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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2證得、3自在、4依止、5攝持
6差別、7德、8甚深、9念、10業
第三節釋妨難

1說一乘、2同時多佛說、3法身涅槃
4受用身、 5變化身、6解二身常
7釋化身、8 成佛要作功用。



第一節出體性

問：如是已說彼果斷殊勝，彼果智殊勝云何可見？

答：謂由三種佛身，應知彼果智殊勝：一、由自性
身，二、由受用身，三、由變化身。

• 此中自性身者，謂諸如來法身，一切法自在轉所
依止故。

• 受用身者，謂依法身，種種諸佛眾會所顯清淨佛
土，大乘法樂為所受故。

• 變化身者，亦依法身，從覩史多天宮現沒、受生、
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諸苦行、證大菩提、
轉大法輪、入大涅槃故。



一、三德

• 解脫德：只是一個出障圓明的正法身，從
它的離垢寂滅邊說叫果斷，無住涅槃-- --解
脫德

• 般若德：從它的智圓德滿邊說叫果智，無
上菩提──般若德。

• 法身德：這兩者的總合就是法身德。

• 本論總攝三德為二果，特別注重在圓滿的
無分別智，所以就在這智果中，開顯法身。



二、三身

1、自性身
• 「自性身」：自性即自體的意義，就是「如來」
自覺的「法身」

• 法身：一切法自在轉(即)所依止故。
–一切法自在轉= 佛果的如如(境/真如)+ 一切智

(如如智)
–所依止：法身(自性身)為受用和變他二身的依
止

–即依止法身為体而有受用和變他身之用。



2、受用身

• 它是「依」於「法身」而有。

• 法身無一切相，雖然體用圓滿，但非眾生所能見，
因此利益眾生的佛事，從地上菩薩的所見上，建
立受用身。所以說，從「種種諸佛眾會所顯」。

• 它在「清淨佛土」弘闡大法，令大菩薩「受」用
「大乘法樂」。

• 這受用可作兩種解說：

–法樂受用：諸大菩薩在諸佛的清淨佛土中，以
大乘法喜為食，受用重重法味。

–土樂受用：諸大菩薩在諸佛的清淨佛國土中，
受用清淨佛土樂。



3、變化身

• 這也是「依」於「法身」而現起的

• 像釋尊在印度的八相成道就是變化身。（１）
「從都史多天宮」示「現」死「沒」相；（２）

示現來人間「受生」；（３）示現享「受」世間
的五「欲」；（４）「踰城出家」去修行；（５）
「往外道」的處「所」去「修」學「諸苦行」；

（６）「證大菩提」成佛；（７）在鹿野苑等
「轉大法輪」；（８）在拘尸那「入大涅槃」。

• 有的經中說八相成道沒有受欲相，有降魔相。關
於降魔相的有無，有的說小乘是有，大乘沒有。
其實，這不是大小乘的問題，是學派傳說的歧異。



第二節十門分別

• 此中說一嗢柁楠頌：相、證得、自在、依止、
及攝持、差別、德、甚深、念、業：明諸佛。

• 雖說有三身，而受用變化是利他示現的，在攝末
歸本的唯一法身中，這都是法身的大用，所以下
面側重在法身上談，但同時也就說明了三身。

• 本頌總標十義：（一）「相」，（二）「證得」，
（三）「自在」，（四）「依止」，（五）「攝

持」，（六）「差別」，（七）功「德」，（八）
「甚深」，（九）「念」，（十）「業」。以這
十義「明諸佛」的法身。



一、相：五相

1、轉依相
• 諸佛法身以何為相？應知法身略有五相：一、轉
依為相，謂轉滅一切障雜染分依他起性故，轉得
解脫一切障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他起性故。

• 「諸佛法身以何為」體「相」呢？「有五相」可
以顯示法身的體相。

• 「轉依為相」：依，是一切依他起法，或是依他
起的根本賴耶。轉，就是轉滅一切障雜染分的依
他起，轉得解脫一切障清淨分的依他起。

• 清淨分依他起，就是離染所顯的最清淨法界，即
智如不二的清淨圓成實，是轉得的淨依，所以能
「於法自在轉現前」。



2、白法所成相

• 二、白法所成為相，謂六波羅蜜多圓滿得
十自在故。

• 此中壽自在，心自在，眾具自在，由施波
羅蜜多圓滿故。

• 業自在，生自在，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
• 勝解自在，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
• 願自在，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
• 神力自在五通所攝，由靜慮波羅蜜多圓滿
故。

• 智自在，法自在，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



• 白法就是清淨的無漏法。因中修出世的「六波羅
蜜多圓滿」，果上就「得十自在」圓滿。法身不
僅是理性的，是具足十自在而體用無礙的，所以

說是白法所成。這十自在，雖到佛果才圓滿，但
大地菩薩也可獲得一分。

• 一、「壽自在」，住世的壽命能自在無礙。二、
「心自在」，佛心不為世間的塵染所染，不為境

界所轉。三、「眾具自在」，衣服、飲食、臥具、
醫藥等資生物質豐富優美，不會感到缺乏。

• 這三自在，「由」修布「施波羅蜜多圓滿」得來。
因施有法、財、無畏三種，法施圓滿就得壽命自
在，無畏施圓滿就得心自在，財施圓滿就得眾具
自在。



• 四、「業自在」，身口意三業能隨意自在，不受
阻礙。

• 五、「生自在」，要在那一趣受生就在那一趣受
生，再不受有漏業力的支配。

• 這二自在是「由」修持「戒波羅蜜多圓滿」
得來。戒有防非止惡的最勝功能，能在現

生實行清淨的三業，未來生善趣，所以果
上能得業、生二自在。



• 六、「勝解自在」，依自心觀想的勝解力，能自
在的變大地作黃金，水變為火，一切境界隨自己
的勝解而轉。

–這是「由」修「忍」辱「波羅蜜多圓滿」得來。
在因中修忍辱時，能隨眾生的心所樂轉，所以
果中能得此自在。

• 七、「願自在」，做什麼事業都能滿足自
己的所願，達到目的，這是「由」修「精
進波羅蜜多圓滿」得來。

–願力必須精進來充實它，因中勤修精進，對利
益眾生的事業，沒有懈怠，所以果上能隨願自
在。



• 八、「神力自在」，六神通中除漏盡通，其餘天
眼天耳等「五通所攝」的凌空往來，知他心等事，
能得自在。

–這是「由」修「靜慮波羅蜜多圓滿」得來，這
因為禪定可以引發神通。

• 九、「智自在」，於一切境界中，獲得正智，遍
一切法無不知。

• 十、「法自在」，後得智能安立種種教法，隨機
宣說，都能契合正理。

–這二自在，是「由」修「般若波羅蜜多圓滿」
得來。



3、無二相

• 三、無二為相，謂有無無二為相，由一切法無所
有故，空所顯相是實有故。有為無為無二為相，
由業煩惱非所為故，自在示現有為相故。異性一
性無二為相，由一切佛所依無差別故，無量相續
現等覺故。

• 法身的無二相可有種種的解說，本論且說三種：

(１)「有無無二為相」：遍計性的一切法是無所
有的，；但二「空所顯」的圓成實相，是實有，
所以又不能說法身是無。這非有非無的無二
相，就是法身。

反過來說：就是亦有亦無，空所顯的圓成實
是亦有，遍計性的諸法是亦無。



（２）有為無為無二為相

• 有為的定義是「由業煩惱」的造作（為）生起
的；法身「非」由業煩惱「所為」的，是大
智大悲萬德所顯的，所以不能說是有為。

• 無為是非造作法，沒有起滅變易的。法身由大
悲願力，能自在示現種種佛土身相，隨機說法
等起滅來去的有為相，所以也非無為。

• 這有為是示現的有為，隨機所見方面，不妨
說生滅無常，從法身自體上說，依然是如如不
動。



（３）「異性一性無二為相」：

• 法身不能說有別異相，因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都以平等法界為「所依」，在契入一
真法界上說，佛佛道同，「無」有「差別」
的。

• 但此佛與彼佛的法身也不能看成一相，因有
「無量相續」有情各各「現等覺」成佛；在
能現等覺上說，法身不一。

• 如大海的水，不論是從江湖河漢那一方面流
進去的，皆是同一海水，無有差別；可是從所
流的水源來講，也不能說它沒有差別可說。
總之，法身於一切上都無二，但無二並不就是
一。



4、常住相

四、常住相四，謂真如清淨相故，本願所引故，所
應作事無竟期故。

這又從三方面說：

（１）「真如清淨相」：無漏清淨法界，是佛的真
體，真實不異的清淨相，當然是常住的。

（２）「本願所引」：諸佛如來從初發心，發弘誓
願，欲度一切眾生。願從法界起，法界無盡，眾

生無盡，願力也無盡，願力所引生的，正法所成
的法身也自然是常住的。



（３）「所應作事無竟期」：如來成佛，唯
一大事在度眾生，眾生無盡，所以應作的
事業也就沒有盡期。

• 由這三種道理，可知佛的法身是以常住為
相。這三者就是約依、約心、約業來說，
如果別配三身，隨見差別說，那心與業就

是相續常與不斷常。但現在攝末歸本，直
從佛陀的無礙法身說，這一切皆是真實常
住。



5、不可思議相

五、不可思議為相，謂真如清淨自內證故，
無有世間喻能喻故，非諸尋思所行處故。

法身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語議，所以不可思議。

(１)佛的自覺證智，於真如清淨的法界，自內圓證，
這唯佛與佛乃能洞達，不是有情所能知的。

(２)真如法身於一切法中最究竟，沒有一法足以與
它相齊等，所以無有世間喻能喻的。平常拿虛空
等比喻，也只能做到意會而已。

(３)法身無相，遍一切處，這非諸世間的尋思所行
處，無分別法當然不能以有分別的尋伺去推度。
由此，法身以不可思議為相。



二、證得

• 復次，云何如是法身最初證得？

• 謂緣總相大乘法境無分別智及後得智，五
相善修，於一切地善集資糧，金剛喻定破
滅微細難破障故，此定無間離一切障故得
轉依。

• 在初地通達法界的時候證法空相，本來也可以說
最初證得法身。現在不說分得，約究竟證得說，
所以不談初地。



• 怎樣修習證得呢？

• 緣總相大乘法境的無分別智及後得智，要依前彼
修差別中說的「五相」──集總修，無相修，無功
用修，熾盛修，無喜足修，去善修奢摩他毘缽舍
那。

• 還要於一切地中善集福德智慧資糧。

• 到了金剛喻定現前，破滅微細難破最微細一分的
煩惱所知二障，就從此金剛喻定無間一剎那中，
離一切障，「轉依」證得法身。

• 金剛喻定在十地後心的一剎那，即等覺位。這定
最為堅固，能破最微細的二障，一切所知境相的

微細著，微細礙，所以喻如金剛。離障轉得的法
身，具一切功德。



三、自在

• 復次，法身由幾自在而得自在？
• 略由五種：

一、由佛土、自身、相好、無邊音聲、無見頂
相自在，由轉色蘊依故。

二、由無罪無量廣大樂住自在，由轉受蘊依故。

三、由辯說一切名身句身文身自在，由轉想蘊依
故。

四、由現化、變易、引攝大眾、引攝白法自在，
由轉行蘊依故。

五、由圓鏡、平等、觀察、成所作智自在，由
轉識蘊依故。



• 「自在」是佛果上的無方大用，不受什麼
拘礙束縛

• 佛的法身略由五種而獲得自在。
• 眾生認五蘊為我，被蘊所縛，不得自在；
佛證法身，轉捨不自在的五蘊，得自在的
五蘊。

• 因此，轉依不一定說轉八識成四智，如本
論約五蘊說轉依，也可就十二處十八界說
轉依，根塵世界及眾生的貪瞋癡雜染，見
識相識，都可以一一的說轉依。



1、色蘊自在
• 佛所安住受用的，或使他人安住受用的佛國土
都得自在。

• 能依的佛自身也獲得自在，身上的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當然也都得自在。

• 在相好中，且舉兩種自在為例：（１）無邊
音聲自在：佛的音聲不論遠近，只要有緣就

能聽到。（２）無見頂相自在：佛的頂相，凡
小及菩薩，縱升梵天也不能見。

• 這佛土、佛身、佛相好，都是色法的種類，所
以這些自在，是「由轉色蘊」的「依」而得的。



2受蘊自在

• 眾生位上有漏感受，有苦樂捨的三種差別，
都是不淨而帶有罪過的。

• 如來得到純淨無漏的「無罪」，而且唯是
樂受，沒有苦捨。

• 這樂受非吾人一般的染受，是離三界繫縛
的絕對樂。這無罪妙樂，是無量廣大的現

法樂住自在無礙，這是由轉受蘊的依而得
的。



3、想蘊自在

• 佛陀辯說一切名身句身文身，都得「自在」。

• 文是一個個的字母，名是由幾個字母合成的名詞，
句是由幾個名詞拼合而成的文句。身是多數的意

思，名句文皆有多數，所以叫做名身、句身、文
身。

• 辯說這名句文獲得自在，這是由轉想蘊的依而成
的。有漏想蘊的作用在安立名言相，就是在所緣

的種種境上取種種分別相，起名言相而發言說，
所以說『想為先故說』。

• 佛果上轉去有漏的想蘊，得到無漏的想蘊，故能
於一切名句文身辯說得大自在。



4、行蘊自在
• 行蘊原包括很多法，然主要的是作業的思心所。
• 從佛的三業上看，能隨心所欲現化種種佛身等；
變易諸法的本性，如轉地成金等。在說法時，能
「引攝大眾」，並且能「引攝」一切無漏「白法」
生起。

• 這種種都得「自在」，是由「轉行蘊」的「依」
而獲得的。

5 識蘊自在
• 轉賴耶識得大圓鏡智，轉染末那得平等性智，轉
第六意識得妙觀察智，轉前五識得成所作智自在。
這四智的自在，是由轉識蘊的依止而得的。平常
所謂轉有漏的八識，成無漏的四智，即此。

• 唯識以識為主，所以說到轉依，大都只說轉識成
智，就可以總攝五蘊的轉依。



四、依止

• 復次，法身由幾種處應知依止？略由三處：

• 一由種種佛住依止，此中有二頌：
– 諸佛證得五性喜，皆由等證自界故，

離喜都由不證此，故求喜者應等證。

– 由能無量及事成，法味義德俱圓滿，

得喜最勝無過失，諸佛見常無盡故。

• 二由種種受用身依止，但為成熟諸菩薩故。

• 三由種種變化身依止，多為成熟聲聞等故。



• 法身可做為哪些法的依止(being a foundation) 。
1、種種佛住的依止，如聖住、梵住、天住。

–聖住：三解脫門，偏住空解脫門

–梵住：四住量心，偏住悲無量心
–天住：四禪，偏住第四禪

• 法身即是最清淨法界，為一切佛功德所依止，証
得法界即能證得以下五種自性喜。

–功能無量：法界功能無量
–事成無量：度眾生事無有量
–法味圓滿：教法真義由法界流出
–義德圓滿：法義及功德圓滿
–諸佛見清淨法界常住，無窮無盡。



2、法身為種種「受用身」依止，因為法身徹
底開顯，受用身才得轉現。這受用身，是
為成熟諸菩薩而顯現的。

3、法身為種種「變化身」依止，現起變化身，
大多是為成熟聲聞等，也是為初發心的菩
薩。這二身都以法身為依止。



五、攝持

• 應知法身由幾佛法之所攝持？
• 略由六種：
一、由清淨，謂轉阿賴耶識得法身故。

二、由異熟，謂轉色根得異熟智故。

三、由安住，謂轉欲行等住得無量智住故。

四、由自在，謂轉種種攝受業自在，得一切世界無
礙神通智自在故。

五、由言說，謂轉一切見聞覺知言說戲論，得令一
切有情心喜辯說智自在故。

六、由拔濟，謂轉拔濟一切災橫過失，得拔濟一切
有情一切災橫過失智故。應知法身由此所說六種
佛法之所攝持。



總說

• 攝是總攝，持是任持：這是問說：由幾種佛法的總聚而
成為法身？

• 從法身的體用無礙自覺覺他上，略由六種佛法的攝持，
顯示法身種種的大能。

1、清淨佛法
• 清淨佛法，轉捨阿賴耶識中的雜染熏習，證「得法
身」，這是法身的根本。

• 一般說轉第八識成圓鏡智，這裡又說轉賴耶成法身。從
本性清淨邊建立法界(法身)，從智光朗鑒邊建立鏡智。

• 從法身看，它是餘二身的依止；從鏡智看，它是餘三智
的依止



2、異熟佛法
• 轉眼等的有色根，得異熟智。在有漏位，異熟根是唯
識的，是身識；轉依以後，色根以智為自性，是唯智

的。雖不是有漏業感，因中是異熟，所以也稱之為異
熟智。

3、安住佛法
• 轉欲行等住，得無量智住。欲行是五欲的享受，因中
眾生受五欲樂，到了佛位，就得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
住，拔苦與樂，令眾生喜樂。

4、自在佛法
• 轉種種攝受業自在。如因中從事黨政軍學工商農藝的
種種事業，起初是不會，學習與經驗，久而久之，熟
能生巧，習慣成自然。到佛果位上，轉去這種自在，
得一切世界無礙神通智自在，如知他心，來往無礙等。



5、言說佛法

• 眾生因見聞覺知所現起的言說，皆屬戲論，到佛
位上，轉一切見聞覺知的言說戲論，得令一切有
情心喜的辯說智自在。

• 佛為眾生說法，眾生不生厭疲，而歡喜踴躍。這

五種自在，其實也是約轉五蘊而說的：轉賴耶就
是轉識蘊得法身；轉色根就是轉色蘊而得異熟智；
轉安住就是轉受蘊得無量智；轉自在就是轉行蘊

而得無礙神通智，因為種種業是以思心所為主的，
思心所是行蘊的中心；轉言說就是轉想蘊而得辯
說智自在，因為言說是想蘊的作用



6、拔濟佛法
• 在眾生因位時，也曾做種種慈善事業，拔
濟一切災難橫禍的過失；到佛果位上，將
拔濟中所含的不淨的一部分去掉，轉得拔

濟一切有情一切災橫過失智，成為清淨救
度，拔濟超出三界，離一切苦厄。

法身佛是由這所說的六種佛法所攝持而成。



六、差別

• 諸佛法身當言有異？當言無異？

• 依止、意樂、業無別故，當言無異。無量
依身現等覺故，當言有異。

• 如說佛法身，受用身亦爾，意樂及業無差
別故當言無異；不由依止無差別故，無量
依止差別轉故。

• 應知變化身如受用身說。

• 這段是講諸佛法身的同異，問題中只問到法身的
有異、無異，解答的時候，附帶說到受用變化二
身。



• 從諸佛同所依止的最清淨法界，同救度眾生的意
樂，同依法身而現種種度生事業的三種無別說，
不能說諸佛法身是不同的，所以「當言無異」

• 但從有無量依身─ ─無量有情的前後各各悟入法界
而「現等」正「覺」說，不能說是全同的，所以
「當言有異」。

• 「如說佛法身」的同異，諸佛的「受用身亦爾」，
就是約佛的「意樂及業」的「無差別」來說，應
該說無異；但並「不由依止」身的「無差別」，

因為有「無量依止差別轉」，所以諸佛的受用身
也非不異。受用身的同異是如此，「應知變化身
如受用身說」，也是這樣。



七、德

(一) 眾德相應
• 應知法身幾德相應？

• 謂最清淨四無量，解脫，勝處，遍處，無
諍，願智，四無礙解，六神通，三十二大

士相，八十種好，四一切相清淨，十力，
四無畏，三不護，三念住，拔除習氣，無

忘失法，大悲，十八不共佛法，一切相妙
智等功德相應。



四無量心

• 此中有多頌：憐愍諸有情，起和合遠離，常不
捨利樂，四意樂，歸禮。

• 「憐愍諸有情」，通於四無量心，不論慈悲喜捨，
都是出發於愍念有情的。

• 「起和合」意樂，願眾生與樂相應，未得令得，
就是慈無量。

• 起「遠離」意樂，使有情脫離痛苦，就是悲無量。
「常不捨」意樂，使有情常常不離喜樂，得而不
失，就是喜無量。

• 「利樂」意樂，願眾生捨離煩惱，求得現身後世
的快樂，就是捨無量。

• 「四意樂」不但指四種意樂──四無量德，是說具
有這四意樂與四無量心相應的人，就是以德稱佛。
這憐愍有情的四意樂者，我今「歸」依敬「禮」。



解脫、勝處、遍處

• 解脫一切障，牟尼勝世間，智周遍所知，
心解脫，歸禮。

• 八解脫：內有色想外觀色，內無色想外觀
色，淨背捨身作證，空無邊處，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滅受想處。在

四禪中修這八解脫，最初從觀色自在到離
於色相，漸漸捨劣修勝，進到滅受想處。

• 大乘中「解脫一切障」，於一切中得解脫，
名為解脫，所以不共小乘。



• 八勝處：
–內有色相外觀色少，內有色相外觀色多，內無
色相外觀色少，內無色相外觀色多，內無色相
外觀色青，外觀色黃，外觀色赤，外觀色白。
於定中觀察最為殊勝，名為勝處。

–大乘中「牟尼勝世間」，於一切世間隨心自在，
名為勝處。

• 十遍處：
–青，黃，赤，白，地，水，火，風，空，識，
一一都觀為遍一切處。

–大乘遍處是「智周遍所知」，在一切所知境中，
無不了了知見。這具有解脫勝處遍處的「心解
脫」者──佛陀，我當「歸禮」。



無諍智

• 能滅諸有情，一切惑無餘，害煩惱，有染常哀愍，
歸禮。

• 佛無諍智不但令人不起煩惱，而且「能滅有情」
的「一切惑」，使他不起，更「無餘」剩。

• 就是眾生起惑，佛也能使他起對治，「害」滅眾
生的「煩惱」。

• 大乘的無諍智，不是消極的，眾生縱然起諍，如
知他是堪受教化的，仍要設種種方便去調伏攝伏
他，克制他的煩惱。

• 對於「有染」污眾生的「常哀愍」者──佛陀，我
當「歸禮」。



願智功德

• 無功用，無著，無礙，常寂定，於一切問
難能解釋，歸禮。

• 如來的願智，具有五種功德相：

（１）「無功用」，任運自然的能知一切境界。

（２）斷一切障盡，所以於所知境「無著」。

（３）所欲觀察處能如理如量的通達「無礙」。

（４）「常」常時在「寂」滅「定」中，心不散亂

（５）「於一切問難」「能」圓滿的「解釋」答覆。

• 具有這樣的願智者，我當「歸禮」。



四無礙解

• 於所依，能依，所說；言及智，能說；無礙慧
常善說，歸禮。

• 佛以四無礙解，應機說法，這可分能說與所
說。

• 所說的法有「所依，能依」，所依是契經等教
法，能依是法上表顯的義，這就是法義二無
礙解，這都屬於「所說」。

• 能說有「言及智」，言是詞無礙解，智是樂說
無礙解，這都屬於「能說」。

• 具這「無礙慧」而能常「常善說」妙法者，
我當「歸禮」。



六神通

• 為彼諸有情，故現、知言、行、往、來、及出
離，善教者，歸禮。

• 「為」教化「彼諸有情」而起六種神通，神通是
化度有情的利器。

• 「現」是如意通，如意往來飛行無礙，即平常說
的神通輪。「知言」是天耳通，能聽聞了解眾生
的言辭。知「行」是他心通，能知他有情的心行，
這就是平常說的記心輪。知「往」，知往昔過去
生中因緣，是宿命通。知「來」，知未來生的業
果，是天眼通。知「出離」，能知有情的煩惱能
否斷盡，與已斷多少，是漏盡通。

• 具這六種神通，才能應機教化眾生，名「善教
者」，我當恭敬「歸」依頂「禮」。



諸相隨好

• 諸眾生見尊，皆審知善士，暫見便深信，
開導者，歸禮。

• 「諸眾生見」到世「尊」的相好圓滿具足，
「皆」能「審知」他是無上的「善士」，
不是泛泛的常人。因此「暫」時為人一

「見」，「便」生甚「深」的清淨「信」
心，認為他是開導者，能指示我們以前途

的正道。具這相好的「開導者」，我當
「歸禮」。



四一切相清淨

• 攝受住持捨，現化及變易，等持，智自在，隨證
得，歸禮。

（１）身清淨，也叫所依清淨，能隨自己的心意
「攝受住持」壽命，「捨」棄壽命，於命得自在，
不隨業感外緣的支配。

（２）所緣清淨，於所緣的佛土，隨自心的觀察，
能從無而有的「現化」，亦能轉「變」沙土「易」
為黃金等物，於所緣境的依報國土得自在。

（３）「等持」清淨，於定心得自在，入定出定全
超半超都隨意無礙。

（４）「智」清淨，一切事理都明了知見，「自在」
通達，所以稱為智慧清淨。能「隨」順「證得」
這四清淨者，我當恭敬「歸禮」。



十力

• 方便，歸依，淨，及大乘出離；於此誑眾
生，摧魔者，歸禮。

• 方便：佛陀顯示正方便，以是處非處力擊破一切
邪方便，使眾生迴惡向善。

• 歸依：一切果報，皆由自己的業力所招感，所以
善業力，正當的行為，才是我們的歸依處。

• 清淨：佛教導修出世清淨道，從定發般若，才能
解脫。單修四靜慮、四等至等，不能永斷煩惱，
證究竟清淨的涅槃。這是使眾生迴縛向脫。

• 大乘出離：究竟清淨解脫，圓滿無上菩提，是要
修學大乘法的。



四無所謂

• 能說智，及斷，出離，能障礙，自他利，
非餘外道伏，歸禮。

• 佛陀說法，非外道等所能責難，不論他怎樣的問

難指摘，如來都能一一解答，有絕對的信念，不
生絲毫的畏難，所以叫四無畏。這又分為自利利
他二者，自利方面有兩種：

（１）一切智無畏：能說智，宣說自證的圓覺智。

（２）漏盡無畏：能說「斷」，佛說自己離一切煩
惱所知的障習。



（３）說苦盡道無畏：能說「出離」，佛陀教化眾
生，把出離的方法──道，指示眾生，使他們不再
受生死的束縛。

（４）說障道無畏：能說「能障礙」法，指出某種
煩惱惡行，能障礙清淨聖道，不但求而不得，甚
或反而墮落。

• 佛以這「自」利「他利」的四無所畏，說一切法，
這「非餘外道」所能制「伏」的佛陀，我當「歸」
依敬「禮」。



三不護、三念住

• 處眾能伏說；遠離二雜染；無護無忘失，攝御眾，
歸禮。

• 三不護：如來「處」在大「眾」中說法，「能伏」
他人的譏「說」，因為佛的身口意三業，從容中
道，自然而然的沒有錯誤，不會因怕人譏嫌而需
要藏護，所以叫三不護。

• 三念住：佛受恭敬聽法的弟子讚嘆，心中不生歡
喜；受不恭敬聽法弟子的譏毀，不生瞋恨。既不
讚又不譏的弟子，佛也不捨棄他，安住正念，
「遠離」愛恚「二」種「雜染」，所以叫三念住。

• 這具有「無護」的三不護，與「無忘失」的三念
住功德，善能「攝御」諸弟子「眾」的世尊，我
當恭敬「歸禮」。



拔除習氣

• 遍一切行住，無非圓智事，一切時遍知，
實義者，歸禮。

• 如來在舉止動靜，「一切行住」坐臥間，「無非」
是「圓智」的大用「事」，「一切時遍知」，無
一事不是正念正知的，所以威儀寂靜，沒有輕舉
妄動等餘習。這因如來久劫修行，不但斷煩惱，
連習氣也根本拔除了。

• 小乘聖者就時常有妄舉，失威儀，這因小乘急斷
煩惱，不能淨除習氣。

• 能於一切時中通達諸法真「實義者」，我當恭敬
「歸禮」。



無忘失

• 諸有情利樂，所作不過時，所作常無虛，
無忘失，歸禮。

• 佛陀的教化「有情」，知時知機，使他獲
得「利」益與安「樂」，這「所作」的利
益事業，決「不」會錯「過」適當的「時」
機。

• 未種善根的令種，已種善根的令成熟，善
根已熟的令得解脫。「所作」的一切，
「常無虛」勞，不致於徒然無益。

• 具此「無忘失」者，我當「歸」依敬
「禮」。



大悲功德

• 晝夜常六返，觀一切世間，與大悲相應，利樂
意，歸禮。

• 四無量心中已有悲心，但在名義上，是共外道小
乘的，這裡特提出唯佛不共的大悲來說。

• 世尊晝三時夜三時中，常作「六返」的觀察，觀
「一切世間」有情，那個眾生的根機成熟可以化
度，應該用什麼法門去度脫他。在觀察時，心
「與大悲相應」，充滿了「利」益安「樂」有情
的「意」樂，希望每個眾生都能離苦得樂。

• 這是小乘經中固有的見解，若依大乘佛法說，佛
陀念念中知一切有情的根性，何須乎這樣的觀察？
具足此利樂意樂者，我當歸禮。



十八不共法

• 由行及由證，由智及由業，於一切二乘，最勝
者，歸禮。

• 讚十八不共佛法功德：其中可以分為四類：
（一）「由行」，依佛所行的一切，建立前六
種的不共法：１無有誤失，２無卒暴音，３無
忘失念，４無不定心，５無種種想，６無不
擇捨心。

（二）「由證」，證是證得；行是因，證是果，
在佛安住證得的功德上建立六種無退：７欲無
退，８念無退，９精進無退，10定無退，11
慧無退，12解脫無退。



（三）「由智」，智是智慧，在佛陀的無礙
智慧上，也建立三不共法：13知過去世無
礙，14 知現在世無礙，15知未來世無礙。
（四）「由業」，業是佛的身口意三業，從
佛的三業也建立三種：16身業隨智慧行，
17口業隨智慧行，18意業隨智慧行。這十
八種法，二乘無學果是沒有的，不共於小
乘聖者，所以叫不共功德。

• 因此，佛陀「於一切二乘」的聖者中，是
「最勝者」，我當恭敬「歸禮」。



一切相妙智

• 由三身至得，具相大菩提，一切處他疑皆能斷，
歸禮。

• 一切相妙智，就是一切種智，也叫一切智智。

• 「由」此妙智，於一切法中得無礙的知見，自
性等「三身」圓滿「至得」，成為「具」足

功德「相」的「大菩提」果。這大菩提，能無
礙通達一切境相，所以在「一切處」的世間
中，「他」人所有「疑」惑，佛都「能」給
他「斷」除，使他獲得正確的信解。

• 具此一切相妙智功德者，我當恭敬「歸」依
頂「禮」。



(二) 六德相應

• 諸佛法身與如是等功德相應，復與所餘自
性、因、果、業、相應、轉功德相應，是
故應知諸佛法身無上功德。

• 此中有二頌：

–尊成實勝義；一切地皆出；至諸眾生上；
解脫諸有情；

–無盡無等德相應；現世間及眾會可見，
非見人天等。



• 諸佛法身固然與上面所說的種種功德相應，
並且復與所餘的：自性，因，果，業，相
應，轉──六種功德相應，由是知道諸佛法
身是具有無上殊勝「功德」的。頌文就是
解說六種功德：

（一）自性，諸佛世「尊」以最清淨法界為
自性，此法界就是本自「成」就真「實」
不虛的「勝義」，所以說『在纏名如來藏，
出纏名法身』。

（二）因，修「一切地」中的因行，到十地
圓滿，悉「皆」超「出」時，就成法身。



（三）果，修十地因，超過一切眾生，「至諸
眾生」中的最「上」首。

（四）業，成佛之後，還要作「解脫諸有情」的
利生事業。

（五）相應，佛法身與「無盡無等」的功「德相
應」，像上面所說的十力四無所畏等。

（六）轉，轉就是現起，如來「現」起變化身，
一般「世間」的人天有情可見；現受用身，
大集「眾會」中的大菩薩「可見」；但佛的
自性身，超越不思議，唯是佛的境界，「非」
是「人天等」所能知「見」。



八甚深

• 復次，諸佛法身，甚深最甚深，此甚深相云何可
見？

• 「諸佛法身」是「甚深最甚深」的，他的內容很
不容易想像與理解，現在且以十二甚深來顯示。

• 此中有多頌：

佛無生為生，亦無住為住，諸事無功用，第四食
為食。



（一）生住業住甚深

這可分為四種：

（１）生甚深：「佛」在世間，現起種種的身形，

不同一般的有情以業煩惱為因而受生的，他是
「無生為生」。在佛的自證聖境上，雖現證一切
無有所生，但因大悲願力隨感而現，為有情示現

誕生，如釋尊的誕生印度。這即無生而示現受生，
難以了解，故為甚深。

（２）住甚深：住就是安住涅槃，法身離生死，
「無住」涅槃「為」所「住」，這不同小乘的偏
住寂滅，所以說住甚深。

（３）業甚深：如來作一切利樂的「事」業，如摩
尼天樂一樣，所以叫業甚深。



（４）食(住)甚深

• 生命因飲食而維持叫住。

• 食有四種：

A.不清淨依止住食，欲界的有情，由段思觸
識四食而維持生命，為欲界繫縛所縛，名
為不清淨。

B.淨不淨依止住食，修禪定離欲界欲而升
上界的有情，他們以思觸識三食為食，離
下界諸欲，說他是淨，然沒有脫離上地欲，
所以又是不淨。



C.一向清淨依止食，已得聲聞緣覺果的聖
者，他們斷盡三界諸惑，非一切欲樂所繫
縛，他們的飲食養身，稱為一向清淨。

D.唯示現依止食，這是佛陀所受的食，在佛
的本身上，無須乎飲食，然而隨順世間，
也持缽乞食，受用飲食。

• 在此四食中，法身是第四種唯示現依止食
為食。



（二）安立數業甚深

• 無異亦無量；無數量一業；不堅業堅業，
諸佛具三身。

• 這又分為三：
（１）安立甚深，佛佛同一真法界中，所以
一切諸佛，都無有別異。可是無量世界中，
有無量的有情，現等正覺，所以法身也可
說「無量」的。

（２）數甚深，雖有無數無量的諸佛，但他
們同做一種利樂有情的事業，這些事業，佛
佛相攝，佛佛相成，所以在數量上也甚深
甚深。



（３）業甚深：

諸佛變化身所作事業，是「不堅」業，
時而示現受生，時而又入涅槃；受用身
所作事業是堅業，他無盡期的化導有情。

或可以說自性身的自利業是堅定的，餘
二身的利他業是不堅的。

「諸佛具三身」，所以佛業甚深。



（三）現等覺甚深

• 現等覺非有，一切覺非無，一一念無量，
有非有所顯。

• 能「現等覺」的人，所現等覺的法，皆是
「非有」；但「一切覺」者，在世諦的假
名中，又「非無」，因為「一一念」中，
「無量」世界，有無量有情現等正覺。非
有依他起上的遍計性，非無依他起分的真
實性；這非有非無的甚深，從「有」清淨
法界與「非有」一切染污上建立，就是說，
現等正覺，是依佛證得的清淨法界離垢
「所顯」的。



（四）離欲甚深

• 非染非離染，由欲得出離，了知欲無欲，悟入欲法性。
• 如來是「非染」的，因一切貪欲皆已斷盡；但也「非
離染」，因為一切法的當體就是真實性，在不增不減
的真如中，法法本性清淨，既一切法全體即真，本來
無染欲，那又有什麼可離呢？

• 大乘的非離染，主要在「由」染「欲」而「得出離」。
菩薩留隨眠不斷，才能久在生死中利生成佛，不然就
陷於小乘的涅槃了。

• 小乘不能由欲而得出離，因他不能通達法法無自性，
染欲的本性清淨，所以覺得有急須斷除染污的必要。

• 大乘聖者，了知法法自性本淨，平等法界中，無染無
欲可離，才能留惑潤生，修利他行，得大菩提。諸佛
法身的離欲甚深，就立足在這「了知欲無欲」，「悟
入欲」即離欲的真如「法性」上。



（五）斷蘊甚深

• 諸佛過諸蘊，安住諸蘊中，與彼非一異，不捨
而善寂。

• 一切「諸佛」，超「過」有漏的「諸」取
「蘊」，但又「安住」於「諸蘊中」。

• 小乘說離生死身得般涅槃，它把涅槃與蘊身，
看成截然不同的二事，所以要離無常的五蘊才
能得到常住的涅槃。

• 大乘了達生死諸蘊，「與彼」涅槃「非一」
非「異」，諸蘊本來不生不滅，即是寂靜的
涅槃，所以「不捨」諸蘊「而」能常住「善寂」
的涅槃。



（六）成熟甚深

• 諸佛事相雜，猶如大海水，我已現當作，他
利無是思。

• 「諸佛」所作利益眾生的「事」業，彼此
「相雜」為一，所謂『一切即一，一即一
切』。「猶加大海水」，百川水流相雜，為
魚蝦共同受用。

• 這樣，一佛教化有情，等於一切佛的教化，
眾生受一佛化，也就等於受一切佛化。

• 佛化眾生的事業，既彼此不二，所以如「我
已」作利他事，我「現」在作利他事，我
「當」來「作他利」事，諸佛決「無是」等
人我差別的「思」念。



（七）顯現甚深

• 眾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遍滿諸世間，
由法光如日。

• 前半頌，諸佛如來常住世間，為什麼一般
眾生不能常見佛聞法呢？這是因「眾生」
有「罪」──業障，所以「不現」見於佛，
與佛無關。這是約佛的現身而說。

• 再說不聽見佛說法，佛的法身「遍滿諸世
間」，出廣長舌，放大「法光」明，眾生
有罪，所以不能聽到。「如」世間的「日」
光，遍照大地，但盲者不見，你能說世間
沒有太陽嗎？



（八）示現等覺涅槃甚深

• 或現等正覺，或涅槃，如火；此未曾非有，
諸佛身常故。

• 諸佛世尊「或」時示「現等正覺」，「或」
時示現入般「涅槃」。這「如」世間的
「火」，有時燃燒有時熄滅。佛為什麼要這
樣呢？為化度可化的未成熟有情，使他成熟
解脫，所以示現受生；可化的有情已經成熟，
無須佛陀長住世間，所以又示現入涅槃。

• 「此」入涅槃的佛，「未曾非有」，如火的
暫熄，並非世間沒有火。「諸佛」法「身常」
住，這或起或滅，只是他的示現；從諸佛真
實 法身上說，或起或滅的當體，就是法身如
如不動。



（九）住甚深

• 佛於非聖法，人趣及惡趣，非梵行法中，
最勝自體住。

• 住是安住在功德中，這有三種住：
（１）聖住：「佛於非聖法」中住聖法中，以最勝
的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為住。

（２）天住：於「人趣及惡趣」中，佛於天法中，
以最勝的靜慮等持為住。

（３）梵住：相對於「非梵行法」中，佛修慈悲喜
捨的四種梵行，以最勝的梵行為住。

• 因此，在諸法中，佛於「最勝自體住」──聖住、
天住、梵住。



（十）顯示自體甚深

• 佛一切處行，亦不行一處，於一切身現，非六根所
行。

• 「佛」的後得智遍「一切處行」，根本智無有分別，
所以「亦不行一處」。或可說：佛身遍一切處無所
不在，但又不在一處，所謂『法身無在無不在』。

• 為化某一類的有情，即現某一類身，佛的變化身，
「於一切身」中示「現」受生，這如常人所見的佛，
只是一位老比丘，如我們凡夫一樣。其實佛身「非」
我們的「六根所行」。

• 佛的化身，為度地獄有情，受生地獄中，示現受苦，
其餘由惡業所感而受苦的眾生，不知是佛；它們尚
不能取得佛的化身，佛的真法身，那更非六根所行
的境界了。



（十一）斷煩惱甚深

• 煩惱伏不滅，如毒咒所害，留惑至惑盡，證佛
一切智。

• 菩薩不把「煩惱」斷盡，祗是「伏」而「不滅」，
使其不發生作用。「如毒」蛇能夠害人，但他被
「咒」力「所害」，就不能發生作用。

• 為什為伏而不斷？因行菩薩道者，不能急斷煩惱，
不然，就墮入小乘的無餘涅槃了。所以在未成佛
前，必須「留惑」受生死身，「至」金剛道才斷
「惑盡，證佛一切智」。

• 唯識學者說：分別所起的煩惱，初地斷；俱生煩
惱則伏不起，但也有故意生起的；八地以上，才
決定不起煩惱的現行；至俱生煩惱的種子，留到
成佛時才完全斷盡。



（十二）不可思議甚深

• 煩惱成覺分，生死為涅槃，具大方便故，
諸佛不思議。

• 佛「具大方便故」，能通達「煩惱成」為
菩提的「覺分」，「生死」成為寂靜的
「涅槃」。

• 一方面，這是法性的本然，一方面是佛智
的淨化。

• 這「諸佛」的妙用，「不」是我們所能
「思議」，甚深，甚深！



結

• 應知如是所說甚深有十二種：謂生住業住
甚深，安立數業甚深，現等覺甚深，離欲

甚深，斷蘊甚深，成熟甚深，顯現甚深，
示現等覺涅槃甚深，住甚深，顯示自體甚
深，斷煩惱甚深，不可思議甚深。

• 結示前面所說的十二甚深。



九、念

(一) 正明七念
• 若諸菩薩念佛法身，由幾種念應修此念？
略說菩薩念佛法身，由七種念應修此念：

• 「諸菩薩念佛法身」的功德相好，能得念
佛三昧，三昧成就時，能現見十方佛聞法、
供養，這是一大修行法門，不可不加留意。
不知「由幾種念應修此念」佛三昧呢？應
「由七種念」「修此念」佛法門。

• 念就是別境中的念心所，明記不忘為性，
因繫念佛得定，就是念佛三昧。



1、佛神通無礙

• 一者、諸佛於一切法得自在轉，應修此念，
於一切世界得無礙通故。

• 應這樣的念佛：佛「於一切世界得無礙神
通」，所以能於「一切法得自在轉」。無
礙統指六通，這神通的妙用，於一切法可
得大自在。

• 或者疑惑：諸佛於一切世界神通無礙，發
願度脫一切眾生，那就應該一切眾生都成
佛解脫，為什麼有無量數的有情，受種種
痛苦，不見佛不聞法呢？



• 此中有頌：有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二種決定
轉，諸佛無自在。

• 為解答這問題，特說一「頌」。「有情界周遍」，
就是說一切有情。有情所以不得成佛解脫，自有
他的原因：

（１）「具障」，諸有情具足了猛利 [P534] 長時的
煩惱，極重的惡業，感長壽天及地獄等果報，具
這三障，所以障礙見佛，不能見佛聞法，更不能
得解脫。

（２）「闕因」，另一類有情，雖沒有這樣的三障，
但缺少見佛聞法的善根因緣，尤其沒有熏習成大
乘種姓，所以佛於一切世界現身說法，不能使他
解脫。



（３）「二種決定轉」，就是業障、異熟障決定，
不得解脫。這可作兩種的解說：

Ａ、造了無間的定業，感到了一向苦趣的定報，
因此，障礙見佛聞法，不得解脫。

Ｂ、惡業雖還未造，但由過去的熏習力，現在
的環境，使他決定要去造此惡業，這決定要造
業的有情，一定障礙解脫，一定障礙聞法。還
有，造了業必定要感果，如釋種的被誅滅，他
必須受果報，現在雖見佛聞法，也不得解脫。

因此種種，「諸佛」雖於一切法得自在，而對
此等眾生，是無可奈何的，「無」有「自
在」。



2、法身常在

二者、如來其身常住，應修此念，真如無間
解脫垢故。

• 諸佛「如來」的法「身常住」，菩薩「應」
這樣的「修」「念」佛觀。因為「真如」

法界，是法身自體，在金剛喻定的「無間」
道，「解脫」一切障「垢」，開顯了最清
淨法界，無改轉無變易，常住寂滅。念佛
的菩薩，應該這樣念。



3、最勝無罪
• 三者、如來最勝無罪，應修此念，一切煩惱及
所知障並離繫故。

• 諸佛「如來最」為殊「勝無罪」，因佛的「一
切煩惱及所知障」，都已經解脫「離繫」了。
念佛法身的菩薩，「應修此念」。

4、無有功用
• 四者、如來無有功用，應修此念，不作功用一
切佛事無休息故。

• 諸佛「如來無有功用」：前三種念佛的自體，
以下念佛的利他妙用。佛「不作功用」而做
「一切」利生的「佛事，無」所「休息」。念
佛的菩薩，「應修此念」。



5、大富樂
• 五者、如來受大富樂，應修此念，清淨佛土大
富樂故。

• 應念諸佛「如來受大富樂」，佛在因中，修習
福慧二種資糧，所以到了果位，得清淨佛土
的「大富樂」果。

6、離諸染
• 六者、如來離諸染污，應修此念，生在世間
一切世法不能染故。

• 應念諸佛「如來離諸染污」，佛陀生在世間，
非「一切世法」之所「能染」。



7、示現

• 七者、如來能成大事，應修此念，示現等
覺般涅槃等，一切有情未成熟者能令成熟，
已成熟者令解脫故。

• 諸佛「如來能成大事」，「示現」受生，
成「等」正「覺」，「般涅槃等」，使那

「一切有情」的「未成熟」者「成熟」，
「已成熟者」「解脫」。念佛法身的菩薩，
「應修此念」。



• 此中有二頌：圓滿屬自心，具常住，清淨，無功
用，能施有情大法樂，遍行無依止，平等利多生：
一切佛，智者應修一切念。

• 頌中重頌七念：念佛法身的七念，無不「圓滿」：

（一）念如來隨「屬自心」圓滿。（二）念如來身
「具」足「常住」圓滿。（三）如來具足「清淨」

圓滿。（四）念如來「無功用」圓滿。（五）念
如來「能施有情大法樂」圓滿。（六）念如來

「遍行無依止」圓滿。（七）念如來「平等利多」
眾「生」圓滿。具此「一切」圓滿的無上「佛」
陀，有「智」慧「者」的菩薩，「應修一切念」。



(二)別釋淨土

• 復次，諸佛清淨佛土相，云何應知？如菩薩藏百千契經序品

中說，謂：薄伽梵住最勝光曜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

邊世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周圓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

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最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

都，諸大菩薩眾所雲集，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

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翼從，廣

大法味喜樂所持，作諸眾生一切義利，蠲除一切煩惱災橫，

遠離眾魔，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

大止妙觀以為所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無量功德

眾所莊嚴，大寶華王之所建立大宮殿中。



• 在念佛中，有念佛淨土，這裡特別的把它解釋一
下。

• 「菩薩藏百千契經」大抵指華嚴經。在此經的
「序品中，說」到佛土的勝妙；但這不但應從所
描寫的淨土事相去理解，還要從表德顯理中去理
解。
– 如最勝光曜的大寶華王所建立的大宮殿，大寶華
王是大紅蓮花，表吾人的一念清淨真心，由清淨
法性心中，現清淨土。

– 宮殿即法界宮，在吾人一念淨心的法界宮，以無
邊的福德智慧莊嚴它。如依這個見解去看，那七寶
莊嚴的七寶，表七覺支。

– 如來所都，表心王，或淨心的攝持。
– 諸大菩薩，表無漏善心所與善行。
– 天龍八部，表即菩提性淨的煩惱，即戒定慧的淫怒
癡等



十八圓滿

（１）顯色圓滿（２）形色圓滿

（３）分量圓滿（４）方所圓滿

（５）因 圓 滿（６）果圓滿

（７）主 圓 滿（８）輔翼圓滿

（９）眷屬圓滿（10）任持圓滿

（11）事業圓滿（12）攝益圓滿

（13）無畏圓滿 （14）住處圓滿

（15）路 圓 滿（16）乘圓滿

（17）門圓滿 （18）依持圓滿



• 如是顯示清淨佛土顯色圓滿，形色圓滿，

分量圓滿，方所圓滿，因圓滿，果圓滿，

主圓滿，輔翼圓滿，眷屬圓滿，任持圓滿，

事業圓滿，攝益圓滿，無畏圓滿，住處圓

滿，路圓滿，乘圓滿，門圓滿，依持圓滿。



四德
• 復次，受用如是清淨佛土，一向淨妙，一向安樂，
一向無罪，一向自在。

• 所受用的清淨佛土，可用四種妙德來總攝它：

（一）一向淨妙：淨土中沒有一切不淨事，而是一
向極清淨的。

（二）一向安樂：淨土中沒有苦痛的逼切，一向安
樂。

（三）一向無罪：在淨土中，內心外身所起的一切，
唯是善淨的，沒有不善無記，所以沒有過失。

（四）一向自在：隨心所欲，一切皆獲得成辦。這

四種就是常樂我淨的四德，淨妙是淨德，安樂是樂
德，無罪是常德，自在是我德。



十、業

• 復次，應知如諸佛法界，於一切時能作五
業：

• 離染所顯的「諸佛」最清淨「法界」，就
是諸佛的法身。這法界身，「於一切時能
作五業」。

• 這五業，都不出受用變化二身的業用，但
攝末歸本，從佛的本位上說，這一切都是
法身的大用。



1、救濟一切有情災橫為業

• 一者、救濟一切有情災橫為業，於暫見時便能救
濟盲聾狂等諸災橫故。

• 有情做種種不善業，感生盲聾瘋狂等災橫，他們
若「暫見」佛「時」，「便能救濟」他們，「盲」
者得視，「聾」者得聞，「狂」者心正。這盲等
「諸災橫」，都因見佛而獲得救濟。狂者得正等
事例，經上說得很多。

2、救濟惡趣為業
• 二者、救濟惡趣為業，拔諸有情出不善處置善處
故。

• 「：眾生因造惡業，墮落惡趣，佛陀大慈大悲，
救「拔」這些「有情」，「出」離「不善」三惡
趣「處」，「安置」人天的「善處」。



3、救濟非方便為業

• 三者、救濟非方便為業，令諸外道捨非方便求解脫
行，置於如來聖教中故。

• 方便就是解脫的方法；外道所行的苦行，如持牛戒
狗戒等，是非方便，他們所修的道，不能出離三界。
佛陀令這些「外道」，「捨非方便求解脫行」，安
「置」在「如來」的「聖教中」。

4、救濟薩迦耶見為業
• 四者、救濟薩迦耶見為業，授與能超三界道故。
• 薩迦耶見即身見，就是於三界中流轉的眾生，認五
蘊和合的生命現象為恆存的自我──我見。救濟我執
的有情，「授與能超三界」的無我正「道」，使他
們破除虛偽不實的身見，超出三界。



5、救濟乘為業

• 五者、救濟乘為業，拯拔欲趣餘乘菩薩，及不定
種姓諸聲聞等，安處令修大乘行故。

• 有兩種佛教內人，須要「拯拔」：一、見眾生難
度，菩薩道難行，所以欲從菩薩道退，趣入其餘
小乘的菩薩。二、那徘徊於大小歧路上的「不定
種姓諸聲聞」，雖有大乘種姓，卻在發小心。佛

陀憐愍他們，所以說一乘法，令退心的菩薩不退，
不定的聲聞迴心向大，修行大乘成佛法門。聲聞

有兩種：一、但熏成聲聞種姓的，叫定姓聲聞。
另一種熏有大小二乘的種姓，但現在正學小乘，
叫不定姓聲聞。佛陀教不定姓聲聞，放下小乘，
告訴他熏有大乘種姓，應當發菩提心，行大乘行。



不平等之因

• 於此五業，應知諸佛業用平等。此中有頌：因、
依、事、性、行，別故許業異；世間此力別，無
故非導師。

• 要明白諸「佛」「業用平等」，先得說明不平等
的所以：

（一）「因」別，眾生的因力有別，人有人因，天
有天因，地獄，餓鬼，畜生都各有不同的業因，
所以作的事業也有差異。

（二）「依」別，依就是所依自體，每個有情都有
他的身體，各各不同，所以事業也有別異。

（三）「事」別，事即事業，人世間的農工商學，
有種種不同的職業，所以事業有不同



（四）「性」別，性謂好樂興趣，眾生各各
根性不同，興趣差別，所以事業有異。

（五）「行別」，行是加行，加行有大小久
暫不同，因此事「業」也就有「異」。
「世間」的眾生，因「此」因等「力別」，
所以有異。

• 在佛果位，佛佛以六度為所修因，以法界
為所依體，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利益眾
生的意樂事業，彼此都沒有差別，同行無
功用行。佛陀「無」這種種差別，所以事
業的差別，「非導師」──佛所有。



第三節釋妨難

一、釋說一乘

難：

• 若此功德圓滿相應諸佛法身，不與聲聞獨
覺乘共，以何意趣佛說一乘？

釋：

• 此中有二頌：為引攝一類，及任持所餘，
由不定種姓，諸佛說一乘。

• 法，無我，解脫等故，姓不同，得二意樂，
化，究竟：說一乘。



問：種種「功德圓滿相應」的「諸佛法身，不與聲

聞獨覺」二「乘」人「共」，佛又「以何意趣」
「說一乘」呢？

答：第一頌：

• 「為引攝一類」不定姓的二乘迴小向大，「及任
持所餘」一般欲退小乘的菩薩，使他保持原來菩
薩的地位不失。由這兩種「不定種姓」，所以
「諸佛說一乘」。

• 引攝回小向大的聲聞，任持所餘的退小菩薩，皆
屬不定種姓所攝。因菩薩曾受過聲聞熏習，所以
可能的退回小乘；聲聞也曾受過菩薩熏習，所以
可能的轉向大乘。前者是已發心了的菩薩，後者
正在發聲聞心。



第二頌：

• 前一頌說明一乘的目的，次一頌以八義說明一乘
的意趣。經中說一乘的地方很多，所取的意義也
不一，本論的八意，可說賅括無遺了。

（一）法性平等：證悟的法性真如，三乘聖者雖不
無淺深偏圓，但是共同趣向的「真如」是我法二

空所顯的圓成實，菩薩以此出離，聲聞緣覺也由
此解脫。所以是依法性平等說一乘。

（二）無我平等：像般若經上說三乘補特伽羅同不
可得，在無我中平等平等。無我既平等，所以不
能說這是二乘，那是大乘。凡是說三乘有情差別

不可建立，所以無大小等，都是依無大無小的無
我平等說一乘。



(三)解脫平等：佛與羅漢，同樣斷煩惱障，同樣得
到解脫，經上說『三乘同坐解脫床』，同入涅槃。
約這樣的意趣，也有說為一乘的。

（四）姓不同：眾生的根性不同，而不定種姓，大
乘小乘皆有一分，如果回小向大就可成佛。依這
不定姓人說一乘。

（五）（六）得二意樂：

１就人說，攝他為自，自他平等。

２就法說，諸法無差別，法法平等。

約這有情及法的平等講，所以聲聞就是佛。



（七）化身佛：我過去生中曾做過聲聞，現緣覺身，

入般涅槃，現在仍然可以成佛，這是約佛的變化
身說。法華會上舍利弗等，蒙佛授記，有說也是
佛所變化的。

（八）「究竟」，佛乘最為究竟，此一乘以上，再

沒有餘乘，此是唯一的究竟乘，由上種種的意趣，
所以佛「說一乘」。

一乘究竟，三乘方便，與三乘究竟，一乘方便，
在佛學界中展開了熱烈的諍辯

本論前說救濟乘為業，不是說小乘決定要成佛，
只是依不定種姓說。所以依本論說，應該說三乘
是究竟。



二、釋同時有多佛

• 如是諸佛同一法身，而佛有多，何緣可見？此中
有頌：一界中無二，同時無量圓，次第轉非理，
故成有多佛。

• 一切「諸佛」既「同一法身」，為什麼「佛」又
「有」許「多」呢？

• 一分小乘說：一世界中無有二佛，現在否認它的
見解，說同時有無量眾生圓滿成佛。無量有情可
以同時發菩提心，同時修菩薩行，功行圓滿。

• 若說一時只有一佛，次第展轉相續成佛，是非理
的，你有什麼原因限制他，使他們不能同時成佛
呢？所以同時成有多佛。



三、法身涅槃？

• 云何應知於法身中佛非畢竟入於涅槃，亦非畢
竟不入涅槃？

• 此中有頌：一切障脫故，所作無竟故，佛畢
竟涅槃，畢竟不涅槃。

• 有的小乘說佛畢竟入涅槃，有的大乘說佛畢竟
不入涅槃；本論以雙非的見解說佛非畢竟入
於涅槃，也非畢竟不入涅槃。

• 理由是：「一切障脫」而得轉依，約這障脫
寂滅邊說，「佛畢竟」入「涅槃」。但是佛陀
「所作」利益眾生的事業，盡未來際，「無」
有「竟」期，所以佛又「畢竟不涅槃」。



四、釋受用身非自性身

• 何故受用身非即自性身？

• 由六因故：

一、色身可見故，

二、無量佛眾會差別可見故，

三、隨勝解見自性不定可見故，

四、別別而見自性變動可見故，

五、菩薩聲聞及諸天等種種眾會間雜可見故，

六、阿賴耶識與諸轉識轉依非理可見故。佛
受用身即自性身，不應道理。



• 談法身時，開顯了佛陀的全體大用，這自性
身，是專就自證邊說。「受用身」所以不是
「自性身」，「由六」種「因」：

（一）色身可見

• 受用身有「色身可見」；見，不單是眼見，是
說可以了知的。地上菩薩所見的，雖似乎即佛
與淨土的色相，其實諸佛自覺，即智即理，
融然一如。所見的色身，只是諸佛應機，眾
生隨自所能見的，見到怎樣的色相而已。

• 法身為一切法依，一切法不離於法身，體用
無礙，故可說有色身；若偏取自證的自性身以
對化他應現的二身說，就不能說有色相。



（二）眾會不同

• 受用身，有「無量」彼此「眾會差別可見」，自
性身沒有這差別相可見，所以受用身不就是自性
身。

（三）一會中

• 諸大菩薩在一會中，他們所見的受用身，「隨」
各人「勝解」所見不同。受用身的「自性不定」，
不能說佛自證圓滿的自性身有這種現象。

（四）一一眾生

• 一一眾生「別別而見自性變動」，先見是這樣，
後見又是那樣，見解進一層，所見又不同。自性
身是湛然常住，不能有此演變。



（五）受用身所住的淨土，「菩薩聲聞」獨覺等的
三乘，諸「天」人「等」的「種種有情，眾會間
雜可見」，這唯有化他示現才有，自性身自然沒
有這種間雜。

（六）賴耶轉依得自性身，諸識轉依得受用身，若
說受用身即自性身，「阿賴耶識與諸轉識」的
「轉依」「非」一的道「理」，就無從分別了。

由此種種道理，所以「佛」的自性身不是受用身；
若說佛的「受用身即自性身，不應道理」！



五、釋變化身非自性身

• 何因變化身非即自性身？

• 由八因故，謂諸菩薩從久遠來，得不退定，於
覩史多及人中生，不應道理。(1、2 )

• 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常憶宿住，書算數印工巧
論中及於受用欲塵行中不能正知，不應道理。(3)

• 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已知惡說、善說法教，往
外道所不應道理。(4)

• 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已能善知三乘正道，修邪
苦行不應道理。(5)



• (六、七)又諸菩薩捨百拘胝諸贍部洲，但於一處
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不應道理。

• 若離示現成等正覺，唯以化身於所餘處施作佛事，
即應但於覩史多天成等正覺，何不施設遍於一切
贍部洲中同時佛出？既不施設，無教無理。雖有
多化，而不違彼無二如來出現世言；由一四洲攝
世界故，如二輪王不同出世。

• 此中有頌：佛微細化身，多處胎平等，為顯一切
種，成等覺而轉。

• 為欲利樂一切有情，發願修行證大菩提，畢竟涅
槃不應道理，願行無果成過失故。(八)



• 小乘學者多以變化身為佛的真身──自性身，這裡
依八相成道的化身，舉八種理由，說明它的不同。

（１）下生：久遠來得不退定

（２）受生：久遠來得不退定

（３）受欲：早得無生忍

（４）出家：修外道不應理

（５）苦行：修外道不應理

（６）成佛：遍一切教化處成佛

（７）轉法輪：遍一切教化處教化

（８）入涅槃：為利一切眾生不應入涅槃



六、解二身常

• 佛受用身及變化身，既是無常，云何經
說如來身常？

• 此二所依法身常故。

• 又等流身及變化身，以恆受用無休廢故，
數數現化不永絕故；如常受樂，如常施
食，如來身常應知亦爾。



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