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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喻品第七 

     此品取譬喻立名，用意殊深，今先述化城真相。化者變化，非以人術化，

術不同神通。而術與通皆為能化，人亦屬能化，所化之境不一。今言所化者

是化作城及郭。城郭皆化，非實城郭，由眼見是城，名之為城。而城亦變名

為化，今借用化城以例虛境，此似城似郭，亦有作用，能防侵犯，而且城中

設備甚美，可以享樂。入內之人非化，被迷故以為城是實，不知所有享樂皆

虛假。入者不在防賊，唯志在享樂。後來若知虛假，則必悔過，不復再受。

此城是有神通之誘騙方法。然為何設此耶，蓋有神通者有同志甚多，皆求發

財，要往寶所。然因道遠，於其間發生困難問題，便欲退還。彼有神通者是

領導人，知衆人心因疲倦欲休息。又懼乏糧食，致有退意。導師要設法成就

之，遂於不遠處化作一城，語之言，此城優待客人，三月不收費，享受充足，

汝等可入此休息，入已，享受豐樂，得未曾有，不復願向前取寶，導師教其

前進亦不肯，此時導師無法令其前進，惟有毀去化城。令無所享受，非去不

可。 

     此喻為實施權，開權顯實。以寶所為實，化城為權。因至寶所而設化城，

毀化城而向寶所。以法合為一乘實教而權設三乘，然三乘湼槃虛假，必要毀

棄，但毀三乘比毀化城較難，若毀化城由眼見。毀三乘唯有信心。法華經至

譬喻品諸弟子已信。今又再說此品者，令其信更堅固，無貪戀，肯向上求。

路遠喻佛道。化城之設在處處不定。此品詳說因緣，亦可名宿世因緣品。說

往時關係如何起點，亦可名菩薩初發心品。亦得名大通智勝佛成道品。或十

六沙彌品，均無不可。此品因注重開權，故以化城立名。此化城是說譬喻，

非實有其事。此種化事唯佛能知。佛教在未說入一乘以前，無一句不假，能

信此方為認識佛教。採寶人喻在大通智勝佛時之聲聞弟子，由聽十六菩薩沙

彌說法華經而求佛道者。往昔親近四萬億佛之過程。卽是往寶所全程五由旬

之三百由旬，功行已過半。至此因疲倦，厭佛道長遠，而退菩提心。其初退

時未對佛說，導師自知其原委。為暫時了其三界六道生死故，設三乘教以維

持其道德。如設化城與以休息，是施權義。三乘人怠於菩薩道，貪著三乘，

不肯發菩提心。如貪化城樂，不肯前進寶所。故毀化城，喻開除權教。化城

雖有益，而不實際，喻本無三乘，以如來方便而說故，此亦可名為寶所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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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品是說法華之正因緣。所謂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卽根據此品而來的。此

唯說釋迦佛之因緣，範圍狹。未能廣說諸佛之大事因緣。而開權顯實之信更

堅固。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祗劫，爾時有佛，

名大通智勝，其國名好城，劫名大相，諸比丘，彼佛滅度已來，

甚大遠久，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為微塵，

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塵，如是展轉盡地

種塵，於汝等意云何，是諸國土，若算師，若算師弟子，能得邊

際知其數不，不也，世尊，諸比丘，是人所經國土，若點不點，

盡磨為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阿僧祗劫，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 

     過去之數不可計。滅度以來之數亦不可計。地種，卽地大，地性也。微

塵在空飛揚可以見，極微之塵不可見，名為地種。所有屬地性者名為地種。

地種是五大種之一。物質之最微皆名為種。卽現今學者名為原素原子等。假

使有人，將凡屬有地質者，盡磨以為可飛之微塵。過千世界乃下一塵，盡三

千大千世界之塵下完為止。世人只能算有數之算，不能算無數之算，佛不必

算而自知。我釋迦以如來知見力，即佛眼，佛智慧力。回憶彼大通智勝佛時

之種種事蹟，雖經如是久遠，猶若今日之事一樣。此是如來之功能力量。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佛初坐

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

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

現前，忉利諸天，先為菩薩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祝

言菩薩於此座坐，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適坐此座，時

諸梵天王雨衆天華，面百由旬，滿十小劫，供養菩薩，乃至滅度，

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為供養菩薩，常擊天皷，其餘諸天作天伎樂，

滿十小劫，至於滅度，諸比丘，大通智勝菩薩過十小劫，諸佛之

法乃現在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便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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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通智勝佛在世時，有五百四十萬億個那由他大劫數之壽命，此數或從

成佛之日起計，或以出世之日起計，未說明。初坐道場，未成佛時本未名道

場，在某地方有菩提樹及菩提座，在此座成道，此地方名為道場。凡菩薩坐

道塲則有魔軍來侵擾破壞。乃屬定例。淨土無魔，有魔仍屬穢土。魔軍雖強，

而菩薩不動，魔無奈何，便生恐怖。更以魔女誘惑，硬軟手段盡肆，卒無能

為力，魔失敗矣。菩薩自知是最後身决定成佛，聽其自然，待時成佛。十方

諸佛菩提平等無差別，佛道圓滿為佛法現前。菩薩道早已圓滿，方坐道塲待

佛法現前。所謂佛智，無師智，自然智，一切智，一切種智。不必着急，時

至自現。如是坐一小劫，乃至坐十小劫，不煩惱，不疲厭，身心不動，不起

意求。如序品云，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卽此義是。忉利諸天為菩薩敷

座，此追述十劫内道塲之熱鬧情形。菩提樹下之座，或有以石為之，或以天

衣，或以吉祥草不定，今此是天衣為座。爾時三十三天各天，以天衣敷師子

座，高一由旬，八十里。祝請菩薩坐此座，當得成正覺。在菩提塲之八方，

各一百由旬内，皆雨天花莊嚴，境界甚廣闊，自菩薩未成佛前，初坐道塲時

起，散花至入滅，亦相當久矣。 

比丘當知，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各有種種珍異玩好之具，

聞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捨所珍，往詣佛所，諸母涕泣

而隨送之，其祖轉輪聖王，與一百大臣，及餘百千人民，皆共圍

繞，隨至道塲，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頭面禮足，繞佛畢已，

十六兄弟一心合掌，瞻仰世尊，以偈頌曰。 

     以上述大通智勝佛事，是疏因緣。因十六沙彌與大通智勝佛有關係故，

吾人與十六沙彌之一有關係，故必說之。以聽法華經為親因緣。十六沙彌往

見佛，諸母實悲喜交集。知子必出家故悲，欲見新佛則喜。其祖轉輪聖王，

卽大通智勝佛之父。其父尚在世間，當時人民壽命亦極長壽。十六王子以偈

頌曰，讚大通智勝佛之德語。 

大威德世尊，為度衆生故，於無量億歲，爾乃得成佛。 

     佛功德圓滿，自然有大威德，卽大無畏力。凡大勢力皆由福德或惡業所

致。牛馬以惡業大而力大，今說佛威德大是福大。福大故勢力大。三乘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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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有勢力，如權大菩薩，能以一手取大千界，擲至他方無量世界，又復

還至本處，此力甚大，然猶尚不及佛之勢力大。盡六道三乘及一乘菩薩所有

威德勢力綜合之，遠不及佛一人之勢力。勢力亦卽德力耳。言世尊者是稱呼

亦是讚佛。十六王子何以曉得稱呼佛為世尊，凡佛之眷屬皆知佛事。十六王

子卽是法王子，是大菩薩。佛未成佛時不表示。已成佛時，眷屬卽是法屬。

又佛初成道時，亦有唱言，我是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衘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故知佛稱世尊。無量億歲，指坐

道塲之時間，必須一乘菩薩功行圓滿方能如此久坐。十小劫之歲數不可計，

故云無量億歲。以度衆生故坐如此之久。何以不言為佛道，為佛道亦卽為衆

生。若不為佛道，菩薩功德圓滿，亦可入湼槃。不入滅而成佛，乃為度一乘

菩薩。佛化範圍内，皆屬被度之人。菩薩功德圓滿必成佛，成佛必度衆生。

十六沙彌早是究竟一乘菩薩，故佛於二萬劫說權教，與彼無關，後說一乘，

方逗其機。阿羅漢非一乘菩薩，故當時不能聽法華經。後因十六沙彌說方能

聽。言度衆生者，度之階級不一，總之令他有增益，前進一步卽度義。坐無

量億歲，唯佛方能，此亦讚佛意。釋迦佛作十六王子之一，本是由佛示現，

且示現作菩薩無量劫，又於十方世界現無邊身。又十六沙彌可說都是釋迦一

人，其後十六沙彌於十方世界成佛。據寶塔品云，集十方分身諸佛一處，始

開寶塔，十方諸佛皆是釋迦一人分身，况十六子乎。 

諸願已具足，善哉德無上，世尊甚希有，一坐十小劫，          

身體及手足，靜然安不動，其心常憺怕，未曾有散亂，          

究竟常寂滅，安住無漏法，今者見世尊，自然成佛道。 

     由初發菩提心望佛道。中間工作甚多，名為諸願。度衆生行菩薩道至成

佛，為諸願圓滿之表現相。成佛必功德圓滿，而度生未圓滿，故成佛為度衆

生。「善哉德無上」是讚詞。蓋佛是衆生大福田，若見若聞名皆有福。佛是

福德最圓滿者稱德人。世間最難得有佛出世，故應如是讚。 

     佛全身不動，安坐於天衣座上。心亦安然不動，心中寂然無思慮，無煩

躁。此坐非為修行，其功行已完，既已降魔則無事。等待自然佛法現前。 

     有人解此時為入金剛定，為金剛後心者，乃後人忖測之詞，實無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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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一念散亂心，以無境可取故。早已有禪定是功行。今不散亂屬果，

自然不散。其心永不動，寂滅卽心不起義。安住無漏法者，此時佛法未現前。

無漏法，非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非指諸佛功德。此言發菩提心以來向

一乘，其中種種階級之功德，皆名無漏清淨法。三乘仍屬有漏。由此安隱自

然成佛道。 

我等得善利，稱慶大歡喜，衆生常苦惱，盲瞑無導師，          

不識苦盡道，不知求解脫，長夜增惡趣，減損諸天衆，          

從冥入於冥，由不聞佛名。 

     我等大衆從今得最上利益，皆歡喜慶幸無量。此衆生持指墮落菩薩。不

知因果，又無人教導，故常苦惱。身苦為苦，心苦為惱。三界無安，猶如火

宅，一切皆苦，樂亦壞苦。今日有幸，有脫苦可能，如子見父。衆生盲瞑，

又無導師，今佛出世，為我等導師，可以指導引導。故我等歡喜。衆生以盲

瞑故，不識盡苦之道，外道多欲盡苦，而不識真盡苦之方法。唯佛能說苦盡

之道。三乘教，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皆盡苦之道。今此歎息外道熾盛，

衆生可愍之意。當正法像法已滅，未有佛出世，則無佛法化世，必待有菩薩

成佛，方有佛法化世。或云無佛在世，亦有獨覺辟支迦佛，應能說盡苦道。

但此種人不易教人。十六王子雖原是菩薩，本可說苦盡道，然必須仍待菩薩

成佛，方能轉法輪，建立佛教。十六王子雖知，亦不能隨便先說，此是尊重

佛為教主。以不識苦盡道故，不知求解脫。此二語相關。能盡苦卽解脫，知

解脫法卽識盡苦道。佛未出世，實無處可求解脫。其時必多外道。因穢土衆

生，急於離苦，而不得方法，反增加邪見。背道而馳卽作罪，反增苦。長夜

增惡趣，凡夫本有三業十惡，外道更加多邪見。在外道凡夫處造因，故增惡

趣之果。四惡道為惡業衆生所趣處。長夜者長夢也。實不分晝夜。凡未覺悟

三界六道為無常苦，未超三界束縛因果者，皆名在長夜中，咸多作不善業。

縱有作善亦極少。唯惡趣增多，此衆生濁。不知解脫，是見濁。衆生常苦惱，

盲瞑無導師，是煩惱濁及見濁。因此減損諸天衆，天人死一個少一個，死已

墮惡趣，則惡趣增多。以無佛教及天教化世，外道雖求生天，實皆墮落。十

六王子能如是說，必有天眼能見此極悲慘情形。平常雖不說出，心中有數。

今見佛方能說，轉悲觀為樂觀矣。十六王子不同平凡太子，亦為衆生而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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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冥入冥者，先滅天衆，則從明入冥，入冥以後，更從冥入冥，終不能從冥

入明，從明入明更難得了。唯有從冥入冥最多，此三惡道八難被惡業障故，

永不聞佛之名字。今佛出世，天人阿修羅隨時可以見佛聞法，有道師故，可

得實益，故歡喜慶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菩薩亦為一大事因緣隨佛出世，

為一大事因緣行菩薩道。故作此歎。此十六弟兄乃隱實菩薩，非墮落菩薩。 

今佛得最上，安隱無漏道，我等及天人，                         

為得最大利，是故咸稽首，歸命無上尊。 

     一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最上無漏道。佛道最高無上，無有超其上

者。我與眷屬大臣人民等，及天人，今得見佛，以為得最大利益矣。從此衆

生不致從冥入冥，不致增惡趣，不致常苦惱，從今而後，有佛為導師，可識

苦盡道，可求解脫。此為最大利益。 

     由此道理故，我等咸皆稽首，歸命於佛。此是皈依佛寶，頭到地為稽首。

初來到時已頭面禮足。言歸命者，謂從今以後，我將命歸於佛。既歸佛，以

佛為導師，隨佛教導，不可自己任性，若任性則從明入冥。又歸命者卽破我

見，不以我為我，不以命為命，唯以佛為佛。由此而成教團。照此組織，此

輩歸命者，卽菩薩僧衆。又十六王子如此，卽為引導世界人向佛。 

爾時十六王子偈讚佛已，勸請世尊轉於法輪，咸作是言，世尊說

法，多所安隱，憐愍饒益，諸天人民。 

     皈依已後，請佛轉法輪，欲知法如何修行將來成佛。又衆生根機種種差

別，必須分別詳說。縱不請佛亦說，而必先請者，乃表示殷勤愛法。共同發

言，謂世尊說法，能令衆生得安樂利益。憐愍屬佛心，饒益屬衆生，由佛賜

故，人民卽人類。佛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皆饒權益。說一乘方為究竟實益。 

世雄無等倫，百福自莊嚴，得無上智慧，願為世間說。  

     約此一世界上，佛為最尊最上無可比倫。無與等者，超絕世間。以無量

功德莊嚴，故無等倫。佛所得是不思議，最深最上之智慧，此無上智果不能

直為世間說，機未熟必先施權後說實。佛必不能如其請而說，若直說，除秘

密為十六王子說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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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脫於我等，及諸衆生類，為分別顯示，                      

令得是智慧，若我等得佛，衆生亦復然。 

     度脫我等十六兄弟及諸衆生，指墮落菩薩之類。一日未成佛仍有束縛，

須要度脫。請將佛所得智慧，分別顯示，令我等亦得佛智慧。本經前言是法

不可示。一乘法原可分別顯示，然在無機時，分別亦無用。故在此界釋迦佛

云是法不可示。又釋尊成道，道塲所得法，無能發問者。此大通智勝佛成道，

則有人發問者，時機不同故。 

世尊知衆生，深心之所念，亦知所行道，又知智慧力，          

欲樂及修福，宿命所行業，世尊悉知已，當轉無上輪。 

     深心所念是伏機，有種種差別，須用何種方法引起佛能知悉，亦知往時

所行道，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行到何等步位。又知智慧力多少，及信

進念定慧五力，那種力最強，其慧力屬何事。若是一乘智慧，能接受一乘法，

三乘慧能接受三乘法。力甚復雜。每一機應受何種法，皆隨其力所堪而說。

並知其有何等好樂，曾修何等福，欲樂修福皆是善根，要待雨潤方得增長。 

     宿命所行業，指往世無邊劫所行善業惡業，有漏業無漏業。世尊悉知已，

由有後得智，無師智，自然智。卽權實二智，觀權實二機。當轉無上輪，佛

以一音演說，令衆生同時得聞得解。佛說法皆名無上輪，不限指一乘為無上。

此乃讚歎之詞如是。 

     十六王子，是等待請法之人。其作此請，或其含意欲世尊直為其說一乘

法，為他機說三乘法。然佛必先施權。過二萬劫後方開權顯實。直對各機差

別，說一乘差別法。以下敘放光動地，十方梵王來請法，十六子先亦因光而

來，天人亦因見光而來，但來有先後，故敘事亦有次第。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放大光明，

照於十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令諸世界六種震動，其國中間幽

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大明，其中衆生，各得相見，

咸作是言，此中云何忽現衆生，又其世界諸天宮殿乃至梵宮，六

種震動，大光普照，徧滿世界，勝諸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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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放光動地驚動各世界，其中衆生有緣者則來親近。何以佛光只照各五

百萬億世界不再遠，以其緣止於此故，非光力不能到。其國中間幽冥處，大

世界中大鐵圍山，小世界中小鐵圍山，日月光明所不能到，唯佛光能到，佛

光無障礙，勝一切光，超天人光，大明卽強光。引起當地衆生驚奇，此處衆

生雖非地獄，亦等於地獄之黑暗。每一世界有三千四王天，三千六欲天，三

千梵宮，佛放光動地，作號召令知有佛出世。 

爾時東方五百萬億諸國土中，梵天宮殿，光明照曜，倍於常明，

諸梵天王各作是念，今者宮殿光明，昔所未有，以何因緣，而現

此相，是時諸梵天王，卽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衆中有一大梵

天王，名救一切，為諸梵王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光明昔未有，此是何因緣，宜各共求之，          

為大德天王，為佛出世間，而此大光明，徧照於十方。 

爾時五百萬億國土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裓盛諸天華,共

詣西方,推尋是相，見大通智勝如來，處於道塲菩提樹下，坐師

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魔睺羅伽，人非人等，恭

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卽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

卽以天華而散佛上，其所散華，如須彌山，並以供養菩提樹，其

菩提樹，高十由旬，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而作是言，唯見

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處，時諸梵天王，卽於佛前

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世尊甚希有，難可得值遇，具無量功德，能救護一切，          

天人之大師，哀愍於世間，十方諸衆生，普皆蒙饒益，          

我等所從來，無量萬億國，捨深禪定樂，為供養佛故，          

我等先世福，宮殿甚嚴飾，今以奉世尊，唯願哀納受。 

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世尊轉於法輪，度脫衆生，

開湼槃道，時諸梵天王，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世雄兩足尊，唯願演說法，以大慈悲力，度苦惱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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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天不超世界仍在國土中，五百萬億國約光之直線照，不言旁面，若連

旁照則無量。 

     先說東方五百萬億個三千梵天王，然實東方不止此數。卽共相詣，相詣

並非互相來往，因相尋求，决了此事，而集中討論如何。時彼衆中有一大梵

天王名救一切，救一切是其名，未必有作用。又梵天王皆有大慈大悲大喜大

捨四無量心，由修十二門禪而生梵天。此梵王或是智慧較大者，故能猜測二

事，為大德天生，為佛出世間。此二事未能决其一。 

     衣裓是盛花之具。到道塲見諸天龍王等，指好城國本土之人。 

     梵王在空中禮佛，不一定到地，或到佛足，只是禮者之意思。其所散花

如須彌山，言其多極。 

     從無量萬億國來，約最遠者，近則從鄰國來，不作此言，深禪定樂，卽

梵天色界禪定之樂。 

     此處雖敘東方，實餘九方諸天皆次第來。 

其餘九方諸梵天王，亦復如是。 

     此中只述東方，省去九方。什譯只省去三四方，今九方皆省略，以多說

幾方，亦不過如是，反嫌重贅故。故只述一方，可以例餘。 

爾時大通智勝如來，受十方諸梵天王及十六王子請，卽時三轉四

諦十二行法輪，若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轉，

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 

     佛說一切法，皆因緣性，絕無天然性。諸因緣法中，或與佛教有關係，

或無關係。外道不知因緣，執自然而成邪見，或有雖說因緣而錯執因緣，以

邪因為正因，此亦邪見。執自然者之邪見更深，無可移易。彼說因緣而錯執

者，雖錯尚可轉移。唯佛徒若有錯執，因彼自然說之混亂，故成為邪執。失

因緣總相。今法華經說一乘正因緣，乃遠在大通智勝佛。 

     十六王子所請是最高一乘佛道。十方梵王所請，未分別請何等法，但總

言請度脫衆生苦惱。佛觀衆生機，尚屬鈍根，未堪聞佛道，故隱實施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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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聲聞法，次說緣覺法，此機甚多，分四會說。大通智勝佛說聲聞法不起於

座，不同釋尊要走往鹿宛為五比丘說。 

     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以示勸證三次說四諦法，佛為能轉，法為所轉。

諦者真理。轉與輪是譬喻。推動義，如車之推動，用各種力為能推不定。四

諦法如車，車若無人推動，則無作用。而四諦之輪不易推動，唯佛有大力方

能轉之。初示轉四諦，其苦諦義是壓廹性，五陰是無常，為能壓廹，苦是所

壓廹，樂亦是壓廹故苦。三界所有衆生都在壓廹之下，能知樂是苦，則不貪

著，卽是智慧出苦法。既知苦，又要知其來源，則說集諦。集是招感性，有

招感苦惱之可能性故。壓廹非天然，由招感得來。由先身所作為，口所說，

意所思，集合而感壓廹性，卽苦果。樂亦是苦。此乃小乘之言論，超人天教，

人天乘不以樂為壓廹性。既有招感之集因，决不能避免逼廹之苦果。若非佛

說，及有佛教在世，與菩薩阿羅漢說法教化，則人間决不知世間所有皆苦，

皆集。更不知此苦可以滅，集可以斷。佛說滅諦是解脫性，寂滅性，可證性。

永滅招感，則苦集不再翻身。已滅則安樂，此樂不同人天之樂。人天樂有束

縛，滅諦無束縛，有束縛皆因好欲，此束縛可以滅。但斷集證滅不是易事，

必要修道。道諦是可修性，要努力工作，方能斷集證滅。道是因，滅是果。

以集有無邊，修道之法亦多，方能斷集滅苦。道類畧有三十七品。謂四念處，

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以上示轉四行。次勸轉

四行。作如是說，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此

是道，汝應修。並上成八行。三證轉亦四行。作如是說，此是苦我已知，不

復更知。此是集我已斷，不復更斷。此是滅我已證，不復更證。此是道我已

修，不復更修。引自證明，並上成十二行法輪。 

     若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轉。此言四諦法尊貴，無人能

知，更無人能說。所有佛法必要佛說，佛徒方知，機甚復雜。佛以一口衆音

說法，同時令各各了解。沙門同沙彌，勤息義。又解說義。出家者皆名沙門，

外道出家亦名沙門。天魔梵指六欲天，魔王天，十八梵天，及餘世間人皆不

能轉。必待佛說之後，弟子親聞佛說，然後轉述則可。此番話皆是釋迦佛追

述往事。 

及廣說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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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憂悲苦惱，若無明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因卽緣，四緣中屬次第緣，不能躐等。十二因緣全是一流轉糊塗心。分

別為十二階級，不出苦字。最末名為老死憂悲苦惱，六道衆生皆不能出乎此。

憂悲苦惱有内外之別，内則身心，外則環境。言廣說者今文不能廣，佛之言

詞則廣。此十二因緣畧言卽苦集二諦。欲明白人生之徹底，先要知其起源。

利根者知其源，卽能截斷其源。彿說四諦十二因緣，乃同時說，以無量音聲，

無量言詞，三轉十二行法輪。同時廣說十二因緣。非先後說。無明，卽糊塗，

不明了境，以境為有。有大乘小乘之別。大乘所說所斷之無明，謂一切境本

無，由忽然於無境中糊塗起有境。此是根本無明。小乘人於無明中見有，執

此有。此是枝末無明。掌中論云，於繩作蛇解。見有繩是根本無明，認以為

蛇是枝末無明。由有迷心迷境，遂生行動。如見蛇欲打，此卽由無明為緣而

生行動，最初作業相。由有行動業為緣，生起分別識心。由有分別識心為緣，

生起最初細色形質，卽名色，胎卵濕化不定。由有細色形質為緣，生起六根

初相。由有六根初相為緣，生起妄見六種微細感觸。由有六種微細感觸為緣，

生起六種微細受。由有六種微細受為緣，生起六種微細愛心。愛塵境之心。 

由有六種微細愛心為緣，生起六種執取心。由有六種堅固執取心為緣，生起

內外根塵完成為實有。身心世界。由有實有為緣，生起完全之身生存。由有

生存為緣，生起老死憂悲等苦，若斷無明，則一切皆斷。斷之不難，對境不

起分別，則一斷百斷，證湼槃。不必修三十七品才滅。大乘人觀無十二因緣。

無無明滅，乃至無老死滅。大小乘區別瞭若指掌。 

佛於天人大衆之中說是法時，六百萬億那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

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恒河沙那由他等衆生，亦以不受一

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從是以後，諸聲聞衆，無量無邊，

不可稱數。 

     不受一切法，卽是斷無明，厭生老病死，無一可取，故不受。聲聞斷集

心得解脫，辟支佛斷無明心得解脫，由聞法斷集，皆自然而得深妙禪定，卽

證二種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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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諸根通利，智慧明了，

已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淨修梵行，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俱

白佛言，世尊，是諸無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緣覺，皆己成就，世尊

亦當為我等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我等聞已，皆共修學，世

尊，我等志願如來知見，深心所念，佛自證知。 

     十六王子初先請法，佛為初機已說聲聞緣覺法，然不合十六王子受用，

今出家為沙彌是第二次請，此沙彌不同中國分別，小乘為七衆中之沙彌。七

衆以戒條為標準，小乘律以足二十歲出家為比丘，未滿二十歲為沙彌。今此

不究其年歲，言沙彌卽沙門也。今出家將俗務一筆鈎銷，而有出家之積極，

負担佛道，其資格在乎諸根通利，智慧明了。諸根者一乘之諸根，一乘之智

慧，此智慧不同般若，乃一乘之果上智。此卽實教中隱實之方便事。十六沙

彌本是佛所示現，隱果現因，為菩薩沙彌相。淨修梵行者，淨修卽是梵行。

為引導人利益他故動作，皆如來秘密神通之力。 

     世尊先已說二乘法，無量千萬億聲聞緣覺皆已成就，然皆非十六沙彌所

願，我等二字，指十六沙彌，一向志願佛菩提，請佛今為我說之，我等十六

兄弟聞已，皆共修學，皆共二字又指所修學之法門無量，我等一一皆修學。

一乘之階級果報無量無邊，故每見一佛，必請一佛說法，次次皆有進步。 

     我等非樂聲聞緣覺，唯志願求如來知見，無上菩提。我等深心所念，修

行至何階級，佛自證知。佛既知，應為我等說。此中如來知見，非權乘佛果。

卽一乘智慧無量。 

爾時轉輪聖王，所將人衆，見十六王子出家，亦求出家，王卽聽

許，爾時彼佛受沙彌請，先說摩訶衍過二萬劫已。 

     釋尊示現成佛後，返王宮謁見父淨飯王。大通智勝成佛，其父轉輪聖王

往道場見佛，親近供養恭敬，頭面禮佛足。以時代不同故，此時人民有福，

佛法尊重。轉輪聖王卽十六沙彌祖父，鐵輪王則王一天下，若是金輪王則王

四天下，有千王子，出家要請準方可，非隨便出家，若不出家有負擔俗務責

任。出家則出俗塵，以俗塵與道有障礙，除大菩薩則無防。出俗塵尚不易，

還要出三界家，三界卽六塵，既出三界家，還要出三乘家。卽廢權入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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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乘是歸家，因其見十六王子出家亦隨出家，其志願同十六沙彌。前四番

說小乘教之後，本應卽續說權教大乘。然此時十六王子又請說一乘，及求出

家。但其時權機將熟，佛為成就權機，仍未能如十六王子所請而說，乃先於

二萬劫中廣說六波羅蜜法。六度以般若為主，六度是總相，其中法門甚廣博。

本來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則同時令十六王子聞一乘亦可。然

佛志在普遍。故必待後來機熟，普為大衆說。 

     先說摩訶衍，此五字新增。卽大乘權教，補此五字方順經義。 

乃於四衆之中，以一乘妙音隨一乘機宜無量差別，說是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是法華經不同釋迦今所說，乃名同義不同。以前所說妙法蓮華經，是說

一乘因果。今釋迦乃為一乘因果而說此經，是顯實經。言大乘經有一乘大乘

及三乘大乘之別，三乘大乘是對二種小乘而言。一乘大乘是超三乘權教而言，

是經談一乘因果之法極妙，猶如蓮花。蓮花之等級甚多，有人間天上三乘一

乘不同，蓮花乃最上等之花，故引之為譬喻。定慧力莊嚴，果莊嚴如蓮華，

是一乘淨土中之寶華。此一乘法無用文字記載，佛滅後人根鈍方用文字。或

於其像法時，一乘法亦有用文字，但已不能傅載真義，在文字中尋不出真理，

如畫像雖似，亦萬不能代表其人。如釋尊滅後大小乘教，皆已不能傳其真相。

故今之法華經開權顯實之義，佛滅後二千餘年中，竟無人了解。此一乘妙法

蓮華經，是教菩薩成佛之法門，是佛所護念。故二萬劫内秘密不說。以前隨

宜說法，意皆在此。聽法者有舊一乘菩薩，亦有新加入不會聽法華經者，佛

皆注意之。唯於舊者在意重，新者在意輕。佛只說八千劫不再說，以聽者之

程度至此已止。彼阿羅漢無基礎者，雖聞八千劫亦不了解。佛亦不再為說。

然佛並未為其說，如為其說令其不明者，佛亦失於觀機過。 

說是經已，十六沙彌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皆共受持諷誦通

利，聲聞衆中，亦有信解，其餘衆生千萬億種，皆生疑惑，佛說

是經，於八千劫未曾休廢，說此經已，卽入靜室，住於禪定八萬

四千劫。 

    十六菩薩有陀羅尼，普聞佛為一切所說，一句不忘。於佛說八千劫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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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悉信受。信受亦為自亦為他，十六沙彌所為，皆為引導他人。彼能受持，

餘諸菩薩亦有能受持。聲聞緣覺衆中已證小果者，聽此法華，亦有少數信解，

唯多不信不解，佛亦為他說。此不同釋迦開權顯實之嚴格開權。大通佛唯志

在說實，彼不信解者亦不勉強。留待十六沙彌教化令解。其餘衆生聲聞緣覺

人天等百千億種，皆生疑惑，不能信解大通智勝佛所說。佛說已卽入靜室住

於禪定，此是佛功德果上定。以上說遠緣，下說近緣。 

是時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寂然禪定，各升法座，亦於八萬四

千劫，以一切妙音為四部衆，隨機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

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示教利喜，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隄心。 

     十六菩薩沙彌，廣解釋大通智勝佛所說之法華經，令開解悟入佛之知見。

每人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此等衆生與十六沙彌有緣故，從十

六沙彌聽，能生信解，以沙彌爲師。釋尊是十六沙彌之一，吾人往昔之一乘

因緣，卽由此而來。 

     示教利喜者，示一乘教，令得一乘利益歡喜，始初發菩提心。 

大通智勝佛過八萬四千劫已，從三昧起，往詣法座安詳而坐，普

告大衆，是十六菩蕯沙彌甚為希有，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已曾

供養無量千萬億無數諸佛，於諸佛所，常修梵行，受持佛智，開

示衆生，令入其中，汝等皆當數數親近而供養之，所以者何，若

聲聞辟支佛及諸菩蕯，能信是十六菩蕯所說經法，受持不毀者，

是人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之慧。 

     大通智勝佛囑咐大衆，並讚歎十六沙彌以起人信心，令數數親近，當得

如來之慧。 

     此是吾人之一乘因緣。從一乘法化生爲因，以有願力親近十六沙彌為緣。

有因緣故，當得如來之慧。分別言之，有三種因緣。（一）沙彌以願力攝受

我等。（二）我等受大通智勝佛囑咐親近沙彌。（三）從法力化生。以後從

法化生親近四萬億佛，得佛法分。喻行三百由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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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諸比丘，是十六菩蕯常樂說是妙法蓮華經，一一菩薩所化六

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

悉皆信解，以此因緣，得值四萬億諸佛世尊，於今猶不盡。 

     我等受大通智勝佛囑，已發心親近十六沙彌，但以後雖退心忘記。而佛

不忘，故今爲我等說此因緣。 

     十六沙彌常樂說是妙法華經，未曾停止，經八萬四千劫之久。對每一人

所說不同，各各聽者信受不同。如大通智勝佛說時聽衆之復雜。十六沙彌爲

最上機，下級機聲聞亦有信解。八千劫中對機而說，非一律。更不同釋迦佛

開權顯實普被衆機。大通智勝佛不獨說權教是一音說法，隨類各得解，然說

一乘亦如是。所逗機各不同。由是言之，則十六沙彌所講甚易。沙彌本身程

度高，所聞必不同聲聞之人。如此則不知其如何講矣。然須知十六沙彌亦能

如佛逗機而說，今隨類各解而不混亂。其所講乃爲未信解者說，非爲已信解

者。又彼聲聞既無機聞一乘，大通智勝佛何以亦爲彼說，蓋比時權機已滿，

必須說一乘。彼聲聞衆非增上慢者，雖有疑而無謗。故亦任其在會，而不遣

去。若有謗者，必如五千退席先遣去方為說。而彼聲聞雖不能聽，幸有十六

沙彌為其後盾。繼續教化之。一一菩薩所化衆生甚多。化未信者令信，化小

乘入一乘。又有先未聽佛說，後來聽沙彌說而受化。所化之衆生，每人世世

所生，與菩薩俱。此世世不以六道衆生之世數計，乃一乘菩薩之一世一世。

以多久為一世則不可知。世世，約時代言。所生，約地方說。世世所生與菩

薩同時同處，是一乘眷屬。世世必增加一乘智慧，皆從法化生之力，以一乘

法為本業故。或曰，既世世親近佛，應聞佛法，何必聞沙彌說耶。雖未聞佛

說，而以沙彌為其親教師，卽阿闍黎。皆聽沙彌指導。又十六沙彌未必世世

止十六數，現恒河沙數身不等。如觀音菩薩等。 

     以此因緣，得值四萬億佛。因緣階級甚多，總言先為因後為緣，總名一

乘因緣。由止因緣，得值四萬億諸佛。此因緣於今不是終止。故今復值我教

汝等。往後復令汝等見無量佛。照此說既有因緣力支持，則不應有退心疲倦。

須知因緣雖令其成佛，而彼自嫌佛道長遠，不願前進故退。今次説此法華經

卽是續其前緣。卽以因緣為保障，使往後信心更鞏固。我等若能於此信解，

則如復得寶藏鑰匙，若不信解，便如不肯取回鑰匙者。此因緣往後仍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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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佛雖謂為盡，然成佛後又為他人之師，為他作一乘因緣，則仍是繼續不

盡。因緣由造作得來，非天然有。又我等往昔親近沙彌及四萬億佛之時，亦

有教人。卽是有新菩薩加入，故因緣於未來，亦永無窮盡。佛教有廣泛因緣，

總屬十二法界。   

諸比丘，我今語汝，彼佛十六沙彌菩薩，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於八方國土現在說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

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閦，在歡喜國，二名須彌頂，東南

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

名常滅，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二佛，一名阿

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栴檀香

神通，二名須彌相，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王，東

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釋尊實非今次初成佛。先已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又云，「我

以佛眼觀」。又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可知釋尊早已成佛在前。

言有無量聲聞眷屬者，仍存聲聞之舊名，眷屬應皆是一乘菩薩。又佛所教化

衆生甚多，或以實法教化，或以權法教化，皆名眷屬。 

     此中各方佛名，以順方數而列。不以長幼次第計。阿閦，譯無動。歡喜

國，卽淨土。在維摩經名妙喜世界。妙喜約世界莊嚴而言。歡喜約人心言。

維摩長者卽由該世界而來者。 

     師子音，約聲音立名。師子相，約威立名，師子之威最猛故。帝相，如

帝釋之相。梵相，如梵王之相。皆以天立名。阿彌陀，各經皆無譯義，唯據

小本偽經釋義為無量壽無量光。吾人不能依說。若照阿彌陀經說，其國衆生

亦壽命無量，則全世界皆是阿彌陀佛矣，遂成混亂。不知誰是阿彌陀佛。彼

經乃釋義非譯義故。又大本偽經說，先為轉輪王，於世自在王佛所出家為法

藏比丘。欲求莊嚴世界，世自在王現諸世界令彼選擇。法藏比丘卽採集各世

界之莊嚴，立名極樂世界，發四十八願求成佛道。則必待四十八願，每願皆

圓滿，方能成佛。其中一願云，若有衆生，稱我名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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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正覺。願是因中行道之事，在其末成佛之時，當然無人稱其名，若待其

成佛然後念之，則彼既已成佛，而念彼名號者，倘不能生其國，則彼又如何

不取正覺耶。 

     所述八方之次第是旋轉相，如太陽之轉，順序而說。說東南西北等諸方，

皆以中央為本位而論。否則東不定東，西不定西，唯以自所依處，假名之四

方東南西北耳。今卽以娑婆國土為中央，而言東南西北方向。然實方方皆有

無數佛，今為說十六沙彌成佛，須指明其成佛方所，將以作模範定義。 

諸比丘，我等為沙彌時，各各教化無量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衆生，

從我聞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常教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因懈怠忘卻，我以方便引導令離貪著，此諸衆生，於今有住

聲聞地者，是諸人等，應以是法漸入佛道，所以者何，如來智慧，

難信難解，爾時所化無量恒河沙等衆生者，汝等諸比丘，及我滅

度後，未來世中三乘弟子等是。 

     從我聞法者，是為菩提道，卽發菩提心。我則常以菩提道教化之。卽前

文云，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皆悉信受。所說之法華時時不同，令

他日日有進步故。我既常教化汝等，今次為汝等開權顯實，亦是教化無上菩

提。汝等應堅固信受為是。所不幸者，因汝等中途懈怠，不肯行菩薩之道，

因循過日，忘其志願，遂墮落而貪著五欲。我又以三乘方便引誘，解除其五

欲束縛，故有今之權教。此引誘亦非今次。所謂「從久遠劫來，讚示湼槃法，

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說」。此退墮人中，有多種差別。菩薩較易開化，還

有住聲聞地者，未有佛道。對此等人，本應以一乘法令其漸入佛道。蓋一乘

如來智慧甚深，難信難解難行。一時繼續不起，逼不獲已，乃施方便教。以

衆生諸根鈍，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不隱實施權，勉強而行之。 

     大通智勝佛時，我所教化有無量恒河沙等衆生者，就是汝等比丘是。還

有不在此處，或在惡道中。至我滅度後，彼轉為人而作三乘弟子。實則佛滅

後亦罕有正式三乘弟子。今權且以恭敬佛者，自認為佛徒作標準，推知彼是

釋尊往日所化之一乘弟子，因退心而墮落之人。我等今自認是一乘菩薩，亦

將此語作保障而確定。還有常被輕慢所言。汝等昔行，是菩薩道。可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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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覺一乘菩薩所行，自於所

得功德生滅度想，當入湼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

生滅度之想，入於湼槃，而於彼土，得聞是經，求佛智慧，唯以

佛乘而得滅度，更無餘乘，除諸如來方便說法。 

     一乘因緣至於將來永不盡，佛滅度後，復有三乘弟子不聞是經。法華經

是佛弟子之歸宿，若不聞是經，則不知自己是一乘菩薩。不知不覺一乘菩薩

所行。遂自於所得三明六通等功德，以為所作已辦，當入湼槃。欲入湼槃則

於虛空中現十八變神通，以三昧火焚身，灰身泯智。此種多是聲聞緣覺。在

權教說及小乘人作如是想，以為得湼槃，今言實非真滅。一日不成佛，總不

名滅。以不知自證為權，妄認是實湼槃。 

     我於其他國土示現成佛，更有異名，不同今名。彼生滅度想之人，此時

見我較易。因已證小乘果，無三界束縛。隨時可以見佛聞法。若現有聞法華

經信解者，則不待至餘國方知。聞是經早已知是一乘菩薩，其功德已過於證

小乘果多多。不必往他土，卽於娑婆世界隨時可見佛。若不知此，為小乘欲

所障，雖於餘國見佛，亦未必卽時得聞一乘及此法華經。三乘皆虛假。唯一

一乘之湼槃，菩提，修因，三種皆真實成佛。功德寂滅卽湼槃，不必入湼槃。

所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便是此因緣長久

不盡，故將來弟子亦受支配。唯以佛乘而得滅度。三乘人皆不得滅度。如頌

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諸比丘，若如來自知湼槃時到，衆又清淨，信解堅固，了達空法，

深入禪定，便集諸菩薩及聲聞衆，為說是經，世間無有二乘而得

滅度，唯一佛乘得滅度耳，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

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湼槃，是人若聞，則

便信受。 

     此述開權顯實時至，如來自知湼槃時到，應示現湼槃。世間緣盡，所度

之機已滿。如來若久住世亦無益，乃示入湼槃。知衆又清淨，無障碍，一信

永信，一解永解，為堅固。又知彼了達諸法皆空。小乘大乘各了空法，卽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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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法。不於一切法起分別，不住人天。行住坐卧，皆入禪定。其時亦有人天

在會，人天雖不能如三乘人之程度。佛亦普為其說。免彼徘徊歧路中。是經

卽說盡十方世界皆無其他乘而得滅度，此開權。唯一佛乘得滅度耳，此顯實。 

     佛之智慧知衆生卽一乘菩薩，有種種性，無量無邊之習性，佛皆能入了

了而知，此是權智。以實智則入一乘性。知衆生志樂三乘小法，又深著五欲，

為此等人故，方便假施設三種湼槃，是人聞之卽信受。如設三車，必喜取之。

五欲是集諦，能招苦，畏苦者修道，便取證湼槃。隨每一人之程度好欲，我

皆將就而教之，施權法，而施權無不為實。 

     說因緣至此已竟，由大通智勝佛說起，親近十六沙彌，起一乘信仰，復

隨沙彌奉事四萬億佛。後來退墮，我以方便引導汝。汝等至今猶有此習，不

受一乘，我亦隨汝等習性，先教以方便法。此段乃喻之正意。以下用譬喻說

因緣。 

我今復以譬喻以明此義，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

畏之處，若有多衆，欲過此道，至珍寶處。 

     五百是數，由旬用以計路程，八十里為一由旬，五百由旬卽四萬里，險

難，言此路難行，有高山峻嶺崎嶇不平。此路平時無人行，非採寶者不敢行。

長遠崎嶇荒涼，故時行時懼。有衆多人，欲過此險路，能過此則至珍寶處，

寶處則有人，亦受用不盡。往取寶者，必須經由此道。 

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此難，

所將人衆，已過三百由旬，中路欲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而

復怖畏，前路猶遠，不能復進，今欲退還。 

     其中有一人為引導之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何處可行不可行。不幸已

過三百由旬，衆人意欲退還，以疲懈不堪為理由，亦理所當然。五百由旬險

難惡道，喻佛道長遠難行，從初發菩提心起，至坐菩提樹下降魔成道。中間

習行甚久，如五百由旬。上供諸佛，下度衆生，内自修為行道。本應行一乘

道如駕白牛車，無何險難。而言此險難惡道者，喻一乘菩薩應了知苦惱。由

一乘菩薩發心起，修一日行，消一日痛苦，至成佛為痛苦永盡。聲聞緣覺只

斷三界之粗相苦。一乘菩薩之苦未除，苦斷盡則成佛。言苦惱為險道。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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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道難信難解難行，稍一不慎，則危險萬分。所謂無智者錯亂是。一乘菩薩

之難，與六道之難不同，六道之難粗，一乘之難細。若論一乘菩薩駕以白牛

之車遊於四方，何有苦惱。實乃指道路長遠為苦惱，非以苦惱為苦惱。並非

五百由旬皆險惡。菩薩一路行道一路享受，漸入佳境，一帆風順，隨處有寶。

珍寶處，喻一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導師，喻沙彌。第十六沙彌引導我等，

以聰慧明達，故能為我等說八萬四千劫法華經。沙彌為菩薩。隨行者亦是菩

薩。有導師引導則易到寶所焉。將導衆人過此難，卽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可

惜已過三百由旬，卽發生問題，懶惰心生，便欲退還。喻親近四萬億諸佛後，

退菩提願。不前進，則墮落。 

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

作是念已，以方便力，於險道中，化作一城，告衆人言，汝等勿

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

得安隱，若欲前至寶所，亦可得去。 

     此是導師怪其中途退節，殊為可憐，既行三百由旬，距寶所不遠，還要

退回，太可惜。作是念已，以方便力化作大城安慰之。此喻我等退菩提心，

沙彌覺得可憐，然彼决心必要退菩提心，亦無法逼其再進。乃化作一城。卽

三乘，施設三種湼槃。可以暫取滅度，暫停生老病死，而非永斷。入城，喻

取湼槃。小乘寂滅是無常苦空無我。大乘寂滅則諸法本來寂滅。快得安隱，

喻三明六通諸功德力。休息以後，亦可以再發菩提心，續行一乘之道。在往

時施權，意亦為實，但施權之時，决不說明是權。若說明是權，彼必不取。

如不說明此城是化，若言城是化的，誰肯入內耶。 

是時疲極之衆，卽入化城，心大歡喜，歎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

惡道，快得安隱，於是衆人既入化城，不久生已度想，生安隱想，

不欲前進寶所。 

     今得入城，卽可避免途中痛苦，暢快得大安樂。三乘人得三乘果，以為

永無生老病死逼惱。故入城不久，卽生已滅度想，安隱想。小乘人實不知前

進寶所，不知發菩提心，不知有寶所可進，亦無不欲前進寶所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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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導師，知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倦，卽滅化城，語衆人

言，汝等去來，寶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 

     毀化城是開權。彼三乘人雖自以為出三界，實不得永滅度，必至寶所方

永安樂。汝等已行三百由旬，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卽顯實。佛為顯

實故開權，如為令衆人至寶所，故毀化城，若不開權，彼决不肯發菩提心，

如不毀化城，彼雖知寶處在近，亦决不肯前往。譬喻至此竟。以下舉法合喻。 

諸比丘，如來亦復如是，昔為汝等作大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

險難長遠，應去應度，若衆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

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

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三湼槃，若衆生住於

三地，如來爾時卽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昔所住地，近於佛

慧，當觀察籌量，今日所得湼槃，非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

隱一佛乘，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為止息故，化作大城，既知息已，

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我化作耳。 

     此總合因緣正說。往時做沙彌之時，為汝等作一乘導師，我知諸生死，

唯一乘能了。並知險難，佛道長遠。卽五百由旬。應去應度者，卽善知險道

通塞之相，去卽除其煩惱，去為度，到亦為度，脫亦是度。若衆生但聞一佛

乘不聞三乘，則厭道久遠，不欲見佛。久受勤苦，修一乘菩薩行要勤，實非

苦。 

     佛以方便智力而於中途三百由旬之處，為暫時安樂，故說三湼槃。衆生

住於三地，三地卽三種湼槃。二種小乘證湼槃。菩薩未證湼槃，而了知諸法

是湼槃，但不取湼槃。至成權佛，為住湼槃。舊本二地以說三乘三種湼槃。

應云住於三地方合。 

     汝所住地，近於佛慧。所住地卽所到地。所到之地，不是化城。是化城

之地方。總在三百由旬地點。非言化城近佛慧，乃說汝等往昔所行已近於佛

慧。 

     中國台宗解釋，聲聞緣覺斷見思惑，以入化城為三百由旬，不久便斷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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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惑而到寶所。故云近佛慧。真冤哉枉也。不知化城不一定在三百由旬，隨

處可設，有疲倦不能行卽設之。又疲倦者，不一定要入化城。不能說不入化

城者，非行三百由旬。若依中國佛教解，則我等絕無分，以無明絲毫未斷故。

而且不能合沙彌說八萬四千劫，及親近四萬億佛之事實，彼等破壞一乘因緣，

斷佛種性。罪過。 

     汝等當詳細思想，汝所得湼槃非真實事。此是佛之决斷語。是教訓已證

三乘湼槃之人，應知非真湼槃。但是我之方便力誘惑汝等，汝等便以虛為實。 

     法合至此竟，以下再舉喻貼合，故說偈頌。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諸天神龍王，阿修羅衆等，常雨於天華，以供養彼佛，              

諸天擊天皼，並作衆伎樂，過十小劫已，乃得成彿道。 

     偈頌畧去頌佛壽及時代國土等。此品意在講一乘因緣，一乘師徒組織甚

長遠,以大通智勝佛為本。大通智勝菩薩，菩薩道已圓滿，乃坐道場至十小劫，

等待自然成佛道，佛有無量智慧，圓滿具足名為成佛。若隔一刹那未得不名

佛，但名菩薩。 

諸天及世人，心皆懷踴躍，彼佛十六子，皆與其眷屬，              

千萬億圍繞，俱行至佛所，頭面禮佛足，而請轉法輪，              

聖師子法雨，充我及一切，世尊甚難值，久遠時一現，              

為覺悟羣生，震動於一切。 

     天人渴望，久故歡喜，又成佛時，動地放光，十方諸天知佛成道，皆大

歡喜。十六王子表誠敬，不乘車輿，俱步行至佛所。頭面禮敬請法。聖師子

者，聖中師子，卽聖中聖。轉法輪如雨法雨，充潤我等枯槁衆生。 

     佛出世久遠時一現，約劫數計，空過不知多少劫才得遇一佛出現，我等

今得遇，大幸福之至。佛為覺悟衆生故出世。 

     中國人解釋佛義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者，卽自覺其真如佛性。

覺他者令他亦得是覺。自覺滿及覺他滿為覺行圓滿。以三覺圓名為佛。所谓

三覺者其實得二覺耳。今不作此解，覺他實無圓满之理，成佛後仍須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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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云覺他满者，應盡所有衆生皆成佛。而實不爾，故無覺他圓滿。 

     言覺悟羣生者，覺之種類甚多，隨機教化皆是覺他。佛為覺悟羣生故，

震動於十方各五百萬億世界，令知有佛出世，此卽覺悟羣生義。此讚佛威力

廣大，普及一切的意。以下是釋尊敘述往事。 

東方諸世界，五百萬億國，梵宮殿光曜，昔所未曾有，               

諸梵見此相，尋來至佛所，散華以供養，並奉上宮殿，              

請佛轉法輪，以偈而讚歎，三方及四維，上下亦復爾。 

     已說東方，尚有南西北三方，四維卽四隅。世界無窮盡，不止各五百萬

億。佛世界大小亦不定。 

無量慧世尊，受彼衆人請，為宣種種法，四諦十二缘，           

無明至老死，皆從因緣有，如是衆過患，汝等應當知，           

宣暢是法時，六百萬億姟，得盡諸苦際，皆成阿羅漢，          

第二三四時，千萬恒沙衆，於諸法不受，亦得阿羅漢，          

從是後聲聞，其數無有量，萬億劫算數，不能得其邊。 

     無量慧，卽無量德之佛，具足一切智，是諸佛實智，慧是總名。無量是

别數，此無量是四層无量之第一層。受衆梵天王請。為宣種種法。重出世法，

兼說世間種種障碍，令知遣除障碍。苦集諦是障碍法。種種法該四諦十二缘

六度。詮理者名爲法。又修行法，證果法，言論法，明理法。佛說之教理總

名爲法。又世界事事物物，依報正報皆是法。佛亦說及，總歸納爲佛教，是

方便教。所謂歸依法者，須分别大小權實種種法不同。 

     十二因緣，前爲後之緣，無明就是緣，無明爲行之緣，乃至生爲老死之

緣。緣以能生爲義。此是次第緣，亦名等無間緣。衆生一切非天然，皆從因

緣生，亦從因緣滅。若斷無明，則一切斷滅名湼槃。如是衆過患，汝等應知。

此述大通智勝佛說十二因缘法之結語。無明至老死，皆從生緣有。從次第生

起，皆從因緣生，此是佛教哲學，佛教人生觀。無明是糊塗心，作夢境之夢。

應知此世界等如夢之虚假，明白此夢虚妄卽是智慧，有解脱可能，證寂滅湼

槃，名辟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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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萬億姟，姟是黄帝制十大數之第五位，卽那由他數。此亦儱侗數，

言其人多之謂。盡諸苦際，卽斷諸苦。苦是世間一切衆生之享受，樂受亦是

苦。 

     阿羅漢，譯無生。不再有生死，又名不生，證湼槃名不生。又譯應供，

阿羅漢有福，可代人天作福，應受人天供養。又譯殺賊，斷煩惱得名。在法

華經說一乘阿羅漢，聽法華經者，皆應受人天供養。又名一乘聲聞，以佛道

聲，令一切聞。則不同此小乘阿羅漢義。阿羅漢中有兩種人。（一）是一乘

菩薩退墮為阿羅漢。（二）六道凡夫發心修道，證阿羅漢者。其往時曾見過

菩薩為阿羅漢教化，有小乘因緣在前，今乃成阿羅漢。前文云，「聲聞衆中，

亦有信解」。此種卽是一乘菩薩墮落為阿羅漢之人。一乘因果不易直接能聞

佛說。故多數聲聞不能聽大通智勝佛所說。 

     於諸法不受，諸法卽六塵，三界盡所有事事物物皆不受，六根不受六塵

所轉。根塵不相入。煩惱五欲無明已斷故，不受諸法累。吾等往昔卽在聲聞

數内，若不在第一會所化六百萬億姟，卽在第二三四時千萬恒沙衆之數矣。

得聲聞道者以後更有增加甚多，不可得盡其數量。 

     言我等是往昔阿羅漢，親近沙彌奉事四萬億佛，以後而墮落者，人不易

信。待他日見釋尊時，可將此問之，則可决疑。應知佛道不易成就，千年培

之而不足，一旦毀之而有餘。退墮不難，復本為難耳。 

時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彌，皆共請彼佛，演説大乘法，          

我等及營從，皆當成佛道，願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淨，          

佛知童子心，宿世之所行，隱於佛知見，不為説一乘，          

對諸菩薩衆，勤求佛道者，以無量因緣，種種諸譬喻，           

説六波羅蜜，及諸神通事，大通智勝佛，經過二萬劫。                   

     營從，宮中大臣類。慧眼，卽一切智，願佛示我佛之知見。又世尊知我

宿世所行一乘道。應為我等說。然因有權機在，佛乃暫時隱於佛知見，不為

十六子等說一乘。先對權機大乘菩薩衆，以十二部經說六波羅蜜，及說果上

諸神通三昧陀羅尼等。六度是總網，其法門甚廣，亦說三十七品。其中亦少

說四諦十二緣。故前頌云，「從是後得道，其數無有量」。菩薩衆中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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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菩薩墮落者，亦有從六道凡夫發心修六度行，非今次始修，從前已有因緣，

今復於二萬劫淘汰煩惱，故以後亦能聽一乘法華經。諸聲聞中聽法華經有少

數能信解，有多不信解者，後皆歸十六沙彌所教化方信解。 

然後開方便，唯一無餘乘，分別真實法，菩薩所行道，          

說是法華經，如恒河沙偈，彼佛說經已，靜室入禪定，          

一心一處坐，八萬四千刧。 

     此開方便是權句。說法華經有小階段，必經開權顯實，然後說法華經。

唯一是顯實句。無餘乘，卽開權。既開除權教，同時卽開除權人，此時非菩

薩亦要發心。 

     以實智演說實教，亦以一音演說逗無量機，令各得解。說於菩薩所行無

量法門，經八千劫，如恒河沙偈。以三十二字爲一偈。佛説經已卽在静室入

定，此不同因中定。是佛果上之無量禪定。時時處處皆定，不必作意入。一

心者，一向無散亂。八萬四千劫，非以彼本世界計劫數，是以他世界計，他

世界成住壞空已八萬四千次，佛入禪定超越一切，不覺時間之長短。 

是諸沙彌等，知佛禪未出，為無量億衆，未解一乘法 

墮於疑惑者，說佛無上慧，各各坐法座，說是大乘經 

於佛宴寂後，宣揚助法化，一一沙彌等，所度諸衆生 

有六百萬億，恆河沙等衆。   

     沙彌爲無量億衆未解一乘法，其程度參差不齊。菩薩中雖已信解，未能

盡解，或解多分，或解少分，聲聞多數不解。墮於疑惑不清楚，似是而非。

迷惑则完全不解。各各另敷法座，以尊重法故。助法化，法卽妙法蓮華經。

以法爲能化，未解者爲所化。助大通智勝佛，宣扬一乘法。化鈍變利，化不

解者解，化不信者信，化已信者令進步，化三乘入一乘。所度衆生，亦多有

新參加入一乘者。 

彼佛滅度後，是諸聞法者，在在諸佛土，常與師俱生，          

是十六沙彌，具足行佛道，今現在八方，各得成正覺，           

爾時聞法者，各在諸佛所，其有住聲聞，漸教以佛道，          

我在十六數，曾亦為汝說，因汝懈怠故，悉忘所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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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以方便，引汝趣佛慧，以是本因緣，今說法華經，          

令汝入佛道，慎勿懷驚懼。 

     是諸聞沙彌說法之人，於彼佛滅度後，在方方諸佛土，常與師俱生，一

乘師徒之緣永遠不盡。 

     聞法者在諸佛所，不一定在十六佛所。在各處皆有。彼諸弟子，或在正

法像法，十一法界皆有，或成佛亦有。但佛不在佛座下，示現作菩薩則有之。

今畧舉住聲聞，聲聞受教易於六道衆生。 

     佛道有階級，一级一級上進為漸，往時經過之階級亦不廢，只有前進。

師徒先各有願力，故終須漸教以佛道，不能放棄本願，今為一大事出世，本

此因緣。 

     我釋迦在十六數，曾為汝等說法華經，因汝懈怠故住化城，貪著小乘，

不知小乘虛假，乃悉忘本所行一乘之道。是故我今復以方便，先說小乘為引

汝趣向佛慧。以是本因緣，今說法華經。以從前最初我與汝等結一乘緣，今

日說此法華經，卽近於住日之法華經。以後所說，當不同最初大通智勝佛之

時所說。大通智勝佛先與結小乘緣，故初說之法華經淺，後於四萬億佛所，

進步己深。今說法華是續以前而說，令汝再繼續行佛道故。慎勿懷驚懼，不

必畏難，應發精進心，荷担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譬如險惡道，曠野聳峻峯，迴絶無人迹，而復多惡獸， 

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無數千萬衆，欲過此險道， 

其路甚曠遠，經五百由旬，時有一導師，強識有智慧， 

明了心決定，在險濟衆難，衆人皆疲倦，而白導師言， 

我等今頓乏，於此欲退還，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愍， 

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尋時思方便，當以神通力，                                      

化作大城郭，莊嚴諸舍宅，周匝有園林，渠流及浴池，             

重門高樓閣，男女皆充滿，既作是化已，慰衆言勿懼， 

汝等入此城，各可隨所樂，諸人既入城，心皆大歡喜， 

貪著不欲捨，皆生安隱想，自謂已得度，不願至寶所， 

導師知息已，毁去化城境，集衆而告言，汝等當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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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往寶所，此是化城耳，我見汝疲極，中路欲退還， 

故以神通力，權化作此城，汝今勤精進，當共至寶所。 

     導師，喻第十六沙彌，爲我等導師，實則十方諸佛皆爲衆生導師。一乘

菩薩皆行五百由旬。 

     强識，言好記憶，好思想。能記憶全路之難易通塞。又有聰明。此喻沙

彌能對衆各各細講八萬四千劫是强識。能分别一乘是有智慧力。明了心决定

者不錯誤，要做卽做，如沙彌明了一乘道，决定行一乘道。濟衆難者，謂領

導發菩提心者趣佛道。 

     化作大城郭，化是神通，通有種種，做出他人所不能做之事。大城郭，

喻湼槃。 

     莊嚴諸舍宅等，喻方便功德。 

我亦復如是，為一切導師，見諸求道者，中路而懈廢， 

不能度生死，煩惱諸險道，故以方便力，為息說湼槃， 

言汝等苦滅，所作皆已辦，既知到湼槃，皆得阿羅漢， 

爾乃集大衆，為說真實法，諸佛方便力，分別說三乘，                  

唯有一佛乘，方便故說三，今為汝說實，汝所得非滅， 

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汝證一切智，解脫等佛法， 

具足諸相好，乃是真實滅，諸佛大導師，為息說湼槃，                     

既知是息已，引入於佛慧。 

     我作沙彌時爲汝等一乘導師，一直至今，未放棄責任。諸求寶者已行三

百由旬，便懈怠廢棄菩薩道不行。不能度生死。六道生死粗，一乘生死細。

於中途若不能度一乘生死，再墮落則成六道生死。菩薩一日未成佛，皆名有

煩惱。未到寶所以前，總名險道。 

     佛以方便神通力，爲暫止息汝等生老病死，故施三乘湼槃。止息是治

標，一乘法治煩惱本，三乘法治煩惱標。治標不能斷本，將來有復發可能。

化城喻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