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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十地及世親菩薩《十地經論》義理思想芻議 

上海佛學院 佛學導師 

金易明 

摘 要 

世親菩薩《十地經論》系詮釋華嚴十地法門的重要論著，其與華嚴經教之十

地修學法門相匹配，成為理解和修學《華嚴經‧十地品》或單行本《十地經》之

重要論典。而「十地」在佛法中更有著根本佛法之地位，因此，深入《十地經》，

從十地修學次第而契入於「三界唯心」，領會和相應於般若無分別智，並由此而

實證「諸法實相」，獲得不退轉之地位，無疑是非常重要且具有關鍵性作用。因

此也特別彰顯出《十地經論》於華嚴經教及華嚴宗的重要價值，應該得到足夠的

重視。世親菩薩《十地經論》的翻譯，首先為後世中國佛教界注釋經典開啟了典

範和模本，要言不煩而又能綱舉目張；其次就《十地經論》本身的內容而言，其

不僅可理解為前續般若，後銜瑜伽行，且其以「六相」詮釋經文之諸多「十句」

內容的理路，直接為華嚴宗所繼承，對後世華嚴宗立教開宗的影響力，可以由凈

影寺慧遠法師、華嚴三祖法藏法師、及華嚴四祖清涼國師的眾多華嚴著述中，窺

其一斑。 

關鍵詞：世親、《十地經論》、十地、三界唯心 

                                                             
 關於世親菩薩《十地經論》，筆者二零一四年曾向華嚴專宗學院第三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

會提交論文《漢傳華嚴學之濫觴：世親〈十地經論〉體系及地論師學派義學探究窺豹》，可參見。

本篇論文即是在上述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華嚴經教十地法門及《十地經論》之內容本身從義

理到修學境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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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華嚴經》於中國佛教典籍中有「經中之王」之譽，可見其對中國

漢語系大乘佛教的影響尤為顯著而關鍵。此點，從漢譯《華嚴經》既存在著分別

由東晉佛馱跋陀羅三藏所譯六十卷本《華嚴》、唐實叉難陀三藏所譯八十卷本《華

嚴》、唐般若三藏所譯四十卷本《華嚴》等三種篇幅不同、重點不同、內容豐富程

度不同的譯本並存於世，可資佐證。更何況，華嚴經教存在各種單品譯本並廣為

流傳，如早在東漢末年支婁迦讖所譯之《如來名號品》與部分《光明覺品》構成

的《佛說兜沙經》，三國支謙所譯之《凈行品》與《十住品》構成的《佛說菩薩本

業經》，西晉竺法護所譯的《如來出現品》與《十忍品》構成的《佛說如來興顯經》，

等各種《華嚴》的支流經、節譯經、眷屬經，總計達廿六種。1其實，印度傳承的

《華嚴經》本身，系匯集諸初期大乘佛教經典構成，其篇幅分上本、中本、下本

三種。華嚴三祖法藏法師即指出：「西域傳記說，龍樹菩薩往龍宮，見此華嚴大不

思議解脫經，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

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

竝非凡力所持，隱而不傳。下本見流天竺」。2筆者之見，此記載旨在說明，歸類於

《華嚴不思議解脫經》名下的初期大乘佛教經典，曾經首先在印度東南、東北沿

孟加拉灣地區廣泛流傳，成為大乘佛教流布的基本經教依據。 

《華嚴》類經教的中心和根本，無疑是「十地」菩薩修學階位。唐譯《華嚴

經》明確指出：「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十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3將

「十地」視作佛法之根本，乃是就大乘佛法修學而離苦得樂、並取得其菩薩境界

這一根本目標而言；只有究竟完成十地修行者，方能成就其「一切智」。同時，我

們從法藏法師整理列舉的諸多《十地經》單品譯本的流布，亦可見「十地」思想

於《華嚴》經教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十地斷經》十卷（是十地品），後秦沙門竺佛

念譯；《十住經》十二卷(是十地品)，西晉聶道真譯；《菩薩十地經》一卷（似十地品、十

住品也），西晉竺法護譯；《大方廣十地經》一卷(似十地十住品也)，西域沙門吉迦夜譯；

《十地經》一卷（似十地十住品），東晉訶支譯；《十住經》四卷（具是十地品），後秦羅

什共罽賓三藏佛陀耶舍秦言覺明譯；《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具是十地品)，西晉月支

國沙門曇摩羅晉言法護譯；《菩薩初地經》一卷(似初地)，西晉清信士聶道真譯」。4能

確定系關於「十地」內容的《華嚴》類經典單行本即達八種。目前留下的最為重

要而常被提及的《十地經》譯本，則是竺法護的《漸備一切智德經》、羅什大師的

《十住經》、以及唐尸羅達摩譯師的《佛說十地經》，分別被稱之為《十地經》的

西晉譯本、東晉譯本、唐譯本。筆者以為，似乎尚應將世親菩薩於《十地經論》

                                                             
1 參見桑大鵬《三種華嚴及其經典闡釋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6 月第一版，頁 59~61。 
2 法藏《華嚴經傳記‧部類第一》卷一，《大正藏》五十一冊，頁 153 上~中。 
3 八唐譯《華嚴經‧十地品》卷三十四，《大正藏》十冊，頁 180 上~中。 
4 法藏《華嚴經傳記‧支流第四》卷一，《大正藏》五十一冊，頁 155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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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為詮釋底本的《十地經》，即其論典中的「經曰」部分，亦作為一種《十地經》

的單譯本，給予重視。 

「十地」思想的重要性，不僅有上述《華嚴》之教證，也不僅有多種譯本《十

地經》出現並流傳於世的現象可作佐證，而且從大乘佛教義理體系的架構者，在

藏傳佛教中位列「六莊嚴」的龍樹菩薩、世親菩薩，均分別為《十地經》留下了

詮釋著述《十住毗婆沙論》和《十地經論》，可以了解到兩位大乘佛學義理體系奠

基者對「十地」思想的重視，也可由此意識到「十地」本身的關鍵性和深邃性。

因此，凡欲深入理解「十地」思想具體而博大的內涵，踐行大乘菩薩修行的階位，

深入研學世親菩薩《十地經論》則是非常重要與關鍵的。 

一、《十地經》版本及「十地」意蘊芻議 

世親菩薩之《十地經論》是系統闡釋《十地經》的名著，其對「十地」修學

境界的契入、行相、殊勝功德之闡釋，構成其重要內涵。《十地經論》由北印度三

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於北魏宣武帝（元恪）永平元年（公元五零八年）譯介到漢

語系佛教界。5為此，中原漢傳佛教中形成了地論師學派。《十地經論》以菩薩十地

修學階位為中心，彰顯了修學踐行菩薩階位在華嚴經教的中心地位，闡發了華嚴

經教對「華嚴十地」所賦予的心性特點、悟境智慧、菩薩德業、度生特征、殊勝

功用、及生命表現等方面意義；《十地經論》對漢語語境下的佛教，產生了非常重

要的影響，不僅催生了地論師的相州南道與北道派，為以後出現的攝論師、慈恩

宗奠定了基礎，並且其對華嚴經教在漢語系佛教界的傳播，特別是華嚴宗的創立，

及十地修學法門的普及與實踐，產生了重大作用。特別是世親菩薩於詮釋第六地

現前地中所提出的「一切唯心」之佛教認識論關鍵命題；以及於第一歡喜地的「校

量勝分」中，涉及到菩薩十大「願勝」中的第四大願「修行二利願」中，以「六

相」詮釋諸法的理路等，對於地論師、攝論師，以及嗣後建立的慈恩宗、華嚴宗，

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1、《十地經》的諸譯本介紹 

當然，在論述《十地經論》及《十地經》之前，首先應該注意到歷史上關於

《十住經》、《十地經》的兩個名稱之關係。「十住的住 vihāra，十地的地 bhūmi，

現在的梵語是不同的，然古代譯師，住與地一直都相互通用，或合說『十住地』」。

                                                             
5 關於《十地經論》的翻譯問題，有菩提流支、勒拿摩提「分別譯」 、「合譯」、還有加上佛陀扇

多「三人各譯」的三種說法。近人研究者頗多，但是應當切忌武斷的定論。道宣法師《續高僧傳》

中相關的「菩提流支傳」、「勒那摩提傳」、「慧光傳」「道寵傳」等資料應該受到足夠的重視，另外

後魏侍中崔光的《十地經論序》，乃是極其重要的文獻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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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印順導師的判斷是有根據的，從鳩摩羅什大師所譯《十住經》及相應龍樹菩薩之

《十住毗婆沙論》，其中的內容均系對「十地」的闡述與詮釋，即證明「十住」與

「十地」在《華嚴經》翻譯之前，確實有相互通用的情況。在此所論述的，則是

「華嚴十地」及世親菩薩詮釋《十地經》之《十地經論》。 

曾參與《十地經論》譯場筆受的侍中崔光，在其為漢譯本《十地經論》所作

序言中，開宗明義，對《十地經》的不朽價值予以了歸納：「《十地經》者，蓋是

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輿、萬度之綱統，理包群藏之祕、義冠眾典

之奧，積漸心行，窮忍學之源，崇廣住德，極道慧之府，所以厚集肇慮朗成圓種，

離怖首念赫為雷威。其為教也，微密精遠，究淨照之宗；融冶瑩練，盡性靈之妙。

自寂場啟旭、固林輟暉，雖復聖訓充感、金言滿世，而淵猷冲賾，莫不網羅於其

中矣。至於光宣真軌、融暢玄門，始自信仁、終泯空寂，因果既周、化業彌顯，

默耀大方、影煥八極，豈直日月麗天洞燭千象、溟壑帶地混納百川而已哉！」7確

實道出了《十地經》所具備的揭示「群藏之祕」， 發微「眾典之奧」的殊勝特色。

誠然，於漢語系藏經中流傳頗廣、影響頗大的華嚴《十地品》單品譯本，則以西

晉敦煌比丘竺法護法師(公元二十九年)所譯《漸備一切智德經》十卷為濫觴，後續者

則有東晉譯經高僧鳩摩羅什（公元四零二至四零四年）所譯《十住經》四卷，後又有唐

朝來華于闐國高僧尸羅達摩(公元七八五年左右)所譯《佛說十地經》九卷。8上述三位法

師各自相隔三百年左右，分別譯出《十地經》的單行本，可見這部《十地經》對

漢語系佛教界的深遠影響力。 

可見，在世親《十地經論》譯出前，作為《華嚴‧十地品》的文本，已存在

有三種文本，除西晉譯本和東晉譯本外，尚有佛馱跋陀羅所譯六十卷本《華嚴經‧

十地品》。因此，基於《十地經論》之體裁系歸屬於釋經論，乃緊貼《十地經》經

文而作的詮釋和闡發。由此，《十地經論》所依據的《十地經》，與《十地經》單

品譯本之間，是否相吻合，似乎是一個必須首先交待的問題。筆者對世親《十地

經論》所引用《十地經》文本，與《十地經》單品譯本作了比較，所獲得的印象

是，無論是《漸備一切智德經》還是《十住經》，與《十地經論》所引用的《十地

經》文的內容上的吻合度都頗高、但在翻譯的文字組成和文章風格上的差別還是

很顯著的。9相對而言，經文內容還是《十地經論》所引用和詮釋的《十地經》文

本更為充實和豐富。經比較，尸羅達摩譯師的唐譯本《佛說十地經》九卷本與《十
                                                             
6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三章「華嚴法門」，台灣正聞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第七版，

頁 1072。 
7 《十地經論‧序》，《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3 上。 
8 其中，這位尸羅達摩譯師名字可意譯為「戒法」，系一位精通華語、胡語者。目前所瞭解的是，

其於唐貞元年中，受節度使楊襲古之請，於如今的新疆孚遠，即大唐時代隸屬北庭都護府的龍興寺，

譯出本經，其中證梵文者，為中唐時代有史記載的最後一位入西域求法高僧悟空法師。 
9 當然如要精確勘對比照，則是需要有專題的研究，非本文之任務，在此僅表示一大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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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論》所引用《十地經》文本的文章風格上的吻合度相對較高。筆者將散見於

《十地經論》十二卷中的「經曰」與唐譯本《佛說十地經》九卷作比較後，留下

的印象是：除譯文的文字組織、語句鋪陳等翻譯風格，確實因譯者不同而顯示差

別外，其經文內容則基本一致。 

但筆者注意到世親菩薩詮釋所依之《十地經》序文中，所引用的經文中有：「經

曰：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成道未久，第二七日在他化自在天中自在天王宮摩尼

寶藏殿，與大菩薩眾俱，一切不退轉，皆一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他方佛

世界俱來集會」。10其中的「一時婆伽婆成道未久，第二七日」，指出了佛陀說本經

的時間，但是此卻為能見的單行本漢譯《十地經》及晉譯、唐譯本《華嚴經》所

未見。身處隋代《十地經論》流行期間的天台智者大師(智顗法師)根據世親菩薩《十

地經論》所引《十地經》此文，及晉譯《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所言之「譬

如日出時，先照大山王，又復次第照，一切諸大山，次照諸小山，及餘高顯處，

然後乃普照，世界諸大地」11的譬喻——佛的說法是先從高處說起，即先向大智之

人弘傳為依據，故將《華嚴》判於第一時。因此，似乎《十地經論》所引《十地

經》與晉譯、唐譯《華嚴經》及諸單譯本《十地經》，其所依據的是不同的梵文版

本。而恰恰是根據世親菩薩《十地經論》所引「經曰」，天台判華嚴時為「第一時」。 

當然，「十地」思想在漢語語境下的信仰和實踐，系依據晉譯和唐譯《華嚴經‧

十地品》，可見「十地思想」真正普及於大眾，是隨兩部《華嚴經》的翻譯流通而

得以實現的。東晉義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年)，由天竺國三藏佛馱跋陀羅譯師首譯全

本《華嚴經》六十卷本，其中從第二十三卷至第二十七卷，《十地品》佔五卷篇幅，

從卷數上言，「十地」佔全經十二分之一篇幅；另外，目前廣為流布的是于闐國三

藏實叉難陀譯師所譯《華嚴經》八十卷本。這位實叉難陀，系唐代譯經名僧；其

名可意譯作「學喜」，以貫通聲聞、菩薩乘佛教及外道哲學論著而在當時聞名遐邇。

其把握則天女皇風聞于闐國有卷帙完備《華嚴經》梵本，並遣使訪求、聘請譯人

的殊勝機緣，攜《華嚴》梵本來華；與華嚴宗三祖法藏法師精誠合作，設譯場將

八十卷本《華嚴經》呈現於漢語系佛教界，這是最為完備的、卷帙最多的漢譯《華

嚴經》。其中從第三十四至三十九卷，《十地品》佔六卷的篇幅。 

無論是《華嚴經》「十地品」，還是《十地經》單譯本，雖然由於譯者的不同、

或譯者所依據原流行於西域、天竺的梵文本差異性，為以後地論師和華嚴宗學人

的詮釋，提供了豐富的發微闡述餘地。僅就「十地」之名而言，各版本《十地經》

或《十地品》譯法上，儘管 「十地」譯名與其內涵基本一致，但在名謂上，確實

                                                             
10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3 中~下。 
11 晉譯《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之二》卷三十四，《大正藏》九冊，頁 61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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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著些許差別。12總之，跨度達近五百年的各譯本之間體現的「十地」名謂翻

譯上的高度一致，反映出《十地經》原本，包括被收入於《華嚴經》中的「十地

品」，其梵文本出自同一本子，而僅有《十地經論》所詮釋的《十地經》之梵文本，

似應該另有來源。 

2、「十地」的基本內涵 

就十地修學法門內涵言，首先，十地乃完成「成道」之「果」的菩薩，返觀

菩薩成道果位獲得之「因」，由十地彰顯成道「因位」不斷上升的境界次第和階位，

而這種境界的上升，則是通過其相續調適其心，與「三界唯心」不斷相應的過程。

其次，「十地」乃與作為「三賢位」的「十住」、「十行」、「十迴向」等不相分離而

相續的修學過程，逐步於「因地」現證諸法之實性境界的實現，即菩提心與法性

相應，成就勝義菩提心、分證無上菩提，因而也分證「成道」的標誌。由此，深

入華嚴經藏而篤實修學華嚴法門者，對十地內涵的信解與修學，乃是整個修學悟

道過程中至關重要的關鍵次第和竅訣。 

顧名思義，無論是《十地品》還是《十地經》，均以「十地」意蘊的闡釋為中

心。對「十地」意蘊的闡釋，歷代著述不乏其人，但凡詮釋《華嚴經》者，都有

各自側重不同的精到闡述。尤其是法藏、澄觀、宗密與李通玄等華嚴宗風之重要

而關鍵祖師、大德們的闡釋成為後世理解「十地」意蘊之嚆矢。特別是清涼國師

澄觀法師在其《華嚴疏抄》中，以來意、釋名、斷障、證理、成行、得果等「六

                                                             
12 首先，晉譯《華嚴經》中明確：「何等為十？一曰歡喜，二曰離垢，三曰明，四曰焰，五曰難勝，

六曰現前，七曰遠行，八曰不動，九曰善慧，十曰法雲」（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三，《大

正藏》九冊，頁 542 下~543 上）。其次，唐譯《華嚴經》則亦有基本類似句式名相表述，只是將第

三、第四兩地表述為「三者發光地，四者焰慧地」 （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大正藏》

十冊，頁 179 中）。再次，竺法護所譯《漸備一切智德經》，因其譯期遠早於羅什大師，故而比較直

白、表意：「初菩薩住名曰悅豫，第二菩薩住名曰離垢，第三菩薩住名曰興光，第四菩薩住名曰暉

曜，第五菩薩住名曰難勝，第六菩薩住名曰目見，第七菩薩住名曰玄妙，第八菩薩住名曰不動，第

九菩薩住名曰善哉意，第十菩薩住名曰法雨，是諸菩薩十住道地也」 （竺法護《漸備一切智德經》

卷一，《大正藏》十冊，頁 458 下）。羅什大師所譯《十住經》則將「十地」譯作：「一名喜地，二

名淨地，三名明地，四名焰地，五名難勝地，六名現前地，七名深遠地，八名不動地，九名善慧地，

十名法雲地。……我不見有諸佛國土不說是菩薩十地者。何以故？此十地是菩薩最上妙道、最上明

淨法門，所謂分別十住事」 （鳩摩羅什《十住經》卷一，《大正藏》十冊，頁 498 中~下）。而且，

經文在此也對為何「十地」可稱作「十住」的含義，作了說明。當然，在同樣是由羅什大師所譯的

龍樹菩薩詮釋《十地經》之《十住毗婆沙論》中，則與《十住經》有一致的表述：「此中十地法，

去來今諸佛，為諸佛子故，已說今當說：初地名歡喜、第二離垢地、三名為明地、第四名焰地、五

名難勝地、六名現前地、第七深遠地、第八不動地、九名善慧地、十名法雲地」（龍樹《十住毗婆

沙論‧入地品》卷二，《大正藏》廿六冊，頁 22 下~23 上）。最後，大唐時代于闐國高僧尸羅達摩

所譯《佛說十地經》中則將「十地」亦譯作：「何等為十？一名極喜地，二名離垢，三名發光，四

名焰慧，五名難勝，六名現前，七名遠行，八名不動，九名善慧，十名法雲」 （尸羅達摩《佛說

十地經》卷一，《大正藏》十冊，頁 536 中）。除第一地譯作「極喜地」外，其餘九地與八十卷本《華

嚴經》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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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對每一地作出概述性的歸納，涵蓋了各「地」在心性特點、智慧悟境、德業

及功能、度生方式、生命表現等方面的殊勝之處。如在其第三十三卷闡釋特別提

及：「就初地中七門分別：一來意、二釋名、三斷障、四證理、五成行、六得果、

七釋文」。13即在概述「來意」等「六門」後，方進入正釋經文。而當代一代佛學

泰斗印順導師在其名著《成佛之道》第五章中，對「十地」亦有精到的闡述。所

有這些闡釋的依據，固然以《華嚴經‧十地品》或《十地經》為其經教，而世親

菩薩之《十地經論》對於「十地」的卓越闡釋，當對其影響頗甚。 

總結歸納諸高僧大德對「十地」意蘊的闡釋，則可彰顯十地之主要意趣。 「十

地」法門者，如唐譯《佛說十地經》所言：「是諸菩薩增上勝妙，能淨一切諸菩薩

道法門光明，謂即十地安立解釋」。14十地乃菩薩道之修學階位的具體安立，也是

菩薩境界實現路徑之圭皋。無怪乎龍樹菩薩於《十住毗婆沙論》中明確坦言：「不

能精勤修十地者，諸聲聞辟支佛，何由得度」？15而在世親菩薩的《十地經論》中，

亦頗為感慨地說到：「分別十地事者，顯示世間智所知法故。是事不可思議，所謂

菩薩摩訶薩諸地智慧者，顯示出世間智故，此非世間分別地智能成菩薩清淨道

故……」。結合隨之而所引之《十地經》經文：「是時一切菩薩眾聞說菩薩十地名

已，咸皆渴仰欲聞解說，各作是念：何因何緣，是金剛藏菩薩說諸菩薩十地名已，

默然而住不更解釋」？16可見，「十地」乃由金剛藏菩薩開示的菩薩道階位及相應

境界，系顯示菩薩境界和階位，乃出世間智而非為世間分別智所能成就。而金剛

藏菩薩對「十地」菩薩階位及相應的境界，則由《華嚴經‧十地品》與《十地經》

系統、次第闡述。 

關於「十地」，印度佛教的文獻中，本身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分類和次第。正如

我們於前述的那樣，其又名之為「十住」。從總體上而言，乃是住錫、住持菩薩成

就之因，及由其生起、培育、結果而得解脫之果。諸經論中的「十地」說，除華

嚴十地說之外，亦有見於南傳佛教重要典籍《大事》中所列之由難登、結慢、華

飾、明輝、廣心、具色、難勝、生緣、王子位、灌頂位等；《大品般若經》中所列

的幹慧地、種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辟支佛地、菩薩地、

佛地等。不同的經論，往往對十地的內容有不同的描述。而作為大乘菩薩道的修

行階位，因大地能生長萬物而以「地」形容能生長功德的菩薩行，故以「華嚴十

地」即指十個菩薩行的重要階位，引導著修行次第。 

 

                                                             
13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三十三卷，《大正藏》三十五卷，頁 756 上。 
14 唐譯《佛說十地經》卷一，《大正藏》十冊，頁 536 中。 
15 龍樹《十住毗婆沙論‧序品第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20 中。 
16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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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親菩薩與《十地經》之緣及《十地經論》基本內容 

世親菩薩之《十地經論》，乃是理解和踐行「十地」境界的嚆矢。正是基於《十

地經》所闡述的「十地」之意義的重要，才使成為大乘佛教弘傳者之後的世親菩

薩，這位「千部論主」首先將闡釋的關注點聚焦於《十地經》。 

1、世親菩薩與《十地經》的殊勝因緣 

世親菩薩成為大乘佛教弘傳者後，首度將詮釋的關注度聚焦於《十地經》。這

是有其特殊緣分的。眾所周知，世親菩薩系大乘瑜伽行派最為重要的論師，印度

大乘佛教「六莊嚴」之一。但其早年在說一切有部僧團出家，曾竭力攻擊當時方

興未艾的大乘佛教思想，這也是事實。而在其由排斥並攻擊大乘，到轉變成為大

乘重要論師的過程中，其轉折的殊勝機緣，則恰恰是《十地經》。玄奘大師《大唐

西域記》卷五「阿踰陀國」欄記載到：「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

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

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為

罪本，今宜除斷』。」17可見，世親菩薩從有部小乘論師轉為大乘佛教「千部論主」，

乃是聽聞其兄無著菩薩特意安排弟子於其窗戶外夜誦《十地經》而感悟的結果，

從中，亦可了解到作為初期大乘佛教重要典籍的《十地經》，在當時佛教信徒中的

影響力，以及對於大乘佛教弘傳所具有的意義。 

當然，根據西藏多羅那他論師《印度佛教史》的論述，世親菩薩與無著菩薩

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在其兄無著菩薩善巧安排下：「就讓一名比丘受持《無盡

慧所說經》，讓另一名比丘受持《十地經》，等他們熟記後，派遣到弟弟那裡去，

並吩咐說：『先念《無盡慧》，再念《十地經》。』這兩名比丘黃昏時念了《無盡慧

所說經》，世親心想：『這大乘因上是好的，在果上卻走了散逸的路了』。黎明時念

了《十地經》，世親心想：『大乘的因果二者都好，我卻作過毀謗，積下大罪業，

應該斬斷毀謗的舌頭』。於是找來利刀。那兩個比丘說：『何必為此而斷舌，你的

兄長有懺罪的辦法，請到聖者的身邊去』！於是他來到聖者無著身前」。18決定世

親菩薩由有部立場轉化為大乘立場者，除《十地經》外，尚有重要的《無盡慧經》。

從此，世親菩薩走上了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一代論主的弘傳身涯。從上述來自漢藏
                                                             
17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五，《大正藏》五十一冊，頁 896 下~897 上。 
18 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二章，張建木譯本，四川人民出版 1988 年 3 月第一版，頁 129。

多羅那他的記載中，感化世親菩薩由小乘轉化為大乘的佛教經典，並不僅僅是這部《十地經》，還

有《無盡慧經》。且其明確了《無盡慧經》與《十地經》之間各自在大乘「因」與大乘「果」的闡

述上的殊勝。縱觀藏傳佛教格魯派大家宗喀巴大師所著的《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中，用意判別大

乘唯識學與中觀學之「了義」與「不了義」，即是以《解深密經》與此《無盡慧經》為判別之教正

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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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玄奘大師和多羅那他大師兩位學問大德的記載，都指向了同樣的事實，可

見，世親菩薩從聲聞轉向大乘過程中，其中感召他的，確實是大乘佛教重要的經

典《十地經》。 

正因為如此，故應該明確，《十地經》在世親菩薩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是

極其深刻的；也正因為如此，自己既然有切身感悟和體驗，因此世親菩薩相信，

通過《十地經》菩薩乘修學思想的詮釋和弘傳，將會光大大乘法義、培植眾生

大乘根性。可能出自於此緣由，世親菩薩在皈依大乘佛教之後，撰寫了《十地

經論》。《十地經論》不僅是世親菩薩對於《十地經》於義理上的詮釋和體系架

構，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部引導眾生趨入大乘的經典的詮釋，浸透著世親菩

薩本人的感悟和體驗。不能將《十地經論》僅視作一位學問僧純粹學術性著作，

而應將其作為深入理解和體悟《十地經》深邃菩薩乘修學思想的指路明燈。 

其實，由菩提流支主導所譯的《十地經論》與《無量壽經優波提舍經論》，

本身即表明世親菩薩作為「千部論主」的形象，並非純粹單一地集中體現於瑜

伽行派論主的地位。其所撰《十地經論》構成了地論宗、華嚴宗的思想和義理

基礎，而《無量壽經優波提舍經論》則成為我國淨土信仰的基本依據和義理基

礎。無怪乎日本淨土真宗開創者親鸞為自己所起的法名中，既有漢語系佛教淨

土宗早期重要倡導者曇鸞的身影，又有世親菩薩的影子，乃是合二位淨土大德

之法名的結果。 

當年位居當朝侍中的崔光在《十地經論》序言中是這樣介紹世親的：「北天竺大

士婆藪槃豆，魏云天親，挺高悟於像運、拔英規於季俗，故能徽蹤馬鳴、繼跡龍樹。

每恨此經文約而義豐、言邇而旨遠，乃超然遐慨、邈爾悠想，慕釋迦之餘範、追剛藏

之遺軌，誠復歲踰五百、處非六天，人梵乖遼、正像差逈，而妙契寰中、神恊靡外，

通法貫玄，莫愧往烈，遂乃准傍大宗爰製茲論，發趣精微、根由睿哲，旨奧音殊，宣

譯俟賢，固以義囑中興、時憑聖代，大魏皇帝俊神天凝、玄情漢遠，揚治風於宇縣之

外、敷道化於千載之下，每以佛經為遊心之場、釋典為栖照之囿，搜隱訪缺務乎炤揚、

有教必申無籍不備」。19其「徽蹤馬鳴、繼迹龍樹」，並能「慕釋迦之餘範、追剛藏之

遺軌」，可見其有能力「每恨此經文約而義豐、言邇而旨遠，乃超然遐慨、邈爾悠想」

且能「妙契寰中、神恊靡外，通法貫玄，莫愧往烈，遂乃准傍大宗爰製茲論」，其詮

釋又是那樣的「發趣精微、根由睿哲」。既肯定了《十地經論》的殊勝，也讚歎了世

親菩薩的睿智和博大精深。 

 

                                                             
19 崔光《十地經論序》，《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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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地經論》的基本內容 

《十地經論》的菩提流支漢譯本的基本內容，包括：卷一至卷三釋第一歡喜

地，由序分、三昧分、加分、起分、本分、請分、說分、較量勝分八個部分構成；

卷四釋第二離垢地，由發起淨分、自體淨分兩部分構成；卷五釋第三發光地，由

起厭行分、厭行分、厭分、厭果分四個部分構成；卷六釋第四焰慧地，由清淨對

治修行增長因分、清淨分、對治修行增長分、彼果分四個部分構成；卷七釋第五

難勝地，由勝慢對治分、不住道行勝分、彼果勝分三個部分構成；卷八釋第六現

前地，亦由由勝慢對治分、不住道行勝分、彼果勝分三個部分構成，第六現前地

的特殊重要性在於，由第四焰慧地對治人我執引生之悟解法上的增上慢，以及第

五地對治清淨中相續增上慢的基礎上，而對治由法我執導致的雜染清淨分別的增

上慢。卷九釋第七遠行地，由樂無作行對治、彼障對治、雙行、前上地勝、彼果

五個部分構成；卷十釋第八不動地，由總明方便作集地分、得淨忍分、得勝行分、

淨佛國土分、得自在分、大勝分、釋名分等七個部分構成；卷十一釋第九善慧地，

由法師方便成就、智成就、入行成就、說成就等四個部分構成；最後卷十二釋第

十法雲地，分為方便作滿足地分、得三昧滿足分、得受位分、入大盡分、地釋名

分、神通力無上有上分、地影像分、地利益分等八個部分構成。 

世親菩薩對「十地」的深入闡釋，其目的在於彰顯「十地」作為重要修學階

位的「不可破壞」，及所具有破除「十障」的作用。對此，世親菩薩有概括性梳理：

「何故定說菩薩十地？對治十種障故。何者十障？一者凡夫我相障；二者邪行於

眾生身等障；三者闇相於聞思修等諸法忘障；四者解法慢障；五者身淨我慢障；

六者微煩惱習障；七者細相習障；八者於無相有行障；九者不能善利益眾生障；

十者於諸法中不得自在障。何故十地初名歡喜乃至十名法雲？成就無上自利利他

行，初證聖處多生歡喜，故名歡喜地。離能起誤心犯戒煩惱垢等，清淨戒具足，

故名離垢地。隨聞思修等照法顯現，故名明地。不忘煩惱薪智火能燒，故名焰地。

得出世間智方便善巧，能度難度，故名難勝地。般若波羅蜜行有間大智現前，故

名現前地。善修無相行功用，究竟能過世間二乘出世間道，故名遠行地。報行純

熟無相無間，故名不動地。無礙力說法，成就利他行，故名善慧地。得大法身具

足自在，故名法雲地」。20既明確了「菩薩十地」對治眾生「十種障」之功能，同

時將「十地」之名內涵予以簡潔明了的揭示。 

就世親菩薩所概括的「凡夫我相」、「邪行於眾生身等」、「闇相於聞思修等諸

法忘」、「解法慢」、「身淨我慢」、「微煩惱習」、「細相習」、「於無相有行」、「不能

善利益眾生」、「於諸法中不得自在」等所謂「十種障」而言，確實不同程度地存

                                                             
20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廿六冊，頁 12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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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各種從初幾入門修學的眾生、直到修學頗有成就、甚至於入於「四向四果」

者。因此，「十地」修學之所以是菩薩階位，乃是在於其具有克服、消除包括一般

凡夫眾生直至聲聞、緣覺在內的修學者所具有的「所知障」、「煩惱障」之功用。 

對於「十地」菩薩階位之各地所達至的境界，世親菩薩概括為：達至第一

歡喜地者，則即「成就無上自利利他行，初證聖處、多生歡喜」之境界；即明

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現

觀，得諸菩薩現觀，由正證得無上現觀故」，21與布施波羅蜜相應。達至第二離

垢地者，成就「離能起誤心、犯戒、煩惱垢等，清淨戒具足」的境界；即明確

「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初地行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妙

尸羅蘊，對治一切微犯戒垢」，與持戒波羅蜜相應。達至第三發光地者，已具備

「隨聞思修等，照法顯現」的境界；即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二

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三摩地蘊，大智光明之所依止」，與忍

辱波羅蜜相應。達至第四焰慧地者，則具有「不忘煩惱薪，智火能燒」的境界；

即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三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

極淨緣諸覺分，能取法境微妙慧蘊，能現前燒一切煩惱」，與精進波羅蜜相應。

達至第五難勝地者，已然具足「得出世間智，方便善巧，能度難度」的境界；

即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四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

極淨緣諦所知諸法微妙慧蘊，成極難成不住流轉寂滅聖道」，與禪定波羅蜜相

應。達至第六現前地者，則具備「般若波羅蜜行，有間大智現前」的境界；即

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五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

淨緣，智、非智二種所作諸行，流轉止息，法境微妙慧蘊，多分有相任運相續，

妙智現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達至第七遠行地者，則已經具有「善修無相行

功用，究竟能過世間二乘、出世間道」的境界；即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

善修治第六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解脫智見蘊，由

已遠入一切現行諸相解脫」，與方便波羅蜜相應。達至第八不動地者，則具備「報

行純熟，無相無間」的境界；即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七地故，

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解脫智見蘊，解脫一切相自在障故，

得無功用任運相續道之所依止」，與願波羅蜜相應。達至第九善慧地者，已經具

足「無礙力說法，成就利他行」的境界；即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

第八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解脫智見蘊，解脫一

切無礙辯障，無過廣慧之所依止」，與力波羅蜜相應。達至第十法雲地者，則已

然圓滿「得大法身，具足自在」的境界；即明確「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

第九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解脫智見蘊，解脫發起

                                                             
21 無著《顯揚聖教論‧攝事品第一之三》卷三，《大正藏》三十一冊，頁 491 中。以下第二至第十

各地所引用的論典原文，均出自無著菩薩《顯揚聖教論》卷三之下接部分。見頁 491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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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通智障，如雲法身圓滿所依」，與智波羅蜜相應。總之，在世親菩薩和其兄

無著菩薩悉心的分析整理下，「十地」彰顯出完整的菩薩階位修行次第，除第一

歡喜地系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的基礎上所獲得的境界外，後續每一「地」

均是在善修前「地」的基礎上所獲得的更高層次的境界，因此，其表現為強烈

的修學次第性；另外，修學每「地」時，都強調其「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

即證明自「入地」以來，即進入菩薩階位，同時也明確「十地」修學法門系針

對包括聲聞、緣覺乘所存在的「十種障」的對治法門；更為殊勝的是，「十地」

修學法門與「六波羅蜜」及由第六般若波羅蜜所彰顯的方便善巧、願、力、智

四波羅蜜功能相應，更為顯示出修學「十地」法門與修學「十波羅蜜」而度脫

生死輪迴、入於還滅解脫境界的一致性、相依相成性。 

隋凈影寺慧遠法師的《十地義記》中也論述到：「數分二五，稱之為十地，釋

不同。若依龍樹住處解地，故彼《十住毗婆沙》云十階住處；名之為地，若依《地

持論》之大宗，以持釋地，如世間地，能持諸物，地法亦爾。又依彼文別解，地

行能生釋地，故彼論云，自受行，故名之為住，攝受眾生，目之為地」。22既然是

「地」者，則為其所能生與所依者，其所依者為「心」，其能生者亦為是「心」。

進一步發掘了世親菩薩對於「十地」意趣的闡釋。 

然而，如論及《十地經論》詮釋「十地」義理的意義和其特有的義理脈絡，

佛學大師呂澂先生的論述則更為精到：「《十地經論》一書的影響尤為廣泛。晉宋

以來，大乘學者都注意通經，那時除講《大品》、《維摩》、《涅槃》之外，還講《十

地經》。這部經翻譯過幾次，因而很早就有人研究。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十地

經論》既是印度菩薩世親對《十地經》的解釋，當然是最有權威的了。論中講述

的義理，確也有特殊之處，上既與《般若》相貫，下又為瑜伽開宗，這一特點是

非常鮮明的。『十地』原是配合『十度』來講的，在第六地配合智度時，經文提

出了『三界唯心』的論點，世親對此做了很好的發揮。經文講到十二緣起，世親

則解釋為『依於一心』；經文講到『還滅』，世親又認為應從『賴耶』及『轉識』

求解脫，不應該從『我』等邪見中求等等。這樣，世親就由『三界唯心』的論點

引申到了染(十二緣起)、浄(還滅)都歸於『唯心』」。23呂澂先生的歸納，道出《十地經

論》之關鍵特色。首先，《十地經論》貫穿《般若》思想，而又開啟大乘瑜伽行

派佛教之義理體系。其中，將「十二支緣起」歸於「依於一心」，並進一步將《十

地經》文中的「還滅」解脫，應從其「賴耶」的「轉識」而求其解脫，由此，從

「三界唯心」引申到十二支緣起之「染」、與還滅解脫之「浄」，無不歸於「唯心」。

其中也蘊含著第六現前地為「轉識成智」之關鍵樞紐的思想的雛形或謂之端倪。 

                                                             
22 凈影寺慧遠《十地義記》卷一，《卐續藏》七十一冊，新文豐出版公司藏經書院版，頁 269 下。 
23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七講，中華書局 1979 年 8 月第一版，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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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上述頗為詳盡的對於《十地經論》思想特色和結構內容的分析、概括，

尚未涉及到世親菩薩此論典的文風上的思想家特色。在這部曾經於中國漢語系佛

教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論典中，還體現出如下三方面行文敘述上的特點。首先，

世親菩薩特別注重於詮釋中，去揭示《十地經》經文中的隱喻性、象徵性語言敘

述的詮釋，深究其隱喻和象徵背後的特別的意義；如對開示「十地」法門的上首

菩薩「金剛藏」，世親菩薩詮釋到：「何故名金剛藏？藏即名堅，其猶樹藏。又如

懷孕在藏，是故堅如金剛如金剛藏。是諸善根，一切餘善根中其力最上，猶如金

剛。亦能生成人天道行，諸餘善根所不能壞，故名金剛藏」。24即闡述了其寓意，

又彰顯了其引申之義，從「金剛藏」的名稱的詮釋，揭示了這一菩薩名謂所蘊含

的深意。印度哲學的典籍文獻中，大量的運用這種隱喻和象徵性的語句，確實需

要有予以詮釋和揭示的過程，此點應引起漢語系佛教界的弘法者、闡釋者的高度

重視，以免誤讀、誤解。對包括印度佛教典籍在內的印度哲學文獻的隱喻、象徵

部分的詮釋之重要和關鍵，乃是由印度的文明稟賦與文化屬性所表現的強烈的「神

話理性思維模式」與「神聖敘事風格」所決定的，這種詮釋的必要性則又是由漢

民族的文明稟賦和文化屬性所表現的鮮明的「倫理理性思維模式」與「俗化敘事

風格」所決定的。其次，在揭示經文的隱喻、象徵意義的過程中，世親菩薩大量

引用其他論典，作為其探究《十地經》經文之微言大義的依據；此類引用其他論

典以作詮釋之依據的例子，在整部《十地經論》中可謂隨處可見，發揮並深化、

豐富了經文的意義，這種釋經論的風格，使《十地經論》不局限於隨文解經，而

成就為獨立於經典的「釋義論」之論典。最後，世親菩薩在詮釋「十地」菩薩階

位之際，始終關注菩薩的神通境界，此點也構成了《十地經論》的獨具特色之處；

一般而言，菩薩的神通往往表現為度化眾生、攝受修學者的方便舉措，究竟法門

的弘揚者一般不以神通的方法，而是以充滿悟性的哲學語言、或籠罩玄機的譬喻

語境，引導眾生對於真理、實相的認知和體悟。但世親認為，菩薩的神通系其三

昧的隨感赴應，這種「三昧」乃是「菩薩大乘光明三昧」，而「入三昧者，顯示此

法非思量境界故……此三昧是法體」。25由此，這種「菩薩大乘光明三昧」系超越

於分別識思量而離言絕慮的深邃覺悟境界，因此，神通也是由其三昧法體與菩薩

度生宏願相應的隨緣顯現、自在流露。 

三、從「六相」詮釋到「三界唯心」境界 

世親菩薩由《十地經論》所彰顯的以「六相」揭示菩薩對諸法之勘察，開啟

了嗣後凈影寺慧遠與至相寺智儼法師建構華嚴宗「六相圓融」思想的先河。對此

                                                             
24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4 上。 
25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4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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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深入梳理和研究，是其重要而關鍵的義理，為華嚴宗傳人所高度重視。 

1、世親與「六相」詮釋「十句」理路 

「六相」說並非由世親菩薩所首創，在《華嚴經》中既有此「六相」之說。

但是，將「六相」說廣泛運用於對《十地經》中諸多「十句」的詮釋中，則是世

親菩薩《十地經論》的特點之一。《十地經論》卷三釋初地時，引用《十地經》：

「經曰：又發大願，所謂一切菩薩所行廣大無量不雜諸波羅蜜所攝，諸地所淨生

諸助道法，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

盡未來際盡一切劫數行數增長無有休息」。26唐譯《華嚴經》卷三十四中，相同經

文譯作：「又發大願：願一切菩薩行廣大無量，不壞不雜，攝諸波羅蜜，淨治諸

地，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所有菩薩行皆如實說，教化一切，

令其受行心得增長；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27

可見兩種梵文本子在「六相」闡述上的高度一致性。很明顯，這「總相、別相、

同相、異相、成相、壞相」的「六相」系統，源自華嚴經教本身。其出現於詮釋

第一歡喜地時，明示眾生對「諸地所浄生諸助道法」，應從其總別、同異、成壞

這三對範疇的相待相涉、圓融無礙中，全面理解諸法，特別是「理、事」之間的

互涉互入性。 

然而，世親菩薩對此華嚴「六相」之詮釋，成為以後華嚴諸祖詮釋的基本依

據。《十地經論》對此「六相」的詮釋，並未緊隨上述所引「經曰」之後，而是早

在經典第一卷序文中關涉到作為眾生入於「菩薩大智慧光明三昧」主體的金剛藏

菩薩，能使眾生「令入智地故，攝一切善根故」問題，立其「二十句」的經文時，

即對「六相」給予了系統的闡述。這段《十地經》序文之經文為：「經曰：又一切

菩薩不可思議諸佛法明說，令入智慧地故、攝一切善根故、善分別選擇一切佛法

故、廣知諸法故、善決定說諸法故、無分別智清淨不雜故、一切魔法不能染故、

出世間法善根清淨故、得不可思議智境界故，乃至得一切智人智境界故，又得菩

薩十地始終故、如實說菩薩十地差別方便故、念隨順一切佛法故、觀達分別無漏

法故、善擇大智慧光明方便故、令入具足智門故、隨所住處正說無畏辯才明故、

得大無礙智地故、憶念不忘菩提心故、教化成就一切眾生界故、得通達分別一切

處法故」。28 

對此段經文，世親菩薩論述到：「此二十句，依一切菩薩自利利他故加。如是

初十句依自利行，後十句依利他行。是中一切菩薩者，謂住信行地。不可思議諸

                                                             
26 世親《十地經論》卷三，《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39 上。 
27 唐譯《華嚴經‧十地品》卷三十四，《大正藏》十冊，頁 181 下。 
28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4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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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者，是出世間道品。明者，見智得證。說者，於中分別。入者，信樂得證。

智慧地者，謂十地智。如本分中說，此是根本入」。29其中將「又一切菩薩不可思

議諸佛法明說，令入智慧地故」中之「明」解說為「見智得智」，「說」解說為「於

中分別」，「入」解說為「信樂得證」。隨之，世親菩薩將「入」分作為「根本入」，

以及「攝入」、「思議入」、「法相入」、「教化入」、「證入」、「不放逸入」、「地地轉

入」、「菩薩盡入」、「佛盡入」等九種「非根本入」。30在此基礎上，世親菩薩將《華

嚴》 「六相」觀念引入於詮釋「十句」：「一切所說十句中皆有六種差別相門。此

言說解釋應知除事，事者謂陰界入等。六種相者，謂總相、別相、同相、異相、

成相、壞相。總者是根本入，別相者餘九入。別依止本，滿彼本故。同相者，入

故。異相者，增相故。成相者，略說故。壞相者，廣說故。如世界成壞。餘一切

十句中隨義類知」。31 

對此「六相」，無論是凈影寺慧遠法師的《大乘義章》，還是華嚴三祖法藏法

師的《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以及華嚴四祖澄觀法師的《華嚴經疏》，都在世親

菩薩詮釋的基礎上，於「六相圓融」的角度予以深刻而鞭辟入裡的闡發。如凈影

寺慧遠法師在《大乘義章》卷三對「六相」觀念予以詳盡解釋之際，即由對世親

菩薩之「一切所說十句中，皆有六種差別相門；此言說解釋應知除事，事者，謂

陰界入等」的詮釋開始：「一切十句，皆有六相，除事；事謂陰界入等。陰界入等，

彼此相望，事別隔礙，不具斯六，所以除之。若攝事相以從體義，陰界入等，一

一之中，皆具無量六相門也」。32隨後，慧遠法師以「色蘊」為例，認為就具體事

相上，雖然無所謂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但支撐起具體事相的「體義」則

皆具「六相」門。此中從「攝事相以從體義」角度，開啟「六相圓融」、「理事無

礙」思想之理路。 

由上述引用世親菩薩對「十入」的分析可知，在其理解中，《華嚴經》中頻繁

出現的各類「十句」語，從十信、十行、十住到十迴向、十地、十般若、十真如……

等等，其皆依照「六相」之例而顯現。其中，最初舉例者即是「十入」：以「十地

智」為「總相」，也即是根本入，並以此而展開出其他五相；所謂「別相」則是依

照根本入而演繹。「同相」是就其餘九入不離根本入而彰顯「十入」的共性；「異

相」則是於「十入」共性的基礎上，對「十入」之間的差別性的肯定，不僅存在

著每一「入」之間的個別特性，且「九入」又與「根本入」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

別。「成相」一般系在「十句」中以第一句簡要的說，而其餘九句則都融入此第一

句之中，旨在強調諸法間的相依及無自性的特徵；「壞相」則依照「成相」之略說，

                                                             
29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4 下。 
30 參見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4 下。 
31 世親《十地經論》卷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24 下~125 上。 
32 隋‧慧遠《大乘義章》卷三，《大正藏》四十四冊，頁 54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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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展開廣說其餘九入，標明其各具自性。世親菩薩在此還特別強調此「六相」並

非一般之事相上的分別，如陰界入等分別，旨在明確「六相」之凡例，是由「體

性」上對其諸法「理事」關係的分析。由此，世親菩薩的「六相」分析，為華嚴

宗風之「法界緣起」說，垂範了「六相圓融」。 

所謂「六相圓融」之「六相」內涵為：其一，總相乃指各不同角度、不同立

場與不同趨向上所分析觀察而來的不同結論，結合而成立理、事的全體、全局，

而形成之相；其二，別相則是指各不同角度、不同立場與不同趨向上所分析觀察

而來的各種不同之相狀；其三，而從不同立場、不同趨向所得的結論，同是解釋

這一事理，即系各結論的同相；其四，另外，從不同立場不同趨向所得的結論，

對於解釋這一事理的條理和結論意趣的不同，則即異相；其五，成相則是由各各

不同立場、不同趨向所得的眾多結論，互相關聯成就具體的理則，這是各結論的

成相；其六、壞相則是指由各個不同立場、不同趨向所得的眾多結論，其互為反

正互相違破，這是各結論的壞相。凡是要明白任何一事理，必須要就各諦各句例

的宗旨，體悟六相圓融、相依不離的意趣。當然，「六相」畢竟是由頓悟境界在諸

法總的「體性」上對於華嚴經教中諸「十句」的把握，而若要由「法界圓融」的

義理體系，去把握華嚴經教諸「十句」，則有待於從智儼法師到法藏法師兩代華嚴

祖師所提出的「十玄」體系了。 

總之，世親菩薩緊緊抓住《十地經》提及的「六相」予以發揮，藉助「六相」

對《十地經》予以詮釋，在論典中多次頻繁運用「六相」展開對各種「十」門的

詮釋。這種方式無論對地論師、還是華嚴宗祖師們構建思想體系和闡述義理，既

有著述方式上的影響，也有華嚴思想構建上的重要啟發。 

2、「心」之內涵及「三界唯心」說 

除「六相圓融」之外，世親菩薩對《華嚴經》「三界唯心」以及「心識」之發

揮，尤當引起重視。正如呂澂先生所揭示的那樣，《十地經論》中於詮釋《十地經》

思想中，最為重要的是揭示其「三界唯心」的深刻內涵。 

眾所周知的是，世親菩薩系大乘瑜伽行派唯識思想體系的奠基者之一，也是

「識有境無」、「一切唯心所造」、「三性三無性」思想體系的主要建構者和完善著。

因此，作為其首部大乘佛教論典的《十地經論》，其中對「心」的理解和界定，及

對華嚴經教「三界唯心」思想的闡釋，值得予以特別關注。此不僅涉及到作為唯

識學大家的世親菩薩，對認識主體「心識觀」形成基本思想脈絡的追溯，亦關係

到大乘佛教於解讀《華嚴經》之際，發揮華嚴「唯心」思想的意趣旨歸。 

「心」既是佛法義理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於佛法中蘊意非常複雜而多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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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一個概念。而就《十地經》而言，依世親菩薩《十地經論》所載之「經曰」

考察，則其所展現的「心」之含義，也是頗為複雜且豐富的。「經曰：是菩薩如實

知眾生諸心種種相，心雜相、心輕轉生不生相、心無形相、心無邊一切處眾多相、

心清淨相、心染不染相、心縛解相、心幻起相、心隨道生相，乃至無量百千種種

心差別相，皆如實知」。33其中有描述「心」之多樣性的「心雜相」，有展現「心」

之剎那輕動、破滅不破滅性的「心輕轉生不生相」，有昭示「心」之無形體性的「心

無形相」，有揭示「心」之無邊而徧在一切之性的「心無邊一切處眾多相」，有標

明「心」之明淨性的「心清淨相」，有辨析「心」之雜染與無雜染性的「心染不染

相」，有明確「心」之束縛與解脫之性的「心縛解相」，有彰顯「心」之如幻變現

性的「心幻起相」；總之，上述八相，也僅僅是《十地經》於闡述第九善慧地時所

展示列出的。另外，其中所提及的「心雜相」，即「心」之種種相，可以從《十地

經》中論及第二離垢地時所言之「十種直心」34、論及第三發光地時所言之「十種

深念心」與「殊勝十心」，35以及論及第五難勝地時所言「十平等深淨心」36等各種

不同的視角和功能、標準上，對「心」種種相的安立中，得到深刻的印象。 

雖然，世親菩薩的《十地經論》系隨經文進展而依文釋義，並由此彰顯其尚

在形成中的、且並不系統的瑜伽行派唯識學思想。確實，無著、世親瑜伽行派唯

識學的後嗣們，都重視其《唯識三十頌》和《唯識二十論》及《攝大乘論釋》，

以及其作為有部學者的重要毗曇著作《俱舍論》，但對《十地經論》幾乎都未予

以關注，除非是華嚴經教學者。這也從一個視角說明，世親菩薩在《十地經論》

                                                             
33 世親《十地經論》卷十一，《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87 上。 
34 世親《十地經論》卷四：「經曰：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言：諸佛子！若菩薩已具足初地，欲得第

二地者，當生十種直心。何等為十？一、直心；二、柔軟心；三、調柔心；四、善心；五、寂滅心；

六、真心；七、不雜心；八、不悕望心；九、勝心；十、大心。菩薩生是十心，得入第二菩薩離垢

地」。（《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45 中~下）對於此「十種直心」，晉譯《華嚴經》亦稱之為「十種

直心」（卷二十四），唐譯《華嚴經》則稱之為「十種深心」(卷三十五)，唐譯《佛說十地經》則謂

之「十種心之意樂」（卷二）。 
35 世親《十地經論》卷五：「經曰：諸佛子！菩薩善清淨心行第二地已，欲得第三菩薩地，當起十

種深念心。何等為十？一、淨心；二、不動心；三、厭心；四、離欲心；五、不退心；六、堅心；

七、明盛心；八、淳厚心；九、快心；十、大心。菩薩以是十種深念心得入第三地」。「經曰：菩薩

如是見如來智無量，見一切有為行無量苦惱，復於一切眾生轉生殊勝十心。何等為十？所謂眾生可

愍、孤獨、無救生殊勝心。恒常貧窮，生殊勝心。三毒之火熾然不息，生殊勝心。閉在三有牢固之

獄，生殊勝心。常為煩惱諸惡稠林所覆，生殊勝心。無正觀力，生殊勝心。遠離善法心無喜樂，生

殊勝心。失諸佛妙法，生殊勝心。而常隨順世間水流，生殊勝心。失涅槃方便，生殊勝心。是名生

殊勝十心」。（《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53 中，及 154 上~中）。 
36 世親《十地經論》卷七：「諸佛子！若菩薩得第四菩薩地善滿諸行已，欲入第五菩薩地，當以十

平等深淨心得入第五地。何等為十？一、過去佛法平等深淨心故；二、未來佛法平等深淨心故；三、

現在佛法平等深淨心故；四、戒淨平等深淨心故；五、心淨平等深淨心故；六、除見疑悔淨平等深

淨心故；七、道非道智淨平等深淨心故；八、行斷智淨平等深淨心故；九、思量一切菩提分法上上

淨平等深淨心故；十、化度一切眾生淨平等深淨心故。諸佛子！菩薩以是十種平等深淨心得入第五

菩薩地」。 （《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53 中，及 1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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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表現的唯識學思想，既是零星散漫的，因而也是尚未成就系統的唯識思想雛

形而已。當然，如果要從唯識思想史的脈絡、或者從中國華嚴思想的演進歷史上

作考究，則正是世親菩薩《十地經論》所展現的思想。特別是其中對於「心識」

前後詮釋上的零星散漫而不成系統、甚至前後不相一致之處，方為世親菩薩獨具

特色的瑜伽唯識思想。 

而在其中，世親菩薩的心識觀，首先表現在其數次提及阿黎耶識及相關話題。

如世親菩薩在論述十二支緣起時，對其中的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一

段中的「識緣名色」，世親菩薩的解釋則是：「名色共阿黎耶識生，如經『於三界

地復有芽生』，所謂名色共生故。名色共生者，名色共彼生故」。37從「無明緣行、

行緣識」的流轉前後相續性而言，被視作能生起「名色」的「識」顯然是染污識，

由此，其阿賴耶識亦屬染污者。正如日本著名佛教思想史學者木村泰賢所言：「如

以術語言說，此識名為續生識或異熟識，以區別普通作用之識」；「由行而有識，

由積聚業而為其異熟果，可解說為現實身心組織的中心」。38顯然，處於流轉生死

之眾生「現實身心組織的中心」的阿黎耶識，此流轉生死、有情眾生，依照佛法

而言並非是在佛教的觀點看來，並不是一個褒義詞，則作為能生「名色」之阿賴

耶「識」，其只能是染污而非清淨的。 

其次，世親的心識觀表現在其對「三界唯心」觀念的深入發微。這種深入發

微，與其對十二支緣起的「行緣識」之詮釋，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晉譯《華嚴

經》對「三界唯心」的詮釋，直接與十二支緣起相關：「又作是念：三界虛妄，

但是心作；十二緣分是皆依心」。39其中非常明確將「十二支緣起」說與欲、色及

無色等三界之一切諸法，皆由一心所變現的「三界唯心」觀相關聯。隨三界之事

相而生「欲心」，則「心」即是「識」；而事相即是「行」者，由其行誑而名謂無

明，其「識」所依處則名謂「名色」，並由此而次第由名色增長為「六入」，根境

識「三事」和合名謂「觸」，由觸生受、而貪著於所受則謂「愛」……，「三界唯

心」與十二支緣起之間的關聯，及對輪迴生死的主導作用，鮮明而明確。基於「三

界唯心」系華嚴經教的重要觀念，因此，有必要列舉華嚴經教相關內容比較而彰

顯其「三界唯心」之「心」所指。其中，竺法護《漸備一切智德經》言：「又復

思惟，其三界者，心之所為，其計於斯十二緣起。五趣所歸，如來至真之所解暢，

又此一切一種一心，同時俱成」；40羅什大師所譯《十住經》言：「又作是念：『三

界虛妄，但是心作』。『如來說所有十二因緣分是皆依心』；」41唐譯《華嚴經》言：

                                                             
37 世親《十地經論》卷三，《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42 中。 
38 木村泰賢、演培法師譯《小乘佛教思想論》，台北天華出版公司 1990 年，頁 629。 
39 晉譯《華嚴經》二十五卷，《大正藏》九冊，頁 558 下。 
40 《漸備一切智德經》卷三，《大正藏》十冊，頁 476 中。 
41 《十住經》卷三，《大正藏》十冊，頁 51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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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是，分別演說，十二

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42唐譯《佛說十地經》言：「即此菩薩，作此思維，

所言三界，此唯是心，如來於是，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
43由此，「三界虛妄」而「唯是一心」、並決定著其輪迴於十二支的「心」，顯然屬

於「妄心」；且既然「三界」是「虛妄」的，則「唯是」能造的「一心」又豈能

是清淨之心？ 

但是，於華嚴經教之外的《大乘入楞伽經》中，雖然也有類似的開示：「大慧！

雲何觀察自心所現？謂觀三界唯是自心，離我我所，無動作無來去」。44然而，仔

細品味其意蘊，確實於闡釋的遣詞上，與上述所引華嚴經教有著顯然的不同點，

其中在肯定「三界」唯是「自心」的類似前提下，揭示了「三界」之實相上的「離

我我所，無動作無去來」的緣起性，在此點上，「三界唯心」與「緣起性空」的般

若「空觀」又相吻合。顯然的，此生起「三界」的「一心」或「自心」，則是與清

淨性緊密相連。問題是，清淨的「一心」或「自心」又如何能生起「虛妄」的三

界呢？對此，世親菩薩在《十地經論》相應的「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的詮釋

中，給予了頗有特色的詮釋。然而，在此經文前，其「論曰」中有一句很重要的

話語：「云何第一義諦差別？如是證第一義諦，則得解脫，彼觀之」。隨後再是對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的詮釋：「但是一心作者，一切三界唯心轉故。云何世

諦差別？隨順觀世諦即入第一義諦。此觀有六種：一、何者是染染依止觀；二、

因觀；三、攝過觀；四、護過觀；五、不厭厭觀；六、深觀。是中染依止觀者，

因緣有分依止一心故」。45而在其後的詮釋中，也緊緊圍繞此「三界虛妄，但是一

心作」展開對諸法之論述。 

從上述而言，第一義諦差別的目的，顯然是以證得第一義諦而獲得解脫。所

謂「第一義諦差別」，是指「三界唯心」之觀法，此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視角予以說

明，首先是由客觀立場，所謂「三界唯心」即是第一義諦，就如上述《入楞伽經》

對「三界唯心」如般若空觀一般的詮釋；其次是從主觀立場出發，則只有觀「三

界唯心」才能證得第一義諦，由此獲得解脫。46因此，就世親菩薩《十地經論》這

一詮釋陳述脈絡而言，其中「如是證第一義諦，則得解脫，彼觀故」之「彼觀」，

顯然屬於從主觀立場出發，觀「三界唯心」本身即是觀法的一種踐行，由此而證

得第一義諦；而為顯示出「世諦差別」與「第一義諦差別」兩者之間的區別，則

                                                             
42 唐譯《華嚴經》，《大正藏》十冊，頁 194 上。 
43 唐譯《佛說十地經》卷四，《大正藏》十冊，頁 553 上。 
44 《大乘入楞伽經》卷二，《大正藏》十六冊，頁 599 下。 
45 世親《十地經論》卷八，《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69。 
46 可參見玉城康四郎《唯心的追究》，收錄於川田熊太郎‧中村元《華嚴思想》，法爾出版社民國

七十八年六月第一版，頁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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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以客觀立場而明確「三界唯心」本身即是第一義諦，其心即是勝義諦的「真

心」。由此，所謂「唯心所轉」，世親菩薩將「一心」與「心意識」相連，由清淨

「一心」而造作的三界境界，其實乃「隨順觀世諦」而起，並以此對十二支緣起

之「六觀」，即「何者是染染依止觀」、「因觀」、「攝過觀」、「護過觀」、「不厭厭觀」、

「深觀」， 與《十地經》「十種因緣觀」相匹配，並由此入於「第一義諦」。 

總之，《十地經》將三界本源歸結於「一心」的開示，於世親菩薩詮釋中，則

強調以唯識思想詮釋「三界唯心」，側重從第一義諦說明其唯心所轉；由此將三界

本源歸結為清淨「真心」，或者說系從清淨心生起。由此，世親菩薩在此《十地經

論》中首度提及「三界唯心」之「心」為阿梨耶識，開啟了唯心思想的唯識化，

將十二支輪迴的業感緣起說轉化成賴耶緣起說。儘管在《十地經論》中對阿梨耶

識的定位尚未明確，對「心意識」雖然多處運用，但也未形成其續後在唯識學成

熟期所撰之《唯識三十頌》，嚴格區分以前六識為「識」、以第七識為「意」、以第

八識為「心」的「心意識」匹配「八識」之說。然而，其對「三界唯心」的闡述，

為漢語系佛教界帶來了「三界唯心」思想，也為以後地論師、華嚴宗、慈恩宗的

思想，開啟了先河。 

總之，《十地經論》是以《十地經》為詮釋對象的釋經論，其即是印度與華嚴

經教相關的論典，也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學派的重要典籍。總體上說，《十地經論》

以弘揚大乘佛法為目的，為世親菩薩參與創建瑜伽唯識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和體

系的雛形。同時，《十地經論》在漢語系佛教界的流布與弘傳，於漢語系佛教界掀

起研習該論高潮的同時，開啟了漢語系佛教唯識學的發端。也因為世親菩薩對於

將《十地經論》卷二中「自體本來空，有不二不盡」47頌文，作出詮釋：「有二種

頌：一、有不二不盡；二、定不二不盡。此頌雖異，同明實有，若非實有不得言

定」，48因而導致由於對世親菩薩詮釋的取捨的不同，形成了地論師相州南道與北

道派的分道揚鑣。而地論師後來又為攝論師、瑜伽唯識學所攝化。由此，世親菩

薩的《十地經論》，無論對於印度大乘佛教思想、還是對於中國佛教史上的華嚴宗、

慈恩宗，都具有重要而舉足輕重的意義。對《十地經論》的深入研究和闡發，不

僅有助於深刻理解「華嚴十地」法門，以指導華嚴宗風繼承者的修學；而且，對

於梳理和把握大乘唯識學思想的發展脈絡，亦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47 世親《十地經論》卷二，《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32 中。 
48 世親《十地經論》卷二，《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133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