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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方廣佛華嚴經》其為華嚴宗立宗之根本經典，更有「不讀華嚴經不知佛

富貴」之說。本文通過研究十度波羅蜜之第三忍波羅蜜，來了解忍波羅蜜在菩薩

修行成佛，行自利利他的事業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所成就功德利益是怎樣？

而《華嚴經》整個體系架構當中的忍波羅蜜行，即十住之修行住、十行之無違逆

行、十迴向之等一切佛迴向、十地之發光地，是如何修行忍波羅蜜行進行分析比

較；十住、十行、十迴向為入地之前的三賢位，十信修滿入於十住的初發心住，

方為華嚴入位之始。在入地之後，即入第三發光地，此地為菩薩修行忍波羅蜜圓

滿之位，發光地菩薩是行忍波羅蜜，得大乘法總持不令忘失，而能利益一切眾生，

令其出三界得自在安樂。同時，《華嚴經》以善財童子作為其實踐行者參訪五十

三位善知識，在所參訪的善知識當中喜目觀察夜神是第三發光地之寄位修行者，

其修行的功德也是奠基在忍波羅蜜之上。 

修行圓滿「忍波羅蜜」是利他成就世間的利益圓滿，之後可以斷除種種的

煩惱，來成就其餘諸波羅蜜。而修十度波羅蜜，透過種種的神通力，來度化無量

無邊的眾生，正如善財童子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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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無量眾生一樣，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也在

如來的加持下，修普賢行，度一切眾生，其當奠基在「忍波羅蜜」的修行與功德

上。 

 

 

 

 

 

 

 

 

 

 

 

 

關鍵字：忍波羅蜜、修行住、無違逆行、等一切佛迴向、發光地、 

喜目觀察眾生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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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諸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華嚴經》被譽為「經中之王」「佛經之母」，其義理豐富，邏輯嚴密，被認

為是「了義、圓融無礙」的經典1。在大乘佛法中，有著崇高的地位，更有「不

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2之說。所以當遇到《華嚴經》時，就希望能深入去研究，

同時能依此而修行，斷惑證真，更希望能「同遊華藏莊嚴海，共入菩提大道埸」。 

《華嚴經》共有三種譯本，分別是《六十卷華嚴》、《八十卷華嚴》、《四十卷

華嚴》。《六十卷華嚴》又稱為《晉譯華嚴》，是由東晉沙門支法嶺（生卒年不詳）

於遮拘槃國3求取，梵本三萬六千偈，由佛陀跋馱羅（359—429 年）於揚州道場

寺譯出，得經文六十卷，即今之舊譯《華嚴經》六十卷，故為《六十華嚴》，有

三十八品，七處八會。《八十卷華嚴》也稱為《八十華嚴》全稱為《大方廣佛華

嚴經》，是于闐國4三藏實叉難陀（652—710 年），於唐武后證聖元年（695 年）奉

在東都洛陽大內徧空寺進行翻譯，此《華嚴經》梵本有十萬偈，漢譯本譯了四萬

五千偈，共八十卷，三十九品。《四十卷華嚴》是《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

界普賢行願品＞之廣譯本，由南天竺烏茶國國王獻於唐德宗，在長安崇福寺，由

般若三藏（生卒年不詳）由梵本譯為華文，得經文四十卷，故為《四十華嚴》。 

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菩薩為成就佛道，而需修「六度萬行」方能解脫自在，

其中六度之「忍波羅蜜」在菩薩修行成佛的道路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如果

不修「忍波羅蜜」能否成佛？菩薩為何要忍受一切難行的種種苦？行「忍波羅蜜」

                                                           
1 釋演廣撰，《<華嚴經•十地品>的菩薩思想與實踐觀行之研究》，（台北：玄奘大學研究所出版，

2008） 
2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CBETA, X05, no. 229, p. 242, b16 // Z 1:7, p. 419, b14 // R7, p. 837, b14)  

3 遮拘槃國，又稱為子合國、朱駒波、悉居半、遮俱波、句般、遮拘迦、斫句迦國等，為今新疆

葉城縣。此國周圍偏達千餘里，形勢險固，編戶殷實，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

福利，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內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玄奘、辯機

原著，校注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P998。 
4 于闐國，西域古國，今之和闐，又稱為瞿薩旦那國、五端、兀丹等，此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

半，壤土隘狹。產白玉、黳玉，氣候和暢，人性溫和，好學典藝。崇尚佛法，習學大乘法。玄

奘、辯機原著，校注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P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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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怎樣大的功德利益？因此，本文以《華嚴經》「忍波羅蜜」作為探討的主

題。 

菩薩修此「忍波羅蜜」不離世、出世間之法，《華嚴經》也說：「行忍波羅蜜，

能忍世間一切難行，種種苦事，及以菩薩圓滿清淨所修苦行，所持正法，皆悉堅

牢，其心不動。」
5
從這可以看出，菩薩修行「忍波羅蜜」，對於世間一切難行種

種苦事都可以忍受，那為了成就圓滿清凈的菩提道之出世法，所要受的苦行，對

於所持的正法，產生堅固不動搖之心，就更可以忍受。 

在《華嚴經》中，菩薩以發菩提心為因，行十度波羅蜜，從而達到自他雙利

之行，自他雙利之行圓滿了，佛果方得圓滿，就是所謂的「諸波羅蜜悉已圓滿」
6。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深入《華嚴經》，瞭解「忍波羅蜜」所能對治種種的苦，

拔濟眾生出生死苦海。而圓修十度波羅蜜，更是菩薩成佛的必經之路。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研究的主要範圍，是以實叉難陀譯的《八十華嚴經》為主，以法藏

（643—712 年）所注的《探玄記》和澄觀（737—838 年）注的《華嚴經疏鈔》

為參考，通過對《八十華嚴》中的《十住品》、《十行品》、《十迴向品》和《十地

品》的研究，從而對「忍波羅蜜」次第修行的五個階位做一個深入瞭解。同時，

「忍波羅蜜」是以十地之「發光地」為其圓滿之位，更以善財童子所參訪之善知

識中的「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為其最終實踐行者。在引用的文獻上，涉及到了

《大智度論》《解深密經》《攝大乘論釋》等，只為了讓文義更能清楚的表達本文

的義理。 

本文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忍波羅蜜」的瞭解，用文獻分析與經典對比的方

法，作為研究的方法。其次，以漢譯經典為輔，以及讀其他歷來華嚴諸大德的著

作和其他經論中，有關「忍波羅蜜」的部分，並讀現代著作、論文為輔，還有

CBETA 加以運用，同時，查尋綱絡裡對於「忍波羅蜜」的種種論說。 

 

第三節 文献回顧 

   本文所參考的古代經、論文獻以實叉難陀譯的《八十卷華嚴》，澄觀著 

《華嚴經疏》、《新修華嚴疏鈔》中所論述的「忍波羅蜜」為主。其他有《解深

密經》、《大寶積經》、《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

《華嚴經探玄記》、《新華嚴經論》、《華嚴經合論》《略釋新華嚴經修第決疑論》、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大乘義章》、《大乘入道次第》等。 

                                                           
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8〈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CBETA, T10, no. 293, p. 744, c13)  
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 世主妙嚴品〉， (CBETA, T10, no. 279, p. 2, 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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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著作有日本及中國等數位學者的著作，如印順導師著的《攝大乘論講記》

中建立十地之十地名義內，釋發光地之名的部分。賢度法師編著的《華嚴學專題

研究》內＜十度波羅與菩薩行＞關於「忍波羅蜜」之義含的部分及修忍的勝益，

忍的種類，還有《華嚴經》關於忍的部分進行了論述。同時，在賢度法師編著的

《華嚴經十地品淺釋》中關於第三「發光地」之釋名、斷障、所證、所成修行及

所得之位果的部分。又在賢度法師編著《轉法輪集》內十住、十行、十迴向、十

地法門之釋意的部分。釋大勢法師講述《無上菩提》關於「忍波羅蜜」的內容。

許源裕編著《由歷史故事淺談六度與十善》內＜六度＞關於「忍波羅蜜」的種類、

對治嗔恚、修習禪定、忍辱之功德。由薩冠錦輯《且向菩薩行處行》中＜菩薩行

法＞內六波羅蜜之「忍波羅蜜」的內容。而孫劍鋒編釋《華嚴精要》中的十住、

十行、十迴向、十地法門是以《華嚴經疏》做為其注釋。釋演廣撰《＜華嚴經十

地＞的菩薩思想與實踐觀行之研究》內＜菩薩思相與實踐觀行＞中的發光地思想

內涵與觀行特色的部分。而在涂慧娟撰的《忍辱的意義與實踐》中沒有談到《華

嚴經》的「忍波羅蜜」，在其著作當中是以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忍波羅蜜」

作為其研究內容。神林隆浄著，許洋主譯《菩薩思想的研究》（華宇出版社）有

關＜十地思想的內容＞之發光地的部分及十地、十住、十行、十迴向的部分是用

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日本的著作有伊藤瑞睿著《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京

都平樂寺書店）其中＜十地思想構成內容之研究＞關於十地內發光地之名稱釋意。 

＜表 1—3—1＞現代著作 

書名 作者 出版時間 出版社 

《菩薩思想的研究》 神林隆浄 1984 年 華宇出版社 

《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 伊藤瑞睿 1989 年 京都平樂寺書店 

《攝大乘論講記》 印順導師 2000 年 台北正聞出版社 

《且向菩薩行處行》 薩冠錦 2006 年 台北大乘經舍 

《忍辱的意義與實踐》 涂慧娟 2007 年 玄奘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 

《〈華嚴經十地〉的菩薩思想與

實踐觀行之研究》 

釋演廣 2008 年 玄奘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 

《華嚴學專題研究》 賢度法師 2008 年 台北華嚴蓮社 

《華嚴精要》 孫劍鋒 2011 年 台北大乘經舍 

《轉法輪集》 賢度法師 2011 年 台北華嚴蓮社 

《華嚴經十地品淺釋》 賢度法師 2012 年 台北華嚴蓮社 

《由歷史故事淺談六度與十

善》 

許源裕 2012 年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

會 

《無上菩提》 釋大勢 2014 年 南投妙有菩提園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在現代的研究中，有以華嚴為單一的主題作為論文的如： 

＜表 1—3—2＞此為華嚴專宗研究所各屆關於波羅蜜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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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名稱 出版時間 作者 

《華嚴經十地品研究》 1995 年 釋觀慧 

《〈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戒度之研究》 1998 年 釋慈汶 

《華嚴如幻法門之研究》 2000 年 釋融瀚 

《〈華嚴經·十地品〉布施波羅蜜之研究》 2001 年 釋天演 

《〈華嚴經〉發光地禪波羅蜜之研究》 2002 年 釋天喜 

《華嚴現前地菩薩無分別智之探討》 2002 年 釋會傑 

《無生法忍之研究》 2003 年 于慈嚴 

《十地菩薩道與般若智的關係》 2010 年 釋隆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以上論文皆是《華嚴經》中相關波羅蜜或是與十地、忍波羅蜜相關的內容，

而與本文有關，故列入研究之參考內容。其中釋天喜的《華嚴經發光地禪波羅蜜

之研究》與本論文中的「發光地」有相聯繫性，但又有不同之處，其主要研究在

「禪波羅蜜」，而本文在於研究「忍波羅蜜」，同為「發光地」，但研究的方向不

同。 

 

第二章  忍波羅蜜之義涵 

  第一節 忍波羅蜜之釋義 

一、忍辱之釋義 

忍辱，梵語，巴利語 khanti，西藏語 bzod-pa。音譯羼提、羼底、乞叉底。

在漢譯佛教經典，因翻譯者不一，有時會在不同的經典或情況下，可能分別譯為

「忍」、「安忍」、「忍辱」。 

在《說文解字注》說：「忍，能也……敢於止亦曰能，今俗所謂能耐也。」7

其又說：「辱，恥也。……恥，辱也。」8也就是說，「忍」為能忍耐；「辱」為恥

辱；故「忍辱」為能忍耐恥辱。 

在《大乘義章》卷十二云：「言羼提者，此名忍辱。他人加毀名之為辱，於

辱能安目之為忍。」9智儼所集的《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二中有說：「羼

提者，此名忍辱。他人加惱名辱，於辱情安名忍。」10 

由此可見，「忍辱」是由「忍」與「辱」這兩個字組成，所謂的「辱」是別

人給予的傷害與毀辱之境界不生嗔恨，即是外在的境界；而「忍」既是對於別人

                                                           
7 許慎、鈕樹玉著，段玉裁注，王進祥斷句，王秀雲音注，《斷句套印本說文解字注》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70），ｐ519。 
8許慎、鈕樹玉著，段玉裁注，王進祥斷句，王秀雲音注，《斷句套印本說文解字注》p752。 
9《大乘義章》卷 12 ：(CBETA, T44, no. 1851, p. 705, b5-7) 
10《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二(CBETA, T45, no. 1870, p. 548, c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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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的傷害與毀辱，心能安然的忍受，而不生嗔惱之心。所以「忍辱」其分別是

指內心與外境。故「忍辱」是能令心安穩，堪忍外在之侮辱、惱害等，亦即凡加

諸身心之苦惱、苦痛，皆能堪忍。 

同時，在印順導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也有說：「梵語羼提，即是

忍。忍不但忍辱，還忍苦耐勞，忍可（即認透確定）事理……忍辱，正名為忍，

徹底解除人生的苦痛，需要極大的堅忍才能成功。」11 

羼提，即是忍辱。不但能忍辱，還能忍苦耐勞和認透確定的事理，只有擁有

了極大的忍力，才能徹底解除人生的苦痛。從世間的角度來說,「忍辱」能解除

人生的痛苦和種種的障礙、困難；而佛教是出世修行之道，是能令眾生解脫自在，

更通過行自利利他的行為，來最終成就無上佛果。 

而在《優婆塞戒經》卷七中把「忍辱」與「忍波羅蜜」用四句來分別： 

 

是忍辱非波羅蜜者，所謂世忍，聲聞緣覺所行忍辱。是波羅蜜非忍辱者，所

謂禪波羅蜜。亦是忍辱亦波羅蜜者，所謂若被割截頭目手足，乃至不生一念

瞋心，檀波羅蜜、尸波羅蜜、般若波羅蜜。非忍辱非波羅蜜者，所謂聲聞緣

覺持戒布施。12 

 

此四句分別是: 「忍辱」不是「波羅蜜」；是「波羅蜜」不是「忍辱」；「忍辱」

亦是「波羅蜜」亦是「忍辱」；「忍辱」非「忍辱」非「波羅蜜」。如是，能稱為

「忍辱」而不是「波羅蜜」，即所謂的「世間忍辱」，就是聲聞、緣覺二乘所共行

的「忍辱」，能稱為「波羅蜜」的不一定就是「忍辱」，就如所謂的「禪波羅蜜」，

其稱為「禪波羅蜜」不是「忍波羅蜜」；亦可稱為「忍辱」也可稱為「忍波羅蜜」

的，如菩薩被割截頭、眼睛、手與腳如是等，都不會起一念的瞋恨之心，而是以

無漏的般若智慧之心去觀照一切諸相，如夢幻一般，並非諸法實相，故而不應執

著，所以稱為「忍波羅蜜」，而「布施波羅蜜」、「戒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也

是如此；即不是「忍辱」也不是「波羅蜜」，就如聲聞、緣覺的所行持的持戒與

布施。所以，聲聞、緣覺所行的只能稱為「忍辱」而不是「波羅蜜」，唯獨菩薩

乘所修行的「忍辱」才可稱為「波羅蜜」。 

上述可知，「忍辱」與「波羅蜜」二者之間是不一樣的。有何不同呢？下面

我們就來看一看何為「波羅蜜」？ 

 

二、波羅蜜之釋義 

   波羅蜜，梵語Pāramitā，巴利語 Pāramī。即自生死迷界之此岸而至涅槃解

脫之彼岸。又作波羅蜜多、波囉弭多。 

《大乘義章》卷十二有說：「波羅蜜者，是外國語，此翻名度，亦名到彼岸。」

                                                           
11 印順導師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台北：正聞出版社出版，2000），P90。 
12《優婆塞戒經》卷 7〈25 羼提波羅蜜品〉：(CBETA, T24, no. 1488, p. 1073, a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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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界次第初門》卷三云： 

 

波羅蜜者，並是西土之言。秦翻經論多不同，今略出三翻，或翻云事究竟；

或翻云到彼岸；或翻云度無極。菩薩修此六法，能究竟通別二種因果，一

切自行化他之事，故云事究竟。……能從二種生死此岸，到二種涅槃彼岸，

謂之到彼岸。……能度通別二種事理。諸法之曠遠，故云度無極也。14 

 

以，「波羅蜜」意譯為到彼岸、度無極、事究竟。通常指菩薩之修行而言，菩薩

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稱事究竟；乘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達涅

槃之彼岸，故稱到彼岸；此大行能度諸法之廣遠，故稱度無極。 

  據《彌勒菩薩所問經》卷八載：「到彼岸，故名波羅蜜義。又諸佛、如來已

到彼岸，名波羅蜜。初地菩薩，以其畢竟到彼岸，故名波羅蜜。以諸菩薩畢竟得

彼岸行，名波羅蜜。」
15
「波羅蜜」之義，為到彼岸，即諸菩薩究竟得到彼岸，

諸佛、如來已到彼岸。 

又據《解深密經》卷四載，「波羅蜜」有五因緣，即： 

 

世尊何因緣故，波羅蜜多，說名波羅蜜多？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五

因緣故：一者無染著故。二者無顧戀故。三者無罪過故。四者無分別故。五

者正迴向故。無染著者，謂不染著波羅蜜多諸相違事；無顧戀者，謂於一切

波羅蜜多諸果異熟及報恩中，心無繫縛；無罪過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無

間雜染法，離非方便行；無分別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不如言詞執著自相；

正迴向者，謂以如是所作所集波羅蜜多，迴求無上大菩提果。16 

 

由此知，得「波羅蜜」名字的因緣有五種：一、無染著；二、無顧戀；三、無罪

過；四、無分別；五、正迴向。何為無染著呢？就是不染著與波羅蜜相違之事，

於現法中修習波羅蜜，恒常殷重勤修無有放逸。何為無顧戀呢？就於波羅蜜果報

及現世利益，心不繫縛，無有放逸。何為無罪過呢？一者，離雜染法17；二者，

離非方便行，離此二種罪過，能修習極善圓滿、清淨的波羅蜜。何為無分別呢？

所行的波羅蜜不執著、不分別，觀一切皆是緣起而無自性，用方便善巧去行持波

羅蜜，令波羅蜜速得圓滿。何為正迴向呢？所行的波羅蜜要迴向無上菩提。 

總的來說，「波羅蜜」是發菩提之心，出生死之苦海，到達究竟涅槃彼岸，

對於從現世修行所得到的利益、果報不貪著，能遠離有漏的雜染法，能施設種種

                                                           
13《大乘義章》卷 12 (CBETA, T44, no. 1851, p. 705, b12-24) 
14《法界次第初門》卷 3(CBETA, T46, no. 1925, p. 686, a25-b4) 
15《彌勒菩薩所問經》卷八，(CBETA, T26, no. 1525, p. 266, a26-b4)  
16《解深密經》卷 4〈7 地波羅蜜多品〉： (CBETA, T16, no. 676, p. 705, c25-p. 706, a6)  
17 「雜染法者，謂老死支所攝眾苦，及以生支。」《瑜伽師地論》卷 94：(CBETA, T30, no. 1579, p. 

837, b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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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巧方便利益眾生，觀一切世出世法皆無自性，皆是緣起之法，所做的一切善

法，都能迴向無上菩提，最終圓滿成就佛果。 

此「波羅蜜」有「六波羅蜜」與「十波羅蜜」之別，而此「六波羅蜜」與「十

波羅蜜」分別是：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蜜、禪波羅

蜜、般若波羅蜜，此為「六波羅蜜」；在這之後再施設四度，即方便、願、力、

智，共為「十波羅蜜」。「方便波羅蜜，指救濟眾生的巧妙方法；願波羅蜜，指得

智慧之後的殊勝之願；力波羅蜜，指能正確判斷所修所行的全然之能力；智波羅

蜜，指證一切智，恆自受用，教化成就一切眾生。」18 

為何「六波羅蜜」之後，再施設「四波羅蜜」呢？據《攝大乘論釋》卷十

云：「立後四波羅蜜數者，為助成前六，故立後四。」19也就是說，為了成就前「六

波羅蜜」，所以立後面的「四波羅蜜」，即「四波羅蜜」為「六波羅蜜」的助伴。

《攝大乘論釋》卷十說： 

 

方便波羅蜜能安立彼於善處故，方便波羅蜜是前三波羅蜜助伴。若菩薩於現

世或為煩惱多，……無有功能引出世般若，令煩惱薄少等，能起菩薩精進波

羅蜜。……故願波羅蜜是精進波羅蜜助伴。……由此修力菩薩能引心，令住

內境故，力波羅蜜是定波羅蜜助伴。……由此智能生定及引出般若故，智波

羅蜜是般若波羅蜜助伴。20 

 

<表 2—1—1>十波羅蜜相對關係 

布施波羅蜜 

持戒波羅蜜              方便波羅蜜 

忍辱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願波羅蜜 

禪定波羅蜜              力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              智波羅蜜 

（資料來源：根據《攝大乘論釋》卷十製作） 

由上表可知，方便波羅蜜是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的助伴，

因方便波羅蜜有安立於這三波羅蜜所修行的善行；願波羅蜜是精進波羅蜜的助伴，

由於菩薩在現世修行或因為煩惱多，或由願生下界，或由心羸弱等原因，沒有力

量與功德，引出出世的智慧，令煩惱減少，能起菩薩精進波羅蜜，所以生出願波

波羅蜜；由於修力波羅蜜，而使菩薩行禪定波羅蜜時能令心住於美妙內境之中，

所以，力波羅蜜是禪定波羅蜜的助伴；此智波羅蜜能產生定及引發般若智慧，故

智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的助伴。也就是以「六波羅蜜」為中心施設之後的方便、

願、力、智此「四波羅蜜」。同時，在《成唯識論》卷九云：「此實有十，而說六

                                                           
18 賢度法師編著，《華嚴學專題研究》，( 台北：華嚴蓮社， 2008)，P3。 
19《攝大乘論釋》卷 10〈5 釋入因果修差別勝相品〉， (CBETA, T31, no. 1595, p. 227, a17-b7) 
20《攝大乘論釋》卷 10〈5 釋入因果修差別勝相品〉：(CBETA, T31, no. 1595, p. 227, a18-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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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知後四第六所攝，開為十者，第六唯攝無分別智，後四皆是後得智攝，緣

世俗故。」21故，後面的方便、願、力、智「四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所攝，

而開出十波羅蜜；前面的六波羅蜜是無分別智所攝，後面的方便、願、力、智「四

波羅蜜」為後得智所攝，是為了菩薩能更好入世去方便度化眾生，而圓滿無上的

菩提之道。在此所說的「無分別智」與「後得智」不是本論所研究的內容，故在

此不進一步解釋。 

菩薩在五欲、六塵之中廣行布施，不著於自身受樂，嚴持禁戒，菩薩為了要

護持禁戒，能忍受他人的毀辱，故能堅持不懈行持善法，忍受他人的毀辱，由此

忍耐之力，而精進不懈，使精進力產生，故能息惡生善；當善法生起能一心去思

維善法，而入禪定之中，禪定成就引發出世的般若智慧，由此般若智慧迴向六波

羅蜜得無上菩提，得成佛果。由於修習六波羅蜜沒有間斷、沒有盡時的原因，擁

有了般若智慧能引發種種的善巧方便，由此善巧方便引發種種的殊勝的善願，而

能隨順攝化一切眾生，菩薩為了能攝化一切的眾生，所以要常行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波羅蜜，故而要產生能正確判斷所修所行的全然的能力，

由此能力之後，能產生教化成熟一切眾生的智慧。 

故，無論是「六波羅蜜」或是「十波羅蜜」，都是要廣發無上菩提之心去「上

求佛道，下化眾生」。菩薩是以自利利人為修行的起因；以六度萬行為修行的法

門。同時，菩薩是以此波羅蜜為修道之正行，從生死苦惱之此岸，到達涅槃安樂

之彼岸，即成就佛道。菩薩從此岸到達彼岸之間的距離，是要廣修波羅蜜來圓滿，

波羅蜜的圓滿就是菩薩道的圓滿，波蜜羅是成佛的階梯，是轉凡成聖的要道，波

羅蜜成就了，菩薩也就成就了佛果。 

第二節 三種忍波羅蜜 

「十波羅蜜」也稱為「十勝行」，其中前六「波羅蜜」都各俱有三種殊勝行

門，而後的方便、願、力、智「波羅蜜」各俱有二種殊勝行門。在《成唯識論》

卷九云： 

 

十勝行者，即是十種波羅蜜多。施有三種：謂財施、無畏施、法施。戒有

三種：謂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忍有三種：謂耐怨害忍、安受

苦忍、諦察法忍。精進有三種：謂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利樂精進。靜慮

有三種：謂安住靜慮、引發靜慮、辦事靜慮、般若有三種：謂生空無分別

慧、法空無分別慧、俱空無分別慧。方便善巧有二種：謂迴向方便善巧、

拔濟方便善巧。願有二種：謂求菩提願、利樂他願。力有二種：謂思擇力、

修習力。智有二種：謂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22 

 

                                                           
21《成唯識論》卷 9 ，( CBETA, T31, no. 1585, p. 52, a4-6) 
22《成唯識論》卷 9，(CBETA, T31, no. 1585, p. 51,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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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1）施度三行：財施、法施、無畏施。（2）戒度三行：攝律儀戒、攝善法戒、

饒益有情戒。（3）忍度三行：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4）進度三行：

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利樂精進。（5）禪度三行：安住靜慮、引發靜慮、辦事靜

慮。（6）慧度三行：生空無分別慧、法空無分別慧、俱空無分別慧。（7）方便度

二行：迴向方便善巧、拔濟方便善巧。（8）願度二行：求菩提願、利樂他願。（9）

力度二行：思擇力、修習力。（10）智度三行：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 

所以「忍波羅蜜」所俱有的三種殊勝行門，是「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諦察

法忍」。在玄奘大師所譯的《解深密經》卷四說：  

 

三種忍中：耐怨害忍，能忍受他所作怨害，勤修饒益有情事時，由此忍力

遭生死苦而不退轉。安受苦忍，能正忍受所遭眾苦，由此忍力，於生死中

雖受眾苦而不退轉。諦察法忍，堪能審諦觀察諸法，由此忍力，建立次前

所說二忍。23 

 

由此可知，所謂「耐怨害忍」，就是菩薩對於他人加害自己身上的種種「怨害」

皆能忍受，更能精勤去做對有情眾生有利的事業，因為有這樣的忍力，就算是遭

遇生死之苦，也不能令其退轉。而「安受苦忍」，是能如理正思惟，為求無上菩

提，能忍受所遭遇的惱亂、障礙，一切眾苦，因為有這樣的忍力，而不苦惱，於

生死中雖然遭受眾苦，而令悉求無上菩提之道的心不退轉。「諦察法忍」，於一切

境界，堪能用般若智慧去觀察、思維一切諸法，法性本空，諸行如幻不實，唯是

自心虛妄分別，無一實法，由此故方能證入心性。同時，「耐怨害忍」、「安受苦

忍」此二忍是依止於「諦察法忍」。故《攝大乘論釋》卷七亦說： 

 

耐怨害忍，是諸有情成熟轉因；安受苦忍，是成佛因，寒、熱、飢、渴種種

苦事，皆能忍受，無退轉故；諦察法忍，是前二忍所依止處，堪忍甚深廣大

法故。24 

 

「耐怨害忍」，是諸有情成熟的轉因；「安受苦忍」是成佛因，能忍受寒、熱、饑、

渴等種種苦事，無有退轉；「諦察法忍」是前二忍所依止處，因能堪忍深廣大法，

以能除人、法二執，入諸法真理。 

為何「耐怨害忍」是有情成熟的轉因呢？而「安受苦忍」為何是成佛的因呢？

在《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二中有更進一步的解釋： 

 

                                                           
23《攝大乘論釋》卷 7 ，(CBETA, T31, no. 1597, p. 356, c28-p. 357, a4)  
24《攝大乘論釋》卷 7，(CBETA, T31, no. 1598, p. 422, a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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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菩薩耐他怨害忍？……由我先世自造種種不淨業故，今受如是種種苦

果，……若不忍者，復為當來大苦因處，我若於此大苦因法隨順轉者，便為

於己自作非愛…自生結縛…自興怨害，……又諸聲聞，……能生自他，眾苦

不忍；何況我今，正為勤修，他義利行，而生不忍。菩薩如是正思擇已，勤

修五想，於怨親中，……諸有情所，能忍一切怨害之苦。云何五想？一宿生

親善想、二隨順唯法想、三無常想、四苦想、五攝受想。云何菩薩於有怨害

諸有情所，修習『宿生親善之想』？……於有怨害諸有情所，捨怨憎想住親

善想，依親善想於諸怨害悉能堪忍。……修習『隨順唯法之想』？……於有

怨害諸有情所，捨有情想住唯法想，依唯法想於諸怨害悉能堪忍。……修『無

常想』？……捨常堅想安住無常不堅固想，依無常想於諸怨害悉能堪忍。……

修習『苦想』？……斷滅樂想生起苦想，依此苦想於諸怨害悉能堪忍。……

修『攝受想』？……於有怨害諸有情所，滅除他想住攝受想，依攝受想於諸

怨害悉能堪忍。25 

 

如此可知，菩薩因前世造作種種的惡業，今受種種的苦果，如不行善，必是將來

的大苦因緣所在之處，假如隨順此大苦之因，而生諸煩惱，傷害自己，惱害他人。

而諸聲聞是自利行，尚不忍眾生受苦而行忍；何況菩薩為修利他事業，更不忍眾

生受苦而不忍。是故菩薩應修五種想，對於怨敵、親人，諸有情眾生，所加害都

能忍受。菩薩所修的五想，分別是：（1）「宿生親善想」，菩薩對於惱害他的怨敵，

當親人想，所以對於怨敵能堪忍受種種的惱害。（2）「隨順唯法想」，菩薩知道所

有一切無論人事物，皆是因緣法生，也唯有因緣法，故對於諸怨敵的惱害堪能忍

受。（３）「無常想」，菩薩了知一切法皆是無常法，如是對於怨敵的惱害堪能忍

受。（４）「苦想」，菩薩了知眾生皆為眾苦所困，應行方便令眾生離苦，更不應

加害於眾生，故對於怨敵惱害堪能忍受。（５）「攝受想」，菩薩為有情發菩提心，

攝受一切有情為其親眷，令有情得利，更何況加害於彼，所以對於怨敵惱害能堪

忍受。 

由以上可知，菩薩行「耐怨害忍」是不捨怨敵，反而對於怨敵施與善法令其

發起善心，故為諸有情成熟的轉因。 

而「安受苦忍」是成佛的因，在《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二說： 

 

云何菩薩安受眾苦忍？……為求菩提，悉能忍受一切事苦。一切事苦……略

有八種：一依止處苦、二世法處苦、三威儀處苦、四攝法處苦、五乞行處苦、

六勤劬處苦、七利他處苦、八所作處苦。26 

 

菩薩為求無上菩提悉能忍受一切苦事，而此「苦事」略有八種，是哪八種能忍受

的「苦事」呢？ 1、依止處苦；2、世法處苦；3、威儀處苦；4、攝法處苦；5、

                                                           
25《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26《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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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行處苦；6、勤劬處苦；7、利他處苦；8、所作處苦，此八種「苦事」。 

第一、「『依止處苦者』，依謂四依，……出家受具，成苾芻分，所謂衣服、

飲食、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如是名為菩薩忍受依止處苦。」27 

所謂的「依止處苦」，出家成為比丘出家修行，必依四處住，即著糞掃衣、

常行乞食、依樹下坐、用陳腐藥此四種什物。由此能忍受依止於此四處之苦，如

是為菩薩忍受「依止處苦」。 

第二、「『世法處苦』者，……略有九種：一衰、二毀、三譏、四苦、五壞法

壞、六盡法盡、七老法老、八病法病、九死法死。……能生眾苦，此即名為世法

處苦。…如是名為菩薩忍受世法處苦。」28 

此「世法處苦」略有九種：一、衰；二、毀；三、譏；四、苦；29五、壞法

壞；六、盡法盡；七、老法老；八、病法病；九、死法死30。前四種是世八法之

四法，即違緣苦；後五是生苦。此九種苦能生眾苦，菩薩如是能忍受，即為忍受

「世法處苦」。 

第三、「『威儀處苦』者，當知即是行、住、坐、臥四種威儀。菩薩於中若行、

若坐，晝夜恒時，……淨修其心，終不非時，脇著床座、草敷、葉敷，…如是名

為菩薩忍受威儀處苦。」31 

「威儀處苦」，即行、住、坐、臥四種威儀。菩薩於行、住、坐、臥時，注

意威儀，於晝夜恒時為除障法，淨修其心，終不非時，脇著床座草敷葉敷，由此

而生出疲厭之心，如是悉能忍受，即為菩薩忍受「威儀處苦」。    

第四、「『攝法處苦』者，……略有七種：一、供事三寶；二、供事尊長；三、

諮受正法；四、既諮受已，廣為他說；五、以大音聲，吟詠讚誦；六、獨處空閑，

無倒思惟，稱量觀察；七、修習瑜伽，作意所攝，若止若觀。菩薩於此七種攝法，

勇猛劬勞，所生眾苦，悉能忍受，……如是名為菩薩忍受攝法處苦。」32 

「攝法處苦」略有七種：一、供事三寶，即能供養與承事佛、法、僧三寶。

二、供事尊長，對於師長與長輩，如供養與承事三寶一樣。三、諮受正法，就是

在佛、菩薩或善知識處，聽聞佛法，之後能依法授持。四、諮受正法之後，要廣

為他人宣說，不能吝法不為他人宣說。五、以美妙之聲，大聲的吟詠讚誦，所得

的正法。六、聽聞得正法之後，要獨處空閑處，如理正思惟法要，以智慧如理觀

察之。七、通過聞與思之後，要如理修行正法，行瑜伽行，用功修行，或是能止

的方法，或是能觀的方法，來成就佛道。菩薩於此七種攝法，勇猛劬勞，所生起

的眾苦，悉能忍受，不會因此而不精進，懈怠廢棄。名為菩薩忍受「攝法處苦」。 

                                                           
27《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28
《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29《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12：「九種苦：所謂衰者，衰朽也；若對面實說，名譏；若背面，名毀；

逼迫，名苦。」(CBETA, X49, no. 815, p. 853, b6-14 // Z 1:79, p. 376, c18-d8 // R79, p. 752, a18-b8)  
30《地持論義記》卷 3：「壞法壞者，資生樂具性是壞法遇緣壞也。盡法盡者，向猶質在此全盡也。

後正報中老法老者，內報性是衰老之法。時至便老名老法老，病死亦然。[」(CBETA, X39, no. 704, 

p. 206, a16-19 // Z 1:61, p. 213, a15-18 // R61, p. 425, a15-18)  
31《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32《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13 
 

第五、「『乞行處苦』者，當知此苦略有七種：一者、自誓毀形，……棄捨世

俗……二者、自誓毀色，受持改變，壞色衣故。三者、進止云為，皆不縱任…自

兢攝故。四者、依他活命，……五者、盡壽從他，求衣服等，於所獲得，非法珍

財，久所貯積，不受用故。六者、盡壽遮止，人間諸欲，離非梵行，婬欲法故。

七者、盡壽遮止，人間嬉戲，捨離觀聽，歌舞笑戲倡伎等故，及離與己，親友同

齡，笑戲歡娛携從等故。如是等類，因乞求行，所有艱辛，所生眾苦，菩薩一切

皆能忍受，……如是名為菩薩忍受乞行處苦。」33 

「乞行處苦」此苦也略有七種，即一、自誓毀形。為出家修行，當剃除鬚髮

自毀形相，捨離世俗家。二、自誓毀色。穿不好的，別人不要的衣服。三、進止

云為。行住不再遊涉世間，一切行住自當小心謹慎。四、依他活命。捨棄世俗的

事務，從他處乞食而生活。五、終此一生，從別處乞得衣服、飲食等。不貯積錢

財、珍寶等物，捨棄非法所得之財物，不會去使用。六、終此一生，不離清浄梵

行，不遊戲世俗之處，不行婬欲諸法。七、終此一生，捨離世俗嬉戲之處，遠離

親人、朋友戲笑娛樂之地。所以，菩薩因為乞行，對於由此產生的艱辛眾苦，皆

能忍受，不因此苦，而不精進，懈怠廢棄，不去行乞行，如是為菩薩忍受「乞行

處苦」。 

第六、「『勤劬處苦』者,謂諸菩薩勤修善品,劬勞因緣,發生種種,身心疲惱,

悉能忍受……如是名為菩薩忍受勤劬處苦。」
34
 

「勤劬處苦」，菩薩精勤、劬勞修習善法，因此令身心感到疲憊、辛勞，由

此產生種種的苦，如是悉能忍受，不因此苦，而不精進，懈怠廢棄，不修行善法。

如是名為菩薩忍受「勤劬處苦」。     

    第七、「『利他處苦』者,謂諸菩薩修……利有情業,……由彼所生,種種憂苦,

菩薩一切皆能忍受……如是名為菩薩忍受利他處苦。」35 

「利他處苦」，菩薩所修利益有情眾生的一切事業，由此所生的種種憂悲、

苦惱，皆能忍受，不由此苦，而不行度化眾生之事業，更不會懈怠廢棄，此利他

行。所以名為菩薩忍受「利他處苦」。 

第八、「『所作處苦』者,謂諸菩薩或是出家,便有營為,衣鉢等業;或是在家,

便有無倒商估營農仕王等業,由此發生種種勤苦,菩薩一切皆能忍受,……如是名

為菩薩忍受所作處苦。」
36
 

「所作處苦」，諸菩薩無論是出家或是在家，都有各種管理營生之事業，出

家菩薩是為求出離而出家，但還要因色身所需，而行管理衣缽等事業，由此產生

種種的苦惱；在家菩薩因不能捨棄自身的責任，還要為生活，而行謀求營生之事

業，因各種營業，而產生的種種苦，菩薩皆能忍受，不會因此苦，而懈怠廢棄修

習善法。是為菩薩忍受「所作處苦」。 

菩薩由此八種苦事悉能忍受，更發無上菩提之心，永無退轉為成佛道而發之

                                                           
33《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34《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35《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3, a28-p. 524, c15)  
36《瑜伽師地論》卷 42〈11 忍品〉：「苦」(CBETA, T30, no. 1579, p. 524,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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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菩提心，故此「安受苦忍」為俱足成佛之因緣。 

為何「諦察法忍」為前二忍之依止之處呢？在《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六有

說明：「諦察法忍，謂審諦觀察一切諸法，無滅無生，而忍證也。當知此忍，能

與前二為依止處，由達諸法，無生滅等，方能堪忍怨害等苦也。」37由上可知，「諦

察法忍」以能仔細審視觀察一切諸法，無滅無生，即為「諦察法忍」。此忍為前

二忍之依止處，是由能通達諸法，無生滅之相，能堪忍怨害等一切諸苦，故為前

二忍之依止處。 

由以上三忍可知，「耐怨害忍」相當於「生忍」，中間之「安受苦忍」則屬「法

忍」，「諦察法忍」相當於「無生法忍」，也就是後二忍都是屬於「法忍」的範疇。

在《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卷六說：「……生忍也，亦名耐怨害忍。……法忍也，

亦名安受苦忍。……第一義忍也，亦名諦察法忍。」38又在《思益梵天所問經簡

註》卷二說：「第一義忍又名無生忍。」
39
 

何為「生忍」、「法忍」、「無生法忍」呢？在《大智度論》卷十四、卷十五及

卷二十七中分别有說：「云何名生忍？答曰：有二種眾生來向菩薩：一者、恭敬

供養；二者、瞋罵打害。爾時，菩薩其心能忍，不愛敬養眾生；不瞋加惡眾生。

是名生忍。」40 

由上可知，所谓「生忍」，即眾生中忍，菩薩對於恭敬供養和嗔恚、打罵、

傷害他的這二種人，菩薩能生忍心，不愛著也不嗔恨這二種眾生，是名「生忍」。 

《大智度論》卷十五云： 

 

忍其供養、恭敬法，及瞋惱、婬欲法，是為法忍。復次，法忍者，於內六情

不著，於外六塵不受，能於此二不作分別。……如是觀諸法，心信不轉；是

名法忍。41 

 

所謂「法忍」，菩薩能忍受供養恭敬的善法，以及能忍受瞋惱、婬欲的惡法，就

是「法忍」。同時，「法忍」對於內六情42不執著與外六塵43不納受，能於此二法不

生分別之心。如是觀一切諸法，心不動轉，名為「法忍」。 

《大智度論》卷二十七云：「觀諸法，於三界得脫，……一心信忍十方諸佛所

用實相智慧，無能壞、無能動者，是名無生忍法。無生忍法，即是阿鞞跋致地。」
44所謂「無生法忍」，觀一切諸法，為脫離三界，一心信忍隨順不疑十方諸佛，所

                                                           
37《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 (CBETA, X05, no. 229, p. 312, a5-11 // Z 1:7, p. 488, d11-17 // R7, p. 976, 

b11-17) 

38《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卷 6 (CBETA, T44, no. 1850, p. 458, b5-9) 
39《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卷 2 (CBETA, X20, no. 364, p. 811, a11 // Z 1:33, p. 426, c8 // R33, p. 852, a8)  
40《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64, b19-22)  

41《大智度論》卷 15〈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68, b9-16)  
42 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皆具情識，故稱六情。 
43 六塵：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此六塵。 
44《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263, 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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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實相智慧，無能壞、無能動，是為「無生法忍」，也是「阿鞞跋致地」45。 

行此「生忍」、「法忍」、「無生法忍」有怎樣的功德利益呢？《大智度論》卷

十四和卷二十七说：「菩薩行生忍，得無量福德；行法忍，得無量智慧。福德、

智慧二事具足故，得如所願；譬如人有目、有足，隨意能到。」46 

  《大智度論》卷二十七說：「入菩薩位，是阿鞞跋致地；過聲聞、辟支佛地，…

住阿鞞跋致地，世世常得果報神通，不失不退。」47 

由此可知，菩薩行「生忍」能得無量福德；行「法忍」得無量智慧，而大乘

佛法主張福慧雙修，既知忍辱也能令二事具足。菩薩行「無生法忍」入「阿鞞跋

致地」，超過聲聞、辟支佛地，世世常行神通果報，此果報不會失去，亦不會退

轉。所以說，忍辱第一道，忍辱得安樂。菩薩要修滿「忍波羅蜜」，只須調伏自

心即能辦到，也就是說只須從自心滅除嗔忿等即能成辦，不仰賴他力助成。48所

以行「忍波羅蜜」可自利也可利他，以此之故，二利具圓，佛道可成。 

 

第三節 忍波羅蜜所成就之功德 

  雖然佛法似是浩瀚無邊，但是大致可以分為「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兩大

類，所謂「世間法」，是為了自己了脫生死，得到的是人天福報，或是為求現世

的福報，即求榮華富貴，高官顯赫，或是為求五欲六塵感官上的享樂，或為求來

世的福報等等，這此都是「世間法」；而「出世間法」上則重在為眾生了脫生死，

為一切眾生而發成佛之心，即菩提心，勤求出離，斷三界之纏縛，除滅一切煩惱，

趣向涅槃之道。是故「忍波羅蜜」也可分為「世間」與「出世間」此二種忍。何

為「世間忍」？何為「出世間忍」？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九有說明此二

忍： 

 

忍有二種相：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云何菩薩世間安忍？謂：有漏忍。

緣諸有情有取、有相，依諸果報、依諸福業，所發起忍；依自諸色、聲、香、

味、觸所發起忍。…是名菩薩世間安忍。如是安忍共諸聲聞、獨覺乘等。…

云何菩薩出世安忍…？謂：無漏忍。一切賢聖大法光明，普為利樂一切有情，

無染著忍，永斷一切所作事業、語言、因相、文字、音聲，行依處安忍。…

                                                           
45阿鞞跋致地：「過聲聞、辟支佛地，亦名阿鞞跋致地。復次，住阿鞞跋致地，世世常得果報神通，

不失不退。若菩薩得此二法：雖得諸法實相，而以大悲不捨一切眾生。」《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263, c7-11)  
46《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64, b3-5)  
47《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263, c6-11)  
48 賢度法師編著，《華嚴學專題研究》，（台北：華嚴蓮社出版，2005）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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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此忍時，心意寂靜。是名菩薩出世安忍。49 

 

由此可知，所謂「世間忍」是有漏忍50，菩薩緣眾生之有取有相，依諸果報、福

業等，所發起有漏、有相之安忍。以彼等遭遇世間種種苦樂違順之事，而能安忍，

故稱「世間忍」，此「世間忍」是聲聞與獨覺所行之忍。而「出世間忍」是無漏

忍51，乃大菩薩由於利他平等之大悲，發起大乘佛法的智慧光明，為一切有情眾

生，所發起無漏無相之安忍。由此相契於無為寂滅之理，心無染著，任運無作而

無諸行，安忍一切苦樂違順之境，而不見諸法生滅之相，故稱「出世間忍」。菩

薩修此忍時，心不起分別，不起妄念，時刻安住於寂靜之中。 

眾所周知，修行世間之「忍辱」不易，而修行出世之「忍波羅蜜」更是難中

之難。對於眾生加諸在自已身上的傷害不易忍，菩薩為求了生脫死，行度生之事

業，最終為證得圓滿之佛果，而更是行忍不易。「忍波羅蜜」如此難行，為何要

行？修行成就「世間」與「出世間」的「忍波羅蜜」，功德利益又是怎樣的呢？  

在現世之中如不能「忍」，能令眾生生不歡喜心，生恐懼、厭離、遠離之心，

而不令親近。同时，在諸經論中也有論述「不忍」之害處。《金剛般若論》卷二

中有說：「不忍因緣者，有三種苦，謂：流轉苦，眾生相違苦，乏受用苦。」52不

「忍」有三種苦，一、流轉苦忍；二、對眾生相違苦忍；三、乏受用苦忍。所謂

「流轉苦忍」，是由不能修行「忍波羅蜜」故，而流轉於生死之中，為了對治此

流轉苦，故要離一切相，如果著色等中不能出生死，而受流轉之苦，所以能令菩

提心不生起。而「對眾生相違苦」，即是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行無住
53
布施等，

如生起嗔心來對待眾生，就會與菩薩為利益眾生之心相違背啦！「乏受用苦忍」，

是菩薩心住於法而行的布施等，如是著於果報而行布施，是有質礙的，所受用的

滋生之具就會缺少；如果是行無住去行布施的行為，所有取用如虛空一樣，取之

不盡。 

而《大智度論》卷十四中又說： 

 

小人輕慢，謂為怖畏；以是之故，不應皆忍。…若以小人輕慢，謂為怖畏而

                                                           
49《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 9〈7 福田相品〉： (CBETA, T13, no. 411, p. 770, b25-c16)  
50
 有漏：「色、無色界一切煩惱，除去無明，斯名有漏。」《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7〈德王菩薩品〉：

(CBETA, T37, no. 1764, p. 795, c15) 
51 無漏：「何故此滅，復名無漏。？永離一切煩惱魔故。」《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8〈1 諦品〉：

(CBETA, T31, no. 1606, p. 733, c26)  
52《金剛般若論》卷 2， (CBETA, T25, no. 1510a, p. 762, c29-p. 763, a2)  
53 無住：「一切諸法，無有所住，亦不可見，無異性故。是故諸法無住無依，但以名字施設而有，

彼皆空寂，無有自性，無住而住。」《大寶積經》卷 4〈1 無上陀羅尼品〉,(CBETA, T11, no. 310, 

p. 21, c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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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不忍，不忍之罪甚於此也！…不忍之人，賢聖善人之所輕賤；忍辱之人，

為小人所慢；二輕之中，寧為無智所慢，不為賢聖所賤。復次，忍辱之人，

雖不行布施、禪定，而常得微妙功德，生天上、人中，後得佛道。54 

 

從上可知，如果因為恐懼小人輕慢自己而不行忍，不忍的罪是比恐懼之罪要大很

多。不忍之人，會被賢聖善人輕賤；而行忍之人，會被小人所輕慢。此二者之間，

寧可被小人所輕慢，不要被賢聖善人所輕賤。為什麼呢？雖然忍辱之人，不行布

施、禪定等，但是因為忍辱的功德力，而能生天上或是人道之中，最終是能成就

佛道的。 

在《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七說到： 

 

忍之人，眾所憎惡，增長煩惱，長煩惱故，生死增長；長生死故，生諸難處；

生難處故，遠離善友；遠善友故，不聞正法；不聞法故，重翳疑網；以疑網

故，遠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55 

 

在此又說，不修忍之人，所有的人都討厭、厭惡，而令眾生生起煩惱，煩惱即無

明，無明生而生生死，不能出離生死，就易生於難處，因此而遠離善友，沒有親

近善知識，故不能聽聞正法，便生障蔽懷疑之心，不能信奉正法，遂不能出離生

死，而遠離無上正等正覺。 

而不修「忍」還有五種過失，在《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十二說：「五不

忍過失者。云何為五？一者、暴惡。二者、憂悔。三者、眾生不愛不樂。四者、

十方惡名流布。五者、身壞命終當墮惡趣地獄。」56 

此五種「不忍」的過失是：（1）「暴惡」，即是不能忍受眾生，而以刀、杖來

傷害眾生。（2）「憂悔」，因不能忍受眾生，以身、語、意來行惡行，生憂悔之心，

令身心煩悶。（3）「眾生不愛不樂」，不能忍受眾生，如被眾生罵、嗔恨、打、傷

害、玩弄，就會還以此來對待眾生，令眾生不生歡喜心，故眾生不喜歡也不高興。

（4）「十方惡名流布」，因不能忍受眾生，就會經常與之諍鬥，不好言語，輕蔑

玩弄，所以就會被傳惡名。（5）「身壞命終當墮惡趣地獄」，因為不能忍受眾生，

而以身、語、意惡行加害之，令其更加增上惡行，故命終之後當墮惡趣大地獄之

中去受苦。 

所以不修「忍」，從世間來說，帶來的過患是能令他人厭惡，不得人敬愛，

                                                           
54《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 (CBETA, T25, no. 1509, p. 167, c13-15)  

55《大方便佛報恩經》卷 7〈9 親近品〉： (CBETA, T03, no. 156, p. 163, a11-15) 
56《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 12〈6 五法品〉(CBETA, T26, no. 1536, p. 420, b10-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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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滋生之具有所匱乏，被賢聖善人所輕賤。從出世間來說，帶來的過患不能離

生死苦，永入輪回，墮地獄之中受苦，不生善處，遠離善友，不聞正法，最終遠

離佛道。所以眾生不能不行「忍」呀！ 

而對於能「忍」所帶來的功德利益，諸經論的敘述也頗多。而在《大方等大

集經》卷四十九說： 

 

忍為世間最，忍是安樂道，忍為離孤獨，賢聖所欣樂。……忍增美名譽，……

忍能具端正，忍能得威力，忍照於世間，……忍能成工巧，忍力降伏怨，及

以除憂惱。……忍能息諸苦，忍得壽命長。……忍能息諸怨，不害於眾生，

忍能離偷盜，忍能捨婬欲，忍能止妄語，兩舌綺惡言。57 

 

在此處是說明修「忍」的世間功德，「忍」為世間之最殊勝，為什麼呢？因為「忍」

能令自已與他人得到安樂，又因「忍」而得到他人的喜歡，令得眾多的善友，遠

離孤獨，更能得到有德行與有學問的人欣賞與喜歡。修行「忍」能得到美好的名

聲，端正的相貌，和得到眾生的尊重，以「忍」來行世間法，能成就工巧明58，

以修「忍」力來降伏怨敵，以及除去諸多的憂愁與煩惱。而且修行「忍」能息滅

諸多的苦事，又能得長壽。修「忍」能息滅諸怨敵，不惱害眾生，行「忍」能不

被偷盜，能捨棄淫欲，能不說妄語，不說是非，不說綺語。 

在此可見修世間「忍」有如此多的利益之處，修出世間「忍」的利益就更殊

勝，在此經又說： 

 

……忍能除貪瞋，及離邪見意，忍力成施戒，精進及禪那，般若波羅蜜，能

滿此六度。忍能除諸惑，忍得羅漢樂，亦得辟支佛，……速得菩提道，忍於

諸眾生，得為無上勝。忍能降眾魔，及伏諸外道，……忍令多眾生，枯竭三

惡道，忍斷煩惱障，及能淨法眼。59 

 

修行「忍」能除去貪、嗔之心，以及遠離邪見，而且修行「忍」能成就布施、持

式、精進、禪定及以般若波羅蜜，如是能圓修六波羅蜜。修「忍」能除諸多的煩

惱，得阿羅漢果，亦得辟支佛果，速得成就無上佛果，所以對眾生來說修行「忍」

                                                           
57《大方等大集經》卷 49〈6 令魔得信樂品〉(CBETA, T13, no. 397, p. 319, b15-c25)  
58 工巧明：工即工業，巧即巧妙，謂世間文詞讚詠，乃至營造城邑，農田啇賈，種種音樂，卜 

筭天文地理，一切工業巧妙，皆悉明了通達，故曰工巧明。《大明三藏法數》卷 18：(CBETA, P182, 

no. 1615, p. 174, b3-6)  
59《大方等大集經》卷 49〈6 令魔得信樂品〉(CBETA, T13, no. 397, p. 319, b15-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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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殊勝的法門。修「忍」更能降伏眾魔，摧伏外道，能令所有的眾生不墮三惡

道，斷煩惱障，得清浄法眼。 

《優婆塞戒經》卷七說：「忍辱即是菩提正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忍

果。……若有智人樂修忍辱，是人常得顏色和悅，好樂喜戲；人見歡喜，覩之無

厭。」60以「忍」為因，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為其果報，所以修「忍」能成就無

上佛道。如果是智慧之人修行忍辱，面容柔和、端正，常有喜悅之色，喜歡遊戲、

玩耍有歡快之心；人人見了都生歡喜之心，沒有令人討厭的。 

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八有又說明：「行忍波羅蜜，能忍世間一切難行、

種種苦事，及以菩薩圓滿清淨所修苦行，所持正法，皆悉堅牢，其心不動。」61又

以行「忍」故，對世出世間的一切難行、種種苦行，以及為圓滿菩薩行所修苦行，

所受持的正法，能起堅定不移的心，不令心動搖。  

更如《大智度論》卷三十云： 

 

忍為一切出家之力，能伏諸惡，……忍能守護，令施、戒不毀；忍為大鎧，

眾兵不加；忍為良藥，能除惡毒；忍為善勝，於生死險道，安隱無患；忍為

大藏，施貧苦人無極大寶；忍為大舟，能渡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求

佛道、度眾生之利器，忍為最妙！
62
 

 

所以說，「忍」為修行出家的力量，能摧伏諸惡，現不可思議之事；以能「忍」

故，令布施、持戒不毀壞；同時用多種譬喻來譬喻「忍」，喻其為「大鎧鉀」，使

敵兵將不能給其造成傷害；喻為「良藥」，能除一切毒；喻為「善法之殊勝處」，

能離生死險道，令眾生能得安穩無有惡患；喻為「大寶藏」，布施給貧苦之人無

價珍寶；喻為「大船」，能渡眾生從生死之此岸，到達涅槃究竟之彼岸。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之利器，以忍為最妙、最好呀！ 

在《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四十二有說： 

 

……諸菩薩，先於其忍，見諸勝利。謂能堪忍補特伽羅，於當來世無多怨敵，

無多乖離，有多喜樂，臨終無悔，於身壞後當生善趣天世界中，見勝利已，

自能堪忍。63 

 

                                                           
60
《優婆塞戒經》卷 7〈25 羼提波羅蜜品〉： (CBETA, T24, no. 1488, p. 1073, b16)  

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8〈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744, c13-19)  

62《大智度論》卷 30〈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280, c29-p. 281, a8)  
63《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3〈21 十行品〉， (CBETA, T36, no. 1736, p. 330, c27-p. 331,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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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修習「忍」能得諸多的殊勝利益，能令來世沒有多少怨敵，沒有相違

背的事發生，能有許多歡喜高興的事，到臨終無悔即便受生，由此「忍」力所修

善行，臨命時雖有種種苦來逼受，諸痛苦煩惱現前，心不散亂正念而終，當往生

善趣天世界中，如是得到殊勝的利益，所以能行持「忍」。故在《大智度論》卷

十四還說：「能修忍辱，慈悲易得；得慈悲者，則至佛道」64由此可知，修行「忍」

終能成就無上佛道。 

    菩薩修行成佛，是要行六度萬行，而在六波羅蜜中，其每一波羅蜜所對治的

煩惱都不一，「忍波羅蜜」所要對治的煩惱即是三根本煩惱65的「嗔」，「嗔」为修

行人之大忌，无论在何时、遇何境、修何法，皆不可生「嗔」。嗔心一生，之前

所有的修行即被破坏。嗔心是一切逆境上发生的憎恚心，为恶业的根本，也是一

切恶行所由生。而「嗔」又能障礙禪定的生起，嗔心一起，修禪定不成。 

世間因嗔心而起的一切鬥爭與罪惡；包括夫妻反目，朋友成仇，六親眷屬的

不和，人與人之間彼此傷害，都是源於眾生的一念嗔心。 

「瞋」更是修行之大障，能使行者起無量障礙之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四十九說：「若諸菩薩於餘菩薩起瞋恚心，即成就百萬障門故。」
66
菩薩若起嗔

心，都能生起障礙，而最終障礙成佛，更何況凡夫眾生。嗔心能令所修的善法，

所集的福德全部摧毀，更能令心意不柔軟，使心不寂靜，睡不安眠，心不平和，

親友眷屬，悉皆遠離，不願共住。故《大智度論》說：「諸煩惱中，嗔為最重，

不善報中，嗔報最大，餘結無此重罪。」
 67
所以，嗔為一切煩惱之源，所有的惡

報之中嗔報為最大，沒有可與之相比的，唯有修行「忍波羅蜜」才可令嗔心消失，

成就無上的菩提之道。在《寒山子詩集》卷一說：「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

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真心」68由此可知，嗔心一起，能滅無量所行之功德，若為

成就菩薩道，唯有修行「忍波羅蜜」來護持，所修的一切善法功德。 

在《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六中，以譬喻的方法來說明「忍波羅蜜」是

對治嗔恚的良藥：「譬如世間阿伽陀藥，能除自他一切毒病。菩薩亦爾，忍伽陀

藥，能治自他一切瞋恚煩惱毒病，是名安忍波羅蜜多。」69阿伽陀藥70能除世間一

切自他之毒和病，而菩薩是修出世之法，故以「忍波羅蜜」為阿伽陀藥，來對治

自己和他人的一切嗔恚煩惱之病毒。 

                                                           
64
《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67, c8-9)  

65 三根本煩惱：貪、嗔、癡。 
6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9〈36 普賢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257, c17-18)  
67《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 (CBETA, T25, no. 1509, p. 167, a13)  
68《寒山子詩集》卷 1：(CBETA, J20, no. B103, p. 664, b13-14)  
69《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6〈7 安忍波羅蜜多品〉(CBETA, T08, no. 261, p. 891, b16-18) 
70「阿伽陀藥，此云無病，或云不死藥，有翻為普除去，謂眾病悉除去也。」《一切經音義》卷

26：(CBETA, T54, no. 2128, p. 472,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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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忍波羅蜜」不但要令嗔心不起，更要能對喜悅之心不為所動，因為菩

薩修行時所對的不僅有逆境，也有順境，在對逆境時不起嗔心，在對順境時不起

喜悅之心，令內心平靜才能最終令「忍波羅蜜」成就，而成就無上佛果菩提。 

而《大智度論》卷十四說： 

 

恭敬、供養雖不生恚，令心愛著，是名軟賊。是故於此應當自忍。…觀其

無常，是結使生處。如佛所說：「利養瘡深，…人著利養，則破持戒皮，斷

禪定肉，破智慧骨，失微妙善心髓。71 

 

由此可知，恭敬與供養雖然不生嗔恚之心，但能令心生起貪愛，如盜賊一樣能偷

竊菩薩所修的功德法財，所以菩萨要行忍。同時，觀察恭敬與供養此是無常法，

是煩惱之處。在《大智度論》卷十四說：「利養瘡深，……人著利養，則破持戒

皮，斷禪定肉，破智慧骨，失微妙善心髓。」72 

由此可知，利養就好像瘡一樣，如果人執著於利養，則會破持戒之戒行，斷

生起之禪定，無般若之智慧，更易失去成佛果之心。 

綜合以上，菩薩修行修「忍波羅蜜」能消除業障 ，修「忍波羅蜜」能培植

福德 ，修「忍波羅蜜」能解除煩惱，利於修清淨心 ，「忍波羅蜜」有利於廣結善

緣，有利於處理人際關係，「忍波羅蜜」能得相好莊嚴，「忍波羅蜜」能自利利人，

自行化他，修「忍波羅蜜」有利於佈施，有利於持戒，有利於精進，有利於得禪

定，有利於開發般若智慧，還有最為重要的是有利於成就無上佛道。故《羅雲忍

辱經》卷一說：「吾今得佛，諸天所宗，獨步三界，忍力所致。」73 

 

 

第三章  華嚴忍波羅蜜之分析比較 

  第一節 十住位之忍波羅蜜行 

十住位，是毘盧遮那如來以他自在神力，不起菩提座，從現實世界上昇到須

彌山頂的忉利天宮，在忉利天宮宣說的十住位法門，目的是要令圓信、圓修真實

法者能入十住位，而生如來家，住根本智，能永不退轉其賢位，此十住位是三賢

位中的下賢位。74在《十住品》中法慧菩薩在忉利天宮妙勝殿，承佛威力，入菩

                                                           
71《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64, b26-c1) 
72《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 (CBETA, T25, no. 1509, p. 164, b26-c1) 
73《羅云忍辱經》卷 1 (CBETA, T14, no. 500, p. 770, a13-14)  
74 賢度法師編著，《轉法輪集二》，（台北：華嚴蓮社出版，2011），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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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無量方便三味」，說十住法門。入三味說明菩薩已經證入此三味，非思量而

得，能觀眾生根基而施設教法，此十住各攝多門善巧方便，所以菩薩以無所得而

行善巧方便。法慧菩薩以三味力，令十方各千佛刹世界之外的千佛刹諸佛現在面

前，告訴菩薩，入此三味的原因，是因為十方世界千佛以神力加持給法慧菩薩，

還有毘盧遮那如來往昔願力、威神力和法慧菩薩往昔的善根力，而入此三味，可

增長佛的智慧，能深入法界，善於了知眾生世界，所入沒有障礙，所行也沒有障

礙，得無等方便，能入一切佛智性故，覺悟一切法故，知一切善根故，能受持說

一切法故，而發起菩薩十種住。得諸佛讚歎、加持，令得十種智慧，即無礙智、

無著智、無斷智、無癡智、無異智、無失智、無量智、無勝智、無懈智、無奪智
75。 

此十住位能安住於諸佛的智慧當中，入諸空性，得入此位永不退轉，此位菩

薩住三世諸佛之家，所以名之為住。此十住分別是：一、初發心住，二、治地住，

三、修行住，四、生貴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八、童

真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頂住。在李通玄著《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

卷二有說：「第三修行住，忍波羅蜜為主。」76也就是說，第三「修行住」為十波

羅蜜中的「忍波羅蜜」。 

一、修行住 

在《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八說：「心地涉知，

俱得明了，遊履十方，得無留礙，名修行住。」
77
即前發心住、治地住之智，俱

已明了，能徧修諸修行法，圓融自在，而能遊履十方，進而無留礙，所以名「修

行住」。又法藏著的《華嚴經探玄記》卷五說：「妙觀空有，而正行薰修，故云修

行。」78由此可知，此「修行住」，是以妙智觀察一切法皆空之理，而正修行諸法，

                                                           
75「無礙智，謂四無礙解智，是說法所依故，餘皆樂說無礙。 

無著者，論名不著，辯才於所說法，無住著故，即七辯中捷辯，須言即言，故無著也。 

無斷知，即無斷辯，謂相續連環終無竭故。無癡者，即是迅辯，明於事理，心無癡闇，言則

迅疾，如懸河故。 

無異者，即應辯也，應時應根，無差異故。 

無失者 即無錯謬辯，凡說契理無差失故。 

無量者，即豐義味辯，名數事理皆無量故。 

無勝者，即一切世間，最上妙辯，此有五德：一、甚深如雷。二、清徹遠聞。三、其聲哀雅

如迦陵頻伽。四、能令眾生入心敬愛。五、其有聞者，歡喜無厭。具斯五義故云無勝。 

上即七辯。 

無懈者，通策前七，無疲倦故。 

無奪者，具前總別，無能制伏，令退屈故。」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7〈15 十住品〉：(CBETA, T35, no. 1735, p. 634, a6-21)  
76《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2 (CBETA, T36, no. 1741, p. 1026, a9)  
77《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CBETA, T19, no. 945, p. 142, a28-29)  
78《華嚴經探玄記》卷 5〈11 十住品〉， (CBETA, T35, no. 1733, p. 197, b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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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得為「修行」之名。在《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二說：「長養一切行故，名修行

住。」79此修行住能長養此心，令一切修行增長升進不令退失，故名為「修行住」。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三說：「審觀自身，遠離空有，正行修習，名

修行住。」80也就是能觀察自身，要遠離空、有二邊，起正行修一切法，名「修

行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八十五說：「修行住，謂巧觀空有，增

修正行故。」81 此處也是說觀空、有，修正行，名「修行住。」《新譯華嚴經七

處九會頌釋章》卷一說：「此位菩薩，修勝理觀，起上妙行，名修行住。」82 此

處是說，菩薩修習殊勝之觀，起妙行，名「修行住」。《華嚴經吞海集》卷一說：

「三修行住，觀一切無常，應觀察眾生界、世界明了法。」83此「修行住」，觀一

切法無常，觀察一切眾生界、世界，令菩薩智慧明了，所聞之法，能自開解不由

他教。 

由上述諸經、論之分析整事，茲列表如下： 

＜表 3—1—1＞諸經、論「修行住」之名稱釋義 

經、論名 內容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

薩萬行首楞嚴經》 

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方，得無留

礙，名修行住。 

《華嚴經探玄記》 妙觀空有，而正行薰修，故云修行。 

《菩薩瓔珞本業經》 長養一切行故，名修行住。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 審觀自身，遠離空有，正行修習，名修行

住。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修行住，謂巧觀空有，增修正行故。 

《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 此位菩薩，修勝理觀，起上妙行，名修行

住。 

《華嚴經吞海集》 三修行住，觀一切無常，應觀察眾生界、

世界明了法。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此可知，此「修行住」即前發心住、治地住之智，俱已明了，能徧修諸修

行法，圓融自在，而能遊履十方，進而無留礙，能觀空、有，增勝正修行，觀一

切法無常，觀察一切眾生界、世界，令菩薩智慧明了，所聞之法，能自開解不由

                                                           
79《菩薩瓔珞本業經》卷 2〈4 釋義品〉(CBETA, T24, no. 1485, p. 1017, b5-6)  
80《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 3〈7 奉持品〉(CBETA, T33, no. 1709, p. 496, a14-15)  
81《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5〈39 入法界品〉(CBETA, T36, no. 1736, p. 668, c14-15)  
82《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卷 1 (CBETA, T36, no. 1738, p. 714, b18-19)  
83《華嚴經吞海集》卷 1〈十五十住品 直心正念真如法〉(CBETA, X08, no. 239, p. 474, c24-p. 475, a1 

// Z 1:12, p. 382, b18-c1 // R12, p. 763, b18-p. 764,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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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 

二、修護煩惱，離小乘行 

菩薩行此第三「修行住」是修何行而住呢？此「修行住」為護煩惱行，使修

行者不入諸煩惱之中，修忍辱行，破諸煩惱，超於諸凡夫。在《華嚴經文義要決

問答》卷四有說：「修護煩惱，離小乘行。」84由此知，「修行住」不僅修護煩惱

行，更是要離小乘之法，趣向大乘法，即解脫自在。在《八十華嚴經》卷十六說： 

 

云何為菩薩修行住？此菩薩以十種行觀一切法。何等為十？所謂：觀一切法

無常、一切法苦、一切法空、一切法無我、一切法無作、一切法無味、一切

法不如名、一切法無處所、一切法離分別、一切法無堅實。是為十。
85
 

 

由上可知，此「修行住」是以十種行觀一切法，觀一切諸法即是「無常」、「苦」、

「空」、「無我」、「無作」、「無味」、「不如名」、「無處所」、「離分別」、「無堅實」，

為此十種。即諸法相續遷流不息不能常住，無常現起；由無常行作意為先，依五

盛陰逼迫，無法不苦，而趣入苦行；由苦無所得，趣入空行；因行空而不自在，

由不自在，趣入無我；念念無常，無有造作；一切法苦，無有樂味，一切世間無

有樂想；以一切法空，萬法無體，物無當名之實，即無實；以無我故，無有處所；

一切法空，無有能取之法，故無分別；既無所取之法，即無實體。 

「無常」、「苦」、「空」、「無我」此四說的是生死，生死是因緣之法，為「無

常」義；後面的「無作」、「無味」、「不如名」、「無處所」此說的是涅槃，不生不

滅之法，也是「無常」義；「離分別」、「無堅實」此二為能與所的關係，對於「常」

與「無常」無有分別，即「離分別」；對於「常」與「無常」俱「無堅實」。 

所以，第三「修行住」，菩薩觀一切法皆無常故，因觀無常、苦、空、無我

等，不應嗔恨，唯應安忍，煩惱不生，而護煩惱行，不同凡夫。此「無常」有二

義，即一、念念無常；二、一期無常。此「十種無常」同於第三地之「無常」，

是以第三「修行住」其修行也有「忍波羅蜜」之行。 

第三「修行住」的菩薩因護煩惱行，而離小乘行，故能勝進十種法，在《大

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六有說：「此菩薩應勸學十法。何者為十？所謂：觀察眾生

界、法界、世界，觀察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觀察欲界、色界、無色界。」
86 

                                                           
84《華嚴經文義要決問答》卷 4 (CBETA, X08, no. 237, p. 439, c23 // Z 1:12, p. 350, d8 // R12, p. 700, b8) 
8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 (CBETA, T10, no. 279, p. 84, b22-26)  
8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CBETA, T10, no. 279, p. 84, b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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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菩薩觀察眾生界、法界、世界，此三界為作佛事處，眾生是所

度，法界是能度，世界是度處，各應分辨其業惑浄染等87；又觀察地界、水界、

火界、風界，此四界是起妄見處，因外道認為「四大88」為萬物之本，萬物依大

地而生長，水能令一切得清浄，火能令萬物成熟，風能令一切都被破壞，故四大

假合，無主亦無我，外道所說多妄，所以是起見處89。後面是菩薩觀察欲界、色

界、無色界，此三界為繫縛處，因小乘認為「四大」為造諸色之因。 

第三「修行住」能勝進此十種法，離小乘行，菩薩觀察諸界，破邪顯正，

不墮小乘，令智慧明了，對於所聞之法，「能自開解，不由他悟」。而此「修行住」

與前發心住、治地住，此三住修的是出世間的心，破諸世間煩惱纏縛，一時頓成

根本智慧。 

     

   第二節 十行位之忍波羅蜜行 

   十行位，是佛現神力不離菩提樹而昇夜摩天宮，夜摩天王以神力化現種種

的莊嚴來迎接佛，請世尊在此處為天眾說法。而在《十行品》是功德林菩薩，在

夜摩天宫，依佛神力，入菩薩「善思惟三味」
90
，又作「善伏三味」

91
，也就是說

菩薩依佛神力，善於調伏煩惱令其永不現起。菩薩入此三味，令十方萬佛刹世界

外的萬佛來到座前，告訴菩薩，入此三味，是因十方萬佛共加持，還有毘盧遮那

如來往昔願力、威神力和功德林菩薩往昔的善根力，而入此三味，令菩薩增長佛

的智慧，能深入法界，了知眾生界，所入無有障礙，所行無有障礙，得無量的善

巧方便，攝取一切智性，覺悟一切諸法，知一切諸根，能持說一切法，為了這十

種目的，而發起菩薩十種勝行。92此十行為三賢位的中賢位，令得到十種93智慧，

證入賢位。 

  此十種勝行分別是：一、歡喜行；二、饒益行；三、無違逆行；四、無屈橈

行；五、無癡亂行；六、善現行；七、無著行；八、難得行；九、善法行；十、

真實行。此十種行之中的第三「無違逆行」，所行的是忍度，即包括「耐怨害忍」、

                                                           
87 孫劍峰編釋，《華嚴精要合刊》，（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2011）。 
88
 四大：地、水、火、風，此為四大。 

89 孫劍峰編釋，《華嚴精要合刊》，（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2011）。 
90 善思惟三味，此為《八十華嚴》之說，此是菩薩禪定之名。 
91 善伏三味，此為《六十華嚴》之說，此是菩薩禪定之名。 
92 賢度法師著，《轉法論集二》（台北：華嚴蓮社出版，2011），P71。 
93十種智慧：「諸佛即與法慧菩薩無礙智、無著智、無斷智、無癡智、無異智、無失智、無量智、

無勝智、無懈智、無奪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CBETA, T10, no. 279, p. 

84, a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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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受苦忍」、「諦察法忍」此三種忍。 

    一、無違逆行 

對於「無違逆行」的名稱在《八十華嚴》稱為「無違逆行」，在《六十華嚴》

稱為「無恚恨行」，為何此行在此二經之中會有所不同呢？故在澄觀大師著的《華

嚴經疏》中說：「三、忍順物、理，名『無違逆』。彼云『得實法忍，無我、我所，

名無瞋恨』，此約以後攝初。晉云『無恚恨』，亦是以初攝後。」94 

    由此可知，第三「無違逆行」，能以忍力隨順眾生及一切事理，不起違逆之

心，就名「無違逆」。了知諸法真實之相，以無我、我所之心，去行的忍，名為

法忍；以法忍去度化眾生，令眾生證得諸法實相之理，故名「無嗔恨」。此「以

後攝初」是說，以「無嗔恨」攝「無違逆」。「無違逆」所對的對象是眾生、事理，

「無嗔恨」是要在此基礎之上度化眾生，令證諸法實相之理，故「無違逆」也是

「無嗔恨」。而在《六十華嚴》中稱為「無恚恨」，以「無嗔恨」攝「無恚恨」，

因嗔與恚意義相同，所以稱為「無恚恨行」。 

  在《大乘入道次第開決》卷一說：「無恚行者，新經名為，無違逆行。若有

瞋恚，即是違逆忍波羅蜜，違逆諸佛所說空法，違逆攝受一切眾生，若無恚者則

不違逆。」95 

所謂「無恚行」，在《八十華嚴》稱為「無違逆行」，如果有嗔恚之心，就是

違逆修行「忍波羅蜜」之行，違逆諸佛所說諸法皆無自性，唯緣起性空，也違逆

菩薩要利他去攝化一切眾生；如果沒有嗔恚之心則不會違逆「忍波羅蜜」行，諸

法自性皆空之理及菩薩的度生事業。 

《八十華嚴》與《六十華嚴》對於第三「無違逆行」之名稱的異說，其只是

名稱不一，但是其意義是一樣的，都是令心不起嗔恚之煩惱，所以名不同，而意

相近。 

二、行三種勝行 

菩薩行此「無違逆行」是令嗔恚之煩惱不起，如何能令嗔恚不起，行「忍波

羅蜜」皆能對治嗔恚之煩惱，而此「無違逆行」所修皆為「忍波羅蜜」行，在《華

嚴經探玄記》卷六有說： 

 

第三無恚恨行，即是忍度。…忍有三種：一、耐怨害忍，以無恚善根，相應

慧數為體，緣眾生為境。二、安受苦忍，以精進相應，慧數為體，緣法為境。

                                                           
9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2〈21 十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61, a5-25) 
95《大乘入道次第開決》卷 1 (CBETA, T85, no. 2823, p. 1208, a29-b2) 



27 
 

三、法思勝解忍，以定、慧二數為體，緣無法為境。…知法性體，無嗔離惱，

故隨順修行忍波羅蜜。96 

 

在此處說明，「無恚恨行」就是忍度，即「忍波羅蜜」，此有三種忍：「耐怨害忍」、

「安受苦忍」、「法思勝解忍」。此三種忍都是以能引發智慧為體性，其中「耐怨

害忍」，是以無嗔恚之心引發智慧，以眾生為對象來行忍；「安受苦忍」，是以精

進引發智慧，以諸法為對象來行忍；「法思勝解忍」，是以禪定與智慧為體性，以

觀察諸法實相為對象。知諸法實相而行忍，能無嗔恚之心，離諸煩惱，故隨順修

行「忍波羅蜜」。 

「法思勝解忍」也就是「諦察法忍」，在《成唯識論述記》卷十说：「法思勝

解忍，謂諸菩薩於一切法能正思惟，由善觀察勝覺惠故，能於八事生勝解處，善

安勝解故，故諦察法忍。」
97
 

  「法思勝解忍」就是菩薩於一切法能如理正思惟，由能善於觀察諸法不生不

滅之真理，心不妄動，能安住於八種生勝解處98之中生，無嗔恚煩惱之事，故而

隨順修行「忍辱波羅蜜」。也是「諦察法忍」。 

    故，菩薩在修行「無違逆行」時，是以「忍波羅蜜」為體性，菩薩能恒常行

「忍波羅蜜」之法，遠離嗔恨之煩惱，對眾生謙卑恭敬，和顏悅色，常說愛語，

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九說： 

 

此菩薩常修忍法，謙下恭敬；不自害，不他害，不兩害；不自取，不他取，

不兩取；不自著，不他著，不兩著；亦不貪求名聞利養，但作是念：『我當

常為眾生說法，令離一切惡，斷貪、瞋、癡、憍慢、覆藏、慳嫉、諂誑，令

恒安住忍辱柔和。99 

    

 菩薩先自修行忍法，令三毒不起，令三業清浄，能常行三忍100，遠離不行忍之

過患，即對名聞利養之貪求。由此，菩薩為眾生說此忍法，令眾生修忍行，遠離

諸毒，斷諸惑障，惑障不起，智慧顯前。故能住於忍法之中，煩惱既除，身心柔

和，則堪為法器，能受持佛法。 

                                                           
96《華嚴經探玄記》卷 6〈17 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CBETA, T35, no. 1733, p. 221, a24-b3) 
97《成唯識論述記》卷 10 (CBETA, T43, no. 1830, p. 578, c9-11) 
98八種生勝解處：「一、三寶功德處。二、真實義處。三、諸佛菩薩大神力處。四、因處。五、果

處。六、應得義處。七、自於彼義得方便處。八、一切所知所應行處。」《瑜伽師地論》卷 42

〈11 忍品〉：(CBETA, T30, no. 1579, p. 524, c9-11) 
9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103, c22-27) 
100 三忍：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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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菩薩假使經於無量劫，未曾休息，有百千億無量無數的眾生來至其所，

每一眾生化成百千億無量無數的口，而每一口出百千億無量無數的語言，來毀辱

菩薩。同時，又有無量無數的眾生手，每一手又各執無量無數的器仗來逼害菩薩，

如是種種難行之忍，菩薩皆能忍受，此為「耐怨害忍」，故在《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十九云：「作是念言：『我因是苦，心若動亂，則自不調伏、自不守護、自不明

了、自不修習、自不正定、自不寂靜、自不愛惜、自生執著，何能令他心得清淨？』」
101 

 菩薩不應眾生如是加害，於心生嗔恚，反而如是想，眾生加害在我身上的

苦，假使不忍，而起嗔恚之心，令心動亂。若菩薩因心「動亂」，而不能調伏自

心而起嗔恚；不能守護善根；由不能明了諸法實相，而迷失不能修行「忍波羅蜜」

法門；由此不能修習「忍波羅蜜」行；不能得正定，隨八風
102
而轉；使內心不能

得寂靜；不能珍惜善根；產生執著，戀執眾生。因為以上原因，令菩薩有損，故

不能自利，更何況是利他。如今菩薩能忍即成就此「耐怨害忍」，自已與眾生都

能得到利益，皆能調柔，而不退轉，由此勝行成「善士行」，也是「善士忍行」。 

   菩薩得此「耐怨害忍」，得不退轉，亦能安住於此忍法，在《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十九說： 

 

菩薩爾時復作是念：『我從無始劫，住於生死，受諸苦惱。』如是思惟，重

自勸勵，令心清淨，而得歡喜。善自調攝，自能安住於佛法中，亦令眾生同

得此法。
103

 

 

菩薩雖住生死，諸苦惱中，能自勸勉誡勵，精進修行，令心清浄，而無動亂，生

歡喜無憂慼，攝護善根，菩薩住於此忍法，也令眾生同住此忍法，由此能自利利

他，故令得「安受苦忍」。由此忍，能練磨三種心，斷除四處障，得忍三輪空，

得忍三輪空者，就是「諦察法忍」，即得「忍波羅蜜」成就。 

在《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四十三曰： 

 

謂三種鍊磨心，斷除四處障故。……有三退屈，而能三事鍊磨其心，於所證

修，勇猛不退：一、聞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深遠，心便退屈，引他況己證大菩

提者，鍊磨自心，勇猛不退。…二、聞施等波羅蜜多甚難可修，心便退屈，

                                                           
10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104, a9-12) 
102 八風：「世間諸法略有八種：一、利；二、衰；三、毀；四、譽；五、稱；六、譏。七、苦；

八、樂。」《佛地經論》卷 5：(CBETA, T26, no. 1530, p. 315, b18-19) 
10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104, a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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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己意樂能修施等，鍊磨自心，勇猛不退。……三，聞諸佛圓滿轉依極難可

證，心便退屈，引他麁善，況己妙因，鍊磨自心，勇猛不退。104 

 

由上可知，有「三退屈」能鍊磨其心，能於所證所修的忍法，勇猛不令退屈。（1）

聽聞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深遠，心便退屈。因無上正等菩提廣大無邊，難測難量，

時節長遠，故而心退。諸有情眾生，為成就無上菩提之果，而修行此忍，菩薩也

是為成此果，所以不應自輕，而生退屈之心，故今引其鍊之，證大菩提，鍊磨其

心，勇猛不令退屈。（2）聽聞布施等波羅密多，很難修成，心便退屈。因六度萬

行難行，故而生退屈之心。如能反省自己，而漸修行布施等，鍊磨其心，勇猛不

令退屈。（3）聽聞諸佛，成就圓滿佛果，轉煩惱成菩提極難證得，故心退屈。因

而引發眾生粗重善法，使其能歡喜信樂，何況菩薩修清浄妙善，故鍊磨其心，勇

猛不令退屈。菩薩由此「三退屈」鍊磨三種心，修勝行，而無退屈，即能斷四處

障，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九說： 

 

……言斷四處障者。……由離聲聞、獨覺作意故(一)：由於大乘諸疑離疑，

以能永斷異慧疑故(二)：由離能聞所聞法中我、我所執，斷法執故(三)；由

於現前現住安立一切，於中無所作意，無分別斷，斷分別故(四)……然三鍊

磨通治四障。然皆由忍三輪故。忍三輪者，自、他過失分別。105 

 

此「四處障」為：(1)由遠離聲聞、獨覺，邪思惟故；(2)對於大乘法生信心及決

定了知之心，能永斷對大乘法起一切邪見及懷疑；(3)能遠離能聞、所聞之法，對

我、我所產生邪見執著，故滅除法執；(4)安立現前住一切相，思惟悉不分別，故

能滅除分別想。斷除「四處障」能得忍三輪，所謂「忍三輪」，即是能離自、他

過失的分別，於能忍的人，能忍的境及能忍的法，都不可得。由得此「忍三輪」

菩薩更進一步思維，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九說： 

 

復更思惟：『此身空寂，無我、我所，無有真實，性空無二；若苦若樂，皆無

所有，諸法空故。我當解了，廣為人說，令諸眾生滅除此見。是故，我今雖

遭苦毒，應當忍受。106 

     

菩薩如是思維，此身是空寂，沒有我，也沒有我所得，沒有其真實之義，常與無

                                                           
10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104, a12-16) 
105《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3〈21 十行品〉(CBETA, T36, no. 1736, p. 331, a8-b12) 
10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104, a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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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也非真實有，只是相等而言，空與有俱寂；苦與樂皆無所有，所以諸法皆是緣

起性空，無有真實。如是了解，應廣為眾生宣說，令眾生滅除此迷空邪見執著，

今雖然遭受此苦毒，而應當忍受，故得清浄忍，此忍也是「諦察法忍」。此「諦

察法忍」一忍之中便具三忍，在前第二章有說明，故此處不再詳說。 

    菩薩行「無違逆行」即是修「忍波羅蜜」，此行能俱集成佛之資糧，起平等

大悲之心，對於冤親無有分別，菩薩身、語、意三業，皆能行忍，更不對眾生持

污濁惡意；為度化眾生能堪忍一切，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令心無有退轉，堅固

不令動搖；菩薩不僅能自堪忍，勸他行忍，更能讚歎行忍之功德；菩薩能令自身

於現世法中得安樂，不為一切惡法及不善法聚集侵陵，能引發後世之安樂因，亦

能令眾生修行種種現世法及後世法之安樂正行；菩薩修行「忍波羅蜜」得清浄，

離欲界，所修行忍清浄無垢，以自利利他行，能生廣大無量大菩提果，以忍為依

止處，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圓滿「忍波羅蜜」。 

 

   第三節   十迴向之忍波羅蜜行 

    十迴向位，為世尊現神力，不離菩提樹下及須彌頂、夜摩天宮，而至兜率陀

天，兜率天為欲界六天之第四層。在兜率天宮中，金剛幢菩薩承佛神力，入菩薩

智光三味，十方過十萬佛刹世界的十萬諸佛，來到菩薩面前，告訴菩薩，此是因

十方諸萬佛神力共加持，還有毘盧遮那如來往昔願力、威神力和金剛幢菩薩智慧

清浄，及菩薩善根力增勝的力量，而入菩薩智光三味，為令諸菩薩得清浄無畏，

具無礙辯才，入無礙智地，住一切智廣大悲心，成就無盡善根，滿足無礙清浄之

善法，入於重重無盡福德與智慧之普門法界，現一切佛神力，前際念智不斷，得

一切佛護持諸善根，而演說十迴向法門。此十迴向為三賢位的上賢位，此十迴向

位可以說是修行十地的基礎。 

    如從不同地方匯集而來的種種的溪、湖、江、河之水，流入大海之後，就只

能有一種味道，不會有第二種味道，就是海水的鹹味，再也分辨不出其它水的味

道。菩薩修行也是如此，菩薩以種種的修行，來修種種不同的法門，所集的善根，

各不相同，但是所修的法門和所集的善根，共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就是同歸於如來的大智海中，如眾水流入海水中一樣，皆同一味，即大解脫味之

中。在此說明十迴向位，是通於修行的五個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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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一切佛迴向 

   此十迴向位分別是：一、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二、不壞迴向；三、

等一切佛迴向；四、至一切處迴向；五、無盡功德藏迴向；六、入一切平等善根

迴向；七、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八、真如相迴向；九、無縛無著解脫迴向；十、

入法界無量迴向。 

十迴向位的「迴向」為何義呢？在澄觀的《華嚴經疏》卷二十六〈十迴向品〉

說：「迴者轉也，向者趣也。轉自萬行，趣向三處，故名迴向。」107所謂迴向，

迴為迴轉之義，向為趣向之義，即迴自萬行，趣向於迴向眾生、迴向菩提及迴向

真如實際，名為「迴向」。迴向眾生、迴向菩提都是隨相迴向，迴向真如實際為

離相迴向。 

澄觀在《華嚴經疏》開此三處為十種：：一、迴自向他；二、迴少向多；三、

迴自因行向他因行；四、迴因向果；五、迴劣向勝；六、迴比向證經文非一； 

七、迴事向理故不壞迴向；八、迴差別行向圓融行；九、迴世向出世；十、迴順

理事行。
108

 

    第三、「等一切諸佛迴向」之名稱在《八十華嚴》與《六十華嚴》都是同為

「等一切諸佛迴向」，都解釋為「學三世佛所作迴向」。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願

行觀門骨目》卷一〈十回向品〉說：「三等一切佛迴向，順三世佛迴向之道，善

巧方便永拔一切取著根本。」109所以「等一切佛迴向」為三世佛迴向之道，以善

巧方便，永拔除眾生一切取著的根本。 

 十迴向位的第三「等一切諸佛迴向」，所行為忍門，在《新華嚴經論》卷二

十一說：「何故名為『等一切諸佛迴向』？為此第三迴向成其忍門，無貪、嗔、

癡三業如佛，佛所行願，皆悉願為，故云等一切佛迴向。」110           

所謂「等一切諸佛迴向」，成就的是忍行，以「忍波羅蜜」為體，因為無貪、

嗔、癡三業，就如佛一樣，佛所行的願，「皆悉願為」，故名「等一切諸佛迴向」。 

菩薩隨順修學第三「等一切諸佛迴向」時，學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迴向之

道，在《八十華嚴》卷二十四說：「如是修學迴向道時，見一切色乃至觸法若美、

若惡，不生愛憎，心得自在；無諸過失，廣大清淨；歡喜悅樂，離諸憂惱；心意

柔軟，諸根清涼。」111 

由此可知，菩薩在學佛修迴向道之時，迴向諸善根，於六種境的違逆與隨順

                                                           
10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8-9) 
10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13) 
109《大方廣佛華嚴經願行觀門骨目》卷 1〈25 十回向品〉 (CBETA, T36, no. 1742, p. 1056, b14-15) 
110《新華嚴經論》卷 21〈25 十迴向品〉(CBETA, T36, no. 1739, p. 860, b12-13) 
11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5 十迴向品〉 (CBETA, T10, no. 279, p. 129, b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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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種浄心：一、「心得自在」。二、「廣大清淨」。三、「離諸憂惱」。四、「諸根

清涼」。所謂「心得自在」，對於一切的色法，無論好、壞，都不應生喜歡或討厭

之心，不為外境所牽動，令心得自在。所謂「廣大清淨」，菩薩修學大乘法，所

以異於凡夫與小乘，不會起貪、嗔、癡諸煩惱，而以廣大的悲心、智慧之心去浄

除諸惑業，令無諸過失。所謂「離諸憂惱」，有歡喜、快樂之心，故無憂惱。而

所謂「諸根清涼」，心意柔軟，成忍辱行，得禪定輕安，妄心不起，離諸妄境，

而能得「諸根清涼」。故，菩薩在修此「等一切諸佛迴向」時，以忍辱行成浄業，

成就諸喜樂之心。 

 

二、迴向三處 

    十迴向位，迴向於三處，即眾生、菩提和實際，而第三「等一切諸佛迴向」

也是迴向此三處。菩薩修第三「等一切諸佛迴向」，得上四種浄心安樂之時，就

發心迴向佛、菩薩、有善根的眾生、聲聞辟支佛二乘、惡處的眾生，此五乘之境。

迴向佛是迴向「菩提」，迴向「菩提」是為眾生，令證一切種智故；迴向菩薩、

有善根的眾生、聲聞辟支佛二乘、惡處的眾生，此四處是迴向「眾生」，迴向「眾

生」是令離苦，得「菩提」故。在《八十華嚴》卷二十四說： 

 

菩薩摩訶薩獲得如是安樂之時，復更發心迴向諸佛，……復以此善根迴向菩

薩，……復以迴向一切眾生：『願一切眾生所有善根，乃至極少一彈指頃，

見佛聞法，恭敬聖僧。……為聲聞、辟支佛迴向亦復如是。『又願一切眾生

永離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等一切惡處，增長無上菩提之心，……得佛

安樂，身心清淨，證一切智。』112 

 

而菩薩修第三「等一切諸佛迴向」時，未生之善根，以大願方便發起，令其生長；

又以大願積集諸善根，令善根增多；隨已生之善根，一一增勝，令充滿佛地，故

所修之善根，必迴向三處。 

    在《八十華嚴》卷二十四又說： 

 

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曾暫捨菩提之心，正念思惟薩婆若境，……

菩薩摩訶薩雖在居家作諸事業，未曾暫捨一切智心。……心常迴向薩婆若道，

繫念思惟，無時捨離，為欲饒益一切眾生，安住菩提無量大願，攝取無數廣

                                                           
1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5 十迴向品〉 (CBETA, T10, no. 279, p. 129, b14-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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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善根，勤修諸善，普救一切，……普攝善根，令其增長，迴向諸佛無上菩

提。……菩薩爾時，乃至施與畜生之食一摶、一粒，咸作是願，…利益安樂，

究竟解脫，永度苦海，永滅苦受，永除苦蘊，永斷苦覺、苦聚、苦行、苦因、

苦本及諸苦處；……菩薩如是專心繫念一切眾生，以彼善根而為上首，為其

迴向一切種智。113 

    

菩薩無論是在家宅中，還是居家作事業，時時時刻刻未曾捨離一切智心，心常常

迴向一切智，時常思惟，沒有一刻捨離過，為了利益一切的眾生，安住於菩提大

願之中，攝取無量無數的大善根，精勤修習諸善法，令能普救一切眾生。普遍攝

持一切善根，令善根增長，迴向無上菩提。就算是施與畜生一摶、一粒之食，積

此微細之善根，也要以大願令發起迴向行，為令離種種之苦，而得利益安樂，至

究竟解脫，為其迴向一切種智。由此可知，菩薩為令善根增長、積集，對於在家

宅中或是居家作事，皆悉能忍，不僅能忍，還能發起大願，來普救一切的眾生，

就算是施與畜生一摶之食，這樣微細之善根，也要為其迴向無上菩提。如是說來，

此迴向要時時刻刻都要去行持，不令停息，永無間斷，故為有忍力，才可令此迴

向，不間斷故。 

    菩薩所修無量的善根，迴向菩提與眾生之後，再迴向實際，在《八十華嚴》

卷二十四說： 

 

諸佛菩薩所行，恭敬供養一切諸佛，度諸眾生令永出離，勤加修習一切善根，

悉以迴向而無所著。……不住世法，樂出世間；知一切法皆如虛空，無所從

來，不生不滅，無有真實，無所染著，遠離一切諸分別見，……住於實際，

無相離相，唯是一相。如是深入一切法性，常樂習行普門善根，悉見一切諸

佛眾會。114 

      

由此可知，菩薩對於所行的種種善行，迴向之後，皆無所執著，出離世間法，住

於出世間法中；了知一切法，「不生不滅，無有真實」，心無分別，寂然不動，對

於外緣，妄心不會生起，觀察一切法，了無自性，住於實際，與無相相應，既是

無相，如何有相可離？故唯有一實相，即大般涅槃。所以，深入一切的法性，如

是一攝於一切，皆能修普門善根，見一切諸佛眾會。如是「迴向實際」，了知一

切法空無相，最終入大般涅盤，證入諸佛境界，得證佛果。 

                                                           
11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5 十迴向品〉 (CBETA, T10, no. 279, p. 129, c13-p. 130, a15) 
11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5 十迴向品〉： (CBETA, T10, no. 279, p. 130, a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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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修此迴向，是過去、現在、未來諸佛都如是迴向，所以菩薩也如是發心，

以諸善根而迴向。故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四說： 

 

菩薩摩訶薩住此迴向，深入一切諸如來業，趣向如來勝妙功德，入深清淨智

慧境界，不離一切諸菩薩業，善能分別巧妙方便，入深法界，善知菩薩修行

次第，入佛種性，以巧方便分別了知無量無邊一切諸法，雖復現身於世中生，

而於世法，心無所著。115 

 

所以，菩薩修此迴向，深入如來業，趣向如來妙功德，入智慧境界，不離菩薩業，

行善巧方便，入深法界，知菩薩修行次第，入佛種性，了知一切法，住世間而行

出世法，心於一切無所著故。是故，修佛業以等佛迴向，為迴向眾生，是佛業；

趣佛之果德，迴向菩提；佛智入深理，迴向實際。 

    第三「等一切諸佛迴向」的菩薩能迴向眾生、迴向菩提、迴向實際，無不是

為了眾生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一樣，修行無量善根，發起大願，離眾苦果，

成就善因，令忍成就，離諸過失。諸佛於願樂中修行，菩薩以大願攝眾生與其同

行，菩薩所修善根，以大願力迴向三處，令此善根成就殊勝之行，一行一切行，

令此行不散失，亦廣大如虛空，能具足充滿，令心無所著。 

 

 

第四節 十地之忍波羅蜜行 

    十地位，世尊在他化自在天宮摩尼寶藏殿，和許多大菩薩眾，其大菩薩眾都

安住在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境界之中，現種種神通，教化調伏一切眾生，為成

菩薩一切大願，能於一切世界、一切時劫、一切佛刹勤修各種菩薩大行，因此菩

薩具足福德與智慧，輔助聖行之道，能通達一切菩薩智慧方便，渡過生死彼岸，

不斷地示現生死以及涅盤的境界。116 而諸大菩薩以金剛藏菩薩為上首，其承佛

神力，入菩薩大智慧光明三味，十方各過十億佛刹世界十億諸佛，來到菩薩面前，

告訴菩薩，此是因十方諸十億佛神力共加持，還有毘盧遮那如來應正等覺本願力、

威神力和金剛藏菩薩勝智力，欲令金剛藏菩薩為一切菩薩說，不思議諸佛法光明。

又令菩薩證得十地的始終境界，如實說十地的差別相，令菩薩證得一切如來妙身

語意具足之莊嚴，還有佛圓滿之智慧，故宣說此十種智地，但金剛幢菩薩說完此

十地名之後，就安住默然，不在說十地之意義。解脫月菩薩為大眾再三請問金剛

                                                           
11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30, b15-20) 
116 賢度法師編著，《轉法輪集二》，（台北：華嚴蓮社出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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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菩薩，解脫月菩薩更說，一切佛法以十地為根本，以十地修行究竟能成就佛果，

而證得一切智慧。因而希望能為大眾演說此十地法，這些人必得如來所護，令其

信解受持。這時世尊放清浄光明，普照十方世界，加持諸位菩薩，令大眾增清淨

信心，而宣說十地法門。 

     十地名稱分別為：一、歡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焰慧地，

五、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

在《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四說：「第三發光地，以忍波羅蜜為主。」
117由此可知，第三「發光地」，為忍波羅蜜行。在《華嚴懸談會玄記》卷十三說：

「第三地，得無盡身，離嗔恚故。」118也就是說，此第三「發光地」，因離嗔恚，

故而行「忍波羅蜜」。 

 

一、 智慧法光明：發光地 

   第三「發光地」，為何名為「發光地」呢？此「發光地」也稱為明地、光地。

此「發光地」之名，在諸經、論中有諸多的解釋，如在《解深密經》卷四說：「由

彼所得三摩地及聞持陀羅尼，能為無量智光依止，是故第三名發光地。」119由此

可知，「發光地」之名，是第三地由得定即三摩地
120
，發修行所得的智慧之光，

由得聞持陀羅尼121，發聽聞、思惟此二種智慧之光，所以名「發光地」。 

在《瑜伽師地論》卷四十八說： 

 

由發聞行正法光明、等持光明之所顯示，是故此地名發光地。由內心淨，能

發光明，是故說名增上心住。由此義故名發光地，即由此義當知復名增上心

住。122 

 

此「發光地」，發的是在求法時聽聞佛法產生的智慧法光明，即聞慧，由聞慧之

光，生出修行之智慧，即修慧，也就是說，此地由聞慧之光生修慧之光，此智慧

之光顯現，故名發光地。此發光地由內修慧光，即禪定的產生，而能引發光明，

所以為增上心住。如是發光地，也名增上心住。 

又《十住毘婆沙論》卷一說：「第三地中，廣博多學，為眾說法，能作照明，

                                                           
117《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4 (CBETA, T36, no. 1741, p. 1042, a20)  
118《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13：(CBETA, X08, no. 236, p. 180, b16-17 // Z 1:12, p. 91, b10-11 // R12, p. 181, 

b10-11) 
119《解深密經》卷 4〈7 地波羅蜜多品〉 (CBETA, T16, no. 676, p. 704, a16-18) 
120「三摩地者，此云等持，舊云三昧，謂諸有漏無漏等定，皆能平等持心於境，名曰等持。」《大

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 2：(CBETA, T33, no. 1695, p. 38, c5-7)  
121「云何陀羅尼？答曰：「陀羅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種種善法，能持令不散不

失。能遮者，惡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惡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羅尼。」《大智

度論》卷 5〈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95, c10-14)  
122《瑜伽師地論》卷 48〈4 住品〉：(CBETA, T30, no. 1579, p. 557, c29-p. 558,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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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為明地。」123也就是說，菩薩在此地，因為「廣博多學」，能為眾生廣說大

乘法，令在生死苦海中的眾生脫離生死苦海，而此地猶如明燈一般，照亮在黑暗

中的眾生，指引眾生走向光明之地，所以為「明地」。 

而《攝大乘論》卷二說：「何故第三地名為明？作不動三昧三摩拔提依故，

大法光依故。」
124
第三地為何稱為「明地」，由於不動三味、三摩缽底

125
常不相離，

以得不退轉，於大乘法中得大智慧光明故。 

又在《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卷一說：「彼三昧聞持，依無量智光明故，

第三地名明地。」126也是稱此地為「明地」，由得三味聞教法而憶持不忘，而能

引發無量智慧之光明，所以第三地稱為「明地」。 

在《成唯識論》卷九說：「三發光地，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妙慧

光故。」127第三「發光地」，成就心一境相的殊勝之禪定，由修定而引發智慧之

光，而為廣大教法四種總持不令忘失，四種總持即一、法，二、義，三、呪，四、

能得忍；引發聞、思二種智慧之光，又由禪定引發聞、思、修三慧之光。發光地

能發如是無邊妙慧之光，是從果上來命名為「發光地」。 

而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三又說：「發光地者，無量智慧三昧

光明，不可傾動，無能摧伏，聞持陀羅尼以為根本，名發光地。」128此「發光地」，

由禪定所發出的無量智慧光明，「不可傾動，無能摧伏」，以聞持不令佛法忘失，

為其根本，名為「發光地」。 

在《顯揚聖教論》卷三說：「三發光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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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此

地名為發光。」129第三「發光地」，由於諸菩薩住在發光地之中，於第二地所修

已經圓滿，能超過一切聲聞、獨覺等，證得極清浄等持正定，為「大智慧光明所

依止」處，所以名為「發光地」。 

而在李通玄著的《華嚴經合論》卷五十八說：「此地修色無色界八禪定，善

達色無色界世間禪體識相，對治明達三界障惑分明益令智慧明淨故，故名發光地。」
130由此可知，從初地至二地唯對治欲界的煩惱，三地善修色界、無色界八禪定之

法門，斷闇鈍障，不令聞、思、修三慧忘失，得出三界的智慧光明，故名「發光

地」。 

經由上述諸經、論之分析整理，茲列表如下： 

＜表 3—4—1＞諸經、論「發光地」之名稱釋義 

                                                           
123《十住毘婆沙論》卷 1〈2 入初地品〉 (CBETA, T26, no. 1521, p. 23, a11-12) 
124《攝大乘論》卷 2 (CBETA, T31, no. 1592, p. 107, a13-14) 
125

 三摩缽底：三摩提亦曰三摩鉢底，此云等持。《翻譯名義集》卷 4：(CBETA, T54, no. 2131, p. 1118, 

c25-27) 
126《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卷 1： (CBETA, T16, no. 678, p. 715, a25-26) 
127《成唯識論》卷 9 (CBETA, T31, no. 1585, p. 51, a24-25) 
128《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 3〈7 奉持品〉：(CBETA, T33, no. 1709, p. 503, c13-15) 
129《顯揚聖教論》卷 3〈1 攝事品〉：(CBETA, T31, no. 1602, p. 491, b27-c1) 
130《華嚴經合論》卷 58〈十地品第二十六〉：(CBETA, X04, no. 223, p. 394, a16-b24 // Z 1:6, p. 233, c5-p. 

234, a1 // R6, p. 466, a5-p. 467,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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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 由彼所得三摩地及聞持陀羅尼，能為無量智光依

止，是故第三名發光地。 

《瑜伽師地論》  由發聞行正法光明、等持光明之所顯示，是故此

地名發光地。由內心淨，能發光明，是故說名增

上心住。由此義故名發光地。即由此義當知復名

增上心住。 

《十住毘婆沙論》 第三地中，廣博多學，為眾說法，能作照明，故

名為明地。 

《攝大乘論》 何故第三地名為明？作不動三昧三摩拔提依

故，大法光依故。 

《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 彼三昧聞持，依無量智光明故，第三地名明地。 

《成唯識論》 三發光地，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妙慧

光故。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疏》 

發光地者，無量智慧三昧光明，不可傾動，無能

摧伏，聞持陀羅尼以為根本，名發光地。 

《顯揚聖教論》 三發光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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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此地名為發光。 

《華嚴經合論》 此地修色無色界八禪定，善達色無色界世間禪體

識相，對治明達三界障惑分明益令智慧明淨故，

故名發光地。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此第三「發光地」之名，在諸經、論此地名總述為，此地之名

稱有不同，但其意義相近，都是因修行殊勝之禪定，和法、義、咒、忍四種總持，

令佛法不忘失，而引發聞、思、修三慧之光明，令不退轉，故得此「發光地」之

名，而此地所修乃是超過聲聞與獨覺二乘。同時，初地至二地欲界煩惱斷，此地

修色界、無色界之八禪定，斷三界之闇鈍障，令三慧之光顯現，指引菩薩進入下

一地修行，此地是依智慧之光明，故名「發光地」。此「發光地」也名「增上心

住」。 

    二、十種深心：行厭行成忍辱 

    菩萨欲入第三發光地，當起十種深心，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五說： 

 

欲入第三地，當起十種深心。何等為十？所謂：清淨心、安住心、厭捨心、

離貪心、不退心、堅固心、明盛心、勇猛心、廣心、大心。菩薩以是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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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入第三地。131 

    

此十種深心分別是：清浄心、安住心、厭捨心、離貪心、不退心、堅固心、明盛

心、勇猛心、廣心、大心，有此十種心方能進入第三地。此十種心起厭行，即此

地修禪定，厭伏煩惱。因依於第二地，根本建立此地浄心，離過浄心再不捨大乘

之法及前地十種深心，不捨前淨戒，而得此地禪定；為求殊勝之法，起善巧方便

行，令厭離貪欲，得不退轉；依自地煩惱不能破壞，令得堅固，依等至八禪定，

出、入自在，雖得自在出入三地，而不退失勇猛心；依欲界生，煩惱不能染，智

不求狹，亦不樂狹小心，利他自在，非小乘行，即依利眾生，不斷諸有故。得此

十種心，作意、思惟即得入三地。 

 在十住位的第三修行住中有說，此住與第三地同，故此第三發光地，是修「忍

波羅蜜」，在《探玄記》卷十二說：「所成行者略有三種：一、十度中成忍度行；

二、成禪定行；三、成求法行。」132也就是說，此三地所修行的是成忍辱行、成

禪定行、成求法行；在《華嚴經疏》只有後二行，在賢度法師編著的《華嚴學專

題研究》一書中說，認為《探玄記》所說比較圓滿，筆者也是認同此觀點。而第

三地更是「忍波羅蜜」修行圓滿之位，在《佛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卷一說：「第

三地具足羼提波羅蜜。」
133
由此可知，第三發光地具足圓滿忍辱波羅蜜行。又在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奉持品〉：「發光地菩薩摩訶薩，……行一切

忍波羅蜜多，得大總持利益安樂。」134是故，此「發光地」菩薩是行忍波羅蜜，

得大乘法總持不令忘失，而能利益一切眾生令其得自在安樂。 

    在《華嚴經疏》中雖沒有明說忍辱行，但禪定行是依於此忍辱行而進入禪定

中，也就是說此忍辱行中有禪定的基礎，更能發揮忍辱行之耐力135，所以在修禪

定行之前必定先修忍辱行，由忍辱來成就禪定，依禪定使忍辱發揮其耐力。而在

《大智度論》卷十四〈序品〉說：「得是忍法故，……有麁，有細；麁名忍辱，

細名禪定。未得禪定心樂，能遮眾惡，是名忍辱；心得禪定樂，不為眾惡，是名

禪定。」136由此可知，忍法中有粗有細，粗的名忍辱，細的名禪定。未得禪定心

樂善法，能遮止眾惡，名為忍辱；心得禪定之樂，心不再為外界眾惡所幹擾，故

名為禪定。在修持禪定之時，對於行忍辱的程度會更有耐心，令禪定行更勝。而

《華嚴經疏》中所提到的此三地之厭行分也就《探玄記》中所說的忍辱行。而此

厭行分之厭行，分為三種：一、修行護煩惱行，二、修行護小乘行，三、修行方

                                                           
13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87, b14-17) 
132《華嚴經探玄記》卷 12〈22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3, p. 324, a27-29) 
133
《佛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卷 1(CBETA, T10, no. 308, p. 964, b15-16) 

134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7 奉持品〉 (CBETA, T08, no. 246, p. 841, c28-p. 842, a6) 

135 釋天喜撰，《華嚴經·發光地禪波羅蜜之研究》（台北：華嚴蓮社出版， 2002）P23。 
136
《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64, b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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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攝行。 

    第三地菩薩修行護煩惱行，以觀察諸有為法之實相，了知有為法皆是無常相，

此有為法皆是煩惱，故要厭離。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五〈十地品〉說： 

 

菩薩摩訶薩住第三地已，觀一切有為法如實相。所謂：無常、苦、不淨、不

安隱，敗壞、不久住，剎那生滅，非從前際生，非向後際去，非於現在住。

又觀此法無救、無依，與憂、與悲，苦惱同住，愛憎所繫，愁慼轉多，無有

停積，貪、恚、癡火熾然不息，眾患所纏，日夜增長，如幻不實。137 

 

 由此可知，菩薩住此第三地，觀有為法之如實相，即是無常，有為法之「如實

相」，從事、理二方面來說明，一、「事」實相，說是無常，一切有為法之實相是

無常；二、「理」實相是不生，一切法無常，故不生。此「苦，不浄、不安隱、

敗壞、不久住，剎那生滅」，觀此種種皆為無常之相。而後「非從前際生，非向

後際去，非於現在住」， 此從時間來說無常，即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三世是

遷滅，求生等相，皆不可得。此無常法，又不出生、老、病、死四相，眾生皆不

能避免，無處可逃，故無救；因為如此，當死相現前，眾生沒有依靠，憂傷害怕

死亡，死相現前時，悲傷難過，壽命結束之時，四大分散，五根已苦，不能自持，

而「憂、悲」隨著於苦，令心生熱惱；眾生為追求資生，「愛憎所繫」的順、逆

之境，求順不得，逆而怨憎，故「愁慼轉多」，於受用資生時，妄起樂想，散時

貪戀，既生愛別離之苦；隨著身老，壯年之色，「無有停積」；年輕時因戀著貪、

嗔、癡不放棄捨離，此三毒熾盛，法水不容，難以救護，故而生病；年老之時，

「眾患所纏」，如樹木將要老朽，令其病苦「日夜增長」，不能救護。如是菩薩觀

察此生、老、病、死，皆是無常法，故而「如幻不實」。 

    此地菩薩如實觀察，有為法無常，應以厭離，而眾生沒有依靠，沒有辦法救

護，故倍增厭離此有為法，如是行以護小乘行，趣向佛智。修行護小乘行，也就

是離小乘行，求佛菩提，離諸惑障、苦，得清浄涅槃。菩薩見佛之智慧有無量殊

勝的利益，又見有為法有無量之過患，對眾生生起十種哀心138，由此十心，而生

起大悲之心哀愍眾生，故而菩薩發心決定要救度一切大苦海中之眾生。如何救度

呢？菩薩先授以戒、定、慧三學，令斷惑、業、苦，再以「攝生方便」來救度眾

                                                           
13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 CBETA, T10, no. 279, p. 187, b18-21) 
138十種哀愍心：見諸眾生孤獨無依，生哀愍心；見諸眾生貧窮困乏，生哀愍心；見諸眾生三毒火

然，生哀愍心；見諸眾生諸有牢獄之所禁閉，生哀愍心；見諸眾生煩惱稠林恒所覆障，生哀愍

心；見諸眾生不善觀察，生哀愍心；見諸眾生無善法欲，生哀愍心；見諸眾生失諸佛法，生哀

愍心；見諸眾生隨生死流，生哀愍心；見諸眾生失解脫方便，生哀愍心。《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 35〈26 十地品〉： (CBETA, T10, no. 279, p. 187, 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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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令住究竟涅槃。故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五說： 

 

便作是念：『欲度眾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礙解脫智；無障礙解脫智，不離一

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

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139 

 

 由此可知，令眾生住涅槃，不離佛無礙智；佛無礙智，不離八地菩薩之如實覺；

八地菩薩之如實覺，不離四地菩薩之無行慧；四地菩薩之無行慧，不離三地菩薩

之禪善巧決定；三地菩薩之禪善巧決定，亦不離三地菩薩之多聞。此上也是五種

方便140，由三地菩薩之多聞向上逆行，就是三地菩薩之多聞為首要，四地菩薩證

得無行，即無生行，產生智慧之後成就一切法如實覺，最後才能成就佛無礙智；

但在這之前要以三地菩薩之善巧多聞為開始，即稱為攝生方便。
141

 

    菩薩由思慧攝生方便，由聞慧而日夜勤求修習佛法，由修慧得禪善巧決定。

但在成就聞慧、修慧之前，菩薩日夜勤求佛法，為求能聽聞佛法，於一切內、外

之財皆可施捨，於一切苦皆能忍受，如是成就忍辱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三十五說： 

 

菩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吝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

之人，生難遭想。是故，菩薩於內外財，為求佛法悉能捨施。無有恭敬而不

能行，無有憍慢而不能捨，無有承事而不能作，無有勤苦而不能受。……若

有人言：『我有一句佛所說法，能淨菩薩行。汝今若能入大火阬，受極大苦，

當以相與。』菩薩爾時作如是念：『我以一句佛所說法，淨菩薩行故，假使

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尚欲從於梵天之上投身而下，親自受取，況小火阬

而不能入！然我今者為求佛法，應受一切地獄眾苦，何況人中諸小苦惱！』
142 

 

由上經文可知，菩薩為求佛法，對於珍財沒有吝惜，只重視佛法，即重法輕財；

為求佛法，於內、外財能捨，內心恭敬佛法，能捨憍慢之心，以身承佛事，所有

的苦都能忍受。如是菩薩為求一句佛法，能清浄菩薩行，能令苦源盡，就算是投

                                                           
13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87, c16-20) 
140「方便有五：一、佛無礙智；二、八地如實覺；三、四地如行慧；四、三地禪定；五、亦三地

多聞。」《華嚴綱要(第 1 卷-第 44 卷)》卷 35〈十地品第二十六〉：(CBETA, X08, no. 240, p. 764, a8-10 

// Z 1:13, p. 172, d14-16 // R13, p. 344, b14-16) 
141 賢度法師編著，《華嚴經十地品淺釋》（上冊）（台北：華嚴蓮社出版，2012），P252。 
14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87, c23-p. 188,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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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火坑之中，受極大的痛苦，菩薩皆能忍受，只唯求法。求法之後，菩薩如是

精進修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五說：「此菩薩得聞法已，攝心安住，

於空閑處作是思惟：『如說修行乃得佛法，非但口言而可清淨。』」143菩薩聞法之

後，在空閑處攝心修行，此修行為修禪定行，因為聽聞佛法後，一定要修行才能

成就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聽聞佛法不能如理思惟進而去修，不令三業

得清浄，是故非「口言而可清浄」。 

第三地菩薩經由禪定，而令忍波羅蜜增上，故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

五說：「此菩薩忍辱心、柔和心、諧順心、悅美心、不瞋心、不動心、不濁心、

無高下心、不望報心、報恩心、不諂心、不誑心、無譣詖心，皆轉清淨。」144 

由此可知，此地菩薩厭離世間，斷除種種的煩惱，使善根清浄，令忍辱波羅

蜜增上，用十三種忍辱心，使善根轉更清浄，此十三種心為層層增進的關係，也

是忍辱行之表現，即對於他人加害在已身之惡行毀辱，皆能忍受，他人用惡劣行

為來侮辱，菩薩則以柔和心來對待他人，行「忍辱心」得「柔和心」；他人對菩

薩作惡，是因為疑菩薩嗔恨他人，而菩薩則現身同為其伴侶，能和諧的與之相處，

名為「諧順心」；施以愛語而教誨勸誘他人行善，名為「悅美心」；他人以身加惡，

能忍受而不生嗔心，名為「不嗔心」；他人以口毀辱，能忍受而令心不動，名為

「不動心」；他人心生嫉妒來加害，菩薩而不憂惱，名為「不濁心」；在過去久時

離開憍慢心，即沒有高舉自已，也沒有輕慢他人，而能柔和心來護他人，名為「無

高下心」；對他人好，被毀辱時能忍受，而不望回報，名為「不望報心」；眾生對

菩薩施恩，菩薩常以小恩而大報之，眾生對菩薩有恩，若無眾生不能成就普賢行，

故應以忍之，名為「報恩心」；菩薩以柔軟心順護於眾生，不是為了諂媚於他人，

故名「不諂心」；菩薩為利益眾生，而不誑惑眾生，名為「不誑心」；菩薩心無隱

覆諂佞，名為「無譣詖心」。 

第三「發光地」之菩薩，以觀有為法無常、為煩惱，故要厭離，為求一切

佛智，而要離小乘行，深念眾生捨離狹劣心，為了攝化眾生，不離無障礙佛智，

令行究竟善巧方便。故由此可知，第三地菩薩以聞、思、修三慧斷諸煩惱，令出

三界，發出智慧之光明，使菩薩進入下一地。同時，菩薩以思所成慧，成攝生方

便；以聞所成慧，成求法行；以修所成慧，得入禪定。菩薩為求佛法，入禪定，

對於一切苦皆能忍受，是故也經由禪定而能令「忍波羅蜜」增勝，而能圓滿「忍

波羅蜜」行，在此地多作三十三天王，以諸善巧方便來攝化眾生，令捨離貪欲，

使眾生不離三寶，能趣向一切佛智。  

                                                           
14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 (CBETA, T10, no. 279, p. 188, a11) 
14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 (CBETA, T10, no. 279, p. 188, 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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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與「忍波羅蜜」 

第一節 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的形象與功德 

      一、入道因緣與處所 

《華嚴經•入法界品》是《華嚴經》的最後一品，其中以善財童子為主角，

童子在文殊菩薩的指引之下，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從凡夫地修行，最終成就佛

果。在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中有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童

子、童女、天女、夜神、仙人、婆羅門、國王、王妃、醫師……等類。在本處所

要研究的對象是十位夜神中的第三位，即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 

善財童子進入了摩竭提國
145
開始參訪第一位夜神，即「婆珊婆演底夜神」，

之後再參訪了「普德淨光主夜神」，在「普德淨光主夜神」的指引下，更參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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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思念執持善知識而得到「喜

目觀察夜神」的加持，其求訪親近善知識之心更加迫切。同時，由於九大緣故而

使得善財童子堪修普賢菩薩之行，此九大緣故為：（1）往昔曾經與喜目夜神在一

起共同修行；（2）如來神力加持；（3）不可思議善根所祐助；（4）獲菩薩諸根；

（5）生於如來種之中；（6）獲得善友之力攝受；（7）受到諸如來護念；（8）為

毗盧遮那如來所化；（9）善財童子的善根已成熟。 

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是在離摩竭提國菩提場道場阿蘭若
146
處不遠的右邊，坐

蓮華藏師子之座，是在其寄第三地，即發光地而修行，是依菩提之理修忍，是以

忍為其修行之首要，行忍而無染著，以忍行慈故，而所修的法門是「入大勢力普

喜幢解脫門」。 

 

 

                                                           
145 摩竭提國，梵文、巴厘文Ｍagadha, 中印度之古國。古代中印度的一個重要王國。又作摩羯陀

國、摩伽陀國、摩竭陀國、摩竭提國、默竭陀國、默竭提國、摩訶陀國。意譯無害國、不惡處

國、致甘露處國、善勝國。為佛陀住世時印度十六大國之一。位於今南比哈爾邦（Bihar）地

方，以巴特那（Patna，即華氏城）、佛陀伽耶為其中心。佛陀一生多半在摩揭陀：佛教史上

的王舍城結集，華氏城結集，都在摩揭陀，因此摩揭陀是印度重要佛教聖地之一。唐朝貞觀年

間，高僧玄奘往印度取經，曾路經此地，在《大唐西域記》一書中專辟二卷詳述。《大唐西域

記校注》原著唐 玄奘、辯機，校注季羨林等，（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P619。 
146阿蘭若，或云阿蘭那，或但云蘭若，皆梵語，……此土義譯云，寂靜處，或云無諍地，所居不

一，或住砂磧山林壙野，或塚間寒林棄死屍處，皆出聚落一俱盧舍之外，遠離諠譟牛、畜、鷄、

犬之聲寂靜安心修習禪定。《一切經音義》卷 5：（CBETA, T54, no. 2128, p. 335, b2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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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眼視眾生 

首先，「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何以名為「喜目觀察」？在法藏為《六十華

嚴》所注釋的《華嚴經探玄記》說：「喜目觀察眾生者，內證深理，外現慈眼，

以視眾生，故立斯號。」147 澄觀為《八十華嚴》所注的《華嚴經疏》說：「喜目

觀察者，忍惡視物，故云喜目；發聞持光，故云觀察。」148  同時在澄觀為《四

十華嚴》所注的《華嚴經行願品疏》亦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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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從以上二位祖師所著《記》、《疏》裡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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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目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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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喜目觀察眾生夜神，又為何稱為夜神呢？《華嚴經探記》卷十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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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另在澄觀的《大方廣華華嚴經疏》也有說明：

「夜神，表於無明黑闇生死長夜，導以慧明令知正路。」151  

從以上《記》、《疏》的解釋得知，因為「夜神」在夜晚出現，更是處世俗之

中，不離一切眾生，於黑夜無明之中發出光明，照視一切的眾生，令其在無明黑

暗生死長夜的路上行走時，能以智慧之光明導引眾生令其看清道路，而知道如何

行走在菩提大道之上；更是表示此夜神已經證得無上的智慧，能不執著眾生相，

破一切的暗障無明。而梵文本則進一步說，夜神是女性天神，即表示夜神如母親

一樣，養護慈慜眾生無疲勞故，也表示十地是入眾生界長養大慈悲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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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堪忍一切眾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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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寄位發光地 

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是善財童子所參訪的第三十三位善知識，也是寄十地的菩

                                                           
147 《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3, p. 474, c22-24) 
14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8〈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42, b8-17) 
149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7：(CBETA, X05, no. 227, p. 142, c2-4 ) 
150 《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3, p. 473, b15-18) 
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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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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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說：「第三、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寄發光地，謂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

無邊妙慧光故。」152在《華嚴經行願品疏》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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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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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澄觀的《華嚴經疏•十地品》總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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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聞持為能發，勝定為所發。以聞法竟，靜處修行，方發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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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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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由此可知，發光地之名有三義，是以能所的關係來展現，第一，能發的是初住地

的十種浄心155，所發的是勝定聞持不忘。也就是說，通過聞思之後，所修的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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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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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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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6〈26 十地品〉： (CBETA, T35, no. 1735, p. 779, a13) 
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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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地持經》卷

9〈十住品〉：(CBETA, T30, no. 1581, p. 941, c24-p. 94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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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第三地所斷的障為「闇鈍障」，何為「闇鈍障」？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卷三十六說：「若所離障，通約三慧故。本分論云:闇相於聞、思、修諸法忘障。」

156 

在《成唯識論》卷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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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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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卷三十六有說：「若約所證，唯就總持，名證勝流真如。」158又《成唯識論》

卷十云:「謂此真如所流教法，於餘教法極為勝故。」
159
在《攝大乘論釋》卷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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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故知，所證得是勝流真如，真如是一切法中最殊勝，由真如起無分別智，因

為無分別智是真如所流出，無分別智乃是諸智慧中最殊勝，由此智流出後得智，

從後得智中生出大悲，此大悲為一切定中最為殊勝，因此大悲，如來安立正法中

救濟一切眾生，而演說大乘十二部經161，此十二部經是大悲所流，十二部經是一

                                                           
15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6〈26 十地品〉： (CBETA, T35, no. 1735, p. 779, b5) 
157 《成唯識論》卷 9：(CBETA, T31, no. 1585, p. 52, c27) 
15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6〈26 十地品〉： (CBETA, T35, no. 1735, p. 779, b13) 
159《成唯識論》卷 10：(CBETA, T31, no. 1585, p. 54, b12) 
160
《攝大乘論釋》卷 10〈5 釋入因果修差別勝相品〉：(CBETA, T31, no. 1595, p. 222, b5) 

161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章＞，（台北：正聞出版社出版，1994），p344。十

二部經：梵語 dvādaśāvga-buddha-vacana。乃佛陀所說法，依其敘述形式與內容分成之十二

種類。又作十二分教、十二分聖教、十二分經。即：(一)契經（梵 sūtra，音譯修多羅），又作

長行。以散文直接記載佛陀之教說，即一般所說之經。(二)應頌（梵 geya，音譯祇夜），與契

經相應，即以偈頌重覆闡釋契經所說之教法，故亦稱重頌。(三)記別（梵 vyākarana，音譯和

伽羅那），又作授記。本為教義之解說，後來特指佛陀對眾弟子之未來所作之證言。(四)諷頌

（梵 gāthā，音譯伽陀），又作孤起。全部皆以偈頌來記載佛陀之教說。與應頌不同者，應

頌是重述長行文中之義，此則以頌文頌出教義，故稱孤起。(五)自說（梵 udāna，音譯優陀那），

佛陀未待他人問法，而自行開示教說。(六)因緣（梵 nidāna，音譯尼陀那），記載佛說法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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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中最殊勝，菩薩為求得此十二部經，一切難行能行，一切難忍能忍，由能觀

此法得入三地，所以名為「勝流法界」，也稱為「勝流真如」。 

綜合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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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主夜神之修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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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衆生的根基，以美妙的聲音為衆生說相應之法，普攝無量一切衆生，令其歡喜

而得利益，此即是「大勢力普喜幢解脫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九說： 

 

爾時，善財童子發是念已，即詣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所。見彼夜神在於如來眾

會道場，坐蓮華藏師子之座，入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於其身上一一毛孔，出

無量種變化身雲，隨其所應，以妙言音而為說法，普攝無量一切眾生，皆令

歡喜而得利益。
162
 

 

此處也是在說明「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法門」。但在《華嚴經疏》對「大勢力普喜

幢解脫法門」有更詳細的解釋：「無不攝伏，為『大勢力』；遍稱群機，故云『普

喜』；催伏、高顯，所以名『幢』。」 163 也就是說，此法門以毛孔身雲無有盡，

顯神自在，隨眾生根基應機以妙音說法，遍稱群機，普遍攝化、調伏無量的一切

眾生，以顯勢力廣大，眾生因得如此廣大利益，而生歡喜心，顯示佛法之殊勝性，

故名為「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法門」。 

                                                                                                                                                                        
之因緣，如諸經之序品。(七)譬喻（梵 avadāna，音譯阿波陀那），以譬喻宣說法義。(八)本事

（梵 itivrttaka，音譯伊帝曰多伽），載本生譚以外之佛陀與弟子前生之行誼。或開卷語有「佛

如是說」之經亦屬此。(九)本生（梵 jātaka，音譯闍陀伽），載佛陀前生修行之種種大悲行。(十)

方廣（梵 vaipulya，音譯毘佛略），宣說廣大深奧之教義。(十一)希法（梵 adbhuta-dharma，音

譯阿浮陀達磨），又作未曾有法。載佛陀及諸弟子希有之事。(十二)論議（梵 upadeśa，音譯優

波提舍），載佛論議抉擇諸法體性，分別明了其義。此十二部，大小乘共通。然諸經或稱惟方

廣為大乘獨有之經；或謂除記別、自說、方廣外，餘九部皆屬小乘經；或謂除因緣、譬喻、論

議外，餘九部皆屬大乘經；或有以譬喻、本生、論議外之九部為九部經；又有以除自說、譬喻、

論議外之九部為九部經。惟九部與十二部二種分類中，九部之說法較為古老，但卻較有力。上

所謂九部經，又作九分教、九部法。又此十二部究攝於經律論三藏之何者，諸論亦有異說。 
16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373, b23-26) 
16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8〈39 入法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942, 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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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七有說： 

 

即發光地善友，彼名喜目觀察眾生。解脫名大勢力普喜幢，謂此解脫，德

無不備，化無不周，名『大勢力』。即今廣大，身惑俱淨，無不樂見，故云

『普喜』。悲為德相，即『幢』義也。164 

 

由此可知，此夜神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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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於一念攝化一切眾生，故稱為「大勢力」；能摧伏眾生所有的煩惱，

能應眾生的根機而去度化眾生，使眾生心生歡喜，所以稱為「普喜」；大悲為其

德相，高顯法門，摧破一切煩惱，利益一切眾生，故稱為「幢」。 

善財童子來到喜目觀察衆生主夜神的住所，看到他顯現出的修行身，即喜目

觀察夜神所修之法門，以神通來表現其化身所顯現的「十度波羅蜜」，即施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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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十度波羅蜜」的內涵，《八十華嚴經》

說： 

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出無量化身雲，充滿十方一切世界」，修「布施波羅

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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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心平等，無有輕慢，內、外悉施，難捨能捨的去布施，即三輪體空去行布施；
165
修持「戒波羅蜜」時「……說持淨戒無有缺犯，修諸苦行皆悉具足…」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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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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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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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耐怨害忍、安

受苦忍、諦察法忍；修持「精進波羅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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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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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利樂精進；修持「禪定波羅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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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7〈1 世主妙嚴品〉 (CBETA, T35, no. 1735, p. 551, c17-22) 
16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6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6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6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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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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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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現法樂住禪、引生功德禪、

饒益有情禪；修持「般若波羅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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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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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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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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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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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則能成就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願；修持「力波羅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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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能集一切智慧之助

道法，即思擇力、修習力，所產生種種的功德力，能方便成熟一切眾生，令諸眾

生至一切智；修習「智波羅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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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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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龍八部以及閻羅王等及其眷屬。 

                                                           
16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7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7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7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7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17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品〉： (CBETA, T10, no. 279, p. 374,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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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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在《華嚴經疏》中有說：「種

種行法者，神通、度生、菩提分等」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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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得此法門，在《新華嚴經論》卷二十四說： 

 

善財得大勢力普喜幢解脫者，明出三界障盡，法忍成滿，貪嗔忿恨惑不能生

故，法忍現前有大勢力故；……明能摧壞，自他煩惱故，於諸境界，不傾動

故，於諸違順，成法樂故。
176
 

 

由此可知，善財得此法門，能出三界煩惱障都斷盡，得法忍成就，貪、嗔、忿恨

之惑不能生起，因能行法忍，故有大勢力對治煩惱；能摧壞一切自他的煩惱，對

於所有境界不傾動，對於違逆、隨順，都能成忍受，成就法樂。所以，修此法門

能得神通自在，摧伏一切煩惱，善能觀察一切眾生，能應不同眾生的根基而度化

眾生。同時，高顯此法門的殊勝，故能廣行「十度波羅蜜」利益一切眾生。 

 

第三節 「忍波羅蜜」之殊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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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華嚴經疏·世主妙嚴品》說：「第二主夜神十法，初

七夜神是善財十地善友，……發光地善友，彼名喜目觀察眾生，解脫名大勢力普

喜幢。」177故可說明，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是第三發光地之善知識。 

〈入法界品〉更記載喜目觀察眾生夜神因能「忍惡視物」而得「妙智」，進

而能「勝定聞持」，廣利一切眾生行「十度波羅蜜」。而〈十地品〉說第三發光地

也是行「十度波羅蜜」，然所側重者為「忍波羅蜜」，其餘波羅蜜是隨力隨緣而行。

〈十地品〉載：「此菩薩於四攝中，利行偏多；十波羅蜜中，忍波羅蜜偏多；餘

                                                           
17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8〈39 入法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942, c7-8) 
176 《新華嚴經論》卷 24〈26 十地品〉(CBETA, T36, no. 1739, p. 889, b1-6) 
17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7〈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51, c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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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修，但隨力隨分。佛子！是名菩薩第三發光地。」178 

由此可知，在第三發光地菩薩修行的四攝法179，但是以「利行」為主，而此

「利行」即是自利與利他，二利之行。而「十度波羅蜜」中修行「忍波羅蜜」偏

多，即以「忍波羅蜜」為主，其餘「波羅蜜」為伴。也由此可以看出，以上兩品

中雖然都提出「十度波羅蜜」的重要性，但就喜目觀察眾生夜神而言，「忍波羅

蜜」在其修行中是比較重要的。故此夜神在寄第三發光地時，雖以修「忍波羅蜜」

而得圓滿，但面對其餘的波羅蜜時，也能一時隨力隨緣去修。從這裡可看出「十

度波羅蜜」之間是圓融無障，「即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此是華嚴一

乘法門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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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就會去除一分「暗障」無明，而證得一分法身。「忍波羅蜜」是眾行之源，

正如李通玄《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所說：「忍為眾行之源故。」180 所

以，菩薩要修行成佛，要自利利他之圓滿，不離根本智行眾行，以根本智為「忍

波羅蜜」之體，令一切善法增勝。而修「忍波羅蜜」是出三界的要道，明代的比

丘方澤所纂的《華嚴經合論纂要》裡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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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從此處可知，在第三發光地得八禪定，得出三界的智慧之光現前，能修「忍

波羅蜜」，業惑障垂盡，可出三界，不再受三界生死輪迴之苦，但此地所得的是

根本智，而後得智還末得，故而要再續繼修行之後諸波羅蜜。另外，在《放光般

若經》載曰：「我若不行忍辱者，便毀壞諸根。」182從此處可知，如果不修行「忍

波羅蜜」便能「毀壞」所有的善根，所以可見修行圓滿「忍波羅蜜」之殊勝性。 

而在《攝大乘論釋》卷十說： 

 

一、前三成他世間利益，二、後三成他煩惱對治，由菩薩行施，立眾生資生

具故，令他離貧窮苦；由菩薩行戒，離逼害損惱眾生故，令他無怖畏；由菩

薩行忍，不報眾生逼害，損惱惡事故，令他無疑安心故；此三是，成他世間

利益。菩薩行精進，若他未伏惑，及未斷惑，能安立此人，於善及助善處，

由此精進，諸惑不能，令彼退善，及助善處；菩薩行定，能伏滅他煩惱；菩

薩行般若，能斷除他煩惱，是故後三為，成他煩惱對治。
183
 

 

                                                           
17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地品〉： (CBETA, T10, no. 279, p. 188, c22)  
179 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180《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4： CBETA, T36, no. 1741, p. 1042, a28) 
181《華嚴經合論纂要》卷 2〈十地品第二十六〉： (CBETA, X05, no. 226, p. 25, a22-23 // Z 1:88, p. 377, 

c13-14 // R88, p. 754, a13-14) 
182《放光般若經》卷 6〈32 降眾生品〉： (CBETA, T08, no. 221, p. 45, a28-29) 
183《攝大乘論釋》卷 10〈5 釋入因果修差別勝相品〉(CBETA, T31, no. 1595, p. 227, a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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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此三波羅蜜是成就利他世間的

利益；而後的精進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是成就利他的煩惱對治。所

以，當「忍波羅蜜」修行圓滿之後，其利益眾生的世間功德也就圓滿了。但是，

眾生的煩惱還沒有斷盡，故而還要再進修之後的波羅蜜，使諸波羅蜜修行圓滿。 

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菩薩明難品〉中說：「譬如牢堅城，防御諸敵難，

忍進亦如是，防護諸菩薩。」184譬如牢固堅硬的城牆，能防護與抵禦外敵的侵略，

「忍波羅蜜」就是這樣，能時刻防禦保護諸菩薩所行之善行，不被諸煩惱外敵所

侵毀。 

而「忍波羅蜜」又如大樹的根、大廈的基礎，河流之源頭，沒有了根基、

基礎、源頭一切都不可能，就如空中月、水中花、如幻、如夢一般。如在《百喻

經》185的<三重樓喻>中也說，有個富有的蠢人，愚昧無知。他到另外一個富人家

里，看到一個三層的高樓，寬廣高大，寬敝亮麗，心裡十分羨慕。便也想造一座

樓，但是蠢人不想要下面的兩層，只想要上面的第三層，當時的人們就嘲笑他說，

沒有下面的兩層，如何能造上面的第三層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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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美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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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修「忍波羅蜜」之殊勝性，「忍波羅蜜」在「十波羅蜜」中

所起到的作用，從行布的角度來說，每一度波羅蜜都有其作用及功德，而「忍波

羅蜜」好像防護牆一樣，令前二波羅蜜所修的功德都能防護好，不令其流失，故

而能進修下一度波羅蜜。而從圓融的角度來說，每一度都是十度齊修，度度如此，

只是主伴不同，而且在《華嚴經》中每一階位都有在修行「忍波羅蜜」，並非是

在十地中才修行「忍波羅蜜」。所以修行「忍波羅蜜」是菩薩成就佛道所必經之

路，更是時時刻刻都在修，並非在某一時或某一處才修，故修「忍波羅蜜」能成

就種種的利益功德，能令菩提心不毀壞，成就自利利他之事業圓滿，令善根增長，

出生死海，離煩惱苦，最終趣向無上菩提。 

 

第五章 結論 

學佛修道者若能修行「忍波羅蜜」，以能忍故，護戒清淨，則無過失；又以

忍故，所修善法，通能成就，如是必能對治瞋恚之病。眾所皆知「瞋毒」乃為三

毒之一，瞋毒是修行之大障，修者若能修行「忍波羅蜜」，就可以去除。故菩薩

                                                           
18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6 菩薩明難品〉： (CBETA, T09, no. 278, p. 429, b4-9) 
185《百喻經》卷 1： (CBETA, T04, no. 209, p. 544,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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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忍辱行，無論是在上求佛道時，經歷菩提路所得之法喜，亦或下化眾生時，所

遭遇種種障礙與成就，皆能安然忍受。上求佛道乃自利，下化眾生為利他，在自

利利他的過程中，所發生一切苦樂順逆等境，悉皆安然忍受不動，不為順境而喜，

不為逆境而悲，直至二利究竟，覺悟成佛。  

「忍波羅蜜」是六波羅蜜與十波羅蜜之一，其義為以忍辱之力度眾生到達涅

盤之彼岸，此波羅蜜是由忍辱與波羅蜜所構成，「忍辱」為聲聞與緣覺所共修，

因其只是為自己了脫生死，而未發大乘菩提之心；「忍波羅蜜」為菩薩乘所修，

因其是為度化眾生，成就自利利他之行，更發為利眾生，而上求無上佛道之心。

同時，「忍波羅蜜」分別具有三種殊勝的行門，即「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諦

察法忍」，而此三種行門又分別是「生忍」、「法忍」、「無生法忍」所攝。由修行

此三種殊勝的法門，而能調伏煩惱，滅除嗔心，不仰他力而得成就，更能以此利

益眾生，來成就菩提之道。 

「忍波羅蜜」所成就「世間」與「出世間」的功德利益很殊勝，從「世間」

來說，修行忍得面色姣好，人見歡喜，喜親近無厭離，得眾善緣，得賢聖欣賞與

喜歡，有好的名聲，成就工巧，不被偷盜，離淫欲，止妄語、兩舌、綺語、惡言，

得長壽，臨終無悔。從「出世間」來說，修行忍為出家之力，來世無多怨敵，得

生善趣，除貪、嗔之心，成就六波羅蜜乃至十波羅蜜，得阿羅漢果，得辟支佛果，

速得無上菩提，也因為忍為菩提正因，得涅盤成佛道。更能降伏眾魔及外道，斷

三惡道，除煩惱障，得清浄法眼。然而不修行「忍波羅蜜」其過患也令人心生畏

懼，能令他人厭惡，不得人敬愛，所有滋生之具有所匱乏，被賢聖善人所輕賤。

不能離生死苦，永入輪回，墮地獄之中受苦，不生善處，遠離善友，不聞正法，

最終遠離佛道。 

修行「忍波羅蜜」其所要對治的有兩種煩惱，一是對治嗔心，另一個是要對

治喜悅心，為何呢？因為菩薩修行時所對的不僅是逆境，也有順境，在對逆境時

不起嗔心，在對順境時不起喜悅之心，令內心平靜才能最終令「忍波羅蜜」成就，

故而能成就無上佛果菩提。 

十住、十行、十迴向為入地之前的三賢位，十信修滿入於十住的初發心住，

方為華嚴入位之始，所以，後面的行法不離十信。五位行法當中，位位皆修十波

羅蜜，故以《華嚴經》中十住的第三「修行住」、十行的第三「無違逆行」、十迴

向的第三「等一切佛迴向」及十地的第三「發光地」為線索來說明「忍波羅蜜」

行。 

隨著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說法地點越來越高，來說明所修的法門也越

來越深，而世尊為大眾開演十住、十行、十逥向、十地，在修行菩薩道中，以恭

敬供養諸佛、度化一切眾生為目的。在十住法門所修是得諸佛之智慧；十行法門

所修為出俗的智慧；十迴向是把所修的一切善根、福報，迴向有情眾生，而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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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將前面所修迴向證真，迴真向俗，迴智向悲，廣利自他186；十地所修聞、

思、修三慧，以證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俱五神通，趣向佛智，此五位行法，皆

為成就普賢法界。 

十住之「修行住」能勝進此十種法，離小乘行，菩薩觀察諸界，破邪顯正，

不墮小乘，令智慧明了，對於所聞之法，「能自開解，不由他悟」。而此「修行住」

與前發心住、治地住，此三住修的是出世間的心，破諸世間煩惱纏縛，一時頓成

根本智慧。 

十行之「無違逆行」，菩薩行「無違逆行」即是修「忍波羅蜜」，起平等大悲

之心，對於冤親無有分別，菩薩身、語、意三業，皆能行忍，更不對眾生持污濁

惡意；為度化眾生能堪忍一切，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令心無有退轉，堅固不令

動搖；菩薩不僅能自堪忍，勸他行忍，更能讚歎行忍之功德；菩薩能令自身於現

世法中得安樂，不為一切惡法及不善法聚集侵陵，能引發後世之安樂因，亦能令

眾生修行種種現世法及後世法之安樂正行；菩薩修行「忍波羅蜜」得清浄，離欲

界，所修行忍清浄無垢，以自利利他行，能生廣大無量大菩提果，以忍為依止處，

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圓滿「忍波羅蜜」。 

十迴向之「等一切佛佛迴向」的菩薩能迴向眾生、迴向菩提、迴向實際，

無不是為了眾生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一樣，修行無量善根，發起大願，離眾

苦果，成就善因，令忍成就，離諸過失。諸佛於願樂中修行，菩薩以大願攝眾生

與其同行，菩薩所修善根，以大願力迴向三處，令此善根成就殊勝之行，一行一

切行，令此行不散失，亦廣大如虛空，能具足充滿，令心無所著。 

十地之「發光地」菩薩，以觀有為法無常、為煩惱，故要厭離，為求一切佛

知，而要離小乘行，深念眾生捨離狹劣心，為了攝化眾生，不離無障礙佛智，令

行究竟善巧方便。故由此可知，第三地菩薩以聞、思、修三慧斷諸煩惱，令出三

界，發出智慧之光明，使菩薩進入下一地。同時，菩薩以思所成慧，成攝生方便；

以聞所成慧，成求法行；以修所成慧，得入禪定。菩薩為求佛法，入禪定，對於

一切苦皆能忍受，是故也經由禪定而能令「忍辱波羅蜜」增勝，能圓滿忍辱波羅

蜜行，在此地多作三十三天王，以諸善巧方便來攝化眾生，令捨離貪欲，使眾生

不離三寶，能趣向一切佛智。  

善財童子為《華嚴經》的實踐行者，善財童子參訪的第三十三位善知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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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三地」，即發光地的方法。發光地，又作「明地」、「光地」，菩薩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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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波羅蜜」，並伴修其餘波羅蜜。 

綜合上述所得的結論為，修行圓滿「忍波羅蜜」是利他成就世間的利益圓

滿，之後可以斷除種種的煩惱，來成就其餘諸波羅蜜。而修十度波羅蜜，透過種

種的神通力，來度化無量無邊的眾生，正如善財童子因往昔與喜目觀察眾生主夜

                                                           
186 賢度法師編著，《轉法輪集二》（台北：華嚴蓮社出版，2011）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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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修行，得如來力的加持，生如來種，而修普賢菩薩行，度化無量眾生一樣，

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也在如來的加持下，修普賢行，度一切眾生，其當奠基在「忍

波羅蜜」的修行與功德上。 

菩薩修行「忍波羅蜜」能消除業障 ，修「忍波羅蜜」能培植福德 ，修「忍

波羅蜜」能解除煩惱，利於修清淨心 ，「忍波羅蜜」有利於廣結善緣，有利於處

理人際關係，「忍波羅蜜」能得相好莊嚴，「忍波羅蜜」能自利利人，自行化他，

修「忍波羅蜜」有利於布施，有利於持戒，有利於精進，有利於得禪定，有利於

開發般若智慧，還有最為重要的是有利於成就無上佛果。 

本論文還有諸多不完備之處，如「忍波羅蜜」的諸多種類，《華嚴經》內還

有許多關於「忍波羅蜜」的內容都未能在本文中詳細進行論述，還有五十二階位

當中，每一階位的「忍波羅蜜」及如何把「忍波羅蜜」運用到現實的生活當中等

等，此都是筆者希望將來能深入進行研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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