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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嚴禪寺網路白話華嚴經淺釋 

〈普賢行品〉第三十六（卷四十九）  釋法欣 整理  

一、 來意 

  此品經文在四分五周因果的結構上，屬於四分之一的修因契

果生解分，五周中屬於平等因果周的平等因。說明等覺和妙覺的

法門。 

二、 釋名 

品名稱為普賢，在標人顯法，表明此行法不是次第法；〈普賢行

品〉的行，指法而不是指人；又解釋德周法界稱為普，至順調善

稱為賢；依性造修稱為行。前面說此品明白其所行，不是指人體，

其解釋說明在於普者，表示普遍；賢，表示善；行，表示道，方

法，原因的意思。「普賢行」在各個經典都有這個名稱，但簡略

來說有十個意思：（一）所求普，意為要求證入一切如來平等所

證的境界；（二）所化普，表示要度盡一毛端處的所有眾生；（三）

所斷普，意為要斷盡所有的疑惑；（四）所行事行普，表示沒有

一行不修行；（五）所行理行普，表示所有的事進行起來，都要

通達道理；（六）無礙行普，表示理行和事行都要無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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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行普，表示所有的行，都要互相攝入無盡；（八）所起用普，

表示發生的作用普遍無礙且完備；（九）所行處普，上面的八門

都能遍及各佛國淨土修行；（十）所行時普，盡過去現在未來一

切間，不論一念間，或長時劫，永遠到無盡頭。 

三、 宗趣 

目的在於讓眾生明白此品經文以平等圓滿的因為宗，成就平等的

果的趣旨。 

四、 釋文 

◎經文──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復告諸菩薩大眾言： 

 「佛子！如向所演，此但隨眾生根器所宜，略說如來少分境界。何

以故？諸佛世尊，為諸眾生，無智作惡，計我、我所，執著於身，顛

倒疑惑，邪見分別，與諸結縛恒共相應，隨生死流遠如來道故，出興

於世。 

（解）－此品經文在辨別因，後品經文〈如來出現品〉在辨別果。

那時，普賢大菩薩又告訴所有的大菩薩，佛子！如過去所說，係指前

一品〈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為業障重的地獄眾生簡略地說隨好，

少分的作用；如果要廣說，對地獄眾生而言，很難思考；因為果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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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無法說出來。又說何以要少說的原因，因為眾生有無明等十種過

失，不適當廣說，而先說其差別性。十種過失如下表列。 

十種過失 

1 無明 即無智，有獨頭、相應二種。 

2 作惡行 即諸纏，有八種： 

1.昏沈，2.睡眠:指在休止觀時,昏沈和睡眠為障礙,對內引發昏沈.3.掉

舉 4.惡作,在修觀察時,此二種能對外引發散亂.5.慳 6.嫉此二種障捨,

即布施,論云:修捨時,慳吝和嫉妒是障礙,對於自他二利,吝妒門中數數

搖動修行的心。7.無慚 8.無愧：此二種障礙戒律，論云：修清淨戒律時，

無慚，無愧為障礙，此二種具足時，沒有羞恥。 

3 計我、我所：執著自己和自己所擁有的。 

4 著身見：執著有我身的見解。 

5 顛倒而不能決斷. 

6 乖僻正理 

7 徧計分別 

8 結縛常隨 
結有九種：1愛結，指三界；2貪恚結：指對於有情苦

及順苦法，心生損害。3慢結，指七慢。4無明結：指

對三界的無知。5見結，指邪見。6取結，指見取和戒

禁取戒的結。7疑結，指對真理猶豫。8嫉結，指貪著

名聞利養，對於他人的好事，發出妒意。9慳結，指耽

著利養，對於可以賴以生活的物品，起吝嗇心。 

9 隨生死流（輪迴無有出期） 

10 遠如來道,行邪徑故.（離開能修得成佛的道路，走在邪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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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佛子！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如諸菩薩於他菩薩起瞋心

者。 

（解）──此經文表示的意思，沒有比發出瞋心更屬過失的事，《六

十華嚴》記載：起一瞋心，一切惡中無過此惡。換句話說，若起瞋恨

心，在一切惡中算是最大的惡事。《決定毘尼經》記載：菩薩寧起百

千貪心，不起一瞋，以違害大悲莫過此故。其經文描述如下：「優波

離白佛言：『世尊！或有欲相應心而犯於戒，或有瞋相應心而犯於戒。

何者為重？』佛言：『若有菩薩，如恆河沙欲相應心而犯於戒；或有

菩薩，由一瞋心而犯於戒。因瞋犯者，當知最重。所以者何？因瞋恚

故，能捨眾生。』」乃至說：「所有諸結能生親愛，菩薩於此不應生

畏；所有諸結能捨眾生，菩薩於此應生大畏。」乃至云：「大乘之人

因欲犯戒，我說是人不名為犯。因瞋犯者，名大過患，名大墮落，於

佛法中是大留難。」 《菩薩善戒》也有相同說法：於他菩薩者，若

於他菩薩起瞋，其過尤重，以令菩薩廢大行故。是以在《大般若經》

中天魔見諸菩薩互相是非，過常大喜。意思為魔見到眾生互相是非，

亦生歡喜，但不是大喜；若見菩薩互相是非，則生大喜，超過平常的

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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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何以故？佛子！若諸菩薩於餘菩薩起瞋恚心，即成就百萬

障門故。何等為百萬障？所謂：不見菩提障；不聞正法障；生不淨世

界障；生諸惡趣障；生諸難處障；多諸疾病障；多被謗毀障；生頑鈍

諸趣障；壞失正念障；闕少智慧障；眼障；耳障；鼻障；舌障；身障；

意障；惡知識障；惡伴黨障；樂習小乘障；樂近凡庸障；不信樂大威

德人障；樂與離正見人同住障；生外道家障；住魔境界障；離佛正教

障；不見善友障；善根留難障；增不善法障；得下劣處障；生邊地障；

生惡人家障；生惡神中障；生惡龍、惡夜叉、惡乾闥婆、惡阿脩羅、

惡迦樓羅、惡緊那羅、惡摩睺羅伽、惡羅剎中障；不樂佛法障；習童

蒙法障；樂著小乘障；不樂大乘障；性多驚怖障；心常憂惱障；愛著

生死障；不專佛法障；不喜見聞佛自在神通障；不得菩薩諸根障；不

行菩薩淨行障；退怯菩薩深心障；不生菩薩大願障；不發一切智心障；

於菩薩行懈怠障；不能淨治諸業障；不能攝取大福障；智力不能明利

障；斷於廣大智慧障；不護持菩薩諸行障；樂誹謗一切智語障；遠離

諸佛菩提障；樂住眾魔境界障；不專修佛境界障；不決定發菩薩弘誓

障；不樂與菩薩同住障；不求菩薩善根障；性多見疑障；心常愚闇障；

不能行菩薩平等施故，起不捨障；不能持如來戒故，起破戒障；不能

入堪忍門故，起愚癡、惱害、瞋恚障；不能行菩薩大精進故，起懈怠

垢障；不能得諸三昧故，起散亂障；不修治般若波羅蜜故，起惡慧障；



6 
 

於處、非處中無善巧障；於度眾生中無方便障；於菩薩智慧中不能觀

察障；於菩薩出離法中不能了知障；不成就菩薩十種廣大眼故，眼如

生盲障；耳不聞無礙法故，口如啞羊障；不具相好故，鼻根破壞障；

不能辨了眾生語言故，成就舌根障；輕賤眾生故，成就身根障；心多

狂亂故，成就意根障；不持三種律儀故，成就身業障；恒起四種過失

故，成就語業障；多生貪、瞋、邪見故，成就意業障；賊心求法障；

斷絕菩薩境界障；於菩薩勇猛法中心生退怯障；於菩薩出離道中心生

嬾惰障；於菩薩智慧光明門中心生止息障；於菩薩念力中心生劣弱

障；於如來教法中不能住持障；於菩薩離生道不能親近障；於菩薩無

失壞道不能修習障；隨順二乘正位障；遠離三世諸佛菩薩種性障。 

（解）－－此段經文標出菩薩若起了瞋恚心，即成就了百萬的障礙，

雖然標示百萬，簡略起來為百門，以修行階位劃分為五位：為便於閱

讀製表如下： 

初 障礙十信階位修行 不見菩提障；不聞正法障；生不淨世界障；生諸惡

趣障；生諸難處障；多諸疾病障；多被謗毀障；生

頑鈍諸趣障；壞失正念障；闕少智慧障；眼障；耳

障；鼻障；舌障；身障；意障；惡知識障；惡伴黨

障；樂習小乘障；樂近凡庸障；不信樂大威德人障；

樂與離正見人同住障；生外道家障；住魔境界障；

離佛正教障；不見善友障；善根留難障；增不善法

障；得下劣處障；生邊地障；生惡人家障；生惡神

中障；生惡龍、惡夜叉、惡乾闥婆、惡阿脩羅、惡

迦樓羅、惡緊那羅、惡摩睺羅伽、惡羅剎中障； 

二 障礙十住階位修行 不樂佛法障；習童蒙法障；樂著小乘障；不樂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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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性多驚怖障；心常憂惱障；愛著生死障；不專

佛法障；不喜見聞佛自在神通障； 

三 障礙十行階位修行 不得菩薩諸根障；不行菩薩淨行障；退怯菩薩深心

障；不生菩薩大願障；不發一切智心障；於菩薩行

懈怠障；不能淨治諸業障；不能攝取大福障；智力

不能明利障；斷於廣大智慧障；不護持菩薩諸行障； 

四 障礙十迴向階位修行 樂誹謗一切智語障；遠離諸佛菩提障；樂住眾魔境

界障；不專修佛境界障；不決定發菩薩弘誓障； 

五 障礙十地階位修行 不樂與菩薩同住障；不求菩薩善根障；性多見疑

障；心常愚闇障；不能行菩薩平等施故，起不捨障；

不能持如來戒故，起破戒障；不能入堪忍門故，起

愚癡、惱害、瞋恚障；不能行菩薩大精進故，起懈

怠垢障；不能得諸三昧故，起散亂障；不修治般若

波羅蜜故，起惡慧障；於處、非處中無善巧障；於

度眾生中無方便障；於菩薩智慧中不能觀察障；於

菩薩出離法中不能了知障；不成就菩薩十種廣大眼

故，眼如生盲障；耳不聞無礙法故，口如啞羊障（此

是耳根的障礙，因為生在邊地沒有佛法聽聞的地

方，所以沒有法可說。）；不具相好故，鼻根破壞

障；不能辨了眾生語言故，成就舌根障；輕賤眾生

故，成就身根障；（菩薩萬行，不過此五項；起一

瞋心，一障礙立刻生起。）心多狂亂故，成就意根

障；不持三種律儀故，成就身業障；恒起四種過失

故，成就語業障；多生貪、瞋、邪見故，成就意業

障；賊心求法障；斷絕菩薩境界障；於菩薩勇猛法

中心生退怯障；於菩薩出離道中心生嬾惰障；於菩

薩智慧光明門中心生止息障；於菩薩念力中心生劣

弱障；於如來教法中不能住持障；於菩薩離生道不

能親近障；於菩薩無失壞道不能修習障；隨順二乘

正位障；遠離三世諸佛菩薩種性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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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佛子！若菩薩於諸菩薩起一瞋心，則成就如是等百萬障

門。何以故？佛子！我不見有一法為大過惡，如諸菩薩於餘菩薩起瞋

心者。是故，諸菩薩摩訶薩欲疾滿足諸菩薩行，應勤修十種法。何等

為十？所謂：心不棄捨一切眾生；於諸菩薩生如來想；永不誹謗一切

佛法；知諸國土無有窮盡；於菩薩行深生信樂；不捨平等、虛空法界

菩提之心；觀察菩提，入如來力；精勤修習無礙辯才；教化眾生，無

有疲厭；住一切世界，心無所著。是為十。 

（解）－－所以如來說法，若菩薩對於其他菩薩起一念瞋心，就讓百

萬障礙門發生，為什麼呢？因為如來說我見到最大過錯的法，就是菩

薩對其他菩薩起一念生氣的心。因此所有的大菩薩想要滿足所有的菩

薩修行，應當勤修十種法。前兩句係就人，表明要謙順恭敬地修行，

敬上愛下，如經文心不棄捨一切眾生及要將所有的菩薩當做是已覺悟

的佛來看待；次二句係就法而言，表明要真正地修，順著教理知道事

相，如經文－－永不誹謗一切佛法及知所有國土都是無盡的。次二句

屬於針對心的修行，表明要廣大地修，喜歡大的修行，因為要堅固大

心。經文是對於菩薩行要深深地產生相信和了解，不捨棄像虛空和法

界那樣廣大自覺覺人的菩提心。次二句針對智慧而言，如經文──觀

察菩提，入如來力；精勤修習無礙辯才－－表明要增進能力修行，向

內進入佛果智慧，對外生起殊勝的說法能力。後二句針對悲願而言，



9 
 

如經文──教化眾生，無有疲厭；住一切世界，心無所著。－－表明

長時期的修行，眾生無盡，大悲化度也無有厭倦；世界無邊，發下誓

願也不執著一定要固定在那個世界。 

◎經文──「佛子！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十法已，則能具足十種清淨。

何等為十？所謂：通達甚深法清淨、親近善知識清淨、護持諸佛法清

淨、了達虛空界清淨、深入法界清淨、觀察無邊心清淨、與一切菩薩

同善根清淨、不著諸劫清淨、觀察三世清淨、修行一切諸佛法清淨。

是為十。 

（解）－－依據前面的修行，成就離開染污，由不捨眾生，而可以通

達進入到很深的佛法並且清淨，所謂很深的佛法即以眾生皆有佛性，

妄法就是真法，如此即為深法；譬如《般若理趣經》記載的一段偈頌：

菩薩勝慧者 乃至盡生死 恆作眾生利 而不趨涅槃 般若及方便 

智度悉加持 諸法及諸有 一切皆清淨 慾等調世間 令得淨除故 

有頂及惡趣 調伏盡諸有 如蓮體本染 不為垢所染 諸欲性亦然 

不染利群生……如蓮華雖生在污泥中，但並不為垢所染，恰如吾人生

在五濁惡世，也能藉著修行，達到成佛。因為恭敬佛法，所以能親近

善知識；因為不毁謗佛法，而能護持各種佛法；因為知道無盡，而能

明白虛空界清淨；因為菩薩道修行不離法界，所以能深入法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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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菩提心和虛空一樣大，所以能觀察到心清淨如虛空無有邊際。因為

菩薩都是一樣的觀法，可以進入與佛一樣的力量，所以善根與菩薩一

樣清淨。因為精勤修行，而不執著時間的長久；因為度化眾生無有疲

厭，而能觀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眾生的已度化和未度化者；因為以誓願

住世間，而能修行一切佛法。体會佛法的人無我，法無我；人法二空。 

◎經文── 「佛子！菩薩摩訶薩住此十法已，則具足十種廣大智。

何等為十？所謂：知一切眾生心行智、知一切眾生業報智、知一切佛

法智、知一切佛法深密理趣智、知一切陀羅尼門智、知一切文字辯才

智、知一切眾生語言、音聲、辭辯善巧智、於一切世界中普現其身智、

於一切眾會中普現影像智、於一切受生處中具一切智智。是為十。 

（解）－－廣大智，指垢染既然都已拂去，本來的智慧即顯現明白，

產生了十種大智慧如下：（一）因為知到深法，所以明白眾生的心行；

（二）知一切眾生的業報智慧，因為親近善知識有此殊勝業報；（三）

由護持佛法，而有知道一切佛法的智慧；（四）通達真空妙有，能知

一切法佛的深層道理；（五）深入法界，成就持有殊勝義理的智慧；

（六）對於佛法要解釋的是對象，已經能觀照到心的無邊，所以對於

事相能加以解釋，而達到辯才無礙的智慧。（七）具足菩薩修行，而

能隨眾生心弘揚佛法。（八）和菩薩一般擁有善根，能在一切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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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展現智慧。（九）已不執著時間的長久，能經常顯現影像。（十）

在一切受生處都具足一切智慧。 

◎經文──「佛子！菩薩摩訶薩住此十智已，則得入十種普入。何等

為十？所謂：一切世界入一毛道，一毛道入一切世界；一切眾生身入

一身，一身入一切眾生身；不可說劫入一念，一念入不可說劫；一切

佛法入一法，一法入一切佛法；不可說處入一處，一處入不可說處；

不可說根入一根，一根入不可說根；一切根入非根，非根入一切根；

一切想入一想，一想入一切想；一切言音入一言音，一言音入一切言

音；一切三世入一世，一世入一切三世。是為十。 

（解）－－菩薩具備了十種廣大智慧，即具有十種入，不論個體大小、

時間長短、量的多少、空間寬窄等均變得無礙。內容為：（一）一切

世界入一根毛中，一根毛的世界入一切世界中。（二）一切眾生可入

一個眾生身，一個眾生身可入一切眾生身。（三）無法計算的長時間

可入一念中，一念可入無法計算的長時間內。（四）一切佛法可入一

種佛法，一種佛法可入一切佛法。（五）無法計算的地方可入一個地

方，一個地方可入無法數盡的地方。（六）無法計算的根可入一根，

一根可入無法計算的根中。（七）一切根可入非根的地方，非根可入

一切根中。非根意指六根對應的六境，六識等。（八）一切想可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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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想，一個想可進入一切想。（九）一切言音可入一個言音，一個言

音可入一切言音。（十）一切三世可入一世，一世可入一切三世。 

◎經文──「佛子！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已，則住十種勝妙心。何等

為十？所謂：住一切世界語言非語言勝妙心、住一切眾生想念無所依

止勝妙心、住究竟虛空界勝妙心、住無邊法界勝妙心、住一切深密佛

法勝妙心、住甚深無差別法勝妙心、住除滅一切疑惑勝妙心、住一切

世平等無差別勝妙心、住三世諸佛平等勝妙心、住一切諸佛力無量勝

妙心。是為十。 

（解）－－知法本性已圓融，則事相和真理兩者互通而無礙，因應眾

生根機而生益處。即會住在十種勝妙心：（一）住於理解一切世界的

語言，（二）住於一切眾生想念之中；（三）住在究竟虛空界；（四）

住在無邊法界；（五）住在一切深密佛法中；（六）住在甚深無差別

法中；（七）住在除滅一切疑惑中；（八）住在一切世界平等無差別

之中；（九）住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平等之中；（十）住在一切

諸佛無量神力之中。 

◎經文──「佛子！菩薩摩訶薩住此十種勝妙心已，則得十種佛法善

巧智。何等為十？所謂：了達甚深佛法善巧智、出生廣大佛法善巧智、

宣說種種佛法善巧智、證入平等佛法善巧智、明了差別佛法善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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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解無差別佛法善巧智、深入莊嚴佛法善巧智、一方便入佛法善巧

智、無量方便入佛法善巧智、知無邊佛法無差別善巧智、以自心自力

於一切佛法不退轉善巧智。是為十。 

（解）－－菩薩住在勝妙心之後，已有事相和理法都能無礙後，今則

在善巧方便上，在實際上都能決定，即獲得十種佛法的善巧方便的智

慧，共有十一句，後二句合為一句。內容為：（一）了達甚深佛法善

巧智，所謂甚深，指已無言說。（二）出生廣大佛法善巧智，所謂廣

大意指已無所依，可以靈活運用。（三）可以暢所欲言所有佛法，依

空生色，而說種種佛法。（四）已住無邊，而說證入平等佛法。（五）

已經明白種智的深密，故知差別佛法。（六）已悟解無差別佛法。（七）

已無疑惑，而能深入莊嚴佛法。（八）能知一種方便而入佛法。（九）

能知無量方便而入佛法。（十）由住在佛力而知佛法無邊，自己的力

量不退，雖經過展轉，不離開始的修行，所以隨任何一法，都具足一

切法。 

◎經文── 「佛子！菩薩摩訶薩聞此法已，咸應發心，恭敬受持。

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持此法者，少作功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皆得具足一切佛法，悉與三世諸佛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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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段落表示總結勸請，一種修行能具備一切修行，所以稱

為疾得無上正等正覺。 

◎經文──爾時佛神力故，法如是故，十方各有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

他佛剎微塵數世界六種震動，雨出過諸天一切華雲、香雲、末香雲、

衣蓋、幢幡、摩尼寶等及以一切莊嚴具雲，雨眾妓樂雲，雨諸菩薩雲，

雨不可說如來色相雲，雨不可說讚歎如來善哉雲，雨如來音聲充滿一

切法界雲，雨不可說莊嚴世界雲，雨不可說增長菩提雲，雨不可說光

明照耀雲，雨不可說神力說法雲。如此世界四天下菩提樹下菩提場菩

薩宮殿中，見於如來成等正覺演說此法，十方一切諸世界中悉亦如是。 

（解）－－表示現出瑞相的證驗。 

◎經文──爾時佛神力故，法如是故，十方各過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

世界外，有十佛剎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來詣此土，充滿十方，作如是言：

「善哉善哉！佛子！乃能說此諸佛如來最大誓願授記深法。佛子！我

等一切同名普賢，各從普勝世界普幢自在如來所來詣此土，悉以佛神

力故，於一切處演說此法；如此眾會，如是所說，一切平等無有增減。

我等皆承佛威神力，來此道場為汝作證。如此道場，我等十佛剎微塵

數菩薩而來作證，十方一切諸世界中悉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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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時，以佛的威神力量，從十方各過十無法計算佛國淨土

世界外，共有十佛剎微塵數的諸菩薩都來到此土驗證，說這是如來大

誓願授記深法，此法即是稍微用功，即能悟道的深法。來此土的大菩

薩名號都稱為普賢，因為都有同樣的修行。各從普勝世界而來，表示

依據此普遍的法，就是最殊勝的法；從普幢自在如來所而來，表示來

此的行為造成的結果，高出而無礙。 

◎經文──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以佛神力、自善根力，觀察十方，洎

乎法界，欲開示菩薩行，欲宣說如來菩提界，欲說大願界，欲說一切

世界劫數，欲明諸佛隨時出現，欲說如來隨根熟眾生出現令其供養，

欲明如來出世功不唐捐，欲明所種善根必獲果報，欲明大威德菩薩為

一切眾生現形說法令其開悟，而說頌言： 

（解）－－在那時，普賢大菩薩以佛的神變威力，自己的善根力，觀

察十方及於法界，想要開示菩薩的修行，想要宣說如來開悟的境界，

想說發大誓願的境界，想要說一切世界的時間計算，想要表明諸佛隨

著時機而出現，想要說如來隨根機成熟的眾生而出現，令眾生供養，

想要說明如來出世的功德無法計算，想要表明所種的善根一定會獲得

果報，想要表明大威德菩薩為一切眾生現出形狀說法，令眾生開悟等

等。下面偈頌省略。（此品經解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