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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現相品第二，【40問】之【法義】列表 

               (需參考:1.『回答【40 問】之菩薩表』 及 2.『相關經文』) 

 

(如來現相品第二，第一會，首提 40 問，為全經之重點，全經因此而開展) 

(現相品之經首，一開始就發問，用「思惟」問全經重點之 40 問) 

  

**經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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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云何是諸        疏鈔所詮       相關經文 

1 

 

佛【地】=佛智 

 (本品東方菩薩答) 

 (佛地，總說佛德) 

(2~9 別說佛地之

德)  

智德=清淨法界+四智受用

和合一味等事 

    =此五法攝大覺性 

 

真理妙智，融而無二 

1. 佛地經論第一， 

地=所依、所行、所攝 

地:1 能生萬德，2 成熟自他 

3 任持萬德，萬德依住 

2 

 

 

 

 

 

佛【境界】 

    (南方菩薩答) 

(佛之境=1 真如實

相、真俗二諦等智是

智所緣境，故云佛所

觀。 

 

悲智所緣之分齊．廣無量 

謂五界差別: (準瑜伽) 

1 有情界 2 世界 3 法界 

4 調伏界 5 調伏加行界 

 

1. 如來出現品第 37，卷 52 

(明体遍，註 1) 

2. 佛不思議品法第 33， 

卷 46 ，(辯超勝，註 2) 

 (該其因果体用，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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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境

界 

2 眾生及國土是佛

悲所化境，即佛所

觀化。 

或:四界差別: 

1 所緣真俗 2 所住剎海 

3 所起業用 4 所應攝化 

3. 菩薩問明品第 10， 

卷 13，共 11 問:  

「何等是佛境界」      

3 佛【加持】 

    (西方答) 

謂佛勝力任持，令

有所作 

如:十種為眾生作佛

事…等  

不出三類︰ 

一、如加持化身及舍利等 

二、如加耆婆入火不燒等

三、如加非情作佛事等。

此與神通寬陜不同。謂六

通中，唯神境一，有加持

故．今此加持即是神力。 

1 佛不思議法品 33，卷 46 

  (註 4)，卷 47(註 5) 

2 法雲地說十種持．(註 6) 

3 離世間品第 38， 

「十種佛所攝持 」(註 7) 

      

4 佛【所行】 

=佛所作， (北方

答) 

(第 1~4 是異二乘功德) 

如大悲攝生、大智造緣，

即真如行。   

無思成事，能成二義 

 

1 不思議品 33: 「諸佛世尊

有十種化不失時」「不失

時言 8」(此約所化眾生

言) 

2 出現品 37 :「無礙行是如

來行 9」(約所行) 

5 佛【力】 

  (東北方答) 

破魔功德 

1 佛大力，自在，略說有

十即處非處等、 

2 佛廣大力，如不思議品 

1 不思議品 33: 

  「佛廣大力」 

「大羅延幢勇健法」 

6 佛【無所畏】 

  (東南方答) 

伏外道功德 離世間品:  

「佛有十種無畏」 (P23、24) 

十藏品: 「佛有四種無畏」 

7 佛【三昧】 

  (西南方答) 

佛果等持，數過塵算 1 不思議品 33: 

「佛有無量不思議三昧」 

2 入法界品 39 列百門三昧 



 

 3 的 8 

 

8 佛【神通】 

  (西北方答) 

依定發起無礙神用 1 不思議品 33: 

3 十通品，唯局菩薩 

 

9 佛【自在】 

  (下方答) 

所作依意，無礙成就 

略說百種， 

謂於眾生自在等 

1. 離世間品 

「十種無礙用」 

「十種自在」 

2. 不思議品 33 

「於一切佛、法悉得自在 

10 佛【無能攝取】  

  (上方答)   

即頌之「為能制伏」 

答中名「無能毀壞」 

佛所作無有天上人中沙門

魔梵及二大菩薩等力能制 

1 不思議品 33 

 「佛有十種最勝法」 

2 不思議品 33: 

「大羅延幢勇健法」 

 **此十問，多在不思議品中答。                      (1~10 總問，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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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10 問，問佛的「六根三業」，即問「佛之体相顯著」。(見一冊，p30) 

經文二: ( 11~16 問『 佛六根之体相』;  17~20 問『佛身口意三業之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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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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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三業) 

(十句問體相顯著) 

 

解:  云何是諸: 

  疏鈔所詮 相關經文 

11 佛眼   

12 佛耳   

13 佛鼻   

14 佛舌   

15 佛身   

16 佛意   

17 佛身光 常光 ，身業  

18 佛光明 妙光， 身業  

19 佛聲 口業  

20 佛智 意業 出現品卷 51，十智十喻 

相關經文:  

1. 不思議法品(卷 46):「佛有十種法，普遍無量為邊法界，謂無邊際眼等」 

2. 離世間品(卷 57): 一一各以十門辯釋，如十眼、十耳等 

3. 出現品(身業，卷 50/ 語意業，卷 51) : 佛三業各具十義 

4. 相海品: 佛一一相常放光明，卷 46，十種莊嚴中第七莊嚴 

                                            ( 問「佛之体相顯著」，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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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十問，問化用普周。 經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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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疏鈔所詮       相關經文 

21 世界海 佛化用處 (約果說) 華藏品 

22 眾生海 佛所化機 即剎中所持 

23 法界安立

海 

       (通因通果說) 

通明法界所安立海之 

起具因緣等↘ 

  (化度眾生之法) 

『世界成就品』 

於世界海、眾生海中， 

施設【安立】，『安立』即 

『世諦、理趣、方便、法式、法門』 

24 佛海 能化眾生之主 華藏品、 

不思議品，相海隨好，皆佛德妙用  

25 佛波羅蜜

海 

化(度眾生)所成之行 離世間品 

以二千行法，一一皆到彼岸 

26 佛解脫海 化度眾生所成之果 入法界品 

佛親證入離障解脫，及大作用皆解脫 

27 佛變化海 臨(眾生)機，起神通變

化 

化難化眾生，即身業

化 

1 如『於諸會不起而遍』 

2 光明覺品，長行『身業』 

3 阿僧祇品，頌文 廣顯 

佛德重重無盡廣大用 

28 佛演說海 稱根說萬，語業化 如『四諦品、佛名號海品』， 

29 佛名號海 隨機立稱 如『佛名號品』 

30 佛壽量海 隨器所感，住世修短 如『壽量品』    (問化用普周，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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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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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一切菩薩        疏鈔所詮 以橫論寄位 1 

31 誓願海 創於生死，立大誓願 寄十信位 

32 發趣海 勝進大心，趣求佛果 寄十信位 

33 助道海 積集菩提，福智資糧   十住位 

34 乘海 運諸菩薩，從因至果   十住位 

35 行海 慈悲喜捨四菩薩行   十行位 

36 出離海 永背業惑，契證真理   十向位(以向出離) 

37 神通海    37~39:登地以上 

38 波羅蜜海    登地以上 

39 地海    登地以上 

40 智海    等覺位 

註 1: 若約通說，各通始終。 

     故此十句，文通行位，皆普攝法界，深廣無邊故云「海」。 

 

                                               (問因德深廣，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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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 40 問，以『總、別』及『品、會』二類性質，作整体說明: 

 

【一、就問題之『總問、別問』而言，『十海』為總問】: 

1. (問佛 )十海(1~10)為總問，九會同答。餘(11~40)30 問為別問。 

總問  佛十海( 現相品二，1~10 問)  

同答  九會 (別答) 別答號碼 

1 世界成就品 4 23(問) 世界安立海問 

2 華藏品 5   

(毗盧那品 6，引因釋成;            ←    

現相品 2，普賢三昧品 3，說法由致) 

21 世界海 

← (第 2.3.6 品，非別答) 

3 如來名號品 7 29 如來名號海 

4 四聖諦品 8 28 佛演說海 

5 光明覺品 9~~十忍品 29 

( 原因: 修因之人，即所化之眾生故)← 

別答十句【因問】(31~40) 

通答第 22 眾生海問 

6 阿僧祇品 30 27 佛變化海 

7 壽量品 31，諸菩薩住處品 32 30 壽量海 

8 佛不思議法品 33~~如來出現品 37(共五品 

             (就德深廣，以顯佛故) ← 

別答 20 句【果問】(1~20) 

總明 24『佛海』 

9 離世間品 38  (第八會) 

        

25 佛波羅蜜海 

  (總攝諸位，皆成行故) 

10 入法界品 39  (第九會) 26 佛解脫海 

  (證入法界，起大用故) 

**其中:  

一、『大用四海』: 29 如來名號海、28 佛四諦海、 

27 佛變化海、  30 佛壽量海。 

二、『自利二海』: 25 佛波羅蜜海(因)、26 佛解脫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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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品、會』而言】: 

1. 初會 40 問為總問，九會同答。 

2. 但於諸會中，又「重舉諸問」，是為顯「各分分中，皆通因果」。 

3. 如『光明覺品第 9』，答 『十海』 問( 1~~10)。 

  『菩薩問明品 10』(十信位開始)以下， 

至『諸菩薩住處品 32』(等覺位最終品)， 答『十因』 問。 

4. 『不思議品 33』(妙覺三品)，答 1~~20 句果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