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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大弟子：
須菩提、迦旃延、大迦葉、目犍連

窮子喻
不是佛陀所說

是四大弟子所說之譬喻



窮子喻講甚麼？2’50’’

法華七喻-窮子喻講甚麼2'50''.mp4


「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
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師子床，寶机
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
繞，以真珠瓔珞，價直千萬，莊嚴其身，
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

《信解品》第四經文 - 1



「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

散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

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

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
來至此。」

《信解品》第四經文- 2



第五章 子不識父

一.依事就理 入佛妙覺

二.積習善法 進修大乘

三.大乘之機 當門正見

四.大福定慧 依諦弘法

五.菩薩立願 上求下化



第五章 子不識父

一.依事就理 入佛妙覺

上人手札

•依事觀因緣所生之事相

•就理觀萬法真實性觀法

•雖值佛慈悲同體共實法

•未入佛正慧妙覺法海中 窮子喻 壹 P313



長者布施 為子延壽

1.佛世王舍城一長者，孩子五、六歲，相師說：「你
的孩子看起來很有福，可惜命很短！」

2.長者四處祈求，但六師外道都無法相助。

3.長者帶孩子去求佛，佛說：「生命不是任何一個人
能決定的，生命的長短要看自己。」

4.城外很多貧窮人，你和孩子「用歡喜心一一布
施，…用很恭敬的心向人人頂禮、膜拜，讓人看到
你的恭敬，向你們祝福。」

窮子喻 壹 P314-317



歡喜布施 恭敬尊重 消災延壽

5.長者帶孩子虔誠布施、恭敬頂禮，忘了是來為孩子求
壽、求福的。

6.貧窮人受施後回饋：「祝福你長壽、大福。」

7.無常鬼在人群中，被布施頂禮、祝福之後，脫口而出：
「我也祝福你長壽、增福。」「不對呀，我的任務是
來找這個孩子的！」但說出去的話一定要做到…

8.「罷了，放他去吧，就虔誠…祝福他長壽、大福。」

窮子喻 壹 P314-317



依事 觀因緣
「如何種因、如何造緣，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自己做得到的事。」

就理 觀萬法

•不只事相，「人事圓滿，也要道理圓滿。」

•那對父子從「事」來說，是行善；從「理」

來說，善的種子歸入八識田中。

窮子喻 壹 P317-318



「如果人圓、事圓，就是道理圓，稱作圓滿。」

「理要圓，事一定要圓。」

所有的道理都圓滿了，就是「覺圓」。

「我們追求善法，卻有很多惡法來擾動人心，
惡法無不是人心引起的。」

窮子喻 壹 P320-321

人圓、事圓、道理圓



防疫感恩歌曲



•《同心護臺灣》的歌曲MV，在上傳網路之前，花一
整天修改片頭(15秒)，因為要合法授權。

•眾生有願、菩薩有應。尋找畫面不易，後來找到一
家空拍公司願意提供畫面。

•最後修飾結果，比原來的還好！

人圓、事圓、理圓的體會



同體共實 覺入佛慧

1.我們與佛同等，有同樣的慈悲，只是未入佛正
慧-正知覺、平等慧。

2.法若能歸於自然-真如自性，就能入妙覺法海
中，智慧任憑我們使用。

3.用歡喜心在人事中，入人群去付出，讓付出變
成自然，變成是真實的歡喜。

4.學佛，也要體會佛的心，趕緊接近佛的心。

窮子喻 壹 P323-324



「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
住立門側。」

窮子展轉 遇到父舍

⚫譬喻弟子現在開始回歸，已經領解《方便品》
中所說的「五濁」。

⚫已經聽法了，但煩惱還未去除，還是凡夫的習
氣，所以譬喻在五濁中。

⚫他們也領解《譬喻品》中所說「三界如火
宅」…去除了欲界，卻還在色界、無色界中，
還有思想上的煩惱、無明…

窮子喻 壹 P325



譬喻樂小法，獨善其身

⚫「傭賃展轉」：
⚫一直用功，知道「苦」，要斷「集」…修行也是很
努力，但他們所說的「滅」，是不與眾生攀緣。畏
懼眾生，不敢入人群。

⚫雖然修善法，缺了立大志、發大心。

⚫也有累積出世善根、煩惱慢慢斷盡，只是未發弘願。

⚫「傭賃」是傭工取賃，為人做工，一天值多少錢，
就領多少。譬喻樂小法，只懂得獨善其身。

窮子喻 壹 P326



「遇到父舍」 ：

⚫接近佛的本懷，就如回到父親的舍宅。

⚫眾生若有感佛之因，佛就有應眾生之緣。

⚫已經來到父親住的地方，譬喻遇見，那就是體解佛，
成無上正覺最初華嚴會的菩提場。

⚫意思就是慢慢已經體會到佛陀覺悟的那個境界，開
始瞭解佛所說的教法。

窮子喻 壹 P326



「住立門側」 ：

⚫譬喻已經到了大乘教門的邊緣，但是二乘人
還執著於偏理，所以才在門邊，還不懂得要
走到門中間來。

⚫聲聞、緣覺要斷集滅苦，所以不與人群會合。

⚫偏執空理、不悟中道。不知透徹的真空，其
實就是妙有。

⚫「空」，要空掉一切煩惱，但還有妙有。

窮子喻 壹 P328-329



二乘人有因，缺緣來成就

⚫種子入土，才能得到水分、空氣、陽光滋潤，成
長為大樹。

⚫聲聞、緣覺二乘人，只是保護著種子，但是缺緣，
因為自己斷了緣，所以一直無法成就，不得入大
乘聖賢之門，所以說這些人是住立在門側。

窮子喻 壹 P330



第五章 子不識父

二.積習善法 進修大乘

上人手札

•以雇賃人勞動體力為傭

•任力取利用賃勤苦奮力

•進求諦理漸漸積習善法

•遂成出世善根進修大乘 窮子喻 壹 P331



勤苦奮力 進求諦理
1.一對兄弟，家境貧困，大哥聽說可向毘摩天求財富。

2.大哥將土地交給弟弟辛苦耕耘，自己從早到晚拜求毘摩
天賜福。

3.毘摩天化成弟弟在他身邊很認真地拜，大哥問：「你田
不耕，跑來這裡做什麼？」

4.「我也想來求求看，能不能不用做就得到財物？」

5.大哥：「你不努力做(耕田)，只在這裡拜，土地就能長
出五穀雜糧嗎？」

6.毘摩天現身：真正的福來自勤耕耘，勤布施、肯付出…
只想要求啊、拜啊，是不可能有結果的。

窮子喻 壹 P332-334



入人群而不受汙染，才是真正學佛道

⚫修行者不能只是拜佛，求佛開智慧，求佛讓自己
福慧雙修。

⚫煩惱不斷除，如何得到智慧呢？

⚫要求福，不入人群中行善、布施，福要從哪裡來？

⚫入人群中而不受汙染，…才是真正「進求諦理」，
才是真正學佛道。

窮子喻 壹 P334-335



「遙見其父、踞師子床，寶机承足，諸婆
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

遙見其父 受眾恭敬

⚫譬喻我們修行，還未從菩提道發大心走進來，還
在那裏探頭、猶豫。

⚫佛覺悟之後，因不忍眾生受苦難，所以從高而
降，…應化在人間。譬喻佛的垂慈。

窮子喻 壹 P337-338



⚫二乘人雖然發心，距離還很遠，還在遠遠的看。…

父親威風、莊嚴…看了很羨慕…但還無法接近。

「遙見其父」

窮子喻 壹 P340



⚫長者譬喻佛，佛坐在獅子座上，非常威嚴。

⚫「床」就是「座」，就是椅子，很大的椅子。

⚫「師子座」譬喻佛初說華嚴之法座，也就是覺悟

時遼闊的心靈境界、靜寂清澄。

⚫「寶机」指富貴的人所用的，都是很豐碩的寶器，

連墊腳的小椅子也是寶，譬喻他的周圍都是莊嚴、
都是寶。

⚫「寶机」也譬喻一實相，即「大乘定慧」。

「踞師子床，寶机承足」 窮子喻 壹 P342-343



⚫在印度，婆羅門是最高貴的種族。不論在家出家，
以道學為業，研究婆羅門教，世代相傳。

⚫認為婆羅門來自梵天，是清淨天界遺留下來的種
族。

⚫剎帝利也是貴族，領導國家的帝王。

⚫居士是在家志修佛道的人。

「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

窮子喻 壹 P344-345



⚫婆羅門、剎帝利、居士這三種人，譬喻已經修道
十信位，也就是賢位的人，稱作賢人。

⚫他們還未入聖，只是斷見思惑，還有無明惑存在。

⚫皆恭敬圍繞：譬喻佛在人間有內、外護法。
⚫內護：發大心、立大願要傳法、傳心印的弟子。

⚫外護：信佛、接受佛法的社會人士

「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

窮子喻 壹 P345-346



第五章 子不識父

三.大乘之機 當門正見

上人手札

•大乘之機 當門正見

•志滯偏空 意念小乘

•偏真慧眼 側門窺看

•雖契佛慈悲 未入佛正慧 窮子喻 壹 P347



三.大乘之機 當門正見

•偏真慧眼 未入佛慧

•體悟真諦 不執空有

•萬物假合 真空妙有

•契佛慈悲 入佛正慧
窮子喻 壹 P348-356



「以真珠瓔珞，價直千萬，莊嚴其身，
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

真珠瓔珞 法法是寶

⚫ 「以真珠瓔珞」，譬喻經教大小乘的戒法，就像

線穿珠，珠要用線將它串成珠聯，才不會散掉。

⚫ 世間、出世間的法粒粒都是寶，將它串起來，結

成網…這也譬喻一切種智-就是佛智。
窮子喻 壹 P356-357



價直千萬，莊嚴其身

⚫ 長者的家，室內環境莊嚴，樣樣是珠寶瓔珞，長

者全身也價值千萬，非常富又貴的型態。

⚫ 譬喻所修的功德很多。

⚫ 佛陀長久時間內修外行，得無漏清淨之戒定慧。

⚫ 佛以無量德行莊嚴其身。

窮子喻 壹 P358-359



⚫ 我這輩子只有一項自己很歡喜，那就是，從發心

一直到現在，堅定的一念心不曾改變過。

⚫ 「發心如初、成佛有餘」，但凡夫心總是「生住

異滅」。

窮子喻 壹 P359-360

上人對自己很歡喜的一件事



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

⚫ 吏民、僮僕：有很多人願意來追隨，願意付出。
⚫ 手執白拂：「拂」就是拂塵。…用「戒定慧」勤
拂拭我們的心…心就能夠很清淨。

⚫ 侍立左右：譬喻二智-空智、假智。瞭解「空」的
道理，也就是「真空」；「假智」，瞭解一切假
合名相。

⚫ 用這兩項智慧，空智、假智為方便，這樣來修行，
稱作「侍立左右」。

窮子喻 壹 P361-363



第五章 子不識父

四.大福定慧 依諦弘法

上人手札

•大福定慧二足具

•依於真諦宏大法

•淨行高潔寂清澄

•佛居萬行力莊嚴 窮子喻 壹 P364



莫三比克 依諦宏法-用愛莊嚴道場

⚫臺灣嫁到莫三比克的蔡岱霖，用真誠的行動付出愛心。
教他們正信而不要巫毒，不要用孩子器官去祭祀…

⚫志工寶拉為大家講因緣果報：「我們過去就是銀行沒有
儲蓄，所以現在很窮，這時候要趕快來儲蓄，下輩子才
能很富有。」

⚫五毛錢會合起來就能救人，「所以你不窮，你很富有。」

⚫用愛的力量來莊嚴大地眾生…貧困的人，用高潔的愛心
付出，莊嚴了那個道場。

窮子喻 壹 P369-374



「價直千萬，莊嚴其身」
「雖然是在貧窮的黃土地上，
卻讓人感覺很高貴。



「價直千萬，莊嚴其身」

慈濟志工蔡岱霖師姊
本土志工寶拉師姊

用愛的力量來莊嚴大地眾生

愛在莫三比克5’00’’

愛在莫三比克5'00''.mp4


「價直千萬，莊嚴其身」

愛在莫三比克5’00’’



「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
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
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

四無量心 普蔭眾生

「覆以寶帳」，譬喻「四無量心」就像寶

帳-真實的慈悲，廣被普蔭眾生。

窮子喻 壹 P375



「覆以寶帳，垂諸華幡」

⚫ 「慈.悲.喜.捨」-大慈無悔、大悲無怨、大喜無

憂、大捨無求。

⚫ 四無量心要用法保護起來(如野外的蚊帳)。

⚫ 「覆以寶帳」，就是譬喻四無量心要很堅定。

⚫ 「垂諸華幡」，譬喻「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度)

人人用誠意的心對人付出，就是「垂諸華幡」。

窮子喻 壹 P375-376



「香水灑地，散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
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

⚫ 「香水灑地」，將地掃乾淨還灑水，不會因風吹

而揚起沙塵。譬喻用法水來洗淨我們的心地。

⚫ 「散眾名華」，譬喻我們要施教。用法布施給眾
生，教化眾生，教菩薩修「大乘七淨華」。

⚫ 「羅列寶物，出內取與」：表示自利，同時要兼
利他人。「出內取與」，譬喻菩薩利他之行。

窮子喻 壹 P377-384



1.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

2.楞嚴大定-要修定心，要入楞嚴境界

3.中道實慧

4.斷二諦疑-空、假二諦

5.行於大法 通達佛道

6.智德圓滿 了了見性

7.斷德成就 永盡無明

大乘七淨華



「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

⚫ 本來是那麼貧窮，現在看起來多麼可愛啊！這

就是法的德在那個地方，讓人人提起了尊嚴。

⚫ 「威德特尊」，譬喻「勝應身」，非常殊勝的

應化身在人間救人，「有如是等種種嚴飾」。

窮子喻 壹 P380



第五章 子不識父

五.菩薩立願 上求下化

上人手札

•菩薩立願運六度

•上求下化稱大乘

•斷見思惑轉法輪

•佛乘大智無畏力 窮子喻 壹 P381



「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

⚫ 「出內取與」，是指我們要布施，「內」是我
們要收入，要不斷地修行，上求下化。

⚫ 法入我們的心，行在菩薩道，在人群中付出，
這稱作「出內取與」。

⚫ 「種種嚴飾」，譬喻這個大團體菩薩群都是這
麼莊嚴。

⚫ 「威德特尊」，讓人看了很敬愛，令人尊重。
窮子喻 壹 P380



「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

父有大力 子懷恐怖

⚫ 「有大力勢」譬喻假諦，假名字相的意思。人見

到有勢力的人都會怕，會畏懼，這表示諸法各無
實體。…偏偏我們眾生因執著，用假名字相來作
分別，所以才會集種種煩惱。

⚫ 即懷恐怖：看到環境如此威風、莊嚴，自己感到害怕。
⚫ 悔來至此：後悔來到這裡。

窮子喻 壹 P393-398



第六章 疾走而去

一.癡迷疑怖 不生信解

二.大乘實法 二乘不受



第六章 疾走而去

一.癡迷疑怖 不生信解

上人手札

•由於癡迷 無有智慧

•半覺不知 不安疑怖

•由有疑怖 不生信解

•信解不深 不求解脫 窮子喻 壹 P403



人身難得 佛法難聞

•盲龜遇浮木孔的故事

《雜阿含經》卷十五
《法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廿七

窮子喻 壹 P404-406



證嚴法師說故事

盲龜浮木5’16’’

【證嚴法師說故事】盲龜浮木5'16''.mp4


⚫千萬不要在佛法中半覺不知，好像瞭解，又好像

不瞭，或是執著在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自由，不

願意在團體中受束縛。

⚫想一想，短短的人生能遇到佛法，還怕束縛，那

麼未來的人生？

⚫業牽引著我們，帶業而去，那種無形的束縛，由

不得自己的苦，不知又該如何？

不要怕團體的束縛

窮子喻 壹 P408-409



《信解品》第四經文 - 3

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

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

肆力有地，衣食易得。」

窮子喻 壹 P411



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

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

⚫想要再回去貧窮的地方，譬喻心中無佛法，甘
願再去當凡夫。

⚫雖然有善種子，也接觸了佛法，但漸漸要進入
大乘法時，他會怕，就生起懷疑的心。

⚫譬喻在修小乘法時，聽到大乘法也同樣會懷疑。

窮子喻 壹 P412-414



偏空小智，顛倒人生-常樂我淨，四見顛倒

⚫竊作是念：自我懷疑

⚫非我傭力得物之處：這不是我有辦法安身的地方，認
為自己力量不夠，應該是沒辦法做他們的事情。

⚫不如往至貧里：還是回到貧困的地方，繼續過流浪的
生活，這譬喻小乘修行者的心。…守在空理之中，沒
有在人群中造福，與眾生結緣，所以沒有修萬德。

⚫小根基，沒辦法接受大法。

⚫只當自了漢，所以無化他之功德。 窮子喻 壹 P416-417



「肆力有地，衣食易得。」

⚫「地」是所依止，生長聖道的地方。

⚫「肆力」：就是勤苦身心，用力修道。

⚫「衣食易得」：譬喻偏空小智，光有世智辯聰，
無法真正得到佛的真理，這就是顛倒的人生。

窮子喻 壹 P418



第六章 疾走而去

二.大乘實法 二乘不受

上人手札

•大乘實法非小乘得益之處

•竊念力不堪小機不受大化

•自認無分非我等所能領受

•不如向小法二乘空有隨心
窮子喻 壹 P19



1.法水洗滌 心外塵沙-真如本性不必向外追求。

2.小機竊念 不堪大化-自己認為自己力不夠。

3.自認無分 空有隨心-佛陀說菩薩法，自認與我無關。

4.打開心胸 透徹萬法-行菩薩道，不要有自卑感。

5.假空諦理 欠缺六度-二乘人執在空、有之中，欠
缺入人群行菩薩道這一段。

大乘實法 二乘不受

窮子喻 壹 P420-428



獨善其身 原地踏步

⚫肆力有地：回歸小智，不受大法。…不願意經

菩薩道入如來門，甘願在小乘的範圍原地踏步。

⚫衣食易得：守在偏空小乘，依小智。智慧打不
開，…只在自己的範圍打轉…。

⚫衣食：善行是衣，慧行是食。譬喻修小乘法的
人，不願意再向前進。

窮子喻 壹 P430-431



「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
作是念已，疾走而去。」

《信解品》第四經文 - 4

窮子喻 壹 P432



⚫若久住此：從初發心行大乘道，歷經無量劫，
稱作「久住」。

⚫過去若沒有發心，這輩子不會那麼剛好遇到佛法，
也不會再發大心想要修行。

⚫為了要度眾生，不得不去學很多的法，不得不走
入人群，好像有被強迫的感覺，所以說「或見逼
迫」。

不願久住 恐見逼迫

窮子喻 壹 P432-434



⚫好像被強迫當菩薩，所以起了懼怕心，、以

為是強迫他做。

⚫疾走：捨大取小，只想修行當自了漢。…我獨善

其身不要與人攀緣，這樣就好了，為甚麼一定要

行菩薩道呢？

懼入人群 疾走而去

窮子喻 壹 P432-434



⚫這輩子要做到「安住不動，堅固道心」，才

能乘願再來。

⚫學佛，要學得真實，將大乘法入我們的心，

不要再向小乘回歸，這樣才是真修行者，才

是真學佛者！

堅固道心 乘願再來

窮子喻 壹 P436-437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