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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严禅寺网络白话华严经浅释 

〈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五 (第三十八卷)第九地善慧地 

                                                   释法欣 整理 

第九地 

一、 来意 

  此地的来意，在《瑜伽师地论》记载：前面八地虽在无相住中舍离功用，也

能在相上自在，但却未能在不同名称，众多相状，解释差别一切品类宣说法中得

大自在，为了令这样的不足得到圆满，所以有此善慧地。 

二、 释名 

所谓善慧，于《摄大乘论》解释为由得到最殊胜的无碍智慧；无性解释为，

得到最殊胜的四无碍解，无碍解的智慧在各种智慧中最为殊胜；智就是慧，故称

为善慧。《大乘庄严论》说，在九地中，四无碍慧最为殊胜。有多殊胜呢？说在

一剎那，三千世界所有人、天异类、异音、异义问，此地菩萨能以一音普答众人

的所问，普遍解决众生疑问。 

三、 离障 

此地离开的障碍，《唯识》记载，利他中不欲行障，谓所知障中俱生一分，

令于利乐有情事中不欲勤行，乐修己利，障碍到九地四无碍解。入九地时，便能

永断，在九地能断二种愚及粗重，一种是于无量所说法无量名句字后后慧辩陀罗

尼自在愚，于无量所说法陀罗尼自在，指义无碍辩，即对于所解释的对象能总持

自在，在一种意义中展现一切意义。又于无量名句字陀罗尼自在者，指法无碍解，

即对于主动要讲的事，能总持自在。对于一名、句、字中现一切名、句、字；于

后后慧辩陀罗尼自在者，指辞无碍解，即对于言昔展转训释总持自在，在一音声

中能展现一切音声故。二、辩才自在愚，辩才自在，辩无碍解，善能通晓根器，

能善巧说法。如果有愚，则会障碍到这四种自在。 

四、 释文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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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此菩萨八地时 如来现大神通力 震动十方诸国土 无量亿数难思议 

一切知见无上尊 其身普放大光明 照耀彼诸无量土 悉使众生获安乐 

菩萨无量百千亿 俱时踊在虚空住 以过诸天上妙供 供养说中最胜者 

大自在王自在天 悉共同心喜无量 各以种种众供具 供养甚深功德海 

复有天女千万亿 身心欢喜悉充遍 各奏乐音无量种 供养人中大导师 

是时众乐同时奏 百千万亿无量别 悉以善逝威神力 演出妙音而赞叹 

寂静调柔无垢害 随所入地善修习 心如虚空诣十方 广说佛道悟群生 

天上人间一切处 悉现无等妙庄严 以从如来功德生 令其见者乐佛智 

不离一剎诣众土 如月普现照世间 音声心念悉皆灭 譬犹谷响无不应 

若有众生心下劣 为彼演说声闻行 若心明利乐辟支 则为彼说中乘道 

若有慈悲乐饶益 为说菩萨所行事 若有最胜智慧心 则示如来无上法 

譬如幻师作众事 种种形相皆非实 菩萨智幻亦如是 虽现一切离有无 

如是美音千万种 歌赞佛已默然住 解脱月言今众净 愿说九地所行道 

（解）──赞请分中有十三颂，分三部分，初二如来现相，表示说无功用行，无

动而动，才称为难思议，特此而现神通力。次十个偈颂个别赞叹，后一颂是结请。

个别赞叹分三，初一菩萨供，次一天王供，后八是天女供养和赞叹。赞八地和九

地，如偈文说如月普现照世间。 

◎经文── 尔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无

量智思量观察，欲更求转胜寂灭解脱，复修习如来智慧，入如来秘密法，观察不

思议大智性，净诸陀罗尼三昧门，具广大神通，入差别世界，修力、无畏、不共

法，随诸佛转法轮，不舍大悲本愿力，○得入菩萨第九善慧地。 

（解）──经文开始为正说分，先表明九地的修行。经文分为四：一、法师方便

成就，谓九地能发起辩才说法，称为法师地；到这地修行就会成就，而称为方便。

二、智成就，具有能知法的智慧。三、入行成就，通达所度化根器的心行。四、

说成就，此地菩萨可以做出符合根机正授教法。四者之中，初一是入心，其余都

住心；第八地中只净化佛土教化众生，而到九地具辩才能力，能教化众生；可以

成就一切相，无论任何相状善慧地的菩萨均能予以教化。经文中，大菩萨以无量

智慧思量观察，依劝起修，要求上品，所以称为转胜，作用到寂灭，达到真正解

脱，又修如来智慧，因为未得究竟，自己先利益；对根机成就菩萨，加以度化使

进入如来秘地，以身语意三密度化使得到利益；观察不思议大智性──对存有邪

念的众生，令其观察不思议的智慧，使其得到正念，即是使众生观察无念，见到

智慧的本性。净诸陀罗尼三昧门－－针对未知法众生，转法轮，令得知，为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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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所依据。具广大神通－－针对依邪归依众生，展现广大神变，使其入正法。

入差别世界－－针对信仰生天的众生，令其入差别世界的佛国净土。修力、无畏、

不共法－－针对依正觉内证智慧的德行，故修十力、无畏及十八不共法。随诸佛

转法轮，不舍大悲本愿力－－依转法轮的恩德以及依无住涅盘成就断德。佛有三

德，智德，恩德及断德，断德即解脱一切烦恼，到达清净究竟。 

◎经文──「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善慧地，如实知善不善无记法行、有漏无漏

法行、世间出世间法行、思议不思议法行、定不定法行、声闻独觉法行、菩萨行

法行、如来地法行、有为法行、无为法行。 

（解）──经文佛子，大菩萨住在此地，如实知道净法，不净法，及不二，不二

的意思为无记，有漏指若布施、持戒等系在相上修，与漏（烦恼）相应时称为有

漏，相反叫做无漏。又针对无漏，如果在见道位（相当于初地阶位）以前称为世

间法行，见道位以后则为出世间法行。接着针对前句的世间和出世间分别成两种

时，称为思议；若对世间出世间看成相同，则为不思议；也有对出世间就教道与

证道称为不思议。后面的定不定法行，系针对在有漏的思议中一定能证入者，称

为定法；若为因缘所牵动时，称为不定法。也可以说佛性一定有，其余一切法，

都属于不定。声闻独觉法行、菩萨行法行、如来地法行、有为法行、无为法行。

－－就三乘法，声闻，缘觉，菩萨中显示有为，无为；若四谛中灭谛缘本性，彼

岸即真理，都称为无为；道谛缘于智慧，修而能证，都称为有为。如来一切，都

是无为。三乘圣人，依此起行，依此差别，而称为顺行。 

◎经文──此菩萨以如是智慧，如实知众生心稠林、烦恼稠林、业稠林、根稠林、

解稠林、性稠林、乐欲稠林、随眠稠林、受生稠林、习气相续稠林、三聚差别稠

林。 

（解）──经文此段为入行成就，有十一林，众生心稠林是总，通下面的十林，

染与净共依，菩萨依据此而知。其余十林是个别，但不出三杂染，即烦恼、业及

生。稠林的意思，多叫做林，难知叫做稠。根等是业。十地经论说，依烦恼而业

生，有生就是苦果；随眠是烦恼种，称为染，属于根本烦恼，眠是伏藏识，令心

染污。受生即是生，习气系因为思想及行为，尤其是烦恼经常生起，而不断熏习

心中的习性。烦恼及染、净属于习气林。染包括烦恼。习气通二种意思，一是残

习，，二是种子熏习。三聚差别林通三杂染。十地经论说十林，皆有行字，指不

正信义称为心行等稠林，心行若断灭，则会证信圆明，即非稠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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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此菩萨如实知众生心种种相，○所谓：杂起相、速转相、坏不坏相、

无形质相、无边际相、清净相、垢无垢相、缚不缚相、幻所作相、随诸趣生相。

○如是百千万亿，乃至无量，皆如实知。 

（解）──经文众生心种种相是总，别中有十门，归纳为八种相。这八种相会随

着境界，共同生起，称为杂起。速转相，速有住体轻危，快速即有转变的相，坏

不坏相，坏即灭，不坏即是生，十地经论有提到住、异、生、灭行。无形质相，

是第一义相，观察到心离心，如何离？因为心、身不可得故。无边际相，因取的

境不同，顺行无量境界而取。清净相，意为自性不染相，我们的自性是如来藏，

本来就染而不染，称为自性清净。次二句的垢无垢相、缚不缚相意为不染而染，

垢无垢相，意味随因缘而出现垢的相状，只有远离，即变成无垢相；缚不缚者，

指种子和现行都有个别的相状。后二句，则以菩萨以幻智愿力生，但其余的众生

是随业而六道轮回。 

◎经文──又知诸烦恼种种相，〇所谓：久远随行相、无边引起相、俱生不舍相、

眠起一义相、与心相应不相应相、随趣受生而住相、三界差别相、爱见痴慢如箭

深入过患相、三业因缘不绝相；〇略说，乃至八万四千，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在解释烦恼稠林，所谓久远随行相，属于远入相，表示范围界

限，深至到有顶。无边引起相，归为难知相，无边指修习无量善根，引起表示起

烦恼，烦恼和善根一起，所以难知。俱生不舍相到下面的七句，都属于染相。俱

生不舍相，表示随所缚，所缚是妄心，指烦恼与妄心共同行事，故说为俱生，生

就是事，然而如果离开惑，离开烦恼，就不称为妄心，离心，则惑依什么而住呢？

所以说两者是相依的关系，而说为不舍。眠起一义相，是以什么缚住呢？说使（烦

恼的另一个名称）为能缚，使即是随眠，起是现行，现行的发动因为从使开始，

而不得解脱，因为现行和种子都因烦恼而起。然而下面辨明使不必与现行一起，

此中的现行一定由使发动。如有种子，未必有芽；若已有芽，必依种子而有，所

以经文说一义。与心相应不相应相－－是所缚的事，事即是真心，若被妄染，则

称为与相应，是缚，而非解；心性清净时，则为不相应，而可以解脱。随趣受生

而住相、三界差别相－－此两句就生杂染中，明白烦恼，随趣受生，三界差别都

因为烦恼不得出离，而仍在诸趣及三界轮回。爱见痴慢如箭深入过患相、三业因

缘不绝相－－此两句针对业而说，表明烦恼的染污相，初句有三分，爱是欲求中

道求现受欲行，见是邪梵行求；愚痴是在欲求中追求现报而有恶行，慢则通上三

者，而多属见，有求，归纳生的染，前三都是障，过患难以拔除，如箭射入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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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我见，我痴，我爱，我慢都通七识的烦恼，所以说深入。因为此烦恼，而有

随顺世间身，口，意业，不断发生现行，相状不绝。 

◎经文──又知诸业种种相，〇所谓：善不善无记相、有表示无表示相、与心同

生不离相、因自性剎那坏而次第集果不失相、有报无报相、受黑黑等众报相、如

田无量相、凡圣差别相、现受生受后受相、乘非乘定不定相；〇略说，乃至八万

四千，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在解释业，业稠林，前八句，就果来辨别业，初开始善不善无

记相－－善，不善，无记三性招感五趣的果，《俱舍论•业品》记载：「一业引

一生 多业能圆满」，解释为引业，指总的报业，但由于一业引一生，若许一业

能引多生，时分定业应成杂乱，若此一生，多业所引，应众同分（有情众生所得

果报相同的因）分分差别，以业果个别。分分差别指数死数生，多业能圆满，表

示别报的业，意思一生身圆满庄严，许由多业，譬如画师，先以一色画出形状，

后再填上颜色，一色的图形可以譬喻为引业，后面填上的色彩，可以比喻为满业

多，所以若得人身，但色相有庄严，有缺陷的区别。有表示无表示相──此句为

自性差别，下面的二句与心同生不离相、因自性剎那坏而次第集果不失相，则在

说业的体性，随义而有差别，前面讲到自性，造作是业的自性，自性差别有两种，

一为筹量时，二为作业时；若在意地者，还未表现在身口。但在意地的思也有审

虑和决定二种思，而今说只有审虑时，则明白未作；虽在意地，未有决定，业未

成就，也没有业报。有表示无表示者，简单说，如形为身表，如合掌等，形即是

表，表善恶，表即是业；无表者，俱舍论说，无表虽以色为性，如有表业，而非

表示令他了知，而称为无表。下句与心同生不离相──谓业思与等起意识共生，

随其善，恶生已，而熏本识，成为名言等种子，种子能再熏，就是不离相。生了

不离，因为业行常依心而起。下句因自性剎那坏而次第集果不失相－－谓无始业

因，是有为，所以会自性剎那坏，前念虽灭，后念续存，故说次第。有报无报相

－－十地经论说已受果未受果差别，过去生的报业，现在已受，称为有报；后报

未受，称为无报，但不是全无。还有已忏悔的罪业，则许可无报。此句表明业报

有快慢。受黑黑等众报相──所谓黑黑，表示因果俱恶，因果都与无明相应，即

三涂业报。如说白白，则是因果俱善，都与智慧相应，即色界的善业。还有黑白

业，即是欲界善业，因中业、恶相杂，所以受报也含有爱与非爱相杂。另外有非

黑非白业，指无漏业，无异熟出现。无白异熟，称为非白；体非染污，故说非黑。、

如田无量相－－表示因缘差别，谓识种为因，业田为缘，随田的高下不同，令种

子亦多差别。凡圣差别相－－表示已集未集的差别，即出世未集，而世间的已集，

故有凡与圣位的差别相。现受生受后受相－－现作就现得报，称为现受；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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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来生获报，称为生受；现作，第三生受方得报应，称为后受。此三种中各有定

与不定。乘非乘定不定相；乘指三乘，只有修自己那一乘的业，称为定；一下修

此乘，一下又修不同乘，称为不定；非乘指世间，定者难度，不定者，易度脱。

大乘若是定，则不须度。 

◎经文──又知诸根软中胜相、先际后际差别无差别相、上中下相、烦恼俱生不

相离相、乘非乘定不定相、淳熟调柔相、随根网轻转坏相、增上无能坏相、退不

退差别相、远随共生不同相；〇略说，乃至八万四千，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解释根，有十一相，归纳成九差别，五和六句合成一句。一，

以说器的差别而言，说法授与的根器，以五根，信、进、念、定、慧而言，也有

下中上之分，也有钝根，中根，利根之别。意思是受法的根器对于教理的接受，

有快、慢及多和少。二、以根转差别而论，过去为先际，未来为末际，现在已定，

两者互望就有差别，指的是前面上中下根在过去未来现在三际中互望转变。如果

后转为中、上，前根则下；后转为下，前根则增长，此即有差别出现。不转，就

平等，而无差别。三、三性差别，针对菩萨等，三乘根性相形为上，中，下，小

乘为下，缘觉为中，大乘为上，也是因《妙法莲华经》所说的羊车、鹿车及大白

牛车而分类。四、烦恼染差别，指喜、乐等五受根随贪等烦恼得增上。喜乐生于

贪，忧、苦生于瞋，舍根生于痴。五、六二句乘非乘定不定相、淳熟调柔相──

明定不定差别，初句乘、非乘，都从熟与不熟而明白，大乘中熟者定，不熟者不

定。小乘中熟者不定，因可转向大乘；不熟者定，因为会各随自乘而解脱。若世

间非乘，熟者会不定，因为可度化而入道。不熟者，业报已定，不会改变。淳熟

调柔相即是定相。六、随根网轻转坏者，表示顺行差别，此知道眼等六根顺行境

界得到增上，其中有三种顺行：（一）依身顺行，意指六入辗转迭共相缚，如以

网捕鸟和鱼，不得脱困，所以说根网。意识遍缘于六根之中，眼见自身，耳闻自

声，声、身并在内根所摄，由根随识，缘于眼根，令根被缚，不得解脱。（二）

生灭顺行，指体是有为，生、住不久，故说为轻；很容易异与灭，故说转坏。（三）

观行取相顺行，此行为外境，十地经论说取相，经文没有，但也会在根网里收取。

七、增上无能坏相──声闻净差别，相对于凡夫而言，二乘人算是净根，能求涅

盘。所以在出世间上得到增上。八、退不退差别相──菩萨净差别，菩萨净者，

指大乘根器，得到三种不退，即位不退，证不退及念不退。九、远随共生不同相

──示一切根摄差别，十地经论说为深入共生种种差别相，种种即不同，深入即

远随，意思为一切根摄差别者，根器与修行相应而发生差别，称为共生。 

◎经文──又知诸解软中上、诸性软中上、乐欲软中上；皆略说，乃至八万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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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落解释三稠林，有解稠林、性稠林、欲稠林，指从性相顺入，依

根而生解，依解成性，依性起欲，全部相似，称为相顺；义理相互渗入，称为顺

入。 

◎经文──又知诸随眠种种相，〇所谓：与深心共生相、与心共生相、心相应不

相应差别相、久远随行相、无始不拔相、与一切禅定解脱三昧三摩钵底神通相违

相、◎三界相续受生系缚相、令无边心相续现起相、开诸处门相、坚实难治相、

地处成就不成就相、唯以圣道拔出相。 

（解）──此段落解释随眠，此随眠在六十华严及十地经论皆称为使，十地经论

解释为随顺逐缚义，如世公使，随逐众生，得便系缚，即是随眠的意思。眠是伏

藏识，随逐缠绕。别有十二句，初句与深心共生相──于报心随逐，正显眠的伏

藏义，即久安眠处，说深者，表示此随眠从无绐来就有，微细难知。下句与心共

生相──表示于非报心随逐，谓转识分别事识不离现事而生，故只说心，唯识说

前七识为异熟生，不是报体，从过去的心种，不得说为报，而七识皆依第八识，

托缘现起，称为不离现事。种随现起，或有或无，称为暂回转处，好像人暂时睡

一会，但不必一定要在自在的房间。心相应不相应差别相－－针对三界明处而言，

十地经论说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或上，中，下的差别。如何说有相应及不相

应差别，答，就其现惑，说种相应，即现惑有相应不相应，但随眠是常不离的。

久远随行相－－此针对地来明处，十地经论说是随顺乃至有顶，有顶有二种意思，

一是至金刚之顶，谓金刚喻定之前还是有生死之有，金刚喻定是大乘菩萨在修行

即将完成的阶段，欲断除最后烦恼所起的定。二是到三有之顶。十地经论说远入，

经文说久远，也是从无始来，上到三界九地的顶，此九地亦指此地善慧地。无始

不拔相，此针对约时明处，处是无边，时也自无始以来，唯有智慧能让随眠恐怖，

若未曾有闻，思，修的智慧，则永远不能拔出。与一切禅定解脱三昧三摩钵底神

通相违相－－与一切禅定等者，是针对约行明处，由随眠随逐，令世间禅定不能

灭爱，见等心，不能随顺修正行，故称为相违。后面三界相续受生系缚相－－开

始描述随逐之相，由此相，称为随眠，共有六种，（一），于上三有不断随逐，

所以三有不断相似相续，由有此使作系缚。如世间睡眠者，睡了，就无法起床。

（二）远时随逐──令无边心相续现起相──即于上无始时令心相续而现起无

边，如世间眠者，作梦的心相续不断。开诸处门相－－是一身生随逐，前一身之

上报、非报心明随逐，如世间睡眠人，在梦中见闻。有二种意思：（一）使眼根

等诸杳门集生六种识时，使与之同生，故称为开门。此明向外追逐方心。（二）

十地经论说是阿赖耶识熏习故，此明向内熏报心，十地经论说此句经文全部为开

诸处相门集，即表示阿赖耶有集起之心。坚实难治相－－表示不实的随逐，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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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等时，不真实对治，所以产生不实坚实，不实随逐，不实即是随眠。地处成就

不成就相－－属于微细随逐，指在上面的有顶处九地中六入处，烦恼身随逐，九

地有二种意思：（一）指三界的九地，虽都成就，但因微细，不知成就的处有多

少，而称为不成就。如世间的睡眠者，在梦中说觉悟。（二）以善慧地为九地。

唯以圣道拔出相－－此句为离苦随逐，只有出世圣道才能离开，反显世间之道诸

定等不得出离，故十地经论有说，余行不能离，此以不能离即是随逐的相状。 

◎经文──又知受生种种相，〇所谓：随业受生相、六趣差别相、有色无色差别

相、有想无想差别相、业为田爱水润无明暗覆识为种子生后有芽相、名色俱生不

相离相、痴爱希求续有相、欲受欲生无始乐着相、妄谓出三界贪求相。 

（解）──此段落解释受生稠林有十句，先总，后别，十地经论归为八类，前七

类是对因显果，后一句针对后苦彰显能生的集合。前面七类，再归为三对，初对

随业受生相是身种种，当相论生；第二句六趣差别相是业因种种，对因辨生，由

业不同，而生成种种。第二对有三句──有色无色差别相、有想无想差别相、业

为田爱水润无明暗覆识为种子生后有芽相──是住处种种，非说六趣，在一趣中

就有无量处。色想上下种种，包含经文「有色无色差别相、有想无想差别相」二

界有色界，无色界为无色；无想天为无想，其余天都是无想。而分出上，下者，

以无色界为上，有色界为上，因为无色界无粗色，有细色；又，无想天有上与下，

回答同前。意思为无想天没有粗想，只有细想。业为田爱水润无明暗覆识为种子

生后有芽相─－此为对因辨生，举出业因而有种子，后长出芽苗。名色俱生不相

离相──此为自体种种，名色与识俱生，相依不离，是报的自体。痴爱希求续有

相－－此为本顺生因种种，谓痴爱为根本，顺生求有，令有相续。末后二句欲受

欲生无始乐着相、妄谓出三界贪求相──为集苦谛种种，此句显示欲有二求，欲

受即欲求与贪爱共取，追求不已故；欲生即有求，爱生三有，自得胜身，复摄取

眷属，经文的无始乐着，显示二求的过失。下句是邪梵行求，由心取着，所以不

知三界轮回，贪求三界小、大、无量的相。妄说是涅盘，或说无想，非想为涅盘。 

◎经文──又知习气种种相，〇所谓：行不行差别相、随趣熏习相、随众生行熏

习相、随业烦恼熏习相、善不善无记熏习相、随入后有熏习相、次第熏习相、不

断烦恼远行不舍熏习相、实非实熏习相、见闻亲近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熏习相。 

（解）──此段落解释习气，总云习气，虽标习气，但个别中都说熏习。熏是熏

灼，如外香气；习为习学，只针对有情，有习必定能熏，以成气分，故说习气。

阿赖耶识是所熏，是无记性，可以被熏习；前七识是能熏，因为有生灭，随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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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进而有增减，能与所和合，称为熏习。别中有十种差别：一、行不行差别相

──与果现在非现在差别，意为因过去的善恶业因与今生的现果同起，称为行；

如果不同起，称为不行。如人行布施，今生得人身，也会乐于布施，这就叫做因

的习。简单说为因习。在因地修习累积的习气。 

二、随趣熏习相──随趣熏，属于道熏差别。此句是果习。可以引一段经文，如

《大威灯光仙人所问经》记载：「众生业持，犹如流星，各各别异。云何得成真

实聚集？」佛言：「无时，方处而得聚集。」「过一乘已，菩萨地中方得聚集，

无余涅盘中方得聚集。如百川归海。」又云：「我虽说烦恼平等中得聚集，亦非

聚集。如风吹虫，聚在一处；风习，还散。众生亦尔，业风吹聚地狱、饿鬼等处；

业尽，还散。」又问意云：「先同在六道，后人中相遇，云何得知先来聚集？」

「佛言：『大仙人！所有众生若相见时心不欢喜，生瞋结恨，或时头痛，或时失

禁大、小便利，当知是辈已于先世地狱之中曾聚集相。』」又问：「若先世在畜

生中有百千万身一处者，云何得知？」「佛言：『彼生人中各相见时，结成瞋怨，

常觅其便：「我当何时觅得其便？」即畜生中曾聚集相。』」「『若饿鬼中来，

常乐臭秽，复多贪食；设欲与他，心不去离，生恼贪着；或复见彼富贵势力，心

生嫉妬；复常欲得彼人财物。』」「『若有先世同在人中曾共一处者，于现世中

若相见时，更生欲心。』」「若有先世共在天中，若相见时，各以眼道远相摄取，

共相眷爱。」「仙人闻此，」「称赞如来是一切智。」 

三、众生行熏习相──「随众生行」者，是「亲近众生熏差别」，此属于缘习。

因此需远恶亲善，谨慎所熏习。所以昔王不立廐于寺，而立之于屠。引「《大智

度论》记载：『此王有象，可以敌国，每有怨敌，庄严器仗，无不克胜，后敌国

皆惧，兵众相侵，严象敌之，都不肯战。其王忧愁，虑其国败。智臣白王：「此

象久精舍，见闻善事，与之化矣。可处屠坊，令常见杀。』后未经久，恶心还起。』

畜生尚尔，况复于人。」 

四、随业烦恼熏习相──「随业」等者，「功业烦恼熏差别」。「功业」者，释

经「业」字，谓是起作事业，排除业因。如锻金之子宜教数息等。《庄严经论》

说：「舍利弗错教二弟子，一白骨观，一数息观，经历多年，各不得定。以是因

缘即生邪见，言：『无涅盘无漏之法！设其有者，我应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

所受戒故。』我于尔时见是比丘生邪见心，即唤舍利弗，而诃责之：『汝不善教！

云何乃为是二弟子颠倒说法？汝二弟子，其性各异，一是浣衣，一是金师。金师

之子，应教数息观；浣衣之子，应教白骨观，以汝教错，令是二人生于恶心。』

我于尔时为是二人如应说法，二人闻已，得阿罗汉果。是故我为一切众生真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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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非舍利弗目连也。」所以证明业的熏习，不是因为业因，业因指善与恶。又

如人喜欢睡眠，眠则滋多等，引《涅盘》十九、十六记载：「大臣皆为阇王说此

偈曰：『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啫酒 亦复如是』。」 

五、善不善无记熏习相──「善不善」等者，是「善业等熏差别」，此业即是业

因，如久行布施者，布施的心会转为浓厚等。到此的三，四，五项系针对现世而

明白习气。六、随入后有熏习相──「随入后有」者，是「中阴熏差别」，中有

即是本有之后，如梵行修行者，到中有时，也没有染污。经文的随入后有，十地

经论判为「中阴熏」，《俱舍论》说为：「本有谓死前 居生剎那后」，即本有

是今身，未至当有，在此两的中间说为中有，《俱舍论》说：「死生二有中 五

蕴名中有」故。 

七、次第熏习相──「次第」者，是「与果次第熏差别」，指修善业，恶业，于

后有位诸趣之中受果的次第，习也和果的次第无差别。钞解释说，次第，此言后

有，即当本有。净影寺的慧远大师解释为：「中有能与生阴之果为方便，故名为

次第」，意为如果在因中先多作善，后又兼作恶；后与果时，初即多乐，后便有

苦。先苦后乐的意思也比照这种说法。第六句是现望中阴，此句是现望当有，当

有就是后世。 

八、不断烦恼远行不舍熏习相──「不断」等者，「离世间禅因熏差别」，谓诸

无漏定称为离世间禅，修学无漏，是因，由未断烦恼，虽修无漏，亦还被烦恼牵

动，烦恼随至无漏，称为远行，行也是进入的意思。也就是说无漏的圣道还有熏

习。 

九、实非实熏习相──「实非实」者，是「同法异外道行解脱熏差别」，同法解

释为实，指三乘，和佛法相同；异外道，解释为非实，在佛法之外，故说为异。

此句针对修证而说。同法和异外道，都是针对人而说，《大智度论》第三云：「譬

如香在器中，其香虽去，习气故在。」又「譬如人被缚，初得解脱，身犹不便。」 

十、见闻亲近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熏习相－－是「乘熏差别」，针对见闻，于《法

华经•安乐行品》有「令不亲近二乘」者，经云「又不亲近求声闻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优婆夷，亦不问讯。若于房中，若经行处，若在讲堂中，不共住止。」

即不令亲近。恐怕会被熏习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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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又知众生正定、邪定、不定相，〇所谓：正见正定相、邪见邪定相、

二俱不定相、五逆邪定相、五根正定相、二俱不定相、八邪邪定相、正性正定相、

更不作二俱离不定相、深着邪法邪定相、习行圣道正定相、二俱舍不定相。 

（解）──此段落解释三聚稠林，也是先总，后别。论通有五类，总即「第一，

有涅盘法无涅盘法三乘中一向定差别」，正见正定相、邪见邪定相──无就是邪

定，有是正定，各于自乘定故；此针对种性而讲阶位，以明了外道及凡夫众生不

可能到涅盘，三乘的圣人一定有。相对于外凡的内凡，指修行佛道但尚未证理的，

为内凡，则是不定。「二、善行恶行因差别」，五逆邪定相、五根正定相──此

针对解惑来分为三聚，说正见是善行的因，邪见是恶行因，此二见一定生起二行，

称为定。如说「二俱不定」，指没有正确智慧抉择，又不拨无因果，论对于不定

都省略不解释。「三、恶道善道因差别」，此就行业来辨别。「四、外道声闻因

差别」，八邪邪定相、正性正定相──此就位来分别。翻八正，为八邪。外道邪

位定，圣人位定，已入见道。「五、菩萨差别」，深着邪法邪定相、习行圣道正

定相──此就修大乘者得和失而分类，执着邪道，变成六蔽；得到圣道，就变成

六度波罗蜜。 

◎经文──佛子！菩萨随顺如是智慧，名：住善慧地。住此地已，了知众生诸行

差别，教化调伏，令得解脱。 

（解）──此段落解释总结安住，总结了前面法师方便成就，二，智成就及三入

行成就，而安住到九地。「住此地已」，明说成就，也包含了摄善法行，有辩才

可饶益众生，因为明了心行，才可善巧方便说法，教化调伏，令得解脱。 

◎经文──佛子！此菩萨善能演说声闻乘法、独觉乘法、菩萨乘法、如来地法。 

（解）──此段落广显说成，有三成就：一、智成就，指知法，知器，知化仪（知

道什么根器用什么方法教化），所谓；二、口业成就，表示能起说故；三、法师

自在成就，得陀罗尼等，成就彼德行。陀罗尼的意思为能持，意为集合种种善法，

能持而不会散失。 

◎经文──一切行处智随行故，〇能随众生根、性、欲、解、所行有异、诸聚差

别，亦随受生烦恼眠缚诸业习气而为说法，〇令生信解，增益智慧，各于其乘而

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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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落解释随所依，初总明，次「能随」下表示个别显示；后「令生」

下，表示结益。十地经论的内文在众生下有「心」字，表示心稠林，十地经论具

体记载：「菩萨如是知已，如实为众生说法，令得解脱。随心差别，随使差别，

随根差别，随信差别，随境界差别，随种种行习气，随顺一切境界智，随顺性行

稠林，随生烦恼业习气转，随聚差别，随乘信解，令得解脱，而为说法。」解为，

论依上经，分成七种根器，开始有总心，而现在的经文没有「心」字；后有「使」，

现在经文为「眠缚」。所行有异，包含二义：（一）就能行之行，称为种种「异」

「行」器，指上面根等能行；如根有如能行五根，信进念定慧等。（二）所行之

境，上根等所行。即所信佛法僧三宝乃至所知。如果都能信解，就和心印持，得

到殊胜的解，即是所印的境界，即所了解的真理。诸聚差别者，指定不定根转器，

定通邪与正，二俱不定，即是转的意思，通上面的根性欲解，皆有定，不定二义。

亦随受生烦恼眠缚诸业习气而为说法－－是「随辞辩器，以彼生烦恼，业熏难舍，

要作同行巧辩，方能化故」。彼生烦恼，即为三种杂染，生即苦，烦恼包含眠缚，

眠缚即是随眠，即论所说的使。后面的结成益，令生信解，增益智慧，各于其乘

而得解脱。即「随乘因能乘出器」，表示众生在那一道修行，就在那一道上才能

修行解脱。 

◎经文──佛子！菩萨住此善慧地，作大法师，具法师行，善能守护如来法藏。 

（解）──此段表示口业成就，其中具法师行，即是智慧，而言说者，护如来法

藏，和说相同，内有智能，外口才能说。而如何才算是法师行？需具备二十种功

德：即知时，正意，顿，相续，渐，次，句义渐次，示，喜，劝，具德，不毁，

不乱，如法，随众，慈心，安稳心，怜愍心，不著名、利，不自赞、毁等二十项。

为便于阅读二十项内容制表如下： 

 

知时 

需观察众生心，无留难时，而为说法，十地经论说：「是

中时者，无八难故。」如偈说云：「如王怀忧恼 病恚

着诸欲 险处无侍卫 谗佞无忠臣 如是八难时 智臣

不应语 心王亦如是 非时不应说」，解释，前面的「王」

比喻为众生，于所说法取舍自在。（一）如人忧恼，言

不入心；众生忧恼，法也不入心。（二）「病苦」比喻

众生有苦，法不入心。（三）恚，（四）欲，（五）险

处比喻八难处，（六）无善法为侍，（七）恶友「谗佞」，

（八）无善友忠臣等等，此八种皆为法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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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 

十地经论云：「正威仪住，非不正住，此义云何？『自

立，他坐，不应为说法。』如是等事，如戒经中广说。

何以故？诸佛、菩萨敬重法故；以恭敬故，令他生尊重

心，闻法恭敬，摄心听故。」 

顿 顿者，是菩萨正意，为一切众生说一切法，离悭法垢故。

解释，说一切法是法顿，离悭法垢故，即心顿。生多法

广，事虽难尽，但舍悭垢，即称为顿矣。 

相续 十地经论云：「相续者，说无休息，舍诸法中嫉妬意故。」

解释：说无休息，说相续；舍嫉妬意，心相续。事难常

俱，但舍心，即称为相续。 

渐，次，句义渐次 此三句属于量化所宜者， 

渐者──如字句次第说，解释说，此依教明。 

次者──如字句次第，义亦如是说故。解释为，此是依

义。 

句义渐次──说同义法，不说不同义法。解释说，此依

行法次第说。 

示、喜、劝 此三句是量物所宜者 

示──示所应示等故，解释说，如小乘根，应示小等。

等者，等取授所应授，照所应照等。 

喜──喜所应喜等，量宜开晓，令欢喜故。 

劝──怯弱众生，劝令勇猛故。 

具德 具德者，现智，比智，阿含所证，具说故。 

不毁，不乱，如法，

随众， 

不毁──随顺善道说故。解释，说能随顺出世之道。 

不乱－－不动不杂，正入非稠林故。解释：此明说能顺

理。不动者，言不太浅；太浅失理，称为动。不杂者，

说不太深，不杂深隐。正入者，显前不动，言能顺理，

令人正入；非稠林者，显前不杂，语不深隐，不如稠林

难以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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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具说苦集灭道四谛。能令知苦，断集，证灭，

修道。 

随众－－于四众八部，随所应闻而为说法。(四众：比丘，

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众及八部众: <一>谓四天王所领之

八类鬼神。即：(一)干闼婆，译为香阴，乃不食酒肉，唯以香资阴（阴

即身之意），帝释天乐神即是。(二)毘舍阇，译为噉精气，乃食人及五

谷之精气。(三)鸠盘荼，译为瓮形，以其阴似瓮故，即厌魅鬼。(四)薜

荔多， 译为饿鬼，以其长劫不闻浆水之名，常为饥所逼。(五)诸龙， 龙

有四种，即：(1)守天宫殿，持令不落。(2)兴云致雨，利益人间。(3)地

龙，决江开渎。(4)伏藏龙，守转轮王大福人宝藏。(六)富单那，译为臭

饿鬼或热病鬼，乃主热之病鬼。(七)夜叉，译为勇健，有地行夜叉、虚

空夜叉、天夜叉三种。(八)罗剎，译为速疾鬼，又称可畏，以其暴恶可

畏故名。〔翻译名义集卷二〕  <二>又指天龙等之八部众。) 

以上的十五项，菩萨随顺利他，说一切法。 

后之五种是清净说── 

慈心 于怨众生，起慈心说法。解释：有怨则多瞋。 

安隐心 于恶行众生中，起利益心说法。解释：恶行必当受大苦

故。 

怜愍心 于受苦，乐放逸众生中，起怜愍，利乐心说法故。解释：

于受苦者，愍其现苦；于受乐放逸者，愍其当苦。 

不著名闻、利养者 心不希望，常行远离故；解释：未得，不悕；已得，能

离故。 

不自赞、毁他者 离我慢、嫉妬随烦恼，为众生说法故。解释：随缘现起，

名随烦恼。以离我慢，故不自赞；以离嫉妬，故不毁他。

十地经论结论：如是五种相，菩萨自心清净故。论又总结，具此二十事，能作

法师，是名住大法师深妙义中。 

慈氏论说具十德者名大法师：一善知法义，二能广宣说，三处众无畏，四无断

辩才，五巧方便说，六法随法行，七威仪具足，八勇猛精进，九身心无倦，十

成就忍力。 

◎经文──以无量善巧智，起四无碍辩，用菩萨言辞而演说法。〇此菩萨常随四

无碍智转，无暂舍离。〇何等为四？所谓：法无碍智、义无碍智、辞无碍智、乐

说无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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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落解释正明口业，外由菩萨美妙言辞演扬佛法和法义，称为四无

碍辩，内由智起，称为四无碍智，此智是由无漏后得为体性，故称为善巧。即上

知法，知众生根机的智慧。无暂舍离，十地经论说为不坏，意为不动。何等为四，

法无碍智，法指法体，法的自体有标准可依循，此标准即二空，远离二边。义无

碍智，义指法境界的体，即人空法空所包含的真谛的境界，虽在世俗世界，但可

照见真理。辞无碍智，意为正得与众生，得到众生的言语，对众生说法；乐说无

碍智，此为辞无碍智中的个别意义，科判为「正求与无量门」，无量门，十地经

论解释为：于彼随他所喜言语正知，无量种种义语，随知而与故。归纳来说，《唯

识》云：法无碍智，缘能诠教法为境；义无碍智，即于所诠总持自在，于一义中

现一切善故；辞无碍智，即于言音展转训释，总持自在，于一音声现一切音声故。

乐说无碍智，缘机巧说为境。 

◎经文──此菩萨以法无碍智知诸法自相；义无碍智知诸法别相；辞无碍智无错

谬说；乐说无碍智无断尽说。 

（解）──此段落解释自相，有四种，一、生法自相，意为知道色是变碍的相，

生法集合而起，称为生。二、义者，是差别自相，指色有十一处等相，十一处即

五根，五境及法处所摄取的色相。。三、想坚固自相，想者，是言语的依据，也

是以慧心取彼二种相，慧心取即是挑除凡夫众生的想。（一）随自所觉诸法相，

即十地经论的随所觉诸法相；（二）随彼彼所化言辞所宜相，以所觉悟的法随彼

言辞为彼生起说法，此说无有错谬，称为坚固。十地经论称为不坏者，坏就是错。

四、彼想差别自相，想的意思和第三项相同，但以顺序次第不断，以多种不同名

称来坚固彼义的意思，令他爱乐，称为不断尽。 

◎经文──复次以法无碍智知诸法自性，义无碍智知诸法生灭，辞无碍智安立一

切法不断说；乐说无碍智随所安立不可坏无边说。 

（解）──此段落解释同相，初句的以法无碍智知诸法自性，一切法同相，表示

诸法同样以无自性为自性。二、义无碍智知诸法生灭──是有为法同相，因为同

时生灭。如果观无常门生灭相，就是初句的法无我性，所以无我的智慧境界可以

成立。三，辞无碍智安立一切法不断说──一切法假名同相，所以说安立，所立

的法已是暂时施设的名称，更用言语诠释这个假名而谈，叫不断说。四、乐说无

碍智随所安立不可坏无边说──假名假名同相，指不破前面的假名，又更能以不

同不同的无边假名再说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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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复次以法无碍智知现在法差别，义无碍智知过去、未来法差别，辞无

碍智，于去、来、今法无错谬说，乐说无碍智于一一世无边法明了说。 

（解）──此段落在行相中，针对三世法分别法和义，一、生行相，现法缘生故，

假设知过去，未来，亦称为现在，以三世皆是当世现在。二、已生、未生行相，

假设知现在，亦称为过去，未来，以现在是过去的未来，同时也是未来的过去，

因此是则当世而知，称为法。相反地，若能见过去、未来，而能知现在，即称为

「义」，这属于菩萨智慧的境界。三、物假名行相，总说三世之物没有错谬。四、

说事行相，指所说的事不出三世总相，是故说一一世，说的是不同不同的事法，

所以经文说无边法明。 

◎经文──复次以法无碍智知法差别，义无碍智知义差别，辞无碍智随其言音说，

乐说无碍智随其心乐说。 

（解）──此段落在说相中，就本来的解释分法和义。一、修多罗相，故只说法；

二、解释相，所以说为义；三、随顺相，随类而说不同的言音；四、相似说相，

指随其心之好乐而乐说法。 

◎复次法无碍智以法智知差别不异，义无碍智以比智知差别如实，辞无碍智以世

智差别说，乐说无碍智以第一义智善巧说。 

（解）──此段落说智相，就法的分类而分法和义。前二句的法智和比智，通于

大乘和小乘，四无碍智只局限于大乘，因此《涅盘》经说，唯菩萨有。一、法智，

在观如，故说现见，谓观真俗二谛和如相同，相同而无有分别。二、比智，在观

察前面的差别，而如实知道。三、欲得方便智，说此是相见道，是一种修行阶位，

证得根本无分别智的深观后，生出后得智，称为世智；若想要得到第一义，用假

说当做善巧方便。四、得智，虽用世间的智慧而说，但与第一义相应，而无颠倒

时，才称为乐说，所以是善巧方便，而证到第一义。 

◎经文──复次法无碍智知诸法一相不坏，义无碍智知蕴、界、处、谛、缘起善

巧，辞无碍智以一切世间易解了美妙音声、文字说，乐说无碍智以转胜无边法明

说。 

（解）──此段落说无我慢相，就真实而分法和义。法无碍智知诸法一相不坏

──第一义谛无我，故说一相，说不坏者，指不坏无我；若说我知无我，我证无

我，则是坏无我。因为出现能与所。二、义无碍智知蕴、界、处、谛、缘起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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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谛无我，故说蕴等，若迷着蕴，则执着积聚的我；迷界，执着异因的我，

因为计度了种族分别。执着欲我，计度生门，就会轮回；迷缘起，执著作我，皆

明因果有造作，都是法我，都是人我。而今试着随顺观察世间真理缘生无有实在，

用来对治，才能进入得到第一义法无我，这是善巧方便，所以五蕴、十八界等都

是菩萨智慧境地所对治的我。三、辞无碍智以一切世间易解了美妙音声、文字说

──美妙无我，合情叫做美，顺理叫做妙。四、乐说无碍智以转胜无边法明说

──说无上无我，故说转胜，在言辞中有差别，故说为无边法明。 

◎经文──复次法无碍智知一乘平等性，义无碍智知诸乘差别性，辞无碍智说一

切乘无差别，乐说无碍智说一一乘无边法。 

（解）──此段落在大小乘的相状中，就权巧和实在分法和义，一、法无碍智知

一乘平等性──观相，一观不异，因为唯一事实。二、义无碍智知诸乘差别性

──性相，就众生的根性，有三乘，即声闻、独觉及菩萨之分。三、辞无碍智说

一切乘无差别──解脱相，会合三乘，还是同归一实，解脱相中本无差别。四、

乐说无碍智说一一乘无边法──念相，即开方便门，随根机而意念有所不同，心

和行不同，需以多法说诸乘的法，然而都为一事，所以十地经论说，随顺解脱。

又开方便门有二种意思，（一）于一佛乘，分别说三，称为开，初时以权巧方便

教化众生，在《法华经•信解品》末记载：「随诸众生 宿世善根 又知成熟 未

成熟者 种种筹量 分别知已 于一乘道 随宜说三」等。（二）开者，有开除，

开发的意思。第四经有说，此经开方便门，示真实相，就在说三为方便，称为开，

即「然皆为一事」。另在《法华经•方便品》记载：「我此九部法 随顺众生说 

入大乘为本 以故说是经」，亦即在长行记载：「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又记载「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

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引十地经论讲的随顺解脱，即指方便多门，都是顺解

脱。 

◎经文──复次法无碍智知一切菩萨行智行、法行智随证，义无碍智知十地分位

义差别，辞无碍智说地道无差别相，乐说无碍智说一一地无边行相。 

（解）──此段落在菩萨的地相中，针对地的本体及相状分法和义。一、法无碍

智知一切菩萨行智行、法行智随证──智相，一切菩萨行者，是总的标示。指所

证的法行，能证的智行。现二者称为菩萨行的理由，是以智慧契合真如。所以经

文说智随证，十地经论说成「观智说故」。此菩萨行即是十地智慧之体。二、义

无碍智知十地分位义差别──说相，指体性虽然是一种智慧，相有十地的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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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位因心而有差别，所以十地经论说「十地差别者，谓心」，而说成说相，系针

对口而说。三、辞无碍智说地道无差别相──与方便相，指巧说十地，授与众生

不颠倒教授，因为与地证道无有差别。无差别有二种意思：（一）对机说法不颠

倒为无差别；（二）没有违背证道为无差别。如鸟在天空飞过的痕迹。四、乐说

无碍智说一一地无边行相──入无量门相，指入诸地的各各相状差别故。 

◎经文──复次法无碍智知一切如来一念成正觉，义无碍智知种种时、种种处等

各差别，辞无碍智说成正觉差别，乐说无碍智于一一句法无量劫说不尽。 

（解）──此段落就如来的地相，针对真和应分法义。一、法无碍智知一切如来

一念成正觉──法身相，即无二的法身，一念成正觉。如《起信论》记载：「如

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故觉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

心见性。心即常住，名究意觉。」又说：「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异、

灭。以无念等故，而实无有始觉之异；以四相俱时而有，皆无自主，本来平等，

同一觉故。」一念相应，同时也是一念顿觉一切法。《净名经》说：「一念知一

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二、义无碍智知种种时、种种处等各差别──色

身相，种种时者，指「随何劫中」；种种处者，指「随何国土依报事」，各差别

者，指「何等佛身正报事」。三、辞无碍智说成正觉差别──正觉相，通说正觉、

十佛差别。四、乐说无碍智于一一句法无量劫说不尽──说相，佛德无尽，故说

也亦无尽。 

◎经文──复次法无碍智知一切如来语、力、无所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

辩才、方便、转法轮一切智智随证；义无碍智知如来随八万四千众生心行、根解

差别音声；辞无碍智随一切众生行，以如来音声差别说；乐说无碍智随众生信解，

以如来智清净行圆满说。 

（解）──此段落科判为作住持相，针对诸佛能说德，所说声教以分法及义等。

一、复次法无碍智知一切如来语、力、无所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辩才、

方便、转法轮一切智智随证──觉相，作住持德，觉法性相故。语者，随自意的

语，随他意的语，随自他意的语。此能说法故。论主说「语者，能说法故」。如

来说法不超出三语，引三十五经迦叶品中，因说「若言众生定有佛性，名为执着；

若言定无，是则妄语」，便云「如我说十二部经，或随自意等语」。十力破魔憍

慢；无畏降伏外道；不共不同于二乘；大慈大悲，故常说；有辩才，所以能说；

方便，能随顺众生的根机；转法轮即正说。以上都是一切智智随证。也可说总知

如来转法轮称为法，别知八万四千差别为义。二、义无碍智知如来随八万四千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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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行、根解差别音声──差别相，知佛随心种性等差别音声教众生。三、辞无

碍智随一切众生行，以如来音声差别说──说相，用前面的音声差别说法。四、

乐说无碍智随众生信解，以如来智清净行圆满说──彼无量相，针对不同众生说

法，随信解者，示现菩萨无尽乐说；以如来智等，指诸佛法身以利生为修行职志，

此行合于智慧，无垢清净；不可破坏，故说为圆满。 

◎经文──「佛子！菩萨住第九地，得如是善巧无碍智，得如来妙法藏，作大法

师，得义陀罗尼、法陀罗尼、智陀罗尼、光照陀罗尼、善慧陀罗尼、众财陀罗尼、

威德陀罗尼、无碍门陀罗尼、无边际陀罗尼、种种义陀罗尼。◎如是等百万阿僧

祇陀罗尼门皆得圆满，以百万阿僧祇善巧音声辩才门而演说法。〇此菩萨得如是

百万阿僧祇陀罗尼门已，于无量佛所一一佛前，悉以如是百万阿僧祇陀罗尼门听

闻正法，闻已不忘，以无量差别门为他演说。 

（解）──此段落表示法师自在成就。陀罗尼的意译为能持，能遮，或译为总持。

意味集合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称为能持。恶不善的心生起时，能遮令不

生起，而称为能遮。经文「得义陀罗尼」下，有四种事：一、持成就，得到就不

再失去；二、说成就，善巧能弘扬佛法；三、问答成就，断疑网故；四、受持成

就，能够接受殊胜法故。经文先列出十种持，并从发生业用而立名称，初三起意，

次三起身业，后四起口业。一、得义陀罗尼──持义；二、法陀罗尼──持教法，

三、智陀罗尼──持能知智；四、光照陀罗尼──善软者，慈光摄受；五、善慧

陀罗尼──刚强者，善慧降伏，种种施为故；六、众财陀罗尼──上供诸佛，下

摄贫穷，故称众财；七、威德陀罗尼──对于大乘中狭劣众生，示教大乘教义的

威德胜利，令生喜故；八、无碍门陀罗尼──不断辩才，用智能常说故；九、无

边际陀罗尼──无尽乐说，深说故；十、种种义陀罗尼──种种义乐说，广说故。

如是等百万阿僧祇陀罗尼门皆得圆满，以百万阿僧祇善巧音声辩才门而演说法。

──「如是」下总结，以「百万」下，表显持的作用。后经文「闻已不忘」，正

显持的意义；「为他演说」，也是持的一种作用。 

◎经文──此菩萨初见于佛，头顶礼敬，即于佛所得无量法门；此所得法门非彼

闻持诸大声闻于百千劫所能领受。〇此菩萨得如是陀罗尼、如是无碍智，坐于法

座而说于法；大千世界满中众生，随其心乐差别为说；唯除诸佛及受职菩萨，其

余众会威德光明无能与比。〇此菩萨处于法座，欲以一音令诸大众皆得解了，即

得解了；或时欲以种种音声，令诸大众皆得开悟；或时心欲放大光明，演说法门；

或时心欲于其身上一一毛孔，皆演法音；或时心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形、

无形物，皆悉演出妙法言音；或时心欲发一言音，周遍法界，悉令解了；或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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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一切言音，皆作法音，恒住不灭；或时心欲一切世界箫、笛、钟、鼓及以歌咏，

一切乐声皆演法音；或时心欲于一字中，一切法句言音差别，皆悉具足；或时心

欲令不可说无量世界地、水、火、风四大聚中所有微尘，一一尘中皆悉演出不可

说法门。如是所念，一切随心，无不得者。 

（解）──此段落在表明说的成就，最开始显示所受的法多，接着「此菩萨得如

是」下，能广大开演佛法；三、「此菩萨处于法座」下，表明起说自在。 

◎经文──「佛子！此菩萨，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咸至其前，一一皆以无

量言音而兴问难，一一问难各各不同；菩萨于一念顷悉能领受，仍以一音普为解

释，令随心乐，各得欢喜。〇如是乃至不可说世界所有众生，一剎那间，一一皆

以无量言音而兴问难，一一问难各各不同；菩萨于一念顷悉能领受，亦以一音普

为解释，各随心乐，令得欢喜。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世界满中众生，菩萨皆能随其

心乐、随根、随解而为说法，承佛神力广作佛事，普为一切作所依怙。 

（解）──此段落表示问答成就，开始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问问题，接是乃至

不可说世界的众生问难，此地菩萨都能回答。 

◎经文──佛子！此菩萨复更精进，成就智明。假使一毛端处有不可说世界微尘

数诸佛众会，一一众会有不可说世界微尘数众生，一一众生有不可说世界微尘数

性、欲，彼诸佛随其性、欲各与法门；如一毛端处，一切法界处悉亦如是。如是

所说无量法门，菩萨于一念中悉能领受，无有忘失。 

（解）──此段落表示此地菩萨受持的成就。 

◎经文──佛子！菩萨住此第九地，昼夜专勤更无余念，唯入佛境界亲近如来，

入诸菩萨甚深解脱，常在三昧，恒见诸佛，未曾舍离。一一劫中见无量佛、无量

百佛、无量千佛，乃至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佛，恭敬尊重，承事供养，于诸佛所种

种问难，得说法陀罗尼，所有善根转更明净。◎譬如真金，善巧金师用作宝冠，

转轮圣王以严其首，四天下内一切小王及诸臣民诸庄严具无与等者。此第九地菩

萨善根亦复如是，一切声闻、辟支佛及下地菩萨所有善根无能与等。◎佛子！譬

如二千世界主大梵天王，身出光明，二千界中幽远之处悉能照耀，除其黑闇。此

地菩萨所有善根亦复如是，能出光明照众生心，烦恼黑闇皆令息灭。◎此菩萨，

十波罗蜜中，力波罗蜜最胜；余波罗蜜非不修行，但随力随分。◎佛子！是名：

略说菩萨摩诃萨第九善慧地；若广说者，于无量劫亦不能尽。佛子！菩萨摩诃萨

住此地，多作二千世界主大梵天王，善能统理，自在饶益，能为一切声闻、缘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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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诸菩萨分别演说波罗蜜行；随众生心，所有问难无能屈者。布施、爱语、利行、

同事——如是一切诸所作业，皆不离念佛，乃至不离念一切种、一切智智。复作

是念：『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为胜，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此菩萨若发

勤精进，于一念顷，得百万阿僧祇国土微尘数三昧，乃至示现百万阿僧祇国土微

尘数菩萨以为眷属；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示现，过于此数，乃至百千亿那由他

劫不能数知。 

（解）──此段落表示修行得到的果位，见佛的因缘中，初依内证，近佛法身；

后依三昧定力，见到佛的色身。如经文说常在三昧，恒见诸佛，未曾舍离。后之

譬喻，文义浅显可知。（后面偈颂省略，此品经解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