釋迦世尊
成佛不過四十餘年，這些菩薩不僅數量無
邊，而且還都久修梵行，大家跟著佛陀這
些年來，不僅沒有見過，世尊去度化這樣
的菩薩，也沒見過這些菩薩的任何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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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彌勒菩薩還舉出「父少子老喻」，說明
這樣的疑惑，釋迦摩尼佛就在〈如來壽量
品〉中，說出了事實真相，「醫子喻」即
是解釋此事而舉的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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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子喻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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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孩子生病，不遵照醫生囑咐(包括
服藥、習慣改變等)，您會如何做？

1.醫生緣，主人福，隨他去。

2.只督促按時服藥

3.以愛心方式陪伴

4.藉病苦因緣，方便施教改習氣。



第三章 良醫救療



一、依經求藥 與子令服

隨業生欲界 憂苦違意多
不生厭離 貪恚愚癡 名苦惱
生死煩惱海之法 總為苦我惱我者
無一安穩息苦處
醫王曉了諸病相 善治時世施妙藥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47



眾生很無奈，由不得自己生在欲界。
有欲就有追求，因為一念貪愛，六根
、六塵貪愛就産生「十二因緣」，從
此就苦、輪迴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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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業生欲界 憂苦違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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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逃不過的是生死煩惱海，所造
作的都是這樣的人間法，勞勞碌碌，
一輩子永遠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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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煩惱海之法

一輩子都在生死煩惱海的法之中，沒
有利益眾生的法，想全都是要貪為己
有的方法，所以苦不堪。



這輩子若不好好覺悟，若不懂得好好
調理，可能來世也找不到一個避離苦
惱的地方。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52

無一安穩息苦處



佛出現在人間，佛陀是大醫王，不只
曉了眾生身體的病痛，更瞭解普天下
之時世病。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52，354

醫王曉了諸病相 善治時世施妙藥

唯有大醫王「曉了病相」，能夠知道
時機，知道世間的生態；我們用他的
法，來對治生活中苦惱的緣由。



生，生得辛苦；求生艱難、求死不得，這
是現世間的境界。這個空間各種生物體都
已經受凌遲，到最後，多數被人宰殺。
人呢？苦還是存在，富有富的苦、貧有貧
的苦，健康有健康的苦，病痛有病痛的苦
。唯有觀念，法若能夠入心，體會到真理
，觀念中有法，自然對生態就能和平相處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54~355

貧富貴賤 生死艱難



父見子等苦惱如是，依諸經方
，求好藥草，色香美味皆悉具
足，擣篩和合與子令服。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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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佛來人間，看眾生在三界中已經
受很多苦，不忍心。
因為眾生剛強，心亂了，一直向外追
求，不懂得循循服膺真實的道理，總
是心無定向，不能定法受持，所以一
直沉迷在混亂的迷茫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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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見子等苦惱如是



依經求藥，喻觀機施教。
佛陀用種種藥方、種種方法，來觀機
施教、應機投法、應病用藥。用色香
味都很好的藥來調伏，這是譬喻一大
乘妙法。
好好服用，用心持受，以成長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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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諸經方 求好藥草



藥也不能很苦，所以要再設法「色香
美味皆悉具足」，要讓它看起來能被
歡喜接受，吃起來不覺得很苦，聞起
來又很香，才能讓這些孩子歡喜服用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59

色香美味皆悉具足



譬喻佛以種種方便善巧，說此妙法來
催服剛暴，稱為「擣篩」，就是慢慢
捶、碾、篩過，來調合藥。
這些藥很俱全，不論什麼药、什麼藥
草全都包含，可以讓我們戒、定、慧
、解脫、解脫知見，到佛的知見，成
就我們的法身。 P.361~362

擣篩和合 與子令服



所有的法都是要讓人人能夠相信，能夠
身體力行。
惱苦要及時斷，就不會再有苦惱在我們
身邊。
佛陀來人間應機說法是無時不在，不論
樹木、鳥叫蟲鳴，我們看到的形、聽到
的聲無不都是法，這就是宇宙真理。

P.364



二、勸服法藥 苦患速除

慈心緣行護眾生 悲願力勸服法藥
時世人四大失調 起因皆由邪毒侵
是則苦患與日增 服此法藥苦患除
三乘持法不失心 一乘法藥病皆除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65



我們的方向、所要開的道，就是要入人
群去關懷、去守護眾生。
凡夫是一念無明生三細，諸菩薩的一念
是「四弘誓願」，也就是誠心大願要度
盡一切眾生。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是學佛者應
該要努力的方向。 P.365

慈心緣行護眾生



這個病就是因為有五毒在內心，邪毒一
直侵入，所以變成造業。
造業累積了，意識中這個種子變成今生
這樣造作，來生也是帶著這樣的習氣、
意識，生生世世延續。

邪毒侵 成苦患
P.367

邪毒侵入 苦患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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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世的緣一直結，惡因、惡緣、惡果一
直造成，因、緣、果、報連環跟過來。
苦患一直累積，人我是非不斷，怎麼辦
？結仇連禍，生生世世冤冤相報何時了?

唯有一項 「服此法藥」

P.367

服此法藥苦患除



佛陀說:「說法者，無法可說。」講法
的人哪有定法可說呢？「一理通，萬
理徹」，只要方向是對的，道就要自
己開；人人道理、方向體會了，就能
夠開道，讓大家去鋪出一片平坦的路
，目的就是要人心淨化。

P.370

開道鋪路 淨化人心



我們自覺也要覺他，行大乘法，這就
是法藥。若能夠使用法藥，自然自除
心病，也能夠淨化人心，這就是我們
要努力的。

P.372

三乘持法不失心 一乘法藥病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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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有情」就是菩薩。學佛要覺悟自性
，在人群中成為一位學而覺的有情人。
要立悲心、弘誓願，用很誠意的心入人
群去誓願度眾生，同時要不斷地去除無
明，自己也要學法；若沒有法，要如何
入人群？我們要持法入群，彼此切磋琢
磨，互相介紹讓人人來用法。 P.373

覺有情人 持法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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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門無量誓願學



現在的生態，需要精煉過的法，來用在
現代的時世、人間。以前人的心態與現
代人不同，要用什麼方法來入藥，就要
看這個時代的生態和心態。
在思想、觀念上要很用心去體會法的真
實與使用，這是法的精髓。

P.374



知道對方是什麼病，就給他用什麼藥。
《法華經》是大、小病都能夠適用，大
、小根機都可以用，所以要很用心去體
會。聽來的法要用在生活中；不是聽來
，去做大學問。法能應用，就能為人除
掉煩惱、無明的苦，所以「無復眾患」
。 P.377~378

勸服法藥 無復眾患



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
、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盡
除愈。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78



「不失心者」一聽到法就開始受用、改
變自己；方向準了，自己開道路行六度

「見此良藥、色香俱好」是有對機了

「即便服之，病盡除愈」，知道法，依
照法來修六度萬行。

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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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失心，瞭解法就是要投入人群，
而幫助人是這麼歡喜，這麼感動。所以
開始用一大乘法，病都消除了，不執著
於利己，也不執著、害怕再來生死；發
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生生世世要度盡無
邊的眾生。

P.380

不失心者 即便服之



三、用藥安治 時世痼疾

大醫王治病方法
既深知病源發起 當作方法療治之
治病之法有多途
舉要言之防與治 用藥安治時世病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81



經過專家學者的探討研究與整合，愈來
愈瞭解這時世病就是「四大不調」。
這個道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就
已經說了――五濁惡世。

P.383

五濁惡世 危機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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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濁――見濁、眾生濁、煩惱濁、
命濁、劫濁。

在長時間所累積的這個「劫濁」時代
，這麼多生命體在這地球上不調和，
人與人之間相爭奪、人與動物之間強
食弱、生物界互相傷害，這稱作「眾
生濁」。

P.383



眾生的濁氣就造成煩惱，因為大家欲
念一起，就有你、我相爭，煩惱不斷
產生。有了煩惱產生，就會意見分歧
；意見分歧，造成不一樣的爭端，變
成人禍叢生，對人命有威脅，就是「
命濁」。不論是大自然或是人禍，佛
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經分析，都
是人的生態、心態造成世間危機重重

P.383



要如何治病？
要治心
要如何對治心，要如何用法？
還是在心，一念之間可以造作出很
多救人的方法。

P.384

大哉教育



最好的醫生就是教我們預防。
健康教育，讓大家有保健常識。
佛陀要我們防心，「戒」――防非止惡
有病就要開始用藥――治病的調和
需要的就是調和――合和互協最重要

止心動念
P.384~386

治病之法 唯防與治



到達成佛的境界，不要忘記「大慈悲為
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
我們的道業就是「大慈悲為室」；我們
的功夫是「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
座」，人與人之間何必計較。

P.387

舉步踏實 觀空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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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
喜問訊，求索治病，然與其藥
而不肯服。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89



「餘失心者」，是指這些失心的人。不
失心的人服用藥了，失心的人却不肯吃
藥，只說：「父親回來，我歡喜。」已
經失心的人，病較重了，分不清楚這是
好藥，不懂得要用藥。

P.389

餘失心者 不肯服藥



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
故，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91



眾生都知道法很好，要求法，為何求而
不肯服？懂得求藥來治病，懂得求法來
治心，卻不用，為什麼？若只是中毒，
可馬上治療，現在邪毒習氣已經侵入深
處，要治很困難。

P.392

毒氣深入已失本心



總而言之
治病就是要有因緣，有機會就要趕快接
受治療，才有辦法將病治好。
法也是一樣，遇到法，要好好接受，接
受了法，慧命才會成長!

P.396



四、佛設方便 度眾服藥

心思不定 顛倒亂想 念頭亂轉 如急流水
望似恬靜 其實流急 細不可見 則湛微密
無常為常 以苦為樂 罔極虛無 名為顛倒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397



念頭若顧不好，一直在轉，就像水流
一樣。有的溪流看起來靜靜的，水面
下含著漩渦在捲。
「望似恬靜，其實流急」，心不斷在
轉，表面上看起來很冷靜，其實內心
就像急流的水。

P.398

念頭亂轉 急如流水



煩惱都是來自於無常、苦空。「無常
為常」，將「無常」當作「常」，「
常」當作「無常」，翻來覆去在顛倒
中過，這就是苦。無常本來就是苦，
我們卻當作是樂。

P.399~400

無常為常 以苦為樂



要透徹瞭解，真正的生命是在於道
理，不是在於軀體；軀體永遠都是
無常，法身-―慧命才是真正永恆。

P.403



薄福德的人覺得這和平常一樣，不知
道所要追求的法的寶貴，沒有打從内
心的虔誠。佛在世，他不懂得珍惜，
只是仗勢「反正父親是醫生，常常在
。」仗勢父親是醫生，還在世，所以
有憍恣的態度，依然沉迷在他想要的
。 P.406~407

良藥苦口 仗勢憍恣



父作是念：「此子可愍，為毒所
中，心皆顛倒。雖見我喜，求索
救療；如是好藥而不肯服。」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07



這些孩子的心都顛倒了；當醫生的父親
雖然心很悲憫，但是也很無奈。看到孩
子被邪毒的習氣侵得很深，說什麼都不
聽，也聽不懂，再好的話都勸不動。這
是沒有因緣可度之時，因為已經失本心
、沒正念，一切的一切都在顛倒中

P.407~408

此子可愍 心皆顛倒



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
是言：「汝等當知！我今衰老，
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
，汝可取服，勿憂不差。」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09



佛陀就是考慮到，現滅度對眾生比較有
益；若不在世可能大家會比較珍惜，所
以唱言將入涅槃。
譬喻「佛起大悲，方便示現涅槃」，讓
大家起希求妙法的心。

P.411

佛設方便 令服法藥



譬喻佛開始叮嚀、交代、提醒，慇懃地
告訴大家：「世皆無常，我現在時間所
剩不多，將要入滅，離開人間了。」
接受了法，要深信勿疑，藥――法才能
夠入心！

P.411~414

慇懃叮嚀 深信勿疑



第四章 法藥令癒



一、子聞父喪 方受法藥

自因緣作造諸行業 多為不善不改已過
固執己見不受勸諫 但自懊惱偏見煩悶
追想憶忿過去行事 或由現在事物不滿
於意自懊惱之作用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20



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報。
要注意我們的行動，法聽了，要時時
記憶，落實在生活中。不要懵懂造因
作緣，自己造作很多不善，不聽人勸
不肯改過，執著以為自己的行為都是
對的。

P.421

如是因緣 如是果報



十
如
是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體
如是力
如是作
如是因
如是緣

如是報
如是果

如是本末究竟

大乘諸
法妙理

《法華經．方便品第二》



過去的錯誤不肯懺悔，一直感覺是別
人不對；雖然有錯，但是錯不在自己
。有錯，不改過，還埋怨別人，這樣
的人真很難調伏。

P.422

追想憶忿 不改己過



作是教已，復至他國，遣使還告
：「汝父已死。」
是時諸子聞父背喪，心大憂惱。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25



當醫生的父親叮嚀孩子之後，就遠離
家鄉到外地去了，隨後託人回來告訴
孩子：「你們的父親死了！」這是譬
喻，就像佛陀開始向眾生唱言:「我
將要入滅了」。

P.425

遣使還告 汝父已死



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慈愍我
等，能見救護，今者捨我遠喪他
國。」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28



「若父親還在，我有病了，自然他會
慈悲為我救拔苦難；現在父親已經往
生了，離我們那麼遠，怎麼辦？」
起了不捨之心，内心就會有追求。父
親已經不在了，孩子才懂得要找藥，
譬喻如來現滅，眾生才開始憂惱，才
懂得珍惜佛在世時。

P.428

今者捨我 遠喪他國



二、悲佛涅樂 精勤斷苦

常以忍辱為心念 能調禦諸惡不生
人間合和息諍論 逢苦能忍如大地
正道能斷一切邪 除斷一切貪瞋癡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32



「忍」在「六度」的中心，所以要忍
，心心念念要知道忍，「常以忍辱為
心念，能調禦諸惡不生」。
「人間合和息諍論」，人間合和，人
我之間就「無諍」。

P.435

常以忍辱為心念



佛陀一大事因緣來人間，就是應時世
的不調，來教導人人要向正道去實行
，避免偏邪的道。
如何滅苦？ 要修行於道
必定要精進、忍辱，「六度萬行」是
我們需要的。

P.436~439

正道正念 能滅苦集



自惟孤露，無復恃怙，常懷悲感
，心遂醒悟。乃知此藥色味香美
，即取服之，毒病皆愈。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39



我永遠失去疼惜我的父親了，將來沒
得依靠，無依無怙了
自己覺醒了，知道要趕緊用藥。
譬喻佛法之妙，義理之深奥，若能依
教奉行，就能去除所有的煩惱。

P.439~422

無復恃怙 心遂醒悟



其父聞子，悉已得差，尋便來歸
，咸使見之。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43



父親聽到孩子懂得取藥來吃，已經慢
慢康復了，很歡喜，所以他又回來了
。這是譬喻有希望了，因緣成熟了，
佛再回人間。

P.443~444

因緣成熟 父便來歸



日常生活中，要時時刻刻記得我們是
學佛道者，要依教奉行。
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就是教導
我們行菩薩道；行菩薩道，六度必定
要落實在人間。人間最需要用到的，
就是忍辱與精進！

P.445



三、方便示死 實為度生

諦理恆存緣熟 如俗父如世醫
真如法身常存 化佛方便示死
實為度生脫苦
佛法雖戒虚妄 然非施以方便
法無有法能說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46



「諦」就是真諦，也就是真理。真理
恆存，無論就任何一個時間、空間、
人間，「理」都是永恆。
真如本性也是永恒存在，人人本具，
今生、來世都一樣，來來去去都沒有
耗損消磨，只是受污染，煩惱包縛住
。 P.446

諦理恆存 真如常在



我們要努力的，就是將無明習氣完
全去除。
先有煩惱才有無明，煩惱從哪裡來？
是從習氣來。
這是一層一層，所以要趕快修，不要
將來又帶著習氣、煩惱、無明再來生
。 P.452

努力去除 無明習氣



佛陀其實不必再經歷生死，但是為了
要度眾生，所以來人間。眾生在生死
中又不斷在造業，所以佛陀來人間
教化我們；要好好造善業、不要造惡
業，才不會在生死中受重重煩惱苦的
折磨，才能脫離生死間的苦。

P.454~455

佛為眾生 方便施教



佛陀是真語者、實語者、不妄語者、
不誑語者。
佛陀來人間可以永住，但是他設方便
，示生、示滅，就是要讓眾生有所警
惕，這能說佛是虛妄嗎?
他是用方法來教化眾生。

P.455~456



諸善男子！於意云何？頗有人能
說此良醫虛妄罪不?
不也，世尊。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57



佛陀反問聽法的人，「會不會有人說
他有虛妄過失呢？會有人這樣批評嗎
？有人會這樣想，這樣說嗎？」
回答的是:「不也，世尊!」，「不會
！沒有人會這樣說！」這是誰回答的
呢？彌勒菩薩。

P.460

良醫無有虛妄罪



這位父親施用智慧來救孩子，他沒
有虛妄、詐騙的心，是為了治孩子
，不得不設這樣的方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醫子喻》P.461



依眾生的根機、體質用藥，用不同的
方法。
不論如何彎、如何轉，或是直路，總
之，路要走得通，不論什麽時機，要
隨著眾生的根機用法度化，這並不虛
妄。

P.462



佛陀發揮方便智來度化眾生，讓眾生從不
懂佛法到接受佛法；從滿心煩惱，在苦難
中累積無明、造業，到能夠瞭解生死可怕
、因緣果報可怕；從開始修行斷煩惱，到
瞭解無常、因緣觀。現在要將他們帶入菩
薩道，佛陀開始教大家唯有「一乘法」，
就是教菩薩法。

P.463

一乘法就是教菩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