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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記品第六 

     最初舍利弗信解，佛已授記。今四大弟子信解故，亦得授記。天人四衆

信解，則未授別記，前面已授通記。此是授一乘菩提記，不同餘經記，凡聽

此經者皆得授記。佛之觀念常與衆生授記故。佛為其記，令記得卽是授，記

屬兩方面，佛為菩薩記令他知，如註冊然。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衆，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

當得奉覲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讃歡，廣宣諸佛無

量大法。 

     告諸大衆，如前長者集諸親族國王大臣，而宣佈交付財產。今佛在大衆

中為迦葉授記亦如是。大衆皆是一乘菩薩。 

     摩訶迦葉譯大龜氏，弟子，從前是聲聞弟子，今是一乘菩薩弟子。奉觀

三百萬億諸佛，是將來行因。三百萬億佛比過去親近四萬億佛，多數百倍。

如何說功行過半乎。須知供佛多少，不能定其菩薩道。總之其工作須如是行。

廣宣諸佛一乘無量大法，是一乘妙法蓮華，將來之一乘大法，非今之法華經。 

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名曰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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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光德，

劫名大莊嚴，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

小劫。 

     工作圓滿，於最後身得成為佛。連同從前親近四萬億佛之功德。有信心

則功德存在，不信時則廢。必要將來繼續工作，不工作則前段亦無功效。因

果一定無差。奉覲三百萬億佛，以後受身尚多，是一乘菩薩身。從法化生，

無所謂生死，亦無所謂最後身與不最後身。 

     名曰光明者謂智慧光明，相好光明，諸佛皆如是光明，但取此為其別名，

十號為通名。 

     國名光德者，以德為光，佛以世界為國。時代名大莊嚴，常有佛菩薩，

人民有福，時代之名因人物而成。以世界莊嚴故形成時代莊嚴。壽盡則示入

滅。佛滅後正法時期以法華為正，以三乘為輔。正法二十小劫，像法二十小



【 妙法蓮華經講錄      授記品 】 

 

3 
 

劫，佛壽十二小劫，總五十二小劫佛事。又佛不只在一世界成佛，若同時他

方有緣，則能同時在他方無量世界成佛。壽命亦不一，此中未能作擴大說。

若約一乘佛身佛法佛土皆常住。人間佛事則不能常住。 

國界嚴飾，無諸穢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其土平正，無有高下

坑坎堆阜，瑠璃為地，寶樹行列，黃金為繩以界道側，散諸寶華，

周徧清淨，其國菩薩，無量千億，諸聲聞衆，亦復無數，無有魔

事，雖有魔及魔民，皆護佛法。 

     屬於一國界內，處處莊嚴。其土平正，衆生心平故國土平。業淨故國土

淨。以瑠璃為地，此等皆由業緣所致，無惡業人生彼土中。依正二報皆淨方

為淨，若正報不淨，依報亦不淨。散諸寶花者未必是寶物而成，以貴重為寶

義。周徧莊嚴，種種不能盡述。 

     初說三乘，故有聲聞衆。或雖非惡世，以本願故說三乘法，故有聲聞。

無天魔騷擾，魔及魔民皆是菩薩。此魔但有名字而無魔境。護佛法者本不應

名魔，如不盜者本不應名賊。此言魔是指其地位言。有魔天宮，故亦有魔及

魔民，一聞佛法便為菩薩。 

告諸比丘，我以佛眼，見是迦葉，於未來世，                  

過無數劫，當得作佛，而於來世，供養奉覲，                   

三百萬億，諸佛世尊，為佛智慧，淨修梵行，                  

供養最上，二足尊已，修習一切，無上之慧，                  

於最後身，得成為佛。 

     一乘比丘卽菩薩，我以一乘佛眼見過去未來無量劫一乘因果。權佛所不

能見。佛見迦葉過無數劫當得作佛，此總頌。供養三百萬億佛，供養卽親近。

修習一乘無量佛慧是自修。復廣宣大法度衆生結緣。此工作為成佛三大條件。

以自修為正。以供佛及度生為助。 

其土清淨，瑠璃為地，多諸寶樹，行列道側，                  

金繩界道，見者歡喜，常出好香，散衆名華，                  

種種奇妙，以為莊嚴，其地平正，無有丘坑。 



【 妙法蓮華經講錄      授記品 】 

 

4 
 

     此界無煩惱，無罣礙，無貪著，以禪悅為食，所有境界皆是娛樂。 

諸菩薩衆，不可稱計，其心調柔，逮大神通，                  

奉持諸佛，大乘經典，諸聲聞衆，無漏後身，                  

法王之子，亦不可計，乃以天眼，不能數知，                  

其佛當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光明世尊，其事如是。 

     菩薩心調柔，無違背一乘心。逮大神通，超三乘神通。因得大神通故，

常往親近諸佛。得聞持陀羅尼，能奉持諸佛大乘經典。此述菩薩之德。此等

菩薩先是迦葉因中所教化。迦葉淨土如是。 

     吾人亦是一乘菩薩，亦應有此淨土，或更殊勝，應由此造成一乘觀念。 

     諸聲聞衆無漏後身者，方便而言。卽是皆阿羅漢。非真無漏後身，若真

是最後身，卽是許可其入湼槃。此語根據初聞法得果而言。開權顯實後卽菩

薩。法王之子卽佛子，聲聞弟子亦是佛子。稱法王子。授記是法華最重要事，

迦葉久修梵行，今日方得其果報，是真阿羅漢。其事如是。 

爾時大目犍連，須菩提，摩訶迦旃延等，皆悉悚慄，一心合掌，        

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卽共同聲而說偈言。 

     此敘述說偈前之動作，前面信解品四人起立所說已多，迦葉說完窮子喻，

佛又說了藥草喻，為時已久。迦葉一人已授記，而三人未授記甚着急，悚慄

是震驚狀。一心合掌者，專心望授記。同聲說偈以三人同聲說，阿羅漢心相

通故亦同言。 

大雄猛世尊，諸聖之法王，哀愍我等故，而賜佛音聲。 

     先讚後請，佛為雄中最猛者，為一切大菩薩之王。哀愍我等，必如我所

請求，知我等過去未來因緣，應為我說，賜佛音聲，此佛字可指授記作佛之

佛，又指釋迦佛之音聲言。猶言賜我授記聲。此二句請詞，本不必請，凡聽

法華經者皆授記。但彼心着急故請，又此經信解者，總要有表示，方得授記。

否則記在最後，或儱侗記便了。不如先得別記為安樂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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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知我深心，見為授記者，如以甘露灑，除熱得清涼。 

     佛實知我深心，此深心指四萬億佛所行菩薩道。廣大一乘菩提之志心，

佛皆知之。又知將來之事。見為授記者，此見字作現前解，或作虛字解，而

為授記者，又卽現前為我授記。如以甘露灌洒，令除熱惱得清涼，卽安樂。

此是譬喻。除熱清涼是暫時，授記安樂乃永久。 

如從飢國來，忽遇大王膳，未蒙王命教，心猶懷疑懼，          

雖饑苦逼惱，未敢卽便食，若復得王教，然後乃敢食。 

     饑國或因兵亂水旱諸災而鬧饑荒，今來到豐富之國，大王開無遮大會，

設膳供給國民及來客，但飢國來者未蒙王命教，心猶疑懼，卽悚慄。飢國喻

聲聞向未得過授記。未知自己成何等佛，今此經雖已通記，心猶未决，未得

安樂。大王喻佛，膳喻法華通記。若復得王教，喻授別記。佛滅後，吾人不

必大王教，只好放大胆自便食可也。 

我等亦如是，每惟小乘過，不知當云何，得佛無上慧，          

雖聞佛音聲，言我等作佛，心尚懷憂懼，如未教便食，          

若蒙佛授記，爾乃快安樂，大雄猛世尊，常欲安世間，          

願賜我等記，如饑須教食。 

     此等往時每思惟小乘過患，往時不肯發菩提心，卽是過失，不知當云何

方得佛無上慧，指權教佛。在小乘時未聽法華經，如在飢國。今聽法華經，

如遇大王膳，但未得授記，卽未得結果。故心尚懷憂懼。佛常欲安世間，先

令得阿羅漢，卽是安，今取消則不安，聞法華經雖是安，但我等未得授記亦

未安。世尊是常欲安世間者，願快為我等授記，令我等安心。如飢須教食，

教，平聲。此是急切之請詞。 

爾時世尊，知諸大弟子深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是須菩提於當來

世，奉覲三百萬億那由他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常修梵行，

具菩薩道，於最後身得成為佛，號曰名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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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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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深心不同因心之深心，乃指現在懇切之心。急於授記之心。所念卽所

需求。諸比丘該在會大衆。 

     須菩提從今以後之世，親近三百萬億那由他佛，以那由他（註一）為本

位。常修一乘淨行，常卽勤而不斷不退，梵卽淨行。圓滿菩薩道後，卽是聽

自然成佛道。號曰名相，一切相但有名而無實，此約權教名詞解，以實教釋

之，有名則有相。 

劫名有寶，國名寶生，其土平正，玻瓈為地，寶樹莊嚴，無諸丘

坑沙礫荊棘便利之穢，寶華覆地，周徧清淨，其土人民，皆處寶

臺珍妙樓閣，聲聞弟子，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諸菩薩

衆，無數千萬億那由他，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其佛常處虛空，為衆說法，度脫無量菩薩

及聲聞衆。 

     劫名有寶，依正莊嚴，淨土由淨業所報，此土無日月及須彌鐵圍等。但

以餘三千世界為例，而說言三千大千世界，地面相當廣大。其土人民有三乘

機一乘機。待佛出世則隨機授法。佛未出世時，世界亦如是莊嚴。皆處於寶

臺上之珍妙樓閣。重樓名閣，皆是天然物。凡有聲聞之世界，不屬高等淨土，

但淨土中佛化皆普遍。其土人民是須菩提過去所教化，現在所教化，未來亦

教化。所化皆無缺漏。不同穢土凡夫，不能盡受佛化。 

     常處虛空為衆說法，非絕不著地，先為衆說三乘法。若說一乘法時，又

另一境界矣。 

諸比丘衆，今告汝等，皆當一心，聽我所說，                  

我大弟子，須菩提者，當得作佛，號曰名相，                  

當供無數，萬億諸佛，隨佛所行，具菩薩道，                  

最後身得，三十二相，端正殊妙，猶如寶山，                  

其佛國土，嚴淨第一，衆生見者，無不愛樂。 

     隨佛所行者，謂隨佛所教而行，往後皆行一乘道。縱聞三乘亦不以三乘

為然。猶如寶山，此譬喻佛身，彼國無寶山。嚴淨第一對穢土言，本土衆生

見之，或他穢土衆生，或不純淨土衆生來見之，無不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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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於其中，度無量衆，其佛法中，多諸菩薩，                   

皆悉利根，轉不退輪，彼國常以，菩薩莊嚴，                  

諸聲聞衆，不可稱數，皆得三明，具六神通，                  

住八解脫，有大威德，其佛說法，現於無量，                  

不可思議，神通變化，諸天人民，數如恒沙，                   

皆共合掌，聽受佛語，其佛當壽，十二小劫，                  

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 

     說者聽者皆是利根，轉不退輪不限在本國轉，可往他國轉，能轉不退輪，

是其智慧具足。諸天人民，天不一定在天上，彼土天與人，無不別異。 

     （註一）那由他等於黃帝制之十大數中之姟。大數是倍倍數，億兆秭京姟穰溝簡正載，以

萬萬為億，億億為兆，兆兆為秭，秭秭為京，京京為姟。 

爾時世尊，復告諸比丘衆，我今語汝，是大迦旃延，於當來世，

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千億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寶塔，

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以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真珠玫

瑰，七寶合成，衆華瓔珞，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幡，供養此塔，

過是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供養是諸佛已，具菩

薩道，當得作佛，號曰閻浮那提金光，如來，應供，正偏知，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第三為大迦旃延授記，告諸大衆，令大衆認識此阿羅漢是大菩薩，當得

作佛。 

     迦旃延，譯文飾。以姓代名，有尊重意，在社會有地位者，不同中國呼

姓之普通。先供養八千億佛，後復供養二萬億佛。分二段時間說，或有因緣。

供具卽供品，以供品而供養，以三業而奉事。佛不志在奉事供養，但因佛為

世間最高福田，故徒衆自動要如是做，菩薩有自在身，能於無量世界現無邊

身，同時供養諸佛，恭敬尊重讚歎。八千億佛滅後，一一皆起塔廟，自作福，

亦令衆生作福。高千由旬，八萬里高。縱廣正等，橫直面積，五百由旬，四

萬里徑。高顯於一切令各處可見。此是淨土中事，淨土亦要起塔紀念，國中

有已見佛，有未見佛者，後來見塔卽起作福，塔是作福之標幟。亦自表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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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佛。起廟以安立佛像，像用以代表佛，但不能全以像為佛。佛至少具三十

二相，妙好莊嚴，造像固不能盡其相好，但亦須盡量造成相當好，方堪以代

表佛。以引人生了解恭敬。亦是紀念作用，令人作福。此皆菩薩行因，在淨

土應做之工作。皆為衆生之福田，外表之施設，凡為菩薩均須如此做。然並

非一菩薩盡為之，諸菩薩合作共建。若碎身舍利，則起多塔。若佛囑付留其

全身者，則只起一塔。若更於餘處起塔，不用舍利，但標佛名便得。佛滅後，

有經書留傳，有塔廟建設。有負責弘法者，是好世界境。今人多有造塔廟而

不為弘法。但利用作其他者，此則非佛塔，非佛廟，彼人非求福慧者。所作

如法則有福慧，是佛化。若不如法，則變成文化，便無佛化作用矣。 

     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如先供養八千億佛一樣。以上述因中工作，名授因

記，以下授果記。 

     閻浮那提金光，譯勝金洲。以金之光有差別，故特以閻浮那提金而別明

之。此金不為人天鬼等所受用，淨土更不用之。卽此世界之南方名閻浮提，

此洲之金最勝故。勝於天金。淨土常有佛法，衆生能接受名有福。若衆生無

福，則國土不淨。 

其土平正，玻瓈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道側，妙華覆

地，周徧清淨，見者歡喜，無四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阿修

羅道，多有天人，諸聲聞衆，及諸菩薩無量萬億莊嚴其國，佛壽

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 

     四惡道是惡衆生所居之地。上品十惡墮地獄，中品十惡為畜生，下品十

惡為餓鬼，下下十惡為阿修羅。故佛教五乘中有人天乘，人天屬善道，寧生

人天，不可生阿修羅，修羅能增長惡見，貪瞋熾盛，以惡為平常，人天則能

增加善業。彼土多有人天，初聞三乘，後聞一乘。若四惡道則不易聞法，阿

修羅能聞，但惡習重不易作福。此世界無四惡道，卽無衆生濁，壽命亦長。

五濁皆不重，本應不必先聞三乘，然一乘不易直接聞。以彼從前有三乘種性

故，先須說三乘法，有人天聲聞之處，若以一乘純淨土視之，亦衆生濁。迦

旃延雖志在教一乘，但機未熟時，故先說三乘教，正報眷屬易於教化，亦是

其果報。佛出世皆因菩薩引起。此中但述世界相，未述世界名及劫名。凡授

記，皆授清淨記，决不記穢。此中說明無四惡道。餘不說明者，或有或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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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淨穢隨衆生業感，佛出世為教菩薩。土穢與佛無相干。淨土衆生福報好，

則於像法滅後，繼續有佛出世，衆生若無福，則空過甚久，無佛出世亦有之。 

諸比丘衆，皆一心聽，如我所說，真實無異，                  

是迦旃延，當以種種，妙好供具，供養諸佛，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                  

其最後身，得佛智慧，成等正覺，國土清淨，                  

度脫無量，萬億衆生，皆為十方，之所供養。 

     佛所知真實，無變更，如所如說。度脫無量衆生，因中度，成佛又度，

度脫之階級甚多。金光佛皆為十方菩薩人天之所供養，一切佛皆有此境界，

唯釋迦佛在開權顯實後，始有十方無量菩薩來親近。如下寶塔品，十方分身

諸佛皆各將侍者來。又從地湧出品，地湧菩薩及他方菩薩皆無數。神力品，

融十方為一界。於此方顯出釋迦佛之威德殊勝。此外在說般若時，亦多有他

方菩薩來。最少在鹿苑時，只得五人而已。 

佛之光明，無能勝者，其佛號曰，閻浮金光，                  

菩薩聲聞，斷一切有，無量無數，莊嚴其國。 

     約一世界為限，其餘一切佛皆同等。聲聞仍存三乘之跡，開權後則皆是

實菩薩。斷一切有者，無一切有之邪執，內無身心，外無世界。知有不有，

一切皆空。佛是破有法王，親近佛多，故斷一切有。卽漏盡義。一乘菩薩斷

六道三乘有。有，卽是病，屬無明境界。吾人唯信仰法華經，不信一切，捨

棄一切，卽斷一切有義. 

爾時世尊，復告大衆，我今語汝，是大目犍連，當以種種供具，

供養八千諸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大塔，高千由旬，縱

廣正等五百由旬，以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

衆華瓔珞，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幡，以用供養，過是以後，當

復供養二百萬億諸佛，亦復如是，當得成佛，號曰多摩羅跋栴檀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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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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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犍連是姓，名拘律陀。目犍連譯采菽氏。菽如豆，因其母禱菽樹而生

故，亦婆羅門種。目犍連與舍利弗同為外道兄弟。沙然為師在先。 

     供養八千諸佛，此是一乘菩薩之供養恭敬尊重，非人天所能。諸佛滅後

亦各起七寶塔。淨土七寶之名雖同，相未必同此土。物資之優劣，隨人之福

報而定。成就菩薩道圓滿後，自然成佛，得一切智。菩薩道未完滿名未成就，

佛道由造作成，非天然而有。菩薩亦有示現，成佛不同，此圓滿成佛，亦不

同權教成佛。號曰多摩羅跋栴檀香，譯性無垢。病者聞此香，能令病除，又

能除穢。佛以此立名，亦隨一時因緣，言佛德馨香如栴檀，能除衆生無明垢

毒。佛必具十號，不同其他平常聖人，人中聖人是教人為人。佛為聖中聖人，

是教人成佛。若說佛與餘聖人同，則是糊塗說，謗聖人，佛教範圍內之聖者，

與世間聖人尚不同。 

劫名喜滿，國名意樂，其土平正，玻瓈為地，寶樹莊嚴，散真珠

華，周徧清淨，見者歡喜，多諸天人，菩薩聲聞，其數無量，佛

壽二十四小劫，正法住世，四十小劫，像法亦住，四十小劫。 

     此中佛壽及正像法比前皆增一倍，壽命長短隨衆生業而定。四十小劫，

超過此世界人類生存之時間。彼界人壽增減，不以八萬四千歲計。雖說劫數，

以餘世界之劫為例。淨土在佛滅後，正法住世，以法華為主。主持弘法者，

全是一乘菩薩。若佛滅後甚久，或觀衆生機薄，以權教示教利喜亦有之。像

法，相似正法，但不盡似，至多一半。正法同佛在世相差不遠，隨衆生福業

所感。佛德是長遠教化，衆生之工作國土壽命則有期限。本界釋迦佛入滅後，

佛教則幾乎同滅。皆因衆生福薄故使然。 

我此弟子，大目犍連，捨是身已，得見八千，                  

二百萬億，諸佛世尊，為佛道故，供養恭敬，                  

於諸佛所，常修梵行，於無量劫，奉持佛法，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長表金刹，華香伎樂，                  

而以供養，諸佛寶塔，漸漸具足，菩薩道已，                  

於意樂國，而得作佛，號多摩羅，跋栴檀香，                  

其佛壽命，二十四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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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已恢復一乘菩薩道，非阿羅漢，信解已恢復，功能則未能恢復。為

佛道故，此是一乘目標。佛道，卽無量智慧福德。奉持成佛之教法，教人成

佛。金刹者高豎旗竿以金為之，用以莊嚴塔。漸漸具足菩薩道，一乘無頓超，

必漸漸經歷其階段。 

     中國判法華為圓頓大教，一念具足，則與經義抵觸。 

常為天人，演說佛道，聲聞無量，如恒河沙，                  

三明六通，有大威德，菩薩無數，志固精進，                  

於佛智慧，皆不退轉，佛滅度後，正法當住，                  

四十小劫，像法亦爾。 

     因機未熟，先說三乘，後說一乘。恒河，譯天堂來，發源於喜馬拉雅山。

菩薩功德大則威勢大。求佛道之志堅固，行一乘道精進至不退轉。 

我諸弟子，威德具足，其數五百，                         

皆當授記，於未來世，咸得成佛。 

     此順帶與五百弟子授記，此儱侗說。此五百數平日是有緣故，同一黨。

於未來世咸得成佛，同號普明如來。 

我及汝等，宿世因緣，吾今當說，汝等善聽。 

     所有弟子，不止五百，汝等該弟子全數。宿世因緣，一乘師徒關係，此

因緣以有願故，關係雖遠而不斷，本經最重要者因緣，故佛為大因緣出世。

宿世因緣詳下化城喻品，說完化城喻品方與五百弟子正授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