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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 成佛 妙法華】

汝等皆當
作佛

《法華經》十個故事
編輯組

常不輕菩薩對著眾人恭敬禮拜：
「我不敢輕慢你們，你們將來都會成佛！」
你我都會成佛？
一起來看
「成佛的法華」說的是什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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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輕菩薩
威音王如來滅度後，正法逐漸消

來打他的頭或丟他的身體。比丘邊躲邊

退，進入像法時期。在這個時代，有一

跑，到了稍遠的地方，還是高聲讚歎：

些增上慢比丘不具威儀，在修行上也未

「我不敢輕慢你們！你們將來都會成

開悟，卻懷有高傲自大的心，在僧團

佛！」因為比丘總是高聲讚歎：「我不

裡，聚結成很大的勢力。

敢輕慢你們！你們將來都會成佛！」因

當時，有位很特別的比丘，他不專

此，便被人稱為「常不輕」
。

門讀誦經典，只是專行禮拜，遠遠看到

儘管被罵被打，常不輕比丘還是禮

四眾，不管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拜四眾，不改初衷。在自知生命要走向

優婆夷，這位比丘都會向他們禮拜讚

終點前，他在虛空中清楚聽到威音王佛

歎：「我深深地敬佩你們，不敢輕慢

所說的《法華經》及二十千萬億偈，常

啊！你們的所作所為，都是菩薩道，將

不輕比丘完全受持無礙，立刻得到了

來都會成佛。」

眼、耳、鼻、舌、身、意清淨無垢。

眾人聽到這樣的話，議論紛紛，認

後，又得到大神通力，增加壽命二百萬

為這位比丘故意諷刺他們，便以凶狠的

億那由他歲，廣為人說《法華經》。而

口氣回應：「愚痴的比丘，你打那兒

那些原本打罵輕視常不輕比丘的人，看

來？說什麼不敢看輕我們，還給我們授

見常不輕比丘顯現大神通力，身心柔

記，說我們都會成佛。我們並不需要這

和，語音輕妙，又能背誦《法華經》及

樣的虛妄授記。」

二十千萬億偈頌，解說無礙，

雖然被罵，但這位比丘

說法精妙，在聽聞他說《法華

並未生起瞋恨的心，還是禮

經》後，大眾都歡喜信受，

拜四眾，並高聲讚歎：「我

跟隨常不輕菩薩一起修行。

不敢輕視你們，你們將來都

這位修持忍辱，而因持誦

會成佛。」

《法華經》功德，能常遇佛聞

聽到比丘還說一樣的

法的常不輕菩薩是誰呢？正是

話，罵他的人怒火燒得更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前 身 。 （《 法 華

旺，拿起木杖或瓦礫石頭

（版畫 簡毓宏 ）

經．常不輕菩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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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慈心三昧」的彌勒菩薩
妙光是位智慧高深的菩薩，他有位
弟子貪求名利，被稱為「求名」。

了。初發心的那一世遇到洪水暴發，不
能乞食，連著七天一粒米都沒得吃，生

求名常到貴族家走動、攀交情。因

命垂危。這時有母子兩隻兔子，為護法

為心思都放在名利上，對於老師所教授

久住，自己投入火中供養他。但他卻發

的經典，總是忘得比記得還多。

誓『寧破骨髓出頭腦，絕不啖肉食眾

妙光菩薩講說《法華經》八十小

生。』就這樣餓死了。」

劫，弟子們都認真聽講，背誦流利。唯

妙光接著說：「因為他一開始學佛

獨求名背得結結巴巴。不是一再重覆，

就抱持這樣的慈心，所以總能遇到善知

就是停頓愣在那裡。弟子們看不過去，

識。我們應該護持他的善行，讓他繼續

請燃燈代大家問：「為什麼師父對求名

在佛道上前進。」

這樣寬厚，還讓他留在僧團裡呢？」

經由善知識引導及大眾的護持，求

妙光菩薩回答：「燃燈！求名只是

名漸漸去除惡習並修持六度法門。發

一時被虛榮蒙蔽，終會雲開霧散。他知

願：「懺悔一切罪，隨喜諸善根，敬禮

道恭敬供養諸佛，並且修持『慈心三

一切佛，願得大智慧。」

昧』，將來必能成就佛道。只是他因膚
淺的虛榮，浪費許多時光，成佛時間會
比你晚億年以上。」

有一回，在佛陀講說法華的會場
上，文殊菩薩說出過去生的因緣：「求

燃燈問：「師父

名就是現今的彌勒菩薩，

怎麼知道求名修『慈

而妙光就是我啊！」

心三昧』呢？」

彌勒菩薩聽了既慚愧

妙光：「你注意

又感恩。於是，在殊勝的

到求名只吃素食嗎？」

法華會上認真聽講，勇於

燃燈：「對！他

發問，再三請佛說法。佛

連淨肉也不吃。」

陀因彌勒菩薩所請，將不

妙光：「求名發
心修行已經好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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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達多得佛授記成佛
提婆達多是佛陀的堂兄弟，為人機

國王放下從前一呼百諾的威嚴，很

智聰明，富有才幹。出家後，卻一直懷

快學會僕役的工作，隨時恭敬侍候仙

有野心，至佛陀晚年，還做出了出佛身

人。仙人疲累需要床座休息時，甚至用

血與破僧的惡行。但在《法華經》中卻

自己的身體充當床座，讓仙人坐或躺在

有佛陀為提婆達多授記成佛的記載。

他身體上。一千年來國王用心恭敬地供

有個阿私仙人，他四處遊歷，想找
位「法器」來傳承大乘經典。

養仙人，沒有任何懈怠、疲倦，也沒有
任何怨言。

這天經過一個大國，看到國王親自

仙人忍不住問：「當國王多麼威風

打大鼓向人民大聲宣布：「現在國家交

神氣，眾生求也求不到這麼好的地位，

由太子管理，我要到四方求法。那一位

你為什麼要放棄，跟著我過艱辛清貧的

有道德的人能為我說大乘法，我願意侍

修行生活呢？」

奉他、供養他、追隨他，當他的奴
僕。」

國王回答：「我一直想著如何幫助
眾生？在國王的位置上，最多能照顧本

仙人非常高興遇到這麼虔誠求法的

國及鄰近國家人民生活上的富足；但修

人，又擔心他身為國王，不知能否承受

成大法，就可從根本上救助六道眾生斷

修行的艱苦，就對國王說：「我有最

除煩惱、脫離苦海，得到真實的清淨智

高、最微妙的法，是部大乘經典，名叫

慧。這就是我選擇出家修道的原因。」

《妙法蓮華經》。是非常稀有珍貴的妙

仙人非常高興找到了可以信託的大

法，假使你不違背我的教誨，跟隨我修

法器，而將《妙法蓮華經》完全傾囊相

行，就為你宣說。」

授。

國王毫不猶豫就答應了，換下華服

這位國王就是佛陀，而這位阿私陀

跟隨仙人修行。仙人先叫國王去找食

仙人就是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因過去曾

物，國王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向來都有

經助佛修道，並以宣說《法華經》的無

僕役準備好齋食。仙人便帶他到山上採

上功德，得佛授記，無量劫後，提婆達

果、挑水、砍柴，還教他如何下廚煮

多將善根成熟，精進修行而成無上佛

飯、炒菜。

道，佛號天王。（《法華經．提婆達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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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寶如來的大願
多寶如來發心護持《法華經》。在

養寶塔。

行菩薩道時立下大願：即使入涅槃，也
要出席法華會場，聽經聞法。

大樂說菩薩代大眾問佛陀：「什麼
樣的因緣，這座寶塔會從地涌出，還發

於是，當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準

出聲音呢？」

備宣說《法華經》時，突然傳來很大的

佛陀回答：「這是多寶佛的寶塔來

讚歎聲：「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世

參加我們法華盛會。多寶佛雖已涅槃，

尊，能用平等的大智慧教授菩薩法，以

但他在滅度前，曾交待弟子：『起造一

佛所護念的《妙法蓮華經》為大眾說

座大塔來供養我的全身舍利。今後十方

法。如是！如是！釋迦牟尼世尊所教授

國土，只要有宣說《法華經》的地方，

的法，都是真實的。」

我的廟塔就會涌現，並在塔中讚歎：

伴隨聲音出現的是一座高五百由
旬、寬二百五十由旬的寶塔。塔外有用

「善哉！善哉！」』這就是我們眼前所見
到的多寶佛塔。」

金、銀、琉璃等七寶合成的幢旛裝
飾，塔上懸垂著萬億種瓔

大樂說菩薩又問：「世
尊！能否用您的神通

珞、寶鈴等等的寶物。

力讓我們見到多寶

這應是供養大德舍

佛身？」

利的高塔，怎會出現在

佛陀回答：

這裡，還從塔內發出

「多寶佛有深重大

聲音呢？在場的佛弟

願：『如果有佛

子驚異無比，但還

弟子想見到我的

是趕緊禮拜：三十三

全身，必須請

天降下曼陀羅花雨；

講《法華經》

還未修成神通的人及

的這位如來，集

非人，則用香

合在其他地方

花、瓔珞、旛蓋、
音樂、舞蹈等來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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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顯現。』
」
大樂說菩薩：「我們也希望見到世
尊的分身，並加以禮拜供養！」
佛陀點點頭：「大樂說！我在十方
世界說法的分身，現在也該集合一處
了！」

佛，趕快宣說《法華經》吧！我可是為
了聽聞《法華經》，才到這裡來的。」
又分出半個座位，說：「釋迦牟尼佛，
來這裡一起坐吧！」
釋迦牟尼佛就進入寶塔，坐在多寶
佛旁邊。

於是，佛陀放出白毫般的光束，大

大眾仰望兩位如來同在寶塔中的師

眾從光束中，看到釋迦牟尼的分身滿布

子座上盤坐，又見到釋迦牟尼無量無邊

百千萬億那由他恆河沙數國土，正在演

的分身安住虛空中，都希望能升到虛

說妙法。此時，諸佛告訴眾菩薩：「我

空，好看清楚佛的相貌，及聽聞佛陀說

現在要去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的處所，

法。釋迦牟尼佛了解大眾的心意，便以

供養多寶如來的寶塔。」

神通力讓大眾升上虛空。

到了娑婆世界，諸佛派遣大菩薩以

釋迦牟尼佛大聲地告訴弟子：「我

寶花供養並問候釋迦牟尼佛：「少病少

即將進入涅槃，這部《妙法蓮華經》付

煩惱嗎？身心安樂嗎？」又說：「我們

囑在場的大眾。在我滅後，能受持讀

的世尊也希望能見到多寶佛身！」

誦，並深入思惟這部經典，是很困難

話說畢，一時，娑婆世界變得清淨

的。大家應當發願護法，令法久住，才

美妙，沒有地獄、惡鬼、畜生等惡道。

是真正的佛弟子，才是真正地供養我及

琉璃為地，寶樹莊嚴。

多寶佛。」（《法華經．見寶塔品》）

釋迦牟尼佛的分身諸佛都到齊了，
各各坐在師子座上，聽說要一同開寶
塔，就從座中起來，安住在虛空中。
弟子們起立合掌，專注地看著佛
陀。
釋迦牟尼佛以右手指開啟七寶塔的
門，大眾看見多寶如來坐在寶塔中師子
座上，全身不散，就像入禪定一般。多
寶如來說：「善哉！善哉！釋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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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涌出的菩薩們
佛陀說了微妙的《法華經》之後，

的名號，我也沒聽聞過。他們無量的智

他方國土的諸大菩薩起身表示：願意護

慧功德，到底是跟著誰學習？突然之

持受持《法華經》的行者，令此經永遠

間，就從地底涌出，我卻一個也不認

流傳。

識，希望佛陀慈悲，為我們大眾說個明

佛陀微笑回答：「多謝您們的好

白。」

意，不過我這裡不勞各位費心，娑婆世

佛陀沈吟一會兒，便朗聲說道：

界自有六萬恆河沙的菩薩及其眷屬，在

「彌勒菩薩，您問得很好！我今在此向

我滅度之後，會來護持《法華經》的流

大眾宣告，這些從地湧出的菩薩，都是

通。」

我在娑婆世界成道後，所度化來的。」

釋迦佛話一說完，娑婆世界的國

現場大眾一聽，大家議論紛紛：

土，大地震裂，竟從地涌出無量千萬億

「什麼？世尊成道至今也不過四十餘

菩薩，他們皆是住在娑婆世界之下，此

年，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怎麼可能教化

界的虛空中。在聽到了佛陀的聲音後，

如是無量的大菩薩？」

便來到此處，向釋迦佛及多寶佛請安，
並且讚歎佛陀無量功德。

彌勒菩薩馬上提出疑惑：「世尊！
這怎麼可能？您成道以來，才多久的時

釋迦佛很是開心地說：「這些菩薩

間！現在這種情況，就好像一個 25 歲

及其眷屬，於過去諸佛種諸善根，世世

的美少年，指著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也都跟著我學習如來甚深智慧。」

說那是他的兒子；老人家也說這個年輕

在場大眾看得都傻愣住了，怎麼從

人是他爸爸。世尊！這些菩薩都是久修

沒聽過佛陀去哪度了這麼多的大菩薩，

梵行，人中之寶，怎麼會是世尊您得佛

一會兒全從地底涌出，這也太難相信

道後，令他們初發心、修學的呢？」

了。

佛陀回答：「你們千萬要相信如來

彌勒菩薩知道大家心中的疑惑，他

所說，皆是真實之語啊！」佛陀連說了

自己也不甚明白，便合掌向佛陀請問：

三次。「希望佛陀為我們解說，我們一

「世尊！這麼多位大菩薩，還有他們的

定會信受不疑。」彌勒菩薩以及所有大

眷屬，以前怎麼都沒聽您提過。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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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佛陀便開口道：「你們仔細
聽了！所有的人都說我是在四十年前，

迷亂本性，好吃的藥說不好吃，硬是不
吃。怎麼辦呢？

才從王宮裡逃出，經過數年的修行，然

這個醫生只好謊稱要去外地，留下

後在菩提樹下成佛。然而，事實是：我

藥，跟孩子們交代：這藥吃了，病一定

自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來，早就

會好。到了外地之後，便傳訊息回來，

已經成佛了！在這段時間，我以各種方

說醫生已意外往生了。他的孩子們聽到

便善巧，在娑婆世界度化眾生，從沒休

父親往生，心裡非常苦惱難過，唯一的

息過。佛的壽命無量，所作佛事，也未

依靠已經離開世間，成了孤兒，還能靠

曾暫廢啊！

誰？因為心懷悲感，於是毒氣化開，心

我之所以會說之前有燃燈佛等佛出
世、涅槃，或者說我即將滅度，這都是
為了度化眾生啊！因為有些眾生，若知

便醒悟了，方知父親留的是靈丹妙藥，
一服用，病就好了。
大家聽了這個譬喻，我們能夠說這

道佛久住於世，便不會生起珍惜、恭敬

個醫生犯了妄語罪嗎？」

的心，也不覺得遇到佛有什麼特別，這

大眾聽了，搖搖頭。

對修行是很大的障礙。所以，我便殷勤

佛陀點頭又說：「我何嘗不是這般

叮囑：『如來是難可得見的，要好好把

用心嗎？有些眾生老仗恃著我還活著，

握啊！』如此，他們就會生起渴仰的

不用心修行，我只好說如來也會滅度，

心，努力修學。

激發他們珍惜的心，但誰能夠說我犯了

如來從來不說不實的話，但會這麼

妄語罪呢？」

說，也是為了大家好。

現場大眾，聞佛壽命劫數長遠如

我給大家說個譬

是，無量無邊的眾生，

喻。這就像一個好醫

對如來的功德信力，更

生，他的孩子生病

增百倍，而得無量的利

了，拿了藥給他們

益。（《法華經．從地踊出品》、

吃，好說歹說，也包

《法華經．如來壽量品》
）

個糖衣，有的孩子聽
話吃了，病就好了。
有的因為毒氣攻心，

（版畫

簡毓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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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菩薩與龍女
文殊菩薩是諸佛導師，因為娑婆眾

花從海湧出住虛空中，在兩位佛陀面前

生難度，他要協助佛陀教化眾生，所以

頂禮問訊。他們全都是聽聞文殊菩薩講

居釋迦牟尼佛座下。文殊菩薩在無量劫

《法華經》所度化來的。

前，已從日月燈明佛處受持《法華

智積讚歎：「《法華經》真是不可

經》。而且在日月燈明佛涅槃後，菩薩

思議！但是，有沒有眾生是因修行此

還講說《法華經》八十小劫，度化門下

經，速成佛道的呢？」

八位王子，修成佛果。

文殊菩薩回答：「有位娑竭羅龍女

因此，當曼陀花雨從天而降，大地

才八歲，功德具足，很快就可成佛。」

六種震動，釋迦佛白毫大放光明。大眾

智積菩薩搖搖頭說：「我見釋迦佛

都不知怎麼回事，只有文殊知道，佛陀

無量劫來積功累德，才成就佛道。我不

現此瑞象，必定是要演說《法華經》
。

信此女在短短時間內能成佛？」

多寶佛的寶塔從地湧出聽聞《法華

一旁的舍利弗也附和：「是啊！更

經》時，文殊菩薩正好出外度眾。在佛

何況女身有五障，其中之一就是成佛，

陀說法暫告一段落，多寶佛的隨侍智積

怎麼可能當生就成佛？」

菩薩向釋迦佛告辭，準備離去。

文殊菩薩望向龍女，龍女也不多說

釋迦牟尼佛：「智積！請等一下！

什麼。便從衣裡拿出一價值非凡的寶

我座下有位文殊師利，現在龍宮說法，

珠，供養釋迦佛，佛陀含笑收下。龍女

一會兒就回來了。跟他見個面，談論法

回頭對智積菩薩及舍利弗說：「我獻寶

義再回去吧！」

珠，世尊納受，這件事很快吧？」

才剛說完，文殊菩薩就從龍宮涌
現，住虛空中。
智積對文殊說：「辛苦您了！這段
時間，您度化了多少眾生呢？」
文殊：「太多了，說不清。等會兒
他們要來，您就可以見到了。」
話還沒說完，無數菩薩乘坐大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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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很快！」
「我成佛的速度，比這件事還快！」
話一說罷，龍女忽然變成男子，具足菩
薩行，前往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
演說妙法。現場大眾見到龍女成佛，更
深信《法華經》功德不可思議，而發菩
提心，得佛授記。（《法華經．提婆達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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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莊嚴王的學佛歷程
雲雷音宿王華智佛的佛土中，有個

《法華經》
。」

國家叫光明莊嚴國，由妙莊嚴王統治。

國王：「你們老師的神通一定比你

妙莊嚴王深信外道婆羅門，不接受佛

們更厲害，走！我跟你們一起去見佛

法。但國王的兩位王子，卻是長久以來

陀。」

一直修學佛法，福德智慧累積地相當深
厚。

隔天，妙莊嚴王夫婦及王子便一起
去禮佛。國王見佛陀身相莊嚴，很真誠

當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正在講說

地解下脖子上的真珠瓔珞來供養。佛陀

《法華經》。兩位王子對母親說：「母

為大眾演說妙法，國王夫婦及兩位王子

后，能值佛遇佛，比單眼龜找到水面浮

深受法益，決心隨佛出家。將國家交由

木的小孔還要困難。現在雲雷音宿王華

王弟統治。

智佛正在講《法華經》，我們想去聽經
聞法，並成為佛陀的侍從。」

妙莊嚴王出家後，精進修行，過了
八萬四千年後，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

王后回答：「正如你們所說的，機

昧」。以三昧力，妙莊嚴王升上虛空，

會是稀有難得，所以，我希望你們能說

對佛陀說：「世尊，我非常感恩那兩位

服父王，我們一起去。只是如何說服國

領我進門的兒子，他們二人是我的善知

王呢？國王向來信受外道，如果你們顯

識，是為了度化我而來投生我家的。」

現神通，應該可以感化你們的父王。」

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回答：「確實如

兩位王子到國王面前，升到虛空變

此，若人種善根，世世將能得到善知識

化神通。有時上身出水，下身出火；有

的引領化導。而他們二人受持《法華經》

時下身出水，上身出火；身體一下變

後，久遠來都發願，要讓邪見眾生，改

大，一下縮小。在虛空中行住坐臥，變

邪歸正。」

化快速。
國王看得目眩神馳，問：「是誰教
你們的呢？你們的老師是誰？」
王子回答：「是雲雷音宿王華智
佛！他正在七寶菩提樹下法座上講說

當釋迦佛在法華會上向大眾說了這
段傳播《法華經》的功德後，又補充說
到，妙莊嚴王即今日的華德菩薩，那兩
位王子就是現今的藥王、藥上菩薩。
（
《法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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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身供佛的藥王菩薩
藥王菩薩身相莊嚴，發願救護一切
眾生。見眾生有疾病，一定設法為對方

敬；應該用自己最珍愛的身體來供養，
才足以報答佛恩。」

解除痛苦，眾生都歡喜見到他，所以被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便開始飲服各種

稱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在日月淨

高貴香油，使五臟六腑清淨。飲服了一

明德如來的國土修行。他歡喜修持艱難

千二百年後，全身各毛孔都散出香氣。

的苦行，多次進出娑婆穢土，解除此地

又將香油塗在自己的身上，在日月淨明

眾生的苦痛。

德佛的座前，穿上天寶衣，將香油倒在

日月淨明德如來為國土裡的佛弟子

天衣上，以神通願力，讓身體燃燒。

講說《妙法蓮華經》。一切眾生喜見菩

菩薩燃身所放的光明遍照八十億恒

薩總是認真地聞、思、修，在佛道上精

河沙數世界。這些世界的諸佛齊聲讚

進不懈。一萬二千年後，修得「現一切

歎：「善哉！善哉！善男子！這是真正

色身三昧」：能依不同的需求，變現不

的精進，真誠的供養！是第一布施！因

同色身去親近並教化一切眾生。

為你已去除根本煩惱，以自己所修證的

菩薩滿心歡喜與感恩。心想：「因
為聽聞《法華經》，我才能修成三昧，

福德智慧光明，來迴向如來。是真誠地
用法來供養如來啊！」

應當供養佛陀及《妙法蓮華

菩薩的身體歷經一千二百年

經》。」

後，才燃燒完盡。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立

因燃身供佛的功德，

刻進入三昧，將曼陀羅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立刻

花、摩訶曼陀羅花，及

化生日月淨明德如來國

高貴的堅黑栴檀細末布

土中的淨德王家，以王

滿虛空，讓它像濃雲般降

子的身分請求到佛陀住所

落在佛身四周。

去親近禮拜。

以花香供佛後，菩薩

菩薩五體投地恭敬

從三昧起身，又想：「用
神通力供佛，還不夠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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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容顏！」

養日月淨明德如來的舍利。」說完便在

如來對菩薩說：「善男子！你來的

八萬四千寶塔前，燃燒自身的百福莊嚴

正好，今晚夜半，我就要入涅槃了。我

臂作為供養。這又經過了七萬二千年才

把所有的佛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燃燒完盡。

法、三千大千七寶世界、弟子及侍者都

菩薩、天、人、阿修羅等見到一切

交付給你。我滅度後的舍利子，也請你

眾生喜見菩薩燃身供佛，非常景仰，也

費心建造千座寶塔來流布、供養。」

引發其向道、供養的心。但想到一切眾

於是，日月淨明德佛便入涅槃。一

生喜見菩薩沒有了雙臂，又憂惱悲哀地

切眾生喜見菩薩取用了最名貴的栴檀為

說：「教我們修持佛法的師父燒臂供

薪木，焚化佛的遺體。之後，又收取舍

佛，而今身相已經不圓滿了。」

利八萬四千寶瓶，建造了八萬四千寶塔
供養佛陀舍利。

菩薩不忍見大眾苦惱，便說：「今
日我燃燒兩臂供佛，將來必能修得佛的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對佛陀非常戀
慕，前世燃身供佛，仍覺不足以報答佛

金色之身。」又說：「若我所說的話是
真實無誤，就讓我兩臂恢復原狀。」

恩。今生還應以身供養佛陀舍利。但想

果然，菩薩兩臂又回復完整。眾人

到如來的託付，實不宜再將全身燃盡。

對其深厚的福德智慧驚異、感動不已。

於是便招集諸菩薩、大弟子等，對他們

三千大千世界起了六種震動，無數寶花

說：「你們應當專注心念，我現在要供

從天而降。（《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

你應該認識的五大「法華」人物
人物

編輯組

推薦理由

1. 釋迦佛—心靈志業 CEO

建立希望的指標：人人皆可成佛
夢幻領導風格：因應弟子根機教導

2. 觀世音菩薩—救渡不分網內外

做眾生的朋友：變身三十三幫助你
隨傳隨到：尋聲救苦

3. 常不輕菩薩—堅持理念高 EQ

高度抗壓：從常被輕到常不輕都不生氣
堅定信仰：畢生實踐禮拜行，不管他人的看法

4. 多寶佛—最佳後援

每場必到：凡有佛講《法華經》必出席
擁護主角：分半座給釋迦佛

5. 龍女—以小搏大志氣高

年紀最小：八歲成佛
速度最快：以持寶珠供佛的極短時間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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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法師的鬼子母
鬼子母有一千個小孩，每個她都非
常疼愛。但她卻專吃人類的小孩，每天

皈五戒，那麼你最小的孩子就會回家
去。」

抓一個小孩來吃。她的小孩都是鬼王，

鬼子母答應了，受持三皈五戒，成

每個後面至少跟了一萬個鬼，勢力龐

為佛弟子。從此母子嚴持五戒，不再殺

大。天神雖然聽到人類的祈求，同情人

生，潛心學佛，發願護持三寶。

們的痛苦，卻束手無策。

這回，鬼子母和羅剎女及其眷屬，

阿難托缽時聽到這件事，便請佛陀

也一起來參加法華盛會，聆聽妙法。他

設法。佛陀在鬼子母外出時，顯神通將

們以香花、油燈、瓔珞及音樂舞蹈等

鬼子母最小的兒子抱走。鬼子母不見小

等，來供養經卷及佛陀。並發願護持

兒子，心急如焚，到處呼喊、尋找。十

《法華經》
。

天後，聲嘶力竭，身心憔悴，痛苦到幾

鬼子母和羅剎女等眾同聲對佛陀

近瘋狂。但是大家都怕她，避之唯恐不

說：「所有讀誦、解說、書寫、受持

及，沒人願意幫她。後來才有個佛弟子

《法華經》的行者皆可稱作法師，我們

告訴她，請她去找佛陀幫忙。
鬼子母披頭散髮、滿臉淚痕地來到
釋迦牟尼佛面前。

願意擁護他們，令他們得到安樂，遠離
一切禍患。我們會阻擋魔鬼去擾亂法
師。假使有惡鬼去干擾受持《法華經》

佛陀問她：「為何哭得這麼悲傷？」

的法師，即使是在夢中困擾，那惡鬼的

鬼子母回答：「我最小的孩子不見

頭就會分裂成七片掉落地上，還會立刻

了。」

墮落到無間地獄。」

佛陀：「你丟了一個孩子就這麼痛

釋迦牟尼佛聽了他們的大願，讚歎

苦，別人家的孩子被你吃掉，豈不是更

說：「善哉！善哉！你們用香花等等供

加痛苦？」

養《法華經》已是功德無量；還發願要

鬼子母點點頭，她現在知道失去孩

擁護受持《法華經》的法師，功德真是

子的痛苦，泣不成聲地說：「我一定要

不可思議，福報更是無量無邊。大家應

找回孩子！」

當向你們學習：發願護持經典，擁護法

佛陀：「如果妳和妳的孩子都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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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觀世音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財利也不求名聲，只願求得無上正法，

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

讓中土眾生同享法益。菩薩您慈念群

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

生，救苦救難。我現在正需要您的救

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

助。因乾渴而喪命是小事；不能讓中土

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

眾生見到無上正法，釐清經典模糊難明

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

的地方，才是最大的遺憾！菩薩您知道

得解脫！」

我的痛苦嗎？了解我的心意嗎？」
禱告之後，忽然一陣涼風吹來，解

為了求法，玄奘大師毅然踏上西行

除頭昏眼花的困境，全身舒暢，又能提

之路。政府明令人民不許私自出國，各

振精神繼續前進。走了十多里，竟看見

主要道路關隘嚴格稽查。但玄奘法師仍

數畝青草圍繞著水池。池水清涼，解除

意志堅決，不顧禁令，晝伏夜行，終於

了全身的乾渴。然而卻不見其他居民或

偷出國門。面對未知的土地、未知的命

商旅前來飲用？到了高昌國後，也沒有

運，法師立誓：「寧向西天一步死，不

人知道那個綠州。當下，玄奘大師了然

回東土一步生。」冒險橫越戈壁大沙

於心，深信那是觀音菩薩慈悲變現的。

漠。

在《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玄奘大師獨自前行，深信佛菩薩在

裡，無盡意菩薩代大眾詢問觀世音菩薩

四周護持，不斷默念《心經》，玄奘大

所發的深廣大願，觀世音菩薩為了救濟

師觀想佛菩薩的聖像，感到佛菩薩都在

眾生，能變現 33 種化身，雲遊諸國，

期勉自己繼續向西。

化眾生苦厄。若人能虔誠稱念觀世音聖

莫賀延沙漠是最艱難的一段。走了

號，便能得觀音菩薩的接引救渡。正如

八百多里路都沒遇到水源，五天四夜滴

經文所說：「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

水未進。玄奘大師不失正念，告訴自

厄，能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視

己：這正是考驗信仰是否堅定的時刻！

眾生。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

一心稱念菩薩名號的玄奘大師，並默

（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禱：「觀世音菩薩！我這回西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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