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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欲以《十住毗婆沙論》中初地菩薩「布施」行為鍥入，梳理初地菩
薩深觀廣行與念佛法門內在關係，探討本論中菩薩布施度在實相念佛法門中扮演
的重要地位及意義內涵及關係。討論菩薩行之核心旨趣，以及討論其對修持念佛
的助益和修行方法。一窺華嚴法界緣起之實相念佛之方法及修行次第。解析「一
即一切」實相念佛方法的妙用，探討當代修習實相念佛的可行性。以初地菩薩「行」
特色及各品間之次第架構解析初地菩薩行與念佛方法圓融互攝、相滋相潤的法界
緣起關係。最後針對初地菩薩行內涵，反思當今社會修持念佛法門及行菩薩道的
人間菩薩行之指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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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一、前言
《十住毗婆沙論》是龍樹菩薩對《華嚴經》〈十地品〉的注釋書。現存版《十
住毗婆沙論》共十七卷，前十二卷主要是討論初地菩薩行法特徵，而後五卷則著
墨與分別三乘業道，從而討論二地菩薩持戒勝的相關內容。在前十二卷中，最常
被提及的即是初地菩薩1布施勝及易行道念佛法門的部分。亦有人認為，該部論
是可以證明龍樹菩薩亦主張念佛法門的。筆者曾與《〈十住毘婆沙論〉中念佛法
門之探究》一文中分析該部論中四種念佛方法的核心行持要旨，即念佛法門在於
憶念佛功德，並如何隨學佛因地菩薩行。故本文繼前文之後，進一步討論該論中，
以處初地菩薩布施度為鍥入，分析各品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討論初地菩薩行與
其念佛意旨是否有內在的關聯性。探討本論中菩薩布施度在實相念佛法門中扮演
怎樣地位，一窺菩薩行之核心旨趣，以及對修持念佛的助益和修行方法是本文關
注的問題。筆者並以初地菩薩布施行為契機，作為當今社會中行菩薩道的人間菩
薩行之指向標。同時，希望可以一窺華嚴法界緣起之實相念佛之方法和修行次第。
龍樹菩薩不忍六道眾生「往來生死大海，菩薩行者兼能濟渡無量眾生」2，
故造論釋菩薩十地義。唯佛能度三聖六道九法界眾生，唯修十地行方可成佛，有
佛方有法、有僧，因此發菩提心、以種種因緣分別引導、慈悲饒益眾生之菩薩行，
度眾生出於無明黑暗愛河之眾苦，乃是不斷三寶種、住持正法、請三寶、法輪住
世之「念」佛最有力的源頭。《序品》中提出「為他解說法得大智報。以是說法
故即集慧處」3一顯論所述內容特色、二顯所釋之理的殊勝、三顯論主之意樂及
1

初地菩薩，也稱歡喜地，在行持六度波羅蜜中以布施度功德最為殊勝。

2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0, a24-26。

3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2, c9-10。

用心、四顯自他利益之目的、五顯為頓根眾生慧命故尚需說此論。解釋念三寶、
行菩薩道自利利他，自淨己意、修法供養法施有情、住持三寶，之造論發心和動
機。過去菩薩「行」十地菩薩行而成佛，現代菩薩行者如是「行」，未來亦然，
這不是虛妄幻想，而是法爾如是的「如是因」、「如是緣」，方有「如是果」。
因此，心繫念於佛之果德，當下學習發菩提心乃是成佛之因、行菩薩「行」即成
佛之緣，是念佛之最根本方法。我輩往來六道淪為末法眾生，苦不稱言，又非「信、
精進、念、定、善身業、善口業、善意業、無貪、無恚、無癡。」4 十種福德利
根者，因此研究討論此論之菩薩行與念佛方法內在關係十分必要。故本文分析初
地菩薩「行」來探討與念佛法門之內在關聯及核心旨趣5。
初地菩薩以布施度功德最勝，因通達諸法實相，如法行而知當來必定成佛故
而多歡喜，正如論文中所說：「是菩薩利根故，不樂世間虛妄法，但樂出世間真
實法，即治歡喜地。」6。又如文：

菩薩在中心多歡喜。念諸佛者，念然燈等過去諸佛阿彌陀等現在諸
佛彌勒等將來諸佛，常念如是諸佛世尊如現在前，三界第一無能勝者，是
故多歡喜。念諸佛大法者，略說諸佛四十不共法，一自在飛行隨意，二自
在變化無邊，三自在所聞無礙，四自在以無量種門知一切眾生心，如是等
法後當廣說。念必定諸菩薩者，若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入法位得
無生法忍，千萬億數魔之軍眾不能壞亂，得大悲心成大人法，不惜身命為
得菩提勤行精進，是念必定菩薩。念稀有行者，念必定菩薩第一稀有行令
心歡喜，一切凡夫所不能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行，開示佛法無礙解
脫及薩婆若智。又念十地諸所行法，名為心多歡喜。是故菩薩得入初地名
7

為歡喜 。

作是思惟：我亦不久當作利益諸世間者及念佛法，我亦當得相好嚴身
成就佛不共法，隨諸眾生所種善根心力大小而為說法。又我已得善法滋味，
不久當如必定菩薩遊諸神通。又念必定菩薩所行之道，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4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2, b7-11。

5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0, a14-b29。

6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30, a17-19。

7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6, b26-c13。

8

我亦當行，如是念已心多歡喜。

三、初地菩薩行對與念佛之內在關聯
論主注釋《十住毘婆沙論》以慈悲故，欲以法布施饒益一切罪苦眾生亦即行
以法供養諸佛。其行文思路是邏輯緊密一貫而成的。初地菩薩「行」特色內容（功
德相貌）即「菩薩在初地始得善法味心多歡喜故名歡喜地。」9，此地菩薩以六
度中布施度功德為最勝。本節以《十住毘婆沙論》中初地菩薩功德相貌（菩薩德
目）為主要內容，分析前十二卷 26 品之內在架構及次第，探討菩薩行與念佛四
念佛方法之分佈及彼此間的互相含攝的關係。

1、略析前 26 品依科判並總結其內在架構如下：
「諸佛、善知識所護、具足於深心、悲心念眾生、信解無上法。」10八法， 為
入初地前方便資糧，發願自度已再度眾生，目的是為了得佛之十力功德，入於必
定聚，《序品》是總說、其餘品是別說。《入初地品》、《地相品》、《淨地品》
講初地菩薩之「所入階位」，《釋願品》至《譬喻品》講初地菩薩「能入之行」，
其中《釋願品》講願勝、《略行品》前述講果勝。其中間《發菩提心品》至《譬
喻品》者二十一品皆是在講初地菩薩之「行」勝；以《法菩提心品》、《調伏心
品》、《阿惟越致相品》為難行，《易行品》、《除業品》、《分別功德品》為
易行，難易兩個層次來談初地菩薩入地「行」相貌；《分別布施品》至《譬喻品》
這十五品皆在講初地菩薩之「行」。
初地菩薩以「大悲、堅心、智慧、方便、不放逸、勤精進、常攝念、善知識
八法」11疾行一切功德，且具足「厚種善根、善行於諸行、善集諸資用、善供養
退失菩提心。」，則生如來家，不再有諸過咎，即具足能力轉世間苦難眾生的解
脫救度。得初地菩薩有「能堪受、不好諍訟、心多喜悅、常樂清淨修空無我、離
諸怖畏、悲心湣眾生、無瞋恚心、多行七事。」等所入階位之相貌是實相念佛之
前行德目。《釋願品》、《入地行相六品》、《初地之行七品》中所示之初地菩
薩「行」勝，則是實相念佛之重要資糧和方法所在。12

8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7, a3-9。

9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3, a4-21。

10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3, a22-b3。

11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1, c18-21。

12

上杉文秀，＜十住毘婆沙論解題＞，《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五卷 p.174(釋開仁改編)。

2、列舉前 26 品之次第架構，談菩薩行與念佛方法之分佈（附表一）
品名

全品概要點內容13

要點內容

品中所涉菩薩行與念
佛相關

1 序品

全論總說，說明造論宗旨， 菩薩堅心、且疾行八 念佛德，前行資糧。
示釋歸敬偈。

2 入初地品

十地名稱及意義、示入初地 具八法、念佛十力、 念法念如來義念佛殊
及歡喜地。

3 地相品

生如來家得歡喜地。 勝十力。

初地菩薩心多歡喜無諸怖 菩薩相貌、無我、我 人、法無我之空觀正
畏之相貌特徵。

4 淨地品

法。

所而無怖畏。

見之實相念佛方法。

淨化自心，初地菩薩淨治二 示 五 邪 命 法 、 汙 佛 以凈治法舍諸煩惱，
十七法。

家、欺佛、破戒等。 達諸法無自性之實相
念佛方法。

5 釋願品

菩薩十大願及淨土莊嚴十 發十大願、十究竟。 與佛同願同行，應諸
相。示眾生見佛身、聞佛名

佛化世之本願憫念眾

而得入必定。

生，之實相念佛方法。

6 發菩提心 說明法菩提心的七種因緣。（佛令發心、為護法 觀相念佛、觀想念佛
品

發心、慈悲眾生、菩薩教而隨學發心、因佈施已 為實相念佛之前行方
發心、見佛相好歡喜而發心）等七因緣發心。

7 調伏心品

法。

失菩提心之種種因緣（二十 二 十 法 會 令 忘 失 菩 調伏自心不令忘失菩
法失菩提心）。

提心，示以長養菩提 提心，憶念菩提法即
心法。

念法念覺。

8 阿惟越致 阿惟越致菩薩五相貌即五 不退轉菩薩五法 14 、 三輪體空，
「離三心」
、
相品

9 易行品

功德、以及敗壞菩薩及漸漸 及五功德15。

「去四相」無我空觀

轉進得阿惟越致菩薩。

之實相念佛德目。

以憶念、稱名、禮敬諸佛菩 怖畏墮二乘地、疾得 持佛名號、念佛之德
薩至阿惟越致。

不退轉之易行道。

會向實相之法。

10 除業品第 以懺悔、勸請、隨喜、回向 同 與 普 賢 菩 薩 七 支 此為法界圓融之實相

13
14

參見釋厚觀，2001，福嚴佛學院《十住毘婆沙論》簡介。
「等心於眾生、不嫉他利養、乃至史身命不說法師過、信樂深妙法、不貪於恭敬。」《十住毘

婆沙論》，T26, no. 1521, p. 38, a25-p.40a22。
15

「不得我、不得眾生、不分別說法、不得菩薩、不以相見佛。」《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38, a21-23。

十

至阿惟越致。

修法至不退轉。

念佛方法。

11 分別功德 懺悔、勸請、隨喜、回向之 請 轉 法 論 福 過 布 施 念法、請轉法論、離
品

福德果報。

無量七寶於諸佛。以 相修回向，實相念佛
善 根 隨 法 性 回 向 所 之方法。
得福德勝於取相修
布施等福德。

12 分別布施 布施果報、示凈施、不淨施。 以身命布施、空智慧等和合施、縱相別相之
品

菩薩行念佛、懺悔、勸請、 回向、令布施損減之法、增益之法、菩薩位
隨喜、回向等法，福德力轉 得「三法」故行布施、菩薩欲求大福利益眾
增，能信佛功德及發悲心欲 生、為具足檀波羅密二法故行布施。
布施利益眾生。

以上德目匯向與以覺為抉擇之引導，念覺行
布施，即念法念佛。屬實相念佛之德目。

13 分別法施 法施最勝，處獅子座法施時，說法者之必備十六 法布施住持正法、念
品

法，佛語具三相16、如來以四相、四因緣方便說法。 法、念實相，即匯於
實相念佛之重要德目
之一。

14 歸命相品 示真實皈依三寶、念佛法僧 皈 依 三 寶 義 、 念 真 念佛德、念法之實相
之方法。
15 五戒品

佛、念法、念僧義。 念佛。

明自利利他行，示在家五戒 眾生難調難伏，菩薩 念佛恩、欲利益眾生。
法。

正念思維。

16 知家過患 在家菩薩應知家過患，常行 依布施而行六度，知
品

布施等六度。

家過患。

17 入寺品

在家菩薩入塔寺之行法、示 在家菩薩為護法故， 您法恩故，護法令法
受持八關斎戒、比較在家與 入 寺 所 見 皆 行 清 淨 久住故繫念於佛。
出家之差別。

18 共行品

施。

在家、出家菩薩共行之法， 三十二相之業因緣及善果。是觀相觀相念佛
三十二大人相。

之方法，然以此相之因，佛如是得善果，我
今法而如是行，則是實相念佛方法。

19 四法品

修三十二相（大人相）以慧 十四「四法」、及正行十法。
為本，明得慧四法、失慧四 此 66 法是辨別菩薩所當行及不當行之德目，

16

「修多羅相應、不越毘尼、不違法性。」《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53,a27-c8。

法等諸多法。

20 念佛品

是成就菩提、念佛之重要資糧。

解釋如何的般舟三昧，應以 1、菩薩自以十號妙相念佛、三十二相念佛生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念觀諸 身、以八十種好念佛生身、以四十不共法念
佛（色身）。

佛法身、以諸偈贊佛如現前對面共語成念佛
三昧、實相念佛而心不著六種善根福德力念
佛故能見十方現在諸佛皆在目前。此品包括
了四種方法，且互相含攝互為助益。

21 四十不共 釋四十不共法，以四十不共 1 飛行自在、2 變化自在、3 聖如意、4 聞聲
法品

法念佛法身。

自在、5 知他心無力自在力、6 第一調伏心波

22 四十不共 外道質疑佛非一切智人等 羅密、7 諸佛常安慧、8 不忘失法、9 金剛三
法中難一切 十一問難，論主一一破解。 昧、10 善知不定法、11 知無色處、12 通達滅
智人品

續注解四十不共法，另有四 法、13 善知心不行應非色法、14 勢力波羅蜜、

、之餘、23

十四不共法。

15 無礙智波羅蜜、16 具足答波羅蜜、17 無有
能害佛、18 說法不空、19 無謬無失、20 以稀

善知不定品

有事說法、21 諸眾聖中最上導師、22-25 四不
守護法、26-29 四無所畏、30-39 佛十力、40、
無礙解脫。以此四十法念佛實相。

24 贊偈品

菩薩以四十不共法念法身佛之外，以偈贊佛，成就念佛三昧。

25 助念佛三 得般舟三昧之方法及得般 修 般 舟 三 昧 念 佛 法 實相念佛。
昧品

舟三昧果報。

門。

26 譬 喻品* 以種種譬喻明善知菩薩道：
（ 譬 喻 品 明初地菩薩「相」、「得」、「修」「果」、「分」、三種「善知方便」、
餘）

及「未得佛道終不退轉」等七項德目。

略行品

略解菩薩所「行」諸法，示「名字菩薩」與「真實菩薩」。

由表可見，前 26 品中有關菩薩行及念佛次第，是相互滋潤且隨著法之內涵
的提升而漸次曾上的。同時，菩薩行對與菩薩四種念佛亦是互為助益的。
現做如下分析。筆者與《〈十住毘婆沙論〉中念佛法門之探究》一文中，選錄十
一品17進行列表分析持名、觀相、觀想、實相四種念佛的內在次第關係及修持核
17

《釋願品第五》、《阿惟越致相品第八》、《易行品第九》、《共行品第十八》、《四法品第

十九》、《念佛品第二十》、《四十不共法品第二十一》、《四十不共法中難一切智人品之餘第
二十二》、《四十不共法中善知不定品第二十三》、《贊偈品第二十四》、《助念佛三昧品第二
十五》。

心的共同要旨。
由表可見，先是以三品18寫出入初地的相貌及殊勝，再以三品19勸發菩提心及
釋菩提心相貌和失菩提心相貌。以此失菩提心敗壞菩薩因緣，進一步提出《阿惟
越致相品第八》以彰顯阿惟越致不退轉菩薩五法20、及五功德21，形成厭離惡法過
患和歆慕殊勝法的鮮明對比。與此前行對菩薩殊勝功德的認知之建立基礎上，提
出《易行品第九》持名念佛。即雖是易行的持名號，但是實際上法的內涵，佛菩
薩的殊勝功德的憶念，以及對殊勝法好要心等重要修持內涵以然娓娓道來。之後
插入《除業品第十》，提出以懺悔、勸請、隨喜、回向等修持法要，指出前行資
糧的累積，隨即以三品22進一步談菩薩布施行，先讚歎布施功德，後分別談財等
種種布施及法布施，乃至提出三輪體空施，順向捨離慳貪染著這一核心旨趣。以
讚歎功德，再勸修布施之後提出《歸命相品》《五戒品》兩品，彰顯何為真實皈
依三寶及說明五戒，籍此基礎，又提出《知家過患品》《入寺品》兩品，以之家
過患（厭下）和入寺之殊勝，親近賢聖法教（興上），並將在家過患與出家殊勝
差別進行比較。以此作為鋪墊。此厭下欣上的願求心正是巧妙的為之後的觀相、
觀想乃至甚深的實相念佛，做出了念佛內涵的充實及正向心態的導引。再以《共
行品》提出在家、出家菩薩共行之法，三十二大人相。以此才過渡到《四法品》、
《念佛品》兩品之觀想念佛、觀想念佛。又以三品23內容讚歎法身（四十不共法），
再以《贊偈品》讚歎菩薩以四十不共法念法身佛之外，以偈贊佛，成就念佛三昧。
以此啟發行者對法身功德的好要欣求之心，而提出《助念佛三昧品第二十五》實
相念佛之內涵。最後以《譬喻品第二十六》以種種譬喻明善知菩薩道，說明初地
菩薩「相」、「得」、「修」「果」、「分」、三種「善知方便」、及「未得佛
道終不退轉」等七項德目。
基於上表所列，筆者再進一步歸納出脈絡圖，以便於了然其內在架構。

18

《入初地品第二》、《地相品第三》、《淨地品第四》。

19

《釋願品第五》以彰显菩薩十大願及淨土莊嚴十相，再以《發菩提心品第六》进劝发菩萨愿，

說明法菩提心的七種因緣。指出佛令發心、為護法發心、慈悲眾生、菩薩教而隨學發心、因布施
已發心、見佛相好歡喜而發心。又以反面提出《調伏心品第七》二十法失菩提心之種種因緣。
20

「等心於眾生、不嫉他利養、乃至史身命不說法師過、信樂深妙法、不貪於恭敬。」《十住毘

婆沙論》，T26, no. 1521, p. 38, a25-p.40a22。
21

「不得我、不得眾生、不分別說法、不得菩薩、不以相見佛。」《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38, a21-23。
22

《分別功德品》、《分別布施品》、《分別法施品》。

23

《四十不共法品第二十一》、《四十不共法中難一切智人品之餘第二十二》、《四十不共法中

善知不定品第二十三》。

3、針對上訴分析個品之間關聯內容，筆者畫脈絡圖如下：

由上圖可見以下七點：
首先，由圖左側可見，念佛法門的核心精神之一在於欣求殊勝厭惡過患，此
亦是超越輪回得到解脫的核心旨趣之一。而此 26 品次大多是以彰顯輪迴過患及
展現菩薩殊勝功德果報相貌。以注釋菩薩之殊勝而誘發行者的好要之心，乃至引
導亦學習菩薩因地所當行而累積資糧，以期未來殊勝佛果，以啟發這樣歆慕莊嚴
淨土之心，貫串在菩薩念佛修持當中，憶念佛德，而如是修持。
其次，圖右側一縱列，我們可以看到，持名念佛、和觀相觀想念佛之間，插
入菩薩行相關四品（橘黃色），觀相觀想念佛到實相念佛之間插入四十不共法相
關四品（橘黃色）。
筆者認為，菩薩行在菩薩修持念佛法門次第中扮演著重要地位，筆者曾與《＜
十住毘婆沙論＞中念佛法門之探究》論述四種念佛法門有著漸次性且互相含攝的
內在架構，隨著對佛殊勝功德相貌認知體悟的漸次深入，由持名過度到最後的憶
念法身佛，而菩薩行則是在這中，承載著漸次與具體落實與行動的重要實踐部分，

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等前方便修持，助與身心更漸成法器，待承裝法乳。而
布施三品，更是具體的說明內外盡捨，捨離慳吝愛染，利益有情滋養菩提心之重
要途徑。并進一步強調法布施之殊勝功德，說明三論體空施之核心旨趣，為後文
中念佛三昧法門打下重要鋪陳。以菩薩等行，為建立菩提般若正見做出重要的輔
助。
第三，兩組橘黃色劃分區域，可以看出，菩薩行偏重在具體落實在實踐中，
而四十不共法處則主要偏重在正見的建立，不難看出，菩薩行助於體悟般若甚深
空義，而般若正見更是菩薩行不共人天善法重要的審視及操作時的重要知見準
繩。
第四，菩薩懺悔、隨喜、迴向等前加行，以及布施行等，對於在念佛修持過
程中滋養菩提心，去除慳吝愛染，是極為巧妙的助益，且有助於更進一步對佛因
地行的如是學及如是體悟的重要實踐過程，對於之後的憶念佛法身功德有著地基
性的重要地位。
第五，布施行中的離染利益眾生，與修持念佛法門，厭惡過患，欣慕佛淨土，
離苦利益有情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換言之，念佛法門中重要的修行要領之一在
於發菩提心，落實菩薩行，真實厭離染污煩惱，離我相、人相、眾生相等四相之
執著。再換言之，菩薩三輪體空施與實相念佛核心旨趣皆在於對空正見的認知及
遠離四相的般若聖義。即布施等行與菩薩修持念佛法門互為滋潤，互相助益。
第六，行布施等菩薩行，本身亦是憶念佛因地如是行，本身亦是憶念佛德，
學佛行的重要一部分。更是「解」深入與「行」的落實，解行齊頭並進的重要展
現。例如，菩薩如是三十二相，我輩行者亦如是學，以期佛果，更為契合念佛法
門本質性的宗旨。
第七，由此 26 品內在架構分析，不難看出，本身《十住毘婆沙論》是一部
龍樹論主，為我們指出的一條修行實踐的修學次第路徑。是引導菩薩行者，學習
初地菩薩行的一個教化引導過程。換言之，是一部教導我們如何與因地如是學習
初地菩薩行指向標，為我們漸行與初地菩薩行的一幅修行地圖。此亦啟發我們在
學習某部典籍時，以鳥瞰式窺其整體架構的研讀視角。
綜上所述，筆者有兩點大膽推論：
首先，菩薩布施等六度行，與菩薩修持念佛法門，有著內在關聯，即兩者對
於超脫輪迴向與解脫的修行核心是一致的，換言之，發菩提心，廣行六度，並不
是被「一門深入」所排斥的雜行，而恰恰是助與深入此「菩薩修行乃至成就殊勝
佛果，莊嚴佛土利益有情」這一解脫門（「一門」）的重要修持要領之一。並且
由於菩薩六度四攝等廣行的落實，與實踐中體悟磨煉，更助與對塵沙惑的開解，

更助與對未來淨土的圓滿。與「行」中證「解」，與「解」中導「行」，漸次曾
上成就此向於究竟圓滿的修持宗旨。
其次，如前文所述，菩薩持名、觀相、觀想、實相四種念佛，其最終目的不
是聲音的專注，相貌的穩定。聲音不雜亂和相的穩定是為了達到憶念佛德，諦解
空義的手段和路徑。換言之，四種念佛旨趣皆是重點在於憶念佛德，以及對內涵
的體解。如上點所述，菩薩六度等廣行對於體悟佛德，學習實踐佛行有著極為必
要的作用。那麼，反而言之，學佛的目的是如佛行，自利利他圓滿佛果為行者宗
趣，即更為積極的落實在利他廣行中才是憶佛、念佛、學佛的最切實的展現。換
言之，真實的念佛，不是避世，不是喋喋不休喃喃自語的聲音空轉，而是時時憶
念佛德，如是行佛因地的菩薩行，真實落實在六度等廣行中饒益有情。又何妨與
一一行中展現對佛的憶念呢！此不失為修持念佛法門行者的一種道格風骨的展
現。亦可期為學習此論，為我們指出的修持念佛法門的另一角度的自我審視的一
面鏡子。
不難看出，念法、念覺，深觀人無我、法無我，通達諸法實相之空正見、以
及以布施度為主的菩薩廣行等種種德目貫徹始終，《十住毘婆沙論》以 26 品來
談初地菩薩「行」，其念「諸法實相義」貫徹始終，持名、觀相、觀相等方法總
會向念覺、念實相，而知實相義方能真正不廢事相，與持名、觀相、觀想念佛法
中、布施等六度四攝一一法中亦可諦見實相而念覺、念法。知空觀真實義，一一
法皆會與實相念佛，通達實相義，持名、觀相、觀想等緣起差別相中，一一法平
等無別同入法性，無二無別。即四種念佛方法是互含互攝，法法相因、法法相潤
之依法界緣起，圓融互攝平等不二之關係。

三、菩薩布施「行」對與實相念佛的重要性
1、菩薩布施「行」對與實相念佛之切要
菩薩般若深觀「慧」為基礎，菩薩廣行六度為脊樑兩個向度互為助益且缺一
不可，佛法以「信解行證攝盡」24。正信正解為基礎資糧，正「行」則是從輪回
之「此岸」至證得解脫「彼岸」之重要橋樑。正「行」有助於我們對信、解的更
深入的體悟，三者相滋相潤。因此，菩薩「行」在尋求證得解脫念佛法門中不容
忽視。具體落實「行」菩薩道，此會讓我的們善根福德資糧成就，而不是只空轉
佛號無知於其精神要義。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36, no. 1736, p. 123, b8。

菩薩廣「行」六度，饒益有情，累積菩提資糧，在念佛法門中，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這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德目。而這中的道理往往未被伸張宣導，至使大多
數修持念佛法門的人，相對少為重視深發菩提心和廣行菩薩道，因此，梳理念佛
法門之方法，菩薩「行」之探討則顯的十分重要。
2、布施「行捨」與實相念佛之意涵
布施度，是六度之第一度。布施：「捨名布施，施有二種，法施財施，二種
施中法施為勝。如佛告諸比丘，一當法施二當財施，二施之中法施為勝。」25行
布施本身，行的當下即「行」法，布施中的法布施，即說法（正語）26、住持佛
法，就是住持三寶，是真護法。令三寶久住，繫念於佛。
布施義在與「捨」相應，去除慳吝，如文「復次斷二法故應行布施，何等為
二？一者慳，二者貪，此二法最為施垢。」27菩薩外捨財務資具乃至頭目腦髓，
內捨無明貪嗔癡等諸煩惱。同時，施財以安眾生所需，施法以化眾生之苦。菩薩
以緣起正見相應與「捨」不吝惜內外財而不染著「色」、「心」二法。
菩薩悲憫眾生而行布施，如文「苦惱諸眾生，無是深淨法。於此生愍傷，而
發深悲心。菩薩信諸佛菩薩無量甚深清淨第一功德已愍傷諸眾生，無此功德但以
諸邪見受種種苦惱故，深生悲心。」28
法施義同與「無比供養佛」29，以轉法輪開解眾生入佛知見，順應佛化世是
本懷，謂以「如是法行」而供養，此為我輩之學處。如「我造此論時思惟分別，
多念三寶及菩薩眾。又念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故，深發善心則是自利。又
演說照明此正法故，名為無比供養諸佛，則是利他。」30。行法施利益眾生本順
應六念意及初地菩薩四功德處。
「捨」義約俗諦說，對下「行」謂之「布施」，對上「行」謂之「供養」。
約真諦說，心佛眾生皆依緣起差別而安立上下，眾生雜染依他刹那生滅、佛菩薩
清淨依他緣「因緣」生滅而無染。心亦緣「境」生滅，順向與迷途凡夫還是覺悟
聖賢之別於，是清淨依他如幻行化還是雜染依他執境為實。其核心在於，與緣起
差別中，照見其「依他起」生滅無常無自性之空義，而與「捨」相應。此是離苦
25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2, c4-6。

26

「菩薩言無非義無有諂誑。質直柔和種種莊嚴。易解易持義趣次序。能顯己事能破他論離四邪

因具四大因。如是等莊嚴言辭。」《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28, b15-18。
27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53, a4-6。

28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49, b18-22。

29

《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22, b21。

30

《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22, b22-25。

求解脫之重要德目。同時眾生本具佛性，只因不識「緣」假而妄生執著。布施眾
生的當下亦是菩提資糧，亦是供養諸佛，因為順應諸佛本願的緣故。而不是以上
施下之高低想。行佈施當與「去三心」、「離四相」31，相應於捨一切內外之染
著，相應於三輪體空才謂之布施度，亦通向與實相念佛。
念佛，是念覺，覺悟世間之虛妄眾緣假合不實在，生死輪回在無明愛染處，
心的執持分分感召其果報，正如《釋願品》中描述之種種不淨相，正所謂「隨其
心淨。則國土淨」32之緣起道理，心愛染一一處即是輪回處，知緣無常、依他非
自生、他生、共生之虛妄無自性，離染則是解脫處，即唯心淨土，亦唯心娑婆。
那麼，隨分學習菩薩德目，就是在分分淨化身心。於隨分深入「行」菩薩行就是
分分心系於覺，即是在繫念於佛。布施度則是切實落實菩薩「行」順向於「捨」
義之最為殊勝且明顯的。如「念佛因緣故念法，念法故諸蓋得除，光明觸身苦惱
皆滅者」33。「我當如說行道，必轉不退法輪，轉此法輪除諸眾生三毒煩惱，轉
舍生死入佛法眾，苦集滅道中使得清淨。」34正能說明念法、念「捨」除煩惱本
身是通達諸法實相之念佛。
於一一緣處「行」財、法、無畏三布施，分分相應於「捨」離愛染；於一
一緣起處覺照其虛妄依他無常生命而遠離執著，則是分分脫落娑婆因，滋養淨土
因，於行布施中時時順向於捨和覺，即時時在心系於佛即是念佛、念念體悟諸佛
無自性之實相義，即念念實相念佛。
總而言之，布施度（行供養）的核心精神是與「捨」相應，而捨之深淺則
關乎其對般若正見之體解。然而，奇妙的是念佛求生淨土之重要資糧也在於「捨」。
捨離娑婆之愛染，得解脫自在清淨果報，會助與念佛求生淨土。但是，捨必須相
應於緣起正見，於一一處覺其無常變異而不愛染，否則雖能捨苦苦，但對於壞苦、
行苦則難捨而終將障礙解脫。不識虛妄依他之緣生滅變異之幻化假相，很容易逃
捨苦苦而愛著樂落入壞苦，或是愛著禪樂，或是與行苦中難以抉擇。若不識一切
法皆無自性之空義，隨一愛著處就是求解脫之障礙處。同時，心繫念覺、繫念法、
繫念六度本身亦是順向於諸佛本願，饒益一切眾生令入佛之之見，翻迷為悟故。

31

菩薩離過去、未來、現在、三心，「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T08, no. 235, p. 749, a10-11。
32

《楞嚴經講錄》， X15, no. 299, p. 79, b14 。

33

《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33, a10-13。

34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34, b3-5。

四、菩薩布施「行」與念佛之關係
1、布施度之以念佛之覺為佈施之導（目）
五度為盲，智慧為導。沒有般若智慧為引導的前五度，將無法別於世間善或
是外道行，唯有以般若為導，布施、持戒、忍辱、禪定、精進才稱之為度，隨一
一法門皆可自度度他，廣行饒益。
佛，覺者！念佛就是繫念於覺，正念於緣起處時時於覺相應，正知緣起處一
一因緣差別而應緣行應對才是平等；佛，如法正行，所行示法，隨緣教化。念佛
就是繫念於法。覺照一一境緣生滅變化如幻，不染境緣才能化迷為度。念覺念法、
正知正念，這並不是宗教語言的偶像崇拜，而是法爾如是的道理。佛，是徹見此
理，以此法開示化導，宣說令有情覺悟此理。即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同證悟般
若空正見、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行者亦當如法熏修。
菩薩行者，往來生死廣行六度化導眾生，沒有覺之「布施」，或落於世間人
天善，而非「布施度」。布施等五度要時時以覺相應、以智慧（法）為導，才能
「度」彼岸。所以，「布施度」即念覺、念法，此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念佛。諸佛
法而如是「修」而成佛，菩薩法而如是「行」累積資糧，當來亦必定解脫。這也
正是菩薩堅固心、深心、不畏生死之根源之一。
布施度：是施眾生，化法緣，度化有緣，因此與覺相應之佈施才能真正的令
眾生翻迷為覺，稱為人天之眼目，於諸幻化境中方能不動搖、不迷惑。同時，此
受施者，亦是有法緣者，亦是未來菩薩成佛後之國中清淨海眾，即度化人心、淨
化莊嚴自他佛淨土。以布施度化雜染依他為清淨依他，捨愛染而離娑婆苦因；覺
自利他即時時在繫念於佛。
2、布施度之以布施「行」為念佛之徑（足）
菩薩修行六度經由五十二階位方成佛。念佛，是繫念於佛，佛如是「行」菩
薩行而成佛，菩薩行者如是如法學此「行」。不僅止於單純念佛名號，願佛所願、
行佛所行，法而如是的如是因，如是果。
眾生因無明愛染，執虛妄生滅境為真而輪回生死。若諦見實無一法有自性，
皆是眾緣和合，依緣虛妄所生之遍計執而五蘊相互執持，以虛妄之見分、相分之
互相作用認知為真。枉受諸苦。然而無量劫生死中執境為真的執著力，如洪流般
非一般力量所能抵擋，恰似抽刀斷水水更流，唯有分分覺照其因緣生滅之無常變
異無自性，無一刹那真是恒常不變存在過，看清瀑流本身是無數生滅相所成。方
能徹見其虛妄而實無可愛染執著處。這非理解即能徹見，眾生執境為實之串習性

之洪流必須借由一一境中廣行六度分分徹見，必須借由行布施度，分分順向於捨
和覺，與每一境中、覺照每一心念、徹見色塵之虛妄，乃至覺照心念之刹那生滅
而分分順向於解脫，時時繫念於佛、繫念於法，時時行與實相念佛。即「行」布
施度是切實落實念佛之徑，以菩薩「行」落實與自覺利他才是務實的分分累積善
根福德資糧。
小結：布施等菩薩「行」是念佛之不可缺的重要方法，同時也只有和念佛、
念覺相應之布施才能稱之為布施度。即以念佛之覺為佈施之導引，以正見為抉擇
一切行為方向之眼目，以布施等菩薩「行」為走在念佛求解脫自在這條路上之雙
足，穩健不動搖來自於覺之切要，踏實篤行分分前進來自於布施等菩薩「行」的
分分落實。「見法入法得法。住堅牢法不可傾動。究竟至涅槃」35。互為助益缺
一不可。
3、初地菩薩布施「行」之以空性見解析布施度亦即實相念佛（深觀為基）
《阿惟越致相品》以（破五求門36）頌文破斥執我為實有，指出初地菩薩以無
我之甚深空觀，「菩薩行此五功德，直至阿惟越致，不得我者，離我著故，是菩
薩於內外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中求我不可得。」37。為廣行六度之慧解基礎。因常
修習空法故不畏生死，「待死如愛客，去如至大會，多集福德故，捨命時無畏」
38

菩薩於念念心念處覺照生滅無常，體解空義，而自不畏生死，方進而行與無

畏布施、令眾生亦無畏生死。「死名隨所受身（ 業報），末後心滅為死，若心
滅為死者。心念念滅故皆應是死，若畏死者心念念滅皆應有畏。」39同時，知空
正見故，菩薩於行佈布施時，心無愛染，對境是「前後心滅無有差別故」40 覺心
念刹那生滅而見空性，「眼等諸根猶隨諸塵心未調伏，是故諸煩惱猶能為患。」
41

知其過患，其心不染，對內心是「我當受念念滅故」42不取隨好，且知因果業報

法而如是。
菩薩依於緣起處，正觀無常生滅無自性義而不與境緣生染著，亦捨內心念生
滅之執著，於能布施、所布施即受施者諦觀皆待因緣而成境緣，皆逐境生心，故

35

《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25, c25-27。

36

蘊中有我、我中有蘊、無蘊無我、即蘊即我、離蘊即我

37

《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39, a9-11。

38

《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27, b28-29。

39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7, c1-3。

40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7, c4-5。

41

《十住毘婆沙論》， T26, no. 1521, p. 30, a22-23。

42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7, c7。

境、心皆無自性通達實相，以行布施中三輪體空，離四相執，不去好惡不生愛染。
而實相念佛則是繫念法之實相而行與一一境緣中如幻化導。故於緣起處體解甚深
無我空觀，即是與實相相應，與實相相應之一一菩薩行則是實相念佛之具體展現。
一一法與法性處是平的，這平等在於，諸法皆無自性之中道實相義。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然於俗諦緣起中亦有種種差別相。故於一一差別緣起中諦觀其空性即
皆會與實相念佛。因此，菩薩之一一德目皆是我輩當學的重要念佛求往生之資糧。
《十住毘婆沙論》中隨處可見的「菩薩作是念」亦是我們可以如是「如法憶持」
的重要念佛方法，這於覺相應的正念思維，可以讓我們隨分的學習菩薩心行。
當我們面對情境時，心之所思，導身口之行。因此，如法思維則十分必要，
我們與情境中時，是順向於往日的凡夫好惡習氣思維呢，還是學菩薩的如理思維
呢？行走在人間的行者，受持菩薩戒的菩薩行者們，過去菩薩已行、未來菩薩當
行、現前菩薩亦應如實行、如實思維。介而分分捨離那令我們輪回生死之執著習
性，順向於實相念佛。
例如，菩薩面對生死無畏，而作是念：

我於無始世界往來生死受無量無邊阿僧祇死法，無有處所能免死者，
佛說生死無始，若人於一劫中死已積骨高於雪山，如是諸死不為自利不為
利他，我今發無上道願。為欲自利亦為利他故，勤心行道有大利故，雲何
43

驚畏。

如是菩薩即捨死畏。菩薩照見念念無常生滅，空無自性故捨離死畏，因知念
念待緣而生，故發菩提心，念念心系利益眾生。令惡念「緣缺不生」，與覺相應，
即念無常、念空性實相念佛。例如「我發無上道心不應畏死，又為破死畏故，發
心精進自除死畏亦除於他。是故發心行道，雲何於死而生驚畏，菩薩如是思惟無
常即除死畏。」44因此，菩薩因自憶念與法，而生法喜，亦布施歡喜（法喜），
內捨離煩惱執著，外捨一切境塵染著，行與布施，行與法供養，即是念佛。同時，
也因知空義而能行真實念佛、如實念佛。

問曰：云何名為念真佛？答曰：如無盡意菩薩經中說念佛三昧義，念

43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7, c8-14。

44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7, c26-29。

真佛者，不以色，不以相，不以生，不以性，不以家。不以過去未來現在。，
不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不以見聞覺知，不以心意識，不以戲論行。不以
生滅住，不以取捨，不以憶念分別，不以法相。不以自相，不以一相，不
以異相，不以心緣數，不以內外，不以取相覺觀，不以入出。不以形色相
貌，不以所行威儀，不以持戒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不以十力四無所畏
諸佛法。如實念佛者，無量不可思議，無行無知無我我所，無憶無念，不
分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無形無礙無發無住無非住。不住色不住受想行識，
不住眼色不住眼識，不住耳聲不住耳識，不住鼻香不住鼻識，不住舌味不
住舌識，不住身觸，不住身識，不住意法不住意識，不住一切諸緣，不起
一切諸相，不生一切動念憶想分別等，不生見聞覺知。隨行一切正解脫相，
心不相續滅諸分別。破諸愛恚壞諸因相，除斷先際後際中際。究暢明瞭無
有彼此，無動故無喜，不受味故無樂，本相寂滅故無熱，心無所營故解脫。
相無色故無身，不受故無受。無想故無結，無行故無為，無知故無識，無
取故[9]無行，不捨故非不行。無處故無住，空故無來，不生故無去，一切
憶念心心數法及餘諸法，不貪不著不取不受不然不滅，先來不生無有生相。
45

攝在法性過眼色虛空道，如是相名為真念佛。

總而言之，菩薩「行」六度，時時於覺相應，於境緣中如理作意思維法要，
正念正知而住，於法相應繫念於佛。那麼實相念佛即是通達諸法實相而繫念於佛，
因此，《十住毘婆沙論》中之菩薩作憶思維處，皆是我們學習的德目，這是正念
念佛於實相相應的重要資糧。同時，法無我、人無我之空觀正見，是於緣起處覺
照一切法待緣而生，生滅無常之無自性義，從而遠離愛染執著，捨離穢濁，令心
清淨。心淨故所見「相分」之國土（果報）亦清淨殊勝。即《十住毘婆沙論》中
種種敗壞菩薩因素皆是我們當避免和修正改過之德目，一切真實菩薩德目亦是我
們當隨分學習、隨分漸漸清淨之德目。如此種種德目之修持皆是求生淨土之重要
資糧，眾多資糧無非念法念覺，故一一資糧處盡匯歸於實相處，一一法之行持盡
會歸於實相念佛。以體解空性基礎上，一一法不離空性實相，因此才能真正的去
體解一即一切之法界緣起之生佛平等觀，才能切實的行慈悲，憫念一切眾生。因
此，在此空正見之基礎上，接下來討論菩薩廣行之落實實相念佛，一一「行」處
皆念佛處之實相念佛方法。
45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55, b12-c12。

4、解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46之實相念佛方法（廣行為梁）
菩薩念法、念智順於實相即是實相繫念佛，這一方法在行持中有兩點妙用：
首先，「一切即一」，因照見一一法皆緣起無自性之空義，而不假妄想分
別高低、美醜、好惡、可愛境及不可愛境，於一一境中去覺照其生滅變異之無常，
皆是待眾緣之假合，心不染之，不起諸煩惱。於一一境中憶念實相，心不隨境更
造作新殃。這樣無盡變化的外境就漸漸不能干擾我們的心念，心不隨境妄想造作
諸染著這輪回於娑婆的「因」。所謂念佛「一心不亂」，是指心意決定，無諸干
擾，則不亂，菩薩「修行名一心不放逸。常行常觀除諸過惡」47而心繫念於佛，
常行精進。那麼諦見空性於覺相應，於一一行中心不染著，則是離諸干擾。因此
菩薩「行」若要具足清淨功德，必須時時念覺，時時念實相，即不可忙於事相而
因事廢理。菩薩「行」於一一行處皆匯歸實相念佛。
其次，「一即一切」，在此於一一境處見空性，心不染之基礎上，也正因
為無常生滅，故一一處依不同境緣，就有無盡變化的可能性，因此，菩薩於一一
處廣行六度教化眾生，凡夫行者往往與清淨中分別好壞得失，然而，若依慈悲心
為動機，於一一處皆可廣行六度及以法供養三寶。於三寶地中，以法相應，灑掃
晨除，行住坐臥皆可具足六度48，因為一一法的無自性之法性平等，於緣起中同
證無我，同一法身。（不是一一法的一一個「無自性」平等，不是一一自性見「無
我」之不同。此亦落入斷常見），但是，於緣起處亦有一一法之差別相，因此之
空義而不輕忽在差別相中的用心。此時，隨所住處皆可一度具足六度，法法相因
相攝，法法容攝不對立。
例如，行布施時，時時於一一境中正知正念正住如法不退，「其心不沒不
退」49則是精進；不取隨好、不起高低想，則是持戒；內外一切皆捨，難捨能捨，
則是忍辱，內忍自己煩惱，外忍於一切順逆境緣不染，則是忍辱；其心不動搖，
不起心念「常依法相不隨於他」50，則是禪定；時時於覺相應，應眾生因緣而行
財、法、無畏等佈施則是般若。即與一一「行」中，隨因緣變化而行布施，通於
六度。本身行布施一法，相應與法性，即念法性實相念佛。皆通與六度會與實相

46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 T35, no. 1732, p. 18, c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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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30, a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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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見慧思大師《諸法無諍三昧》和《隨自意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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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40, b19。

50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40, b17。

念佛，本文以初地菩薩布施度為例談實相念佛方法，其他五度亦可同理而修。達
諸法實相故。護念眾生善根慧命於一一境緣，常行精進。 再如：

常能覺知一切魔事，若聞薩波若空大乘十地亦空可度眾生亦空諸法無
所有亦如虛空。若聞如是惑亂其心欲令退轉疲厭懈廢，而是菩薩倍加精進
深行慈悲。意若欲入初禪第二第三第四禪而不隨禪生還起欲界法，除破憍
慢不貴稱讚心無瞋礙。若在居家不染著五欲，以厭離心受如病服藥。不以
邪命自活，不以自活因緣惱亂於他。但為眾生得安樂故處在居家，密跡金
剛常隨侍衛人及非人不能壞亂，諸根具足無所缺少，不為呪術惡藥伏人害
物，不好鬪諍不自高身不卑他人，不占相吉凶不樂說眾事，為護法故不惜
51

身命常行精進，若說法時無有疑難。

又如，掃地，以清淨心打掃清淨，令見者身心清涼歡喜，則是供養，布施
歡喜；忍之不慢，安忍於一一動作中心不起伏高低，則是忍辱；於一一動作中不
馬虎應付，則是持戒；念念中心不放逸散漫，不染境塵，則是精進；其心不動緣
與所緣即是禪定；與一一處於覺相應，照見一一緣處之生滅無常則是般若。（備
註：此例為方便比喻，但取比量之義，不可等而識之）。「於世技術與眾殊絕。
觀一切法皆順法性」52生滅無常無自性之空義，不執理廢事，不失於因果及現前
緣起之觀察。正因體解空性，而於一一處積極主動、歡喜的累積菩提資糧，巧用
一切境緣而行利益度化眾生之菩薩「行」。於一一法中，行布施等六度，饒益眾
生，亦是普供養三世諸佛，因於一切諸佛本願同故，令一切眾生皆翻迷為覺，悟
入佛之知見，即心、佛、眾生，其法性無有異而憶念平等觀，「等念眾生普慈一
切。供養賢善悲念惡人尊敬師長」53。因平等觀而廣行布施。

總而言之，即不迷染於一一事相，行菩薩「行」，一一「行」皆於覺相應，
體解實相空義而不染著，不更造新殃；亦不可執理廢事，而是積極累積菩提資糧
廣行饒益。一一處皆是菩薩「行」利益眾生處，皆是福德資糧處。皆是念佛求生
淨土之重要資糧處。念佛不是僅僅空等著他力之救度，而是主動累積眾多善根福
德資糧因緣。與一一法見無自性空意、複又與一一處無分別行，即入法性。因此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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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40, b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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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4, a8-9。

菩薩行者因深觀我、法空無自性而更為主動的於一一菩薩「行」廣為利益一起眾
生，累積菩提資糧，此是實相念佛之必行方法，亦是唯一條不可獲缺之落實實相
念佛之必經之路。「菩薩以大乘法教化眾生名為恭敬」54又「出家受法如說修行，
以第一供養之具供養諸佛。」55因此如說「行」則是念佛法門中最為首要之方法。
「菩薩作是念：一切過去未來現在十方三世諸佛法我應守護，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法，皆是一體一相。是故若守護一佛法，則為守護三世諸佛法。」56。 菩薩以法
布施為守護諸佛，因此布施「行」之法布施，亦是主持佛法，供養三寶，守護眾
生之核心精神。
因此菩薩一一願牢堅，繫念佛之是四十不共法。於一一法行處，智無量無邊。
「諸佛及諸菩薩，以無量無邊方便力引導眾生，以無量無邊善根福德攝取諸佛法，
無量諸善法六波羅蜜十地等攝取佛智。成是十無盡願方如虛空時如未來際。」57菩
薩隨所至處「安樂一切眾生故，滅度一切眾生故。」58即令相分眾生得安樂，滅
度一切內眾生自性見。如是菩薩得證菩提，故於《四十不共法中善知不定品》中：
「是故一切諸佛菩薩所得定，皆名三昧。是四處皆攝在一切禪波羅蜜，垢名受味。
淨名不受味。複次垢名有漏定，淨名無漏定，三昧解脫等分別者。」59又菩薩得
法入初地「心大歡喜清淨悅樂，其心即攝得如是菩薩三昧，以是三昧力通達諸法
實相。」60因此，菩薩三昧定力體現在一切六度萬「行」法中，舉止心念處。於
一一「行」中，念念，念法、念如來、會與實相義即是實相念佛之重要念佛方法。
以上論述，提出修習實相念佛的可行性。即一一菩薩行法皆可匯向念佛求往生之
重要資糧，一一菩薩行法之隨學修持亦是實相念佛之重要務實實踐之念佛方法。
換言之，針對深觀廣行之修習實相念佛的可行性，菩薩德目是念佛求淨土之
重要福德資糧，亦是對念佛品質之重要審視標準。我們以菩薩德目作為學習科目，
漸次累積自己的念佛功夫，但是若要切實的審視自己的念佛品質不妨以菩薩德目
來一一自我檢視，看心念有幾分是與菩薩行願相應的，又有幾分與佛相應。這將
是判斷念佛功夫、判定未來能否往生之不可忽視的重要標準之一，否則雜染因何
以感召清淨果呢，那因果不想當則違背緣起、違背佛法「法爾如是」之真義。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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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人以類聚」，我們今天在哪個城市或工作場域生活，這取決於我們的價
值取向和認知，譬如知識份子難於市井小民打成一片。同理，我們今天欲離娑婆
求生淨土，若心念處處愛染娑婆，何以於融入佛菩薩之列？唯有於佛菩薩同願同
行同志，發菩提心，慈悲饒益一切有情，方可漸入真實菩薩位，得生彼國。菩薩
德目之學習是實相念法之重要方法。以上在緣起空正見的基礎上略析四中念佛方
法的漸次性及「法法相益，法法相因。」61，雖然，四種念佛方法之針對不同根
基之眾生而施設，但並不能妄自菲薄的認為實相念佛只有法身菩薩所能修持，四
種念佛方法及菩薩行本身是相輔相成互為助益的。而這中初地菩薩「行」之菩薩
德目所呈現的四種念佛方法的圓融互攝者，必須會向與緣起正見的基礎上來談，
並且，這是極為值得關注的重要實相念佛之方法。
通過上述文可見，初地菩薩之為歡喜地，是因為其得「法味」，正知諸法實
相是「法爾如是」的真實道理，菩薩「法爾如是」的行菩薩布施等「行」，而念
諸法實相、念佛，因為得多歡喜而積極廣行佈施累積資糧。龍樹論主通達般若經
典，造《大智度論》、示《中觀》甚深空觀智、其所注釋《華嚴經》廣大菩薩「行」
之境界。絕不僅僅停留在持名念佛之易行道，若喪失菩薩道精神核心的空持名號
則頗為可惜。正如靈峰蕅益大師說：「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
不濕，如銀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62，而此《十住毘婆沙論》則是為鈍
根眾生解釋華藏法界十地菩薩位之菩薩「行」，以開示解說切實可修持的重要之
念佛資糧及實相念佛之深觀廣行之方法。

五、結論
首先，念佛法門的修持中發菩提心是重要的旨趣之一，而菩薩布施等行又助
與落實利他，滋養菩提心及助與體解空正見和破除塵沙惑。同時念佛即是念佛德，
如佛行，即落實在布施等六度行中，本是就是憶念佛的一種路徑，并不是念佛法
門的雜行，恰恰是不可獲取的助緣。
其次，四種念佛修持要旨在於憶念佛德，如是行佛因地菩薩行而期未來圓滿
佛果，即菩薩廣行是更為深入實踐「以菩提大悲故求解脫」這一門之核心旨趣。
并不是「一門深入」的雜行。
第三，布施等菩薩六度四攝廣行，以般若空正見為核心準繩，以大悲憫念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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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動力，此與修持念佛法門憶念法身實相佛之旨趣，是一致的。故般若空正見，
遠離四相、我法執著，以三論體空行與六度與實相念佛的本質是一致的。換言之，
與緣起處覺照空義，并不失緣起的隨緣假用，與境中諦達空有不二的中道實相義，
本身即是在六度行中憶持實相，即是隨分念實相佛，法身佛之善巧途徑之一。
第四，每一行不離對其空義的覺照，對緣起的假用，乃至不執著空有兩邊，
每一行當下即順向實相，而實相不離每一法處，故一行一切行，以有空義故有如
是萬法差別相。一行不離法界，以諸法空無自性如幻故，又因緣起如幻故有諸法
差別森羅萬象，換言之，一即一切，因緣起空義故有種種差別，一切即一，以同
一相，此一相是實無相之空義。一切法不離緣起生滅故無相。再換言之，約緣起
差異，有念佛、布施等行持差別，但約究竟通與中道實相論，每一緣起處的任何
一種修持，皆可助與會入實相。故凡助與體解中道之法義，本無排斥，為因所識
未達故有所固步自封而限制。
第五，以此《十住毘婆沙》前十二卷 26 品為例，可見，任何教法的注釋，
施設，它本身是一張張修行地圖，指出修行方向和次第，且品品之間有著內在關
聯性。以此論的研究為基礎，啟發了筆者對於研讀經典，以整體性去會向同一修
行道次第提供了心角度。澄懷靜觀，彰顯的是法本身是一貫相承的教化路徑。故
整體性鳥瞰全局，有助與從更多角度去提綱挈領。與此同時，隨著不同層度的深
入，相信對法的整體性的內在關聯或許有更為深妙的內在精髓，筆者僅於此拋磚
引玉。以期更多有識之士，共參法義。
第六，本文僅擬以布施度為砌入，試圖分析其與念佛法門的內在關聯，然法
之施設盡有助與身口意的防護，煩惱習氣的捨離，正見的建立這一修行路徑。此
僅以初地菩薩布施特勝為例，那麼，六度之間是否有內在關聯，第二地菩薩持戒
特勝與念佛修持是否有助益？乃至初地菩薩布施特勝，與二諦菩薩持戒特勝之間
是否有一致性或是內在關聯性。以待來日進一步探究。
最後，感恩此文撰寫過程中一切的助緣，并誠啟有緣閱讀者，若見有所錯謬
或待修正處，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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