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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

諸佛神力所護故。

文殊師利！

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

乃至名字不可得聞，

何況得見受持讀誦？



經文

文殊師利！

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

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

王見兵眾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

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

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車璖、馬腦、珊瑚、虎珀

象馬車乘，奴婢人民。

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

所以者何？

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



經文

文殊師利！

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

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

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

於四眾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

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

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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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隨功賞賜
第二章 得法國土



第一章 隨功賞賜

一、佛轉法輪 德化制心
二、隨功賞賜 助行覺道
三、甚深妙法 唯授大乘



轉輪聖王恒以正法治化天下

令其安住善法 無諸過惡意念

恩澤各得其所 是以因緣合故

人民心所信服 人天共應供養



17

⚫掃除心中煩惱，是我們學佛者的目標。



18

⚫我們內心的煩惱魔也很多，要如何降伏
，要如何轉惡為善、轉凡為智？這就要
好好用功。

☞ 降伏心魔，每日「三」省自己：

身三、口四、意三



20

⚫我們聽法要聽入心，要調整自己內心的
法，不是只想要去調整別人。凡事付出
之後，放下了；面對的煩惱，過了之後
，放下了，這都是心的訓練。



經文

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

諸佛神力所護故。

文殊師利！

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

乃至名字不可得聞，

何況得見受持讀誦？



22

⚫妙法就是要開闊地普被，讓人人心中有
法，契於應用，這才是真正的力量在人
間，也是諸佛菩薩說法的用意。



22

⚫佛陀很慎重地呼喚「文殊師利」；文殊
師利菩薩是智慧的代表，這用意是要啟
發、喚醒人人的智慧。



23

⚫佛陀講這部經就是要適應未來的時代，
也就是我們現在，如何適應現在的生態
、心態，如何對症下藥，所以要很用心
受持。



經文

文殊師利！

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

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

王見兵眾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

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

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車璖、馬腦、珊瑚、虎珀

象馬車乘，奴婢人民。

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

所以者何？

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



25

⚫從「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
諸國」至「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
這段經文有六種譬喻：

威伏諸國喻、小王不順喻、

起兵往伐喻、有功歡喜喻、

隨功賞賜喻、不與珠喻。



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威伏諸國喻】

而諸小王不順其命【小王不順喻】

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

【起兵往伐喻】

王見兵眾戰有功者，即大歡喜

【有功歡喜喻】

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
；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車璖、馬腦、珊瑚、

虎珀，象馬車乘，奴婢人民

【隨功賞賜喻】

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

【不與珠喻】



26

⚫大威勢的強力是指佛法；佛陀轉法輪就
是要用法妙來降伏魔眾。魔在哪裡？魔
就在我們的心中。



28

⚫因緣果報，過去種的因若很強，結合現
在的緣，就會造成很多心境上的困擾，
所以有煩惱魔不斷從內心產生。

☞與躁鬱共處



28

⚫起兵討伐就是譬喻修習佛法，來對治心
魔的惱亂。



28

⚫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無不都是佛法，有
意善解就是法，無意善解那就是無明煩
惱了。



第一章 隨功賞賜

一、佛轉法輪 德化制心
二、隨功賞賜 助行覺道
三、甚深妙法 唯授大乘



譬如威德伏眾 諸根攀緣染塵

滋生煩惱禍根 威力能伏多障

喻大國護小邦 有道福德輪王

濁世人壽減損 大輪王護世安



34

⚫國家若不調和、多災難，和領導者的德
也有關聯；領導者的德，和人民的行為
也是息息相關，這就是因緣果報循環；
有因緣才會這樣息息相關。



經文

文殊師利！

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

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

王見兵眾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

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

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車璖、馬腦、珊瑚、虎珀

象馬車乘，奴婢人民。

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

所以者何？

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



35

⚫人人都有一個心王，我們平時聞法，心
王接受了法，就是要備來應用。他國已
經侵犯進來，煩惱無明已經生起了，心
王要趕緊顧好這片土地，所以要趕緊起
兵去討伐，也就是要趕緊用法。



37

⚫「有功歡喜喻」，比喻佛見眾生修精進
行，斷煩惱塵沙無明惑，甚大歡喜。佛
別無所求，最歡喜的就是看到弟子在精
進。能夠斷煩惱，聞法有心得後，内修
外行，功德累積，這就是「有功」，是
佛最歡喜的事。

☞上人看到莫三比克弟子精進



38

⚫他有在用功，如何賞賜？給他田宅、聚
落。「田」譬喻正心思惟行。



39

⚫「宅」表示智慧，悲智雙運。我們在這
片「正思惟行」的土地上，蓋一間很堂
皇、很安全的宅舍。

⚫「聚落、城邑」譬喻四果。



40

⚫若能將煩惱調伏，就是戰勝敵人。用什
麼法戰勝呢？「嚴身之具」譬喻助道之
諸善法；上戰場，要穿戰甲，所穿的戰
甲就是「慚愧忍辱衣」。修行，就是要
保護我們的慧命。



42

⚫「這是讓妳有修行的機會。妳已經很自
然，不必人家叫，妳自己就自動起來了
，恭喜！這是妳將法用在生活中。」

☞放大鏡檢視



44

⚫「慚愧忍辱衣」是處在人群中不能缺少
的。有慚愧忍辱，就不會起心動念，身
、口、意一定修得很好，不造諸惡業，
心會常常清清楚楚，沒有無明、惑一直
在心裡作祟。所以，要好好修我們的心
，要常常正心思惟行。



46

⚫慈濟「四神湯」——知足、感恩、善解
、包容也是修行的方法。

☞一則留言，捐贈還要感恩？



47

⚫「或與種種珍寶」譬喻佛授有德行者三
十七助道品；「金、銀、琉璃、車渠、
馬腦、珊瑚、虎珀」喻七覺支寶。

☞七覺支：擇法、精進、喜、輕安、

念、定、捨



第一章 隨功賞賜

一、佛轉法輪 德化制心
二、隨功賞賜 助行覺道
三、甚深妙法 唯授大乘



金銀銅鐵四王 威力亦有差別

金輪望風順化 銀輪遣使方降

銅輪威鎮乃服 鐵輪奮然始定



54

⚫現在人的心地複雜，所以大時代已經濁
氣重重，人心不調，身心有病了，須要
不斷給大家可為、能為的有為法。我們
要精進去作為，為人間付出，用身行、
事相顯現它的道理。



54

⚫雖然看盡人間的苦難與惡濁，但是不怕
，這就是可貴的地方。



55

⚫經典千經萬論，內含很多高深的法，但
是望塵莫及；想看懂，但就是無法體會
，唯有人群中的苦難我們感覺得到。



經文

文殊師利！

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

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

王見兵眾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

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

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車璖、馬腦、珊瑚、虎珀

象馬車乘，奴婢人民。

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

所以者何？

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



60

⚫「髻」喻權教，「珠」喻實法。



62

⚫總而言之，小乘人功力還不到，會惶恐
；發大乘心的人，雖然發心，不過因為
是初發意菩薩，聽到這麼深奧的道理，
瞭解持經的困難，雖然不退，但是會害
怕，心理也要有所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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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隨功賞賜
第二章 得法國土



經文

文殊師利！

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

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

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

於四眾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

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

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第二章 得法國土

一、靜慮思謐 智慧破闇
二、持無漏因 證寂滅樂



智慧能洗煩惱之垢令無染著

譬智慧法喻水

心性本淨 因根緣境諸過為垢

故以智慧淨水洗除根塵心垢

智慧力破惑闇



68

⚫我們看到東西會起心動念，歡喜或不歡
喜；人的表情，讓我們歡喜或怨恨，這
全都是根對塵境。要用智慧來看外面的
塵境，懂得善解就是有智慧的人；還要
懂得遠離，看到喜愛的東西，要趕緊提
起警覺，讓生活不受污染。

☞冰淇淋的誘惑



71

⚫價值是在人的心態，當你執著時，那是
垢穢、無明；用那麼多錢買一時的流行
，是很浪費、很奢侈！如果拿來當救命
錢、做好事，那就是寶貝了。

☞明星捐物資



經文

文殊師利！

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

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

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

於四眾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

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

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76

⚫煩惱魔軍來，要用兵眾去治；若有小王
不順伏，起兵來占土地，也要大動干戈
，派兵眾把土地討回來——用法討回清
淨的心地。



79

⚫無明、煩惱，我們不只不想、不動作，
還要再回歸本性。我們還有很多未了的
惑，所以要入人群去鍛鍊，練就進入而
不受障礙、不受污染的方法。

☞什麼是入人群？



80

⚫諸魔王就是內在的心魔、五陰魔、煩惱
魔和死魔。



82

⚫這段經文所譬喻的天下事那麼多，其實
都不離我們的心靈世界，我們的心地；
心地通徹了，自然道道皆通。



第二章 得法國土

一、靜慮思謐 智慧破闇
二、持無漏因 證寂滅樂



由修持戒定慧

能斷三界生死因緣之苦果

持戒定慧名無漏因即道諦

能斷三界生死苦

證真空涅槃寂滅之樂

是真空無漏果即滅諦



經文

文殊師利！

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

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

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

於四眾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

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

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94

⚫我們內心也有善惡交戰時，所以要堅定
自己善的將領，好好顧守，不要讓煩惱
無明魔侵犯，要用心降伏它；教育好自
己的心念，去除無明，回歸正法。



經文

文殊師利！

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

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

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

於四眾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

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

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100

⚫「諸法之財」，就是指三十七助道品。
意思是賞賜他們種種的法財——「名出
世解脫之財」，法是無形的慧命資糧財
，不是世間有形的錢財。以「諸法之財
」賜給在修行過程中的人，意思是傳法
給他們。



102

⚫四十二年期間循循善誘，唯獨這部《法
華經》仍未為大家宣說，這也是「不與
珠喻」，不能這樣輕易說出。所以，大
家要時時在理和事好好用心！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