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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壽量品第十五 

     法華以方便品為正宗，餘有數品亦屬正宗。第十法師品至經盡屬流通。此壽量品

當然屬流通分。壽量品之中心，在乎說釋迦成佛以來無量劫，未來復雙倍之。吾人是佛

弟子，若不認識佛未入滅，則有孤零之苦。認識此則有望見佛可能。今說一品不必釋經

之總名，但知此品屬法華經卽可。今說品題義理，如來壽量品，詳言之卽云，釋迦如來

壽命無量品。壽量屬時間，以劫數計，又作無數量計，卽已過量矣。此壽量本無可說，

此中但以比例而說。文中以無量世界磨為微塵作例，此塵是最微之塵，非眼可見。佛先

成佛以來，已是無量塵數劫，以後復兩倍，卽三倍之微塵數。實是無盡，不可說，不可

聽。作此比例亦勉強說之。此是易三不堅法為三堅法，衆生三不堅法是身命財，易為三

堅法則無壞無限。權教之三堅與實教比。亦屬不堅。如來，指釋迦如來，餘一切如來壽

命亦如是。壽卽命，凡是動物必受其命。命是衆生之最寶貴物。佛教徒之皈依佛亦是顧

命，將命靠於佛。以因果說，死是一段落耳，非死便無，菩薩尚有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佛則徹底無生滅。此壽量品之緣起，是釋迦佛自己製造。因有他方來之過八恒

河沙數之菩薩，對佛請願，求佛許其在此娑婆世界弘揚法華，卽不辭勞苦，佛說不必，

我土有六萬恒河沙菩薩，各各復有眷屬，多少不一，已足以於此土弘法華。此諸菩薩皆

從地湧出，說此等人是釋迦所教化，實不易信。故今須坦白說明，自成佛已來，無量微

塵數劫，諸菩薩是從彼無量劫來所教化者。法華不外說方便與真實，說釋迦今此成佛為

權，往時行菩薩道亦是權，在然燈佛授記亦是權教。說無量劫已成佛則是實。方便是逗

機而說，令人信仰則得解脫，然解脫之程序不一，方便是引誘性，在利益上進步，在不

利益上得解脫。最好能進入一乘。此品是續上從地湧出品而來，是解釋彌勒之疑問。法

華會非在地面，佛乃在空中與多寶佛在寶塔中坐。法華會皆是一乘菩薩。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一切大衆，諸善男子，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

語，復告大衆，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衆，汝等當

信解如來誠諦之語，是時菩薩大衆，彌勒為首，合掌白佛言，世

尊，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惟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 

     佛至三叮囑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解尚不難，信則不易，因恐人不信，故將從地

湧出之菩薩作證。誠諦者，言不復有方便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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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知諸菩薩慇懃四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秘

密神通之力。 

     此句總說。此語向來未說，今始說之，如來所做所為，皆是神通。於十方世界成

佛轉法輪，無一而非神通，釋迦佛亦是神通，神通有權實，辧權事為權神通，辧實事為

實神通。不但佛有秘密神通，則一乘菩薩，亦有秘密神通。神通力，是功德力。 

汝等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皆謂我今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

坐於道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

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假使有人，以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

衹三千大千世界，磨為微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祗

國，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諸善男子，於意云何，是諸

世界，可得思惟校計知其數不，彌勒菩薩等俱白佛言，世尊，是諸

世界，無量無邊，非其數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聲聞辟支佛，

以無漏智，不能思惟知其限數，我等住阿惟越致地，於是事中亦所

不遠，世尊，如是諸世界，無量無邊。 

     伽耶城，依山立名。譯象頭山，過城三里坦途是菩提道塲，釋氏宮，言太子離王
宮出家，求學道然後自修，於河邊沐浴，坐道塲成正覺。皆神通力，非有其實。此神通

力非忽然而現，乃經數個阿僧祗劫方成功，皆方便引誘，今不再騙汝等。此品說佛本身

壽命之權實。 

      那由他，是大數。無量無邊千萬億那由他劫，此是不可思議數。阿僧祗，是無數

之大數。磨為微塵，是最微之塵。微塵屬地大，處處皆有故。盡是微塵，將塵點盡為

止。 

爾時佛告大菩薩衆，諸善男子，今當分明宣語汝等，是諸世界，若

著微塵及不著者，盡磨為塵，一塵一劫，我成佛已來，所經劫數，

復過此塵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祗劫。 

     此言前一段時間。 

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 

      指一乘凈土。以實教為止，但隨機方便亦說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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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湧菩薩，則是初成佛教化成就。 

    是地湧菩薩受化如是之久，尚不成佛。或有疑為成佛太難，然實佛必須如是，不
得僥倖而成，此句正答彌勒所疑，令信解佛成佛以來，實經無量塵數劫。 

     此品雖屬流通，然甚重要，正宗分未有機會說者，今此說之，正宗分是開權顯

實，然後與弟子授記，當必成佛，而各佛壽有長短參差，當時並無人懷疑請問，故佛亦

無從說佛壽實為如何久。本來佛壽並無參差，所云壽多少劫者，皆是隨彼世間衆生之因

緣。實則凡成佛，皆壽命無量，決非壽命多少劫。此事應早卽說明，以無機會故，今乘

下方菩薩來請求之機會而說。 

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祗國，導利衆生。 

     不惟在此娑婆世界，亦於餘十方阿僧祗國。一佛國不限是一三千大千世界，或以
十世界為一佛土，或以百千世界為一佛土。佛不一定以那一世界為其自己之世界，但衆

生有機則多見佛，無機則不見有佛在世。佛之身量於各處或大或小，壽或長短皆不定。

壽命無量，是世間無限。於餘十方界導利衆生，是空間無限。菩薩之事業，佛之壽命，

佛之功德，皆有始無終。 

諸善男子於其中間，我說然燈，大通智勝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湼

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 

      自成佛以來至今，不可算數微塵劫中其事甚多。且就最近汝等所知而說，然燈佛

為其授記之師。示現凡夫，無論貴賤大小皆做過，其中進退甚多，然後發心轉入大乘，

某世為窰師，傍晚遇釋迦佛經過其處，彼卽生歡喜心留佛歇宿，供養於佛，並發願同佛

一樣成佛。時弟子名字一切皆與此佛同，時佛答應之，謂只要發心便得，從此經過一阿

僧祗劫。第二僧祗遇然燈佛，彼時示現為俗人，遇然燈佛於道上過，見地有汚泥，卽解

鹿皮衣鋪地，尚有缺處，便將頭發打散覆於地上，讓佛踏其上而過，此表其誠敬之極。

後遇佛教，便親近佛行菩薩道，然燈佛便與其授記作佛，此雖有其事而非實，皆示現之

事，然燈佛處是權教因緣，大通智勝佛處是法華一乘因緣，大通智勝佛有十六王子隨其

出家，為菩薩沙彌。聞一乘法皆能了解，其餘一部分衆生不能信解，不能信解者後復隨

十六沙彌中，其一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作此菩薩沙彌，仍是佛之方便示現。大通智勝佛

壽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本師釋迦牟尼佛成佛以來復過於彼。佛之諸有所作，皆為

衆生之佛道，非為自己之佛道，所有方便皆為真實而設。示現入湼槃，亦是方便非真

實。方便是以假事假言引誘衆生，並非誑騙，如演戲無異。應如何作則如何作，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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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品云，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為說法。如為十六沙彌等，皆我秘密神通，非他

人所知，唯大菩薩方知。因機差別故，要以方便力，方便作種種現化。 

諸善男子，若有衆生來至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

應度而為說法，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國土各異，亦復現

言當入湼槃。 

     諸善男子，指一乘菩薩。衆生，亦是菩薩。我所，卽佛所。佛之所在處甚多。以

佛眼觀其信，進，念，定，慧，之五根，未利者令利，已利者令進步。隨其一乘三乘之

根而教化之。照此看，開權顯實時，弟子之信根尚未利，故須藉從地湧出菩薩，方能說

佛壽無量而生信。隨其根堪受，卽應其機而說。 

     名字年紀，在各處示現，名字不限為釋迦牟尼。國土有淨穢廣狹勝劣，眷屬多少

不同，其事業甚多，不可盡說。又復示現說當入湼槃。佛之作事，正如幻師作諸幻事。 

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能令衆生發歡喜心，諸善男子，如來見諸

衆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極速，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衆生

令人佛道，作如是說。 

    以權智說權教，微妙法是權教大乘，小乘法比人天乘亦算微妙。今發歡喜心者卽
令種善根，種其機性。鈍根樂三乘法者，有過失障碍名為垢，不限定何種垢，無一乘功

德，未堪聞一乘，為德薄垢重。為是人說，我十九歲出家，是少年出家。三十歲成道，

越十一年，五年學外道，六年自修，可謂極速。然此是示現，照教理必經數個阿僧祇劫

方成佛。 

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爲度脫衆生，或說己身，或說他身，

或示己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是我秘密神通所作，

所以者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

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

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以諸衆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

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辭，種種方便說

法，所作佛事，未曾暫廢，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

世界微塵數劫，常住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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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演權教大小乘種種經典，皆為度脫墮落菩薩。彼以粗境束縛，我以粗法度之，

應至成一乘佛方為真實度脫。小乘經典在佛滅後不久已亂，大乘則已埋沒。至龍樹方提

倡。今則大小乘皆亂矣。然權教大小乘經典皆為治標，引入一乘方為治本。然一乘佛非

一時能成，須經久修，方能成就。 

     或說己身者，說宿生所作何等身，或說他身種種因緣，己身他身皆我示現。說己

事是本事，以世界虛假，故我所作亦是虛假。 

     不如三界見於三界，佛作三界中人，佛觀三界，見三界是虛假。 

     常住不滅，言佛功德常住。然其示現則甚多，示身一次，必示滅一次。局部有

滅，基本無滅。 

諸善男子，我本行菩蕯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復倍上數，然今

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如來以是方便，教化衆生。 

     菩薩自初發心至成佛，於其中間皆名菩薩行。是菩薩之事業，名菩薩道。此是一

乘菩薩道，只可以多妙深廣言之，不可以權教六度四攝等同論。菩薩道是因，所得壽命

是果。成佛至今，如上說世界微塵數劫，今猶未盡。往後之壽命，雙倍上數。卽謂上數

過去之後，又有雙倍於上數。共三倍數。此卽如來之數量，究之，此語亦非實，非有數

量可言。若有數量，仍有滅。所云復倍上數之語，是佛常說。當其成佛百劫時，作如是

說，成佛二百劫時，亦作如是說。再過無數劫，彼亦如是說。數量隨時增加，佛亦隨時

說。復倍上數一語，其數量無止境，實無數可言。而方便唱言當取滅度。若人以為佛真

有滅度則錯矣。如來以是方便而教化衆生，是教化已授記或未授記之衆生，並教化佛滅

度後之菩薩。彼菩薩無福見佛，以其機微故，要聽方便教或法華經方種善根。若有佛在

世，彼機微者不肯種善根，以有所恃，不愁不見佛，不怕無作福因緣，故佛必示滅，令

其不得見時，則須尋機會見佛，則發心依權或實而修行。此是佛隨衆生應以滅度而度之

者，卽示現滅度度之。 

所以者何，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貧窮下賤，貪著

五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若見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而懐厭

怠，不能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來以方便說。 

     若佛久住，彼薄德之菩薩，因常時見佛，則有倚賴，不肯多種善根，則無進步，

不種善根則貧窮，遠離於佛則下賤，因簿德故貪著五欲，薄德卽苦，因苦起欲。若無苦

則有德，有德則無欲，因薄德之病，便尋五欲以治之。只暫時得樂，因貪五欲便走入憶

想妄見網中，便妄見有内外身心世界。憶想於五欲而不思種善根，只貪著五欲則一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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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入此網則久不能出。此薄德人，若見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憍者恃，恣者逸。

因常多見佛，便不以為奇，而致懷厭生怠，於是福更薄，更貧窮下賤。貪著五欲，更深

入於憶想妄見網中，不能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反生憍恣厭怠之念。不生難遭之想

者，此語是畧說。若知佛不久住，或不得見佛，則應生大慚愧心，大發菩提心，勇猛精

進，猛悔先罪，消除五欲才是。此是佛以示滅之方便，逼其至相當條件，方能常得見

佛，常積厚德。 

比丘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所以者何，諸薄德人，過無量百

千萬億劫，或有見佛，不作福德，或不見者，以此事故，我作是

言，諸比丘，如來難可得見，斯衆生等聞如是語，必當生於難遭之

想，心懐戀慕，渴仰於佛，便種善根。 

     意謂汝等當速精進，莫貪五欲，加功斷煩惱，卽種善根。此是勉勵衆生作善根

法。此番話早已說，屬權教。 

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示滅度。 

     因佛既滅，無可望，方肯作福而望見佛。又佛滅後之舍利，亦是教化衆生之工

貝。佛身已過，則以舍利而作佛事，起人之信心更懇切，卽令種善根，比之佛世為有效

多多。佛在世之人，後亦能因此種善根，因不見佛故而勇猛種一乘善根因緣。 

又善男子，諸佛如來，法皆如是，爲度衆生，皆實不虛。 

     十方諸佛之教法方式皆如是一樣，不約而同。為度衆生皆如此作事，如此作法，

如此示滅，實實在在如是作，以衆生得益，有效故皆實不虛。又為度衆生種種方便，隨

緣示現不同，則是虛。佛之壽命皆無量劫，是真實不虛。以下設良醫醫子喻，以令人易

於明瞭，易於記憶，易生懇切心。 

譬如良醫，智慧聰達，明練方藥，善治衆病。 

     佛爲良醫，具足權實一切智，能製練無量法門之教藥，治衆生八萬四千煩惱之

病。 

其人多諸子息，若十二十，乃至百數，以有事緣，遠至餘國。 

     佛所化之一乘菩蕯甚多，佛以有因緣故，隱而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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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於後，飲他毒藥，藥發悶亂，宛轉於地。 

     諸菩蕯離了佛則懶惰，起貪欲則招苦，欲脫苦而入於邪見外道，使病愈深，因受

五欲及外道邪見之毒，則發生三苦八苦，三塗無量諸苦。遂宛轉於六道中，六道衆生無

一不苦。 

是時其父，還來歸家，諸子飲毒，或失本心，或不失者，遙見其

父，皆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隠歸，我等愚癡，誤服毒藥，願見

救療，更賜壽命。 

     喻佛爲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是時彼墮落之一乘菩薩輩，既久受五欲及邪見所害，

今見佛出世，便大歡喜讚歎拜跪懺悔，請佛轉大法輪，令其得大福慧。 

父見子等，苦惱如是，依諸經方，求好藥草，色香美味，皆悉具

足，擣篩和合，與子令服，而作是言，此好良藥，色香美味，皆悉

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惱，無復衆患，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

此良藥，色香俱好，卽便服之，毒盡除愈，餘失心者，見其父來，

雖亦歡喜問訊，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所以者何， 毒氣

深入，失本心故，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父作是念，此子可

愍，爲毒所中，心皆顛倒，雖見我喜，求索治療，如是好藥，而不

肯服，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卽作是言，汝等當知，我今衰

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汝可取服，勿憂不差，作是

教已，復至他國，不久遣使還告，汝父已死，是時中毒諸子，聞父

背喪，心大憂惱，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慈愍我等，能見救護，今

者捨我，遠喪他國，自惟孤露，無復恃怙，常懷悲感，心遂醒悟，

乃知此藥，色香美味，卽取服之，毒病皆愈，其父聞子悉已得差，

尋便來歸，咸使見之，諸善男子，於意云何，頗有人能說此良醫虛

妄罪不，不也，世尊，佛言，我亦如是，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

萬億那由他僧祗劫，爲衆生故，以方便力言當滅度，亦無有能如法

說我虛妄過者。 

     諸子原是菩薩，昔爲一乘人，今爲三乘機，故以三乘教化之，令依法修行，卽出

生死，無復輪迴之苦，所謂諸漏已盡，無復煩惱。有等衆生果能如法受教便得離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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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等衆生中毒太深，不認識好藥，不肯接受三乘教，終不能除三毒，甚爲可愍。 

     而今人多服宗派之毒，以爲是好藥，可憐尤甚。 

     佛爲此等不得已遺下良藥，遠至他國，假言已死。令其由悲感而覺悟，乃服父所

遺藥，而幸得痊愈。衆生本是一乘菩蕯，既迷而流轉於六道，故佛方便以三乘教救之，

令知一乘常得見佛。佛於無湼槃中方便唱湼槃，又示現入於涅槃，然佛實不滅度，常住

世間，爲安慰授記菩蕯，無論在那一世界有佛無佛，而受持法華經之人，皆可信爲有

佛。若視作無佛，心力則薄弱，佛法無論一乘三乘之人皆靠三寶爲主，而以佛寶爲最重

要，法寶非活動物。僧寶則程度不一。今知常有佛在，皈依之則靠得住，皈依一乘三

寶，必需信仰法華經。三乘三寶是方便教，不知則已，既知則當以一乘為皈依。而必先

認識佛身壽命無量。十方佛亦如是。無量法門是一乘菩薩所修。對此法華必須信仰皈

依，方有成佛可能。能發一乘菩提心，就是一乘菩薩僧，權大乘須修行至相當成效，方

為僧寶。一乘僧寶為世間希有，超權教多多。經云，毀持法華經者一言，其罪甚於毀佛

一劫。能信佛常住，卽等於常近佛，知有一乘法異於三乘法之見解信仰，現時則超過三

乘人。法華只有因緣教，不言別理。以甚深微妙法，無從解其理故。以下頌。 

自我得佛來。 

     自我釋迦最初成等正覺以來。佛本無我，三乘人尚無我，況一乘佛豈復有我，至

於凡夫亦無。今此言我，以一乘功德為我，以壽命長遠為我。凡夫之我由罪惡產生，其

因緣隨時變遷。一乘實功德之我，則無變遷，此非妄執我，亦非假名我。實教以真實功

德得真實我。權教說無我，是為洗除三乘人之貪著。為破凡夫執著故說三乘，一乘我與

凡夫我，皆因造作得來，而凡夫因造作有漏業，成不堅苦惱之我，故以三乘排除之。令

其暫得安樂，對現在境界說空，對一乘信仰則非空。通常在權大乘中說無常樂我淨，而

三乘中實不可得，唯法華中方有常樂我淨。此中言我，以無量真實功德成大自在我，不

同其他一切之我。 

     偽湼槃經，強立八大自在我，邪見尤甚。 

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祗，                      

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 

     此是儱侗言之，實無數可計，載是十大數之一。由億兆至簡正載。說法以一乘為

主，說三乘是方便，為墮菩薩而說。令入一乘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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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來無量劫，爲度衆生故，方便現湼槃，而實不滅度，          

常住此說法。 

     從初成佛以來，經無量塵數劫，為多數衆生要藉佛入湼槃方能發心，故方便示現

湼槃，若說佛真入湼槃，是謗佛人。當知一切皆是佛秘密神通示現。 

     由發一乘心至不退轉始。方為常住。此字指處處皆可，在當時言，大則指娑婆十

方世界，小則指靈鷲山，是說一乘法。縱有說權教法，亦不以常住之身而說。無邊世界

皆是佛所化之境。雖化仍是常住。 

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令顛倒衆生，雖近而不見。  

     一乘菩薩由迷一乘，則執著六道。或貪著三乘，未能接受一乘，故顛倒見理不

正。在權教人見有顛倒，對治顛倒者亦屬顛倒。雖佛常近於菩薩，而菩薩不得見佛，則

是佛之秘密神通。又其顛倒者，縱佛令其見，彼亦不永見。又卽使見，仍不識，總是顛

倒。以衆生無量，佛身亦無邊。故佛與衆生常近，因佛滅度而懷戀慕，生渴仰心，或因

而想及他方佛，亦種善根。衆生既已信仰佛，心亦調伏。 

衆見我滅度，廣供養舍利，咸皆懐戀慕，而生渴仰心，           

衆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輭，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           

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我時語衆生，常在此不滅，          

以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 

     一心，是殷勤心。不惜身命，是精進無憍恣心。到此時佛及菩薩則出靈鷲山，令

衆生見之。到其時告之曰，我常在此而不滅度。此時親自見佛，遂知信佛常住不謬。   

餘國有衆生，恭敬信樂者，我復於彼中，                      

爲說無上法，汝等不聞此，但謂我滅度。 

     其餘十方無量世界，若有與我有緣之菩薩，恭敬信樂於十方佛者，我復於彼處示

現出世，集中有機衆，為說一乘無上法，令開佛知見。方便品云，「是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佛身亦世間相，依報既常住，當然正報永常住。佛身常住而吾人不見色不聞

聲，憑知而信。將來終有見聞之一日，其因緣卽在今之戀慕渴仰。佛之身心實在一刻不

離吾人，唯在吾人有無戀慕渴仰之心，戀慕卽是念念皈依，心與佛近。 

我見諸衆生，沒在於苦惱，故不爲現身，                      

令其生渴仰，因其心戀慕，乃出爲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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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菩薩墮落於六道中皆苦惱，故不為現身。因渴仰則念佛心切，在渴仰時卽念

佛念法，禮誦法華，福德漸增。乃出為說一乘法，非說一時，大通智勝佛說八千劫，十

六沙彌說八萬四千劫，以後更有無量佛說。一乘法是永遠說。 

     吾人未能見佛，未能再聞一乘法。只知有一乘佛，一乘法，一乘菩薩，但信仰一

乘而已。 

神通力如是，於阿僧祗劫，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           

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          

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衆生所遊樂，           

諸天擊天皷，常作衆伎樂，兩曼陀羅華，散佛及大衆。 

     靈鷲山屬王舍城。佛不限常在靈鷲山，亦常在一切處。劫盡有三災，謂水漂，風

吹，火燒。火災非世間現有之火，是野火名劫火。我此土安隱者，言佛世界安然，佛世

界卽此世界，業不同故，衆生見燒而佛土不燒。天人亦是一乘菩薩。衆生遊樂亦指一乘

菩薩，能見佛為遊樂。吾人凡是一乘佛弟子，所居皆一乘依報淨土境界，此境界範圍甚

廣，無邊世界皆是。所設三乘權教，是為淘汰六道渣滓。令其轉入實法。只要肯信仰，

卽是一乘人，不被十法界障。 

我凈土不毀，而衆見燒盡，憂怖諸苦惱，如是悉充滿，          

是諸罪衆生，以惡業因緣，過阿僧祗劫，不聞三寶名。 

     此淨土是佛與菩薩同居，菩薩境界不一定同等。凈土中佛菩蕯及一切法皆常住不

壞。已變三不堅法爲三堅法矣。三乘人見六道被燒。若一乘菩蕯墮落同六道一樣被燒，

亦見燒。惡業不出十惡業，有輕重厚薄不同。不聞一乘三寶名，則無解脫因緣。 

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          

或時爲此衆，說佛壽無量，久乃見佛者，爲說佛難值。 

     一乘菩蕯雖墮落，若肯修諸功德，凡有利益者無不興，成爲柔和質直而不謟曲，

則得見佛聞法，恢復以前一乘功行。我時爲此見佛之衆，說佛壽無量，安慰其堅固之

心，更加精進。有一類衆生，久遠以來未見佛，今方見佛。則爲說佛難值，勉勵其精

進。若生放逸，則不久又示滅。 

我智力如是，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 

     我之權實智力爲如是，卽神通力如是。自有智慧，亦教化有智慧，而所教之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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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時間無量，方所無量。無數劫之壽命，乃由久修業因緣所得。 

汝等有智者，勿於此生疑，若有生疑者，                      

當斷令永盡，敬信增福德，佛語實不虛。 

     汝等，指彌勒菩蕯及諸大衆。若自生疑應斷，他生疑應令他斷，斷之永盡，無復

再起，若有疑則不得實益，若疑至生謗，則更招殃。反之若敬信則增福德。 

如醫善方便，爲治狂子故，實在而言死，無能說虛妄，          

我乃爲世師，救諸苦患者，爲凡夫顛倒，實在而言滅，          

以常見我故，而生憍恣心，放逸著五欲，墮於惡道中。 

     因衆生不肯修行無功德，故佛示湼槃，而有遺藥在。若衆生肯自服藥，則滅惡業

因緣，修諸功德，則可希望見到佛，此時或父歸見子，或子愈後往見父，均無不可。佛

亦爲世間導師，引衆生出苦，救諸六道苦三乘患。 

     凡夫顛倒，卽菩蕯顛倒。因憍恣貪欲，則致墮三途惡道。 

我常知衆生，行道不行道，隨所應可度，爲說種種法，          

每自作是意，以何令衆生，得入無上慧，速成就佛身。 

     以佛眼觀，則無所不知，隨衆生所應以何時得度，應以何法度之，卽以時爲說種

種法門，令脫三乘，度之令入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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