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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是想把華嚴一乘教義的內容理清楚，對法義理論的開發和實踐修行方

面的方法及次第上，能夠做個釐清。并在餘生能夠在生活事相上有所收穫，能夠

改掉己身的習性突破自身的障礙，這是許多人都有的問題以及都需要解決的問題。

《華嚴經》〈梵行品〉就是強調初發心時即成正覺，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華嚴菩

薩修因以契果，一證入初住，就安住在甚深的般若，不退凡夫，不墮二乘，六道。

華嚴從培養信心建立淨行，體悟空性安住甚深般若，達到無相梵行，斷除微細染

污煩惱得以離垢，出家眾經過發菩提心，捨俗出家，以無相清淨梵行，嚴持戒律，

具備戒定慧三學等弘法利生。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言：「菩薩應離一切相，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離一切相而行一切善可圓滿究竟佛果。 

因此本文寫作之動機與目的，即著眼於華嚴梵行之義理與實踐修法進路，含

攝戒觀及悲行。對梵行的定義先做個梳理，對〈梵行品〉與〈淨行品〉依祖師註

解做個區別說明，在十住位〈梵行品〉的菩薩依般若空慧觀察，能「真正了知本

源，成真極智，極智返照，不異初心，故初發心即成正覺。」即知一切善惡等業，

知世間萬象有為法、無為法皆不離緣起法，即是緣生，必無自性。而滅除一切相

的執著，遣除粗的分別心之煩惱，蕩盡一切相，是梵行菩薩之無相修因行。此清

淨梵行悲智無二的種種修行方法，即能成正覺，如此則是一行具一切佛法的華嚴

之梵行，一行即一切行是普賢菩薩的普行。 

 

 

關鍵詞：華嚴經、梵行、淨行、觀行、十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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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做這個課題最初，就是想把華嚴一乘教義的內容理清楚，對法義理論的開

發和實踐修行方面的方法及次第上，能夠做個釐清。并在餘生能夠在生活事相上

有所收穫，能夠改掉己身的習性突破自身的障礙，這是許多人都有的問題以及都

需要解決的問題。《華嚴經》〈梵行品〉就是強調初發心時即成正覺，成就慧身不

由他悟，華嚴菩薩修因以契果，一證入初住，就安住在甚深的般若，不退凡夫，

不墮二乘、六道。華嚴從培養信心建立淨行，體悟空性安住甚深般若，達到無相

梵行，斷除微細染污煩惱得以離垢，出家眾在經過發菩提心，捨俗出家，以無相

清淨梵行，嚴持戒律，具備戒定慧三學等弘法利生。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

言：「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1即離一切相而行一切善可

圓滿究竟佛果。《華嚴經》經文雖然浩瀚如海， 澄觀清涼國師將全經總分為七處、

九會、四分、五周。四分中的「修因契果生解分」中將修行階位細分為:十信、 十

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梵行品〉雖屬十住所攝，但卻扮演及

其重要的角色。 

因此，本文寫作之動機與目的，即著眼於華嚴梵行之義理與實踐修法進路，

含攝戒觀及悲行。對梵行的定義先做個梳理，對〈梵行品〉與〈淨行品〉依祖師

註解做個區別說明，通過對八十華嚴經文的梳理略談梵行在華嚴經中的地位，通

過對以上三個點的理解，來了解修梵行的實踐下手處，以及清淨梵行如何被完

成。 

                                                 

1  魏，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CBETA, T08, no. 236a, p. 754, 

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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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主要依據八十華嚴經為主，通過依經解經，依祖師註解加以論證理解，在對

祖師的觀點進行對比，以便對所研究的課題更明白。 

一、經典詮釋：《大方廣佛華嚴經》《增壹阿含經》《大寶積經》《中阿含經》

《長阿含經》《相應部經典》《佛說決定義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佛說千佛因

緣經》《大般涅槃經》《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等經典律

典為主要研究依據。在對梵行品的相關義理加以說明的主要是依據：《大智度論》

《成實論》《大般涅槃經集解》《法華經玄贊攝釋》《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

智方軌》《華嚴經探玄記》《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舍利弗阿毘曇論》《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彌勒菩薩

所問經論》《阿毘達磨俱舍論》《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地持論義記》《大方

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圓覺經大疏釋義鈔》等論疏。 

二、對比：對祖師對典籍詮釋的觀點予以對此，主要是以華嚴祖師：智儼、

法法藏、李通玄、澄觀等對清淨梵行觀點與詮釋進行對比與解讀。 

在本文中所涉及「梵行品」版本的問題，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梵佚本。在藏

譯方面有相當於八十華嚴之藏譯本，因語言障礙的關係，僅處理漢譯部分。漢譯

有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經》中之第十二卷，唐‧ 實叉難陀譯譯

的《八十華嚴經》之第十七卷中都同譯名為「梵行品」，內容上大同小異。若嚴

格對照，發現仍有差異，許是因為梵文版本不同；翻譯年代不同，亦有可能牽涉

譯者本身的學識、對佛法體悟及文字表達技巧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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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梵行的意涵 

    所謂「梵」是由梵文與巴利文 brahman 一詞而來，「梵」並不是佛教獨有的

詞語，對「梵」之定義也不獨為佛教特有的，在印度思想的變遷發展中，佛陀對

婆羅門教「梵」的定義和思想給予了新的詮釋，可謂是整個發生改變。同時，對

於婆羅門教修清淨行所給予的稱讚——梵行，也有了不同的詮釋。佛教在發展過

程中，不同時期對「梵行」的概念和看法也會隨之發生不同的意義變化。本章節

就探討「梵行」在佛教中的意涵為何？ 

第一節 梵行的定義 

（一）戒定慧三學 

何為梵行？在《增壹阿含經》卷 30〈六重品〉中有說： 

若有人戒律具足而無所犯，此名清淨修得梵行；復次，梵志！若有眼見色，

不起想著，不起識念，除惡想，去不善法，得全眼根，是謂此人清淨修梵

行；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都無識想，不起想

念，清淨得修梵行，全其意根，如此之人得修梵行，無有缺漏。2 

戒如堤防，以防比丘之過，因而不守戒謂為「缺」。因不守戒而過失漏於外謂為

「漏」。所以這裡嚴持戒律的人是指出家修行佛法的比丘以及比丘尼。戒律則是

指出家二眾所受持的具戒「波羅提木叉」。若人能具足清淨戒行，則為清淨梵行。

「波羅提木叉」在《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18 中說： 

                                                 
2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CBETA, T02, no. 125, p. 714, c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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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護諸根，增長善法，於諸善法最為初門故，名為波羅提木叉。3 

 

在《大寶積經》卷 104〈破二乘相品〉中又說： 

 

      所謂持身及以口意，三業具足，是則名為波羅提木叉也4 

 

因此，此處所談的「梵行」所具備的修行行為的意義就是戒律無缺犯。因為嚴持

防護身口意諸根，使得三業清淨，能增長善法，是所有善法中的最初門。初善具

足清淨，能顯現「梵行」。諸律中說：「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來為諸弟子制戒，

立說波羅提木叉。」5此十利的內容，各律微有出入，而都以「正法久住」或「梵

行久住」為最高理想。6釋尊說法度生的崇高理想即是此「正法久住」或「梵行

久住」。為什麼要實現這一偉大理想，就非制立學處，說「波羅提木叉」不可？

在《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1 有說： 

                                                 

3  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CBETA, T22, no. 1421, p. 122, a15-17。  

4   隋，達摩笈多譯， CBETA, T11, no. 310, p. 585, c12-13。  

5  《摩訶僧祇律》卷 1：「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來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

木叉法。」， CBETA, T22, no. 1425, p. 228, c22 -23。《彌沙塞部和醯五分

律》卷 1：「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CBETA, T22, no. 1421, p. 3, b28-29。

《四分比丘尼戒本註解》卷 1：「自今已去，我與諸比丘尼結戒，集十句義」，

CBETA, B08, no. 26, p. 35, a20-21。《十誦律》卷 1：「以十利故為諸比

丘結戒」， CBETA, T23, no. 1435, p. 1, c15-16。《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卷 1：「由此因緣我觀十利，為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CBETA, T23, no. 

1442, p. 629, b20-21。  

6  見印順法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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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諸佛，何佛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久住？」…… 以何因緣三佛梵行

不久住，三佛梵行久住？…… 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

提木叉，佛及弟子般泥洹後，諸弟子種種名、姓出家，速滅梵行。譬如槃

盛散花，置四衢道，四方風吹隨風飄落。何以故？無綖持故。如是，舍利

弗！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所以不得久

住。……舍利弗！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廣為弟子說法，無有

疲厭，所謂：…… 結戒，說波羅提木叉。佛及弟子般泥洹後，諸弟子雖

種種名、姓出家，不速滅梵行。譬如雜華以綖連之，置四衢道，四方風吹

不能令散。何以故？綖所持故。…… 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不

久住者，唯願世尊為諸弟子廣說法、結戒、說波羅提木叉！7 

如上所表達的意思就是為了「梵行」能長久存在，這是佛制戒的因緣。如此不守

戒，其行為有過失缺漏，不能成為清淨行，不能使梵行久住亦即正法久住。所以，

違反戒律不只不是「梵行」，也非佛陀弘揚的正法。 

又在《中阿含經》卷 9〈未曾有法品〉中有作是說： 

我從今日，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8 

因為聽法者的當機眾是郁伽長者，因其是位在家居士，由此也可以了解到在家眾

也是可以修「梵行」的，然他們則是以「梵行為首」相對應的在修持五戒，即不

殺生戒、不偷盜、不邪淫、不惡口、不飲酒。為首的「梵行」的意涵所指為何？ 

在《大智度論》卷 8〈序品 1〉有說： 

『淨修梵行，無諸瑕穢』……斷除婬欲故，言『淨修梵行』。……『淨修梵

行』者，行婬之人，身惡名臭，以是故讚斷婬人，言『淨修梵行』。9  

                                                 
7  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CBETA, T22, no. 1421, 

p. 1, b21-p. 2, a4。  
8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 CBETA, T01, no. 26, 

p. 480, a10-11。  
9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8〈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20, c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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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智度論》卷 20〈序品〉亦說： 

復次，斷婬欲天皆名為梵，說梵皆攝色界。以是故，斷婬欲法名為梵行，

離欲亦名梵。10 

由此可知「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是指五戒中的不淫慾戒為首。是以斷除淫慾視

為「梵行」的。在這方面，五戒中的不邪淫戒只是斷其邪淫，然正常的夫妻倫常

還是被容許的。而在家眾要修梵行，依斷淫慾就是清淨梵行而言，那麼在家眾亦

是要徹底斷除淫慾，其中包括正淫在內。雖然在家眾就戒條而言比出家眾要少，

就修持難易度而言，看似出家比在家困難，然因所處的生存環境來說，就淫慾所

要面對的，在家要持守這一梵行就比出家困難的多了。 

    如上所述，持戒即是修梵行，但是在《長阿含經》中對梵行的範圍就有不同

的延伸詮釋，廣開九種梵行，如此稱為梵行清淨。在《長阿含經》卷 9 有詳細解

說： 

謂九梵行：若比丘有信而不持戒，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則梵行

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大眾廣演法

言、成就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

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

具足。11  

如果比丘信佛陀教法，但不修持戒律，則不具備梵行，如果比丘不但信受佛的教

法，而且能夠嚴持諸戒，不令有失，則梵行具足。如此，還要能多聞法義，弘揚

佛法，利益眾生，深入禪定，才可稱為清淨梵行。如何「成四禪」？在《長阿含

                                                 

10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0〈序品  1〉， CBETA, T25, no. 

1509, p. 211, b5-8。  
11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9 ， CBETA, T01, no. 1, p. 56, 

b19-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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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卷 4 中有說： 

思惟貪婬欲、惡不善，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第一禪；除滅覺、觀，

內信歡悅，撿心專一，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捨喜守護，

專念不亂，自知身樂，賢聖所求，護念樂行，得第三禪；捨滅苦、樂，先

除憂、喜，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得第四禪。12 

如此思惟護念清凈，成就四禪，具足梵行。何為「八解脫」？同時在《長阿

含經》卷 8 中有說： 

諸比丘！復有八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色，二

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解脫，四解脫；度空處

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

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八解脫……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

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13 

如是思惟觀修此八法，成就八種解脫，如此是如來所說之正法，能使梵行久住，

饒益眾生，使人天安樂。何為「盡有漏成為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在《增壹

阿含經》卷 23〈增上品 31〉： 

若有人修行者，身壞命終，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云何為四？有覺有觀禪、

無覺無觀禪、護念禪、苦樂滅禪，是為比丘有四事法。若有人習行者，盡

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

復受胎，如實知之。14  

                                                 

12  (CBETA, T01, no. 1, p. 23, c18-24) 

13   (CBETA, T01, no. 1, p. 52, b11-23)  

14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增上品〉， CBETA, T02, no. 125, p. 

670, b17-24。  



 

12 

如經所說，如果有修行者，修習四法，能使惑業已盡，得有漏之依身亦亡之境界。

不受生死所縛，是謂無餘涅槃界。 

如文所見，從最初持戒即是修梵行，到此時，梵行所賦予的意涵已經含攝了

定慧二意，也就是說梵行的內容包含了戒定慧三學。 

（二）八支聖道和善知識 

 

梵行的內容除了戒定慧三學之外，隨著不同時期發展的演變，梵行的定義也

在豐富多樣化，其修持結果和意義也被賦予不同的含義。在《相應部經典(第 42

卷-第 47 卷)》卷 45 中說： 

諸比丘！云何為梵行耶？即八支聖道是。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諸比丘！此名之為梵行……諸比丘！

云何為梵行果耶？諸比丘！即：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是。

諸比丘！此名之為梵行果…… 諸比丘！云何為梵行義耶？諸比丘！貪欲

之滅盡、瞋恚之滅盡、愚癡之滅盡。諸比丘！此名之為梵行義。15 

上文明確直指梵行即是八支聖道亦即是三十七道品中的八正道，如何修持八正道。

《佛說決定義經》卷 1 中有解說： 

                                                 

15  雲庵譯，《相應部經典》卷 45， CBETA, N17, no. 6, p. 156, a11-p. 157, a10 

// PTS. S. 5. 26 - PTS. S. 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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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名為八正道法？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正定。謂：正見者，信有施法、信有父母、有諸善行及不善行。如是善不

善業，當有果報。有今後世，於其世中，有諸眾生、有阿羅漢，如理修行，

以自通力，見如是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

等事，名為正見……何名正定？謂：心心所不起散亂，離諸攀緣，於奢摩

他、毘鉢舍那，決定正觀，是名正定。如是名為八正道法……我所宣說，

決定正法，初中後善、其義深遠、純一無雜、清淨圓滿。16 

八正道即是梵行，修習此八正道，則能清淨梵行。修此八正道可證得聲聞四果阿

羅漢，於此相應的即為梵行果，貪嗔癡滅盡是梵行之究竟，其意義深遠，可使眾

生斷未來受生，不再輪迴。而在《成實論》卷 1〈三善品〉中說：「隨梵行者。

八直聖道名為梵行。梵名涅槃是道。能到故名梵行。」17指「梵」是「道果」，

名為「涅槃」，而通過修行到達涅槃道果，稱之為「梵行」。總而言之，綜上所說

的，梵行無疑所指的是三十七道品當中的八正道，是可證聲聞四果阿羅漢，是可

滅盡貪嗔癡的究竟梵行。與八正道即是梵行息息相關的，還有跟隨善知識學習即

是梵行的內容，在《相應部經典(第 42 卷-第 47 卷)》卷 45 中如是說： 

                                                 

16  法賢譯，《佛說決定義經》， CBETA, T17, no. 762, p. 653, b25-c22。  
17 《成實論》〈三善品〉， CBETA, T32, no. 1646, p. 243, c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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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者，此是梵行之半……阿難！有善知識、善伴

黨、善隨從者，皆是梵行。阿難！有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之比丘，應

期許於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於此有比丘，依遠離、依離貪、

依滅盡，迴向於捨[3]，以修習正見……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向

於捨，修習正定……應依此理而得知：有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者，此

悉皆為梵行。阿難！以我為善知識，故有生法之眾生，解脫生……阿難！

應依此理而知，有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者，此悉皆為梵行。18 

經文所表達的意涵是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者，都是梵行，為何？如有期許修

習八正聖道的比丘，是依善知識學習的，從而根據這個道理知道除了八正道是梵

行，善知識教導眾生修習八正道也是清淨梵行，這一定義已有了利他菩薩精神。

不同於之前自利解脫的境界了。 

（三）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梵行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02〈歡喜品〉中的定義又大不相同，徹底

的由自利的範圍進入了具有利他的菩薩精神範圍境界，經文說：「修行梵行，慈、

悲、喜、捨，不惱有情。」19在《佛說千佛因緣經》卷 1 亦做是說：「修四梵行，

慈悲喜捨」20 如此修行梵行即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利益眾生，不惱友情眾

生。為何言四無量呢？在《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36〈梵行品〉中說： 

                                                 

18  雲庵譯，《相應部經典》卷 45， CBETA, N17, no. 6, p. 116, a13-p. 118, a1 

// PTS. S. 5. 2 - PTS. S. 5. 3。  

19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02〈歡喜品〉， CBETA, T07, no. 220, 

p. 10, c26-27。  

20  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千佛因緣經》， CBETA, T14, no. 426, p. 70,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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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喜捨者：乃是慧性，以其用有優劣。一方制名，所以四也，言無量者，

所緣為稱，如悲拔苦，則有識蒙救，情無偏益，緣於無量，故稱無量也。

21 

之所以稱為無量，是從所緣眾生為名稱的，緣無量受苦眾生，起除苦心，使有識

諸苦眾生皆能獲益，所以無量，有四等心故，稱為四無量。如何修習慈悲喜捨？

在《法華經玄贊攝釋》卷 2 中解說： 

普緣眾生。有求樂者。發起無倒與樂之心。緣有苦者。起除苦心。緣有樂

者。發起隨喜。不妬嫉心。緣諸有情。無苦無樂。有苦有樂。三類眾生。

逆次發起除貪瞋癡清淨之心。如次名為慈悲喜捨。22 

普即是周徧義，慈無量心是給予求樂眾生之五顛倒之樂，緣受苦眾生，能起大悲

的除苦之心，慈能於樂，悲能拔苦。與有樂眾生不起嫉妒心，對行善眾生常生隨

喜心，與諸眾生，生起除滅貪嗔癡之清淨心，是為慈悲喜捨，也是修清淨梵行。 

如此可以將梵行從兩個層面來解釋：一是自利方面，另外則是利他的菩薩精

神。可以說，只要符合清淨行之意涵，多從義理為出發點，所有解脫等凡是與修

行有關的都可視之為梵行。因此，可以了解到佛教對梵行的定義之廣，使用之範

圍的大。稍微整理了一番，梵行的含義，常說到的有戒定慧三學、八正道及跟隨

善知識學習、以及慈悲喜捨之四梵行等教法。因此，佛教的圓滿梵行離不開自利

利他，超出所有過往對梵行所下的定義。 

（四）祖師對梵行的解釋 

 

                                                 
21  梁，寶亮等集，《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36〈梵行品〉， CBETA, T37, no. 1763, 

p. 495, b16-19。  

22  唐，智周撰，《法華經玄贊攝釋》， CBETA, X34, no. 636, p. 41, a2 -6 // Z 

1:53, p. 41, a3-7 // R53, p. 81, 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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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之前對梵行的定義中了解到，只要符合「清淨行」之意涵，都可以融攝

於「梵行」之內，所謂「梵行」的內容，多從義理為出發，從親近善知識到解脫

等凡與修行有關的，和菩薩自利利他之萬行與成佛度生有關的都可視之為「梵行」。

那麼在依《華嚴經》為主所成立了「華嚴宗」的諸位祖師對「梵行」的定義有是

為何？ 

在華嚴宗中對梵行的看法，智儼大師在《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

卷 2〈梵行品〉中對梵的定義解釋說： 

要論梵有二：謂報及方便，始修為淨，成就為梵，若據報者，欲天為淨，

色天為梵；若約自利利他，自利為淨，利他為梵。23  

也就是說討論梵的意義有二種，從果報和方便的角度說，開始修行諸佛法，如戒

定慧三學，八正道等稱為凈，可以理解為沒有修行諸佛法之前是不凈的，修行之

後是為凈，那由修行法義而成辦階位果報，就是梵。以欲界和色界為例，開始修

三歸五戒等善法可以使令修習眾生得人身，就屬於凈，但想要升色界，則要徹底

持五戒中的淫欲戒，前文說過，一般在家人所受持的五戒當中的淫戒有正淫和邪

淫之分，但想生色界就一定要徹底斷除淫慾，如此成就清淨戒行，稱為梵。如果

從自利利他的角度，智儼大師認為，以解脫自利為目的的修行稱為凈，而以利他

的大悲行為梵，如此對梵與凈一詞含義做了區分。 

而法藏大師在《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對梵的解釋從三個方面來說： 

初釋名者：離妄念之染故云梵，會無我理故云行，此行即梵；二離染中極，

名梵即真境也，智能證此故云行；三涅槃果為梵，以寂靜故，修因為行，

此二梵之行……離念契玄為梵行。24 

                                                 
23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2〈梵行品〉，CBETA, T35, 

no. 1732, p. 35, a24-28。  

24  唐，法藏撰，《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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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妄念是梵，會無我理是為行，可以理解為是要能做到破妄顯理，方為梵行；如

是透過有相，進入離相的境界，觀一切法無自性是名梵，啟發悲智雙流，如此才

能夠成為凈修行，達到究竟清淨梵行稱為行；如果以涅槃果報稱之為梵，那麼為

了達到寂靜境界的種種所修因行法門是為行。 

而澄觀大師，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對梵行的解釋，延

續了法藏大師的觀點，做詮釋為： 

釋名者：梵是西域之音，具云勃嚂摩，此翻為淨，揀上淨行立梵行名，離

染中極故名為梵，即梵為行故名梵行，持業釋也。亦有云：真境為梵，智

契為行；或涅槃為梵，修因為行。此二依主釋……若一行具一切佛法，方

是華嚴之梵行也。梵即是淨，但以性淨故即行淨。行淨故則智慧淨。智慧

淨故則心淨。心淨故一切功德淨。乃至成佛功歸於行。故云淨行。然前信

中之淨。隨事造修悲智兼導。至此純熟了心自性。悲智無二故。小有不同。

25 

梵字是印度的法音，為勃嚂摩，在此方翻譯為凈的意思。為了與前面的〈凈行品〉

有所區別，所以還是以梵立名。澄觀從梵文文法對「梵行」一詞加以分析，首先

就持業釋解說，在此又細分二點說明： 1.在此將「梵」當作形容詞，用以修飾

「行」，意謂清淨的行為； 2.說「梵」與「行」是同位格，即「清淨」就是「修

行」。其次，就依主釋說「梵行」中的「梵」與「行」有下二點：1.與格的關係，

表示「梵」即清淨，為「行」的目的。 2.具格關係，意謂清淨的修行。比較而

言，澄觀對梵行的解釋更接近法藏的解釋。澄觀詮釋華嚴的梵行是一行具一切佛

法。「梵」的翻譯是凈，以法界性淨，所以行為凈，乃至成佛功歸於行，所以說

「凈行」。 

                                                                                                                                            

201, a24-b6。  

2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0, b22-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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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大師在《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 2 對梵行的解釋為： 

「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六染淨對，夫戒定慧翻於三毒，三毒本

空元是梵行，諸法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恚癡亦復然。如是三事中。

有無量佛道。』」26  

大師從觀一切法無自性，一切本空的角度，認為就染凈相對的六種法都是梵行。

都有無量佛道。此六種法所指為〈梵行品〉菩薩十種甚深觀前六法：身、身業、

語、語業、意、意業。此六法通染淨，由身語意的造作行為引發三業，或為戒定

慧，或為淫怒癡，然依般若空慧觀照，不論三學或三毒，都得因緣和合所生法，

緣生無自性，一切相不可執著，如此了知諸法空相，顯清淨梵行理，所以說「三

毒本空元是梵行」。 

    綜上述，梵行本來的定義表達的很簡單是指持戒，尤其持淫欲戒，在佛教發

展演變過程中，但其含攝的意義內涵逐漸擴大， 可以說含蓋整個菩薩行，即修

梵行等同於修普賢行。依澄觀大師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梵行品〉中對此觀

點的定論「若一行具一切佛法，方是華嚴之梵行也。」對這一段內容做個總結。 

 

第二節 梵行與凈行之比較 

 

梵行的梵有清淨之意，與凈行品所說的凈有何不同之處。法藏大師在《華嚴

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中從二個方面將此二者的差異進行明確的說明： 

                                                 

26  唐，宗密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CBETA, T39, no. 1795, p. 

556, a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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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位：信中修為淨行，入位已去修為梵行……約二行：隨事造修施戒等為

淨行，離念契玄為梵行。27  

從行位而言，凈行品屬於十信位所攝，十信不入三賢位，梵行品歸十住位所攝，

梵行與凈行從菩薩行位層次上就有所不同。對於信位及住位不同在長者李通玄的

《新華嚴經論》卷 4 中說： 

以十信為入道之初故……為十信菩薩未成實證明，是凡夫雖信果德佛境，

未離色塵……十住菩薩理事圓明，為創從凡位理事開敷故。28  

十信位菩薩為入道之初，因其在凡未離色塵，所以此位菩薩雖然相信佛的果德境

界，但未能親證佛境。而十住位菩薩依般若甚深空觀，知諸法不可得，悲智無二

修一切行，達理事圓明。能如此純熟了心自性，悲智無二，也是從凡位的隨事造

修悲智兼導的諸理事中開敷而來的。雖信住二位有差別，但二者亦是不可相離的。

從二行談，凈行是隨事緣境修布施等行，梵行從真如理體起修，離一切妄念雜染

執著，連善法之相都不可執著，離諸妄而悲智修諸行，此清淨梵行成就正覺。澄

觀大師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說：「然前信中之淨，隨事造修

悲智兼導，至此純熟了心自性，悲智無二故，小有不同。」29著重又強調了法藏

大師凈行與梵行從二行不同之處做了說明。也提出了二者之間的關聯，修凈行隨

事造修功用純熟方能凈修梵行，離了凈行恐難成就梵行。 

  

                                                 

27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3, p. 201, 

a27-b5。  
28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 CBETA, T36, no. 1739, p. 744, c25-29。 

29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0, c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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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梵行品〉在住位中的地位及作用 

 

第一節 梵行在《華嚴經》之地位與價值 

 

就「梵行」而言，雖有前面所討論的「梵行」的定義所含攝的戒定慧三學、

八正道、隨善知識學、四無量心等，彰顯了「梵行」在修行解脫過程中的重要地

位，但其在《華嚴經》中的地位與價值，卻遠非如此。首先在《華嚴經》中，所

有提到修行梵行的對象已經由尋求自我解脫的凡夫聲聞，上升到了具有度生利他

精神的一切菩薩。這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光明覺品〉中如此說：「此諸

菩薩各於佛所淨修梵行」30 又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須彌頂上偈讚品〉

說：「各於佛所淨修梵行」31，除此外，在卷 19〈夜摩宮中偈讚品〉和卷 23〈兜

率宮中偈讚品〉中都有做此說，依據經文所見，我們不難看出，《華嚴經》所講

的修清淨梵行的行者是菩薩，「此諸」、「各於」所體現的不是特指某一尊菩薩，

而是指發大菩提心上求下化自利利他的所有菩薩。由此看出，修行梵行的對象階

位已經截然不同了。 

修行梵行的對象不同了，在此主要依唐譯之八十華嚴的經文作為經典依據，

菩薩修行清淨梵行的目的是什麼？終極具有究竟清淨梵行者是誰？來了解菩薩

修清淨梵行的時間幾何？菩薩要如何修梵行？ 

                                                 

30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光明覺品〉，CBETA, T10, no. 279, 

p. 62, c7-8。  

3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須彌頂上偈讚品〉， CBETA, T10, 

no. 279, p. 81,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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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他二行 

 

菩薩為何要修持梵行？或者說菩薩修行梵行的目的是什麼？在《大方廣佛華

嚴經》卷 32〈十迴向品〉中說： 

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所讚、所說清淨梵行，誓願修行，悉令圓滿，……佛子！

菩薩摩訶薩若能為己修行如是清淨梵行，則能普為一切眾生，令一切眾生

皆得安住；……畢竟清淨。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自於梵行不能清淨，不能

令他而得清淨……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住無倒行，說無倒法，所言誠實，

如說修行，淨身、口、意，離諸雜染，住無礙行，滅一切障……自住正法，

亦令眾生安住正法。32 

菩薩之萬行不出自利利他此二者，大乘菩薩於初發心之時，立弘誓之願，自求菩

提而淨佛土，亦以大悲赴諸難而化導一切眾生。經文說明菩薩上求菩提是要菩薩

自身能如是修行清淨梵行，從而清凈佛土，於此才能在大悲化導眾生時令眾生亦

從清淨梵行而得與自己相同的利益。由此也可以看出清淨梵行對菩薩來說是非常

重的行法，不可缺少的。 

（二） 清凈梵行 

 

既然修梵行者是菩薩，以成佛為究竟終極目標的菩薩，清凈梵行是菩薩自利

利他修行的重要途徑手段，而在《華嚴經》中說明了具有究竟清淨梵行者的是一

切諸佛。對於此義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卷 46〈佛不思議法品〉中有說：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2〈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71, b2-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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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諸佛世尊有十種究竟清淨。何等為十？所謂：一切諸佛往昔大願究

竟清淨；一切諸佛所持梵行究竟清淨。33 

同時在卷 47〈佛不思議法品〉也有這樣意義的說法： 

佛子！諸佛世尊有十種應常憶念清淨法。何等為十？所謂……一切諸佛已

具梵行，一切菩薩應常憶念。34 

也就是說究竟清淨的梵行為一切諸佛所受持具有，並且這種清淨梵行是一切菩薩

應該常常憶念的，常自憶念佛已具清淨梵行，我當常隨佛學，也應如此努力成就

究竟梵行。如此，菩薩於久遠劫能夠受持梵行。 

（三） 念劫凈修梵行 

 

即然知道是發心大菩薩修持梵行，那菩薩修持時間是否也像修持波羅提木叉

戒一般盡形壽受持呢？菩薩修持梵行的時間幾何？列舉經典的兩位善知識自述

所修持的時間來證明對於清淨梵行的修持，一切大菩薩是如何看待的，在《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 64〈入法界品〉中，休捨優婆夷有說： 

                                                 

33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佛不思議法品〉， CBETA, T10, 

no. 279, p. 243, b19-21。  

34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7〈佛不思議法品〉， CBETA, T10, 

no. 279, p. 250, c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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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我憶過去，於然燈佛所，修行梵行，恭敬供養，聞法受持……善

男子！我憶過去，於無量劫無量生中，如是次第三十六恒河沙佛所，皆悉

承事，恭敬供養，聞法受持，淨修梵行。於此已往，佛智所知，非我能測。

35 

休捨優婆夷憶念過去無量劫無量生中，歷經三十六恆河沙佛所，凈修梵行，不單

只是修梵行，而是必須做到破妄顯真智，透過有相，進入離相的境界，觀一切法

無自性，啟發悲智雙流，如此才能夠成為凈修梵行，達到究竟清淨梵行。此中艱

難，自是不需詳述。同時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5〈入法界品〉中對此也有

說： 

善見答言：『善男子！我年既少，出家又近。我此生中，於三十八恒河沙

佛所淨修梵行，或有佛所一日一夜淨修梵行，或有佛所七日七夜淨修梵行，

或有佛所半月、一月、一歲、百歲、萬歲、億歲、那由他歲，乃至不可說

不可說歲，或一小劫、或半大劫、或一大劫、或百大劫，乃至不可說不可

說大劫……淨修諸行，滿足六種波羅蜜海。』36 

通過善見比丘所說，修清淨梵行，要發長遠心，從最先的一日一夜乃至不可說不

可說大劫，這是要有及其堅固的大愿支持，同時也給我們展現了一個很實際的修

行時間觀，需要長久受持，所謂「不可說不可說大劫」不是憑空而有，也是一點

一點積累完成。菩薩是如何在時間的長河中，修持自住梵行亦令眾生住梵行的呢？

對此，在《華嚴經》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梵行品〉，可以讓大家窺探其內容。 

 

 

                                                 

35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344, a11-20。  

36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5〈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349, c28-p. 350,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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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梵行品〉的地位 

首先就《華嚴經》的菩薩行位及〈梵行品〉在華嚴經中的行位做個了解。由

附表 1 通過賢度法師在《華嚴學講義》：「三賢位於全經之梗概表：」37中，又可

以明確了解到〈梵行品〉為十住位所攝，七處九會中的第三會。在《大方廣佛華

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6 中對「十住」位亦有說： 

謂發菩提心即十信發心，起解即十住，行即十行，願即十向，證即十地，

精勤匪懈通策於前，以成諸位。所以廣說因中差別者。38 

已經知道〈梵行品〉是屬於四分次中修因契果生解分的範圍，五周中差別因果周

中的差別因的範圍所攝，是《華嚴經》正宗分的內容。差別因中雖有十信、十住、

十向、十地差別法門，修後亦通策前位，如此精勤不懈，成就菩薩行位。從經文

可知十信謂發菩提心，十住是解。而在《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1 中說： 

因信而成解，有解無信，增邪見故；有信無解，長無明故，信解真正方了

本源，成真極智，極智返照，不異初心，故初發心即成正覺。39 

菩薩修行，因信成就對法義的解分，單純解釋法義而沒有信心，會增長邪知邪見；

有信仰而不深入經藏理解法義，也只會長養無明。信解同時修行才能真正明了本

源，成就真正智慧，極智返照，最初所發菩提心與佛心無異，所以「初發心即成

正覺」所指的是十信滿心即入住位的菩薩。也契合了澄觀祖師所言的「華嚴的梵

                                                 

37  賢度法師（ 2016），《華嚴學講義》。台北：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九版）  

3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CBETA, T36, no. 1736, p. 118, 

c22-24。  

39  唐宗密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 CBETA, X09, no. 245, p. 483, c14-16 // 

Z 1:14, p. 228, c14-16 // R14, p. 456, a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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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一行具一切佛法」。對此義李通玄在《新華嚴經論》卷 4 更為明確的說明： 

表信位在，凡未離凡地……為表以信為初因，其位最下。今說十住……明

十住初心證法頂故……以入真實證，非止不會……初取聖道非止不明履踐

之始，表創從十信凡夫之位極，始在十住初首履踐如來法王聖蹤，以其定

門，普觀凡聖一切境界，性相無礙色無不妙……識滅時亡，情塵頓絕，唯

真智境一念則五位齊明……十住之位法既如是，更有何生不成佛耶？更有

何生而成正覺？此華嚴經是本法界門，一切諸佛本住大宅，一切佛子究竟

所歸，化身權乘總居其外，若有入者，一入全真。此位中初發心住菩薩見

道，住佛知見，入佛知見，直與如來同身心性智相故，頓印五位行相，總

在其中。如持明鏡普臨眾色……於一念中，歲月晦明重重無盡；一毫之內，

佛境眾生境色相無邊，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40  

十信位菩薩在凡未離，雖然相信佛的果德境界，但未能親證佛境。十住菩薩初發

心證法頂故，入真實證，十法甚深普觀一切凡聖境界，知一切法空，情塵頓絕，

性相無礙，成真極智，極智返照，則一念五位齊明。十住之位菩薩如是所修法，

即成正覺。如此方契合華嚴的本法界門義，說三乘權實總歸一乘之外，依本界法

門一念五位齊明，若有入者一入全真。十住位菩薩初發心直與如來同身心性智相

同故，在十住位即可頓印五位行相，好比明鏡能照種種相。如此了知一念中諸相

重重無盡，一毫內凡聖境相無力無邊，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此位菩薩所修

清淨梵行，一行清淨梵行，則一切清淨梵行。 

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2〈十住品〉中也表明了， 

                                                 

40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  CBETA, T36, no. 1739, p. 746, b9-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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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約一乘通教：入十住位，即四退等皆無；二若依三乘：十地已來有念退，

地前有行退位退，不進退亦退，十信已前有實退，已後有示現退也……退

有四種：一位、二行、三念、四應得不得，此中無四退等。41  

依三乘法而言，至十地尚有念退，然就一乘圓教來說，入十住位即可得位、行、

念應得不得四不退。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中，祖師對十住位不退做比

較說明： 

行十善菩薩有進有退，猶如輕毛隨風東西等，在此修行經十千劫，入十住

位，方得不退故。十住初即不退墮下二乘地，況諸惡趣及凡地耶？設《本

業經》說：『十住第六心有退者？』《起信論》中釋彼文『為示現退也，為

慢緩者策勵其心故，而實菩薩入發心住，即得不退也。』其行相者？《起

信論》說：『三賢初位中少分得見法身，能於十方世界，八相成道利益眾

生；又以願力受身自在，亦非業繫；又依三昧亦得少分見於報身佛，其所

修行皆順真性，謂知法性體無慳貪，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42 

發菩提心菩薩，行十善的十信位菩薩，猶如輕毛，有進有退，經多劫修行，而十

信滿心時，入初住位即得不退下二乘地，何況凡夫惡趣。《佛說菩薩本業經》卷

1〈十地品〉中說，菩薩十住要到第七住方為不退，在《大乘起信論》對此解釋

說菩薩入初住位即得不退了，只是為了鞭策激勵緩慢行者，所以示現的退而已。

《起信論》對十住位不退的行相從三方面談：一入初住位發大願，可少分得見法

身，能於十方世界，廣做佛事，八相成道利益眾生；二因願力而得受身自在，並

非凡夫為無明業繫縛；三依三昧亦得少分見於報身佛，其所修行皆順真性，謂知

                                                 

41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2〈十住品〉，CBETA, T35, 

no. 1732, p. 34, b8-28。  

42  唐 法 藏 述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CBETA, T45, no. 1866, p. 489, 

a28-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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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體無慳貪，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由此可知十住位菩薩在行菩薩道成就佛果

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梵行品〉在十住位中的位置如何？在《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說：

「以無念正行為宗，所成十住位及速成佛等為趣。」43指以無念正行成就的清淨

梵行能使菩薩趣入佛果。《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16〉： 

一前是正位。今辨位中之行。故次來也。二前明諸位別行。今辨諸位通行。

三前通道俗。今別顯出家所行。四前明隨相差別。今顯會緣入實。五為顯

入住之因。謂自他二種梵行淨故。則入初住也。六別顯初住成佛。則類前

諸位。位位成佛不由他悟之相也。44  

〈梵行品〉是強調十住位菩薩所修的清淨梵行，〈梵行〉是十住位菩薩所必修的，

此清淨梵行是含攝諸位的修法，前〈十住品〉所談的諸位菩薩所修行的法門出家

在家都可以修行，而梵行品所提到的清淨梵行則別顯出家所修行的方法，因依三

昧亦得少分見於報身佛，其所修行皆順真性，自利利他皆能梵行清淨故入初住位，

如《起信論》所言，初住位即可成佛。以此類比諸位，則位位成佛，不由他悟。 

    然雖十住位菩薩在此位中，於無上菩提發安住之心，此階段位為智慧展現，

雖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還未至殊勝，故得名為住。能依此第一步進升於無上菩

提，為何？因為十住菩薩悟真俗二諦「理契佛心」，明心見性不能等同於佛，還

需無後齊修普賢萬行，廣積福德，福慧功行得以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43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3, p. 201, 

b12-14。  

4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0, b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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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梵行的體 

 

在《大般涅槃經》五行中，所謂五行者：即謂一聖行、二梵行、三天行、四

嬰兒行、五病行。梵行以何為體？梵行即四無量，亦七善知。七善知在《大般涅

槃經》卷 15〈梵行品〉說：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梵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

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為七？一者知法，二者知義，三者知時，四者

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眾，七者知尊卑。……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法？善

男子！是菩薩摩訶薩知十二部經……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義？菩薩摩訶薩

若於一切文字、語言，廣知其義，是名知義。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時？善男

子！菩薩善知，如是時……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具足

般若波羅蜜，是名知時。云何菩薩摩訶薩知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足，

所謂食飲衣藥……是名知足。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自知？是菩薩自知，

我有如是信……如是答，是名自知。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眾？善男子！是菩

薩知如是等，是剎利眾……如是問答，是名知眾。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

薩知人中尊卑？善男子！人有二種：一者信，二者不信。菩薩當知信者是

善，其不信者不名為善……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

住七善法。菩薩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行。45 

四無量在《大般涅槃經》卷 15〈梵行品〉有說： 

                                                 

45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15〈梵行品〉， CBETA, T12, no. 374, p. 

451, b13-p. 452, 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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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善男子！復有梵行，謂慈、悲、喜、捨。」……佛告迦葉：「善男子！

諸佛如來為諸眾生所宣法要，其言祕密，難可了知。或為眾生說一因緣。

如說何等為一因緣？所謂一切有為之法……或時具說十二因緣，如王舍城，

為迦葉等，具說十二無明乃至生老病死……是無量心，伴侶相對，分別為

四……以行分別，故應有四，若行慈時，無悲、喜、捨，是故有四。46 

通過引文可以知道在《大般涅槃經》中對梵行的體有兩方面的定義，一為七善知，

菩薩能住此七善法，可得具足梵行。一為四無量，修行此四無量心，能成就如是

無量無邊功德，諸佛如來亦得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 

華嚴祖師對梵行之體的分析，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說： 

梵行以何為體？體略有三：一者、即戒，戒能防非故得稱梵。二者、四等；

三者、是慧……今此品中具含三義。然此三各二。戒有二者：一隨相；二

離相。今文即相無相，依如來教染衣出家乞食正命，是隨相也；於修無所

著，則戒相如虛空，即離相也。四等二者：一有緣；二無緣。生緣法緣皆

名為有，今即緣無緣觀察眾生，而不捨離是有緣也；了知境界如幻如夢，

即無緣也。慧有二者：一有分別；二無分別，今即分別是無分別。謂於十

法一一推徵，是分別也；觀無相法了知平等離念契玄，即無分別也。上三

中二義，各初義通凡小，後義唯大乘，此二不二為實教梵行。47 

梵行的體從三個方面來談,分別從戒、四等、慧，詳細列表如下： 

 

 

                                                 

46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15〈梵行品〉， CBETA, T12, no. 374, p. 

452, b28-p. 453, b22。  

47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40, b26-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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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即相無相 

隨相 依如來教染衣出家乞食正命，是隨相 各初義通

凡， 

後義唯大

乘， 

此二不二

為實教梵

行 

離相 於修無所著，則戒相如虛空，即離相 

四等 

即緣無緣觀察眾生 

有緣 生緣法緣皆名為有，而不捨離是有緣 

無緣 了知境界如幻如夢，即無緣 

慧 

即 分 別 是 無 分 別 

有分別 謂於十法一一推徵，是分別 

無分別 觀無相法了知平等離念契玄，即無分

別 

（一） 戒 

戒律為佛法的生命，佛法住世，是戒律來統攝，戒律的根本精神，是要使眾

生明了實相，斷盡煩惱，以便離苦得樂。其實踐法門，就在於戒律的守護。戒律

的制度，不是釋尊對弟子的一種束縛，實為解脫道，從梵文的語源來看，戒律梵

語音譯為「波羅提木叉」，「木叉 」是解脫的意思。即指以戒律修行，而能棄捨

惡行，破除煩惱，能得涅槃果。「波羅提」譯為「別」，即指七眾弟子所受的戒各

自不同、持戒所對的境各別不同。依其不同的戒法就能別別得解脫。因此佛弟子

若無戒律作為生活軌範的依準，了生脫死則無可能。 

屬於聲聞戒，以自利的別解脫之戒有：三歸戒；五戒；八關齋戒；沙彌、沙

彌尼戒菩薩戒；式叉摩那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廣發菩提心，以自度度他為

己任的，是菩薩戒。 

華嚴戒的特殊性之所在，在《華嚴經》〈梵行品〉中戒有二義：一隨相：「隨」

者「隨順」，「相」者「形相」，順如來之教法而具足衣鉢，剃髮染衣乞食而守威

儀也。所指是事相之戒法、又作事戒，為「離相戒」之對稱。謂受持身語意三業、

四行住坐臥四威儀等。如聲聞、菩薩等大小乘諸戒。故名隨相戒；二離相：「離」

即「遠離」，（正觀十法）於修無所著，心無所著，則一切之戒相如虛空，了無持

戒之相，即離相戒也。 

（二） 四等 

四等即是慈悲喜舍四無量心。在《大般涅槃經》卷 15〈梵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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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以無量故，亦得名四。夫無量者則有四種，有緣、非自在；自在、

非緣；亦緣、亦自在；非緣、非自在。何等無量，有緣、非自在？緣於無

量無邊眾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雖得不定，或得或失。何等無量，自在、

非緣？如緣父母、兄弟姊妹，欲令安樂，非無量緣。何等無量，亦緣、亦

自在？謂諸佛菩薩。何等無量，非緣、非自在？聲聞緣覺，不能廣緣無量

眾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義故，名四無量，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乃

是諸佛如來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聲聞緣覺雖名無量，少不足言。諸

佛菩薩，則得名為無量無邊。48 

由此可知，聲聞緣覺隨有四無量心，但多少都有不足，只有諸佛如來的境界名為

無量無邊四無量心。在《華嚴經》〈梵行品〉中，「四無量」亦分為二者：一有緣：

生緣法緣皆名為有，今即緣無緣觀察眾生，而不捨離是有緣也引文中一二四為有

緣四無量；二無緣：引文中第三「諸佛菩薩亦緣亦自在」，了知境界如幻如夢，

即無緣四無量也。 

（三） 慧 

何謂慧？ 

在《舍利弗阿毘曇論》卷 15〈非問分〉中：「何謂慧？智分別是名慧。」49「智」

的分別相是名「慧」。在《大智度論》卷 23〈序品〉對智有十種說： 

                                                 

48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15〈梵行品〉， CBETA, T12, no. 374, p. 

453, b22-c6。  

49  姚秦曇摩耶舍和曇摩崛多等譯，《舍利弗阿毘曇論》卷 15〈非問分〉， CBETA, 

T28, no. 1548, p. 629, c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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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人修十智，及一切有漏、無漏善根。若時解脫人修九智，及一切有漏、

無漏善根。如是等種種，以阿毘曇門廣分別。「如實智」分別相：「法智」

者，知欲界五眾無常、苦、空、無我，知諸法因緣和合生，所謂無明因緣

諸行，乃至生因緣老死。「比智」者，知現在五受眾無常、苦、空、無我，

過去、未來及色、無色界中五受眾無常、苦、空、無我亦如是。「他心智」

者，知他眾生心心數法。「世智」者，名為假智。聖人於實法中知，凡夫

人但假名中知，以是故名假智。如棟梁椽壁名為屋，但知是事，不知實義，

是名世智。「苦智」者，用苦慧呵五受眾。復次，「苦智」名知苦相實不生。

「集智」名知一切法離，無有和合。「滅智」名知諸法常寂滅如涅槃。「道

智」名知一切法常清淨、無正無邪。「盡智」名知一切法無所有。「無生智」

名知一切生法不實、不定故不生。「如實智」者，十種智所不能知，以如

實智故能知。十智各各相、各各緣、各各別異、各各有觀法；是如實智中

無相、無緣、無別，滅諸觀法，亦不有觀。十智中有法眼、慧眼，如實智

中唯有佛眼。十智，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共有；如實智唯獨佛有。50 

「十智」各各相、各各緣、各各別異、各各有觀法；修行者能了知此十智分別相，

能得解脫。前九智，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共有；如實智唯獨佛有。在《華嚴經》

〈梵行品〉中，「慧」有二者：一有分別：思量、識別諸事理曰分別，是為心心

所之自性作用，故亦為心心所之異名也。例如對於十法一一推徵，是分別也；二

無分別：觀無相法，生人空、法空無分別慧，即平等照了真、俗二諦之法；俱空

無分別慧，即超前二空，悉皆平等。如此了知平等，離念契玄，即無分別也。 

 

梵行體戒、四等、慧中分別又各有二種意義，每個的第一種意義都是凡夫二

乘共同所修的，第二種意義唯大乘菩薩可知，若能理解此二不二義，方為實教梵

行。此品具戒行、大願、般若智慧，由凡夫二乘修法展現，乃至轉入大乘菩薩修

                                                 

50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3〈序品〉， CBETA, T25, no. 1509, p. 

233, b26-p. 234,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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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匯歸一乘實相教法。開方便世法，演究竟出世法。涵蓋事有即空理，顯理事

無礙之真義。同時又不失次第為三乘眾生點明所修行法及轉折。從事相到理空最

後開顯一乘二而不二義，譬如十方諸流水，皆入大海，捨本名字，但名大海。開

顯一行具一切佛法的華嚴梵行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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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梵行的觀行 

 

第一節  〈梵行品〉之十法甚深觀 

 

梵行的修法是如何？ 下面所引經文主要依八十華嚴經經文為主，在《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經文中，正念天子請法，問： 

佛子！一切世界諸菩薩眾，依如來教，染衣出家。云何而得梵行清淨，從

菩薩位逮於無上菩提之道？51  

正念天子向法慧菩薩請教的怎麼樣方便修行梵行，就是這裡所要說的內容。對於

用什麼方法修梵行的問題。 

《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 

問中明：受離染法之器，故寄天子，離妄念器方能受，故名正念。52 

正念天子，指能夠離諸妄念而受持離染之法，方能夠擔此請法重任。在《大方廣

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中： 

                                                 

5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 CBETA, T10, no. 279, 

p. 88, b6-8。  

52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CBETA, T35, no. 1733, p. 201, 

b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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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淨也，表所問事理染相絕故，梵依天行而得成故，念與無念二而不二，

為正念也。53  

關於天為凈，在前面《大智度論》的引文中說明，修清淨行斷除淫欲升梵天，梵

天屬色界所攝的，既然要修斷除淫欲的清淨行，此清淨梵天子所提的問題事理都

不會跟不清淨的欲愛染污行有關，一定是遠離染污之相的。此天依斷欲清淨行而

成就梵名的。凡夫能以具體之事物為修觀之對象，稱為「有念」；反之，體觀真

如本性，稱為「無念」。有念、無念二者，是隨應眾生根機之不同而有差別，然

若由有念進入無念時，則二者不二；如念佛往生，雖有念相，然若息慮凝心，入

於念佛三昧之妙德時，則自然與無念相契合，此時有無為一，而達到「亦有念亦

無念」的不二之境界。是為正念。 

 

此會會主法慧菩薩的回答依八十華嚴經卷 17〈梵行品 16〉經文做如是說： 

佛子！菩薩摩訶薩修梵行時，應以十法而為所緣，作意觀察。所謂：身、

身業、語、語業、意、意業、佛、法、僧、戒。應如是觀：為身是梵行耶？

乃至戒是梵行耶？54  

也就是說，菩薩修行梵行，要正觀十法（即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佛、

法、僧、戒），確定何為梵行？能甚深觀察這十法的真如本性，自然不會遠離梵

行。但如何正觀？觀想此十種法空無自性，進而觀想梵行也空無自性，就是正觀，

也才是梵行。這就是法慧菩薩要告訴正念天子的主要一點，這也是各時代、各地

方的佛教徒應解應行的重要佛法之一。法藏大師對法慧菩薩此一開示做過一番很

有見地的詮釋，後世華嚴學者大都依循他的說法瞭解這段經意。 

在《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中說： 

                                                 

5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0, c20-22。  

54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88, b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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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攝法略盡故。謂身口意是有為果。三業是彼因。佛法是出世果。僧戒是

彼因。又出家人修出世行要依此十法方成梵行。謂三寶及戒是四不壞淨境。

即所信所入也。身口意是能修行具。即能信能入也。三業是對境所修所成

行。今推求此梵行在何法中。既求不得。即相盡理顯方為真實梵行。是故

文中約此十法唯徵梵行不徵餘法。文中二。先以理案定。二若身是下縱破

顯非。又初是總後別。初略後廣。此中徵覈十法。即為十初中若身是梵行

者定其所立。下以理推徵。謂梵既淨法。身是雜穢故非也。以此身等六事

是通染淨法故。但約染淨相違明非梵行。不破彼六之自體。後四是淨法。

順梵行故。55 

綜上所述，整理表如下，以便對此十法有個清晰的了解： 

六染（有為） 果 身 能修行具 

即能信能入 

 

 

 

通染凈法 

語 

意 

因 身業  

對境所修所成 語業 

意業 

四凈（出世間） 果 佛  

四不壞境 

即所信所入 

 

四凈法 僧 

因 法 

戒 

 

從因果角度所攝，十法中前六個的身、語、意是果，而身業、語業、意業是彼因。

後四法中佛、法是出世果，那麼僧、戒就是出世因。所信所入的四不壞凈境是佛、

法、僧三寶及戒。而能信能入的修行工具是身、語、意，所修所成凈行的對境是

身業、語業、意業。就能所而言，身、語、意為能修能信，所修所成行對境身業、

語業、意業是通善惡，而所信所入四不壞凈境是佛、法、僧、戒。從染凈角度出

發，梵是凈，身是雜穢，身等六事即十法中的前六法通染凈法，從染相與凈有所

違背，所以經文都是以反問形式表明前六法不是梵行的，但卻並非否認前六法的

                                                 

55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5〈梵行品〉，CBETA, T35, no. 1733, p. 201, 

c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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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作用。後四法是凈法，故以順梵行的方法詮釋何為梵行的。於此十法推求梵

行在何法中，十法皆不可得，相盡理方顯為真實梵行。從以上種中，文中由此十

法中推尋梵行，不從其他法中尋求。 

如此依法慧菩薩的教示，我們從觀察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法、

僧、戒十法切入，才能瞭解梵行的意義，進而才能修成清淨梵行透過正觀此六染

四淨去修梵行，也就是說，修梵行，要以正觀此六染四淨為入門，為下手處。由

此可知此正觀十法是不可或缺的。故以下擬將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六

染法合成一類，佛、法、僧、戒此四淨法另成一類，先做總說，其次一一加以探

討。 

 

（一）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 

 

凡此六法皆通染淨法，有為法、生滅法、變異法，亦非究竟圓滿，在本質上與清

淨梵行並不相應。觀察的重點，著重在觀其染污，無常，以及苦、空、無我之必

然缺憾，從而化除取相的虛妄分別。 

 

（二）佛、法、僧、戒： 

 

在六十華嚴經卷 8〈梵行品〉中說： 

於一切法而不取相，一切諸法無自性故；於一切佛及諸佛法平等觀察，猶

如虛空；是名菩薩摩訶薩方便修習清淨梵行。56 

準此經文，則有為之生滅法固然應捨，即無為之清淨法，亦不當執以為實。倘使

認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寂滅是法」、「阿羅漢果是僧」、「剃髮乞食是戒」

等，繼而推論如此觀佛、法、僧、戒是梵行。如此生起執著，則凈法亦非梵行，

非是如實正觀，而睽離了諸法性空、無可執著的觀照前提。 

                                                 

56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梵行品〉，CBETA, T09, no. 278, p. 449,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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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先分別將六十華嚴經及八十華嚴經的經文內容整理做個對照表，下面分別探

討十法非必要就不引經文原文了： 

附表 3： 

八十華嚴經〈梵行品〉經文 六十華嚴經〈梵行品〉經文 

若身是梵行者，當知梵行則為非善、則

為非法、則為渾濁、則為臭惡、則為不

淨、則為可厭、則為違逆、則為雜染、

則為死屍、則為蟲聚。 

若身是梵行者，當知梵行則不清淨；當

知梵行則為非法；當知梵行則為渾濁；

當知梵行則為臭惡；當知梵行則為穢

污；當知梵行則為塵垢；當知梵行則為

諂曲；當知梵行則為八萬戶蟲。 

若身業是梵行者，梵行則是行住坐臥、

左右顧視、屈伸俯仰。 

若身業是梵行者，當知身四威儀則為梵

行；左右顧眄舉足下足則為梵行。 

若語是梵行者，梵行則是音聲風息、唇

舌喉吻、吐納抑縱、高低清濁。 

若口是梵行者，當知音聲則為梵行；當

知語言則為梵行；當知心觸則為梵行；

當知舌動則為梵行；當知脣齒和合則為

梵行。 

若語業是梵行者，梵行則是起居問訊、

略說、廣說、諭說、直說、讚說、毀說、

安立說、隨俗說、顯了說。 

若口業是梵行者，當知語言則為梵行；

當知所說作、無作、稱譏、毀譽，則為

梵行。 

若意是梵行者，梵行則應是覺、是觀、

是分別、是種種分別、是憶念、是種種

憶念、是思惟、是種種思惟、是幻術、

是眠夢。 

若意是梵行者，當知覺、觀、憶念、不

忘、思惟、幻、夢等悉為梵行。 

若意業是梵行者，當知梵行則是思想、

寒熱、飢渴、苦樂、憂喜。 

若意業是梵行者，當知想是梵行；施設

是梵行；寒、熱、飢、渴、苦、樂、憂、



 

39 

喜等悉是梵行。 

若佛是梵行者，為色是佛耶？受是佛

耶？想是佛耶？行是佛耶？識是佛

耶？為相是佛耶？好是佛耶？神通是

佛耶？業行是佛耶？果報是佛耶？ 

若佛是梵行者，為色是佛耶？為受、

想、行、識是佛耶？為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是佛耶？為一切神通、業報是佛

耶？  

若法是梵行者，為寂滅是法耶？涅槃是

法耶？不生是法耶？不起是法耶？不

可說是法耶？無分別是法耶？無所行

是法耶？不合集是法耶？ 

若法是梵行者，為正教是法耶？為寂

滅、離涅槃是法耶？為生、非生是法

耶？為實、非實是法耶？為虛妄是法

耶？為合、散是法耶？  

若僧是梵行者，為預流向是僧耶？預流

果是僧耶？一來向是僧耶？一來果是

僧耶？不還向是僧耶？不還果是僧

耶？阿羅漢向是僧耶？阿羅漢果是僧

耶？三明是僧耶？六通是僧耶？  

若僧是梵行者，為向須陀洹果是僧耶？

為得須陀洹果是僧耶？為向斯陀含阿

那含阿羅漢果是僧耶？為得斯陀含阿

那含阿羅漢果是僧耶？為三明、六通是

僧耶？為時解脫是僧耶？為非時解脫

是僧耶？  

若戒是梵行者，為壇場是戒耶？問清淨

是戒耶？教威儀是戒耶？三說羯磨是

戒耶？和尚是戒耶？阿闍梨是戒耶？

鬀髮是戒耶？著袈裟衣是戒耶？乞食

是戒耶？正命是戒耶？  

若戒是梵行者，為戒場是戒耶？為十眾

是戒耶？為問清淨、不清淨是戒耶？為

戒師是戒耶？為三羯磨和尚是戒耶？

為鬀髮、法服、乞食是戒耶？菩薩摩訶

薩當如是觀察十種法。 

（一） 身語意及三業 

身，指肉體身軀。在《中阿含經》卷 24〈因品〉比丘觀身念處說明何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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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

種不淨充滿，我此身中有髮、髦、爪、齒、麁細薄膚、皮、肉、筋、骨、

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胃、摶糞、腦及腦根、淚、汗、涕、

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猶如器盛若干種子，有目之士，悉

見分明，謂稻、粟種、蔓菁、芥子……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

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觀彼死屍，烏鵄

所啄，犲狼所食，火燒埋地，悉腐爛壞，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

俱有此法，終不得離』……觀身念處。57  

身體就好比一個器皿，可盛諸多種子，常觀修身念處的有目行者，能夠有正確的

知見，具明達之慧。能夠了知身體種種不淨，成住壞空，今我此身亦復如此，終

不得離。常自觀修，知身不凈不可樂，修勝進法，能度憂畏，滅苦惱，斷啼哭，

能得正法。 

在《增壹阿含經》卷 30〈六重品〉中，佛告訴弟子身體是由種種不淨因緣

合會組成的： 

比丘當知，因緣合會，乃有此身耳。又復，比丘！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

毛孔九萬九千，脈有五百，筋有五百，虫八萬戶。比丘當知，六入之身有

如是災變。比丘！當念思惟，如是之患，誰作此骨？誰合此筋脈？誰造此

八萬戶虫？爾時，彼比丘作是念思惟，便獲二果、阿那含、若阿羅漢。58  

即是因緣和合組成，無自性故不應有所執著。在《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3〈入

真言門住心品〉中亦說： 

                                                 

57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24〈因品〉，CBETA, T01, no. 26, p. 582, b18-p. 583, 

c24。 

58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30〈六重品〉，CBETA, T02, no. 125, p. 714, a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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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修循身觀時：見此身三十六物之所集成，五種不淨惡露充滿，終不為此

而生貪愛。次復觀受心法，得離不觀我性四種顛倒。59 

身體是由三十六物眾緣和合所積成，三十六物分別是指：髪、毛、爪、齒、眵、

淚、涎、唾、屎、溺、垢、汗、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膏、腦、

膜、肝、膽、腸、胃、脾、腎、心、肺、生藏、藏、赤痰、白痰。總的歸於五種

不淨，惡露充滿。做此觀行，終不於此身生貪愛。如是離顛倒見。 

又《大智度論》卷十九〈序品〉，細說身有五種不淨即： 

                                                 

59  沙門，一行記，《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3〈入真言門住心品〉，CBETA, T39, no. 1796, p. 

605, c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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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身五種不淨相。何等五？一者、生處不淨，二者、種子不淨，三者、自

性不淨，四者、自相不淨，五者、究竟不淨……生處不淨？頭、足、腹、

脊、脇、肋諸不淨物和合，名為女身。內有生藏、熟藏、屎尿不淨，外有

煩惱業因緣風，吹識種令入二藏中間。若八月、若九月，如在屎尿坑中，

是名生處不淨。種子不淨者，父母以妄想邪憶念風吹婬欲火故，血髓膏流，

熱變為精。宿業行因緣，識種子在赤白精中住，是名身種子，是名種子不

淨。自性不淨者，從足至頂，四邊薄皮，其中所有不淨充滿；飾以衣服，

澡浴花香，食以上饌，眾味餚膳，經宿之間，皆為不淨。假令衣以天衣，

食以天食，以身性故亦為不淨，何況人衣食？是名自性不淨。自相不淨者，

是身九孔常流不淨，眼流眵、淚，耳出結聹，鼻中涕流，口出涎吐，廁道、

水道常出屎、尿，及諸毛孔汗流不淨，是名自相不淨。究竟不淨者，是身

若投火則為灰，若虫食則為屎，在地則腐壞為土，在水則膖脹爛壞，或為

水虫所食。一切死屍中，人身最不淨，是名究竟不淨……是身生時、死時，

所近身物、所安身處，皆為不淨。如香美淨水，隨百川流，既入大海，變

成醎苦；身所食噉種種美味，好色、好香、細滑上饌，入腹海中，變成不

淨。是身如是從生至終，常有不淨，甚可患厭！行者思惟：是身雖復不淨，

若少有常者猶差，而復無常。雖復不淨、無常，有少樂者猶差，而復大苦。

是身是眾苦生處。如水從地生，風從空出，火因木有；是身如是，內外諸

苦皆從身出——內苦名老、病、死等，外苦名刀杖、寒熱、飢渴等——有

此身故有是苦。60  

然而，凡夫眾生貪愛此無常不凈苦空的色身，不能得解脫。行者思惟觀修，當觀

身不淨時，不著此身，就是修梵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中說： 

                                                 

60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9〈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98, c22-p. 199,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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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初身具中。一非善者。身通不善體非順理。梵行善性體能順理。二法既

殊明身非梵行。梵行何在他。皆倣此。當知梵行之言貫通諸句。二體是無

記非可軌法。三飲食資成。四自相臭惡。五自性不淨。六種子住處等皆悉

可厭。七四蛇違反。八業惑所依故。九是身無知。又要當死究竟不淨故。

十八萬戶蟲戶有九億。全以蟲聚成其身故。今此梵行體是可軌性。能澄淨

芬馨清潔。賢聖所欣順法順教。體無雜染。與智相應眾善集成。彼豈當是

於十事求梵行叵得。當知梵行離相離性下九準之。61 

總而言之，身是不善的，梵行本身具有善性，通過思惟推敲，身體是諸因緣條件

和合組成的，身體有生、住、異、滅等無常變化的必然過程，沒有真正永恆不變

的「身」可得，它的存在是緣起假名有的存在，自性不可得。身即是虛妄不存在

的，所以身不是梵行。如果執著此色身為修梵行，也就是說，梵行變成染污不淨，

則非梵行；因梵行是清淨行，與染污相違，所以「身」不是梵行。如果知身不淨、

無常、不執身相，即是修梵行。下面九種法甚深觀亦是如此。 

身業：「造作，名業。」業為造作之義。如指身之取捨屈伸舉手投足等造作，

名為「身業」，身業是身的動作業用而已，在《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卷 4 有說： 

身業者，依身作業，隨身所作名為身業。62  

又《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3〈分別業品〉亦說： 

若業依身立為身業，謂能種種運動身思。依身門行，故名身業。63  

身通善惡，其業也一樣。由此可知不論是行住坐臥、禮佛等等身的動作，都是身

業。而這些身業動作也是時、空等因緣條件合會時的現象，當因緣不具足、散滅

                                                 

6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CBETA, T35, no. 1735, p. 641, a21-b3。 
62  後魏，菩提流支譯，《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卷 4 ，CBETA, T26, no. 1525, p. 250, b20-22。 

63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3〈分別業品〉，CBETA, T29, no. 1558, p. 68, c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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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身體的這些動作都會消失，身業無實性不可得，是假名安立的。假如不了解

身業的相不可得，而執著所造作的身業是為修梵行，則非梵行；這樣梵行就與 

身業同是四威儀、左右顧盼、舉足下足。如此梵行亦成為無常變異、有染污的了。 

這就違反梵行是清淨行的定義。若能清楚了知而不執著，依身所作修諸菩薩行法，

則種種身業都是修清淨梵行。 

 

語：口是身體的發音器官之一，屬五蘊中色蘊的一部分。是用唇舌喉吻等器

官發出音聲，配合吐納氣息、抑揚縱放，而有抑揚頓挫、高低清濁等，可見語是

因緣和合的，是緣起則無自性，語的相不可得。在《大智度論》卷 6〈序品〉說： 

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退，

是名語言。如偈說：風名憂檀那，觸臍而上去；是風七處觸，項及齗齒脣， 

舌咽及以胸，是中語言生。愚人不解此，惑著起瞋癡；中人有智慧，不瞋

亦不著。64  

如果執著因緣和合語為梵行，梵行變成有生滅、有造作，則非梵行；這又與梵行

離念離造作相違，知語言並不是梵行。反之，若能了知聲韻學、語言學而不執相，

即是修梵行。 

語業：語的行為造作，所產生的作用，為語業。在《瑜伽師地論》就有說明：

「語行云何。謂語業。」65 而在《大寶積經》卷 42〈尸波羅蜜品〉中說：「若

語不造妄語、離間、麁惡、綺語業者，是名語妙行。」66 如果語不造作妄語、

離間、麁惡、綺語業，是妙語業行，如此可知邪語業有此四語業。為何會行此四

邪語業？在《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6〈分別業品〉說明：「若以染心，發非愛語，

                                                 

64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6〈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03, a15-23。 

65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323, a2。 

66  唐，玄奘譯，《大寶積經》卷 42〈尸波羅蜜品〉，CBETA, T11, no. 310, p. 242, a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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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呰於他，名麁惡語。」67 因為眾生以雜染之心發言語，行成不善的語業。語

常通常用來表達思想情緒的工具之一，在與三根本煩惱結合時，所發出來的語業

就不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說：「安立說者謂假施設，隨俗

說者，隨世名言。」68。 由此可知語業也會隨俗隨世名言假名安立。語業有善

惡，因情緒的好壞等眾緣匯集所發出的語業，沒有自性可得。語業的相不可得。

如果執著語業是梵行，梵行與語業同是所說作、無作、稱譏毀譽，則非梵行。也

就是說，梵行是染法、有造作的，知語業之相不可執，即是修梵行。所以語業非

梵行。 

意：所謂意是很微細的，經文分別出來的十事如果詳細解說會有很多，也包

含了許多明相，通過這些明相可以一窺什麼是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

行品〉： 

觀意十事，覺是尋求，觀是伺察；覺麁，觀細是不定法。言分別者，以慧

揀擇。三分別中，是自性分別。七分別中，任運分別。種種分別者，三中

隨念計度故，七中餘六，謂有相、無相、尋求、伺察、染污、不染污故。

憶念者，追憶曾習，唯緣過去。思惟者，以慧籌度，通去來今。並有一多

各成二種。上六皆別境攝。種種憶念義兼惡作。幻術，通思、通念。眠是

不定，意識亦行，但取境昧略。輕眠有夢，亦通善、惡，覺之勢故。此十

是心所，不離心故，同名意也。69 

我們的意常常會處於兩種狀態，一種是意處在覺的狀態，一種是處在觀的狀態， 

處在不同分別中，是意的自性分別，這種種分別是隨念計度的，分別都有很多種，

                                                 

67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6〈分別業品〉， CBETA, T29, no. 1558, 

p. 88, a12-13。  

6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b9-10。  

69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b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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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緣產生染污、不染污等。憶念就是記憶，根據過去熏習過的東西，思惟分別過

現未，有多種憶，其義兼惡，在不同的情況下它都有可能會有惡作產生。總之意

十種意涵通善通惡，是心所，不離心故，所以同名意。假如執著意是梵行，梵行

就與意一樣是覺觀、憶念不忘、分別計度、思惟幻夢等。也就是說，梵行是意想

紛飛，一大堆雜想妄念，不清淨的，這非梵行的清淨義，所以意不是梵行。 

意業：意之用名為意業。觀意業有十事，分別為：思、想、寒、熱、饑、渴、

苦、樂、憂、喜。這十件事是意的作用，就是從意發出來的業，在《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卷 19〈梵行品〉說： 

「觀意業十事，皆意之用，故名為業，約遍行五徵之。一思，二想，次四

是觸，後四是受。作意一種總遍十段。」70  

從意發出來的業，從五遍行（作意、觸、受、想、思）來一一徴別，意業十事所

對應的五遍行：有思；有想；有寒、熱、饑、渴是屬於觸，又觸屬於色法；有苦、

樂、憂、喜屬於受，而作意是遍通這十種的，如此是通五蘊。在觀察當中，以警

心為性，對於所緣的境，引心為業。《成唯識論》卷 5：「謂遍行有五……一切心

中定可得故。」71意業十事不出於一心，透過意，都可以得到這些感受，所以稱

為徧行。我們在觀察事情的時候，藉由心為緣，引發業用，屬於心所攝，以心來

攝受這十法，甚至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佛、法、僧、戒等，這些都

是意的業用。意業通染淨，意業常隨意念情緒的無常善變時常在改變，在心理造

作種種業，如果執著意業是梵行，梵行就同於意業想、思、寒熱、餓渴、苦樂憂

喜等。也就是說，梵行是雜染、是苦的。這也不符清淨梵行義，知意業的相非梵

行。以上六染法已正確了知，其通染污不淨應捨離。知染惡、不淨時，就不會去

                                                 

70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b21-28。  

71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 5， CBETA, T31, no. 1585, p. 26, c27-p. 27,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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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它，這即是修梵行。 

（二）佛法僧三寶 

佛：如果說佛是梵行，色是不是佛？如果說佛是梵行的話，我們看到有色相

的這個是佛，受也是佛，想也是佛，這些就可能造成很多佛。從觀佛的十事，再

作意觀察。 

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中，通過大小乘角度，觀察佛十

事法，做說明為： 

觀佛十事，觀於三身。若依小乘，初五法身，以無漏戒等及眷屬無漏五蘊

為法身故。次二報身，以三祇百劫所修感相好故。次一化身，神通化現故。

業行通為三身之因，果報通語三身之果。若依大乘：前八皆是化身，後一

報身，業行通語二身之因。涅槃是果離繫果故，菩提是報本願故，今一一

推徵。若一是佛餘者應非，一一皆佛則有多佛，和合成佛則無自性。72  

三身就是指佛的法身、報身、化身。若依小乘而言，「法身」是色受想行識，在

小乘理解來說，佛還是由肉身存在而示現成佛，還是有五蘊組合的四大肉身的，

因佛證得了無漏法，它是以無漏戒等及眷屬無漏五蘊為法身。雖然就小乘來看佛

身，色受想行識它是屬於法身佛，所現證到的法身。「報身」是由三祇百劫所修

感得相好，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三大阿僧祇劫修成法身，百劫修得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百劫所修才能感得這報身相。「化身」是神通化現，神通展現的

身，他是隨機顯現的。業行是通三身之因，業行是成就這三身的因既然業行是因， 

果報通三身之果，是涅槃果，就是修行的成就，在三祇百劫當中所修的一切業行，

就是將來成就的就是涅槃的果。若依大乘而言，前八種都是屬於化身，都是隨機

                                                 

7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b28-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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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果報是報身，說業行通法化二身之因，以隨機現生之應化身為生身，理智

冥合之真身為法身。即於法、報、化三身中，合法、報二身為法身，化身為生身。 

就這十事一一推徵，若把色當做是佛，或色可以稱之為佛的話，其它應該都不是

佛。若將色受想行識都當作是佛的話，則有多佛。「和合成佛，則無自性。」從

五蘊假合的身，不管是有漏、無漏，事實上佛的體性是寂滅的，它不是真有、亦

不是無。 

以上所說的種種，它只是一種推徵法，藉由這十事讓我們作意觀察，既然一

一推徵這些都不是佛，當然就不是梵行。若要從色受想行識去找佛，當然不是梵

行的清淨法。 

法：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中說：「觀法，但有八句者，

應梵本脫漏，豈餘九皆十，此獨八耶。」73 在十種觀法當中，唯一就這個「法」，

只有八句；其中「不隨順是法耶？無所得是法耶？」這兩句，有的版本是沒有的。 

若我們將法當作是梵行，那麼寂滅是法？是什麼樣的法呢？在《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卷 19〈梵行品〉中說：「法有教、理、行、果。」74就法的內容，可分為教、

理、行、果。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中對此解釋說： 

                                                 

7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c13-14。  

7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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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初一理法，次一果法，餘六通三，約理可知。約行者，謂不善不生，

妄想不起。言語道斷，智無分別。定無行處，如智兩冥。此六究竟即是果

相，今推徵云，若一是法餘則應非，一一皆爾，若謂總，是則和合不實，

隨得一法即應得餘，和合而成則無和合，若以無合而為法者，無合之法豈

當有耶，又此舉法皆舉寂滅不生等者，欲明一一自虛，法即非法梵行何從。

75 

 將以上之八件事情，分判為「寂滅」是理法，「涅槃」是因，是屬於果法。「不

生、不起、不可說、無分別、無所行、不合集。」此六種，通理、行、果三法。

約「行」，是不善「不生」，妄想「不起」。「不可說」是言語道斷，無法以言語道

盡；若以言語表達，容易落入語言的圈套，與文字的窒礙。若說在佛法當中有什

麼不可以講的，即是某一部份的戒律，因為對於不同的對象，或不同程度的對象，

其戒文、戒條是不能講的。依咒語的價值和功德性；原則上真言還是盡可能不要

作方便的解釋。「無分別是法耶？」這是屬於智的一部分，在智慧層面分別，當

然是有差別相的，無分別慧是沒有差別相的，所謂梵行清淨，作意觀察，當梵行

清淨分別慧、無分別慧，二而不二，這才是真正的梵行。「無所行是法耶？」這

裡說定無行處，「不合集是法？」這是如實法，還有智，如智兩冥，就是雙亡，

亦是雙棄的意思。不管是和合的法，或無合之法都不是真有，法也是方便演說的，

不論如何解說只為了讓眾生能了解、能聽懂，進而去實踐體證。也就是從這個地

方要取清淨梵行，那是不可能。 

僧：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16〉中說： 

                                                 

7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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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僧十事。前八約人後二就德。且依小說。言預流者。始超凡地預聖流故。

一來者。修惑未盡。一度來生欲界中故。不還者。欲界惑盡。更不還來生

欲界故。阿羅漢者。此有三義。一名殺賊。已斷一切諸煩惱故。二名不生。

三界之生永已盡故。三名為應。應受人天大供養故。有四向者。向於果故。

謂斷三界見惑有十六心。至第十五道類忍時。名初果向。至第十六即入修

道。名須陀洹果。欲界修惑分為九品。斷至五二向。斷六一來果。斷七或

八品名第三果向。九品全斷盡即得不還果。次斷上二界修惑。乃至有頂八

品惑盡。名阿羅漢向。三界見修都盡得阿羅漢果。今此欲明梵行。粗陳名

目。76 

這裡所說的就是修行的行者，以僧來看它這中間有八種程度，四向、四果。從這

裡去看什麼是梵行？就小乘來看，除了後面兩個三明、六通之外，前八個都是說

人。「預流」預計入聖流，就是預流向。「一來」者，一次來還有所謂的生死，修

惑未盡，一度來生欲界中。因為他的貪瞋等等煩惱未斷盡，還有可能再潤生，所

以他在欲界裡，還會有輪迴生死。「不還者」，欲界惑盡，更不還來生欲界故。這

有不同層次。又說：「阿羅漢者」，此有三義：一名殺賊，已斷一切諸煩惱故；二

名不生，三界之生永已盡故；三名為應，應受人、天供養故。這是四果。 

又這裡的「一來」就是一次的生死，不還就是不再到這個三界來，不管從「一

來」、「預流」一直到「阿羅漢」，這裡一共是八個層次，就是修小乘行的八個層

次，稱為八輩。是不是這八輩裡面都是僧，就是出家之後，經過小乘去修禪定、

斷見惑、斷修惑的過程當中，而證得四向、四果，此處再作一個結論，如果我們

就這個僧觀察而去找梵行，這裡舉出的八輩，其實都是很粗的名相而已，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根本找不到，所謂的清淨梵行。如果把梵行放在這八個層次去找，都

是不正確的。它是藉著這個就因緣門明無性性空。「況於入流無所入等」，入流無

所入就是入無漏道，就以上的八輩，藉著這個讓我們去瞭解所謂的性空，這八輩

                                                 

7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c25-p. 642,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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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都不可得。 

（三）戒 

對戒的觀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16〉中有說： 

觀戒：戒為行體，亦賴眾緣，從緣成戒，戒性如空。起心持者，是謂迷倒，

無善無威儀，不雜二乘心，是名持淨戒。此戒乃名真梵行也。其中十事，

前八是受，後二是隨，受中壇場得戒之處，問淨、教儀並教授師，三說羯

磨即得戒法，和尚得戒根本，阿闍黎者，正即二師，義兼七證，剃髮著衣，

是戒外相。隨中乞食，四依之一，正命，謂離四邪、五邪。若依菩薩戒，

類例上文，具如善戒經，及彌勒菩薩所造，受菩薩戒羯磨所辨，此上十境，

正約菩薩，傍兼聲聞，設依小受，修觀則為菩薩故所觀境通於大小。其能

觀智唯實教大乘。77 

戒是梵行的體，隨順種種行相，眾緣和合，而成就戒。和合無自性，戒性本空，

起心持戒，是迷倒。一切之戒相如虛空，了無持戒之相，不雜二乘心，是名持「淨」

「戒」。此「戒」乃名真「梵行」也。觀戒中十事：前八是受，後二是隨。受中

「壇場」，是得「戒」之處；「問」「淨」、「教」「儀」，並教授師；「三說羯磨」，

能得「戒」法；「和尚」可令得「戒」根本；「阿闍梨」者，正即二師，義兼七證；

是受戒時的三師七證。「剃髮」、「著」「衣」，是持戒之外相。隨中「乞食」，四依

之一；「正命」，謂離四邪、五邪。乞食四依謂：一、長「乞食」，二、糞掃衣，

三、塚間樹下坐，四、食腐爛藥。前三所得「食」、「衣」、臥具喜足為三；四、

依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所以不同者，說「聖種」者：是善的，無漏的稱

為「聖」；即此能生諸功德法，相續不斷，稱為「種」。是正命的清淨活命，故名

『乞士』。「五邪」是：一者為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故，自說功德；

                                                 

77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梵行品〉， CBETA, T35, no. 1735, 

p. 642, a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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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及為人說；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

為 利 養 故 ， 稱 說 自 己 所 得 利 養 ， 以 動 人 心 。 邪 因 緣 活 命 ， 為 邪 命 。                                   

若依菩薩「戒」，旁兼聲聞。設依小乘聲聞戒受持修觀，則為菩薩，即如此方。

欲受菩薩「戒」，得先具受前之三「戒」。故所觀境通於大、小，其能觀智唯實教

大乘。即相同性，離相「戒」故。 

 

第二節   無緣四等 

    通過前面十種甚深觀，知諸法不可得，破妄執顯清淨梵行，純熟了心自性，

菩薩巧發大願，悲智無二利益眾生，應該如何修行？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 16〉中有說： 

復應修習十種法。何者為十？所謂：處非處智、過現未來業報智、諸禪解

脫三昧智、諸根勝劣智、種種解智、種種界智、一切至處道智、天眼無礙

智、宿命無礙智、永斷習氣智。於如來十力，一一觀察；一一力中，有無

量義，悉應諮問。聞已，應起大慈悲心，觀察眾生而不捨離；思惟諸法，

無有休息；行無上業，不求果報；了知境界如幻如夢，如影如響，亦如變

化。若諸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

初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

他悟。78 

由經文可見，此十種「智力」，為如來的十種力，此每一力而有無量義。由此十

力應起平等大慈悲的心，而觀察眾生受輪迴之苦與種種苦而不捨離。思維諸法而

無有休息；行無上的菩薩行而無有所求；了知一切苦樂之境皆如夢如幻而不實，

如影如響而變化來定。若一切菩薩能如此來觀而行，以這樣的觀與行為相應，面

對一切法不會起分別心、不生二解，若能如此而思維來實踐，則得一切佛法立即

                                                 

7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 16〉：(CBETA, T10, no. 279, p. 88, c21-p. 89,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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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而現在前。如此則如《大方廣佛華嚴經》所說：「初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此即「無上正等正覺」，必定清楚而如實了知一切法就是自己清凈自性

心所顯，而成就清凈平等的慧身，不是別人那裡而得，而是自悟自證得。 

法慧菩薩在《大方廣佛華嚴經梵行品》中宣說，修此梵行者，更應修此十種

法： 

（一） 處非處智者 

一、處非處智者：慧遠對此解釋為： 

今且釋名。處非處者。因果相當名為是處。因果相違名為非處。然此力中

通知一切。但知因果教化中勝。是故偏說照此名智。力如後釋。一堪能名

力。能利生故。二強盛名力。自德堅強魔不壞故。79 

慧遠認為：「處」為「因果相當」即澄觀所說的「善因樂果」；而經為「善因樂果」

的觀點，此是「非處」。「力」為「通知一切」即「神通力」。而能正確了知諸法

之因果，更能因機而以此「善因樂果」處與非處去教化他人，此為「智」。而「力」

為：一、「堪能」忍受（即接受）這樣「處」與「非處」的法，還能去教化他人；

二、有「強盛」名為力，即已所修所學所證之法，有強大的堅固力，不為一切魔

所能動搖，此為「力」。 

而澄觀大師引用《瑜伽師地論》內容解釋為： 

                                                 

79 《地持論義記》CBETA, X39, no. 704, p. 232, b22-c2 // Z 1:61, p. 239, c8-12 // R61, 

p. 478, a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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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非處」「智力」，謂善因樂果，斯有是「處」；善因苦果，無有是「處」。

惡因苦果等，例上，可知。「處者，建立義，依義，起義。」能「建立」

果，與果為「依」，能「起」果法，故立「處」名。於此正知，故名「智

力」……「於諸境界」正「解明了」，即辨此「力」通「知」一切法也。80 

即以善因樂果為處，而善因不可能為苦果、惡因苦果才為處，此中的「處」為「建

立」、「依」義、「起」義，即依善果而起善果，依惡因而起苦果，若能於此因果

而能如實而正知，即為智力。於一切境界、一切諸法，能正確明了，知可為與不

可為之智慧之力。 

 

（二） 過現未來業報智力 

慧遠在其《地持論義記》的解釋為：「自業力者。善惡等因果家自業。簡異性因

自在天等。故說為自。然此力中通知煩惱及苦樂等四法受義。以業為主但云業力。」

81慧遠是以「簡異性因自在天」即此為外道的觀點，認為眾生一切苦樂等果報，

由「自在天」所主宰的邪因論。做為佛教徒，應如實了一切因果皆為自種因而自

受果的正見。此力中仍為「通知」一切煩惱及苦樂等四法受之義。慧遠認為此：

但以知「自業力」為主。 

澄觀對此「過現未來業報智力的觀點為： 

                                                 

80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50-51。 

81 《地持論義記》卷 5： (CBETA, X39, no. 704, p. 232, c2-4 // Z 1:61, p. 

239, c12-14 // R61, p. 478, a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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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未、現在「業」報智力。《瑜伽》名「自業智力」。今言「一切業」者，

謂於三世中善等三「業」及順現等，皆名「自業」。「於自所作受用果業，

如實知故。」與初何別？「若正了知所造善等業感愛等果，此由初力；若

了能造善、惡等業感愛等果，是自業力。82 

「過現未來業報智」此指三世，即應知道一切眾生三世因果業力與果報的智慧之

力。澄觀引用《瑜伽師地論》中解釋為：此又名「自業智力」，即眾生於三世中

一切諸善、非善或無記等業，皆為「自業」。即一切諸因為眾生自己所造，如此

必定由自己招感「處非處」的果報。若眾生於一切所造之因上而如實了知此因必

定招等同的果。第一「處非處智力」與此中「自業智力」的差別為：前者為「正

了知所造善非善業而感受樂苦之果」，由這樣的智力，而了智一切諸因果皆為自

業。有這樣如實了知「一切果報皆由自我所造，必定由已感果」之力，為「自業

力」 

 

（三） 諸禪解脫三昧智 

 慧遠對此現解為：「禪脫三昧正受力者。禪謂四禪。脫謂八脫。言三昧者謂

三三昧。自餘一切通名正受。於此禪等能入能知故名為力。」83即自己在正受三

昧之力時，更能了知他人之三昧的狀況。 

澄觀對此解釋為： 

                                                 

82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52。  

83 《 地 持 論 義 記 》 卷 5： CBETA, X39, no. 704, p. 232, c4-6 // Z 1:61, p. 239, 

c14-16 // R61, p. 478, a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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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定解脫」「三昧」智「力」。《淨行品》中加於「染、淨」，通漏、無漏

故。「佛」皆善知及知依此所得諸果，故名智「力」。此與自業智「力」何

別？「若了諸有能修諸定，即彼能入而非所餘，名自業力；若了即依如是

靜慮等定，現三神變，無倒教授所化有情，此由靜慮智力。」「示」其「諸

定」「現三神變」，「令」「有情」「喜」；「使滌」「煩惱」，即「令」去「染」，

而得清「淨」。84 

此為三昧智力，於《淨行品》中，以「染、淨」，有「漏」與「無漏」之別，而

佛了知一切諸法善樂因果與所依之處，故佛有「智力」。此處與前者「自業」力

的區別在於：「」自已因諸修定之法，而能進入相對應之正定，而非有漏的外道

定，如實而了知為自修而自入定，此為「自業力」即自利部分。而此為不離於定

而能現大神通、行利他之事。前者為自利，此中為自利利他雙行。 

（四） 諸根勝劣智 

慧遠對此觀點為： 

諸根力者。信進念等過習今成。能生曰根。是根之中離合不定。合之唯一。

或分為二。謂利與鈍。故成實云。鈍根有邊所謂蛇奴。利根有邊所謂諸佛。

是以說之。中根無邊是故不說。或開為三。謂軟中上。如下文說。然就根

中通知一切善惡等根。今欲依善化授以道故偏說之。85 

在這裡，慧遠認為：於信、進、念等，則過去熏習，於此生而成熟者曰「要」。

此「根」分則為「利」、「鈍」二種，合則唯一佛性。以成實論中所喻之：鈍根如

                                                 

84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63-64。 

85 《地持論義記》 ，CBETA, X39, no. 704, p. 232, c6-12 // Z 1:61, p. 239, c16-d4 // R61, 

p. 478, a16-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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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槃陀迦」之愚，而利根如諸佛之智。「中根」則無量，故不說。此又開為

三，即「軟中上」三種。 

澄觀對這裡的內容解釋為：「「根」勝劣「智力」，謂：「信等五根，此軟、中、

上名為勝劣。」於此正知「及能於彼如應如宜為說正法」，即是作業。」86此為

能如實知諸眾生的根性之勝劣及得果大小之智力。澄觀認為：能下知為信等五根，

此軟、中、上名為勝劣，乃至能宣說如此等法。 

（五） 種種解智 

慧遠「種種解者亦名欲力。亦名悕望。知物信解故名解力。知解起欲名為欲

力。欲心悕求故名悕望。」87此為「欲」力，又名「希望」。知諸法依信解根名

為「解力」。即有希求之心。 

澄觀引用《大智度論》中內容： 

種種「解」「智力」，亦名勝「解」，謂：「若從他起信以為其先，或觀諸法

以為其先，成軟、中、上愛樂，名種種勝解。」亦名為「欲」。「欲」謂信

喜好「樂」，如或貪財利，或好名聞，好定，好慧，種種「不同」。如來正

知，「令捨不淨，增長於淨」。此與前根何異？根約宿成，「智」有多少；「解」

約現起，好「樂」「不同」。論云：「若照諸根為先，彼彼法中種種意樂，

是根智力；若正分別意樂差別，是解智力。」在文，可見。88 

此即知一切眾生種種知解之智力。又名為「勝解」，若從他起信以為其先，

或觀諸法為先，以此成軟、中、上愛樂「種種勝解」。「欲」為信喜好「樂」，

如或貪財利，如或貪財利，或好名聞，好定、好慧，種種不同。如來正知，「令

                                                 

86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53-54。 

87 《地持論義記》卷 5：(CBETA, X39, no. 704, p. 232, c12-13 // Z 1:61, p. 239, d4-5 // 

R61, p. 478, b4-5) 

88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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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不淨，增長於淨」。此與前根何異。以根為「宿」而成，「智」有多少；「解」

約現起，好「樂不同」。 

（六） 種種界智 

種種界者。亦名性力。亦名使力。習欲不改故名為性。性別名界。惡性隨

人目之為使。知此名力。89 

慧遠認為「種種界」又名為「性力」，或名為「使力」，以所熏習的欲而不

改，所以稱為「性」。這裡的「性」又名為「界」。即惡性隨人所知所見而為使

之，如實而知，即為「力。」 

第六「種種界智」中，澄觀的觀點為： 

「種「界」「智」力——「界」即性也——，謂：「或一、二、三、四、五

乘性等，或貪、瞋、癡等分行等，乃至八萬四千行，名種種性。」「性」

即種子，解即現行。故《智論》云：「性名積集相。」又九十云：「性內欲

外，用性作業，必受果報；欲或不爾。」《瑜伽》云：「若照勝解所起相似

[8]種子，此由解力；若照即彼種子差別，由界智力。」若習「欲」成「性」，

復云何「別」？「欲」唯大地一數，「性」通諸數，即寬、狹不同也。《智

論》云：「習欲成性。性名深心事，欲名隨緣起。」若「性」即「種子」，

與根何異？根唯信等優、劣，「性」通善、惡不同。以信等望「果」寬長，

能生人、天、「三」「乘」聖道，為道之根。三善根但是翻對。不望「果」

義，尚不名根，況「性」通於惡，豈得同耶？偈云「悉能顯現毛孔中」者，

謂非唯「佛智」「如」「空」，包納「眾生」之「性」，「毛孔」內「空」，亦

「現」「眾生」之「界」耳。」90 

                                                 

89 《地持論義記》卷 5：CBETA, X39, no. 704, p. 232, c13-15 // Z 1:61, p. 239, d5-7 // 

R61, p. 478, b5-7。 

90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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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間眾生種種境界不同而如實普知之智力也。界者，即「性」，指種種不

同的種性，以貪、嗔、癡所重不同而有不同業報、投身。乃至八萬四千種類。「性」

即種子，解為「現行」。所以在《大智度論》中說「性名積集相」即由不同種子

與現行的做用，而有不同境界。性為內在，欲對外界所追求，以起心動念作業，

必受不同果報。若於勝解所起的相，是以相似種子現行，此為勝解之力，若於種

子的現起而有差別，此為界的智務。即習欲成性故。「欲」唯大地一數，「性」

通諸數之不同。 

（七） 一切至處道智 

在《地持論義記》做這樣的分析： 

至處道者。苦樂等報名所至處。善惡等因能到彼處名至處道。知處及道是

故名為至處道力。此力所知與處非處有何差別。如論中釋。前處非處總知

因果。今此別知。是因能到彼果。別知是果從彼因生。91 

慧遠認為：此為「苦樂」不等的各別果報所到之處。善惡等不同的因則能到

過相應的處所，能如實知道所到之處以及投生於哪一道，是名為「至處道力」，

這樣的力，所知與處、非處有什麼差別呢？就如論中所解說的那樣，前「處非處」

是總知因果，而這裡的的「至處道力」為因所能到達的相應之果，因為知道各別

的的果報皆是因為因上所生。 

澄觀在《華嚴經疏》中對「一切至處道智」的觀點： 

                                                 

91 《地持論義記》卷 5：CBETA, X39, no. 704, p. 232, c15-19 // Z 1:61, p. 239, d7-11 // 

R61, p. 478, b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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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至「處」道智力。論名「徧趣行智力」。「徧」即「一切」，「趣」

即至也，「行」即道也。謂諸「眾生」種種所行，若出離「行」、不出離「行」，

各能至果。如行有漏「行」，生五道中；行無漏「行」，至涅槃果。名「徧

趣行」。「若知如是種類行迹趣入，此由界智；若知即彼行迹一切品類，如

是行迹能令雜染，如是行迹能令清淨，此由徧趣智力。」初「力」「處」

對非「處」，此中但明至「處」。又初「力」指因為得果之「處」，此約果

是酬因之「處」，故不同也。經中初句總標，次「一念」即能知迅速，下

十二字所知「時」、「處」，後一句委「悉」「開示」。92 

即如五戒十善而行至人間天上八正道的無漏法乃至涅槃等，於此中各各了知

其行因所達之處。 

所謂「一切至處道智力」者，又名為「徧趣行智力」。所謂的「徧」就是一

切的意思，而「趣」就是趣向、到達，而「行」就是行之道。此中的意思是：一

切眾生的種種所行之道，若出離行之道、若不出離，各能到達相應之處。如！行

有漏的「行」，則到五道 中的果報；若行無漏的行道，則得涅槃之果。 

「徧趣行」者，就是指：如果知道這樣種類的行跡的趣入，這是由界智的原

因；如果了知就是這樣的行跡一切品類，這樣的行跡能令雜染，那樣的行為能令

清凈，這樣知道行為而導到下一世的投生的智力。就是「徧趣行」智。 

（八） 天眼無礙智 

慧遠對此內空的看法是： 

                                                 

92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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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力者。經中亦名天眼力也。若言天眼就初為名。禪名天住。依禪得眼

故名天眼。93 

此中指「天眼力」，是依於「禪」名天住，而得此名為「天眼力」。 

澄觀在《華嚴經疏》中的解釋為： 

天「眼」智力。獨此從所依以立名也。若從境者，《瑜伽》名「生死智力」。

謂「死」此「生」彼，墮善、惡趣，「大」、小、好、醜，皆能正知。「知

前際生死，名為宿住；要知後際，得此力名。94 

這裡所說的「天眼無礙智力」是指：是以天眼見眾生生死及善惡業緣無障礙

之智力。此中特別是以所依來立名，如果從境上說，可名為「生列智力」，即死

此生彼，墮善、惡之趣。有「大小」、美醜之別，對此種種受生之別而能如實了

知。知道前際的生死名為「宿」世「住」；要知後際的投生，是為這裡的意思。 

 

（九） 宿命無礙智 

《地持論義記》中對此觀點為：「宿命力者。謝往名宿。相續名命。此力通

知過去世中八事六行。命在其後。據後以彰偏云宿命。」95此即是以往之世名為

「宿」，相續不斷名為「命」，此種為是指通達了知過去世中的八事六行，命在

其後，是據後來彰顯。 

                                                 

93 《地持論義記》卷 5：(CBETA, X39, no. 704, p. 232, c21-22 // Z 1:61, p. 239, d13-14 

// R61, p. 478, b13-14) 

94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67-68。 

95 《地持論義記》卷 5：(CBETA, X39, no. 704, p. 232, c19-21 // Z 1:61, p. 239, d11-13 

// R61, p. 478, b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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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住「隨念」「智」「力」，謂過去境本生、本事住宿世故，名為宿住。於

此宿住而起「隨念」，「念」俱行「智」，名宿住「智」「力」。《瑜伽》云：

「若知前際隨念一切趣因，是徧趣力；若知前際名、姓、苦樂等事，名宿

住力。」此與《智論》云何會釋？謂彼論云：「但知宿命所經，不知諸業

因緣相續，但名為通，凡夫亦得；」「若兼知業因緣相續，則名為明，二

乘能得。」「若知上二無量無邊，則名為力。」斯則「力」亦「知」「因」

矣。故應「通」云：若但「知」「因」，「是徧趣力」；若雙「知」者，即「宿

住力」。《瑜伽》為對「徧趣」之「因」，故但云果耳。文中初句標能念「智」

「包三世」者，「三世」全在「佛智」之中，況於「隨念」「不知」「三世」！

從門別故，但云「宿住」。「剎那悉現」，即「包」、「現」之時極促；「現毛

孔中」即能現之處至微。第三句即「所現」、所念之「事」廣。第四句結

歸「智」「力」，非唯能念，亦能現也。96 

此是指：了知眾生的宿命的智力，又知無漏涅槃之智力。具體是指對過去境

本生、本事所住宿世，此這樣的宿住而起「隨念」，此中的「念」與智同在同行，

故而名之。而《瑜伽師地論》說：若知前際隨念一切因為因，是徧一切趣的力，

若知前際姓名、苦樂等等之事，是名為「宿住力」，這裡與《大智度論》中的解

釋有什麼不同？《瑜伽》中認為但知宿命所比，卻不知諸業的因緣相續，僅名為

通，凡夫也可得此通。 

（十） 永斷習氣智 

對此，慧遠在《地持論義記》解釋為：「漏盡力者釋有兩義。一就能以名。

無學聖智能盡諸漏名漏盡力。二從境立目。三乘聖人結患斯亡名為漏盡。知盡名

力。」97所謂永斷即漏盡，此中有兩義：一就能以名來說，是指無學聖智，能盡

                                                 

96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64-66。 

97 《地持論義記》卷 5：(CBETA, X39, no. 704, p. 233, a2-4 // Z 1:61, p. 239, d18-p. 240, 

a2 // R61, p. 478, b18-p. 479,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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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有漏，所以名為漏盡力；三是從境來立名的，是以三乘的對人結使之過患皆亡，

所以名為漏盡。而澄觀對此看法是：「漏盡智力。「於自解脫無惑無疑」，亦知

「眾生」漏盡涅槃。。98即，又名「漏盡智力」，是指於自解脫無有迷惑無有疑

惑，也知道一切眾生的漏盡涅槃。 

小結： 

從上十個名相中，就此引用《地持論義記》總結如下： 

力中經有十句。一者如來。二處非處。三如實知。四者是力。五者成就。

六者勝妙。七者安隱。八者自知。九能轉梵輪。十能獅子吼。今此論家初

依十句次第釋之。自安下隨義分別。初言所說不乖如者釋如來也。斯乃寄

言以顯內德。由智證如發言不乖。以智難彰。寄言顯之。99 

就此十「力」來說，是指如來的十「力」即：一者如來。二處非處。三如實知。

四者是力。五者成就。六者勝妙。七者安隱。八者自知。九能轉梵輪。十能獅子

吼。此中是以寄言說而顯佛的十種內德，由此十智力而證得如來之果德，即為不

「不乖聖教」，因為「智力」難以用語言所能述，故寄此十種而顯。 

 而澄觀對此總結為： 

                                                 

98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68-69。 

99 《地持論義記》卷 5：(CBETA, X39, no. 704, p. 233, a6-11 // Z 1:61, p. 240, a4-9 // 

R61, p. 479, 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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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十力，智即是體，力即是用。然智即力，更無別性。此中宿住隨念相

應智力是鄰近釋。自餘從境，皆依主釋。設天眼從所依，亦依主釋；若宿

住是境，隨念相應智力亦依主釋。然此十力望於自事，各於自事中大。如

水能淨，如火能燒，各有自力。若約總攝，初力為大；若約辦得，涅槃漏

盡為大；若以無礙解脫而為根本，則平等平等。100 

前所述十種智力，以如來智為體，而力是顯用。實智即力，力即是智。前中所說

的「宿住隨念相應智力」是以六離和釋中的「鄰近釋」之法來解釋，「鄰近釋」：

是「擴充型持業釋」(副詞性限定)的一個特殊狀況，即不但是「副詞性語詞」，

且整個複合詞取「中性、單數、對格」做「副詞」的情況，如 yava-jivam = 終生(奉

行)，那麼可以理解為「宿住（隋念）相應智力」。其他都是以「依主釋」而做

一一解釋。譬如「天眼從所依」就是依主釋的方法而解讀；而「宿 住」是境，

而隨念相應智力是以依主釋在解釋。而此十種「智力」就「自事」而言，各各於

「自事」中最大，就像水能洗淨他物，而火能燒一切，各有自己之力。如果約總

來攝，則力為大；如果約辨得，則涅槃漏盡為大；若以無礙解脫為根本來說，則

一切平等平等。可見此十「智力」雖言有不同，但皆為得解脫無漏的寂靜而平等

一如。 

 

 

 

 

 

 

 

 

                                                 

100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4，卷 13，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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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從對「梵行」定義的探討中，可以發現在不同的時期經典中對梵行所賦予的

意涵都有不同，但其所代表的「凈」之功用，從初期婆羅門教對「梵」的認知，

到佛教對「梵」的詮釋，它都有此共通性101。梵行先是指戒定慧，八正道，隨

善知識學，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是從事相及自我解脫為目的出發而言。至華嚴而

言，菩薩不僅依般若空慧觀察一切善惡等業知世間萬象有為法、無為法皆不離緣

起法，即是緣生，必無自性。而滅除一切相的執著，遣除粗的分別心之煩惱，蕩

盡一切相，此即梵行菩薩之無相修因行。菩薩還發願上求佛道以自度，下化眾生

以利他，來圓滿清淨梵行，修十種「智力」得平等一如的解脫無漏寂靜，以成就

佛果。此梵行清淨因行依悲智雙運如法修持，得入初住位即成正覺，了知一行具

一切佛法的華嚴之梵行，一行即一切行。 

雖然說種種三乘權實之法，但總歸不出一乘之外，依華嚴本界法門，一念五

位齊明，若有入者一入全真。十住位菩薩初發心直與如來同身心性智相同，在十

住位即可頓印五位行相，好比明鏡能照種種相。如此了知一念中諸相重重無盡，

一毫內凡聖境相無量無邊，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此位菩薩所修清淨梵行，

一行清淨梵行，則一切清淨梵行。能如此純熟了心自性，悲智無二，其也是從凡

位的隨事造修悲智兼導的諸理事中開敷而來的。所以雖信住二位有差別，但二者

亦是不可相分離的。 

但般若覺悟有深淺層次，梵行之十住菩薩所悟般若尚未透徹、究竟。必須繼

續增上悲智向十行、十迴向、十地、 等覺、妙覺位進升，至成就佛果菩提，才

算究竟圓滿般若波羅密。 

                                                 

101  黃柏棋，〈初期佛教梵行思想之研究〉，正觀期刊， 42 期。  



 

66 

 

 

 

 

 

 

 

 

附表 1：三賢位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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