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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名号品〉第七 

 

一、 来意 

 

  首先明白此品经文在《华严经》五周四分结构的分来，此分属于第二分修因契果生

解分，前面的第一分是举果劝乐生信分，是举出佛的果德令众生产生好乐心，而今第二

会的经文要明白能生因、果、信、解，所以是次来。第二，所谓会来，即产生了解的过

程，首要是相信；前会的经文已经举出令众生相信佛果庄严的境界，而今则阐明相信之

后的修行内容，所以是次来。第三，所谓品来，谓前一品经文〈毘卢遮那品〉是举出因

而彰显果，构成所相信的境界，而今举出果分辨出因，彰显能信的修行。 

 

二、 释名 

 

  首先此品经隶属于第二分的修因契果生解分，表示欲修五位1的圆因，以成就十身2的

圆满佛果，让所有的菩萨明白此情形，而有修因契果的了解。第二以会名而言，说地点，

称为普光明殿会，有三种解释，一因为大殿是宝石构造，因此由宝石发出的光芒普遍地

照射出来；二是佛在大殿放光；三是佛在大殿中宣说普遍的法门，智慧光芒照耀世间，

而立此名。第三经品的名称，一切诸佛皆通具十号，即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大夫、天人师、佛世尊。古人有解释表显德行的通称为字，

欲让人天皆知者为号，今此品经以字是号，宛如十种称号，都在论说德行。 

 

三、宗趣 

   

  从宗趣而言，同样分三个方向，首先以分的宗趣而言，是以先修差别因果，至修平

等因果，令所有菩萨都能修行契入佛果为目的。第二会的宗趣，即是从相信入门，进而

了解教义，修行进阶具有德行，达到阶位，只要十信满心，即可顿摄诸位而趣向佛果。

第三品的宗趣，表显佛的名号周遍，可以随着众生根器不同，众生与之相应而加以度化。 

 

 

四、释文 

 

◎经文－－尔时，世尊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始成正觉，于普光明殿坐莲华藏

                                                       
1  五位：十住、十行、十迴向、十地、等覺 
2  即華嚴宗所稱之解境十佛。十地之第八不動地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樂，即以眾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身、

獨覺身、菩薩身、如來身、智身、法身、虛空身作自身。此十身中，第二之國土身為器世間；第一之眾生身、第

三之業報身乃至第六之菩薩身為有情世間；第七之如來身乃至第十之虛空身為正覺世間。即此十身融攝三世間之

諸法，復以十身及自身，遞相互作，融通無礙，故稱融三世間十身。［舊華嚴經卷二十六、新華嚴經卷三十八、

十地經論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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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子之座，妙悟皆满，二行永绝；达无相法，住于佛住；得佛平等，到无障处；不可转

法，所行无碍；立不思议，普见三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莫不皆是一生补处，

悉从他方而共来集，普善观察诸众生界、法界、世界、涅盘界，诸业果报、心行次第、

一切文义，世、出世间，有为、无为，过、现、未来。 

 

（解）在那时，释迦牟尼佛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才刚刚成佛，在普光明殿坐

在莲华藏师子座，显现出成等正觉的庄严无比相貌，烦恼障和所知障都已断绝，不再现

前；同时已证得真如理体，恒常住在大悲，安住在圣位，因已解脱障碍，所说的教法，

外道不能转变，行教化于世间，安立教法，于过、现、未来三世，于事于理，了达知道，

不会错误。与十个佛国世界微尘数所有的菩萨一起，每位菩萨均是一生补处，全部从其

他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集会，都普遍地善于观察所有度化的众生界、法界，因为众生执

着于法界，所以当令他们安住涅盘界，不生不灭，净化他们的业报，而必须晓得他们的

心和行为犯下的错误，用经文和教义的药，令他们厌离有为幻化的世间，乐于出世间，

不着有为法，亦不住无为法，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经文－－时，诸菩萨作是思惟：「若世尊见愍我等，愿随所乐，开示佛剎、佛住、佛剎

庄严、佛法性、佛剎清净、佛所说法、佛剎体性、佛威德、佛剎成就、佛大菩提。如十

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为成就一切菩萨故，令如来种性不断故，救护一切众生故，令诸

众生永离一切烦恼故，了知一切诸行故，演说一切诸法故，净除一切杂染故，永断一切

疑网故，拔除一切希望故，灭坏一切爱着处故。 
（解）若世尊下，正式地表示发问的缘起。在那时，诸菩萨开始思惟而做这样的念头：

希望世尊见到他们时可以怜愍他们，能为他们开示法义，包括：一佛身普徧地住在诸国

土，佛心常住大悲；二所具功德及所证的法性，三是如何随着众生根器演说教法；四如

何作用可以显现大威神力；五如何修行证入佛果。即经文所说的佛剎、佛住、佛剎庄严、

佛法性、佛剎清净、佛所说法、佛剎体性、佛威德、佛剎成就、佛大菩提。譬如十方诸

佛为成就一切菩萨，如何成就呢？成就菩萨行需要大悲心与大智慧，而具备如此的悲智

是为什么呢？目的就在令成佛菩提种子不会断绝。那么佛种不断，有怎样的相状呢？即

是成就了三德，这三德是：1.救护众生，成就恩德，即，，，是演说诸法；2.永断烦恼，成

就断德，即所有的杂染均已清净，不论种子和现行的烦恼都已清除；3.明白所有的修行，

成就智德，即永远断除了怀疑念头。而所有的修行有三种：1.心地上的修行，2.所做的修

行，3.所了行，谓一切行是无常无相。有了智慧有什么益处呢？答有了智慧可以断掉所知

障与烦恼障。那么断除惑障又有什么益处呢？答说可以消灭所有的爱恋执着，包括有、

空、修行、得果。如果能不执着各种的法门，正确的智慧就会现前，发挥悲心救度众生，

令成佛的菩提种子不断，就是菩萨重要修行，也是诸佛的本意。另外，要如何做才能断

除烦恼及所知的两种障碍呢？即是演说各种法要，而烦恼障的相状，就是爱与见，除掉

所有的杂染，断绝爱的烦恼，便能永远断除怀疑，断绝见解的烦恼。而所知障的相状，

则是对于所见到的环境，抱着希望，执着于法，执着在各种外相，既然都说要修到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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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性，要知道，眼前所见到的事物，有体相的，不论是一草一木，房子，城市，甚至所

见的各类众生，那一件不是因缘和合的，有智慧者，学习佛法者，切莫目光如豆，没有

远景地执着眼前，自以为所见为凭证，以为那是实有，实在，而执取不放，产生爱与见，

则日积月累，加深人我第七末那识的程度，而欲在有限时间成就修行，谈何容易呢？这

个爱与见的困惑，本来即根深蒂固的潜藏在识体里，随着轮回，在每一世缠绕更多，带

到下一世，如果不能除断，则我们只会一直像跑马灯永远轮回下去。如果这两种障碍能

消除，则断除烦恼障就得到根本智，具有出世间的智慧；断除了所知障就得到后得智，

能成就佛果菩提，达到涅盘。 

 

◎经文－－说诸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藏、十地、十愿、十定、十通、十顶。及

说如来地、如来境界、如来神力、如来所行、如来力、如来无畏、如来三昧、如来神通、

如来自在、如来无碍、如来眼、如来耳、如来鼻、如来舌、如来身、如来意、如来辩才、

如来智慧、如来最胜。愿佛世尊，亦为我说！」 

 

（解）说菩萨阶位的修行，第二会及第三会说十住，在第四会说十行，第五会说十回向，

十藏在第四会中解答，因为藏有两个意思：一是收摄各种修行用来迥向，所以在十回向

之前回答；二是产生十地之前的证入智慧，所以提出的问题在十回向之后。十地则在第

六会时回答，十愿在十地的初欢喜地时回答，十定，十通在第七会时回答，且各有自己

的经品。另外十顶回答的内容不明显，以前有多种解释，其中比照《梵网经》说法，说

十忍后有心地法门，即此十顶。又说新旧梵本都无忍的问，但回答时就有，所以推测忍

就是顶。另外，十顶者，是在修行的阶位达到顶端，于〈十忍品〉经文记载：「通达此忍

门 成就无碍智 超过一切众 转于无上轮」，如经文所说，既说超过，应该是顶的意思。 

 

◎经文－－及说如来地、如来境界、如来神力、如来所行、如来力、如来无畏、如来三

昧、如来神通、如来自在、如来无碍、如来眼、如来耳、如来鼻、如来舌、如来身、如

来意、如来辩才、如来智慧、如来最胜。愿佛世尊，亦为我说！」 

 

（解）经文的如来地等二十句是问所成就的果德，初十句表示如来内在的德行圆满，后

十句表明如来体相显著。 

 

◎经文－－尔时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各随其类为现神通。 
 

(解）那时，世尊知道所有菩萨心里的请求，随其种类，谓天人、鬼道、畜生、施展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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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其中的众生有怀疑者，即施展令其除去疑点，如用声音令他们听闻；若疑十信，即

见如来在足轮放光，遍照法界虚空；若疑十住，则如来在脚的足指放光等等。 

 

◎经文－－现神通已，东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金色，佛号：不动智。

彼世界中，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到已作礼，

即于东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南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妙

色，佛号：无碍智。彼有菩萨，名曰：觉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到

已作礼，即于南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西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

名：莲华色，佛号：灭暗智。彼有菩萨，名曰：财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

佛所，到已作礼，即于西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北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

有世界，名：薝卜华色，佛号：威仪智。彼有菩萨，名曰：宝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

萨俱，来诣佛所，到已作礼，即于北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东北方过十佛

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优钵罗华色，佛号：明相智。彼有菩萨，名：功德首，与

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到已作礼，即于东北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

趺坐。东南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金色，佛号：究竟智。彼有菩萨，名：

目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到已作礼，即于东南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

座，结跏趺坐。西南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宝色，佛号：最胜智。彼有

菩萨，名：精进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到已作礼，即于西南方化作

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西北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金刚色，佛号：

自在智。彼有菩萨，名：法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到已作礼，即于

西北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下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玻瓈

色，佛号：梵智。彼有菩萨，名：智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到已作

礼，即于下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上方过十佛剎微尘数世界，有世界，名：

平等色，佛号：观察智。彼有菩萨，名：贤首，与十佛剎微尘数诸菩萨俱，来诣佛所，

到已作礼，即于上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 

 

(解）经文现神通下，表现众海云集。即现出相状回答初十句的问题。有光出现在佛国土，

即回答佛剎的问题。佛剎有金色，表剎土的庄严，既然是以金所成，同时也是回答剎土

的本体。而在佛剎的菩萨也是庄严。上段经文有十个方位，十方的海会圣众集会，有十

个段落，每个方向都包含八件事，一远近、二土名、三佛号、四上首、五眷属、六诣佛、

七到已致敬、八化座安坐。如来各随菩萨心念展现神通，将上面段落列表呈现如下： 

顺

序 

一远近 二土名 三佛号 四上首 五眷属 六诣佛 七到已致

敬 

八化座安

坐 

一 东方超

过十个

佛土微

金色世

界 

不动智 文殊师

利菩萨 

十个佛

土微尘

数的所

一起来

到佛所 

 在东方化

现莲华藏

师子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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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数世

界外 

有菩萨 盘腿坐下 

二 南方超

过十个

佛土微

尘数世

界外 

妙色世

界 

无碍智 觉首菩

萨 

十个佛

土微尘

数的所

有菩萨 

一起来

到佛所 

 在南方化

现莲华藏

师子之座

盘腿坐下 

三 西方 莲华色

世界 

灭暗智 财首菩

萨 

   在西方化

现莲华藏

师子之座

盘腿坐下 

四 北方 薝卜华

色世界 

威仪智 宝首菩

萨 

   在北方化

现莲华藏

师子之座

盘腿坐下 

五 东北方 优钵罗

华色世

界 

明相智 功德首

菩萨 

   在东北方

化现莲华

藏师子之

座盘腿坐

下 

六 东南方 金色世

界 

究竟智 目首菩

萨 

   在东南方

化现莲华

藏师子之

座盘腿坐

下 

七 西南方 宝色世

界 

最胜智 精进首

菩萨 

   在西南方

化现莲华

藏师子之

座盘腿坐

下 

八 西北方 金刚色

世界 

自在智 法首菩

萨 

   在西北方

化现莲华

藏师子之

座盘腿坐

下 

九 下方 玻瓈色 梵智 智首菩

萨 

   在下方化

现莲华藏

师子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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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腿坐下 

十 上方 平等色 观察智 贤首菩

萨 

   在下方化

现莲华藏

师子之座

盘腿坐下 

如上表的第一项，所指的去此远近，都是十个佛剎微尘数者，是因前一会即第一会是所

信因果既深且广，因此必须集会华藏世界以外的十方国土。第二会开始则在说了解因和

果，循序渐进地修行，所以只集合娑婆世界的邻居世界的国土。实际上说距离的远近，

只是执着事相，其实佛土那有远近之分呢！再者，讲的上首菩萨皆有一个首字，梵文为

室利，有首、胜、吉祥及德行。又因凡事以相信为首要条件，而且极为难得，在生死大

道中也以产生信心为吉祥，因为信能增长智慧的功德，此十位菩萨都是表示信门，故皆

称为室利。第三眷属都是十佛剎微尘数，表示所有的修行都含摄无尽的功德，全部到佛

所，有归向的意思。初东方世界，说是金色的，表心生无染，菩萨为妙德，表示智慧通

达佛的境界。二为觉首菩萨，表示觉悟心性，有无碍的智慧。三为财首菩萨，表示以法

财教化众生，除灭不明的见解，明了众生本空，如莲花不染污泥。四为宝首菩萨，表真

与俗无有差别，一切万法都是实相无相地照见诸法。五为德首菩萨，表达如来应众生说

法的功德，即是明白万法因缘和合相貌，又清楚明白佛的德行。六为目首菩萨，表示众

生的身体以眼睛为前引，也是外在最重要的器官，以佛为福田，修平等教义。七为精进

首菩萨，表正教甚深，一直向前进步。八为法首菩萨，表法门虽多，但贵在端正的修行，

对于教法能依教奉行，才会自在，而得到出世智慧那样的犀利，所以世界为金刚色。九

为智首菩萨，表示佛法的助道法虽有无量，但以智慧为出发点，才能清净各种修行，所

以称为梵智。智慧与本体都清净，宛如玻璃般地清澈明净，所以其世界为玻瓈色世界。

十为贤首菩萨，所谓自性发出的善良称为贤，能知道这样的贤能，系出自平时的观照，

观察本性，照见平等。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承佛威力，普观一切菩萨众会，而作是言：「此诸菩

萨甚为希有！诸佛子！佛国土不可思议，佛住、佛剎庄严、佛法性、佛剎清净、佛说法、

佛出现、佛剎成就、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不可思议。何以故？诸佛子！十方世界一

切诸佛，知诸众生乐欲不同，随其所应，说法调伏，如是乃至等法界、虚空界。 
(解）在那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这位大菩萨承受佛的大威神力，普遍地观察一切菩萨，

而说出了这些话，内容描述这些菩萨非常稀罕，感应到的众生根器有无边，无法计算的

差别，但如来都能对应得到，所以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方。 

 

◎经文－－诸佛子！如来于此娑婆世界诸四天下，种种身、种种名、种种色相、种种修

短、种种寿量、种种处所、种种诸根、种种生处、种种语业、种种观察，令诸众生各别

知见。 
(解）经文先提出以我们居住的娑婆世界开始，再通到其他世界，谈到佛有种种不同身形、

名号称谓、相貌、高矮、寿命长短、化身地点、眼等六根、出生的地方、随各种言音、

观察，令所有众生有个别知识见解得到调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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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诸佛子！如来于此四天下中，或名：一切义成，或名：圆满月，或名：师子

吼，或名：释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毘卢遮那，或名：瞿昙氏，或名：大沙门，

或名：最胜，或名：导师――如是等，其数十千，令诸众生各别知见。 

(解）诸佛子啊，如来在娑婆世界的四天下有十数千种的名称，系因为圣人本无名称，因

为众生根器不同，而立名称，若以德行命名，德行无有边际范围限制，如果随着众生根

机深浅来立名，则它的名称数量等同众生界一样地多样化。经中描述或名一切义成，就

是悉达，表示无事不成就。圆满月，表示已断烦恼智慧到达圆满的境地；师子吼，表示

决定说，宣扬教法；释迦牟尼者，释迦的意思为能，牟尼为寂默，就是契合真理大道。

第七仙，仙表示清净没有贪欲污染，第七表示过去七佛
3
的最后一尊佛，所以称第七仙；

毗卢遮那表示光明遍照；瞿昙氏，为其姓氏，北地翻译为地主。大沙门，北地意思为息

恶，无恶不息，所以为大。最胜者，指在圣人中最尊贵，德行最殊胜最高的。导师者，

则是引导众生，远离危险苦难的人，也就是在生死苦海指引脱离的圣者。再下来的经文

以娑婆世界旳四天下为根据的十方不同名称的世界中，如来有个别的名号叫法，数量有

十千，让众生个别与衪相应，以表列之如下： 

序

号 
世界方位及名称 如来称号 

一 四天下东有世界名为善护 金刚、自在、有智慧、难胜、云王、无诤、

能为主、心欢喜、无与等、断言论。 
二 四天下南有世界名为难忍 帝释、宝称、离垢、实语、能调伏、具足

喜、大名称、能利益、无边、最胜。 
三 四天下西有世界名为亲慧 水天、喜见、最胜王、调伏天、真实慧、

到究竟、欢喜、法慧、善住、所作已办。 
四 四天下北有世界名为有师子 大牟尼、苦行、世所尊、最胜田、一切智、

善意、清净、瑿罗跋那、最上施、苦行得。 
五 四天下东北方有世界名为妙观

察 
调伏魔、成就、息灭、贤天、离贪、胜慧、

心平等、无能胜、智慧音、难出现。 
六 四天下东南方有世界名为喜乐 极威严、光焰聚、徧知、秘密、解脱、性

安住、如法行、净眼王、大勇健、精进力。 
七 四天下西南方有世界名为甚坚

牢 
安住、智王、圆满、不动、妙眼、顶王、

自在音、一切地、持众仙、胜须弥。 
八 四天下西北方有世界名为妙地 普遍、光焰、摩尼智、可忆念、无上义、

常喜乐、性清净、圆满光、修臂、住本。 
九 四天下次下方有世界名为焰慧 集善根、师子相、猛利慧、金色焰、一切

                                                       
3  指出現於過去世之七佛，即：(一)毘婆尸佛，(二)尸棄佛，(三)毘舍浮佛，(四)拘留孫佛(五)拘那含牟尼佛，(六)
迦葉佛，(七)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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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究竟音、作利益、到究竟、真实天、

普徧胜。 
十 四天下次上方有世界名为持地 有智慧、清净面、觉慧、上首、行庄严、

发欢喜、意成满、如盛火、持戒、一道。 

 

(解）上表内容的世界共有十段，第一的善护等，即为四洲的通称，东方的如来的名号称

为断言论者，意为证到离开言语说法，没有人能说其过错；在《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

第四卷记载：「有严炽王，请萨遮入宫供养，因问云：『大师！颇有人于众生界中聪明大

智，利根黠慧，有罪过不？』答言：『有。』」下有十重问答，大意皆同。一、问是谁？一

云「能雨婆罗门聪明大智，」「常多淫欲，喜侵他妻」；二、「颇罗堕婆罗门多睡」；三、「黑

王子多嫉妬」；四、「胜仙王子多杀生」；五、「无畏王子慈心太过」；六、「天力王子饮酒

太过」；七、「婆薮天王子行事太过」；八、「大仙王子贪心太过」；九、「大天王子轻躁戏

笑，放逸太过」；十、「波斯匿王噉食太过」。第十一「问：『还更有不？』答云：『有，王

亦有过，』」「『谓太暴恶急卒。，』」「王闻大怒，令杀尼干。尼干惊布，乞容一言，云：『我

亦有过：实语太过。大王！黠慧之人不应于一切时常行实语，观其可不。我于暴卒人前

出其实语，故为太过。』」「王语悔过，」「更问之曰：『颇有聪明大智利根无有过不？』答

言：『有。』问：『谁是？』答云：『沙门瞿昙。此一无过，我四《围陀经》中说：释种沙

门无有过失，所谓生在大家，不可讥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身故。』」。如以上经文

内容表示，无法说其过错者，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所以严炽王听闻之后而发菩提心。   

  南方如来称号为帝释者，即为天界与人道的主人，能相应众生的心意；西方世界如

来的名号称为水天者，意为水能利益万物；北方世界有如来名号称为瑿罗跋那者，全名

为瑿湿弗罗跋那，瑿湿弗意为自在，罗跋那是声音，即圆音自在。上方世界有如来的名

号称为盛火者，意为旺盛的智慧大火，才可以烧尽烦恼稠林。 

 

◎经文－－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有百亿四天下，如来于中，有百亿万种种名号，令诸众

生各别知见。 
(解）又称一下，诸佛子，在这个娑婆世界有百亿个四天下，如来在这四天下有百亿万种

种的名号，让所有众生依自己的根器而相应了解。亦用表列之如下： 

序号 方位 次有世界名称 如来名号 
一 此娑婆世界东 密训 平等、殊胜、安慰、开晓意、闻慧、真实语、

得自在、最胜身、大勇猛、无等智。 
二 此娑婆世界南 丰溢 本性、勤意、无上尊、大智炬、无所依、光

明藏、智慧藏、福德藏、大中天、大自在。

三 此娑婆世界西 离垢 意成、知道、安住本、能解缚、通达义、乐

分别、最胜见、调伏行、众苦行、具足力。

四 此娑婆世界北 丰乐 薝卜华色、日藏、善住、现神通、性超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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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日、无碍、如月现、迅疾风、清净身。 
五 此娑婆世界东

北方 
摄取 永离苦、普解脱、大伏藏、解脱智、过去藏、

宝光明、离世间、无碍地、净信藏、心不动。

六 此娑婆世界东

南方 
饶益 现光明、尽智、美音、胜根、庄严盖、精进

根、分别彼岸、胜定、简言辞、智慧海。 
七 此娑婆世界西

南方 
鲜少 牟尼主、具众宝、世解脱、徧知根、胜言辞、

明了见、根自在、大仙师、开导业、金刚师

子。 
八 此娑婆世界西

北方 
欢喜 妙华聚、栴檀盖、莲华藏、超越诸法、法宝、

复出生、净妙盖、广大眼、有善法、专念法、

网藏。 
九 此娑婆世界下

方 
关（门＋龠） 发起焰、调伏毒、帝释弓、无常所、觉悟本、

断增长、大速疾、常乐施、分别道、摧伏幢。

十 此娑婆世界上

方 
振音 勇猛幢、无量宝、乐大施、天光、吉兴、超

境界、一切主、不退轮、离众恶、一切智。

 

上表即在彰显娑婆世界邻近的十方世界当中，每个世界如来都有各别的名号，数量都有

百亿，让各别的众生有各别的相应。 

 

◎经文－－「诸佛子！如娑婆世界，如是东方百千亿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

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尽法界、虚空界、诸世界中，如来名号，种种不同；

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如世尊昔为菩萨时，以种种谈论、种种语言、

种种音声，种种业，种种报，种种处，种种方便、种种根，种种信解、种种地位而得成

熟，亦令众生如是知见而为说法。」 

 

(解）上面的经文即是在说像以娑婆世界为定点，东方百千亿所有的世界中，如来各有不

同的称呼，除了东方以外，南、西、北方、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上、下的所有世

界，如来的称号均不一样。宛如世尊从前在因地修行，以种种的言论、语言、音声、业

行、果报；在种种地方处所，运用种种善巧方便、根力、信解、地位，应众生根机差别，

成就暨成熟众生。此品经文解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