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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严经》白话浅释 

    ◎《华严经》之组织结构 
  首先要介绍此部经典的组织结构。《华严经》虽有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八

十华严三种之别，但以唐译新经，即八十华严较为完整。四十华严只是其他两个

版本的最后一品经文即〈入法界品〉。澄观清凉国师为八十华严着疏钞释义，将

全经分为七处、九会、五周、四分的组织架构。 
  所谓五周又作华严五周因果。据《华严经疏》卷三、卷四将华严一经（八十

华严）所诠之义理，分为五周之因果，即： 
(一)所信因果，谓于华严第一会菩提场中宣说如来依正之果报法门，是为一周。

自第一卷至第十一卷，共六品，前五品〈世主妙严品〉、〈如来现

相品〉、〈普贤三昧品〉、〈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乃彰

显毘卢遮那佛之果德，后一品〈毘卢遮那品〉则在阐明成佛之本因，

以令人产生信心而乐受，故称所信因果。 
(二)差别因果，又作修正因果、生解因果。谓于第二会普光明殿至第七会重会普

光明殿中，宣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之差别

因果之法门，是为一周。自十二卷至四十八卷，共二十九品，前

二十六品辨明五十一个阶位差别之因，后三品明佛果三德差别之

果相，故称差别因果。兹分别载明经品名称如下： 
       十信法门（第二会）：〈如来名号品〉、〈四圣谛品〉、〈光明

觉品〉、〈菩萨问明品〉、〈净行品〉、〈贤

首品〉。 

       十住法门（第三会）：〈升须弥山顶品〉、〈须弥顶上偈赞品〉、

〈十住品〉、〈梵行品〉、〈初发心功德品〉、

〈明法品〉。 

       十行法门（第四会）：〈升夜摩天宫品〉、〈夜摩宫中偈赞品〉、

〈十行品〉、〈十无尽藏品〉。 

       十回向法门（第五会）：〈升兜率天宫品〉、〈兜率天宫偈赞品〉、

〈十回向品〉。 

       十地法门（第六会）：〈十地品〉。 

       等觉法门（第七会）：〈十定品〉、〈十通品〉、〈十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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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僧祇品〉、〈寿量品〉、〈诸菩萨住处

品〉、〈佛不思议法品〉、〈如来十身相海

品〉、〈如来随好光明品〉。 

(三)平等因果，又作修显因果、出现因果。谓于第七重会普光明殿中，宣说平等

因果，是为一周。自第四十九卷至第五十二卷，共二品，前〈普贤

行品〉辩说普贤平等之圆因，后〈如来出现品〉明白毘卢遮那佛平

等之果满，因果融摄，平等不二，故称平等因果。 
(四)成行因果，又作出世因果。谓于第八会重会于普光明殿中，宣说成行因果，

远离世间法，是为一周。自第五十三卷至第五十九卷，共一品，即

〈离世间品〉，初明五位之因行，后示八相作佛之大用果相，故称

成行因果。 
(五)证入因果，谓于第九会逝多林中，宣说证入法界妙门，是为一周。自第六十

卷至第八十卷，共一品，即〈入法界品〉，初明佛果自在之大用，后显菩萨起用

之修因，因果二门俱时证入，故称证入因果。 
以上之五周因果总归于第五证入因果，即从最初所信因果以至第四成行因果，

是欲令行者深信毘卢遮那之果德，详解六位之因果，乃至依此而实践修行，到最

后证入法界之唯一途径。 
所谓四分的解释如下，唐译《华严经》（八十华严）九会说法分为四分，即： 

(一)举果劝乐生信分，略称信分，即第一会中举扬如来依正二报殊胜之果，以劝

励当机者生起欣乐、净信之心，故称信分。 
(二)修因契果生解分，略称解分，即第二会至第七会以进修十信、十住、十行、

十回向、十地、十定等六位之圆因，契证十身之妙果，令闻

者生胜解，故称解分。 
(三)托法进修成行分，略称行分，谓与会大众既对前七会生起胜解，即于第八会

摄解成行，随举一行而六位顿修，故称行分。 
(四)依人证入成德分，略称证分，即于第九会中诸行既已圆满具足，则随事而显

理；亦即善财童子历参善知识，随其所见所闻而无不证入，

故称证分。 
  又依《华严经疏钞》的科分方法，说明全经组织概况，以会次来分，简述每

一会的会场地点、放光种类、入何种三昧，会主为谁，经文品名及其旨趣如下： 
   第一会：毘卢遮那佛初次集会于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放眉间光及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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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毘卢遮那藏身三昧，以普贤菩萨为会主，为四十二位法身大士说佛果

依正二报庄境界，计有〈世主妙严品〉、〈如来现相品〉、〈普贤三昧品〉、

〈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毘卢遮那品〉等六品十一卷经文，畅

演如来依正因法及果报境界，令众生由欣慕而生信，是四分中之第一「举

果劝乐生信分」，于五周中属「所信因果周」。 

  第二会：会场在普光明殿，毘卢遮那世尊放两足轮光，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会主，

说「十信法门」，计有〈如来名号品〉、〈四圣谛品〉、〈光明觉品〉、〈菩萨

问明品〉、〈净行品〉及〈贤首品〉等六品四卷经文；前三品表显所信之

果法，后三品则正说十信法的解行力用。 

  第三会：会场于忉利天宫，毘卢遮那世尊放两足指光，以法慧菩萨为会主，入

无量方便三昧，说「十住法门」，计有〈升须弥山顶品〉、〈须弥顶上偈

赞品〉、〈十住品〉、〈梵行品〉、〈初发心功德品〉、〈明法品〉等六品三

卷经文。此会在说明十信满心，入十住位，初发心时，便成正觉。 

  第四会：会场于夜摩天宫，毘卢遮那世尊放两足趺光，以功德林菩萨为会主，

入菩萨善思惟三昧，说「十行法门」，计有〈升夜摩天宫品〉、〈夜摩天

宫偈赞品〉、〈十行品〉、〈十无尽藏品〉等四品三卷经文。说十住已圆，

续说行法，中贤十行位的德行，皆依佛智而显发出来。 

  第五会：会场于兜率天宫，毘卢遮那世尊放两膝轮光，以金刚幢菩萨为会主，

入菩萨智光三昧，说「十回向法门」，计有〈升兜率天宫品〉、〈兜率宫

中偈赞品〉、〈十回向品〉等三品十二卷经文。行德已完备，自利功圆，

进位回向，兼以利他；上贤十回向，智德增胜，三处回向，而无障碍。

大悲普覆，故回向众生；上求大智，故迥向菩提；入理双寂，故回向

实际。 

  第六会：会场于他化自在天宫，毘卢遮那世尊放眉间毫相光，以金刚藏菩萨为

会主，入菩萨智慧光明三昧，说「十地法门」，此会只有「十地品」

一品，有六卷经文。前面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进修位满，解、

行、愿三德业已周圆，如今进入十地，要证真如智，渐渐增修，如大

地生成而可以荷载万物。 

  第七会：会场重回普光明殿，毘卢遮那世尊作会主，放眉间光及口光，入剎那

际三昧，说「等妙觉法门」，有十一品十三卷经文。其中从〈十定品〉、

〈十通品〉、〈十忍品〉、〈阿僧祇品〉、〈如来寿量品〉及〈诸菩萨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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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六品经文；在说等觉法，十地既以满心，即将成等正觉，故立

等觉之名。自〈佛不思议法品〉、〈如来十身相海品〉至〈如来随好光

明功德品〉三品经文，为说妙觉之法。上来等觉义周圆，自然进阶妙

觉果海，以上于四分中属于第二分的「修因契果生解分」，于五周因果

中为「差别因果周」。从〈如来名号品〉至〈诸菩萨住处品〉等二十六

卷经文明差别因，从〈佛不思议法品〉下三品经文表差别果。接下来

的「平等因果周」的二品经文，其一〈普贤行品〉表平等因，其二之

〈如来出现品〉二卷经文表平等果。 

   第八会：会场仍在普光明殿，以普贤菩萨为会主，入佛华严三昧，说「二千

行门」，只有〈离世间品〉一品，但有七卷经文。表示前面的差别因

果与平等因果已得胜解，今则依解起行，虽处世间，而无染着，二千

行门一齐顿修，故称为离世间。以上四分中属于第三分的「托法进修

成行分」，于五周中属于「成行因果周」。 

  第九会：会场于逝多林，以如来善友为会主，放眉间白毫相光，说「果法界

法门」，仅〈入法界品〉一品，然经文有二十一卷。此会如来入师子频

申三昧，显示果法界法，让善财童子示范，历位进修，渐证法界。在四

分中属第四的「依人证入成德分」，在五周中则为「证入因果周」。 
   以上阐述了《华严经》中的九场集会情形，这九场集会在七个处所进行， 其
中在普光明殿集会了三次，其他分别于菩提场、忉利天宫、夜摩天宫、兜率天宫、

他化自在天、逝多林给孤独园等六处，合前面之普光明殿总计为七处，所以称为

七处九会。 
 
 ◎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 
 
    武则天皇后立朝代为周，为新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撰写序言如下：《大

方广佛华严经》此部经典系诸佛的秘密法藏，如来的种性大海，见者不知经典的

意旨归向所在，取之者，又鲜少能测量到经典的边界范围。有学1无学2，无意暗

中察看；二乘及三乘修行者，宁愿希望听受此一佛陀证悟一切智慧的经典；庄严

的表象已显现隆重，普贤菩萨及文殊菩萨，大愿大行皆达圆满。一句经文能含括

                                                 
1 斷盡一切煩惱，而修學無漏之戒、定、慧，及擇滅之理者。 
2 無學指已達佛教真理之極致，無迷惑可斷，亦無可學者。聲聞乘四果中之前三果為有學，第四阿羅漢果為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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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法界，一毫之中即可纳受国土而不感觉狭窄。于摩竭陀国，开启殊胜会次之

因缘；于普光明殿，铺述寂灭深义。远思如此深奥义理的经典，在东晋时代被翻

译出来；至今已经历晋、宋、齐、梁、陈、隋等六个朝代，将近约四百年时光。

然而一部经典，才获得三万余言，宛如仅开启半颗宝珠，无法见到全宝的光采。

武后自称朕，听闻其梵文版本，先前在西域的于阗国，即派遣大使至该国迎经，

最近才回国；到已见到百千句殊妙偈颂，十万句经文。即于证圣元年，岁次乙未，

于东都大遍空寺，亲自担任笔削3，恭敬翻译该经。武后于十三日夜梦徧天之内

皆降甘露，延至十四日开始译经。到圣历二年，历经五年时光，缮写完毕。添足

如来性海波澜，廓彻法界，大乘顿教，普照无穷；方广教理，远及欲认识之人。

如来入灭后第四个五百年，此部经典宛若如意珠般，绽放光芒于娑婆世界，如来

根本智慧譬若日月般弥遍十方永远高挂照耀众生。再读阅宝偈，庆幸溢满心灵。

虽然经文赞理离言，无说亦无示，然实为不二法门，寂灭之相托经文表显；大千

经卷潜藏无益，待聪慧者开启后，便能利益众生。 
 
◎解释唐朝实叉难陀译之《八十华严》经文 

 

第一会举果劝乐生信分──此会以普贤菩萨为会主，所有六品经文亦即普贤

菩萨所说，盖此会为明旷劫修证，惟普贤行方能成办也。华严四祖澄观清凉国师

将此会定为「举果劝乐生信分」，举出佛的种种庄严果报，令我们心生起羡慕、

好乐心，因此叫「举果劝乐」。有了羡慕心、好乐心以后，要进一步去实行。然

而在修行以前，得先有信心才行，故曰「劝乐生信」。生信之法，即是介绍佛的

依报及正报两种庄严。 

 

第一品经文 〈世主妙严品〉(卷一～五) 

此品经系唐译八十华严的第一品经文，有五卷，疏钞云： 

 

                                                 
3 《漢書．衛青傳》云：「削則削，筆則筆。」削謂刪去，筆謂增益。良以古人書竹木簡，以刀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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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主妙严品第一者。即众篇义类之别目。……佛及诸王。并称世主。法门

依正。俱曰妙严。分义类以彰品名。冠群篇而称第一。斯经有三十九品。

此品建初。（大三五．页五０三中） 

 

略释：〈世主妙严品〉是众篇经文的第一篇，佛及诸王众并称为世间主人，法门

主要为佛的依报与正报，均称妙严，《大方广佛华严经》共有三十九品，

此品在经典之最初。 

 

壹、经品来意 

夫圣人设教。必有其渐。将欲命乎微言。先说三种世间严事。为九会之都

序。起大法之原由。故受之以世主妙严品。（大三六．页一一中） 

（解）描述圣人施设教法，必有次第程序，欲说微言，则先说三种世间庄

严事迹，成为九会的序言，以开启大法原来的理由，因此有此经品出现。 

 

貮、科判──教起因缘分──意为介绍此华严大教产生的因缘 

 

科判──一、总显已闻──经文────如是我闻──（解）总显己闻，谓如是

一部经义，我昔日亲从佛闻，「我」指的是阿难，总合信，闻．总依四个意思而

转，四个意义为： 

（一） 依譬喻：如有说者，富贵如毗沙门，如是所传，所闻之法，如佛所说，

我今所传的这部经，如富贵人，就是以佛做譬喻． 

 （二） 依教诲：如是当听我昔所闻，此即传法者的教诲，亦有说，即是佛的

教诲。 

 （三） 依问答：谓众问言，汝当所说，昔定闻耶． 

 （四） 依许可：谓结集时，诸菩萨众咸共请言：如汝所闻，当如是说，传法

菩萨便许可说，如是当说，如我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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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如是我闻，就是如是我所听闻者，显示此部经典是佛陀，世尊觉悟真理而演

扬的教法，并非传达这部经典的人自己作出来的。 

「我」指的是阿难，阿难是佛得道夜出生，二十岁才出家，到三十岁时，如来才

开始让他做侍者，则从他担任侍者之前的三十年如来所说法，阿难未听闻，何以

经开头皆言我闻，「闻」者有数说： 

（一）为《大方便报佛恩经卷六，大三，页一五五》阿难所不闻经，从诸比丘闻，

或有诸天向阿难说。 

（二）依大般涅盘经云四十云我涅盘后阿难比丘所未闻者。弘广菩萨当能流布。

阿难所闻自能宣通。 

（三）大智度论第二云：明为传闻，故云或，展转传闻。    

（四）为或云如来重说，如《大方便报佛恩经卷六，大三，页一五五下》记载：

又佛二十年中所说法尽为我说。 

（五）为或云得深三昧，自然通达者，如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后秦龟兹国三藏

法师鸠摩罗什奉 诏译）〈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 尔时阿难而说偈言：

「世尊甚希有，令我念过去， 

 无量诸佛法，如今日所闻。我今无复疑，安住于佛道， 

 方便为侍者，护持诸佛法。」内容在说明阿难得到佛的受记后开悟，「方

便为侍者」，即以密显实。 

科判──二、标主时处──经文──一时佛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 



8 
 

（解）此经开始即标出说法主，时间及说法地点，亦即表示三成就，首先此一时，

表明众生的根机感得圣因，圣人能顺应众生根器，凡、圣以道交会，不失良机，

所以称为一时。因为佛法常说时机不可得，《中论》云：「因物故有时 离物何

有时 物尚无所有 何况当有时」 云何说时相，若无时相则无时，因物生故则

名时，若离物则无时，上来种种因缘破诸物，物无故何有时，今随世俗就说有一

个时间。 

佛者，表主成就，我们说是觉者，意思是自他觉满者，觉有三种，一为自觉，

谓事理，如睡梦觉，如莲华开；与凡夫不同；二者觉他，与二乘圣者，缘觉声闻

有别；三者觉满，与菩萨不同；所以自他都觉悟圆满者，即是佛；在禅的方面，

有另一种说法，离心名自觉，离色名觉他，色心俱离为觉满。 

在摩竭下，表处成就，真身没有所谓的在与不在；摩竭提国，通举说处，此

云无毒害，意思是这国家的国法无刑法杀害之事；或解释为徧聪慧，表示这个国

家的人都很聪慧，同时表示佛陀所教化的根机是属于这样的众生。 

阿兰若法者，别举说法场，阿兰若表无争吵，无諠闹，法者，即表所证真理；

烦恼障与所知障及业障等都已经没有；菩提场者，菩提就是觉悟，即能证大智圆

明究竟；场者，证到佛果之处所。 

科判──三、别明时分──（经）始成正觉──（解）前面经文标出一时，但未

知何时，故今特别举出来，是初成佛时，也是要彰显出大师出现的时候。因为《华

严经》的教义非常殊胜，是所有教义的根本，所以时间锁在初时。若就圆融解释，

说法皆在初成，一念之中，一音顿演七处九会无尽经文，海印定中，一时印现，

以应机出世，机感即应，相应就说。此即是华严三祖法藏贤首国师的意思，着重

在应机出现，如果时机成熟但不相应，就是失人，但是时机未熟，欲教化的人已

经出现，如此机与人配合不当，就是不对时机。 

「成正觉」：此初是摄无量劫之初，无际之初，一成，一切成；无成，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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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一切觉。「无成，无不成」，《华严经如来出现品》云：「譬如世界有成坏 而

其虚空不增减 一切诸佛成菩提 成与不成无差别」一成，一切成者，表事事无

碍，〈如来出现品〉经文云：「如来成正觉时，于其身中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大

十•页二七五上．)所以如来成就，众生即能成就。只要觉悟一件事，则能觉悟一

切；若觉悟一法，则在一法中一切具足。有关各种庄严各有三种解释： 

（一） 约事，如经文描述可知庄严相貌。 

（二） 表法，谓地表心地法身，树表菩提，宫殿表无住涅盘4，师子座表法空等。 

（三） 就因行谓：1以穷心地法身之因，报得增上金刚之地；2以般若为因；3以

悲、智相导为因，4以法空为因。 

科判──四、别显处严──别显器界──释本文──(一)地严──1 总体地体

（经）其地坚固，金刚所成；──（解）经文描述菩提场地的地面上的庄严，即

如来的依报，由道场可看得出来，地质是金刚所成，坚固无比。2 地相具足──

上妙宝轮，及众宝华、清净摩尼，以为严饰；诸色相海，无边显现；──（解）

地上有妙宝轮，表示在因地的修行达到圆满，有各种宝华，用圆净明澈的美玉庄

饰，显现缤纷色彩，青黄不同，现出种种相状。3 地上具严──摩尼为幢，常放

光明，恒出妙音；众宝罗网，妙香华缨，周匝垂布；摩尼宝王，变现自在，雨无

尽宝及众妙华分散于地；宝树行列，枝叶光茂。──（解）地上的庄饰物，有宝

玉做成的幢幡，常放光明，且有殊妙慈音宣扬，众宝编织的网，具妙香而华丽的

缨带，从周围垂布下来，众多美玉，自在变化，降下无尽数不清的宝物和各种珍

奇宝贵的花，分散在地；树上皆有妙宝庄饰成行排列，树枝叶片茂盛且透出光洁，

诸般庄严。4 举因结用──佛神力故，令此道场一切庄严于中影现。──（解）

皆是佛的神力加被，令此菩提道场显现一切的庄严景像。 

                                                 
4 梵語 apratisthita-nirvana。又作無住涅槃。為唯識宗所說四種涅槃之一。即不住於生死、涅槃

之涅槃，稱為無住處涅槃。菩薩以大悲憐愍有情，故不住涅槃；又以般若濟度有情，故不住生

死，此無住處涅槃，即指菩薩之涅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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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严──1 总显高胜──其菩提树高显殊特：──（解）以总体而言，其

菩提树高显殊特，总显高胜表示圆妙独出，以因地修行的智慧高超，本性不迷为

显，成就众生具备德行而特别殊胜。2 体摄众德──金刚为身，瑠璃为干；众杂

妙宝以为枝条；宝叶扶疏，垂荫如云；宝华杂色，分枝布影；复以摩尼而为其果，

含辉发焰，与华间列。──（解）树身是金刚所成，表端正的修行，树干为瑠璃，

表示本有的智慧，修行圆满，由内显发至外，光明磊落。杂宝枝条，具各色各类

的妙宝；宝叶虽各有不同，但是共同拥有的树荫，表示百千种不同的禅定法门，

终归止于寂然，静则自己能遮荫，动则能遮荫到他人，意思是自他二利都能达到。

宝华杂色，在树有分枝，向上接受阳光程度，则颜色相同；向下对应到地上出现

影子，表示神通依修定的程度而有差别；又以摩尼宝石而为果实，与花间杂，意

思是不论如何的修行，都要达到佛果菩提。要修行证果，也就是不论修净土念佛

法门、修禅定、修内观、修各种不同的法门，终极目的，殊途同归，就是要成佛；

若自利的果实成熟，内心含着光芒，内外身心清净而又如如不动；若利他的果出

现也成熟，则便光芒四射，同时散发出教理的光辉，此果即修行得到的正果。3

妙用自在──其树周圆咸放光明，于光明中雨摩尼宝；摩尼宝内，有诸菩萨，其

众如云，俱时出现。──（解）菩提树的周边都是圆的，而且大放光明，是因为

佛陀证悟得果后放出含藏教理的智慧之光，光明中降下摩尼宝物，此等美玉珍珠

宝物中，有众多如云的菩萨，同时一起出现。4 举因结用──又以如来威神力故，

其菩提树恒出妙音，说种种法，无有尽极。──（解）又以如来的大威神力，此

菩提树发出殊胜音声，演扬种种佛法，循环不断，无有完了的时候。 

（三）宫殿庄严──1 总明分量──如来所处宫殿楼阁，广博严丽充遍十方，

──（解）描写如来所处宫殿楼阁，空间广大而华美，2 体相圆备──众色摩尼

之所集成，种种宝华以为庄校；──（解）由众多摩尼宝物点缀而成，以种种宝

华装饰，3 妙用自在──诸庄严具流光如云，从宫殿间萃影成幢。无边菩萨道场

众会咸集其所，以能出现诸佛光明不思议音。摩尼宝王而为其网，如来自在神通

之力所有境界皆从中出；一切众生居处屋宅，皆于此中现其影像。──（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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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来装饰的器具，如云般地众多，其光影从宫殿间如幢旛般高高地流泻出来，

无边菩萨，与道场众会，均聚集在此。演扬出诸佛光明不思议法音，美玉宝石珍

珠为装饰外面的网。此声光宝网，让宫殿更加庄严，此网一方面外防恶见，一方

面在内部增加悲智寂用，所有教理是圆妙成熟的，以圆音说法；说不思议音，有

四种意义:（1）者音声繁广，在说八万四千法门；（2）所说难量，（3）声即无

声，（4）者一具一切，就是一即一切。出现正报大用，一切众生的居处屋宅，

都在影像中出现。4 举因显广──又以诸佛神力所加，一念之间，悉包法界。

──（解）又以诸佛神力加持之下。一念之间，同在法界之内。   

（四）师子座严──1 总显形胜──其师子座，高广妙好：──（解）师子座，

表示是人中师子，说无畏教法的法座，此法座高大宽广殊胜美好。2 体德圆备─

─摩尼为台，莲华为网，清净妙宝以为其轮，众色杂华而作璎珞。堂榭、楼阁、

阶砌、户牖，凡诸物像，备体庄严；宝树枝果，周回间列。──（解）座台以摩

尼为材质，外覆莲华网，周围有清净妙宝的轮子，各种颜色的花串垂布下来。厅

堂、楼阁、台阶、窗户及门，所有设置的物像极为，宝树枝果围在四周。3 妙用

广大──摩尼光云，互相照耀；十方诸佛，化现珠玉；一切菩萨髻中妙宝，悉放

光明而来莹烛。──（解）美玉宝石的光云互相照耀，十方诸佛化现珠王，一切

菩萨发髻当中的妙宝全放光明，前来照亮。4 佛加广演──复以诸佛威神所持，

演说如来广大境界，妙音遐畅，无处不及。──（解）又以诸佛威神力的加被，

演说如来广大的境界，殊妙法音远播流畅，没有一处不到达的。 

科判──五、教主难思──尔时，世尊处于此座，于一切法成最正觉，──（解）

尔时世尊下面经文，表教主难思，前只说是佛，但未显是何种身的佛；又只说始

成正觉，但未知成相如何，故今于经文中表现出来：表示是毘卢遮那佛，已经证

悟世间的所有法，成为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教主，没有任何众生能胜过的悟道

解脱者。（一）三业普周──1 法分──（1）意业──智入三世悉皆平等，──

（解）智入下即说十德而别显十身，其智慧所指的是佛所证得大圆镜智，缘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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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也同时入三世；所言平等者，指大圆镜智已离分别计较，故依持平等，其

他三智如平等性智乃证得平等性，妙观察智证得观察平等；成所作智则为普遍利

益平等，四智圆融而以一句话表达。（2）身业──其身充满一切世间，──（解）

身业已通三世间，故说一切，所谓佛身充满法界。（3）语业──其音普顺十方

国土。──（解）其音下表语业，顺有三种意义：甲、顺异类言音，即佛能以一

种语言演说所有众生的语言；乙、顺所宜说法，表示如来能于一种语言当中，演

说与无边众生契合的经教；丙、顺徧，表示如来以一妙音，而能让十方国的众生

都听闻得到。2 喻分──譬如虚空具含众像，于诸境界无所分别；又如虚空普遍

一切，于诸国土平等随入。──（解）譬如下，表此譬喻通身口意三业，然而佛

的三业并非比喻所能举例的，只能以虚空，或以真如一语而稍微可以解释；但是

以虚空做比喻又有所谓同与不同的区分。以不同而言，如〈回向品〉的经文记载

佛有自利的德行，不同虚空不能自利。至于论及同者，则经文记载：于一切处令

诸众生积集善根，悉充足故。表明如来有利他的功德，不同于虚空。而虚空可容

纳众像，表示太虚可含容众像，但众像不能含容太虚，且太虚也不分别众像；换

句话显示有我法时，能分别如来，但如来，却不分别我法。如经文记载：「佛智

广大如虚空 普徧一切众生心」，即表示智慧体性的普徧。是以虚空徧入国土，

而国土不能徧入虚空，有国土处，必有虚空；有虚空处或无国土。虚空对于国土，

系平等随入；而国土之于虚空，自有彼此之分。 

（二）威势超胜──身恒遍坐一切道场，菩萨众中威光赫奕，如日轮出，照明世

界。──（解）身恒下表佛的威势身殊胜，谓佛身随诸有情所乐，而示现受用身、

土、影像各有差别。所言一切道场，略有十种：一智身，徧坐法性道场；二法身，

非空而坐道场；三法门身，安坐万行道场；四幻化身，安坐水月道场；五徧一切

同类世界道场；六一切异类世界，谓树形等，如〈世界成就品〉；七一切世界种

中；八一切世界海中，如〈华藏世界品〉说；九一切微尘中；十剎尘帝网无尽道

场。以上十种道场，故经云一切。又菩萨众中威光赫奕者，正是表显威势超胜，

比胜者还殊胜，故独说为菩萨。如太阳般出现，照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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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德深广──三世所行，众福大海，悉已清净，──（解）三世下表福德

深广，三世的佛德，法身已净，恒沙等的烦恼习气皆已尽，所以说清净。 

（四）随意受生──而恒示生诸佛国土。──（解）而随意受生诸佛国土，因为

法身无生也无所不生。 

（五）相好周圆──无边色相，圆满光明，遍周法界，等无差别；──（解）无

边下表相好庄严身，色相无尽，所以色相无边。一一无边的诸相随好放光，广处，

狭处皆圆满照现，故无差别。 

（六）愿身演法──演一切法，如布大云。──（解）雨大法雨，断一切疑惑，

即愿身，演扬教法，用云比喻法身，用雨比喻说法。 

（七）化身自在──一一毛端，悉能容受一切世界而无障碍，各现无量神通之力，

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解）此句经文表化身自在，表示于大众聚会，能显现

无边的差别作用，皆自在无碍。文中有二，先表明广容，谓如来身，每一个毛头

能容纳一切剎土而无障碍。无碍有二种意思，1、以一小毛现多且大的剎土，则

一多，大小无碍；2、此毛多剎与彼毛多剎，参而不杂，则显现隐和显无碍。各

个展现无量神通之力，用来教化调伏一切众生。 

(八)法身弥纶──身遍十方而无来往，──（解）表法身遍满法界，以法为身，

本来即清净地遍满虚空，故无来往，在此即是在彼，亦不等待去往或着来到。 

（九）智身穷性相之源──智入诸相，了法空寂。──（解）智慧已入各相相状，

明了所有诸法皆是缘起法，其本性是空而寂静的。 

（十）力持身持自他依正──三世诸佛所有神变，于光明中靡不咸覩；一切佛土

不思议劫所有庄严，悉令显现。──（解）此句经文表示佛十身中的力持身作用，

能于正报当中，展现神通，在光明中见到三世诸佛的神妙变化，一切佛土不可思

议的长时间所有庄严相貌，同时一起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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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判──六、众海云集──释文──别释── 

（一）同生──1、标数辨类──有十佛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所共围遶，──

（解）开始介绍四十众，经文都有三个表现方法，一是标数辨类，二是列名结数，

三是摄德周圆。今先介绍同生众，意思是相貌相同的众生，其中第一，标出有十

佛世界微尘数的世界，一个三千世界是一尊佛教化的范围，有称佛剎，亦有称为

佛土者。又抺三千世界为微尘，一尘为一菩萨，已很难计算，何况举出十佛世界，

则是表示无尽。菩萨摩诃萨完全的说法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意为大菩萨，而今

多简化为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大有四个意义：一者愿大，求大菩提；

二者行大，自他二利皆成就；三者时大，经无数三大阿僧祇劫；四者德大，具足

一乘诸功德。 

2、列名结数──列其名号──正释文──（1）列十同名普──甲──释总名

──其名曰：普贤菩萨摩诃萨、──（解）其名下开始列名结数，先列出名称，

古人或说，圣人本无名，但为众生常造出一个名字，虽然名称各有不同，但多依

据修行功德而立名。经文今先列出普贤菩萨摩诃萨，约自体而言，体性周徧为普，

随缘成德为贤，普贤菩萨为上首菩萨。 

乙──释别名──普德最胜灯光照菩萨摩诃萨、普光师子幢菩萨摩诃萨、普宝焰

妙光菩萨摩诃萨、普音功德海幢菩萨摩诃萨、普智光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普宝

髻华幢菩萨摩诃萨、普觉悦意声菩萨摩诃萨、普清净无尽福光菩萨摩诃萨、普光

明相菩萨摩诃萨、──（解）接着别列九位以普为开头的大菩萨，一普德最胜灯

光照菩萨摩诃萨表德普，显示其德性在法界中最殊胜，如灯光般照亮各处；二普

光师子幢菩萨摩诃萨，表慧普，徧照剎土，高出一切；三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

表行普，显示内在修行圆满清净，智慧的火焰外照，故称为妙；四普音功德海幢

菩萨摩诃萨，表音普，具一切音声，演扬佛国净土深广而高出的修行；五普智光

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表智普，照见佛的法界无尽的境地；六普宝髻华幢菩萨摩

诃萨，表心普，智慧之宝庄严心顶；七普觉悦意声菩萨摩诃萨，表觉普，性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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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觉徧，音声喜悦应机众生；八普清净无尽福光菩萨摩诃萨，表福普，显示障碍

已经清净，与真如相称无尽；九普光明相菩萨摩诃，表相普，所谓无光相的光相，

普遍饶益众生故。 

（2）列十异名──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云音海光无垢藏菩萨摩诃萨、功德

宝髻智生菩萨摩诃萨、功德自在王大光菩萨摩诃萨、善勇猛莲华髻菩萨摩诃萨、

普智云日幢菩萨摩诃萨、大精进金刚脐菩萨摩诃萨、香焰光幢菩萨摩诃萨、大明

德深美音菩萨摩诃萨、大福光智生菩萨摩诃萨。如是等而为上首，有十佛世界微

尘数。──（解）海月下，有十异名菩萨，即名称非以「普」字为开头的大菩萨

来到大会场。一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在海中看月，感觉清净又深广，表依智

慧严净剎土，以海显广大无边，以月代表明亮；二云音海光无垢藏菩萨摩诃萨，

意为讲法如雷震，故说是云音，辩才雄略，犹如海上的光，映照天涯无边，表佛

智起用，一念普周，一扫疑惑，清净无穷，是为无垢藏；三功德宝髻智生菩萨摩

诃萨，表此菩萨修治严谨，彷佛净宝，秘密又高显，故说为宝髻；四功德自在王

大光菩萨摩诃萨，表法王出现，作用自在而显现出功德自在的光芒；五善勇猛莲

华髻菩萨摩诃萨，表此大菩萨从勇猛化生，降下玄妙教法，如解开髻上的珠子；

六普智云曰幢菩萨摩诃萨，此大菩萨慈云与智曰互相辉映，长时间普化众生，德

行如幢旙般高出；七大精进金刚脐菩萨摩诃萨，表此大菩萨坚利的智慧与精进齐

头并进，故称为大；以智为修行根本，宛若脐带为生命的本源；八香焰光幢菩萨

摩诃萨，此大菩萨着重戒行，发出戒香，种智高超率直，故称光幢；九大明德深

美音菩萨摩诃萨，表此大菩萨智光遍照，是为大明德；称性而应众生根机，名为

深美音；十大福光智生菩萨摩诃萨，表此大菩萨大智发光，徧照佛国。有如是十

位大菩萨为上首，其数有微尘数量之多。 

3、摄德周圆──别叹胜德──（1）就缘叹──甲、前句表主伴有由──此诸菩

萨往昔皆与毘卢遮那如来共集善根，修菩萨行，──（解） 以上这些菩萨从以

前就都与毘卢遮那如来共同储备道业资粮，作所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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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后句明长为辅翼──皆从如来善根海生，──（解）皆从如来圆满十身的善

根大海所生。 

（2）就行叹──释文── 

甲、自分因行德──（甲）自利行圆──诸波罗蜜悉已圆满；慧眼5明彻，等观

三世；于诸三昧，具足清净；──（解）六度、十度，八万四千多劫长时间积集

的善法，无论事相与理相都已圆满，障蔽完全清净，智慧显露，以一眼具通事与

理，可以平等观察三世；洞明各种禅定体性，随境趋入，没有障碍，故说具足。

（乙）利他行满──辩才如海，广大无尽；具佛功德，尊严可敬；知众生根，如

应化伏；──（解）辩才以下表三轮化益，一语含四种辩，称为正教轮；辩的意

思为善巧表达深奥妙理，才的意思为巧妙对应根器，可以演扬万法，广大无边，

即使面对千种问难，也有不同的应对，所以说无竭尽，宛如大海一样。二具佛下，

表身业神通轮，谓三业无失，智慧深远，而具有和佛一般的功德，所以外表，让

人肃然可敬。三知众生下，表意业记心轮，以根表达总明，如应者表众生根器虽

有生有熟，然而菩萨会在适当时机教化众生；虽然众生根机有大有小，而菩萨教

出的法要都不会有错误。（丙）证理位极──入法界藏，智无差别；证佛解脱，

甚深广大；能随方便入于一地，而以一切愿海所持，恒与智俱，尽未来际；──

（解）菩萨都以大智证入平等真理，而无差别。证佛下表证果法，所言解脱，表

作用自在，且无边际，所以是深而广大。在〈佛不思议法品〉记载：「佛子！诸

佛世尊有十种无碍解脱。何等为十？所谓：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

佛出兴于世；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转净法轮；一切诸佛能于一

尘现不可说不可说众生受化调伏；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国土；

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菩萨授记；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去、来、今一

切诸佛；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去、来、今诸世界种；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去、来、

今一切神通；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去、来、今一切众生；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去、

                                                 
5 據《新修華嚴經疏鈔》卷十記載：所謂肉眼是見一切色故；天眼見一切眾生故；智眼知見諸法故；光明眼見佛

光明故；出生死眼：見涅槃故；無礙眼所見無障礙故；一切智眼見普門法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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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今一切佛事。是为十。」（大十•页二五一中）能随下表得位极，谓普贤身徧

六个阶位，不论在何种寄位，都以普贤行愿的力量存在于一切，如经说，在一地，

但普摄诸地的功德。恒与智俱，表示其智慧一直到未来。 

乙、胜进果行德──（甲）得果法──了达诸佛希有广大秘密之境，善知一切佛

平等法，已践如来普光明地，入于无量三昧海门；──（解）了达下表胜进果行，

一是得到果法，二是发生果的作用，此有四句经文，一者入佛密境，有二种意思，

第一种意思为佛即是密境，因为佛的身口意三业已修圆满，不是其他阶位的菩萨

可测量到的，法身清净，一根寒毛都无法知其边界，如是则其身体是秘密的；又

谓佛即是音声，不在近也不在远，无边法海，舒展自如，意为无私成就，等觉位

的菩萨尚不能知道，就是在说明其秘密的程度，则此秘境是何其广大无边，所以

说甚为希有。第二种意思为佛之密境，乃指一乘教义，如来的知见、禅定、解脱

都深入无有边际，有时应机而说，所以说成希有。又针对众生的根器，是要施以

方便权巧或实在，抑或表达出隐或显，只有佛才知晓，所以说秘密，而今菩萨均

已知悉，所以经文说了达。第二句经文，善知下，表入佛平等，表示一切诸佛体

性平等，因为法身唯有一种；智慧也平等，成佛的德性是无有增减的；又内用平

等，因为发出的悲愿均普照众生。第三句已践如来普光明地，意为此诸菩萨已修

行到普法智光的境地；第四句则为证入佛的三昧，即海印定境，深广如海。 

（乙）起果用──于一切处，皆随现身，世法所行，悉同其事，总持广大，集众

法海，辩才善巧，转不退轮；──（解）于一切下，明起果用，文有三业，一表

现佛的身业，利益徧及世间众生；二与佛的意业相同，对佛教义总持不忘；三得

到佛的语业，能转法轮，教化众生。不退有四：一称理不退，有了理法，教义有

根据，说出的教法不会再更改；二应机不退，实实在在随众生根机说法，言无虚

发之处；三利益不退，表听闻佛法后必专心一致；四调伏不退，表天魔、外道不

能改变。又有四种不退，一信不退，至十信位时，已修行满十千劫，故不退；二

位不退，即十住第七不退住，因不再退堕到声闻、辟支佛地；三证不退，到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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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地之欢喜地时，证到真如，已得不退；四念不退，则是八地已上，念念入佛法，

心心趋寂灭，所以得不退。 

丙、二行无碍──一切如来功德大海咸入其身；一切诸佛所在国土皆随愿往；已

曾供养一切诸佛，无边际劫欢喜无倦；一切如来得菩提处，常在其中亲近不舍；

恒以所得普贤愿海，令一切众生智身具足；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解）引摄

佛德有二种意义，第一种表修行成就摄取到佛果，第二种表示此佛德来自诸佛的

加持。一切诸佛所在的国土，不选择净土或秽土，随佛徧生；已曾欢喜无厌地供

养十方无边，三世无际的一切诸佛；也常在一切如来得到佛果的地方，亲近而不

舍离；长时间以所得的普贤行愿，利益一切众生，得到智慧圆满，令证佛果，以

上总结多门，而成就如此无量的功德。 

（二）异生──别列──1、杂类诸神众──（1）执金刚神──复有佛世界微尘

数执金刚神，所谓：妙色那罗延执金刚神、日轮速疾幢执金刚神、须弥华光执金

刚神、清净云音执金刚神、诸根美妙执金刚神、可爱乐光明执金刚神、大树雷音

执金刚神、师子王光明执金刚神、密焰胜目执金刚神、莲华光摩尼髻执金刚神

──如是等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皆于往昔无量劫中恒发大愿，愿常亲近、

供养诸佛；随愿所行，已得圆满，到于彼岸；积集无边清净福业；于诸三昧所行

之境，悉已明达，获神通力；随如来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处于众会，威光特

达；随诸众生所应现身，而示调伏；一切诸佛化形所在，皆随化往；一切如来所

住之处，常勤守护。──（解）开始介绍三十九种不同菩萨身的异生神众，经文

的结构皆有三段，一标数量及辨别种类，二列名总结数量，三描述神众修行的功

德圆满。今第一种金刚神众，以种类而言，都执着杵，因为要守护佛。列出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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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神众所有的名称，每位神众都随其得到的法门而设立名字。一妙色那罗延执金

刚神者，那罗延表示坚固，由见到佛的妙色不可坏而立名。二日轮速疾幢执金刚

神者，是见佛身毛，犹如金色日轮种种光芒，快速摧坏障碍，烦恼，故称为幢。

三须弥华光执金刚神者，表见佛身光照亮一切，如须弥山突显于大海，并且神通

变化如华般缤纷开放。四清净云音执金刚神者，圆音随类演扬，如雷震般响亮。

五诸根美妙执金刚神者，表示现为器世间的主人，诸根美妙地令众生觉悟故。六

可爱乐光明执金刚神者，表示发出智慧光芒演扬教法，令众生产生爱乐。七大树

雷音执金刚神者，以宝物严饰而现出殊妙相貌，如华般庄严树木，善巧方便地警

示众生，如雷震动的声音。八师子王光明执金刚神者，表示福德深厚相貌殊胜，

光明炳显，如师子王处在大众中而无惧畏。九密焰胜目执金刚神者，以殊胜吉祥

的慈眼视众生，神通表现如浓密的火焰展现在众生前。十莲华光摩尼髻执金刚神

者，可以如降雨般地降下庄严的器具及大放光明。以上这些执金刚神修行德目圆

满，以此十位的金刚神而为上首，共有佛世界微尘数的数量。以总体而言，衪们

皆于从前无量长时间，由愿力故得以参加法会，常亲近为侍者，由今修行圆满，

故能到处担任侍者。积集下别显圆满相状，一是已积集无边清净福业；二是智慧

达到各种禅定的境界：事定境界，可随事相百千；理定境界，即照见真如实相；

不思议的定，则以无碍而为境界，于今都以智慧观照，故称为明达。三是获得神

通力，可随如来，住在解脱境界，处于众会之中，威神之光独特四射；随众生根

机示现并予以调伏；一切诸佛化身所在，都能随佛化身前往；常勤守护一切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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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住的世界。 

（2）身众神──复有佛世界微尘数身众神，所谓华髻庄严身众神、光照十方身

众神、海音调伏身众神、净华严髻身众神、无量威仪身众神、最上光严身众神、

净光香云身众神、守护摄持身众神、普现摄取身众神、不动光明身众神──如是

等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皆于往昔成就大愿，供养、承事一切诸佛。──

（解）第二类是身众神，标出以华髻庄严身众神等十位为上首的身众神，共有佛

世界微尘数的数量，皆在昔日成就大愿，变化多身供养侍奉一切诸佛。 

（3）足行神──复有佛世界微尘数足行神，所谓：宝印手足行神、莲华光足行

神、清净华髻足行神、摄诸善见足行神、妙宝星幢足行神、乐吐妙音足行神、栴

檀树光足行神、莲华光明足行神、微妙光明足行神、积集妙华足行神──如是等

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皆于过去无量劫中亲近如来，随逐不舍。──（解）

第三类是足行神，标出宝印手足行神等十一位为上首的足行神，共有佛世界微尘

数的数量，此足行神所行处，即道路神，均在过去不可数的长时期亲近跟随如来，

履行佛所修行之路。 

（4）道场神──复有佛世界微尘数道场神，所谓：净庄严幢道场神、须弥宝光

道场神、雷音幢相道场神、雨华妙眼道场神、华缨光髻道场神、雨宝庄严道场神、

勇猛香眼道场神、金刚彩云道场神、莲华光明道场神、妙光照耀道场神──如是

等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于过去值无量佛，成就愿力，广兴供养。──（解）

第四类是道场神，从所依及所守得名，不仅守护道场，还在需要庄严道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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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其中守护。经文标出以净庄严幢道场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共有佛世界微

尘数的数量，皆于过去遇到无量佛，成就广修供养的愿力。 

（5）主城神──复有佛世界微尘数主城神，所谓：宝峰光耀主城神、妙严宫殿

主城神、清净喜宝主城神、离忧清净主城神、华灯焰眼主城神、焰幢明现主城神、

盛福光明主城神、清净光明主城神、香髻庄严主城神、妙宝光明主城神──如是

等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皆于无量不思议劫严净如来所居宫殿。──（解）

第五类是主城神，表行德防御法城、心城，以自己德行庄严佛的宫殿。经文标出

以宝峰光耀主城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共有佛世界微尘数的数量，皆于无量不

思议的长时间庄严如来所处的宫殿。 

（6）主地神──复有佛世界微尘数主地神，所谓：普德净华主地神、坚福庄严

主地神、妙华严树主地神、普散众宝主地神、净目观时主地神、妙色胜眼主地神、

香毛发光主地神、悦意音声主地神、妙华旋髻主地神、金刚严体主地神──如是

等而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皆于往昔发深重愿，愿常亲近诸佛．如来，同修

福业。──（解）第六类是主地神，经文标出以普德净华主地神等十位为上首的

神众，其数量有佛世界微尘数般，皆于从前发深重的大愿，发愿常亲近诸佛，共

修福德。 

（7）主山神──复有无量主山神，所谓：宝峰开华主山神、华林妙髻主山神、

高幢普照主山神、离尘净髻主山神、光照十方主山神、大力光明主山神、威光普

胜主山神、微密光轮主山神、普眼现见主山神、金刚密眼主山神──如是等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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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其数无量，皆于诸法得清净眼。──（解）第七类主山神，经文标出以宝

峰开华主山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表示万德高超殊胜，性情闲静，并表示智慧

德行最高，所以德行中得到清净眼，且其中名字多有含光的字眼。 

（8）主林神──复有不可思议数主林神，所谓：布华如云主林神、擢干舒光主

林神、生芽发耀主林神、吉祥净叶主林神、垂布焰藏主林神、清净光明主林神、

可意雷音主林神、光香普遍主林神、妙光回耀主林神、华果光味主林神──如是

等而为上首。不思议数，皆有无量可爱光明。──（解）第八类主林神，经文标

出以布华如云主林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量无法思议，主要以无漏智慧引

导各种修行，高耸地建立，故其德行当中多有可爱光明。 

（9）主药神──复有无量主药神，所谓：吉祥主药神、栴檀林主药神、清净光

明主药神、名称普闻主药神、毛孔光明主药神、普治清净主药神、大发吼声主药

神、蔽日光幢主药神、明见十方主药神、益气明目主药神──如是等而为上首，

其数无量，性皆离垢，仁慈佑物。──（解）第九类主药神，经文标出以吉祥主

药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此类神众之德行可以降伏众生烦恼，资

养众生法身，若说利他，则已修身口意三业圆满，总的名称是主药，依药性不同，

则神与神也不同；吉祥者，主香茅之类；清净光明属乳石之类；名称普闻则如药

树王，或雪山忍草等；明见十方则谓眼药之类。 

（10）主稼神──复有无量主稼神，所谓：柔软胜味主稼神、时华净光主稼神、

色力勇健主稼神、增长精气主稼神、普生根果主稼神、妙严环髻主稼神、润泽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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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稼神、成就妙香主稼神、见者爱乐主稼神、离垢净光主稼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莫不皆得大喜成就。──（解）第十类主稼神，经文标出以柔

软胜味主稼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稼的意思为树及五谷，表示经

由各种修行法门资助，不仅达到自他二利，且更让众生称心如意，所以是大喜成

就。 

（11）主河神──复有无量主河神，所谓：普发迅流主河神、普洁泉涧主河神、

离尘净眼主河神、十方遍吼主河神、救护众生主河神、无热净光主河神、普生欢

喜主河神、广德胜幢主河神、光照普世主河神、海德光明主河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有无量数，皆勤作意利益众生。──（解）第十一类主河神，经文标出以

普发迅流主河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主河神属于河伯之类的神众，

可解为法河流注，能润益众生，亦能拯救众生脱离生死瀑流。此处的主河神所表

达的教法，即是引导百川通渠灌溉良田，而勤作意利益众生。 

（12）主海神──复有无量主海神，所谓：出现宝光主海神、成金刚幢主海神、

远尘离垢主海神、普水宫殿主海神、吉祥宝月主海神、妙华龙髻主海神、普持光

味主海神、宝焰华光主海神、金刚妙髻主海神、海潮雷声主海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悉以如来功德大海。充满其身。──（解）第十二类主海神，

经文标出以出现宝光主海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主海神表示具含

万德，一一深广，其中有远离尘垢者，意为现断烦恼，离开烦恼故称远尘，六根

对六境，明了性空，所以称为远离尘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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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水神──复有无量主水神，所谓：普兴云幢主水神、海潮云音主水神、

妙色轮髻主水神、善巧漩澓主水神、离垢香积主水神、福桥光音主水神、知足自

在主水神、净喜善音主水神、普现威光主水神、吼音遍海主水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常勤救护一切众生，而为利益。──（解）第十三类主水神，

经文标出以普兴云幢主水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称水者，即河、

海等水及雨、露、霜、雪等；亦表法水含润。修行德目是救护，如拯救执着邪见，

贪爱者；另外保护快要沈溺者，如此利益众生，宛如云雨滋润万物，生生不息。 

（14）主火神──复有无数主火神，所谓：普光焰藏主火神、普集光幢主火神、

大光普照主火神、众妙宫殿主火神、无尽光髻主火神、种种焰眼主火神、十方宫

殿如须弥山主火神、威光自在主火神、光明破暗主火神、雷音电光主火神──如

是等而为上首。不可称数，皆能示现种种光明，令诸众生热恼除灭。──（解）

第十四类主火神，经文标出以普光焰藏主火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

所谓主火神，将火譬喻成智慧，如火焰般地可以除去无明的烦恼，成熟善根。火

有二种功用，一能增益，二能损毁，以增益的作用而言，表示慧光以去除暗障；

以损毁的作用而言，则为灭除众生惑苦之热恼。 

（15）主风神──复有无量主风神，所谓：无碍光明主风神、普现勇业主风神、

飘击云幢主风神、净光庄严主风神、力能竭水主风神、大声遍吼主风神、树杪垂

髻主风神、所行无碍主风神、种种宫殿主风神、大光普照主风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皆勤散灭我慢之心。──（解）第十五类主风神，经文标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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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碍光明主风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主风神通常表方便无所停住，

且无所不摧。其修行德目是勤于散灭我慢的傲心。 

（16）主空神──复有无量主空神，所谓：净光普照主空神、普游深广主空神、

生吉祥风主空神、离障安住主空神、广步妙髻主空神、无碍光焰主空神、无碍胜

力主空神、离垢光明主空神、深远妙音主空神、光遍十方主空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心皆离垢，广大明洁。──（解）第十六类主空神，经文标出

以净光普照主空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主空神的修行德目，系已

觉悟法性本空，心垢已无，显现广大明亮光洁。 

（17）主方神──复有无量主方神，所谓：遍住一切主方神、普现光明主方神、

光行庄严主方神、周行不碍主方神、永断迷惑主方神、普游净空主方神、大云幢

音主方神、髻目无乱主方神、普观世业主方神、周遍游览主方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能以方便普放光明，恒照十方，相续不绝。──（解）第十七

类主方神，经文标出以遍住一切主方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主方

神即东方青帝等类的神众，表显邪正，方向，使通行不会产生迷惑。修行德目是

能以身智教光普放十方，且无时不放，所以称为恒，亦如太阳光照，相续不绝。 

（18）主夜神──复有无量主夜神，所谓：普德净光主夜神、喜眼观世主夜神、

护世精气主夜神、寂静海音主夜神、普现吉祥主夜神、普发树华主夜神、平等护

育主夜神、游戏快乐主夜神、诸根常喜主夜神、出生净福主夜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皆勤修习，以法为乐。──（解）第十八类主夜神，经文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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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德净光主夜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主夜神，表于无明，黑暗

生死的长夜中，以智慧引导，令知正路。修行德目以暗夜时分忘记休息，是表勤

修之意；跳脱长时迷惑，而以法为乐。 

（19）主昼神──复有无量主昼神，所谓：示现宫殿主昼神、发起慧香主昼神、

乐胜庄严主昼神、香华妙光主昼神、普集妙药主昼神、乐作喜目主昼神、普现诸

方主昼神、大悲光明主昼神、善根光照主昼神、妙华璎珞主昼神──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皆于妙法能生信解，恒共精勤严饰宫殿。──（解）第十九类

主昼神，经文标出以示现宫殿主昼神等十位为上首的神众，其数有无量；其修行

德目是皆对殊胜教法产生相信，并了解其义，且长时期一起精勤不懈地庄严宫殿。 

2、八部四王众──（1）阿修罗王──复有无量阿修罗王，所谓：罗睺阿修罗王、

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巧幻术阿修罗王、大眷属阿修罗王、大力阿修罗王、遍照

阿修罗王、坚固行妙庄严阿修罗王、广大因慧阿修罗王、出现胜德阿修罗王、妙

好音声阿修罗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悉已精勤，摧伏我慢及诸烦恼。

──（解）此段经文开始介绍八部四王众。在三十九类神众当中，第二十类为阿

修罗，亦称阿素落，梵音为楚夏耳，《毘婆沙论》译为非天。此类众生多好斗争，

爱比较胜负，或居住在山林，或居住在海中。其中大力阿修罗王，虽然广修福业，

但是心怀胜负比较，又有谄媚心者，则多生在此众中。罗睺阿修罗王，以能将手

隐摄日、月，令天忧恼。毘摩质多罗，谓此类阿修罗王，能以丝幻化种种事，不

论因与果均具慢心；而今列出以罗睺罗阿修罗王为首的十位阿修罗王其修行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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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精勤地摧毁我慢及各种烦恼。 

（2）迦楼罗王──复有不可思议数迦楼罗王，所谓：大速疾力迦楼罗王、无能

坏宝髻迦楼罗王、清净速疾迦楼罗王、心不退转迦楼罗王、大海处摄持力迦楼罗

王、坚固净光迦楼罗王、巧严冠髻迦楼罗王、普捷示现迦楼罗王、普观海迦楼罗

王、普音广目迦楼罗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不思议数，悉已成就大方便力，善能

救摄一切众生。──（解）第二十一类迦楼罗王，以外貌形状翻译，称为金翅，

以翅膀有种种妙色庄严；又有翻译称为大嗉项，因常捉龙放在喉咙里，《增一中

阿含经》记载：此鸟吃龙，从金刚山顶铁叉树下，入海抓龙，水尚未闭合之前，

又回到树上；所以名称有速疾者。如果龙受三归及有袈娑在身，则不被金翅鸟捉

到。此鸟的种类有胎、卵、化、湿四生，以化生最殊胜，则湿生鸟吃湿、胎、卵

三生的龙；胎生鸟吃胎、卵二生的龙；卵生鸟只吃卵生的龙；如果能吃的，一天

内能吃进龙王、五百小龙，绕四天下，周而复始，依顺序进食。此鸟的命将终了，

到海中取食时，被龙吐出毒气所伤，不能再进食，难耐饥饿，展翅入海，直下到

这个世界的风轮边际，被风所吹，又再上来，如此七次往返，没有地方可以停靠，

最后到金刚山顶命终。因为吃龙，所以身上毒气发出火焰自体燃烧。难陀龙王惟

恐烧尽宝山，降雨灭火，雨滴如车轴般大，造成鸟身的肉消散，只有心存在，其

心大如人的髀骨，颜色如绀瑠璃色，如果转轮圣王得到，可以作为珠宝；帝释天

得到，可以将它作为发髻中的珠子。此段经文列出大速疾力迦楼罗王为首的十位

迦楼罗王，数量不可思议。其修行德目皆已成就大方便力，并皈依三宝，已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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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救护一切众生。 

（3）紧那罗王──复有无量紧那罗王，所谓：善慧光明天紧那罗王、妙华幢紧

那罗王、种种庄严紧那罗王、悦意吼声紧那罗王、宝树光明紧那罗王、见者欣乐

紧那罗王、最胜光庄严紧那罗王、微妙华幢紧那罗王、动地力紧那罗王、摄伏恶

众紧那罗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勤精进，观一切法，心恒快乐，自

在游戏。──（解）第二十二类是紧那罗王，紧那罗，此处译成疑神，头顶上长

一角，形状似人，容貌端正，见到的人生起疑心，以为是人，因而立名。亦有称

歌神，因能唱歌，是天帝执法的乐神，四天王的眷属，表示菩萨示现众生形，然

非众生，常以法乐娱乐众生。经文列出善慧光明天紧那罗王为首的十位紧那罗王，

数量无数。其修行德目精勤观察，得法乐而让神界众生欢乐，自他都快乐，而可

自在游戏。 

（4）摩睺罗伽王──复有无量摩睺罗伽王，所谓：善慧摩睺罗伽王、清净威音

摩睺罗伽王、胜慧庄严髻摩睺罗伽王、妙目主摩睺罗伽王、如灯幢为众所归摩睺

罗伽王、最胜光明幢摩睺罗伽王、师子臆摩睺罗伽王、众妙庄严音摩睺罗伽王、

须弥坚固摩睺罗伽王、可爱乐光明摩睺罗伽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

勤修习广大方便，令诸众生永割痴网。──（解）第二十三类摩睺罗伽者，此地

译为大腹行的蠎蛇众生，表菩萨徧行一切。经文列出善慧摩睺罗伽王为首的十位

摩睺罗伽王，数量无数。以修行德目而言，此类众生皆耳聋，所以方便众生舍下

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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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夜叉王──复有无量夜叉王，所谓：毘沙门夜叉王、自在音夜叉王、严持

器仗夜叉王、大智慧夜叉王、焰眼主夜叉王、金刚眼夜叉王、勇健臂夜叉王、勇

敌大军夜叉王、富资财夜叉王、力坏高山夜叉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

皆勤守护一切众生。──（解）第二十四类夜叉王，初一是北方毘沙门天王，四

天王各自率领二部众，一是夜叉，此地译为轻捷，表飞空疾速；二是罗剎，此地

译为可畏。毘沙门者，此地译为多闻，以福德名声远传四方。此类众生在空中飞

行吃人，故菩萨示现为王，变成守护神众。 

（6）龙王──复有无量诸大龙王，所谓：毘楼博叉龙王、娑竭罗龙王、云音妙

幢龙王、焰口海光龙王、普高云幢龙王、德叉迦龙王、无边步龙王、清净色龙王、

普运大声龙王、无热恼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莫不勤力兴云布雨，

令诸众生热恼消灭。──（解）第二十五类龙王，初一即西方天王毘楼博叉，唐

朝译为丑目，以眼等诸根有种种色而立名。此王率领二部众，即龙与富单那。富

单那即热病鬼，娑竭罗的意思是海，德叉迦旧称多舌，因为爱说话，此龙王若生

气瞪视时，人畜皆会死亡。此龙王外修兴云下雨，散去炎热，内则勤修慈悲，散

去众生业惑苦恼。 

（7）鸠盘荼王──复有无量鸠盘荼王，所谓：增长鸠盘荼王、龙主鸠盘荼王、

善庄严幢鸠盘荼王、普饶益行鸠盘荼王、甚可怖畏鸠盘荼王、美目端严鸠盘荼王、

高峰慧鸠盘荼王、勇健臂鸠盘荼王、无边净华眼鸠盘荼王、广大天面阿修罗眼鸠

盘荼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勤修学无碍法门。放大光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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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类是鸠盘荼王，经文开始是南方天王毘楼勒叉，此地译为增长主，能令

自己和他人善根增长，此王率领薜荔多，意为厌魅鬼，表障碍深重，此类神众修

行德目是对于自学善巧方便无碍，智慧油然产生以利众生。 

（8）干闼婆王──复有无量干闼婆王，所谓：持国干闼婆王、树光干闼婆王、

净目干闼婆王、华冠干闼婆王、普音干闼婆王、乐摇动妙目干闼婆王、妙音师子

幢干闼婆王、普放宝光明干闼婆王、金刚树华幢干闼婆王、乐普现庄严干闼婆王。

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于大法深生信解，欢喜爱重，勤修不倦。──（解）

第二十七类干闼婆，此地译为寻香，谓此类众生未从事工作，到各家寻到香气，

即前往以乐器，求食生活，因此世间人称乐人为干闼婆。又名食香，停留在十宝

山之间，食用香末，是帝释天的执乐神。提头赖咤即东方天王，此地译为持国，

意思为护持国土，保卫众生，此类神众率领一部名为毘舍阇，译为吸食精气，吸

有情众生及五谷的精气。其修行德目是修大缘起法，信解而欢喜，深心而爱重，

因此勤修不舍。 

3、欲色界诸天众──别释──（1）欲界天众──（1）－1 月天子──复有无

量月天子，所谓月天子、华王髻光明天子、众妙净光明天子、安乐世间心天子、

树王眼光明天子、示现清净光天子、普游不动光天子、星宿王自在天子、净觉月

天子、大威德光明天子。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勤显发众生心宝。──

（解）第二十八类月天子，月表缺，因月有阴晴圆缺，表菩萨得清凉大慈，照见

生死夜暗，如称菩萨清凉月等。修行德目显发众生心宝者，如见水中的珠子，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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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月亮，则显现流动滋润的光芒；清净的心遇到因缘，则自然又慈祥地流出了智

光。生了又发，所以显著，发是发自本心，所以又显又发。 

（1）－2 日天子──复有无量日天子，所谓日天子、光焰眼天子、须弥光可畏

敬幢天子、离垢宝庄严天子、勇猛不退转天子、妙华缨光明天子、最胜幢光明天

子、宝髻普光明天子、光明眼天子、持胜德天子、普光明天子。如是等而为上首，

其数无量，皆勤修习，利益众生，增其善根。──（解）第二十九类日天子，日

即太阳，能热，也能照，表菩萨能以智慧光芒利益众生。其中可畏敬幢者，表示

做恶者畏惧其照明，为善者恭敬办道者，因行为高超，所以称为幢。太阳对大地

的功能在生长谷稼及开花结果，比照来说，其修行德目即为利益众生，增长众生

的善根。 

（1）──3──三十三天──复有无量三十三天王，所谓：释迦因陀罗天王、普

称满音天王、慈目宝髻天王、宝光幢名称天王、发生喜乐髻天王、可爱乐正念天

王、须弥胜音天王、成就念天王、可爱乐净华光天王、智日眼天王、自在光明能

觉悟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勤发起一切世间广大之业。──（解）

第三十类为三十三天，《佛地论》等记载，妙高山四面各有八大天王，帝释天居

中间，故有三十三天。修行德目发起广大业者，因为修普贤行。以此天居地天之

顶，统御四大洲，虽有很多殊胜事，仍然畏惧敌人阿修罗，若四洲众生修善行多

者，则天众修行者增加威力；假如为恶者多，则诸天的天人将会减少；故多好劝

发，况受佛付托，授与大权。例如谈般若智慧于善法堂中，宣扬大教于如来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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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皆是发起广大修行德目。 

（1）──4──须夜摩天王──复有无量须夜摩天王，所谓：善时分天王、可爱

乐光明天王、无尽慧功德幢天王、善变化端严天王、总持大光明天王、不思议智

慧天王、轮脐天王、光焰天王、光照天王、普观察大名称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

其数无量，皆勤修习广大善根，心常喜足。──（解）第三十一类为须夜摩天，

又称善时分天。《大集经》记载，此天用莲华开，合，以分别白天夜；又记载，

赤莲华开时为昼，白莲华开时为夜，故称时分。另随此时间分别，受乐亦不同，

所以有论说明，此天随时受乐，故名时分天。其修行德目是勤修行广大善根，而

心恒欢喜满足。 

（1）──5──兜率陀天王──复有不可思议数兜率陀天王，所谓：知足天王、

喜乐海髻天王、最胜功德幢天王、寂静光天王、可爱乐妙目天王、宝峰净月天王、

最胜勇健力天王、金刚妙光明天王、星宿庄严幢天王、可爱乐庄严天王。如是等

而为上首，不思议数，皆勤念持一切诸佛所有名号。──（解）第三十二类兜率

陀天，此地译为喜足，得少意悦为喜，更不求余为足，此天是诸佛上生的地方，

故令修念佛三昧，所以其修行德目即勤于念持一切诸佛所有名号。 

（1）──6──化乐天王──复有无量化乐天王，所谓：善变化天王、寂静音光

明天王、变化力光明天王、庄严主天王、念光天王、最上云音天王、众妙最胜光

天王、妙髻光明天王、成就喜慧天王、华光髻天王、普见十方天王。如是等而为

上首，其数无量，皆勤调伏一切众生，令得解脱。──（解）第三十三类是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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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喜欢自己的变化，制作各种乐具自己娱乐，不会冒犯他人，属于善的变化。

修行德目以出世法勤于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所以可以得到解脱。 

（1）──7──他化自在天王──复有无数他化自在天王，所谓：得自在天王、

妙目主天王、妙冠幢天王、勇猛慧天王、妙音句天王、妙光幢天王、寂静境界门

天王、妙轮庄严幢天王、华蘂慧自在天王、因陀罗力妙庄严光明天王。如是等而

为上首，其数无量，皆勤修习自在方便广大法门。──（解）第三十四类是他化

自在天王，意思是令别人化作乐具娱乐自己，显示自己自在。修行德目即是勤于

修行众生及自己皆自在的广大法门。 

（2）色界天众──1──大梵天王──复有不可数大梵天王，所谓：尸弃天王、

慧光天王、善慧光明天王、普云音天王、观世言音自在天王、寂静光明眼天王、

光遍十方天王、变化音天王、光明照耀眼天王、悦意海音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

不可称数，皆具大慈，怜愍众生，舒光普照，令其快乐。──（解）第三十五类

是大梵天，离欲寂静，称为梵，此地译为清洁寂静，因已离开欲染，故名清洁，

得到根本定，而为寂静。修行德目是皆具大慈，怜愍众生，舒光普照，令其快乐。 

（2）色界天众──2──光音天王──复有无量光音天王，所谓：可爱乐光明天

王、清净妙光天王、能自在音天王、最胜念智天王、可爱乐清净妙音天王、善思

惟音天王、普音遍照天王、甚深光音天王、无垢称光明天王、最胜净光天王。如

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住广大寂静喜乐无碍法。──（解）第三十六类光

音天是二禅第三天，彼天说话时，口里发出清净光，故称为光音天。《瑜伽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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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称此天为极光净，表示净光遍照自己和其他地方。其修行德目是修行禅定，

产生喜乐。如果众生舍动求静，就不是广大；如果只喜好禅定的境界，则非无碍

法。现在此天王可动也可静，不放逸也不执着，收放自如，所以住在广大无碍的

法门。 

（2）色界天众──3──徧净天王──复有无量遍净天王，所谓：清净名称天王、

最胜见天王、寂静德天王、须弥音天王、净念眼天王、可爱乐最胜光照天王、世

间自在主天王、光焰自在天王、乐思惟法变化天王、变化幢天王、星宿音妙庄严

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悉已安住广大法门，于诸世间勤作利益。

──（解）第三十七类徧净天，此天远离喜的感觉，身心清净；虽身心清净，仍

然无法说是广大，要达到众生与自己毫无分别，普遍饶益众生时，始可称为广大。

所以此天王的修行德目在于全都已经安住广大法门，在各种世间辛勤地造福众

生。 

（2）色界天众──4──广果天王──复有无量广果天王，所谓：爱乐法光明幢

天王、清净庄严海天王、最胜慧光明天王、自在智慧幢天王、乐寂静天王、普智

眼天王、乐旋慧天王、善种慧光明天王、无垢寂静光天王、广大清净光天王。如

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莫不皆以寂静之法而为宫殿安住其中。──（解）第

三十八类广果天在第四禅第三天，此天在异生众的善果，最广；修行德目中此天

离八种灾患，世界非常宁静，其中的天众都安住在寂静法中。 

（2）色界天众──5──大自在天王──复有无数大自在天王，所谓：妙焰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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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在名称光天王、清净功德眼天王、可爱乐大慧天王、不动光自在天王、妙

庄严眼天王、善思惟光明天王、可爱乐大智天王、普音庄严幢天王、极精进名称

光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不可称数，皆勤观察无相之法，所行平等。──（解）

第三十九类大自在，梵文称摩酰首罗，在三千个世界最自在；此天众有八臂、三

眼、骑白牛，手执白拂，一念之间能知大千世界降下的雨滴数量。 

科判－－七、称扬赞德──别释──（一）总结威仪住── 

◎经文──尔时如来道场众海，悉已云集；无边品类，周匝徧满；形色部从，各

各差别。随所来方，亲近世尊，一心瞻仰。──（解）前一科段是众海云集，主

要介绍来到菩提会场的三十九类神众，全部聚集在一起。无法计算的种类，徧满

全场，虽从各各不同的方向处所而来，但皆见得到佛，如在眼前，宛如百川，全

有月亮映现其中。这些神众，随所来的方向，都一心瞻仰亲近世尊。 

 

（二）总显德行因缘──别明科判－－1、明离障见净──此诸众会已离一切烦

恼、心垢及其余习，摧重障山，见佛无碍。──（解）到菩提会场的神众皆已远

离一切烦恼，所知障及一些习气，摧毁重障
6
，可以无碍地见到毘卢遮那佛。 

2、受化根深──如是皆以毘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于劫海中修菩萨行，以四摄事

而曾摄受；一一佛所种善根时，皆已善摄，种种方便，教化成熟，令其安立一切

智道；──（解）如是等已断烦恼及所知障的与会众，都是与毘卢遮那佛在久远

不可说的时间一起修菩萨道，曾被毘卢遮那佛以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法

所摄受；这些众生何时被摄受呢？即在一一佛所种下善根时，毘卢遮那佛给与种

种善巧方便，教化并成熟这些众生，使其安立在一切智慧的大道。 

3、德行圆备──（1）辨因圆──种无量善，获众大福，悉已入于方便愿海；所

行之行具足清净，于出离道已能善出，常见于佛，分明照了；──（解）参加此

会的大众，都已德行圆满，包括种下无量善根，表示已超越七地，功用行圆满，

                                                 
6 《解深密經》說三種重障：一者在皮，初地即斷；二者在膚，八地方斷；三者，在骨，唯佛地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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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超八地，大愿也圆满；所行之行显示修行已超越十地，修行圆满障碍尽除，

在菩萨道已能不住生死，不住涅盘，故说善出，意思为出入自在，同时经常见到

佛，而不执着于色相。 

（2）入果海──以胜解力入于如来功德大海，得于诸佛解脱之门，游戏神通。

──（解）福慧深远，以信解力瞻仰佛化，知慈悲广大，而入如来的果海。得到

诸佛远离障碍自在的果门，可以出入自在，不受束缚。 

（三）别明得法赞佛──别释──1 异生众赞佛－－诸天众－－色天──（1）

大自在天──所谓妙焰海大自在天王得法界虚空界寂静方便力解脱门，自在名称

光天王得普观一切法悉自在解脱门，清净功德眼天王得知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来不

去无功用行解脱门，可爱乐大慧天王得现见一切法真实相智慧海解脱门，不动光

自在天王得与众生无边安乐大方便定解脱门，妙庄严眼天王得令观寂静法灭诸痴

暗怖解脱门，善思惟光明天王得善入无边境界不起一切诸有思惟业解脱门，可爱

乐大智天王得普往十方说法而不动无所依解脱门，普音庄严幢天王得入佛寂静境

界普现光明解脱门，名称光善精进天王得住自所悟处而以无边广大境界为所缘解

脱门。── 
（解）此段经文开始介绍各个与会大众所证得的法门，先由异生众开始，然后再

介绍同生众。初是诸天，次为八部，后是诸神。今分为二，先色天，后欲天，先

介绍自在天，第一位妙焰海大自在天王得到在法界虚空界随不同处所起大用方便

的解脱门。 

第二位自在名称光天王得到智身解脱，有三种意思：一以普眼观一切法，二于法

理上观一切法的事项，三在一法中见一切而无碍，所以称为自在。 

第三位清净功德眼天王得到内证真理，外应群机的自共相解脱门，因为一切法各

各不同，色非心等，谓自相，而今皆不生，故是解脱；又此相各均有生住异灭的

共相，此共相就在显示无相性质，故为不灭。就缘起性而言，法本无体，因缘和

合而起，本来生即无生，既本不生，故无可灭。不来不去则就行而言，背舍是去，

说不去者，是以智慧照空，本无可舍，所以说不去；而言不来，意思为真理以体

来说，何有一个见得到的体呢？是故经典皆说，如来者，无所从来；因此说不来

不去。 

第四位可爱乐大慧天王证得照见诸法实相的智慧海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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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不动光自在天王给众生远离危险恐怖，使其身心舒适，烦恼不生的慈障大

方便解脱门。 

第六位妙庄严眼天王得到悲障解脱，令众生以寂静法观察痴相本空，灭除造业颠

倒不见未来等怖畏的解脱门。 

第七位善思惟光明天王得到业障解脱，了解佛出现在十方，了无边界、依性，不

起一切思惟的解脱门。 

第八位可爱乐大智天王得到无相解脱门，即虽身体普应十方，但身体并无所动，

以智慧宣扬佛法，不取于相，而如如不动。 

第九位普音庄严幢天王得到名相解脱门，即入佛寂静境界，以身光普应十方众生

需要。 

第十位名称光善精进天王离二取相，能自利，利他的解脱门，自所悟处，意为离

开我及我所缘的境界，而自觉圣智常现在前，缘无边的法界，济度无边众生。 

（2）广果天──复次可爱乐光明幢天王得普观一切众生根为说法断疑解脱门，净

庄严海天王得随忆念令见佛解脱门，最胜慧光明天王得法性平等无所依庄严

身解脱门，自在智慧幢天王得了知一切世间法一念中安立不思议庄严海解脱

门，乐寂静天王得于一毛孔现不思议佛剎无障碍解脱门，普眼智天王得入普

门观察法界解脱门，乐旋慧天王得为一切众生种种出现无边劫常现前解脱门，

善种慧光明天王得观一切世间境界入不思议法解脱门，无垢寂静光天王得示

一切众生出要法解脱门，广大清净光天王得观察一切应化众生令入佛法解脱

门。── 
（解）此段经文介绍第四禅广果天的天王所得解脱门的内容如下： 

 第一位是可爱乐光明幢天王得到普遍观一切众生根器不同为其说法断除疑惑解

脱门。 

 第二位净庄严海天王得到随念某一尊佛即见佛的解脱门。 

第三位最胜慧光明天王得到一切法平等一味离能所境界而无所依止凭靠庄严自

身的解脱门。 

第四位自在智慧幢天王得到明白了知众生世间法各不同，而能在一念当中为说不

同法门另其安立，非人天外道能够想到的解脱门。 

第五位乐寂静天王得到在一毛孔显现一或多，大或小皆无碍的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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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位普眼智天王得到随一一门全收法界，于其中观察法界的解脱门。 

第七位乐旋慧天王得到不畏艰苦在长时间出现应机教化种种众生的解脱门。 

第八位善种慧光明天王得到能观察到一切世界境界即各种业报的解脱门。 

第九位无垢寂静光天王得到示现一切众生如何出离着相的解脱门。 

第十位广大清净光天王得到观察一切应该教化的众生入佛法成种智，令得真正快

乐的解脱门。 

（3）三禅天──复次清净慧名称天王得了达一切众生解脱道方便解脱门，最胜

见天王得随一切诸天众所乐知光影普示现解脱门，寂静德天王得普严净一切佛境

界大方便解脱门，须弥音天王得随诸众生永流转生死海解脱门，净念眼天王得忆

念如来调伏众生行解脱门，可爱乐普照天王得普门陀罗尼海所流出解脱门，世间

自在主天王得能令众生值佛生信藏解脱门，光焰自在天王得能令一切众生闻法信

喜而出离解脱门，乐思惟法变化天王得入一切菩萨调伏行如虚空无边无尽解脱

门，变化幢天王得观众生无量烦恼普悲智解脱门，星宿音妙庄严天王得放光现佛

三轮摄化解脱门。── 
（解）此段经文开始介绍三禅天的修行德目，第一位清净慧名称天王得知悉一切

众生如何在本体与功用上有障碍处求解脱方便的解脱门。 

第二位最胜见天王得到随一切所有天众欲知道的光影而能普遍示现的解脱门。 

第三位寂静德天王得到离相息妄及万行回向十方国土大方便的解脱门。 

第四位须弥音天王得到无大悲舍众生障碍解脱门。 

第五位净念眼天王得到如来摄化众生令趋向无上道的解脱门。 

第六位可爱乐普照天王得到称法性的总持同时能流演无尽法海的解脱门。 

第七位世间自在主天王得到能令众生遇到佛而产生信心福德的解脱门。 

第八位光焰自在天王得到令一切众生听闻佛法产生信仰而后欢喜奉行并得到解

脱的解脱门。 

第九位乐思惟法变化天王得到排除有限障碍，能入一切菩萨大悲与智慧，以方便

开示法界如虚空无边无尽的解脱门。 

第十位变化幢天王得到以大悲怜愍众生以智慧观察众生烦恼而化度的解脱门。 

第十一位星宿音妙严天王得到放光出现佛以身口意三轮摄受众生的解脱门。 

（4）二禅天──复次可爱乐光明天王得恒受寂静乐而能降现消灭世间苦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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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妙光天王得大悲心相应海一切众生喜乐藏解脱门，自在音天王得一念中普现

无边劫一切众生福德力解脱门，最胜念智天王得普使成住坏一切世间皆悉如虚空

清净解脱门，可爱乐净妙天王得爱乐信受一切圣人法解脱门，善思惟音天王得能

经劫住演说一切地义及方便解脱门，演庄严音天王得一切菩萨从兜率天宫没下生

时大供养方便解脱门，甚深光音天王得观察无尽神通智慧海解脱门，广大名称天

王得一切佛功德海满足出现世间方便力解脱门，最胜净光天王得如来往昔誓愿力

发生深信爱乐藏解脱门。── 
（解）此段经文开始介绍色界二禅天的天王所证得的解脱门，首先是第一位可爱

乐光明天王得到恒常受到涅盘寂静的快乐而能降到世间消灭痛苦的解脱门。 

第二位清净妙光天王得到无缘大悲与性海相应，让一切众生出生喜乐无尽，此是

于恼害心得到解脱。 

第三位天自在音天王修行得到在一念中即能普现无限的长时间当中，一切众生都

因福德的威力而解脱的法门。 

第四位最胜念智天王得到普遍让成住坏一切世间皆成空劫，而常清净的解脱门。 

第五位可爱乐净妙天王得到信乐佛及菩萨一切圣人的法门，敬奉修行的解脱门。 

第六位善思惟音天王得到以无尽辩才演说十地各地的意义及如何方便入地、住

地、出地的解脱门。 

第七位演庄严音天王得到一切补处菩萨从兜率天宫下生时现多身供养多佛的大

方便解脱门。 

第八位甚深光音天王得到于定与慧的障碍中之解脱门。 

第九位广大名称天王修得佛果圆满能够出现世间顺应机感的方便力解脱门。 

第十位最胜净光天王得到如来从前的所发的誓愿力产生见佛大愿云，喜爱乐意随

佛学习的解脱门。 

（5）初禅天──复次尸弃梵王得普住十方道场中说法而所行清净无染着解脱门，

慧光梵王得使一切众生入禅三昧住解脱门，善思慧光明梵王得普入一切不思议法

解脱门，普云音梵王得入诸佛一切音声海解脱门，观世言音自在梵王得能忆念菩

萨教化一切众生方便解脱门，寂静光明眼梵王得现一切世间业报相各差别解脱

门，普光明梵王得随一切众生品类差别皆现前调伏解脱门，变化音梵王得住一切

法清净相寂灭行境界解脱门，光耀眼梵王得于一切有无所著边际无依止常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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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门，悦意海音梵王得常思惟观察无尽法解脱门。── 
（解）此段开始介绍初禅天的天王修行解脱门，第一位尸弃梵王得到在十方道场

都可普遍说法，修行清净了境无相的解脱门。 

第二位慧光梵王得到让一切众生住在定中的解脱门。 

第三位善思慧光明梵王得到一言演说无尽教法的解脱门。 

第四位普云音梵王得到无分别地进入诸佛以圆融无碍的法音教化众生的解脱门。 

第五位观世言音自在梵王得到以宿住智能记忆菩萨教化一切众生方便的解脱门。 

第六位寂静光明眼梵王得到佛示现受世间业报种种差别相的解脱门。 

第七位普光明梵王得到依教法不同而能随众生根机深浅调伏的解脱门。 

第八位变化音梵王得到佛身无相，住在法性清净相状随缘运作的境界解脱门。 

第九位光耀眼梵王得到不执着于有相，且身口意三业也无边界，既无需依着某处，

所以能经常出现的解脱门。 

第十位悦意海音梵王得常思量观性无相犹如虚空，善巧观察，随宜随机，示现无

尽教法的解脱门。 

科判－－1 异生众赞佛－－诸天众－－欲天── 

（1）自在天──复次自在天王得现前成熟无量众生自在藏解脱门，善目主天王

得观察一切众生乐令入圣境界乐解脱门，妙宝幢冠天王得随诸众生种种欲解令起

行解脱门，勇猛慧天王得普摄为一切众生所说义解脱门，妙音句天王得忆念如来

广大慈增进自所行解脱门，妙光幢天王得示现大悲门摧灭一切憍慢幢解脱门，寂

静境天王得调伏一切世间瞋害心解脱门，妙轮庄严天王得十方无边佛随忆念悉来

赴解脱门，华光慧天王得随众生心念普现成正觉解脱门，因陀罗妙光天王得普入

一切世间大威力自在法解脱门。 
（解）此段开始介绍欲界诸天的天王所证的解脱门， 

第一位他化天王得到示现在众生前，自在调伏，使其成熟，教化的方法无尽的解

脱门。 

第二位善目主天王得到观察世间的快乐皆是苦事，故应舍弃而令众生进入圣人世

界快乐的解脱门。 

第三位妙宝幢冠天王，得到随各种众生种种不同的好乐断其疑惑，令众生发起正

确修行的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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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勇猛慧天王得到以一句话，就能普遍在任何时间摄化一切众生的解脱门。 

第五位妙音句天王得到效法佛陀修慈增进自己修行的解脱门。 

第六位妙光幢天王得到示现以大悲十力摧破骄慢高傲的解脱门。 

第七位寂静境天王得到以智慧光照亮世间，令众生远离贪瞋痴三毒的黑暗，消除

堕入恶道的苦果的解脱门。 

第八位妙轮庄严天王得到念佛三昧纯熟，随念某一尊佛即能得见的解脱门。 

第九位华光慧天王得到随着众生心之所念即出现菩萨修成正觉的解脱门。 

第十位因陀罗妙光天王得到寂灭法而能自在地示现到一切世间调伏众生的解脱

门。 

（2）善化天── 

复次善化天王得开示一切业变化力解脱门，寂静音光明天王得舍离一切攀缘解脱

门，变化力光明天王得普灭一切众生痴暗心令智慧圆满解脱门，庄严主天王得示

现无边悦意解脱门，念光天王得了知一切佛无尽福德解脱门，最上云音天王得普

知过去一切劫成坏次第解脱门，胜光天王得开悟一切众生智解脱门，妙髻天王得

舒光疾满十方虚空界解脱门，喜慧天王得一切所作无能坏精进力解脱门，华光髻

天王得知一切众生业所受报解脱门，普见十方天王得示现不思议众生形类差别解

脱门。 
（解）此段继续介绍欲界的第五天化乐天天王所证的解脱门，长行有十一法，所

谓化是指为众生开示各种业力如变化，变化其本体虽是虚幻不实，但其作用有力

量；所说的业也是起于因缘，但果报是不会空过的。第一位的善化天王得到开示

一切业有变化力量的解脱门。 

第二位寂静音光明天王得到心境无得舍离一切的解脱门。 

第三位变化力光明天王得到灭除一切众生愚痴不明的心令其智慧圆满的解脱门。 

第四位庄严主天王得到梵声微妙普应十方的悦意解脱门。 

第五位念光天王得到了知佛有无尽福德，例如打之不生瞋恨，骂他，不会回骂，

即是大福德相；又其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神通，当知是福德相。心

无骄傲自满，逢人必先问讯，言词柔软，从无粗鲁，年轻志向皆盛，而心无有横

行霸道之意；王国富强，舍而出家，因此沙门瞿昙成就，具足无量功德。 

第六位最上云音天王得到普遍知道过去所有时间剎土成立及毁坏顺序的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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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位胜光天王得到使一切众生开悟智慧的解脱门。 

第八位妙髻天王得到合乎自身法性的智能快速地徧满十方虚空的解脱门。 

第九位喜慧天王得到契合道理全部修行，长时间无倦怠，众魔及外道不能摧毁的

精进力解脱门。 

第十位华光髻天王得知一切众生因善恶业不同，得到苦乐不同的解脱门。 

第十一位普见十方天王得到一毛顿现无边种类差别众生的解脱门。 

（3）知足天── 

复次知足天王得一切佛出兴世圆满教轮解脱门，喜乐海髻天王得尽虚空界清净光

明身解脱门，最胜功德幢天王得消灭世间苦净愿海解脱门，寂静光天王得普现身

说法解脱门，善目天王得普净一切众生界解脱门，宝峰月天王得普化世间常现前

无尽藏解脱门，勇健力天王得开示一切佛正觉境界解脱门，金刚妙光天王得坚固

一切众生菩提心令不可坏解脱门，星宿幢天王得一切佛出兴咸亲近观察调伏众生

方便解脱门，妙庄严天王得一念悉知众生心随机应现解脱门。 
（解）经文长行有十法介绍欲界第四天兜率陀天，又称知足天天王得到的解脱门

如下所述： 

第一位知足天王得总相法门，表示一生补处菩萨将要成佛时，皆先上升到知足天，

再下生普遍资应法界需要，阐扬华严，推广圆满教法。第二位喜乐海髻天王得到

清净光明色身充徧法界的解脱门； 

第三位最胜功德幢天王得到清净愿力除灭烦恼业障的解脱门； 

第四位寂静光天王得到普遍现身即能说法的解脱门； 

第五位善目天王得到普遍清净一切众生界的解脱门； 

第六位宝峰月天王得到无偏向一方及无间断普遍教化世间如来藏的的解脱门； 

第七位勇健力天王得到可以一切佛觉悟的境界教导众生的解脱门； 

第八位金刚妙光天王得到清净福德而坚固一切众生菩提心，令其不可坏的解脱

门； 

第九位星宿幢天王得到仰观亲近一切佛出兴于世，而调伏众生方便的解脱门； 

第十位妙庄严天王得到能在一念之间都知晓众生心而随众生根器出现的解脱门。 
（4）时分天── 

◎经文──复次时分天王得发起一切众生善根令永离忧恼解脱，妙光天王得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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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境界解脱门，无尽慧功德幢天王得灭除一切患大悲轮解脱门，善化端严天王

得了知三世一切众生心解脱门，总持大光明天王得陀罗尼门光明忆持一切法无忘

失解脱门，不思议慧天王得善入一切业自性不思议方便解脱门，轮脐天王得转法

轮成熟众生方便解脱门，光焰天王得广大眼普观察众生而往调伏解脱门，光照天

王得超出一切业障不随魔所作解脱门，普观察大名称天王得善诱诲一切诸天众令

受行心清净解脱门。 

（解）经文长行有十法介绍欲界第三天时分天的天王得到的解脱门如下所述： 

第一位时分天王得到若是善根发起，则忧恼会自己除灭的解脱门。 

第二位妙光天王系以无限方便证得法身的境界。 

第三位无尽慧功德幢天王得到悲心而灭除一切苦患的解脱门。 

第四位善化端严天王得到明白三达智知道众生的根机传授法门的解脱门。 

第五位总持大光明天王得到深入理念而不会忘记，并以智慧为本体，照现出光芒，

心境同一的解脱门。 

第六位不思议慧天王得到善入一切业自性不思议方便解脱门。 

第七位轮脐天王得到教化众生如何成佛的方便解脱门。 

第八位光焰天王得到广大眼力而能普遍观察众生同时前去调伏的解脱门。 

第九位光照天王得超出一切业障，而舍恶缘的解脱门。 

第十位普观察大名称天王得善能诱导一切天界众生断恶行善，令心清净的解脱

门。 

 

（5）三十三天── 

◎经文──复次释迦因陀罗天王得忆念三世佛出兴乃至剎成坏皆明见大欢喜解

脱门，普称满音天王得能令佛色身最清净广大世无能比解脱门，慈目宝髻天王得

慈云普覆解脱门，宝光幢名称天王得恒见佛于一切世主前现种种形相威德身解脱

门，发生喜乐髻天王得知一切众生城邑宫殿从何福业生解脱门，端正念天王得开

示诸佛成熟众生事解脱门，高胜音天王得知一切世间成坏劫转变相解脱门，成就

念天王得忆念当来菩萨调伏众生行解脱门，净华光天王得了知一切诸天快乐因解

脱门，智日眼天王得开示一切诸天子受生善根俾无痴惑解脱门，自在光明天王得

开悟一切诸天众令永断种种疑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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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第五，三十三天众，长行有十一法，如下所述： 

第一位释迦因陀罗天王承佛威力故说忆念，忆念过去佛，现在佛及未来佛出现世

间，以及国土成住坏空都见得到而大喜的解脱门。 

第二位普称满音天王得到的解脱门能令妄念尽除，故说清净；又让智慧光芒突出，

体会性空之理，同时了知体性空寂，故说广大。 

第三位慈目宝髻天王有大慈不分怨亲，如云无心而普覆大地。 

第四位宝光幢名称天王得到恒见佛在一切世间的主人之前现种种形相威德身的

解脱门。 

第五位发生喜乐髻天王得知一切众生的因果差别，使众生勤于修行因果而得福的

解脱门。 

第六位端正念天王得到开示诸佛调伏而成熟众生事，使菩萨模仿学习的解脱门。 

第七位高胜音天王得知一切世间初成后坏，住时转变，乃至毛孔微细剎土，所说

转变乃指有福者出世，世间美玉遍地；薄福之人则遍地荆棘的解脱门。 

第八位成就念天王得到当来菩萨出现修行的因，使天众忆念而能见贤思齐的解脱

门。 

第九位净华光天王得了知一切诸天快乐的因，是因为佛具备众德，而使诸天增长

快乐的解脱门。 

第十位智日眼天王得到念佛的力量，使天众不迷惑而舍放逸进修的解脱门。 

第十一位自在光明天王得开悟一切诸天众使其永断种种疑念见解的解脱门。 

（6）日天 

◎经文──复次日天子得净光普照十方众生尽未来劫常为利益解脱门，光焰眼天

子得以一切随类身开悟众生令入智慧海解脱门，须弥光欢喜幢天子得为一切众生

主令勤修无边净功德解脱门，净宝月天子得修一切苦行深心欢喜解脱门，勇猛不

退转天子得无碍光普照令一切众生益其精爽解脱门，妙华璎光明天子得净光普照

众生身令生欢喜信解海解脱门，最胜幢光明天子得光明普照一切世间令成办种种

妙功德解脱门，宝髻普光明天子得大悲海现无边境界种种色相宝解脱门，光明眼

天子得净治一切众生眼令见法界藏解脱门，持德天子得发生清净相续心令不失坏

解脱门，普运行光明天子得普运日宫殿照十方一切众生令成就所作业解脱门。 
（解）第六日天，长行有十一法，既为日天，多用来辨别光的利益，初一名及法



45 
 

门，皆表总相，谓佛身的智光，宛如日光，无私照亮，即为净光，是表示光的本

质，而光的作用简单而言有四种意义，一者从心来说，不论高或低皆一齐照明，

故说普照；二者以处所而言，是照尽十方界；三者从时间而言，是穷尽未来；四

者从功用而言，是经常而无间断，即光给众生的利益，亦即智慧的功效。 

第二位光焰眼天子以众生本有佛智，如海底的暗潮，今佛以随众生根器的种种不

同，施设种种方便，目的在开悟众生，令其证入佛性。 

第三位须弥光欢喜幢天子知道众生染受无明，漂泊三界，佛的德行圆满无碍，堪

为众生的教主，随缘勤修断绝染行，修行契入真理的解脱门。 

第四位净宝月天子得到以智慧引导大悲，代众生受苦而深心欢喜的解脱门。 

第五位勇猛不退转天子得到无碍的智慧光能普照，而令一切众生增益其精明的解

脱门，在大集经云：国王护法可增长三种精气，一者地精气，意为五谷丰收成熟；

二者众生精气，意为众生皆形貌端正庄严，没有各种病痛；三者，善法精进，谓

修布施，持戒，信力等德目。 

第六位妙华璎光明天子得到身心与智慧，皆能净化众生的身心，让众生信解深广

的解脱门。 
第七位最胜幢光明天子得到白昼精进修行善业，普照一切世间令成办种种妙功德

解脱门。 

第八位宝髻普光明天子得到无缘大悲，坐于道树，产生多种珍奇异宝，而言珍宝

的相状皆圆明可贵，所有种种色状都遍及法界的解脱门。 

第九位光明眼天子得到智慧所以能除暗，令法眼清净，见到如来藏即法界藏的解

脱门。 

第十位持德天子得到在佛所发生清净心，曾一供养即能令此福相续到成就佛果菩

提的解脱门。 

第十一位普运行光明天子得到使日光运作发挥功效，让众生安居乐业，修行得道

解脱门。 

（7）月天 

◎经文──复次月天子得净光普照法界摄化众生解脱门，华王髻光明天子得观察

一切众生界令普入无边法解脱门，众妙净光天子得了知一切众生心海种种攀缘转

解脱，安乐世间心天子得与一切众生不可思议乐令踊跃大欢喜解脱门，树王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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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子得如田家作业种芽茎等随时守护令成就解脱门，出现净光天子得慈悲救护

一切众生令现见受苦受乐事解脱门，普游不动光天子得能持清净月普现十方解脱

门，星宿王自在天子得开示一切法如幻如虚空无相无自性解脱门，净觉月天子得

普为一切众生起大业用解脱门，大威德光明天子得普断一切疑惑解脱门。 
（解）第七月天长行有十法门，初名法门，意思为光有身光与智光二种，而法界

亦有事与理二门，事即应众生根机的法身，心及所依的剎土；身光照见众生令其

觉悟，如照剎令则令剎土清净；而智光照心则破众生痴暗，照理则令道理显现。

身光智光互相作用，则称为普，同时去除烦恼与障碍，两者皆是净化的意思。 

第二位华王髻光明天子用悲心普观，传授多种法门令一切众生入无边的法界。 

第三位众妙净光天子得知众生的如来藏识，在前七识名为攀缘转，而缘的境界各

有不同，所以施设了种种不同的名称。 

第四位安乐世间心天子得到示现给一切众生证得十地的欢喜快乐，因为此种的快

乐，系与生俱有，所以不可思议。 

第五位树王眼光明天子得到以菩提心为家，自他二利为作业，并以身体及口为牛，

锐利的智慧为犂，以闻法熏习种子，引生信解如嫩芽，产生正行为其茎，开出觉

悟的花，收获到佛果的树。因为自利而以不放逸随时守护；因利他而能化大愿以

守护，不令外魔侵入，不令禽兽侵犯，从因至果，得以成就。如田家作业种芽茎

等随时守护令成就的解脱门。 

第六位出现净光天子得到以慈爱大悲救护一切众生令现见受苦受乐事等因果的

解脱门， 

第七位普游不动光天子得到以具有佛圆满智慧力持大悲的月，使明见正信觉悟，

而离苦清凉。 

第八位星宿王自在天子得开示一切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无有自性的解脱门。 

第九位净觉月天子得到为一切众生，生起大悲大愿而展现相好庄严的大业用解脱

门。 

第十位大威德光明天子得到以毛光普遍展现佛法，断一切疑惑的解脱门。 

科判－－1 异生众赞佛－－八部众－－ 

（1） 干闼婆王 

   ◎经文──复次持国干闼婆王得自在方便摄一切众生解脱门，树光干闼婆王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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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切功德庄严解脱门，净目干闼婆王得永断一切众生忧苦出生欢喜藏解脱门，

华冠干闼婆王得永断一切众生邪见惑解脱门，喜步普音干闼婆王得如云广布普荫

泽一切众生解脱门，乐摇动美目干闼婆王得现广大妙好身令一切获安乐解脱门，

妙音师子幢干闼婆王得普散十方一切大名称宝解脱门，普放宝光明干闼婆王得现

一切大欢喜光明清净解脱门，金刚树华幢干闼婆王得普滋荣一切树令见者欢喜解

脱门，普现庄严干闼婆王得善入一切佛境界与众生安乐解脱门。 
   （解）此段开始有八段，明八部四王众，初四段皆初一是天，今初干闼婆王，长

行有十法，初一即东方天王，得到摄受，折伏，逆顺多种，善巧的顺应众生的自

在方便解脱门。 

   第二位树光干闼婆王得到令一切众生见佛的一切功德庄严，如佛的一毛都能利益

众生的解脱门。 

   第三位净目干闼婆王得到慈愍方便除去忧恼而出生无限欢喜的解脱门。 

第四位华冠干闼婆王得到佛决定智慧光，永远断除一切众生邪见烦恼的解脱门。 

  第五位喜步普音干闼婆王得如慈云广布，普遍照荫，广泽一切众生的解脱门。 

   第六位乐摇动美目干闼婆王得示现广大妙好清净庄严身，令一切众生获得安乐的

解脱门。 

第七位妙音师子幢干闼婆王得到佛出说法是为大名称，佛法僧三者皆具足名为三

宝的解脱门。 

第八位普放宝光明干闼婆王得到身光普照，凡尘不能污染，见者欢喜，智慧光芒

让众生喜悦，不生烦恼厌倦的光明清净解脱门。 

第九位金刚树华幢干闼婆王得到以法水滋润佛果菩提的实际修行，众生不再欣乐

二乘的欢喜解脱门， 

第十位普现庄严干闼婆王得到能无碍进入一切佛境界，给与众生安乐的解脱门。 

（2）鸠盘荼王 

◎经文──复次增长鸠盘荼王得灭一切怨害力解脱门，龙王鸠盘荼王得修习无边

行门海解脱门，庄严幢鸠盘荼门得知一切众生心所乐解脱门，饶益行鸠盘荼王得

普成就清净大光明所作业解脱门，可布畏鸠盘荼王得开示一切众生安隐无畏道解

脱门，妙庄严鸠盘荼王得消竭一切众生爱欲海解脱门，高峰慧鸠盘荼王得普现诸

趣光明云解脱门，勇健臂鸠盘荼王得普放光明灭如山重障解脱门，无边净华眼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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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荼王得开示不退转大悲藏解脱门，广大面鸠盘荼王得普现诸趣流转身解脱门。  
（解）长行十法中，初，即南方天王得到除灭一切内惑外仇，并安住忍力同时可

降伏的解脱门。 

第二位龙王鸠盘荼王得到以修习无边自他二利的行门趋向佛果海的解脱门。  

第三位庄严幢鸠盘荼门得知随一切众生心所好乐，应机化现的解脱门。  

第四位饶益行鸠盘荼王得到为钝机者，示现变通；为有锐智者，示以教法，长时

期地普利众生，犹如虚空般清净，以三轮之心度化群机的解脱门。 

第五位可布畏鸠盘荼王得到开示一切众生世间烦恼痛苦是不安的，惟有菩提涅盘

才是安隐无畏，如能修万行因华，则能成就无畏与寂灭道的解脱门。  

第六位妙庄严鸠盘荼王得到用智慧的光芒，让一切众生消除竭尽如深广如海的爱

欲。  

第七位高峰慧鸠盘荼王得到在诸轮回道中普现身体的光明云解脱门。 

第八位勇健臂鸠盘荼王得到以身光智光排除烦恼障及所知障的解脱门。 

第九位无边净华眼鸠盘荼王得到多劫修悲，究竟灭苦而不退转以安众生的大悲藏

解脱门。 

第十位广大面鸠盘荼王得到称性神通，无来无去普现诸趣流转身解脱门。  
（3）龙王 

     ◎经文──复次毘楼博叉龙王得消灭一切诸龙趣炽然苦解脱门，云音幢龙王得于

一切诸有趣中以清净音说佛无边名号海解脱门，焰口龙王得普现无世界建立差别

解脱门，焰龙王得一切众生瞋痴盖缠如来慈愍令除解脱门，云幢龙王得开示一切

众生大喜乐福德海解脱门，德叉迦离王得以清净救护音灭除一切怖畏解脱门，无

边步龙王得示现一切佛色身及住劫次第解脱门，清净色速疾龙王得出生一切众生

大爱乐欢喜海解脱门，普行大音龙王得示现一切平等悦意无碍音解脱门，无热恼

龙王得以大悲普覆云灭一切世间苦解脱门。 
（解）第三龙王众，有十一，长行掉脱第五，但有十法。初一即西方天王，得到

消灭投到龙族有四种热恼的痛苦，一者被金翅鸟啄食之苦，二者行欲时本身痛苦；

三者为鳞甲细虫啃咬的痛苦；四者为热沙扑身之苦。 

   第二位云音幢龙王得到在一切有情众生投生的三界中，说尽佛有无边名号的解脱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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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焰口龙王得到三界六道度，以清净音声，宣畅佛法，广现神通，随众生根

机而度化的解脱门。 

第四位焰龙王得到以大慈为本，俱灭三毒的解脱门。 

第五位云幢龙王得到佛的大慈悲福德海，资粮圆满，而能开示一切众生得到大喜

乐福德海的解脱门。 

第六位德叉迦龙王得到以清净救护的慈爱音声灭除一切怖畏的解脱门。 

第七位无边步龙王得到能示现一切佛色身及住劫次第的解脱门。 

第八位清净色速疾龙王得到观察佛往昔修行深广，而欢喜供养的脱门。 

第九位普行大音龙王得能为一切众生，发出一音能平等地让众生各得清雅喜悦的

方便解脱门。 

第十位无热恼龙王得到住在清凉池，出香美水，流注四海，导引百川，经常布下

大云，降甘露除灭世间痛苦的解脱门。 

（4）夜叉王 

◎经文──复次毘沙门夜叉王得以无边方便救恶众生解脱门，自在音夜叉王得普

观察众生方便救护解脱门，严持器扙夜叉王得能资益一切甚羸恶众生解脱门，大

智慧夜叉王得称扬一切圣功德海解脱门，焰眼主夜叉王得普观察一切众生大悲智

解脱门，金刚眼夜叉王得种种方便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解脱门，勇健臂夜叉王得普

入一切诸法义解脱门，勇敌大军夜叉王得守护一切众生令住于道无空过者解脱

门，富财夜叉王得增长一切众生福德聚令恒受快乐解脱门，力坏高山夜叉王得随

顺意念出生佛力智光明解脱门。 
(解)第四夜叉王众，长行十法，初一即北方天王，得以无边的善巧方便，能降伏

恶鬼，不冒犯众生。 

第二位自在音夜叉王以智慧观察众生，以大悲拔众生痛苦，又不偏空有二边的。 

第三位严持器扙夜叉王能明白表示佛法殊胜的道理，增益众生善根的解脱门。 

第四位大智慧夜叉王得到能效仿佛也能称扬赞叹佛得到一切圣功德海的解脱门。 

第五位焰眼主夜叉王得到以悲心智慧合为一心，以法为身而普观察一切众生大悲

智解脱门。 

第六位金刚眼夜叉王得到妙音说法，种种方便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解脱门。 

第七位勇健臂夜叉王得到教广理深，普入一切诸法义的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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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位勇敌大军夜叉王得守护一切众生令住于正道，而不分别正与邪 

   的解脱门。 

第九位富财夜叉王得增长法身与智慧，而令一切众生聚集福德因，受 

快乐果的解脱门。 

第十位力坏高山夜叉王得念佛修因行，生十力果，但尚未成佛的解脱门。 

（5）摩睺罗伽王 
◎经云：复次，善慧摩睺罗伽王得以一切神通方便令众生集功德解脱门；净威音

摩睺罗伽王得使一切众生除烦恼得清凉悦乐解脱门；胜慧庄严髻摩睺罗伽王得普

使一切善不善思觉众生入清净法解脱门；妙目主摩睺罗伽王得了达一切无所著福

德自在平等相解脱门；灯幢摩睺罗伽王得开示一切众生令离黑闇怖畏道解脱门；

最胜光明幢摩睺罗伽王得了知一切佛功德生欢喜解脱门；师子臆摩睺罗伽王得勇

猛力为一切众生救护主解脱门；众妙庄严音摩睺罗伽王得令一切众生随忆念生无

边喜乐解脱门；须弥臆摩睺罗伽王得于一切所缘决定不动到彼岸满足解脱门；可

爱乐光明摩睺罗伽王得为一切不平等众生开示平等道解脱门。 
(解)第五摩睺罗伽众，有十法，第一位善慧摩睺罗伽王得到普现威光，以一切神

通方便令众生积集功德的解脱门。 

第二位净威音摩睺罗伽王得使一切众生去除烦恼趋向寂灭而得清凉悦乐的解脱

门。 

第三位胜慧庄严髻摩睺罗伽王得到让一切善与不善的众生觉悟而入清净法的解

脱门。 

第四位妙目主摩睺罗伽王得到了达一切不执着具备福德或不具足福德的自在平

等相解脱门。 

第五位灯幢摩睺罗伽王得开示一切众生令离黑闇与怖畏之道的解脱门。 

第六位最胜光明幢摩睺罗伽王得了知一切佛功德是真空妙有而生欢喜的解脱门。 

第七位师子臆摩睺罗伽王得到闻深法不怖畏，闻浅法不疑，闻非深非浅教法均能

八风不动；既能自己端正自己，又能觉悟他人成为救世主的解脱门。 

第八位众妙庄严音摩睺罗伽王得令一切众生随着回忆想念，往昔修善因而生无边

喜乐的解脱门。 

第九位须弥臆摩睺罗伽王得到以智慧成就事相，诸度达到圆满，如大海广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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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不动的解脱门。 

第十位可爱乐光明摩睺罗伽王得为一切众生打破不平等，并开示平等道的解脱

门。 

（6）紧那罗王 
◎经文──复次，善慧光明天紧那罗王得普生一切喜乐业解脱门；妙华幢紧那罗

王能生无上法喜令一切受安乐解脱门；种种庄严紧那罗王得一切功德满足广大清

净信解藏解脱门；悦意吼声紧那罗王得恒出一切悦意声令闻者离忧怖解脱门；宝

树光明紧那罗王得大悲安立一切众生令觉悟所缘解脱门；普乐见紧那罗王得示现

一切妙色身解脱门；最胜光庄严紧那罗王得了知一切殊胜庄严果所从生业解脱

门；微妙华幢紧那罗王得善观察一切世间业所生报解脱门；动地力紧那罗王得恒

起一切利益众生事解脱门；威猛主紧那罗王得善知一切紧那罗心巧摄御解脱门。 
  (解)第六紧那罗王，有十法：初善慧光明天紧那罗王得到因为佛而普遍产生一切

喜乐业的解脱门。 

  第二位妙华幢紧那罗王对于佛法能生无上法喜而令一切众生受到安乐的解脱门。 

  第三位种种庄严紧那罗王得到佛的一切功德满足，而生出广大清净信解藏解脱

门。 

  第四位悦意吼声紧那罗王得恒出一切悦意音声，令听闻者离开忧恼怖畏的解脱

门。 

  第五位宝树光明紧那罗王得以大悲安顿一切众生，令觉悟众生觉悟空性的解脱

门。 

  第六位普乐见紧那罗王得到能示现一切相好庄严妙色身的解脱门。 

  第七位最胜光庄严紧那罗王得到以大智慧普慈庄严佛果，而了知一切智因为产生

业报的解脱门。 

  第八位微妙华幢紧那罗王得善观察一切世间微细业报的解脱门。 

  第九位动地力紧那罗王得以神通利益众生事的解脱门。 

  第十位威猛主紧那罗王得善知一切紧那罗的根机，而用心善巧摄化的解脱门。 

（7）迦楼罗王 
     ◎经文──复次，大速疾力迦楼罗王得无着无碍眼普观察众生界解脱门；不可坏

宝髻迦楼罗王得普安住法界教化众生解脱门；清净速疾迦楼罗王得普成就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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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力解脱门；不退心庄严迦楼罗王得勇猛力入如来境界解脱门；大海处摄持力

迦楼罗王得入佛行广大智慧海解脱门；坚法净光迦楼罗王得成就无边众生差别智

解脱门；妙严冠髻迦楼罗王得庄严佛法城解脱门；普捷示现迦楼罗王得成就不可

坏平等力解脱门；普观海迦楼罗王得了知一切众生身而为现形解脱门；龙音大目

精迦楼罗王得普入一切众生殁生行智解脱门。 
  (解)第七迦楼罗王，首先第一位大速疾力迦楼罗王得到智慧无执着所以见事无有障

碍，而能以大悲普观察众生界的解脱门。 

  第二位不可坏宝髻迦楼罗王得遍坐菩提树下现生说法的解脱门。 

  第三位清净速疾迦楼罗王因往昔修成而得到普成就波罗蜜精进力的解脱门。 

   第四位不退心庄严迦楼罗王得勇猛力入不可思议如来境界的解脱门。第五位大海

处摄持力迦楼罗王得到能入佛的福德智慧海解脱门。 

   第六位坚法净光迦楼罗王得到能成就无边众生差别智慧解脱门。 

   第七位妙严冠髻迦楼罗王得到教理行果无不庄严的佛法城解脱门。 

   第八位普捷示现迦楼罗王得成就不可坏的法身成就，且凡圣无分别的解脱门。 

   第九位普观海迦楼罗王得现同类身形了知一切众生身的解脱门。 

   第十位龙音大目精迦楼罗王得普入一切众生因业行死此生彼的大智解脱门。 

(8)阿修罗王 
◎经文──复次，罗睺阿修罗王得现为大会尊胜主解脱门；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

得示现无量劫解脱门；巧幻术阿修罗王得消灭一切众生苦令清净解脱门；大眷属

阿修罗王得修一切苦行自庄严解脱门；婆稚阿修罗王得震动十方无边境界解脱

门；遍照阿修罗王得种种方便安立一切众生解脱门；坚固行妙庄严阿修罗王得普

集不可坏善根净诸染着解脱门；广大因慧阿修罗王得大悲力无疑惑主解脱门；现

胜德阿修罗王得普令见佛承事供养修诸善根解脱门；善音阿修罗王得普入一切趣

决定平等行解脱门。 
(解) 第八阿修罗王，十法，第一位罗睺阿修罗王得为修罗尊胜，与须弥同高，如

来威光荫蔽十方大众，众生各自见到真主的解脱门。 

第二位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得到能在一剎那间现出多劫时期调伏众生的解脱门。 

第三位巧幻术阿修罗王得以多种法门入佛境界，令一切众生苦灭清净的解脱门。 

第四位大眷属阿修罗王在多劫修苦为利他而同时自己庄严的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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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婆稚阿修罗王得以大幻通力，震动十方无边剎土警悟群机而不会让众生怖

畏的解脱门。 

第六位遍照阿修罗王得到开设种种善巧方便安立一切众生的解脱门。第七位坚固

行妙庄严阿修罗王得普集万善顺着情理，净化所有染着的解脱门。 

第八位广大因慧阿修罗王得大悲力运作智慧，令众生无疑惑的解脱门。第九位现

胜德阿修罗王得普令见佛承事供养修诸善根解脱门。 

第十位善音阿修罗王得普入一切诸趣，知众生皆有佛性的决定平等行解脱门。 

科判－－1 异生众赞佛－－诸神众－－ 

◎经文──复次示现宫殿主昼神得普入一切世间解脱门；发起慧香主昼神得普观

察一切众生皆利益令欢喜满足解脱门；乐胜庄严主昼神得能放无边可爱乐法光明

解脱门；华香妙光主昼神得开发无边众生清净信解心解脱门；普集妙药主昼神得

积集庄严普光明力解脱门；乐作喜目主昼神得普开悟一切苦乐众生皆令得法乐解

脱门；观方普现主昼神得十方法界差别身解脱门；大悲威力主昼神得救护一切众

生令安乐解脱门；善根光照主昼神得普生喜足功德力解脱门；妙华璎珞主昼神得

声称普闻众生见者皆获益解脱门。 
（1）主昼神 
(解)自此段经文开始介绍诸神众有十九众，今初主昼神有十法，第一位示现宫殿

主昼神得到以光照众生世间及依报世间的解脱门。 

第二位发起慧香主昼神得普遍观察一切众生皆利益而令欢喜满足的解脱门。 

第三位乐胜庄严主昼神得到能放无边的身光法光，能让众生爱乐法光明的解脱

门。 

第四位华香妙光主昼神得到对于已被法雨浸润，修有成果者解开疑惑；对有善根

尚未发芽者，开启信心的解脱门。 

第五位普集妙药主昼神得到悟解一切法，累劫修集积集智慧的解脱门。第六位乐

作喜目主昼神得普遍开悟一切众生世间的乐亦是一种苦，令众生悟入正见，见真

理得法乐的解脱门。 

第七位观方普现主昼神得知随缘非有的法身十方法界差别身解脱门。 

第八位大悲威力主昼神得救护一切众生令其安乐的解脱门。 

第九位善根光照主昼神得到救拔众生沈沦欲海，以法开示，令众生法喜，具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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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的解脱门。 

第十位妙华璎珞主昼神得到大德行，让众生见闻者皆获益的解脱门。 

（2）主夜神 

◎经文──复次普德净光主夜神得寂静禅定乐大勇健解脱门；喜眼观世主夜神得

广大清净可爱乐功德相解脱门；护世精气主夜神得普现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寂

静海音主夜神得积集广大欢喜心解脱门；普现吉祥主夜神得甚深自在悦意言音解

脱门；普发树华主夜神得光明满足广大欢喜藏解脱门；平等护育主夜神得开悟众

生令成熟善根解脱门；游戏快乐主夜神得救护众生无边慈解脱门；诸根常喜主夜

神得普现庄严大悲门解脱门；示现净福主夜神得普使一切众生所乐满足解脱门。 
(解)第二主夜神，有十法，前七位夜神是善财菩萨寄位十地的善知识，见解深广，

显现法门不可思议。第一位普德净光主夜神是善财童子离垢地的善友，其所得法

门名为寂静禅定乐普游步，普游步之意即为大勇健，寂静禅定乐是定的体，现法

乐住名为乐。得寂静禅定乐大勇健解脱门。 

第二位喜眼观世主夜神是善财童子发光地的善友，衪名为喜目观察众生，其解脱

名为大势力普喜幢，意为此解脱具有功德力，始称为大势力，与广大具同样意思，

不论身体及烦恼都已清净，所以任何众生都喜爱见到，故称为普喜。 

第三位护世精气主夜神，即善财童子焰慧地的善友，其名为普救众生妙德，而现

在名为护世精气，正是救护众生，而显现德行殊妙，因此凡是众生有求，必现其

前，调伏令其清净。 

第四位寂静海音主夜神，即是善财童子难胜地的善友，法门为念念出生广大喜庄

严，念念出生即是积集的意思，见佛陀利益众，故有广大欢喜心。 

第五位普现吉祥主夜神是善财童子现前地的善友，其名为守护一切城增长威力，

增长威力即是普现吉祥，因为妙音，故能喜悦，则也能自净其意，而得到甚深自

在悦意言音的解脱门。 

第六位普发树华主夜神是善财童子远行地的善友，彼时名为开敷一切树华，一切

开敷即是普发，能知如来巧智开示佛法大福威光，故称为光明，而得光明满足广

大欢喜藏解脱门。 

第七位平等护育主夜神是善财童子不动地的善友，彼时名为大愿精进力救护一切

众生，所得法门为教化众生令生善根，所以此主夜神得到开悟众生令成熟善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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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门。 

第八位游戏快乐主夜神念念久修，运用无边慈心救护众生的解脱门。 

第九位诸根常喜主夜神对贪瞋痴三毒无法脱离的众生，以大悲门现庄严身，而得

普现庄严大悲门解脱门。 

第十位示现净福主夜神得到普使一切众生快乐满足的解脱门。 

（3）主方神 

◎经文──复次遍住一切主方神得普救护力解脱门；普现光明主方神得成办化一

切众生神通业解脱门；光行庄严主方神得破一切闇障生喜乐大光明解脱门；周行

不碍主方神得普现一切处不唐劳解脱门；永断迷惑主方神得示现等一切众生数名

号发生功德解脱门；遍游净空主方神得恒发妙音令听者皆欢喜解脱门；云幢大音

主方神得如龙普雨令众生欢喜解脱门；髻目无乱主方神得示现一切众生业无差别

自在力解脱门；普观世业主方神得观察一切趣生中种种业解脱门；周遍游览主方

神得所作事皆究竟生一切众生欢喜解脱门。 
(解)第三主方神，有十法，初一遍住一切主方神得到现身说法，成就众生觉悟得

果的救护力解脱门。 

第二位普现光明主方神得到以神通作用力示现，使众生脱离苦海业的解脱门。 

第三位光行庄严主方神得到以法的智慧光芒，破除暗障，智慧与法喜一齐出现的

解脱门。 

第四位周行不碍主方神得普现说法，使听闻者破灭烦恼，获得所有功德的解脱门。 

第五位永断迷惑主方神得示现圣人无名，依据有情众生而施设假名，珍贵之处在

于发生功德的解脱门。 

第六位遍游净空主方神得恒发妙音令听者皆欢喜解脱门。 

第七位云幢大音主方神得如龙普雨令众生欢喜解脱门。 

第八位髻目无乱主方神得示现一切众生，有业必有报，皆无差异性的自在力解脱

门。 

第九位普观世业主方神得观察一切趣生中种种业报差别的解脱门。 

第十位周遍游览主方神得所作均慈愍究竟，有始有终令一切众生欢喜的解脱门。 

（4）主空神 

◎经文──复次净光普照主空神得普知诸趣一切众生心解脱门；普游深广主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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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普入法界解脱门；生吉祥风主空神得了达无边境界身相解脱门；离障安住主空

神得能除一切众生业惑障解脱门；广步妙髻主空神得普观察思惟广大行海解脱

门；无碍光焰主空神得大悲光普救护一切众生厄难解脱门；无碍胜力主空神得普

入一切无所著福德力解脱门；离垢光明主空神得能令一切众生心离诸盖清净解脱

门；深远妙音主空神得普见十方智光明解脱门；光遍十方主空神得不动本处而普

现世间解脱门。 
(解)第四主空神，长行十法，初一净光普照主空神得普遍知到六道诸趣一切众生

心的解脱门。 

第二位普游深广主空神得到身智二光遍入法界的解脱门。 

第三位生吉祥风主空神得到佛身如空而无边境，无生无染的身相解脱门。 

第四位离障安住主空神得到广说圣道而能除一切众生业惑障的解脱门。 

第五位广步妙髻主空神得到普观察思惟，而上求下化广大行海的解脱门。 

第六位无碍光焰主空神得到以大悲光普救护一切众生沉没在生死厄难的解脱门。 

第七位无碍胜力主空神得到普入一切无所著福德力解脱门。 

第八位离垢光明主空神得到能令一切众生心远离诸盖障的清净解脱门。 

第九位深远妙音主空神得到普见十方智光明的解脱门。 

第十位光遍十方主空神得到不动本处而能普现世间的解脱门。 

（5）主风神 

◎经文──复次无碍光明主风神得普入佛法及一切世间解脱门；普现勇业主风神

得无量国土佛出现咸广大供养解脱门；飘击云幢主风神得以香风普灭一切众生病

解脱门；净光庄严主风神得普生一切众生善根令摧灭重障山解脱门；力能竭水主

风神得能破无边恶魔众解脱门；大声遍吼主风神得永灭一切众生怖解脱门；树杪

垂髻主风神得入一切诸法实相辩才海解脱门；普行无碍主风神得调伏一切众生方

便藏解脱门；种种宫殿主风神得入寂静禅定门灭极重愚痴闇解脱门；大光普照主

风神得随顺一切众生行无碍力解脱门。 
(解)第五主风神，有十法，第一位无碍光明主风神得到以智慧深入佛法，而无障

碍，以身入世间的解脱门。 

第二位普现勇业主风神得以一念能供养无量国土的佛，如风力一般成就的广大供

养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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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飘击云幢主风神得以慈悲的香风普灭一切众生病苦的解脱门。 

第四位净光庄严主风神以福智庄严的风，摧坏如山的重障，让一切众生善根生起

的解脱门。 

第五位力能竭水主风神得能降服破坏爱欲水的解脱门。 

第六位大声遍吼主风神得永灭一切众生怖畏的解脱门。 

第七位树杪垂髻主风神得以智慧入一切诸法实相，而有妙辩如海的解脱门。 

第八位普行无碍主风神得到以智慧调伏一切众生方便藏解脱门。 

第九位种种宫殿主风神得以禅定力量除灭众生愚痴闇障的解脱门。 

第十位大光普照主风神得到能随顺一切众生智行无碍力的解脱门。 

（6）主火神 

◎经文──复次普光焰藏主火神得悉除一切世间闇解脱门；普集光幢主火神得能

息一切众生诸惑漂流热恼苦解脱门；大光遍照主火神得无动福力大悲藏解脱门；

众妙宫殿主火神得观如来神通力示现无边际解脱门；无尽光髻主火神得光明照耀

无边虚空界解脱门；种种焰眼主火神得种种福庄严寂静光解脱门；十方宫殿如须

弥山主火神得能灭一切世间诸趣炽然苦解脱门；威光自在主火神得自在开悟一切

世间解脱门；光照十方主火神得永破一切愚痴执着见解脱门；雷音电光主火神得

成就一切愿力大震吼解脱门。 
（解）第六主火神，长行有十法，初普光焰藏主火神得到以精进修行力量去除众

生无明的解脱门。 

第二位普集光幢主火神得到能息灭一切众生各种痛苦引生热恼的解脱门。 

第三位大光遍照主火神得到合乎本性的福智力量，含藏大悲力的解脱门。 

第四位众妙宫殿主火神得到观察如来神通力而能示现无边界的解脱门。 

第五位无尽光髻主火神得光明照耀无边虚空界的解脱门。 

第六位种种焰眼主火神得到以种种福德庄严身相而发光的解脱门。 

第七位十方宫殿如须弥山主火神得到能灭一切世间轮回在三界炽然苦的解脱门。 

第八位威光自在主火神得到能自在开悟一切世间的解脱门。 

第九位光照十方主火神得永破一切愚痴分别执着己见的解脱门。 

第十位雷音电光主火神得到以修行成就一切愿力，能在现世显现大震吼的解脱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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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水神 
◎经文──复次普兴云幢主水神得平等利益一切众生慈解脱门；海潮云音主水神

得无边法庄严解脱门；妙色轮髻主水神得观所应化方便普摄解脱门；善巧漩澓主

水神得普演诸佛甚深境界解脱门；离垢香积主水神得普现清净大光明解脱门；福

桥光音主水神得清净法界无相无性解脱门；知足自在主水神得无尽大悲海解脱

门；净喜善音主水神得于菩萨众会道场中为大欢喜藏解脱门；普现威光主水神得

以无碍广大福德力普出现解脱门；吼声遍海主水神得观察一切众生发起如虚空调

伏方便解脱门。 
（解）第七主水神，长行有十法，初一普兴云幢主水神得到以无缘大慈平等利益

一切众生的解脱门。 

第二位海潮云音主水神得到无边修行的法门，庄严自己和他人的解脱门。 

第三位妙色轮髻主水神得到以寂灭法门观照所应化众生的方便解脱门。 

第四位善巧漩澓主水神得到以妙音普演诸佛甚深境界的解脱门。 

第五位离垢香积主水神得到身光智光清净无垢大现光明的解脱门。 

第六位福桥光音主水神得到修行功德而在清净法界中，表现无相无性的解脱门。 

第七位知足自在主水神得到为众生行大悲的无尽海解脱门。 

第八位净喜善音主水神得到于菩萨众会道场中欢喜见佛的解脱门。 

第九位普现威光主水神得到无碍广大福德力，在真空中出现妙用的解脱门。 

第十位吼声遍海主水神得到观察调伏一切众生的修行广大，如虚空般无有边际的

方便解脱门。 

（8）主海神 

◎经文──复次出现宝光主海神得以等心施一切众生福德海众宝庄严身解脱门；

不可坏金刚幢主海神得巧方便守护一切众生善根解脱门；不杂尘垢主海神得能竭

一切众生烦恼海解脱门；恒住波浪主海神得令一切众生离恶道解脱门；吉祥宝月

主海神得普灭大痴暗解脱门；妙华龙髻主海神得灭一切诸趣苦与安乐解脱门；普

持光味主海神得净治一切众生诸见愚痴性解脱门；宝焰华光主海神得出生一切宝

种性菩提心解脱门；金刚妙髻主海神得不动心功德海解脱门；海潮雷音主海神得

普入法界三昧门解脱门。 
（解）第八主海神，长行有十法，初一出现宝光主海神以平等的心供养诸佛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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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而得到以众宝庄严身体的解脱门。 

第二位不可坏金刚幢主海神得到善巧方便随众生根器说法以守护一切众生的解

脱门。 

第三位不杂尘垢主海神得能竭尽破除一切众生烦恼海的解脱门。 

第四位恒住波浪主海神得到令一切众生脱离恶道的解脱门。 

第五位吉祥宝月主海神得到以智慧除灭众生大痴暗的解脱门。 

第六位妙华龙髻主海神得到以菩提因生起，而除灭一切轮回六道诸趣苦，并给与

安乐的解脱门。 

第七位普持光味主海神得到让一切众生了知诸见的愚痴性解脱门。 

第八位宝焰华光主海神得到让众生知道自己种性有菩提心宝的解脱门。 

第九位金刚妙髻主海神得到如海湛然不动，万德回归的解脱门。 

第十位海潮雷音主海神得到的大定能遍入法界的解脱门。 

（9）主河神 
◎经文──复次，普发迅流主河神得普雨无边法雨解脱门；普洁泉涧主河神得普

现一切众生前令永离烦恼解脱门；离尘净眼主河神得以大悲方便普涤一切众生诸

惑尘垢解脱门；十方遍吼主河神得恒出饶益众生音解脱门；普救护众生主河神得

于一切含识中恒起无恼害慈解脱门；无热净光主河神得普示一切清凉善根解脱

门；普生欢喜主河神得修行具足施令一切众生永离悭着解脱门；广德胜幢主河神

得作一切欢喜福田解脱门；光照普世主河神得能令一切众生杂染者清净瞋毒者欢

喜解脱门；海德光明主河神得能令一切众生入解脱海恒受具足乐解脱门。 
（解）第九主河神，经文长行有十法，初一普发迅流主河神得到修行的力量能让

众生灭除惑业苦的解脱门。 

第二位普洁泉涧主河神得普现一切众生前，令众生永离烦恼的解脱门。第三位离

尘净眼主河神得以大悲大慈方便法门，普遍洗涤一切众生诸惑尘垢的解脱门。 

第四位十方遍吼主河神得到用圆音饶益众生的解脱门。 

第五位普救护众生主河神得到在一切有情众生中，产生无恼害慈悲的解脱门。 

第六位无热净光主河神得到无惑的善根而显示清凉的解脱门。 

第七位普生欢喜主河神得修行具足布施的功德，令一切众生永离悭着的解脱门。 

第八位广德胜幢主河神得到修行与福德契合而作一切欢喜福田的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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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位光照普世主河神得到能令一切杂染众生，转化瞋毒者为清净欢喜的解脱

门。 

第十位海德光明主河神得到能令一切众生证入解脱海，恒受具足圆满快乐的解脱

门。 

（10）主稼神 
◎经文──复次柔软胜味主稼神得与一切众生法滋味令成就佛身解脱门；时华净

光主稼神得能令一切众生受广大喜乐解脱门；色力勇健主稼神得以一切圆满法门

净诸境界解脱门；增益精气主稼神得见佛大悲无量神通变化力解脱门；普生根果

主稼神得普现佛福田令下种无失坏解脱门；妙严环髻主稼神得普发众生净信华解

脱门；润泽净华主稼神得大慈愍济诸众生令增长福德海解脱门；成就妙香主稼神

得广开示一切行法解脱门；见者爱乐主稼神得能令法界一切众生舍离懈怠忧恼等

诸恶普清净解脱门；离垢光明主稼神得观察一切众生善根随应说法令众会欢喜满

足解脱门。 
（解）第十主稼神，有十法，初一柔软胜味主稼神得到给与一切众生受到功德智

慧二种法滋味，而令成就佛身的解脱门。 
第二位时华净光主稼神得到能令一切众生沈浸在广大喜乐的解脱门。 
第三位色力勇健主稼神得到以一切圆满法门，净化众生会遇到所有境界的解脱

门。 
第四位增益精气主稼神得能见到佛具有大悲无量神通变化力的解脱门。 
第五位普生根果主稼神得普现佛福田，必然收成的果不会坏的解脱门。 
第六位妙严环髻主稼神得普遍阐发众生净信而能开华结果的解脱门。 
第七位润泽净华主稼神得到以大慈愍济诸众生，令其增长福德海的解脱门。 
第八位成就妙香主稼神得到广大开示一切修行法门的解脱门。 
第九位见者爱乐主稼神得到能令法界一切众生舍离懈怠忧恼等诸恶，达到普遍清

净的解脱门。 
第十位离垢光明主稼神得到能观察一切众生善根，而随机说法令众会欢喜满足的

解脱门。 
（11）主药神 
◎经文──复次吉祥主药神得普观一切众生心而勤摄取解脱门；栴檀林主药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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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明摄众生俾见者无空过解脱门；离尘光明主药神得能以净方便灭一切众生烦

恼解脱门；名称普闻主药神得能以大名称增长无边善根海解脱门；毛孔现光主药

神得大悲幢速赴一切病境界解脱门；破暗清净主药神得疗治一切盲冥众生令智眼

清净解脱门；普发吼声主药神得能演佛音说诸法差别义解脱门；蔽日光幢主药神

得能作一切众生善知识令见者咸生善根解脱门；明见十方主药神得清净大悲藏能

以方便令生信解解脱门；普发威光主药神得方便令念佛灭一切众生病解脱门。 
（解）第十一是主药神，有十法，初一吉祥主药神得到能普遍观察一切众生的心

思，而勤快摄化的解脱门。 

第二位栴檀林主药神得到以光明摄化众生，使见到者心无空过的解脱门。 

第三位离尘光明主药神得到能以清净方便，灭除一切众生烦恼解脱门。 

第四位名称普闻主药神得到能以大名称，增长众生无边善根海的解脱门。 

第五位毛孔现光主药神得到以慈善根力播放大爱，令众生身心两病皆去除的解脱

门。 

第六位破暗清净主药神得到疗治一切盲冥众生，令其明见空假中三谛的智眼清净

解脱门。 

第七位普发吼声主药神得到能弘扬佛音说诸法不同意义的解脱门。 

第八位蔽日光幢主药神得到能作一切众生的善知识，令见者都发生善根的解脱

门。 

第九位明见十方主药神得到同体的清净大悲藏，而能以方便令众生生信解的解脱

门。 

第十位发威光主药神得到善巧方便以念佛的方便法门，除灭一切众生病的解脱

门。 

（12）主林神 
◎经文──复次布华如云主林神得广大无边智海藏解脱门；擢干舒光主林神得广

大修治普清净解脱门；生芽发耀主林神得增长种种净信芽解脱门；吉祥净叶主林

神得一切清净功德庄严聚解脱门；垂布焰藏主林神得普门清净慧恒周览法界解脱

门；妙庄严光主林神得普知一切众生行海而兴布法云解脱门；可意雷声主林神得

忍受一切不可意声演清净音解脱门；香光普遍主林神得十方普现昔所修治广大行

境界解脱门；妙光回耀主林神得以一切功德法饶益世间解脱门；华果光味主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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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能令一切见佛出兴常敬念不忘庄严功德藏解脱门。 
（解）第十二主林神，有十法，初一布华如云主林神得到因佛德无边而能有广大

无边智海藏的解脱门。 

第二位擢干舒光主林神得到与众生同悲而能广大修治离障令清净的解脱门。 

第三位生芽发耀主林神得到一切因地修行，目的都在成佛，所以心清净而能增长

种种净信芽苗的解脱门。 

第四位吉祥净叶主林神得到无论是一因生一果，或一果收一切因，皆圆融无碍的

一切清净功德庄严聚解脱门。 

第五位垂布焰藏主林神得到智慧通万法，不生烦恼而清净，觉悟如太阳遍布法界

的解脱门。 

第六位妙庄严光主林神得普知一切众生修行德目，而宣扬佛法的解脱门。 

第七位可意雷声主林神得到了知所有音声皆是佛音，故本无不可喜的声音，而能

忍受一切不可意声转为广演清净音的解脱门。 

第八位香光普遍主林神得到于十方普现，往昔所修治广大行境界的解脱门。 

第九位妙光回耀主林神得到以一切功德法饶益世间的解脱门。 

第十位华果光味主林神得到能令一切众生见佛出兴于世，而常恭敬念念不忘庄严

功德藏的解脱门。 

（13）主山神 
◎经文──复次宝峯开华主山神得入大寂定光明解脱门；华林妙髻主山神得修集

慈善根成熟不可思议数众生解脱门；高幢普照主山神得观察一切众生心所乐严净

诸根解脱门；离尘宝髻主山神得无边劫海勤精进无厌怠解脱门；光照十方主山神

得以无边功德光普觉悟解脱门；大力光明主山神得能自成熟复令众生舍离愚迷行

解脱门；威光普胜主山神得拔一切苦使无有余解脱门；微密光轮主山神得演教法

光明显示一切如来功德解脱门；普眼现见主山神得令一切众生乃至于梦中增长善

根解脱门；金刚坚固眼主山神得出现无边大义海解脱门。 
（解）第十三，主山神，有十法，初一宝峯开华主山神得到寂而常照，故有禅定

智慧光明的解脱门。 

第二位华林妙髻主山神得修集慈悲善根成熟的力量，成熟了不可思议数众生解脱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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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高幢普照主山神得观察一切众生心之所乐，譬如见莲花而欣乐，见月面而

欢心，或见所有根器的众生遍于法界，而更加欢喜因而严净诸根的解脱门。 

第四离尘宝髻主山神得到长时期的无边劫海，勤精进修行不觉厌怠的解脱门。 

第五光照十方主山神得到以无边功德光，普遍觉悟众生的解脱门。 

第六大力光明主山神得能自修成熟，又令众生舍离愚迷行为的解脱门。 

第七位威光普胜主山神得到拔除众生一切痛苦的解脱门。 

第八位微密光轮主山神得到弘演教法光明以显示一切如来功德的解脱门。 

第九位普眼现见主山神得到令一切众生不论清醒或乃至于梦中都能增长善根的

解脱门。 

第十位金刚坚固眼主山神得到称性法门而能出现无边大义海的解脱门。 

（14）主地神 
◎经文──复次普德净华主地神得以慈悲心念念普观一切众生解脱门；坚福庄严

主地神得普现一切众生福德力解脱门；妙华严树主地神得普入诸法出生一切佛剎

庄严解脱门；普散众宝主地神得修习种种诸三昧令众生除障垢解脱门；净目观时

主地神得令一切众生常游戏快乐解脱门；金色妙眼主地神得示现一切清净身调伏

众生解脱门；香毛发光主地神得了知一切佛功德海大威力解脱门；寂音悦意主地

神得普摄持一切众生言音海解脱门；妙华旋髻主地神得充满佛剎离垢性解脱门；

金刚普持主地神得一切佛法轮所摄持普出现解脱门。 
（解）第十四主地神，长行十法，初一普德净华主地神得到能以慈悲心，无间断

地念念普观一切众生的解脱门。 

第二位坚福庄严主地神得到以一毛的力量，普现一切众生福德力的解脱门。 

第三位妙华严树主地神得到证入人法二空，而能无碍地普入一切佛剎的庄严解脱

门。 

第四位普散众宝主地神得到纯为利他而修习种种诸三昧令众生除障垢的解脱门。 

第五位净目观时主地神得到观机出现，令一切众生常游戏快乐的解脱门。 

第六位金色妙眼主地神得到示现一切清净身以调伏众生的解脱门。 

第七位香毛发光主地神得到了知一切佛功德海的大威力解脱门。 

第八位寂音悦意主地神得到以一言音即能普摄受持一切众生的解脱门。 

第九位妙华旋髻主地神得到能除灭众生垢障的离垢性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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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位金刚普持主地神得到佛法摄持心性，如金刚轮一般坚固的解脱门。 

（15）主城神 

◎经文──复次宝峯光耀主城神得方便利益众生解脱门；妙严宫殿主城神得知众

生根教化成熟解脱门；清净喜宝主城神得常欢喜令一切众生受诸福德解脱门；离

忧清净主城神得救诸怖畏大悲藏解脱门；华灯焰眼主城神得普明了大智慧解脱

门；焰幢明现主城神得普方便示现解脱门；盛福威光主城神得普观察一切众生令

修广大福德海解脱门；净光明身主城神得开悟一切愚暗众生解脱门；香幢庄严主

城神得观如来自在力普遍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宝峯光目主城神得能以大光明破

一切众生障碍山解脱门。 
（解）第十五，主城神，长行十行，初一宝峯光耀主城神得到以智慧光方便成就

利益众生的解脱门。 

第二位妙严宫殿主城神得知众生根器而应病与药教化成熟的解脱门。 

第三位清净喜宝主城神得到护持佛法长存，经常法喜，令一切众生受诸福德的解

脱门。 

第四位离忧清净主城神得到以大悲救诸怖畏的功德藏解脱门。 

第五位华灯焰眼主城神得到了佛的大智慧而能普照众生的解脱门。 

第六位焰幢明现主城神得到普遍方便示现的解脱门。 

第七位盛福威光主城神得到同修佛德而能普遍观察一切众生令修广大福德海的

解脱门。 

第八位净光明身主城神得到佛法开悟一切愚暗众生，令其悟入的解脱门。 

第九位香幢庄严主城神得到观察如来自在威力普遍世间而调伏众生的解脱门。 

第十位宝峯光目主城神得能以智慧大光明破除一切众生障碍山的解脱门。 

（16）道场神 
◎经文──复次净庄严幢道场神得出现供养佛广大庄严具誓愿力解脱门；须弥宝

光道场神得现一切众生前成就广大菩提行解脱门；雷音幢相道场神得随一切众生

心所乐令见佛于梦中为说法解脱门；雨华妙眼道场神得能雨一切难舍众宝庄严具

解脱门；清净焰形道场神得能现妙庄严道场广化众生令成熟解脱门；华缨垂髻道

场神得随根说法令生正念解脱门；雨宝庄严道场神得能以辩才普雨无边欢喜法解

脱门；勇猛香眼道场神得广称赞诸佛功德解脱门；金刚彩云道场神得示现无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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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树庄严道场解脱门；莲华光明道场神得菩提树下寂然不动而充遍十方解脱门；

妙光照耀道场神得显示如来种种力解脱门。 
（解）第十六介绍道场神，有十一法，初一净庄严幢道场神得到值遇佛出兴于世，

即以广大庄严具而为供养的誓愿力解脱门。 

第二位须弥宝光道场神得到能示现一切众生前，成就广大菩提布施行的解脱门。 

第三位雷音幢相道场神得到随着一切众生的好乐心，而令其在梦中见佛为其说法

的解脱门。 

第四位雨华妙眼道场神得到能舍下一切难舍众宝庄严具的解脱门。 

第五位清净焰形道场神得到能化现妙庄严道场，而广化众生令成熟的解脱门。 

第六位华缨垂髻道场神得到随众生根器说法，令生正念的解脱门。 

第七位雨宝庄严道场神得到能以无碍辩才宣扬无边欢喜法的解脱门。第八位勇猛

香眼道场神得到广为众生称赞诸佛功德的解脱门。 

第九位金刚彩云道场神得到示现无边色相的庄严树道场解脱门。 

第十位莲华光明道场神得到菩提树下的身遍十方而实无来去，智慧遍于诸色相，

但唯知诸法皆为因缘和合寂然不动而充遍十方的解脱门。 

第十一位妙光照耀道场神得显示道场事中的如来种种力解脱门。 

（17）足行神 
◎经文──复次宝印手足行神得普雨众宝生广大欢喜解脱门；莲华光足行神得示

现佛身坐一切光色莲华座令见者欢喜解脱门；最胜华髻足行神得一一心念中建立

一切如来众会道场解脱门；摄诸善见足行神得举足发步悉调伏无边众生解脱门；

妙宝星幢足行神得念念中化现种种莲华网光明普雨众宝出妙音声解脱门；乐吐妙

音足行神得出生无边欢喜海解脱门；栴檀树光足行神得以香风普觉一切道场众会

解脱门；莲华光明足行神得一切毛孔放光明演微妙法音解脱门；微妙光明足行神

得其身遍出种种光明网普照耀解脱门；积集妙华足行神得开悟一切众生令生善根

海解脱门。 
（解）第十七为足行神，长行有十法，初一宝印手足行神得到能普遍降下众宝而

产生广大欢喜的解脱门。 

第二位莲华光足行神得示现佛身坐在一切放光色的莲华座，令见者欢喜的解脱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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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最胜华髻足行神得到在内的一一心念中，以理为出发点；对外则处处建立

一切如来众会道场的解脱门。 

第四位摄诸善见足行神得到所有的威仪都能调伏无边众生的解脱门。 

第五位妙宝星幢足行神得到念念中化现种种莲华网和光明，并普遍降下众宝同时

发出妙音声的解脱门。 

第六位乐吐妙音足行神得到见佛闻法而出生无边欢喜海的解脱门。 

第七位栴檀树光足行神得到以圆音警策众生，如栴檀的香风普遍觉悟一切道场众

会的解脱门。 

第八位莲华光明足行神得到在一切毛孔放光明，演扬微妙法音的解脱门。 

第九位微妙光明足行神得到其身发出种种光明网而普照众生光耀的解脱门。 

第十位积集妙华足行神得到开悟一切众生令生善根海的解脱门。 

（18）身众神 
◎经文──复次净喜境界身众神得忆佛往昔誓愿海解脱门；光照十方身众神得光

明普照无边世界解脱门；海音调伏身众神得大音普觉一切众生令欢喜调伏解脱

门；净华严髻身众神得身如虚空周遍住解脱门；无量威仪身众神得示一切众生诸

佛境界解脱门；最胜光严身众神得令一切饥乏众生色力满足解脱门；净光香云身

众神得除一切众生烦恼垢解脱门；守护摄持身众神得转一切众生愚痴魔业解脱

门；普现摄化身众神得普于一切世主宫殿中显示庄严相解脱门；不动光明身众神

得普摄一切众生皆令生清净善根解脱门。 
（解）第十八，身众神，长行有十法，初一净喜境界身众神得到忆念佛往昔誓愿

海的解脱门。 

第二位光照十方身众神得到光明普照无边世界的解脱门。 

第三位海音调伏身众神得到以大音普遍觉悟一切众生，令其欢喜调伏的解脱门。 

第四位净华严髻身众神得到了知相即无相，身能遍住虚空的解脱门。 

第五位无量威仪身众神得到以无心顿现，而示现一切众生诸佛境界的解脱门。 

第六位最胜光严身众神得到令一切饥乏众生具有常命，安乐，辩才等色力满足的

解脱门。 

第七位净光香云身众神得到说法清净而去除一切众生烦恼垢的解脱门。 

第八位守护摄持身众神得到善于守护六根，转化一切众生愚痴魔业的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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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位普现摄化身众神得到普遍于一切世主宫殿中显示庄严相的解脱门。 

第十位不动光明身众神得到破除断空而普摄一切众生皆令生清净善根的解脱门。 

（19）执金刚神 
◎经文──复次妙色那罗延执金刚神得见如来示现无边色相身解脱门；日轮速疾

幢执金刚神得佛身一一毛如日轮现种种光明云解脱门；须弥华光执金刚神得化现

无量身大神变解脱门；清净云音执金刚神得无边随类音解脱门；妙臂天主执金刚

神得现为一切世间主开悟众生解脱门；可爱乐光明执金刚神得普开示一切佛法差

别门咸尽无遗解脱门；大树雷音执金刚神得以可爱乐庄严具摄一切树神解脱门；

师子王光明执金刚神得如来广大福庄严聚皆具足明了解脱门；密焰吉祥目执金刚

神得普观察险恶众生心为现威严身解脱门；莲华摩尼髻执金刚神得普雨一切菩萨

庄严具摩尼髻解脱门。 
（解）第十九执金刚神，初妙色那罗延执金刚神得到可以见如来展示无边色相身

的解脱门。 

第二位日轮速疾幢执金刚神得佛身一一毛如日轮现种种光明云解脱门。 

第三位须弥华光执金刚神得到能够化现无量身体的大神变解脱门。 

第四位清净云音执金刚神得到能表现无边，随着众生根器不同而出现不音声教化

众生的解脱门。 

第五位妙臂天主执金刚神，经文开始名为诸根美妙，但至此为妙臂天主，又加天

王，因为得到现在为一切世间的主人，而能开悟众生的解脱门。 

第六位可爱乐光明执金刚神得到普能完全开示一切佛法差别门的解脱门。 

第七位大树雷音执金刚神得到以可爱乐庄严器具摄受一切树神的解脱门。 

第八位师子王光明执金刚神得到如来广大福德庄严德行相貌皆具足明了的解脱

门。 

第九位密焰吉祥目执金刚神得到普遍观察险恶众生的心念，而为其出现威严身的

解脱门。 

第十位莲华摩尼髻执金刚神得到一切菩萨智光圆满，而能普遍降下一切菩萨庄严

具摩尼髻解脱门。 

科判－－1 普贤菩萨得一切法门── 

◎经文──复次普贤菩萨摩诃萨入不思议解脱门方便海，入如来功德海。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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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脱门名严净一切佛国土调伏众生令究竟出离。有解脱门名普诣一切如来所修

具足功德境界。有解脱门名安立一切菩萨地诸大愿海。有解脱门名普现法界微尘

数无量身。有解脱门名演说遍一切国土不可思议数差别名。有解脱门名一切微尘

中悉现无边诸菩萨神通境界。有解脱门名一念中现三世劫成坏事。有解脱门名示

现一切菩萨诸根海各入自境界。有解脱门名能以神通力化现种种身遍无边法界。

有解脱门名显示一切菩萨修行法次第门入一切智广大方便。 
（解）所谓下别显十门，以呈现无尽的意思。初一的解脱门表示庄严佛土调化众

生，以随所度化的众生取不同的国土，令其出离到究竟彼岸。 

第二个有解脱门称为能普遍到达一切如来所修具足功德的境界。 

第三个有解脱门称为安立一切菩萨地诸大愿海。 

第四个有解脱门称为其身能普现法界微尘数因应微尘数根机的众生说法。 

第五个有解脱门称为能演说依国土不同而能随方便创立不可算计的名称。 

第六个有解脱门称为可以在一切微尘中悉现无边诸菩萨神通境界。 

第七个有解脱门称为能在一念中示现过现未来长时间，成住坏空的现象。 

第八个有解脱门称为示现一切菩萨的无数诸根各个进入自己的境界。第九个有解

脱门称为能以神通力化现种种身遍无边法界。 

第十个有解脱门称为显示一切菩萨修行法顺序门进入一切智广大方便。 

科判－－2 十普菩萨各得一法门── 

◎经文──复次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得遍往十方菩萨众会庄严道场解

脱门；普德最胜灯光照菩萨摩诃萨得一念中现无尽成正觉门教化成熟

不思议众生界解脱门；普光师子幢菩萨摩诃萨得修习菩萨福德庄严出

生一切佛国土解脱门；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得观察佛神通境界无迷

惑解脱门；普音功德海幢菩萨摩诃萨得于一众会道场中示现一切佛土

庄严解脱门；普智光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得随逐如来观察甚深广大法

界藏解脱门；普觉悦意声菩萨摩诃萨得亲近承事一切诸佛供养藏解脱

门；普清净无尽福威光菩萨摩诃萨得出世一切神变广大加持解脱门；

普宝髻华幢菩萨摩诃萨得普入一切世间行出生菩萨无边行门解脱门；

普相最胜光菩萨摩诃萨得能于无相法界中出现一切诸佛境界解脱门。 
（解）十普菩萨各得一法门，第一位列出来的菩萨，在前面经文并无列出，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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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贤菩萨共为十普，今普贤菩萨已个别先说自己的法门，所以再加一位菩萨，

表显圆满具足。今则顺序地介绍每一位同名普的菩萨之解脱门。 

第二位普德最胜灯光照菩萨摩诃萨得在短短的一念当中，展现无量成正觉门以教

化成熟不思议众生界解脱门。 

第三位普光师子幢菩萨摩诃萨得到修习菩萨福德庄严的福德海，而出生一切佛国

土的解脱门。 

第四位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得到以甚深殊妙智慧观察佛神通境界而无迷惑的

解脱门。 

第五位普音功德海幢菩萨摩诃萨得到于一众会道场中示现一切佛土庄严的解脱

门。 

第六位普智光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得到跟随如来观察甚深广大法界藏的解脱门。 

第七位普觉悦意声菩萨摩诃萨得到亲近承事一切诸佛供养藏的解脱门。 

第八位普清净无尽福威光菩萨摩诃萨得到佛出世一切神变广大加持的解脱门。 

第九位普宝髻华幢菩萨摩诃萨得普入一切世间修行，才能出生菩萨无边行门的解

脱门。 

第十位普相最胜光菩萨摩诃萨得到依体起大用，而能于无相法界中出现一切诸佛

境界解脱门。 

科判－－3 十异名菩萨各一法门── 

◎经文──复次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得出生菩萨诸地诸波罗蜜教化众生及严

净一切佛国土方便解脱门；云音海光离垢藏菩萨摩诃萨得念念中普入法界种种差

别处解脱门；智生宝髻菩萨摩诃萨得不可思议劫于一切众生前现清净大功德解脱

门；功德自在王净光菩萨摩诃萨得普见十方一切菩萨初诣道场时种种庄严解脱

门；善勇猛莲华髻菩萨摩诃萨得随诸众生根解海普为显示一切佛法解脱门；普智

云日幢菩萨摩诃萨得成就如来智永住无量劫解脱门；大精进金刚脐菩萨摩诃萨得

普入一切无边法印力解脱门；香焰光幢菩萨摩诃萨得显示现在一切佛始修菩萨行

乃至成就智慧聚解脱门；大明德深美音菩萨摩诃萨得安住毘卢遮那一切大愿海解

脱门；大福光智生菩萨摩诃萨得显示如来遍法界甚深境界解脱门。 
（解）十异名菩萨亦各有一法，长行中成就菩萨四种方便，一地位，二度行，三

调生，即行位的修行；四庄严剎土，都不会超出此一范围，以通二利的因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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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为总，他得到出生菩萨诸地诸波罗蜜教化众生及严净

一切佛国土方便解脱门。 

第二位云音海光离垢藏菩萨摩诃萨得到遍转法轮，能在念念中普入法界种种差别

处解脱门。 

第三位智生宝髻菩萨摩诃萨普示灭惑之道而得到不可思议劫于一切众生前现清

净大功德解脱门。 

第四位功德自在王净光菩萨摩诃萨，得到普见十方一切菩萨初诣道场时种种庄严

解脱门。 

第五位善勇猛莲华髻菩萨摩诃萨得到以法随机，随诸众生根解海普为显示一切佛

法解脱门。 

第六位普智云日幢菩萨摩诃萨得为众生求存，成就如来智永住无量劫的解脱门。 

第七位大精进金刚脐菩萨摩诃萨得到普入一切无边法印力觉悟众生的解脱门。 

第八位香焰光幢菩萨摩诃萨得到以顿化方式，显示现在一切佛开始修菩萨行乃至

成就智慧积聚的解脱门。 

第九位大明德深美音菩萨摩诃萨得到同佛往昔修行，而安住毘卢遮那一切大愿海

的解脱门。 

第十位大福光智生菩萨摩诃萨得到光显如来难思境界，而显示如来遍法界甚深境

界的解脱门。 

科判－－八、座内众流── 

◎经文──尔时，如来师子之座，众宝、妙华、轮台、基陛，及诸户牖，如是一

切庄严具中，一一各出佛剎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其名曰：海慧自在神通王菩萨摩

诃萨、雷音普震菩萨摩诃萨、众宝光明髻菩萨摩诃萨、大智日勇猛慧菩萨摩诃萨、

不思议功德宝智印菩萨摩诃萨、百目莲华髻菩萨摩诃萨、金焰圆满光菩萨摩诃萨、

法界普音菩萨摩诃萨、云音净月菩萨摩诃萨、善勇猛光明幢菩萨摩诃萨……。如

是等而为上首，有众多佛剎微尘数同时出现。此诸菩萨，各兴种种供养云，所谓：

一切摩尼宝华云、一切莲华妙香云、一切宝圆满光云、无边境界香焰云、日藏摩

尼轮光明云、一切悦意乐音云、无边色相一切宝灯光焰云、众宝树枝华果云、无

尽宝清净光明摩尼王云、一切庄严具摩尼王云……。如是等诸供养云，有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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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尘数。彼诸菩萨，一一皆兴如是供养云，雨于一切道场众海，相续不绝。现是

云已，右遶世尊，经无量百千匝，随其方面，去佛不远，化作无量种种宝莲华师

子之座；各于其上，结跏趺坐。是诸菩萨所行清净广大如海，得智慧光照普门法，

随顺诸佛，所行无碍；能入一切辩才法海，得不思议解脱法门，住于如来普门之

地；已得一切陀罗尼门，悉能容受一切法海，善住三世平等智地；已得深信，广

大喜乐，无边福聚，极善清净；虚空法界靡不观察，十方世界一切国土，所有佛

兴，咸勤供养。 
（解）彼时如来的座表总，众宝等为别，如是一切庄严具，皆出现所有的菩萨，

其名下以海慧自在神通王菩萨等大菩萨为首，有微尘数般多的佛国土同时出现。

这些大菩萨皆兴起供养云，重迭而难以计数，何况还相续不断；同时降霔法雨，

滋润万物及众生。出现这样的云后，明敬绕佛，顺向表殷重，瞻望不停，乃至绕

百千匝而不止步。随其方向，在离佛不远的地方，自己变化出种种宝莲华座，结

跏而坐。这些菩萨的修行皆是清净广大，智慧证入普遍教法，身随佛行，具无碍

辩才，获得自分解脱，住胜进果位，智入理事无碍，广修福德而生信喜。可以观

察到十方法界的如来出兴，都前往大兴供养。 

  之后海慧自在神通王菩萨为首的众大菩萨各以偈颂赞佛功德后，天地呈现祥

瑞，华藏庄严世界海，有六种十八相震动。世间所有主人皆现不思议供养云，普

降法雨滋润普及于如来众海道场。   

  最后以结通无尽总结华藏世界内及华藏世界外，彼等一切世界中悉有世主而

为供养，类结大众闻法得益。 

◎经文──此诸世主，一一皆现如是供养云，雨于如来道场众海，靡不周遍。如

此世界中，一一世主，心生欢喜，如是供养；其华藏庄严世界海中，一切世界所

有世主，悉亦如是而为供养。其一切世界中，悉有如来坐于道场；一一世主，各

各信解，各各所缘，各各三昧方便门，各各修习助道法，各各成就，各各欢喜，

各各趣入，各各悟解诸法门，各各入如来神通境界，各各入如来力境界，各各入

如来解脱门。如于此华藏世界海，十方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海中，悉亦如

是。 
（解）众生获得的利益总共有三大项，一者闻益，因各各得到信解，因信其言，

而了解其意义；二者思益，对于所缘有详加审虑；三者修益，又分七点，(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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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得到三昧禅定方便；(二)修法，得到资粮帮助道业；(三)修果，契合道理而成

就故；(四)修益，随有所得，成就法喜；(五)修转，各各趣入无量修道方法故；(六)

修同，悟解法门而与圣人相应；(七)修极，成就大悲极，入佛神通，为利益众生，

而成就佛的恩德。入佛的力量境界，具有悲智，成就佛的智德。又入如来解脱门，

突破一切障碍，心一境性，成就佛的断德。亦即经文所列的各项解脱门。而总结

华藏世界外，谓同为一大法界会场，才是华严经所说的无尽意义。此品经文共有

五卷，介绍华严经的教起因缘分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