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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經問題集總 
 

一、如來現相品第二，第一會，40問，全經之重點，全經因此而開展  

                                                    ( P1) 

(經首，一開始就發問，用「思惟」問全經之重點 40問) 

爾時諸菩薩及一切世間主，作是思惟： 

 

1 云何是諸佛【地】。  2 云何是諸佛【境界】  3 云何是諸佛【加持】 

  4 云何是諸佛【所行】 5 云何是諸佛【力】  6 云何是諸佛【無所畏】 

  7 云何是諸佛【三昧】 8 云何是諸佛【神通】  9 云何是諸佛【自在】 

 10 云何是諸佛【無能攝取】                  (十句問德用圓滿) 

 

  11 云何是諸佛眼．    12 云何是諸佛耳．     13 云何是諸佛鼻． 

14 云何是諸佛舌．    15 云何是諸佛身．    16 云何是諸佛意． 

17 云何是諸佛身光．  18 云何是諸佛光明．  19 云何是諸佛聲．  

20 云何是諸佛智              唯願世尊，哀愍我等，開示演說。 

(十句問體相顯著) 

 

又十方世界海一切諸佛．皆為諸菩薩說         (十句問化用普周) 

21 世界海   22 眾生海． 23 法界安立海．  24 佛海．  25 佛波羅蜜海 

26 佛解脫海 27 佛變化海． 28 佛演說海． 29 佛名號海． 30 佛壽量海 

       

                                           (十句問因德深廣) 

31 及一切菩薩誓願海． 32 一切菩薩發趣海．     33 一切菩薩助道海． 

34 一切菩薩乘海．     35 一切菩薩行海．       36 一切菩薩出離海． 

37 一切菩薩神通海．   38 一切菩薩波羅蜜海海   39 一切菩薩地海． 

40 一切菩薩智海。   

唯佛世尊，亦為我等，如是而說              (十句問因德深廣) 

 

                                          (第一會問題，畢) 

  (第一會說所信之因果，只有一品經有提問: 

    1.如來現相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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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來名號品第七，第二會。38問。其實與第一會如來現品之 40問同。P2 

句 50，有 40問，欠二問。後 20句文句同第一會，前 20句大同小異。 

約義，前 10句問佛德應機為方大用，次 10句問菩薩行位，即果所成因， 

後 20佛果勝德，顯因所成果。是以佛為緣而起於因，還以此因而成於果 

 

(經首後，即接問題 )  

 時，諸菩薩作是思惟：「若世尊見愍我等，願隨所樂， 

 

1.10句問佛依報、正報( 標楷体表依報) 

開示佛剎、佛住、佛剎莊嚴、佛法性、佛剎清淨、佛所說法、佛剎體性、佛威

德、佛剎成就、佛大菩提。 

(即前第一會「十海」，前總說所觀深廣，今別說如來依正，以顯信所依) 

 

2. 明說意，令菩薩行願成就 

如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為成就一切菩薩故，令如來種性不斷故，救護一切

眾生故，令諸眾生永離一切煩惱故，了知一切諸行故，演說一切諸法故，淨除

一切雜染故，永斷一切疑網故，拔除一切希望故，滅壞一切愛著處故， 

 

3. 問因 9問，即前會之菩薩十海，前通諸會，總顯圓融行布因，欲顯差別因

之相 

說諸菩薩十住、十行、十迴向、十藏、十地、十願、十定、十通、十頂， 

( 欠第九:十忍) 

4.問所成果，19問 

  (明內德圓滿，10句) 

及說如來地、如來境界、如來神力、如來所行、如來力、如來無畏、如來三

昧、如來神通、如來自在、如來無礙 

 

(明体相顯著，9問) 

如來眼、如來耳、如來鼻、如來舌、如來身、如來意、如來辯才、如來智慧、

如來最勝。願佛世尊，亦為我說」 

 

(後 20句，全同前會，前即所信，今辨所成，体無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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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菩薩問明品第十，第二會。文殊直接問十首菩薩，十種甚深。P3~5 

緣起甚深; 教化…業果…說法…福田…正教…正行甚深…正助…一道…

佛境 

(可比較「如來現相品第二」中第 31~40問，與此十種甚深之異同 

(問題，即經首: 文殊直接問十首菩薩，十種甚深) 

1. 緣起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覺首菩薩言：「佛子！ 

心性是一。 

云何見有種種差別？所謂：往善趣、惡趣；諸根滿、缺；受生同、異； 

端正、醜陋；苦、樂不同；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 

心不知受，受不知心；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 

 

2.教化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財首菩薩言：「佛子！ 

一切眾生非眾生。 

云何如來，隨其時、隨其命、隨其身、隨其行、隨其解、隨其言論、 

隨其心樂、隨其方便、隨其思惟、隨其觀察， 

於如是諸眾生中，為現其身，教化調伏？」 

 

3. 業果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寶首菩薩言：「佛子！ 

一切眾生，等有四大，無我、無我所。 

云何而有，受苦、受樂，端正、醜陋，內好、外好，少受、多受， 

或受現報，或受後報？ 

然法界中，無美、無惡。」 

 

4. 說法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德首菩薩言：「佛子！ 

如來所悟，唯是一法。 

云何乃說，無量諸法，現無量剎，化無量眾，演無量音，示無量身， 

知無量心，現無量神通，普能震動無量世界，示現無量殊勝莊嚴 

顯示無邊種種境界？    而法性中，此差別相，皆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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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福田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目首菩薩言：「佛子！ 

如來福田，等一無異。 

云何、而見眾生，佈施果報不同？ 

所謂：種種色、種種形、種種家、種種根、種種財、種種主、種種眷屬 

種種官位、種種功德、種種智慧； 

而佛於彼，其心平等，無異思惟。」 

 

6. 正教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勤首菩薩言：「佛子！ 

佛教是一，眾生得見， 

云何、不即悉斷一切諸煩惱縛而得出離？ 

然其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欲界、色界、無色界，無明、貪愛，無有差別， 

是則佛教。於諸眾生，或有利益？或無利益？」 

 

7. 正行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法首菩薩言：「佛子！ 

如佛所說：『若有眾生，受持正法，悉能除斷一切煩惱。』 

何故、復有受持正法而不斷者？ 

隨貪、瞋、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隨嫉、隨慳、隨誑、隨諂 

勢力所轉，無有離心。 

能受持法，何故復於心行之內起諸煩惱？」 

 

8. 正助甚深 

時，文殊師利菩薩問智首菩薩言：「佛子！ 

於佛法中，智為上首。 

如來何故，或為眾生讚歎佈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或讚精進， 

或讚禪定，或讚智慧，或復讚歎慈、悲、喜、捨？ 

而終無有唯以一法，而得出離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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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道甚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賢首菩薩言：「佛子！ 

諸佛世尊，唯以一道，而得出離。 

云何、今見一切佛土，所有眾事，種種不同？ 

所謂：世界、眾生界、說法調伏、壽量、光明、神通、眾會、教儀、法

住，各有差別。 

無有不具一切佛法，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10. 佛境甚深 

爾時，諸菩薩謂文殊師利菩薩言：「佛子！ 

我等所解，各自說已。唯願仁者，以妙辯才， 

演暢如來所有境界！ 

何等是佛境界？ 

何等是佛境界因？ 

何等是佛境界度？ 

何等是佛境界入？ 

何等是佛境界智？ 

何等是佛境界法？ 

何等是佛境界說？ 

何等是佛境界知？ 

何等是佛境界證？ 

何等是佛境界現？ 

何等是佛境界廣？」 

 

 

(第二會說十信，有三卷經文提問: 

   2.如來名號品第七 

   3.菩薩問明品第十 

   4.淨行品第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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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淨行品第十一，第二會，智首問文殊 110問，文殊以偈答 140個大願

行，以此入普賢行，是十信修行之核心。(合論:即以一切諸佛根本智

慧，善自為問答之主伴，說 140個大願行，成十信~十一地等普賢法

界無盡行海。用此信願去除 1.六位中染淨無明; 2.七地法執現行; 

3.十地以來法執習氣; 4.佛地二愚(?))                       p6~7 

(智首問文殊，分 11類，共 110問)    

爾時，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佛子！ 

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害身、語、意業？ 

云何得不可毀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壞身、語、意業？ 

云何得不退轉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動身、語、意業？ 

云何得殊勝身、語、意業？云何得清淨身、語、意業？ 

云何得無染身、語、意業？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           

                   (註:以上為總問，得此三業成就以下之十果) 

 

1(得十具足)(為異熟果) 

云何得: 生處具足、種族具足、傢俱足、色具足、相具足、念具足、 

        慧具足、行具足、無畏具足、覺悟具足？ 

 

2(得十種慧)( 第 2.3.4.5為士用果) 

云何得: 勝慧、第一慧、最上慧、最勝慧、無量慧、無數慧、不思議慧、

無與等慧、不可量慧、不可說慧？   

(士用果之慧揀擇)                   

   

3(得十種力) 

云何得: 因力、欲力、方便力、緣力、所緣力、根力、觀察力、 

奢摩他力、毘缽 捨那力、思惟力？     

(士用果之力，助道因緣) 

 

4(得十善巧) 

云何得: 蘊善巧、界善巧、處善巧、緣起善巧、欲界善巧、色界善巧、 

無色界善巧、過去善巧、未來善巧、現在善巧？     

  (明士用果中之「三世流轉」之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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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涅槃因七覺三空) 

云何善修: 習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

捨覺分、空、無相、無願？ 

 

6(得圓滿六度四無量心)(第 6、7為離繫果，滿滿菩薩行，具足十力) 

 云何得: 圓滿檀波羅蜜、屍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 

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及以圓滿慈、悲、喜、捨？     

                     

7(得佛十力) 

云何得: 處非處智力、過未現在業報智力、根勝劣智力、種種界智力、 

種種解智力、一切至處道智力、禪解脫三昧染淨智力、 

宿住念智力、無障礙天眼智力、斷諸習智力？ 

 

8(十王敬護，為增上果) 

云何常得: 天王、龍王、夜叉王、乾闥婆王、阿脩羅王、迦樓羅王、 

緊那羅王、摩睺 羅伽王、人王、梵王之所守護，恭敬供養？ 

 

9(為眾生所依導)(9.10為等流果) 

云何得與: 一切眾生為依、為救、為歸、為趣、為炬、為明、為照、 

為導、為勝導、為普導？   

 

10(於眾生中最尊) 

云何於一切眾生中，為第一、為大、為勝、為最勝、為妙、為極妙、為

上、為無上、為無等、為無等等？」 

 

(文殊以 141偈，大願行回答以上 110問，以偈頌答) 

文殊答佛子！云何用心能獲一切勝妙功德？佛子！ 

「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 

(1). 在家 11 願          (2) 出家受戒 15 願    (3) 坐禪觀時 7 願  

 (4.) 行披挂時 6 願       (5) 澡漱時 7 願       (6) 乞食行道時 55 願   

(7) 到城乞食時 22 願     (8) 還歸洗浴時 5 願   (9) 習誦旋禮 10 願      

(10) 寤寐安息 3 願                (第二會共三品經之問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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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梵行品第十六，第三會。是十住位中各位之「通行」，特顯「出

家」，會緣入實，顯自他二種梵行淨，則入初住，及別顯初住成

佛，不由他悟之相。此品與「十住品」共有六種不同:參見纂要

(四)，p694 

 (提問 10種梵行) 

爾時，【正念天子】白【法慧菩薩】言： 

「佛子！一切世界諸菩薩眾，依如來教，染衣出家。 

云何而得梵行清淨，從菩薩位逮於無上菩提之道？」 

 

【法慧菩薩】言： 

「佛子！菩薩摩訶薩【修梵行時】，應以【十法而為所緣】，【作意觀察】。 

 所謂：【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 

【佛】、【法】、【僧】、【戒】。 

 

 【應如是觀】：【為身是梵行耶】？【乃至戒是梵行耶】？ 

 

(1~6是【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之肯定說，故略之) 

 

 7 若佛是梵行者， 

為色是佛耶？  受是佛耶？  想是佛耶？  行是佛耶？ 

識是佛耶？  為相是佛耶？ 好是佛耶 ？神通是佛耶？ 

業行是佛耶？  果報是佛耶？ 

 

 8 若法是梵行者， 

為寂滅是法耶？涅槃是法耶？ 不生是法耶？不起是法耶？ 不可說

是法耶？無分別是法耶？無所行是法耶？不合集是法耶？ 

 

 9 若僧是梵行者， 

為預流向是僧耶 ？預流果是僧耶？ 一來向是僧耶？ 

一來果是僧耶？    不還向是僧耶？   不還果是僧耶？ 

     阿羅漢向是僧耶？  阿羅漢果是僧耶？  三明是僧耶？  

 六通是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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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若戒是梵行者， 

為壇場是戒耶？   問清淨是戒耶？   教威儀是戒耶？ 

三說羯磨是戒耶？   和尚是戒耶？   阿闍梨是戒耶？ 

     剃髮是戒耶 ？著袈裟衣是戒耶？  乞食是戒耶？   

正命是戒耶？ 

 

 【如是觀已】，【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 

 【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 

 【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 

 

 此中何法名為梵行？梵行從何處來？ 

 

誰之所有？體為是誰？由誰而作？ 

 

 為是有，為是無？為是色，為非色？為是受，為非受？ 

 

為是想，為非想？為是行，為非行？為是識，為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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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初發心之功德品第十七，第三會，十住品。此品提問「初發心之功德

幾何? 有各種較量說」 

 

爾時，【天帝釋】白【法慧菩薩】言： 

「佛子！菩薩初發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幾何？」 

【法慧菩薩】言： 

「【此義甚深】，【難說】、【難知】、【難分別】、【難信解】、 

【難證】、【難行】、 【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難趣入】。 

雖然，我當【承佛威神之力】而為汝說。    (註:共 11大喻) 

 

 經文均說「一人所發之心」，共有以下 11喻。 

… 

(11大喻) 

(1.利樂眾生喻  2.速疾步剎喻  3.知劫成壞喻) 

(4善知勝解喻  5善知諸根喻   6善知欲樂喻  7善知方便喻) 

(8善知他心喻  9善知業相喻  10善知煩惱喻  11供佛及生喻) 

(卷 17~2) 

 

(以下接說另九人發心後，就是經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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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法品第十八，第三會，十住法門。一開始即問三大問題: 

1.所成行体(10問)。 2.行所成因德(12問)。3.結因成果德(9問)  

此品令前十住法門所說之法其心更明，亦令後所行之法轉勝明白。 

 

爾時，【精進慧菩薩】白【法慧菩薩】言： 

「佛子！菩薩摩訶薩初發求一切智心，成就如是無量功德， 

 具大莊嚴，昇一切智乘，入菩薩正位，捨諸世間法， 

得佛出世法，去、來、現在諸佛攝受，決定至於無上菩提究竟之處。 

 

 彼諸菩薩於佛教中云何修習， 

 

(問 1.所成行体，共 10個問題) 

1 令諸如來皆生歡喜，2 入諸菩薩所住之處， 

 3 一切大行皆得清淨，4 所有大願悉使滿足，5 獲諸菩薩廣大之藏， 

 6 隨所應化常為說法，7 而恒不捨波羅蜜行，8 所念眾生咸令得度， 

 9 紹三寶種使不斷絕，10 善根方便皆悉不虛？    

 

佛子！彼諸菩薩以何方便，能令此法當得圓滿？ 

 願垂哀愍，為我宣說；此諸大會，靡不樂聞！ 

 

(問 2.以下問行成德用，共 12項) 

「復次，如諸菩薩摩訶薩【常勤修習】，      

 1【滅除一切無明黑暗】，2【降伏魔怨】，3【制諸外道】， 

4【永滌一切煩惱心垢】；5【悉能成就一切善根】， 

6【永出一切惡趣諸難】，7【淨治一切大智境界】； 

8【成就一切菩薩諸地、諸波羅蜜、總持、三昧、六通、三明、四無所

畏清淨功德】，     (即地等七種淨德) 

 9 莊嚴一切諸佛國土，及諸相好身、語、心行成就滿足， 

 10 善知一切諸佛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 

11 一切智智所行境界； 

 12 為欲成熟一切眾生，隨其心樂而取佛土，隨根、隨時如應說法； 

   種種無量廣大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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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 以下為結因成果德，9項) 

及餘無量諸功德法、諸行、諸道及諸境界，皆悉圓滿， 

 疾與如來功德平等；於諸如來、應、正等覺 

百千阿僧祇劫修菩薩行時所集法藏，悉能守護，開示演說， 

1 諸魔外道無能沮壞，     

2 攝持正法無有窮盡； 

 3 於一切世界演說法時，天王、龍王、夜叉王、乾闥婆王、阿脩羅王、 

   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王、梵王、如來法王， 

皆悉守護； 

 4 一切世間，恭敬供養， 

5 同灌其頂；常為諸佛之所護念， 

6 一切菩薩亦皆愛敬 

 7 得善根力，增長白法， 

8 開演如來甚深法藏， 

9 攝持正法以自莊嚴。 (若得此九，方名護法)  

 一切菩薩所行次第，願皆演說！」 

 

 

   (第三會說十住，有三卷提問: 

        5.梵行品第十六 

        6.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7.明法品第十八           ，畢 ) 

 

   (第四會說十行，無提問) 

   (第五會說十迴向，無提問) 

   (第六會說十地，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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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來不思議法品第三十三，第七會，總顯佛德体用。 

 

爾時，大會中有諸菩薩作是念： 

「1. 諸佛國土云何不思議？ 

2. 諸佛本願云何不思議？ 

3. 諸佛種性云何不思議？ 

4. 諸佛出現云何不思議？ 

5. 諸佛身云何不思議？ 

6. 諸佛音聲云何不思議？ 

7. 諸佛智慧云何不思議？ 

8. 諸佛自在云何不思議？ 

9. 諸佛無礙云何不思議？ 

10. 諸佛解脫云何不思議？」 

 

 

 (第七會只有一品經文有提問: 

   8. 如來不思議法品第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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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離世間品第三十八，第八會。200問，2000答。由「依止」~「涅槃 

 

爾時，普慧菩薩知眾已集，問普賢菩薩言：「佛子！願為演說： 

 

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依？何等為奇特想？何等為行？何等為善知識？何等為

勤精進？何等為心得安隱？何等為成就眾生？何等為戒？何等為自知受

記？何等為入菩薩？何等為入如來？何等為入眾生心行？何等為入世界？

何等為入劫？何等為說三世？何等為入三世？何等為發無疲厭心？何等為

差別智？何等為陀羅尼？何等為演說佛？      (問十信，20問) 

 

何等為發普賢心？何等為普賢行法？以何等故而起大悲？何等為發菩提心

因緣？何等為於善知識起尊重心？何等為清淨？何等為諸波羅蜜？何等為

智隨覺？何等為證知？何等為力？何等為平等？何等為佛法實義句？何等

為說法？何等為持？何等為辯才？何等為自在？何等為無著性？何等為平

等心？何等為出生智慧？何等為變化？        (問十住，20問) 

 

何等為力持？何等為得大欣慰？何等為深入佛法？何等為依止？何等為發

無畏心？何等為發無疑惑心？何等為不思議？何等為巧密語？何等為巧分

別智？何等為入三昧？何等為遍入？何等為解脫門？何等為神通？何等為

明？何等為解脫？何等為園林？何等為宮殿？何等為所樂？何等為莊嚴？

何等為發不動心？何等為不捨深大心？何等為觀察？何等為說法？何等為

清淨？何等為印？何等為智光照？何等為無等住？何等為無下劣心？何等

為如山增上心？何等為入無上菩提如海智？      (十行 30問) 

 

何等為如寶住？何等為發如金剛大乘誓願心？何等為大發起？何等為究竟

大事？何等為不壞信？何等為授記？何等為善根迴向？何等為得智慧？何

等為發無邊廣大心？何等為伏藏？何等為律儀？何等為自在？何等為無礙

用？何等為眾生無礙用？何等為剎無礙用？何等為法無礙用？何等為身無

礙用？何等為願無礙用？何等為境界無礙用？何等為智無礙用？何等為神

通無礙用？何等為神力無礙用？何等為力無礙用？何等為遊戲？何等為境

界？何等為力？何等為無畏？何等為不共法？何等為業？何等為身？   

      (十迴向 29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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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身業？何等為身？何等為語？何等為淨修語業？何等為得守護？何

等為成辦大事？何等為心？何等為發心？何等為周遍心？何等為諸根？何

等為深心？何等為增上深心？何等為勤修？何等為決定解？何等為決定解

入世界？何等為決定解入眾生界？何等為習氣？何等為取？何等為修？何

等為成就佛法？何等為退失佛法道？何等為離生道？何等為決定法？何等

為出生佛法道？何等為大丈夫名號？何等為道？何等為無量道？何等為助

道？何等為修道？何等為莊嚴道？何等為足？何等為手？何等為腹？何等

為藏？何等為心？何等為被甲？何等為器仗？何等為首？何等為眼？何等

為耳？何等為鼻？何等為舌？何等為身？何等為意？何等為行？何等為

住？何等為坐？何等為臥？何等為所住處？何等為所行處？(十地 50問) 

 

 

何等為觀察？何等為普觀察？何等為奮迅？何等為師子吼？何等為清淨

施？何等為清淨戒？何等為清淨忍？何等為清淨精進？何等為清淨定？何

等為清淨慧？何等為清淨慈？何等為清淨悲？何等為清淨喜？何等為清淨

捨？何等為義？何等為法？何等為福德助道具？何等為智慧助道具？何等

為明足？何等為求法？何等為明了法？何等為修行法？何等為魔？何等為

魔業？何等為捨離魔業？何等為見佛？何等為佛業？何等為慢業？何等為

智業？何等為魔所攝持？何等為佛所攝持？何等為法所攝持？何等為住兜

率天所作業？何故於兜率天宮歿？何故現處胎？何等為現微細趣？何故現

初生？何故現微笑？何故示行七步？何故現童子地？何故現處內宮？何故

現出家？何故示苦行？云何往詣道場？云何坐道場？何等為坐道場時奇特

相？何故示降魔？何等為成如來力？云何轉法輪？何故因轉法輪得白淨

法？何故如來、應、正等覺示般涅槃？ 

善哉！佛子！如是等法，願為演說！」 

(因圓果滿行 51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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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一，第九會，共 142位菩薩，除文殊普賢外，有

140位，十十同名，都說是「五百」。在菩薩、聲聞、世主來集後，大眾

作以下之「念請」。 

(以下 60句，請法，多同初會 40問，本會將終，會同本故) 

 時，諸菩薩大德、聲聞、世間諸王并其眷屬，咸作是念： 

「如來境界、如來智行、如來加持、如來力、如來無畏、如來三昧、如來

所住、如來自在、如來身、如來智， (所念果法，前 8同初會最初 10問) 

 

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無能通達、無能趣入、無能信解、無能了知、無能忍

受、無能觀察、無能揀擇、無能開示、無能宣明、無有能令眾生解了， 

                                  (10句，明玄妙難思，人天莫測) 

 

唯除諸佛加被之力、佛神通力、佛威德力、佛本願力，及其宿世善根之

力、諸善知識攝受之力、深淨信力、大明解力、趣向菩提清淨心力、求一

切智廣大願力。      

      (10句，緣會可了。前 4上加為緣，後 6 自根堪受為因)                 

 

唯願世尊隨順我等及諸眾生種種欲、種種解、種種智、種種語、種種自

在、種種住地、種種根清淨、種種意方便、種種心境界、種種依止如來功

德、種種聽受諸所說法，    

(11句，請佛隨機演說) 

 

顯示如來往昔趣求一切智心、往昔所起菩薩大願、往昔所淨諸波羅蜜、往

昔所入菩薩諸地、往昔圓滿諸菩薩行、往昔成就方便、往昔修行諸道、往

昔所得出離法、往昔所作神通事、往昔所有本事因緣， 

  (10句，請佛說往昔之因) 

 

及成等正覺、轉妙法輪、淨佛國土、調伏眾生、開一切智法城、示一切眾

生道、入一切眾生所住、受一切眾生所施、為一切眾生說布施功德、為一

切眾生現諸佛影像；如是等法，願皆為說！」     

    (10句，請佛說果之用，與初會之第 30句，義多同而文多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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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入法界品三十九之三，善財問文殊，及第一參。 

善財白(文殊)言：「唯願聖者廣為我說， 

1. 菩薩應云何學菩薩行？ 

2. 應云何修菩薩行？ 

3. 應云何趣菩薩行？ 

4. 應云何行菩薩行？ 

5. 應云何淨菩薩行？ 

6. 應云何入菩薩行？ 

7. 應云何成就菩薩行？ 

8. 應云何隨順菩薩行？ 

9. 應云何憶念菩薩行？ 

10. 應云何增廣菩薩行？ 

11. 應云何令普賢行速得圓滿？」 

 

第一參.(德雲比丘) 

「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1. 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 

2. 云何修菩薩行？ 

3. 乃至應云何於普賢行疾得圓滿？ 

4. 我聞聖者善能誘誨，唯願垂慈， 

為我宣說：云何菩薩而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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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界品三十九之十八，善財問彌勒 50句 

 

爾時，善財童子合掌恭敬，重白彌勒菩薩摩訶薩言：  

  「大聖！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我未知菩薩雲何學菩薩

行？雲何修菩薩道？  

 

  「大聖！一切如來授尊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若一生當得無上菩提， 

1. 則已超越一切菩薩所住處， 

2. 則已出過一切菩薩離生位， 

3. 則已圓滿一切波羅蜜， 

4. 則已深入一切諸忍門， 

5. 則已具足一切菩薩地， 

6. 則已遊戲一切解脫門， 

7. 則已成就一切三昧法， 

8. 則已通達一切菩薩行， 

9. 則已證得一切陀羅尼辯才， 

10. 則已于一切菩薩自在中而得自在， 

11. 則已積集一切菩薩助道法， 

12. 則已遊戲智慧方便， 

13. 則已出生大神通智， 

14. 則已成就一切學處， 

15. 則已圓滿一切妙行， 

16. 則已滿足一切大願， 

17. 則已領受一切佛所記， 

18. 則已了知一切諸乘門， 

19. 則已堪受一切如來所護念， 

20. 則已能攝一切佛菩提， 

21. 則已能持一切佛法藏， 

22. 則已能持一切諸佛菩薩秘密藏， 

23. 則已能于一切菩薩衆中爲上首， 

24. 則已能爲破煩惱魔軍大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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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則已能作出生死曠野大導師， 

26. 則已能作治諸惑重病大醫王， 

27. 則已能于一切衆生中爲最勝， 

28. 則已能於一切世主中得自在， 

29. 則已能于一切聖人中最第一， 

30. 則已能于一切聲聞、獨覺中最增上， 

31. 則已能於生死海中爲船師， 

32. 則已能布調伏一切衆生網， 

33. 則已能觀一切衆生根， 

34. 則已能攝一切衆生界， 

35. 則已能守護一切菩薩衆， 

36. 則已能談議一切菩薩事， 

37. 則已能往詣一切如來所， 

38. 則已能住止一切如來會， 

39. 則已能現身一切衆生前， 

40. 則已能於一切世法無所染， 

41. 則已能超越一切魔境界， 

42. 則已能安住一切佛境界， 

43. 則已能到一切菩薩無礙境， 

44. 則已能精勤供養一切佛， 

45. 則已與一切諸佛法同體性， 

46. 已系妙法繒， 

47. 已受佛灌頂， 

48. 已住一切智， 

49. 已能普生一切佛法， 

50. 已能速踐一切智位。  

 

  「大聖！菩薩雲何學菩薩行？雲何修菩薩道？ 

隨所修學，疾得具足一切佛法，悉能度脫所念衆生，普能成滿所發

大願，普能究竟所起諸行，普能安慰一切天人，不負自身，不斷三

寶，不虛一切佛菩薩種，能持一切諸佛法眼。如是等事，願皆爲

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