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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卷笫三 

藥草喻品第五 

      此品取文中卉木叢林及諸藥草而立品名。喻説雲雨蔭益草木皆得生長。共有三草

二木。此大概取義而言，草木種類甚多，不能細論。雨下，各草木吸收水份多少不定，

喻佛教普遍逗機，五乘各得其益。若無佛法則則桔槁，得滋長亦甚多，但其中因佛法而

墮落者亦有。此焦點在乎説利益廣大普遍。此廣大亦對狹而言，實不以此廣大為然。雖

利益甚多，亦屬方便教，如海中之一滴，佛實教功德如大海，再考實而言，一滴亦非水

不能混入實教大海中。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善哉，迦葉，善説如來

真實功德，誠如所言。 

     讚迦葉說得不錯，汝善能說如來真實功德。如云佛恩難報，説佛經無量劫成就至

今。所謂能爲下劣忍於斯事。實在是大恩德難言。迦葉所説固善，然太狹窄。唯説自類

得益，末説人天及菩薩衆等得益。 

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祗倍方便功德，汝等若於無量億劫説不能盡 

     迦葉所說是無量無邊倍之一。未可以盡代表佛功德。只説長者對個人關係，未説

對大衆之利益更大。如來功德卽恩德，不獨爲汝一人。汝等若於無量億劫説如來利他之

恩德，不能窮盡。此功德只約方便教言，若是實教功德，迦葉一句不能説，不退菩薩尚

不能知，當如何説。 

迦葉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以

智方便而演説之，其所説法，皆為到於一切智地。 

     如來是諸法之王，凡有所説所作，其利益皆真實。此指方便利益，無利益則成戲

論。或謂三乘既虛，功德亦虛，如何言真實。當知其利益經過非虛，但亦不可以之爲

實，若當爲實際則是虛矣。佛説五乘能令衆生出三界，或受人天樂，是真實不虛義。而

决不可以當一乘實教看。但能幫助實卽是不虛。又佛隨宜説法，意在於實，終亦達其目

的，則利益不虛。於一切教法，以智慧方便而演説之，其所説五乘教爲到於一切智地。

卽一乘實佛。爲字有二義。一，爲佛道。二，爲菩薩，卽施權爲實。一切智，卽無量智

慧，一乘佛地異名。卽方便品云，「無數方便，廣演言教，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

得一切種智」。根本皆在乎施權爲實。其效果如何，則在乎今日聞權顯實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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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衆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

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然後示諸衆生一切智慧。 

     此言佛觀機及機之轉變。一切諸法, 包括一切有情無情，如來之智周遍，無所不

知，六道衆生流轉，其所歸趣，佛皆知之。此是佛之現量智，不用比量，施教以後其機

如何轉變，佛亦早知，此表權智滿。 

     衆生深心所行，指往時根機，偏重善行。無量劫來所行正當事業，伏住不現，其

本人不自知，佛以宿命明則知過去行，皆通達無碍。外道只通達八萬劫，餘外則爲有

碍,惟佛通達無碍，自有衆生以來一切法歸趣皆悉知之。知則能設法對治，亦需一乘菩

薩方受對治，與佛無緣則不受治。 

     又於諸法究盡明了。諸法如藥方，究盡明了，卽通達無碍。教導無量一乘墮落菩

薩，一切方便智慧，令其知道修學，卽是智慧，修學所得亦是智慧。總言如來利生之範

圍甚大，如雨之普遍潤澤。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正是此義。 

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

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

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

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

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敷實，雖一地所生，一雨

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 

     先說草木所在地。谿，或有水，或無水。谷，兩山相近之處。卉，衆花之草木。

草多為叢，樹多為林。藥草，猶言諸雜草等。若單指藥草太偏狹了。草木必須有水接

濟，方能增長。三草二木，喻五乘衆生機。指一乘菩薩墮落者。小草喻人天。中草喻聲

聞緣覺。上草喻地前初心菩薩。小樹喻地上菩薩。大樹喻不退轉一生補處菩薩。草木生

於地，若無水潤澤則枯槁。三千大千世界，是三乘衆生所住地。各有地位，如草木有依

處。若無佛出世以五乘教而潤澤之，則無進步。 

     密雲彌布。此假設譬喻，不能盡以法合。密雲喻佛身，佛出世驚動三千大千世

界。一時等澍，如佛說法。佛以一音演說法，終生隨類各得解。故云其澤普洽，與佛有

緣者皆得受益。華果敷實，要受多次雨澤方成。只要有根，受佛化多次則有結果。雲，

水，地，皆平等。凡雨所到處，隨各草木大小各得滋益不同。水是同一潤性，佛法是同

一解脫相。唯一相一味令其增長而已。菩薩受佛恩德最大，如大樹受水多。聲聞緣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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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受水遠不及大樹之多。 

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大雲起，以大音聲，普告

世界，天人阿修羅衆中而唱是言，我是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此下以法合喻。雲是因緣聚，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世。佛出世先為三乘五乘，如

大雲起。佛出世有緣衆生皆知，故云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湼槃者令得湼槃，今世

後世，如實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者，說

道者，汝等天人阿修羅衆，皆應到此為聽法故。 

     有將欲度脫而未得度脫者，我能度脫之。此令解令安令得湼槃皆約權教說。對機

施教故，此皆暫時機，往時皆是一乘菩薩。今世來世乃至百千萬世，衆生所得利益結果

如何，我皆如實知之不謬。一切智無所不知，一切見，見屬眼，知屬心，既能知見一切

當然亦聞一切聲。詳細開示令了解其道，先所說雖屬方便，到底皆為收歸一乘為終結。 

爾時無數千萬億種衆生，來至佛所而為聽法，如來於時，觀是衆生

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一時異音而為分別說法，種種無

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 

     佛唱言以後，無數衆生天人八部皆來佛所。最初到菩提塲。以後處處皆到。與佛

有緣者皆來見佛，有根者皆應受潤。聽法不外五乘，佛同時說，衆生同時聽，不分前

後。如同時下雨，各各受潤。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卽此義。 

     如來觀衆生根之利鈍，甚多差別。隨其能力所堪，而為同時分別種種機，同時說

種種法。佛之慈光普遍，一乘實佛權智有如是能力。佛身口意皆同，以法就機則不同。

佛同時說，衆生同時各受其益，彼此不相知。乃各聽各法，各各機不同故。以有福慧故

聞法受益，由聞法又增長福慧。故歡喜得安樂。聞法為因，歡喜安樂為果。如說種種草

木，亦無量受潤。 

是諸衆生各各聞是法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法受樂，亦得增

益聞法，既聞法已，離諸障礙，於諸法中任力所能，漸漸得入真實

佛道，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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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各得生長，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

究竟為至於一切種智。 

     是五乘衆生聞法理已，現世得大安樂，在安樂法中，既皈依法。依於福慧卽安

隱，若不得安隱者，不得法之真實受用。無煩惱，無擾亂，卽是安隱。蓋依三寶者卽是

依解脫，現世既得安隱，來世亦安隱，佛滅度後要藉聞法方知何為佛僧。均約權教說。

然諸經中皆屬權，唯此法華經屬實為最可靠，依此經現世安隱，後世自然有好處。不必

往生何處。但此經不入普潤數，是另一種木所受，與三草二木不同。三草二木所受者為

五乘人，受教者現世得安樂，後世亦隨業生善處，或生人天之善處，受一乘者生三乘之

善處。以道受樂，道卽福慧，又道者教也。由先以道受樂，有福慧故，又得第二次聞

法。如第二次下雨。草木亦有遇不到雨者，或為蟲害者則不生長。衆生雖有根若為外緣

遮障，亦有退志。五乘機聞五乘法，各各離諸障碍，根本以五欲及邪見為障碍，障福慧

故。  

     於諸五乘法中，隨其能力正異二種方便，於佛所說一乘教門，漸得入一乘道。上

文異方便云，「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况聞正方便，而不皆漸得入道耶。今次聽

法華經者皆入佛道。知一乘真實，知五乘皆假設，不能入者早已退席。言漸入者，慢之

次第也。其中亦有頓入一乘者，論其往時之緣厚薄耳。教能使機轉，故五乘皆漸轉變為

一乘。諸佛隨宜說法皆為一乘故。 

     如彼雲雨具足蒙潤各得生長，喻衆生任力所能，漸得入道。如來說法一相一味，

合一雨所潤，同一解脫相。三乘人解脫六道境界，人天則脫離粗苦。分別言之，則解脫

相屬人天，離相是小乘，寂滅相是大乘。佛施五乘，皆為令至於一乘佛地。此合喻花果

敷實。上文以法合喻，以下述法以外喻所不及者。 

其有衆生聞如來法，如說修行，所的功德，不自覺知，所以者何，

唯有如來，知此衆生過去現在種相體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

事，云何念，云何思，云阿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

以何法得何法，衆生住於種種境地，唯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

礙，如彼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如來如已，然後

以一相一味之法度之，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湼槃常寂滅

相，終歸於空，佛知是已，觀衆生心欲而將護之，是故不卽為說一

佛乘一切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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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有衆生，如佛所說，依法而修行，所證之福慧，不自覺知，唯佛能知，無人能

知。唯有如來盡知此五乘一乘衆生機，非指一佛知，凡所有諸佛均皆能知。又能培植其

善根，增長其根，故佛為一切智人。衆生在過去無量無邊劫之根性，其功德或罪過等之

種相體性如何，佛皆知之。此衆生指一乘菩薩在六道轉為五乘之人。念及思不限指五乘

法，所修屬五乘法。念及思所念所思甚復雜，六道種種事皆有。念思皆有其境，佛知之

教其念思修，離開不正當之念思修。念思修之境無定。一切法皆由顛倒心及正念心之關

係，念思皆無個體，是無中生有，有亦是無。如夢境，是法無性，不久住，五乘教亦是

於無中作有。由無福慧作成福慧，非用原料作，隨時能生，如念何物則有何物，欲做人

者念人道。一乘菩薩信一乘則制造一乘。如云人皆可以為堯舜，非有原質作之也。勿聽

中國佛徒說，以心為佛性佛種等。 

     五乘衆生住於種種境地，於所修功德不能自知。如草木等增長不自知其上中下

性。唯有如來如實見之而不錯，時時對機施教，如醫之對症下藥。 

     如來如已，然後以一相一味之法度之，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湼槃常寂

滅相，終歸於空。衆生先受法雨所潤者為五乘人，今又再受三乘雨。皆有解脫相，離

相，滅相，究竟湼槃常寂滅相。人天只有解脫三途相，三成所證，皆寂滅相。終歸於

空，此終字不作始終最後解，終者盡也，完全也。卽是一切，謂一切皆是空，因中空分

大小乘不同，果上則同一湼槃空寂。 

     佛知衆生根性如此，乃對三乘說終歸於空而止。由觀衆生心欲未及聞一乘時，則

仍隱一乘，將護之而不說，免使謗法及墮落惡道，今三乘人程度已滿，則可以開權顯

實，收五乘歸一乘。合喻開花結果。 

汝等迦葉，甚為希有，能解如來隨宜說法，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諸佛世尊，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難知

故。 

     最後又再稱讚迦葉等難得，能聞法華經，則是甚難希有，前云，「能聽是法者，

斯人亦復難，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至乃一出」。能聽此法，卽能 

知如來隨宜所說五乘法，皆為一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施權皆為實，今日則開權顯

實。能信能受不違背佛意。諸佛隨宜說法，其意趣難解難知，而汝等已信已解已知，誠

難得之人。 

     此義甚復雜，由迦葉說自利益，尊重佛恩德之意，不能讚盡佛出世之功德，故要

佛補說此義。在佛賜為恩德，在弟子所得為功德。以下說偈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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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法王，出現世間，隨衆生欲，種種說法。 

     舊本說破有法王，有者謂三乘六道各有其有，以佛法破之。不如直說我為法王為

善。法王，謂一乘法之王。具一乘無量功德，王者最上義，佛出世，出家，成道，說

法。方顯其為法王。約過去說則本來是法王，今為一類糊塗菩薩方出現世間，隨衆生

欲，欲卽機性，今不作要求解，約過去則是要求，從前之要求已成種性，今說之為機

緣。衆生不自知其欲，唯佛能知其往因。五乘機有無量差別，卽逗其機而說種種教法逗

之。 

如來尊重，智慧深遠，久默斯要，不務速說，                  

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                  

是故迦葉，隨力為說，以種種緣，令得正見。 

     一乘法是如來所尊重，所謂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護念卽尊重秘密義。智慧卽一

乘功德之總稱。此智慧廣大深遠，從修因而證得。此法已默五十年之久，向來不說。只

可應衆生機說方便教，至相當時候方開除。不能先說汝等是菩薩，必要令其蠲除戲論之

糞。所謂能為下劣衆生，忍於斯事。衆生未了生老病死，何由能解佛之真實智慧，故不

務速說，先前不說，今後方說，已說明如來之意為一大事因緣出世，卽是揭開秘密藏，

吾人能信一乘者，則三界及三乘皆破矣。 

     有智者如舍利弗迦葉等，能信解佛語解佛意，是有智人。若無智不信不解，不能

接受。若不信生謗則墮惡道，其罪報窮劫說之不盡，則為永失。若單疑不謗者，尚不致

永失。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决了。最好能信解，能信佛為本師，信自己本是一乘

菩薩，信一乘真實，則能生無量好處。生慚愧心僥幸心恢復已往工作，繼續至於未來，

則兩頭利益皆得。失則兩頭皆失。失以前功德又失授記成佛功德。 

     由此之故，隨衆生根力淺深利鈍，堪聞何法，則以種種因緣十二部經，令得三乘

正見，對治六道衆生邪見。有正見卽有正慧，有正慧則有正福德，免受六道夢境壓迫。

以破邪見為先，不務速說真實。此述施權經過之困難。 

迦葉當知，譬如大雲，起於大千，遍覆一切，                  

密雲含潤，電光晃曜，雷聲遠震，令衆悅豫，                   

日光揜蔽，地上清涼，靉靆垂布，如可承攬，                   

其雨普等，四方俱下，流澍無量，率土充洽，                      

山川險谷，幽邃所生，卉木藥草，大小諸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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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榖苗稼，甘蔗蒲萄，雨之所潤，無不豐足，                  

乾地普洽，藥木並茂，其雲所出，一味之水，                  

草木叢林，隨分受潤，一切諸樹，上中下等，                  

稱其大小，各得生長，根莖枝葉，華果光色，                  

一雨所及，皆得鮮澤，如其體相，性分大小，                  

能潤是一，而各滋茂。 

     雲起於虛空，此大雲於三千大千世界一時起，遍復地下一切。雲起喻佛出世。密

雲含潤，電光晃曜，雷聲遠震，久旱一般渴慕水者，見此必歡喜悅豫，其中亦有怖畏

者。雲極濃厚，似乎可以接取。喻佛出世，成佛說法，現神通，令衆生或喜或畏。同時

四方八面處處俱下雨，水流地面，無處不濕，此喻佛出世。有佛教在世間，衆生皆蒙利

益。險谷，卽岩谷，是幽邃處。太陽照不到，或早晚斜照畧有光。凡草木生處皆需有

水。所有草木得雨潤，無不增長及果實豐收，喻必依佛教方得大益。乾地中有草木者得

水，則草木並茂，其雲所出是一樣水，各種草木自然隨其分量而受水。如五乘人聞佛一

音說教，各得受益。稱其種性大小而各得增長。諸樹，應雲草樹，枝葉根莖，如五乘功

德，由聞法皆增長。至聽法華經時則果漸熟。由一雨所及之故，則枝葉花果，皆光色鮮

澤。五乘人如得見佛，則有大利益。以雨水為能潤，水是一，無差別。各種草木滋茂不

一。如來一音說法，衆生各得解脫不同。總言大雲大雨，普廕大地，一切草木皆得大增

長。佛說法利益衆生亦復如是。佛滅後正法像法，有法水流通於世，如雨後尚有水貯於

各處，可使後來受潤。 

佛亦如是，出現於世，譬如大雲，普覆一切，                  

既出於世，為諸衆生，分別演說，諸法之實                           

大聖世尊，於諸天人，一切衆中，而宣是言，                   

我為如來，兩足之尊，出於世間，猶如大雲，                   

充潤一切，枯槁衆生，皆令離苦，得安隱樂，                  

世間之樂，及湼槃樂，諸天人衆，一心善聽，                  

皆應到此，覲無上尊，我為世尊，無能及者，                  

安隱衆生，故現於世，為大衆說，甘露淨法，                  

其法一味，解脫湼槃，以衆妙音，演暢諸義，                   

常為一乘，作助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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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雲普覆，應言大雨普潤。諸法之實者，謂衆聞法，各得實益，卽長文如來是諸

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衆生住於種種諸地，如來同時分別演說五乘法，令得解

脫如實受益。 

     佛為聖中聖，出現世間為世間之尊。自唱是福慧兩足。佛說法令得人天樂及三乘

樂。枯槁者，言其苦惱無福慧耳。覲，卽瞻仰義。我為世間之最尊，又為世所共尊。專

為安樂衆生而工作。為衆生說五乘法，淨法卽解脫法。能令衆生離束縛，得湼槃安隱。

以一妙音演暢五乘解脫義，其意趣常為一乘作助緣，令菩薩圓滿菩提道，方便能助真實

故爾。 

我觀一切，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心，                   

我無貪著，亦無限礙，恒為一切，平等說法，                  

如為衆多，一人亦然，常演說法，曾無他事，                  

去來坐立，終不疲厭，貴賤上下，持戒毀戒，                  

威儀具足，及不具足，正見邪見，利根鈍根，                  

等雨法雨，而無懈倦。 

     下雨是平等，我視一切衆生亦平等，並無歧視，皆以一乘菩薩視之為平等。五乘

則有差別，一乘無差別，階級雖有差別，總屬一乘，名為平等。言普皆平等者只普於一

乘菩薩， 不能普六道衆生。平等則無高下，無彼此無輕重。無有愛此惡彼，佛心平

等，唯有一乘慈悲心，菩提心，愛護心，一乘觀念甚切。欲令衆生開佛知見，入佛知

見，亦是此心。一乘衆生之機被六道障，則暫時放棄，終令入一乘佛道，如雨之平等，

總要草木結果。又是一乘一相一味平等。 

     佛心於一乘功德亦無貪著獨為己有，實令人人同等得之。亦無限數，盡量與之。

佛依智慧自在無碍，無碍則能知機，知一乘機故。平等為說五乘教，正觀上以一乘為平

等，在機未熟時，觀五乘機亦是平等。所謂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凡

與佛有緣者，皆平等說法而利益之。如為恒河沙數人說法，為一人亦如是說，視衆多是

菩薩，視一人亦是菩薩，有機便說，不揀擇地方時間，常常勤演說法，曾無他事。佛所

作皆圓滿，故無他事。若佛示現餘人身，有助人作他事。若現佛身則不作他事。去來坐

立，為法殷勤，諸有所作，皆是說法。終不疲厭，誨人不倦。以常有機故，說法無停

止，不計較是如何。 

     佛說法無揀擇，如等雨大雨。約現在機言，等等皆有。貴為上，賤為下。貴中有

貴，賤中有賤，階級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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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戒者戒十惡。毀戒者不肯戒十惡。威儀不屬戒，屬禮貌能持身，有幫助戒。又

是戒之表現，戒為内，威儀為外。依足其方法而行為具足。正見者意業正故，對治邪

見，又能識別邪正為正見，又依佛教為正見。前云，對邪見稠林五欲淤泥者不可說。今

云不揀擇似有衝突。然若有機則說，不論邪見正見。等雨法雨，卽平等說法，如雨水不

別其為毒草甘草，皆平等遍洒，以一味雨普潤一切。以上總合喻，以下別合。  

一切衆生，聞我法者，從此化生，住於諸地。 

     五乘衆生在六道中有大菩薩有人天，聞我說五乘教，皆是從法化生，由聞法修法

為因，化生為果，受五乘法因果之支配，卽是以五乘法為教育。以何法得何法之報，五

乘衆生各各住於各各地位。人天中有受佛教因果者，有反佛教因果者，非受佛支配，乃

受教支配。若受人乘法則為人乘法化生為人，若受聲聞法則為聲聞法化生為聲聞。大乘

菩薩處處可以化生，或以神通化生，不同從法化生。因果法不能超躐，神通幻化可以超

躐，各各住於其地而聞法，則福慧增長。 

或處人天，轉輪聖王，釋梵諸王，是小藥草。 

     從人天乘法而化生，生人天是有福德者。以前聞小乘法或大乘法，先已成其種

性。轉輪聖王，人也。帝釋是欲界天王。梵天是色界天王。諸王該諸天。每一人雖從佛

法化生，因各思法修法不同故，亦有參差。因有參差，果亦不齊，故人天中有種種。皆

稱小藥草。如草中參差之相極多。人天得暫脫離四惡道，若無惡業障碍則從法化生不停

頓而有進步。  

     中國佛教論人乘法定為三皈五戒，不知五乘皆必須三皈，不獨人乘。戒則唯有十

戒，實無五戒條例。各乘均須持十戒，唯在其各人持之嚴淨不嚴淨有別耳。若論人天  

乘，只是以人天為目標，工作則隨力作福，止十惡行十善，以目標為正。亦有無目標

者，全賴佛法之力致之。 

     三皈者並不是舉行儀式就算，要認識佛法僧三寶意義，而發心嚮往為是。 

知無漏法，能得湼槃，起六神通，及得三明，                      

獨處山林，常行禪定，得緣覺證，是中藥草。 

     知無漏法者，指因中人。法卽教也，種種教皆有漏墮落，唯修此教不墮落，為無

漏法，又無漏法卽小乘無漏功德、離世間法，卽寂滅法。佛說此法為教無漏，依此法

修，證得無漏。能得湼槃為無漏果。苦滅為無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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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神通者，小乘超天人鬼神之通，但不及佛菩薩。三明者，天眼明，宿命明，漏

盡明，明比通為殊勝，聲聞及緣覺福慧雖有高下，同屬中草一類。 

求世尊處，我當作佛，行精進定，是上藥草。 

     此是大乘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我決定成佛，不為聲聞緣覺，此當字卽志

願也。行精進定，是初心菩薩行六度，其人前已有此志，今再為此類人說大乘法。此是

上藥草。若再遇雨則有進步，若無水接濟則退。 

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                  

决定無疑，是名小樹。 

     諸菩薩專心佛道，心極殷勤，恒無間斷，專以佛道為目標，以慈悲為工作。佛為

其授記作佛，彼亦能自知，在行道時已知决定成佛無疑。是從大乘法化生者，是名小

樹。其種性較草為大，此是十地中菩薩。 

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衆生，                  

如是菩薩，名為大樹。 

     此大菩薩以神通用事，能為未得不退轉菩薩說法，令得不退轉。如維摩詰住不思

議解脫法門，易於教化衆生，名為大樹。大樹受水最多，佛說最深法亦能受。迦葉只述

聲聞受佛恩德，若以大樹比中草，則相差遠矣。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衆生性，所受不同，                   

如彼草木，所稟各異，我以此喻，方便開示，                   

種種言辭，演說諸法。 

     佛平等為一乘菩薩說五乘教，如一味雨。隨衆生往時修習之種性不同，一乘菩薩

墮落人天或三乘，造成五乘機，佛則以五乘法而引導之。如彼種種草木，受水多少各不

同，佛以此雨潤三草二耳木之喻，而喻方便教，然勿以此為然。 

於佛智慧，如海一滴。 

     佛說五乘教，利益五乘人，但所有五乘人盡將其福慧總合起來，比於佛一乘無量

智慧，只如大海中之一滴而已。若如汝等迦葉所說更少，只有一滴中無量份之一。一乘

實德，猶如大海。先說方便功德多如雨，乃對迦葉言之太少。今說五乘功德只如大海中

一滴之少，乃對一乘功德多而言。然此一滴功德，尚非一乘功德，實不屬海水之類，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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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滴無用，應當放棄。此正提出法華經之精神。言三乘功德不可取。我等以前親近

四萬億佛功德已過半，尚何須取一滴功德乎。 

我雨法雨，充滿世間，一味之法，隨力修行，                   

如彼叢林，藥草諸樹，隨其大小，漸增茂好，                   

諸佛之法，常以一味，令諸世間，普得具足，                  

漸次修行，皆得佛果。 

     我說法充足世間五乘機，如雨潤草木。隨力修行，卽隨分受潤。漸增茂好，由權

漸入實。諸佛說法，令世間普得具足，各各增長。後來漸次修一乘，皆得一乘道果。 

聲聞緣覺，處於山林，住最後身，聞法得果，                   

是名藥草，各得增長。 

     先聞小乘法，後聞一乘法為得果。 

若諸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求最上乘，                  

是名小樹，而得增長。 

     未聞法華前，求權教佛道，聞法華經後，求一乘佛道。 

復有住禪，得神通力，聞諸法空，心大歡喜，                  

放無數光，度諸衆生，是名大樹，而得增長。 

     此菩薩修行權教佛道，至不退轉。後聞法華經，轉入一乘佛道。 

如是迦葉，佛出世間，譬如大雲，以一味雨，                  

潤於人華，各得成實。 

     此重伸前說，佛以一味解脫法雨，潤於五乘機，令開花成實，結一乘果。 

迦葉當知，如來方便，以諸因緣，種種譬喻，                  

皆為最後，開示佛道，是我方便，諸佛亦然，                  

今為汝等，說最實事，諸聲聞衆，皆非滅度，                  

汝等昔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如來先以方便說十二部經，皆為最後說一種法華經。為開發指示佛之知見。為實

施權，諸佛亦然，施權皆是為實。今為汝等說權教是虛，一乘是實。汝等曾於四萬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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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是行一乘菩薩道，從今以後，漸漸修學一乘菩薩道，悉當成佛。此總授記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