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經‧十地品》
－善慧地修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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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嚴經》是佛陀成道後，於最初二七日，在摩伽提國菩提樹下，對十方世
界的法身菩薩，開顯正覺內容根本法輪。佛陀教導弟子，以超凡入聖為目標，就
是要弟子用佛陀所教導的智慧，去破除凡夫的情執，而入於滅盡煩惱的涅槃境界。
如何九地名善慧者？為是攝大乘云：
「由得最勝無礙智與得四無礙解」
。無礙解智，
於諸智中最為殊勝，智即是慧，故名善慧。來說：「善慧菩薩修行，以如是無量
智慧而思量觀察世界有相與無相，欲求寂滅解脫，而修習行願如來智慧，入如來
祕密法，觀察不思議大智性，淨諸陀羅尼三昧法門，能達到廣大神通，入差別世
界，修力無畏，不共法，隨諸國度佛而轉法輪，沒有捨離大慈悲本願力，修行得
入九地菩薩的境界」。這是談到華嚴十地境界殊勝微妙代表九地菩薩的法門。

關鍵詞
《華嚴經》善慧地，四無礙智，成就大法師，入法界大功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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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來依據《華嚴經》卷 26〈22 十地品〉與《十地經論》卷 11 也說：「菩薩住
九地，如實知善，不善、無記法行。知有漏、無漏法行。世間、出世間法行。思
惟、不思議法行。定、不定法行。聲聞、辟支佛法行。菩薩道法行、如來地法行、
有為、無為法行等」
。1由菩薩修行觀察「如實知」世界諸法而了知一些實相法行:
「善，不善，無記、有漏、無漏，有為、無為、出世間，思議、不思議，定、不
定，聲聞、菩薩、辟支佛等」。為了菩薩修行住此善慧地時，作大法師常能守護
如來法藏，所以菩薩具法師行，以無量智隨行善巧，以諸菩薩四無礙解所引音詞，
而演說法度化眾生，得圓滿四無礙解，恒常隨轉法輪。又《佛說十地經》卷 7〈9
菩薩善慧地〉云：
「何等為四礙解？所謂：1、法無礙解，2、義無礙解，3、詞無
礙解，4、樂說無礙解」。2菩薩修行是用辯才說法，成就一位大法師，以法無礙
解，能了知一切諸法自相；以義無礙解，而了知一切諸法差別；以辭無礙解，得
善能演說諸法；以樂說無礙智以諸佛智慧力、隨眾生所樂音聲說，能知諸法次第
相續無間斷性。下面說明善慧九地修證菩提階位。

二、 從《華嚴經‧十地品》面向的定義與內容

在《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五十二，澄觀大師述十地品，說明十地菩薩
修行斷知障與證真法性，地位十地謂菩薩所證之十地位，所以從十地位來解釋
定義與內容。這是大乘菩薩道的修行階位。譬如大地能生長萬物，故佛典中常
以「地」來形容能生長功德的菩薩行。
「十地品」即指菩薩修正十果位的重要。
在佛典中說不同的理論，對十地的內容有不同的描述。因此，有四類 3釋解內
容十地位分別名性如下︰
一、梵文《大事》之十地品：
1、難登（梵 durārohā）
，2、結慢（梵 baddhamānā）
，3、華飾（梵 puṣpamaṇḍitā），
4、明輝（梵 rucirā）
，5、廣心（梵 cittavistarā），6、具色（梵 rūpavatī），7、難
勝（梵 durjayā），8、生緣（梵 janmanideśa）
，9、王子位（梵 yauvarājya），10、
灌頂位（梵 abhiṣeka）。

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22 十地品〉與《十地經論》, T09, no. 278, p. 568, a8-11。
2 《佛說十地經》卷 7〈9 菩薩善慧地〉, T10, no. 287, p. 564, b29-c9。
3 參考資料中華佛學百科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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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乘初期之十地品（四位）：
1、初發心（梵 prathama-cittotpādika，發意）叫是初發意，2、治地（梵 ādikarmika，
淨地）
，3、應行（梵 yogācāra，修行、進學）久發意，4、生貴（梵 janmaja）
，5、
修成（梵 pūrvayoga-sampanna，方便具足），6、正心（梵 śuddhādhyāśaya，成就
直心）
，7、不退轉（梵 avaivartya，阿惟越致）不退轉，8、童真（梵 kumarabhūta，
童子），9、法王子（梵 yauvarājyatā，王子），10、灌頂（梵 abhiṣekaprāpta，阿
惟顏）一生補處。
三、三乘十地品
1、乾慧地(梵 śukla-vidarśanā-bhūmi，淨觀地) ┐
2、種姓地(梵 gotra-bhūmi，性地)
──────┘凡 夫
─┐
3、八人地(梵 astamaka-bhūmi，第八地)………………預流向 │
4、見地(梵 darśana-bhūmi，具見地)…………………預流果 │
5、薄地(梵 tanū-bhūmi)………………………………… 一 來 │ 聲聞
6、離欲地(梵 vīta-rāga-bhūmi)………………………… 不 還 │
7、已辦地(梵 krtāvī-bhūmi，已作地)……………… 阿羅漢─┘
8、辟支佛地(梵 prātyekabuddha- bhūmi，獨覺地) ───────
緣覺
9、菩薩地(梵 bodhiśattva-bhūmi) ─┐
10、佛地(梵 buddha- bhūmi)────┘ …………………………

佛菩薩

四、華嚴十地品
1、歡喜地 （梵 pramuditā-bhūmi，極喜地）：是斷障證真，謂菩薩修捨行，於
內身外財無所悋惜，由因感果，而登初地，心生歡喜，即斷異生性障（性，即凡
夫之性；障，即執著我法，障於初地功德），證徧行真如，此真如由人法二空所
顯，無有一法而不在。
2、離垢地（梵 vimalā-bhūmi）
：是斷障證真，謂菩薩修十善業，遠離欲垢，捨
念清淨，即斷邪行障（謂身、口、意三者誤犯禁戒），證最勝真如，此真如具無
邊之德，於一切法為最勝。
3、發光地（梵 prabhākarī-bhūmi，明地）：是斷障證真，謂菩薩加功用行，發
起深廣之心，如法修行，智慧光發，即斷闇鈍障（謂忘失聞、思、修三慧，照法
不能顯現），證勝流真如，此真如流出教法，於餘教法極為勝。
4、焰慧地（梵 arcismatī-bhūmi，焰地）
：是斷障證真，謂菩薩具修三十七品道
法，發起慧焰，即斷微細煩惱現行（無明微細之惑現起）障，證無攝受真如，證
此真如，則無所繫屬。
5、難勝地（梵 sudurjayā-bhūmi，難勝地）
：是斷障證真，謂菩薩修習平等加行，
悟真俗二諦無差別智，無有能勝，即斷下乘（聲聞乘、緣覺乘）涅槃障，證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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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真如（生死涅槃，其類平等，無有差別）。
6、現前地（梵 abhimukhī-bhūmi）：是斷障證真，謂菩薩加修平等利生之行，
智慧現前，即斷粗相（於四諦中，執苦集為染，執道滅為淨）現行障，證無染淨
真如，此真如本性無染，亦不可言後方淨。
7、遠行地（梵 dūrajgamā-bhūmi）斷障證真，謂菩薩加修一切菩提分法，悟空、
無相、無願三昧，即斷細相現行（於一切法執有緣生及執無相）障，證法無別真
如（了種種教法，同一真如，而無別相）。
8、不動地（梵 acalā-bhūmi）：是斷障證真，謂菩薩加修清淨道行，離心意識，
得無生法忍（謂一切諸法，性本不生，而於此法，忍可印證），一切煩惱所不能
動，即斷無相中作加行（無相指第七地，謂於無相中加功用行）障，證不增減真
如，此真如不隨淨染而有增減。
9、善慧地（梵 sādhumatī-bhūmi，妙善地）
：斷障證真，謂菩薩以無量智觀察眾
生境界，皆如實知，得無礙智慧，遍說諸法，普令獲益，即斷利他門中不欲行（謂
第八地於無相中，捨離功用）障，證智自在真如，得此真如，能於四無礙智得自
在。
10、法雲地（梵 dharmameghā-bhūmi）：是斷障證真，謂菩薩以無量智慧，觀
察覺了，三昧現前，得大法故，以法身為雲，普周一切眾生，具足自在，即斷諸
法中不得自在障，證業自在真如（一切業惑悉得解脫，而與真如之理相應）。十
地願行指菩薩於十地所修之十波羅蜜多行。修行須具四弘誓願，故稱願行。
可知十地位菩薩修行已現證法性的地，是能生功德的意義。依法性能生種種
無漏功德，所以也叫無礙法性。如依地而生木草珍寶一樣。初地菩薩入見道的位
次，現證法性，菩提心與法性相應，名勝義菩提心。分證了無上菩提，所以也可
稱為「分證」成佛。由於通達法空性，也不再有「不活畏，死畏，惡道畏，大眾
威德畏，惡名畏」
。進入九地的，名為「生諸如來家」
。如來是一切佛；菩薩以智
度為母，方便為父，分證了佛法身。從此能荷擔佛家業，紹隆佛種不斷，所以說
生如來家。凡是證法性，就能斷煩惱。九地菩薩所斷，是見道所斷的一切煩惱障，
扼要的說：「斷除三種結」身見、戒禁取、疑。在中觀論說︰我執法執，都是煩
惱障，是大小二乘所共斷之一。差別是聲聞直觀無我無我所，斷惑證真，不一定
深觀法空，所以不能斷除習氣所知障，菩薩初學就勝解法空性，深細抉擇，後觀
無我、無我所而證入法空性，也斷三結，而且能漸斷習氣，習氣淨盡就成佛。在
《攝大乘論釋論》卷 7 云：「九地名善慧者，慧善故名善慧。辯才智說名為慧。
由此智故說名善慧。4」又《法華經授手》卷 9 也說：
「然九地名善慧，故以伎樂
供佛，表善慧之法音也。十萬種，表十波羅蜜門。雲雷音者，謂九地證百萬種三
昧，十方諸佛所說世界海法門，皆悉領納不失。所以周旋法界，吼震十方。故借
師而表其資也。由此是九地因行之相也」。5

4 《攝大乘論釋論》卷 7, T31, no. 1596, p. 303。
5 《法華經授手》卷 9, X32, no. 623, p. 802, a22-b2 // Z 1:51, p.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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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十地品》來看善慧地修行的法門
菩薩修行捨離一些無始以來的異生性，異生性即是凡夫之性。梵語又說
bāla-pṛthag-janatva「婆羅必栗託仡那埵，愚異生性之義」。舊譯凡夫性，新譯異
生性。又《成唯識論述記》云：謂異就有別異與變異，有二義：1、
「別異」指凡
夫受五趣別異之生，2、
「變異」指凡夫由種種轉變而起邪見等，故異生可說是異
於聖者之生類。如此，於「趣」與「見」令異於聖者之性，故稱為異生性。《大
毗婆沙論》卷四十五說︰「能令有情起異類見、異類煩惱，造異類業，受異類果、
異類生，故名異生性」6。為菩薩修於內身外財無所悋惜，由因感果而登九地。
即斷異生性障，性即是凡夫之性；障即執著我法，由斷障證真，謂菩薩以無量智
觀察眾生境界，皆如實知。《華嚴經》卷 21〈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云：
一切如來道、一切菩薩道、一切眾生道，出生智微細，修菩薩行安
住普賢行，隨義隨味，皆如實知如夢、如電、如幻、如響、如化；寂
滅一切法界，無有真實，無所染著。出生諸佛平等智慧，皆悉究竟，
修普賢行，出生微細智。7
依澄觀大師隨疏演義鈔，讓行者修行很容易明白華嚴的方識，所以他用疏鈔來解
釋〈十地品〉意義，初來意說菩薩要的修行功課，證道聖位。而證前三心之教是
三根本，是直心、深心、菩提心。在《維摩詰經》所說： 一、直心：所行真實
不虛是直心。從現相說，真實不虛是心性質直，沒有諂曲。約實質說，那是般若
與真如相應；是正觀諸法空性。又《起信論》可說：以正念真如為直心。正觀實
相，法性本空，而以般若無所得為方便，所以能「厚集善法」
，如《般若經》云：
厚集是無邊積集的意思。二、深心：菩薩的大悲心，「深」徹骨髓。悲與般若相
應，名為無緣大悲，悲指「清淨心或大悲心」
。雖法性空不可得，而以悲願力「不
捨精進」
，為利益眾生。三、菩提心：菩薩「樂欲」志願愛樂「近明」
。明是菩提
的覺明；近明是向於菩提，臨近菩提，這是菩提心願。以菩提心為根本，「修習
一切諸善根」。從直心、深心、菩提心理解，即大乘三要就是菩提願、大悲心、
真空見。大乘法必備這三心，有三心才直向佛道。如離卻三心，一切行者修行，
沒有達到佛果的境界。如《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52〈26 十地品〉云：
第三論具云:此聞熏習種子下中上品應知亦是法身種子，與阿賴耶相違。
非阿賴耶所攝，是出世間最淨法界等流性故。雖是世間而是出世心種子
性。又出世心雖未生時已能對治諸煩惱纏，已能對治諸險惡趣。已作一
切有漏惡業根壞對治。又能隨順奉事一切諸佛菩薩，雖是世間應知初修
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5, T27, no. 1545, p. 231。
7 《華嚴經》卷 21〈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 T09, no. 278, p. 532, b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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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菩薩所得亦法身攝。8
當然，在華嚴法門中，來說聞熏習種子，不是阿賴耶自性，那它的自性是什麼？
它是指「法身」的「種子」，法身的意義有廣狹不同：有時，單指有情本具的如
來藏性。有時，指賴耶轉染還淨，因無量清淨熏習而顯現的大圓鏡智。有時，總
指佛果位上的一切。這裡的法身，約果智的法身來說明。這是法身的種子，所以
是法身所攝，聞熏習種子「與阿賴耶識相違」，是能對治阿賴耶識，所「非阿賴
耶識所攝」
。它是說「出世間最清淨法界等流性」
，是因淨法界而有，所以在它聞
熏的時候，「雖是世間」，沒有生起無漏心，卻能成為「出世心種子性」。平常的
世間雜染法，是向生死方面走，不但是惡，是善心，也不能成為出世心的種子性。
因此，現在的聞熏習，雖是世間，但也能成為出世的種子性，因為它有掉過頭來
趣向涅槃的關係，所以九地菩薩修習菩薩道所得亦法身攝。

（一）、地前菩薩九地的修行
菩薩修行地，指從前述之干慧地乃至離欲地，或指菩薩十地，從歡喜地乃
至法雲地（初發心至金剛三昧），即菩薩自最初發心至成道前之覺位。十地者
是:一、歡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焰慧地，五、難勝地，六、
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還沒修證。由此，
9
在地位九地菩薩修習斷除四無礙障，
即得四無礙辦才10，便能辯才得無礙自在。
在《華嚴經》卷 32〈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云：

菩薩九地，住此解脫得虛空身。何以故？身相無邊，遍滿一切故。11
菩薩九地有相無邊，遍滿一切法界是為菩薩以如是智慧而了知「眾生心稠林、煩
惱稠林、業稠林、根稠林、解稠林、性稠林、樂欲稠林、隨眠稠林、受生稠林、
習氣相續稠林、三聚差別稠林等」
，而現身相無邊，教化眾生。因為菩薩修行大願

8《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52〈26 十地品〉，T36, no. 1736, p. 406。
9《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8：
「四無礙障。分成二。愚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利樂有。情事
中。不欲勤行。樂修己利。彼障九地四無礙解。入九地時。便能永斷。由斯九地。說斷二愚。
及彼麤重。一於無量所說法。無量名句字。後後慧辨。陀羅尼自在愚謂所說法是義。名句字是
法。後後慧辨。是詞。陀羅尼自在愚。通於上三。二辨才無礙愚。即愚第四無礙。辨才無礙者。
謂辨無礙解。善達機宜。巧為說故。愚能障此四種自在。所證真如。名智自在所依。謂若證得
此真如已。於無礙解。得自在故。亦唯識文)。, X13, no. 287, p. 738, b23-c3 。
10《楞嚴經指掌疏》卷 8：
「具四無礙辦。為大法師。最善說法。資中曰。華嚴明此菩薩具四無 礙
智。作大法師。演說無量阿僧祇句義。無有窮盡。故名發真如用。予謂說法固亦可以說為發用。
然方是大用中一。故今謂是十玄業用。而說法自寓於中矣。此上皆依正脈。亦少有更減字句。
唯中間答詞不同。若對前二位言。則彼為理事無礙。此為事事無礙用也,（ X16, no. 308, p.2
54, ）。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2〈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T10, no. 293, p.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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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身相如是厭離一切有為法，深念眾生，見一切智無量利益，即時欲具佛智慧，
救度眾生，勤行菩薩道，若諸眾生墮在大苦諸煩惱中，以何方便而拔濟之，使得
永住畢竟之樂；即時知住無礙解脫，乃可得此是無礙解脫智慧，菩薩如是則離欲
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大智度論》說： 「菩薩入初禪：是滅覺觀，
內清淨，心一處，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二禪：是離喜，行捨，成就念慧，身
受樂，諸賢聖能說能捨，常念受樂，入三禪：是斷棄苦樂，憂喜已滅，不苦不樂，
行捨念淨。入四禪：是菩薩過一切色相，滅一切有對相，不念一切別異相故，知
無邊虛空即入虛空無色定處；過一切虛空相，知無邊識即入識無色定處；過一切
識相，知無所有即入無所有無色定處；過一切無所有處，知非有想、非無想安隱，
即入非有想非無想無色定處；順諸法行而不樂著。在《華嚴經》卷 24〈22 十地
品〉說：
菩薩以慈心廣大無量，無瞋恨，無惱害，以信解力遍滿十方；悲、喜、
捨心，亦復如是。菩薩有神通力能動大地，一身為多身，多身為一身。12
菩薩以慈心廣大無量，以信解力遍滿十方；而修習悲、喜、捨心，有得神通
力能動大地。 如菩薩由一身而分為多身，多身又共復一身，這叫「共復一形」。
一身能變成多身，所以一身也就是多身；多身共復一身，因此多身也就是一身。
再往深的講，也沒有多身，也沒有一身，所以菩薩根本就沒有一個身。又《佛說
十地經論》卷 9 云：「佛子！譬如幢相大山王純寶所成，諸大威德阿素洛眾所依
出處，以大威德阿素洛眾不可窮盡。菩薩住在善慧地中，能為一切世間流轉止息
智行所依出處，一切世間生問答中不可窮盡」
。13謂菩薩以無量智觀察眾生世界，
皆如實了知眾生苦，遍說諸法，而欲求眾生轉勝寂滅解脫。 由於，菩薩修行如
世間14法而了知，從世間法而轉凡入聖位，隨機所應行法。因為知世間義及第一
義；如世間而轉又分隨自所宜與隨他所宜，所以隨力者隨己智力所能而對治不隨
順他人。因此、菩薩成就第一誠諦之語，如說能行，如行能說。此菩薩學三世諸
佛真實語，入三世諸佛種性，與三世諸佛善根同等，得三世諸佛無二語，隨如來
學智慧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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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自利利他之道。是自利行、
悲、慈，是利他行捨、不疲倦、知經、知世是於自利行中攝利他行。為菩薩隨應，
隨機所應，修習諸佛本所修行，憶念諸佛本所修行，愛樂諸佛本所修行，清淨諸
佛本所修行，增長諸佛本所修行，住持諸佛本所修行，顯現諸佛本所修行，演說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2 十地品〉, T09, no. 278, p. 551, b23-p. 552。
13 《佛說十地經》卷 9〈10 菩薩法雲地〉, T10, no. 287, p. 572。
14 世間：指華嚴宗所立之器世間、眾生世間、智正覺世間三種。(1)器世間︰指依報的山河大
地等。器是容受依用之義。山河大地等容受眾生，又為眾生所依用，故稱為器世間。(2)眾
生世間︰指正報中除佛以外的一切有情。此等有情為五陰所成，而其生不同，故名為眾生
世間。(3)智正覺世間︰指正報中的佛。佛具有大智慧，脫離偏邪，覺了世出世法，故名為
智正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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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本所修行；令諸眾生離苦得樂。

（二）、菩薩如實知眾生種種相
菩薩九地修習，是以大方便善巧智來度化眾生，而起無量功用覺慧「觀一切
智智所行境，觀世界成，觀世間壞，業集故成，業盡故壞，幾時成，幾時壞，幾
時成住，幾時壞住」皆如實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從由能修無量如來智慧，觀
察不思議大智性，淨諸陀羅尼三昧門，得入九地善慧地位。如《華嚴經合論》云：
「菩薩知地界小相大相、無量相差別相．知水火風界小相大相，無量相差別相。
知微塵細相差別相，無量差別相。隨何世界中所有微塵聚、及微塵差別相，皆如
實知。隨何世界中，所有地水火風界各若干微塵。所有寶物若干微塵，眾生身若
干微塵，國土身若干微塵，皆如實知。知眾生大身小身，各若干微塵成，知地獄
身、畜生身、餓鬼身、阿脩羅身、天身、人身，各若干微塵成．得如是知微塵差
別智。又知欲界色界無色界成，知欲界色界無色界壞，知欲界色界無色界小相大
相，無量相差別相．得如是觀三界差別智等」。15依《華嚴經合論》云：「金剛藏
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無量智思量觀察，欲更求轉勝寂
滅解脫」
。16菩薩修習功課了知諸法差別，了知眾生有種種相差別，所以謹列一表
如下:
《華嚴經》卷 26〈22 十地品〉云17：

理論解釋

1、菩薩住此善慧地，如實知善、不善、無記法行。有漏
無漏法行。世間、出世間法行。思議、不思議法行。定、

說明菩薩住第九地，知一切

不定法行。聲聞、獨覺法行。菩薩行法行、如來地法行、

眾生十種所行18法事。

有為法行、無為法行。
2、菩薩以如智慧，如實知眾生心稠林、煩惱稠林、業稠林、 菩薩知一切眾生心有十一煩
根稠林、解稠林、性稠林、樂欲稠林、隨眠稠林、受生稠

惱稠林。

林、習氣相續稠林、三聚差別稠林。
3、次菩薩如實知眾生心種種相，所謂：雜起相、速轉相、
壞不壞相、無形質相、無邊際相、清淨相、垢、無垢相。

15 《華嚴經合論》卷 63〈十地品第二十六〉, X04, no. 223, p. 426。
16 《華嚴經合論》卷 63〈十地品第二十六〉, X04, no. 223, p. 431 。
1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26 十地品〉, T10, no. 279, p. 202, c16。
18 《華嚴綱要(第 45 卷-第 80 卷)》卷 56：
「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所行處。何等為十。所謂以正念
為所行處。滿足念處故。以諸趣為所行處。正覺法趣故。以智慧為所行處得佛歡喜故。以波
羅蜜為所行處滿足一切智智故。以四攝為所處教化眾生故。以生死為所行處積集善根故。以
與一切眾生雜談戲為所行處隨應教化令永離故。以神通為所行處知 一切眾生諸根境界故。
以善巧方便為所行處般若波羅蜜相應故。以道場為所行處成一切智而不斷菩薩行故。是十。
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大智慧所行處。」, X09, no. 240,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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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不縛相。幻所作相、隨諸趣生相，如是百千萬億乃至

菩薩通達十種相差別。

無量皆如實知。
4、又知諸煩惱種種相，所謂：久遠隨行相、無邊引起相、
俱生不捨相、眠起一義相、與心相應不相應相、隨趣受生

菩薩如實知八萬四千眾生煩

而住相、三界差別相、愛見癡慢如箭深入過患相、三業因

惱相。

緣不絕相，略說乃至八萬四千皆如實知。
5、又知諸煩惱種種相所謂：善、不善、無記相。有表示、
無表示相。與心同生不離相，因自性剎那壞而次第集果不

菩薩知業種種相，乃至八萬

失相。有報、無報相。受黑、黑等眾報相。如田無量相、

四千凡聖差別相。

凡聖差別相。現受、生受、後受相。乘、非乘、定、不定
相。略說乃至八萬四千皆如實知。
6、又知諸根軟中勝相。先際、後際、差別、無差別相。上、
中、下相。煩惱俱生，不相離相。乘、非乘、定、不定相。
淳熟調柔相、隨根網輕轉壞相、增上無能壞相、退不退差

菩薩知眾生諸根本煩惱差別

別相、遠隨共生不同相，略說乃至八萬四千皆如實知。又

相。

知諸解軟、中、上。諸性軟、中、上。樂欲軟、中、上。
皆略說乃至八萬四千。
7、又知諸解輭中上，諸性輭中上，樂欲輭中上，皆略說乃

菩薩知諸解差別乃至八萬四

至八萬四千

千。

8、又知諸隨眠種種相，所謂與染心共生相，與心不共生相，
心相應不相應相，久遠隨行相，無始不拔相，與一切禪定
解脫三昧三摩鉢底神通相違相，三界相續受生繫縛相，令

菩薩知諸隨眠種種相。

無邊心相續現起相，開諸處門相，堅實難治相，地處成就
不成就相，唯以聖道拔出相。
9、又知受生種種相，所謂隨業受生相，六趣差別相，有色
無色差別相，有想無想差別相，業為田，愛水潤，無明闇

菩薩知受生種種相。

覆，識為種子，生後有芽相，名色俱生不相離相，癡愛悉
求續有相，欲受欲生無始樂著相，妄謂出三界貪求相。
10、又知習氣種種相，所謂行不行差別相，隨趣熏習相，
隨眾生行熏習相，隨業煩惱熏習相，善不善無記熏習相，

菩薩知習氣種種相。

隨入後有熏習相，次第熏習相，不斷煩惱遠行不捨熏習相，
實非實熏習相，見聞親近聲聞獨覺菩薩如來熏習相。
11、又知眾生正定邪定不定相，所謂正見正定相，邪見邪
定相，二俱不定相，五逆邪定相，五根正定相，二俱不定

菩薩知正定邪正。

相，八邪邪定相，正性正定相，更不作二俱離不定相，深
著邪法邪定相，習行聖道正定相，二俱捨不定相。
12、菩薩隨順如是智慧，名住善慧地。住此地已，了知眾
生諸行差別，教化調伏令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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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知差別諸法。

13、菩薩善能演說聲聞乘法、獨覺乘法、菩薩乘法、如來
地法，一切行處，智隨行故。能隨眾生根性欲解，所行有

明以四乘法隨根獲益。

異，諸趣差別。亦隨受生煩惱眠縛，諸業習氣而為說法。
令生信解，增益智慧，各於其乘而得解脫。

（三）、菩薩建立九地的境界

菩薩九地修行所建立極樂世界，是清淨、無為的涅槃世界。由是真實的
「常、樂、我、淨」
，滿足一切凡夫的貪愛、執著，然而見佛聞法悟無生之後。
自然悟入「真空妙有」菩薩的境界，得以千百億化身，他方世界廣度眾生。所
以菩薩願行圓滿也由忍辱波羅蜜修行，而成就十種法，得忍圓滿。十種法19就
是：
「一、內忍圓滿；二、外忍圓滿；三、法忍圓滿；四、隨佛教忍圓滿；五、
19 十種法：
(一)、云何菩薩內忍圓滿？善男子！謂諸菩薩於內所有憂悲苦惱，能安忍住，心無逼迫是
名菩薩內忍圓滿。
(二)、云何菩薩外忍圓滿？善男子！謂諸菩薩聞他麤言罵詈、毀呰父母、親屬、阿遮利耶、
鄔波馱耶及聞誹謗佛、法、僧寶，菩薩聞已不起瞋恨、反報毀呰，亦不為彼瞋恚、隨
眠之所隨逐，堪忍彼惱，能安隱住，是名菩薩外忍圓滿。
(三)、云何菩薩法忍圓滿？謂諸菩薩於佛所說素怛纜中一切甚深微妙法義—無來無去、自
性寂靜、離分別取、自性涅槃，菩薩聞已，不驚不怖，作是思惟：
「我若不了諸深妙
法，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是因緣攝取諸法，思惟修習，心生信解，是
名菩薩法忍圓滿。
(四)、云何菩薩隨佛教忍圓滿？謂諸菩薩若起瞋恚為損害時，菩薩自應如是思惟：
「而此瞋
恚從何而起？從何而滅？是誰所起？云何而起有所緣耶？」菩薩如是思 惟：
「彼能起
之因，了不可得；能滅之因，亦不可得。能起既無，所起非有；乃至所緣，皆不可得！」
由是菩薩安忍而住，瞋無緣起，是名菩薩隨佛教忍圓滿。
(五)、云何菩薩無分限忍圓滿？一、謂諸菩薩非晝分忍，夜分不忍；非夜分忍，晝分不忍。
二、非自國忍，他國不忍；非他國忍，自國不忍。三、非於名聞者忍，無名聞者不忍；
非於無名聞者忍，有名聞者不忍。 四、由是菩薩於 一切時及一切國、名聞有無皆悉
能忍，是名菩薩無分限忍圓滿。
(六)、云何菩薩無分別忍圓滿？謂諸菩薩非唯父母、妻子、親屬於是處忍，餘所不忍，是
故菩薩下至旃茶羅等亦能行忍，是名菩薩無分別忍圓滿。
(七)、云何菩薩不待事忍圓滿？謂諸菩薩修忍辱時，不為財物，不為驚怖，不為行恩，不
為順世及羞恥故，如是菩薩自性常忍，是名菩薩不待事忍圓滿。
(八)、云何菩薩得無恚忍圓滿？一、謂諸菩薩設未遇彼瞋恚因緣及未遇他瞋，心常安忍。
二、若遇因緣及遇他瞋，或復輕欺、拳打、手搏、刀杖損害，麁言毀責，菩薩遇已，
作是思惟：
「被輕毀業是我所造，我今應受，定非父母、親屬所造，是故我今歡喜忍
受，亦非內、外地界所受，水、火、風界亦復如是。」三、菩薩由是無倒觀察，遇因
緣時，於瞋、不瞋二俱能忍，是名菩薩無恚忍圓滿。
(九)、云何菩薩悲忍圓滿？一、謂諸菩薩於彼貧苦一切有情為作君主。若王、小王有大財
寶，多諸資具，若為一切貧苦有情罵詈、呵責、惱亂之時，終無恚恨、損害之心，
亦不自高，現主威勢。二、但起思惟：「此諸有情是我所攝，我應養育而守護之！」
由是菩薩不生損害。以是因緣，起大悲心忍受安住，是名菩薩悲忍圓滿。
(十)、云何菩薩誓願忍圓滿？謂諸菩薩如是思惟：
「我曾於彼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作師
子吼，誓修菩提，成正覺已，於生死海、煩惱泥中，濟拔一切諸有情等。菩薩由是
不生瞋惱，是故我應精勤修習，為拔濟故，為成熟故，為欲調伏、安樂有情，若自
起瞋及損害彼，即不含容。」
10

無分限忍圓滿；六、無分別忍圓滿；七、不待事忍圓滿；八、無恚忍圓滿；九、
悲忍圓滿；十、誓願忍圓滿」
。在《佛說十地經》卷 1〈1 菩薩極喜地〉中說：
「發一切菩薩願，劫剎土量等修行，暫無休息；一切菩薩，福智資糧，善備無
盡，令諸世間，共所受用；已到一切菩薩智慧方便彼岸」20。這是菩薩圓滿九
地修行，為一切大願，於一切世、一切劫、一切剎，勤修諸行無暫懈息，能夠
具足菩薩福智助道。由此，菩薩普益眾生而恒不盡，得到一切智慧方便究竟安
樂。

四、菩薩修習「四無礙智」的法門
菩薩修習功課以「力」波羅蜜為主。「力」是指說法無礙之力，菩薩修行目
標是說法，能達到自在無礙。即得「法、義、辭、樂」 ，是四無礙智成就；說
法之四辯才無礙，能遊十方說法無礙。這就是菩薩所證實相四無礙智21而得自在，
故稱智自在所依真如。為依四智所轉法輪皆有所歸。以法無礙智，總辯法身平等
自性之理。以義無礙智，能辯諸法總別同異。以詞無礙智，所說無錯謬。以樂說
無礙智，所說諸法無有斷盡。以如是四智，轉一切法輪，不離此也。如阿耨池流
出四河，潤諸世間，生諸草木，各有差別而體不離一水四河，思之可見。所以菩
薩修習階位無礙智所依22、所行23的特色。

20
21

《佛說十地經》卷 1〈1 菩薩極喜地〉, T10, no. 287, p. 535。
佛光電子大辭典解釋: 「四無礙智」:梵語 catasrah pratisajvidah。略作四無礙、四
解、四辯。即指四種自由自在而無所滯礙之理解能力（即智解）及言語表達能力（即辯
才）
。均以智慧為本質，故稱為四無礙智；就理解能力言之，稱為四無礙解；就言語表達
能力言之，稱為四無礙辯。又此為化度眾生之法，故亦稱四化法。據俱舍論卷二十七載，
即：(一)法無礙解（梵 dharma-pratisajvid）
，又作法無礙智、法無礙辯、法解、法無
礙、法辯。謂善能詮表，領悟法之名句、文章，並能決斷無礙。(二)義無礙解
（梵 artha-pratisajvid）
，又作義無礙智、義無礙辯、義解、義無礙、義辯。謂精通於法
所詮表之義理，並能決斷無礙。(三)詞無礙解（梵 nirukti pratisajvid）
，又作詞無礙
智、詞無礙辯、辭無礙智、辭無礙辯、詞解、詞無礙、辭無礙、詞辯、辭辯。謂精通各
種地方方言而能無礙自在。(四)辯無礙解（梵 pratibhāna-pratisajvid）
，又作辯無礙
智、辯無礙辯、樂說無礙解、樂說無礙智、樂說無礙辯、應辯。謂隨順正理而宣揚無礙；
或亦稱樂說，係為隨順對方之願求而樂於為之巧說，故稱樂說。據《大毘婆沙論》卷一
八○載，法、義、詞、辯四無礙解，依次以修習數論、佛語、聲論、因論為加行；或法、
詞二無礙解習外論，義、辯二無礙解習內論為加行。又於四無礙解之次第，舉出多說。
如主張先起詞無礙解，次起法無礙解，再次起義無礙解，最後起辯無礙解；以先了達世
俗之言詞，次了知詞所依之名、句等，其次了知名句所依之義趣，方得於理無礙應機說
法。此外，成唯識論卷九認為四無礙解中，初地以上之菩薩僅得其中一部分，第九地得
其四，至佛果時，始圓滿完成。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一、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五、品類足
論卷五、大智度論卷二十五、卷五十、成實論卷十六、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五、法華經玄
贊卷三、華嚴經探玄記卷十四〕p1778 。
22
這是一切精神活動所依而得生起。主要的顯示空無自性。從根境和合而起識，根與境都是
緣生無自性，無不皆空。
23
根據〈止觀序〉
、
《止觀輔行》卷五之三所說，
「一念三千」是天台大師本身所行的法門。所
謂三千圓具並非只是指一念的妄心，而是諸法一一實相無不圓具三千。因此，心、佛、眾生
三法並無差別。
11

（一）、法無礙智
菩薩修行領悟諸法之名句、文章，並能決斷無礙，即諸法的相狀、義相與體
相的意義。於諸法得如實知，即應於諸法相作透徹的觀察即是思修。《準論經》
云：
「無量智慧、善思量智」
。遠公云：
「廣謂無量，深曰善思量」
。以一些經綸來
解釋，在《阿毘曇心論經》說：
「若無礙智是名樂說無礙。此有十智24，義無礙者，
於法自相、共相」25即是以智慧審觀諸法的自相、共相。
《大智度論》
：
「菩薩大智
26
慧力故，於諸結使不能惱害；是故能知諸法相，生死涅槃一無二」 。如《阿毘
曇心論》發端就說：
「能知諸法自相、共相，名為佛」
。可說：佛有兩種智：一、
總相智， 是知諸法共相的；二、別相智，是知諸法自相的。所以說：
《阿毘達磨》
不違法相，順法相而知其甚深廣大。從由來說，對於諸法的考察，主要的是自相、
共相，此外即諸法的相應、不相應、相攝、不相攝、因相、緣相、果相，或加上
成就不成就，這都是法相。『中論』說：「 是無相之法，一切處無有」。《華嚴經
隨疏演義鈔》卷 44 云：「法實相謂如是相性體力等者，即《法華經》云：唯佛
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
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27。又《觀楞伽經記》卷
4 也說：「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故云唯除如來。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
天王等之所能得，以無智外如為智所入，故科云即境。由理智一如，故云心境平
等」
。28由此說法無礙智，知是義名字，堅相名為地，如是等一切名字分別中無滯，
是名為「法無礙智」。所以者何？除離名字，義不可得，知義必由於名，以是故
次義有法，就是佛、菩薩才能如實知諸法的性、相、因、果等法相也。

（二）、義無礙智
菩薩修於諸法義而了了通達，依《大智度論》說「義無礙智」29者，這是用名字、
言語所說事，各各諸法相。所謂堅相，此中地「堅相」是「義」；地「名字」是
「法」；以言語說地是「辭」；於三種智中樂說自在，是「喜樂」。於此四事「義
無礙智」中通達無滯，是名「無礙智」。譬如「濕相水，熱相火，動相風；心思
相，五眾無常相30，五受眾無常、苦、空相，一切法無我相。如說總相、別相，
分別諸法亦如是名「義無礙智」意識。謂精通於法所詮表之義理，並能決斷無礙。
24

25
26
27
28
29
30

《新華嚴經論》卷 7：
「十智手摩頂及光照。有十三種加。金剛藏菩薩四重請者。一解脫月
舉眾疑。二請金剛藏菩薩為眾說法。三重請。四諸大菩薩一時同請。都為四請。未知三加五
請從何所來。若但取身語意業為三加者。即與十智眉間光照金剛藏身及光說法。」, T36, no.
1739, p. 764。
《阿毘曇心論經》卷 4〈6 智品〉, T28, no. 1551, p. 855。
《大智度論》卷 15〈1 序品〉, T25, no. 1509, p. 169, b29-c1。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4〈21 十行品〉, T36, no. 1736, p. 340。
《觀楞伽經記》卷 4, X17, no. 326, p. 402。
《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 T25, no. 1509, p. 246, a23-b1。
五眾無常生滅相。五眾是我亦應生滅。若生滅者則失罪福。是五眾從因緣和合生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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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辭無礙智
菩薩以世智差別而演說法，這就是用「言辭」說法，不論什么音聲眾生可能
領受。但反來說，譬如老師上課用台語講義，我聽不懂，因為還沒學過，那一切
文辭無法通達，但對菩薩同樣說法他的話，不管什麼眾生都能接受。將佛法的道
理這樣弘法度生。所以說起來，也如我們學佛一樣，只要順言語的言詞，去發揮
佛法的道理，不分東西南北，不分種族都能透徹。以前佛陀在世來說，然後圓寂
之後，不斷去演變，道理變成了文字，文字不斷地翻譯，道理還是存在，還是佛
陀當初所說的教法，將佛陀的音聲，不斷地演變，能入眾生可以心安住解脫。在
《新華嚴經論》說：「以詞無礙智所說無錯謬，以樂說無礙智，所說諸法無有斷
盡。以如是四智轉一切法輪不離此也。如阿耨池流出四河，潤諸世間生諸草、木
等。各有差別而體不離一水四河，思之可見」。31 《中論》云：諸佛依二諦為眾
生說法的意義。32 這是菩薩修習所說的話「一個字或一句話」辯說無礙，令各得
解，也是方試度生。

（四）、樂說無礙智
菩薩以第一義智善巧說法，是菩薩看眾生的根機有高底不同，用怎麼法來度
化眾生，就用不一樣的語調、言詞，就要適應眾生的根機，隨眾生願求而樂於為
之巧說。菩薩的意義深淺，也應機說法，讓眾生聽了，都是心開歡喜，所以叫樂
說無礙智。在《十住經》卷 4〈9 妙善地〉云：
以法無礙智知一切佛說、一切佛力、無所畏、不共法、大慈大悲、無礙智
轉法輪等，隨順一切智；以義無礙智隨如來音聲出八萬四千，隨眾生心、
隨根、隨欲樂差別；以辭無礙智以如來音聲不分別說一切諸行；以樂說無
礙智以諸佛智慧力隨眾生所樂音聲說。33
菩薩以法無礙智了知一切佛說、一切佛力、無所畏、不共法、為求一法無礙
智，菩薩精進修行趣菩提行「大慈大悲」用無礙智轉法輪，能速圓滿菩提資糧。
諸菩薩隨順一切眾生，以義無礙智，隨眾生心、隨根機、以如來音聲出入世間，
隨欲樂差別而度化眾生。菩薩自心清淨而達到五種相34。在《成唯識論》云：
「智
35
有二種，謂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 。受用法樂是由前六度所成就，又由此
智回頭觀照前六度，菩薩能更如實了知前六度的內涵，進而能以如理的行動利益
31
32
33
34

《新華嚴經論》卷 28〈26 十地品〉, T36, no. 1739, p. 912, c1-5。
《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 T30, no. 1564, p. 32, c16。
《十住經》卷 4〈9 妙善地〉, T10, no. 286, p. 525, c22-28。
《十地經論》卷 8：
「五種相。一得對治行勝及離障勝。二得修行勝。三得三昧勝。四得不壞
心勝。五得自在力勝。」, T26, no. 1522, p. 171, b12-15。
35 《成唯識論》卷 9, T31, no. 1585, p. 51, b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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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眾生36。可說，菩薩方便住在無量歡喜，便可從受用法樂智中得解。此外，
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等，各種族趣眾生都是真實行菩薩所度化的
對象，眾生只要聽聞菩薩說法，都能夠歡喜開悟，究竟清淨37。又菩薩能夠前往
種種世界，以種種形貌、種種方便教化眾生。這是菩薩行道的實踐者；就是「如
說能行、如行能說」38的展現，更是菩薩用智慧，不捨大悲本願力．得入菩薩第
九善慧地，現度生39。

（五）、小結
菩薩修行四無礙智是說一切法者，總辯法身平等自性之理。應該名法無礙智，
能辯諸法總別同異，名義無礙智。所以說無謬是名詞無礙智。所說無斷無盡是名
樂說無礙智也。菩薩善守護如來法藏，皆是菩薩修行事業的功課。演說法用菩薩
言語，如比如眾財陀羅尼，陀羅尼是總持義，明法財世財咸具足也。威德陀羅尼，
言持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令諸眾生見者悉解脫。又菩薩用之五種40，是清淨說者，
謂「慈心、安隱心、憐愍心、不著名利、不自讚毀他」是。論云：「慈心者，於
怨眾生，起慈心說法故」。釋曰：怨多嗔故。論云「安隱心者，於惡行眾生中，
起利益心說法故」
．釋曰︰惡行必當受大苦故。論云：
「憐愍心者，於受苦樂放逸
眾生中，起憐愍利樂心說法故」。釋曰︰於受苦者，愍其現苦，於受樂放逸者，
愍其當苦。論云：
「不著名聞利養者，心不希望，行遠離故」
。釋曰︰未得不悕，
已得能離故。論云：
「不自讚毀他者，離我慢嫉妬隨煩惱，為眾生說法故」
。釋曰︰
隨緣現起，名隨煩惱，以離我慢故不自讚，以離嫉妬故不毀他。論結云「如是五
種相，菩薩自心清淨故」。論又總結云「具此二十事能作法師，是名住大法師深
妙義中

五、菩薩修行成就大法師

菩薩住此菩薩善慧地中，說作大法師，住在大法師深妙義中是守護諸佛法
藏。在《十地經論》卷 11：
「住在大法師深妙義中，有二十種能作法師事。云
何能作法師事：一、者時，二、者正意，三、者頓，四、者相續，五、者漸，
36

37
38
39
40

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 7：
「前六波羅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樂、成熟有
情者。由施等六成立此智，復由此智成立六種，謂數相等種種品類，是則名為受用法樂。由
此妙智，能正了知此施、此戒、此忍、進等，如所聞法，饒益一切有情之類。」
，T31, no. 1598,
p. 425, c5-10。
《華嚴經》卷 20〈21 十行品〉
：「菩薩住此真實行已，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
羅門、乾闥婆、阿脩羅等，有親近者，皆令開悟，歡喜清淨。」
，T10, no. 279, p. 108, b22-25。
《華嚴經》卷 20〈21 十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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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 no. 279, p. 108, a11-1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39 入法界品〉：
「友名遍行，巧智隨機無不行，故名真實行。
示外道者，能行非道故；非道不染，故曰出家。」
，T35, no. 1735, p. 937, a10-1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1〈26 十地品〉, T36, no. 1736, p. 571, a22-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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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者次，七、者句義漸次，八、者示，九、者喜，十、者勸，十一、者具德，
十二、者不毀，十三、者不亂，十四、者如法，十五、者隨眾，十六、者慈心，
十七、者安隱心，十八、者憐愍心，十九、者不著利養名聞，二十、者不自讚
毀他。是中時者無八難故。如偈說」
。41所以是說安住九地之後，進入第四分說
法就，才攝善法行，辦才繞益，故稱勤修說法行，包括三種成就：1、智成就，
2、口業成就，3、法師自在成就。1、智成就即是了知眾生諸行的差別；2、口
業成就則是善於說法，教化調伏眾生，令得解脫；3、法師自在成就，指大法
師以四無疑智說法，具有四種成就42。又《大智度論》云：
「佛有一切種、一切
法能解名為「一切智人」
，一切法如實善分別說名為「一切見人」
，一切法現前
知名為「一切知見無礙人」
，等心一切眾生名為「大慈悲人」
，有大慈悲名為「世
救」，如實道來名為「如來」，應受一切世間供養名為「應供人」，成就不顛倒
智慧名為「正遍知」，戒、定、慧智成就名為「明行」，成不復還名「善逝」，
知世間總相別相名為「世間解」
，善說出世間安隱道名為「無上調御師」
，以三
種教法度眾生名為「天人師」
，一切世間煩惱睡，能自覺亦能覺人名為「覺人」，
一切所願具足名「有德」，十力成就名為「堅誓」，得四無畏名為「人師子」，
得無量甚深智名為「大功德海」
，一切記說無礙名為「如風」
，一切好醜無憎愛
名為「如地」
，燒一切結使薪名為「如火」
，善斷一切煩惱習名為「具足解脫」，
43
最上處住名為「佛的境界」 。

六、結論

修行菩薩道，菩薩九地觀彼眾生，久遠以來所積功德，有利根者有鈍根者，
設見眾生心意純熟垂成道果，意不可迴令至大道；若見鈍根勸使精進，具眾德
本道果之報。菩薩將導使心不懈，尋能成就四道之證，或有超越取第四果，不
使流滯住阿那含，皆是第九常淨之德，未曾違捨弘誓之心，是謂菩薩修勤精進
無能稱量，不計報應十二因緣44。菩薩修習常淨而致清淨，或從他人聞柔順法，
內省己身應其法念，專精一心志存學問，常在閑靜不處憒亂，知彼方便寂然定
意，觀察人根終不虛妄，是謂菩薩於斯陀含而有所長利益。由此，菩薩用四無
礙智成就大法師而化度化眾生。法無礙智名句文能詮之教法名為法，於教法無
滯，名為法無礙。義無礙智是知教法所詮之義理而無滯，名為義無礙。辭無礙
41 《十地經論》卷 11, T26, no. 1522, p. 189, c11-19。
42 《大乘莊嚴經論》卷 1〈4 種性品〉云：
「四種成就依止。一者真成就依止。二者色成就依止。
三者形成就依止。四者量成就依止。菩薩種性亦爾。一者為大菩提因。二者為大智因。三者
為大定因。定者由心住故。四者為大義因成就無邊眾生故。已廣分別性位。次分別無性位。
偈曰：
「一向行惡行，普斷諸白法，無有解脫分，善少亦無因」, T31, no. 1604， p. 595,
a16-23。
43 《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 T25, no. 1509, p. 236, a22-b9。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2 十地品〉云：
「隨順觀十二因緣：不如實知第一義故有無明，
無明起業是名行，依行有初識，與識共生有四取陰，依止取陰有名色，名色成就有六入，根
塵合故有觸，觸因緣生受，貪樂受名為愛，愛增長名為取，從取起業名為有，業報五陰名為
生，五陰變名為老，五陰壞名為死；死別離時，貪著心熱名為悲；發聲啼哭，五識為苦，意
識為憂，憂苦轉多名為惱；如是但生大苦積聚。是十二因緣，無我、無我所，無作者、無使
作者，若有 作者則有作事，若無作者則無作事，第一義中無作者、無作事」
。, T09, no. 278,
p. 558, b27-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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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又雲詞無礙，於諸方言辭通達自在，名為辭無礙。樂說無礙智又雲辯說無礙，
以前三種之智為眾生樂說自在，名為樂說無礙，又契於正理起無滯之言說，名
為辯無礙，無滯之言說即辯也。45由以可知，菩薩住九地，常親近如來，入諸
菩薩甚深解脫。常在三昧，恆見諸佛，未曾捨離，一一劫中，見無量佛、無量
百佛、無量千佛，乃至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在《十住
經》卷 4〈9 妙善地〉云：「以法無礙智知一切佛說、一切佛力、無所畏、不
共法、大慈大悲、無礙智轉法輪等，隨順一切智；以義無礙智，隨如來音聲，
出八萬四千，隨眾生心、 隨根、隨欲樂差別；以辭無礙智以如來音聲不分別
說一切諸行；以樂說無礙智以諸佛智慧力、隨眾生所樂音聲說」
。46由此，菩薩
修行當中，斷所知障證真實相，以無量智觀察眾生境界，皆所謂如實知，得無
礙智慧而說諸法，普令獲益眾生。從由斷利他門中不欲行障，證智自在真如，
得法真實相。菩薩修習功課以「力」波羅蜜為主。「力」是指說法無礙之力，
於四無礙智得自在解脫。這是學圓認為菩薩修行得到善慧地的地位就是了解法
界本體大悲諸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事事無礙的圓融無盡，也是修學華嚴法
門的菩薩最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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