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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佛教諸經論中，不論於自利行或利他行上，皆相當重視以「無疲厭行」來實
踐之，尤其在菩薩道上，更是如此。為何能以「無疲厭行」來踐履菩薩道？此關鍵
在於「悲智相導」，如澄觀《華嚴經疏鈔》：「悲故能度，智故無疲」
，又云：「悲智
相導，度眾生而不疲」。反之，悲若無智，則墮於凡夫之愛見悲；智若無悲，則滯
於二乘之寂滅空。
「悲智相導」
，乃菩薩道之根本，此建立在「空有不二」之基礎上，
以對治空、有之執取。若是如此，其所顯主要在於三乘菩薩道，此並未足以顯示華
嚴一乘菩薩道之「無疲厭行」
。而所謂的華嚴一乘菩薩道究竟何指？何謂華嚴菩薩
道之「無疲厭行」？
華嚴一乘菩薩道之「無疲厭行」
，乃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方式來切
入，此有別於三乘所強調「空有不二」
。由於華嚴往往以寄三乘（尤其終教）來表
達之，所以吾人很容易將華嚴一乘與三乘相混淆。因此，本論文試圖藉由「無疲厭
行」
，來探討華嚴菩薩道之義涵，彰顯以普賢智頓見普賢法界之無疲厭行。
本論文主要從兩方面來探討：首先，論述無疲厭行之內涵；其次，探討無疲倦
厭與智慧之關係。
關鍵詞：華嚴、菩薩道、無疲厭行、悲智相導、普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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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無疲厭行」
，不論在自利行或利他行上，皆扮演著極重要之角色，尤其在菩
薩道上，更是如此。為何能以「無疲厭行」來踐履菩薩道？其關鍵在於「悲智相
導」
，如澄觀（738-839）
《華嚴經疏鈔》
：
「悲故能度，智故無疲」
，1又云：
「悲智相
2
導度眾生而不疲」， 此說明菩薩因為具悲心，故能度眾生；因為有智慧，故能不
疲厭。因此，以悲智相導度眾生而不疲厭。悲智相導之理論基礎，乃是建立在「空
有不二」上。菩薩因為智慧，故不墮入凡夫之愛見悲；因為悲心，故不滯於二乘之
寂滅空。在《華嚴經》中，有諸多經文論及菩薩道之無疲厭行，如《華嚴經‧如來
現相品》：「劫海修行無厭倦，令苦眾生得解脫」，3又如：「無疲倦心，滅一切眾生
諸苦惱故」4。諸如此類，不勝枚舉。5
「無疲厭行」有種種名稱，如「無疲倦行」
、
「無疲懈行」
、
「無疲怠行」
、
「無厭
倦行」
、……等。將此無疲厭行運用於諸方面，如聞法、說法、布施、供養、親近
善知識、降伏魔業、代眾生受苦、圓滿大願、……等。諸如此類，在《華嚴經》中，
有非常豐富之闡述，如〈離世間品〉之十種無疲厭心、
〈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之五
十三參、普賢菩薩之十大願王，其中又以十大願王最具代表性，以十無盡願來顯示
菩薩道之無疲厭行。
若就一般來說，無疲厭與疲厭，乃是相互對立的概念。然對華嚴來說，無疲厭
與疲厭，是彼此相互依存的，並非是一種對立之概念。若將無疲厭行表現在精進上，
那麼菩薩行者要如何才能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若無疲厭行是象徵著菩薩行一環，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4〈現相品 2〉 (CBETA, T36, no. 1736, p. 181, a16-17)。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4〈現相品 2〉(CBETA, T36, no. 1736, p. 181, a12)。
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如來現相品 2〉(CBETA, T10, no. 279, p. 29, b16-18)。
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入法界品 34〉
：
「無疲倦心，滅一切眾生諸苦惱故」(CBETA, T09, no.
278, p. 690, c20-21)。
5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6〈入法界品 34〉
：
「欲令眾生遠離煩惱，淨佛世界，調伏一切惡心眾
生，悉令具足清淨身心，行菩薩行而無疲倦。」(CBETA, T09, no. 278, p. 755, a7-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0〈入法界品 34〉
：
「佛子！菩薩摩訶薩生如是家，知一切法悉如電光，一
切趣中，受生無厭；了趣如化，雖現處中而無所著，達一切法悉無有我，心無憂悔，以大慈悲教化
眾生而不疲倦；了達生死皆悉如夢，於一切劫行菩薩行而不懈廢」(CBETA, T09, no. 278, p. 783, a12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2〈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30〉
：
「諸天子！譬如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世界末為
微塵，如是微塵數眾生，我為說法，隨彼所應，令大歡喜，然我於彼，不生厭惡心、不生疲倦心、……」
(CBETA, T09, no. 278, p. 605, b10-1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地品 22〉
：
「救一切眾生故，勤求世間、出世間利益之事，心無疲懈，
是故菩薩生無疲倦功德」(CBETA, T09, no. 278, p. 546, c8-9)。又云：「是故菩薩常應心不疲倦，勤
修諸地本行，乃至善知入如來智地。」(CBETA, T09, no. 278, p. 547, b1-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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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要如何才能一行一切行？因此，若未能掌握此一行一切行之道理，恐難彰顯華
嚴一乘無疲厭行之特質，而其所論述也只是共三乘之無疲厭行而已，或寄大乘終教
之無疲厭行而已。如智儼（602-667）於《華嚴一乘十玄門》中，開宗明義簡別了
華嚴一乘與諸經三乘之不同，如其言：
明一乘緣起自體法界義者，不同大乘、二乘緣起，但能離執常斷諸過等。此
宗不爾，一即一切，無過不離，無法不同也。6
此標舉了華嚴一乘緣起，不同於三乘緣起（包括大乘、二乘）
。一乘緣起著眼於「一
即一切」上，而三乘緣起乃隨根機而施設。若就「離過」而言，一乘則無過不離，
三乘但能離常見、斷見等過而已。因此，論述菩薩之無疲厭行，宜應掌握一乘、三
乘之差別。同樣地，表現在菩薩無疲厭行上，亦是如此。

二、無疲厭行之內容及涵義
有關無疲厭行，諸經論所述頗多，於初期佛教中，已相當重視之，如《別譯雜
阿含經》卷 8（一五〇）：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八
種馬為賢所乘。……其第八者，若有比丘病雖困篤，乃至欲死，精勤無懈，
志性堅固，不可輕動，恒欲進求諸勝妙法，心無疲倦。當知是人同第八馬，
至死盡力，生於賢處，佛教法中，能得真實。7
此說明了修行者，縱使於疾病困頓中，乃至生命將死之際，皆能精勤無懈，以心無
疲倦來實踐之。在大乘佛法中，於菩薩修行道上，更加如此強調精進不懈，如《大
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68〈念住品 5〉：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法亦等，為護正法，供養如
來。種種供具供養如來，如實修行供養如來，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守護一切
有情善法，隨順有情善能化導，行菩薩道，行不違言，心無疲倦求無上覺。
若能如是，乃得名為供養諸佛，不以資財而為供養。何以故？法是佛身，若
供養法，即供養佛。諸佛世尊皆從如實修行而來，悉為利益安樂有情，護其

6
7

《華嚴一乘十玄門》卷 1 (CBETA, T45, no. 1868, p. 514, a25-27)。
《別譯雜阿含經》卷 8 (CBETA, T02, no. 100, p. 430, a28-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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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隨順有情；若不爾者，違本誓願，懶惰懈怠不能成就菩提之心。何以故？
菩薩所趣無上菩提，與有情共；若無有情，云何能得無上菩提？！8
此強調以如實修行利樂一切有情之心無疲厭求無上覺，來說明供養諸佛，因為諸供
養中，法供養為最。法是佛身，若供養法，即是供養佛。反之，若懶惰懈怠，則不
能成就無上菩提之心。而此無上菩提來自於眾生，若無眾生則不能成就無上菩提，
此顯示了菩薩道與眾生密切之關係。又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72〈現化品 12〉
：
善思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陀羅尼門，即能自在饒益有情，方便說法
而不窮盡，心無疲倦，不徇利譽，法施平等無有慳嫉，受持淨戒三業無愆，
安忍清淨離諸恚惱，精進清淨所作成立，靜慮清淨善調伏心，般若清淨永無
疑惑，具四無量如大梵王，能善修行等持、等至，入出自在勝諸世間，修大
覺因具諸福慧，受灌頂位得大自在。9
此說明菩薩若能得陀羅尼門，則能自在饒益有情，方便說法而不窮盡，且以無疲厭
心廣行六度 （法施平等、受持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清淨）等，化度眾生。
同樣地，菩薩以無疲厭心度化眾生，此遍布於《華嚴經》中，如《大方廣佛華
嚴經》卷 10〈明法品 14〉：
菩薩如是，常能化度一切眾生，而心寂定未曾散亂。不捨一切諸波羅蜜，具
足莊嚴六波羅蜜。10
又云：
於諸佛所聞法受持，恭敬親近諸善知識，心無疲倦；常樂聞法，無有厭足；
所聞諸法，能正觀察入真實定，捨離一切顛倒邪見；妙善方便，分別了知諸
法相海無有自性，修習如來深智慧門；具足一切智慧之力，乘普門慧能入一
切智慧之門，是名清淨般若波羅蜜。11
所謂清淨般若波羅蜜，是以無疲倦心於諸佛所聞法受持，以無疲厭心恭敬親近諸善
知識，乃至思惟法義、善巧方便分別諸法無自性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68〈念住品 5〉(CBETA, T07, no. 220, p. 935, b21-c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72〈現化品 12〉(CBETA, T07, no. 220, p. 955, c23-p. 956, a2)。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明法品 14〉(CBETA, T09, no. 278, p. 460, c22-25)。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明法品 14〉(CBETA, T09, no. 278, p. 461, a8-14)。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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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心無疲厭之內容，涵蓋層面極廣，包含了供養、親近善知識、求法、聞法、
說法、教化眾生、思惟一切佛法等，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3〈離世間品 38〉
：
佛子！菩薩摩訶薩發十種無疲厭心。何等為十？所謂：
1.供養一切諸佛無疲厭心；
2.親近一切善知識無疲厭心；
3.求一切法無疲厭心；
4.聽聞正法無疲厭心；
5.宣說正法無疲厭心；
6.教化調伏一切眾生無疲厭心；
7.置一切眾生於佛菩提無疲厭心；
8.於一一世界經不可說不可說劫行菩薩行無疲厭心；
9.遊行一切世界無疲厭心；
10.觀察思惟一切佛法無疲厭心。是為十。
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疲厭無上大智。12
於引文中，所述之十種無疲厭心，基本上，涵蓋了菩薩一切行。菩薩行者若能發十
種無疲厭心，則能得「如來無疲厭無上大智」。甚至以十種無疲厭心速入如來地，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1〈入法界品 39〉：
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十種趣大乘法，則能速入如來之地，況菩薩
地！何者為十？所謂：
1.積集一切善根，心無疲厭。
2.見一切佛承事供養，心無疲厭。
3.求一切佛法，心無疲厭。
4.行一切波羅蜜，心無疲厭。
5.成就一切菩薩三昧，心無疲厭。
6.次第入一切三世，心無疲厭。
7.普嚴淨十方佛剎，心無疲厭。
8.教化調伏一切眾生，心無疲厭。
9.於一切剎一切劫中成就菩薩行，心無疲厭。
10.為成熟一眾生故，修行一切佛剎微塵數波羅蜜，成就如來十力，如是次
第，為成熟一切眾生界，成就如來一切力，心無疲厭。13

為便於了解，此中數字，乃筆者所加入，以下亦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3〈離世間品 38〉 (CBETA, T10, no. 279, p. 281, c5-14)。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1〈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31, b10-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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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1〈入法界品 39〉：
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深信，發此十種無疲厭心，則能長養一切善
根，捨離一切諸生死趣，超過一切世間種姓，不墮聲聞、辟支佛地，生一切
如來家，具一切菩薩願，學習一切如來功德，修行一切菩薩諸行，得如來力，
摧伏眾魔及諸外道，亦能除滅一切煩惱，入菩薩地，近如來地。14
同樣地，
〈入法界品〉以此十種無疲厭心，來表達一切行。菩薩若能發此十種無疲
厭心，則能長養一切善根，捨離一切諸生死趣，不墮聲聞、辟支佛地。由此可知，
無疲厭心於修道上之重要性，以無疲厭心得如來無疲厭無上大智慧，以無疲厭心速
入如來地。
此外，菩薩普能代眾生苦，而心無疲倦，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5〈入法界品
34〉：
無量億劫中，受諸地獄苦，不捨一切眾，悉令得見佛。
普能代眾生，具受無量苦，其心無疲倦，為度一切故。15
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入法界品 34〉：
於一切劫，修菩薩行，心無疲倦，震動一切諸佛世界，令眾生喜，轉淨法輪，
建立法幢，制諸外道；修菩薩行力波羅蜜，得一切智。16
乃至於一切劫修菩薩行，心無疲倦。此如善財童子受文殊菩薩之教導而參訪諸善知
識，展轉經由一百一十城參訪諸善知識詢問菩薩行，心無疲倦，如《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 58〈入法界品 34〉：
爾時，彌勒觀察大眾，指善財言：汝等見是童子，問菩薩行，具足一切功德
者不？此童子者，勇猛精進，專求實義，以正直心，得不退轉，常修勝法，
心無厭足，如救頭然，求善知識，親近供養，聞法受持。此童子者，昔於頻
陀伽羅城，受文殊師利教，求善知識，展轉經由一百一十諸善知識，問菩薩
行，心無疲倦，次來我所。17

14
15
16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1〈入法界品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5〈入法界品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入法界品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31, b21-27)。
34〉(CBETA, T09, no. 278, p. 683, a22-26)。
34〉(CBETA, T09, no. 278, p. 725, a17-20)。
34〉(CBETA, T09, no. 278, p. 772, 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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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在在顯示，於菩薩行心無疲厭，如善財童子展轉經由一百一十城請教諸善知識
的菩薩行，而其心無疲倦。
其它方面，以無疲厭心修行修學世間、出世間諸經書，則能於諸經書自開解明
達，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地品 22〉：
菩薩摩訶薩住於初地，能行大施。是菩薩以大悲心、大施心，救一切眾生故，
勤求世間、出世間利益之事，心無疲懈，是故菩薩生無疲倦功德，於諸經書
能自開解，是故生知經書功德；得如是知經書智慧，善能籌量應作不作，於
上、中、下眾生隨宜利益，是故菩薩生世智功德；得世智功德，則知時、知
量，慚愧莊嚴，修習自利利彼之道，是故則生慚愧功德；如是功德，精勤修
行，心不懈退，是精進不退功德，即得堪受力；得堪受力已，勤行供養一切
諸佛，隨佛所說，如說修行。18
甚至以無疲厭修行來捨離魔業，如樂聞深義心無疲倦，則能捨離魔業，
《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 42〈離世間品 33〉：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捨離魔業。何等為十？所謂：
1.親近善知識，捨離魔業；
2.不自尊舉不自讚歎，捨離魔業；
3.信佛深法，不生誹謗，捨離魔業；
4.未曾忘失一切智心，捨離魔業；
5.安住不放逸，修習甚深法，捨離魔業；
6.安住菩薩藏，正求一切法，捨離魔業；
7.常欲聽法，樂聞深義，心無疲倦，捨離魔業；
8.歸依十方一切諸佛捨離魔業；
9.信心正念一切諸佛菩提樹捨離魔業；
10.一切菩薩出生善根，皆悉不二，捨離魔業。
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捨離魔業；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業，則離一切諸
魔業道。19
諸如此類，可說不勝枚舉，在在顯示無疲厭行於菩薩道之豐富內涵。換言之，菩薩
道之無疲厭行，實包含了一切行。

18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地品 22〉(CBETA, T09, no. 278, p. 546, c6-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2〈離世間品 33〉(CBETA, T09, no. 278, p. 663, b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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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論之種種無疲厭行，無不是彰顯一行一切行。尤其以「十」表徵無盡之
行，象徵著華嚴一乘圓教之無疲厭行。

三、無疲厭行與智慧之關係
《華嚴經》
，可說是一部無法結集之經典，20且亦無階位可說。21而為了方便緣
修，22往往寄顯三乘（尤其終教）來表達之，然後以一乘普賢圓因加以窮究之，以
泯除種種施設之執取。23因此，吾人很容易將華嚴一乘與三乘相互混淆。
就菩薩道之「無疲厭行」而言，似乎相對著「疲厭」而來。因此，強調「悲智
相導」
，以防止菩薩行者墮入「愛見悲」而生疲厭之情形，如《維摩詰所說經》卷
2〈文殊師利問疾品 5〉：
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24

如《華嚴經旨歸》卷 1：
「圓教微言，必窮法界，既盡如來無盡辯力，各遍虛空毛端剎海，復各
盡窮未來際，頓說常說，時處無邊。若斯之教，豈可限其部帙？！今約准經文析為十類：一、異說
經。二、同說經。三、普眼經。四、上本經。五、中本經。六、下本經。七、略本經。八、主伴經。
九、眷屬經。十、圓滿經。」(CBETA, T45, no. 1871, p. 592, c22-27)。於此十大類型《華嚴經》中，
前四種華嚴經(一、異說經。二、同說經。三、普眼經。四、上本經)，皆難以計量。若是如此，為
何有六十、八十《華嚴經》流通於世間？主要是取下本《華嚴經》之略縮本，方便流通之，如《華
嚴經旨歸》卷 1：
「於此無量時劫，常說華嚴初無休息。問：准此所說，說華嚴會總無了時，何容有
此一部經教？答：為下劣眾生，於無盡說中，略取此等結集流通，故有此一部，令其見聞方便，引
入無際限中。如觀牖隙，見無際虛空。當知此中道理亦爾，觀此一部，見無邊法海。又復即此一部，
是無邊劫海之說。」(CBETA, T45, no. 1871, p. 590, c10-18)。
21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若自別教，即不依位成。今寄三乘終教位說，……」(CBETA,
T45, no. 1866, p. 490, a28-29)。
22
如《華嚴一乘十玄門》卷 1：
「今且就此華嚴一部經宗，通明法界緣起，不過自體因之與果。所
言因者，謂方便緣修體窮位滿，即普賢是也。所言果者，謂自體究竟寂滅圓果，十佛境界一即一切，
謂十佛世界海及離世間品明十佛義是也。」(CBETA, T45, no. 1868, p. 514, a27-b3)。此即以方便緣
修來入手，即普賢圓因。
又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
「一、性海果分，是不可說義。何以故？不與教相應故，則[即]
十佛自境界也。故地論云：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者，是也。二、緣起因分，則[即]普賢境界也。」
(CBETA, T45, no. 1866, p. 477, a14-18)。
23
如《華嚴遊心法界記》卷 1：
「若也親證無言，即因果歷然而不失。若不窮源盡見，還歸常斷之
談也。」(CBETA, T45, no. 1877, p. 649, b2-4)。
又如《華嚴遊心法界記》卷 1：
「是故由斯道理，皆為滅見之方。」(CBETA, T45, no. 1877, p. 649,
b13-18)。
24
《維摩詰所說經》卷 2〈文殊師利問疾品 5〉(CBETA, T14, no. 475, p. 545, a29-b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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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見悲而於生死有疲厭，而愛見悲根源於智慧不足所致。菩薩道雖以悲心為
重，但若執著可度化眾生，則易生疲厭。因此，強調以智導悲，才能於度眾生而無
疲厭，如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4〈現相品 2〉：
疏：初、悲智相導度眾生而不疲者，悲無大智，即成愛見；愛見悲者，則於
生死有疲厭心。今劫海修行而無疲厭，明有智導矣。智若無悲，則多趣寂，
名為下劣。今脫苦眾生，心無下劣，即有悲導矣。悲故能度，智故無疲。25
此說明了菩薩行者因為「悲」
，所以度化眾生；因為「智」
，度眾而不疲厭，故云：
「悲智相導度眾生而不疲」
。反之，悲若無智，則易墮入凡夫之愛見悲；智若無悲，
則易墮於二乘之寂滅空。此即所謂的「悲無大智，即成愛見」
、
「智若無悲，則多趣
寂」
。所以，須悲智相導，作為菩薩道之準則，以「空有不二」
，對治凡夫之愛見、
二乘之滯空。菩薩道雖強調悲心，以悲為重，但仍須以智導之，才堪稱為「方便」
，
亦即是「悲智相導」巧無住著，如法藏（643-712）
《華嚴經探玄記》卷 5〈明法品
14〉：
方便中，有六種方便，皆以悲智相導巧無住著，故云方便。
一、悲示威儀，智離愛見。
二、悲現身，智無染。
三、悲外示童，智內具黠。
四、悲現縛脫，智巧不取。
五、悲智現嚴。
六、悲能入趣，智了所行。26
此中，以六種「悲智相導」來說明方便。因為「智」而離愛見，因為「智」而無染
著，所以悲智相導而無所染著，才能於化眾生而無疲厭；反之，若生愛見，則於度
眾生有疲厭。如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0〈明法品 18〉云：
「二、悲非愛見
27
故化而無厭，即悲智相導為方便。」
基本上，此悲智相導乃是建立在「空有不二」之基礎上，如《華嚴五教止觀》
卷 1：
依是義（指「空有不二」）故，得有止觀雙行、悲智相導。何者？以有即空

25
26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4〈現相品 2〉(CBETA, T36, no. 1736, p. 181, a12-17)。
《華嚴經探玄記》卷 5〈明法品 14〉(CBETA, T35, no. 1733, p. 210, c18-2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0〈明法品 18〉(CBETA, T35, no. 1735, p. 652, 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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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有，故名止；以空即有而不空，故名觀。空有全收不二而二，故亦止亦
觀。空有互奪二而不二，故非止非觀。言悲智相導者，有即空而不失有故，
悲導智而不住空；空即有而不失空故，智導悲而不滯有。28
此引文中，說明為何能悲智相導？乃是因為空有不二之關係。由於「有即空而不失
有」
，所以悲導智而不住空；由於「空即有而不失空」
，所以智導悲而不滯有。此亦
即是以「空有不二」，對治執空、執有之病，如《華嚴遊心法界記》卷 1：
問：作是觀者治何等病耶？
答：治上空、有兩見之病。何者？空有無二，謂之為二，是故捨有而趣於空，
遂情等惡取空見。捨空趣有，反上同然。由彼倒執而興此門。29
此說明捨有趣空或捨空趣有，基本上，來自於空、有二分之故。因此，以空有不二，
來加以對治。如此可以避免如二乘之滯空，或如凡夫之取有。
依華嚴宗之看法，在大乘佛法中，其菩薩行者於修道之入手處，即以「空有不
二」作為方針指南，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以諸菩薩從初已來，異凡、小故，悲智相導，念念雙修，如車二輪，如鳥
二翼。30
此引文中，說明菩薩從初發心以來，即以悲智相導來修行，此悲智相導如車二輪、
如鳥雙翼，彼此不可偏離。
菩薩雖秉持悲智相導來修行，但此中存在一些相關問題，例如：行者於何時
才能不退菩薩道？菩薩為何要留惑潤生？若以終教來說，則須於十信位經十千劫
（一萬劫）之修行，入十住位時，方能不退；31若以始教來說，於十迴向位，方能
不退，或說地前方不退。32

《華嚴五教止觀》卷 1 (CBETA, T45, no. 1867, p. 511, b19-25)。
《華嚴遊心法界記》卷 1 (CBETA, T45, no. 1877, p. 644, b14-18)。
30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CBETA, T45, no. 1866, p. 492, a20-22)。
31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若依終教，亦說菩薩十地差別，亦不以見、修等名說。又於地
前但有三賢，以信但是行非是位故，未得不退故。
《本業經》云：未上住前，有此十心，不云位也。
又云：始從凡夫地值佛菩薩，正教法中，起一念信發菩提心，是人爾時名為住前信相菩薩，亦名假
名菩薩名字菩薩。其人略修行十心，謂信、進等，廣如彼說。又《仁王經》云：習忍已前，行十善
菩薩有進有退，猶如輕毛隨風東西等。在此修行，經十千劫，入十住位，方得不退故。十住初即不
退墮下二乘地。」(CBETA, T45, no. 1866, p. 489, a20-b2)。
32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不退位者，依《佛性論》
，聲聞至苦忍，緣覺至世第一法，菩薩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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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菩薩為何要留惑潤生？主要在於悲智力弱之緣故，若悲智力強，則無須留
惑。依終教之看法，菩薩於三賢位能順法性而行，而以留惑潤生增長悲智，於登地
證真如時，斷一切惑盡，則不須留惑，登地後唯除習氣而已。依始教之看法，於登
地後，則須以留惑潤生增長悲智，用以破除俱生所知障等，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
章》卷 3：
若依終教，地前留惑受分段身，於初地中，永斷一切煩惱使種，亦不分彼分別、
俱生。於所知障中，又斷一分麁品正使，是故地上受變易身至金剛位。33
又《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問：若於地上不留煩惱，云何大悲同事攝生？
答：若於地前及始教中，願智力劣故，留煩惱助願受生。今（指終教菩薩）
此不爾，願智勝故，自在同生。34
此說明了終教之地前及始教登地菩薩中，由於悲智力皆劣弱，所以須留惑以助其受
生三界，否則煩惱惑一旦斷除，則出三界，而無法於三界度化眾生，故須留惑潤生。
而終教之登地菩薩，則因為悲智皆勝強，能自在受生，所以不須留惑潤生。
悲智相導之空有不二，在於對治執空、有之病，若執有或滯空，於菩薩道皆有
障礙，如《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5〈賢首品 12〉：
若偏觀空，則不見眾生可度，是名著空者諸佛所不化；若偏見眾生可度，則
墮愛見大悲，非解脫道。35
於修行道上，若偏觀空則不見眾生可度，是名著空者；36若偏見眾生可度，則易墮
於愛見大悲。一般來說，於自行上，強調智慧；於利他上，著重慈悲。就菩薩道而

至十迴向，方皆不退也。當知此中聲聞、緣覺非是愚法，是故皆是此始教中三乘人也。亦可菩薩地
前總說為退，以其猶墮諸惡趣故。如《瑜伽》云：若諸菩薩住勝解行地，猶往惡趣故。此盡第一無
數大劫，如是等也。」(CBETA, T45, no. 1866, p. 488, c28-p. 489, a5)。
33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CBETA, T45, no. 1866, p. 492, a5-8)。
34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 T45, no. 1866, p. 492, a9-12)。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5〈賢首品 12〉(CBETA, T36, no. 1736, p. 269, b23-25)。
36
如《中論》卷 2〈觀行品 13〉
：
「大聖說空法 為離諸見故 若復見有空 諸佛所不化」CBETA,
T30, no. 1564, p. 18, c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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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則須兩者兼之。37以悲智相導，方為真實不共般若。38而此悲智相導，亦即是
後得智。39
華嚴一乘圓教菩薩之無疲厭行，乃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方式來顯示
之，是盡虛空遍法界之普行（或言普賢行）
，亦即是稱法界之行，於一切處一切時，
念念頓修法界行，為一一眾生於無量劫受苦無倦。如《華嚴經探玄記》卷 6〈功德
華聚菩薩十行品 17〉：
謂此普賢圓融之行，具德超情，名不思議。此行不思，總有十種：一、廣大
故，謂以一切身於一切處遍一切時，念念頓修稱法界行，是故此行名不思議。
二、甚深故，謂此廣大行則是思數皆無自性，則同真如，而彼行相宛然不失，
是性起之行故亦不思。三、殊勝故，謂超過餘乘，非下位圖度，故亦不思。
四、攝位故，謂此在地前能攝一切前後諸位，名不思。五、證理故，謂此行
能證不思之理，名不思議。六、斷障故，謂此行能頓斷難斷不思之障故。七、
利他故，謂此行能一念廣利盡窮眾生界，故不思議。八、圓融故，謂一行則
一切行，一切行則一行，難定量故，名不思議。九、重成故，謂此所作如因
陀羅網重重無盡故不思議。十、成果故，謂能成佛不思之果故，亦不思也。
所以辨十，欲顯無盡。40
此普賢行，乃是念念頓修稱法界行，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一行。因此，以廣大、
甚深、……等十種不思議來表達之，亦以「十」來象徵無盡之普行。又如《華嚴經
探玄記》卷 7〈金剛幢菩薩迴向品 21〉：
一、以稱法界善根迴向一眾生，餘一一眾生亦爾。二、為一一眾生於無量劫
受苦無倦。……4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3〈十行品 21〉
：
「初、自行，云能轉生死而不捨大願，已有權實雙行，
而謂多明照體大智。次利他之中，既云無住運濟，則悲智相導，而多似起用大悲。次復以導悲之智
遣彼著心，復似悲智二心行有前後故。第三段辨動寂雙行，則理無不盡。而猶慮物，謂二事不融故。
此明形奪兩亡，權實無寄。豈唯十行菩薩修行善巧，彌顯功德林悲濟之深。」(CBETA, T35, no. 1735,
p. 670, a5-12)。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5〈兜率宮中偈讚品 24〉
：
「悲智相導方為真實不共般若，智者應知。
別名即是救護眾生，悲也；離眾生相，智也。」(CBETA, T35, no. 1735, p. 691, c16-18)。
3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十地品 26〉
：
「若取所依悲智相導，即後得智以為願體。」(CBETA,
T35, no. 1735, p. 761, c18-19)。
40
《華嚴經探玄記》卷 6〈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 17〉(CBETA, T35, no. 1733, p. 217, c23-p. 218, a10)。
41
《華嚴經探玄記》卷 7〈金剛幢菩薩迴向品 21〉(CBETA, T35, no. 1733, p. 245, b20-22)。有關代
苦無疲厭，
《華嚴經》有諸多描述，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 21〉
：
「諸眾
生，具有無量大惡罪業，應受無量無邊楚毒。我當於彼三惡道中，悉代受苦，令得解脫；我當代受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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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稱法界善根迴向一一眾生，以及為一一眾生於無量劫受苦而無疲倦。換言之，
即以稱法界行，實踐華嚴一乘菩薩道。42乃至以稱法界行，來修懺悔，如《華嚴經
探玄記》卷 16〈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30〉
：
「以法界等教懺悔方便，此是普賢廣大懺
悔，甚深懺悔，故稱法界也。」43此稱法界行，乃是不思議行，離諸分別。44
此稱法界行之典型代表，首推普賢十大願王，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
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
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如對目前，悉以
清淨身、語、意業，常修禮敬；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
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而虛
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乃至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
煩惱盡，我禮乃盡；而眾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念念
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45
此以「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來禮敬諸佛，而其餘九願行，46
莫不皆是如此，皆以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來踐履之。47 此十
無盡願行，亦可呼應十地菩薩願行，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地品 22〉：

無量苦惱，不以苦故，其心退轉，恐怖懈怠，捨離眾生。」(CBETA, T09, no. 278, p. 489, b23-26)。
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 21〉
：
「普為一切眾生故，不思議劫住地獄，
菩薩心常無懈怠，決定功德常迴向。」(CBETA, T09, no. 278, p. 490, c28-p. 491, a1)
42
《華嚴經探玄記》卷 8〈金剛幢菩薩迴向品 21〉
：
「今謂此文猶辨菩薩攝取稱法界之依正，在此
堅固善根門內，令具勝行之緣，更得成稱法界之行。」(CBETA, T35, no. 1733, p. 258, b16-19)。又
如《華嚴經探玄記》卷 8〈金剛幢菩薩迴向品 21〉
：
「明行稱法界，亦有十句，初、智依理起故亦同
性無邊。」(CBETA, T35, no. 1733, p. 275, b3-4)。
43
《華嚴經探玄記》卷 16〈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30〉 (CBETA, T35, no. 1733, p. 401, c26-28)。
44
《華嚴經探玄記》卷 18〈入法界品 34〉
：
「玄故不能思，妙故不能觀。此二離思修境，稱法界故
不能分別。」(CBETA, T35, no. 1733, p. 443, b5-6)。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44, b29c11)。
46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
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
九者、恒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CBETA, T10, no. 293, p. 844, b25-28)。
47
例如：稱讚如來，《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云：
「復次，善男
子！言稱讚如來者：……。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讚乃盡。而虛空
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CBETA, T10, no. 293, p. 844, c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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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以清淨心供養一切諸佛，皆無有餘，一切供具隨意供養；發如是大願，
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盡，供養一切劫中所有諸佛，以大供養
具無有休息。……48
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地品 22〉：
諸佛子！菩薩住歡喜地，以十願為首，生如是等百萬阿僧祇大願。以十不可
盡法而生是願，為滿此願，勤行精進。何等為十？一、眾生不可盡；二、世
界不可盡；三、虛空不可盡；四、法界不可盡；五、涅槃不可盡；六、佛出
世不可盡；七、諸佛智慧不可盡；八、心所緣不可盡；九、起智不可盡；十、
世間轉法轉智轉不可盡。若眾生盡，我願乃盡；若世界、虛空、法界、涅槃、
佛出世、諸佛智慧、心所緣、起智、諸轉盡，我願乃盡。而眾生實不可盡，
世界、虛空、法界、涅槃、佛出世、諸佛智慧、心所緣、起智、諸轉實不可
盡，我諸願善根，亦不可盡。49
以此十不可盡所生之願，為滿此願而勤行精進。所謂眾生、世界、虛空、法界、涅
槃、佛出世、諸佛智慧、心所緣、起智、諸轉盡，我願乃盡。而眾生、世界、虛空、
法界、涅槃、佛出世、諸佛智慧、心所緣、起智、諸轉實不可盡。此十無盡願行，
即是無疲厭行之表徵，往往以普賢願行來表之。
法藏《華嚴經普賢觀行法門》
，詳細說明普賢觀法、普賢行法，如其於論述「普
賢觀法」，列舉了十門，所謂：
第一、會相歸性門，謂觀一切法自性皆空，分別解了一念行心稱理而觀，攝
散入靜，名止。第二、依理起行門，謂以所觀真理非斷空故，不礙事法宛然
顯現，是故令止不滯寂，寂不礙事，於事無念起照名觀。第三、理事無礙門，
謂由性實之理必徹事表，而自現不壞於事；相虗之事必該真性，而自立不翳
於理，理事混融二而不二，是故菩薩於一念中止觀雙運無礙同觀。第四、理
事俱泯門，謂由理事交徹形奪兩亡，則非事非理，超然逈絕行心，順此非觀
非止逈絕無寄。經云：法離一切觀行。第五、心境融通門，謂彼絕理事之無
礙境與泯止觀之無礙心，二而不二，冥然一味；不二而二，心境宛然。第六、
事融相在門，謂以多事全依於一理，一理帶多事而全徧於一事，是故菩薩以
即止之觀，於一事中見一切事，而心無散動；如一事，一切亦爾。第七、諸
法相是門，謂由諸法皆不異於真理，真理復不異於事，是故菩薩以不異止之
48
4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地品 22〉(CBETA, T09, no. 278, p. 545, b11-1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十地品 22〉 (CBETA, T09, no. 278, p. 546, a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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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見一法即一切法而全不動；如一，一切亦爾。第八、即入無礙門，謂由
以一多相入而非一，一多相即而非異，此二俱由融通一法界，是故菩薩以無
念之智頓見於此無障礙之法。第九、帝網重現門，謂於一事中所現一切彼一
切內復各現一切如是重重不可窮盡，如帝釋網於一珠中現一切珠影，一切珠
影中復現珠影重重無盡，是故菩薩以普賢眼頓見如此法界圓融自在無有限
量。第十、主伴圓備門，謂菩薩以普賢之智頓見於此普賢法界，是故凡舉一
門為主必攝一切為伴，如是無盡無盡不可稱說。50
於此普賢觀法中，是以一念行心稱理而觀，顯示諸法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主伴圓備之
關係，如第六「事融相在門」
，以多事全依於一理，一理帶多事而全徧於一事，因
此事事相融。又如第九「帝網重現門」
，於一事中所現一切，彼一切內復各現一切，
如是重重不可窮盡。乃至第十「主伴圓備門」中，菩薩以普賢之智頓見普賢法界，
舉一門為主必攝一切為伴，如是無盡無盡不可稱說。一行如此，一切行亦復如此；
同樣地，菩薩之無疲厭行亦是如此重重無盡。
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無盡法界，實乃華嚴一乘圓教之宗旨，如《華
嚴經探玄記》卷 1：
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網重重無
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十十法門各稱法界。51
此顯示了華嚴一乘圓教所說唯是無盡法界緣起，諸法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網重重無
盡，十十法門一一各稱法界。而此法界緣起之道理，乃是華嚴一乘圓教菩薩之所秉
持，於初發心時，即依此而修。
由於華嚴本身並無階位可說，因此往往寄終教而顯示之，如《華嚴一乘教義分
齊章》卷 2：
問：若爾，是初門即一切者，何不說信位初心即得而說滿心等耶？
答：若自別教即不依位成，今寄三乘終教位說。以彼教[指終教]中，信滿不
退，方得入位。今即寄彼得入位處，一時得此一切前後諸位行相。是故不於
信初心說，以未得不退未成位相，但是行故。52

《華嚴經普賢觀行法門》卷 1」(CBETA, X58, no. 991, p. 159, b23-p. 160, a2 // Z 2:8, p. 73, c12-p.
74, a3 // R103, p. 146, a12-p. 147, a3)。
51
《華嚴經探玄記》卷 1 (CBETA, T35, no. 1733, p. 116, a6-9)。
52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CBETA, T45, no. 1866, p. 490, a27-b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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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明華嚴別教一乘並無階位之施設，因而寄三乘終教位來說。終教於十信位滿方
不退，所以華嚴一乘以十信位滿，來顯示位位相攝，一位攝一切位。如《華嚴一乘
教義分齊章》卷 2：
若約信滿得位已去，所起行用，皆遍法界。如《經》
：能以一手覆大千界等，
手出供具與虛空法界等，一時供養無盡諸佛，作大佛事饒益眾生不可說也。
廣如信位經文說。又云：不離一世界，不起一坐處，而能現一切無量身所行
等。又於一念中，十方世界一時成佛轉法輪等。乃至廣說。是故當知，與彼
三乘分齊全別。53
此引文中，首先舉《華嚴經‧賢首品》來說明之，顯示約十信位滿已去，所起行用
皆周遍法界，且與三乘全別。乃至十住、十行等諸位，皆是如此周遍法界，而不同
於三乘行位。
有關華嚴一乘教義與三乘之差別，此在華嚴宗的諸論著中，有相當多的篇幅來
論述之，54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問：前終教中，不退際上，亦得如是八相等用，與此何別？
答：彼於此位示成佛時，於後諸位皆不自在，以未得故，但是當位暫起化故。
此即不爾，於初位中起此用時，於後諸位並同時起，皆以得故，是實行故，
該六位故。55
此以八相成佛，來說明華嚴一乘與終教之不同。終教雖於十住位顯示八相成道，然
而於後諸位皆不自在。華嚴一乘於初住位中，起此自在用時，則諸位並同時起，因
為皆是行證所得，位位相攝。
一乘與三乘既然有如此大之差別，為何華嚴一乘寄顯於三乘來說？此乃是一
種攝化眾生之方便，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問：義既不同，何故一種同是信滿勝進分上起此用耶？
答：為欲方便顯此一乘信滿成佛，令易信受故，於彼教先作此說。56

53
54
55
56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CBETA, T45, no. 1866, p. 489, c27-p. 490, a5)。
有關一乘與三乘之差別，另以專文處理之。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CBETA, T45, no. 1866, p. 490, a7-12)。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CBETA, T45, no. 1866, p. 490, a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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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樣地，吾人會面對一個問題：華嚴既然說一位攝一切位，而為何還要
有這麼多階位之施設？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問：既一位中有一切位，及信滿心即得佛者，何須更說後諸位耶？
答：說後諸位，即是初中之一切也。如初，後亦爾。57
所謂一位攝一切位，此中之一切位，實乃一中之一切；反之，亦然。此中說明了一
與一切之關係，乃是彼此相互依存，所以一位攝一切位。又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
章》卷 2：
問：若爾，云何說得諸位階降次第？
答：以此經中安立諸位，有二善巧：一、約相，就門分位前後，寄同三乘引
彼方便，是同教也。二、約體，就法前後相入圓融自在，異彼三乘，是別教
也。但以不移門而恒相即，不壞即而恒前後。是故二義融通不相違也。58
由此可知，
《華嚴經》之表達方式，主要有兩方面：相與體。若約相來說，則以寄
同三乘的方式來表達，以顯示位位之差別，作為方便之引導，此如同教一乘也。若
就體來說，則從諸法前後相入圓融自在來明之，以彰顯不同於三乘，此是別教一乘
也。雖然如此，但此二門彼此不相捨離，且相互融通，所謂：
「以不移門而恒相即，
不壞即而恒前後，是故二義融通不相違也」。
如此簡別一乘與三乘之差別，無非藉由對一乘圓教的理解，進而確切掌握華嚴
一乘菩薩之無疲厭行，實乃一行一切行之普賢行。

四、結語
華嚴一乘圓教之無疲厭行，乃是建立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基礎上。因
此，行行相攝，位位相攝，所謂「一行一切行」
、
「一位一切位」。由此而開展重重
無盡之普賢願行。且以此普賢之無盡願行，來彰顯一乘圓教之無疲厭行，且以普賢
智頓見普賢法界。
若就華嚴一乘圓教來說，菩薩之無疲厭行，實乃行契妙理之悲願修，59亦即
是一行一切行之稱法界行，故能於普賢行而無疲厭，如《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CBETA, T45, no. 1866, p. 490, a15-21)。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CBETA, T45, no. 1866, p. 490, a21-27)。
59
《華嚴遊心法界記》卷 1：
「
《華嚴經》云：如有良醫自知無常，以諸妙藥用塗其身。命終之後，
由藥力故，屍不乾𤍜，亦不散壞，還復如常行於醫法。解云：醫人者，即行心也。自知無常者，諸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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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60又誠如圭峰宗密（780841）《華嚴經行願品疏鈔》所說：61
若不以普賢觀行之力
如何得念念不斷

見盡也。以諸妙藥用塗其身者，行契妙理悲願修也。言命終之後，屍不乾𤍜者，法流水中離功行也。
不散壞者，雖離功行不凝住也。還復如常行醫法者，熾然為作諸有法也。雖復為作而竟無心，醫法
不失。華嚴三昧亦復如是，雖離諸見能於諸法實德化用竟無妨也。何以故？得心自在，如心爾故。
稱法修行，作無作故。(CBETA, T45, no. 1877, p. 648, b16-27)。
6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CBETA, T10, no. 293, p. 844, c11)。
61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
「二、念念相續至例此者，若不以普賢觀行之力，如何得念念不斷。
願智者審思此文，無以生滅之心、取相之禮而為禮。例下九門，亦無以生滅取相之讚歎、供養乃至
回向等，而為普賢行願也。」(CBETA, X05, no. 229, p. 269, b20-24 // Z 1:7, p. 446, b17-c3 // R7, p. 891,
b17-p. 892, a3)。此說明了以普賢行願來實踐之，亦即不以生滅心、取相心來修行。如此才能於修行
道上，念念無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