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經十地品中慢法的對治
——以第六現前地為主
釋心冉
華嚴專宗學院 研二

摘要
佛法大海深廣難量，而在這個傳演過程中也有部分的祖師大德把其進行了兩
類劃分，分為大小乘經教等。這無疑是按根機接引方法來定的，面對一類求自己
快速解脫者就為小乘，好樂捨己助人的就稱之為發大心者。但無論什麼根機都要
斷捨貪嗔癡慢疑，可見這五點的重要，它是出離三界之根本，也是最難除斷的。
就其中慢法來說就深隱難除，就是修到勝位也有出現慢的時候，所以討論慢的調
伏對治也是很有必要的。華嚴經作為大乘一乘教法的代表，其內容直顯一乘境界
與修法。以文殊之慧運普賢之行而成佛利益眾生。所以華嚴之教法對除結縛方面
亦是有其獨步之特色。
本文以華嚴第六現前地為主，深入探討它對所謂地獄五條根之稱的慢法具有
怎樣的對治功能。從第四地的修出世智，四地菩薩修菩提分法用出世智度眾 ，但
只能自利行未能隨世 ，不能利用三十七道品隨順世間之方便 ，產生身凈慢 。又
修十平等深淨心對治此身凈慢才得進入第五地名為身凈慢治 。菩薩在五地觀察四
聖諦能隨世間度眾而不能破染、淨之見 ，還有染和淨兩種分別 ，所以修持十平
等法對治染凈慢進入第六地 ，即染凈慢治 。菩薩在第六地則以緣起智觀察無染、
淨法界 ，讓染、淨相慢不起 。而這種慢是非常微細不容易察覺 ，能夠觀察得到
而且將之對治 ，所以說殊勝 ，亦稱為勝慢對治 ，建立無染、淨的法界 。每一
地進入后一地都是漸進式的 ，也越來越殊勝 ，但都是讓人趨於平等無二之境 。
從粗的慢到微細難知的慢逐步對治，這都是佛陀所說的教導方法，一直到大乘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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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的教學。可見對於凡夫菩薩修除慢也是極其殊勝的。終至慢心不起就是找到了
成就的路途。
關鍵詞：我慢、對治慢法、現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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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 ，“我慢”是最大的障礙 。在法相宗把我慢分成七種
或九種，但一切慢都得靠見所斷和修所斷去除 ，就是進入了圣位也還有慢的現行 ，
可見對治慢法的重要 。在《長阿含經》卷 9 中：
「舍利弗告諸比丘：
『有十上法 ，
除眾結縛 ，得至泥洹，盡於苦際 ，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 ，今當分別 ，汝等善
聽 。諸比丘！有一成法、一修法、一覺法、一滅法、一退法、一增法、一難解
法、一生法、一知法、一證法…… ，云何一滅法？謂是我慢…』」1 又《佛說大乘
菩薩藏正法經》卷 13：「七法能障聖道 ，謂慢、過慢、慢過慢、我慢、邪慢、增
上慢、卑慢 。」2由此可知慢法覆蓋了我們善根的發現 ，使我們法身慧命不能增
長 ，能使我們的正法得以毀滅 ，所以本文認為學習研究去除我慢是我們的必修
課 。那斷除慢法既然這麼重要 ， 我們就應該努力積極地學習除慢之法 ，以期
早日斷除結縛 ，盡諸苦際 ，得解脫之大樂 。

二、研究方法與範圍
《華嚴經》這是佛成道第一部講的經 ，它不同于其他教乘漸漸開演誘導 ，
而是直接把佛陀親證境界示與大眾 ，所以被稱作別教一乘。這樣的一部圓頓教法
教給大家的肯定是怎樣究竟成佛為直接目的了 ，而它的內容也向我們展示了成佛
的多種修行方法 ，從最初的信心建立，到住、行、向、地、等妙覺的行布過程而
究竟圓滿成佛 。這個過程也是不斷提升自我和去除煩惱的過程 ，那貫穿整個過
程的要點就是通過每位善知識的引導讓我們明白了什麼 ，自身消除了什麼 。在
這其中需要明白的是怎樣發菩提心和怎樣行菩薩行達到究竟成佛 。而「我慢」這
個習氣煩惱應列在被消除的內容之首 ，因為一旦生起我慢心 ，就不能虛心接受
善知識的教授 ，一切的善法教導也都不能入心 ，本文將以華嚴十地品中第六地

1 (CBETA, T01, no. 1, p. 52, c28-p. 53, a11)
2 (CBETA, T11, no. 316, p. 810, c18-19) 〈如來不思議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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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探究一乘圓教的華嚴經其十地品中有關慢法的對治 ，并收集相關資料來
進行學習怎樣除我慢。希望從學其一隅而能了知除結縛的基本修行方法 ，對自身
各方面都作一向上提升和改變 。

三 、現代研究成果回顧
華嚴經的內容可以說是從凡夫到大聖佛陀果位的脩證整個過程都有示範與教
導，但其法之廣、義理之深都非一己之力所能學透徹明白的，幸好有古代祖師大
德著述作疏，開導演說，現代學者爭相研討，這些都給後來學華嚴者作了一個非
常好的入門階梯 。本文參考原始文典及一些學者的著作和研究，并對其中有關十
地品慢法的對治做了一些粗淺研究整理 。其中參考與引用大小乘原始經論文典 ，
并找出中有關慢的釋義 。參考現代學者有賢度法師著作的《華嚴經十地品淺釋》，
其中內容是把華嚴疏鈔中十地品用現代的詮釋方式呈現出來 ，語義比之古人容易
理解 ，但又不失文義深度 。本文根據其中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中涉及的慢
及其對治方法展開研究 。

貳、 慢於大小經論中的定義
慢是屬於心性上的一種業習 ，它在大小乘的不同經綸中有不同的詮釋方法 ，
但都是在說慢的根本性質是執取自己之見解的心里活動 。如小乘論典中提出慢的
含義：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3：
「云何慢？答：諸慢 ，已慢、當慢、心舉恃、
心自取是謂慢 。此中慢等名雖有異而體無別 ，皆為顯了慢自性故…慢是結縛隨
眠隨煩惱纏 。」3慢是由於內心對自己起執取 ，恃己凌他 ，慢雖然有分多種而體
性沒有差別 ，都是顯示慢的同等性質 ，它是一種煩惱惡業。2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4〈分別根品 2〉
：
「慢謂對他心自舉性，稱量自他德類

3 (CBETA, T27, no. 1545, p. 222, c28-p. 223,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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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心自舉恃𣣋蔑於他故名為慢。」4《俱舍論》中的詮釋與《大毗婆沙論》基
本相同，是內心高舉，輕視別人之性質。
《法集論》卷 4：「…此中云何為慢結耶？即我為勝之慢、我為等之慢、我為
劣之慢——如是所有之慢、自慢、自慢性、慢心、高慢、自取、心之尊大性——
此言為慢結 。」5這部論中對慢這種煩惱解釋是 ，我勝過別人，或見到比自己優
秀的人自認為是相等的 ，或不如別人的時候也是生看不起對方的心 ，如是種種
的慢 ，都是執取於自己 ，自心尊大自我感覺良好的特性 ，這就是慢之煩惱 。
在《成實論》卷 10〈憍慢品 128〉中：「問曰：已說三煩惱是生死根本 ，為
更有不？答曰：有——名為慢。問曰：云何為慢？答曰：以邪心自高名慢 。」6論
中提到已經說了貪嗔癡三種根本煩惱 ，但還有其它的法是生死根本嗎？回答就是
慢法 ，就因為慢是屬於邪心不正見 ，自己認為自己高於別人，內心取著我相 。
於同等人相比自認為高勝是為大些的慢。於勝於自己的則認為自己高於他是名慢
慢 。於五陰當中中取著我相 ，是名為我慢 。此論中把我慢分為二種：有示相和
不示相 。示相是指凡夫之我慢 ，謂見色是我 ，見有色是我 ，見我中有色 ，見
色中有我 ，乃至識亦如是 ，示是二十分故名示相 。不示相是指學人之我慢 。
如長老差摩伽說 ，不說色是我 ，不說受想行識是我 ，但五陰中有我慢我欲我使 ，
未斷未盡是名我慢 。兩種慢一個是沒有斷盡修惑 ，一個是斷了修惑而沒有斷見
惑 。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23〈思品 8〉
：
「云何慢？於卑謂勝 ，於等謂等，因此
起慢，乃至廣說。問曰：云何於等謂等 ，而作慢耶？答曰： 猶如有一人， 誦半
阿含，有餘緣故 ， 而更不進。更有一人 ，始誦阿含， 此二後時一齊誦竟。而
後誦者 ，便起於慢，是名於等起慢。」7此中問什麼是慢，謂實是卑劣而認為是勝 ，
還有同等類卻起於慢心 ，舉例為一人先誦經到一半有事耽擱了，後來一位誦經之

4 (CBETA, T29, no. 1558, p. 21, c10-11)
5 (CBETA, N48, no. 24, p. 271, a1-2 // PTS. Dhs. 197 - PTS. Dhs. 198)
6 (CBETA, T32, no. 1646, p. 314, b7-18)
7 (CBETA, T28, no. 1546, p. 171, b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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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有事耽擱者回來了與同時誦完，后誦之人就起慢心，或想還不如我誦得快 ，
或想他誦經都這麼拖拉等等起輕視的心。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47：
「有愚癡者，先於有事非有事中，校量自他心生
高舉 ，說名為慢。由行轉異分為七種：一慢；二過慢；三慢過慢；四我慢；五增
上慢；六卑慢；七邪慢 。於他劣等族朋等中 ，謂己勝等高舉名慢…於五取蘊我
愛為先，恃我高舉 ，名為我慢…然本論說慢類有九…九類者何？一我勝慢類；二
我等慢類；三我劣慢類；四有勝我慢類；五有等我慢類；六有劣我慢類；七無勝
我慢類；八無等我慢類；九無劣我慢類 。」8《順正理論》與前釋慢義同 ，此論
把慢分為七種或九種 ，另外還有《阿毘達磨藏顯宗論》9 ，《三法度論》10《阿毘
曇八犍度論》11《阿毘達磨發智論》12等等與此論慢的解釋亦相同 。
小乘論典中對慢的釋義基本都是相同的 ，就是慢以取五蘊的我為主 ，認為
自己高勝於人。那大乘經典或論中怎樣詮釋慢的呢？
大乘的論典《百法明門論直解》卷 1：「慢者，恃己所長，於他有情心生高舉
為性。能障不慢 ，生苦為業。」13很多大乘經論及疏解等中對慢的釋義與前所說
論中釋義相同都以高舉為性 ，自視自負取著於我 ，能引發苦業 。如：
《大乘入道次第》卷 1：「慢者 ，恃己於他高舉為性。」14還有《大般涅槃經
集解》卷 70：
「慢即我心 ，只計我故 ，起慢於前人也。」15又有《天台菩薩戒疏》
16

，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17 ，
《大乘義章》18 ，
《華嚴經探玄記》19等等皆與之定義

8 (CBETA, T29, NO. 1562, P. 609, C8-11)
9 (CBETA, T29, NO. 1563, P. 895, B13-14) 卷 25〈辯隨眠品 6〉
：
「校量自他心生高舉。說名為慢」
10 (CBETA, T25, NO. 1506, P. 23, C17-18) 卷 2〈惡品 2〉：「問：云何慢？答：慢者 ，卑、等、
上起意 ，以此猗故曰慢。」
11(CBETA, T26, NO. 1543, P. 782, C15-16)卷 3：「慢云何？答曰：於卑謂妙(自謂勝也)、於妙相
似 ，從此起慢 ，作慢心熾盛 ，是謂慢。」
12 (CBETA, T26, NO. 1544, P. 927, C19) 卷 2：「心舉恃。心自取。是謂慢。」
13 (CBETA, X48, NO. 805, P. 343, B13-14 // Z 1:76, P. 461, B1-2 // R76, P. 921, B1-2)
14 (CBETA, T45, NO. 1864, P. 462, B9-10)
15 (CBETA, T37, NO. 1763, P. 606, A20-21)〈憍陳如品 25〉
16 (CBETA, T40, no. 1812, p. 590, b14-15) 卷 2：
「言憍心等者 ，自高為憍輕他曰慢。」
6

相同 。但又有的大乘經典菩薩行持法提到慢是根據具體事相來說的 ，如：
《佛說大乘十法經》卷 1：
「慢者 ，我自亦可 ，若家、若姓、若色 ，或復異
事 ，金銀等資用 ，象兵、馬兵、步兵、車兵 ，如是心所有高下者名曰慢 。」20
這裡所說的慢是指面對一切的色法時有取著我相就為慢 。
又在《奮迅王問經》卷 2：
「應當善作智所作業 ，勿作慢業 。何者慢業？諸
有意行皆是慢業、諸有識行皆是慢業、諸有心行皆是慢業 ，諸樂善行、諸墮見施
皆是慢業 ，諸墮想戒皆是慢業、諸依自他而行忍者皆是慢業、諸有起心分別精進
皆是慢業；諸分別身般若亦爾 ，皆是慢業 。」21這部經中慢之為因能引后業果來
說 ，首先把慢的行為劃分為沒有智慧的範疇 ，屬於癡心 。作事情時有意、識、
心著於某件事上就為慢業 ，如作善事時有施者受者就是慢業 ，或內心意識犯戒
是慢業 ，有自己和他人分別念而行的忍是慢業 ，有起此種行為是精進的分別念
是慢業 ，起分別的身般若等等也是慢業

。

以上對大小乘經論中的慢大概的作了一個對比 ，定義大體是相同的 ，但只
是有些大乘圓教經論中對慢的釋義是具體在事相法上所體現的心行活動 ，因為大
乘菩薩主要以行六度來利益眾生 ，所以會落實到細緻的對鏡中 ，哪些行持時起
了什麼心行是屬於慢法

。

叁 、慢於十地品中的意涵
十地品及疏鈔中有出現過身凈慢、解法慢、染淨相慢、勝慢 。在十地品中的
第五地和第六地都有提到勝慢對治法 ，又每個階位修行都會起解法慢 。而疏鈔
中又第六地從對治染淨相慢引申出第四地的解法對治和第五地的身凈慢治 ，所謂

17 (CBETA, T40, no. 1820, p. 851, c4) 卷 1：
「憍慢者 ，自舉曰憍 ，陵他曰慢。」
18 (CBETA, T44, no. 1851, p. 583, c21) 卷 6：
「言慢使者 ，陵物名慢。」
19 (CBETA, T35, no. 1733, p. 327, b12-14) 卷 12〈十地品 22〉
：
「於上不恭名憍慢 ，執我倰下名我
慢 ，於等自大名大慢。」
20 (CBETA, T11, no. 314, p. 767, a28-b1)
21 (CBETA, T13, no. 421, p. 942, c22-27)
7

對治法的對象就是這種種的慢。那什麼是勝慢呢？《華嚴經探玄記》卷 12：
「勝慢
對治者 ，遠公云：慢有二種 。一他地慢 ，謂前四地中得出世智 ，取彼勝相名
為勝慢 ，下以十平等心翻彼名治 。二自地慢 ，謂於此十心希求勝相 ，復以為
慢 ，下以如道行對治 。」22此中他地慢指菩薩在進入第四地時說眾生我慢解法慢
治 ，對治第三地聞、思、修後產生的解法慢障 。四地菩薩修三十七助道法證出
世智 ，而此地菩薩沒有住於小乘 ，修十平等法希求進第五地 ，相較前之為勝 ，
第五地中說身淨慢治 ，對治四地修四念處等身凈慢 。在五地圓滿后進入第六地
前要修十種平等的心 ，證得無分別緣起智 ，在第六地中順逆觀察十二緣起法對
治前第五地由於觀四諦 ，苦集名染 ，滅道為淨的染、淨相慢 。從第四地入第五
地再進入第六地 ，每一地都勝於前一地 ，所治漸細 ，對比來說故曰勝也 。

肆 、十地品中的勝慢對治
我們都知道從凡夫到成佛要經過三個大阿僧祇劫 ，第一個大阿僧祇劫到初
地 ，第二個大阿僧祇劫到八地 ，八地到成佛是另一個大阿僧祇劫 。但對於慢法
來說在第四地卻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菩薩在第四地證得出世智 ，四地之前所起
的慢法都是屬於修所斷 ，四地后之慢是見所斷 ，屬慢之習氣 。
《十地經論》卷 7：
「論曰：勝慢對治者 ，謂十平等深淨心 ，同念不退轉心故 。前已說解法慢對治 ，
今此地中說身淨分別慢對治 。」23此就著第五地來說的 ，五地勝慢對治法為身凈
分別慢對治 ，即十平等深淨心 ，前第四地說解法慢對治 。還有第六地勝慢對治
法為染凈相慢治法 。

一 第四地解法慢對治
第三地菩薩修滿后 ，用前三地證得的慧光修十法明門進入第四地 。第四地
菩薩修菩提分法內證根本智 ，用此根本智之慧焰燒前地聞思修所產生難忘記的煩
惱惑薪 ，即解法慢障 。

22 (CBETA, T35, no. 1733, p. 338, b14-18) 〈十地品 22〉
23

(CBETA, T26, no. 1522, p. 163, a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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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在第四地修菩提分法 ，以十種平等心對治眾生我慢即是解法慢治 ，此
慢是依世間起 ，所以最粗 。十種平等心即是：
「所謂：長養一切功德平等心；一
切語言法平等心；於一切眾生平等心；於一切眾生業報平等心；入一切法平等心；
於一切淨穢佛剎平等心；於一切眾生性 ，若好若醜平等心；於一切行 ，無所選
擇平等心；入一切如來力 ，無所畏平等心；入一切如來智慧平等心 。佛子！是
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平等心；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心 ，則得如來無上平等心 。」24

二 第五地身淨分別慢對治
《十地經論》卷 7：「第四菩薩地中修菩提分法善清淨深心故，彼深淨心等悕
求勝行 ，如是不住道行勝 ，破彼慢故。」25當菩薩在第四地修四念處等諸善行圓
滿已 ，證得出世智 。在進入第五菩薩地前 ，應當修十平等深淨心才得入第五地

。

何等為十平等深淨心？「一、過去佛法平等深淨心故；二、未來佛法平等深淨心
故；三、現在佛法平等深淨心故；四、戒淨平等深淨心故；五、心淨平等深淨心
故；六、除見疑悔淨平等深淨心故；七、道非道智淨平等深淨心故；八、行斷智
淨平等深淨心故；九、思量一切菩提分法上上淨平等深淨心故；十、化度一切眾
生淨平等深淨心故。諸佛子！菩薩以是十種平等深淨心得入第五菩薩地 。」26菩
薩在四地修四念處有身淨慢 ，所以第五地中說治身淨慢治法 ，此慢依出世起 ，
故知漸細 。

三 第六現前地勝慢對治 ，即染淨分別慢對治
《十地經論》中說 ，若菩薩已經修圓滿第五地 ，欲進入第六菩薩地 ，當修
前地趣入后地之方便 ，當以十種平等法得入第六地 。取染淨法分別慢對治者 ，

24

(CBETA, T09, no. 278, p. 636, c2-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離世間品 33〉

25

(CBETA, T26, no. 1522, p. 163, b20-22)

26

(CBETA, T26, no. 1522, p. 163, a10-21) 《十地經論》卷 7
9

就是十平等法 。27又此論中 ，何等為十平等法呢？「所謂：一切法無相故平等 ，
無體故平等 ，無生故平等 ，無成故平等 ，本來清淨故平等 ，無戲論故平等 ，
無取捨故平等 ，寂靜故平等 ，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水中月、如鏡中像、
如焰、如化故平等 ，有、無不二故平等

。菩薩如是觀一切法自性清淨 ，隨順

無違 ，得入第六現前地 ，得明利隨順忍 ，未得無生法忍 。」28 前第四地雖出
世而不能隨染 ，第五地能隨世間而不能破染淨見 ，今第六地對治前面五地之慢 ，
說取染淨相慢治 ，就世間及出世法起 ，所治漸細 ，故曰勝也 ，又稱勝慢對治 。
在第六地入地前修的十平等勝慢對治法 ，分為總和別。其中第一句「一切法
無相故平等」是總說 ，「言無相者 ，論云：自性無相故 ，謂十二入緣成之相 ，
有來即無 ，非推之使無 ，故云自性無也

。故瑜伽云：由有勝義自性無相平等

性故 ，亦同淨名不念內外行於平等等 。」29 說一切法無相因為 ，十二處、十八
界攝一切法 ，當六根觸六塵時產生六識是一種假象有 ，我們認為真實存在 ，而
它是緣起無自性的 ，沒有真實的體存在 ，所以《瑜伽師地論》中說一切法 ，因
30

為勝義無自性、無相故平等 。 第一句通於下九句 ，即下九種相皆自性無故 ，
九相分別對治有九種：
一、十二入自相想 ，遣分別心 。內六根和外六塵是十二入總為想 ，自相以
想為體故無自性 。如經 「一切法無想平等故」。
二、念展轉行相：諸入苦果展轉行相 ，根塵相觸起念皆是虛妄分別 ，生即
無生故平等 。如經「一切法無生平等故」。上二種遣染分依他。
三、生展轉行相 。眾緣和合而生 ，緣成皆是依他起無有自性 ，成即無成 。
如經「一切法無成平等故」。

27

參考(CBETA, T26, no. 1522, p. 168, a5)卷 8

28

(CBETA, T10, no. 279, p. 193, c9-1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

29

(CBETA, X08, no. 240, p. 787, a18-21 // Z 1:13, p. 196, a18-b3 // R13, p. 391, a18-b3) 《華嚴綱要(第

1 卷-第 44 卷)》卷 37〈十地品第二十六〉
30

(CBETA, T30, no. 1579, p. 559, a25-26) 《瑜伽師地論》卷 48〈4 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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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染相 ，事相有染但理體寂滅故平等 。如經「一切法寂靜平等故」。
五、淨相 ，一切法自性本來清淨 。如經「一切法本淨平等故」
。上二遣淨分
依他 。
六、分別相 ，有分別的法是事相 ，真如理體無分別之戲論 。如經「一切法
無戲論平等故」
。
七、出沒相 ，真如之性在妄為沒 ，離垢為出 。妄體即真無有可取捨。如經
「一切法無取捨平等故」。
八、我非有相 ，真如法體無我 ，有我皆是虛妄 。如經「一切法如幻夢影響、
水中月、鏡中像、焰化平等故」。
九、成壞相 ，一切法緣聚則成是為有 ，緣滅則壞是為無 ，有無皆無自性故
平等 。如經「一切法有無不二平等故」。31
第六地菩薩住緣起智 ，由此智力觀修十平等法 ，順逆觀十二支緣起結酬無
我 ，第一義中具不可得 ，令無分別智而得現前 ，得空無相無願解脫門 ，悟一
切法無染無淨 ，觀察無染淨法界破彼執取染凈見 ，自性清淨者遠離前地染淨慢
垢 。

伍、 結論
本文通過從大小乘經論中對慢法的詮釋來做一個粗淺的總結和比較 ，得出了
慢的基本定義是自恃高舉 ，取著於我為性 。小乘阿毗曇類的論典中慢都以此性
為定義 ，到了大乘佛教中 ，有的經典是寫出有關菩薩在行菩薩道時的哪些對鏡
所起那種相狀為慢相 ，那種心念為慢相 。在華嚴經十地品中又有不同對鏡的情
況 ，如：菩薩在第四地修三十七道品得到根本智 ，并修以十種平等心對治第三
地聞思修所產生的我慢 ，即是解法慢治 。四地菩薩修菩提分法用出世智度眾 ，
但只能自利行未能隨世，不能利用三十七道品隨順世間之方便 ，產生身凈慢 。

31參考 (CBETA, T26, no. 1522, p. 168, a8-22) 《十地經論》卷 8
11

又修十平等深淨心對治此身凈慢才得進入第五地名為身凈慢治 。菩薩在五地觀察
四聖諦能隨世間度眾而不能破染、淨之見 ，還有染和淨兩種分別 ，所以修持十
平等法對治染凈慢進入第六地 ，即染凈慢治 。菩薩在第六地則以緣起智觀察無
染、淨法界 ，讓染、淨相慢不起 ，破彼見故 。而這種慢是非常微細不容易察覺 ，
能夠觀察得到而且將之對治 ，所以說殊勝 ，亦稱為勝慢對治 ，建立無染、淨的
法界 。每一地進入后一地都是漸進式的 ，也越來越殊勝 ，但都是讓人趨於平等
無二之境 。
對慢稍稍作了一個了解 ，如按照經典中所教導的方式去修習 ，除三毒 ，消
我慢 ，努力改變自己內心及行為 ，對佛陀所說的平等無二的一乘圓教果終有可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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