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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前與四大弟子授記之後，應卽為五百弟子授記，因要說明因緣故至此方

授。前授記品偈云，「我諸弟子，威德具足，其數五百，皆當授記，於未來

世，咸得作佛」。此品先授富樓那記，次授千二百弟子記，三授五百弟子記。

富樓那亦在千二百及五百數中，唯富樓那於諸弟子中說法第一，又默然而讚

歎，特另記之。授記是佛出世一件重要業務。授是授與，在佛方面言。受是

接受，是弟子接受之記，不忘之意。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從佛聞是智慧方便隨宜說法，又聞授諸

大弟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聞諸佛有

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淨踴躍，卽從座起，到於佛前，

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此叙述富樓那之所感。富樓那釋滿慈，從父母而得名。内秘菩薩之真實

行，外現聲聞相，教化人以三乘，多劫如此，不止今次。方便隨意說法是方

便功德。富樓那本不必聞此等法，然在佛未揭破之前，仍假作彼為聲聞，故

作是叙。 

     大自在神通力者前述大通智勝佛滅度以來甚大久遠。我以如來知見力故，

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是大自在神通力。又知衆生深心所念，隨宜說法。

亦是大神通力。心淨者絕無疑惑故。踴躍卽歡喜。瞻仰佛，生無限感想，乃

默而讚歎。 

而作是念，世尊甚奇特，所為希有，隨順世間若干種性，以方便

知見而為衆生說法，拔出衆生處處貪著，我等於佛功德，言不能

宣，唯佛世尊，能知我等往昔深心本願。 

     此讚佛所作普遍，一時知衆生種種性，希有奇特如是。其所作讚乃與他

人作榜樣，其心念如何，諸菩薩皆知之。以無言讚歎，乃更深於迦葉之有言

讚歎。於佛功德言不能宣，此指權教功德，為實而施者。往昔我雖自知前因

而不詳知，唯佛能詳知我心所念，知因亦必知果。此是默請，雖不發言，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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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相照，全以意代言，凡夫則不能如此。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不，我常稱其於說

法人中，最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精勤護持，助宣我法，

能於四衆示教利喜，具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大饒益同梵行者，自

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 

     此先述其功行。富樓那是一乘菩薩示現作聲聞，故超權教菩薩。不唯於

聲聞中第一。平常未開權，佛讚歎其是方便功德，殷勤護持，助佛宣揚，正

宣小乘，兼宣大乘，能於四衆示教，令四衆得利益生歡喜，舌根微妙，超一

切人，除如來外，無能及者。此讚其利他功德。 

汝等勿謂富樓那，但能護持助宣我法，亦於過去九十億諸佛所。

護持助宣佛之正法，於彼說法人中亦最第一。 

     照上文道理說來則有可疑，既經歷九十億佛所護宣佛法，則必屢經開權，

開權已後，則非聲聞。何以又說彼一向是聲聞耶。應知皆是示現聲聞。或有

在他處示現為權教菩薩。或為一乘菩薩皆有之。實則普現一切身，說權實二

教，攝諸有緣。 

又於諸佛所說空法，明了通達，得四無碍智，常能審諦清淨說法，

無有疑惑，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常修梵行，彼佛世人

咸皆謂之實是聲聞，而富樓那以斯方便，饒益無量百千衆生。 

     空法是大乘法，小乘不定說空。大乘六度以般若為主。得四無碍智者，

謂法無碍，義無碍，辭無碍，樂說無碍。清淨說法，由無碍故。以聲聞人而

具足權菩薩神通之力，希奇之事。隨其聲聞壽命，未有休息一乘梵行。彼非

退心菩薩，亦非是聲聞，實乃隱一乘而現聲聞身說三乘法，做四乘工作。此

卽言其有大方便，大慈悲，大忍辱故能如是。彼以密讚世尊，佛則以顯讚彼。 

又化無量阿僧祗人，令立一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

常作佛事，教化衆生，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第

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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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述其說一乘法，彼過去又化無量阿僧祗人，令建立一乘菩提。為自凈

佛國故而常作佛事。教化權菩薩及聲聞。均是為實施權。一乘菩薩道甚廣，

現何種身不定。今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卽現聲聞身而為說方便法。後終令入

一乘。佛作此稱讚，一方面獎勵富樓那，另一方面意欲令餘衆羨慕發心仿效

之。 

     不獨過去九十億佛所如是，在最近七佛中亦然。以此別明其過去護法非

在遠。不同吾人親近四萬億佛之時。彼固為一乘菩薩，但從是後，一向並未

嘗退心。故於最近七佛中亦護宣佛法。 

     七佛者，過去莊嚴劫最末三佛，謂毘婆尸佛，尸棄佛，昆舍浮佛。現在

賢劫中四佛，謂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 

於賢劫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亦復第一，而皆護持，助宣佛法，

亦於未來護持助宣無量無邊諸佛之法，教化饒益，無量衆生，令

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言其將來行因，將來之工作與前同。 

為淨佛土故，常勤精進，教化衆生，漸漸具足菩薩之道，過無量

阿曾祗劫，當於此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法明，如來，

應供，正徧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 

     此正授記。富樓那既曾護宣諸佛之法，授記已無數次，本不必授記，但

為他聲聞而授，能令他見而生勇猛之勉勵焉。 

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七寶為地，地平如掌，

無有山陵谿澗溝壑，七寶臺觀，充滿其中，諸天宮殿，近處虛空，

人天交接，兩得相見，無諸惡道，亦無女人。 

     人天交接，以眼相見為交接。此二句在正法華譯文甚粗澀，什師譯時，

陶冶改之。無四惡道，及無男女之別。 

一切衆生皆以化生，無有淫欲，得大神通，身出光明，飛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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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念堅固，精進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其國衆生

常以二食，一者法喜食，二者禪悅食。 

     化生是業力，淨土衆生是化生。穢土中亦多化生，或有福或無福，唯淨

土之化生，皆有福有慧。正報皆是一乘菩薩，於一乘菩提道，志念堅固，皆

有一乘精進及智慧。常以法喜食及禪悅食，歡喜充滿，不必物質飲食。 

有無量阿僧祗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衆，得大神通，四無碍智，善

能教化衆生之類，其聲聞衆，算數校計所不能知，皆得具足六通

三明，及八解脫，其佛國土，有如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名

寶明，國名善淨，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祗劫，法住甚久，佛滅度

後，起七寶塔，徧滿其國。 

     此菩薩屬權功德名目。佛初以三乘教化故存有三乘名目。當佛未出世時，

人民先具大福慧。佛出世後，方為佛教徒。 

     佛之壽命最長。非如上所記各人之壽數十劫之短。佛世壽命長，說法之

時不短，則正法住世亦相當長遠。準前所記，正法皆倍於佛世。無量阿僧祗

劫之倍，其數實不可說，故只云甚久。像法應更倍於正法。凡是佛出世之先，

皆早已無正像法。其國中雖皆是一乘菩薩，其中根性有種種參差不齊，故要

有佛出世教化。若無參差，皆同為久修之一乘菩薩者，則隨時往他方世界親

近佛，雖有無佛出世，亦無問題。再以偈頌云。 

諸比丘諦聽，佛子所行道，善學方便故，不可得思議，          

知衆樂小法，而畏於大智，是故諸菩薩，示聲聞緣覺，          

以無數方便，化諸衆生類，自說是聲聞，去佛道甚遠，          

度脫無量衆，皆悉得成就，雖小欲懈怠，漸當令作佛，          

内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少欲厭生死，實自淨佛土，          

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 

     佛子卽一乘菩薩，所行是一乘道。又能示現善學方便，則不可思議。又

能知衆樂方便小法，而畏於一乘大智，乃示作三乘人以無數方便，知衆生機，

化諸衆生類，卽菩薩。自說是聲聞，如長者所遣二人，謂我等亦共汝作。言

去佛道甚遠，實非遠，已過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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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欲，卽小志願，對於一乘懈怠。雖如此，亦要令其漸得作佛。佛度衆

生亦如是，亦自認為阿羅漢。故有證轉，謂此苦我已證。一乘菩薩工作亦如

是。於無邊世界皆如是作。心內隱秘是菩薩行，外現為聲聞工作。示現於衆

尚有貪瞋痴三毒。 

我弟子如是，方便度衆生，若我具足說，                      

種種現化事，衆生聞是者，心則懷疑惑。 

     實不止富樓那一人如是，不墮之菩薩應當提拔墮落菩薩。不止現聲聞，

種種皆是。 

今此富樓那，於昔千億佛，勤修所行道，宣護諸佛法，          

為求無上慧，而於諸佛所，現居弟子上，多聞有智慧，          

所說無所畏，能令衆歡喜，未曾有疲倦，而以助佛事，          

已度大神通，具四無碍智，知諸根利鈍，常說清淨法，          

演暢如是義，教諸千億衆，令住一乘法，而自淨佛土，          

未來亦供養，無量無數佛，護助宣正法，亦自淨佛土，          

常以諸方便，說法無所畏，度不可計衆，成就一切智，          

供養諸如來，護持法寶藏，其後得成佛，號名曰法明，          

其國名善淨，七寶所合成，劫名為寶明，菩薩衆甚多，          

其數無量億，皆度大神通，威德力具足，充滿其國土，          

聲聞亦無數，三明八解脫，得四無礙智，以是等為僧，           

其國諸衆生，淫欲皆已斷，純一變化生，具相莊嚴身，          

法喜禪悅食，更無餘食想，無有男女別，亦無諸惡道，          

富樓那比丘，功德悉成滿，當得斯淨土，賢聖衆甚多，          

如是無量事，我今但畧說。 

     本文自明。以是等為僧者，初以阿羅漢為僧，未成阿羅漢之前為凡夫僧，

成阿羅漢為聖僧，菩薩為大乘僧，一乘亦有初修久修之別。僧，卽同流。同

流中有階級。若無同流無佛教則非僧。同流不必寺廟分，唯以教別。有小乘，

大乘，一乘之類別。佛教僧侶乃為開化社會，令有所歸信故。 

     僧譯和合衆。當衆授記，非為個人，乃為大衆起見。要令大衆知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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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富樓那是一乘菩薩。三段合之，實卽千二百人。富樓那及五百人皆在千

二百數中，因富樓那為特出者，故特與其授記。五百人卽三迦葉等之一黨。

大數為千二百，是常隨衆，為感化社會，使知佛教之組織，皆幽閒無事者。

只與人天作福田，而行乞食以盡義務。 

爾時五百阿羅漢心自在者，作是念，我等歡喜，得未曾有，若世

尊各見授記，如餘大弟子者，不亦快乎，佛知此等心之所念，告

摩訶迦葉，是千二百阿羅漢，我今當現前次第與授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記，於此衆中，我大弟子憍陳如比丘，當供養六萬二千億

佛，然後得成為佛，號曰普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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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阿羅

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留陀夷，優陀夷，

阿㝹樓馱，離婆多，劫賓那，薄拘羅，周陀，莎伽陀等，皆當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普明。 

     千二百中未授記者五百人作此念，如前舍利弗乃至富樓那等六人，先得

授記者，則歡喜暢快之極。佛告大迦葉，因迦葉是已授記之人，又為其千二

百人中之首領者。我今現前次第與授記，次第卽一一授記之謂，但在文中則

省畧，未有叙明一一授，在言語上則有之。各各行因不同，必有別別授記之

語。其名字則同一號，名曰普明。以同黨故，故佛名號亦同。 

     憍陳如譯已知。五比丘中最初解者，故先授記。千二百為總，五百為別，

憍陳如及三迦葉等亦為別。千二百皆同名，惟富樓那不同，為別中之別。 

     迦樓陀夷譯黑光。婆羅門種，佛未出家時在王宮之師，出家為六群比丘

之一。優陀夷譯出現。勸化第一。周陀卽周利磐陀，譯路邊生。莎伽陀譯繼

道。又云小路邊生，二人原是兩兄弟。此四人序品缺名。 

憍陳如比丘，當見無量佛，過阿僧祗劫，乃成等正覺，          

常放大光明，具足諸神通，名聞徧十方，一切之所敬，          

常說無上道，故號為普明，其國土清淨，菩薩皆勇猛，          

咸升妙樓閣，遊諸十方國，以無上供具，奉獻於諸佛，          

作是供養已，心懷大歡喜，須臾還本國，有如是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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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壽六萬劫，正法住倍壽，像法復倍是，法滅天人憂，            

千二百比丘，次等當作佛，同號曰普明，轉次而授記，           

我滅度之後，某甲當作佛，其所化世間，亦如我今日，          

國土之嚴淨，及諸神通力，菩薩聲聞衆，正法及像法，          

壽命劫多少，皆如上所說，迦葉汝已知，一切自在者，          

餘諸聲聞衆，亦當復如是，其不在此會，汝當為宣說。 

     普明者，以法光為普明，此大智慧光令愚癡黑暗普明。又令黑暗世界普

明。其菩薩勇猛，於一乘不退轉。妙樓閣，此言其依報莊嚴自在。於妙樓閣

中一念之間卽往十方世界，如人乘車之自在。無上供具，是一乘供品，人間

所無。其所到十方國土，其中有淨有穢。彼是一乘境界，縱到穢土，仍是一

乘境界。如是神力，是一乘功德力，神妙如意之大力用。佛壽六萬大劫，雖

是淨土，其壽仍不及大通智勝佛在穢土之長。淨穢土不以壽命長短而定，佛

壽皆隨衆機而示現。法雖有滅，佛德常住，佛教在世間則有滅。天人見法滅

則憂，若人間之人不知憂，天人知憂，卽天上仍有佛教。法滅時，人皆福薄，

或變成穢土有之。其千二百人作佛次第不亂。其次第如何唯佛知之。千二百

人未必知，除一乘菩薩示現者則知。其將來皆自然知之。轉次授記者，此記

不同今所記，今是遠記，彼是近記，授一生補處是最近記。如釋迦授彌勒記。 

     我滅度之後，此我是普明佛自說。第一位卽憍陳如記。某甲，是受記之

菩薩名。此下兩頌是釋尊代普明佛說。如釋迦佛授憍陳如記所說。 

     迦葉汝已知，此下轉囑付語，非授迦葉記，但對迦葉說。自在者，是小

乘名目，證阿羅漢無漏自在。餘諸聲聞衆，指其餘不在會諸聲聞衆，未必盡

是阿羅漢，通有學無學，求聲聞道者皆屬此類。此等亦當授記。但非如千二

百人同號為普明。此總授聲聞記。 

     其不在此會，汝當為說。此語不獨囑咐迦葉，餘千二百人皆可說。凡屬

佛弟子人人皆應負此責任，此卽普遍轉說法華經。擴大言之，佛滅後所有佛

教徒亦應作如是普遍宣傳，卽是廣說法華經。 

     或曰，不聞法華經者，何以亦當授記乎。如五千退席者，佛說尚不信，

況迦葉說豈能信耶。答以五千退席者則不可說，其餘則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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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受記已，歡喜踴躍，卽從座起，到於

佛前，頭面禮足，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

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

而便自以小智為足。 

     得記是千二百人，其中作念者五百人，此五百人同意悔過自責，亦如前

舍利弗之信解歡喜懺悔。此不同人天之悔三途過，乃是聖人悔取小乘過。今

知小乘為不可取。若不知悔此，則對於法華無深歡喜信解。本是一乘菩薩有

深智慧，但被業蒙蔽，不能聞一乘，佛不得已施權，令進一步。廢權立實，

其人視乎能信不能信。信則恢復一乘之行，不信則無地位。今知前非，故悔

過自責。 

     我等常作是念，自以為得徹底寂滅湼槃。佛乘，大小乘，權實教，各有

湼槃。惟各所行途徑不同，各取湼槃程度階級亦不同。今聞佛說，乃知前所

得非實滅度。此表信解權是虛。如化城品中佛說云，「汝等觀察籌量，所得

涅槃，非真實也」。我等前自以為有智，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我等昔從沙

彌聞法華經，有一乘志願，應得如來智慧，一乘佛之德。而後竟不自知，便

以小智為滿足。此信解顯實。 

     小智卽小乘菩提，三明六通等功德，由斷煩惱而得。斷煩惱卽湼槃。說

此還不足以表其悔責之意，下更說譬喻。 

世尊，譬如有人至親友家，其友以無價摩尼寶珠賜之，便繫衣裏，

後因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其人醉臥，以後都不覺知，

起已遊行，到於他國，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

所得，便以為足，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

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大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月日，

以無價摩尼寶珠賜汝，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

甚為癡也，汝今可以此寶，禮拜便可如意，無所乏短。 

     有人，喻在大通智勝佛時，為聲聞人。文中以一人代表多人。至親友家，

卽至沙彌座下，聽八萬四千刧法華經。聽沙彌說經及親近四萬億佛，皆屬繫

珠時期。寶珠，喻一乘菩提志願。自繫珠者，喻聽法華時乃醒覺自知，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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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後因醉臥不自覺知是菩薩，便勤求衣食，取三乘湼槃，是得少爲足。

於後親友會遇見之，喻佛出世，得值遇見。咄哉丈夫，何爲衣食至此，此述

親友覺悟窮人之詞。如佛覺悟小乘人説，小智樂少法，不自信作佛。等語。

於某年月日以寶珠賜汝，喻往時教汝一乘菩提道，積諸功德。今故現在，喻

往時一乘因緣仍在，本是一乘菩薩，珠猶未失。不知之時如醉，今聞法華經，

乃覺悟昔志。今可以此寶禮拜便得如意，禮拜此珠有相當代價，喻修一乘行，

應有無量功德大享受。 

     此教吾人可將從前無量功德做底本，利用一乘，知自己是一乘菩薩，應

作一乘事業，則有大收穫，如一乘菩薩乘大白牛車，無處不自在。佛世之學

無學人，皆有此摩尼珠。佛滅後之弟子亦有此珠。但切勿如中國佛教解，以

如來藏妙真如性喻寶珠，謂是人之本具。今此寶珠凡是佛徒人人皆有，乃是

由他人給與，非自然本具本有。切不可依性珠戒珠等邪説。 

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

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一切

智願，猶在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

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湼槃相，

而汝謂為實得滅度，世尊，我今乃知實是一乘菩薩，得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記，非聲聞得受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得未曾

有。 

     佛爲菩薩沙彌時，教化我等，令發一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親友

請窮人飲食，並賜以無價寶珠。此五百人非在説化城後方信解，但因在説化

城後爲其授記耳。 

     後因菩薩道長遠故懈怠，漸漸廢忘，遂不自覺知是一乘菩薩，乃取小乘

湼槃，如不自知衣中寶珠，故尋求衣食得少爲足。若彼自知是一乘菩薩，佛

必不爲説權教。彼亦不肯自取阿羅漢道。一切智願不失，如無價寶珠今現在。

今世尊覺悟我等，指今日講法華經開權顯實。作如是言，合親友會遇時之言。

示方便湼槃者亦是佛。然求衣食非親友教。此但言其自取湼槃，喻自求衣食。

示求三乘便是求衣食。今因信解因緣故，乃自知實是菩薩得受記，非以阿羅



【 妙法蓮華經講錄      五百弟子授記品 】 

 

12 
 

漢資格得受記。如因有珠故教令禮拜。若無珠者，不能教令禮拜。以寶珠未

失故，甚大歡喜。以信故歡喜，法華經在乎轉移信心。 

我等聞無上，安隠授記聲，歡喜未曾有，禮無量智佛，          

今於世尊前，自悔諸過咎，於無量佛寶，得少湼槃分，          

如無智愚人，便自以為足。 

     我等聞以無上菩提而授我等記之聲音，禮無量智佛，此多謝釋迦佛説。

自悔迷一乘取小乘果爲過咎。吾人以信仰法華，自知是菩薩，行一乘菩薩工

作，此乃素其位行其位，非憍慢。不獨自信是菩薩，於四衆亦等視爲菩薩。 

譬如貧窮人，往至親友家，其家甚大富，具設諸肴膳，           

以如意寶珠，賜與而遠去，繫著内衣裏，醉後不覺知，          

是人既已起，遊行詣他國，求衣食自濟，資生甚艱難，          

得少便為足，更不願好者，不覺内衣裏，有摩尼寶珠，          

與珠之親友，後見此貧人，苦切責之已，示以所賜珠，            

貧人見此珠，其心大歡喜，恭敬勤禮拜，求如意所得，              

富有諸財物，五欲而自恣。 

     本文自明。苦切責之已者，卽長文咄哉丈夫之言。如佛將開權時，呵斥

三乘人取權。貧人見此珠，喻聞法華經，自信是菩薩。富有諸財物，卽一乘

七法財（註一）。五欲而自恣，喻一乘因中無量功德。 

我等亦如是，世尊於長夜，常愍見教化，令種無上願，          

我等無智故，不覺亦不知，得少湼槃分，自足不求餘，          

今佛覺悟我，言非實滅度，得佛無上慧，爾乃為真滅，          

我今從佛聞，授記莊嚴事，及轉次授决，身心徧歡喜。 

     種無上願者，種一乘菩提願。自足不求餘，謂不肯發菩提心。轉次授决，

卽授記。不但佛弟子得受記，至下法師品中，佛滅後弟子皆得授記。唯有聽

法華經之指導，方有歸宿寄託，故身心真實歡喜。我等今聞法華亦應有同等

之歡喜。 

     （註一）七法財，權實均同此名目。內容不同，權可解，實教不可解。信，戒，慚愧，多

聞，拾，定，慧。是為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