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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趣求佛的智慧，是每一位學人的修行指向。佛的智慧是了知諸法實相的智慧，也就

是一切智。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時，師子頻申比丘

尼為其開演了「一切智解脫法門」，使善財童子「大智光明，照啟其心」獲諸法益。展

現了師子頻申比丘尼具足一切智的不可思議果德。本文藉以止為線索，進一步展開對《華

嚴經》四十二個階位中一切智的探索，分別從四個方面來進行分析：一、師子頻申比丘

尼與一切智，及成就一切智與果德的展現；二、「一切智」與菩薩道行位的關係；三、

得一切智成就佛果；四、行布位與圓融位中的一切智。通過這樣的探索研究，末學發現，

為了幫助我們在行菩薩道的路上，剷除一切煩惱與魔障，佛開演了十種智力的功德與力

用，這十種智力，也就是一切智，是引導我們趣向佛果的明燈。菩薩以趣求一切智為根

本的修行指向。依行布次第門來說，從信位開始，於一一階位由淺到深，漸次修習，不

錯不雜。每一階位，隨著各自修持的不同而有上下之分，不相混淆。依圓融相攝門來說，

一行一切行，一障一切障，一修一切修，一斷一切斷，一證一切證。十信滿心時，就已

證得佛地。雖階位次第分明，但初後相即相攝，以性融相，性相融通，圓融相攝，盡顯

華嚴一乘之事事無礙法界。 

末學文拙才淺，不敢厚此薄彼，今鬥膽以此為研究方向，只為通過這樣的學習，了

知華嚴菩薩道的行持，是以圓融的法界實相之理觀，實踐於一一行位中，圓融不礙行布，

行布不礙圓融。以期能通過這樣的學習過程，釐清《華嚴經》一切智的思想，提升對華

嚴的進一步了解，以便深入華藏莊嚴世界海創建紮實的基礎。 

 

 

 

關鍵詞：華嚴經 師子頻申比丘尼 一切智 次第行布 圓融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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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趣求佛的智慧，是每一位學人的修行指向。佛的智慧是了知諸法實相的智慧，也就

是一切智。這樣的智慧是無可稱量的，可以說是每一位佛弟子都想得到擁有的無上寶藏，

但很多人卻不知道通過何種途徑，才能尋得這一寶藏。在當今競爭激烈、複雜多元的社

會裡，眾多疲乏的人們都在尋找解脫的方法，來解決人生中的種種困惑，戰勝種種困難。

特別是修學佛法的佛弟子們，都想擁有佛一樣的智慧，甚至有的人為了這一目的，一直

在不懈的用功修學中。古人云：「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這其中的「富貴」中的「富

貴」，就是佛的智慧。所以深入華藏世界海，探尋佛家之富貴，從而開啟我們的智慧之

寶藏。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華嚴的思想體系，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得到完整的體現，也可以說「不入法界

不知法界的廣大」。所以，深入法界、隨順法界能探明《華嚴經》的核心旨趣及佛家的

富貴之處，自然也就會尋得我們都很想擁有的智慧寶藏了。 

〈入法界品〉主要內容，是講述善財童子為了求法，而參拜五十三位善知識的歷程。

參訪的對象包括有：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神，甚至外道、船師等

五十三位善知識，最後進入彌勒樓閣，證入法界。其中的比丘尼是僅有的一位，為第二

十四參之師子頻申比丘尼，寄位於「至一切處迴向」之修行位，是住於輸那國的迦陵迦

林城的日光園中說法度眾的一位比丘尼。其依報、正報之莊嚴令所有見聞者皆獲得無量

法益，令善財童子驚嘆不已，為善財童子開演的「一切智解脫法門」，更是令善財「大

智光明，照啟其心」1得諸法益。也就是說，善財童子在深入法界的過程中，在參訪日光

園的師子頻申比丘尼時，獲得了比丘尼授與的「一切智解脫法門」，也就是佛智。 

師子頻申比丘尼是如何成就「一切智解脫法門」呢？以這一問題為線索，循著比丘

尼成就此殊勝法門的過程，進一步擴展來探尋《華嚴經》一切智的思想，以期能通過這

樣的學習，釐清《華嚴經》一切智的思想體系，提升對華嚴的進一步了解，以便深入華

藏莊嚴世界海創建紮實的基礎。 

                                                       
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5,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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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將以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為主（簡稱《八十華嚴》），東晉·

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簡稱《六十華嚴》）、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

嚴經》四十卷（簡稱《四十華嚴》）、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唐·澄觀大師撰《大方

廣佛華嚴經疏》及相關的經、論、疏等為輔，以文獻分析、義理詮釋、思想發展等方法，

來進行分析論證。以期能體現師子頻申比丘尼具足一切智的不可思議果德，探析《華嚴

經》中一切智思想之意涵，期望見聞者共沐法益。 

本文將通過三個主要內容來進行研究： 

第一、了解師子頻申比丘尼與一切智，及成就一切智與果德的展現； 

第二、約次第行布門分析「一切智」與菩薩道行位的關係； 

第三、分析得一切智成就佛果及圓融相攝門中的一切智。 

第三節 現代研究成果 

據目前搜集到的資料來看，現代對一切智方面有研究的，在日本有川崎信定著的《一

切智思想の研究》，在中國有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牟宗三著的《佛

性與般若》，及陳平坤《「三智一心中得」論釋〈大智度論〉義與天台宗學》。 

其中，川崎信定著的《一切智思想の研究》一書中，主要是從《大般若經》、《大智

度論》、《俱舍論》、《中觀心論》等各相關經論中，來深入研究一切智的思想。但對《華

嚴經》中的一切智思想沒有深入的探討研究，只是略帶而過。印順法師的《初期大乘佛

教之起源與開展》，在「華嚴十地」這一節中有講到《華嚴經》的一切智，但也只是略

述之。而牟宗三著的《佛性與般若》一書中，有關一切智的內容，主要是以《大般若經》

及《大智度論》來分析三智義，無華嚴的思想。陳平坤《「三智一心中得」論釋〈大智

度論〉義與天臺宗學》一文中，有關一切智的問題，也是以《大般若經》及《大智度論》

來分析三智一心中得的問題。前二者，為略帶而過，後二者與華嚴基本無關聯。但除印

順法師之外的其它三篇，對一切智的思想及其有关的爭議問題，都做出了比較詳細的分

析與研究。為後學者的解讀與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第二章 師子頻申比丘尼與一切智 

師子頻申比丘尼是《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人物，是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

中的第二十四位善知識，是唯一的一位比丘尼，寄位於「至一切處迴向」之修行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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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於輸那國的迦陵迦林城的日光園中說法度眾的一位善知識。從其名字可知，此比丘尼

具足「師子頻申」之意，謂以獅子般勇猛無畏的精進修行，證得「一切智解脫法門」，

此一殊勝的過程，在其所居住的日光園，以及為善財童子所傳授的法門中皆有詳盡展

現。 

第一節 師子頻申比丘尼之釋名 

佛教教團由七眾弟子組成，七眾中又可分為出家、在家二眾。其中出家眾有五眾：

即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在家眾有二眾：優婆塞、優婆夷。按性別

又可分為：男眾有：比丘、沙彌、優婆塞；女眾有：比丘尼、沙彌尼、式叉摩那、優婆

夷。比丘尼是組成佛教僧團的重要部分。自從有比丘尼以來，大多數人認為，尼眾給人

以柔弱的感覺，但在五十三位善知識中，師子頻申比丘尼作為僅有的一位尼眾，用她的

實際行動，開演出無上的法門，顛覆了以往對尼眾柔弱形象的貶義之說，讓人不由得生

起敬畏之心。 

師子頻申，是遠離恐懼，勇猛無畏之意，並具有大智慧等寶劍，能消伏大眾的魔障

及煩惱。2師子，是智無畏之意；頻申，卷舒自在之意。說明此比丘尼具有大智勇猛，可

以自在卷舒的智慧為眾說法。如李通玄長者釋云： 

 

號「師子頻申」者，明已得四無礙智，已得四種無畏故。師子者，明智無畏也；

頻申者，卷舒自在也。明以清淨大智勇猛，自在卷舒說法利生，善和斷鬪諍，皆

悉從伏無量諸眾。見聞不同，廣如經說。意表此第四迴向中，行精進之行，智悲

相故。無染慈悲，說法自在，表悲常隨苦流，智常無所染是尼義故。四無礙智者：

一、義無礙智，二、法無礙智，三、辭無礙智，四、樂說無礙智。四無畏者：一、

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盡苦道無畏。3 

 

由此可知，以「師子頻申」來命名，是從其德行而成其名。說明此善知識不僅具有

師子般勇猛無畏，更能慈悲適悅，行遍十方教化眾生，善和斷鬪諍，也沒有疲勞，充分

體現其對法的好樂之心，及出俗之心。 

又「比丘」，是離染清潔的意思；「尼」，是慈悲之意。說明這個精進的行門，是以

遠離染污、慈悲清靜為行體，能夠令所有善根遍至一切處。如《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

                                                       
2《度世品經》卷 5：「師子頻申，以離恐懼、大慧等劍在於大眾消伏外學。」(CBETA,T10,no.292,p.644,b24-26)。 
3《新華嚴經論》卷 21〈25 十迴向品〉，(CBETA,T36,no.1739,p.860,b25-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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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比丘尼者，純淨之慈，令善遍故。」4及在《華嚴經合論》卷 101 云：「比丘是『出

俗』義；尼是『慈』義；比丘尼表徵：以真入俗，和融真俗、是非、染淨二見諍，成法

性理智，處俗恒真無染之慈。以滅真俗、有無、染淨二見鬬諍，而能成就第四『至一切

處迴向』。」5今以「師子頻申」為命名，是體現比丘尼無礙、無畏、精進、慈悲、無染

之德行，為下一步說明其「一切智解脫法門」做了很好的鋪墊，起到人、法之間呼應的

作用。 

第二節 一切智之意涵 

「一切智」就是佛智。6是佛陀所具備的殊勝智慧，是不共聲聞、緣覺的佛智。依體

而言，此智光明，於一念中普照三世一切諸法。依用而言，得意生身，以神通力，化身

無數往十方一切世界諸佛菩薩前，作無量供養。以種諸善根及發大願力，說法饒益眾生。

以無分別智，了知一切法如夢如幻，觸境了達而心無所著，不起分別，平等相待。 

一、一切智之名 

一切智，梵語 sarvajña，漢語音譯為「薩婆若」，即是能遍知三世中的一切事。菩薩

為了得佛的「一切智」，而實踐「般若波羅蜜」為主導的菩薩行，嚴肅的重振佛法的智

證行。「一切智」，又演化出「一切智智」、「一切種智」，或合稱「佛無上智、大智、自

然（無師）智，一切智，如來智」。7一切智對於二乘來說，通于聲聞、緣覺、佛三者，

今為區別佛智與前二者，故稱佛智為一切智智。相對於一切種智，又可稱為根本智。如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 云：「以一切智言，有其二義︰一、遍知三世一切事故；二、

對於種智，名根本智，知一切事皆一實故。」8其中第一義是說，能夠遍知三世一切法，

此為佛智所能達到的境界，故說此一切智即為佛的一切智，是從一乘教義來說；第二，

相對於一切種智，一切智為根本智，一切種智為後得智，是從三乘教義來說。三乘教中，

一切智通於聲聞、緣覺、佛三者。如《大智度論》卷 27 云：「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事；

道智是諸菩薩事；一切種智是佛事。聲聞、辟支佛但有總一切智，無有一切種智。」9此

中一切智與一切種智的差別是： 

                                                       
4《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CBETA,X05,no.227,p.133,a8)。 
5《華嚴經合論》卷 101〈入法界品第三十九〉，(CBETA,X04,no.223,p.673,c7-12)。 
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39 入法界品〉：「一切智者，同佛智故。」(CBETA,T35,no.1735,p.939,a20-21)。 
7印順法師著《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1088 頁，印順文教基金會，1998

年。http://www.yinshun.org.tw/books/41/yinshun41-47.html。 
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39 入法界品〉，(CBETA,T35,no.1735,p.939,a26-28)。 
9《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CBETA,T25,no.1509,p.259,a20-23)。 

http://www.yinshun.org.tw/books/41/yinshun4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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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言：無差別；或時言一切智，或時言一切種智。 

有人言：總相是一切智，別相是一切種智。 

因是一切智，果是一切種智。 

略說一切智，廣說一切種智。 

一切智者，總破一切法中無明闇；一切種智者，觀種種法門破諸無明。 

一切智，譬如說四諦；一切種智，譬如說四諦義。 

一切智者，如說苦諦；一切種智者，如說八苦相。 

一切智者，如說生苦；一切種智者，如說種種眾生處處受生。10 

 

從總別、因果、略廣等方面來說，三乘中的一切智與一切種智差別很明顯，而一乘

中，為區別佛智與聲聞、緣覺二者，又稱佛智為一切智智，強調不是聲聞、緣覺所共有

的佛智。在《六十華嚴》中，師子頻申比丘尼所證的法門譯為「一切智底法門」。法藏

對此解釋說： 

 

菩薩「一切智底」者有三義：一、位居菩薩，得百萬僧祇般若智用，盡佛一切智

之原底，謂如上文，乃至為等覺地菩薩說法，非下地能爾，故得斯法。二、智光

頓照三際，窮種智之境，故以為名。三、廣興供養，盡佛八相智之原底，故得此

名。11 

 

此處之「底」為究竟的意思，形容一切智的最究竟處，也就是智慧的最高點，乃為

佛的境界。從三個方面可知：第一，是說菩薩已經得到無量的智慧功用，窮盡佛一切智

的最底層，如師子頻申比丘尼一樣，能為等覺位菩薩說法，這不是十地以下的菩薩所能

做到的，所以說一切智底就是佛的一切智；第二，從體上來說，這一智慧的光明能夠頓

照三世一切處，窮盡一切種智的境界；第三，從用來說，這一智慧能夠廣興供養，同佛

一樣能夠八相成道，窮盡其智之原底。此三義中，以「原底」、「窮盡」來形容一切智的

境界，可知一切智為究竟之智，也即是佛智。 

又《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1〈70 三慧品〉中云：「薩婆若是一切聲聞、辟支佛智；

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一切種智是諸佛智。」
12
這是將二乘、菩薩、佛的智慧，約義

                                                       
10《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CBETA,T25,no.1509,p.258,c27-p.259,a8)。 
11《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T35,no.1733,p.470,b24-29)。 
1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1〈70 三慧品〉，(CBETA,T08,no.223,p.375,b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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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深而給以不同的名稱。一切智是佛智，從《小品般若》以來，為大乘經所通用。在《阿

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5 云：「以佛能知名邊際，故名一切智。有說，佛及獨覺知名邊

際，餘不能知。有說，佛及獨覺到彼岸，聲聞知名邊際，餘不能知。評曰：初說為善，

唯佛能知名之邊際，餘皆無有一切智故。」13也就是說一切智是佛智。佛才是一切智者，

二乘哪裡能說是一切智？而《大智度論》引<三慧品>，也說：「佛一切智、一切種智，

皆是真實，聲聞、辟支佛但有名字一切智，譬如畫燈，但有燈名，無有燈用」。14華嚴是

圓教一乘教法，無有三乘之說，故經中所說的一切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智，皆為佛智。 

二、一切智之體 

師子頻申比丘尼成就的這一法門，為什麼名為「一切智」呢？能於一念中普照三世

一切諸法，而這些顯示皆由本性的智慧光明所顯發。三種版本的《華嚴經》對此處的翻

譯大致相同，如下圖： 

 

《六十華嚴經》卷 5015 《八十華嚴經》卷 6716 《四十華嚴經》卷 1517 

此法門者智光莊嚴，於

一念中普照三世。 

此智光明，於一念中普

照三世一切諸法。 

此解脫門於一念中普照三世一切

諸法，顯示本性智慧光明。 

「智光」，說明般若具足德行。於一念，即頓照。普照三世，為廣照之意。說明「一

切智」以廣智具德為其體性。18三種版本的《華嚴經》中都有譯為「普照」之意，說明

此智光明，以無分別之智遍照三世諸法。在澄觀大師的《華嚴經行願品疏》中更有進一

步的論證，如疏中云： 

 

一念智性普照三世，無所遺故。由智性照，故無分別。無分別智頓照一切，非全

無知，故無分別智，離於五相：一、離無作意故；二、離有尋伺地故；三、離想

                                                       
1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5，(CBETA,T27,no.1545,p.74,a5-9)。 
14《大智度論》卷 84〈70 三惠品〉：「譬如闇室中，為有所作故然燈，所為已辦；後來燈，其明益增。黑

闇有二分：一分，初燈已除；第二分，後燈所除。第二分闇與初燈明和合；若不爾，第二燈則無所用。

如是，二乘及大菩薩智慧雖已破無明，佛智慧所除無明分是諸人所不能除。不得言初燈無照；如是，不

得言二乘及菩薩智慧是遍如實智。「遍如實智」，是佛；「但如實智」，二乘及菩薩所共。」

(CBETA,T25,no.1509,p.651,a4-13)。 
1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34 入法界品〉，(CBETA,T09,no.278,p.716,b3-4)。 
1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4,c14-15)。 
1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T10,no.293,p.730,b10-11)。 
18《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T35,no.1733,p.470,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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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滅寂靜故；四、離色自性故；五、離於真義異計度故。由離二、五，故無分別；

離初、三、四，照一切法。故以「普照」釋「無分別」。其「顯示」二字，梵本

所無。其本性智光，是能照耳。故舊經中所得法門名「一切智」。19 

 

由一念智性故無分別，而無分別智頓照三世一切諸法實相，因此無分別智離於無作意等

五相。一念智性是能照，三世一切諸法為所照，這既為一切智之體。 

三、一切智之用 

「一切智」的光明境界之莊嚴，實為不可思議。其功用可從神通、智慧兩個方面來

說明。 

（一）神通方面 

一切智是師子頻申比丘尼所證得的解脫法門，當證入這個智慧光明法門時，就能獲

得一切禪定法門之王。又因為這個禪定的力量，而獲得了意生身，因此能前往十方一切

世界，在每一位菩薩的面前，現無量無數的化身。每一個化身又對諸佛菩薩作無量無數

的供養。若是有見聞者，於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道上，必得永不退轉。如《八十華嚴經》

卷 67 云： 

 

入此智光明門，得出生一切法三昧王；以此三昧故，得意生身，往十方一切世界

兜率天宮一生所繫菩薩所，一一菩薩前現不可說佛剎微塵數身，一一身作不可說

佛剎微塵數供養。……於彼一一諸如來所，我皆如是而為供養。若有眾生，知我

如是供養佛者，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若有眾生來至我所，我即為

說般若波羅蜜。20 

 

師子頻申比丘尼以「一切智解脫法門」為所依之法門，及能依之意生身，能無礙自

在的前往十方諸佛國土，做種種供養，以種諸善根及發大願力來說法利益眾生，這正是

與修普賢行海之「帝網無盡觀」21及「無障礙法界觀」22相應之。 

                                                       
19《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CBETA,X05,no.227,p.134,a12-19)。 
2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4,c17-21)。 
21《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帝網無盡觀，于中復開五門：一、禮敬門，二、供養門，三、懺悔門，

四、發願門，五、持誦門。謂想盡虛空，徧法界，塵塵剎剎，帝網無盡三寶前，各有帝網無盡自身，每

一一身，或做禮敬、或做供養、或做懺悔、或做發願、或做誦持等觀行。」

(CBETA,X74,no.1472,p.369,a18-b11)。 
22《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無障礙法界觀，謂常想一切染淨諸法，舉體全是無障礙法界之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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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方面 

一切智能夠遍知三世一切事，所以了知一切法如幻不實，觸境了達而不去分別執著。

如《八十華嚴經》卷 67 云： 

 

我見一切眾生，不分別眾生相，智眼明見故； 

聽一切語言，不分別語言相，心無所著故； 

見一切如來，不分別如來相，了達法身故； 

住持一切法輪，不分別法輪相，悟法自性故； 

一念遍知一切法，不分別諸法相，知法如幻故。23 

 

以無分別智，面對任何事物，明了皆由緣起無自性，故不起分別，心無所著，了知

一切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見一切法不起分別之心，能以平等之心對待。藉此可知，無分

別智就是一切智。 

第三節 成就一切智與果德的展現 

若能成就一切智，其果德自是莊嚴殊勝。不僅自身的依報、正報莊嚴，而且一切見

聞者皆嘆為稀有，這對說法教化利益眾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那麼師子頻申比丘

尼是如何成就一切智解脫法門呢？ 

一、如何成就一切智 

師子頻申比丘尼成就的這一法門，是因為在過去生中，發菩提心，勤修善法，而成

就的果報。一切功德成就悉從初發心開始，所以正確的發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菩提

心及為重要。如《六十華嚴經》卷 8 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知一切法真實之性，

具足慧身，不由他悟。」24菩薩追求一切智即是從正確的初發心開始，繼而通過修持十

度波羅密、四攝法等諸菩薩行法，以般若之智為導航，勤修一切善法，來助成這一菩提

之法。藉此入於華藏世界海，了知一切法如幻，廣說一切法而無所障礙。「一切諸法中，

法門無有邊，成就一切智，入於深法海。」25 

                                                                                                                                                                         
能觀智，亦想全是法界之心……此觀是一切三昧觀門之根本。」(CBETA,X74,no.1472,p.369,b12-19)。 
2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5,a2-7)。 
2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12 梵行品〉，(CBETA,T09,no.278,p.449,c14-15)。 
2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2 如來現相品〉，(CBETA,T10,no.279,p.31,c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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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不僅正確發起菩提心，更是經過歷劫的精進修行，證入普眼捨得般若波羅蜜

門，以這十種般若波羅蜜法門為首，證入像這樣的無數百萬般若波羅蜜法門。又此園中

所有菩薩及眾生，都是在比丘尼的勸勉下，初始發心，願受持正法，思維修習佛道，在

追求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道上，得永不退轉。如《八十華嚴經》卷 67 云： 

 

入普眼捨得般若波羅蜜門、說一切佛法般若波羅蜜門、法界差別般若波羅蜜門、

散壞一切障礙輪般若波羅蜜門、生一切眾生善心般若波羅蜜門、殊勝莊嚴般若波

羅蜜門、無礙真實藏般若波羅蜜門、法界圓滿般若波羅蜜門、心藏般若波羅蜜門、

普出生藏般若波羅蜜門，此十般若波羅蜜門為首，入如是等無數百萬般若波羅蜜

門。此日光園中所有菩薩及諸眾生，皆是師子頻申比丘尼初勸發心，受持正法，

思惟修習，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26 

 

此中，以十般若波羅蜜門為首的無數百萬般若波羅蜜門，是能化的般若；日光園中

所有菩薩及諸眾生，為所化根機成熟之眾生。可見成就一切智解脫法門，需要兩個重要

因緣：能化的般若，所化的眾生。即為追求佛的一切智，精進不懈的修行，證入般若波

羅蜜門的同時，為饒益眾生，不捨離一切眾生，待根機成熟時，度至彼岸，遠離生死。

這是菩薩自利又利他的一個過程，圓滿自利利他之功行，即能成就一切智解脫法門。如

《文殊指南圖讚》中記載師子頻申比丘尼的成就事蹟，文曰：「師子頻申比丘尼，妙勝

光王日光園中；八德流泉，百花寶木；頭頭映現，一一示身。得成就一切智法門，證一

切處迴向。」27 

二、成就一切智之果德 

成就一切智的功德是不可計數的。如《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卷 1 云：「若有一善

男子善女人，聞佛者，聞世尊者，聞如來者，聞一切智者，此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

勝彼無量不可計數。」28從以下的依報、正報來看即知。 

（一）依報 

師子頻申比丘尼的道場位於輸那國的迦陵迦林城的日光園中，此園為勝光王所佈施，

同時也是這個園林的大護法。依照戒律，比丘尼修頭陀行一般是在國王的園林裡。所以

                                                       
2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4,b20-c2)。 
27《文殊指南圖讚》卷 1，(CBETA,T45,no.1891,p.799,a1-4)。 
28《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卷 1，(CBETA,T10,no.302,p.917,a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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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在這樣一個園林中說法度眾，非常有意義。勝光王與日光園都以「光」為名，「光」

意含有智慧的意思。象徵日光園具有如日光般的智慧，表示真如實際殊勝的智慧之光，

能令師子頻申比丘尼的善根遍於如法界般的園林，令入園者能破除黑暗，開啟智慧。這

是表法的作用，前面是事，後面是理，以事顯理。如《新華嚴經論》卷 37 云：「『勝光

王之所捨施者』是事，表法者：明一切智、忍、慈三法總會故。比丘，出家捨飾好是『忍』；

尼是『慈悲』義；勝光王是『智』。」29由人、法、境構成了這個具足「智、忍、慈」三

法的園林。 

而園林中的樹木，皆是比丘尼過去生所修無漏法行而建立的，故又稱為「無漏林」。

乃表無漏法之意，指遠離煩惱垢染之清淨法。說明比丘尼能觀一切法其體是空，故能敷

法空座大開法席，說法度眾，無所障礙。故此無漏園林中的樹木，每一花一葉一事一物

都能體現其依報的莊嚴，依此更能充分體現其智慧的甚深廣大。如《八十華嚴經》卷 67

云： 

 

見其園中有一大樹，名為：滿月，形如樓閣，放大光明照一由旬； 

見一葉樹，名為：普覆，其形如蓋，放毘瑠璃紺青光明…… 

復有音樂樹，名為：歡喜，其音美妙，過諸天樂； 

復有香樹，名：普莊嚴，恒出妙香，普熏十方，無所障礙。…… 

諸寶樹下敷師子座，種種妙寶以為莊嚴，布以天衣，熏諸妙香，垂諸寶繒，施諸

寶帳，閻浮金網彌覆其上，寶鐸徐搖出妙音聲。或有樹下敷蓮華藏師子之座……

或有樹下敷十方毘盧遮那摩尼王藏師子之座；其一一座各有十萬寶師子座周匝圍

遶，一一皆具無量莊嚴。30 

 

可見，這些都是由善知識的業報所成就，由出世的善根中生起，由供養諸佛的功德

所流出，所有一切世間的園林都無法與它相比較。也是師子頻申比丘尼，能夠了知一切

世間的現象如幻化、積集廣大的清凈福德善業所成就的。故能在這夢幻的世界中大做佛

事，果用能夠自在無礙。 

（二）正報 

師子頻申比丘尼因為已經成就一切智解脫法門，故能入於一切智光明門，而得出生

一切法三昧王。又以此三昧，證得意生身。所以善財童子看到她能夠分身無數，遍坐在

                                                       
29《新華嚴經論》卷 37〈39 入法界品〉，(CBETA,T36,no.1739,p.979,b16-18)。 
3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3,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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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寶樹下的大師子座上。她不僅身心調和柔順、清凈無染，更能普濟眾生、拔苦予樂。

其莊嚴之德相，就如大象王、如清凈地、如如意寶、如蓮花……。如《八十華嚴經》卷

67 云： 

 

師子頻申比丘尼遍坐一切諸寶樹下大師子座， 

身相端嚴，威儀寂靜，諸根調順，如大象王； 

心無垢濁，如清淨池；普濟所求，如如意寶； 

不染世法，猶如蓮華；心無所畏，如師子王； 

護持淨戒不可傾動，如須彌山； 

能令見者心得清涼，如妙香王； 

能除眾生諸煩惱熱，如雪山中妙栴檀香； 

眾生見者，諸苦消滅，如善見藥王； 

見者不空，如婆樓那天； 

能長一切眾善根芽，如良沃田。31 

 

如此莊嚴之正報，正是體現了師子頻申比丘尼成就一切智之殊勝果德。依止功德，

故能觀察不同眾生之根機，而說不同的法。「在一一座，眾會不同，所說法門亦各差別。」

32大體上，其聽法眾可分為三大眾來說，第一眾，八部、人、非人等眾；第二眾，二乘；

第三眾，十地菩薩及等覺。 

1、為八部、人、非人等眾說法 

此處說法中，聽眾共有十六類。十六類中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來說。師子頻申比丘尼

以智慧力觀察這些眾生的根機各有不同，所以所用的方法也不同。歸類如下表所示： 

表 1、為十六類眾生說法表 

                                                       
3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3,c4-13)。 
3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39 入法界品〉，(CBETA,T10,no.279,p.363,c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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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應的說法內容，另外整理為表格形式，詳見附表一內容。 

2、為二乘說法 

為二乘說法中，有聲聞、緣覺二乘。為了令聲聞乘捨棄小慧，信樂趨向趣求大乘之

智，而說勝智光明法門。如《探玄記》云：「初為樂聲聞說勝智光者，令捨小惠，樂大

乘智光也。」33為了令緣覺乘捨棄緣起之智，信樂佛廣大的功德智慧，而說佛功德廣大

光明法門。如《華嚴經疏》云：「緣覺修福止百劫故，緣起智光未能亡緣故。」34及《探

玄記》云：「為樂緣覺，說令捨劣，樂佛殊勝功德故也。」35即捨小乘趣向大乘。 

3、為菩薩說法 

此處的菩薩，有地前的菩薩、十地菩薩及等覺位菩薩三眾。地前菩薩與前面的二乘

可合稱為三乘，對於之後的十地菩薩可稱為地前，此地又稱為信地。如《華嚴經行願品

疏》卷 6 云： 

 

今初，對前即是三乘，對後通於地前，通令寂照普順學故。若約信樂，屬於十信，

十地上，此下十地攝前三賢，以後攝前，不同海幢以前攝後。若以信樂為信行地，

                                                       
33《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T35,no.1733,p.470,b7-9)。 
3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39 入法界品〉，(CBETA,T35,no.1735,p.939,a5-6)。 
35《華嚴經探玄記》卷 19〈34 入法界品〉，(CBETA,T35,no.1733,p.470,b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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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通地前，故三賢位名勝解行，亦名信地，未證如故。36 

 

地前三賢位名為勝解行，以信樂為信行地，是因為還沒有證得真如，所以稱為信地。

比丘尼能應不同階位菩薩之所需，而为說不同法門。具体内容整理於附表二中。 

值得研究的是，為等覺位菩薩——執金剛神說金剛智那羅延莊嚴法門。這裡的金剛

譬喻禪定智慧，為破最微細的塵惑無明而為說之。這是沒有等覺名，但有等覺義之聽法

眾。如《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 

 

後有一法，為等覺者，無等覺名，有等覺義：一、當十地後；二、得金剛智，謂

說金剛喻定，壞散塵習，獲金剛身，為莊嚴故。既為等覺，明此善友，非下位矣！

故所得法云一切智。言迴向者，約寄位耳。上下善友，倣此可知。37 

 

由此可知，因為已證得一切智，所以師子頻申比丘尼並非是十地以下的階位。前面

所說的寄一切處回向位，是寄位修行，而不是其現階位。 

又第十法雲地，是以灌頂為王作譬喻。如《八十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云： 

 

王執此瓶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職位，墮在灌頂剎利王數。即能具足行十善

道，亦得名為：轉輪聖王。菩薩受職，亦復如是。諸佛智水灌其頂故，名為：受

職；具足如來十種力故，墮在佛數。……名為：安住法雲地。38 

 

按照此理來說，王子行了灌頂禮，就成為王，則菩薩受佛灌頂，也就是佛。然而諸

佛灌頂，菩薩「墮在佛數」，卻還是菩薩，這是很可疑的！所以大家都懷疑了：「若菩薩

神通境界如是，佛神通力其復云何？金剛藏言……如來智慧無邊無等，云何而與菩薩比

量！……菩薩摩訶薩已能安住如是智慧，諸佛世尊復更為說三世智，……為說得一切智

智。」39菩薩灌頂以後，還要進修，佛還要為他說法。《般若經》也說：「菩薩摩訶薩具

足六波羅蜜，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種智具足滿，斷一切煩惱及習，是名菩薩摩

訶薩住十地中，當知如佛。」40不說十地是佛，而說「如佛」，也表示了還是菩薩地。 

〈入法界品〉海幢比丘所教化的菩薩，灌頂位以後，還有坐菩提場菩薩。〈如來出

                                                       
36《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CBETA,X05,no.227,p.133,c5-9)。 
37《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CBETA,X05,no.227,p.133,c20-24)。 
3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206,a23-b1)。 
3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208,a19-b23)。 
4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6〈20 發趣品〉，(CBETA,T08,no.223,p.259,c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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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品〉、〈離世間品〉，都在灌頂位以上，有一生所繫菩薩。〈入法界品〉師子頻申比丘尼

說法，在第十地以後，立執金剛神。這都表示了菩薩灌頂以上，還有更高勝的菩薩。依

《華嚴經》意，就是住普賢地菩薩。41 

第三章 一切智與菩薩道行位之關係 

大乘菩薩行者從初發菩提心到修行圓滿成佛的階位，在諸經論中所說不一，如《菩

薩瓔珞本業經》則舉前位十信與四十二賢聖位，稱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

等覺、妙覺，共為五十二個階位。其中的信位菩薩，名為信想菩薩，亦名假名菩薩，亦

名名字菩薩。42《華嚴經》是圓教中的別教一乘，其菩薩修行階位有二門：一、次第行

布門，二、圓融通攝門。第一次第行布門，是圓教寄顯於終教的行布相，本章將從次第

行布門來研究一切智與菩薩道行位的關係。次第行布，就是從微至著，從淺至深，次第

相乘，以階彼岸。菩薩為趣求佛果菩提，依次從：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覺、妙

覺共四十二位，次第由淺至深的修行階位。 

第一節 十信位 

《華嚴經》的十信位，其實不算入位中。因為在習忍以前，行十善的菩薩，有進有

退，猶如輕毛，隨風東西，43未達到不退位，44故不另立位次，但攝入初住位中。45如《大

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2〈7 如來名號品〉云： 

 

今初，文有九句。昔云：欠第九「十忍」一句。又以十信自不成位，是住方便攝

在住中，故不別問。故《仁王經·教化品》云：「伏忍聖胎三十人，十信、十止、

十堅心」故信、住不分也。有義云：有四義故，信不入位：一、進退不定故；二、

雜修十心，無定階降故；三、未隨法界修廣大行故；四、未得法身，顯佛種性故。

                                                       
41參見印順法師著《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1094 頁，第 3-13 行。 
42《菩薩瓔珞本業經》卷 2〈4 釋義品〉：「從不識始凡夫地，值佛菩薩教法中起一念信，便發菩提心。是

人爾時住前，名信想菩薩，亦名假名菩薩，亦名名字菩薩。其人略行十心，所謂：信心、進心、念心、

慧心、定心、戒心、迴向心、護法心、捨心、願心。」(CBETA,T24,no.1485,p.1017,a13-17)。 
43《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CBETA,T45,no.1866,p.489,a27-29)。《仁王經疏》卷 3〈7 受持品〉：「謂

習忍以前十信菩薩，有退有進，故名劣位。」(CBETA,T33,no.1708,p.415,b20-21)。 
44《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以信但是行，非是位故，未得不退故。《本業經》云：未上住前，有此

十心，不云位也。」(CBETA,T45,no.1866,p.489,a22-23)。 
45《華嚴經探玄記》卷 4〈6 明難品〉：「十信亦是位也。若約終教，此信但是十住位之方便，自無別位故。」

(CBETA,T35,no.1733,p.176,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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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不開十信，則成此會及第三會俱答十住問也。46 

 

十信進退不定、雜修十心、未修廣大行、未得法身，故不成位，是方便攝入初住中。

可知十信是長養諸善根之聖胎，是入法之根基。47在《華嚴經》第二普光明會中，有六

品經文來闡述十信法門。從十信始，次第依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五位，由從微

至著，從淺至深，次第相乘，以階彼岸。如《瓔珞》、《仁王》、《起信》、《瑜伽》等說。

此為終教、頓教之行布相。 

一、略釋十信 

在十信位應修十種心，此十種心在信位，能助成信行。全稱十信心，略稱十心。依

諸經典所舉，其名稱與順序略異。今依澄觀的排列為：「一、信心，二、精進心，三、

念心，四、定心，五、慧心，六、不退心，七、戒心，八、護心，九、願心，十、迴向

心。」48 

（一）信心：求佛智慧，聞大乘法，心無疑惑，約發心次第，信居其初；約所信終

極，最居其後。 

（二）精進心：須持聖教，親近善友，勤修佛法，離於懈怠。 

（三）念心：意念三定，明無常、苦、空、無我之四念心，眾生迷此，故須教化。 

（四）定心：離於散亂，能觀心性，為上定因，觀解之法，總該諸法。 

（五）慧心：智能知根，權施法藥，行四攝、四無量、十度、三十七助道法。 

（六）不退心：如說修行，而得不退，教在勤行，不能不退。 

（七）戒心：三聚無缺，如寶珠故；業果甚深，戒所招故。 

（八）護法心：說法甚深，愛樂大乘，是所護故，法門無量，不出一法界。 

（九）願心：福田甚深，果報等一，由願異故，自能將身，如願導行。 

（十）迴向心：以歸一道，即迴向真如實際。一身一智等，即向佛果菩提。 

                                                       
4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2〈7 如來名號品〉，(CBETA,T35,no.1735,p.590,a5-13)。 
47《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1〈3 菩薩行品〉：「善男子！初伏忍位，起習種性，修十住行。初發心

相，有恒河沙眾生，見佛法僧，發於十信，所謂：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不退心、戒心、

願心、護法心、迴向心。具此十心而能少分化諸眾生，超過二乘一切善地，是為菩薩初長養心，為聖胎

故。」(CBETA,T08,no.246,p.836,b17-22)。 
48《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1〈9 光明覺品〉(CBETA,T36,no.1736,p.233,b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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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切智是信位凡夫發菩提心的因緣 

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佛法大海，唯信能入。說十信法門，文殊菩薩

與九首菩薩之間的相互問答，彰顯了萬法理性，說明十信慧解的真理。一切智是信位凡

夫菩薩發菩提心的重要因緣，是信位生起信心的功德。十信法門通過三個步驟來趣求佛

的智慧，即：解、行、德。 

（一）解 

此明正解理觀。就是理解佛法的甚深義，重在解理，從十種甚深義中，作意義豐富

的把握，從而建立信心。在〈菩薩問明品〉中，由文殊師利菩薩發問，覺首等九位菩薩

回答，是明妙慧通於眾行；後由九位菩薩問，文殊菩薩回答，是明眾行通於妙慧。以此

來闡明即行即慧，即知即行，從而建立正信。49如最後諸菩薩同時來問文殊師利菩薩：「佛

子！我等所解，各自說已。唯願仁者，以妙辯才，演暢如來所有境界！何等是佛境界？

何等是佛境界因？……何等是佛境界現？何等是佛境界廣？」50文殊師利菩薩以偈頌回

答：「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眾生入，而實無所入。……一切眾生心，普在三

世中，如來於一念，一切悉明達。」51文殊師利的回答讓覺首等九位菩薩了知佛的境界

莊嚴、甚深，繼而建立信心，趣求佛的智慧，發心成佛。文殊等十位菩薩與十種甚深的

關係，在澄觀大師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10 菩薩問明品〉云： 

 

又此十種亦可配於十信，但不次耳。文殊、佛境即當信心，文殊主信故，佛境即

所信故。約發心次第，信居其初；約所信終極，最居其後。亦明十心，不必次故。

勤首即進心。財首為念心，明四念故。覺首定心，能觀心性，為上定故。智首則

慧心，慧為上首，兼己莊嚴，故有十度。法首即不退心，如說修行，得不退故。

寶首即戒心，三聚無缺，如寶珠故；業果甚深，戒所招故。德首即護法心，說法

甚深，是所護故。目首即願心，福田等一，由願異故；目能將身如願導行故。賢

首即迴向心，以歸一道，即迴向真如。一身一智等，即是佛果。52 

 

這十種甚深為：一、緣起甚深，二、教化甚深，三、業果甚深，四、說法甚深，五、

福田甚深，六、正教甚深，七、正行甚深，八、助道甚深，九、一道甚深，十、佛境甚

                                                       
49鄭石岩著《華嚴經講義》第 74 頁，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2 年修訂版。 
5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10 菩薩問明品〉，(CBETA,T10,no.279,p.69,a3-9)。 
5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10 菩薩問明品〉，(CBETA,T10,no.279,p.69,a11-b1)。 
52《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10 菩薩問明品〉，(CBETA,T35,no.1735,p.601,a21-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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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53此十種甚深的次第，是為成就初學菩薩的正信、正解，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起，

其次教化迷途眾生，行於正道，趣入佛境。十種甚深配以十信，也是十信法門在「解」

部分中所行持的內容。 

（二）行 

此明隨緣願行，就是了解了佛的十種甚深後，要透過行動來修治自身的行為，發願

淨行，依佛所說的去修行。如〈淨行品〉中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菩薩云何得

無過失身、語、意業？……云何得處非處智力、過未現在業報智力、根勝劣智力、種種

界智力、種種解智力、一切至處道智力、禪解脫三昧染淨智力、宿住念智力、無障礙天

眼智力、斷諸習智力？……」54這是智首菩薩提出的二十個問題，其中的十種智力55，指

如來十力，十種智的力用，是如來十力智的境界，即一切智。具有十力，則不會被他人

所屈伏，亦能摧毀、滅壞一切魔障及怨敵。如法藏云：「『佛力』者，有二義：一、不為

他所屈伏故；二、能摧壞魔怨故。別說有十，謂是『處非處智力』等。」56這十種智力

簡釋如下： 

1、處非處智力：處，是道理。是指如來能知一切事物的道理和非道理的智力。 

2、過未現在業報智力：業是業因，報曉是報果。是指如來遍知一切眾生，過去、

現在、未來三世業緣果報生處。 

3、根勝劣智力：是指如來于諸眾生，根性勝劣、得果大小皆實遍知。 

4、種種解智力：是指如來知眾生各別之解，于諸眾生，種種欲樂，善惡不同，如

實遍知。一切眾生心裡的欲望，理解力各不一樣，其中有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緣。但如來

能清楚明白，一切眾生種種欲望不相同，種種愛好不相同。 

5、種種界智力：是指如來于世間眾生，種種界分不同，如實遍知。如來如實知悉

眾生之種種性及諸行為的智力。 

6、一切至處道智力：是指如來於六道有漏行所至處、涅槃無漏行所至處，如實遍

知。如修五戒、十善之行，可至人間、天上；修八正道之無漏法，可至涅槃。 

7、禪定解脫三昧智力：「禪」，世間禪、出世間禪、出世間上上乘禪。「解脫」，淺

言之，是八解脫；深言之，則〈世主妙言品〉中諸菩薩、各部神眾及〈入法界品〉中諸

                                                       
5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10 菩薩問明品〉，(CBETA,T35,no.1735,p.601,a12-14)。 
5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CBETA,T10,no.279,p.69,c11-15)。 
55十種智力，指如來十力，是如來十力智的境界。力者，力用。智慧之力用，智为體，力为用。故稱十力。

按照華嚴的圓融無礙之理，智也是力，力也是智，二者之間是圓融無礙的。所以有时或稱為智，或稱為

力，唯如來具足，即聲聞、緣覺不共之十種力。又作十神力。謂如來證得實相之智，了達一切，無能壞，

無能勝，故稱為力。謂修習之力，當士用果，由此力故方得離繫。另從顯示的功能來看，十種智力各有

其功能，如水能淨，如火能燒，各有自力。但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平等的，因為都是以無礙解脫為根本。 
56《華嚴經探玄記》卷 3〈2 盧舍那佛品〉，(CBETA,T35,no.1733,p.150,b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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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各個皆有一解脫法門。「三昧」，空、無相、無願之三昧。廣言之，則有無量百

千三昧。是如来于诸禅定，自在无碍，其浅深次第，如实遍知。禪能攝一切色界，解脫

能攝一切定。此三昧智力能夠降服一切魔。 

8、宿住隨念智力：即如实了知过去世种种事之力；如来于种种宿命，一世乃至百

千万世，一劫乃至百千万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姓名饮食、苦乐寿命，如实遍知。

此種智力能夠記憶現前。 

9、天眼智力：是指如来证知天眼清净，如实了知众生，死时生时，端正丑陋，善

恶业缘。一切眾生的未來隨業因緣、所有生死，能夠了知。 

10、漏盡智力：谓如来于一切煩惱惑，及余习气，永断不生，如实遍知。即能夠解

脫自己及眾生的煩惱疑惑。 

如來於其無上正等菩提初證得時，即便頓得一切十力。就是一剎那間，如來的十力

完全成就，頓證得十力以後，才有次第現在前，這十種智力是按照不同眾生的需求而次

第現前的。依照《大智度論》來說，第一處非處智力為總，其餘九力為別，是根據修行

的需要，次第輾轉開演而出。如此高深的境界如何才能達到呢？經云：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孝事父母，當願眾生，善事於佛，護養一切。 

…… 

以時寢息，當願眾生，身得安隱，心無動亂。 

睡眠始寤，當願眾生，一切智覺，周顧十方。57 

 

這是文殊菩薩回答說，菩薩於身、語、意三業動靜中，為饒益眾生，應發一百四十

一種清淨願行，並以這些願行做為修行的方法，從無過失的身、語、意開始入手，學習

一百四十一個淨行，即「事行」。教依緣起觀為對境，以一切現前的事物，來訓練觀行，

即「理行」。故菩薩應以此來修清凈行。 

（三）德 

菩薩修清凈行時，如能善用其心，就會獲得一切勝妙功德。如文殊師利回答言： 

 

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所礙，住去、來、今諸

佛之道；隨眾生住，恒不捨離；如諸法相，悉能通達；斷一切惡，具足眾善；當

                                                       
5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CBETA,T10,no.279,p.70,a4-p.72,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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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普賢，色像第一，一切行願皆得具足；於一切法，無不自在，而為眾生第二導

師。58 

 

菩薩面對所親歷之境緣，既能巧發大願，觸境入玄。心者神明之奧，心正則萬德攸

歸，故菩薩獲得的一切殊妙功德，一切世間諸天魔及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動。也就是

說，菩薩於身、語、意三業離過，則能成就十種德：一、得堪傳法器；二、成就眾慧；

三、具道因緣；四、於法善巧；五、修涅槃因；六、滿菩薩行；七、得十力智；八、十

王敬護；九、能為饒益；十、超勝尊貴。59此明德用該收，就是成就德行。 

菩薩修十信心時，還必須具備十種德行，即：一、遭苦能忍，二、慈悲深厚，三、

修習善根，四、供養諸佛，五、志求勝法，六、求佛智慧，七、深心平等，八、親近善

友，九、心常柔和，十、愛樂大乘。60菩薩為成就諸善業，故發起菩提心，趣求一切智，

以此正確的發心，就會獲得勝妙功德。如〈賢首品〉云： 

 

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 

信無垢濁心清淨，滅除憍慢恭敬本，亦為法藏第一財，為清淨手受眾行。 

信能惠施心無吝，信能歡喜入佛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 

信令諸根淨明利，信力堅固無能壞，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 

信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信能超出眾魔路，示現無上解脫道。 

信為功德不壞種，信能生長菩提樹，信能增益最勝智，信能示現一切佛。 

是故依行說次第，信樂最勝甚難得，譬如一切世間中，而有隨意妙寶珠。 

若常信奉於諸佛，則能持戒修學處；若常持戒修學處，則能具足諸功德。61 

 

「賢首」意味著佛果，所謂圓滿法界解行無始之首，亦為不退住信心之功德。初發

心的功德甚為廣大。信是長養一切諸善法的根基，是菩薩趣求一切智，而發菩提心的重

要因緣。常信奉能生諸功德，信奉就是修學。於諸佛法心無所礙，藉事練心，以清凈之

心巧發大願，佈施歡喜心，三業離過成德的淨行，啟發利他之行願，達到悲智雙運，成

                                                       
5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CBETA,T10,no.279,p.69,c25-p.70,a2)。 
5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5〈11 淨行品〉，(CBETA,T35,no.1735,p.613,b25-c1)。 
6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6〈12 賢首品〉：「瓔珞經云：『修十信心，須具十德。』今文並具，但不次耳。

一、遭苦能忍，即前反顯；二、正顯中初二句，即慈悲深厚；三、次句及莊嚴國土，即修習善根，謂：

利他善及淨土因故；四、有三字，即供養諸佛；五、受持一句，志求勝法；六、證菩提故，即求佛智慧；

七、一句，即深心平等；八、次二句，即親近善友；九、次二句，即心常柔和，謂至誠供養，柔和善順

於佛法故；十、有二句，即愛樂大乘。十德備矣。」(CBETA,T35,no.1735,p.619,c10-18)。 
6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2 賢首品〉，(CBETA,T10,no.279,p.72,b18-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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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凈的功德。慈悲與智慧的運轉，十度齊修達到萬行之功。 

綜合本節內容，今將十信、十種甚深、十種德行及十菩薩之間的對應關係，列表如

下62： 

表 2、十信、十種甚深、十種德行及十菩薩之間的對應關係表 

序號 十信 十種甚深 十種德行 十菩薩 

一 信心 佛境甚深 求佛智慧 文殊 

二 精進心 正教甚深 親近善友 勤首 

三 念心 教化甚深 慈悲深厚 財首 

四 定心 緣起甚深 志求勝法 覺首 

五 慧心 助道甚深 遭苦能忍 智首 

六 不退心 正行甚深 心常柔和 法首 

七 戒心 業果甚深 修習善根 寶首 

八 護法心 說法甚深 愛樂大乘 德首 

九 願心 福田甚深 供養諸佛 目首 

十 迴向心 一道甚深 深心平等 賢首 

 

第二節 十住位 

十住法門，是令圓信真實法者能證入十住位，而生如來家，並依據一切智而住，便

可永不退轉，通過修學十住來圓滿自利。 

一、略釋十住 

慧住於理，得位不退，故名為住。十住，又作十地住、十法住、十解，亦名十地，

入理般若名為住，住生功德名為地。是十信位後，進而住於佛地之位。因初安住於佛法

中，信心不動搖，得到佛的智慧成不退轉菩薩。這十住為63： 

（一）初發心住：修信行滿，入位不退，創起大心，發心即住。依一切智為行門，

並從身、語、意開始。 

                                                       
62參考賢度法師著《華嚴學講義》第 262 頁，台北華嚴蓮社，2010 年 1 月。 
6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8〈15 十住品〉，(CBETA,T35,no.1735,p.635,a11-27)。參考鄭石岩著《華嚴經

講義》第 109 頁，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2 年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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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地住：常隨空心，清淨潔白，使悲智增明，以「利益心、大悲心、安樂心、

安住心、憐愍心、攝受心、守護心、同己心、師心、導師心」為行門。 

（三）修行住：依善巧法以觀空有，而增修正行。以苦、空、無我、無作、無執為

行門。 

（四）生貴住：生佛法家，種姓尊貴。以深生淨信，從聖教中生，多聞熏習從而成

佛為行門。 

（五）具足方便住：帶真隨俗，習無量善巧，借假修真。助化一切眾生為行門。 

（六）正心住：成就般若，真正其心，若聞讚毀心不動。以心定不動為行門。 

（七）不退住：入於無生畢竟空性，心心常行空無相願，止觀雙運，緣所不能壞故。

以入理事而心不動，受批評而心不退轉為門。 

（八）童真住：心不生倒，不起邪魔破菩提心，以真實言行為行門。 

（九）法王子住：從法王教生解，當紹佛位。行證踏實，以善演一切方便法為行門。 

（十）灌頂住：從以上九住來觀空，得無生心最為上，諸佛法水灌心頂。以令無數

眾生調伏為行門，故學一切智。 

二、住位菩薩為成就一切智而安住種姓 

菩薩以十住為宅，即住於三世諸佛家。了解甚深的般若，並進入空性後，永遠不會

退轉於二乘。知道世間萬事萬物皆為緣生性空，故能夠安住在三世的諸佛家。住位依靠

般若證入空性，即理。初發心住位菩薩初發心的因緣，就是要追求佛的十種智力，為成

就一切智而安住種姓。此十住亦是通過解、行、證三個方面來行持。 

（一）解 

初發心住菩薩，發菩提心，趣求一切智。菩薩聽聞廣大佛法，發起求度眾生的大悲

心，是緣于十種難得法，此為菩薩修自分的因緣。如〈十住品〉經中云： 

 

云何為菩薩發心住？此菩薩見佛世尊形貌端嚴，色相圓滿人所樂見，難可值遇有

大威力；或見神足；或聞記別；或聽教誡；或見眾生受諸劇苦；或聞如來廣大佛

法，發菩提心，求一切智。此菩薩緣十種難得法而發於心。何者為十？所謂：是

處非處智、善惡業報智、諸根勝劣智、種種解差別智、種種界差別智、一切至處

道智、諸禪解脫三昧智、宿命無礙智、天眼無礙智、三世漏普盡智。是為十。64 

                                                       
6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CBETA,T10,no.279,p.84,a26-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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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列出十種發心之緣，這十緣之義包含四種因，即：信、悲、智及種性。四因即

是菩薩發菩提心，求一切智的因緣。菩薩緣十種難得法而發於心，十種難得法就是十種

智力，也就是一切智。65初發心菩薩於大菩提起決定心追求十種智力。菩薩安住於佛法，

見佛相好，見眾生苦，聞到佛法，追求一切智。這十種智力也就進入住位不退轉的重要

元素。至此為初發心住菩薩的自分部分。之後的勝進分，還要修學十種法，即：「勤供

養佛、樂住生死、主導世間令除惡業、以勝妙法常行教誨、歎無上法、學佛功德、生諸

佛前恒蒙攝受、方便演說寂靜三昧、讚歎遠離生死輪迴、為苦眾生作歸依處。」66才能

令菩薩於佛法中心轉增廣，聽聞佛法時，無他人教授，也能自行開解。即進入住位菩薩

後，得到無師之智。 

菩薩不但要修自分，還要修勝進分。第六「正心住」，聞十種法，心定不動。第七

不退住時，「一即是多多即一，文隨於義義隨文，如是一切展轉成，此不退人應為說。」

67直至第八童真住，「身行無失，語行無失，意行無失，隨意受生，知眾生種種欲，知眾

生種種解，知眾生種種界，知眾生種種業，知世界成壞，神足自在、所行無礙。」68三

業無失，心不顛倒，不起邪魔破菩提。任運無功，多同於八地。此位菩薩因為自己修「三

業無失」，通過禪定，及度眾生的悲願，其身由分段生死變成變異生死。即三業無失，

隨意受生。得到十種智力中的四種智力，即：知眾生種種欲、知眾生種種解、知眾生種

種界、知眾生種種業。並知世界成壞，神足自在、所行無礙之諸大功德。69至第十灌頂

住時，菩薩成就五種「了世界無礙智」、五種「為成就眾生無礙智」等十種智。70又為了

增長一切種智，成就無師智，進而學習諸佛十種智，即：「三世智、佛法智、法界無礙

                                                       
6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8〈15 十住品〉：「正明緣境發心，前言求一切智。十種智力，即一切智。」

(CBETA,T35,no.1735,p.636,a15-17)。 
6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CBETA,T10,no.279,p.84,b6-12)。 
6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CBETA,T10,no.279,p.87,c2-3)。 
6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云何為菩薩童真住？此菩薩住十種業。何者為十？所謂：身

行無失，語行無失，意行無失，隨意受生，知眾生種種欲，知眾生種種解，知眾生種種界，知眾生種種

業，知世界成壞，神足自在、所行無礙。是為十。佛子！此菩薩應勸學十種法。何者為十？所謂：知一

切佛剎、動一切佛剎、持一切佛剎、觀一切佛剎、詣一切佛剎、遊行無數世界、領受無數佛法、現變化

自在身、出廣大遍滿音、一剎那中承事供養無數諸佛。何以故？欲令增進，於一切法能得善巧；有所聞

法，即自開解，不由他教故。」(CBETA,T10,no.279,p.85,b3-14)。 
6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8〈15 十住品〉：「第八童真住，自分中初三。三業無失，永離習氣，唯佛得

之。任運無功，在於八地，此中多同八地，能行無漏故。得無失、無十不善失、亦無錯謬失，此三自行

亦為化體，餘皆利他。初一能化身，頓悟菩薩隨願受生。貴在利人不揀淨穢，慚悟地前，許受變易意生

身故。次四以能化智知所化境，即十力智之四智也。次一化處，後一化法正化。」

(CBETA,T35,no.1735,p.638,c8-15)。 
7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5 十住品〉：「云何為菩薩灌頂住？此菩薩得成就十種智。何者為十？所謂：

震動無數世界、照耀無數世界、住持無數世界、往詣無數世界、嚴淨無數世界、開示無數眾生、觀察無

數眾生、知無數眾生根、令無數眾生趣入、令無數眾生調伏。」(CBETA,T10,no.279,p.85,b2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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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法界無邊智、充滿一切世界智、普照一切世界智、住持一切世界智、知一切眾生智、

知一切法智、知無邊諸佛智。」即學佛一切智、一切種智，此位即能攝諸位，故當位滿

時既灌頂成佛。 

（二）行 

行就是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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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修清凈梵行，應修習十種法，在〈梵行品〉

中，如正念天子云：「諸菩薩眾依如來教，染衣出家，云何得梵行清凈？」71法慧菩薩回

答說，應以十法而為所緣，作意觀察，三業清凈，知佛法平等。為梵行清凈應修習十種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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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菩薩於如來的

十種智力，應起大慈悲心，觀察眾生而不捨離，不求果報，了境如幻。若能與如是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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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三）證 

十住之行位既已具足，說明初發心住菩薩功德已不可限量，何況餘九住的功德，等

虛空界，更無法來衡量。如〈初發心功德品〉中法慧菩薩回答帝釋時說：「此義甚深，

難說、難知、難分別、難信解、難證、難行、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難趣入。」74此

義甚深不可稱量，不可以世間快樂去衡量，也絕非四禪定樂、四空定樂及四果樂所可比

較，唯佛能知，無有盡其際者。故有十一種譬喻言︰ 

 

一、利樂眾生喻；二、速疾步剎喻；三、知劫成壞喻；四、善知勝解喻；五、善

知諸根喻；六、善知欲樂喻；七、善知方便喻；八、善知他心喻；九、善知業相

喻；十、善知煩惱喻；十一、供佛及生喻。75 

 

通過這十一種譬喻，巧妙的體現了發心之功德的深廣。以此諸喻，可知初發心所攝

的功德有五：「一、解行圓滿；二、妙果當成；三、與佛平等；四、能作佛事；五、大

智現前。」76為悉知一切眾生根性，故解行圓滿；為發菩提心當得作佛，故妙果當成；

                                                       
7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16 梵行品〉，(CBETA,T10,no.279,p.88,b6-8)。 
7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16 梵行品〉，(CBETA,T10,no.279,p.88,c22-25)。 
7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16 梵行品〉，(CBETA,T10,no.279,p.88,c26-p.89,a3)。 
7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17 初發心功德品〉，(CBETA,T10,no.279,p.89,a7-8)。 
7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17 初發心功德品〉，(CBETA,T35,no.1735,p.644,a11-15)。 
7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17 初發心功德品〉，(CBETA,T35,no.1735,p.646,c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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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心得究竟平等智慧，故與佛平等；因得一切智慧光明，故能作佛事；為趣求一切智，

於諸法界心無所著，故能大智現前。「菩薩獲此廣大智，疾向菩提無所礙；為欲利益諸

群生，處處宣揚大人法。」77「舉斯勝德，勸物發心。」78如此功德勝深，故應當勸諸學

人發起菩提心。 

住位菩薩在趣入十行法門之前，必須要了解佛法理諦，才能夠如法修行，否則就是

盲修瞎練。菩薩發心求一切智，成就無量功德後，以成就勝進之行，還須常勤修習十法。

所修行法，體離無明，有明之法，法即是明。故在〈明法品〉中云：「令諸如來皆生歡

喜，入諸菩薩所住之處，一切大行皆得清淨，所有大願悉使滿足，獲諸菩薩廣大之藏，

隨所應化常為說法，而恒不捨波羅蜜行，所念眾生咸令得度，紹三寶種使不斷絕，善根

方便皆悉不虛。」79歡喜所住，大行清凈，清凈大願，令願成滿，得無盡藏，正解佛法，

行淨十度，度化眾生，紹佛三寶，善根方便悉皆不空。所成行體，自利利他。從而產生

的德用，能滅無明，降魔制外，善知一切諸佛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一切智智所

行境界等。及餘無量諸功德法、諸行、諸道及諸境界，皆悉圓滿，疾與如來功德平等。

佛的智慧是一切智中之最殊勝者，在發心住就具有這樣的功德。但這完全是依「理」上

的修行，在事行上，則還有待後面之行位來完成。 

第三節 十行位 

十行，行者，隨緣順理造修名行，數越塵沙，寄圓辨十。80「十行」正以十波羅蜜

為本，行行相攝，位位勝進。 

一、略釋十行 

十行為：歡喜行、饒益行、無違逆行、無屈撓行、無癡亂行、善現行、無著行、難

得行、善法行、真實行。 

菩薩對於修行，除了依據智慧發起信心，更應勤修萬行。實地的將利他之行修習圓

熟，以佛的一切智起普賢行，以資助悲願的圓成。菩薩學三世諸佛乃須依「十行法」而

修行建立因行趨向佛果。並經十無盡藏成就，令它們堅固生長，不容破壞。81前面的信、

住二位有行德，行位則不同，以行為主，行德已純熟，進趣中收。菩薩修行，雖於十信、

                                                       
7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17 初發心功德品〉，(CBETA,T10,no.279,p.93,c13-14)。 
78《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5，(CBETA,T36,no.1736,p.111,c9)。 
7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8〈18 明法品〉，(CBETA,T10,no.279,p.95,a27-b3)。 
8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2〈21 十行品〉，(CBETA,T35,no.1735,p.660,a18-19)。 
81賢度法師著《華嚴學講義》第 51~52 頁，台北華嚴蓮社，20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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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滿足自利，然利他之行未滿，還須長養利他功行，故名十行，是故廣行饒益，隨順

眾生，令其歡喜。在〈夜摩宮中偈讚品〉中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

性，一切唯心造。」82十行，就是以心起行，去做成佛的行動，這是菩薩修行中自利利

他的重要階段。 

二、依一切智成就悲智雙運 

行位的菩薩不僅要觀理，還要就事消融。漸次強化增長慈悲與智慧，深入法界，救

度眾生。如〈十行品〉中功德林菩薩言： 

 

善哉！佛子！乃能入此善思惟三昧。善男子！此是十方各萬佛剎微塵數同名諸佛

共加於汝，亦是毘盧遮那如來往昔願力、威神之力，及諸菩薩眾善根力，令汝入

是三昧而演說法。為增長佛智故，深入法界故，了知眾生界故，所入無礙故，所

行無障故，得無量方便故，攝取一切智性故，覺悟一切諸法故，知一切諸根故，

能持說一切法故，所謂：發起諸菩薩十種行。83 

 

前住位所依為佛智，此行位為能依之行。84住位依靠出世的般若，修行要修十行，

依理照修，也就是隨緣、順理、造修。如第四無屈橈行菩薩，為了要知道佛的十種智力，

而常行精進，并且不生一念悔恨之心，以此所行的方便，於一切世界中，令一切眾生解

脫，乃至究竟無餘涅槃。如〈十行品〉中云：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無屈橈行？此菩薩修諸精進，所謂：第一精進、……性

自慚愧，終不為惱一眾生故而行精進，但為斷一切煩惱故而行精進，……但為得

分別演說一切佛法句義智故而行精進。85 

 

為了修行，為了饒益眾生。於自利、利他，皆要精進修行。并且要做到知眾生苦，

為了眾生去受苦，以這樣的修行方便，發起利益眾生之願行，不生悔恨，而生大歡喜。

86其中的功德，也能夠回向利益眾生。這些都是建立在十種智力的基礎上，要追求十種

                                                       
8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摩宮中偈讚品〉，(CBETA,T10,no.279,p.102,a29-b1)。 
8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T10,no.279,p.102,b28-c8)。 
8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2〈21 十行品〉，(CBETA,T35,no.1735,p.660,a17-19)。 
8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T10,no.279,p.104,a24-b18)。 
8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佛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精進行已，設有人言：『汝頗能為

無數世界所有眾生，以一一眾生故，於阿鼻地獄，經無數劫，備受眾苦。令彼眾生一一得值無數諸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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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必須要精進修行。 

第十真實行，真實行菩薩學佛十種智力成就。本業無相智、一切種智、變化智之三

智皆受用法樂，成熟有情。謂言行相符，故名誠諦。誠實審諦即真實義。如經中云：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真實行？此菩薩成就第一誠諦之語，如說能行，如行能

說。……此菩薩成就知眾生是處非處智、去來現在業報智、諸根利鈍智、種種界

智、種種解智、一切至處道智、諸禪解脫三昧垢淨起時非時智、一切世界宿住隨

念智、天眼智、漏盡智，而不捨一切菩薩行。……菩薩摩訶薩以諸眾生皆著於二，

安住大悲，修行如是寂滅之法，得佛十力，入因陀羅網法界，成就如來無礙解脫

人中雄猛大師子吼；得無所畏，能轉無礙清淨法輪。87 

 

薩摩訶薩學三世諸佛真實語。眾生著二，不能悲智雙運；菩薩即寂修悲，故得不二。

得佛十力，成果起用，顯實語相，師子吼轉法輪。通過修行，到十行位成就十種智力，

等同於三世一切諸佛。這也是華嚴特有的圓頓（圓融）思想，到十行位時等同滿分的十

地的成就。88 

此位菩薩雖然得到了十種智力，但不捨菩薩行。不但自己修，還要起大悲心去教化

眾生，令一切眾生滿足善根，成就一切智，否則將違背初發心的本願。菩薩能這麼做，

是因為能觀一切法如夢幻泡影，正念無二，安住大悲，得佛十力，成果起用，故能悲智

雙運。此十行位的菩薩則等同於十地，因為一乘圓教每一階位果德圓滿時，都能頓超十

地。這也是一乘圓教與三乘判教的不同之處。菩薩的十行圓滿後，在進趣到十迴向以前，

還須勝進修習信、戒、慚、愧、聞、施、慧、念、持、辯等十種無盡藏，蘊集十行之後

成就十藏；此十藏中皆含無限之德。 

第四節 十迴向位 

十住、十行法門的修行階段，是偏向於出俗心較多，大悲心較少。然而在菩薩的修

                                                                                                                                                                         
興於世，以見佛故，具受眾樂，乃至入於無餘涅槃，汝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以此所行

方便，於一切世界中，令一切眾生乃至究竟無餘涅槃。是名菩薩摩訶薩第四無屈橈行。」

(CBETA,T10,no.279,p.104,b18-c4)。 
8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21 十行品〉，(CBETA,T10,no.279,p.108,a11-24)。 
8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3〈21 十行品〉：「菩薩摩訶薩以諸下，釋學三世諸佛真實語。文中二：先牒

前起後。眾生著二不能悲智雙遊，菩薩即寂修悲故得不二。後得佛十力下，成果起用，顯實語相。能師

子吼轉法輪故。結云知實相源，方為實語也。文中，大同十地窮佛所得。圓融教中，位位果滿故。」

(CBETA,T35,no.1735,p.672,b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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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領域中，悉以所修的一切善根福報，迴向有情而無所執著。因此必須要迴前面的解行

以向證真，以少善根引無量果，故迴向心有大利，而迴向菩提真如，總通五位，悲智雙

運，來利益廣被一切有情。89 

一、略釋十迴向 

迴向：迴者，轉也；向者，趣也。以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轉自萬行，隨境所向，

趣向三處，即：眾生、菩提、實際。一、迴向眾生，迴向自己的功德，趣向於一切衆生。

二、迴向菩提，自己的善根，趣向於菩提。這兩種是隨相。三、迴向實際，迴向自己所

積的善根，趣向於實際。實際就是無相，亦即是離相。三處是綜合而言，如果要分別解

說又可以分為十種迴向：迴自向他、迴少向多、迴自因行向他因行、迴因向果、迴劣向

勝、迴比向證、迴事向理、迴差別行向圓融行、迴世向出世、迴順理事行。現將各項之

間的關係列表如下90： 

表 3、十迴向義相表（通論） 

                       迴自向他 

           眾生（所度）      迴少向多 

                       迴自因行向他因行 

     隨相                迴因向果 

           菩提（所求）      迴劣向勝 

迴向                     迴比向證 

                       迴事向理 

     離相    實際（所證）      迴差別行向圓融行 

                       迴世向出世 

                       迴順理事行 

迴向的義相有「別」和「通」兩個方面，如上是通論一一中皆有三種迴向，謂以善

根迴向眾生、菩提、實際三處。又別釋可分為十種迴向。如下圖所示： 

表 4、十迴向義相表（別釋）91：  

                                                       
89賢度法師著《華嚴學講義》》第 53 頁，台北華嚴蓮社，2010 年 1 月。 
90《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T35,no.1735,p.694,c10-p.695,a9)。 
9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696,c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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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 悲智不住 行本 

隨事行 

二、不壞迴向 起行心堅 

行相 
三、等一切諸佛迴向 約佛辨廣 

四、至一切處迴向 約法顯遍 

五、無盡功德藏迴向 約德顯多 

六、隨順堅固一切善根迴向 智行成 
行成 

七、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 悲行成 

八、真如相迴向 正與理合，顯體深廣 事盡理顯 

稱理行 九、無縛無著解脫迴向 明依體起無方大用 依體起用 

十、等法界無量迴向 顯體用無礙，圓明自在 體用無礙 

 

二、一切智成就十迴向行 

金剛幢菩薩承佛力加持、諸菩薩善根增勝及自身清凈智慧入於智光三昧中，為眾說

十迴向法，是為了成就自利利他之行。如經中云： 

 

為令諸菩薩得清淨無畏故，具無礙辯才故，入無礙智地故，住一切智大心故，成

就無盡善根故，滿足無礙白法故，入於普門法界故，現一切佛神力故，前際念智

不斷故，得一切佛護持諸根故；以無量門廣說眾法故，聞悉解了受持不忘故，攝

諸菩薩一切善根故，成辦出世助道故，不斷一切智智故，開發大願故，解釋實義

故，了知法界故，令諸菩薩皆悉歡喜故，修一切佛平等善根故，護持一切如來種

性故。所謂：演說諸菩薩十迴向。92 

 

金剛幢菩薩為了能令菩薩得清凈無畏、具無礙辯才、住一切智大心等十種善法，而

為說十迴向，此為自利之行。接著又以無量門廣說眾法、不斷一切智智、修一切佛平等

善根、護持一切如來種性等十一種善法，而為說十迴向，此為利他之行。也就是說為了

成就菩薩自利利他之行，而令菩薩住一切智心，不斷一切智智，照見佛果，而演說十迴

向法門。 

                                                       
9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24,b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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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隨事行 

十迴向中第一至第七迴向是隨事行。第一「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以悲智

無住來闡明迴向行的根本。救護是悲，離相為智，以悲智為行體。菩薩所行六度、四攝

法等，悉為救攝一切有情，令離生死，得涅槃樂。故菩薩將所修善根做隨相、離相兩種

迴向，第一、離相迴向，即迴向眾生及菩提。菩薩為了饒益一切眾生，皆使清淨，至於

究竟，永離地獄、餓鬼、畜牲、閻羅王等無量苦惱。以四種救護，即：利樂救護，受惱

救護，代苦救護，逈拔救護等無量善根迴向。利樂救護時，菩薩在行六波羅蜜、四無量

心等諸善根時，將所修善根迴向：為一切眾生作趣，令得至於一切智。93為了眾生獲得

菩提，直到涅槃等。這是菩薩平等饒益一切眾生，究竟皆令得一切智。也就是令眾生皆

成般若，無二礙智，亦是權、實無礙之智。代苦救護時，菩薩為了救度眾生出生死海，

使其得一切智心，而代眾生受苦。菩薩這樣做，是為了能令眾生皆悉得成無上智王，不

為自身而求解脫，但為救濟一切眾生，令其咸得一切智心，度生死流，解脫眾苦。94菩

薩一向普救，無自為心。以此迴向之心又於生死海中，作一切智善巧船師，度諸眾生使

到彼岸。第二、離相迴向，即迴向實際，離眾生相。如經中云： 

 

以如是等善根迴向，修行清淨對治之法，所有善根皆悉隨順出世間法。不作二相，

非即業修習一切智，非離業迴向一切智，一切智非即是業，然不離業得一切智。

以業如光影清淨故，報亦如光影清淨；報如光影清淨故，一切智智亦如光影清淨。

離我、我所一切動亂思惟分別，如是了知，以諸善根方便迴向。95 

 

此以光影來譬喻一切智，光和一切智，皆是因緣而生無有自性，非即非離，一切智

智亦如光影般清淨無染。 

第二至第五迴向是闡明迴向之行相。如第二「不壞迴向」，起行心堅，以戒波羅蜜

為體，入無作法成就所作方便迴向，以入無作成所作，求一切智，未曾退轉（隨相）。

與一切善根同住迴向，悉能成就一切智力，具足佛的十力（離相）。第三「等一切諸佛

迴向」，是就佛來說，辨明迴向的深廣。第四「至一切處迴向」，是就法來說，以顯迴向

遍一切處。第五「無盡功德藏迴向」，就功德來說，以顯迴向的數量之多。第六「隨順

堅固一切善根迴向」，是智行成，以般若波羅蜜為體，所修事善，皆悉順入堅固法性。

菩薩以手、足、身、命、妻、子、珍寶等內、外財，施與眾生，以身代眾生苦，堅固安

                                                       
9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24,c22-23)。 
9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25,c15-18)。 
9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26,b23-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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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自性功德，迴向諸善功德，令一切眾生得大智慧，除滅大苦（隨相）。觀察諸法為非

法，不斷諸業道，不捨菩薩行，求一切智，終無退轉（不礙隨相）。住一切智，對於善、

惡，普皆平等迴向一切智性；於一切處皆悉迴向，無有退轉。即能堅固不退，入深法性，

修一切智（隨離無二）。以所施妙寶車等善根迴向中立二十願行，96菩薩為了能令眾生得

於如來究竟出離無礙乘，而將善根如是迴向。第七「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是悲行成，

明會事向理。 

（二）稱理行 

於十迴向中，第八、九、十為後三種迴向，是稱理行。如第八「真如相迴向」，因

為善根是如相稱理而名「如相迴向」。其與前後迴向的區別在於：前七種迴向都是会事

向理。第八「真如相迴向」則是事盡理現，因此，行等皆是如相而迴向。第九「無縛無

著解脫迴向」，明從理起用；第十「等法界無量迴向」，明用同體同體而用，也既是體用

無礙，圓明自在。 

第八「真如相迴向」，此位菩薩「正念明了，其心堅住，遠離迷惑；專意修行，深

心不動；成不壞業，趣一切智，終不退轉。」97菩薩以「一百句真如」，做無性無著真如

迴向，來顯十種真如德。即：一、遍行真如德，二、最勝真如德，三、勝流真如德，四、

無攝受真如德，五、類無別真如德，六、無染淨真如德，七、法無別真如德，八、無增

減真如德，九、智自在所依真如德，十、業自在所依真如德。十種真如，又每一真如各

有十真如，十十成百，則為百種真如，以顯真如之德無量無邊。以真如為迴向體，以真

如遍世間出世間一切法，迴向還遍世間出世間一切法。今說十種真如，為「隨地別顯，

唯說十如。」98即為了順應後面的十地階位，才說十種真如；理實真如具足無盡功德，

十十之間互相融攝，才說百種真如。百和十都是一周一圓數，能顯重重無盡之意。菩薩

住此位，自身獲得無量利益，得佛無量圓滿眾生，具佛十力，盡眾生界示成正覺。作諸

佛事，同佛所證。 

第九「無縛無著解脫迴向」，從理起用，以六十一個「以無著無縛解脫心」，修初十

種善根，修十種尊重行，無著無縛解脫迴向，得入普賢微細智境界，成就三世諸佛果德，

及普賢果行諸微細法。菩薩住此迴向時，既能自利也能利他，普賢行願增長具足，得一

                                                       
9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25 十迴向品〉：「願一切眾生悉解供養最上福田，深信施佛，得無量報；……

願一切眾生修安樂行，隨順一切諸菩薩道；願一切眾生得速疾行，究竟十力智慧神通；願一切眾生普入

法界十方國土，悉盡邊際等無差別；願一切眾生行普賢行無有退轉，到於彼岸成一切智；願一切眾生昇

於無比智慧之乘，隨順法性見如實理。願一切眾生昇於無比智慧之乘，隨順法性見如實理。」

(CBETA,T10,no.279,p.139,b1-27)。 
9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25 十迴向品〉，(CBETA,T10,no.279,p.160,c26-28)。 
9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0〈25 十迴向品〉，(CBETA,T35,no.1735,p.726,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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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智施作佛事，成就菩薩自在神通。依體起無方大用，因果無礙。 

第十「等法界無量迴向」，此位菩薩智悲圓滿，堪為法師施法利生，以法施迴向善

根，饒益自他。并以法施功德，迴向莊嚴無量佛剎，為令自他皆如法界無礙自在如諸佛，

做等法界無量迴向。菩萨如是迴向，为令一切發菩提心者，一如法界，諸德用自在圓滿，

廣大無限。盡顯體用無礙，圓明自在。 

依十迴向行所修得之善根，皆悉迴向一切眾生、菩提及真如實際，以一切智成就無

量善根迴向。 

第五節 十地位 

十地重在證道，旨在證前述之直心、深心和大悲心(三心)。教道為地前，證道為地

上，登地而行即為甚深法意。以地智無心為體，成就莊嚴的化事，以地智無心、無私、

無為而能孕育他化一切，為他化自在天之性德。佛在摩尼寶藏殿(純真清淨見一切皆如

至寶)，亦表慈悲無心，出用無盡。無私故他化，以他化作樂具，自己也得到心智成長。

以信、住、行、迴向為基礎，轉而為他化的行動和證道之資糧。 

一、略釋十地 

地，乃住處、住持、生成之意。即菩薩住其位为家，并于其位持法、育法、生果之

意。十地的內容是解說菩薩修行的階位，十地菩薩道的修行內容與次第。十地不僅是菩

薩修行成佛的十個階段，也是十種菩薩的功德智慧，是菩薩通過自利利他的功德修行，

依次得來的實踐智慧。這是不退轉菩薩修行成佛的一個過程。十地依次為：歡喜地、離

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十地為菩薩由淺入深的十個修行階段。登地菩薩修行菩薩道時，從最初的歡喜地一

直到第十法雲地，於此十地中詳細闡明菩薩如何修因趣果，分證菩提，如何實踐十度，

成就三學。這十個階位，不祇是菩薩道通前徹後的中心幹道，同時也是趣證佛果菩提的

要階。菩薩由於在此十地中，修行戒、定、慧三學及圓滿十波羅蜜等諸菩薩行後，即具

足福德智慧，乃至最後圓證佛果菩提。故經云：「十地者，是一切佛法之根本；菩薩具

足行是十地，能得一切智慧。」99「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十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

切智」
100
此正說明修大乘菩薩行的菩薩，須十地徹底修圓滿，方能證得一切智慧及福德，

                                                       
9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22 十地品〉，(CBETA,T09,no.278,p.543,c7-9)。 
10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180,a2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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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福慧圓滿具足，方能成就佛道。 

二、一切智圓成十度 

十地菩薩的十個階段，也是圓成十度波羅蜜的過程。初歡喜地，「菩薩始發如是心，

即得超凡夫地，入菩薩位，生如來家，無能說其種族過失，離世間趣，入出世道，得菩

薩法，住菩薩處，入三世平等，於如來種中決定當得無上菩提。菩薩住如是法，名：住

菩薩歡喜地，以不動相應故。」101初歡喜地，可以進入人法二空，證入聖信，得佛十種

力，以大悲為首，智慧增上。離世間，進入出世之道。得到菩薩法，住菩薩處，入三世

平等，與如來種中決定當得無上菩提。初地斷除所有的煩惱障與所知障，證得人、法二

空所顯的真如理。真正做到自利利他。 

到第八「不動地」時，菩薩以大方便善巧智所起無功用覺慧，觀一切智智所行境。

這是起源於知一切不生不滅，從內證的真理，到外應群機。自內證的實相真如，向外可

以發出觀機透教的功能，這是教化眾生時，不需要再加功用行。從自性中引發出來的神

通、智力都可以任運自在，亦可隨起引發。因為性起的果位，本具的功用是自發而現，

不需要功用隨緣做事。 

第九「善慧地」，得四種成就，即：法師方便成就、智成就、入行成就、說法成就，

得無礙的智慧力，善能說法而成就利他之行。以「法無礙智，知一切如來語、力、無所

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辯才方便，轉法輪，一切智智隨證。」102此為依體起用，以

十力破魔眾降伏外道，以無礙辯才常說法饒益眾生，以方便善巧隨機說法，轉正法輪，

所作皆一切智智隨證。 

到第十「法雲地」，菩薩以無量智慧觀察，入如來所行處，觀察如來力、無所畏、

不共佛法，名為：得一切種、一切智智受職位103。十地行相次第現前，則能趣入一切智

智。從菩提心流出善根大願之水，以四攝法充滿眾生，無有窮盡，復更增長，乃至入於

一切智海，令其充滿。104从初欢喜地至第十地，菩薩一切諸所作業，皆不離念佛，乃至

不離念具足一切種、一切智智。 

                                                       
10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181,a21-26)。 
10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203,a19-21)。 
10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菩薩摩訶薩從初地乃至第九地，以如是無量智慧觀察覺了已，

善思惟修習，善滿足白法，集無邊助道法，增長大福德智慧，廣行大悲，知世界差別，入眾生界稠林，

入如來所行處，隨順如來寂滅行，常觀察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名為：得一切種、一切智智受職

位。」(CBETA,T10,no.279,p.205,a24-b2)。 
10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此菩薩摩訶薩十地行相次第現前，則能趣入一切智智。譬如

阿耨達池出四大河，其河流注遍閻浮提，既無盡竭，復更增長，乃至入海，令其充滿。佛子！菩薩亦爾，

從菩提心流出善根大願之水，以四攝法充滿眾生，無有窮盡，復更增長，乃至入於一切智海，令其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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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之智同在佛智，現安立十地之相，只是為顯示菩薩趣向一切智海的次第昇進，

而方便安立了十地的次第階位。「此十寶山王，同在大海，差別得名。菩薩十地亦復如

是，同在一切智中，差別得名」。105經中以十山來譬喻十地，大海喻一切智，如十山都在

大海中，十地在一切智中。106《十地經論》一再說「智地」，「菩薩地證智所攝」107，這

就是稱為「集一切智功德法門」的意義。「無有如外智，無有智外如」，在證智中，是無

有二相的般若，無有二相的一切智。108 

從以上行布次第門來說，菩薩之五位，是圓教一乘寄於終教的行布相來說的。佛為

了教示不同眾生的根機需求，而施設了行布位，通過寄顯在三乘教中的方式，顯次第遞

進修行才能漸入佛境之行布相。行布次第，菩薩於實踐中的行持，於一一階位由淺入深，

漸次修習，不錯不雜，每一階位，是隨著他們的修證而有上下之分，不相混淆。 

各階位所行持法門亦有差別，即萬行別修。也就是說，菩薩於萬行中，因各自的階

位不同而修法不同。但總的來說，菩薩皆以趣求一切智為根本的修行指向。 

第四章 得一切智成就佛果 

十地之後，進入第七「再會普光明殿」中，如來為會主，放眉間光、口光，入剎那

際三昧，說等覺、妙覺法門。「剎那際」是指佛正覺之妙覺，「若入此際即見心性常住，

名究竟覺，故云諸佛三昧，亦顯差別歷位，不離最初剎那際故。」109與初會菩提場相應，

「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以一切

智自神通力現如來身。」110此為依通起用，一切智通即住於佛住，由一切智無有功用，

自神通力而常作佛事。本會共有十一品經，其中前六品說等覺法門，至此為差別因末；

次三品說妙覺法門，此為差別果；復以兩品說平等因果之義，初品說普賢行，為平等因；

                                                                                                                                                                         
(CBETA,T10,no.279,p.208,c11-17)。 
10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CBETA,T10,no.279,p.209,a23-25)。 
10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譬如大海，以十種相，得大海名，不可移奪。何等為十？一、

次第漸深；二、不受死屍；三、餘水入中皆失本名；四、普同一味；五、無量珍寶；六、無能至底；七、

廣大無量；八、大身所居；九、潮不過限；十、普受大雨，無有盈溢。菩薩行亦復如是，以十相故，名

菩薩行，不可移奪。何等為十？所謂歡喜地，出生大願漸次深故；離垢地，不受一切破戒屍故；發光地，

捨離世間假名字故；焰慧地，與佛功德同一味故；難勝地，出生無量方便神通、世間所作眾珍寶故；現

前地，觀察緣生甚深理故；遠行地，廣大覺慧善觀察故；不動地，示現廣大莊嚴事故；善慧地，得深解

脫行於世間，如實而知不過限故；法雲地，能受一切諸佛如來大法明雨無厭足故。」

(CBETA,T10,no.279,p.209,a25-b10)。 
107《十地經論》卷 2：「菩薩地證智所攝。」(CBETA,T26,no.1522,p.133,c12)。 
108印順法師著《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1092 頁。印順文教基金會，1998

年。 
10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5〈27 十定品〉，(CBETA,T35,no.1735,p.841,a21-23)。 
11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27 十定品〉：「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

剎那際諸佛三昧，以一切智自神通力現如來身，」(CBETA,T10,no.279,p.211,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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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品說如來出現，為平等果。亦即修行與法界之同相，修行之差別因果，各依自己根性

因緣修成，但差別中卻有共同之理，故說普賢行及如來之至德，以總該法義。此會所說

之法為畫龍點睛之法，前面所說六會是大架構，就像登堂入殿的台階，而本會則是入堂

一睹法界莊嚴之妙義，即為因圓果滿之意境。從次第來說，這樣的極致果德由於始信，

所以說重會普光明殿。從圓融來說，位後德用，不離普門，是則會別入普，故說重會普

光明殿，這是因為等覺、妙覺二位全同如來普光明智。前十地滿時，已得授職位，即菩

薩通過五位之修行證得一切智，最終成就佛果。 

第一節 等覺、妙覺 

從前章來說，十地既成，法地莊嚴現前，故說等覺之法，而等覺係由十地所成，故

第七會承上而說等覺之法要，更進一步說妙覺之果相。等覺是因，是將信、住、行、迴

向及十地之法加以統攝，是說法理的結尾，即為菩薩行「因相」的總結，菩薩至此，收

穫已豐，因相已滿，進而有妙覺之「果相」。 

至等覺位時，住於佛住，入無礙輪三昧「觀一切智，總觀一切智，別觀一切智，隨

順一切智，顯示一切智，攀緣一切智，見一切智，總見一切智，別見一切智。」111依此

觀察，則證見分明，此位即名為佛。故能知一切智與法界無二，於一切法無所著，其心

平等住一切智，立普賢無量大願，度一切眾生，心無厭倦。具足佛的功德，入於十大三

昧輪，或起無有功用自神通力，常作佛事，利樂有情。如〈十定品〉云： 

 

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以

一切智自神通力現如來身，清淨無礙，無所依止，無有攀緣，住奢摩他最極寂靜，

具大威德無所染著，能令見者悉得開悟，隨宜出興不失於時，恒住一相所謂無相。

與十佛剎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俱，靡不皆入灌頂之位，具菩薩行，等于法界無量無

邊，獲諸菩薩普見三昧，大悲安隱一切眾生，神通自在，同於如來智慧深入，演

真實義，具一切智，降伏眾魔，雖入世間心恒寂靜，住於菩薩無住解脫。112 

 

此為讚歎佛的功德。首先，從三種成就來說，有世尊（主）、菩提場（處）、始成正

覺（時）等三種成就，依一切智，入諸佛三昧，現如來身，大做佛事，利樂有情。其次，

從眾成就來說，菩薩入於灌頂位，具菩薩行，於行相：得佛深廣之功德；於行體：獲諸

                                                       
11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3〈27 十定品〉，(CBETA,T10,no.279,p.223,c14-p.224,a19)。 
1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27 十定品〉，(CBETA,T10,no.279,p.211,a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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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起大悲心安隱、饒益一切眾生。入於世間，不住涅槃；心恆寂靜，不住生死。這

說明菩薩本身不滅，以行願力於一切處大做佛事，以普賢自在神力說法教化調伏一切眾

生，令得清凈，永斷生死。即「不捨普賢行，不斷菩薩道，見一切佛，證一切智，自在

受用一切智法。」113 

妙覺為差別因果周中之差別果，為佛的不可思議境界，能出生種種法，如〈佛不思

議法品〉中的十種智。經云： 

 

佛子！諸佛世尊能出生十種智。何者為十？所謂：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無所趣向，而能出生迴向願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皆無有身，而能出生清淨身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本來無二，而能出生能覺悟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無我無眾生，而能出生調眾生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本來無相，而能出生了諸相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世界無有成壞，而能出生了成壞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無有造作，而能出生知業果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無有言說，而能出生了言說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無有染淨，而能出生知染淨智； 

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無有生滅，而能出生了生滅智。是為十。114 

 

一切諸佛具有一切智，於無量法悉已知見，而能出生無量無邊的智慧，此以十種智

來略說佛智的境界，說明其以法身為種性，從無性出生智慧。一切諸佛知一切法無有自

性，以無性之性為能生，故能出生無量智用，降伏眾魔，威德特尊，身遍法界，神力所

作無邊無盡，於一切智所行之義皆得自在，所修功德悉得圓滿。遍於一切三世諸法，轉

開示一切智法輪。至此可知，一切諸佛以無量無數不可思議之種種佛事，於一切世界中，

能知眾生心中所想，以一切智力，方便教化調伏，而大做佛事。 

第二節 成普賢行 

至此，前面所講之菩薩道，乃五周因果分之「差別因果」，此是講出世圓滿的「平

等因果」，依性起修，依性起用，差別相盡，因果體均，故稱為「平等因果」。即由普賢

                                                       
11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3〈27 十定品〉，(CBETA,T10,no.279,p.229,b24-25)。 
11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33 佛不思議法品〉，(CBETA,T10,no.279,p.242,c20-p.243,a4)。 



36 

法門为平等之因，得如來出現平等之果。 

《華嚴經》的經旨，在於發明成佛之道的因緣果報，所謂「因該果海，果徹因緣」，

而普賢菩薩的身份立場，由菩薩因行而證入佛果法界的一位大導師。普賢菩薩以「普賢」

為名，是表法的作用，意思是說這一行法並不是次第法，而是圓滿的。「德遍周於法界

為普，至順調善曰賢。」115即一切善法達到究竟圓滿，叫做普賢；依照心性造修曰行。

普賢的涵意很廣，略有十義可以表達其無盡。如經云： 

 

然普賢行，諸經多有其名，品中雖廣，今略顯十義以表無盡： 

一、所求普，謂要求證一切如來平等所證故。 

二、所化普，一毛端處有多眾生皆化盡故。 

三、所斷普，無有一惑而不斷故。 

四、所行事行普，無有一行而不行故。 

五、所行理行普，即上事行，皆徹理源性具足故。 

六、無礙行普，上二交徹故。 

七、融通行普，隨一一行融攝無盡故。 

八、所起用普，用無不能無不周故。 

九、所行處普，上之八門，遍帝網剎而修行故。 

十、所行時普，窮三際時念劫圓融，無竟期故。 

上之十行參而不雜，涉入重重故。善財入普賢一毛，所得法門，過諸善友不可說

倍。116 

 

普賢菩薩所求、所化、所斷、所行事行、所行理行、無礙行、融通行、所起用、所

行處、所行時等十行皆「普」，意思指菩薩一切所行沒有不遍沒有不周的，是周遍含容

的，講的正是華嚴思想之周遍含容觀。以上十行是有次第而無雜亂的，清清楚楚，了了

分明，重重無盡。〈入法界品〉中善財入於普賢一個毛孔中，所得的法門，比遇到所有

善友所說的法門多出不可說的倍數，無重無盡。故知普賢是從「行」中而得名。此為後

位普賢，也即果必含因。 

前〈如來隨好光明品〉只是略說如來的少分境界，眾生已經無法得知，這是因為眾

生無知執著、顛倒疑惑等結縛，隨著生死流轉，而遠離如來道。所謂「一念瞋心起，百

                                                       
115《華嚴經探玄記》卷 2，(CBETA,T35,no.1733,p.133,b3)。 
11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8〈36 普賢行品〉，(CBETA,T35,no.1735,p.870,a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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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障門開。」既一惑成百萬障，則一障一切障。而普賢菩薩不見有一法為大過惡，故要

成就滿足諸菩薩行，應當勤修十種法，才具足十種清淨，得十種廣大智，得十種普入，

住十種勝妙心，獲十種佛法善巧智。見一切法平等，普賢菩薩行願功德無量。如經云： 

 

一切論師子，所行相續滿，得佛平等法，一切智境界。 

見於過去世，一切人師子，放大光明網，普照十方界。 

思惟發是願：我當作世燈，具足佛功德，十力一切智。 

一切諸眾生，貪恚癡熾然；我當悉救脫，令滅惡道苦。117 

 

此為過去菩薩行，持此平等法者，少作功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得具足

一切佛法，即能一斷一切斷。普門之法義，在於「一多相即」中映現，「若諸菩薩於餘

菩薩起瞋恚心，即成就百萬障門故。」
118
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一行。 

由普賢法門，平等之因，而得如來出現之平等果。如來出現時，現瑞相、光明相、

莊嚴相，此光明之義有：如來出現法義、如來身業、如來語業、如來意業、如來出現境

界、如來出現之行、如來出現菩提、如來出現轉法輪、如來出現涅槃、如來出現見聞親

近所生善根。通過此十種光明之義，為如來現出瑞相證成佛果境界。 

第三節 圓融相攝 

華嚴境界，是指佛的自證境界，亦指佛的果德，不是任何階位的，所以圓融相攝，

是理性的德用，以一位同徧通於一切諸位，而又收諸位歸於一位。《華嚴經疏注》卷 1

云：「彰地位者，為顯菩薩修行佛因，一道至果，有階差故。夫聖人之大寶曰位，若無

此位，行無成故。此亦二種：一、行布門，立位差別故。二、圓融門，一位即攝一切位

故，一一位滿，即至佛故。」119等覺、妙覺為因圓果滿，此意境是菩薩於信位始，循次

漸進之修行，得佛一切智之所成就。這是依行布門而言，行布乃權巧方便法門。若依圓

融門，以性理融事相，一位之中具足一切位，一行之中具足一切行，此是圓頓的修法。

即一行一切行，一修一切修，一證一切證，故華嚴稱為一乘圓頓教。「一即一切、一切

即一」，謂一位中即攝一切前後諸位。因此說菩薩於十信滿心時，就已證得佛地。如《華

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 

                                                       
11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9〈36 普賢行品〉，(CBETA,T10,no.279,p.259,b7-14)。 
11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9〈36 普賢行品〉，(CBETA,T10,no.279,p.257,c17-18)。 
119《華嚴經疏注》卷 1，(CBETA,X07,no.234,p.616,b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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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圓教者，有二義：一、攝前諸教所明行位，以是此方便故。二、據別教有其

三義。一、約寄位顯，謂始從十信乃至佛地六位不同，隨得一位得一切位。何以

故？由以六相收故，主伴故，相入故，相即故，圓融故，經云：「在於一地普攝

一切諸地功德。」是故經中，十信滿心勝進分上，得一切位及佛地者，是其事也。

又以諸位及佛地等相即等故，即因果無二，始終無礙，於一一位上即是菩薩即是

佛者，是此義也。120 

 

這是說圓教的境界，就寄位來看，隨任意一位的修行即能具足一切位的功德。也就

是說十信滿足，即可具足一切行位的功用。121如第十「真實行」時，得佛十力，入因陀

羅網法界，成就如來無礙解脫人中雄猛大師子吼。意指圓頓一乘教法，階位次第分明，

但初後相即相攝，以性融相，性相融通，圓融相攝，顯華嚴一乘之事事無礙法界。澄觀

於《華嚴經疏》卷 1 云： 

 

圓融門，一位即攝一切位故；一一位滿，即至佛故。初地云：「一地之中，具攝

一切諸地功德。」信該果海，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然此二無礙，以行布是教相

施設，圓融是理性德用。相是即性之相，故行布不礙圓融；性是即相之性，故圓

融不礙行布。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為無量；行布不礙圓融，故無量為一。無量為

一，故融通隱隱；一為無量，故涉入重重。122 

 

所謂圓融，指的是圓滿融通，位位相攝，理行圓融，行證相似。如一地攝十地，五

位互攝，以初攝後。相中有二對行布圓融，即以教對理、以相對性。彼此無礙，更互相

成，相成而又不失本相。又《賢首五教儀》卷 2 云：「圓教者，統該前四，圓滿具足，

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性

相圓融，主伴無盡，身剎塵毛，交遍互入，故名圓教。如《華嚴》云：『顯現自在力，

為說圓滿經，無量諸眾生，悉受菩提記。』等」。123以上皆說明，菩薩在一位所證，即同

時證得一切位。同樣的道理，煩惱亦一斷則一切斷。如《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 

 

                                                       
120《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2，(CBETA,T45,no.1866,p.489,b25-c4)。 
121參考韓煥忠著《華嚴經判教論》第 68 頁，台北空庭書苑，2008 年 12 月。 
122《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1 世主妙嚴品〉，(CBETA,T35,no.1735,p.504,b19-27)。 
123《賢首五教儀》卷 2，(CBETA,X58,no.1024,p.646,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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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圓教，一切煩惱不可說其體性，但約其用即甚深廣大，以所障法，一即一切，

具足主伴等，故彼能障惑，亦如是也。是故不分使、習、種現，但如法界一得一

切得故，是故煩惱亦一斷一切斷也。故〈普賢品〉明一障一切障，〈小相品〉明

一斷一切斷者，是此義也。124 

 

煩惱的體性，甚深而廣大，所有障道之法，一即一切，主伴具足。亦如法界一得一

切得，所以煩惱也是一斷則一切亦斷。正如前章〈普賢品〉中所說的一障一切障，〈隨

好光明品〉中的一斷一切斷。 

依止可知，菩薩為趣求佛的一切智，從信位始，所要實踐修行的菩薩道，就事相來

講，實踐中的行持，於一一階位漸次修習，不錯不雜；就理觀來講，行者需具備法界緣

起、融通無礙的觀念與知見。也即是說，以圓融的法界實相之理觀，實踐於一一行位中，

乃至究竟成佛。这就是《華嚴經》信至佛地六位中，「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行」。 

第五章 結論 

一切智，是能遍知三世中的一切事，是佛陀所具備的殊勝智慧，是不共聲聞、緣覺

的佛智。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時，師子頻申比丘尼

為其開演了「一切智解脫法門」。從體上來說，此智光明，於一念中普照三世一切諸法。

從用上來說，得意生身，以神通力，化身無數往十方一切世界諸佛菩薩前，作無量供養。

以種諸善根及發大願力，說法饒益眾生。以無分別智，了知一切法如夢如幻，觸境了達

而不分別執著。這一殊勝的境界，使善財童子「大智光明，照啟其心」獲諸法益。由此

可知，師子頻申比丘尼，是經過累世精進的修行，最終成就一切智解脫法門，故能大做

佛事，廣為說法，繞益眾生。其所成就的過程及最後展現的不可思議境界，是行者必須

學習與認知的，也正是華嚴行者趣求佛一切智的導航，是引導我們趣向一切智的指航明

燈，依智光明之照耀，我們得以入真實道，證佛十力。修行的目的，就是為證得佛的一

切智，成就佛果菩提。這是一個由淺至深、循次漸進的過程，其中需要如來十種智力的

功德與力用，來破除各種煩惱與魔障。十種智力中，每一力都有無量義，是如來初證菩

提時，即頓得一切智力，之後才有次第現前。依修行的次第，輾轉開演而出，各力前後

皆有緊密關聯的作用。在這十種智力中，智就是體，力就是用。按照華嚴的圓融無礙之

旨，智也是力，力也是智，二者之間是圓融無礙的。從行布來看，十種智力各有其功能，

如水能淨，如火能燒，各有自力。但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平等的，因為都是以無礙解脫

                                                       
124《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3，(CBETA,T45,no.1866,p.495,c26-p.496,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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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根本。 

華嚴菩薩的行持，從行布次第門來說，隨階位的升進而由淺入深。各階位行持亦不

同，即萬行別修。也就是說，菩薩於萬行中，因各自的階位不同而修法不同。但總的來

說，菩薩皆以趣求一切智為根本的修行指向。 

（一）信位，菩薩因見佛境甚深，聞四聖諦法，而發菩提心，以一百四十一種願行

作為修行的方法，修十種心，趣求一切智，故說一切智是信位凡夫發菩提心的重要因緣。 

（二）住位，菩薩生如來家，以十住為宅，依一切智而住，得不退轉，為梵行清凈

修習十種法，即十種智力，並於第八童真住中得四種智力。故說菩薩為成就一切智而安

住種姓。 

（三）行位，菩薩為了自利利他，還需長養利他十行，故安住大悲，修行如是寂滅

之法，得佛十力，入因陀羅網法界，成就如來無礙解脫人中雄猛大師子吼。以佛的一切

智起普賢行，以資助悲願的圓成。故說菩薩依一切智，成就悲智雙運。 

（四）迴向位，菩薩為住一切智大心，不斷一切智智，照見佛果，發起大悲心，將

過去所修一切善根迴向一切有情，即迴前面的解行以向證真，以少善根引無量果，來利

益廣被一切有情，而做十迴向行。故說一切智成就十迴向行。 

（五）十地聖位，菩薩依一切智，修願等十種行法，斷十種障，證十種真如，最後

得授職位，圓滿十度行。故說十地以一切智圓成十度。 

（六）等覺，等覺為差別因，是將前五位法加以統攝，是說法理的結尾，即為菩薩

行「因相」的總結，不捨普賢行，不斷菩薩道，見一切佛，證一切智，自在受用一切智

法。 

（七）妙覺，菩薩至此，收穫已豐，因相已滿，進而有妙覺之「果相」。出生無量

智用，降伏眾魔，威德特尊，身遍法界，神力所作無邊無盡，於一切智所行之義皆得自

在，所修功德悉得圓滿。 

總之，華嚴四十二個階位，是寄顯於終教行布位，每一階位於普賢萬行中，分斷分

顯，各有所修，由淺至深，漸次修習，不錯不雜。每一階位，隨著各自修持的不同而有

上下之分，不相混淆。從事相上來說是如此，就理觀來說，則是圓融相攝的。故圓融相

攝門中，一行一切行，一障一切障，一修一切修，一斷一切斷，一證一切證。十信滿心

時，就已證得佛地。雖階位次第分明，但初後相即相攝，以性融相，性相融通，圓融相

攝，盡顯華嚴一乘之事事無礙法界。因此可知，華嚴菩薩道的行持，正是以圓融的法界

實相之理觀，實踐於一一行位中，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最後證得佛的一切智，

成就佛果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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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為八部、人、非人等眾說法 

序號 聽法眾 上首 為說法門 澄觀《華嚴經疏》 

1、 前七天：二處色天 

① 淨居天 大自在天子 無盡解脫 
一、為淨居天說無盡者，治彼那含

求盡身智故。 

② 梵天 愛樂梵王 
普門差別清淨

言音輪 

二、梵王普應，但於己眾，廣及三

千；為說普門，則無不應。梵音清

妙，但是世間；為說法界勝流，方

為淨妙。 

 五處欲天 

③ 他化自在

天 

自在天王 菩薩清淨心 三、他化天，令得出世淨心，超世

自在故。 

④ 善變化天 善化天王 一切法善莊嚴 四、化樂，樂具莊嚴，不及善故。 

⑤ 兜率陀天 兜率天王 心藏旋 五、旋歸如來藏心，則真喜足故。 

⑥ 須夜摩天 夜摩天王 無邊莊嚴 六、遍嚴法界，方盡時分之樂。 

⑦ 三十三天 釋提桓因 厭離門 七、釋天，耽欲甚故。 

2、 九處雜類 

⑧ 龍王 娑伽羅龍王 
佛神通境界光

明莊嚴 

八、為龍，龍能通變耀電，雨莊嚴

故。 

⑨ 夜叉 毘沙門天王 救護眾生藏 九、夜叉，性好飛空害物故。 

⑩ 乾闥婆 
持國乾闥婆

王 
無盡喜 

十、乾闥婆眾能奏樂，喜樂故。 

上三亦四王眾，意存八部，故闕南、

西。 

⑪ 阿脩羅 
羅睺阿脩羅

王 

速疾莊嚴法界

智門 
十一、修羅，善幻為莊嚴故。 

⑫ 迦樓羅 
捷持迦樓羅

王 
怖動諸有海 十二、迦樓羅，動海怖龍故。 

⑬ 緊那羅 
大樹緊那羅

王 
佛行光明 

十三、緊那羅是歌神，以佛行光明

破其著故； 

又頭有一角，亦云「疑神」，令同佛

覺，離疑光明故。 

http://www.fodian.net/
http://www.yinshun.org.tw/books/41/yinshun4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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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除第一、第七及夜叉眾、摩睺羅伽約對治說， 

餘皆約隨便宜。隨其世能，轉入出世故。緊那羅眾通其二義。 

⑭ 摩睺羅伽 
菴羅林摩睺

羅伽王 
生佛歡喜心 十四、摩睺羅伽，多瞋毒故。 

⑮ 人  殊勝行 

十五、一座為人，人多行不善行。

設行仁義，亦非勝故。故令起出世

勝行。 

⑯ 羅剎 
常奪精氣大

樹羅剎王 
發生悲湣心 

十六、一座為羅剎，則是非人，亦

治多殘害故。 

疏：然其後三，多約對治，餘多為人，令其生善，隨世便宜，令出世故。出世見理，

皆第一義。 

 

附表二：為十地及等覺說法 

十地 名稱 所說法門 澄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初地 歡喜地 一切佛願聚 疏：初發心者，證發心也，發十大願故。 

二地 離垢地 離垢輪 鈔：二地，三聚圓滿故。 

三地 發光地 寂靜莊嚴 鈔：三地，修八禪故。 

四地 焰慧地 生一切智境界 鈔：四地，無行無生行慧光故。 

五地 難勝地 妙華藏 

疏：五地，妙華藏者，華謂十種平等淨心故。晉

經云「淨心華藏」。華藏者，以真、俗雙修，於

難得勝為因含藏故。 

六地 現前地 毘盧遮那藏 鈔：六地，般若現前，遍照普得故。 

七地 遠行地 普莊嚴地 
鈔：七地，有中殊勝行，修習一切菩提分，故名

普莊嚴。 

八地 不動地 遍法界境界身 
鈔：八地，得無生忍，於三世間皆悉自在，得忍

如空，念念入法流故。 

九地 善慧地 無所得力莊嚴 
鈔：九地，以無所得而為方便，力度偏增，具足

辯才演一切法為莊嚴故。 

十地 法云地 無礙輪 鈔：十地，十障已摧，十度已滿，三祇已圓故。 

 等覺位 
金剛智那羅延

莊嚴 

疏：後一義當等覺，說金剛喻定，壞散塵習故。

既為等覺而說，明此位非小。言迴向者，約寄位

耳。他皆倣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