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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嚴禪寺網路白話華嚴經淺釋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五（卷四十八）  釋法欣 整理  

一、 來意 

前品的〈如來十身相好品〉表明相狀，此品則辨明好的相狀。 

二、 釋名 

如來，標出人以表其德；隨好等，顯示德行依人而有，隨好是體

性，隨逐大人相，更加顯現相的殊勝美好。光明，表示發出的作用；

功德，表示作用。指從好而發光，光能利益眾生，顯示好的德用。 

三、 宗趣 

目的在於讓眾生明白如來好的殊勝功德，令眾生能發起恭敬而修

行。 

四、 釋文 

◎經文──爾時世尊告寶手菩薩言： 「佛子！如來、應、正等覺有

隨好，名：圓滿王。此隨好中出大光明，名為：熾盛，七百萬阿僧祇

光明而為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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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文開始是佛的自說，因為此品經文在解釋好的作用，但

作用難以思想，恐怕眾生不相信，所以佛自己說法。世尊告訴寶手菩

薩，如來，應正等覺有隨好，這隨好稱為圓滿王，因為德行和功用都

已完備，所以稱為圓滿，且能自在攝化而利益眾生，最為殊勝，所以

稱為王。此隨好中出現稱為熾盛的大光明，有七百萬的無法計數的光

明以為眷屬。 

◎經文──佛子！我為菩薩時，於兜率天宮放大光明，名：光幢王，

照十佛剎微塵數世界。彼世界中地獄眾生，遇斯光者，眾苦休息，得

十種清淨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咸生歡喜，踊躍稱

慶，從彼命終生兜率天。天中有鼓，名：甚可愛樂。彼天生已，此鼓

發音而告之言：『諸天子！汝以心不放逸於如來所種諸善根、往昔親

近眾善知識、毘盧遮那大威神力，於彼命終，來生此天。』 

（解）──佛說自己為菩薩時，在兜率天宮放出稱為光幢王的大光

明，照射到十佛剎微塵數世界。那些世界中的地獄眾生，見到這光明，

停止了各種痛苦，同時得到十種清淨眼，連其他五根都得到清淨，產

生歡喜，並從地獄果報終結時，上昇兜率天。在此天中有稱為甚可愛

樂的天鼓，在地獄眾生來生此天時，天鼓為眾生說來生此天的因緣。

其中的往昔親近善知識，表示曾親近《法華經》、《涅槃經》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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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心不放逸，表示曾修行，表示曾依諸經修行，但曾毁謗，才

墮地獄；又因過去的聽聞的經驗，種下金剛種子，變成宿世的因緣；

同時以毗盧遮那大威神力為現在的因緣，有了因和緣的互相支持，一

下子即升到十地等階位。 

◎經文──佛子！菩薩足下千輻輪，名光明普照王。此有隨好，名圓

滿王，常放四十種光明。中有一光，名清淨功德，能照億那由他佛剎

微塵數世界，隨諸眾生種種業行、種種欲樂皆令成熟。阿鼻地獄極苦

眾生，遇斯光者，皆悉命終生兜率天。既生天已，聞天鼓音而告之言：

『善哉善哉！諸天子！毘盧遮那菩薩入離垢三昧，汝當敬禮。』 爾

時，諸天子聞天鼓音如是勸誨，咸生是念：『奇哉，希有！何因發此

微妙之音？』是時，天鼓告諸天子言：『我所發聲，諸善根力之所成

就。諸天子！如我說我，而不著我，不著我所；一切諸佛亦復如是，

自說是佛，不著於我，不著我所。諸天子！如我音聲不從東方來，不

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業報成佛亦復如是，非十方來。 

（解）──佛說自己為菩薩時，腳底有圓圓的車輪形狀，稱為光明普

照王，這一種相狀，又稱為圓滿王，常放四十種光明；其中有一光，

稱為清淨功德，可以照見多到沒有數目可以計算的世界，隨那裏面眾

生的各種造就的行為、各種欲樂，都令其成熟；如果阿鼻地獄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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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清淨功德的光，都能在地獄果報還盡時生到兜率天。已經昇天

後，會聽到天鼓發出聲音告訴他們：諸天子，毘盧遮那菩薩進入了離

垢三昧，你們應當禮敬。在那個時候，諸天子聽到天鼓這樣勸進教誨，

想到：好奇妙啊，真是稀有，怎麼會發出這樣微妙的聲音呢？這時，

天鼓告訴昇到兜率天的天子說，我的發聲，因為各種善根的力量成就

的。好像我所說的，不執著我，也不執著和我對應的環境，一切諸佛

都一樣，自說自己是佛，但不執著佛的階位，也不執著在什麼環境。

諸天子，如我的音聲，不是來自東方，也不是來自南方、西方、北方、

東南‧西北‧東北‧西南等四方、上方、下方，同樣地業報和成佛也

是一樣，並非從十方來。此段在比喻佛是無我也無來。 

◎經文──諸天子！譬如汝等昔在地獄，地獄及身非十方來，但由於

汝顛倒、惡業、愚癡纏縛，生地獄身，此無根本、無有來處。諸天子！

毘盧遮那菩薩威德力故，放大光明，而此光明非十方來。諸天子！我

天鼓音亦復如是，非十方來，但以三昧善根力故，般若波羅蜜威德力

故，出生如是清淨音聲，示現如是種種自在。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

有三十三天上妙宮殿種種樂具，而此樂具非十方來；我天鼓音亦復如

是，非十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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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以他物來譬喻自己，顯現來就是無來，來和無來沒有

差別。經文說諸天子，譬如你們從前在地獄，地獄和你們的身不是自

十方來，但因為你們顛倒、造下惡業、愚昧不明，而生出地獄的身，

根本沒有來處。諸天子，正如毘盧遮那菩薩有大威德力，而放大光明，

但此光明非從十方來。諸天子，我天鼓音也是如此，並非從十方來，

但因為三昧的善根力量，及出世智慧的威德力，而出生如此的清淨音

聲，展現這樣的各式各樣的自在。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有三十三天

上殊妙宮殿的種種令人快樂的物品，但這些物品，並非從十方來；同

樣，我天鼓音也是如此，並不是從十方來的。 

◎經文──諸天子！譬如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世界盡末為塵，我為如

是塵數眾生，隨其所樂，而演說法，令大歡喜，然我於彼不生疲厭，

不生退怯，不生憍慢，不生放逸。諸天子！毘盧遮那菩薩住離垢三昧

亦復如是，於右手掌一隨好中放一光明，出現無量自在神力，一切聲

聞、辟支佛尚不能知，況諸眾生！ 

（解）──此段用自己的能力比對佛的神通令眾生難以想像。經文

說，諸天子，例如將不可計數的世界化為微塵，我為這樣的微塵數眾

生，隨他們的喜樂，而演說不同的法，令他們都皆大歡喜，而我對他

們不產生厭倦，也不會被他們擊退，也不會產生憍慢，也不會生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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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諸天子，毘盧遮那菩薩住在離垢三昧的禪定中，也是如此，在菩

薩的右手掌的一個隨好相中放出一種光明，展現無量的神通力量，二

乘人的聲聞、辟支佛都不知，何況各位眾生。 

◎經文──諸天子！汝當往詣彼菩薩所，親近，供養，勿復貪著五欲

樂具！著五欲樂，障諸善根。諸天子！譬如劫火燒須彌山，悉令除盡，

無餘可得；貪欲纏心亦復如是，終不能生念佛之意。諸天子！汝等應

當知恩報恩。諸天子！其有眾生不知報恩，多遭橫死，生於地獄。諸

天子！汝等昔在地獄之中蒙光照身，捨彼生此。汝等今者宜疾迴向，

增長善根！諸天子！如我天鼓，非男非女，而能出生無量無邊不思議

事；汝天子、天女亦復如是，非男非女而能受用種種上妙宮殿、園林。

如我天鼓，不生不滅，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不生不滅。汝

等若能於此悟解，應知則入無依印三昧。』 

（解）──此段經文，在勸眾生往詣毘盧遮那菩薩的地方，親近並供

養，不要又貪著財、色、名、食、睡等五欲的歡樂！若執著五欲，即

會阻礙所有的善根，譬如壞劫時所發生的大火災，燒世界中心的山，

全都燒盡，寸土不留；貪欲執著的心也是一樣，有了貪欲執著，永遠

不會產生念佛的意念。諸天子，你們應知恩報恩，若有眾生不知回報

恩德，多遇到意外死亡，生在地獄。你們從前在地獄受到佛光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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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捨地獄果報生到此處。所以今應速速迴向，以增長自己的善根。如

我天鼓，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但能做出無量無邊不能想像的事；

你們不論是天子或天女，也是如此，非男非女，但能享受種種宮殿、

園林的美；如我天鼓一般，沒有生與滅，連色、受、想、行、識等五

蘊，也不生不滅。你們若能領悟了解，這種能所皆無的境界，就能進

入無依三昧，以智慧的印記和萬法相應，不收不攝，任心自安。 

◎經文──時諸天子聞是音已，得未曾有，即皆化作一萬華雲、一萬

香雲、一萬音樂雲、一萬幢雲、一萬蓋雲、一萬歌讚雲；作是化已，

即共往詣毘盧遮那菩薩所住宮殿，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欲申瞻覲而

不得見。時，有天子作如是言：『毘盧遮那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

淨飯王家，乘栴檀樓閣，處摩耶夫人胎。』時諸天子以天眼觀見菩薩

身，處在人間淨飯王家，梵天、欲天承事供養。諸天子眾咸作是念：

『我等若不往菩薩所問訊起居，乃至一念於此天宮而生愛著，則為不

可。』時，一一天子與十那由他眷屬欲下閻浮提。時天鼓中出聲告言：

『諸天子！菩薩摩訶薩非此命終而生彼間，但以神通，隨諸眾生心之

所宜，令其得見。諸天子！如我今者，非眼所見，而能出聲；菩薩摩

訶薩入離垢三昧亦復如是，非眼所見，而能處處示現受生，離分別，

除憍慢，無染著。諸天子！汝等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淨治其

意，住善威儀，悔除一切業障、煩惱障、報障、見障；以盡法界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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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等身，以盡法界眾生數等頭，以盡法界眾生數等舌，以盡法界眾生

數等善身業、善語業、善意業，悔除所有諸障過惡。』 

（解）──此段經文，先要表達獻供不遇，在那時，諸天子聽到天鼓

音說的內容，得到從未有的訊息，都化作一萬華雲、香雲、音樂雲、

幢雲、蓋雲、歌讚雲；作這樣變化後，共同前往到達毘盧遮那菩薩所

作的宮殿，合掌恭敬，在一面站立，想要覲見菩薩，但見不到。當時

有天子即說：『毘盧遮那菩薩已從這地方往生，投生到人間淨飯王家，

乘坐栴檀樓，處在摩耶夫人胎中。』諸天子以天眼觀察，見毘盧遮那

菩薩身在人間淨飯王家，有梵天和欲天，在其左右服侍、供養著。諸

天子見到此情形，都生起念頭：『我們若不往菩薩住處，問訊起居，

乃至一念對此天宮產生愛的執著，便不好了。』當時一一天子與許多

眷屬想要下去南贍部洲。當時天鼓發出聲音告訴他們：諸天子，毘盧

遮那菩薩並非在此命終而生淨飯王家，只是以神通力量，隨諸眾生心

念，令眾生得見。諸天子，好像我現在，並非眼睛所見，而能發出聲

音；大菩薩進入離垢三昧，也是如此，並非眼睛所見到一般，但能處

處示現受生，離開計度分別，除去憍慢，已無染污執著。諸位天子，

你們應該發菩提心，清淨身口意三業，轉能懺悔的本體，清淨意念，

住在善的威儀中，不隱藏瑕疵，斷滅相續心，又能懺悔行為造作的業

障、報障、煩惱障及斷邪見的見障；以盡法界眾生那樣多數量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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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惱、舌頭、身業、善語業、善的意業，懺悔斷除所有障礙產生的過

錯和惡行。 

◎經文──「時，諸天子聞是語已，得未曾有，心大歡喜而問之言：

『菩薩摩訶薩云何悔除一切過惡？』爾時，天鼓以菩薩三昧善根力

故，發聲告言：『諸天子！菩薩知諸業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來，而共積集，止住於心；但從顛倒生，無有住處。菩薩如

是決定明見，無有疑惑。諸天子！如我天鼓，說業、說報、說行、說

戒、說喜、說安、說諸三昧；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說我、說我所、說

眾生、說貪恚癡種種諸業，而實無我、無有我所。諸所作業、六趣果

報，十方推求悉不可得。諸天子！譬如我聲，不生不滅，造惡諸天不

聞餘聲，唯聞以地獄覺悟之聲；一切諸業亦復如是，非生非滅，隨有

修集則受其報。諸天子！如我天鼓所出音聲，於無量劫不可窮盡、無

有間斷，若來若去皆不可得。諸天子！若有去來則有斷常，一切諸佛

終不演說有斷常法，除為方便成熟眾生。諸天子！譬如我聲，於無量

世界，隨眾生心皆使得聞；一切諸佛亦復如是，隨眾生心悉令得見。

諸天子！如有玻瓈鏡，名為：能照，清淨鑒徹，與十世界其量正等；

無量無邊諸國土中，一切山川、一切眾生，乃至地獄、畜生、餓鬼，

所有影像皆於中現。諸天子！於汝意云何？彼諸影像可得說言來入鏡

中、從鏡去不？』答言：『不也。』『諸天子！一切諸業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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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能出生諸業果報，無來去處。諸天子！譬如幻師幻惑人眼，當知諸

業亦復如是。若如是知，是真實懺悔，一切罪惡悉得清淨。』 

（解）──那個當下，所有的天子聽到天鼓的說話，得到從未有的心

大歡喜，又問：大菩薩如何悔過消除一切的過錯惡行呢？天鼓以菩薩

禪定的善根力，發出聲音告訴大眾說：諸天子啊，菩薩知道所有的業

不是從任何一方向來，但卻會積聚集合停在心上，這個業從顛倒產

生，從妄想生出，本無自性，是空的，知道是空的道理的智慧，令這

空慧與心相應，就能決定而無疑問，如果能知道這樣的道理，就可稱

為菩薩。譬如我天鼓說業，說果報，說行為，說戒律，說喜歡，說安

定他人，說禪定三昧；所有的諸佛，菩薩也是一樣，說我，說和我相

應的環境，說眾生，說貪欲、瞋恚、愚癡等種種不同的業報，其實都

沒有一個實質存在我，和與我相應的對象；所有造就出來的業行，到

往生六道輪迴的果報，如果要向十方去求，全都不能得到。諸天子，

像我的音聲，沒有生也没有滅，造下惡業的天人，只會聽到地獄裏覺

悟的音聲；一切所有的業也是如此，不生不滅，隨著有修行集合，就

會受到報應。諸天子，譬如我天鼓出的聲音，在無法計算的時間裏都

不會消失，也沒有間斷；好像來又好像去，完全無法得到。諸天子，

如果有去，有來，就會有斷絕和經常。一切諸佛都不說有斷或常的法，

除了欲善巧方便度化成就眾生之外。諸天子，例如我的聲音，在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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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隨著眾生的心意，都使他們能夠聽到；一切諸佛也是一樣，隨

著眾生的心意，讓他們都能見到。諸天子，如玻瓈的鏡子，可以照，

完全清淨，與十世界的量相等，無量無邊；所有國土中的一切山河大

地，一切眾生，甚至到地獄、畜生、餓鬼所有影像，都能在玻瓈鏡中

出現。諸天子，你們怎麼想呢？這麼多的形象，可以說出現在鏡中，

又從鏡中離開嗎？回答：不可！諸天子，一切所有的業報，也是如此，

雖能生出各種業行造成的果報，但沒有來，也沒有去的地方。諸天子，

好像魔術師用幻術迷惑人的眼睛，應當知所有的業也是如此。如果眾

生能參透這樣的奧密，才稱為真實的懺悔，這樣，一切罪惡，都能完

全清淨。 

◎經文──「說此法時，百千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世界中兜率陀諸天

子，得無生法忍；無量不思議阿僧祇六欲諸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六欲天中一切天女皆捨女身，發於無上菩提之意。爾時諸天

子聞說普賢廣大迴向，得十地故，獲諸力莊嚴三昧故，以眾生數等清

淨三業悔除一切諸重障故，即見百千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七寶蓮華；

一一華上皆有菩薩結跏趺坐，放大光明；彼諸菩薩一一隨好，放眾生

數等光明；彼光明中，有眾生數等諸佛結跏趺坐，隨眾生心而為說法，

而猶未現離垢三昧少分之力。爾時，彼諸天子以上眾華，復於身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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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孔化作眾生數等眾妙華雲，供養毘盧遮那如來，持以散佛，一切

皆於佛身上住。 

（解）──天鼓在說此法時，有百千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世界中的兜

率陀天的天子認識不生不滅的道理，有無法計算的欲界六天，包括四

大天、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等的天子發

出證悟的菩提心，此六天的天女全部抛棄女身，發出要成佛的意念。

在那個時候，所有的天子聽聞了普賢的大迴向，得到十地，獲得十力

的莊嚴三昧，而十力屬於佛的果德。這是因為眾生的清淨身口意三業

懺悔一切嚴重的業障，故而見到不可計算佛國淨土的七寶蓮華，每一

朵蓮華上都有菩薩，結跏趺坐，出大光明，一一菩薩都放出眾生數量

的光明；光明中有和眾生一樣多的諸佛，也在蓮華上結跏趺坐，隨眾

生心念為之說法，但尚未表現出離垢三昧一點點的力量。當時所有的

天子以前面的不可計數的蓮華，又在身上的一一毛孔變化成和眾生數

量一樣多的殊妙華雲，供養毘盧遮那如來，持著散在佛上，一切華都

在佛身上留住。 

◎經文──其諸香雲普雨無量佛剎微塵數世界。若有眾生，身蒙香

者，其身安樂，譬如比丘入第四禪，一切業障皆得銷滅。若有聞者，

彼諸眾生於色、聲、香、味、觸，其內具有五百煩惱，其外亦有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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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貪行多者二萬一千，瞋行多者二萬一千，癡行多者二萬一

千，等分行者二萬一千──了知如是悉是虛妄，如是知已，成就香幢

雲自在光明清淨善根。若有眾生見其蓋者，種清淨金網轉輪王一恒河

沙善根。 

（解）──這樣的香雲普遍地降到無量佛國土世界，其中若有眾生，

身上受到這樣的香雲，便身心安樂。譬如比丘進入第四禪，一切業障

都可以消滅。若有嗅到的眾生，對於五塵，色、聲、香、味、觸，各

種塵都具有五百煩惱，外也有五百煩惱－－若貪欲多的有二萬一千煩

惱，瞋恚多的也有二萬一千煩惱，愚癡多的也是二萬一千煩惱，一般

行者也有二萬一千煩惱－－，了知這樣全都是虛妄，若能這樣知，便

成就了稱為香幢自在光明的清淨善根。若有眾生見到這香幢蓋的，就

種下了清淨金網轉輪王一恆河沙的善根。 

◎經文──佛子！菩薩住此轉輪王位，於百千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世

界中教化眾生。佛子！譬如明鏡世界月智如來，常有無量諸世界中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化現其身而來聽法，廣為演說本生之

事，未曾一念而有間斷。若有眾生聞其佛名，必得往生彼佛國土；菩

薩安住清淨金網轉輪王位，亦復如是，若有暫得遇其光明，必獲菩薩

第十地位，以先修行善根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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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佛子啊！菩薩住在此轉輪王的位置，在百千億不可數的世

界中教化眾生。譬如明鏡世界的月智如來，經常有無量各種世界中的

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等，變化其身來聽月智

如來的法，月智如來為他們演說自己修行事蹟，沒有因一念而有間

斷，若有眾生聽到他的名號，一定往生月智如來的佛國淨土。菩薩安

住在清淨金網轉輪王位，也是如此；若有眾生暫時得到遇到月智如來

的光明，必定獲得菩薩第十法雲地的階位，因為已經聽聞普遍的法，

修普遍的善行的緣故。 

◎經文──佛子！如得初禪，雖未命終，見梵天處所有宮殿而得受於

梵世安樂；得諸禪者，悉亦如是。菩薩摩訶薩住清淨金網轉輪王位，

放摩尼髻清淨光明。若有眾生遇斯光者，皆得菩薩第十地位，成就無

量智慧光明，得十種清淨眼乃至十種清淨意，具足無量甚深三昧，成

就如是清淨肉眼。佛子！假使有人以億那由他佛剎碎為微塵，一塵一

剎，復以爾許微塵數佛剎碎為微塵，如是微塵，悉置左手，持以東行，

過爾許微塵數世界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此微塵，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如是十方所有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悉

以集成一佛國土，──寶手！──於汝意云何：如是佛土廣大無量可

思議不？」 答曰：「不也！如是佛土，廣大無量，希有奇特，不可

思議。若有眾生聞此譬喻能生信解，當知更為希有奇特。」 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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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手！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譬喻而生

信者，我授彼記，決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獲如來無上智慧。

寶手！設復有人以千億佛剎微塵數如上所說廣大佛土抹為微塵，以此

微塵依前譬喻，一一下盡，乃至集成一佛國土，復抹為塵，如是次第

展轉乃至經八十返，如是一切廣大佛土所有微塵，菩薩業報清淨肉眼

於一念中悉能明見，亦見百億廣大佛剎微塵數佛，如玻瓈鏡，清淨光

明，照十佛剎微塵數世界。寶手！如是皆是清淨金網轉輪王甚深三昧

福德善根之所成就。」 

（解）──佛子啊！譬如得到初禪境界，生命雖未終了，會見到梵天

處的所有宮殿，且能受到梵天世界的安樂。得到二禪三禪四禪的，全

都如此。大菩薩住在清淨金網轉輪王位，放出摩尼髻清淨光明。若有

眾生遇到這個光明，都得到菩薩第十法雲地的階位，成就無量的智慧

光明，得到十種清淨眼，甚至十種清淨意念，具足無量甚深禪定當中，

成就這樣的清淨肉眼。佛子！假如有人，將無法計算的佛國土破碎成

微塵，一個微塵有一個剎土，又以如此微細的塵土，再破碎為更細的

塵土，將這樣的塵土，全放在左手，帶著向東方去，經過不可數的微

塵數世界後，再放掉一個塵土，如此往東行，用盡此塵土，南方、西

方、北方、東北方、西南方、東南方、西北方、上方、下方都一樣進

行，這樣十方所有世界，若有沾到微塵，或有未沾到微塵的，全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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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來變成一個國土，－－寶手！－－這樣你怎麼認為呢？這樣的國

土，廣大無量，可以想像得到嗎？回答說：「沒有辦法。這樣的佛土，

廣大無量，稀有而奇怪又特別，無法想像。若有眾生聽聞這譬喻，能

產生信解，當知是更加奇特。」佛於是說：「寶手，正是如此，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聽到這樣的比喻而相信的，我要授記給他們，一定能

證得無上菩提，應當獲得如來最高的智慧。寶手，假設有人，以千億

佛國土微塵數，如上所說的廣大佛土抹為微塵，以這樣的微細塵土，

依照前面的比喻，一一落下完畢，乃至集合起來成為一佛國土，再抹

為塵土，這樣依序乃至經過八十次，如是一切廣大佛土所有的微細塵

土，像玻瓈鏡，清淨光明，照透十個佛國土的微塵數世界。寶手，這

全都是清淨金網轉輪王甚深禪定福德善根力所成就的事。」（此品經

解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