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頁 209-222（西元 2010 年），台北市華嚴蓮社 
Collec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sis Relating to Buddhism 
Taipei Hua-yen Lotus Society0000-0000（暫未申請） 
 

- 209 - 

《摩訶止觀．十境》之「病患境」的事件意義 
-兼論「在家眾可否研讀律藏」問題- 

 

吳東晉 

華梵大學哲學研究所三年級 

提要： 

天台智顗大師在《摩訶止觀》第七章「正修止觀」章中提出了他自己

的修行經驗的知識整理，此即是「觀十境」，此「十境」是修行歷程中將

遍歷之諸事，對於實修者而言實為最真實的經驗知識的提供。其目的乃作

為修習佛道而成就解脫之具體理論。在智顗大師的教法中，身心與現象世

界總擺在「一念三千」的基礎下說，在「一念即具三千」，主體心與現象

世界與各境界的眾生，一起處於相互影響的情況。而實修者在十境的發生

下，更具明顯，顯露出殊別又相具，個別又整體的不可思議狀態。  

在《摩訶止觀．十境》第三境觀「病患」境中，修行主體在心法鍛鍊

以致影響色法的歷程，是以「病」作為修行的事件。在一念三千的前提下，

色法所處的境界是相對於心法的狀態，而心法的修行亦將改變於色法。於

此所謂修行就必須有一需要改變的狀態，改變的狀態就是患病的現象（生

老病死）。在觀「病患」境中所說，此需要改變的狀態就是「病」，病患

的對治就是修行的次第。然而，病患境中顯示的現象，在於不同行者的觀

照下，呈現不同的相對意義。本文後半將以病患境為主題，在不同觀照

下，病患所呈現的「思議境」與「不思議境」，做一初步了解。 

關鍵字： 

《摩訶止觀》、一念三千、十乘觀法、十境、天台智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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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將先將一念三千、十乘觀法第一觀法觀不可思議境與「十境」最

為重要的第一境：「陰界入境」，三者的關係放在同是具有不可思議的狀態

下談，相互搭配且同具不可思議性。若上述的三者相互搭配，可形成修習

佛道的具體理論，那在「十境」中的其它諸境，便也可同樣方式操作。筆

者將興趣放在第三境觀「病患境」，以上述的論述強調以「病患」的發生，

將如何以此法做為可能性的表述。  

十境觀－第三境觀「病患境」中，修行主體在心法鍛鍊以致影響色法

的歷程，是以「病」作為修行的事件。在一念三千的前提下，色法所處的

境界是相對於心法的狀態，而因心法的修行亦將改變於色法所處的境界。

於此所謂修行就必須有一需要改變的狀態，改變的狀態就是「患病的現象

（生老病死）」。在觀「病患」境中所說，此需要改變的狀態就是「病」，

病患的對治就是修行的次第。治病是修行心法、色法的課題。不過對病患

境中顯示的現象，在於不同行者的觀照下，呈現不同的相對意義。天台智

顗將病患分為「因中實病」與「果上權病」，不同行者的觀照在所處事件

的不同，可以將病患轉化成不同的意義。本文後半將以病患境為主題，對

病患的因中實病搭配「思議境」與果上權病搭配「不思議境」，做一初步

了解。 

二、十境概義 

《摩訶止觀》乃天台止觀法門圓頓究竟之觀法，其目的乃作為修習佛

道而成就解脫之具體理論。第七章「正修止觀」章中提出了天台智顗自己

的修行經驗的知識整理，修行途中對於種種出現的經驗或存在狀態稱為

「境」，此即是「十境」，此「十境」是修行歷程中將遍歷之諸事，對於

實修者而言實為最真實的經驗知識的提供。智顗將修行所觀的境立為「十

境」：陰界入境、煩惱境、病患境、業相境、魔事境、禪定境、諸見境、

增上慢境、二乘境、菩薩境。陰入界境是主體自身當下身體與世界的存在

狀態，其餘九境所談的是基於陰入界境的基礎之下，不同的境界與經驗，

因而以陰入界境最為重要，而當其餘九境的任何一境的出現，都關連於陰

入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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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境中的「境」來說，不單只是說對象或境界之類的說法，郭朝順

教授認為：將「境」解釋為「對象」，倒不如將之解釋為一種理解歷程的

「事件」要為恰當。 1

主體心於接觸「事件」的狀態中，在智顗獨特的一念三千理論之下，

「一念即具三千」，心與境互為影響、互具關係，因此在事件的影響下，

主體與其他不同境界眾生都相關的事件，是相關主體、九界眾生與佛，三

者同時互具關係。在天台佛學這種圓融互具的不可思議狀態，主體所經驗

的知識是由於已將主體心、眾生與佛，因為事件導致主體心的動態流動這

事件包含了諸境互動的關聯，也包含心境互動的歷程。各差異性都可能成

立，差異性也都可能相互影響、相互緣起，行成個別差異的「思議性」與

互具的「不思議性」。諸境造成主體本身、九界眾生與佛，三者互具的不

可思議性。因而可以說以一念三千為基礎的十境，「一念即具三千」的「思

議性」與「不思議性」，十境也如一念三千一般具思議性與不思議性。  

「境」若是解釋為「事件」的話，於此意義便擴大到

不只是修行主體自身與對象，而是「事件」發生時，主體與其他不同境界

眾生都相關的事件。因為修行的過程是動態的，在事件發生的這時，主體

便有面對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而決定心法境界的上升或下墮的可能性。  

面對當下修行中出現的事件，對於正在修行的人，只有 2 種狀態：1.
中斷修行與 2.持續修行。中斷修行的情況，亦是有 2 種：1.信心不堅 2.修
行過程中產生障礙。若是信心不堅而中斷修行這無話可說。可若是因修行

過程方法不對或修行中產生的副作用（禪病或隨帶煩惱、病痛）的影響，

而使修行者的信心動搖，若持續勉強行之則可能有害，若放棄中止則為之

可惜。十境的事件以一念三千而成立，但對待事件將之思議性與不思議性

開展出來，須一特殊相對的操做方法。天台智顗創立不使行者放棄之可惜，

此需要一對治方法，就是「十境觀法」，「以十乘觀法觀十境」。十乘觀法

分別為：1.觀不思議境，2.起慈悲心，3.巧安止觀，4.破法徧，5.識通塞，

6.修道品，7.對治助開，8.知位次，9.能安忍，10.無法愛。十乘觀法亦與「十

境觀」一如，以第一觀法為最重要。  

上述已說一念三千的「一念即具三千」，主體心與境互為影響，即互

具關係，因而開展各種不同的殊相，但各殊相彼此是動態的，在事件下，

可以相互影響、相互緣起，主體心的狀態有上下流動的可能性，亦可以是

個別殊相亦可以是總體的共相。呈現其「不思議境」與「思議境」。圓頓

止觀所觀之十境，十境以一念三千下，具備有「不思議境」與「思議境」

的性質。十乘觀法的第一觀法－「觀不思議境」就有蘊含同樣理論。以觀

                                                 
1 郭朝順，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台智顗的身心觀﹣﹣禪觀者對身心的詮釋，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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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議境法去觀照十境的「思議性」與「不思議性」。  

智顗提出修行的實踐理論，十境觀與十乘觀法是表示為「事件」與「對治

方法」，且融和的「一念三千」的說法，說明境與主體心的關係，種種現

象成立的條件是由於眾生心的一念三千所成立。一念三千的理論也貫穿十

境的成立與對治的方法，在十境觀與十乘觀法中，「陰界入境」跟「觀不

思議境法」相互融貫，亦是天台佛學的互具思想的特色。 

三、一念三千的不思議性 

一念三千思想的成立，有種佛教宇宙論的意味，但其更深的意義是建

立在主體與外境對象的相互關係，這說來有種唯識思想的味道。但在天台

圓融的教義下，心與境並沒有主從的關係，不有唯識思想的「境由心生」、

「萬法唯識」的絕對唯心論意味，這也有意味智顗並不是相當認同唯識思

想的絕對唯心論 2

一念三千，一念心中可開啟三千種世間法之觀察面向，此說三千世間，

並不是專指數量上的多寡，只是要表現無限的差別相

。  

3。從主體心所處的

十種境界，十種境界又彼此展開的十種境界－「百界」，到各境界展開的

事件，事件的十種性質-「十如是」，到與其他眾生相互相處的「三種世間」。

在事件的發生下，主體的狀態可流動為三千世界的任一角色，說明主體當

下即與諸境互具影響的可能性，成立不限種的主體存在與因緣互動，這可

能性這也保證了主體可借由修行這種事件，達到成佛的可能性。主體心無

盡的存在狀態與無量的因緣互動，一心下的三千世界，有對立卻消弭對立

而同時成立，形成建立的狀態即是不可思議狀態 4

從一念三千的基模中，主體行使「一心三觀」的操作，便進入不可思

議境。一心三觀是智顗作為面對一切無明煩惱的手段，分別地說，三觀是

「由假入空觀」（空觀）、「由空入假觀」（假觀）、「中道第一義觀」

（中觀）。空觀是破除對一切假有之法的執著。假觀則教導對於世法無所

執著的菩薩行者，不執著於空性，而再行慈悲心，進入於假有之世俗，不

忘記救渡眾生的事業；天台思想更強調的是「圓融中道」的中道觀，一種

。 

                                                 
2 郭朝順，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台智顗的身心觀－禪觀者對身心的詮釋，p6。  
3 安藤俊雄著，蘇榮焜譯，《天台學-根本思想與開展》，P156。  
4 所謂的「不思議」不是神祕難測的不能思議，也不是空洞無義的無可思議的意思，不

可思議性指的是辯證的結論當中所呈現的敵對相即互具，就如龍樹的例子：「生即無

生」，至於佛教經典之中，本就多有其他相似的結論，譬如：「一即多」「生死即涅槃」

「煩惱即菩提」等等。同上 2，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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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空觀與假觀，在兩者間來去而消弭對立與殊相，再融合兩者的觀法，

使對立中有融合的不二狀態，中道觀因其圓滿諸法，使彼此交融無礙。由

假入空，由空入假，進而中道圓融觀，在不同的觀照角度中，會有不同的

視角。只有觀照出十境的不思議性時，才是對於十境的圓融觀照，否則只

是偏觀而造成各別殊相的執著。智顗的哲學要由分別性的思議境，逐步轉

向圓融非分別的不思議境，以掌握真實的緣起活動的實相。因而行使「一

心三觀」有次第之序。 

以一心三觀的三種視角進入對事件的觀照，以消弭對事件的各種獨

斷，在各種殊別的相對性下，也開展出各殊別意義的相互影響的圓融性。

此種概念與一念三千的不可思議性，有相同的進路。因而筆者認為一念三

千與一心三觀，對於在事件的發展時，有同時處於基礎與操作都具備不可

思議性，使十境事件的成立有思議境與不可思議境的狀態。  

四、觀陰、入、界境 

十境觀第一境：觀陰、入、界境是主體自身當下身體與世界的存在狀

態，在十境的任一境發生時，都要以當下主體的陰入界為根本，可說陰入

界境是十境的總觀。陰界入境的結構為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五陰、十

二入、十八界是一種展開式的分析，它先說明「自我」具有心、色兩種元

素，然後對心識更加細密分析，以「受、想、行、識」說明自我的感受、

構想、意志及認識，十二入、十八界則進一步說明心識的認知活動 5

                                                 
5 郭朝順，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台智顗的身心觀－禪觀者對身心的詮釋，p10。 

。陰

界入境被列為十境觀之第一個不思議境，其原因除在於主體心對於自身與

外境的認知活動外，自身與外境的關係一如一念三千的互具因緣，兩者都

具備不可思議的狀態，這種展開法與一念三千同理。因而一念三千與陰入

界境，同具有思議性與不思議性。在十境觀中作為總相的陰入界境的條件

已經說明主體身體與世界的成立，在一念三千的不思議性下，當事件發生

時，具有流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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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一念三千的成立前提下，陰入界境（包含十境）的事件開展

與對治的操作方法，主體心再操作「一心三觀」的觀照下，可有思議境與

不思議境的相對產生。三者的結構都是於思議性下顯示出不思議性，可簡

用下方的圖示試說明之。  

 

五、十境觀之「病患境」 

綜觀《摩訶止觀》十境，在諸境之中似乎只有「病患境」比較側重觸

及「身體」的問題，修道當中所遇到的痛苦障礙，特別是以身體上的病患。

行者自修行中的進展中，生起病患當以此病患為止觀之新對境。行者修行

中因生活作息的改變或修行的方式不適合或因為修行所產生的病患，容易

產生心理與生理上的疾病，無論心理與生理上的疾病，都可能使修行中斷

便以此病患做為對象行使對治。佛教行者修行的層面多半為心靈上的，亦

即哲學上的本體論。而關於身體層面的，佛教講求空性、緣起性空、語言

也是空（假名施設），四大皆空當然身體也是空。在哲學上講求宇宙論修行

的，是比較粗淺的修行進路。但行者仍是在真理道路上逗留的玩童，一路

上還有許多影響前進的事物，對於身體的執著也是一項大挑戰，身心之間

的影響之大，足以造成修行的中斷，，甚至走回頭路。十境觀法的目標是

希望，將修行上的障礙轉化為修行的工具。因現代人的忙碌與精神狀況緊

繃，修行者具足二十五方便已屬難得，但修行進展過程中，生理與心理問

題可能同時影響進度，所以筆者的興趣放在病患境。十境觀皆為智顗本身

的經歷，智顗本身也可能考慮到此問題，因而特立此境，在此可看出天台

教法的理論與實踐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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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無病？凡夫眾生，不時不在火宅中；健康的人，亦有老病；聖者

亦病，聲聞、緣覺有死病、煩惱病；菩薩，也會生病，以眾生之病為自身

病。因而具色法的眾生不論具心法、色法皆是有患病的可能。在「一念三

千」下的理論下，眾生的心法狀態將決定結構不同程度的色法境界。在一

念三千的意義中，有色法的眾生皆有病患的色法，居於佛界、菩薩界的眾

生亦是，因而主體現處何法界即是可能具此法界之病。然無論是否在色法

的意義下，一切萬法皆無常，沒有恆常不變的事物。未達涅盤的眾生，生

於何法界即具足該法界之病，改變境界到另一更高境界的法界所做的工夫

是修行，所謂修行亦是對「欲改變之現象為對象進行的活動」，因而要做

改變須具一本需改變的狀態；無煩惱無從涅盤、無病患無需對治。病的存

在成為必然條件。修行主體欲從該法界至其他可能法界，於休息前、修行

中所遭受到的痛苦障礙，是成就另一更高境界的必要過程，無論於心法、

色法皆是。  

一念三千與病患境的關連，行者依心一念三千可而轉往不同境界，然

處於何界即生具該界色法心法，亦有具該界之病。因而行者在不同境界也

都會有該界的病。十境觀從疾病所起因緣之差異，智顗區分出六種：1.四
大不順、2.飲食不節、3.坐禪不調、4.鬼病、5.魔病、6.業病。前兩種因緣

是生活問題所造成，在《摩訶止觀》第七章中多有著墨，亦有從中醫的理

論，多著墨對治的方法，坐禪不調是指修行過程中的不當舉動所引起的疾

病，如時間過長或方法不對的禪病；鬼病與魔病是表示主體的心念是否正

端正道，而引起心理方面的疾病；業病是指，前生或今生的因果業報所招

致的疾病。  

而已達佛界、菩薩界的眾生，雖已不有病患到對治以求成就另一更高

境界的過程，然依上述言有色法的眾生皆有病患的色法。  

諸佛問訊法云。少病少惱。佛同人法。人既有病權不得無。但言少

耳。 6

                                                 
6 《摩訶止觀》，T46, p.1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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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與菩薩的病患已不為業力的障礙或是作為修行解脫的必要條件，反

而是為了教化眾生所使用的工具。以眾生的病為病 or 故意強調有病作為

教化工具，這已是一心三觀的操作。  

在觀「病患」境，智顗大師將病患分作「因中實病」、「與果上權病」：  

病有二義。一因中實病。二果上權病 7

因中實病：在筆者以為因中實病具兩種意義：  

 

1.意指修行者於修行中，遭遇生理上疾病，從而了解疾病引發

的原因與消除的方法。 
2.從回溯原因的方式，指出由疾病的造成各法界的現象。  

於佛教的因果論，主體具備何因，於未來將以不同狀態形成為結果。

主體在修行中，以病做為實驗對象逆觀其原因（同理十二因緣）。而病於

此義（此現況）亦可顯示主體現狀亦是作為為未來結果的原因（順觀）。

所謂「菩薩畏因」，將現狀病患作為顯實意義，無論順觀逆觀意皆是止觀

意義。  

果上權病：亦具兩種意義：  
1.從修行者於修行中，以主體所具的疾病，做為邁向解脫的工

具。  
2.意指「病」是一教化作用的對象，特別以維摩詰菩薩為例。修

行上乘者卻依然稱有疾病，此是做為一種權宜教化的手段。  

主體現況是前世種種造成的果，主體雖承受果所形成障礙痛苦，卻可

以此作為修行的對象，成為一種權宜，所謂「眾生畏果」，以「畏果」做

為進路，以作為從事修行的理由。而對於佛菩薩而言，救渡眾生亦是菩薩

無窮無盡無從放下的病症，然而「病」已成實，教化眾生不只以自身解脫

為最終目的，更要以眾生病作為自身病。這是大乘佛教之所以為大乘的意

義，我既成菩薩，那其他眾生勢必也要成菩薩，這是慈悲的開端。  

                                                 
7 《摩訶止觀》，T46, p.1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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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因中實病」、「果上權病」看思議境與不思議境 

本文作者認為在上述將「境」解為「事件」上；「思議境」可與「因

中實病」做結合，「不思議境」可與「果上權病」做結合。「思議境」以

各法界眾生何以成為此該法界眾生做一因緣解析，從回朔原因的方式，指

出由疾病的造成各法界的現象；「不思議境」以解釋大乘菩薩已經為超越

義的主體未何仍在病中，以及如何以「病」做為教化手段。  

思議境  因中實病  病患為修行工具  

不思議境  果上權病  病患為教化手段  

1.思議者與因中實病  

先簡思議者。病因緣故生十法界。如為病故退失本心。棄廢禪定誹

謗三寶。不惟先罪招禍。而言修善無福起大邪見。又惜身養命魚肉

辛酒非時無度。或病差身壯五欲恣情。善心都盡惡業熾盛。起上中

下罪。是為因病造三惡法界。若人自念此病困苦。皆由往日不善折

致。深生慚愧不敢為非。雖嬰困篤而善心無改。起上中下善。是為

因病造三善法界。……既不得無明老死病為病誰。是名觀病起緣覺

法界。 8

主體以過去因緣而起而造十界。然此，此種說法具雙重意義，主體以

「不同病而處不同界」，或「因處不同界而具不同病」；主體因過去因緣

和合作為病症特徵而生處相應的法界，造成主體現有的狀態；另一方面

說，即是因主體處一法界，必然接受此法界所具的身心法色法的條件限

制。即在指出佛教存有觀意義中的身心一體的客觀知識，心法色法互為一

體。  

 

又觀此病病我色心。因於此病而致老死。死由於生生由昔有。有從

取生。取從愛生。愛從受生。受從觸生。觸從六入生。六入從名色

生。 9

思議境從十二因緣說起心法生色法的形成，生死流變皆自「有」而存

在，因名色對對象產生有的執著，而產生十法界。而一念三千十界互具，

此過程是眾生皆有的共同現象。  

 

                                                 
8 《摩訶止觀》，T46, p.110a 
9 《摩訶止觀》，T46, p.1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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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知行心從受生。受心從想生。想心從識生。識從過去行生。過去

行從無明生。無明從妄想生。妄想還從妄想生。經云。妄想生妄想

輪迴十二緣。 10

在十二因緣結合識、受、想、行。說明心法因妄想生無明、無明生

行，以致經識、受、想、行，而生色法四大、五根。  

 

思議境在以心而造十法界，結合十二因緣、五蘊的條件，說明心法色

法互具的因緣，也因此眾生依心而生之法界。連結「因中實病」的意義，

以回朔因緣作為生處法界具足病患的解釋，並以現況病症是作為未來生處

法界的因緣。  

今以己疾，愍於彼疾，即起慈悲，發於願行。捨無遺吝，順理安

耐，勤加正意，覺悟無常。是為「因病起六度菩薩界」。又，觀此

病，知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如是妄想，無有真實；我及涅

槃，是二皆空。是名「因病起通教菩薩界」。又，觀此病雖畢竟空，

空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不應滅受取證。是為「因病起別教

菩薩界」。如是等法，因於病患，次第出生，是名「思議境」。 11

此說「因病起六度菩薩界」、「因病起通教菩薩界」、「因病起別教

菩薩界」三教菩薩，因於病患次第出生次第未達「通教菩薩」，是為皆在

「因中實病」，未達「果上權病」的權宜教化境界。  

 

2.不思議境者與果上權病  

不思議境者。一念病心非真非有。即是法性法界。一切法趣病是趣

不過。唯法界之都無九界差別。如如意珠不空不有不前不後。病亦

如是。絕言離相寂滅清淨。故名不可思議 12

真如法界的菩薩，亦當了知一念病心非真非有，然為何仍存「有疾菩

薩」？觀病的目的不全是為去除病患，而達至一無病境界，因無病不等於

涅槃，此與道家修煉的目的不同，因四大皆空，修煉四大成金剛不壞，不

是望眾生希冀得一長生不死的目的。  

。 

                                                 
10《摩訶止觀》，T46, p.110b 
11《摩訶止觀》，T46, p.110c 
12 《摩訶止觀》，T46,p.1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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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菩薩有疾是以「病」做為雙重意義為一教化目的，望眾生破除對無

病、長生不死的執著。因存病而有對涅槃的動力，病是要作為解脫的方

式。因此不以病為病或一切眾生病為自身病，處於何法界，都無其它九界

差別。有病到無病，無病到有病，都是教化的方式。  

問云。居士達病實際何喜何憂。作是觀時豁爾消差。金光明云。直

聞是言病即除愈。即初觀意耳。復有深重難除差者。至長者所為合

眾藥。病乃得差。即後九觀意也。一切眾生皆具此理而不能識。隨

見思流沒分段海。深生悲愍。欲與非有即空道滅之樂。是為有疾菩

薩能以空觀調伏其心。心調伏故實疾除愈。以慈悲故權疾則生。生

分段土。視分段人猶如一子。子既有病父母亦病。因以身疾而慰喻

之。子病若愈父母亦愈。是名體析慰喻有疾菩薩也。又觀此病雖即

空寂。是諸眾生不純因空而得度脫。當識空病種種法門。聲聞二乘

以不識故。隨無明無知流沒變易海。不能分別諸病差品。是故佛法

不得現前。眾生淨土皆不成就。為是義故即起慈悲拔無知苦。與道

種智分別之樂。是名有疾菩薩能以假觀調伏其心。心調伏故實疾除

愈。以慈悲故權病則生。生方便土。觀方便人猶如一子。其子病故

父母亦病。因以身疾慰喻其子。子無知愈父母亦愈。是名別教慰喻

有疾菩薩。又觀此病雖即法界。而諸眾生不即中道。此理未顯隨無

明流沒變易海。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即是實報因果病也。為是

義故而起慈悲拔無明苦。與究竟樂。是為有疾菩薩用中道觀調伏其

心。心調伏故實疾除愈。以慈悲故權病則生。生實報土。視變易人

猶如一子。子既有病父母亦病。因以身疾慰喻其子。子無明愈父母

亦愈。是名圓教慰喻有疾菩薩也。 13

此說的「體析慰喻有疾菩薩」、「別教慰喻有疾菩薩」、「圓教喻有

疾菩薩」以空、假、中三觀調伏其心。調伏其心不單指菩薩自身對「心病」

的調伏，亦是對其眾生以空、假、中不同方式的教化。  

 

                                                 
13 《摩訶止觀》，T46,p.1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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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居士答云。今我病者從大悲

起。以眾生病是故我病。眾生病愈是故我愈。夫眾生實疾從癡愛

生。癡愛纔生大悲亦起。癡愛纔滅大悲亦滅。眾生有愈有不愈。菩

薩有疾有不疾。若無疾者知其子愈。若有疾者化道未休。故方丈問

疾茅城背痛。皆此義也誓願既等虛空。有疾亦彌法界。是名不思議

慈悲也。 14

維摩詰居士於文殊菩薩的尋問下，表達自身病是因為大悲，是因為眾

生處於病中，以大悲心將眾生病做為自身病，菩薩有慈悲是因眾生病不

愈，若眾生無疾 自然菩薩即無疾。  

 

一念病心，非真非有，即是法性、法界。一切法趣病，是趣不過。

唯法界之都，無九界差別。如如意珠，不空、不有、不前、不後。

病亦如是。離言絕相，寂滅清淨，故名不可思議。 15

佛菩薩的痴愛就是要救渡眾生，所以佛菩薩亦有無明，無明即法性。

無盡的流變造就無盡的法界，佛菩薩的癡愛無明就是無盡的慈悲救渡，無

盡的慈悲也是無盡的無明，不思議阿！佛菩薩的癡愛無明而來的疾病，

空、假、中三觀菩薩都以慈愍眾生為己身之疾。菩薩生病的不思議境，意

味疾病不是待解決的問題，而是基於對眾生的救渡慈悲，做為教導眾生領

悟的權宜方便手段。  

 

從一念三千的基模中，行使一心三觀的操作 便由進入不可思議境由假

入空，由空入假，進而中道圓融觀，如是活動行之。在不同的觀照角度中，

會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視角 有不同的對待病患境。這種顯示病患境的不思

議性，與陰入界境的理論相同，只是在不同事件下的同理觀照。 

                                                 
14 《摩訶止觀》，T46,p.111b。  
15 《摩訶止觀》，T46,p.1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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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在天台智顗的「正修止觀」中，將一念三千、一心三觀、十境與十乘

觀法相互融合產生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天台教法體系。綜觀「正修止觀」十

境，乍看禪觀者對於心靈的觀照，是重於對身體的觀照，在諸境之中似乎

只有病患境才直接觸及身題的問題，其餘諸境應是多集中於心靈內在境相

的觀照上。但在不可思議性下，主體心與眾生與佛不相離且互具，身心與

外境世界不相離且互具，主體的身與心也不相離且互具。  

而本文選擇十境之三「病患境」為討論範圍，是身心相互影響的特別

之處，而病患的問題不僅對於凡夫持修行者，此問體還可涉及菩薩等聖者，

病患的問題不成為障礙而行成教化方式，這也回應道不可思議境，筆者可

將病患視三種層面意義。  

 
 

但以病患開出三種意義，以十境的不思議性，凡夫、行者、菩薩在「一

念三千」下是互具，在事件上三者是動態的流動，思議與不思議互具，痛

苦的呈現、修行工具、教化工具也是互具，主體、眾生、事件都具備不可

思議境。在三千世間的主體、眾生與「事件」中，實修者可領悟一切法的

各種角度，這才是對十境體驗圓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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