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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问明品》第十 

 

一、 释名 

  菩萨是人，问明是法，问即是难，明即是答。从教义而言，问即是教，

明即法明，以此法明，而论心与境，则法即是境，明即是心，用智慧而明

白照见真谛与俗谛的法，所以称为法明。 

二、 宗趣 

以此当品的经文而言，以十个甚深为宗，内容为一缘起甚深、二教化甚深、

三业果甚深、四说法甚深、五福田甚深、六正教甚深、七正行甚深、八正

助甚深、九一道甚深、十佛境甚深。此十甚深的顺序如何呢？缘起的因缘

法，包含所有的法，同时也是观察任何法的要领，所以开宗明义第一项就

讲缘起甚深的法。接着众生因为不明白，故必须教化，而众生的业报有善

业也有恶业，如何能知这个业的内容，唯有说法才能了解，然而说法之后，

能成就善业，只有种下佛的福田。而说到顺田，必须修持圣教，圣教必须

勤行，且需在正道上实行，唯还有助道辅助，两者殊途同归，得到一个道

果，便是趋向佛的境界。 

   

三、 释文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觉首菩萨言：「佛子！心性是一。云何见有种

种差别？所谓：往善趣、恶趣；诸根满、缺；受生同、异；端正、丑陋；苦、

乐不同； 

  （解）──此品经文内容都是先发起问题，后再解释问答使众生明白。经文尔时

下，表示文殊师利菩萨提出问难，问的对象是觉首菩萨，问说，佛子啊，心性是

一种，心性表示如来藏，心就是性，所以是自性清净心；不论是妄心的本性，抑

或是真心的性，都是平等无二，因此说是一。既然说是一，为何见到的有种种的

差别。首先是总报，明白五趣有善恶之分，善指人、天的果报，恶即地狱、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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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三涂果报。下四对是别报，二谓于前面所说的善恶道中，每一道中的种类，

所生出的六根有完备，也有缺陷的。三是在完备和缺陷当中，又有相同和不同的，

即是胎、卵、湿、化形式各有不同，且有生在好与坏的地方也不同。四于上的相

同与不同的生处，各各形貌又有美丑之分。五于美丑之间，又有受苦与受乐的分

别。详细来说，五趣指天、人、畜生、饿鬼、地狱，总报别报各有不同，如持五

戒，招得人身，是总报的业果；但由于在因地修行时有瞋恨，或有忍辱，在人的

总报则有美与丑之分，这即为别报的业果。以唯识而言，亦称为引业与满业。因

为能招感第八阿赖耶识，引来异熟果，而名为引业；能招第六，满异熟果，名为

满业。 

  ◎经文－－业不知心，心不知业；受不知报，报不知受；心不知受，受不知心；

因不知缘，缘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 

  （解）──首先的一句业不知心，心不知业，是说业和心各不相知，是谁衍生出

种种呢？第二句受不知报，报不知受，是在讲第六识，业是我们造出来的东西，

心是我们的主宰，属于能造，但两者也是很快速就灭掉，当起的时候不说：我起；

灭时也不说我灭，那么怎么会有体而互相产生，成就种种呢？第三句心不知受，

受不知心，同于上句解释。第四句因不知缘，缘不知因，这对是以因缘解释，以

所引的名言种子为因，引业为缘，但都无自己的本性。第五句智不知境，境不知

智，佛教的义理说一切都是虚妄，我们众生见到的境其实是空的，境是我们的心

变化出来，则境当然不知心；而心的变化的就藉由境界而循环变现，所以两者各

不相知，举例来说，如我们对一件事要做某种拣择，决定之后一定有结果产生，

而此结果呈现出来是什么相状，都无法预先知道，所以不论是主动或被动，两者

互不知道。 

  ◎经文－－时，觉首菩萨以颂答曰： 

「仁今问是义 为晓悟群蒙 我如其性答 惟仁应谛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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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初一句赞问许说，上半句赞问，谓自己研究深奥意旨，一向为他，有

仁爱之心可以弘传而利益众生。次句则称性说法，后句是劝听，令听者好好接受。 

 诸法无作用 亦无有体性 是故彼一切 各各不相知 

（解）──一切有为法，果都从因生，果无体性，因由果立，因无体性，怎么有

招感果报的作用呢？果无体性，何有负责因的能力，两者互相等待，是以前面的

体用俱无，所以说彼一切法，各各不相知。 

 譬如河中水 湍流竞奔逝 各各不相知 诸法亦如是 

（解）──第二句是河中的水，前流与后流，都是依水，全都没有自体，所以不

能相知。 

 亦如大火聚 猛焰同时发 各各不相知 诸法亦如是 

（解）──此句的焰有两种意义，一者是前焰谢灭，引起后焰；后焰无体，而不

能知道前焰，且前焰已灭，更无所知，因此各各皆不相知。二者前焰若未灭，亦

依前引无体，所以不能知；后焰未生，所以无所知，因此彼彼亦不能相知。而虚

妄的法也是一样，剎那剎那生灭，不能自立。已灭的情形还未产生，所以没有什

么可以知道；发生了，就灭了，无有体性可知，所以都是无所有。 

 又如长风起 遇物咸鼓扇 各各不相知 诸法亦如是 

（解）──依风而有动作，唯动者，离开所动的物体，则风动的相状便不可得，

而不能相知；妄法亦同，离开所依的真理，无体了，还有什么可互相知道的呢？ 

又如众地界 展转因依住 各各不相知 诸法亦如是 

（解）──地界因依有二种意思，一以自类而言，从金刚际上至地面，皆上依下，

下持上，展转因依，而得到安住；就如苦报依业而生，业因无明而造，无明依所

造的业，虽非肉眼得见，但都落入第八阿赖耶识的大仓库收藏着。二约异类者，

如地轮依水轮，水轮依风轮，风轮依虚空，虚空无所依；比照如此，妄境依妄心，

妄心依本识，本识依如来藏，如来藏无所依。因此若离开如来藏，余诸妄法各自

互相依赖，但无有一个实体可以相知，所以妄法都会灭尽。 

 眼耳鼻舌身 心意诸情根 以此常流转 而无能转者 

（解）──以八识熏习而成，初句五识，次句心是本识，集起的意思，意通六和

七识，七识是恒审思量，六识的作用在了别。所谓诸情根，通于八种，前五识依

色根，第六识依第七，第七第八互依，第七识是染污根，第八识又为诸识共同依



4 
 

靠，所以称为诸情根。以上的八识为能熏，也是所熏，展转为因，而常流转。 

 法性本无生 示现而有生 是中无能现 亦无所现物 

（解）──法的性称为法性，性是法所依的体性，又性以不变为意思，则有标准

可依据，也称为法，则性即法，故称为法性。整句偈颂意为法性本来就无有生，

依所缘的对象而发生，但其中没有一个主体主动地现起，亦无展现的物体。 

 眼耳鼻舌身 心意诸情根 一切空无性 妄心分别有 

（解）──此偈颂表示遍计所执性，表达八识诸情根，本质是空而无有自性，只

因起心动念而计度分别为有，如将麻绳看做一条蛇之类的事。 

 如理而观察 一切皆无性 法眼不思议 此见非颠倒 

（解）──如果能按照真理而观察，世间万物都无有一个自性，只有法眼才能透

彻这个事实，这种见解不是颠倒见。 

 若实若不实 若妄若非妄 世间出世间 但有假言说」 

（解）──法性无生，一切皆空叫做实；示现出来，肉眼所见，则为非实；妄心

分别有，是妄；如理观察，是非妄。以妄为因缘发生，则在世间流转，若能如理

观察，即变成出世间。但是真实的道理实在超出言教之外，何止是文字可辩白的，

所以是但假说。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财首菩萨言：「佛子！一切众生非众生。云何

如来随其时、随其命、随其身、随其行、随其解、随其言论、随其心乐、随其

方便、随其思惟、随其观察，于如是诸众生中，为现其身，教化调伏？」 

  （解）──此段经文表示教化甚深，初标告，财首菩萨，表示此位菩萨得到法财

能利益众生。经文的众生非众生，可从前面的经文而明白，其实我们的八识皆空，

既然一切都是虚妄，则众生也不是众生了。云何下开始问难，谓众生既然不存在，

佛要如何教化呢？第一句为总，表示随何寿命时等，下夷为别，各有二种意思，

谓随其寿命来教化，如果无命者，用法来教化，例如佛教以法会超度亡者等事；

随其身，谓随其所受何类身而教化；随其行，行指身口意三业，造作的善与恶；

随其解，表示知道的差别；言论者，表世间的教诲；心乐者，表示随其欣乐欲求；

方便表示随众生的趋向；思惟者，依法求取教义；观察者，如说修学。佛教化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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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示现而加以教化。 

  ◎经文－－时，财首菩萨以颂答曰： 

（解）──财首答中，略有四种意思，一佛见众生本来自空，但不妨碍随机教化，

有偈颂云；诸法空无我，众报随业生故。二佛知道众生本身不能知道真空，故用

悲心随机教化，有偈颂云：随解取众相，颠倒不如实故。三随化即空，等同于众

生空，有偈颂云：此是乐寂灭，多闻者境界。四融会上面的意思，众生是空的，

生和非生其实同是一味。不增不减经云：即此法身流转五道时，名为众生；法身

即众生，众生即法身。法身与众生只是名称不同，其实意义相同。 

「此是乐寂灭 多闻者境界 我为仁宣说 仁今应听受 

（解）──初一偈颂在举法劝听，上半句是以人显法，已含回答意思。上句体深，

下句用广。 

 分别观内身 此中谁是我 若能如是解 彼达我有无 

 此身假安立 住处无方所 谛了是身者 于中无所著 

 于身善观察 一切皆明见 知法皆虚妄 不起心分别 

（解）──后九个偈颂个别答前问，初三答随身。今初上半是寻思观，观己身内

身的四大：地、水、火、风，五蕴：色、受、想、行、识，若即若离，要求一个

主宰而不可得。下半句，如实地知道真正其实没有一个我。次偈观身实相，法无

我体，上半句观察我身是空，是总揽了不真实的东西来成立一个我，仔细地明白

身是如此，则就不会执着留恋。第三句下半句的内容，不起心分别，有二种意思，

一是既然东西和我皆是虚妄，则我和物又什么区别呢！二既然什么都是寂灭，观

照之下欲观察什么呢？如果没有将观察放下，就不是真正地见到空性。又以分别

观解释谁是我时，已排遣人我；次第二偈才开始排遣法我，所以是兼二我，谓于

四大、五蕴上求主宰，了不可得，蕴等和合，则无人我，观蕴等相，都是积聚和

因缘集合，是缘成故空，则无法我。 

 寿命因谁起 复因谁退灭 犹如旋火轮 初后不可知 

（解）──此偈颂在观察寿命，命是命根，能令色和心连持，寿是寿限，即是命

根的体。实际上是由业种的力量牵引出一期的报果，有一段时间，而假立寿命。

从业缘而生起，起即无起，业尽则灭，灭无所灭，因为本无主者，何况剎那生灭，

而无自性，以火轮做譬喻，如旋火速转，见不着开始和终了，生灭既有如此苍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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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活在当下。 

 智者能观察 一切有无常 诸法空无我 永离一切相 

（解）──能观察，有四种观，一无常观，二空观，三无我观，四无相观。 

 众报随业生 如梦不真实 念念常灭坏 如前后亦尔 

（解）──上半明空观，果报系从业生起，如梦从思想而起，因为不实在，所以

是空；下半明无常观，由上半句的意思表现出空而不实，所以念念无常，前即过

去，念灭而事显。 

 世间所见法 但以心为主 随解取众相 颠倒不如实 

（解）──此句偈颂乃依解令入唯识量观，境是心变化出来的，因此以心为主。

唯识最基本的观念即见分和相分，所谓见分，是吾人主动的见，相分是所见的对

象所呈现的相貌。随见分的了解，而取其相分的相，因为是在心外取相，所以是

颠倒。 

 世间所言论 一切是分别 未曾有一法 得入于法性 

（解）──世间的一切言论，都是分别，尚未明了唯心，那能进入法性。若能如

此地自觉通达，是入唯识的方便方法；即是此心，无相可得，妄想不生，则便入

法性。 

 能缘所缘力 种种法出生 速灭不暂停 念念悉如是」 

（解）──能缘和所缘即是见分与相分，此见相二分，无始以来便数数相习，有

种种法相似地生起，所谓能缘的心生，种种的境随之而生；所缘的境一起，则种

种的心便起，一法接着一法生起，又灭，生起又灭，念念迁灭，如何暂停？若能

了相无相，生无有生，便是明白种种变化，便是明白了心的作用。若了解无有自

性，心、境两亡，就住进了无分别自觉智境，不动法界，称为入法性。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宝首菩萨言：「佛子！一切众生等有四大，

无我、无我所。云何而有受苦、受乐，端正、丑陋，内好、外好，少受、多受，

或受现报，或受后报？然法界中，无美、无恶。」 

（解）──此段经文明业果甚深，初标能，所问人，以从事中显理是可贵的，而

问宝首菩萨。佛子！一切下正显问端，初开始是举法按定，谓所有一切的众生，

只是四大，四大无主，身也无我，既都无我，何有我所？云何下正设疑难，能造

能受，说是我；所造所受，即是我所，因为无我，所以无有造，和受，谁令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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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既然无我所，便无所造，所受，为何还有苦、乐，有端正、丑陃，内好、外

好，少受、多受，或受现报，或受后报？一真法界中，没有所谓的善与恶，那么

苦和乐怎会发生呢？ 

◎经文－－ 时，宝首菩萨以颂答曰： 

「随其所行业 如是果报生 作者无所有 诸佛之所说 

（解）──初一偈颂是法说，上半句是以俗谛而言，从缘生，则业报相属；因为

是业果，所以也无我所，意思是即使是作者所作，亦是无我所，没有对象，结果

是都无所有。 

 譬如净明镜 随其所对质 现像各不同 业性亦如是 

（解）──下九句以譬喻而表示，比喻业果是因缘和合而来，所以没有自己的本

性。所以经文说譬如洁净明亮的镜子，随着它所照的，显现的影像各各不。 

 亦如田种子 各各不相知 自然能出生 业性亦如是 

（解）──田种生芽，喻能生者，田比喻业，因有缘；种子喻于识的种，是因。

因为各各不相知，所以才能生，才有苦芽。在六地经记载：业为田，识为种，无

明所覆，爱水为润，见网增长，我慢溉灌，生名色芽1。则若没有造业，识便不

构成种子，比如谷不入田，终不会有收成。 

 又如巧幻师 在彼四衢道 示现众色相 业性亦如是 

（解）──用幻师表现幻的譬喻，若以幻色比喻果报，则幻师就是比喻业；若幻

色比喻是业，则幻师就是业的因，而业也是由缘而来，同样无体。四衢比喻四识
2，是造业之处。 

 如机关木人 能出种种声 彼无我非我 业性亦如是 

（解）──机关出声，比喻无有造者，也无有受者。机关是由因缘和合而成，无

有自性，无有体性。虽然发出种种声音，但都从缘起，所以无我也非我。 

 亦如众鸟类 从[谷-禾+卵]而得出 音声各不同 业性亦如是。 

                                                       
1  名色，在胎中心身漸發育之位也。名者心法，心法不能以體表示，但以名來詮釋，故謂為名。

色者即眼等之身。 
2  一，色識住。二，受識住。三，想識住。四，行識住。即以有漏自身中之四蘊為體。此四蘊是

識所依也，是識所著也，彼四蘊為識之所依所著，而使識起，故名為識住。見俱舍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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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譬如所有的禽类，在壳内含声未吐，当还未破壳，牠们的业报都是鸟

类，业是同一属性，出壳之后，各自发出声音，所感的业报身仍旧一样还是禽类，

正如小鸡当中，永远不会出现凤凰的叫声一样。业性也一样，虽然无性，但由善

恶业所熏习。 

 譬如胎藏中 诸根悉成就 体相无来处 业性亦如是 

 又如在地狱 种种诸苦事 彼悉无所从 业性亦如是 

 譬如转轮王 成就胜七宝 来处不可得 业性亦如是 

 又如诸世界 大火所烧然 此火无来处 业性亦如是」 

（解）──以上四句偈颂都在描述体性无有来处，所有皆从缘来；初句喻因包含

在果中，故无来处；次偈表落在地狱的果报，是造业而来；次偈转轮王七宝，比

喻外增上的果报，七宝者，一是轮宝，大如一由旨。二珠宝，三象宝，四马宝，

养在帝释的马房，五兵宝，即是夜叉；六主藏臣宝，即是地神；七女宝，上即帝

释所赐，下者为人间或干闼婆女。后偈则比喻无漏业果，无漏的智火焚烧有漏。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德首菩萨言：「佛子！如来所悟，唯是

一法。云何乃说无量诸法，现无量剎，化无量众，演无量音，示无量身，知无

量心，现无量神通，普能震动无量世界，示现无量殊胜庄严，显示无边种种境

界？而法性中，此差别相，皆不可得。」 

（解）──此段经文表示说法甚深。初举法按定，说佛证入的只有一法，云何下，

开始问难，谓证悟是一，为何说法现出无量诸法，则是一呢，还是多呢？以什么

因缘而展现多种，难道是如来违背法界的意思？ 

◎经文－－时，德首菩萨以颂答曰： 

（解）──答有二意，一是所证虽是一，但随众生的多样化而变多样，多是众生

有情种类多，其实佛恒常在无念之中。二是所证悟的一法，即无碍法界，即事的

理，只有一个，显现多时，即据理展现的事相，换句话说，一即多，多即一。譬

如一个人的结构可说由四大，可说由八识，可说由各项生理组织，各个躯体所构

成，可以分别说，但合起来，总体为一个人。名称上称为人，但要描述人的时候，

便需将其内容一一展现出来，所以应可了解一即多，多即一，一体两面的说法。 

「佛子所问义 甚深难可了 智者能知此 常乐佛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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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初一句偈颂是叹问利益，上半叹深度，但说一理，今说多即一，而显

甚深的道理。下半句知益，知此甚深道理，才会知道爱与乐佛的功德。后九句偈

颂以譬喻作答，皆三句比喻状况，下句就是法合。此九种譬喻个别回答九种无量，

以总显境界无量。 

 譬如地性一 众生各别住 地无一异念 诸佛法如是 

（解）──地一持多喻，回答显现无量剎土，虽然住有胜与劣之分，然而地没有

不一样。 

 亦如火性一 能烧一切物 火焰无分别 诸佛法如是 

（解）──火一烧多，回答度化无量众生，东西被火所烧，火也不会分别木材的

好与坏。  

 亦如大海一 波涛千万异 水无种种殊 诸佛法如是 

（解）──海一波异答说无量法，义海波涛无穷尽故。 

 亦如风性一 能吹一切物 风无一异念 诸佛法如是 

（解）──风一吹异，答震动无量界，只有随物的轻重，动有不同。 

 亦如大云雷 普雨一切地 雨滴无差别 诸佛法如是 

（解）──云雷普雨答无量音，圆音普震，法雨无差。 

 亦如地界一 能生种种芽 非地有殊异 诸佛法如是 

（解）──地一芽异，答无量庄严。 

 如日无云曀 普照于十方 光明无异性 诸佛法如是 

（解）──廓曰普照，答知无量心，无私普照。 

 亦如空中月 世间靡不见 非月往其处 诸佛法如是 

（解）──净见徧月，答无量神通，不往而至，随器皿显现。如一月映在千江水。 

 譬如大梵王 应现满三千 其身无别异 诸佛法如是」 

  （解）──梵王普应，答现无量身。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目首菩萨言：「佛子！如来福田，等一

无异。云何而见众生布施果报不同？所谓：种种色、种种形、种种家、种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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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财、种种主、种种眷属、种种官位、种种功德、种种智慧；而佛于彼，其

心平等，无异思惟。」 

（解）──此段经文为福田甚深。初标告，以福田是导引众生，布施为六度波罗

蜜之首，所以问目首。所谓福田是佛为众生福报的田，而田的功德都是等同一样，

为何见众生行布施波罗蜜，但果报各各不同，因何而起？前面说等同，而今说异，

道理安在？后说明，田虽齐等，若施心时有高下区分，自然果报不同；但佛对于

众生的布施，心都没有不同的想法，则讲什么果报有异呢！ 

 ◎经文－－时，目首菩萨以颂答曰： 

「譬如大地一 随种各生芽 于彼无怨亲 佛福田亦然 

（解）──十个偈颂有十个譬喻，初一总括的比喻，后九别显原因。初句大地只

有一种，随所种下物种不同各发不同的芽，这称为印异乃因异，答各别的缘由；

次句无异思惟，如果思惟都一样，诚如所见，下句是总合。后九句是别喻，上半

是比喻，下半是合。 

 又如水一味 因器有差别 佛福田亦然 众生心故异 

（解）──此句是水的譬喻，水只有一种，随器皿有方圆大小之分，佛福田也是

一样，因众生心有差别故不同。 

 亦如巧幻师 能令众欢喜 佛福田如是 令众生敬悦 

（解）──亦如会幻术的人，能令众生欢喜，佛福田也一样，能令众生恭敬喜悦。 

 如有才智王 能令大众喜 佛福田如是 令众悉安乐 

（解）──才智王，表体内方便，终能得到实际的快乐。 

 譬如净明镜 随色而现像 佛福田如是 随心获众报 

（解）──以明镜做譬喻，随着颜色变化而出现影像，众生亦是一样，随美丑而

展现不同的样子。心有高下而果报差别。 

 如阿揭陀药 能疗一切毒 佛福田如是 灭诸烦恼患 

（解）──以药做譬喻，表多之一，具百味；一切毒指一切烦恼毒害。 

 亦如日出时 照曜于世间 佛福田如是 灭除诸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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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太阳做譬喻，表一之多，照亮一切幽暗，除去大小黑暗。 

 亦如净满月 普照于大地 佛福田亦然 一切处平等 

（解）──月光普照譬喻佛平等。 

 譬如毘蓝风 普震于大地 佛福田如是 动三有众生 

（解）──大风普震，譬喻震动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众生。 

 譬如大火起 能烧一切物 佛福田如是 烧一切有为」 

（解）──大火普烧，譬喻终归寂灭。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勤首菩萨言：「佛子！佛教是一，众生得

见，云何不即悉断一切诸烦恼缚而得出离？然其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

蕴，欲界、色界、无色界，无明、贪爱，无有差别，是则佛教。于诸众生，或

有利益？或无利益？」 

（解）──此段表示正教甚深，初标问人，以破懈怠，故问勤首。一正显问端，

初谓佛教是一，一有二种意思，一是断集起来的烦恼，证入出离的灭道。二是多

人同见，所见相同。二众生下，开始设立问难，难也有二项，一是见教之后，何

以久久不能脱离，所以说云何不即断惑出离。二是针对前面的多人同见，何以有

脱与不脱，所以说云何不悉断惑而出。三然其下，表示多人苦和集都不是不同；

五蕴是正报，三界是依报，皆是苦果。痴爱产生滋润，是集的因。四是则下，结

成相违，能出离的人有益，不能出离的人无益，则佛教是一，意义何在？ 

 ◎经文－－时，勤首菩萨以颂答曰： 

（解）──答意云：修行有勤劳懒惰之分，障碍有深浅之分，根机有生与熟，因

缘有具足和缺乏，智慧有明与昧，功德有厚与薄，所以成就有慢和快。 

「佛子善谛听 我今如实答 或有速解脱 或有难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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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十颂分二，初一开章许说，上半许称实而说，下半开二章门；余九别

释如下。 

 若欲求除灭 无量诸过恶 当于佛法中 勇猛常精进 

（解）──初一解释速解脱，后八解释难出离。今初上半句解疑，下半句为解释。

只要勤快，则通于各种修行，离身和心的相，故能快速出离，共有五种相状：一

有势力，由于被甲精进，如在佛法中发大誓愿；二勇悍，谓于广大法中无有一点

胆怯而精进不已。三坚猛，如寒热、蚊虻等所不能扰动的精进；四常不舍善轭，

一直努力精进；五加行精进。如具足此五相，则速证通慧，灭障解脱。 

 譬如微少火 樵湿速令灭 于佛教法中 懈怠者亦然 

（解）──下面以八个譬喻解释难出离，总相都是懈怠，此句是火微樵湿喻，谓

善根生及三障重，暂闻教，才少修行，而业惑内侵，令所听闻快速丧失，所修的

快速就废掉，故成懈怠，而难出离。 

 如钻燧求火 未出而数息 火势随止灭 懈怠者亦然 

（解）──钻木求火，火还未出便数数息灭，火势也因此而灭。此句是喻修有懈

退。若直修以禅，当以智慧钻注于一个境界，以方便绳善巧回转，一瞥短暂时刻，

若有起心动念，暂时失去观照，都称为息。 

 如人持日珠 不以物承影 火终不可得 懈怠者亦然 

（解）──此句是缺缘求火喻，物者艾草等类，若无艾草等助缘物，火究竟烧不

起来，如果只空持文字，不能拣择，心与行乖离，道如何得以生起呢？ 

 譬如赫日照 孩稚闭其目 怪言何不覩 懈怠者亦然 

（解）──此句是闭目求见喻，智慧微少知识拙劣，比喻成幼稚小孩。闻慧的人，

虽对着明师，不肯咨商；思修的人，心眼不开，还要责怪圣道不生。 

 如人无手足 欲以芒草箭 遍射破大地 懈怠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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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句是阙缘心广喻，比喻愚笨人没有净信的手，还要拿禅定的弓箭，

更无戒行足以抵抗，以劣闻的慧箭欲射破业惑的厚地，徒然只有空的欲望，而难

以到达目的。 

 如以一毛端 而取大海水 欲令尽干竭 懈怠者亦然 

（解）──此句是毛滴大海喻，谓以少许的听闻与思考，欲测量法海，实在不可

能。 

 又如劫火起 欲以少水灭 于佛教法中 懈怠者亦然 

（解）──此句是少水灭火喻，谓劫火到处炽盛延烧，接触的境界烦恼就增加，

少分的戒定慧，如何能灭大火呢？  

如有见虚空 端居不摇动 而言普腾蹑 懈怠者亦然」 

（解）──此句是不动徧空喻，比喻虽知性空，然而智慧尚未到达，便说已徧证，

也是一种增上慢的人。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法首菩萨言：「佛子！如佛所说：『若有众

生，受持正法，悉能除断一切烦恼。』何故复有受持正法而不断者？随贪、瞋、

痴，随慢、随覆、随忿、随恨、随嫉、随悭、随诳、随谄，势力所转，无有离

心。能受持法，何故复于心行之内起诸烦恼？」 

（解）──此段落阐明正行甚深，问法首，表示修行法要。问题有三，初为出圣

教，受的意思为心领义理，持的意思是忆而不忘。二何故下，阐明其疑问的地方。

佛说能断，而今有不断的，都是教与行相违背，先标出相违；随贪下，出所不断；

势力以下，结成不断。意思为虽有修持法，不但不灭掉旧的烦恼，且随解新增了

十一种惑，前四的贪、瞋、痴、慢是根本烦恼，后七覆、忿、恨、嫉、悭、诳、

谄是随烦恼。都言随者，表示随对象而产生。今说依法新起者，即贪求名利，瞋

所不解，迷失自己的行为，仗恃法而自己生起高傲，覆藏自己缺点，论及难处生

起忿恨，以恨收场，嫉他人胜过自己，悭吝自己所知，不了解说了解，废除正法

追逐迷情。结语是佛说接受佛法应能断除烦恼，今已受法为何新起烦恼，原因何

在呢？ 

 ◎经文－－时，法首菩萨以颂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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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是法药，重要在接受和修行，有断，不断，并非医生的过错。十行

品记载：如说能行，如行能说。如所说的加以实行，方得佛法，不单单以口说，

而可清净。 

「佛子善谛听 所问如实义 非但以多闻 能入如来法 

（解）──十个偈颂分为二，初一劝赞略说，初句劝听，远离贡高、轻慢、恃弱

三种杂染，方称为善听；为求悟解，心需专一，聆听声音属耳，扫涤其心，摄一

切心，方名谛听。次句赞问，显发行为合乎义理，才能说如实；下半略说，非但

者，要兼修行，独用多闻，不能证入。所以下面的各个偈颂皆说：于法不修行 多

闻亦如是。这就在说明不修行的过失，并非毁坏多闻；若无多闻，行为就没有根

据，因此以不行为过失，如调达、善星；行了为得，如阿难、身子。因此自利、

利他必须明白通达。又远离页高、轻慢者，如瑜伽师地论记载：听法由六种相，

远离贡高杂染；由四种相，远离轻慢杂染；由一相，远离怯弱杂染。言六相者，

一、应时听，二、殷重听，三、恭敬听，四、不为损害，五、不为随顺，六、不

求过失。言四相者，一、恭敬正法，二、恭敬说人，三、不轻正法，四、不轻说

人。言一相者，不自轻蔑。因此必须具足以上各项的意思，方名善听。接着下面

的九个偈颂以譬喻表明，全部都是上半比喻情况，下半以法合。 

 如人水所漂 惧溺而渴死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此句是惧溺渴死喻，喻贪随文义失，只有义理漂荡其心，无时间修行，

自绝慧命，所以说是渴死。 

 如人设美膳 自饿而不食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设食自饿喻，意为以法布施，多求名利，不思法味，损减自己的法身。 

 如人善方药 自疾不能救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医不自救喻，比喻善知对治，但不自己对治。 

 如人数他宝 自无半钱分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贫数他宝喻，比喻说佛、菩萨功德，不能要求自己的身心，而无有成

佛之分。 

 如有生王宫 而受餧与寒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王子饥寒喻，意思为王子违背王法的教诲，故受饥寒；学人也一样，

虽生长在法王教法的宫中，行为违背佛教，起恶惑业，而无惭愧、忍辱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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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享受法喜、禅悦的味道，所以才会饥寒。 

 如聋奏音乐 悦彼不自闻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聋乐悦彼喻，意为如果真正说听闻，必然忘记说听到的事，随逐言语

而说，实际上不是自己听到的。字面上意思，如耳朵听不到的聋子，弹奏音乐以

愉悦他人，但是自己却听不到。 

 如盲缋众像 示彼不自见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盲昼示彼喻，如盲人为他人画像，他人可见到自己的画像，但盲人见

不到，意在比喻未见到自己的意义所在。 

 譬如海船师 而于海中死 于法不修行 多闻亦如是 

（解）──船师溺海喻，意思为引导众生畅游佛法大海，仗恃自己所了解的，不

谨慎自身的修行，沦没在法海之中。 

 如在四衢道 广说众好事 内自无实德 不行亦如是」 

（解）──巧言无德喻，谓也说修行，也说自己的德行；实际上内在没有实在的

德行，只有虚言，最后说不修行的亦如是，但强调多闻在修行上还是有它的益处。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智首菩萨言：「佛子！于佛法中，智为上首。

如来何故，或为众生赞叹布施，或赞持戒，或赞堪忍，或赞精进，或赞禅定，

或赞智慧，或复赞叹慈、悲、喜、舍？而终无有唯以一法，而得出离成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者？」 

（解）──此段经文为助道甚深，问智首的意思，以显发智慧为正道的体性，以

统理所有助道方法。正显问端中有三：初是举法按定，意思为断惑证理，导行得

果，唯有大智。二如来下，开始设疑难，意为既然智为上首，应只有赞扬智慧，

为什么还要称赞其余的，这个问题即为正、助相违的问难。三而终下，总结前面

的问难，前面的问难说智为上首，已经应该不合乎还要称赞别的，何况不是以一

法成佛，照理应当不合乎偏一方称赞。为了要安立多种，唯用智慧，或一种行持

方法，都能成佛吗？若是随一就能成佛，也违背智为上首，所以说进与退皆有妨

碍。 

◎经文－－时，智首菩萨以颂答曰： 

（解）──大品经云，般若如目，五度如盲。所以智为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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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甚希有 能知众生心 如仁所问义 谛听我今说 

（解）──十颂分二，初一叹问许说，余九正答所难。 

 过去未来世 现在诸导师 无有说一法 而得于道者 

 佛知众生心 性分各不同 随其所应度 如是而说法 

（解）──前句偈颂中的无有说一法，还是具足说法的一项。后句的随其所应度

者，意思为如果听闻道法的时机成熟，自然一听闻即开悟。 

 悭者为赞施 毁禁者赞戒 多瞋为赞忍 好懈赞精进 

 乱意赞禅定 愚痴赞智慧 不仁赞慈愍 怒害赞大悲 

 忧戚为赞喜 曲心赞叹舍 如是次第修 渐具诸佛法 

（解）──此三句偈颂，称为随器别赞章。初句是为吝啬的为赞叹布施，为毁坏

禁止者赞扬戒法，为爱生气的人赞扬忍辱，为懈怠者赞扬精进。第二句是为意乱

者赞扬禅定，为钻牛角尖的人赞扬智智，为不仁爱者赞扬慈愍，为生气害人者赞

扬大悲。第三句为伤心者赞扬喜悦，为不直心者赞扬舍，如此顺序地修持，渐渐

具足各种佛法。 

 如先立基堵 而后造宫室 施戒亦复然 菩萨众行本 

 譬如建城廓 为护诸人众 忍进亦如是 防护诸菩萨 

 譬如大力王 率土咸戴仰 定慧亦如是 菩萨所依赖 

 亦如转轮王 能与一切乐 四等亦如是 与诸菩萨乐」 

（解）──后四偈解释众行的成果，各各的上半偈是比喻，下半是总合。初句基

堵有二种意义，其一谓基就是堵，即布施是六波罗蜜之首，同时也是进入善道的

开始，戒则为防恶的开端，所以称为基，基础的意思。其二，堵为外围的墙，即

在说布施是万行的首要，称为基；而戒是防范恶事于尚未开始时，所以称为堵。

宫室的意思是解脱。其余的偈颂，从字面可知其义。最后句的四等，指的是慈悲

喜舍四无量心。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贤首菩萨言：「佛子！诸佛世尊，唯以一道，

而得出离。云何今见一切佛土，所有众事，种种不同？所谓：世界、众生界、

说法、调伏、寿量、光明、神通、众会、教仪、法住，各有差别。无有不具一

切佛法，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 

（解）──此段落的经文表示一道甚深，亦称为一乘。问贤首，表示至道柔顺，

贤表示直心的善，佛佛皆同，只有一条笔直的道路。二显问端中，初标宗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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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道，意思为每一尊佛所走的修行路线，都是在观察心性，万行齐修，自始

至终都没有其他不同的道路，故称一道。二云何下，正设疑难，前中说因地修行

的道路只有一条，则果报就不应有别，为何现见佛国净土各有差别呢？因为果报

不同，因就不是只有一种吧？而因为因只有一种，所得的果只有一种。若此两种

情形并存，则因与果就互相违背。下面开始辨别十事，一界有染净不同，二所住

的人有善恶区别，三所走的路各个不同，四或以戒定慧调伏，或因强迫或软化而

折伏；五寿命长短，六光明或色相不同，或常放光明，或缺，或照时有远近差别；

七随着染与净的剎土所居人种不同；八众会不同，比如说有多少，会数及凡圣、

大小等不同。九教仪者，意思如此土以音声为教化，香积的以众香教化，仪轨各

有不同。第三，无有下，总结前面的问难，即若诸佛在因地修行时的法有具足和

不具足，则便可能会有国土等的不同。于今都相同具足，剎土等则何有分别？同

样具足即是一道。 

◎经文－－时，贤首菩萨以颂答曰： 

（解）──回答的意思当中，不是只有因同，乃果德也相同，而见到相异的，系

随众生机感差别，而非佛自己的果位，有何差别。 

「文殊法常尔 法王唯一法 一切无碍人 一道出生死 

 一切诸佛身 唯是一法身 一心一智慧 力无畏亦然 

（解）──初句先标文殊者，在警策众生的听与受；法常尔者，要众生明白因果

无异，乃是法尔常规，诸法有如是恒常的规定。其余内容的描述，都在说一相。

初句说法唯有一种，因为法是恒常的，诸佛也是恒常的。 

 如本趣菩提 所有回向心 得如是剎土 众会及说法 

 一切诸佛剎 庄严悉圆满 随众生行异 如是见不同 

（解）──回答疑难中分成二部分，初二偈总明随众生机感差别所见相异。前偈

以佛而言，后偈针对众生机感而不同。 

 佛剎与佛身 众会及言说 如是诸佛法 众生莫能见 

（解）──余六偈展转解释疑问，一偈有疑问谓若皆圆满，何以不见？答说：众

生不见，怎能说是无？但有三种意义，一者十地前的凡夫和小乘众生见不到，二

者等觉位的众生也见不到；三者权教菩萨也见不到。 

 其心已清净 诸愿皆具足 如是明达人 于此乃能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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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若皆不见，何以知有呢？解释说，有见者，也有三种意思：初是愿自

在的力量，见他受用；二是清净而无世间的尘习，已圆满普贤行愿，才见到自受；

三是圆满解脱的人，才称得上心净，即与法相应而见到真理者。 

 随众生心乐 及以业果力 如是见差别 此佛威神故 

（解）──此句偈颂表示若应该被众生所见，为何还称为佛土？解释说，因为佛

威神力量，示现是众生和佛一起成就。 

 佛剎无分别 无憎无有爱 但随众生心 如是见有殊 

 以是于世界 所见各差别 非一切如来 大仙之过咎 

 一切诸世界 所应受化者 常见人中雄 诸佛法如是。」 

（解）──此句偈颂解释前面的众生不见净土，又说佛神力而有不同，剎土的地

方不同，则佛有分别吗？解释说，剎土实在位于同处，佛也无心，而是众生自己

见到而有不同。净名经记载的对话，当可明白这个道理，其内容如下：尔时舍利

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行菩萨道时，意岂

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是。』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日、月岂不净耶？而盲

者不见。』对曰：『不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咎。』『舍利弗！众生罪

故，不见如来佛国严净，非如来咎。舍利弗！我此土净，而汝不见。』 

◎经文－－尔时，诸菩萨谓文殊师利菩萨言：「佛子！我等所解，各自说已。

唯愿仁者，以妙辩才，演畅如来所有境界！何等是佛境界？何等是佛境界因？

何等是佛境界度？何等是佛境界入？何等是佛境界智？何等是佛境界法？何等

是佛境界说？何等是佛境界知？何等是佛境界证？何等是佛境界现？何等是佛

境界广？」 

（解）──此段落阐述佛境界甚深。十信观圆，便创造佛境。问中分二，初标能、

所问人。大众一起问，表示总别无碍，六相圆融。问文殊，表示佛境甚深，唯有

般若妙德，无能可到达。开始于信终于智，皆托佛境。没有按定总结问难的理由，

表示尊敬。不论人或法，很难诘问缘由。二佛子！我等下，正申请问，又分为二

部分，初是总结前面的，再提出后面的问题，加赞妙辩，在于尊敬上首菩萨。二、

何等下，个别开显问端，有十一句：初总，余别。初讲境界有二，一者有范围的

境界，指从十地因后，果位的法是佛所有；二者是所缘境界，指佛所知的境界并

非余测，而总为佛境。二问佛境以何为因；三请佛境度众生的仪式；四应众生根

机普入世间；五能知的智；六表所知的法；七表圆音起说；八表示明知体相；九

内证平等；十显现何法；十一表示量之大小，并非因位作用所能及，亦非下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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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故称为佛境。若说能知、能度等情形，即是分齐范围；说所知，即称为所

缘。能、所双融，异即非异。讲的和思考的都断去，才是佛境。 

◎经文－－时，文殊师利菩萨以颂答曰： 

「如来深境界 其量等虚空 一切众生入 而实无所入 

（解）──回答有十个偈颂，依次序回答。初句总标体深，次句分量广大。故佛

地论引经解释云：诸佛境界，唯除虚空，无能为喻。 

 如来深境界 所有胜妙因 亿劫常宣说 亦复不能尽 

（解）──答因问，说此因无限，有三种意思：一殊胜，修行超绝，无等等故；

二微妙，以证理深玄，尽法源故；三广大，以多劫说少，亦不尽故。 

 随其心智慧 诱进咸令益 如是度众生 诸佛之境界 

（解）──答度问，随其心器，意乐不同；随其智力，解悟差别。劝诱引进修行，

令众生各得利益，以徧法界，差别难知，是佛境界。 

 世间诸国土 一切皆随入 智身无有色 非彼所能见 

（解）──答入问，谓世间即是众生世间，国土即是山河大地的器世间。一切指

徧法界。入有二种意思，一以智身潜入，秘密地利益众生故；二以色身现入，明

白地利益众生。 

 诸佛智自在 三世无所碍 如是慧境界 平等如虚空 

（解）──答智问，上半表示权巧智慧，存在任何地方，故说自在；竖达三世，

故无有障碍。下半实智，故说慧境。平等如空，空也表示前面的无有罣碍，权与

实无碍，才显佛境。 

 法界众生界 究竟无差别 一切悉了知 此是如来境 

（解）──答法问，法界是理，众生界是事，有理成事，理彻事表，所以是无差

别，究竟了知，故是佛境。 

 一切世间中 所有诸音声 佛智皆随了 亦无有分别 

（解）──答说问，一切言音随性随相，皆悉了知；未曾起念，所以无分别，以

一切差别言音，即是如来法轮声摄受。 

 非识所能识 亦非心境界 其性本清净 开示诸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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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知，即心体。了别即非真如，心体离念，才是性本清净，众生等有，

迷失覆盖而不知，佛开示，皆令悟入，即体之用。 

 非业非烦恼 无物无住处 无照无所行 平等行世间 

（解）──答证问，即证大涅盘三德圆满，非业系缚，就是解脱。非烦恼，即转

烦恼为菩提，是般若。无物者，没有虚相，法身即显现。无住处，成了法身而无

所在也。无照者，成就上等般若，能证入表相寂灭了。无所行，成就上等解脱，

没有了业行的作用。由于无功用，则用遍于法界；由无照，而无所不知；由无在，

而无所不在。故总结说平等行世间，就是所谓的三德秘藏，佛的境界。 

 一切众生心 普在三世中 如来于一念 一切悉明达」 

（解）──答现问，上半所现；初句横尽十方，次句竖穷三际；下半能现，并于

如来大圆镜智中无念顿现。上来辨十甚深，业已问答完毕。 

◎经文－－ 尔时，此娑婆世界中，一切众生所有法差别、业差别、世间差别、

身差别、根差别、受生差别、持戒果差别、犯戒果差别、国土果差别，以佛神

力，悉皆明现。如是，东方百千亿那由他无数无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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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界中，所有众生法差

别，乃至国土果差别，悉以佛神力故，分明显现；南、西、北方，四维、上、

下，亦复如是。 

（解）──总结此品经文，于中先现事，后结通。今初，因何而现，所现有十项，

一是法，即所行之法，谓戒定慧三学同等殊胜。二是业，三是集因苦果，四身类

不同；五根机差别；六四生非一；七因持戒而有人天的胜与劣；八犯戒，落入地

狱、饿鬼、畜生三涂；九国土依染净而有差别；十说法者，近报在净居天，聪明

利智，速具佛法。大智度论记载：论第十三引育王经云：「育王常供养众僧。有

一比丘口内馨香。育王 疑，试而验之，方知本有。问其所因？比丘答云：『迦

弃佛时，说法之果。』复问：『说法果唯尔耶？』答：『此是华报
3
。』问云：『果报

如何？』因说偈云：『大名闻端正 得乐及恭敬 威光如日月 为一切所爱 辩

                                                       
3  譬如人為獲得果實而植樹，除正得其果實之外，兼可得華，是為華報。眾生植善惡之業因，由

此業因正得之果為果報（又作實報、正報），果報之前所兼得者，則稱為華報。如以不殺為業因，

因之而得長壽，是為華報；遠感涅槃之果，是為果報。又如以念佛修善為業因，往生極樂世界為

華報；後證大菩提則為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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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大名 能尽一切结 苦灭得涅盘 如是名为十』。」此即为说法之果。此品经

文解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