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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中智慧的問答— 

以《六十華嚴》《菩薩明難品》為中心 

 

釋開慈 

一、前言 

諸菩薩中，文殊師利菩薩被稱為「智慧第一」，他代表般若妙慧，具有智、

信之德，為十方三世諸佛之師，因此有「諸佛之母」的尊稱。 

本文試以《六十華嚴》《菩薩明難品》為中心，揭說十信法門，對於初學者

於修學佛法的過程中，所遇到之種種問題，由文殊菩薩先設問，從緣起、教化、

業果、福田乃至佛境界等一連串的問題中，分別向九首菩薩請益，而在菩薩們彼

此的問答中，開顯出佛法之真實義，破眾生之計較，為我人啟益，引發正信心，

理解佛法，由信而生解，依解起力行。 

佛說法度生，為因應眾生根基，常以不同方式來啟發、教導，這種教學方法，

在《華嚴經》中亦處處可見，如放光不同（齒光、眉間光、兩足光、兩指光），

大地的六震動、象徵祥瑞的散花、神通、問答等。另外為使甚深佛理更易於了解，

故亦常用譬喻來說明，在〈明難品〉中，九首菩薩的答問便都是以譬喻的方式來

回答。 

而在諸多方式中，要以問答的方法指導弟子修學較為容易，不但可以啟發他

們的宿世善根，更藉由不斷的思惟辯難中，逐步了解到佛法的真實義。如〈菩薩

明難品〉便是一個典型的例子，其中以文殊菩薩為師，先為信位菩薩們設問了十

個甚深問題，在分別由九首菩薩回答，以下便分別說明之。 

二、信位菩薩的疑惑：十種甚深問難 

（一）緣起甚深 

在十個問答中，首先提出的是緣起甚深，緣起是佛法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

要的法門，若不解緣起則難了諸佛法之義。又，要起正信亦應先解緣起義，如《探

玄記》卷四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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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最初辨此義者，《攝論》云：菩薩初學應先觀諸法如實因緣，以成正

信解故。（《大正藏》三五冊，頁一七六下） 

故十問以「緣起甚深」為始。 

（二）教化甚深 

此問由文殊菩薩設問而由財首菩薩回答，前一問答是為「攝心入理」，此一

問答是為「後智救生」。 

問：一切眾生非眾生，如來云何隨眾生時、隨命、隨身、隨行、隨欲樂、

隨願、隨意、隨方便、隨思惟、隨籌量、隨眾生見而教化之？（《大

正藏》九冊，頁四二七中） 

此意說：一切眾生，既是眾緣和合所生，是緣起性空的，那麼佛為什麼要隨

其命、隨身……等來為眾生示現妙色身，來教化他們呢？ 

對此，財首菩薩以四意來回答文殊菩薩之問。一、佛見眾生本來雖是空無自

性，但並非斷滅之空，非一無所有，因此並不礙於教化之事，如其偈云：「諸法

空無我，因緣所起業」（《大正藏》九冊，頁四七二中）。二、佛知眾生不能自知

真空，故以悲心隨機教化，如偈云：「隨樂取相者，皆悉是顛倒」（《大正藏》九

冊，頁四七二中）。三、隨機教化即顯空義，與眾生之空不異，故二者不相妨礙，

如偈云：「世間所有法，一切悉虛妄」（《大正藏》九冊，頁四七二中）。四、總結

上諸義，以明用空法教示、應化本是空無自性的眾生，其理不違，其法則不增不

減，故偈云：「一切生滅法，皆悉從緣起，念念速歸滅」（《大正藏》九冊，頁四

七二中）。 

另外再明人、法二空之理。雖然眾生是眾緣和合所生，是緣起空性的，但凡

夫不能如實了知這緣起之法，却執取有個我，有一個實在的我，因此，為了要破

除凡夫的我執之見，所以先說人空（身無我無）之理，如財首菩薩回答說： 

分別觀內身，我身何所有，若能如是觀，彼達我有無。觀身一切分，無所

依止住，諦了是身者，於身無所著。（《大正藏》九冊，頁四七二中） 

再以一切法無常、輾轉生滅，是虛幻不實的，來說明法空。如財首菩薩回答

說： 

智者能觀察，一切有無常，諸法空無我，則離一切相。……一切世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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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以心為主，隨樂取相者，皆悉是顛倒。（《大正藏》九冊，頁四七二中） 

智者能以其智慧與抉擇力去觀察一切有為法，正解諸法無常，都是空寂而無

我，若能如智者實知一切法之空無自性後，也就不會有所執著了。因此，佛在說

法教化眾生，實無一眾生可度，亦無一法可說，這正如《金剛經》中所云： 

若人言：『如來有所說法』，即為謗佛，不能解我所說故。須菩提！說法者，

無法可說，是名說法。……汝等勿謂如來作是念：我當度生。須菩提！莫

作是念。何以故？實有眾生如來度者。（《大正藏》八冊，頁七五一下） 

（三）業果甚深 

問：一切眾生，四大悉非我、非我所，云眾生或受苦受樂？（《大正藏》

九冊，頁四二七中～下） 

此意：既然一切眾生皆是四大假合，沒有一個我及我所有，那誰來作惡？誰

來受報呢？ 

對於此問寶首菩薩答：先引佛說證明，一切眾生雖是四大所成，非我、非我

所，但業性不失之理，再以譬喻舉例說明。偈云： 

隨所行諸業，受果報亦然，造者無所有，諸佛如是說。（《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七下） 

如諸佛所說，隨著我人所作諸業的差別，薰於本識，本識又應和合之因緣起

現行，受果報（現行薰種子，種子又起現行），所以苦樂、禍福的差異，皆是由

各人不同行為所招感來的，是順著自己過去所造的業來承受果報。 

從業果甚深中，我們可以了解到有作者，果報，然其本身並無自性可言，故

此有只是五蘊假合的我及因緣所起的假相在作業、在輪迴受報，可是我們都把它

當成實在性、實有性，因此，一直出沒於生死大苦海中，不能出離。所以，在生

死流中，並沒有實在的我在流轉，只有業與果在轉變而已。 

（四）佛說法甚深 

問：如來唯覺一法，云何乃說無量諸法？（《大正藏》九冊，頁四二七下） 

亦即，如來所覺悟的唯有一法，為何在說法時，却演說無量諸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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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問，德首菩薩先歎問略答，明甚深微妙義，再引九喻：地性、火性、

空中月等，來彰顯一理法中，含藏著種種無量諸事法（無量剎、無量眾、無量法、

無量心……），現出種種利益事。 

如來所覺之法，是一味法界，和佛所說的諸法是沒有分別的，只因眾生機感

的差別，方便演說種種的教化而已。如以下所舉之喻： 

猶如地性一，能生種種芽……猶如火性一，能燒世間物……，猶如空中月，

世間靡不見……。（《大正藏》九冊，頁四二八上） 

所以，雖然有種種的教說，但所彰顯的道理却是同一個，所謂： 

隨緣成多，而不異一味；一味湛然，而不礙種種。（《大正藏》三五冊，頁

一八一下） 

佛說法甚深，以德首菩薩回答者，其實是在顯「佛德」，是彰顯佛所說的法

理，含有多德之意，但因甚深難知，故唯有智慧的人，才能常常樂修諸佛所修的

功德。 

（五）福田甚深 

問：如來福田，等一無異，云何布施果報不同？（《大正藏》九冊，頁四

二八上） 

文殊菩薩設問：如來福田，是平等如一而沒有差別的，但我們為何見到眾生

因布施之不同，而有不同的果報呢？如不同的色相、好醜、根性、智慧……。 

對於此問，目首菩薩答以十喻： 

譬如大地一，能生種種芽，於彼無怨親，佛福田亦然；……譬如水一味，

因器故不同……譬如大幻師，能令眾歡喜……譬如辯才王，能令眾歡

喜……譬如大藥王，消滅一切毒……，譬如日出時，能除一切闇……譬如

淨滿月，普照四天下……譬如毘嵐風，震動一切地……譬如先劫起，天地

靡不燒……譬如明淨鏡，隨對現眾像……。（《大正藏》九冊，頁四二八中） 

由此十喻說明諸佛福田，本是平等並無怨親之分，所不同的是眾生心，才感

得種種差別果報。如行布施，若心裡想著我行布施可得福德則其布施由於心有執

著，所得福德定是有限，真正行布施者應不執著施者、受者及施物，所謂「三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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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寂」。如此布施，才能獲致無量福德，故同樣是行布施，所得福德應是一樣，

然却因眾生心有不同，故所得福德亦有不同。 

（六）正教甚深 

問：眾生為見如來教，斷諸煩惱耶？為知色、受、想、行、識、欲界、色

界、無色界、癡愛、斷諸煩惱耶？若知色、受、想、行、識、欲界、

色界、無色界、癡愛、斷諸煩惱者，如來教法何所增損？（《大正藏》

九冊，頁四二八中） 

這一段是以「教」、「力」相違來設難，其意眾生是以教法斷惑？或是以勤觀

諸法斷惑？若因教法就能斷惑，則便不須精進；若因勤行、勤觀諸法而能斷惑，

則此教法對於增德減惑又有何用呢？ 

進首菩薩回答說： 

若欲求除減，無量諸過惡，應當一切時，勇猛大精進。（《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八中～下） 

教法能斷惑，是因為「勤觀」諸法，才能斷惑。在正教甚深中，是彰顯「行」

由「教力」故。若無教，勤行不成，就變成盲修瞎練了，沒有一條正確的路可尋。

因此，「教」是「精進」之緣，「勤」能扶助教理，如此方能斷惑，速出三界之苦，

速得解脫之道。如果懈怠不行的話，那就難以解脫，永遠出入於生死流中。所以，

「解」、「行」並進，方成眾願，方證菩提。 

（七）正行甚深 

問：聞受法者斷煩惱，云何眾生等聞正法而不能斷？（《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八下） 

此問：如果眾生受持正法，必定能斷除一切煩惱，為什麼又有人受持正法，

而不能斷煩惱呢？ 

法首菩薩舉九喻回答說： 

譬人水所漂，懼溺而渴死，不能如說行，多聞亦如是。譬人大惠施，種種

諸肴膳，不食自餓死，多聞亦如是。譬如有良醫，具知諸方藥，自疾不能

救，多聞亦如是。譬如貧窮人，日夜數他寶，自無半錢分，多聞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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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帝王子，應受無極樂，業障故貧苦，多聞亦如是。譬如聾聵人，善奏

諸音聲，悅彼不自聞，多聞亦如是。譬如盲瞽人，本習故能畫，示彼不自

見，多聞亦如是。譬如海導師，能度無量眾，拯比不自濟，多聞亦如是。

譬人處大眾，善說勝妙事，內自無實德，多聞亦如是。（《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八下～四二九上） 

學習佛法，光靠聽聞是不夠的，就如漂水之人、惠施之人、良醫、貧窮人、

帝王子……等，空具諸種條件，但却不知善用，徒然自誤。因此，若不行持，多

聞是無用的，佛法不只是求正知正信，更重要的是要實踐，它不是一套空洞的理

論，而是一套修行的法門，故若只是停留在知的階段而不行，則佛法於此人亦無

法起作用，如每個都知道考試要用功唸書，才能得高分，但有些人雖然知道這個

道理，却始終不去做不用功；所以也永遠得不到好的成績。佛法亦如是，除了正

知外，還必須加上自己的實踐，日後才有解脫涅盤的一天。 

（八）助道甚深 

問：於佛法中，智慧為首，如來何故？或為眾生，讚歎檀波羅蜜、尸波羅

蜜、羼提波羅蜜、毘梨耶波羅蜜、禪波羅蜜、般若波羅蜜、慈、悲、

喜、捨？此一一法，皆不能得無上菩提。（《大正藏》九冊，頁四二九

上） 

此問：佛法是以智慧為首，但如來因何緣故而為眾生讚歎布施，持戒等六波

羅蜜及慈、悲、喜、捨四無量心？ 

智首菩薩回答道： 

過去未來世，現在諸導師，未曾以一法，得成無上道。（《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上） 

佛深知智慧的重要，無論修什麼法門，如果沒有智慧，則難以成就。但佛更

懂眾生心，所謂「眾生若干種心，如來悉知悉見。」佛所說的法，都是隨著眾生

的根性、好樂心之不同而說的，如對慳貪者說布施的利益、功德；為瞋恨心重的

眾生，說忍辱法門的殊勝；乃至對憂愁善感的眾生，就說歡喜快樂的法門，即所

謂「觀機逗教」，在在都是為成就眾生，而開演出種種的法門。此問以「智首菩

薩」來回答，是顯「智」為正道之體，能統其助故，「助」即六波羅蜜、四無量

心乃至一切法門。雖然佛法是以智為首，以智為正，但因眾生根機不同，若不藉

由六波羅蜜、諸無量心等種種法門之「助」，則無法顯佛法之用，亦難助於眾生

出離眾苦，了佛法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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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乘甚深 

問：一切諸佛，唯以一乘得出生死，云何今見一切佛剎事不同？（《大正

藏》九冊，頁四二九上） 

此問：諸佛世尊是以「一乘」之道，而得以出離的，為何現在却見到一切佛

土之中，所有的事又有種種不同呢？（有世界、眾生界……光明……神通……等

的不同。） 

賢首菩薩回答說： 

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切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中） 

佛（法王）以一乘之道而成就佛果，一切聖賢人也是如此，皆以一乘法出離

生死。由上可知，一乘是佛的究竟果證，是諸佛所親自證悟的，既是佛所修所證，

為何不直示給眾生，依同樣而趣入佛果呢？ 

接著，賢首菩薩再「以體從緣」，而現種種來回答說： 

一切諸佛剎，平等普嚴淨，眾生業行異，所見各不同。諸佛及佛法，眾生

莫能見，佛剎法身眾，說法亦如是……………佛剎無異相，如來無憎愛，

隨彼眾生行，自得如是見。（《大正藏》九冊，頁四二九中～下） 

一切諸佛剎本是同等莊嚴，但因眾生的業行，而對佛剎起種種不同的感見。

非實佛剎有種種差別。又諸佛說法之時為度化眾生，故常隨眾之不同，隨機化生

故顯種種法身，說種種法，無非是為因應眾生，故顯不同，而實無差別。諸佛剎

土本來就沒有分別的，佛更沒有憎恨、貪愛的心，亦是隨著眾生心之不同，所見

亦不同是了。 

就「體」而言，佛心相同，佛智相同，亦如佛佛道同。「從緣」而說，眾生

的心，眾生的行有所不同，須因材施教，故須「從緣」。諸佛觀察一切的因緣，

隨著眾生的心、行，而現出不同的佛法，不同的佛土，不同的業果……來教化眾

生，所謂「欲令入佛智，先以欲勾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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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佛境界甚深 

第十問是眾菩薩啟請，而由文殊菩薩回答，共有十一問，最後一問「何等是

佛境界廣」為總結，顯佛境界之廣大。 

問：何等是佛境界？何等是佛境界因？何等是佛境界所入？何等是佛境界

所度？何等是佛境界隨順知？何等是佛境界隨順法？何等是佛境界

分別知？何等是識佛境界？何等是決定知佛境界？何等是佛境界照？

何等是佛境界廣？（《大正藏》九冊，頁四二九下） 

文殊菩薩分別以十偈頌來回答： 

1.佛境界 

如來深境界，其量齊虛空，一切眾生入，真實無所入。（《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下） 

－如來的境界是等同虛空的（盡虛空、遍法界、包羅萬象，無所不有），所

有的眾生也都在如來的境界中，不但如此，任何的境界，亦都是如來的境

界，所以又稱為深境界。雖然，眾生都在其中，但實無所入，本來都在虛

空中，這也說明佛的境界是圓融無礙的境界。  

2.佛境界因 

如來境界因，唯佛能分別，自餘無量劫，演說不可盡。（《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下） 

－如來的境界因，唯有佛能知曉能分別，縱使從無量劫以來，不停的宣說佛

境界因，亦不能把它說完，由此彰顯佛境界的深度無窮。  

3.佛境界所入 

隨順眾生故，普入諸世間，智慧常寂然，不同世所見。（《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下） 

－諸佛都是隨順眾生心，而來到這世間的（隨緣赴感靡不周），如《探玄記》

所云：「隨緣謂寂而常用，故普入也」（《大正藏》三五冊，頁一八四上）。

亦都以智慧而入世間的，智慧法身是沒有色相的，不同於世間所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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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佛境界度 

度脫諸群生，隨順其心智，宣暢無窮盡，唯是佛境界。（《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下） 

－佛度化眾生時，是隨著一切眾生的心、智慧、宣說開演無盡的妙法，令眾

生趣向佛道，這也是佛出現於世間的本懷。  

5.佛境界智 

如來一切智，三世無障礙，諸佛妙境界，皆悉如虛空。（《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下） 

－諸佛的智慧，自在圓妙，三世皆無所障礙，佛以此智慧來教化眾生，猶如

虛空，無形無相，而平等的遍滿一切處1。  

6.佛境界法 

法界無異相，隨順眾生說，若欲具分別，唯佛之境界。（《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下） 

－法界是理，是隨順著眾生心而開演出一切法，所以說，法界與眾生界，是

平等無差別的。（理事無礙），此二境界，不是用分別心就能知道的，因為

這是佛的妙境界。  

7.佛境界的了知 

一切諸世間，無量眾音聲，隨時悉了知，其實無分別。（《大正藏》九冊，

頁四二九下～四三○上） 

－一切世界中，所有一切眾生的音聲，佛隨時隨地悉能了知，亦無有所生分

別 2。  

  

                                                 
1引自《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六）》，頁二三四，宣化上人講述，法界佛教總會，法界佛教大學

出版，一九九二年。 
2引自《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六）》，頁二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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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識佛境界 

非識所能識，亦非心境界。（《大正藏》九冊，頁四三○上）  

－言語道斷，非眼識等能識，心行處滅，亦非心所可思量到的，這是佛的境

界。  

9.知佛境界 

自性真清淨，能示諸群生。（《大正藏》九冊，頁四三○上） 

－佛是以智慧本性清淨心，來開示一切諸眾生，同記自性清淨的智慧。  

10.佛境界照 

非業非煩惱，寂滅無所住，無明無所行，平等行世間。（《大正藏》九冊，

頁四三○上） 

－業性本空，煩惱也無自性，所以說非業非煩惱；也沒有照，也沒有所行處，

而佛的智慧却依然平等的行於一切世間，任運自如。六祖大師說：「本來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33。  

11.佛境界廣大 

一切眾生心，普在三世中，如來念一切，一切悉明達。（《大正藏》九冊，

頁四三○上） 

－一切眾生的心念，普遍於三世諸佛的智慧中，如來能於一念間，悉明了一

切眾生的心念。 

理必待事來彰顯，事亦仗理來圓成。故在十甚深問題中，首先由文殊菩薩問

九首菩薩其意在開顯依文殊菩薩的般若妙慧來導引一切的眾行。後又九首菩薩同

問文殊菩薩來表顯一切的眾行皆成於妙慧。 

  

                                                 
3引自《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六）》，頁二三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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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甚深之信、解、行、證 

古德說佛法雖眾，不出信、解、行、證，由信而解，由解而行，由行而證。

〈菩薩明難品〉在《華嚴經》中是表信位之解分，故十甚深問答中，以緣起甚深

為首，目的也是在起信，拂異見，撥除眾生之邪見、二執異說。菩薩初學應先觀

諸法如實因緣，了知諸法皆從緣起，由此契入佛法義理，不同於外道所說。另外

亦顯緣起深理，緣起甚深難測難知，因眾生無明，迷而不覺，不能徹見緣起，今

為顯深理，先說緣起。令修學佛法者，於此勝義中，引發正信心，生正解。 

諸佛說法以緣起為首，欲令眾生起正信，其後隨機教化，因應眾生的根機，

顯種種化身，說種種法，以教化眾生，使其了解我、法二空之理。故如來「隨眾

生時、隨命、隨身……隨眾生見而教化之。」同時亦說業果，雖我等悉為四大假

合，沒有我、我所，但業果不失之理，以此之理，欲令眾生起正行。但要起行，

應先了解佛法真理，不應執著，如行佈施，事本同一，但却因眾生心有不同，以

致產生種種差別果報。又，起行無非要斷惑修證，然要斷惑修證，便必須教法、

觀法齊修，以免盲修瞎練。或只是多聞佛法而不持行，則猶如空據寶山而不知何

用之人，於己終無所益，要得解脫是亦終不可得。 

另外，在修證上，〈明難品〉的助道甚深闡明，諸法雖以智慧為首，然除了

智慧之外，也許種種法門為輔才可證果。猶如善技工，雖具諸般知識，但面臨種

種不同器物時，便應知以相應的各種工具來修繕，否則非但修不好，而且也不能

稱之為善技工。如來說法便如善技工，隨應眾生不同說六般波羅蜜，說種種無量

心，對症下藥，使眾生皆感受用，脫一切苦。又明諸佛唯是一乘而得出離，如來

所覺唯是一法，由眾生心異，故法亦成多，修者當知。最後顯明諸佛境界，藉由

對諸佛的解說，使眾生更了解真實佛法，而不致為外道、邪魔所惑，而誤上歧徑。 

故此十甚深義中，依緣起甚深而乃開展出後面之教化、業果、說法、福田、

正教、正行、正助、一乘、佛境界等甚深義。從緣起甚深義來含攝一切萬法之理，

如因眾生不覺以致於長流轉於生死海中；又因不知緣起甚深的道理，故須以法來

加以教化；違化、順化有善惡業報，從業果甚深中由事顯理是最為寶貴；能知業

果事、應由說法來成辦；「要從說法中去成就善法，唯有種佛福田」4 ；教在勤行，

所以正行又須仗助道來配合，助必由正道來主導，殊途同歸；得一實道，趣佛境

界。在環環相扣的問答中，不僅顯示出信、解、行、證的次第與法門，同時也看

出本品特別強調「觀機逗教」、隨應眾生的重要，而此更顯佛法之活潑與智慧。 

  

                                                 
4 《華嚴哲學研究》，楊政河，慧炬出版社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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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切諸善法。」（《大正藏》九冊，

頁四三三上）《智度論》亦云：「佛法大海，信為能入。」（《大正藏》二五冊，頁

六三上）可見，信對修學佛法的重要，修學者應先對佛法生起不疑之信念，才能

依所了解的佛法深義，實地履踐修行，而得證果。今信位菩薩所面臨的一連串問

題中，藉由文殊菩薩的大智，開啟出緣起、教化、正教、正行乃至佛境界等問題，

直指出信位菩薩可能產生的疑惑處，再分別從九位菩薩的回答中開顯出佛法之真

實義，斷除了信位菩薩的迷惑暗障，破除法我二執，此乃是智慧之顯發，由此，

才能真正趣向修學佛法的大道。 

而就信位菩薩的修學而言，我們即依此十種甚深來說明之。但基於華嚴緣起

無盡、一即一切的思想而言，此十甚深是否就足以說出那重重無盡的境界呢？不

然。十甚深的問答是為解除眾生乃至信位菩薩的疑惑，闡明佛法要義，所提出的

代表性問答，雖說「如來唯覺一法」，但因眾生無量無邊、根器亦各各不同，故

佛說「無量諸法」。而為使眾生能領受到那甚深無盡之義，故以十法先引導之。 

又，這十種不只是信位菩薩，同時也是住、行、回、地等菩薩期同所應具備

者，其差別只是分位上深廣、多寡的不同而已，「十」不只是一個有限之數而已，

應是「十」而又「十」，無盡甚深的。如此層層轉入，可以看出華嚴甚深緣起所

彰顯的法界緣起的深義。 

綜觀當今社會現象，亂相叢生，人心空虛茫然無所依止，殷切需求心靈之慰

藉與指引，於是新興宗教及附佛外道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出現，應運而生，更有

人自稱已有神通乃至已證幾果，林林總總，邪說紛紜，惑亂人心，莫此為甚，若

知見不足者，面對如此諸多教別說法，難保不受迷惑而莫知所從，故筆者以為修

學佛法者，先要建立起對三寶的信念，再依佛所說的法義中去認識了解，此十甚

深義便是一個很好的下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