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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安樂行品第十三 

     上品不退轉菩薩發願持經，對於最難忍之境悉能忍。彼大菩薩具足三昧

陀羅尼等力，現種種身工作，對任何惡劣環境均不成問題，人視之以為難，

實非難事。然有受其化之菩薩甚多，亦應弘法。但欲學不退菩薩之應付環境

則甚難。將如之何，應有辦法方可。故有文殊須請問於佛。初復原菩薩，若

照上來不退菩薩只用忍辱力，不足以處置環境。此中教以增加般若，禪定，

不說彼過，誓願則可矣。今文殊所請，佛所告，非為八十萬億那由他菩薩，

乃為受化之菩薩而施設，故有安樂行品。能安樂是法，所安樂是菩薩，安樂

法能令菩薩安樂。又倒轉來說，菩薩為能用，安樂法為所用。又佛為能說，

法為所說。而此安樂行，不屬人，不屬法，乃是弘法事業工具。人與法相應，

則得安樂成功，自在無碍，此乃流通要妙之術。末後有附帶歎法，而全品以

安樂行為主，故題名安樂行品。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甚為

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願，於後惡世，護持讀說是法華經，世

尊，復有聞法華經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云何能為衆生說是經。 

     文殊先讚歎菩薩，次請問。惡世，通時代及地方。五濁重名為惡。舊本

無復有聞法華經六字，則易誤解。似乎為諸大菩薩而問。今增此六字，卽顯

是將來受化之菩薩，亦是往昔一乘菩薩，故云菩薩摩訶薩。當時文殊了知此

為難事，乃關顧初復志菩薩，將來弘法之方法。故作此問，云何能為衆生說

是經典。卽注意將來環境惡劣，難於應付故爾。所為之衆生，亦是菩薩。說

是經或廣或畧，隨衆生機力而說。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

法，一者安住菩薩行處，親近處，能為衆生演說是經。 

     此文法畧有不順。應先總答云，當安住四法，能為衆生演說是經。次別

答云，一者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欲，是極願弘法，愛護衆生。欲說此

經，當安住四法，不欲則不必。安住菩薩行處，能行是菩薩，所行卽安住忍

辱及般若法。親近處，卽禪定。般若，時時不能離，若無般若，則忍力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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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定力亦不足。 

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應住忍辱地，

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

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 

      此句文簡畧，應云，若菩薩摩訶薩欲為衆生演說此經，應住忍辱地。

今畧亦有用意，謂若自信是一乘菩薩摩訶薩者，必要負弘法之責，則應住忍

辱地，否則不能開化衆生。亦不能令人知是一乘菩薩。忍辱如地，住之則安

隱。先有辱境，然後有忍。被人罵詈，加刀杖等卽是辱境。一乘人必引起三

乘人惱害，惟有忍之。柔則能和，如水能和各物，其性柔故。又要善於順機，

逆來順受之類。不卒暴，對辱境不必着急。心亦不驚，自知是一乘菩薩，死

亦不怕。忍辱，在前文說，是三軌之一。前所說著如來衣，此是自己衣，是

權教菩薩因行。今借用之，非一乘菩薩正行，獨以弘法華經為正行。 

     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此又似前說之如來座，但又不同，

此是自己之座。如來見諸法空，菩薩只能作空想。弘法者雖是一乘菩薩，而

未超六道境界，要打破其境，只有用智慧力。為弘法故借此幫助忍力，亦非

以之為因。又復於法無所行，此行字作分別解。謂於一切法上不分別，卽是

不於一切法上行，不分別一切法，便是觀諸法如實相。一切法皆如如，空無

所有。亦不行不分別，不行卽不作。謂身口不作，意不分別。菩薩應照此方

法做去。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 

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薩摩訶薩，常好坐禪，在於閒處，

修攝其心，文殊師利，是名初親近處。 

     禪不一定坐，但以坐禪為多，故云坐禪。常在閒靜之處以整理其心，令

不散亂，卽是親近禪定。 

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

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

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

從顛倒生故説，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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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一切法空，是三解脫門之一，念萬境皆本空虛。後來之菩薩以此為座，

如來則不必如此觀。一切法本空，實無所有，無其量，無其邊，無罣碍，無

障隔，但以因緣有故說，從顛倒分別妄見生故說。若無因緣，無顛倒，一切

法皆無，菩薩作此觀，則安樂能說此經。四法中已說一種，行處，忍辱智慧。

近處，禪定。親近禪定，亦要有智慧方有定力。 

若有菩薩，於後惡世，無怖畏心，                               

欲說是經，應入行處，及親近處。 

     此菩薩是一乘實教一乘菩薩，約近言，是受彼八十萬億那由他菩薩所教

化。約遠源，則親近無量佛，亦親近沙彌，其中或退或進不定。今信受法華

經卽菩薩。或不由他教化，由己讀經而得。因明瞭經義故生信仰。其經之保

存亦有八十萬億菩薩之關係，然讀經明瞭者極少。自知是一乘菩薩為根本。

與其他權經所說之菩薩絕不同。於後惡世，惡時代中，惡人多，五濁重，然

法華之對象非指五濁，是三乘人專反對法華者。此三乘人是由五濁轉入。無

怖畏心，卽安樂心。欲安樂說此經，則應入行處，及親近處。 

常住忍力，禪定不動，又不分別，上中下法，                       

有為無為，實不實法，亦不分別，是男是女，                      

不得諸法，不知不見，是則名為，菩薩行處。 

     上中下是對待法，如好醜，大小，半好醜，半大小等，佛教三乘可分上

中下，五乘亦可分上中下，人見之為上中下耳。不行，卽是不說，不作，不

想，根本無上中下。有為是世間法，無為是湼槃，有為亦非有為，無為亦非

無為，實亦非實，虛亦非虛。亦不分別是男是女，是人是夭，是鬼是畜，六

道男女皆幻化假物，根本不有，從何分別，理是空寂，以智觀理，無可分別。

若分別則顛倒。諸法皆不可得，如夢幻一般。一切法不可知不可見，有知見

亦屬分別，如此觀諸法空，忍力則強。忍智二力對付外境，卽安樂弘經。 

一切諸法，空無所有，無有常住，                            

亦無起滅，是名智者，應親近處。 

     一切法本來空寂，本無所有，無一法可以住一刻間。亦無生滅，生滅是

妄見。智者，卽有一乘信仰之菩薩，名為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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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分別，諸法有無，是實非實，是生非生，                      

在於閒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                  

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                      

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 

     有無是對待法，皆顛倒，不應分別，應在閒處修攝其心，不顛倒則不起

有無。安住不動如須彌山，卽是禪定。此以智力成禪定力。常住一相，卽空

相。 

若有菩薩，於我滅後，入是行處，                               

及親近處，說斯經時，無有怯弱。 

     入此行處及親近處，雖無怯弱，然仍有缺點，故下文更有三法。 

菩薩有時，入於靜室，以正憶念，隨義觀法，                      

從禪定起，為諸國王，王子臣民，婆羅門等，                      

開化演暢，說斯經典，其心安隱，無有怯弱。 

     隨佛說義，正憶念法華經，及觀此經次第法。無有怯弱，胆大，能力具

足之故。 

文殊師利，是名菩薩，佛滅度後，                               

安住初法，能於後世，說法華經。 

     合行處及親近處為初法，是四法之一。後世者，如來滅後之世，又後五

百歲為後世，又法將末時為後世。 

     四安樂行，歸納於身口意，而以意為重。前坐禪屬身業，此下一段不說

人過屬口業。由口造安樂行業。行是自修，業是說法。下文不妒及誓願屬意

亦屬口。 

又文殊師利，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經，應住安樂行，若口

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過。 

     如來，指釋迦佛。隱其佛身不令人見，名為滅度。末法，是像法之最後，

此句本不必用，總言佛滅後便足。應住安樂行，住是不離義。不樂說人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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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過，此人，指三乘因人及果人。三乘經典有過，人亦有過。不樂說者，是

不常喜說，不以說人及經過為主。非總不說，若總不說，則人不知，因人有

五濁故佛方便設三乘教，故人亦皆有過。三乘經雖是佛說，然佛已開除，不

應更取之，此若不說，何以令人知之，故非絕對不說，唯不可數數說，不能

戲論，不能競爭。若數說，則他不信，則引他破壞自己。若善於破壞他者不

妨，否則令他得罪，失菩薩慈悲，是故不樂説人及經典過。 

     在中國無此事，經非三乘經，人亦非三乘人。照此說，豈非罵之尤甚。

當知此雖罵他，而提高認之為菩薩。然一部份假佛教徒，用心純為名利者不

入數。亦有信心甚切者，而信仰及工作錯誤故。中國佛徒中種種不一。唯有

為佛道者，吾人則認之為菩薩，彼亦應自認為菩薩。把握唯有自己作證。自

己究竟是信佛非信佛，無人能為汝證明。三乘人之過，唯對法華言。若無法

華說，彼則無過，而且功德。此言數數說不可，不說亦不可。最好有機時則

說，無機時則不說，是名不樂說人及經典過。 

亦不輕慢諸餘法師。 

     諸餘法師，總指三乘人能宣教者，若在法華經立場而言，本可輕慢，彼

三乘人不算有智慧福德。輕慢本屬意，此中只約口。凡一乘法師，必輕三乘

法師，唯不出口明言。故不樂說輕慢諸餘法師之語。若說出，他不信，反招

人輕視。 

     中國人亦無三乘法師，凡有法師多外道法師，邪見法師。在此說法華經

要標明三層道理，實教，三乘教，中國佛教。在中國既無三乘教，則不是開

權顯實，實乃破邪揚實。唯有糾正之。在中國權教法尚無人認識，唯有一乘

法師兼弘三乘教，弘之令人認識權教，以權教破除中國佛教種種邪言。 

不說他人好惡長短，於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過惡，亦不稱名讚歎

其美，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善修如是安樂心故。 

     好惡二字有二種讀法，從去聲讀，指人之癖好與憎惡。照本字讀，指人

之善惡。不說他人者，卽三乘人。他人之好惡長短泛說則可，不能指名說。

以道德家說，隱惡揚善。却不知惡可揚而善不必揚。何以故，若惡不揚，則

無人知何者為惡。揚之，則使人知惡而免作惡。如百論云，行者要先知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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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能止。不知惡則何能止，如康莊大道不必說，羊腸險道，正要警告，免人

受害，此正道德家之言。不可稱名而說其惡，亦不必稱名說其善，一乘人不

應說三乘人之善，以立埸相左故。理應破彼，不破則已，又何必讚之。如被

人竊物，不與計較便算了事，豈有加以讚歎之理。總之對三乘人不必教訓其

好惡，彼好與惡，對一乘無益。若有機，只可教彼作一乘菩薩。又不可生怨

嫌討厭之心，只可身不親近，口不談論，有智者自然隨教而行。善修，卽時

時善於觀察。明知三乘人法之過，為法華之對象，但記憶佛語，不惹起彼反

對攻擊，亦為安樂心矣。 

     在中國環境不同，無此事。只要能解說受持法華經，則工作可算結束。 

諸有聽者，不逆其意，有所難問，不以三乘法答，但以大乘而為

解說，令得一切種智。 

     有肯信者來聽，或是三乘人，或非三乘人，菩薩應觀其意如何，不可逆

之，不可頓破其經過及人過。若刺激之，令他不安，則不肯聽亦不肯信。故

唯應讚揚一乘，不說逆意之語，而善將護之。有所難問，難，有不信而反難。

問，因不明故問。若有所難問，但以法華經義解釋之，不可涉及三乘。以一

乘答之，令他了解發心，卽是令得一切種智。佛果無量智慧，得之時間遲速

不定。總之，此經是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最高效果之最上法。上文云，

或時來者，隨宜說法。似與此說矛盾。前文隨宜說者，卽觀機說，觀其機應

以方便，則先說方便，後說真實。 

菩薩常樂，安隱說法，於清淨地，而施牀坐，                        

以油塗身，澡浴塵穢，著新淨衣，内外俱淨，                     

安處法座，隨問為說。 

     佛滅後之菩薩，常有心好樂弘法者，須足是安樂法。在於如法之場所，

敷設牀座，澡浴塵穢，以香塗身，著新淨衣服，此為敬法故。天人鬼神見菩

薩敬法，亦隨喜之。此是敬法一種儀式，不一定如此，若純一為法者不浴亦

淨，不塗亦香，衣不新亦新。澡浴，塗香，新衣等屬外淨，意無所圖屬内淨，

安處法座隨問為說，不必有經本，而所說皆是經。意中所蘊皆與經義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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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比丘，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                      

國王王子，羣臣士民，以微妙義，和顏為說。 

     微妙義，指法華經，不能拉雜其他。唯以法華經為妙法，和顏者，和靄。

表示慈悲忍辱，無猙獰之色。天台智者說百界千如，一念三千等妙，並不是

此微妙義。亦非賢首說一塵具足一切刹，如是種種無盡，名為圓教等，皆不

涉此義。 

若有難問，隨義而答，因緣譬喻，敷演分別，                      

以是方便，皆使發心，漸漸增益，入於佛道，                      

除懶惰意，及懈怠想，離諸憂惱，慈心說法，                      

晝夜常說，無上道教，以諸因緣，無量譬喻，                      

開示衆生，咸令歡喜。 

     敷演分別，卽詳細解說，分別權實，以悲智方便將就人，令得解說，漸

漸增功德至於成佛道。除懶惰意，卽抖擻精神。懈怠則所作不前。離諸憂惱，

卽不畏難。自己有勇敢，忍辱，智慧，而無諸過失，故離諸憂惱。說法時間

無限定，隨機緣將就人，皆說妙法蓮華經，故云晝夜常說。 

     以諸因緣者，如說往昔在大通智勝佛時，聽沙彌說法華經之一乘因緣，

縱以前不在會，今得聞經信仰，亦獲一剩利益，則一一咸令歡喜。 

衣服臥具，飲食醫藥，而於其中，無所希望，                       

但一心念，說法因緣，願成佛道，令衆亦爾，                       

是則大利，安樂供養。 

     無所希望，獲其利養，只要彼信仰法，卽法供養，但一心念說法因緣，

唯以成佛道為願。令聽者亦如是。是則大利，以法供養為大利，不以衣食為

利，為法之人，唯歡喜法供養。 

我滅度後，若有菩薩，能演說斯，妙法華經，                       

心無嫉恚，諸惱障礙，亦無憂愁，及罵詈者，                     

又無怖畏，加刀杖等，亦無擯出，安住忍故。 

     不樂說人好惡長短，由於心無嫉恚，種種煩惱。故障礙皆不應有，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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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純淨心理，除内外障礙。 

智者如是，善修其心，能住安樂，如我上說，                      

其人功德，千萬億劫，算數譬喻，說不能盡。 

     菩薩應如是，善調攝其心，除諸障碍。能住安樂法則安樂。其說法華經

住安樂行之人，由信仰及弘法所得之功德，無有窮盡。 

     第三法，說意安樂行亦兼口安樂行，意用錯則不安樂。應身入靜處，心

入禪定。總之，收攝其身心，勿得罪人，勿讚歎人。雖自知是一乘菩薩，而

宿習末消除，若有其嫉妒諂誑之心以向三乘人，則切不可。故説第三安樂行。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受持讀誦斯經

典者，無懷嫉妒諂誑之心，亦勿輕罵學三乘者，求其長短。 

     菩薩摩訶薩，指後世受持此經之人。凡與道德不相應之心，皆不應有。

學三乘者，指權教中人。別開四衆。舊本學佛道者，以三乘法皆稱佛道，故

改學三乘者為宜。對此學三乘者，意不輕彼，口亦不罵。本來一乘對三乘照

理可以輕罵，以情則不可。此中約情而言。何以照理可輕罵耶，蓋學佛知有

一乘應讀法華經，彼不肯讀卽是錯誤。亦勿計較其長短，彼行權大乘雖長，

然不知一乘故亦是短。彼之長短於一乘無關。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

佛道者，無得惱之令其疑悔，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

得一切種智，所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又亦不應

戲論諸法，有所諍競。 

     對此四衆三乘人，無得惱亂之，說他不是，令彼不清楚，莫辨是非，致

生疑悔，疑則不知是否無三乘唯一乘。悔則懊悔，錯信三乘。不能解决三乘

非真實，陷於糊塗之鄉。亦不可對其說云，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

智。此雖是法華經語，但彼不信法華是經。凡辯論對異教者，全憑其因緣。

此之一切種智是權教名詞。以惱亂他而言，則總說汝終不能得一切種智。不

但佛道不得，聲聞緣覺亦不得，三乘皆虛設故。終不能得，卽是絕對不得，

工作徒勞。此在若薩信仰一乘方面說則不錯，然亦不可如此對其說，只可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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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引誘之，令其覺悟。如下文云，「於非菩薩人中應起大悲心」。彼權菩薩

不信一乘，亦屬非菩薩。前文云，「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

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對此種菩薩唯有憐

愍之。又不應以佛法與彼戲論諍競。免彼疑悔。 

     中國無求三乘者，不必論此，所有比丘四衆等，亦但有名字，而無其實。 

當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

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

順機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為多說。 

     一切衆生，其範圍似甚廣，然法華經人之緣境，唯指墮落菩薩。但如何

知誰是墮落菩薩耶，以有三乘佛教在世，或無教，亦有佛像，佛名在世，彼

能誠敬於佛，是為彿道者，則可認為菩薩，雖是菩薩，然已忘卻，不知一乘。

今欲教化之，則不能惱亂他，只可以起大悲心而教化之，固不能輕罵或諍競。 

     於諸如來起慈父想，佛是最高無上之慈父，一切胎生卵生皆有父。而如

來為無上慈父，是菩薩之慈父。菩薩從佛口生，從法化生，而非個人之父。

菩薩兄弟有無量數，佛愛菩薩，故稱為慈。後之菩薩弘法，應體佛意，亦愛

衆生，衆生亦是菩薩。 

     於諸菩薩起大師想，此指最高等之菩薩，如觀音，文殊，藥王等，與十

方不退轉菩薩。此大菩薩亦等於佛之慈悲，對此菩薩，應起大師想，卽皈依

僧寶，常應以深心恭敬，深心禮拜之。若對權教菩薩不能起大師想，只能起

大悲想。 

     於一切衆生，凡來聽法者，皆一乘菩薩，應平等為說一乘法。以順機故

不多不少，若經中有說則說，經中無說，則不可說。觀機應受多則多說，受

少則少說，不可應受少者說多，受多者說少。順機是契機，乃至深愛法者，

亦不為多說，衆生自己不能知機，言深愛法者，是其妄求。其愛法甚複雜。

若與之說他法無益，教彼專修法華便足矣。 

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成就是第三安

樂行者，說是法時，無人惱亂，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亦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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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而來聽受，聽已能持，持已能誦，誦已能說，說已能書，若使

人書，供養經卷，恭敬尊重讚歎。 

     第三安樂行是次第而來，連同前二種亦成就，說法華時能成就此三法，

則無三乘人來惱亂，以自無過故，彼雖不信，亦不來惱亂矣。自行安樂行，

得心安身樂，法則流通，便得好同學，愛法者共同讀誦受持此經。亦得大衆

來聽，聽之卽受，受已能持而不墜，持已能誦，誦熟則能說，自書教人書，

供養經卷，此表示敬，供養經應如供養佛。 

     上文說有讀誦書持經卷處，皆應起七寶塔，以花香瓔珞等而為供養。恭

敬尊重之表示甚多，總言有經之處，不可不在意。能依此法行，得安樂，卽

弘法太平盛世。 

若欲說是經，當捨嫉恚慢，諂誑邪偽心，常修質直行，               

不輕懱於人，亦不戲論法，不令他疑侮，云汝不得佛。 

     菩薩以流通經為正業，若欲流通此經者，當捨除嫉妒，瞋恚，傲慢，及

諂誑邪偽等心，此是調伏其意業。此之質直行不同維摩所說直心是道場之義。

此質直行，是持慈悲，忍辱，觀諸法空。以此高強力量方能對付三乘人。修

此質直行，則能流通經典。亦不可以法而與三乘人戲論。不可云三乘人放逸

懈怠不得權教佛道。 

是佛子說法，常柔和能忍，慈悲於一切，不生懈怠心，              

十方大菩薩，愍衆故行道，應生恭敬心，是則我大師，               

於諸佛世尊，生無上父想，破於憍慢心，說法無障礙。 

     先悲後慈，憐愍愛護於一切衆生，慈心說法，令聽法華經者有成佛可能，

悲心引其脫離三乘，免墮六道。有弘法精神，自然不生懈怠心。 

     十方大菩薩，指一乘僧寶，為愍衆生故行種種道，應以何身得度者，卽

現其身而為說法，又救衆生種種苦難。以大菩薩為師範，應生恭敬心，望大

菩薩幫助我。此卽親近僧寶之意。 

     於十方諸佛世尊，作無上父想，是生法身之父。能如上說而行者，則能

破於憍慢心，說法無障礙，卽安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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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如是，智者應守護，一心安樂行，無量衆所敬。 

     此結文。第三法，菩薩應尊重守護，一心安樂者行之，不可放棄，則得

無量衆所敬，卽是法流通。無量衆，其中有三乘人與非三乘人。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

者，於在家出家菩薩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 

     此是第四法，慈悲誓願，持經菩薩，於在家出家一乘菩薩人中，應起大

慈心，時常愛護之，栽培令進步，直至見佛，脫諸苦惱，得大安樂，此是一

乘慈心，時間方所功德力量皆大，緣境高，以一乘菩薩為所緣境。此大慈不

同四無量心之慈。在家出家是形式，無關輕重，必要在法華經通過，則是菩

薩，自知是菩薩者，在家亦不為所累。非菩薩，指未受法華經轉化者，亦有

在家出家天人鬼神等。彼第從前亦是一乘菩薩，今不信此，只可生大悲心憐

愍之，今無辦法教化，唯有待我成佛時，當吸收之入一乘。不待成佛亦可化，

此是極其量之言。其苦甚大，能拔之，名為大悲，時時緣之，愍念甚切，其

悲心甚大，故名生大悲心。 

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

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甚為可憐，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

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

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 

     如是之人，大損失。失成佛大功德，失從前無量功德，雖有衣裡明珠，

不得受用，卽等於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

不解，此卽大失之理由。以不知故，耽擱於三乘中，不肯覺悟，或不聞故不

知，或聞而不信。 

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説

是法時，無有過失，常為四衆，國王王子大臣人民婆羅門居士等，

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虛空諸天，為聽法故，亦常隨侍，若在聚

落城邑，空閒林中，有人來欲難問者，諸天晝夜，常為法故而衛

護之，能令聽者皆得歡喜，所以者何，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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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神力所護故。 

     若成此第四法而說法者，則無過失，故常得四衆及國王等供養恭敬尊重

讚歎。國王等本有善根，既遇此成就第四法者，則能引起之。諸天亦常時為

法，諸天不一定在虛空，彼來接近人間，仍住人間之虛空，常候聽法，為流

通法及愛法而聽，未必為明理而聽。又為擁護供養法師，亦常隨侍。若有人

來難問，欲破壞法師，使法不流行者，故諸天晝夜常為法故，而衛護之，能

令愛法者皆得歡喜。此卽龍天擁護，意皆為法。三乘教諸天尚護，何况一乘

教，何以諸天如此衛護，因為此經是一切三世諸佛神力所護故，諸天以順佛

意而護法，法師亦順佛意而說法，卽合作之謂。諸佛自然遙見守護。今人輙

向佛天祈禱，祈佛天之力加護，是不可能之事。若有法何用祈求耶。 

文殊師利，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况得見

受持讀誦，今日如來為最後說。 

     此經聞名尚不易得，况得見受持讀誦，應知是極難得之事。蓋此經是教

菩薩法佛所護念，今日最後如來方說，既秘密在前，亦守護在後，必然之理。 

文殊師，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

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卽大歡

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或與種

種珍寶，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象馬車乘，奴婢

人民，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所以者何，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若

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 

     此下以輪王髻中珠，以喻法華尊貴。賜其餘諸物雖有價值，而遠不及髻

珠，欲見髻珠尚難，何況得賜，必要有相當功行方得見之。前云，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之所守護，王賜珠亦然，末賜時護於髻中，賜與之後，亦常護念，

前後皆守護，不能任人糟蹋，並囑部下衛護。弘法中既具四安樂行，諸天又

常護之，皆為此珠之貴重爾。 

     轉輪王之福德威勢力皆強，故云強力轉輪聖王。若輪王未出，則諸小王

各獨立，或侵佔他國，有轉輪王出，則要順輪王命。若彼不聽，便起兵討伐，

輪王有主兵寶，隨意所欲，兵衆戰有功者，王卽賜與田宅等種種物。此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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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人修行有功者，卽得禪定解脫三昧三明六通等。被征服者，喻天魔，煩惱

魔，五陰魔，死魔等。此珠獨在輪王頂上，最尊貴之物，當然不輕易與人，

若賜與之，必令王諸眷屬大為驚怪。此法喻似不相符，輪王髻珠獨一，只能

賜與一人，而法華經不止為一人說，如何可合。應知在一個人功勞上說，皆

名得寶珠。同聽法之聖賢，如同有功之一家人，雖得一珠，卽等於人人皆得。

此經說之甚難者以衆生五濁重時不能為說，必待五濁輕方說，故佛說之最後。 

     天台教有通五時之談，此是不通之說，豈有法華之前亦說此經耶。 

文殊師利，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

而諸魔王不肯順伏，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

喜，於衆中為說方便三乘諸經，令得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

令其歡喜，又復賜與湼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此段合賜諸物不與髻珠之喻。如來，不獨釋迦，十方如來亦復如是。如

來，合輪王。禪定智慧力是一乘功德，合有大威勢。得法國土，是清淨十方

世界分身諸佛所居之地。王於三界，佛為三界教主。淨土本無三界，今約此

界而言。諸魔王，指天魔等，合諸小王。如來賢聖之將，與之共戰，依如來

戰策之修行份子，卽三乘人。其有功者，努力修行，有三乘功行者。心亦歡

喜者，非極歡喜，稍為歡喜而已。為說方便諸經，卽為說方便教諸功德。在

初使出戰時，先已許賜諸物。令得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卽禪定八解

脫五根五力諸法之財，總指三乘人所得好處，合所賜種種諸物。又復賜與湼

槃之城，令得安樂。此是化城。方便引導其心，令皆歡喜。而不為說是法華

經，合不與髻珠之喻。 

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

捨之珠，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  

     此段喻説今賜寶珠。 

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衆生，見賢聖

軍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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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魔網，爾時如來極大歡喜，此法華經能令衆生至一切智，一切

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末說而今說之。 

     此段合喻。轉輪王以十善化世，教出三途，佛出世以佛法教化出三界，

最後說法華經，教出三乘。滅三毒為因，出三界為果。三毒重者墮三途處，

衆生能滅三毒，出三界，如來則大歡喜說此法華經，能令衆生至一切智。未

出三界者，得此法華亦能速出三界。三乘法不能得一切智。先前說時未到，

今說時已到故說之。此中二重譬喻，其功勞似相同，而賞賜何以不同。其中

亦有不同之處，得賜諸物者雖有功勳，只征服一部份，未完全服。有大功勳

者，以其服之已盡，天下太平，故賜以珠。此取意尊重說，後世成就四安樂

行之法師，自有諸天守護，及諸佛擁護，因此經尊貴如輪王髻珠故。賜與之

後，猶時時關心照顧，不令有意外損失，其要意尊重。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緒如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

末後方說，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 

     此又喻說法華經尊上，其位置最高，為諸說中第一。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祕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

長夜守護，不妄宣說，是故如來始於今日，乃為汝等而敷演之。 

     此合說。法華經是一乘秘密藏，諸佛皆長夜守護，不隨便說，今日見汝

等有大功勳，方為宣說。此意教成就安樂行者，可以放心無畏。此經最尊貴，

愛佛則應愛經，愛經者亦須愛自己，愛自己則要護衆生意，要依四安樂法。

佛為流通經故處處讚經如是殷勤。 

常行忍辱，哀愍一切，乃能演說，佛所讚經。 

     此總該四法，具此四法乃能演說此經，諸經皆是佛所讚，此經是最後讚，

最高無比，能令至一切。 

後末世時，持此經者，於家出家，及非菩薩，                       

應生慈悲，斯等不聞，不信是經，則為大失，                     

我得佛道，以諸方便，為說此法，令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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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出家人中，皆有是菩薩及非菩薩。非菩薩往昔亦是菩薩。今不信

不知法華，便成非菩薩。對於非菩薩應生慈心，互相願望早成佛道，此則一

乘精神團結增長。對於非菩薩應生悲心，此人不知法華，甚為可憐。其未有

因緣，不能信法華經，待我成佛道，然後以諸方便，令彼安住一乘法中，此

願心長遠，三乘果亦在内。 

譬如強力，轉輪之王，兵戰有功，賞賜諸物，                  

象馬車乘，嚴身之具，及諸田宅，聚落城邑，                   

或與衣服，種種珍寶，奴婢財物，歡喜賜與，                  

如有勇健，能為難事，王解髻中，明珠賜之，                    

如來亦爾，為諸法王，忍辱大力，智慧寶藏，                   

以大慈悲，如法化世，見一切人，受諸苦惱，                   

欲求解脫，與諸魔戰，為是衆生，說種種法，                  

以大方便，說此諸經，既知衆生，得其力已，                   

末後乃為，說是法華，如王解髻，明珠與之，                     

此經為尊，衆經中上，我常守護，不妄開示，                      

今正是時，為汝等說。 

     本文法喻自明。 

我滅度後，求佛道者，欲得安隱，演說斯經，                  

應當親近，如是四法。 

     親近卽不捨離，四法能幫助敷演法華經，而不能以四法為一乘法華之主

要行業。應以說經為主，以四法為伴。用此四法，如人力弱，步行要扶杖，

而非以杖為主。佛說三乘之作用亦如是，以三乘幫助一乘。未說法華之前，

及已說之後，皆要用方便，其方便法可以為利用，而不可以為正行，尤其不

必親近其人，避免衝突。 

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                  

不生貧窮，卑賤醜陋，衆生樂見，如慕賢聖，                   

天諸童子，以為給使，刀杖不加，毒不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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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惡罵，口則閉塞，遊行無畏，如師子王，                   

智慧光明，如日之照。 

     此頌果報，既無諸過失，則有功效，常無内外憂惱。有四法，不怕人擾

亂。又無病痛等憔悴之狀，永遠不生貧窮家，此皆指來世之報。 

若於夢中，但見妙事，見諸如來，坐師子座。 

     人皆以夢為虛妄，何以用夢說耶。以菩薩心地清淨，業障輕薄，自現好

境，吾人今所見，皆是夢，並無實際。又夢或是先兆。皆是自作，並非有神

托。 

諸比丘衆，圍繞說法，又見龍神，阿修羅等，                   

數如恒沙，恭敬合掌，自見其身，而為說法，                   

又見諸佛，身相金色，放無量光，照於一切，                   

以梵音聲，演說諸法，佛為四衆，說無上法，                   

見身處中，合掌讚佛，聞法歡喜，而為供養，                  

得陀羅尼，證不退智，佛知其心，深入佛道，                  

卽為授記，成最正覺，汝善男子，當於來世，                  

得無量智，佛之大道，國土嚴淨，廣大無比，                  

亦有四衆，合掌聽法，又見自身，在山林中，                  

修習善法，證諸實相，深入禪定，見十方佛， 

諸佛身金色，百福相莊嚴，聞法為人說，常有是好夢，            

又夢作國王，捨宮殿眷屬，及上妙五欲，行詣於道傷，           

在菩提樹下，而處師子座，求道過七日，得諸佛之智，           

成無上道已，起而轉法輪，為四衆說法，經千萬億劫，           

說無漏妙法，度無量衆生，後當入湼槃，如煙盡燈滅。  

     本文自明。皆述夢境事，並非有所表法。 

若後惡世中，說是第一法，是人得大利，如上諸功德。 

    第一法，卽妙法華經。於惡世中，能具四法，則大利安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