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子誠諺恭敬分享

《本迹開二門，法喻談真秘》

「法華七喻」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打「開」眾生封閉的心門
顯「示」人人具有佛性
體「悟」生命的意義
進「入」與佛同等的心靈境界

「上人負責開示，我們負責悟入」

法華七喻



法華七喻
‧《法華經序》：「本迹開二門，法喻談真秘」
「腳印與腳丫」─藉事契理
眾生無法攝受純粹的法，故佛要用方便譬喻。

《華嚴經》
「剎塵心念可數知，
大海中水可飲盡；
虛空可量風可繫，
無能盡說佛功德。」



法華七喻
憨山大師：
不讀《楞嚴經》，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
不讀《法華經》，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
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家之富貴

‧「說法三要訣」：
一、善說法要─思緒清晰、講重點
二、善達法體─空性
三、善說譬喻─方便權巧



‧智者大師─「三周說法」
佛為了令眾生悟入真理，
對上、中、下根器的眾生反覆說法三回。
上人：「我天天說 你們天天忘記」

1.「法說」-《方便品第二》
2.「譬喻說」-《譬喻品第三》
3.「因緣說」-《化城喻品第七》

‧「三轉四諦十二法輪」
3轉 X 4諦 = 12法輪

法華七喻



前情提要
‧《序品第一》
釋迦佛說完《無量義經》，入「無量義三昧」、
眉間放毫光瑞相，引出文殊、彌勒對答，
說明日月燈明佛、妙光、求名菩薩等因緣。

‧《方便品第二》
佛陀出定，讚嘆諸佛智慧功德甚深難解，非二乘
人所能及。五千增上慢人退席後，佛陀宣說過去
諸法皆為方便示現，無二亦無三，唯一佛乘。



前情提要
‧《譬喻品第三》
佛陀為舍利弗授記，名「華光如來」並宣講「火
宅喻」。

‧《信解品第四》
摩訶迦葉等四大聲聞向佛陀懺悔，並講出「窮子
喻」。

‧《藥草喻品第五》
聽完「窮子喻」後，佛陀再為弟子解釋佛之功德、
智慧，以無分別心為眾生說法，故說「藥草喻」。



藥草喻
世間有一大雨雲，遍覆山林幽谷間，
雷聲大作雨相伴，普潤無量諸草木，
大樹小樹與三草，盡受雨雲滋涵養，
雖由一雨之所潤，各得生長有差別。



藥草喻
‧「三草二木」
草─世間凡夫
守五戒才叫人生，沒守五戒叫人身
草與藥草的差別─「眾生有病 法藥醫」

20191208 人間菩提
「共行宗門傳法脈」

小藥草─人道、天道眾生
中藥草─二乘(聲聞、緣覺)
大藥草─新發意菩薩



藥草喻
「三草二木」
小樹─中根機菩薩(七地以前)
大樹─大根機菩薩(八地以上)

「一雨普潤」
凡夫有分別心；佛陀則不然，
是平等的對一切眾生降雨。



藥草喻
‧P.83「善念、善願、善門、善行、善果」

樹為什麼能庇蔭眾生？

「種子」─「善念」
「樹幹」─「善願」
「樹枝」─「善門」
「樹葉」─「善行」
「果子」─「善果」



藥草喻
‧P.75「靜思語─十在心路」的封面故事

《指月錄》卷二 文殊菩薩與善財童子的故事
《大藏經 四分律》第39卷

由此可知，一切草皆可能做藥；
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只要肯發心！



前情提要
‧《授記品第六》：
佛陀為四大聲聞授記：
大迦葉尊者─光明如來
須菩提尊者─名相如來
迦旃延尊者─閻浮那提金光如來
目犍連尊者─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

‧《化城喻品第七》：
釋迦佛講塵點劫前有大通智勝佛與16王子的因緣，
後講出「化城喻」，表示小涅槃只是方便權教。



化城喻
《化城喻品第七》
五百由旬險難道，有一導師善知途，
欲領迷徒度險道，怎知眾人半路還，
導師善巧方便力，三百由旬化一城，
鼓舞眾人莫退轉，終點就在咫尺前。



化城喻
眾人聞言心踊躍，一心為求脫險道，
進入寶所得安穩，爾時導師滅化城，
其實目標是前方，再過二百由旬遠，
真正解脫依止處。



‧P.198「有一導師 善知險道」
「導師」 = 佛陀
古印度的”導遊”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知時節氣候、知風險危機，
故以此譬喻

‧20170505 薰法香「應去應度」
菩薩善知眾生諸根性欲，
故能往返生死海、度化無量眾生

化城喻



‧「眾人」一切迷茫眾生、欲修學無上佛道者
「化城」非真實之城，乃佛陀方便智慧所變化

花蓮建院、尋覓土地的波折

‧「藉假修真」
善惡知識、順境逆境，
一切人事物…等，
菩薩所行萬行都是「化城」

化城喻



化城喻
‧P.183「五百由旬」
由旬為距離單位；古代國王行軍一日之距離

‧滅三種煩惱，度二種生死
‧100由旬─欲界 見思二惑 分段生死
200由旬─色界
300由旬─無色界
400由旬─二乘人、菩薩 塵沙惑 變異生死
500由旬─大菩薩 無明惑



化城喻
‧P.201「所將人眾，中路懈退」
二乘人已過300由旬、得小涅槃，故停滯不前

《方便品第二》：
「少智樂小法，不自信作佛，
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果。」

我們有沒有「得少為足」？
進慈濟之前，70%在行惡法；
進慈濟之後，70%在行善法。
「可以了啦~ 我有在做慈濟耶~ 我是好人耶~」



化城喻
‧「善根 搖搖欲墜；道心 風中殘燭」
自己中路懈退還讓別人中路懈退…

《大智度論》卷十二 「舍利弗挖眼布施」
Q：譬如渡河未到而還，名為不到彼岸
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

「精舍落雨松步道導覽」
《增壹阿含經》卷四：
「盡當普惠施，終無吝悔心，
必當遇良友，得濟到彼岸。」



‧五百由旬固然長遠，但前有明師、身旁有眾善
知識，不要被暫時的境界打敗，可以稍作休息、
重新再出發！

化城喻



前情提要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佛陀幫富樓那尊者、1200阿羅漢授記
說法第一富樓那─法明如來
1200阿羅漢─普明如來

隨後500阿羅漢向佛懺悔，
並說出「衣珠喻」

(不在法會中的阿羅漢被授記，
由大迦葉尊者轉達)



有一貧人受邀約，至於親友大戶宅，
友人不捨貧人苦，趁其酒醉倒臥床，
將一寶珠縫於衣，貧人不覺返家鄉，
為求溫飽勤工作，少分酬薪自為足，
始終無法脫貧困。

一日他鄉遇故友，友人大驚其現況，
吾於過往予寶珠，何故今日仍潦倒？
速將寶珠行貿易，生活富足好安樂。

衣珠喻



‧P.427「醉酒而臥」
喻凡夫受五欲之苦所束縛，重重煩惱、無明所障
蔽顧名「醉」；雖然吃了一些飯(受法)，但還是
很貧窮、酒醉…

「有學佛才知道自己有煩惱」

衣珠喻



‧P.430、480「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
譬喻教以大乘，使大菩提心薰習於其識田之內
清淨本性 / 真如佛性，是誰給的？

「三周說法」─宿世因緣說

‧「菩提心」─發願修行直至成佛之心
一切苦樂、善惡、美醜、聰穎愚鈍
皆由過去所種之”因”

衣珠喻



‧「若少有所得，便以為足」
學小法，得少利益；學大法，得大利益。二乘人
自以斷除煩惱、熄滅五蘊、度過分段生死、得小
涅槃為足，呼應「化城喻」的中路懈退。

衣珠喻

法門 發心 目標 修學內涵

大乘
不共法

上士道 菩薩乘 菩提心 成佛
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

三乘
共法

共中
士道

聲聞、
緣覺乘

出離心
解脫
生死

三學
(戒、定、慧)

五乘
共法

共下
士道

人天乘 增上心 生人天
三福業

(布施、持戒、定)



‧經文：「以此寶貿易所需，常可如意，無所乏
短」
將寶珠貿易是指「學佛之後所得之利益」，
上人更進一步延伸：「將此利益分享給眾生」

「佛法這麼好，
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

學佛粗淺的利益─改善生命的品質
不是變有錢、不是外境會改善，是心境的提升

衣珠喻



‧慈濟是一個長的像NGO的佛教修行道場！
每個人進入慈濟的因緣、法門不同，
但 上人的最終目的都是讓大家得到究竟安樂。

P.53《藥師經》：
「先以上妙飲食，飽足其身；
後以法味，畢竟安樂而建立之。」

‧「法是修來囤積著，不是需要時才要求法。」
聞法不是捧場、不是報師恩，是自己得利益！

法華七喻



感恩~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靜思語：「肩膀越重，腳步越輕。」
《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
「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見諸菩薩授記作佛，
而我等不與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

其實舍利弗不是沒有聽過大乘經，《般若
經》、《方等經》都聽得很熟，還能講述；
須菩提尊者在《般若經》中大講般若波羅蜜
多，但他不覺得這法跟他有關、他已證四果
羅漢，也沒有要修大乘法。

「因沒有承擔，故無法得其法門之利益」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
希望接觸到我的眾生都能因而得解脫
將眾生的幸福擔在自己肩上

德慈師父：
「三寶的力量不可思議，
諸佛菩薩不會辜負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