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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佛經中，我們不難發現菩薩在面對不同的眾生時，其宣說的教法與方式也

有所不同，此皆是方便的詮釋，其目的是為了讓眾生皆能知曉：通往覺悟之道所

應修行的方法與次第，進而到彼岸。 

本文研究的重要性是：菩薩欲度化眾生，要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和方法，因此

筆者詳究《華嚴經．十地品》中的方便智內容。而縱橫家著作―《鬼谷子》中的

方便智慧是籠絡人才和駕馭人才的心理操縱術，對不同的人要採用不同的操縱方

法。 

研究成果貢獻是：筆者發現〈十地品〉中的方便智可含容《鬼谷子》中的方

便智慧，因此筆者以華嚴宗三祖法藏法師提出的「法性融通」來會通這兩經。 

關鍵詞：方便智、〈十地品〉、縱橫家、《鬼谷子》、法性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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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經》是大乘佛教中一部很重要的經典，裡面有無量的法門，首先是述

說佛果的殊勝，令人產生好樂之信心（舉果勸樂生信），接著解說如何修行成佛的

方法，證明所修因行契合於佛之果德(修因契果生解)；接著託〈離世間品〉二千行

法，表示等覺行者不會再沾染世間一切染污惡行(託法進修成行)，最後舉善財童子

親證平等法界，以五十三善知識做示範為證實五十三位次第的修行(依人證入成德)。

筆者的研究動機是菩薩欲度化眾生，要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和方法，因此想要了解

《華嚴經》中菩薩的方便智為何？世俗經典的方便智慧又是如何？ 

〈十地品〉是《華嚴經》的核心部分，《華嚴經》云：「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

本；十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1佛教修行的最終目的，是證得一切智而

成佛，所以〈十地品〉是一切佛法的根本義理，因此筆者要詳究《華嚴經‧十地品》

中的方便智內容。而《華嚴經》是印度佛教的經典，裡面有方便思想，筆者又聯

想到戰國時代縱橫家鼻祖鬼谷子有方便思想，記載在《鬼谷子》這本書中，因此

筆者想要探討〈十地品〉與《鬼谷子》中的方便智內容有何關聯。又佛經有記載：

「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2所以〈十地品〉中的菩薩與鬼谷子都有相同的如來

法性，因此筆者要用法藏法師提出的「法性融通」來會通這兩經。 

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討〈十地品〉中的方便智內容有哪些﹖《鬼谷子》中的

方便智慧內容有哪些﹖以及〈十地品〉與《鬼谷子》中的方便智慧內容有何關聯？

進而會通這二本著作的方便智。 

本文的研究範圍是以唐譯《華嚴經》和澄觀法師撰的《華嚴經疏》、《華嚴經

隨疏演義鈔》以及鬼谷子著的《鬼谷子》為主。研究方法是筆者將用文獻學方法、

思想研究法、哲學方法，對經典進行義理的探究，並且參考現代相關的研究成果。 

二、文獻回顧 

(一) 方便智釋義 

方便，梵語 upāya，巴利語同，音譯作漚波耶，十波羅蜜之一。又作善權、變

                                                      
1《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0, a29-b1，CBETA 2016 版。 
2《佛性論》，T31, no. 1610, p. 787, a19，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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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指巧妙地接近、施設、安排等，乃一種向上進展之方法。諸經論中常用此一

名詞，歸納之，其意義可分為下列四種，即：(一)對真實法而言，為誘引眾生入於

真實法而權設之法門，故稱為權假方便、善巧方便。即佛菩薩應眾生之根機，而

用種種方法施予化益。(二)對般若之實智而言，據曇鸞著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

生偈註》中舉出：「般若者，達如之慧名；方便者，通權之智稱。」3般若是了達真

如之理的名稱，方便是通曉權巧的智慧名稱。 (三)權實二智皆係佛菩薩為一切眾

生，而盡己身心所示化之法門。(四)為證悟真理而修之加行。 

方便智就是善巧方便的智慧，是二智之一，又作權智，為「實智」之對稱。

指熟達方便法之智，亦指行善巧方便之智。據《大乘義章》卷十九載：「知於一乘

真實之法，名為實智；了知三乘權化之法，名方便智。」4乘為交通工具的意思，

此處指成佛的教法，亦即知道佛法唯一的真理，以其能教化眾生悉皆成佛，這是

真實的智慧。了知聲聞、緣覺、菩薩權巧化度眾生的方法，稱為方便智。 

每一尊佛都有三業方便之法：(一)身巧，為化度眾生，而權現人、獼猴、鹿、

馬等各類身形。(二)口巧，實無三乘之差異，隨順眾生根機，而權說三乘之法。(三)

意巧，尋念過去諸佛之善巧方便行化，我今所得道，亦應宣說三乘之法。 

(二) 〈十地品〉略述 

澄觀法師將《華嚴經》的菩薩修行過程分為五十二個階段，稱五十二位，有

十信5、十住6、十行7、十迴向8、十地9，以及等覺、妙覺位。〈十地品〉中所探討

的菩薩修行階位是十地位，亦指菩薩五十二修行階位的第四十一位到第五十位。

菩薩初登此位之際，即生無漏智，見佛性，乃至成為聖者，長養佛智，並以其護

育一切眾生，故此位亦稱十聖位。 

為什麼此品稱〈十地品〉﹖澄觀法師的《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寫道： 

                                                      
3 《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T40, no. 1819, p. 842, c9-10，CBETA 2016 版。 
4 《大乘義章》，T44, no. 1851, p. 846, b4-5，CBETA 2016 版。 
5 信心、精進心、念心、慧心、定心、施心、戒心、護心、願心、迴向心。於終教，入初地位之前

唯有三賢（十住、十行、十迴向），因十信未達不退位之故。 
6 初發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貴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頂

住。 
7 歡喜行、饒益行、無瞋恨行、無盡行、離癡亂行、善現行、無著行、尊重行、善法行、 真實行。 
8 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不壞迴向、等一切佛迴向、至一切處迴向、無盡功德藏迴向、隨順

平等善根迴向、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如相迴向、無縛無著解脫迴向、法界無量迴向。 
9 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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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上之三會三賢既具，解行願周。親證真如，有十重勝德。如地普載，生

成萬物。若四河入海，同趣佛智。寶珠十德，漸漸增修；大地十山，嶷然

高出；大海十德，德德該通。為諸如來微妙智業，故受之以十地品。10 

前面三會(忉利天宮、夜摩天宮、兜率天宮)修三賢位11已具足，解門、行門及

發的菩提願都圓滿周全，親身證如來藏，有十重的殊勝功德，如大地生成萬物，

荷負眾生。就像四大河水流入大海，會與海同一鹹味，比喻十地菩薩之修行，同

入如來智海，高出一切聲聞、緣覺二乘諸行。自性摩尼寶珠的功德(比喻如來智業)

漸漸增修；大地十山12依海而住，高出一切諸餘小山；大海有十種德相13，德德皆

通。這些都是諸佛的微妙智業，所以稱這品為〈十地品〉。 

(三) 縱橫家―《鬼谷子》略探 

《鬼谷子》的作者是戰國時代王禪，字詡，道號鬼谷。鬼谷子既有政治家的

六韜三略，又擅長於外交家的縱橫之術，更兼有陰陽家的祖宗衣缽，預言家的江

湖神算，所以世人稱鬼谷子是一位奇才、全才。 

道教一般說法認為鬼谷先生為「古之真仙」，曾在人間活了百餘歲，而後不知

去向。《鬼谷子》一書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經典《道藏》中。民間亦有傳說鬼谷子

是命理師的祖師爺，在道教中鬼谷子尊號為玄都仙長。 

《鬼谷子》又叫做《捭闔策》，是總結了鬼谷子畢生學術研究的精華，價值極

高。全書共二十一篇，其中〈轉丸〉、〈胠亂〉已失傳。《鬼谷子》是縱橫家的代表

作之一，為後世了解縱橫家的文化思想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它總結了智謀權術的

各類表達方式，歷來被人們稱為「智慧禁果」、「曠世奇書」。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10《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36, no. 1736, p. 111, c28-p. 112, a4，CBETA 2016 版。 
11 初賢十住位、中賢十行位、上賢十迴向位。 
12 十山:雪山、香山、鞞陀梨山、神仙山、由乾陀山、馬耳山、尼民陀羅山、斫迦羅山、 

  計度末底山、須彌盧山。 
13 (一)次第漸深，比喻歡喜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漸次而進，能成就大願。(二)不受死屍，比喻

離垢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功德清淨，離諸垢染。(三)餘水入失本名，比喻發光地菩薩修行，

入佛智海，皆獲平等功德，捨離一切假名。(四)普同一味，比喻焰慧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無

差別功德，與佛如來同一體相。(五)無量珍寶，比喻難勝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廣大無量方便，

利益眾生。(六)無能至底，比喻現前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甚深功德，利益眾生。(七)廣大無

量，比喻遠行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無量功德，以廣大覺慧，觀察諸法，無有窮盡。(八)大身

所居，大身即鯤鯨之類，比喻不動地菩薩，修無功用行，入佛智海，獲住一切功德，以無量身，現

廣大莊嚴。(九)潮不過限，比喻善慧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護世功德，利於世間，隨機授法。

(十)普受大雨，比喻法雲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護世功德，受如來大法雲雨，而無厭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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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具特色，是亂世之學說、亂世之哲學。它在世界觀上講求實用，講求名利與進

取，而在方法上則講求順應時勢，知權善變，是一種講求行動的實踐哲學。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上、中二卷共十四篇。其目次為〈捭闔〉、〈反應(覆)〉、

〈內揵〉、〈抵巇〉、〈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符言〉、

〈轉丸〉(佚)、〈胠亂〉(佚)等篇。下卷為〈本經陰符〉、〈持樞〉、〈中經〉三篇。 

《鬼谷子》一書，首論捭闔(開合)之術，次言反應(觀往驗來、知古知今、知

彼知己)、內揵(內以謀略，外以說辭)、抵巇(彌堵事情的縫隙)、飛箝(宣傳與箝制)、

忤合(相背與相向)等諸言談技巧，再配合揣(揣量天下權勢與諸侯內情)、摩(摩順)、

權(權衡)、謀(謀慮)，用以決事。其旨在教人如何以言語去說服人，並進而運用說

服的技巧來實現政治目的，期能上說君王，下役賢才，以達到國治而邦寧。 

三、〈十地品〉中方便智內容 

(一) 第一地至第五地 

三地發光地14的菩薩會思求方便和思得方便，在〈十地品〉的經文寫道： 

作是思惟：此諸眾生墮在煩惱大苦之中，以何方便而能拔濟，令住究竟涅

槃之樂？便作是念：欲度眾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礙解脫智；無障礙解脫

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

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15
  

菩薩會這樣想：「這些眾生墮落在煩惱的大苦海中，我應該用哪一種方便法門，

來救濟拔度他們，才能令這些眾生得到究竟圓滿的涅槃真樂呢﹖」又這樣想：「如

果要度這些眾生，令他們住在超越生死的涅槃中，便應該教他們明白無障礙的解

脫智慧，才能真正離苦得樂。要明瞭無障礙解脫智慧，就要對佛所說的一切法如

實知、如實覺、如實行，才能離一切苦，才能返迷歸覺。真正對一切法如實覺，

修學一切行門並且證到無生法忍的清淨境界，才會發出智慧的光輝。這種無生滅

的智慧之光，是從修禪定中得來，從無著無依出入無礙的定慧中得來。用此智慧，

觀察世出世間的一切理和事，這種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開善巧廣博多聞。」 

                                                      
14 因修持佛道，而開發極明淨之慧光，故稱發光地。 

15《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7, c14-20，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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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地的菩薩能以方便法門令所有的眾生捨離貪欲，用四攝法來度化眾生。

〈十地品〉的經文寫道： 

能以方便，令諸眾生捨離貪欲。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一切諸所作業，

皆不離念佛，不離念法，不離念僧，乃至不離念具足一切種、一切智智。16 

菩薩能用各種方便的方法度化眾生，使他們都能捨離貪欲。利用布施、愛語、

利行、同事這四攝法來教化眾生。菩薩如是所作的一切善業，都不曾一時離念佛

的慈悲和功德，不離念甚深微妙的佛法，不離念賢聖僧，進而不離念求具足通達

總相與別相的一切種智，以及諸佛的一切智智。 

五地難勝地17菩薩，修行方便勝智自在極為難得，而且還要通達五明18。澄觀

法師在《華嚴經疏》中寫道： 

得出世間智，方便善巧，能度難度，故名難勝。此唯一義，謂真俗無違，

極難勝故。以三地同世，未能得出；四地雖出而不能隨，多滯二邊，難以

越度。今得出世，又能隨俗巧達五明；真俗無違，能度偏滯，實為難勝。19  

五地菩薩得到出世間的方便善巧智慧，能夠度難以教化的眾生，所以名為難

勝。這是唯一的意義，就是真實平等之理與世俗差別之理沒有相違，所以極為難

得。三地菩薩有同世間智慧，但未能得出世間智慧；四地菩薩雖有出世智慧但不

能聽任，大多滯留空假二邊，難以超越。五地菩薩得到出世間的智慧，又能任運

俗智巧妙通達五明，真智與俗智沒有互違，能度化偏執的人，實在是很難得！ 

難勝地的菩薩又名為方便善巧者，因為他能隨順世間法，用方便善巧的智慧

來調伏攝受眾生。〈十地品〉的經文寫道： 

名為：方便善巧者，能隨世行故；名為：無厭足者，善集福德故；名為：

不休息者，常求智慧故；名為：不疲倦者，集大慈悲故。20 

                                                      
16《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8, c24-27，CBETA 2016 版。 
17 以修行方便勝智自在極為難得，見、思等煩惱不易調伏，故稱難勝地。 
18 (一)聲明，語言、文典之學。(二)工巧明，工藝、技術、算曆之學。(三)醫方明，醫學、藥學、

咒法之學。(四)因明，論理學。(五)內明，專心思索五乘因果妙理之學，或表明自家宗旨之學。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43, b15-20，CBETA 2016 版。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2, a18-21，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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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方便善巧者，是因為菩薩化度眾生，會善巧運用方便法門，隨順世間法，

而不違背出世法。名無厭足者，是因為他善能積聚福德，增長善根，勤修不息，

不厭足聚集種種福德。名不休息者，是因為他晝夜匪懈，精進修學，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增長自己的智慧。名不疲倦者，是因為菩薩修菩薩行時，總是滿心歡

喜，精神充沛，從不感到疲倦辛苦，因為他積聚大慈大悲的心，要拯救眾生。 

難勝地的菩薩還有心無障礙的名稱，為什麼呢﹖〈十地品〉的經文寫道：「名

為：心無障礙者，以大方便常行世間故；名為：日夜遠離餘心者，常樂教化一切

眾生故。」21名心無障礙者，因為菩薩深入世間，以無量無邊的慈心和智慧，善巧

方便教化眾生，令一切眾生普遍得到利益，發出世的大願心，處處方便無礙。 

難勝地的菩薩為了要有方便善巧的智慧來利益眾生，需要學習什麼呢﹖〈十

地品〉的經文寫道： 

此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謂：文字、算數、圖

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達；又善方藥，療治諸病——

顛狂、乾消、鬼魅、蠱毒，悉能除斷；文筆讚詠、歌舞妓樂、戲笑談說，

悉善其事；國城、村邑、宮宅、園苑、泉流、陂池、草樹、花藥，凡所布

列，咸得其宜；金銀、摩尼、真珠、瑠璃、螺貝、璧玉、珊瑚等藏，悉知

其處，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鳥鳴地震、夜夢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觀察，

一無錯謬。22 

這位大菩薩為了要利益一切眾生，對於世間上各種的技能，人文藝術，沒有

一樣不去潛心學習的。例如：文字、算數、古今中外的圖書、印璽，地、水、火、

風種種的理論都樣樣精通。菩薩又會開藥方治種種的病，如：瘋狂顛倒的病，身

體乾消、黃疸等病，或鬼魅附於人身，令人迷失心性的病；還有被蠱毒所控制的

病，菩薩皆能為眾生斷除這些禍害。 

用美妙的文字，寫出讚揚諸佛功德的詩詞；演出有聲有色的舞蹈和神奇的技

樂來讚歎三寶；談笑有分寸，幽默不涉邪，風雅高尚，令人樂於親近，受其薰染，

漸趣佛化。菩薩對於建築工程也有專長，如設計都城、村莊、皇宮、官宅、名園、

大苑、沒一處不構造得美輪美奐，以及園林布列等的園藝知識，無不恰到好處。 

                                                      
21《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2, a27-29，CBETA 2016 版。 
22《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2, b8-18，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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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又熟知各種珍寶的出處，和認識五金的礦產，如金銀、摩尼、真珠、瑠

璃、螺貝、璧玉、珊瑚這些山和海裡的寶物，他都知道它們的出產地，並且告訴

別人去開採。對於日月星宿天文方面也了解，也懂禽鳥的語言，也知道何時會有

地震。菩薩還會告訴你所夢的吉凶，又會為人看相算命，指示各人的福和禍。這

些世俗的知識，從他口中說出，一點也不會有錯誤。 

(二) 第六地至第十地 

第七遠行地23的菩薩在念念中修行各種法門，使其能具足方便智力。〈十地品〉

的經文寫道： 

世間所有經書、技術，如五地中說，皆自然而行，不假功用。此菩薩於三

千大千世界中為大明師，唯除如來及八地已上，其餘菩薩深心妙行無與等

者；諸禪三昧、三摩鉢底、神通解脫皆得現前。然是修成，非如八地報得

成就。此地菩薩於念念中具足修習方便智力及一切菩提分法，轉勝圓滿。24 

世間上所有一切的經論學說，和各種工藝技術，如同在五地中說的世間智慧

悉皆聰了，一切隨心所欲，自在運用。第七地的菩薩，在三千大千世界中，是一

位有大智慧的明師，除了佛和八地以上的菩薩外，其他的菩薩，雖有至誠懇切求

佛道的深切心，和各種神通妙行，但不能與他相等。初禪至四禪的三昧定境，無

障礙的神通妙用，隨時可以顯現。這些境界，在七地菩薩是修行成就，不像八地

菩薩是報得成就。七地菩薩在念念中修各種法門來具足方便智力，及一切趣向菩

提覺道的法門，因此功德日漸圓滿。 

遠行地菩薩的方便智運用會示現同外道行，但內心沒有捨離佛法。〈十地品〉

的經文寫道： 

以大方便，雖示現生死，而恒住涅槃；雖眷屬圍遶，而常樂遠離；雖以願

力三界受生，而不為世法所染。雖常寂滅，以方便力而還熾然，雖然不燒；

雖隨順佛智，而示入聲聞、辟支佛地；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

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

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25 

                                                      
23 此地之菩薩住於純無相觀，遠出過世間與二乘之有相行，故有此稱。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7, a21-27，CBETA 2016 版。 
25《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7, c1-8，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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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地菩薩可以用大方便的自在力，雖然示現生死，但心念總是在涅槃境界

中；雖然有六親眷屬在身邊圍繞，因他修梵行，所以常樂於遠離所有的眷屬。雖

然以願力在三界中受生死，但也不會被世間不清淨的法所染污。雖然常在寂滅不

動之中，仍然用方便巧妙的智力隨緣度眾，就像一堆火炬，看起來火勢旺盛，但

不會造成災害。雖然有如佛的智慧，可是會示現入二乘聲聞、緣覺之中；雖然已

到達佛的神通境界，而他能示現住在魔的境界；雖然已越過魔道，但會行魔法，

也是為了度魔道的眾生。雖然示現同外道行，但內心不會捨離佛法；雖然隨順世

間法接近要度化的眾生，但常行一切出世法門。 

第八不動地26的菩薩，能以方便智起不假功用的覺悟智慧，來觀察佛智所修行

的境界。〈十地品〉的經文寫道： 

菩薩住此第八地，以大方便善巧智所起無功用覺慧，觀一切智智所行境。

所謂：觀世間成，觀世間壞；由此業集故成，由此業盡故壞。幾時成？幾

時壞？幾時成住？幾時壞住？皆如實知。27 

菩薩進入第八地之後，能以大方便善巧的智慧起無功用的覺慧，觀察佛智所

修行的境界。例如：觀察這個世界是怎樣形成的，又觀察這世界是怎樣毀壞的；

成壞的因素，是由於眾生所造的善惡業集聚而成，業報盡了就會毀壞。何時形成

的﹖何時會毀壞﹖何時是成住﹖何時是壞住？這些不可思議的宇宙變化，菩薩都

清清楚楚的知道。 

不動地菩薩的方便智能善於分別一切法，〈十地品〉的經文寫道： 

得畢竟無過失身業、無過失語業、無過失意業，身、語、意業隨智慧行。

般若波羅蜜增上，大悲為首，方便善巧，善能分別，善起大願，佛力所護，

常勤修習利眾生智，普住無邊差別世界。28  

得到真正清淨的無過失身業、無過失語業、無過失意業，身、語、意三業都清淨

無過失，隨智慧而行。無上勝智到彼岸的法門，其功行日日增上；本著大悲心為前，

方便善巧的智慧善能分別一切。又由內心發起度眾生的大願，也獲得佛力的加持，同

時常精進修學一切利益眾生的智慧，普遍住在無量無邊不同世界，去教化一切眾生。 

                                                      
26 菩薩加修清淨道行，離心意識，得無生法忍，一切煩惱所不能動。 
27《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9, c12-16，CBETA 2016 版。 
28《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200, b19-23，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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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善慧地29菩薩的方便智運用，能夠知道眾生的心意，可以隨他心樂何法，

宜於用何譬喻，使眾生樂聞無厭。〈十地品〉的經文寫道： 

復次，以法無礙智，知法差別；義無礙智，知義差別；辭無礙智，隨其言

音說；樂說無礙智，隨其心樂說。復次，法無礙智，以法智知差別不異；

義無礙智，以比智知差別如實；辭無礙智，以世智差別說；樂說無礙智，

以第一義智善巧說。30  

依著法無礙的智慧，能夠知道諸法的差別；依著義理通達無礙的智慧，可知

道義理的差別；辭無礙智的妙用，是精通各種語言，能隨類宣說諸法；樂說無礙

智，能知眾生的心意，隨順對方心樂何法而為之巧說。再次說明，法無礙的智慧，

能夠知道諸法同義不同義的道理；義無礙的智慧，能知道比(類)智的差別真實相；

辭無礙的智慧，能以世間的智慧說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樂說無礙的智慧，能夠方

便善巧的說第一義諦。  

四、〈十地品〉與《鬼谷子》方便智內容會通 

(一)《鬼谷子》的方便智慧內容 

鬼谷子認為對不同的人要採用不同的操縱方法，在《鬼谷子》的〈謀篇〉中

說：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

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不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謂因事而裁之。31 

仁人君子是輕視財貨的，所以不能用金錢來誘惑，反而可以讓他們捐出資財；

勇敢的壯士自然會輕視危難，所以不能用禍患來恐嚇，反而可以讓他們鎮守危地；

一個有智慧的人，通達禮教，明於事理，不可假裝誠信去欺騙，反而可以給他們

講清事理，讓他們建功立業。這就是所謂仁人、勇士、智者之「三才」。因此愚蠢

                                                      
29此地已得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詞無礙解、樂說無礙解等四無礙解，能遍十方，以一音演說一切

善法，使聞者生歡喜心。 

30《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203, a1-6，CBETA 2016 版。 
31《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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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容易被蒙蔽，不肖之徒容易被恐嚇，貪圖便宜的人容易被引誘，所有這些都

要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判斷。 

鬼谷子提到了對三種人的控制辦法：愚者、不肖者、貪財貪心的人。他們各

有軟肋和弱點，只要抓住他們的死穴，拿出最合適的辦法，就可以輕鬆控制他們，

加以籠絡或利用。 

籠絡人心也是方便智的運用，要如何才能籠絡人心呢﹖鬼谷子在〈中經〉篇

中說：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道，驚以奇怪，人繫其心

於己。效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己。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

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以可觀漫瀾之命，

使有後會。32 

「攝心」的方法是，遇到那些好學技術的人，應該主動為他擴大影響， 然後

驗證他的本領，讓遠近的人都尊敬他，並驚歎他的奇才異能，那人則會與自己心

連心。為別人效力者，要將之與歷史上的賢才相對照，稱其與前賢一樣，誠心誠

意地相待，這樣方能得到賢能的人。 遇到沉於酒色的人，就要用音樂感動他們，

並以酒色會致人於死，要憂慮命無多，以此，教諭他們，讓他們高興地看到見所

未見的事，最終認識到遙遠的未來使命重大，讓他覺得將會與我後會有期。 

鬼谷子的方便智還有「綴去」，就是挽留求去的人，在〈中經〉篇中說： 

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

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款款而去之。33 

所謂「綴去」的方法是說對於即將離開自己的人，說出真心挽留的話， 以便

使對方留下回憶與追念。所以遇到忠於信用的人，一定要贊許他的德行， 鼓舞他

的勇氣，表示可以再度合作，後會有期，對方一定高興。以他人之幸運，去引驗

他往日的光榮，即使款款而去，也會留戀於我們。 

鬼谷子的方便智有「摩」，是揣術的一種，在〈摩〉篇中說： 

                                                      
32 《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下卷。 
33 《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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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之在此，符應在彼，從而用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

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

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34 

用對方想得到的事物來誘動他，對方一定會有行動反應出來；接著我們再支

配他去做事，那麼事情沒有做不好的。古時善於運用「摩」技巧的人，就像拿著

釣魚竿到深淵旁去垂釣一樣，只要弄好餌投下去，一定可以釣到魚。所以說善用

「摩」的人，主持政事，每日都有所成就，而人民卻無法體會到；主持作戰任務，

每日都可以得勝，而人民也不會因戰事而畏懼。聖人在幽微處籌劃計謀，常人是

無法體會到的，所以稱為「神」。等到他做出來以後，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

的功效，受到他的利益，所以稱為「明」。 

「摩」之道，須先揣知內情，然後再以對方所期盼得到的東西去順合於他，

以此來探求他的動向，那麼他內心的想法，一定會表現於外。佛教中有一句話說：

「欲令入佛智，先以欲鈎牽。」也是同樣的意思。 

鬼谷子的方便智還有探求對方內心以求合作，在〈中經〉篇中說： 

守義者，謂守以仁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探得其主也。從外制內，

事有繫，曲而隨之也。35 

「守義」的方法說的是，自己堅持仁義之道，並用仁義探察人心，使對方從

心底廣行仁義。從外到內控制人心，無論什麼事，都可以由此而解決。 

有句話說：善用情者，人心所向。先用真誠的情感進行感化，再去發揮他的

才能。籠絡一個人的根本之道，除利益的許諾之外，還在於籠絡他的心，他的心

既然被你籠絡了，自然就可以度化對方了。 

(二)法性融通門 

筆者在研究〈十地品〉與《鬼谷子》中的方便智內容時，發現〈十地品〉的

方便智可含容《鬼谷子》中的方便智慧，因此筆者要用華嚴宗三祖法藏法師提出

的「法性融通」來會通這兩經。 

                                                      
34 《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中卷。 
35 《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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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是指一切現象界所具有的真實不變的體性，諸法的實相，也就是空相。

法性融通的意思是法性之理圓融於諸現象中，為「緣起相由」之對稱，此二門為

華嚴教義之二大根本，法性融通旨在說明理事無礙之義。法藏法師著的《華嚴經

旨歸》中說： 

法性融通力故者，謂若唯約事相，互相礙不可則入；若唯約理性，則唯一

味不可則入。今則理事融通，具斯無礙：謂不異理之事具攝理性時，令彼

不異理之多事，隨彼所依理，皆於一中現。若一中攝理而不盡，即真理有

分限失；若一中攝理盡，多事不隨理現，即事在理外失。今既一事之中全

攝理，多事豈不於中現。36 

法性融通的作用力是什麼呢﹖若是只有在事相上，每一法會互相質礙不可互

入；若是只在理性上，則只有實相一味之法，也不可互入。就理事融通，全都無

有障礙來說：所謂相同法理的事具足攝理性時，可令同理的很多事，隨它所依的

理體，皆在一真法界中出現。若是在一真法界中攝理但沒有全部攝，這樣真理有

只攝一部份的過失；若是一真法界中攝理盡，但很多事不隨著理體而出現，即有

事相在理體外的過失。現在一事之中攝全部的理，很多事也會在一法中出現。因

此觀平等之理性與差別之事法炳然而存，二者能相入、相即、相成，也就是理事

無礙法界。 

《鬼谷子》一書中云：「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37就是在跟對方偵探

接觸時，要稱讚對方的行為，鼓勵他的志氣。而在〈十地品〉中云：「布施、愛語、

利行、同事――如是一切諸所作業…」38菩薩用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來

利益眾生，令其生親愛之心而受道。這四攝法就包含了「稱其行，厲其志。」因

為愛語就是隨著眾生的根性，以溫和慈愛的言語對待眾生，令其生歡喜心。 

《鬼谷子》又云：「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動之。」39就是遇到沉迷酒色的

人，就要用音樂等樂事來感動他。在〈十地品〉經文：「入無量眾生欲樂諸根差別。」
40可進入也知道無量眾生的欲樂種種根性的差別，因此如果遇到沉迷欲樂酒色的人，

就會用高雅的樂事來感動他，其次再用戕害身體等憂事來提醒他，進而度化他。 

                                                      
36《華嚴經旨歸》，T45, no.1871, p. 595, b15-22，CBETA 2016 版。 
37 《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下卷。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8, a4-5，CBETA 2016 版。 
39 《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下卷。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6, b12-13，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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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中云：「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

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41鬼谷子說「摩」的技巧有十種：有

「平」是使他安靜，「正」是照應該做的去做；「喜」是使他歡悅，「怒」是使他激

動；「名」是替他揚名聲，「行」是替他完成事情；「廉」是以貞潔的行為誘勸他，

「信」是使他期待的事情兌現；「利」是以利益說動他，讓他去有所追求，「卑」

是以低下的言辭去巴結他。在〈十地品〉中云：「入無量諸菩薩方便行。」42可以

進入無量諸菩薩善巧方便的法門，也就是菩薩有種種善巧方便的方法可度眾生，

當然也會包含鬼谷子十種「摩」的技巧。 

《鬼谷子》中云：「守以仁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43就是遵守仁義道德，

進而探求內心以求合作。〈十地品〉中云：「入無量眾生種種心行。」44就是可進入

了知無量眾生的種種心內之作用、變化，知道對方心理，就可以用對方喜愛的方

式度化他。 

華嚴十地位菩薩與奇人鬼谷子有相同的真如法性，觀平等之理性（法性）與

差別之事法（捭闔、飛箝、揣情、愛語等種種說服技巧）炳然而存，二者能相入、

相即、相成，所以〈十地品〉中的方便智可含容《鬼谷子》中的方便智慧，但〈十

地品〉中的方便智程度較高，兩本著作的方便智內容可會通，無有障礙，就是「法

性融通」。 

五、 結語 

《華嚴經》的〈入法界品〉中有一句經文：「菩薩摩訶薩，以般若波羅蜜為母，

方便善巧為父。」45大菩薩是以般若智慧作為母親，度化眾生的善巧方便作為父親。

因為菩薩的大悲願力，所證得的般若智慧可以發揮善巧度化利益眾生的方便作用，

單是體證到真實智慧而沒有大悲願心開展的善巧方便，菩薩是不能成為菩薩的，

唯有方便與智慧雙運才能成就菩薩，並在菩薩修行功德圓滿後，以此功德成佛；

因此成佛不僅需要般若智慧這個母親，也需要善巧方便這個父親。 

《鬼谷子》中的方便智是籠絡人才和駕馭人才的心理操縱術，對不同的人要

採用不同的操縱方法，有些人性格豁達，喜歡開門見山；有些人比較愛面子，喜

                                                      
41 《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中卷。 
42《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6, b17-18， CBETA 2016 版。 
43《正統道藏》第 671 冊～672 冊，太玄部，《鬼谷子》下卷。 
44《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96, b14，CBETA 2016 版。 
45《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438, b15-16，CBETA 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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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別人用含蓄的方式；有些人在壓力下才會有動力，需要你施以壓力；有些人則

需要鼓勵才能發揮幹勁。因此，度化眾生，需隨機應變，因事制宜，因人而變，

根據對方的性格，以及具體事由的不同，採取不同方法，這就是鬼谷子說的：「因

事而裁之。」 

〈十地品〉中的菩薩為了要有方便智來利益眾生，會學習世間所有經書典籍(包

括外道書籍)以及一切技藝，能夠知道眾生的心意，可以隨他心樂何法，宜於用何

譬喻，使眾生樂聞無厭。菩薩還會示現同外道行，但內心不會捨離佛法，會隨順

世間法，而不違背出世法來度眾生。因此，菩薩是智慧和慈悲交融並進，而能具

體的顯示方便的力用。 

華嚴是一乘的圓融法，因真如法性相同，〈十地品〉中的方便智可包含《鬼谷

子》中的方便智慧，兩者可會通，就是理事無礙法界的「法性融通」。菩薩有深切

的慈悲心，運用方便智，使眾生遠離憂愁苦惱的生死輪迴中，更發廣大的悲願，

使眾生得到出世解脫道，成就佛果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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