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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十地品》善慧地菩薩口業成就之現代意義 

釋心冉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研二 

 

摘要： 

《華嚴經》是一部講述佛菩薩十波羅蜜度眾生的事，從另一角度講是眾生怎

樣向佛菩薩看齊的事，其中有五十二階位，又每一階位都從信解行證道出修行的

方法，在十地中每一地皆說明了十聖位的階位斷證，從前一地的修行成就而證入

下一地，每一地中皆地地轉勝直至圓滿。本文根據《華嚴經》經文中<十地品>第

九善慧地展開，並以澄觀大師的《疏鈔》之相關內容作為主要依據。先從解釋善

慧地之名稱開始，了解什麼是善慧地，從九種名稱解析大致了知此地的修行內容，

都在說明九地菩薩證得四無礙解智。然後敘述善慧地之斷證，九地中說斷二種愚

及粗重：一、於無量所說法、無量名句字、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二、辯才自

在愚。了知在此地修行時是因為去除了什麼樣的業習而得成就。愚障既然已除斷，

就十種無礙解智現前。它的能用即是轉清淨的大法輪，以此智慧自在無礙故所證

真如為「智自在真如」。在後面敘述此地中的口業成就，並此成就能給現代人之修

行帶來怎樣的啟示意義。 

 

關鍵字：十地  善慧地  口業成就  四無礙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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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目的 

《華嚴經》是佛陀一代教法中彰顯大乘圓頓之教說，它從五十二個階位的修

行導向於佛果。其中從不同的角度施設教法之方便，但總顯圓融不礙行佈之理。

佛果境界之莊嚴中直顯因行之過程，又是因果不二，法法皆互相融通無礙。每一

階位都從信解行證道出修行的方法，在十地中每一地皆說明了十聖位的階位斷證，

從前一地的修行成就而證入下一地，本文將從第九善慧地之口業成就方面作為主

要探討目的，了解第九地菩薩名稱來意及此地菩薩之斷證，和口業成就的現代意

義。 

二 前人研究成果 

第九地之內容所涉及的相關著作有很多，有古德澄觀大師所作的《疏鈔》對

整部《華嚴經》所作的疏釋，又後人對《疏鈔》的講解方面的書，如賢度法師《十

地品》之對於十地作的講說方面的書籍，還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闡述第九地的

內容，如 釋天聞 法師所作的《<華嚴經>『法師』義研究》中對第九地的成就大

法師作了詳細的敘述，並對大法師的說成就中有相應解說。還有釋清忍法師作的

《<華嚴經‧十地品>善慧地修行之研究》對第九地的菩薩成就四無礙智作了探討，

文中寫出菩薩具有利益眾生的大智慧。而本文關注於第九地菩薩說成就中的口業

之成就，四無礙解智即是菩薩的度眾之能用。 

三 研究方法及範圍 

本文根據《華嚴經》經文中第九地展開，並以澄觀大師的《疏鈔》之相關內

容作為主要依據。先從解釋善慧地之名稱開始，了解什麼是善慧地，從九種名稱

解析可大致了知此地的修行內容。然後敘述善慧地之斷證，知道此地在修行時是

因為去除了什麼樣的業習而得成就。在後面敘述此地中的口業成就，並此成就能

給現代人之修行帶來怎樣的啟示意義。 

貳 善慧地名義解析 

第八地的菩薩雖於無相住中捨離了功用，也能於相自在，而不能於異名、眾

相、訓辭差別一切品類宣說法中得大自在。為了令此分得圓滿故，有此第九地之

善慧地。那為何稱為善慧呢？根據澄觀大師的《華嚴經疏》中有對其它經論的總

結，共有九種解釋： 

言「善慧」者，《攝大乘》云：由得最勝無礙智故。無性釋云：謂得最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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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礙解。無礙解智於諸智中最為殊勝智，即是慧故名善慧。即下文中。

十種四無礙是也。1 

第一種釋名：在《華嚴經疏》中引用《攝大乘論》中對善慧名稱的解釋為：

因為最殊勝無障礙的智慧緣故得名。無性對此論解釋說，因為最殊勝的四無礙解，

無礙解智在諸多種智中是最殊勝，它是屬於慧，所以名善慧。即是疏中下文十種

的四無礙。（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辭無礙解、辨無礙解。） 

《大乘莊嚴經論》：「菩薩於九地中四無礙慧最為殊勝，於一剎那頃三千

世界所有人天異類異音異義異問，此地菩薩能以一音普答眾問遍斷眾疑。

由此說善故名善慧地。」2 

第二種釋名：《大乘莊嚴經論》中對善慧地名的釋義，因為第九地中所得的四

無礙慧最殊勝，此地菩薩能於一剎那頃的時間，面對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人、

天提出的不同種類、不同音聲、不同意義、不同的提問，皆能以一音聲回答並解

決所有眾生的疑問。由此地善於說的智慧名為善慧地。 

《金光明最勝王經》：「說一切法種種差別，皆得自在，無患無累，增長

智慧，自在無礙，是故九地名為善慧。」3 

第三種是《金光明最勝王經》中對善慧的釋名，而《金光明最勝王經疏》中

重加解說：第九地之菩薩以四無礙智說一切法，總通於四種辨智俱得名說，即以

種種名言差別說、以種種義差別說、以種種音聲差別說、以種種辨才差別說，由

任運解說皆能夠得自在故。又因離二種愚障故云無患累。復能夠令自、他之：一、

智慧，二、自在，三、四辯，皆得增長故名善慧。又四辯才能說除斷眾疑所以名

為善慧。4
 

《解深密經》：「於一切種說法自在，獲得無罪廣大智慧，是故第九名善

慧地」5 

第四種釋名是《解深密經》中所說，此地菩薩對於一切處的種種說法而得自

在。又獲得了無礙的廣大智慧，此慧堪稱妙、善。故名善慧。 

                                                 

1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26, c9-12。 

2 無著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CBETA, T31, no. 1604, p. 659, b11-15。 

3 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CBETA, T16, no. 665, p. 419, c18-20。 

4 唐義淨譯，慧沼撰，《金光明最勝王經疏》，CBETA, T39, no. 1788, p. 262, a3-9。 

5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CBETA, T16, no. 676, p. 704, a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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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住品》：「由此地中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清淨，逮得

菩薩無礙解慧，由此善能宣說正法。是故此地名為善慧。」6 

第五種釋名是根據《瑜伽師地論住品》中所說，此地中的菩薩能利益、安樂

一切眾生並使意樂清淨，又證得了無礙解智慧，善長堪能講說正法，此地稱為善

慧地。 

《十住論》，亦當第一。論云：「其慧轉明，調柔增上故。」 

第六種《疏鈔》引用《十住毘婆沙論》7第一卷中所說，此地菩薩智慧更明了，

心清淨調柔增上故為善慧。 

《成唯識》，亦當第九。論云：「成就微妙四無礙解，能徧十方善說法故。」 

第七種《疏鈔》引用《成唯識論集解》8
 第九卷中說，九地菩薩成就了微妙的

四無礙解智，能徧於十方世界說法度眾。這種解釋與上《瑜伽》、《十住》文辭雖

有小小的不同，但義理相同。 

《仁王》名為「慧光」者，言兼法喻。《智論》名「善相」，從所了得名，

能所雖殊皆明說法之慧。9 

第八種是《仁王經》中解釋為智慧之光，有法有喻，智慧能普照一切眾生。

第九種是《大智度論》中稱為「善相」，是從所得為名。這兩種能所雖不同，但都

是指九地菩薩具有說法之慧。 

以上九種釋名，從不同經綸中所引用，文辭稍有不同，但其義相似，都在說

九地菩薩證得四無礙解智，這種解智堪為眾生講法的能力是極為殊勝的。 

叁 善慧地菩薩之斷證 

在《華嚴經疏鈔》中說：此第九地菩薩所離的障是所知障中俱生出的一分，

對於利樂有情事業中不能去勤行，樂於修自己之利。此種障是障第九地的四無礙

                                                 

6 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561, c8-10。 

7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CBETA, T26, no. 1521, p. 23, a18-19。 

8 護法等造，唐玄奘譯，通潤集解，《成唯識論集解》，CBETA, X50, no. 821, p. 802, a5 。 

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26, c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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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入九地時，便能永斷這種障。所以九地中說斷二種愚及粗重：一、於無量

所說法、無量名句字、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二、辯才自在愚。 

一 陁羅尼自在愚 

澄觀《疏鈔》中義，於「無量所說法」陀羅尼自在者，就是「義無礙」解，

是對所要詮釋的法能夠總持自在，於一義中能現一切義；於「無量名句字」陀羅

尼自在者，就是「法無礙」解，是對於能詮的法總持自在，於一名、一句、一字

中現一切的名、句、字；於「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者，就是「辭無礙」解，即

是對於語言音聲展轉的訓釋能夠總持自在，在一音聲中能現一切音聲。 

列表如下： 

陀羅尼自在 無礙解 總持自在 所現 

無量所說法陀羅尼 義無礙解 對所詮法總持自在 一義中現一切義 

無量名句字陀羅尼 法無礙解 對能詮法總持自在 一名一句一字中現

一切名句字 

後後慧辯陀羅尼 辭無礙解 對語言音聲展轉訓

釋能總持自在 

一音聲中能現一切

音聲 

 

對於無量所說法、無量名句字、後後慧辨陁羅尼自在愚即是障礙四無礙解，

在菩薩進入第九地時已經斷此障，四無礙解在《佛說十地經》里說： 

何等為四？所謂：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詞無礙解，辯說無礙解。以法無

礙解，了知一切諸法自相；以義無礙解，了知一切諸法差別；以詞無礙解，

善能無雜演說諸法；以辯說無礙解，能知諸法次第相續無間斷性。10 

四種無礙解智即是法、義、詞、辨無礙解。又根據《佛說十地經》每一無礙

解智都有十種於法自在11。（上文為第一種，下表列出十種，原文出於《佛說十地

經》） 

 

四無礙解： 於法自在： 

                                                 

10 唐尸羅達摩譯，《佛說十地經》，CBETA, T10, no. 287, p. 564, c4-9。 

11 《佛說十地經》，CBETA, T10, no. 287, p. 564, c10-p. 565, 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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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礙解 

了知諸法自相； 

知諸法無性之體； 

了知現在諸法差別； 

知法差別； 

依現法智了知差別無雜善巧； 

知一理趣無毀壞性； 

了知一乘入門差別； 

能入一切諸菩薩行、智行、法行，隨智

而行； 

知一切佛一剎那頃成正等覺； 

知諸佛語力無所畏，不共佛法大慈大

悲，辯才加行轉大法輪，一切智智隨順

之行。 

 

義無礙解 

了知諸法差別； 

了知諸法生滅； 

了知過去未來諸法差別； 

知義差別； 

依於比智了知諸法如是性安； 

隨行趣入蘊、界、處、諦、緣起善巧； 

知善分別諸乘差別； 

入釋十地安立差別； 

知種種時事相差別； 

了知如來隨諸有情，八萬四千行類差

別，隨其意樂隨根勝解所演音詞。 

 



    

7 

 

詞無礙解 

無雜演說諸法； 

隨一切法假安立無間斷演說正法； 

於去、來、今無雜說法； 

隨諸言音演說正法； 

依世俗智顯示解釋； 

依諸世間易可解了，美妙音詞文句演說； 

善能無雜演說諸乘； 

隨應無雜演說授與諸地之道； 

如所正覺分別解釋而演說法； 

為諸有情隨行差別，以佛音詞演說正法。 

 

辯說無礙解 

諸法次第相續無間斷性； 

不壞諸法如所施設而能演說無邊法要； 

於一一世能以無邊法明說法； 

隨意樂智演說法要； 

依勝義智善能說法； 

復依展轉無邊慧明，如理解釋； 

一一各以無邊法明解釋； 

一一智地能以無邊行相解釋； 

一一法句無量劫中釋無窮盡； 

隨如來智清淨行輪勝解說法。 

 

 

以上四無礙解其中法無礙解和義無礙解皆是對法的了知能力，詞無礙解和辨

無礙解皆是演說法的能力。在華嚴裡用「十」來表法之開始和圓滿，即是因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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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果。「十」作為基本數可以開展出無量無盡的數目，即重重無盡之義。而此處四

無礙解所開出的十種也代表著無盡的意思，即是九地菩薩的無礙解智對於法界中

千變萬化的眾生思維及所提出的問題都能有及時解決並讓其領受的能力，所以第

九地又是力波羅蜜增上。 

在《瑜伽師地論菩提分品》中有說菩薩怎樣修成就四無礙解的文： 

云何菩薩所修菩薩四無礙解？謂諸菩薩於一切法一切異門，盡所有性如所

有性，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是名菩薩法無礙解；又諸菩薩於一切

法一切異相，盡所有性如所有性，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是名菩薩

義無礙解；又諸菩薩於一切法一切釋詞，盡所有性如所有性，依修所成無

所滯礙無退轉智，是名菩薩詞無礙解；又諸菩薩於一切法一切品別，盡所

有性如所有性，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是名菩薩辯無礙解。若諸菩

薩依是菩薩四無礙解，應知獲得無量最勝五處善巧：一蘊善巧；二界善巧；

三處善巧；四緣起善巧；五處非處善巧。菩薩由此四種行相，於一切法自

能妙善現正等覺，亦善為他無倒開示。此上無有自能妙善現正等覺，況善

為他無倒開示。12 

以此列表如下： 

四無礙解 依此修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 

法無礙解 於一切法一切異門 

義無礙解 於一切法一切異相 

詞無礙解 於一切法一切釋詞 

辯無礙解 於一切法一切品別 

 

如上總結，菩薩依於一切法的異門、異相、釋詞、品別，盡所有法性，如所

有法性，修行成就無有滯礙的無退轉智，即是四種無礙解智。又依此四無礙解智

能獲得無量五種善巧，即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善巧。善巧以無漏之後得智

為體，上知法、下知眾生根機所以為善巧。菩薩於五善巧能自利利他，開示眾生。 

二 辯才自在愚 

                                                 

12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539, b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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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才自在愚：辯才自在就是「辯無礙解」，即前四種無礙解中的第四種。此菩

薩善能了達眾生的機宜，方便善巧為其說法領受。愚即能障此自在性。 

所謂的「辯才自在」即是菩薩對演說諸法的無礙能力，在《大寶積經般若波

羅蜜多品》中有關於辨無礙解之文： 

復次舍利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辯無礙解？舍利子！菩薩辯者，所謂菩薩摩

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獲是言詞無礙辯……一切眾生心行辯、……眾

聖所讚言辯。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所有言辯，遍告無邊諸佛剎土，

所發言音超過一切梵音言詞。如是言音明了清淨，為諸如來之所印可。是

諸菩薩具足才辯，以是言音愍諸有情及數取者，廣為宣說微妙正法，能令

是等出離生死正盡眾苦。舍利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辯無礙解。13 

佛告訴舍利弗，什麼是菩薩的辨無礙解呢？菩薩辨就是菩薩修行般若智慧時

獲得的種種言詞無礙辨，又菩薩以這種種的言詞無礙辨能遍告諸佛剎土，此音超

勝於一切言音，並以此言音為諸有情宣說微妙正法，令其出離，此即是菩薩辨無

礙解。 

又在《俱舍論頌疏論本》里有解釋辨無礙解： 

又無退智，緣契正理，無滯言說，及緣自在，定慧二道，名辯無礙解。無

滯言說，名之為辯。定慧二道，能起辯說，道是辯因，故亦名辯。是利根

故，名無退智。「智」緣名等，決斷無礙，名無礙解。故四無礙，以無退

智為體也。14 

文中前已經說法、義、詞三種無礙解。又第四：不退轉智慧能緣於空性契合

正理，沒有滯礙的言說和所緣能夠自在及定慧二道，名為辨無礙解。對法決斷無

疑為無礙解，以不退轉智為體。 

三 九地之證如 

前已了知了二種愚障，此九地菩薩斷了愚障後所證為何呢？在《梵網經直解》

中有直解： 

此地菩薩，斷一種不欲行障。此即所知障中，俱生法執，一分利樂有情事

                                                 

13 唐玄奘譯，《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p. 303, a19-b12。 

14 唐圓暉述，《俱舍論頌疏論本》，CBETA, T41, no. 1823, p. 967, a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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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欲勤行所起，故名之也。並斷二種愚執，一者、陀羅尼愚；二者、

辨才自在愚。此之三法，能障九地。斷此愚障，方登善慧地。謂此菩薩。

今得十種無礙智用現前，于諸智中，最為殊勝。繇此智用無礙，便能永斷。

愚障既斷，能轉清淨大法之輪。是以善用其慧，故名善慧地。所證真如，

名智自在真如。謂此真如，智用自在，以四無礙智，所依止故。菩薩寄位

三禪天王，作中千世界主。以一乘法，化導眾生。於十波羅蜜中，力波羅

蜜最勝。15  

此第九地菩薩斷一種所知障中「不欲行障」，即對樂於利益眾生之事而不樂勤

行的障礙。又斷陀羅尼愚和辯才自在愚二種。這一障二愚三法能障九地，斷此三

種才能入九地。愚障既然已除斷，就十種無礙解智現前。它的能用即是轉清淨的

大法輪，以此智慧自在無礙故所證真如為「智自在真如」。菩薩寄位於三禪天王，

以一乘教法化導眾生。在十種波羅蜜中，力波羅蜜最勝，其餘則隨力隨分。 

 

肆 善慧地菩薩口業成就之現代意義 

一 口業成就 

第九地菩薩共有四種成就：一、法師方便成就；二、智成就；三、入行成就；

四、說成就。前第八地中只是淨佛國土教化眾生，而此第九地中辯才殊勝力故，

教化眾生能成就一切相。因能教化故此九地超勝於第八地。「說成就」即是此善慧

地菩薩能如實知眾生的諸行差別相，隨其解脫而與作因緣。 

「說成就」有三種相示現：一、智成就；二、口業成就；三、法師成就。 

其中「智成就」是了知諸法、了知眾生根器、了知所化之儀。「口業成就」能

發起說法故；「法師成就」得陀羅尼等成就彼菩薩德。 

在「說成就」中的第二「口業成就」就是菩薩以四無礙言音說法，要具備法

師行。何名具法師行呢？即善於守護如來法藏，具有無礙解智堪為眾生演說佛法。

在法師深妙義中具有二十種功德故。一知時；二正義；三頓；四相續；五漸；六；

七句義漸次；八示；九喜；十勸；十一具德；十二不毀；十三不亂；十四如法；

十五隨眾；十六慈心；十七安隱心；十八憐愍心；十九不著名利；二十不自讚毀

他。 

                                                 

15 明寂光直解，《梵網經直解》，CBETA, X38, no. 697, p. 826, b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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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慈氏論》16中說具十德者名大法師，攝義具足：一善知法義；二能廣宣說；

三處眾無畏；四無斷辯才；五巧方便說；六法隨法行；七威儀具足；八勇猛精進；

九身心無倦；十成就忍力，具有以上之德行才稱法師行。 

九地之菩薩通達無量智與方便之四無礙智，即法無礙智、義無礙智、辭無礙

智、樂說無礙智。此智能起菩薩言辭為眾生說法，菩薩於日夜皆不壞此四無礙智。

無礙解體是後得之智，就其所緣境分為四種，四無礙境界是，一、法體：遠離二

邊之生法所攝，如色礙相如是等；二、法境界體：彼遠離二邊生法所攝中，如實

智境界。菩薩如彼生法所攝智境界中住如色，色即眼色等虛妄分別如是等，小乘

法說色有苦無常等義，今是約著大乘來說此色法但是妄情，理實本無；三、正得

與眾生：於彼如實智境界中，解知於他所樂之言，隨他言說正知而與；四、正求

與無量門：於彼隨他所喜言語正知，明辯巧說令他生樂，無量種種義語隨知而與

故。17
 

是四無礙智約圓教以列十門差別：一、依自相；二、依同相；三、行相；四、

說相；五、智相；六、無我慢相；七、小乘大乘相；八、菩薩地相；九、如來地

相；十、作住持相。其中每一門又各開出四種相：18
 

 

 

四無礙智十種差別 各分四種相  

一、依自相 一、生法自相；二、

差別自相；三、想堅固自

相；四、彼想差別自相。 

知事法體各殊 

二、依同相 一者一切法同相；二

者一切有為法同相；三者

一切法假名同相；四者假

名假名同相。 

知理法若性若相各有

同理 

三、行相 一、生行相；二、已

生未生行相；三、物假名

行相；四、說事行相。 

約時辨法。三世遷流

故 

（上三知義，即是所

詮） 

                                                 

16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754, b6-26。 

17 參於：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370, b20-c8。 

18 《十地經論》，CBETA, T26, no. 1522, p. 190, b5-p. 192,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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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相 一、修多羅說相；二、

彼解釋說相；三、隨順說

相；四、相似說相。 

知教法 

五、智相 一、現見智；二、比

智；三、欲得方便智；四、

得智。 

約能知 

六、無我慢相 一、第一義諦無我慢

相；二、世諦無我慢相；

三、說美妙無我慢相；四、

說無上無我慢相。 

約所離明淨 

七、小乘大乘相 一、觀相；二、性相；

三、解脫相；四、念相。 

小乘大乘相。此約所

行 

八、菩薩地相 一、智相；二、說相；

三、與方便相；四、入無

量門相。 

約因行 

九、如來地相 一、法身相；二、色

身相；三、正覺相；四、

說相。 

約體 

十、作住持相 一、覺相；二、差別

相；三、說相；四、彼無

量相。 

約用 

四無礙智卷收則開出十種相，若舒開則無量無邊相，皆是菩薩度眾生之大用。 

二 現代意義 

上已經了解了第九善慧地菩薩之口業成就，也就是菩薩以四無礙智在度眾生

時所展現的用。九地菩薩之慧力殊勝堪為度眾生事業，為眾生講演佛法。以一音

聲普答眾問並遍斷眾疑，這是內有大智慧，外現大慈悲的德能所致。從此地菩薩

口業成就之梳理可以知道欲作大法師欲得無礙辯才要從什麼方向去努力，內有實

德才是智慧根本，講說佛法要知眾生根機，作適宜的機緣，有善巧的言詞和方法。

如果一味的只求多給別人講，多灌輸佛法義理，別人就會深入，可能會適得其反。

其實合適的機緣很重要。有時面對一位不信佛的人講的越多也許他會越不想聽，

如果只講一句時他也許還會聽著蠻有道理，接著會提問，這樣再循序漸進的講給

他。所以四無礙智不光有殊勝的辯才還具有善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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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要了知眾生根機是要有些修行所證及觀察力的，不然所面對的眾生無

量無邊，那就有無量的眾生煩惱業力和不同的習氣，不可能以一種方法去度所有

的人，除非達到九地以上至成佛可以一音演說法度脫無量眾。 

善巧的方法是要投其所好，引導開啟對佛法的興趣，如佛菩薩有「先以欲勾

牽，後令入佛智」的攝眾法。好的溝通方法可以拉近與別人距離，首先就要除去

我執的觀念，真誠對待每一個人不僅是修自己的內德還增加外在善緣。心中若只

有自己，就很難讓別人信服接近，因為每個人都具有來自所面對人的感知力，不

光是人這種奇特的生物，其他動物都具有一定的感知力，只是不能用語言去表達。

如現在很多人養小寵物，你見到它時，不喜歡它它也知道，當你特別疼愛它，它

就會對你撒嬌，都用不到必須聽懂的語言，這就是用心力的溝通。佛菩薩對不同

的眾生，不同的種類，不同的語言，不同是身形等等都可以一音遍攝，就是同體

大悲，無緣大慈的最好體現。所以作為一名還沒開悟的法師，欲利益眾生，欲具

有無礙辯才，無量的善巧智慧，就學第九地的菩薩，從消除自我念頭開始，真誠

與人溝通結善緣。 

伍 結論 

從善慧地「口業成就」的研究，了解了善慧地名稱的來意，是因為此地菩薩

的智慧辯才無礙，能作為眾生演法根本。又進入九地即斷了不欲利益眾生行的障

礙，和陀羅尼自在愚、辯才自在愚這二種愚。陀羅尼又稱總持一切法，即四無礙

解智，能對佛法深入解知，辯才自在即是對講法的能力來說，能達到自在講法就

是表示智慧和善巧都具足。九地菩薩具有四種成就：一、法師方便成就；二、智

成就；三、入行成就；四、說成就。說成就現三種相：一、智成就；二、口業成

就；三、法師成就。口業成就即是菩薩成就了講法的殊勝能力，這種能力從口業

展現。學習研究了第九地菩薩的口業成就也具有很大的現代意義，作為佛法的繼

承者都有責任弘法利眾，不欲利眾生之思想最終會被捨棄，欲度眾者也要內省自

身，是否具備弘法的條件或者正在努力實現這個條件。因為眾生無邊誓願度的愿

也許每天都有發，可是度眾生的根本是無礙智和善巧，有了無礙智隨拈一法都可

度眾，有了善巧方便隨何眾生都可做度脫因緣。所以九地菩薩的無礙解智、口業

成就就是佛弟子必要的學習。  



    

14 

 

原始文獻 

唐尸羅達摩譯，《佛說十地經》，CBETA, T10, no. 287。 

唐玄奘譯，《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CBETA, T16, no. 665。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CBETA, T16, no. 676。 

明寂光直解，《梵網經直解》，CBETA, X38, no. 697。 

護法等造，唐玄奘譯，通潤集解，《成唯識論集解》，CBETA, X50, no. 821, 。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CBETA, T26, no. 1521。 

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無著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CBETA, T31, no. 1604,。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唐義淨譯，慧沼撰，《金光明最勝王經疏》，CBETA, T39, no. 1788。 

唐圓暉述，《俱舍論頌疏論本》，CBETA, T41, no. 1823。 

 

現代書籍： 

華嚴編藏會，《新修華嚴經疏鈔》，台北：華嚴蓮社，冊 14 卷 53，頁 172-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