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果差別之研究
——以《華嚴經‧十地品》之第七遠行地為主
––––
釋慧珠
研三

摘要
第七遠行地菩薩在其所修集的廣大甚深的空性證境中，又獲得了十種不可思議的方
便智能。以此十種殊勝的方便智能，能入無量眾生界，入無量世界網、入無量諸佛清淨國
土……。並且在行住坐臥，乃至睡眠之中，都保持著光明覺照，沒有絲毫煩惱妄念。
因為此地菩薩精進修行到了極致，已經獲得最極殊勝的方便智能的自在力用，於三
千大千世界，能夠運用其修證的方便智能，做為廣大眾生光明智能的指引之師。
同時，七地菩薩也以此不可思議的自在方便智力，便能在念念之中入於滅盡定中，
念念中又從滅定中而起。雖行於實際，心心寂滅，但因大願力攝持的緣故，而不證滅。因
為能念念出入滅盡定中，自然清除了宿世以來無量身口意所造作的染污業行，令身口意業
融入無相、清淨的修行中，止息任何染污煩惱生起，於是親證了無生法忍光明，成就無量
解脫三昧門。
關鍵字:七地、菩薩、彼果差別、解脫三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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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遠行地」——在《華嚴經•十地品》中的出處，十地當中的第七地，又作深行地、
深入地、深遠地。第六地為何被稱為現前地？在經中有解釋：「七遠行地者，常住三昧，
不礙起用，出過有無，下位莫測，前之六地，人天二乘猶許共行，今此獨起，故之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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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之菩薩住於純無相觀，遠出過世間與二乘之有相行，故有此稱。菩薩於此地修行方便
善巧波羅蜜，不捨眾生，常樂供佛，勤集福德，莊嚴三界，斷細相現行障，證得法無別真
如也。
第七地菩薩在修行過程中，最後在地滿的時候，有雙行，得到雙行果，他的垢障都
已經消除了，止觀雙行都運用成熟了，在這個地方他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成就呢？在疏中有
解釋：「第五佛子菩薩住，此第七下彼果分中，論主此中名雙行果。此果實通諸分，以雙
行是正住行，親生此果故，又以雙行該於諸分皆雙行故，名雙行果。文分四果：一、業清
淨，二、得勝三昧，三、得過地，四、得勝行。遠公云:初即彼障對治果，二即雙行果，
三即前上地勝果，勝行轉增故，四即樂無作行對治果，以彼方便及起勝行滿足在此故。又
初一即自他二行雙行，二即定慧雙行，三即悲智等雙行，四即寂用雙行。」2
第五、「佛子！菩薩住此第七」下是明彼果差別分，在彼果差別中論主叫名『雙行果』。
此『果』是實通諸分，以『雙行』是正住『行』，親生出來此『果』。又以『雙行』該於
諸分都是『雙行』，故名『雙行果』也。
在文分四果包含：一、業
清淨，二、得勝三昧，三、得過地，四、得勝行。 辨所從遠公解釋：「初即彼障對治果；
二即雙行果；三即前上地勝果，勝行轉增故；四即樂無作行對治果，以彼方便及起勝行，
滿足在此故。」但是 在 辨雙行相 又說：初一即自、他二「行」「雙行」，二即定、慧
「雙行」，三即悲、「智」等「雙行」，四即寂、用「雙行」。

第二章、業清淨
經云：佛子！菩薩住此第七地，以深淨心，成就身業，成就語業，成就意業。所
有一切不善業道——如來所訶，皆已捨離；一切善業——如來所讚，常善修行。世間所有
經書、技術，如五地中說，皆自然而行，不假功用。此菩薩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為大明師，
唯除如來及八地已上其餘菩薩，深心妙行無與等者，諸禪三昧、三摩鉢底、神通解脫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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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前。然是修成，非如八地報得成就。此地菩薩於念念中具足修習方便智力及一切菩提分
法，轉勝圓滿。3
菩薩住此第七地在業清淨中分四種：一者戒清淨、二者世間智淨、三者此明得自身勝、四
者明得勝力。

第一節、戒清淨
經云：佛子！菩薩住此第七地，以深淨心，成就身業，成就語業，成就意業。所
有一切不善業道——如來所訶，皆已捨離；一切善業——如來所讚，常善修行。4
這裡是止惡善行，得到戒清淨，也就是他的三業清淨。
在疏也云：一者戒清淨，於中初約性戒明戒，但三業淨，後所有已下約制聽明戒，
5

則惡止善行。

那云何為戒清淨？
在《雜阿含經》卷 21，有說明：「謂聖弟子住於戒，波羅提木叉，戒增長，威儀
具足，於微細罪能生恐怖，受持學戒。戒身不滿者，能令滿足；已滿者，隨順執持，欲精
進方便超出，精勤勇猛，堪能諸身心法，常能攝受，是名戒淨斷。」6
諸聖弟子安住於凈戒，捨離一切罪過，善知威儀行止之處，來、去、坐、臥盡依法律，實
行具足諸威儀細行，使戒體清淨，戒相莊嚴，身口意三業都順攝律儀，精勤勇猛持學諸善
法，這是戒淨斷。
持戒清淨時，身心得到安穩，能離一切惡法，成就一切無量善法。隨所生處得大財
業，遠離怖畏，而悉不與水、火賊共，乃至到於圓滿菩提道。
由於，修持淨戒者，能使心清淨，心清淨義者，能使見清淨，見清淨義者，能使無
猶豫清淨，無猶豫清淨義者，能使行跡清淨，行跡清淨義者，能使道清淨，道清淨義者，
能使知見清淨，知見清淨義者，能使入涅槃義，是謂於所得修最勝的梵行也7。得到一切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咸共稱讚，諸
佛菩薩之所攝受。

第二節、世間智淨
經云：世間所有經書、技術，如五地中說，皆自然而行，不假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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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地菩薩為隨順眾生，在世間所有經書、技術等，顯出世間智淨，實行「五明法」，此
辨行用。
云何為五明法？
在《楞伽經集註》卷 1，有定義：「五明者：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註目流別、二曰工
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曰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竅真偽、五
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8
五明法包括：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內明
一、聲明
梵語 wabda-vidya，音譯攝拖芯馱，為印度五明之一，主要內容是指文字、音韻及
語法之學。9至於聲明即是指文字、音韻及語法之義，又關於文字、音韻及語法之學，是
為人類互傳訊的一種溝通工具。
第七地菩薩通達了世間的聲明，做為老師以聲明中所含的文字、音韻及語法、言語，
來傳遞思想哲理令眾生學習，叫是世間法施。如《佛在人間》云：
「二、「世間法施」，如聲明、因明等的教授。世間法施，就是世間的一般
教育。」10
二、工巧明
梵語 wilpasthana-vidya。又作世工業明、巧明、巧業明。11工巧明所包括的內容，即
是指有關於世間一切技術、工藝、音樂、美術、書術、占相、咒術、科技等技藝之學問，
為五明中之一明。如《瑜伽師地論》云：
「云何工業明處：謂於十二處，略說工業所有妙智，名工業明處。何等十二工業處耶，謂
營農工業，商估工業，事王工業。書算計度數印工業，占相工業，咒術工業，營造工業，
生成工業，防那工業，和合工業，成熟工業，音樂工業。」12
在《瑜伽師地論》中將工業明處歸納為十二處，用於略說工業所有的妙智，名工業
明處。此十二種工業處，即所謂的營農工業，商估工業，事王工業。書算計度數印工業，
占相工業，咒術工業，營造工業，生成工業，防那工業，和合工業，成熟工業，音樂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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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經集註》卷 1 CBETA, X17, no. 324, p. 231, b6-8 // Z 1:25, p. 310, b9-11 // R25, p. 619, b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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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將工巧明略微分類時，工巧明又可分為二類，即：(一)身工巧，凡細工（指刺繡，
手藝等）、書畫、舞蹈、刻鏤等技能都是。(二)語工巧，指文詞讚詠、吟誦唱等技藝之能。
世間諸工巧皆為無覆、無記法之一種，故又稱為工巧無記。13
三、醫方明
梵語 cikitsa-vidya。又作醫明、醫方論（梵 cikitsita）。五明之一。係古印度解說有
關疾病、醫療、藥方之學。「明」，即「學」之。醫明依現代之解釋而說，即是包括醫、
藥、生理、衛生、心理、優生等學問。《大乘莊嚴經論》云：「醫明為所治方學」14
據《大乘莊嚴經論》說：醫明為所醫治方之學問。又見《大乘莊嚴經論》：「知醫
論者，為除他疾」15
經論又說：知醫論者，是為除他人之疾病，綜合之，醫方明是為醫治方法之學問，目的是
為除他人之疾病，減輕或消除患者的身心之痛苦，令患者得以安康。所以醫術是一種世間
之學，所以是屬於世俗諦之法。
四、因明
梵語 hetu-vidya。音譯作酼都費陀。為五明之一，乃印度之論理學（邏輯學）。因
（梵 hetu），指推理的根據、理由、原因；明（梵 vidya），即顯明、知識、學問。16何謂
因明？見《大乘莊嚴經論》云：「因明為伏外執學。」17
依據《大乘莊嚴經論》所說，因明是一種伏擊外道之學，這是以佛教立場的角度而說的，
因佛教用因明的論述方式，以佛法教理來破斥外道的執見學說，所以說因明學為伏外執之
學。若以因明的論說方式來看因明之義，即是根據已知之事理舉出理由，進而行論證作用
以便了知其論證的結果，的論理學，以現代的學術角度來看，是與西洋邏輯學有相通之處。
佛教的因明即可說是佛教的方法論，此門學問在佛教的教學與治學中是不可欠缺的一門學
問。
見《因明入正理論》云：「因明入正理論者蓋乃抗辯標宗摧邪顯正之悶閾也，因談
照實，明彰顯理入言趣本，正以離邪。論之者，較言旨歸，審明要會也。」18
何謂因明入正理論者，即是指乃能抗辯所立之標宗，以摧毀外邪顯明正理之困悶境界也，
因之義即照實也，明有彰理入言趣本，正是為離邪之義。論之者，推論比較言說歸納，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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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明要義。由此可知因明入正理論者，及是要能依據已知之事物之理以比較推理之方式，
推演出未知事物的結果。然在此種比較推理的過程中，若因思路混淆或界說不明，皆容易
導致結論的偏差與顛倒，所以須將這些比較推理的方法，再作整理歸納，便可知其所論究
之語言的過咎及思索的偏正，從而導入正確之推理，這是因明入正理論者之責任，小即是
因明論的根本要義。
五、內明
內明的梵語即是 adhyatmavidya，19又稱作內術、內明處。在《大乘莊嚴經論》云：
「知內論者，為自修及為他說」20
知內論者（即內明者），為自修及為他說，也就是說自須修學並且還須利他為他宣說。印
度外道亦有五明，印度外道婆羅門教徒也各以其所宗之典集論書稱之為內明。就佛教而言
內明是一種形而上之學問，即是專心思索修習佛所說的一切五乘因果之妙理。如《瑜伽師
地論》云：「諸佛語言名內明論」 21。所謂內明論，即是指諸佛言說一切教法名為內明論。
《瑜伽師地論》又云：「謂內明論略二相轉：一者顯示正因果相，二者顯示已作不
失未作不得相」22
所謂內明論約略分為二相轉，一者即是顯示正因果相，知其因果相待之理，二者即顯示已
作之業雖歷百劫，與果之功能始終無有喪失；未作之業即不得其相也。
這樣，第七地菩薩成就世間智淨，在世間所有經書、技術、醫藥等都通達，用五明
法善巧方便入世教導眾生，使眾生發起敬心、信心歸向佛法。第七地菩薩以俗諦法引導大
家進入真諦。

第三節、得自身勝
經云：此菩薩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為大明師，唯除如來及八地已上其餘菩薩，深心
妙行無與等者。
第七地菩薩內邊成就戒清淨，三業順應律儀，捨離各罪過，受持諸善法，定慧圓明，在大
眾中是模範師；外邊精通五明法，世間智都通達清淨，隨順眾生心以方便度化。於三千大
千世界中為大明師，教導眾生破除無明體入佛智。唯除如來及八地已上其餘菩薩，深心妙
行無與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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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云：三得自身勝，此明行體。論云心行二平等，無與等者謂深心及妙行為二，
深心即證行，猶是十方便，妙行即教行，亦是前起勝行。此二齊起故云平等，不同前地有
無間生。23
第三得自身勝，表明行體，論云心與行平等。無與等者謂深心及妙行為二，深心即證行，
猶是十方便，妙行即教行，亦是前起勝行。此二齊起故云平等，不同六前地有無間生。

第四節、得勝力
經云：諸禪三昧、三摩鉢底、神通解脫皆得現前。然是修成，非如八地報得成就。
此地菩薩於念念中具足修習方便智力及一切菩提分法，轉勝圓滿24
菩薩證第七地時，諸禪三昧、三摩鉢底、神通解脫都得現前。但是這個地方的三昧是修行
而來的，不是像八地真正是無功用，不用修就自然報得。云何有這個差別？因為從初地到
第七地菩薩的所證三昧都依於修行而成就。唯第八地菩薩證不動地，所有的煩惱已經自然
斷盡，甚至連「用功」的想法都不必動念，沒有什麽造作，一切功行都完備，所以諸三昧
自然成就。第七地菩薩於念念中具足修習方便智力及一切菩提分法，轉勝圓滿。
疏云：「四諸禪下，明得勝力，謂得禪等現前勝功德力故。上三自分，此一勝進。
文中二：初明離定障，禪等已見品初。論云寂滅樂行故，此釋三昧，是現法樂住禪。次云
滅定三摩跋提者，以三摩鉢底有其五種。一四無色，二八勝處，三十徧處，四滅盡定，五
無想定。前四菩薩多入，為化眾生。後一不入，非聖法故。今於五中，正意在於滅定，故
論別明，下解脫月。亦因此言，問何位中能入滅定也。後此地下，離智障，可知。」25
那在這個地方說他的禪定，禪定一共有幾種，在裡面他列出了五種禪定，以三摩鉢底有其
五種：一、四無色26，二、八勝處，三、十徧處，四、滅盡定，五、無想定。前四種定諸
菩薩多入為化度眾生的目的。無想定是二乘聖者進入偏空涅槃才進的。菩薩證第七地時程
度禪定是很高了，不僅能念念入定，也能念念出定，到最後入定和出定簡直没有差別。但
是第七地菩薩卻不進入第四種滅盡定。因為此菩薩發願入世度生，示現在人間，為大明師
以善巧方便為眾生說法教導，使眾生斷除煩惱證入涅槃。所以第七地菩薩不進入滅盡定。
23

《華嚴綱要(第 1 卷-第 44 卷)》卷 37〈十地品第二十六〉CBETA, X08, no. 240, p. 806, b4-7 // Z 1:13, p. 215,
b10-13 // R13, p. 429, b10-13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 CBETA, T10, no. 279, p. 197, a24-27
25
《華嚴經疏論纂要(第 47 卷-第 85 卷)》卷 69〈十地品第二十六〉 CBETA, B04, no. 2, p. 1569, a3-6
26
四無色定：梵語 catasra ārūpya-samāpattayah。又作四空定、四空處定、四無色。指超離色法（物質）繫
縛之四種境界。即由思惟四無色界所得之定。若欲生於此四無色界，則必須修習四無色定；換言之，四無
色定，乃對治色法之繫縛，滅除一切對外境之感受與思想的修行，及藉此修行所達到的清淨無染、虛空靜
寂之精神境界。此四無色定各有兩類情形，即：(一)生於四無色界之「生無色」，於此之時，定心現前，故
得定之名。(二)非由生得，而係修證所得；蓋假令其身雖猶在欲界等下地，然若因修證而現起無色界之定心，
則亦得無色之果，稱為「定無色」。（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 17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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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菩薩於念念中具足修習方便智力及一切菩提分法，轉勝圓滿」，這裡說明菩
薩離智障也。

第三章、得三昧勝
經云：佛子！菩薩住此地，入菩薩善觀擇三昧、善擇義三昧、最勝慧三昧、分別
義藏三昧、如實分別義三昧、善住堅固根三昧、智慧神通門三昧、法界業三昧、如來勝利
三昧、種種義藏生死涅槃門三昧，入如是等具足大智神通門百萬三昧，淨治此地。27
金剛藏菩薩說：菩薩住第七地，入菩薩善觀擇三昧、善擇義三昧、最勝慧三昧、分別義藏
三昧、如實分別義三昧、善住堅固根三昧、智慧神通門三昧、法界業三昧、如來勝利三昧、
種種義藏生死涅槃門三昧。菩薩入如是等具足大智神通門百萬三昧了，淨治此地也。
疏云：第二、佛子！菩薩住此地，入菩薩下，明三昧勝，分二：初別舉十名；後
入如是下，總結多類。今初，前五自利，後五利他；又前五起解，後五成行；又前五現法
樂住，後五利益眾生。前中，初二知理，次二知教義，後一知事。一、云善觀擇者。此一
顯行深，後四依智，障淨，以顯行廣，為治四障故。經即能治，障在文外。四中，初一助
道，次二證道，後一不住道。初、智通者，治勝功德障，智通即是勝德。下三倣此。以智
與通化利、鈍二類，令入一實，故名為門。二、治無礙智障，雙照事、理，二法界為業故。
三、治於深上佛法怯弱障，大悲勝利，安住涅槃，能建大事，是佛深上故。四、治不住行
障。種種義藏者，種種善根故。此善能生不住，故名為藏。修有為善根，故不住涅槃；修
無為善根，故不住生死。種種善根即無住之門。後結，可知。28
對這段疏，賢度法師在《華嚴經十地品淺釋（下冊）》有解釋：這裡列出十種三昧，裡面
一共有十個名字，有五句是自利，五句是利他，前面五種是自利，後面五種是利他，另外
後面有說，前面兩種是知理，後面兩種是知教理。第五個是知事，事情的事，第六堅固根
三昧是顯行深，第七智慧神通門三昧是顯行廣，廣大神通的廣，八是證道，法界業三昧是
證道，第十是不住道，種種義藏生死涅槃門三昧，是證得不助道，這裡十種三昧可以對治
四種障，這四個障在文裡解釋，一是煩惱，第二個是治無礙智障，第三個治於深上佛法怯
弱障，第四個治不住行障，一共有四種障能夠治，亦即這十種三昧，然後下一章是得過地，
他可以避免三種過失。29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97, a28-b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十地品 26〉CBETA, T35, no. 1735, p. 817, b17-c12
29
賢度法師（2012），〈【說分】〉，《華嚴經十地品淺釋（下冊）》。台北：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初版三刷）頁 162，行 13 ~ 頁 163，行 0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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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得過地
疏云：第三是菩薩得此下明過地，於中三，一行修善巧過，二作業廣大過，三修
行勝入過。30
第三「是菩薩得此」下，說明第七地菩薩得過地，於中有三：一、行修善巧過，二、作業
廣大過，三、修行勝入過。

第一節、行修善巧過
經云：是菩薩得此三昧，善治淨方便慧故，大悲力故，超過二乘地，得觀察智慧
31

地。

第七地菩薩證得此三昧了，可以善治淨方便慧，大悲力，超過二乘地，得觀察智慧地也。
探云：就初中四句，一巧智，二深悲，三過聲聞等，對下彰出，四趣佛智地對上彰
入。謂此能入八地已上法流水中，止觀俱現，任運流注入佛果海故名也。32
第七地菩薩行修善巧過的內容包含：『善治淨方便慧故』明巧智、『大悲力故』明深悲、
『超過二乘地』明過聲聞等對下彰出、『得觀察智慧地』明趣佛智地對上彰入。這裡的智
慧地即八地無功用智，由此地中雙觀止觀，便至彼處法流水中，任運雙流趣佛智海。

第二節、作業廣大過
經云：佛子！菩薩住此地，善淨無量身業無相行，善淨無量語業無相行，善淨無量意業
無相行故，得無生法忍光明。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菩薩從初地來所有無量身、語、意
業，豈不超過二乘耶？」
金剛藏菩薩言：「佛子！彼悉超過，然但以願求諸佛法故，非是自智觀察之力；今第七地
自智力故，一切二乘所不能及。譬如王子，生在王家，王后所生，具足王相，生已即勝一
切臣眾，但以王力，非是自力；若身長大，藝業悉成，乃以自力超過一切。菩薩摩訶薩亦
復如是，初發心時，以志求大法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今住此地，以自所行智慧力故，
出過一切二乘之上。」33
金剛藏菩薩言：菩薩住第七地，善淨無量身業無相行，善淨無量語業無相行，善淨無量意
業無相行，所以得無生法忍光明。
解脫月菩薩問他：諸菩薩從初地來所有無量身、語、意業，豈不超過二乘耶？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十地品 26〉CBETA, T35, no. 1735, p. 817, c12-1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97, b4-6
32
《華嚴經探玄記》卷 13〈十地品 22〉CBETA, T35, no. 1733, p. 357, c2-6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97, b7-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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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藏菩薩回答：諸菩薩從初地來六地都有超過聲聞緣覺二乘，然但他們以願求諸佛法加
備，不是自智觀察之力。唯第七地菩薩以自智力，因此一切二乘所不能及也。譬如王子，
於王家由王后所生，具足王相，剛出生時已即勝一切臣眾，但他以父王之力，不是他自有
能力。等他身長大的時候，精通兵書、策略、武藝等就王權自成，臣民都屈服他，乃以自
力超過一切。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初發心時，以志求大乘法，因此能超過一切聲聞、
獨覺，今住第七地，以自所行智慧力，所以出過一切二乘之上。
在疏有解釋：二佛子菩薩住此下，作業廣大過中二，先正顯過，後解脫月下彰過分
齊。今初中先對下彰出過，言無相者，即前樂無作，對治無量者即前無量對治，入定離相。
二乘容有而非無量故。此無量顯異二乘。善淨之言顯過下地，謂修方便行滿足故。後得無
生法忍光明，對上彰入過，是彼八地無生法忍明相現前故，下地未得故。二彰過分齊中二，
先難即執前，同後難，後答即揀後，異前答，有法喻合。法中非自力，障現行故。喻中王
家即如來家，王后即得真法喜。修二利故名為王相，合中大法即法中佛果法。自所行者，
即殊勝行，智慧力者即方便智。於此二中常不出觀故，是自力能過。此約寄位廣如初地中
辨，餘文可知。34
第二、「佛子菩薩住此」下明作業廣大過，在作業廣大過中有二：先正顯過，後「解脫月」
下彰過分齊。
在正顯過分，先對下彰出過二乘，所以論云：『無量三業』。無相者即前樂無作，
對治無量者即前無量對治入定遠離相無量，聲聞緣覺亦有淨業遠離但是他們二乘相不是無
量，不能利益一切眾生故。此無量顯異二乘，釋過二乘也。善淨之言顯過下地，謂修方便
行滿足也。
後得無生法忍光明，對上彰入過，謂得八地無生忍光相所以能照明，下地未得故。
在彰過分齊中，包括先問後答。解脫月菩薩執前同後難。剛藏菩薩簡後異前答，答中法喻
合。法中非自力者障現行故，喻中王家即如來家，王后即得真法喜，修二利故名為王相。
緣大法者觀察攀緣佛果大法也。自所行者即殊勝行，智慧力者即方便智，於此二中常不出
觀故，是自力能過。此約寄位廣如初地中辨，餘文可知。

第三節、行修勝入過
經云：佛子！菩薩住此第七地，得甚深遠離無行、常行身語意業，勤求上道而不
捨離，是故菩薩雖行實際而不作證。

35

菩薩住第七地，證得甚深遠離無行與常行身語意三業，精進勤求無上道果，一念也不捨離。
因此菩薩七地雖行實際而不作證也。

34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十地品 26〉CBETA, T35, no. 1735, p. 817, c18-p. 818, a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97, b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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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云：三佛子下明行修勝入過。謂非但如前廣多無量。而力用難測深無分量。勝而
過也。論云。神力亦無量者。神即難測義也。文中言甚深者。即遠入無底，遠離者即彼前
障滅故，無行者即無相之行。無所行故。彼前六地不能行故。常行者此無間故。得此三業
即當體深入過勤求下即趣後勝入。故二乘亦有離彼相業。而得少為足。不能上求菩提。求
故過也。是故已下結雙行過。36
第三、「佛子」下明第七地菩薩行修勝入過。謂非但如前廣多無量，力用難測深無分量，
勝而過也。論云：「神力亦無量者」。神即難測義，文中言：甚深者即遠入無底，遠離者
彼前障滅，無行者即無相之行、無所行、初地到第六地不能行故，常行者即此無間。得此
三業即當體深入過，『勤求上道而不捨離』勤求下即趣後勝入。聲聞辟支佛二乘雖離彼相
業但是不如菩薩，得少為足不能上求菩提，『是故菩薩雖行實際而不作證』是結雙行過。
對『菩薩七地雖行實際而不作證』，賢度法師在《華嚴經十地品淺釋（下冊）》有
解釋：不作證就是不入滅盡定，不入滅定，所以他的修行勝，他雖然有得到這麼甚深的三
昧，可是他不進入滅定，修行勝過。入滅定那是一切佛法都不用修了，可是他還在常行身、
語、意業勤求上道，因為還沒有成佛，所以不入滅定。37

第五章、得勝行
疏云：第四解脫月下明得勝行。於中二，先得寂滅勝行，在定不住故，即方便智
也。二佛子此菩薩下得發起勝，即起殊勝行。38
第四「解脫月」下明第七地菩薩得勝行。於中二：先得寂滅勝行，在定不住即方便智也。
二、「佛子此菩薩」下明得發起勝即起殊勝行。

第一節、得寂滅勝行
經云：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菩薩從何地來，能入滅定？金剛藏菩薩言：佛子！
菩薩從第六地來，能入滅定。今住此地，能念念入，亦念念起，而不作證。故此菩薩名為：
成就不可思議身、語、意業，行於實際而不作證。譬如有人乘船入海，以善巧力不遭水難；
此地菩薩亦復如是，乘波羅蜜船行實際海，以願力故而不證滅。39
解脫月菩薩問：菩薩從何地來，能入滅定？金剛藏菩薩回答：菩薩從第六地來，能入滅定
了。第七地菩薩在念念中可以入、起滅盡定，但是菩薩不作證此定。因此第七地菩薩有名：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十地品 26〉 CBETA, T35, no. 1735, p. 818, a4-12
賢度法師（2012），〈【說分】〉，《華嚴經十地品淺釋（下冊）》。台北：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初版三刷）頁 164 ~ 頁 165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十地品 26〉CBETA, T35, no. 1735, p. 818, a12-15
3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97, b22-2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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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不可思議身、語、意業，行於實際而不作證』。譬如有人乘船入海，以善巧力不遭
水難，此地菩薩亦復如是，乘波羅蜜船行實際海，以願力故而不證滅也。
疏有說：前中先問後答。答中先明得法分齊。六地入深緣起之實際。未念念入者有
出觀故。後今住下辨勝過劣。於中有法喻合。法中先正明得而不證。後此菩薩下出不證所
以。以得方便。即寂起用故。成不思議三業故。能不起滅定現諸威儀。喻云善巧力者。知
行船法。知水相故。準大品經。未善巧前亦有其喻。方便未成入水便敗故。合云波羅蜜船。
即般若等也。以願力者。是方便不捨有因。40
前中先問後答，答中：先明得法分齊，六地菩薩能入滅定，即入深緣起之實際但是未念念
入者，有出觀故。後「今住」下，辨勝過劣，於中有法與喻合解釋。法中。先正明第七地
菩薩能念念入，亦念念起滅定，而不作證得。後「此菩薩」下，出不作證。因為第七地菩
薩得善巧方便，即寂起用。所以成就不可思議身、語、意業，行於實際而能不起滅定，現
諸威儀戒行。譬喻云善巧力者表示知行船法，知水相，知風向等。在準大品經中對未善巧
前，亦有其喻41。如果方便未了解成熟而進入大海就失敗、亡身是很當然了。法與譬喻合
云：波羅蜜船即般若等也。七地菩薩乘波羅蜜船行實際海以願力故而不證滅定。

第二節、發起勝行
經云：佛子！此菩薩得如是三昧智力，以大方便。雖示現生死而恆住涅槃。雖眷
屬圍繞，而常樂遠離。雖以願力三界受生，而不為世法所染。雖常寂滅，以方便力，而還
熾然，雖然不燒。雖隨順佛智，而示入聲聞辟支佛地。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
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
間法。所有一切莊嚴之事，出過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人、及非人、帝釋、梵王、四天王等之所有者，而不捨離樂法之心。
金剛藏菩薩說：佛子！第七地菩薩得如是三昧智力了，以大方便入世隨順度化眾生。雖示
現在死輪迴受諸苦惱而菩薩本來恆住於涅槃常樂寂靜，雖以四攝法去同事利行饒益有情眾
生，跟他們廣結菩提眷屬，使眾生常圍繞着菩薩聽法學道，而菩薩常樂遠離法，斷除萬緣，
安靜獨修禪定。雖以願力救度眾生在三界中受生為天、人、阿修羅、地獄等身而菩薩不為
世間貪瞋癡煩惱法所染。雖常寂滅，以方便力，示現在家居士身有妻子而菩薩還不被世間
愛情束縛，常修梵行持戒淨。雖隨順大乘佛智，而菩薩示現入於二乘聲聞、辟支佛地。雖
得佛境界藏莊嚴不思議，而菩薩示現住於魔境界。雖超越魔道，而菩薩現行魔法。雖示現
同外道行，而菩薩實在不捨佛法。雖示現隨順一切世間，而菩薩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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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十地品 26 〉CBETA, T35, no. 1735, p. 818, a15-24
《華嚴經疏論纂要(第 47 卷-第 85 卷)》卷 69〈十地品第二十六〉：「準大品下。經云。譬如有人。不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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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莊嚴之事，出過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及非人、帝釋、梵王、四天王等之所有者，而菩薩不捨離樂法之心。
因此疏云：二明發起勝行中。亦是上來已攝無著行。此下攝平等隨順一切眾生迴
向。且依發起勝行文分為二。初牒前標後。由得滅定三昧。不作證智故。成後大方便也。
後雖示下正顯勝行。經有十句。論為八種共對治攝。謂後三為一故。能治所治二行共俱互
相攝故。如示生死為所治。以恒住涅槃為能治。能治攝於所治。則不為生死所染。亦得以
涅槃為所治。示現生死為能治。能治攝於所治而不證於涅槃。他皆倣此。八中初一為總。
故云生死涅槃。論云。一起功德行。謂入生死為福業事故。淨名云。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
德之力。不入生死海不得無價寶珠。何有功德。二上首攝餘行。謂既示生死必為上首。攝
眷屬故。三願取有行。非業所拘故。處而不染。四家不斷行。謂雖言不染而示有妻子。名
家不斷。雖然不燒者。示有常修梵行故。唯此一句。具空中方便慧有中殊勝行。上下皆應
倣此。從略故無。五者入行。謂非獨化凡。亦轉二乘入佛慧故。六資生行。謂雖知五欲即
道含攝佛法。而飲食資身睡夢資神皆順五欲。十軍是魔境界。七退行謂示老病死衰。退即
四魔等法不行其因名超魔道。八者轉行。謂初四化凡。次一化小。次二化魔。今由自行不
染故。轉凡之惑今絕其因。此有三種。一見貪轉。外道著諸見故。如佛示學二仙。今彼轉
捨諸見著故。二障礙轉。如佛示學書算等。三所有下貪轉。如佛處於王宮不生染著。42
第二是明發起勝行，於中亦是上來已攝無著行，在「此菩薩得如是三昧智力，以大方便」
明攝平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且依發起勝行。文分為二：
初牒前標後，由第七地菩薩得滅定三昧，不作證智，所以成就後大方便也。後從「雖示現
生死」下，正顯勝行。經有十句，論為八種共對治攝，別後三句合為一，所以能治所治二
行共俱互相攝。例如第一句：『雖示現生死，而恆住涅槃』表示生死為所治，以恆住涅槃
為能治，能治攝於所治。因此不為生死所染，亦得以涅槃為所治。卻示現生死為能治，能
治攝於所治而不證於大涅槃，其他皆倣此。八中初一為總，所以說生死涅槃。論云：『一
起功德行』，即謂入生死是福業事也。淨名也說：『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不入
生死海，不得無價寶珠，何有功德。』第二句：『雖眷屬圍繞，而常樂遠離』是上首攝餘
行，謂既示生死，必為上首去攝化眷屬。第三句：『雖以願力三界受生，而不為世法所染』
是願取有行，不是業所拘。所以處於三界而不染也。第四句：『雖常寂滅，以方便力而還
熾然，雖然不燒』是家不斷行，謂雖言不染世俗，而示現有妻子，名家不斷。雖然『不燒』
者即表示常修梵行。在這句話具足空中方便慧，有中殊勝行，上下皆應倣此。第五句：
『雖隨順佛智，而示入聲聞辟支佛地』是入行，謂隨順佛智非獨化凡，但是轉現二乘入佛
慧故。第六句：『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是資生行，謂七地菩薩雖知五欲即道，
能含攝佛法，而示現飲食資身、睡夢資神，皆順應五欲十軍，是屬於魔境界也。第七句：
『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是退行。謂菩薩示現老病死衰退，這即四魔等法，不行其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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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超魔道。第八句：『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
間法；所有一切莊嚴之事，出過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人、及非人、帝釋、梵王、四天王等之所有者，而不捨離樂法之心。』是轉行，
謂初四化凡，次一化小，次二化魔。今由自行不染，所以轉凡之惑，令絕其因。此有三種：
一是見貪轉，外道著諸見故。例如佛陀示現學道於阿羅藍與鬱頭藍弗兩位仙。二是障礙轉，
如佛陀示現學文、書、算、地理、醫藥等。三是「所有」下貪轉，例如佛陀處於王宮有王
權美女而不生染著。

第六章、結論
七地菩薩在其所修集的廣大甚深的空性證境中，又獲得了十種不可思議的方便智能。
以此十種殊勝的方便智能，能入無量眾生界，入無量世界網、入無量諸佛清淨國土……。
並且在行住坐臥，乃至睡眠之中，都保持著光明覺照，沒有絲毫煩惱妄念。因為此地菩薩
精進修行到了極致，已經獲得最極殊勝的方便智能的自在力用，因此在念念之中能入於滅
盡定中，念念中又從滅定中而起。雖行於實際，得甚深遠離無行、常行身語意業，心心寂
滅，但因勤求上道而不證滅。此地菩薩因為持清淨戒，清除了宿世以來無量身口意所造作
的染污業行，令身口意業融入無相、清淨的修行中，止息任何染污煩惱生起，於是親證了
無生法忍光明與具足大智神通門百萬三昧。此菩薩得如是三昧智力，以大方便入世隨順眾
生的根性示現無量身相，同事饒益眾生，引導眾生體入佛知見。戒行莊嚴，方便力無礙，
智力圓滿，慈悲心無量，精通世間智因此第七地菩薩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為大明師，唯除如
來及八地已上其餘菩薩，深心妙行無與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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