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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恭讓 

摘 要 

在華嚴學所依據的重要經典《十地經》（或《華嚴經·十地品》）中，有一個典

型的譯語「方便慧」（或「慧方便」），尤其是在該經的第七菩薩地即遠行地中，這

一譯法非常地普遍而有特色。這一譯語究竟有什麼意義及反映初期菩薩乘佛教什

麼樣的思想動向呢？本文為此對《十地經》第七地相關的七組文獻，展開深入的

語義學分析，及詮釋學考量，證成此一譯語旨在傳述初期大乘般若智慧與善巧方

便並列並舉、不相偏廢的思想原則，而這一原則與作者《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

研究》一書對初期大乘經典業已開展的重新解讀，被證明是本質一致的。 

關鍵詞：十地經或十地品、善巧方便、般若智慧、菩薩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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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著重要討論的問題，是《華嚴經十地品》第七地中的譯語「方便慧」，或

「慧方便」，或其相關的一些譯語。從佛陀跋陀羅所譯六十卷《華嚴》看，這些譯

語在第七地即菩薩遠行地經文中出現的頻率甚高，晉唐時代的注疏家們雖對其意

義有所解釋，前賢今彥對《十地經》的研究也已經建樹甚多，1但是總體看來，似

乎對於這一組譯語的特殊性，大家均未給與足夠的關注。這些譯語究竟是指什麼

意思？它們是一些並無特殊意味的一般性用法呢，還是反映了初期大乘經典中帶

有本質性的思想動向呢？因為筆者過去長期致力於大乘經典梵、漢對勘研究，根

據我的研讀和理解，深深覺得《十地品》這些相關譯語，思想史意義十分重要，

值得認真討論。本文之作，即是為此的嘗試。 

從梵本2看，與《華嚴經十地品》對應的《十地經》第七地中，一共有 33 個

頌文，其中第 1-12 共 12 個頌文，是這一地開端序言性質的頌文；第 13-33 共 20 個

頌文，是對第七地經文思想義理的概括。這 20 個頌文中，共有 5 個頌文，直接牽涉

我們所謂「方便慧」或「慧方便」的譯語問題。這些頌文，《十地經》第七地的相關

長行段落，漢譯《十地品》第七地對應的經文，以及一些與此相關的部分，3構成我

們這個研究依據的主要文本。為討論清晰，擬把相關文本劃分為七組文獻，我們

嘗試對其思想意義，一一加以分析、解讀。 

文獻一 

以下是《十地經》第七地梵本第 13 頌： 

【梵本】 

gambhīrajñānaparamārthapadānusārī 

ṣaḍbhūminiścitamatiḥ susamāhitātmā | 

                             
1
 關於現代學界對於《十地經》思想義理的相關研究，筆者主要所參考的有以下幾種：(1)、魏道儒

著：《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7；(2)方東美著：《華嚴宗哲學》，北京：中華書

局，2012,6；(3)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2；(4)鐮田茂雄著，黃玉雄節譯：《華嚴經的構成和思想》，載《五臺山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2

期，第 3 期；(5)釋道是著：《〈華嚴經〉五重十善之研究——以〈十地品〉離垢地為主》，華嚴專宗

學院研究所第十六屆畢業論文，2011,5；(6)陳宏怡著：《〈華嚴經‧十地品〉之悲智雙運》，華嚴專

宗學院大學部第八屆畢業論文，2014,7；(7)釋正持著：《〈華嚴經‧十地品〉初地、二地菩薩之修行

特色》，《中華佛學研究》第 14 期，2013；(8)釋正持：《〈華嚴經十地品〉釋經方法探析》，《中華佛

學研究》第十三期，2012；(9)王頌著：《宋代華嚴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1。 
2
 本研究所參考《十地經》梵本如下：(1)Da1abh[mikas[tra,edited by Dr. J. Rahder, Paris, Paul Geuthner, 

Louvain, J._B. Istas, Imprimeur, 1926.(2) Da1abh[m]1varo nqma Mahqyqnas[tra, Revised and Edited by 

Ry[ko Kondo, Rinsen Book Co., 1983.本文的文本引用部分主要依據後者，參見此書第112頁-132頁，

以下不一一注。 
3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No. 278。本文所引用漢譯經

文見此書第 25 卷，以下不一一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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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mupāya yugapadyabhinirharanto 

bhūmyākramanti vidu saptami caryaśreṣṭhām ||13|| 

【十地】 

深智慧定心，具行六地已，一時生方便，智慧入七地。 

【新譯】 

擁有深智慧，隨行勝義句，六地心意定，自己善入定； 

同時而踐行，般若及方便，智者則進入，第七勝行地。4
 

解釋：此頌文討論：於第六菩薩地住立的菩薩，如何可以進入第七菩薩地的

問題。前半頌，是言第六地菩薩已具的品德，後半頌，則言第六地菩薩進入第七

地的條件。《十地品》第七地此處漢譯：「一時生方便 智慧入七地」，參照梵本，

相關句子是：prajñāmupāya yugapadyabhinirharanto，這裡漢譯「方便」，梵語是

upāya；漢譯「智慧」，梵語是 prajñā；漢譯「一時」，梵語是 yugapadya；漢譯「生」

字，梵文為 abhinirharanto。所以，此頌意義是：一個第六地菩薩若是能夠同時、

同處（yugapadya）踐行方便與般若二者，即可以進入第七菩薩地。此處 Yugapadya，

副詞，既表示「同時」，又表示「相俱」。所以這個頌文很清晰地表明將方便與般

若二種菩薩品德同時並且不相分離地修學，是菩薩得以越過第六菩薩地、進入第

七菩薩地的必要條件。 

下面這段文字是《十地經》第七地（或：《十地品》第七地，下同）與上面頌

文對應的長行經文。這段長行經文更深入地解釋了所謂「一時生方便，智慧」的

具體涵義： 

【梵本】 

vajragarbha āha - yo'yaṃ bhavanto jinaputrā bodhisattvaḥ ṣaṣṭ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uparipūrṇabodhisattvamārgaḥ saptamīṃ 

bodhisattvabhūmim ākramati, sa daśabhir upāyaprajñājñānābhinirhṛtair 

mārgāntarārambhaviśeṣair ākramati | katamair daśabhiḥ  yaduta 

śūnyatānimittāpraṇihitasamādhisuparibhāvitamānasaśca bhavati, 

mahāpuṇyajñānasambhāropacayaṃ ca saṃbibharti | 

nairātmyaniḥsattvanirjīvaniṣpudgalatāṃ ca sarvadharmāṇāmavatarati, 

                             
4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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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urapramāṇābhinirhāraṃ ca notsṛjati | 

puṇyadharmocchrayapāramitābhisaṃskāraṃ cābhisaṃskaroti, na ca 

kiṃciddharmamabhiniviśate | sarvatraidhātukavivekaprāptaśca bhavati, 

traidhātukaviṭhapanālaṃkārābhinirhāraṃ cābhinirharati | 

atyantaśāntopaśāntaśca sarvakleśajvālāpagamādbhavati, 

sarvasattvarāgadveṣakleśajvālāpraśamābhinirhāraṃ cābhinirharati | 

māyāmarīcisvapnapratibhāsapratiśrutkodakacandrapratibimbanirmāṇabhāv

ābhāvasvabhāvādvayānugataśca bhavati, 

karmakriyāvibhaktyapramāṇāśayatāṃ cābhinirharati | 

ākāśasamakṣetrapathasubhāvitamanāśca bhavati, 

buddhakṣetraviṭhapanālaṃkārābhinirhāraṃ cābhinirharati | 

prakṛtidharmakāyatāṃ ca sarvabuddhanāmavatarati, 

rūpakāyalakṣaṇānuvyañjanaviṭhapanālaṃkārābhinirhāraṃ cābhinirharati 

| anabhilāpyarutaghoṣāpagataṃ ca prakṛtiśāntaṃ 

tathāgataghoṣamadhimucyate, 

sarvasvarāṅgavibhaktiviśuddhyalaṃkārābhinirhāraṃ cābhinirharati | 

ekakṣaṇatryadhvānubodhaṃ ca buddhānāṃ bhagavatāmavatarati, 

nānālakṣaṇākalpasaṃkhyāvibhāvanāṃ cānupraviśati sattvāśayavibhāvanāya 

|ebhir bhavanto jinaputrā 

daśabhirupāyaprajñājñānābhinirhṛtibhirmārgāntarārambhaviśeṣairbodhisatt

vaḥ ṣaṣṭhyā bodhisattvabhūmeḥ saptamīṃ bodhisattvabhūmimākrānta 

ityucyate || 

【十地】 

金剛藏菩薩言：「佛子！菩薩摩訶薩已具足第六地，欲入第七地，從方便慧，

起十妙行。何等為十？善修空無相、無願，而以慈悲心處在眾生；隨諸佛平

等法，而不捨供養諸佛；常樂思惟空智門，而廣修集福德資糧；遠離三界，

而莊嚴三界；畢竟寂滅諸煩惱焰，而為眾生起滅貪恚癡煩惱焰法；隨順諸法

如幻、如夢、如水中月、不二相，而起分別種種煩惱及不失業果報；知一切

佛國土空如虛空，皆是離相，而起淨國土行；知一切佛法身、無身，而起色

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知諸佛音聲不可說、寂滅相，而隨一切起

種種莊嚴音聲；知諸佛於一念中通達三世，而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眾生信解作如是說。是名從慧方便生十妙行。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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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訶薩修此妙行，如是方便慧現前故，名為入七地。 

【新譯】 

金剛藏說到：你們諸位勝者子！在第六菩薩地已經極好地圓滿菩薩道，將要

進入第七菩薩地的這個菩薩，是以由方便、般若智所引發的特殊的道中策劃，

進入第七菩薩地。是指哪十種（由方便、般若智所引發的殊勝道中策劃）呢？

（一）重視修持空、無相、無願這些三摩地，而積累巨大的功德、智慧資糧；

（二）深入一切諸法之無我、無人、無命者、無補特伽羅性，而不捨棄引發

四種無量；（三）創造尊貴、圓滿的功德法，而不執著任何法；（四）遠離一

切的三界，而建設、裝飾屬於三界的事物；（五）擺脫一切的煩惱火焰，徹底

寂靜、已經痊癒，而熄滅一切眾生的貪、瞋、癡火焰；（六）理解（一切諸法）

如幻事、如海市蜃樓、如夢境、如光影、如迴響、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及

存有、非有自體不二，而引發作業、結果不相離的四種無量的意念；（七）著

意修習國土道路等於虛空，而建設、裝飾佛之國土；（八）深入一切諸佛之本

來法身性，而建設、裝飾色身之諸相及細相；（九）相信如來之音聲本來寂靜，

沒有發音及聲音，是不可言說的，而分解、美化及裝飾音聲之一切部分；（十）

深入諸佛薄伽梵一刹那即是三世的理解，而顯示種種特徵的劫波數位，以便

適應一切眾生的心意。你們諸位勝者子！以由方便、般若智所引發上述十種

特殊的道中策劃，一個在第六菩薩地的菩薩則可說為進入了第七菩薩地。5
 

在這段經文的開端和結尾，我們看到兩次出現這樣的說法： daśabhir 

upāyaprajñājñānābhinirhṛtibhir mārgāntarārambhaviśeṣair。這兩個短語中，

upāyaprajñājñānābhinirhṛtibhir，意思是「由方便、般若智慧所引發的」。漢譯《十

地品》中，第一次譯為「從方便慧起」，第二次則譯為「從慧方便生」。至於《十

地品》這段長行文字還有第三次相關的譯文，即「如是方便慧現前故」，可看成

意譯的文字。勘對梵文，可以看出，無論是「方便慧」，或是「慧方便」，意思都

是一致的，指方便及般若，表示頌文中方便、般若同時、同處之義。梵本中此短

語裡還有一個字：jñānā（智），《十地品》根據漢譯從簡的習慣性傳統，沒有將

這這個字譯出。因此梵本中的這個短語，不僅表示方便與般若並列的用意，且表

示如下的義蘊：無論方便或是般若，都是一種智慧。這樣的用法，其實也是初期

大乘經典通行的用法，我們在《八千頌般若》、《法華經》、《維摩經》中都可以看

到這樣的術語構造。 

由於同時、同處修學方便及般若兩種智慧所引發十種特殊的「道中策劃」，菩

                             
5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02-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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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即可超越第六地，進入第七菩薩地。從第六菩薩地到第七菩薩地之間，名為「道

中」，mārgāntarāram；所謂「策劃」，ārambha，可以理解為「發起」，表示菩薩

行的能動方面、主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事業」，表示菩薩行的物件方面、客觀

方面。《十地品》這裡譯為「妙行」，大體上也是意譯。 

從此處經文所列「十妙行」（十種道中策劃）的內容，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所謂

方便、般若「一時行」的義理旨趣。如「十妙行」第一條，《十地品》漢譯為：「善

修 空 、 無 相 、 無 願 ， 而 以 慈 悲 心 ， 處 在 眾 生 」， 根 據 梵 本 ：

śūnyatānimittāpraṇihitasamādhisuparibhāvitamānasaścabhavati,mahāpuṇyajñāna

sambhāropacayaṃ ca saṃbibharti，新譯為：著意修習空、無相、無願這些三摩地，

而積累巨大的功德、智慧資糧。這裡第一句是指菩薩重視空、無相、無願三解脫

門的訓練，是著意般若精神的訓練；第二句是指菩薩重視積累功德資糧及智慧資

糧，這是著意方便精神的訓練。菩薩要同時、同處重視這兩個方面的修學，才可

以為進入第七地創造條件。 

再如「十妙行」漢譯中，有「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一句，我們參照梵本：

sarvatraidhātukavivekaprāptaśca bhavati, traidhātukaviṭhapanālaṃkārābhinirhār

aṃ cābhinirharati，新譯為：遠離一切的三界，而建設、裝飾屬於三界的事物。這

裡第一句，遠離三界，這是重視般若精神的訓練；第二句，建設及裝飾三界，這

是重視方便精神的訓練。菩薩同樣同時、同處注意這兩個菩薩行的方面，才可以

為進入第七菩薩地創造條件。本段其他各項「妙行」，都可以參照上述原則來解讀。

總之，上引的這個頌文提出了菩薩同時、同處踐行般若、方便的原則，這段長行

文字則把這一原則的具體涵義作了深入而清晰的闡發，這樣第七地經文首先確立

了這樣的義理：方便與般若同時、同處地修學，是菩薩越過第六地、第七地中間

地帶的重要條件及必要條件。 

文獻二 

《十地經》第七地長行部分的下面這段經文，也提到了「道中」： 

【梵本】 

tasyaivaṃ bhavati - evamapramāṇaḥ khalu punastathāgatānāmarhatāṃ 

samyaksaṃbuddhānāṃ viṣayo yasya na sukarā saṃkhyā kartuṃ 

kalpakoṭiśatasahasrair yāvadetāvadbhirapi 

kalpakoṭiniyutaśatasahasraiḥ | sarva...viṣayo'smābhiḥ 

samupasthāpayitavyo'nābhogato'kalpāvikalpataśca paripūrayitavya 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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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evaṃ supratyavekṣitajñānābhijñaḥ 

satatasamitamabhiyuktopāyaprajñāparibhāviteṣu 

mārgāntarārambhaviśeṣeṣu supratiṣṭhito bhavatyavicālyayogena || 

【十地】 

菩薩作是念：『如是諸佛有無量無邊大勢力，如是勢力，我應修集，得此

勢力，不以分別。』菩薩如是智慧思惟，修習大方便慧，安住佛智，以不

動法故。 

【新譯】 

菩薩這樣想：「諸如來、正等覺者有如此無量的境界，而那個境界是不易被計

算的，即便以百千億劫波，我們也不易計算其境界，乃至即便以百千萬億的

劫波，也不易計算其境界。我們也應當建立所有這樣的境界，我們應當無功

用、無臆測、無分別地圓滿這些境界。」當菩薩這樣具有觀察的智慧、神通

時，就常常地、經常地，以不動的方式，在致力修持方便、般若的特殊的道

中策劃中，很好地確立起來。6
 

《十地品》這段漢譯經文，提到「修習大方便慧，安住佛智，以不動法故」，

參照梵本，原語是：abhiyuktopāyaprajñāparibhāviteṣu mārgāntarārambhaviśeṣe

ṣu supratiṣṭhito bhavatyavicālyayogena，意思是：菩薩以不動的方式，在致力修

持方便、般若的特殊的道中策劃中，得以安住。梵本這裡提到「特殊的道中策劃」，

mārgāntarārambhaviśeṣeṣu，而漢譯長行文字，則沒有出現「道中」的譯語；漢譯

第七地長行此處也沒有看到類似「妙行」的文字；在梵本中是菩薩安住「道中策

劃」，漢譯中此處則是菩薩安住「佛智」。可見《十地品》的漢譯底本，此處與今

傳《十地經》，應當存在一些不同。考慮到經文長行這裡的段落，是敘述菩薩已經

住於第七地並發起富於第七地菩薩行特殊色彩的菩薩行——無量行——修學時的

情景，所以這裡梵本中的「道中」，mārgāntarāram，應當解釋為菩薩第七地的「內

部」。漢譯經文這裡出現「修習大方便慧」，與今傳梵本的文字基本一致。可見經

文在說到第七地菩薩無量行修學時，其特殊的修持方法，仍然強調了方便與般若

（慧）並列並舉、不可偏廢的精神。可見無論是從第六地到第七地的「道中」，還

是在第七地內部，方便與般若同時、同處地修學，或者說方便與般若並列並舉、

不可偏廢的思想原則，始終都是菩薩修學的重要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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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三 

下面是《十地經》第七地梵本第 19 頌： 

【梵本】 

ye tena jñānanicitā varamārgaprāptā 

īryāpathaiścaturbhi prajñamupāyayuktāḥ | 

sarvasmi cittakṣaṇi bodhiguṇānuprāptāḥ 

paripūrayanti daśa pāramitāpradeśān ||19|| 

【十地】 

以如是思惟，方便慧和合，於四威儀中，常行如是道。 

於一一念中，能具菩提法，所謂施戒等，十種波羅蜜。 

【新譯】 

菩薩這樣累積智，已經獲得殊勝道，在四種威儀當中，般若方便皆相應， 

一切刹那諸心中，皆能隨順菩提德，若是菩薩能如是，圓滿十種波羅蜜。7
 

此頌文的旨趣，是在闡述為什麼住於第七菩薩地的菩薩，能夠在每一刹那

心念中，都能圓滿十種波羅蜜多之一部分。第七地很多經文，都在闡述第七地

菩薩菩薩行的殊勝性，其中之一的表現，就是第七地菩薩能夠念念中圓滿十種

波羅蜜多。而第七地菩薩所以能夠如此殊勝的理由是什麼呢？頌文列出了四項

理由：（一）累積智慧；（二）獲殊勝道；（三）與般若、方便相應；（四）隨順

菩提。這裡第三項，與般若、方便相應，如前所解，表示菩薩般若、方便並列

並舉、不可偏廢的思想原則；而第四項所列出的「隨順菩提」，根據經文相關長

行部分的疏釋（下詳），是指菩薩善巧方便品德的重要功能。因此綜合起來看，

頌文在這裡是在闡述方便、般若並列並舉、不可偏廢的修學，是菩薩能夠在第

七地中念念圓滿十種波羅蜜多、造就第七地菩薩行殊勝品質的重要條件之一；

同時也是在闡述菩薩「隨順菩提」（回向）的善巧方便是菩薩能夠實現上述殊勝

修學成就的一個重要條件。 

漢譯頌文「方便慧和合，於四威儀中」，參照梵本，「方便慧和合」一句，

原文是：prajñamupāyayuktāḥ，短語中有般若（prajña），有方便（upāya），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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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yuktāḥ，是致力、相應、結合之義，《十地品》譯為「和合」，很好地表達出

了第七地菩薩將般若與方便兩個方面的修學予以融合的深意。 

關於頌文「方便慧和合，於四威儀中」中的具體涵義，我們在經文下面這個

長行段落中，可以看到更加詳細的解釋： 

【梵本】 

sa ekakṣaṇamapi mārgābhinirhārānna vyuttiṣṭhate | sa gacchanneva 

jñānābhinirhārayukto bhavati | tiṣṭhannapi niṣaṇṇo'pi śayāno'pi 

svapnāntaragato'pyapagatanīvaraṇaḥ sarveryāpathe sthito'virahito bhavati 

ebhirevaṃrūpaiḥ saṃjñāmanasikāraiḥ |tasya sarvacittotpāde daśānāṃ 

bodhisattvapāramitānāṃ samudāgamaparipūriḥ samudāgacchati | 

tatkasmāddhetoḥ tathā hi sa bodhisattvaḥ sarvāṃś cittotpādān 

utpannotpannān mahākaruṇāpūrvakān buddhadharmasamudāgamāya 

tathāgatajñānāya pariṇāmayati | 

【十地】 

常起種種度眾生道，無有障礙，行住坐臥，皆悉能起度眾生法，離諸陰蓋，

住諸威儀，常不遠離；如是想念，是菩薩於念念中具足十波羅蜜及十地行。

何以故？是菩薩於念念中，大悲為首，修習佛法，一切迴向大智慧故。 

【新譯】 

此菩薩一刹那都不脫離行道。他在行走時，與智慧行相應；他或是站立，或

是坐下，或是臥床，也都與智慧行相應；他在夢中，都擺脫了諸蓋；在一切

威儀道路中所住的他，都不會捨棄上述那樣特徵的思想和著意。此菩薩在一

切生心中，都會現起十種波羅蜜多之發起及成辦。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此菩

薩把以大悲作為前導的才生起的一切生心，都回向給成就佛法的如來智。8
 

解釋：第七地菩薩於每一生活刹那，都不離「行道」。具體而言，他在行、住、

坐、臥的四種威儀，或者說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不離「行道」。「行道」，在

梵本中的下文，又替換成了「行智」（jñānābhinirhāra）的說法。考慮到前文我們

已經說過此經經文有將方便及般若二者都稱為「智」的傳統，所以這裡「行道」

也好，「行智」也罷，其實都是指修持方便與般若。此處經文後面的部分，解釋為

什麼菩薩在第七地能夠在行住坐臥、心心念念中，使得十種波羅蜜多都成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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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這是因為菩薩能夠把所有以大悲為導引的生心，都回向菩提（佛智）的

緣故。根據初期大乘經典的一個共識，將一切善根回向給菩提，正是善巧方便最

重要的功能，也正是最重要的菩薩「方便」。所以這一個頌文及相應的經文長行，

不僅揭明第七地的殊勝菩薩行需要重視般若、方便相應修行的原理，更揭明回向

佛菩提的方便是第七地菩薩行所以獲得殊勝品格的一個重大關鍵。《十地品》第七

地重視方便與般若相應諧和的原則，重視回向佛菩提的善巧方便原則，並且將這

兩個原則確立為第七地菩薩行殊勝品質的重要依據，如此這般的經文宗旨，至此

已經完全凸顯。 

文獻四 

下面是《十地經》第七地梵本第 21 頌： 

【梵本】 

anutpādakṣānti virajā varaprajña śreṣṭhā 

parṇāmupāya praṇidhī bhuyu kāṅkṣi lakṣmī | 

ato'mardayitva balajñānanitīraṇatvād 

evaṁ khu bodhiguṇa sarvakṣaṇenupenti ||21|| 

【十地】 

無生忍照明，般若波羅蜜，迴向於佛道，方便波羅蜜， 

求於轉勝法，名願波羅蜜，無有能壞者，名力波羅蜜， 

能解如實說，名智波羅蜜。是助菩提法，念念皆能攝。 

【新譯】 

無生忍離塵，是勝妙般若；回向於佛道，方便波羅蜜；更加求吉祥，誓願波

羅蜜；不可能破壞，是力波羅蜜；如實已決定，是智波羅蜜。菩薩一切刹那

中，如是成就菩提德。9 

此頌文承接上面討論過的頌文而來。因為上面那個頌文說第七地菩薩能夠在

每一心念中實現十種波羅蜜多，所以這個頌文進一步解釋了十種波羅蜜多的涵

義。值得注意的是，頌文中解釋方便波羅蜜多概念的涵義，明確地說「迴向於佛

道，方便波羅蜜」，也就是確認：回向佛菩提就是方便波羅蜜多，這是明確地以

「回向」的概念定義方便，與我們上一段所指出《十地經》高度重視善巧方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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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第七地菩薩行殊勝性之重要依據的義理脈絡，是一致的。以回向定義方便，

而回向的物件，是作為佛陀覺悟的佛智或菩提，因此方便概念的本質意義必須與

菩提概念關聯起來，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這是初期大乘經典所闡發善巧方便概

念思想的重要精神，此處頌文對於方便概念的界定，表明《十地經》的善巧方便

概念思想，與初期大乘思想的這一重要精神完全一致。 

與這個頌文及此頌前未引的第 20 頌配合的經文長行如下： 

【梵本】 

tatra yaḥ kuśalamūlasya sattvebhya utsargo buddhajñānaṃ paryeṣamāṇasya, 

iyamasya dānapāramitā | yaḥ praśamaḥ sarvakleśaparidāhānām, iyamasya 

śīlapāramitā | yā kṛpāmaitrīpūrvagamā sarvasattveṣu kṣāntiḥ, iyamasya 

kṣāntipāramitā | ya uttarottarakuśaladharmātṛptatayārambhaḥ parākramaḥ, 

iyamasya vīryapāramitā | yā vipratisāryavisṛtamārgatā 

sarvajñajñānābhimukhatā, iyamasya dhyānapāramitā | yā sarvadharmāṇāṃ 

prakṛtyanutpādābhimukhī kṣāntiḥ, iyamasya prajñāpāramitā | 

yo'pramāṇājñānābhinirhāraḥ, iyamasyopāyakauśalapāramitā | yā 

sarvaparapravādimārasaṃghairmārgānācchedyatā, iyamasya balapāramitā | 

yadyathāvatsarvadharmajñānanitīraṇam, iyamasya jñānapāramitā | evamasya 

bhavanto jinaputrā bodhisattvasya dūraṃgamā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thitasya imā daśa pāramitāḥ kṣaṇe kṣaṇe paripūryante | evaṃ catvāri 

saṃgrahavastūni paripūryante, catvāri ca adhiṣṭhānāni, saptatriṃśad 

bodhipakṣyāśca dharmāḥ, trīṇi ca vimokṣamukhāni, samāsataḥ 

sarvabodhyaṅgikā dharmāḥ kṣaṇe kṣaṇe paripūryante || 

【十地】 

十波羅蜜者，菩薩以求佛道所修善根，與一切眾生，是檀波羅蜜；能滅一切

煩惱熱，是尸波羅蜜；慈悲為首，於一切眾生心無所傷，是羼提波羅蜜；求

善根無厭足，是毘梨耶波羅蜜；修道心不散，常向一切智，是禪波羅蜜；忍

諸法不生門，是般若波羅蜜；能起無量智門，是方便波羅蜜；求轉勝智慧，

是願波羅蜜；諸魔外道不能沮壞，是力波羅蜜；於一切法相如實說，是智波

羅蜜；如是念念中具足十波羅蜜。是菩薩具足十波羅蜜時，四攝法、三十七

品、三解脫門，一切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念念中皆悉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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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譯】 

這裡，凡是一個追求佛智的菩薩捨棄給諸眾生的善根，就是此菩薩的佈施波

羅蜜多；凡是一個追求佛智的菩薩熄滅一切的煩惱燃燒，就是此菩薩的戒律

波羅蜜多；凡是一個追求佛智的菩薩對於一切眾生以慈悲為前導的忍耐，就

是此菩薩的安忍波羅蜜多；凡是一個追求佛智的菩薩一步步熱情地著手良善

諸法的前進，就是此菩薩的勤勉波羅蜜多；凡是一個追求佛智的菩薩免於後

悔的道，面向一切知者智，就是此菩薩的禪那波羅蜜多；凡是一個追求佛智

的菩薩面向一切諸法本來無生的安忍，就是此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凡是一

個追求佛智的菩薩對於無量智的引發，就是此菩薩的善巧方便波羅蜜多；凡

是一個追求佛智的菩薩不因一切的外道、魔羅之團隊而破壞道，就是此菩薩

的力波羅蜜多；凡是一個追求佛智的菩薩恰當地以智慧推理一切法，就是此

菩薩的智波羅蜜多。你們諸位勝者子！當此菩薩在遠行菩薩地這樣住立時，

所有上述十種波羅蜜多每一刹那都得以圓滿。同樣，四種攝事也得以圓滿。

四種念住，三十七種菩提分法，三種解脫門，總略而言，一切的菩提分法，

也都在每一刹那得以圓滿。10 

在上面這段經文中，漢譯中「菩薩以求佛道」這半句話，梵本中是：

buddhajñānaṃ paryeṣamāṇasya,其中的「佛道」，即是「佛菩提」之義，是指菩薩

以方便所回向的物件。這半句話，可以看作是下面這段關於十種波羅蜜多解釋文

字的領句，也就是說，這裡解釋十種波羅蜜多，都必須聯繫「追求佛道」這個基

礎或者前提，而追求佛道，以及回向佛道，如所已論，正是菩薩善巧方便品德的

重要功能，所以聯繫追求佛道來解釋菩薩的十種波羅蜜多，本質上也就是聯繫菩

薩善巧方便這個品德來規定十種波羅蜜多。至於這段經文中所謂「能起無量智門，

是方便波羅蜜」，則是對於方便概念涵義的一個狹義的解釋，或者說是一個具體的

解釋。所謂對於方便概念的狹義或具體的解釋，也就是在十種波羅蜜多的菩薩行

體系中，在諸種波羅蜜多相互有所區別的意義上，來界定方便概念的涵義。至於

廣義的善巧方便概念，或者說本質意義上的方便概念，則是要在回向菩提的向度

上來理解，在與般若對舉的意義上來理解，在這樣的意義上，就可以說方便波羅

蜜多不僅是十種波羅蜜多中的一種波羅蜜多，甚至是十種波羅蜜多的統率。所以，

此處的經頌是在廣義、本質義的角度界定方便，長行文字則是在狹義、具體義的

角度界定方便，兩者互相配合，才能真正凸顯善巧方便概念的豐富、深刻內涵，

也才能真正揭顯《十地經》十種波羅蜜多體系中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崇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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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五 

從第七菩薩地如何可以越過，達到第八菩薩地呢？一般認為，由第七地到第

八地，是菩薩行的一個飛躍，是菩薩修行可以成佛的關鍵突破。而由第七地到第

八地又是一個新的「道中」的問題。這就如本文第一組文獻所要考慮的，是菩薩

超越第六地「道中」的特殊條件性，本組文獻所要考慮的，則是第七地菩薩超越

第七地「道中」的特殊條件性。 

如《十地經》第七地經文中下面這段： 

【梵本】 

evamukte vimukticandro bodhisattvo vajragarbhaṃ bodhisattvam 

etadavocat - kiṃ punarbho jinaputrā asyāmeva saptam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thitasya bodhisattvasya sarvabodhyaṅgikā 

dharmāḥ kṣaṇe kṣaṇe paripūryante, āhosvitsarvāsu daśasu 

bodhisattvabhūmiṣu vajragarbha āha - sarvāsu bho jinaputrā daśasu 

bodhisattvabhūmiṣu bodhisattvasya sarvabodhyaṅgāni kṣaṇe kṣaṇe 

paripūryante, tadatirekeṇa punarasyāmeva saptam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 tatkasya hetoḥ iyaṃ bho jinaputrā 

bodhisattvabhūmiḥ prāyogikacaryāparipūraṇī ca 

jñānābhijñānacaryākramaṇī ca | api tu khalu punarbho jinaputrāḥ 

prathamā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arvapraṇidhānādhyālambena 

bodhisattvasya sarvabodhyaṅgāni kṣaṇe kṣaṇe paripūryante | 

dvitīyāyāṃ cittamalāpanayanena | tṛtīyāyāṃ praṇidhānavivardhanatayā 

dharmāvabhāsapratilambhena ca | caturthyāṃ mārgāvatāreṇa| 

pañcamyāṃ lokatrayānuvṛtyā | ṣaṣṭyāṃ 

gambhīradharmamukhapraveśena | asyāṃ tu saptam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arvabuddhadharmasamutthāpanatayā kṣaṇe kṣaṇe 

sarvabodhyāṅgāni paripūryante | tatkasya hetoḥ yāni bodhisattvena 

prathamāṃ bodhisattvabhūmimupādāya yāvatsaptamī 

bodhisattvabhūmirityabhinirhṛtāni jñānābhinirhāraprayogāṅgāni, 

imānyaṣṭamī bodhisattvabhūmimārabhya 

yāvadatyantaparyavasānamityanābhogena pariniṣpadyante | tadyathā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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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āma bho jinaputrā dvayorlokadhātvoḥ saṃkliṣṭaviśuddhāśayaśca 

lokadhātorekāntapariśuddhāśayaśca lokadhātorlokāntarikā duratikramā 

na śakyā yathātathātikramitumanyatra mahābhijñābalādhānāt, evameva 

bho jinaputra vyāmiśrapariśuddhā bodhisattvacaryāntarikā duratikramā 

na śakyā yathātathātikramitumanyatra 

mahāpraṇidhānopāyaprajñābhijñābalādhānāt| 

【十地】 

解脫月菩薩問金剛藏菩薩言：「佛子！菩薩摩訶薩但七地具足助菩提法，一

切諸地亦能具足。」金剛藏言：「佛子！菩薩摩訶薩於諸地中皆悉具足助菩

提法，遠行勝故，於此地說，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於七地中功行具足，入

智慧神通道故。佛子！菩薩於初地發願緣一切佛法故，具足助菩提法；二地

除心惡垢故，具足助菩提法；三地願轉增長得法明故，具足助菩提法；四地

入道故，具足助菩提法；五地隨順行世間法故，具足助菩提法；六地入甚深

法門故，具足助菩提法；此第七地起一切佛法故，具足助菩提法。何以故？

菩薩摩訶薩於此地中，得諸智慧所行道，以是力故，第八地自然得成。佛子！

譬如二世界，一定清淨，一定垢穢，是二中間，難可得過；欲過此界，當以

神通及大願力。菩薩亦如是，行於雜道，難可得過；以大願力、大智慧力、

大方便力故，爾乃得過。」 

【新譯】 

這樣說罷，解脫月菩薩就向金剛藏菩薩提出這樣的問題：先生，勝者子！是

只是在此第七菩薩地住立的菩薩，一切菩提分法在每一刹那都得以圓滿，還

是在所有十菩薩地中住立的菩薩，一切菩提分法在每一刹那都得以圓滿呢？

金剛藏菩薩回答：先生，勝者子！在所有十菩薩地中所住立的菩薩，其所有

的菩提分法在每一刹那都得以圓滿。不過第七菩薩地非常特殊。為什麼呢？

諸位勝者子！因為這個菩薩地已經圓滿準備性的菩薩行，在進入智慧、神通

菩薩行。再者，諸位勝者子！在第一菩薩地，以依賴一切的誓願，菩薩的一

切菩提分法在每一刹那得以圓滿；在第二菩薩地，以消除心之污垢；在第三

菩薩地，以增長誓願及獲得法光；在第四菩薩地，以入道；在第五菩薩地，

以隨順三種世間；在第六菩薩地，以領略深奧法門。而在此第七菩薩地，則

以實現一切的佛法，在每一刹那，一切的菩提分法得以圓滿。為什麼呢？因

為凡是菩薩從第一菩薩地開始，直至第七菩薩地，所引發的那些引發智慧的

準備性的菩提分法，從第八菩薩地開始，直至究竟的終點，都無功用地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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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先生，勝者子！這就好比有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染汙及清淨的意念，

一個世界則是純粹清淨的意念，這兩個世界中間難以越過，不能確實地越過，

除掉具有偉大的神通力。同樣，先生，勝者子！混雜的及清淨的菩薩行之中

間，是難以越過的，不能確實地越過，除掉具有偉大的誓願、方便、般若這

些神通力之外。11 

從第一地開始的菩薩，同第七地菩薩一樣，都有殊勝的菩薩行，念念具足一

切的菩提分法。那麼第七地的殊勝菩薩行究竟有什麼特殊性呢？經中對此問題有

兩個回答。一個回答是：第七地菩薩行「功行具足，入智慧神通道故」。參照梵本，

此處原語是：iyaṃ bho jinaputrā bodhisattvabhūmiḥ prāyogikacaryāparipūraṇī ca 

jñānābhijñānacaryākramaṇī ca |新譯為：因為這個菩薩地已經圓滿準備性的菩薩

行，正在進入智慧、神通的菩薩行。這也就是說第七菩薩地的菩薩行，具有「兼

顧」或「過渡」的重要特質。第二個回答是：從菩薩第一地到第七地，雖然都念

念具足一切菩提分法，但是其具體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的。其中第七地菩薩是以

「實現一切佛法」的方式，念念具足一切菩提分法。以上這兩個回答，都旨在闡

述第七地菩薩行所具有特殊的超越的品質。究竟第七地菩薩如何實現這種超越或

過渡呢？這段經文的末尾給出了理由：「菩薩亦如是，行於雜道，難可得過；以大

願力、大智慧力、大方便力故，爾乃得過。」參照梵本，這幾句話原語如下：

vyāmiśrapariśuddhā bodhisattvacaryāntarikā duratikramā na śakyā 

yathātathātikramitum anyatra mahāpraṇidhānopāyaprajñābhijñābalādhānāt，新譯

為：混雜的及清淨的菩薩行之中間，難以越過，不能確實地越過，除掉具有偉大

的誓願、方便、般若這些神通力之外。第七地之前的菩薩行，被認為是「混雜的」；

第七地的菩薩行，被認為既是「混雜的」，也是純粹清淨的；第八地乃至第十地的

菩薩行，則被認為是純粹「清淨的」。能夠完成從第七地到第八地之間這個「道中」

的超越，需要的條件，是偉大的誓願、偉大的方便、偉大的般若這三種「神通力」。

可以看到經文將方便與般若及誓願三者並列在一起，方便與另外二者一起，構成

突破第七地「道中」的關鍵要素。所以，突破第六地到第七地，方便與般若二者

的並列並舉乃是關鍵；突破第七地到第八地，方便與般若、誓願三者的並列並舉

乃是關鍵。無論是從第六菩薩地到第七菩薩地，還是從第七菩薩地到第八菩薩地，

在菩薩追求殊勝、不斷超越的這些關鍵節點上，善巧方便這種菩薩品德都起到極

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善巧方便與般若的相應配合，善巧方便與般若、慈悲

三者的相應配合，是菩薩能夠實現菩薩行兩次關鍵超越最為重要的原則。 

                             
11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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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六 

下面是《十地經》第七地梵本頌文第 30 頌： 

【梵本】 

bhūyo upāyabalaprajñavarābhyupetā 

durjñeyasarvajagajñānakriyāguṇāḍhyāḥ | 

pūjenti buddha niyutā bhuyu śuddhibhāvā 

yathā tadvibhūṣaṇavicitritu naikaratnaiḥ ||30|| 

【十地】 

菩薩行轉勝，方便智慧故，功德悉備足，非世所能知。 

供養無量佛，其心轉清淨，如真金雜寶，間錯而莊嚴。 

【新譯】 

此地菩薩更具足，方便力及勝般若，富足智慧品德業，一切世間所難知。 

他們供養萬億佛，如是淨化其生命，好比世間有真金，種種珠寶所間錯。12 

這個頌文前半段，《十地品》第七地漢譯中所謂「方便智慧故」，參照梵本，

原語是：bhūyo upāyabalaprajñavarābhyupetā，意思是：此地菩薩更加具足方便力

及勝般若。前半頌頌文的涵義，是說由於此地菩薩更加具備方便與般若，所以他

們勝出「一切世間」。 

頌文的下半段，用了「淨化」這個字（śuddhi）。漢譯「其心轉清淨」，原文

為：bhuyu śuddhibhāvā，意思是：供養萬億諸佛後，第七地菩薩的生命狀態成為

更加清淨的。這裡理解下半段頌文，要聯繫上半段頌文中的 bhūyo（更加）這個字。

所以整個頌文的意思是，第七地菩薩因為具足方便、般若，富足智慧、功德、事

業，有機會大量地供養諸佛，所以他的生命更加地淨化，超過了一切的眾生。就

如同經過反復磨煉、用一切珠寶所間錯的真金，超過了一切世間的裝飾物。據此

頌文可知，經文是把方便、般若二者並列並舉、不可偏廢的修學原則，視為第七

地菩薩比前六地菩薩更加淨化，因而其生命特質超過一切眾生的一個重要理由。 

下面這段經文長行，與前面這個頌文（尤其前半段頌文），可以視為存在對應

的關係： 

                             
12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27 頁。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CBReader/XML_T_T09_T09n0278_025.xml.htm%23Search_0_0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CBReader/XML_T_T09_T09n0278_025.xml.htm%23Search_0_0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CBReader/XML_T_T09_T09n0278_025.xml.htm%23Search_0_0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CBReader/XML_T_T09_T09n0278_025.xml.htm%23Search_0_0


《華嚴經‧十地品》第七地「方便慧」（「慧方便」）譯語及所反映初期大乘經典的思想動向 45 

 

 

【梵本】 

so'syāṃ saptam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thito 

bodhisattvo'dhyāśayapariśuddhena kāyakarmaṇā samanvāgato bhavati | 

adhyāśayapariśuddhena vākkarmaṇā adhyāśayapariśuddhena 

manaskarmaṇā samanvāgato bhavati | ye ceme daśākuśalāḥ 

karmapathās tathāgatavivarṇitāḥ, tān sarveṇa sarvaṃ samatikrānto 

bhavati | ye ceme daśa kuśalāḥ karmapathāḥ 

samyaksaṃbuddhānubhāvitāḥ, tān satatasamitamanuvartate | yāni 

laukikāni śilpasthānakarmasthānāni yānyabhinirhṛtāni pañcam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tānyasya sarvāṇyanābhogata evaṃ pravartante |sa 

ācāryaḥ saṃmato bhavati trisāhasra mahāsāhasralokadhātau, 

sthāpayitvā tathāgatānarhataḥ samyaksambuddhān, aṣṭamīṃ 

bhūmimupādāya ca bodhisattvān | nāsya kaścitsamo bhavatyāśayena vā 

prayogeṇa vā | yāni cemāni dhyānāni samādhayaḥ samapattayo'bhijñā 

vimokṣāśca, tānyasya sarveṇa sarvamāmukhībhavanti 

bhāvanābhinirhārākāreṇa | na ca tāvadvipākataḥ pariniṣpannāni 

bhavanti tadyathāpi nāma aṣṭam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thitasya 

bodhisattvasya | asyāṃ saptamyāṃ bodhisattvabhūmau sthitasya 

bodhisattvasya sarvacittotpādeṣu prajñopāyabhāvanābalaṃ paripūryate 

| bhūyasyā mātrayā sarvabodhyaṅgaparipūriṃ pratilabhate ||  

【十地】 

菩薩住七地，成就深淨身、口、意業，是菩薩所有不善業隨煩惱者，悉已捨

離；所有善業，常修習行。又世間經書，如五地說，自然而得。於三千大千

世界，最為希有，得為大師，唯除如來、八地菩薩。無有眾生深心、妙行，

能與等者。是菩薩所有禪、定、神通、解脫三昧，不隨禪生，所欲自在。菩

薩住遠行地，於念念中具足修集方便慧力，及一切助菩提法，轉勝具足。 

【新譯】 

在此第七菩薩地住立的菩薩，具足深心清淨的身業，具足深心清淨的語業，

具足深心清淨的意業。凡是如來所批評的十種不善的業道，他就完全地、徹

底地越過這十種不善的業道；如是為正等覺者所修行的十種良善的業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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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常地、常常地遵循這些業道而行。凡是世間的工巧業處，及凡是在第五

菩薩地所引發的，所有的這些在此菩薩那裡都這樣無有功用地轉現出來。他

是三千大千世界中令人尊重的教師，除掉諸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及自

第八菩薩地開始的諸菩薩以外。以意念而言，或者以準備而言，無人可與第

八地菩薩相等。凡是禪那、三摩地、三摩缽底、神通、解脫這些東西，在此

菩薩那裡都全部地徹底地現前，它們是以修持引發的方式得以成就，而不是

以異熟的方式得以成就。這就好比在第八菩薩地所住立的菩薩那樣。第七菩

薩地住立的菩薩，在一切生心中，都使得般若、方便之修行力得以圓滿。進

一步言，（在第七菩薩地住立的菩薩，在一切生心中，）都使得一切菩提分法

得以圓滿。13 

此段經文長行文字開頭提出，第七地菩薩「成就深淨身、口、意業」。「深

淨」這個譯語，原文為：adhyāśayapariśuddhena，這與上引頌文中出現的

śuddhibhāvā，頗為一致。經文說第七地菩薩是三千大千世界中除掉諸佛及八地以

上菩薩的教師，這可視為是對上引頌文第七地菩薩「非世所能知」之說的解釋。

最後這段長行文字的末尾提出：菩薩住遠行地，「於念念中具足修集方便慧力，

及一切助菩提法，轉勝具足」，這裡的「方便慧力」，梵本中的原語為：

prajñopāyabhāvanābalaṃ，意思是：般若、方便修持力。這與上引頌文前半段中

的「菩薩行轉勝，方便智慧故」，將方便、般若並列並舉視為第七地菩薩生命特殊

淨化性理由的說法，也是一致的。 

關於上引頌文後半段提到的「真金」譬喻，下面這段經文長行，可以看作是

其對應的解釋： 

【梵本】 

tadyathāpi nāma bho jinaputrāḥ tadeva jātarūpaṃ 

sarvaratnapratyuptaṃ bhūyasyā mātrayottaptataraṃ bhavati, 

prabhāsvarataraṃ bhavati, asaṃhāryataraṃ ca bhavatyanyābhyo 

bhūṣaṇavikṛtibhyaḥ, evameva bho jinaputrāḥ...tāni 

kuśalamūlānyupāyaprajñājñānābhinirhṛtāni bhūyasyā 

mātrayottaptatarāṇi bhavanti prabhāsvaratarāṇi, paryavadātatarāṇi 

asaṃhāryatarāṇi ca bhavanti 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aiḥ | 

tadyathāpi nāma bho jinaputrāḥ sūryābhā asaṃhāryā bhav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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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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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vajyotirgaṇacandrābhābhiścaturṣu mahādvīpeṣu, sarvasnehagatāni 

bhūyastvena pariśoṣayanti, sarvaśasyāni paripācayanti, evameva bho 

jinaputrā...tāni kuśalamūlānyasaṃhāryāṇi bhavanti 

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aiḥ, caturviparyāsagatāni ca 

sarvakleśasnehagatāni bhūyastvena pariśoṣayanti | kleṣāvilāni ca 

sarvasaṃtānāni paripācayanti | tasya daśabhyaḥ pāramitābhya 

upāyakauśalyapāramitā atiriktatamā bhavati, na ca pariśeṣā na 

samudāgacchati yathābalaṃ yathābhajamānam | 

【十地】 

譬如真金，以諸好寶莊嚴間錯，轉勝明淨，餘金不及；菩薩亦如是，住遠行

地，一切善根從方便智慧生，轉勝明淨，無能壞者。譬如日光，星宿、月光

所不能及，一切泥水悉能乾竭。菩薩亦如是，住遠行地，善根轉勝，一切聲

聞、辟支佛所不能及，又能乾竭煩惱污泥。 

【新譯】 

先生，勝者子！這就好比一塊真金，當它為一切的珠寶所間錯，更加磨煉，

更加光明時，它就是其他的裝飾品、人工製品所不可抗衡的；同樣的，先生，

勝者子！為方便、般若智所引發的這些善根，更加磨煉，更加光明，更加清

除了雜質，它們是一切的聲聞、獨覺所不可抗衡的。先生，勝者子！這就好

比太陽的光明，它們是四大洲上一切的火光、月光所不可抗衡的，它們使得

一切油脂狀態的東西更加地乾涸，它們成熟一切的穀物；同樣的，先生，勝

者子！（為方便、般若智所引發的）這些善根是一切的聲聞、獨覺所不可抗

衡的，它們使得四種顛倒狀態、一切煩惱油脂狀態的一切身心相續更加地乾

涸，使得擺脫煩惱的一切身心相續更加地成熟起來。此第七地住立的菩薩，

其十種波羅蜜多中，善巧方便波羅蜜多最為特殊，其他的波羅蜜多也並非不

隨力、隨器而成就。14 

上引頌文講到一個關於「真金」的譬喻，上引頌文之後的頌文講到一個「太

陽光」的譬喻，長行這段文字兩個譬喻排列在一起，說明第七地住立的菩薩，其

生命特質的高度清淨性，不僅超過了眾生，也超過了一切聲聞和獨覺行者。此處

的經文長行提出菩薩在第七地產生的一切善根，都是「從方便智慧生，轉勝明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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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27-2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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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壞者」，勘對梵本，原文是：tāni kuśalamūlānyupāyaprajñājñānābhinirhṛtā

ni bhūyasyā mātrayottaptatarāṇi bhavanti prabhāsvaratarāṇi, paryavadātatar

āṇi asaṃhāryatarāṇi ca bhavanti 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aiḥ。新譯：為方

便、般若智所引發的這些善根，更加磨煉，更加光明，更加清除了雜質，它們是

一切聲聞、獨覺所不可抗衡的。漢譯短語「從方便、智慧生」，原語是：upāyapr

ajñājñānābhinirhṛtāni，意思是：從方便、般若智慧生。這與上引頌文前半段說

第七地菩薩「更加」「具足」方便及般若的說法，也是一致的。所以這段長行與

所引頌文的義理一致，都是旨在闡述第七地菩薩生命特質優越於其他一切眾生，

包括二乘行者的原因。相比而言，此段長行經文比頌文更加明確凸顯在形成菩薩

第七地生命特殊淨化性的問題上，方便與般若並列並舉原則的特殊重要性。長行

文字中提出第七遠行地「善巧方便波羅蜜多最為特殊」的重要理念，也是在闡述

第七地菩薩超過一切聲聞、獨覺特殊淨化生命的語境中提出的，雖然漢譯中缺少

此句譯文。 

還有《十地經》第七地的最後一頌，也如上引經文，同樣還是在處理第七地

菩薩的淨化生命何以可能，及何以其淨化生命超出一切眾生及二乘行者的問題： 

【梵本】 

durjñeyā sarvalokena vaśipratyekacāribhiḥ | 

ityeṣā saptamī bhūmirupāyaprajñaśodhanā||33|| 

【十地】 

七地智慧淨，人天及二乘，皆非其境界，今已略說竟。 

【新譯】 

一切世間難知曉，自在獨行複亦然，此乃第七菩薩地，是以方便般若淨。15 

這個頌文稱第七菩薩地，「是以方便、般若淨」，也就是說，第七地是以方便、

般若實現淨化的菩薩地。由於這個頌文在《十地經》第七地中，是最後一頌，帶有

總結性的意味，這就表示《十地經》此處是傾向把第七地的根本特質，界說為通過

方便與般若並列並舉，淨化前七地殘存的生命雜質，使其至於徹底的純淨。而也正

是因為第七菩薩地具有這樣特殊淨化的生命特質，故而使得在第七地住立的菩薩超

過一切世間眾生，超越聲聞和獨覺。這個頌文更加清晰地闡明了方便與般若的並列

並舉、不可偏廢，確實是第七地菩薩超越一切眾生及聲聞、獨覺行者重要理由的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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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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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經》第七地下面這段長行文字，與上引頌文是對應的： 

【梵本】 

sa eṣāṃ samādhīnāmupāyaprajñāsupariśodhitānāṃ 

pratilambhānmahākaruṇābalena cātikrānto bhavati 

śrāvakapratyekabuddhabhūmim, abhimukhaśca bhavati 

prajñājñānavicāraṇābhūmeḥ || 

【十地】 

是菩薩得是三昧，智慧方便善清淨故，深得大悲力故，名為過聲聞、辟支佛

地，趣佛智地。 

【新譯】 

由於獲得由方便、般若極為淨化的這些三摩地，及由於偉大的悲憫力，此第

七菩薩地菩薩，得以超越聲聞、獨覺之地，且面向般若智慧簡擇地。16 

《十地品》這段漢譯所謂「得是三昧，智慧方便善清淨故，深得大悲力故」，

正是解釋第七地菩薩超出聲聞、獨覺的理由。參照梵本，可見這裡提到兩個理由：

一是由於第七地菩薩能夠獲得無量的三摩地，而這些三摩地是「由方便、般若極

為淨化的」，二是由於第七地菩薩具有「偉大的悲憫力」。長行經文同樣重視方

便、般若並列並舉，對於第七地菩薩行超越聲聞、獨覺的特殊條件意義，雖然它

此處是側重從菩薩第七地所獲得諸多禪定的角度，間接表達這一思想的。此處漢

譯中「智慧、方便」，就是梵本中的 upāyaprajñā（方便、般若）。此段文字還特

別把「偉大的悲憫力」（mahākaruṇābalena）與般若、方便並列，非常正確而清晰

地處理了悲憫、般若、方便三者對於構建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特殊生命淨化性，尤

其是使得大乘佛教的菩薩行得以超出聲聞、獨覺乘的基本理由。要之，第七地菩

薩之所以能夠達成其特殊的淨化生命，能夠超越一切三界眾生及二乘行人，歸根

結底是因為他具備偉大的悲憫，以及偉大的般若、偉大的方便這三者。 

文獻七 

下面一段經文長行文字，則是要處理第七地菩薩行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

題：菩薩要如何對待輪回？經文如下： 

                             
16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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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本】 

sa evaṃ jñānabalādhānaprāptaḥ samādhijñānabalabhāvanābhinirhṛtayā 

buddhyā mahatopāyaprajñābalādhānena saṃsāramukhaṃ cādarśayati | 

nirvāṇasatatāśayaśca bhavati | mahāparivāraparivṛtaśca bhavati | 

satatasamitaṃ ca cittavivekapratilabdho bhavati | traidhātukopapattiṃ 

ca praṇidhānavaśenābhinirharati sattvaparipācanārtham | na ca 

lokadoṣairlipyate | śāntapraśāntopaśāntaśca bhavati | upāyena ca jvalati 

| jvalaṃśca na dahate | saṃvartate ca buddhajñānena | vivartate ca 

śrāvakapratyekabuddhabhūmibhyām | 

buddhajñānaviṣayakośaprāptaśca bhavati | māraviṣayagataśca dṛśyate | 

caturmārapathasamatikrāntaśca bhavati | māraviṣayagocaraṃ 

cādarśayati | sarvatīrthyāyatanopagataśca dṛśyate | 

buddhatīrthyāyatanānutsṛṣṭāśayaśca bhavati | sarvalokakriyānugataśca 

dṛśyate | lokottaradharmagatisamavasaraṇaśca bhavati | 

sarvadevanāgayakṣagandharvāsuragaruḍakinnaramahoragamanuṣyāma

nuṣyaśakrabrahmalokapālātirekavyū-hālaṃkāraviṭhapanāprāptaśca 

bhavati | sarvabuddhadharmatimanasikāraṃ ca na vijahāti || 

【十地】 

菩薩如是以大願力故，得智慧力故，從禪定智慧生大方便力故，雖深愛涅槃，

而現身生死；雖眷屬圍遶，而心常遠離；以願力故，受生三界，不為世法之

所污染；心常善寂，以方便力故，而還熾然；隨行佛智，轉聲聞、辟支佛地；

至佛法藏，而現魔界；雖過四魔，而現魔行；雖現外道行，而不捨佛濟；雖

現身一切世間，而心常在出世間法；一切所有莊嚴之事，勝諸天、龍、夜叉、

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四天王、釋提桓因、

梵天王，而不捨樂法、愛法。 

【新譯】 

同樣，此菩薩因為已經具有智慧力，依靠修持三摩地智慧力所引發的覺知，

依靠具有偉大的方便、般若力，就示現輪回門，卻總是想著涅槃；為巨大的

眷屬所圍繞，卻總是獲得遠離心；為成熟眾生，以誓願之勢力托生到三界，

卻不為世間諸過失所黏連；他寂靜、極為寂靜、至極寂靜，卻以方便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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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燃燒其熾然；他以佛智而生，卻轉為聲聞、獨覺二地；他獲得佛智境界

的庫藏，卻示現魔羅的境界；他超越四種魔羅之道路，卻示現魔羅境界的範

圍；他走進一切外道的場地，卻不舍作為佛陀之渡口的場地；他實施一切世

間的事業，卻以達到出世間法作為目標；他積極地莊嚴、裝飾、建設一切天

神、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伽樓陀、緊那羅、摩候羅伽、人非人、

天帝釋、大梵天、世護，卻不放棄旨在一切佛法的思考。17 

在《十地品》第七地此段漢譯中，第七地菩薩處理輪回問題的理論依據，被

表述為：「以大願力故，得智慧力故，從禪定智慧生大方便力故」，三個「故」字，

就是說明菩薩處理輪回問題的三個思想原則。參照梵本，原語如下：

jñānabalādhānaprāptaḥ samādhijñānabalabhāvanābhinirhṛtayā buddhyā 

mahatopāyaprajñābalādhānena，新譯為：因為已經具有智慧力，依靠修持三摩地

智慧力所引發的覺知，依靠具有偉大的方便、般若力。此處漢譯中「以大願力故」

一句，不見於今傳《十地經》梵本中；「從禪定智慧生大方便力故」，根據今傳梵

本，則是開為兩句。可見漢譯底本與今傳梵本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細節差異。然

而在第七地菩薩解決輪回難題的思想原則問題上，「偉大的方便」和「偉大的般若」

並列並舉，這兩種菩薩品德，尤其是這兩種菩薩品德的並列並舉、而不偏廢，無論

如何都是菩薩能夠選擇輪回度眾生活而不為世俗生活的污垢所黏連的重要前提。 

我們在這幾句話下面的經文中，讀到輪回中的菩薩生活的基本原則，不難看

到其中任何一個原則，本質上都貫穿般若與方便相應諧和的精神。所以這些經文

堅強有力地支持我們所謂方便、般若並列並舉是菩薩處理輪回問題重要思想原則

的觀點。而在《維摩經》中，也有討論菩薩輪回問題的相應說法。18這也是支援我

們如是解讀的可靠根據。 

結論與引申 

根據以上對《十地經》第七地七組「方便慧」或「慧方便」相關譯語的釋義與

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方便慧」或「慧方便」相關譯語所表達的，其實是《十地經》

關於第七地菩薩行一個十分重要的義理；這一義理的基本意義，是指般若智慧與善

巧方便兩種菩薩品德應當並列並舉、不相偏廢的修學原則；第七地菩薩通過實踐這

                             
17

 參考荒牧典俊譯《十地經》，《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經》，昭和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新訂再版

發行，中央公論社，第 224 頁。 
18

 《維摩詰所說經》卷 2：「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

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CBETA, T14, no. 475, p. 

545b4-9)參見程恭讓（論文）：《〈維摩詰經〉之〈方便品〉與人間佛教思想》，《玄奘佛學研究》第

十八期，2012 年 9 月，第 182-1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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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則，不僅實現從第六地的超越，確保菩薩第七地中的一切行持、第七地菩薩行

的殊勝性、菩薩行十種波羅蜜多的統率性，也保障菩薩實現對第七地的超越，成就

一切世間不可比擬的高度淨化的生命，並且保證菩薩進入輪回度眾的生活而無虞。

因此高度重視善巧方便品德的修學，及高度重視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兩種菩薩品德

的並列並舉、不可偏廢，是《十地經》第七地菩薩行所以可能的基本思想原則。而

這樣的思想原則與拙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一書中基於善巧方便概念思

想視角重新解讀大乘經典思想實質所達到的結論，19是本質一致的。 

現在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以上關於般若、方便思想原則的解讀，是僅僅對於

《十地經》第七地有效，還是《十地經》中普遍的及基本的思想原則之一呢？我

們的回答是後者。雖然對此要做出詳細的論證，還有待專文的闡發，但是在目前

這篇文章中，僅僅指出以下一些思想線索，已經足夠了： 

如《十地品》序言部分，言十方前來參與法會的菩薩，「能到一切菩薩智慧方

便彼岸」20。 

第一地，言住歡喜地菩薩，「念一切佛、一切菩薩所入智慧方便門故，生歡喜

心。」21
 

第四地，言住焰地菩薩，「為思惟大智慧方便故行」22；「是菩薩轉倍精進，智

慧方便所生助道法，隨所修行，心轉柔和，堪任有用，無有疲倦。」23頌文：「大

智慧方便」。24
 

第六地，言住現前地菩薩，「深心、決定心、真心、甚深心、不轉心、不捨心、

廣心、無邊心、樂智心、慧方便和合心，如是等心轉勝增長，隨順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一切論師不能傾動。」25「安住菩薩智慧明中，修空、無相、無願解脫門，

專以智慧方便行助菩提法。」26「譬如真金，以瑠璃磨瑩，光色轉勝；菩薩住現前

地，以慧方便故，一切善根轉勝明淨，餘地不及。」27
 

                             
19

 程恭讓：《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17 年 12 月。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CBETA, T09, no. 278, p. 542a14-15。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CBETA, T09, no. 278, p. 545a4-5。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CBETA, T09, no. 278, p. 554a17-18。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CBETA, T09, no. 278, p. 554a22-24。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CBETA, T09, no. 278, p. 554c24。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CBETA, T09, no. 278, p. 559b21-24。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CBETA, T09, no. 278, p. 559b26-28。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CBETA, T09, no. 278, p. 559c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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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地，「菩薩摩訶薩已習七地微妙行慧，方便道淨。」28頌文：「菩薩住七地，

慧方便已淨，善集助道法，大願力所繫。」29
 

第九地，「用無量慧方便，四無礙智言辭說法，是菩薩常隨四無礙智，而不可

壞。」30
 

第十地，頌文：「能以慧方便，種種而示現，諸有所為作，以利於世間。」31「行

慧方便等，得法寂滅相，如是之大士，難知難可及。」32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CBETA, T09, no. 278, p. 564b7-8。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CBETA, T09, no. 278, p. 566b18-20。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CBETA, T09, no. 278, p. 568c15-17。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7：CBETA, T09, no. 278, p. 576b1-2。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7：CBETA, T09, no. 278, p. 576b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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