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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上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序品第⼀

如是我聞：

⼀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比丘眾八百萬億，學無學皆阿羅
漢，有為功德無為功德，無學⼗智、有學八智、有學六智，三根⼗六⼼
⾏，法假虛實觀、受假虛實觀、名假虛實觀，三空觀⾨，四諦⼗⼆緣，
無量功德皆成就。復有八百萬億⼤仙緣覺，非斷非常，四諦⼗⼆緣皆成
就。復有九百萬億菩薩摩訶薩，皆阿羅漢實智功德、⽅便智功德，⾏獨
⼤乘，四眼五通三達⼗⼒，四無量⼼，四辯四攝，⾦剛滅定，⼀切功德
皆成就。復有千萬億五戒賢者，皆⾏阿羅漢，⼗地迴向，五分法身具
⾜，無量功德皆成就。復有⼗千五戒清信女，皆⾏阿羅漢，⼗地皆成
就，始⽣功德，住⽣功德，終⽣功德，三⼗⽣功德皆成就。復有⼗億七
賢居⼠，德⾏具⾜：⼆⼗⼆品、⼗⼀切入、八除入、八解脫、三慧、⼗
六諦、四諦、四三⼆⼀品觀、得九⼗忍，⼀切功德皆成就。復有萬萬億
九梵，三淨三光三梵，五喜樂天，天定功德，定味常樂神通，⼗八⽣處
功德皆成就。復有億億六欲諸天⼦，⼗善果報，神通功德皆成就。復有
⼗六⼤國王，各各有⼀萬⼆萬乃至⼗萬眷屬，五戒、⼗善、三歸功德，
清信⾏具⾜。復有五道⼀切眾⽣。復有他⽅不可量眾。復有變⼗⽅淨
⼟，現百億⾼座，化百億須彌寶華，各各坐前華上，復有無量化佛。有
無量菩薩比丘八部⼤眾，各各坐寶蓮華，華上皆有無量國⼟，⼀⼀國
⼟，佛及⼤眾如今無異。⼀⼀國⼟中，⼀⼀佛及⼤眾，各各說般若波羅
蜜。他⽅⼤眾及化眾，此三界中⼤眾，⼗⼆⼤眾，皆來集會，坐九劫蓮
華座。其會⽅廣九百五⼗⾥，⼤眾僉然⽽坐。

爾時，⼗號三明⼤滅諦⾦剛智釋迦牟尼佛，初年⽉八⽇⽅坐⼗地，入⼤
寂室三昧思緣，放⼤光明，照三界中。復於頂上出千寶蓮華，其華上至
非想非非想天，光亦復爾，乃至他⽅恒河沙諸佛國⼟。時無⾊界⾬無量
變⼤⾹華⾹，如⾞輪華，如須彌山王，如雲⽽下︔⼗八梵天王⾬百變異
⾊華︔六欲諸天⾬無量⾊華。其佛座前⾃然⽣九百萬億劫(丹本作級)華，
上至非想非非想天，是時世界其地六種震動。

爾時，諸⼤眾俱共僉然⽣疑，各相謂⾔：「四無所畏、⼗八不共法、五
眼法身⼤覺世尊，前已為我等⼤眾，⼆⼗九年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剛
般若波羅蜜、天王問般若波羅蜜、光讚般若波羅蜜。今⽇如來放⼤光
明，斯作何事︖」時⼗六⼤國王中，舍衛國主波斯匿王名曰⽉光，德⾏
⼗地，六度、三⼗七品、四不壞淨，⾏摩訶衍化，次第問居⼠寶蓋法、



淨名等八百⼈︔復問須菩提、舍利弗等五千⼈︔復問彌勒、師⼦吼等⼗
千⼈，無能答者。

時波斯匿王即以神⼒，作八萬種⾳樂，⼗八梵、六欲諸天亦作八萬種⾳
樂，聲動三千乃至⼗⽅恒河沙佛⼟，有緣斯現。彼他⽅佛國中南⽅法才
菩薩共五百萬億⼤眾，俱來入此⼤會︔東⽅寶柱菩薩共九百萬億⼤眾，
俱來入此⼤會︔北⽅虛空性菩薩共百千萬億⼤眾，俱來入此⼤會︔西⽅
善住菩薩共⼗恒河沙⼤眾，俱來入此⼤會。六⽅亦復如是，作樂亦然，
亦復共作無量⾳樂，覺悟如來。佛即知時得眾⽣根，即從定起，⽅坐蓮
華師⼦座上，如⾦剛山王。⼤眾歡喜，各各現無量神通，地及虛空⼤眾
⽽住。

仁王般若波羅蜜護國經觀空品第⼆

爾時，佛告⼤眾：「知⼗六⼤國王意欲問護國⼟因緣。吾今先為諸菩
薩，說護佛果因緣、護⼗地⾏因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法修
⾏！」時波斯匿王⾔：「善！⼤事因緣故！」即散百億種⾊華，變成百
億寶帳，蓋諸⼤眾。

爾時，⼤王復起作禮，⽩佛⾔：「世尊！⼀切菩薩云何護佛果︖云何護
⼗地⾏因緣︖」佛⾔：「菩薩化四⽣，不觀⾊如，受想⾏識如，眾⽣我
⼈常樂我淨如，知⾒壽者如，菩薩如，六度四攝⼀切⾏如，⼆諦如。是
故⼀切法性真實空，不來不去，無⽣無滅，同真際，等法性，無⼆無別
如虛空。是故陰入界無我，無所有相，是為菩薩⾏化⼗地般若波羅
蜜。」

⽩佛⾔：「若諸法爾者，菩薩護化眾⽣，為化眾⽣耶︖」「⼤王！法性
⾊受想⾏識常樂我淨，不住⾊，不住非⾊，不住非非⾊，乃至受想⾏識
亦不住非非住。何以故︖非⾊如，非非⾊如。世諦故、三假故，名⾒眾
⽣，⼀切⽣性實故，乃至諸佛、三乘、七賢、八聖亦名⾒，六⼗⼆⾒亦
名⾒。⼤王！若以名名⾒⼀切法，乃至諸佛三乘四⽣者，非非⾒⼀切法
也。」

⽩佛⾔：「般若波羅蜜有法非非法，摩訶衍云何照︖」

「⼤王！摩訶衍⾒非非法，法若法非非法，是名非非法空。法性空，
⾊、受、想、⾏、識空，⼗⼆入、⼗八界空，六⼤法空，四諦、⼗⼆緣
空。是法即⽣即住即滅，即有即空，剎那剎那亦如是法⽣法住法滅。何
以故︖九⼗剎那為⼀念，⼀念中⼀剎那經九百⽣滅，乃至⾊⼀切法亦如
是。以般若波羅蜜空故，不⾒緣，不⾒諦，乃至⼀切法空，內空、外
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性空、第⼀義空、般若波羅蜜
空、因空、佛果空、空空故空。但法集故有，受集故有，名集故有，因
集故有，果集故有，⼗⾏故有，佛果故有，乃至六道⼀切有。善男⼦！



若有菩薩⾒法眾⽣我⼈知⾒者，斯⼈⾏世間，不異於世間。於諸法⽽不
動不到不滅，無相無無相，⼀相法亦如也，諸佛法僧亦如也，是即初地
⼀念⼼，具⾜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即載名摩訶衍，即滅為⾦剛，亦名
定，亦名⼀切⾏。如光讚般若波羅蜜中說。

「⼤王！是經名味句，百佛千佛百千萬佛說名味句。於恒河沙三千⼤千
國⼟中，成無量七寶施三千⼤千國中眾⽣，皆得七賢四果，不如於此經
中，起⼀念信，何況解⼀句者！句非句非非句故，般若非句，句非般
若，般若亦非菩薩。何以故︖⼗地三⼗⽣空故，始⽣住⽣終⽣不可得，
地地中三⽣空故，亦非薩婆若，非摩訶衍空故。

「⼤王！若菩薩⾒境、⾒智、⾒說、⾒受者，非聖⾒也，倒想⾒法，凡
夫⼈也。⾒三界者，眾⽣果報之名也。六識起無量欲無窮，名為欲界藏
空︔或⾊所起業果，名為⾊界藏空︔或⼼所起業果，名無⾊界藏空。三
界空，三界根本無明藏亦空，三地九⽣滅，前三界中餘無明習果報空。
⾦剛菩薩得理盡三昧故，或果⽣滅空，有果空，因空故空，薩婆若亦
空。滅果空，或前已空故，佛得三無為果。智緣滅，非智緣滅，虛空薩
婆若果空也。善男⼦！若有修習聽說，無聽無說，如虛空，法同法性，
聽同說同，⼀切法皆如也。⼤王！菩薩修護佛果為若此。護般若波羅蜜
者為護薩婆若，⼗⼒，⼗八不共法，五眼，五分法身，四無量⼼，⼀切
功德果為若此。」

佛說法時，無量⼈天眾得法眼淨，性地、信地有百千⼈，皆得⼤空菩薩
⼤⾏。

仁王般若波羅蜜護國經菩薩教化品第三

⽩佛⾔：「世尊！護⼗地⾏菩薩云何⾏可⾏︖云何⾏化眾⽣︖以何相眾
⽣可化︖」佛⾔：「⼤王！五忍是菩薩法：伏忍上中下、信忍上中下、
順忍上中下、無⽣忍上中下、寂滅忍上下，名為諸佛菩薩修般若波羅
蜜。

「善男⼦！初發想信，恒河沙眾⽣修⾏伏忍，於三寶中⽣習種性⼗⼼：
信⼼、精進⼼、念⼼、慧⼼、定⼼、施⼼、戒⼼、護⼼、願⼼、迴向
⼼。是為菩薩能少分化眾⽣，已超過⼆乘⼀切善地。⼀切諸佛菩薩長養
⼗⼼為聖胎也。

「次第起乾慧性種性有⼗⼼，所謂四意⽌，身受⼼法，不淨、苦、無
常、無我也︔三意⽌︔三善根，慈、施、慧也。三意⽌，所謂三世，過
去因忍、現在因果忍、未來果忍。是菩薩亦能化⼀切眾⽣，已能過我⼈
知⾒眾⽣等想，及外道倒想所不能壞。

「復有⼗道種性地，所謂觀⾊識想受⾏，得戒忍、知⾒忍、定忍、慧



忍、解脫忍︔觀三界因果，空忍、無願忍、無想忍︔觀⼆諦虛實，⼀切
法無常，名無常忍︔⼀切法空，得無⽣忍。是菩薩⼗堅⼼作轉輪王，亦
能化四天下，⽣⼀切眾⽣善根。

「又信忍菩薩所謂善達明，中⾏者斷三界⾊煩惱縛，能化百佛千佛萬佛
國中，現百身千身萬身，神通無量功德，常以⼗五⼼為⾸：四攝法、四
無量⼼、四弘願、三解脫⾨。是菩薩從善地至於薩婆若，以此⼗五⼼為
⼀切⾏根本種⼦。

「又順忍菩薩所謂⾒勝現法，能斷三界⼼等煩惱縛故，現⼀身於⼗⽅佛
國中無量不可說神通化眾⽣。

「又無⽣忍菩薩所謂遠不動觀慧，亦斷三界⼼⾊等煩惱習故，現不可說
不可說功德神通。

「復次，寂滅忍，佛與菩薩同⽤此忍入⾦剛三昧。下忍中⾏名為菩薩，
上忍中⾏名為薩婆若，共觀第⼀義諦，斷三界⼼習，無明盡相為⾦剛，
盡相無相為薩婆若，超度世諦第⼀義諦之外，為第⼗⼀地薩婆若。覺非
有非無，湛然清淨，常住不變，同真際，等法性，無緣⼤悲，教化⼀切
眾⽣，乘薩婆若乘來化三界。

「善男⼦！⼀切眾⽣煩惱不出三界藏，⼀切眾⽣果報⼆⼗⼆根不出三
界，諸佛應化法身亦不出三界。三界外無眾⽣，佛何所化︖是故我⾔，
三界外別有⼀眾⽣界藏者，外道⼤有經中說，非七佛之所說。

「⼤王！我常語：⼀切眾⽣斷三界煩惱果報盡者，名為佛︔⾃性清淨名
覺薩婆若性。眾⽣本業，是諸佛菩薩本業，本所修⾏，五忍中⼗四忍具
⾜。」

⽩佛⾔：「云何菩薩本業清淨化眾⽣︖」佛⾔：「從⼀地乃至後⼀地，
⾃所⾏處及佛⾏處，⼀切知⾒故。本業者，若菩薩住百佛國中，作閻浮
四天王，修百法⾨，⼆諦平等⼼化⼀切眾⽣︔若菩薩住千佛國中，作忉
利天王，修千法⾨，⼗善道化⼀切眾⽣︔若菩薩住⼗萬佛國中，作炎天
王，修⼗萬法⾨，四禪定化⼀切眾⽣︔若菩薩住百億佛國中，作兜率天
王，修百億法⾨，⾏道品化⼀切眾⽣︔若菩薩住千億佛國中，作化樂天
王，修千億法⾨，⼆諦四諦八諦化⼀切眾⽣︔若菩薩住⼗萬億佛國中，
作他化天王，修⼗萬億法⾨，⼗⼆因緣智化⼀切眾⽣︔若菩薩住百萬億
佛國中，作初禪王，修百萬億法⾨，⽅便智願智化⼀切眾⽣︔若菩薩住
百萬微塵數佛國中，作⼆禪梵王，修百萬微塵數法⾨，雙照⽅便神通智
化⼀切眾⽣︔若菩薩住百萬億阿僧祇微塵數佛國中，作三禪⼤梵王，修
百萬億阿僧祇微塵數法⾨，以四無礙智化⼀切眾⽣︔若菩薩住不可說不
可說佛國中，作第四禪⼤靜天王三界主，修不可說不可說法⾨，得理盡
三昧，同佛⾏處，盡三界原，教化⼀切眾⽣，如佛境界。是故⼀切菩薩



本業化⾏清淨，若⼗⽅諸如來亦修是業，登薩婆若果，作三界王，化⼀
切無量眾⽣。」

爾時，百萬億恒河沙⼤眾，各從座起，散無量不可思議華，燒無量不可
思議⾹，供養釋迦牟尼佛及無量⼤菩薩，合掌聽波斯匿王說般若波羅
蜜，今於佛前以偈歎曰：

「世尊導師⾦剛體，　⼼⾏寂滅轉法輪，　八辯洪⾳為眾說，　時眾
得道百億萬。　時六天⼈出家道，　成比丘眾菩薩⾏，　五忍功德妙
法⾨，　⼗四正⼠能諦了，　三賢⼗聖忍中⾏，　唯佛⼀⼈能盡
原，　佛眾法海三寶藏，　無量功德攝在中。　⼗善菩薩發⼤⼼，　
長別三界苦輪海，　中下品善粟散王，　上品⼗善鐵輪王，　習種銅
輪⼆天下，　銀輪三天性種性，　道種堅德轉輪王，　七寶⾦光四天
下。　伏忍聖胎三⼗⼈，　⼗信⼗⽌⼗堅⼼，　三世諸佛於中⾏，　
無不由此伏忍⽣。　⼀切菩薩⾏本原，　是故發⼼信⼼難，　若得信
⼼必不退，　進入無⽣初地道，　教化眾⽣覺中⾏，　是名菩薩初發
⼼。　善覺菩薩四天王，　雙照⼆諦平等道，　權化眾⽣遊百國，　
始登⼀乘無相道。　入理般若名為住，　住⽣德⾏名為地，　初住⼀
⼼⾜德⾏，　於第⼀義⽽不動。　離達開⼠忉利王，　現形六道千國
⼟，　無緣無相第三諦，　無死無⽣無⼆照。　明慧空照炎天王，　
應形萬國導群⽣，　忍⼼無⼆三諦中，　出有入無變化⽣。　善覺離
明三道⼈，　能滅三界⾊煩惱，　還觀三界身⼜⾊，　法性第⼀無遺
照。　炎慧妙光⼤精進，　兜率天王遊億國，　實智緣寂⽅便道，　
達無⽣照空有了。　勝慧三諦⾃達明，　化樂天王百億國，　空空諦
觀無⼆相，　變化六道入無間。　法現開⼠⾃在王，　無⼆無照達理
空，　三諦現前⼤智光，　照千億⼟教⼀切。　焰勝法現無相定，　
能洗三界迷⼼惑，　空慧寂然無緣觀，　還觀⼼空無量報。　遠達無
⽣初禪王，　常萬億⼟教眾⽣，　未度報身⼀⽣在，　進入等觀法流
地。　始入無緣⾦剛忍，　三界報形永不受，　觀第三義無⼆照，　
⼆⼗⼀⽣空寂⾏。　三界愛習順道定，　遠達正⼠獨諦了，　等觀菩
薩⼆禪王，　變⽣法身無量光。　入百恒⼟化⼀切，　圓照三世恒劫
事，　返照樂虛無盡原，　於第三諦常寂然。　慧光開⼠三禪王，　
能於千恒⼀時現，　常在無為空寂⾏，　恒沙佛藏⼀念了。　灌頂菩
薩四禪王，　於億恒⼟化群⽣，　始入⾦剛⼀切了，　⼆⼗九⽣永已
度。　寂滅忍中下忍觀，　⼀轉妙覺常湛然，　等慧灌頂三品⼠，　
除前餘習無明緣。　無明習相故煩惱，　⼆諦理窮⼀切盡，　圓智無
相三界王，　三⼗⽣盡等⼤覺。　⼤寂無為⾦剛藏，　⼀切報盡無極
悲，　第⼀義諦常安隱，　窮原盡性妙智存。　三賢⼗聖住果報，　
唯佛⼀⼈居淨⼟，　⼀切眾⽣暫住報，　登⾦剛原居淨⼟。　如來三
業德無極，　我今⽉光禮三寶，　法王無上⼈中樹，　覆蓋⼤眾無量
光。　⼜常說法非無義，　⼼智寂滅無緣照，　⼈中師⼦為眾說，　
⼤眾歡喜散⾦華。　百億萬⼟六⼤動，　含⽣之類受妙報，　天尊快



說⼗四王，　是故我今略歎佛。」　

時諸⼤眾聞⽉光王歎⼗四王無量功德藏，得⼤法利，即於坐中，有⼗恒
河沙天王，⼗恒河沙梵王，⼗恒河沙鬼神王，乃至三趣得無⽣法忍︔八
部阿須輪王現轉鬼身，天上受道，三⽣入正位者，或四⽣五⽣乃至⼗⽣
得入正位，證聖⼈性，得⼀切無量報。

佛告諸得道果實天眾：「善男⼦！是⽉光王已於過去⼗千劫中，龍光王
佛法中，為四住開⼠，我為八住菩薩。今於我前⼤師⼦吼。如是，如
是！如汝所⾔，得真義說，不可思議，不可度量，唯佛與佛，乃知斯
事。

「善男⼦！其所說⼗四般若波羅蜜，三忍地地上中下三⼗忍，⼀切⾏藏
⼀切佛藏不可思議。何以故︖⼀切諸佛是中⽣，是中滅，是中化，無⽣
無滅無化，無⾃無他，第⼀無⼆，非化非不化，非相非無相，無來無
去，如虛空故。⼀切眾⽣無⽣無滅，無縛解，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煩
惱我⼈知⾒受者我所者，⼀切苦受⾏空故。⼀切法集，幻化五陰，無合
無散，法同法性，寂然空故。法境界空空無相，不轉不顛倒，不順幻
化。無三寶，無聖⼈，無六道，如虛空故。般若無知無⾒，不⾏不緣，
不因不受，不得⼀切照相故，⾏道斯⾏道相如虛空故。法相如是，何可
有⼼得、無⼼得︖是以般若功德，不可眾⽣中⾏⽽⾏，不可五陰法中⾏
⽽⾏，不可境中⾏⽽⾏，不可解中⾏⽽⾏。是故般若不可思議，⽽⼀切
諸佛菩薩於中⾏，故亦不可思議。⼀切諸如來於幻化無住法中化，亦不
可思議。

「善男⼦！此功德藏，假使無量恒河沙第⼗三灌頂開⼠說是功德，百千
億分中，如王所說如海⼀渧。我今略述分義功德，有⼤利益⼀切眾⽣，
亦為過去來今無量諸如來之所述可。三賢⼗聖讚歎無量，是⽉光王分義
功德。

「善男⼦！是⼗四法⾨，三世⼀切眾⽣、⼀切三乘、⼀切諸佛之所修
集，未來諸佛亦復如是。若⼀切諸佛菩薩不由此⾨得薩婆若者，無有是
處。何以故︖⼀切佛及菩薩無異路故。是故⼀切諸善男⼦，若有⼈聞諸
忍法⾨：信忍、⽌忍、堅忍、善覺忍、離達忍、明慧忍、焰慧忍、勝慧
忍、法現忍、遠達忍、等覺忍、慧光忍、灌頂忍、圓覺忍者，是⼈超過
百劫千劫無量恒河沙⽣⽣苦難，入此法⾨，現身得報。」

時諸眾中有⼗億，同名虛空藏海菩薩，歡喜法樂，各各散華於虛空中，
變成無量華臺，上有無量⼤眾，說⼗四正⾏。⼗八梵、六欲天王，亦散
寶華，各坐虛空臺上，說⼗四正⾏，受持讀誦，解其義理。無量諸鬼
神，現身修⾏般若波羅蜜。



佛告⼤王：「汝先⾔：『云何眾⽣相可化︖』若以幻化身⾒幻化者，是
菩薩真⾏化眾⽣。眾⽣識初⼀念識異⽊⽯，⽣得善、⽣得惡，惡為無量
惡識本，善為無量善識本。初⼀念⾦剛終⼀念，於中⽣不可說不可說
識，成眾⽣⾊⼼是眾⽣根本。⾊名⾊蓋，⼼名識蓋、想蓋、受蓋、⾏
蓋。蓋者陰覆為⽤，身名積聚。

「⼤王！此⼀⾊法⽣無量⾊：眼所得為⾊，⽿所得為聲，⿐所得為⾹，
⾆得為味，身得為觸，堅持名地，⽔名潤，⽕名熱，輕動名風︔⽣五識
處名根。如是⼀⾊⼀⼼有不可思議⾊⼼。

「⼤王！凡夫六識麤故，得假名青⿈⽅圓等無量假⾊法︔聖⼈六識淨
故，得實法⾊⾹味觸⼀切實⾊法。眾⽣者，世諦之名也。若有若無，但
⽣眾⽣憶念，名為世諦。世諦假誑幻化故有，乃至六道幻化，眾⽣⾒幻
化，幻化⾒幻化，婆羅⾨、剎利、毘舍、⾸陀，神我等⾊⼼，名為幻
諦，幻諦法無。佛未出世前，無名字，無義名︔幻法幻化，無名字，無
體相，無三界名字，無善惡果報六道名字。

「⼤王！是故佛佛出現於世，為眾⽣故，說作三界六道名字，是名無量
名字。如空法、四⼤法、⼼法、⾊法、相續假法，非⼀非異，⼀亦不
續，異亦不續，非⼀非異故，名相續諦。相待假法，⼀切名相待，亦名
不定相待，如五⾊等法，有無⼀切等法。⼀切法皆緣成，假成眾⽣，俱
時因果，異時因果，三世善惡，⼀切幻化，是幻諦眾⽣。

「⼤王！若菩薩如上所⾒眾⽣幻化，皆是假誑，如空中華，⼗住菩薩諸
佛五眼，如幻諦⽽⾒，菩薩化眾⽣為若此。」

說此法時，有無量天⼦及諸⼤眾得伏忍者，得空無⽣忍，乃至⼀地⼗地
不可說德⾏。

仁王般若波羅蜜護國經⼆諦品第四

爾時波斯匿王⾔：「第⼀義諦中有世諦不︖若⾔無者，智不應⼆︔若⾔
有者，智不應⼀。⼀⼆之義，其事云何︖」

佛告⼤王：「汝於過去七佛已問⼀義⼆義。汝今無聽，我今無說。無聽
無說，即為⼀義⼆義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法修⾏。七佛偈如
是：

「無相第⼀義，　無⾃無他作，　因緣本⾃有，　無⾃無他作。　法
性本無性，　第⼀義空如，　諸有本有法，　三假集假有。　無無諦
實無，　寂滅第⼀空，　諸法因緣有，　有無義如是。　有無本⾃
⼆，　譬若⽜⼆角，　照解⾒無⼆，　⼆諦常不即。　解⼼⾒不
⼆，　求⼆不可得，　非謂⼆諦⼀，　非⼆何可得。　於解常⾃



⼀，　於諦常⾃⼆，　通達此無⼆，　真入第⼀義。　世諦幻化
起，　譬如虛空華，　如影三⼿無，　因緣故誑有。　幻化⾒幻
化，　眾⽣名幻諦，　幻師⾒幻法，　諦實則皆無，　名為諸佛
觀，　菩薩觀亦然。　

「⼤王！菩薩摩訶薩於第⼀義中，常照⼆諦化眾⽣。佛及眾⽣⼀⽽無
⼆。何以故︖以眾⽣空故得置菩提空，以菩提空故得置眾⽣空。以⼀切
法空故空空。何以故︖般若無相，⼆諦虛空，般若空，從無明乃至薩婆
若，無⾃相、無他相故，五眼成就時⾒無所⾒，⾏亦不受，不⾏亦不
受，非⾏非不⾏亦不受，乃至⼀切法亦不受。菩薩未成佛時以菩提為煩
惱，菩薩成佛時以煩惱為菩提，何以故︖於第⼀義⽽不⼆故，諸佛如來
乃至⼀切法如故。」

⽩佛⾔：「云何⼗⽅諸如來、⼀切菩薩不離⽂字⽽⾏諸法相︖」

「⼤王！法輪者：法本如、重誦如、受記如、不誦偈如、無問⽽⾃說
如、戒經如、譬喻如、法界如、本事如、⽅廣如、未曾有如、論議如，
是名味句⾳聲果⽂字記句⼀切如。若取⽂字者，不⾏空也。

「⼤王！如如⽂字修諸佛智母，⼀切眾⽣性根本智母，即為薩婆若體。
諸佛未成佛，以當佛為智母，未得為性，已得為薩婆若。三乘般若，不
⽣不滅，⾃性常住。⼀切眾⽣，以此為覺性故。若菩薩無受無⽂字，離
⽂字，非非⽂字，修無修為修⽂字者，得般若真性般若波羅蜜。⼤王！
若菩薩護佛護，化眾⽣，護⼗地⾏，為若此。」

⽩佛⾔：「無量品眾⽣，根亦無量，⾏亦無量。法⾨為⼀為⼆，為無量
耶︖」

「⼤王！⼀切法觀⾨，非⼀非⼆，乃有無量⼀切法，亦非有相，非非無
相。若菩薩⾒眾⽣⾒⼀⾒⼆，即不⾒⼀不⾒⼆，⼀⼆者第⼀義諦也。

「⼤王！若有若無者即世諦也。以三諦攝⼀切法，空諦、⾊諦、⼼諦
故，我說⼀切法不出三諦。我⼈知⾒五受陰空，乃至⼀切法空，眾⽣品
品根⾏不同故，非⼀非⼆法⾨。

「⼤王！七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我今說般若波羅蜜，無⼆無別。汝等
⼤眾，應當受持讀誦解說。是經功德，有無量不可說不可說諸佛，⼀⼀
佛教化無量不可說眾⽣，⼀⼀眾⽣皆得成佛︔是佛復教化無量不可說眾
⽣，皆得成佛︔是上三佛說般若波羅蜜經八萬億偈︔於⼀偈中復分為千
分︔於⼀分中說⼀分句義不可窮盡，況復於此經中起⼀念信！是諸眾⽣
超百劫千劫⼗地等功德，何況受持讀誦解說者功德，即⼗⽅諸佛等無有
異。當知是⼈即是如來，得佛不久。」



時諸⼤眾聞說是經，⼗億⼈得三空忍︔百萬億⼈得⼤空忍、⼗地性。

「⼤王！此經名為『仁王問般若波羅蜜經』。汝等受持般若波羅蜜經，
是經復有無量功德，名為護國⼟功德，亦名⼀切國王法藥服⾏無不⼤⽤
護舍宅功德，亦護⼀切眾⽣身。即此般若波羅蜜，是護國⼟，如城塹牆
壁⼑劒鉾楯，汝應受持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上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下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護國品第五

爾時，佛告⼤王：「汝等善聽，吾今正說護國⼟法⽤，汝當受持般若波
羅蜜。當國⼟欲亂，破壞劫燒，賊來破國時，當請百佛像、百菩薩像、
百羅漢像，百比丘眾，四⼤眾、七眾，共聽請百法師講般若波羅蜜。百
師⼦吼⾼座前燃百燈，燒百和⾹，百種⾊花，以⽤供養三寶，三衣什物
供養法師，⼩飯中食亦復以時。⼤王！⼀⽇⼆時講讀此經，汝國⼟中有
百部鬼神，是⼀⼀部復有百部，樂聞是經，此諸鬼神護汝國⼟。

「⼤王！國⼟亂時，先鬼神亂，鬼神亂故萬民亂，賊來劫國，百姓亡
喪。臣君太⼦王⼦百官共⽣是非，天地怪異，⼆⼗八宿、星道⽇⽉失時
失度，多有賊起。

「⼤王！若⽕難⽔難風難⼀切諸難，亦應講讀此經，法⽤如上說。

「⼤王！不但護國，亦有護福，求富貴官位七寶如意⾏來，求男女，求
慧解名聞，求六天果報，⼈中九品果樂，亦講此經，法⽤如上說。

「⼤王！不但護福，亦護眾難，若疾病苦難，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破四
重罪，作五逆因，作八難罪，⾏六道事，⼀切無量苦難，亦講此經，法
⽤如上說。

「⼤王！昔⽇有王釋提桓因，為頂⽣王來上天欲滅其國。時帝釋天王即
如七佛法⽤，敷百⾼座，請百法師，講般若波羅蜜。頂⽣即退，如滅罪
經中說。

「⼤王！昔有天羅國王，有⼀太⼦欲登王位，⼀名班⾜。太⼦為外道羅
陀師受教，應取千王頭以祭家神。⾃登其位，已得九百九⼗九王，少⼀
王。即北⾏萬⾥，即得⼀王，名普明王。其普明王⽩班⾜王⾔：『願聽
⼀⽇飯食沙⾨，頂禮三寶。』其班⾜王許之⼀⽇。時普明王即依過去七
佛法，請百法師，敷百⾼座，⼀⽇⼆時講般若波羅蜜八千億偈竟，其第
⼀法師為普明王⽽說偈⾔：

「『劫燒終訖，　乾坤洞燃。　須彌巨海，　都為灰煬，　天龍福
盡，　於中彫喪。　⼆儀尚殞，　國有何常。　⽣⽼病死，　輪轉無
際，　事與願違，　憂悲為害。　欲深禍重，　瘡疣無外，　三界皆
苦，　國有何賴。　有本⾃無，　因緣成諸，　盛者必衰，　實者必
虛。　眾⽣蠢蠢，　都如幻居，　聲響俱空，　國⼟亦如。　識神無



形，　假乘四馳，　無明寶象，　以為樂⾞。　形無常主，　神無常
家，　形神尚離，　豈有國耶！』　

「爾時，法師說此偈已，時普明王眷屬得法眼空，王⾃證虛空等定，聞
法悟解。還至天羅國班⾜王所眾中，即告九百九⼗九王⾔：『就命時
到，⼈⼈皆應誦過去七佛《仁王問般若波羅蜜經》中偈句。』時班⾜王
問諸王⾔：『皆誦何法︖』時普明王即以上偈答王。王聞是法，得空三
昧︔九百九⼗九王亦聞法已，皆證三空⾨定。時班⾜王極⼤歡喜，告諸
王⾔：『我為外道邪師所誤，非君等過。汝可還本國，各各請法師講般
若波羅蜜名味句。』時班⾜王以國付弟，出家為道，證無⽣法忍，如⼗
王地中說。五千國王常誦是經，現世⽣報。

「⼤王！⼗六⼤國王修護國之法，法應如是，汝當奉持。天上⼈中六道
眾⽣，皆應受持七佛名味句。未來世中有無量⼩國王欲護國⼟，亦復爾
者，應請法師說般若波羅蜜。」

爾時，釋迦牟尼佛說般若波羅蜜時，眾中五百億⼈得入初地，復有六欲
諸天⼦八⼗萬⼈得性空地，復有⼗八梵王得無⽣忍、得無⽣法樂忍，復
有先以學菩薩者證⼀地⼆地三地乃至⼗地，復有八部阿須輪王得⼗三昧
⾨、得三三昧⾨，得轉鬼身，天上正受，在此會者皆得⾃性信乃至無量
空信。吾今略說天等功德不可具盡。

仁王般若波羅蜜護國經散華品第六

爾時，⼗六⼤國王聞佛說⼗萬億偈般若波羅蜜，歡喜無量，即散百萬億
莖華，於虛空中變為⼀座，⼗⽅諸佛共坐此座，說般若波羅蜜。無量⼤
眾共坐⼀座，持⾦羅華，散釋迦牟尼佛上，成萬輪華，蓋⼤眾上︔復散
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華於虛空中，變成⽩雲臺，臺中光明王佛，共無量
眾，說般若波羅蜜。臺中⼤眾持雷吼華，散釋迦牟尼佛及諸⼤眾︔復散
妙覺華於虛空中，變作⾦剛城。城中師⼦吼王佛共⼗⽅佛、⼤菩薩論第
⼀義諦。時城中菩薩，持光明華，散釋迦牟尼佛上，成⼀華臺，臺中⼗
⽅佛。諸天散天華，於釋迦牟尼佛上虛空中成紫雲蓋，覆三千⼤千世
界，蓋中天⼈散恒河沙華，如雲⽽下。時諸國王，散華供已，願過去
佛、現在佛、未來佛常說般若波羅蜜，願⼀切受持者，比丘、比丘尼、
信男、信女，所求如意，常⾏般若波羅蜜。

佛告⼤王：「如是，如是！如王所說。般若波羅蜜應說應受，是諸佛
母、諸菩薩母，神通⽣處。」

時，佛為王現五不思議神變：⼀華入無量華，無量華入⼀華︔⼀佛⼟入
無量佛⼟，無量佛⼟入⼀佛⼟︔無量佛⼟入⼀⽑孔⼟，⼀⽑孔⼟入無量
⽑孔⼟︔無量須彌、無量⼤海入芥⼦中︔⼀佛身入無量眾⽣身，無量眾



⽣身入⼀佛身、入六道身、入地⽔⽕風身，佛身不可思議，眾⽣身不可
思議，世界不可思議。佛現神⾜時，⼗⽅諸天⼈得佛華三昧，⼗恒河沙
菩薩現身成佛，三恒河沙八部王成菩薩道，⼗千女⼈現身得神通三昧。

「善男⼦！是般若波羅蜜有三世利益，過去已說，現在今說，未來當
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法修⾏。」

仁王般若波羅蜜護國經受持品第七

爾時，⽉光⼼念⼜⾔：「⾒釋迦牟尼佛現無量神⼒，亦⾒千華臺上寶滿
佛，是⼀切佛化身主。復⾒千華葉世界上佛，其中諸佛各各說般若波羅
蜜。」⽩佛⾔：「如是無量般若波羅蜜，不可說不可解，不可以識識。
云何諸善男⼦，於是經中明了覺解，如法為⼀切眾⽣開空法道︖」

⼤牟尼⾔：「有修⾏⼗三觀⾨諸善男⼦，為⼤法王，從習忍至⾦剛頂，
皆為法師，依持建⽴。汝等⼤眾，應如佛供養⽽供養之，應持百萬億天
華天⾹⽽以奉上。

「善男⼦！其法師者是習種性菩薩，若在家婆差、憂婆差，若出家比
丘、比丘尼，修⾏⼗善，⾃觀⼰身，地、⽔、⽕、風、空、識分分不
淨︔復觀⼗四根，所謂五情、五受、男、女、意、命等，有無量罪過
故，即發無上菩提⼼，常修三界⼀切念念皆不淨，故得不淨忍觀⾨。住
在佛家，修六和敬，所謂三業同戒、同⾒、同學，⾏八萬四千波羅蜜
道。

「善男⼦！習忍以前⾏⼗善菩薩，有退有進，譬如輕⽑，隨風東西。是
諸菩薩亦復如是，雖以⼗千劫⾏⼗正道，發三菩提⼼，乃當入習忍位，
亦常學三伏忍法，⽽不可名字是不定⼈。是定⼈者，入⽣空位，聖⼈性
故，必不起五逆、六重、⼆⼗八輕。佛法經書作返逆罪，⾔非佛說，無
有是處。能以⼀阿僧祇劫，修伏道忍⾏，始得入僧伽陀位。

「復次，性種性⾏⼗慧觀，滅⼗顛倒，及我⼈知⾒分分假偽，但有名，
但有受，但有法，不可得，無定相，無⾃他相故。修護空觀，亦觀亦⾏
百萬波羅蜜，念念不去⼼，以⼆阿僧祇劫⾏正道法，住波羅陀位。

「復次，道種性住堅忍中，觀⼀切法無⽣、無住、無滅，所謂五受三界
⼆諦無⾃他相，如實性不可得故︔⽽常入第⼀義諦，⼼⼼寂滅⽽受⽣三
界。何以故︖業習果報未壞盡，故順道⽣。復以三阿僧祇劫，修八萬億
波羅蜜，當得平等聖⼈地故，住阿毘跋致正位。

「復次，善覺摩訶薩，住平等忍，修⾏四攝，念念不去，⼼入無相，捨
滅三界貪煩惱，於第⼀義諦⽽不⼆，為法性無為，緣理⽽滅⼀切相故，
為智緣滅無相無為。住初忍時，未來無量⽣死不由智緣⽽滅故，非智緣



滅，無相無為，無⾃他相，無無相故，無量⽅便皆現前。觀實相⽅便
者，於第⼀義諦，不沈不出，不轉不顛倒。遍學⽅便者，非證非不證⽽
⼀切學。迴向⽅便者，非住果非不住果⽽向薩婆若。魔⾃在⽅便者，於
非道⽽⾏佛道，四魔所不動。⼀乘⽅便者，於不⼆相，通達眾⽣⼀切⾏
故。變化⽅便者，以願⼒⾃在⽣⼀切淨佛國⼟。如是，善男⼦！是初覺
智，於有無相⽽不⼆，是實知照功⽤︔不證不沈，不出不到，是⽅便
觀。譬如⽔之與波不⼀不異，乃至⼀切⾏——波羅蜜、禪定、陀羅尼
——不⼀不⼆故，⽽⼀⼀⾏成就。以四阿僧祇劫⾏⾏故，入此功德藏
⾨。無三界業習⽣故，畢故，不造新，以願⼒故，變化⽣⼀切淨⼟。常
修捨觀故，登鳩摩羅伽位，以四⼤寶藏，常授與⼈。

「復次，德慧菩薩，以四無量⼼滅三有瞋等煩惱，住中忍中，⾏⼀切功
德故。以五阿僧祇劫⾏⼤慈觀，⼼⼼常現在前，入無相闍陀波羅位，化
⼀切眾⽣。

「復次，明慧道⼈，常以無相忍中⾏三明觀，知三世法無來無去無住
處，⼼⼼寂滅，盡三界癡煩惱，得三明⼀切功德觀故，常以六阿僧祇
劫，集無量明波羅蜜故，入伽羅陀位，無相⾏受持⼀切法。

「復次，爾焰聖覺達菩薩，修⾏順法忍，逆五⾒流，集無量功德，住須
陀洹位。常以天眼、天⽿、宿命、他⼼、身通達，念念中滅三界⼀切
⾒，亦以七阿僧祇劫⾏五神通，恒河沙波羅蜜常不離⼼。

「復次，勝達菩薩，於順道忍，以四無畏，觀那由他諦內道論、外道
論、藥⽅、⼯巧、呪術故，我是⼀切智⼈︔滅三界疑等煩惱故，我相已
盡︔知地地有所出，故名出道︔有所不出，故名障道︔逆三界疑。修習
無量功德故，即入斯陀含位。復集⾏八阿僧祇劫中⾏諸陀羅尼⾨故，常
⾏無畏觀不去⼼。

「復次，常現真實住順忍中，作中道觀，盡三界集因集業⼀切煩惱故，
觀非有非無，⼀相無相⽽無⼆故，證阿那含位。復於九阿僧祇劫，集照
明中道故，樂⼒⽣⼀切佛國⼟。

「復次，玄達菩薩，⼗阿僧祇劫中，修無⽣忍，法樂忍者，名為縛忍。
順⼀切道⽣⽽⼀⼼忍中滅三界習因業果，住後身中，無量功德皆成就。
無⽣智、盡智、五分法身皆滿⾜，住第⼗地阿羅漢梵天位，常⾏三空
⾨，觀百千萬三昧，具⾜弘化法藏。

「復次，等覺者，住無⽣忍中，觀⼼⼼寂滅⽽無相相、無身身、無知
知，⽽⽤⼼乘於群⽅之⽅，憺怕住於無住之住。在有常修空，處空常萬
化，雙照⼀切法故，知是處非是處，乃至⼀切智⼗⼒觀故，⽽登摩訶羅
伽位，化⼀切國⼟眾⽣，千阿僧祇劫⾏⼗⼒法，⼼⼼相應，常入⾒佛三
昧。



「復次，慧光神變者，住上上無⽣忍，滅⼼⼼相。法眼⾒⼀切法，淨三
眼⾊空⾒。以⼤願⼒常⽣⼀切淨⼟。萬阿僧祇劫，集無量佛光三昧，⽽
能現百萬恒河沙諸佛神⼒。住婆伽梵位，亦常入佛華三昧。

「復次，觀佛菩薩，住寂滅忍者。從始發⼼至今經百萬阿僧祇劫，修百
萬阿僧祇劫功德故，登⼀切法解脫，住⾦剛臺。

「善男⼦！從習忍至頂三昧，皆名為伏⼀切煩惱。⽽無相信，滅⼀切煩
惱，⽣解脫智︔照第⼀義諦，不名為⾒。所謂⾒者是薩婆若。是故我從
昔以來，常說唯佛所知⾒覺。頂三昧以下至於習忍，所不知不⾒不覺，
唯佛頓解，不名為信。漸漸伏者，慧雖起滅，以能無⽣無滅，此⼼若滅
則累無不滅，無⽣無滅入理盡⾦剛三昧，同真際等法性，⽽未能等無等
等。譬如有⼈，登⼤⾼臺，下觀⼀切，無不斯了。住理盡三昧，亦復如
是。常修⼀切⾏滿功德藏，入婆伽度位，亦復常住佛慧三昧。

「善男⼦！如是諸菩薩，皆能⼀切⼗⽅諸如來國⼟中化眾⽣，正說正
義，受持讀誦，解達實相，如我今⽇等無有異。」

佛告波斯匿王：「我當滅度後，法欲滅時，受持是般若波羅蜜，⼤作佛
事。⼀切國⼟安⽴，萬姓快樂，皆由此般若波羅蜜。是故付囑諸國王，
不付囑比丘、比丘尼、清信男、清信女。何以故︖無王⼒故，故不付
囑。汝當受持讀誦，解其義理。

「⼤王！吾今所化百億須彌，百億⽇⽉，⼀⼀須彌有四天下。其南閻浮
提，有⼗六⼤國，五百中國，⼗千⼩國。其國⼟中有七可難，⼀切國王
為是難故，講讀般若波羅蜜，七難即滅，七福即⽣，萬姓安樂，帝王歡
喜。

「云何為難︖⽇⽉失度，時節返逆，或⾚⽇出、⿊⽇出，⼆三四五⽇
出，或⽇蝕無光，或⽇輪⼀重、⼆三四五重輪現。當變怪時，讀說此
經。為⼀難也。⼆⼗八宿失度，⾦星、彗星、輪星、鬼星、⽕星、⽔
星、風星、⼑星、南⽃、北⽃、五鎮⼤星，⼀切國主星，三公星，百官
星，如是諸星各各變現，亦讀說此經。為⼆難也。⼤⽕燒國，萬姓燒
盡，或鬼⽕、龍⽕、天⽕、山神⽕、⼈⽕、樹⽊⽕、賊⽕，如是變怪，
亦讀說此經。為三難也。⼤⽔㵱沒百姓，時節返逆，冬⾬夏雪，冬時雷
電霹靂，六⽉⾬氷霜雹，⾬⾚⽔、⿊⽔、青⽔，⾬⼟山、⽯山，⾬沙礫
⽯，江河逆流，浮山流⽯，如是變時，亦讀說此經。為四難也。⼤風吹
殺萬姓，國⼟山河樹⽊⼀時滅沒，非時⼤風、⿊風、⾚風、青風、天
風、地風、⽕風，如是變時，亦讀此經。為五難也。天地國⼟亢陽炎⽕
洞燃，百草亢旱，五穀不登，⼟地赫然，萬姓滅盡，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為六難也。四⽅賊來侵，國內外賊起，⽕賊、⽔賊、風賊、鬼賊，
百姓荒亂，⼑兵劫起，如是怪時，亦讀此經。為七難也。



「⼤王！是般若波羅蜜，是諸佛菩薩⼀切眾⽣⼼識之神本也，⼀切國王
之⽗母也。亦名神符，亦名辟鬼珠，亦名如意珠，亦名護國珠，亦名天
地鏡，亦名龍寶神王。」

佛告⼤王：「應作九⾊幡，長九丈︔九⾊華，⾼⼆丈︔千⽀燈，⾼五
丈︔九⽟箱，九⽟⼱，亦作七寶案，以經置上。若王⾏時，常於其前⾜
⼀百步，是經常放千光明，令千⾥內，七難不起，罪過不⽣。若王住
時，作七寶帳，中七寶⾼座，以經卷置上，⽇⽇供養，散華燒⾹，如事
⽗母，如事帝釋。

「⼤王！我今五眼明⾒，三世⼀切國王皆由過去侍五百佛，得為帝王
主︔是故⼀切聖⼈羅漢，⽽為來⽣彼國，作⼤利益。若王福盡時，⼀切
聖⼈皆為捨去。若⼀切聖⼈去時，七難必起。

「⼤王！若未來世有諸國王護持三寶者，我使五⼤⼒菩薩往護其國：
⼀、⾦剛吼菩薩，⼿持千寶相輪往護彼國︔⼆、龍王吼菩薩，⼿持⾦輪
燈往護彼國︔三、無畏⼗⼒吼菩薩，⼿持⾦剛杵往護彼國︔四、雷電吼
菩薩，⼿持千寶羅網往護彼國︔五、無量⼒吼菩薩，⼿持五千劒輪往護
彼國。五⼤⼠五千⼤神王，於汝國中⼤作利益，當⽴形像⽽供養之。

「⼤王！吾今三寶付囑汝等⼀切諸王：憍薩羅國、舍衛國、摩竭提國、
波羅㮈國、迦夷羅衛國、鳩⼫那國、鳩睒彌國、鳩留國、罽賓國、彌提
國、伽羅乾國、乾陀衛國、沙陀國、僧伽陀國、健挐掘闍國、波提國，
如是⼀切諸國王等皆應受持般若波羅蜜。」

時諸⼤眾及阿須輪王，聞佛說未來世七可畏，身⽑為竪，呼聲⼤叫⽽
⾔：「願不⽣彼國。」時⼗六⼤國王，即以國事付弟，出家修道，觀四
⼤四⾊勝出相，四⼤四⾊不⽤識空入⾏相，三⼗忍初地相，第⼀義諦九
地相。是故⼤王捨凡夫身，入六住身︔捨七報身，入八法身，證⼀切⾏
般若波羅蜜。⼗八梵天阿須輪王，得三乘觀同無⽣境，復散華供養，空
華、法性華、聖⼈華、順華、無⽣華、法樂華、⾦剛華、緣觀中道華、
三⼗七品華，⽽散佛上及九百億⼤菩薩眾。其餘⼀切眾證道迹果，散⼼
空華、⼼樹華、六波羅蜜華、妙覺華，⽽散佛上及⼀切眾。⼗千菩薩念
來世眾⽣，即證妙覺三昧、圓明三昧、⾦剛三昧，世諦三昧、真諦三
昧、第⼀義諦三昧——此三諦三昧是⼀切三昧王三昧，亦得無量三昧、
七財三昧、⼆⼗五有三昧、⼀切⾏三昧。復有⼗億菩薩登⾦剛頂現成正
覺。

仁王般若波羅蜜護國經囑累品第八

佛告波斯匿王：「我誡勅汝等，吾滅度後，八⼗年八百年八千年中，無
佛無法無僧，無信男無信女時，此經三寶，付囑諸國王四部弟⼦受持讀
誦解義，為三界眾⽣開空慧道，修七賢⾏、⼗善⾏，化⼀切眾⽣。後五



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天龍八部，⼀切神王，國王⼤臣太⼦王
⼦，⾃恃⾼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比丘、比丘尼：不聽出
家、⾏道，亦復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統官制眾，安籍記僧︔比
丘地⽴，⽩衣⾼坐︔兵奴為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為⼀⼼，親善
比丘為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爾時正法將滅不久。

「⼤王！壞亂吾道，是汝等作。⾃恃威⼒，制我四部弟⼦。百姓疾病無
不苦難，是破國因緣，說五濁罪窮劫不盡。

「⼤王！法末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國王⼤臣多作非法之⾏，橫與
佛法眾僧作⼤非法，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爾
之時，法滅不久。

「⼤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諸⼩國王太⼦王⼦，乃是住持
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身中蟲，⾃食師⼦，非外道也。多壞
我佛法，得⼤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以漸為惡，其壽⽇減，至于
百歲。⼈壞佛教，無復孝⼦，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來侵
害，災恠⾸尾，連禍縱橫，死入地獄、餓鬼、畜⽣，若出為⼈，兵奴果
報，如響應聲︔如⼈夜書，⽕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

「⼤王！未來世中，⼀切國王太⼦王⼦四部弟⼦，橫與佛弟⼦書記制
戒，如⽩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比丘比丘尼，⽴籍為官所使，都非
我弟⼦，是兵奴法。⽴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僧統，共相攝縛，如獄
囚法，兵奴之法。當爾之時，佛法不久。

「⼤王！未來世中，諸⼩國王四部弟⼦，⾃作此罪破國因緣，身⾃受
之，非佛法僧。⼤王！未來世中流通此經，七佛法器，⼗⽅諸佛常所⾏
道。諸惡比丘，多求名利，於國王太⼦王⼦前，⾃說破佛法因緣，破國
因緣。其王不別，信聽此語，橫作法制，不依佛戒，是為破佛破國因
緣。當爾之時，正法不久。」

爾時，⼗六⼤國王，聞佛七誡所說未來世事，悲啼涕出，聲動三千，⽇
⽉五星⼆⼗八宿失光不現。時諸王等，各各至⼼受持佛語，不制四部弟
⼦出家⾏道，當如佛教。

爾時，⼤眾⼗八梵天王，六欲諸天⼦歎⾔：「當爾之時，世間空虛，是
無佛世！」爾時，無量⼤眾中，百億菩薩彌勒師⼦⽉等，百億舍利弗、
須菩提等，五百億⼗八梵王、六欲諸天，三界六道，阿須輪王等，聞佛
所說護佛果因緣、護國⼟因緣，歡喜無量，為佛作禮，受持般若波羅
蜜。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下



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	2001	年	2	⽉	1	⽇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西蓮教育基⾦會」承
辦，並成⽴「財團法⼈西蓮教育基⾦會」－	CBETA	專⼾，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皆為專款專⽤，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或企業的綜
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德的善⼼善⾏，以及您為佛典電⼦化所做的
⼀切貢獻。

信⽤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卡中⼼合作，資料傳送採⽤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地進⾏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
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
西蓮教育基⾦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名：財團法⼈西蓮教育基⾦會

欲指定特殊⽤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

線上信⽤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其服務，提供網
友能在線上使⽤信⽤卡或	PayPal	帳⼾贊助	CBETA	。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php
http://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_doc.zip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
元⾦額開⽴收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公告匯率開⽴台幣收據，此收
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卡	/	PayPal	贊助

⽀票捐款

⽀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西蓮教育基⾦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https://www.paypal.com/xclick/business=donation@cbeta.org&item_name=Chinese+Buddhist+Electronic+Text+Association+(CBETA)&page_style=Primary&no_shipping=2&return=http%3A//www.cbeta.org&cancel_return=http%3A//www.cbeta.org&tax=0&currency_code=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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