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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菩薩問明品〉眾生業性之探討 

 

釋性空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十屆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欲了解眾生輪迴之因，必從「業」作探討。眾生因業果的流轉，而

不斷輪迴；又緣起性空、自性無所有。那麼業性何在？眾生若不解緣起

深義，則流轉生死，要知法是從因緣而生。一切法皆不離緣起法則，其

性是空，無所有亦無所得，但因眾生的執著，因而輪迴生死。因此，輪

迴與業是密不可分的。要斷生死流必須從業下手，了解業性的不實性，

才能徹底解決生死之根本。  

佛世尊坐菩提樹下，夜睹明星時嘆曰：「奇哉！眾生本具清淨自性，

只因無明遮蔽故流轉生死」。每位眾生皆有佛性，若能了達緣起性空義，

斷愛欲截生死流；依照《華嚴經》的因地修學次第，如法修行，即可達

涅槃彼岸。在華嚴的藏海中，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若能體得業性無

實體，空有不二之真理，即能契入佛之本懷，而達華嚴一真法界般若性

海，如實解脫自在。  

六祖慧能大師云：「何其自性本自清淨」。眾生的心性是清淨，因

無明雜染覆蔽自性清淨心，而無明不覺是煩惱的根源所在。本覺是清淨

無雜染，不因為不覺而有增減，眾生的輪迴是因為無明緣起，這就奇怪

了，眾生的心性既是清淨，何故染污呢？  

本文以「業」為主題，乃因「業」為眾生流轉生死之關鍵，發自於

解脫生死的理想，故以此為研究。然！生死之秘何其浩瀚，欲窺其全貌

甚難，但學人以解脫生死為志業，雖一時不得盡睹其顏，卻可聚沙成塔，

一點一滴累積。今適逢就讀華嚴專宗之緣起，故以此為首，著手研究，

選擇〈菩薩問明品〉，是因為蓮社一年一度之春季誦經法會，誦經期間

誦至〈菩薩問明品〉提出九個「業性亦如是」，學人思及「業」既然是

眾生生死的要點，又眾生之習氣根深蒂固，雜染越深習氣越重，除非透

過修行的觀照力，否則想解脫談何容易。那麼，此處提出之九個譬喻來

說明「業性」之不實，但因果輪迴仍存在，須透過修學的次第，乃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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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之可行性。此為本文之緣起。  

因此，想藉由對眾生業性的探討來了解《華嚴經》是如何詮釋眾生

業性以及業性眾生與成佛之間的過程與關係。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業性，主要是探討《華嚴經》如何詮釋眾生之業性？本

文分成兩部分的探究範圍：第一部分，以探討《華嚴經》如何詮釋眾生

之業性？以十信位為探究之範圍。重點是以〈菩薩問明品〉－眾生業性

的探討為主題，再以初會的六品十一卷經文，主要以〈世主妙嚴品〉、

〈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為主，來說明佛與眾生的依正二報之

業果與業的關係。研究上是以《八十華嚴》的經文偈頌為主。因此欲免

輪迴苦，應對「業」作深入的了解，是為本文之要也。  

第二部分，成佛的次第。是從寄三乘顯一乘的立場來說，探究各派

對緣起的看法，以及緣起與性起在《華嚴經》的意義為何。研究的方法，

以法藏祖師與澄觀祖師對緣起與性起的立論點來論述。以及如何使業盡

情空，證得空性，乃至脫離六道輪迴，超離世間，證入法界，進入華藏

莊嚴的諸佛國土。用《華嚴經》四分五周因果做一簡要說明成佛的次第。 

第三節、全文章節大要 

全文共分成六章如下：  

第一章，緒論。總說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等，及對於眾生業性，

正依二報，成佛次第作一扼要說明。  

第二章，業。分成三小節論述：  

第一節是說明業是如何形成，業與十二緣起有著密切的關係。部派有部

與經部對業的詮釋，原始佛教受《吠陀》、《奧義書》之業力觀的影響，

而有業力的觀念，至今佛教對業的輪迴觀念及善惡業報之因果觀仍是如

此。業的形成是有其因緣法則，在這一節用佛教與外道的業說觀念不

同，做一比較說明。佛教的業說是緣起論，是因緣和合而有，而且不離

世間的因果法則；但外道的業說思想是認為有一個真實的我在造作，又

受神的安排，甚至不認為有因果輪迴。  

第二節，業與因果的關係。說到因果就與輪迴有關連性，又因果輪迴與



 

- 3 - 

十二緣起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接著對十二緣起以《起信論》之真妄

和合，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造業是因妄心起而有，真如性體是不礙生

死。最後說明《華嚴經》的因果觀與其他教派的因果觀之不同處。第三

節是做個小結論。  

第三章，《華嚴經》業與正、依二報的關係。分三小節論述：  

此章是論述業與果報的關係。是以《華嚴經》第一會為中心，探討業與

依、正二報的關係。唐譯《華嚴經》之品會，是七處九會三十九品四分

五周因果。第一分是舉果勸樂生信分，屬所信因果周。所謂的舉果勸樂

生信分就是〈世主妙嚴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等六品

十一卷的經文，所示現的是要讓眾生生起解脫的信心，相信種善因得善

果，種惡因得惡果，如〈賢首品〉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

善法」
1

第四章，《華嚴經》〈菩薩問明品〉－眾生業性。也是分三小節來論述：

本章之重點是探討業性與業果的關係。  

。信是入道的第一要件，沒有信念無法生起信解心。因此，諸佛

示視依、正二報的世界，讓眾生欣起信樂之心，趨向解脫之道。分成二

小節來說明〈世主妙嚴品〉正報所証解脫境界與業的關係，以及〈世界

成就品〉、〈華藏世界品〉依報莊嚴的世界海與業的關係。論述正、依

二報所成就的世界，而有業果的顯現。業果與業性之間的關係，又呈現

出業性非實有，不壞業果相。舉經文中偈頌來證明佛的果報與眾生果報

之不同處。第三節是小結。  

第一節是論述眾生業性在〈菩薩問明品〉中的涵義。〈菩薩問明品〉在

整部《華嚴經》是屬於「修因契果生解分」的部分，在信、解、行、證

的次第中，是屬於解的部分。是文殊菩薩向九位菩薩提問九個問題，將

十信位中修行可能遇到的種種問題先提出來，再由諸位菩薩齊問文殊菩

薩。而「眾生業性」是覺首菩薩問文殊菩薩，「心性是一」為何有種種

差別，此是明「緣起甚深」義，文殊菩薩用譬喻回答後，再以〈菩薩問

明品〉中談到的顯十甚深之「業果甚深」為探討之核心，此中寶首菩薩

回答文殊師利菩薩之「眾生業性亦如是」的九個譬喻，用不同的譬喻來

說明業性無實，不壞業果相。而這些譬喻也是有次第性的，先明異熟業

果，次明增上業果，後明無漏業果。其共同的特色是，業無自性，業果

不壞。  

第二節，九個譬喻。本節所要探討的是「眾生業性亦如是」的九個譬喻

的涵義，文殊菩薩問寶首菩薩：一切眾生既然是四大假合，無有實體性，

為何還有苦樂受、多受少受、端正美醜、現報後報等現象。法界不是沒

                                                 
1 〈賢首品〉第十二之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四，《大正藏》第十冊，p.7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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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與惡的分別嗎？因而寶首菩薩舉出種種譬喻，以說明業性非真實

性，但不壞業果相的例子，又此九個譬喻說明了，諸法一切虛實真妄，

只是假言說，是在告訴我們，不要執著世界，不要執著自我，整個思想

架構是要我們了解，所有的形像的構成是緣生性的，破除業性無所有，

真如本性超然的立場。  

第三節是小結。以華嚴宗五祖宗密與山南溫造尚書的一段對話，來對眾

生業性本空，做一詮譯。  

第五章，《華嚴經》成佛的次第。本章亦分三小節論述：  

上一章節探討眾生業性，知眾生覺性本具，因為我執深重，因而造業、

受報、輪迴；若能了達自性無生滅，空寂無體；一念不起，雜染無造，

清淨本然，即能脫離輪迴之苦，與佛無異。表示眾生仍有成佛的可行性，

本章節即要探討成佛的次第。分為兩小節來探討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

及業性眾生如何能成佛。華嚴一乘具備行布門與圓融門。於行布門中，

往往藉寄三乘顯一乘明之。本章節是以寄三乘顯一乘的立場，來論述成

佛的次第，三乘有位階上下，不相混淆之分，因此稱為行布門，而一乘

無位階上下，一成一切成，即所謂圓融門。  

第一節，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把前面的章節作一回顧。業性眾生因為

果報，而有正、依二報，但自性無所有，緣起性空，體無來處，因而業

性本空，卻不壞業果相。皆由緣起法則而來，各教派的緣起論點不同，

在華嚴的思想中緣起論是「法界無盡緣起」與「性起」這是華嚴思想的

特色。本節以法藏祖師與澄觀祖師的緣起觀與性起觀做說明。法藏祖師

的緣起觀是「一心作」，是無自性的空觀唯心，是宇宙萬相互為因果，

此觀點是建立在唯識的三性業感緣起：澄觀祖師的緣起觀是「三界唯

心」，是如來藏的真如一心，是染緣起與淨緣起，染緣起是屬於眾生部

分，淨緣起是指諸佛菩薩，此觀點是建立在如來藏的染淨緣起。業性眾

生了知緣起無自性，自性無所有，一切的執取是虛妄的，唯有透過修行

成佛，才能解脫輪迴的痛苦。  

然眾生與佛只是在於迷與悟之分別，在真如一心的觀點而言，佛性

是眾生本自具足的佛德，而華嚴的重重無盡緣起，是在闡發眾生心中本

有的性起功德。以啟發眾生依此修學，顯現自性功德。因此眾生若由應

行理性的因位境界，轉為果位境界即是佛，這是法藏祖師的性起觀，著

重於一性本覺皆成佛說，故雖現起於眾生心中，皆不異於如來的性起。

澄觀祖師的性起觀是建立在染淨緣起中的淨緣起。因此在華嚴的法界，

每一法都有其整體性，圓融無礙，每一事物都可保有其自存性，圓滿無

缺。在法藏祖師的性起說，是站在事事無礙的果上顯現的立場，而澄觀

祖師是站在理事無礙的立場，以心性來看性起觀。「性起」也是華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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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特色，以果位來論諸法的現起，是毘盧遮那佛的性海果德。說明

諸法無自性，亦可圓融無礙。此稱性功德是每位眾生皆有的佛性，因此

皆有成佛的可能性。  

第二節，業性眾生如何能成佛。把《八十華嚴》分成七處九會三十九品

為四分五周因果，階位次第是五十二位，作一簡略的說明。及三乘眾生

修學所須具備的清淨三業條件，再簡述一念心之意涵。最後做一小結。  

第六章是總結論，將《八十華嚴》對眾生業性是無所有畢竟空，但不壞

業果相，及業性眾生最後終將成佛的意義做一結論。  

第二章 業 

第一節、業如何形成 

一般所說的「業」就是身、語、意三業之造作，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種種

行為，由身體、語言、心理活動造作皆稱為業；三業造作產生的結果稱

為果報，果報會在繼續影響造作者的心思，繼而再造新業，如此不斷的

輪迴、永無間斷；除非透過修行了解緣起法則，才有機會跳脫生死輪迴。

在部派佛教對業有諸多詮釋：  

有部說：業有表、無表業，身口的表、無表業，都是以物質為體。

經部說：業以思心所為體，思是意志的推動力。業的實體是思，

煩惱中的主要者，為無明及愛，而無明及愛與思是不離而相應的。

對世間的真相不知，妄起貪愛執著，依此而有一切身心活動是業。2

有部說思業就是意業，也就是意業的體是思；思已業是身、語二業，但

身、語二業不是思，身表業之體是「形色」，語表業之體是「言聲」。

所謂的「物質」指的就是「形色」與「言聲」。經部的觀點認為三業中

每一業的體都是思。在舟橋一哉著的《業的研究》認為經部的觀點比較

接近佛教的業說，因為釋尊業說的特色是「動機論」

 

3

                                                 
2 釋印順，《大乘起信論講記》p.155。 

，因此視業為思。

凡所有人的舉動行為皆有一個動機為其前題，包括動物也是一樣，為了

生存而有攻擊的行為。所以動機如果是思的前題，那麼有了思的動機（思

惟）就有行動的展現（已作之思），這樣思惟之思與已作之思，兩者是

連貫不分離的。又如果思不產生行動就不構成業報，只是識種子的蘊

釀。有部認為思可以是業的推動力，透過思的力量業力會形成。因此，

3 舟橋一哉，《業的研究》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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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構成的要件無明與愛，為思與無明和愛相應而產生業，這也就是有

貪執著的妄念，造成一切身心活動而有業的存在。所以身、口、意就與

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印度《吠陀》、《奧義書》之業力觀、輪迴觀及善惡因果律；以

及對生死問題討論，和如何尋求解脫之道，皆為達到不死的境界，這是

精神的層面；因此而有祭祀的行為與儀式的產生，而業力觀、輪迴觀、

善惡因果律在後來原始佛教《阿含經》對業的看法有著延續的作用。《阿

含經》中業的觀念來自於《奧義書》，認為眾生受業力的影響，而有今

世受前世業因的牽引，而且造業的動力是欲望。《雜阿含經》中說：  

愛欲生眾生，意在前驅馳，眾生起生死，業為甚可畏。 4

業的形成是由無明與貪愛，無明與貪愛是眾生生死流轉的根本，眾

生的業是由於欲望的驅使，而生死輪迴；因此「欲」是造惡的原因。欲

望是一切苦的根源，由此而有貪瞋癡，此三惡業延伸出無限的業力。所

以欲望是造作一切惡業的主因。同樣的，善法欲就可增長善業，在未明

心見性以前，要透過修行的過程來增長道業，而這精進的力量也是一種

欲望。除非如七地以上菩薩證得不退轉果位，否則仍然要依修學次第，

還是有因緣果報的。所以「業」是主宰眾生前進後退的樞紐。而十二緣

起與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十二因緣是生死的流轉門，若不要生死的

流轉，就必須斷無明，無明煩惱斷除就不會再招感業力，也不會再受生

死輪迴之苦。在《雜阿含經》中有說到：  

 

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生死，不知苦

之本際。 5

眾生無始劫來流浪生死就是無明與貪愛所造成，卻不知這就是輪迴

的根本，也是苦的根本。苦的根源就是愛結，它造成「來世」與「後有」，

它與欲望相糾纏而有貪求與執著，世間的一切惡事都是由貪愛所生。有

了思念就開始有強烈的佔有欲，「我有、我執」的觀念由此開始，這也

是佛教中所說的虛妄我執，這些行為產生果報，有了六道輪迴的業果。

即使物質的身體不再活動，它的力量也不會消失，等待下個因緣聚會，

又開始它的生命力。這也是所謂的「業感緣起」。又業的觀念來至古老

的印度思想，在佛陀時代外道的業說思想也有很多，如六十二見

 

6
及六

師外道
7

                                                 
4 《雜阿含經》卷三十六，〈1018 經〉，《大正藏》第二冊，p265 下。 

等學說。佛陀就說了三種外道論，如《中阿含經》的〈度經〉

5 《雜阿含經》卷十，〈266 經〉，《大正藏》第二冊，p695 中。 
6 指古代印度外道所執六十二種錯誤見解。見於佛光大辭典之六十二見。 
7 又作外道六師。古印度佛陀時代，中印度勢力較大之六種外道，即 1 珊闍耶毘羅胝子：懷疑論者。

2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唯物論、快樂論者。3 末伽梨拘舍梨：宿命論之自然論者。4 富蘭那迦葉：

無道德論者。5 迦羅鳩駝迦旃延：無因論之感覺論者。6 尼乾陀若提了：主張苦樂、罪福皆由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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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度處異姓異名異宗異說，謂有慧者，善

受極持而為他說，然不獲利。云何為三：或有沙門梵志，如是見

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復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

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尊祐造。復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

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緣 8

佛陀所說的三種外道，第一種是「宿命論」，認為人的一切遭遇是

前生就決定的無法改變的，這樣完全的定命論，與佛教所說的現世行善

的善業力能使重受輕報，減輕宿業，轉惡業為善業不同。第二種是「尊

祐論」也就是「神意論」，認為一切都是依於神的意志，把人世間一切

的現象都歸於神的安排，不但人不能改變現前的環境，就是沙門、梵志、

天魔梵行也不能改變，這樣人就不需要精進修習善行。如此的說法佛陀

斥為邪因。第三種是所謂「偶然論」即「無因無緣論」，就是說人世間

一切的遭遇，都是無因無緣偶然的現象，善惡皆是偶然的，這與六師外

道中阿夷多翅舍婆羅唯物論相近。

。  

9

苦樂非自作，亦非他作，更非自他作，亦非自非他無因生，而是

緣生。

外道對業的說法與佛教的說法觀念上

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以為宿命不可改變，有一神祇主宰一切，一切無因

而生，認為有一個真實的我在造作，甚至沒有因果的觀念。但是佛教否

定實我，一切是因緣所生法的緣起論，如《雜阿含經》釋尊曾說：  

10

由此可知，眾生所受的一切苦樂不是自己所造作，也不是由別人所

造作，更不是自己和他人和合所造作，以及無因無緣偶然所生，而是眾

因緣和合所生的。可見佛教的業說是「緣起論」，而且不離世間因果法

則。一切眾生乃因緣和合，而有五蘊生起，起惑造業於六道中生死流轉。

然心法如幻，無有一常住不變的本體，亦即靈魂的存在，那麼作業者誰？

受報者誰？依大乘唯識說，認為受報但依阿賴耶識，各人所作諸業的差

別，薰於識，本識又應和合之因緣起現行受果報，所以苦樂、禍福的差

異，都是由於各人不同行為所招感來的，是順著自己過去所造的業來承

受果報。一切只是五蘊假合的我及因緣所起的假相，而有業的造作及輪

迴受報，只因我們把它當成實在性、實有性，所以一直在生死大海中輪

迴，不能出離。這是對因果關係而言而有輪迴受報之說，對無我的緣起

論而言是無自性的。沒有一個真實的我在受報，是五蘊假合的我在受

報。因此，佛教的「緣起論」與外道的「無因論」、「宿命論」是有很

 

                                                                                                                                                  
所造，必應償之，並非今世行道所能斷者。見於佛光大辭典之六師外道。 

8 《中阿含經》卷第三，《大正藏》第一冊，p.435 上－中。 
9 釋大律，《中阿含經》的業觀初探－以〈業相應品〉為主。 
10 《雜阿含經》卷十二，〈三十三經〉，《大正藏》第二冊，p8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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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別。  

第二節、業與因果的關係 

業 karma 的概念在佛教之前即已存在於因果業報說中，直至今日也

被使用於印度，而且透過佛教流布至東方各地區。業與輪迴有密切的關

係。十二緣起就有業因與業果的關係，在佛教中所指的業是說有意的行

為，也就是經過思維的行為，也就是「動機論」意思。因此十二緣起就

是無明貪愛、思、業產生出向善或惡的力量，而有業果的輪迴。根據業

報說，其善惡業在感得果報之前，業的勢力應該會繼續存在。如果善惡

的行為尚未感得其果報就消滅的話，業報說就不成立了。佛教中常會提

到因果輪迴的痛苦，要脫離輪迴的痛苦，就要斷除無明貪愛，無明貪愛

是苦的根源，也是煩惱的根源。因為無明貪愛使得生死相續不斷，因為

這樣的種子產生出來的行為就要果報，而且有相續性存在輪迴之內。如

在《中阿含經》的〈鸚鵡經〉說：  

瞿曇！何因何緣，彼眾生者，俱受人身而有高下，有妙不妙，所

以者何？瞿曇！我見有短壽、有長壽者；見有多病、有少病者；

見不端正、有端正者；見無盛德、有成德者；見有卑賤族、有尊

貴族者；見無財物、有財物者；見有惡智、有善智者。世尊答曰：

彼眾生者，因自行業，因業得報。緣業、依業、業處、眾生隨其

業高下，處妙不妙。 11

由以上經文得知，今生所受的種種業報差別，皆是依個人過去，乃

至現生的行為所決定。有人生來長壽有人生命短暫，有人健康有人多病

痛，有的端正有的邪惡，有的尊貴有的卑微等等。世尊回答說：這都是

眾生自作業所得的果報，種善因得善果報，種惡因得惡果報。眾生所受

的一切果報，必然是由於業力所招感，有業然後有報，因此有種種不同

的業，就有各各不同的果報。又《中阿含經》的〈思經〉說：  

 

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  

若不故作業，我說此不必受報。 12

若以身、語、刻意造作善業或惡業，必定受現世報或後世報，若不

刻意造業就不會受報。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善惡與業果是相

對的。由十二緣起的環環相扣而有因果關係的存在，但從各支自身的角

度來看，其有各自的體性，各支體性的生滅又是無常性，離開各支又無

 

                                                 
11 《中阿含經》〈鸚鵡經〉，《大正藏》第一冊，p704 下。 
12 《中阿含經》〈思經〉，《大正藏》第一冊，p43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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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獨立存在，也就是所謂的緣他而生滅。
13

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

果不離因故

這也意味著一切人事物都未離

開因、果的關係。因與果間有著相互的必然性，這也是十二緣起各支間

相互的關係，有著因果的關係。因此在惑、業、苦的循環之下，煩惱會

導致惡業並為身心帶來苦受或苦報。也就是說十二緣起與因果輪迴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若以十二緣起而言，無明緣行，行是指業，無明是不

覺；在《大乘起信論》云：  

14

不如實知即無明，不覺即業，不覺所起的妄念，是虛妄浮動不實的。

若覺即常住一心，十二緣起不外是煩惱、業、苦。無明心動行業，作惡

業自然感苦報，心動則心就有所受。依因依緣的所有活動，是無常性的；

現實所感受的，無論苦或樂，皆是受，皆是苦。動必有果，因為果不離

因；果從動來，動是無常；因無常，果亦無常，因苦果亦苦。這一切皆

從不覺妄念之妄動而來。

。  

15

因此，無明是一切雜染法的重心。從生死而得解脫，證得涅槃的清

淨法就是明，即是般若即是覺。所以說佛是覺者，無明是眾生。  

此明因果不離，念不覺起心動念，妄念動就是

苦因，也即業因；有因就有果報，因此因果不離，業果相續造成不斷輪

迴的關係。貪愛執著即是不覺無明，無明是雜染的根本，是不了解諸法

的自性本空。十二緣起，說明生死流轉的雜染法，由無明而起種種的行

（業），由行（業）而招感有識的生死身。  

佛教中說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的因緣果報，而華嚴圓教講

的是因果同時，意思是說，有因有果，因不成果亦不成，也就是因中有

果，果中有因，因果是相續不斷同時的，是為法性智海中因果不可得，

不可得中因果同時無有障礙，也即所謂的主伴無礙，可得的因果有前

後、無常、所以並非究竟。因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理念，如帝釋網

互相徹入，一中無量，無量中一，因果相入同時無二。
16
這是《華嚴經》

裡特別的說法。《華嚴經》講圓融無礙法法相通，一法門中具多法，多

法中一法。每品經都有其互相該括與前後相徹文義相收的地方，對因果

的解釋也是如此。
17

                                                 
13 釋悲昱，《雜阿含經緣起思想的研究》p.14。 

 

14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153。 
15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154。 
16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第四，《大正藏》第三十六冊，p740 中。 
17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第四，《大正藏》第三十六冊，p74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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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眾生所受的一切果報，必然是由於業力所招感，有業然後有報，因

此有種種不同的業，就有各各不同的果報。緣起法是佛教的特色，從原

始佛教的「業感緣起論」到《華嚴經》的一乘圓教的「無盡法界緣起」

都沒有離開緣起說。  

佛教的緣起觀是否定常住性、不變性、固定性，肯定無常、流轉、

變化。
18

第三章 《華嚴經》業與正、依二報的關係 

依《阿含經》對業力的看法是不離「緣起法」與「無常法」。三

界的眾生都有業因果報，欲界有欲界的業，色界、無色界亦然。惑業把

人纏鎖住，讓眾生常在煩惱痛苦中掙扎，得不到解脫。惡業的眾生，驕

慢放逸，增惡損善，常輪生死；華嚴的「無盡緣起」的因果觀，是延續

了原始佛教的「緣起法」與「無常法」，而更臻完善的重重無盡，以無

盡圓滿的圓因，相應於圓果，而彰顯「因賅果海，果徹因源」之道理。

這也說明了因果不二的道理。佛所修的寂靜法，可令眾生脫離身、語、

意、所造作之惡業纏縛。在《華嚴經》中佛所展現的依報與正報的莊嚴

體相與華藏莊嚴的境界，都不是凡夫所能理解的，但在華藏世界中也包

含了雜居土的眾生，所以華藏世界總括整個法界，因為眾生業性不同，

因此而有不同的正報身與依報國土。下一章節就來探討《華嚴經》中業

與正、依二報的關係。  

《華嚴經》初會菩提場的第一分是舉果勸樂生信分、所信因果周。

所謂的舉果勸樂生信分就是〈世主妙嚴品〉、〈世界成就品〉、〈華藏

世界品〉等六品十一卷的經文，所示現的佛智用果報圓滿的果位，是要

讓眾生生起解脫的信心信佛的果德，如〈賢首品〉云：「信為道源功德

母，長養一切諸善法」
19
信是入道的第一要件，沒有信念無法生起信解心。

因此，諸佛示現依、正二報的世界，讓眾生欣起信樂之心，趨向解脫之

道。《華嚴經》是以事理來表法理，無一事不表法門。所以在此會中所

舉的因果是同體無二，用來成就因位中的十信位，也令有信心的眾生相

信果德是由因地修行而來，透過修學的次第成就佛果德。
20

                                                 
18 岡邦俊，〈因緣法の根本構造〉，p149。 

因此在初會中

的六品經文所展現的是佛在因地修行所得之依、正二報的莊嚴果體，讓

19 〈賢首品〉第十二之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四，《大正藏》第十冊，p.72 中。 
20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第五，《大正藏》第三十六冊，p75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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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起信實修。  

又佛見眾生沉溺於情愛中無以自拔，乃發大悲心來到娑婆世界，救

拔世間一切眾生使之離苦得樂。如經上說的「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

世」。如來出世本懷，唯一大事因緣，欲令眾生悟入佛的知見。然眾生

煩惱，千差萬別，故度生方便，乃有多門，諸佛以隨機施化，悉為利生。

在眾多法門中，以釋迦初演之華嚴妙法，為集諸佛神妙智用。這是佛自

證的境界，非言語之所能及。《華嚴經》是佛在甚深禪定中之境界，是

諸大菩薩的勸請，而由普賢菩薩、文殊菩薩、金剛藏菩薩等代佛宣說之

大法。也就是要告訴眾生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令眾生了生脫死，達到

涅槃彼岸。  

下面分成二小節來說明〈世主妙嚴品〉正報所證解脫境界與業的關

係，以及〈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依報莊嚴的世界海與業的關

係。及論述正、依二報所成就的世界，而有業果的顯現；業果與業性之

間的關係，又呈現出業性非實有，不壞業果相。  

第一節、業與正報 

眾生因業力感得所造就出的世界海，有依、正二種果報。《華嚴經》

中的〈世主妙嚴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即是說明眾生

因業力所感得的依、正二報，及諸佛菩薩願力所成就的世界，示現眾生

應該從痛苦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普賢菩薩及諸大菩薩慈悲宣說〈世

主妙嚴品〉，為使眾生了解業性、法性，特意以佛威力示顯妙莊嚴土。

於一切世界中，皆有如來坐於道場，每位世主各得信解、各有所緣、各

獲方便三昧門、各獲方便三昧門、各修習助道法成就，而入如來解脫門。 

在《華嚴經．世主妙嚴品》中顯示諸佛菩薩正報的果德、世間的業

性，說明諸菩薩如何從對業感、法性的解悟而入解脫法門，在〈世主妙

嚴品〉中各個世主悟得法性無性不可得，在無量劫海中修行，了知眾生

為愚癡無明所覆障，煩惱業海是痛苦輪迴的根源。而一切眾生因為造業

的差別，隨其因感而有種種不同的業報。因此世間的業性是不可思議，

佛為了向愚癡的眾生開示，而演說因緣所生法，讓眾生了解業的差別

性，以及法性本自清淨無雜染。《華嚴經》中說：  

世間業性不思議  佛為群迷悉開示  巧說因緣真實理  

此法寂音之所見  業性因緣不可思  佛為世間皆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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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本淨無諸垢  此是華光之入處 21

業從因緣而生，「不可思」是「不可思議」。諸法無有自性，但因

與果之間卻有連結，所以是不可思議。業有善的性質與惡的性質，從造

作到形成果報，其因緣的組合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隨著因緣成熟，

較重大的業先隨業受報；若能消滅愚癡昏暗，捨離一切不善的因緣，了

解法性空無所有，即能體證，真如自性清淨無染濁；又若能具足諸佛清

淨光明智慧圓滿，證得開悟解脫法門，就可得正報莊嚴體。故一念造一

切，所以要開發善根因緣，令真如理體顯現。業性是因緣所生法，是以

「無明」為首的生死流轉之雜染法。法性是本自清淨之理體。業性可善

可惡，但法性是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真如。佛在世間宣說的諸法，即

是在說明眾生的清淨體性是無雜染的，是因為煩惱執著，三毒熾盛，無

量的業種子因緣成熟，業報身成立，即受果報，此是眾生之正報因緣。

眾生因此業海的痛苦縈纏，自己造作種種苦因，結果就自己沈溺於苦

海，傲慢放逸的認為有個真實的我在過日子，作貪瞋癡的奴隸，在生老

病死中來來去去，身心的煎迫痛苦縈纏，惡業堆積如山，重重的障礙障

住光明自性無法動彈，百千億劫仍為業障所苦，這都是執著自我所成。

所以，若能如實了知無明生起於對自我的執著，再排除掉對自我的執

著，這樣對意念的種種投影便會消滅，而成為覺者自淨其意。〈世主妙

嚴品〉中的普勝神菩薩即從此中開悟而得解脫。  

 

見諸眾生流轉苦  一切業障恆纏覆  以智慧光悉滅除  

此普勝神之解脫 22

如來為說寂靜法  善目照知心喜慶

 眾生業惑所纏覆  驕慢放逸心馳蕩  

23

要破除業障的纏覆必須發菩提心，用智慧光來滅除，在《華嚴經》

中諸佛菩薩的慈悲顯現，用種種的方便法門廣益眾生演說妙法，讓眾生

離開愚癡險道，令世間的煩惱盡除，生大歡喜心。能安住如來的清淨法

性中，妙智慧自然顯現，無有罣礙遠離顛倒夢想至究竟涅槃之彼岸。  

 

得知眾生在生死苦海長夜輪迴，在惡業果報中痛苦流轉不得出離；

但佛為方便渡眾，給眾生種福田的觀念，讓眾生在造善業的過程中，因

為受佛法僧的熏習，而趣向菩提。目的就是要讓眾生了解若能了知諸法

實相，不執著功德相，法性本淨無垢染，業性本空無自性，自然能證入

涅槃境界。  

佛說法性皆無性  甚深廣大不思議  普使眾生生淨信  

                                                 
21 〈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大正藏》第十冊，p.8 中。 
22 〈世主妙嚴品〉第一之四，《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大正藏》第十冊，p.19 上。 
23 〈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大正藏》第十冊，p.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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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燄天王能善了 24

離諸魔鬼永無餘  光照天王所行道

 若有眾生一見佛  必使淨除諸業障  

25

諸法的本性是因緣和合沒有一定的自性，若能了達諸法實相是微妙

甚深不可思議的，讓眾生生起淨信心，自然能證入真如實相，而能了達

實相就能破除我執。  

 

以上即是在〈世主妙嚴品〉中描述證得解脫的有十佛世界菩薩、雜

類諸神眾、天龍八部四眾、及欲界、色界天眾等，皆因諸佛以一圓音演

說法，眾生所類各得解。在無量的法門中以圓融無礙的方便法讓眾生同

霑法益。  

又《華嚴經》中之寂靜法有很多，皆可成就佛功德，其實在修行證

果的過程中，六位因果四十二階位：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

妙覺（十信滿心入住位），就是通向解脫的寂靜法，而得解脫之正報身。

《華嚴經》中菩薩透過在因地的修行功夫，成就果地的正報莊嚴，化現

出莊嚴的世界，〈世主妙嚴品〉即是描述世間主的正報莊嚴，每位世主

經由其所修行的解脫法門，而得證入。  

第二節、業與依報 

上一節是在介紹〈世主妙嚴品〉中每位世主在因地修行，從其所修

的解脫法門而證得正報莊嚴。也是說明眾生的業性因緣有因果的次第，

清淨的、染污的，各有其果報，因此佛陀慈悲的宣說解脫大法。  

佛身清淨皆樂見  能生世間無盡樂  解脫因果次第成  

美目於斯善開示  眾生迷惑常流轉  愚癡障蓋極堅密  

如來為說廣大法  師子幢王能演暢 26

本節所要述說的是業與依報的因緣，正報是眾生的果報身，而依報

是所依的世界國土世間：也稱為住處世間，指所居的依報，即眾生所依

住的國土，如山河大地等

 

27

在〈世界成就品〉開始的時候，提及有一位大行普賢菩薩，他在無

量劫以前，就發大菩提心，願在每位佛成佛的時候，作佛的長子。所以

。  

                                                 
24 〈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大正藏》第十冊，p.6 下。 
25 〈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大正藏》第十冊，p.9 上。 
26 〈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大正藏》第十冊，p.11 上。 
27 《中華百科全書》〈三〉p.14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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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嚴經》初會中為會主。一切諸佛是由覺悟的眾生所成就的，在法

界海中的眾生，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果報，都不相同。眾生業中，

有善業、有惡業。造善業者向上升，造惡業者向下墮。而所謂造善業及

乃是守五戒、修十善，能升至天界。而造惡業者乃指造作殺生、偷盜等

十種惡行，而造此十惡者，則在六道中墮下，乃至地獄。因緣成熟的果

報身，決定在六道之任何一道後，再來就是依存的報土國度。〈世界成

就品〉所明的世界海依住的形相苦樂淨穢，皆是眾生染、淨業果報之所

莊嚴不從他有。而佛菩薩世界是海依大願力、依自體清淨法性力、依諸

波羅蜜諸行海等自體清淨力。為渡眾生發大慈悲力，以不思議變化力之

所成就，故名〈世界成就品〉。
28

眾生世間是妄想業風所成，如來世間是大願力智風所成。〈世界成

就品〉云：  

 

菩薩修行諸願海  普隨眾生心所欲  無量願海普出生  

廣大剎土皆成就  眾生煩惱所擾濁  分別欲樂非一相  

隨心造業不思議  一切剎海斯成立  佛子剎海莊嚴藏  

離垢光明實所成  斯由廣大信解心  十方所住成如是 29

此品所示現的業果報與法果報，是遍法界海及眾生業行海。令發心

菩薩知道眾生業報的同異差別是由心所造，即所謂三界一切唯心所造。

因此眾生隨著自業轉變所成世界，與諸佛菩薩大悲普濟願行廣渡所成世

界之不同處何在？皆由清淨離垢心起，也是由業力所成。在〈世界成就

品〉一再說明一切的國土皆是由業力所成，眾生由污染的業惑所纏覆，

所成就的世界就是污染的。若是清淨心修福德行，所成就的世界就是清

淨的，一切都是由「業性」所起。  

 

對在眾生所屬剎土，〈華藏世界品〉中進一步描述：  

剎中有地獄  眾生苦無救  常在黑暗中  燄海所燒然  

或復有畜生  種種醜陋形  由其自惡業  常受諸苦惱  

眾生各各業  世界無量種  於中取著生  受苦樂不同 30

每個眾生的業報有無量無邊的世界種，因為自己業力果報呈現種種

的世界，有些眾生為貪取為執著而生存，所受的苦樂也就不相同。而且

每位眾生的根性亦不相同，若是清淨業所成的國土，即是清淨莊嚴的；

 

                                                 
28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第十三，《大正藏》第三十六冊，p801 上－中。 
29 〈世界成就品〉第四，《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大正藏》第十冊 p.35 中。 
30 〈華藏世界品〉第五之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大正藏》第十冊 p.5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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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染著的業，所成就的就是污穢痛苦煩惱的世界。這也就是所謂的「心

淨即國土淨」。於是業力的不同，所成就的果報自然不同，因此，無量

眾生的剎土也就不同。  

在此陳述三塗之果報，地獄的眾生是過著黑暗的日子，畜生道的眾

生，有著種種醜陋的形態與習性，這些都是因為造惡業的結果；而這些

果報的種子還會不斷的延伸，即使脫離了惡業果報身，但這些習性仍然

會存在於人身中，所以醜陋的種子仍會展現繼續造業。再以種子的譬喻

說明，種子的性質不同，所生的果實亦不同：  

譬如種子別  生果各殊異  業力差別故  眾生剎不同  

眾生業力故  國土不思議  眾生身各異  隨心分別起  

如是剎種種  莫不皆由業 31

以此譬喻眾生之業力不同，因而所生之國土亦不相同；剎土有成、

住、壞、空，但眾生的識種子，卻不斷的隨業流轉；心念是因，能招異

熟果，行即是業，心、業互為能所，眾生的果報身不同，是因為心念不

同，所造作的業就不同，所以呈現的剎土也不同。但一切都是與業有關，

雜染及清淨，隨眾生心起，亦由業力起。  

 

又〈華藏世界品〉是毘盧遮那佛往昔於世界海中清淨修行，無雜染

心，淨修大願所莊嚴清淨的國土。毗盧遮那佛往昔修行菩薩行時，曾親

近一切諸佛。在微塵數佛的道場中，專一修行清淨的業，而獲得種種的

寶光明，終能成就妙莊嚴的華藏世界。《華嚴經》中有一特色，即是心

佛、眾生三無差別，
32

以上經文是解說業力如何成就正、依二報，每位世主從修行的過

程、心性的變化、智慧的成就。依眾生的不同根性，不同願力，所證得

果報也不同；經過無量劫的修行，修習一切法門，福慧雙足，入三昧、

通達一切諸法實相；了解自性空的道理，才能脫離苦的束縛；在無量無

邊的諸佛剎海中，用種種願力，圓滿普賢菩薩所發的一切行願，修行圓

滿向聖賢位邁進。  

從聲聞到菩薩最後身的一切有情，人人具有圓滿無

差別的清淨心與佛無異。因此，舉諸佛成就的果德悲智境界，及行普賢

行而成就妙莊嚴之依報土，讓眾生簡擇眾生業海果報及佛行業海果報的

差別。  

                                                 
31 〈華藏世界品〉第五之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大正藏》第十冊 p.51 下。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九冊，p.46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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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在初會菩提場中所出現的六品經文裡，說如來成佛因果及菩薩神天

等眾，佛是自行利生之眾，菩薩等眾是了知因果關係，示現得道、入法

與佛的知見是相同的。讓眾生知道這樣的悟道知見與佛的知見是相同

的，而有初發心便可成正覺。在〈世主妙嚴品〉是演說佛始成正覺，略

示依正二報之莊嚴。〈如來現相品〉是普賢菩薩說眾生因果、如來因果。

如來因果世界報得國土莊嚴。〈普賢三昧品〉從三昧起說佛果報，眾生

業力成就世界依、正二報國土莊嚴。〈世界成就品〉說世界成就是由眾

生業力所起。〈華藏世界品〉明華藏世界海是佛自智果報所得莊嚴。〈毗

盧遮那品〉引古證今令眾生信心不疑。
33

本章節只就〈世主妙嚴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來舉例

說明依、正二報。下一章節所要探討的是本論文的重點「眾生業性」，

既然知道六道輪迴的痛苦，欣起解脫的信心，就必須了解業果與業性之

間的關係，所呈現的業性非實有，不壞業果相。這是《華嚴經．菩薩問

明品》所闡述眾生業性的意義。  

可說這六品經是令初信眾生欣起

菩提道心，而開演諸佛菩薩天神等眾所得佛德果報依、正二報的莊嚴，

及說明六道眾生種輪迴因所得的果報是痛苦的，雖說緣起法則眾生是五

蘊而生，但因果是不昧的否則又成斷滅法。  

第四章 《華嚴經》〈菩薩問明品〉－眾生業性 

上兩章節所探討的是業與果報的關係，眾生正報、依報依所行業的

因果而立。但佛教所言體無自性，無我，破我執，一切皆虛妄，眾生業

性無性，一切因緣所生，無相、無念、無住、無我，這些說的都是無性

一切法不生，只因眾生一念無明起，妄生我執苦從中生世間因此而立。

如《新華嚴經論》云：  

三世無時有  妄繫三世法  以真無妄想  一念現三世  三世無時

者  亦無有一念  繫著三世法  總現無時中  了違無時法  一念

成正覺 34

說明法界無體性時，三世的業即是虛妄的，因為有念所以有著，若

能了達真妄，三世等同虛空，有所著即有繫，無所著即無相，一切法不

生。那麼一切國土亦猶如虛空。本章節所要探討的是在〈菩薩問明品〉

 

                                                 
33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第九》，《大正藏》第三十六冊，p774 上。 
34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第十三，《大正藏》第三十六冊，p80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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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九個眾生業性譬喻的涵義。  

第一節、眾生業性在〈菩薩問明品〉中的涵養 

在整部《華嚴經》分成信、解、行、證四個部分，而〈菩薩問明品〉

是屬於解的部分，是文殊菩薩向九位菩薩提問九個問題，將十信位中修

行可能遇到的種種問題先提出來，再由諸位菩薩齊問文殊菩薩。像這樣

的方式互相研討，所以叫作〈菩薩問明品〉。而九位菩薩則各以自己所

修行的經驗，用偈頌的方式來回答文殊菩薩；文殊菩薩也以偈頌的方式

來回答九位菩薩的問題。
35

眾生因為業果的流轉，而不斷輪迴；又緣起性空、自性無所有。那

麼業性何在？眾生的心性是清淨，因無明雜染覆蔽自性清淨心，而無明

不覺是煩惱的根源所在。眾生若不解緣起深義，則流轉生死，要知法是

從因緣而生。在《中論》有云：  

本文探討的主題就是〈菩薩問明品〉中文殊菩

薩問寶首菩薩：一切眾生既然是四大假合，無有實體性，為何還有苦樂

受、多受少受、端正美醜、現報後報等現象。法界不是沒有美與惡的分

別嗎？寶首菩薩以偈頌回答文殊菩薩九個「業性亦如是」。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何以故？眾緣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

屬。眾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亦復空，但為引眾生故以

假名說 36

在《中論》中說明眾生是因緣所生法，是眾緣和合而生，因而無自

性亦是空性義，所以眾生是緣起法而成。在華藏世界是包容一切、不離

一切，眾生不離一法而有所得，這也就是華嚴的核心：「無盡法界緣起」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即不離，也是一乘圓教的緣起觀。華嚴將法界

分成「緣起法界」和「性起法界」，性起法界包括緣起法界，法與法彼

此之間是相攝相入圓融無礙的，舉一法即一切法；一障即一切障；一斷

即一切斷，此即〈普賢行品〉所論述的修行道理，

 

37
以此無盡圓滿的圓因，

相應於圓果，顯示「因賅果海，果徹因源」之道理，亦即說明了因果不

二之道理，如是因相應於如是果。
38
華嚴體系所談的因果，是不離一般的

因果論又是即其圓滿的因果論。就〈普賢行品〉與〈性起品〉
39

                                                 
35 賢度法師編著，《輪法輪集》，p36。 

也深入的

探討了修行因果之間的問題，把法與法之間的相攝相入性與一即一切，

36《中論》卷第四，《大正藏》第三十冊，p33 中。 
37 《大正藏》第十冊，p844 中-848 中。 
38 陳英善著，《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p387-388。 
39 〈性起品〉是六十卷《華嚴經》之〈寶王如來性起品〉，八十卷《華嚴經》之〈如來出現品〉，單

行本譯之《如來興顯經》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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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即一解說的很清楚。性起的問題在下一章節《華嚴經》成佛的次第

再來探討。本章節是探討「眾生業性」，無實性四大假合的緣生法與性

起也有相關連，因此在此稍作提示。  

本章節所探討的「眾生業性」，是本文的主題－《華嚴經．菩薩問

明品》的九個譬喻「眾生業性亦如是」。此九個譬喻是彰顯〈菩薩問明

品〉之「業果甚深」義。而此業果是眾生之業果報。前面第一章所探討

的是業與因果的關係，業與眾生是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華嚴經》初會

的六品經文也不斷提到業性的不可思議，在後面的〈夜摩天宮品〉的經

文也對業性、五蘊世間，及自性無所有作解釋。這些都是在說明眾生業

性在空性的層面而言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緣起法的世間，它所呈現的因

果是存在的。因此有輪迴的說法，修行是心念的轉換，即可入空性。雖

然說眾生的自性清淨心是本自具足，但是因為無明煩惱覆蔽，因而有業

果的輪迴。  

因此在〈菩薩問明品〉眾生業性的探討，即是在說明業性非實有，

卻不壞業果相。經文中文殊菩薩代表一切眾生發問，開顯十甚深之「業

果甚深」，使眾生了解何謂業性以及如何解脫業的束縛。在此品中用譬

喻的方式，來表現業性的無實有性，但業性雖然無所有，卻不壞業果之

相。一般世間眾生的煩惱與習氣，未斷無明，因而仍不斷生死流轉。貪、

瞋、癡三毒感得三惡道苦，清淨身、口、意感得諸佛國土；由此了解到

《華嚴經》所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
40
既然說「萬法唯心」一切為心所造，那麼為何在〈菩薩問明品〉

中一開始文殊菩薩要問覺首菩薩：心性是一為何有端正醜陋、苦樂不同

等種種差別？又說：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心不

知受，受不知心，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
41

諸法無作用  亦無有體性  譬如河中水  湍流競奔逝  

各各不相知  諸法亦如是  亦如大火聚  猛燄同時發  

各各不相知  諸法亦如是  法性本無生  示現而有生  

是中無能現  亦無所現物  一切空無物  妄心有分別  

如理而觀察  一切皆無性

。這樣

矛盾的說法呢？在經文中有舉例解說：  

42

就體性而言，諸法無體性，法無自性，自性本空，是因為妄心而有

分別，在文中的例子言，河中的水湍流奔逝，後水追前水，前水追前水，

前不知後後不知前，火燄也是一樣，只看見火燄卻不知其前後的分別，

 

                                                 
40 〈昇夜摩天宮品〉第十九，《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九，《大正藏》第十冊，p.102 上－中。 
41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6 上－中。 
42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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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的體性而言，在物為法性，在人為心性，法性與心性本無性，要示

現出來才知其體為何，若不能現也就無所現的物，心性是空有不二、不

即不離，如此說是因為空是指如來藏之「清淨心」，有是指「妄心」，

這是染淨和合的「賴耶識心」。心、業互為能所，離能所就互不相依，

業是隨緣而生，所以無自性，妄心也是隨緣而生，所以因為此心、業皆

隨緣成，性空無體，相依無力，
43

一切有無常  諸法空無我  永離一切相  眾生隨業報  

一切法是生滅不住，故心、業皆空，因

而言業不知心，心不知業。一切法既然空無自性，那麼受與報、因與緣、

智與境互不相知，就有跡可尋，不互為能所，又各無體性依緣而生。一

切皆緣生故無性，一切有為法皆無常、無我，隨緣法生，妄心分別一切

法得入，有相有差異、無相無分別；諸法不互為能所就起不了作用又無

體性可言，因此各各不相知。此是〈菩薩問明品〉中之「緣起甚深」義，

偈頌中的譬喻也是暗喻眾生的心念是相續不間斷的，這就是妄念所成的

分別心，才有造業的差別性。又在「教化甚深」中文殊菩薩再問財首菩

薩：一切眾生非眾生，云何如來隨其時、命、身、行、解、言論、思維、

觀察等而現其身教化調伏眾生，財首菩薩答：  

如夢不真實  世間所見法  但以心為主  隨解取眾相  

顛倒不如實  世間所言論  一切是分別  未曾有一法  

得入於法性  能緣所緣力  種種法出生
44

為令眾生了解此五蘊身是假名安立，為令其無所著，知一切法是虛

妄，而開示一切法是無常、無我、無相，果報是隨業而生，業是由十二

緣起，是緣生而非我生，既從緣生故無性，這些都是在說明法性無我，

因緣所生。心性雖然是一，但緣生果報有差別，而有眾生相的不同。世

間一切所有，皆由自心變化所作，也即是以心為根本。但因為凡夫不明

白唯心的道理，而隨欲樂心念生起執著相，這都是顛倒妄想相，實際上

一切皆是空，但又執著一切空為有

 

45

在《華嚴經》中舉出諸佛菩薩行諸善業成就正業果報，其乃為令眾

生生起信心，而有好樂修行之心，進而從因地中開始逐步修學乃至最終

成佛。每位眾生皆有佛性，若能了達緣起性空義，斷愛欲截生死流；依

照《華嚴經》的因地修學次第，如法修行，即可達涅達彼岸。在華嚴的

藏海中，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若能體得業性無實體，空有不二之真

。就如韓國的元曉大師，入唐求法

途中，在塚間飲屍水的故事，這都是心念所展現出來的反應，若沒有能

緣的心與所緣的境，那麼一切法不生。  

                                                 
43 唐．澄觀《新譯華嚴經疏鈔》卷第二十一，p.480。 
44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6 下。 
45 鐮田茂雄著，釋慈怡譯，〈無礙之境界－菩薩明難品〉《華嚴經講話》，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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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能契入佛之本懷，而達華嚴一真法界般若性海，如實解脫自在。  

然依佛教義一切事物皆是緣起無自性，因緣和合而生萬法；諸法的

實相是空，並無實體性；既然一切眾生是四大因緣假合，沒有我及我所，

如此則誰來作惡？誰來受報？在〈菩薩問明品〉「業果甚深」中文殊菩

薩曾以此向寶首菩薩提問請益：  

佛子！一切眾生等，有四大，無我、無我所，云何而有受苦受樂、

端正醜陋、內好外好、少受多受、或受現報、或受後報？然法界

中無美無惡。 46

文殊菩薩問寶首菩薩：一切眾生身是四大假合，非我造作出身體，

即無能造能受與所造所受。既然無我，那麼為何有受苦受樂者、美醜、

內外、多受少受、或是受現世報與來世報等等之分別呢？既然說無我之

真理即是一真法界，真如法性中無善惡之分別相；那麼，苦樂從何而生？

又無我、我所、無能受的我與所受之境，這樣不是違背真理的說法嗎？

因此，在澄觀祖師的《華嚴經疏鈔》對此解釋說：  

 

違體業亡，迷真業起，報因業起，何須我耶？業報攬緣，虛無自

體，故無我所。由法無我，非斷滅故，業果不亡 47

業果之形成是因為善惡業因所招感的善惡果報，而招感善惡果報的

是眾生，又眾生是五蘊緣生，因此業因與果報因為眾生而有。澄觀祖師

解說諸法是無自體性，所以無我與我所，不是有一個真實的我去造作，

在《中論》也說眾生是假名安立，但若說法無我因果業報就不存在的話，

這又落入斷滅的說法。因此業果仍是存在的，即所謂空（無我）有（業

果）無礙。雖無體性亦不壞事相。  

 

再舉例說明，華嚴宗四祖澄觀在《華嚴經疏鈔》中解釋業之時，引

《大乘起信論》用如來藏真如染淨和合的阿賴耶識，來說明業與心的關

係。  

不生不滅者，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隨緣作生滅心，

不相捨離，故云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即是阿賴耶識；此生滅心

因無明生，原從本覺起，雖有二義而無體。 48

不覺即不如實知真如法，即一般所說無明住地。但卻不離本覺，諸

法之覺性仍常覺，並不因眾生的不覺而失卻覺性。迷真起妄，眾生依覺

成迷，是迷者自迷，是不離覺性而自迷，非覺性使眾生成迷。又《楞伽

 

                                                 
46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6 下。 
47 唐，澄觀《新譯華嚴經疏鈔》卷第二十二，p.654。 
48 唐．澄觀《新譯華嚴經疏鈔》卷第二十一，p.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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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云：「七識染法為生滅，以如來藏淨法為不生滅，以此二和合為阿

賴耶識。」如來藏心是清淨不滅，六根對六塵的染污是生滅的，無明不

覺能令生死不斷，覺能滅生死。
49

由上面文中澄觀祖師對業性的說法，是以《大乘起信論》之如來藏

識的染淨和合來解眾生業性。認為眾生的自性是清淨心，因無明雜染妄

念造業，眾生心與佛的心皆是清淨無差別，差別在於眾生是依我執心

念，而佛的心海無體相無分別，所造諸業為解眾生苦。因此《華嚴經》

所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宗旨，是在說明如來果德，是身心依正

自他一切互融互入統一而平等的。而眾生的自心都有此性，所以說與佛

無差別，也可成就佛的果德。只因眾生從我見出發，分別計較種種迷妄

的事理，所以佛陀說，一切苦因都是由於無明而成，也可說是眾生自己

造作種種苦因，結果自己就沈溺於苦海。如〈昇夜摩天宮品〉中說：  

生滅是無常、無定性是因緣相，也就是

緣起造作；覺性的體相是不生不滅無雜染無念而念；藏識裡有染污的種

子與清淨的種子遇緣則發，而有生滅相續相，生滅相續生死就不斷，業

因此而起，業性造就世間眾生，眾生因緣和合果報相生隨緣而現。因此

無始無明的因成為業種子，這是業與八識的關連性。  

一切眾生界  皆在三世中  三世諸眾生  悉住五蘊中  

諸蘊業為本  諸業心為本  心法猶如幻  世間亦如是。 50

眾生並無實體性，是無常因緣和合，由五蘊而有的假相，五蘊是由

業為本、業以心為本，心法也是無實體性。也就是說有情眾生無常當中，

沒有一個真實的我存在，身心因五蘊而存，只是將五蘊和合的整體假名

施設為「眾生」，所以過現未來的眾生都是虛妄不實的；有情如此，有

情所在的器世間亦如此。  

 

因緣和合之眾生是無常性、無我、無自性，但眾生不知其是緣起的，

而常生死輪轉，業流遷徙。然心無自性，業性何在？另外在此品中，行

林菩薩亦云：  

但以諸業故  說名為眾生  亦不離眾生  而有業可得  

業性本空寂  眾生所依止  普作眾色相  亦復無來處  

如是諸色相  業力不思議  了達其根本  於中無所見 51

眾生與業是互依不離，因為身、口、意三業的造作，而有五蘊的聚

集；三業的體是思也是即心的造作，因此諸業以心為根本，識心造業而

 

                                                 
49 唐．澄觀《新譯華嚴經疏鈔》卷第二十一，p.466。 
50 〈昇夜摩天宮〉第十九，《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九，《大正藏》第十冊，p.101 中。 
51 〈昇夜摩天宮〉第十九，《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九，《大正藏》第十冊，p.10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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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果報體──眾生（即業果）。所以業不離眾生、眾生不離業，彼此是

互依而存在的關係。然眾生既是因緣和合而生，無我、無自性，故業性

也是無我、無自性；如此業相也是空，就不難理解業空無性，眾生亦空

無性的道理。諸業因眾生而成立，沒有眾生就沒有業，如眾生因三業的

造作，而起貪、瞋、癡；若貪、瞋、癡滅除，業力就失去力量不再造作。

如此眾生是空、業性是空，那麼，眾生的業相也就無所依處，也是空無

自性。因此五蘊依業而住，業依心而有，但這些都是假相，因緣和合而

有，業力雖然不可思議，但五蘊和合的眾色相之根本是空無自性，是可

成立的。  

第二節、九個譬喻 

我們從經文了解到隨流生死，業體本性並無流轉，當體是無明，諸

業因果，若能自覺覺他又能知法界自性真理真妄兩亡的道理，這是〈菩

薩問明品〉中眾生業性所明的涵義。本節所要探討的是「眾生業性亦如

是」的九個譬喻的涵義，文殊菩薩問寶首菩薩：一切眾生既然是四大假

合，無有實體性，為何還有苦樂受、多受少受、端正美醜、現報後報等

現象。法界不是沒有美與惡的分別嗎？因而寶首菩薩舉出種種譬喻以說

明業性非真實性，但不壞業果相的例子，又此九個譬喻說明了，諸法一

切虛實真妄，只是假言說，是在告訴我們，不要執著世界，不要執著自

我，整個思想架構是要我們了解，所有的形像的構成是緣生性的，破除

業性無所有，真如本性超然的立場。以下是對九個「業性亦如是」作一

探討，而探討內容是參考澄觀祖師之《華嚴經疏鈔》：  

隨其所行業  如是果報生  作者無所有  諸佛之所說 52

如諸佛所說，眾生隨著自己的行為所作諸業的差別，薰於本識，產

生如是的果報，而此熏習所成的業種子，沒有自性（實體性），因為無

自性而得隨緣生起現行之果報，因為這樣的果報而有苦樂、禍福的差

異。雖產生苦樂等報，但其體性是空，而業雖然無自性，但是事相卻可

成，這說明了諸法是因緣和合而生，有業就有果其業果是存在的，若說

業果不存在這不是真空是斷滅空。  

 

在澄觀祖師之《疏鈔》解說，第一偈之前二句是俗諦緣生行業有果

報，後二句依勝義即空而言，所以不相違背。《疏鈔》中引《智論》云：

「有業亦有果，無作業果者，此第一甚深，是諸佛所說」
53

                                                 
52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6 下。 

因為無我、我

所，而言作者所作無所有，業果亦無所有，此是依勝教量而言。餘九之

53 唐．澄觀《新修華嚴經疏鈔》卷第二十二，p.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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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喻業果從因緣生而無自性，但不壞事相。分別彰顯譬喻的意義，

每個譬喻各有巧妙不同。  

譬如淨明鏡  隨其所對質  現像各不同  業性亦如是 54

此譬喻是說明業報無性，不壞虛相；以鏡為喻，鏡中所現的相是業

緣所生，隨業緣生而有果報，此顯業果無體，業體因無性顯善即善，顯

惡即惡，善惡為其業性，這樣才不失業果之相。由於無性之故，所成業

果不壞事相，才能顯示無性是真空之理。

 

55

亦如田種子  各各不相知  自己能出生  業性亦如是  

澄觀祖師又把鏡喻為如來藏的

自性清淨心，是不變的本覺體，因不覺而妄生諸相即鏡相，業性隨業之

善惡而有不同。也就是說鏡子的本質只是鏡子，沒有東西的投射，就無

影像的產生，如果有東西照射進去，就會隨著顯示出影像；就如同業有

善、惡、無記之分，它的性質與相貌，隨其所作而顯示，也就是說業果

隨緣而生。此譬喻是把鏡子比喻為如來藏性，鏡子所顯現的像是業果，

而能顯相的質就是業性。因此沒鏡子也就影像，也就無所謂的業性，這

樣業性當體即空，業報也當體即空。再以田種子與巧幻師為譬喻：  

又如巧幻師  在彼四衢道  示現眾色相  業性亦如是 56

「田地」如同「業因」，「種子」比喻為「識種」，因為無明的覆

蔽，愛水的滋潤，我見的執著，而有果報身的產生；無明、愛欲、我執

就是業因；種子若不現行就無業果，無造業就無果報，田地與種子是無

自體性，是因緣和合自然產生，所以彼此不相知也能生，這說明業體本

空，業果不壞。又幻師的譬喻《疏鈔》解說「四衢道」是指色、受、想、

行四蘊也是造業的處所，「幻師」喻業因是造業的樞紐，「眾色相」是

業果。雖然眾色相是幻相不實，幻師也不實，皆為業所生，這再一次說

明業報無性，不壞虛相的結構。下一個偈頌是闡明無造者、無受者。  

 

如機關木人  能出種種聲  彼無我非我  業性亦如是 57

此譬喻是說機關木人非真實，用來比喻業性的不真實，沒有所作的

人，因此發出的聲音也非真實，即無所謂受者，此在暗喻業報因為業因

而起，但木人非實有，即「無我」即無真實的我，這在闡明體無自性。

下一個偈頌是喻性一體殊。  

 

亦如眾鳥類  從穀而得出  音聲各不同  業性亦如是 58

                                                 
54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7 上。 

 

55 唐．澄觀《新修華嚴經疏鈔》卷第二十二，p.658。 
56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7 上。 
5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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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喻以鳥類來闡述業同一性但業果有別，也就是說鳥類在未出生以

前，其業的體性是一樣的，出生後叫的聲音有所不同，所感得的業報一

樣，但共業中又有別業，即前文所言苦樂不同、美醜不同、造因的深淺

所受的果報也有輕重。這又說明了即使業性相同，所感得的果報也未必

相同，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說總報業與別報業的差異性。最後四個譬

喻是闡述體無來處。  

譬如胎藏中  諸根悉成就  體相無來處  業性亦如是  

又如在地獄  種種諸苦事  悉彼無所從  業性亦如是  

譬如轉輪王  成就勝七寶  來處不可得  業性亦如是  

又如諸世界  大火所燒然  此火無來處  業性亦如是 59

此四個譬喻是說明體無來處皆由緣生，這很明顯的說到緣起法，也

為業性做個結論。第一個胎藏的譬喻是喻因中有果，是父母為緣受生，

根身具足成胎出生，在胎藏中孕育成長，受胎時精血而成，此緣生即是

因果同時，在受胎時業因已成，雖然沒有體相，但是由於心念的妄動，

阿賴耶識的種子現行入胎成因，異熟果報成熟而現成。澄觀祖師解為因

含於果，故無來處。

 

60

這四個譬喻是說明，依、正二報是業果，從因緣和合而有，造人天

因、地獄因、佛菩薩因等，皆是由業因而來，即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

得惡果，其業性是隨著其業而有所不同。又佛教之不共世間法是「緣起

論」，因此無自性可言，一切皆因緣和合而存在，但業果又不壞、不滅、

不亡，而不致落入斷滅說。在解空義的同時並未不承認業果的存在，空

第二個譬喻以惡業熏自心，令心有種種苦聚，還自

惱害。這是說明種惡因得惡果的因果觀，也說明因果不昧道理；眾生因

為造惡，所受的果報就如在地獄般的痛苦，業果成熟須受報，這就是六

道眾生的業性果報。此二喻是明果報成熟，正報是果報身，依報依其報

土而受報。第一、二喻是異熟業果，是指四生之果報身，由業熏心造作，

其業性隨根身而變現。第三喻是增上業果，是天人之果報，轉輪聖王擁

有七寶具足四德，統一須彌四洲；但其來處還是善業果報，這是明種善

因得善果之例，仍是六道輪迴的眾生。也是緣起所生法，仍是因果中所

得的依正二報，既是緣生也就體無自性，空無來處，緣起性空之另一說

法。第四喻所指的諸世界是緣生的世界，大火是指無漏智，可燒盡世間

的煩惱：體無來處，業果亦無所住。透過修行的次第，明白轉識成智，

將我們無始來的執著性去除，煩惱漏盡菩提根發。  

                                                                                                                                                  
58 同上。 
59 〈菩薩問明品〉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三，《大正藏》第十冊，p.67 上。 
60 唐．澄觀《新修華嚴經疏鈔》卷第二十二，p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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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性清淨無雜染，有是阿賴耶識的種子起現行時，所造善惡業仍是有

果報的，而這也就是心真如中的真如與生滅染淨和合空有不二的道理。

在〈十迴向品〉有一段文說明了眾生業性無所住：  

了一切法無有忿諍，觀一切法皆從緣起無有住處，  

知一切物皆無所依，了一切剎悉無所住，觀一切  

菩薩行亦無處所，見一切境界悉無所有。 61

另有一段偈誦云：  

 

了知三世諸眾生  悉從因緣和合起  亦知心樂及習氣  

未曾滅壞一切法  了達業性非是業  而亦不違諸法相  

又亦不壞業果報  說諸法性從緣起  了知眾生無有生  

亦無眾生可流轉  無實眾生而可說  但依世俗假宣示 62

在這段文中把業性、諸法、業果報、法性、緣起、及眾生作了一個

很好的說明。在法藏國師之《一乘教義分齊章》云 :無盡性海隨緣所成；

圓明無盡果海具德難思不可說不可說。

 

63
對眾生業性無自體，無所有亦有

解說：若依始教而言就緣起生滅事中建立賴耶，從業因異熟果報為諸法

所依；是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此意識是隨緣生滅。若依終教而言，

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以許真如隨熏和合成此本

識。
64

第三節、小結 

此即如來藏的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成染心，如《勝鬘經》所云

隨緣作諸法染而不染，不失清淨自性。若依圓教，性海圓明，法界緣起，

無礙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伴圓融。這些都是說明眾生的業性

是緣起無自性，從阿賴耶識到清淨如來藏的染淨和合，到一乘圓教的法

界緣起，講的是緣起甚深義，雖緣起性空但不壞業果相，這也說明了眾

生有佛的種性，但不代表就是佛，因造業受生所以是眾生，但眾生仍有

成佛的可行性。  

緣起與與業果是不即不離的關係，因緣和合而有業果報生，因為緣

起所以一切法無自性，世間五蘊眾生的流轉是四大假合，因此業性無

性，但又不違諸法相，這也就是業果甚深不可說義。  

                                                 
61 〈十迴向品〉第二十五之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五，《大正藏》第十冊，p134 中。 
62 同上 p135 中。 
63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第一，《大正藏》第四十五冊， p483 下。  
64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第一，《大正藏》第四十五冊， p484 下 -485

上。  



 

- 26 - 

在此以華嚴宗五祖宗密與山南溫造尚書的一段對話，來對眾生業性

本空，做一詮釋。山南溫造尚書問：  

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  

宗密答曰：  

一切眾生，莫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

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

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

身本安閑，如池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

本自無生，何有依托。真理雖然頓達，妄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

損之又損。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身，勿認

妄念。 65

眾生覺性本具，因為我執深重，因而造業、受報、輪迴；若能了達

自性無生滅，空寂無體；一念不起，雜染無造，清淨本然，即能脫離輪

迴之苦，與佛無異。  

 

第五章《華嚴經》成佛的次第 

上一節探討眾生業性，知眾生覺性本具，因為我執深重，因而造業、

受報、輪迴；若能了達自性無生滅，空寂無體；一念不起，雜染無造，

清淨本然，即能脫離輪迴之苦，與佛無異。表示眾生仍有成佛的可行性，

本章節即要探討成佛的次第。分為兩小節來探討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

及業性眾生如何能成佛。  

第一節、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 

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業性眾生若不成佛，百千萬劫仍要受輪迴之

苦。在第一章業即說到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

迴生死，不知苦之本際，所受諸業受苦報。在第二章正、依二報，眾生

因業力感得所造就出的世界海，如〈普賢三昧品〉云：隨心造業不思議

一切剎海斯成立
66

                                                 
65 《法界宗五祖略記》，《續藏經》第 134 冊，p.277。 

諸業的境界也不可思議，皆因一念心念起；一切的國

土也是由業力所生，業性皆由眾緣起，體性無來亦無去，眾生的業力不

可思議，國土也不可思議。雜染的、清淨的國土皆由業力起，眾報隨業

66 《大正藏》第十冊，p3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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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世間諸法以心為主。這樣的業習不斷輪迴造作，而有生老病死悲

苦，逼迫世間無暫歇。眾生因為業惑所纏覆，驕慢放逸心馳蕩，愚痴障

蓋迷惑流轉生死海。知見的錯誤，煩惱熾盛，一切皆因業障所纏。種種

的現象顯示，若不修學佛法，了脫生死苦海，而認假為真，只有不停的

輪迴。因此業性眾生必須成佛，才能脫離輪迴。要脫離輪迴先解緣起論

說，才能解開生死之迷。  

在《華嚴經》云：「萬法唯心造」，說明了人欲成佛、成菩薩皆由

此一念起。若願隨惡業流轉，落入三惡道，亦不離現前一念心。因此而

言「十法界不離一念心」。一念不生諸惡不造，本具的佛性即可成佛。

依佛教如來藏自性清淨之真如的論點言，佛是凡人所作，世尊示現悉達

多太子，出家修道成佛即是見證。業性眾生若能解行並用，了達苦之本

意，即可脫離輪迴之苦。從佛教的不共世間之緣起觀來說，在華嚴思想

裡，法藏祖師把世尊所說的法，判為五教，而諸教對緣起的道理之詮釋

也有所不同。如小乘教是以「業感緣起」，也即十二緣起說。萬有的生

起是由眾生所作業力，認為眾生是由煩惱惡業招至惡果，因果相續，於

六道生死輪迴；到大乘始教有中觀派的「性空緣起」說，認為一切事物

是本性體空，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和合而生。瑜伽行派之「賴耶緣起」，

認為一切事物都由人的阿賴耶識所變現。說明萬有的生起，是依妄識而

生，也就是事相是建立在生滅的妄識上；終教以如來藏為緣起，即所謂

「真如緣起」說明真如藉無明之緣而生起萬法，即是不變隨緣的染緣

起，以及佛心、淨心做為本原的淨緣起。而華嚴所說的緣起，乃是事事

周遍含容的法界緣起。顯示法與法之間互為緣起的關係無有障礙，因果

同體為一性。  

所小教的業感緣起到圓教的重重無盡法界緣起，皆是在彰顯緣起無

自性的道理。圓教的事事無礙觀更是透徹的解析無自性的緣起觀，如十

玄門、五教玄觀、法界三觀等等，皆不離事事無礙的觀點。本章探討成

佛的次第，要先了解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要如何成佛？若從寄三乘顯

一乘來說成佛是有次第的，世尊成道後第二七日於菩提樹下，說華嚴等

一乘圓頓大教，當機者皆如普賢菩薩等大根器者，才能堪受圓融無礙的

大法。而小根器之眾生，有耳不聞圓頓教，有眼不識舍那身，世尊為了

讓教法可以被普遍接受，因此，因時、因地、因人又說了阿含、方等、

般若等法，即是為三乘眾生而說。在《一乘教義分齊章》中將一乘與三

乘教義分成十門來彰顯其不同處，即是在說明一乘的殊勝，與三乘的差

異相。本章論成佛次第，此就階位而論，在《一乘教義分齊章》十門中

之第八〈施設異相〉文中言：  

一乘所有位相上下皆齊，乃一一位中攝一切位，是故乃至諸佛等

諸位，在信位等中，餘位亦然；三乘中則不爾，但隨當位上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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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皆不相雜也在 67

此異相義有十異，此十異以一乘與三乘的差異性，在於一乘皆顯一

即一切義，三乘即有次第性。在華藏世界一事一義一品一會等，時必結

通十方一切世界，皆同此說主伴共成。經中一文一句皆遍十方，多文多

句亦皆遍十方。一乘的位階中如信、住等等六位。一一位中是一時皆遍

滿，一念皆遍修，一行皆一切行，如因陀羅網之相即無礙。所有的位相

是上下皆同，在一位中攝一切位。亦即是證得其中一位，則等於其他的

位階也同時證得

 

68

在《華嚴經》因地修行的次第，有五十二階位，透過這些次第更圓

滿無漏。本小節即是先探討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首先要了解業性眾

生，在輪迴的過程中，所呈現的果報與佛的德報是不同的。業性眾生呈

現的果報，在前面的章節已有探討到，佛的德報在初會的六品十一卷經

文也有敘述，在此再舉《華嚴經》文中的偈頌，再強調眾生要成佛必須

具備的心態為何：  

。《華嚴經疏》卷二十二〈十行品〉所說：『一位一

切位，謂上根之人，證一地位，則具足一切地位之功德也，蓋所證之位

全是法性，法性周遍，恆沙功德無不含攝，是故證一位則一切地位之功

德皆悉具足也』。三乘之位階各有分齊不相雜。是說隨著其所修證而有

上下之分，不相混淆。因此從理上言，華嚴的境內是佛的自證境內，是

指佛的果德，不立任何位階，圓融相攝。但就事相上言，它還是有行布

次第，一位一位證得，這是為眾生而施設的，所以才寄顯在三乘教中。

而言三乘諸教是行布門，而華嚴一乘圓教是圓融門。因此本章成佛的次

第，是從寄三乘顯一乘來說成佛是有次第的。  

清淨離垢從心起  或現種種莊嚴藏  依止虛空而建立  滅壞生

成互循復莫不皆由清淨願  廣大剎海無有邊  皆由清淨業所成

無量清淨業力起同修善業皆清淨  體性無來亦無去  以願力故  

遍世間 69

佛的果德是由其廣大的願力所成就，在聖位中有兩種業：一為慧

業，二為功德業。此二業是成佛的資糧，也是諸佛菩薩在因地修行，所

須具備的條件。無邊的願力故受百劫千劫生，而行菩薩道。首先要有離

苦的心，以及了解因緣無自性，生、住、異、滅是無常的循環，廣大的

依正國土，皆由清淨業所成，清淨業力所修成的業就是清淨的。因此，

諸佛菩薩了達體性清淨無來去，以清淨願力悠遊於世間。行菩薩道是大

乘佛教的一大特色，透過因地的修持而臻果德圓滿。而眾生為何要成

 

                                                 
67 法藏著，《一乘教義分齊章》，p484 上－中。 
68 同上。 
69 《大正藏》第十冊，p36 上 - p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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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因為若不成佛，不知業海漩復流轉之苦，不知業性的習氣所種下的

惡根性如何解除。  

要成佛就必須先對緣起有深刻的認識，從小教的業感緣起，與始教

的賴耶緣起並未離開依他緣而立的因果論，在因果論的前提下就有業性

的存在，發展到圓教的重重無盡緣起，就《十玄門》的「一乘緣起」是

說明法與法之間是同時具足相應的。以因果而論，舉因時果已成立，即

所謂一成一切成。在此所舉因果說與小乘、大乘之因果說是不同的。如

《十玄門》中第一門之「同時具足相應門」言：  

今釋第一同時具足相應門者，即具明教義……今且據因是同時

者，若小乘說因果者，即轉因以成果，因滅始果成；若據大乘因

果亦得同時，而不彰其無盡，如是含緣以成舍，因果同時成而不

成餘物，以因有親疏故，所以成有盡；若通宗（指華嚴一乘）明

因果者，舉疏緣以入親，是故如舍成時，一切法皆一時成，若有

一法不成者，此舍亦不成……。 70

此即彰明小乘教之因果緣起是因滅果始成；大乘雖講因果同時，但

因受限親疏之分，無法與它法形成無盡之關係；而一乘所闡明之因果不

單是同時成立，且與一切法同時成立，以彰顯法與法之間無盡緣起的關

係。

 

71

再就淨緣起與染緣起之分為：一為無明熏真如所成的染緣起，二為

真如熏無明的淨緣起，染者成萬類，淨者至成佛。

這是一乘緣起與其他教派不同之處。  

72

法藏祖師的緣起是從一心的本源而顯現萬象，而澄觀祖師是以性起

趣入為主認為：一切萬象即是一心，前者是「但是一心作」，後者是「三

界所有唯是一心」。法藏祖師是無自性的空觀思想

染緣起是屬於眾生，

淨緣起也可說是性起。澄觀祖師是建立在法性宗的染淨和合的如來藏，

認為根本無明，無體而不動，其心的根源是清淨的，一心的體（三界所

有唯是一心）是心性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只要離念無念，無念而念，

念而無念，凡夫也能證入佛的境界。  

73
，澄觀祖師是站在

《起信論》的第一義諦之「一心」為其根本思想，並由實踐的立場而把

握「無心」之心，能、所兩亡的唯心說。
74

                                                 
70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p515 下 - p516 上。 

在方立天著的《法藏》一書中

也提到，法藏祖師的法界緣起說，認為宇宙間森羅萬象，都互為因果。

自他互為緣起，相依相成，圓融無礙，而成一大緣起。基本上法藏祖師

71 參考陳英善著，《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p69 - 71。 
72 釋洞儀，「性起」與「緣起」關係之略探，華嚴蓮社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七），p253。 
73 李世傑撰，《華嚴哲學要義》，p111。 
74 李世傑撰，《華嚴哲學要義》，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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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緣起，是建立在唯識的三性業感緣起，而澄觀祖師是建立在如來藏的

染淨緣起說。  

在澄觀祖師的《演義鈔》第七十九卷云：「從緣無性」「法性隨緣」

為性起，而緣起即性起，緣起有染與淨二種，以「染」奪「淨」是屬於

眾生，所以是緣起。以「淨」奪「染」是屬於諸佛，所以言性起。這是

澄觀祖師的「性起說」觀點。眾生與佛只是在於迷與悟之分別，在真常

唯心的觀點下，佛性是眾生本自具足的佛德，而華嚴的重重無盡緣起，

是在闡發眾生心中本有的性起功德，以啟發眾生依此修學，顯現自性功

德。因此眾生若由應行理性的因位境界，轉為果位境界即是佛。
75

「性起」是不等待其他因緣，從性而起，一切事物隨順其真實本性

而顯現，也就是從佛果的境界來說事物的現起。

這是法

藏祖師的性起觀。  

76

諸佛子聞已，心皆大歡喜，願時為敷演，如來性起法。

緣起諸法本為不起之果

法，又諸緣起法皆無自性，起即不起，本為不起的果法，然依據緣起的

起而有性起，此乃由於諸法無自性，故起而不起，這就是性起觀的理論

根源。性起一詞是見於六十華嚴的〈寶王如來性起品〉，云：  

77

又《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云：  

 

依體起用，名為性起。 78

又見《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十六云：  

 

不改名性，顯用稱起，即如來之性起。又真理名如名性，顯用名起

名來，即如來為性起。 79

所謂「不改」是提因果自體不改，一切萬有的體不改。不改的性就

是佛性，性起就是佛性之起。不變的佛的本性顯現教化作用，為如來之

性起。

 

80

如來者，如實道來成正覺，性者，體起者現在心地耳。此即會其

起相入實也。

這是《華嚴經探玄記》解釋《華嚴經．性起品》的性起之意思。

又見《華嚴經探玄記》云：  

81

                                                 
75 方立天著，《法藏》，p167。 

 

76 同上，p164。 
77 〈寶王如來性起品〉，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正藏》第九冊，p.612 上。 
78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四十五冊，p.639 中。 
79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三十五冊，p.405 上。 
80 方立天著，《法藏》，p165。 
81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二十五冊，p79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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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顯示如來以無量因緣成等正覺出興於世，所以唐譯《華嚴經》

把〈寶王如來性起品〉譯作〈如來出現品〉。性起是依如來的果德顯用，

也即萬物皆是佛陀心海的展現，也皆是性起的顯現，也可說是菩提心的

自然現起，所以所謂性起就是體性生起。  

在方立天著的《法藏》一書中，為性起與法界緣起是不一不二作了

註腳。  

法藏認為，普賢菩薩境界是因位，如來佛境界是果位，前為能證，

後為所證，因為果而現起，果不離因而存在。因果相即，所以，

普賢所知的「法界緣起」與如來所知的「果海性起」並無二體。

這也就是說，如來佛境界是不可思議，言亡絕慮的，然果位上的

佛智，應機化用，從性上說性起，從相上說緣起。性相不離，性

起與法界緣起是不一不二。 82

因此在華嚴的法界，每一法都有其整體性，圓融無礙的，每一事物

都可保有其自存性，圓滿無缺。在法藏祖師的性起說，是站在事事無礙

的果上顯現的立場，而澄觀祖師是站在理事無礙的立場，以心性來看性

起觀。因此華嚴宗的性起觀，是說明宇宙森羅萬象互為因果，以一法為

能緣起所緣起，相資相待，圓融無礙，總收法界為一大緣起。「性起」

也是華嚴宗的一大特色，以果位來論諸法的現起，是毘盧遮那佛的性海

果德。說明諸法無自性，亦可圓融無礙。此稱性功德是每位眾生皆有的

佛性，因此皆有成佛的可能性。  

 

第二節、業性眾生如何能成佛 

從華嚴的義理可引導修行者，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成就佛果，證

入涅槃。本節就來探討從華嚴的五十二階位，而達到成佛的可行性。眾

生皆具有佛性，這是就體性而言，但依現實界來說，眾生仍是業性的眾

生。從業性眾生要到達成佛，必須有一個轉化的過程。要有修行的步驟，

才能達到佛果位。本章所論述之成佛次第是以三乘為立論點言，三乘的

觀念眾生之根器不同，而有漸序修行層次。就事相上言，它還是有行布

次第，於行布門中，藉三乘顯一乘。本節論述業性眾生如何能成佛。須

三業清淨，再將階位簡明論述。  

上一章節有談到澄觀祖師立論的根源是「一心」，也就是說三界所

有唯心所造。此一心可成凡夫，可為聖賢。只要捨離妄念，即可體證真

如。這一心也是本具的佛性，但因妄緣所染而有生死，在《華嚴宗入門》

                                                 
82 方立天著，《法藏》，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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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章前面有一段話，即說明了三界唯心，唯有斷盡妄念了生死，才

能希聖成賢。  

了達三界依心有  十二因緣亦復然  

生死皆由心所作  心若滅者生死盡 83

從這段話更是肯定萬法是唯心所造，世間的因緣也是一樣，妄心滅

生死盡，業性無所依存，在華嚴的法界緣起，三界一切現象都由一心變

現出來的。因此「三界唯心」是《華嚴經》用來說明有情眾生生死流轉

的原因，佛又分別演說十二因緣，世間是由五蘊和合生起，又世間的諸

法是以心為主，在前面第三章第一小節的眾生業性中有說明。三界諸法

與世間所見，都是虛幻顛倒，性空不實，只是「一心」的顯現而已。在

《華嚴經》的「一心」即「一真法界」也就是本心本性的真如實相。要

成佛必須了解此「一心」與諸佛菩薩的一心是同一法性，《八十華嚴》

認為證入法界，是修習佛法的終極目標，把證入法界視為覺悟成佛的途

徑。  

 

整部《八十華嚴》分成七處九會三十九品為四分五周因果，階位次

第是五十二位。四分是分四部分：舉果勸樂生信分（信）、修因契果生

解分（解）、託法進修成行分（行）、依人證入成德分（證）。五周是

所信因果周、差別因果周、平等因果周、成行因果周、證入因果周。果

位是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等五十二階位。〈離

世間品〉是普賢菩薩入華藏莊嚴三昧，出定之後，普慧菩薩提問關於菩

薩行以至佛涅槃等兩百個問題。普賢菩薩問一答十，演說二千法門，獲

得諸佛的讚歎。〈入法界品〉善財一心要了解菩薩道，文殊菩薩指點他

遍訪五十三位善知識，聽受各種法門，最後見到普賢菩薩，入普賢行願

海，證入法界。  

修行必須具備清淨的身、口、意三業，在〈淨行品〉修清淨梵行，

從日常生活中，成就自己的清淨三業，而達理事圓融，得一百一十種清

淨功德；要了生脫死須有清淨的行願，透過清淨的修為，才能脫離凡夫

的境地，進入聖人的境地。〈賢首品〉亦云：  

深信於佛及佛法  亦信佛子所行道  及信無上大菩提  

菩薩以是初發心  信為道源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  

斷疑除網出愛流  開示涅槃無上道 84

〈賢首品〉是勸發菩薩的初發心及堅固十信菩薩的信心，斷除疑

 

                                                 
83 劉貴傑著，《華嚴宗入門》，p13 前一頁。 
84 〈賢首品〉第十二之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四，《大正藏》第十冊，p.7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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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出生死流，使入涅槃解脫道。此是十信菩薩入初住位所須具備的功

德。為了增長佛智、深入佛界、了知一切眾生、攝取一切智性、覺悟一

切諸法、知一切諸根等而發起菩薩十行。所謂三賢位：十住、十行、十

迴向。十地即十聖位，十地前的賢位因分修完入十聖位。在華嚴三祖法

藏國師所著《一乘教義分齊章》云：「三乘中，其菩薩人，於二障不分

俱生及分別；但有正使及習氣
85
」，地前伏使現，初地斷使種，地上除

習氣；佛地究竟清淨；然彼地前三賢位中，初既不墮二乘中，於煩惱障

自在能斷，留故不斷，為除所知障故。是故梁攝論云：「十解
86
已去，

得出世淨心」；又云：「十解心以上名聖人，不墮二乘地故。菩薩唯怖

智障，然於煩惱障，非但不怖不修對治，亦乃留助成勝行。」
87

從凡夫漸漸修行到成就佛果菩提，須經過五十二個次第的修行，方

可成佛。在〈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就是從一個凡夫經過參訪五十三

位善知識，最後進入彌勒樓閣，而證入一真法界。〈入法界品〉是由凡

夫證入佛果的妙境，依照文殊菩薩的根本大智，及普賢菩薩的願行，還

有諸位菩薩善知識的指導，生起清淨信心，正確如法修行，就能達到目

地。一切諸佛出世的本懷，就是要引導眾生，同登華藏玄門，共入毘盧

性海。  

此乃大乘

菩薩之特色，修行成就留惑潤生為度眾生。還有觀十二因緣、四諦、三

十七道品、普賢菩薩十大願以及十度波羅蜜，達到究竟圓滿佛智。《華

嚴經》有其修行次第及特色，也將大乘菩薩的精神發揮到極至。  

第三節、小結 

眾生起惑造業，無量的煩惱業是由心所造，而產生種種的果報，煩

惱因無明而起，無明業相產生行為造作，盲目追求以為有一個真實的

我，產生苦惱恐懼，讓苦不斷的現行，不知是妄心一直不斷分別執取，

以致不斷的形成業苦，不斷在生死流中流轉。如果沒有掌握方向，了解

實相無相，則無法切斷生死流，更無法從凡夫的境地入賢聖的境地。若

知道如何成佛，才能了生脫死而成佛道。從如來藏真如本具足的立場而

                                                 
85 正使與習氣是對稱。略稱使。只現起的煩惱正體。使，謂煩惱能驅使眾生流轉於三有。其煩惱之

餘習則稱習氣；阿羅漢即斷盡正使而習氣尚存者。據《大乘義章》卷五本載，煩惱障有兩種，各

有正使與習氣。（一）子結煩惱障，正使為二乘及習種之菩薩斷盡，習氣為種性以上乃至初地菩薩

斷盡。（二）果縛所知障，正使為初地以上乃至第七地菩薩斷盡，習氣為八地以上至第十地菩薩斷

盡。《佛光大辭典》。 
86 （一）菩薩繫縛之相有十種別：1.煩腦解脫 2.邪見解脫 3.熾然解脫 4.陰界入解脫 5 超出聲聞緣覺

地解脫 6.無生法忍解脫 7.不著一切佛剎一切眾生一切諸法解脫 8.住無量無邊諸菩薩住解脫 9.離一

切菩薩行住如來地解脫 10.於一念中悉能了知一切三世諸法解脫。（二）指佛自在無礙相，類別為

十種。又作十不思議解脫。《佛光大辭典》。 
87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p.49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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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人皆有佛性，皆堪作佛。《華嚴經》云：「一切唯心造」「萬法

唯心造」眾生欲成佛、成菩薩皆由一念起。但若因迷惑入三惡道，亦不

離現前一念心，故而有十法界不離一念心。一切萬事萬物之法界實相，

皆未離開此一念心。二祖智儼於《十玄門》論述一念成佛義時云：  

此中通辦一念成佛義者，若小乘說要三大阿僧祗劫滿，百劫修行

相好業，始得成佛；行若滿，意欲不成佛亦不得，故無一念成佛

義。若大乘明一念成佛義者，凡有二種：一者會緣以入實，性無

多少，故明一念成佛義，如《大品經》〈一念品〉義是也；二者

行行既滿，取最後念，明為成佛，如人遠行，以後步為到，此亦

分用緣起而明三僧祇劫修道，地前是一僧祇，初地至七地是二僧

祇，八地至十地是三僧祇，然亦不定，由有一念成佛，故明知不

定。若一乘明一念成佛，如大乘取最後一念，即入一乘，以後望

初，初念即是成，合故？以因果相即同時（相）應故。 88

此明小乘須經三大阿僧祗劫滿修行相好業，始得成佛，因此小乘無

一念成佛義。但若就大乘言，可從兩方面來論一念成佛義，一是就會緣

以入實來明一念成佛；一是取行滿最後一念明一念成佛。若大乘所的最

後一念成佛，即入一乘義，一乘教所言初念成佛，是在於因果相即同時

相應故。由此經文了解小乘眾生修行是漸修，而一念成佛是大乘的萬法

唯心造之觀念，而有此一念心成佛的形成，即初發菩提那一念心，有云：

「初發心不退，成佛有餘」，意指此一念心可成萬事，是上昇下墮之樞

紐。  

 

學人認為末法時代的眾生，還是要依華嚴之行布門來修持，因此才

以三乘的論點，來論述眾生業性乃至成佛的次第，為本論文的主旨。而

圓融門是上上根器之菩薩才能體得。但解門上有認知的基礎即理無礙，

加上行門上的用功，亦即事相上達到事之圓融無礙，最終達到理事無礙

乃至事事無礙之最高境界，也即華嚴一真法界之真諦。  

因此整部《華嚴經》述說眾生成佛之可行性，從因地至果地，把成

佛的次第與階位陳述的很詳盡；佛與諸大菩薩所演說的是無盡海之根

本，本心本性無有分別，從出世間品到入法界品，從凡夫到聖賢，眾生

業盡情空，證得空性，乃至脫離六道輪迴，超離世間，證入法界，才能

進入華藏莊嚴的諸佛國土。  

                                                 
88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p518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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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其實我們生活並未離開業的觀念，大家都知道要集善業結善緣，從

病苦及煩惱中體會到輪迴的痛苦，也希望從布施中種福田，從修行中更

知道習氣所帶給我們的煩惱，十二因緣的因果關係，如何從痛苦中求得

解脫，也從修學的過程了解到緣起是無自性的，尤其是《華嚴經》的事

事無礙理念，一真法界的本心本性，清淨自性是本自具足的，皆因無始

無明的覆蓋，而不得解脫。  

從〈菩薩問明品〉中談到的顯十甚深之「業果甚深」，了解到有作

者、果報，然其本身並無自性可言。因此在生死流中，並沒有實在的我

在流轉，只有業與果在轉變而已。此十喻所解業果與業性之關係，業性

無體，不壞業果相；即是佛教所言之因緣和合自性空，不共世間之法。

亦是《華嚴經》對業性的看法。  

人們在六道中輪迴，生死如大海一般寬廣無法出離；因為愚癡、苦

惱，在虛妄的境界中轉。這迷惑是從業障中來，因為迷惑而無法修道；

佛因此用智慧光，來破除眾生的無明，滅除眾生的愚癡闇障。進而入佛

之智慧光明大海，修習菩提道，淨除諸業障，離諸魔業；業性的廣大，

皆因一念造一切。若能了知性本空寂當體即空，無所執著，即入佛之般

若性海。  

業性眾生若了知業的體性無可得，而華嚴的法界緣起，三界一切現

象都由一心變現出來的。有情眾生生死流轉的原因是唯心所造，業以心

為本而有業，心的本質是清淨無雜染，《華嚴經》是諸佛的性海果德呈

現的，初會的六品經文所呈現的是佛的依正莊嚴體，讓眾生生起信心。

本文探討的主題「眾生業性」是〈菩薩問明品〉中文殊菩薩對覺首菩薩

發問的「心性是一」為何會有種種不同的果報，業果與業性有何關係、

存不存在？覺首菩薩回答的九個業性是體無自性，不壞業果相。進而探

討到業性眾生為何要成佛？因為若不透過修行成佛的話，就會不斷生死

流，而不斷的輪迴。既然已了知五蘊世間是痛苦的流轉，要度盡苦厄，

就要知道諸法空相，法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實相。無明

盡，老死盡，甚至更深入的層次，是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老死，亦

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因為無所得，而心無罣礙，即能

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證得正等正覺三藐菩提，也就是入法界品的果

德。成佛的次第，依《華嚴經》的四分五周因果，菩薩五十二階位，有

次第的修學，即可證得佛果。  

華藏世界是圓融無礙的一真法界，在莊嚴世界海中，娑婆世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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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層，所以眾生並未離開佛，佛也未離開眾生，業性眾生只因迷惑，

在妄念的虛妄界作虛妄事，跳脫不出惑、業、苦、貪、瞋、癡的迷網，

而生死流轉。眾生若能了達緣起性空，及如來之性起功德，如法修行，

明白業性無住，佛性常住，自然能脫離六道輪迴，進入華藏莊嚴的世界

海，與佛同在，常住涅槃。  

學人在本論文選擇探討「眾生業性」，是想了解眾生業性所帶給眾

生的迷思，在苦集的娑婆世界，生老病死，貪瞋癡、愛別離等等種種痛

苦煩惱；在接受佛法的熏習後，要如何更進一步求得解脫。尤其是在佛

成道後，第二七日所宣講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是諸佛的無盡功德藏、

智慧海及慈悲觀，和為眾生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示現演法，所透悉的

是怎麼的訊息，對學人的整個修行理念，作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整理，希

望在未來的修學道上，能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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