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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寶塔品第十一 

     此是流通分中之第二品。上前正宗八品統說義理。今為令知受持正宗者

將來之效果利益，及如何工作，故須詳說流通。凡對此經有信仰了解，如書

寫受持等，皆屬一乘法師有流通責任。今多寶佛來證明釋迦應如是說。又促

釋尊付囑與人流通，應如何加料。然欲得流通之利益，必須知正宗所說為何。

流通之意義，亦令未知者尋知。此品中釋尊找人負擔宏法，故有後面之持品。

若無此品，後品則無來歷。唯因見此品為付囑有在所說重要，如品之未，世

尊說九種比較，顯示流通此經最為不易，應認真發足心不畏難方堪流通，由

是故有此方他方諸大菩薩發願持此經。皆因寶塔湧現引起。衆生是能見，寶

塔為所見。塔是七寶所成，屬於往古多寶佛。其來歷詳見經文。從各人見方

面立名，故名見寶塔品。或改寶塔湧現品。或云證明說經品均可。塔是譯音。

中國初無此物。應具云塔波，譯義為高顯。中國後有塔，然失高顯示義。形

狀亦失。佛經翻譯每有此意義，中國無此物者，只能存其音名之為塔。多寶

佛塔，此次恰於下方工作畢，適遇釋迦佛在娑婆世界說法華經，故立卽湧現。

皆為愛法流通故。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塔卽是境。當釋迦世尊說完偈時，

此塔湧現為發起因緣。今次塔之出現是從地湧出，其在他國或從上降下，或

從東至西，從南至北皆不定。 

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廣二百五十由旬，從地湧出，

住在空中，種種寶物而莊校之。 

     此塔高四萬里，橫直佔其半為二萬里。當時釋尊在靈鷲山說法，此寶塔

從娑婆世界之地湧出，住於佛前虛空之中。此中有伏難，塔之面積既如此廣

濶，而從地湧出，豈非地裂甚濶，傷毀甚大。此乃凡情之想。佛塔既能住在

空中，必無損地之理，自然而湧，無所障碍。是佛神力，一切作用皆不可思

議，乃一乘佛菩薩境界，不可以三乘人境而測度之。若以人境界而論，二萬

里不能盡見。今題名見寶塔品，顯非虛假，衆人共見，以藉佛神力故俱能見。

塔之内外以種種寶物而莊校之。此總述塔之莊嚴。以下別叙。 

五千欄楯，龕室千萬，無數幢幡以為嚴飾，垂寶瓔珞，寶鈴萬億

而懸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羅跋栴檀之香，充徧世界，其諸幡蓋，



【 妙法蓮華經講錄      見寶塔品 】 

 

3 
 

以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高至四

天王宮。 

     五千欄杆，未審是各層之共數，或每匝之欄杆。後人無由想像描畫。龕

室，卽廳堂。有千萬之多，或有備與隨塔供養之天龍八部作休息之用。無數

圓幢扁幡，皆在塔外懸掛空中。瓔珞，用寶珠串成。寶鈴萬億而懸寶塔之上。

塔之四周皆出香氣。多摩羅跋是香草。栴檀是香木。此言香氣，非指香質，

不燒自然香氣充徧世界。由佛功德力所致故，前說色莊嚴，此是香莊嚴，下

述幢幡熾盛。高至四天王天，約同日月之高，距離此地有四萬二千由旬。塔

之本身二百五十由旬，今言高至此者，言莊飾之物品多極。 

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羅華，供養寶塔，餘諸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千萬億衆，以

一切華香，幡蓋伎樂，供養寶塔，恭敬尊重讚歎。 

     三十三天，非三十三層，乃同一地平線有三十三個城郭之謂。此是多寶

佛本國之天人，隨塔往來，常時專做散花等供養，供養寶塔亦卽是供養佛。

此等天人皆是一乘菩薩常親近佛。雨天曼陀羅華，舉一該餘三種華。餘諸天，

望三十三天而言。除此以外尚有多天。餘諸二字，該八部衆，皆指一乘菩薩。

非人，是拉雜鬼類。千萬億衆，是其法會中人，亦是湼槃會人。於佛滅後，

常隨從塔之所至而往工作。以上皆叙塔之内外莊嚴。或人疑曰，此諸八部鬼

衆，自多寶佛滅度以來，既常隨受化，應脫其神鬼之身，何至今猶有此鬼身

隨塔豈不雜穢耶。釋曰，是皆一乘菩薩，言八部者，乃存其舊名耳。 

爾時寶塔中出大音聲，歎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

大慧，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妙法蓮華經，為大衆說，如是如是，

釋迦牟尼世尊，如所說者，皆是真實。 

     善哉，善哉。有種種程度不一，今約一乘佛言，一乘多寶佛，讚歎一乘

釋迦佛。能以，能字用意深妙。以此經難解難知難信難入，非平常人能聽，

汝釋迦能於四十多年培植此種人，今乃能說，汝能如此忍耐，難得之至矣。

此經具足應云，平等大慧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妙法蓮華經。共十七字。中國偽

佛教家說此經有十七名，絕不應理。言平等者，凡菩薩皆要成佛，佛果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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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無量，故云大慧。本經雖非一乘因果法華，乃為一乘人忘記菩薩道者，

提醒之，令他自知是菩薩恢復本道，與平等大慧有關係故。如是如是，讚正

宗分，亦讚法師品所說流通。釋迦佛所說皆真實。觀此似乎未全信，而要多

寶佛作此證明。非也。乃讚釋迦佛說法之成績甚高，故隨喜之。又其意謂，

我今既來證明真實，爾時諸菩薩應發心負責流通為是。 

爾時四衆，見大寶塔住在空中，又聞塔中所出音聲，皆得法喜，

怪未曾有，從座而起，恭敬合掌，却住一面。 

     四衆八部，見寶塔而得利益，名為得法喜。得今日聞法之真實利益，以

前得授記固已歡喜，今見寶塔又更增進步，得法喜是其位置，權教菩薩尚能

以二食，所謂禪悅為食，法喜充滿。今此是一乘法喜充滿，不同權教無生法

忍。四衆八部是平常人，非聲聞緣覺。皆悉得此，可見利益廣大不小。今此

見聞者，是不可思議境，故怪未曾有，其如何怪，不可說其狀。由歡喜之極

故不可以坐，不由自主從座而起，恭敬合掌，退立一面，又有疑欲問。 

爾時有菩薩摩訶薩名大樂說，知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心之所疑，

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寶塔從地涌出，又於其中發是

音聲。 

     此是三個問題，（一）寶塔，（二）涌出。（三）發聲。下文有畧答。佛

塔本為供養舍利，何以有音聲發出。此音是佛梵音，不同三乘六道之音。大

樂說菩薩之道德行業與觀音文殊同等。見寶塔已無數次，今為大衆故，明知

而發問。 

佛告大樂說菩薩，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無量千萬億阿

僧祇劫，過於東方無量千萬億阿僧祇世界，國名寶淨，彼中有佛，

號曰多寶，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

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寶塔為聽是經故，湧現其前，為作

證明，讚言善哉。 

     此答音聲在先。塔中有如來全身。此古佛距此時間甚長，乃往過去無量

阿僧祇劫。地點又遠，過於東方無量億阿僧祇世界。國名寶淨，此是淨土，

然有八部，非高等淨土。其佛在因中行菩薩道，聞佛說法心有感觸，覺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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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華經，是為難事，應要有佛證明，故作大誓願。此願甚有價值。誓願有

大力，不可改易。是為一切菩薩持經之張本。 

彼佛成道轉法輪已，臨滅度時，於天人大衆中告諸比丘，我滅度

後，欲供養我全身者，應起一大塔，其佛以神通願力，十方世界，

在在處處，若有說法華經者，彼之寶塔，皆湧出其前，全身在於

塔中，讚言善哉善哉，大樂說，今多寶如來塔，聞說法華經故，     

從地涌出，讚言善哉善哉。 

     彼多寶佛降魔成道，先轉三乘法輪，後轉一乘法輪。臨滅度時，告諸菩

薩言，我滅度後，欲供養我全身者，應起一大塔。此是最後遺囑。前說誓願，

是塔之遠因，今述遺囑，是塔之近緣。後文述其事實不謬。以佛神力所持，

此大寶塔能遊十方世界，而無障碍，又以願力故，凡有佛說法華經必到證明。

若是純一高等淨土，不必證明，菩薩又用不着見此塔，則不往。應到證明者

則到，不應到則不到。彼佛行菩薩道時，必念念不忘其本願，及成佛，當然

實踐其往願，如其本願而為之，故有此塔。今多寶如來塔，在下方聞我說法

華經故，恐汝等不發心受持此經，故從地湧出作證明，讚言善哉善哉。多寶

佛不單獨以塔作佛事，隨宜所應種種皆有，總為愛法故。觀寶塔能往十方，

可知滅度卽非滅度。 

是時大樂說菩薩，以如來神力故，白佛言，世尊，我等願欲見此

佛身。 

     以釋尊神力故，使其白佛。佛告大樂說菩薩曰，汝用意甚妙，但欲見此

佛不容易，是多寶佛有深重願。 

佛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是多寶佛有深重願，若我寶塔為聽法華

經故，出於諸佛前時，其有欲以我身示四衆者，彼佛分身諸佛，

在於十方世界說法，盡還集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大樂說，

我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者，今應當集，大樂說白佛言，

世尊，我等亦願欲見世尊分身諸佛，禮拜供養。 

     彼佛，指說法華經之佛，然不一定以此為主。釋迦佛亦是分身佛，然實

無可尋其本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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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羅門真言宗卽竊取之，名之為毘盧遮那佛，是真法身。今云彼佛，假

定以說法華經者為本，實不可尋其真，而佛佛皆真，功德平等故。佛有無量

身，是佛功德力量之表現身。衆生惡業相應者亦有多身。况佛神力功德力不

能現多身耶。佛總隨衆生機所應，而自在化現。現種種身不定，並非由一身

分出，實是功德神力化現。然則下文云，「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此

為如何身乎。應知一一分身佛，皆壽命無量劫，不獨佛是分身，大樂說亦有

無量分身。聰明份子卽借此而造偽華嚴經，如云一身復現刹塵身是。 

爾時佛放白毫一光，卽見東方五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國土諸佛，

彼諸國土，皆以玻瓈為地，寶樹寶臺以為莊嚴，無數千萬億菩薩

充滿其中，徧張寶幔，寶網羅上，彼國諸佛，以大妙音而說諸法，

及見無量千萬億菩薩，徧滿諸國，為衆說法，南西北方四維上下，

白毫相光所照之處，亦復如是。 

     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放此光實照十方，今先說東方，或從東方起照，

或同時照十方世界，在文字先述東方耳。卽見東方一一國土皆有佛。前序品

中亦有放光照諸國土，但不提及一乘境界，今開權方能現一乘境界，不說六

道。彼諸國土，皆依報莊嚴。無數菩薩充滿其中，此正報莊嚴。每一世界有

佛為一乘人以一乘妙音，於無量劫說一乘因果法，故云彼國諸佛以一切大妙

音而說諸法。如前文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無量衆所尊，為說實

相印」。又見無量菩薩，以菩薩有等級故，雖有佛在，亦要菩薩助化。既見

諸佛土，亦必聞佛菩薩說法。到此時便得聞一乘法。能見者皆由籍佛毫光，

或籍佛神力加被，則皆能聽無量佛菩薩說法。若一時能聞無量佛菩薩說法，

卽是獲一乘聞法陀羅尼。此幕是一乘有聲電影。是釋迦佛以光代音為召分身

諸佛來開塔。 

爾時十方諸佛，各告衆菩薩言，善男子，我今欲往娑婆世界，釋

迦牟尼佛所，並供養多寶如來寶塔。 

     是佛與菩薩告假。言應往者，用意深，謂不能不往之意。多寶佛是滅度

佛尚為法而到，我等不能不到。又於正說妙法之時，忽然而去，顯見事體重

大，不容刻緩。以下述釋尊佈置地方招待諸佛。諸佛是一乘境界，以佛受用

言，處處清淨。本不必變，言變亦方便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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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娑婆世界卽變清淨，瑠璃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八道，

無諸聚落村營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藪，燒大寶香，曼陀羅華徧

布其他，以寶網幔羅覆其上，懸諸寶鈴，唯留此會衆，移諸天人

置於他土，是時諸佛，各將一大菩薩以為侍者，至娑婆世界，各

到寶樹下，一一寶樹，高五百有旬，枝葉華果，次地莊嚴，諸寶

樹下，皆有師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之，爾時諸佛，

各於此座結跏趺坐，如是展轉，徧滿三千大千世界，而於釋牟尼

佛千萬分之一所分之身，猶故未盡。 

     大寶香，非世間物。唯留此會衆，是本會聽法華經者則留，餘皆不能見。

移諸天人，此有疑怪，既是十方皆屬釋迦淨土，何有天人移諸他土耶。今為

敷法座起見，卽須移之最遠。或總言不令得見，卽等於移義。 

     千萬份之一之分身佛，夾到此世界，尚不夠座位，猶有一份以外之千萬

份將如之何，故以下更有兩番變淨土，通為一清淨大佛國。 

時釋迦牟尼佛，欲容受所分身諸佛故，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

他國，皆令清淨，如前所變，復於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

皆令清淨，亦復如是，爾時東方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國土中

諸佛，各各說法來集於此，如是次第九方諸佛皆悉來集，坐於八

方，爾時一一方四百萬億那由他國土諸佛如來，徧滿其中，是時

諸佛，各在寶樹下坐師子座，皆遣侍者，問訊釋迦牟尼佛，各齎

寶華滿掬而告之言，善男子，汝往詣耆闍崛山釋迦牟尼佛所，以

此寶華散佛供養，而作是言，彼某甲佛，與欲開此寶塔，時釋迦

牟尼佛，皆聞諸佛與欲同開寶塔，卽從座起，住虛空中，一切大

衆起立合掌，一心觀佛，於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寶塔户，出

大音聲，如却關鑰開大城門，卽時一切衆會，皆見多寶如來於寶

塔中坐，如入禪定，又聞其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佛，快說是

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來至此。 

     本文自明，快說是法華經者，此是勸釋迦佛，好快辦清手續，付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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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大衆見過去無量千萬億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歎未曾有，以天

寶華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尼佛上，爾時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

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時釋迦

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跏趺坐，爾時大衆見二如來在七

寶塔中，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各作是念，佛坐高遠，惟願如來以

神通力，令我等輩俱處虛空，即時釋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諸

大衆，皆在虛空，以大音聲普告四衆，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

妙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湼槃，佛欲以此妙法華經，

付囑有在。 

     本文自明。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此是釋迦佛承多寶佛之催促，

故作此說。謂我與多寶佛皆欲此妙法華經有所交託，則無慮矣。此時仍未有

菩薩表示發心負擔。下再重頌。此重頌中多有孤起頌，令菩薩發願，及舉九

種難事比較，以護持此法難故，必須有毅力，有無毅力視乎尊重法與否。能

不能體佛意，若能體佛意者，雖難亦不以為難。 

聖主世尊，雖久滅度，在寶塔中，                            

尚為法來，諸人云何，不勤為法。 

     聖是佛教所屬弟子，正指一乘菩薩。聖之王，卽是佛。佛為世間之最尊，

多寶佛雖久滅度，其全身仍在寶塔中，隨其願力不以滅度為滅度，今尚為愛

法而來，助人發心尊重法華，令知法有大價值。諸人云何不勤為法，此句是

怪責之詞，但責之似早，蓋佛心為此事甚急切故。言汝等應以多寶佛為規範，

藉願力支持久遠方為正法。 

此佛滅度，無央數劫，處處聽法，以難遇故，                  

彼佛本願，我滅度後，在在所往，常為聽法。 

     無央數，卽阿僧祗之譯義。長文云，無量阿僧祗劫，於此長時期中，處

處聽法，工作未嘗休息，剛才在下方，今又來此。以難遇者如方便品云，

「諸佛興出世，縣遠值遇難，正使出於世，說是法復難，無量無數劫，聞是

法亦難」。汝等不知尊重法，故我來尊重。彼佛因地中誓願，我滅度後，處

處有佛說法華經，彼之寶塔皆湧現其前。彼佛本願滅度為法殷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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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分身，無量諸佛，如恒沙等，來欲聽法，                  

及見滅度，多寶如來，各捨妙土，及弟子衆，                   

天人龍神，諸供養事，令法久住，故來至此，                   

為坐諸佛，以神通力，移無量衆，令國清淨，                   

諸佛各各，詣寶樹下，如清淨池，蓮華莊嚴，                     

其寶樹下，諸師子座，佛坐其上，光明嚴飾，                  

如夜闇中，然大炬火，身出妙音，徧十方國，                   

衆生蒙薰，喜不自勝，譬如大風，吹小樹枝，                   

以是方便，令法久住。 

     分身佛如恒河沙，是畧說，前長行說一方已五百萬億恒河沙之數。來欲

聽法者，佛本不必聽經，實為欲聽我如何付囑，弟子輩如何接受。分身佛亦

非為瞻仰多寶如來，亦實為法而來。各各捨離妙土及無量弟子，亦顯見為法

殷勤。純淨土無天人龍神，若說三乘在先者則有天人龍神衆。以上述多寶佛

及分身佛之為法殷勤而來。此下釋迦述自己功勞三番變土。 

     諸師子座皆五由旬高。諸佛在本國大小不一，來此則身量同等。又形容

三番所變之淨土境象華麗莊嚴。佛身有光明又嚴飾，此時諸天皆移置，無日

月光，唯有佛光，正是佛光普照。諸佛身出一乘功德香，是一乘衆生受香所

薰者，皆喜不自勝，不能任持，顯香出乎平常之香。譬如大風吹小樹枝，小

枝遇大風必自然擺動。 

     我以此等方便，令一乘法久住，故不憚煩，方便做此種種工作，皆為助

汝等發心護持。此是佛坦白說明其故，若不說則成啞謎。 

告諸大衆，我滅度後，誰能護持，讀說斯經，                  

今於佛前，自說誓言，其多寶佛，雖久滅度，                  

以大誓願，而師子吼，多寶如來，及與我身，                  

所集化佛，當知此意。 

     釋尊告諸大衆謂，汝等既知我及多寶佛與分身諸佛皆為令法久住。誰能

護持斯經者，今應於佛前宣誓矣。此時雖未有表示，亦必已有人準備，誓願

能支持行業，免中途放棄。如多寶佛所作，亦靠願力所持，蓋誓願有大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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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牽動人工作。願卽志力。一乘菩薩此願要自發，不能被動。 

     釋迦佛，分身佛，多寶佛，皆歸納為一大事因緣，流通法華，令法久住。 

諸佛子等，誰能護法，當發大願，令得久住。 

     此第二次催促發願。諸佛子等，皆一乘人，天人咸在其中。護法之範圍

甚大，工作甚復雜。如隨喜，供養，尊重，讚歎，書寫，受持，讀誦，解說

等種種皆是。所護之法唯指法華經，三乘不關此事。護法有直接間接，直接

則令他明白此經，間接者總與法有關係。然欲護法不能隨便，當發大願，發

願要懇切，廣大，長遠，知機，方能令法久住。若無願，雖肯護法，恐不持

久。有願則受願力支持，法久住卽是菩薩久住，若放棄法，便墮落三乘或六

道。若欲不護法而能享受一乘者，必無此理。但若無機，護法何用乎。當知

機甚復雜，此處無，他處有。縱無機亦要以願力攝持。如安樂行品云，「於

在家出家菩薩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乃至其人雖不

聞不信不解是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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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願如船，能自度度他之用。 

其有能護，此經法者，則為供養，我及多寶，                   

此多寶佛，處於寶塔，常遊十方，為是經故，                  

亦復供養，諸來化佛，莊嚴光飾，諸世界者。 

     若能護持此經者，雖不供養，卽已供養我及多寶。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勝故。能護持法，佛亦護持之。佛固能自護其法，而要汝護法者，卽令汝早

得成佛爾。 

     經有一乘妙法蓮華經，有開權顯實妙法蓮華經，此世界全靠開權顯實法

華經，方能尋著一乘法華經。此界未有一乘法華經，唯護持開權顯實法華經

卽是。此大文之焦點全在乎弟子發願，非以發心便足。 

若說此經，則為見我，多寶如來，及諸化佛。 

     若說此經者，卽是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為常親近世尊與多

寶如來及諸化佛。此約眼前之佛而說。實是無量無邊世界所有諸佛，莫不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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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此為難事，宜發大願。 

     此第三次催促發願。諸善男子，應各各認真思惟思惟，我何以一定要汝

等發大願，因為此是難事，恐汝不肯做故。流通法華最難是開權，以得罪三

乘教徒，必受人毀害故。次難者是顯實。若發誓願持經，雖最難亦不能退廢。 

諸餘經典，數如恒沙，雖說此等，未足為難。 

     此下舉九種難，以况弘法華經難。第一種說恒沙餘經難。我說餘經典甚

多，數如恒河沙。此是假設之詞。佛此次說經，未必有恒河之多。諸餘經，

皆指權教經。縱有人能盡宣講恒沙數種種三乘經典，雖非易事而亦未足為難，

對内對外皆易，難中不甚難。唯有說法華經為最難。對内難則經之本身深固

幽遠，無人能到。對外難則多反對，故云最難。豈容不立願乎。 

若接須彌，擲置他方，無數佛上，亦未為難。 

     此第二種難。若接須彌，必先拋起，然後承接，此省畧之。接須彌擲置

他方無數佛土，是難事。若有神通力者為之並不難。雖有此力，而未必有說

法華經之持久力。若三乘人有神通力而無一乘慧力，必來反對。於此頗難忍

受，必須靠願力支持方可。又持經者縱有神通可以對付，但無願力亦不持久。

若持此經者無神通力，又無三乘慧力，唯能說法華經者，則尤其要有願力方

可。有願力則永遠不墜，人法俱存。 

若以足指，動大千界，遠擲他國，亦未為難。 

     此第三種難。上說須彌用手承接，此說大千界用足指動，卽是以足指踢

去他方無數佛土。比第二種似更用力，若有神通力者亦並不為難。 

若立有頂，為衆演說，無量餘經，亦未為難。 

     此第四種難。有頂，卽阿迦尼吒天，譯色究竟。立於有頂天中，為四禪

天衆演說無量種三乘經，雖是難事，亦未十分難。 

若佛滅後，於惡世中，能說此經，是則為難。 

     上舉四種皆未為難，唯有佛滅後於惡世中說此經者為最難。惡世，是衆

生五濁十惡熾盛之時代，無純善人，只有少數雜善之人。佛徒與十戒相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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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稱善人，此外無人說十善。戒十惡行十善是佛徒標準，捨此則失佛徒資格。

於惡世中有貪著小乘三藏學者，修因證果之三乘人，為護權教故，則羣起攻

擊汝說法華經，此難關不易度過，必須有把握。此困難汝等不知，我及多寶

佛則經驗得多。觀乎常被輕慢菩薩，屢遭惡罵搥打，仍堅持主義，所謂三軍

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奪。故有志願者雖難亦無畏，可貴可貴。 

假使有人，手把虛空，而自遊行，亦未為難。 

     此第五種難。若有人練習至能手把虛空遊行，可算難事，亦未足為難。

於佛滅後書此經方為難。 

於我滅後，若自書持，若使人書，是則為難。 

     書持，該十種法師工作。凡於法華經工作，皆遭三乘人為難故。 

若以大地，置足甲上，升至梵天，亦未為難。 

     此第六種難。以大地置足甲上，足甲甚小型，何能置大地於其上，而升

至梵天。雖說難事，有神通力者亦不為難。 

佛滅度後，於惡世中，暫讀此經，是則為難。 

     暫讀，亦該十種法師工作。暫者時間雖短，一樣遭三乘人為難。三乘人

知汝是敵人，時時防範，不論長時短時。 

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亦未為難。 

     此第七種難。劫燒，燒，去聲，野火名。是世界壞時三災之一。其時火

力極強，處處皆燃。而有人擔負乾草入中不燒，豈非難事，亦未為難。 

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為一人說，是則為難。 

     上以七種比較。唯有持此經者，乃至為一人說，方算一件難事。 

若持八萬，四千法藏，十二部經，為人演說，                  

令諸聽者，得六神通，雖能如是，亦未為難，                  

於我滅後，聽受此經，問其義趣，是則為難，                   

若人說法，令千萬億，無量無數，恒沙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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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阿羅漢，具六神通，雖有是益，亦未為難，                   

於我滅後，若能奉持，如斯經典，是則為難。 

     此第八第九兩種比較。八萬四千法藏，其中分十二部。如方便品云九部

法，再加授記，方廣，無問自說，共為十二部。佛以十二種方法說經故有十

二部。若有人能通達此法藏又能為人說，又令聽者得六神通之大利益，本是

難事，亦未為難。唯有聽受此經，問其義趣者最難。問者或知而故問，或不

知而問。能聽受問義亦屬難事，亦有三乘人注意而攻擊之，則有性命之虞。

照此言之，聽經亦要發願。 

我為佛道，於無量土，從始至今，廣說諸經，                   

而於其中，此經第一，若有能持，則持佛身。 

     為佛道，為衆生未成佛之佛道。佛始成佛，至今無量劫來，廣說無量種

經，皆以此經為第一。此有疑難。此非一乘因果經，何以佛在無量土所說諸

經，而以此法華為第一耶。此意謂，今日所說之法華經，已超過無量世界說

權教經。 

     持經是求慧，故持佛不及持經。能持經卽已持佛，此對世間好親近佛者

而言，當知敬佛必須敬法，獨敬佛無用，佛亦不須汝敬，故佛徒首應重法，

次重佛。能持經卽是持佛。 

諸善男子，於我滅後，誰能受持，讀誦此經，                    

今於佛前，自說誓言，此經難持，若暫持者，                  

我則歡喜，諸佛亦然，如是之人，諸佛所歎。 

     受持讀誦，該種種工作。誓言，每有人誤會以為毒意，其實不然，在佛

教發願，只說好話，說已則如說而行，不必說惡言毒語。若所作不好，自然

不好，何必立惡言以束之。      

     以持經難持，故要汝等發願負責，如前品所言，佛亦護助汝。若能暫持，

諸佛尚歡喜，何况久持乎。佛欲汝久持，故要發願。能持此經之人，必為十

方諸佛所共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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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勇猛，是則精進，是名持戒，                            

行頭陀者，則為疾得，無上佛道。 

     勇猛屬心，精進屬身。前云，欲捨諸懈怠，應當聽此經。若護持此經，

卽超權教之精進度。持此經則無十惡，是名持戒行頭陀者。頭陀，譯義為抖

擻，卽苦行，約小乘有十二法。（一）住阿蘭若處。（二）常行乞食。（三）次

等乞食。（四）一食。（五）節量食。（六）過中不飲漿。（七）弊衲衣。（八）

但三衣。（九）塚間坐。（十）樹下坐。（十一）露地坐。（十二）但坐不卧。

推廣言之，受持此經者亦卽禪定，亦卽智慧，一切不必行，唯持此經足矣。

此是第一之法，具足一切世出世間大利益在其中，如有摩尼寶珠，不必傭賃

展轉以求衣食。凡佛徒人人皆有此珠，能以此事覺他，功德已甚大。如利用

此寶珠者則成富人，亦令他富。則為疾得無上佛道。 

能於來世，讀持此經，是真佛子，住淳善地，                   

佛滅度後，能解其羲，是諸天人，世間之眼。 

     住淳善地，卽純淨一乘菩薩境。解其羲，該括十種法師工作。此人是諸

天人世間之眼。天人有天眼，而無一乘眼。菩薩能令他開一乘眼。蓋法華經，

無人了解，菩薩能解其羲，令他明白，卽開法眼。餘外十法界種種眼，時時

變遷不定。一乘眼堅固者，不久則得佛眼。此眼，取認識為義，中國人向無

此眼，只有外道邪見眼。不啻中國人無此眼，則佛滅後二千餘年各國佛徒都

無此眼。 

於恐畏世，能須臾說，一切天人，皆應供養。 

     於五濁惡世恐畏時代中，能須臾說此經，則一切天人應以佛之供養而供

養之。此人以佛莊嚴而自莊嚴故。此番獎勵兼讚歎，汝等諸菩薩應速發願吧。

吾人今雖不見多寶佛及分身佛，而見此經，則應體佛意，專心做法華工作，

不必貪求其他。免受他經所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