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經疏‧十地品》九至十地菩薩之修行特色 / 釋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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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澄觀將〈十地品〉的宗趣分為總說、別說二種，其中別說十義之第九義為「約
寄乘法」，也就是「十地寄乘」，華嚴宗以菩薩十地之位次寄於世間人天乘、出世
間三乘、出出世間一乘，以分別法門之深淺。亦即，十地菩薩的修行特色，是介
紹十地菩薩的因行，是行布門，初至三地，寄世間人天乘；四至七地，寄出世間
三乘；八地以上，為出出世間一乘法。其中，九地、十地為一乘法。
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題為「《華嚴經疏．十地品》九地、十地菩薩之修行特色」，
將分為三個部分來說明。首先，探討遠離治想，包括：九地遠離四無礙障、十地
遠離煩惱垢，此二種是入地的障礙，於入地前或初入地之障礙，能障無上菩提，
故應遠離。其次，說明精勤修行，包括：九地勤修說法行、十地勤修受位行，菩
薩已歷經了入地心、住地心的階段，接著還要精勤修行，才能證得佛果。最後，
論述圓修波羅蜜，包括：九地力波羅蜜、十地智波羅蜜。十地菩薩於每一地中，
都能修十種波羅蜜，只是每一地中皆有一種波羅蜜較為殊勝，其餘九種波羅蜜則
是隨力隨分而修。

關鍵字：澄觀、十地品、治想、精勤修行、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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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澄觀對於《華嚴經》之注疏為《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以下簡稱《華嚴經疏》)，
共六十卷，又稱《新華嚴經疏》
、
《清涼疏》
、
《華嚴大疏》
、
《大疏》
，收於《大正藏》
第三十五冊，本文探討的範圍為〈十地品〉九地、十地，故只有《華嚴經疏》卷
四十三至四十四的部分。目前學界對於《華嚴經疏．十地品》相關主題之研究，
大致可分為二類：
《華嚴經．十地品》相關著作、
《華嚴經疏．十地品》相關著作。
第一類《華嚴經．十地品》相關著作，包括〈十地品〉之專書，1及九地之單地論
文，2其文本是以《華嚴經．十地品》為主，本論文則是以澄觀之《華嚴經疏．十
地品》為主，由於文本之不同，則又使得內容的差異更大了，故可供參考的資料
並不多。第二類《華嚴經疏．十地品》相關著作，包括：釋賢度《華嚴經十地品
淺釋》上下冊，3以及拙著：〈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科判探析〉、 4〈《華嚴經
疏．十地品》釋經方法探析〉。5《華嚴經十地品淺釋》，只是於《華嚴經》之後，
羅列澄觀的《華嚴經疏》或《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以下簡稱《演義鈔》)，
加些作者隨文之釋義，屬於白話注釋書。拙著之二篇文章，則是從澄觀《華嚴經
疏．十地品》之科判，以及釋經方法加以考察，欲了解《華嚴經疏．十地品》之
義理，必先了解其科判形式、釋經方式，故此二篇可以視為進入十地義理之前置
研究。所以，當代研究成果中，與此議題相關的，只是一鱗半爪，微乎其微。
澄觀的《華嚴經疏》，是解釋八十《華嚴》之文，後來又撰寫了《演義鈔》來
解釋疏文，
《華嚴經疏》並沒有祖師為他做注釋書，所以欲對文本正確理解，只能
透過第一手資料《華嚴經疏》、《演義鈔》，反覆不斷的閱讀與思惟。在中國闡釋
學理論中，「熟讀深思」便是一種全面把握諸語境要素，從而把握整個特定語境，
並獲得「原意」的方法。6所以，欲對文本正確理解，必須虛心且不厭其煩的不斷
「熟讀與深思」，這樣才能把握作者所要表達的旨意，從而對文本之文句有所理
1

2

3
4

5
6

《華嚴經．十地品》之專書與畢業論文：(1)伊藤瑞叡，
《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
。(2)釋觀慧，
《華嚴經十地品研究》，http://www.huayencollege.org/graduates/grad_thesis/PDF_format/101.pdf，
2012.08.21。(3)釋演廣，
《《華嚴經．十地品》的菩薩思想與實踐觀行之研究》。(4)神林隆淨著．
許洋主譯，
《菩薩思想的研究．下》
。
九地單地論文：釋天聞，《《華嚴經》「法師」義研究》，
http://www.huayencollege.org/grad/grad_thesis/PDF_format/1601.pdf，2013.08.30。
釋賢度，《華嚴經十地品淺釋》
。
拙著，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科判探析〉，
http://www.huayencollege.org/thesis/PDF_format/2012_001.pdf，2012.06.11。
拙著，
〈《華嚴經疏．十地品》釋經方法探析〉，頁 1-52。
參見李清良，
《中國闡釋學》
，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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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澄觀將〈十地品〉的宗趣分為總說、別說二種。 7其中總說有二義：(一)以次
第行布門為宗，以圓融相攝門為趣，亦即以別教一乘行位論的「約寄位顯」為宗
趣，其中行布門為因，圓融門為果。例如：在十地六門中，來意、釋名、斷障、
證理、成行、得果等，是有初後次第的行布門；若約總相圓融，斷障即一斷一切
斷，證理即一證一切證，成行即一行一切行，得果即一得一切得。(二)以「約寄位
顯」為宗，而以成就佛果為趣，即是以行布、圓融二門為因，以佛果為果。例如：
初地歡喜地至十地法雲地之修行，是由淺至深，有其先後次第，為行布門；十地
中，地地皆具圓融，為圓融門。性海果分是佛所悟的境界，是毘盧遮那佛內證的
十種圓滿佛身，其境界無法用語言來詮釋，是以佛果位為果。以上總說二義中，
皆是以行布門為因。在別說十義中，第九義為「約寄乘法」
，也就是「十地寄乘」，
華嚴宗以菩薩十地之位次寄於世間人天乘、出世間三乘、出出世間一乘，以分別
法門之深淺。亦即，初至三地，寄世間人天乘；四至七地，寄出世間三乘；八地
以上，出出世間一乘法，八地以上既是一乘，故不云寄。
澄觀釋文中，大致分為四種：一、依經科，若直就經文，應分為地法(地行、
地相、位行)、地果(位果)二種。地法又分為入心、住地心、出心等三心，但《十
地經論》以出心為調柔果。8二、依論科，將十地分為四十八分，亦即十地之地相
是依《十地經論》分為二、三、四、五、七、八分。三、依四道科，四分即加行、
無間、解脫、勝進。四、依三心科，若地相有四分，初一入心，後三住心，出心
在調柔果。澄觀折衷了〈十地品〉、《十地經論》二者，而將地法分為入心、住
心，而以出心為調柔果。9
十地菩薩的修行特色，是介紹十地菩薩的因行，是行布門，其中別說第九義
「約寄乘法」的方式，分成三個部分：初至三地、四至七地、八至十地。本文所
要探討的為第三部分「九地、十地菩薩之修行特色」
，為一乘法，由於八地不動地
當代研究成果豐碩，10再加上篇幅有限，故只以學界間較少人研究的九地、十地為

參見拙著，〈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科判探析〉
，
http://www.huayencollege.org/thesis/PDF_format/2012_001.pdf，2012.06.11。
8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756b28-c9。
9
四地焰慧地之正說分，分為地相、地果二分，其中地相又分為四分，四分中初一為入心，後三為
住心，出心在調柔果。十地法雲地，先明地行，後彰位果，地行之中有六分，六中初一是入心，
餘是住心，出心即調柔果。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789b2-12、834c4-6。
10
八地單地論文：(1)于珮珍，
〈《華嚴經．十地品》不動地菩薩無功用行之研究〉
。(2)于慈嚴，《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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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首先，探討遠離治想，包括：九地遠離四無礙障、十地遠離煩惱垢。其次，
說明精勤修行，包括：九地勤修說法行、十地勤修受位行。最後，論述圓修波羅
蜜，包括：九地力波羅蜜、十地智波羅蜜。遠離治想、精勤修行、圓修波羅蜜三
者，所代表的為入地心、住地心、出地心三個階段，是依澄觀釋文之三心科來說
明，但圓修波羅蜜之實際內容，大多在住地心，只有少部分在出地心。

二、遠離治想
《大智度論》云：「障道法，名諸有漏業，及一切煩惱，惡道報障。」11障道
法，即是入地的障礙，包括入地前，或初入地之障礙，為煩惱、所知二障，能障
礙涅槃不能脫離生死輪迴，以及障礙菩提不能證得佛果，故應遠離。上文曾說到
「十地寄乘」，初至三地，寄世間人天乘；四至七地，寄出世間三乘；八地以上，
出出世間一乘法。其中初至三地為世間行，唯斷除煩惱障故配於世間；四至七地
斷除所知障，故配於出世間；入八地斷除體障，八地以上至如來地斷除治想，故
配於出出世間。12所以，九地、十地之障道法，為治想。四至十地，皆是斷除智障，
智障又依斷除之粗細分為三門：智障、體障、治想，其中智障最粗，體障居中，
治想最細，治想亦為智障之一。
何謂治想呢？《演義鈔》云：「治想，謂妄識中，含如正慧。……第三治想，
至佛方滅，故入八地，雖無障想，而有治想。從八地已上，無生忍體，轉轉寂滅，
令彼治想，運運自亡，至佛乃窮，今此未盡，故說非無。」13治想，亦是緣智，對
治神智之礙，雖心如合一，論其體性，猶是七識生滅之法，障於真證無生滅慧，
故名為障。入第八地，雖已遠離體障，故無障想，但仍有治想，八地以上漸次斷
除，至佛地乃盡。九地、十地遠離治想，即第七識之微細所知障仍可現行生起，
包括四無礙障、煩惱垢，這些都是屬於障道法，能障無上菩提，故應遠離。
（一）九地：遠離四無礙障
依據《十地經論》的分法，九地之地行共有四分：「一、法師方便成就；二、
生法忍之研究－以《華嚴經》不動地為主》。(3)釋性禪，《第八地菩薩嚴土熟生之研究－以《華
嚴經》為主》。以上八地之論文，為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畢業論文，或收入《大專學生佛學論文
集》的作品。
11
《大智度論》
，T25, no. 1509, p. 243b29-c1。
12
參見《大乘義章》
，T44, no. 1851, p. 563c24-p. 564a18。
《演義鈔》，T36, no. 1736, p. 551b15-c6。
13
《演義鈔》
，T36, no. 1736, p. 551b18-c6。
B-4

《華嚴經疏‧十地品》九至十地菩薩之修行特色 / 釋正持

智成就；三、入行成就；四、說成就。」14八地是淨佛國土，教化眾生；九地是辯
才說法，教化眾生，具前四分，成就一切相。八地菩薩已證得無生法忍，即可進
入涅槃，但為了度化眾生，而不入涅槃，更修十法才能進入第九地善慧地，此十
法即是初分之入地心。初分「法師方便成就」
，指第九地能起辯才說法，名法師地；
趣地行而立，名為方便。
八地淨佛國土教化眾生，已於諸相得大自在，但尚未於說法得大自在，故不
具有四無礙辯，產生了利他中不欲行障，故以十法來對治，使進入此地之法師不
僅能樂修己利，亦能利樂有情，使自他得大利益。《華嚴經》云：

欲更求轉勝寂滅解脫，復修習如來智慧，入如來祕密法，觀察不思議大智
性，淨諸陀羅尼三昧門，具廣大神通，入差別世界，修力、無畏、不共法，
隨諸佛轉法輪，不捨大悲本願力。15

《十地經論》將此十句，分為一一五三句，法藏、澄觀亦承襲之。茲依據《華嚴
經疏》分述如下：初句「欲更求轉勝寂滅解脫」為利他，九地菩薩已達到無色界
的解脫境界，但菩薩不自求解脫，而只為了利益他人，化其令得大般涅槃，故云
轉勝；次句「復修習如來智慧」為自利，未得究竟佛智，又修習如來智慧。次五
句「入如來祕密法，觀察不思議大智性，淨諸陀羅尼三昧門，具廣大神通，入差
別世界」是菩薩教化五類眾生而生起的利他行，包括：根熟眾生，教化令入如來
秘密法，以身口意三密化益；邪念眾生，令觀察不思議智，而得正念；未知法眾
生，為其說法，令其得知；邪歸依眾生，示現廣大神通，令入正法；信生天眾生，
令入差別世界佛淨土。以上五句，是菩薩教化無證、無行、無解、無信眾生之利
他行。後三句「修力、無畏、不共法，隨諸佛轉法輪，不捨大悲本願力」為自利，
包括三德：正覺內證之智德、轉法輪之外化恩德、無住涅槃之斷德等佛果的三種
功德。16所以此十句為兩對自他利益，一一句為一對，五三句為一對，皆為前句利
他，後句自利。
澄觀除了依據《十地經論》的說法外，又增加了二種說法：前二句為自利，
亦即第一句也是自利，即八地得中品忍，寂滅現前，依七勸而起修，又追求上品
14
15
16

《十地經論》
，T26, no. 1522, p. 186a27-28。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a13-17。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7b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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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名為轉勝，達到即用而寂之真解脫；十句皆通自利、利他二利，於理無失。17
菩薩已修十法進入九地，包括自利、利他之二利事，已斷除了利他中不欲行
障，即遠離四無礙障，能障礙四無礙解，入九地就能永遠斷除。八地以上，六識
之所知障不再現行，但與第七識相應的微細所知障仍可現行生起，亦即治想猶存，
必須漸次斷除，至佛地永捨。遠離四無礙障，即得四無礙辯，便能辯才無礙自在
說法，以教化眾生。
（二）十地：遠離煩惱垢
依據《十地經論》的分法，十地之地行有六分差別：「一、方便作滿足地分；
二、得三昧滿足分；三、得受位分；四、入大盡分；五、地釋名分；六、神通力
無上有上分。」18十地之初分為「方便作滿足地分」，即攝前九地所修諸行以為方
便，使十地得滿足，為入地心。
在十地中，初地、八地、十地等三地，皆為「總集方便」。初地收三賢位，為
趣地之遠方便，取四加行，為近方便；19八地總集前七地為遠方便，無生忍淨為近
方便；十地總集前九地諸行以為方便。八地之初分「總明方便作集地分」
，與十地
之初分「方便作滿足地分」名稱相似，但所敘述的內容是相同的，皆攝前七、九
地所修諸行以為方便，也分為同相、別相。同相，是諸地通行，亦分為證道、助
道、不住道；別相，諸地異修，八地是闡述初地至七地的別相，十地則攝前七地
合為一相，以及八地的別相、九地之自分行、勝進分、十地的結行入位。
《華嚴經》
云：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告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菩薩摩訶薩從初地乃至
第九地，以如是無量智慧觀察覺了已，善思惟修習，善滿足白法，集無邊
助道法，增長大福德智慧，廣行大悲，知世界差別，入眾生界稠林，入如
來所行處，隨順如來寂滅行，常觀察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名為得
一切種一切智智受職位。20

「方便作滿足地分」分為總明、別顯二種。在總明中，「無量智」是廣智，「觀察

17
18
19
20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7b9-11。
《十地經論》
，T26, no. 1522, p. 193c8-10。
參見《演義鈔》，T36, no. 1736, p. 454b17-21。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a2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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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了」是證智。依《寶性論》之說法，地上菩薩起二修行：一、約根本智，名如
實修行，即此證智；二、約後得智，名遍修行，即此廣智。諸地具起以上二種行，
今於上二行決擇思修。別顯中有十句，
《十地經論》攝為七相，其中初三句、七八
二句，合為一相。「善滿足白法，集無邊助道法，增長大福德智慧」，為善修行，
即是同相，謂初三句說明證道、助道、不住道，是諸地同修。善修行是前九地同
修之相，證、助、不住三者間，形成了前果後因之關係，依次互釋。何以得證？
由次句助道；何因成助？由後句不住道。以下共有六種別相，分述如下：1.「廣行
大悲」
，即普遍隨順自利利他相，此攝前七地之二利行相。2.「知世界差別」
，令佛
土淨，即八地的修行相。3.「入眾生界稠林」，教化眾生相，即九地自分行，入十
一種稠林。4.「入如來所行處，隨順如來寂滅行」，善解相，謂解達真如是佛所行
處，善順如來能證寂滅行。5.「常觀察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無厭足相，
常觀察力等，欲趣入故。以上二句中，前句解，後句行，為九地之勝進分。6.「名
為得一切種一切智智受職位」，地盡至入相，謂十地證窮，同前諸地，結行入位，
得受佛職位。21
九地菩薩入第十地法雲地時，攝前九地諸行以為方便，得到諸佛以智水灌其
頂，以為受法王職之證明，是為入地心。第九地辯才說法教化眾生，已於說法得
大自在，但尚未圓滿法身，故於諸法不得自在，障礙三摩地等各種功德，故不具
有三昧，產生了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故於受職進入十地之後，修習第二分「得
三昧分」
，共有十種三昧，總離煩惱垢，別離八種垢，使進入此地之菩薩能得三昧
現前，《華嚴經》云：

佛子！菩薩摩訶薩以如是智慧，入受職地已，即得菩薩離垢三昧、入法界
差別三昧、莊嚴道場三昧、一切種華光三昧、海藏三昧、海印三昧、虛空
界廣大三昧、觀一切法自性三昧、知一切眾生心行三昧、一切佛皆現前三
昧，如是等百萬阿僧祇三昧，皆現在前。菩薩於此一切三昧，若入若起，
皆得善巧，亦善了知一切三昧所作差別，其最後三昧，名受一切智勝職位。
22

21
22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4c7-p. 835a2。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b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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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分中，有十種三昧，其中「離垢三昧」是總，離煩惱垢，十地是障盡處，不
加功力而自然現前。別中九定，六七合一，離八種垢：「入法界差別三昧」，入密
無垢，謂解入事事法界深密之處，無垢故不與惑俱。「莊嚴道場三昧」，近無垢，
行近佛果，萬行已圓，道場斯近，如《淨名》說。
「一切種華光三昧」
，放光無垢，
身智二光：光開心華，令其見實是智光；亦能坐種種大寶蓮華，光無不照是身光，
其正意在身光之業用。
「海藏三昧」
，陀羅尼無垢，如海包藏，口辯總持無量佛法。
「海印三昧」，起通無垢，無心頓現，而意業現通。「虛空界廣大三昧、觀一切法
自性三昧」，清淨佛土無垢，上句淨土無量廣大，則盡法界之疆域，即自受用土；
下句正觀深遠，窮國土之體性，即法性土。「知一切眾生心行三昧」，化生無垢，
知其心行，而化度衆生之事。「一切佛皆現前三昧」，正覺無垢，謂勝進上覺，將
成菩提時，一切諸佛迭共現前而證知，如下受職處說，以本覺將現前。23八垢中，
前七自分，後一勝進。七自分中，前六自利，後一利他。六自利中，前五法身行，
後一攝淨土行。法身行中又分為三︰一解；二行；下三成德，即身口意三密。十
地菩薩不僅證得十種三昧，亦有百萬阿僧祇三昧久修成就，不加功力而自然顯現
於前。而且對於一切三昧，入起相即、隱顯無方，皆能善巧，知其業用，最後獲
得受一切智勝職位之三昧。
菩薩已證得十種三昧進入十地，遠離了煩惱垢，斷除了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
入十地就能永遠斷除。遠離煩惱垢，即得十種三昧，便能圓滿法身，究竟成佛。

三、精勤修行
在「遠離治想」中，曾探討九地菩薩須修習「法師方便成就」之十法，十地
須修「方便作滿足地分」之七相，才能入地，此十法及七相皆為入地心。九地、
十地於入地前，或入地後，要遠離諸障道法，接著在住地心還要精勤修行。
《華嚴
經疏》云：
「約所修：初地，修願行；二地，戒行；……九，說法行；十，受位行。」
24

精勤修行，指九地菩薩勤修說法行、十地菩薩勤修受位行，此時已進入正住地。

九地、十地的菩薩已歷經了入地心、住地心的階段，接著還要精勤修行，才能證
得佛果。

23
24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5a6-19。
《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735b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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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地：勤修說法行
八地於三世間已得自在，普與眾生身心同事，復能多身多音說法利樂眾生，
其所得的智慧，各經論名稱稍異：
《十地經》稱為「無量智善思量智」
，諸佛勸起，
以無量智慧思量觀察，即是思修；慧遠稱「廣謂無量，深曰善思量」，諸佛勸與無
量智是廣智，淨忍即是深智；澄觀則稱為二諦智，第一義智、世諦智。25第八地雖
已能多身多音說法利樂眾生，具有二諦智，尚未達到九地之四無礙智，故還不是
大法師。
「法師」一詞，其梵文為dharma-bhāNaka，指常修梵行及通曉佛法，又能宣說
教理、引導眾生修行之僧眾，又稱為說法師、大法師。廣義之法師，指佛陀及其
弟子；狹義則專指一般通曉經或律之行者，又稱為經師或律師。在初期大乘佛教
時期，弘布流傳經典者，包括在家與出家二眾，皆稱為法師。以《法華經．法師
品》為例，受持、讀、誦、解說、書寫，合稱為「五種法師」，《法華經》並不是
將「法師」限定於固定的人群上，只要是進入受持、讀、誦、解說、書寫等實踐
層面，即是說法者、法師。26所以，
《法華經》所稱的「法師」
，是指能廣宣佛法之
五種人即是法師，並不限定於在家眾或出家眾。從當今佛教界的角度而言，
「法師」
一詞，包括出家之比丘、比丘尼等僧尼二眾；若從實踐層面而言，則指精通佛教
聖典，並具有辯才無礙善於說法之出家二眾。
佛教各部經論對於「法師」之內容有所不同，但總體而言，皆不出自利、利
他之二利，亦即其共通點為「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菩薩道精神。釋天聞曾歸
納出十一部經論，27對於「法師」一詞可從三個面向來詮釋：一、學習佛法，以及
以佛法教導眾生者，皆稱為法師；二、法師要能廣博多學，如說而行；三、法師
要有慈悲心，愍念眾生而說法，不能貪著名聞利養、自讚毀他。28所以，法師之職
責，是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不斷修學，自我充實，並廣宣佛法。
至於《華嚴經．十地品》之「法師」
，其內容為何呢？伊藤瑞叡曾經對十地法
師之體系做過探討，並比對梵文、藏文之原典，而以有功用性、無功用性為分判

25
26
27

28

參見《演義鈔》，T36, no. 1736, p. 558b25-28。
參見久保繼成，〈法華經的宗教性實踐〉，收入平川彰等著．林保堯譯，
《法華思想》
，頁 169。
十一部經論：
《雜阿含經》
、
《大般涅槃經》
、
《大法炬陀羅尼經》
、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
《妙
法蓮華經》、《法華經玄贊》、《法華玄論》、《十住毘婆沙論》、《瑜伽師地論》、《華嚴經》、《十地
經論》。
參見釋天聞，
《《華嚴經》
「法師」義研究》
，
http://www.huayencollege.org/grad/grad_thesis/PDF_format/1601.pdf，201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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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區分為二項：初地至七地為有功用性，包括「見佛與供養」、「法的聽聞與
領受」
、
「法的修行與成就」
、
「法的總持與說示」
；八地至十地為無功用性，包括「見
佛與供養」、「法的聽聞與領受」、「法的總持與說示或問答」。29所以，十地中皆有
涉及「法師」等相關的內容，但稱為「大法師」則是指第九地，包括：見佛與供
養、法的聽聞與領受、法的總持與說示三部分，30而法師的基本特性為說成就，即
是第三部分「法的總持與說示」，故以下之討論將以第九地為主。
九地之地行四分中，前三分為法師方便成就、智成就、入行成就，屬於事成
就，才能安住此地。安住九地之後，進入第四分說成就，才攝善法行，辯才饒益，
故稱勤修說法行，包括三種成就：智成就、口業成就、法師自在成就。智成就，
即是先了知眾生心行的差別；口業成就則是善於說法，教化調伏眾生，令得解脫；
法師自在成就，指大法師以四無礙智說法，具有四種成就。
1.智成就
智成就，即是知法、知器、知化儀，亦即九地菩薩知種種法門、眾生根器、
教化眾生的方法。《華嚴經》云：

佛子！此菩薩善能演說聲聞乘法、獨覺乘法、菩薩乘法、如來地法。一切行處，
智隨行故，能隨眾生根性欲解，所行有異，諸聚差別，亦隨受生、煩惱、眠縛、
諸業習氣，而為說法，令生信解，增益智慧，各於其乘，而得解脫。31

智成就又分為二：隨所知之法、隨所依之器，亦即第二分智成就、第三分入行成
就皆是各別討論，今則總收二分共同討論，而以法逗器。隨所知之法，即法門之
不同，三乘與一乘解脫法之差別，各含教證︰教道以化眾生法，令解脫器得熟；
證道以度眾生法，令解脫體正度。隨所依之器，即針對不同根器的眾生，宣說不
同的教法，令其解脫。《十地經論》收為七種器，「一切行處，智隨行故」為第一
器，即總明；「令生信解，增益智慧，各於其乘而得解脫」為第七器，即結益；中
間通為五種器，即別顯。總明第一器，「說所說法對器」，即隨應度者，授予對治
法，總明二句，上句是所對之器，下句是說所說法。別顯五器，初「能隨」至後
「而為說法」，即是說所說法，中間「根等諸林」，即是所對之器，共有十一種稠
29
30
31

參見伊藤瑞叡，《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
，頁 611-634。
參見伊藤瑞叡，《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
，頁 612、629-630。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c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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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即是為心、煩惱、業、根、解、性、樂欲、隨眠、受生、習氣、三聚稠林之
眾生說法，包括五器：所說法器成、種種異行器、譬喻器、定不定根轉器、隨辭
辯器。所以，總明與別顯，皆包括說所說法、所對之器二者。第七器結益，即「隨
乘因能乘出器」，以上六器不出自乘解脫，即不出三乘因。32
2.口業成就
口業成就，是以「口」為眾生說法，即是起而說法。口業成就，區分為二：
總明具說之德、正明口業成就。總明具說之德，兼具智成就及口成就，《華嚴經》
云：「佛子！菩薩住此善慧地，作大法師，具法師行，善能守護如來法藏。」33法
藏、澄觀是先明智成就，復云口成就，
《華嚴經疏》云：
「以具法師行，即是智故；
而言說者，護如來法藏，通於說故。斯則內持於智，外口說故。」34《十地經論》
是先徵問口業，結云智成，分為說者、持者兩種。說者，是指口業，大法師住在
深妙義中，具有二十種功德；持者，是智成就以顯守護如來所說之教法。35
關於法師之資格，各種經論之說法稍有不同。《十地經論》須具二十法：時、
正意、頓、相續、漸、次、句義漸次、示、喜、勸、具德、不毀、不亂、如法、
隨眾、慈心、安隱心、憐愍心、不著利養名聞、不自讚毀他。36《十地經論》法師
二十德，有內外之別，前十五德為外德，是隨順說，菩薩為利益他人，隨順眾生
說一切法；後五德為內德，是清淨說，菩薩自心清淨，內心無過。《瑜伽師地論》
則云：法師必須具備十德，才能成就眾相圓滿：善於法義、能廣宣說、具足無畏、
言詞善巧、善方便說、具足成就法隨法行、威儀具足、勇猛精進、無有厭倦、具
足忍力。37雖然諸經論之開合不同，但其大旨是無別的。所以，《十地經論》之二
十法合之則為十法；《瑜伽師地論》之十法，開之則為二十法。
表 1：《瑜伽師地論》法師十德與《十地經論》法師二十德之對照表
《瑜伽師地論》法師十德

《十地經論》法師二十德

善於法義

漸、次、句義漸次

能廣宣說

頓、具德

32
33
34
35
36
37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1b5-c1。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c17-18。
《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1c4-6。
參見《十地經論》
，T26, no. 1522, p. 189c11-p. 190a17。
《十地經論》
，T26, no. 1522, p. 189c13-18。
參見《瑜伽師地論》
，T30, no. 1579, p. 754b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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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無畏

隨眾

言詞善巧

相續

善方便說

時、示、喜

具足成就法隨法行

如法、安隱心

威儀具足

正意

勇猛精進

勸、憐愍心

無有厭倦

不毀、不亂、慈心

具足忍力

不著利養名聞、不自讚毀他

正明口業成就，先略明，再廣顯。略明中，四無礙之名有內外之別，外是指
菩薩以美妙言辭而演說法義，名四無礙辯；內是指由智而起，名四無礙智，此智
即無量善巧智，以無漏後得智為體，是觀照差别相之智。大小乘是否皆具有「四
無礙」呢？慧遠之說法，通而論之，四無礙是大小乘之通目，故通於大小乘。若
別而論之，各經論的說法不一，又分為二種：一為「大小乘皆具」，指小乘法中，
唯利根阿羅漢具；大乘法中，種性以上皆具，部分十信菩薩亦具。二為「大乘有、
小乘無」
，即《涅槃經》所說︰聲聞、緣覺，無四無礙。38根據唯識宗窺基之說法：
「初地分得，九地任運離障圓成，佛果滿足。」39四無礙中，初地以上菩薩僅得部
分的無礙辯，故稱初地分得；至九地離障，斷除利他中不欲行障，得四礙解，已
達到自由任運的境界，此智一直存在並起作用，故無暫捨；至佛果時，始圓滿完
成。四無礙智中，法等皆智境界，從境分為四種︰「法」者，法體，謂法自體，
有軌持故，為生法二空所攝，即真之俗境；
「義」者，法境界體，謂於法體上有差
別境，即上二空所攝，為真諦之境。亦可不約二諦而言，法約自體，義約差別。
「辭」
者，正得與眾生，謂通曉一切方言，與他人說；「樂說」者，正求與無量門，謂樂
說乃辭中別義，以七種辯慧來剖析，名無量門。40所以，四無礙智中，法、義二無
礙智，主要是認識般若的作用面；辭、樂說二無礙智，著重在解說諸法的作用面。41
四無礙智之廣顯，分為十種差別，又稱十種四無礙，或四十無礙辯才：自相、
同相、行相、說相、智相、無我慢相、大小乘相、菩薩地相、如來地相、作住持

38
39
40
41

參見《大乘義章》
，T44, no. 1851, p. 693a5-9。
《妙法蓮華經玄贊》
，T34, no. 1723, p. 700b12-13。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1c24-p. 832a12。
參見伊藤瑞叡，《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
，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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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此十種差別中，每一相皆具有四無礙智，即四種相，且前五相差別是三乘教
理，通於染淨相；後五相差別是三乘行果，唯有淨相。茲說明如下：
（1）自相
自相，謂知事法，其體各不相同。《華嚴經》云：「此菩薩以法無礙智，知諸
法自相；義無礙智，知諸法別相；辭無礙智，無錯謬說；樂說無礙智，無斷盡說。」
42

自相中，前二約總別以分法義，後二則約同體義來區別，澄觀是依據《十地經論》

來說明，共分四種︰「生法自相」
，知色法之自相是有質礙、會變壞的，故稱變礙
相。
「差別自相」
，知色法有五根、五境及法處所攝色等十一處之差別相。
「想堅固
自相」，以所覺知之法，隨彼言辭為眾生說法而無錯誤，名為堅固。「彼想差別自
相」，想義與上同，但以次第不息，有無量眾多異名，43具堅固義，為眾生說法令
他人產生愛樂，名不斷盡。44
（2）同相
同相，謂知理法，不論從體性或相狀而言，其理相同。
《華嚴經》云：
「復次，
以法無礙智，知諸法自性；義無礙智，知諸法生滅；辭無礙智，安立一切法不斷
說；樂說無礙智，隨所安立，不可壞無邊說。」45同相中，約性與相，以分法義，
共分四種：
「一切法同相」
，諸法緣起無自性，故以空性為其自性；
「有為法同相」，
諸法是無常的，故有生滅相；「一切法假名同相」，法是假名安立的，又以假名的
言詮來說法，名不斷假名法說；「假名假名同相」，謂不壞前安立之假名，更以異
異無邊假名說法，故重言假名。46
（3）行相
行相，從時間來區分，法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遷流。《華嚴經》云：「復
次，以法無礙智，知現在法差別；義無礙智，知過去、未來法差別；辭無礙智，
於去、來、今法無錯謬說；樂說無礙智，於一一世，無邊法明了說。」47行相中，
約三世以分法義，共分四種：「生行相」，現在法是因緣而生，應知過去未來，亦
名現在，以三世皆是當世現在。「已生未生行相」，應知現在，亦名過去未來；逆
42
43

44
45
46
47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c21-24。
《華嚴經探玄記》卷 14 云：
「言想堅者，想是起言所依，是故餘論中或云想、或云聲、或云名、
或云字、或云施設，皆是名之異號。以言名(名言)顯義，令義堅固，故名想堅。」T35, no. 1733,
p. 370c24-28。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2a28-b8。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c24-27。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2b10-18。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c27-p. 20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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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過去未來，能知現在，亦即見過去法謝、未來法未生，則知現在從未來而生，
必當謝滅。「物假名行相」，總說三世之物而不錯謬。「說事行相」，前所說之事法
不出三世，故云一一世；異於事法之無邊法，亦能明了說。48
（4）說相
說相，即知教法，而能對機宣教。《華嚴經》云：「復次，以法無礙智，知法
差別；義無礙智，知義差別；辭無礙智，隨其言音說；樂說無礙智，隨其心樂說。」
49

說相中，約本釋(即釋法)以分法義，共分四種：
「修多羅相」
，為一切佛法之總稱，

故云說法；「解釋相」，對於法相的解釋；「隨順相」，隨眾生類以不同言音，而為
說法；「相似說相」，即隨心異說，謂隨諸眾生心樂聞何法，宜用何種譬喻來說，
才能與眾生心相應。50
（5）智相
智相，指能知智分為四無礙。《華嚴經》云：「復次，法無礙智，以法智知差
別不異；義無礙智，以比智知差別如實；辭無礙智，以世智差別說；樂說無礙智，
以第一義智善巧說。」51智相中，前二約法類以分法義，後二約淺深來區分，共分
四種：「現見智」，以法智觀如，謂觀差別二諦，與如相同，即諸法的本質是真如
空理；
「比智」即是類智，觀法智為能觀，如實分別之智，即以類推的方式，而知
諸法的差別；「欲得方便智」，指相見道，依真假說，為後得智攝，故云世智，即
以後得智為眾生說法；「得智」，以第一義智方便說，非顛倒異說。52
此外，關於四無礙是否通於大小乘，澄觀先引用慧遠之說法：
「大小乘皆具」，
法比等智，本為小乘《俱舍論》十六心之八忍八智，通於大小乘；
「大乘有、小乘
無」，四無礙智，唯局大乘，故《涅槃經》說，唯菩薩有，聲聞設有，少故名無。
澄觀則是以所觀、能觀，來說明通、局：「若就二智所觀，並通大小；約能觀智，
唯局大乘。」53即法比二智、四無礙智之所觀，皆通大小乘；但能觀之四無礙智，
唯局大乘。
（6）無我慢相
無我慢相，總知三乘二諦離相明淨。《華嚴經》云：「復次，法無礙智，知諸
48
49
50
51
52
53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2b18-27。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1-3。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2b27-c2。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3-6。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2c2-16。
《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2c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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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相不壞；義無礙智，知蘊、界、處、諦緣起善巧；辭無礙智，以一切世間易
解了美妙音聲、文字說；樂說無礙智，以轉勝無邊法明說。」54無我慢相中，約真
俗以分法義，分為四種：「第一義諦無我」，不言我知無我，我證無我，則不壞無
我，故第一義諦無能、所之我。「世諦無我」，迷於蘊、界、處、諦緣起，執著積
聚我、異因我、欲我、作我，今隨順觀察世諦緣生無實以為對治，得入第一義法
無我，名善巧方便。
「說美妙無我」
，以愜情稱美，順理為妙的音聲或文字說法。
「說
無上無我」，無上故云轉勝，對於無邊法，亦能明了說。
（7）大小乘相
大小乘相，此約所行，通大小乘。《華嚴經》云：「復次，法無礙智，知一乘
平等性；義無礙智，知諸乘差別性；辭無礙智，說一切乘無差別；樂說無礙智，
說一一乘無邊法。」55大小乘相中，約權實以分法義，分為四種：
「觀相」
，一觀不
異，唯一事實，即一佛乘；「性相」，就彼根性，分為三乘；「解脫相」，會彼三乘
同歸一實，解脫相中無差別；「念相」，即開方便門，隨機念異，心行不同，以種
種法明分別說三乘法，然皆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56大小乘相，主要說
明《法華經》的三乘方便，一乘真實，會三歸一之思想。以知實為法，知權為義，
會三歸一為辭，開方便門為樂說。
（8）菩薩地相
菩薩地相，為一乘之因行。
《華嚴經》云：
「復次，法無礙智，知一切菩薩行、
智行、法行、智隨證；義無礙智，知十地分位義差別；辭無礙智，說地道無差別
相；樂說無礙智，說一一地無邊行相。」57菩薩地相中，約地體相，以分法義，共
分四種︰「智相」
，指一切菩薩行，即十地智體；
「說相」，體雖一智，而相有十地
分位，然此分位，是由心的差別；
「與方便相」
，巧說十地，授與眾生而不顛倒；
「入
無量門相」，入諸地相，各有差別。58菩薩地相中，地體為法，地相為義，說相不
違體為辭，說相隨機，此之體相，即證教二道，為樂說。
（9）如來地相
如來地相，為一乘之體。《華嚴經》云：「復次，法無礙智，知一切如來一念

54
55
56
57
58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6-9。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10-12。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3a1-8。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12-15。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3a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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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覺；義無礙智，知種種時、種種處等各差別；辭無礙智，說成正覺差別；樂
說無礙智，於一一句法無量劫說不盡。」59如來地相，約真應以分法義，分為四種：
「法身相」
，即始覺、本覺無二之法身，故云一念成正覺。
「色身相」
，隨何等劫(時)，
隨何國土(處)，隨何等佛而應現佛身。
「正覺相」
，通說正覺，十佛之差別。
「說相」，
佛德無盡，故說亦無盡。60
（10）作住持相
作住持相，為一乘之用。《華嚴經》云：「復次，法無礙智，知一切如來語、
力無所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辯才、方便、轉法輪，一切智智隨證；義無礙
智，知如來隨八萬四千眾生心、行、根、解、差別音聲；辭無礙智，隨一切眾生
行，以如來音聲差別說；樂說無礙智，隨眾生信解，以如來智清淨行圓滿說。」61
作住持相中，約諸佛能說德、所說聲教以分法義，分為四種：「覺相」，即作住持
德，覺法性相，知一切如來語等，總說為如來所轉法輪，為佛所覺悟之相；
「差別
相」
，知佛隨眾生心、種性等差別，而有不同的聲教；
「說相」
，用前音聲差別為眾
生說法；「彼無量相」，示現菩薩無盡樂說，以及諸佛法身不可壞等各種不同的說
法。62
表 2：四智與十相之對照表
四智

法無礙智

義無礙智

辭無礙智

樂說無礙智

自相

生法自相

差別自相

想堅固自相

彼想差別自相

同相

一切法同相

有為法同相

一切法假名同相

假名假名同相

行相

生行相

已生未生行相

物假名行相

說事行相

說相

修多羅相

解釋相

隨順相

相似說相

智相

現見智

比智

欲得方便智

得智

無我慢相

第一義諦無我

世諦無我

說美妙無我

說無上無我

大小乘相

觀相

性相

解脫相

念相

菩薩地相

智相

說相

與方便相

入無量門相

如來地相

法身相

色身相

正覺相

說相

十相

59
60
61
62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16-19。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3a19-24。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19-25。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3a24-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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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住持相

覺相

差別相

說相

彼無量相

以上十種差別中，
《十地經論》只是對每一相之四智做說明，但法藏、澄觀則
對十種差別之四智歸納出其具有系統性，茲分述如下：四無礙智之法無礙智、義
無礙智不同，法藏、澄觀皆約十門以分法義；辭無礙智、樂說無礙智大多相同，
後二是同體義，只是廣略或淺深之不同。法藏前二智之十門：總別、二諦、三世、
教本釋、現比分、真俗、權實、地體相分、佛體用分、佛說總說；63澄觀則分為總
別、性相、三世、本釋、法類、真俗、權實、地體相、真應、諸佛能說德所說聲
教，名異而實同。四智中，以辭無礙智來說明法、義無礙智，而樂說無礙智乃辭
之別義。這十種差別中，亦有例外者，以辭無礙智來說明法無礙智，以樂說無礙
智來說明義無礙智。例如：第七大小乘相，法知一乘，辭說一切乘無差別，即同
一乘；義知諸乘，樂說一一乘無邊法，即同說諸乘。64
3.法師自在成就
法師自在成就，是指九地的菩薩為大法師，運用其四無礙智善巧說法，具有
四種成就：持成就，得而不失；說成就，巧能演說；問答成就，能斷疑網；受持
成就，更受勝法。其中前三自分，後一勝進；又前一得如來妙法藏，後三作大法
師，於此四種皆無縛著，即攝第九迴向。茲分述如下：
（1）持成就
持成就，即是得而不失。《華嚴經》云：

得義陀羅尼、法陀羅尼、智陀羅尼、光照陀羅尼、善慧陀羅尼、眾財陀羅
尼、威德陀羅尼、無礙門陀羅尼、無邊際陀羅尼、種種義陀羅尼，如是等
百萬阿僧祇陀羅尼門，皆得圓滿，以百萬阿僧祇善巧音聲辯才門，而演說
法。此菩薩得如是百萬阿僧祇陀羅尼門已，於無量佛所，一一佛前，悉以
如是百萬阿僧祇陀羅尼門，聽聞正法，聞已不忘，以無量差別門，為他演
說。65

陀羅尼，意譯為總持、能持、持，此處則譯為「持」，所以十種陀羅尼，即是十種

63
64
65

參見《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70c21-p. 372a3。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2a25-27。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a27-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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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持。持成就可從二方面來詮釋：一是從所起的業用立名，十持包括身口意三業。
初三起意業：持義、持教法、持能知智。次三起身業：善軟者，慈光攝受；剛強
者，善慧降伏，種種施為；上供諸佛，下攝貧窮，故名眾財。後四起口業：於大
乘中狹劣眾生，示教大乘威德勝利，令生喜故；不斷辯才，智常說故；無盡樂說，
深說故；種種義樂說，廣說故。二是顯持之用。「以百萬阿僧祇」下，顯持之用；
「此菩薩得如是」下，用前十持，持當所得，即以「聞已不忘」，正顯持義，「為
他演說」，亦持之用。66所以，「持」之涵義，包括總一切法，持無量義。
（2）說成就
說成就，即是巧能演說。《華嚴經》云：「此菩薩初見於佛，頭頂禮敬，即於
佛所，得無量法門；此所得法門，非彼聞持諸大聲聞，於百千劫所能領受。此菩
薩得如是陀羅尼、如是無礙智，坐於法座而說於法，……其餘眾會，威德光明，
無能與比。此菩薩處於法座，欲以一音，令諸大眾皆得解了，即得解了；或時欲
以種種音聲，令諸大眾皆得開悟；……如是所念，一切隨心，無不得者。」67說成
就，包括三部分：初顯所受法多，菩薩從佛處領受無量法門；
「此菩薩得如是」下，
菩薩得十種十持、四無礙智，坐於法席上，能廣開演；
「此菩薩處於法座」下，隨
心所念，皆能起說自在。
（3）問答成就
問答成就，即能斷疑網。《華嚴經》云：「佛子！此菩薩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眾生，咸至其前，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
於一念頃，悉能領受，仍以一音，普為解釋，令隨心樂，各得歡喜。如是乃至不
可說世界所有眾生，一剎那間，……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滿中眾生，菩薩皆能
隨其心樂、隨根、隨解，而為說法，承佛神力，廣作佛事，普為一切作所依怙。」
68

問答成就，包括二部分：初為一界答難；「如是」下，為一切世界的答難。不管

是一界，或一切世界眾生的問難，菩薩皆能以一音為眾生解釋，決斷眾疑，使眾
生獲得歡喜。亦即《大乘莊嚴經論》云：「菩薩於九地中，四無礙慧最為殊勝，於
一剎那頃三千世界所有人天異類、異音、異義、異問，此地菩薩能以一音普答眾問，
遍斷眾疑。」69
66
67
68
69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3b16-25。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b7-26。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b27-c9。
《大乘莊嚴經論》
，T31, no. 1604, p. 659b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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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持成就
受持成就，即更受勝法。
《華嚴經》云：
「佛子！此菩薩復更精進，成就智明，
假使一毛端處，有不可說世界微塵數諸佛眾會，一一眾會，有不可說世界微塵數
眾生，一一眾生，有不可說世界微塵數性欲，彼諸佛隨其性欲，各與法門，如一
毛端處，一切法界處，悉亦如是。如是所說無量法門，菩薩於一念中，悉能領受，
無有忘失。」70菩薩更加精進成就智慧的光明，不管於一毛端處，乃至一切世界處，
皆能一念間領受佛的無量法門，而不忘失，成就勝法，為眾生宣說。

（二）十地：勤修受位行
十地之地行有六分差別，第三分為「得受位分」
，已進入正住地行，依前定力
而攝佛智。受位分，又分為四：一、法；二、喻；三、合；四、結。以法喻合的
方式來釋經，大概來自隋．智顗的《仁王護國般若經疏》
，71繼之又有吉藏、智儼、
窺基、法藏、湛然、澄觀等亦承襲此方法。華嚴宗最早使用法喻合方式釋經的是
智儼，他還將此方式擴充為法喻合結，72法藏、澄觀亦承襲之。以「法喻合」或「法
喻合結」的方式來釋經，可能是根據古因明學的五支作法修改而成。73五支作法，
又稱五分作法，即由宗、因、喻、合、結之五支所組成的推理論式。在因明中，
「宗」
相當於命題，指立論者所主張，在釋經中「法」則是指引一段經論的內容；喻是
譬喻，說明之例證；合是命題肯定後的應用，此法也是如此；結是結論之陳述，
即法之重述。在法喻合中，澄觀又分為法、喻；喻、合；法、喻、合三種方式呈
現。所以，約從隋代開始，祖師們就將印度因明之五支作法，改為中國的釋經法
喻合，至唐代則擴充為法喻合結。
1.法
法又分為六︰隨何等座、隨何等身、隨何眷屬、隨何等相、隨何出處、隨所
得位。以上六法本來是指轉輪聖王之太子受職之時的六種殊勝，此處是指十地菩
薩受佛職時的六種殊勝。法說，是指菩薩進入法雲地時，此三昧稱為「受一切智
勝職位」
，此三昧現前時，具有六種殊勝：坐於大寶蓮華座、身體大小與蓮華相稱、
70
71

72

73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3c9-15。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 3：
「第二、約無聽說，以明空相也，文中法、喻、合可見。」T33, no.
1705, p. 269a3-4。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4：
「二、善分別下，明自在儀式，此文有四：法、喻、
合、結也，餘文如論。」T35, no. 1732, p. 71b17-18。
《華嚴經探玄記》卷 4：
「前五偈中，初一法說，後四喻況；或可長為五分：一宗，二因，三喻，
四合，五結。……以結隨法，故在宗因後，明合隨喻，故在喻後說。」T35, no. 1733, p. 177c12-p.
178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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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量的菩薩為其眷屬、其光明與音聲充滿十方法界、十處出光令惡道出離、佛
光入菩薩頂，此時菩薩證得百萬三昧，入於佛的境界，具足十力，列入佛數。
（1）隨何等座
《華嚴經》云：
「此三昧現在前時，有大寶蓮華，忽然出生，其華廣大，量等
百萬三千大千世界，以眾妙寶，間錯莊嚴，超過一切世間境界。出世善根之所生
起，知諸法如幻性，眾行所成，恒放光明，普照法界，非諸天處之所能有。毘瑠
璃摩尼寶為莖，栴檀王為臺，碼碯為鬚，閻浮檀金為葉，其華常有無量光明，眾
寶為藏，寶網彌覆，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華以為眷屬。」74隨何等座，是指世
王子受職之時，坐於白象寶妙金之座；十地菩薩受佛職時，所坐的大寶蓮華王座
為其主華，
《十地經論》將其歸納成十種相，法藏、澄觀亦承襲之，茲以圖表示之：
表 3：十地菩薩大寶蓮華座之十相
〈十地品〉經文

代表十種相

有大寶蓮華，忽然出生

主相

其華廣大，量等百萬三千大千世界

量相

以眾妙寶，間錯莊嚴

勝相，具德故

超過一切世間境界

地相，生處故

出世善根之所生起

因相

知諸法如幻性，眾行所成

成相
第一義相。正觀普照法界現事故，如

恆放光明，普照法界

世蓮華，開敷菡萏，為第一故

非諸天處之所能有

功德相，菩薩德招故

毗瑠璃摩尼寶為莖，栴檀王為臺，碼瑙為
鬚，閻浮檀金為葉

體相

其華常有無量光明，眾寶為藏，寶網彌覆 莊嚴相
除了主華之十相外，還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華以為眷屬」
，即是眷屬
華，共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的蓮華為眷屬華。

74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b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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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隨何等身
《華嚴經》云：「爾時菩薩坐此華座，身相大小，正相稱可。」75隨何等身，
指轉輪聖王之太子，為正后所生，76具足王相，為得位身；十地菩薩殊妙之身，為
受職身，與大寶蓮華座相稱合宜。
（3）隨何眷屬
《華嚴經》云：
「無量菩薩以為眷屬，各坐其餘蓮華之上，周匝圍遶，一一各
得百萬三昧，向大菩薩，一心瞻仰。」77隨何眷屬，指轉輪王子受位之時，文武百
官共相輔弼；十地菩薩受佛職時，無量菩薩為其眷屬共相圍遶，其數量之多無法
以數字來計算，皆坐於眷屬蓮華座上。
（4）隨何等相
《華嚴經》云：
「佛子！此大菩薩，并其眷屬，坐華座時，所有光明，及以言
音，普皆充滿十方法界，一切世界，咸悉震動，惡趣休息，國土嚴淨，同行菩薩
靡不來集，人天音樂，同時發聲，所有眾生，悉得安樂，以不思議供養之具，供
一切佛，諸佛眾會悉皆顯現。」78隨何等相，指世王子受位之時，張大網幔，建大
幢幡，然香散花，奏諸音樂；十地菩薩受佛職時，周遍作業，如：大地震動、惡
道息苦、世界嚴淨、菩薩來集、人天音樂同時發聲、眾生安樂、以供具來供佛、
諸佛顯現等相。由於版本之不同，
《十地經》及六十《華嚴》之隨何等相，只有五
相：動地、息苦、光照、嚴界、見佛。79
（5）隨何出處
隨何出處，指世王子受職之時，能具足行十善道，亦得名為轉輪聖王；十地
菩薩受佛職時，十處出光，令惡道出離，菩薩增行。《華嚴經》云：

佛子！此菩薩坐彼大蓮華座時，於兩足下，放百萬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
諸大地獄，滅眾生苦；於兩膝輪，……；於臍輪中，……；從左右脇，……；
從兩手中，……；從兩肩上，……；從其項背，……；從其面門，……；
75
76

77
78
79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b18-19。
《演義鈔》卷 72：
「然論經云：玉女寶所生。準《智論》玉女寶不生，乃是一說；準《薩遮尼犍
子經》第三云：千子皆玉女生，彼名夫人寶。」T36, no. 1736, p. 576c10-12。諸經對於轉輪聖王
之太子，是何人所生？有不同的說法，
《十地經》為玉女寶所生；八十《華嚴》為正后所生。至
於玉女寶是否會生子？《大智度論》說玉女寶不能生子；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則說能生千子。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b19-21。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b21-26。
參見《十地經論》
，T26, no. 1522, p. 194c15-18。六十《華嚴》
，T09, no. 278, p. 571c28-p. 57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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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眉間，……；從其頂上，放百萬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光明，普
照十方一切世界，諸佛如來道場眾會。右遶十匝，住虛空中，成光明網，
名熾然光明，發起種種諸供養事，供養於佛。餘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
九地，所有供養，而比於此，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諭所不能及，其光
明網，普於十方一一如來眾會之前，雨眾妙香、華鬘、衣服、幢幡、寶蓋、
諸摩尼等莊嚴之具，以為供養，皆從出世善根所生，超過一切世間境界，
若有眾生見知此者，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佛子！此大光明，
作於如是供養事畢，復遶十方一切世界，一一諸佛道場眾會，經十匝已，
從諸如來足下而入。80
隨何出處，可分為四方面：舒光作業、眾聖咸知、下類奔風、同聲相應。第一為
「舒光作業」
，指十處放光有三種業：利益業、發覺業、攝伏業。今類例相從，且
分為四︰a.前之七光，包括兩足、兩膝輪、臍輪、左右脇、兩手、兩肩、項背，只
有利益業，前五利益凡夫，後二利益小乘，放光的部位不同，象徵普照五凡二乘
的眾生，拔除其苦。b.第八「面門放光」，有二業半：一者利益，此光明能使初發
心至九地菩薩皆得到利益；二者發覺，能令初發心至九地菩薩覺悟；一半者，攝
伏之「攝」義，能攝九地以下菩薩皆來供養。c.第九「兩眉間光」，亦二業半：一
者利益，此光明能使十地等位菩薩得到利益；二者發覺，能令十地等位菩薩覺悟；
一半者，攝伏之「伏」義，能使魔宮隱蔽不現。d.第十「頂光」，只有發覺，能令
一切諸佛覺悟，又分為三︰(a)顯照分齊，即是頂光普照十方。(b)「右繞」下，正
顯作業︰謂興供養成利益。利益即得不退轉，
《十地經論》有四義︰於登地證決定、
入正定聚、定離放逸惡、定集善事。(c)「佛子」下，事訖收光。
「足下」入者，指
收光的位置，又分為二︰若約教相，頂光入足，顯深敬故；若約證實，終極之智，
從下趣入，諸佛境故，《十地經論》是從下趣入，為「平等智攝」，顯證佛境即自
證。法藏則採遠公三釋，與澄觀之二釋名異而實同。81
隨何出處之第二為「眾聖咸知」
，
《華嚴經》云：
「爾時諸佛及諸菩薩，知某世

80
81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b26-c25。
《華嚴經探玄記》卷 14：
「言入佛足下者，遠公三釋：一、就教相，頂光入足，顯深敬故。二、
約相顯實，菩薩智光證入佛境，從下趣入名入足下，故論名為『平等智攝』
。三、約實以論，菩
薩自已因行趣成果時，從下證入名入佛足。」T35, no. 1733, p. 374c18-23。澄觀二釋之「顯證佛
境即自證」
，是入自佛境，因圓趣果，相當於遠公第三釋菩薩因行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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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某菩薩摩訶薩，能行如是廣大之行，到受職位。」82由以上十光普照，令一
切諸佛菩薩皆知，某位菩薩證入十地。
隨何出處之第三為「下類奔風」，《華嚴經》云：「佛子！是時十方無量無邊，
乃至九地諸菩薩眾，皆來圍遶，恭敬供養，一心觀察。正觀察時，其諸菩薩即各
獲得十千三昧。」83下類，指下地菩薩為十地以下的菩薩，如同風一樣奔來，來此
廣興供養，先供養後得益，獲得十千三昧。
隨何出處之第四為「同聲相應」
，
《華嚴經》云：
「當爾之時，十方所有受職菩
薩，皆於金剛莊嚴臆德相中，出大光明，名能壞魔怨，百萬阿僧祇光明以為眷屬，
普照十方，現於無量神通變化，作是事已，而來入此菩薩摩訶薩金剛莊嚴臆德相
中，其光入已，令此菩薩所有智慧，勢力增長，過百千倍。」84「同聲相應」，乃
是《周易》之語，指同類的事物相互感應，今取同位，故曰同聲。同位菩薩指十
地菩薩，以修平等因行相資，內有深廣之萬德，外於胸前有萬字放光，現相顯其
利益。今放胸相萬字光，表心契懸同，德圓魔盡，名壞魔怨。
（6）隨所得位
隨所得位，如世王子受位之時，父王手執金鐘，盛四大海水置金瓶內，灌太
子頂即名受王職位；十地菩薩受佛職時，十方諸佛於白毫所放一切智光，入菩薩
頂名受佛位。《華嚴經》云：

爾時十方一切諸佛，從眉間出清淨光明，名增益一切智神通；無數光明以
為眷屬，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右遶十匝；示現如來廣大自在；開悟無量百
千億那由他諸菩薩眾；周遍震動一切佛剎；滅除一切諸惡道苦；隱蔽一切
諸魔宮殿；示一切佛得菩提處，道場眾會，莊嚴威德；如是普照盡虛空遍
法界一切世界已，而來至此菩薩會上，周匝右遶；示現種種莊嚴之事。現
是事已，從大菩薩頂上而入，其眷屬光明，亦各入彼諸菩薩頂，當爾之時，
此菩薩得先所未得百萬三昧，名為已得受職之位，入佛境界，具足十力，
墮在佛數。85

82
83
84
85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c25-27。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5c27-p. 206a2。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a2-7。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a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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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所得位中，又分為二：放光；「現是事已」下，入頂成益。放光中十業：「爾時」
下，利益一切智，令成佛故，是益業；
「無數」下，眷屬光，是因業；
「示現」下，
示現如來，令他恭敬，是敬業；「開悟」下，是開悟業；「周遍震動」下，是震動
業；
「滅除」下，滅除諸惡道苦，是止惡業；
「隱蔽」下，魔宮隱蔽，是降魔業；
「示
一切佛」下，是示現業；「如是」下，卷舒業，自在顯現；「示現種種」下，即變
化業，示現各種神通。入頂成益中，「入頂」，若約化相，上收於下；若約實義，
是為光入。即菩薩頂光入佛足，則因上進於果，為上進；佛光入菩薩頂，是果收
因，為下攝。以上二種，因果互相攝受，故云平等。「當爾之時」下，得益，得百
萬三昧；
「名為」以下，結位，受佛職位，與入佛境所證相同，具足十力成就佛德，
同列入佛數，如剛出家便列入僧數。86
以上六種法說，前五自分德備，後一上攝佛果。德備中，初三位體，即依正
眷屬；次一位相，後一位用。
2.喻、合、結
喻說，是以譬喻來說明。《華嚴經》云：「佛子！如轉輪聖王所生太子，母是
正后，身相具足；其轉輪王，令此太子坐白象寶妙金之座；張大網幔，建大幢幡，
然香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瓶內，王執此瓶，灌太子頂，是時即名
受王職位，墮在灌頂剎利王數；即能具足行十善道，亦得名為轉輪聖王。」87喻中，
即譬喻上面「法說」之六事，但順序稍有變動：初喻隨何等身；「其轉輪」下，次
喻隨何等座；「張大」下，喻隨何等相；「取四大」下，喻隨所得位。王喻真身，
手喻應身，瓶喻白毫，水喻於光。以上之引文缺一譬喻，應有第三隨何眷屬，謂
文武百官以為輔弼。「即能」下，明隨何出處。
合說，是命題肯定後的應用。《華嚴經》云：「菩薩受職，亦復如是，諸佛智
水灌其頂故，名為受職，具足如來十種力故，墮在佛數。」88合說是此法也是如此，
但合隨所得位，十地菩薩受佛職位也如轉輪聖王之太子，受到諸佛的灌頂，具足
十力，列入佛數。
結說，是結論之陳述。《華嚴經》云：「佛子！是名菩薩受大智職。菩薩以此
大智職故，能行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難行之行，增長無量智慧功德，名為：安住

86
87
88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5c10-23。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a19-25。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a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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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雲地。」89總結是結論之陳述，即法之重述。十地菩薩受職後，將候補佛位，不
久將會成佛，能行無量難行之事，增長無量的智慧，積聚無量功德，名為「安住
法雲地」。

四、圓修波羅蜜
十波羅蜜，其梵文為 daśa-pāramitā，是菩薩到達大涅槃所必備之十種勝行，全
稱十波羅蜜多，又作十勝行，或譯為十度、十到彼岸。十波羅蜜即是六波羅蜜加
方便、願、力、智之四波羅蜜，亦即以六波羅蜜為中心，後四波羅蜜為助法。依
《成唯識論》卷九，菩薩於十地之間，依次修習此十波羅蜜，而稱十勝行。90
澄觀將十波羅蜜分為三門來詮釋，突破了傳統之別地門，將其意義擴大了：

然十度行，曲復有三：初、別地門，如今文。二、約增勝門，則初地成檀，
二地成二度，以戒加檀，前檀已得故，乃至十地加智，十度即圓，謂前已
得，後不失故。三、約圓修門，地地之中，皆修十度，初心菩薩尚自圓修，
豈況登地，唯施無戒等耶？明知具足，今顯地差，故言各一。91

初門為別地門，也就是每一地皆有一種波羅蜜較為殊勝；第二門為增勝門，一地
比一地更為增上，初地只有布施，二地則為持戒加布施二度，以此類推十地則有
十度圓滿；第三門為圓修門，於每一地中，都能圓修十種波羅蜜。92以上所說的十
波羅蜜三門中，《華嚴經》主要依據第一種別地門，說明菩薩於每一地中，依次
修習一種波羅蜜，故與《成唯識論》之十勝行相同。依第三門圓修門，初地已能
圓修十種波羅蜜，為何還要十波羅蜜配合菩薩十地呢？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說
明十地菩薩修行的次第關係。
十地菩薩於每一地中，都能修十種波羅蜜，只是每一地中皆有一種波羅蜜較
89
90

91
92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a27-b1。
《成唯識論》卷 9：「謂十地中修十勝行，……十勝行者，即是十種波羅蜜多，施有三種：謂財
施、無畏施、法施。……智有二種：謂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T31, no. 1585, p.51a20-b18。
《演義鈔》，T36, no. 1736, p. 407b21-27。
八十《華嚴》卷 37：「為求佛智，施與眾生，是名檀那波羅蜜；能滅一切諸煩惱熱，是名尸羅
波羅蜜；慈悲為首，不損眾生，是名羼提波羅蜜；求勝善法無有厭足，是名毘梨耶波羅蜜；一
切智道常現在前，未甞散亂，是名禪那波羅蜜；能忍諸法無生無滅，是名般若波羅蜜；能出生
無量智，是名方便波羅蜜；能求上上勝智，是名願波羅蜜；一切異論及諸魔眾無能沮壞，是名
力波羅蜜；如實了知一切法，是名智波羅蜜。」T10, no. 279, p. 196b27-c7。七地菩薩於念念中，
皆悉具足十波羅蜜行，其餘九地菩薩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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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殊勝，其餘九種波羅蜜並非不修行，而是隨能力、資質之限度而行，稱為隨力
隨分。九地善慧地，以力波羅蜜特別殊勝；十地法雲地，以智波羅蜜特別殊勝。
（一）九地：力波羅蜜
力，其梵文為 bala，音譯為波羅，指力用、智力等。大多指佛、菩薩的能力、
力用。根據《成唯識論》云：「力有二種，謂思擇力、修習力。」93思擇力，指思
惟揀擇一切善法而得其力；修習力，指修行數習殊勝妙行。
九地菩薩為一乘法，以無量智觀察無邊境界，說法教化眾生，往生後感報作
大梵天王。《華嚴經》云：
「佛子！菩薩摩訶薩住此地，多作二千世界主大梵天王，
善能統理，自在饒益，能為一切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分別演說波羅蜜行，隨
眾生心，所有問難，無能屈者。」94八地不動地與九地善慧地之菩薩，往生感報皆
為大梵天王，但善慧地是色界第三禪主二千世界，故有所不同。
在十波羅蜜中，九地善慧地以力波羅蜜特別殊勝。九地的地行共有四分，其
中與力波羅蜜有關的為第二分的智成就、第三分的入行成就、第四分的說成就。
1.智成就
第二分智成就，即是了知種種法門的智慧。依據澄觀之說法，九住法王子住，
與九地善慧地有相通之處：
「此下二三段，攝王子住，知法知根，皆法王軌度等故。」
95

九地之第二分智成就，了知種種法門；第三分入行成就，了知眾生根器，皆與九

住法王子住之軌度相通。96《華嚴經》云：

如實知善不善無記法行、有漏無漏法行、世間出世間法行、思議不思議法
行、定不定法行、聲聞獨覺法行、菩薩行法行、如來地法行、有為法行、
無為法行。97

九地菩薩如實了知各種法門之智慧，而為眾生說法。十句中，初句是總，包括三

93
94
95
96

97

《成唯識論》，T31, no. 1585, p. 51b17。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4a5-9。
《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7b23-24。
八十《華嚴》卷 16：
「此菩薩善知十種法，何者為十？所謂善知諸眾生受生、善知諸煩惱現起、
善知習氣相續、善知所行方便、善知無量法、善解諸威儀、善知世界差別、善知前際後際事、
善知演說世諦、善知演說第一義諦，是為十。」T10, no. 279, p.85b15-20。九住法王子住之前四
法，相當於九地善慧地之十一種稠林，故為第三分入行成就；九住之第五法，相當於九地之第
二分智成就，故說兩者之軌度相通。其對應關係，請參見《演義鈔》
，T36, no. 1736, p. 295b29-c25。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a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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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淨、染、不二，不二即無記。其餘九句，
《十地經論》展轉別開為六，澄觀亦
承襲之；法藏則於善法中，別開三重。茲依據《華嚴經疏》分述如下：(1)有漏無
漏法行。於淨法中，開出有漏、無漏。布施、持戒等十度，若取相心修善，即是
有漏；反之，若離相心修善，即是無漏。(2)世間出世間法行。於無漏中，復開世
間、出世間。見道以前，名世間；見道以後，名出世間。(3)思議不思議法行有二
義：一約世間出世間而言，地前行布門，為可思議；地上圓融門，為不可思議。
二約出世間而言，基於阿含教說而實踐者是教道，是可思議；契合悟境真理之實
踐者是證道，是不可思議。(4)定不定法行。於思議中，復開定不定。思議有二義：
雖地前思議、有漏之善，大乘十住種性堅固，俱名為定；十信如輕毛，為緣所動，
名為不定。此外，定不定亦可依《佛性論》定有佛性，即三乘人，餘一切法皆悉
不定。亦即通三乘說，聲聞忍心、緣覺世第一、菩薩十迴向已去名定，餘必不定。
(5)聲聞獨覺法行、菩薩行法行、如來地法行。總上諸善，開出三乘。聲聞、緣覺、
菩薩三乘，其修行法門為四諦、十二因緣、十度，皆是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
教證二道、定不定等四種法，故云皆通。其中，佛果是無漏法，屬於菩薩乘之果。
(6)有為法行、無為法行。於三乘，復開有為無為。四諦中，滅諦緣性，所證真理，
稱為無為；道諦緣智，能證修起，稱為有為。98對於智成就，法藏之別開三重與澄
觀之展轉別開為六，兩者間有些差異，茲列表說明如下：
表 4：法藏與澄觀智成就之比較

六重

法藏別開三重99

澄觀別開六重100

有漏無漏

見道前善名有流，見道後善名無流。

取相心修名有漏，離相心修名無漏。

世間出世間

緣修阿含名世間，正證真行名出世間。 見道前名世間，見道後名出世間。

思議不思議

定不定
聲聞、獨覺、
菩薩、如來

地前可思，地上不可思。

地前可思，地上不可思；教道可思，

初教：聲聞忍位、緣覺世第一、菩薩十

證道不可思。

迴向名定；以下名不定。

通諸乘說，小乘忍心已去名定，餘必

終教：十住名定，十信名不定。

不定；101大乘十住名定，十信名不定。

彼復就善開出三乘。

總上諸善開出三乘，唯佛果是無漏。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7b26-c9。
參見《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66c23-p. 367a3。
100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7b26-c9。
101
《演義鈔》
，T36, no. 1736, p. 559a8-9。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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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修起名有為，所證真理名無為。
有為、無為

滅諦緣性，彼岸真理，名無為；道諦
緣智，能證修起，名有為。

法藏別開三重與澄觀別開六重之差異：「見道前後」，法藏以此來分判有漏無
漏，澄觀則以此來分判世間出世間；
「教道、證道」
，法藏以此來分判世間出世間，
澄觀則是以此來分判思議不思議。所以法藏、澄觀對於這二重之解釋不同，等於
差了一重。
智成就，即是為眾生說法應知曉種種法門的智慧，應知彼法是有漏法、無漏
法，或三乘法、一乘法之差別，即能分辨法門之不同。所以智成就，就是九地菩
薩善於思擇各種法門來教化眾生，是力波羅蜜二力之思擇力。
2.入行成就
入行成就，即是達所化器之心行，如實知眾生心之種種差別。九地菩薩為了
教化眾生，必先了解眾生的根機，知其煩惱之所在，才能應病與藥。
《華嚴經》云：
「此菩薩以如是智慧，如實知眾生心稠林、煩惱稠林、業稠林、根稠林、解稠林、
性稠林、樂欲稠林、隨眠稠林、受生稠林、習氣相續稠林、三聚差別稠林。」102稠
林之「林」是指眾多，「稠」是指難知，「《論經》十(一)林，皆有行字，謂不正信
義故，名心行等稠林。心行若絕，證信圓明，非稠林行。」 103在《十地經》之十
一種稠林，皆有「行」字，比喻眾生之邪見煩惱，交絡繁茂，有如稠林般眾多難
知，直到心行處滅，沒有思慮分別的境地，才能證得佛智。
十一種稠林中，「衆生心稠林」爲總，其餘十種為別。《十地經論》以「依
共」為總，是其餘十種染淨所共依；十種為別，不出煩惱、業、生等三種雜染。104
「煩惱雜染」共二種，煩惱稠林、隨眠稠林；「業雜染」共五種，業稠林、根稠
林、解稠林、性稠林、樂欲稠林；「生雜染」為受生稠林；習氣相續稠林、三聚差
別稠林二種，通三雜染。由於眾生依心行的造作，產生種種煩惱執著，而成為業
力，因而受生於三界。
廣釋經文時，分為九段，解稠林、性稠林、樂欲稠林合為一例，稱為例三稠
林，此三者與根稠林性相順入，即依根生解、依解成性、依性起欲，皆悉相似，
故在例三稠林中只是略例，而不廣說。由於九段稠林範圍太廣，無法一一介紹，
故只說明前二種稠林。
102
103
104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a23-26。
《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8a6-8。
參見《十地經論》
，T26, no. 1522, p. 186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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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稠林
心稠林共有十相，其中二三與後二合為一相，故攝為八相，指菩薩了知眾生
之心有種種相狀。《華嚴經》云：

此菩薩如實知眾生心種種相，所謂雜起相、速轉相、壞不壞相、無形質相、
無邊際相、清淨相、垢無垢相、縛不縛相、幻所作相、隨諸趣生相。如是
百千萬億乃至無量，皆如實知。105

「雜起相」，即心之差別相，第八識心、第七識意，與前六識有所不同。「速轉、
壞不壞相」
，二相合為心的四種行相，即四相遷流，速是住、轉是異、壞是滅、不
壞是生。
「無形質相」，即第一義相，觀彼心離心，心身不可得，與《大乘起信論》
的「心體離念」相同。「無邊際相」，即自相，順行無量境界去攀緣。「清淨相」，
為自性不染相，依不空性，染而不染之真如門，名自性清淨。「垢無垢相」，即同
煩惱不同煩惱相，在纏不染，雖隨緣有垢，但性恆離。「縛不縛相」，即同使不同
使相，與垢無垢相的意義相同，是不染而染之生滅門，但所詮釋的角度不同，垢
無垢相是從現行而言，縛不縛相是從種子而言。106「幻所作相、隨諸趣生相」
，二
相合為心之因相，隨因受生，菩薩以幻智願力而受生，餘眾生隨業力諸趣而受生。
107

心之前四相，通染淨，屬妄心，是心之空性，如來藏中煩惱為空，為空如來藏，

其中初二為心相，三是心體，四是心用。心之後四相，明淨心隨緣，屬真心，是
心之不空性，如來藏與煩惱不離、不脫、不異，為不空如來藏，其中第五為清淨
心，六七煩惱染示現，第八隨業生染。
（2）煩惱稠林
煩惱稠林，指菩薩了知諸煩惱之種種相狀，共有九相，其中初二各一，後七
合為一相，攝為遠入相、難知相、染相等三相。《華嚴經》云：

又知諸煩惱種種相，所謂久遠隨行相、無邊引起相、俱生不捨相、眠起一
義相、與心相應不相應相、隨趣受生而住相、三界差別相、愛見癡慢如箭
105
106

107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a26-b1。
《華嚴經疏》卷 43：
「縛不縛者，同使不同使相，義不異前，但種現有別耳。」T35, no. 1735, p.
828b2-3。
《演義鈔》卷 70：「隨現煩惱，故有第六；隨煩惱種，故成第七。」T36, no. 1736, p.
560b18-19。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8b3-5。
B-29

2013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

深入過患相、三業因緣不絕相。略說乃至八萬四千，皆如實知。108

「久遠隨行相」
，即遠入相，煩惱是無始劫來常相隨行，乃至有頂天才可斷除。若
小乘，以非想非非想處天，為欲界、色界、無色界之絕頂，故稱有頂，三界之煩
惱，是從四住之煩惱現行來說明；若大乘，以金剛喻定，斷除最後一品微細無明
才斷除，則是從種子的角度來說。
「無邊引起相」，即難知相，一一善中皆有煩惱，
惑與善俱，所以煩惱之相難知。
「俱生不捨相」以下七相，即染相，為三雜染，煩
惱與業生，二俱起故，即分為三：初三句，當體明煩惱染；次二句，生明煩惱染；
後二句，業明煩惱染。a.當體明煩惱染：「俱生不捨相」為能所縛，能縛的煩惱與
所縛的妄心同時生起，能所不離。
「眠起一義相」為能縛，使為能縛，是隨眠的舊
譯，與「煩惱」同義，為煩惱種子；起即現行。現行由使不得解脫，以現行及種
子同一惑義。
「與心相應不相應相」為所縛，心被妄染，名為相應，是繫縛非解脫；
心的本性是清淨的，名不相應，示可解脫。b.生明煩惱染：「隨趣受生而住相」，
由於有煩惱，才有六道輪迴之因；「三界差別相」，有煩惱，才有三界受生之因。
c.業明煩惱染：「愛見癡慢如箭深入過患相」，在《十地經》只有愛、見、癡三分
是業因障礙解脫，此處則為我愛、我見、我癡、我慢等四惑，為末那識相應之四
種根本煩惱。「三業因緣不絕相」，此惑隨順世間身口意業，不斷起因。 109以上
只是略說九種煩惱相，攝為三種事，又以八萬四千種「煩惱相」來總括世界所有
眾生之煩惱，此地菩薩亦能如實知曉。
入行成就，即是菩薩以如是智慧，如實知眾生之十一種稠林，是染淨共依，
而知其煩惱所在，應眾生之根機，應病與藥，才能藥到病除，令其解脫。所以入
行成就，就是九地菩薩善於思擇十一種稠林，能息諸惡行，修諸善行，即是力波
羅蜜二力之思擇力。
此外，力波羅蜜之修習力，即是修行四無礙智，已於精勤修行之「九地：勤
修說法行」介紹，茲不再重述。由此思擇與修習二力，能令所修的六種波羅蜜多
無間斷的念念現行，是為「力波羅蜜」。
（二）十地：智波羅蜜
智，其梵文為 jñāna，音譯為若那，即如實知一切法之智。根據《成唯識論》

108
109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2b1-6。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28b6-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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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智有二種，謂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110受用法樂智，證一切種智，恆
自受用，得大自在。成熟有情智，教化饒益一切眾生，成就道果。
十地菩薩寄位在一乘，以法身為雲，普覆眾生，觀察覺了，意業自在，往生
後感報作摩醯首羅天王。《華嚴經》云：
「佛子！菩薩住此地，多作摩醯首羅天王，
於法自在，能授眾生、聲聞、獨覺、一切菩薩波羅蜜行，於法界中所有問難，無
能屈者。」111摩醯首羅，意譯為大自在，又翻威靈，或云三目，故為三界尊極之
主。在印度教中，大自在天被視為世界最高位的神，是宇宙世界的創造者。但在
大乘佛教中，被視為是位居法雲地的聖者，它是以色界四禪天之頂上為住處。
《大
智度論》揭示其像容︰「八臂三眼，騎白牛。」 112佛教界自古以來皆用「伊字三
點」、「天主三目」之語來比喻鼎立之三位。十地法雲地之菩薩，往生感報為色界
四禪之摩醯首羅天王，主三千世界。
在十波羅蜜中，十地法雲地以智波羅蜜特別殊勝。十地的地行共有六分，其
中與智波羅蜜有關的為第四分的入大盡分。入大盡分，依《十地經論》又分為五
種大，法藏、澄觀承襲之︰智大、解脫大、三昧大、陀羅尼大、神通大。澄觀提
出，十住灌頂住之十智，113與十地法雲地之五種大，兩者間有共通之處。114五種
大依五種義，茲分述如下︰依正覺實智義，離智障故；依心自在義，離煩惱障故；
依發心即成就一切事義，意定力故；依一切世間隨利益眾生義，意能遍持、口能
遍隨故；依堪能度眾生義，身及諸通廣能運故。前二自利，內智外用，後三利他，
包括身口意三業，即意業起用、依發語業、身業變化。 115所以，此五種大之前二
種即受用法樂智，是自受用之自利，後三種即成熟有情智之饒益有情之利他。其
中五種大中，前二種個別說明，後三種則合例說明。
智大又分為七種：集智大、應化智大、加持智大、入微細智大、密處智大、
入劫智大、入道智大。七種智大中，茲不一一列舉，只以應化智大為例：《華嚴
經》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以如是上上覺慧，如實知眾生業化、煩惱化、諸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成唯識論》，T31, no. 1585, p. 51b17-18。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8b26-29。
《大智度論》
，T25, no. 1509, p. 73a6-7。
八十《華嚴》卷 16：「此菩薩得成就十種智，何者為十？所謂震動無數世界、照耀無數世界、
住持無數世界、往詣無數世界、嚴淨無數世界、開示無數眾生、觀察無數眾生、知無數眾生根、
令無數眾生趣入、令無數眾生調伏。」T10, no. 279, p. 85b26-c2。
十住灌頂住之前五智，為神通大兼解脫大，即作用解脫；後五智攝餘三大，多同智大，故為智
成就說。參見《演義鈔》
，T36, no. 1736, p. 296a26-b2。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6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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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化、世界化、法界化、聲聞化、辟支佛化、菩薩化、如來化、一切分別無分別
化，如是等皆如實知。」116應化智大，即依前緣集智身起化用，如實了知應化眾
生差別的智慧。十句中，初三句「眾生世間自在化」，化眾生善惡業及利鈍使，
令眾生見，似真造作；次一句「器世間自在化」；次五句「智正覺世間自在化」，
法界化，為三乘所說的諸法行，餘四化為三乘人及果，故說三乘正覺；後一句通
「三世間」，有情眾生以有分別智應化，無情的器世間以無分別智應化，智正覺
世間以分別智、無分別智二種應化。117以上七種智是一切諸佛之智慧，廣大無量，
此地菩薩皆能得入，故名智大。
解脫大，即金剛藏菩薩向與會大衆宣說，十地菩薩所獲得的十種解脫法門。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住此地，即得菩薩不思議解脫、無障礙解脫、
淨觀察解脫、普照明解脫、如來藏解脫、隨順無礙輪解脫、通達三世解脫、法界
藏解脫、光明輪解脫、無餘境界解脫，此十為首，有無量百千阿僧祇解脫門，皆
於此第十地中得。」 118十種解脫法門，可分為四對，前三一對，次三一對，次二
一對，後二一對。1.「不思議解脫」，神通的境界，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用
言語表達、心思計度。「無障礙解脫」，依於菩薩所發的願智力，能至無量世界
而無拘礙。「淨觀察解脫」，明離障解脫，故云「淨觀」。離障有二︰約位，則
世間、出世間所離障不同；就出世中，有學、無學亦不同。2.「普照明解脫」，約
心所具有的神通而言，如觀音普門示現，能隨意轉變，一時普應。「如來藏解脫」，
即法陀羅尼，顯如來藏中蘊含恒沙之功德。「隨順無礙輪解脫」，具有無礙之辯
才，能破他言，達到解脫圓滿。3.「通達三世解脫」，通達三世劫，隨意住持，是
入劫智。「法界藏解脫」，一切種智，包藏於法界之中。4.「光明輪解脫」，菩薩
光明輪不離一身，而能普照眾生使其解脫，是解脫光輪。「無餘境界解脫」，即
一時而能知多時無量世界諸眾生心。119
五種大之其餘三種大，分別為「三昧大」、「陀羅尼大」、「神通大」，則
合例說明，又稱為總例餘三。《華嚴經》云：「如是乃至無量百千阿僧祇三昧門、
無量百千阿僧祇陀羅尼門、無量百千阿僧祇神通門，皆悉成就。」120以上三種大，

116
117
118
119
120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b10-13。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6a26-b5。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c11-16。
參見《華嚴經疏》
，T35, no. 1735, p. 836c21-p. 837a8。
八十《華嚴》
，T10, no. 279, p. 206c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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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他，即是三業，三昧大是意業，陀羅尼大是口業，雖也有意持，但主要在口
說，神通大是身通。

五、結論
十地寄乘可分為三個層次：世間人天乘、出世間三乘、出出世間一乘，其中
八至十地是出出世間一乘，本文只探討九地、十地菩薩之修行特色，為成佛的一
乘教法。九地、十地遠離治想，即第七識之微細所知障仍可現行生起，包括四無
礙障、煩惱垢，這些都是屬於障道法，是入地的障礙，於入地前或初入地之障礙，
能障無上菩提，故應遠離。九地之障礙，即是說法不得自在，故不具有四無礙辯，
產生了利他中不欲行障，於入地前先修習十法來對治，包括自利、利他之二利事，
使進入此地之法師不僅能樂修己利，亦能利樂有情，使自他得大利益，而遠離四
無礙障，具足四無礙解。十地之障礙，即於諸法不得自在，障礙三摩地等各種功
德，故不具有三昧定，產生了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故於受職進入十地之後，修
習第二分「得三昧分」，修十種三昧遠離煩惱垢，使進入此地之菩薩能得三昧定，
便能圓滿法身，究竟成佛。
九地菩薩勤修說法行，包括三種：智成就、口業成就、法師自在成就。智成
就，即是知法、知器、知化儀，包括隨所知之法、隨所依之器二種，亦即第二分
智成就、第三分入行成就皆是各別討論，今則總收二分共同討論，而以法逗器。
口業成就，即是起而說法。口業成就，區分為二：總明具說之德、正明口業成就。
總明具說之德，兼具智成就及口成就，
《十地經論》是先徵問口業，結云智成；法
藏、澄觀則是先明智成，再云口業，順序相反。正明口業成就之廣顯，分為十種
差別：自相、同相、行相、說相、智相、無我慢相、大小乘相、菩薩地相、如來
地相、作住持相。此十種差別中，每一相皆具有四無礙智，即四種相，且前五相
差別是三乘教理，通於染淨相；後五相差別是三乘行果，唯有淨相。澄觀又對十
種差別之四智做了歸納：四無礙智之法無礙智、義無礙智不同，前二智是約總別、
性相等，以分法義；辭無礙智、樂說無礙智大多相同，後二是同體義。四智中，
以辭無礙智來說明法、義無礙智，而樂說無礙智乃辭之別義。法師自在成就，大
法師以四無礙智善巧說法，具有四種成就：持成就，得而不失；說成就，巧能演
說；問答成就，能斷疑網；受持成就，更受勝法。
十地菩薩勤修受位行，又分為四：法、喻、合、結，茲將其分為法、喻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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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來說明。法又分為六︰隨何等座、隨何等身、隨何眷屬、隨何等相、隨何出
處、隨所得位，以上六法本來是指轉輪聖王之太子受職之時的六種殊勝，此處是
指十地菩薩受佛職時的六種殊勝。喻說，是以譬喻來說明上面「法說」之六事，
但順序稍有變動，且缺少「隨何眷屬」一種譬喻；合說，是命題肯定後的應用，
此法也是如此，以隨所得位之法來說明；結說，是結論之陳述，即法之重述。
九地菩薩為一乘法，以無量智觀察無邊境界，說法教化眾生，往生後感報作
大梵天王。十波羅蜜中，九地以力波羅蜜增勝，包括二種：思擇力、修習力。九
地的地行共有四分，與力波羅蜜有關的為第二分的智成就、第三分的入行成就、
第四分的說成就。智成就、入行成就，即是二力之思擇力；勤修說法行之修行四
無礙智，即是二力之修習力。十地菩薩以法身為雲，普覆眾生，觀察覺了，意業
自在，往生後感報作摩醯首羅天王。十波羅蜜中，十地以智波羅蜜增勝，包括二
種：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十地的地行共有六分，與智波羅蜜有關的為第四
分的入大盡分。入大盡分之五種大中，智大、解脫大，即受用法樂智，是自受用
之自利；三昧大、陀羅尼大、神通大，即成熟有情智之饒益有情之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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