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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L.-5【維摩方丈】《維摩詰所說經》卷 2〈5 文殊師利問疾品〉：「文

殊師利既入其舍，見其室空，無諸所有，獨寢一床。…爾時舍利弗見此室中

無有床座，作是念：斯諸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

語舍利弗言：云何仁者！為法來耶？求床座耶？舍利弗言：我為法來，非為

床座。維摩詰問文殊師利：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利

言：東方度三十六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

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

摩詰現神通力，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來入維摩詰室，諸

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見。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

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離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不迫迮，悉見如故。」

(T14,p.544,b11-p.546,b10) 

p.61 L.-3【畦、畹】『畦ㄑ
ㄧ
ˊ』：古代土地面積單位，通常為50畝。『畹ㄨ

ㄢ
ˇ』：

30 畝。各朝代訂一畝大小不同，今 1 畝≒202 坪（6.6667 公畝）。～《漢語大

詞典》、《國語辭典》 

p.61 L.-2【覈】音ㄏㄜˊ。1.確實。2.查驗；核實。～《漢語大詞典》 

p.61 L.-1【覈論果報】性梵《往生論註講義》：「就果報來說，也就是約

真理說：維摩方丈由小變大，不如極樂世界常住的廣大，是稱性的廣大，如

虛空的豎窮橫遍，無邊無際，理事圓融不二的廣大，此名『在廣而廣』也。」

善導《觀無量壽佛經疏》卷 1：「問曰：『彌陀淨國為當是報、是化也？』

答曰：『是報非化。云何得知？如《大乘同性經》說：『西方安樂阿彌陀佛

是報佛、報土。』又《無量壽經》云：『法藏比丘在世饒王佛所行菩薩道時，

發四十八願。』一一願言：『若我得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願生我國，下

至十念，若不生者不取正覺。』今既成佛，即是酬因之身也。又《觀經》中，

上輩三人臨命終時，皆言阿彌陀佛及與化佛來迎此人。然報身兼化共來授

手，故名為與。以此文證故知是報。然報、應二身者眼目之異名，前翻報作

應，後翻應作報。凡言報者，因行不虛定招來果，以果應因故名為報。又三

大僧祇所修萬行必定應得菩提，今既道成，即是應身。斯乃過現諸佛辨立三

身，除斯已外更無別體。縱使無窮八相名號塵沙，剋體而論，眾歸化攝。今

彼彌陀現是報也。」(T37,p.250,b11-27)『五乘齊入報土』 

p.62 L.6【無上正見道】如後云：「平等大道名為正道」，「平等大慈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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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正因」。《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3〈31 普賢菩薩行品〉：「除滅惡邪見，

成就於正見，平等觀諸法，不著我我所。」(T09,no.278,p.610,b14-16)《佛說大

乘菩薩藏正法經》卷 37〈11 勝慧波羅蜜多品〉：「云何正見？謂於是見超諸

世間，不從我見、人見、眾生見、壽者見之所發生，亦不從常見斷見、有見無

見、善不善見乃至涅槃見之所發生。是名正見。」(T11,p.877,c21-24) 

p.62 L.6【性是本義等】論『性』有四義：(1)本義(2)積習成性(3)聖種性(4)

必然義、不改義。(1)本義：本具性。法性本具清淨性，法爾如是無漏清淨。

〈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60華嚴經第 32品＝80華嚴經第 37品〈如

來出現品〉。《華嚴經探玄記》卷 16〈32 寶王如來性起品〉：「真理名如、
名性。顯用名起、名來。即如來為性起。」(T35,p.405,a12-13)《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卷 49〈37 如來出現品〉：「若依法身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如理
常現。名為出現。故文云。普現一切而無所現。」(T35,p.871,c27-29) 

(2)積習成性：熏習性。集諸波羅蜜積習所成；《大乘起信論》卷 1：「所謂
以真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以熏習因緣力故，則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

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

遠離法，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種種方便，起隨順行，不取不念，乃至久遠

熏習力故。」(T32,p.578,b7-12)《大乘止觀法門》卷 1：「此心體雖為無量染
法所覆。即復具足過恒河沙數無漏性功德法。為無量淨業所熏。故此等淨性

即能攝持熏習之氣。復能依熏顯現諸淨功德之用。即此恒沙性淨功德及能

持、能現二種功能。并所持、所現二種淨用。皆依此一心而立。與心不一不

異。故名此心為法身也。」(T46,p.644,b7-14) 

(3)聖種性：十地菩薩由修中道妙觀，破無明惑，悟無生忍，證入聖地，故名

聖種性。（或有說七地證無生忍） 
(4)必然、不改義：必然性。諸往生者，必然得清淨色、心，畢竟皆得清淨平

等無為法身，與極樂國土清淨性同一味。如善導大師謂「五乘齊入報土」－

諸機雖異，齊乘佛願，同生報土。 

p.63 L.-3【平等是諸法體相】法性平等可知，為何法相亦平？若法相不是

平等，則何所謂「性相不二」？順俗諦而言，似有差別；然如《大乘起信論》

卷 1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
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

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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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從心起

妄念而生」(T32,p.576,a9-14；p.577,b16-18) 

p.63 L.-2【道等故大慈悲等】《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8：「平

等性智證平等性者。論云。謂此心品觀一切法自他有情皆悉平等。大慈悲等

恒共相應。」(T36,p.137,b4-6)元照《觀無量壽佛經義疏》卷 3：「佛心者，

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諸眾生 見佛心者，身為心相，故佛無一切心，唯有

大慈悲。慈者與樂，悲即拔苦。眾生無盡，佛大慈悲亦無有盡。智論云：慈

有三種：一眾生緣慈。無心攀緣一切眾生而於眾生自然現益。二法緣慈。無

心觀法而於諸法自然對治。三無緣慈。無心觀理而於平等第一義中自然安

住。後一據理體，前二約事用。今舉無緣義收三種。謂諸佛心不住有無、不

依三世。平等大慧，常照法界。以此攝生，生無不攝。不由緣起故云無緣。

即前所謂念佛眾生攝取不捨是也。」(T37,p.297,a22-b3) 

p.64 L.5【形相功德成就】本書卷下(p.130 )，又謂此一莊嚴之德用不可思議，

凡往生極樂淨土之人、天，必得平等妙絕之色像，皆為淨光之力用所致。蓋

極樂淨土光明充塞周遍，猶如鏡與日月之通明，眾生一旦入於此土，則由此

光明之德而得萬機平等之妙絕色相，如是之莊嚴即稱形相功德。～《佛光大

辭典》 

p.64 L.-3【仞】七尺為一仞，一說是八尺(233cm or 267cm)。～《漢語大詞典》 

p.65 L.2【種種事功德成就】三十九、莊嚴無盡願：我作佛時，國中萬物，

嚴淨、光麗，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量。其諸眾生，雖具天眼，有能

辨其形色、光相、名數，及總宣說者，不取正覺。〈堂舍樓觀第十六〉：又

無量壽佛講堂精舍，樓觀欄楯，亦皆七寶自然化成。復有白珠摩尼以為交絡，

明妙無比。諸菩薩眾，所居宮殿，亦復如是。 

p.65 L.6【毗首羯磨】三十三天的妙匠天，工藝之神。當初佛上忉利天為摩

耶夫人說法三月，閻浮提眾生不得見佛。優陀延王乃命國內巧匠雕造佛像，

諸工巧人以如來相好世間無匹，無能敢作。毗首羯磨天遙見其事，即變自身

而為匠者，專精匪懈，不日而成七尺跏趺坐像。～《佛光大辭典》 

p.67 L.4【彼土金光】(1)從絕垢業生，成就清淨：絕對、無垢、般若清淨業

所生。《大乘止觀法門》卷 3：「染熏息故，事染永泯。復備自性順用之能，

淨熏滿故，事淨德顯。」(T46,p.656,a8-9)(2)無生忍菩薩淨業所起：聖種性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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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依自性清淨心，修稱性無漏清淨功德所成就。(3)阿彌陀如來法王所領，

阿彌陀如來為增上緣：依果地彌陀如來所成就之三身四智為增上緣，故依正

種種莊嚴功德皆放無量光明；如四十二、徹照十方願：我作佛時，所居佛剎，

廣博嚴淨，光瑩如鏡，徹照十方無量無數，不可思議，諸佛世界。眾生者，

生希有心。 

p.68 L.4【六情】(1)六根。舊譯經論多譯六根為六情。以眼、耳、鼻、舌、

身、意等六根皆具有情識，故稱六情。(2)喜、怒、哀、樂、愛、惡等六種感

情。～《佛光大辭典》《中觀論疏》卷 4〈3 六情品〉：「問：意可是情，餘

五云何是情？答：意當體名情。餘五生情識之果，從果受稱也。六情亦名六

根。五根能生五識。意根能生意識。六情亦名六依。為六識所依。」(T42,p.63, 

b4-7) 

p.68 L.5【楚越】楚國和越國。喻相距遙遠。【肝膽楚越】肝膽，喻近也；

楚越，喻遠也。～《漢語大詞典》 

p.68 L.5【迦旃鄰陀】【迦旃鄰提】水鳥名。又作迦旃隣陀、迦遮隣地、迦

遮隣底迦、迦旃連提迦、迦真隣、迦真隣底迦、迦止栗那、迦隣提。意譯實

可愛鳥。《大般涅槃經》卷八云︰「迦隣提及鴛鴦鳥，盛夏水長，選擇高原，

安處其子，為長養故，然後隨本安隱而遊。」《正法念處經》卷三十亦云︰

「迦旃鄰提，海中之鳥，觸之大樂。有輪王出，此鳥則現。」此鳥之毛細而

軟，可編織成衣。故《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二〈陀羅尼護持國界品〉

云︰「如迦遮隣底迦柔軟妙服，觸之悅意。」《往生論》云︰「寶性功德草，

柔軟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隣陀。」《往生論註》以「迦旃鄰陀」為

天竺的柔軟草名，則係誤解。～《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68 L.-3【葻茸𦾵𦳥】【葻】音嵐ㄌ
ㄢ
ˊ。《說文》：草得風貌。【茸】音戎

ㄖ
ㄨ
ㄥ
ˊ。

《說文》：草茸茸貌。柔細濃密貌。【𦾵】音縈ㄧ
ㄥ
ˊ。《說文》：草旋貌。【𦳥】

音眇
ㄇ
ㄧ
ㄠ
ˇ。《玉篇》：草細莖也。～《康熙字典》 

p.69 L.4【亂】1.瀰漫。2.治理。漢崔駰《官箴‧司徒箴》：「乃立司徒，

亂茲黎庶。」～《漢語大詞典》《爾雅‧釋詁》：亂，治也。《說文》：治之

也。《玉篇》：理也。《書‧臯陶謨》：亂而敬。《孔傳》：有治而能敬謹。

～《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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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 L.5【莊嚴水功德成就】此為器世間莊嚴十七之第八，內有三種莊嚴：

水、地、虛空。參考 p. 132 

p.69 L.6【澐、滓】『澐』：江中的大波濤。『滓』：污垢、污染。～《漢

語大詞典》 

p.69 L.-4【凝凘𠗉𠗨、蹙枷懷𢘋】『凝
ㄋ
ㄧ
ㄥ』́：「冰」的今字。冰凍、結冰。【說

文】水堅也。本作冰。【徐曰】俗作凝。今文从俗。『凘ㄙ』：1.漂流的冰。2.

細碎的薄冰。『𠗉』：音ㄒㄧㄝˊ。『𠗨』：音ㄉㄧㄝˊ。凍相著也。『蹙ㄘ
ㄨ
ˋ』：逼

迫；窘迫。『枷』：給犯人上枷；用枷枷住。『𢘋』：音忒ㄊ
ㄜ
ˋ。【說文】失常也。

～《漢語大詞典》、《康熙字典》 

p.69 L.-3【向無安悅之情。背有恐值之慮】性梵《往生論註講義》：「你

想親近它，必無安穩歡樂的心情；你想避開它，也有常懷萬一值遇的恐懼顧

慮。」 

p.69 L.-1【事出經中】《無量壽經》〈泉池功德第17〉：「講堂左右，泉池

交流。縱廣深淺，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香潔，

具八功德。…池飾七寶，地布金沙。優羅華、曇摩華、拘牟頭華、芬陀利

華，雜色光茂，彌覆水上。…其水一一隨眾生意，開神悅體，淨若無形。寶沙

映澈，無深不照。微瀾徐迴，轉相灌注。波揚無量微妙音聲：或聞佛法僧聲…」 

p.69 L.-1【映發有序】『映發』：輝映。《世說新語‧言語》：「山川自

相映發，使人應接不暇。」《大寶積經》卷 23：「池沼泉流涯岸端直，八功

德水盈滿其中，優鉢羅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芬陀利花，雜色輝映，靡

不周遍。」(T11,p.129,b16-18)性梵《往生論註講義》：「水池上下內外，眾

寶的顏色很有次序，映照在水中。微風吹發的五音，自然彼此相和。這些光

色與聲音都不會雜亂。」 

p.70 L.1【無一不可】『可』：適合，適宜。《無量壽經》〈泉池功德第17〉：

「得聞如是種種聲已，其心清淨，無諸分別；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隨其所聞，

與法相應。其願聞者，輒獨聞之；所不欲聞，了無所聞。永不退於阿耨多羅三

藐三菩提心。」 

p.70 L.6【嶕嶢、岑、岝峉、𡷨嶙、莦、葻】『嶕
ㄐ
ㄧ
ㄠ』：高。『嶢ㄧ

ㄠ
ˊ』：高貌。

『岑ㄘ
ㄣ
ˊ』：山峰，山頂。高銳。『岝』：音ㄓㄜˊ,ㄗㄨㄛˊ。山高貌。『峉』：

音ㄜˋ。山高大貌。『𡷨』：ㄒㄧㄥˊ。山絕坎曰𡷨。與陘通。『嶙
ㄌ
ㄧ
ㄣ』́：山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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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貌。『莦』：音ㄕㄠ。惡草貌。音ㄒㄧㄠ，草根也。『葻』：音ㄌㄢˊ。草得

風貌。～《漢語大詞典》、《康熙字典》 

p.70.-1【鏡納十方】四十一、樹現佛剎願：欲見諸佛淨國莊嚴，悉於寶樹

間見。猶如明鏡，其面像。《佛說觀無量壽佛經》卷 1：「此諸寶樹，行

行相當，葉葉相次，於眾葉間生諸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寶果。一一樹葉，縱

廣正等二十五由旬；其葉千色有百種畫，如天纓珞；有眾妙華，作閻浮檀金

色；如旋火輪，宛轉葉間，踊生諸果，如帝釋瓶；有大光明，化成幢幡無量

寶蓋。是寶蓋中，映現三千大千世界一切佛事；十方佛國亦於中現。」(T12, 

p.342,b12- 19) 

p.70.-1【的無所屬。亦非不屬】若有所屬。即生死輪迴。若無所屬。畢竟

常住。「的無所屬」：於一中見一切，故非一，於極樂一塵中見微塵數諸佛

國故。「非不屬」：不離極樂國、即體圓融無礙，入一法句故。 

p.71 L.6【𩅨、烖】『𩅨』：音ㄘㄣˊ。雨聲。ㄕㄣˋ雨貌。『烖』：「災」本

字。～《康熙字典》 

p.71.-1【寶網交絡】《無量壽經》〈菩提道場第 15〉：「一切眾寶自然合成。

華果敷榮，光暉照。復有紅綠青白諸摩尼寶，眾寶之王以為瓔珞。雲聚寶，

飾諸寶柱。金珠鈴鐸，周匝條間。珍妙寶網，羅覆其上。百千萬色，互相映飾。

無量光炎，照耀無極。一切莊嚴，隨應而現。微風徐動，吹諸枝葉，演出無量

妙法音聲。其聲流布，諸佛國。清暢哀亮，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聲之中，

最為第一。」 

p.71.-1【鳴宣道法】《無量壽經》〈德風華雨第20〉：「自然德風徐起，吹

諸羅網，及眾寶樹，出微妙音，演說苦、空、無常、無我諸波羅蜜。流布萬種

溫雅德香。其有聞者，塵勞垢習，自然不起。風觸其身，安和調適，猶如比丘

得滅盡定。」 

p.72 L.4【服飾布地】釋迦如來在因位為「摩納仙人」時，於第二阿僧祇劫

終，逢燃燈佛出世，時摩納仙獻五莖蓮花予佛，並以髮披覆於泥上，使佛蹈

之；由此布髮供養燃燈佛之精進因緣故，遂受未來成佛之記別，超於八劫生

死苦海。～《佛光大辭典》《四教儀備釋》卷 2：「儒童為五百道士講論。得
銀錢五百。後問王家女瞿夷買得五華。并女寄二華。供養於佛。」(X57,p.632, 

c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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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 L.-2【經言】《無量壽經》〈受用具足第19〉：「受用種種，一切豐足。

宮殿、服飾、香花、幡蓋莊嚴之具，隨意所須，悉皆如念。…復有眾寶妙衣、

冠帶、瓔珞，無量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歌嘆佛德第27〉：

「承佛威神，於一食頃，復往十方無邊淨剎，供養諸佛。華香幢幡，供養之具，

應念即至，皆現手中。珍妙殊特，非世所有。以奉諸佛，及菩薩眾。」〈德風

華雨第20〉：「復吹七寶林樹，飄華成聚。種種色光，滿佛土。隨色次第，

而不雜亂。柔軟光潔，如兜羅綿。足履其上，沒深四指。隨足舉已，還復如初。

過食時後，其華自沒。大地清淨，更雨新華。隨其時節，還復周；與前無異，

如是六反。」 

p.73 L.1【坎】亦作『埳』。1.坑。地面凹陷處。2.墓穴；墓坑。～《漢語大

詞典》 

p.73 L.2【無量香普熏】四十三、寶香普熏願：下從地際，上至虛空，宮殿

樓觀，池流華樹，國土所有一切萬物，皆以無量寶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

界。眾生聞者，皆修佛行。 

p.73 L.6【能除癡闇】十四、觸光安樂願：若有眾生，見我光明，照觸其身，

莫不安樂，慈心作善，來生我國。〈光明照第 12〉：「如是光明，普照十

方一切世界。其有眾生，遇斯光者，垢滅善生，身意柔軟。若在三途極苦之

處，見此光明，皆得休息。命終皆得解脫。若有眾生，聞其光明，威神功德，

日夜稱說，至心不斷，隨意所願，得生其國。」 

p.73 L.-4【從智慧報起】《賢劫經》卷 3〈11 三十二相品〉：「若演光明

普耀遠近，通於十方由得自在，是曰一心報；若振大光，一切蒙荷，悉得聖

明，眾冥消索，是曰智慧報。」(T14,p.25,c18-21)六度的果報。 

p.73 L.-3【經言】《維摩詰所說經》卷 3〈11 菩薩行品〉：「或有佛土以

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飯食而作佛事」(T14, 

p.553,c17-2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12 賢首品〉：「又放光明名照耀，

映蔽一切諸天光，所有闇障靡不除，普為眾生作饒益。」「此光能覺一切眾，

令其普發大誓心…令其捨離於五欲，專思解脫妙法味。…令其愛慕佛菩提，

發心願證無師道…令於一法一念中，悉解無量諸法門。」(T10,p.75,c-p.76,a) 

p.74 L.5【中國】古代民族每視其本國為世界之中心，故往往自稱其國為「中

國」。印度佛典所謂的「中國」，是由梵文或巴利文譯出之地理區域之名詞；

雅利安民族進入印度後，定居所謂五河或七河之地，後來移居閻牟那河及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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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兩河上游之間的區域，在此蒐集、整理聖典，確立婆羅門教之宗教與社會

方面的基礎。此處即被他們稱為中國。至於佛教所稱之中國，則大抵指以摩

揭陀、憍薩羅為中心的區域。～《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4 L.6【名聲妙遠】十七、諸佛稱嘆願：我作佛時，十方世界無量剎中無

數諸佛，若不共稱嘆我名，說我功德國土之善者，不取正覺。〈十方佛讚第

23〉：「四維上下恆沙世界，諸佛稱讚亦復如是。何以故？欲令他方所有眾

生聞彼佛名，發清淨心。憶念受持，歸依供養。乃至能發一念淨信，所有善

根，至心迴向，願生彼國。隨願皆生，得不退轉，乃至無上正等菩提。」 

p.74 L.6【但聞淨土名】《西方確指》卷 1：「牟尼大慈父。悲憫眾生者。

說所不能說。導彼今後世。更以異方便。顯示安樂剎。令發願往生。橫截諸

惡趣。繇佛阿彌陀。大願攝羣品。聞名能受持。決定生無惑。若有大力人。

專念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現前亦見佛。」(X62,p.472,a3-8)  

p.74 L.-4【釋論】《大智度論》卷 38〈4 往生品〉：「如是世界在地上，

故不名色界；無欲故，不名欲界；有形色故，不名無色界。諸大菩薩福德清

淨業因緣故，別得清淨世界，出於三界。」(T25,p.340,a17-21)《佛地經論》

卷 1：「如是淨土…超過三界所行之處。…如來身土甚深微妙，非有非無、

非是有漏亦非無漏、非善非惡亦非無記，非蘊界等法門所攝，但隨所宜種種

異說。」(T26,p.293,b22-c20) 

p.75 L.-4【黃鵠持子安】《神異經‧西荒經》：「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

女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禮，好經論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行如飛，日

行千里，百物不敢犯之。唯畏海鵠，遇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

不死，而鵠一舉千里。」《雲笈七籤》：「陵陽子明鉅鄉人。好釣魚。於旋

溪獲得白龍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

子明遂上黄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年龍來迎。去止陵陽山上百餘年。

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令上山半。所言谿中子安當來問子明釣車在否？後

二十餘年子安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黄鶴來棲其冡邊樹上。鳴呼子安。」～

《漢語大詞典》劉向《列仙傳•陵陽子明》 

p.75 L.-3【澩】音學。涸泉也。《爾雅‧釋山》夏有水，冬無水，曰澩。

《觀無量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5：「念佛眾生攝取不捨。終令離苦永得安樂。

此從感應生佛相關。順於俗諦名生緣慈。故舉魚母念子不失。喻此慈相也。」

(T37,p.223,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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