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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解品第四 

     初序品述未說法華前之事，方便品才是法華經正宗，譬喻品是重說方便品義，至

說譬喻長行後衆皆信解，今唯有四大弟子表示信解，信者信佛語，解者解佛意，其經義

則不可解，法師品云，「此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故義不可解，吾人亦毋需妄加忖

測，如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世」。又云，「但教化菩薩」。此是佛之意，弟子於此

先已解，但未信，今聞譬喻品後始生信，譬喻說長者急於救子故設三車，實無三車，唯

一大白牛車，佛意亦如是，弟子由此而信解，故有今之表示。本品應加弟子二字。或

云，四大弟子信解品。文中述信解之言不多，說譬喻則長，應云，弟子說譬喻品，因信

解故說譬喻。至於佛說此法華經，語亦不多，只因舍利弗不信，故不能不多說。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從佛所聞

未曾有法，又聞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心，

歡喜踴躍，卽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一心合掌，

曲躬恭敬，瞻仰尊顏，而白佛言。 

     佛說完譬喻品流通偈頌之時，四大弟子歡喜踴躍，起而表示。慧命者存其舊名，

阿羅漢以小乘智慧為命，不同凡夫以業持三緣為命。三緣卽煖氣識。須菩提智慧特強，

故得此名。從佛所聞此法華經，是未曾有法，是最高之未曾有法，數十年來所未曾説。

若至將來聞一乘法華經時，則今之未曾有法亦屬過度。今聞未曾有法，又見世尊授舍利

弗記。故發歡喜踴躍希有之心。因歡喜而有作禮及言說表示。 

世尊，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無所堪任，以前自謂已得湼槃，

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廣讚大乘，我

時在座，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

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 

     所是皆四人之意，由迦葉發言，等餘三人，四人皆居僧之首，為衆首領，各有其

緣，故各有黨羽。四人年齡皆老朽，證阿羅漢便足，自謂已得湼槃，不能發心而進求大

菩提道，此述其三種不能發大心之理由。一，為居僧之首。二，為年朽邁。三，為已證

湼槃。非不欲發心，每欲發心時卽為此三種觀念所阻。喻已得羊車者，不欲棄羊車而求

牛車。世尊往昔說大乘法，廣讚大乘般若波羅蜜，我時在座，以為大乘法與我無關，故

聽法時身體疲懈。但念大乘三解脫門，卽大乘三三昧。佛說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但我

念空，有何土可淨。佛說無上菩提，但我念無相，有何菩提可證。佛說大乘種種遊戲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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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我但念無作，卽無願，何用諸多神通。於菩薩所應學之一切法，我心無喜樂，絕不

動搖。阿羅漢得湼槃證，已無色聲香味觸法，本應無疲懈。有疲倦是身覺苦，屬觸塵。

然以其聞大乘法時，心無好樂，坐之既久，亦不勝其苦悶。此番亦是自述其懊悔，如舍

利弗所述同是懊悔之解，但舍利弗之悔意較深。 

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湼槃證，何以多求，又今我等

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

心，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

得未曾有，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猶

如窮人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往昔對於佛所教化諸菩薩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我等不生一念好樂之心，我等今

日於佛前聞授聲聞成佛之記，心甚歡喜。今日所聞與先往昔教化，兩不相同。先教菩薩

者是權教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授舍利弗記，是一乘菩提記，不可混亂。 

     中國人晚課中唸，我今不為自求人天福報，亦不為求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

薩，唯求最上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語意卽求一乘菩提，唯惜彼念者均不知何謂

最上乘，依中國佛教解以菩薩為權，以佛為實。見解已錯，念者只空有其辭，而不知其

義。恒輙對佛像前打妄語，實是罪過。須知兩種菩提不同，若混亂之，則無權實之別。

或謂前者授菩薩記，今乃授聲聞記，因前者隔幕，今則和融，故今聲聞亦得授記，菩提

是一樣無別。此說大謬不通，何故以前隔幕耶。應知此等聲聞皆是往昔一乘菩薩，今既

信解，恢復本菩薩道，故得授一乘菩提記。决不同往日授菩薩記，以往日之菩薩屬權，

今聲聞人屬實，權實異故。 

     想不到今日忽聞此開權顯實希有之法，三乘皆是方便，我等皆當得無上菩提，故

深自慶幸歡喜之極，得大善利，以喻言之，猶如窮人無量珍寶不求自得。此是一乘善

利，五千退席者則失此利。誰人聽此經，皆得此善利，但各人歡喜不同耳。於無量珍寶

無心求而自得，此謂其今已自知，成佛有無量無邊佛智慧樂。非發心不可，亦是依佛之

言。「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養，三世一切佛」。 

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 

     我歡喜之極，不知如何說起，今欲說譬喻，以明此義可乎。此是請願之詞，佛默

然許之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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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

年既長大，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 

     有老人在年少時失踪，捨父逃逝。此從老人說起，因其自己是老人故，在幼稚時

無意逃逝，與父背馳，遠離己國，而不知經歷多少國。或在某國住十年，或二十年乃至

五十歲。有人卽指我等。當知受釋迦教化，親近四萬億佛，未得不退轉為幼稚，退菩提

心離開導師，如捨父逃逝，殊為痛苦之意。五十年喻四萬億佛以後至如今。又前文云，

「汝等累劫，衆苦所纏，我皆濟拔」。退菩提心以來甚久，佛累次濟拔，此五十年言今

次未復菩薩道之時間。馳騁四方以求衣食。喻捨導師以後，各人在人天，或墮三途。如

前云，「見六道衆生，貧窮無福慧」。或求外道湼槃，終不得寶物。 

     前面佛說譬喻入火宅，今喻出外，似不相符，總言受苦是同，子不知尋父，甚為

困難。 

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

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玻瓈珠等，其諸倉庫，悉皆

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

遍他國，商估賈客，亦甚衆多，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

遂到其父所止之城。 

     父往尋子二十餘年，仍尋不獲，卽在其處建廈營商，以望有遇子之日，其子果然

漸漸遊行向父國而來，此是父子之緣，天性如是，故漸漸相近。喻墮落菩薩終有值佛之

期。富子捨父求衣食，如吾人離佛而求道，今遇佛以大事因緣出世，如大富長者尋子，

照理佛本不必如彼長者尋子之難，隨時可得見之，但以衆機分散不易聚，則甚難值，佛

出世功德具足，如長者之富貴榮華，若衆生不墮落，佛不必出世。如子不逃逝，父不必

尋。長者習慣豐裕，故到處皆如是輝煌。窮子到其父所止之國，非本國。如衆生與佛有

緣，則生到佛出世之處。 

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此事，但自思惟，心

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有子息，

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殊為可惜，是以殷勤每憶念子，

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 

     父常有此用心，雖多年在此營商，實常思念其子，且念無子繼其產業。但以多種

關係故未曾對人說此事，恐說之反有害故，但其子向不知有父，自以為難童浪人耳。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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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人不知是菩薩，不知趣向一乘，子雖受流離之苦，尚不及其父心常憶子之焦慮。其

父至少有七十歲，故云老朽，父財子繼，是世人之習慣，以血統關係，視子如己，故必

付與子，不與他人。本不必如是，各有其福，有福者生到其家，自然享受。此喻佛有無

量功德，菩薩皆應得之，受佛教者皆可成佛。寶物本應子有，但因忘記不知故。 

     是以殷勤每憶念子，言佛常愍念菩薩在六道受苦，不能自拔，必籍佛力方能有

濟。 

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師子牀，寶

几承足，諸婆羅門刹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值千

萬，荘嚴其身。大小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

華旛，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列寶物，出内取與，有如是等種種

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卽懷恐怖，悔來至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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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

已，疾走而去。 

     子雖到父舍，實不知是父，坐師子牀以寶几承足，可知餘物皆貴重。婆羅門是有

地位有學問之外道，刹利是印度之貴族，皆恭敬圍繞，喻佛出世天人擁護，菩薩圍繞。

以珍珠瓔珞荘嚴其身，此言佛身種種相好荘嚴。羅列寶物，出内取與，此諸寶物任人取

出去，或放還，聽其自然。窮子懷恐怖悔來至此，喻六道衆生貧窮無福慧，有時在人天

或外道處求道作福，如尋求衣食。菩薩與佛有師徒關係，如同父子不異。但以久別，不

自知是菩薩，志弱下劣，無向上心，不肯親近佛，故六道衆生難於見佛，或雖見亦不

信，不肯親近。其實佛本慈悲愛念衆生，任人親近。 

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卽作是念，我財物庫

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

我雖年朽，猶故貪惜。 

     長者以其常存有子之狀貌幖幟在心目中，時刻不忘，故一見便識，已憶五十餘

年，豈有不識之理。因有子，可望子歸，未絕望故，仍須留與子用。喻佛無量功德，用

以教大菩薩，菩薩應得佛之功德。若不以此教菩薩亦無用處。 

卽遣傍人急追將還，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

不相犯，何為見捉，使者執之愈急，強牽將還，於時窮子，自念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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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躃地，父遙見之，而語使

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所

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 

     喻佛使菩薩傳教，教化人天墮落菩薩，勸人發菩提心，或強迫人發心修行，但衆

生寧願墮惡道，不願修行。因此子流浪已久，不易自信是長者子，如佛無量功德，不易

對墮落菩薩說。 

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

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裏以求衣食。 

     長者並無錯認，喻佛知是墮落菩薩。窮子至貧里，喻衆生不願見佛亦如是。 

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

德者。汝可尋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值，窮子若許，將來

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僱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時

二使人卽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爾時窮子貪取其價，尋與

除糞。 

     密遣二人不令第三者知，此二人亦是菩薩示現聲聞，以引導無智之人，教修小乘

行業。糞，卽戲論之糞。種種外道邪見，皆是戲論。又五欲之糞，除去五欲邪見之糞，

便得湼槃樂，如得雙倍之價。彼在貧裏求衣食，則衣食不足，今得雙倍之價，有餘賸

矣。小乘得三明六通八解脫卽如雙倍價。由先說有湼槃可證，方肯修道，斷集滅苦。 

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他日於窻牖中，遙見子身贏瘦憔悴，糞

土塵坌，污穢不淨。欲近其子，卽脫瓔珞細輭上服嚴飾之具，更著

麤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漸到子

前，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又經

數日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已加汝價，諸有

所須，盆器米麫鹽醋之屬，莫自疑難，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

自安意，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如汝父，我年老大，而汝少壯，

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自今以後，如

所生子，卽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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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富翁之子，不應作苦工，他偏要作，可怪之極。如菩薩先於四萬億佛所積諸

功德甚多，佛是其師，不應退墮，而今只修聲聞行，取聲聞果，可憐之至。佛滅後，我

等六道中佛亦常憐愍之。而今之人連除糞工作亦不為，而甘修外道行，尤為可憐。吾人

今聞法華經者，應自知是菩薩，應得廣大功德。而視彼不明斯經者殊覺可憐，此之可憐

卽是代佛作念，愍而怪之相同。如安樂行品云，「於在家出家菩薩人中，生大慈心，於

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卽此憐愍之心是。 

      贏瘦憔悴，謂小乘人無真功德，佛見菩薩修小乘行為如此。聲聞人作不淨觀，無

常觀，觀念中常是不淨境，如彼除糞者，多接近糞，必染著。如常人愛淨厭穢者，心中

卽恒有淨穢二事，厭穢者越見其穢。 

      欲近其子，卽脫瓔珞細輭上服，更著粗弊垢膩之衣。喻佛若以無量威德荘嚴之

身，不能見墮落菩薩，今釋迦出世之身，卽是更著粗弊衣之身。佛本身非止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亦非丈六高，本不必托鉢乞食，不須說小乘教，但為欲與小乘機接近故，乃

示現如此。 

     汝等勤作者，說此語非志在其勤，不過言說如此，見面時隨便說幾句勉勵語安慰

之，勸令勤修精進可出三界，解除貪瞋痴煩惱，得至湼槃一日之價。咄，男子。在此咄

字作招呼人用，別處或作呵斥用。 

     加汝之工錢不必用，汝所須之物，我都有，你可以隨便取去用，莫自疑難。米麫

鹽醋之屬，是許可其小乘功德。有老弊使人，可以服侍你。此是安慰語，亦有其密意

在。意欲與其漸漸親厚認為兒子之故，我如汝父者，未敢云是真父。我年老大而汝少

壯，此是舉其如父子之理由。其實真是父子，今勉強作此說，實在痛心之至。無有欺怠

瞋恨怨言，喻小乘行者已斷貪瞋痴慢等煩惱。卽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長者認之

為義子，彼窮子亦無所謂，故默無表示。卽時長者遂與其安名字，稱曰信勤，從此便算

為誼子。喻聲聞人亦得稱佛子，本來一乘菩薩方得稱為佛子，權教菩薩稱佛子尚屬方

便。 

     此義照應前文，「隨宜所說意趣難解，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之說。佛出世如長

者，為尋子故居留於外地。此是小乘人自己過失。本不必作工，不必為下劣人，今竟不

應為而為之，卽大吃虧，此吃虧在其當初退一乘菩薩道而墮落所致。 

     吾人亦是流浪子，今讀法華經，如讀父親之信，方知有家可歸，並非誼子，實是

富翁親子。凡是與佛有緣，工作同者皆是佛子。吾人今後不應作下劣工作。亦不必取尋

常所數之寶物，要全副家產接受之，能認識信仰佛語，享受應得之利益，後悔自己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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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墮落，卽是恢復長者子之資格。此喻中父子相認全靠信字，未有憑據，其子能在其處

工作在乎代價，卒能認之如子，承繼家財，要在其父多諸方法調御之，然後方有此結

果。 

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

令除糞，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 

     窮子本是富子，以流落他國為窮子耳，雖欣此遇者，遇有人認之為子，與雙倍價

故歡喜，此是小歡喜，比往時好些而已。二十年中仍是賤人，此如菩薩不自知是菩薩，

凡夫見佛，佛教其修小乘行得滅苦，有功德，好過在外道人天，故欣於此遇。小乘人雖

成阿羅漢，集已斷，但仍要常除其糞，一時不除卽穢故，小乘人離不開工作。於二十年

實見佛已四十多年，喻見佛以來之時間，言許久以來不發菩提心。過二十年後，胆畧

大，有心相體信之可能，便令其執作家務管理賬數等，出入自由。 

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言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

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於，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

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加用心，毋令漏失。爾時

窮子卽受教敕，領知衆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希取一餐之

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仍未能捨。 

      長者非真有疾，實是年老，所應取入及支出之數，汝都應當知道為是。我心如此

想，汝當體會我之意思。我有的卽是汝有，宜加意用心保存其財物。其子雖接受教敕領

知金銀珠寶等物，而毫無貪取少少之意。此金銀寶物如權教佛功德，但令其知。如佛命

小乘人大弟子教菩薩大乘法，以般若經說六度教衆生行菩薩道。佛意有二。一，欲聲聞

知佛功德。二，欲其與衆生結緣。小乘人雖做大乘工作，而不發心。管理之時為他數

寶，與己無涉。聲聞不知佛是無量劫來於四萬億佛所為我等之導師，如窮子不知長者是

父。以不知長者全副家產是己所應有故，絕無希取一餐豐富之食。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

時，集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聚，卽自宣言。諸君

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昔於某城中捨吾逃走，竛竮幸苦五十

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終無所見，忽於

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歸子

有。先所出入，是子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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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經少時約數年之間，父知子意，意卽志。此時認識多，智識漸高，卽是成就

大志。又知其有自鄙先心之可能。臨欲終時卽前云自知將死不久。其實年旣老，來日無

多，應交付家產，乃集諸親屬宴會，以宣佈此大事。以此公佈則手續清楚，此子是我所

生，非誼子，亦非冒認。於某城中，指其舊家鄉，竛竮幸苦，以其未受教育，又無人提

攜必幸苦。先所出内是子所知，我先令子領知内容數目，今乃交之。此喻似不相符，先

所領知是權教功德，今所交者是一乘實教。此但取其意而已。 

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卽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

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

是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子。 

       此次之歡喜至極點，長者喻佛，親屬喻諸菩薩，天人八部國王大臣法華會中之

大衆，宣言，指全法華經。皆說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授菩薩記必當作佛，皆是佛

子。「昔日於四萬億佛所長夜隨我受學，以後悉忘」，卽如逃失。今雖相見，乃未敢說

汝等當得成佛道。但令汝等知三乘，如令窮子執作家務。其本字某，往時有菩薩名。釋

迦佛之本名亦非釋迦。長者數十年尋子不得，如衆生無機不肯受教復本志願。佛亦無法

與彼相遇。今有機方遇著。但初時機未熱，經四十餘年，以小乘法培植之，今已熟，方

能說真實語。吾人信仰法華經，卽是認父親，人人聽法華經者，皆是長者子，在宣佈之

列，可以接受家産。 

       我等皆是佛子，此指實教是一乘真實佛子。如來常說為子，如來往時呼三乘人

為子，是儱侗稱為子，意欲令與親切，未說明三乘人是一乘菩薩。今日我等方知真是菩

薩。 

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

今者世尊以方便力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精

進，得至湼槃一倍之價，旣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

言，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弘多。 

      此喻飄零尋食之苦。三苦，卽苦苦，行苦，壞苦。苦苦者苦上加苦。人是五陰，

五陰卽苦。五陰在六道中無論受某一道之果報皆是苦。行苦者行是流動性，受用有變

遷，苦受樂受皆有變遷，有變遷卽是苦。壞苦者受樂亦是苦，有樂時雖無苦，樂能壞卽

苦，則正樂時亦是苦。樂卽是苦名苦諦。迷惑無知，卽無智慧，以被三苦所逼故，無智

慧不知擇法，遇外道則接受外道法，遇佛又接受小乘法，若三苦薄有智慧則能接受大乘

法。今次遇佛以方便力為我說小乘，令我等思惟修道。除三障三苦，一切法終歸於空，



【 妙法蓮華經講錄      信解品 】 

 

10 
 

無容貪取。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湼槃一倍之價。若於外道，雖有價甚少，不得雙

倍。多一倍卽雙倍，每日均得。既得此已，卽證阿羅漢，無三苦所逼，故心大歡喜，自

以為足，所得弘多。數十年來每日積蓄雙倍之價不少。 

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獘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我等當

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為大菩薩說如來智慧，我等既

從佛得湼槃，以為大得，於此大乘便無志求，我等又因如來智慧，

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

小法，以方便力加被任我等說。 

     是往時無量劫來已有之弊欲，深貪小乘法，未證小乘果，故樂於小法。佛知我等

有弊欲故，不說我等是菩薩，秘密不洩，只對我等說小乘法。如初未敢說窮子是真子，

此卽是「隨宜說法，意趣難解。諸有所作，常為一事」。 

     不為分別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此指一乘寶藏。先令執作家務，是權教菩薩功

德。一乘寶藏是因緣性，不可依中國佛教說如來藏是本有自然性。 

     方便力說如來智慧，卽方便智慧力。說如來智慧卽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等慧。我

等不得此法，只證阿羅漢，得一倍湼槃之價值，以為大得卽滿足矣。如來所說三乘功

德，皆非佛實德。 

     又因佛命我等聲聞轉教菩薩如來智慧，如來智慧是大乘人所求，非我所求。因如

來命我說，則唯命是聴。佛意欲其知有大乘發菩提心，我等實無志願求大乘。此合喻替

長者管理財物，而無貪取一餐之意。如來明知我等不發大心，但以方便力命我等教菩

薩，教人卽是為人師範，只以大乘教他，而自不發心，實在難為情。佛以此望其漸能發

心。 

而我等不知真是菩薩，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所以

者何，我等昔來真是菩薩，而但因樂小法，故不說，若我等有樂大

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早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

訾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我等。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

希求，今法王大功德寶自然而至，如諸菩薩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實則聲聞及所教之菩薩，皆是本來一乘菩薩，本應聞一乘法，而竟說數十年三乘

法者，均屬過渡時期，磨檫之使根性漸利。大乘法能淘汰小乘劣志。令增長智慧，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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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聲聞說大乘，往時不知真是一乘菩薩，今日方知，知卽信。聽此經全在信自己是菩

薩，釋迦佛是本師，我等將來必成佛。能如此信，卽自知是菩薩，成佛無疑。 

     無所吝惜者前頌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荘嚴，以此度衆生」。

又云，「若以小乘化，乃至於一人，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又云，「諸佛以一大

事因緣出世，令衆生悟入佛之知見」。可知是無所吝惜。此合長者以無量寶藏交付其子

之喻。 

     我等自無量無邊劫來，由十六沙彌教化起，繼續親近四萬億佛，故我等真是菩

薩。佛本應示我佛之知見，但我等貪著小乘，但樂小法。若我等有權大乘欲，好樂大乘

之心，卽權機。佛必觀機說法，如針芥相投，决無誤矣。故佛以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各

得解，各各受益不同。佛說大乘法之後，卽開權，說法華經。若無我等小機阻滯，則佛

可以快快說完大乘，速說法華。如華光佛世，不必多說三乘。今者竟被我等阻碍四十九

年，說完大乘於此經中唯說一乘。此是迦葉一來怪自己小機阻廷時間，一來是讚佛時刻

欲說一乘。此說窮子逃逝數十年 備受衆苦，歸來還要除糞二十年，經理家務數目又二

十年耽擱時間甚久，若非志劣，隨時卽可接受一乘。 

     其實迦葉本是一乘大菩薩，非真聲聞，但為衆生故而示現，勿屈之太。 

     往時經過三十多年來，每於菩薩前毀訾聲聞人為焦芽敗種，雖有智慧而不肯發

心，但樂小乘功德。其實彼時卽是佛以大乘教化我等，但我等不肯接受，殊為可痛惜之

至。 

     我等證阿羅漢以來，並無向大之心志，無希取一餐之意。今得授記作佛，卽是佛

之一乘大功德寶自然而獲，如長者交付家產，此正說歡喜。 

     如菩薩所應得者，此言方便時代之菩薩，今轉入一乘菩薩，卽是一乘大菩薩，如

此諸菩薩所應得之佛功德，我等皆已得之。我等聲聞轉入一乘菩薩，所得亦同一樣，如

先求羊鹿牛車者，終歸捨其所求，唯有同得一大白牛車。我得若要得無量功德者，須認

自己是菩薩，如欲做大富翁者，要作長者之子。 

     佛教全在乎因緣，此因緣範圍甚大。時間極長，窮三際。面積殊濶，遍十方。諸

大菩薩皆是眷屬，可見此大因緣非同小事。以下頌文。 

我等今日，聞佛音教，歡喜踴躍，得未曾有。 

     此總頌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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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聲聞，當得作佛，無上寶聚，不求自得。 

     此總說譬喻，聲聞以前修行無量劫，今已因緣成熟，於不發心之間，而得授記，

猶如無上寶藏聚集，本無心求而自然獲得，不啻喜出望外。 

譬如童子，幼稚無識，捨父逃逝，遠到他土，                  

周流諸國，五十餘年。 

      此喻菩薩於一乘退轉墮落，六道往還。 

其父憂念，四方推求，求之既疲，頓止一城,                      

造立舍宅，五欲自娛。其家巨富，多諸金銀，                  

硨磲瑪瑙，真珠琉璃，象馬牛羊，輦輿車乘，                  

田業僮僕，人民衆多，出入息利，乃徧他國，                  

商估賈客，無處不有，千萬億衆，圍繞恭敬，                  

常為王者，之所愛念，群臣豪族，皆共宗重，                  

以諸緣故，往來者衆，豪富如是，有大力勢。 

     四方者如國之四方，因其父子背道而馳，各向一方。頌文侈言長者豪富，人多親

近。如佛具無量功德，出現於世，說法教化，多來親近，人天八部中，三乘人多。 

而年朽邁，益憂念子，夙夜惟念，死時將至，                  

癡子捨我，五十餘年，庫藏諸物，當如之何。 

     如佛出世已久，而一乘菩薩機未熟，墮落菩薩卽痴子，無知無識，已忘一乘。佛

有無量功德，志在與菩薩授記作佛，然菩薩機未熟，實無下落，故云當如之何。 

爾時窮子，求索衣食，從邑至邑，從國至國，                  

或有所得，或無所得，飢餓羸瘦，體生瘡癬，                  

漸次經歷，到父住城，傭賃展轉，遂至父舍。 

     如菩薩墮落有罪過無功德，至父舍者如衆生見佛而未信。 

爾時長者，於其門内，施大寶帳，處師子座，                  

眷屬圍繞，諸人侍衛，或有計算，金銀寶物，                  

出内財產，注記券疏，窮子見父，豪貴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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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是國王，若國王等，驚怖自怪，何故至此，                  

復自念言，我若久住，或見逼迫，強驅使作，                  

思惟是已，馳走而去，借問貧裏，有無傭作。 

     如佛功德内外莊嚴超勝，住此本是發財機會，窮子不知乃疾走而去。 

長者是時，在師子座，遥見其子，黙而識之，                  

卽敕使者，追捉將來，窮子驚唤，迷悶躃地，                  

是人執我，必當見殺，何用衣食，使我至此。 

     長者心中有數，不狂躁。佛認菩薩易，我等認佛難。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從無

量劫前始初教發菩薩心，乃至教令成佛教化無量衆生，皆攝入一大事因緣内，佛是本

師，我等是本徒，今能知此乃歸家之路。如不知此則甘自墮落，與佛背道而馳。 

長者知子，愚癡狹劣，難信我言，難信是父，                  

卽以方便，更遣餘人，眇目矬陋，無威德者，                  

汝可語之，云當相僱，除諸糞穢，倍與汝價，                   

窮子聞之，歡喜隨來，為除糞穢，淨諸房舍，                  

長者於牖，常見其子，念子愚劣，樂為鄙事。 

     更換無威德之人，非前執捉之人。此是佛敕菩薩示現小乘。念子愚痴無智，又志

弱狹劣，習慣鄙賤工作，言樂為鄙事。是在長者對窮子之觀念，窮子未必歡喜為鄙事，

至多不厭煩而已。彼既願意作苦工，便聽其作。如對小機人任其修小乘行，不說是菩

薩。如頌云，「未曾說汝等，當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説，説時未至故」。佛觀三乘人皆

是樂為鄙事。比喻説長者數十年不見子，然佛非不見菩薩，但未有機，雖見如不見耳。

佛愛菩薩甚於父愛子，佛常見菩薩，時生憐念。 

於是長者，著弊垢衣。執除糞器，往到子所，                    

方便附近，語令勤作，復於異日，見其子言，                   

既益汝價，幷塗足油，飲食充足，薦席厚煖，                   

無用遠去，別求衣食，如是苦言，汝當勤作，                   

又以輭語，若如我子，長者有智，漸令出入，                   

經二十年，執作家事，示其金銀，真珠玻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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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物出入，皆使令知，猶處門外，止宿草庵，                   

自念貧事，我無此物。 

     此勸小乘人修三十七道品，得出三界，勤修則得解脫，做一日便取一日雙倍之

價。印度習慣赤足，須塗油免受風濕。苦言者非言苦，長者心苦。所說之語乃不得已之

強言，佛明知諸聲聞皆是一乘菩薩，本不應修小乘行，但彼不自知，時機未到故，不能

坦白說，故不得已亦要先教其修小乘行，此是心苦之意。佛知其志未轉，任其安住本位

故云止宿草庵。 

父知子心，漸已曠大，欲與財物，卽聚親族，                   

國王大臣，刹利居士，於此大衆，說是我子，                  

捨我他行，經五十歲，自見子來，二十餘年，                   

昔於某城，而失是子，周行求索，遂來至此，                  

凡我所有，舍宅人民，悉以付之，恣其所用，                  

子念昔貧，志意下劣，今於父所，大獲珍寶，                  

幷及舍宅，一切財物，甚大歡喜，得未曾有。 

     開權顯實時機已到，說聲聞卽是菩薩，應發菩提心，求佛道，得佛之全德。弟子

說譬喻，單述個人歡喜，範圍狹窄，佛化衆生則普遍，非止一人，故此喻未盡恰當。 

佛亦如是，知我樂小，未曾說言，汝等作佛，                  

而說我等，得諸無漏，成就小乘，聲聞弟子。 

     佛提拔我等，亦如長者提拔其子一樣。知我之我字指迦葉兼指餘三人，廣則該餘

聲聞衆。佛觀機説法，機小故為說小法，早時未曾說聲聞作佛。亦絕未洩露聲聞能作

佛。縱早上有說亦屬權，唯法華時說方為實。 

     得諸無漏超出三界，三乘弟子皆無漏，無三界業報，故能超出三界。 

佛敕我等，說最上道，修習此者，當得成佛，                  

我承佛教，為大菩薩，以諸因緣，種種譬喻，                   

若干言辭，說無上道，諸佛子等，從我聞法，                  

日夜思惟，精勤修習，是時世尊，卽授其記，                  

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一切諸佛，秘藏之法，                    

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爲我，說斯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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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彼窮子，得近其父，雖知諸物，不爲己有，                   

我等雖說，佛法寳藏，自無志願，亦復如是。 

     佛敕大弟子為菩薩說大乘法，讀大般若經，便可詳知佛敕弟子教菩薩修行權佛

道。權以般若爲主，說般若爲多。承佛命令，若非佛敕令之，披雖明白大乘，亦怠於教

他。教大菩薩者，指普通發心之善男子善女子，若是真有功行之大菩薩，則無需阿羅漢

教。此大字指大乘，非指大德。 

     以諸因緣者說大乘因緣故事，不說小乘人天因果。此總言十二倍經，成就大菩薩

志願。隨何種人說何種言詞。雖不能如佛之一音說法隨類得解。亦能說多種言詞。聲聞

人不知佛意，敕其教他卽是教自己，故不發心。 

     大乘人從聞思修三慧，於因果六度行法，六度中最高為般若，常思惟修習，佛卽

授其記，此情形引起聲聞感想，莫明其妙。聲聞人不領解以為有秘密，實無秘密，此法

已敕令教菩薩，卽是公開。彼以不干己事，故不得其益。 

      如彼窮子得近其父。此舉喻貼合，做司理時得近其父。佛法寶藏，指六度行及權

佛功德。但承佛敕而說，自無志願，不負責任，故云亦復如是。 

我等内滅，自謂為足，唯了此事，更無餘事，                  

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衆生，都無欣樂。 

     以下述無志願之原因。内證滅諦，斷除煩惱為滅。目的已達，無苦境所逼。如已

得雙倍價，不必多求。唯了三界束縛，所作已辦，更無餘事。雖受佛敕教大乘人，乃短

期義務，故無欣樂。 

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無漏無為，淨土菩提，亦悉空寂，                                 

如是思惟，不生喜樂，我等長夜，於佛智慧，                  

無貪無著，無復志願，而自於法，謂是究竟，                  

我等長夜, 修習空法，得脫三界，苦惱之患，                  

住最後身，有餘湼槃，佛所教化，得道不虛，                  

則爲已得，報佛之恩，我等雖為，諸佛子等，                  

說菩薩法，以求佛道，而於是法，永無願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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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不欣樂之理由，小乘人但把持真諦理，廢棄俗諦淨佛國土，成就衆生，皆俗

諦事。空寂是真諦義。小乘人能說空寂法，但其領解與菩薩不同。菩薩領解空寂法深，

故能發大心。以空故無所畏難，不見時間長，亦不見辛苦。小乘人領解空理淺，以爲諸

法皆空，則不必多麻煩，故不肯發心，以為一切諸法菩提淨土皆悉空寂，是空解脫門。

無生滅大小，是無相解脫門。無漏無為，是無作解脫門。如前云，但念空無相無作。因

中無為，不建設。果上無相，以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本無國土之淨穢，國土是一合

相，無國土可淨，是無相義。五陰當體卽空，無衆生可度，以此故無需發心多求。證果

以來，無一念貪著佛功德之心。無復有菩薩之志願心。决定名志，希求為願。長夜修習

空法，此修習是不捨果法，但念空無相無作，不同因中之修習。小乘人自證小乘空義，

為諸菩薩則說大乘空義。 

      吾人居因中一乘菩薩。不修小乘，亦不修權教大乘，又不能修一乘。唯以憶念法

華為修習一乘。此為因中修習功行。 

      小乘人煩惱寂滅為空法，大乘人說本來寂滅為空法，聲聞皆能了知，而且能說。

唯在果上方能說，因中不能説，亦不知大乘空。證果以後念果上空，卽湼槃空寂。念大

乘空，則淨土菩提悉皆空寂。修習空法，則得脫三界苦惱之患。脫三界煩惱苦，業苦，

果報苦。至法華經已開權，則不必用三乘出三界，但用一乘即可出三界，功行較大，出

三界更快。佛引衆生出三界之方法甚多，不限定用三乘。小乘證阿羅漢，已實得權利。

又代佛轉教菩薩，已盡義務。故復以為已得報佛恩。不知實未報恩，一乘之恩未報，實

是背恩負義。 

     為父親者志在其子繼承產業，而子不受教，不受父教者，非孝子之道。何况說報

恩哉。 

導師見捨，觀我心故，初不勸進，說有實利，                  

如富長者，知子志劣，以方便力，柔伏其心，                  

然後乃付，一切財物，佛亦如是，現希有事，                  

知樂小者，以方便力，調伏其心，乃教大智，                  

令發一乘，無上道心，我等今日，得未曾有，                   

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如彼窮子，得無量寳。 

      因我不樂大乘，故為導師縱捨。觀我心下劣，故未曾勸進發大心，亦不說將來有

真實利益。先以方便令我等就範，調伏其下劣之心。至令開權顯實，如彼窮子得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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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實是富人得無量寶，但彼不自知己是富人，若薩有無量功德在前，亦有無量功德在

後，非無因綠而得。 

世尊我今，得道得果，不為真得，於無漏法，                  

得清淨眼，方為真得，我等長夜，持佛淨戒，                    

始於今日，得其果報，法王法中，久修梵行，                  

今得無漏，無上大果。 

       我今得阿羅漢道，得聲開果，皆非真實。今得一乘之見解，信佛説開權顯實，

知一乘真實，卽是得清淨眼。此眼從佛口生，從耳接受，清淨一乘而無三乘之瑕穢，清

淨眼最明朗故。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乘法。於一佛乘得信心方爲真得。以前所得皆假，

此鄙棄前所得法。 

       持佛淨戒，卽修聲聞三十七道品。如正見正命正業正精進等皆屬淨戒，總言修

道諦。往日所修淨戒，雖成聲聞果，不算真實。始於今日聽法華經，方算真果報。或早

日非長夜修學，恐今日不得聞法華，然比之人天前未修淨戒，今亦得聞，則前所修者爲

無用，此有悔過意，此解是開權義。我於佛教之中，久修小乘梵行皆無用，今得一乘無

漏佛果，方爲真實。雖未得果，得聞法華亦是果報。彼五千退席者，則不得此果報。此

果報實由親近四萬億佛爲因，所言得清淨眼，得其果報，今得無漏無上大果。其義皆

同。總述其已往經過困難，方得今日之果報。 

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我等今者，真阿羅漢，於諸世間，天人魔梵，                   

普於其中，應受供養。 

      今日是真聲聞，不同往日之聲聞，昔日我聞佛聲，自求取證便了。今日我以佛道

聲，令一切聞。將一乘佛道令他得聞。往時聞小乘，今聞一乘，所聞不同。早日學小

乘，今日爲一乘法師，地位事業不同矣。 

      天台家解以前聲聞不真，今日聲聞是真，總當小乘聲聞解，則大謬。 

      阿羅漢，是應供義。往日爲阿羅漢，名爲福田非穩固，今聞法華後方爲真應供，

真堪受人天供養，往時是小乘阿羅漢，今日爲一乘阿羅漢。其基礎在往時四萬億佛所所

積功德，今日又得授記作佛，福甚大故。言阿羅漢乃循其舊名，轉入一乘，實是菩薩，

不名阿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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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大恩，以希有事，憐愍教化，                            

利益我等，無量億劫，何能報者。 

      令所得利益，皆由世尊大恩培植，一乘佛，令我恢復一乘道爲大恩。經無量億

劫，以種種方便將就引誘憐愍教化，其中有種種小利益，唯法華爲大利益，有權有實，

而以實功德利益爲重，經無量無邊劫以來大恩，何能報者。恩太重大，何能報故。從前

以爲能報，今知實不能報。從前以爲證小乘聲聞湼槃，又代說權大乘法，以為得報佛

恩，今知經四萬億佛受一乘教化，又令恢復得聞一乘，此恩如何可報。此表示悔過自責

意。 

手足供給，頭頂禮敬，一切供養，皆不能報,                     

若以頂戴，兩肩荷負，於恒沙劫，亦不能報，                  

又以美膳，無量寶衣，及諸臥具，種種湯藥，                  

牛頭栴檀，及諸珍寶，以起塔廟，寶衣布地，                  

如斯等事，以用供養，於恆沙劫，亦不能報。 

      言常為使役，以手足工作，頂戴肩負，四事供養，極盡珍貴，此乃假設之詞，實

無此人，佛亦不必要如此供給，此總言知恩不能報。前云，「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卽可報於萬一，决不能盡報。若恩有盡，不算大恩。合喻說父尋子而付以財物，父恩亦

無可報。迦葉述意表示，從今以後，一心一意，作一乘菩薩事，免得佛再辛苦，此於無

報中用言語表示作給些少安慰而已。 

世尊希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大神通力，                   

無漏無為，諸法之王，能為下劣，忍於斯事，                  

取相凡夫，隨宜為說。 

      此下讚佛功德，有無量無邊大神通力，不可思議無漏無為功德。為諸法之王，超

出一切。 

      大人作小事難得。如長者為近其子，著弊垢衣，除糞好幾次，此事甚難做。長首

本不應著弊垢衣，作下劣事，不應與鄙劣人談話。今佛為我等下劣人現劣身，安忍說權

法，亦復如是。言安忍者，實是辛苦，大人作小事，富人著弊衣，誠辛若之事。佛不止

施三乘，還以異方便教化墮落菩薩。總之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佛愛菩薩，更有甚焉。

菩薩墮三界，佛生其中作下劣事，示同劣人，為大事而作小事，不得已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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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墮落與三界衆生同等著有，謂之取相凡夫。但是菩薩本不應貪著，不應為凡

夫。佛觀之殊可憐愍，故為說小乘。因其迷一乘故貪著六道。菩薩在六道中，取相各有

差別，佛觀各機不同，隨宜說三乘法。令於貪著輕，便於他日聞法華較易。 

世尊於法，得最自在，知諸衆生，種種欲樂，                  

及其志力，隨所堪任，以無量喻，而為說法，                  

隨諸衆生，宿世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                  

種種籌量，分別知已，隱一乘道，隨宜說三。 

此下於隨宜說法之差別。世尊於一切法明了自在通達無礙。知六道中菩薩種種欲，指往

時之三乘善根種種階級不同。知其善根之欲，則令其增長。又知五塵之欲而消滅之。又

知其志力大小隨所堪能，而以無量方法為其說法，故佛恩難報。如方便品云，「種種因

緣，種種譬喻，方便言詞演說諸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

種智」。卽此義。成熟不成熟，對種而言，利益衆生有種熟脫三時期，末熟者令熟，成

熟者令解脫。籌量者不同凡夫意籌量，佛意同時念而同時知其差別，故對機說教，盡知

而不誤，此非比量，乃現量。一了百了。分別智說權法，在教上分則屬權智，在佛本身

則無別。佛知衆生機劣，雖原有高等基礎，但忘失既久，不堪受實教一佛乘。只可隱一

乘，隨宜説權教三乘。在一乘淨土中則無一三可言。三乘絶不是一乘，不可依天台家

言，開權顯實，權卽是實。權實不可混亂，如彼窮子，雖是長者子，人是同，而受用及

工作完全不同。豈有長者富家兒而應作除糞賤役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