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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參法師之演講 

南洋檳城佛學院請遠參法師講演法華經旨要 

        夫法華經在佛經中稱爲經王。人亦多知其爲王。而最可痛惜者。獨

不知其何所以爲王。此爲古今共昧者也。今特揭出大綱。以貢獻各位。

作法供養該經所說之時代。在釋迦牟尼佛將入滅時說之。聽衆是佛平生

說法教化之信徒也。亦有新加入者。並他方諸天龍加入者。佛意在招集

一等信徒齊集一處。然後可將自己未出世以前之立意對他們說之。所說

之大主要。是將以前所說之法爲方便不實之種種法門（卽五乘因果法）屏

除凈盡。繼續另新建設一種眞眞實實之未能細示之佛因佛果。（卽一乘實

教）經文所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是也。今就語句易記憶起見。將此八

個字畧作四个字。曰『開權顯實』。是故法華經以開權顯實爲宗旨。更

有其他重要之義。關乎開顯範圍者亦不一。如長者許設三車在宅外入火

宅救子之難。出火宅後不與三車。但賜一大白牛寶車。此以譬作開權顯

實之重要文獻也。又如大富長者。失子尋子。得子教子。獎子付業與子。

亦是開權顯實重要領解喻也。復示有權教之利益。雖如徧世界雨水之多。

望實教之利益。不過如大海中一滴而已。亦是作開權顯實譬喻之重要也。

復說往昔信徒曾受實法。但忘却故。今說權如化城。今毁城示寶所。爲

開權顯實重要。復對聞經信徒。一一授與將來。各各於各方世界成佛。

預示名號。國土眷屬。佛壽差别之相。亦是開權顯實重要之說。又說佛

示入滅之後。凡有讀誦見聞最少經義歡喜者。皆亦授與成佛之相。亦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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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權顯實重要。復說高原鑿井。取水終不可得。濕處近水易得。以喩佛

道遠近。爲開權顯實重要。更有種種重要難以枚舉。故宜其名爲經王也。

復將『開權顯實』主要之義。畧畧說明。免有悞會。『開』字作三種解

釋。（一）『開設』義。（二）『開揭』義。（三）『開除』義。今經

開權。但取開除義。不用餘二義。若用第二開揭義。則屬於對先秘密。

後顯明之意。如經云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悟入

佛之知見。此非經宗旨也。不過但是經之一分小小之意義。故不用耳。

決定用第三『開除』義。（卽廢止除棄）方合經意。方能不與顯實抵觸。

若用第一『開設』義者。是施權非廢權。正與經旨相違。破壞法華經王。

開設與開除適得其反。古今治經諸師。無不病之。間曰，以何因緣故。

開除方便權教乎。答、以其法門本身性質處僞不實故。佛觀衆生於六道

中多墜四惡道。卽方便爲説離四惡之苦。說人天二善道之樂。此二道一

切因果本是無常不實之物。人皆共知。復有厭六道。欲速出世。卽示聲

聞四諦法。出世之因果。或示十二因緣法。辟支佛出世因果。或示修六

度諸行。爲成佛道。此三種出世名三乘人。望他六道是無常。自果是常

是實，若以一乘佛觀之皆無常不實也。但佛方便假設三乘法。令得暫時

免苦暫時得樂。豈有眞實果可證乎。經云『但以方便力引導諸衆生』。

又云『我雖說湼槃是亦非眞滅』。又云『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

無三』。有如是種種義故。須開除廢棄也。問曰必要開除不如當初不說。

何有智人作此無用之虛僞愚人法。答曰初日設施五乘方便教。元爲鈍根

衆生先得小利益。後爲説一乘令得大益。若不說虛僞小益。後來安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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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得大益乎。是故雖虛僞不實仍有小益。又能助實益故。故應說也。非

智人作愚人法。若初不說小益。乃愚人法。若但初說小益。後不說大益。

亦愚人法。佛具足一切智。知衆生深心所欲。故施投機之法。所謂『爲

實施權』也。亦是『施權爲實』也。問曰初何不直說一乘。令得大益。

而反區區爲說小法。答曰衆生根性有利鈍故。佛示初成道未起座時。曾

爲他方大士來至佛所。其數有無量之多。此等皆是一乘利根大菩薩。佛

卽爲說一乘法。然佛出世本意非爲此等利根故出世。特爲一切鈍根故出

世也。鈍根衆生先不堪聞一乘法。故隱而不說。但方便爲說三乘。若强

以一乘施之聞不能解。卽謗法墮落矣。智人不爲也。問曰佛初示成佛道。

於樹下坐未起座時。所說一乘實法。是否指華嚴大教。古哲判爲一乘實

教乎。答曰非也。華嚴經僞造之物。不足爲據。縱其說得廣大深妙。都

可了解。方便之教尙未許可。况一乘法耶。問曰然則所據何等經文。言

於樹下說一乘耶。答方便品偈云。『有佛子心淨、柔軟亦利根、無量諸

佛所、而行深妙道、爲此諸佛子、説是大乘經、我記如是人、來世成佛

道、以深心念佛、修持淨戒故、此等聞得佛、大喜充徧身、佛知彼心行、

故爲說大乘。』此是明證也。又涌出品云。「他方無量世界諸大菩薩。

因地涌菩薩各各召來的菩薩滿虛空中。有四位大導師。問訊釋迦云衆生

易度否。佛卽答云，衆生易度。何以故。此等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

卽皆信受入如來慧。亦於過去諸佛種諸善根。故易度。」此第二種明證

也。此兩種明文參閱正法華經。更爲鐵證。佛既說實法爲大利。應思惟

以何法度鈍根小智衆生。由是座座遶樹經行。於二十一日內。不復坐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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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示思尋。設法念云。『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衆生諸根鈍、著樂

痴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此六句成三義。經行中終而復始。

過三七日後。諸天共來請說。仍未得其法不敢輕易速說。再思及過去佛

出世。度生方軌。必以方便說三乘。欲仿過去佛儀軌。並得十方佛現勸

施權。卽往五比丘處。說五陰生滅法。令證小乘果。次後處處隨緣就機。

四十九年中說五乘敎。總爲方便教也。佛已觀察所化之衆根亦稍利。堪

聞法華。故集大衆於靈鷲山。先讚歎一乘因果實法。激發衆疑。然後因

疑致請。然後告佛出世之立意。本爲實非爲權所施設權時代仍念念爲實。

念念欲開權顯實。故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倘不信爲實施權。

無論如何不得自認爲佛子。亦不得自認爲什麼位置。或聖或賢。若能信

者。一律授記成佛。問曰上來開字除義已了解。並知人天聲緣佛爲方便

五乘已。唯未聞顯實二字之意義。如何爲顯。云何爲實。願爲詳細解釋。

答顯是顯了不隱之意。亦顯示之意。實者眞實。則實因實果也。實因者

實佛示實菩薩所修行之法門是也。此實因非同權敎之六度行一切道理。

權因易解易知。實因經中未細示出。不知如何名目。如何深妙。如經云，

『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所不能知』。又云『甚深微妙法。

難見難可了』。一乘菩薩於無量劫。親近諸佛。漸漸常聞常修方能究竟

知之。若知此法者名修行菩薩。權之不知有實不名菩薩。但假名菩薩。

實果者。經中但讚歎畧出名目共有六法。（一）『無礙』（二）『力』

（三）『無所畏』（四）『禪定』（五）『解脫』（六）『三味』。其

餘卽言『成就一切未曾有法』。綜佛自解法，有無量無邊之多。此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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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實德總名『智慧』，亦名『知見』亦名『一切種智』。異名甚多詳在

經文。復有於此無量法中。每一一法。復有無量無邊。如『無礙』有無

量無邊。『力』亦無量無邊。『無畏』亦無量無邊。等是也。經云『如

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

『解脱』。『三味』。深人無際』。又復於無量無礙中。每一一無礙復

具有微妙甚深之『相』，微妙甚深之『性』，之『體』，之『力』，之

『作』，之『因』，之『緣』，之『果』，之『報』，之『本』，之

『末』，之『究竟』「等等」。無數無量無邊之合集法。所共成之無礙

莊嚴。『力』至『三味』等亦如是說。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

（指無礙力無畏三昧等）。『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

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丶如是報、如是本末究

竟等。』復於相性體力作乃至究竟等無量法中。每一一法更有無量差別

之相非一相。無量性非一性。餘亦如是説。不可思議。經云『種種性相

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一事。』可知一乘實法。是不可細示。但言

有一乘無三乘。棄三乘存一乘。卽開權顯實。便是法華宗旨也。有如是

義故。稱爲經中之王。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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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要旨   遠參（此文乃譯成英文之稿） 

        佛教有權實說者其本出於妙法蓮華經。且廣分别之餘一切諸經雖是

佛說未說及權實两性分離也。其故爲何。蓋法華外皆屬權乘不說有實法

故。唯法華經分明辨别何爲權何爲實。分別既明不濫然後廢權存實。權

屬假設誘引性可暫不可久故須廢也。實乃眞確堅固不壞常住性可寶可貴

故要存也。凡爲佛信徒祇應信受實法希冀成佛。不得貪著權設假法以爲

究竟。故廢權法攝其權人趨向眞實佛道。况佛之懷元爲施自得之法與衆

生故出現世間。所謂要使彼開解我之無量無邊微妙甚深『無礙』。要指

示彼如我所得之無量甚深微妙『力』。必要彼契悟如我所證之無量希有

之『無畏』。須要彼證入如我所得全個無量廣大『三味等』法。既本願

如此爲實斷無如彼貪權。況復彼等信徒曾於過去之大通智勝佛所聞沙彌

卽釋迦前身說一乘大敎已開解實行。但於中輒有或進、或退、或升、或

沉，計其所得已達到五分之三如五百里之程已行過三百但迷而不知。是

故佛現於世。覺悟令悟恢復本行。無奈彼等信徒智力下劣未堪聞實。祇

可委曲就其所好種種差別不同，即爲說或人法、或天法、或聲聞法、或

緣覺法、或佛法。此五乘方便權設之法也。佛雖示入寂滅尙有經典住世

亦能覺悟衆生。此等亦曾度三百里。若能覺悟本昔志願成佛亦速矣。 

      法華要旨大概如是。 

      述於檳城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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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檳城佛學院請遠參法師評論密教眞相 

      此世界有佛教二千餘年者。乃釋迦牟尼佛所創建之佛教也。我們信徒

亦只信釋迦牟尼之一乘五乘教。或由釋迦佛提倡他方國土某佛說某教亦

可信受。此外不論何教不得認爲正教。此乃不可不批評眞言宗也。眞言

宗立教在釋迦佛立教時代之後。謂有大日如來 （卽毘廬遮那佛） 是法身佛。

常住不變。身量廣大無邊。無量相好莊嚴。頭戴五佛寶冠。身纏綃 

縠之天衣。常居秘密法界心殿自受法樂。並與微塵數自性眷屬說自證三

密法門。卽是極妙甚深性海究竟果分之法門。是曰眞言密敎。卽今之大

日經金剛頂經是也。又立他受用之報身。有八萬四千之相好。變化身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再有等流身。或爲菩薩形。或二乘形。或爲天龍八

部鬼畜等形。如此業用。三世常恆不斷。又云當知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悉

是大日如來之所現。以法身體徧故。諸佛菩薩一切行願無非依大日起。

評曰眞言之立名乃因大日眞法身佛所説之教真故言亦眞。名眞言宗。然

法身之義。依佛教說。則無形無相無語言文字。一切諸法凡有可形容者

皆非法身。故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又云「如來者諸法如義」。又云「以色見我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此如來法身之義也。密教徒欲破壞釋迦眞正之教故。妄立大日

如來是法身眞佛。釋迦及諸佛皆假佛。佛既假教豈不假乎。故有密教興

顯教滅之口號。顯教徒學識淺者。多被誘惑。妄入邪途。視釋迦爲幻物。

視法寶如涕唾。觀察此等狀態佛教危險萬分矣。若不及早覺悟。則終有

徧地妖魅喇嘛之一日。彼云大日乃取光明徧照之意義。評曰顯教法身但

是假立非謂有身也。亦非有光及名也。既無名亦無光。更有何爲大日如

來乎。但由其妄解謬說有身有光有名而己矣。既妄解有身。則必有言說。

意義思惟。衣冠眷屬。居住動止。行爲業用。等等繼續發現成立矣。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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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說不謬者。亦矛盾極矣。以其法身常恆不變。及廣大無量。以不變

變爲八萬四千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諸類雜形。豈非自違已語乎。

既屬無量之身量。又何須宮室。何有此廣大無量之宮室乎。又何處當更

有能容微塵數之眷屬乎。何能辦到如此廣大長闊之綃縠天衣乎。况天衣

决非綃縠所織成之衣。何有下劣佛法身披此綢縐之人衣乎。豈非矛盾耶。

夫語言者。但取能顯事理是非之作用。乃是假法。何處有眞言乎。眞與

不眞在乎所顯事理之是非虛實。豈在法佛化佛語言爲定例哉。凡戴冠乃

是取爲莊嚴。或禦寒之用。法身佛以有無量相好莊嚴。又何必假五佛之

冠乎。不寒不需可知。又言五佛寶冠者。未知是何意義。此寶冠人作天

作佛作或天然而然應有來由。一寶耶。多寶耶。勝寶耶。劣寳耶。不無

研究。五佛定是五數不增不減。或亦應有所表示其理由。既法身佛爲報

化主。爲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所依起。則最尊最勝已。不應頂戴五佛多佛

少佛於頭上。若作莊嚴亦不應取自他形像。若作尊敬不應敬自。若作敬

他他爲下劣卑鄙更不應也。又此五佛寶耶。圖畫耶各異料所成耶。抑化

現耶。或眞正實有佛身安坐耶。立耶臥耶。或更有語言說法乎。都無道

理也。復次佛身如是廣大無量。其頭亦應不小。其冠之量高大幾何。復

次所言大日佛既有衣冠。則其餘身內外所用品物不知知千種類亦應有之。

如何美麗嚴飾更不可思量。亦應說之。而不說者愚也。復次法身如是廣

大無量。亦無容宮室衣冠眷屬之餘地。復次此冠此衣常用耶。間時用耶。

別人皆不知密徒應知之。所言法身佛常居秘密法界心殿自受法樂者。評

曰既言常居此殿則不移動別處。可知佛法只有此一殿爲所居。亦並無餘

室可住。如不然何故言常居乎。或曰言常居者。但取數數輒來之意。非

無餘殿餘室可住也若然者應有多殿多室。移他殿時間有間斷即說法有斷

絕。或不說之過故。此殿稱秘密法界心名者。必取秘密及法界心之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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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其名也。並不言其材料質物爲何等。或曰卽秘密是殿。法界亦是殿。

心亦是殿。不必別取他爲材料方名爲殿。又殿者乃棲身之室。今法身以

秘密爲室。以法界爲室。以心爲室。並非另指此外更有室。但殿表其能

居身便足矣。所以不言材料也。若然者無殿也。若有殿此殿應更有安立

之地位。若無殿而言殿者妄設也。况秘密乃一種形容詞。不應作殿爲棲

身之所。法界乃是空洞之義。亦非棲身處。心乃無形妄慮無實不定。又

何能爲居身說法地。是故皆無意義之妄說也。所言『自受法樂。』若是

自受樂。不應言有眷属。若有眷屬。眷屬則不能受其樂。若眷屬同受樂

者。汝言自受法樂。則成妄語也。汝言並與微塵數自性眷屬說自證三密

法門。即是極妙甚深性海究竟果分之法門。是曰眞言密教即今之大日經

金剛頂經也。評曰法身佛。但許有佛。未許有法身菩薩。故自作自化爲

眷屬故名自性眷屬。不論多少均是自性自化。即成法身眷屬也。倘若不

化。則係單己法身佛。居於寂寞殿中獨受法樂。所言眷屬有無。由乎化

作與否。此外不得他種衆生加入爲眷屬可知矣。照汝所說。三種身括盡

十方三世一切凡聖無非法身大日如來之本身。縱然有他種衆生加入爲眷

屬者。亦應是大日自性眷屬。以不出大日所化所作故。密徒不待說也。

卽顯教徒。及一切外道。邪惡鬼神。畜生草木。無一不是大日之本體法

身。吾獨不知大日以何因緣。作此有益無益複雜之變化。然猶有一難解

問題。大日佛是常受樂的。唯有我們與及一切不平等之生類。獨受苦多

受樂少。又所受之樂。已大非是大日在心殿之法樂。寃哉寃哉。復次我

們雖受許多痛苦。仍是法身大日之變化身。變化身既有苦。即法身亦必

不能離苦境。亦應苦樂二種同受。約身則獨。約受則雙矣。應云大日如

來在秘密心殿。自受法樂。及自受痛苦。若言大日如來但自受樂不受苦。

以無苦境故。則我們是大日之等流化身。何因有苦乎。若言此等等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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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所受之苦。乃由後來自作罪惡之因。所感得之苦果故苦也。若爾者

大日如來乃最愚痴之物也。造衆生之苦源。一切諸苦皆其賜也。若此義

成。一切外道皆非外道。若外道仍是外道者。則汝密教必成外道。以同

彼說故。復次若衆生自作苦樂因果。則亦可自成佛道。釋迦亦是自成佛

道。何假大日所化作乎。豈非夢語哉。復次一切衆生。既皆是大日如來

變化。則無衆生可度。無用說三密。則不成密教。復次此微塵數之眷屬。

身量若干大耶。你能知否。復次但言微塵數。未言一世界多世界之微塵

數。能確指定否。既稱自性眷屬。不應有秘密。以彼此皆自己故，若言

但爲餘種衆生將來受法秘密。非自眷有秘也，若爾著。指何類衆生爲受

法人乎。汝言一切都是等流身，等流身亦自眷屬也。亦不應秘密。又汝

法有以咒爲秘密。有以一切明言亦是秘密。凡是大日所說。皆爲秘密眞

言。始終均秘密。受法及不受法者均不了知。但得眞傳三密。便得大日

加持。便可成佛。或一時成佛。或一生成。或卽身成。或多生成。不同

顯教。雖經無量劫修苦行終不能成。必要末後受持密法。觀月輪唵字眞

言方能成佛。然汝經中除一切咒外。所有顯言多是竊取顯教最粗最易了

解之言。未見有何秘密深奥義理。又多是一種顛倒義理。自相矛盾。處

處皆是。當知密部一切諸經皆僞造物。欲消滅佛教故作也。又於顯教一

切經中。妄安一切咒語謂釋迦及一切菩薩諸天亦有眞言咒。若釋迦亦有

咒者。何用大日所說眞言。豈非矛盾耶。復次若有眞言爲眞實教。何故

釋迦爲大日之化身不能說乎。如釋迦不能說但限於大日説。則大日亦可

直接爲衆生說。不必使眷屬菩薩轉轉傳說。若眷展能轉轉傳說。何故釋

迦是化佛不能代大日說。奇哉奇哉。是故當知。佛教中無密教。我們今

後不復認有毘盧遮那爲法身佛。亦無報身盧舍那佛。不認釋迦是千百億

化身佛。但認釋迦成佛由多劫自修眞實一乘因行所證得成佛。至今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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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若干世界微塵數劫。非今生修行成佛也。但示現今次成佛入滅。實

無此事。此乃依法華經說。密教之傳入中國。以及後代相承其法種種邪

說。畧述於照妖寶鏡。有志研究者。可檢一本閱之。便可了了也。密教

內部。因秘密故。割烈紛爭蜂起。故有東密左道右道。互相排斥。自是

非他。有西密（指西藏蒙古之佛教）之紅黄白派。互爭邪正。現有廣東

六榕寺派。能仁寺派。彼此各執眞傳。鳴呼。既各得眞法。更有何爭。

依我考察。彼等對於大日僞業。未見如何盛行。唯有釋迦偽業。紛紛爭

行之。如舉行金光明會。時輪金剛法會。大悲壇。楞嚴孔雀明王壇。蒙

山施食。焰口施食。水陸大齋等等皆非眞言而妄作真言耳。 

 

問答 

某客問曰曾閱法師之法華新義及照妖寶鏡並此演說詞似乎法師有心整理

佛教之亂離是否。 

答曰然。 

問曰如何整理。 

答曰大改格。 

問曰如何大改乎。 

答曰整箇大藏經及未入藏者並續藏均須揀選方可保存。 

問曰大藏經乃前代明眼人已揀擇完善始行保存今法師所見於中有何過失

須再揀擇乎。 

答曰全藏所保存雖經前代揀擇以未盡善故須再揀也然前代所揀亦非一次

便足如梁僧佑三藏集卷五載安公疑經錄。隋法經衆經目錄詳三藏妄偽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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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十五疑經妄僞錄。唐靜泰衆經目錄卷四疑惑及妄

僞錄。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十疑僞經錄，武周明佺衆經目錄卷十五僞經

目錄。唐智昇開元釋敎錄卷十八僞妄亂眞錄。唐圓照開元新定釋敎錄卷

二十八僞妄錄。此上九位明眼人前者爲後者所揀自唐至今歷千餘年未有

明眼人再揀是故大藏經須再揀也。 

問曰如何著手。 

答曰必須得有二十名同志同力學者方能開始揀選。 

問曰旣由二十名同揀則非法師獨斷乃屬公開性質。 

答曰此二十名乃有志有力再從予修學一年然後始行揀選亦屬公開亦是獨

斷。 

問曰一年之內所學何法乎。 

答曰半年專學正法半年專評十宗錯謬並及十宗一切釋經律論著作已後以

一年期揀選大藏以定佛教方針。 

問曰十宗有何錯謬乎。 

答曰除小乘宗外大乘宗大錯特錯。 

問曰新僧派改良佛教與法師同耶異耶。 

答曰新僧派乃改良教規制度非改良佛教予乃改良佛教非改良教規制度故

不同新僧新僧治標予治本本若不治雖能治標未爲佛教也。 

問曰法師但治本不治標乎。 

答曰非也標有新僧治不煩予也非予不治若無新僧治者予亦不棄矣予但慮

本不治不慮標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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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新僧亦標本俱治但急於治標而已非不治本也。 

答曰彼不知本爲何物從何而治乎。 

問彼提倡十宗便是治本足可代表宣揚佛法何得言其不知本爲何物耶。 

答曰大錯特錯十宗非佛教亦非佛法。 

問曰十宗既非佛教而法師數十年中亦曾提倡是否自相矛盾。 

答曰是此乃不得已而隨順教風而已矣。 

問曰他人亦有如法師者隨順教風非佛教方便作佛教應無過失。 

答曰必無此人何以故未夢見佛教爲何物故。 

問曰法師之言有欺人之心無過人之力世俗君子尙不爲况佛子乎。 

答曰欺人之心全無愛人之念溢於言表敬法之誠露乎唇齒何反責至此哉。 

答曰敬祝法師志願早旦實現俾有正法流布人間二千餘年已沒之正教翼有

復放光明之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