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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善財童子參訪之喜目觀察眾生夜神 

釋道悅 

 

 

摘  要 

 
《華嚴經•入法界品》是《八十華嚴經》的最後一品，也是《華嚴經》

對於在人間實現修行的最好顯現，而本文所探討的對象是善財童子五十三

位善知識之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其所修的法門是「大勢力普喜幢解脫

門」，本文以喜目觀察主夜神所修之法門做為線索展開探討「十度波羅蜜」

中的「忍度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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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善財童子參訪之喜目觀察眾生夜神 

 

壹、前言 

《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了普德淨光主夜神之後，在普德

淨光主夜神的指引下，再參訪了下一位善知識，即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此夜

神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的第三十三位善知識，善財童子在前往找尋喜目觀

察夜神住所的路上，得到喜目觀察夜神的加持，求訪親近善知識之心更加迫

切。同時，因為善財童子在往昔曾經與喜目夜神在一起共同修行的緣故，因

為如來神力加持的緣故，因為不可思議善根所祐助的緣故，獲得菩薩諸根的

緣故，生於如來種之中的緣故，獲得善友之力攝受的緣故，受到諸如來護念

的緣故，曾經為毗盧遮那如來所化的緣故，善財童子的分善根已成熟的緣

故，而堪修普賢菩薩之行。 

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是在離阿蘭若處菩提道場不遠的右邊，其寄第三

地，即發光地而修行，所修的法門是「入大勢力普喜幢解脫門」。 

本文以〈入法界品〉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喜目觀察主夜神做為研究對象，

透過對喜目觀察主夜神的研究，而能了知，為何是寄第三地即發光地？而

此發光地所修的波羅蜜是「十度波羅蜜」中「忍度波羅蜜」，更想了解為何

要修行此「忍度波羅蜜」？此「忍度波羅蜜」的重要性在何處？而研究的

方法，主要是從祖師大德中的《疏》《鈔》中去收尋資料，也想通過對古文

的閱讀增加對古文的認識。 

 

貳、略述喜目觀察眾生夜神 

一、釋名  

此夜神為何稱為「喜目觀察眾生」夜神呢？在法藏為《六十華嚴》所

注釋的《華嚴經探玄記》里說： 

「喜目觀察眾生者，內證深理，外現慈眼，以視眾生，故立斯號。」1 

在澄觀為《八十華嚴》所注的《華嚴經疏》中說： 

                                                      
1
 《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3, p. 474, c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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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目觀察者，忍惡視物，故云喜目；發聞持光，故云觀察。」 2 

同時在澄觀為《四十華嚴》所注的《華嚴經行願品疏》中有說： 

「喜目觀察者，法眼忍理，慈眼觀物，皆有喜義，又勝定聞持，皆善觀

察。」3 

從以上二位祖師所著《疏》與《記》里可知，喜目觀察眾生夜神，因

其內證的是深妙之真理，而外現慈悲心之眼，因能忍受一切，能用慈悲之

心的智慧眼，去看待一切眾生，所以名為喜目；由於能忍受一切，故而引

發殊勝的禪定，令所聞之法不忘失，而能善巧觀察一切眾生，根據不同的

眾生，施於不同的法門，而令眾生得到利益。 

此喜目觀察眾生夜神，又為何稱為夜神呢？而在法藏的《華嚴經探

記》卷十九<入法界品>中有說明： 

「夜神等，謂在於夜中耀光救物故以為名，表證智妙離眾相破闇障故

也……依梵本皆是女天表是慈悲之狀也。」4 

在澄觀的《大方廣華華嚴經疏》中也有說明：「夜神，表於無明黑闇生

死長夜，導以慧明令知正路。」5 

從這兩處可知，因為夜神於黑夜之中發出光，照視一切的眾生，於無

明黑夜之中，以智慧導引眾生令其知道正路；更是表示其以證得無上的智

慧，能不執著眾生相破一切的暗障；在梵文本中說，夜神是女性天神，而

女性也是慈悲的體現。 

綜合上述，此喜目觀察眾生夜神能在無明黑夜之中發出慈悲之光，照

視一切眾生，能忍受一切眾生，以智慧之力導引眾生。同時，因隱忍之

力，引發禪定而令所聞之法不忘失，又觀察一切眾生，應眾生的根基不

同，施不同的法門，令其得益。 

   二、所寄之位 

此夜神是善財童子所參訪的第三十五位善知識，也是寄十地的菩薩，

其所寄的是第三地，即發光地，所以在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

鈔》與《華嚴經行願品疏》中又說： 

「第三、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寄發光地，謂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

                                                      
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8〈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42, b8-17) 

3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7：(CBETA, X05, no. 227, p. 142, c2-4 ) 

4
 《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3, p. 473, b15-18) 

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38, c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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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無邊妙慧光故。」 6 

「第三喜目觀察一切眾生夜神，發光地善友，謂成就勝定，大法總持。

能發無邊妙慧光故，以名對義。]7 

由此可知，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其是寄在第三地修行，即發光地。

得此地的圓滿，就要成就殊勝的禪定，而且能令所聞的一切法總持不忘，

發無邊的「妙慧」也就是佛智之光，故而夜神已是第三發光地之菩薩，所

證的是佛智之光，其能離一切相破無明暗障，在澄觀的《華嚴經疏•十地

品》中有說明「發光地」之義： 

「言發光者，…今統收下經及諸經、論，總有三義，立發光名: 

一、以初住地十種淨心為能發，勝定聞持為所發光。以安住地竟，方始聞

法修得定故。故《瑜伽》四十八云:由聞行正法光明、等持光明之所顯

示，故名發光地。由內心淨，能發光明，是故說名增上心住。既言由內

心淨能發，明知以十淨心為能發也。《攝論》、《金光明經》，意皆同此。 

二、以聞持為能發，勝定為所發。以聞法竟，靜處修行，方發定故。《瑜

伽》亦說等持為光明故。此約地中釋之。 

三、以勝定、總持並為能發，彼四地證光明相以為所發，故下論云:彼無生

慧，此名光明。依此光明，故名明地。此約地滿釋。《唯識》亦云:成就

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妙慧光故。謂由得勝定發修慧光，由得總持

教法發聞思光。彼無邊慧即是三慧。故上本分論云:隨聞、思、修照法顯

現。謂就此慧中，四地證法為所照，三慧光明為能照。三慧是彼證智光

明之相。餘諸經論，言雖少異，並不出此故。十淨心唯是能發，證光明

相唯是所發，勝定一種通能、所發。是以此地偏得增上心名。」 8 

    由此可知，此發光地之名有三義，此是以能所的關係來展現，第一，

能發的是初住的十種浄心 9，所發的是勝定聞持不忘；也就是說，通過聞

思之後，所修的的正法，令不忘失，恒常憶起，由此內心得到清淨，而發

出的智慧之光，產生增上心，所以名為增上心住；第二，能發的是聞持，

所發的為勝定，就是聞法之後，在靜處修行，而引發的禪定；第三，勝

                                                      
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8〈39 入法界品〉，(CBETA, T36, no. 1736, p. 682, b25-27) 

7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7：(CBETA, X05, no. 227, p. 142, c10-11 // Z 1:7, p. 330, b4-5 // R7, p. 659, 

b4-5) 
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6〈26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5, p. 779, a10) 

9
 《菩薩地持經》卷 9〈十住品〉：「是菩薩於歡喜住得十種淨心。一者一切種供養尊重福田先語

問訊心。二者同法菩薩親近樂住心。三者勝一切煩惱諸纏魔業心。四者見一切行過惡心。五

者見涅槃福利心。六者常修菩提分法善根心。七者隨順修菩提空閑[6]淨處心。八者不念世間

貪愛貢高利養心。九者離聲聞乘向大乘心。十者一切種利益眾生心。如是十種心生名得淨

心。」(CBETA, T30, no. 1581, p. 941, c24-p. 94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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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總持為能發，四地所證的相為所發，也就是由禪定所引發的智慧，能

令所聞所持的法不忘，由此而引發四地所證之相。綜合上述可知，成就勝

定能令正法總持不忘 ，發起無邊的智慧之光，而得神通自在。 

     此第三地所斷的障為闇鈍障，在澄觀的《華嚴經疏•十地品》中說：   

「若所離障，通約三慧故。本分論云:闇相於聞、思、修諸法忘障。

《唯識》名闇鈍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聞、思、修法忘失。彼障三

地勝定、總持及彼所發殊勝三慧，入三地時便能永斷。由斯三地說斷二愚

及彼麁重。一、欲貪愚，此障勝定及彼修慧。二、圓滿陀羅尼愚，此障

聞、思慧及障彼圓滿陀羅尼故。」10  

由上可知，此闇鈍障為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即斷一分無明證一分法

身，能令聞、思、修此三慧忘失，同時，能障三地禪定、總持及殊勝三

慧，但是進入了三地之後就能永斷此闇鈍障，入三地可斷兩種愚及麁重煩

惱，此兩種愚分別是，欲貪愚、圓滿陀羅尼愚；欲貪愚，可障礙禪定及修

慧；圓滿陀羅尼愚，能障礙聞慧及思慧，還有圓滿陀羅尼。 

此三地所證的是勝流真如，在《華嚴經疏•十住品》中有說： 

「若約所證，唯就總持，名證勝流真如。《唯識》云:謂此真如所流教

法，於餘教法極為勝故。《梁攝論》云:從真如流出正體智，正體智流出後

得智，後得智流出大悲，大悲流出十二部經，名為勝流法界故。」 11 

    由上可知，所證得是勝流真如，是從真如中流出的根本智，從根本智

再出後得智，從後得智中流出大悲，從大悲中流出十二部經 12，所以名為

「勝流法界」，也稱為「勝流真如」。 

     由以上可知，此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所寄位是十地中的第三發光地，所

斷的是暗鈍障，所證的是勝流真如。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6〈26 十地品〉， (CBETA, T35, no. 1735, p. 779, b7)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6〈26 十地品〉， (CBETA, T35, no. 1735, p. 779, b7) 

12
  十二部经：一切经教的内容分为十二类，叫做十二部经，又叫做十二分教。一、长行，以散

文直说法相，不限定字句者，因行类长，故称长行。二、重颂，既宣说于前，更以偈颂结之

于后，有重宣之意，故名重颂。三、孤起，不依前面长行文的意义，单独发起的偈颂。四、

因缘，述说见佛闻法，或佛说法教化的因缘。五、本事，是载佛说各弟子过去世因缘的经

文。六、本生，是载佛说其自身过去世因缘的经文。七、未曾有，记佛现种种神力不思议事

的经文。八、譬喻，佛说种种譬喻以令众生容易开悟的经文。九、论议，指以法理论议问答

的经文。十、无问自说，如阿弥陀经，系无人发问而佛自说的。十一、方广，谓佛说方正广

大之真理的经文。十二、记别或授记，是记佛为菩萨或声闻授成佛时名号的记别。此十二部

中，只有长行、重颂与孤起颂是经文的格式，其余九种都是依照经文中所载之别事而立名。

又小乘经中无自说、方等、授记三类，故仅有九部经。 FROM:【佛学常见辞汇(陈义孝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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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所修之大勢力普喜幢解脫門 

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所修的是「大勢力普喜幢解脫門」，善財童子看

見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在如來衆會道場中坐在蓮華藏師子之座上，進入大

勢力普喜幢解脫法門，在其身上每一毛孔中產生出無量種變化身之雲，針

對衆生的要求，以美妙的聲音為衆生說法，普攝無量一切衆生，使其都歡

喜而得到利益。在《華嚴經疏》中亦有說明，此「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法

門」： 

「無不攝伏，為大勢力；偏稱群機，故云普喜；催伏、高顯，所以名

幢。」13  

   由此可知，此「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法門」，所有的德行全部具備，而且

神通自在，所有的一切全部攝伏，故稱為「大勢力」；能應眾生的根基而去

度化眾生，令眾生心生歡喜，所以稱為「普喜」，能催伏一切煩惱，高顯法

門，故稱為「幢」。 

善財童子來到喜目觀察衆生夜神的住所，看到了此位夜神顯現出的修

行身。這是喜目觀察夜神所修之法門，出神通來說明其化身所顯現的「十

度波羅蜜」；其「十度波羅蜜」分別是「施波羅蜜」、「戒波羅蜜」、「忍波羅

蜜」、「精進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方便波羅蜜」、「願

波羅蜜」、「力波羅蜜」、「智波羅蜜」。 

在《八十華嚴經》中有說明此「十度波羅蜜」： 

「出無量化身雲，充滿十方一切世界，說諸菩薩行檀波羅蜜，於一切事皆

無戀著，於一切眾生普皆施與；…說持淨戒無有缺犯，修諸苦行皆悉具

足，…說能忍受一切眾苦，所謂：割截、捶楚、訶罵、欺辱，其心泰然，

不動不亂；…說勇猛精進，修一切智助道之法；勇猛精進，降伏魔怨；勇

猛精進，發菩提心，不動不退；…為現不樂世間欲樂，住於法樂，隨其次

第，入諸禪定諸三昧樂，令思惟觀察，除滅一切所有煩惱；又為演說一切

菩薩諸三昧海神力變現自在遊戲，…又為演說、稱讚一切諸如來海，觀察

一切諸法門海，顯示一切諸法性相，開闡一切諸三昧門，開智慧境界，竭

一切眾生疑海；示智慧金剛，壞一切眾生見山；昇智慧日輪，破一切眾生

癡闇。皆令歡喜，成一切智。…或為稱讚一切智道，令其超越二乘之地；

或為演說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令其不著有為、無為；或為演說住於天宮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8〈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42, 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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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道場，令其欣樂發菩提意。如是方便，教化眾生，皆令究竟得一切

智。…念念中，示普賢菩薩一切行願；念念中，示清淨大願充滿法界；念

念中，示嚴淨一切世界海；…說諸菩薩集一切智助道之法無邊際力、求一

切智不破壞力、無窮盡力、修無上行不退轉力、無間斷力、於生死法無染

著力、能破一切諸魔眾力、遠離一切煩惱垢力、能破一切業障山力、住一

切劫修大悲行無疲倦力、震動一切諸佛國土令一切眾生生歡喜力、能破一

切諸外道力、普於世間轉法輪力。…隨眾生心，演說一切菩薩智行。所

謂：說入一切眾生界海智，說入一切眾生心海智，…如說菩薩諸波羅蜜成

熟眾生，如是宣說一切菩薩種種行法而為利益。」14  

由上可知，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修「施波羅蜜」時，其心平等，無有

輕慢，內、外悉施，難捨能捨的去布施；修持「戒波羅蜜」是為令諸世間

捨離顛倒，住諸佛境界，持如來戒，說種種戒行，戒香普熏，令諸眾生悉

得成熟；修持「忍波羅蜜」他人以怨憎毒加害，而能安心忍耐而無返報之

心，遇疾病水火刀杖等眾苦所逼，即能安心忍受恬然不動，審察諸法體性

虛幻，本無生滅，信解真實，心無妄動，安然忍可；修持「精進波羅蜜」

能令諸行通行無有障礙，自利利他之大願無能退屈，攝諸善法精進修行，

利樂一切眾生，心不疲倦；修持「禪定波羅蜜」令眾生離一切妄想，身心

止息，第一寂滅，捨離味著及一切相，現得法喜之樂而安住於此定，由此

定產生出種種不可思議無量無數一切三昧功德，由此功德能令眾生所作，

皆與同事；復以法義開導饒益，莫不令其離苦得樂。修持「般若波羅蜜」

能令眾生在加功用行之後，而產生智慧，由此智慧而能引生根本智，由根

本智引發後得智，此智慧產生而能應眾生之根，利益無量的眾生，令眾生

心生喜樂；修持此「方便波羅蜜」是以迴向方便之善巧，於前六波羅蜜所

集之諸善巧施與有情，並與有情共同迴向，祈求無上正等菩提，而於拔濟

方便之善巧，則能利益濟度諸有情，即以般若之故，乃求涅槃；以大悲之

故，不捨生死；而以修持「願波羅蜜」則能成就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

願；修持「力波羅蜜」能產生種種的功德力，能方便成熟一切眾生，令諸

眾生至一切智；修習「智波羅蜜」能產生成熟有情之智慧及受用法樂而產

生的智慧，故為求一切智慧，無有退轉之心。 

    喜目觀察夜神又從其每一毛孔中變化出無數的衆生身之雲，並在衆生

前發出種種聲音，種種音聲演說喜目觀察衆生夜神，從初發心所積集的功

德。這些衆生雲依次為色界四禪天、欲界五天、四天王、天龍八部以及閻

                                                      
1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 (CBETA, T10, no. 279, p. 373, b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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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王等及其眷屬。喜目觀察夜神通過每一毛孔所變化出的種種衆生之身演

說種種法（以「十波羅蜜」為主），使衆生得到解脫修行利益。同時，此夜

神所行的四菩薩行，即波羅蜜多行、菩提分法行、神通行、成熟有情行，

在《華嚴經疏》中有說：「種種行法者，神通、度生、菩提分等」 ，通過

此四菩薩行，而能於十方諸佛國土，度無量惡趣眾生，令無量眾生生人

天、出生死海、住聲聞、辟支佛、如來地。 

    善財童子因為往昔曾經與喜目觀察衆生夜神共同修行，以及如來神力

加持的緣故，目睹喜目觀察衆生夜神，所示現出來的功能，而獲得「菩薩

不思議大勢力普喜幢自在力解脫」法界。 

    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所修行的法門是「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法門」，修此法

門能得神通自在，摧伏一切煩惱，能應不同眾生的根基而度化眾生，同

時，高顯此法門的殊勝。因此能廣行「十度波羅蜜」利益一切眾生。 

 

肆、修行忍波羅蜜之重要性 

    善財童子因參訪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所寄位是第三發光地，所修之法門

是「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法門」，在上兩個章節中也已經說過，這樣可以看出

此夜神所有的修行與第三發光地所修有許多地方是相同這處，在經文中可

以看到，在這也就不一一舉例。而在此筆者想要說明的是「十度波羅蜜」， 

在《入法界品》中喜目觀察眾生夜神因能「忍惡視物」而得「妙智」，之后

能「勝定聞持」，廣度一切眾生而行「十度波羅蜜」；在《十地品》中說第

三發光地，也是行「十度波羅蜜」，但此十度波羅蜜中以「忍度波羅蜜」為

主，其余波羅蜜是隨力隨緣而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十地品〉中

有說明： 

「十波羅蜜中，忍波羅蜜偏多；餘非不修，但隨力隨分。佛子！是名菩

薩第三發光地。」15 

由此可知，在此兩品中都有提出了「忍度波羅蜜」,所以可以看出「忍

度波羅蜜」是其修行的關鍵所在。因而可知，此夜神寄第三發光地時，所

修的「忍度波羅蜜」以得圓滿，但是其余的波羅蜜也能一時隨力隨緣去

修，并非逐個逐個去修，而此「十度波羅蜜」之間又沒有互相防障，彼此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88, c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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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圓融無障的，此是華嚴一乘法門之特有。 

菩薩在修「十度波羅蜜」時從沒有離開菩提心去修行「十度波羅蜜」，

可以說修行「十度波羅蜜」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礎之上，在「十度波羅

蜜」中每修一度就會去一分「暗障」，也就是證一分法身去一分無明，但是

只有修到「忍度波羅蜜」慈悲之心顯現得佛智。同時，「忍度波羅蜜」是眾

行之源，在李通玄的《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中有說：「忍為眾行

之源故。」16如是可知，當修行圓滿「忍度波羅蜜」之后，才可再進一步去

修下一度，而修「忍度波羅蜜」是出三界的關鍵所在，在明朝的比丘方澤

所纂的《華嚴經合論纂要》里有說： 

「發光地…此地善達八定禪體，得出三界智慧光現前也，脩忍波羅蜜

者，明三地三界業惑障垂盡。」17 

從此處可知，在第三發光地得八禪定，業惑障斷盡之后可永出三界，

不再受三界生死輪回之苦，但此地所得的是根本智，而后得智還末得，故

而要再續繼修行下一度。 

在《放光般若經》中有說：「我若不行忍辱者，便毀壞諸根。」18由此

更能看出，修行「忍度波羅蜜」的重要性，「忍度波羅蜜」如大樹的根、大

廈的基礎，沒有了根基、基礎一切都不可能，就如空中月、水中花、海市

蜃樓、如幻、如夢一般，所有之后的七度都不再可能修成。如在《百喻

經》19的<三重樓喻>中所說的，有個富有的蠢人，愚昧無知。他到另外一個

富人家裏，看到一個三層的高樓，寬廣高大，寬敝亮麗，心裡十分羨慕。

他想：「我的錢財並不比他少，為什麼以前沒有造一座這樣的樓呢？」就把

木匠叫來問道：「你會造像他家那樣的高樓嗎？」木匠答道：「那座樓就是

我造的。」富人便說：「那你現在就給我造一座像他那樣的高樓。」于是木

匠就整理地基，制造磚坯，準備造樓。蠢人見他壘坯做屋，心裏疑惑不

解，就問他：「你這是準備幹什麼？」木匠答道：「準備造三層樓啊！」蠢

人又說：「我不想要下面兩層，你先給我造第三層。」木匠說：「沒有這種

事情！哪裡有不造底層就造第二層的！不造第二層，怎麼能造第三層

呢？」蠢人固執地說：「我現在就是不要下面的二層，你一定要給我造最上

面的一層！」當時的人聽說了以後都嘲笑他，都這麼說：「哪裡有不造下面

                                                      
16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4：(CBETA, T36, no. 1741, p. 1042, a28) 

17
 《華嚴經合論纂要》卷 2〈十地品第二十六〉：(CBETA, X05, no. 226, p. 25, a23-24 // Z 1:88, p. 

377, c14-15 // R88, p. 754, a14-15) 
18
 《放光般若經》卷 6〈32 降眾生品〉：(CBETA, T08, no. 221, p. 45, a28-29) 

19 《百喻經》卷 1： (CBETA, T04, no. 209, p. 544,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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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而就能造第二、第三層的呢！」從這一則喻言故事中可知，萬丈高樓

平地起沒有憑空而起，只有腳踏實地的去做，打好根基才可能有以后的美

好光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沒有根基的東西可能張狂一時，可一陣風

吹過，就無影無縱了。  

綜合上述，可知「忍度波羅蜜」是修行「十度波羅蜜」之關鍵所在，

如果沒有了「忍度波羅蜜」此后余下的七度就很難修成，從此可以看出

「忍度波羅蜜」此重要性。 

 

伍、結語 

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是「喜目觀察主夜神」，此夜神為善財童子

宣講的「大勢力普喜幢解脫門」，是進入「十地」中「第三地」，即發光地

的方法。發光地，又作「明地」、「有光地」、「興光地」，菩薩至此位成就勝

定、大法、總持，開發極明淨之慧光。此地的菩薩，所斷的是闇鈍障，所

證的是勝流真如，所主修的是「忍度波羅蜜」，其余波羅蜜為其伴，此「忍

度波羅蜜」為進修「十度波羅蜜」之關鍵，如不能修行圓滿「忍度波羅

蜜」對進入下一度去修行可說不易，故而可知修行「忍度波羅蜜」乃是修

行圓滿「十度波羅蜜」之關鍵所在。而修行圓滿了十度波羅蜜，能獲得種

種的神通自在，而通過種種的神通，應眾生的根基，施設不同的法要，來

度化無量無邊的眾生，令其得益。 

善財童子因為往昔與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同修行，得如來力的加持，

生如來種，而修普賢菩薩行，度化無量眾生，所以能成就此解脫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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