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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 

此品説藥王菩薩往時故事，以精進苦行爲事。其行之純熟，又是無相之行，實無

苦與不苦。所行，正表現其無相。常人雖明無相理，但所行仍被有相障碍，不能如此。

此菩薩由聞法華經之後，初則經行精進，卽苦行。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次則燃身供佛供

法，及轉世仍見佛，受佛付囑。佛滅度之後，又燃臂供養舍利。此中畧舉三種，然實此

菩薩之苦行，有過恒沙之多，遇有因緣，卽儘量行其苦行，此約豎論，若約横說，一時

已行無量苦行。此品以苦行流通，將藥王作模範。以下妙音觀音各品皆以神通力流通法

華，顯菩薩道不一，教理是一，流通方法則各有所長。 

藥王，卽醫王，菩薩凡有利益，無不勇爲。故菩薩亦作醫王，能治衆生生老病

死。人能治病，則人爲藥，不限定以藥草爲藥。或此菩薩初時集諸藥草，專以醫病爲

業，多與衆生結緣。王者，言其醫術甚高，百發百中。據經文知藥王是一乘菩薩，若如

上六根清淨者，已無所不見不知，故能醫衆生身心二種痛苦，亦非難事。本事，卽本昔

所行之事，在權教名詞屬十二分教之一。此指往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之事，文中只述其

短期内二三事，若在此時之前與後，更不知行若干苦行。 

爾時宿王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藥王菩薩，云何遊於娑婆世界。 

爾時，是佛說完自己本事之時。宿王，星宿有大小，星宿中之王，卽月光是。先

問云何遊於娑婆世界，實不止娑婆，十方世界皆遊，言娑婆者約此界說。宿王華欲發揚

菩薩之神通威力，實知而故問。遊者不同遊玩之遊，乃爲作佛事，化導菩薩故徧遊，自

在無碍，如日月雲霞之遊於虚空。下文未有明答此問题，只有隱晦而答，謂此菩薩有現

一切色身三昧，及語言陀羅尼，故能遊於十方世界，各世界或有佛在世，或無佛在世，

皆如是應機。次問若干難行苦行，難做得到之苦行法門。 

世尊，是藥王菩薩，有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難行苦行，善哉世尊，

願少解説，令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

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又他國土，諸來菩薩，及此聲聞衆，聞

皆歡喜。 

先讚後請，不敢請佛盡說百千萬種，只請說少許，令大衆聞之皆歡喜。以菩薩難

行苦行，功德大，成績高，皆能隨喜，又使欲行苦行者有模範可倣。而此尚非一乘菩薩

正行。特令人知一乘菩薩爲流通法華而行此苦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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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恆河沙刧，有佛號日月淨明

德，其佛有八十億大菩薩摩訶薩，七十二恆河沙大聲聞衆，佛壽四

萬二千劫，菩薩壽命亦等，彼國無有女人，地獄，餓鬼，畜生，阿

修羅等，及以諸難，地平如掌，瑠璃所成，寳樹莊嚴，寳帳覆上，

垂寳華幡，寳瓶香鑪，周徧國界，七寳為臺，一樹一臺，其樹去臺

盡一箭道，此諸寳樹，皆有菩薩聲聞而坐其下，諸寳臺上，各有百

億諸天作天伎樂，歌歎於佛，以為供養。 

彼土菩薩少，聲聞多，非高等純淨土，乃是小淨土耳。無有女人，全是化生，若

有女人亦屬人數，其儔當與聲聞同等。更無三惡道及阿修羅，亦無種種難。當佛未出世

時，不見佛不聞法，亦有難。約佛在世時，方言無諸難。地平如掌者，常人之掌不平，

佛掌則平，地平如佛之掌，此言地相。瑠璃所成，是言地質。盡一箭道，如力士射箭，

箭箭均相等。菩薩聲聞，在未説法華經，是權教菩薩小乘聲聞。若聞法華經之後，則是

一乘菩薩，在聞法華經以後，則天人所作皆屬菩薩。由其業轉，無三乘與凡夫，則轉成

高等淨土。 

爾時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

經。 

彼佛，卽日月淨明德佛。此未說明在何時說經，必先說三乘教，後說法華。會中

最高資格者，爲一切衆生喜見菩薩，顧名思義，此菩薩必相好具足，令人瞻仰不捨，故

名一切衆生喜見。佛夀命長，說法華經之時間亦必甚長。說法華有普遍說，有就機說。

各菩薩行業階段有異，佛就機說不一，亦時時不同，說開權顯實經則同。唯一乘不同說

聞。 

是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浄明德佛法中，精進經

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 

精進奮勇經行，不坐，不卧，不立，卽苦行。由聽法華經之後，如法而行，彼雖

不覺疲乏，亦要有耐煩，方能做到，满萬二千歲。求佛者求自己成佛，卽一心修佛道。

其修行本無期限，修至此時，已得三昧，佛道未成，並非以此爲止境。此句卽酧前所

問，由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故，能遊十方世界。以聞法華經爲因，經行苦行爲緣，方得此

三昧，當知不易得。下文從妙音菩薩來諸菩薩，一往一返，卽得現一切色身三昧，並不

覺難，此亦各有因緣，緣熟則易。得此三昧，隨時隨機，隨意而能現種種身，此是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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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知三昧不限是禪定。此三昧超六根清淨功德，持經者亦人人應得。聞經者爲其主

因，亦要苦行方得。此菩薩在長期集苦行以来，所得功德亦不少，及到此時方得此三

昧。觀世音菩薩，亦因得此三昧，故能遊於十方世界，現種種身。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心

念此三昧皆由佛力法力两種恩德而來，不可不興供養，故先以神力雨花香供養，次則燒

身爲供養。得此三昧，不獨能現一切色身，隨心所念，亦能現一切物。 

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卽作念言，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

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浄明德佛，及法華經，卽時入是三

昧，於虛空中，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細末堅黑栴檀，滿虛

空中，如雲而下，又雨海此岸栴檀之香，此香六銖，價直娑婆世

界，以供養佛，作是供養已，從三昧起，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

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卽服諸香，栴檀，熏陸，兠樓婆，畢力

迦，沈水膠香，又飲薝蔔諸華香油，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

日月浄明德佛前，以天寳衣而自纒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

自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 

海此岸栴檀香，依其處立名，實則是三昧栴檀香。六銖，卽二錢半。此言其三昧

力大，亦是試驗用其三昧，其如此供養之時間，必亦不短。薰陸，卽乳香。兠樓婆，卽

香草。畢力迦，是丁香。 

一乘菩薩法性身，亦等於幻化，燒之亦無問题。或謂菩薩功德身，本無臭穢，何

必服香耶。當知此乃增加香氣，若凡夫服香亦不能香，菩薩服香則成香人。此有疑難，

日月淨明德佛既說法華經竟，無事可作，應入湼槃，何以坐至一萬幾千歲仍在人間耶。

當知必未說完法華經。但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認爲所聞已足，可以自修，故獨自經行苦

行。菩薩必以神通火燃身，不能用人間薪火燒。當其燒着之時，光明徧照諸世界，其光

無可比擬。只有光而無煙，若是油光不能如此，乃一乘功德之光。此光本無限量，今說

仍有限量。以人推測已屬無限，皆爲恭敬妙法蓮華經故有如是大光明。其所以張揚遠照

者，爲引起十方諸佛讚歎而照。 

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

供養如來。 

善哉善哉，是總讚。精進有種種差别，此是一乘精進中之大精進，大努力，大勇

敢相。此真字不是對假言，餘諸菩薩精進亦皆真。此歎其極難得，是第一無上精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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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真法供養如来，此下應加及法華經四字。此法字是道德義，範圍極廣，普遍種種供

養。凡合法者，一切動静言論，佛所喜者，一一皆法供養。今言真法供養者，謂最正

確，最上之法供養。若約權教義，以其無相，不以苦行爲苦行故。在實教則不必如此

說，諸佛說此語時，人人皆聞，亦佛事之一種。 

若以華香瓔珞燒香末香塗者，天繒旛蓋，及海此岸栴檀之香，如是

等種種諸物供養，所不能及，假使國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

子，是名第一之施，於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養諸如來故。 

此言菩薩先時以三昧力雨華香等種種物供養。總言其誠意苦行難得，佛本不需如

是供養。第一之施，卽第一供養。以法供養諸如來故，此諸字語助詞，作於字解。以其

立意是供養日月净明德佛及法華經。又法華經是諸佛共說，或謂供養一佛，卽供養諸佛

亦可。 

作是語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

盡。 

默然者非不介意，卽不出聲，佛亦不說，停頓一切動作，注意觀其燃身，尊重其

事。燒千二歲，不是因其可燃之物多，乃菩薩神通力願力所持，有自由力，故能燒如是

之久。此其本身已燒，以後用三昧力現身。若爲衆生則現多身，爲自修則以一身。雖燒

其身，假名一世，亦不是死。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浄明德

佛國中，於浄德王家忽然化生，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卽為其父而

説偈言。 

大王今當知，我經行彼處，卽時得一切，                      

現諸身三昧，勤行大精進，捨所愛之身。 

説是偈已而白父言，日月浄明德佛，今故現在。 

来世復化生於本世界，淨土亦有國土，而非政治國王，但假名國王。淨德王本亦

非其父，但彼稱之爲父。其全國人皆以化生，其忽然化生之身量亦相當大。本來化生處

處可，與王有緣故生其家，增加其菩提心。 

捨所爱之身，謂此法性身本是尊貴，我亦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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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八百千萬

億那由他，甄迦羅，頻婆羅，阿閦婆等偈。 

此言在未聞法華之前，聞權大乘教經，親近佛之時所行供養。其時隱實現權人。

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只能了解他說，未能自說。今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既得現一

切身，既能说一切語。陀羅尼譯總持，總通曉一切衆生語言，持之永久不失。總有廣狭

之别，或通曉多世界，或一世界。持，亦有漏與無漏之别，此約權教總持。 

八百千萬億那由他，甄迦羅，是五十大數中之十六大數。頻婆羅，是十八大數。

阿閦婆，是二十大數。各等偈，以三十二字爲一偈，此總謂其言詞極多，不可以計盡。 

大王，我今當還供養此佛，白已，卽坐七寳之臺，上升虛空，高七

多羅樹，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合十指爪，以偈讚佛。 

容顔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爾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説是偈已，而白佛言，世尊，世尊，猶故

在世。 

     我今當還供養此佛，此是告假之詞。七寶臺是公用物，無分彼此，高七多羅樹，

約五十丈，國中處處有。頭面禮足，轉世之頭面亦如前世，亦名一切衆生喜見。合十指

爪，言其合掌整齊。容颜甚奇妙偈，此是讚詞。佛相超一切菩薩端嚴之上，故云甚奇

妙。佛有常光與放光不同，佛常光亦能照十方，有緣則見，隨衆生福業，見佛光大小不

同。 

爾時日月浄明德佛，告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湼槃時到，

滅盡時至，汝可安施牀座，我於今夜，當般湼槃。 

    涅槃時到，滅盡時至。此二句重言，乃緊急之詞，催促快安設牀座，安者安置整

妥義。此品亦說以神通流通此經，要得三昧，方能廣流通。得三昧或遲速不定，爲菩薩

者必要得此三昧。 

又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以佛法囑累於汝。 

    佛敕命之，非負責不可。此佛法屬權教法，雖已開權，然權法將來亦有益於人，

付囑繫累於汝，要汝負責，將佛法付託之，令教徒皆應依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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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諸菩薩大弟子，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先是權教菩薩及聲聞緣覺弟子，聞法華經後，皆悉成一乘菩薩。亦是實教僧寶，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是一乘寶佛法。以上實教法，權教法，僧二寶皆付囑之。 

亦以三千大千七寳世界，諸寳樹寳臺，及給侍諸天，悉付於汝。 

     三千大千但有其名，其國既地平如掌，無凹凸不平，則無三千之别相，瑠璃爲大

地相，七寶爲装飾。給侍諸天，卽侍奉佛諸天，亦付於汝教導栽培之，若不付囑，則恐

其雙方無實際。故皆悉付囑，以之爲領袖，統理佛教。蓋恐佛滅日久，人之思想易於轉

變，參差懈怠，今有人負責，則正法住世可以久長。此即當面遺囑，並無秘密。權教中

有云，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此亦如是，當其燒身轉化，未歸來之時，佛

則護念之，不止日月淨明德佛護念，十方諸佛各皆默言，此是護念。今者則是善付囑。

此亦獎勵其餘菩薩應學其精進，以此証實其效果高超衆菩薩之上。 

我滅度後，所有舍利，亦付囑汝，當令流布，廣設供養，應起若干

千塔。 

    此中應有囑付焚燒之詞，今者畧去。舍利，是佛骨，形狀大小無定，當流布於全

世界，令衆生作福，爲異方便法。若干千塔，卽若干千種塔。此皆爲教及爲衆生，佛爱

教亦爱衆生，教是爲衆生而設，若無教，爱衆生亦無益。塔亦是教之一，以形爲教。雖

是淨土，將來變爲末法之時，亦要靠物質爲流通教化。 

如是日月浄明德佛，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已，於夜後分，入於湼

槃。 

     一切佛皆示現入滅，實未曾有一佛入滅，凡聽法華者，應具此信仰見解。於夜後

分者，實無晝夜。 

爾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見佛滅度，悲感懊惱，戀慕於佛，卽以海此

岸栴檀為𧂐，供養佛身，而以燒之，火滅已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

千寳瓶。 

    既已受佛付囑，本無悲感可言，不过總是不願佛滅，此乃人之常情，但亦無能請

佛住世之理。决不能如僞華嚴經說請佛住世刹塵劫。因戀慕之故，卽思惟種種方法供

養。前文雨香末是神通。今以海此岸栴檀爲𧂐，則是寶物。佛身本非用世間火所能燒，

此亦由佛神力及菩薩力而燒，但假藉栴檀而已。人命之持續，皆由識煖風三者。呼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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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風停止，則無識亦無火。其燒之隨時均可，不必限過七日，今人受前人所惑，多云

過七日方可燒，亦愚之極。佛夀長，身量相當大，舍利必多，乃收取舍利，分装八萬四

千寶瓶。 

爾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復自念言，我雖作是供養，心猶未足，我今

當更供養舍利，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天龍夜叉等一切大衆，汝等

當一心念，我今供養佛之舍利，作是語已，卽於八萬四千瓶前，然

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數先求聲聞衆，無量阿

僧祗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皆使得住現一切色身三昧。 

    作是供養，正指燒身，兼指栴檀香等。本來彼受佛付囑負擔佛教，卽是最上法供

養，不需再作餘諸供養，然其心猶未足，亦爲教化衆生，再作燒臂供養舍利。先教大衆

一心念，不必多心思想，唯一心隨我所作，切莫自擾，就是要大家心理合作，集中精神

在我一身上，亦卽是同爲供養舍利。其臂與佛相似，名百福莊嚴臂。燒七萬二千歲，亦

要菩薩大弟子一心念如是之久。此是一乘菩薩功德力，以神通願力持之，以三昧火燒

之，故能燒如是久，此中亦應言其光明徧照十方世界。前面諸佛默然觀視，或直觀至此

見其燒臂，則諸佛亦當有如上之讚言。今文但省畧。其供舍利亦同供佛一样，亦是真法

供養，亦是真精进，燒臂仍未爲奇，經七萬二千歲，可謂真苦行奇行。 

     此無量先求聲聞之人，卽前文七十二恒河沙大聲聞衆，由聞法華經發菩提心，復

菩薩道，然尚未有何所得，今乃得住現一切色身三昧，凡得此三昧者皆是一乘不退轉菩

薩。因其於七萬二千歲念菩薩燒臂供養，亦屬精進，故得是三昧，斯亦屬菩薩教化方法

之一。 

爾時諸菩薩天人見其無臂，憂惱悲哀，而作是言，此一切衆生喜見

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 

    身不具足亦可教化，本不必憂惱，但不雅觀耳，此是天人之著相未除故有憂。 

於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

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

由斯菩薩福德智慧淳厚所致。 

    此言我捨两臂，不獨供佛，亦志在自己成佛。照如上之語發誓之後，两臂自然還

復如故。自然者不覺勉强，得佛身是將來事，而應驗於現在，此亦教化之徴，能實際工

作者所求必得，如不得者由因地不真，或有其他障碍。其能還復如是之速，皆由菩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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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與智慧淳厚所致。此歸功於福德智慧，亦由誓願。此語乃顧及後人，不得如是效驗者

而说。縱有如是苦行及誓願而不應驗者，以暫欠缺福德智慧之力，其果終不亡失。 

當爾之時，大地六種震動，天雨寳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 

    言其全世界大地震動，天空雨花。得未曾有者歡喜之至。不獨歡喜菩薩之臂還

復，又歡喜其師必成佛，又喜師必提携我等至於成佛。一切無虛發，真實可靠無疑。 

以後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起八萬四千塔，種種莊嚴，供奉舍利。 

    此起塔之文舊本在燒臂前，其燒臂在瓶前，非在塔前。今移在燒臂之下爲合。 

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

王菩薩是也，其所捨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 

    此是結畧該廣，言菩薩之苦行種種式式多不可計，不止如此二三事。菩薩如此苦

行，亦爲流通法華經，必要尊重法華經方易流通，一切衆生喜見菩薩燒身，皆爲尊重法

華經故。後人雖不能如是苦行，亦應認真恭敬尊重此經。該品說本事，亦是說因缘，亦

有本生。本事，說一二人之作事。因緣，說各方面關係。本生，說從何處受生。 

宿王華，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

一指，供養佛塔。 

    此是模倣藥王菩薩之少分，燃處處均可，乃至燃足一指。有人解釋以全手指為足

一指，實乃指腳指，手指與足指一樣，同是身内難捨之物，佛並非歡喜人如此燃燒，但

以其殷勤可取耳。蓋衆生無量劫來，我見重爲大障碍，難於捨其身軆，唯有為菩提者能

捨，表其誠懇之至，亦是難能。 

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諸珍寳物，而供養者。 

     此是比較功德。燒指是身内物，國城等是身外物，捨内物難於外物。爲求菩提而

能捨身體，則惡業消除，福德増长，故功德勝於施外物。燒一指功德尚如此，同時反顯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燒身之功德殊勝可知。此方法乃令後世衆生做不到燒身者，亦有機會

傚法藥王之法。一乘正法，並非一定要燒身，燒乃一乘之外行。一乘法微妙難思，决非

如此能表示。若以此爲一乘行，則無何價值，外道三乘，皆可以做到此事。 

     中國人燒指者亦甚多，唯缺乏正當條件，未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普

陀山亦多有以二十元白銀之代價，而替人燒指者，至若自動燒者亦不少，凡燒指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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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有蠱惑社會之可能，使人認以為有道心者，縱使其初小有道心，亦功不補過。若有真

仰慕菩薩冀菩薩加庇者，雖亦無過，然决不能要求餘望。况其燒前將指柞至無知覺然後

乃燒，等於木。  

     佛說此番話總以發一乘菩提心，受持法華經爲中心點，下文卽連接明說其義。 

若復有人，以七寳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大菩薩，辟支

佛，阿羅漢，是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法華經乃至一四句偈，其

福最多，以此經為諸經中第一故。 

    此不言燒身，總言受持法華經之功德高出一切之上。此中四聖約權教言。其人不

知一乘。而受持法華四句偈者，乃一乘菩薩，故以大千七寶供四聖不能及持法華者其福

最多。此義前文已述之不少。此亦說明其功德勝於燒身燒手，正防後人作弊。此段爲引

起下文讚經之發端，廣爲讚歎，令後人知此經最尊上，而集中精神注意此經，受持多少

則不拘。 

宿王華，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

是，於諸如來所説經中，最為深大。 

    宿王華非不知此理，但以之爲代表大衆。且沿上酬答之文，皆對宿王華說。川

流，川之流，卽大山坑，常有水流。水有廣狭淺深之别，而以海爲最深大。此經亦復如

是，然不可謂海是江河諸水所集。海是自居其本位，由海水受熱氣，上昇虚空，下雨而

成江河之水，猶佛隐實而方便施諸權教，然經之深大，與海不同，但以爲譬喻耳。此經

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故受持四句偈，其福超於一切。 

又如土山，黑山，小鐡圍山，大鐡圍山，及十寳山。衆山之中，須

彌山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為其上。 

    須彌山譯妙高，四寶所成爲妙，超出衆山爲高。相傳八萬四千由旬高。以此喻法

華經，其餘諸山喻權教諸經，各經雖同是佛說，而經義與指歸不同，此經爲最第一如妙

高山。 

又如衆星之中，月天子最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千萬億種

諸經法中，最為照明。 

    月光有照明之功，各經之理亦有照愚之用。此法華經爲一乘而說，示明佛教始

末，則照明一切佛徒，有月光之時，衆小星不現。如是，若讀法華經者，諸經皆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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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若以中國言之，權實皆無，永在五里霧中，星月俱隱。今有聽法華經處，則是特别

雲開月現。 

又如日天子，能除諸闇。此經亦復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闇。 

     此段無比較，唯重在能除諸闇。各種光皆能除闇，但光力薄弱，除闇亦少。唯日

光之力最强，亦有處不受照者，自障碍耳。闇喻不善。不善之範圍極大，權佛亦屬不

善。蓋法華經之正用，在開權顯實，當以權爲不善，執權教者，受障蔽過。唯信此經，

則破一切闇。最高權佛，最下地獄，若有因缘皆可直接破之。聞此經一句之功德，超勝

於一切權德。前云，欲捨諸懈怠，應當聽此經。若不聽此經，不能破一切闇，三乘雖能

破闇，而其本身亦闇，不能自破。唯以一乘能破，若入一乘，頂戴法華經者，如朗日當

頭，不見何爲黑闇一切不善消除。 

又如諸小王中，轉輪聖王最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衆經中最為

其尊。 

    小王，指諸國王。轉輪王，有金銀銅鐡四種。聖者正也。此是政治之正，超不正

之政治，輪王行十善政治而指揮小王，諸小王有偏執不爲公正。輪王有四德，有大勢

力，大富，端正，無病。故於諸小王中爲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乃指正宗分爲經及

流通分中有關於正宗者，佛之次第言論中以此爲第一，故名爲尊，輪王與小王絶不同

倫。未有轉輪王時，小王有權，有轉輪王，则受管轄。如一說法華經則其餘諸經皆作

廢，等於小王不能自由。經尊故人亦尊，依轉輪王勝於小王多多矣。 

又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 

     帝釋，卽是天帝釋迦提婆因陀羅。譯能天主，三十三天在須彌山頂，分三十三區

域，而以帝釋爲王，此帝釋之名詞唯佛教專用，不能承認他教之玉皇或上帝等爲其異

名。帝釋爲三十三天中王，此法華經爲諸經中王，以喻地位尊上。 

又如大梵天王，一切梵衆之尊。此經亦復如是，一切賢聖學無學，

及發菩薩心者之尊。 

     此大梵天王是婆羅門外道所計，不同佛經中說初襌之大梵，大梵但有其名，順彼

外道沿習之執而言，舊本譯一切衆生之父，在佛教方面决不認之爲一切衆生之父。外道

崇拜天，專以生產萬物之天甚多，皆是假名。婆羅門在印度立教最早，謂由梵天王之口

生婆羅門族，其餘有從膝從肚等生。後來知識較進步者，頗覺其理不確，則轉之從思想

生，但亦經過大梵之力，梵天亦由思想而生，由是故有唯心外道。佛經說初禪梵衆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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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是世間共許之學說。此法華經爲一切大小聖賢及發菩提心者之依止，權人雖未曾崇

此經，而終必要依止此法華經，不依止此經則無歸宿。說此令人知唯法華經爲最尊，餘

經不應尊。 

又如一切凡夫人中，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為

第一。此經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說，若菩薩所說，若聲聞所說，

諸經法中最為第一。 

    舉凡聖一對，須陀洹，是初預聖流者，小聖大聖皆屬聖人，應分五段文，有五聖

位，一一在凡夫中皆爲第一。凡與聖相差甚遠。聖人之地位，福報，智慧，行業，皆超

凡夫。須陀洹是小乘中最小之聖，已超凡夫甚遠，蓋凡夫有無常，聖人無無常，聖人，

簡非增上慢。若次第而論，亦各爲第一。可云，一切凡夫中須陀洹第一。一切須陀洹中

斯陀含第一，一切斯陀含中阿那含第一。大小乘諸經，原是如來所說，此言除法華經之

外，諸佛所說其餘諸經，及菩薩聲聞所說無論如何深廣，除法華經外不算第一。唯說法

華方爲第一。此經與諸經說之時間不同，法亦不同。此經在最後說，乃破秘密藏。 

有能受持是經典者，亦復如是。於一切衆生中，亦為第一。 

    能受持，指讀經而能明經義者。經既第一，受持者亦第一，所依勝故，能依亦

勝。一切衆生，該十法界凡聖。持經者雖是凡夫，則超大聖，第一無形可見。此句是讚

歎流通，每一譬喻下均應有此句。 

一切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一切諸經法

中，最為第一。 

     前說五種人是小乘小聖，菩薩是大聖，故此段别說。菩薩有初發意與不退轉，地

位有淺深之别，而菩薩比小乘則爲第一，縱是初發意亦是求菩提，修六度，其智慧勝。

若無般若，不算菩薩。有般若則功行深有成佛可能，小乘不及其種性之高尚。雖然往時

須菩提等聲聞人教化菩薩，乃是受佛敕令，非其自動能教，仍以菩薩爲勝。每一類法各

有優劣，總以優勝者喻此經。 

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 

     此佛不指實佛，乃指三乘最高果人，是普徧所言之佛。諸法，該一切凡聖。佛爲

諸法之王者，佛在一切法之上，高超爲王，非以統轄爲王。諸經，卽合諸法，法華經爲

諸經之王，亦卽法王。此王之力能提拔諸墮落菩薩，成就菩薩至無上菩提，故爲諸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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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則吾人應樂於受持不可放棄。 

宿王華，此經能救一切衆生者，此經能令一切衆生離諸苦惱。 

    此讚經能拔苦與樂，一切衆生，指菩薩，非指廣泛者，一乘有關係之衆生，散於

十法界皆有，無論落在如何苦難處，唯用法華經能得救，令復入一乘。若救入人天小乘

乃至權佛，不算實際救。佛與經爲能救，衆生爲所救，不同常人所說之救。佛法救人出

世間，非救人在世間。若救入人天三乘等，用不着此經，亦不必在寶塔中對宿王華說此

最高之救法，救一切衆生，卽是令一切衆生離諸苦惱，苦惱有粗細種種差别，未入一

乘，總名苦惱。 

此經能大饒益一切衆生，充滿其願。 

    此言與樂，令得一乘功德爲大利益，充满一乘菩薩之願，既云離大苦惱，自言得

大安樂，若得大樂，必離大苦。雖每經各讚第一，但要分别時代，此經說在最後，則廢

除以前第一，最後之第一，方爲真第一。 

如清涼池，滿一切諸渴乏者。 

     清凉池，喻權教湼槃之無熱惱。衆生未得解脱，皆名渴乏。凡人渴乏必需水濟。

未聞法華經如在熱惱渴乏中，聞此法華經满足菩薩願望，不必他求，唯依此經自得實湼

槃。 

如寒者得火。 

    寒之極者，得火辟其寒苦則樂，未見法華經時如受寒，得此經則祛寒，言於最苦

惱中得安樂法。此是温火非猛火，猛火不可久近，渴得水，寒得火，皆調劑之作用，一

切調劑物中，以法華經爲最上，菩薩聞此經應皆歡喜。 

如裸者得衣。 

    穿衣亦爲禦寒，若慣著衣者，一旦裸形則甚苦，得此經如得衣，若用權教，如披樹

葉，衣有種種，此是最莊嚴最適宜之衣，總之得此，則種種缺乏皆可满意。 

如商人得主。 

    商人出外貿易，需有主人指導，可以示知行情路綫等，則免諸苦惱，法華經則領導

菩薩，如商主。菩薩墮落受奸商誘惑受苦已久，要得正當商主提携方獲大利，若依餘經

則無可赚甚至虧本，因其血本是一乘菩薩故。經是無形中之商主，菩薩如商人，菩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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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佛爲主，但在正像法中不見佛，則全靠經，先靠經方能靠佛，經是見佛之階梯。今

之佛徒皆失主，懷無價寶珠而作傭役，歷來雖有讀誦講説註釋等不少，但多不認識其

義，致不得受用，仍作無主之商，不知蝕了幾多血本，真可悲可惜。 

如子得母。 

     菩薩得此經，如子得母，一乘菩薩，由一乘法産生，今得遇法華，則如已失之慈

母重遇，亦要子有知識者方知母爲可貴，失之則戀慕，見之則狂喜，法華經能提携菩薩

養成菩薩，不得此經，則孤露無依。若受持餘經至多如依乾母，遠不及親母有血統關

係。不識法華者不知母之好處及恩德。六道衆生飄零輪廻，三乘佛教享受尚未得，况得

一乘，故得此經者大幸，如子得母。 

如渡得船。 

    欲渡海者，得船則可以渡。不欲渡脱苦海則已，如欲渡者必需得法華船方能渡大

海，小船不能渡，一乘菩薩不獨度三界苦惱，要度無量苦惱。此經雖非一乘淨土法華，

但上此船，自然到一乘法華船。只要認識自己是菩薩，認識法華是船，則得度過。 

如病得醫。 

    得醫則有把握，可以脱病免死，此經如良醫，雖病入膏肓亦可以治，此經治本，

只要肯信肯服必愈，若依餘經，只能治標。在病者方面，不認識誰爲良醫，雖見庸醫亦

歡喜，然治病未必能愈，甚或重增或致死亦有之。六道三乘等衆生各有其病，一乘人病

必要一乘藥醫。 

如闇得燈。 

     有燈能除闇，工作不致错误。佛徒得此經，如大光明燈，破大黑暗，然或有得

燈，無眼亦無用，今佛徒皆如雞盲病,不知何爲燈，某燈爲最光明，某燈爲不光明，皆

無所知。佛爲一乘菩薩而說此經，今流通亦爲後来一乘菩薩。然病太重者，雖得此亦不

能受用。 

如貧得寳。 

    有福方能得寶，貧富隨因缘變易，得寶得除貧，菩薩無量劫離開一乘三寶功德如

貧，復遇法華則自鄙先心，此寶原是本有，今復知之，卽能受用。縱或無功德在前，若

得此經，亦功能不可思議，既得此經，若再尋其他，則是懷寶乞食，屬於賤格。得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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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在認識與否，若不認識，徒存此經本，卽等於未得寶，能認識多少意義，皆名得

寶，自是富人。 

如民得王。 

     有维持力者爲王，民失王能亂，得王則安。世界安寧要有轉輪王，每一國要有國

王。佛教中若無此經，則邪見紛紜，菩薩墮落混於其中亦皆亂，唯得法華經指揮，取消

其他種種組合，則安定其亂。如被輕菩薩時之四衆亦紛亂，最後由菩薩得神通方能以一

乘定之。亂之原因爲無統一，說法華經皆是一乘菩薩則統一之故，如民得王。 

如賈客得海。 

     有海則便利於運輸货物，又大海中有寶物，賈客得海可以活動經商，則歡喜發展

商業。 

如炬除闇。 

    此句同前如闇得燈相似，如闇得燈是未得法華經者忽得，此如炬除闇是已得法華

經而用以破種種闇，外道凡夫三乘闇無不破之。若無法華經之見解則受闇蒙蔽。得炬則

行動自由，以上畧舉十二種單喻，連上十種合喻，以喻法華經之超出云爾。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能令衆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

之縛。 

    此總合。如上述未得者皆命苦，已得之則樂。一切病痛，是衆苦之一。能解一切

生死之縛，生死是苦之範圍，衆苦之根本，病亦在内。此經能解一切生死中之束縛，無

生死則無束縛，生死束縛種類甚多，三乘聲聞菩薩等仍有細生死束縛。 

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

多少，不得其邊。 

     佛滅後之人不能聞佛說，佛音聲已謝，傳下文字，由文字代表佛音聲，讀經則等

於聞佛說。若不能自力閱讀者，則聞人說，彼人能代表佛意，則聞經人功德甚大，以佛

之能力計算，仍不能盡其功德之量，佛雖自知，但不能告人。此亦歸結前文，持經功德

已甚大，不必燒指之煩。書寫是一層功德，凡諸爱法者，爲法華經而工作者，功德亦如

是。要知經義，方有大功德。必要知其如何尊貴，然後以恭敬心工作，方爲有效。若不

明經義，縱有功德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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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千餘年以来，雖有流通工作，然只流通其壳，雖少有用，亦甚可惜。壳與肉

相去不遠，要因壳尋肉，認識其内容，方爲有效。 

宿王華，汝當以神通之力守護是經。所以者何，此經則為一切衆生

病之良藥，若人有病，得聞是經，病卽消滅，不老不死。 

    一切衆生，舊本作閻浮提人，卽墮落菩薩。雖呼宿王華，亦是對諸菩薩說。以神

通力用種種方法，或現種種身，總令流通此經自利利他。此經是全世界菩薩最高之法

藥。菩薩墮落，離開一乘卽是病，因一乘功夫消失，病則不能工作，欲恢復工作，必要

讀此經。若有菩薩不知菩薩道，如病人。得聞此經則邪見執迷消滅。菩薩不知法華經，

墮落三乘六道，皆是老死。以失一乘菩提心爲大病，若發心復一乘道，則不以病爲病，

不以老死爲老死。又一乘菩薩病。若具足信心，讀法華經，惡業消除，亦可痊愈。法華

經是最高菩薩藥，若專用以醫普通人病則失其價值。唯發一乘菩提心信仰恭敬方是其代

價。治菩薩病爲重要，人病不成問题，世間醫者可治。此教持經者慇懃信仰，入一乘則

無老死可言。 

宿王華，汝若見有受持是經者，應以青蓮華盛滿末香供散其上，散

已，作是念言，此人不久，必當取草坐於道塲，破諸魔軍，當吹法

螺，擊大法鼓，度脫一切衆生老病死海。 

     青蓮華之花瓣特大，盛满香末，未必是寶物，是心香，誠敬之謂。坐道塲約釋迦

之座是天人敷以吉祥草，餘佛不一定用草。今以人間苦，應作如是觀念。度脱者轉權教

法輪度六道三乘生老病死。轉實教法輪度一乘菩薩生老病死。 

是故求佛道者，見有受持是經典人，應當如是生恭敬心。 

    求佛道者，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法華經之菩薩，爲法華經工作者，見有受持是經

典人，應當如是作念，念此人將來必當成佛。菩薩恭敬菩薩，得無量福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