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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品第十五 

一、 来意── 

此品经文是次来，次来的意思为前第一会，举果劝乐生信分，业已介绍佛果的庄严，

让众生产生好乐心，所依的是佛的德行，而今至第二会，开始到寄位修行的阶段，故是次

来也。 

二、 释名── 

智慧住在真理，得到的修行位不退，而称为住。《本业经》记载：「始入空界，住空

性位，故名为住。」 

三、 宗趣── 

以十住修行的方法为宗旨，而以摄取果位为目的。 

四、 释文── 

◎经文──尔时法慧菩萨承佛威力，入菩萨无量方便三昧。 

（解）──在那个时候，会主法慧菩萨承受佛的大威神力，入定，进入名为菩萨无量方便的定

当中。为何要入定，有六个意思，一、此三昧是法的体，因为要说十住法门，必须心与体无二

无别。二、因为如果没有证入是不能说的，若果拣择到还未证入的人，则也要其人的心合于法

的境界。三、表示此法门不是一般凡夫众生可以思考的，十住法门系对于已断绝思虑的众生而

说。四、需要观察机感而传授的法，观机才能知道众生在那一方面欠缺，而予以开导，若不观

众生根机则不应说法；五、为要接受佛的加持，如果只有散心而无定心，就不能胜任佛的加持；

六、成就修行的轨范，因为菩萨要说法尚须入定，何况只有凡夫的程度呢。经文有三个区别：

一者入定人，是第二会的会主法慧菩萨，表示这位菩萨是大众之首；只有这位菩萨能入此定，

同时也表显十住法门是法慧菩萨才能说的。二者入定依，表示是承受佛的威力，无骄慢的意思。

三者入定名，是为了楝别得果的三昧，而得到此果的是菩萨，知道众生根机，观解善巧，称为

方便；而十住位摄取多门的善巧，所以称为无量，修行的心达到这种法门，所以称为入。又一

切三昧都有三种相状，谓入、住、出三种。 

◎经文──以三昧力， 

（解）──以三昩下，是加分，以三昩力，是感得佛展现身口意三业的加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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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十方各千佛剎微尘数世界之外，有千佛剎微尘数诸佛，皆同一号，名曰法慧，普

现其前， 

（解）──十方下，表示加缘显现，来处及佛数都是千位数，而且同一名号，都称为法慧。 

◎经文──告法慧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入是菩萨无量方便三昧。 

（解）──此段为赞说因缘，一者赞有加因，能入定，汝能表显此定难得，而你能入的意思。 

◎经文──善男子！十方各千佛剎微尘数诸佛，悉以神力共加于汝。又是毘卢遮那如来往昔

愿力、威神之力，及汝所修善根力故，入此三昧，令汝说法。 

（解）──善男子！十方下，表示双说加和定的因缘，先别显四个因，一者伴佛神力，是诸佛

自说，令众生敬仰。二者主佛宿愿，三者主佛现威，四者法慧善根，即入此三昧，令汝说法，

此为加的因，为什么加，因为要说十住法门，所以以佛的大威神力加在法慧菩萨。 

◎经文──为增长佛智故，深入法界故，善了众生界故，所入无碍故，所行无障故，得无等

方便故，入一切智性故，觉一切法故，知一切根故，能持说一切法故，所谓：发起诸菩萨十

种住。 

（解）──为增长下，是辨加所为，意思是为什么说这十住法，目的要众生相信和了解所有菩

萨的修行，生长趣向佛果的智慧，因为此智即与佛智相同，但既与佛智相同，为何还要增加，

因为要深入法界。惟有深入法界，才能离开烦恼障碍。由于理解众生，才能远离所知障。 

◎经文──善男子！汝当承佛威神之力而演此法。」 

（解）──善男子下，正辨加相，先以口加，以劝说而增加辩才；二以意加，冥冥中受加被而

增长智慧；三以身力，得到摩顶以增加威力。 

◎经文── 是时诸佛即与法慧菩萨无碍智、无着智、无断智、无痴智、无异智、无失智、无

量智、无胜智、无懈智、无夺智。何以故？此三昧力，法如是故。 

（解）──是时下，表意加，初总，是四无碍智，为说法所依；其余都是乐说无碍，一无着，

表不执着辩才，对于所说的法，无住着，表示必须说的即说。二无断智，即无断的辩，相续连

环，永无干涸之时。三无痴，表快速的辩才，明白事与理，心没有痴暗，口若悬河。四无异者，

表应辩，应时应根，无有差异。五无失者，表无错谬的辩才，凡说的皆契合道理，没有闪失错

误。六无量者，即所辩都是富饶涵意无量。七者无胜者，即一切世间最上的妙辩，包含五种德

行，（一）甚深如雷，（二）清彻远闻；（三）其声哀雅，如迦陵频伽；（四）能令众生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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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五）有听闻，欢喜无厌。八无懈者，表无疲倦。九无夺者，表示说法无人能制伏，令

说法人退却。 

◎经文──是时诸佛各伸右手摩法慧菩萨顶。 

（解）──是时下，表身加，表示一、令增威；二、令起故。经文包含三项无碍，一项是诸佛

不离本处，是去、住无碍；二项是同时触顶，表一、多无碍；三项是手不伸长，是延、促无碍。

《楞伽经》记载：「若有不为如来二种神力之所建立」，而能说法，无有是处。一者，身面言

说神力，即前面的语加；二者，灌顶神力，即以智慧灌注心顶，以手摩身顶。顶承受摩，表上

承受尊贵的力量。右手，表示法慧菩萨顺理，诸佛随顺法慧说法。 

◎经文──法慧菩萨即从定起， 

（解）──表示起分，有四种意思：一进入三昧的事已完毕，二已得殊胜的力量，三说法的时

刻已到；四入定时是没有言说的。 

◎经文──告诸菩萨言： 「佛子！菩萨住处广大，与法界虚空等。佛子！菩萨住三世诸佛家，

彼菩萨住，我今当说。 

（解）──表示十住的体，住处表体，广大以下，总略地说十住的相，住三世佛家，总结显示

其住处。住处，梵本名为俱罗，汉译为家，家即家族，旧译为种性，属于习种性，以此为家，

菩萨所居住，故译为住处。 

◎经文──诸佛子！菩萨住有十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何者为十？

所谓：初发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贵住、具足方便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王子

住、灌顶住。是名菩萨十住，去、来、现在诸佛所说。 

（解）──诸佛子！菩萨住有十种下，个别显示名字，初标数引证，二依数列名，三总结显胜，

经文开始描述：谓三世佛果无不由此十住因成，如大王路，法尔常规，故同说也。何者，依数

列名，初发心住，《璎珞》记载：「是上进分善根人，若一劫、二劫、一恒、二恒佛所行十信

心，信三宝常住，八万四千般若波罗蜜，修一切行、一切法门」，乃至「始入空界，住空性位，

故名为住。」依《仁王》、《大乘起信论》等记载：「十千劫来，修信行满，入位不退，创起

大心，发心即住，名发心住。」三种发心中，属于信成就发心。 

二、治地住，意思是练治心地，使大悲与智慧增明，称为治地住。 

三、修行住，善巧观察空有，增修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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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贵住，生佛法家，种性尊贵故。 

五、具足方便住，带真随俗，学习无量善巧，度化众生而无住故。 

六、正心住：成就出世智慧，即使听闻称赞，毁谤，可以正其心，念不动故。 

七、不退住：入于无生的毕竟空性，心心常行空，无相，无愿，止，观双运，所有内外因缘不

能移动故。 

八、童真住：心不生颠倒，不起邪魔破坏菩提心故。 

九、法王子住：随法王教产生信解，会绍隆佛位故。 

十、灌顶住：从上面的九住而观空，得无生心最为上故，得到诸佛的法水永灌其心顶故。 

◎经文──「佛子！云何为菩萨发心住？此菩萨见佛、世尊形貌端严，色相圆满──人所乐

见，难可值遇──有大威力；或见神足；或闻记别；或听教诫；或见众生受诸剧苦；或闻如

来广大佛法，发菩提心，求一切智。 

（解）──开始介绍十住的内容，首先是发心住，先阐明发心的缘，再说明缘何境而发心。说

发心住的菩萨，见到佛的形貌容仪，显出的色相广大圆满，人所乐见，且神变难思，而产生净

信，兴起无比欣乐的心，上求佛道，此为神足轮。或听闻到授记作佛，而希望有一个数，闻记

当事，皆记在心轮；听教诫，而知恶可断，善可进修，此属于教诫轮；见众生受苦而起悲心，

未必因闻教法才使然，以种性内具，法尔慈恕，而有悲因。或听闻佛的广大佛法，表示佛的功

德，意义兼含，法灭时，或传法，或护法，都有悲和智的种性因缘，而发趣求佛果，自觉觉人

的心，求一切智。 

◎经文──此菩萨缘十种难得法而发于心。何者为十？所谓：是处非处智、善恶业报智、诸

根胜劣智、种种解差别智、种种界差别智、一切至处道智、诸禅解脱三昧智、宿命无碍智、

天眼无碍智、三世漏普尽智。是为十。 

（解）──发心住的菩萨缘十种境而发心，此十种智力就是一切智，分项解释如下：：(一)是

处非处智，又作知是处非处智力、是处不是力、是处非处力。处，谓道理。谓如来于一切因缘

果报审实能知，如作善业，即知定得乐报，称为知是处；若作恶业，得受乐报无有是处，称为

知非处。如是种种，皆悉遍知。(二)善恶业报智，又作知业报智力、知三世业智力、业报集智

力、业力。谓如来于一切众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业缘果报生处，皆悉遍知。(三)诸禅解脱三昧

智，又作静虑解脱等持等至发起杂染清净智力、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禅定解脱三昧净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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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定力。谓如来于诸禅定自在无碍，其浅深次第如实遍知。(四)诸根胜劣智，又作知诸根

胜劣智力、知众生上下根智力、根力。谓如来于诸众生根性胜劣、得果大小皆实遍知。(五)种

种解差别智，又作知种种解智力、知众生种种欲智力、欲力。谓如来于诸众生种种欲乐善恶不

同，如实遍知。(六)种种界差别智，又作是性力、知性智力、性力。谓如来于世间众生种种界

分不同，如实遍知。(七)一切至处道智、至处道力。谓如来于六道有漏行所至处、涅盘无漏行

所至处如实遍知。(八)宿命无碍智，即如实了知过去世种种事之力；如来于种种宿命，一世乃

至百千万世，一劫乃至百千万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姓名饮食、苦乐寿命，如实遍知。(九)

天眼无碍智。谓如来藉天眼如实了知众生死生之时与未来生之善恶趣，乃至美丑贫富等善恶业

缘。(十)三世漏普尽智力，又作知永断习气智力、结尽力、漏尽力。谓如来于一切惑余习气分

永断不生，如实遍知。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者为十？所谓：勤供养佛、乐住生死、主导世间令

除恶业、以胜妙法常行教诲、叹无上法、学佛功德、生诸佛前恒蒙摄受、方便演说寂静三昧、

赞叹远离生死轮回、为苦众生作归依处。何以故？欲令菩萨于佛法中心转增广；有所闻法，

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此段为胜进分，是说欲求胜位，应自己要劝自己，也要劝他人一起学习，经中所列

不出悲与智，以供佛为总，通财与法，下九为别，一乐住生死，还是以大悲为首，有智慧明了

空性，所以无所怖畏。二住世间才能有能力主导世间去除恶业；三以殊胜的妙法常实行教诲，

引导理教之法；四赞扬佛法的无上；五学佛的果德；六成就佛的德行而能生在佛前；七方便演

说上求下化的教理；八赞叹远离生生死死的轮转；前有说令乐住生死，而此句却说赞叹远离生

死，略有三意，一者劝众生远离，但自处无厌。二者要自己没有受结缚，才能摄受众生。三者

属于智慧层面的悲心，所以乐住生死。九不失悲心，常做众生的依靠。 

◎经文── 「佛子！云何为菩萨治地住？此菩萨于诸众生发十种心。何者为十？所谓：利益

心、大悲心、安乐心、安住心、怜愍心、摄受心、守护心、同己心、师心、导师心。是为十。 

（解）──此段介绍第二治地住，列出十种心，有二个意思，一者于个别的一一众生，各起十

心，二者乃为八种众生，辨明差别。分别列出如下：一对于有怨的众生，不念加以报复，反而

要给他利益。二对于贫苦的众生，生起悲心；三对于害怕的众生，给与安乐；四对于恶行众生，

使其安住善行；五对于得到快乐的众生，以同情矜持的心，不让他放逸；六对于外道未发心，

摄受令其真正可以发心；七对于已发心同行者，守护他令其不退；八对于一切已摄受在菩提愿

的众生，又分为二，一者如于大道前进者，推他为师；二者对已集具足功德者，敬之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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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者为十？所谓：诵习多闻、虚闲寂静、近善知识、

发言和悦、语必知时、心无怯怖、了达于义、如法修行、远离愚迷、安住不动。何以故？欲

令菩萨于诸众生增长大悲；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对于治地住的菩萨要劝学十种法，一总求多闻，为自他二利的缘故；二听闻后便需

闲静思修；三必依善友；四向友求请，言必和悦；五问时必知时；六对于深法心无退怯与恐怖

到不能接受；七以思慧力达到深的义理，非只是多闻，对义理不解；八如说修行，如《涅盘经》

说：「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系念思惟，如说修行，是大涅盘近因缘故。」九修行自然能伏

住烦恼，故能离开愚痴迷惑；十观察智慧照见真理，对任何事都能决定究竟，所以能安住不动。

为什么呢？因为要让菩萨对所有的众生增长大悲心，只要听闻了法要，自己能理解，不烦他人

教导的缘故。 

◎经文──「佛子！云何为菩萨修行住？此菩萨以十种行观一切法。何等为十？所谓：观一

切法无常、一切法苦、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作、一切法无味、一切法不如名、

一切法无处所、一切法离分别、一切法无坚实。是为十。 

（解）──第三修行住，解释中先明自分，是护烦恼行；后明胜进，是护小乘行。修行住的菩

萨以十种行观一切法，而所谓的无常，指命行不住，总名无常，又有二种，一者，念念无常，

二者一期无常。为何有无常，因为五阴炽盛逼迫，所以苦。《瑜伽三十四》记载：「由无常行

作意为先，趣入苦行。」「由苦无所得行，趣入空行。」「空故，不自在；由不自在，趣入无

我。」此即是苦。而第五的无作，意为缘有，但念念间都无常，所以没什么造作，又因为苦，

而没有乐趣，乐的意味，对于世间不可用快乐思考，因为一切都是空的，万法无体，所有的东

西都只是施设的假名，并没有一个真正实有。因无我，所以无处所。另外，《涅盘经》记载：

「一切法者，名为生死；非一切法者，谓佛、法、僧及正解脱。」又有：「我观诸行皆悉无常，

云何知耶？以因缘故。若一切法从缘生者，则知无常；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缘生，是故无常。」

「如来、虚空、佛性不从因缘，是故为常。」从此言说，可知何者是无常，何者为常。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者为十？所谓：观察众生界、法界、世界，观察地

界、水界、火界、风界，观察欲界、色界、无色界。何以故？欲令菩萨智慧明了；有所闻法，

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修行住菩萨当劝学十法，观察众生界，众生是要度的对象，法界是能度，世界的度

化的地方，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是发生见解之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三界，即是被系

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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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 「佛子！云何为菩萨生贵住？此菩萨从圣教中生，成就十法。何者为十？所谓：

永不退转于诸佛所，深生净信，善观察法，了知众生、国土、世界、业行、果报、生死、涅

盘。是为十。 

（解）──第四生贵住，自分中有五项，即释名、标、征、列、结。从圣教中生，表示多闻熏

习，从等流（同类）无漏教法产生智慧，如《摄论》第六记载：「多闻熏习，谓于大乘而起多

闻，闻法义已，熏心、心法，相续所依。其少闻者，无容得入此现观故。」而等流无漏教法，

即指能熏，此是如来所流，从胜流真如流此教法，故称为无漏，教法相似智慧，而名为等流，

因有熏习，而生起智慧，即此第四住菩萨的智慧，因生此智，称为生贵住。成就十法，一是深

心不退，以自分而言讲的是自己的住处；二对三宝中生净信，毕竟不坏故，此为胜进，即有前

进之意。三善观察法，属于证真如智，证智。真如智有二，一种是观诸行生灭，一种是观诸行

自性无生，具备这二种观法，始称为善。了知众生、国土、世界成坏，观因业有生，即指业行

果报，再观生死和涅盘。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者为十？所谓：了知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法，

修集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法，圆满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法，了知一切诸佛平等。何

以故？欲令增进于三世中，心得平等；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此段为胜进分，举出过去、现在、未来，欲表示此三世都没有不一样，真与俗也没

有不同，都是平等，唯有知平等的佛法真髓教义，才能有所闻法，不由他教故。 

 ◎经文──「佛子！云何为菩萨具足方便住？此菩萨所修善根，皆为救护一切众生，饶益一

切众生，安乐一切众生，哀愍一切众生，度脱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离诸灾难，令一切众生

出生死苦，令一切众生发生净信，令一切众生悉得调伏，令一切众生咸证涅盘。 

（解）──第五具足方便住，自分的十心亦是方便，胜进十分也具足，所以称为具足方便住。

以经文的所修善根表达所为，即欲救苦护善，如何说是护善呢？一、授与乐因，如经说饶益一

切众生。二、令得乐果，叫做安乐；三、哀愍妄乐，不令执着故；四、度脱一切众生，如何做

呢？度一切苦，使其解脱，何者又是苦，苦有二种，一个是三灾八难，一个是生死，如何能出

离呢？即教生净信，由净信，教以戒定慧三学，使六根的烦恼得以调伏。又如何得乐呢？唯有

证入涅盘，才能究竟灭苦，才是真正达到常乐。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者为十？所谓：知众生无边、知众生无量、知众生

无数、知众生不思议、知众生无量色、知众生不可量、知众生空、知众生无所作、知众生无

所有、知众生无自性。何以故？欲令其心转复增胜，无所染着；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

他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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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具足方便住时应学知道关于众生的十种法：一、无边际；二、无量，表离算数；

三、无数；四、非言词思虑所及；五、种类形貌无量；六、不可计量；七、人法皆空；八、非

自作亦非他作；九、内外都无所有；十、无有自己的本性。 

◎经文──「佛子！云何为菩萨正心住？此菩萨闻十种法，心定不动。何者为十？所谓：闻

赞佛、毁佛，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赞法、毁法，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赞菩萨、毁菩

萨，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赞菩萨、毁菩萨所行法，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众生有量、

无量，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众生有垢、无垢，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众生易度、

难度，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法界有量、无量，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法界有成、

有坏，于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法界若有、若无，于佛法中，心定不动。是为十。 

（解）──第六正心住，初是在自分的阶段，由成就般若，了知法的性与相，所以知道不动，

称为正心。初四约所敬三宝，由了法平等，对于声音视为宛如山谷回响，故对称赞，毁谤都不

生欣喜或哀伤。次三约所惑的众生，约众生有量、无量，简单来说有二种意思，一者说众生当

尽，不再有众生，是为断；若常为众生，又堕入常。二者说众生无边，必定有众生，此说即堕

于常；若说有界限，范围，又堕于断。而在此正心住的菩萨对众生有量或无量，不再起心动念。

再来众生有垢、无垢一对，有垢时众生增上，无垢时众生界减。难度，易度一对，难度时菩萨

较辛苦，易度时生安乐。后三句对所知的法界，不论有量、无量；有成、有坏；若有、若无都

心定不动。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者为十？所谓：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体、一切法

不可修、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无真实、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性、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如梦、

一切法无分别。何以故？欲令其心转复增进，得不退转无生法忍；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

由他教故。 

（解）──第六正心住的菩萨应劝学十种法，知一切法无相，表平等；无体，既然体都无，当

然平等；不可修，表示一切法都是圆成实性；无所有，如果能成就的，就不是有；无真实，所

成无实；空，表自本空；无性，连空性都无；如幻、如梦、无分别。 

◎经文── 

「佛子！云何为菩萨不退住？此菩萨闻十种法，坚固不退。何者为十？所谓：闻有佛、无佛，

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有法、无法，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有菩萨、无菩萨，于佛法中，

心不退转；闻有菩萨行、无菩萨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有菩萨修行出离、修行不出离，

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过去有佛、过去无佛，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未来有佛、未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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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现在有佛、现在无佛，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佛智有尽、佛

智无尽，于佛法中，心不退转；闻三世一相、三世非一相，于佛法中，心不退转。是为十。 

（解）──第七不退住，初三是三宝，对佛，对法，对菩萨，次二别显前法，即对有菩萨行或

无菩萨行；与听闻菩萨修行出离与不出离，次三别明初佛，即闻过去，未来，现在有佛或无佛

心不退转；后二约佛境智，即闻佛有尽或无尽，及闻三世是一相或非一相于心中不转。。前言

皆说不退转，因到此位已入无生，即人法二空，得到无生法理，知道所听的法毕竟空。又前正

心住，以事入理，心都不动，现在的不退住，则是事和理一起出现，而心不退。前位闻三宝等

只闻称赞或毁谤，顺起来还较容易，而今此位，对于有和无，因为利害转深，比较难顺服；又

前面不动，能正心；而今说不退，具有趋前进步的意思，同时在权巧，和实际上，皆悉通达。

在说佛的方面，则说到色相都无，只是相应到能度化的根机才有。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种广大法。何者为十？所谓：说一即多、说多即一、文随

于义、义随于文、非有即有、有即非有、无相即相、相即无相、无性即性、性即无性。何以

故？欲令增进，于一切法善能出离；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第七不退住的胜进分中，有十事五对，一、一多相对，包含三种意义，一者约权巧

和实际，对于一佛乘说无量，虽有众多，都因佛的因素。如《法华经》记载：「诸佛以方便力，

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又说：「吾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无量方便引导众生。」

即从本流末。谓有众多，皆佛因者，即摄末归本。所以经中记载：「三世诸佛皆云，以无量无

数方便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乘故。」二约事和理，有理才能成事，说一即多；事能显理，

说多即一。三是约事事无碍，每件事都有真理存在，则事与事当然不会互相妨碍。二、文与义

相对，文随于义，即转变成为密意，义能随文，表显可以直说。如以一个无常而言，小乘即以

生灭为意义，大乘即以不生不灭而为其义。三、非有即有，有即非有，表示以三性说以明事与

理，在法相宗而言，徧计与依他，是就事而论，圆成才是依理而论。今法性宗而言，以徧计理

无，依他无性，即是于理。非有即有，是理彻于事；有即非有，即事彻于理。在圆成一句上，

即就理上自论无碍。四、依他，是幻相，性空无二。五、圆成，性空与不空，两者皆同。又后

三对，皆以三性，三无性 1

◎经文──「佛子！云何为菩萨童真住？此菩萨住十种业。何者为十？所谓：身行无失，语

行无失，意行无失，随意受生，知众生种种欲，知众生种种解，知众生种种界，知众生种种

业，知世界成坏，神足自在、所行无碍。是为十。 

而相即。 

                                                      
1 係針對遍計所執等三性之有法所說三種無性之空義。又作三種無自性性、三無自性、三種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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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第八童真住，前三是身口意三业无失，永离习气，只有佛得到，在八地行为才能到

达无漏，所以得到无失。此三自行，其余都是利他，随意受生，表生菩萨能化身形，顿悟而能

随愿受生，贵在利人，不拣择清净或污秽；接着知众生种种欲、解、界及业，属于十力智的四

智，次一知世界成坏，表示所化身的处所，最后表示得到神足通，可以走到任何地方。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何者为十？所谓：知一切佛剎、动一切佛剎、持一

切佛剎、观一切佛剎、诣一切佛剎、游行无数世界、领受无数佛法、现变化自在身、出广大

遍满音、一剎那中承事供养无数诸佛。何以故？欲令增进，于一切法能得善巧；有所闻法，

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初六句，表示对于剎土自在，后四表三业自在，在此童真住的寄位修行，等同于第

八不动地，不论色相与剎土，都自在无碍，如文，知道、移动、持、观、到达一切佛国净土，

游行无数世界，领受无数的佛法，展现变化自在身，发出广大徧满的声音，在极短的时间能事

奉，供养无数的诸佛。 

◎经文──「佛子！云何为菩萨王子住？此菩萨善知十种法。何者为十？所谓：善知诸众生

受生、善知诸烦恼现起、善知习气相续、善知所行方便、善知无量法、善解诸威仪、善知世

界差别、善知前际后际事、善知演说世谛、善知演说第一义谛。是为十。 

（解）──第九王子住，自分中：一、知六趣四生受报差别；二、知现行烦恼；三、知种等相

续；四、知诸乘作业，所入法门及善巧。五、知法药，是智成就义；六、知法师轨仪，即口业

成就中具说法的德行，经中记载，为大法师，具法师行。七、知所化处，即法师自在成就中的

说成就，经中记载：处于法座，为演说法，于大千世界满中众生，随其心乐差别为说。八、知

化时随众生根器成熟，而没有差失；九与十皆依二谛说，即说法成就。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何者为十？所谓：法王处善巧、法王处轨度、法王

处宫殿、法王处趣入、法王处观察、法王灌顶、法王力持、法王无畏、法王宴寝、法王赞叹。

何以故？欲令增进，心无障碍；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胜进分中都有法王，意为做佛的仪态，合于子的法度，处即是位。如世间的王子对

于父王。善巧，即在法王位说法言辞，安立权巧，实在，以悦佛心。轨度，表示无亏戒行，住

于佛的威仪之中。宫殿，表示父王在宫时，则行子之礼仪；父王处在大殿，即行臣子之礼。若

处在涅盘正殿，即令万般修行归于正宗；若处在慈悲宫室，则子大爱众生。趣入者，趣表就，

意为恩泽及于万人；入是收的意思，表示菩萨没有遇到根机契合者不给成就，也不收没有德行

之人。观察，表示菩萨入时观察佛的教理，出时则审查根机是否合格。力持者，有多称情形，

谓聚集人，以财为力量；戒慎恐惧，以戒为力；降怨，以忍为力；坚固众生，以仁为力；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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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静为力；谋安，以智为力；菩萨以六度，四等，总持万行，都是力的意义。无畏，亦有多种

意思，如能节俭财色，则无病畏；居上不憍慢，则无有得失畏惧；为下者不作乱，则无受到刑

罚的畏惧。宴寝者，表菩萨入定与佛相同，正定而不改变其心。赞叹者，遇有乐事，便以唱诵

赞扬；遇苦，则悲哀感叹众生，情合乎于理，欣乐、厌恶自在规矩之中。 

◎经文──「佛子！云何为菩萨灌顶住？此菩萨得成就十种智。何者为十？所谓：震动无数

世界、照耀无数世界、住持无数世界、往诣无数世界、严净无数世界、开示无数众生、观察

无数众生、知无数众生根、令无数众生趣入、令无数众生调伏。是为十。佛子！此菩萨身及

身业，神通变现，过去智、未来智、现在智成就佛土，心境界、智境界皆不可知，乃至法王

子菩萨亦不能知。 

（解）──此经文同样前面是自分，后为胜进分。前中的前五，表明了世界无碍智，后五在成

就众生的无碍智。前四表业自在而不可知：一身，二身用，三十通，四通用，后六表心智自在

而不可知，初三即三达圆明智，四是知器世间自在智，五为定心所现的境，六为大智所知的境，

都非常深广，不到此寄位者不会知道。此第十住的智，是智大，解脱大，三昧大，陀罗尼大，

神通大。前段经文即表有神通兼解脱大，属于作用解脱。 

◎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诸佛十种智。何者为十？所谓：三世智、佛法智、法界无碍

智、法界无边智、充满一切世界智、普照一切世界智、住持一切世界智、知一切众生智、知

一切法智、知无边诸佛智。何以故？欲令增长一切种智；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 

（解）──此胜进分，初标出学佛一切智、一切种智，以此当位圆满，灌顶成佛。佛法智，是

觉法自性；法界无碍智表事与理无碍；无边智，表事法横广；一切世界智表大用周遍；普照一

切世界智表示身智光照；住持一切世界智，表示具有神力令一切不坏；知一切众生智，表示穷

尽所度化者；知一切法智，表示知道度化众生的方法；知无边诸佛智，为更进一步学习，欲成

就佛的种智位。 

◎经文──尔时佛神力故，十方各一万佛剎微尘数世界，六种震动。所谓：动、遍动、等遍

动，起、遍起、等遍起，涌、遍涌、等遍涌，震、遍震、等遍震，吼、遍吼、等遍吼，击、

遍击、等遍击。雨天妙华、天末香、天华鬘、天杂香、天宝衣、天宝云、天庄严具，天诸音

乐不鼓自鸣，放大光明及妙音声。如此四天下须弥山顶帝释殿上，说十住法，现诸神变；十

方所有一切世界，悉亦如是。又以佛神力故，十方各过一万佛剎微尘数世界，有十佛剎微尘

数菩萨，来诣于此，充满十方，作如是言：「善哉！善哉！佛子善说此法！我等诸人，同名：

法慧；所从来国，同名：法云；彼土如来，皆名：妙法。我等佛所，亦说十住；众会眷属，

文句义理，悉亦如是，无有增减。佛子！我等承佛神力来入此会，为汝作证：如于此会，十

方所有一切世界，悉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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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先显现瑞相，后菩萨证成，先述及此界有动地及雨供，如此下结通。又以下，菩萨

证成。其中有二，一者称赞所说，二者我等下，举同显证。相同之处有四：一、能说的人；二、

所说的处所；三、会主，同为法慧菩萨，因为法慧是第二会的会主，第二会在信解行证上属于

解的一分，所以不可不同，若说的法不同，则如何说证呢？；四、所说的法门。佛子下，举因

结成；如此下结通广徧，表示并非只有如来来此为众生作证，在其他处证明，同样是证此十住

法门，更加显现通于十方。长行经文解竟，下面重颂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