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26《靜思妙蓮華》珍寶難求 將欲棄捨(第 1076集)（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小根機受權教畏懼大法，新發意菩薩聞教法憶持，親近善知識一

切說法處，初心一念勤修向正道法。」 

⊙「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欲過此難。所將人眾，中路懈

退。」《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白導師言：我等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今欲退

還。」《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眾生畏佛功德寶處之遙遠難求，將欲棄捨而退墮於生死海中。 

⊙導師多諸方便：喻佛權教巧妙運多方便慧。擬於火宅門外設三車，

方便中開三，四意具足，故多方便。 

⊙四意： 一、平等意：本懷。 二、別時意：五時。 三、別義

意：機教。 四、眾生樂欲意：隨循根宜。 

⊙而作是念，此等可愍：愍眾退心，所以作念，此諸小機，甚可憐

愍。 

⊙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云何棄捨佛乘大寶，於中路而欲退轉。 

⊙「作是念已，以方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眾人

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佛作如是心思念已，權以三乘方便之力。導

師念而愍之，此即其方便智。 

 

【證嚴上人開示】 

「小根機受權教畏懼大法，新發意菩薩聞教法憶持，親近善知識一切

說法處，初心一念勤修向正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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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心！「小根機受權教，畏懼大法」。這就是佛陀循循善誘，弟子就



是一直守在自己，心無法啟發出利他、大根機的心態，所以一直都在

小根小機，在小根機之中，一直所接受的就是權教。他將佛陀所教

育，隨順他們的根機，就這樣守住了，「我歡喜，我願意，我就是這樣

修行，安住自己，這樣就好了，不要再來人間，人間苦不堪啊！只要

能逃避不要再來人間，這樣就好了。」這就是小根機，獨善其身。 

 

佛陀時時都是在施大法，卻是小根機的人，一直都是不敢接受，因為

他畏懼，畏懼大法。儘管佛陀為上根機的人，開示利己利他，自己自

修，還要廣度眾生，修善法，持善戒。這佛陀四十多年來，不是沒有

這樣的根機，有這樣的根機，向這樣的眾生說法，有這樣的人也能接

受，發大心。偏偏就是隨佛受教在僧團裡，總是啟發不起來。 

 

因為僧團中的人人都知道，人生輪迴六道或者是五道，五道輪迴，四

生，很辛苦，由不得自己是要將來是在胎生、卵生，或者是濕生之

中，一不小心就容易在四生五道，他們知道這是很苦的事情。「一失人

身，萬劫難再」，他也知道，但是他就是盡這個身形，希望能去除煩

惱，不要再結緣了；與眾生攀緣，萬一攀緣得不適當，情脫軌，緣脫

序，就容易再墮落。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守好，不要脫軌序，不要脫

了規戒，去與眾生攀了這種纏綿的緣。這樣的思想，所以他們就不敢

去接觸人群。 

 

這是小根機的人，了解佛法，「知其一」，知道，知道就是這樣輪迴生

死苦，「不知其二」，不知道應該要再鍛鍊。鍛鍊，最好的道場是在人

群中，你怕眾生，你才要入眾生群去，在眾生群中去自己自我磨練，

遇到這樣的境界，我是不是有這個能力，有這種堅定的信心，守護自

己的心，不會受外面將我誘惑了。今生此世，應該自己了解道理了，

才要趕緊入人群中去磨練。 

 

就如常常譬喻，要成一個很尖端、精細的物質，必定要經過火煉，要

經過這樣煉過，哪一件東西，沒有受過洪爐熱火過呢？鐵類的東西、

五金等等，都是要經過洪爐熱火，才有辦法變成很精密，現在都說是

叫做儀器，精密的器具，沒有一件沒有經過洪爐熱火。 

 

人群中就如洪爐熱火一樣，我們有如金屬、鐵類，同樣就是要經過

(煉)，有這個質，若是沒有經過洪爐熱火，無法完成精密的東西。所

以我們修行也是一樣，我們有這樣的本質，我們這樣的真如本性，無

明煩惱雜質去除了，我們才要入洪爐，去受過洪爐熱火捶捶打打，我

們完成了這麼精細，有價值的東西。 



 

同樣的，鑽石、寶玉等等的寶石，要擺出來給人看，或者是要標出它

的價值，這也是要經過，石頭來磨、刀來切，若不是石磨刀切，哪有

辦法，是這麼價值連城的寶石呢？我們人人含有，這麼有價值的真如

寶藏，在我們人的心裡，卻是我們只是用其形，沒有用其質。我們的

質，本來人人本具佛性，我們的形就是隨著因緣，生生世世，這樣五

道四生形態的變。其實才是幾十年間，尤其是，其他有的化生、濕

生，生命更短。就是這樣生生世世。 

 

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輪迴苦，不知道究竟的樂。究竟的樂就是要

磨出我們的本質，回歸我們清淨的本性，將我們的性能夠回歸虛空法

界，無事不知，無物不曉，都了解了，這才是我們的本性。但是我們

現在開始修行，在這小根機受權教，我們一直就是這樣。有緣的人，

接受佛陀的教法，我們在分段生死中，段段生死，也有段段結緣的導

師，來帶我們，我們才有辦法，今天還坐在這裡聽法，若沒有這樣段

段的，一段一段結緣導師，可能我們今生此世，人在哪裡呢，不知

道。 

 

所以說來，能夠聽法，就是還有這個因緣，聽得進去，利根機的人，

那就是長久鍛鍊來的。所以我們每一生世，我們就要很用心，好好將

這粒種子，收入我們的八識田中，更精密的，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歸到

第九識。這必定要進入大法，所以菩薩發心菩薩道。每一生世，我們

都是要發心，當我們發心時，那就是新發意菩薩，我們已經開始對佛

法入心來，我們開始發大心了。 

 

新發意菩薩就要聞教，要聞教、要受法，要時時憶持所聽的教法，一

定要入心，將法度入心來，常常要記得，不只是記得，要信受奉行。

相信，我們的信根要深，而且要拳拳服膺，舉手動步、開口動舌，要

常常記得，我們所接受到的教法。如何說話，該說的話嗎？應該要

說；不該說的話嗎？那就，還是時機未到，不能說。 

 

這在前一段時間就一直說過了，<譬喻品>也說過，非人、非時、非

地，不該說的法也不能說。因為眾生根機不夠，你一下子就跟他說

了，修養不夠，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樣他很淺薄，拿到了解的訊

息，就開始到外面去散播。我們過去一直說鈍根，鈍，很遲鈍，「五鈍

使」與「五利使」，這樣的眾生雖然在學法，他還無法很了解。鈍根，

他接受到的法，一點點偏差了，「差之毫釐，失於千里」，或者是借此

法，就去應用在其他的目的。所以，我們講法，必定要好好地常常憶



持，受法的人也要好好地常常憶持，該講時，或者是不該說時，我們

都要很用心。 

 

新發意菩薩，同樣「鈍使」、「利使」，還是同樣在我們的內心裡，這個

意，我們的煩惱還未盡除，接受的法，我們要了解。所以對人、對

根、對機，佛陀就要用很多心，對根、對機逗教，何況我們面對著芸

芸眾生，我們自己若沒有很小心說話，或者是對方完全，煩惱滿滿還

未除去，我們就隨便這樣說，有時候也會敗壞了他的善根，或者是再

傳出去，有時候就會生起誹謗。所以，說話、聽話，對時、對機、對

地，這樣就對了；若不對人、對時、對地，有時候也會發生這種被誹

謗，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對新發意菩薩，我們是新發意菩薩，我們要發心，我們聽法、受法，

聞教受法，我們要好好用心憶持，要常常記得。跟你說的，記住喔！

該做、不該做，該說、不該說的，大家要好好記住，這樣我們才能很

平順，走過這分受法度眾。我們若不接受法度入心來，我們要如何施

教於眾生呢？所以新發意菩薩也要很用心。 

 

既然發心行菩薩道，必定要時時親近善知識，善知識所說法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親近。「善知識一切說法處」，我們要親近不離。現在有人

來了，有人在聽，我們應該要好好把握機會來聽，別人怎麼問，怎麼

答，現在的時代、現在的人間，有很多很多人事物的過程，無不都是

法。所以，善知識，不論是當機者、啟機者，他們在問的，這都是善

知識；回答的，人與人之間互相啟發，這都是善知識。 

 

法聽了之後，大家再來讀書會，讀書當中互相啟發，這也是善知識。

「我聽，我的感覺是這樣這樣，你聽，你的感覺是那樣。你的譬喻很

好，你的受用，可能我也能受用。」這都是善知識，我們要多親近。

讀書會也好，或者是互相聽法之後，彼此分享，這都是我們能多聽、

多了解，大家的感受、彼此的心得，這都是善知識，在親近法、接受

法，接受之後的心得分享，這都是「善知識一切說法處」，不是三姑六

婆，是真正聽法，彼此分享的感受，不是傳播是非。 

 

「初心一念勤修」我們初發心這一念，就是要我們長長久久，要勤

修、要精進，要向正道法，這必定我們要很用心。看看人生無常事

多，我們若能每一個行業，除了對眾生有利益，真正勤修精進，無不

都是對人間利益，或者是救人、救世，這都是善法。 

 



聽聽(2015年)一百多天前，四個多月前，八仙(樂園)粉塵爆（編按：

二０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那段時間，想，驚動了社會多少人。為了

這件事，四五百位年輕人，一時無常，瞬間粉塵爆，四五百個孩子身

體損傷，多少個家庭，四五百個，就有四五百個家庭的父母心痛，四

五百個患者，要分送到不同的醫院裡，在每一家醫院的醫護團隊，是

要如何發揮，他們搶救生命的良能呢？ 

 

愛，那一分愛心，要對準這種疾病，這種傷害，要如何為他治療，全

身已經面目全非了，皮膚都破壞了，感染，外在的感染，這樣讓他的

內在器官，慢慢在敗壞中。外在的痛苦不堪，全身，能夠想像好比剝

皮地獄。地獄中有剝皮地獄，寸寸的皮被剝，每天的換藥不就是剝皮

地獄嗎？之痛、之苦啊！那種痛與苦，如何承受？ 

 

受傷的人是這麼痛苦，為他治療的人不輕鬆，更是壓力很大，生命在

搏鬥，他就是要投入，在這樣的人的生命中。非常謹慎、用心地的壓

力。聽，我們自己的醫院，臺北(慈院)所接受的，這十三位重傷患

者，百分之九十多、百分之八十多、百分之七十多，這種全身燙傷，

想想看那個壓力。光是一床，要為他換藥、治療，就要十多位的醫護

人員。 

 

那一天到臺北慈濟醫院時（編按：二０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醫師

群、護士，反正醫療團體共聚一處，來描述那時候在照顧患者。其中

有一位（林思葶）昨天出院了，這位已經是這樣，(住院)一百二十五

天了。開始那段時間，X光片拿出來看時，內臟，肺部還是這樣很乾

淨，還不到一天，再看，X光片看來，忽然間整片都是白色的，就是表

示已經，生命現象已經到達了危機，在那當時就是等於，敗血症開始

現前了，體內感染了，整片肺都白了。 

 

我們的大醫王，整個全體團隊還是再凝聚起來，每天每天都是這樣，

為了生命在搏鬥。好幾十人在那個空間，這樣擠得滿滿的，一天兩次

的會，報告如何治療、如何用藥，一直用到真真正正，是鑽石(級)藥

品，很貴！這(種藥)能預防病毒，一支藥十五萬(元)，這十五萬(元)

要一天用兩支，三十萬(元)。命不是用錢來評估，該用就要用。像這

樣，那種良能，為了搶救生命。 

 

我們的醫生就這樣分享，他說，每一位大醫王就如船師，為了病苦、

傷病的人，要如何將他拉拔，度過生死河。用佛法來比喻他的使命。

多少團隊，一大團隊為了搶救，一個人的生命，何況是十二個呢？這



樣前前後後，這十三位當中，一位到了醫院，幾天後，她就是已經，

到院就已經宣布沒辦法，一直顧到第三四天後，她就往生。活下來的

這十二位，也是完全很嚴重，想想看，有多少人在搶救。實在說來話

長啊！ 

 

那種寸寸秒秒的時間，寸寸的地方擠滿了人，機器，葉克膜（編按：

體外循環維生系統，ECMO），這樣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葉克膜就是代

替他的生命，生命線上若不是很急需要的，不會用到葉克膜。反正全

身都是管，整個床邊都是，要多少人去照顧這個儀器，去操作，多少

人在身邊？在短短幾尺寬，擠了十四個人，又周圍都是儀器。所以，

寸寸地方，分分秒秒，無不都是為了這個人，在生死河拉拔，真的是

發揮了這一分守護生命。用佛法，用在這種傷與病，生命內外的搶救

的方法。 

 

所以說，初發心一念勤修，一群的大醫王，就是醫療團隊、白衣大

士、麻醉等等，全部，以及藥師，全部，營養師，全部要合起來，一

大群人，大家盡他的本領、盡他的使命。這種勤修，不斷不斷要再去

了解，到底還有什麼藥，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這種「一念勤修向

正道」，用正確的方法，來搶救一條條的生命。終於在昨天（編按：二

０一五年十一月一日）已經全部，粉塵爆的病患全部出院了。 

 

要出院，我們又是這樣去他家，看他的環境，沒有安裝冷氣的地方要

安裝，空間要如何消毒，有障礙的空間如何補填起來、要修整好，讓

它無障礙、無感染，要有冷氣。我們還必須到，每一位患者的家裡，

去看他的環境、的地方，這實在是很用心，愛的能量，能量真的是很

高。所以說，修行，沒有一項不是在修行，我們要用心，時時刻刻要

很用心。 

 

所以說，我們人生都在險道上，這險道上，我們要怎麼走？步步踏

實。有的人很懵懂，偏偏走在險道上，也要有一群人如何時時提醒

著，如何時時將他保護著，所以在險道上需要有導師，需要有帶人的

人。所以人間道上需要有佛、需要有菩薩，佛的教法一定要在人間，

這樣讓我們能走過險道，很平坦，免得再不由自己，四生六道的輪

迴，所以我們一定要將法聽清楚。 

 

所以，前日的(經)文，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欲過此

難。所將人眾，中路懈退。」 

 



善知險道 

通塞之相 

將導眾人 

欲過此難 

所將人眾 

中路懈退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這是前天，但是在這當中，「白導師言」，前面的(經)文，「白導師

言」，走這麼久了，我們大家很累了。 

 

白導師言 

我等疲極 

而復怖畏 

不能復進 

前路猶遠 

今欲退還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而復怖畏」，不只是累，也是很怕，因為我們無法再走過去了，因為

前面的路還那麼長，大家很累了，向前的路那麼長，還要再走，我們

也很怕，所以想要這樣停下來。這是昨天我們說過的。 

 

下面接下來就說，「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捨大珍寶

而欲退還？」 

 

導師多諸方便 

而作是念 

此等可愍 

云何捨大珍寶 

而欲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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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目的，經過這個險路的目的，不就是要到珍寶處嗎？就如很多

人，以前說要去探險，為什麼要探險？因為前面有寶，甘願走過，一

段險難的道路去尋寶。以前常常有這樣的電影，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這就是同樣的道理，我們現在要找到，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必定就

是要走過這樣的路。要不然，我們這個路，是長長久久、生生世世在



走，我們現在為了要，找出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必定要走這樣的路

過來。 

 

所以，導師就這樣想，用很多方便來，要如何讓這些人能再提起精

神，再向前走。所以「作是念：此等可愍」，這些眾生實在是，很可

憫、很可憐，為什麼明明知道，人生就是這麼的危險，失去一念，那

就是步步皆錯，還是要再墮落？明知這種的險道，為什麼不謹慎走，

就能走過了，為什麼要停下來呢？「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為什

麼到半路要停？再半路，再進一步，就能到珍寶處了，為什麼不願意

向前呢？ 

 

這是眾生覺得，這條路還很長、還很遠，所以他生起了懈怠、怖畏的

心，不勇猛向前走。 

 

所以，「眾生畏佛功德寶處之遙」。 

 

眾生畏佛功德寶處 

之遙遠難求 

將欲棄捨 

而退墮於生死海中 

 

所以，那是很難求，我雖然要求，求與佛平等的知見、智慧，我很想

要求，但是距離還這麼遠。從凡夫地來看佛的境界，當然就是還很

遠，不過，你若是不向前前進，永遠都在五道的這一邊，無法到佛的

境界去。但是眾生就是生起了畏懼，畏懼佛的功德，寶處，是還那麼

的遙遠，真的要求，很難求。所以「將欲棄捨，而退墮(於)生死(海

中)」，甘願不如歸去。這就是再墮落了。 

 

所以「導師多諸方便」，譬喻佛的權教巧妙。 

 

導師多諸方便： 

喻佛權教巧妙 

運多方便慧 

擬於火宅門外 

設三車 

方便中開三 

四意具足 

故多方便 



 

運用很多種方法、智慧，這種方便的智慧，如何趕緊再來鼓勵大家。

所以「擬於火宅門外設三車」，如那位大長者，在火宅外面設三車，三

輛車，「方便(中)開三」，就是這樣跟大家說，過去你是這樣修行，未

來你應該要再向菩薩道走。前面的羊車、鹿車，已經都排在這裡了，

但是這裡還有大白牛車。你們看，這個道理就如小道理，你獨善其

身，排出來給你看，這是大道理，現在你要聽的，自己能自度，又能

度他人。 

 

所以在火宅外面設三車，佛陀來人間就是這樣，在火宅外面設三車，

能夠大車在面前，大家若能知道，回頭看，火宅已經焚燒起來了，向

前走，就用大車自度度人。用這樣的譬喻方法，來開三(乘)，具足四

意，「四意具足」，所以用「多方便」。 

 

「四意」，是佛陀開方便法，用四種心意。 

 

四意： 

一、平等意：本懷 

二、別時意：五時 

三、別義意：機教 

四、眾生樂欲意： 

隨循根宜 

 

就是，第一、眾生平等。佛陀所覺悟到的道理，就是眾生平等、人人

皆有佛性，應該要從我自己成道之後，遍虛空法界，這麼遼闊、靜寂

清澄，這種道理，應該要讓大家都享受得到。 

 

但是考慮到沒辦法，因為眾生的根機，不是有辦法接受，所以他就要

用第二種方法，就是「別時意」，那就是用「五時」。「華嚴」就是本

懷，佛陀的本懷，已經體會到這個境界，佛陀的本懷。但是，評估眾

生無法接受，所以他就要「五時」(施教)。後來就要開「阿含」、再來

是「方等」、再來「般若」，再來就是「法華」，這「五時施教」，這叫

做「別時意」。 

 

第三、「別義意」，那就是隨順眾生的根機，隨機逗教，這就是佛陀一

生教育弟子，不離開這樣的方式。 

 

第四，那就是希望眾生樂欲，隨順眾生的根機，讓他們能這樣循循善



誘，好好接受，到了最後的究竟安樂處，真正到達究竟的地方。所以

這就是佛陀的施教，用四種心意，佛的本懷，這樣來設方便法，以方

便循循善誘，教育眾生。 

 

佛陀用心良苦，「而作是念：此等可愍」。 

 

而作是念 

此等可愍： 

愍眾退心 

所以作念 

此諸小機 

甚可憐愍 

 

佛陀，他的本懷，看到這些眾生，在這個地方停滯於自己，不願意再

展開心胸，法入心來，再度他人，不願意這樣，所以佛陀覺得大家

怕，怕菩薩道入人群，佛陀也是起憐憫心。「愍眾退心」，不精進就是

退，就是這樣而已，就是要再向前前進，羊車、鹿車，應該要再選擇

大白牛車，大家在那裡躊躇，所以佛陀起憐憫心。 

 

所以作是念，「此諸小機，甚可憐愍」。「憐愍」就是表示，「哎呀！怎

麼這麼可憐，這樣說、這樣說，你怎麼都聽不懂？」心也是會覺得很

灰心，但是我們不能說佛陀灰心了，不過，還是再接再厲，雖然教得

很累，但是還是要再接再厲。這是佛陀起憐憫心，看這些眾生怎麼這

麼遲鈍，怎麼這樣教不會呢？只是執著在自己，沒有想到別人呢？心

量怎麼這麼窄呢？怎會習氣這麼執著自己？所以佛陀也是很無奈。「云

何捨棄佛乘大寶藏」。 

 

云何捨大珍寶 

而欲退還： 

云何棄捨佛乘大寶 

於中路而欲退轉 

 

怎麼不懂得要再向前走，要在中路這樣停下來呢？這實在是很可惜。 

 

佛陀絕對是不願意放棄，所以「作是念已」，就是這樣，「以方便力，

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眾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 

 

作是念已 



以方便力 

於險道中 

過三百由旬 

化作一城 

告眾人言 

汝等勿怖 

莫得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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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段(經)文，終於心開了。一直走在險道，險道、險道，無處可

以停下來，其實，聽的人很累，說的人也很累，一直就是這樣退大向

小，怖畏驚恐，不敢向前，這實在是很無奈。但是，佛陀來到這個地

方，開始就是有心要如何讓這些人，恢復他的疲勞，所以「佛作如是

心思念已」，這樣心念，想想看，還是用權巧方便，三乘的力量。 

 

作是念已 

以方便力： 

佛作如是心思念已 

權以三乘方便之力 

導師念而愍之 

此即其方便智 

 

所以導師將這個念，心念，就是憐憫眾生，造作這麼多的業力，在五

道生死輪迴，真的是可悲憫。好不容易已經是，進到聲聞、緣覺乘

了，自己已經知道道理了，既然到這裡，怎麼可以半途而廢呢？這些

人應該要發大心，投入人群去度眾生，將自己歷練得心很自在，去來

自如，將自己的心歷練到，有辦法抵抗外面這些無明煩惱。 

 

常常(聽)說，身體較弱，抵抗力較差，所以會被不好的細菌感染了，

這就是我們的體質不夠強健，所以我們應該要體質養好，才能撥開很

多的病毒。同樣的道理，我們要磨練我們自己的心念，要磨練我們的

心念，就是要在人群中。所以導師也是這樣，以是念，也是同樣要有

這樣的念，才不會將他們放棄，希望人人要再用心向前前進。 

 

總而言之，學佛，我們要用心，時間是不會等待我們，我們要一直向

前走，我們若是有懈怠，有怖畏，我們這樣就停下來了。所以導師、

佛菩薩憐憫之心，他還是不會放棄我們。既然醫師不會放棄病人，病

人就能健康度過，他生命的難關，所以，幸好有導師不放棄，幸好醫



師不放棄。 

 

總而言之，我們人人如病患一樣，我們就要靠醫師來為我們用藥，來

指導我們，給我們保護、保健之道，保護我們健康的道路要如何過。

所以時時要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