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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淨行之道探研——以〈淨行品〉為核心 

 

提要 :  

本文就淨行與十身業中所論及的信解行關係，相對於的七處九會中一會的「舉

果勸樂生信分」和「所信因果周」，於菩提埸由普賢菩薩為會主，毘盧遮那佛放

齒光眉間光，入毘盧藏身三昧定，說如來依正法門。後於第二會初會普光明殿中，

世尊放二足輪光，文殊菩薩為會主說十信法門，以十信位未入位且不入定的方式，

辨明信心體相用的自在無礙。而在「舉果生信分」及「修因契果生解分」之間，

以「攝心信行」銜接信門與解門，得以通達解行之門 ; 且以身語意三業離過成德

之信解，實踐身語意三業中的願行和解行，以成就普賢萬行之行。 

 

〈淨行品〉中以「善用其心」為主軸，配以十信心和十信所攝之德，又以〈問

明品〉中十大菩薩的十種甚深之解，經由身語意三業中的信行、言行、和覺行，

再由般若空性到解行而解絕行起 ; 再經由自覺而覺他，自利而利他，亦如文殊菩

薩的雙行之行和動靜迷悟之行。進而覺知三業清淨而由信心的內證後方入淨行，

闡明生發「十信心」之間的信解行證的過程極不可思議。 

 

淨行藉由十信心而能生發十信之德，再由十信之德而能解十種甚深之法，經

由得解十種甚之法後即入諸十大菩薩的智慧，故「智導萬行」便是善用其心的真

實寫照和實踐。淨行中善用其心的落實是以身語意三業「離過成德」之益生廣因

過程為大前提，以究竟成就身語意三業果德為目標，在身語意業的淨化過程中依

眾生機而漸頓圓成。 

 

 

 

 

 

 

關鍵字 : 信解行證、身語意三業、十信心、善用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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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方東美先生(1899-1977)曾說《華嚴經》中含有很高深又妙玄的哲學理念，

是從佛學的宗教生活實踐中所驗證出來的，必須要有這種宗教實踐與生活經驗的

人才能瞭解。並且在信解行證的實踐上，華嚴宗諸祖師大德們的華嚴觀修和法教

實踐一脈相傳至今，亦是建立在《華嚴經》疏註中淨行信解行證之道的行持，精

進十度波羅蜜行和普賢十大願行，力行實踐「華嚴法界觀行」及祖德們親證所註

著的華嚴教義如《法界觀門》1

                                                 
1 《華嚴法界玄鏡》卷 1 (CBETA, T45, no. 1883, p. 672, a23) 

、《五教止觀》、《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一

乘十玄門》、《妄盡還源觀》、《三聖圓融觀》、《四法界觀》及《原人論》等

疏論，皆是在有系統的淨行觀修基礎上而延伸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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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華嚴宗行門中常見淨行的各種觀行法門的弘傳教示，如宗門特有的華

嚴經誦經法會儀軌、華嚴佛七儀軌、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軌、或是華嚴字母唱誦 2

然而遺憾的是，現今仍有不少人士對華嚴經中的法門持有某種程度的誤解，

對浩瀚廣大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心存疑懼，而無法找到入道的法門

、

華嚴禪教觀行、華嚴淨行觀行、華嚴法語、華嚴宗祝願文和發願文、華嚴學的研

討和教育講演等，皆呈現了歷代祖德們於華嚴法界觀行的證悟和境界，皆可作為

吾等淨行觀行實踐的借鏡。 

3。亦有認為

法界觀行理深難入，信解尚且不昜，況論解行? 4故此，一般大眾在信受意願也會

相對不足 5而無法生起大乘正信。6

故此，賢度法師於其所著《華嚴學專題研究》一書中，在《一乘教義中十種

殊勝界相》文中，就《一乘教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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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從《華嚴經‧淨行品》中闡明一百一十妙功德的獲得，到一百四十一個

「當願眾生」事願的成就。先由實踐「離過成德」中的「身語意三業勝妙功德」，

總顯三業的無過。接着便以前品「菩薩問明品」中對身語意三業「十種甚深」的

甚深觀照和智解，加上對十信位中前三品〈如來名號品〉的「佛身業所信果法」、

〈四聖諦品〉的「佛語業所信果法」，和〈光明覺品〉中的「佛意業所信果法」 ; 

中的說異強調「謂此一乘，此一方說一事、

一義、一品、一會等時，必結通十方一切世界，皆同此說。」亦指出對三乘說法

時，則以當機者的根器而施設的，故說法的內容不同。但隨一方、一相說，無此

「主伴該通」等，亦沒有「結通十方」齊說。因為權教三乘聲聞二乘和小乘，還

不能「信受」此「一即一切、一攝一切」含容無盡的大法，非佛智隔眾生，乃眾

生自隔也。 

                                                 
2 《準提淨業》卷 2：「此字具含無量法門，釋迦如來及過去如來，皆因觀想，此字而得成佛。」

(CBETA, X59, no. 1077, p. 230, a15-17) 
3  釋賢度編著(1998)，《華嚴學講義》，台北:華嚴蓮社，頁 2-4。 
4  楊碧輝(2007)，《法界緣起-杜順法界緣起觀》，台北市:華嚴蓮社，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十七)，

頁 492。 
5  釋賢度編著(2008)，《華嚴學專題研究》，台北:華嚴蓮社，頁 249-251。 
6 《大乘起信論》卷１（CBETA, T32, no. 1666,p.575, b9-21） 
7  釋賢度編著(2008)，《華嚴學專題研究》，台北:華嚴蓮社，頁 20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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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身語意三淨業」的「甚深信解」來慧導萬行，得入般若性海，亦得入法界

無盡緣起的毘盧遮那性海中。 

乃至探究如何成就「信心不動」? 如何能具足諸「勝妙功德」 ? 如何能隨事

巧用，防心不散，信德雙具，悲智雙運，十信滿心，而能發菩提心而貫徹普賢萬

行實德? 於是緊接在《淨行品》之後的《賢首品》中有提到 :「信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又指出「若能信奉於諸佛，則能持戒修學處 ; 若常持戒修學

處，則能具足諸功德。」可見除了必須有正信真心，還須保持精進不懈，恆常持

戒修定慧，「善用其心」於清淨身語意三業，以「當願眾生」行十度萬行，以勝

妙功德大悲救世，即可發菩提心，入菩提大道場。 

由此可見，探討如何除去眾生的自隔，得以成就大心凡夫，起信學道，乃至

善用其心而發菩提心 ; 明解如何應用十信位《淨行品》中的「善用其心」於「身

語意三業」上，善觀因行而離過成德，成就一百一十功德門 ; 力行精進實踐以所

得勝妙功德的信解力用，圓信妙智的願行導引，學習如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聯手

悲智雙運接迎信眾入菩薩萬行，確定正信淨行實是信眾得入菩提大道場的一大重

要契機。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範圍 

一、研究方法  

（一）經論文獻對比：梳理六十《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和八十《大方

廣佛華嚴經‧淨行品》經文出處之異同；試例舉華嚴宗於《大方廣佛華嚴經‧淨

行品》之疏鈔註釋論述著作等異同之處。 

（二）行門模式歸類 : 探究其對三業清淨的信解行與「善用其心」之應用 ; 試

分析智首菩薩所問之二十云何，共一百一十門功德之間，與「善用其心」的關係，

期能作現今末法世代多元環境修行之參考。試詮釋《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

一百四十一願門，於其型態和分類中找出不同生活的修行模式 ; 試梳理出一百四

十一願門中，疏註之「觸事留心」、「遇事練心」、「善用其心」、「隨事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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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願防非」、「離過成德」、「當願眾生」之「當下」與「願行」，如何「入

理觀行，隨事所行」; 願力如何轉向「眾生」，利他的覺起時空真實意。 

（三）現代生活詮釋 : 試從現代生活層次觀點探討如何應用或實踐《大方廣

佛華嚴經‧淨行品》中的信解行證，並能與三學、十度萬行、普賢行願等觀行齊

驅並進，試能梳理出有助於現代社會身心平衡，精神健康評估模式或常見的生活

行為因應變通模式。 

二、研究範圍 

（一）以六十《大方廣佛華嚴經》 (簡稱《六十華嚴》)，〈淨行品第七〉，

東晉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譯 ; 八十《大方廣佛華嚴經》 (簡稱《八十華嚴》)，〈淨

行品十一〉，三藏實叉難陀奉制譯 8

第三節  現今研究文獻 

為主。參照《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前後

相關的經品，期從華嚴一乘教義與華嚴哲學中梳理出淨行的脈絡。 

(二)從華嚴宗門祖師大德及現今華嚴學者和華嚴行者先進大德的觀修實踐過

程中，參考華嚴「法界三觀」觀行有具體修證之案例與記錄，作為淨行實踐和評

估的參考。試梳理與觀行有相關性的經典及文獻，期能發掘整理與淨行特質相關

的資料 ; 試梳理出華嚴宗「法界三觀」的觀行對「淨行」的影響。試探討十信位

中的解行實踐的疑難和困境，如小乘聲聞二乘對淨行實踐的影響等。 

 

一、現今有關《華嚴經‧淨行品》的論文研究 

 

以漢藏文獻比較研究為主的胡慧婷，在其論文〈漢、藏《華嚴經‧淨行品》

研究〉一文中指出，《華嚴經‧淨行品》原是一部關於大乘菩薩道發菩提心的修

行手冊，是漢譯的兩本《華嚴經》中，其漢譯本裏唯一一品改變了原來的原文長

行文體，而被漢地翻譯成四言句，以四字為一句的偈頌體。並認為目前中國佛教

將〈淨行品〉內容視為願或戒的修行，與經文的原來旨趣不同。而且發現流傳多

                                                 
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 (CBETA, T10, no. 279, p. 69, b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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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淨行品〉具有多個傳本，彼此之間的差異甚大，但對於此品傳本關係的瞭

解所知甚少。 

 

在其論文研究中發現就印度修行概念而言，〈淨行品〉的應用面廣泛且多元，

與中國佛教一貫對此品的認知相當不同。在從印度、西藏和漢地佛教的比較中，

發現在修行的應用上有不同的態度和價值取向。如印度古德認為此典籍所闡述的

行持是於六根的行境和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中發起利益眾生的菩提心，該行持具

有迴向的功能，更是一種願力的展現，同時也是防護心念和增長福德的行徑。西

藏僧人將〈淨行品〉的教導作為對治懈怠和轉化無記業為善業的方法。而在華夏

的西域梵僧認為〈淨行品〉的修行兼具沙門戒和菩薩戒的功能 ; 故此，中國古德

也將〈淨行品〉視為戒行，而且也是一種願行，防護心念的方法以及成就往生淨

土的方便法。 
9

另者，從美學觀點論述的劉郁嘉在其論文《生活場域的美感實踐—以《華嚴

經．淨行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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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慧婷(2012)，《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法鼓佛學院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劉郁嘉(2013)，《生活場域的美感實踐—以《華嚴經．淨行品》為例》，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1-4，99-101。 

中，以美學的時間、空間限制的形式美感，詮釋盧遮那佛和

華藏世界的崇高美及佛教的理想美的極致形式。以〈淨行品〉中 141項行願的生

活中實踐佛法界的意義，詮釋心與宇宙萬物圓融無礙之美，印證定心所產生的美

感經驗。提出如何以藝術手法詮釋〈淨行品〉中的行願? 如華嚴懺悔偈、石晉華

的身體行動藝術、或類似儀式性的表演、身體為書寫的方式、生活場所實踐的法

身佛的美感經驗等所展演的生命儀式等，以此探求佛教藝術與生命教育的發展。 

 

且在論及華嚴思想與宗教實踐中指出理解〈淨行品〉是一連串自由意志的實

踐、宗教的實踐和美感的實踐。其中以康德的理論為根據，以自由意志作為道德

的依據，人有追求道德的自由，透過實踐理性來確定自由意志的超赿。理論上是

道德認定美感的自律時，審美為道德的自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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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審美可以無利害關係，美是道德的象徵，意謂道德實踐不能忽略感官，

包括一切感官的經驗。提出道德經驗不離感官，經由宗教經驗將美和善串聯，至

善才能落實到經驗世界! 作者主張經由康德美學解決道德哲學的難題，經驗世界

藉美學來作連接，故在理性下現象與本體統一，物質與精神合一，這就是美與道

德的整合。 

 

二、其他相關研究 

 

華嚴學者方東美先生(1899-1977)在其《廣大和諧的華嚴哲學》
11中指出老子

思想在中國春秋時期即宗教哲學化，但仍保存了宗教的原始精神。如唐朝的華嚴

學者李通玄長者的宗教情操所展現者
12

華嚴專宗院長賢度法師在其所著《華嚴學專題研究》

，然而華嚴宗五祖對華嚴經典所採取的觀點

及態度與路徑與李長者有所不同。華嚴宗祖德不僅從宗教經驗出發，揭示悟境，

產生精神的大轉變，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智慧體系，藉由華嚴五祖所著之各種華

嚴法界觀門疏註講記，經由其中所闡明之信解行證之道，直觀而悟入一真法界。

並主張「四法界觀」是由各種不同的差別境界所組成，比如地球是一個統一的有

機體，一切的萬事萬物皆呈現理的存在;「理」把一切萬有的差別性、對立性、矛

盾性、多元性等特質融通整合綜合貫串起來，成為一個平衡和諧的狀態，就是有

機生命價值的領域。故若能即得人身，更宜把握極為難得的機會在有生命價值的

時空領域中，去實踐《華嚴經》中的七處九會三十九品中的四分五周因果周，在

超然轉化的覺悟過程周行中證入本覺的自性清淨心。 

 
13中指出「華嚴一乘教義

中十種殊勝異相」14

                                                 
11  方東美(1993)，《華嚴宗哲學上冊》，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 
12 《新華嚴經論》卷 1 (CBETA, T36, no. 1739, p. 721, a8-10) 
13  釋賢度編著(2008)，《華嚴學專題研究》，台北:華嚴蓮社，頁 161-234。 
14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以此地中作大法師，明說法儀軌，是故開示一乘三乘，文義差

流入毘盧遮那智藏大海。此文約本末分異，仍會末歸本，明一乘三乘差別顯耳。」(CBETA, T45, 
no. 1866, p. 478, b14-20) 

，以彰圓教中圓融無盡之行，且感慨自賢首大師著《一乘教義

分齊章》後，後世未聞再有判教者，尤其是其中所闡示的如來海印三昧一乘教義。

以下選擇部分簡略說明三乘與一乘的不同之處，作為圓教別教觀修的參。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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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一乘之別 : (一)說時不同、在初時第二七日說，猶如日出先照高山等，皆在初

成一念之中，一音頓演七處九會。(二)處所不同、在蓮華藏世界海中，眾寶莊嚴菩

提樹下攝七處八會等，以一處攝一切處故。(三)說法主不同、是盧舍那十身佛及無

盡三世間說，悉能教化一切眾生，悉能為眾生作主，主伴具足，圓融無礙之清淨

法界身，不同三乘等是化身及受用身等說。 (四)聞法者的差別、有普賢菩薩為首

的法身大士及佛境界中的諸神王眾等，是盧舍那佛內眷屬故，於華嚴界助成能化

顯一乘法。(五)所依不同、《華嚴經》是佛入「海印三昧」15

第二章  淨行與身語意三業 

定中一時呈現，而直

接演說的經典，是佛在大覺心中所映現的大悟境界 ; 海印是以譬喻表佛的本覺境

界，「海印三昧」是佛在大悟境界中所映現一切智慧的真實相。(六)說法不同內容、

「無論是一方說一事、一義、一品、一會等時，必結通十方一切世界，皆同此說。」

如七處九會，主伴共成，一即一切，一攝一切，含容無盡。(七)階位的不同、「所

有位相，上下皆齊，仍一一位中，攝一切位，是故乃至佛等諸位，在信等位中，

餘位亦然。」故只要是證得其中一位，即具足一切地位之功德，等同其他的階位

也同時證得了。(八)行的不同、「謂一一菩薩，則具信等六位，一一位中，所有定

散等差別行相，並一時修。」強調一時遍滿、一念遍修、一行遍行、盡窮法界。

以上的重點有助於解明區別一乘和三乘的差異，以助觀行的應用。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簡稱〈淨行品〉)，〈淨行品〉此品的來意主旨

為何? 澄觀(738-839)給予的定義可見於《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

中： 

 

初來意者，夫欲階妙位必資勝行，有解無行虛費多聞。故前品明解此品辨

行，又前明入理觀行，今辨隨事所行 ; 又前行此願並義次第，故次來也。

次釋名者，梵云具折囉，此云所行，波利此云皆也遍也，戍輪律提云清淨

也，謂三業隨事緣歷，名為所行巧願防非離過成德，名為清淨。又悲智雙

運名為所行，行越凡小故稱清淨，以二乘無漏，不能兼利非真淨故。16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 (CBETA, T10, no. 279, p. 205, b2-7)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CBETA, T35, no. 1735, p. 613, a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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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指出若先明其前品〈菩薩問明品〉的來意主旨是「明解」，明「入理觀行」 ; 

而〈淨行品〉的來意即是「辨行」，明辨「隨事所行」。強調要入華嚴行位必須

有解有行，若是有解無行即是多聞不行，又說明如果是虛費度日曠行懈怠，就會

有不資勝行而無法離過成德，導致身語意三業不能得到無過失之功德和三業清淨

的果德，故而最終不能成為「淨行」。 

 

〈淨行品〉此品為闡明三業隨事緣歷名「所行」，如澄觀大師所疏註之「梵

云具折囉，此云所行 ; 波利此云皆也遍也 ; 戍輪律提云清淨也。」即所謂所行皆

遍清淨。故而，巧願防非，離過成德名為清淨。又以隨事緣歷中悲智雙運，又名

所行 ; 又其所行能超趆凡夫、小乘和二乘聲聞的我法兩執而行利他之行，故名清

淨行。 

 

此外，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1 世主妙嚴品〉中對聲聞眾卻有不

同的描述。認為「雜類菩薩聲聞皆通權實，法身無生生五道故。而淨土菩薩唯實，

實報生故，雜類聲聞是權故。」17 ; 又在《大智度論》中提到小乘經典最初唯列

聲聞眾、大乘經典中最初唯列菩薩和聲聞、一乘經典最初唯列菩薩，而第二會普

光明殿中與會的莫不皆是一生補處的菩薩眾，故指出「若一乘經初唯列菩薩而無

聲聞眾，故指此經為不共教，或大乘經唯列小者，為引攝故。如金剛經或唯列大

亦屬大乘，主伴不具故，主伴具者，必是一乘。」18

初、若就總望等者，亦名為遠望，為成佛果故為遠具解行德故為總。解即

問明，行即淨行，德即賢首。二、近望十住故為近，亦合名別將前攝位，

為總故。攝位者，十信滿心頓攝諸位，今此唯成十住故。仁王不開十信，

攝在十住，信為能成，住為所成故。

由此可見，聲聞眾最終畢盡是

會走向利他而迴歸一乘的。因此，對於聲聞二乘暫時所處的困境和知見之障的了

解和認知，發願廣為護持小乘聲聞二乘權乘等眾，迴向一乘而終能究竟佛道。 

 

實際上，澄觀對十信位的行者亦有這樣的建言，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

演義鈔》卷 28〈7 如來名號品〉 :  

 

19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34, b15-18) 
1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34, c17-23)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8〈7 如來名號品〉(CBETA, T36, no. 1736, p. 209, c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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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如果在設立成就佛果為修行的遠程目標時，必須具備的修件是先要能執行實

踐「解」和「行」的果德為近期目標，而成就佛果為總目標作為導向，且要以智

慧解明〈菩薩問明品〉中的「十種甚深」，貫徹力行〈淨行品〉中日日周爾往來

復始的無盡願行 ; 能以成就妙德發菩提心即是〈賢首品〉的最終目的。如此，目

標不再是遠不可及，〈賢首品〉中的十種信心圓滿即是「十信滿心」，即能「頓

攝諸位」而入十住位。這也是法藏大師對「先際佛法」的開解，尤其是對二乘聲

聞眾第子如何在信解行中於身語意業的成就及身心言行合一的提醒。 

首先，以下所呈現的十種身語意三業與三業所成的十果德，是在「總問其果」

的大前提下所例舉出來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 

 

爾時，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佛子！菩薩 

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 

云何得不害身、語、意業？ 

云何得不可毀身、語、意業？ 

云何得不可壞身、語、意業？ 

云何得不退轉身、語、意業？ 

云何得不可動身、語、意業？ 

云何得殊勝身、語、意業？ 

云何得清淨身、語、意業？ 

云何得無染身、語、意業？ 

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 

云何得生處具足、種族具足、家具足、色具足、相具足、念具足、慧具足、

行具足、無畏具足、覺悟具足？ 

云何得勝慧、第一慧、最上慧、最勝慧、無量慧、無數慧、不思議慧、無

與等慧、不可量慧、不可說慧？ 

云何得因力、欲力、方便力、緣力、所緣力、根力、觀察力、奢摩他力、

毘鉢舍那力、思惟力？ 

云何得蘊善巧、界善巧、處善巧、緣起善巧、欲界善巧、色界善巧、無色

界善巧、過去善巧、未來善巧、現在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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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善修習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

覺分、空、無相、無願？ 

云何得圓滿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

蜜、般若波羅蜜，及以圓滿慈、悲、喜、捨？ 

云何得處非處智力、過未現在業報智力、根勝劣智力、種種界智力、種種

解智力、一切至處道智力、禪解脫三昧染淨智力、宿住念智力、無障礙天

眼智力、斷諸習智力？ 

云何常得天王、龍王、夜叉王、乾闥婆王、阿脩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

王、摩睺羅伽王、人王、梵王之所守護，恭敬供養？ 

云何得與一切眾生為依、為救、為歸、為趣、為炬、為明、為照、為導、

為勝導、為普導？ 

云何於一切眾生中，為第一、為大、為勝、為最勝、為妙、為極妙、為上、

為無上、為無等、為無等等？」
20

十種身語意業的因果關係中以第一個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為總綱「總顯無

過」，原因是由於無過三業之故而能超勝尊貴 ; 然後，整合第二至第九個云何，

其中包括了不害、不可毀、不可壞、不退轉、不可動、殊勝、清淨、無染等八種

身語意業，成為「別顯無過」得以離過成德。最後的第十個「云何得智為先導身

語意業」則是歸結以上九個云何的廣因而「總出其因」，最終以智作為身語意三

業的先導必要條件，以智導萬行為依歸，是身語意三業常無過失的主因，整理如

下表格 1。

 

 

21

十種三業成下十果 

 

 

表格 1 十種身語意業的因果關係 

 

 

 

 

總

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 總顯無過 由無過三業故超勝尊貴 

云何得不害身語意業  

 

別 

顯 

離

過 

由不恚害故常為饒益 

云何得不可毀身語意業 由無餘惑不可譏毀故十王敬護 

云何得不可壞身語意業  

 

由惡緣不可壞故得佛十力 

云何得不退轉身語意業 由修行不退轉故滿菩薩行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 (CBETA, T10, no. 279, p. 69, b20-c22)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CBETA, T35, no. 1735, p. 613, c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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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其

果 

云何得不可動身語意業 無 

過 

成

德 

 

由遠離諸相故如如不動成涅槃因 

云何得殊勝身語意業 由德行殊勝故於法善巧 

云何得清淨身語意業 由體清淨如虗空故成具道緣 

云何得無染身語意業 由涉境無染故得堪傳法器 

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 總出其因 由智先導故成就眾慧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又此十句初一總顯無過，

次八別顯無過，一總出其因，若以智慧為先導，身語意業常無失故。」 

第一節  淨行與身業 

    智儼(602-668)指出在「差別因果周」中明差別因，從修因契果中生發知解，

故能生解分並與信分的果德相應。相對於第一會的廣果因略，第二會的因廣果略，

反而體現了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之差別因果，因果同會的特

色。其中強調第二會普光堂以明因行為要，如《搜玄分齊通智方軌》〈3 普光堂

如來名號品〉: 

 

三時眾請文有四十四句，問所以此會通問上位及果德者。此會是起行初并

復對化主，文次故爾也。亦可此問佛土，非世界海可思之。問內分三 : 初

十問辨法身三輪果即生信之境，即先際佛法即此會答之。22

同時智儼對問及為何「因果同會」之疑，而有以下的答覆 :「問何故因與果同會者? 

答計行應別。今但為顯法依人弘故，同一會不分別也。」答案是「為顯法依人弘」

 

 

23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1 (CBETA, T35, no. 1732, p. 25, c15-19)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1 (CBETA, T35, no. 1732, p. 25, b17-25) 

。

接着對身語意三業提出了進一步的見解，即〈名號品〉顯土以生信、〈四聖諦品〉

彰法是寶、〈光明覺品〉顯法的增微而成其軌則，亦是對「因果同會」的一種回

應。對法身三輪果即生信之境，身語意三業的果德亦是生信之因，在「修因契果

生解分」的五位行布的觀行中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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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業最麁 

法藏(643-712)提出對身語意三業中的優先處理程序即是「然身業最麁，故先

辨耳。」24

三品來者有二釋，一云前品明依果，此明正報，正報之中不過三業 ; 此品

明身業遍應，謂名號依身而立故 ; 四諦品明佛口業普周 ; 光明覺品明佛

意業遍覺。三輪攝伏，俱是正報，然身業最麁，故先辨耳。二釋云，准下

問答又此品明國土海義，前品既辨世界海，即明體隨緣顯其果相。今即約

緣反顯明其果體，辨相所依之實故次來也，各通三世間思之可見，又前會

約華藏，此約忍土。

指出〈名號品〉明佛身業遍應、依身而立，見《探玄記》卷 4〈3 名號

品〉: 

 

25

因此，華嚴「法界觀門」之「真空觀」中最後闡明的「解絕行起」之「善用

其心」觀行轉換妙用，就可以在〈菩薩問明品〉和〈淨行品〉二品的「解行力用」

中實現。於是，〈淨行品〉的起始，智首菩薩就問文殊師利菩薩「二十個云何」，

 

 

又〈四聖諦品〉明佛口業普周，〈光明覺品〉明佛意業遍覺，三輪攝伏，俱是正

報。因此，在行布觀行中不妨建議先離過斷煩惱，可先由粗煩惱障開始，再到細

的見細惑等微細無明。由於身語意三業中以身業最為麁重和明顯易見，必較利於

自他的觀察和觀行對治修理。在早期聞思修及戒定慧三學的修學中也能助於從大

處着手，優先解決易見和比較嚴重的業障問題和修行的盲點及困境，亦是行布觀

行的指標之一。 

 

以上比較華藏與忍土的不同之處，亦是法藏明信解中信的能信、所信和十身

之體、相、用，由初會到第二會的信與解之間的涉入及其信分對解分的影響。如

初會以華藏淨土為象徵、辨明各種世界海，闡明法界無盡隨緣而顯廣果略因相。

第二會的普光明殿示現，以娑婆世界堪忍土為象徵，就機緣權宜之際而反相顯明

襟托出果德之實，如二十云何中的十種身語意三業的體相用，故其果德勝妙可通

三世間，又得人天護佑，十身淨業的業用和力用成為往後淨行願行的實踐。 

                                                 
24 《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 (CBETA, T35, no. 1733, p. 167, a23) 
25 《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CBETA, T35, no. 1733, p. 167, a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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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問云何得十種身語意三業的因果關係，十種身語意業如何成就十種果德? 又

再把「二十個云何」總合為十一段，每段各十句云何，總共成了一百一十種功德。 

二  身業信解之辨 

澄觀對於信解之間的分野辨識，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2〈7 如來名號

品〉中對「修因契果生解分」的說明中可見端倪。菩薩修行自第二會至第六會之

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的五位圓因，因圓即成十身滿果。此第二會的

契機在於生發解分，起「修因契果」之解，明白知解佛的十身果德，並與之相契

相應，才是真信解之始。而之前的「舉果勸樂生信分」是舉依正二報的莊嚴果德

來建立有情眾生對毘盧遮那佛的信心，作為信、解、行、證的所依。 

 

從〈如來名號品〉到〈如來出現品〉之間共有三十品和四十卷經文，皆以解

說明辨「修因契果生解分」的重要性，正確的信解是通達毘盧遮那佛十身果德的

關鍵。因此，以下有關智儼、法藏和澄觀三位祖德們在〈如來名號品〉中對如來

名號的由來和身業體相用的疏註中，有助於吾等後學啟發真正的信解，乃至進入

浩瀚無際的解行中而不會迷失方向。 

 

表格 2〈名號品〉中釋名的比對 

經

品 

智儼《搜玄分齊通智方

軌》卷 1〈3 普光堂如來

名號品〉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 

卷 4〈名號品第三〉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卷 12〈7如来名号品〉 

釋

名 

釋名者有二: 

一處名、普者德普，光者

智光，亦可光普。 

二品名者、名即通名，號

者別號。 

 

自下明第二修因契果生解

分，謂從此至第六會來，辨

說所修五位之圓因成十身

之滿果，令諸菩薩解此義相

故以為名。 

釋名亦三:初分名修因契果

生解分，謂修五位之圓因，

成十身之滿果。令諸菩薩解

此相故，即生修因契果之

解，依主釋也。 

 

  

此外，明‧憨山德清(1546-1623)依澄觀疏義而提契華嚴綱要，對十種大智慧

身的成就有其獨到的見解 ，出自《華嚴綱要(第 45 卷-第 80 卷)》卷 56 : 

 



18 
 

今初地即以身語意三業為首者，正顯福智二行莊嚴而成報體。所以初地統

前深種善根集助道等，以成十種大智慧身。若非一往稱法界性圓融妙行以

為莊嚴，則何能致果上十身相海隨好功德哉? 是以初地接前迴向之末，即

得最勝身口意清淨三業。以眾生迷本法身，妄受根身，無量劫來，三業所

造無量無邊染污之業，直至此地，乃得清淨，都成功德，以嚴法身。
26

三  身業與普光法堂之喻 

 

 

憨山德清認為初地與之前的三賢位皆以身語意三業為行布之首要，深種善根福智

二行而成正報，得以成十種大智慧身。稱法界性而圓融妙行，因華莊嚴勝妙功德

而有果上十身相海 。又以初地接十迴向之末，行普賢十大行願，最終必以「普皆

迴向」迴向法界一切有情眾生之德，即得最勝身語意清淨三業而能離過成德。此

解行之過程亦符合〈淨行品〉中十種身語意三業和二十云何中的因果關係，可以

作為淨行之觀行的借鏡之一。 

 

普光法堂又名普光明殿
27

普光明殿的位置，如在經中描述是離滅道埸的菩提樹約三里之遙的恆河灣處，

喻表信位之法在人間為凡夫境界。法藏大師以「普光法堂會」中五義以詮譯之，

如下文所示，指出「法謂真俗遐周曰普，妙智照達雲光，境智玄軌為法，此普光

即法。又詮普光之法，堂內說此，依主為名，法通二釋，堂唯依主。」尤其在第

，其在七處九會中佔了第二會的初會普光明殿、第七

會再會普光明殿和第八會的三會普光明殿，共在九會中佔了三個會次，是極為殊

勝的會場 。加上第二會四分中次分「修因契果生解分」之始，和五周中次周「差

別因果周」之始，至「平等因果周」之末 ; 統括差別因、差別果、平等因和平等

果，且又橫跨第二會至第七會，在「修因契果生解初」的二會始和七會末皆是在

普光明殿中完成。接着是第八會的「托法進修成行分」和「成行因果周」，以〈離

世間品〉中二千酬中二千行法，答二百離世之問而入等覺萬行。由此可見，普光

明殿中所說法門之獨殊性和樞杻性的可貴。 

 

                                                 
26  澄觀疏義明德清提契《華嚴綱要(第 45 卷-第 80 卷)》卷 56(CBETA, X09, no. 240, p. 108, b10-18) 
27 《華嚴經探玄記》卷 4:「二修因契果生解分，謂從此至第六會來，辨說所修五位之圓因成十身

之滿果，令諸菩薩解此義相故以為名。二會名者名普光法堂會，然釋有五義…，如以三空為門

等，例准可知。」 (CBETA, T35, no. 1733, p. 166, c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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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義「約實」中謂:「無礙法界一塵一行，皆遍因陀羅網重重顯現，故稱為普。即

普圓明煥曜，故復雲光，無不正軌，故亦云法。則法應緣成陰為堂，皆持業釋。

如以三空為門等，例准可知。又信該六位稱普，滅惑顯理為光，陰機為堂。」雖

然普光明堂處於人間凡界，十信位是不入定也不入位，依然有轉凡成聖之可能性。

此第五義似乎已三輪體空，出離凡夫境界而入因陀羅網的重重無盡普賢之境了，

且重申「信」對解明六位次第觀行中事、法、境、智、實中的五義即是觀照普光

法堂之義，以導入普賢願行萬行。 

 

法藏對普光明殿此會的來意，指出佛陀成道之過程，為要眾生明瞭初會菩提

道場中果德能得之因 ; 再者，為令法界眾生得生正解，故又放在第二會中宣說，

見《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 : 

 

問明修因之中，何故此會與第六皆有果法? 同會中間諸會無此例耶? 答此

會是修因之始而與果同會，而果在會初，十地等是成因之終，亦與果同會

而果在會後，此等為顯依果海以起圓因，因滿還融歸圓果，此乃文中宏致

始終之幖幟者也。
28

其中又針對參與第二會的來者，明示前會的「所信之境」及此會的「能信之行」; 對

「約境生信」指出之義有二 : 一標舉境法明有所在為初義、二攝以就心令成信行

為後義。又前會果廣而因略，相從俱屬果 ; 此會因廣而果略，相從俱屬因 ; 對於

三業依正報，以依報麁現易見故先辨，正報細隱難知故後說 ; 對於果法，強調此

會是修因之始而與果同會，而果在會初，十地等是成因之終，亦與果同會而果在

會後，即果海圓因因滿圓果之義。

 

 

29

萬佛名號是釋迦名 ; 頓教機一切皆絕名而無名俱離 ; 一乘機以此為佛所化處，故

無別佛名，盡法界總是舍那佛名。若參照《華嚴五教止觀》中的五種簡邪入正的

止觀法門，亦可發現兩者之間有相似之處。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法門有五 : 一、

 

 

 對於眾生根機的不同，法藏大師在《探玄記》中以舍那佛名約一乘機及三乘

機等作了不同的分類。指出於此娑婆世界中，小乘機以佛名號為實名 ; 三乘初教

機是即假即空之名 ; 終教機以佛名號平等同真如 ; 三乘機以此娑婆世界內百億 

                                                 
28《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CBETA, T35, no. 1733, p. 167, a13-19) 
29《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CBETA, T35, no. 1733, p. 166, c29-p. 167,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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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我無門(小乘教) ; 二、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 ; 三、事理圓融門(大乘終教) ; 四、

語觀雙絕門(大乘頓教) ; 五、華嚴三昧門(一乘圓教)。30

四  身業與信行 

 

 智儼在《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1〈3 普光堂如來名號品〉中對宗體者的分別

有二種說明，一是約人者其化主及助化各有其體相用 ; 然而，約法出體者以化悲

德自在相為宗，亦可以佛國海為宗。
31

所

信

之

體

相

用

法藏其後對所信與能信之體相用提出更絴盡

的詮釋和分類如下表格中所例，法藏《探玄記》〈名號品〉: 

 

表格 3 法藏《探玄記》〈名號品〉人法因果中所信與能信之體相用 

32

約

華

藏

土 

 

約

人 

 

體 相 用 

化主內證土海為體。 七日思惟為相，又即

如其像為相。 

所信中加說為用，

又現通及光照為

用。 

助化中文殊以信中妙

慧為體。 

吉祥勝德為相，又遍

一切處為相。 

所說益物為用。 

 體 相 用 

能

信

之

體

相

用 33

約

忍

土 

 

 

 

約

因 

證淨為體。 具德為相。 殊勝功業為用，竝

如賢首品說 

約

果 

信中所顯無盡法界為

體。 

十身勝德為相。 應機化益為用，亦

如賢首說。 

約

法 

先約

境 :  

謂信中平等土

海為體。 

約機說十，及勝德為

相。 

與行教相應為用。 

二約

行 :  

謂信行內證為

體。 

融攝諸位為相。 成佛益生為用。 

                                                 
30《華嚴五教止觀》卷 1 (CBETA, T45, no. 1867, p. 509, a26-29) 
31《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1〈3 普光堂如來名號品〉：「二約法出體者，謂十信

行法，後當分別。名號品以化悲德自在相為宗，亦可是佛國海為宗。」(CBETA, T35, no. 1732, p. 

25, b12-16) 
32《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CBETA, T35, no. 1733, p. 167, b3-18) 
33《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CBETA, T35, no. 1733, p. 167, b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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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例，法藏對人法因果中的所信體相用及能信體相用作了絴細的解說。

其中所例尤其突出是在約人中所信華藏土海的化主及助化當中，指出所信化主以

內證華藏土海為體，七日思惟為相或如其像為相，加說為用及現通光照為用 ; 而

在助化中以文殊菩薩信中妙慧為體，吉祥勝德為相及遍一切處為相，以文殊菩薩

所說益物為用。相對的，法藏在能信中以因果各為體相用 ; 在因中，能證淨為體，

具德為相，殊勝功業為用 ; 在果中，信中所顯無盡法界體，十身勝德為相，應機

化益為用。總括以上能信中的因和果的體相用，與〈淨行品〉中十種身語意三業

及二十云何中離過成德之淨行過程是如出一轍的。 

 

相較與生信為趣的重要，澄觀在其徵信文中明示佛以名號周遍為宗，身業隨

機化益為趣等，總言之是皆以「生信為趣」
34

經

品 

為其宗旨，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卷 12〈7 如來名號品〉: 

 

表格 4 澄觀的徵信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2〈7 如來名號品〉 

品

宗

者 

品宗者: 

顯佛名號周遍為宗，隨機調化利益為趣，或上二皆宗生信為趣。 

四問答: 

一問:五周因果差別平等不同，何以分名合之為一? 

一答:通生差別平等解故，離於修生說何修顯故。 

二問:前會舉果本為生信，今何重舉名號等三 ? 

二答:凡約境生信有其二義。 

一標舉境法明有所在、 

二攝以就心令成信行。 

前會約初義、此會約後義。 

又前會果廣因略，故名舉果 ; 此會因廣果略，故總攝為因。先依後正文影略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2〈7 如來名號品〉:「信解行德攝位為宗，通成佛果為趣，信能必到

如來地故，近望唯信為宗成位為趣。若依長科十分之宗，此下三品以為一分，即果用應機周遍

法界，以為其宗。依此起信為趣故，此亦名正報因果，亦是所信。信何法門，信佛身名等於眾

生，則知我名如佛名也 ; 信佛法門隨宜而立，知我妄念苦集亦全法門，信佛意業光明遍照，

則知自心無不知覺故。」(CBETA, T35, no. 1735, p. 588, a2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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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若約鉤鎖者，自屬正報果故，不同第七會說所成果，此中自辯信所依故。 

三問:何不入定? 

三答:以未入位性不定故。 

四問:若爾十定豈散善耶?  

四答:然說法之儀通有四句。 

一定後說如諸會、 

二說後定如無量義經等、 

三定中說如第九會，無出言故。 

四不入說如此信中及第七會，諸文非一。 

第九表證唯證能說，一得永常不礙起用故。 

第七為表常在定故，又入為受加，彼不須加故不須入說。後入者說在行故，將

起後故，是知動寂唯物聖無常規。 

故下文中辯十信之用，一方入正定餘方起出說，自在無礙也。 

餘會摩頂後說，此會說後摩頂，是知此經體勢縱橫不可定準。 

 

澄觀不僅在身業中強調隨機化益生信為趣，且對有關生信的四種質難作了以上的

四種提問和答覆。如五周因果差別之平等不同又如何能合而為一? 故重申「通生

差別平等解」的義趣。並對前會舉果生信，此會又舉名生信是為何之疑? 故解以

「約境生信」，明其二義 : 一標舉境法明有所在、二攝以就心令成信行 ; 前會約

初義、此會約後義 ; 強調此會的「攝心就心，令成信行。」以作之後信解行之「用

心淨行」的實踐。其中後二個問答皆以十信位中的不入位與不入定而做不同的解

說。 

第二節  淨行與語業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品〉：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告諸菩薩言： 

「諸佛子！苦聖諦，此娑婆世界中，或名：罪，或名：逼迫，或名：變異，

或名：攀緣，或名：聚，或名：刺，或名：依根，或名：虛誑，或名：癰

瘡處，或名：愚夫行。 

諸佛子！苦集聖諦，此娑婆世界中，或名：繫縛，或名：滅壞，或名：愛

著義，或名：妄覺念，或名：趣入，或名：決定，或名：網，或名：戲論，

或名：隨行，或名：顛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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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子！苦滅聖諦，此娑婆世界中，或名：無諍，或名：離塵，或名：寂

靜，或名：無相，或名：無沒，或名：無自性，或名：無障礙，或名：滅，

或名：體真實，或名：住自性。 

諸佛子！苦滅道聖諦，此娑婆世界中，或名：一乘，或名：趣寂，或名：

導引，或名：究竟無分別，或名：平等，或名：捨擔，或名：無所趣，或

名：隨聖意，或名：仙人行，或名：十藏。諸佛子！此娑婆世界說四聖諦，

有如是等四百億十千名；隨眾生心，悉令調伏…。
35

一  語業與〈四聖諦品〉 

 

 

對於〈四聖諦品〉中廣說種種語業如十方世界中各有四百億十千之名的描述等，

如東方的密訓世界 ; 南方的最勝世界 ; 西方的離垢世界 ; 北方的豐溢世界 ; 東

北方的攝取世界 ; 東南方的饒益世界 ; 西南方的鮮少世界 ; 西北方的歡喜世界 ; 

下方界的關鑰世界 ; 上方界的振音世界。且在一一世界中說苦聖諦、說集聖諦、

說滅聖諦和道聖諦，亦各有四百億十千名，皆隨眾生心之所樂，令其調伏。以下

表格是重新整理後所列婆婆世界中的四聖諦之名。 

 

〈四諦品〉的定義，可從法藏在《探玄記》卷 4〈4 四諦品〉文中五個面向來

作了解 : 

 

二來意中五 : 一為釋成前品末權道之義 ; 二依前身業次辨語業故也 ; 

三前明能說之人名字不同，此明所說之法名字不同故來也 ; 四答前問中佛

說法問故 ; 五為釋成前機所印成差別法中權教異相故次來也。 

 

法藏解釋「四」是數字以明四諦名字的不同 ; 「諦」是理實之義，品名是「帶數

釋」。在此品的來意中有五種來意 : 一是此品名是解釋前品末後的權道之義 ; 二

是依前身業而辨次來的語業 ; 三是前品能說的名號字不同，而此品所說的法名字

不同 ; 四是答前品所問的中後際佛法 ; 五是解釋由於前品隨眾生機所印成的差

                                                 
3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品〉 (CBETA, T10, no. 279, p. 60, a14-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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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法「權教異相」，故四諦品中的無數種名是由此差別法「權教異相」而來的。

在宗趣是以無邊甚深諦海為宗，務在益物，調生為趣。36

苦聖諦 

 

 

此娑

婆世

界中 

， 

或名 

罪，逼迫，變異，攀緣，聚，刺，依根，虛誑，癰瘡處，愚夫行。 

苦集聖諦 繫縛，滅壞，愛著義，妄覺念，趣入，決定，網，戲論，隨行，顛倒根。 

苦滅聖諦 無諍，離塵，寂靜，無相，無沒，無自性，無障礙，滅，體真實，住自性。 

苦滅道聖 

諦 37

一乘，趣寂，導引，究竟無分別，平等，捨擔，無所趣，隨聖意，仙人行，

十藏。  

 

又澄觀對四聖諦的定義可見於《隨疏演義鈔》卷 15 38其中指出〈四聖諦品〉是佛

在一一世界中，於此娑婆世界、鄰次十方世界和四維上下各世界等處，言隨物欲

廣說法輪，展四諦之法門而「名周法界」 ; 而一一世界中又各個有四百億十千之

名，故受之以〈四聖諦品〉。 為排除大眾對小乘中〈四聖諦品〉的固着印象，以

為此品是小乘專屬所有的法義，澄觀指出大經之中皆有四諦觀行，如《華嚴經》

和《涅槃經》等大經，皆廣顯其相，並非只有小乘二乘才論及〈四聖諦品〉 ; 且

強調大乘中四諦觀行的可行性，在語業的觀修上有一定的助益。39

娑婆四諦有四百億十千名義，而文義包博言含性相。又究此四，非唯但

空便為真實，今了陰入皆如，無苦可捨 ; 無明塵勞即是菩提，無集可斷 ; 

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 ; 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無苦無集即無世間，

 

 

澄觀對〈四聖諦品〉有以下的結語，即故斯一品，有作無作有量無量，皆在

其中，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8 四聖諦品〉： 

 

                                                 
36 《華嚴經探玄記》卷 4〈4 四諦品〉「三辨意，謂為應機令調伏故立此名。調者調和、伏者制伏，

謂調和控御身口意業，制伏除滅諸惡行故。何故文殊說者，明妙慧善達實諦義故，又何故唯顯

四諦差別? 謂是權教差別易知故，又為寄顯法故。何者謂此小乘局處之法尚有如此遍空世界差

別不同? 則知一乘通方之法差別無邊，理不疑故也，又為破計引機。何者謂演彼小乘局法令遍

故? 使失本執，便顯一乘無邊法界，令其趣入故。」(CBETA, T35, no. 1733, p. 171, b14-24) 
37 《華嚴經探玄記》卷 4〈4 四諦品〉 (CBETA, T35, no. 1733, p. 171, c8-13)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5 (CBETA, T36, no. 1736, p. 111, b4-6) 
39 《華嚴經疏鈔玄談》卷 8 :「一經之中，皆有四諦觀行等。諸如華嚴涅槃皆有四聖諦品，廣顯其

相，大乘等經非無觀行等故。」 (CBETA, X05, no. 232, p. 829, c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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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滅無道即無出世間，不取不捨同一實諦。故斯一品，有作無作有量無

量，皆在其中。40

二  四四諦與淨信 

 

對於四四諦的不同見解，澄觀舉天台四四諦為例。如唐．湛然(711-782)說色

是苦諦、煩惱業是集諦、煩惱業滅是滅諦、定慧是道諦於《法華玄義釋籤》卷 5 : 

 

阿毘曇中正量部異師為譬喻者，毘婆闍婆提說:八苦是苦是苦諦，餘有漏法

是苦非苦諦 ; 生後有愛是集是集諦，餘有漏法是集非集諦。生後有愛盡是

滅是滅諦，餘一切滅是滅非滅諦。學人八支道是道是道諦，餘一切法是道

非道諦。若爾諸阿羅漢但成就苦滅不成集道，何者後有愛已斷故，羅漢非

學人故 學人八道非羅漢得四四諦。41

今初。通有天台四四諦意。四四諦者，玄文已具，今略列名。一生滅四諦、

二無生四諦、三無量四諦、四無作四諦。依常所釋但有其二 : 或名有作無

作、或名有量無量。有作有量即是小乘、無作無量即是大乘。

  

 

其中又指出毘婆闍提之他說，如小乘中阿毘曇中正量部的異師為喻，「八苦是苦」

是苦諦 、「餘有漏法」是苦非苦諦 ; 「生後有愛」是集是集諦 、 「餘有漏法」

是集非集諦 ; 「生後有愛盡」是滅是滅諦 、「餘一切滅」是滅非滅諦 ; 另外又

指出「學人八支道」是道是道諦 、「餘一切法」是道非道諦。以上是天台宗對四

四諦的定義，其中對阿羅漢之生後有愛盡是滅諦，而學人八支道是屬道諦，故阿

羅漢非學人，在四四諦中乃有所區別。 

 

針對小乘與大乘之別，澄觀就天台四四諦意的四種列名的詮譯如下，《大方

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8〈8 四聖諦品〉:  

 

42

天台四四諦者列名如下: 一、生滅四諦，二、無生四諦，三、無量四諦，四、無作

四諦。如歸類為二即是「有作有量」是屬小乘，「無作無量」是屬大乘。由此可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8 四聖諦品〉(CBETA, T35, no. 1735, p. 593, a29-b7) 
41 《法華玄義釋籤》卷 5 (CBETA, T33, no. 1717, p. 850, b28-c9) 
4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8〈8 四聖諦品〉(CBETA, T36, no. 1736, p. 216, c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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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四聖諦品〉中的有作有量和無作無量，對小乘和大乘而言兩者之間是有一

定的意義和區別性，而二乘和三乘即介於此二者之間。 

 

接着澄觀在〈四聖諦品〉的宗趣上，有以下的說明，《華嚴經疏注》卷 20〈四

聖諦品第八〉： 

 

三宗趣者，以無邊諦，隨根隨義，立名不同，徧空世界。以此為宗，務在

益物，調生為趣。又上二皆宗，發生淨信為趣。43

澄觀指出生滅四諦的有作有量，約相而言是通大小乘的。若以「結前生後」之前

後狀況而言，即結前是生滅四諦，有相有性

 

44

四四諦意:菩薩住堪忍地，鐵輪位中修生滅四諦;十住中修無生四諦;十行中

修無量四諦;十迴向中修相似無作四諦;登地見中得一切種智，五行十功。

 ; 生滅後得無生法忍是無生四諦。

大乘四諦皆有性無相，以滅道二諦，生發淨信離過成德為趣。 

 

然而，天台宗智顗(538-597)在《四念處》文中對四四諦意與行布中的五位的

關係有更明顯的解說，《四念處》卷 3： 

 

45

末後一段是總，都說十方世界無盡名目皆是四聖諦為體，從此四諦上分作

種種法門、五蘊、十二緣、總在其內。八萬四千塵勞解脫總在其內，如文

具說不煩更釋。已上〈佛名號品〉、〈四聖諦品〉，是自己信進修行中所

 

 

智顗以為菩薩住堪忍地，在鐵輪位中修生滅四諦 ; 十住位菩薩修無生四諦 ; 十行

位菩薩修無量四諦 ; 十迴向菩薩修相似無作四諦 ; 十地菩薩修無作四諦，得一切

種智五行十功。其中十迴向菩薩修「相似」無作四諦，是銜接由十行位無量四諦

到十地位無作四諦，由相似到真實中間解行轉換的重點，在其他章節中有對普賢

行願中的「普皆迴向」另作介紹。 

 

華嚴行者李通玄長者(635-730)在《華嚴經合論》卷 27〈四聖諦品第八〉中有

更直接的說明: 

 

                                                 
43 《華嚴經疏注》卷 20〈四聖諦品第八〉(CBETA, X07, no. 234, p. 751, c12-14)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8〈8 四聖諦品〉 (CBETA, T36, no. 1736, p. 217, a2-7) 
45  隋．智顗《四念處》卷 3 (CBETA, T46, no. 1918, p. 567, c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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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法 ; 已下〈光明覺品〉現佛境及所行行門徧周，如文具明。如是已上

十信門，以根本普光明智為殿體，如是進修究竟不離此智也。46

李通玄長者認為〈四聖諦品〉是自己信進修行中「所信之法」 。 雖然十方世界

無盡名目皆是以四聖諦為體，其中包括了五蘊、十二緣起、十八處等，八萬四千

塵勞解脫總在其內 ; 又在《華嚴經合論簡要》卷 3 中強調十信位中「信」的重要，

在第二會普光明殿智光的普光明照下，預先知見初會的佛果而成正信，信「即心

是佛」，信一切世間苦諦即聖諦而不作別求。

 

 

47

三  語業與觀行 

 

〈四聖諦品〉中十方世界中各各的無數無量、無邊無等等百億萬種名，皆隨

眾生心之所樂，令其調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品〉： 

 

「諸佛子！如此娑婆世界中，說四聖諦，有四百億十千名。如是，東方百

千億無數無量、無邊無等、不可數、不可稱、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說，

盡法界、虛空界、所有世界，彼一一世界中，說四聖諦，亦各有四百億十

千名；隨眾生心，悉令調伏。如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

復如是。諸佛子！如娑婆世界，有如上所說；十方世界，彼一切世界亦各

有如是。十方世界，一一世界中，說苦聖諦有百億萬種名，說集聖諦、滅

聖諦、道聖諦亦各有百億萬種名；皆隨眾生心之所樂，令其調伏。」48

阿樓馱雖說此語，眾中皆悉了達四聖諦義，世尊欲令此諸大眾皆得堅固，

以大悲心復為眾說，聖者正也，無漏正法得在心故。諦有二義 :一者諦實、

二者審諦。釋此二義如四聖諦品，復為眾說者，訖高勗下，寄現訓未也。

 

 

對於〈四聖諦品〉有不同的詮釋的如宋．淨源(1011-1088)，淨源以諦實和審

諦來作四聖諦的區分，在《佛遺教經論疏節要》卷 1 中指出 : 

 

                                                 
46  李通玄《華嚴經合論》卷 27〈四聖諦品第八〉(CBETA, X04, no. 223, p. 183, b16-23) 
47  李通玄《華嚴經合論簡要》卷 3：「此第二會六品經明菩薩信心門，在普光明殿，以果成信，

信自己心是佛…。四聖諦品，令信心者自信一切世間苦諦即聖諦，不別求故。」(CBETA, X04, 

no. 225, p. 864, a17-21) 
4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品〉(CBETA, T10, no. 279, p. 62, a27-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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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云。如來悲心淳至故，不護上上法也，曲被中下，非為上根故 ; 遠惠萬

世，非為一時故。二正斷疑，初自他俱滅、二法門常住、三利他事畢、四

總顯已度、五示得因緣、六因果住持。
49

言審諦者，此就智明，聖智觀彼，審不虗故 ; 凡夫雖有苦集，而不審實，

不得稱諦。無倒聖智，審知境故，故名聖諦。

 

 

世尊為欲令不同根機的有情眾生得堅固，故隨眾生心而說阿含經法教，以大悲心

再為眾生說四聖諦法門。「聖」就是「正」義，指無漏正法的心法 ; 諦有二種義

理，一是諦實義、二是審諦義。其實真諦不一不二，何故又分為二? 此乃佛陀大

悲之舉復為眾說，把無以言喻的上上之法用眾生可理解的語言呈現出來，以遠惠

萬世非為一時，詪不同的眾生也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故古德有言，「佛門之中

不捨一人」。 

 

淨源對〈四聖諦品〉的「諦實」的界定是約「境」或「相」來作辨識之，《華

嚴經疏注》卷 20〈四聖諦品第八〉： 

 

二釋名，言四聖諦者，聖者正也，無漏正法，得在心故。 

諦有二義 : 一者諦實，二者審諦。 

言諦實者，此約境辨，謂如所說相，不捨離故，真實故，決定故。謂世出

世二種因果，必無虗妄，不可差失。 

50

其中明言諦實者如所說相，相是不捨離的、真實的、有決定性的，如世或出世二

種因果，因果是真實的，不是虛妄的，因果是沒有差失的。相對於審諦的界定，

是以「智」來明辨審理一切事理，以聖智或正智來觀察照見對方的一切，確實不

假的觀察審核所有的過程，以智導行。如上文所言，一經之中，皆有四諦觀行，

大乘等經非無觀行之言。參考《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以上立義各

指一經，一經之中，皆有四諦觀行等。諸如華嚴涅槃皆有四聖諦品，廣顯其相，

大乘等經非無觀行等故。」

 

 

51

                                                 
49  宋‧淨源《佛遺教經論疏節要》卷 1 (CBETA, T40, no. 1820, p. 856, a20-29) 
50  澄觀述淨源疏《華嚴經疏注》卷 20〈四聖諦品第八〉(CBETA, X07, no. 234, p. 751, b8-13) 

 

51 《華嚴經疏注》卷 20〈四聖諦品第八〉：「四謂苦集滅道，總云四聖諦，帶數釋也。性相云何? 

逼迫名苦。即有漏色心，增長名集。即業煩惱，寂靜名滅。謂即涅槃，出離名道。謂止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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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二乘有苦有諦，卻無真實言行合一的信解行證! 又二乘雖能觀行審

知事理，卻無法達法空而不能入佛知見，故不見真實空性 ; 再者，二乘雖知苦相，

卻不知苦有無量相，故不得出離諸相。如在家居士修學佛法，亦以此為鑑，面對

不同的修學環境和制度，就得自我反省個人是否因緣具足? 即二十云何中的第十

一個云何 : 「云何得生處具足、種族具足、家具足、色具足、相具足、念具足、

慧具足、行具足、無畏具足、覺悟具足。」才能於諸佛法心無所礙，念慧覺悟具

足，得堪傳法器德。若未能皆具足，就必須潛心修學，以自身語意三業的真面目

自省懺悔，精進戒定慧六度四等，乃至十度萬行，如古德常言信心與行為必須相

稱，「老實修行」才是上策。 

第三節  淨行與意業 

〈光明覺品〉明佛意業遍覺，三輪攝伏，俱是正報。52

中的前際佛法中的初十問，問因所依果之答。此品正答三問中

此品是答〈如來名號品〉 
53，一是長行放光

中答佛的威德 ; 二是見成正覺而答菩提 ; 三是文殊菩薩以所說偈來正答佛法性

之問。54十答之中初五是答菩提，次一是答威德，後四是答法性。以上的種種回應

答覆是呈現出意業中的種種觀察和觀行的多樣化，亦是表明此品的宗趣，以十信

之體性，身智二光無礙覺為導，令物生信，成信之用，55

智儼在此品的釋名上指出如來即化主，「光」是智體，「明」是用，「覺」

相是對緣的開曉，並且又可「覺諸菩薩」使其他菩薩覺悟。故此品的來意是聚集

有緣眾並且「顯法分齊」，而其宗趣是集同法眾以「顯法增微」。

呈現出身語意三業體相用

的融合。 

 

56

                                                                                                                                               
此約相說，通大小乘。智論云，小乘三是有相，滅是無相 ; 大乘四諦，皆是無相。」(CBETA,   

X07, no. 234, p. 751, b15-20) 
52《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 (CBETA, T35, no. 1733, p. 167, a19-23) 
5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7 如來名號品〉 (CBETA, T35, no. 1735, p. 592, a21-23) 
54《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初十問先際佛法，次十問中際佛法，後十四問後際佛法，

至下第六會來答之。今依此釋總分為三，初十問因所依果，次十問果所起因，後十四問因所得

果。」(CBETA, T35, no. 1733, p. 168, b12-16) 
5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品〉(CBETA, T35, no. 1735, p. 594, c13-19 
56《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1 〈5 光明覺品〉 (CBETA, T35, no. 1732, p. 26, b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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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意業的覺行 

澄觀在此品的釋名中有比較詳細的說有關意業的覺行，以「一開二合」來詮

譯之，見《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品〉： 

 

第二釋者名，一開二合。初開者，光明體也 ; 覺者，用也。此二各二，謂

光有身智二光，覺有覺知覺悟 ; 又光有能照所照，覺有能覺所覺。如來放

身光照事法界，令菩薩覺知見事無礙 ; 文殊演智光雙照事理，令眾覺悟法

之性相。二合者，良以事理俱融唯一無礙境，故得一事即遍無邊，而不壞

本相。身智無二，唯一無礙光故。57

，此品光明覺是顯「即權之實遍。」

 

 

初開者是指「光明」的體和「覺」的用。又指出此「光」有身、智二光 ; 「覺」

有覺知和覺悟各兩種不同之義。又「光」有能照、所照 ; 「覺」有能覺、所覺。

又如來放「身光」照事法界，令菩薩「覺知」見事無礙 ; 文殊菩薩演「智光」雙

照事理，令眾生「覺悟」法之性相。如以上的如來「身光」之體和文殊「智光」

之用，兩者「二合」，身智無二，事理俱融，唯一無礙，一即一切而不壞本相，

是此〈光明覺品〉意業的宗趣。又指出在權實上前品四聖諦是「即實之權遍」 
58

一開 

 

 

表格 5 身智二光的開合 

光明 體 覺 用 

能照 所照 身光 智光 能覺 所覺 覺知 覺悟 

能照所照唯是

一佛，非能照是

報所照是化。 

如來身光 

照事法界 

文殊智光 

雙照事理 

大菩薩等化

處見報，下位

之機報處見

化，二不並

故。 

令 

菩薩覺知 

見事無礙 

令 

眾生覺悟 

法之性相 

二合者，良以事理俱融唯一無礙境，身智無二，一即一切。 

 

                                                 
5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品〉(CBETA, T35, no. 1735, p. 595, a6-13) 
5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品〉 (CBETA, T35, no. 1735, p. 594, c20-23) 



31 
 

〈光明覺品〉中以身智二光無礙覺悟為宗，令物生信為趣，於事理無礙的覺悟上，

有賴智為先導。故光明又名智慧，覺知覺悟理事無礙，因此光明覺的圓融是此品

的宗旨。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卷 5〈9 佛昇須彌頂品〉中對十方各乃至不可說

不可說虛空法界等世界中皆有菩提樹下盧舍那佛，強周菩提樹是覺悟之門。佛陀

在菩提樹下與海會菩薩眾并與文殊師利乃至賢首等悉各各說法，以諸會眾各不雜

亂故云自謂在也。今並同時集眾諸會眾各昇本界天上而且不離菩提樹本處也。59

二  意業的解行 

 

澄觀解說如來放足下光且光至分齊，其足下放光有四種解釋以表彰信行之義，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品〉： 

 

初如來放光，二照此下光至分齊。今初，足下放者，表信四義。一自下而

上信最初故之 ; 二最卑微故 ; 三為行本故，《智度論》第九云:『足下放

光者，身得住處皆由於足。』四顯信該果海已滿足故，輪義亦然，圓無缺

故 ; 言百億光者，以遍法界所照之剎皆百億故。60

澄觀指出足下放光的四種解釋有: 一、足下表信最初，即信是意業覺行的根源和基

礎，信行的覺用是對盧舍那佛的所信果德的信心中所呈現出來的。二、足下是人

身下肢的最下端，接觸地面和受污染的機會最多，即是入世與眾生的緣集最瀕繁，

與眾生弘法教行的可能性最大。三、是此品的光明覺的身智二光體相用是信行和

覺行的根本，如來身光照事法界令菩薩覺知，而能見事無礙，這有助於之後淨行

的對事觀行 ; 又文殊演智光而能雙照事理，令眾生能覺悟法之性相而入菩提道埸。

四、是顯信該果海已滿足，亦是身語意三業的信行整合的覺用，此覺得以令物生

 

 

                                                 
59 《華嚴經探玄記》卷 5〈9 佛昇須彌頂品〉:「於中十方各一一閻浮等者，是上〈光明覺品〉所

辨…。今欲明一乘法。即主伴圓明故法如此也。於中一、三世間融 ; 二、依正二融 ; 三、於

正報中有三寶相融，謂說種種為法寶，菩薩為僧，對如來故 ; 四、於諸菩薩有三業融，謂顯現

是身、說法為語、自謂為意」(CBETA, T35, no. 1733, p. 192, c16-p. 193, a2) 
6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品〉：「第二光至分齊者…，唯一放光，同時頓照盡空

世界，但為言不並彰說有前後，隨機心現節節各見，則如來光明節節而照 ; 金色文殊節節而至，

乃至法界各見亦爾。在佛文殊節節皆遍，如月普照百川各見 ; 若法界機頓見，前來諸類所見信

會既爾，住行等會同遍亦然。」(CBETA, T35, no. 1735, p. 595, b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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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生發菩提心入般若性海入毘盧遮那性海。這也就是轉法輪義，故言佛放百億

光明以遍照法界。 

三  意業與善用其心 

身語意業在信行、言行和覺行經由十信心的善用其心整合之後，即能離過成

德，依十信中的佛智為所信 61

十信中的佛智為所信 

，善用其心而得十種信心，生發十信之德，精進求

菩是之意，成就十種甚深的觀照和解明，得十大菩薩之佛智為所信。 

 

表格 6 十信中的佛智為所信 

十信心 十信之德 62 賢首十信之德求菩提之意 63 十種甚深  十菩薩 

一信心 

二進心 

三念心 

四定心 

五慧心 

六不退心 

七戒心 

八護法心 

九願心 

十迴向心 

一求佛智慧 

二親近善友 

三慈悲深厚 

四志求勝法 

五遭苦能忍 

六心常柔和 

七修習善根 

八愛樂大乘 

九供養諸佛 

十深心平等 

一證菩提故即求佛智慧 

二即親近善友 

三慈悲深厚 

四受持一句志求勝法 

五遭苦能忍 

六心常柔和至誠供養善順於佛法 

七莊嚴國土謂利他善及淨土故 

八即愛樂大乘 

九即供養諸佛 

十即深心平等 

一即佛境甚深 

二則正教甚深 

三即教化甚深 

四即緣起甚深 

五即助道甚深 

六即正行甚深 

七即業果甚深 

八即說法甚深 

九即福田甚深 

十即一道甚深 

文殊 

勤首 

財首 

覺首 

智首 

法首 

寶首 

德首 

目首 

賢首 

 

                                                 
61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1〈9 光明覺品〉(CBETA, T36, no. 1736, p. 233, b24-c9) 
6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1〈9 光明覺品〉：「疏又亦攝十信之德者，信有十德 : 一

親近善友、 二供養諸佛、三修習善根、四志求勝法、五心常柔和、六遭苦能忍、七慈悲深厚、

八身心平等、九愛樂大乘、十求佛智慧。配十甚深者，一則正教甚深，近佛善友聞教法故 ; 二

即福田甚深、三即業果甚深、四即緣起甚深、五即正行、六即助道、七即教化、八即一道、九即

說法、十即佛境，通說佛智為所信故。既有多含故文義兼廣，疏且為十甚深下。」(CBETA, T36, 

no. 1736,  p. 233, c1-10) 
6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6〈12 賢首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19, c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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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1〈9 光明覺品〉中就十信位中前三品

〈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和〈光明覺品〉等在身語意業的信行、教行和覺

行的觀察上做了理事的圓融整合，在〈光明覺品〉的十重佛身智光照下，通顯菩

提因果，菩提因行佛果妙德，又顯法性難思善巧方便和法性的大悲救生，終至十

重光照十方法界而入般若性空法性圓滿。澄觀又特別例舉十信心和十信心所攝之

德，且配以〈問明品〉中十菩薩的十種甚深之解，經由身語意三業中的信行教行

和覺行，再由般若覺行到解行而進入淨行，此間的信解行過程是極不可思議的。 

 

十信心之勝妙功德可見於《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1〈9 光明覺品〉： 

 

一配十信，二配信德，前中亦二，先正配釋。然十信心，謂一信、二進、

三念、四定、五慧、六不退、七戒、八護法、九願、十迴向、配文可知。
64

生發十信心之勝妙功德

 

 
65

第四節  小結 

，如信心生發求佛智慧之德，可解佛境甚深，入文殊智

慧 ; 精進心生發親近善友之德，可解正教甚深，入勤首智慧 ; 以下類推即是善用

其心的真實寫照和實踐。善用其心的實踐是以身語意三業的離過成德之過程中的

成就為大前提，在身語意業的淨化過程中依眾生機而漸頓圓成。 

對於二乘聲聞的四諦教行和修學難處，淨源於〈四聖諦品〉中的苦集滅道性

相有以下的描述 : 「《涅槃經》中說凡夫有苦而無諦 ; 二乘有苦有諦，而無真實 ; 

菩薩無苦有諦，而有真實，謂若苦即諦，三塗之苦，豈即諦也? 二乘雖審知之，

而不達法空，不見真實 ; 又二乘雖知苦相，不知無量相 ; 更甚者是無量相非聲聞

緣覺所能知。」 

 

如澄觀所言〈如來名號品〉此品的宗旨是顯佛名號周遍為宗，隨機調化利益為

趣，或上二皆宗生信為趣。此品中凡約境生信有其二義 : 一標舉境法明有所在、

二攝以就心令成信行。且指出不入定是因未入位而性不定，又以諸文非一而對入

定與否各有不同的解釋，後以如何辨明「十信之用」的自在無礙，而在舉果生信

                                                 
64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1〈9 光明覺品〉(CBETA, T36, no. 1736, p. 233, b25-28) 
65  遼．鮮演《華嚴經談玄抉擇》卷 3：「言如賢首品中等者，此品正明十信之德。該攝後之四十

二位故，就若常信奉下五十頌半，廣明信中所具行位。」(CBETA, X08, no. 235, p. 25, 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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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修因契果生解分之間，以攝心信行銜接信門與解門，得以通達解行之門。顯

人身最難得，應以所有身語意三業之信解，實踐身語意三業中的別願淨行，身語

意三業恆無過失，得以成就普賢萬行之行。66

第三章  淨行與波羅蜜多 

  

 

第一節  淨行與戒定慧 

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4〈22 十無盡藏品〉中對戒定慧有

以下的詮釋 :  

 

「對法云 : 『功德者，戒定慧 ; 有德人者，有戒定慧人也。』」67

又指出「五分法身初圓者，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如〈十藏品〉，是實非化，

揀異大乘。」

 

 

68就定義而言，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 世主妙嚴品〉

中對五皆法身有更詳細的解說，即五分法身初圓滿時就名成正覺，是實而非化身。

在大乘中比作是八相成道 ; 如報在十地行滿即四智創圓，名曰「始成正覺」。69

一  戒定慧的轉換 

 

 

對於戒定慧三者的轉換過程，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4〈22 十無盡

藏品〉有如下的解釋。戒定慧解脫道注重在事境中能自在觀行以求自覺了脫，生

發解脫知見而能離繫煩惱諸障。並且引用《大智度論》中的轉識說明生發解脫知

見的轉識成智理論機轉，由戒眾者攝一切戒和合成眾而眾即是蘊 ; 然後轉五蘊成

五分，即轉「色蘊」成為表和無表戒的「戒身」 ; 又轉「受蘊」而成「定身」，

定身名正受身，以「正受」得入四靜慮得出四受之故 ; 經由「色」「受」到「想」，

                                                 
66 《華嚴綱要(第 1 卷-第 44 卷)》卷 14〈賢首品第十二〉:「若以智慧為先導，身語意業恒無失，

則其願力得自在，普隨諸趣而現身。」(CBETA, X08, no. 240, p. 580, c10-20) 
67《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4〈22 十無盡藏品〉 (CBETA, T36, no. 1736, p. 343, b2-3) 
68《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7： (CBETA, T36, no. 1736, p. 134, b13-15) 
6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30, a2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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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正念」轉想成慧 ; 而由慧能覺悟般若的真空觀照而入「凡所有相皆是又虛

妄」，故能見相非相，觀無相而見法身 ; 經由見法身才能轉「行」蘊為「解脫行」。

於行中善用其心離惡諸過如貪嗔癡慢疑等，由行解脫而成「心解脫」 ; 再轉識成

解脫知見與正受智慧相應，即是現量如實知。70

 小乘初期佛教中，佛陀對戒德的具足者有以下的教誨，如「當念戒德具足」，

其他不作多想 ; 「當念威儀成就具足」，在小過失上要謹慎防範，何況是大的過

失更要慬慎。若有比丘想要與如來相提並論，就要常念戒德具足 ; 戒德具足了，

就要當念聞思修具足 ; 聞思修具足了，當念布施具足 ; 布施具足了，當念智慧具

足 ; 如此，解脫知見就皆悉具足了。如此，比丘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和解

脫知見身皆具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所供養 ; 天人所敬奉，是可敬、可貴

的事。最後，世尊又囑咐佛第子們，「當念五分法身具足」，是世間的福田，無

法能以超過的，故當作是學。

 

 

71

                                                 
7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4〈22 十無盡藏品〉:「戒定慧三上來頻釋，解脫即是離繫，為名解脫

知見由離繫縛，於境自在觀求覺了。《智論》八十八云 : 戒眾者，攝一切戒和合成眾 ; 眾即

蘊也，餘皆準之。然即轉前五蘊成此五分，謂轉色蘊成於戒身，表無表戒皆色蘊故 ; 轉受蘊而

成定身，定名正受，入四靜慮出四受故 ; 轉想成慧，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見相非相見法身故轉

行為解脫。無貪等行名心解脫，永斷無知慧解脫故，又轉識成解脫知見。若與邪受妄想相應，

謂識依根了別諸境 ; 若與正受智慧相應，即是現量如實知故。」 (CBETA, T35, no. 1735, p. 676, 

b20-c2) 
71《增壹阿含經》卷 29〈37 六重品〉:「諸比丘！當念戒德具足，無他餘念，威儀成就具足，少過

常恐，何況大者！若有比丘意欲使如來共論者，常念戒德具足；已戒德具足，當念聞具足；聞

已具足，當念施具足；施已具足，當念智慧具足，解脫知見，皆悉具足。若比丘戒身、定、慧

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供養，可敬、可貴，天、人所奉。是

故，諸比丘！當念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無能過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CBETA, T02, no. 125, p. 712, b23-c3) 

 

 

由此可見，戒德雖是難能可貴，其他如世尊在《增壹阿含經》所囑咐的也是

極為可貴，但世間法中的福田福德，仍是無法超赿五分法身的。如澄觀所言，「五

分法身初圓者，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如〈十藏品〉，是實非化，揀異大乘。」

與佛陀所言亦是同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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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戒定慧與十信心 

表格 7 十信心中的戒定慧 

十信心中的戒定慧 

十信 十信之德 賢首十信之德求菩提之意 72 十種甚深  十菩薩 

一信心 

二進心 

三念心 

四定心 

五慧心 

六不退心 

七戒心 

八護法心 

九願心 

心十迴向 

一求佛智慧 

二親近善友 

三慈悲深厚 

四志求勝法 

五遭苦能忍 

六心常柔和 

七修習善根 

八愛樂大乘 

九供養諸佛 

十深心平等 

一證菩提故即求佛智慧 

二即親近善友 

三慈悲深厚 

四受持一句志求勝法 

五遭苦能忍 

六心常柔和至誠供養善順佛法 

七莊嚴國土謂利他善及淨土故 

八有二句即愛樂大乘 

九有三字即供養諸佛 

十即深心平等 

一即佛境甚深 

二則正教甚深 

三即教化甚深 

四即緣起甚深 

五即助道甚深 

六即正行甚深 

七即業果甚深 

八即說法甚深 

九即福田甚深 

十即一道甚深 

文殊 

勤首 

財首 

覺首 

智首 

法首 

寶首 

德首 

目首 

賢首 

 

如前〈光明覺品〉中澄觀於十信心和由此所生的十信之德，與〈問明品〉中的十

種甚深相融而信解雙運。十信心之中的第四是定、第五是慧、第七是戒，有定即

可志求勝法，解緣起甚深之法; 慧即可遭苦能忍，解助道甚深之法 ; 戒即修習善

根利他悲行，解業果甚深之法。其他亦可類推，如法修行，故古德常言，一修一

切修，一行一切行。如澄觀在《大華嚴經略策》卷 1 中所言第二會雜修十信顯十

甚深，雖具十心未成次位不立階差，但彰十種甚深以顯「隨緣行願」，一至到第

八會〈離世間品〉中仍有以正顯圓融言十信之文。73

                                                 
72《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6〈12 賢首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19, c9-19) 
73《大華嚴經略策》卷 1:「第二會雜修十信顯十甚深，第三會忉利天宮方說十住，第四會夜摩天內

彰十行法門，第五兜率陀天說十迴向，第六他化天內說十地法門，第七普光法堂正說等妙二覺，

第八一會正顯圓融言十信者。一信心、二進心、三念心、四定心、五慧心、六戒心、七不退心、

八護法心、九願心、十迴向心。雖具十心未成次位不立階差，但彰十種甚深以顯隨緣行願。」 

 (CBETA, T36, no. 1737, p. 705, b11-19) 

 



37 
 

三  戒定慧與無作方便定 

此就十信位的性不定及不入位之難，李通玄長者在《新華嚴經論》卷 14〈7 如

來名號品〉中提到「無作方便定」，參見《新華嚴經論》卷 14〈7 如來名號品〉： 

 

〈光明覺品〉令信心者自以自心光明覺照一切無間無盡大千世界總佛境界

自亦同等。以心隨光，一一照之，心境合一內外見亡。初三千大千世界已，

次還以東方為首，光至東方十三千世界，照百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十

重倍倍周迴十方圓照，身心一性，無礙遍周，同佛境界。一一作意如是觀

察，然後以無作方便定印之，入十住初心生如來智慧家，為如來智慧法王

之真子。一如光明所照如經具明，不可作佛光明自無其分 ; 須當自以心光

如佛光明開覺其心圓照法界。74

第二節  淨行與生活實踐 

 

 

指出〈光明覺品〉令信心者自心光明覺照一切無間無盡大千世界乃至總佛境界，

信心者如法覺照以心隨光，一一觀照覺知，心境合一而內外見亡入般若空性中 ; 須

按照此品中佛世尊兩足輪下放百億光明的十重次序，而作觀想覺照作意觀察，然

後以無作方便定印之，即入十住初心生如來家為如來智慧法王子。並說明不可作

佛者光明自無其分。 

上節論述淨行與戒定慧之關係，戒定慧是六度乃至十度的張本，本節從六度波

羅密多中例舉淨行的生活實踐之道。 

一  布施的生活實踐 

玄奘(602?-664)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401-600 卷》卷 528〈28 妙相品〉中對初

發心菩薩修學布施波羅密多之指示： 

 

「善現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學布施波羅蜜多時，應自行布施，

亦勸他行布施，恒正稱揚布施功德，歡喜讚歎行布施者。由此因緣，布施

                                                 
74《新華嚴經論》卷 14〈7 如來名號品〉(CBETA, T36, no. 1739, p. 808, a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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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得大財位，常行布施，離慳悋心，隨諸有情所須飲食及餘資具，悉

皆施與。是菩薩摩訶薩由布施故，受持戒蘊，生天人中，得大尊貴；由施、

戒故，復得定蘊；由施、戒、定故，復得慧蘊；由施、戒、定、慧故，復

得解脫蘊；由施、戒、定、慧、解脫故，復得解脫智見蘊；由施、戒、定、

慧、解脫、解脫智見蘊圓滿故，超諸聲聞、獨覺等地，證入菩薩正性離生；

既入菩薩正性離生，成熟有情，嚴淨佛土；作此事已，便能證得一切智智，

轉妙法輪，以三乘法安立度脫諸有情類，令出生死，證得涅槃。是菩薩摩

訶薩由布施故，雖能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而於一切都無

所得。何以故？以一切法無自性故。」
75

二  法施度無極清淨行的生活實踐 

 

 

玄奘大師對初發心的菩薩提示可由修布施波羅蜜多起修，因布施是十度之首，布

施圓滿即得大財位，可以自行加強又可帶動影響其他人共同廣行布施，這是一種

自利和利他的良性循環。由於布施圓滿而持布施蘊，天人中得大富貴 ; 又由布施

得戒、定、慧和解脫，又得解脫智，即可超過聲聞、獨覺等而證入菩薩正性離生 ; 

再行得證一切智智，即轉妙法輪，可以三乘法安立度脫諸有情眾生，能令出生死，

而證得涅槃。如此漸次修學，即能成就菩薩行。 

佛陀在法布施波羅蜜多的教導中指出有八件事是要特別留意的可見於《大寶

積經》卷 117： 

 

佛言，復有八事，棄捐邪徑行布施業。何謂為八，不見吾我、不見有人、

不見有壽、不見斷滅、不覩有常、不住三處、不見無處，若布施者，則當

嚴淨於是八事…，佛告族姓子，是為菩薩所可修法施度無極致清淨行。76

 

 

 

 

表格 8 法施度無極致清淨行的自我觀修評估 (有或無) 

法

布

棄四住業 離於四事 為清淨施 越諸罣礙 以法見印 

一曰捨於非法，則以經典

開化凡夫。 

二曰捨聲聞意志于大道。 

一曰常想。 

二曰安想。 

三曰淨想。 

一曰身淨。 

二曰言淨。 

三曰心淨。 

一曰捨於悕望。 

二曰棄捐懷恨。 

三曰離於小乘。 

一曰內空。 

二曰外空。 

三曰人空。 

                                                 
75 玄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401-600 卷》卷 528〈28 妙相品〉(CBETA, T07, no. 220, p. 709, a27-b15) 
76《大寶積經》卷 117 (CBETA, T11, no. 310, p. 658, c7-p. 659,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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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度

無

極

致

清

淨

行

中

八

事

觀

修 

 

三曰捨緣覺法修於平等。 

四曰遠於止處諸所著。 

四曰我想。 四曰性淨。 

 

四曰道空。 

離諸恐懼 專惟精進 心常不捨 嚴淨道場 所與清淨。 

一曰貢高。 

二曰輕慢。 

三曰魔業。 

一曰飽滿眾

生。 

二曰具足諸

佛之法。 

三曰備悉成

就相好嚴

容。 

四曰淨治佛

土。 

一曰意常念

道。 

二曰常欲見

佛。 

三曰修于大

慈。 

四曰滅除眾

生塵勞之

穢。 

一曰我。 

二曰人。 

三曰至道場淨。 

一曰以慧布

施。 

二曰則能可

悅眾生之

心。 

三曰曉了勸

助。 

四曰明解觀

察經典。 

 

法布施就是「不見吾我、不見有人、不見有壽、不見斷滅、不 覩有常、不住三處、

不見無處，若布施者，則當嚴淨於是八事」，強調布施者當嚴淨於是八事，仍因

此八事是邪徑故須以棄捐，以上表格中所例舉的法布施度無極致清淨行項目可作

日常生活中淨行修行的參考。 

三  持戒波羅多蜜多的生活實踐 

以身語意三業中的持戒離過實踐，如不隨於瞋故不害，不恚害故常為鐃益而

離過成德，其他以此類推。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身業、語業和意業中的煩惱見思惑

等三業而立志不隨於瞋、不隨於慢、不隨惡見、不隨於疑、不隨於貪、不隨於疑

等有過失的業行。 

 

表格 9 持戒波羅蜜多行評估 

身語意三業 持戒波羅蜜多行(有或無) 離過成德(有或無) 

一云何得不害身語意業 不隨於瞋故不害 由不恚害故常為饒益 

二云何得不可毀身語意業 不隨於慢故不可毀 由無餘惑不可譏毀故十王敬

護 

三云何得不可壞身語意業 不隨惡見故不壞敗 由惡緣不可壞故得佛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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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何得不退轉身語意業 不隨於疑故不退動 由修行不退轉故滿菩薩行 

五云何得不可動身語意業 不隨於諸相故不可動 由遠離諸相故如如不動成涅

槃因 

六云何得殊勝身語意業 恒修勝行故殊勝 由德行殊勝故於法善巧 

七云何得清淨身語意業 不隨邪行故清淨 由體清淨如虗空故成具道緣 

八云何得無染身語意業 不隨於貪故清淨無染 由涉境無染故得堪傳法器 

九云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

業 

不隨於癡故智為先導 由智先導故成就眾慧 

 

四  精進波羅蜜多的生活實踐 

精進波羅蜜又稱精進度、進度、精進度無極，就是對治懈怠，生長善法，勇

猛精進的修諸善法。「精進」就是身體勤勞、不懈怠。在《大品般若經》序品第

一云 ： 「菩薩摩訶薩……身心精進，不懈怠故，應具足毘梨耶波羅蜜

(viryapāramitā)。」就行布而言，每位皆能總修十波羅蜜，一修全修，主伴圓融。

以下是澄觀對精進波羅蜜多提出以精進對治懈怠的八種比喻 77

難出離

八喻 

，上半喻況、下半法

合。，可作為三業淨行觀修的自我檢討和評估。 

 

表格 10 難出離的八個比喻和勤進五相自我評估 

上半喻況 下半法合  

 

 

 

 

 

 

 

 

勤

則

精進波羅密多 

勤進五相 

一火微

樵濕喻 

喻善根生及三障重，暫一聞教

纔少修行， 

而業惑內侵令所聞速失，所

行速廢故，成懈怠難出離

也。 

故能速出，然有

五相: 

一有勢力， 

由被甲精進故，

謂於佛法中發大

誓願。 

 

二勇捍， 

謂於廣大法中無

二鑽火

數息喻 

喻修有懈退，然此下喻，多通

三慧以辨懈怠，此喻約聞、即

聽習數息，明解不生 ; 約思、

即決擇數息，真智不生 ; 約

修、即定慧數息，聖道不生，

聖道如火，能燒惑薪煖頂，已

若直就修行以釋，當以智慧

鑽注於一境，以方便繩善巧

迴轉，心智無住四儀無間，

則聖道可生，瞥爾起心暫時

亡照，皆名息也。 

                                                 
7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0 菩薩問明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09, b6-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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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皆名未熱，已熱而息火尚不

生，未熱數息雖經年劫終無得

理。故遺教對此，明小水長流

則能穿石。禪宗六祖共傳斯

喻，願諸學者銘心書紳， 

通

策

萬

行

，

離

身

心

相 

。 

怯劣精進故。 

 

三堅猛， 

由寒熱蚊虻等所

不能動精進故。 

 

四常不捨善軛， 

由於無下劣無喜

足精進故。 

 

五精進由加行精

故， 

由斯五相發勤精

進，速證通慧滅

障解脫。 

 

三闕緣

求火喻 

物者艾等也，教詮聖道，等彼

火珠要持向智日， 

以行承之，則聖道火生，空

持文字不能決擇，心行乖越

道何由生。 

四閉目

求見喻 

智微識劣喻彼孩稚， 約聞慧者，雖對明師不肯諮

決 ; 約思修者，雖對教日心

眼不開，責聖道之不生，何

其惑矣。 

五闕緣

心廣喻 

喻愚人無淨信手以持定弓，復

無戒足以拒惑地， 

以劣聞慧箭，欲遍射破業惑

厚地，空欲難遂。 

六毛滴

大海喻 

謂以少聞思欲測法海， 妄生希欲懈怠尤深。 

七少水

滅火喻 

劫火遍熾喻觸境惑增， 少分三慧安能都滅。 

八不動

遍空喻 

喻雖知性空智未遊履，而言遍

證， 

亦增上慢也。 

第三節  小結 

大乘菩薩需經無量劫，歷五十二位階的修行而成就佛道，這過程中不僅要自

度還要饒益一切有情眾生，也就是發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在這五十二位階中的六

位行法，各各階位都有其次第的修法。也就是說此六位行法中，每一位次都配合

其中的主要波羅蜜法門，所謂十波羅蜜即是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般若此六度開展增加方便、願、力、智為十度。 

 

李長者主張此殊勝的無作方便定印是〈光明覺品〉中覺行中所特有的覺悟境

界，對往後的淨行實踐和發菩提心有密切的關係。甚者，此所描述的觀想覺照方

式，依筆者所見，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對淨行的實踐或是華嚴法界觀門

的觀行應有相輔相成之益。只是，此定印僅先是唐朝李通玄長者所書，宋朝的延



42 
 

壽禪師在〈宗鏡錄〉中有此記錄 ; 而明朝李贄在〈華嚴經合論簡要〉及方澤撰的

〈華嚴經合論撰要〉中亦有此說 ; 其他方面，也許可以考慮在初期佛教止觀實修

和藏傳佛教等密法中做相關的探研比較，以確定獲得此無作方便定印的可行性。 

 

全盤觀照身語意三業，如在〈淨行品〉十種身語意業中的初一總顯無過的無

過失三業，其果德是由無過三業故超勝尊貴，由不恚害故常為饒益，由無餘惑不

可譏毀故十王敬護，由惡緣不可壞故得佛十力，由修行不退轉故滿菩薩行，由遠

離諸相故如如不動成涅槃因，由德行殊勝故於法善巧，由德行殊勝故於法善巧，

由體清淨如虗空故成具道緣，由涉境無染故得堪傳法器，由智先導故成就眾慧。

由於這亦是行六度或十度波羅蜜多的果德，由無過失三業而得。故澄觀所詮「對

法云 : 『功德者，戒定慧 ; 有德人者，有戒定慧人也。』」，亦是符合以下十種

身語意業的離過成德因果關係。
78

第四章  淨行生活實踐應用 

 

第一節  淨行與生活的觀行 

澄觀在《隨疏演義鈔》卷 1 中解說菩薩往復雙行之行之由始，乃因善勝天子提

出疑問為何修菩薩道? 文殊於是最初說「雙行之行」79

易泰卦云，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就此一義，自有往復。故文殊師利所說

不思議佛境界經中，善勝天子問文殊師利言，云何修菩薩道? 文殊初說雙

行之行。

。 

 

80

                                                 
7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2 盧舍那佛品〉：「爾時，普賢菩薩告諸菩薩言：「佛子！當知諸

世界海有世界塵數清淨，所謂：菩薩親近善知識，成就諸善根等，利一切眾生，淨滿一切諸波

羅蜜，安住一切行地，有如是等世界塵數清淨。」爾時，普賢菩薩以偈頌曰：「一切佛剎諸莊

嚴，無數願海方便生，一切佛剎清淨色，無量行海所修集。…」(CBETA, T09, no. 278, p. 411, 

b25-c18) 
79《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故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中，善勝天子問文殊師

利言，云何修菩薩道? 文殊初說雙行之行。」(CBETA, T36, no. 1736, p. 1, c14-16) 
80《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CBETA, T36, no. 1736, p. 1, c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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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又有問為何有往有復名修菩薩道? 於是文殊菩薩回答所謂有往有復是要能觀

照諸眾生心所樂欲諸事相，這就名之「往」 ; 而後能隨眾生心之所應而為說法，

這就名之為「復」 ; 又能自入三昧名之為往，能令諸眾生得於三昧名之為復 ; 自

行聖道名之為往，而能教化一切凡夫名之為復 ; 如是自得無生法忍為往，令諸眾

生得無生忍為復 ; 自以方便出於生死為往，令諸眾生出離生死為復 ; 心樂寂靜為

往，常在生死教化眾生為復 ; 自勤觀察往復之行為往，為諸眾生而說斯法為復 ; 

自修空無相無願為往，為令眾生斷於三種覺觀心故而為說法為復 ; 堅發誓願為往，

隨其誓願拯濟眾生為復 ; 發菩提心願坐道場名之為往，具修菩薩所行之行名之為

復，以上十種菩薩往復名為菩薩往復之道。」81

一  文殊菩薩的往復雙行觀行 

 

 

文殊菩薩雙行之行整理表格如下，以自利和利他的往復之淨行辨行之用 :  

 

表格 11 雙行之行菩薩往復之道 

 

 

 

 

自

利

為 

往 

 往 復  

 

 

 

利

他

為

復 

一 觀諸眾生心所樂欲，名之為往。 隨其所應而為說法，名之為復。 

二 自入三昧 ，名之為往。 令諸眾生得於三昧，名之為復。 

三 自行聖道，名之為往。 而能教化一切凡夫，名之為復。 

四 如是自得無生法忍為往。 令諸眾生得無生忍為復。 

五 自以方便出於生死為往。 令諸眾生出離生死為復。 

六 心樂寂靜為往。 常在生死教化眾生為復。 

七 自勤觀察往復之行為往。 為諸眾生而說斯法為復。 

八 自修空無相無願為往。 為令眾生斷於三種覺觀心故，而為說

法為復。 

九 堅發誓願為往。 隨其誓願拯濟眾生為復。 

十 發菩提心願坐道場，名之為往。 具修菩薩所行之行，名之為復。 

                                                 
81《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CBETA, T36, no. 1736, p. 1, c16-p. 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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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釋曰 :上來十對，皆上句自利為往，往涅

槃故 ;下句利他為復，復於生死化眾生故 ; 然雖有往復，總為返本還源復本心矣。

此中無際，亦有二義 :一、菩薩行海，廣多無際也。二、一一稱理，深無邊際也。

然上三義，皆法界用矣。」
82

 

澄觀對文殊菩薩的雙行之行有三種解釋，先指出自利利他的往復之行，前一句即

上句為自利，自利即是往，往即是涅槃，故自利的最終目的其實是真空解脫故是

涅槃 ; 而後一句即下句是利他，利他即是復，復即是乘願再來，於生死中以大悲

心渡化眾生。故自利的最終目是要以大悲心來渡化眾生，結果是要「返本還源復

本心」。此外，亦指出菩薩行海廣多無際，一一稱理深無邊際，如入法界，皆是

法界的體相用。 

 

又唐‧菩提流志(562-727)譯的往復菩薩道雙行之行見如《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

佛境界經》卷 2： 

 

有往有復，名修菩薩道。云何名為有往有復? 

 觀諸眾生心所樂欲名之為往，隨其所應而為說法名之為復 ;  

入三昧名之為往，令諸眾生得於三昧名之為復 ;  

自行聖道名之為往，而能教化一切凡夫名之為復 ;  

自得無生忍名之為往，令諸眾生皆得此忍名之為復 ; 

自以方便出於生死名之為往，又令眾生而得出離名之為復 ;  

心樂寂靜名之為往，常在生死教化眾生名之為復 ;  

自勤觀察往復之行名之為往，為諸眾生說如斯法名之為復 ;  

空無相無願解脫名之為往，為令眾生斷於三種覺觀心故而為說法名之為

復 ; 堅發誓願名之為往，隨其誓願拯濟眾生名之為復 ; 

發菩提心願坐道場名之為往，具修菩薩所行之行名之為復， 

是名菩薩往復之道。 

 

說此法時，會中有菩薩五百人，皆得無生法忍。83

                                                 
82《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CBETA, T36, no. 1736, p. 2, a3-8) 
 
83 唐菩提流志譯《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卷 2 (CBETA, T12, no. 340, p. 114, a27-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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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文殊之雙行之行經文出處不多，以上所參照唐菩提流志所譯《文殊師利所說

不思議佛境界經》中文殊菩薩往復雙行之行的內容，與澄觀所述內容大致相同無

異，可知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所引用者應是此譯本。 

 

此外，後世所流傳的亦可見有元朝的普瑞(生卒不詳)在所著《華嚴懸談會玄記》

卷 2 中提及文殊初說雙行之行 : 

 

今返本中，意在勤修，故廣引證言，文殊初說雙行之行者，彼經云菩薩雖

不捨生死而不為生死諸過惡所染等 ; 釋曰 : 此約生死涅槃也，彼又有六

對雙行之行。一有為無為 ; 二大小乘 ; 三空有 ; 四相無相 ; 五願無願 ; 

六生滅無生滅，故名說雙修之行。84

有十一句，通問悲智、逆順、權實、寂用無礙雙行之行，此問亦 逈別諸位。

時瞿波女告善財言，下正示法界云 : 『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十法，則能圓

滿因陀羅網普智光明菩薩之行。此乃直于圓照法界，帝網重重無盡之行，

此名普賢妙行，將躋覺位，故示以圓滿法界之行也，言此行以十法而成。

 

 

對此雙行之行總綱解說為「菩薩雖不捨生死而不為生死諸過惡所染」。且又個別

提出六對雙行之行的模式，就是一、有為與無為 ; 二、大乘與小乘 ; 三、空與有 ; 

四、有相與無相 ; 五、有願與無願 ; 六、生滅與無生滅，以上為普瑞的六種雙行

之行。 

 

 其他對雙行之行的整理有，明‧憨山德清以澄觀疏義提契在其《華嚴綱要》

中對作重點的整理 :  

 

85

                                                 
84 元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2 (CBETA, X08, no. 236, p. 100, a22-b3) 
85 澄觀疏義明．德清提契《華嚴綱要(第 45 卷-第 80 卷)》卷 75 (CBETA, X09, no. 240, p. 253, b23-c4) 

 

 

對於「通問悲智、逆順、權實、寂用無礙雙行之行」的解釋是以瞿波女告善財之

言中有云 :「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十法，則能圓滿因陀羅網普智光明菩薩之行。此

乃直于圓照法界，帝網重重無盡之行，此名普賢妙行。」瞿波女乃是以此寂用無

礙雙行之行比照普賢妙行，是所謂的普賢雙行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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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殊菩薩的動靜迷悟二門觀行 

以澄觀為主的描述有《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三含眾妙而有餘者，法界相大也。謂杳冥之內眾妙存焉，清淨法界杳杳冥

冥，以為能含恒沙性德，微妙相大，以為所含。相依乎性，性無不包，故

稱為含。性體無外，相德有名，有名之數不能遍無外之體，故云有餘，則

恢恢焉猶有餘地矣。
86

此外，澄觀又在《華嚴經疏鈔玄談》卷 1 對含眾妙而有餘者作以下的敘述 :「含眾

妙而有餘者，法界相大也，謂杳冥之內眾妙存焉，清淨法界杳杳冥冥，以為能含

恒沙性德，微妙相大，以為所含。相依乎性，性無不包，故稱為含 ; 性體無外，

相德有名，有名之數不能遍無外之體，故云有餘，則恢恢焉猶有餘地矣。」

 

 

87

 

由此

可見澄觀對含眾妙而有餘者的觀點和描述是一致無二的。 

 

表格 12 文殊動靜迷悟二門觀行 

動 迷 靜 悟 

約迷悟者 動即往也。 

 

動靜、迷悟雖

有二門，所迷

真性，一源莫

二。 

靜即復也。 動靜一源者，法界體也。 

莫二之源即是體也。(不一) 

對唯妄者 動即往復 ，有

去來故。 

 

不釋動以求

靜，必求靜於

諸動。 

靜即體虛， 

相待寂故。 

 

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

靜，則動靜名殊，其源莫

二 ，莫二之源， 

即一體也。(不異) 

對返本還

源說者 

利他動也。  自利靜也。 

 

二利相導化而無化，則不失

一源，為法界體也。 

對上二種

無際者 

廣多無際，動

也。 

 際即無際，靜

也。 

動寂無礙為一源也，際與無

際當體寂也。 

                                                 
8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CBETA, T36, no. 1736, p. 2, a19-25) 
87 《華嚴經疏鈔玄談》卷 1 (CBETA, X05, no. 232, p. 689, c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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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含眾妙

而有餘者 

  性體無外，相德

有名，有名之數

不能遍無外之

體，故云有餘。 

法界相也，謂杳

冥之內眾存

焉。 

微妙相大，以為所含，相依

乎性，性無不包，故稱為含。 

清淨法界杳杳冥冥，以為能

含恒沙性德。 

 

 

文殊菩薩對菩薩行的詮釋是先以往復雙行之行的解說為首，接着是對動靜迷悟二

門的觀行詮譯再行開展延伸，針對不同的眾生族群，如約迷悟者、唯妄者、返本

還源者、無際者、妙有者等，給予個別觀行要訣的開示和教導。對應予不同的眾

生根機而有善巧方便的救渡策略和模式。
88

華嚴錦冠云，含眾妙而有餘者，謂一切事，皆不改本相，不離本位 ; 法法

皆能為大為小，為一為多，為主為伴 ; 即此即彼，即隱即顯，即延即促，

互相攝入 ; 重重無盡，如帝網天珠。以要言之，隨一一事，念念皆具十玄

之義，同時具足，無有前後 ; 如海一滴，即具百川，滴滴皆爾，故名為妙。

 

 

然而不同的是，宋‧延壽禪師(904-975)在其述著中有更絴細的詮釋和解說，

可見於《心賦注》卷 1： 

 

89

由明確的迷悟者、唯妄者、到以法界體為主的返本還源者 ; 其漸次的開展至以動

寂無礙，廣多無際之動、際即無際之靜，二種無際無相者 ; 最後是含眾妙而有餘

 

                                                 
88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上來十對，皆上句自利為往，往涅槃故 ; 下句利他為復，

復於生死化眾生故 ; 雖有往復，總為返本還源復本心矣。此中無際，亦有二義 : 一、菩薩行

海廣多無際也 ; 二、一一稱理深無邊際也。然上三義, 皆法界用矣。二動靜一源者，法界體也。

對上三義約迷悟者，動即往也，靜即復也。動靜迷悟雖有二門，所迷真性一源莫二，莫二之源

即是體也。二對唯妄者，動即往復，有去來故 ; 靜即體虛，相待寂故。不釋動以求靜，必求靜

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則動靜名殊，其源莫二，莫二之源，即一體也。三對

返本還源說，自利靜也，利他動也。二利相導化而無化，則不失一源，為法界體也。若對上二

種無際者，廣多無際動也，際即無際靜也。動寂無礙為一源也，際與無際當體寂也。」(CBETA, 

T36, no. 1736, p. 2, a3-25) 
89  宋‧延壽《心賦注》卷 1(CBETA, X63, no. 1231, p. 83, b2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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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中，對「眾妙而有餘者」的經典出處只有三處，以澄觀為主，另是宋朝的

延壽禪師。  

第二節  淨行中別願的實踐 

澄觀於〈淨行品〉中的一百四十一願中特別提出其中的十一個別顯的行願，與

二十云何中的十一段配對如下，《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 

 

別顯者: 

一如願於他「得堅固身，心無所屈」，則自必成十種三業「離過成德」之

德也。 

二願於他「具足成滿，一切善法」，則自成就「堪傳法器」。 

三願於他「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則「自成眾慧」。 

四願於他「具諸方便，得最勝法」，則自成就「具道因緣」。 

五願於他「語業滿足，巧能演說」，則自成就「十善巧德」。 

六願於他「得善意欲，洗除惑垢」，則自成「七覺三空」。 

七願於他「所作皆辦，具諸佛法」，則自成滿「菩薩行德」。 

八願於他「捨眾聚法，成一切智」，則自成就如來「十種智力」。 

九願於他「皆如普賢，端正嚴好」，則自成就「十王敬護」。 

十願於他「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則自成「能為饒益」為依救德。 

十一願於他「得第一位，入不動法」，則自成就「超勝第一」之德。 

以斯十一配上答中總別十一段，文並可知。通別交絡應成四句，謂一切願

成一德，一切願成一切德等 ; 以因願一多相即故，成德亦一多鎔融。四對

辨成例，謂若以初、後二事，相對辨例。90

                                                 
9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CBETA, T35, no. 1735, p. 615, b27-c17) 

 

 

澄觀以此十一個別願配對二十云何的十一段，即是以十一個別願代表一百四十一

願，與二十云何中十一段中的身語意三業勝妙果德成經緯矩陣的通別交絡網路系

統，如上文中的四句格，以「願力」成就「事理因果」和十一種「勝妙果德」，

故謂一切願成一德，一切願成一切德等 ; 以因願一多相即故，成德亦一多鎔融。

四對辨成例，謂若以初、後二事，相對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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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善用其心與三業淨行 

華嚴蓮社創建者南亭老和尚(1900-1982)在所著《華嚴經淨行品講義》一書跋

中自述於民國六十六年暑期中恐費光陰乃寫〈淨行品〉講義以檢討自己，後又補

充講義中不足之資料以供大眾參考。
91

並且以〈十迴向品〉中的菩薩願行之迴向為例，

且在講義中絴細的說明如何以一百四十一願

作為佛第子生活中的觀修實踐，又以一百四十一願中的十一別願，總別之前十種

身語意三業中的一百一十勝妙功德。 

 
92表示菩薩大願並非僅止於一

百四十一願而已，〈淨行品〉中的願行僅示於文字體式，以偈頌的格式呈現，故

「菩薩所作諸功德，微妙廣大甚深遠，乃至一念而修行，悉能迴向無邊際。」
93

十

一

個

淨

行

行

願

與

且

引用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中十一別願配對後例表中所答

二十云何中之總別十一段。解釋以下別願之偈語是以通願和別願交絡的方式對應

成各四句，謂一切願成一德，一切願成一切德等 ; 又以因廣願一，一多相即之故，

三業的成德亦一多鎔融。指出文體以四句對辨成例，可以就初句、「當願眾生」

之後二句之事理，相對辨例以示別願的體制結構。以上所說的行願模式，即是由

信解導入淨行的最初解行之始，是進入信解行的重要關鍵之行。 

 

表格 13 十一別願與十一段因果關係 

〈淨行品〉中十種身語意業與一百一十種妙德的因果關係 

 (二十云何，總十一段，段各十句，成一百一十種妙德) 

《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卷 15〈11 淨行

品〉94

《華嚴綱要(第 1卷-第 44

卷)》卷 14〈淨行品第十一〉 

 

《大方廣佛華嚴

經疏》卷 15〈11 

淨行品〉95

華嚴經疏 

科文(簡化) 

 

一明三業離過成德 

以102願中「得堅固

身，心無所屈」得無

「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云

何得不害身語意業、云何得不

可毀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壞

三業離過成果

德。約果、信中

所顯無盡法界為

明隨緣願

行，智首問

舉德徵因，

                                                 
91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122-129。 
9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9〈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57, c21-p. 158, a1) 
9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9〈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60, b5-6) 
9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CBETA, T35, no. 1735, p. 613, b25-c12) 
9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CBETA, T35, no. 1735, p. 615, a5-21) 



50 
 

十

種

身

語

意

業

及

一

百

一

十

種

妙

德

的

因

果

關

係 

過失身語意業。」96 身語意業、云何得不退轉身語

意業、云何得不可動身語意

業、云何得殊勝身語意業、云

何得清淨身語意業、云何得無

染身語意業、云何得智為先導

身語意業。」(CBETA, X08, no. 

240, p. 574, a12-17 

  

 

體，十身勝德為

相，應機化益為

用，亦如賢首

說。 

一段總問其

果。 

二得堪傳法器 

以111願中「具足成

滿，一切善法」得成

就「堪傳法器」。」 

「云何得生處具足、種族具

足、家具足、色具足、相具足、

念具足、慧具足、行具足、無

畏具足、覺悟具足。」(CBETA, 

X08, no. 240, p. 574, b3-4) 

於諸佛法，心無

所礙，具堪傳法

器德，念慧覺悟

皆具足故。 

後十別明，

異熟果一。 

三成就眾慧 

以21願中「深入經

藏，智慧如海」，自

必成於「眾慧」。」  

 

「云何得勝慧、第一慧、最上

慧、最勝慧、無量慧、無數慧、

不思議慧、無與等慧、不可量

慧、不可說慧。」(CBETA, X08, 

no. 240, p. 574, b11-12) 

住去來今諸佛之

道，即上成就眾

慧，三世諸佛唯

以佛慧為所乘

故。 

士用果一，

慧為揀擇。 

四具道因緣 

以 26願中「具諸方

便，得最勝法」自必

成就「具道因緣。」 

「云何得因力、欲力、方便

力、緣力、所緣力、根力、觀

察力、奢摩他力、毗鉢舍那

力、思惟力。」(CBETA, X08, 

no. 240, p. 574, b17-18) 

隨眾生住，恒不

捨離，即上具道

因緣，成就種性

欲樂方便，常以

眾生為所緣故。 

士用果二，

力謂修習。 

五於法善巧 

以70願中「語業滿

足，巧能演說」必自

成「十善巧德。」 

  

「云何得蘊善巧、界善巧、處

善巧、緣起善巧、欲界善巧、

色界善巧、無色界善巧、過去

善巧、未來善巧、現在善巧。」

(CBETA, X08, no. 240, p. 

574, b21-23) 

如諸法相，悉能

通達，即十善巧

義無惑也，隨眾

生住恒不捨離。  

士用果三，

善巧謂智。 

六修涅槃因 

以 74願中「得善欲

意，洗除惑垢」必自

成「七覺三空」。 

「云何善修習念覺分、擇法覺

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

分、定覺分、捨覺分、空無相

無願。」(CBETA, X08, no. 

斷一切惡，即七

覺三空揀擇棄

惡，無越此故。 

士用果四，

道品助修。 

                                                 
96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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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p. 574, c2-3) 

七滿菩薩行 

以 122願中「所作皆

辦，具諸佛法」必成

滿「菩薩行德」。 

「云何得圓滿檀波羅蜜、尸波

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

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

蜜、及以圓滿慈、悲、喜、捨。」

(CBETA, X08, no. 240, p. 

574, c5-7) 

具足眾善，即六

度四等，一切行

願，皆得具足、

即是前文成就十

力，得佛果位方

具足故。 

離繫果一，

六度四等。 

八得十力智 

以 10願中「捨眾聚

法，成一切智」自必

成就「如來十種智

力」。 

「云何得處非處智力、過未現

在業報智力、根勝劣智力、種

種界智力、種種解智力、一切

至處道智力、禪解脫三昧染淨

智力、宿住念智力、無障礙天

眼智力、斷諸習智力。」

(CBETA, X08, no. 240, p. 

574, c11-14) 

成就如來一切種

智，斯為十種智

力定無惑也、唯

此一段望前不

次，以內具種

智，外具色相，

此二同在果圓前

後無在，或譯者

不迴。 

離繫果二，

具足十力。 

九十王敬護 

以 131願中「皆如普

賢，端正嚴好」必成

就「十王敬護」。 

「云何常得天王、龍王、夜叉

王、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

樓羅王、緊那羅王、摩 睺羅伽

王、人王、梵王之所守護恭敬

供養。」(CBETA, X08, no. 

240, p. 574, c17-19) 

當如普賢色像第

一，由此故得十

王敬護。 

一增上果。 

十能為饒益 

以22願中「統理大

眾，一切無礙」必自

成「饒益、為依、為

救」等德 。」 

 

「云何得與一切眾生為依、為

救、為歸、為趣、為炬、為明、

為照、為導、為勝導、為普導。」

(CBETA, X08, no. 240, p. 

574, c23-24) 

於一切法無不自

在故，能與物為

依、為救、為炬、

為明。 

等流果一，

饒益。 

十一超勝尊貴 

以 39願中「入第一

位，得不動法」必自

成就「超勝第一德」。97

「云何於一切眾生中為第

一、為大、為勝、為最勝、為

妙、為極妙、為上、為無上、

為無等、為無等等。」(CBETA,  

而為眾生第二導

師，即是上文於

眾超勝，上求第

一唯佛一人，今

等流果二，

超勝。 

                                                 
97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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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8, no. 240, p. 575, a3-4) 纔發心則道亞至

尊。 

 

二  別願與生活實踐 

再者，南亭老和尚又指出願的範圍不但是只「當願眾生」，同時也以此願為

自律戒行。強調在生活中以三業隨事緣歷，巧願防非，離過成德 ; 又可觸境入玄，

會事入理，心不附物，即能善用其心，使心由散動而執趨於靜寂 ; 由雜染而趨於

純淨。如此，生生世世繼續維持此一願念，未有不進入初住而位階十地也。
98

願次 

類別 

老和

尚亦提到在民國二十年受具足戒時，在戒堂裏尚見〈淨行品〉中偈誦與沙彌十戒

之合本，其中有五十一偈還附有偈咒以為日常作息之用。由此可知，〈淨行品〉

中的生活實踐與戒定慧的成就是有絕對關聯性的。 

 

表格 14 一百四十一願的分類與十一段因果關係 

別顯願次 

例舉141願 

以十一願總別一百一十

一德 

(一)  

在家

十一

願的

應用

探研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１願 

孝事父母，當願眾生，善事於佛，養護一切。 ２願 

妻子集會，當願眾生，冤親平等，永離貪著。 ３願 

若得五欲，當願眾生，拔除欲箭，究竟安隱。 ４願 

伎樂聚會，當願眾生，以法自娛，了伎非實。 ５願 

若在宮室，當願眾生，入於聖地，永除穢欲。 ６願 

著瓔珞時，當願眾生，捨諸偽飾，到真實處。 ７願 

上昇樓閣，當願眾生，昇正法樓，徹見一切。 ８願 

若有所施，當願眾生，一切能捨，心無礙著。 ９願 

眾會聚集，當願眾生，捨眾聚法，成一切智。 １０願 

若在厄難，當願眾生，隨意自在，所行無礙。 １１願 

 

以10願中「捨眾聚法，成

一切智」自必成就「如來

十種智力」。如「處非處

智力、過未現在業報智

力、根勝劣智力、種種界

智力、種種解智力、一切

至處道智力、禪解脫三昧

染淨智力、宿住念智力、

無障礙天眼智力、斷諸習

智力。」 

(二)  

出家

十五

捨居家時，當願眾生，出家無礙，心得解脫。 １２願 

入僧伽藍，當願眾生，演說種種，無乖諍法。 １３願 

詣大小師，當願眾生，巧事師長，習行善法。 １４願 

以21願中「深入經藏，智

慧如海」，自必成於「眾

慧」。」如「勝慧、第一

                                                 
98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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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的

應用

探研 

 

求請出家，當願眾生，得不退法，心無障礙。 １５願 

脫去俗服，當願眾生，勤修善根，捨諸罪軛。 １６願 

剃除鬚髮，當願眾生，永離煩惱，究竟寂滅。 １７願 

著袈裟衣，當願眾生，心無所染，具大仙道。 １８願 

正出家時，當願眾生，同佛出家，救護一切。 １９願 

自歸於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發無上意。 ２０願 

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２１願 

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２２願 

學受戒時，當願眾生，善學於戒，不做眾惡。 ２３願 

受闍黎教，當願眾生，具足威儀，所行真實。 ２４願 

受和尚戒，當願眾生，入無生智，到無依處。 ２５願 

受具足戒，當願眾生，具諸方便，得最勝法。 ２６願 

 

慧、最上慧、最勝慧、無

量慧、無數慧、不思議

慧、無與等慧、不可量

慧、不可說慧。」 

 

以22願中「統理大眾，一

切無礙」必自成「饒益、

為依、為救」等德 。」

如「與一切眾生為依、為

救、為歸、為趣、為炬、

為明、為照、為導、為勝

導、為普導。」 

 

以26願中「具諸方便，得

最勝法」自必成就「具道

因緣。」
99

(三)  

如「因力、欲

力、方便力、緣力、所緣

力、根力、觀察力、奢摩

他力、毗鉢舍那力、思惟

力。」 

坐禪

觀時

七願

的應

用探

研 

若入堂宇，當願眾生，昇無上堂，安住不動。 ２７願 

若敷床座，當願眾生，開敷善法，見真實相。 ２８願 

正身端坐，當願眾生，坐菩提座，心無所著。 ２９願 

結跏趺座，當願眾生，善根堅固，得不動地。 ３０願 

修行於地，當願眾生，以定伏心，究竟無餘。 ３１願 

若修於觀，當願眾生，見如實理，永無乖諍。 ３２願 

捨跏趺座，當願眾生，觀諸行法，悉歸散滅。 ３３願 

 

 

                                                 
99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38-39。 



54 
 

(四)  

將行

披挂

六願

的應

用探

研 

下足住時，當願眾生，心得解脫，安住不動。 ３４願 

若舉於足，當願眾生，出生死海，具眾善法。 ３５願 

著下裙時，當願眾生，服諸善根，具足慚愧。 ３６願 

整衣束帶，當願眾生，檢束善根，不令善失。 ３７願 

若著上衣，當願眾生，或諸善根，至法彼岸。 ３８願 

著僧伽黎，當願眾生，入第一位，得不動法。 ３９願 

以39願中「入第一位，得

不動法」必自成就「超勝

第一德」。如「於一切眾

生中為第一、為大、為

勝、為最勝、為妙、為極

妙、為上、為無上、為無

等、為無等等。」 

(五)  

澡漱

盥洗

七願

的應

用探

研 

 

手植楊枝，當願眾生，皆得妙法，究竟清淨。 ４０願 

嚼楊枝時，當願眾生，其心調淨，噬諸煩惱。 ４１願 

大小便時，當願眾生，棄貪嗔癡，蠲除罪法。 ４２願 

事訖就水，當願眾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 ４３願 

洗滌形穢，當願眾生，清淨調柔，畢竟無垢。 ４４願 

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 ４５願 

以水洗面，當願眾生，得淨法門，永無垢染。 ４６願 

 

 

(六)  

乞食

道行

五十

五願

的探

討 

 

手持錫杖，當願眾生，設大施會，示如實道。 ４７願 

執持應器，當願眾生，成就法器，受天人供。 ４８願 

發趾向道，當願眾生，趣佛所行，入無依處。 ４９願 

若在於道，當願眾生，能行佛道，向無餘法。 ５０願 

涉入而去，當願眾生，履淨法界，心無障礙。 ５１願 

見昇高路，當願眾生，永出三界，心無怯弱。 ５２願 

見趣下路，當願眾生，其心謙下，長佛善根。 ５３願 

見斜曲路，當願眾生，捨不正道，永除惡見。 ５４願 

若見直路，當願眾生，其心正直，無諂無誑。 ５５願 

見路多塵，當願眾生，遠離塵坌，獲清淨法。 ５６願 

見路無塵，當願眾生，常行大悲，其心潤澤。 ５７願 

若見險道，當願眾生，住正法界，離諸罪難。 ５８願 

若見眾會，當願眾生，說甚深法，一切和合。 ５９願 

若見大柱，當願眾生，離我諍心，無有忿恨。 ６０願 

若見叢林，當願眾生，及諸天人，所應禮敬。 ６１願 

若見高山，當願眾生，善根超出，無能至頂。 ６２願 

見棘刺樹，當願眾生，疾得解除，三毒之刺。 ６３願 

以70願中「語業滿足，巧

能演說」必自成「十善巧

德。」「蘊善巧、界善巧、

處善巧、緣起善巧、欲界

善巧、色界善巧、無色界

善巧、過去善巧、未來善

巧、現在善巧。」 

 

 以74願中「得善欲意，

洗除惑垢」必自成「七覺

三空」。100

                                                 
100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38-39。 

如「念覺分、

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

覺分、猗覺分、定覺分、

捨覺分、空無相無願。」 



55 
 

見樹葉茂，當願眾生，以定解脫，而為蔭映。 ６４願 

若見華開，當願眾生，神通等法，如華開敷。 ６５願 

若見樹華，當願眾生，眾相如華，具三十二。 ６６願 

若見果實，當願眾生，獲最勝法，證菩提道。 ６７願 

若見大河，當願眾生，得預法流，入佛智海。 ６８願 

若見陂澤，當願眾生，疾悟諸佛，一味之法。 ６９願 

若見池沼，當願眾生，語業滿足，巧能演說。 ７０願 

若見汲井，當願眾生，具足辯才，演一切法。 ７１願 

若見湧泉，當願眾生，方便增長，善根無盡。 ７２願 

若見橋道，當願眾生，廣度一切，猶如橋樑。 ７３願 

若見流水，當願眾生，得善欲意，洗除惑垢。 ７４願 

見修園圃，當願眾生，五欲圃中，耘除愛草。 ７５願 

見無憂林，當願眾生，永離貪愛，不生憂怖。 ７６願 

若見園苑，當願眾生，勤諸修行，趣佛菩提。 ７７願 

見嚴飾人，當願眾生，三十二相，以為嚴好。 ７８願 

見無嚴飾，當願眾生，捨諸飾好，具頭陀行。 ７９願 

見樂著人，當願眾生，以法自娛，歡愛不捨。 ８０願 

見無樂著，當願眾生，有為事中，心無所樂。 ８１願 

見歡樂人，當願眾生，常得安樂，樂供養佛。 ８２願 

見苦惱人，當願眾生，或根本智，滅除眾苦。 ８３願 

見無病人，當願眾生，入真實慧，永無病惱。 ８４願 

見疾病人，當願眾生，知身空寂，離乖諍法。 ８５願 

見端正人，當願眾生，於佛菩薩，常生淨信。 ８６願 

見醜陋人，當願眾生，於不善事，不生樂著。 ８７願 

見報恩人，當願眾生，於佛菩薩，能知恩德。 ８８願 

見背恩人，當願眾生，於有惡人，不加其報。 ８９願 

若見沙門，當願眾生，調柔寂靜，畢竟第一。 ９０願 

見婆羅門，當願眾生，永持梵行，離一切惡。 ９１願 

見苦行人，當願眾生，衣於苦行，至究竟處。 ９２願 

見操行人，當願眾生，堅持梵行，不捨佛道。 ９３願 

見著甲冑，當願眾生，常服善鎧，趣無師法。 ９４願 

見無鎧仗，當願眾生，永離一切，不善之業。 ９５願 

見論議人，當願眾生，於諸異論，悉能摧伏。 ９６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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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正命人，當願眾生，得清淨命，不矯威儀。 ９７願 

若見於王，當願眾生，得為法王，恆轉正法。 ９８願 

若見王子，當願眾生，從法化生，而為佛子。 ９９願 

若見長者，當願眾生，善能明斷，不行惡法。 １００願 

若見大臣，當願眾生，恆守正念，習行眾善。 １０１願 

 

(七)  

到城

乞食

二十

二願

的探

討 

 

若見城郭，當願眾生，得堅固身，心無所屈。 １０２願 

若見王都，當願眾生，功德共聚，心恆喜樂。 １０３願 

見處林藪，當願眾生，應為天人，之所歎仰。 １０４願 

入里乞食，當願眾生，入深法界，心無障礙。 １０５願 

到人門戶，當願眾生，入於一切，佛法之門。 １０６願 

入其家已，當願眾生，得入佛乘，三世平等。 １０７願 

見不捨人，當願眾生，常不捨離，勝功德法。 １０８願 

見能捨人，當願眾生，永得捨離，三惡道苦。 １０９願 

若見空缽，當願眾生，其心清淨，空無煩惱。 １１０願 

若見滿缽，當願眾生，具足成滿，一切善法。 １１１願 

若得恭敬，當願眾生，恭敬修行，一切佛法。 １１２願 

不得恭敬，當願眾生，不行一切，不善之法。 １１３願 

見慚愧人，當願眾生，據慚愧行，藏護諸根。 １１４願 

見無慚愧，當願眾生，捨離無慚，住大慈道。 １１５願 

若得美食，當願眾生，滿足其願，心無羨欲。 １１６願 

得不美食，當願眾生，莫不獲得，諸三昧味。 １１７願 

得柔軟食，當願眾生，大悲所熏，心意柔軟。 １１８願 

得粗澀食，當願眾生，心無染著，絕世貪愛。 １１９願 

若飯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１２０願 

若受味食，當願眾生，得佛上味，乾露滿足。 １２１願 

飯食以訖，當願眾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 １２２願 

若說法時，當願眾生，得無盡辯，廣宣法要。 １２３願 

 

以102願中「得堅固身，

心無所屈」得無過失身語

意業 。」如「云何得無

過失身語意業、云何得不

害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

毀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

壞身語意業、云何得不退

轉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

動身語意業、云何得殊勝

身語意業、云何得清淨身

語意業、云何得無染身語

意業、云何得智為先導身

語意業。」 

 

以111願中「具足成滿，

一切善法」得成就「堪傳

法器。」如「得生處具足、

種族具足、家具足、色具

足、相具足、念具足、慧

具足、行具足、無畏具

足、覺悟具足。」 

 

 以122願中「所作皆辦，

具諸佛法」必成滿「菩薩

行德」。101

                                                 
101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38-39。 

如「得圓滿檀

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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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

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

蜜、及以圓滿慈、悲、喜、

捨。」 

(八)  

還歸

洗浴

節炎

五願

的應

用 

從舍出時，當願眾生，深入佛智，永出三界。 １２４願 

若入水時，當願眾生，入一切智，知三世等。 １２５願 

洗浴身體，當願眾生，身心無垢，內外光潔。 １２６願 

盛暑炎毒，當願眾生，捨離眾惱，一切皆盡。 １２７願 

暑退涼初，當願眾生，正無上法，究竟清涼。 １２８願 

 

 

(九)  

習誦

旋禮

十願

的應

用探

研 

 

諷誦經時，當願眾生，順佛所說，總持不忘。 １２９願 

若得見佛，當願眾生，得無礙眼，見一切佛。 １３０願 

諦觀佛時，當願眾生，皆如普賢，端正嚴好。 １３１願 

見佛塔時，當願眾生，尊重如塔，受人天供。 １３２願 

敬心關塔，當願眾生，諸天及人，所共瞻仰。 １３３願 

頂禮於塔，當願眾生，一切天人，無能見頂。 １３４願 

右繞於塔，當願眾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 １３５願 

繞塔三匝，當願眾生，勤求佛道，心無懈歇。 １３６願 

讚佛功德，當願眾生，眾德悉具，稱嘆無盡。 １３７願 

讚佛相好，當願眾生，成就佛身，證無相法。 １３８願 

 

以131願中「皆如普賢，

端正嚴好」必成就「十王

敬護」。102

(十)  

如「常得天王、

龍王、夜叉王、乾闥婆

王、阿修羅王、迦樓羅

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

王、人王、梵王之所守護

恭敬供養。」 

寤寐

安息

三願

的應

用探

研 

若洗足時，當願眾生，具足神力，所行無礙。 １３９願 

以時寢息，當願眾生，身得安隱，心無動亂。 １４０願 

睡眠始寤，當願眾生，一切智覺，周顧十方。 １４１願  

 

 

                                                 
102 釋南亭(1999)，《華嚴經淨行品講義》，台北市:華嚴蓮社，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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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淨行行願的應用 

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中對願句的結構和其中的四

事作語意的架構分析 :  

 

三別開義類，然上三事中願所依事，雖有多類，不出善惡依正內外，隨義

準之。二願所為境，其一一願盡該法界，一切有情不同權小談有藏無故 ; 又

願即是行 ，成迴向故，一一皆成所行清淨善業行故 ; 如云「知家性空」，

則菩薩之心必詣空矣。三願所為境，成利益中，由願於他成種種德，自獲

如前所說功德 ; 然有二義 : 一通二別，通則隨一一願成上諸德，斯為正

意。
103

由於過去亦曾有願句的變通範例，如宋朝的道通大德。特別是現今常見有相似的

法語或生活祝願等應用，其中不乏有創作者。如近代藝術工作者石晉華著《X棵菩

提樹》

 

 

104

一  願句的結構和四事分析 

中的祈願文「當願眾生、知身空寂、解脫眾苦。」「當願眾生、大悲所熏、

心意柔軟。」「當願眾生、究竟解脫、無上清涼。」 

 

劉陏嘉在其論述中認為此與〈淨行品〉的發願偈文句結構如出一轍，是否與

華嚴思想有關，或可稱為佛教藝術? 又如石晉華者《走鉛筆的人》(頁 83-87)中的

以筆當人來看，以筆觸如人生痕跡之冥思誦經懺悔儀式，反映生命輪迴的無常 ; 

或以每日注射用藥時反省業報的因果關係，且以森羅萬象的宇宙為佛法身，進而

探究行動懺悔儀式和法身佛的美感意義，經由人身行動的延伸與西方行動藝術美

學結合或比較。 

此外，例舉以宋‧道通於〈淨行品〉觸事淨願中所著之願行偈文，供後學參

考之用，宋道通述《華嚴經吞海集》卷 1〈十菩薩問明品智明生信〉： 

                                                 
10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CBETA, T35, no. 1735, p. 615, b18-27) 
104  劉郁嘉(2013)，《生活場域的美感實踐—以《華嚴經．淨行品》為例》，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2、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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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智明生信 深入理觀，自信己性。決定成佛，後起淨行，事近旨遠，

念即無念，一念頓圓。〈十一淨行品〉觸事淨願，意曰 :  

「有圓信者具淨行相，蓋善用其心，於善不善無記境， 

皆具淨行，則八萬四千塵勞皆淨行也，世間萬物皆淨行也。」 

 

表格 15 願句的結構和四事分析 

 

 

 

 

 

 

 

四 

 

事 

 

分 

 

析 

 

內 

 

容 

願 句 的 結 構 105

初句 

 

次句 後二句 

願所依事 願所為境 願境成益 

初事有二: 

一者內， 

謂菩薩自身根識

等，經云「菩薩」

等故。 

二者外， 

謂他身或依正資

具等，經云「在家」

等故。 

次事亦二種:一

能發願者。 

二所願眾生。經

云「當願眾生」

故。 

 

 

 

後事亦二: 

一者自益， 

由此諸願成前諸德故 

二者益他， 

由此「發願願眾生」故。 

 

 

 

願所依事，雖有多

類，不出善惡、依

正、內外。 

願所為境，其一

一願盡該法，一

切有情不同權

小，談有藏無

故。 

又願即是行，成

迴向故，一一皆

成所行清淨善業

行故，如云「知

家性空」則菩薩

由願於他成種種德，自獲如前所說功德, 然有二

義 : 一通二別。通則隨一一願成上諸德，斯為

正意。 

前句 後句 

因(如:所行無逆) 果(成一切智) 

因(如:巧事師長) 因(習行善法) 

果(如:永離煩惱) 果(究竟寂滅) 

俱通因果(如:以法自娛) 俱通因果(了妓非實) 

即前句和後句， 如:演說種種無乖諍

                                                 
10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然此諸願句雖有四事但有三義開為六，言三事者，

謂初句願所依事，次句願所為境 ; 後二句是願境成益，開為六者…，如云演說種種無乖諍法等。」 

 (CBETA, T35, no. 1735, p. 615, b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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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必詣空矣。 

三願所為境，成

利益中。 

三四二句共成一句 法 

 

筆者以為，若能有適當的模式套用或是善巧應用，事理上能符合淨行法義及願行

正意而無乖諍法 ; 希望能真正對現代修行者在忙碌的資訊生活工作中，於生活淨

行的靈活應用和實踐上能有實質的助益。以下的表格是以願句結構為主體與四事

分析為應用的模式，整理以供參考。 

 

另道通大德所舉《華嚴經吞海集》卷 1〈十菩薩問明品智明生信〉中，其發願

的例子如下:
106

二  善用其心與發菩提心 

 

 

如見手時，當願眾生，具正信手，合掌向佛。 

若見足時，當願眾生，行真正道，無有休息。 

若聞鳥聲，當願眾生，悟自聞性，不生不滅。 

若了味時，當願眾生，嘗正法味，長養法身。 

若善用心，淨行無間，獲於勝妙功德，於一切佛法心無所礙， 

住去來今諸佛之道。當如普賢色像第一，而為眾生第二導師 

 

澄觀在以下疏中有言行十信心信三寶，「三種發心中即信成就發心」: 

 

行十信心信三寶，常住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修一切行一切法門，乃至始

入空界。住空性位故名為住，依仁王起信，即十千劫來修信行滿，入位不

退創起大心。發心即住名發心住，三種發心中即信成就發心也。107

                                                 
106 宋‧道通述《華嚴經吞海集》卷 1〈十菩薩問明品智明生信〉(CBETA, X08, no. 239, p. 474, 

a19-b24) 

10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8〈15 十住品〉(CBETA, T35, no. 1735, p. 635, a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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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行中身語意三業成就一百一十種功德和一百四十一行願，這些果德願行是善用

其心的結果 ; 善用其心即能淨行無間，故身語意三業離過成德，顯所信果德中無

盡法界為體，十身勝德為相，應機化益為用。在事境上能信忍土為體，勝德為相，

能與行教相應。在信行上是以內證為體，融攝諸位為相，以成佛益生為用。十信

心與發菩提心有何關係?  

 

法藏在其《華嚴發菩提心章》中首以發菩提心為要，依直心、深心和大悲心

各開十門，另例表如下: 

  

「云何名為發菩提心？」答曰：「依起信論有三種心：一者、直心，正念真

如法故；二者、深心，樂修一切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救度一切苦眾

生故、依此三心，各曲開十門。」
108

十門 

 

 

表格 16 發菩提心 

直心 深心 大悲心 

一 廣大心， 

謂誓願觀一切法， 

悉如如故。 

廣大心， 

謂於遍法界一切行門，

誓當修習學故。 

一者、廣大心， 

謂於一切眾生皆立願， 

將度脫故。 

二 甚深心， 

謂誓願觀真如， 

要盡源底故。 

修行心， 

謂於此無邊行海， 

對緣修造故。 

最勝心， 

謂度彼要當得佛果故。 

三 方便心， 

謂推求簡擇， 

趣真方便故。 

究竟心， 

謂凡所修學， 

要當成就，乃至菩提故。 

巧方便心， 

謂求度眾生巧方便法， 

要當成熟故。 

四 堅固心， 

謂設逢極苦樂受， 

此觀心不捨離故。 

忍苦心， 

謂能忍大苦， 

修諸難行，不以為難故。 

忍苦心， 

謂堪忍代彼一切眾生

受大苦故。 

五 無間心， 無厭足心， 無厭足心， 

                                                 
108 《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T45, no. 1878, p. 651, a10-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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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觀此真如理， 

盡未來際不覺其久故。 

謂頓修多行， 

情無厭足故。 

 

謂於一一難化眾生，化

以無量方便，無厭足

故。 

六 折伏心， 

謂若失念煩惱起， 

即覺察折伏令盡， 

使觀心相續故。 

無疲倦心， 

謂於一一難行多時， 

勇悍無疲倦故。 

無疲倦心， 

謂化難化眾生設於無

量劫荷負眾生苦， 

不以為勞故。 

七 

 

善巧心， 

謂觀真理， 

不礙隨事， 

巧修萬行故。 

常心， 

謂於一一行， 

各盡未來際， 

念念相續恒不斷故。 

常心， 

謂於一一眾生 

盡未來際念念無間， 

不休息故。 

八 不二心， 

謂隨事萬行， 

與一味真理融無二故。 

不求果報心， 

謂修此諸行， 

不求人天二乘果故。 

不求恩報心， 

謂於諸眾生作此廣大

饒益， 

終不希望毛端恩報故。 

九 無礙心， 

謂理事既全融二， 

還令全理之事互相即

入故。 

歡喜心， 

謂凡修諸行， 

稱本求心， 

皆大歡喜故。 

歡喜心， 

謂令眾生得安樂時， 

通令得轉輪王樂、 

釋梵天王乃至二乘及

大涅槃等樂故。 

十 圓明心， 

謂頓觀法界全一全多， 

同時顯現無障無礙故。 

不顛倒心， 

謂凡所修行， 

皆離二乘， 

俱絕三輪。 

不顛倒心， 

謂不見能化及所化故。 

 

法藏依《大乘起信論》中的三種心，就是真心、深心和大悲心，依此三心各開十

門共三十心。由此三心十門中亦可發現其中與二十云何中的一百一十果德中有相

似之處，亦是彼此之間有可相通之道和可相應之境，也是信解行證中的因果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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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綜而觀之，文殊菩薩所言之往復雙行之行，以「自利為往」，「利他為復」，

在不斷的往復當中，亦是不斷的自利及利他的交徹互動之中啟動了悲智雙運的機

制和成就身語意的三業無過失而離過成德。相對而言，如瞿波女向善財童子所言

之普賢妙行亦是悲智、逆順、權實、寂用無礙的雙行之行。誠如澄觀所言「上來

十對，皆上句自利為往，往涅槃故 ;下句利他為復，復於生死化眾生故 ; 然雖有

往復，總為「返本還源復本心」矣。」因此，以「總為返本還源復本心」為總目

標而發大願，若能如此這般的無止境的往於涅槃，復於生死化眾生，必可真正善

用其心於身語意三業淨行，及實踐一百四十一淨行願行，乃至無盡菩薩行海，皆

可作為菩薩修行生活中的觀行指導和凖則。 

 

淨行行願的應用在各種生活形態中處處可循，如修行生活中的法會參與、弘法

參與、賀喜祝願、悼儀祝願等 ; 亦可在各種施食儀軌中，早晚課的儀軌中，超薦

法會中，瑜伽禪修中，拜懺儀軌中，誦經儀軌中，普佛儀軌中，各種佛誕及各大

菩薩聖誕和成道禮拜等共修法會中，時時處處可見淨行行願的頌偈出現在眼前。

又如各寺院中生活作息提示法語、修行提示語、淨房中的衛生保健警語、大寮中

清潔淨行標示語、淨房中的淨行咒語等。其他如在家居士生活中的法語法寶、字

畫提字、生活讖語、弘法書讖、美學用品、法語創作、佛法藝術品等周邊標示用

語、病中的醒生語、佛教醫院中的人生標語等等是不勝枚舉。 

 

在眾多的法會及學佛的環境中，尤其是現今社會和資訊網路中常會出現似乎相

似的法語或生活修行等座右銘等應市，其中不乏有各式各樣的創作品。筆者以為，

若能有適當的願句模式套用，包括別願或是通願，期能符合淨行法義及願行正意

而無乖諍法等 ; 提倡正確引用經典或疏論，希望能真正對現代修行者在忙碌的資

訊生活工作中，於自利和利他的生活淨行和靈活應用的實踐上能有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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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雖然法藏在《花嚴經文義綱目》卷 1 指出第二會中初品〈如來名號品〉說佛

身名普遍 ; 次品〈四聖諦品〉說佛諦語遐周 ; 第三品〈光明覺品〉明佛身意舒光

廣擬開覺 ; 上三品顯佛果三輪差別攝用。後三品先說〈問明品〉中信位正解十種

甚深 ; 次品〈淨行品〉說信位淨行百四十願 ; 末後一品〈賢首品〉說信位德成廣

攝諸位 乃至成佛。」109

此外，法藏又在辨意上說明〈四諦品〉中的各種立名是為了「應機調伏」而

立，目的是調和控御身語意業，制伏除滅諸惡行之故，以明妙慧善達實諦之義。

由於權教差別易知，可為寄顯法相，容易突顯四諦的差別。亦有人質疑小乘局處

之法如何能遍空世界? 法藏指出一乘通方之法是周徧圓融無邊無礙不為所局，但

為了攝受小乘機眾而「破計引機」，使其棄失所執，令小乘機眾能趣入一乘的無

然而，理想中的究竟佛道並非能一蹴而成，雖然在華嚴

宗門中也常聼聞「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的教言，觀行中也能夠呈現過

程不會防礙目標，目標也不會防礙過程的和諧圓滿狀態。在身體力行之餘和言行

有違的自省懺悔當下，真正體認到身語意三業的整合協調絕非易事，尤其是清淨

的身語意三業的成就更是信心的試驗。 

 

 對於眾生根機的不同，法藏大師在《探玄記》中以舍那佛名約一乘機及三乘

機等作了不同的分類，指出於此娑婆世界中，小乘機以佛名號為實名 ; 三乘初教

機是即假即空之名 ; 終教機以佛名號平等同真如 ; 三乘機以此娑婆世界內百億 

萬佛名號是釋迦名 ; 頓教機一切皆絕名而無名俱離 ; 一乘機以此為佛所化處，故

無別佛名，盡法界總是舍那佛名。又如李通玄長者《華嚴經合論簡要》卷 3 中強

調十信位中「信」的重要，在第二會普光明殿智光的普光明照下，預先知見初會

的佛果而成正信，信「即心是佛」，信一切世間苦諦即聖諦而不作別求。因此，

「攝心就心，令成信行。」與〈淨行品〉中無過失身語意業成就，在一百四十一

的淨行願行中，以身語意三業「隨事緣歷」，所歷之事緣皆能「約境生信」，又

能巧願防非，得以離過成德，方能名為清淨。  

 

                                                 
109《花嚴經文義綱目》卷 1 (CBETA, T35, no. 1734, p. 500, b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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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法界。由此可見，如文殊菩薩等大菩薩，為了接引眾生在救渡策略上是無所不

用其計的在身語意三業上用心救護眾生，這也是淨行行願的課題之一。110

接着在〈光明覺品〉中以身智二光體相用為信行和覺行的根本，如來身光照

事法界令菩薩覺知，而能見事無礙，有助於〈淨行品〉淨行願行中的理事觀行 ; 又

文殊演智光而能雙照事理，令眾生能覺悟法之性相而入菩提道埸。顯信該果海亦

是身語意三業的信行整合的覺用，此覺得以令物生信，生發菩提心得入般若性海，

智光亦是轉法輪義，故言佛放百億光明以遍照法界令眾生起信覺行。澄觀在此品

的釋名中另有比較詳細的觀行說明，以一開二合來詮譯之。初開的是「光明」體

和「覺」是用。又指出此「光」有身、智二光，「覺」有覺知、覺悟各兩種不同

之義。又「光」有能照、所照 ; 「覺」有能覺、所覺。又如來放「身光」照事法

界，令菩薩「覺知」見事無礙 ; 文殊菩薩演「智光」雙照事理，令眾生「覺悟」

法之性相。如以上的如來「身光」之體和文殊「智光」之用，兩者「二合」，身

智無二，事理俱融，唯一無礙，一即一切而不壞本相，是此〈光明覺品〉意業的

宗趣。

 

 

對於二乘聲聞的四諦教行和修學難處，淨源於〈四聖諦品〉中的苦集滅道性

相有以下的描述 : 「《涅槃經》中說凡夫有苦而無諦 ; 二乘有苦有諦，而無真實 ; 

菩薩無苦有諦，而有真實，謂若苦即諦，三塗之苦，豈即諦也? 二乘雖審知之，

而不達法空，不見真實 ; 又二乘雖知苦相，不知無量相 ; 更甚者是無量相非聲聞

緣覺所能知。」由此可見，二乘有苦有諦，卻無真實言行合一的信解行證! 又二乘

雖能觀行審知事理，卻無法達法空而不能入佛知見，故不見真實空性 ; 再者，二

乘雖知苦相，卻不知苦有無量相，故不得出離諸相。為要解决二乘的困境，淨源

接着對苦集滅道的性相作了分析。逼迫名「苦」 ; 有漏色心，增長名「集」 ; 即

業煩惱，寂靜名「滅」 ; 謂即涅槃，出離名「道」。指出「止觀」等觀行實踐在

有性相的「苦諦」和「集諦」觀修，可有利於通達大乘的無相四諦，有助於不同

乘機的有情眾。 

 

111

又如〈光明覺品〉以上的偈文初句與一百四十一的淨行行願中的初句「隨事

歷緣」多有相似之處，後三句亦與淨行偈文的後二句頗有相同之理。筆者推論〈光

又指出在權實上前品四聖諦是「即實之權遍「，此品光明覺是顯「即權

之實遍。」 

 

                                                 
110《華嚴經探玄記》卷 4〈4 四諦品〉(CBETA, T35, no. 1733, p. 171, b28-c8) 
11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品〉(CBETA, T35, no. 1735, p. 595, a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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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覺品〉中偈句對菩提分的覺起，亦是有助於之後〈淨行品〉中淨行願行等各偈

句的理解和關聯，成就〈淨行品〉偈句前後以事望理見事無礙，隨事歷緣以願導

行，而能雙照事理，理事無礙之所依據的意業覺用之覺行。 

 

《八十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中有以下的結語: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告智首菩薩言： 

「善哉！佛子！汝今為欲多所饒益、多所安隱，哀愍世間，利樂天人，問

如是義、佛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

所礙，住去、來、今諸佛之道；隨眾生住，恒不捨離；如諸法相，悉能通

達；斷一切惡，具足眾善；當如普賢，色像第一，一切行願皆得具足；於

一切法，無不自在，而為眾生第二導師。」
112

總而言之，如澄觀在《大華嚴經略策》卷 1 中所言第二會雜修十信顯十甚深，

雖具十心未成次位不立階差，但彰十種甚深以顯「隨緣行願」，一至到第八會〈離

世間品〉中仍有以正顯圓融言十信之文。對於戒定慧三者的轉換過程，澄觀在《大

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4〈22 十無盡藏品〉有如下的解釋 ; 即戒定慧解脫道注重

在事境中能自在觀行以求自覺了脫，生發解脫知見而能離繫煩惱諸障。由此可見，

戒德雖是難能可貴，其他如世尊所囑咐的也是極為可貴，但世間法中的福田福德，

 

 

綜觀以上，身語意業在信行、言行和覺行，再經由「十種甚深」和「十信心」

在善用其心的圓融整合之後，即能離過成德而生發十信心之勝妙功德。如信心生

發求佛智慧之德，可解佛境甚深，入文殊智慧 ; 精進心生發親近善友之德，可解

正教甚深，入勤首智慧 ; 念心生發慈悲深厚之德，可解教化甚深，入財首之智 ; 定

心生發志求勝法之德，可解緣起甚深，得入覺首之智 ; 慧心生發遭苦能忍之德，

能解助行甚深，得入智首之智 ; 不退心生發心常柔和之德，能解正行甚深，得入

法首之智 ; 戒心生發修習善根之德，能解業果甚深，得入寶首之智 ; 護法心生發

愛樂大乘之德，能解說法甚深，得入德首之智 ; 願心生發供養諸佛之德，能解福

田甚深，得入目首之智 ; 迴向心生發深心平等之德，能解一道甚深，得入賢首之

智。 

 

                                                 
1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 (CBETA, T10, no. 279, p. 69, c23-p. 70,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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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無法超赿五分法身的。如澄觀所言，「五分法身初圓者，即戒定慧解脫解脫

知見，如〈十藏品〉，是實非化，揀異大乘。」與佛陀所言亦是同出一徹。 

 

最後，筆者對淨行中願行的實踐和應用，參見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卷 15〈11 淨行品〉中十一別願配對後例表中所答二十云何中之總別十一段。解釋

以下別願之偈語是以通願和別願交絡的方式對應成各四句，謂一切願成一德，一

切願成一切德等 ; 又以因廣願一，一多相即之故，三業的成德亦一多鎔融。指出

文體以四句對辨成例，可以就初句、「當願眾生」之後二句之事理，相對辨例以

示別願的體制結構。以上所說的行願模式，即是由信解導入淨行的最初解行之始，

是進入信解行的重要關鍵之一。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

中對願句的結構和其中的四事作語意的架構分析 ; 由於過去亦曾有願句的變通範

例，如宋朝的道通大德。尤其是現今常有相似的法語或生活祝願等應用，其中不

乏有創作者。筆者以為，若能有適當的模式套用或是通用，符合淨行法義及願行

正意而無乖諍法 ; 希望能真正對現代修行者在忙碌的資訊生活工作中，於生活淨

行的靈活應用和實踐上能有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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