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品
前⾔
初成勝皈依 种性發⼤⼼ ⾃他利真如，⼒成熟菩提
1. 缘起品第⼀：五义法庄严
譬如⾦成器 譬如花正敷 譬如食美膳 譬如解文字 譬如开寶筪
2. 成宗品第⼆：信向⼤乘，⼤乘是佛說 （譬如⾦成器）
不記亦同⾏ 不⾏亦成就 體非體能治 文異八因成
受教四品 譬如花正敷
3. 皈依品第三：皈依四殊勝
若⼈歸三寶 ⼤乘歸第⼀ ⼀切遍勇猛 得果不及故
4. 種性品第四：審察⾃種性
有勝性相類 過惡及功德 ⾦譬與寶譬 九種各四種
5. 發⼼品第五：發菩提⼼相
勇猛及⽅便 利益及出離 四⼤三功德 ⼆義故⼼起
6. ⼆利品第六：悲性⾃然起，八義成⼗三
世間求⾃樂 不樂恆極苦 菩薩勤樂他 ⼆利成上樂
思維三品 譬如食美膳
7. 真實品第七：抉擇⼆無我
緣佛善成法 ⼼根安法界 解念唯分別 速窮功德海
8. 神通品第八 ：六智⾃在通
第四極淨禪 無分別智攝 如所立⽅便 依此淨諸通
9. 成熟品第九 ：⾃他成熟
欲信舍悲忍 念⼒堅⽀具 應知⾃成熟 此九皆上品
舍普勝隨善 得常漸為八 如此諸成熟，是說差別種
10.菩提品第⼗

略说菩萨所獲得的無上菩提
廣说無上菩提（佛果）之⾃性
1.以⼗種功德差別總說
1.1 不可思議之功德

1.2 ⼆利圓滿之功德
1.3 最勝皈依處之功德
1.4 轉依之功德
1.5 周遍之功德
1.6 事業無分別任運成就之功德
1.7 甚深難測之功德
1.8 法界清淨本性不變之功德
1.9 無量圓滿之功德
1.10 成熟有情之功德
2.宣說以具彼功德之無上菩提體、因、果、業、⽤、分類六相
2.1 真實義
2.2別說分類
2.2.1 宣說所依三⾝
2.2.2 能依四智
2.2.3 無上菩提離⼀異之特性
3.取證無上菩提之⽅便
4.圓滿無上菩提為⼤乘道之究竟

略说菩萨所獲得的無上菩提
⼀切難已⾏ ⼀切善已集 ⼀切時已度 ⼀切障已斷
成就⼀切種 此即為佛⾝ 譬如⼤筪開 眾寶無不現

廣說菩提⾃性：以⼗种功德差别总说
1.1不可思议之功德
⽩法為佛⾝ 非無亦非有 佛為法寶因 法則善根因
1.2⼆利圆满之功德
具法亦離法 如藏亦如雲 ⽣法雨法雨 故成如是譬
1.3最勝皈依處之三功德
1.3.1 成就⾃利
諸佛常救護 眾⽣三染污 諸惑諸惡⾏ 及以⽣老死
1.3.2成辦他利

諸災及惡趣 ⾝⾒亦⼩乘 如是諸眾⽣ ⼀切皆救護
1.3.3是故確信佛是無比的皈依處
佛為勝歸處 無比故無上 如前種種畏 無不令脫者
諸佛善满⾝ ⼀切世間勝 妙法化眾⽣ 以度悲海故
盡於未來際 普及⼀切⽣ 恆時利益彼 是說歸依⼤
1.4轉依之功德
1.4.1解說轉依
⼆障種恆隨 彼滅極廣斷 ⽩法圓滿故 依轉⼆道成
⼗⾃在
壽⾃在 ⼼⾃在 眾具⾃在

由施波羅蜜多圓滿故

業⾃在 ⽣⾃在

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

勝解⾃在

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

愿⾃在
神⼒⾃在

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
五通所攝 由靜慮波羅蜜多圓滿故

智⾃在 法⾃在

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

1.4.2宣說彼殊勝之理
1.4.2.1解說如來之轉依勝過⼆乘之理
彼處如來住 不動如⼭王 尚悲楽滅⼈ 況著諸有者
1.4.2.2如來轉依之⼗種功德
他利及無上 不轉及不⽣ 廣⼤與無⼆ 無住亦平等
殊勝與遍授 是說如來轉 顯⽰⼗功德 差別義應知
1.5 周遍之功德
1.5.1 正說
如空遍⼀切 佛亦⼀切遍 虛空遍諸⾊ 諸佛遍眾⽣
1.5.2 釋除疑惑
譬如⽔器壞 ⽉像不現前 如是眾⽣過 佛像亦不現
譬如火聚性 或然或滅盡 如是諸佛化 或出或涅槃
1.6 事業無分別任運成就之功德
意珠及天⿎ ⾃然成⾃事 佛化及佛說 無思亦如是
依空業無間 ⽽業有增減 依界事不斷 ⽽事有⽣滅

1.7 甚深難測之功德（分三：相、處、業）
1.7.1 相甚深
清淨相 ：如前後亦爾 及離⼀切障 非淨非不淨 佛說名為如
勝我相：清淨空無我 佛說我第⼀ 諸佛我淨故 故佛名⼤我
無记相：非體非非體 如是說佛體 是故作是論 定是無記法
解脫相：譬如鐵熱息 譬如眼翳除 ⼼智息亦爾 不說有無體
1.7.2 處甚深
諸佛無漏界 非⼀亦非多 前⾝隨順故 非⾝如空故
1.7.3 業甚深
如寶源業
譬如⼤寶藏 眾寶之所依 淨界亦如是 佛法之所依
成熟眾⽣業
譬如密雲布 灑雨成百⾕ 淨界亦如是 流善熟眾⽣
入究竟業
譬如⽇⽉盈 皎淨輪圓滿 淨界亦如是 善根聚圓滿
說正法業
譬如⽇輪出 流光照⼀切 淨界亦如是 流說化群⽣
幻化等業
譬如⽇光合 同事照世間 淨界亦如是 佛合同業化
入智慧業
譬如⽇光照 無限亦⼀時
無分別業
淨界佛光照
諸相並照業
⼆事亦如是
不⼈智慧業
譬如諸⽇光 說有雲等翳 淨界諸佛智 說有眾⽣障
佛果較⼆乘之解脫事業殊勝
譬如滋灰⼒ 染衣種種⾊ 淨界⾏愿⼒ 解脫種種智
總結三種甚深

無漏界甚深 相處業三種 諸佛如是說 譬如染畫空
1.8 法界清淨本性不變之功德
⼀切無別故 得如清淨故 故說諸眾⽣ 名為如來藏
1.9 無量圓滿之功德
1.9.1圆满之差別
聲聞及緣覺 菩薩與如來 初化退世間 ⾄佛退菩薩
如實佛變化 無量不思議 隨⼈隨世界 隨時種種現
1.9.2轉依無量變化的分類
如是五根轉 變化得增上 諸義遍所作 功德千⼆百，
如是意根轉 變化得增上 極淨無分別 恆隨變化⾏
如是義受轉 變化得增上 淨⼟如所欲 受⽤皆現前
如是分別轉 變化得增上 諸智所作業 恆時無礙⾏
如是安立轉 變化得增上 住佛不動句 不住于涅槃
如是欲染轉 變化得增上 住佛無上樂 ⽰現妻無染
如是空想轉 變化得增上 隨欲⼀切得 所去皆無擁
如是無量轉 如是無量化 不思議所作 諸佛依無垢
1.10 成熟有情之功德
1.10.1有請成熟的原因
令集亦令⻑ 令熟亦令脫 熟熟不無餘 世間無盡故
1.10.2已成熟的補特伽羅
難得已具得 處處為物歸 希有非希有 由得善⽅便
1.10.3顯現各種利他成熟的⽅便
轉法及法沒 得道亦涅槃 處處⽅便起 不動真法界
1.10.4不以⽅便⼼來成熟眾⽣
不起分別意 成熟去來今 處處化眾⽣ 三⾨常⽰現
1.10.5無偏墮成熟眾⽣
如⽇⾃然光 照闇成百⾕ 法⽇光亦爾 滅惑熟眾⽣
1.10.6間接轉轉成熟眾⽣
⼀燈燃眾燈 極聚明無盡 ⼀熟化多熟 無盡化亦然
1.10.7無疲厭無⽌盡成熟眾⽣

巨海納眾流 無厭複無溢 佛界攝眾善 不滿亦不增

廣說菩提⾃性：宣說具彼功德之菩提體因果等六相
2.1真實義
無上菩提之本體
⼆障已永除 法如得清淨 諸物及緣智 ⾃在亦無盡
無上菩提之因
⼀切種如智 修淨法界因
無上菩提之果
利樂化眾⽣ 此果亦無盡
無上菩提之業
發起⾝⼝⼼ 三業恆時化
無上菩提之⽤
⼆⾨及⼆聚 ⽅便悉圓滿
無上菩提之分類
⾃性及法食 變化位差別 此由法界淨 諸佛之所說
2.2別說分類
2.2.1 宣說所依三⾝
略說
性⾝及食⾝ 化⾝合三⾝ 應知第⼀⾝ 余⼆之依⽌
廣說
各別宣說三⾝
食⾝於諸界 受⽤有差別 眾⼟名⾝業 ⼀切皆異故
平等微細⾝ 受⽤⾝相合 應知受⽤⾝ 得是化⾝因
化佛無量化 是故名化⾝ ⼆⾝⼆利成 ⼀切種建立
⼯巧及出⽣ 得道般涅槃 ⽰此⼤⽅便 令他得解脫
歸納宣說三平等三恆常
應知佛三⾝ 是佛⾝皆攝 ⾃他利依⽌ ⽰現悉三⾝
由依⼼業故 三佛俱平等 ⾃性無間續 三佛俱常住
2.2.2 別說四智
2.2.3 無上菩提離⼀異之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