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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品第四 

解脫、即是涅槃。《大涅槃經》說三德，解脫其一也。 

從果上說，三乘之果皆名解脫。 

又有經說三解脫門，謂空、無相、無願。又有八解脫定，即依修八種定而得名。

《華嚴經》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善知識，各言得一解脫門。亦有以勝解名解脫者。 

此中解脫品之解脫，亦指三乘勝解，及依勝解所成定慧，即能得解脫之門名解

脫，故屬了因。 

『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修悲者，當知是人得一法體，謂

解脫分』。 

此即佛承前悲品文起說。若有善根之男子、女人能修悲心者，能得一種法體，

即從身、口、意修悲所得解脫分。 

分者、支分義，又因分義。 

此解脫在真見道，謂無漏智；在真見道前，為加行慧及勝解慧，對解脫果，名

解脫分。 

若能照悲品修悲，則可得此解脫分。 

善生言：『世尊！所言體者，云何為體』？『善男子！謂身、口、

意；是身、口、意從方便得。方便有二：一者、耳聞，二者、思

惟。復有三種：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多聞』。 

善生問佛：所言體者，以何種法為體？佛答以身、口、意。修三十二相品中明

業體，亦即以身、口、意業為體。此解脫分法體之身、口、意，從方便得。方便、

有處是指善巧權巧，亦多有指預備工夫者，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利器

義同；此中亦指預備工夫。 

解脫分法體，如因受戒作羯磨──受戒作法──而得戒體。此中解脫分法體，

從身、口、意得，亦復如是。聞、即聞慧，思、即思慧，此中之體，由聞所成即聞

慧，由思所成即思慧，又有由修所成者為修慧；要得解脫法體，須有聞思之慧。又

分三種者，謂施、戒、多聞。惠施有三：見有苦而施為大悲施；為報恩而供養為報

恩施；供養有德者，如供佛、菩薩、及師長三寶，為尊敬施；此三皆能生解脫之慧。

又因持戒可生解脫之慧。多聞佛教經典，尤可得生解脫之慧。此中智慧謂之了因，

以此種種智慧，了知佛法、眾生法，而為發起菩提心之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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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言：『世尊！如佛所說從三方便得解脫分；是三方便有定數

不』？ 

『不也。善男子！何以故？有人雖於無量世中以無量財施無量

人，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人於一時中以一把麨施一乞兒，能得

如是解脫分法。有人乃於無量佛所受持禁戒，亦不能得解脫分法；

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而能獲得解脫分法。有人於無量世無量佛

所，受持讀誦十二部經，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人唯讀一四句偈，

而能獲得解脫分法。何以故？一切眾生心不同故。善男子！若人

不能一心觀察生死過咎、涅槃安樂，如是之人，雖復惠施、持戒、

多聞，終不能得解脫分法。若能厭患生死過咎、深見涅槃功德安

樂，如是之人，雖復少施、少戒、少聞，即能獲得解脫分法。』 

善生問：具足幾多惠施、持戒、多聞，即能得此解脫分之法體？ 

佛答：不必定數。或有以多施而不能得者，或有以少施而能得者。一把麨、即

一團之麵食。 

八戒、即八關齋戒：一、不殺，二、不盜，三、不淫，四、不妄語，五、不飲

酒，六、身不塗飾香鬘，七、不坐高廣大床，八、不歌舞觀聽，是為八戒；不過午

食，是為一齋。 

又有以多持戒而不得，以少持戒而得者。又有以無量多聞而不得，以持一四句

偈而得者。十二部、即十二部分、十二部類之義。十二部者：一、契經，二、重頌，

三、諷誦，四、因緣，五、本事，六、本生，七、未曾有，八、譬喻，九、論議，

十、自說，十一、方廣，十二、授記。有說小乘只有九部，大乘為十二部者；有說

小乘為十一部，大乘加方廣為十二部；以說大小乘皆具十二部者，為善。 

偈、即伽陀，或四字一句，或五字、七字一句，每句字數均整，以四句為一偈。

得解脫分與否，不以多少為準，而以用心不同為分別。有僅以修人天福報用心者，

有以求解脫生死用心者。求人天福者，雖多施、多戒、多聞亦不得解脫分；求了生

死者，雖少聞、少施、少戒亦得解脫分。解脫分、即能得涅槃之因。涅槃者、即真

解脫果。知生死過患欲解脫，知涅槃安樂而趣求，故得解脫分也。 

涅槃、有翻為滅，或滅度，或寂滅，或圓寂者，以一切功德圓滿，一切過患寂

滅為義。三界之中，六道皆無此安樂，惟解脫生死才有此安樂。所以平常修心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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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心為最要。一切功德如迴向人天福報，即不得解脫分；如迴向無上菩提，即得

解脫分。即念佛、坐禪人，雖已得定，若不迴向菩提，未發真無漏慧，亦不過得世

間四禪、四定而已。 

『善男子！得是法者，於三時中：佛出世時，緣覺出時，若無是

二、阿迦尼吒天說解脫時，是人聞已得解脫分。善男子！我於往

昔初發心時，都不見佛及辟支佛，聞淨居天說解脫法，我時聞已，

即便發心。』 

此佛言得解脫之時。凡佛住世及佛法流行尚有經典存在於世時，即為佛出世時。

無佛經教時，即緣覺出時。緣覺雖不度生，而其神通威儀亦可起人信仰而發出世之

心。阿迦尼吒天，即五不還天之色究竟天，皆證聲聞三果或位登大菩薩者生在其中。

淨居天、為五不還天別名。即釋尊在作悉達太子時，出城所遇沙門為說解脫法，亦

即淨居天所化，此即以本生事來證明者。 

『善男子！如是之法，非欲界天之所能得，何以故？以放逸故。

亦非色天之所能得，何以故？無三方便故。亦非無色天之所能得，

何以故？無身、口故。是法體者，是身、口、意。鬱單曰人亦所

不得，何以故？無三方便故。是解脫分，三人能得：所謂聲聞、

緣覺、菩薩。眾生若遇善知識者，轉聲聞解脫得緣覺解脫，轉緣

覺解脫得菩薩解脫；菩薩所得解脫分法，不可退轉，不可失壞』。 

此說惟以人趣為能得真見道。欲界天享欲樂，無三方便，即無施、戒、多聞。

無色界無身、無口，而得解脫分應以身、口、意三為體，無色界缺二故不能得。 

鬱單曰或譯鬱單越，即北俱盧洲。此地福報最勝，故無貧富之分，無壽夭之別，

亦無惠施、持戒、多聞，因其無用之必要也。 

三人：即聲聞人，緣覺人，菩薩人；即以人為能得聲聞解脫，緣覺解脫，及菩

薩解脫。又可由劣轉勝，由聲聞轉緣覺，由緣覺轉菩薩。 

善生言：『世尊！說法之人，復以何義能善分別如是等人有解脫

分？如是等人無解脫分』？『善男子！如是法者，二人所得：謂

在家、出家。如是二人，至心聽法，聽已受持，聞三惡苦心生怖

畏，身毛皆豎，涕泣橫流，堅持齋戒，乃至小罪，不敢毀犯，當

知是人得解脫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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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心、即至誠懇切之心，聽後即能受持實行。聞地獄、餓鬼、畜生之苦，皆係

造殺、盜、淫、妄等十惡業而生，即生恐怖涕泣，持戒不犯，此種人可謂得解脫分

法之相。 

『善男子！諸外道等獲得非想非非想定，壽無量劫，若不能得解

脫分法，當觀是人為地獄人。若復有人阿鼻地獄經無量劫，受大

苦惱，能得如是解脫分法，當觀是人為涅槃人。善男子！是故我

於鬱頭藍弗生哀愍心，於提婆達不生憐心。』 

外道得報，雖居最高之非想非非想天，經八萬大劫，而業報一盡即落輪迴，難

免墮生地獄，故觀其為地獄人。而地獄中如曾具有三方便得勝解者，已能得解脫分，

故觀其為涅槃人。 

鬱頭藍弗、為外道之最高者，佛得道後即欲度之，而彼已生非想非非想天。佛

觀之，知其第二生即轉畜生，第三生即墮地獄，所以哀之。彼曾在水邊修定，被水

魚、樹鳥所擾，發願為水獺害魚、鳥而生惡心，致將來墮畜生、地獄。提婆達、此

云天授，雖墮地獄，在《法華經．提婆達多品》中，為提婆達多授記成佛，故雖在

地獄，已具有解脫分。 

『善男子！如舍利弗等六萬劫中求菩提道，所以退者，以其未得

解脫分法；雖爾、猶勝緣覺根利。善男子！是法有三：謂下、中、

上。下者聲聞，中者緣覺，上者諸佛。善男子！有人勤求優婆塞

戒，於無量世如聞而行，亦不得戒，有出家人求比丘戒、比丘尼

戒，於無量世如聞而行，亦不能得。何以故？不能獲得解脫分法

故；可名修戒，不名持戒。善男子！若諸菩薩得解脫分法，終不

造業求生欲界、色、無色界，常願生於益眾生處；若自定知有生

天業，即迴此業求生人中。業者，所謂施、戒、修定。善男子！

若聲聞人得解脫分，不過三身得具解脫；辟支佛人，亦復如是；

菩薩摩訶薩得解脫分法，雖復經由無量身中常不退轉，不退轉心，

出勝一切聲聞、緣覺。善男子！若得如是解脫分法，雖復少施得

無量果，少戒、少聞亦復如是。是人假使處三惡道，終不同彼三

惡受苦。若諸菩薩獲得如是解脫分法，名調柔地，何故名為調柔

地耶？一切煩惱漸微弱故，是名逆流。善男子！有四種人：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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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生死流，二者、逆生死流，三者、不順不逆，四者、到於彼岸。

善男子！如是法者，於聲聞人名柔軟地，於諸菩薩亦名柔軟。復

名喜地。以何義故名為喜地？聞不退故；名菩薩故。 

以何義故名為菩薩？能常覺悟眾生心故。 

如是菩薩雖知外典，自不受持，亦不教人。如是菩薩不名人天，

非五道攝，是名修行無障礙道。』 

舍利子、此云鶖子，為佛弟子，因已修得大乘勝解，故雖有退轉，猶勝緣覺。

未得勝解者，於戒即為修戒，不為持戒──即定共戒、道共戒──。業有善惡、有

漏無漏之分，此中為不造三界業而修無漏三業，即布施、持戒、修定、多聞之業。

人中易化，故迴生天業以生人中。須陀洹若得解脫分，但經三次生死身即涅槃，不

必七返。須七返者，為鈍根性。以無相布施而福德不可思量，故提婆達多在地獄，

阿難問其苦否？彼言：有如三禪之樂。以有勝解功德故。調柔地、即勝解行地，或

登初地。此中之四種人：一者、凡夫之人，順生死流；二者、二乘之人，逆生死流；

三者、菩薩之人，不順不逆；四者、到彼岸人，為佛，以涅槃功德妙用度生故。喜

地、即初歡喜地，此地以前為假名菩薩，此地以上是實義菩薩。覺悟眾生，即是菩

提薩埵。外典雖知，不受持，亦不教人，而惟受持佛法，教以佛法。 

『善男子！夫菩提者，有四種子：一者、不貪財物，二者、不惜

身命，三者、修行忍辱，四者、憐愍眾生。 

善男子！增長如是菩提種子，復有五事：一者、於己身中不生輕

想，言我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自身受苦，心不厭

悔；三者、勤行精進，不休不息；四者、救濟眾生無量苦惱；五

者、常讚三寶微妙功德。有智之人修菩提時，常當修集如是五事。 

增長熾然菩提種子，復有六事：所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

是六種事，因一事增，謂不放逸；菩薩放逸，不能增長如是六事，

若不放逸，則能增長。 

善男子！菩薩求於菩提之時，復有四事：一者、親近善友，二者、

心堅難壞，三者、能行難行，四者、憐愍眾生。 

復有四事：一者、見他得利心生歡喜，二者、常樂稱讚他人功德，

三者、常樂修集六念處法，四者、勤說生死所有過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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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若有說言，離是八法得菩提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若有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即得名為無上福田，如是

菩薩出勝一切世間之事及諸眾生。』 

四種種子，即是悲心，修此四種種子，即是修悲。復次、修者中五事、六事，

能增長此四種子。熾然、是最勝之意。而六波羅蜜又以一不放逸行而增長。善友、

指佛菩薩。六念：即念佛、法、僧、戒、天、死──即無常──。合兩種四事，即

八法。初發菩提心，在理性上即與佛無異，故得名為無上福田。 

『善男子！雖有人言：無量世界有無量佛，然此佛道甚為難得。

何以故？世界無邊，眾生亦爾；眾生無邊，佛亦如是。假使佛道

當易得者，一佛世尊則應化度一切眾生！若爾者，世界眾生則為

有邊。 

善男子！佛出世時，能度九萬九那由他人，聲聞弟子度一那由他，

而諸眾生猶不可盡，故名無邊。是故我於聲聞經說無十方佛，所

以者何？恐諸眾生輕佛道故。諸佛聖道，非世所攝，是故如來說

無虛妄。 

如來世尊無有妒心，以難得故，說無十方諸佛世尊。 

善男子！無量眾生發菩提心，不能究竟行菩薩道。 

若人難言：若有現在無量諸佛，何故經中但說過去、未來二世有

無量佛，不說現在無量佛耶？善男子！我一國說過去、未來有恆

沙佛，現在世中唯一佛耳。善男子！真實義者，能得佛道無量眾

生，修行佛道多有退轉，時有一人乃能得度，如菴羅華及魚子等。』 

此言佛不易成。若佛易成，則眾生當有窮盡，而與世界皆有邊。 

那由他、此云億，佛及弟子，能度此多眾生，而眾生猶不可盡，證明佛之難成，

恐眾生輕佛也。從佛非世間攝之理，故言十方世界無佛。初發心者雖多，而退墮者

尤多，故歷長時間方有一人成佛。 

不言現世有多佛，乃據小乘以說。其實、現在有多佛也。菴羅樹、幾千幾百花

而間結一二子；水中魚子亦幾千幾百子偶成一二魚，喻發心雖多，成佛者少，可見

得佛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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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得

解脫分法，是不為難；在家得者，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

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此顯在家菩薩惡因緣所纏繞多於出家之人，故說出家菩薩得解脫分法不為難，

而在家之人則為難能可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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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菩提品第五 

三種菩提，即聲聞、緣覺及諸佛菩提。 

此品宗旨，在從三種菩提中辨出諸佛菩提為最勝。 

善生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

菩提三種：一者、聲聞菩提，二者、緣覺菩提，三者、諸佛菩提。

若得菩提名為佛者，何故聲聞、辟支佛人不名為佛？若覺法性名

為佛者，聲聞、緣覺亦覺法性，以何緣故不名為佛？若一切智名

為佛者，聲聞、緣覺亦一切智，復以何故不名為佛？言一切者，

即是四諦。』 

三種菩提，即文中所講聲聞、緣覺及諸佛菩提。證聲聞菩提即阿羅漢果，證緣

覺菩提即辟支佛果，此二雖得解脫生死而不得謂無上菩提；要得諸佛無上菩提，才

是真正菩提。 

辨明三種菩提，須捨劣取勝。此品仍由善生問，佛答，本經各品皆然，如金剛

經為須菩提問、佛答之類。 

問意：以聲聞聞佛說四諦法之聲而證阿羅漢之果，緣覺由觀察因緣而覺悟，同

得一種菩提，何故聲聞名為聲聞，緣覺名為緣覺，均不名佛？若覺法性名為佛者，

聲聞、緣覺亦覺法性；若一切智名為佛，聲聞、緣覺亦知一切法，何故不名為佛？

以四諦即攝一切法──苦集攝世間果因；滅即解脫生死而證涅槃，道即達涅槃之方

法，則攝出世果因──，何以聲聞、緣覺不名為佛？以上有三種問意，蓋欲起佛說

三種之差別也。 

佛言：『善男子！菩提有三種：一者、從聞而得，二者、從思惟得，

一者、從修而得。聲聞之人從聞得故，不名為佛；辟支佛人從思

惟已少分覺故，名辟支佛；如來無師，不依聞、思，從修而得覺

悟一切，是故名佛。善男子！了知法性，故名為佛。法性二種：

一者、總相，二者、別相。聲聞之人，總相知故不名為佛；辟支

佛人同知總相，不從聞故，名辟支佛，不名為佛；如來世尊，總

相、別相一切覺了，不依聞、思，無師獨悟，從修而得，故名為

佛。善男子！如來世尊緣智具足，聲聞、緣覺雖知四諦，緣智不

具足，以是義故，不得名佛；如來世尊緣智具足，故得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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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須從佛聞法而得菩提；緣覺不必聞佛說法，即以思惟而得菩提；如來無師，

從修而得一切覺悟，乃成無上菩提。所以菩薩發心修行，雖亦藉佛所說法為方便，

而由離言妙悟，不同聲聞之拘執法相；菩薩了諸法性空，由修遍覺，辟支佛只有少

分覺，未為深廣圓滿；真要得一切智，須以無師智離一切語言文字修證而得。佛又

能為一切眾生之機說法，亦非聲聞、緣覺所能。所覺法性，有總相、別相之分。達

五蘊和合空無人我為總相智，辟支佛以自思惟亦只了總相，了別相則五蘊之法一一

皆空，無有自性。此既從修而得，一切言語文字皆無所用，以無分別而證知者為妙

智，故名為佛。 

以一切法為所緣境，而佛智緣之無不圓滿。此佛境界，非聲聞、緣覺僅於所緣

境知其總相者所堪比，以彼不具遍正覺故，不名為佛。 

『善男子！如恆河水，三獸俱渡，兔、馬、香象。兔不至底，浮

水而過；馬或至底，或不至底；象則盡底。恆河水者，即是十二

因緣河也。聲聞渡時，猶如彼兔；緣覺渡時，猶如彼馬；如來渡

時，如彼香象，是故如來得名為佛。聲聞、緣覺雖斷煩惱，不斷

習氣，如來能拔一切煩惱、習氣根原，故名為佛。善男子！疑有

二種：一、煩惱疑，二、無記疑。二乘之人斷煩惱疑，不斷無記，

如來悉斷如是二疑，是故名佛。善男子！聲聞之人厭於多聞，緣

覺之人厭於思惟，佛於是二心無疲厭，故名為佛。善男子！譬如

淨物，置之淨器，表裏俱淨；聲聞、緣覺智雖清淨而器不淨，如

來不爾，智器俱淨，是故名佛。善男子！淨有二種：一者、智淨，

二者、行淨。聲聞、緣覺雖有淨智，行不清淨；如來世尊智、行

俱淨，是故名佛。善男子！聲聞、緣覺其行有邊，如來世尊其行

無邊，是故名佛。善男子！如來世尊能於一念破壞二障：一者、

智障，二者、解脫障，是故名佛。如來具足智因、智果，是故名

佛。』 

一、 恆河、為印度最大之河，香象、為最大之象。此譬以恆河水喻十二因緣生

死流轉大河，以兔喻聲聞，以馬喻緣覺，以香象喻佛；三獸雖同渡河，而唯象達河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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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聞、緣覺僅斷煩惱，不斷習氣，如兔馬勉強渡河而不徹底，佛則徹底，

斷其根本。 

三、疑為六根本煩惱之一，煩惱疑障善法使之不生；無記疑如地球為多少微塵

所成，有多少斤兩，聲聞、緣覺不須明白，而佛則悉知之，所謂佛於恆沙世界一滴

之雨，皆知頭數。 

四、聲聞從佛聞聲得悟生空而不願多聞；緣覺雖以思惟而悟生空，亦不願多所

思惟，唯佛則於山河大地微塵草木無不了知，於聞、於思心無疲厭。 

五、智慧喻物，身心喻器。聲聞、緣覺之身心，為業報所成，故須灰身泯智，

方得無餘涅槃，有餘身心則非究竟清淨。 

六、聲聞、緣覺習氣未淨，所以身心有時於行不淨，佛則無不清淨。七、聲聞、

緣覺其行自利利他，俱有邊際限量，佛則俱無邊際限量。八、佛於最後一念，能斷

二障，智障即所知障，解脫障即煩惱障，前障菩提，後障涅槃。 

智因、即菩提心等，智果、即佛果。 

『善男子！如來出言，無二無謬，亦無虛妄，智慧無礙，樂說亦

爾，具足因智、時智、相智，無有覆藏，不須守護，無能說過，

悉知一切眾生煩惱起結因緣、滅結因緣，世間八法所不能汙，有

大憐愍，救拔苦惱，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身心二

力悉皆滿足。』 

此總示佛功德智慧。無障礙樂說、即隨意所說。 

了知一切眾生心行，即因智。 

知一切時，為時智。知一切因相、果相、差別相等，為相智。 

三業清淨，全無過失，故不覆藏守護。 

結、即煩惱，起結、即起煩惱，滅結、即滅煩惱。 

八法：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之八風。於眾生之大苦惱、能憐愍

之。 

十力：一、知是處非處智力，即知事理是非之力。二、知三世業報智力。三、

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四、知眾生心性之力。五、知種種解智力。六、知種種

界智力。七、知一切所至道智力。八、知天眼無礙智力。九、知宿命無漏智力。十、

知永斷習氣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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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所畏：一、說一切智無所畏，謂大眾中作獅子吼，我為一切正智之人，無

怖心也。二、說漏盡無所畏，謂說我已斷盡一切煩惱。三、說障道無所畏，謂說煩

惱等障法，無有怖心。四、說盡苦道無所怖畏。佛能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言我為一

切智者，斷盡一切煩惱，能說起何業、得何果，及知苦之滅盡；由此四無畏，能於

大眾中分明決定而說，毫無怖畏。大悲不必待緣，眾生信與不信，佛亦無喜與憂。

因此身心二力，皆得充滿。世人言：有志者，事竟成。但初發菩提心，雖有大悲救

他之志，尚無其力，故須精進培養成身心二力。 

『云何身力滿足？善男子！三十三天有一大城，名曰善見，其城

縱廣滿十萬里，宮室百萬，諸天一千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有六。

夏三月時，釋提桓因欲往波利質多林中歡娛受樂。由乾陀山有一

香象名伊羅缽那，具足七頭，帝釋發念，象知即來，善見城中所

有諸天處其頭上，旋行而往。其林去城五十由延，是象身力出勝

一切香象身力。正使和合如是香象一萬八千，其力唯敵佛一節力，

是故身力出勝一切眾生之力。世界無邊，眾生亦爾；如來心力，

亦復無邊。是故如來獨得名佛，非二乘人名為佛也。』 

三十三天、為欲界第二天，其頂之城，名善見城。釋提桓因、即三十三天之天

主。波利質多樹、義為香遍樹，為樹中之王。乾陀山、即香樹山。伊羅缽那、即熱

臭樹而大。所有諸天、即一千六十六萬餘天，俱能變化，隨意大小，可處香象之頭

上。由延、又謂由旬，正譯踰繕那，印度三十里之數。即合如是香象一萬八千之力，

僅敵佛之一節力。以世界無邊，眾生亦爾，形容佛心力之無邊。 

『以是義故，名無上師，名大丈夫，人中香象，師子，龍王，調

御示導名大船師，名大醫師，大牛之王，人中牛王，名淨蓮華，

無師獨覺，為諸眾生之眼目也。是大施主，是大沙門，大婆羅門，

寂靜持戒，勤行精進，到於彼岸，獲得解脫。』 

人天師中，佛為無上，故名無上師。能調御眾生，故名大丈夫。能渡一切眾生

到道岸，故名大船師。能醫一切眾生心病，故名大醫師。 

人比常牛，故佛比大牛王。一切清淨，故名佛淨蓮華。菩提樹下無師獨悟，故

為無師獨覺。能指示眾生覺路，故為眾生眼目。為一切施，故是大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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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為出家之通稱。婆羅門為清淨之裔，佛為出家之最極清淨者，故稱大沙

門、大婆羅門。身心清淨，故名寂靜。能止惡行善，持戒不退，勤行精進，故得究

竟解脫也。 

『善男子！聲聞、緣覺雖有菩提，都無是事，是故名佛。』 

聲聞、緣覺都無上述佛之功德，故惟有佛得名為佛。 

『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分

別如是三種菩提，是不為難；在家分別，是乃為難。何以故？在

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此中仍警策在家菩薩，環境惡劣，甚難辨識如是三種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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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三十二相業品第六 

欲成最勝菩提，須修三十二相福業之因。 

善生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身力，何時成就』？ 

佛言：『善男子！初修三十二相業時。』 

善生跟躡上文，即問佛之身力何時成就？ 

佛答上述佛之身力，即成就三十二相業時。 

『善男子！菩薩修集如是業時，得名菩薩，兼得二定：一者、菩

提定，二、有定。復得二定：一者、知宿命定，二者、生正法因

定。善男子！菩薩從修三十二相業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其中間，多聞無厭。菩薩摩訶薩修一一相，以百福德而為圍繞。

修心五十，具心五十，是則名為百種福德。』 

此為真正菩薩，以修集三十二相之業故。趣向無上菩提決定時，即得菩提定。

於二十五有之中不墮三惡道，謂之有定。知自己宿命，為知宿命定。能了解正法，

修行正法，為生正法因定。 

自初發心修三十二相業，乃至得無上遍正覺，於中多聞無厭。一種相有百福德

者，修心五十、即十善法一一各有五善根，合為五十；到具心時，十善法亦各有五

善根，合亦五十；是名百福德。 

『善男子！一切世間所有福德，不及如來一毛功德；如來一切毛

孔功德，不如一好功德；聚合八十種好功德，不及一相功德；一

切相功德，不如白毫相功德；白毫功德，復不得及無見頂相。』 

世間所有福德不及佛之一毛孔功德，即以三界之功德與佛之一毛較。白毫相、

即眉間白毫光相。佛說法華經，即放眉間白毫相光；說楞嚴經，即放無見頂相光。

白毫相與無見頂相，為相之最勝者。 

『善男子！菩薩常於無量劫中，為諸眾生作大利益，至心勤作一

切善業，是故如來成就具足無量功德；是三十二相，即是大悲之

果報也。轉輪聖王雖有是相，相不明了具足成就。是相業體，即

身、口、意業。修是業時，非於天中、北鬱單曰，唯在三方，男

子之身，非女人身也。菩薩摩訶薩修是業已，名為滿三阿僧祇劫，

次第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4 

三十二相即大悲之果報，以因中修大悲而得此三十二相之功果也。輪王、有金、

銀、銅、鐵、之四種，轉輪王即金輪王，王四天下。金輪王雖具三十二相，不及佛

果三十二相光明顯現。成就三十二相業，即以身、口、意三業而成。 

三方為：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南贍部洲，此三洲能修三十二相業。男子相亦

為三十二相之一。三十二相修滿，即滿三無數劫，次第獲得無上遍正覺。 

『善男子！我於往昔寶頂佛所，滿足第一阿僧祇劫；然燈佛所，

滿足第二阿僧祇劫；迦葉佛所，滿足第三阿僧祇劫。善男子！我

於往昔釋迦牟尼佛所，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是心已，

供養無量恆沙諸佛，種諸善根，修道持戒，精進多聞。善男子！

菩薩摩訶薩修是三十二相業已，了了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其業雖定，修時次第不必定也。』 

迦葉佛為賢劫第三佛，即釋迦佛之前一佛。此中釋迦佛，即古釋迦佛。滿三十

二相業時，明白自知成佛。菴摩勒果，此云難分別果，印度人常握置掌中，取『如

示諸掌』意。 

『或有人言：如來先得牛王眼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樂以善眼和視眾生，是故先得牛王眼相；次得餘相。或有說言：

如來先得八梵音相，餘次第得。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恆以軟語、先語、實語，教化眾生，是故先得八梵音相。或有說

言：如來先得無見頂相，餘次第得。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

世，供養師長、諸佛、菩薩、頭頂禮拜破憍慢故，是故先得無見

頂相。或有說言：如來先得白毫毛相，餘次第得。何以故？為菩

薩時，於無量世，不誑一切諸眾生故，是故先得眉間毫相。善男

子！除佛世尊，餘無能說如是相業。』 

此是汎說先修何相。前說已成三十二相功德，未明先修何相？佛言：修時次第

不必拘限先修何相，蓋應隨機緣之先後發起而定。 

自來多有人言先修何相者。牛王眼相者，即青蓮花目，所謂目紺青相。和視者，

即和平慈視。 

八梵音相者，即於一音有八種功德相。 

先語者，如於兩人對語時而先發。實語、即真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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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見頂相者，以佛初生時，其姨母不能見其頂，持地菩薩觀至上方無量世界，

亦不能見此無見頂。 

此正顯一切法之妙真如相，所謂一相無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無對待妙理，

故難可見。佛為至尊無上；菩薩為先進，或同輩之有德者。頭頂禮拜、即五體投地，

在頂禮之中有種種儀式也。 

憍、是小隨煩惱，以著己功德者為性。慢、為根本煩惱，有七慢、九慢之分，

恃己凌人為慢。世界不平之事，皆由慢心而起，其根本在有我見。接諸佛菩薩之足

以破其憍慢，則能達一切平等。常人以憍慢故，不平等故，不能得此無見頂相。 

白毫毛相者，毛字、可改作光字，他經俱作光，毛與毫同。白毫光相，透明有

光，細長而能卷舒自在，因不誑眾生而成，此表中道實相。雖有此先修何相諸說，

以佛之意，不必定言何先何後，隨緣修之可也。 

『善男子！或復有人次第說言：如來先得足下平相，餘次第得。

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布施、持戒，修集道時，其心不

動，是故先得足下平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足下輪相。 

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供養父母、師長、善友，如法擁

護一切眾生，是故次得手足輪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纖長指相。

何以故？為菩薩時，至心受持第一、第四優婆塞戒，是故次得纖

長指相，足跟長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身傭滿相。何以故？為

菩薩時，善受師長、父母、善友所教敕故，是故次得身傭滿相。 

得是相已。次得手足合網縵相。何以故？為菩薩時，以四攝法攝

眾生故，是故次得手足網縵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手足柔軟勝

餘身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以手摩洗師長、父母身，

除去垢穢，香油塗之，是故次得手足軟相。 

得是相已，次得身毛上向靡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常化眾生，令修施、戒一切善法，是故次得毛上靡相。得是相已，

次第獲得鹿王腨相。何以故？為菩薩時，至心聽法，志心說法為

壞生死諸過咎故，是故次得鹿王腨相。 

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身方圓相，如尼拘陀樹王。何以故？為菩薩

時，於無量世，常施一切眾生病藥，是故次得身方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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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相已，次第獲得手過膝相。何以故？為菩薩時，終不欺誑一

切賢聖、父母、師長、善友知識，是故次得手過膝相。 

得是相已，次得象王馬王藏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見怖畏者能為救護，心生慚愧，不說他過，善覆人罪，是故次得

象馬藏相。 

得是相已，次得軟身，一一孔中一毛生相。何以故？為菩薩時，

於無量世，親近智者，樂聞樂論，聞已樂修，樂治道路，除去棘

剌，是故次得皮膚柔軟，一一孔中一毛生相。 

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身金色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常

施眾生房舍臥具，飲食、燈明，是故次得金色身相。 

得是相已，次第獲得七處滿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可瞋之處不生瞋心，樂施眾生隨意所須，是故次得七處滿相。 

得是相已，次第獲得缺骨滿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善能分別善不善相，言無錯謬，不說無義，可受之法口常宣說，

不可受者不妄宣傳，是故次得缺骨滿相。 

得是相已，次得二相：一者、上身，二者、頰車，皆如師子。何

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自無兩舌，教他不為，是故次得如

是二相。 

得是相已，次得三相：一、四十齒，二、白淨相，三、齊密相。

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以十善法淨化眾生，眾生受已，

心生歡喜，常樂稱揚他人功德，是故次得如是三相。得是相已，

次第獲得四牙白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修欲界慈，樂

思善法，是故次得四牙白相。得是相已，次得味中最上味相。何

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不待求已然後方施，是故次得味上味

相。 

得是相已，次得二相：一者、肉髻，二、廣長舌。何以故？為菩

薩時，於無量世，至心受持十善法教，兼化眾生，是故次得如是

二相。得是相已，次得梵音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自不惡口，教他不為，是故次得梵音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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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相已，次得牛王紺色目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

等以慈善視怨親故，是故次得牛王目相。得是相已，次得白毫相。

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宣說正法，實法不虛，是故次得白

毫光相。 

得是相已，次得無見頂相。何以故？為菩薩時，於無量世，頭頂

禮拜一切聖賢、師長、父母，尊重讚歎，恭敬供養，是故獲得無

見頂相。』 

此言次第，僅二十八種相，與他經論，有不盡同者：一、足下平相。道、即菩

薩道，達一切法空平等，其心如實不動。二、足下輪相者，即足下千輻輪相。擁護、

即愛護。三、四、五、足跟長為二相：纖長指相者，此處亦重持在家戒；足跟長者，

即足跟圓滿。此中攝三相：纖長、及足跌端厚、並足圓滿。六、身分傭滿者，即身

分圓滿。前一相包括三相，此一相即為第六。七、四攝：即布施、愛語、同事、利

行。網縵、即指間之網。八、柔軟、在他處又謂網軟。九、上向靡、即毛向上。十、

鹿王、為鹿中之最美滿者。腨、即足脛。十一、尼拘陀樹，其幹端直，眾生身不端

正圓滿，故無此相。十二、手足過膝、即能立身摩膝。十三、藏相、他處又云馬陰

藏相，又謂勢峰密藏相，謂與象王、馬王無異。十四、一一孔中一毛生相，即每一

孔生一毛。樂聞、樂論、樂修，均對佛法言。十五、佛身常現真金色，故名得身金

色相。十六、七處平滿相者，在全身七處皆圓滿：即頭、胸、臍間、及四支；又謂

之七處充滿。凡人生瞋恨心即現醜陋相，生善心即現好相。十七、缺骨者、人身有

骨節處，皆現缺陷相。缺骨滿，即骨處皆圓滿無缺。十八、十九、頰車、又謂師子

頰輪。上身、即如師子身，頰輪、即如師子面，兩皆圓滿。此即兩相。二十、廿一、

廿二、三相，皆關於齒者：白、淨、齊密、皆齒之圓滿相。廿三、四牙、即門牙，

寬闊鮮白，此亦修四無量心而得。廿四、上味相，即不待他求，先施而得。廿五、

廿六、肉髻、即頂上隆起之紅肉，廣長舌、能遍於世界而說法，此為二相。廿七、

梵音相，已如前釋。廿八、廿九、牛王紺色目相，分為牛王睫相，目紺青相。牛王

睫、似其形，目紺青、言其色。三十、白毫相，以說不偏不虛中道實法而得。卅一、

無見頂相、解釋見前。此中只明三十一相，無項光及胸卍字之相。其次第自足修至

頂，亦即此經明在家修行次第，明應從施、戒修起。佛之功德所感，皆無漏果，非

出有漏之業。菩薩須修三十二相業以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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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如

是業，是不為難；在家菩薩修是業者，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

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在家菩薩多障礙纏繞，以難修勉勵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