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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行品》第十一 

 

一、 来意 

 凡欲登上妙位，必须有殊胜的修持，只有了解而未身体力行，则空有多闻。前品经文

〈菩萨问明品〉是明解，此品是分辨修行，前品经文是进入道理观察修行，而此品经则

是随着事情变化，如何修行。 

二、 释名 

 谓身口意三业随着事相而有所行，善巧大愿以防止不必要的过错，离开过错成就德行，

始称为清净；同时以大悲和智慧一起运作，名为所行；又行持超越凡夫与小乘，而称清

净。能够拿捏到意思的，举足、下足都得到文殊的心意；见闻、觉知则都是普贤的修持。 

三、宗趣 

     以随事情变化，善巧发愿，防范心念不散乱，增长菩萨的大悲心，大智慧一起发挥作用

为宗，而成就普贤菩萨实际的德行为趣旨。 

四、释文 

  ◎经文──尔时，智首菩萨问文殊师利菩萨言： 

（解）──今初先标问与答之人，后陈述疑难的问题，今初此二菩萨为提出问题及担任回答问

题之人。对所经历的事情发出善巧誓愿时，必须以智慧做前导。文殊菩萨表般若观空，智首代

表遇事不违背理。下面经文陈述的问题有二十句云何，总共有十一段，每一段各有十句，构成

一百一十种德行。 

  ◎经文──「佛子！菩萨云何得无过失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害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

毁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坏身、语、意业？云何得不退转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动

身、语、意业？云何得殊胜身、语、意业？云何得清净身、语、意业？云何得无染身、语、

意业？云何得智为先导身、语、意业？ 

  （解）──初之一段，总问其果，后十别明，今初十句得到此十种身口意三业，下成十果：由

无过失的三业，所以超胜尊贵；由于不瞋恚没有害意，而常能饶益众生；由无其他的烦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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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讥讽，而得到尊敬爱护；由不可坏，而得佛的十力1；由修行不退转，圆满菩萨行；由远

离诸相，而如如不动，成就涅盘因；由于有殊胜的德行，对于法能善巧运用；由体性清净如虚

空，故能成就具足道果因缘；由遇事无染着，而得到接受妙法的能力；由智为先导，成就各种

智慧。 

   ◎经文──云何得生处具足、种族具足、家具足、色具足、相具足、念具足、慧具足、行具

足、无畏具足、觉悟具足？ 

  （解）──一、生处具足表示常生中国在有佛法之处；二、种族尊贵，非沦为下贱等类；三、

诞生在信仰归向三宝修善的家庭；四、形色端正庄严，非丑陋者；五、具大丈夫相，六根具足；

六、常提正念，未有宿念现前；七、智慧悟性高超，善于了解世间法；八、身心柔和调善，离

过修行；九、志力坚强，而无怯弱；十、本性自己开悟，虽处世间而不染着。又以无畏而言，

依据《大智度论》记载，菩萨有四种无畏：一者总持无畏，对于法善于记持，不害怕忘失；二

者知根无畏，知道众生的根机而授法，不怕有差错；三者决疑无畏，能随着问题回答，无有畏

惧；四者答难无畏，有问题疑难皆能通达，不会害怕不能解决。今文中说都已得到，便是具足

的意思。  

  ◎经文──云何得胜慧、第一慧、最上慧、最胜慧、无量慧、无数慧、不思议慧、无与等慧、

不可量慧、不可说慧？ 

  （解）──所谓的慧是用来拣择，有智慧方能认清诸法的实相。今初讲到慧，即是修行的道体。

一、胜慧是指超越世间的智慧，二、第一慧指超过声闻、缘觉等二乘人的智慧；三、最上慧指

                                                       
1  即十種智力。<一>指如來十力，唯如來具足之十種智力，即佛十八不共法中之十種。又作十神力。謂如來證得

實相之智，了達一切，無能壞，無能勝，故稱為力。十力即：(一)處非處智力，又作知是處非處智力、是處不是

力、是處非處力。處，謂道理。謂如來於一切因緣果報審實能知，如作善業，即知定得樂報，稱為知是處；若作

惡業，得受樂報無有是處，稱為知非處。如是種種，皆悉遍知。(二)業異熟智力，又作知業報智力、知三世業智

力、業報集智力、業力。謂如來於一切眾生過去未來現在三世業緣果報生處，皆悉遍知。(三)靜慮解脫等持等至

智力，又作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發起雜染清淨智力、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禪定解脫三昧淨垢分別智力、定力。謂

如來於諸禪定自在無礙，其淺深次第如實遍知。(四)根上下智力，又作知諸根勝劣智力、知眾生上下根智力、根

力。謂如來於諸眾生根性勝劣、得果大小皆實遍知。(五)種種勝解智力，又作知種種解智力、知眾生種種欲智力、

欲力。謂如來於諸眾生種種欲樂善惡不同，如實遍知。(六)種種界智力，又作是性力、知性智力、性力。謂如來

於世間眾生種種界分不同，如實遍知。(七)遍趣行智力，又作知一切至處道智力、至處道力。謂如來於六道有漏

行所至處、涅槃無漏行所至處如實遍知。(八)宿住隨念智力，又作知宿命無漏智力、宿命智力、宿命力。即如實

了知過去世種種事之力；如來於種種宿命，一世乃至百千萬世，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姓名

飲食、苦樂壽命，如實遍知。(九)死生智力，又作知天眼無礙智力、宿住生死智力、天眼力。謂如來藉天眼如實

了知眾生死生之時與未來生之善惡趣，乃至美醜貧富等善惡業緣。(十)漏盡智力，又作知永斷習氣智力、結盡力、

漏盡力。謂如來於一切惑餘習氣分永斷不生，如實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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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选择分别什么是权巧方便的教义；四、最胜慧指的是佛的果位已超过因地的修行；五、无量

慧是表示无分量，无法数的智慧；六、无数慧表示无数的智慧；七、不思议慧表示超出言说及

思想的智慧；八、无与等慧表示无其他可以同等的智慧；九、不可量慧表示无其他可以比拟的

智慧；十、不可说慧表示此种智慧只有证悟才与之相应。 

   ◎经文──云何得因力、欲力、方便力、缘力、所缘力、根力、观察力、奢摩他力、毘钵舍

那力、思惟力？ 

  （解）──所谓力，指具足帮助道业的因缘，即表示列出的十种力各有资助道业的能力。一、

因力，即是种性，《梁摄论》记载：「多闻熏习与阿赖耶识中解性和合，一切圣人以此为因。」

在无性的《摄论》亦有记载，「此闻熏习虽是有漏，而是出世心种子性。」二、欲力者，指具有

殊胜的欲求好乐心，欣慕佛果菩提及开始修行的力量；三、方便力者，表示创造修行的力量，

依（一)慈悲顾恋，（二）了知诸行，（三）欣佛妙智，（四）不舍生死，（五）轮回不染，（六）

炽然精进等六种善巧方便成就大悲与智慧共同运作；四、缘力者，表示有善知识劝发的力量；

五、所缘力，表示所观察的悲心与智慧境界的力量；六、根力，表示有信为发起的力量；七、

观察力，表示对于自己和他人、事相与真理、是药是病之间善能楝择的力量；八、奢摩他力，

表示止的力量；九、毗钵舍那力，指观察照见的力量；十思惟力，指具备筹量应作与不应作的

力量。 

  ◎经文──云何得蕴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欲界善巧、色界善巧、无色界善巧、

过去善巧、未来善巧、现在善巧？ 

  （解）──此段经文表示在法上面的善巧，前面四项，表示流转的体；接着欲界，色界及无色

界表示三界流转的地方；接着过去、未来、现在则表示三世流转的时间。 

  ◎经文──云何善修习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空、

无相、无愿？ 

   （解）──第五段经文的科段是修涅盘因，即是七觉支及三空。 

  ◎经文──云何得圆满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毘梨耶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般若

波罗蜜，及以圆满慈、悲、喜、舍？云何得处非处智力、过未现在业报智力、根胜劣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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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界智力、种种解智力、一切至处道智力、禅解脱三昧染净智力、宿住念智力、无障碍天

眼智力、断诸习智力？ 

   （解）──共有第六的满菩萨行，即圆满六度波罗蜜及四等，即四无量心；及第七段的具足

十力（参考注 1 的十种智力）。 

  ◎经文──云何常得天王、龙王、夜叉王、干闼婆王、阿修罗王、迦楼罗王、紧那罗王、摩睺

罗伽王、人王、梵王之所守护，恭敬供养？ 

   （解）──第八是得到十王恭敬爱护，此为增上果。即是自己修行具备德行，而得到十王的

保护。 

  ◎经文──云何得与一切众生为依、为救、为归、为趣、为炬、为明、为照、为导、为胜导、

为普导？云何于一切众生中，为第一、为大、为胜、为最胜、为妙、为极妙、为上、为无上、

为无等、为无等等？」 

    （解）──第九云何得与一切众生为依下面，二段的经文为等流果，由本愿力为依，为救，

由自己的修行力而为第一。第十为第一，是总句，大者，表体性包含法界；胜代表自利圆满；

最胜者，已利益他人到达究竟；妙者，表示烦恼断尽；极妙，表示所知障2已断除。上者，表

示望下无能及的；无上者，表望上没有超过者；无等者，表示望下没有可比拟的；无等等者，

表示所有都无可比较的。 

 ◎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告智首菩萨言： 「善哉！佛子！汝今为欲多所饶益、多所

安隐，哀愍世间，利乐天人，问如是义。 

（解）──文殊菩萨在回答智首菩萨的文中，分为二，第一为叹问成益，饶益即是利益，安隐，

即安乐。 

◎经文──佛子！若诸菩萨善用其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于诸佛法，心无所碍，住去、来、

今诸佛之道；随众生住，恒不舍离；如诸法相，悉能通达；断一切恶，具足众善；当如普贤，

色像第一，一切行愿皆得具足；于一切法，无不自在，而为众生第二导师。 

（解）──佛子下，先标其因，要善用其心，如果心正，则万德都可收摄；善用者，则是遇事

善巧发愿，而一切胜妙功德，皆在用心。以下的经文表示十种德行，一是于诸佛法，心无所碍，

                                                       
2  指執著於所證之法而障蔽其真如根本智。又作智障、智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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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堪传法器之德，念与慧都已觉悟；二者住去来今诸佛之道，指成就众慧，三世诸佛都以佛的

智慧为修行的道路指标；三者随众生住，恒不舍离，表示具道因缘，成就种性，欲乐方便，常

以众生为所缘。四者如诸法相，悉能通达，即十种善巧，对于义理无疑惑。五者断一切恶，指

前面的七觉支与三空，具备拣择能力舍弃恶法。六者具足众善，即指六度及四无量心。七者当

如普贤，色像第一，由此而能得到十王敬护。八者一切行愿，皆得具足，指前面所说的成就十

力，得到佛的果位，始称为具足。九者于一切法无不自在，才能让众生为依靠、为救济、为火

炬、为照明。十者而为众生第二导师者，即是上文的在众生中特别超越而殊胜。上求第一，只

有佛一位，今才发心，则道业当然不及佛，所以说为众生第二导师。 

◎经文──佛子！云何用心能获一切胜妙功德？ 

（解）──文中有一百四十一个大愿，菩萨大愿，深广如海。一百者，表示十信圆融，一一都

有十个愿；四十一者，代表四十一位。初有十一愿，明在家时的愿；二有十五愿是出家受戒时；

三有七愿是坐禅观时愿；四有六愿为行披挂法衣愿；五有七愿是澡漱盥洗时愿；六有五十五愿

明乞食道行时愿；七有二十二愿明到城乞食时愿；八有五愿明还归，洗浴时愿；九有十愿，明

习诵，旋礼时愿；十有三愿明睡觉安息时愿。 

◎经文──佛子！ 

「菩萨在家  当愿众生  知家性空 免其逼迫 

 （解）──初一总说在家，家是贪爱系缚的所在，若知一切自性本空，则虽处居家，家也不

能逼迫自己。  

 孝事父母  当愿众生  善事于佛 护养一切 

（解）──在家行孝顺的大愿，是道德的极致表现。《大集经》记载：「世若无佛，善事父母；

事父母者，即是事佛。」父母对于自己而言是比我们先觉悟的人。护养一切者，一切众生皆我

子，所以要爱护；一切男女皆我父母，所以要奉养。 

 妻子集会 当愿众生  怨亲平等  永离贪着 

（解）──所谓平等者，排除差别相，不去计较分别执着，看待一切事物无有高下，永远离开

贪爱与着我。 

 若得五欲 当愿众生  拔除欲箭  究竟安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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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若得到此五种欲望，宛如遭箭射中，所以要想拔掉它，到无所

求的安隐之处。 

 伎乐聚会 当愿众生  以法自娱  了伎非实 

（解）──有歌舞聚会的地方，希望众生，以法愉悦自己，了解伎乐非真正的实相。 

 若在宫室 当愿众生  入于圣地  永除秽欲 

（解）──所谓宫室，王侯之家称为宫，余皆为室。若在这些地方，希望众生能够进入圣地，

永远除去不净的贪欲。 

 着璎珞时 当愿众生  舍诸伪饰  到真实处 

（解）──挂在颈项的美玉称为璎，在身上的称为珞，所以身上佩戴着美玉时，希望众生，能

舍弃各种虚妄的掩饰，到达诸法的实相。 

 上升楼阁 当愿众生  升正法楼  彻见一切 

 若有所施 当愿众生  一切能舍  心无爱着 

 众会聚集 当愿众生  舍众聚法  成一切智 

 若在厄难 当愿众生  随意自在  所行无碍 

 舍居家时 当愿众生  出家无碍  心得解脱 

（解）──舍居家下，表示出家受戒时有十五愿，初一正舍俗家随佛出家。 

 入僧伽蓝 当愿众生  演说种种  无乖诤法 

（解）──僧伽蓝者，意思为众园，生活在僧伽蓝的众人要遵守六和敬，则事和理一样，便没

有争论。 

 诣大小师 当愿众生  巧事师长  习行善法 

（解）──大小师的意思，大师指佛，小师指和尚。下面四个偈颂是正式落发出家。 

 求请出家 当愿众生  得不退法  心无障碍 

 脱去俗服 当愿众生  勤修善根  舍诸罪轭 

 鬀除须发 当愿众生  永离烦恼  究竟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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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袈裟衣 当愿众生  心无所染  具大仙道 

 正出家时 当愿众生  同佛出家  救护一切 

（解）──袈娑者，是染了颜色的衣，表示出家人心染上了法，且要染上了大乘法，故说具大

仙道。落发、披衣后为正式出家。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绍隆佛种  发无上意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于僧 当愿众生  统理大众  一切无碍 

（解）──初三归依，超越过外道的邪师、邪教及邪众，譬如良医、良药及看病人。让烦恼的

病痊愈，因都为众生着想故。 

 受学戒时 当愿众生  善学于戒  不作众恶 

（解）──受学戒即十戒，亦通于五戒。受是受戒，学是随戒。 

 受阇梨教 当愿众生  具足威仪  所行真实 

（解）──阇梨，北地译为正行，因为是轨范教授者，所以称为具足威仪。 

 受和尚教 当愿众生  入无生智  到无依处 

（解）──和尚，称为亲教师，亦云力生，意思是道业的力量来自和尚的教导而产生，而可进

入了知一切法本无生灭的智慧，及了知世间没有一处是可以依靠的。 

 受具足戒  当愿众生 具诸方便  得最胜法  

 （解）──所谓具足戒，包含二种，一为大比丘戒，二是菩萨戒。若依比丘戒而言，五戒、

十戒及八关斋戒皆为方便戒；而若以菩萨戒为具足时，则比丘戒亦可说是方便，超出二乘之上

为最殊胜的法。 

 若入堂宇 当愿众生 升无上堂  安住不动 

 若敷床座 当愿众生 开敷善法  见真实相 

 正身端坐 当愿众生 坐菩提座  心无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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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跏趺坐 当愿众生 善根坚固  得不动地 

 修行于定 当愿众生 以定伏心  究竟无余 

 若修于观 当愿众生 见如实理  永无乖诤 

 舍跏趺坐 当愿众生 观诸行法  悉归散灭 

（解）──若入堂下，有七愿明就坐禅观照时的愿，初四为修方便，次二正修止和观，最后一

句是修行完毕。 

 下足住时 当愿众生 心得解脱  安住不动 

 若举于足 当愿众生 出生死海  具众善法 

 着下帬时 当愿众生 服诸善根  具足惭愧 

 整衣束带 当愿众生 检束善根  不令散失 

 若着上衣 当愿众生 获胜善根  至法彼岸 

 着僧伽梨 当愿众生 入第一位  得不动法 

（解）──下足住时下，是明将行披挂时六愿，下衣是用来盖丑，是故愿得惭愧。最后一句僧

伽梨，意思为和合。 

 手执杨枝 当愿众生 皆得妙法  究竟清净 

 嚼杨枝时 当愿众生 其心调净  噬诸烦恼 

 大小便时 当愿众生 弃贪瞋痴  蠲除罪法 

 事讫就水 当愿众生 出世法中  速疾而往 

 

 洗涤形秽 当愿众生 清净调柔 毕竟无垢 

 以水盥掌 当愿众生 得清净手 受持佛法 

 以水洗面 当愿众生 得净法门 永无垢染 

（解）──手执杨枝下有澡潄盥洗的七愿，杨枝有五种益处，一明目、二除痰、三除口气、四

辨味、五消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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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执锡杖 当愿众生 设大施会 示如实道 

 执持应器 当愿众生 成就法器 受天人供 

 发趾向道 当愿众生 趣佛所行 入无依处 

 若在于道 当愿众生 能行佛道 向无余法 

 涉路而去 当愿众生 履净法界 心无障碍 

 见升高路 当愿众生 永出三界 心无怯弱 

 见趣下路 当愿众生 其心谦下 长佛善根 

 见斜曲路 当愿众生 舍不正道 永除恶见 

 若见直路 当愿众生 其心正直 无谄无诳 

 见路多尘 当愿众生 远离尘坌 获清净法 

 见路无尘 当愿众生 常行大悲 其心润泽 

 若见险道 当愿众生 住正法界 离诸罪难  

（解）──手执锡杖下，乞食、在道路行走时总共有五十五愿，又分为三种，初十二愿是走在

道路，次众会下，有十九愿是见到的事情；后见严饰下，有二十四愿是所遇到的人物。今初手

执锡杖的锡，表示质量很轻和明白道理。 

 

 若见众会 当愿众生 说甚深法 一切和合 

（解）──说众的意思是众人相聚多谈无意义，故愿说深法，众人的心容易互相违背，所以令

一切要和合。 

 若见大柱 当愿众生 离我诤心 无有忿恨 

（解）──大柱有载重的能力，一间屋子由梁柱而造成，所以背面的意思即是希望众生离开诤

论的心，则无忿恨没有理由会产生。 

 若见丛林 当愿众生 诸天及人 所应敬礼 

（解）──以德行比喻丛林，德行如森林的林木高耸可以被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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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见高山 当愿众生 善根超出 无能至顶 

 见棘刺树 当愿众生 疾得翦除 三毒之刺（三毒：贪、瞋、痴） 

 见树叶茂 当愿众生 以定解脱 而为荫映 

 若见华开 当愿众生 神通等法 如华开敷 

 若见树华 当愿众生 众相如华 具三十二 

 若见果实 当愿众生 获最胜法 证菩提道  

  若见大河 当愿众生 得预法流 入佛智海（法流：佛教正法的相传。） 

 若见陂泽 当愿众生 疾悟诸佛 一味之法 

（解）──畜水称为陂，水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愿众生，疾速地领悟诸佛的法门只有一

味，即是照见诸法实相。 

 若见池沼 当愿众生 语业满足 巧能演说 

（解）──穿地通水称为池，池沼即是水池，世间人说口若悬河，正如此偈颂，见到池沼，当

愿众生，有巧思通达，满足语业，善能弘扬教法。 

 若见汲井 当愿众生 具足辩才 演一切法 

（解）──汲就是取的意思，若见人取井水，当愿众生，能够辩才无碍，为佛宣说法义。 

 若见涌泉 当愿众生 方便增长 善根无尽 

 若见桥道 当愿众生 广度一切 犹如桥梁 

 若见流水 当愿众生 得善意欲 洗除惑垢 

 见修园圃 当愿众生 五欲圃中 耘除爱草 

 见无忧林 当愿众生 永离贪爱 不生忧怖 

（解）──无忧林表示身在其中可以忘却忧恼，所以愿众生，离开贪欲，而不产生忧心及恐怖。 

 若见园苑 当愿众生 勤修诸行 趣佛菩提 

 见严饰人 当愿众生 三十二相 以为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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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见严饰下，有二十四愿表所遇人物。 

 见无严饰 当愿众生 舍诸饰好 具头陀行 

 见乐着人 当愿众生 以法自娱 欢爱不舍 

 见无乐着 当愿众生 有为事中 心无所乐（有为事：一切造作之事，因缘和合的事。） 

 见欢乐人 当愿众生 常得安乐 乐供养佛 

 见苦恼人 当愿众生 获根本智3 灭除众苦 

 见无病人 当愿众生 入真实慧 永无病恼 

（解）──后半句的入真实慧 永无病恼，有二种，一为入真见道位的智慧，断除身体病痛的

苦及烦恼的病；在真见道中一剎那断，立刻证入三界、四谛及真如，身病及烦恼永不再有。二

是约金刚心慧，顿断一切烦恼病及习气、微细不易察觉的随眠烦恼，证得圆满真实的胜义，诸

惑永亡。 

 见疾病人 当愿众生 知身空寂 离乖诤法 

（解）──当见生病人，愿所有众生，能知身体是由四大假合而成，一切到最后都经过成住坏

空的循环，则便会永离引起诤论的法。 

 见端正人 当愿众生 于佛菩萨 常生净信  

  见丑陋人 当愿众生 于不善事 不生乐着 

 见报恩人 当愿众生 于佛菩萨 能知恩德 

 见背恩人 当愿众生 于有恶人 不加其报 

 若见沙门 当愿众生 调柔寂静 毕竟第一 

（解）──沙门，汉译为止息，毕竟止息，唯有大涅盘，到达不生不灭。 

 见婆罗门 当愿众生 永持梵行 离一切恶 

 见苦行人 当愿众生 依于苦行 至究竟处（究竟：表至高无上的境界。） 

 见操行人 当愿众生 坚持志行 不舍佛道 

 见着甲冑 当愿众生 常服善铠 趣无师法 

                                                       
3  相對於後得智。乃諸智之根本，以其能契證真如之妙理，平等如實，無有差別，故亦稱無分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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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见到盔甲者，当愿众生，当穿着善的保护衣，趣向离开五种邪恶的正命之法。五邪

为：一诈现奇特；二自说功德；三占相吉、凶；四高声现威，令人敬畏；五为他说法。做此五

事，若目的在求名闻利养，都是邪命；不是佛教所说正当的谋生方法。 

 见无铠仗 当愿众生 永离一切 不善之业 

 见论议人 当愿众生 于诸异论 悉能摧伏 

 见正命人 当愿众生 得清净命 不矫威仪  

  若见于王 当愿众生 得为法王 恒转正法 

 若见王子 当愿众生 从法化生 而为佛子 

 若见长者  当愿众生  善能明断 不行恶法 

 若见大臣 当愿众生 恒守正念 习行众善 

 若见城廓 当愿众生 得坚固身 心无所屈 

（解）──若见城廓下，有二十二愿是到城乞食愿。初三句是总处，王都表人才聚集的地方；

林薮，表众望所归之处。 

 若见王都 当愿众生 功德共聚  心恒喜乐 

 见处林薮 当愿众生 应为天人 之所叹仰 

 入里乞食 当愿众生 入深法界 心无障碍 

 到人门户 当愿众生 入于一切 佛法之门 

 入其家已 当愿众生 得入佛乘 三世平等 

 见不舍人 当愿众生 常不舍离 胜功德法 

 见能舍人 当愿众生 永得舍离 三恶道苦 

 若见空钵 当愿众生 其心清净 空无烦恼 

 若见满钵 当愿众生 具足成满  一切善法 

 若得恭敬 当愿众生 恭敬修行  一切佛法 

 不得恭敬 当愿众生 不行一切  不善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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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惭耻人 当愿众生 具惭耻行  藏护诸根 

 见无惭耻 当愿众生 舍离无惭 住大慈道 

 若得美食 当愿众生 满足其愿 心无羡欲 

 得不美食 当愿众生 莫不获得 诸三昧味 

 得柔软食 当愿众生 大悲所熏 心意柔软 

 得麁涩食 当愿众生 心无染着 绝世贪爱 

 若饭食时 当愿众生 禅悦为食 法喜充满 

 若受味时 当愿众生 得佛上味 甘露满足 

 饭食已讫 当愿众生 所作皆办 具诸佛法 

 若说法时 当愿众生 得无尽辩 广宣法要 

 从舍出时 当愿众生  深入佛智 永出三界（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解）──从舍出，还归洗浴，从时节炎热和凉爽可知。 

 若入水时 当愿众生 入一切智  知三世等 

 洗浴身体 当愿众生 身心无垢 内外光洁 

 盛暑炎毒 当愿众生 舍离众恼 一切皆尽 

 暑退凉初 当愿众生 证无上法 究竟清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4 

（解）──讽诵经下，有习诵、旋礼时有十愿。 

 若得见佛 当愿众生 得无碍眼 见一切佛 

 谛观佛时 当愿众生 皆如普贤 端正严好 

 见佛塔时 当愿众生 尊重如塔 受天人供 

 敬心观塔 当愿众生 诸天及人 所共瞻仰 

                                                       
4  有五義，即：(一)聞持，自聞一字之聲，具悟五乘之教法與顯密二教之差別，而無漏失。(二)法持，於法總持而

不漏。(三)義持，於諸法之義，總持而不失。(四)根持，於六根之緣境，總持而無餘念。(五)藏持，總持如來藏之

理而無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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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于塔 当愿众生 一切天人 无能见顶 

 右遶于塔 当愿众生 所行无逆 成一切智 

（解）──右绕于塔，右表示顺着佛塔绕行，一般皆为顺时钟方向。 

 遶塔三匝 当愿众生 勤求佛道 心无懈歇 

 赞佛功德 当愿众生 众德悉具 称叹无尽 

（解）──佛功德，即指如来十力。 

 赞佛相好 当愿众生 成就佛身 证无相法 

 若洗足时 当愿众生 具神足力 所行无碍 

（解）──若洗足下，有养息、睡醒等三愿，一切智觉，通三世和十方。 

 以时寝息 当愿众生 身得安隐 心无动乱 

 睡眠始寤 当愿众生 一切智觉 周顾十方 

◎经文── 「佛子！若诸菩萨如是用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一切世间诸天、魔、梵、沙门、

婆罗门
5
、干闼婆

6
、阿修罗

7
等，及以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动。」 

（解）──此句结叹因所成益，若能如上善巧地用心，则将得到一切殊胜美妙的功德，不为外

境所动，因心有大智慧，人、天不能动；心有大悲，非缘觉、声闻等二乘人可摇动。而不动有

二种意思，一者为修行时，不为人天及二乘人扰乱；二者为不求人天及二乘的果报。此品经文

解竟。 

                                                       
5  印度四姓中，最上位之僧侶、學者階級。為古印度一切知識之壟斷者，自認為印度社會之最勝種姓。 
6  八部眾之一。傳說不食酒肉，唯以香氣為食。 
7  為印度最古諸神之一，係屬於戰鬥一類之鬼神，經常被視為惡神，而與帝釋天（因陀羅神）爭鬥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