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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卢遮那品〉第六 

 

一、来意 

  前面的经文都在表达佛果的庄严，而今此品经文则在陈述释迦牟尼佛证得佛果的因地修

行，即是法身佛毘卢遮那佛长时间修行清净庄严得到的果报。而今叙述衪在因地的修行。 

二、释文 

在初会会场的普贤菩萨告诉与会大众说：各位佛子啊!在过去无数长时间前，有称为普门

净光明的世界海，此世界海当中有一个名为胜音的世界，依摩尼华网海居住，有须弥山微尘数

的世界为眷属，它的形状方正周圆，地上呈现无比庄严，三百重的宝树轮围山共同围绕，一切

宝色云覆盖在上面，清净无染，光明照耀，城邑、宫殿如须弥山般地多广，衣服和饮食，随着

念头就有，这个时期劫的名字为种种庄严。诸佛子，这胜音世界中有香水海，名叫清净光明。

这香水海中央有大华须弥山出现，名叫华焰普庄严幢，有十宝栏楯周遍围绕。在这山上有一遍

大树林名为摩尼华枝轮，有无量花楼阁，无量宝台观在遍布四周，无量殊妙的香幢，无量宝山

幢突出极为庄严，无量宝芬陀利华处处开放，无量香摩尼莲华网从四周垂下来，有悦意的音声，

有香云的照耀，各有无法计算的数量，有百万亿那由他城四周围绕，里面居住种种众生。 

诸佛子啊!这个摩尼华枝轮林子的东边，有一座焰光明的大城，是人所居住的大城，被百

万亿那由他的城邑围绕，有清净妙宝，高度和宽度各有七千由旬，以七宝为外围，城上有守御

土台，全都崇高美丽，七重的宝河，香水充满；优钵罗华等青赤黄白四色莲花，都是各种宝物，

分布在各处做为装饰；有宝多罗树七重围绕，宫殿、楼阁，全以宝物装饰，种种殊妙的网布置

在上，涂香及散华芬芳在其中；有百万亿那由他的门，亦以宝物装饰，一一门前各有四十九个

宝尸罗幢，次第排列；又有百万亿园林周遍围绕，其中都有种种杂香、摩尼树香，四周普遍地

熏香，各种鸟类共同发出叫声，令听者喜悦。此大城中所有人民都成就神足通，在空中来来往

往，如同天人；心念所欲，什么都能实现。此城再南，有一座天城，名为树华庄严；接着右旋

有大龙城，名叫究竟；又有夜叉城，名为金刚胜妙幢；再有干闼婆城，名为妙宫；再有宝轮阿

修罗城，接着有妙宝庄严迦楼罗城，接着有种种妙庄严梵天王城；如是等有百万亿那由他的数

目。而此一一城各有百万亿那由他楼阁围绕，一一都有无比的庄严。 

诸佛子啊！这个宝华枝轮的大树林中有一个道场，称为宝华遍照，有各种的大宝物散布在

各地方，非常地庄严，美玉宝石像花般盛开，点燃的香灯具备众多宝物的颜色，上有闪亮的云

彩覆盖，发光的网普照下来；所有的庄严器具恒常出现殊妙的宝物，一切的音乐声中不断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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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清雅的美音；摩尼宝王展现菩萨身影，各色缤纷的花朵在十方围绕。此道场前面有一个大海，

名叫香摩尼金刚，出现一朵大莲华，名叫华蘂轮，此大莲华非常的大，它的茎、叶子、须台，

都是殊妙的珍奇宝物，有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的莲华共同围绕，时常绽放光明，一直发出妙

音，徧布十方。 

诸佛子，在这胜音世界最初开始的时期，即有十个须弥山微尘数这么多的如来在这个世间

成佛，其中第一位佛的佛号是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诸佛子，你们应该知道，在这尊佛出现的

一百年前，在这座摩尼华枝轮的大树林中，一切的庄严都普遍地清净，譬如现出不可思议含有

珍奇宝物的闪亮云彩，发出赞叹佛功德的音乐，又有弘扬无数佛法的音声，展现光影遍布十方，

宫殿楼阁互相的照耀，宝色的花朵光明投射聚集变成云彩；又出妙音，宣说一切众生前世修行

的广大善根，宣说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说所有菩萨所修大愿行持的究竟方法，说所有如来弘

扬佛法的种种言辞。展现以上这样庄严的相貌，而显示如来就要出现在世间，在这个世界中一

切的王见到这个相状，都成熟了自己的善根，全都想要见佛，赶来道场。 

当时，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佛出现在道场的大莲华中，佛身的大小与虚空相等，同时示现

出生在一切佛国土，到达一切的道场，无法形容的殊妙色相具足清净，所有世间的众生都无法

和衪相比，具备所有宝相，历历分明，所有的宫殿都现出此佛像，一切众生都能见到，无数的

变化佛身都从衪的身上化现出来，发出种种光芒充满世界。最后在清净光明香水海华焰庄严幢

须弥顶上的摩尼华枝轮大树林中出现佛身，并坐在里面，奇妙的是这尊佛同时也现身在胜音世

界六十八千亿这么多的须弥山顶上。 

如此示现后，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佛就在眉间展放大光明，这光名叫发起一切善根音，而

此光明有十佛剎微尘数这么多的眷属，充满一切的十方国土。这时若有众生根器与此佛相应，

蒙受佛光照拂，自己便会觉悟，自然息灭了各种苦恼，破裂五盖的习气，摧毁层层障碍，净化

污垢，发出相信和悟解，产生善根，远离一切困难和恐怖，灭除一切身心的苦恼，发起见佛的

心意，并趣向一切智。 

在当时一切世间的主人与其无量百千的眷属，都受到佛光明而觉悟，全都到佛的地方，顶

礼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佛。 

诸佛子，在这个焰光明大城中有王，名为喜见善慧，统治百万亿那由他的城池；拥有含藏

德慧的夫人及采女三万七千人，其中以一位名叫福吉祥为首；有王子五百人，以大威光为上首；

大威光太子有十千夫人，以妙见为上首。 

就在那时，大威光太子见到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佛放出的光明后，以自己从前所修的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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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证悟到十种法门。此十种法门内容如下：一证得在定中的一切诸佛功德轮；二证得能够

成就诸佛普遍的法门；三证得本体与功用皆广大方便藏般若波罗蜜；四证得能调伏一切众生大

庄严大慈；五证得普云音大悲，拔除众生的苦恼；六证得与真理相应而产生无边功德最胜心的

大喜；七证得如实觉悟一切法的大舍；八证得善巧方便，平等无私的广大方便平等藏大神通；

九证得为令众生相信佛法，增长信解力的大愿；十证得普入一切智光明的辩才门。 

大威光太子得到法的光明后，承受佛的加持力，看着大众，说出偈颂如下： 

世尊坐道场，  清净大光明，譬如千日出，  普照虚空界。 
  无量亿千劫，  导师时乃现，佛今出世间，  一切所瞻奉。 
  汝观佛光明，  化佛难思议，一切宫殿中，  寂然而正受。 
  汝观佛神通，  毛孔出焰云，照耀于世间，  光明无有尽。 
  汝应观佛身，  光网极清净，现形等一切，  遍满于十方。 
  妙音遍世间，  闻者皆欣乐， 随诸众生语，  赞叹佛功德。 
  世尊光所照，  众生悉安乐， 有苦皆灭除，  心生大欢喜。 
  观诸菩萨众，  十方来萃止， 悉放摩尼云，  现前称赞佛。 
  道场出妙音，  其音极深远， 能灭众生苦，  此是佛神力。 
  一切咸恭敬，  心生大欢喜， 共在世尊前，  瞻仰于法王。 

诸佛子，大威光太子说了偈颂后，得到佛的神通力量，他的声音徧布胜音世界。此时，喜

见善慧王听了大威光太子的偈颂后，心生欢喜，见着他的眷属也说了偈语如下：（偈语解释省

略） 

汝应速召集，  一切诸王众，王子及大臣，  城邑宰官等。 
  普告诸城内，  疾应击大鼓， 共集所有人，  俱行往见佛。 
  一切四衢道，  悉应鸣宝铎， 妻子眷属俱，  共往观如来。 
  一切诸城廓，  宜令悉清净， 普建胜妙幢，  摩尼以严饰。 
  宝帐罗众网，  妓乐如云布， 严备在虚空，  处处令充满。 
  道路皆严净，  普雨妙衣服， 巾驭汝宝乘，  与我同观佛。 
  各各随自力，  普雨庄严具， 一切如云布，  遍满虚空中。 
  香焰莲华盖，  半月宝璎珞， 及无数妙衣，  汝等皆应雨。 
  须弥香水海，  上妙摩尼轮， 及清净栴檀，  悉应雨满空。 
  众宝华璎珞，  庄严净无垢， 及以摩尼灯，  皆令在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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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持向佛，  心生大欢喜， 妻子眷属俱，  往见世所尊。 
（偈语解释省略）在那时，喜见善慧王与三万七千夫人，采女一起，以福吉祥为上首；五

百王子一起，以大威光为上首；与六万大臣一起，以慧力为上首。这样共有七十七百千亿那由

他那样多的群众前后围绕，一起从焰光明大城出来。因为有善慧王的力量，一切大众都往空中

而去，所有的供养器具遍满虚空，到达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佛的处所，礼拜佛的两足，坐到一

旁。 

又有妙华城善化幢天王，与十亿那由他眷属一起，又有究竟大城净光龙王与二十五亿眷属

一起，又有金刚胜幢城猛健夜叉王与七十七亿眷属一起，又有无垢城喜见干闼婆王与九十七亿

眷属一起；又有妙轮城净色思惟阿修罗王与五十八亿眷属一起，又有妙庄严城十力行迦楼罗王

与九十九千眷属一起，又有游戏快乐城金刚德紧那罗王与十八亿眷属一起，又有金刚幢城宝称

幢摩睺罗伽王与三亿百千那由他眷属一起，又有净妙庄严城最胜梵王与十八亿眷属一起。如是

等百万亿那由他大城中所有诸王和他们的眷属，全部一起到一切功德须弥胜云如来所，顶礼佛

足，坐在一旁。 

当时，一切功德须弥胜云如来想要调伏所有的众生，在所有的道场宣说普集一切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佛自在解脱法，有世界微尘数的经法而为眷属，随着众生的心意，都令获益。就在这

时，大威光菩萨听闻这个法门，立刻就得到一切功德须弥胜云佛过去世中所累积聚集的法海光

明，共有十一种，一是在定中得到一切法都是实相无相的平等法，二是一切法全部住在最初发

心的智慧光明上面，即是所谓的初发心便成正觉，知道一切法就是心的自性，成就法身慧命，

完全靠自己的体悟，无需依靠外力；三是得到遍十方法界的智慧光明；四是得到观察一切佛法

的大愿海智慧光明；五是进入无边功德海清净修行的智慧光明；六是趋向不退转的以一身起行，

至八地以无量身起行，一行中又起无量行的智慧光明；七是得到法界中无量变化力的神通智慧

光明；八是得到决定入无量功德圆满的大福智慧光明；九是得到了知一切佛胜解力成就无数庄

严的智慧光明；十是了知虚空无边的佛出现在一切众生前的神通智慧光明；十一是了知一切佛

的力量可以降伏魔及外道的智慧光明。 

彼时，大威光菩萨得到以上十一种的智慧光明后，承受佛的大威神力，而说出了如下的偈

颂： 

『 我闻佛妙法，  而得智光明，以是见世尊，  往昔所行事。 
  一切所生处，  名号身差别，及供养于佛，  如是我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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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昔诸佛所，  一切皆承事，无量劫修行，  严净诸剎海。 
  舍施于自身，  广大无涯际，修治最胜行，  严净诸剎海。 
  耳鼻头手足，  及以诸宫殿，舍之无有量，  严净诸剎海。 
  能于一一剎，  亿劫不思议，修习菩提行，  严净诸剎海。 
  普贤大愿力，  一切佛海中，修行无量行，  严净诸剎海。 
  如因日光照，  还见于日轮，我以佛智光，  见佛所行道。 
  我观佛剎海，  清净大光明，寂静证菩提，  法界悉周遍。 
  我当如世尊，  广净诸剎海，以佛威神力，  修习菩提行。』 

诸佛子，彼时的大威光菩萨因为见到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佛，而做承事供养，因此在如来

之处所，心有觉悟。而给与一切世间显现下列事项：一显示如来过往的种种修行；二显示昔日

菩萨修行善巧方便；三显示一切佛成就的种种功德；四显示普遍进入一切法界的清净智慧；五

显示佛在一切道场开悟成为如来的自在能力；六显示佛的力量无所畏惧及等无差别的智慧；七

显示如来如何普遍地示现佛身；八显示佛展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力；九显示庄严无量的清净佛土；

十显示普贤菩萨所有的大愿及修行法门。如此地让须弥山微尘数的众生发出自觉觉人的菩提

心，有佛剎微尘数的众生成就如来清净的国土。 

在那时，一切功德山须弥胜云佛给大威光菩萨说了偈言如下： 

 『善哉大威光，  福藏广名称，为利众生故，  发趣菩提道。 
  汝获智光明，  法界悉充遍，福慧咸广大，  当得深智海。 
  一剎中修行，  经于剎尘劫，如汝见于我，  当获如是智。 
  非诸劣行者，  能知此方便，获大精进力，  乃能净剎海。 
  一一微尘中，  无量劫修行，彼人乃能得，  庄严诸佛剎。 
  为一一众生，  轮回经劫海，其心不疲懈，  当成世导师。 
  供养一一佛，  悉尽未来际，心无暂疲厌，  当成无上道。 
  三世一切佛，  当共满汝愿，一切佛会中，  汝身安住彼。 
  一切诸如来，  誓愿无有边，大智通达者，  能知此方便。 
  大光供养我，  故获大威力，令尘数众生，  成熟向菩提。 
  诸修普贤行，  大名称菩萨，庄严佛剎海，  法界普周遍。』 

诸佛子啊！你们应当知道在大庄严劫的长时间内有如印度恒河沙这么多的无数小劫，当时

人的寿命是二小劫。诸佛子啊！当时一切功德须弥胜云佛的寿命是五十亿岁；而在一切功德须

弥胜云佛圆寂后，有一尊佛出世，名为波罗蜜善眼庄严王，也在摩尼华枝轮的大林中成等正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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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大威光童子见到波罗蜜善眼庄严王成佛展现的神通力，即立刻得到十种益处，一

得到名叫无边海藏门的念佛三昧，二得到名叫大智力法渊的总持力，三得到名叫普随众生调伏

度脱的大慈，四得到名叫徧覆一切境界云，能除灭热恼的大悲，五得到名叫一切佛功德海威力

藏，欢喜徧布全身的大喜，六得到名叫法性虚空平等清净，悲与喜两无的大舍，七得到名叫自

性离垢法界清净身，真正觉悟法自性，法界清净，万法本净的般若波罗蜜，八得到名叫无碍光

普随现，通达一切的神通，九得到名叫善入离垢渊，入法深义的辩才，十得到名叫一切佛法清

净藏，智照佛法，净所知障，含藏众德的智光，像这样地通达十千法门。 

彼时，大威光童子承受佛的大威神力，为所有的眷属，说了以下的偈语： 

『不可思议亿劫中，导世明师难一遇，此土众生多善利，  而今得见第二佛。 

 佛身普放大光明，色相无边极清净， 如云充满一切土，  处处称扬佛功德。 

 光明所照咸欢喜，众生有苦悉除灭，各令恭敬起慈心，  此是如来自在用。 

 出不思议变化云，放无量色光明网，十方国土皆充满，  此佛神通之所现。 

 一一毛孔现光云，普遍虚空发大音， 所有幽冥靡不照，  地狱众苦咸令灭。 

 如来妙音遍十方，一切言音咸具演， 随诸众生宿善力，  此是大师神变用。 

  无量无边大众海，佛于其中皆出现，普转无尽妙法轮，  调伏一切诸众生。 

  佛神通力无有边，一切剎中皆出现，善逝如是智无碍，  为利众生成正觉。 

  汝等应生欢喜心，踊跃爱乐极尊重，我当与汝同诣彼，  若见如来众苦灭。 

  发心回向趣菩提，慈念一切诸众生，悉住普贤广大愿，  当如法王得自在。』 

诸佛子，大威光童子说这个偈颂时，以佛的大威神力，声音无障碍地，穿过一切世界，所

有众生都能听到，有无量的众生发起觉悟的心。于那个时候，大威光王子和他的父母，以及所

有的眷属，和无量百千亿那由他的众生，前后围绕着，如云般多的宝盖，徧满虚空，共同到达

波罗蜜善眼庄严王如来的处所。此尊佛为他们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此部经有世界海微尘数的经

做为眷属，透显此部经典，属于圆融无碍的教义。所有的大众听闻这部大经后，契经根机的众

生立刻获得利益。一是得到名为入一切净方便的清净智慧，即是登上十地的初欢喜地证入的智

慧；二是得到二地离破戒的污垢而达到光明的离垢地；三是得到名为示现一切世间爱乐庄严的

忍辱波罗蜜轮，四是得到名为普入一切剎土无边光明清净见的增广行轮，即是无剎不入，无法

不照，无见不净的精进地，即四地焰慧地；五是得到名为离垢福德云光明幢的趣向所有修行，

而所有修行即是能入俗世，度化世间的行轮，六是得到般若智现前，可以随入证，又可观照缘

起，才称得上在法海上得到光明。七是得到开始进入发挥方便善巧的无功用行，表现权实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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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庄严修行。八是得到名为无功用修极妙见的灌顶智慧海，已见诸法实性，无功而修。九是

得到名为如来功德海相光影徧照的显了大光明，能发挥辩才无碍。十是得到名为无量愿力信解

藏的出生愿力清净智，智慧圆融离开障碍。 

彼时，波罗蜜善眼庄严王佛为大威光菩萨，说了偈颂如下： 

『善哉功德智慧海，发心趣向大菩提，汝当得佛不思议，普为众生作依处。 
 汝已出生大智海，悉能遍了一切法，当以难思妙方便，入佛无尽所行境。 
 已见诸佛功德云，已入无尽智慧地， 诸波罗蜜方便海，大名称者当满足。 
 已得方便总持门，及以无尽辩才门， 种种行愿皆修习，  当成无等大智慧。 
 汝已出生诸愿海，汝已入于三昧海， 当具种种大神通，  不可思议诸佛法。 
 究竟法界不思议，广大深心已清净， 普见十方一切佛，  离垢庄严众剎海。 
 汝已入我菩提行，昔时本事方便海， 如我修行所净治，  如是妙行汝皆悟。 
 我于无量一一剎，种种供养诸佛海， 如彼修行所得果，  如是庄严汝咸见。 
  广大劫海无有尽，一切剎中修净行，坚固誓愿不可思，当得如来此神力。 
  诸佛供养尽无余，国土庄严悉清净，一切劫中修妙行， 汝当成佛大功德。』 

诸佛子，波罗蜜善眼庄王如来入涅盘后，喜见善慧王随即也去世，大威光童子接受转轮圣

王的王位。在摩尼华枝轮大林中，第三位如来出现在世界，名为最胜功德海。在那时，大威光

转轮圣王见这位最胜功德海如来成佛的相状，与他的眷属及四种兵众、城邑、聚落一切人民，

一起持着七宝，全部前往佛所，用一切香摩尼庄严大楼阁奉上佛前。在那时，最胜功德如来在

他的林中宣说菩萨普眼光明行的经典，有世界微尘数的经典为其眷属。大威光菩萨在那时听闻

到此法门，得到名为大福德普光明三昧，此禅定能清楚明白一切菩萨、一切众生过去，现在，

未来所有的善业与恶业。 

于此时，最胜功德海如来为大威光菩萨，说了以下的偈颂： 

『善哉福德大威光，汝等今来至我所，愍念一切众生海，发胜菩提大愿心。 
 汝为一切苦众生，起大悲心令解脱，当作群迷所依怙，是名菩萨方便行。 
 若有菩萨能坚固，修诸胜行无厌怠，最胜最上无碍解，如是妙智彼当得。 
 福德光者福幢者，福德处者福海者，普贤菩萨所有愿，是汝大光能趣入。 
 汝能以此广大愿，入不思议诸佛海，诸佛福海无有边，汝以妙解皆能见。 
 汝于十方国土中，悉见无量无边佛，彼佛往昔诸行海，如是一切汝咸见。 
 若有住此方便海，必得入于智地中，此是随顺诸佛学，决定当成一切智。 
 汝于一切剎海中，微尘劫海修诸行，一切如来诸行海，汝皆学已当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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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汝所见十方中，一切剎海极严净，汝剎严净亦如是，无边愿者所当得。 
 今此道场众会海，闻汝愿已生欣乐，皆入普贤广大乘，发心回向趣菩提。 
 无边国土一一中，悉入修行经劫海，以诸愿力能圆满，普贤菩萨一切行。』 

诸佛子！在彼摩尼华枝轮大林中又有佛出兴于世间，佛号为普闻莲华眼幢。在那个时候，

大威光命终，生到须弥山上寂静宝宫天城中做大天王，名为离垢福德幢，一起和所有的天众来

到佛所，降下宝华云供养佛。在那时，普闻莲华眼幢为他们宣说广大方便普门徧照经典，有世

界海微尘数的经典为其眷属。天王听闻的时候，得到称为普欢藏的三昧，以此三昧禅定的功力

进一切法的实相，得到此利益后，从道场出来，回到本处。此品经文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