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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拈妙法：法華經精要（十六） 

十方三世皆法華 

授課教師：見額法師 

地點：佛陀教育基金會 

日期：10/14/2022  

 一、前言： 

1、到底什麼是法華經：法華究竟否？究盡否？ 

      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的法華會上，提及不少佛菩薩開演法華

經，這些聖者所說的法華經是一樣的嗎？我們今日所見的法華經

不用一天就誦完了，而大通智勝佛的法華經一講就是八千劫，兩

者的經文長度是否有差？ 又，威音王佛所說的法華經有二十千萬

億偈之多，而我們手上所持的法華經本僅七卷。究竟這些法華經

的內容是什麼？法華經的宗旨是什麼？試以天台宗的五重玄義

（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來讀懂法華經。 

 2、法華經名：在鳩摩羅什所譯版本中，出現的經名，包括：妙法蓮

華經、法華經、妙法華經、法花經、妙法蓮花佛所護念經。 

 二、時空的相對性──世間 

  1、時間是相對的，非固定不變。例：以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來看

時間。 

2、時間受吾人的六根限制，在吾人的認知中運作。例：昨天、今

天、明天；先、後；早、晚；快、慢。 

3、時間是主觀經驗，非完全客觀。例：一日三秋、度日如年。 

4、時間與空間分不開、互相影響，無一個單獨的時間，也無一個單

獨的空間。 

5、時間的對應關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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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與狗之間的年齡對應 

 2) 人界與天界的時間對應，如：四天王天一日為人間五十年，忉利

天一日為人間一百年。 

6、我們對世間一切的認知，是時間衍生出來的，時間是有限的、無

常的、相對的。如：三假（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 

7、量子力學的最新實驗，違反了「貝爾不等式」，可知我們的世界

是糾纏在一起的波函數，充滿不確定性（物理狀態不確定、測量

結果不確定），且一直變動。 

8、在宏觀的世界裡，一個人不可能同時處在甲乙二地，但是根據量

子力學，在微觀的世界裡，這是可能的──疊加態 (superposition 

state)。 

＊思惟題： 

愛因斯坦雖然不反對時間的存在，但他曾說，過、現、未三時的區

分只是持續的幻覺。1佛法也說，三世了不可得。想想，活在時空

中的「我」，是否被時空綑綁而無法自由？究竟是時空限制了我，

還是我選擇被時空限制？我「何時何地」才能從時空的制約中覺

悟？ 

三、時空交疊──法華經 

  1、三世2：過去、現在、未來 

 

1  Albert Einstein: “People like us who believe in physics know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s only a stubbornly 

persistent illusion.” 

2 《首楞嚴經》卷四：「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

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位

方有十，流數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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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華經存在於過去、現在和未來。 

     2) 永恆的法華經縱貫三世，未曾歇止，無始亦無終。 

  2、十方：四方、四維、上下 

    1) 文殊菩薩於海中龍宮宣說法華經。 

    2) 七寶塔從地踊出；過去多寶佛誓願擁護、讚歎法華經。 

  3) 無量菩薩從地踊出；法華經在娑婆世界之下。 

   從地踊出品十五：「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震裂，而於其

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踊出。…… 此諸菩薩，皆於

是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虛空中住；於諸經典，讀誦通利，3思惟

分別，正憶念。」 

  3、耆闍崛山上受釋迦牟尼佛授記的諸聲聞眾，將來成佛後，若對弟

子敘述自己過去在耆闍崛山法華會上受記的經驗，也如同演說法

華經的一部分。 

1) 過去佛授記今日佛，現在佛授記未來佛，未來佛授記未未來

佛，無有窮盡。 

     2) 今佛回溯昔日之授記，未來佛回溯昔日之授記，也無有窮盡。 

  4、時間既相對又互入，不可思議： 

     1)本土菩薩摩訶薩讚歎佛4，共五十小劫。 

 
3 由此可見這些菩薩必已曾學習法華經。 
4 狹義而言是讚歎釋迦牟尼佛和多寶佛，廣義而言是讚歎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 



 

 10/14/2022, p.4 

      從地踊出品十五：「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諸四眾亦皆

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諸大眾謂如半日。5」 

     ＊思惟題： 

      法華會上佛的比丘弟子們之壽命，就我們人的角度來看不過數

十年而已，至多百年，為何他們會默然五十小劫？ 

     2)《華嚴經》提及「長劫入短劫，短劫入長劫」的概念。如：卷

第三十九言，菩薩摩訶薩住法雲地時，「知諸佛所有入劫智，

所謂：一劫入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入一劫……過去未來劫入現

在劫、現在劫入過去未來劫、過去劫入未來劫、未來劫入過去

劫、長劫入短劫、短劫入長劫，如是等皆如實知。」 

四、序品一 

1、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二萬尊佛，皆同名「日月

燈明」。最後一尊日月燈明佛，演唱《無量義經》後，隨即入

無量義處三昧。出定後，又為妙光菩薩說妙法蓮華經，六十小

劫不起于座。會中聽眾，「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

如食頃。」如來說法畢，宣布於中夜入無餘涅槃。 

＊思惟題： 

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六十小劫，表示這部經從頭至尾須用六十小

劫才能說完嗎？還是六十小劫中，可能重覆演說法華經，無有間

斷？或者也包含佛入三昧的時間？ 

 

5 《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九：「五十小劫與半日者，此是時節不可思議。

如來所見不以二相。下方菩薩常面稱揚，如來默然常受其讚。解者即短而

長，謂五十小劫；惑者即長而短，謂如半日。斯為本迹而作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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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滅度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滿八十小劫，為人演

說。」 

3、日月燈明佛出家前所生八王子皆師從妙光菩薩 (今日的文殊師利

菩薩)，八王子中最後成佛者名曰「燃燈佛」。燃燈佛曾授記善

慧童子，來日成釋迦牟尼佛。又，妙光菩薩有八百弟子，其中

一位字號「求名」，就是今日的彌勒菩薩。 

4、佛佛道同：過去佛 (例如：日月燈明佛)現神力放光，令會中大

眾見其他佛土的一切事。釋迦牟尼佛也依循過去諸佛的腳步，

現神力放光，令耆闍崛山上的大眾見其他佛土的一切事。 

   5、法法相續：過去日月燈明佛、過去妙光菩薩、現在釋迦佛皆說

法華經，未來佛也如是說。 

五、化城喻品七 

    1、大通智勝佛未出家時，有十六王子，長子名智積。佛受十六王

子和諸梵天王之請，大轉法輪。接著，十六王子隨佛出家。 

2、大通智勝佛受十六沙彌祈請，「過二萬劫已，乃於四眾之中說

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佛說是經，

於八千劫未曾休廢。」 

3、佛說法華經之後，「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劫。6是時十六菩薩沙

彌……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分別7妙法華經。一一8

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等眾生，示教利喜，令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 

 
6 佛說法後之住禪定時間，是說法時間的十倍！又，佛入定，創造因緣予

十六沙彌機會覆講法華經，和大眾結法緣。 
7 分別：仔細分析詳解。廣說：略說、大概說、整體說。 
8 十六人中的每一位菩薩沙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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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釋迦牟尼佛告諸比丘：「是十六菩薩，常樂說是妙法蓮華經，

一一菩薩所化六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等眾生，世世所生與菩薩

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以此因緣，得值四百萬億諸佛世

尊，于今不盡。」 

   ＊思惟題： 

   十六菩薩所教化的眾生，世世隨其修行。我有發願世世常隨佛

學，或常隨某一位大善知識修行嗎？ 

   5、十六菩薩沙彌已經成佛，今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其中一位於

西方成為阿彌陀佛，一位於東北方娑婆國土成為釋迦牟尼佛。 

   ＊思惟題： 

十六菩薩常樂說法華經，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是否也繼續說法華

經？若是，阿彌陀佛所說的法華經是什麼？ 

   6、過去與現在互具互融： 

 1) 大通智勝佛所宣說的法華經內容，不包括我們現今所知的釋迦

牟尼佛及其菩薩、弟子眾等，其佛說法的處所也不是耆闍崛

山。然而，當時大通智勝佛也有可能授記第十六王子成為釋迦

牟尼佛，於娑婆世界與昔日的聽法大眾再度結妙法緣。──現

在包含在過去之中。 

    2) 釋迦牟尼佛在法華會上提及過去大通智勝佛宣說法華經，可見

過去含括于現在之中。 

＊思惟題： 

大通智勝佛說法華經八千劫，十六菩薩沙彌說法華經八萬四千

劫，後者所花的時間為前者的 10.5倍。試想，這二部法華經相

同嗎？又，十六位菩薩沙彌可能同時說或者異時異地說，他們所

宣說的法華經會是一模一樣的內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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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師品十 

   「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眾，亦遣化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聽其說法，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

法者在空閑處，我時廣遣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聽其

說法。我雖在異9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失句

逗，我還為說，令得具足。10」 

七、見寶塔品十一 

 1、誓願無限──多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

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踊現

其前，為作證明，讚言善哉。」 

 2、空間無限──多寶佛以神通願力，「十方世界，在在處處，若有

說法華經者」，其寶塔皆踊出讚歎。由此可見，法華經的宣揚不

侷限於娑婆國土。 

 3、所聞無限──多寶佛所聆聽、讚歎過的法華經，不知幾何。 

 4、時間無限──第十品中，釋迦牟尼佛遣化人作為來世說法華經者

的聽眾，並且現身助其憶念所忘失經文；第十一品中，多寶如來

現身讚歎釋迦牟尼佛說法華經。二品文相呼應。過去多寶佛與現

在釋迦牟尼佛說法華經，現在釋迦牟尼佛與未來說法華經者。 

 ＊思惟題： 

 

9 異：1)某一個；2)不同。 

10  〈普賢菩薩勸發品二十八〉:「爾時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於後五

百歲、濁惡世中，其有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安隱，

使無伺求得其便者……是人若坐、思惟此經，爾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

前。其人若於法華經有所忘失一句一偈，我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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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多寶佛所發的願來看，若處處都有佛同時在說法華經，他的塔

廟是否會同時在各處踊現？又，若十方三世的法華經宣揚不輟，

多寶佛塔的踊現是否也不斷？ 

八、提婆達多品十二 

  1、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11無有懈惓」，而得

成佛。一世曾為國王，為法忘軀，得阿私仙人12授大乘法。（阿

私仙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 

    2、文殊師利菩薩告訴智積菩薩：「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

經。」 

    ＊山上（耆闍崛）、地上、空中（如：多寶塔）、水裡（龍宮），

處處皆有法華經的存在。 

九、常不輕菩薩品二十 

1、常不輕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

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持，即得如上眼根清淨、耳鼻舌身意根清

淨。得是六根清淨已，更增壽命二百萬億那由他歲，廣為人說是

法華經。」 

＊思惟題： 

 常不輕比丘和威音王佛所說的法華經，一樣嗎？ 

2、「是菩薩復化13千萬億眾，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命終之

後，得值二千億佛，皆號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以

 
11 求法華=修法華=持法華。 
12 提婆達多的過去身。 
13 教化、度化。 



 

 10/14/2022, p.9 

是因緣，復值二千億佛，同號雲自在燈王，於此諸佛法中，受持

讀誦，為諸四眾說此經典。」 

3、「是常不輕菩薩摩訶薩，供養如是若干諸佛，恭敬、尊重、讚

歎、種諸善根，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於諸佛法中說是經典，功

德成就，當得作佛。」 

4、「爾時常不輕菩薩豈異人乎？則我身是。若我於宿世不受持讀誦

此經、為他人說者，不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先佛

所，受持讀誦此經、為人說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思惟題： 

常不輕菩薩於千萬億佛所皆弘揚法華經，於是，有常不輕菩薩的

時間與空間裡就有法華。我是否願意發此大誓願：十方三世所到

之處，我皆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 

十、藥王菩薩本事品二十三 

1、釋迦牟尼佛告宿王華菩薩，過去無量恆河沙劫前的日月淨明德

佛「為一切眾生憙見菩薩，及眾菩薩、諸聲聞眾，說法華

經」。 

2、一切眾生憙見菩薩因聞法華經，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於是燃身

以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 

3、一切眾生憙見菩薩捨身後，投生於淨德王家，白父：「日月淨

明德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

尼，復聞是法華經八百千萬億那由他、甄迦羅、頻婆羅、阿閦

婆等偈。14大王！我今當還供養此佛。」 

 
14 那由他、甄迦羅、頻婆羅、阿閦婆，四者皆是數量名，比喻相當大的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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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妙音菩薩品二十四 

1、妙音菩薩為供養釋迦牟尼佛及聽法華經，故從淨華宿王智佛的

淨光莊嚴國來到娑婆世界。 

  2、釋迦牟尼佛告華德菩薩：「汝但見妙音菩薩其身在此，而是菩

薩，現種種身，處處為諸眾生說是經典15──或現梵王身，或現

帝釋身……乃至於王後宮，變為女身，16而說是經。」 

  3、妙音菩薩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所以能隨處化現，以不同身形講

演法華經。 

 ＊思惟題： 

妙音菩薩以不同身形說法華經，菩薩會對不同眾生說一樣的法華

經嗎？又，觀世音菩薩也現三十三應身17為不同眾生說法，其所

說的法皆同或因眾生而異？觀世音菩薩也說法華經嗎？ 

十二、妙莊嚴王本事品二十七 

1、過去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欲引導妙莊嚴王，及愍念眾生故」，

「在七寶菩提樹下法座上坐，於一切世間天人眾中廣說法華

經」。國王與夫人淨德、二子淨藏和淨眼，隨佛出家，「於八萬

四千歲，常勤精進修行妙法華經。」 

2、淨藏和淨眼「已曾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恆河沙諸佛，親

近恭敬，於諸佛所受持法華經，愍念邪見眾生，令住正見。」 

＊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恆河沙諸佛皆說法華經。 

十三、總結： 

 
15 法華經。 
16 一說指妙莊嚴王的淨德夫人（二十七品）。 
17 《首楞嚴經》說三十二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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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吾人今日所見聞、受持讀誦的法華經，至少包括：梵文本、竺

法護所譯 的正法華經、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六萬餘言

七軸裝）、英文版、藏文版等。 

2、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所宣說的法華經，就量而言不等長。 

    3、從六成就（信、聞、時、主、處、眾）來看法華經，則每一部

法華經的內容皆不同。 

    4、從五眼來看，就有五種不同的法華經呈現。例如，就肉眼所

見，從「如是我聞，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

人俱」開始，至「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而去」

結束，即是一部法華經。 

      5、從天台宗所判的五時說法來看，法華經是第五時，18然而蕅益

大師在《教觀綱宗》中提醒我們：「然此五時，有別有通。故

須以別定通，攝通入別，方使教觀咸悉不濫。」因此，我們也

應以通五時的角度來看法華。 

    6、空性的絕對：三世不可得、十方坐斷；一則豎窮三際19、橫徧

十方，二則三際平等、十方互融。 

    7、中道的實相：超越相對的比較，突破二元對立與分別，不住不

離三際十方。 

    8、法華經的精髓：法華經即是一佛乘 

 

18 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

載。（一日一夜說涅槃經） 

19 三際：前際、後際、中際，即過去、未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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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菩薩從大海娑竭羅龍宮自然踊出時，智積菩薩以偈讚曰：

「大智德勇健，化度無量眾，今此諸大會，及我皆已見。演暢

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成菩提。」 

      9、人以有限的心力無法理解佛的無限、法華的無邊際，因此唯信

能入。如《大智度論》卷一言：「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

能度。」 

 十四、思惟題： 

1、智顗大師「九旬談妙」，光一個「妙」字，就用了九十天來詮

釋。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是法華經，我會如何回答呢？我會用三

言兩語還是千言萬語，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2、法華只是一部用語言文字敘述的「經」嗎？想想，為何這份講

義中的法華經三個字並沒有冠上書名號《 》？ 

3、方便品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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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請試著思惟「法華經」這個

法的「十如是」是什麼。 


	1、時間是相對的，非固定不變。例：以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來看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