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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严禅寺网络白话华严经浅释 

〈十地品〉第二十六之六 (第三十九卷)第十地法云地 

                                                         释法欣 整理 

第十地 

一、 来意 

  法云地，有此品经文出现，是在《瑜伽师地论》记载，虽在一切品类宣说法

中得到大自在，但还未能得到圆满的法身，现前证受；于今精勤修习，已得圆满。

《十地经论》说，在前面的第九善慧地已作清净佛国土及度化众生，此第十地中

要修行令智慧觉悟圆满，所以此地比前第九地更为殊胜。又以第八不动地是针对

身业而言，第九不动地是针对口业，今说智慧圆满，多针对意业，以意业能发起

身业和口业，所以说此地比前第九地殊胜，所说的智觉满，指智度圆满，菩萨地

到此地为究竟。 

二、 释名 

此地为第十法云地，云是譬喻，简单来说，有三种意思，（一）含水义，

（二）覆蔽天空的意思，（三）含霔大雨的意思。若就法来譬喻，就有很多意思，

以云来说，有四种意思：（一）比喻成智慧，（二）比喻为法身，（三）比喻为

应身，（四）比喻为多闻的熏习因。法云的意思，即如天空要下雨前，乌云会先

布满天空，云里含藏水气，接着就下起雨来，所下的雨，比喻为法雨，所以云就

比喻为法云。 

三、 离障 

此地离的障碍为「于诸法中未得自在障」，此种障碍十地大法智云及所含

藏所起的事业。包含两种愚，一为大神通愚，指障碍所起的业用；二为悟入微细

秘密愚，指障碍大智。如能离此障碍，便能证得业自在等所依真如，即神通作业

及总定持门，都能自在。 

四、释经 

◎经文──尔时，金刚藏菩萨摩诃萨告解脱月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从初

地乃至第九地，以如是无量智慧观察、觉了已，善思惟修习，〇善满足白法，集

无边助道法，增长大福德智慧，广行大悲，知世界差别，入众生界稠林，入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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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处，随顺如来寂灭行，常观察如来力、无所畏、不共佛法，名为得一切种、

一切智智受职位。 

（解）──开始进入正说分，经文开始先总的表明，佛子啊，菩萨从初欢喜地开

始修行到第九善慧地，运用了无量智慧观察、明白察觉，表示证入的智慧深广，

而此智慧包含根本智，根本智就是如实修行，如实修行了就证入的根本智；第二

种是后得智，后得智称为徧修行，修行法门包含千万种，因人而异，但只要一门

深入，就证得后得智。上面先说明了总相。后面的经文，则为别相，可以归纳为

七种相，第一句的善修行，表示同相，指初的三句经文──善满足白法，集无边

助道法，增长大福德智能──表明了证、助、不住，这是每一地都要修行的法。

初句表证道，道指无漏的白法，即没有缺失的好的法，这个法如何得证的呢，就

因为要累积助道法，如三十七道品，而助道法系由后句的不住道，来增长福德，

增长智能。二、，意为普遍随顺自利利他相；三、知世界差别──是指八地的相

状，四、知世界差别一句教化众生相，指第九地自分行。五、入如来所行处，随

顺如来寂灭行，有两句，善解相，指了解真如是佛的所行之处，佛以真如教化众

生，善顺如来，即能证到寂灭行，寂灭行即证到涅盘，所以常说涅盘寂静，已到

达不生不灭的境界，犹如虚空。六、常观察如来力──无厌足相，常观察力等，

想要趣入，上句是在解的地步，此句属行的阶段。七、无所畏、不共佛法，名为

得一切种、一切智智受职位。地尽至入相，指十地证穷尽，所以和前面各地一样

总结修行而证入阶位。 

◎经文──「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智慧入受职地已，〇即得菩萨离垢三昧、

入法界差别三昧、庄严道场三昧、一切种华光三昧、海藏三昧、海印三昧、虚空

界广大三昧、观一切法自性三昧、知一切众生心行三昧、一切佛皆现前三昧。◎

如是等百万阿僧祇三昧，皆现在前。◎菩萨于此一切三昧，若入若起，皆得善巧，

亦善了知一切三昧所作差别。◎其最后三昧名受一切智胜职位。 

（解）──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智慧下，进入三昧分，经文即得下正显三昧名称，

第一个三昧是总，后面的三昧是别，三昧也称为定，疏钞解释后面的别中有九定

离八种垢。一、入法界差别三昧──入密无垢，谓解入事事法界深密之处，不与

烦恼共处。二、庄严道场三昧──近无垢，表示修行的万行已周圆，道场已近；

三、一切种华光三昧──放光无垢，指光开心华，令其见到诸法实相，也能坐在

种种大宝莲华上，得到光照；四、海藏三昧──陀罗尼无垢，如海能藏万物；五、

海印三昧──起通无垢，则能无心顿现，以上五种属于起法身之定。六、虚空界

广大三昧、观一切法自性三昧──有二种定，清净佛土无垢，上句表无量，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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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尽法界的范围；下句是正观，则能透澈国土的体性。到此上面的六种都属于自

利。七、知一切众生心行三昧──化生无垢，指能度化众生，此六和七两项属于

自分行。八、一切佛皆现前三昧──正觉无垢，指前进上觉，即成菩提时，一切

诸佛都在现前，而能证知。后面──如是等百万阿僧祇三昧，皆现在前──如是

等下，表示总结数量，也是眷属，皆现在前，表示久修后，不加功力，自然现前。

后一段──菩萨于此一切三昧，若入若起，皆得善巧，亦善了知一切三昧所作差

别──表彰入满足中能入者，通方便的定体，入和起能相即，所以说得到善巧，

善了所作差别，即知道其中的作用。最后──其最后三昧名受一切智胜职位──

表彰最后的三昧名称为受一切智胜职位，一切智，表示与无一样得到无分别智。 

◎经文──此三昧现在前时，有大宝莲华忽然出生。其华广大，量等百万三千大

千世界，以众妙宝间错庄严，超过一切世间境界；出世善根之所生起，知诸法如

幻性众行所成，恒放光明普照法界，非诸天处之所能有；毘瑠璃摩尼宝为茎，栴

檀王为台，码碯为须，阎浮檀金为叶，其华常有无量光明，众宝为藏，宝网弥覆，

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莲华以为眷属。 

（解）──此段表示随何等座，指的是有大宝莲华王的座。再来描述这个华有十

种相，一主相，即宝莲华；二、其华广大表示量相；三、以众妙宝间错庄严表示

殊胜相状，具备德行的关系。四、超过一切世间境界，表示生的处不一样；五、

出世善根之所生起，表示它的因位的相状，在因地修行出世善根才有此华出现。

六、知诸法如幻性众行所成，表示成就的相貌。七、恒放光明普照法界－－表示

第一义相，能正观普照法界现在的事物。八、非诸天处之所能有－－表功德相，

菩萨德行招致者。九、毘瑠璃摩尼宝为茎，栴檀王为台，码碯为须，阎浮檀金为

叶，其华常有无量光明，众宝为藏，宝网弥覆－－表示此大宝莲华的庄严相。最

后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莲华以为眷属──表示眷属的华的数量。 

◎经文──尔时，菩萨坐此华座，身相大小，正相称可；无量菩萨以为眷属，各

坐其余莲华之上，周匝围遶，一一各得百万三昧，向大菩萨，一心瞻仰。 

（解）──那个时候，菩萨坐在大宝莲华座，表示随何等身，殊妙的身体与座相

称。其眷属都是菩萨。 

◎经文──佛子！此大菩萨并其眷属坐华座时，所有光明及以言音普皆充满十方

法界，一切世界咸悉震动，恶趣休息，国土严净，同行菩萨靡不来集，人天音乐

同时发声，所有众生悉得安乐，以不思议供养之具供一切佛，诸佛众会，悉皆显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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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落在解释大菩萨和眷属坐在华座时，随各种相，而周徧地发生效

用的情形。 

◎经文── 佛子！此菩萨坐彼大莲华座时，于两足下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

十方诸大地狱，灭众生苦；于两膝轮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诸畜生趣，灭

众生苦；于脐轮中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阎罗王界，灭众生苦；从左右胁

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人趣，灭众生苦；从两手中放百万阿僧祇光明，

普照十方一切诸天及阿修罗所有宫殿；从两肩上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

切声闻；从其项背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辟支佛身；◎从其面门放百万阿

僧祇光明，普照十方初始发心乃至九地诸菩萨身；◎从两眉间放百万阿僧祇光明，

普照十方受职菩萨，令魔宫殿悉皆不现；◎从其顶上放百万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

微尘数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诸佛如来道场众会，◎右遶十匝，住虚空中，成

光明网，名：炽然光明，发起种种诸供养事供养于佛，余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九

地所有供养而比于此，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其光明网普于十方

一一如来众会之前，雨众妙香、华鬘、衣服、幢幡、宝盖、诸摩尼等庄严之具以

为供养，皆从出世善根所生，超过一切世间境界。若有众生见知此者，皆于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佛子！此大光明作于如是供养事毕，复遶十方一切

世界一一诸佛道场众会，经十匝已，从诸如来足下而入。〇尔时，诸佛及诸菩萨，

知某世界中，某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广大之行到受职位。〇佛子！是时，十方无

量无边乃至九地诸菩萨众皆来围遶，恭敬供养，一心观察。正观察时，其诸菩萨

即各获得十千三昧。〇当尔之时，十方所有受职菩萨，皆于金刚庄严臆德相中出

大光明，名：能坏魔怨，百万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普照十方，现于无量神通变

化；作是事已，而来入此菩萨摩诃萨金刚庄严臆德相中；其光入已，令此菩萨所

有智能势力增长，过百千倍。 

（解）──此段落在说明此菩萨坐在大宝莲华下，随着出处，利益众生，放光可

归纳为三种业，（一）利益业，（二）发觉业，（三）摄伏业。为便于阅读，在

何处放光，各利益到何种众生，制表如下： 

1 两足下 普照十方诸大地狱,灭众生苦. 

2 两膝轮 普照十方诸畜生趣,灭众生苦. 

3 脐轮 普照十方阎罗王界,灭众生苦. 

4 左右胁 普照十方一切人趣,灭众生苦 

5 两手 普照十方一切诸天及阿修罗所有宫殿. 

6 项背 普照十方辟支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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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面门 普照十方初始发心乃至九地诸菩萨身 

8 两眉间 普照十方受职菩萨,令魔宫殿,悉皆不现. 

9 顶上 放百万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

诸佛,如来道场众会. 

10 右遶十匝，住虚空中，成光明网，名：炽然光明，发起种种诸供养事供养

于佛，余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九地所有供养而比于此，百分不及一，乃至

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其光明网普于十方一一如来众会之前，雨众妙香、华

鬘、衣服、幢幡、宝盖、诸摩尼等庄严之具以为供养，皆从出世善根所生，

超过一切世间境界。若有众生见知此者，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

转。 

向右绕十圈后，住在虚空中，构成光明的网，这个网称为炽然光明，发起种种的

供养而供养诸佛，这样的供养比其余菩萨从初发心到第九地所有的供养，都来得

殊胜。这个光明网普遍地在十方一一如来众会前，降下妙香，花鬘，衣服，幢幡，

宝盖，所以美玉等的庄严器具来供养，假如有众生见到知道如是供养，都在觉悟

中得到不退转，不退转在十地经论说有四项：（一）于登地证决定，（二）入正

定聚，意为必定能证悟的意思。（三）定离放逸恶故，一定能远离放逸的恶习。

（四）定集善事故。佛子！此大光明作于如是供养事毕，复遶十方一切世界一一

诸佛道场众会，经十匝已，从诸如来足下而入。佛子下，事讫收光，说在足下入

者，系就教相来说，头顶光入足，表示深深恭敬，若就证实相而言，终极的智慧

从下趣入到诸佛境界，十地经论在此解为平等摄，亦即证到佛境界即是自己证入。

又说，人身部位，最低部分为足，人最高贵地方是头，而顶光入足，所以显示恭

敬的深度。尔时，诸佛及诸菩萨，知某世界中，某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广大之行

到受职位。──尔时下，表示众圣咸知。佛子！是时，十方无量无边乃至九地诸

菩萨众皆来围遶，恭敬供养，一心观察。正观察时，其诸菩萨即各获得十千三昧。

──佛子，是时下，表在下位者，申述获得利益。当尔之时，十方所有受职菩萨，

皆于金刚庄严臆德相中出大光明，名：能坏魔怨，百万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普

照十方，现于无量神通变化；作是事已，而来入此菩萨摩诃萨金刚庄严臆德相中；

其光入已，令此菩萨所有智能势力增长，过百千倍。──当尔之时下，表示同声

相应，以修平等因行，互相资应，内具吉祥，深广德行，严饰之心已圆满；对外

则于此相放光互相利益。又上面的放眉间光，表照见中道，德行圆满，称为能坏

魔怨。 

◎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佛从眉间出清净光明，名增益一切智神通，无数光明

以为眷属，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右遶十匝，示现如来广大自在，开悟无量百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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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由他诸菩萨众，周遍震动一切佛剎，灭除一切诸恶道苦，隐蔽一切诸魔宫殿，

示一切佛得菩提处道场众会庄严威德；如是普照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已，而来

至此菩萨会上周匝右遶，示现种种庄严之事。〇现是事已，从大菩萨顶上而入，

其眷属光明亦各入彼诸菩萨顶。当尔之时，此菩萨得先所未得百万三昧，名为：

已得受职之位，入佛境界，具足十力，堕在佛数。 

（解）──此段落科判为明所得位，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放光，这个

光的名称为增益一切智神通，它的眷属有无数，这个光出现有十种业用，便于阅

读，制表如下： 

十种业用 经文内容 

初光是益业 增益一切智神通 

眷属光是因业 无数光明以为眷属 

示佛是敬业 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右绕十匝，示现如来广大自在。 

开悟业 开悟无量百千亿由他诸菩萨众 

震动业 周遍震动一切佛剎 

止恶业 灭除一切诸恶道苦 

降魔业 隐蔽一切诸魔宫殿 

示现业 示一切佛得菩提处道场众会庄严威德 

卷舒业 如是普照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已，而来至此菩萨会上周匝

右遶 

示现种种即变化

业 

示现种种庄严之事。 

展现这些事之后，入顶成益，入顶的意思，就实在意义而言，是观照到自心的来

源，称为智顶，十地经论说，诸如来光明，彼菩萨因智慧平等而互相摄受。称菩

萨顶光入佛足，是菩萨在因地修行往上趋进到佛果；若说佛光入菩萨顶，则是从

果收因，同时也是因收果。入时无留下痕迹，无因也无果时，就是平等。当尔之

时，此菩萨得先所未得百万三昧，名为已得受职之位，入佛境界，具足十力，堕

在佛数──当尔之时下，即表示得到的益处，名为下，总结其阶位为受职位，入

佛境界，表所证相同，具十力者，修行功德相同。堕佛数，意思是如开始出家，

便在僧数一样。 

◎经文──佛子！如转轮圣王所生太子，母是正后，身相具足。其转轮王令此太

子坐白象宝妙金之座，张大网幔，建大幢幡，然香散花，奏诸音乐，取四大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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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金瓶内，王执此瓶灌太子顶，是时即名：受王职位，堕在灌顶剎利王数，即能

具足行十善道，亦得名为：转轮圣王。 

（解）──此段落为譬喻，譬喻上面的六件事，便于阅读，制表如下： 

譬喻 经文内容 

初，喻随何身 如转轮圣王所生太子，母是正后，身相具足。

二喻随何座 其转轮王令此太子坐白象宝妙金之座 

三喻随何相 张大网幔，建大幢幡，然香散花，奏诸音乐，

四喻随所得位，王喻真身，手喻

应身，瓶喻白毫，水喻于光，应

有随何等眷属，指文武百官以为

辅佐。 

取四大海水置金瓶内，王执此瓶灌太子顶，

是时即名：受王职位，堕在灌顶剎利王数，

（剎利王，是剎帝力，印度的四种族名称之

一，次于婆罗门，是王族，贵族，士族所属

的阶级，释尊即出身于此阶级。） 

五喻随何等出处 即能具足行十善道，亦得名为：转轮圣王。 

 

◎经文──菩萨受职亦复如是，诸佛智水灌其顶故，名为：受职；具足如来十种

力故，堕在佛数。佛子！是名菩萨受大智职。菩萨以此大智职故，能行无量百千

万亿那由他难行之行，增长无量智能功德，名为安住法云地。 

（解）──如菩萨接受的职位也一样，有诸佛用智慧水灌顶。菩萨有此大智慧的

职位，能做无数难行的修行。疏钞记载，此时的菩萨具有五种大：（一）智大，

（二）解脱大，（三）三昧大，（四）陀罗尼大，（五）神通大。（陀罗尼（dhāraṇī），

汉文意译为「真言」、「总持」、「持明」、「 ...陀罗尼」称为「咒」，「咒」

即是祝愿的意思，因为诵念咒语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祝愿加持。） 

◎经文──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法云地，如实知欲界集、色界集、无色界集、

世界集、法界集、有为界集、无为界集、众生界集、识界集、虚空界集、涅盘界

集。此菩萨如实知诸见烦恼行集，知世界成坏集，知声闻行集、辟支佛行集、菩

萨行集、如来力无所畏色身法身集、一切种一切智智集、示得菩提转法轮集、入

一切法分别决定智集。举要言之，以一切智知一切集。 

（解）──此段落科判称为集智，依能断疑惑的力量，明白法缘的集合。经文前

有二十集，皆为明了因缘的集，可归纳为三分：（一）染分，（二）净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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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分。在经文里可以成六种集，从经文前面的欲界集、色界集、无色界集、世界

集及众生集，诸见烦恼集，属于第一种称为唯染。声闻以下的集属于第二种称为

唯净。虚空界集属于第三种唯灭。第四种染净合说指的是世界集，有为集，和世

界成坏。第五种称为净灭合说，经文则是无为集、涅盘集。第六种则通染，通净，

通灭，指的是法界集。 

◎经文──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以如是上上觉慧如实知众生业化、烦恼化、诸见

化、世界化、法界化、声闻化、辟支佛化、菩萨化、如来化、一切分别无分别化，

如是等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依前缘的集智身起变化发生的作用，化有变化，应化的意思。

首先要讲世间有三种世间，即众生世间，器世间，及智正觉世间。众生世间指正

报，所谓正报即是今生生为人身，人身即正报；依报是器世间，指山河大地，即

所居住的空间。智正觉世间则指三乘人及佛的世间。经文前的众生业化，烦恼化，

诸见化属于众生世间的变化，世界化及法界化，属于器世间变化。后面的五项声

闻化，辟支佛化及菩萨化，如来化、一切分别无分别化等属于智正觉世间自在化。 

◎经文──又如实知佛持、法持、僧持、业持、烦恼持、时持、愿持、供养持、

行持、劫持、智持，如是等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科判称为加持智，十地经论说依如是如是转行力，意思为依前

的应化，有对象而改变，一直变化，变成加持的修行。经文有十一句，前面的佛

持，法持，僧持是不断三宝，属于境界持，其余八句是行持。持字有不断的意思，

例如佛持，即是佛法不断。 

◎经文──又如实知诸佛，如来入微细智，所谓：修行微细智、命终微细智、受

生微细智、出家微细智、现神通微细智、成正觉微细智、转法轮微细智、住寿命

微细智、般涅盘微细智、教法住微细智，如是等，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是如实知诸佛的微细智，表示知道诸佛的化用微细自在。 

◎经文──又入如来秘密处，所谓：身秘密、语秘密、心秘密、时非时思量秘密、

授菩萨记秘密、摄众生秘密、种种乘秘密、一切众生根行差别秘密、业所作秘密、

得菩提行秘密，如是等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是入如来的秘密处，即密处的智慧。前三句身秘密，语秘密，

心秘密，总显三密，次三时非时思量秘密、授菩萨记秘密、摄众生秘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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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密，意知化时，口与其记，摄众生密意为摄伏，使众生摄受折伏，皆通身和口。

后三句一切众生根行差别秘密、业所作秘密、得菩提行秘密──表示明密，表示

知道众生的种种根器，知业千差万别，知不论逆或顺的修行，终究会达到佛果菩

提，所以都是秘密。 

◎经文──又知诸佛所有入劫智，所谓：一劫入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入一劫、有

数劫入无数劫、无数劫入有数劫、一念入劫、劫入一念、劫入非劫、非劫入劫、

有佛劫入无佛劫、无佛劫入有佛劫、过去未来劫入现在劫、现在劫入过去未来劫、

过去劫入未来劫、未来劫入过去劫、长劫入短劫、短劫入长劫，如是等皆如实知。 

（解）──此段落是入劫智，劫时变化迁流，称为命行；一摄一切，称为加持；

一入一切称为舍，理由在于舍掉自己的随他人意思。劫为心转，称为自在。此地

菩萨修行到不见长短，一多，大小，都能相即相入。 

◎经文──又知如来诸所入智，所谓：入毛道智、入微尘智、入国土身正觉智、

入众生身正觉智、入众生心正觉智、入众生行正觉智、入随顺一切处正觉智、入

示现遍行智、入示现顺行智、入示现逆行智、入示现思议不思议世间了知不了知

行智、入示现声闻智辟支佛智菩萨行如来行智。佛子！一切诸佛所有智慧广大无

量，此地菩萨皆能得入。 

（解）──此段落是知道入道智，十地经论解为依对意而说，指能遍入诸道，不

论逆或顺，皆能对治，就是入道便是。入道智，是针对入凡夫道而说，道指业和

惑，逆或顺，都能知。都能对治。最后，佛子下，表示总结，前面举的七种智，

全部都是佛的智慧，十地菩萨能入，所以称为智大，智慧够大才能进入。 

◎经文──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地，〇即得菩萨不思议解脱、无障碍解脱、净

观察解脱、普照明解脱、如来藏解脱、随顺无碍轮解脱、◎通达三世解脱、法界

藏解脱、光明轮解脱、无余境界解脱；〇此十为首，有无量百千阿僧祇解脱门，

皆于此第十地中得。如是乃至无量百千阿僧祇三昧门、无量百千阿僧祇陀罗尼门、

无量百千阿僧祇神通门，皆悉成就。 

（解）──此段落是说十地的大菩萨住在法云地，得到种种的解脱，有十种。一

能依神通境界，转变自在，不是言语，念头所能及的。二能至无量世界，以愿、

智力无受拘束质碍。三明离障解脱，所以经文说净观察解脱。次三句一对，普照

明解脱、如来藏解脱、随顺无碍轮解脱──普照明解脱是能够普遍观照众生的根

机，随意转变，一时都能普应，如观世音菩萨的普门示现。后二句以法表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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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藏解脱，即指法的陀罗尼，表显如来藏中蕴藏恒沙功德。随顺无碍解脱是能

破他言，随彼言破，无碍圆满。接着再二句通达三世解脱、法界藏解脱──是一

对，称为相入通、智。针对时间而言，由达到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劫，随意住持，

相入故。后一句针对因缘集而显出智慧，因为一切种智都包藏在法界之中。最后

二句一对──光明轮解脱、无余境界解脱；针对相即而表明通和智。就身讲神通

时，即是一身光明轮，能普遍照耀时，即变成解脱光轮。 

◎经文──佛子！此菩萨摩诃萨通达如是智慧，随顺无量菩提，成就善巧念力， 

（解）──此段落表明因为有前面的七种智慧成就了念力，而能承受多法，有此

智慧能成就多种德行，所以说无量菩提。 

◎经文──十方无量诸佛所有无量大法明、大法照、大法雨，于一念顷皆能安、

能受、能摄、能持。〇譬如娑伽罗龙王所霔大雨，唯除大海，余一切处皆不能安、

不能受、不能摄、不能持。〇如来秘密藏大法明、大法照、大法雨亦复如是，唯

除第十地菩萨，余一切众生、声闻、独觉乃至第九地菩萨，皆不能安、不能受、

不能摄、不能持。 

（解）──十方下，别显法云地的菩萨受法的相状。文中以法喻合表现。法中有

三，表明所受的法多，大法明下，表示所受的法殊妙。大法明是闻和思的智慧所

摄所受，照是修慧所摄所受，于一念顷皆能安，表显能受的功德。一念表示快速，

既多，殊妙又快速，展转地表示殊胜。能安，表示能安，也能受。受者，即为信

受的意思。 

◎经文──佛子！譬如大海，能安、能受、能摄、能持一大龙王所霔大雨；若二、

若三乃至无量诸龙王雨，于一念间一时霔下，皆能安、能受、能摄、能持。何以

故？以是无量广大器故。〇住法云地菩萨亦复如是，能安、能受、能摄、能持一

佛法明、法照、法雨；若二、若三乃至无量，于一念顷一时演说，悉亦如是。是

故此地名为：法云。」 

（解）──佛子，譬如大海下，先譬喻，再合。海能安者，可以接受一切水，受

者，在此表示不污浊，污浊可以比喻对佛法不信受，摄者，表示其他的水入大海，

就失去其本来名字，持，表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思。 

◎经文── 解脱月菩萨言：「佛子！此地菩萨于一念间，能于几如来所安受摄

持大法明、大法照、大法雨？」〇 金刚藏菩萨言：「佛子！不可以算数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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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为汝说其譬喻。佛子！譬如十方各有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剎微尘数世界，

其世界中一一众生皆得闻持陀罗尼，为佛侍者，声闻众中多闻第一，如金刚莲华

上佛所大胜比丘；然一众生所受之法，余不重受。佛子！于汝意云何？此诸众生

所受之法为有量耶？为无量耶？」 解脱月菩萨言：「其数甚多，无量无边。」 金

刚藏菩萨言：「佛子！我为汝说，令汝得解。佛子！此法云地菩萨，于一佛所一

念之顷，所安、所受、所摄、所持大法明、大法照、大法雨、三世法藏，前尔所

世界一切众生所闻持法，于此百分不及一，乃至譬喻亦不能及。◎如一佛所，如

是十方如前所说，尔所世界微尘数佛复过此数，无量无边，于彼一一诸如来所所

有法明、法照、法雨、三世法藏，皆能安、能受、能摄、能持，是故此地名为法

云。 

（解）──解脱月下，开始问答，表显多中，先问，后答。答中有二：先校量显

示一佛之所受法广多，后如一佛所下，类显多佛。经中有三世法藏，指三世佛法

的宝藏，但在十地经论解为：其中三世法藏，意为法明，法照，法雨都蕴藏在法

界的意思。法明意为令众生破除昏暗，通达一切智慧；法照，意为以法观照诸法

实相。法雨系以雨来比喻佛的教法。 

◎经文──佛子！此地菩萨以自愿力，起大悲云，震大法雷，通、明、无畏以为

电光，福德、智慧而为密云，现种种身，周旋往返，于一念顷，普遍十方百千亿

那由他世界微尘数国土，演说大法，摧伏魔怨；复过此数，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

世界微尘数国土，随诸众生心之所乐，霔甘露雨，灭除一切众惑尘焰。是故此地

名为法云。 

（解）──此段落表示霔雨灭掉烦恼，其中讲到云等，如悲云可以普覆，法雷，

可以惊蛰，如同中国节气春天的春雷称为惊螫，表示可以有一年的好收成，而将

法雷比喻为惊蛰，具有可修行得佛果的意思。通、明，无畏，可以观照根机快速，

令其到达见道位的修行阶位；以福德，智慧因成就种种的身，如云形，系表显多

的样子。以法雨正是能破四种魔故。四种魔是夺取人的身命及慧命的四种，一是

蕴魔，即色受想行识等五蕴积聚而成生死苦果，此生死能夺慧命。二是烦恼魔，

能恼乱众生心神，也会夺慧命，不能成就佛果菩提。三是死魔，四是天子魔，又

称欲界的他化自在天子魔，会害人善事，作扰乱事，令修行人无得到出世的善根。 

◎经文──佛子！此地菩萨于一世界从兜率天下，乃至涅盘，随所应度众生心而

现佛事；若二、若三，乃至如上微尘数国土，复过于此，乃至无量百千亿那由他

世界微尘数国土，皆亦如是。是故此地名为：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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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落描述霔雨能生善，渐有八相成道，文意可知。 

◎经文── 佛子！此地菩萨智慧明达，神通自在。随其心念，能以狭世界作广

世界，广世界作狭世界；垢世界作净世界，净世界作垢世界；乱住、次住、倒住、

正住──如是无量一切世界皆能互作。〇或随心念，于一尘中置一世界须弥卢等

一切山川，尘相如故，世界不减；或复于一微尘之中置二、置三，乃至不可说世

界须弥卢等一切山川，而彼微尘体相如本，于中世界悉得明现。或随心念，于一

世界中示现二世界庄严，乃至不可说世界庄严；或于一世界庄严中示现二世界，

乃至不可说世界。或随心念，以不可说世界中众生置一世界；或随心念，以一世

界中众生置不可说世界，而于众生无所娆害。或随心念，于一毛孔示现一切佛境

界庄严之事。 

（解）──此段落讲神通之事，智慧明达正是有神通的智慧，十地经论说，住此

地，于智慧上自在力，善择大智神通，随心所念。此神通力有依内和依外，依内

而言，十地经论说有四者，一是不思议解脱，二是三昧，三是起智的陀罗尼，四

是神通。若依外，指业用凭靠外境而起神通。即经文随其心念起神通变化，转变

作用是起神通的相状，有转变外事，例如同类的世界变成广或狭。又垢世界作净

世界，是垢净因不同境界而转。或于一尘中置一世界的山川，属于一微尘含容世

界，属于自在转。又或随心念，于一毛孔示现一切佛境界，属于应化自身的神通

境界。 

◎经文──或随心念，于一念中示现不可说世界微尘数身，一一身示现如是微尘

数手，一一手各执恒河沙数华奁、香箧、鬘盖、幢幡，周遍十方，供养于佛；一

一身复示现尔许微尘数头，一一头复现尔许微尘数舌，于念念中，周遍十方，叹

佛功德。或随心念，于一念间普遍十方，示成正觉乃至涅盘，及以国土庄严之事；

或现其身普遍三世，而于身中有无量诸佛及佛国土庄严之事，世界成坏靡不皆现；

或于自身一毛孔中出一切风，而于众生无所恼害。或随心念，以无边世界为一大

海，此海水中现大莲华，光明严好，遍覆无量无边世界，于中示现大菩提树庄严

之事，乃至示成一切种智；或于其身现十方世界一切光明，摩尼宝珠、日月星宿、

云电等光靡不皆现；或以口嘘气，能动十方无量世界，而不令众生有惊怖想；或

现十方风灾、火灾及以水灾；或随众生心之所乐，示现色身，庄严具足；或于自

身示现佛身，或于佛身而现自身；或于佛身现己国土，或于己国土而现佛身。佛

子！此法云地菩萨能现如是及余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自在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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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落表示在一念中示现不可说的任何相状，表示作住持相，展现其

神变的力量。 

◎经文──尔时会中诸菩萨及天、龙、夜叉、干闼婆、阿修罗、护世四王、释提

桓因、梵天、净居、摩酰首罗诸天子等，咸作是念：「若菩萨神通智力能如是者，

佛复云何？」〇 尔时，解脱月菩萨知诸众会心之所念，白金刚藏菩萨言：「佛

子！今此大众闻其菩萨神通智力，堕在疑网。善哉仁者！为断彼疑，当少示现菩

萨神力庄严之事。」 

（解）──此段落在断疑显胜。即断除疑惑显出殊胜处。会中的诸菩萨及天等，

都问十地菩萨的神通智力是这样，那佛的神通智力又是如何呢？解脱月菩萨知道

众会的心念，而回答金刚藏菩萨，说为解决这些疑惑，会稍微示现菩萨神通力量

的庄严事。 

◎经文──时金刚藏菩萨即入一切佛国土体性三昧。〇入此三昧时，诸菩萨及一

切大众，皆自见身在金刚藏菩萨身内，于中悉见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种种庄严之

事，经于亿劫说不能尽。又于其中见菩提树，其身周围十万三千大千世界，高百

万三千大千世界，枝叶所荫亦复如是。称树形量，有师子座，座上有佛，号：一

切智通王。一切大众悉见其佛坐菩提树下师子座上，种种诸相以为庄严，假使亿

劫说不能尽。〇金刚藏菩萨示现如是大神力已，还令众会各在本处。时诸大众得

未曾有，生奇特想，默然而住，向金刚藏，一心瞻仰。 

（解）──金刚藏菩萨为断前面的疑惑，进入一切国土体性三昧，称为法主入定，

而国土体性无所不融，意为不论在什么国土都能融合，所以能以一身包含所有世

界。进入此三昧，所有的众生都见到希有奇妙的景像，同时亦表显此神通的自在，

而有一切智通王的出现。金刚藏菩萨示现这样的大神通后，又令众会还回本来的

地方，当时的大众得到从未有的遭遇，产生奇特的想法，都没有声音地停留在那

里，朝向说法主金刚藏菩萨，并一心看地他。 

◎经文──尔时解脱月菩萨白金刚藏菩萨言：「佛子！今此三昧，甚为希有，有

大势力，其名何等？」 金刚藏言：「此三昧名：一切佛国土体性。」〇 又问：

「此三昧境界云何？」 答言：「佛子！若菩萨修此三昧，随心所念，能于身中

现恒河沙世界微尘数佛剎，复过此数，无量无边。〇「佛子！菩萨住法云地，得

如是等无量百千诸大三昧，故此菩萨身、身业不可测知，语、语业，意、意业，

神通自在，观察三世三昧境界、智慧境界，游戏一切诸解脱门；变化所作、神力

所作、光明所作，略说乃至举足、下足──如是一切诸有所作，乃至法王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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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慧地菩萨皆不能知。佛子！此法云地菩萨所有境界，略说如是；若广说者，假

使无量百千阿僧祇劫亦不能尽。」 

（解）──在那时此会的请法者解脱月菩萨问金刚菩萨所进入的三昧名称是什

么？金刚藏菩萨答说三昧名称为一切佛国土体性。解脱月菩萨又问这三昧的体性

是怎样的？也就是问此三昧的业用分齐。金刚藏菩萨回答说，若修这三昧，则能

随心所念，能在身中现恒河沙世界微尘数的佛剎，甚至超越此，到无量无边。同

时又说，如果菩萨住在法云地，能得到这样这类的无量百千诸大三昧，此地的菩

萨身语意三业的不可思议，所起的作用难可想象。以身语业三业而谈，即表示神

通自在。又观察三世，即第一智大；二、三昧境界，即前面疏钞提到此地菩萨有

五种大的第三种三昧大；三、智慧境界，即是五种大的第四种陀罗尼大；四、游

戏一切世界，即是解脱大；五、变化所作、神力所作、光明所作，即是第五的神

通大。 

◎经文──解脱月菩萨言：「佛子！若菩萨神通境界如是，佛神通力，其复云何？」 

（解）──解脱月菩萨又问金刚藏菩萨，十地菩萨的神通境界是这样，则佛的神

通力又是如何呢？ 

◎经文── 金刚藏言：「佛子！譬如有人，于四天下取一块土，而作是言：『为

无边世界大地土多，为此土多？』我观汝问亦复如是，如来智慧无边无等，云何

而与菩萨比量？〇复次──佛子！──如四天下取少许土，余者无量；此法云地

神通智慧，于无量劫但说少分，况如来地！〇佛子！我今为汝引事为证，令汝得

知如来境界。佛子！假使十方一一方各有无边世界微尘数诸佛国土，一一国土得

如是地菩萨充满，如甘蔗、竹、苇、稻、麻、丛林，彼诸菩萨于百千亿那由他劫

修菩萨行所生智慧，比一如来智慧境界，百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能

及。 

（解）──金刚藏菩萨说，如果有人，在四天下取一块土，而说，是无边世界大

地土多，还是此土多？而我现在见到你问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如来的智慧无边也

无有可与佛同等，为何可以拿菩萨来比较呢？又，如在四天下取了少许土，其余

的土还有无量；而此十地法云地的神通智慧，在无量的时间而言只不过是少分，

何况要说到如来的地位。佛子下，则引事类显佛德的无量。 

◎经文──「佛子！此菩萨住如是智慧，不异如来身、语、意业，不舍菩萨诸三

昧力，于无数劫承事供养一切诸佛，一一劫中以一切种供养之具而为供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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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神力所加，智慧光明转更增胜，于法界中所有问难善为解释，百千亿劫无能

屈者。佛子！譬如金师以上妙真金作严身具，大摩尼宝钿厕其间，自在天王身自

服戴，其余天人庄严之具所不能及；此地菩萨亦复如是，始从初地乃至九地，一

切菩萨所有智行皆不能及。◎此地菩萨智慧光明能令众生乃至入于一切智智，余

智光明无能如是。佛子！譬如摩酰首罗天王光明，能令众生身心清凉，一切光明

所不能及；此地菩萨智慧光明亦复如是，能令众生皆得清凉，乃至住于一切智智，

一切声闻、辟支佛乃至第九地菩萨智慧光明悉不能及。◎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已

能安住如是智慧，诸佛世尊复更为说三世智、法界差别智、遍一切世界智、照一

切世界智、慈念一切众生智，举要言之，乃至为说得一切智智。此菩萨，十波罗

蜜中，智波罗蜜最为增上；余波罗蜜非不修行。◎「佛子！是名：略说菩萨摩诃

萨第十法云地；若广说者，假使无量阿僧祇劫亦不能尽。〇佛子！菩萨住此地，

多作摩酰首罗天王，于法自在，能授众生、声闻、独觉、一切菩萨波罗蜜行，于

法界中所有问难无能屈者。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如是一切诸所作业，皆

不离念佛，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复作是念：『我当于一切众生为

首、为胜，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若勤加精进，于一念顷，得十不可说百千

亿那由他佛剎微尘数三昧，乃至示现尔所微尘数菩萨以为眷属。〇若以菩萨殊胜

愿力自在示现，过于此数，所谓：若修行、若庄严、若信解、若所作、若身、若

语、若光明、若诸根、若神变、若音声、若行处──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不能数

知。 

（解）──金刚藏菩萨说，此地菩萨的智慧能令众生入一切智，其智慧具有和佛

一样的身语意三业，因为已在无数劫供养一切诸佛，一一劫中以一种类的供养具

供养佛，一切诸佛给与加持力，其智慧光明也转更增胜，因而其智力超过其余各

地菩萨。此地菩萨已能安住如是的智慧，诸佛，世尊又更为说一切智智，十波罗

蜜中以智波罗蜜最为增上。住此地菩萨，多作摩酰首罗天王，对法自在，法界中

所有的问难，皆能回答。 

◎经文── 「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十地行相次第现前，则能趣入一切智智。

譬如阿耨达池出四大河，其河流注遍阎浮提，既无尽竭，复更增长，乃至入海，

令其充满。〇佛子！菩萨亦尔，从菩提心流出善根大愿之水，以四摄法充满众生，

无有穷尽，复更增长，乃至入于一切智海，令其充满。 

（解）──此段落也以法喻合表现。法中，先述此地菩萨，十地行相次第现前，

表示开始从初欢喜地到最终的十地法云地，次第具足，则入智海。譬喻中比喻阿

耨达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即（一）愿智河，即大愿的水；（二）波罗蜜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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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河，即今讲的善根；（四）大悲河，即前段的以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充

满众生。无有穷尽，表示大愿等皆是无尽的。 

◎经文──「佛子！菩萨十地，因佛智故，而有差别。 

（解）──因佛智，因为修平等佛智，而发起各种修行，修行尚未完成，所以随

十地的修行，各有胜进增上，为求平等无差，本来即需从次第差别开始。 

◎经文──如因大地，有十山王。何等为十？所谓：雪山王、香山王、鞞陀梨山

王、神仙山王、由干陀山王、马耳山王、尼民陀罗山王、斫羯罗山王、计都末底

山王、须弥卢山王。 

（解）──其中的鞞陀梨，汉译为种种持。由干陀，汉译为双持。尼民陀罗，汉

译为持边；斫羯罗，汉译为轮围；计都末底，汉译为幢慧。 

◎经文──佛子！如雪山王，一切药草咸在其中，取不可尽；菩萨所住欢喜地亦

复如是，一切世间经书、技艺、文颂、呪术咸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香山

王，一切诸香咸集其中，取不可尽；菩萨所住离垢地亦复如是，一切菩萨戒行、

威仪咸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鞞陀梨山王，纯宝所成，一切众宝咸在其中，

取不可尽；菩萨所住发光地亦复如是，一切世间禅定神通、解脱三昧、三摩钵底

咸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神仙山王，纯宝所成，五通神仙咸住其中，无有

穷尽；菩萨所住焰慧地亦复如是，一切道中殊胜智慧咸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

如由干陀罗山王，纯宝所成，夜叉大神咸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难胜地亦

复如是，一切自在如意神通咸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马耳山王，纯宝所成，

一切诸果咸在其中，取不可尽；菩萨所住现前地亦复如是，入缘起理声闻果证咸

在其中，说不可尽。如尼民陀罗山王，纯宝所成，大力龙神咸住其中，无有穷尽；

菩萨所住远行地亦复如是，方便智慧独觉果证咸在其中，说不可尽。如斫羯罗山

王，纯宝所成，诸自在众咸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不动地亦复如是，一切

菩萨自在行差别世界咸在其中，说不可尽。如计都山王，纯宝所成，大威德阿修

罗王咸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善慧地亦复如是，一切世间生灭智行咸在其

中，说不可尽。如须弥卢山王，纯宝所成，大威德诸天咸住其中，无有穷尽；菩

萨所住法云地亦复如是，如来力、无畏、不共法、一切佛事咸在其中，问答宣说

不可穷尽。 

（解）──在教法和譬喻相对显示之中，描述山的体，前二是土山，其余八项是

宝，所以在十地经论说：是中纯净诸宝山喻八种地。三地在世间，为何说清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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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经论说，厌地善清净故。意为能修善，厌伏烦恼，也得为清净，而比喻为宝

山。若谈到山中所有，即是表明各有增上的意思。初地神圣智慧如法药，法药能

破无明烦恼。二地戒香，三地禅定等可贵如宝，因为可以累积修行功力；四地出

世如仙；五地善巧自在如夜叉；六地以五地修苦集灭道四谛因，和声闻相同，还

未能超出；至入六地则已超越，且六地具有无漏的智慧，可以帮助法身养成；七

地方便善巧，如龙神，超前六地的缘起因缘，称为缘觉果；八地无功用心已自在，

此自在众即是密迹诸神；九地善巧说法摄化众生，有大力的相状。十地佛德如天，

因为已纯净故。 

  经文中的如计都山王，纯宝所成，大威德阿修罗王咸住其中，无有穷尽；比

照十地经论记载：修罗计有五种住处，一在地上；一最居下在海底，即毗摩质多

罗阿修罗王，力量最大，统领无数修罗的眷属。次上二万一千由旬有勇健阿修罗

王，威势次劣，也统领无量修罗眷属；又次上二万一千由旬有华鬘修罗王，威势

转弱，也统领无量修罗眷属；次上二万一千由旬有罗睺修罗王，势力最劣，也统

领无量修罗眷属。 

◎经文──「佛子！此十宝山王，同在大海，差别得名；菩萨十地亦复如是，同

在一切智中，差别得名。 

（解）──总结教法和譬喻，结成本意，有二种意思：一种既然是同一智海，只

是得到不同的名称，而不是有什么差异。第二种意思为互相表显的意思，说此十

大山因海而得到高又殊胜的名称，若其他处，也不见得高，同样，大海也因为山

而得到深广之名，而有大海的称呼。如果讲到十地，因为要修佛的智慧，故有高

胜，佛智也因为十地的菩萨修行还不到尽头，才能显现佛智的深广。 

◎经文──佛子！譬如大海，以十种相，得大海名，不可移夺。何等为十？一、

次第渐深；二、不受死尸；三、余水入中皆失本名；四、普同一味；五、无量珍

宝；六、无能至底；七、广大无量；八、大身所居；九、潮不过限；十、普受大

雨，无有盈溢。〇菩萨行亦复如是，以十相故，名菩萨行，不可移夺。何等为十？

所谓欢喜地，出生大愿渐次深故；离垢地，不受一切破戒尸故；发光地，舍离世

间假名字故；焰慧地，与佛功德同一味故；难胜地，出生无量方便神通、世间所

作众珍宝故；现前地，观察缘生甚深理故；远行地，广大觉慧善观察故；不动地，

示现广大庄严事故；善慧地，得深解脱行于世间，如实而知不过限故；法云地，

能受一切诸佛如来大法明雨无厌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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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大海的十相表明难度能度的大果功德，经文先有譬喻，后有合。不

可移夺有二种意义，一者，修成佛果的果海，因为有十地的相，不可夺下果海深

广的名称。二者，地行因相，由依靠智海，不可夺其在因地修行的名称，若夺因

地修行相，则果不成就。所以十地经论云：因与果是相顺的。如海的十相，方能

构成海，修行得到大菩提果，这个果也是因地修行累积得到的经文以大海十相，

和后面的十地修行可归纳为八种，一、易入功德，以渐进故。二、净功德；三、

平等功德；四、护功德，守护一味，恒不失故。；五、利益功德，能利益世间；

六七合为不竭功德，因为深又广；七、住处功德，无功用行是菩萨所住。经文说

大身，意为以无量身修菩萨行。八、末后二句合为护世间功德，九地潮不过限，

不误偒物；知机授法，不差根器。十地若无大海，水溺四大洲。。为便于阅读，

制表如下： 

解释 海有十相 十地修行 

一易入功德，以渐进

故 

次第渐深 欢喜地，出生大愿渐次深故 

二净功德 不受死尸 离垢地，不受一切破戒尸故 

三平等功德 余水入中，皆失本名。 发光地，舍离世间假名字故 

四护功德，守护一味，

恒不失故 

普同一昧 焰慧地，与佛功德同一味故 

五利益功德，能利益

世间 

无量珍宝 难胜地，出生无量方便神通、世

间所作众珍宝故 

六七合为不竭功德，

因为深又广 

无能至底，广大无量 现前地，观察缘生甚深理故；远

行地，广大觉慧善观察故； 

七、住处功德，无功

用行是菩萨所住。经

文说大身，意为以无

量身修菩萨行。 

大身所居 不动地，示现广大庄严事故； 

八、末后二句合为护

世间功德，九地潮不

过限，不误偒物；知

机授法，不差根器。

十地若无大海，水溺

四大洲。 

潮不过限，普受大雨，无有盈溢。 善慧地，得深解脱行于世间，如

实而知不过限故；法云地，能受

一切诸佛如来大法明雨无厌足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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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盘经说海有八德：一渐渐转深，二深难得底，三同一咸味，四潮不过限，

五有种种宝藏，六大身众生所居，七不宿死尸，八一切万流大雨投下，不增不减。

以此八德譬喻佛的教法，广有合相，今譬喻有次第，表示十地，由第一地加到十

地，表示有次第，顺序。 

◎经文──佛子！譬如大摩尼珠有十种性出过众宝。何等为十？一者从大海出；

二者巧匠治理；三者圆满无缺；四者清净离垢；五者内外明彻；六者善巧钻穿；

七者贯以宝缕；八者置在瑠璃高幢之上；九者普放一切种种光明；十者能随王意

雨众宝物，如众生心充满其愿。佛子！当知菩萨亦复如是，有十种事出过众圣。

何等为十？一者发一切智心；二者持戒头陀，正行明净；三者诸禅三昧，圆满无

缺；四者道行清白，离诸垢秽；五者方便神通，内外明彻；六者缘起智慧，善能

钻穿；七者贯以种种方便智缕；八者置于自在高幢之上；九者观众生行，放闻持

光；十者受佛智职，堕在佛数，能为众生广作佛事。 

（解）──以宝珠比喻转尽坚固功德，先譬喻，再后合，都有先总，后别的铺陈

顺序。总的来说出过众宝，十地经论说为过十宝性，十地经论只说超过瑠璃等宝。

如果不具超出众宝，是在比喻小乘，只有清净相，但无法度化众生。以大摩尼珠

有十种性质来譬喻十地，后经文说菩萨也是如此，有十种事超越众生，为便于比

对制表如下： 

大摩尼珠的性质 十种事 解释 

从大海出 发一切智心（初欢喜地） 从大海出的意思是有出，

所以可取。如第一欢喜

地，有智慧可以善观察，

可以出烦恼海。 

巧匠治理 持戒头陀，正行明净。（第

二离垢地） 

是色的功德，由治理，造

成色相明净。 

圆满无缺 诸禅三昧圆满无缺（第三

发光地） 

就形相而言 

清净离垢 道行清白，离诸垢秽。（第

四焰慧地） 

此为无垢 

内，外明彻 方便神通，内，外明彻。

（第五难胜地） 

此为明净 

善巧钻穿 缘起智慧，善能钻穿。（第

六现前地） 

有三句属于起行功德，智

行穿彻，方便行摄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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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以宝缕 贯以种种方便智缕（第七

远行地） 

自在行高显。 

置在瑠璃高幢之上 置于自在高幢之上（第八

不动地） 

普放一切种种光明 观众生行，放闻持光（第

九善慧地） 

神力功德，所以闻持普

照，因为体用微妙。 

能随王意，雨众宝物，如

众生心，充满其愿。 

受佛智职，堕在佛数，能

为众生广作佛事。（第十

法云地） 

不护功德表示随王雨宝，

就法而论，得到佛的智

慧，受的阶位如王，令一

切众生有善根的宝藏，能

随意降下宝物。 

◎经文── 「佛子！此集一切种一切智功德菩萨行法门品，若诸众生不种善根

不可得闻。」 解脱月菩萨言：「闻此法门，得几所福？」 金刚藏菩萨言：「如

一切智所集福德，闻此法门福德如是。何以故？非不闻此功德法门而能信解、受

持、读诵，何况精进、如说修行！是故当知，要得闻此集一切智功德法门，乃能

信解、受持、修习，然后至于一切智地。」◎ 尔时佛神力故，法如是故，十方

各有十亿佛剎微尘数世界六种十八相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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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众天华、天鬘、天衣，及诸天宝庄严之具、幢幡、缯盖。奏天妓乐，

其音和雅，同时发声，赞一切智地所有功德。〇如此世界他化自在天王宫演说此

法，十方所有一切世界悉亦如是。〇尔时，复以佛神力故，十方各十亿佛剎微尘

数世界外，有十亿佛剎微尘数菩萨而来此会，作如是言：「善哉善哉！金刚藏！

快说此法。我等悉亦同名：金刚藏，所住世界各各差别，悉名：金刚德，佛号：

金刚幢。我等住在本世界中，皆承如来威神之力而说此法，众会悉等，文字句义

与此所说无有增减；悉以佛神力而来此会，为汝作证。如我等今者入此世界，如

是十方一切世界悉亦如是而往作证。」 

（解）──此段落描述十地法云地的利益分。佛子，此十地集合了一切种一切智

功德菩萨行法门品，假如众生不种善根，不可以听闻得到。解脱月菩萨问：要听

闻到此法门，会得到什么福？金刚藏菩萨回答，就像一切智所积集的福德，听闻

到此法门，福德就有这么大，理由是什么呢？一定要听闻到集合一切智的功德法

门，才能信解，受持，修习，然后才能到一切智地。尔时佛的威神力，法是这样

的，十方各有十亿佛剎微尘数世界发生六种十八相动。同时降下天华，天鬘，天

衣等，及奏天乐，同时发声，赞叹一切智地的所有功德。如此世界他化自在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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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演说此法，十方所有的一切世界，都一样在演说此法。在其时又有十方各十亿

佛剎微尘数世界外有十亿佛剎微尘数菩萨来此会，启请金刚藏菩萨说法。（下面

偈颂省略，此品经解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