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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緣                                no18 
(疏鈔一/四冊，一教起因緣之『十緣』，卷二 p33~94) 

 

 

一、依時  

疏: 【心冥至道】者:  p33 

1，心，謂真智。至道即至極之道。體目真如道，是遊履義，以是根本智所遊履故

2，又是出生義，以智冥理出生萬德故。 

3，通後三教之義:  

1) 終教，則始覺契於本覺。 

2) 頓教，則絕待智契絕待如。 

3) 圓教，即無障礙智，契無障礙理。 

言【渾一古今】者渾者融也，真智契理渾融無古今也。 

 

▲鈔【生公法華疏云，古亦今也，今亦古矣】  p34 

即法華見寶塔中，意釋二尊並坐之文也。彼云:   

『多寶在塔，全身不散，表本覺不動智。 

釋迦從外，同入坐者，表始覺智而契本覺。 

*古亦今也，多寶即釋迦。今亦古也，釋迦即多寶。 

彼表『始本非一非異』，今但取無定古今之時也。 

 

▲鈔【無生即無三世】:  p34 

汎論『三世』即有五種:  

一， 剎那三世(前剎那為過去，後剎那為未來，中剎那為現在) 

二， 長時三世(如有情未生已前，初生至死，身謝已後，為三世也) 

三， 神通三世(謂現在識，能緣過去、未來事，故假立三世) 

四， 唯識三世(謂 觀現在業行，比知當來之果報，名為未來。 

觀現在苦樂等報，凡知過去之因，便於識上變起) 

五， 道理三世者( 謂隨一種子上，以道理故，說三世。  

謂隨前念後念，引起道理，為三世也) 

*今於五中, 五種皆無, 而偏云剎那, 【安有時分】者細者尚無，況其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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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 【剎既同處，而有不同】、【時亦同時，而各別分齊】 p36  

1，剎，該同類、異類。也既同類剎，異類剎同是處所，而有同類異類，形相不同。 

2，同類剎異類剎中，時亦同是時分，不妨同類異類界。 

3，時各別分齊，非謂同處之言，定是娑婆界中之異類界，為同處也。 

4，其異類剎，有二師義:  

1) 唯一同類界外異類。 

2) 有在娑婆等同類剎中，有在同類界外，各別安布故。 

 

▲鈔【九彼此相入】二義釋  p36 

1， 如樹形世界中，同類劫相攝。四異類劫相攝，五以念攝劫，六念劫重收，七

重重無盡，同前娑婆一類界中，四五六七。樹形既爾，江河形等准知。 

2， 若念若劫等，復更釋之。謂前七娑婆同類界時，與第八異類界時，彼此各有

攝入之義。以同類界中長劫，攝異界長劫。短劫攝短劫。 

3， 彼攝於此亦然(同前第四)，同類界中長劫攝異類界中短劫，短劫攝長劫， 

4， 互入亦然(同五)，以同類界中念，攝異類界中劫，以異類界中念，攝同類界中

劫(同六) 

5， 又以所攝劫中，各分為念，亦各攝劫等重重無盡(同七) 

 

▲鈔【以非劫為本】  p37 

1，以時劫，稱性離分限，而常契理故，云本也。 

2，【劫即為末】者，以劫波此云時分，說彼差別。此即事也，為末。 

3，今以本收末故，令末中一切時分，皆如理融攝故。得一一攝一切時也， 

4，此則由第十義故，方得前九，隨義融攝，皆自在也。 

5，言【離分限】者出非劫所以也。 

 

▲鈔【如華藏世界，以非劫為劫，劫即非劫】 p37 

1，舉一例顯也, 以華藏品經云: 『華藏世界海，法界無差別。』 

2，故劫即非劫，念即非念。約不壞相，不妨有劫念等。 

3，華藏既爾，例餘華藏之外十方無間剎海，所有時分亦然。 

4，言【以時無長短】等者，釋成『非劫為劫』所以也。 

6， 言【以染時分】者，釋成為劫也。 

7， 通釋【非劫為劫】，時既法上假立，別無自體，今法既融通，能依之時， 

亦融也。所以得云『非劫為劫，劫即非劫』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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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處  

 

▲鈔【故華藏品云】  p41 

 1  華藏世界海   標名，           初句望第二句，  證: 事末，不礙理本  

 2  法界等無別   不壞分量，       第二句望後二句,  證: 理本, 不礙事末 

                 即同真性。     或可通證: 染淨本末, 華藏不壞分量, 應劣根故染 

3  莊嚴極清淨   具德莊嚴，       華藏內娑婆,      證: 第三句皆即同真性        

 4  安住於虛空   無礙安住。       染淨相盡, 四句渾融無礙。 

 

▲鈔【百億異類剎】  p45 

1, 小剎異類, 如百億界中自有異類也 

2, 大剎異類, 如一剎種中, 二十重剎相望, 有異類也.  

3, 剎種異類, 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剎種相望, 論異類也.  

4, 剎海異類, 即十方無間盡法界之剎海相望, 論異類也.  

 

▲鈔【即取最中，無邊妙華光香水海中，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  p45 

*第八經說:  

【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世界海中，如天帝網分布而住。 

其最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疏云: 以多華發光故, 亦由菩薩行華而為因故) 

以現一切菩薩形摩尼王幢為底, 出大蓮華, 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 

(以香摩尼嚴此華故, 又從摩尼底而出生故.     

約法,即萬行圓明之所成故. 海能有華, 故受華名. 華依於海, 取海底稱) 

有世界種而住其上, 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 

(約事，寶光遠照故。 

約法，其世界種，正是所含種子，一一皆有大智光明，遍照法界義故) 

以一切莊嚴具為體  (性德互嚴故)  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於中布列等 

**後下至上列二十重， 

1， 第一重主剎，有一佛剎塵數世界圍繞八方， 

2， 過一佛剎塵數世界，方至第二重主剎。 

3， 如是至第十九重，云過佛剎塵數世界，方至第二十重主剎。 

4， 其上下但有十九佛剎塵數主剎， 

5， 第二十重有二十佛剎塵數世界圍繞。總結主剎伴剎有不可說等方是一箇剎種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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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然上十類，一一各遍法界】  p48 

* 所遍通四法界，能遍各是一義。 

1，前六，事法界。 

2，第七、九，事事無礙法界。 

3，第八， 

1) 若理空，即理法界。 

2) 理空有剎，即事理無礙法界。 

3) 若事空有剎，即事事無礙法界。 

4，其第十例餘佛同  p48 

問: 總例同前九, 則具四法界, 而為能遍. 更何是所遍法界耶? 

答: 總言四法界，則無所不該。此上雖有四法界，而但是器界，且非是佛及眾

生等處， 

 

三、依主   

▲鈔【若以法界為身】者:  p53  【無障礙智與如冥一】 

此總含四法界為身。既法界即身，不應言合體。故普賢三昧疏云: 

一、依佛地論，  以清淨法界   為  法身 (約理)  。   ＃如  

二、依無性攝論，以無垢無罣礙智 為  法身 (約智)     ＃無障礙智 

三、依梁攝論及金光明經，(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名法身。(雙合)＃冥一（含四五六義） 

四、經云: 如來法身，非心非境。則境智雙泯 

五、此上四句合為『一無障礙法身』 

六、此上總別五句，相融形奪，茲說『逈然無寄』 

七、通攝五分   ＃即令色相功德無不合，即七、八二義，亦金光明經意（第三義） 

1) 戒香，謂道具無表戒  2) 定香，言即入地無漏定  3)慧香，即別境五中無漏慧

4) 解脫香，謂盡智、無生智，俱時勝解，以能印證四諦理時，離縛增故。 

5) 解脫知見香者，即本後二智。謂與勝解心所，同時離縛，證理行相增故) 

*自利利他，悲願所行，恒沙功德無不皆收。以修生功德，必證理故，融攝無礙

(以報身歸法身，二身無礙，為佛身) 

八、攝論云: 通收報化，色相百四十不共功德等(。通收報化，皆法身矣) 

九、攝三世間具十身故。唯此華嚴十身上，分權實。 

 ＃唯第九屬此經。 

 ＃若融攝及攝同教，總前九義為一總句，是謂【如來無障礙身】 

  隨義隱顯，不可累安。達者尋文，無生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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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如勝天王經說】  Ｐ５６ 

 勝天王問：『菩薩在何位中，得如來十種身？』］  

 佛答： 

 『住初地， 得平等身。何以故？離諸邪曲，通達法性，得平等故．  

  住二地， 得清淨身，戒清淨故．  

  住第三地，得無盡身．離嗔恚故．  

  住第四地，得善修身，常精進故。 

  住五地， 得法性身，說諦理故。 

  住六地， 得離覺觀身，觀因緣非覺觀所知故。 

  住七地， 得不思議身，具足方便故。 

  住八地， 得寂淨身，離一切戲論，無煩惱故。 

  住九地， 得等虗空身，遍不可量一切處故。 

  住十地， 得妙智身，成就一切種智故。 

 

鈔：（同時異處）之【光明覺品】下  Ｐ６１ （時、處、人，見佛之異、同） 

一、 多機於異處各見佛身不同。 

(鈔云：今寄五臺求見文殊，以況法界見佛差別。總有十義。今初也。 

   如有五人名 為多機，各在一臺，名為異處。一人南臺見菩薩， 

   一人西臺見師子，一人中臺見萬聖，一人東臺見化佛， 

   一人北臺見聖僧，是各感見一也) 

二、或同處各見(如五人同在中臺，故云同處，一見菩薩，一見師子等。故云各見也) 

三、或異時別見(如一人朝見菩薩，暮見化佛是也) 

四、或同時異見(上異時別見，不局一人多人。 

        今此要是多人，謂二人同於晨朝，一見化佛一見菩薩) 

五、或同時異處見(亦約多人，同於晨旦，一於東臺見，一於北臺見。 

        所見之境或同或異，或同見菩薩，亦是同時異處見， 

        或則一見菩薩，一見化佛。亦同時異處見也) 

六、或同處異時見(同於中臺，朝見暮亦見，而能見亦通一人多人。 

                    所見亦通一境異境，但取處同時異耳) 

七、或異時異處見(時則朝暮不同處，則東西臺別，而能見亦通一人多人， 

        謂或一人，朝於東臺見菩薩，暮於北臺見菩薩。多人可知。 

        然多約一人，其所見境，亦通同異，同見菩薩。如上已明， 

        或一人朝於東臺見菩薩，暮於北臺見師子。然多分且約一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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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或同時同處見(亦約多人，同在中臺，同於中時見菩薩。所見亦通同異且約同說) 

九、或一人，於同異交互時處，見多人所見 

     (謂同時異處，異時同處，名交互時處。然同時異處，即是第五， 

     而要是多人異時同處，即是第六，通一人多人。今唯一人頓見，前多人 

     所見，此機亦是不思議人，能於同時異處見故。謂一人於晨朝時，在中臺 

     見中臺，或北臺多人所見。又於中臺，於朝於暮見多人所見) 

十、或一人於同異俱時處，見一切人所見，以是『普眼機』故 

     (謂同時同處，異時異處，名同異俱時處。既是一人，時該多時，處遍諸處 

     見通諸境，故是普眼機也) 

＃然佛不分身，無思普現故(不分而遍，無思普現，頓應前十也) 

 今鈔中但有八七五六九之義也。 

 

 

▲鈔第八十經『如來清淨妙法身』  ｐ６２ (平等法身有五相) 

 *疏鈔云:『明平等法身，波羅蜜多成滿功德，而具攝論五種相 

『  1 如來清淨妙法身，→   白法相。以是極果，圓滿自在轉故 

    2 一切三世無輪匹  →   次二句，不思議相。謂真如清淨。自內證故。 

無有世間喻能喻故。非諸尋伺，所行處故。 

    3 以出世間言語道      

  4 其性非有非無故  →   次一句，無二相。由一切無所有，故空。 

所顯相是有，故有。即為、無為，無二相。 

    5 雖無所依無不住  →   次一句，無依相。 

雖無所依，滅染分依他，無不住，得淨分依他。 

    6 雖無不至而不去  →   次句，常住相。雖無不至，即應化普周，受用廣遍。 

相續不斷，二身常義而不去，自性身凝然常， 

義五相相融，為法身體。 

7 如空中畫夢所見  →   次二句，喻空畫。喻無依相，夢喻，有無無二相。 

    8 當於佛體如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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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光明覺品: 佛身無生超戲論…】  p62   (如何見佛身?) 

前經云: 

『如來非以相為體， → 以佛為有，成增益謗。 

但是無相寂滅法， →     為無，是損減謗(初偈遣也) 

身相威儀悉具足， →     為亦有亦無，是相違謗(次二遣句)。   

世間隨樂皆令見。 → 

乃至云: 

『非是和合非不合，  →  為非有非無，成戲論謗(此二句遣) 

體性寂滅無諸相，  → 

*中論云:『戲論破慧眼，是皆不見佛故。』 

今遣之，謂妄惑不生故。非蘊聚起心，則生便成戲論。 

 

▲鈔【又云下，亦光明覺品文: 無染無著…】  p62 

*疏鈔云:『無染無所著，是 『三念住』 :  

一者，一心聽法不憂。二者，一心聽法不喜。三者，常住捨心。 

謂有憂喜即染，不住捨即著。今無憂喜之雜染，安住捨故。 

無所著，言『無想無依止』，是『 三不獲 』: 

一，惡想都絕，云無。 二，不依止名聞。 三，不依止利養，云無依止 

 

鈔『第八地中，前( 約融有世間為十身 )十身各有十相』:   p63 

第八地，經云: 

『此菩薩知: 1眾生身、2國土身、3業報身 ( 知三種染身) 、 

           4聲聞身、5獨覺身、6菩薩身、7如來身、8智身、9法身、( 知六種明淨身 )  

           10虛空身。                                      ( 知一種不二身 ) … 

『此菩薩知: 1眾生: 集業身、報身、煩惱身、色身、非色身(無色身) 

 

疏:『知佛身有十相，餘之九身，既是佛身，一一有此則已成百。若更相作則重重無盡 

 

(疏云: 1眾生身有五相 :  

初三，業生煩惱妄想染差別，此約總明三界。 

後二，約上二界。就報別開。若總開三界五趣，則具十矣。 

鈔云: 『色身兼欲色二界，加無色，為三界集業煩惱，為二報身，即五趣報故。 

為眾生身十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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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云:『又知 2國土身 :  

小相、大相，無量相，  ( 初三，分齊相，即小中大千) 

染相、淨相，          ( 次二，染淨差別。) 

廣相、                ( 次廣，即寬狹差別。此略無狹)    

倒住相，正住相，      ( 次二，依住差別)( 以上為『一切相』)  

普入相，              ( 一重頓入，名為普入。) 

方網差別相            ( 十方交絡，故云方網。又重重現，故多。 

(上二，『真實義相』)     同初地鈔云，即初地如帝網差別，故為真實義)  

                                        

經:『知 3業報身，假名差別 
4知聲聞身、5獨覺身、6菩薩身，假名差別 』 

(疏:『共有四身，皆云假名差別者。但有自相、同相差別。假名分別，實無我人， 

餘亦假名，偏語此四者，業因尚假，苦果可知。聖人尚假，況於凡類。 

又三乘聖人，方能知假。佛德超絕，不得云假) 

 

經:『知 7如來身有:  

菩提身、(示成正覺故) 

願身    (生兜率故)、     化身(所有佛應化故，即王宮生身) 、 

力持身  (自身舍利任持故，上四，於三身中，皆化身攝 )、 

相好莊嚴身、(所有實報身，無邊相海等，揀三十二相等，故云實報。 

即三身中報身 )  

威勢身、 (所有光明，攝伏眾生，故云威勢。即通報化。論經名光明身) 

意生身、 (意生身，論云: 『所有同異世間，出世間，心得自在解脫故。 

同，謂同類。異，謂異類世。即地前，出世。地上，謂若凡若

聖，若同若異。由得自在解脫，故隨意得生。即種類俱生，無

作行意生身也。此通變化及他受用。) 

福德身、 (福德者，所有不共二乘之福，能作廣大利益因故。 

故種少善根，必致佛果) 

法身、   (法身者，所有如來無漏界故。斯即所證法體故。 

離世間品十佛中，有名法界佛，諸漏永盡，非漏隨增。 

性圓明故，名無漏界，是藏義、生義、含無邊德， 

生世出世，諸樂事故) 

智身          (智身者，所有無障礙智，謂大圓鏡智，已出障垢證平等性故 



 9 的 15 

 

經: 『知 8智身:   (為『能知之智』, 初二約體分別，餘有八智，皆位分別)   

1)善思量相，      初通聞思 

2)如實抉擇相      二即修慧, 俱通理教.  

3)果行所攝相，  即因果分別. 行即是因, 通於三慧，果唯證入。相離前三 

4)世間出世間差別相，  世間俗智，名之為世，三乘聖智，名為出世。 

                               道前名世，見道已去名出世。 

5)三乘差別相，  於出世中，大小分別。 

                小乘十智等，中乘七十七智等。大乘權實無礙。 

 

6)共相，        6), 7)二相，於大乘中，麤妙分別甚深般若。 

7)不共相，      不共二乘相似般若，是則名共 

8)出離相，      8)， 9) 二相，通就三乘。縛脫分別， 

於新薰性智，習未習故。 

9)非出離相， 

10)學相，       後二通於三乘，修成分別。 

11)無學相.  

 

經: 『知 9法身:        (此為『所知法』，並通一切智法，不同前佛法智，唯局如來) 

1) 平等相    即是理法，論云: 『無量法門，明等一法身』故者， 

謂法門雖殊，同詮平等法身。生佛無二故。 

揀理異事，皆世諸門攝。 

2) 不壞相    即是行法。論云: 『如聞(所)取故，謂稱理起行，名如聞取。 

    行符乎理，則冥之菩提，名不可壞。 

 

3) 隨時隨俗假名差別相  即教法，隨所化生根性，相應時說差別故。 

理本無言，假言顯理。若權若實，皆是隨俗假名 

 

4) 眾生非眾生法差別相  即重顯理法所遍之境，此通染淨。 

平等法身，遍情非情。 

5) 佛法聖僧法差別相    即果法，唯約於淨。 

 

*論云: 『第 1 相, 差別三乘，同證第一義故。隨智有異，三種不同故。 

所顯理亦說淺深，若約功德等異，如常之所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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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知 10虛空身:  

1) 無量相    芥子中空，亦無量故 

2) 周遍相    遍至一切色非色處故 

3) 無形相    不可見故，今世人見者，但見空一顯色，想心謂見故。 

涅槃經中，廣破見空，又此含無為空，故亦不可見。 

 

4) 無異相    無異相者，無障礙故。不同色法，彼此相異，有障礙故。 

5) 無邊相    無邊相者，謂無始終起盡之邊故 

6) 顯現色身相    能通受色相，持所持故。 

故下經云:『譬如虛空，寬廣非色，而能顯現一切諸色。』  

既因色分別彼是虗空，則知因空顯彼為色。 

 

 

鈔:『彼亦會釋者 』  p63 

疏:然此十佛(第八地)與下(離世間品)十種見佛，名義全同，與前十身，名有同異， 

而義亦不殊 

一 成正覺佛 示成正覺故，是菩提身 

二 願佛願   生兜率故，  是願身 

三 業報佛   萬行因感故，是相好莊嚴身 

四 住持佛   自身舍利故，是力持身 

五 涅槃佛   化必示滅故，是化身 

六 法界佛   真無漏界故，是法身 

七 心佛     是威勢身，雖光明亦能攝伏，心伏勝故，如慈心降魔等 

八 三昧佛   常在定故，  是福德身，定為福之最故 

九 本性佛   了本性故，  是智身，大圓鏡智、平等性智、皆本有故。故下云明了見 

十 隨樂佛   隨所欲樂，無不現故，是意生身。(晉經云如意佛，) 

⚫ 然佛就內覺, 身多就相, 故立名不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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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十種見佛』  p63, (離世間品，第 176 問)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見佛。何等為十？所謂： 

1 於安住世間，      成正覺佛，            無著見；  

(故不著涅槃)    (不著生死，成正覺故)       (乘無住道，示成正覺，故名無著) 

                                            (菩薩稱此，而見無著之見, ) 

 

2 願佛    出生見；      (乘此願, 能生功德) 

3 業報佛  深信見；      (報即相好莊嚴，業即萬行之因而)(深信為首故) 

4 住持佛  隨順見； (隨順眾生，住持舍利等故。又隨眾生，以圓音周遍三世，住持佛法故) 

5 涅槃佛  深入見；  (化身示滅故, 名涅槃. 深入涅槃故, 能示滅. 深入生死故, 示滅非真) 

6 法界佛  普至見；  (法身充滿於法界故。法界為佛體故) 

7 心佛    安住見；  (湛然安住真唯識性，是心佛故) 

8 三昧佛  無量無依見；(寂然無依，心言路絕，三昧義。觸類皆然，故三昧無量) 

9 本性佛  明了見；    (平等性智，了本性故。本覺真性，性本了故) 

10 隨樂佛 普受見。    (隨自他意，無身不受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常得見無上如來。]  

 

疏云:  

『依上十見，則真見佛。既知十佛總別，六相圓融。則亦十見，無有障礙。 

又此十重，五對:  

一、 所出能出對   二、 正報住持對    三、真常普遍對   

四、 內住外寂對   五、 體深用廣對    如文思之，上十佛十身，類此成對。 

 

 

鈔『然無著等復有十義』  p63 

離世間品云:『 

一、 於一切世間無著，於一切眾生無著，於一切法、一切作、一切善根、 

一切善處、一切願、一切行、一切菩薩、一切佛』上皆有於『無著』之言。 

二、出生十者，如不思議法品中，說十種念念出生智。 

三、深信十者，如十藏品說，十種信。及十地中，十種信也。 

四、隨順見十者，即不思議品，十種為眾生作佛事。 

五、深入見十者，如出現品，十種涅槃也。 

六、普至十者，如至一切處迴向說，及不思議品，十種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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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住十者，如不思議品，十種無量住。 

八、無量無依十者，如不思議品，說十種無量不思議佛三昧 

九、明了見十者，四十七經，世尊十種知一切法盡無有餘。 

十、普受見十者，四十六經，諸佛有十種佛事。 

此上諸十，經文繁廣不能具引。要者尋檢。故鈔云至下當明。 

 

  佛十身無礙之:  一、用週無礙 

▲鈔【或現威儀】  p64 

梵行品直釋記, 有十威儀 

               威           儀             

1     三業勇猛  三業調柔 

2     三業垢障盡，魔怨斬滅  三業功德，覺華榮茂， 

3     佛戒智光來燭 佛戒慈澤來潤名儀 

4     法門障滅 法海雲開 

5     聖眾悉加 望眾悉喜 

6     眾魔驚怖 諸天恭敬 (上唯自利，下兼二利) 

7     摧魔名 善化 

8     律儀 攝善 

9     大智益生 大悲利物 

10    戒海清淨，十身名威， 戒海圓滿萬德名儀。 

 

鈔:【十事功德】   p75 

『涅槃二十四』:  

一，供養功德       二，轉法輪功德     三，受持功德     四，修行二利功德 

五，成熟眾生功德   六，承事功德       七，淨土功德     八，不離功德 

九，利益功德       十，成正覺功德。 

鈔: 【問: 說世間法尚須入定，況十信耶?】  p80 

何為世間? 

一約行布:三賢有漏比觀，是外凡，名世間。故夜摩偈讚, 鈔云: 『地前名世間，登

地為出世』故以況, 圓融十信為出世，信該果海。 

故下鈔云: 約相名世間, 約性為出世故.  

二云初會世界成就等, 說眾生業力所感世界, 及華藏中雜染眾生, 所居末剎有漏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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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有不入者至文當辨】  p81 

1 名號品疏: 問云『云何不入定?』] 答:『以未入位，性未定故。』 

若爾，後十定等，豈散善耶?  

2 然說法之儀, 通有四句:  

1) 定後說, 如諸會,  

2) 說後定, 如說無量義經,已入無量義處三昧.  

3) 定中說, 如第九會, 無出言故. 表唯證智能說,一得永常, 不礙起用故.  

4) 不入說, 如此信中, 及第七會.諸文非一.  

第七為表常在定故, 又入為受加, 彼不須加故.  

*說後入者，說在行故，將起行故。是故動寂唯物，聖無常規 

(鈔指向說唯向十信不入義也)。 

 

鈔: 【華雲香雲等】 p82 

1 下疏云: 然諸供養具皆稱雲者，乃有多義:  

謂色相顯然, 智攬無性, 從法性空, 無生法起, 能現所現, 逈無所依, 應用而來,  

來無所從, 用謝而去, 去無所至, 而能含慈, 潤霔法雨, 益萬物重重, 無礙有雲

像焉。 

 

鈔: 【加於妙德者】 p83 

1 即如來性起妙德菩薩也。此菩薩者，如名所顯故， 

2 性有二義: 一、種性義，因所起故。二、法性義，若真若應，皆此生故。 

3 亦有釋云，此云妙德，即是文殊。說此法門，加性起，稱此釋無違大理， 

以文殊大智，為能顯。普賢法界，為所顯。共成遮那之出現故。 

4 亦是解行滿故佛出現行也。 

 

鈔【眉間放者，通表一乘中正之道】  p83  1 以初會是總，明九會皆然，云『通』， 

2 於體，不計有無二邊， 

於義，不著常、無常，等諸法相邊。 

於行，不習苦樂二邊(斷見計樂行，常見計苦行)， 

於道，不住邪正二邊，正因邪說無，邪正不立故， 

於人，不執因果交徹，故於教，不說世出世二邊相待立故。 

於諦，不見真俗二邊，二諦非一非異故。 

於化，不定權實二邊，權實相即故。故佛於眉間放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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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膝輪屈伸】 p83 

1 表位漸高故 

2 表迴因向果等，有屈伸進退之相故。 

3 又悲智相導，屈伸無住故。大智照極，令稱法界故伸。 

雖廣化眾生，而自智居懷，故屈。雖智居懷，而令悲無緣，故伸。 

雖悲用外施，而令智不沉寂故屈。 

4 又悲智相導，故或屈或伸，皆不離身，並向實際，故無住。 

 

鈔【即第十六卷，勝慧菩薩偈】  p84 

*須彌偈讚品:   

1 闇中寶者 : 正因佛性也，圓明可貴，所以稱寶。居於無明五蔭室內，如在闇中。 

2 燈       : 緣了之因，下半法合。 

3 無人說者 : 闕於緣因，雖慧莫了。義含二意:  

(一)本有慧，即正因。合上寶也，闕於善友緣因，故不能了。 

(二)佛法即寶，以闕善友緣因，雖有修生微劣慧眼，不成了因，不見真性。 

 

鈔【三(法法界、人法界)俱融者】 p86 

疏云: 三俱融者，人法同一緣起，隨義相分，融攝無二。 

四俱泯者，謂平等果海，離於言數。緣起性相，俱不可得。 

若爾何有說義? 令當根解，俱泯之義，已名為說。 

五無障礙者，謂合前四句於彼人法一異無障存亡無礙自在圓融故。 

 

鈔【初門(法法界)十等】者   p85 

一、事法界，謂十重居宅等 

二、理法界，謂一味湛然等 

三、境法界，所知分齊等 

四、行法界，悲智深廣等 

五、體法界，謂寂滅無生等 

六、用法界，謂勝通自在等 

七、順法界，謂六度正行等 

八、逆法界，謂五熱無厭等 

九、教法界，謂所聞言說等 

十、義法界，謂所詮旨趣等。此十法門，同一緣起，無礙鎔融，一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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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善財)百一十城】  p86 

*即善財所經之處. 問:『今此說友，何舉城耶?』] 答: 『下疏云，有二義: 

一者, 友必依城, 則一城一友.  

二者, 於一城值於多友, 或求一友歷於多城, 而要一百一十以順表法故(表法如前) 

*然此一百一十善友, 諸說不同.  

一云, 理應具有, 但文脫漏.  

二,   賢首前後諸友, 總五十四. 分出德生, 有德為二, 則五十五人,  

各有自分勝進故, 有一百一十.  

 

⚫ 鈔【師子座說】  p86    妙嚴品文也， 

⚫ 疏云『人中師子處之，又說無畏之法。得法空者，何所畏哉? 說即教從法空所流.  

⚫ 問:『此等無情，而得說者?』 貞元疏云: 『略有四意:  

一, 業用佛菩薩力故   

二, 德相法爾, 能如是故.  

三, 顯法, 則常是說 

四, 性融, 以性力故, 一無不具, 是故一說即一切,  

說以性從相, 有說不說. 會相歸性, 都無所說. 以性融相, 一說一切說,  

無說無不說, 若約觀心, 但隨自心, 有說不說。 

 

疏【(依聽人者)略有十類】  P87 

⚫ 妙嚴品疏: 

一，影響眾: 諸佛菩薩為主伴，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二，常隨眾: 如普賢等, 作輔翼 

三，守護眾: 如執金剛神等, 諸佛住處, 常勤護故 

四，嚴會眾: 如道場神等, 常為嚴淨佛宮殿故 

五，供養眾: 如偈讚法, 供華幢財供等 

六，發起眾: 如解脫月, 等諸請難者 

七，當根眾: 且言即時在會者, 若准根, 感通現未來根 

八，表法眾: 十首表信, 十林表行等, 及座出菩薩等, 顯容持故. 亦通表萬行俱成佛 

九，證法眾: 證法佛菩薩等, 證說不虗故 

十，顯法眾: 如聲聞顯法, 不共除當機. 是因中機感, 以親能起教故.  

為因餘九, 非正是所化.   疎:『能起教名為緣。』  ( 一教起因緣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