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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7 line 3【五忍】智者大師說 門人灌頂記《仁王護國般若經疏》卷 3

〈3 菩薩教化品〉：「地前三賢。未得無漏未能證。但能伏不能斷。故為伏

忍智也。以有智故能伏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得無漏信。名信忍。四五六

地。趣向無生名順忍。七八九地。諸念不生名無生忍。十一、二地。得菩薩

果名寂滅忍。以初地得無漏信。此別教意也。」(T33,p.269,b11-17) 

p.308 line 8【無生在七八九地】《大乘義章》卷 12：「下在七地。始習無

生。中在八地。成就無生。上在九地。無生忍滿。…一就行以論。前六地中。

差別修道。諸行漸起。初地起願。二地起戒。三地起定。四地修起道品之慧。

五地修起諦相應慧。六地修習緣起之慧。以此諸行分分新生。故非無生。七

地已上。念念頓起。一切佛法無有別行新起之者。故名無生。二據修以解。

初至六地。功用修道。修心未熟。故名為生。第七地中。修無功用。八地已

上。成無功用。修心純熟故曰無生。」(T44,p.702,a20-b2) 

p.310 line 2【寶雨經】十卷。唐‧長壽二年（693），達摩流支譯於洛陽

佛授記寺。一稱《顯授不退轉菩薩記》。收在《大正藏》第十六冊。異譯本

有三，即︰(1)《寶雲經》七卷（梁‧曼陀羅仙譯）、(2)《大乘寶雲經》八

卷（陳‧須菩提譯）、(3)《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二十卷（宋‧法護譯）。其

中，第二譯《大乘寶雲經》係闕本；此外，另二譯本之卷首闕月光王子成為

女王之記載。～《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必成正覺第七 

1.此品為總結四十八願之重頌。 

2.偈頌中顯示無量光、無量壽之體相用無邊化德、化益。 

 初：立誓必滿大願（1 首） 
   初、總說（1.5 首） 
 中： 二、攝生來剎修行→無量壽（2.5 首） 
   三、以佛化德自要→無量光（5 首） 
 後：結求印證（1 首） 

立誓令一
切眾生皆
成佛 

3.大地震動：器世間瑞應。雨花、天樂、讚言：有情世間瑞應。二者證明法

藏大願決定成就無上正覺。 

p.311 line 2+ -3【雪廬老人眉註】正覺必成，足證各願定獲圓滿也。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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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者道耳。至論光明慈悲佛土莊嚴度生願力等，自有無上不同處。此之無上

乃無上中之無上。 

p.313 line -3【六種性】出於《菩薩瓔珞本業經》卷上〈賢聖學觀品〉。

菩薩從因至果之行位而言，分六種性：         ～《佛光大辭典》 

(一)習種性：十住，研習空觀，破除見思惑。 

(二)性種性：十行，不住於空，以假觀分別一切法性教化眾生。 

(三)道種性：十迴向，修中道妙觀，通達一切佛法。 

(四)聖種性：十地，依中道妙觀，破一分無明而證入聖位。 

(五)等覺性：等覺位。 

(六)妙覺性：妙覺位，乃佛果地位，妙極覺滿，故稱妙覺性。 

同經復說六堅、六忍、六慧、六定、六觀、六瓔珞等，分別依次配於六種性。 

p.316 line 1【立名無量壽】（漢、吳譯無）（魏譯）我至成佛道，名聲超

十方，究竟靡不聞，誓不成等覺。（唐譯）我證菩提坐道場，名聞不遍十方

界，無量無邊異佛剎，不取十力世中尊。（宋譯）我若成正覺，立名無量壽，

眾生聞此號，俱來我剎中。據悲華經，有轉輪王名無諍念，係阿彌陀如來於

因位為轉輪聖王時之名。供養寶藏如來，發菩提心，願求清淨國土，佛為其

改字為「無量清淨」，並授記未來於安樂世界成佛，號無量壽如來。～《佛光

大辭典》 

p.317 line 1【雪廬老人眉註】 

戒 離欲 心：利益諸群品 悲  雙 

利己  定 正念 利他 梵音深遠、說法不著       運 

慧 淨慧 相 隨眾說法、次第以因緣說法    

淨 染 惑  (業)  報 

聖心○ 凡心○  三垢根 現報－眾難 

光 暗 冥暗 諸煩惱 後報－三途 

智

慧眼開→三業淨→惡道閉、善趣達 

p.326 line -4【說法師子吼】【雪廬老人眉註】師子一吼，百獸慴伏；佛

法一宣，群言盡破。眾生俱有二執二惑，不予催破，不能度彼。（眾生知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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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予破除）。［二惑：見、思惑，理、事惑。］ 

◎積功累德第八 

1.本品內容為法藏菩薩如何從願起行，住真實慧，植眾德本，教化眾生，皆

發無上道心。 

2.科判： 

一、總說莊嚴淨土 行因－結前起後 
「阿難：法藏比丘於世」…

「一向專志莊嚴妙土」。 

（所修佛國成就） 得果－佛國超勝 
「所修佛國開廓」…

「 無 衰 無 變 」 。 

 自利行 
「於無量劫積植」…「志

願 無倦忍力 成就」 。 

二、嚴淨自心 利他行 
「於諸有情常懷」…

「虛偽諂曲之心」。 

（心淨則土淨） 二利行 
「莊嚴眾行軌範」…

「意業清淨無染」。 

三、成就眾生－六度化眾 
「所有國城聚落」…

「無上真正之道」。 

四、增上勝果 化身德 
「由成如是諸善」…

「功德說不能盡」。 

（因勝則果勝） 報身德 
「身口常出無量」…

「之物利樂有情」。 

五、教化成就－ 
「由是因緣能令」…

「三藐三菩提心」。 

p.331 line 5【雪廬老人眉註】 

願必起行 功積厚 

 德累高 因必圓 

p.332 line 6【住真實慧】（宋譯）《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經》卷 2：「阿

難！時作法苾芻，對世自在王如來，及天人、魔、梵、沙門、婆羅門、阿修

羅等，發是願已，住真實慧，勇猛精進，修習無量功德，莊嚴佛剎，入三摩

地。」(T12,p.321,a27-b1)（魏譯）《佛說無量壽經》卷 1：「建此願已，一向

專志莊嚴妙土。所修佛國開廓廣大，超勝獨妙，建立常然，無衰、無變。」

(T12,p.269,c8-9) 

p.338 line -4【微中子】「基本粒子」指人們認知的構成物質的最小最基

本的單位。目前在粒子物理學中，標準模型理論認為的基本粒子可以分為「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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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輕子」、「規範玻色子」和「希格斯粒子」四大類。傳統上（20

世紀前、中期）的基本粒子指「質子」、「中子」、「電子」、「光子」和

各種「介子」，這是當時人類所能探測的最小粒子。 而現代物理學發現質

子、中子、介子都是由更加基本的「夸克」和「膠子」構成。同時人類也發

現了性質和電子類似的一系列輕子，還有性質和光子、膠子類似的一系列規

範玻色子。這些是現代的物理學所理解的基本粒子。微中子（義大利語：

Neutrino，其字面上的意義為「微小的電中性粒子」，又譯作「中微子」），

是輕子的一種；有實驗表明，微中子確實有微小但並不為零的質量。 

輕子（列表）～《維基百科》 
有電荷的粒子及其反粒子 中微子及反中微子 

名稱 符號 電荷 質量（MeV/c
2
） 名稱 符號 電荷 質量（MeV/c

2
）

電子 / 正
電子 

 −1 / +1 0.511 
電中微子 / 
反電中微子 

 0 < 0.0000022 

μ子 / 反
μ子 

 −1 / +1 105.7 
μ中微子 / 
反μ中微子 

 0 < 0.17 

τ子 / 反
τ子 

 −1 / +1 1,777 
τ中微子 / 
反τ中微子 

 0 < 15.5 

p.340 line 5【不著六塵憶念諸佛善根】《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卷 1：「菩

薩於法，應無所住，行於布施，所謂不住色布施，不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

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不住於相。」(T08,p.749,a12-14)「菩薩應離一切相，

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心，不應住色生心，不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

所住心。」(p. 750,b20-23)「若菩薩心住於法而行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見；

若菩薩心不住法而行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見種種色。」(p.750,b29-c3)

《金剛般若經疏論纂要刊定記會編》卷 4：「但行施戒等。不能離相。或行

離相。不行施戒等。皆非相應行。直於行施戒等處離相。離相處行施戒等。

方得名為相應行也。」(J31,p.698,c18-20) 

p.345 line -1【寶雲經】《寶雲經》卷 1(T16,p.213,c8-p.214,b7)菩薩十度，

每一度各有十法圓滿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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