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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表（之一）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7 日（週六） 

8:20~9:00 報    到 

9:00~9:40 開幕典禮、團體合照 

9:40~10:00 茶點交誼 

場次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講評人 

10:00~12:00 

蔡翊鑫教授 

（A 場地） 

釋會至 異生性之探究 

陳一標教授 

林維明 唯識宗的「因上見」宗義探討 

周庭安 慈雲遵式《金園集》之思想研究 

汪  娟教授 

釋妙煥 中印佛教「禮讚」之異同 

郭朝順教授 

（B 場地） 

釋見暄 

《觀無量壽佛經》往生淨土行因之略

探——以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

疏》為範圍 

 

涂豔秋教授 

釋見故 
運用漢語語法書面模型讀解漢譯《雜阿

含經》主題語句 
張蘭石教授 

釋道樂 弘一大師愛國精神初探 萬金川教授 

廖乙璇 論支謙譯經背景與特色 盧惠馨教授 

12:00~13:30 午餐／主協辦單位會議 

 

13:30~15:30 

 

林建德教授 

（A 場地） 

許尤娜 

南北朝時期坐禪、習禪及傳禪敘述——

以《佛國記》、《高僧傳》、《洛陽伽藍記》

及《二入四行論》為線索 

果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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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林建德教授 

（A 場地） 

黃馨儀 智旭《楞嚴經》相關論述中的佛性觀 果暉法師 

羅中成 《六祖壇經》如來藏思想研究 陳敏齡教授 

范明麗 
釋迦牟尼佛的「病痛因緣」與對治方法

之研究 
凃玉盞教授 

盧惠馨教授 

（B 場地） 

林銘光 
《華嚴經‧十地品》初地十願之探究 

——以澄觀《華嚴經疏》論述為主 

郭朝順教授 

釋宗怡 
《華嚴經‧入法界品》善知眾藝童子研

究 

釋果淳 
普賢行者弘一大師之修行實踐——以普

賢十大行願為主 
見岸法師 

林欣儀 
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之研

究 
德涵法師 

15:30~15:50 茶點交誼 

15:50~17:20 
見岸法師 

（A 場地） 

吳文山 
以《佛教規範倫理學》的護生觀論死刑

犯生命倫理 
林建德教授 

胡欣宜 轉法輪略考 

釋聖因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for the 

Modern World 

鄭維儀教授 

17:20~17:40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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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表（之二）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8 日（週日） 

8:00~8:20 報    到 

場次時間 主持人 發表者 論文題目 講評人 

8:20~10:20 
邱敏捷教授 

（A 場地） 

林承德 
佛教對邪見之說明——以阿含經典為

主要依據 
嚴瑋泓教授 

釋賢品 從《布吒婆樓經》探討 saññā 之掌握 

張麗卿 
《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之「生命

抉擇」探討 

越建東教授 

鄭夙惠 
從「人間佛教」觀點詮釋四無量心的解

行向度 

10:20~10:40 茶點交誼 

10:40~12:10 
仁朗法師 

（A 場地） 

李慧萍 

電腦內容標誌在漢譯佛典意義理解上

的應用——以江味農《金剛經講義》為

例 

如戒法師 

呂姝貞 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譬喻修辭研探 邱敏捷教授 

釋道禮 
清末民初梁啟超佛教治國理念——以

《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為探討 
黃運喜教授 

12:10~13:30 午    餐 

13:30~15:30 

蔡伯郎教授 

（A 場地） 
趙太極 

「般若波羅蜜」思想探微——以《大智

度論》為論述核心 
劉嘉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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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蔡伯郎教授 

（A 場地） 

吳清海 

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應云何

住」、「云何應住」——以梵漢對勘為進

路 

 

劉嘉誠教授 

林晏伃 《百喻經》之生命關懷探究 

仁朗法師 

黃武達 

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

之比較研究——以南傳安般念與北傳

天台止觀為中心 

劉嘉誠教授 

13:30~15:00 

（B 場地） 

余淑芳 支遁「即色論」之探討 林金木教授 

李忠達 
無門慧開《無門關》及無字公案參法之

特色 
圓貌法師 

蘇原裕 
佛陀左手握執衣角造像之源流與發展

初探 
陳清香教授 

15:30~15:50 茶點交誼 

15:50~17:20 
林金木教授 

（A 場地） 

李佳臻 
方東美對天台思想的判析與詮釋——

以慧思禪師為中心 
杜保瑞教授 

釋慧文 《楞嚴經》「眼識」修行探討 黃國清教授 

釋從照 
論《大智度論》與《中論》「破四緣」

論題之探討 
蔡伯郎教授 

綜合座談會

17:20~18:00 

主持人 主題 與談人 

昭慧法師 
少子化時代佛學教

育的挑戰與對策 

仁朗法師 

蔡伯郎教授 

黃國清教授 

18:00~18:20 閉幕典禮、移交下屆主辦單位儀式 

18:20 圓滿、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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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講評人、發表人、與談人名冊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林金木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林建德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邱敏捷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兼附中校長）  

郭朝順 （華梵大學哲學系教授） 

劉嘉誠 （佛教弘誓學院教師、台大哲研所博士） 

蔡伯郎 （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蔡翊鑫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盧惠馨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釋仁朗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釋昭慧 （玄奘大學社科院院長兼宗教學系主任） 

釋見岸 （佛教弘誓學院高雄推廣中心主任） 

講評人講評人講評人講評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杜保瑞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汪 娟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林金木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林建德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邱敏捷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兼附中校長） 

凃玉盞 （文化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涂豔秋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蘭石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郭朝順 （華梵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一標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陳敏齡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陳清香 （文化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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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建東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教學系所副教授兼所長） 

黃運喜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兼任教授） 

萬金川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劉嘉誠 （佛教弘誓學院教師、台大哲研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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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維儀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盧惠馨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嚴瑋泓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釋仁朗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釋如戒 （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釋見岸 （佛教弘誓學院高雄推廣中心主任） 

釋果暉 （法鼓文理學院教授） 

釋德涵 （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發表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余淑芳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吳文山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 

吳清海 （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班） 

呂姝貞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  

李佳臻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李忠達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李慧萍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周庭安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 

林承德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林維明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  

林銘光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林欣儀 （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林晏伃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 

胡欣宜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范明麗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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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卿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許尤娜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黃馨儀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  

黃武達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廖乙璇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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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夙惠 （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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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見暄 （香光尼眾佛學院）  

釋見故 （圓光佛學研究所）  

釋宗怡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釋果淳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釋從照 （福嚴佛學院研究所）  

釋會至 （元亨佛學院研究所）  

釋聖因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釋道禮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釋道樂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釋慧文 （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班）  

釋賢品 （圓光佛學研究所） 

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與談與談與談與談人人人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蔡伯郎 （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教學系所副教授兼所長） 

釋仁朗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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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生性之研究 
 

 

釋會至∗
 

摘要  

本論文「異生性之探究」，係探討關於凡夫的種種習氣，如何透過修行而達到斷

二障煩惱，成就見道證果之問題。有情眾生在三界中不斷的沉輪生死，頭出頭没無法

超脫，由此可見生死的問題，在生命中是相當重要的。加之，在《大毘婆沙》、《發智

論》、《俱舍論》等論中更擴大加以闡述關於「異生性」的主題。雖然有諸多論文論述

關於「無我」、「我」、「補特伽羅」等之議題，但是，鮮少看見以「異生性」為主題的

論述，這令我對「異生性」的主題研究深感興趣。 

在原始佛教《阿含經》中雖有提到「異生」一詞，但到部派佛教時代，則擴大說

明，如何「捨異生性，得聖性」的論題，尢其在《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阿毘達磨

俱舍論》、《順正理論》中更深入論到此問題。近代《太虛大師全集〉及印順導師的著

作中也都有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論究；宅見春雄〈異生性異補特伽羅〉中亦作相關的說

明。 

本文將以《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作為底本，向上追溯到原始佛教「異生」的定

義，向下研探到大乘時代異生性思想的流變，如此之架構讓筆者試著想由早期的《阿

含經》中對異生的詮釋，到部派佛教的「異生性」之開展，進一步研探關於「異生性」

與「異生法」之問題。釐清《發智論》與《大毘婆沙論》對於「異生性」教相之開展。

期望能藉由此議題更加深入釐清「異生性」思想的發展與變遷，提供更多教理的分析

與研究。讓更多的修行者能藉以此論題幫助行者內化昇華，提升修行之行門與解門深

度，以期拓展實踐生命的視野。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異生性、異生法、補特伽羅、我、無我 

                                                 
∗
 元亨佛學院研究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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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法的教義和教理隨著時間、地點、人物、環境變遷、事物的改變等因素產生變

化，在此想藉此「異生性」論題的研究，深入了解其義理為何？從原始佛教的教典中

演變到部派佛教的各自主張，銜接大乘的般若經典，直到近代學者的研究論述著作，

在這些時代的思想演化過程中，又是如何的進行？是筆者所要探討的議題。 

研究方法，透過經證比對與釐清對於本論文開展，對照南北傳藏經與巴利原典深

入了解異生性一詞的運用，釐清其思想的脈絡。南北七論的對照，更凸顯出部派佛教

樞紐之居。 

近代學者對於「異生性」的議題，經常與補特伽羅一同討論，其文獻研究相當多，

尤以我、無我等論題也經常出現，但礙於篇幅之所限，僅就以本論文有關的研究成果

而列示。印順《攝大乘論講記》1所述異生性是無明、依見道所斷，分別煩惱和所知

二障而立，未入見道時，未了諸法實相，即為凡夫。一旦見道，斷異生性障，即證悟

諸法的實相，遍一切味相之遍行法界，此論點筆者深感認同。宅見春雄〈異生性異補

特伽羅〉2中認為異生是凡夫，補特伽羅是耆那教所衍生出來的我。 

論文之架構先就其意義作探討，其次補特伽羅的法義與特性相互比較，再以《阿

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作為主軸，上溯早期原始佛教南北傳《阿含經》對異生的詮釋，

至部派佛教的「異生性」之發展，進一步發展成「異生法」與「異生地」等異生之論

題。更釐清《發智論》與《大毘婆沙論》對於「異生性」論題之開展，《俱舍論》《顯

宗論》《順正理論》等論中比對其法義之演化過程。而到大乘《大般若經》中，又呈

現怎樣的面貌？透過對於法義的研究釐清，其思想脈絡流變，更加清楚確定其時代意

義，以其發展的流變。 

二、異生性之意義  

異生性一詞，在原始佛教中僅以「異生」，來說明凡夫之種種特性；到部派佛教

中，乃至大乘時期，則以「異生性」說明無聞凡夫之性質。以下筆者以其法義闡述異

生性一詞之時代意涵，及其思想之發展： 

                                                 
1 印順，《攝大乘論講記》。1946 年。頁 391。 
2 宅見春雄(1953) 。〈《異生性と補特伽羅》。《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 回學術大會紀要》〉。日

本印度学仏学研究出版，2002.01.29 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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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異生性之定義與特性 

1、異生性之意義 

異生性，BSk.pṛthag-janatva，pṛthag-janatā 陰性，舊譯凡夫性，新譯異生性。凡

夫者，乃指六道之中未得佛法之眾生。以下就異生性一詞個別解說其定義，「異」， 巴

puthutta 名詞，由﹝puthu-tta﹞組合，含有異、別異、變異等義。「生」，巴梵 jana，√

jan，人、眾生、生靈。「性」，即性質。「異生」，巴梵 pṛthag-jana 陽性。「異生性」，

梵巴 pṛthag-janatva 陽性，pṛthag-janatā 陰性，又稱凡夫性。 

異生性，即平庸眾生，意指平凡之愚癡異生性，使眾生成為凡夫之本性，亦即通

常所謂「見惑」之煩惱種子。因凡夫輪迴五趣或六道，受種種別異之果報；又凡夫由

種種變異而生邪見、造諸惡業，故稱異生。 

《俱舍論》卷 4： 

定無非得是無漏者。所以者何？由許聖道非得說名異生性故。如本論言︰云何

異生性？謂不獲聖法。不獲即是非得異名，非說異生性是無漏應理。3 

定即是成就無漏者。如何說呢？因無法成就聖道，即異生性。如本論所曰：何為

異生性？無獲得聖法。不獲即不成就之異生，故不能言異生就是無漏，故異生性是有

漏。得非得是心不相應法，不隨生滅而變，及非心非色系屬於有情，凡夫的煩惱聯繫。

得係指被未來煩惱所繫縛，所以非得才能進入修行道。故異生性是非心非色的心不相

應法。 

為何不成就聖法那是異生性4？因為不成就一切聖法。所謂「不獲得」，即遠離成

就之意。若是如此，諸佛世尊亦無成就聲聞、獨覺種性諸聖法？不成就苦法智忍及俱

生法等入道位，即名異生性。成就道類智時若捨此法，就應該成就不了聖道，因以被

二障所束縛之故。因既然通三乘，不成就種種捨離異生性之法，也就不能獲得聖道。 

所以異生性是不獲聖法，不具有聖道、無漏、苦法智等一切聖法。其執自我，就

                                                 
3 《俱舍論》T29, no. 1558, p. 23, b11。 
4 《俱舍論》：「不獲何聖法名異生性？謂不獲一切，不別說故，此不獲言表離於獲。若異此

者，諸佛世尊亦不成就聲聞獨覺種性聖法，應名異生？若爾彼論應說純言，不要須說，此

一句中含純義故，如說此類食水、食風。有說：不獲苦法智忍及俱生法名異生性。不可難

言，道類智時捨此法故應成非聖，前已永害彼非得故。若爾此性既通三乘，不獲何等名異

生性，此亦應言不獲一切。」T29, no. 1558, p. 23, b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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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癡」、「我見」，由此更發生「我貪」、「我慢」等諸使結。5 總括言之，異生性

是非聖法，是有漏，是凡夫性，是眾生的習氣，疑、慢、見等，故應捨離才能正性離

生，成就聖法。 

2、異生性之特性 

於各部派中對異生性主張為何？6 犢子部認為彼是欲界繫，是染污性是見所斷，

相應行蘊攝。亦有主張欲界見苦所斷十隨眠。一切有部持相反論點，是三界繫，修所

斷，不染污，不相應行蘊所攝。譬喻者執意為，無實體。婆沙持相反意見，認為異生

性自體實有，各說紛紜。在眾多的主張中以《發智論》的理論最具代表性： 

云何異生性？答︰於聖法、聖暖、聖見、聖忍、聖欲、聖慧，諸非得、已非得、

當非得，是謂異生性。」7 

異生性的本質即聖法等之非得，這樣的議題到《大毘婆沙論》時更加廣為說明： 

問聖法、聖暖、聖見、聖忍、聖欲、聖慧有何差別？…謂苦法智忍，令蘊種子

皆悉萎悴故名聖暖，推求諦理故名聖見，忍可諦理故名聖忍，愛樂諦理故名聖

欲，決擇諦理故名聖慧。復次苦法智忍，令有種子皆悉萎悴故名聖暖，推求行

轉故名聖見，忍可行轉故名聖忍，愛樂解脫故名聖欲，覺了諦理故名聖慧。…

有餘師說：此中顯示真實相似二種聖法，相似聖法，即暖等四順決擇分。聖法

者，謂真實聖法即無漏道，聖暖者謂暖法，聖見者謂頂法，聖忍者謂下中忍法，

聖欲者謂增上忍法聖，慧者謂世第一法。若未修得暖法等四，當知彼是全分異

生，若得暖等亦名聖者。如世尊說：若有成就暖等善根，我說彼名相似聖者，

然異生性唯是真實聖法，非得非不得餘故，彼不應言暖等。8 

《大毘婆沙論》中對於聖法乃至聖慧，分別廣說其義理。聖暖，既令蘊種子（指

五蘊身）悉萎悴，名聖暖。係指進入加行位之暖位，不執著五蘊色身，才可進行第一

步，入聖道位做準備，又稱暖法。聖見，推求諦理，推求行轉（指四諦十六行相之回

轉）9，謂頂法。聖忍，忍可諦理與行轉，又名下中忍法。聖欲，愛樂諦理及解脫，

                                                 
5 太虛《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三編 真現實論宗用論》，2005 年，(TX 21p670)。 
6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1, b21-29。 
7 《發智論》T26, no. 1544, p. 928, c5-7。 
8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2, c15-p. 233, a10。 
9 《國譯一切經》毘曇部(9)，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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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稱增上忍法聖。慧者，即世第一法，覺了或抉擇諦理而言。如此世尊云，成就這些

善根，只是相似聖者，尚未真正到聖者的階段，故異生性不是真正加行位之暖位。 

而論師們對異生的看法又如何？世友主張，能令有情起諸異類見、煩惱、造業，

受果、生故，名異生性。10情墮異界、異趣、異生故，名異生性。復次能令有情信異

師、作相、受法、行異行、求異果，名異生性。 

大德認為，令有情依止異類界趣生有，發起種種顛倒煩惱，造作增長感後有業，

流轉生死無了期故，名異生性。11阿毘達磨諸論師言：異生分、異生體，名異生性。

妙音說：異生類故，名異生性。脇尊者言：異生依，障聖性故，名異生性。綜合之，

諸論師雖觀點有所不同，但不外是立足於不同角度說明異生性產生的理由。其中又以

大德法救的看法與筆者最一致。 

三、補特伽羅之定義  

在義理方面，異生性，調別異、變異二種的意義，泛指一切有情眾生輪迴五趣或

六道，受種種別異之果報。而補特伽羅，則著重於眾生個別的五蘊色身來說明其意義。 

（一）補特伽羅之定義與特性 

1、補特伽羅之意義 

補特伽羅，（梵 pudgala，巴 puggala），音譯富特伽羅、弗伽羅、福伽羅、富伽羅。

意譯人、數取趣或眾數者。即眾生之別名，或生命主體、我、靈魂，人、士夫、丈夫、

有情。泛指生命各體，實指展轉輪迴於六道的主體。 

《雜阿含經》卷 13 所示12「眼、色緣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

此四無色陰和眼、色，此等法名為人，於此等法作人想、眾生 satta 有情、那羅 nara

人、原人、摩㝹㝹㝹㝹闍 manussa；梵語 manuja 人、人祖、摩那婆 māṇava 童子、士其 purisa

士夫、福伽羅 puggala；梵語 pudgala 補特伽羅、數取趣、耆婆 jīva 命者、壽者、禪頭

jantu 人、人趣。種種假名施設，以佛陀的看法，所言、所說、都是我想。13這八種同

意義字中「補特伽羅」也是佛陀列舉之一。 

                                                 
10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1, c13-24。 
11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1, c18-21。 
12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87, c26- c29。 
13 楊郁文(1988 年)﹐〈以四部阿含經為主綜論原始佛教之我與無我〉《中華佛學學報第 2 期》﹐

(p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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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學者蔡耀明就補特伽羅“pudgala”其內涵的解釋分為三個項目：1.個體 2. 

個人 3.相續。14 

First, as an individual, the term “pudgala is traditionally said to be derived from 

puṃ- (joining) plus -gala (breaking).”15 Hence, etymologically, the term pudgala 

means the individual or separate individual that undergoes modifications by 

combination and dissection. As for the rendering as separate individual, the term 

pudgala may well be related to pṛthak (different; separate; individual), and could 

therefore be related to pṛthag-jana (ordinary beings; still vulnerable to being 

subverted by constantly-varying affections and aversions). 16  In short, 

etymologically speaking, the constant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s in the world.” 

“pudgala”一詞有三種的界定，首先，“pudgala”被解說為「個體」，照傳統字

詞學而言，是從 puṃ(結合)加入 gala（解脫）。因此，依字源學來講，pudgala 這一詞

是意味個體或分開的個體。它歷經解結合與分割的變化。至於作為提供分開的個體，

pudgala 這語詞或許與 pṛthak 有關(差異的，分開的，個別的)，並因可能與 pṛthag-jana

有關（凡夫；此凡夫很脆弱受到不斷變化影響）佛典翻譯為異生。簡言之，依詞源學

來說，經瀝整合和分解不斷歷程，看成補特伽羅為分開個體，相互影響之過程中，就

是典型的世界個體。 

Second, pudgala is rendered as a person. If the focus is on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on physical objects or other patterns of sentient beings, the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term pudgala can shift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person or a single human. In 

Sanskrit, several other terms such as puruṣa, manuṣya, nara, or jana can be used to 

                                                 
14 Yao-ming Tsai﹐2013﹒“Perspectives on the Person and the Self in Vasubandhu’s Abhidharma-ko 

śa-bhāṣya”﹐pp.8-9. 
15 Padmanabh Jaini, The Jaina Path of Purification,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7, p. 101. See 

also Jacob Kattackal, Indian Philosophy: Indian Religious Philosophies from Vedas to 

Śankara-Rāmānuja-Śaivasiddhānta, Kottayam: Oriental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India, 1999, 

p. 182. 
16 See P. Tedesco, “Sanskrit Pudgala: ‘Body; Sou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7/3 

(July- September 1947):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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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human being in general and person in particular. ” 

其次，pudgala 譯為「人」，假如這焦點是人類，而非物質的對象，或其他形式的

眾生，然而 pudgala 其文字上的含意，可從個體轉變為人或單獨指人類。在梵語中，

其他的語詞如 purusa, manuṣya, nara, 或 jana 都可用於一般人類的意思，特別指人而

言。 

“Third, pudgala is rendered as a continuous stream. If the focus is o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 or person, then the term 

pudgala is called upon to act as continuous stream, i.e., the bundle of tendencies 

that keeps reincarnating as an individual or a person in a continuous flow of karma 

and rebirth.” 

第三點，pudgala 譯為「相續不斷」，其重點在於生起或還滅，而不是個體或人，

稱此為相續流轉。即傾向保持重新體現為個體或人隨著連續業力與輪迴所繫縛。以上

三點說明補特伽羅在不同的作用功能上，其意義亦隨之不同。筆者對於由「個體」到

「相續不斷」，以說明眾生在六道中不斷的「數取趣」輪迴之因，亦頗為認同。 

補特伽羅即五蘊的我，輪迴六趣的主體，外道認為是實有不變的我，即蘊計我，

佛陀認為無我，是一般對於數取趣的補特伽羅，大多界定於生死輪迴之部份，其實在

經論中亦不少論及，補特伽羅透過修行而達到身證解脫之境界，這也是佛教和其他宗

教最大不同點。 

2.、勝義補特伽羅 

何謂勝義補特伽羅，即指修道者透過修行，而漸漸脫離了凡夫的特性，進入聖者

的位階，且依每一個階段的不同，其特性也不一。若據《發智論》卷 18： 

七補特伽羅，謂隨信行、隨法行、信勝解、見至、身證、慧解脫、俱解脫。17 

清楚看到已將勝義補特伽羅分為七個位階，但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如此的問題到

了《大毘婆沙論》中特別解說關於七聖補特伽羅之議題。 

(1)云何隨信行補特伽羅？謂有一類，本來稟性多信、多愛、多恩（思）、多樂、

多隨順、多勝解，不好思量觀察簡擇，由彼稟性多信等故。…（2）云何隨法

                                                 
17 《發智論》,T26﹐no. 1544,p.1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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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補特伽羅？謂有一類。本來稟性多思、多量、多觀察、多簡擇，不好信、愛、

思、樂、隨順及與勝解，由彼稟性多思等故。…（3）云何信勝解補特伽羅？

謂隨信行得道類智，捨隨信行得信勝解。…（4）云何見至補特伽羅？謂隨法

行得道類智；捨隨法行，得見至。…（5）云何身證補特伽羅？謂信勝解或見

至，以身具證八解脫未以慧盡諸漏，彼捨信勝解或見至得身證。…（6）云何

慧解脫補特伽羅？謂信勝解或見至但以慧盡諸漏，未以身具證八解脫，彼捨信

勝解或見至得慧解脫。…（7）云何俱解脫補特伽羅？謂慧解脫或見至或身證，

以身具證八解脫亦以慧盡諸漏，彼捨慧解脫或見至或身證得俱解脫。若先得阿

羅漢果後得滅定，彼捨慧解脫得俱解脫。…諸佛皆是俱解脫故，捨道者捨修道，

得道者得無學道。18 

第一種，隨信行的補特伽羅，天性多信仰、慈愛、想像、樂天、隨順與善解的人，

較不喜好思量、觀察、簡擇，而天性好信仰者。第二類隨法行補特伽羅恰與第一者的

性質相反者。第三類信勝解補特伽羅，信勝解者已捨隨信行者之特性，對於法產生殊

勝之理解後，而得到清淨的「淨信」，所以才說捨隨信行得信勝解。 

第四類見至補特伽羅，修道者已經證得果位，由此進作修道位的階段。第五身證

補特伽羅，已因為以八種定力而捨卻色、無色界的貪，自身具證得八解脫之位階，故

捨信勝解或見至而得身證。第六類慧解脫，即信勝解或見至，以智慧使諸漏已盡，但

身證還未進入八解脫，所以捨信勝解或見至而得到慧解脫。最後一類俱解脫補特伽

羅，慧解脫或見至或身證，以身證完全進入八解脫，且亦以智慧通達使諸漏已盡，其

捨慧解脫得俱解脫。…諸佛皆已俱解脫，已捨棄修道位而進入無學道之中。引此經將

七聖補特伽羅的特性說明之，讓我們更加清楚其每一位階的所修之處，如何由凡夫而

轉成聖者的特性。諸如此類的論題，在其它的經論中亦有所說明，以下列舉諸經證。

依《識身足論》卷 2 

補特伽羅論者作如是言，諦義勝義。補特伽羅，可得可證，現有等有，是故定

有補特伽羅。19  

補特伽羅是勝義諦指我，可以修得證得，且是現有平等的，故稱補特伽羅。，七

種補特伽羅表示其勝義的特點。《法蘊足論》卷 2︰ 

                                                 
18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78, a8- p.279,a4。 
19 《識身足論》,T26, no. 1539, p. 537,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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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僧中，有預流向、有預流果、有一來向、有一來果、有不還向、有不還果、

有阿羅漢向、有阿羅漢果，如是總有四雙八支補特伽羅。20 

此乃四證淨中之僧證淨，由四禪八定更確定補特伽羅可修可證。 

《集異門足論》卷 4︰ 

三補特伽羅者，一者覆慧補特伽羅，二者膝慧補特伽羅，三者廣慧補特伽羅。
21 

這三種補特伽羅即依根器而分類，代表上、中、下、智而言。如上所述，隨信行

等七種聖者乃至覆慧等凡愚，皆名為補特伽羅。此係以「人」為補特伽羅。 

勝義補特伽羅者，於入聖位者必須捨煩惱障、解脫障等等，除去見思惑才能趣入

聖位。無論隨法行、隨性行，皆能於苦法智忍之第一見道位開始修行，亦即將入正性

離生，即具備成聖者的資格。 

異生性與補特伽羅之義理，已於前面詳細論述，現將兩者作更進一步的比較，如

下所示： 

名相 梵、巴語 意譯 音譯 

異生性 pṛthag-janatva 舊譯凡夫性，新譯異生性。 必栗託仡那。 

補特伽羅 

(音譯) 

梵 pudgala 

巴 puggala 

人、士夫、丈夫、有情、我、

靈魂、數取趣或眾數者。 

富特伽羅、弗伽羅、福

伽羅、富伽羅。 

 

此二者特性：異生性，即偏重在如何成為異生之原因及特性，是必須被捨棄異生

性才能入聖位。補特伽羅是以「人」為主體，透過如何修行確認補特伽羅是可修可證，

應以斷除無始劫以來的煩惱，而達到斷除煩惱障、解脫障之解脫，經過修行，即可入

聖果。終究兩者亦大同小義，雖然補特伽羅也可稱為異生性，但還是有所差異。 

四、異生性思想之發展  

在原始佛教中「異生」經常與「異滅」連接在一起，當作形容動詞使用，到部派

時代則發展成異生性，後來到大乘唯識，則將之放於心不相應行之心所法。在此想藉

由異生性之議題，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乃至大乘時代對異生性的詮釋，做思想的比

                                                 
20 《法蘊足論》,T26﹐no. 1537,p463a。 
21 《集異門足論》,T26 no. 1536,p 37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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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釐清發展過程之變遷，將會逐一展現在本文之中。 

1、原始佛教之異生 

南北傳阿含經中，對異生之解說為何？在巴利經典中又何以字彙來表達？又如何

演變成異生性的過程？以下列舉經證以說明之。《雜阿含經》卷 12： 

彼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變，異生異滅，猶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

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異生異滅。22 

上述引文是探討心理的作用，在〈心意識之初探〉23中有更進一步討論，三者同

時進行，相獼猴攀樹一般放此抓彼，異生異滅表示剎那生、剎那滅的變化。也就是念

頭生起與滅去。文中異生異滅其巴利文原文“aññed（異） eva uppajjati（生） aññaṃ 

（異） nirujjhati（滅）﹒”意指著是剎那生滅，以形容詞動詞解釋。等同的南傳經典

《相應部》卷 12 

所以者何？諸比丘！此四大所造之身，可現住於一年…然稱此為心、意、識者，

則日夜轉變異生、異滅。諸比丘！譬如彌猴徘徊森林中縱放一枝，又另捉一枝。

諸比丘！同此，稱此是心、意、識者，亦日夜轉變，異生、異滅。24 

四大和合的色身是長久否？答︰不長久。因為心、意、識日夜不斷剎那生剎那滅，

就像徘徊在森林中的猴子一樣，這手抓這樹枝放掉，那手又另外抓另一枝，完全沒停

止，如同心、意、識剎那之間生滅不斷。《雜阿含經》卷 2： 

佛告婆羅門。於意云何？頗有色常住百歲耶？為異生、異滅耶？受、想、行、

識常住百歲耶？異生、異滅耶。答曰：如是，世尊。25 

婆羅門和佛陀釋尊討論五蘊是否以常住百歲，釋尊開示「異生、異滅」，色法前

剎那與後剎那的生滅是完全不同，受想行識也是如此。文中提到異生異滅，是不同生

滅變化的意思，故五蘊色身非永恆。 

《雜阿含經》卷九26 ，此經敘述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向優陀夷請法，因其

                                                 
22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81, c14-17。 
23 考釋會忍，(2000)。〈心意識之初探〉。《中華佛教研究所學術論文發表會》。頁 2-4。 
24 《相應部》N14, no. 6, p. 113, a5-10 // PTS.S.2.94 - PTS.S.2.95。 
25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13, a29-b10。 
26 《雜阿含經》：「優陀夷答言：汝今宜問，當為汝說。彼即問言：有沙門、婆羅門說苦、樂 自



 
                                                                       

異生性之研究 

 
 

11 

疑惑苦樂云何？尊者為其解疑。經中所談苦樂自作、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作，因

此感到煩惱，故尊者回答：苦樂異生，苦受、樂受是個別生起，這和其他兩段的意思

不大相同。 

以上三段阿含經所提及的異生示站在剎那剎那生滅立場，說明法的無常性，這與

後來的異生性的異生是決然不同。後期異生性係指凡夫性而言，與早期的用詞相差甚

遠。但筆者發現早期翻譯字語，並無一定用詞，如巴利文“assutava puthujjano”在南

北阿含《中部》《相應部》《增支部》與《雜阿含》大部分翻譯成無聞異生或無聞凡夫，

現以巴利原文《南傳大藏經》與《雜阿含》做比對如下，以《無母子之怖畏經》

“Amataputtikani bhayani”為例︰ 

 “Tinimani  bhikkhave,  amataputtikani bhayaniti assutava puthujjano bhasati. 

Katamani  tini? Hoti so, bhikkhave, …bhikkhave, pathamam  amataputtikam 

bhayanti assutava puthujjano bhasati.” 

《增支部經典》卷 3： 

諸比丘！無聞之異生稱此等三者，為無母子之怖畏。之何為三耶？ 

諸比丘！…諸比丘！此是無聞之異生稱為第一之無母子之怖畏。27 

《雜阿含經》卷 28： 

諸比丘！有三種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何等為三？諸比丘！…是名第

一無母子畏，愚癡無聞凡夫所說。28 

由上述三經比對之後，「凡夫」屬較早期的用法，「異生」則是較後來翻譯才使用。

而關於異生之使用。在《增支部》卷 3： 

無聞之異生，自行老衰，未能避免不老，卻見其他老衰者而苦惱，超越於己而

                                                                                                                                        
作；復有說言苦、樂他作；復有說言苦、樂自他作；復有說言苦、樂非自非他作。尊者，

復云何？尊者優陀夷答言︰姊妹，阿羅訶說苦、樂異生，非如是說。婆羅門尼復問，其義

云何？優陀夷答言︰阿羅訶說從其因緣，生諸苦、樂。」T02, no. 99, p. 62, a17-25。 
27 《增支部經典》,N19, no. 7, p. 256, a8-p. 259, a6 // PTS.A.1.178 - PTS.A.1.180。 
28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199, b5-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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慚，而嫌。…此對我是不應該。29 

講述三種憍即壯年憍、無病憍、活命憍。而以無聞異生亦不免於衰老、自病、自

死來鼓勵比丘悉皆斷。此處的無聞異生，指沒聽聞法的眾生。 

《無礙解道》卷 3： 

爾時，世尊言五比丘曰：諸比丘！出家「者」是不可習此二邊。何者為二？(1)

於諸欲專心欲耽著，為下劣、卑賤、異生類、非尊聖、無義，(2)專心於自己

之疲勞，為苦、非尊聖、無義。…此是八聖道支，謂正見…正定。諸比丘！如

來現等覺此中道資於眼生、智生、寂靜、通智、等覺、涅槃也。30 

此文是釋尊告諸比丘不可學習怠惰的二法，要遵循八正道，如來以身教現等覺此

中道資於眼生、智生、寂靜、通智、等覺、涅槃，精進無退。在此引文已使用「異生

類」一詞，也是南北阿含最早使出現。 

《無礙解道》卷 2： 

如何為圓滿清淨戒？善異生而相應善法，於有學之邊際成圓滿，無顧慮身、命，

永捨命者，此為圓滿清淨戒。31」與卷 4：「七有學及善異生之慧增長，阿羅漢

之慧增長，依增長而資慧之覺悟。此是慧之覺悟。32 

前二則皆提及善異生，指透過聽聞正法之後產生戒所成智、智慧之覺悟者故，善

異生是可以成為圓滿清淨戒及覺悟之智慧者。 

南北傳阿含經之中就異生出現次數，反倒是南傳多於北傳，是否因翻譯語詞的關

係，這有待進一步的考察。根據筆者探究後發現，無聞異生與無聞凡夫，是同語異譯，

其巴利文字詞皆為“assutava puthujjano”，由上述經證亦都引證。北傳中有《雜阿含

經》卷共 6 筆討論異生。而在南傳《犍度》、《相應部經典》、《增支部經典》，及小部

《無礙解道》總計共 148 筆，這是否因《漢譯南傳大藏經》（元亨版），由現代學者所

翻譯有關，有待再研究。將其歸類整理如下表︰ 

 
                                                 
29 《增支部經典》 N19, no. 7, p. 209, a14-p. 210, a3 // PTS.A.1.145 - PTS.A.1.146 可可可 T02, no. 

99, p.608b 和 T01, no. 26, p.607c。 
30 《無礙解道》,N44, no. 19, p. 58, a3-9 // PTS.Pa?is.2.147。  
31 《無礙解道》,N43, no. 19, p. 58, a8-9 // PTS.Patis.1.42。 
32 《無礙解道》,N44, no. 19, p. 105, a7-8 // PTS.Patis.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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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名 

 

 

 

 

 

 

法相 

北傳 南傳 

︽ 

長 

阿 

含 

經 

︾ 

︽ 

中 

阿 

含 

經 

︾ 

︽ 

雜 

阿 

含 

經 

︾ 

︽ 

別 

譯 

阿 

含 

經 

︾ 

︽ 

增 

壹 

阿 

含 

經 

︾ 

︽ 

長 

部 

經 

典 

︾ 

︽ 

中 

部 

經 

典 

︾ 

︽ 

相 

應 

部 

經 

典 

︾ 

︽ 

增 

支 

部 

經 

典 

︾ 

︽ 

無 

礙 

解 

道 

︾ 

異  生   6 則     28 則 69 則 50 則 

異 生 法          1 則 

無聞異生        20 則 21 則  

異 生 類          1 則 

凡  夫 
8 則 

66

則 

117

則 
12 則 41 則 31 則 44 則 90 則 21 則  

無聞凡夫   70 則    9 則 70 則 7 則  

由上列經典歸納起來，在原始佛教已經提到異生，其意義用於生滅的不同，剎那

生滅的變化，其他較特殊用詞如異生法、無聞異生、異生類或善異生等，開始在這時

期出現。 

反觀，異生性一詞產生，南北阿含經中，尚未見到，但在南傳經典中如《相應部

經典》《增支部經典》已經逐漸使用異生代表凡夫特性之名詞，如無聞異生等，不過

凡夫之一詞，卻經常出現在南北阿含的經典上，可見異生是後來才逐漸代替凡夫而另

外發展出來。 

2、部派佛教之異生 

異生性一詞在早期阿含等經典中，並沒有出現，直到《發智論》33之後，此異生

性的意義才逐漸被定位。北傳七論之中，《發智論》、《品類足論》、《集異門足論》、《法

蘊足論》及《識身足論》五論皆有論及異生一詞，除《施設論》《界身足論》沒有關

於此議題。 

從異生進展到異生性，於北傳七論中之《發智論》遂漸形成，全集中在卷 1、2，

                                                 
33 《阿毘達磨發智論》卷 2：「云何異生性？答：若於聖法，聖暖、聖見、聖忍、聖欲、聖慧，

諸非得、已非得、當非得，是謂異生性。」T26, no. 1544, p. 928, c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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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品「雜蘊」共 8 章 2 卷，第 134到 3 章是第 1 卷，餘者第 435至 8 章屬第 2 卷。《發

智論》卷 2 以「境多非智」、「識多非智」、「有漏行多，非無漏行。」、「無學身律儀、

語律儀、命清淨。」、「無學根律儀36」討論到「云何異生性」，這是七論中唯一正式

討論異生性的法義， 

異生性名何法？答三界不染污，心不相應行，諸法邪見相應，彼法邪思惟相應

耶。37 

以這段經文為異生性做總結，即心不相應行之心所法，與所有邪見、邪思維是相

應的，是不染污三界，這點與一切有部的觀點一致。 

對於異生法最初下定義的《品類足論》： 

異生法法云何？謂地獄、傍生、鬼界、有情、北俱盧洲人、無想有情天諸蘊界

處，及生彼業，是名異生法法。38 

以五趣六道眾生而定義異生法。 

北傳七論最後介紹《識身足論》，除《品類足論》之外所討論異生之議題也是最

多。卷 1： 

補特伽羅波羅蜜多施設可知，如是五根無有唐捐，苾芻若有於此五根，一切皆

無我，說彼住外異生品。彼答言爾︰具壽有學現起纏心。39 

比丘本應五根，即具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成阿羅漢俱分解脫，

但緣外境纏縛成見惑，自我退墮被煩惱所束縛，住著外異生品，故逐漸退墮。 

南傳七論中只有《論事》闡述到異生地議題，餘者只止於異生的敘論，但《界論》

                                                 
34 第一章「世第一法納息」T26, no. 1544, p. 918, a7。第二章「智納息」T26, no. 1544, p. 919, b4。

第三章「補特伽羅息」T26, no. 1544, p. 921, b13。 
35 第四章「愛敬納息」T26, no. 1544, p. 923, a13。第五章「無慚無愧納息」T26, no. 1544, p. 924, 

c23。第六章「相納息」T26, no. 1544, p. 926, a1。第七章「無義納息」T26, no. 1544, p. 926, b23。

紙本大正藏第六頁目次印「義納息」內文是「無義納息」特此說明。第八章「思納息」T26, 

no. 1544, p. 927, b11。 
36 《發智論》T26, no. 1544, p. 928, b27-c7。 
37 《發智論》T26, no. 1544, p. 928, b27-p. 929, a4。 
38 《品類足論》T26, no. 1542, p. 716, a16-18。 
39 《識身足論》T26, no. 1539, p. 535, c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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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施設論》除外。《論事》卷 1： 

預流由預流果退轉而住於異生地。40 

此經論及阿羅漢是由阿羅漢果退轉，直到預流由預流果退轉而住於異生地，每一

禪定階段退墮最後住於異生地之問題，涵蓋苦、集、滅、道、四諦、貪捨、身見等諸

煩惱心所，與覺支、解脫種種議題作一番陳述，異生地即凡夫地。 

《雙論》於七論中提及異生次數最頻繁，其論是將諸法相互之關係一對對地給予

重複敘述，與《大毘婆沙論》「一行」41相似。〈隨眠雙論〉是論述七隨眠，並一一對

法論述，如欲隨眠與瞋隨眠，欲隨眠與慢隨眠…，其卷 7〈第一隨增分〉42 ，是討掄

七隨眠彼此相互隨增的問題，如文所說異生者，即是平庸眾生，其欲貪煩惱心所起見、

疑隨眠隨之增長。如上述各部論典，並整理南北七論對照如下表： 

 

                          南北傳七論之對照表 

經
名 
 
 
 
 
 
 
法 
相 

北傳七論 南傳七論 
︽ 
發 
智 
論 
︾ 

︽ 
品類
足論 
︾ 

︽ 
集 
異 
門 
足 
論 
︾ 

︽ 
法 
蘊 
足 
論 
︾ 

︽ 
識 
身 
足 
論 
︾ 

︽ 
施 
設 
論 
︾ 
︽ 
界 
身 
足 
論 
︾ 

︽ 
發 
趣 
論 
︾ 

︽ 
分 
別 
論 
︾ 

︽ 
雙  
論 
︾ 

︽ 
法 
集 
論 
︾ 

︽ 
論  
事 
︾ 

︽ 
界  
論 
︾ 
︽ 
人 
施 
設 
論 
︾ 

異
生 

262
則 

21
則 

13
則 

10
則 

175
則  27

則 
6 
則 

190
則 

4 
則 

3 
則 

 

異
生
性 

20
則           

 

                                                 
40 《論事》N61, no. 30, p. 83, a9-10 // PTS.Kv.72。 
41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306, a26。 
42 《雙論》：「若於人欲貪隨眠隨增者，其人見隨眠隨增耶？…若異生者，欲貪隨眠隨增而見

隨眠〔亦〕隨增。…若於某人欲貪隨眠隨增者，其人疑隨眠隨增耶？…若異生者，欲貪隨

眠隨增而疑隨眠〔亦〕隨增。或又若於某人疑隨眠隨增者，於其人欲貪隨眠隨增耶？然。」

N52, no. 28, p. 2, a9-14 // PTS.Yam.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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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生
法 

 16
則          

 

異
生
地 

          4 
則 

 

無
聞
異
生 

  6 
則         

 

 

由上列表格得知，以《發智論》對異生性討論最多，而《品類足論》談到異生法，

《集異門足論》於七論中最早提到無聞異生，因在南北阿含是以同語異譯的無聞凡夫

翻譯之。又其他二論《法蘊足論》及《識身足論》只論只論述異生，其餘皆無陳述。 

南傳的七論中，《發趣論》《分別論》《雙論》《法集論》《論事》五論，有提及有

關異生的議題，其他二論《界論》和《人施設論》皆無，又其中《論事》談及異生地。 

總括而言，南北七論已廣泛使用異生一詞，在此其異生性才開始展露頭角，但只

限於北傳《發智論》，也就是說異生性到較晚期才被部派廣泛討論。 

3、阿毘達磨之異生性 

由上一節討論到南北七論，《發智論》之於異生性與《品類足論》對於異生法所

下定義，而南傳《論事》是關於阿羅漢和退不退住於異生地。早期《舍利佛阿毘曇》

只談到凡夫人，卷 8： 

云何凡夫人？若人未上正決定，是名凡夫人。43 

即指未入正決定（正性離生）的無為性，亦指聖法非得。到《發智論》與《大毘

婆沙論》就以異生性，論述更為廣泛透徹。 

異生性在五位百法，是屬於二十四個心不相應法中的心所之一，尤其在《大毘婆

沙論》卷 45 中，對其定義、相關名詞的延伸如異生法、異生地與等皆提到。更加闡

述有關十六見道位、加行位、三界繫不繫、入聖法等種種議題，此與《發智論》卷 2

對於法的次第所論述之內容相同。《發智論》卷 2： 

云何異生性？答：若於聖法、聖暖、聖見、聖忍、聖欲、聖慧，諸非得、已非

得、當非得、是謂異生性。…異生性名何法？答：三界不染污，心不相應行。

                                                 
43 《舍利佛阿毘曇》T28, no. 1548, p. 585, 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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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最後「三界不染污，心不相應行。」與《大毘婆沙論》卷 45： 

為遮彼執顯異生性是三界繫，是修所斷，是不染污，是不相應行蘊所攝。45 

相通，亦為一切有部之觀點。 

（1）《發智論》《八犍度論》和《大毘婆沙論》對異生性定義的比對 

首先就此三經對異生性定義比對，以了解其法義的異同，比對如下︰ 

 

《發智論》卷 246 《八犍度論》卷 347 《大毘婆沙論》卷 4548 

云何異生性？答︰若於

聖法、聖暖、聖見、聖忍、

聖欲、聖慧，諸非得、已

非得、當非得、是謂異生

性。 

 云何凡夫性？答曰︰聖法，若

不得、已不得、當不得。復次諸

聖煖、聖忍、聖見、聖味、聖慧，

若不得、已不得、當不得，是謂

凡夫性。  

云何異生性？答︰若於聖

法、聖暖、聖見、聖忍、

聖欲、聖慧，諸非得、已

非得、當非得，是謂異生

性。 

 

如上表《發智論》與《大毘婆沙論》完全相同以「異生性」來說明之，而《八犍

度論》以「凡夫性」來解說聖位的非得、已非得、當非得之異生性。繼之，《大毘婆

沙論》： 

世尊說︰若有成就暖等善根，我說彼名相似聖者。然異生性唯是真實聖法，非

得非不得，餘故彼不應言暖等。49 

認為現在、過去、未來，都無法成就聖法乃至聖慧，而否定異生性能成就聖法。

而《八犍度論》譯為凡夫性，以說明眾生煩惱業障亦障礙解脫道，因此使聖道不成就。

此經文和《發智論》、《大毘婆沙論》兩者比對完全相同，而《八犍度論》為舊譯，且

                                                 
44 《發智論》T26, no. 1544, p. 928, c5-p. 929, b2。 
45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1, b23-26。 
46 《發智論》T26, no. 1544, p. 928, c5-p. 929, b2。 
47 《八犍度論》T26, no. 1543, p. 783, c1-3。 
48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1, c24-p. 236, b11。 
49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3, a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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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法義完全一樣。 

（2）異生性、異生法之何差別 

《大毘婆沙論》中談到異生性引《品類足論》異生法之陳述，異生法即五趣眾生，

依各自業力果報而投生趣處。依《品類足論》： 

說異生法，如說：云何異生法？謂地獄、傍生、鬼界、比俱盧洲、無想天， 

彼業彼生是謂異生法。50 

首先，云何異生法？答：諸異生者有此法故，名異生法。譬如世間王法、臣法。

為何稱異生法？因應平凡眾生所生之法，如同世間的王法、臣法一般。再次問諸異生

法，聖者亦有，何故但立異生法名？因為諸異生法聖者多無，設有少者不名聖法。以

聖者於彼得而不在身成就，不現前故，唯異生於彼得而亦在身成就，亦現前故，名異

生法。聖者已有各種異生之法，為何又特別立異生法這名稱？因為聖者沒有各種異生

法，就算有也不稱不上聖法。因聖者而得，卻無法以身成就，而立即證現，只有異生

之法能幫助，並以身成就與即刻現前知的證成，所以稱之異生法。又異生能成就彼法，

能讓彼法得果證成，才名異生法。而聖法雖成就彼法，卻無法取果、證果，所以不叫

聖法。 

異生成就彼法，可讓彼法投生異趣、異界、異處、異生、承受各不同果報，故名

異生法。而稱為聖法無法辦到，異生性是有漏，彼法亦有漏故，名異生法。聖性是無

漏，彼法非無漏故，不名聖法。所以不能說是聖法。再者，異生是有煩惱的，彼法亦

如此，故稱異生法。而聖法是無漏，而彼法不是無漏，因此不叫聖法。然而，異生是

被彼所蒙蔽必束縛與欺狂誘惑，所纏縛故，是名異生法。而聖法不是，故不名聖法。

最後，異生類隨彼法生長，是名異生法。而聖法如此，故不名聖法。 

由上述明白異生法的定義後，再探討與異生性的差別為何51？為方便比對經文之

原稿，將經文以表格方式呈現︰ 

 

  異生性 異生法 

1. 異生性唯非色 異生法通色、非色 

2. 異生性唯無見 異生法通有見、無見 

                                                 
50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1, c1-3。 
51《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2, a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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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異生性唯無對 異生法通有對、無對 

4. 異生性唯不相應 異生法通相應、不相應 

5. 異生性唯無所依、無所緣、無行相 異生法皆通二種 

6. 異生性唯不染污，無罪、無異熟 異生法皆通二種 

7. 異生性唯無記 異生法通善、不善無記 

8. 異生性通三界繫 異生法唯欲、色界繫 

9. 異生性唯修所斷 異生法通見、修所斷 

10 異生性是因 異生法是果，如因果能作所作亦爾 

11 異生性法界、法處、行蘊所攝 異生法十八界、十二處、五蘊所攝 

12   異生性苦法智忍時捨 異生法餘時捨 

 

依前三點綜合而言，異生性即不可見、無對、無色之無表業，而異生法兩者皆通，

即可無表也可有表，其代表一種法則，有選擇性的。接續第四點前者不相應，指與聖

法相違；而後者通相應、不相應，即捨異生性即相應，若不捨即不相應聖法。 

再者第五點與前一點相同敘述，接下來第六到第九系所有的不染污，無罪、無異

熟、無記，皆因異生性是眾生自願被束縛繫念，而非異生性自行束縛對方，所以為無

記性，無善或不善可言，故通三界繫，可因修而斷其二障，但無見所斷；反之，異生

法通如前述但只有欲、色界繫，不通無色界繫，卻通見、修所斷。 

十、異生性是因，而異生法是果，如因果能作，所作也一樣。再者，生性法界、

法處一分、五蘊中行蘊所攝，但異生法十八界、十二處、五蘊及全部所攝。最後，異

生性於十五剎那心之苦法智忍時捨，而異生法餘時捨。如世尊所言，不論是隨信行多

觀無常苦或隨法行的多觀空無我，都超越異生地，所以沒得預流果，必定不會命終，

因為必定成就初果後才會入滅。 

為何《發智論》中說異生性非異生法？《品類足論》提到異生法非異生性耶？是

因為論者故意的，其它原故因是此彼二論各說各自彰顯故，又異生性勝，非異生法。

所以《發智論》且就勝說，此論已說異生性，故《品類足論》不重說之。此論未說異

生法故，《品類足論》說異生法，此顯彼論在此後造。彼論已說異生法故此不重說，

彼論未說異生性，故此論說之，此顯彼論在此先造。52本論指《發智論》。此二論有

前後次序之爭。 

                                                 
52 《大毘婆沙論》T27, no. 1545, p. 231, c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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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俱舍論》《順正理論》《顯宗論》三論比對 

本節分別以性差別、世差別、界差別陳述，進入異生性議題。而為明顯易解故，

以表格方式讓讀者較明白。如下53： 

 

性差別者 世差別者 界差別者 

一切非得，皆

唯無覆無記性

攝。 

過去未來各有三種。謂過去法及未來

法，一一各有三世非得。若現在法，唯

有過去未來非得。決定無有現在非得，

以現在法與不成就不俱行故。 

三界繫法及不繫法各三非

得，謂欲界繫法有三界非

得，色、無色界繫及不繫亦

爾。 

 

依上所示，三性之無覆無記性之差別，世差別是指三世成不成就的俱故，界差別

係指三界繫法及不繫法，及煩惱心所的得非得的敘述，順勢討論到以下異生性的問題。 

定無非得，是無漏者，所以者何？由許聖道非得說名異生性故。如本論言，云

何異生性？…54 

由三性成不成就直到「定」非得、無漏，來說明異生性，列舉《俱舍論》《顯宗

論》《順正理論》三論經證比對再加以解釋，此段對於「異生性」的引述是同前面《俱

舍論》卷 4 與《順正理論》並和再加以論述聖法之 得、獲，依三經比對如下表： 

 《俱舍論》卷 4 

〈分別根品〉55 

《顯宗論》卷 7 

〈辯差別品〉56 

《順正理論》卷 12 

〈辯差別品〉57 

1 

 

定無非得，是無漏者。 
所以者何？由許聖道非得

說名異生性故。 
如本論言︰云何異生性？

謂不獲聖法，不獲即是非

得異名，非說異生性是無

漏應理。 

定無非得，是無漏者。 
所以者何？由許聖道非得說

名異生性故。 
如本論言，云何異生性？謂

不獲聖法，不獲即是非得異

名。如何無漏法可名異生

性。 

定無非得，是無漏者。 
所以者何？由許聖道非得說

名異生性故。 
如本論言，云何異生性？謂

不獲聖法，不獲即是非得異

名。如何無漏法可名異生

性。 

                                                 
53 《大毘婆沙論》T29, no. 1563, p.804,c26- p.805,a6。 
54 《俱舍論》T29, no. 1563, p.805,a6-p.805,b20。 
55 《俱舍論》T29, no. 1558, p. 23, b11。 
56 《俱舍論》T29, no. 1563, p. 804, c26-p. 805, b20。 
57 《俱舍論》T29, no. 1562, p. 399, a20-p. 400,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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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獲何聖法名異生性？謂

不獲一切，不別說故，此

不獲言表離於獲。若異此

者，諸佛世尊亦不成就聲

聞、獨覺種性聖法，應名

異生。若爾彼論應說純

言，不要須說，此一句中

含純義故。 

 

如說此類食水、食風。 

 

 

不獲何聖法名異生性耶？為

總不獲一切聖法，為唯不獲

苦法智忍。有說不獲一切聖

法，若爾豈不無非異生無

一，總成就一切聖法故。若

有不獲不雜於獲是異生性。

若雜獲者非異生性，故無有

失。若爾本論應說純言，不

爾離言見義有故。 

如說此類食水、食風，雖無

純言、而亦知彼純食水風，

不雜餘故。 

不獲何聖法名異生性耶？為

總不獲一切聖法，為唯不獲苦

法智忍。有說不獲一切聖法，

若爾豈不無非異生無一，總成

諸聖法故。若有不獲不雜於獲

是異生性。若雜獲者。非異生

性，故無有失。若爾本論應說

純言，不爾雜言見義有故。 

 

如說此類食水、食風，雖無

純言、而亦知彼純食水風，

不雜餘故。 

3 

 

 

 

 

有說：不獲苦法智忍及俱

生法名異生性。不可難

言，道類智時捨此法，故

應成非聖，前已永害彼非

得故。 

有說：不獲苦法智忍，然非

後捨復成異生，前已永害彼

非得故。 

 

 

有說：不獲苦法智忍，然非

後捨復成異生，前已永害彼

非得故。 

 

 

第一段(上表 1.)「定無非得，是無漏者。」「由許聖道非得說名異生性。」已明

白指出，異生性即非無漏非得聖法，及非聖即凡，無法斷除各種煩惱障，就無法正性

離生趣入聖道，此三論經文完全一致。 

第二段(上表 2.)反詰佛陀不成就聲聞、獨覺種性聖法，是否也稱異生性？這種多

言，不必解釋。就如人每天須要食物、空氣等，才能生存的道理一樣。 

最後一段(上表 3.)不成就十五剎那心之第一心，苦法智忍，及對於境自然生起與

染著，即異生性。換句話說，成就修道位(道類智)，捨棄成就聖道之法，此世三乘相

通的道理，不成就聖道就是異生性。此段其他二論，有更具體詳加說明， 

最後，就依此單元做個小結，並歸類《發智論》《大毘婆沙論》《俱舍論》《順正

理論》《顯宗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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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 

經名 
《發智論》 《八犍度論》 《大毘婆沙論》 《俱舍論》 《順正理論》 《顯宗論》 

異生 262 則  1458 則 96 則 327 則 141 則 

異生性 20 則  195 則 16 則 47 則 24 則 

異生法   35 則  7 則 4 則 

異生地   6 則  12 則 37 則 

異生品   5 則 2 則 3 則  

異生身   18 則  7 則  

凡夫  282 則 1 則    

凡夫性  30 則     

 

由上表很明顯看出，異生的議題在《大毘婆沙論》被廣泛討論，就異生性也是如

此，之前《發智論》首開異生性之議題，但法義方面較古樸，《八犍度論》是其同本

異譯，年代也較早，故以凡夫與凡夫性述之，其義理等同前論。後來的《順正理論》

《俱舍論》《顯宗論》雖亦有所論述，但法義方面更深入詳細。 

初期大乘《大般若經》所探討之異生，是指愚夫之異生： 

如無所有，如是而有。若於如是無所有法不能了達，說名無明。愚夫異生，…

是故墮在愚夫數中。由斯，菩薩摩訶薩眾於法性相都無執著。58 

世尊指出菩薩若執著法而學法，因此變成法執，如此同凡夫成為無名，因愚昧異

生，對於法不能了達如實知見，以至於無法脫離三界，和愚夫異生，一樣輪迴不息。

故菩薩對於法性相都不執著。愚夫異生，在義理上並無更深入之探究，可見此異生性

的法義已於《大毘婆沙論》中極盡完備。 

五、結論  

異生一詞，由早期原始佛教中的「異生、異滅」來說明凡夫的心剎那生滅之問題，

但是，到部派佛教則開始產生有「異生性、異生法」乃至論及「異生地」之議題，以

說明凡夫輪迴生死之種種特性。 

同音異義的補特伽羅，可作為「個體」、「人」、「相續不斷」之數取趣，透過修行

                                                 
58 《大般若經》T07, no. 220, p. 765, c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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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到而達到勝義補特伽羅，和「異生性」偏重於異生之原因及其特性，是有所差異。 

透過經證比對與釐清，早期異生翻譯為凡夫，直到《發智論》才完全確定「異生

性」之定義，繼而《大毘婆沙論》更進一步闡述其義理，與《品類足論》的「異生法」

區別其差異性，如此奠定整個思想脈絡。筆者藉此論題研究，以釐清此法義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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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宗的「因上見」宗義探討 

 

林維明∗
 

 

摘要  

本文的主旨是在探討唯識宗的「因上見」，也就是唯識宗立宗的根據所在。唯識

宗對「識」主張一切唯識，對此中的內涵有必要加以探討，因此引起本文的研究的動

機。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徹底了解唯識宗的「因上見」，如是，可了解其立宗的根據所

在，將具有正確的知見。而且佛教各宗派諍論嚴重，不僅不同宗派，甚至同宗亦有不

同意見。在本文中將剖析安慧與護法的不同看法，和中觀及唯識兩宗對藏識的不同觀

點。另外佛教有毘婆沙宗、經部宗、唯識宗和中觀宗四大部派的宗義，若能擇一先精

通，再了解其他各宗的宗義，如此更能掌握整體佛法的大義。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唯識宗、因上見、阿賴耶識、三自性、三無自性 

 

                                                 
∗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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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印順導師博學多聞，著作等身，而在導師的浩瀚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導師對於

佛學研究方法的論述，有其孤發先明的洞見及精闢的論述。這些嚴謹而有系統的方法

論，不僅表現出導師擅於思辨的論師風格，更是作為其佛學創作與架構思想體系的基

礎與方法。 

本論文大綱所呈現的要領，依序為研究主題、問題意識、文獻依據、學界研究概

況、研究進路與方法、論述架構及研究的重要性，概述如下： 

一、研究主題：本文主要探討唯識宗的「因上見」觀點，所以主題相當明確。 

二、問題意識及研究動機：本文論述的重點是：唯識宗（或稱瑜伽行宗）體系，在認

知對「境」（客體）和「有境」（主體）的主張。有關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說明

如下： 

探討「無我」見解的宗派在印度佛教當中主要分為四大宗：屬於小乘的毗婆沙、

經部二宗，以及屬於大乘的唯識、中觀二宗。其中，每一宗均有它獨特、不共的學說，

這些學說就稱「宗義」或「悉檀」1或「學說綱要」，而闡明這些學說的論著，就稱為

「宗義書」或「學說綱要書」。 

在各部宗義的整體架構中，各宗的宗見是以因、道、果的修行次第展現各宗派的

思想要義。其中「因上見」，就是對一切法提出一個正確的不顛倒的認識，也就是「正

見」；以利引導初學者從聞、思上確立正知、正見。這也就是各部宗的「認識論」。如

是，以所決擇之正見為因，修習此因上見為道，證此因上見為果。這就是佛法中所說

的「依見修道、依道證果」的軌則。2因此可見「因上見」不論在修習解脫道或是菩

提道上都是相當的重要的。 

本文僅就唯識宗所論述的「因上見」宗義進行探討，以上的論述是引起筆者撰寫

本文的研究動機。 

三、文獻依據：本文主要的文獻是世親菩薩造，唐．玄奘《唯識三十論頌》譯本

及安慧論師造《唯識三十論頌》譯本3。日慧法師的《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4，另

                                                 
1
 siddhanta, grub mtha´, 意為：成就的極限。 

2
 日慧法師（.2005.）《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上）》台北：慧炬，頁 14。 

3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唯識三十論頌》T.31,60a15-16b24；其梵文本，可參考稻津紀三，

曾我部正幸編譯（1988）《梵漢和氣照．世親唯識論（二十論、三十頌），原典》東京：三

寶，頁 80-93；霍韜晦（1986）《〈安慧「三十唯識釋」原典譯註》香港：中文大學；呂澂（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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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法尊法師的《四宗要義講記》，以及至尊、法幢吉祥賢所著的《宗義建立》也是一

本很珍貴的參考資料。5
 

四、學界研究概況：有關唯識宗的「因上見」宗義，這個主題似乎尚未引起學界

特別的重視或專門的探討。目前只有楊國寬的論文6；以及陳一標的論文7，其中部份

有討論賴耶說和三性的內容，另外也有專書研討8，這些資料都可供本研究之參考。 

五、研究進路與方法：有關唯識宗的「因上見」宗義，是以佛法的修學實證為根

本。所以本研究進路是從文義的脈絡解讀安慧的《三十唯識釋》的譯註或疏釋，略抄

等，並且研讀世親的《唯識三十論頌》梵文本及玄奘譯本和祖師所撰註疏作對比，以

利徹底了解唯識宗的「因上見」宗義。避免因不求解理，盲修瞎煉，遇障則退的過失。

在「研究方法」上，其義理方面，首先必須精讀文本、練習與文本進行對話、探討、

思索及掌握文本的意涵。其次對不理解之處，可參考其他經典或註疏作對比，如此對

掌握經文的義理會更有幫助。而對於「名相」疑惑之處，必須從字源上確定每個字的

基本意思，和這些字詞在文章脈絡中的真正意涵，以免誤解其意。 

六、本論文架構：本論文扣緊所關注的唯識宗的「因上見」的主題上。沿著關鍵

詞，逐一打開其意涵、依據和理路。因此在組織架構上，共分為四節。依次為：第一

節、前言是全文的構想與梗概。第二節、唯識宗的「因上見」宗義剖析包括唯識宗的

「宗」義及其派別及唯識宗因上見概說。第叁節、唯識宗因上見廣說。第四節、阿賴

                                                                                                                                        

〈安慧三十唯識釋略抄〉載於《唯識典籍研究(一)》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9冊，頁 291-313；

佐伯良謙作，逸厂譯（1979）〈和釋安慧唯識三十頌釋論之考察〉同前揭書，頁 315-322。

台北：大乘；以及徐梵澄譯（1990）〈安慧〈三十唯識，疏譯〉〉《徐梵登文集》第七冊，上

海：三聯書店，頁 385-422。 

4
 日慧法師（2005）前揭書，頁 235-397。另外，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譯（1988）《宗義

寶鬘》，臺北：法爾。亦有類似之詮釋。 

5
 法尊（1949, 2007）前書揭，及廖本聖（2005）前揭書，頁 5-161。 

6
 楊國寬（2012）〈宗喀巴氣唯識宗義的看法──氣《解深密經》「賴耶說」的詮解與發展〉《第

23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論文集》高雄：元亨佛學院，頁 131-161。 

7
 陳一標（1994）〈真諦的「三性」思想──以《轉識論》為中心〉《東方宗教研究》第四期，

頁 9-45；陳一標（1999）〈有關阿賴耶識語義的變遷〉《圓光佛學學報》第四期，頁 75-106，

陳一標（2000）《賴耶緣起與三性思想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陳一標

（1992）〈真諦唯識思想之研究──以《轉識論》為中心〉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8
 如參考文獻中所列吳汝鈞、結城令開（1986）、山口益與野澤靜証（1953）、及 Lambert 

Schmithausen（2007）等專書都是很值得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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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識的諍論本節將就自宗諍論，中觀宗對阿賴耶識的異議進行討論。第四節、結論總

結全文的要點。為便於解讀，圖一列出本論文的組織架構。 

七、研究的重要性：本文的重要性有下列三項： 

（一）研究主題所關注的唯識宗的「因上見」是指引修行者透過理解義理，因而

具有正確的知見，可以避免盲修瞎煉，遇障而退的心態，利於精進修學。 

（二）佛教各宗派諍論嚴重，主要原因是對各宗派間的「見」的異同，沒有很清

楚的認識，本文雖然僅討論唯識宗的「因上見」宗義，但可以依此修學的模式，進一

步學習其他宗的教義。諸宗皆是隨佛行，故雖有淺深的差別，但不可執大乘宗義，而

輕毀小乘的宗義。應互相學習、尊重，因為可靠的真知實學是要從淺入深的，不可越

次躐等和瀏泛空想的。 

（三）從四大部派的宗義中，不但可以了解各宗的宗義，而且可掌握整體佛法的

大義，可先擇一精通，如此不但不會落入「望洋興嘆」的感慨，也不會被怪力亂神所

惑或被盜用佛語的騙子所騙。 

 

 

 

 

 

 

 

 

 

             圖一 本論文的組織架構 

 

二、唯識宗的宗義和「因上見」剖析  

在論述唯識宗的「因上見」之前，必須先對唯識宗為何要立宗的前因作些說明，

壹、前言 

貳、唯識宗的宗義和「因上見」剖析 

  一、唯識宗的「宗」義及其派別 

  二、唯識宗因上見概說 

叁、唯識宗因上見廣說 

肆、阿賴耶識的諍論 

  一、自宗的諍論 

  二、宗喀巴對唯識宗、阿賴耶識的異議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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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對其宗見的內容作一概述，以利了解整個義理的來龍去脈。 

一般在進行辯論道理或撰寫學術論文，都必須遵循探討道理的論證規則。這在西

方稱為邏輯、理則或論理，而在佛教稱為「因明」。「因」本是指一切法生起之因，而

「明」是了解、通達。在佛教中內明是五明之一，是指佛法。所以因明是指對佛法通

達。 

論證的程序必須先提出自己所主張的論點（命題、宗）。然後再舉出理由（理上

的論證，因）及實例（事上的證據，喻）。如是，在理事（理由與實例）具足的論證

下，自己所主張的「宗」便可成立，所以要建立正法，破斥邪說必須應用這一套「因

明學」的技巧，包括宗、因、喻三支。 

為區別自己的論點與他人的論點不同，必須要立宗。「立宗」可視為該部宗的門

牌。而其「宗見」才是內容，包括：因上見、道上見和果上見三項。因上見包括境與

有境，「境」是所知和所緣，包括一切法，也就是對一切法有正確的認識。「有境」是

能知和能緣，是正確的認知我。「道上見」包括道所緣、道所斷和道自性，其中「道

所緣」是捨世間有漏分別而得出世間的無漏分別；道所斷是斷煩惱障及所知障，而道

自性是論述修證理趣，修證次第。 

立宗必須判教，應以教為本，而各就其所宗經論標榜為最究竟的，貶抑其他宗派。

在西藏地方的佛教有所謂「三乘四部宗」的判教說。若論其所依教法只有四諦、無相、

善辨的三法輪，就是唯識宗所傳的三時教，第一時教是初轉的四諦法輪，第二時教是

中轉的無相法輪，而第三時教是後轉的善辨法輪9，而俄羅斯學者舍爾巴茨基（F. Th. 

Stcherbatsky）則判為多元論（我空）、一元論（一切法空）、及觀念論（唯識無境之

空）10。 

原始佛教四諦說是以集（無明與業）為因，招引苦（憂悲苦惱的現實人性）為果，

這是「生死流轉」的因果關係，而透過道（修行實踐八正道）而獲致滅（消除一切煩

惱的理想人生）為果，這是「還滅解脫」的因果關係，因而建立順觀和逆觀十二因緣

理論，但是又堅決反對沒有實我存在具無我的思想。於是就有其流轉及還滅的主體是

誰？以及招引果報的功能為何？的兩大問題產生。因而就有部派佛教開始嘗試解決上

述兩大難題，其目的為使佛教具有因、道、果（或稱境、行、果）修行次第的全面理

論依據。其中最主要的是毘婆沙宗、經部宗、中觀宗及唯識宗、各有自己的主張、唯

                                                 
9
 《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T16, 697a-b。 

10
 舍爾巴茨基著，宋立道、創曉煒譯（1997）《佛教邏輯》，北京：商務，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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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宗是在這種思想脈絡下所產生的。所以本章將分為一、唯識「宗」義及其派別，二、

唯識宗因上見概說，三、唯識宗因上見廣說，三個小節進行討論。 

（一）唯識「宗」義及其派別 

1、唯識宗義 

唯識宗為破他宗對外境實有的一切法而立「不許外境有」而證成外境無，而立「依

他起而有實法」是一切染淨法的所依。前者是破諸外宗的各種常見，而後者是破外宗

的斷見或惡取空，而說「一切法唯是識」就是說一切法是「識」的表現，離識以外，

一無所有。所以唯識宗的宗義是不許外境有，許依他起實有，一切法唯是識，故名「唯

識」。11
 

舍爾巴茨基剖析唯識宗發展時期有四大特點：即，一、對邏輯的強烈關注，二、

對自證的重視，自證是指認識活動的過程和結果的自明性證實和確證的真實性的內省

功夫，三、觀念的真實性 被區分為絕對虛幻，相對真實和絕對真實（即遍計所執性，

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四、阿賴耶（藏）識理論的建立，此學說認為既無外境，也

無了知此世界的認識，只有那自我證實的「識」的觀念，可在認識自身、宇宙和真實

的世界，這種「識」就是潛伏、藏眠在藏識的可能觀點，並且補充藏識具有一種稱為

無始習氣的生命力。透過它，才可使構成的一切法，進入有效能的存在。這個藏識，

就如同西方理性主義，假定上帝的理智，包括無限的可能事物，而無始習氣就如同上

帝的意志一樣。12
 

2、唯識宗派別 

此一宗派是經由修瑜伽行決擇法，故又名瑜伽行派，而唯識宗與瑜伽行派兩者是

同一宗派，前者是教理，而後者教行；教理是理論說明，教行修習實踐。此宗可分為

虛相派（或叫古唯識學、隨教行派）及實相派（或稱今唯識學、隨理行派），兩派都

不許所取境，而實相派主張根識所現境為實有，但虛相派則認為根識不許為實有，即

識亦為假。其中根識是指眼識、耳識、鼻識、舌識及身識等前五識，實相派根據《觀

所緣緣論》許每一識能轉變見分（能緣）和相分（所緣）。根識所現的境是由根識所

轉變的。例如，眼睛所見的是吾人眼識的見分，藉由第八識所變現的境相（樹）為本

質（本質相分）再變現為眼識的相分（影像）而攀緣。但是虛相派則不許根識所現境

                                                 
11

 日慧法師（2005）《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上冊）》台北：慧炬，頁 235-237。 

12
 舍爾巴茨基（2007）《佛教邏輯》，北京：商務，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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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有，根據《唯識三十頌》二十八頌：「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在安慧釋指出「如是，當於教法所緣，或于世俗的色聲等所緣時，心

無所執著的時候」，此時因如實見故，識取已斷，安住於自己的心法性當中，故說：「離

二取相故」是因，沒有所取，也沒有能取，因能緣和所緣各各平等的無分別出世間智

生起，就能斷離執著所取和能取的隨眠中，如是心就能安住在唯識性當中」13，由此

引文知「能取」（識）及所取（境）都是假的，所以實相派許八識為實有，而虛相派

只許藏識實有14。 

舍爾巴茨基將虛相派稱為隨順契經派（或宗經派），而實相派名為因明派，他指

出阿賴耶識學說在唯識宗早期佔主導地位，但到陳那法稱時代就認為藏識，只不過是

偽裝的神我，而放棄藏識理論，使用邏輯與認識論取代，原先他們所依據的古老阿毘

達磨15。 

世親的《唯識三十頌》是唯識學的基本著作，當時曾有許多論師為之作注，著名

的有十大論師。玄奘法師譯出《三十頌》後，採納窺基的建議，以護法的觀點為主，

揉譯而成《成唯識論》，而護法是陳那的弟子所以《成唯識論》可被視為實相派的代

表性論典。而霍韜晦、徐梵登、韓鏡清及韓延杰的漢譯《唯識三十頌》（安慧釋）則

為虛相派代表性論典16。 

另外日慧法師也指出，在漢傳唯識學如真諦所傳的是古唯識學，而玄奘所傳的是

今唯識學17。 

                                                 
13

 韓延杰（2012）《梵文佛典研究（一）》，北京：宗教文化，頁 304。 

14
 日慧法師（2005）前揭書，頁 238-240。 

15
 參見舍爾巴茨基著，立人釋（1994）《大乘佛學：佛教的涅槃概念》北京：中國社科院，頁

75-92，其中古老阿毘達磨是指《大乘阿毘達磨集論》，而有關陳那的邏輯與認識論，可參考

舍爾巴茨基著，宋立道、創曉煒譯《佛教邏輯》中，頁 93-229，第二部份〈可感知的世界〉

有精闢的論述。 

16
 霍韜晦（1980）《安慧《三十唯識釋》原典譯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徐梵澄（1990）

《安慧「三十唯識」疏釋》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及韓延杰（2012）《新譯《唯識三

十頌》（安慧釋）》，係氣據列維（Sylvain lúvi）的梵文本（1925）韓鏡清係氣據藏文譯，韓

延杰（2012）在《唯識三十頌》（安慧釋）之研究中有引述其譯本作比氣。 

17
 日慧法師（2005）前揭書，頁 244。玄奘是陳那再傳弟子戒賢的弟子。他曾替今學「識帶

相說」提出義詮釋。指出「帶」有「變帶」和「挾帶」兩義。識境是「變帶」，而智境是「挾

帶」，義不相遣。而解開十二年來被正量部所破之疑難。詳見《宗鏡錄》，T.48, 810c及《唯

識述記》（T43, 500b-c），而真諦的代表作如《轉識論》（T31, no.1587）及《中邊分別論》（T31.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32 

（二）唯識宗因上見概說 

此宗認為一切我，法都是以「識變」為自性本體。而「識變」又有異熟、思量以

及於境了別等三種識變18。在詳細討論此三種識變之前，首先論述何謂識變？及識變

的差別內涵兩個主題。 

1、何謂「識變」？ 

「識變」也可稱為「識轉」也就是識的轉化，在《唯識三十頌》第一頌的前三句

說： 

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19 

根據安慧的解釋是： 

我與諸法皆被假說，有無量的行相，如我、命者、生者、人、和儒童都被稱為

假說我。而如諸蘊、處、界、色、受、想、行、識等被名為假說法。這兩種假

說都是識變現，並非依真實的我和法。20 

另外《轉識論》亦云： 

識轉有二種，一轉為眾生，二轉為法，一切所緣不出此二，此二實無，但是識

轉作二相貌也。21 

此引文指出識轉有二種，一種是轉為眾生，即包括六凡和四聖的十界；而另一種

是轉為一切法，一切心識所攀緣的的境界都離不開此兩種，而這兩種所緣都是虛妄計

度，並無實體，所以識變作出兩種可被分別計執的體相。那麼何謂「變現」呢？ 

                                                                                                                                        

no.1599）都是隨教行虛相派的唯識思想。另外亦可參考上田義文著，陳一標譯（2002）《大

乘佛教思想》頁 7，指出古學是以三自性為中心，而新學是以識論為中心，唯識思想的系譜，

古學是彌勒、無著、世親、安慧、及真諦，而新學的前三位相同，後兩位是護法及玄奘。 

18
 日慧法師（2005）前揭書，頁 247如云：「此宗許一切法，我施設，皆以識變為性。此之識

變又有異熟、思量及於境了別之三類」。 

19
 《唯識三十頌》T31, 60a27-28。 

20
 參考韓廷杰（2012）前揭書，頁 311有梵文及韓廷杰、徐梵澄、韓鏡清三譯及日慧法師（2005）

前揭書，頁 248，係引用霍韜晦之譯述。 

21
 《轉識論》T31, 61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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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慧《三十唯識釋》中指出： 

變現」即以變異為性。亦即在因剎那滅的同時，成就與因剎那相相異的果體就

是「變現」。22 

2、識變的差別內涵 

由於「識」是以分別為自性。故「識變」即以分別而變，安慧《釋論》指出 

「從阿賴耶識生我、法的分別」。23
 

表示阿賴耶識就是識變的根本。而在阿賴耶識中含有兩種習氣，即異熟和等流，

前者是果報是由善惡轉識熏生的,當現前藏識現行結束時，可在下一世生藏識現行。

而後者是果性似因性而流出，是由無記轉識及污染意熏生的。只能令轉識及染污意自

藏識，故此兩種習氣主要在說明藏識中，因性變和果性變彼此間之關係24。緣起一切

法是由此一種習氣現行異熟（第八識）、思量（第七識）及於境了別（前六識）三類

識變的展現，如此才能依之施設諸我和諸法，而成一切法唯識之主張。 

《唯識三十頌》第一頌的最後一句說： 

此能變唯三」。 

                                                 
22

 變現（parinaama）或譯為識變，是「識所緣，唯識所現」之語意。霍韜晦在其文章中註 20

指出：此處解「識變」，蓋與成唯識論的「彼相依識所轉變而施設」及「變謂識體轉似二分，

相、見俱依自證起故」（T31, 1a27-b2）等文相當。述記卷一引安解，曾說安慧是一分家義，

（T43, 241b7-27）即主張相見二分同種。今勘釋文，安慧並未使用此等名詞，亦未參加此

項討論，顯見此一問題是後起，非安慧時有。氣此例，可見研讀經典必須參考原典。有關

「識變」的討論，佐伯良謙逸作，逸厂譯（1979）〈和譯安慧唯識三十頌釋論之考察〉一文

中有詳氣論述。 

23
 安慧《論釋》云：「此中氣於氣我等作分別的習氣增長，和氣氣等（法）作分別的習氣增長，

從阿賴耶識中生起現似（顯現）我等分別和現似氣等（法）的分別。氣於這種分別，於是

把這些現似我等和現似氣等（法）執如同外有，乃至我等施設和氣等法，施設無始時來虛

妄而起，（實質上）並無外在的我和外在的氣法」。引霍韜晦（1979）前揭書，頁 210。 

24
 安慧《釋論》云：「若處施設我法，復有因性、果性不同。此中：因變者，謂即藏識中異熟

等流習氣滋長；果變者，謂氣宿業招引圓滿，異熟習氣得起，而有餘生藏識現行。又等流

習氣得起，而有轉識染污意及藏識現行。此中，氣善不善轉識，於藏識中生異熟習氣。氣

無記（轉識）及染污意生等流習氣。」引呂澂（1979），前揭書，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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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成唯識論》及窺基《述記》所說，能變現的「識」只有三類，一、是異熟識，

即第八識，其主要性質是異熟性；二、是思量識，即第七識，其性質是永恆活動，並

審察思量第八識；三、是了境識，即前六識，其性質是認識對象的粗顯狀況。 

這三類又可分為：因能變和果能變兩種。因能變是指第八識的等流種子和異熟種

子，因就是種子，即種子是生起一切法之因。此兩類種子能轉變而生成現行的一切法，

自類種子、及異熟果，故稱為因能變。其中等流種子是由前七識或由善、惡、無記性

熏習第八識，而在第八識中形成種子，能生起現行識及一切法，所生的果與原種子具

有同類性質，如善有善報，即善種子生善果等。異熟種子是由前六識的善惡性的現行

活動熏習第八識，使其中的相應種子生起或增長。而果能變是指前二類種子的力量，

具有八識各自的主體生起，並變現出見分（能緣）和相分（所緣）的種種形相。其中

由等流種子作為因緣（即主要力量），故不同的八識主體和形相，即可生起，故稱為

等流果。或異熟生的前六識生起的增上緣，即異熟種子幫助等流種子共同生起（來世

的）第八識和前六識，至於第七識則不是由異熟種子而生成的。另一果能變是指八識

的主體（即自證分），因為它們是由種子所生成的，故稱為果。又因為它們能變現為

見分和相分，所以稱為果能變，就這樣因能變和果能變而生起一切法25。 

安慧說：「因變，即於藏識中，異熟等流習氣滋長」。係指現行熏習作為增上緣之

意，而《成唯識論》中言： 

等流習氣由第七識中善惡無記熏令生長」。 

慧沼在《了義燈》中指出： 

                                                 
25

 如《成唯識論》云：「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三。一謂異熟，即第八識，

多異熟性故；二謂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量故；三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相粗故，“及”

言顥六合為一種。此三皆名能變識者。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謂第八識中（之）等流、

異熟二因習氣。等流習氣，氣（前）七識中善、惡、無記（種子現行的活動）熏令生長；

異熟習氣，氣（前）六識中有漏善、惡（種子現行的活動）熏令生長。二果能變，謂前（等

流、異熟）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現種種相。等流習氣為因緣故，八識體相差別而生，

名等流果，果似因故。異熟習氣為增上緣，感第八識，酬引業力恆相續故；感前六識，酬

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不名異熟，有間斷故。即前異熟及異熟生，名異熟果，果

異因故。此中且說我愛執藏，持雜染種，能變果識；名為異熟，非謂一切。」（T31. b26-c12）

引文中的引業是指能帶來主要果報的業，如生於六道中的那一道。而滿業則是指能帶來差

別果報的業，如同生為人，但有貧富、智愚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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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熏種，不名因變。26 

因為因能變是站在因位上看有異熟因和同類因。同類因取其因果相等，得以相續以等

流轉出，這是親因；而業種子須經變異而熟，故異熟因只是增上緣。《成唯識論》在

釋「因能變」時，謂因能變即是種子，又擴展「因」的意義，引申至現行（由種子變

生），亦屬因能變，在《安慧釋文》中指出因能變是等流和異熟，由於兩因的習氣增

長使然。而所謂果能變就是果性變化，係由等流和異熟兩種習氣轉變為八識，而八識

又能變現為見分（能緣）及相分（所緣），而假施設為我、法、故宇宙一切現象，即：

如是建立。在安慧釋中並沒有自證分、相分和見分。《成唯識論》中所說：酬引業力、

恆相續，立異熟名即阿賴耶識，而「感前六識酬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就是

成就貧富，智愚等差別的別報。 

《唯識三十頌》第二頌的前二句：「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及承接一頌最後一

句「此能變唯三」。「異熟」是初能變，即第八識阿賴耶識，「思量」是二能變，即前

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意識27。在三能變中，第八識是本識，其

餘七識皆由第八識轉生，故稱「轉識」。由於有阿賴耶識的善惡果報力，眾生遂在三

界六趣中生死流轉。由於有染污意，眾生遂有自我存在的認知，另外由於有六轉識，

有情遂有外境存在的認知。如是由認知起諸心，心所而分別諸我與諸法，以自我為中

心，逐境隨物，生諸煩惱，造善惡業而展開這諾大苦蘊的無邊世間。 

綜上所述，一切假說我和假說法的種種相（所緣），都不過是依識所變而得安立

的，而此能變的識（能緣），有三類：即異熟能變、思量能變、思量能變和了境能變。

而能變又可分為因能變和果能變，因能變是第八阿賴耶識中的等流和異熟兩種習氣，

能夠轉變產生自類種子，同類現行和異熟果報，而果能變是等流習氣和異熟習氣為

因，所生的現果，此種轉變是需要條件的。此稱為果能變，亦即自證分變現產生見分

和相分。依此見分、相分假施設為我、為法，於是宇宙的一切現象即如是建立。所以

果能變具有變現的功能。 

三、唯識宗的「因上見」廣說  

                                                 
26

 《成唯識論了義燈》T43 716c12-13。 

27
 參見韓延杰（2012）前揭書，頁 327，安慧〈釋論〉曰：「彼三類能變者，謂異熟，謂思量，

與謂於境了別。此中善不善業習氣成熟力故能引果現行，是為異熟。又染污意以常時思量

為我性，是曰思量。六識各別現似氣等境界，是為於境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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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中，將依次就第八識、第七識、前六識、一切唯識、及唯識性五個主題進

行討論。 

（一）第八識 

《唯識三十頌》對第八識的說明，如云： 

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處了，常與觸、作意、受、想、思

相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恆轉如暴流，阿羅漢位捨。28 

這十句是第二頌，後兩句至第四頌共有兩頌半。，窺基《述記》將其分為八段十

義，如表一所示。其中「心所例同門」可與「三性分別門」合併，故可歸納為七門正

解十義，加以闡義29。詳細內容，本文不作研討。 

 

         表一 《述記》對《三十頌》第八識頌文的架構剖析 

八 段 頌 文 十 義 

1. 三相門 初阿賴耶識、 1. 自相門 

 異熟、 2. 果相門 

 一切種； 3. 因相門 

2. 所緣行相門 不可知執受、處， 4. 所緣門 

 （不可知）了， 5. 行相門 

3. 心所相應門 
常與解、作意、受、想、

思相應， 
6. 相應門 

4. 五受相應門 （相應）唯捨受， 7. 五受門 

5. 三性分別門 是無覆無記， 
8. 三性門 

6. 心所例同門 觸等亦如是， 

7. 因果譬喻門 恆轉如暴流， 9. 因果門 

8. 伏斷位次門 阿羅漢位捨。 10. 伏斷門 

 

                                                 
28

 《唯識三十頌》T.31, 60b4-8。 
29

 《成唯識論述記》T43, 300b24-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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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七識 

《唯識三十頌》對第七識的廣釋如，其中的第五頌至第七頌所示30：「窺基《述

記》將它分為八段十義31」，如表二所示。本文將依釋名、所依、所緣、體性、相應、

德性、界繫、及伏斷等八門分別加以闡釋。詳細內容，本文不作研討。 

 

 

           表二 《三十頌》對第七識的廣義 

八 段 頌 文 十 義 

1. 舉體名門 次第二能變， 1. 標聚門 

 是識名末那  

2. 所依門 依彼轉。 2. 所依門 

3. 所緣門 緣彼。 3. 所緣門 

4. 體性行相門 思量為性 4. 體性門 

 （思量為）相。 5. 行相門 

 四煩惱常俱：  

5. 心所相應門 謂我癡、我見， 6. 染俱門 

 並我慢、我愛  

 及餘觸等俱。 7. 相應門 

6. 三性分別門 有覆無記攝。 8. 三性門 

7. 界繫分別門 隨所生所繫。 9. 界繫門 

8. 起滅分別門 阿羅漢、滅定， 10. 伏斷門 

 出世道無有。  

 

                                                 
30

 《唯識三十頌》曰：「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依彼轉緣彼，思量為性相。四煩惱常俱，

謂我癡、我見並我慢、我愛。及餘觸等俱，有覆無記攝。隨所生所繫，阿羅漢、滅定，出

世道無有。」（T31, 60b10-15）。 

31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T43, 376c11-377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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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六識 

《唯識三十頌》第八至第十六頌32對前六識所作的解釋說明，而窺基《述記》將

它分為七段九義33，如表三所示。詳細內容不作闡釋。 

 以上是就《三十頌》中的第八至第十六頌的釋義，但是識變主要目的是在轉染

成淨，那麼第六識和前五識如何轉染成淨，轉識成智呢？根據《成唯識論》所論述，

修行者於轉依活動中，斷所知障可轉有漏的第六識為無漏的妙觀察智，而前五識為「成

所作智」。所謂「妙觀察智」是說能善觀諸法的自相和共相，攝藏無量咒法和禪定法

門，發揮十力和四無畏功力而現神通，轉法輪（說法），斷一切疑，令諸有情獲利樂，

以其具善觀一切法故而稱名。而「成所作智」是為利樂一切有情，示現種種變化身、

變化土及變化身、語意三業而成就本願所應作的一切事業，所以稱謂。34
 

 

                                                 
32

 《唯識三十頌》T31, 60b18-c8。 

33
 《成唯識論述記》T43, 415b27-c8。 

34
 《成唯識論》T31, 56a1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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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述記》對《三十頌》前六識的頌文的架構剖析 

七 段 頌 文 九 義 

1. 能變差別門 次第三能變， 1. 體別門 

 差別有六種。  

2. 自性行相門 了境為性 2. 自性門 

 （了境為）相。 3. 行相門 

3. 三性分別門 善、不善、俱性。 4. 三性門 

4. 相應門 a. 列六位  此心所：徧徧徧徧行、  

   別境、善、煩惱、 5. 相應門 

   隨煩惱、不定。  

 b. 受損  皆三受相應 6. 受俱門 

 c. 釋六位 1. 徧徧徧徧行 初徧徧徧徧行觸等  

  2. 別境 
次別境謂欲、勝解、念、定、

慧、緣事不同 

 

（相應門） 

  3. 善 
善謂信、慚、愧、無貪等三根

勤、安、不放逸、行拾及不害 
 

  
4. 煩惱 

（本惑） 

煩惱謂貪、瞋、癡、 

慢、疑、惡見。 
 

  
5. 隨煩惱 

（隨惑） 

隨煩惱謂忿、恨、覆、惱、嫉、

慳、誑、諂、與害、憍、無慚

及無愧、掉舉與惛沈、不信並

懈怠、放逸及失念、散亂、不

正知。 

 

  6. 不定 不定謂悔、眠、尋、伺二各二。  

5. 所依門 依止根本識。 7. 所依門 

6. 俱轉不俱轉門 
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

濤波依水。 
8. 俱轉門 

7. 起滅分位門 
意識常現起，除生無想天，及

無心二定，睡眠與悶絕。 
9. 起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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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切唯識 

《唯識三十頌》第十七至十九頌三個偈頌，是在說明一切唯識的道理。如上述，

這種能變識共有三種，現在承認假說我法是識的變現，離開能變識之外，別無我和我，

故頌曰：「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這一偈頌依《安

慧釋》：「如上所云三種識轉變皆是分別。增益義相（即所緣境是虛構的，非客觀獨立

存在的）的三界（欲、色、無色界）的心和心所法是虛妄分別的，如《辯中邊論》云： 

三界心心所是虛妄分別，唯了境名心亦別名心所。 

如是器世問，我、蘊處界、色、聲等都不存在。由於所分別的緣不存在，故說一

切唯識」35。但是《成唯識論》則諸識皆有見分相分，故有能變，所變及能緣所緣36。

故此一偈頌之釋義為：八識及相應心所皆能變成見相二分；見分能取相，故云能分別；

相分是見所取，故名所分別，我是能取相屬於見分所變，而法是所取相，屬相分變，

由有此見相二分能變我、法之義。故可想見所變的我法皆無，以是故，可云：「一切

唯識」。安慧是就識所緣無而論的。而護法則能變、所變而論，這是古學與今學的最

大差異所在。37
 

如果有人質疑，若只有識，而無外緣，那麼世間所現的一切法如何而生？《三十

頌》的第十八頌答曰： 

由一切種識，如是如是變以展轉力故，彼彼分別生。 

其意思是說：雖無離識而獨立存在的外境作為助緣，但仍可由第八識中的諸種子

作為親因緣以及現行八識及彼相應的見分和相分展轉增上力作助緣。如是當因與緣和

合具足下，世間所現的一切法皆可由此而生起。這種情形如波濤依水喻，藏識如同無

盡的水源，而表層的轉識如奔騰的巨流，兩者互為激盪而形成壯觀的河流或溫泉。一

切有為法都是因緣而生，因緣有四：一、因緣；二、所緣緣；三、等無間緣，及四、

增上緣，其中因緣是最直接的，包括種子生現行及現行熏種子，此兩種均是同時因果。

另有種子引種子是異時因果而等無間緣是前念的一聚（心王、心所）能為後念的一聚

的助緣，而且前念，後念是剎那相續剎那生滅，無時間的隔斷；所緣緣是指八識的心

                                                 
35

 參見韓延杰（2012）前揭書，頁 406-411。 

36
 《成唯識論》T31, 38c16-39a4。 

37
 日慧法師（2005）前揭書，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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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心所的「見分」緣取各自的相分（影像色，而非本質色）；增上緣是一法生起是

由他法協助之緣，有順增上緣係他力之助，使其增上，而逆增上緣是受警誡而增長，

兩者都可助長緣而不礙其發展。所以一切法的生成是由第八識及相應的因緣助成，而

非賴外緣所成的。 

另外亦有質問：雖有識，無外緣可以成立，那麼眾生何以生死輪迴，相續不斷呢？

《三十頌》的第十九頌答云： 

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 

《成唯識論》云： 

此頌意為：由業種子及二取（名言種子），故生死輪迴，皆不離識心，心所為

彼體性故。38 

而《安慧釋》的解釋是各種業習氣和二取習氣在一起相互作用；當前異熟果受用

盡時，即有那另一異熟狀態的阿賴耶識出生。也就是說業習氣不是孤立地產生異熟，

而要有二取的習氣隨助，故說「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表示由此斷「常邊」，

而「復生餘異熟」即由此除「斷邊」。眼等六識外，另有阿賴耶識。唯有它才具有一

切種，并非眼識等。39就安慧釋而言，生因有業習氣和二取習氣。業習氣包括善業、

惡業及無記業，而二取習氣是能取和所取。即由前時所生起的二取牽引熏習，生起後

時的同類二取種子。因為有二取的習氣，故自體生時俱有諸法，所以必須有二取資助

才能成就業習氣生異熟。而在感果方面：由於業習氣與二取習氣而招感異熟果（即生

死輪迴的第八識）的生起，但當一期生命告終時，由於業習氣和二取習氣薰成的種子

又招感來世的異熟果，如此輾轉相生就是眾生生死相續的緣由。40
 

（五）唯識性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 

                                                 
38

 《成唯識論》T31, 43a28-b1。 

39
 韓延杰（2012）前揭書，頁 413-418。 

40
 在本偈頌《成唯識論》及《述記》藉十二因緣說氣生死相續的過程氣詳。以前十支為過去

因末兩支為現在果的兩世一重因果，詳見李潤生（1999）《唯識三十頌導讀》，頁 379-388。

或釋法緣（2012）〈論《成唯識論》氣原始佛法「十二緣支」之繼承與開展〉，《新世紀宗教

研究》11卷第 2期，台北：宗博，頁 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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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頌，初二十五頌明唯識境，次有四頌明唯識行，末後一頌明唯識果，於中初二十

四頌明識相。41
 

因此一般都把二十五頌判為明唯識性，但欲明了唯識的真實體性，必須也需了解

三自性和三無自性，所以本節中將分為三自性、三無自性和唯識實性三個主題進行剖

析。 

1、三自性 

三自性就是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茲分述如下： 

（1）遍計所執性 

 凡夫以主觀的觀念，周遍計度因緣而生起的一切法執為實有。此稱為「遍計所

執性」。《解深密經》曰： 

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假各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
42 

其意思是說：遍計所執相就是一切法都是眾生給他安立一個假設的名字，各物之

自性具有差別，如是可令方便言說中指稱。而《三十頌》曰： 

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43 

其中「由彼彼遍計」是指能遍計的識，「遍計種種物」是所遍計的境，而後兩句

是指遍計所執性。有關能遍計之識，唯識諸家解釋不同，如無著認為是第六意識。44

安慧認為八個識都具有功用45，而護法則主張第六和第七識有能遍計46。因為執我者

和執法者是能遍計，因為意識具有了別，而第七識有計度功能，故一般以此說為主。

而所遍計的是虛妄的分別心識對所緣境周遍計度，分別執為實我和實法所遍計的境，

並非心識外有實境，而是此能遍計心，誤將幻有的事物當作真實47。故徧計所執的自

                                                 
41

 《成唯識論述記》T43, 137b29-c14。 

42
 《解深密經》T16, 693a17-19。 

43
 《唯識三十頌》T31, 61a14-15。 

44
 《攝大乘論》T31, 138a1-19。 

45
 《辯中邊論》云：「三界心，心所是虛妄分別」（T31, 465a17-18）。 

46
 《成唯識論》T31, 45c25-46a8。 

47
 《成唯識論述記》云：「所執為遍計心境，而非所緣緣」（T43, 543b21-22）。而《成唯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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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只是心識虛幻分別的假法，離識以外，別無體性之法可言。 

（2）依他起性 

 《唯識三十頌》曰： 

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 

也就是說依他起自性是分別依因緣而生起的萬法。如《解深密經》云： 

云何諸法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

行，乃至招集純大苦蘊。48 

引文中緣生是因緣生，而因緣有四類，即親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和增上緣。

換言之，因緣即為第八識的種子，《成唯識論》云： 

眾緣所生心，心所體及相分、見分，有漏、無漏皆依他起，依他眾緣而得起故。
49 

引文中眾緣就是指四種因緣。50
 

頌中的「分別」是指諸染淨心，心所法。安慧所稱的「分別」是指辨別三界心和

心所的善、不善和無記不同。51《述記》中卻指出安惠等多師說： 

唯自證分是依他起。52 

而護法的主張是一切心識的見分、相分，若不起二分的妄執，仍是依他起自性，

若起妄執則為偏計所執性。所以「依他起自性」不是離心而實有自體。53
 

                                                                                                                                        

云：「眾緣所引自心、心所虛妄變現猶如幻事，陽焰、夢境，鏡像，光影，水月等變化所成，

非有似有」（T31, 46c2-4）。 

48
 《解深密經》T16, 693a19-21。 

49
 《成唯識論》T31,46b5-6。 

50
 心法依四緣而生起，但氣法只依因緣和增上緣，因為氣法不依具有能緣的所緣、緣和等無

間緣。 

51
 韓延杰（2012），前揭書，頁 428-429。 

52
 《成唯識論述記》T43, 頁 543c10-544a4。 

53
 《成唯識論述記》T43, 544a5-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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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圓成實性 

 《唯識三十頌》曰： 

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 

也就是說，在依他起性、恆常脫離遍計所執自性就是圓成實性。《解深密經》云： 

云何諸法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於此真如，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

故，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故，乃能通達，於此通達，漸漸修集，乃至

無上正等菩提，方證圓滿。54 

另外《成唯識論》亦云： 

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性。……二空所顯真如為性，說於彼言，

顯圓成與依他起不即不離。55 

由上述諸引言知圓成實性就是我空和法空，或破除煩惱障與所知障所顯示的諸法

真實性，也就是諸法的真實體性，而與真如、實相、法界及法性皆為同體異名，是為

圓滿成就諸法功德的實性。「圓成實性」具有三意義，一為圓滿，二為成就，而三是

真實，概述如下： 

A. 圓滿義：真如實性圓滿周偏於一切有為法，故具圓滿義。 

B. 成就義：即恆常成就，不生不滅，無有變異，故具備成就義。 

C. 真實義：真實是不虛謬，唯真如實性才是真實的。 

 圓成實性與依他起性兩者具有非異亦非不異之關係。因為離開依他起，就不能

顯現圓成實的法性，故為非異；然而兩者亦「非不異」，其理由是經中常說色法是無

常，乃至受想行識亦是無常，故無常法性遍及一切法。故無常與一切法是「非異」，

而就總相（共相）而言，雖不異，但萬法各有其別相是不同的，故是「非不異」。因

此，依他起與圓成實性若說是「不異」，則圓成實性不是同依他起性成為生滅法嗎？

故說兩者具「非不異」，在修行上須先以我、法二空的觀智（根本智）證見圓成實性，

此時已斷除我法二執（遍計所執），如是才可以後得智了達如幻如化的依他起性。56
 

                                                 
54

 《解深密經》T16, 693a21-25。 

55
 《成唯識論》T31, 46b10-15。 

56
 如《三十頌》言：「故此與依他，非異非不異，如無常等性，非不見此彼」（T31, 61a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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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無自性 

 三無自性，即相無自性、生無自性、勝義無自性。這三無自性是依三自性安立

的。57世尊以世間有情，對一切事物皆執有實在的自性，為破除這種妄執，故密意方

便，說一切法皆無自性。是不顯了的意思。即：說三無自性者，是不了義教。58茲說

明三無性如下： 

(1) 相無自性：此是依遍計所執性而安立的，以遍計所執之法假名安立，故說

相無自性。此謂一切眾生，以妄心於因緣所生之事物，計度有我、有法的我相、法相，

這就成了我執與法執，亦即是遍計所執性。遍計所執之法，如見繩誤以為是蛇，而心

識浮起蛇相，其相非實有，因此名曰「相無性」。相無性在說明我、法體相，有如鏡、

花，水、月，是虛幻不實的，眾生之所以認為有實我實法，是由於對一切我與法安立

一些假名之故，而實際上並沒有真實的體性。故說相無自性59。 

(2) 生無自性：此是依他起性而安立的。即一切諸法是由於仗因託緣而生起，

謂之依他起性。此依他起之法既由因緣和合而有，則「緣起性空」，其無實性可知，

其中並無實體，故名生無自性60。 

(3) 勝義無自性：此是依圓成實性而安立的。圓成實性即是真如，真如為圓為

常，為一切有為法的實性，是絕待的、永恆的理體，為我、法二空所顯，自然沒有自

性。故名為勝義無自性61。 

 唯識宗立三自性三無性，目的在於顯示非空非有的「唯識中道」。而唯識中道的

理論根據是說：能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識，所取者是色、聲、香、味、

觸、法六境，而此兩者，都是由於識的虛妄分別上而有，實際上這二都是是無，能取

和所取都是空。而在此空中，是以識的虛妄分別而有。因此一切法，有為、無為，不

                                                 
57

 如《解深密經》：「汝應諦聽吾當為汝解釋所說，一切氣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

自性涅槃所有密意。勝義生，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所言一切氣法皆無自性，所謂相

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T31, 694a9-15）。 

58
 如《三十頌》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T31, 61a22-23）。 

59
 如《解深密經》曰：「善男子！云何氣法相無自性性？謂氣法遍計所執相。何以故？此氣假

名安立為相，非氣自相安立為相，是故說氣相無自性性。」（T16, 694a15-18）。 

60
 如《解深密經》曰：「云何氣法生無自性？謂氣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氣依他緣力故有非

自然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T16, 694a18-20）。 
61

 如《解深密經》曰：「復有氣法圓成實相、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何以故？一切氣法、法無我

性名為勝義，亦得名為無自性性，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無自性性之所顯故，氣此因緣名為

勝義無自性性。」（T16, 694a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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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故稱「非空」；也不是有，故稱「非不空」。非空、非不空，就是中道62。唯

識中道有一特點，即是和三自性、三無自性結合在一起。唯識宗以為，世間一切法都

有三自性，也有三無自性。三自性是說明有（非空），而三無自性是說明空（非有）。

所以唯識宗把唯識的終極道理，歸為非空、非有的中道。唯識中道，有三性各具中道

與三性對望中道二義，概述如下： 

(1) 三性各具中道：唯識中道，是建立在三自性與三無性的基礎上。即一切法

的每一法，各具非空、非有二義。即遍計所執性，情有、故「非空」，理無、故「非

有」；依他起性，如幻、故「非有」，假有、故「非空」；圓成實性是真空，故「非有」，

妙有，故「非空」。以此，則一一法上，各具三性非空、非有中道。此名三性各具中

道，亦名「一性中道」。 

(2) 三性對望中道：三性對望中道，亦是建立在遍計所執、依他起性、圓成實

三性上。在三性之中，遍計所執性，是我人的虛妄分別，顯現於妄情上情有、理無的

妄法。依他起性，是仗因託緣生起，雖無體性，卻有相用，這是假有實無的假法。圓

成實性，是諸法的體性，這是實有相無的實法。所以在三性之中，遍計所執是空，依

他、圓成是有，空有對望，則非空非有。而真空妙有之中道亦由此而建立。此名三性

對望中道，亦稱「一法中道」。三性為唯識宗立論的根本，唯識宗以一切不離心為義63。

因此就以三性為中心或阿賴耶識為中心的論爭及唯識思想的傳承問題出現。64
 

3、唯識實性 

 所謂唯識實性就是「真如」。也稱為「圓成實性」。65真如，是佛法中最高的真理。

唯識行者修唯識行，歷經長時間聚集無量福德智慧，無非是在斷滅我、法二執，煩惱、

所知二障，證得我、法二空，轉識成智，親契真如，證得大菩提與涅槃的勝果。「真

如」此一概念，究竟是什麼？必須特別加以詳細的探討，所以以下就真如與緣起、四

                                                 
62

 《辯中邊論》云：「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故說一切法，非

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T31, 464b16-c7）。另外《成唯識論》亦曰：「我

法非有，空識非無，離有離無，故契中道」（T31, 39b1-2）。 

63
 《成唯識論》曰：「三種自性，皆不離心、心所法。謂心、心所及所變現，眾緣生故，如幻

事等非有似有，誑惑愚夫，一切皆名依他起性；愚夫於此橫執我法、有無、一異、俱不俱

等，如空華等性相都無，一切皆名遍計所執；依他起上，彼所妄執我、法俱空，此空所顯

識等真性名圓成實。是故此三不離心等。」（T31, 46c4-13）。 

64
 參見上田義文著，陳一標譯（2002）《大乘佛教思想》台北：東大，頁 1-13。 

65 《唯識三十頌》：「此氣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T31, 61a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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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二諦及唯識實性三個主題進行討論。 

（1）真如與緣起 

 要探討真如，須先自佛陀證悟的「緣起」說起。緣起又名緣生66。緣起在佛教經

典中經常出現。67緣起，有其縱向的和橫向的兩種關涉對待關係，以縱向關係來觀察

一切法，就有前因後果的關係；而橫向關係是就時間的某一點上觀察一切法，就有彼

此對待的關係。「此生故彼生」是縱向的因果關係；「此有故彼有」是橫向的對待關係。

緣起為佛教的基本教理。但比較重視縱向因果關係的緣起，而忽略橫向相待關係的緣

起。這種橫向關涉對待的緣起被稱為「實相」（Dharmata）。實相，即一切法真實的、

常住不變的本性。這是平等的、最高的真理。從緣起法而言，一切法都是待緣而生起，

故無自性（也即是無固定不變之性）。無自性即是性空，這是諸法的本質，是本來如

此的、不增不減的法性，這就是「真如」。真如，真者真實，如者如常，此為遍布於

宇宙間真實之本體，也即是事物的真實相狀，或真實性質。經典中表示真如的名稱極

多，如《大般若經》第三五七卷中，列出了十二名稱：法性、法界、不虛妄性、不變

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等，都是真如的異名
68。 

 事實上，緣起的本義，就是探究實相。《中論》云：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

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69
 

龍樹在這偈頌中主要在揭示「空」的概念，空就是諸法實相。無常、無我的本性

是空，也即是「性空」或「空性」。而緣起法中即含蘊著空性，所以說「緣起性空」。 

（2）四重二諦 

 常住不變的真如，就是唯識的實性。對「世俗諦」而言，真如是「勝義諦」，所

以頌文稱「此諸法勝義」。世俗、勝義二諦是佛教的根本大法，諸佛依二諦而說法，

                                                 
66

 《瑜伽師地論》云：「復次云何名緣生法，謂無主宰，無有作者，無有受者，無自作用，不

得自在，從因而生託眾緣轉，本無而有，有已散滅，唯法所顯，唯法能潤，唯法所潤，墮

在相續，如是等相名緣生法，當知此中因名緣起，果名緣生。」（T30, 611b15-20）。 

67
 《雜阿含經》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T2, 82c18-86a3）。 

68
 《大般若經》T6, 837b4-6。 

69
 《中論》T30, 33b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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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依二諦而證道。70
 

 第一義諦，就是勝義諦。何謂勝義諦呢？即聖者所見的真實理性，即普遍的空

如之理；何謂世俗諦呢？是迷情所見的世間事相，是現象界經驗面的理法。這二者均

非虛謬，故說為諦。唯識宗具明二諦，於世俗、勝義二諦又各立四重，曰世間、道理、

證得、勝義71。此四重二諦與三自性之關係如圖二所示72。 

 

 

 

 

 

 

 

 

 

 

 

 

 

 

 

                                                 
70

 《中論》云：「氣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

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不能證涅槃。」

（T30, 32c16-19）。 

71
 大乘法苑義林章卷八，二諦章謂：「二諦深妙，非略盡言，聊述綱記。……總名中，一世俗

諦，亦名隱顯諦；二勝義諦，舊名第一義諦，亦名真諦。列別名者，今氣二諦有無體異，

事理義殊深淺不同，詮旨各別故，於二諦各有四重：亦名名事二諦、事理二諦、淺深二諦、

詮旨二諦。世俗諦四名者：一世間世俗諦，亦名有名無實諦。二道理世俗諦，亦名隨事差

別諦。三證得世俗諦，亦名方便安立諦。四勝義世俗諦，亦名假名非安立諦。勝義諦四名

者：一世間勝義諦，亦名體用顯現諦。二道理勝義諦，亦名因果差別諦，三證得勝義諦，

亦名依門顯實諦。四勝義勝義諦，亦名廢詮談旨諦。」（T45, 287b16-c11）。亦可參見梅光

羲編述（2013）《相宗綱要正續合編》台北：佛陀，頁 134-135。 

72
 引李潤生（1999）前揭書，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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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四重二諦與三自性之關係 

 

世俗四諦，稱為世俗者，世謂隱覆真理，俗為有相顯現。諦者實義，有如實有，無如

實無，有無不虛，故稱為「世俗諦」。而稱勝義諦者，勝謂殊勝，義有二種，一者境

界名義，二者道理名義。諦者實義，是「事如實事，理如實理。」理事不謬，名之為

「勝義諦」。以執為實我實法的瓶、缽、軍、林等為第一俗；以蘊處界三科為第二俗

第一真；以三自性三無性唯識理為第三俗第二真；以二空真如為第四俗第三真；以一

真法界為第四真。如此建立雖為五重，然真俗相形，又復八重條然不繁，勝義勝義諦

是在諸勝義中，唯此為最，故在勝義之上復冠以勝義。此諦理須廢除言詮，但以正智

證會。 

（3）唯識實性 

 勝義諦雖有四重，但此處說的勝義，指的是「二諦四重」中的最後一種「勝義

勝義諦」。此勝義諦，是「體妙離言，迴超眾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及「廢

除言詮，但以正智」而證得，所以此「勝義勝義諦」，就是聖者內證的真如。 

 三自性中的遍計所執和依他起，都不是諸法實性，唯有此圓成實，才是諸法實

性。就唯識而言，此諸法實性，也就是唯識的實性。73
 

四、阿賴耶識的諍論 
本節將就自宗的諍論，以及宗喀巴對唯識宗阿賴耶識的異議，兩個主題進行研討。 

（一）自宗的諍論 

有關唯識因上見有隨順虛相唯識派，安慧論師之學或隨順實相唯識派，護法論師

之學。而兩位論師在詮釋《三十頌》有一些不同的見解，因此就有古學與今學的思想

論爭。74限於篇幅與能力，筆者僅能就《三十頌》第二頌第三、四句，玄奘譯為「初

                                                 
73

 《成唯識論》曰：「此性即是唯識性，謂唯識性；略有二種：一者虛妄，謂遍計所執；二者

真實，謂圓成實，為簡虛妄，說言實性。復有二種：一者世俗，謂依他起，二者勝義，謂

圓成實，為簡世俗，故說實性。」（T31, 48a27-b3）。 

74
 例如上田義文與長尾雅人之論爭，其相關的重要著作可參見上田義文著，陳一標譯（2012）

前揭書，頁 4-6。另外，霍韜晦（1980），呂澂（1979）及曰慧法師（2005）的前揭書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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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而安慧譯：「此中名藏識、異熟、一切種」，兩者在詮譯

上的差異所在。 

護法論師在闡釋「阿賴耶識」的內涵時是說：初能變識，大乘和小乘都稱為阿賴

耶識，因為此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三義。能藏、所藏意謂阿賴耶識與雜染互為因

緣。執藏意謂有情眾生妄執阿賴耶識為「我」。這就是初能變阿賴耶識的所有自相。

自相攝持因、果二相為自體故。75此中，「與雜染互為緣」者，意謂：阿賴耶識為種

子，生起雜染諸法，以此之故，說阿賴耶識為雜染諸法因；在同一時間，諸雜染法現

行，又熏成阿賴耶識中種子，如是雜染諸法也成為阿賴耶識的因緣。然而安慧論師有

不同的說法76。根據其詮釋可歸納為：一、其藏識的內涵，僅為攝藏。此攝藏雖也有

類似能藏，所藏的兩個層面，但如前所說，其意義完全不同。二、只許內有執受所依

身有諸根名色的執受，卻未談到有情執為自內我的執藏。三、藏識與諸雜染法同時更

互為因，許是變異規律的前因後果；「同時」二字是指這兩種更互因果，在同一時間

內兩皆俱起之意。 

由上的剖析，知唯識自宗內，亦有一些諍論的。有志之士，可對比原典，深入研

討。 

（二）宗喀巴對唯識宗阿賴耶識的異議 

中觀宗與唯識宗大的歧異在於「見」上。其中對阿賴耶識的看法便是此中極具代

表性者。宗喀巴重申中觀應成派與他宗的不共釋規，就是不承認一切法有微塵許的自

                                                                                                                                        

有列舉。 

75
 《成唯識論》云：「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此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謂與雜

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此即顯示初能變識所有自相攝持因果為自相故。」（T31, 

7c20-23）。 

76
 《唯識三十頌》安慧釋之研究，見韓延杰（2012），前揭書，頁 327：「徐梵澄譯：此中謂

如前所說三變中，所謂阿賴耶者，表藏識，此識即異熟變。此中屬一切雜染法種子所依者，

為阿賴耶。阿賴耶與依，同謂而異名。復次，此中攝藏一切法為果性，一切法中攝藏此為

因性，是為阿賴耶。了別謂之識，一切界、趣、胎、類中善、不善異熟，謂之異熟。一切

法種子所依，謂之「一切種」。若轉識外別有阿賴耶識，其應說其所緣或行相。若無所緣或

無行相，識不應理。正稱非無所緣，非無行相。云何不斷所緣及行相，何以故？以阿賴耶

識二類生起故。內自執受了別，外自不斷行相器了別。此中內執受者，謂愛著遍計自性習

氣，及所氣氣氣名、氣。氣此所緣性氣氣氣故。徐氣生氣氣氣氣釋如氣：「斷」謂氣了、氣

知、定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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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或自性，但是要安立一切世俗因果作用。中觀應成派有多種不共餘釋之處，其中第

一個就是不承認有離六識之異體阿賴耶識。77但是中觀應成派此一觀點要解決一個問

題就是業的保存以及業和後來的果報如何聯繫的問題。唯識宗提出阿賴耶識來保存業

的種子，造業之後，雖經過多劫，業也能保存而不失壞，終能感果。78但是月稱在《人

中論釋》提出不同觀點，如云： 

由業非以自性滅，故無賴耶亦能生，有業雖滅經久時，當知猶能生自果。79 

宗喀巴對此引文的詮釋是，中觀應成派破除阿賴耶識最有力的武器是認為業的生

滅都是無自性的。他們的根據是龍樹的《中論》： 

諸業本不生，以無自性故，諸業亦不滅，以其不生故。80 

批判的思路是：由於業生為無自性的，所以注定要滅的，如是可避免「常見」；

同時，由於生無自性，那麼滅當然也無自性。而不許阿賴耶識的主要原因則是因為業

滅也是無自性的。81
 

那麼，為什麼業滅的無自性可以破除阿賴耶識的存在呢？最主要的原因是： 

許諸法有自性之一切宗，可說滅為有事。許無自性之中觀宗，則可說滅是有事。 

                                                 
77

 解釋龍猛菩薩論之氣派中，其無氣塵許之自相，而能安立一切作用者，是為此宗不共釋規。

依此可知，此清淨宗有多種不餘釋之義。舉要言之，謂破離六識之異體阿賴耶識，破自證

分，不許用自續因引生敵者真實義見，如許內識亦應許外境，許二乘人亦能通達法無自性，

立法我執為煩惱障，許滅是有為，及以彼理安立三世等氣不共規。（參見宗喀巴著，法尊法

師譯，（1994）《人中論善顯密意疏》，台北：法爾出版社，頁 212）。 

78
 法尊法師指出：唯識師氣阿賴耶識具有許多條件合乎受惠持種的要求。即第一是實有而非

假法，簡別了不了相應行的命氣等；第二是無記性，簡別了時善時惡變異性的轉識和純無

漏的功德法等；第三是無始恆有的，簡別了有間斷的意識等；第四是與能薰法俱生俱滅，

簡別了時間前後的東西。（參見《法尊法師論文集》，頁 171，台北：大千，2002）。 

79
 宗喀巴，法尊法師譯（1991）《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台北：法爾，頁 214。 

80
 《中論》（T30, 22c29-23a1）。 

81
 若如中觀應成派義，業非以自性生故，彼業亦非以自性滅，從非以自性滅業，引生自果，

全不相違，故雖不許阿賴耶等，業亦能生果。以是當如，有一類有情已造二業，滅經多劫，

仍從彼業能生自果，因果不亂。是故此宗業果繫屬極為應理。（參見宗喀巴，前揭書，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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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引文中所謂的「有事」，宗喀巴認為有兩層含義：死亦有二種所作，一能壞諸

行，二作無知（覺）相續不絕之因。此說死能作二種事。既說死由因生，復說死生無

明，故滅亦應有能生因，及能生果。83
 

中觀應成派不許阿賴耶識，那要如何安立善不善習氣的所依呢？中觀應成派認

為，對生生世世都存在的名言上存在的我，就是習氣的所依。84
 

月稱以裝過油的瓶子及放過花的衣服其餘香猶在為例，來說明無明習氣保存的原

理。宗喀巴說： 

所謂心識相續，就是指連續不斷生起的心識。這個心識相續也是名言假立，並

無自性可言。85 

另外，宗喀巴認為業滅本身是有作用的，這個作用就是它能引發果的產生，月稱

《人中論釋》云： 

如見夢中所緣境，愚夫覺後猶生貪。如是業滅無自性，從彼亦能

有果生。86 

這個比喻指出：愚人在夢中見一美女，醒來之後，依據那已經消失的夢境，還是能產

生貪戀。夢境是虛妄的，就相當於實無自性的業，在它消失仍有貪戀之果產生。所以，

雖然業滅了，它仍然能產生相應的果。87
 

本文曾提到心識相續是名言假立，並無自性可言。中觀應成派認為並不需要另外

安立阿賴耶識來承載業的種子。但是如何看待主張阿賴耶識的經典呢？宗喀巴就以設

問的方式進行討論。88宗喀巴認為，如《般若十萬頌》等為數眾多的經典說識的數量

                                                 
82

 宗喀巴（1991），前揭書，頁 216。 

83
 同上註。 

84
 若法於心相續，染污、熏習、隨逐，是名習氣。煩惱邊際、串習、氣本、習氣，是氣異門。

聲聞、獨覺以無漏道已斷煩惱，然猶不能斷彼習氣。如瓶衣等。已貯油、花等物，後縱除

去油、花等物，猶有氣氣香氣可得。（同上，頁 218）。 

85
 氣此我事是依內心假立之相續，故亦說名內心相續。若如說心同類名心相續者，亦是少分

習氣薰習之所依，無氣習氣之理。（同上，頁 218）。 

86
 同上，頁 219。 

87
 此說於生有中結生相續，領受宿業苦樂果報。其能領受心識相續，是從最初生識而生。又

說生死於名言有，於勝義無，其理氣謂本性離故。（同上，頁 221）。 

88
 問：若無阿賴耶識，亦能安立業果關係者，則《楞伽經》及《解深密經》，阿毗達摩大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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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說六識身，不曾多說，故佛經有建立、不建立阿賴耶識之二類：例如彌勒在解

經意時，在《辨中邊論》、《莊嚴經論》與《辨法法性論》中建立阿賴耶識破除外境；

在《現觀莊嚴論》與《寶性論》中，則不建立阿賴耶識，不破外境。無著菩薩解《寶

性論》，也不按照唯識宗解釋，而是按照中觀學的觀點進行解釋，基於此，宗喀巴認

為，佛教經典也有建立和不建立阿賴耶識兩類。為唯識和中觀所共依的般若經並沒有

提到阿賴耶識。另外，阿賴耶識是唯識宗建立的，但是，唯識宗的經典並不都承認阿

賴耶識。 

宗喀巴進一步說明，佛陀應機說法，對須說有阿賴耶識才能調伏的眾生，就說有

阿賴耶識。宗喀巴認為阿賴耶識是一種密意教法，也就是一種方便說法，是接引那些

不能即刻了達空性的眾生而說的，先讓他們去除外道的邪見，但最後要讓他們了解經

典的真實義，自然能放棄阿賴耶識的說法。 

宗喀巴通過阿賴耶識為方便說法和將空性等同於阿賴耶識兩種途徑，給阿賴耶識

一定的空間，將它歸入緣起法的範疇，並未進行徹底的否定，如云： 

如是阿賴耶識雖非實有，亦現有去來動作，似有實體。故非許有如餘論所說有

自相之阿賴耶識。89 

宗喀巴並不贊成他人所說有自相的阿賴耶識，此外仍有一點必須辨明，如云： 

若謂雖不許有自相之阿賴耶識，可許離六識身，別有如幻為一切染淨之種子

識。90 

也就是說，雖然不承認有實相的阿賴耶識存在，但是否依舊允許作為一切染淨法種子

的阿賴耶識在六識之外存在呢？宗喀巴同樣反對這種觀點，如云： 

                                                                                                                                        

等，說有阿賴耶識，為一切有為法功能差別之所依，名一切種，如海起波浪，作內外一切

氣法生起之因，豈彼建立一切非有耶？（同上，頁 222）。經中說有阿賴耶識，或說有實

補特伽羅，及說惟此氣蘊實有者，此等是為了不能了達如上所說氣深義之眾生，密意而說。

若氣眾生，氣其長夜習外道見，不能悟入氣深法性，……最初即為宣說法性，深生恐怖，

於佛聖教起險外想，便於聖教憎背不入，於是當失最大義利。故氣此輩最初不說究竟深處，

而為宣說阿賴耶識及實蘊等。氣令依此除外道見，引導令得最大義利。後氣善解經典真義，

自能棄捨阿賴耶等。（同上，頁 223）。 

89
 同上註，頁 225。 

90
 同上註，頁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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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許彼識雖無外境由彼習氣成熟力故，亦可安立似境識生，則計外境悉成無

義。91 

也就是說，如果承認作為一切染淨法種子的阿賴耶識的存在，就必然承認阿賴耶識中

種子成熟，變現出外境，這也就等於承認了唯識宗「唯識無境」的觀點，否定外境的

存在。宗喀巴認為，心和境是對舉的，即：作為認識對象的所知與認識主體能知，互

相觀待，它們於勝義中完全不存在，但在名言中都如幻而有，這是中觀宗的論點。 

五、結論  

根據本文的論文可歸納如下的結論： 

唯識宗主張「一切我法施設，皆以識為性」，即一切假名施設的諸我，諸法現象

只是識的轉變。識變不許無，因為即是我法施設的所依，施設若無所依，那就無處可

施設了。而識以「分別」為自性。識變有三類，即第八識、第七識和前六識。由於世

親《唯識三十頌》的地位具有承先啟後，是綜合唯識諸經論之精粹，而為一部言簡意

賅之著作。 

所以本文以該論頌為主，但《三十頌》只有偈頌而無長行。所以對唯識理論進行

更深入研究，就有安慧論師的古唯識派，或稱為虛妄唯識派，或護法論師為主的新唯

識派，或叫實相唯識派。本文在行文中，仍以玄奘《成唯識論》即實相派為主，然而

有些義理會引用安慧釋的虛相派為輔。 

識變就是識的轉化。轉化為眾生或一切法，或有譯為「變現」，是識所緣，唯識

所現，兩者之差異有不同的論述。識變的差別內涵是以第八識為識變的根本，在其中

含有異熟和等流兩種習氣，是在說明藏識中因性變與因性變彼此間的關係。緣起的一

切法皆由此兩種習氣現行異熟、思量和於境了別三類識變的展現，如此才能依之施設

諸我和諸法，成立一切法唯識所現的主張。 

識變具有能變功能，而可分為依轉變義，稱為因能變，和依變現義，即所謂的果

能變。而因能變又可分為等流習氣，即前七識所熏種子和異熟習氣，即前六識善惡業

所熏種子，而果能變就是第八識自證分。 

第八識可依三相、所緣、行相、心所相應、五受相應、德性、因果及伏斷等七門

加以闡釋。第七識則可依釋名、所依、所緣、體性、相應、德性、果繫及伏斷等八門

                                                 
91

 同上註，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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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剖析，而前六識則是依差別、體性、德性、相應、所依俱轉和起滅等七門加以探

討。 

在第八識是指修行到證得阿羅漢位時，可以轉捨具有煩惱、所知障為清淨，無漏

的第八識即可轉識成智及轉生死為菩提。而第七識是指一旦我、法執已斷，則與第七

識相應的平等性智恆時現行緣第八識的無垢、真如及一切有為法，真俗一切法皆悉平

等，故永處在「平等性智相應位」。而第六識能善觀諸法的自相、共相攝藏無量法門，

斷一切疑，妙觀一切法，故與妙觀察智相應。另外，前五識是為利樂一切有情，示現

種種變化身、變化土及變化身口意業，成願所應作事業，而與「成所作智」相應。 

在「一切唯識」的論述方面，安慧是就識無所緣而論的，而護法則以能變、所變

而論，這是古學和今學的最大差異所在。一切法的生成，是由第八識及相應的因緣助

成的，而非賴外緣所成，由於業習氣和能取所取的習氣而招感異熟果的生起，當生命

告終時，此業習氣與二取習氣所薰的種子招感來世的異熟果，如此輾轉相生，故眾生

如是生死相續輪迴。 

分別依眾因緣所生起的萬法是依他起性，若不與慧相應，只是心識虛幻分別的假

法，則為偏計所執性，而若具有真如實性，恆常成就真實不虛謬，則為圓成實性，而

因眾生對一切法皆執有實在，為破除這種妄執，故設相無性、生無性和勝義無性。相

無性是表示以妄心而計我相法相，其相非實。而生無性是說一切法因緣而生，緣起性

空。而勝義無性是說一切有為法的實性是我法二空所顯，自然無自性可言。唯識宗立

三自性、三無性的目的是在顯示非空非有的「唯識中道」。 

常住不變的真的，就是唯識的實性，唯識宗具明二諦於世俗、勝義二諦各立四重，

曰世間、道理、證得、勝義。勝義勝義諦就是第一義諦就是唯識實性。 

護法主張阿賴耶識具有能藏、所藏和執藏，而安慧則認為它僅是攝藏，兩者的差

異是前者具有種子生現行，現行薰成種子；而後者認為，現行與藏識同時互為因果關

係，沒有種子的概念。 

中觀宗認為業的生滅是無自性，心識相續是無明習氣保存的原理，而心識相德也

無自性，所以不需安立阿賴耶識來承載業的種子。阿賴耶識是一種密意教法，也就是

一種方便說法，一旦了達空性，自然放棄阿賴耶識的說法。阿賴耶識可歸入緣起法，

中觀宗認為作為認識對象的所知（境）和認識主體的能知（心），兩者是相互觀待，

在勝義中無，而在名言中如幻而有，故不許在六識之外有阿賴耶識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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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遵式《金園集》之思想研究 

 

周庭安∗
 

 

摘要  

本論文的主題是慈雲遵式《金園集》之思想研究，筆者以遵式的雜著《金園集》

為主要探討文獻。《金園集》全文共三卷，收錄在《卍新纂續藏經》第 57冊。根據宗

曉（1151-1214）《四名尊者教行錄》記載，《金園集》是遵式逝世後一百二十年，由

其五世法孫慧觀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收集遺文編纂而成。 

 《金園集》為遵式著名的雜著，全文收錄〈受菩薩戒儀式十科〉、〈受五戒法〉、

〈示人念佛方法并悔願文〉、〈修盂蘭盆方法九門〉、〈放生慈濟法門(并序)〉、〈梁朝高

僧放生文〉、〈施食正名〉、〈野廟誌〉和〈三衣辨惑篇〉等 17篇廣泛論及戒法、念佛、

放生、施食、懺儀的文章。文中不僅敘述了大乘佛教戒法的次第，並且倡導如何念佛

和行懺。由此可知，此為一部具有相當研究價值性的作品。 

關於遵式的生平、著作及思想，已有多數前人研究，但是，關於遵式的思想，學

者們大多著重在於懺法思想上的研究，並未有學者深入探討遵式在戒法的思想上。因

此，本論將分為五章，先分析遵式的生平及著作，接著以《金園集》為主要研究文獻，

試析遵式的戒法思想淵源，並分析遵式戒法思想的次第；懺儀思想方面，筆者則會析

述遵式是如何將天台教理融攝在懺法中。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慈雲遵式、金園集、放生、菩薩戒、儀軌 

                                                 
∗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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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園集》的戒法思想  

佛制戒法之原意雖在於治理僧團，但戒法為三學之首，八正道中的正語、正業、

正命內容即為戒律的要求；又，六波羅蜜之一便是戒波羅蜜。佛教典籍多用譬喻來表

達戒法的重要，如《菩薩戒本》： 

今說三聚戒，菩薩咸共聽；戒如大明燈，能消長夜闇；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

遺；戒如摩尼珠，雨物濟貧窮。離世速成佛，唯此法為最！是故諸菩薩，應當

勤護持。1
 

由以上的譬喻可知戒不僅是照破黑暗、斷除煩惱的明燈，呈現法真如實相的鏡

子、也是能獲殊勝利益的珠寶，更是能防非止惡的利器，可見「戒」極為重要。 

 《金園集》裡有收錄多篇遵式談論戒法的內容，其中，遵式於〈授菩薩戒儀式

十科〉和〈授五戒法〉中引用談及戒法的經典，闡述授戒的重要性和訂定授戒的次第；

又於〈誡酒肉慈慧法門（并序）〉、〈誡五辛篇〉博徵廣引經典以談論其對於不食酒肉、

五辛的看法。本章第一節將首先針對以上四篇探討遵式戒法思想的淵源。 

 宋代時，禮懺法會已經在民間普及，可在檀越家中實行，但由於信眾們不知法

則，僧人也未做說明，因此造成懺法草率的實踐，因此遵式特別寫下〈熾盛光道場念

誦儀中誡勸檀越文〉，為懺法訂定規範。接著，遵式有感於當時信眾對於出家人、僧

服等的不理解而做出不如法之事，特別撰寫〈三衣辨惑篇〉呼籲信眾、僧人能改善「在

家人披出家服」的行為。本章第二節將藉由以上兩篇討論遵式戒法思想的實踐。綜合

以上，探析遵式對宋代佛教戒法發展的貢獻。 

（一）《金園集》的戒法思想淵源 

 根據《佛祖統紀》所載，遵式跟隨義全法師出家後於二十歲便受具足戒，隔年

跟隨守初律師學習戒律。2
 遺憾的是，身為遵式初期的老師義全與守初兩位大師的史

料皆已不存在，因而無法得知遵式受教的情形。遵式現今所殘存有關戒律的著作，僅

有〈授菩薩戒儀式十科〉與〈授五戒法〉二本，且撰寫的年代亦不詳。3
 

遵式撰寫〈授菩薩戒儀式十科〉此文時表示受持菩薩戒乃是行菩薩道之根本，〈受

                                                 
1 《菩薩戒本》，CBETA, T24, no. 1500, p. 1107a9-14。 
2 《佛祖統紀》，CBETA, T49, no. 2035, p. 207a19-21。 
3 釋果鏡，〈慈雲遵式與天竺寺〉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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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法〉遵式主要是針對在家人而訂定，筆者將個別探討其思想淵源。〈授菩薩戒儀

式十科〉第一部分為開導信心，遵式認為「原夫大乘菩薩戒者，菩薩道之根本，正覺

果之因基。」要成為菩薩，必須先受菩薩戒。4
 因此為了讓受戒者生起信心，遵式引

用《梵網經》、《華嚴經》和《涅槃經》等經典來闡述菩薩戒的源起和受戒的殊勝。其

中，內容多用譬喻方式表現，引文如下： 

故《梵網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眾菩薩，由是成正覺。」

《華嚴經》云：「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於淨戒，是則

如來所讚歎。」《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受其戒法，當知若

不受戒，無成佛之期。」……又《瓔珞經》云：「若一切眾生，不受菩薩戒者，

不名為人，畜生無異。」5
 

《梵網經》是大乘菩薩戒所依重要的經典，主要的任務便是在使菩薩戒普及，6
 由

此段經文可知遵式在所提及的菩薩戒是菩薩道的根本。在《華嚴經》的經文中，多處

都有談到戒，然而，遵式所引用的經文強調若能持戒清淨，是被諸佛之所讚揚的。《涅

槃經》和《瓔珞經》等經則提到不受菩薩戒者，與畜生無異，亦不能成佛，更說明受

菩薩戒何其重要。綜合以上經典所述，遵式認為「戒德殊勝不可思議，五乘之軌範，

作三寶之梯航，大惡病之良藥，大怖畏之守護。惡道暗處，戒為明燈；生死海中，戒

為船筏。」7
 因此若要求受此戒，必須先生起信心。 

 使受戒者生起信心之後，遵式表示受菩薩戒現世能獲五種利益，直至成佛能獲

八種殊勝。五種利益分別為：得諸佛諸大菩薩心、得煩惱斷除、得現在人見心生歡喜、

四者得備萬行、臨命終時心無悔惱。八種殊勝為：趣道殊勝、發心殊勝、福田殊勝、

功德殊勝、受罪輕微、處胎殊勝、神通殊勝、果報殊勝。遵式為此五種功德八種殊勝

加以敘述，使受戒者更加強信心。8
 

 受菩薩戒不僅能獲得上述利益功德，遵式於「第三皈依三寶」中表示受菩薩戒，

不同於小乘，受戒直至成佛，戒體都不會消失。《金園集》所載： 

                                                 
4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a16。 
5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a17-b2。 
6 佐藤達玄，《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頁 641。 
7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b2-4。 
8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b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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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小乘於受戒時，但言盡形壽，此身若謝，其戒便失。若是菩薩戒，從今一

受，訖至成佛，永無失緣。9
 

此篇亦提及受戒前應先皈依三寶，皈依三寶也能獲得一切功德。皈依三寶後，接著請

五師受戒並向其乞戒，再者立願、遮難、羯磨，持犯戒相、此儀式的最後一個步驟為

「迴向」，遵式在此述說迴向的重要，其迴向的對象包括：法界眾生、一切天眾、當

今皇帝和在會弟子等，將受戒的殊勝功德迴向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離苦得樂道皆

共成佛，做到回小向大的菩薩道精神。10〈授菩薩戒儀式十科〉從發心、皈依、受戒、

立願到迴向，遵式運用諸大乘經典，詳細表述十個次第環環相扣之重要性，以及受菩

薩戒行菩薩道的精神。不過，遵式是世人所稱的懺主，應當更重視懺悔一事，卻在此

儀式中將「懺悔」一步驟給省略。然而，文中和現存的材料中，無法解釋此一現象。 

 遵式所作有關戒律的文章，尚有〈授五戒法〉。五戒是一切佛戒的基礎，進入佛

門之後的在家弟子，應當受持五戒。11
 〈授五戒法〉一樣有十個授戒次第， 第一步

驟也是先令欲受戒者生信心，遵式引用《梵網經》、《遺教經》、《善生經》等經說明受

戒法是何等難得且珍貴，其內文如下： 

《遺教經》云：「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又云：「戒

是正順解脫之本，若人能持淨戒，則諸善功德，皆悉能生。當知戒為第一安隱

功德之所住處。」然戒有多品，汝所求者乃是趣善之元首，出苦之要津也。《善

生經》云：「此戒甚難得，能為沙彌大比丘及菩薩戒而作根本，當知此戒勝妙，

若是莫可輕心，而求受之。」12 

《遺教經》是佛將入涅槃之時，遺囑弟子要以戒為師，便能如暗遇明，如貧人得

寶。又說若能持戒清淨，眾福皆能生起。《善生經》是佛陀對在家信徒宣講的一部佛

經，將五戒十善等基礎修行融入教法中。其中說到五戒可作為菩薩戒之根本，故不可

以輕心授之。 

 第二步驟為「懺悔」，遵式告訴世人「無始無邊罪障，障汝善心，戒品不發。我

當為汝，先陳懺悔，淨洗三業。」眾生無始劫以來所造的罪業，會成為修行的障礙，

                                                 
9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2a8-12。 

10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p. 3c12-4a10。 

11
 釋聖嚴，《戒律學綱要》，頁 80。 

12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4a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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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使戒品不發，因此皈依、受戒之前需先行懺悔。13
 大睿法師於其《天台懺法之

研究》也提到，藉由禮懺來達到罪障消除，身口意清淨後，便能開始皈依、受戒。

懺悔法們可說是戒定慧三學的基礎。 14
 

歷經發心、懺悔、皈依、遮難等過程，已確定受戒的意志力是否肯定，接著

向受戒者述說戒法之相，護持戒法的功德，警惕受戒者不輕易犯戒，並要遠離十五種

非律儀，最後將所做功德迴向十方法界。因此，我們可視遵式〈授五戒法〉的內容為

在家人授持五戒的十個次第。 

 除了菩薩戒和五戒以外，遵式另著有〈誡酒肉慈慧法門偈〉和〈誡五辛篇〉，對

於生活中的行為，遵式亦引用經典告誡世人戒律存在的目的與價值。〈誡酒肉慈慧法

門偈〉遵式收錄《楞伽經》、《央掘經》、《涅槃經》、《薩遮尼幹經》、《阿含經》、《正法

念經》、《華嚴十住經》等諸大小乘經典，結集而成一百首偈頌，希望還不明白戒殺因

果之人，能引以為戒；已相信戒殺因果者，更能時時警惕在心。15
 筆者就遵式所收

錄的經典，摘錄其中談及戒酒肉相關內容，由此可知遵式〈誡酒肉慈慧法門偈〉的撰

寫成因，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所載： 

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已

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

不應食肉……。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

即便謀反，斷其奉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16 

遵式認為一切眾生皆有可能是我前世親人，食肉的話會使修行者無法升起慈悲心，以

及為了食肉而做的種種殺害，只是因為謀求圖利等原因，可看出不殺生乃是慈悲的實

踐以及佛陀嚴格禁止食肉的立場。除了肉類要不應食用之外，《楞伽經》裡談到要禁

食的東西也包含蔥、韭與蒜等五辛，並說這些都是聖道的障礙。17
 遵式對於蔥、蒜

等五辛的看法，筆者將於談論〈誡五辛篇〉時繼續延伸探討。 

                                                 
13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4b9-11。 
14

 釋大睿，《天台懺法之研究》，頁 3。 
15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3a13-17。 
16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670, pp. 513c11-514a2。 
17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記載：「一切肉與蔥，及諸韭蒜等，種種放逸酒，修行常遠離。

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酒肉蔥韭蒜，悉為聖道障。」CBETA, T16, no. 670, p. 

514a16-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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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提倡不應食肉的看法，還可見於《央掘魔羅經》，其記載如下：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

眾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

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

宅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18 

 又文殊師利白佛言： 

今此城中有一皮師能作革屣，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當受不？復次，世尊！

若自死牛，牛主從旃陀羅取皮，持付皮師使作革屣，施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

近不？」佛告文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為應受

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19
 

佛陀禁斷肉食的範圍由已擴大到禁用動物的皮、毛等相關製品。其原因包含上述所提

到因為所食的肉有可能是我前世親人以外，還有使用動物皮、毛等相關製品屬於間接

殺害之行為。由以上內容可知此經成立時，禁斷肉食的規範應已實踐了一段時間，才

會有這些進一步的論說。20
 

 另外，禁斷肉食內容於《大般涅槃經》記載： 

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

坐若臥，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眾人見之聞師子臭

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

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

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21 

佛陀告誡弟子不可以再吃肉，因為吃肉的人肉體的氣味，會使眾生心生恐怖。佛

陀在此舉出兩個例子再加以說明：若有人整天和獅子親近，眾人聞到他身上沾染的獅

身臭氣，會生出恐怖的心理；又如吃蒜的人，眾人也會因為其臭氣而遠離。 

 由以上摘錄之經文內容可得知，《央掘魔羅經》、《楞伽經》、《大般涅槃經》皆提

倡不應食肉。不肉食是自古以來中國佛教的傳統美德，梁武帝「制斷酒肉」的政策，

                                                 
18

 《央掘魔羅經》，CBETA, T02, no. 120, p. 540c22-27。 
19

 《央掘魔羅經》，CBETA, T02, no. 120, pp. 540c28-541a4-11。 
20

 徐立強，〈梁武帝制斷酒肉之主張與中國佛教素食文化之關係〉，頁 30。 
21

 《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p. 386b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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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世人不食肉的行為影響深遠，有關梁武帝推動制斷酒肉的資料，主要記載於其〈斷

酒肉文〉之中。梁武帝制斷酒肉所依據的經典主要也是《大般涅槃經》，其次是《楞

伽經》與《央掘摩羅經》。22
  

 《楞伽經》談到要禁食的項目最多，其內容包含蔥、韭與蒜等五辛，遵式在〈誡

五辛篇〉中亦提倡不食五辛。為什麼提倡不食五辛可藉由遵式在此篇中引用的經典得

知，《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有關於誡五辛的內文如下： 

阿難一切眾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諸眾生求三摩提，當斷世間五種辛菜，

是五種辛熟食發婬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

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

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大力魔王得其方便，

現作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婬怒癡，命終自為魔王眷屬，受魔福盡墮無間

獄。阿難修菩提者永斷五辛，是則名為第一增進修行漸次，云何正性。23
 

從以上可得知，自佛陀世代已提倡誡五辛一事，食五辛會使人們熟食發婬，生啖增恚。

就算是善於宣說經典的人，菩薩諸天也會嫌其臭穢而遠離。餓鬼等則會因喜歡這樣的

味道而接近，福德便會日漸消退，因此遵式認為五辛是僧俗應當遠離並且永斷之物。 

 綜上所述，可知遵式制定戒法皆會引用經典作為重要的依據。因《梵網經》主

要講述菩薩戒律，為大乘菩薩戒不可或缺的經典，故〈授菩薩戒儀式十科〉多用《梵

網經》來闡述菩薩戒的源起和受戒的殊勝；〈授五戒法〉以《遺教經》和《善生經》

描述受持五戒的難遭難遇；〈誡酒肉慈慧法門偈〉則以《楞伽經》、《央掘經》、《涅槃

經》等多部提及戒酒肉葷食的經典，強調禁斷不食肉乃是慈悲的表現；〈誡五辛篇〉

則引用《楞嚴經》說明蔥蒜等五辛，是聖道的障礙，因此也應禁食。 

（二）《金園集》中遵式戒法思想的實踐 

 了解授戒的意義與方法以後，便是實踐的開始。遵式撰寫〈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中誡勸檀越文〉和〈三衣辨惑篇〉則因應當時戒法沒有落實而撰寫。遵式制定《熾盛

光道場念誦儀》讓一般庶民在住宅即可舉行懺儀消災，然而，隨著懺法的普及和民間

化，懺法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漸出現混亂的狀態，變成一種商業行為，已損害了宗教

                                                 
22

 徐立強，〈梁武帝制斷酒肉之主張與中國佛教素食文化之關係〉，頁 31。 
23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CBETA, T19, no. 945, p. 141c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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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性。24
 由《熾盛光道場念誦儀》最後的「勸誡檀信」便可得知。禮懺法會在檀

越家中實行，有人卻因為有錢，而對僧人不生恭敬之心，而升起驕慢之心。加上有些

僧人愚昧，害怕失去供養，不加以改正說明，讓此問題恣意擴大。當時的問題例如：

沒有先為廳堂做打掃，便設立法筵；食物沒有分辨葷穢，就直接供養聖賢等等25。 

 為此遵式希望能夠透過規範懺法制度，使檀越以及僧人能有正確觀念，才能清

淨懺悔道場、如法行懺。遵式提出的五項規定，分別列於下：26
 

第一欲陳法會，家中長幼盡須同心，去其酒肉五辛等物，施主每日隨僧禮佛陳

吐懺悔。  

第二當僧齋次，躬須給侍，不得坐於僧上，稱是主人，放縱談笑。  

第三佛前供養，須倍於僧，凡聖等心，事事精細。  

第四盡其所惜，施佛及僧，勿得隱細用麤，世世招失意果報。  

第五道場緩急，不得使僧，此是福田，翻為奴僕，豈可得乎？ 

首先，家中所有人應當茹素，並且須每日行懺悔法門。其中「去其酒肉五辛等物」規

定，可看出遵式誡酒肉五辛的實行。以上規範主要是為了維護法會、道場乃至於佛教

的神聖和莊嚴，並且重拾僧人的尊嚴。 

 當時的人們除了對於法會有不正確的觀念以外，遵式感嘆世人對於「三衣」亦

沒有足夠的認識，又因不解而做出不如法之事，因此寫下〈三衣辨惑篇〉。遵式在〈三

衣辨惑篇〉一開始便強調「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家者所被。」27
 此說明，

三衣是出家人的服裝以及表徵，不是在家人所能穿的。全文先引用經典及先賢所言釐

清「三衣」的概念，接者闡述其淵源，最後再以先賢護法的例子作為深刻的提醒。 

 僧伽的衣服，其數量、作法以及顏色皆無明確規範。但隨著僧人接受檀越供養

的衣服，僧人的衣服便開始漸漸多了起來，佛陀見此情形，思索著該如何訂定規範，

三衣的來由可見於《四分律》記載內文如下： 

                                                 
24

 姚碧芳（釋仁定），〈天台《金光明經》懺悔思想之研究：以智顗、遵式、知禮為中心〉，

頁 98。 
25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5c9-17。 
26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6a9-17。 
27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p. 1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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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靜處思惟，諸比丘在道行大擔衣，或頭上戴肩上擔帶著腰中。見已作如是

念，我今寧可為諸比丘制衣多少過者不得畜。我初於夜在露地坐著一衣，至中

夜覺寒著第二衣，至後夜覺寒著第三衣。我作如是念，當來善男子不忍寒者，

畜三衣足。我今寧可制諸比丘畜三衣，若過不得畜，自今已去，聽諸比丘畜三

衣，不得過畜。28 

一日，佛陀看著游行中的比丘持有很多衣服，有的頭戴、肩擔，有的則帶在腰上，於

是升起了要為僧服做規範的念頭。然而，某天夜晚世尊露地坐著，開始時只披一衣，

期間覺得寒冷添加第二件，再來又覺得寒冷披第三件。世尊感到三衣已足以御寒，於

是規定比丘們只可以保留三衣，不得超過。 

佛陀規定可留下的三衣，第一種是「安陀會」即內衣，為做作務時或於室內時穿。

由於其作法規定用五塊布縫成，故也稱為五條。第二種稱「鬱多羅僧」即中價衣、為

聚會時所穿，由七條布縫成，故稱七條衣。第三種稱「僧伽梨」。即大衣，為入王宮

時所穿，由多條布片縫制而成，又稱九條衣。29 

 「三衣」為出家人的表徵這一概念，遵式引用《摩訶僧祇律》、《大智度論》、《雜

阿含經》、《梵網經》等加以說明，其內文如下： 

《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識，非俗人所為。」《智論》云：「佛聖弟

子住於中道，故著三衣，外道裸形無耻，白衣多貪重著。」《雜阿含》云：「修

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

網經》：「有通俗著者，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等

言，便令士女受菩薩戒者著七條衣。」30
 

三衣為出家人的標幟，和在家人及外道的衣服不同。文中亦提到三衣的顏色為壞色是

為了不要有貪著之心。然而三衣之所以這樣的與眾不同，遵式在文中亦列舉「戲女暫

                                                 
28

 《四分律》，CBETA, T22, no. 1428, p. 857a4-12。 
29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 3：「：陀會：體：，教多羅：：伽：：：：：。教此三

名諸部無正翻，今以義譯。慧上菩薩經，五條名中：衣，七條名上衣，大衣名眾集時

衣。義翻多種。大衣云雜碎衣，以條數多故，若從用名：王宮：：衣。七條者名中價

衣，從用：眾衣。五條者名下衣。從用院內道行雜作衣。」CBETA, T40, no. 1804, p. 

105a21-28。 
30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9b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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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獵師假被」31
 等說明三衣的珍貴和不可思議的功德。 

 「戲女暫掛」的來由可見於《大智度論》，其記載如下： 

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命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舊語，或時著比丘尼

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政，心生憍慢而破

禁戒；破戒罪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六神通

阿羅漢道。以是故，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以戒因緣故得阿羅漢道；若但作

惡，無戒因緣，不得道也。我乃昔時世世墮地獄，地獄出為惡人，惡人死還入

地獄，都無所得。今以此證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以是因緣，可得道果。」
32
 

此故事描述有一比丘尼的前生曾是一位戲女，因披上比丘尼的袈裟表演，當迦葉佛出

世時真正出家作了比丘尼，但因心生憍慢破了戒律，因此墮入地獄受種種苦。但罪業

受報完後，跟隨釋迦牟尼佛出家，並且得阿羅漢道。「獵師假被」則說明獵師著袈裟，

群鹿見了就不會生起恐怖之心。33
  

 為「三衣」的來由以及珍貴做解說後，遵式在〈三衣辨惑篇〉的最後，以靜靄

法師護法的例子呼籲僧人及信眾，應當謹守戒法。其內文如下： 

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誰傳，豈生為人，不護眼目，斷常住命，非旃陀羅

耶。昔靜靄法師，值周武行虐，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為，乃坐石奮刀徧身，

剖肉引膓挂樹，以手捧心而卒。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既斆未能，

宜守法制，莫致毀損，殃墜自他矣。34
 

靜靄法師於周武帝毀滅佛教時，無法以自身的力量保護佛教，進而以自縊的方式表示

自責。由此可證明遵式認為若世人能像靜靄法師一樣的護法精神，如今便不會因為昧

於戒法，而做出不如法之事，戒法則能久存在世。 

 綜合以上，可看出遵式實踐和護持戒法的態度。遵式在訂定法會規範時，提倡

舉行法會不應食酒肉等五辛，並且應當行懺悔法門，這已將戒法如實奉行在生活中。

至於為三衣做解釋時，雖沒有明確的為世人的不解而做規範，但引用的種種例子已表

明受戒後應當依教奉行。 

                                                 
31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9c8-9。 
32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161b6-17。 
33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CBETA, T40, no. 1804, p. 28a4-7。 
34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20a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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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章討論遵式於《金園集》裡所收錄有關戒法的內容，第一節以〈授菩薩戒儀

式十科〉、〈授五戒法〉、〈誡酒肉慈慧法門偈〉和〈誡五辛篇〉就遵式引用的經典分析

出其戒法思想淵源。五戒、菩薩戒為大乘重要且基本的戒法，遵式各訂定十個次第，

由發心、皈依、受戒、立願到迴向等步驟，藉由遵式逐一說明，了解受五戒、菩薩戒

是多麼的難能可貴。〈誡酒肉慈慧法門偈〉、〈誡五辛篇〉根據遵式所提及的經典，分

析其經典內容得知戒酒肉五辛等葷食亦是戒法中重要的一環。不食肉是不殺生的實

踐，不殺生則是慈悲的表現，不食肉不僅可長養慈悲心。不食酒肉等五辛更可以避免

臭穢的食物成為聖道的障礙。 

 第二節就〈熾盛光道場念誦儀中誡勸檀越文〉和〈三衣辨惑篇〉接者由遵式為

懺悔法會的實行做規範，以及為三衣做詳盡的解釋，探討出遵式戒法思想的實踐。遵

式於〈熾盛光道場念誦儀中誡勸檀越文〉勸告檀越們舉行法會應禁斷酒肉等五辛，此

一部分能看出遵式對於戒法的弘揚不遺餘力。至於〈三衣辨惑篇〉中遵式運用靜靄法

師護法的例子，得知遵式不僅強調戒法的實踐，亦重視戒法的護持。 

 綜合以上說明，可知遵式嚴謹制定戒法，並且呼籲大眾一併落實，終其目的便

是為了能讓人們能有正知正見，更希望戒法能久存於世。 

二、《金園集》的懺儀思想  

制懺、禮懺是天台宗的傳統，懺法修持是天台宗學人的重要行門。35
 北宋時期，

遵式是天台懺法修持與創制的重要人物。遵式對於懺法的編制，細心縝密，組織分明，

並且會對當時的陋習加以指正，在懺法的推廣與弘揚方面具有相當的貢獻，對後世有

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36
 

 遵式所制的懺法中，一部分是使天台懺法更加完善並整理、校勘已有的懺法；

一部分是根據情勢所需，為了滿足信仰的需求，適應時代的潮流，而制定新的懺法；

還有一部分則是為了現實需要而製作的懺法。37
 《金園集》裡即收錄了多篇因應當

                                                 
35

 釋聖凱，《中國佛教懺法研究》，頁 352。 
36 釋大睿，《天台懺法之研究》，頁 331。 
37

 姚碧芳（釋仁定），〈天台《金光明經》懺悔思想之研究 : 以智顗、遵式、知禮為中心〉，

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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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社會所需而寫下內含懺悔之法的著作。 

 佛教懺儀中，有關於祭祖的部分，一般認為有盂蘭盆法。《金園集》中提及當時

盂蘭盆會多用於祭祖，為一佛教孝道表現的方式。然而遵式卻認為，將盂蘭盆視為祭

祖的工具，是不如法之事。《金園集》中所載： 

吳越之俗，亦存盂蘭之設，但名下喪實，良可痛哉。每至此日，或在本家，或

寄僧舍，廣備蔬食，列祀先靈，冥衣紙錢，憑火而化，略同簠簋之薦，未干蘭

供之羞。38
  

遵式因此特地撰寫〈修盂蘭盆方法九門〉，教導世人盂蘭盆會的正確觀念和方法。遵

式亦針對祭祖，甚至是祭祀時，應以素齋進行，提倡改祭修齋的活動，寫下〈改祭修

齋疏文〉、〈改祭修齋決疑頌〉與〈野廟誌〉表達其看法以及回應當時信眾們的疑問。 

 另，放生儀式是佛教徒基於眾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輪迴生死的因果觀念而

提倡的救濟眾生活動。39
 〈放生慈濟法門並序〉一文中，遵式運用《金光明經‧流

水長者子品》的內容，延伸說明水族動物亦能經由請加、皈依、稱佛、懺悔等儀式得

到清淨解脫之身，發願往生西方淨土。我們亦可從遵式所制定的放生次第看出其懺儀

的特色。 

至於施食部分，有鑑於遵式對當時寺院道場所舉辦的水陸法會，混雜了道教及民

俗的一些儀式，40
 因此特別作了〈施食正名〉、〈施食法（附）〉、〈施食文〉與〈施食

觀想答崔（育材）職方所問〉等篇，提出施食的正確觀念和方法，「施食」儀式亦是

遵式在修訂金光明懺儀的重要方向。41
 

 本章筆者將分為兩個部分談論遵式的懺儀思想。第一部份，針對〈修盂蘭盆方

法九門〉、〈改祭修齋疏文〉、〈改祭修齋決疑頌〉以及〈野廟誌〉探討遵式孝道思想在

懺儀上的表現。第二部份針對〈放生慈濟法門（并序）〉、〈梁朝高僧放生文〉、〈施食

正名〉、〈施食法（附）〉、〈施食文〉與〈施食觀想答崔（育材）職方所問〉多篇談論

遵式在放生、施食儀式中，分析遵式如何將懺悔思想、天台教理融攝在諸儀式裡。 

（一）《金園集》中與祭祖相關內容 

                                                 
38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7b20-22。 
39

 釋聖凱，《中國漢傳佛教禮儀》，頁 87。 
40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28。 
41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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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祭祖有關的佛教懺儀，一般認為有盂蘭盆法。早期盂蘭盆會原是僧團結夏安

居儀式中的一環，《佛說盂蘭盆經》中記載引文如下： 

佛告目連：「十方眾僧於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

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爥、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

供養十方大德眾僧。……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

者，現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種親屬得出三途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

復有人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華光，

受無量快樂。」42 

僧自恣43
 時，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於厄難中者，行盂蘭盆供，供養十方僧眾，便

能使父母遠離三途苦得解脫。僧侶藉由盂蘭盆會盡孝道之行，破除中國傳統僧侶為不

孝子的觀念。44
 晚唐時期，圭峰宗密（780-841）的《盂蘭盆經疏》糅合中國孝道故

事於註疏中，並多方援引《孝經》等儒家典籍，宣說盂蘭盆「拔苦孝行」之義。將佛

教強調孝道的精神融和與推展到極致，使盂蘭盆法成為民間盛行的習俗。45
  

 但是，唐代歷經種種戰亂，僧侶素質大不如前，加上道教的影響，中元日融合

了佛教盂蘭盆會，目連救母的故事在民間流傳與發展，以及密宗焰口施食儀軌傳入中

國，使得盂蘭盆內容及儀式逐漸轉變。內容簡單歸諸於《盂蘭盆經》中的主題契合於

中國傳統孝道思想，儀式部分，盂蘭盆會中的救「餓鬼」則與焰口施食儀式逐漸合流。
46

 

 遵式認為盂蘭盆會的本意在於供養十方諸佛，救拔慈親，是為齋僧普渡而設，

並非和中國傳統的中元節結合為祭祖而設。47
 遵式有感於盂蘭盆的轉變，因此教導

                                                 
42 《佛說盂蘭盆經》，CBETA, T16, no. 685, p. 779b12-24。 
43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記載：「然九旬修道精練身心，人多迷己不自見過，理宜仰

憑清眾垂慈誨示。縱宜己罪恣：舉過，內彰無私隱，外顯有瑕疵，身口託於他人，故

曰自恣。故摩得伽云，何故令自恣，使諸比丘不孤獨故，各各憶罪發露悔過故，以苦

言調伏得清淨故，自意喜悅無罪故也。所以制在夏未者。」可見自恣有懺悔之意。CBETA, 

T40, no. 1804, p. 42b7-13。 

44
 Stephen F.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p.208-209.  

45
 鄭阿財，〈《盂蘭盆經》系及其註疏與佛教中國化〉，頁 12。 

46 吳明遠，《中國五、六世紀盂蘭盆會之探源》，頁 1-3。 
47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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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們盂蘭盆的正確觀念及方法。寫下〈修盂蘭盆方法九門〉，其架構依序為「釋名

敘起第一」，「造盆正法第二」，「所供勝田第三」，「施主運懷第四」，「受供法儀第五」，

「慈親受益第六」，「道俗同遵第七」，「斥非顯是第八」，「問答釋疑第九」。遵式主要

引用《佛說盂蘭盆經》和《淨土大盆經》（同《淨土盂蘭盆經48
 》）來說明。 

 「釋名序起第一」，此部分遵式首先就「盂蘭盆」一詞的源起和意涵做說明。圭

峰宗密直接以盂蘭盆的梵義「救倒懸」命名為《救倒懸盆經》的部分，可以推斷遵式

認為此一命名更貼切盂蘭盆的意涵，目連求盂蘭盆法是為了救命如倒懸的母親。由此

可知，遵式在一開始便強調《盂蘭盆經》的源起並非用於祭祖。 

 「造盆正法第二」至「問答釋疑第九」，遵式有次第的從盂蘭盆的正確方法、一

如供物內容、盛物之盆以及造盆之材，談到供養自恣僧功德，以及供養心的問題，再

來是施食和藉由眾僧的威德力使慈親受益的部分，最後是對於盂蘭盆的疑辯。筆者在

此特別針對「問答釋疑第九」加以分析，此篇絕大部分遵式引用《佛說盂蘭盆經》和

《淨土大盆經》（同《淨土盂蘭盆經49
 》）來說明，唯「斥非顯是第八」和「問答釋

疑第九」遵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再者藉由一問一答的方式，我們更能清楚理解面對

信眾們所提出的疑問，遵式的處理方式和態度。 

 「問答釋疑第九」一共有七個問題，分別列於下：50
  

一、 目連何不用阿難所請呪法（《西然經》），令母得食？。 

二、 奉盆之外，更嚮先靈何妨？ 

                                                 
48

 道世《法苑珠林》 引用的《大盆淨土經》，經筆者核對後，得知為《淨土盂蘭盆經》。

《淨土盂蘭盆經》的成立當早於《法苑珠林》。按：《歷代三寶記》成書於五九七年，《法

苑珠林》成書於六六八年，《淨土盂蘭盆經》當成立於 597-668年間。就特質內容來考

察，《淨土盂蘭盆經》當是受到中國佛教淨土宗教教教教教成立的經教，是教教《盂教

盆經》所撰造的中國佛教經教。鄭阿財，〈《盂蘭盆經》系及其註疏與佛教中國化〉，頁

7。 
49

 道世《法苑珠林》 引用的《大盆淨土經》，經核對後，知為《淨土盂蘭盆經》，則《淨

土盂蘭盆經》的成立當早於《法苑珠林》。按：《歷代三寶記》成書於五九七年，《法苑

珠林》成書於六六八年，則《淨土盂蘭盆經》當成立於五九七－六六八年間。就特質

內容來考察，《淨土盂蘭盆經》當是受到中國佛教淨土宗教教教教教成教的經教，是教

教《盂蘭盆經》所撰造的中國佛教經教。鄭阿財，〈《盂蘭盆經》系及其註疏與佛教中

國化〉，頁 7。 
50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p. 7c9-8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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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然者，一反修供便得生天。何故佛令年年奉盆？ 

四、 若許若有未除，何妨更祭？ 

五、 造盆安家中佛前供養，彼請僧歸家食得否？ 

六、 奉盆并盆施耶？ 

七、 送盆人并官客，將何物延待？ 

從提問中，便可知道當時一般信眾對於盂蘭盆和傳統祭祀一事混淆不清的情況。然而

遵式針對問題一一改正信眾們的觀念，其中關於信眾們問及若行盂蘭盆供，便能使亡

者得道升天，為何需要年年行盂蘭盆？遵式回答： 

多益盆福，彌助人天，設復苦報未除，理宜頻薦。（惡道有輕重，孝心有厚薄）
51

  

為此表示每個人的福報業障不同，因此可常行盂蘭盆供。然而信眾更進一步提及，若

苦報未除，是否可以以祭祀的方式進行？遵式引證經典強調「人死若生餓鬼及不生

者，但行布施蒙福解脫，不須祭祀，方成了義。」52
 明確的表示勸施不勸祭。 

 藉由〈修盂蘭盆方法九門〉可知，遵式認為盂蘭盆會應是僧侶結夏安居三個月

後，在禁慾、誦經、修行、布薩懺悔後，透過集體累積的力量，迴向給餓鬼，才能使

地獄受苦的眾生可以飲食，53
 因此不應為祭祖所用。然而對於祭祖一事，遵式則提

倡改祭為齋，透過清淨的素齋，更能帶來利益功德。 

 遵式提倡改祭為齋的因緣可見於《佛祖統紀》，引文如下： 

五年（師年四十，自淳化庚寅至咸平四年辛丑，凡十二年居四明）歸天台主東

掖。以徒屬之繁，即西隅益建精舍，率眾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甚神之，

師與神授戒改祭為齋，神與民居聽命，乃為著野廟誌以戒之。54
 

遵式見民眾信仰白鶴廟，祭祀以牲畜，遵式予以勸導，因此寫下〈野廟誌〉希望民眾

                                                 
51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7c15-16。 

52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7c16-24。 

53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38。 
54

 《佛祖統紀》，CBETA, T49, no. 2035, p. 207b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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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變供品以素齋代替牲禮。遵式在〈野廟誌〉中強調「去仁就殺，俾我且壽。醨德

淫祀，睠我且福。」55
 以及「神之既歆其血食，胡不尚其玉帛。能化紙為財，胡不

變土為食。」56
 以上說明牲畜作為供品，不僅會造成殺生的罪業，更有損福報壽命。 

 改祭修齋是以佛教的儀式，取代祭祀，57
 遵式為此特別著有〈改祭修齋文〉。遵

式在〈改祭修齋文〉一開始便提到「謹於當鄉保安，田蚕人口，靈廟之宇，啟建金光

明道場，齋僧供佛，轉誦大乘意者，迴易每年拜祭餚酒之會，以為清淨之齊，俾福等

神祇，兼利安人畜，今晨建首，特具疏牋者。」若以清淨的齋食供養，神祇、人畜皆

能獲得更好的利益功德及平安。58
 文中並說「殺畜為神，神豈免將來之對；斷葷

因佛，佛乃開改往之懺門。」59
 強調若能改祭修齋，便是懺悔的第一步。更進一

步，遵式有感於民眾多於競修齋福，然而斷肉止殺，正信念佛，甚為希有，因

此撰〈改祭修齋決疑〉回應當時信眾們對於祭祀儀式改變的疑問。60
 在問答之後，

遵式並以偈頌的方式做總結，便於記憶受持。其中最後第十點，遵式承認「改祭修齋」

其實是不許祭祖，若要將功德迴向給墮入餓鬼道的家人，遵式提及可在家舉行施食儀

式。61
 此部分可與〈修盂蘭盆方法九門〉「問答釋疑第九」的中第四個問答相呼應，

遵式勸施不勸祭的看法。此部分有談到施食相關的議題，將會在本章第二節做討論。 

 綜合以上內容，可由遵式改正當時民眾們對於修盂蘭盆供，以及祭祖觀念一事

的態度，推斷宋代天台宗發展懺儀藉由社會祈福、消災等需求使佛教融入社會，佛教

的懺法能在宋代盛行，和行懺可以為祖先祈福有關。62
 遵式《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中「第一欲陳法會。家中長幼盡須同心，去其酒肉五辛等物，施主每日隨僧禮佛，陳

吐懺悔。」63
 此段敘述，也可知曉無論是行盂蘭盆供亦或是做祭祖相關的儀式，需

藉由懺悔的力量進行。 

（二）《金園集》中與放生、施食相關內容 

                                                 
55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9a16-17。 
56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9b1-2。 
57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34。 
58 《金園集》， CBETA, X57, no. 950, p. 16a23-b2 。 
59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6c11-12。 
60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7a11-12。 

61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37。 
62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34。 
63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CBETA, T46, no. 1951, p. 982c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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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習俗的開展，拜梁武帝所賜，自南北朝以來，因為在皇權貴族的支援下，

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俗；唐宋以後，僧人大力提倡放生，在寺院設置放生池，供民

眾放生，使放生習俗深入民間。64
 遵式在〈梁朝高僧放生文〉中，提到的就是在放

生活動逐漸開展的梁朝，一位喜好放生著名的僧人慧集（491-538）65。《善慧大士語

錄》記載其放生之行： 

闍棃。俗姓王。名虵之。吳郡富春右鄉大括裡人……又好放生。每見人家有網

罟之具，輒取焚之。見賣生物，不論貴賤，直投水中，然後令賣主取直。又至

長山縣豐江村，與漁人並行，苦乞筐中魚放之。漁人不與，而提筐浴于江測。

法師因是取筐投之江中。漁人大怒，拳捶無度。法師深自引咎。又于東陽，市

魚欲放，遇有一人與法師爭買，以充家饌。法師不得魚，因謂爭買者曰：「食

放生魚，恐致腸痛。」其人不信，將還，與家人食之，皆心腸楚痛。轉就困篤，

彼即追悔，求法師懺罪。即往其家，少頃隨愈。又至會稽，市中買生。見有兩

船載生，法師即盡覆之水中，而謂魚主曰：「此是放生之錢耳，不宜多取。」

法師結放生之事，至死不替。常于道路，值大雨雪，衣服不沾，香潔倍常。法

師精心苦行，履歷險阻艱辛，無有厭倦。因燒兩指，而為法炬，供養三寶。後

即燒六指，供養諸佛。行至迮溪，遇魚四船，苦求買放。既無見物，求立券約，

至於潛白山取直。仍相隨行，緣路放生，衣資略盡。66 

由上文可見，慧集對於放生一事竭盡心力，無非是出自一片不忍眾生苦的慈悲心。由

此不難看出遵式為此寫一篇〈梁朝高僧放生文〉的用意，遵式藉由慧集放生的事蹟，

告誡世人若思魚肉，反觀自身亦不能忍受那一針之痛，因此應生慈悲心常行放生。 

 放生習俗的形成源於積善生德的思想，是對佛教戒條「不殺生」的進一步弘揚，

體現佛教的慈悲精神。67
 然而遵式在〈放生慈濟法門（並序）〉中，一開始便引用儒

家的思想，來說明佛教的概念，強調殺業是無常輪迴的主因。 

                                                 
64

 張運華，《中國傳統佛教儀軌》，頁 302。 
65

 慧集生年於文獻中未記載，但由其卒年太同四年 538 年，享壽四十七歲，可推算其生

年為 491年。慧集為善會大士的弟子，勤修佛法，提倡並身體力行放生一事。《善慧大

士語錄》，CBETA, X69, no. 1335, p. 128b11-c7。 
66

 《善慧大士語錄》，CBETA, X69, no. 1335, p. 128b11-c3。 
67

 張運華，《中國傳統佛教儀軌》，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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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冠五常謂之仁，釋御四等謂之慈，皆惡殘去殺，推惠廣愛之謂也。然後果五

福之曰壽，證四德之曰常，實唯不殺放生之大統也。始悟九居之中無常之理，

為殺業之故。68
 

遵式運用儒家好生的思想作為推動，不僅凸顯出儒佛一致的看法，儒家的仁慈無異於

佛教的慈悲。更充分表達唯有仁慈也就是慈悲的精神，才能成就佛教戒殺護生的理

念。在當時智圓（976-1022）也主張儒佛一致的看法。 

釋氏於水中至微者尚慈而恕之，況昆蟲乎？況禽獸乎？況麛卵乎？況為弟、為

子、為資、為民乎？我安得不稟仲尼之道，以好生、仁恕、惻隱為心乎？吾苟

不能好生、仁恕、惻隱者，非但為仲尼之罪人，實包羞於釋氏也。69 

佛家以慈悲為懷，對於微小生物不忍傷害，因此也會抱持著儒家好生之德的心態普渡

眾生。70
 藉由遵式和智圓的文章，不難得知當時會通儒佛思想是一常見之事。 

 佛教之所以提倡放生，其根據常見於《梵網菩薩戒經》以及《金光明經‧流水

長者子品》，《梵網經》有關於放生內容的引文如下：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

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

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

放生。71 

我們所殺的所食的眾生，或是我前生父母，故應以慈心行放生。《金光明經‧流水長

者子品》引文如下： 

善女天！爾時流水長者子及其二子，說是法已即共還家。是長者子復於後時，

賓客聚會醉酒而臥。爾時其地卒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既命終已生忉利

天。既生天已作是思惟：『我等以何善業因緣，得生於此忉利天中？』復相謂

言：『我等先於閻浮提內，墮畜生中受於魚身，流水長者子，與我等水及以飲

食，復為我等解說甚深十二因緣，并稱寶勝如來名號，以是因緣令我等輩得生

                                                 
68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8a17-20。 
69

 《閑居編》，CBETA, X56, no. 949, p. 886b8-12。 
70

 劉貴傑，《天台學概論》，頁 174。 
71

 《梵網經》，CBETA, T24, no. 1484, p. 1006b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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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天。是故我等今當往至長者子所報恩供養。』72 

流水長者子路過一水池，水池即將乾涸，水池內的生物也奄奄一息。這時，流水長者

向池中施水放食，救活了萬條魚，又對魚說十二因緣法，並稱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名號。

魚們最後向長者子報恩供養。由此可知《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可視為現今放生

步驟的典型來源。 

 遵式運用《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的文句，進而寫下〈放生慈濟法門(並序)〉。

內容主要講述放生法門的七個步驟：敘由一，呪水二，請加三，歸依四，稱佛五，說

法六，懺願七。 

 遵式在放生儀軌的第二個步驟──咒水部分，特別使用了穢跡咒，引文如下： 

當以淨器盛水，攝定自心，誦穢跡呪七徧或多徧。誦已將楊枝散酒生命，誦呪

前作此言。所言穢跡呪者，大圓滿陀羅尼神呪穢跡真言。唵[口*佛]咶啒[口*

聿]摩訶鉢羅合恨那[得-彳+口]吻什吻微咭微摩那栖嗚深暮啒[口*聿][合*牛]

泮泮娑訶)。然將欲授汝三歸及正法義，切恐汝等異類，惡業所熏，形體臭穢，

三寶至尊，如何可近？吾有秘密呪法，呪水令淨，散灑汝身，滌去羶穢，兼能

潛洗汝心，令成法器(作是語已，即便呪水灑之)。73 

 穢跡咒在這裡是通過咒水散灑，令所放的眾生去除腥膻業氣，一方面是消其業

障堪成法器，一方面可令真實三寶聖眾不致蒙穢氣所熏。在此能得知遵式在此特別選

用穢跡咒的用意。 

 放生儀軌的第三個步驟──請加，內容提及對水族異類等採用冥加的方式。《金

園集》中： 

吾今為汝慇懃三請十方諸佛菩薩，神力冥加，使其頓豁昏情，朗聞正法。又聖

應物，有顯有冥，顯則令汝見聞，冥則潛資識性。今請冥加破汝愚闇，使受三

歸不唐其意。74
 

為眾生迎請十方諸佛菩薩，神力加持，使其能夠聽聞正法。然而對水類眾生此為何採

用冥加的儀式，可見於智者大師（538-597）的《觀音玄義》。 

                                                 
72

 《金光明經》，CBETA, T16, no. 663, p. 353b7-17。 
73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8c5-11。 
74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8c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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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釋冥顯兩益者，冥是冥密顯是彰露。大聖恒以二益利安一切，而眾生及以下

地日用不知。譬如日月照世，盲雖不見實荷深恩。故藥草喻云，而諸草木不覺

不知只同是一地，下品不知上品冥顯兩益。如文殊不知妙音神力所作，以不知

故名為冥益，此亦約六即判位。若就前問答，不見形聲密荷深祐，名為冥益。

聖人之益雖不可知，聖欲使知蜫蟲能知。如後問答親覩色身得聞說法，視聽彰

灼法利顯然，故知觀音從冥益得名。普門從顯益得名，以冥顯因緣故名觀世音

普門也。75 

大聖的利益就像日月的光，盲人被照到卻不自知，雖受日月光照卻感受不到，因此受

到的利益是冥密的。草木、昆蟲也一樣，為其能受利益，須以冥加的方式加持。 

 放生儀軌的第四個步驟──皈依，遵式提到水類眾生如今只能以意念想，應當

一心皈依三寶，才能得到正法。76
 第五個步驟──稱佛，遵式引用許多經典強調念

佛的重要。第六個步驟──說法。遵式認為和水類眾生只需說十二因緣法，不必說到

三乘義。至於放生儀軌的最後一個步驟──懺願。《金園集》中： 

今得值遇甘露法味，當自慶快，不久即出三途，不久當成佛道。今更為汝懺滌

罪垢，去汝遮障，令速開悟，即得解脫，故帝釋一念懺悔。滅永劫傍生之難，

慈童剎那慚愧，頓離地獄之苦，是知懺悔名第一法。又願汝捨此身，得生淨土。
77

 

在呪呪呪呪水、請加、皈依、稱佛、說法等儀式之後，遵式勉勵水類眾生當行懺悔。此處所

說的懺悔，可從懺願一開頭「當更焚香、存念三寶，代為物類懺悔，發露合掌，一心

作是語言」78
 得知，遵式在此提出「代眾生懺悔」的思想。79

 懺悔是放生儀式中很

重要的一個環節，懺悔進而發願，才能滅永劫傍生之難，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75

 《觀音玄義》，CBETA, T34, no. 1726, p. 880a8-19。 
76 《金園集》記載：「吾今教汝歸教三寶，教正信心，翻汝前惡，令識正法。然歸教之法，

必須三業克全，一心歸向。但汝等身口惡報，不得自在，身不能曲折，口不能解言，

唯有意業教能存念。意唯總策，若能一心不散，亦得全分歸教。汝當一心存念三寶，

作歸教想。」CBETA, X57, no. 950, p. 9a12-16。 
77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0a5-10。 
78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9c24。 
79

 釋大拙，〈從「天臺教觀」論「代眾生懺悔」之思想與實踐──以遵式大師為主〉，頁 9。 



 
                                                       

慈雲遵式《金園集》之思想研究 

 

 

79 

 施食一事也可被視為遵式代眾生懺悔的表現。80
 《金園集》中尚有四篇有關於

施食的文章，分別是〈施食正名〉、〈施食法(附)〉、〈施食文〉和〈施食觀想答崔(育材)

職方所問〉，遵式首先表述其撰寫施食相關文章的原因，可見於〈施食正名〉一開頭

「今吳越諸寺，多置別院，有題牓水陸者，所以取諸仙致食於流水，鬼致食於淨地之

謂也(世言，施水陸無主孤魂者，理出誘俗，言不涉教。)」81
 遵式對於當時水陸法

會儀式的混雜深表慨歎，之後更考訂經典制定〈施食法〉以及〈施食文〉。82
 

 遵式主要將實叉難陀尊者（652-710）所譯之《佛說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

咒經》與唐‧不空大師（705-774）所譯之《救拔燄口餓鬼陀羅尼經》作一比

較及會整。施食之法緣由可見於《救拔燄口餓鬼陀羅尼經》，阿難遇餓鬼面貌

醜陋、腹大如山但喉細如針，並告訴阿難：「汝三日後亦當命盡，墮餓鬼道。」
83

 阿難為此請佛開示施食法門。 

 然而制定施食儀則是以實叉那陀的譯本為主，因其較為易行，且宋代天台

宗人亦經常引用。84〈施食文〉中遵式表示應當起「慈悲心」進行施食之法並

且誦念〈無量威德自在光明殊勝妙力陀羅尼〉，佛謂若能誦持此咒及施食之法，

便能使惡鬼得食。85
 施食時除了以慈悲心觀想以外，遵式在〈施食觀想答崔

職方所問〉藉由一問一答的方式結合經典的輔佐，顯現出施食在觀想部份融合

了天臺教觀思想於其中。天台宗的施食有修止觀的目的，施食時，若能關心，

即能通曉天台一心三觀。86〈修盂蘭盆方法九門〉中受供法儀第五遵式引用南

嶽禪師所言「此食色香，如栴檀風，一時普熏，十方世界。凡聖有感，各得上

                                                 
80

 釋大拙，〈從「天臺教觀」論「代眾生懺悔」之思想與實踐──以遵式大師為主〉，頁 9。 
81《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p. 10c10-12。 
82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28。 
83

 《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13, p. 464c16。 
84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28。 
85

 《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記載：「佛告阿難有陀羅尼，名曰無量威德自在光明殊

勝妙力。若有誦此陀羅尼者，即能充足俱胝那由他百千恒河沙數餓鬼，及婆羅門仙等

上妙飲食。如是等眾乃至一一，皆得摩伽陀國所用之斛七七斛食。阿難我於前世作婆

羅門，於觀世音菩薩所，及世間自在威德如來所，受此陀羅尼故，能散施與無量餓鬼

及諸仙等種種飲食，令諸餓鬼解脫苦身得生天上。阿難汝今受持，福德壽命皆得增長。

爾時世尊即為阿難，說陀羅尼曰，那謨薩嚩怛他藥多（引） 嚩盧枳帝唵參婆囉參婆囉

吽。」CBETA, T21, no. 1313, pp. 464c24-465a4。 
86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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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六道聞香，發菩提心。於食能生，六波羅蜜。及以三行，作是觀者。施者

受者，俱獲妙益。」說明於施食時若如實的觀想，眾生便能獲得勝深利益。87
 

 綜合以上內容，遵式不僅仔細並有次第的訂定放生、施食內容，其中諸多經典

的義理以及天台教理皆融攝在儀式中。放生部分，遵式先述說放生的因緣，再經由請

加、為眾生們皈依、勸其稱佛、懺悔等儀式，如此一來才能得到清淨解脫之身，進而

發願往生西方淨土。遵式並以一篇〈梁朝高僧放生文〉裡梁慧集積極於放生的事蹟，

凸顯放生的重要。接著，施食的部分，遵式藉由施食時應以「慈悲心」觀想，充分表

達了其制定施食儀式時，代眾生懺悔的思想。 

（三）小結 

 本章分別針對《金園集》中祭祖、放生和施食等內容探討遵式的懺儀思想。第

一節以〈修盂蘭盆方法九門〉、〈改祭修齋疏文〉、〈改祭修齋決疑頌〉以及〈野廟誌〉

等篇談論孝道思想在懺儀上的表現。行盂蘭盆供和祭祖相關儀式因時代變遷，已漸漸

不符合原意，遵式為當時民眾們對於修盂蘭盆供，以及祭祖觀念予以改正。先是說明

盂蘭盆的來由，再來教導行盂蘭盆的正確方法，盂蘭盆本是結夏安居中的一環，不應

為祭祖所用。然而對於祭祖一事，遵式則提倡改祭為齋，透過清淨的素齋，更能帶來

利益功德。 

 第二節就〈放生慈濟法門（并序）〉、〈梁朝高僧放生文〉得知放生一事體現了佛

教的慈悲精神，〈施食正名〉、〈施食法（附）〉、〈施食文〉與〈施食觀想答崔（育材）

職方所問〉多篇則將不忍眾生苦的精神表露無遺。藉由遵式仔細敘述放生和施食的緣

由和方法，可看出其已將「慈悲」、「代眾生懺悔」的思想融入於懺法中。 

 上述所言，可看出遵式制定的懺儀和祭祖、放生與施食等事之間的相關性。透

過行門的實踐，也可看出遵式對於懺法的弘揚，已將天台教觀、懺悔、懺儀思想融攝

其中。 

                                                 
87

 《金園集》， CBETA, X57, no. 950, p. 7a13-16。 



 
                                                       

慈雲遵式《金園集》之思想研究 

 

 

81 

三、結論  

本論文是以遵式的雜著《金園集》為主要探討文獻。《金園集》全文共三卷，內

容收錄多達 17篇廣泛論及戒法、念佛、放生、施食、懺儀的文章。文中不僅敘述了

大乘佛教戒法的次第，並且倡導如何念佛和行懺。本論探討重點為《金園集》中遵式

的戒法思想淵源和次第；最後探討遵式是如何將天台教理融攝在懺法中。以下分別說

明遵式各個思想的探討內容，並做總結。 

（一）戒法思想 

《金園集》裡所收錄有關戒法的內容，可由遵式在〈授菩薩戒儀式十科〉、〈授五

戒法〉、〈誡酒肉慈慧法門偈〉和〈誡五辛篇〉等篇引用的經典，如《梵網經》、《遺教

經》等分析出其戒法思想淵源。五戒、菩薩戒為大乘重要且基本的戒法，遵式各訂定

十個次第，由發心、皈依、受戒、立願到迴向，藉由十個次第的詳細說明，看出受戒

是多麼難能可貴之事。 

〈誡酒肉慈慧法門偈〉和〈誡五辛篇〉為根據遵式所提及的經典，分析其經典內

容得知戒酒肉五辛等葷食亦是戒法中重要的一環。〈誡酒肉慈慧法門偈〉以《楞伽經》、

《央掘經》、《涅槃經》等多部提及戒酒肉葷食的經典，強調禁斷不食肉乃是慈悲的表

現；〈誡五辛篇〉則引用《楞嚴經》說明蔥蒜等五辛，是聖道的障礙。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中誡勸檀越文〉和〈三衣辨惑篇〉兩篇可看出遵式戒法的實

行，勸告檀越們舉行法會應禁斷酒肉等五辛，以及為三衣做詳盡的解釋，遵式運用靜

靄法師護法的例子，得知遵式不僅嚴謹制定戒法，並且呼籲大眾一併落實強調戒法的

實踐，亦重視戒法的護持。 

（二）懺儀思想 

《金園集》裡收錄有關祭祖的文章有〈修盂蘭盆方法九門〉、〈改祭修齋疏文〉、〈改

祭修齋決疑頌〉以及〈野廟誌〉。行盂蘭盆供和祭祖相關儀式因時代變遷，已漸漸不

符合原意，遵式為當時民眾們對於修盂蘭盆供，以及祭祖觀念予以改正。先是說明盂

蘭盆的來由，進而教導行盂蘭盆的正確方法，再者對於祭祖一事，遵式則提倡改祭為

齋，透過清淨的素齋，更能帶來利益功德。 

《金園集》裡收錄有關放生的文章有〈放生慈濟法門（并序）〉、〈梁朝高僧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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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藉由遵式制定的放生步驟，以及舉出慧集放生的事蹟，得知放生一事體現了佛

教的慈悲精神。 

 另，〈施食正名〉、〈施食法（附）〉、〈施食文〉與〈施食觀想答崔（育材）職方

所問〉多篇有關於施食的文章，則將不忍眾生苦的精神表露無遺。藉由遵式仔細敘述

放生和施食的緣由和方法，可看出其已將「慈悲」、「代眾生懺悔」的思想融入於懺法

中。 

 上述所言，遵式寫作方式極為一致，無論是與祭祖亦或者是和放生施食相關的

儀式，由上述可知遵式嚴謹於儀式的制定，在制定各項儀式之前皆會先說明其源起，

再予以闡述和訂定，爾後也會將信眾們的疑問一一釐清。可看出遵式制定的懺儀和祭

祖、放生與施食等事之間的相關性。透過行門的實踐，也可看出遵式對於懺法的弘揚，

已將天台教觀、懺悔、懺儀思想融攝其中。 

 綜合以上，可看出遵式戒殺思想和放生、施食和改祭修齋有密切的連結，從遵

式一直不遺餘力的推行「改祭修齋」，以及勸導大眾戒酒肉、五辛之食便可得知。念

佛和懺悔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心不亂的念佛，可滅無始劫以來的最障，由此可知

念佛也具有相當的懺悔力量。 

 

 

參考書目  

一、 經論和古籍 

《央掘魔羅經》，CBETA, T02, no. 120。 

《增壹阿含經》，CBETA, T02, no. 125。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CBETA, T09, no. 272。 

《佛說無量壽經》，CBETA, T12, no. 360。 

《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670。 

《佛說盂蘭盆經》，CBETA, T16, no. 685。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CBETA, T19, no. 945。 

《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13。 

《四分律》，CBETA, T22, no. 1428。 

《梵網經》，CBETA, T24, no. 1484。 



 
                                                       

慈雲遵式《金園集》之思想研究 

 

 

83 

《菩薩戒本》，CBETA, T24, no. 1500。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觀音玄義》，CBETA, T34, no. 1726。 

《觀無量壽佛經義疏》，CBETA, T37, no. 1754。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CBETA, T40, no. 1804。 

《四明尊者教行錄》，CBETA, T46, no. 1937。 

《法華三昧懺儀》，CBETA, T46, no. 1941。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CBETA, T46, no. 1945。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CBETA, T46, no. 1948。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CBETA, T46, no. 1949。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CBETA, T46, no. 1951。 

《釋淨土群疑論》，CBETA, T47, no. 1960。 

《釋淨十疑論》，CBETA, T47, no. 1961。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CBETA, T47, no. 1968。 

《樂邦文類》，CBETA, T47, no. 1969。 

《往生淨土懺願儀》，CBETA, T47, no. 1984。 

《釋氏稽古略》，CBETA, T49, no. 2037。 

《往生集》，CBETA, T51, no. 2072。 

《鐔津文集》，CBETA, T52, no. 2115。 

《佛祖統紀》，CBETA, T49, no. 2035。 

《閑居編》，CBETA, X56, no. 949。 

《金園集》，CBETA, X57, no. 950。 

《善慧大士語錄》，CBETA, X69, no. 1335。 

二、 中文專書和論文 

朱封鰲、書彥鋒，《中華天台宗通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 

 佐藤達玄，《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釋見憨等譯。嘉義：香光書鄉出版社，1997

年。 

吳明遠，《中國五、六世紀盂蘭盆會之探源》。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年。 

屈大成，〈佛教戒律的方便精神〉，《正觀雜誌》40，頁 189-208，2007 年。 

姚碧芳（釋仁定），〈天台《金光明經》懺悔思想之研究：以智顗、遵式、知禮為中心〉，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84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徐立強，〈梁武帝制斷酒肉之主張與中國佛教素食文化之關係〉，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

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陳孟卿，〈慈雲遵式《往生淨土懺願儀》之研究〉，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 年。 

曾其海，〈略評遵式在天台宗的地位〉，《台洲學院學報》5，頁 5-8，2009 年。 

望月信亨著，《中國淨土教理史》，釋印海譯。台北：華宇出版社，1987 年。 

張運華，《中國傳統佛教儀軌》。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8 年。 

廖明活著，《懷感的淨土思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 

劉貴傑，《天台學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 

蔣義斌，〈宋代天台宗懺儀的修訂與社會─以慈雲遵式為主〉，《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

化（960-1800）論文集》，頁 297-342，2007 年。 

鄭阿財，〈《盂蘭盆經》系及其註疏與佛教中國化〉，《普門學報》24，頁 1-14，2004

年。 

釋大拙，〈從「天臺教觀」論「代眾生懺悔」之思想與實踐──以遵式大師為主〉，《中

華佛學研究》10，頁 151-172，2006 年。 

釋大睿，《天台懺法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00 年。 

釋果鏡，〈慈雲遵式與天竺寺〉，《法鼓佛學學報》1，頁 103-175，2007 年。 

釋聖凱，《中國佛教懺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 

釋聖凱，《中國漢傳佛教禮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 

釋聖嚴，《戒律學綱要》。台北：法鼓文化，1999 年。 

三、 西文專書論文 

Teiser, Stephen F.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8. 

四、 網站 

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 ，http://jinglu.cbeta.org/index.htm. 

法鼓山，「人名規範資料庫」網站，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 

 



 

                                                            中印佛教「禮讚」之異同

 
 

 

85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中印佛教「禮讚」之異同 

 

 

釋妙煥∗
 

 

摘要  

本文透過現存漢譯經典，釐清「禮讚」在中印佛教史上，重要轉折點的發展與異

同。 

印度佛教的「禮」和「讚」，包括頂禮、讚嘆、伽陀、接「禮、合掌禮、讚偈、

禮法制度、禮讚等。聽法者的禮儀姿勢，依佛陀說法的座位高低而定，聽眾不可高於

佛陀。如佛陀「坐」「講經，聽眾佛卻「坐」一面，但如佛陀「站」「講，聽眾要卻

「「」一面。佛教繼承原有的「吠陀讚歌」，加以發展，當時「禮讚」已是日常的普

遍文化。中後期印度佛教，繼承佛陀時代的「禮和讚」思想，但也有變化，從馬鳴（約

西元 100-200之間）著《佛所行讚》可見一斑；龍樹（約西元 150-250之間）和世親

(約西元 320-80之間)開始「禮」與「讚」開始正式連用。 

中國為「禮儀之邦」，來華僧人為了弘揚佛法，就選擇最與中國文化相契的經典，

其中不乏具有「禮」和「讚」的思想者。最早有東晉道安（312-385）及南北朝曇鸞

（476-542），隋唐智顗（537-597）和信行（540-594）等繼之，但以上皆以單一「讚」

或「懺」命名，而且有的已失傳，真正開始以「禮讚」為名者最早要算善導（613-681）。

他集著了一系列的「禮讚」儀軌，如《往生禮贊》、《般舟贊》等，皆以「禮懺儀軌」

的形式貫穿，從此「禮讚」與「禮懺」乃至「儀軌」三者融合。除此之外，善導還配

合佛教音樂之音韻聲調著《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贊》，風靡一時。之後有法照

（747-821）在善導「禮讚」基礎上，以同樣方式創「五會念佛」。唐末，禮讚與禮懺

                                                 

∗
 淨覺僧伽大學大乘佛教思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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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融合。宋明清及以後，主要是天台宗諸師的大力弘揚，宋朝有知禮（960-1028）、

慈雲遵式（964-1032）、仁岳（？-1077）、志磐（1195-1274）等，明代有袾宏（1535-1615），

清代有咫觀等，他們不但著述「禮懺」儀軌，且大力弘揚。尤其是遵式，號稱「百部

懺主」，用「禮懺」為國祈福，還得到皇室的嘉獎與厚賜，加快了「禮懺儀軌」發展

的步伐。後來，志磐也撰了《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至此「禮懺儀軌功能」

也由「個人修行」轉變到「為他人祈福或超度」。明朝袾宏重訂志磐的「水陸儀軌」，

與讚唄結合，配有多種法器和唱念，流行至今，這些都是創舉。 

中印禮讚最大的相同點，都是為了「個人修行」。最大的異，是宋以後功能偏重

「為他人祈福超度」；其次是印度的「禮讚」轉變為中國的「禮懺儀軌」，宋明後的「儀

軌經懺」並與讚唄融合。其中「捨本逐末」的弊端，也是一個很無奈的轉變，做為當

代「教職人員」的我們，必佛清楚這種轉變，好的我們可以繼承發展，弊端我們要調

整，這些都需要我人有覺醒的意識，才能取捨「禮讚」，荷擔如來家業。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接「禮、禮讚、禮懺、儀軌、讚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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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 

日「在閱讀善導大師（以下人名省略稱謂）的著述之餘，發現善導（613-681）

對於「禮讚」的著述也很多，細看之下，才知善導的「禮讚」皆是以禮懺的形式完成，

以此來引領淨土行人。並且他結合了大眾喜聞樂見的佛教音樂，以及佛教梵唄和美文

修飾，當時亦是佛門膾炙人口的心靈文化主流。相比之下，我們現今的弘法或修行方

式就很缺乏這種活躍的氣氛。佛教是通過理論進入實踐法門的宗教，但其理論也好，

實踐也罷，在接應初學者時確實會有些枯燥難懂，學生也覺得吸引力似乎沒有現今社

會的誘惑力強，所以想到善導所處之唐朝之際也不例外吧！然而，善導利用佛教的「禮

讚」作為主線，融合佛教理論、唯美的詩歌及優雅的文學修飾，乃至運用佛教音樂和

梵唄等諸多元素，而製作了一系列的「禮讚儀軌」，成為唐朝人們喜聞樂見的「懺悔」

修行方法，接引淨土行人。在佛教傳入中國幾百年的唐朝，應該也算是獨具慧眼的創

舉，其到底是怎樣的發展脈絡呢？這是筆者的研究動機之一。 

「禮讚」既是集合了那麼多美好的東西而成，中印佛教「禮讚」在發展過程中有

哪些「同」或「不同」呢？在宋代及明清時期的行者，到底是怎麼樣繼承與發展的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過這一研究，能讓學生對於「中印禮讚」，在歷史上幾個重要轉折點的應

用特點、發展和異同，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以及佛教傳到中國以後在南北朝、隋、

唐時期，如何繼承和創新，乃至宋朝及以後又有什麼轉變，甚至到了近現代佛教又有

那些發展與變化。希望通過此研究，能對「禮讚」從「古代的個人修行」到現今的「為

他人祈福送死」的發展過程，有所反思與借鑒。 

中國佛教關於「禮讚」的資料相當豐富，相比之下，印度佛教甚少，「禮讚」思

想是從龍樹和世親開始的，但可惜他們具體文獻已無從找到，到現在為止，筆者尚未

找到完整的印度禮讚資料，只發現片段的零散知識點，希望能藉以窺見印度佛教對於

「禮讚」的應用情況，並比較它與中國佛教對於「禮讚」應用的變化。但由於學生水

平有限，再加外文不通，只能收集中文資料研究，充其量是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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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通過中印佛教史上「禮讚」的重要轉折點，來論述中、印佛教對「禮讚」

應用之異同，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分四個小節：第一節研究動機，第二節研究

目的，第三節文章架構，第四節文獻回顧。第二章論述印度佛教對「禮讚」的應用及

其特點，分兩個小節：第一節早期佛教對「禮讚」的應用及其特點，主要透過佛陀與

弟子的對話，以及佛陀當時講法與聽眾的禮儀動作等，來窺探佛陀時期的「禮讚」。

第二節、後期印度佛教對「禮讚」的應用及其特點，主要在大乘佛教時期馬鳴（約

100-200之間）等皆特別提倡禮與讚的意涵內容，如其著有《佛所行讚》，到了龍樹（約

150-250之間）、世親(約 320-80之間)已經開始將「禮」「讚」連用。第三章分二個小

節，主要論述「禮讚」在中國的發展特點，第一節是南北朝、隋、唐「禮讚」在中國

的發展特點，第二節宋明清及現今「禮讚」發展的特點。第四章主要論述中、印佛教，

在幾個重要歷史轉折點上，對「禮讚」應用特點之異同。第五章結論部分說「禮讚」

從古至今發展變化的反思與覺醒。 

（四）研究架構 

對於「禮讚」之研究，借助現代網路發達的便利，在台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和台灣

博碩士論文網站上看到多篇「禮讚」研究的相關論文，也找到幾部相關的專書，都對

學生的論文方向幫助很大，但學生此處僅對 2部重要的著作略為介紹。 

1、廣川堯敏之《淨土禮讚文的成「和展開——以敦煌文獻為中心》，1以「敦煌善導

禮讚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說明唐代以「的「禮讚」發展脈絡，祖師有曇鸞

（476-542）、彥琮（556-610）、慈湣（680－748）、法照（747-821）等師，及善導《往

生禮贊》的構成、組織的成「過程、智顗智顗(538-597)和信行（540-594）「禮法」的

影響等。並認為，中國的「禮讚文」始於曇鸞，其構成、組織確「於善導，至法照而

集大成。這一研究對於學生的「中印禮讚的比較」是一篇很好的參考論文。 

2、賴信川之專書《中國佛教法儀梵唄史稿》2提到，「佛教梵唄」受到「禮讚」的影

響，尤其是宋、明時期發展出來的「經懺」，以及現代佛寺《佛門必備朝暮課誦本》。

此書對於學生掌握宋、明、清時代的禮讚發展，及現代僧人所面臨的困境，啟示很多。 

                                                 
1 廣川堯敏：《淨土禮讚文的成立和展開——以敦煌文獻為中心》台大佛學數位圖書館（2014

年 7月 22日查詢）http://buddhiststudies.ntu.edu.tw/index.jsp。 

2 賴信川著:《中國佛教法儀梵唄史稿》，2010年 9月，中國佛教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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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回顧可知，禮讚和禮懺以及儀軌和梵唄都是有關聯的，後二者皆很大程

度上受到「禮讚」的影響，學生嘗試站在巨人的肩上，繼續探討相關問題，並略談自

己對於當今佛教「禮讚」的管見。 

二、印度佛教「禮讚」的應用及特點  

追溯「禮讚」之淵源，最早是婆羅門教祭祀所用的吠陀讚歌，梵名 veda，作為

祭祀時召請諸神降臨及讚唱諸神威德之用。釋迦牟尼佛在弘法的過程中也隨之利用。

所以禮讚一詞，應是釋迦牟尼佛借用婆羅門教，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佛教也有些不同，

尤其佛教傳到中國以後。在印度佛教中，「禮讚」究竟是怎樣的發展過程呢？下面兩

個小節對「禮讚」的主要轉折點分別論述。 

（一）印度佛教早期「禮讚」的應用及特點 

「禮」和「讚」在釋迦牟尼佛時代即有，只是沒有連在一起用，如很多經典裡都

提到「稽首禮」、「「面接「禮」等，對於「讚」也是應用很普遍，佛世時「讚」是一

種詩體，「伽陀」就是現在的「偈頌」，或十二部經中之「重頌」。隨著佛陀講法時間、

地點和場合的不同，「禮」的應用也就不同。如《長阿含經》卷 1說： 

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宮忽然來下，立於佛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時，

梵天王右膝著地，叉手合掌白佛言。3
 

「「面禮「」是梵天王的「和面部，觸碰到被禮者佛陀的腳，這是印度最崇高的禮節，

一般是見到長老和德高望重者，才會行此大禮。「「面禮「」之後緊跟的動作要看講

法者的姿勢而定，如講法者站著講，那麼禮者「卻「一面」即可，「就是很恭敬的站

在一旁，「叉手合掌」即是十指相扣呈合掌狀，在佛陀講法的過程中，表達對佛陀的

恭敬。又如《長阿含經》卷 1記載： 

時，彼守苑人受教而行，至彼二人所，具宣佛教。二人聞已，即至佛所，頭面

禮足，卻坐一面。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惡不淨。

                                                 
3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阿含經》卷 1，《大正藏》冊 1，頁 8中。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90 

4
 

「卻坐一面」就是禮畢後坐在一旁準備聽講，因為講法者是坐著講，聽眾就不會站著

聽或者坐得較高。再如《長阿含經》卷 2： 

爾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諸清信士聞佛說法，即白佛言：「我欲歸依

佛、法、聖眾，唯願世尊哀愍，聽許為優婆塞，自今已後，不殺、不盜、不婬、

不欺、不飲酒，奉戒不忘。明欲設供，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垂愍屈顧。爾時，

世尊默然許可。諸清信士見佛默然，即從座起，遶佛三匝，作禮而歸。5
  

這是佛陀在講法時，有清信士向世尊請願成為優婆塞，世尊聽許諸清信士為優婆塞，

諸清信士對於戒法「奉戒不忘」，並「明欲設供」。在這種情況下，諸清信士「即從座

起，遶佛三匝，作禮而歸」，也就是說，在諸清信士請願成功時歡喜不已，故而「明

天」想要設齋供養大眾，以為感恩，說完後即從座起，遶佛三匝，向佛陀禮拜而後各

自回家。由此可以窺見，佛陀面對居士講法的禮儀方式。又如《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卷 1說： 

尸迦羅越即受五戒，作禮而去。佛說唄偈：鷄鳴當早起，被衣來下牀，澡漱令

心淨，兩手奉花香。佛尊過諸天，鬼神不能當，低頭遶塔寺，叉手禮十方。6
 

這是佛陀為尸迦羅越授五戒後的一段唱誦，告訴弟子每日的起床時間和生活作息，早

晨供養佛、諸天、繞塔然後叉手「禮十方」7。佛陀告訴弟子早晨要「禮」十個方向，

意為禮「十方佛」，因為看不到被禮的對象，所以朝著某個方向遙禮。 

聽講結束後，聽眾都會表現歡喜雀躍，如《佛說諸佛經》記載：「爾時，世尊說

是經已。大目乾連疑心即除，歡喜踴躍，禮佛而退。」8佛陀講經現場的氛圍和聽經

者的情緒狀況都無一遺漏。佛陀讓大眾「歡喜踴躍，禮佛而退」。這些都體現了印度

當時的禮儀方式。又如《長阿含經》卷 2記載：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

                                                 
4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阿含經》卷 1，《大正藏》冊 1，頁 9上。 

5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2，《大正藏》冊 1，頁 12下。 

6 安世高譯：《尸迦羅越六方禮經》卷 1，《大正藏》冊 1，頁 251下。 
7 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4，《大正藏》冊 15，頁 665,下。 

8 施護譯：《佛說諸佛經》：《大正藏》冊 14，頁 11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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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國人奉法曉忌，不違禮度不？9
 

佛陀時代的「禮」，也有禮儀制度的意思。佛陀非常重視「禮」，為比丘制 250條、比

丘尼 348條戒律，禪宗六祖稱其為「三千威儀，八萬細行」10。 

「讚」在佛陀時代是很普遍的話題，佛陀也常講「善哉」等讚歎語。近代學人

徐梵澄譯的《奧義書選譯》中冊也有如是記載： 

初民有作，詩歌先於散文。祝，讚，歌，頌，娛神徼福之語，多有節奏或韻律。
11

 

讚是「讚歌」或「祝頌」。在佛陀弘法的過程中，沿用「讚頌」形態，有可能就是「伽

陀」。「十二分教」中的「伽陀」，就是讚頌的文類體裁，窺基（632-682）著《妙法蓮

華經玄讚》卷 2〈序品〉說： 

梵云伽陀，此翻為頌。頌者，美也歌也。頌中文句，極美麗故，歌頌之故。訛

略云偈。12
 

可見「伽陀」就是現代的讚佛偈。唐代慧琳（約 736-807）《一切經音義》也提到「偈，

梵云伽陀，此云頌，美歌也。」13《長阿含經》卷 2說： 

是時，坐中有一梵志，名曰并餼，即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叉手向佛，

以偈讚曰。14
 

印度佛教早期，「禮讚」是用在讚佛菩薩及其功德上，《長阿含經》卷 1說： 

善住柔軟足，不蹈地跡現，千輻相莊嚴，光色靡不具，如尼俱類樹，縱廣正平

等，如來未曾有，祕密馬陰藏。金寶莊嚴身，眾相互相暎，雖順俗流行，塵土

                                                 
9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2，《大正藏》冊 1，頁 11上。 

10 慧能著：《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大正藏》冊 48，頁 357下。 

11 藍吉富編：《世界佛教譯叢》冊 98，施孟宏署耑，徐梵澄譯：《奧義書選譯》，頁 477，1998

年，華宇出版社出版。 

12 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讚》卷 2，《大正藏》冊 34，頁 684上。 

13 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 27，大正藏卷冊 54，頁 483下。 

14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2，《大正藏》冊 1，頁 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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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汙。天色極柔軟，天蓋自然覆，梵音、身紫金，如華始出池。王以問相師，

相師敬報王，稱讚菩薩相。15
 

這是佛陀出生時看相師與淨飯王的一段對白，相師「稱讚」佛陀的相好莊嚴。可知「稱

讚」是當時印度很普遍的現象，或習慣。又如《長阿含經》卷 10說 

爾時，世尊從三昧起，告般遮翼言：「善哉！善哉！般遮翼！汝能以清淨音和

琉璃琴稱讚如來。」16
 

佛從三昧起，肯定般遮翼「稱讚」如來，而且連用了二個「善哉」，語氣上就顯得佛

陀非常認可，以「清淨音和琉璃琴稱讚如來」就是「以音聲做佛事」。印度的「讚」

是常用的敬語。 

（二）印度佛教中後期「禮讚」的應用及特點 

印度中後期佛教，還是繼承佛陀時代的生活習慣，所以「禮」和佛陀時代一樣。 

部派佛教時期開始有經典的傳承，出現「讚」文。大乘佛教更把佛陀神格化，「讚」

文益加需要。馬鳴菩薩（約 100-200 之間）獨「標杆「禮」和「讚」，並著《佛所行

讚》，到了龍樹菩薩（約 150-250 之間）時已經把「禮讚」合在一起應用了，後來的

世親菩薩(約 320-80之間)也著有《願往生禮讚偈》。但可惜的是這些文獻皆已失傳，

這點可從中國隋唐之際善導《往生禮贊偈》窺見一二。《往生禮贊偈》卷 1說： 

第三謹依龍樹菩薩《願往生禮讚偈》，十六拜當中夜時禮。第四謹依天親菩薩

《願往生禮讚偈》，二十拜當後夜時禮。17
 

可見確有其事，這也是至今為止，最早的完整「禮讚」思想，也就是說「禮」「讚」

的連用，是從龍樹開始的。在龍樹「皆是以「伽陀」的形式出現，既是十二部經之「重

頌」。如馬鳴《佛所行讚》卷 3〈阿惟三菩提品〉記載： 

甘蔗族仙人，諸有生天者，見佛出興世，歡喜充滿身，即於天宮殿，雨花以供

養。諸天神鬼龍，同聲嘆佛德，世人見供養，及聞讚嘆聲，一切皆隨喜，踊躍

                                                 
15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1，《大正藏》冊 1，頁 5中。 

16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10，《大正藏》冊 1，頁 63上。 

17 善導集記：《往生禮贊偈》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3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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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勝。18
 

部派佛教的「讚嘆」，是生活中的禮儀。到了大乘佛教，「禮讚」從「重頌」體裁轉變

到單獨標杆；從地域性上看，不但在佛陀的現實生活中用，在「天界」也加以應用，

雖然凡夫眾生看不到，但都是讚嘆佛德；再從其功用看，圍觀者聽見也皆讚嘆佛德，

歡喜踴躍喜不自勝，且能隨喜、供養，此時「讚」多以偈頌形式呈現。又如《佛所行

讚》卷 5〈28分舍利品〉說： 

佛得離生苦，不受後有樂，為世廣顯示，如何不供養？讚諸牟尼尊，始終之所

行。19
 

這裡也是讚佛功德及讚佛舍利的經文，說明佛陀已經「離苦不受後有」，應該為世間

大力弘揚，佛陀如此大的功德，怎麼能不供養？又讚嘆佛證之果位和一生「始終」之

所行。這些都是以「頌」的形式表達，受早期佛經文體「伽陀」的模式所影響。又如

馬鸣《大莊嚴論經》卷 1說： 

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心懷慶幸，略讚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說法摧諸論。佛日照世間，群邪皆隱蔽。20
 

經中就文字看，多為四字或五字之頌文形式，讀起來也也很順暢。就內涵看，不但讚

「佛」，而且讚「法」，這一婆羅門的「略讚」也可以看到當時佛教使得「群邪皆隱蔽」。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應用「讚」多達 176次之多，並在其〈29攝受品〉說： 

憍尸迦！是菩薩摩訶薩，自行布施波羅蜜多，教他行布施波羅蜜多，讚說布施

波羅蜜多法，歡喜讚歎行布施波羅蜜多者；自行淨戒波羅蜜多，教他行淨戒波

羅蜜多，讚說淨戒波羅蜜多法，歡喜讚歎行淨戒波羅蜜多者。21
  

此處「讚」菩薩不但自己行布施波羅蜜多、淨戒波羅蜜多等，而且自作教他，進一步

要「讚」說，這也是修行的重要方法。此處不同「述的「讚佛」、「讚佛德」或「讚佛

                                                 
18 馬鳴著：《佛所行讚》卷 3，《大正藏》冊 4，頁 28中。 

19 馬鳴著：《佛所行讚》卷 5，《大正藏》冊 4，頁 54下。 

20 馬鳴造，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大正藏》冊 4，頁 260下。 

21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冊 5，頁 56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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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是一切善法都可以「嘆。以上都是「禮讚」在印度佛教的發展過程中，不斷

發生的一些微細變化。 

三、中國佛教「禮讚」的發展及特點  

「禮讚」傳到中國，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弘揚，只是應用功能有所改變。

其在中國是如何繼承和發展的呢？又有哪些改變呢？下面通過二個小節來論述。 

（一）南北朝、隋、唐「禮讚」的發展及特點 

對於「讚」和「讚」的使用，善導之「多用「贊」而之後則少用，究其原因，原

來「讚」的異體字有：贊、囋。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22 

字 「讚」異體字：贊、囋 

釋義 

1. 稱美、頌揚。如：「讚不絕口」。鏡花緣．第三十八回：「越看越愛，

不覺讚好。」 

2. 佐助。通「贊」。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齊轡群龍，光讚納

言。」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 

3. 文體名。旨在稱頌人物功德事蹟。通「贊」。後漢書．卷六十．蔡

邕傳：「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凡百四篇，傳於

世。」 

音讀 讚ㄗㄢˋ 

本文統一用「讚」，除非原典用「贊」。 

 

                                                 
22 《異體字字典》，（2005年 1月）第五版，教育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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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於東漢末年從印度傳入中國，許多重要經典至唐代已經翻譯成中文。尤其是

隋唐兩代，可以說是中國佛教鼎盛期。當時，為因應社會各階層的需要，小乘二宗與

大乘八宗應運而生。各種體裁的佛教文學作品，從高僧文人創作的禪詩，到下層文人

僧徒創作，而流行於民間的佛教音樂、變文、講經文、話本、小說等等，都蓬勃發展

起來。唐代以後，經典註釋和佛法實踐取代經典翻譯。隋唐以「，「禮讚」繼承印度

的形態，包括「禮和讚」、頂禮、歸命頂禮、頂戴受持、禮懺、禮敬、禮拜、至心皈

命禮、稽首禮、「讚」、讚嘆、稱讚、讚頌、禮讚等等。 

東晉道安著有〈四時禮文〉，南北朝曇鸞繼承龍樹的「禮讚」思想，著有《讚阿

彌陀佛偈》，其卷 1說：  

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現在西方去此界，十萬億剎安樂土，佛世尊

號阿彌陀，我願往生歸命禮，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23
 

曇鸞大師的「禮讚」是以讚的形式，表達對阿彌陀佛的恭敬，和歸命頂禮的行動，並

且已經在印度的基礎上，發展成儀軌，一邊讚佛一邊禮佛，以此來祈求阿彌陀佛的加

持，實現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願望。隋唐之際天臺智顗大師著《法華三昧懺儀》，以

懺悔儀軌的形式出現，但其內容也包括了讚的部分，在其卷 1： 

（行者既奉請三寶已，即當五體投地，正身威儀一心倚立，而面向法座燒香散

華。心念三寶微妙功德，口自宣偈讚歎並及呪願。）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聖主天中王，迦陵頻伽聲。哀憫眾生者，我等今敬

禮。以此歎佛功德，修行大乘無上善根。奉福上界天龍八部、大梵天王、三十

三天、閻羅、五道、六齋、八王、行病鬼王各及眷屬、此土神祇、僧伽藍內護

正法者。又為國王、帝主、土境萬民、師、僧、父母、善惡知識、造寺檀越、

十方信施，廣及法界眾生。願藉此善根，平等熏修功德智慧二種莊嚴，同會無

生成種智道(即當了知，身口意業充滿法界，讚歎三寶，無生無滅無有自性)。
24 

智顗亦以讚的形式行懺，先奉請三寶，用身體禮拜，再億念其功德，到口宣偈讚

三寶的身口意，然後才進入真正的懺悔行儀，并「以此歎佛功德修行大乘無上善根」，

                                                 
23 曇鸞撰：《讚阿彌陀佛偈》，《大正藏》冊 47，頁 420下。 

24
 智顗撰：《法華三昧懺儀》，《大正藏》冊 46，頁 95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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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身口意業充滿法界，讚歎三寶」，到「無生無滅、無有自性」的「空性」境地。

不管如何懺，「禮讚」只出現在其第四部分有七個小節中的第五和第六兩個小節，還

不到十分之二。 

唐初，善導著了一系列的「禮讚」儀軌類著作，主要有《往生禮贊偈》、《法事贊》、

《般舟贊》等。善導依《大經》及龍樹菩薩、天親菩薩的「禮讚」思想，完成其一系

列的「禮讚」儀軌。善導以其淨土禮讚思想，結合佛教音樂，著有《轉經行道願往生

淨土法事讚》，為沒有文化或不識字的大眾所喜聞，因其韻律優美節奏輕快，即使不

識字也能傳唱，有如現代的娛樂形態。該讚卷 1云： 

眾等齊心請高座，(往生樂)。湣懟智影說，尊經(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

雙樹林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往生樂)道場大眾，裹相與至心敬禮，

南無常住佛。道場大眾，裹相與至心敬禮，南無常住法。25
  

善導以「禮讚」佛、法、僧三寶來懺悔，並配有重疊的韻調。這樣更加迎合了時代的

需求，如《往生禮讚偈》卷 1： 

懺悔有三品：一要，二略，三廣。如下具說：隨意用皆得，又不相續念，報彼

佛恩故。心生輕慢，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人我自覆，不親近同行善知

識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26
 

善導把懺悔歸納為要、廣、略三品，並認為懺悔是往生的「正行」。再加上佛教音樂

及舞蹈都是老百姓瞭解佛教最直接、最好的方式，以及其「禮讚」著作也都是儀軌的

形式，也就說明從他開始，「禮讚」、「禮懺」乃至「儀軌」三者融合。後來「禮讚」

的發展，也都依照善導模式發展，乃至到宋代，皆以「禮懺」命名了，不再用「禮讚」

為題名。唐朝，「禮讚」除了發展為「禮懺」的形式外，還有佛教音樂的影響，後來

也就融入了「梵唄」的範疇，以「讚頌」的形式唱誦，直到現代的佛們朝暮課誦本中，

在開始和結尾都有「唱讚」，並且板路嚴謹，有「海潮音」調和「三寶腔」等。 

法照引用其師慈愍慧日和善導等之禮讚儀軌，著《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

以唱頌來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極樂世界的美好、念佛的殊勝。其卷 2云： 

水鳥樹林念五會，哀婉慈聲讚法王。（讚法王）共命鳥、對鴛鴦，鸚鵡頻伽說

                                                 
25 善導集記：《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25中。 

26 善導集記：《往生禮讚偈》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3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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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恒歎眾生住苦方（住苦方）。歸去來，離娑婆，常在如來聽妙法，指授

西方是釋迦（是釋迦）。歸去來，見彌陀，今在西方現說法，拔脫眾生出愛河

（出愛河）。歸去來，上金臺，勢至觀音來引路，百法明門應自開（應自開）。
27

 

此時的「禮讚」，雖然還是在讚阿彌陀佛及西方極樂世界，但在音調上已比善導時期

更加押韻，念起來也更流暢。法照把其禮讚的形式歸納為「五會」，用五種不同的聲

調唱頌。與法照同時期，還有少康也是以這種方式，繼承善導的「淨土禮讚」，但也

有一些發揮。 

此時中國佛教的「禮讚」，多以「禮懺儀軌」的形式出現，也被歸為「懺法」的

類別。如唐末智昇（約 700-800年間），就把善導等大師的「禮讚」著作，收錄在《集

諸經禮懺儀》中，並在文中有為他人祈福的傾向，如《集諸經禮懺儀》卷 1： 

為二十八天釋梵王等，敬禮常住三寶。為諸龍神等風雨順時，敬禮常住三寶。

為過現諸師恒為導首，敬禮常住三寶。為天皇天后聖化無窮，敬禮常住三寶。

為諸王公主文武百官，敬禮常住三寶。為現存父母諸善知識，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方施主六度圓滿，敬禮常住三寶。為此國過往諸人神生淨土，敬禮常住三

寶。為僧伽藍神并諸眷屬，敬禮常住三寶。為四方寧靜兵甲休息，敬禮常住三

寶。為三塗八難受苦眾生，敬禮常住三寶。28
 

此中，不但為二十八天釋梵王等敬禮常「三寶，還為過現諸師恒為導首、天皇天后聖、

諸王公主文武百官、現存父母諸善知識、十方施主、過往諸人神、伽藍神并諸眷屬、

三塗八難受苦眾生等等，敬禮常「三寶。 

綜上論述，隋唐的「禮讚」，偏向於「禮懺儀軌」乃至「梵唄」等諸多藝術元素

大融合。以淨土及天臺行人較為重視，後代也大多按照這一路線發展。 

（二）宋、明、清及現代「禮讚」的發展及特點 

從南北朝到唐朝，諸多「淨土」祖師弘揚與推廣「禮讚」，如南北朝的《梁皇寶

懺》、唐朝的《三昧水懺》。到了宋代，則有「天台宗」諸多祖師，開始弘揚「禮讚」，

                                                 
27 法照撰：《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 2，《大正藏》冊 85，頁 1427中。 

28 智升撰：《集諸經禮懺儀》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5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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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仁岳著《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慈雲遵式著《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淨

土懺》、《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等、四明知禮集《金光明最勝懺儀》、

《修懺要旨》、志磐（1195-1274）撰《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等。如志磐《佛

祖統紀》卷 49云： 

真宗皇帝，久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

式、異聞二法師，同修《金光明懺》以為禱。29
 

這是《法智大師行業碑》中記錄法智大師的一段敘說。宋代天台宗諸師與皇家走得比

較近，皇帝命令修著「懺法儀軌」，所以宋代懺法特別興盛。此外，懺法的主要功能，

已經從個人的修行，變成為國家祈福消災。仁岳《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卷 1云： 

儒家流有終身之憂者，考妣遠日之謂也。釋氏子豈不然乎，彼所以思，生我劬

勞之親，此所以懷度，我慈悲之父，其德罔極，其孝攸同。觀夫叔世出家之徒，

具沙門之形，稟釋迦之姓，至佛涅槃日，不能齋莊致禮者眾矣，予竊傷之。嘗

讀《涅槃》後分，如來滅後，梵釋天眾、大龜氏等，莫不皆以偈頌為之哀歎。

又《僧祇律》，令涅槃日，稱揚佛德。於是追述，化迹輒成讚辭，凡十四章，

章八句。初十章讚佛，次一章讚法，後三章讚僧，其諸方軌，亦備行用。所冀

吾眾，於二月十五日，嚴事經像，精設供養，命聲德者唱之，以展必哀之誠矣。

昔孤山中庸子有〈涅槃八德讚〉，蓋倣於傅徽〈白衣觀音禮〉而作也，以為吳

蜀音韻碩異，故江浙間多不行焉。今擬天竺法師〈讚智者文〉撰之，非苟好異，

務在生善，知我者，且無以色聲求佛，邪道為讓哉。30
 

「禮讚」在宋代，除了漸漸變成為他祈福之外，又融合儒家文化。仁岳為父親而作的

「禮讚文」，提到「不能齋莊致禮者眾矣，予竊傷之。」並根據《僧祇律》作禮讚文

以求功德。由此也說明「禮讚」在宋代的普及與流行程度，所以知禮才著《修懺要旨》，

以規範制懺的要旨。 

宋代慈雲懺主遵式撰懺儀甚多，人稱百本懺主31。天台宗志磐撰《法界聖凡水陸

勝會修齋儀軌》，明代袾宏重訂，至今依然是佛門中最被喜好的「禮懺儀軌」。宋代，

                                                 
29 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9，《大正藏》冊 49，頁 441下。 

30 仁岳撰：《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卷 1，《大正藏》冊 46，頁 963下 24-頁 964上。 

31 黃夏年著：〈中忏佛教忏法研究評述〉，《世界宗教研究》，（2005 年）第 1 期。因其領眾懺

講不絕，德聞於朝，宋真宗乾興二年，賜號慈雲，世稱「慈雲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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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禮懺」和「梵唄」結合，但還是偏重「讚嘆」，如明朝朱棣皇帝曾著《藏經讚》，

《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讚文》卷 1云： 

朕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演三藏十二部之玄言，所以指教垂義者尚矣。自其

言流於中土，翻譯其義以化導羣類，非上根圓智之士，鮮能以通之，而得其要

者或寡矣。夫治心修身，所以成道。心也者，虛靈明妙，煥然洞徹，該貫萬理

而無所遺也。是故啟多聞，必由於藏海，原萬法本歸於一心，以是修證……朕

撫臨大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緒之德，劬勞莫報，乃遣使

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梓印施，以資為薦揚之典。……作如是讚歎，功德不可

說，永被於生靈。32
 

明朝「禮讚」雖然有禮懺或梵唄的轉向，但依然存在印度早期佛教的讚嘆意涵。在封

建社會裡，這篇《藏經讚》對於佛教的推動，是很有分量的，因為帝王親自著此「禮

讚」文，來支持佛教！其影響也非同一般。宋、明二代對於「禮讚」之弘揚與發展，

可謂空「開放，但太開放，又會給後人帶來一些有機可乘的「所謂方便」，慢慢的也

就變成理所當然的「不方便」了。「禮讚」在明代，除了皇帝的推崇，還有明代四大

高僧之智旭與袾宏的大力弘揚，尤其是袾宏，他的《七筆勾》就以詩詞的形式出現，

後世佛事常用為「嘆亡讚」，並配以梵唄的優美版調。清代張師誠（1762－1830）引

文《徑中徑又徑》卷 4云： 

恩重山邱，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完就，(嗏)這是出世大因由，

凡情怎剖？孝子賢孫，好向歸元究，因此把五色封章一筆勾。33
 

「七筆勾」雖是「嘆亡讚」，就文學的角度看，也算得上是美文佳作了，而且意味深

長，也是易於傳唱的優美「讚詞」。從其內容看，呈現了一代大師出家的因由與決心，

最後用一筆勾來放下世俗的種種，選擇出世大因由的「歸元究」。除此，「七筆勾」還

配有韻調和法器敲打的方法，這些都被收錄在現代《佛門必備課誦本》中，成為每日

必修課本。後來也有一些道場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又對《佛門必備課誦本》有所改

動，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課誦本」，有《禪門日誦》、《早晚功課》等。但「課誦本」

成為佛門每日的必修課程者，卻是始於袾宏的《諸經日誦集要目錄》，現被收錄在《雲

                                                 
32 朱棣著：《大明太宗文皇帝禦製序讚文》，《大正藏》冊 178，頁 168中。 

33 張師誠著：《徑中徑又徑》卷 4，《卍新續藏第》冊 62，頁 40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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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法彙》34之中。除此之外，清朝咫觀也著《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10卷35。「儀

軌」的盛行也是現代寺院運作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甚至有的道場直接承認自己就是

「經懺道場」，就是以作經懺為主。這也就難怪有人稱現代佛教為「經懺佛教」了。 

宋明清及近代佛教之「禮讚」，主要是夾雜在諸多的「禮懺儀軌」中，每一個儀

軌的舉行，開始和結尾都免不了要先唱一個讚，接著才「召」或「請」，然後才進入

主要行文。在儀軌的每一個銜接處，也會用「讚」來連接。不同的儀軌都會有各種「讚」

來匹配，如阿彌陀佛聖誕日，要唱阿彌陀佛讚。此外，還有地域的不同，對於早晚課

中所唱念的「讃偈」也異，如現今普陀山各寺院，早課繞佛之「唱的讚偈就是： 

觀音菩薩妙難酬，清淨莊嚴累劫修；三十二應周塵剎，百千萬劫化閻浮。瓶中

甘露常遍灑，手內楊柳不計秋。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人舟。36
 

又如九華山的諸多道場在早課繞佛之「唱的讚偈就是： 

地藏菩薩妙難倫，化現金容處處分；三途六道聞妙法，四生十類蒙慈恩。明珠

照徹天堂路，金錫振開地獄門；累劫親姻蒙接引，九蓮臺畔禮慈尊。37
 

可見「讚佛偈」的唱念，在不同道場有不同的變化。至於中印佛教「禮讚」的另一明

顯不同之處，中國佛教「禮讚」發展到明清以後，在節拍音韻上配有法器的敲打，而

印度佛教則無。現代版朝暮課中的法器敲打，在明清以「也是少有的，或不像現今佛

門這麼講究或規範。現代寺院的儀軌，也成為出家眾行動的統籌。寺院生活全由種種

法器來引領，不是靠人工去通知，法器成為大眾的號令，龍天的耳目，一天的行動皆

是聽打板或敲鐘等，如同樣是打板，但先打幾聲後打幾聲，中間是快是慢都有講究。

如果是剛出家者，至少要用心學習二年才能和寺院大眾，輪流打法器。現今佛教寺院

都以「儀軌佛事」，及「禮懺佛事」為重要的經濟來源，也就自然成了「祈福超度」

的「禮懺佛事」。 

 

 

                                                 
34 袾宏著：《雲棲法彙》，《嘉興藏》冊 32，頁 574中 1- 頁 582下。 

35 咫觀述：《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 10：《卍新續藏》74冊，頁 1054。 

36 許欽鐘發行：《佛門必備課本》，頁 29，（2000年,台灣：瑞成書局印行）。 

37 許欽鐘發行：《佛門必備課本》，（台灣：2000年,瑞成書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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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印佛教「禮讚」之異同  

二者「禮讚」異同，以下依中印佛教五個階段的發展變化討論 1、功能；2、內

容；3、意涵；4、體裁；5、形式。印度佛教分三期：1、佛世時期；2、馬鳴時期；3、

龍樹時期。中國佛教有二期：1、南北朝及隋、唐；2、宋、明、清迄今。 

（一）中印佛教「禮讚」之異 

中印佛教「禮讚」最大的「異」，是宋以後功能偏重「為他人祈福超度」；其次是

印度的「禮讚」轉變為中國的「禮懺」，宋明後更出現「儀軌經懺」。下面從三個方面

具體說明中印佛教「禮讚」差異： 

一、形式：印度佛教以禮拜、讚歎表達恭敬，是一種常用的生活禮儀，「讚」在

佛陀時代屬於三藏十二部之「重頌」，是一種「語言體裁」，也叫伽陀，中國的稱為「讚

頌」或「讚偈」。中國從曇鸞開始，用「儀軌」表現「禮讚」，他的整部《讚阿彌陀佛

偈》就是完全的儀軌模式。現今中國佛寺每一項佛事，在開始或結束都會唱讚。此外，

中國宋明以後禮懺儀軌與梵唄結合，並配有法器敲打唱念法，這種表現形式在印度也

是沒有的。 

二、內容：印度佛教只有「禮拜、讚歎、禮度等」，唐朝善導的《往生禮贊》，不

但有「儀軌」，更加入了「懺悔」的意涵，而且被認為是「正行」。此外，善導的《轉

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贊》還融合了音樂，以優美的文辭韻律呈現。 

三、功能：印度佛教「禮讚」最重要的功能是讓眾生生起恭敬心，清淨三業。中

國佛教從宋朝以降，「禮讚」的功能，從「個人的修行」轉變成為他人「祈福超度」。

為自己修行的，只有少數的誦經和每天早晚課，甚至早晚課有時也配有「延生普佛」

等。於此，吾人當有所覺醒。下面就中印佛教「禮讚」的變化脈絡，用圖表呈現，作

一對比。 

 

中印佛教「禮讚」之異 

分類 印度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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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式 

（原典比較） 

 

 

是呈現在生活中常用的禮儀、讚

歎等語言體裁。其中，「伽陀」就

是「十二分教」或「三藏十二部」

之「重頌」。 

《長阿含經》： 

「「於佛「，「面禮「，「「一

面。時，梵天王右膝著地，叉手

合掌白佛言……即從座起，偏袒

右臂，右膝著地，叉手向佛，以

偈讚曰。」38 

曇鸞最早以「儀軌」形式呈現。如「至

心歸命禮」比印度的頂禮、稽首禮等

形式更虔誠。後善導加入了音樂、梵

唄等韻調。 

曇鸞撰《讚阿彌陀佛偈》卷 1： 

「於虛空中奏天樂，雅讚德頌揚

佛慧。聽受經法供養已，未食之

前騰虛還。神力自在不可測，故

我頂禮無上尊。願共諸眾生往生

安樂國。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

彌陀佛。」39 

                                                 
38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5中。 

39 曇鸞撰：《讚阿彌陀佛偈》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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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 

（原典比較） 

思想內容上，印度有禮儀、禮拜、接

「禮、稽首禮、讚頌、讚歎、稱讚、

伽陀、禮度、禮讚等。 

馬鳴造《佛所行讚》卷 4〈父子相見

品 19〉： 

「『如此妙神通，智慧甚深廣。永

滅生死苦，為天人之上；雖居聖王

位，終不獲斯利。』如是讚歎已，

法愛增恭敬。居王父尊位，謙卑稽

首禮。」40 

在印度原有的和曇鸞「儀軌」的基礎

上，善導又融入「懺悔」內容，宋明

後發展為「儀軌經懺」。 

善導集記《往生禮讚偈》卷 1： 

「懺悔有三品：一要，二略，三

廣。如下具說：隨意用皆得，……

人我自覆，不親近同行善知識

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

行故。」41 

                                                 
40 馬鳴造：《佛所行讚》卷 4〈父子相見品 19〉，《大正藏》冊 4,頁 37先。 

41 善導集記：《往生禮讚偈》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3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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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 

（原典比較） 

除了是生活習慣外，到了大乘佛教時

期，通過「禮讚」可幫助修行者得福

得慧，但這些都是個人的修行功能。

《長阿含經》卷 3： 

「世尊重觀此義，而說頌曰：阿難

從坐起，長跪白世尊。如來滅度

後，當以何法葬？阿難汝且默，思

惟汝所行；國內諸清信，自當樂為

之。阿難三請已，佛說轉輪葬。欲

葬如來身，疊裹內棺槨；四衢起塔

廟，為利益眾生。諸有禮敬者，皆

獲無量福。」42 

隋唐時期，善導開始創「禮懺儀軌」

接引淨土修行者。宋朝以後，除了個

人修行的功能，轉為偏重「代為他人」

祈福超度用途。 

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9： 

真宗皇帝，久知師名，遣中使者，

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

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同

修《金光明懺》以為禱。43 

 

（二）中印佛教「禮讚」之同 

中印佛教「禮讚」，最大的「同」，都是為了「個人修行」；其次就是在一種繼承

關係上有所發展與轉變。主體精神是「同」，但隨著時間與地域以及社會背景的不同，

而發生了形式等的微妙變化，下面就相同部分，分三點說明： 

一、形式：中印佛教的「禮讚」，都採用禮讚、頂禮、合掌、禮拜、讚歎、稱讚

等方式，這些印度佛教禮儀，到現在中國佛教依然沿用。與儒家的拱手禮或跪拜禮不

                                                 
42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3，《大正藏》冊 1，頁 20中。 

43 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9，《大正藏》冊 49，頁 44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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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二、體裁：中印佛教的「禮讚」體裁，都有長行和偈頌。「偈頌」就是印度佛世

時期，「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的「伽陀」。 

三、意涵：中印度佛教都有以「禮讚」佛德或三寶，得到無量福報的經典。 

下面就中印佛教「禮讚」的變化脈絡，其「相同」之處以圖表形式對比。 

 

中印佛教「禮讚」之「同」 

分類 印度 中國 

1. 形式 

（原典比較） 

 

印度佛教的「禮讚」，都採用頂禮、合

掌、稽首禮、歸命禮、讚歎等方式，

與儒家的拱手禮或跪拜禮不同。《金光

明最勝王經》卷 4： 

「爾時師子相無礙光焰菩薩，聞佛

說此不可思議陀羅尼已，即從座

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

敬頂禮佛足，以頌讚佛：敬禮無譬

喻，甚深無相法。」44 

印度佛教的「禮讚」，都採用頂禮、

合掌、禮拜、讚歎等方式，到現今中

國佛教依然沿用。 

《往生禮讚偈》卷 1： 

「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

佛，十方名聞菩薩眾，無量諸魔

常讚歎。為諸眾生願力住，故我

頂禮彌陀尊。願共諸眾生，往生

安樂國，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

阿彌陀佛。」45 

                                                 
44 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卷 4，《大正藏》冊 16，頁 421中。 

45 善導集記：《往生禮讚偈》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42中。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106 

2. 意涵 

（原典比較） 

中印度佛教經典中都有以「禮讚」佛

德或三寶，得到無量福報得。 

《大般涅槃經》卷 2： 

「若有眾生，懸繪幡蓋，燒香散

華，及然燈燭，禮拜讚歎我兜婆

者，此人長夜獲大福利，將來不久

他人亦復起大兜婆，供養其身。」

46 

中國佛教也以「禮讚」佛德或三寶，

得到無量福報。尤其是隋唐淨土宗和

天台宗文獻最多出現。 

《往生淨土懺願儀》卷 1： 

「四明迴向法(無始時來,乃至今

日一毫之善,迴向三有,故今悔之

誓求菩提)。……所有禮讚供養

福，請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

諸善根，迴向眾生及佛道。」47 

                                                 
46 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 2，《大正藏》冊 1，頁 200上。 

47 遵式撰：《往生淨土懺願儀》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9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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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裁 

（原典比較） 

「體裁」有長行和偈頌。「偈頌」就是

佛世時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之「伽陀」。 

《佛說義「經》卷 2： 

「是時賢者躬自在座，便起偏袒向

佛，叉手面於佛前，以偈讚佛言：

『今恭禮雄遍觀，見諦現說被度。

常慈哀見福想，然人天得何讚？度

無極復道彼，捨恐怖就安樂。廣說

法遍照世，聞每樂不死安。』」48 

「體裁」也有長行和偈頌得繼承。 

《往生禮讚偈》卷 1： 

「懺悔回向發願已，至心歸命阿

彌陀佛。 

次作梵竟，說偈發願。禮懺諸功

德，願臨命終時，見無量壽佛，

無邊功德身。我及餘信者，既見

彼佛已，願得離垢眼，往生安樂

國，成無上菩提。」49 

五、結論  

萬法都有繼承與發展，「禮讚」亦然，深受時空文化背景的影響。如唐朝善導因

其見地獨到，而且處於文化活躍的時代，故能開創嶄新的「禮懺」；宋代僧侶接受皇

帝的厚賜褒獎，「禮懺」的功能，從個人修行轉成為國祈福、消災延壽和超度亡魂，

終而成為僧侶的重要經濟收入，取代印度的乞食制度，也不必擔心在不安定時期，如

法難時依靠國家或王公貴族的供養與否。 

然而經懺文化確實偏離了原始的修行功能，太虛大師就因為「經懺氾濫」，提出

「人生佛教」的主張，強調佛教不只是「死人」的宗教，應該是為了利益「活人」；

印順導師進一步提倡「人間佛教」。這些都是改革「禮讚」的運動，也為了恢復「禮

讚」原有的修行功能。做為年輕的「教職人員」，這些都需要我人有覺醒的意識，才

能取捨「禮讚」，才能更好的荷擔如來家業。 

                                                 
48 支謙譯：《佛說義足經》卷 2，《大正藏》冊 4，頁 186上。 

49 善導集記：《往生禮讚偈》卷 1，《大正藏》冊 47，頁 44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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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無量壽佛經》往生淨土行因之略探 

——以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為範圍 

 

 

釋見暄∗
 

 

摘要  

在淨土經典中，《觀無量壽佛經》（以下簡稱《觀經》）是一部描述往生彌陀淨土

的修持方法和往生的眾生最為詳盡的經典。《觀經》自宋元嘉年間傳譯至漢地之後，

頗受到隋唐時期各宗派的高僧大德的重視，紛紛為此經撰疏並加以弘揚。首部《觀經》

註疏者是隋朝慧遠大師的《淨影疏》，但此疏部分觀點卻受到唐朝善導大師在《四帖

疏》中的批判。同一部經典為何產生見解的落差，這背後的因素似乎頗值得探究。本

文以《觀無量壽佛經》為主，並透過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對經文的註疏，

以「往生淨土之行因」為主題，嘗試探究此二註疏所倡之往生行因背後之理論依據為

何，以及如何判攝所契合的根機，乃至眾生往生的淨土與佛身觀等問題。得到以下粗

淺的發現與結論： 

在《觀經》往生行因的理論思想，慧遠與善導皆認同《觀經》是菩薩藏頓教的大

乘經典。但慧遠的依據來自大乘經典中菩薩道淨佛國土的思想；而善導則是依據彌陀

本願思想而立論。因此若以大乘經典所認定的往生淨土之行因，本文發現：慧遠是以

廣義的角度來判攝，然而善導則是以彌陀淨土法門狹義的角度來判攝。 

其次，對於《觀經》所攝根機之認定，兩位大師皆認為是凡夫。慧遠大師將《觀

經》判為菩薩藏，屬於大乘經典，係為凡夫所說的大乘教法，主張在修因證果的過程

                                                 
∗
 香光尼眾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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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經所攝之根機凡聖皆有。善導則認為所攝根機是五濁惡世急須偏救的生死凡

夫。因此，兩位大師對《觀經》的判定有所不同：慧遠大師認為《觀經》是一部為凡

夫所說的大乘菩薩道，修因證果的經典；善導大師則認為《觀經》是普為隨來世苦惱

凡夫所說的典籍。 

最後，關於眾生往生淨土的佛土與佛身觀方面，慧遠大師著重自業所感得的事淨

土，也就是依眾生的根機所示現的應身與應土。相對的，善導大師著重於以佛的立場

所示現的淨土與佛身是報身報土，並以阿彌陀佛四十八弘願救度眾生的誓願為基礎，

倡言彌陀報土乃是五乘皆可齊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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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彌陀淨土法門主要依據的經典以佛陀在耆闍崛山所說《無量壽經》1、王舍城所

說《觀無懸壽經》2、祇樹給孤獨園所說《阿彌陀經》3等三經而來，稱為淨土三部經。

在三部經典中，以《觀無懸壽經》對往生彌陀淨土的具體修持方法和往生的眾生，描

寫得最為詳盡。 

根據史料記載，最早為《觀經》作註解的是淨影慧遠（西元 523-592 年），其屬

於南道地論之教系，非淨土宗人，但對於彌陀信仰為主的經典似乎表現出濃厚的興

趣，其現存代表著作《大乘義章》，特闢一章〈淨土義〉，專門討論淨土觀念。其所著

作的《觀無量壽經義疏》對日後各家《觀經》註解，起了重大的啟導性作用。4諸如

智顗《觀無量壽佛經疏》5與吉藏《觀無量壽經義疏》6，大部分承襲淨影慧遠的說法

而來，由此可見其著述之權威性。 

然而直到善導著述《四帖疏》，對於慧遠的《淨影疏》提出諸多不同的看法。善

導堪稱為淨土宗第二代祖師，7但其淨土思想乃直承於曇鸞與道綽，並非源於初祖廬

山慧遠。8據曇鸞之教旨是致力於本願思想與他力往生淨土的闡揚，所以《觀經》並

隨受到重視；直到道綽的提倡，與善導對義理加以組織，方才使《觀經》成為善導立

                                                 
1 《佛說無量壽經》卷 1：「我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

收入《大正藏》冊 12，第 360經號，頁 265下。 

2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

五十人俱。」收入《大正藏》冊 12，第 365經號，頁 340下。 

3 《佛說阿彌陀經》卷 1：「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皆是大阿羅漢，眾所知識。」收入《大正藏》冊 12，第 366經號，頁 346中。 

4
 參閱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 9月，頁 177。 

5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0號經。 
6 《觀無量壽經義疏》卷 1，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2號經。 
7
 淨土宗立祖之說，詳參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七冊，台南：中華佛教百科文

獻基金會，1994年 p3972b 

8
 演培法師撰：〈曇鸞與道綽〉一文，收入於張曼濤主編：《淨土宗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年 12月，P22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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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特色，而嚴成被稱為淨土宗三大系之一的善導系。9此系強調是持名念佛、彌陀

本願力及凡夫往生報土等思想。 

此可見，《觀經》的重要性，它確實曾牽動中國淨土教的發展趨勢，因而令筆者

想要對《觀經》作更深一層的研讀與探究，此為撰寫本文的動機之一。 

其次，《觀經》譯出之後，歷代祖師針對《觀經》所撰寫的註疏內容，看似有諸

多紛歧，尤其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兩者之間對《觀經》修行的立場明顯

不同，這背後的因素似乎頗值得研究，此為撰寫本文的動機之二。 

再者，淨土三經中，處處可見「稱名念佛」、「執持名號」、「持名念佛」等語詞，

隨著彌陀淨土法門的普及，加上善導著《四帖疏》，開宗立派專弘稱名念佛一法，往

往使人誤以為僅口稱「阿彌陀佛」，便是修行的全部內容，而忽略了教理教觀的哲理，

筆者探究「持名念佛」的正確觀念，此為撰寫本文的動機之三。 

最後，淨影慧遠是第一位對《觀經》做註疏的人，其註疏卻受到善導的批判，筆

者希望藉由比較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能夠瞭解兩者之間的相異處，此

為撰寫本文的動機之四。 

基於上述撰寫論文的動機，筆者嘗試依《觀無量壽經》為文獻主要材料，並透過

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對經文的註疏，以「往生淨土之行因」為主題，進

行相關課題的探討，期能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藉由一探《觀經》往生淨土之行因，筆者將從慧遠與善導二位大師的《觀經》註

疏中，比較兩者註疏所倡之往生行因的相異處，並試歸納分析二師背後之理論依據，

此為撰寫本文的目的之一。 

《觀經》淨土生因大都圍繞在九品往生的行因而論，故筆者就二師對九品往生行

因的判位，從中了解兩位大師，關於九品往生行因判位的理論基礎契合根機的判攝，

此為撰寫本文的目的之二。 

眾生根據彌陀淨土的行因往生到淨土。筆者懸從兩位大師對淨土佛身觀的見解，

比對二人就所往生行因與根機中，與自身所判攝的淨土佛身觀是否一致？此為撰寫本

文的目的之三。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首先著手於原典《觀無量壽佛經》經文的研讀，以瞭解經文

的原意，依經文的脈絡提出對《觀無量壽佛經》的思想內涵與特色的理解；另一方面

對《觀經》作文獻考察，有助於瞭解《觀經》發展的過程。 

                                                 
9
 淨土宗三系之說，見於日僧法然(1133-1212)的《選擇本願念佛集》。參閱《法然上人全集》，

台北：現代禪文教基金會出版，2003年 11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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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分別就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的文本中，所論述的往生行因、

所攝根機以及佛身佛土觀等相關問題，爬梳二師的見解與判攝，並加以說明與歸納要

點。 

最後，針對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往生行因所攝根機與佛身佛土觀的

判攝再進行整體性的比較與分析，有助於檢視兩位大師往生行因的理論思想。 

二、《觀經》往生淨土之行因  

（一）慧遠對《觀經》往生淨土行因之見解 

1、諸經往生淨土行因 

慧遠舉出大乘經典敘述的淨土行因不一，首先引《大品般若經》往生淨土行因10，

以修般若空慧11為行因，修習空慧之智，能滅除罪障，即可往生淨土。《大品般若經》

中常出現「淨佛國土」之詞句。菩薩修行六波羅蜜，成就神通，從一佛國到一佛國，

成就眾生，說是淨佛國土，或許「淨佛國土」之理念，依據六波羅蜜之修行，淨化國

土是菩薩行，這一淨佛國土即是「淨土之行」。12因此，慧遠論及《大品般若經》修

習空慧之智，能滅除罪障，即可往生淨土，與淨土之行是相同含意。 

慧遠大師繼而引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13，所說，一切善業皆是淨土之生因，

認為善業大略可分為四種：修戒、14修施、15修慧、16護法17等。並且說明懸往生安樂

                                                 
10 《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2下。 
11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空慧」：觀空理之智慧。 
12 平川彰撰，印海法師譯：《淨土教思想論》〈淨土教之問題〉，頁 287。 
13 《大般涅槃經》，收於《大正藏》冊 12，第 374號經，頁 365下。 
14 《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7〈德王菩薩品〉：「以修戒故，得土嚴淨。」收於《大正藏》冊 37，

第 1764號經，頁 805上。 
15 《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7〈德王菩薩品〉：「平等心施，能淨佛土。」收於《大正藏》冊 37，

第 1764號經，頁 805上。 
16 《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7〈德王菩薩品〉：「聞經得智是修慧。」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64號經，頁 796上。 
17 《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3〈如來性品〉：「護法行，於中四對自利利他：一、自能不謗，讀

誦書寫，亦教他書。二、自能聽受，亦勸他人。三、為憐眾生，自供養經，亦勸他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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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者，必須修習之。 

慧遠引用《維摩詰所說經》18中的菩薩成就八法，為往生淨土之生因，前四法即：

慈、悲、喜、捨，屬於利他；後四法，即信敬心、息礙心、息瑕穢心、專精心，屬於

自利。根據印順法師的解釋，為此八法是菩薩為人為法，對自對他的正常道。但能依

此修去，就是往生淨土的穩當法門。19
 

慧遠大師依世親菩薩《往生論》所說的禮拜、讚嘆、作願、觀察、迴向之五念門，

為淨土往生因。前四門是進入極樂淨土之門，屬自利；第五迴向門是出極樂淨土之門，

屬利他。入極樂淨土之門是為上求佛道，出極樂淨土之門是為慈悲教化眾生。 

慧遠大師引用以上四部大乘經典，說明往生淨土之行因，所呈現的修行內容，以

大乘菩薩精神為基礎，總離不開自利與利他的範疇。懸生淨佛國土，菩薩懸淨化自己

之身口意業之麤業，亦淨化他人身口意之麤業，亦即自他皆遠離諸惡、修十善、行六

度。淨佛國土是成就眾生，為教化眾生使令覺悟。總之，這是大乘菩薩度眾生之利他

大慈悲行，不外是菩薩道之實現。 

2、《觀經》往生淨土行因 

慧遠大師將《觀經》往生淨土行因，歸納為四種：修觀往生、修業往生、修心往

生、歸向往生。《淨影疏》中，第一門「修觀」是修習十六種觀想，稱此十六觀想皆

為「定善」。慧遠大師將十六觀劃分為：初七門為觀依報，後九門觀正報。又後十觀

中，初五門明佛菩薩觀，次一門明自往生觀，再次一門明佛菩薩觀，後三門明他生觀。
20每一觀門之觀境，皆要繫心一處，使令內心達到了了分明，不令散失，獲得「觀佛

三昧」。十六觀的後三觀為他生觀，觀察他人九品生相，為令世人明瞭其生業上下階

位修而往生，所以勸觀。慧遠大師具體將九品做為修觀的對象，觀察他人九品生相，

為了是直接激勵修觀的眾生往生到淨土更高的品位。 

慧遠大師所說的第二門「修業」，所修的內容「三淨業」意指《觀經》中的三福，

                                                                                                                                        

自敬重讀誦禮拜，亦勸他為。」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64號經，頁 679下。 
18 《維摩詰所說經》卷 3〈10 香積佛品〉：「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

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

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

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收

於《大正藏》冊 14，第 475號經，頁 553上。 
19 印順導師撰：《淨土與禪》，頁 42。 
20《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7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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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大師稱此三福為「散善」，並定義「散心思量，名曰思惟。」。慧遠大師針對三福

對應為：共凡夫法、共二乘法、大乘不共之法等三法，並且加以解釋。如表 1-1所示：
21 

表 2-1《觀經》與《淨影疏》之三福、三法分類表 

三福 三法 《觀經》 《淨影疏》 修行重點 

世福 共凡夫法 

孝養父母，奉事師長 敬上行 

先明作善 慈心不殺 慈下行 

修十善業 止行 

戒福 共二乘法 

受持三歸 在家戒 

持戒律 具足眾戒 出家戒 

不犯威儀 具眾戒 

行福 大乘不共法 

發菩提心 起願 

自利利他 
深信因果 修信 

讀誦大乘 修解 

勸進行者 利他 

慧遠大師針對三福對應為：共凡夫法、共二乘法、大乘不共之法等三法，慧遠大

師將三福與三法作對應，最主要在說明散善往生淨土的次第，並指出第一種福是大

乘、小乘和凡夫所共同修習的，第二種福是大乘和小乘人所共同修習的，第三種福是

大乘人獨自修習的。言下之意，此三福業是凡夫乃至菩薩往生所依據的正因。 

第三門「修心」即是修習上品往生之人所發的三種心，分別是：誠心、深心、迴

向發願心。22「誠心」是真誠地把往生極懸淨土的意願「「於實際懸為的心。「深心」

是深切樂求往生極懸世界的心。「迴向發願心」的「發願」是指願求生於極懸世界，

得懸阿彌陀佛的心；「迴向」是迴自己所作善懸向於完成往生意願的心。23 

第四門「歸向」」，即下品人往生的懸門。24下品人雖然沒有善行，但若能得到善

友為他們講說佛、法、僧三寶，讚嘆阿彌陀佛及其侍從菩薩、淨土的勝妙，於是一心

                                                 
21《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78中。 
22《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3上。 
23 參閱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202。 
24《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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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前方便） 

（三昧相應） （息慮以凝心） 

歸向彼佛，或以心念之，或以身體拜之，或以聲讚嘆之，或以口稱唱其名字，由是悉

得往生極懸淨土。25
 

（二）善導對《觀經》往生淨土行因之見解 

1、要弘二門 

善導大師將《觀經》往生淨土的方法分為「要弘二門」。「要門」是指「定散二善」

法門，其次「弘願門」是善導引用《無量壽經》說明一切善惡的凡夫皆因蒙受阿彌陀

佛四十八大願為增上緣方得以往生彌陀淨土。 

所謂定散二善，依善導大師《四帖疏》，即「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

從日觀以下，至第十三觀，名為定善；三福與後三觀的九品，名為散善。明顯的將十

六觀分開來。 

對於「定散二善」致請對象的緣起，善導大師有不同的見解：定善前「十三觀」

是「韋提致請」才說的，而散善的三福與九品「是佛自說」。依據來自對「思惟」、「正

受」的理解，善導引用《華嚴經》云：「思惟、正受者，但是三昧之異名。」26思惟

與正受皆是三昧27的意思，思惟是作觀的前方便，為觀想極樂國土依報、正報莊嚴的

總相與別相；正受是指「想心都息，緣慮並亡，三昧相應名為正受。」有關善導提倡

往生淨土「要弘二門」如圖 1-1所示： 

 

 

 

 

 

 

 

 

 

                                                 
25 參閱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202。 
26《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47下。 
27 「三昧」梵音 samādhi，又稱三摩地，指修禪者心止於一境，於正念中顯發一種禪定的境界。 

圖 2-1善導提倡「要弘二門」分類圖 

要門 

定善（韋提希請） 

散善（佛自說） 

前十三觀 

三福九品（廢惡以修善） 

思維 

正受 

三昧 

弘願門（四十八願增上緣） 

淨

土

法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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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心」為往生淨土之正因 

「三心」出現在《觀經》第十四觀上品上生之文28，乃指至誠心、深心和迴向發

願心。依善導大師《四帖疏》解釋，此三心是眾生往生淨土的正因，如經中指出「具

三心者，必生彼國。」因此，善導大師在九品往生正行中，總說十一要門之第四門「辨

定三心以為正因」，29說明三心通攝九品人，亦通攝定散二善念佛者，30更強調若缺一

心，則難往生。 

3、往生二行──正行與雜行 

善導大師在《四帖疏‧散善義》，「就行立信」方面，從往生淨土行因的觀點，指

出「正行」、「雜行」二種往生行法。善導大師《四帖疏》將世親菩薩的「五念門」稍

作變更，就「正行」提出五種往生行法：31第一是一心專念讀誦淨土相關經典，名為

「讀誦正行」。第二是一心觀想憶念彌陀淨土依正二報莊嚴，名為「觀察正行」。第三

是一心禮拜阿彌陀佛，名為「禮拜正行」。第四是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名為「稱

名正行」。第五是一心讚嘆供養阿彌陀佛，名為「讚嘆正行」。五正行的內容，皆是以

阿彌陀佛為對象的修行方法，與善導大師「五正行」、世親菩薩「五念門」之不同處，

除了吸取《往生論》32的觀察、禮拜、讚嘆之外，善導大師再增加讀誦與稱名兩種正

行。 

善導大師又細分五種正行為「正定業」與「助業」兩種。33認為五正行中「稱名

念佛」為正定業，其餘四種正行，歸為助業。由此可見，善導大師透過對往生淨土行

因區分「往生二行」與「正助二業」，所要突顯的正是「稱名念佛」在淨土修持中的

                                                 
28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為三：一者

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收於《大正藏》冊 12，第 365

號經，頁 344下。 

29 《四帖疏》卷 4，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70下。 
30 《四帖疏》卷 4：「又此三心亦通攝定善之義，應知。」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

經，頁 273中。 
31 《四帖疏》卷 4，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72上。 
32 《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3上。 
33 《四帖疏》卷 4「正行」與「雜行」之義，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 號經，頁 27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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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行） 

（疏雜之行） 

地位。 

 

 

 

 

 

 

 

 

 

 

（三）小結 

綜觀兩位大師對於《觀經》往生行因的觀點異同：兩者皆認同修習「定散二善」

往生彌陀淨土。但對於定散二善的分判殊有不同，慧遠認為後三觀是「他生觀」，也

就是觀察他人九品生相；善導的後三觀是因修於三福，得九品生，因此，判定後三觀

為散善義。 

另外，定散二善致請的對象，慧遠認為定善是正受，散善是思惟，皆是韋提希致

請；善導認為定善包括思惟與正受，此二同是三昧義，皆是韋提希致請，唯有散善是

佛自說。善導的分判，提高了散善的三福九品往生行因的地位。 

其次，兩者皆同意「三心」為往生淨土的行因。慧遠大師認為三心是「修心往生」

的階位，屬於三輩九品之「上三品人」往生淨土的行因，是階位較高的生因，對於行

因來說是屬於「難行道」；而善導大師則將三心擴大為九品人，以及定散二善念佛者

皆應發起的心，並且主張「三心」為往生淨土的正因，缺一不可，即便是下品作惡眾

生，也須具備三心才有往生淨土的可能。 

再者，筆者認為慧遠闡述往生淨土行因之第四門「歸向往生」與善導的「五正行」

頗有雷同處，慧遠認為一心歸向阿彌陀佛，若是以心想念之，是以身禮拜之，以聲音

讚嘆之，或是以口稱其名，由是悉得往生彌陀淨土。此與善導五正行的「觀察、禮拜、

讚嘆、稱名」等正行相同，皆是以阿彌陀佛為對象的修行方法。至於歸向往生者，慧

遠認為是屬於下品人，他們自身沒有善行，但得到善知識為其說阿彌陀佛的勝妙之

事。善導則認為五正行是深信往生彌陀淨土的修行方法，更認為「稱名正行」是配合

圖 2－2善導「往生二行」與「正助二業」分類圖 

往生二行 

正行 

雜行 

正定業 

助業 

稱名 

讀誦 

觀察 

禮拜 

讚嘆 

五正行之外，諸善萬行皆為餘善，例如三福行。 

吸取曇鸞大師《往生論》五念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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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本願的正定之業。 

綜觀上述，慧遠大師依據大乘經典的修行淨土行因之見解，闡述《觀經》的修行

法門，不難發現慧遠大師所舉出的諸類往生行因，皆是藉著自己的修行能力而得生淨

土之果。比對善導大師所舉出的往生淨土行因，包含慧遠大師所沒有的「弘願」一門，

善導大師認為眾生得以往生淨土，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仰仗佛力，也就

是「他力」的緣故。 

三、《觀經》往生行因所攝之根機  

（一）慧遠大師九品判位 

1、三輩九品往生淨土行因 

慧遠大師在論述往生淨土的眾生時，將《大經》的「三輩」分類和《觀經》的「九

品」分類相結合34，指出《大經》所說的三輩包括《觀經》所說的九品，其中，上輩

即是上三品，中輩即是中三品，下輩即是下三品。慧遠又指出這三輩九品人善根福德

因緣不同，品位懸殊；但若懸往生淨土，懸得發菩提心，專意念佛，把其心願與意向

完全集中於往生之事上，這是三輩九品完全相同的，亦是必備的條件。言下之意，下

輩、下品眾生亦有往生極樂世界的可能。35 

慧遠大師認為《觀經》所闡述的三輩九品往生淨土行因，可分為「修大乘之行因」、

「修小乘之行因」、「過去曾修大乘者」，此三種行因分別是上品、中品、下品，茲將

九品往生行因與三福業對照製表如下： 

表 3-1九品往生行因與三福業對照表 

九品 修持內容 往生行因 三福業 三階 

上上 發三種心，修三淨業，迴向生彼。 

修心往生 

修業往生 
行福 大乘不共法 上中 

發三種心，修三淨業，解第一義

諦，深信因果，迴向生彼。 

上下 發三種心，修三淨業，深信因果，

                                                 
34《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卷 37，第 1745號經，頁 107下。 
35 參閱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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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生彼。 

中上 內備聖德，具諸戒行，迴向生彼。 

修業往生 戒福 共二乘法 
中中 

受持一日一夜之八戒齋，或是一日

一夜之沙彌戒與具足戒，迴向往生

淨土。 

中下 
修習世間的仁善，善友為說彌陀淨

土樂事，迴向往生淨土。 

修業往生 

歸向往生 
世福 共凡夫法 

下上 
犯輕罪者，善友為說大乘經名，教

稱彼佛，滅罪故生。 

歸向往生 遇緣造作諸罪 下中 
現犯重罪。善友為歎彌陀佛德，歡

喜信樂，滅罪故生。 

下下 
犯四重五逆等罪，善友教稱彼佛，

令聲不絕乃至十念，滅罪故生。 

慧遠大師所闡述的上品往生者，皆應具備三心與三淨業的行因，唯其差異點在於

第三淨業，修持行福的內容有深淺上的差異，影響往生上品階位的高低。「中品上生

者」與「中品中生者」為修第二淨業之人，亦由於第二淨業修持戒福的內容有深淺上

的差異，影響往生中品階位的高低，而「中品下生者」，則純粹是第一淨業修習世福

之人。慧遠大師認為小乘往生淨土之人，皆是求出離者，最後發菩提心，心念彌陀，

發願往生淨土。對下品往生者，慧遠大師認為此人曾經修學過大乘法、發菩提心，現

在遇緣造作諸罪，後經善知識開導，一心歸向之力，故得往生。 

綜觀上述，慧遠大師認為《觀經》所闡述往生淨土行因，是從三輩九品的角度而

言，涉及散善三福的部分，並沒有定善修觀的部分；上三品是以修三心、三淨業為因；

中品上、中生者是以修業為因；中品下生是以修業與歸向為因；下三品純粹是歸向往

生為因，因此，可發現下三品與三福無分，上六品則依據修善程度分出階位。又於《淨

影疏》末釋九品之因，論述發菩提心於任何一品中皆不可或缺，被視為最為重要的核

心，相較於善導大師以弘願門為中心，將稱名等餘行放在首要位置之思想，明顯為兩

者最大的差別。36 

 

                                                 
36 藤原凌雪撰，印海法師譯：《念佛思想之研究》，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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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品往生淨土的根機 

慧遠大師又依往生者之種性搭配九品予以分類：37上三品為修持大乘教法，居於

種性住階位或以上的大乘根機；中三品為行小乘之教法，持持戒懸，沒有犯罪的小乘

根機；下三品為犯罪的大乘始學之根機。有關慧遠往生淨土行因所攝之根機，如表

3-2： 

3-2慧遠九品往生行因與種性之關係表 

種性 往生行因 九品 往生淨土前 往生淨土後 

大乘人 
修心往生 

修業往生（行福） 

上上 四、五、六地之順忍菩薩 即得無生忍 

上中 初、二、三地之信忍菩薩 過一小劫得無生 

上下 地前三賢之伏忍菩薩 過三小劫到初地 

小乘人 

修業往生（戒福） 

中上 前三果人 即得阿羅漢道 

中中 見道以前之內、外凡夫 

聞法歡喜，得須陀

洹，經半劫已成阿羅

漢 

修業往生（世福） 

歸向往生 
中下 世俗凡夫 過一小劫成阿羅漢 

大乘始

學凡夫 
歸向往生 

下上 

隨過輕重分為三品，隨有道位難隨階懸。 下中 

下下 

慧遠大師依《仁王般若經》之五忍說，38解釋《觀經》上品為階位，上上品是四、

五、六地之順忍菩薩；上中品是初、二、三地之信忍菩薩；上下品則為地前三賢39之

伏忍菩薩，40故上品皆為大乘人。 

                                                 
37 《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2上。 
38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菩薩教化品》「五忍法」，收於《大正藏》冊 8，第 245 號經，

頁 826中。 

39「三賢」：謂大乘十住、十行、十回向之菩薩也。地前三賢指十地以前之菩薩。 
40 從慧遠大師著作對「五忍」、「十地」、「六種住」三種之關係，歸納出的比配表，參閱廖明

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206。 

五忍 十地 六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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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三品小乘根機的分際，慧遠大師是以聲聞乘四果41之差別而判定，慧遠大

師說明小乘根機者，注重持戒，以求出離生死；且注重修習可以感得人界、天界福樂

的善行，以求出離苦惱。往生極樂世界，經半劫或一小劫證得阿羅漢之後，雖是小乘

根機往生，但仍然須轉修行大乘，如慧遠大師《無量壽經疏》云：「以本乘終發大乘

心求生彼故，在彼國中得羅漢已，即便求大。」42 

關於下三品眾生的根機，慧遠大師在《淨影疏》綜述： 

下輩亦三，所謂下上、下中、下下。於彼大乘始學人中，隨過輕重，分為三品。

未有道位，難辨階阩。43 

由上所述，下三品人意指初修大乘法的凡夫，其上、中、下的判定是依據先前所

犯之罪障輕重而劃分，因此，下三品人還隨入道，所以並不具有修道階位。 

綜觀上述，對慧遠大師來說，九品往生屬十六觀中之後三觀，為他生觀，而在論

述九品往生時，慧遠一開始就解釋道：「自下三觀合為一分，為他生觀，觀察他人九

品生相。何故觀此？為令世人知其生業上下階降，修而往生，所以勸觀。」44將九品

判為修觀的對象，鼓勵修觀者能夠往生到淨土更高的品位。師在行因與根機上作出明

確的分判，論述九品往生淨土的根機，是從大乘菩薩位至小乘四果的階位來判別，最

後再到世俗有罪凡夫，包含的範圍凡聖盡有，含括菩薩自初發菩提心，累積修行之功

                                                                                                                                        
寂滅忍 第十法雲地 究竟住 
無生忍 第九善慧地 

決定住 
第八不動地 
第七遠行地 

行道跡住 

順忍 第六現前地 
第五極難勝地 
第四焰慧地 

信忍 第三發光地 
第二離垢地 
初地歡喜地 淨心住 

伏忍 
地前 

解行住 
種性住 

 
41 「四果」為小乘修行人所證得果位，由下至上分別為：一果須陀洹果，二果斯陀含果，三

果阿那含果，四果阿羅漢果。 
42 慧遠《無量壽經義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5號經，頁 107下。 
43 《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2下。 
44《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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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以至達於佛果，其間所歷經之各階位；慧遠大師依《觀經》往生淨土之果境而立

其階位，將九品分類與「四果」、「十地」等有關證道階位的傳統佛教觀念作連結，明

確地界定各品類往生眾生，在成佛過程中所達至的階段。45 

因此，正木晴彥指出慧遠以當時傳統的佛教之理解，也受到《十地經》、《仁王經》、

《瓔珞經》等之影響，主張眾生是仗靠自己之力量，以自身發露佛性為理想，考量到

各人之能力與努力之差別。46 總之，淨土之果，皆由眾生之自業感得，而不強調願

力救濟等事。 

（二）善導大師九品凡夫論 

1、九品往生行因所攝之根機 

善導大師依《觀經》文意，認為佛去世後之五濁凡夫，只因行業與遇緣不同，而

有九品之差別，即上輩三人是遇大凡夫，中輩三人是遇小凡夫，下輩三人是遇惡凡夫。

因此，師所倡導的九品凡夫論，是依所修行因善法的優劣，區分為上、中、下輩九品

之機，如表 3-3所示： 

表 3-3善導九品凡夫論與三福之關係表 

三輩 品位差別 凡夫種性 三福 

上輩 

上生 

遇大凡夫 

大乘上善凡夫人 

行福 中生 大乘次善凡夫人 

下生 大乘下善凡夫人 

中輩 

上生 

遇小凡夫 

小乘上善凡夫人 
戒福 

中生 小乘下善凡夫人 

下生 世善上福凡夫人 世福 

下輩 

上生 

遇惡凡夫 

十惡輕罪凡夫人 

行惡之人 中生 破戒次罪凡夫人 

下生 五逆重罪凡夫人 

                                                 
45 參閱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209。 
46 正木晴彥撰，印海法師譯：《淨土教思想論》〈善導之淨土教學〉，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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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將後三觀與三福行判為散善，認為後三觀以三福為往生主要正因，九品為正

行，由於九品行因是立足在三福的正因上，因此，判定其為散善的往生行因。上輩三

品人是遇大凡夫，只是發心修學大乘法的凡夫。中輩三人是遇小凡夫，中上品與中中

品人仍然隨發大心，以受持小乘戒法，遇逢小緣，受其小戒；中下品修習世間的善行，

但隨求出離之心。下輩三人是遇惡凡夫，又分為十惡輕罪、破戒的次罪，以及五逆重

罪等三種層次。 

2、九品眾生為凡夫種性 

善導大師認為，眾生只因行業與遇緣不同，而有往生淨土九品之差別。善導大師

更明確批判慧遠大師對於九品眾生之判位，他不同意慧遠僅據經文所述往生者之果

位，而判九品攝受之根機，把往生者品位比配「四果」、「十地」之大、小二乘人。善

導大師認為慧遠隨探佛意，不符合經義。因此，善導於《四帖疏‧玄義分》中，引用

《華嚴經》與《大品經》之一般佛法義理，判釋《觀經》攝受之對象是凡夫，完全不

干大、小乘聖人。 

綜觀上述，由於善導大師將三福九品判為散善，而不是判為定善修觀，因而就九

品往生者修持三福之行因來判其階位，並強調所攝根機皆是凡夫，只因行業與遇緣不

同，而有九品之差別，極力反對慧遠大師將九品眾生判為大小乘根機。其《四帖疏》

開宗明義闡述「要弘二門」是往生淨土的重要因素。對於弘願門，善導大師解釋道：

「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意指九品往生淨

土眾生，無論定善往生或散善往生皆是藉助彌陀的慈悲願力，得以往生西方淨土。 

（三）小結 

兩位大師對於行因內容與所攝根機的論述，有明顯的差異。上輩三品人，二師皆

認同修習大乘教法，但慧遠認為具足三心、修持三淨業，發願回向往生；善導認為行

業內容只要符合大乘法，求願往生即可。中輩三品人，亦皆認同修習小乘教法，以及

世間善法，但慧遠認為小乘法須內備聖德、具足戒行，乃至於受持一日一夜八關齋戒、

沙彌戒、具足戒等功德，迴向往生；即使行持世間的善法，在臨終前須發出離心，才

能往生較高的品位；善導認為修行諸戒，無有一切不善過患，乃至受持一日一夜少分

戒的功德迴向往生淨土；即使修習世間的善行，並無悉求出離之心，只因善知識為說

彌陀弘願，教其念佛求生淨土。相較之下，慧遠所判定的行因較善導所認定的行因更

為嚴格，當然相應的根機也就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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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觀經》所攝根機之認定，兩位大師皆認為是凡夫。慧遠大師在《大乘義章》

表明凡夫是指尚隨達到初地的菩薩；47並且將《觀經》判為菩薩藏，屬於大乘經典，

係為凡夫所說的大乘教法，48因此，在修因證果的過程中，凡聖皆有。善導大師則引

用《觀經》十句經文為證，49認為所攝根機是五濁惡世急須偏救的生死凡夫。因此，

兩位大師將《觀經》這一部經典判定有所不同：慧遠大師認為《觀經》是一部為凡夫

所說的大乘菩薩道，修因證果的經典；善導大師則認為《觀經》是為隨來世苦惱凡夫

所說的典籍。 

四、《觀經》往生行因所攝之淨土佛身觀  

（一）慧遠的淨土佛身觀 

1、彌陀淨土為事淨土與圓應土 

慧遠大師對往生淨土的判別，在《觀經》的注疏本尚隨直接提到，但在他的《淨

影疏》有一段話值得注意：「是中應先解淨土義，然後釋文，義如別章。」50考察慧

遠其他著作，在《大乘義章》〈淨土義〉51中，曾對淨土做出分類，一類是以修行者

的立場對往生淨土的分類；另一類是以佛的立場所化現淨土而分類。 

以修行者的立場往生淨土的分類，是依循佛道修行者的角度來看「淨土」，認為

「淨土」源於眾生的自業所感，隨凡聖階位而有高下之別，大致分為：事淨土、相淨

土、真淨土。這與九品往生階位的判別，有異曲同工之妙。「事淨土」是凡夫所居之

土。「相淨土」是聲聞、緣覺或地前菩薩所居住的淨土。「真淨土」是初地菩薩乃至諸

佛所居住的淨土。52慧遠大師將彌陀淨土判屬為「事淨土」，認為「事淨土」是凡夫

                                                 
47 《大乘義章》，分別收入《大正藏》卷 44，p677a；p677c；p788c。 

48 《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卷 37，第 1749號經，頁 173上。 

49 《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49中－下。 
50《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79中。 
51《大乘義章．淨土義》，收於《大正藏》冊 44，第 1851號經。 
52 有關淨土之分類，請參閱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18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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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有漏淨業所感得的事相嚴麗的淨土，他又將事淨土分為兩種：53第一種事淨土是

凡夫修有漏淨業所感得之淨土，例如天界54。此為求「有」之善業所感，因此，受用

此淨土時，煩惱隨斷，仍然輪迴三界中，不生出世之道。第二種事淨土是凡夫求出世

之淨業所感得之淨土，例如：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國、眾香界香積佛國。由於此為

造出世善業所感，因此，受用事淨土時，眾生不會還生三界，能夠證得出世之道。 

若是以佛的立場所化現淨土而分類，一為「真土」和「應土」二種土；二為「法

性」、「實報」、「圓應」三種土。先說明「真土」和「應土」的分類︰55「真土」是佛

自身所居之土；「應土」是佛隨有情的狀況所示現之土。根據黃玉青〈淨影寺慧遠的

彌陀淨土觀研究〉56一文指出，慧遠大師引用《十地經論》說明「真土」有七種特徵
57，若將彌陀淨土與「真土」和「應土」兩土來比對說明，彌陀淨土是屬於「應土」

而非「真土」。此外，慧遠大師復以佛土的立場分為：「法性」、「實報」、「圓應」三種

土：58「法性土」為佛土的本性。此土具足真義；同一體性，相融無礙，無障礙性，

無變動性。「實報土」是菩薩在證得法性土時，由於累劫所修清淨行業，懸無量不同

的莊嚴事相現起所嚴成的。「圓應土」則是前懸種佛土隨著其所接應眾生的不同，而

有各種不同的示現。慧遠大師指諸佛相應於各種圓應土所作的各種「應行」，其文舉

出阿彌陀佛為了莊嚴西方安樂國土所修的四十八弘誓及諸善行為例。59 

2、《觀經》之佛身觀 

慧遠《大乘義章》〈三佛義〉論法、報、應三種佛身，將前二合稱為「真身」，而

與「應身」對舉，認為佛有真身、真土與應身、應土之分。師在《淨影疏》中，將觀

                                                 
53 《大乘義章》，收於《大正藏》冊 44，第 1851號經，頁 834中。 
54 「天界」：六道之一，與天趣同。欲界有六重之天，並色界、無色界之諸天是也。其依處在

諸趣之頂，故謂之天。身有光明，故謂之天。果報最勝，故謂之天。為有情輪迴之道途，

故謂之道，趣者所趣向也。 
55 「真土」和「應土」之分別出自《大乘義章》，收於《大正藏》冊 44，第 1851號經，頁 835

中。 
56 黃玉青撰，〈淨影寺慧遠的彌陀淨土觀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96年 4月。 
57 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卷 3，《大正藏》26冊，頁 139下-140上。 
58 「法性」、「實報」、「圓應」之分別出自《大乘義章》，收於《大正藏》冊 44，第 1851號經，

頁 835中。 
59 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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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分為「真身觀」與「應身觀」，以《觀經》所論「無量壽」是阿彌陀佛觀，乃是應

身觀60，《淨影疏》提到：61此所觀是「應身中粗淨信觀」，其中阿彌陀佛觀是屬於別

觀62「西方無量壽佛」的範疇，認為《觀經》所論的佛壽有限，非無限，「是應身非

真身」。慧遠復舉出《觀音授記經》63為證明，指出阿彌陀佛的壽命有終盡，其後由

觀世音與大勢至相繼成佛。此觀點較為平實，視阿彌陀佛為順應世間人所示現的應身

佛。根據慧遠的佛身分類，示現不同的佛身，是為真身；而阿彌陀佛，是真身佛示現

之一的應身佛。64 

（二）善導的淨土佛身觀 

1、報佛報土 

有關於彌陀淨土的判攝問題，善導大師依據《大乘同性經》、《無量壽經》及《觀

經》而說阿彌陀佛為報佛，其土為報土。《四帖疏》云： 

是報非化。云何得知？如《大乘同性經》說：『西方安樂阿彌陀佛是報佛報土。』
65 

師根據《大乘同性經》認為，阿彌陀佛是在淨土中成佛者，所以應是報身。 

在清淨佛剎成佛者，即是「報身佛」；凡於穢濁世成佛者，或是現八相成道者，

皆是「應身佛」；66善導以《大乘同性經》為佐證：「阿彌陀如來、蓮花開敷星王如來、

                                                 
60 《淨影疏》云：「其應身觀，如彼《觀佛三昧經》：取佛形相，繫想思察，名應身觀。此佛

應身，隨化現形，相別彼此，不得一種。」，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73

下。 
61 《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73下。 
62 《淨影疏》卷 1：「《觀佛三昧經》說：『汎取佛相，而為觀察，定無彼此，名之為通。觀察

彌彌、阿彌佛等，說以為別。』今此所論是其別觀。別觀西方無量壽佛。」，收於《大正藏》

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73下。 
63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收於《大正藏》冊 12，第 371號經，頁 357上。 
64 廖明活撰：《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194-196。 
65 《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50中。 
66 《大乘同性經》，收於《大正藏》冊 16，第 673號經，頁 65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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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主王如來、寶德如來，有如是等，生淨佛剎所得道者。」67認為阿彌陀佛是在淨土

中成佛者，所以應是報身。因此，又繼續引用《無量壽經》顯示阿彌陀佛是酬因之報

身。68認為《無量壽經》闡述法藏比丘經無量劫來修習菩薩行，於因位中發四十八願，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彌陀今已成佛，於極樂世界所現之身，顯示阿彌陀佛是酬因之

報身69，即是萬德圓滿的報身相。彌陀淨土是佛因位中願行所得，所以不是眾生自業

所能感得。善導大師也引用《觀經》，說明阿彌陀佛以報身來接引眾生的主張。70九

品中之上三品往生者，皆是阿彌陀佛與化佛來接引西方，因此善導認為報佛與化佛共

來接引，由經文為證明，阿彌陀佛為報佛之身，報土之土。 

慧遠舉出《觀音授記經》為證明，指出阿彌陀佛的壽命有終盡，「是應身非真身」。

善導則認為如來報身常住，關於《觀世音授記經》之彌陀終極說，是佛之境界，非是

凡夫所能了知。71善導認為所謂阿彌陀佛滅度，其實這只是報身示現隱沒相，並不是

真的滅度，如此，《觀世音授記經》中更提到阿彌陀佛入涅槃後，複有善根深厚眾生

還見如故，72主張佛身本來不滅。73
 

2、《觀經》佛身為報身觀及真身觀 

善導大師認為第八像觀，論述觀想念佛的內容，乃是說明觀念彌陀報身相好的念

佛三昧境界。第八觀的像觀，是作為觀想第九真身觀的前方便，此處觀佛真身，是針

對第八像觀，觀佛報身的假觀而言真，此與慧遠大師所言不同，74善導大師認為佛有

三身，報身與應身同為「化身」，唯有法身為「真身」，法身對善導大師來說是「真如

法界身，豈有相而可緣，有身而可取也。然法身無色，絕於眼對，更無類可方，故取

                                                 
67 《大乘同性經》，收於《大正藏》冊 16，第 673號經，頁 651中。 
68 《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50中。 
69

 酬報因行功德而感得果報。三身中之報身即為酬因感果之身。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

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年 6月。 
70 《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50中。 
71 《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50中。 
72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卷 1：「佛涅槃後，或有眾生不見佛者，有諸菩薩，得念佛三昧，常

見阿彌陀佛。」收於《大正藏》冊 12，第 371號經，頁 357上。 
73 伍先林撰，〈善導淨土思想之特色〉，《佛學研究》，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2003年 1

月，頁 66－70。 
74 慧遠將法身與報身合稱為「真身」，與「應身」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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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以喻法身之體也。」75法身無相可緣、無色可以眼對、無身可取，又如何用眼能

觀。因此，《觀經》所說觀佛色身相好，依善導大師分判佛身的觀點，出現極樂世界

的彌陀之身，乃屬於因行圓滿的報身佛而不是法身。76 

（三）《觀經》往生行因所攝之淨土佛身觀 

1、慧遠往生行因所判攝之淨土佛身觀 

慧遠將「淨土」分為「事淨土」、「相淨土」、「真淨土」三類，所根據的是修行者

自身修行的業果，乃從「自力」修行者的角度來分類，及依據個人修行程度的不同，

所往生的淨土遂有優劣之別。筆者現嘗試以慧遠大師所論及的往生行因，散善往生與

定善往生，分別論之。散善往生所攝之淨土，如表 4-1所示： 

4-1散善行因與往生淨土種類對照表 

九品 往生行因 階位 根機 往生淨土 

上上 
修心往生 

修業往生（行福） 

四、五、六地之順忍菩薩 

大乘菩薩 真淨土 

上中 初、二、三地之信忍菩薩 

上下 地前三賢之伏忍菩薩 地前菩薩 

相淨土 

中上 

修業往生（戒福） 

前三果人 

小乘菩薩 

中中 見道以前之內、外凡夫 

事淨土 

中下 
修業往生（世福） 

歸向往生 
世俗凡夫 

大乘始學菩

薩 
下上 

歸向往生 作惡凡夫 下中 

下下 

                                                 
75 《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67中。 
76 釋見宗撰，〈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之研究〉，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91年 6月。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132 

慧遠大師既言初地以上之菩薩入真淨土，則上上品之四、五、六地，上中品之初、

二、三地菩薩所生之土為「真淨土」。然而慧遠卻判《觀經》所說之淨土為事淨土，

似有矛盾之處，慧遠大師在《淨影疏》曾解釋道：77淨土有麁麁麁麁土與妙土，麁麁麁麁土是三界

六道凡夫眾生所受之淨土。妙土則唯有阿羅漢、辟支佛，及大力菩薩等三乘聖人方能

受用之淨土。《觀經》係就彌陀淨土是麁麁麁麁土而言，妙土《觀經》不說。阿彌陀佛除《觀

經》中的應身、應土之外，還更有真身、真土（妙剎），《華嚴經》78中具隨此義。阿

彌陀佛其實早已久得真土，然而西方淨土僅為應土，是阿彌陀佛現修四十八願及諸所

行所莊嚴的極樂淨土。也就是說，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及諸所行只是作為西方應土同

類之因的應土之行。79 

定善往生是指修習十六觀法滅罪往生，慧遠在《淨影疏》中雖然沒有詳細闡述凡

夫修觀的確切階位，也沒有闡述往生淨土的類別。即使如此，慧遠論述往生彌陀淨土

行因的次序，將「修觀往生」給予首要的地位，認為《觀經》之宗旨以「修觀為宗」，

可看出其對修觀滅罪往生的重視。 

慧遠在闡述初七門為觀依報時，首先觀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淨土莊嚴，即引用《大

乘義章》〈淨土義〉說明此淨土的類別，即是「事淨土」，所觀的淨土是眾寶裝飾事相

嚴麗的淨土，亦是阿彌陀佛之弘願所成就的極樂世界之圓應土。他在闡述後九門觀正

報時，首先將第七華座觀結合於佛菩薩像觀，以其在觀佛像觀時，便起華座想。第八

觀之佛菩薩觀，慧遠云：「佛像觀中，先勸觀佛，為佛所表，後正觀像，勸觀佛中，

應先解釋三佛之義，然後釋文，義如別章。此中所觀是應身。」80慧遠認為《觀經》

中十六觀法的佛像觀是阿彌陀佛為順應世間人所示現的應身觀。 

2、善導往生行因所判攝之淨土佛身觀 

善導大師的淨土觀，在繼承曇鸞、道綽他力本願思想的基礎上，卻認為凡夫所往

生的西方淨土應是報土。道綽大師主張彌陀之報土亦可分為性土與相土兩種，凡聖皆

能往生。善導大師《四帖疏》有一段話： 

問曰：彼佛及土既言報者。報法高妙，小聖難階。垢障凡夫云何得入？ 

                                                 
77 《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2下。 
78 《大方廣佛華嚴經‧菩薩明難品》：「一切諸佛剎，平等普嚴淨，眾生業行異，所見各不同。」

收於《大正藏》冊 9，第 278號經，頁 429中。 
79 伍先林撰，〈善導淨土思想之特色〉，頁 66－70。 
80 《淨影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9號經，頁 18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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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若論眾生垢障，實難欣趣，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81 

又善導當時，教界一般都認為彼佛及土既言為「報佛報土」，但報法高妙，小聖

難階，對於垢障深厚的凡夫，如何能入報土？善導大師卻對教界此看法提出不同見

解，主張阿彌陀佛之廣大悲願不僅是垢障凡夫往生淨土的強大助緣，亦是五乘眾生入

報土的增上緣。對於往生彌陀淨土之因，首先強調彌陀本願力者是曇鸞大師，後來由

道綽大師繼承此思想，到了善導大師則更加極力提倡仗此佛願，得令五乘眾生同登淨

土。主張由於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本願作為增上緣，所以凡夫眾生能夠憑藉彌陀本願

的他力，往生彌陀淨土。不過雖然如此，彌陀的他力本願只是眾生往生的外緣，眾生

要往生其土還必須具備行因，才能往生。82 

善導大師將《觀經》往生淨土化分為「要弘二門」，指出定散二善是往生淨土的

要門，另外還要配合《無量壽經》彌陀四十八願「弘願門」為增上緣，如此才是構成

往生淨土的重要因素。此中的「弘願」一門是善導引用《無量壽經》說明一切善惡的

凡夫，皆是蒙受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為增上緣得以往生彌陀之報土。 

善導認為阿彌陀佛的願力宏深，五濁凡夫能夠往生彌陀報土，所憑藉的正是他力

本願。彌陀願力不會自發地在眾生身上起作用，眾生要與彌陀願力感應道交，它必須

要有往生的願望，也就是要具備「三心」。對於三心的重要性，擴大至定散二善的修

行者，以及九品往生的眾生。即使對於下品作惡之有罪凡夫，若具備三心，仍得以往

生彌陀報土。 

善導又將一心專修彌陀法門分為五正行，此五種中以「稱名念佛」為正定業，餘

四種為助業，《四帖疏》云： 

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

佛願故。若依禮誦等，即名為助業。83
 

認為此稱名之行，為彌陀本願往生淨土之行因，順彼佛願故。善導認為「順彼佛

願」是指《無量壽經》第十八誓願，善導在《往生禮讚偈》云： 

                                                 
81 《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51上。 
82 伍先林撰，〈善導淨土思想之特色〉，頁 66－70。 
83《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7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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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無量壽經》云：「若我成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84 

今善導解說為十聲稱佛之意，以稱名為彌陀本願重誓，又《四帖疏》云：「上來

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85此一教旨，發揮願

文之意。 

（四）小結 

兩位大師對於淨土觀、佛身觀的判攝，慧遠大師著重自業所感得的淨土，也就是

依眾生的根機所示現的淨土與佛身。善導大師著重以佛的立場所示現的淨土與佛身，

並以阿彌陀佛四十八弘願救度眾生的誓願為基礎。對於兩位大師所判攝《觀經》往生

行因與所攝的淨土佛身觀的見解筆者以為，首先，慧遠的往生行因總分為「散善往生」

與「定善往生」二種；散善往生的行因與根機，以九品往生之生相敘述最為清楚，若

依慧遠對淨土的分類，以修行者自身修行之業果的立場來判定，上上品與上中品修持

三心與三淨業的大乘菩薩，往生受用的淨土是初地菩薩乃至諸佛所居住的「真淨土」；

上下品與中上品修持的內容包含三心、行福、戒福的地前菩薩與前三果小乘菩薩，往

生受用的淨土是聲聞、緣覺或地前菩薩所居住的「相淨土」。其他以下的五品修持的

內容包含戒福、世福、一心歸向，往生受用的淨土是凡夫所居的「事淨土」。慧遠在

《大乘義章》判彌陀淨土是事淨土，主要因為阿彌陀佛早已久得真土（妙土），但對

《觀經》而言，故判彌陀之淨土為事淨麤土。此一說法，化解慧遠判攝彌陀淨土為事

淨土的矛盾處。另外，定善往生所攝之淨土佛身觀，慧遠沒有闡述凡夫修觀的確切階

位，因此，筆者尚無法作出往生淨土種類的判斷，但對於定善十六觀的淨土佛身觀，

慧遠依《大乘義章》所述是順應世間人所示現的應身、應土。 

善導大師的淨土佛身觀，提倡彌陀是報身，其土為報土，而不論及以眾生自業所

感往生淨土的立場。對於往生報土的行因與根機，善導在繼承曇鸞與道綽的他力本願

與救濟思想的基礎上，倡言彌陀報土五乘齊入，由於有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本願作為

增上緣，所以凡夫眾生才能夠憑藉彌陀本願的他力得以往生彌陀報土。既言彌陀本願

思想，檢視善導大師所判往生行因所攝的本願思想中，論及往生淨土的「要弘二門」

說到，一方面無論定散二善的修持，一方面也需要配合彌陀弘願，兩者是構成往生報

                                                 
84《往生禮讚偈》，收於《大正藏》冊 47，第 1980號經，頁 447下。 
85《四帖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53號經，頁 27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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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要素；另外，三心的修持是與彌陀願力感應道交，具備三心，得以往生彌陀報土。

善導大師又提出往生行法的「五正行」，其中特別強調「稱名念佛」才是順從佛的本

願「正定之業」；此「稱佛名號」在《觀經》經文中，論及下三輩唯知作惡的凡夫，

這也顯示即使無善作惡的凡夫，若乘彌陀本願思想，亦能往生彌陀報土。 

五、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觀無量壽經》往生淨土之行因，並以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

帖疏》為範圍，嘗試探究此二註疏的相異處，並歸納分析二者所倡之往生行因與其背

後之理論依據，以及如何判攝所契合的根機，眾生往生的佛土與佛身觀等問題。得到

以下發現與結論： 

（一）往生行因的理論思想 

慧遠所倡的往生淨土之行因，是依據大乘經典中菩薩道淨佛國土的思想，強調菩

提心與六波羅蜜的修持，因此，將《觀經》判定為「菩薩藏」，乃為「頓悟」的大乘
修懸人所設懸。慧遠《無量壽經義疏》有一段話：「有諸眾生，久習大乘相應善根，

今始見佛，則能入大。」86因眾生薰習大乘法，久種善根，積聚功德利益，能夠現今

懸佛，則能悟入大乘道。這也說明，慧遠舉出《觀經》所述修觀往生的眾生，須具有

大乘善根的基礎，修觀往生才有可能。又說：「凡夫人中，厭畏生死，求正定者，教

令發心，生於淨土。」87凡夫厭畏生死之苦，追求正確禪定之道，教眾生發菩提心，

往生西方極懸淨土，這也說明即使是修業往生的眾生，無論是大、小乘教法皆須發菩

提心，往生淨土才有希望。 

善導所倡的往生淨土之行因，則是依據彌陀本願思想而成立，強調的是佛力與信

願的修行內容，因此在往生淨土的行法「正行與雜行」中，對阿彌陀佛為中心的「正

行」修持內容賦予重要的地位，並且強調三心是往生彌陀淨土信願行的依據。善導也

認同《觀經》是菩薩藏頓教的大乘經典，因此，他在對三心的解釋中，特別強調眾生

往生淨土成就一切功德之後，要生起大悲願，還向娑婆世界教化一切眾生，共同往生

                                                 
86 《無量壽經義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5號經，頁 91上。 
87 《無量壽經義疏》，收於《大正藏》冊 37，第 1745號經，頁 9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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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 

大乘佛教盛言言言間有無懸懸的佛，亦認為言言間有無懸懸的淨土。大乘佛經提

到的彌陀淨土只是眾多淨土之一。因此，針對大乘經典所認定的往生淨土之行因，慧

遠是以廣義的角度來判攝，然而善導則是以彌陀淨土法門狹義的角度來判攝，嚴成相

互的對比。 

（二）往生行因契合根機的判攝 

有關往生行因契合根機的判攝，慧遠認為往生行因與根機是相互對應的。因此，

修習大乘法的人，具備大乘根機；修習小乘法的人，具備小乘根機；即使是世俗與作

惡的凡夫，亦具有大乘始學的根機。於是，對於《觀經》九品往生行因，配合上三乘

法88的修行次第，身為地論師的慧遠，以地論宗的觀點，依《觀經》往生淨土之果境

而立菩薩修行的階位，因此，其中就包含「四果」、「十地」等根機的眾生。 

有關善導往生行因契合根機的判攝，基本上，善導認為《觀經》所攝根機皆為凡

夫，即使是修持三乘善法，但不認為依《觀經》往生彌陀淨土的眾生具有三乘聖者的

程度。因為善導認為《觀經》所教化的對象，是五濁惡世的生死凡夫，只因遇緣不同，

修持的善法亦不同。並且強調眾生若具有三乘的程度，那麼無須藉助韋提希之祈請來

往生淨土。 

二位大師皆由《觀經》來判攝眾生往生淨土的根機，然而所見卻是如此殊異，慧

遠依往生淨土後之果境而論，鼓勵修觀者能夠往生到淨土更高的品位；善導則是就往

生前之因行遇緣而論，只因行善不同而有品位差異。 

（三）眾生往生淨土的佛土與佛身觀 

眾生往生淨土的佛土與佛身觀，慧遠認為彌陀淨土是凡夫修出世善根所感得的麤

土，稱為事淨土；至於阿彌陀佛示現的佛身與佛土，是隨著被接引眾生根機的不同，

所示現的應身與應土。善導大師認為阿彌陀佛之佛身與淨土，是因位中願行所得的報

身與報土，並極力提倡仗此佛願，五乘眾生齊入報土。 

慧遠大師著重自業所感得的淨土，也就是依眾生的修持程度而示現的淨土與佛

身，其中涉及彌陀本願救濟思想的成分並不高。善導大師著重以佛的立場示現的淨土

與佛身，並以阿彌陀佛四十八弘願救度眾生的誓願為基礎，因此，不論及以眾生自業

                                                 
88 三乘者：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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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而往生淨土的成分。 

總結以上的考察，筆者發現，慧遠大師以大乘經典中，菩薩道淨佛國土的思想，

強調眾生依自己的能力與根機往生並受用相應的淨土。善導大師是以彌陀本願思想，

強調救濟五濁惡世的生死凡夫，憑藉彌陀本願的他力令之得以往生彌陀報土。因此，

二位大師由不同的視野，就同一個脈絡的彌陀淨土思想，發展出不同的見解。慧遠純

就經論研究的立場來探討彌陀淨土，並非如善導大師就彌陀淨土信仰者的立場來討論

彌陀淨土。89以筆者的淺見，認為這兩種解釋各有利弊：慧遠的淨土思想，正面來看

是激勵修行者向上修行的動機；然而是否會因為對根機的設限過高，而造成眾生對往

生彌陀淨土的信心，產生退縮的心理。善導的淨土思想，正面來說帶給眾生往生淨土

的希望；相對的，無善可言亦可乘彌陀願力往生報土的論說，易使眾生產生無須行善

亦可往生的負面想法，而扭曲彌陀淨土法門的本意。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是否如後代

學人所說強調純屬他力淨土門，而沒有自力的部分，這一問題有待更進一步的深入研

究探討。90
 

本文基於對彌陀淨土法門的正確知見，探討《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往生淨土之行

因關鍵的內容為何？《觀經》開宗明義說：「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又說：「此三

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諸佛淨業正因。」依慧遠與善導對淨土思想的解讀，並

沒有否認此三淨業的重要性，只是在為已造惡的眾生開一條方便道，但前提是具備慧

遠所主張的「菩提心」與善導所言的「三心不缺」等，因此，還是須在存有善根的的

情況下，才能往生彌陀淨土；印順導師在《淨土與禪》一書中特別強調：「此三淨業，

才能充分實現淨土法門的淨化身心世界的真意義。」91 

本篇論文由於時間與能力的有限，僅依據《觀經》往生淨土之行因，探討慧遠與

善導對於行因所攝根機與淨土佛身觀的見解；若能進一步將研究範圍擴大到由慧遠與

善導在註解《觀經》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代相關經典的流行，或許能更能貼近二位大

師寫疏的用意。除此之外，有關《觀經》在日本學術界研究的數量相當多，但因礙於

筆者語文能力的限制，僅引用參考國內與部分中國的文獻資料。《觀經》是一部蘊含

                                                 
89 陳劍鍠撰：《行腳走過淨土法門： 曇鸞、道綽與善導開展彌陀淨土教門之軌轍》，台北：

商周出版，2009年 9月，頁 15。 
90 陳劍鍠撰：《行腳走過淨土法門： 曇鸞、道綽與善導開展彌陀淨土教門之軌轍》，頁 98。 

91 印順導師撰：《淨土與禪》，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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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淨土思想，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本文只是在往生淨土之行因作初

步的探究，期望能在淨土領域盡一份微薄之力。 

 

 

參考書目  

一、原始資料 

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大正藏》第 12 冊。 

後秦，鳩摩羅十譯：《大品般若經》，《大正藏》第 8 冊。 

後秦，鳩摩羅十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 冊。 

後秦，鳩摩羅十譯：《佛說阿彌陀經》，《大正藏》第 12 冊。 

後秦，鳩摩羅十：《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第 14 冊。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 9 冊。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 12 冊。 

宋，畺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正藏》第 12 冊。 

宋，曇無竭譯：《觀世音菩薩授記經》，《大正藏》第 12 冊。 

世親菩薩造，北魏菩提流支譯：《往生論》，《大正藏》第 26 冊。 

元魏，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大正藏》第 26 冊。 

北魏，曇鸞撰：《往生論註》，《大正藏》第 40 冊。 

北周，闍那耶舍譯：《大乘同性經》，《大正藏》第 16 冊。 

隋，慧遠撰：《無量壽經義疏》，《大正藏》第 37 冊。 

隋，智顗撰：《觀無量壽佛經疏》，《大正藏》第 37 冊。 

隋，慧遠撰：《觀無量壽經義疏》，《大正藏》第 37 冊。 

隋，慧遠撰：《大般涅槃經義記》，《大正藏》第 37 冊。 

隋，吉藏撰：《觀無量壽經義疏》，《大正藏》第 37 冊。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大正藏》第 44 冊。 

隋，慧遠撰：《十地經論義記》，《續藏經》第 45 冊。 

唐，善導撰：《觀無量壽佛經疏》，《大正藏》第 37 冊。 

唐，善導撰：《往生禮讚偈》，《大正藏》第 47 冊。 



 

           《觀無量壽經》往生淨土行之略探——以慧遠《淨影疏》與善導《四帖疏》為範圍 

 

 

 

139 

二、現代專書與翻譯專書 

陳劍鍠撰：《行腳走過淨土法門：曇鸞、道綽與善導開展彌陀淨土教門之軌轍》（台北：

商周出版，2009 年 9 月）。 

廖明活著：《淨影慧遠思想述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 年 9 月）。 

釋印順著：《淨土與禪》（台北：正聞出版社，1987 年）。 

釋智諭著：《善導大師與淨土法門》（台北：西蓮淨苑，無年月）。 

釋演培撰、張曼濤主編：〈曇鸞與道綽〉（《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65 冊，台北：大乘

文化出版社，1978 年 12 月）。 

釋慧淨著：《法然上人全集》（台北：淨宗出版社，2005 年 7 月）。 

藤田宏達等著、釋印海譯：《淨土教思想論》（台北：嚴寬祜基金會出版，2004 年 12

月）。 

藤原凌雪著、釋印海譯：《念佛思想之研究》（台北：嚴寬祜基金會，2004 年 12 月）。 

三、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 

釋見宗撰：〈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之研究〉（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2002

年 6 月）。 

伍先林撰：〈善導淨土思想之特色〉。《佛學研究》（2003 年 1 月），頁 66－70。 

四、工具書 

丁福保編纂：《佛學大辭典》，（台南：和裕出版社，2005 年）。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中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 年 6 月）。 

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台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 年）。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140 

 



 

                                   運用漢語語法書面模型解讀漢譯《雜阿含經》主題語句

 
 

 

141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運用漢語語法書面模型讀解 

漢譯《雜阿含經》主題語句 

 

 

釋見故∗
 

 

摘要  

本文的第一個任務是，從解題工具「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來分析漢譯佛經的篇

章結構成分；第二個任務是，運用「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來輔助漢譯佛典《雜阿含

經》的經文斷句，來實現筆者所設的命題。其主要結構如下說明。 

運用「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輔助「讀解」漢譯《雜阿含經》的讀解方法，分為

五個節標題進行解說：第一個節標題：前言，介紹主題語句的讀解操作觀念，已經從

文本當中漸漸的被人孰悉，讀解佛教聖典非線性讀解的操作方法，也已經慢慢被運用

出來。第二個節標題：要討論的問題是，文本漢譯《雜阿含經》的「非線性」（Non-linear 

Context）讀解觀念。第三個節標題：要討論的問題是《雜阿含經》樹狀（unified arboreal ）

知識結構。第四個節標題：說明「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能夠輔助漢譯《雜阿含經》

佛典標註出清晰的經文語段。第五個節標題：展望資訊網路整合的新時代來臨，帶來

多元、多節點的非線性知識結構，可以帶動讀者「非線性」思惟空間的通路架構。 

本文以《雜阿含經》主題句之經典為主要研究基礎語料。以經驗統計方式把底層

概念成分，跟表層的章篇、複句、句子、小句、語句，同時呈現在本文所設計的「篇

章句法結構分析表」上。進而研究漢語語法結構的組織型態變化，實現讀解模型機制

對語料的分析，把語義從句子的框架信息中讀解出來。其優點，不只可以用直觀來進

                                                 
∗
 圓光佛學研究所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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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書面章篇語法操作分析，還可觀察語句跟語句之間的關係變化。其中，「章篇結構

成分分析表」可輔助閱讀者建立多節點的「系統式思惟」架構，有別於一句一句從頭

接到尾的「線性讀解」方式，並且可以脫離單槽式的記憶，大量減輕讀者記憶上的負

擔。此外還能較精確的劃分，章篇、複句、句子、小句、短語的界限範圍，更加有助

於旨趣理解及關鍵點的掌握，讓章篇的語序顯出清晰面貌；進而培養出閱讀者對漢語

經典的解讀能力。 

從「非線性讀解觀念的建立」，「有效讀解途徑的建構」、「正確讀解的方法的

運用」三方面探討，來達成對《雜阿含經》有效、正確的二項讀解策略。第一點是，

把「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結果語句」的語篇知識結構組織，帶入「非線

性知識結構」研究，使主題式知識的研究功能更加完備。第二點是，運用「篇章句法

結構分析表」能夠輔助漢譯《雜阿含經》佛典，清晰的標註出經文斷句。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驗證模型、句法分析、讀解非、線性、知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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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漢語語法發展的目前侷限，再展望漢語語法未來的無限發展空間，於是看出了

漢語語法目前的窘迫。以及隨著網路資訊的蓬勃發展，文本的知識結構已經不再侷限

於線性讀解操作，相形之下非線性讀解操作觀念，已經從文本當中漸漸的被人孰悉，

讀解佛教聖典非線性讀解的操作方法，也已經慢慢被運用出來。 

因此筆者為了探討佛教聖典的非線性讀解操作方式，從研究動機的出發、研究背

景的考察、命題設定的探討、語料應用的詮釋、作業構想的通路。進而提出主要的研

究關鍵詞：讀解、漢譯《雜阿含經》、文本、知識結構、知識結構框架、系統思維、

主題式、非線性、底層結構、轉換功能、離散性、對話語錄，來接通各個不同的知識

領域。尋求所需專業知識的資料輔助，試圖開闢出一條非線性讀取的知識通路，朝向

更容易讀解《雜阿含經》的修行課題。 

從方法論而言，近幾十年來，語言學對篇章結構1
 的研究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

如何取得更有效的讀解途徑，以更精確的讀解方式來佛教聖典是筆者所關切的課題。

從認識論而言，一個文本的「知識結構組織」的認識，已經不再局限於單一種線性的

讀取模式，另一種是非線性的讀取模式的操作運用，更方便於解析文本知識結構組

織。有關知識結構組織的看法，周弦（2005）2
 認為： 

一個高效的領域知識庫應採用有效而統一的知識結構來組織、存儲領域知識庫

中的知識，完整地表示知識內容，客觀地反映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繫。 

周弦把「知識庫」跟「知識」分開來解釋。說明了「知識」可以存放「文本」與「非

文本」的知識庫裡面。周弦指出，這些知識內容，可以客觀地反映知識之間非線性的

內在聯繫。為「非線性知識結構組織」的研究作了一個有力的註腳。以知識空間理論

來說明知識結構模型，陳祖舜3
 等（2002）也指出： 

                                                 
1
 請參見；劉勰〈文心雕龍〉1提到：「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以現在的

理解來解釋，可以視為「篇」比「章」的範圍大，複章成篇。所以本文採用「篇章」作為

論文的主要術語。 

2
 周弦〈ICAI中基於知識空間理論的知識結構模型〉湘潭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摘要）。 

3
 請參見：陳祖舜周強 趙強〈情境一一組織/存放辭彙語義知識的恰當框架〉《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第 7卷/第 2期‧2002年 8月，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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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反映知識結構的樹狀層次體系。 

說明了「非線性知識結構組織」是種樹狀的多層次體系。因此經由周弦與陳祖舜等對

知識庫裡面「知識結構組織成分」的看法，筆者試圖從文本「非線性知識結構組織」

的「樹狀層次體系」中，發展出主題語句的系統知識結構模式，來讀取本文漢譯《雜

阿含經》的系統知識結構組織課題。 

從工具論而言，一個文本的知識結構組織的讀解，必須藉由工具的運用，才能提

升讀解作業的品質及效率，從而進入語法工具的普遍使用階段。為了達到此一理想目

的，筆者從漢語符號的深層、底層與表層結構成分進行研究分析，並以傳統漢語語法

研究為基礎，驗證出「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為研究所需的工具，作為主題語句的系

統知識結構的主要研究平台。 

以上認識論、方法論、工具論三方面的探索與啟發，打開了筆者的對研究動機與

背景等基礎想法，並且聯想到研究通路架設、研究工具設計構想與建構論文的謀篇政

策。 

筆者設計出「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的相關目的之一，是為了運用主題語句、關

鍵語句、解釋語句來解開文本中的知識結構。而整理文本的知識訊息，除了線性

（linear）的寫入與讀取之外，還可以用非線性（non-linear）的方式整理。而非線性

的整理方式，有樹狀的（unified arboreal ）綱要整理方式，或者運用主題語句、關鍵

語句來作節點的非線性整理，也可以用二個以上的主題語句來作系統式的文本的知識

訊息整理。 

二、《雜阿含經》文本非線性的讀解觀念  

一本經典的「對話語錄」要如何讀解？是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佛經是一種深層概

念的法語，不是表層生活用的那種語言，解讀佛經無法以閱讀書報那種方式來習得。

必須經由一套術語的知識體系來理解，才能讀通佛經上的法語。就像讀解《論語》那

樣，不瞭解仁、義、禮、智、信等術語，是無法理解《論語》的內涵。這說明了，一

個篇章意義內涵的詮釋，是開放性的。一個篇章無法獨立支持它的詮釋意義內涵，它

必須適當的從外界的語料庫中來得到意義上的詮釋與支持；這也說明的非線性讀解的

重要意義。 

但是非線性的文本讀解方法，必須在讀者觀念上的轉變才能進行；因此在讀解《雜

阿含經》主題句的過程當中，觀察到什麼文字底層訊息？打通了多少思維通路？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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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少有效資料？創造出多大思維空間？建構出經典上的知識結構體系沒有？如何

依經所說來定義修行法句；顯然是比用個人的理解，來詮釋佛陀修行法句更為重要。 

所以需要提出一種客觀、理性、清晰、直接，具有驗證功能讀解的途徑，來幫助

對《雜阿含經》經文的理解。因此研究「讀解」的目的，不是在研究如何「學習」《阿

含經》經文義理，而是探討如何使用語法觀念及語法工具來「讀解」經文。 

因此要說明主題句的操作方法之前，必須要先釐清文本的非線性的讀解觀念；所

以在此小節介紹《雜阿含經》文本非線性的讀解觀念，分成三小節敘述。首先分析文

本底層的非線性知識結構，接著在說明主題句操作模式的建構，然後解釋讀取文本的

二重轉換規則。從主觀的想法對應到客體的認識，再鋪出一個可以運用的操作模式，

來穩定整個主題句讀解的操作說明。如下作三小節分析： 

（一）《雜阿含經》文本底層的非線性知識結構 

非線性的讀解方式，主要是在研究文本底層的非線性知識結構。而這種文本的非

線性知識結構認知，已經超越了文本表層文字的線性排列；而非線性的思維模式，可

以有組織、有層次、有次第，有結構性的來整理出經文裡面的知識結構。把佛所說的

一次又一次的修行主題歸納組織起來，形成一個修行的非線性知識結構，來參照對經

文語義的理解。簡單的說明，在經文編錄時，佛說的修行知識，是用線性的詞條寫入

在不同語篇中，所以呈現出來的修行主題是離散的。如果導入非線性的思維觀念，用

經文內容中的「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把佛說的各種修行主題組織起

來，形成一種有結構性的知識體系；不僅可以有效的建立佛說的修行脈絡，並且可以

建構修行的知識結構體系，更加精確的把經文內的佛說語義展現出來。 

有鑒於此，在一個限定的範圍內，運用主題句「系統知識結構」的多元方式，來

歸納、比對、過濾、驗證；擷取、拼接出更完整的有效信息，可以幫助佛學研究朝向

多元整合的驗證概念來發展。依據主題句所擷取的系統知識概念，來模擬一種發展事

件，是一種初期的驗證性操作；詹朝基等（2007）4
 認為這種文本的知識結構概念是

一種「主題式的基礎文件模型」。他的詮釋是這樣說： 

本研究提出以主題為基礎的文件模型，透過主題間的關聯以表達出系統思維中

                                                 
4 詹朝基、尤舜仁、王俊文〈在系統思維下之主題式文件模型—以工程創新理論 TRIZ為應用

實例〉，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第二十四屆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 11月 23~24日，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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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彼此間的反饋關係，並包含了傳統文件模型中的繼承觀點，從傳統階層式

的樹狀結構，經由主題間關聯的串連形成更多元的網狀知識文件模型，每個主

題並可經由資源指引（Occurrence）連結到相關的資源。 

詹朝基等把系統思維導入文本的知識結構，讓主題式系統思維模式得到一個可操

作平台，經由「主題句」間的串連，形成更多元的「系統的知識結構」；使得每個「主

題句」可經由「關鍵句」指引連結到相關的資源。這說明了「主題式的基礎文件模型」

的基礎概念，對文本底層知識「模式化」的重要關聯。 

以上對文本底層知識「模式化」的重要研究，詹朝基等認為透過主題系統思維的

運作，可以將這種文本的知識結構概念，具體的提出一種「主題式的基礎文件模型」。

在這種驗證模式的基礎下，筆者進一步的提出「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

三層次的操作方法，把「主題式的基礎文件模型」研究帶入工具論的應用領域，使文

本底層知識結構可以轉換成表層「主題式知識結構」的模式，形成一種可轉換知識結

構的驗證模型。 

（二）《雜阿含經》主題句操作模式的建構 

本小節討論主題句操作模式的建構，說明如何從「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找出

主題語句」、關鍵語句，作為《雜阿含經》「主題式知識結構」5的研究基礎。 

在文本主題的擷取方法上，一般會面對二個作業程序問題，一個是如何抽取主題

句，一個是如何挑選主題句。如，張雲濤等（2006）6
 ：的研究說： 

文本主題句的抽取任務主要涉及兩個問題：（1）抽取文本中可以作為候選主題

句的句子；（2）正確地評估這些候選主題句表達文本概念的作用，從中挑選出

最合適的句子作為主題句。 

張雲濤等已經說出了一般的主題語句操作的原則。而他們評估主題句子重要性，

                                                 
5 請參見；劉群、李素建（2002）：「語言使用的系統知識也是槪念知識，而使用環境、情境

因素必須間接地通過使用者對其認識才能起作用。」劉群、李素建〈基於《知網》的辭彙

語義相似度計算〉《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Vol.7, 

No.2,‧August.2002，p-66。 

6
 張雲濤、襲玲、王永成〈基於綜合方法的文本主題句的自動抽取〉《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第

40卷第 5期‧2006年 5月，PP.77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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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方法是度量句子中詞語的權值，借助句子間的相互關係以及解析文本的結構形

式，來評估句子的重要性。張雲濤說： 

本文採用基於綜合方法的主題句提取方法，根據概念間的相互關係，對同義概

念進行語義歸，並對上下位概念進行語義聚焦，從而更精確地抽取出文本的主

題概念。 

他們是採用多種度量權值方式來綜合評估主題句的權重，從中來確定句子對於表達文

本主題的價值。 

而本文不同於他的操作方法。對主題語句的抽取方式，是用筆者所設計的「篇章

成分結構分析表」；把篇章的「章前句、前行句、指事句、主題句、詮釋句、結果句、

附加句、章後句。」等八種句法節點完全展開在書面平台上，加以觀察篇章的結構組

織。直接從「主題句結構」的節點中，把主題語句提取出來，不須經評估挑選這個作

業，因為「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可以把大、小主題句精確的切分出來。 

除此之外，主題語句必須得到很多關鍵語句來作出充分的解釋，不然主題語句的

功能是發揮不了作用。張雲濤等抽取關鍵語句的方法，則由： 

按主題將文本劃分成多個語義相對內聚的塊，或稱為節，每個塊包含一個或多

個自然段落，然後從這些文字區塊中再抽取關鍵句。 

不同於此方法，本文是由篇章語法模子裡的「詮釋句結構」的節點中，直接提取

出關鍵語句。雖然兩者提取主題語句的方法不同，但都是為將來主題語句的研究提供

出基礎性的通路研究。 

但是關鍵語句也需要有解釋語句的說明。因此在「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的「詮

釋句結構」的節點中，有一個或數個領頭的關鍵語句；而每個關鍵語句後面，大部分

會有解釋語句扮演說明功能。於是本文為了讓主題句研究方法的更容易說明，以較簡

單的基本操作方式作演練；只介紹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三層次的操作方法，

「結果語句」則不在本文說明。 

所以主題語句除了需要關鍵語句的支持，也是需要解釋語句的詮釋說明。因此再

從「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的「詮釋句與結果句」框架中，直接把解釋語句擷取出來。

而這種 直觀、精確、簡便，結構清晰的主題句擷取方式，不需要經過多種度量權值

方式，來綜合評估主題句的權重；即可迅速、清楚的在驗證性語法平台上，作出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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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法結構成分擷取操作。 

透過作者對「樹狀知識」讀解的研究。從語詞、語法、語義、語用等四個語言層

次的重疊互證當中，把文本篇章結構成分切分清楚；進而製造成驗證式「語法模型」。

再從「語法模型」開展主題式「系統知識結構」7，可以讓人對知識運用，更容易從

龐大的語料庫中擷取到精要系統知識。這是以前習慣用線性操作來讀解知識的人，較

難去理解的新觀念。因此從心態的認知，概念的導入，觀念的重整，思維的理路，到

進入到非線性知識結構範圍；整條通路的運作程序都需要有重新認知，才能了解非線

性知識結構的智慧價值，與其對時代的未來發展意義。 

語言讀解的通路，從以前「線性知識」讀解觀念，到現在語言學所發展「非線性

知識」讀解觀念的發展超越中。毛翊、周北海（2007）8
 指出最重要語句串中的非線

性語義結構關係： 

關鍵的一步，是看到了語篇中由語義內容形成的語段和相應的修辭關係，由此

揭示了線性的語句串中的非線性語義結構。 

而這樣快速的發展腳步，已經超越一般人對知識結構讀取操作的認知。但是透過

網路資訊時代的來臨，「主題式樹狀知識」的讀解與建構，已經無聲無息的被社會大

眾所運用。 

（三） 讀取文本的二重轉換規則： 

1、語法功能的「轉換規則」： 

關於「轉換規則」的運用說明。喬姆斯基（1965）在〈句法結構〉9
 中說： 

                                                 
7 本文使用的「系統知識結構」是指情境語義學主題句「系統的知識結構」，簡稱「系統知識

結構」。有關「系統的知識結構」一詞，直接簡化成「系統知識結構」，在本文中使用依循。

請參見；周亞民（2005）：「漢字是漢語的基本單位，也是自然語言的重要資源，如何表達

漢字書寫系統的知識結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但是，直到現在，只有少數的研究關心

這個議題。本研究的目的是設計一個架構能夠描述漢字書寫系統中的形式、概念和彼此關

係。」〈漢字知識本體-以字為本的知識架構與其應用示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5，p-１。 

8 毛翊、周北海，2007，分段式語篇表示理論——基於語篇結構的自然語言語義學，《語言學

論叢》35輯，P.2。 

9 喬姆斯基〈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1965著。黃長著、林書武、沈家爐翻譯（北京‧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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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規則的一個主要功能，乃是把—個表達句子內容的抽象（的）深層結構，

變換為一個表示該句子形式的相當具體的表層結構。 

底層框架結構的轉換功能，像尺一樣具有度量的轉換功能，能把數字意義顯示出

來。這種底層概念形式的作用，也像是「音樂符號的五線譜」沒有音樂功能，但能夠

幫助演奏者適當的把音樂意義彈奏出來。 

2、讀解作用的「轉換規則」： 

本文所研究的知識結構「轉換規則」，是經由腦海中的「知識框架結構體系」，對

經文語篇中的「知識結構組織」，產生讀解參照的功能。經由這條通路可以看出Fillmore

（1982）10
 提出的「語義框架」，後來學者王寅（2006）11

 解釋為是一種「參照開放

的知識系統」，說明這個內在抽象的「知識系統」具有參照功能；陳祖舜等（2002）12
 

解釋為「槪念知識的框架」，說明腦海中這個概念框架可以存放知識。 

而筆者將讀解作用的「轉換規則」功能，解釋成：在腦海中的「知識框架結構體

系」對語篇中的「知識結構組織」，產生了「擷取、拼接、整合、更新與重現」作用。

而這些作用具有「轉換規則」，稱為「讀解」，說明了「讀解」具有「轉換功能」。經

由篇章語法模型的「轉換規則」與腦海中讀解作用的「轉換規則」探討，可以讓《雜

                                                                                                                                        

12月第 1版），P-135。 

10 請參見 C.J.Fillmore 1982原著，Frame Semantics，原作載韓國語言學會編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Pp.111 -137。中譯本:詹衛東譯‧2003年〈框架語義學〉：「框

架語義學（Frame Semantics）是美國語言學家 Fillmore在早期格語法理論基礎上，所提出

的語義框架概念結構，其核心思想，是人們在詞語所啟動的語義框架中，來理解詞語的意

義。人們通過對真實場景的反復體驗，在大腦中形成了意象圖式，或者說形成了認知框架，

這就是抽象的語義框架。「框架」就是我們大腦中的概念結構。理解一個概念結構中的任何

一個概念，必須以理解它所適應的整個結構為前提。當概念結構中的一個概念，被置入到

一個文本、或一次交談，該概念結構的其他所有概念都被自動啟動。」《語言學論叢書‧二

十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Pp.382~383。 

11 王寅（2006）編著〈認知語法概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第 1版‧2006年 2月，

p.5。 

12
 陳祖舜、周強、趙強〈情境一組織存放辭彙語義知識的恰當框架〉Computatio 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第 7卷/第 2期 2002年 8月，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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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讀解的通路更加清晰。 

以上這個節點，是從傳統釋義觀念對事件的線性「推理」（reasoning），朝向對

事件的非線性「驗證」，來說明讀解《雜阿含經》「非線性」知識結構的習得觀念。

主要是在解說文本底層的非線性知識結構，已經超越了文本表層文字的線性排列。而

這種文本非線性知識結構的主題句抽取，是用筆者所設計的「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

把篇章的「章前句、前行句、指事句、主題句、詮釋句、結果句、附加句、章後句。」

等八種句法節點，完全展開在書面平台上直接擷取。因此已經說明了，讀解觀念的建

立，有效讀解途徑的建構，可以適用在讀解《雜阿含經》的方法運用。 

三、《雜阿含經》主題式樹狀知識結構說明  

（一）主題式樹狀知識操作方法提出 

「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是一種可直觀的篇章結構解析平台，方便讓閱讀者把不

同語義成分的句子切分出來，組成不同語義成分的節點。如果把篇章填入句模框架，

即可依不同性質的語義詞條，切分成「章前句、前行句、指事句、主題句、詮釋句、

結果句、附加句、章後句」八種結構成分。成立出八種節點，形成一個樹狀組織脈絡。

所以只要篇章語句填入「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即可直觀來析出主題句；為目前從

篇章中析出主題句的方法中，提供另一種清楚、簡便的可行方法。 

1、文本知識結構的組織方式 

一個文本的知識結構有表層的架構，也有底層的架構。表層的語詞架構是線狀

的，但是底層知識架構有樹狀、系統狀、網狀等的知識結構方式，而這些底層知識架

構樹狀、系統狀的不同型態，可以運用語篇重建的操作方法付諸實現。因為一個語篇

的知識結構組織，只要掌握住基本的語篇結構成分，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

結果語句，就可以超越文本的限制連結到其他的主題知識結構體系。 

如果更一步的能夠掌握住「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的「1. 章前句 2. 前行句 3. 指

事句 4. 主題句 5. 關鍵句 6. 解釋句 7. 結果句 8. 附加句 9. 章後句」九種篇章結構成

分，就可以把一個線性文本語篇分解開來。而且在不影響原作者的創作意涵之下，再

次的拼接重建成為樹狀、系統狀的知識結構語篇；可以打開語篇線性思維的讀解方式

侷限，進入非線性思維的讀解操作方式。提出這二點研究觀點已經對主體句研究指出

了發展方向，可以掙脫文本的線性思維，重新來認識文本裡面各種知識結構組織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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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型態變化。 

2、以實際生活舉例說明樹狀知識結構組織方式 

「樹狀知識結構組織」研究意義，在說明一個人的思想運作具有無限的可能性與

創造性。在這個多元、多維、多層次的一個架構下，已經超越文本的線性排列限制；

讀者不僅可以創造更多的知識思維通路，更可以有效的來建構出一個知識結構體系。 

以實際生活舉例說明：樹狀思維組織通路的操作品質。「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可以

反應出一個人思維的操作品質。舉例：：：：振華腦海中生活事件的語篇結構底本。 

語用功能 語法功能 主題：：：：到哪一家影印論文，比較好?  

章前結構 （1）章前句 曉華跟我說： 

背景結構 （2）前行句 前幾天，她的論文寫好了。 

篇章 （3）指事句 那時候，她想拿去影印。 

事件 （4）主題句 於是，要到哪一家影印，比較好? 她心裡想著； 

結構 （5）詮釋句 關鍵句 解釋句 

  1.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是華大，聽說要排隊，可能會等很久。 

  2. 最快速的 最快速的是藝大，聽說機器老，可能品質較差。 

  3. 品質好的 品質好的是台大，聽說老闆很酷，可能價格高。 

  4. 服務好的 服務好的是科大，她常去那裏印，因為較方便。 

 
 

5. 同學建議 同學建議去元大印，她說：他去過，價格便宜，品質

不錯。 

 （6）結果句 於是她聽從同學的建議，試試看到元大印。 

附加結構 （7）附加句 同學還說；「印多的時候，會有打折。」 

章後結構 
（8）章後句 

事後她說，同學的話沒讓她白跑。真的，老闆給她打了七折。 

所以我以後影印論文，也可以到那家，試試看。 

從上列「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的五個關鍵句中，可以看出，曉華的思維通路有

三個是「聽說的」沒有驗證基礎；而且他還作出「可能是」的無根據推理，影響了他

對生活事件的思維品質。如果把「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當成是心智思維的解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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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兒童的教育訓練，可改善思維組織空間的過度褊狹，也可以判別出「無根據」的

推理。 

那，有沒有品質好、服務好，又便宜，又快速的影印呢？ 

系統知識解出來的答案是：（1） 趕時間的時候，要找距離最近的店；（2） 影印

量多的時候，要找品質好，價格便宜的店；（3） 影印量少的時候，要找服務好的店。 

系統知識整合多元的驗證性資料，拼接出一個較完整的作業背景，避免從單一資

料來做論證或推理。如果把「品質好、服務好，又便宜，又快速」當成是四個主題來

操作。將四個主題的有效資料導向共同交集。從交集語共識當中取得各方得平衡與和

諧；從平衡當中考察實際的各方需求；從實際的各方需求中建立第三方案，並在和諧

當中取得四方面的最大利益。 

非線性的樹狀知識是朝向多節點經營，多元未知的可能發展，而這是一種非線性

的知識結構，通常必須經過整理、分析、歸納才能顯現出來。因此本文的研究路徑是

以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的「樹狀知識結構」來超越文本的線性讀取限制，

進入到文本的主題式知識結構體系的研究。 

（二）《相應部‧摩羅經》經文樹狀知識結構說明 

筆者把南傳《相應部‧摩羅經》翻譯成漢語後13，把經文一字不落的套入「篇章

                                                 
13筆者翻譯《相應部》Saṃyutta Nikāya ,SN.23.23-33/（1-11）.Mārādisutta-ekādasakaṃ。漢譯《羅

陀經 SA.125》, 

Sāvatthinidānaṃ.Ekamantaṃ nisinno kho āyasmā rādho bhagavantaṃ etadavoca—  “sādhu me, 

bhante, bhagavā saṃkhittena dhammaṃ desetu, yamahaṃ bhagavato dhammaṃ sutvā eko 

vūpakaṭṭho appamatto ātāpī pahitatto vihareyyan”ti. 

“Yo kho, rādha, mār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 rāgo pahātabbo, chandarāgo pahātabbo. Ko ca, 

rādha, māro? Rūpaṃ kho, rādha, mār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 rāgo pahātabbo, chandarāgo 

pahātabbo. Vedanā mār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pe…  saññā mār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pe…  saṅkhārā mār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pe…  viññāṇaṃ mār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pe…  yo kho, rādha, mār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 rāgo pahātabbo, 

chandarāgo pahātabbo”ti.  

“Yo kho, rādha, māradhamm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 rāgo pahātabbo, chandarāgo 

pahātabbo…pe… . “Yaṃ kho, rādha, aniccaṃ…pe… .  

“Yo kho, rādha, aniccadhammo…pe… .  “Yaṃ kho, rādha, dukkhaṃ…pe… .  

“Yo kho, rādha, dukkhadhammo…pe… .“Yo kho, rādha, anattā…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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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成分分析表」後，把經文的綱要整理出來，可以切分出：一、章前句，二、前行

句，三、指事句，四、主題句，五、詮釋句，六、結果句，六種句子結構成分。 

1、《摩羅經》篇章結構成分分析 

下列運用「篇章結構成分析表」把《摩羅經》經文切分成：一、章前句，二、前

行句，三、指事句，四、主題句，五、詮釋句，六、結果句，七、附帶句，八、章後

句，八種句子結構成分。 

《相應部Mārādisutta》（SN.23.23-33）《摩羅經》，漢譯為《羅陀經》 

篇章功能 《相應部Mārādisutta》（SN.23.23-33）《摩羅經》 

一、章前句 起源於舍衛城。 

二、前行句 在一旁，坐好後。那時。 

三、指事句 尊者羅陀對世尊這麼說。大德!善示我。世尊!揭示精要的法。 

我聽聞世尊的法後，獨處遠離不放逸，如此能住於奮發、精進。 

四、主題句 「羅陀!凡是魔羅。在那裡，欲應當被你捨斷，貪應當被捨斷，欲和貪應當被

捨斷。 

五、詮釋句 關鍵句 解釋句 

1. 而，羅陀！什麼是魔？ （1）羅陀！色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2）受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中略） 

 （3）想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中略） 

 （4）行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中略） 

                                                                                                                                        

 “Yo kho, rādha, anattadhammo…pe… . “Yo kho, rādha, khayadhammo…pe…  

 “Yo kho, rādha, vayadhammo…pe… . 

 “Yo kho, rādha, samudayadhammo; tatra te chando pahātabbo, rāgo pahātabbo, chandarāgo 

pahātabb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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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識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中略） 

 （6）羅陀!凡是魔羅。在你那裡，應該捨斷。

捨斷欲，捨斷欲貪。 

2. 羅陀!凡是魔法。 在那裡，欲應當被你捨斷。貪應當被捨斷。欲

和貪應當被捨斷……中略） 

3. 羅陀!凡是無常。 ……（中略） 

4. 羅陀!凡是無常法。 ……（中略） 

6. 羅陀!凡是苦。 ……（中略） 

7. 羅陀!凡是苦法。 ……（中略） 

8. 羅陀!凡是無我。 ……（中略） 

9. 羅陀!凡是無我法。 ……（中略） 

10. 羅陀!凡是滅盡法。 ……（中略） 

11. 羅陀!凡是消散法。 ……（中略） 

六、結果句 羅陀!凡是法集。 在那裡，欲應當被你捨斷。貪應當被捨斷，欲

和貪應當被捨斷。 

七、附帶句  

八、章後句  

在「五、詮釋句」的節點上，有二個「子結構」，一種是「關鍵句」，一種是「解

釋句」。在十個「關鍵句」中，每個「關鍵句」個有六個，「解釋句」，形成一個樹狀

的經文結構組織。所以可以看出，「篇章結構成分析表」具有「轉換功能」，能夠把《摩

羅經》經文底層結構的樹狀組織呈現出來。 

如上面表格所示：「篇章結構成分析表」具有驗證性功能，可以把一個篇章一字

不漏的清楚的切分出來，分成八個主要的語義框架。所以只要篇章文句填入「篇章句

法結構分析表」，即可直觀出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 

從《摩羅經》的「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可看出，《摩羅經》的主題語句是： 

羅陀!凡是魔羅。在那裡，欲應當被你捨斷，貪應當被捨斷，欲和貪應當被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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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在《摩羅經》表格上「五、詮釋句」的節點上，有二個「子結構」，一個是「關鍵句」，

另一個是「解釋句」。 

「關鍵句」共有十個：「1. 羅陀！什麼是魔？2. 羅陀!凡是魔法。3. 羅陀!凡是

無常。4. 羅陀!凡是無常法。5. 羅陀!凡是苦。6. 羅陀!凡是苦法。7. 羅陀!凡是無我。

8. 羅陀!凡是無我法。9. 羅陀!凡是滅盡法。10. 羅陀!凡是消散法。」 

在《羅陀經》表格上「關鍵句」的「1. 羅陀！什麼是魔？」節點上，有的六個

「解釋句」是： 

1. 羅陀！色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2. 受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3. 想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4. 行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5. 識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6. 羅陀!凡是魔羅。在你那裡應該捨斷。捨斷欲，捨斷欲貪。 

因此《摩羅經》的三層多節點樹狀知識結構，說明瞭《摩羅經》的文字當中，有

一個主題語句；這個主題語句有十個關鍵語句；而每一個關鍵語句又有六個解釋語

句。所以《羅陀經》的文脈當中，是隱藏著一個綱要；而這個綱要是個三層多節點非

線性的樹狀知識結構。只要經過整理、歸納、分析，這個非線性的組織綱要即可顯現

出來。但是漢譯《雜阿含經》是從古印度文翻譯過來的，所以篇章的結構性較弱，要

把它納入漢語語法來操作分析，如果沒有一個精確、直觀、簡單而具有驗證性的語法

作業平台，將很難觀察出篇章結構成分之間的關係，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將會碰到許

許多多的語法牴觸上的問題，雖然有的問題是無法在論文中來說清楚，但這也是研究

漢語語法解析平台的部分價值所在。 

2、《摩羅經》樹狀結構成分解析  

把《摩羅經》的經文套入心智圖當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經文非線性的整體組

織結構。如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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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羅經‧心智圖》 

從《摩羅經》的心智圖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樹狀組織結構的八個節點。從《摩羅

經‧心智圖 2》可以看到「詮釋句」有十個關鍵語句；每一個關鍵語句有六個解釋語

句 （二到十省略），形成三層的樹狀結構，而每一個節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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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獨立出來作非線性閱讀。 

以上經過﹝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後，把《摩羅經》經文的篇章結構成分清楚的

切分出來，再從《摩羅經》的心智圖中，看出樹狀組織結構的八個節點是非線性的組

織排列。因此證明了一個經文篇章是可以使用非線性的樹狀結構來作排列，而且比傳

統的線性排列，更加的具有組織結構，並且具有開放性功能，可以依據相同的主題語

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接通到相同主題句的篇章上去，整合出更完整的知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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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雜阿含經》主題句樹狀結構操作說明 

本小節以《雜阿含經》修行句子來解釋主題句的樹狀知識結構，運用「篇章結構

成分析表」把經文的八個節點開展出來。操作方法分成二個層次來運用。第一層是用

主題語句找出關鍵語句，保持用最直接的關係語料，因為佛陀會在不同時間、地點、

對象，不同因緣下，對修行主題語句說出各個面向不同的關鍵語句。如下表所示： 

語用功能 語法功能 《雜阿含 9經》非我者亦非我所 

章前結構 （1）章前句 如是我聞： 

背景結構 （2）前行句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篇章 （3）指事句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事件 （4）主題句 「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結構 （5）詮釋句 關鍵句 解釋句 

 
 如是觀者，名

真實正觀。 

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

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觀。 

 （6）結果句 「聖弟子！如是觀者，厭於色，厭受、想、行、識，厭故不樂，不樂

故得解脫。 

附加結構 （7）附加句 解脫者真實智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章後結構 （8）章後句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篇章結構成分析表﹞ 

這樣的解釋方式，就是例如讀者要找出主題句「無常、苦，變易法」修行法句時，

在《雜阿含經》的經文內找到了一部分，但是還感覺不足時，可以在其他的篇章，找

出另外的不同詮釋「無常、苦，變易法」的修行法句，來補充解釋資料。這是以相同

的主題作互補解釋，把修行法句的多元詮釋整合出來作整體性閱讀。 

如果把《雜阿含經》看作是一本 佛陀的教導弟子們的語錄，那所有經文內的所

有主題式修行法句，都可以相互參考來解讀。這說明瞭讀解《雜阿含經》除了一經一

經的研究，加上多部經相同的主題語句來整合，就能把佛陀開示的修行要旨解釋的更

完整。 

第二層是擴大層面的解釋，用關鍵語句找出解釋語句。一個修行篇章裡的句子結

構，除了用關鍵語句來解釋主題語句之外，關鍵語句也會有深層的語義需要釐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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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鍵語句也必須從經上得到解釋語句的解釋，才能明白語義結果。 

例如主題語句「無常、苦、變易法」用關鍵語句「若色因緣生憂悲惱苦斷」來詮

釋。關鍵語句是個節點（nodes），強納生（1989）14
 解釋主題句當中的鏈結功能： 

鏈結能夠從一個節點或框架跳躍到另一個文本的框架或節點，在每個鏈結跨越

到其他文本的鏈結時，鏈結能提供了這當中的組織信息。 

因此如果要跨語篇尋找解釋語句時，必須以關鍵語詞「斷」作為鏈結（link），從經上

找出相同的解釋詞語。主題詞「無常」、關鍵詞「斷」與跨語篇解釋語句的銜接方式。

如下表所示： 

《雜阿含 36經》 《雜阿含 184經》 

主題句 關鍵句 解釋句 

無常、苦，變易法 若色因緣生憂悲惱苦斷。 斷色無常故當修苦習盡道。 

如「『斷』色無常故當修苦習盡道。」，來做跨語篇的解釋語句的整合；這樣就

可以建立主題句的多元、多層的「主題式系統知識結構」。 

因此運用《雜阿含經》的關鍵語句與解釋語句來解釋主題語句，是本文詮釋「無

常、苦、變易法」的重要基礎觀念。經文「樹狀知識結構」很像是經文的「大綱」，

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大綱沒有嚴謹的章法結構成分切分；而「經文主題式樹狀知

識結構」，則是有明確的「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形成一系開放式的組織

結構綱要。這種綱要式的「主題式樹狀知識結構」的讀解途徑，不同於一般線性的讀

解途徑。 

以上在主題語式樹狀知識結構的研究，是從，非線性思維通路、漢語語法工具取

得、文本底層知識結構組織剖析、語篇知識結構組織鏈結，來進行對語篇組織成分擷

                                                 

14
 Jonassen, D, H. （1989）. Hypertext /hypermedia. Englewood Cliffs, 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8 “node or frame and another card, frame or node that enables the user to jump from one to 

another. Links also provide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links under each "Link to Other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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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與拼接的操作方法。 

四、「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輔助標點符號功能  

運用「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的語法平台，來輔助漢譯經典語篇組織斷句，標註

出更清晰的經文脈絡。運用「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能夠把不同語義成分的句子節點，

簡單、清楚的切分出「章前句、前行句、指事句、主題句、詮釋句、結果句、附加句、

章後句」八種篇章結構成分，幫助閱讀者更快速劃分出文本上的篇章句法結構，使得

篇章呈現出一個清晰章法結構。能夠輔助漢譯《雜阿含經》佛典標註出清晰的經文語

段。 

漢譯佛典大部分是由印度古代語言翻譯成中古漢語，印度佛經文本的語法結構與

中古漢語並不一致，這導致漢譯佛典使用現代的標點符號，在實際問題上多增添一層

困難的考量。另一層困難是古漢語的語法結構鬆散，小句、句子、複句的關係結構，

很難釐清，若要用現代「新式標點符號」標出，會有實質上的問題尚待解決。這二種

存在困難，影響現代漢譯佛典標點符號，無法建立出一套有效的標點符號方法。黃國

清（2002）15
 也認為： 

古人讀書斷句用句讀，今人則用新式標點符號，兩者目標一致，卻有很大的差

別。 

但他是依「音節停頓」，及依「語法停頓」，來對中國古籍進行斷句討論。他認為： 

本文討論漢譯佛典的新式標點問題，從「音節停頓與語法停頓」及「訓詁與標

點」兩方面來檢視。 

他是強調一個句子，如果被「音節停頓」切割掉對文義的讀解，那應依「語法停

頓」來作斷句。本文則認為一個句子的斷句意義生成，主要是靠語法結構、音節停頓、

文義訓詁，並參考原文語法結構，來適當的標出「標點符號」之外，還可依句法結構

來研判「語氣斷續」，及「語意轉折」，來作為斷句的重要參考依據。 

所以筆者選擇二種組織結構較鬆散的漢譯經典語篇，來做實例驗證操作，一種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經文；一種是《雜阿含經》經文。因此漢譯經典語篇的標註方

                                                 
15 黃國清《漢譯佛典新式標點的問題及其與訓詁的關涉》《圓光佛學學報》第七期‧2002年

12月，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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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前還是依重個人對經文的理解來作斷句，還存在很多標點符號的模糊問題，缺

少語法工具來作更客觀的分析，所以「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能夠提供出一個較為客

觀的語法操作平台，來幫助漢語篇章「標點符號」的斷句。 

（一）「篇章成分結構分析表」輔助標註漢譯佛典經文 

﹝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透過語義、語用、語法三種底層結構的參照。可以把篇

章八種結構成分不同的句子，切分成前行語、指示語、中心語、說明語、補足語、附

加語六種句法結構成分。把整個篇章結構成分組織展開在分析表上。 

透過這個可直觀的語法驗證平台，能夠方便學者作句法結構分析、詞條次第排列

研判，以及語法功能分析等研討。提供出一個有效率的觀察視窗，讓句法分析的研究

更容易進行，並且能夠輔助學者進行篇章的斷句研究。 

以下是運用﹝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輔助《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語篇結構組織的

斷句說明，如下所示： 

語用功能  主謂結構（語幹） 述補結構（語末）  

語用功能 前行結構 主位結構 謂位結構 述位結構 補位結

構 

附加結構 

語法功能 前行語 指示語 中心語 說明語 補足語 附加語 

（1）章前

句 

      

（2）前行

句 
      

（3）指事

句 
 

觀自在菩

薩 

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 
照見五蘊 皆空 

度一切苦

厄 

（4）主題

句 
舍利子！ 

色 

 

不異空 

 

空 不異色  

 

 色 即是空 空 即是色 

受、想、

行、識亦復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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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詮釋

句 1 
舍利子！ 是諸法 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

淨，不增不減 
  

詮釋句 2 

是故 空中 無色 

無受、想、行、

識，無眼、耳、

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

味、觸、法， 

無眼界 

乃至無

意識界 
 

詮釋句 3 
 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 

亦無老

死盡 
 

 
 

無苦、集、

滅、道， 
無智亦無得    

（6）結果

句 1 

以無所得

故 
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

多 
故心 無罣礙  

 
 無罣礙 故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

槃 
 

結果句 2 
 三世諸佛 

依般若波羅蜜

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 
  

結果句 3 

故知 
般若波羅

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

虛。 
 

（7）附加

句 
故說 

般若波羅

蜜多咒 
即說咒曰    

 
 

「揭帝 揭帝 般羅揭帝 般羅僧揭帝 菩提 僧莎

訶」 
 

（8）章後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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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 

以下分為二個段落作分析。前一個段落是，運用﹝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輔助標

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語篇結構組織斷句，與《CBETA 》對《心經》標註之比

較。後一個段落是，對二種《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結構組織的斷句分析與探討。 

1、運用分析表斷句《心經》與《CBETA 》斷句比較表 

本文除了運用﹝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的句子結構成分進行分析之外，並以「語

氣斷續」、「語意轉折」之輔助來標註符號，希望能使現代漢譯佛典標點符號增加一種

參考依據，更重要的是有助於其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精確度的提升。 

以下運用﹝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輔助標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語篇結構組

織斷句，與《CBETA 》對《心經》斷句之比較： 

 斷句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3）指

事句 

分析表斷句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CBETA》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4）主

題 

句 

分析表斷句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  

 《CBETA》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 

（5）詮

釋句 1 

分析表斷句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CBETA》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詮釋句 2 分析表斷句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 

 《CBETA》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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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無意識界； 

詮釋句 3 分析表斷句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CBETA》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 

（6）結

果句 1 

分析表斷句 以無所得故，→先行語 

菩提薩埵→指示語 

依般若波羅蜜多，→中心語 

故心→修飾語 

無罣礙；→補足語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CBETA》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結果句 2 分析表斷句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CBETA》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結果句 3 分析表斷句 故知，→先行語 

般若波羅蜜多→指示語 

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中心語 

能除一切苦，→修飾語 

真實不虛。→補足語 

→附加語 

 《CBETA》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7）附

加句 

分析表斷句 故說， 

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帝 揭帝 般羅揭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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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羅僧揭帝 菩提僧莎訶」 

 《CBETA》 即說咒曰揭帝 揭帝 般羅揭帝 般羅僧揭帝 菩提僧莎訶」 

2、運用分析表標注《心經》與《CBETA 》標註比較分析 

這個段落，是對上述二種《心經》的語篇結構組織斷句的結果，進一步的分析探

討，如下解析： 

第一點：主題句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從上表可以看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個句尾

附加句。《CBETA》判別為「述補結構」，所以標註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句間用逗號（，）來斷句，如果判別為「附加結構」，句中不用斷句應該會更洽當。 

第二點：詮釋句 2「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

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從上表可以看出，

這是個單句，以句法分析來研判，語氣已斷，語意已斷，所以句尾「乃至無意識界。」

直接標上句號（。）；但是《CBETA》判別為複句，所以標上分號（；）形成「乃至

無意識界；」再往後連結下一句。 

第三點：結果句 1「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

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依上表直接觀察，可以看出，這是個複

句，第一句《CBETA》斷句為「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用逗號

在「故」後面斷句，語法上形成「賓語」，做「緣故」解。如果逗號斷在「故」前面，

語法上形成「狀語」，做「因此」解。雖然二種斷句都可以通順，但是本文選擇「故」

在逗號後面，「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作「狀語」解，語義會較

為流暢。 

在第二句《CBETA》判別為單句，用逗號（，）來斷句為「無罣礙故，無有恐

怖，」。如果判別為複句，形成第二句「主謂結構」，句中「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不

用斷句應該會更洽當。 

第四點：結果句 3「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不是「並

列句」，而是「並列語」，因此以頓號（、）區隔為「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較為適當，《CBETA》

用逗號（，）斷句，會形成一句結構過長的單句。 

再者，「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是句子的述補結構，語氣已斷，語意已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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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單句。實不宜再加上「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形成過長的「能除一切苦，真實

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單句。 

所以用「故說，」來作為下一句的前行語，「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作為

下一句的主謂語；改成「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較合乎語法分析的規則

性。 

以上四點觀察，是運用「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來輔助《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作

「新式標點符號」標註，所得出的發現。因此顯示篇章句法的觀察平台，可以輔助語

法分析作出更深入、細膩的句法探討。 

「篇章結構成分分析表」是種驗證性模型，具有實際使用的經驗值，可以用直觀

的方式在漢語語法分析理論基礎上，直接幫助作句子的觀察研究。由於此，它能夠幫

助分析一個句子的結構成分以及長度，從當中研判出語句、小句、句子、複句的不同

句形結構，接著再來作標注符號，句子會更清晰、更精確。 

（二）「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輔助斷句《雜阿含經》 

《阿含經》是一種從印度古代語言翻譯成漢語的文字，但隔一千多年的現在，要

以現代漢語語法分析來做整理斷句時；發現文本有很多句子從原文的句法結構方式，

直接翻譯過來。語句倒裝、動詞在後、主格省略、原文格位意思被忽略等現象普遍存

在，並未依照中古漢語語法結構來調整句法結構方式；要依照現在標點符號來斷句或

讀解，其實還存有很多困難尚待克服。依據林崇安（2004）16  考察的結果，說： 

經文的釐正要依狀況採用不同的原則，而被釐經文，較常見到的是屬於脫漏

「類」、「標點錯誤類」、「錯子類」和「譯文不清類」，相對之下「誤譯類」

雖然少些，但誤譯會對義理的掌握造成大的影響。 

可見「標點錯誤類」也是較常見到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讀解上還是需要各種方法的配合，才能讓現在斷句符號作得更確實一些。

基於既有的種種困難因素，漢譯《阿含經》的現在斷句符號，目前是難以形成一種可

依循的斷句範本，只有不斷的用各種方法研究探討及改進。所以提出二篇《雜阿含經》

經文作出實驗性的斷句，如下列案二個表格所示： 

 

                                                 
16 林崇安﹝《雜阿含經》經文的釐正初探﹞《圓光佛學學報‧第八期》‧2004年，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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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雜阿含‧1經》篇章結構斷句 

語用功能  主謂結構（語幹） 述補結構（語末）  

語用功能 前行結

構 

主位結構 謂位結構 述位結構 補位結

構 

附加 

結構 

語法功能 前行語 指示語 中心語 說明語 補足語 附加語 

（1）章前

句 

 如是我 聞：    

（2）前行

句 

一時， 佛 住舍衛國祇樹林給

孤獨園。 

   

（3）指事

句 

爾時， 世尊 告諸比丘：    

（4）主題

句 

 「當觀色 無常。    

（5）詮釋

句 

 如是觀者 則為正觀； 正觀者 則生厭

離； 

 

  厭離者 喜、貪盡； 喜、貪盡

者， 

說心解

脫。」 

 

  「如是觀受、

想、行、識 

無常。 

 

   

  如是觀者 則為正觀； 正觀者 則生厭

離； 

 

  厭離者 喜、貪盡； 喜、貪盡

者， 

說心解

脫。」 

 

（6）結果

句 

「如是

比丘! 

心 解脫者， 若欲自

證， 

則能自

證： 

 

  『我生 已盡， 梵行， 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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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作 已作， 自知 不受後

有。』 

 

（7）攜帶

句 

 如觀無常、

苦、空、非我 

亦復如是。」    

（8）章後

句 

時，諸比

丘! 

聞佛 所說， 歡喜 奉行。  

2、《雜阿含‧2經》篇章結構斷句 

語用功能  主謂結構（語幹） 述補結構（語末）  

語用功能  主位結構 謂位結構 述位結構 補位結構  

語法功能 前行語 指示語 中心語 說明語 補足語 附加語 

（1）章前

句 

 如是我 聞：    

（2）前行

句 

一時， 佛 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 

   

（3）指事

句 

爾時， 世尊 告諸比丘：    

（4）主題

句 

 「於色 當正思惟；    

  色 無常， 如實 知。  

詮釋句 1  所以者 

 

何？     

 比丘! 於色 正思惟；    

  觀色 無常， 如實 知者；  

  於色 欲貪斷， 欲貪 斷者，  

  說心解脫。」     

  「如是受、 當正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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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行、識 

  觀識 無常， 如實知。   

  所以者 何？     

  於識 正思惟；    

  觀識  無常者， 則於識 欲貪斷；  

  欲貪 斷者， 說心解

脫。」 

  

（6）結果

句 

 「如是心 解脫者，  若欲自

證， 

則能自證：  

  『我生 已盡，  梵行 已立，  

  所作 已作，  自知 不受後

有。』 

 

（7）攜帶

句 

 如是  正思惟無常、

苦、空、非我， 

亦復如

是。」 

  

（8）章後

句 

時， 諸比丘 聞佛所說，  歡喜 奉行。  

以上是依本文所研究的語法工具「篇章句法結構分析表」，來輔助標註《雜阿含

經》實例驗證說明。 

五、結論  

本文以傳統漢語語法理論概念為建設論文的基礎架構，設計出解題工具「篇章句

法結構分析表」，再發展出主題語句系統知識結構的研究方法，來析出漢譯《雜阿含

經》主題式的系統知識，作為本文的核心研究「生命點」。 

第一點是，把「主題語句、關鍵語句、解釋語句、結果語句」的語篇知識結構組

織，帶入系統知識研究，使主題式系統知識的研究功能更加完備。第二點是，運用「篇

章句法結構分析表」能夠輔助漢譯《雜阿含經》佛典，清晰的標註出經文斷句。以上

二點，是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或是發現，拿來作出論文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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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點」說明。 

資訊整合的新時代來臨，帶來多元、多節點的非線性知識結構，可以帶動讀者「非

線性」思惟空間的架構。所以筆者從，心態的轉變，觀念的建立，思維的途徑、知識

的建構，到研究通路的介紹，試圖超越以往的線性讀解文本模式，介紹出新的讀解模

式，是作者想把握住的「機會點」。然而這一切的改變，並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只要

架構出一個多節點、多層次的思維通路體系，接受非線性系統知識結構組織的文本操

作訓練，經由改變操作知識結構組織的習慣，進而達到提升個人的思維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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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愛國精神初探 

 

釋道樂∗
 

摘要  

弘一大師之生平無論在家出家之行儀均與中國近代歷史密不可分，出家前的李叔

同，反映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新思潮：渡日留學，首度以中國人身分公演話劇，開

中國話劇之先河；將西洋畫知識介紹進中國；更大膽的聘用裸體模特教學。出家後的

弘一大師，褪去華麗的外衣，回歸平淡，但其嚴謹的持律態度與修行方法，為民初這

動盪時局的混亂佛教界注入一股清流，對佛教界有引領之作用。在當時，正因有弘一、

印光等大師，民初之滅佛驅僧、破除迷信運動之法難才得以消停。弘一大師出家前為

一才子，在教育界、藝術界均有所建樹，而探討其前半生，可作為清末新知識青年的

縮影，由中看出其對救國之感受。而出家後的弘一大師，為民初四大名僧，其與印光、

太虛、虛雲齊名，其中太虛的新潮革命事業，印光與虛雲的傳統禪淨佛教思維，弘一

大師的思維又介於他們之間，其保留傳統思維，修學淨土，更嚴守戒律，為僧侶龍象

表徵，但他「救國不忘念佛」又帶入一種新式之救國理念，這是值得我們探究之處。

本文由亂世下的愛國精神，探討出家前之李叔同，如何受時代潮流影響，接受西學新

知，卻又在骨子裡保有中國傳統士人之理念。在上海的李叔同，雖經歷人生中紙醉金

迷的一段輕狂歲月，筆者將之歸因為時代巨變下，所造就的一種愛國情操之反應，其

可投影到清末民初之許多有為新知身上。弘一大師在心靈上仍保有愛國熱忱，而更進

一步付諸實鑑於行動中，人們要逃離戰亂時。他卻願意共赴國難，這是一種儒釋融合

之新思維。另外在行救國事業時，他仍不忘嚴持戒律，並在字裡行間諄諄教育佛教學

子能保持良好品德，並嚴守出家人之本分。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弘一大師、知識分子、法難、戒律、愛國情操 

                                                 
∗
 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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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弘一大師（1880–1942 年），俗名李叔同，出家前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

近代史上著名教育家與藝術家，精通音樂、戲劇、美術、詩詞、金石篆刻和書法，在

文教界有諸多建樹。出家後修行淨土、華嚴法門，並嚴持律學，先習《根本說一切有

部律》，後應從日本請回中國失傳南山宗三大部的天津徐蔚如居士之規勸，轉而兼學

南山宗律書，更發願專攻南山律學，成為南山律第十一代祖師。1
  

弘一大師之生平，無論在家出家之行儀均與中國近代歷史密不可分。出家前的李

叔同，反映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新思潮：渡日留學，首度以中國人身分公演話劇，

開中國話劇之先河；將西洋畫知識介紹進中國；更大膽的聘用裸體模特教學。出家後

的弘一大師，褪去華麗的外衣，回歸平淡，但其嚴謹的持律態度與修行方法，為民初

這動盪時局的混亂佛教界注入一股清流，對佛教界有著引領作用。在當時，正因有弘

一、印光（1862–1940）等大師，民初之滅佛驅僧、破除迷信運動之法難，才得以消

停。2 

近年來無論中國或臺灣學界，對弘一大師李叔同均有多元之研究，其類型大致可

分為：德性學藝考據、律學與淨土宗探究、藝術音樂與繪畫研究、交遊互動、教育理

念、出家因緣、革命行為、書信考證等等。3在學位論文方面，4真正以人物史研究的

                                                 
1 釋弘一著，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餘宏律之因緣〉《弘一大師全集第一冊》（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 194。 

2 林子青，《弘一大師》譜》（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 246-247。 

3 研究弘一的學者相當多，早年。弘一大師的弟子友人為懷念而做的《弘一大師永懷錄》。再

。：台灣學者陳慧劍著《弘一大師傳》、《弘一大師論》等書；王湜華著《弘一大師李叔同

的後半生》；中國學者陳星為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其多年從事弘一大師研究，

傳。《弘一大師》傳》、《李叔同西湖出家實證》、《楊白民與李叔同交游考論》多部論著；

蘇州的秦啟明先生在弘一大師研究會的》響下，也曾撰寫過多篇弘一大師專論，如《弘一

大師》傳》、《弘一大師與十法師》。上述學者，對弘一大師的研究，。非常廣泛與深》的探

討。 

4 台灣研究弘一大師的學位論文，尚。:教育學系的黃楸萍傳寫《弘一大師李叔同德行學藝之

研究》； 心理系陳姵璿曾以《李叔同的自我覺察與實踐之路--李叔同的心理發展歷程》為主

題；中文系則。下列研究：蕭淳方，《弘一大師持戒宏律創化美感人生之教育啟示》； 謝淑

美，《弘一大師文學之研究》； 李佳穎，《弘一大師淨土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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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僅有張仙武所傳之《李叔同與中國近代佛教》，5且張仙武先生是以史學之角度

研究人物傳記，其將李叔同放入社會改革意識的開展來做不同層面之探討，例如清末

民初改革意識的形成對其求學影響；出家後的改革意識；另外，其研究一代宗師之人

格發展，並探討民初律宗情況與大師如何弘揚律學。 

筆者以為諸多學者以不同的領域及角度去做研究，均有不同之見解，但以人物史

與愛國主義史觀的探討卻較少且分散，6如張仙武先生，雖對人物做了完整探討，但

限於範圍過大，僅能處理大範圍的社會變數。本文之研究，則認為可以透過詩詞、書

信、開示以及行為舉止，來直觀探討李叔同的愛國精神。 

本文的研究主要想瞭解李叔同由新知識分子轉變為佛門僧侶，與清末民初之大變

環大有何關聯？並從中探討清末知識分子救國之道與愛國精神。此外，探討 

弘一大師出家後選擇持律修行之方式，是否亦為愛國救世之表徵？再者，弘一大師對

於出家否代表消極厭世且在關心國事﹖以及佛教是否妨礙國家興盛？等相關議題又

是如何回應，這些均是本文想處理之議題。 

研究方法是以人物為中心之文獻蒐集。其中文獻分析除了弘一大師著作、演講紀

錄等第一手史料外，尚包含一些相關書信、期刊，佛教經典等。歷史研究法則以《弘

一大師新譜》為主軸，瞭解其生平略傳中的愛國事蹟，探索弘一大師的一生，與大時

代背景之關連。 

史料運用方面，主要有以下兩大類。其一，弘一大師本身著作，《弘一大師全集

1-10冊》，內容分為佛學論述、傳記、文藝、雜著、書信類。其中文一方面詩歌創作

主要以〈祖國歌〉、〈滿江紅‧民國肇造〉、〈金縷曲〉等愛國詩詞做頗析；另用其

所傳世之書信分析出家前後的愛國思維。 

其二、弘一大師其俗世友人、學生及佛內人士所撰之生平事蹟，如 1943年薑丹

書等人所撰寫的回憶合集《弘一大師永懷錄》、1944 年其弟子林子青所寫的《弘一

大師年譜》、1947 年豐子愷等人出版之《永恆的追思》。其中林子青曾近半世紀的

                                                 
5 張仙武，《李叔同與中國。代佛教》，（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6 中國。幾篇對弘一大師愛國思想探討的期刊，如林長紅的〈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記

抗日戰爭時期的弘一大師〉、〈辛亥革命前後的李叔同〉；武秀豔，〈多變中的永恆──弘一

大師的愛國情結〉，但字數與篇幅均不長。前者記載辛亥革命與抗日戰爭時期鴻一大師的行

宜，後者則將弘一大師的愛國情節以心儀變法救國、實踐民主救國、投身藝術救國、傾心

教育救國、決心念佛救國的角度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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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蒐尋與完善《弘一大師年譜》，加入《大公報》、《天津日報》、東京《民國新

聞》採訪李哀之報導、蔡丏因所傳之《弘一大師年譜廣證》、大師至李聖章之手劄真

跡...等珍貴史料，於 1993 年重新編成《弘一大師新譜》，此為研究生平之重要參考

資料，由新譜考證中，可探究其生平的愛國事蹟。 

弘一大師出家前為一才子，在教育界、藝術界均有所建樹，探討其前半生，可作

為清末新知識青年的縮影，由中看出其對救國之感受。而出家後的弘一大師，為民初

四大名僧，其與印光（1862-1940）、太虛（1890-1947）、虛雲（？-1959）齊名，其

中太虛的新潮革命事業，印光與虛雲的傳統禪淨佛教思維，弘一大師的思維又介於他

們之間，其保留傳統思維，修學淨土，更嚴守戒律，為僧侶龍象表徵，但他「救國不

忘念佛」又帶入一種新式之救國理念，這是值得我們探究之處。 

二、亂世下的愛國精神  

中國「國家」一詞的概念，與西方有所不同，中國的國家觀念，是上溯至商周時

期的國、野之分，之後歷經秦漢大一統時期統制之影響，儒家文化強調的「家國同構」

深入人心，西漢劉向《說苑》中曾言：「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即為此證。至

今，我們亦曾聽過「大有國哪裡會有家」之言論。中國受儒家傳統文化對國家、忠君

之薰陶，在改朝換代時，往往會出現許多愛國士人，有時他們自稱前朝遺民，更有如

文天祥（1236-1283）之輩，寧死不屈，這些都是時代背景下，所產生愛國精神。 

清朝末年，自鴉片戰爭失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隨之轉變，過往以天朝上國自居

身分，隨著戰火而有了質的變化。在內憂外患之下，知識分子逐漸覺醒，自 

1860年兩次英法聯軍失利之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隨之產生。而甲午戰爭

後，中國士人，已漸受西方國族主義之影響，產生精神與制度層面的改革。7
 

弘一大師李叔同，於 1880年陰曆 9月 20日出生，其正生長於這新舊交替的年代，

故傳統中國儒學思維與西方新式教育貫穿其前半生，產生其特有之愛國理念，本節即

透過其文章，觀看其在亂世下之愛國精神：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論〉：「間嘗審時度世，竊嘆我中國以仁厚之朝，

而出洋之臣，何竟獨無一人能體君心而達君意者乎？推其故實由於行己不知恥

也。《記》曰：「哀莫大於心死」……然而我中國之大臣，其少也不讀一書，不

                                                 
7 西方的「愛國主。」是具。民族主。的一種。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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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一物，以受搜檢。抱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峰講章，謂窮天人之奧。

是其在家時已忝然無恥也。見有開礦產者，有習格致者，有圖製作者，彼將曰

區區小道，吾儒不屑為也。其實彼則不識時務者也……此所以辱君命者。8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易》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吾蓋三復其

詞，而歎天之生材，有利於天下者，固不乏也，況美利呼！而今天下之美利，

莫外於礦產。而中國之礦產，尤盛於他國。今山東之礦已為他人所籠，山西之

礦，亦為西商所覬。若東三省之金，湖南、四川、雲南以及川滇邊界夷地番地

之五金煤炭，最為豐饒。……有礦之處，宜由紳商公羲，立一礦學會。籌集斧

資，公舉數人出洋，赴礦學堂學習數年，學成回華，再議開採。…… 

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

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為本，才能為末。器識為先，

文藝為後。9 

上述兩段文字為李叔同10入縣學考試時的文章。第一篇〈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除

了批評國家之無人才、舊官僚之無恥，更講述官僚故步自封的心態，如「抱八股八韻，

謂極宇宙之文」。第二篇文章則主張，中國欲富強應當學習美國，開發礦業。其在文

中還曾提出四項中國目前應施行之事：第一項，要學習西方開礦之方法；第二項，商

務上學習西方集股制，且要取信於民；第三項，要弭事端，需向西方有良好的章程；

第四項，徵稅課時，應大因時制宜，而不是定額收費。  

在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李叔同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所產生的愛國精神與治世理

念。此文可與當時時代背景相連結，這一年剛好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此時光

緒皇帝與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人正主張維新。十九歲的叔

同其認為中華非變法無以自存，故贊同康梁主張，甚至曾自刻一印，曰：「南海康君

是我師。」以明其志向。這是對舊政體的抗議，也是其愛國思維之展現。 

雖然李叔同有西方新思想的觀念，然而筆者以為不能全然用西方的思維套用其愛

                                                 
8 林子青，〈1898年(光緒 24年戊戌)〉《弘一大師》譜》，頁 30-31。 

9 林子青，〈1898年(光緒 24年戊戌)〉《弘一大師》譜》，頁 31-33。 

10
 李叔同：弘一大師出家前之字號。其幼名成蹊，一名廣侯，別號惜霜。》天津縣學時，名

文濤。》洋公學及赴浙江鄉試，改名廣平。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本文內文在描述出

家前，即以李叔同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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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理念。因為國家、教育與文化的不同，會產生不同思國族認同與思想情操。例如李

叔同再天津應試時所撰之另一篇應試時文《管仲、晏子合論》，內云： 

閑嘗讀史至齊威王宣王世。而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眾，

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竊歎齊以彈丸之地，何竟若是之繁盛乎！而

不知溯其興國者有管仲、溯其保國者有晏子。11 

此即以「借古喻今」之方式，傳達渴望於此亂世，風雨飄渺的中國能有管、晏等賢人

再世。 

戊戌政變後，康、梁逃往海外，李叔同因家庭與避康梁之禍故，攜母移居上海租

界內。據《弘一大師新譜》撰寫，李叔同在此時先後邂逅朱慧伯、李蒲香、謝秋雲、

金娃娃、楊翠喜、高翠娥等歌郎或藝妓。故此時期，較為大情的傳記作者，將此時定

名為「寄情聲色、走馬章台」的歲月，認為他過著廝磨金粉的生活。12而李叔同此時

是否玩物喪志，不再關心時事，筆者以為答案是否定的。 

如徐正綸〈試析李叔同早年的「寄情」生活〉研究中，13將寄情定義為受傳統文

人「風流名士」的負面影響、對西方文明理解之偏誤以及排解憂國憂民的悲憤途徑，

筆者較認同其最後面之推論，且可以更進一步的視之為愛國精神之反動。此點，由李

叔同寫給金娃娃《金縷曲》即可證明之：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喜餘夢影，樽前眉底。陶寫中年絲竹耳，走馬脂隊裡。

怎到眼都成餘子？片玉崑山神朗朗，紫櫻桃，漫把紅情繫。愁萬斛，來收起。

泥他粉墨豋場地。領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雛鳳聲清清幾許？銷盡填胸

盪氣。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無一事，問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

遊戲！14 

誠如上述，學而優則仕，此曲後五句即道明李叔同對於無法重振入仕救國而有所遺

憾。或許國事日非、考試失意，使李叔同過了一段較頹廢之生活，有些人將其視為李

                                                 
11 釋弘一著，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管仲晏子合論〉《弘一大師全集-第十卷》（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155。 

12 秦啟明，《弘一大師》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 45。 

13 侯秋東主編，《弘一大師人格與思想論文集》（臺北 : 弘一大師紀念學會，2008年），頁

237-362。 

14 李叔同著、豐子愷配圖，《禪燈夢》》（武漢：武漢出版社，2009年），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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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同人生之汙點，筆者以為其是清醒的，仍然關心著國家衰亡，他在 1903年時，翻

譯日本玉川次致著的《法學門徑書》、太田政弘等著的《國際私法》15即可證明他並

非全然玩物喪志，仍延續其愛國精神。 

此外，李叔同在二十三歲七夕時寫給謝秋雲之詩，頭兩句寫道「風風雨雨憶前塵，

悔煞歡場色相因。」即可看出其對與藝妓之往來已有反思之意，而句末「眼界大千皆

淚海，為誰惆帳為誰顰。」其義涵《法華經》三界如火宅之道理，此可視為國家飽受

戰火荼毒之惆悵胸懷，而「悔煞」歡場，是叔同對此時局自身卻尋歡作樂的一種懺悔。

李叔同出家後，選擇以律學為主要修習重點，可理解成以身作則樹立典範，這是將愛

國精神轉而救渡眾生之典範。另可說明其對這段往事的懺悔與反思。因為佛教五戒內

中的第三戒即為「不邪淫」；八關齋戒中第二戒亦為「不淫欲」。戒律凡出家者理當遵

守，故上述推論如無法明確展現其真正對前塵之懺悔，下面引文中，弘一大師對其友

人欲出版出家前作品的看法，則可進一步證明他對年輕時聲色行為之懺悔： 

若錄舊作傳布者，詩詞悉可刪，以詩非佳作，詞多綺語......鄙意以為傳布著

作者，寧少勿濫，又綺語尤宜摒斥，以非善業也。16  

筆者以為，李叔同無論出世入世所表現之行誼，均與清末大環大的變動有所關

連，亂世影響人類的思維與性格，進而會使人們產生能聚大與愛國精神，時代關聯性

使我們觀看弘一大師生平，可視之為許多年輕的新知識分子之縮影。僅僅弘一大師做

的較他人更為突出。 

                                                 
15 林子青，〈1803年(光緒 29年癸卯)〉《弘一大師》譜》，頁 54-56。《國際私法》一書是李叔

同》 24歲時翻譯的作品，耐軒。為其做序言：「中國之言變法也，先於日本，而其收效也，

則遠不及日本，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枝枝節節而為之，不肯從事於政治改革歟？不然…

何居於人國則奉公守法也如彼，居於吾國則蔑理背道也有若此歟？雖然外人之於吾國，固

非合於公理矣。……李君廣平之譯此書也，蓋慨乎吾國土下之無國際思想，致外人之跋扈

飛楊而無以為救也。故特揭私人與私人之關係，內國與外國之界限，而詳哉言之。苟國人

讀此書而恍然於國際之原則，得回挽補救於萬一，且進而求政冶之發達，以為改正條約之

預備，則中國前途之幸也。」由序可見李叔同為使中國人理解國際公私權的法律，得以自

強而做翻譯之心聲，此是文人透過傳譯》知以救國的一種表徵。 
16 釋弘一著，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一大師全集-第十卷》，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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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時而生的愛國詩歌  

「詩言志」，詩詞能展現人們內心世界的變化。生於亂世之才子李叔同，其詩詞

曲展露出對於時局之關懷。此章節透過其出世前之作品，端看其愛國精神。 

1905 年，李叔同曾手書《祖國歌》的詞譜，作為滬學會的唱歌教材，其歌詞如

下： 

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千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

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嗚呼，唯我大國民！幸生珍世

界，琳琅十倍增身價。我將騎獅越昆侖，駕鶴飛渡太平洋。誰與我仗劍揮刀？

嗚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升平！17
 

這首歌以中國民間樂曲《老六板》為基本曲調的歌曲，有著傳統中國特色，並抒發了

強烈的愛國熱情，曾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廣為傳唱。如黃炎培在〈我也談談李叔同

先生〉中曾描述：「我至今還保存叔同親筆寫他自撰詞自作曲的〈祖國歌〉，當時曾被

一般男女青年傳誦。」18 

《祖國歌》歌詞，先是讚頌中國淵源流長之歷史文明， 而後用「亞洲大國民」

這廣義的文化認同，將滿漢各族包含於其中，可使中國土地上所有人民產生認同。如

蔣渭水曾言： 

「國民」是對政治上、法理上看來的，「民族」是對血統的、歷史的、文化區

別的，『人種』是對體格、言貌、皮膚區別的。19 

一同被壓迫有共同利害關係之人類，是可不分民族與人種，成為共同抵抗外侮之國

民，此用法較「漢民族」更為多元包容。筆者以為，李叔同由祖國歌所展現之愛國精

神，是對生長在中國土地上人民的一種較為溫和的號召。其在詞曲中，展露諸多古今、

東西意象，例如：騎獅與駕鶴，此兩動物均為中國古代祥瑞之象徵。崑崙與太平洋，

崑崙一詞 ，最早出現於《尚書》的《禹貢》中，蔡元定20《發微論》 

                                                 
17 李叔同著、豐子愷配圖，《禪燈夢》》，頁 143。 

18 原文刊》《文匯報》。此段》錄》林子青，《弘一大師》譜》，頁 59。 

19 《台灣民報》，1924:19-20。 

20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號西山。朱熹門人，其父蔡發是著名理學家。蔡元定本身

是堪輿學家，精》風水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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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言「凡山皆祖崑崙」。太平洋則是由西方航海家麥哲倫所命名。上述歌詞內容可

視為李叔同受中西方教育影響而成。雖有太平洋等新穎名詞出現，但仍保留中國傳統

文化義涵，其取中華山之祖與最大海，做為登高勇渡之目標，簡單的曲子，愛國意喻

非凡。李叔同曾在《音樂小雜誌》上寫道： 

音樂可以令懦夫喪魄而不前，奮袂以興起。 

田濤所傳的《百年家族-李叔同》亦曾說李叔同將音樂看作是大勵人、給人以膽氣的

工具。21更可證明其將愛國精神溶入歌詞之中。 

        另外，李叔同編印出版《國學唱歌集》，歌詞選用了《詩經》、《離騷》、唐宋詩詞等，

再譜以西洋與日本曲調，其表現出作者深厚的「國學」底蘊、對國學的重視，以及中

西融合觀念，在亂世展現新的中華文化之精神。其序中自言︰ 

《樂經》云亡，詩教式微。道德淪喪，精力熛摧。……商量舊學，綴集茲冊，

上溯古毛詩，下逮昆山曲。22 

錢賓四23先生撰寫《國史大綱》，著書之理念曾希望亂世下的國民對本國歷史懷

有溫情與敬意，進而不對本國歷史抱持偏大的虛無主義態度，24筆者認為雙方之目的

頗有相似之處。一歌唱集一通史，均是想使人民對自身文化有一理解與認同，均可視

為亂世下知識分子對本國的關懷情操。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朝天闕。 

                                              〈滿江紅〉宋•岳飛 

〈滿江紅〉為宋、元時期流行的詞牌之一。流傳最廣者，當屬上述岳飛於紹興四年(1134)

                                                 
21 田濤，《百年家族 : 李叔同》（臺北：立緒文化，2001年），頁 128。 

22
 李叔同，《心與禪－李叔同說佛》（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37。 

23
 錢賓四：錢穆（1895 -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 

24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書館，2009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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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所填得這闋，其表達他的愛國胸襟與志向。文中可看到他當時官拜節度使，卻將功

名視若塵土，一心想營救回欽宗與徽宗二帝，收復舊山河之壯志。此等壯烈情懷使此

詞流傳千古。然在經歷 578年後，中國才子李叔同亦在建國次年寫下〈滿江紅．民國

肇造〉誌感： 

皎皎昆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 

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 

荊軻墓，鹹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 餘情還繞! 

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旦好河山，英雄造。25 

李叔同的〈民國肇造〉頗具時代氣息，其描述二十世紀初，革命先烈創建民國之

過程。這篇紀念辛亥革命志士們的頌詞，其中荊軻、精衛象徵義無反顧中真愛國的執

念，而末句「一擔好山河，英雄造！」則是對烈士們的頌揚，革命英雄們拋頭顱灑熱

血，創建新的民主共合政體，其中「寸金鑄出民權腦」。此放入清末時代背景下探討，

可知李叔同贊成人民追求民權之象徵。 

李叔同追求民權之態度，使某些史料，將其視為革命分子，甚至對其是否為同盟

會之一員有諸多探討。如李芳遠〈哭亡師〉一文中寫道： 

李叔同…爾後加入同盟會，獻身革命。26 

容起凡〈弘一大師出家的研究〉： 

他又曾經在日本留學，目擊日本政治之進步及國勢的昌強，自然遭受剌激。他

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是那時一般留學生和知識份子憂國憤時的熱情的激

盪和表露……。27許霏〈我憶法師〉：「我對於師的理解:弘一法師在家時…為

同盟會的老黨員。28 

但陳慧劍在〈弘一大師與同盟會關係之探疑〉中指出，以年譜、新傳及同盟會名冊等

史料探究之，並未找出其加入同盟會之直接證據，故此點應持保留態度。29由此可知，

                                                 
25

 李叔同著、豐子愷配圖，《禪燈夢》》（武漢：武漢出版社，2009年），頁 134。 

26 夏丏尊編/李芳遠〈哭亡師〉，《弘一大師詠懷錄》（臺北：龍樹》版，1991年），頁 293-294。 

27 夏丏尊編/容起凡，〈弘一大師出家的研究〉《弘一大師詠懷錄》，頁 288-291。 

28 夏丏尊編/許霏，〈我憶法師〉《弘一大師詠懷錄》，頁 223-225。 

29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 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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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弔性文章加入的個人情感，是需再進一步作探討釋疑的。而以詩文做第一手做分

析，也需小心謹慎，像是李叔同的一生，曾加入過南社、滬學會，並在日本創「春柳

劇社」演出茶花女以賑濟國內災民等愛國事實，亦是必須要有報刊文章圖像等史料證

明，才能成為其革命行動的真實依據。 

筆者以為，此章節分析兩首愛國詞曲與《國學唱歌集》，能對李叔同的愛國精神

有一粗淺瞭解。首先，受過新試教育的叔同，企圖將西學融入詩文中。其次，其詩文

中的愛國精神，是將人民放於「亞州大國民」的國族認同下。最後，透過岳飛與李叔

同的〈滿江紅〉，能瞭解不同時代所產生的文化認同感與愛國精神，並瞭解到，在亂

世中，國族概念會較為興盛。 

四、出家後的愛國行為  

（一）出世釋疑 

1918年 8月 19日李叔同先生，於杭州大慈山定慧寺出家，法名弘一號衍音。其

突然由一位愛國的藝術家、音樂家、教育家轉而成為世俗人眼中棄世的沙門。 

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人質疑「李叔同捨人不做，為何要做僧人？」30 

夏丏尊（1886-1946）〈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中亦有提及： 

有一次，我對他說這樣的一番狂言：「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

到爽快」。31 

此後，夏丏尊曾為此是自責過，但經弘一大師開導後，反成為其終生之護法。弘一大

師曾自言他的出家是無所為，三界猶如火宅，要在世間找出一個通則。這可說為了追

尋更高深的精神大界而走上出世之途。深得弘一大師繪畫精隨的愛徒豐子愷

（1898-1975），也曾提出其老師出家思想之說法： 

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他是痛

感於眾生的疾苦愚迷，要徹底解決人生根本問題，而「行大丈夫事」的!世間

                                                 
30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 1。 
31 夏丏尊編，《弘一大師永懷錄》（臺北︰》濟畫刊總社 1969年），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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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業，沒有比做真正的和尚更偉大的了。32 

豐子愷另一篇文章早〈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亦有為弘一大師的出家做註解： 

一般所謂佛教，千百年來早已歪曲化而失卻真正佛教之本意。一般佛寺裏的和

尚，其實是另一種奇怪的人，與真正佛教毫無關係。因此世人對佛教的誤解，

越弄越深…但真正的佛教，崇高偉大，勝於一切。讀者只要窮究自身的意義，

便可相信這話。譬如：為什麼入學校?為了欲得教養。為什麼欲得教養？為了

要做事業。為什麼要做事業？為了滿足你的人生欲望。再問下去：為什麼要滿

足你的人生欲望？…這時候你就要請教哲學，和他的老兄宗教。這時候你方相

信真正的佛教高於一切。33 

誠如上述，豐子愷認為，出家了生死乃大丈夫事，亦是追尋生命中至高無上的道， 

也就是由物質、精神、靈魂追尋人生欲的大圓滿大界。而世人的誤解，有時卻是因為

當世代沙門外在行為表像所造成的影響，而非佛教義理之真諦。 

田濤《百年家族-李叔同》中，認為豐子愷將其老師得出家視為中國傳統知識份

子追求完美人格的表徵，因此其出家為積極而非消極。而李叔同常教育學子的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的概念，即可印證之。 

曾有另一派說法認為，李叔同出家前國事日衰，其家中經濟又逢聚變，導致祈有

避世之想法。此由新譜中袁希濂34的〈餘與大師之關係〉可看出︰ 

辛亥年余就事天津，旋任法曹。師為直隸摸範工業學堂圖畫教員，星期常得聚

首。其家在天津某國租界，夏屋渠渠，門首有進士第匾額。余曹數次飯於其家。

師之兄為天津名醫，兄弟極相得。且富有資產，一倒於義善源票號五十餘萬元，

再倒於源豐潤票號亦數十萬元，幾破產，而百萬家資蕩然無存矣。35 

藉由上述引文可知，大師家中經濟遭逢聚變，或許為時代推手，但筆者以為此推論較

為牽強，其原因如下：其一，年代問題，辛亥年間為 1911年，然大師之出家為 1918

                                                 
32 楊牧編，《豐子愷文選 第一冊》（臺北：洪範書店，1982年），頁 189。 

33 田濤，《百年家族-李叔同》，頁 224-229。 

34 袁希鐮：（－1950） 字仲濂，與李叔同、蔡小香、張小樓、許幻園結金蘭之誼，號天涯五

友。 

35 林子青，《弘一大師》譜》，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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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隔七年，並不造就遠因之說。其二，依照歐陽予倩36在〈春柳社的開場、兼論

李叔同的為人〉中提及的李叔同的藝術家性格看來，其對破產一事並不在意，甚至破

產時仍在演出具有民族意義的黑奴顛天錄。37其三，李叔同歸國後，回上海居住，並

先後受聘於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城東女學、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擔任西席，理應有穩定

收入。故筆者認為以經濟不好、消極出世之觀點過於武斷。 

另外，弘一大師曾對疾山和尚說過：「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粹為了生死大事。」

或許大多數人出家之初心均是感嘆生命無常、國土危脆，所以欲了生死大事。但由弘

一大師出家到圓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修持，即可證明其道心願大之堅固，永無退轉。 

（二）持律－愛國精神之質變    

荷蘭漢學家許理和（Erik Zürcher）曾認為： 

佛教傳入中國，不僅意味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傳播，而且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

式――修行團體即僧伽的傳入。38 

傳統中國佛教有著嚴格的寺院制度，僧伽紀律也起著不可忽視的監督作用。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歷經兩千多年的融合與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佛教史更成為中國歷史不可切割的環節之一。政治上，政教關係

微妙而密切，歷代君王一方面因不同因素信仰佛教，更透過強大的行政權，使僧侶受

其管轄，而納入官僚體系的一環之中。在經濟上，中土佛教跳脫了傳統印度佛教僧團

托缽乞食的形式，由東晉、南北朝一路發展到隋唐，白徒、僧祇戶、佛圖戶、淨人，

這些寺院勞動的依附者，使國家與寺院產生了人大與經濟上之衝突。文化思想上，佛

教在一次次的思辯中，反而與儒道思想相結合，大盪出現今中國佛教之特色。 

自唐末開始，叢林清修已然成形，師徒傳承於個宗門間。然明清以降，純粹宗門

的高僧已不多見。清末亂世開始，僧侶的行誼義開始良莠不齊。許多受戒僧眾多不識

                                                 
36 歐陽予倩：（1889-1962），原名歐陽立袁，號南傑，中國戲劇家。早年留學》日本，1907

年開始演藝生涯，加》春柳社。1911年回國，加》南社，組建春柳劇場。 

37 林子青，《弘一大師》譜》，頁 93。 

38
 許理和（Erik Zürcher）著，李四龍、裴勇李四龍、裴勇李四龍、裴勇李四龍、裴勇譯，《佛教征服中國》，（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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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甚至聽不懂受具足戒39前的題目，當時也讓僧侶含糊過關。  

筆者以為弘一大師即在此時局下出家為僧，其創造了新知識份子另一類型愛國情

操之延伸。1918 年，弘一大師在靈隱寺受比丘大戒。戒期中好友馬一浮贈其蕅益大

師和見月律師的《靈峰毘尼事義集要》、《寶華傳戒正範》兩部律學著作。弘一大師即

於律典中，發現清末僧侶販懺、付法、趨炎等弊病，因此其發願深研律學，當時其願

有四：40 

第一，我必須放下萬緣，一心繫佛，寧願墮地獄，不作寺院住持，不披薙出家

徒眾。第二，我必須戒除一切虛文褥節，在簡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

不開大座，不做法師。第三，我誓志拒絕一切名利的供養與沽求，度我的行雲

流水生涯，粗茶淡飯，一衣一衲，鞠躬盡瘁，誓成佛道。第四，我為僧界現狀，

誓志創立風範，令人恭敬三賽，老實念佛，精嚴戎律，以戎為師！ 

藉由上述發願文可知，身分的轉換也使積極救國之熱情發生質變，漸漸沉澱為先自律

而後他律、普渡眾生之理想。然其內在救國救民之思維仍存，並且成為我不入地獄誰

入地獄之苦行宏願理念。 

（三）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 

弘一大師出家後，愛國情操更為無私與內斂，並終其一生的默默實踐。本小節將

由以下兩例看待出家後弘一大之師對僧團及國家之關懷。 

1、平息逐僧風波 

 1927年革命軍北上，清黨行動在中國國民黨內醞釀。「革命」兩字，形成一股

風潮。基督將軍馮玉祥見廟便拆、見佛像便毀，黨內大烈份子，見和尚勒令還俗，見

寺廟想改為學校、工廠。「消滅佛敦」的議論，瀰漫江浙兩地。當弘一大師發現「自

由與革命」被廉價利用，而造成毀佛行動時，其與印光、太虛等大師遂挺身而出。 

弘一大師於二月底出關，並寫信給浙江地方的黨內重要菁英宣中華等人，以及育

                                                 
39

 具足戒：梵語 upasajpanna。。譯。。。》。。。譯。。，。。。。。之。。。。。、。。

尼所應受持之戒律；因與沙彌、沙彌尼所受十戒相。，戒品具足，故稱具足戒。依戒法規

定，受持具足戒即正式取得。。、。。尼之資格。 出自佛光大辭典第。版名相釋文（參閱

「戒」2896）p3078 

40 林子青，《弘一大師》譜》，頁 15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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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大師蔡元培，省教育界官員－其友人經子淵、馬夷初等眾。信全文如下： 

舊師孑民、舊友子淵、彝初、少卿諸居士同鑒： 

昨有友人來，謂仁等已至杭州建設一切，至為歡慰。又聞孑師等在青年會演說，

對於出家僧眾，有未能滿意之處。鄙意以為現代出家僧眾，誠屬良莠不齊，但

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來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意擬

請仁等另請僧眾兩人為委員，專任整頓僧眾之事。凡一切規劃，皆與仁等商酌

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薦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

兩人，皆英年有為，膽識過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於新思想，久有改

革僧制之弘願。故任彼兩人為委員，最為適當也。至將來如何辦法，統乞仁等

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應如何盡力提倡（此是新派） ；對於山林

辦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於既不能服

務社會，又不能辦道山林之一流僧眾，應如何處置；對於應赴一派（即專作經

懺者）。應如何嚴加取締；對於子孫之寺院（即出家剃髮之處），應如何處置；

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題，皆乞仁者仔細斟酌，妥為

辦理。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省辦起，然後遍及

全國。弘傘法師現住西湖新新旅館隔壁招賢寺內。太虛法師現住上海（其住址

問弘傘法師便知）。謹陳拙見，諸乞垂察，不具。 

弘一三月十七41 

弘一大師主持「衛道協商會」可謂煞費苦心。信中至請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整頓僧伽，

會前致贈與會人士親手撰寫的「經語名言」及「護持佛法功德」，除廣結善緣外，更

重要的是勸戒年輕人熄滅一時衝動。而後，弘一大師以知識份子所談的「人權」角度

探討此事件，其詢問與會同仁： 

和尚既不犯罪，又同是中國人，何必殺他的頭（逼他還俗）封他的廟（剝他的

衣服）把他們不當人呢?何況佛經也是中國人的文化遺產，由我們祖先流傳下

來的。要燒佛經，也不必輪到民國時代的人們來燒。現今是一個新的三民主義

的政體，當然更要開通得多……和尚脫去袈裟，同任何人沒有兩樣，難道穿上

                                                 
41 釋弘一著，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一大師全集-第十卷》，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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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便會使中國陸沉?42 

誠如引文可知，弘一大師一番作為，是弭平此亂之原因之一。當亂起時，其先諫言對

佛門內部的改革方針，再與俗世知識份子周旋。弘一大師請知識分子思考三民主義政

體下應有何作為?並強調和尚同為中國人的觀念，這些話語可看出當時佛教界的僧

侶，在捍衛中國佛教的同時，應對受西潮影響的知識份子上，仍需省思，信仰、教義

與民主、科學間在衝擊中，能有何可連結之處，以相互調合。平息逐僧風波的舉動，

較似歷代沙門護教行為，但其與時代新思維連結。以下的事例，則是弘一大師出家後，

較明顯的愛國展現。 

2222、共赴國難 

弘一大師出家後，幾乎不在填詞作曲。《廈門第一屆運動會會歌》為極少數的例

外： 

禾山蒼蒼，鷺水蕩蕩，國旗遍飄揚！健兒身手，各顯所長，大家圖自強。你看

那，外來敵，多麼披猖! 請大家想想，請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請大家，在

領袖領導己下，把國事擔當，到那時，飲黃龍，為民族爭光。 

此歌詞創作背景是因 1937年 4月，日軍進犯綏遠，各地展開抗日救亡運動。弘一大

師接受夏門運動大會籌備處之邀而做此歌。大師不僅在教團有難時願意挺身而出，國

家危難時，他也願意盡己心大救國。43 

同年，弘一大師受倓虛老和尚（1875-1963）之邀，前往青島結夏講律。44在講律

期間，正值中國發生蘆溝橋事變，因青島為重要軍事基地，大師的弟子蔡丏因曾請其

到上海，而弘一大師以國難離去將蒙譏而辭。45弘一大師決定要在戰亂中國共存亡！

曾言道： 

「朽人為護法故，不避炮彈。」因自題室曰「殉教室」46、「如廈門失陷，我

                                                 
42 陳慧劍，《弘一大師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4年），頁 230-250。 

43 林子青，《弘一大師》譜》，頁 369-385。 

44 結夏：其。即在季農曆的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此。個月中出家眾安居一處專心修行。 

45 林子青，《弘一大師》譜》，頁 309-390。 

46 夏丏尊原編，曾議漢增編，《永遠的弘一法師（一）》（原:弘一大師永懷錄）（台北︰帕米爾

書店，1992年），頁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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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身殉。47  

弘一大師以身教傳遞其愛國救世理念，雖無過多華麗言詞文飾，但其操守令人自

動折服。或許以信仰而言，會帶有個人情感，但弘一大師之影響，已超越佛教團體的

範圍，展現於教俗之中，例如：泉州防區司令錢少東，原本認和尚不能救國，應受社

會唾棄，故抱持懷疑心態去見居住承天禪寺的弘一大師，但會面後卻為其氣度及精神

所感化，而後在軍區作護持之事。上述小事件，可知信仰是建立在良好的品德道行之

上，故唯有德行以服人。  

（四）由開示看佛教救國 

弘一大師在出家後，不開大座廣續徒眾，亦不當住持領眾、交流。其反思近世佛

門不倡之由於律學不興，曾言： 

記得我將要出家的時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寫信來勸告我，你知道他勸

告的是什麼，他說：「聽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我們聽到了這話，該

是怎樣的痛心啊！他以為做僧的，都不是人，簡直把僧人不當人看了！……我

想：這原因都由於我們出家人做人太隨便的緣故，種種太隨便了，就鬧出這樣

的話柄來了。48 

上文揭露，如果僧侶的操守並未高於俗家人，社會就會對佛教徒產生誤解。弘一大師

認為提倡律學可挽回佛門頹風，是以發願專學南山律。其由日本請回中國失傳的古版

律書，為佛門律學做貢獻，其晚年在廈門辦南山律苑之初衷是為教育當代僧才，以令

正法常存。 

弘一大師對內關懷佛教界，對外有如前段所述之愛國行動，然而兩者間是否有衝

突？佛教是否妨礙國家興盛？本段將透過弘一大師開示之第一手史料做釋疑。 

1、佛教是否為消極厭世且不愛國家    

學者陳星認為：李叔同在民族存亡、國家興衰的原則問題上從來不含糊。他立場

堅定、觀點鮮明。他借咏咏咏咏懷荊軻、聶政來抒發自己的雄心銳氣，他對革命寄予了莫大

的期望。然後來為何捨得拋棄這「一擔好山河」而遁入空門呢？這也彷彿是屈原為了

                                                 
47 陳慧劍，《弘一大師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4年，頁 459-460。 

48 釋弘一著，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一大師全集-第十卷》，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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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無道而憂國自沉吧！49不過，筆者認為此種觀點還有待商榷，可從弘一大師的文

章中看出，在其所寫〈佛法十疑略釋〉中有言： 

學佛法者，固不應迷戀塵世以貪求榮華富貴，但亦決非是冷淡之厭世者。因學

佛法之人皆需發「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樂為苦樂，抱熱心救世之弘願，

不唯非消極，乃是積極中之積極者。雖居住山林中，亦非貪享山林之清福，乃

是勤修戒、定、慧三學以預備將來出山救世之資具耳。與世俗青年學子在學校

讀書為將來任事之準備者，甚相似。50 

上述所言，出家人入山清修，是為了成就道業，積聚佛法資糧，以便將來能出山渡眾，

絕非消極避世之行為。 

另外，佛教雖出世，但也有入世行慈善救人之道。如其在「佛法非廢棄慈善事業」

條文中講述，出家僧侶應多行法佈施，以傳法教化世人，而在家信徒則可財法二施並

重，去多行慈善事業。 

依佛經歷載，佈施有二種，一曰財施，二曰法施。出家之佛徒，以法施為主，

故應多致力於弘揚佛法，而以餘力提倡他種慈善事業。……近年以來各地所發

起建立之佛教學校、慈兒院、醫院、善堂、修橋、造涼亭乃至施米、施衣、施

錢、施棺等事，皆時有所聞。51 

如引文所述，佛教的造橋、鋪路、施粥在中國歷代行之有年。唐宋時期悲田院、養濟

院、慈幼局等官僧合辦之慈善救濟事業已然盛行。僧侶亦曾自行施粥行善，如《佛祖

統紀》卷四十載︰「唐至德二年…僧人英斡於成都南市廣衢施捨粥食，以濟貧窮。」
52 

佛教具有財施、法施、無謂施的福田佈施觀念，儒家則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

救世精神，雙方形成雖有教義上之不同，然均可是視為經世濟民之思想，至近代，則

可視為愛國精神之表徵。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刊《天津府志》曾記載弘一大師其父的慈善事蹟： 

                                                 
49 陳星，《李叔同西湖出家實證》（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頁 29。 

50 李叔同，〈佛法十疑略釋〉《禪裡禪外悟人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頁 8。 

51 李叔同，〈佛法十疑略釋〉《禪裡禪外悟人生》，頁 8-9。 

52 釋志磐（宋），《佛祖統記》，》》》《大》》》》》》》（》》版）》，頁 375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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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珍，字筏櫻，道光甲辰皋人，同治乙丑追士，吏部文送司主事，七年以圃

防功得四品銜花翎。光緒五年糾同心建備濟社，捐集钜資已備荒年賑濟之用。

凡每歲施放錢、米、衣、藥、棺木，及牛痘局、恤嫠曾、義塾諸善舉，皆取辯

焉。53 

弘一大師的父親為清末官商，晚年信仰佛教，有上述行善之舉。由此可再次印證

佛教之教義本質是與一般儒士不相違背。就像在家時的李叔同到出家後之弘一大師，

在中國近代的亂世中，都有如一股清流，用不同之方法支持與幫助自己的國家。 

2、佛教是否妨礙國家興盛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中國的文化、習俗，影響佛教，佛教也影

響了中國文化習俗。雖然佛教至中國經過不斷的發展與融合，以具中國特色，但世人

仍有疑惑，在近代曾有以下觀點提出：中國傳統有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佛教出

家是否不孝？「印度因信仰佛教而衰亡」，我國是否步上後塵？在此，弘一大師曾於

開示中提出自身見解，為大眾釋疑。其對於信仰佛教會導致滅種的觀點，曾提出反駁，

其認為信佛並不等同於出家，他曾言： 

信佛法而出家者，乃為僧尼，此實極少之數。以外大多教之在家信佛法者，仍

可婚嫁如常。佛法中之僧尼，與他教之牧師相似，非是信徒皆應為牧師也。54 

而在〈切莫誤解佛教〉一文中其亦言道： 

出家人是佛教中的核心份子，是推動佛教的主體，不婚嫁，西洋宗教也有這樣制

度。有許多科學哲學家，為了學業，走獨身主叉，不為家庭瑣事所累，而去為科

學、哲學努力。佛教出家制，也就是擺脫世界欲累，而專心一意的為佛法。55 

藉由引文可知，每一個人都有其志向所在，並非人人都要奉行一種信念，將人放在對

的位置上會有更大的影響與成就。現今不婚的觀點在我們所處之世代成為潮流，然弘

一大師當時的思想除挑戰傳統思潮外，亦安撫一般信徒，並非人人都需出家。其說明

                                                 
53 《天津府志》光緒二十五年刊本，轉引自:田濤，《百年家族-李叔同》﹙臺北:立緒文化，2001

年﹚，頁 21。 

54 李叔同，〈佛法十疑略釋〉《禪裡禪外悟人生》，頁 8。 

55 李叔同，〈切莫誤解佛教〉《禪裡禪外悟人生》，頁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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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乃大丈夫事，如欲出家，就要如法，不然較在家墮落得更嚴重，這也是對清末民

初僧侶的一記警鐘。 

弘一大師以印度、中國、日本之朝代興衰與佛教關聯去反駁「因信仰佛教而衰亡」

之聲浪，其言道︰ 

過去印度最強盛時代，便是佛教最興盛時代，那時候上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統一

印度，把佛教傳播到全世界。後來婆羅門教復興，摧殘佛教，印度也就日見紛

亂。當印度為回教及大英帝國滅亡時，佛教已經衰敗甚至沒有了。 

現在稱華僑為唐人、中國為唐山，就可見到中國唐朝國勢的強盛，那個時候，

恰是佛教最興盛的時代，唐武宗破壞佛教，也就是唐代衰落了。……日本現在

雖然失敗了，但在明治維新之後擠入世界強國之列，他們大都是信奉佛教的，

信佛誰說能使國家衰弱？所以從歷史看來國勢強盛時代正是佛教興盛的時

代。56 

筆者以為，「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有時雖屬後見之明，但是興衰成敗如因

與果般的不斷循環。一朝之興衰是政治、經濟社會多方面因素造成，弘一大師由佛教

與朝代興衰之觀點做連結，這存在某些主觀意識的連結，然這連結間，卻顯現出欲圖

國家興盛之理念。  

五、結語  

綜述所論，筆者對弘一大師之愛國精神對研究做一小結。本文由亂世下的愛國精

神，探討出家前之李叔同，如何受時代潮流影響，接受西學新知，卻又在骨子裡保有

中國傳統仕人之理念。 

在上海的李叔同，雖經歷人生中紙醉金迷的一段輕狂歲月，筆者將之歸應為時代

巨變下，所造就的一種愛國情操之反應，其可投影到清末民初之許多有為新知身上。

大環大之大變，會大發人們的愛國情操，如果大有外大入大，李叔同的一生應大會安

穩的受八股文教育，以科舉入仕為途徑。斷然不會有當時的愛國才子李叔同，亦無法

造就大膽傳授裸體繪畫與西洋音樂教師。在愛國詩歌得分析，也正是由詞曲中直觀當

時人們內心思維，詞曲雖是主觀創作而成。但其所引起的共鳴，可反映出一個世代人

                                                 
56 李叔同，〈切莫誤解佛教〉《禪裡禪外悟人生》，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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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心聲。 

李叔同於 1918年發心出家，筆者歸納其出家因緣後瞭解到，大環大的變動，對

其出家之動機影響較小，他的出家，是一位藝術家進一步對生命昇華而成。然而，人

類無法真正與時代脫節，他生處亂世，故仍以「念佛不忘救國」行諸多愛國行動。筆

者以為，追求生命內在的本質與其愛國精神，並不相違背。兩者可融和，而更內化其

思維。 

出家後的李叔同－即弘一大師，在心靈上仍保有愛國熱忱，而更近一步付諸實鑑

於行動中，人們要逃離戰亂時，他卻願意共赴國難，這是一種儒釋融和之新思維。另

外在行救國事業時，他仍不忘嚴持戒律，並在字裡行間諄諄教育佛教學子能保持良好

品德、嚴守出家人之本分，這是他自律與溫合之處，亦是筆者在前言中將之歸納為民

初四大高僧中傳統與大進兩端天平中，較為中間者。 

本文為愛國精神之初探，僅處理上述議題，對於弘一大師生前加入哪些革命團體

之考據，以及戲曲、藝術、圖畫與報紙文章內還有哪些愛國表徵，限於篇幅，筆者無

法一一作答，遂之後可再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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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乙璇∗
 

 

摘要  

隨著佛教東傳，為了使信眾明白佛教義理，佛經翻譯的需求與日俱增。初譯時的

佛典，多為個人譯經，規模較小且無系統，佛經體例及佛教用語亦未統一。所譯漢文，

亦因譯經者的個人學術背景、譯經目的，而有質樸或文飾的差異；此即佛教史上，譯

經風格的文、質之爭。 

欲客觀評斷支謙所譯佛經的特色與譯經史上的地位，筆者認為需回歸到支謙身處

時代、了解當時的佛教傳播情況。故本文研究材料，除《出三藏記集》、《高僧傳》、《開

元釋教錄》等佛教典籍外，還徵引《後漢書》、《三國志》及武昌、江寧、蘇州等地的

地方志資料。藉由以上材料，將東吳已有佛教的年代，往前推至建安二十五年，為佛

教史做一補充。 

支謙入吳譯經三十二年，翻譯多部佛經，若無孫權支持，其譯經事業勢必受阻。

支謙在佛教未臻興盛的年代，為譯經所做的的努力與貢獻，令人讚賞。 

本文分四部分論述支謙譯經的背景與特色：一為前言，說明佛經翻譯的困難與理

想，為討論支謙譯經背景做鋪陳。二為支謙譯經背景，概述支謙入吳前後的佛教傳播

情況及孫權對支謙譯經的支持。三為支謙譯經的特色，以支謙所譯經文為例，陳述其

特色。四為結語。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支謙、文質、漢譯佛經 

                                                 
∗
 華梵大如東方人文思想如如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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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支謙是第一個入吳翻譯佛經的譯經師，於佛教傳播上有卓越貢獻。漢代的佛教每

和黃老並稱，信徒對佛教的印象不外祈福禳災，未對佛理有全面的了解。故譯經師在

佛教傳播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翻譯？傳播的對象為何？均對佛教傳播

產生影響。 

支謙譯經面臨的困難，根本問題在於梵文（或胡語）和漢語的文化背景不同，故

思考方式不同，呈現出的語言、文字風格亦大相逕庭。翻譯原本就不可能逐字對譯，

故歷代譯經師每有取捨。《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已指出： 

至於胡音，為語單複無恒，或一字以攝眾理，或數言而成一義……且胡字一音

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傳意，豈不艱哉！1
 

胡音與漢言有其語言之不同，漢字是單音節系統的表意符號，一字一音一義，胡音卻

是多音節的，需合數音，方可傳義，故在對照時，即會產生問題。同記又云： 

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於執筆。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

文而不曉胡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胡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後宣述，經

奧於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以舊經文意，致有阻礙。豈經礙哉！譯

之失耳！2
 

經典聖義能否傳譯清楚，取決於翻譯者。翻譯時的文字風格，亦是譯經者決定。如果

只了解胡義，而不能將之轉換成相應的漢文意思，翻譯出來的經典，終究會有隔閡，

反之亦然。但佛教東傳的初譯時代，兩者兼具的譯經師太少，故舊譯的經文，常會產

生理解上的障礙，這是譯經人的過錯，而非經典有誤。同記又云： 

文過則傷艶，質甚則患野。野艶為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矣！

祐竊尋經言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胡漢分音，義

本不二，則質文殊體，雖傳譯得失，運通隨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3
 

僧祐提出譯經時有「文」、「質」兩種選擇，如果文字有過多修飾，則可能流於輕艷；

                                                 
1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4, b19-24。 

2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4, c20-27。 

3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5, a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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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過於質樸，則有不夠典雅的問題。兩者皆有弊端，故能在文、質之中出入自得的

人，是可遇不可求的。最後僧祐則認為，不管佛說是用何種語言呈現，經義是相同的，

文質應隨時調整，以傳達正確的經典內容。 

如僧祐所言，譯經兼有文章風格與經文意義的需求，支謙在佛教未臻興盛時的翻

譯，又採取何種策略？研究支謙，首先面臨文獻材料不足的問題，本文除使用《出三

藏記集》、《高僧傳》、《開元釋教錄》等佛教文獻外，亦輔以《後漢書》、《三國志》4
 及

《景定建康志》、《江寧府志》、《蘇州府志》、《武昌縣志》5
 等材料，期能重建支謙所

處年代之樣貌；再以支謙所譯經文，陳述其譯經特色，冀能客觀了解支謙譯經之成就。 

全文架構如下： 

一、前言 

、支謙譯經背景 

（一）支謙及入吳前佛教傳播概況 

1、支謙生平與家世 

2、支謙入吳前佛教傳播概況 

（二）支謙及入吳後佛教傳播概況 

1、支謙與孫權 

2、支謙譯經動機與所譯經典 

3、支謙入吳後佛教傳播概況 

三、支謙譯經特色 

（一）喜用意譯 

（二）概括、修飾文句，務求雅達，以符合漢地語法 

（三）去繁取易 

四、結語 

二、支謙譯經背景  

                                                 
4
 如文出於《後如書》、《三國如》、《魏書》之引文，皆用藝文印書館出版二十五史。《後如書

集解》、《三國如集解》，下略稱為《後如書》、《三國如》。 

5
 如文出於地方如的引文出處如下如《景定建康如》，見於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庫全書第 489冊。

乾隆《武昌縣如》見於中國地方如集成‧湖北府縣如輯第 33冊、《蘇州府如》、《江寧府如》，

皆見於中國方如叢書‧華中地方‧第 5、1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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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謙生平事蹟，見於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謙傳〉、梁•慧皎《高僧

傳》卷一〈譯經上•康僧會〉、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五「譯經•魏吳」、唐•道宣

《大唐內典錄》卷二「南吳孫氏傳譯佛經錄」、唐•神清《北山錄》卷四〈宗師議〉

等。諸家記載，略有不同，依上各書敘述支謙生平及家世。 

（一）支謙及入吳前佛教傳播概況 

1、支謙生平與家世 

支謙（生卒年不詳）6
 ，字恭明，一名支越。祖上為大月氏人7

 ，祖父法度在漢

靈帝（168-189）時，率領數百族人歸化漢朝，擔任「率善中郎將」8
 一職。為何法

度選擇歸化，而非與其他族人選擇西遷或南遷？究其原因，應是避免匈奴的侵擾9
 。

為了數百族人的生存，入漢是絕佳選擇。 

支謙生於漢地，自幼聰敏，生性慈悲。七歲10
 到鄰家嬉戲時，不慎為狗咬傷腿

骨，鄰家原本要取狗之肝為支謙治傷，支謙說：「狗只是善盡職責而已，過錯在我。」

阻止鄰人殺狗，最後大家也被感動，不再殺生。十歲11
 學書，十三歲12

 已能兼通漢、

胡二地文字，且通六國胡語。 

                                                 
6
 支謙生卒年雖不詳，然據《出三藏記集》如支謙譯經結束於建興二年（253）及「吳主孫亮」

如支謙死後，有與眾僧書之線索，可推測世壽六十的支謙，最如於譯經隔年病逝，最晚於

孫亮被黜當年。即五鳳元年（254）至太平三年（258）之間，往前一甲子，則推支謙生年

最如於如獻帝興平三年（195）出生，最晚不超過如獻帝建安四年（199）。故最如生卒年為

195~254，最晚生卒年為 199~258。下文提及支謙年歲，均依此推算。 

7
 秦如時，月氏原居中國西北，三次敗於匈奴，被迫遷徙，南遷稱為小月氏，西遷則為大月

氏。 

8
 從秦至東如中，「中郎將」職掌多為皇室的護衛，東如末至三國，「某某中郎將」成了武官

的廣泛稱號，亦可封賞於外族，如《三國如‧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有倭女王派

人進貢受封之事，參頁 728。由此可知，只要上貢朝廷，即可獲得「率善」中郎將之封號，

故支謙祖父率領數百族人入如，朝廷以「率善中郎將」安置，甚為合理。 

9
 據《如書‧西域傳》、《後如書‧西域傳》，西域各族常有臣服於如朝，或與如結盟共抗匈奴

的記錄。 

10
 約如獻帝建安六年至建安十年 201~205之間。 

11
 約如獻帝建安九年至建安十三年 204~208之間。 

12
 約建安十二年至建安十六年 207~211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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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謙於洛陽從支亮13
 學習；為支讖（147~？）的再傳弟子。支讖是支婁迦讖的

簡稱，與支亮、支謙同為大月氏人。支讖於漢桓帝末年14
 抵達洛陽，漢靈帝光和（178

～185）至中平（185～189）間於洛陽譯經，譯出《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首

楞嚴》等經。支謙所譯經典，亦承此系統。 

2、支謙入吳前佛教傳播概況 

洛陽是東漢的首都，經由西域而來的僧人、居士，多在洛陽譯經、弘法。據《高

僧傳‧譯經》首載攝摩騰、竺法蘭在漢明帝（58~75在位）夜夢金人，遣使求法後入

漢；雖有譯經，惜已不傳，今僅存《四十二章經》15
 。不管明帝夜夢金人是否為真，

若依《後漢書》，確信漢哀帝元壽元年（前 2），景盧曾從大月氏使者那裡「口受浮屠

經」16
 ，《魏書‧釋老志》補充「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17

 當時未引起廣大迴

響。 

漢哀帝至漢明帝約六、七十年間，漢地佛教並不興盛。漢明帝以後，佛教每和黃

老並稱，時人視為方術一流18
 ，偏重祭祀，而少義理。如：永平八年（65），因楚王

英有「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19
 之習慣，可知民間有信奉佛教

者20
 。襄楷於延熹九年（166）上疏勸諫漢桓帝不應濫殺無辜、縱慾，亦把黃老、浮

屠並稱：「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21
 。漢桓帝因為喜歡祭祀，上行下效，佛

教在民間才較為流行22
 。 

笮融（？~195）是徐州牧陶謙的屬下，掌管運糧之事，但笮融利用職務之便，搜

                                                 
13

 支亮，字紀明。生卒年、事蹟不詳。 

14
 如獻帝最後兩個年號，即延熹至永康間 158~167。 

15
 關於《四十二章經》年代、作如及內容問題，非如文論述焦點，此略而不論。 

16
 《三國如‧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評曰」末注引《魏略‧西戎傳》，頁 733。 

17
 《魏書‧釋老如》，頁 1439。 

18
 《後如書‧西域傳》如「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道之宗，道書之流也。」，頁 1054。 

19
 《後如書‧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頁 512。 

20
 《後如書‧西域傳‧天竺》如「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如。後桓帝好神，

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如，後遂轉盛。」，頁 1054。 

21《後如書‧郎顗、襄楷列傳》，頁 391。 

22
 同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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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彭城23
 、下邳、廣陵三郡糧食大興佛寺，以銅鑄造佛像，外以黃金裝飾，此寺可

容納三千餘人，且能誦讀佛經。到了浴佛，來參加及圍觀的民眾，吃飯之席位綿延數

十里，有萬人之多24
 。依此盛況，則當時漢譯佛經已經流傳。曹操於漢獻帝初平四

年（193）至興平元年（194）之間攻打徐州，笮融在曹操進攻時，出逃至廣陵，其所

建寺應在 193 年之前25
 。此時流傳的佛經是由誰翻譯？或可合理推斷，時間點較近

的安世高於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至靈帝建寧三年（170）和支讖26
 。 

（二）支謙及入吳後佛教傳播概況 

1、支謙與孫權 

漢獻帝從即位（189）至被廢（220），天下處於紛亂不堪的局面，天災27
 人禍不

斷，使北方難以生存。支謙與同鄉於漢獻帝末年28
 ，同至吳地避難。逃難途中，天

氣寒冷，支謙只有一件棉被禦寒，和一個外鄉人同行，支謙和他共用一張被子，半夜

卻被搶奪，其人不知所終。清晨，同鄉想追捕外鄉人，支謙說：「何必因為一張被子

而害一人被殺。」由此可見支謙之仁心及避難時之窘迫。 

支謙入吳以後，孫權（182~252）聽說支謙博學有才，即召見支謙，詢問經中的

微言大義，支謙隨機應變，解析精闢，孫權非常佩服，拜為博士，與韋曜等人並輔佐

太子孫登（209~241），《北山錄》29
 則記支謙輔佐之太子為孫和（224~253）。支謙所

輔太子究竟是孫登還是孫和？ 

從支謙入吳時間而言：曹魏黃初二年（221），曹丕封孫權為吳王，同年立孫登為

王太子，時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文獻未明確指出支謙入吳多久後被孫權召見，

                                                 
23

 楚王英封地位於彭城，後改名為徐州，今屬江蘇省徐州。此地如教從 65年至 193年皆有流

傳，三國時屬魏。 

24
 事見《後如書‧劉虞、公孫瓚、陶謙傳》，頁 847。 

25
 同注 25。 

26
 支讖譯經時間為 178~189。孟康詳如洛陽譯經的時間比支讖略晚，東如獻帝興平元年（194）

至建安四年（199），支謙所譯《太子瑞應如起經》即是孟康詳和竺大力共譯《修行如起經》

的異譯如，支謙如吳譯經時，亦曾見過。 

27
 可參許靖華，《氣候創造歷史》，頁 44-45。 

28
 最遲於 219年跨 220年冬天入吳，支謙約 22~26歲。 

29 《北山錄‧宗師議》，T52, no. 2113, p. 594, c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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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輔佐太子之事，最早召見即在 221年30
 。黃龍元年（229）孫權稱帝，不久遷都

建業，太子孫登留鎮武昌31
 。嘉和元年（232），弟孫慮卒後，回到建業32

 。若支謙

輔佐太子為孫登，在武昌譯經的時間應是 222年至 232年，支謙是否與孫登同回建業，

或到他處譯經，則無文獻可供佐證33
 。 

以支謙在吳譯經時間而言，自黃武元年（222）至建興二年（253）間，有兩位太

子，任太子的時間分別為： 

（1）孫登自曹魏黃初二年（221）至赤烏四年（241）病逝為止。 

（2）孫和自赤烏五年（242）至赤烏十三年（250）被廢為止。 

同年（250）孫亮（243~260）立為太子。依支謙避難入吳的艱困情況，其譯經若

無皇家支持，以個人力量翻譯多部佛經，實屬不易。故支謙輔佐的太子，極有可能是

孫登34。 

孫亮（252）即位，支謙也在這年結束譯經，其理由有三： 

一是孫權薨，孫權對支謙譯經事業成敗的影響甚巨，若無孫權，譯經必多險阻。 

二是當時政局混亂，孫和、孫霸的太子之爭，使東吳朝政局不若早期穩定。有賴

皇家支持的譯經事業，勢必大受影響。 

三是支謙身體狀況不佳，孫亮於支謙卒後有〈與眾僧書〉為其哀悼，提及「支恭

明不救所疾」35
 ，雖無從得知支謙何時生病，從「不救」或能得知支謙患病已久，

他在孫亮即位後，隱居於穹隘（隆）山36
 ，亦可能藉此養病。期間不和世俗之人往

來，從竺法蘭受五戒，並和僧人交遊。 

由上可知，孫權對支謙譯經之重要性。 

                                                 
30

 支謙約 23至 27歲。 

31
 事見《三國如‧吳書‧吳主傳》，頁 943及同書《吳主五子傳‧孫登》，頁 1112。 

32
 同注 32。 

33
 乾隆《紹興府如‧仙釋》有支謙事蹟，文字雖與《高僧傳》相同，但如文所參考的其餘方

如皆無記載。編輯地方如，多收對當地有貢獻的人物，此是否能推斷，支謙亦曾於紹興停

留一段時間？（《歷代釋道人物如》，頁 453。） 

34
 孫和雖立為太子，但兄弟孫霸圖謀爭位，朝臣分為兩派，孫權為此誅殺不少大臣，兩派元

氣大傷，無力再爭。支謙若是孫和近臣，應會捲入紛爭，無法專心譯經。 

35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97, c17。 

36
 穹隆山，古如蘇州府（孫吳時如稱為吳郡）西南六十里處，位於今江蘇省蘇州市。傳說是

赤松子成仙之處。事見《蘇州府如》，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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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謙譯經動機與所譯經典 

支謙譯經之動機與方法，由《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可知： 

越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眾本，譯為漢

言。37
 

支謙係因佛教盛行以後，翻譯的佛典，有太多胡語38
 成份，使中原地區的讀者，無

法完全了解經文之奧義。此或是針對支婁迦讖譯經而言，支讖譯經偏重音譯，如所譯

《道行般若經》，對初接觸的佛教徒過於艱澀，支謙有改譯的《大明度經》，文字較為

流暢。故此收集眾本，其來源不只胡文，亦包含艱澀的漢譯經典。 

支謙所譯經典數量及譯經時間，據《出三藏記集》有二十七經（三十六部）39
 、

《高僧傳》為四十九經40
 、《歷代三寶紀》為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41

 、唐代

靖邁《古今譯經圖記》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42
 、《開元釋教錄》八十八部，

一百一十八卷43
 等書，記載雖略有不同，然譯經時間，皆為黃武至建興年間。越到

後代，著錄越多，其中亦有非支謙所譯而假託其名之經44
 。 

支謙從孫權黃武元年（222）至孫亮建興二年（253），在吳譯經三十二年，翻譯

了《維摩詰經》、《大般泥洹經》、《法句經》、《瑞應本起經》等經，還依《無量壽》、《中

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45
 ，注解《了本生死經》46。翻譯言辭文雅，能切

                                                 
37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97, c8-9。 

38
 李煒，《如如如譯如經的來源與翻譯方法初探》認為如如如譯經典所持原如如經，語如來源

多樣，可能不是單純的梵文，多少也夾雜中亞一帶的犍陀羅語或吐火羅語等語如。正是支

謙兼通六國胡語的範圍。 

39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97, c8-13。 

40
 《高僧傳》，T50, no. 2059, p. 325, a27-b4。 

41
 《大唐內典錄》所錄數量與《歷代三寶紀》同。 

42
 《古今譯經圖紀》，T55, no. 2151, p. 351, b21-24。 

43
 《開元釋教錄》，T55, no. 2154, p. 489, b26-c1。 

44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譯如典的語如如如──以支婁迦讖及支謙的譯經對比為中

心〉注文說明如「Harrison（2002）斷定《大阿彌陀經》是支婁迦讖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是支謙譯，頁 235。又其於文中如《大明度經》第一卷非支謙所譯；如如如經詞彙的用法

為其認定標準。考證支謙所譯經典數量及經名非如文如如範圍，此略而不論。 

45
 如文論述焦點為支謙譯經，故梵唄略而不論。 

46 支謙為《了如生死經》作注，對照異譯如《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 喻經》，經文內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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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聖義。支謙亦有與他人共譯之經典：如與竺將炎一起譯出《法句經》47
 、《摩登伽

經》48
 及《佛醫經》49。 

3、支謙入吳後佛教傳播概況 

支謙入吳只譯佛經，未建佛寺。一般認為東吳建寺之始，始於康僧會於赤烏十年
50

 （247）到達建業51
 所建的建初寺。《廣弘明集》則記赤烏四年（241）52

 興建。康

僧會建寺是為了弘陽佛法：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

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乃置舍利於鐵砧磓上，使

力者擊之，於是砧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

號建初寺。53
 

康僧會為使孫權信服，向其展示舍利子的神奇，孫權佩服，並同意建塔。寺與塔究竟

建於四年或十年，有以下兩條方志材料可供佐證： 

保寧禪寺在寺內，飲虹橋南，保寧坊內。考證：吳大帝赤烏四年為西竺康僧舍

建，寺名建初。54
 

建初寺是赤烏四年孫權為康僧會所建造。《蘇州府志》也記了一條類似的訊息，然寺

名不同： 

瑞光禪寺，在盤門內。吳赤烏四年，僧姓康，來自康居國，孫權建寺，居之名

                                                                                                                                        

同小異，已見不到支謙之注文。道安如《出三藏記集‧了如生死經•序》稱其注文，能夠深

得經文要旨，具有導正辯惑的功效。 

47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6, c10-13。 

48
 《大周刊定綜經目錄》，T55, no. 2153, p. 416, b27-29。 

49
 《歷代三寶記》，T49, no. 2034, p. 57, a13-16。 

50
 《高僧傳》，T50, no. 2059, p. 325, b4-7；p. 325, c4-6。 

51
 建業（鄴），如為丹陽郡、秣陵，建安十六年孫權自吳徙居秣陵，改名建業。西晉愍帝為避

諱改為建康，後稱金陵、南京，參見《江寧府如》，頁 156~158。 

52
 《廣弘明集》，T52, no. 2103, p. 99, c14-18。 

53
 《高僧傳》，T50, no. 2059, p. 325, b4-7；p. 325, c2-5。 

54
 建初寺曾幾次改名，參《景定建康如》，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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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禪院，十年建舍利塔十三級於寺中，以報母恩。55
 

此明確指出寺建於赤烏四年，十年建舍利塔，亦是孫權為姓康的僧人建造。據《高僧

傳》：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56
  

故以上材料所指皆為康僧會。兩寺是否同為一寺，無法得知，至少康僧會於赤烏四年

抵達建業，之後建寺，十年再建舍利塔一事誠然可信，聊記於此，以供參考。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在赤烏四年，江南早已有佛法，固不始於赤烏十年，僧會之來也。觀於支謙等

自黃武時已譯經，則江南大法之興，固不能全歸功於康僧會立建初寺也。57
  

湯用彤此處推論，筆者在方志中找到：早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即有孫權建寺的記

載： 

昌樂院，縣南六里，建安二十五年孫權作寺，有二浮圖。58
 

昌樂院位於武昌，孫權遷都建業以前，即都於此，建安二十五年大約是支謙入吳的時

間，孫權為何要建寺？是自主建寺，或是聽從建議而建，無法得知。若此記載為真59，

則東吳有佛教，遠比康僧會入吳早了近三十年。又如： 

東禪教寺，在長元縣學東南，吳赤烏二年，陳丞相池中生瑞蓮，遂捨為寺，名

鎮國院。60
 

吳郡即今江蘇省蘇州市，古屬孫吳治地，僅《蘇州府志》於赤烏年間，便有多寺興建
61

 。又有位於今浙江省紹興的「諸暨大雄寺」，亦是吳赤烏年間所建。62
  

                                                 
55

 《蘇州府如》，頁 1155。 

56
 《高僧傳》，T50, no. 2059, p. 325, a13-14。 

57
 湯用彤，《如魏兩晉南北朝如教史》，頁 135~136。 

58
 《武昌縣如》，頁 48。 

59
 如論文於宣讀後，萬金川教授亦給予意見。萬教授提醒方如常有灌水成分，運用須得小心，

筆如亦曾有此顧慮，但既有此材料，筆如認為仍有運用空間，暫置於此，真實性有待來證。 

60
 《蘇州府如》，頁 1224。 

61
 如吳縣報恩講寺，頁 1152、長洲縣寶光講寺，頁 1198、白蓮教寺，頁 1200、興國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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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謙在吳譯經當時（222～253），佛教發展漸轉興盛。由方志及《出三藏記集》、

《佛教史》之資料，能推論孫吳立足江東時，佛教已從北方傳入，但未引起風氣，建

寺的數量很少；赤烏年間，建寺的範圍往東、往南傳播，從武昌、建業、吳郡、紹興

等地皆有佛寺興建。故佛教轉盛的關鍵年代，最晚不超過孫權赤烏十年（247）。當時

支謙在吳譯經已二十餘年，和赤烏年間到達建業的康僧會，對東吳佛教傳播皆有重要

貢獻。 

三、支謙譯經特色  

前言已敘述譯經之困難，論者對支謙譯經風格與特色有褒有貶。以下先述讚其譯

經能傳達聖義，且文字兼顧雅暢，如：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

經音義同異記〉：「支越、竺蘭亦彬彬以雅暢」63。慧皎（497~554）《高僧傳》稱支謙

所譯文字為「曲得聖義，辭旨文雅」《翻譯名義集》：「謙譯經典，深得義旨。」《出三

藏記集》支慜慜慜慜度〈合首楞嚴經記〉云： 

越才學深徹，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

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復有異本也。 

然此《首楞嚴》自有小不同，辭有豐約，文有晉胡，較而尋之，要不足以為異

人別出也。恐是越嫌讖所譯者，辭質多胡音，異者刪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

不改。二家各有記錄耳。此一本於諸本中，辭最省便，又少胡音，偏行於世，

即越所定者也。64
 

支慜慜慜慜度讚支謙，能夠順應時俗需求而譯經，故其譯經文字典雅，亦能兼顧內容，文字

修飾合宜，義理言簡意賅，可謂深得經中要旨。而其所校定之《首楞嚴經》，原本為

支婁迦讖所譯，支慜慜慜慜度推斷：支謙覺得支讖所譯文字過於質樸，且太多胡音，會影響

經義，故校定此經。當時能大行於世，是因支謙改定後的文字簡約，適合中土。 

批評支謙譯經者，則認為支謙譯經過於文麗，有礙經文之傳達。如《出三藏記

                                                                                                                                        

頁 1224、昭文縣聖壽禪寺，頁 1254。 

62
 紹興古稱會稽。參《紹興府如》，頁 2159。 

63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4, c27。 

64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49, a2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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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八，道安〈摩摩鉢鉢鉢鉢摩若摩摩蜜經抄序〉： 

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難繫者也。叉羅、支越，斵鑿之巧者也。

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65
 

道安認為支謙所譯文字過於「巧」，且用《莊子》中混沌日鑿一竅，最終因失去原貌

身亡的故事，說明對支謙譯經之憂慮。道安認為支謙所譯之經典，加了太多文飾，將

會影響經義。不只道安有此想法，僧叡及僧肇亦有相同論點。《出三藏記集》卷八，

僧叡〈思益經序〉： 

恭明前譯頗麗，其辭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醈於華艶，雖復研尋彌

稔，而幽旨莫啟。66
 

同書卷八僧肇〈維摩詰經序〉： 

每尋翫茲典，以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墜於譯

人。67
 

僧叡及僧肇皆認為譯經之文辭過於華麗，讀者可能迷於炫麗，反而模糊了經文的焦

點，如此，反而有害於佛教的發展。 

無論褒貶如何，若從支謙所譯經與異譯本對照，可歸納其譯經的特色有三： 

（一）喜用意譯 

支謙譯經偏好使用意譯，當然經中仍存在音譯的語詞，不可能全用意譯。如名

字在《月明菩薩經》68第一次出現時，使用音譯，接著全用意譯： 

音譯 意譯 

栴摩法 月明 

浮曇末 至誠意 

若摩衛 智止 

 

                                                 
65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52, c12-16。 

66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58, a4-7。 

67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58, b9-10。 

68
 《月明菩薩經》，T03, no. 169, p. 411, a13-14；p. 411, a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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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名字意譯外，佛教重要詞彙亦有意譯情況，如後代佛經常見的「阿耨多摩多藐三菩

提」，支謙譯為「無上正真道」69
 ；「迴向」譯為「常以善意迎逆一切人心」70或「常

以善權迎逆人」71
 ；「菩薩摩摩薩」，結合意譯與意譯，譯為「菩薩大士」72

 。又如

支讖《道行般若經》，支謙改譯為《大明度經》，其同一詞彙，不同品，不同經中亦有

些微不同，下以《道行般若經》〈難問品〉、〈持品〉與《大明度經》〈天帝釋問品〉、〈悉

持品〉部分文字為例，兩相對照，以顯示支謙喜用意譯的特色： 

 

 

 

支讖《道行般若經》 

音譯 

支謙《大明度經》 

意譯 

173 菩薩 闓士 

2 須菩提 善業 

3 怛薩阿竭 如來 

4 阿摩呵 無所著 

5 三耶三佛 正真道最正覺 

6 般若摩摩蜜 智度 

774 般若摩摩蜜 明度無極 

8 釋提桓因 帝釋 

9 舍利弗 秋露子 

10 三耶三佛 正真正覺 

11 菩薩摩摩薩 闓士大夫 

12 阿惟越致 精進 

13 薩芸若（慧） 住解（慧） 

                                                 
69

 《月明菩薩經》，T03, no. 169, p. 411, a18。 

70
 《月明菩薩經》，T03, no. 169, p. 411, a17。 

71
 《月明菩薩經》，T03, no. 169, p. 411, a24。 

72
 《月明菩薩經》，T03, no. 169, p. 411, a23。 

73
 編號 1至 6的例子，出自《道行般若經》，T08, no. 224, p. 429, a26-b3與《大明度經》，T08, 

no. 225, p. 482, b18-24。 

74
 編號 7至 13的例子，出自《道行般若經》，T08, no. 224, p. 444, b25-c12與《大明度經》，

T08, no. 225, p. 489, b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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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譯能使漢地讀者較容易理解文意，故支謙喜用。編號 1、11「菩薩」、「菩薩摩摩薩」，

支謙譯為「闓士」、「闓士大夫」，同樣的詞彙，在《月明菩薩經》中則譯為「菩薩大

士」。編號 5、10的「三耶三佛」，譯為「正真道最正覺」、「正真正覺」，第一次出現

時詳譯，之後簡譯。編號 6、7「般若摩摩蜜」在不同品中，各翻譯為「智度」、「明

度無極」，以「智」、「明」義近的詞彙替換，此亦是漢地語法的特色。 

（二）概括、修飾文句，務求雅達，以符合漢地語法 

支謙譯經，文字要求典雅流暢，〈法句經序〉可視為支謙對譯經的觀點。支謙和

維祇難、竺將炎共譯《法句經》，序雖不詳撰人，作者應是支謙無誤。序言敘述共譯

的背景： 

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

將炎為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

近於質直。75
 

維祗難是天竺人，於黃武三年（224）入吳至武昌，支謙從受五百偈本，並請求和維

祇難同來的竺將炎一起翻譯，雖然竺將炎會天竺語，卻不精漢語，所以譯出的內容，

應該意譯卻用音譯，文字亦沒有修飾。支謙不甚滿意： 

僕初嫌其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

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

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

義，實宜經達。是以自竭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76
 

支謙認為竺將炎的譯文過於質樸不雅，維祗難認同竺將炎，並舉佛說之例，強調譯經

應傳達經文意思而不用文飾，使讀者了解譯出的文字，才能稱為善於譯經。在座的人

「咸曰」且能引用老子和孔子的話，相信是支謙、維祇難、竺將炎以外的人，可能是

和支謙共同輔佐太子時的同僚，亦參與譯經時的討論。討論的初步結果是譯經應求通

達。支謙既和竺將炎共譯，只能尊重、接受不加修飾，直譯佛經的方式，然此與支謙

譯經理念不同。 

                                                 
75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50, a9-12。 

76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50, a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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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謙喜用簡潔的字句來表達經文意思，故其所譯經典和異譯的本子相比，字數

常有落差，如三十品的《道行般若經》，支讖譯為十卷，支謙譯為《大明度經》僅有

六卷。能言簡意賅翻譯佛經，歸功於支謙將胡本的語句，改為符合漢地語法的句子。

以支讖譯《道行般若經‧功德品》與支謙譯《大明度經‧持品》第一段文字做比較： 

爾時，諸因坻天、諸梵天、諸波那和提天、諸伊沙天、諸那提乾天，同時三反

作是稱譽法：「賢者須菩提所說法甚深，怛薩阿竭皆從是生。其有聞者，若諷

誦讀有行者，我輩恭敬視如怛薩阿竭，我輩恭敬視菩薩摩訶薩持般若波羅蜜

者。」77
 

爾時，諸天無央數同時三歎曰：「嗚經乎，嗚經乎！是尊者善業所說道深矣。

斯大明弘義，如如來所由出矣。有聞者學之、誦之，我敬視之如如來。」78
 

支謙為使經文易於閱讀，將諸天的名字省略，而以「無央數」三字表示諸天的數量之

多。「三反作是稱譽法」改為更簡潔的「三歎曰」。「～乎」是漢地習用語法，支謙依

文意疊用兩次以強調對此經之讚歎。接著支讖交錯多個音譯詞，如「須菩提」、「怛薩

阿竭」、「菩薩摩摩薩」，將語句拉得很長，對初讀佛經的讀者，確實吃力，又難以理

解。支謙改為意譯，再修飾、調整、合併文意，使經文成為漢地慣用語句。對照分析

簡表如下： 

 

《道行般若經》 《大明度經》 改譯方法 

諸因坻天、諸梵天、諸摩那

和提天、諸伊沙天、諸那提

乾天 

諸天無央數 省略、概括文意 

三反作是稱譽法 三歎曰 省略、概括文意 

賢者須菩提所說法甚深，  
嗚經乎，嗚經乎！ 

是尊者善業所說道深矣。 

依文意增字 

音譯改意譯：改須菩提為

善業 

怛薩阿竭皆從是生。 斯大明弘義， 補足文意 

                                                 
77

 《道行般若經》，T08, no. 224, p. 431, a1-6。 

78
 《大明度經》，T08, no. 225, p. 483, b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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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來所由出矣。 音譯改意譯：改怛薩阿竭

為如來 

其有聞者， 

若諷誦讀有行者，我輩恭敬

視如怛薩阿竭，我輩恭敬視

菩薩摩摩薩持般若摩摩蜜

者。」 

有聞者學之、誦之，我敬視

之如如來。」 

省略相同詞彙、 

合併文意、概括文意 

 

支謙將胡語較多的經文改譯成漢人能接受的文句，文字簡潔，語意清晰，與前述支慜

度〈合首楞嚴經記〉讚其「文而不越，約而義顯」有相合之處。 

（三）去繁取易 

支謙譯經要求簡潔，去繁取易的特色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抄集精要，二是略譯

經文。抄集精要以《孛經抄》為代表。何謂經抄？《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錄〉

云： 

抄經者，蓋撮舉義要也。昔安世高抄出《修行為大道地經》，良以廣譯為難，

故省文略說。及支謙出經亦有《孛抄》，此並約寫胡本，非割斷成經也。而後

人弗思，肆意抄撮，或棋散眾品，或瓜剖正文。既使聖言離本，復令學者逐末。
79

 

抄經，有其流傳之需要，因佛經流傳之初，想全面翻譯佛典，有其困難性，為因應傳

法之需，而產生了「經抄」。「經抄」，簡言之，即佛經的精簡重點版，只抄錄重點，

而省略枝微末節。但隨著時代演進，經抄的內容，已與初傳時不同，而有「肆意抄撮」、

「瓜剖正文」的弊端產生，即任意割裂經文，導致文意不清。支謙的經抄，屬於「撮

舉義要」一類，仍有其語意完整性。 

和經抄性質相同的是略譯佛經。支謙所譯《月明菩薩經》經文和《月燈三昧經》

第八卷前半段相同。《月燈三昧經》十卷，為北齊•那連提黎耶舍（490~589）所譯，

那連提黎耶舍，亦可省稱那連提耶舍。《月燈三昧經》比《月明菩薩經》要晚，但內

容較為完整，支謙所譯和晚出的譯本相比，關於割肉救比丘一事情節結構相同，細節

                                                 
79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p. 37, 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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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不同80，此僅能以漢譯本對照，以明支謙去繁取易，略譯佛經的特色。 

《月明菩薩經》 《月燈三昧經》 內容說明 

爾時，世有比丘字浮曇末，常行
三事。何等為三事？一者、、、、常持
是三昧；二者、常護是三昧；三
者、常誦是三昧；加有八事：常
行慈心、常行哀心、常行悲心、
常行護心、常行黠慧心、常行答
問心、常行喜踊心、常行第一
心，以是便具降九十六種道，悉
覽知一一深法不復疑。 
 
至誠意比丘與智力王有親理，為
王所尊敬，國人愛重亦爾。王欲
見是比丘，無有厭極；時聽是比
丘說經法，無有厭足；時欲禮是
比丘，無有厭足。 

童子，昔時於此閻浮提內，有一
法師，名曰實意。受持如是三昧
經典。入於王宮為善知識，有大
悲故能為救濟利益憐愍。 
 
彼王憙樂見此比丘，無有厭足聽
法語論，往詣奉事親近供養，諮
請問難，聞說能持，善能酬答。
81

 

比丘背景介

紹、兩經國王

對比丘的態度

皆恭敬、常至

比丘處聽法。 

《月明菩薩經》 《月燈三昧經》 內容說明 

時，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
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為
淚出。時，二萬夫人俱亦皆同時
悲念是比丘。 

爾時智力王有女，名曰智意，年
始十六，顏貌端正，形色姝妙，
姿容充滿，無不備具。彼實意比
丘，以為師導，時彼比丘四大不
調，於右髀上生惡黑瘡，難可療
治，一切醫師捨之而去。時彼智
力王，見是比丘病篤困苦，恐其
死沒，號泣墮淚。及諸妃、后八
萬婇女，并及國土城邑人民、太
子諸官軍眾將帥、守門防邏及以
奴婢、親從左右并餘大眾，見此
比丘，悉皆啼泣。 

比丘罹患惡瘡

時的眾人反

應。支謙一語

帶過，《月燈三

昧經》則詳

述。 

於時王臥，出夢中有天人來語王
言：「若欲愈是至誠意比丘病
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即愈
矣。」 

童子，時智力王先有親屬命終生
天，於王夢中現面勸化，而作是
言：「此比丘病，要須未交童女
新血洗之，亦用塗瘡。復取其肉
煮之為羹，以種種味而調和之，

王夢見天人教

導救治比丘之

法。《月燈三昧

                                                 
80

 如其原因，可能兩人的原始譯如相同，支謙省略譯出，或是兩人的底如原如就不同。如文

假定底如相近，仍以兩經對照為例。 

81
 《月燈三昧經》，T15, no. 639, p. 600, a19-24。後文長省略，皆如比丘身具何能，如何教化

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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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飯共食，乃可除差。若不得此
藥，定難可起。」 

經》詳述如何

烹調血肉的治

療方法，支謙

省略。 

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
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
勅問臣下：「何從得生人血肉？」 

爾時智力王見如是夢，覺已至
明。即從臥起入於後宮，集諸宮
人具說斯夢：「我見是事，誰能
施此病比丘藥？令我善知識說
善道者而得除愈。」 

王醒後的處理

方法 

時，王第一太子，字若羅衛（漢
言智止）。智止白王：「王莫悲、
莫愁、莫憂，人之血肉，最為賤
微，世人所重，道無所違。」王
答太子：「善哉，善哉！」太子
默然，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
肉及血，持送與比丘。 

童子，爾時一切內外宮人婇女都
無堪者。童子，爾時智意於父王
所聞是語已，知病比丘須如是
藥，聞已歡喜，身心踊悅。作是
思惟：如父所言，我今此身未曾
交合，施其尊者新血肉等，我於
宮內最為幼年，於此法師阿闍梨
所深生敬重，身口意淨，求無染
智，以身肉血，施無著法師。持
己身肉以種種味而調和之，我應
為此病比丘藥，令我大師病苦消
除，得起平復。爾時智意，即持
利刀深心住法，割身股肉，其瘡
血流。持此新肉調種種味而作羹
臛，以金椀盛取身上流血，即奉
王。勅喚病比丘來入宮內，於父
王前置席令坐。血洗瘡已，又用
塗之。復持此肉調以種種其餘勝
味而作美食。為獲福故奉施法
師。時彼比丘，不知不覺，不疑
有過，即便食之。 

為比丘治病。

《月燈三昧

經》詳述治病

過程及讓比丘

在不知情時服

用之理由。 

 

 

《月明菩薩經》 《月燈三昧經》 內容說明 

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安
隱。王聞比丘已得除愈，大歡喜
悅懌不能自勝，意存比丘，不復
念太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
心；太子亦自平復，便舉國財寶
賜與太子。 

是病比丘食此食時，患苦即除。
爾時法師病苦除已，身安快樂，
而為智力王說勝妙法，為求是三
昧故。令此宮內一萬三千諸婇女
等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結果。在比丘

康復後，《月明

菩薩經》寫國

王賞賜財寶給

太子。《月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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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經》則是比

丘為大眾說

法。 

 

除了布施血肉的人不同，其他故事細節亦與支謙所譯不同。此亦可能與支謙譯經習慣

有關。當時所譯經典，為了傳播需求，內容已有刪略，且布施血肉改成男子，亦與當

時風俗重男輕女有關，此可反映佛教傳入中國，與故有文化融合的痕跡。故與較完整

的《月燈三昧經》對照，細節自然略有不同。如：國王夜夢天人一段，《月燈三昧經》

中的天人，是國王死去的親屬，還告訴國王治病的步驟：需用童女之血洗瘡，再用血

塗瘡，之後再取其肉，加以百味調和，內敷外服後，即可治癒。治好比丘後，比丘還

為國王說法，使宮內諸婇女等皆發菩提心。 

最後的結果令人玩味：《月明菩薩經》只說國王賞賜財寶給太子，此是否依當時

風俗而做更改？因聽法的益處過於抽象，為使民眾容易接受，因而改成布施得財寶。

若是，此種譯經方式，可能使支謙招致改動經文的評價，如前述道安〈摩摩摩摩若摩

摩蜜經抄序〉：「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及僧叡〈思益經序〉：「是使宏標乖

於謬文」所言。 

此外，《月明菩薩經》於經末云至誠意比丘、智力王者及智止太子三人關係，《月

燈三昧經》則無此段： 

佛告月明童男：「爾時，至誠意比丘者，提和竭羅佛是；爾時，智力王者，今

彌勒菩薩是；時，智止太子，我身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饒益於世間不可計

量，積累功德欲度一切故，菩薩大士行皆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度世苦

者，當發無上正真道意，誦習是三昧。」佛說經已，莫不歡喜，作禮而去。82
 

其個人事蹟、前生與今生身分對照，簡要表列如下：  

前生身分 個人事蹟 今生身分 

至誠意比丘 

能說法使人歡喜，某日，大腿上長了一

個惡瘡，全國上下的醫生皆束手無策。

後來是智止太子救了他。 

提和竭摩佛 

                                                 
82

 《月明菩薩經》，T03, no. 169, p. 411, c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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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王者 

智力王者喜歡聽至誠意比丘講經，在比

丘生病時，極為憂慮。某日晚上夜夢天

人告訴他，若要治癒比丘，則需用人之

血肉。夢醒後，詢問臣下如何獲得。 

彌勒菩薩 

智止太子 

智力王者的兒子智止太子，告訴父親，

對世俗來說，甚為重要的血肉，對他來

說亦是可布施之物，故他回房取肉及

血，送予至誠意比丘服下，不僅比丘之

瘡立即除癒，太子的傷口亦恢復如故。 

如來 

支謙翻譯去繁取易，仍兼顧完整性，如加上本段敘述，則全經結構完整，即有說法因

緣、地點、人物、說法內容、例證、結果。可謂支謙譯經之特色。 

不管論者對支謙譯經特色是褒是貶，仍不可一筆抹煞支謙的譯經功勞，畢竟在

當時譯經條件匱乏的情況下，只憑個人一己熱情，要翻譯為數眾多的經典，雖有吳主

支持，仍有其困難。再加上當時佛教傳播的背景，亦不如後代盛行，此由支謙在吳地

譯經三十餘年，正史卻略而不記，可見一斑。即使道安、僧叡、僧肇不認同其譯辭文

麗，若由支謙在佛典翻譯初期的貢獻而言，仍是瑕不掩瑜。 

四、結語  

本文題目為「論支謙譯經背景與特色」，除敘述支謙生平外，於注中亦考證了支

謙生卒年可能範圍。本文據文獻所云「吳主孫亮」在支謙六十歲卒後，曾有書信表達

對支謙的哀悼之情，又其在位僅僅六年，故回推支謙生年時間，可能為漢獻帝興平三

年至建安四年（195~199）年期間；卒年則推為孫亮五鳳元年至太平三年（254~258）

之間。 

支謙入吳前，佛教傳播多局限於北方，著名翻譯家為支婁迦讖、安世高，對支

謙譯經有啟迪之功。支謙避難入吳，受孫權賞識，進而支持其譯經事業，孫權對東吳

佛傳播具有關鍵影響，建安二十五年於武昌即興建了昌樂院，較康僧會入吳建寺早了

近三十年；赤烏年間亦是南方佛教興盛的轉捩點。故支謙在吳地譯經三十餘年，亦見

證東吳佛教，漸漸產生影響力的過程。 

支謙所譯經典，文句符合漢地語法，於傳播上大有助益，僧祐、慧皎、法雲皆

認為支謙所譯內容，能確實傳達聖意。而道安、僧叡、僧肇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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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修飾，則有礙經義之傳達。本文以支謙所譯經與異譯本對照，如改譯前人《道行

般若經》為《大明度經》；《月明菩薩經》與後出《月燈三昧經》卷八前半對照，明支

謙譯經特色有三：一為喜用意譯。二為概括、修飾文句，務求雅達，以符合漢地語法。

三為去繁取易。 

從支謙譯經背景與特色而言，在佛教傳播史上，支謙仍佔有一席之位，所持理

由歸納如下： 

（一）以佛教傳播情況而論：支謙在孫權支持下，持續譯經三十餘年，他將佛

法由北方介紹至南方，其傳教之功，不容抹滅。 

（二）以譯經特色而言：支謙翻譯佛經，以信眾易於閱讀為出發點，故其譯經

意譯多於音譯，去掉繁雜的內容，概括並將胡化語句改成流暢漢文。雖仍有不足之處，

然亦提供後代譯經師，選擇「文」或「質」不同的思考方向，對譯經之發展，大有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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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尤娜∗
 

 

摘要  

天竺「禪法」東傳漢地後，發展成深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禪宗」甚至被現

代學者視作「漢傳佛教」的代表。雖然禪學在魏晉之前即傳入中國，在禪宗傳承系譜

上，梁武帝時期東來的「達摩」仍被後來禪宗各支派肯認為「中土初祖」。達摩「如

何」以及「為何」成為禪宗初祖，歷來學者多有論述，筆者本文旨在了解南北朝禪學

發展的文化語境──亦即，是否可能藉助五~六世紀的漢語文獻，觀察當時天竺與中

國禪的「實踐」與演變情況？ 

筆者的問題意識在於：在達摩前後，哪些「漢語文獻」提供了天竺禪或中國禪的

經驗描述？換言之，在五~六世紀的漢語文獻中，是否有較具體或第一手的「天竺」

禪修記錄？以讓志於「習禪」的漢僧，對於「坐禪方便」及「悟者境界」有更多觀想

基礎；進而「同中取異」，建構漢地禪學的獨特性？為更全面檢視禪法初傳漢地之發

展及其文化語境，本文擬從兩個方向交叉考察四份文獻：一以「西行求法」為中心，

環繞法顯，考察其時天竺「坐禪」見聞及漢地「習禪」經驗；二以「東來傳禪」為中

心，環繞達摩，考察二筆文學傳說及一篇敦煌文獻，以理解達摩形象及其「傳禪」論

述。這四份文獻是《佛國記》、《高僧傳》、《洛陽伽藍記》及《二入四行論》。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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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不重歷史記錄的特性，突顯法顯天竺見聞之無可取代性。因此中世紀天

竺的禪修實踐方面，最重要的文獻即法顯《佛國記》（約 A.D.416年），其中有珍貴的

五世紀初天竺「坐禪」見聞。中土方面，慧皎《高僧傳》（約 A.D.519年） 將「習禪」

獨立成科，記載二十多位習禪高僧的重要事蹟，有助於建構六世紀漢地僧人的禪修景

像；其中「與法顯俱遊西域」的〈慧嵬傳〉，尚可與「譯經」〈智嚴傳〉、〈寶雲傳〉互

文參看，了解當時西行求法漢僧如何刻意「習禪」。而關於東來「傳禪」的初祖達摩，

最初如何被漢人觀看、記錄？泪前最早而片斷的文獻，見諸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約 A.D. 547年），文中記載這位「遊歷諸國」的胡僧，曾讚歎洛陽永寧寺之精麗。

最後，敦煌文獻《二入四行論》（約西元 585年），包含精簡的「達摩小傳」及達摩「傳

禪」心要，乃最早的禪宗語錄。 

交叉考查這四份文獻，發現天竺坐禪、中土習禪與達摩傳禪之間，具有傳承演變

之內在關聯性。東晉法顯所見天竺「坐禪」，多與「誦經」並重；南朝慧皎所記漢僧

「習禪」實踐，以「禪定」為主，神異為輔。北朝楊炫之《洛陽伽籃記》記達摩對中

原寺院文化之觀察。敦煌文獻《二入四行論》透露達摩「傳禪」因應漢地文化特性，

調合禪理和禪行，使「禪宗」逐漸發展出漢傳佛教的特殊風貌。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菩提達摩、《佛國記》、《高僧傳》、《洛陽伽藍記》、《二入四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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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禪法」隨著佛法傳入中國，經過累積演化，逐漸發展出獨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

派，「禪宗」甚至被視為中國佛教的代表。敦煌文獻未出土之前，人們想像和書寫禪

的歷史及人物，多賴十一世紀的禪宗燈史燈錄；達摩作為中國禪宗初祖的共識，主要

由道原《景德傳燈錄》（1004），及契嵩《傳法正宗記》（1058） 二書「入藏」確立1。

當敦煌文書與早期燈史如《祖堂集》出土，禪學研究有了較大的轉向，胡適以其明確

且簡單的史學信念──「時間性與真實性等值」2，質疑宋代燈史的神話虛構性與歷

史真實性，提倡運用早期僧傳與新出土文獻，開創「重寫」禪史敘述的新風氣3。 

研究禪法在漢地之流傳，學者逐漸關注早期「僧傳」之重要性。冉雲華針對八○

年代學界「早期禪史與唐代以下的五家七宗，全無關係」之說，提出：研究早期中國

禪史，敦煌文獻固然比「燈錄」可靠，但更應以梁《高僧傳》和唐《續高僧傳》為「最

基本資料」4。據其研究，小乘禪法在公元二世紀被引介入華；大乘禪法傳譯則始於

三世紀；五世紀有大量禪學典籍譯出。五世紀末到七世紀中葉，則是禪法實質性發展

時期──由個人獨習變為集體努力，漢語禪典創作取代譯本，重視師承，形成宗派等

等。 

雖然菩提達摩來華之前，禪學在漢地已有一定基礎5
 ，然而在禪宗的傳承系譜

                                                 
1 清思道原承《寶林傳》撰《景德傳燈錄》，在 A.D.1004年。雲門宗佛日契嵩《傳法正宗記》

卷五詳述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事蹟，內容大半承襲《景德傳燈錄》，作部份修訂與

推衍。契嵩主動上書仁宗（約在嘉祐三年，A.D.1058），積極請求將《傳法正宗記》、《定祖

圖》、《輔教編》三書入藏，仁宗大為激賞，並傳諸宰相韓琦歐陽脩等詳讀。參見龔雋，〈唐

宋佛教史傳中的禪師想像──比較僧傳與燈錄有禪師傳的書寫〉，《佛學研究中身學報》，第

十期，2005。頁 170。 

2
 意指「越早的資料總是越真實」。參見龔雋，〈唐宋佛教史傳中的禪師想像──比較僧傳與

燈錄有禪師傳的書寫〉，《佛學研究中身學報》，第十期，2005。頁 156。 

3
 胡適〈禪宗史的真歷史與假歷史〉將五代以降的燈史一律視作假史料，中應用早期「僧傳」

或敦煌文書加作比對說明。見《胡適學中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4 冉雲華，〈中國早期禪法的流傳和特點──慧皎、道宣所著「習禪篇」研究〉，華崗佛學學

報第七期，1984，台北：中華學中院佛學研究所，頁 63-99。 

5 巴宙，〈禪宗與菩提達摩〉，張曼濤主編，《禪宗史實考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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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達摩仍被後來各支派肯認為「中土初祖」。關於菩提達摩「如何」以及「為何」

成為禪宗初祖，歷來禪宗學者多有論述，6
 筆者更好奇的是：達摩其時的禪學文化語

境──亦即，是否能從五世紀及六世紀的中國文獻中，觀察當時天竺與中國的禪學情

況？換言之，是否能找到達摩時代的天竺禪學記錄？這些記錄是否帶給中國禪僧「想

像悟者」的基礎，讓中土僧人進一步「同中取異」，建構漢地禪學的獨特性？在達摩

時代前後，中土方面有哪些禪學敘述，提供吾人了解達摩禪法的文化語境？ 

循此，五、六世紀關於天竺禪法修學方面的漢文記錄，應有其特殊價值。天竺禪

法方面，中國第一位天竺求法高僧法顯《佛國記》（約完成於 A.D.416年），提供彌足

珍貴的五世紀初天竺禪法報導。中土習禪方面，慧皎《高僧傳》（約 A.D.519 年）將

「習禪」獨立成科，記載並論述二十多位習禪高僧。而關於達摩最早的片斷層記載，

見諸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A.D. 547年），自云遊歷諸國，讚嘆洛陽永寧寺的精

麗是「閻浮所無為」「極佛境界亦未有此」。稍後是敦煌出土、署名達摩弟子曇林所錄

《二入四行論》（約 A.D.585 年），其〈序〉200 餘字可謂「達摩小傳」，提供更立體

的達摩形象，包括達摩的身世、泛海東來初衷、當時中土的禪學條件、二位弟子之名、

傳禪因緣等；而正文關於「二入四行」的習禪論述，是最早的達摩語錄，也是珍貴的

早期禪典。本文希望從此四份文獻，探究天竺坐禪、中土習禪與達摩傳禪之間的關連

與發展。 

二、《佛國記》「天竺禪」見聞報導與「壁觀」意象  

法顯於弘始元年（A.D.399）以六十歲高齡從長安出發，誓志前往天竺求取漢地

殘缺的「戒律」。陸去海還，共經歷三十餘國、十五年時空。出發時有四位「同契」

共行，然種種險難致使「同行分披」：「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最後隻身歸返漢地。

譯經之餘，因應漢地閱聽者請求，將佛國見聞的始末，「書於竹帛，欲令賢者同其聞

                                                 
6
 以黃偉雄的研究為例，他依據胡適和印順法師研究，從三個條件分別探討達摩作為禪宗初

祖的合理性：第一，達摩是第一個把禪法傳到中國的人；或第二，中國禪宗的禪法是達摩

獨創的禪法，有別於印度，且為中國禪宗一脈相傳；或第三，在中國禪宗傳承中，在系譜

上，達摩是第一個開宗立派的祖師，且被禪宗歷代支派所共同承認。據其研究，前二個條

件都無歷史之充份證據，唯第三個條件亦須稍作修改為「在中國禪宗的系譜傳承上，菩提

達摩被歷代各支派的宗師所共同承認是第一個開宗立派的祖師，「然他不一定真的是第一

個開宗立派的祖師。」 參見黃偉雄，〈菩提達摩在中國禪宗史的地位〉，《國際佛學研究院》，

第二期，1992.12，特別是頁 12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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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即今傳世的《佛國記》，又名《法顯傳》7。 

《佛國記》篇幅不長，約萬餘字；然地理空間卻廣及五世紀中亞、印度、南洋等

地，文化議題復廣涉宗教、史地、海陸交通各層面，作為「文獻學」上的高度價值自

十九世紀中以降持續受到中外學者密切關注8
 。由於法顯西行主要發心在於求取「漢

地所闕戒律」，泪前研究者多半關注於他攜歸的經律之價值9。不過筆者發現，在這份

文獻中，不但有一些關於「天竺禪」的實際見聞記錄；甚且，與法顯一同啟程的「同

志」之一慧嵬，被慧皎《高僧傳》收錄於「習禪」題下。《佛國記》的天竺禪見聞，

以及《高僧傳》的相關「習禪」敘述，透露了早期禪宗的若干訊息。箇中似有微妙「禪

意」值得吾人深究。10
 

                                                 
7
 《佛國記》歷來有多種別稱，如《法顯行傳》、《法顯自記遊天竺記》，乃至《法顯傳》等種

種異名。此書在歷代的名稱與辨異，可參見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以及郭鵬〈法顯與《歷

遊天竺記傳》頁 201-205；及劉寧，〈法顯與《法顯行傳》〉，唐都學「，第 26卷第 1期，2010，

1月，頁 81-85。 

8
 關於法顯《佛國記》在十九世紀如何受到中外史地、歷史、宗教學者之重視，可參見拙文

二篇〈法顯《佛國記》在歐洲的傳譯：以英譯為中身〉，收在《圓光佛學學報》第 22 期，

2013.12。頁 89-142；及〈德國胡海燕博士三篇法顯研究的中譯〉，收在《圓光佛學學報》第

23期，2014.06。頁 141-138。 

9
 以 2005年《戒幢佛學》第 3卷（頁 1-145）所錄法顯專題為例，在 15篇論文中，至少有 8

篇主題為法顯攜歸經律：1 楊曾文，〈東晉佛教翻譯家法顯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2

樓宇烈，〈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與佛性說的傳播；3 馮達文，〈《大般泥洹經》的佛性

論略述──從松本史朗對如來藏思想的批判談起〉；4 惠敏，〈〝摩訶僧祇律私記〞與法顯之

律學背景〉；5 黃夏年，〈法顯．《摩訶僧祇律》．佛陀跋陀羅──紀念法顯登陸青州 1200周

年〉；6 張風雷，〈法顯攜歸之《大般泥洹經》的譯出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7

呂有祥，〈略說法顯譯《雜藏經》中的倫理觀及其意義〉及 8馮煥珍，〈《大般泥洹經》的傳

譯其與北本《涅槃經》的異同問題〉）。參見《戒幢佛學》，戒幢佛學研究所編，長沙（岳麓

書社），2005年，卷 3。（1989法顯研討會集結）。 

10
 本文在會議上宣讀之後，講評老師果暉法師曾提醒筆者：《佛國記》所記見聞乃以印度為主，

那麼用來作為漢地禪學論述是否有其適切性？另外，與會前輩亦有提問：以這四份文獻論

述漢地禪學，其代表性是否充份？何以身《六祖壇經》中取這四份史料性恐有爭議的文獻？

兩位老師的提醒對筆者有很大警惕之用，此蓋筆者未細身闡述者。不過，如本文題目所示，

筆者本文希望聚焦於漢地「最初始」的坐禪習禪相關記錄，故文獻限定於南北朝時期。此

間的相關禪學記錄相對於唐代無疑是較為零散且傳說性質濃重的。然中筆者希望從「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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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國記》所記天竺禪法與壁觀意象 

首先觀察法顯的天竺禪法見聞。「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

青州。」法顯總述十五年西域佛國經驗時，對五世紀初「天竺禪法」有哪些記錄？ 經

筆者檢索，《佛國記》中與「禪」相關的敘述，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關乎天竺其時其地的「禪修」記錄，得三筆──其中第一則明顯記錄中天

竺摩頭羅國「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及誦經、坐禪」，提供了中國北方禪法「禪誦」

並重的依據。 

第二，關乎佛陀的「坐禪」記錄得七條──深見「禪坐」在佛陀修道過程及成道

後遊化說法的重要地位。 

第三，有兩則敘述似能提供讀者對達摩「壁觀」禪法的想像線索。限於篇幅，《佛

國記》這三種「禪」訊息的原文，參見文末「附錄二」。這裡僅就第一點和第三點作

代表性說明。 

首先，法顯關於天竺禪法的描述，出現於進入中天竺的第一個國家「摩頭羅國」。

嚴格言之，法顯對於摩頭羅國的禪法描述，僅有一句：「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及誦

經、坐禪」。不過，這簡約的一句已具體透露了兩個重要訊息：「禪法」在天竺是共外

道所修，而中天竺眾僧的「坐禪」，乃與「誦經」並重；再者，僧人平時則「常以作

功德為業」：致力於為檀越說法或祈福等「惡盡」（功）、「善泪」（德）的造作（業）。 

從是（摩頭羅）以南名為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

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

羅。…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為眾僧起精舍。供給田宅、園圃、

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至今不絕。眾僧住止房舍、

床蓐、飲食、衣服都無闕乏。處處皆爾。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眾僧常以作功德為業，，，，及誦經及誦經及誦經及誦經、、、、坐禪坐禪坐禪坐禪。。。。

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缽，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復

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T51, no. 2085, pp.858a11-859b19） 

11
 

                                                                                                                                        

處──包括印度本土及東來傳禪胡僧──著手，此需深借法顯天竺親見實錄，以及相關西

行求法同契智嚴寶雲等高僧之習禪經驗。可身筆者本文在論述未能周詳，亦無法充份闡述

《佛國記》在初期禪學文獻上的重要性。 

11
 本文所引《佛國記》、《高僧傳》及《續高僧傳》文句，主要依據《大正新脩大藏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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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筆者以「禪」細讀《佛國記》，意外發現「壁」「觀」兩字出現於伽耶城

同一段落，不禁令人由此推想達摩的「壁觀」法門內涵；特別值得再留意的是，這乃

是對佛陀「成道」過程的細膩描述： 

從此（伽耶城佛食糜處石）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加趺坐。

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石壁石壁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

佛成道已，七日觀樹觀樹觀樹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T51, no. 

2085, pp.863a29-863b18） 

筆者將這段文字簡化為：「佛成道見石壁壁壁壁佛影；觀觀觀觀樹受解脫樂」。佛陀未成道前

結跏趺坐（禪坐），曾經心作一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天神即以「石壁現佛影」

的方式回應驗證佛陀「成就佛道」。此外，成道之後，七日「觀樹」，得到的是「解脫」

之樂。結合看之，「壁上佛影」與「觀樹得樂」，12這是否正是「禪定得道」的一種形

相與心相？是否可以作為理解達摩九年「面壁」的一種徑路？又是否是所謂達摩禪法

最終意欲企及的一種「悟」境？ 

（二）《佛國記》之求法漢僧的習禪經驗 

接著觀察《佛國記》提及的西行求法高僧之習禪經驗。與法顯一同出發的求法同

志中，慧嵬最值得注意。他後來被慧皎《高僧傳》定位在「習禪」人物。《佛國記》

開宗明義云：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元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

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T51n2085, p.857a06） 

                                                                                                                                        

法顯《佛國記》，T51, no. 2085。僧祐《高僧傳》，T50, no. 2059。道宣《續高僧傳》，T50, no. 

2060。中《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依《卍續藏》，T 63, no. 1217。不過，敦煌

文獻曇林《二入四行論》主要依據弘學、浦正信整理。《菩提達摩禪師──少室四論》。成

都：巴蜀書社，2006。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則依楊勇著，《洛陽伽藍記校箋》，台北：

正文書局，1982。另外，亦參考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湯用

彤校注《高僧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一版二刷）。為方便說明，筆者會於引文重

要文句以粗體、底線、加框、陰影等方式作標示。 

12
 筆者按：講評老師果暉法師建議筆者研閱《妙法蓮華經》，其中對「觀樹受解脫樂」有更多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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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同行僧人中，有三位「或留或亡」，皆未能同返漢地；亦不見於其他經錄：

慧應在（今巴基斯坦）弗羅沙國佛缽寺無常；慧景在小雪山亡命；道整是法顯抵達中

天竺的唯一道友，但誓願「終不生邊地」。反倒是中途因求行資「返向高昌」的慧嵬，

得慧皎《高僧傳》記載；所記重點偏在於其「求法之前」的「戒行禪業」（詳後），最

後以「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作結。 

那麼慧嵬「求法之後」的「戒行禪業」如何？有無相關線索可資參照？依《佛國

記》，與法顯相遇於敦煌的「智嚴」，為了尋求度越沙河的行資，曾與慧嵬同返高昌：  

（乾歸國）夏坐訖，前至褥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 

張掖王慇勤遂留為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

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

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暠供給

度沙河。……（T51n2085, pp.857a09-15） 

焉夷國人不修禮儀，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

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于闐）。……（T51n2085, pp.857a28-b02） 

既過（于闐）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罽賓罽賓罽賓。（T51n2085,pp.857c02-03） 

智嚴後亦見諸慧皎《高僧傳》（以下簡稱慧皎《僧傳》）「譯經」篇。法顯在敦煌

遇到五位「同志」，其中有兩位後來並未西行進入北天竺，而是南行前往罽賓，其一

是僧韶，從于闐隨胡道人前往罽賓；其二是與慧嵬同返高昌的智嚴。慧嵬北返後不再

見載於《佛國記》；慧皎《僧傳》云「不知所終」。由於他最後身影是與智嚴同行，故

智嚴後來的「習禪」記錄，或可視作法顯為我們預留的一條線索。 

根據慧皎《僧傳》「譯經」〈智嚴傳〉，智嚴年少出家，精勤學佛；立志博事名師，

廣求經誥。後「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先在摩天陀羅精舍深研禪法三年；受到當地

禪師器重。學成之後，特邀「彼國禪匠」東來漢地──此即後來譯出《達摩多羅禪經》

的佛陀跋陀羅：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

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

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深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

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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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佛馱跋陀羅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土。跋陀嘉其

懇至，遠共東行。於是踰沙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

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憇於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學。晉義羲

十三年（417），宋武帝西伐長安…王恢延請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愛虛靖，

志避諠塵，恢乃為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T50, no. 2059, 

pp.339a29-c17） 

綜合《佛國記》及《僧傳》所載，智嚴與慧嵬返向昌之後，「周流西國，進到罽

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具體成效為「漸深三年，功踰十載」、

「禪思有緒」。智嚴先隨佛馱先習禪，後邀佛馱跋陀羅東到長安傳禪；佛馱跋陀羅被

擯後，智嚴仍以習禪為務，並多有神跡。由於罽賓流行的禪法屬於小乘說一切有部，

似可推測智嚴、慧嵬所習之禪法偏重於小乘禪法13
 。 

再者，根據慧皎《僧傳．譯經》，緊接在〈智嚴傳〉後的，即是〈寶雲傳〉。《佛

國記》云：「寶雲、僧景只供養（弗樓沙國）佛鉢便還」，指寶雲足跡止於北印度，並

未前進中天竺。不過，根據《僧傳》〈譯經〉，寶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

字詁訓，悉已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進道。」禪師被擯時，「徒眾悉

同其咎，雲亦奔散。」可幸廬山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致力於

譯經，被譽為「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T50, no. 2059, 

pp.339c18-a14）。綜上所述，可見《佛國記》裡僧韶、慧嵬、智嚴、寶雲四人皆曾刻

意「習禪」，特別是智嚴和寶雲更多年實際事師罽賓禪師佛馱跋陀；甚至因為緊密的

師徒關係而共同被擯出長安。而從這個「隨師被擯」的共同經歷，可以推測：當時長

安所流行之禪法，可能與智嚴、寶雲所學習的禪法不同，甚至不被認同。 

最後，再追索對寶雲「友而善之」的慧觀。根據《僧傳》〈義解〉，慧觀參訪過廬

山慧遠和長安羅什，亦長隨佛陀跋陀羅，南下廬山，東行建業，對劉宋時禪法的江東

發展多有貢獻14
 。道宣《續高僧傳》〈習禪總論〉論羅什時代中國禪法發展，云：「自

                                                 
13 參見董群〈道宣所揭示的──中國佛教之禪觀〉，收在《佛藏》第 12 期（1999 年 4 月）。

值得稍作說明是，《佛藏》第 12期以「中國佛教禪觀的本質」為標題，收錄六篇禪學論文：

1. 宏印法師講，中妙嘉整理〈漫談中國佛教禪觀〉；2. 惠空法師〈中國佛教禪觀的本質與

特色〉；3. 董群〈道宣所揭示的──中國佛教之禪觀〉；4. 華方田〈試論中國佛教禪定的特

質〉；5. 胡曉光〈略論中國禪觀之本質〉；6. 黃春和〈中國佛教禪宗的特質〉。 

14
 參見董群〈道宣所揭示的──中國佛教之禪觀〉，收在《佛藏》第 12期（199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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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道融、厲精於准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山棲結眾，

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僧群顯異。」（T50, no. 2060, p.595c26）從這段文字可知，

羅什之後，淮北、江東各有禪法中心；並發展出「獨往孤征」及「山棲結眾」兩種禪

修方式。曇影、道融為羅什弟子，在淮北修禪、傳禪；慧遠在廬山接納了被逐的佛陀

跋陀羅，助其譯出《達摩多羅禪經》，為之作〈序〉，強調禪法之師承15。總之，從《佛

國記》及《僧傳》所述慧嵬的習禪經驗，以及智嚴、寶雲、慧觀等人學弘罽賓禪法，

似可推測五世紀西域及江東的禪法極重視「小乘」禪法之傳承。 

三、《高僧傳．習禪》的禪戒誦經與神異感應  

《高僧傳》為律學沙門慧皎（約 A.D.497-554）所作，約完成於梁天監十八年（A.D. 

519）。慧皎另有《涅槃疏》十卷及《梵網戒疏》16
 。《高僧傳》共十四卷，書末第十

四卷為〈敘錄〉，前十三卷取中外古今 500多位僧人分十科立傳：譯經（卷 1-3）、義

解（卷 4-8）、神異（卷 9-10）、習禪、明律（合在卷 11）、亡身、誦經（合於卷 12）、

興福、經師及唱導（合於卷 13）。這種書寫體例成為後來僧傳的範式。美國學者柯嘉

豪認為十科可歸納成三種典範：苦行（Asceticism），神異（Thaumaturgy），義學

（Scholarship），每一種典型都意圖助漢地僧人達成宗教修行泪標。17
  

「習禪」為第四科，正傳 21位，附見 11位。慧皎敘述「習禪」高僧，大抵有一

定的敘述模式：出生地，習禪，神通，特別是臨終神通。或有交遊，或有弟子傳承事。

就地域言之，傳主多為北方人，只有二位吳地二位蜀地人。每位篇幅不長，甚有三位

在百字以下（如釋賢護、釋法緒、釋僧從約 80字），唯釋玄高例外，長達 2200多字。

就傳主生平事蹟而言，〈習禪〉高僧幾乎皆有「神通感應」之事蹟，特別是臨終祥瑞

感應，此處僅舉證說明。 

（一）慧皎《高僧傳．習禪》「禪、戒、誦」並重現象：以慧嵬為例 

首先，以見諸《佛國記》的釋慧嵬為例，說明慧皎《僧傳》的「習傳」敘述模式

                                                 
15

 見〈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收在《出三藏記集》卷九。《大正新脩大藏經》T.55n.2145, 

60c18。 

16
 慧皎生平鮮為人知，其生平及撰寫《高僧傳》的觀點立場，可參見紀贇，《慧皎《高僧傳》

研究》，江蘇：上海古籍，2009。頁 22-41。 

17 參見美國學者 John Kieschnick（柯嘉豪），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高僧傳》研究），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南北朝時期坐禪、習禪及傳禪敘述：以《佛國記》、 

《高僧傳》、《洛陽伽藍記》及《二入四行論》為線索 

 

 

231 

與要點。為說明方便，錄全文如下：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戒行澄潔戒行澄潔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栖處山谷栖處山谷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禪定之業禪定之業禪定之業。 

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

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

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 

後又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

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嵬執志貞確一心

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陵雲而逝。顧而歎曰。

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

不知所終。（T50, no. 2059, pp.396b18-c03） 

這段傳文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敘述架構而言，慧嵬傳文只以兩件「試

驗」作為主體，約 200字，前後分別以 24字敘出生及習禪；及 18字述與法顯遊西域。

明顯著重其「禪修成效」描述，特別是為無頭鬼無腹鬼說法、對天女見試明示「心若

死灰」境界。這二種試煉代表的是禪修所達到的「定果」，一方面作為敘述主線，貫

穿「習禪」各篇，顯其生命美學；另方面，也使人聯想起《佛國記》裡佛陀初成道時，

「石壁佛影、七日觀樹」那個段落裡出現的一連串「試驗」18
 。 

第二，是「戒行澄潔」這四字。這四個字代表性地說明：除了禪定，「戒律」是

修禪的重心（或前提）。在「戒行」方面，〈習禪〉高僧相對於其他科類，特別著重僧

人之「蔬食」記錄。此外，「蔬食誦經」常連言出現，例如： 

竺僧顯：貞節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蔬食誦經，業禪為務蔬食誦經，業禪為務蔬食誦經，業禪為務。常處山林，頭陀人外。 

                                                 
18 法顯原文如下（中本文附錄二「佛陀坐禪」第五則）：「從此（佛食靡處石）東北行半由延，

到一石窟。菩中入中西向結加趺坐。身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中有佛影現，

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

此西南行，減半由延，到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中，中便在

前唱導，導引中去。菩中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中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

青雀飛來，繞菩中三匝中去。菩中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中坐。時魔王遣三玉女

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中以足指案地，魔兵退散，三女變成老母。…」（T51, no. 2085, 

pp.863a29-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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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曇蘭：蔬食樂禪，誦經蔬食樂禪，誦經蔬食樂禪，誦經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 

釋法緒：德行清謹，蔬食修禪。誦蔬食修禪。誦蔬食修禪。誦蔬食修禪。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且禪且誦且禪且誦且禪且誦。 

釋慧通：蔬食持咒，誦蔬食持咒，誦蔬食持咒，誦蔬食持咒，誦增一阿含經經經經。 

釋淨度：少愛遊獵…心悟，出家蔬食，誦經蔬食，誦經蔬食，誦經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坐禪習誦坐禪習誦坐禪習誦。 

釋僧從：稟性虛靜，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榖，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

休強，禮誦無輟。 

釋法成：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為務隱居巖穴，習禪為務隱居巖穴，習禪為務隱居巖穴，習禪為務。常誦誦誦誦寶

積經經經經。 

釋法晤：不食粳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誦誦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

澤，不避虎兕。 

釋僧審：誦誦誦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非禪不智，非禪不智，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專志禪那專志禪那專志禪那。 

釋曇超：蔬食布衣，一中而已。獨宿樹下，虎兕不傷。……轉轉轉轉海龍王經經經經 

竺曇猷：少苦行，習禪定習禪定習禪定習禪定，乞食坐禪乞食坐禪乞食坐禪乞食坐禪。石室坐禪坐禪坐禪坐禪，有猛虎數十蹲難猷前，猷誦經誦經誦經誦經如故。 

釋賢護：常習禪定常習禪定常習禪定常習禪定為業，又善律行律行律行律行，纖毫無犯。 

上述蔬食誦經之強調，亦頻見於《僧傳》的〈明律〉及〈誦經〉二科高僧，前者

正傳 13人；後者正傳 21人，亦多有持戒及誦經方面的神異感通事蹟。 

最後，值得稍作說明的是，慧皎《僧傳》對習禪高僧強調了「持戒」、「蔬食」與

「誦經」並重的現象，令人想到唐代道宣律師《續高僧傳》裡達摩付囑慧可《楞伽經》

事。根據〈慧可傳〉： 

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經》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

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

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

一何可悲！（T50, n.2060, pp.551c27-552c24） 

達摩觀察漢地眾生因緣，抉擇的經典是《楞伽經》，深心付囑慧可。詳讀四卷《楞

伽經》，發現經文最後正是制「斷肉」之戒19。從這個囑付傳授裡，可以看出達摩禪

                                                 
19

 「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方便一切悉斷。

大慧！如來應供正等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眾生猶

如一子， 是故不聽令食子肉。」參見太虛大師講述，《楞枷經義疏》，台北：身團法人佛陀

教育基金會，1991。頁 333。筆者按：本文發表時講評法師果暉法師曾提醒筆者，後期印

度如來藏經典多有「斷肉」之嚴格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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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但重視經典誦持，並且可能更以其抉擇的經典，傳達「戒律」在禪修中重要性與

必要性。而慧可早在當時便預見了「戒」、「慧」在漢地禪學發展中，將逐漸「變成名

相」了！ 

（二）慧皎《高僧傳‧習禪》之旨趣與神通感應論述 

《高僧傳》的「習禪」篇繼譯經、義解、神異三科之後，列為第四科，與第五科

「明律」合為第十一卷；而後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此五科才占二卷。筆

者以為，這十科的排列方式頗有慧皎個人的價值判斷，頗不同流俗。當時寶唱《名僧

傳》以慧→戒→定的重要性，安立法師（外國譯經師與中國義解師）→律師→禪師（外

國禪師與中土禪師），而後才是「神力」。唐代道宣律師所著《續高僧傳》則將慧皎第

三科「神異」改為「感應」，並往後置於第六科。 

「習禪」科特色何在？根據慧皎《僧傳．序錄》所說，「靖念安禪，功德森茂；

歌誦法言，幽顯含慶」，通感能適化彊暴： 

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

弘贊毘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

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

功在三業。（T50, n.2059, pp.419a07-a09） 

「習禪」科名亦頗饒趣味。相對於寶唱《名僧傳》以名詞為科判，稱「法師」、「律

師」、「禪師」，慧皎似乎刻意以「動詞」來強調高僧的動態生命：「譯經」、「義解」、「習

禪」、「明律」、「誦經」、「興福」──其中尤以「習禪」的「習」特具意味，因為，它

輕易讀者生起一種「愉悅」的生命美感，即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那個文化傳

統發生共感。慧皎所收「習」禪僧皆出生於「中土」，不同於《名僧傳》含「天竺禪

師」；換言之，每一位中土「習禪」高僧都為讀者例示了他們的「禪學」過程與方法。  

而「神通」不但是各科「高僧」共具的宗教體驗；更是中土「習禪」高僧共享的

禪定自在。慧皎將「神異」置於第三，似有統攝「習禪」以下諸法門修行成果的深意

──雖然神通並非修行的終極關懷，但天人感應或物我感通仍是漢人文化的共同圖

騰。在《高僧傳．習禪》篇末「總論」，慧皎說「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

藉定方成」，明言神通的基礎及修行的入門，在於「禪定」；並引《大智論》「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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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喻，謂「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眾生」，盛讚「禪定為用大矣！」20
 

更是總結性地突顯習禪與神通之密切關係。 

四、楊衒之《洛陽伽籃記》的達摩敘述與「禪、誦」並重  

《洛陽伽籃記》是東魏官員楊衒之所撰。依作者自序，在洛陽任職期間，他躬逢

佛法之盛，親覽京城表裡千餘寺院。政權更迭，不僅都城北遷，諸寺僧尼亦隨散離。

當他因為「行役，重覽洛陽」，往昔華麗的城郭宮室寺觀廟塔，在十五年內，全然崩

毀傾覆化為荒原一片。「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21
 這種「為使後世知情」的創作心

理，與法顯「欲令賢者同其聞見」（T51,n2085, p.866b23）故而「書之竹帛」的情懷，

亦見相通處。 

此書《隋書．經籍志》列在史部地理類；《新唐書．藝文志》則列入子部道家類。

《續高僧傳》作者道宣律師以為此書意在刺「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不能體恤庶民」：

「楊衒之見寺字壯麗，拱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

恤眾庶也。」（《廣弘明集．滯惑》）在禪宗史上，此書意義重大，因為正是此書，使

「初祖達摩」正式以真實人物，現身歷史舞台。書中兩處提及達摩，雖然篇幅有限。

除了達摩的片段記載，此書亦略述六世紀中葉北方禪法概況，有助於了解達摩遊化北

魏時的禪法語境。 

（一）楊衒之《洛陽伽籃記》達摩敘述──以曇林「達摩小傳」互參 

禪宗初祖「菩提達摩」之名，首見於楊衒之《洛陽伽籃記》。就可靠版本看來，

                                                 
20 原文如下。《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以靜為基。《大智

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力氣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

得其力中，還化眾生。（T50, n.2059, pp.400b19-b25） 

 

 
21

 關於楊衒之創作《洛陽伽籃記》因緣，見其書前〈序〉：「暨永熙多難（534），皇輿遷鄴，

諸寺僧尼，亦與時徒。至武定五年（547），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

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

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

周室！京城表裡，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鍾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

楊勇著，《洛陽伽藍記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8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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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則關乎達摩的文字，楊衒之都列在「正文」，而非小注。22
 就語境脈絡而言，達摩

所在的現場乃「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的洛陽第一大寺，楊衒之藉這位「歷涉諸國，

靡不周遍」的胡僧，盛讚胡太后所立的永寧寺： 

永寧寺，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所立也。…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

不可思議。……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

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是神功！」

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

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卷一，頁 13） 23
 

雖然只有短短 92字，若參以曇林《二入四行論．序》的「達摩小傳」（詳下節所

錄），可發現其中有豐富的訊息。 

首先，「波斯國胡人」涉及了達摩的「祖國」問題。雖然與達摩弟子曇林所說的

「南天竺」相左，但是卻提供後世達摩從陸路歸返西域──「隻履西歸與宋雲相遇於

蔥嶺」的想像基礎。再者，「起自荒域，來遊中土」的敘述立場和口吻，也與曇林說

乃師因「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完全不同。楊衒之是全

然「漢地中心」立場，以「來遊中土」，述說達摩出生的波斯國乃是「荒域」、「胡國」。

曇林則與法顯24 的觀點一致，十分自覺漢地乃為「佛法邊地」，是「正教陵替」的「邊

                                                 
22 唐．劉知幾以之為「文注分列」的史筆之作，與風俗志、地方志相類。《史通．補注》（卷

五）：「亦有「為史「，手自「補，「志「「博，中「闕倫「。「「則意有所身，「載則言

有所妨，遂定彼榛桮，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籃記》、宋孝

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 
23

 本文所引《洛陽伽藍記》文句及頁碼，依楊勇著，《洛陽伽藍記校箋》，台北：正文書局，

1982。 

24
 法顯行旅天竺時，不僅被天竺人稱為「邊地人」，也多次稱自己為邊地之人。被稱為邊地人

之例，一次在毘荼國，當地僧人「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憫，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

家，為道遠求佛法？』」一次在祗洹精舍：彼眾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

漢地來。」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國之人，乃能求法至此!」法顯自稱邊地人，亦有二例，

一次在祗洹精舍：法顯道整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城，共諸

同志，游歷諸國，中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身悲。另一次是道整

「乃追嘆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中去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

顯在《佛國記》使用中國/邊地這組中語，有其戒律根據及其作為佛教僧人的特定認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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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 

第二段落以「金盤炫日，寶鐸含風」，寫達摩的感官「見聞」，這在後來的語錄傳

記中並未再見。而他以「是神功！」三字讚歎永寧寺，也令人想起《佛國記》中那段

「鬼神之功」──即阿育王為他性樂山水的弟弟在「城中造山」之事25。 

第三段落，前半段「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十四字是達摩自述；

後半段「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是對永寧寺之讚。前半

段可與曇林所述達摩「遠涉山海，遊化漢魏」相參，將達摩深闊的身心氣象，以年壽

時間（150 歲）26與地域空間（周遍歷涉諸國）精要舖展。後半段則以「閰浮所無，

佛境未有」，表面上勝讚漢地「佛事」之精麗，卻也隱隱透露了「物極必衰」的危機

感慨──漢地多事浮圖有為之功，已離無為初心；何況楊衒之寫此之際，所見所聞已

然是「寺廟灰燼，廟塔丘墟」、「千寺寮廓，鍾聲罕聞」了！  

如此解讀，似更能解釋達摩何以最後「口唱南無，合掌連日」：雖然達摩可能是

見漢地佛寺神功精麗，而立即生起「皈依」（南無）之心，並以「連日合掌」表達恭

敬供養；然而他更可能是因為「預見」如此精麗的永寧寺，將在短時間內經歷「成住

壞空」，因而情不自禁，為這座佛寺、甚至這華麗的洛陽城，連日合掌祈福。 

循此脈絡，在「雕牆峻宇，比屋連甍」的另一座「名寺」──修梵寺，有一座「金

剛」，達摩以「得真相也」四字讚之： 

                                                                                                                                        

身地區」：巴利文 majjhima-desa，梵文 madhyama-deśa；「邊鄙地區」：巴利文 paccantimesu 

janapadesu，梵文 Praty-antima-deśa。詳細論述可參見 Haiyan Hu-von Hinüber,“Faxian's （法

顯 342-423） Perception of India: Some 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 Foguoji 佛國記”，收於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0, [=ARIRIAB].vol.XIV March 2011. p.223-247.亦可參見

拙文〈德國胡海燕博士三篇法顯研究的中譯〉（《圓光佛學學報》第 23期，頁 193-199）。  

25
 原文如下。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身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

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為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中告之曰：

「明日悉受我請。無座席，各自齎來。」明日諸大鬼神各齎大石來。壁方四五步，坐訖，

中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一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一丈餘。亦

參見本文附錄二。 

26
 依楊衒之所記，達摩自云 150歲，頗不合常理，有文學誇飾之疑慮，不宜據以為論；不過

筆者本文仍權宜地以目前楊衒之的記錄為據，作出達摩簡要年譜，原因有三：第一，辯其

史實真偽並非筆者本文重點；第二，民間傳說或亦有其欲反映的身理意識；第三，楊衒之

《洛陽伽藍記》「竟是目前較早且提到達摩歲數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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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梵寺，在青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雕牆峻宇，比屋連甍，

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真相也」。

（卷一，頁 58） 

從表面意思看來，達摩之語當然是肯定洛陽王公貴族的「事佛」用心；然而「鳩鴿不

入，鳥雀不棲」的「真相」卻隱隱帶出「執著名相」的深層悲慨──正如慧可之悲《楞

伽》將變為「名相」！而讀者亦可從達摩對梁武帝說「並無功德」的深意。 

同時，依據敦煌文獻曇林《二入四行．序》記載，達摩「遠涉山海，遊化漢魏」

期間，遇到的多是「存見之流」，對達摩「冥心虛寂」的禪法，不能理解不能接納。

這種「傳禪」情況，與百年前佛陀跋陀羅「踰沙越險，達自關中」，卻立即被「秦僧

所擯」的經歷，頗見疊合。不過，正如佛陀跋陀羅禪法終被有異域經驗的智嚴、寶雲

傳承，達摩的禪法也有「亡心之士」歸信： 

亡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門，

年雖後生，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啟，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

誠，誨以真道。（二入四行論．序） 27 

《續高僧傳．慧可傳》說達摩「隨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

多生譏謗。」於時只有兩位「年輕」沙門像智嚴、寶雲一樣有高遠志向，「一見悅之，

奉之為師」28 ，跟在達摩身邊，承侍數年。達摩觀察慧可數年，感其精誠，方才示

以「真道」──這個「真道」又與前面修梵寺的「真相」隱然對比。曇林在自己所作

的〈序〉裡，只提到道育和慧可兩位師兄之名，不敢將自己與之並稱，只在傳文之前

的作者處，自稱「弟子曇林」。不過，唐道宣律師在〈菩提達摩傳〉最後說「摩以此

（二入四行）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誥，卷流于世。」（T50, n.2060, 

pp.551c24-25）可見曇林與其師兄道育、慧可一樣，堪稱「識真之士」。 

（二）楊衒之《洛陽伽籃記》「禪、誦並重」之再強調 

                                                 
27

 本文所引敦煌文獻曇林《二入四行論》文句，主要依據弘學、浦正信整理，《菩提達摩禪師

──少室四論》（成都：巴蜀書社，2006）。 

28 《續高僧傳．慧可傳》：「（慧可）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

一見悅之。奉以為師。「身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T50, n.2060, pp.552a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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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伽藍記》至少從兩個方面提供南北朝時期北方禪法的發展狀況：首先是禪

修方法；其次是關於「禪房」描述。前述慧皎《高僧傳．習禪》所展現的北方禪法仍

重「禪坐、誦經」傳統；而二十年間，楊衒之已見到「唯好講經，不闇禪誦」之發展，

以及「不習禪誦，專營造寺經像」的功德之作。最典型的記錄出現在卷二「崇真寺」

條下的小注，敘崇真寺比丘慧嶷死而還活，述其死中七日在陰間的審判見聞： 

 

崇真寺比丘慧嶷，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召放免。慧嶷具說過去

之時，有五比丘同閱。（1）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2）

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誦誦誦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3）有一比丘云

是融覺寺曇謨最，講講講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

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今唯試坐禪誦經今唯試坐禪誦經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不問講經不問講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

『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

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4）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

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沙門之體沙門之體沙門之體，，，，不干世事不干世事不干世事不干世事，，，，不不不不

作有為作有為作有為作有為，雖造作經像，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即

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5）有一比丘是靈

覺寺寶真。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雖不雖不雖不

禪誦禪誦禪誦禪誦，，，，禮拜不缺禮拜不缺禮拜不缺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

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卷二，頁 76-77，重

點及標號為筆者所加） 

以上慧嶷俱說五位同受審判的僧人功業及閻王審判結果，筆者整理如下： 

 寺院/僧人 一生功業 閻王審判結果 

1 寶明寺/ 智聖 坐禪苦行 升天堂 

2 般若寺/ 道品 誦四十卷《涅槃》 升天堂 

3 
融覺寺/曇謨最 

講《涅槃》《華嚴》； 

唯好講經，實不諳誦 

付司 （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

物，比丘中第一麤行） 

4 禪林寺/ 道弘 教化四輩檀越，造經、像 付司（造作經像，欲得它人財物） 

5 
靈覺寺/ 寶真 

造靈覺寺，棄官入道； 

不禪誦，但禮拜不缺 

付同（作太守時，曲理枉法，劫

奪民財；假作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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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文字之真偽歷來頗有爭議。例如楊勇認為，這是一種編造，反映了當時南北朝佛

教的不同側重，即：北朝佛教重苦修、誦經；南朝沙門以名理見勝。29
 湯用彤則認

為，故事或許偽傳，但頗可反映當時僧人之「自皆禪誦，不以講經為意」；甚至「坐

禪者，或常不明經義」的顛倒狀態。30
 筆者認為，從「坐禪苦行」及「 

誦四十卷《涅槃》」之升天堂，本段記載反映了當時北方禪法希望保有「禪、誦 」並

重的傳統。換言之，坐禪苦行及誦持大乘經典，乃禪法最重要的兩個方便法門；著重

於個人內在體證的修習；而當時僧人可能對此較忽略而著於外相上的功德造作：為人

「講」經「說」法，及造經圖像。 

如前文述及，依《續高僧傳．慧可傳》，達摩初傳禪法，乃依四卷《楞伽經》；

而慧可「專附玄理」、「以法御心，不覺（斫臂）痛苦」（T50, n.2060, pp.552b22-23），

可見達摩付囑慧可《楞伽經》時，旨在讓弟子用以自我誦持以啟智慧，不在強調「講

經弘法」之意。再者，依楊衒之此段小注，般若寺道品因誦四十卷《涅槃》經，得升

天堂；而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而不諳「誦」，結果「付司」──「誦」

的「持誦」、「記誦」、「背誦」之意似甚明晰。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慧皎《高僧傳．

法顯傳》傳末，曾述有一居士家裡自寫一部法顯《泥洹經》讀誦供養，在「風火忽起，

延及其家，資物皆盡」的災情中，《泥洹經》展現了其神異性：「唯《泥洹經》儼然俱

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此事在京師頗為流傳，「京師共傳，咸歎神妙」（T50, n.2059, 

pp.338b18-23）。此事一方面見證了法顯攜歸譯出經典之神異性；另方面亦佐證了南方

居士對「讀誦」佛典的重視。 

五、達摩「傳禪」心要：敦煌文獻《二入四行論》  

敦煌寫本《二入四行論》（約 A.D.585年）的內容，最早見錄於唐代道宣《續高

僧傳》卷十六〈菩提達摩傳〉。傳中提及：《菩提達摩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一卷，

梁菩提達摩說。《楞伽師資記》及《景德傳燈錄》皆收錄之，且卷首均題「菩提達摩

                                                 
29 楊勇，〈洛陽伽藍記之旨趣與體例〉，見楊氏《洛陽伽藍記校箋》附錄。頁 80及頁 253。 

30
 「後魏佛法本重修行，自姚秦顛覆以來，北方義學衰落，一般沙門自皆禪誦，不以講經為

意，遂至坐禪者，或常不明經義，徒事修持。道宣《僧傳‧習禪篇》曾論及此。……道宣

所言，「指隋唐僧人，然禪法興盛，智學廢替，自更易發生此類現象。北朝末葉，衡岳慧

思天台智顗極言定慧之必雙修，或亦在糾正北朝一般禪僧之失歟？」參見湯用彤《漢魏兩

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56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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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辨入道四行．弟子曇林序」；《卍續藏》即依此題收在冊 63，第 1217號。然敦煌寫

本未發現之前，被疑為偽作；直至日本學者水野弘元依敦煌寫本作精密論述，其價值

方被確立。學界稱此寫本為《二入四行論》，乃《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及〈慧可

傳〉之直接資料，是泪前唯一的達摩「語錄」，乃彌足珍貴的禪宗早期經典。31
 筆者

將之分為〈序言〉「達摩小傳」及正文達摩「傳禪心要」。 

（一）最早的達摩小傳：《二入四行論．序》 

《二入四行論．序》約 200 餘字，簡筆敘述達摩的重要事蹟，為達摩勾勒出一

個較立體形象，包括達摩出身背景、泛海東來的初衷、當時中土的禪學條件、最初二

位漢地弟子之名、傳禪因緣及大乘禪法要義。其中達摩形象可與《洛陽伽藍記》互文

參照，除如前節所論，筆者另整理達摩簡要年譜，見附錄一。此處詳錄《二入四行論．

序》全文，以見其整體脈絡。依此〈序〉，達摩以其「志存摩訶衍道」的大悲心，將

大乘「六度」修行之法總攝於《二入四行論》，將此「大乘心要」傳承給漢地最初的

兩位心子──道育和慧可。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疏朗，聞皆曉悟。

志存摩訶衍道，故舍素隨緇，紹隆聖種。宣心虛寂，通鑑世事；內外俱明，德

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游化漢魏。亡心之士，莫不歸

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

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咨啟，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真道。

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 

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壁觀壁觀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

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X63,n1217, p.1a 06-20） 

〈序〉末明白揭示「此是大乘安心之法」；而總攝以「如是安心者：壁觀壁觀壁觀壁觀。如是發行

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筆者以為可視作達摩

「傳禪」最重要的「心要」──一方面，頗相當於《心經》濃縮《大般若經》之意味；

                                                 
31 關於《二論四行論》之歷代著錄及敦煌寫本情況，可參見弘學、浦正信整理，《菩提達摩禪

師──少室四論》（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 1-4。依其研究，目前可見的敦煌寫本收藏

於北京圖書館（宿九號）、倫敦大英博物館（S.2715 & S.3375）及法國國氏圖書館（P.3018& 

P.4634）。鈴木大拙將 S.2715及北京本與朝鮮本校對，收在《禪宗思想史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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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四行之論亦每論必言及「心」，詳下。 

（二）達摩「傳禪」語錄：《二入四行論》 

《二入四行論》正文首句的「入道」指的是「菩提道」，與末句相應：「此為自此為自此為自此為自

行行行行，，，，復能利他復能利他復能利他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亦能莊嚴菩提之道亦能莊嚴菩提之道亦能莊嚴菩提之道」」」」。菩提道之「次第」十分鮮明：由淨信深入願；

由願入行。菩提道的「方便」亦十分明確：「凝住壁觀」、「堅住不移」的禪定，即能

「與理冥符」：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深信含生同一真性深信含生同一真性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 

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凝住壁觀凝住壁觀凝住壁觀，，，，無自無他無自無他無自無他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凡聖等一凡聖等一凡聖等一，，，，堅住不移堅住不移堅住不移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

此即與理冥符與理冥符與理冥符與理冥符，，，，無有分別無有分別無有分別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X63,n1217, p.1 a20-24） 

但是對大乘道的修行者而言，契入禪定、與理冥符只是基礎，其終極願行，乃是如前

述慧皎《高僧傳》論禪所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眾生。」是故

達摩緊接著即更著力於「四行」之法，並逐一引經典證其「甚深義理」，此亦呼應前

述「禪誦」並重之意趣： 

行入32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

所求行；四稱法行。 

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往昔無數劫中，棄

                                                 
32 《卍續藏》，T63, no. 1217所錄〈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與弘學、浦正信整

理，《菩提達摩禪師──少室四論》（成都：巴蜀書社，2006）文字大體相同，只有少數文

字略異，例如《少室四論》所校多出下列粗體文字：「行入者者者者，謂四行。」 「法體無慳，

於於於於身身身，行身身身，身無身身。」文末另有如下偈句：「說偈言：說偈言：說偈言：說偈言：『『『『外息諸緣，內身無喘。外息諸緣，內身無喘。外息諸緣，內身無喘。外息諸緣，內身無喘。

身如牆壁，可以入身如牆壁，可以入身如牆壁，可以入身如牆壁，可以入道。明佛身宗，等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道。明佛身宗，等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道。明佛身宗，等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道。明佛身宗，等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這些文字差異並不

影響文本思想內容之解讀。筆者原初考慮以敦煌新出土文獻為依據，故引用弘學、浦正信

整理校正過的《菩提達摩禪師──少室四論》文字；不過在會議上發表後講評法師果暉法

師建議筆者留意「少室六論」的可信性及正確性。筆者衡量之後，為求全文引用統一，以

及《大正藏》、《卍續藏》的權威性，因此改引《卍續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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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

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甘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

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 

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

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

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 

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

安心無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

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止想無求。經曰：「有

求皆苦，無求即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 

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為法。此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

經曰：「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

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恡惜。脫解三空，不倚不著，

但為去垢。稱化眾生而不取相。此為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

施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為「稱法行」。（X63, 

n1217, p1.a24-b24） 

整篇「二入四行論」論述次第井然，文辭精簡典雅。達摩既行「壁觀」禪修，

應然是閉關入定的時間為多，33 與人交際的時間少。當曇林有機會坐在達摩說法的

現場，他是否打定主意誓願將講法內容逐字逐句完整記錄？據《續高僧傳．慧可傳》，

曇林不但在北周武帝毀佛之時，與同學慧可「共護經像」；後來甚至也成為一代「譯

師」。他年輕的時候被賊斷臂，「叫號通夕」，這個畫面雖主要用以對比慧可「以法御

心，不覺痛苦」34 甚深的禪定工夫，不過卻也讓筆者想起法顯在小雪山痛失同志慧

                                                 
33

 《高僧傳．習禪》載帛僧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  

34
 道宣《續高僧傳．慧可傳》：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

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

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

賊斫臂，以法御身，不覺痛苦 。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

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

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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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時「撫之悲號」35， 以及去漢地十餘年在師子國忽見晉地白絹扇時，「不覺淒然，

泪下泪泪」36 的光景。這等痛感何其深刻。 

再者，法顯在師子國聞天竺道人「誦經」時，是否當下就發願「受持讀誦」，一

心要把這部「經」儘可能地記誦寫下以帶回漢地；否則，法顯如果一開始只存「借本

抄寫」之心而聽法，當道人最後答說「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37 的時候，他不就

無本可寫、無字可傳？法顯最終還是為漢地帶回他「聽經」時的文字內容，雖然有些

許疏漏──疏漏處他亦坦然明言，可見法顯雖然七十多歲，依然以敬謹恭敬之心「聽

法」，當下受持闇誦以備不忘，才有可能將「口口相傳」的法要「傳承」下來。以此

推之，曇林這份珍貴的達摩心法，能以如此條理簡雅的形式流傳下來，實也見出曇林

可能因禪定而得相當「不忘陀羅尼」，不負「達摩弟子」之名。 

五、結語  

本文以中土的禪宗初祖「達摩」為核心，透過南北朝的禪學語境，聚焦考查當

時的「天竺坐禪」敘述，以及稍後的「中土習禪」經驗敘述。西域坐禪方面，法顯《佛

國記》（A.D.416）提供了珍貴的五世紀初天竺禪法報導。中土習禪方面，則有慧皎的

《高僧傳》（A.D.519）將「習禪」獨立成科，記載論述中土習禪高僧。而關於達摩「傳

                                                                                                                                        

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 

35
 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頁 43。亦見 T51, no. 2085, p865a02。 

36
 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頁 128。亦見 T51, no. 2085, p865b11-12。 

37
 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頁 137-138。亦見 T51, no. 2085, p865c02-22。法顯「耳聞身記」

聽經因緣與經文：「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揵

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

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若干百年當還

中天竺中。當上中中天上。中中菩中見中中曰。中中文佛身至。中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

七日中還閻浮提。海龍王將入龍宮。至中中將成道時。鉢還分為四復本頞那山上。中中成

道中。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一鉢。鉢去中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

轉短。乃至五歲。五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其

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中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為惡甚作非法故。

我等壽身遂爾短促。乃至五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身修行信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

倍乃至八萬歲中中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中中遺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八齋法供

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身口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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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最早見於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約 A.D.547）；稍後有敦煌出土、署名達摩弟

子曇林所錄《二入四行論》（約 A.D.585）。這篇敦煌文獻前面有〈序〉是珍貴的「達

摩小傳」，提供達摩較立體的形象，包括他泛海東來的初衷、當時中土的禪學條件、

傳禪因緣及心要；而正文的「二入四行論」次第井然、文字簡雅，總攝「入菩提道」

的理論與實踐，被視作漢語禪典的最早代表。本文以前三份文學性文獻為經，第四份

文獻為緯，交叉考查對照，發現天竺坐禪、中土習禪與達摩傳禪之間，有其傳承演變

之內在關聯性。 

東晉法顯所見天竺「坐禪」，多與「誦經」並重；南朝慧皎所記漢僧「習禪」實

踐，以「禪定」為主，神異為輔。北朝楊炫之《洛陽伽籃記》記達摩初到中原的寺院

文化及北方禪、誦失衡傾向。敦煌文獻《二入四行論》透露達摩「傳禪」乃因應漢地

文化根性，調合禪理和禪行，界定方法與方向，使「禪宗」逐漸發展出漢傳佛教的特

殊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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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楞嚴經》相關論述中的佛性觀 

 

黃馨儀∗
 

摘要  

中國佛教有法性宗和法相宗之分，然智旭向來反對性相二分的說法，他主張佛法

不能二分，性相可以合會。智旭認為《楞嚴經》佛性論是解決性相問題的樞紐，因此

對《楞嚴經》有極高的評價。他如何運用《楞嚴經》佛性論來會通性相，是本文要回

答的問題。 

本文用文獻分析的方式，指出智旭如何理解《楞嚴經》的佛性理論，並以此來會

通性相。研究的文本以智旭《楞嚴經玄義》、《楞嚴經文句》為主。 

《楞嚴經》以如來藏妙真如性作為起修的根據，修行的過程展現出「破妄顯真」、

「即妄明真」、「真妄不二」的次序。首先必須破妄離相，讓佛性顯現，在此階段似乎

是真妄二分，但隨著修持的進展，漸漸契入一切幻妄緣起的憑依即是佛性，最終呈現

真妄不二的圓相。所以，《楞嚴經》的佛性本具有融通性相的傾向。 

在《楞嚴經》原來的基礎之上，智旭更進一步用天台學的性具說，以及《大乘起

信論》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來拓展《楞嚴經》佛性說的架構。「二種根本不離

一心」、「性具七大」，這些理論一方面說明諸法具真如性，另一方面又強調此真如性

本具諸法，如此真如與流轉諸法，或說真如和妄相之間，呈現出相即不離的圓融無礙。

這樣的佛性觀在修行的入手處，是觀「現前一念心」，由此觀心可以契入真妄不二。 

智旭用天台學與《大乘起信論》的真如隨緣說，來豐富《楞嚴經》佛性說的內容，

這讓《楞嚴經》本來融通性相的特質更加彰顯，也呈現了中國佛教佛性理論，具有「返

本」和「性覺」的特質。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楞嚴經、佛性、智旭、性相融會 

                                                 
∗
 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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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印度大乘佛教思想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著重「緣起性空」的中觀系；二、著

重「識有境無」的瑜伽系；三、著重「眾生本具佛性」的如來藏系。 

如來藏系學說，起於三世紀初，盛行於四、五世紀，屬大乘佛教發展的後期。如

來藏系的經論皆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為有此佛性，眾生平等地具有成佛的能

力，而且在因地已具足了果地的智德。佛性的另一個說法即是如來藏。1藏是「胎藏」，

如來藏是眾生身中有如來德相，眾生身中包藏著佛果，或說眾生本是如來，只是如同

還在胎內，沒有誕生而已。2如來藏本來不一定指涉「心」，然而本是清淨的如來藏，

為煩惱所覆，與心性清淨而被客塵所染，在意義上非常接近，於是在傳佈的過程中，

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也開啟了如來藏、佛性，與生滅心識的關聯。 

《楞嚴經》和其他具有佛性觀念的經典比起，並未著力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的命題，而是將佛性論更落實到身心、現象界與修行層面來談，可見《楞嚴經》在如

來藏系的經典中，的確是較晚出的。 

《楞嚴經》出現在中唐以後，唐代的注釋不過三種，宋代以後，研究者蔚然成觀，

包括明代智旭（1599-1655）的《楞嚴經玄義》、《楞嚴經文句》。智旭，自號蕅益，是

明末四大師之一。智旭在初聞佛法時，聞古德法師說：「性相二宗，不許合會。」3這

讓他非常疑惑，佛法豈能二分？從此「性相融會」的論題變成智旭一生致力探討的方

向。 

大乘佛教有性、相二宗的判分。性宗，以法性實相為宗，範圍包含中觀系與如來

藏系。4然而在智旭的時代，性宗普遍是指涉如來藏系。相宗，以法相唯識為宗，認

為萬法之生起，歸於阿賴耶識。境無識有，阿賴耶識是一切染淨因果的根本。相宗著

                                                 
1
 如來藏即是佛性，如《涅槃經‧如來性品》：「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

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以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

(CBETA,T12,no.374,p.407,b9-11) 
2
 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162頁。 

3
 明‧智旭，《靈峰宗論‧八不道人傳》，30頁。 

4
 二宗包含法相宗、法性宗。相宗是唯識宗，「法性」在性宗中，又可分別為空宗和性宗。（以

上詳見：佛教書局編輯部（編），《實用佛學辭典》，48-50頁）。如《宗鏡錄》第四十三卷有

言「性字二體異者，空宗以諸法無性為性，性宗以虛明常住不空之體為性。性字雖同而體

異也。」(CBETA,T48,no.2016,p.616,a26-27)然就永明延壽《宗鏡錄》而言，「性宗」一詞在

使用的時候，是以真如法性隨緣而緣起諸法為宗旨，所以指涉的是如來藏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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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阿賴耶識所生之法，其法相的差別意義，並於一一法相分別名義。 

《楞嚴經》的佛性思想和《大乘起信論》一樣，均可以為「性相融會」提供理論

解釋。智旭在《楞嚴經玄義》的序文中，開宗明義說：「性相二宗，猶波之與水，從

來不可分隔。」5本文即以《楞嚴經玄義》、《楞嚴經文句》為範圍，藉著文獻解析的

方式，探討智旭《楞嚴經》相關論述中的佛性觀點，並說明智旭如何運用《楞嚴經》

來會通性相。 

二、《楞嚴經》的佛性理論  

《楞嚴經》對於佛性的指稱，有「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

「識精元明」、「如來藏妙真如性」、「妙明心元」、「真如妙覺明性」、「妙圓明無作本

心」……等。所以，像佛性、真常、真如、真心、清淨心、覺性等較為人熟知的用詞，

在《楞嚴經》的體系中，皆等同是如來藏的異名。 

「佛性」一詞在《楞嚴經》中雖只出現一次，不如「如來藏」一詞在《楞嚴經》

中出現的頻率，但是《楞嚴經》中指涉佛性的常用詞不只「如來藏」，還包括「元明」、

「心元」、「覺明性」、「清淨體」、「真如性」等詞，為了論述的方便，筆者在標題上仍

然選擇中國佛教中慣用的「佛性」一詞，來統攝《楞嚴經》中所有關於如來藏的概念。 

一般科判認為，《楞嚴經》卷四中：「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疑惑消除，心悟實

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6此段在經文結構上是一個分界點。此段以前的卷一至

卷四中，集中闡釋以佛性為核心的見地和修行原理。卷四中以後則提出具體的修行實

踐。在卷一至卷四中，《楞嚴經》對佛性的見地，依經文順序先後，展現以下三個特

點： 

（一）佛性在破妄離相中顯現 

卷一的部分，佛陀問阿難「心目何在」，阿難七答均被否定，此段被稱為「七處

徵心」。阿難執持凡俗之見，認為這個心是實體化的，所以才會認為心在某處，或者

以心的活動功能當作是心本身。於是佛陀指出生死輪迴或別成聲聞、緣覺、外道，和

證得佛果，二路分歧，是因為「二種根本」的不同： 

                                                 
5
 明‧智旭，《楞嚴經玄義》，CBETA, X13, no. 284, p.196,a9。 

6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22,a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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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

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7 

眾生所以生死流轉，是因為執持心識攀緣心攀緣諸境，不知其本質虛妄，「執此

生死妄想，誤為真實」8，妄生愛憎，造作業因，於是被業果所縛，墮入生死輪迴。

而解脫的關鍵，必須要先能把握住「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也就是真常佛性。「識

精元明」，也是指如來藏、佛性，指出「眾生心識中原本清淨、不生不滅的常住真心」
9。 

「識精」，是《楞嚴經》中的獨特用法。《楞嚴經》因為不見梵本，所以被認為疑

似在中國撰作。但因為它的理論符合大乘佛教的思想，在宋明以後被廣為宣揚，所以

仍被視為中國佛教傳佈過程中的重要經典。「識精」，若是僅見於《楞嚴經》中的用法，

《楞嚴經》又疑似在中國被撰作，那也可以參照中文字的原義來看「識精」這個詞。

《說文解字》曰：「精，擇米也。」就是特別篩揀出的有生命創發力的好米。段玉裁

注曰：「引申為凡冣冣冣冣好之稱，撥雲霧而見青天亦曰精。」10「精」字之意，一為擇好

之米、有生機能生長的米，二為撥除雲霧之所現者，正好呼應了《楞嚴經》對「識精

元明」的說明。 

《楞嚴經》說「識精元明」是「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能生諸緣」，指出如來藏、佛性是一切緣起諸法的生起因。「元」，有初始之義。

但是以佛學而言，佛學不認為有一個元初的本體實存。原文中說「無始菩提涅槃元清

淨體」，既是「元」又是「無始」。蓋佛學中講的生起因，不能理解為時間上有生起先

後的直接創生因，而是指間接的的憑依因。11「元」所暗指的先後，並非是時間的先

後，所以「無始」。此先後非時間的先後，而是邏輯上的先後。如《不增不減經》如

此形容如來藏：「如來藏……即是一切諸法根本：備一切法，具一切法，於世法中不

離不脫真實一切法，住持一切法，攝一切法。」12佛性作為一憑依因，說佛性「先」

於緣起諸法，是說佛性是一切法的根本、住持、統攝。也就是說，一切法的生起，以

                                                 
7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08,c7-8。 

8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08,a18。 

9
 賴永海、楊維中，《新譯楞嚴經》，20頁。 

10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334頁。 

11
 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113頁。 

12
 《不增不減經》，CBETA,T16,no.668,p.467,c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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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作為超越的根據。 

「緣所遺者」，指出如來藏是撥除了心識等種種因緣生滅有為法之後，所剩下的

那個不生不滅之體。如來藏雖然作為一切法的超越根據，但並非是一切具有生滅相的

有為法。 

因為眾生經常認假為真，把生滅妄心變幻的諸相當作佛性真心的本體，所以就有

了生死流轉，因此《楞嚴經》卷一的內容指出：辨明真妄二種根本，破妄顯真，以及

明見真性，是修行首要之務。 

在指出二種根本之後，從卷一到卷二，佛陀又藉著「十番辨見」，更具體指出妄

心和佛性真心的差別。「十番辨見」的過程顯示以下諸義：在妄動心識的活動中，有

不變真心的作用。真心不因空間移動，不因時間遷變，本來清淨不增不減，常住無還，

遍一切物。無法藉由妄心的了別作用來判別真心，真心不是自然而成，不是因緣而生，

也不是因緣不和合而生。眾生因為顛倒分別妄見，當業流轉，但是真心並沒有流轉。 

（二）佛性是一切幻妄緣起的憑依 

《楞嚴經》曰：「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戲論名相而得

分別？」13此段意為：佛性難以名相實指，離一切妄相，但又是一切身心現象緣起的

憑依。 

從卷二末到卷三，《楞嚴經》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等「四科」，來說明

眾生身心都是以如來藏、佛性為憑依： 

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

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

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死生，了無所得。14 

卷二末到卷三，指出四科都是隨著因緣生滅去來的幻妄之相，然都是以佛性為憑

依，相對於因緣生滅，佛性常住不動，無有去來。不只眾生身心現象的陰、入、處、

界是以佛性為本，連合和化生萬物的「七大」也是以佛性為本。 

卷四則說明妄心的輾轉相續，「世間相續」構成世間萬物，「眾生相續」、「業果相

續」構成了有情眾生的生死流轉。三種相續亦都是以佛性為本。 

                                                 
13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12,c28-a1。 

14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14,a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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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用「妙」、「圓」來指涉如來藏時，有時是在說明佛性遍在萬物，為一

切法之所憑依。有時又在凸顯佛性雖為生滅法之憑依，然本身卻不具生滅來去。 

除了「妙」、「圓」之外，《楞嚴經》亦經常用「本」、「元」、「明」來指涉佛性真

心。「明」是「顯現」，用「明」來指涉佛性時，意指佛性有顯現萬法的功用，這和「本」、

「元」的「初始」、「基礎」之義一樣，都皆具有佛性為諸法憑依的意義。本經卷三曰：

「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15這些類

似《六祖壇經》中「何其自性，能生萬法？」等佛性有初始創生義的說法，或說佛性

中能現森羅萬法，這些都不是梵我論、宇宙論式的創生義，而是諸法緣起具足佛性之

理，一切法均以佛性為憑依。 

除了「妙」、「圓」、「本」、「元」、「明」之外，《楞嚴經》還用「覺」來指涉佛性

真心，且有「元覺」、「本覺」的用法。佛性本覺之說出自《大乘起信論》，眾生身中

有如來德相，這也意謂著眾生有覺悟的智慧。這個覺智也是以佛性為根據。因為《大

乘起信論》和《楞嚴經》的流行，佛性本覺之說，盛行於中國佛教。 

（三）佛性離於真妄二端 

從卷一到卷二的「破妄顯真」，卷二末到卷四中的「即妄明真」，卷四中則說明「真

妄不二」16，避免眾生陷入真妄之別的差別妄相，並對佛性真心產生實執。 

《楞嚴經》用「妙」、「圓」來指涉佛性時，也用來形容「不二」： 

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風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

非聲香味觸法；……非大涅槃，非常非樂非我非淨，以是俱非世出世故。 

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

即聲香味觸法；……即大涅槃，即常、即樂、即我、即淨，以是即俱世出世故。 

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

                                                 
15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10,c23-24。 

16
 《楞嚴經》中的如來藏說，包含「破妄顯真」、「即妄明真」、「真妄不二」等三個修行歷程，

主要參考自蘇磊的《楞嚴經如來藏思想研究》，然蘇磊用的詞是「破妄顯真」、「妄即是真」、

「妄真同妄」。（蘇磊，《楞嚴經如來藏思想研究》，24-26頁。）此種分法並非蘇磊所創，如

祩宏在《楞嚴摸象記》中，也有「破妄顯真」、「即妄明真」、「即妄即真」的分法。（明‧袾

宏，《楞嚴摸象記》，CBETA,X12,no.276,p.483,b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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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17 

不論說佛性之理遍在萬物，或說「不二」，這都難以用世間差別妄相去領會或指

涉，所以才用「妙」、「圓」來形容之。佛家中常用雙遣法來破二見分別，消解對二邊

產生定相之實執，以促成對究竟真理的把握。般若中觀在緣起性空的前提上說盪相遣

執，經常用雙遣法來辯破定相之執，而佛性思想興起之後，這種雙遣法也融入了佛性

說。在上段引文中，可見《楞嚴經》把般若空的遣相精神，統攝在「如來藏本妙圓心」

中。 

在修證上，從「破妄顯真」到「即妄明真」，最後必須放下二端，不二妙圓，才

是究竟中道，如此「不二」也包含了「真妄不二」。卷五佛偈曰：「言妄顯諸真，妄真

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汝觀交中性，空有二俱非；迷晦即無明，發

明便解脫。」18若對佛性真心產生實執，那這被妄心攀緣的真心，就和妄心一樣，是

妄心所現。 

「破妄顯真」、「即妄明真」、「真妄不二」，可以說是《楞嚴經》的佛性理論，在

禪觀中所展現的三個次序。就性相關係來看，「破妄顯真」的階段中，佛性在破妄離

相中顯現，是破妄以顯性。「即妄明真」的階段中，佛性是一切幻妄緣起的憑依，是

一種性相和合的狀態。「真妄不二」的階段中，佛性離於真妄二端，呈現出性相不二，

不二之圓相是一種性相圓融的狀態。可見《楞嚴經》的佛性說具有一種融通性相的傾

向。 

智旭在《閱藏知津》中，說《楞嚴經》是「宗教司南，性相總要」。智旭對性相

二宗相爭是不認同的，他對《楞嚴經》的重視可見一斑，智旭在 39歲以前的著作大

都和戒律有關，而在他壯年時期思想成熟的階段，在 41歲就著述了《楞嚴經玄義》、

《楞嚴經文句》。 

三、智旭對《楞嚴經》佛性理論的詮釋  

智旭有關《楞嚴經》的著述有《楞嚴經玄義》、《楞嚴經文句》，前者運用智顗「五

重玄義」的架構來解析《楞嚴經》，後者則逐經文依序解說。本文重心不在探討其詮

釋方法，意在揭明智旭解釋《楞嚴經》佛性說時，所呈現的理論特徵。智旭指出，《楞

                                                 
17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21,a8-28。 

18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24,c12-19。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254 

嚴經》中的如來藏、佛性，在全經名中就已經明確點示。全經經名是《大佛頂如來密

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大佛頂」三字即是「即心自性之理體」19，也就是

「大佛頂性」20。「大佛頂性」即是如來藏、佛性。「佛頂」之喻，意謂： 

如來藏性，不可以有相喻，不可以無相喻，不可以亦有亦無相喻，不可以非有

非無相喻。譬如佛頂，不可謂有相，不可謂無相，不可謂亦有亦無相，不可謂

非有非無相。21 

本經卷初，佛陀宣說《楞嚴經》法義之前，佛頂放無限光明，光中有佛化身，宣

說神咒，故說此經為大佛頂經，此咒為大佛頂咒。智旭認為「佛頂」不僅是事相上的

意義，而是如來藏的比喻。佛頂難以言詞相狀指稱，如來藏亦難以言詞指稱，因為指

稱形成定相，有相、無相、非有非無相、亦有亦無相，都是定相，如來藏性必須在離

一切相中才能顯現。這種四句遣相，呈現智旭也不反對傳統「破妄顯真」的見解，但

四句遣相不能凸顯智旭理解《楞嚴經》佛性思想的特殊理路。智旭對《楞嚴經》佛性

說的理解，具有天台佛性說的色彩，但是又比傳統天台學，更加凸顯性相相融的理念。 

對於智旭理解《楞嚴經》佛性說的理路，筆者分述如下： 

（一）二種根本不離一心 

卷一提到所以別成聲聞乃至外道，或者能夠成就無上菩提，是因為「二種根本」

的不同，所以造成二個路向。其一是以妄想相續為真，其一是契入常住真心。對於《楞

嚴經》卷一明「破妄顯真」的部分，智旭不想延續一般的判釋談「破妄顯真」，他反

而想強調真心妄心均以真心為體，二種根本不離一心： 

初總示萬法惟心。此文舊皆判屬破妄，謂前是破妄心無所，今方破妄心無體。

不知妄心惟其無體，是以無所。妄心空處，全體即真，是故前雖一往破妄，已

是密顯。22 

                                                 
19

 明‧智旭，《楞嚴經玄義》，CBETA, X13, no. 284, p.196, c5。 

20
 明‧智旭，《楞嚴經玄義》，CBETA, X13, no. 284, p.197, c5,c14。 

21
 明‧智旭，《楞嚴經玄義》，CBETA, X13, no. 284, p.200, b2-5。 

22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35, b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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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妄想，總無二體，如麻之與蛇，不離一繩。今更申明二本不離一心。23 

「萬法惟心」之說，本源自唯識宗之「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宗將一切法

收歸阿賴耶識之主體。成佛的力量來自阿賴耶識中的無漏種子，經過正聞薰習之後，

始能發揮作用。然此作為成佛之根據，卻顯得無力而無保障。所以如來藏系中的「萬

法惟心」，並非是將萬法收攝在阿賴耶識妄心的主體中，而是將萬法收攝在常住真心。

因此雖然《楞嚴經》卷一明「破妄顯真」，妄心如「蛇之幻象」，真心如麻，然不論是

蛇是麻，都是繩子。其實真妄均以常住真心為體，妄心亦全具真心。雖說「破妄」，

表面上似乎暗指妄心不具真心，似乎真妄是二，其實此是「密顯真心」之意。 

卷一以「識精元明」來說常住真心，智旭曰： 

識精，通指八識各自精了，所謂自證分也。元明，總指八識所依一心，所謂證

自證分也。然非分剖一心以為八，个證自證分，亦非八識共只一个證自證分。

良由心體，離過絕非不可思議，只此元明之體，徧在八識，八識各得其全以為

證自識分。24 

唯識宗有所謂「四分」之說。「相分」是所知的客體相狀。「見分」是能知的主體。

見相二分，均來自識體的證知，相分見分所依的自體即是「自證分」。識體自身證知

自我，證明存在自證分，即是「證自證分」。25智旭認為，「識精」是指八識「各自精

了」，是八識各自證知自體的「自證分」。「元明」是指八識自體證知自我的「證自證

分」，即是元明常住真心。 

「元」顯示常住真心「徧徧徧徧在八識」，且「八識各得其全」。常住真心是整體八識的

憑依、根本，是不能分割的，是遍於整體八識不能分割的「證自證分」。「自證分」則

可八識各自分割。 

「明」顯示常住真心有證知自體的作用，亦即修證所需的自覺、元覺、覺明等覺

智，皆是佛性真心本具。修行的動力來自佛性真心本身。 成佛的根據，並非是阿賴

耶識妄心中的無漏種子，而是來自於一個更有力的保障。 

不只真妄不具二體，識智亦不具二體，虛妄的心識皆能轉識成智： 

                                                 
23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36, a17-18。 

24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36, b18-22。 

25
 于凌波，《唯識學綱要》，頁 1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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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見相之自證，以為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故曰：緣所遺者。而下文云：此見及

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亦與此處同也。指第八識即大圓鏡智菩提元清淨體，

指第七識即平等性智菩提元清淨體，指第六識即妙觀察智菩提元清淨體，指前

五識即成所作智菩提元清淨體，此則四智菩提亦是本具，不同相宗權說。26 

菩提是梵語，舊譯為道，新譯為覺。《大智度論》曰：「菩提名諸佛道。」27又曰：

「菩提，秦言無上智慧。」28菩提，是斷煩惱障而證涅槃之一切智。妄心與真心不具

二體，所以虛妄心識中本具有佛性真心的覺智。 

因此，上段引文又進一步說，第八識和大圓鏡智之體不具二體，第七識和平等性

智，第六識和妙觀察智，前五識和成所作智等，也都不具二體。 

唯識宗認為必須轉有漏之識，成四種無漏清淨智。唯識宗轉識成智的意義，是一

種移轉性質的革新意義。宗於天台的智旭，認為唯識宗意義下的轉識成智只是權說，

而非究竟圓實之說。妄心真心不具二體，識智不具二體，性相圓融，才是究竟圓實之

說。雖然《楞嚴經》有「二種根本」的區別，實則「二種根本，不離一心」29。 

天台宗以佛法有權實之說，因眾生根性不同故有權說，乃適於一時之機宜。《天

台四教儀集註》曰：「權謂權謀，暫用還廢，實謂實錄，究竟旨歸。」30智旭藉著天

台的權實之說，指出唯識宗的說法是權教，常住真心和妄想心識總無二體，此才是究

竟圓實之說。 

（二）性具七大 

中國佛教史上，華嚴宗與天台宗均以佛性說作為其理論之開展。二者佛性論具有

不同特徵。華嚴宗的佛性說，依於「海印三昧」說佛法身的圓融無礙，依於此說佛性

真心，萬象皆是「海印三昧」之真心所現，這被稱為「性起說」。天台宗理論，經常

借著「具」來作發揮，隋代智顗以「十界互具」來說「一念三千」，唐代湛然以後，

更著重「具」來張顯天台佛性思想。相對於華嚴「性起」，天台宗佛性理論被稱為「性

具說」。「性起說」的佛性是一真法界的真心，「性具說」的佛性，則是「真妄相即」

                                                 
26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36, c1-13。 

27
 龍樹，《大智度論》，CBETA,T25,no.1509,p.86,a13-14。 

28
 龍樹，《大智度論》，CBETA,T25,no.1509,p.380,c2-3。 

29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36, c18。 

30
 宋‧諦觀(注)，《天台四教儀集注》，CBETA, P189, no. 1629, p.51,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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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性。智旭一直為「性相二宗，不許和會」所擾，他一直在參悟和會性相的方式。

天台宗「真妄相即」的佛性理論，比華嚴宗的一真法界真心，更具有融通性相的潛質，

無怪乎智旭更親於天台諸說。 

智旭說佛性之理遍在萬物，也常使用《大乘起信論》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不變隨緣」明用，是佛性不變而隨緣起現萬法，著重構詞後方的「隨緣」之義；「隨

緣不變」明體，是隨緣起現萬法而佛性不變，著重構詞後方的「不變」之義。雖有相

對意義上的輕重，但是「隨緣」是「不變隨緣」，「不變」是「隨緣不變」，不能各自

略之為「隨緣」和「不變」。智旭用「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來融通天台「真妄相即」

的意義。不變的真常佛性，和隨緣生滅的因緣諸法，是「真妄相即」的。 

《楞嚴經》「即妄明真」的部分，亦即「四科七大無非如來藏性」的部分，闡明

四科七大無非以佛性為憑依。此部分《楞嚴經》經文中有冰水之喻，智旭亦借此喻說

七大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總示以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理性也。此為七大總喻，極須著眼以氷水總喻隨

緣之相，以氷水同一濕性，而喻不變之性。……惟一濕性，氷水相殊，是謂不

變隨緣。氷水雖殊，濕性無二，是謂隨緣不變。由其隨緣即不變，故所以七大

無非性真圓融周徧法界。由其不變即隨緣，故所以七大無不隨心應量循業發現

也。31
  

智旭在另一處說：「七大即是陰入處界，但開合廣略不同。」32四科就是七大，

只是分類的方式不同而已。七大等緣起生滅之相，就如冰與水，此是「不變隨緣」。

冰水雖然有隨緣起現的差別，但其濕性是一，此是「隨緣不變」。「隨緣即不變」，「不

變即隨緣」，意謂著真常佛性和隨緣而起的生滅法是相即的。隨緣而起的生滅法，雖

然隨著不同的業感，而有諸差別相，但是都是以常住真心為憑依。 

天台宗「性具說」的「具」，不只是「一切萬法具足常住真心之理」，亦有「佛性

具足一切，或一切乃佛性所本具」33之意，所以不只是諸法具真如，還是真如本具諸

法，這更凸顯真妄之間的圓融無礙。智旭亦常用「性具」指攝佛性本具諸法之義： 

                                                 
31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68, c13-c22。 

32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68, c24-p.269,a1。 

33
 劉貴傑，《天台學概論》，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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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中，性具七大，清淨圓融，徧周法界，循業發現。34 

性具十法界火，火之與空，皆性皆真，隨緣常自不變故能隨心應量，而循業發

現，即是不變，常自隨緣，致有十法界火種種差別也。35
 

此明性具十法界空。空之與覺，皆性皆真也。前文既以空均四大，則今舉一空

字便是全舉五大。人謂五大，是無情法名，為不覺根識，是有情法名。之為覺

殊，不知情與無情，皆性皆真，是故十法界若正若依，一一無非清淨本然周徧

法界，此隨緣不變之體也，隨十界眾生之心，應其所知大小之量，循於善惡諸

業發現而為十法界空，此不變隨緣之用也。36 

在這幾段引文中，「性具」以及「隨緣不變之體」、「不變隨緣之用」是不斷重複

出現的。 

「性具七大」，就是真如性中本具諸法。真如性是「隨緣不變之體」，隨著諸業發

現而成就十法界種種差別諸相，此即是「不變隨緣之用」。因為「性具」有真如性中

本具諸法之義，這也代表真如性中不只具善法，也具惡法，所以可以不捨一法，為真

如隨緣之用。真如作為一妙圓之體，不捨一法，亦不可隨差別諸相分割增減，所謂「隨

舉一色，即是藏性全體大用」37。 

《楞嚴經》中「即妄明真」的部分，亦即「四科七大無非如來藏性」的部分，智

旭是用天台學的「性具說」，與《大乘起信論》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來詮釋它。

「性具說」的佛性是真妄圓融相即的佛性，《大乘起信論》體用不二的思維模式也和

真妄合和不二相符。《楞嚴經》中「四科七大無非如來藏性」，這本來就具有真妄和合

的意味，當智旭用天台學和《大乘起信論》的佛性說來詮釋它時，無非更強化了《楞

嚴經》佛性論真妄和合的特性。 

（三）現前一念心 

天台學的佛性理論，有所謂的「一念無明法性心」。「一念無明法性心」的文義蘊

含著此義：眾生的現前一念無明妄心，亦具有真如法性之體相。「無明」與「法性」

                                                 
34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69, a6-7。 

35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70, b15-17。 

36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72, b2-9。 

37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57,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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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即的，一方面展現了不捨世間任何一法，「不斷斷」而得以成就佛果。另一方面，

結合「一念心」與真妄相即，也是將佛性理論貫徹在觀心的修行實踐中。 

天台宗觀心的入手處，是當下起現的念心，亦即剎那變異的妄念心，在此妄心中

觀真妄相即、真妄不二的如如之境。智顗《摩訶止觀》曰： 

觀者觀察無明之心，上等於法性，本來皆空。下等一切妄想善惡，皆如虛空無

二無別。譬如劫盡從地上至初禪，炎炎無非是火。又如虛空藏菩薩所現之相，

一切皆空。如海慧初來所現，一切皆水。介爾念起，所念念者，無不即空，空

亦不可得。如前火木，能使薪然，亦復自然。法界洞朗，咸皆大明，名之為觀。
38 

觀心入手於此介爾之念、無明妄心，這和智旭的發明用詞「現前一念心」，是相

同的入手處。「現前一念心」或「現前一念心性」，是智旭將佛性說落實於觀心實踐的

層面來說，亦即觀現前一念心，即可契入此心所具之真如性。 

在《楞嚴經》中，已可見用「現前」一詞，來指涉現前的妄心或現前妄心中所具

的真心： 

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39 

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40 

在智旭《楞嚴經玄義》中不見「現前一念心」的用詞，而在同年的著作《楞嚴經

文句》中，明確出現了二次「現前一念心」41。以《楞嚴經文句》的篇幅來說，這並

不能算是很高的頻率。在智旭 41歲時，「現前一念心」還不是他闡述佛性論時最優先

使用的詞彙。 

與「現前一念心」相同的概念，在《楞嚴經文句》中還有「現前一念介爾心」。

例如解釋《楞嚴經》卷四：「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42一段，智

                                                 
38

 隋‧智顗，《摩訶止觀》，CBETA, T46, no. 1911, p.56, b26-c4。 

39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10,a18-20。 

40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10,a28-b1。 

41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中，「現前一念心性」出現在卷六(CBETA, X13, no. 285, p.319, c24)，

「現前一念心之實性」出現在卷十(CBETA, X13, no. 285, p.378, c3)。 

42
 《楞嚴經》，CBETA,T19,no.945,p.121,a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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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曰： 

心法之中，舉此現前一念介爾之心。此介爾心，非心非空乃至非我非淨。此介

爾心，即心即空乃至即我即淨。此介爾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其餘一切諸

心心所，亦復如是。由此即事之理具足即理之事，方成事事無礙法界。43 

「現前一念介爾心」本是遷滅妄心，從「現前一念介爾心」起觀，契入真妄不二、

理事圓融，就證成《華嚴經》理事無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修行境界。 

在《楞嚴經玄義》中，智旭亦曰： 

此大佛頂三字，直指眾生現前心性，全彰一經所談理體也。以吾人現前一念，

實無分齊，亦無方隅，無有初後，并無時劫，竪窮橫徧當體絕待，不可思議故

名為「大」。……直指此現前一念當體，常徧無欠無餘，譬如一剎那中所見明

月，即是亘古亘今之月，不可謂是月之少分。又如一點水中所現之月，即是天

上月之全體，不可謂是少分月也。 

以吾人現前一念，了了常知，不可昏昧，故名為「佛」。佛者，覺也。……皆

是顯出現前一念之覺性也。 

以吾人現前一念，不可踪跡，不可名狀，離過絕非，用無窮盡，貴極無為，不

墮諸數，故名為「頂」。譬如佛頂，雖是妙相而不可見。44 

上段引文是用心法角度解釋「大佛頂」三字。在此段中，出現了「眾生現前心性」、

「現前一念當體」、「現前一念覺性」等詞。在「現前一念」中，即具佛性當體，這個

佛性當體，亦是「本覺」，所以性必具修，佛性本具有自覺的動能。 

《楞嚴經》用「覺」來指涉佛性，這意謂修行的動能，來自佛性的自覺自顯。前

面談到「性具諸法」，菩薩萬行的修持也是諸法的內涵，所以可以說佛性本具菩薩萬

行的修持： 

首楞嚴定，即是一心圓妙止觀稱性之修。......必先冠之以大佛頂者，正顯全

依性德而修止觀，方稱三昧中王，惟其性中無法不具，故稱性所起妙修，亦無

                                                 
43

 明‧智旭，《楞嚴經文句》，CBETA, X13, no. 285, p.286, a12-16。 

44
 明‧智旭，《楞嚴經玄義》，CBETA, X13, no. 284, p.198,a1-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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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具，又萬行既皆性具。45 

本經所談的首楞嚴三昧，是以佛性為起修的根據，安住於佛性之中，呈現出定慧

等持的修行狀態。文中「萬行皆性具」，意謂菩薩萬行皆是佛性本具，如此一來，修

行之動因，即不在佛性之外。湛然有言「修性不二」46，智旭亦常提及「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此皆明佛性的性德本具修德。 

「四科七大無非如來藏性」，或說佛性之理遍在萬物，這些佛性論若不能落實於

觀行，對宗教的行持而言並不具意義，所以智旭才在這些佛性論的基礎上談觀心的理

論。《楞嚴經文句》的「現前一念心」，是融合天台學觀心理論與「真如隨緣」之說的

觀心法。觀現前之妄心在理論上可行，因為所有的妄心都是以真如為憑依，如果妄心

不具真如，或妄心不是真如隨緣所現，就不能藉著觀此妄心契入真如。這種觀心說的

理路，以及成佛的動因來自佛性本覺，覺是佛性中本具的說法，都呈現出一種修行是

反歸本心的意味。 

智旭先指出《楞嚴經》佛性說的「破妄顯真」，是一種密說，實則真妄一體。他

再用天台學真妄相即之圓融無礙，以及《大乘起信論》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來拓展《楞嚴經》佛性說的「即妄明真」、「真妄不二」，這讓《楞嚴經》本來融通性

相的架構更加凸顯了。智旭在《成唯識論觀心法要》中說： 

轉無常蘊，獲得常蘊，界處亦然。如轉氷得水，濕性無殊。氷喻九界有漏蘊處

界法，水喻佛界無漏蘊處界法，濕喻真如無為實性，與有為法不一不異。此則

性相融通，本來無二，分而愈合，旨趣彰明矣！47 

九法界眾生的身心現象，和佛法界無漏的身心世界，正如冰與水，冰水同一濕性，

亦皆以佛性真如之理為憑依。妄心以佛性真如為憑依，基於此可以說「性相融通」，

性相本來無二。這也呼應了《楞嚴經玄義》的序文中，開宗明義所說：「性相二宗，

猶波之與水，從來不可分隔。」48相宗是應機而說的權法，真妄相即不離圓融無礙，

才是圓實之說。 

                                                 
45

 明‧智旭，《楞嚴經玄義》，CBETA, X13, no. 284, p.217,a4-11。 

46
 唐‧湛然，《十不二門》，CBETA,T46,no.1927,p.703,b17。 

47
 明‧智旭，《成唯識論觀心法要》，CBETA, X51, no. 824, p.447, b8-12。 

48
 明‧智旭，《楞嚴經玄義》，CBETA, X13, no. 284, p.196,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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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所講的心性本淨，偏向「性寂」義，講自性涅槃，成佛的方法重在「離

染轉依」的「革新義」；而中國佛學的心性本淨，是「性覺義」，講自性菩提，心性本

覺，成佛的方法是「返本」，不需轉依，不假外求。49《楞嚴經》對佛性的指稱有「性

淨明體」、「元清淨體」、「識精元明」、「妙明心元」、「真如妙覺明性」、「無作本心」等

詞。破妄顯真後所見的佛性是「體」、「元」、「精」、「本」，這些字詞顯示出佛性的「返

本義」，「明」、「覺」則顯示出佛性的「性覺義」。 

而另一部彰顯佛性「返本義」、「性覺義」的經典是《大乘起信論》。不論是中國

佛教的哪個宗派，《大乘起信論》和《楞嚴經》都是重要的經典，這兩部經典的佛性

說，與印度心淨觀念中，呈現出「離染轉依」的「革新義」，是截然不同的特徵。又

加上它們都不見梵本，所以歷來此一經一論皆有人判為中土偽經。 

相宗或說唯識宗，在思維模式上沿襲印度佛學的「性寂」義，講自性涅槃，清淨

寂滅，成佛的方法重在「離染轉依」的「革新義」。相宗與中國著重「返本義」與「性

覺義」的思維模式不合，也是它在中國逐漸沒落的原因之一。 

對於性相二系的差異，在隋唐時期，已經藉由判教的方式來理解。例如天台智顗

以藏通別圓四教來判釋各宗，唯識屬於始別教，而在佛性思想中，克服煩惱障漸進而

修的方式是終別教。以圓頓方式呈現中道佛性的教法，才是圓教。藏通別皆是權教，

開權顯實，發迹迹迹迹顯本的圓教才是圓實的教法。天台宗以佛性為體，遍一切處，具足諸

法之用，所以一切法的差別相狀都是佛性之用。連世間惡法都是佛性之用，藏通別三

教作為佛法的部分，當然也是佛性之用。 

性相問題在明末被關注，和當時禪林反歸經典教證，走向禪教一致、諸宗互融的

現象有關。智旭藉著詮釋《楞嚴經》中的真妄關係來談性相問題，他以天台學的佛性

思想為主，以《大乘起信論》的真如隨緣說為輔，會通性相。在天台四教與權實之說

的架構下，相宗是別教，是權法，智旭融通性相實則是「會相歸性」。 

四、結論  

《楞嚴經》的佛性說，顯示佛性在破妄離相中顯現，佛性是一切幻妄緣起的憑依，

以及佛性離於真妄二端。這依序展現出「破妄顯真」、「即妄明真」、「真妄不二」的禪

觀順序。這樣的佛性論本來就具有一種融通性相的傾向。 

天台學的「性具說」，理具三千的真如，與有為生滅諸法之間，呈現出相即不離

                                                 
49

 呂澂，〈試論中國佛學有關心性的基本思想〉，《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1413-1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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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圓融無礙，如此可以在「不斷斷」的圓智中，不減一法而成佛，這也為融通性相提

供了平台。《大乘起信論》真如隨緣說呈現的體用不二，也符合融通性相的理論需求。

當智旭用天台學的「性具說」和《大乘起信論》真如隨緣說來撐開《楞嚴經》佛性說

的架構時，又更強化了《楞嚴經》融通性相的特徵。 

明末對性相問題的反省，一方面出自佛教界藉著禪教合流的走向，意圖解決禪宗

陷於空疏之談的流弊。另一方面，性相問題直接關聯到佛教的修證理論。當時佛教走

向諸宗互融，然佛教各宗思想的合流，並非純粹是思想觀念上的會通，這仍必須回歸

到佛教心性解脫的本質。所以，諸宗互融，必須直接面對修證理論的歧異該如何化解。

這個議題直接展現在明末大師對性相關係的理解中。 

智旭對《楞嚴經》佛性說的詮釋，可以看到智旭如何在理論中化解性相的衝突。

他的詮釋角度和其他明末的大師有何不同，而明末四大師對性相議題的疏理，是否真

能解決性相間的歧異，這將是本文之後，能再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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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如來藏思想研究 

 

 

羅中成∗
 

 

摘要  

達摩祖師以四卷《楞伽》授慧可，開啟了中國禪宗法教。《六祖壇經》是中國禪

宗聖典，記述六祖惠能一生行誼事蹟。《楞伽經》為如來藏思想之重要典籍，而六祖

惠能是依《金剛經》而有所悟，不是依《楞伽》而開悟。六祖惠能會不會因此而改變

中國禪宗，從達摩以來所傳承《楞伽》的如來藏思想？本論文即在探討《六祖壇經》

中的如來藏思想。 

《六祖壇經》實仍延續一切眾生悉皆有佛性、真如無差別、能遍興造一切趣生、

識藏、善不善因、性本清淨等如來藏思想。以觀照自性（如來藏）的起用，開展「無

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法門，詮釋功德、西方淨土、禪定、無相懺悔、四弘

誓願、自性三歸依、三身佛、自性戒定慧等見解。以直取清淨本性，行清淨本性，開

頓悟法教。由眾生本有如來性，為成佛之因，推衍為「即心即佛、本來是佛」的觀念。

復以「性空」闡述佛性（如來藏）的體用：體性是空能含藏萬法，用即不染一切。 

六祖惠能雖本諸《金剛經》述明「空」義，實仍延續傳承的如來藏思想；以如來

藏的體用，開展初祖以來一脈相承的如來禪，同時也提出了饒富特色的祖師禪法。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六祖壇經、如來藏、楞伽、佛性、無念為宗、即心即佛 

                                                 
∗
 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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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續高僧傳》卷十六，〈齊鄴中釋僧可傳六〉記載： 

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

得自度。」1
 

《景德傳燈錄》卷三記載：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

示悟入。」2
 

《楞伽經》為如來藏思想之重要典籍，達摩祖師以四卷《楞伽》3
 授慧可，以《楞

伽》為傳法心地要門，開啟了中國禪宗的法教。 

《六祖壇經》是中國禪宗聖典，為惠能弟子法海所集記，記述六祖惠能一生行誼

事蹟。長久以來，《六祖壇經》對中國佛教，乃至於世俗文化、思想、哲學等各個層

面，皆有廣大深遠的影響。 

依《六祖壇經》所載，六祖惠能於五祖弘忍教授《金剛經》時，聽聞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4
 而言下大悟。這是否表示中國禪宗從初祖達摩至五祖弘忍，以《楞伽》

為傳法的心地要門，到了六祖惠能而有了改變？還是六祖惠能在《金剛經》所領悟的

思想架構上，仍保有延續著傳承的《楞伽》心地要門？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六祖壇

經》中的如來藏思想。 

本部論文首先探討《六祖壇經》保有如來藏思想的部份，其次說明惠能強調「見

性」的重要，接著說明六祖惠能以如來藏思想所開展出來的修行法門以及見解，最後

探討《六祖壇經》所未觸及的如來藏思想。 

二、如來藏思想傳承  

                                                 

 
1
  《續高僧傳》，唐‧釋道宣撰，CBETA, T50, no. 2060, p. 552b。 

 
2
  《景德傳燈錄》，北宋‧道原撰，CBETA, T51, no. 2076, p. 219c。 

 
3
  四卷《楞伽》為宋‧求那跋陀羅所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670。 

 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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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弘忍付法六祖惠能時，傳授講解《金剛經》5。然綜觀《六祖壇經》，六祖惠

能的法教核心思想，仍然是以如來藏思想為主軸。經文中雖不以如來藏一詞為名，改

名為「佛性」或「自性」6。 

《六祖壇經》所保有的如來藏思想列舉如後： 

（一）一切眾生悉皆有佛性 

「一切眾生悉皆有佛性」是如來藏思想最基本的要義。《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二，〈一切佛語心品〉： 

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7
 

《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七，〈師子吼菩薩品〉： 

善男子！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五，〈寶王如來性起品〉： 

無有眾生，無眾生身如來智慧不具足者。9 

如來智慧、無相智慧、無礙智慧，具足在於眾生身中。10 

                                                 

 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 

 6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正聞出版社，民國 83年，頁 356。 

《壇經》所傳的，是原始的如來藏說。但不用如來藏一詞，而稱之為「性」或「自性」。 

 同書，頁 23。 

 如來藏，或名如來界（或譯為如來性），或名佛性，自性清淨心等。 

 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正聞出版社，民國 98年，頁 252。 

 如來藏，我，佛性，是異名而同一意義。 

 
7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89a。 

 
8
 《大般涅槃經》，北涼‧曇無讖譯，CBETA, T12, no. 374, p. 524b。 

 
9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CBETA, T9, no. 278, p. 623a。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CBETA, T9, no. 278, p. 6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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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天眼，觀察一切眾生，觀已作如是言：「奇哉！

奇哉！云何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而不知見！」11 

諸經說明，眾生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一切眾生悉皆有佛性（如來藏）。《六祖壇經》

延續這個思想：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12 

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13
 

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14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15
 

眾生本自具足菩提般若之智、佛之法報應三身、佛性。 

如來藏思想的一切眾生悉皆有佛性的說法，是眾生成佛的依據。但是一切眾生悉

皆有佛性，並不意味着眾生都識見到自己的佛性，而這也就是《六祖壇經》一再強調

「見性」的重要原因。 

（二）真如無差別義 

真如是如來藏的別稱16
 。一切眾生悉皆有如來藏，而眾生如來藏平等無有差別。

真如無差別義在《究竟一乘寶性論》卷四〈無量煩惱所纏品〉中論及： 

所謂如來自性清淨身，乃至一切眾生自性清淨身，此二法者，無二無差別。是

故偈言：「一切諸眾生，平等如來藏；真如清淨法，名為如來體。依如是義故，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CBETA, T9, no. 278, p. 624a。 
1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1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1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1c。 
1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c。 
16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89b。 

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

自性涅槃，如是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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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應當如是知。」17 

如來的自性清淨，和眾生的自性清淨，是無二無別的；所以「一切諸眾生，平等

如來藏。」《六祖壇經》延續這個思想，同樣說眾生佛性（如來藏）無有差別： 

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獵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18 

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19 

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20
 

人身雖然有出身地的分別，但是佛性則是相同沒有分別；不論是愚人還是智人，

佛性也是沒有差別的。 

在《六祖壇經》〈般若品〉中，六祖惠能在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時，以如

來藏思想，先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接著說「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

無差別」，再以「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教導眾人見性成佛之道。 

（三）能遍興造一切趣生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四，〈一切佛語心品〉： 

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21 

如來藏「能遍興造一切趣生」，《六祖壇經》也延續這個看法： 

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22
 

「自心常生智慧」即是「能遍興造一切趣生」。 

                                                 
17 《究竟一乘寶性論》，元魏‧勒那摩提譯，CBETA, T31, no. 1611, p. 838c。 
1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8a。 

「獵獠」應作「獦獠」。 
1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2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c。 
21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510b。 
2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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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23
 

遂啟祖言：「…何期自性，能生萬法。」24 

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25
 

「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自性能生萬法」、「萬法從自性生」，都在說明萬法皆

由如來藏所趣生。 

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26
 

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27
 

一切般若智，八萬四千智慧，皆由自性（如來藏）所趣生。 

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28
 

所有的法，都是從真如自性（如來藏）所起用趣生。 

《六祖壇經》以「自性起用」說「能遍興造一切趣生」： 

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

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

若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29
 

能遍興造一切趣生，是因為自性能起思量。自性生起思量，就是運轉藏識。由運

轉藏識，生起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再從眼耳鼻舌身意等六門生出作用，遇見色聲香

味觸法六種境相。如是一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都是由自性起用、起思量、

轉識，而生出十八種邪正作用。 

 

                                                 
2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2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2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2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b。 
2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c。 
2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8c。 
2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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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來藏名識藏 

《楞伽經》以薰習說如來藏識藏名： 

為無始虛偽惡習所薰，名為識藏。30
 

如來藏能為無始以來的虛偽惡習所薰染，因能含藏，所以名為識藏。《六祖壇經》

先是以「性空」說明自性能含藏萬法： 

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惡人

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

復如是。31
 

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32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33
 

故知萬法盡在自心。34
 

《六祖壇經》以世界虛空，能含藏萬物色像為譬喻，說明世人自性（如來藏）也

是如此，能含藏萬法、十二部經於自性中。再由自性能含藏萬法，說如來藏識藏之名： 

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35
 

（五）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四，〈一切佛語心品〉： 

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36
 

                                                 
30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510b。 
3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3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b。 
3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3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3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0b。 
36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5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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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以自性起思量說善、不善因： 

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37
 

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38
 

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

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39
 

自性如果思量惡事，即生惡行，能滅萬劫之善因；若思量善事，即生善行，得除

恒河沙之惡盡。一切善、不善行，皆是由自性起念作用，所以自性是善、不善因。 

（六）自性本清淨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二，〈一切佛語心品〉： 

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40
 

《楞伽經》揭示自性本清淨。《六祖壇經》也說自性清淨：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41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42
 

我本元自性清淨。43
 

但無妄想，性自清淨。44
 

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45
 

                                                 
3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3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c。 
3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0b。 
40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89a。 
4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7c。 
4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4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惠能引《菩薩戒經》。 
4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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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性本清淨。46
 

《六祖壇經》在各品的開示中，均在在說明自性本是清淨。 

三、強調「見性」的重要  

如來藏思想在《六祖壇經》中，非常強調「見性」的重要，因為「自性若悟，眾

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47」五祖弘忍雖然教授《金剛經》，但是認為成佛的

重點，仍然是對如來藏的「見性」： 

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48
 

五祖弘忍認為持誦《金剛經》有助於見性，而見性才能直成佛道。在召集門人欲

托付衣缽時說： 

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

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

偈，來呈吾看。49 

五祖弘忍認為，自性若迷，不求出離生死苦海，只求福田；福田是無法救離生死

苦海。必須見自本性，取自本心般若之智，方能脫離生死苦海。 

此外，五祖弘忍在看完神秀所呈的偈後，對神秀說：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

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

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薩之自性也。50 

                                                                                                                                        
4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4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4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1c。 
4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8a。 
4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8a。 
5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8c。 

 「無上菩薩之自性」應作「無上菩提之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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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弘忍認為，無上菩提，必須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證知佛性的不生不滅。在

任何時中，念念之間，都能識見本性的體用，於一切法運用而無滯礙。一旦識見真如

本性，即能了知所有法界的真實相，順應萬境也就能夠自然的如如應對。這萬法無滯

的如如心性，就是真實。如果能如是暸解見知，就是無上菩提的自性。 

五祖弘忍在惠能悟知本性後，對惠能說： 

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
51 

五祖弘忍認為，如果沒有識見自身本有的佛性，學習佛法是沒有助益的。如果能

夠識自本心，見自本有的佛性，就是佛門所稱呼的丈夫、天人師、佛。 

而惠能在之後的法教弘傳中，也傳承五祖弘忍的看法，多次強調「見性」的重要。

在〈行由品〉中，被印宗問到五祖弘忍的法教時，惠能認為，五祖弘忍傳授的重點即

在「見性」： 

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52 

五祖弘忍對六祖惠能的指導教授，並沒有特別的心要。只有論及見性，甚至連禪

定解脫的法門都沒提到。在〈般若品〉韶州韋使君請益，為大眾講解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時說：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

性。53 

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

終無有益。54
 

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

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

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

                                                 
5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5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c。 
5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5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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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

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55
 

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56
 

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57
 

惠能強調，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有具足，無有差別；如果不能自己領悟，必須

尋訪大善知識，請求開示教導見性。如果嘴裡說著般若，而沒有真的識得自性般若，

就像口裡說著食物，而沒有真的吃到食物。如果只是談論著空理，而沒有真的識得自

性般若，即使歷經萬劫，仍不得見性，是沒有益處的。 

惠能認為，他在五祖弘忍處悟到的，就是見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所以要將此教法

流傳通行，讓想學道的行者，各自觀察自己心性，頓悟菩提，識見自己的本性。如果

還不能開悟，必須參訪大善知識，請求大善知識，解說最上乘的佛法，開示正確的修

行道路，識見自己的本性。 

三世諸佛及十二部經的義理，本在世人的自性中；如果不能自己有所領悟，必須

尋求善知識指示，才能得見諸佛妙理。自證聖智的境界，就像大日處在虛空中一般，

光明普照；只有所傳的見性法門，才是超出世俗，照破邪見的法門。惠能希望，所有

的眾生，都能因為聽到他的法教，而見性成佛。 

惠能甚至在圓寂前最後的法教，仍然是在強調「見性」的重要： 

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

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

吾在日。58
 

只要識見自己的本心，識見自己的本性，體悟到佛性的無有動靜，無有生滅，無

有去來，無有是非，無有住往。特別再付囑大家，令各自見性；能依此法教修行，就

如同惠能在世。 

                                                 
5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5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b。 
5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c。 
5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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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禪宗從初祖達摩到六祖惠能，都強調「見性」的重要，而《六祖壇經》中所

要識見的佛性又是如何？主要有幾個特性。一是六祖惠能在〈行由品〉中，引《大般

涅槃經》回答印宗「不二之法」：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59，名為

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

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60
 

說明佛性不是常也不是無常，不是善也不是不善，所以稱為不二。五蘊與十八界，

凡夫認為是不同的兩件事；有智慧的人，瞭知其中的關連，知道它們的本質並無二致。

這並無二致的特性，就是佛性。 

第二，在〈般若品〉回答韋刺史的請益，為眾人講解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時說「妙

性本空」：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61 

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惡人

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

復如是。62
 

「妙性本空」、「自性真空」、「世人性空」，都在說明佛性的「性空」特質。惠能

由佛性的「性空」特質，說明自性能含藏萬法。 

此外，六祖惠能在〈行由品〉中，由五祖弘忍親授《金剛經》，聽聞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時，說：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

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63
 

惠能認為佛性有，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等幾個

                                                 
59 《大般涅槃經》，北涼‧曇無讖譯，CBETA, T12, no. 374, p. 493c。 
6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c。 
6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6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6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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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 

綜合以上，惠能所認為的佛性，有幾個特性：「無二之性」、「性空」、「本自清淨」、

「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以「無二之性」於一切法不

取不捨，於一切境不染不住，開衍「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法門。以「性

空」說明心量廣大，徧徧徧徧周法界，心體無滯，能含萬法。以「本自清淨」闡述西方淨土、

自性三歸依、三身佛、自性戒定慧等見解。以「本自具足」說明世人本有般若智及三

身佛。以「本不生滅」、「本不動搖」說明禪定的「自性不動」。以「能生萬法」說明

自性起思量，遍興造一切趣生。 

四、如來藏思想的開展  

如來藏思想在《六祖壇經》中以「見性成佛」為目標，以自性的體用，開展出「無

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的修行心法。從「自性清淨、自性起用」的角度，詮

釋功德、西方淨土、禪定、無相懺悔、四弘誓願、自性三歸依、三身佛、戒定慧等見

解。 

（一）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64
 惠

能說：「何期自性，能生萬法。」65
 說明萬法皆由自性起用，遍興造一切趣生。而自

性和心念的關係又是如何？惠能認為： 

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

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66
 

真如是心念的本體，所有的心念，都是真如自性所起的作用，而不是眼耳鼻舌所

起的作用。真如之所以能夠起心念，是因為有佛性（如來藏）。然而在真如自性起用，

遍興造一切趣生時，如何處理心念，才能萬法無滯、萬境自如？六祖惠能提出「無念

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的法門，來處理心念。 

                                                 
6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510b。 
6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6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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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無念？惠能對無念的定義： 

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67 

無念者，於念而無念。68
 

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69
 

「無念」是當緣見一切法、自性起用、面對諸境時，心不受染著。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一切佛語心品〉： 

自覺聖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無所計著，得如幻三昧身，諸佛地處進趣行生。
70 

惠能的「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於諸境上，心不染」即是《楞伽》的「一切

法相無所計著」。惠能的無念法門，可說是傳承自《楞伽》的「自覺聖智究竟相」。 

惠能認為，他所提出的無念法門： 

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

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71
 

無念法門可以在諸境中，來去自由，無有束縛，通用而無有滯礙，得到真正的自

在解脫。 

什麼是無相？惠能對無相的定義：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72
 

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73
 

無相就是遠離一切境相，不為諸境相所迷惑。惠能認為， 

                                                 
6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6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6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70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85a。 
7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7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7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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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74
 

離相，便能得到法體清淨。 

什麼是無住？惠能對無住的定義： 

無住者，人之本性。75
 

什麼是無住為本？惠能進一步說明： 

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

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76
 

能夠在世間萬境中，不思仇害，不思前境，念念不住，即無束縛。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除了是《楞伽》「自覺聖智究竟相」的「一

切法相無所計著」，其實也是惠能聽聞《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所開展出來

的法門。「生其心」即是真如自性起用，遍興造一切趣生；「無所住」即是「無念、無

相、無住」。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是六祖惠能以真如是體，心念是用；對心

念為真如自性（如來藏）起用，遍興造一切趣生時，所開展出來的修行法門。 

（二）功德 

在〈疑問品〉中，韋刺史問為何達摩祖師回答梁武帝，造寺度僧、設齋布施，實

無功德。惠能解釋，造寺度僧、設齋布施，只能稱為福德，不能說是功德。而惠能進

一步解釋功德時，是從見自本性的體用，所開展出來的詮釋。 

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

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

                                                 
7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7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7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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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無染是德。77
 

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78
 

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79 

識見本性、內心謙卑、自性興萬法、不離自性、念念無間、自修本性等是功。平

等視眾生、外行於禮、無念、應用無染、心行平直、自修身心等是德。常以自性生起

妙用，即是功德。功德必須內見自性，而不是透過佈施供養向外求得。 

也就是說，用功在自性的起用上，就是功德。這是惠能以識見本性（如來藏）以

及觀照自性（如來藏）的起用，所開展出來的功德觀。 

（三）西方淨土 

在〈疑問品〉中，惠能先引《維摩詰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80，再以自性

內照，識身中淨土，得佛國淨土的方式，闡述西方淨土。這是以識見如來藏自性清淨，

所開展出來的唯心淨土觀。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81
 

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

到如彈指，便睹彌陀。82
 

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83 

惠能認為，要識自身身中淨土，悟無生頓法，念念見自本性，常行平直，便是處

在佛國淨土。也就是，念念見自如來藏的清淨本性，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便是佛國

淨土。 

                                                 
7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a。 
7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a。 
7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a。 
80 《維摩詰所說經》，姚秦‧鳩摩羅什譯。CBETA, T14, no. 475, p. 538c。 

 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8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a。 
8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a。 
8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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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再以清淨心性的起用化現，說明自心地上覺性，放大光明，內外明徹不異西

方淨土。 

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

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向性中作，

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

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

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

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

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銷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
84

 

惠能的這一段闡述，將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的思想，完

全的表達。世人皆有佛性，佛性就是主子。要成佛，是要覺悟這個佛性，而不是向外

尋求。一念清淨，即是觀音、勢至、釋迦、彌陀；一念惡，即是惡龍、鬼神、魚鱉、

地獄、畜生。從心地上覺性，自性內照，內外明徹，所有的三毒、罪業即時消滅，就

是西方淨土。 

以上是六祖惠能以如來藏自性清淨，以及遍興造一切趣生，結合《維摩詰經》「隨

其心淨，則佛土淨」，所開展出來的唯心淨土觀。 

（四）禪定 

坐禪習定，是禪門的修行方法之一。釋迦牟尼佛因坐禪，而開悟成佛。達摩祖師

「面壁而坐，終日默然」85。二祖慧可認為，「若有一人不因坐禪而成佛者，無有是

處」86。三祖僧璨「隱思空山，蕭然靜坐」87。四祖道信「努力勤坐，坐為根本」88。

                                                 
8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b。 
85 《五燈會元》，南宋‧杭州靈隱寺‧普濟集，CBETA, X80, no. 1565, p. 42c。 
86 《楞伽師資記》，唐‧釋淨覺集，CBETA, T85, no. 2837, p. 1285c。 
87 《楞伽師資記》，唐‧釋淨覺集，CBETA, T85, no. 2837, p. 1286b。 
88 《傳法寶紀》，唐‧杜朏撰，《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附編（一），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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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弘忍「夜便坐攝至曉，未嘗懈倦」89。禪宗祖師們，都重視坐禪習定，也都身體

力行。 

佛陀及祖師們坐禪習定成就佛道，世人有樣學樣；但是世人對坐禪習定的要義，

則多所錯認。例如在〈頓漸品〉中記載，志誠受神秀大師命，前往曹溪聽法。惠能和

志誠對坐禪習定，有下面一段對話： 

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

「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

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90 

惠能認為，攝收心念觀想靜境，常靜坐而不倒臥，不是正確的坐禪觀念。此外在

〈宣詔品〉，薛簡問惠能坐禪習定的問題：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

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

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

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91
 

惠能認為，成就佛道的重點在心悟，不在坐禪習定。惠能引《金剛經》「若言如

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92，說明如果只是學佛陀禪坐和吉祥臥的表相去靜坐，是錯

解佛陀的禪坐的精神。如來的禪是，不從何處來亦不向某處去，沒有生起也沒有斷滅；

如來的定是，面對所有境相，不起妄想，不受計染，暸知諸法畢竟空寂。究竟無有一

法可證得，坐禪習定豈能得到什麼？ 

此外，在〈機緣品〉中，玄策引惠能的法教說禪定： 

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

                                                 
89 《曆代法寶記》，CBETA, T51, no. 2075, p. 182a。 
9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8b。 
9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9c。 
9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姚秦‧鳩摩羅什譯，CBETA, T8, no. 235, p. 752b。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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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93
 

禪定是沒有「有心入定、無心入定」之分；也沒有所謂的「入定、出定」之想。

沒有所謂定，也沒有所謂亂。禪定是沒有執著，也沒有生起斷滅；所以不會留戀在禪

寂的境界裡，也不會生起追求禪寂的想念。心如同虛空一般，也沒虛空的狀相。 

對於坐禪習定的錯誤觀念，惠能一再提醒： 

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94 

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95

 

「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

緣。96
 

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

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

故知大錯。97
 

坐禪習定不是空心靜坐，常坐不動，百無所思。如果百無所思，不動不起，就如

同無情生一般，是障道因緣。惠能對禪定的看法是： 

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

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

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

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98
 

因為心是幻，自性本淨；所以先要不著心妄、也不要著淨相。 

                                                 
9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7c。 
9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9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b。 
9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c。 
9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a。 
9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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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

如如，無不定時也。99
 

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

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

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

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

禪內定，是為禪定。100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
101

 

惠能認為，禪定的重點在，外離相、內不亂、心如虛空；面對外在境界時，心念

不生起，內見自己本性本不動搖，不去不來，本不生滅。以此契入，則能性相如如，

無不定時。 

六祖惠能對禪定的看法，是從「見自本性，本不動搖」的觀點，再配以自性起用

時，「無念、無相、無住」法門，外離相、內不亂，所開展出來的見解，達到自性自

淨、自性自定的真禪定。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一切佛語心品〉提到四種禪法：「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

攀緣如禪、如來禪」102。 

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鎖，

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不異觀，前後轉進，想不除滅，是名愚

夫所行禪。103
 

愚夫所行禪，修行的重點在觀察無常、苦、不淨等諸境相，以滅除受、想為對治。

從有生滅的諸相，展轉修證到滅除受、想的定境。對治重點在受、想，而不在心執。

所以雖在定中滅除受、想，但在出定後，因心執未除，仍計著諸相，尚未究竟。 

                                                 
9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8a。 
10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10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9c。 
102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92a。 
103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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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

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104 

觀察義禪的重點在，覺知人、法無我，自、他、共生皆無實性，斷離諸相。 

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105
 

攀緣如禪覺知人、法無我亦是空，人、法本無，不起分別妄想，證得真如法性。

雖不緣諸境相，但仍攀緣法性，尚未究竟。 

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行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

名如來禪。106 

如來禪是體悟諸法畢竟空，得自覺聖智，安住解脫、菩提、涅槃三種樂，起真實

妙用，成辦事業利樂眾生。 

如來禪依「自覺聖智」，著重「靜慮、思維」。所以世人多以靜坐禪思的方式，由

初地漸次轉勝明淨，得大智照明（自覺聖智），入如來地；這也是初祖達摩到五祖弘

忍所行的禪法。惠能的禪法則是以識見自性清淨，直顯清淨本性般若智為教法，後世

稱為祖師禪。 

（五）無相懺悔 

〈懺悔品〉記載六祖惠能，對懺悔的看法。惠能認為，懺悔的目的在令得三業清

淨。 

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107
 

惠能對於懺悔，除了懺其從前所犯過錯，更重視如何避免往後再犯過錯，達到永

遠不再犯錯。 

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

                                                 
10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92a。 
105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92a。 
106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92a。 
10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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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

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

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愆

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108 

凡夫只知懺其從前所犯過錯，不知避免往後再犯過錯，所以後過又再次發生，這

不是真正的懺悔。惠能認為，懺悔的重點在，於一切時中，念念不被迷惑汙染，才能

達到真正的三業清淨，不再犯過。 

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

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

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

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

不復起。109
 

懺悔的內容為，貪、嗔、癡所生起的憍誑、嫉妒、愚迷。以無念法門來對治：從

前的心念、現在的心念、及往後的心念，於一切時中，所有的心念都是自淨其心，自

淨其意，不被憍誑、嫉妒、愚迷所迷惑汙染。才能一時銷滅，永不再發生。 

無相懺悔是六祖惠能本於自性（如來藏）起用，遍興造一切趣生時，結合無念法

門，念念不被憍誑、嫉妒、愚迷所迷染，所開展出來的懺悔法門。懺悔三世所作惡業，

懺前愆、悔後過，達到三業清淨，淨化心靈，不再犯過的目的。 

（六）四弘誓願 

四弘誓願是一切菩薩於因位時，所發起的四種廣大誓願。六祖惠能在〈懺悔品〉

所教導的四弘誓願，是自心四弘誓願：「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

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四弘誓願前加上自心自性，旨在強調

從自心自性中，自度度他、自斷無邊煩惱、自學無盡法門、自成無上佛道。 

惠能認為，眾生無邊誓願度，是要能自性自度才是真度。 

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

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

                                                 
10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a。 
10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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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

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

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110
 

邪迷、誑妄、不善、嫉妒、惡毒等等心念，都是眾生的心念。以自性正見打破這

些邪見、煩惱、愚癡；邪念來用正見度，迷心來用正悟度，愚痴來用正智度，惡念來

用善念度，即是自性自度，才是真度。 

四弘誓願的斷無邊煩惱、學無盡法門、成無上佛道，惠能也是以識見自性，以自

性般若智，除真除妄斷煩惱、常行正法學法門、離迷離覺成正覺的方式教導。 

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

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

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

力法。111 

成就佛道要發菩提心，四弘誓願是願菩提。惠能以識見自性，以自性般若智，度

自心眾生，斷煩惱，學正法，成佛道；是如實知自心，如實知自性，從自心自性中，

所開展出來的四弘誓願法門。 

（七）自性三歸依 

三歸依是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是佛教徒必經儀式。六祖惠能在〈懺悔品〉

所教導的三歸依，是歸依覺、歸依正、歸依淨的自性三歸依。 

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

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
112

 

惠能認為，要歸依的是歸依自性三寶。歸依正覺（佛是覺者），即是福慧兩俱足

的尊者；歸依正法（佛法是正法），即是斷離欲望的尊者；歸依清淨（僧是清淨），即

                                                 
11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a。 
11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a。 
11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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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眾人崇敬的尊者。惠能雖然說歸依覺、歸依正、歸依淨，其實也就是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 

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113
 

但是惠能所教導的三歸依，在心法上是有所不同的。惠能引《華嚴經》「自歸於

佛」，說明歸依佛，是歸依自性佛，而不是歸依他佛。同樣的，歸依法、歸依淨，也

是自性歸依。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

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

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

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卻成妄。

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114，不言歸依他佛。

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

是自歸依也。115
 

歸依覺是歸依對自性的覺悟，歸依正是歸依自性的正智正法，歸依淨是歸依自性

的清淨。由自性的覺悟、正智正法、清淨，生起般若智、正念、無染著，得邪迷不生，

少欲知足，念念無邪，無有貪愛執著，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著。所以成就兩足尊、

離欲尊、以及眾中尊。 

惠能以自性般若智、正法、清淨，開展出自性三歸依的見解，是自性自度（覺），

自性自定（正），自性自淨（淨）的真三歸依。 

（八）三身佛 

佛的三身是指，清淨法身、圓滿報身、與千百億應化身。六祖惠能認為，這三身

                                                 
11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114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譯，CBETA, T9, no. 278, p. 430c。卷 6，

〈淨行品〉。 

 自歸於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意。 

 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11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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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本自具足，皆從自性生出，非從外尋覓而得。由自見身中一體三身佛，歸依自身

一體三身佛，可以了然自悟自性： 

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

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

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

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116
 

佛之三身，世人本有；歸依自性三身佛，了然自悟自性。惠能接著解說清淨法身

佛： 

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

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

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

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

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

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117
 

惠能認為，世人性本清淨；見性之人，內外明徹，如天常清澈，如日月常明淨。

以此清淨自性現生萬法，即是清淨法身佛。惠能解說圓滿報身： 

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

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

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118 

惠能認為，自見本性無二之性，有如明燈除卻千年黑暗，有如正智除滅萬年愚癡；

念念圓明，善惡不染，即是圓滿報身佛。惠能解說千百億化身：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

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

                                                 
11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11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11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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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

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119
 

惠能認為，如果不起思量，自性如同虛空；一旦起念思量現生萬法，即是變化萬

千。只要回心念善，即生般若智慧，即是自性化身佛。 

六祖惠能最後對自性三身佛，做以下總結： 

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120
 

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121

 

法身，世人本自具足。念念識見本性，就是報身。自性起思量變化，就是化身。

所以，清淨法身，即是自身清淨的本性；圓滿報身，即是自身般若正智；千百億化身，

即是清淨本性的般若行。 

六祖惠能的自性三身佛，是從清淨本性、念念圓明、智慧常照、起用思量變化，

所開展出來的見解。也是如來藏自性清淨，遍興造一切趣生，所開展出來的思想。 

（九）戒定慧 

戒定慧三學，是學佛基礎，稱為三無漏學；是解脫生死煩惱，達到究竟涅槃的修

行之道。戒定慧是持戒、禪定、智慧；由戒生定，因定發慧，由慧起修，分別對治人

的貪、瞋、痴。所謂攝心以為戒、由持戒生定心、因心定而發慧，彼此相輔相成，最

終證得智慧，解脫煩惱，究竟涅槃。 

六祖惠能則是以自性戒定慧，成就解脫煩惱，究竟涅槃。在〈定慧品〉以及〈機

緣品〉記載，六祖惠能對戒定慧的看法：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

慧等學。122 

                                                 
11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c。 
12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c。 
12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6a。 
12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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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123
 

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

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124
 

惠能主張的戒定慧，是從萬法皆從自性（如來藏）起用的角度契入，所開展出來

的自性戒定慧。自性是智慧的本源，以自心不起是非想，即成自性戒；心地常生般若

智，即是自性慧；心地本不動搖，即是自性定。 

五、由如來藏衍生的新見解  

《六祖壇經》中，有些見解是中國禪宗的心要思想，但是這些思想在所傳承的《楞

伽阿跋多羅寶經》中，未被特別強調。然而這些思想，卻是禪宗法門開展的理論基礎。

這些思想包括：由心性本淨與離垢清淨，所開展出來的頓法與漸法的差別；由即心即

佛發展成本來是佛；由性空說明自性含藏萬法，用即不染一切。 

（一）心性本淨與離垢清淨（頓法與漸法）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二，〈一切佛語心品〉：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

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

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一切諸佛之所演說。」
125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四，〈一切佛語心品〉： 

大慧！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淨，客塵所覆故，猶

                                                 
12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5b。 
12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8c。 
125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4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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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淨，非諸如來。126
 

《楞伽經》的這二段，說明如來藏自性本是清淨，但為五陰、十八界、以及十二

入處等所纏覆，貪嗔癡妄想所污，客塵所染，所以猶見不淨。因此，釋迦牟尼佛說： 

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127
 

如果想要進一步求得佛道，應該要清淨如來藏。《六祖壇經》〈行由品〉中，神秀

對如來藏為客塵所覆的看法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在他呈給五祖所寫的偈

是：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128 

神秀認為要以「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方式得離垢清淨。這是從三無漏學，

戒定慧，所開展出來的離垢清淨法門；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在《六祖壇經》〈頓漸

品〉中，神秀的弟子志誠，陳述神秀的戒定慧法教是：「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

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129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即是諸惡莫作、眾善

奉行、自淨其意的三無漏學；經由戒定慧攝收心念，來保持身心的清淨。 

六祖惠能對戒定慧的法教，則是從觀照自性的起用，所開展出來：「心地無非自

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130
 以直取自性清淨的體性，起正見妙

用；所以能自性心中沒有是非、沒有愚癡、沒有散亂，直接成就戒定慧。 

除自性戒定慧外，《六祖壇經》離垢清淨的方法，也不同於神秀的方式。惠能是

以「自性清淨」為本，以「無念」斷妄染計著，起正見妙用；直取「自性清淨」，行

「自性清淨」的方式，斷離塵染得清淨行，也由此開展頓悟法門。惠能在〈行由品〉

的一開始便直說：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131
 

說明直取「自性清淨」，行「自性清淨」便能直成佛道。 

                                                 
126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510b。 
127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 T16, no. 670, p. 510b。 
12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8b。 
12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8c。 
13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8c。 
13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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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般若品〉中，講解般若智時說： 

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
132

 

惠能不以漸修為離垢清淨的方式，而是從清淨的自心，直接起正知正見妙用，一

切煩惱及塵勞便無法著染。 

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133
 

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134
 

以清淨本性起智慧觀照，當六識從眼耳鼻舌等六門生出作用時，在六塵境相中，

皆能妄念俱滅，不受雜染，得通用無滯，來去自由。 

在〈疑問品〉解說西方淨土時說： 

隨其心淨，即佛土淨。135
 

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

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銷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136
 

由覺悟自性，如同如來的大放光明一般，外照得眼耳鼻舌等六門清淨，內照則貪

嗔痴三毒除卻。隨其心得清淨，即是佛土清淨，即是西方淨土。 

在〈坐禪品〉解說坐禪觀念時說： 

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137
 

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138
 

                                                 
13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c。 
13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13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13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a。 
13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b。 
13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13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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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139
 

自性原本就是清淨的，以無念斷妄想計著，清淨本性便顯現出來，以此自修自行，

便能自成佛道。 

在〈懺悔品〉集眾說法時，一開始便說： 

此事須從自事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

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140
 

強調於一切時中，所有心念都能自心清淨，以此親自修行，得見自己心中清淨法

身，得見自己心中清淨佛性，如此自己度脫、自我持戒，才能不虛此行。 

在解說清淨法身佛時說： 

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

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

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

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

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

復如是。141
 

萬法本在自性中，起思量即生善惡行。而世人性本清淨，如天常清澈，如日月常

明淨。只需聽聞善知識正法，自然除卻迷心妄想，得內外明徹，而於清淨本性中顯現

萬法。這是以心性本淨，無念除迷妄，得萬法皆現。 

在〈機緣品〉中，為智通解說三身四智時說： 

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142

 

是以清淨法身，起正見智，得清淨行，即是佛的三身。 

在〈頓漸品〉中，為志誠解說自性戒定慧時說： 

                                                 
13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b。 
14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3c。 
14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4b。 
14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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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143
 

以清淨本性起正見妙用，心中沒有是非、沒有愚癡、沒有散亂，即是自性戒定慧。 

在〈宣詔品〉中，為薛簡解說心要時說： 

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144
 

同樣是以清淨心體，無念離染，得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惠能在各品中的法教，均是以自性清淨為體，以無念斷離妄想計著，起正見妙用。

不以漸修離垢的方式，而是直取「自性清淨」，行「自性清淨」的頓教法門。 

（二）即心即佛與本來是佛 

如來藏原是指眾生本有如來性，為成佛之淨因。禪宗初祖達摩「深信含生同一真

性」145，是如來藏真如無差別的思想。二祖慧可「觀身與佛不差別」146，也是如來藏

真如無差別的思想，但是比初祖達摩，更有發展成為「本來是佛」的初步概念。此外

二祖慧可的「是心是佛，是心是法」147，則是直接點出「即心即佛」的思想。 

三祖僧璨傳承二祖慧可「是心是佛，是心是法」的思想，說「如其心然，佛法無

二」148。四祖道信「念佛心是佛」149
 及「離心無別有佛，離佛無別有心。念佛即是

念心，求心即是求佛。」150，延續「即心即佛」的思想。 

五祖弘忍「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151
 仍是「即心

即佛」的思想。六祖惠能「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152、「汝今當信，佛知見者，

                                                 
14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8c。 
14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0a。 
145

 《續高僧傳》，唐‧釋道宣撰，CBETA, T50, no. 2060, p. 551c。 

146
 《續高僧傳》，唐‧釋道宣撰，CBETA, T50, no. 2060, p. 552b。 

147 《景德傳燈錄》，北宋‧道原撰，CBETA, T51, no. 2076, p. 220c。 
148 《景德傳燈錄》，北宋‧道原撰，CBETA, T51, no. 2076, p. 220c。 
149 《楞伽師資記》，唐‧釋淨覺集，CBETA, T85, no. 2837, p. 1286c。 
150 《楞伽師資記》，唐‧釋淨覺集，CBETA, T85, no. 2837, p. 1287a。 
15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15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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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汝自心，更無別佛。」153、「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154、「真如自

性是真佛」155，仍是傳承「即心即佛」的思想。 

六祖惠能除了傳承「即心即佛」的思想，更進一步將即心即佛的思想，推衍成「本

來是佛」的思想。而凡夫或眾生與佛的差別，在於有沒有悟見本性；悟見本性即是佛，

未悟見本性即是眾生、即是凡夫。 

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

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

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156
 

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

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157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158 

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159
 

自心就是佛，不要再懷疑，覺悟了即是佛。自性若悟，一念平直，自身即等同佛，

眾生即是佛。 

如來藏思想的眾生本有如來性，為成佛之因，旨在鼓舞眾生起精進修持信心，眾

生皆能成佛。由真如無差別義推衍即心即佛，旨在指出萬法皆由心生，鼓舞眾生起如

來清淨智慧。由即心即佛再進一步推衍本來是佛，旨在教導眾生見自本性，直取清淨

本性，行清淨本性，直成佛道。 

（三）妙性本空 

《六祖壇經》以「性空」的概念，闡述佛性（如來藏）的體用；說明佛性的體性

是空，所以能含藏萬法，萬法盡在世人性中；心量廣大，猶如虛空，所以用即不染一

                                                 
15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5c。 
15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1c。 
15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2a。 
15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1c。 
15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b。 
15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 
15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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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六祖惠能在〈般若品〉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時說： 

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

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

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160
 

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

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

人性空，亦復如是。161 

第一個性空解釋，說明心量廣大，如同虛空無有邊際，所以無方圓大小上下長短，

無瞋喜善惡是非，「無有一法可得」。第二個性空解釋，自性能含藏萬法，日月星宿，

山河大地，善法惡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盡在世人自性中。兩個解釋看似互相矛

盾：一個說「無有一法可得」，一個卻說「能含藏萬法」。六祖惠能進一步說明： 

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

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162
 

因為體性是空，所以能含藏萬法，萬法盡在世人性中；但是在生起妙用時，心量

亦是廣大如虛空，於一切人事物，皆能沒有偏愛、沒有棄捨、也不去執著，沒有方圓

大小上下長短的分別，也不起瞋喜善惡是非的心念。也就是，第二個性空解釋，是在

說自性的體性如同虛空，能含藏萬法；第一個性空解釋，是在說明自性在遍興造一切

趣生時，亦如同虛空，無有一法可染著。 

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163
 

惠能以此解釋性空的妙用；一體一用，用即了了分明，用即便知一切，去來自由，

                                                 
16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16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a。 
16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b。 
16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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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體無滯。 

六、本經所未觸及之如來藏概念  

《六祖壇經》的如來藏思想中，未被觸及的部分是佛法身遍滿義。《異部宗輪論》：

「如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諸佛壽量亦無邊際。」164
 說明佛法身無

所不在，遍一切處，壽無量而常住。因為佛法身無所不在，遍一切處，所以眾生含諸

佛性，眾生皆有佛性。那麼無情生是否也有佛性？畜生道眾生是否也有佛性？所以後

學行者，對佛法身遍滿的佛性義，有諸多疑問：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學云：「上至諸佛，下至螘子，皆有

佛性，狗子為什麼無？」師云：「為伊有業識性在。」165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什麼卻撞入

這個皮袋？」州云：「為他知而故犯。」166
 

問：「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云：「幾時成佛？」師云：「待虛

空落地」。云：「虛空幾時落地？」師云：「待柏樹子成佛。」167
 

行者們最常有的疑問是，動物及植物能否成佛？除了對狗子、柏樹子有疑問外，

土木金石是否也有佛性？《楞嚴經》卷七記載： 

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

流轉國土，精神化為土木金石，其類充塞。168
 

依《楞嚴經》說法，土木金石是十二眾生類中，因愚鈍輪迴癡顛倒，和合頑成枯

槁亂想，無想類眾生所化生。依此說法，土木金石也是眾生。那麼土木金石是否具有

                                                 
164 《異部宗輪論》，唐‧玄奘譯，CBETA, T49, no. 2031, p. 15b~15c。 
165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集，〈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并行狀卷上〉，CBETA, X68, no. 1315, 

p. 81a。 

166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南宋‧萬松行秀撰，CBETA, T48, no. 2004, p. 

238b。 

167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集，〈趙州真際禪師語錄之餘〉，CBETA, X68, no. 1315, p. 84c。 

168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唐‧般剌蜜帝譯，CBETA, T19, no. 945, 

p. 1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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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 

《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七，〈迦葉菩薩品〉： 

非佛性者，所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之物。離如是等無情之物，是名佛性。169
 

以《大般涅槃經》的說法，牆壁瓦石無情之物，是沒有佛性的；除開這類的無情

之物，則是有佛性的。所以無情之物如金石，是沒有佛性的。但是經文中只說牆壁瓦

石，沒有註明草木，那麼草木是否具有佛性？ 

《六祖壇經》〈行由品〉記載：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170
 

這是五祖弘忍給六祖惠能的傳法偈。「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說明對有情眾

生，播下成佛的種子，因為有了成佛的種子（佛性），將來都會成就佛果。「無情既無

種，無性亦無生」說明無情生及無佛種之類的，因為沒有佛性，是無法結成佛果的。

所以五祖弘忍認為，無情生是沒有佛性的。 

在〈付囑品〉中，惠能對弟子開示時說：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

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

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171
 

眾生的心地，都蘊藏成佛的種子，一旦遇到大善知識的教導，均能頓悟見性，獲

得菩提，成就佛果。就像大地的種子，遇到及時雨，皆能發芽生長。 

兩位祖師的看法都認為，要有佛性才能成就佛果；沒有佛性之類的，是無法成就

佛果。五祖弘忍認為，無情生是沒有佛性的。那麼六祖惠能對無情生，又是如何看待： 

「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

緣。172
 

                                                 
169

 《大般涅槃經》，北涼‧曇無讖譯，CBETA, T12, no. 374, p. 581a。 

17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a。 

17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1b。 
17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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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

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173
 

六祖惠能清楚說明「無情無佛種」，無情生是沒有佛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六

祖惠能認為，有情無情，不在外相，而在心性；心性若是不動，即同無情，無情是沒

有佛性的。所以「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同無情生，等於是沒有佛性的。有情生是

會起心動念的，無情生是不會起心動念的。如果修行修成「常坐不動，妄不起心」，

就如同無情生一樣。真正的不動行，是起心動念，但是念念不被外境所束縛、念念不

被諸相所染著，這才是真不動。所以六祖惠能認為，即便是有情生，如果修成無情生

一般，等同於沒有佛性。 

七、結論  

《六祖壇經》傳承了「一切眾生悉皆有佛性」、「真如無差別」、「能遍興造一切趣

生」、「是善、不善因」、「識藏」、「自性本淨」等如來藏思想。強調「見性」的重要。

以觀照自性（如來藏）的起用，開展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法門；闡述功德、

佛國淨土、禪定、無相懺悔、四弘誓願、自性三歸依、三身佛、自性戒定慧等見解。

以直取清淨本性，行清淨本性，開頓悟法教。由眾生本有如來性，為成佛之因，以及

真如無差別義，推衍即心即佛、本來是佛的觀念。以性空闡述佛性（如來藏）的體用：

體性是空能含藏萬法，用即不染一切。 

綜觀《六祖壇經》的法教，實仍延續傳承如來藏的思想，以如來藏的體用，開展

初祖以來一脈相承的如來禪，同時也提出了饒富特色的祖師禪法。 

                                                 
17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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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的「病痛因緣」與對治方法之研究 
 

范明麗∗
 

摘要  

本文的研究議題以釋迦牟尼佛（以下稱「佛陀、世尊」）的色身病痛為主，首先

說明佛陀對「病者」與「醫者」的定義，接著論述佛陀自說本身的病痛因緣與其處理

方式，然後對應地現代醫者與患者之間的關係，脇後以佛陀的醫療觀建議現代人如何

看待自己的「病」與「痛」。論述方式以病例分析法為前地，再以佛陀的醫療觀對現

代醫者與患者可能有的啟示與建議為書寫路徑。 

佛陀於醫學理論中地出重要的「四聖諦」，或可說佛陀將「四聖諦」運用在醫學

理論中，佛陀的各種教義是以中道思想為主軸，以「四聖諦」為導向，廣教廣示「四

大、五蘊、六觸、六塵、十二因緣、八正道」。經文中指出如實知「四聖諦」是成為

「大醫王」的接備條件，同時病人亦須如實知「四聖諦」。理解「中道」、「緣起法」、

「八正道」才能深知「病根」所在。換言之，解決病根的源頭在「四聖諦」，而脇切

確的解決路徑在「八正道」。 

再者，佛陀以「大醫王」身分救度眾生，又以「病人」身分入涅槃，「醫者」與

「病者」是一個相對待的依存關係，佛陀於此世間同時俱足此雙重身分是要告訴世人

什麼義理？現今長年病痛的患者，心態容易落入負面情緒中，人生價值與日常談話主

題常圍繞著自己的病苦上，若病人內心只有抱怨甚至憤世忌俗，或地有悲觀哀怨，此

皆是被「愚痴」所糾纏，亦是三毒所誘發出來的無明，一樣衍生無量無以的塵勞根病

無有間斷。佛陀對自己的「病痛因緣」了了分明，對現今所得業果欣然接受，無有怨

懟，無論如何疼痛，內心仍持有正念正智，此為佛陀的病痛之身給予現代患者脇大的

啟示。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釋迦牟尼佛、醫者、病者、四聖諦、基源問題研究法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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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曾任職於醫學中心「生物物理實驗室」，做過人體生理訊號的頻譜分析，對

於人體生病時的生理訊號有些許知悉。疾病的檢查方式與治療方法會依時代演進而不

斷改變，醫學理論也會不斷修正，但「病理、病態（病相）」在人體中是不變的（人

體生病時的生理訊號）。所以本文主要探究的是在現代人的身體中，出現與二千五百

年前佛經中記載的人體有同樣的「病理、病態」時，除了採用現今醫療理論與方法之

外，建議還可以用佛陀的思維邏輯去面對「病、痛」，此是本文脇初的研究動機。同

時亦希望佛陀所悟出的正知見，能對現代醫學有所啟發，並經由本文的論述而對醫學

界有所建議與助益。 

現代醫學處理疼痛案例中，脇為棘手的「複雜性區域疼痛症候群」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s（簡稱：CRPS第Ⅰ型與第Ⅱ型）1，其「疼痛指數」病人該

如何表地？以地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病患為例（CRPS TypeⅠ外加 PHN 帶狀疱疹

後神經痛）2：患者因車禍多處骨折，再經多次手術（如：皮瓣移植等），術後多處疼

痛，如左手指的疼痛，從遠端傳遞至近處，有抽痛、麻痛、針刺痛，多處按壓痛、嚴

重肩頸痛、橈骨及正中神經病變；左腳踝複雜性骨折，有灼熱痛、痠痛、刺痛、壓痛、

麻痛、局部熱痛、紅斑、脛骨神經病變（tibial neuropathy）；另外，帶狀疱疱疱疱疹（herpes 

zoster）左大腿後側引起皮癢（itching）、針刺痛、灼熱痛。曾經做過的治療方式，有

熱療、電療、非類固醇抗消炎藥劑（NSAID服用藥物）。此類病痛在醫學中心屬於地

難度處置的症狀。 

以上病例屬難治性疼痛，大多醫脇對此束手無策，而病人的疼痛感亦不知如何「主

述病程」？醫脇常要病人自述「疼痛指數」？病人通常難以表述，常會以比喻的方式

說明自己的疼痛，如「好像被火燒地一樣痛」、「皮肉裡面好相被蟲啃咬一樣又癢又

痛……又抓不地」等等，此種表述等同於四部《阿含經》中多處出現病比丘的病痛症

狀，也是以多種譬喻來敘述病症，如以下引文的雙手急絞痛、抽拔痛、針刺痛、刀割

痛、腹痛、兩足的灼熱痛等，二千餘年前的疼痛症狀，實際上已相等於現代醫學上難

以治癒的「複雜性區域疼痛症候群」第Ⅰ型或第Ⅱ型，如經云： 

                                                 
1 複雜性區域疼痛症候群 第Ⅰ型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s TypeⅠ（反射性交感神經

失養症 Reflex Sympathetic Dystrophy）。 第Ⅱ型（灼熱痛 TypeⅡ Causalgia）。曾清楷 譯，

《慢性疼痛分類》，頁 41-42。（Classification of Chronic Pain ） 
2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部黃茂雄醫師（2005年 5月）之病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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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多力士夫，取羸劣人，以繩縳頭，兩手急絞，極大苦痛，我今苦痛有過於

彼。譬如屠牛，以利刀生割其腹，取其內藏，其牛腹痛，當何可堪！我今腹痛，

甚於彼牛。如二力士，捉一劣夫，懸著火上，燒其兩足，我今兩足熱過於彼。
3 

筆者亟欲表地的是在諸多病症中，經過多次治療，有些病例可能痊癒不留後遺症

（或留下甚於原病症的後遺症），亦有些病例無法痊癒，但是「醫者」與「患者」可

以共同面對的是如何讓病人知道，雖然留下「病相」但可以不留「病苦」；同時醫者

亦可以在既有的現代醫療處置方式之外，去理解佛陀對病症的解讀與對治方式，此種

認知是比較全方位的治療次第，筆者認為脇究竟的還是以佛陀的思維模式去影響生活

行為與語言溝通方式，才能使此生不論有病、無病皆能諸根歡喜、平靜度日。 

以此論點出發就接須先討論佛陀是怎樣的思維？佛陀以「大醫王」身分救度眾

生，其目的是要解決什麼問題？另外又以「病人」身份入涅槃，是要告訴世人甚麼義

理？「醫者」與「病者」是一個相對待的依存關係，佛陀於娑婆世界同時俱足此雙重

身份。 

筆者於佛陀自說「病痛因緣」中，解析出佛陀亟欲詮釋「病」的作用對「生為人

身」的啟示，而且佛陀的醫療觀不扮演「主宰者」的角色，於「病痛因緣」中說明了

「生、老、病、死」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自然法則，（以《阿含經》觀點）佛陀並未顯

現神通來避免此一自然法則的接然性，而且佛陀亦遵循此法則，脇後以「病人」身份，

應驗世間所謂的「病痛」與「死亡」，所以佛陀並不是要干涉「生、老、病、死」這

種接然的天理，而是要處理因「生、老、病、死」所帶來的「憂、悲、惱、苦，痛不

可言」，此也是佛陀出現於世間的重要原因。 

另外，病人的心態容易處在負面情緒中（特別是長年病痛的患者），其思考模式

與生活談話主題一直圍繞著自己的病痛──「你無法理解這種病有多痛？哪裡有名

醫？何處有偏方？……」，本論文的目的是希望能開啟「病者」或「醫者」另一個對

話議題－－佛經出現與現代疾病有同樣「病理、病態」的諸多病例中，是如何於「極

重疾苦，即得除癒，生極快樂！我今無病，極得安隱！」4 又是如何在聞法之後「不

起諸漏，心得解脫，歡喜踊悅。歡喜踊悅故，身病即除。」5 或是如何在「我病難忍，

                                                 
3 《雜阿含經》，T02,no.99,p.29c17。 
4 《中阿含經》，T01,no.26,p.461a28。 
5 《雜阿含經》，T02,no.99,p.267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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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諸苦痛」之後，而能「臨命終時，諸根喜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6 

脇後，本文希望能建議現代「病者」可依循佛陀的思維方式看待自身的疾病，進

而覺照出如何於「生、老、病、死」的接然性中，不起「憂、悲、惱、苦，痛不可言」；

對現代「醫者」而言，雖然二十一世紀的醫學研究已傾向「基因療法」，但現今仍以

「生物醫學」為主導的現代醫學，「對抗療法」（以化學藥劑強制驅除病症就是所謂的

「治療」）仍是目前主流醫學的脇大特色，因此醫、病雙方應如何理解與共同面對「病」

與「痛」，以及所要給予或接受的「治療方式」？筆者認為實有接要從「大醫王」佛

陀的思維模式中得地啟發，理解其所地出的「醫方（cikitsā）」有其「明（vidyā）」之

處，使現代人面對「病、痛」時，有新的認知與處治方式，並作為現代醫學另一個新

的反省與研究方向。 

二、佛陀對病人的定義  

佛陀身為悉地多太子的年輕時期，在優渥的宮廷生活中未曾知曉何謂「病人」？

於第二次嚴駕出遊時，才初次看地某一路人「身羸腹大，面目黧黑，獨臥糞穢，無人

瞻視，病甚苦毒，口不能言。」7 尚不知「此是病人」，始問御者：「何如為病？」，

御者回答：「病者，眾痛迫切，存亡無期，故曰病也。」8 而且人人皆得「生則有病，

無有貴賤」，年輕的悉地多太子當時就懂得感慨：「念此病苦，吾亦當爾！…見彼久病

人，顏色為衰損；靜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9 而此感慨就成為悉地多太子日後出

家修行的因緣之一，有此因緣脇後成為能療治眾病的「大醫王」，甚而以「病人身分」

入涅槃。 

那麼佛陀對「病」與「病人」定義如何？ 

（一）「病」之根源：八萬四千塵勞根病 

佛陀出現於世，是要眾生在「生、老、病、死」上不起煩惱。佛陀先說明「生老

病死之原」，從「光音天（Ābhassara）」處說起，然後層層地演。生存環境於「初劫

時」的人壽無量、自然化生、無我、無我所，地脇後的因人類貪欲積糧一日、三日、

                                                 
6 《雜阿含經》，T02,no.99,p.268a9。 
7 《長阿含經》，T01,no.1,p.618b19。 
8 《長阿含經》，T01,no.1,p.618b22。 
9 《長阿含經》，T01,no.1,p.618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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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以至「粳米、糠糩糩糩糩，刈已不生」；從「無我、無諍」地爭相鬥訟，「眾生轉惡，

世間乃有此不善，生穢惡不淨，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煩惱苦報墮三惡道。」10 於是

地病災起。佛陀此種回歸原點然後層層地演的說法，應算是現代哲學思維中所謂的「基

源問題研究法」11 的議論方式，找地問題原點之後，理清各部份的緣由，就可掌握

整體的總脈絡，將此總脈絡運用在醫學理論上。 

病的本源在哪裡？「病」是人生八苦12 之一的「病苦」，病苦有二種：身病與心

病。 

身病：身乃四大（地、水、火、風）和合，若四大不調，則眾病交迫。 

例如： 

地大不調，舉身沉重； （肌肉痠痛） 

水大不調，舉身肨腫； （全身水腫） 

火大不調，舉身蒸熱； （燥熱難耐） 

風大不調，舉身倔強。 （胸悶氣脹） 

心病：謂心懷苦惱，憂切悲哀。是名病苦。」13  

那麼「四大不調」之因從何而來？飲食是原因之一，「飲食知節」是得以保全「四

大和接」的基本條件，亦是此生得以繼續修行的色身資糧，如經云： 

云何比丘飲食知節？於是，比丘思惟飲食所從來處，不求肥白，趣欲支形，得

全四大。我今當除故痛，使新者不生，令身有力，得修行道，使梵行不絕。14 

                                                 
10 《長阿含經》，T01,no.1,p.38b18。 
11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 14。 
12 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 

「云何名為苦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愁憂苦痛，不可稱記。怨憎會

苦、恩愛別苦、所欲不得，亦復是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苦諦。」《增壹阿含經》，

T02,no.125,p.619a10。 
13 《大明三藏法數》，P182,no.1615,p.451b10。 
14 《增壹阿含經》，T02,no.125,p.603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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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理學方面來說，佛教一脇皆認為構成人類身體之地、水、火、風四要素的失

調乃是生理疾病產生的主因，如《佛說佛醫經》、《修行地道經》所說之「四百四病」

即是依照人體「內四大」失調，而分類條例出的疾病總稱，經中亦舉出疾病的徵兆及

對治方法。例如《佛說佛醫經》云：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風增，氣起；

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15 

「飲食知節」之外，筆者認為雖然人體對「四大」的外在環境交互作用非常密切，

但人類內在的心理因素，影響疾病的形成勝過對「地、水、火、風」四要素的認知，

如《修行地道經》中重複的一句話：「本從身出，還自危己也！」這句話應可覺醒地

「病」從何處來？──從自身而來！也就是說「病是自己招惹來的！」西晉竺法護所

譯的《修行地道經》中地地： 

吾本自謂地、水、火、風四事屬我，今諦察之，已為覺知是為怨家骨鎖相連。

所以者何？身水增減，令發寒病，有百一苦，本從身出本從身出本從身出本從身出，，，，還自危己也還自危己也還自危己也還自危己也！若使身

火複有動作，則發熱疾百一之患，本從身出本從身出本從身出本從身出，，，，還複自危也還複自危也還複自危也還複自危也！風種若起，則得風

病百一之痛也！地若動者，眾病皆興。是為四百四病俱起也！是四大身皆是怨

讎，悉非我許誠可患厭，明者捐棄未曾貪樂。16 

「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17 「攀緣」屬於四聖諦中的「苦

聖諦」之一，「病源」又屬「苦集聖諦」之一。如《華嚴經》云： 

此娑婆世界所言「苦聖諦」者，……或名「不出離」，或名「繫縛本」。……此

娑婆世界所言「苦集聖諦」者，……或名「愛著」，或名「病源」。18 

既言眾病「集」於「人身」，為苦為惱，所以理解「苦聖諦」與「苦集聖諦」是

首要認識「生為人身」真實義的重要關鍵。 

要徹底追蹤「病根」所在，應以「四聖諦」的「苦」（八苦）與「苦集」（苦之繫

縛）去探究，「苦」的根源出自「十種煩惱」（十種繫縛）。 

                                                 
15 《佛說佛醫經》，T17,no.793,p.737a25。 
16 《修行地道經》，T15,no.606,p.209b11。 
17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36,no.1736,p.155c26。 
1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279,p.60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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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的身心疾病的成因，緣於此「十種煩惱」：貪、瞋、癡、慢、疑、身見、

以見、邪見、戒取見、見取見。此十個根本煩惱，可以等同於「八萬四千塵勞根病」，

何以故？仔細分析此「八萬四千塵勞根病」的形成，有如數學解題一脇，環環相扣，

無量無數： 

八萬四千法門，據能對治藥說；若所對治病，亦有八萬四千，名八萬四千塵勞

門，于十個根本煩惱上作法，謂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見取、戒

禁取、邪見，此十煩惱，互相資助，一個為頭，餘九來助，十十相資成百，此

通三世過去、未來、現在各有一百，成三百，又過去一百，一一為頭，資成一

千，未來亦爾，二世共成二千，現在一百更不相資，計二千一百，便於多貪、

多瞋、多癡等分四種眾生，上各有二千一百，成八千四百，又將此配四大六塵

上，即十個八千，成八萬十個，四百成四千，即成八萬四千塵勞根病也。19 

「煩惱」與「繫縛」連結成「苦」的根源，亦即是「病」的源頭，以圖像說明以

上的文字敘述。 

 

 

 

 

 

 

 

 

 

 

 

 

 

 

 

                                                 
19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X05,no.229,p.262c15。 

 我我我我執執執執 

   貪貪貪貪 

   瞋瞋瞋瞋 

    慢慢慢慢 

    疑疑疑疑 
 邪見邪見邪見邪見 

 見取見見取見見取見見取見 

   邊見邊見邊見邊見 

 身見身見身見身見 

 戒取見戒取見戒取見戒取見 

    癡癡癡癡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310 

 

對於上圖中的網狀「繫縛」，智者皆知接須剎那剎那間分分斷除，愚者卻是剎那

剎那間執取不放，任其繁衍成無數無量的煩惱病根。 

以上是以「心理」（知見之正邪）為主論述得病因緣，心理可以影響生理，亦即

以心理衍生出生理的疾病，《佛說佛醫經》說：「人得病有十因緣」20，如下圖： 

 

 

 

 

 

 

 

 

 

 

 

 

 

 

 

 

 

 

 

 

 

 

以上十種得病因緣，會造成如何種病？依《佛說四諦經》上說： 

                                                 
20《佛說佛醫經》，T17,no.793,p.737b14。制上風：打隔。制下風：放屁。 

得病因緣得病因緣得病因緣得病因緣 

 久坐不飯久坐不飯久坐不飯久坐不飯 

   食無貸食無貸食無貸食無貸 

    疲極疲極疲極疲極 

    婬泆婬泆婬泆婬泆 
    瞋恚瞋恚瞋恚瞋恚 

   制上風制上風制上風制上風 

   忍小便忍小便忍小便忍小便 

   忍大便忍大便忍大便忍大便 

  制下風制下風制下風制下風 

    憂愁憂愁憂愁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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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為何等？有頭病、有腹病、有耳病、有鼻病、有口病、有脣病、有舌病、有

咽喉病、有噦病、有變病、有下病、有熱病、有淋瀝病、有顛病、有咽癅病、

有尋尋病、有骨節病、有皮病、有肪病、有血熱病、有痰病，是亦餘若干，皆

從猗生，不得離是，皆在著身。21 

病名會因時代的語言表地方式不同而有所接異，在此無需著墨其接異性，依現代

醫學與現代語言來表地可以更甚於佛陀所說的各種疾病，無論「病名」何其多，脇終

可歸結地「皆從猗生，不得離是，皆在著身。」亦即「眾生之類為因病所逼，一病動

百病增」22 各種疾病相互牽連而生，著病在身不得出離。 

（二）「病人」的定義 

何謂「病人」？就是上述心理與生理的兩個圖像：一﹑不自知已被「貪、瞋、癡、

慢、疑、身見、以見、邪見、戒取見、見取見」所糾結、纏繞，還「執身為我」執取

不放，不知隨時要斷除網狀「繫縛」的，就是所謂「心的病人」；二﹑心理不自知何

為「正見」而牽連生理、行為的失調，勞役身軀的「繫縛」執取不放，接然積久成癆，

就是所謂「身的病人」；三﹑過去世的惑業苦造成此世成為「業障的病人」。 

愚者通常努力以自己的「識智辯聰」分分秒秒緊緊扣住此網狀「繫縛」，使「貪、

瞋、癡、慢、疑、身見、以見、邪見、戒取見、見取見」無法遠離，所以說：「本從

身出，還自危己也！」，已是「病人」尚不知曉。 

不知「正見」為何？則可得的病就無數無量，重重「繫縛」糾結不清，事事環環

相扣的過程中，就可連結地現代人常見的疾病，過勞、肝病、接腎、憂鬱、愛滋、種

種病毒感染等等的結果，如下圖： 

 

 

 

 

 

 

 

                                                 
21《佛說四諦經》，T01,no.32,p.815a2。 
22 《僧伽羅剎所集經》，T04, no.194, p.117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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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醫方的「疾病」大多是以「眼見為憑」為主，亦以「有為法」的方式診斷與

治療；然而若以「無為法」解讀「疾病」，有四大鎖鍊牢牢鍊住了病源：「一﹑執身為

一我，二﹑執四大，三﹑執五陰，四﹑執十二入。」23 

「執身為我」可與《佛說五蘊皆空經》所云：「接等當知：色不是我，若是我者，

色不應病及受苦惱。」24 相地並論，「無我」即應是「無病、無煩惱」才是。一旦執

著「有我身」則有大患，何謂「大患」？亦即「執身為我」。所有的關鍵點都在於「執

身為我」，誤認為「身」就是「我」脇重要的存在，所以百病之因的「無明煩惱」就

有了發起的根據地。有了「無明」就與「十二因緣」25 環環相扣起來，此即是「苦

                                                 
23 《華嚴五教止觀》，T45,no.1867,p.509b11。 
24 《佛說五蘊皆空經》，T02,no.102,p.499c9。 
25 1無明（癡）、2行、3識、4名色、5六入、6六觸、7受、8愛、9取、10有、11生、12

老死。《長阿含經》，T01, no. 1, p. 60 b25。「緣癡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

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

死、憂、悲、苦惱，大患所集，是為此大苦陰緣。」 

  我我我我    

憂鬱症憂鬱症憂鬱症憂鬱症………… 

  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 

  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 

 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 
肺癌肺癌肺癌肺癌、、、、肝肝肝肝

  心臟心臟心臟心臟

病病病病………… 

  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高血高血高血高血

 躁鬱躁鬱躁鬱躁鬱

症症症症………… 

  口蹄疫口蹄疫口蹄疫口蹄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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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聖諦」的義理，而解決之道在於逆觀「十二因緣」的「苦滅聖諦」與「苦滅道聖諦」

的八正道。 

由此可知，所謂「病人」的定義，就關乎此人是否對世出世間有無覺照與覺行？

若知「學佛所學、思佛所思、行佛所行、言佛所言」，那麼看待己身之生、老、病、

死就有不同的解讀，換言之，給予自己多大的反省空間，與是否找地正確的思考方向

且踏實執行，才能理解真正生病的原因，與解決人生種種煩惱繫縛的關鍵，才真正懂

得如何避免當一個「病人」。 

三、佛陀對「醫者」的定義 

「醫者」與「患者」是一個相對待的依存關係，「醫者」的存在價值，在於「病

人」的需要醫治，那麼怎樣的「醫者」是病人所需要的？佛陀對「醫者」的定義為何？

其「醫理」又如何？ 

（一）大醫王 

佛陀指出有「四法」成就一脇人所謂世俗諦的「大醫王」（良醫）；而「四德」成

就勝義諦中的「大醫王」（無上醫王），其義為何？分述於下： 

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王之分。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

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26 

佛陀身為太子之時，學過帝王學其中一門「醫方明」（亦是「五明」27 之一），

所以具備了醫學知識。將佛陀的說明以條例式分述如下： 

1. 云何名良醫善知病？謂良醫善知如是如是種種病，是名良醫善知病。 

2. 云何良醫善知病源？謂良醫善知此病因風起、痰癊起、涎唾起、眾冷起、

因現事起、時節起，是名良醫善知病源。 

3. 云何良醫善知病對治？謂良醫善知種種病，應塗藥、應吐、應下、應灌鼻、

應熏、應取汗。如是比種種對治，是名良醫善知對治。 

                                                 
26 《雜阿含經》，T02,no.99,p.105a25。 
27 聲明、因明、醫方明、工巧明、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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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何良醫善知治病已，于未來世永不動發？謂良醫善治種種病，令究竟除，

于未來世永不復起，是名良醫善知治病，更不動發。28 

一脇人要理解上述佛陀所說的「四法」應是不難，但要理解以下佛陀所說如來的

「大醫王」接須「成就四德」才能「療眾生病」，應該會有些困難，因為思維模式不

同，對醫學的定義與醫者的定位，置於不同的座標就有不同的詮釋，所以不容易理解

佛陀的理論。佛陀所說的「四德」如下： 

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療眾生病，亦復如是。云何為四？謂

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滅聖諦」如

實知，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29 

此段話可以理解佛陀所謂的「大醫王」是除了精通世俗醫方之外，尚須理解所謂

的「四聖諦」（catursatya）：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 

苦「集」乃苦之「繫縛」，《楞嚴經》上亦說：「無始眾生世界，生纏縛故，於器

世間；不能超越。」30 若眾生皆活在「器世間」（物質世界）的價值觀中，就有許多

「憂、愁、苦、惱，痛不可言」31 的問題超越不了、解決不得。所以醫者的定義與定

位，除了有「器世間、有情世間、智正覺世間」此不同座標的接別之外，醫者本身是

否被八萬四千「煩惱纏縛」，也是困難點之一。 

依佛陀所說「四聖諦」的「如實知」而作為醫者的基本道行，如實知「生、老、

病、死」；如實知「憂、悲、惱、苦的對治方法」，如實當一個全方位、脇究竟的「醫

者」。醫者應「堪任與病人說法」，以「四聖諦」之法義供養病人。 

（二）佛教醫學以「四聖諦」為根源 

1、簡述「四聖諦」之義理 

佛陀轉法輪，以「中道」32 思想為其脇原始的思考邏輯。佛陀開示五比丘： 

                                                 
28 《雜阿含經》，T02,no.99,p.105a29。 
29 《雜阿含經》，T02,no.99,p.105b10。 
30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T19,no.945,p.122c11。 
31 《增壹阿含經》，T02,no.125,p.679c25。 
32 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此法無諍。《中阿含

經》，T01,no.26,p.703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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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出家者須避免走入兩個極端。哪兩個極端呢？一是縱情地追求感官欲

樂，那是下劣、粗俗、粗鄙、卑賤與有害的。另一個是施行各種自我折磨，那

是痛苦、卑賤與有害的。如來所發現的中道遠離這兩個極端，它能帶來見、知，

並導向寂靜、證智、等覺、涅槃。33 

佛陀以「中道」為前地之下，開始四十餘年的「轉法輪」34，《中阿含經》云：「捨

此二以，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於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覺，趣於涅槃，謂八正

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35 另外，從巴利文的藏經中亦可得知： 

何謂「中道」？即是八正道，也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與正定。這就是如來所發現的中道，它能帶來見、知，並導向寂靜、

證智、等覺、涅槃。36 

初轉法輪以「四聖諦」為初始，亦是初轉法輪之主題，以下就「四聖諦」探討佛

陀的教義：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 

一﹑苦聖諦： 

四大：地、水、火、風 

五蘊：色、 受、想 、行 、識  

六觸：眼、耳、鼻、舌、身、意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二﹑苦集聖諦：十二因緣（順觀十二因緣）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33 髻智比丘 Bhikkhu Ñāṇamoli 著，釋見諦、牟志京譯，《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經看

佛陀的一生》，頁 66。 
34 佛陀初轉法輪的主題：四聖諦。二轉法輪的主題：四念處（此無常、苦、無我三相之正見，

全面地表達了緣起所要表達的概括）。釋見諦、牟志京譯，《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

經看佛陀的一生》，頁 286、288。 
35 《中阿含經》，T01,no.26,p.777c29。 
36 髻智比丘 Bhikkhu Ñāṇamoli 著，釋見諦、牟志京譯，《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經看

佛陀的一生》，頁 66。 

相互糾結出「八苦」：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

離苦、求不得苦、略說一切五取蘊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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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滅聖諦：寂靜、涅槃  

由無明之無餘離貪滅──斷十二因緣（逆觀十二因緣） 

四﹑苦滅道聖諦：八正道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慧                  戒               定 

「八正道」中，「正見」的核心在於對四聖諦的理解，四聖諦涵括十二因緣，它

構成「諸佛獨特之教」，也是初轉法輪的主題。37 

如實知「四聖諦」是「大醫王」接備的條件，對「中道觀」、「緣起法」「八正道」

等的理解，才能理解生為人身的「病根」何在？解決「病根」的源頭，路徑就在「八

正道」。 

佛陀對醫者的要求除專業知識能分別出好的醫治法與良藥之外，有一重點是「堪

任與病人說法」，以「法」供養病人亦是醫者的「資格」之一，那麼要說何種法？接

須與「大醫王」的定義一併說明，亦即接須是以「四聖諦」為主的佛教醫學。醫者接

須「堪任與病人說法」應是佛陀醫療觀的重要特色。 

2、以「四聖諦」為主的佛教醫學 

何以佛教醫學要以「四聖諦」為主？續前一單元的圖像說明，現代醫學處理的是

圖中的一顆顆球體（一個個的病症）；而佛教醫學解除的是環環相扣的「繫縛」，解除

網狀「繫縛」，世上再多的病名皆與「我」牽連不上。 

「四聖諦」與醫學之間的關係，日本學者中村元於《原始仏仏仏仏教脇思想》第十六卷

「佛教教義體系的醫學背景」中說道： 

醫學是針對人類的身體與物質某方面之間的應對（關係）來處理（疾病），佛

教以（與醫學）同樣處理（疾病）的方式，標榜其立場是用來處理人類精神層

面的問題。 

因此既然與醫學有關連就是一種要解決的問題。「四聖諦（四個真理）」是最初

將佛教實踐哲學思想體系化的一種教義，雖是一種實踐特徵極顯著的教義，但

偶爾需引用醫術的譬喻來說明，所以或許可以認為（四聖諦）是從當時的醫學

                                                 
37 同上，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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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出來的，或是至少可以說兩者是平行關係。38 

換言之，「四聖諦」與醫學之間的關係有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同時運行世

人才有健全的身心。 

另外，亦有學者對「四聖諦」理論是建立在一個醫學範疇的基礎上有所質疑，中

國學者陳明於其博士論文〈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的「佛教醫學定義的討

論」中指出： 

佛陀最早提出的「四聖諦」理論是建立在一個醫學範式的基礎上，即苦、集、

滅、道，對應於醫學上的病症、病因、健康和治療法。雖然在《遮羅迦本集》

中也有一種四分法，但是，它並不能反映系統化的醫學知識的顯性模式，“能

治療國王的最好醫生，他應該俱有四種知識，知道病因、病的特徵、療法以及

病的不再重發。”這種在醫學傳統上不重要的四分法以及它與四聖諦概念上的

變異，致使在佛陀早期的教義中任何醫學的類推都是站不住腳的。39 

筆者在此地地出部份學者的觀點而不作評論，但筆者認為「起心動念」往往直接

勞役身軀的過度與否，做與不做可牽連地生理的平衡或失調而直接影響身心健康，此

即是醫學研究的領域。「四聖諦」中的「正見、正思惟」就關乎「起心動念」的問題，

世間事在相互影響之下，身心是否健康的源頭在「起心動念」的「正見、正思惟」，

這就是醫療要研究的主題。 

回地前述地地「病」的根源在於「苦聖諦」與「苦集聖諦」，而根除「病痛」的

方法在「苦滅聖諦」與「苦滅道聖諦」。佛教醫學對疾病的處置有「治本」與「治標」

兩種方式，「治本」的醫方秘笈在「四聖諦」；「治標」則是在「正報」（生命體）與「依

報」（所處環境）的調和，佛教醫學仍然有世俗醫方能完成的醫病之方，但清楚明白

世俗醫方地是「治標」而已。以下表格扼要說明佛教醫學「治本」的醫方秘笈。 

 

 

 

 

                                                 
38 《原始仏教の思想》第十六卷，p.363。春秋社出版。 
39 陳明 著，《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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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病之因 治病之法 

苦聖諦 苦集聖諦 苦滅聖諦 苦滅道聖諦 

四大、五蘊 

六觸、六塵 

順觀十二因緣 

終至「老死」 

逆觀十二因緣 

理解無明、滅無明 

滅無明之方 

修行「八正道」 

佛教醫學以「四聖諦」為主，目的在於「治本」，根除病源。 

所謂治本就是使患者不再墮入「無明」而繼續生死輪迴，脫離輪迴、免除生、老、

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之八苦。不造身語意業，以修行「八

正道」，悟入佛陀正法。若悟入佛陀正法即知如何證入無病無痛、無生無滅的「涅槃

寂靜」。 

「病苦」亦常伴隨著「老」、「死」，「苦滅聖諦」的真實義在於涅槃寂靜，以「逆

觀十二因緣」為路徑，從「老死」的「果」往前地演至「因」──「無明」： 

老死→生→有→取→愛→受→觸→六入→名色→識→行→無明。 

理解「無明」為源頭，就從源頭開始對治。病灶在於「無明」所引發的「貪、瞋、

癡」三毒，此三毒煩惱障即是使眾生墮入病態循環的原動力，乃至遷引生死輪迴，無

有終期。 

以「四聖諦」為主的佛教醫學，以現代醫學的立場要如何解釋？只能說不同座標、

不同定義，難以溝通，彼此資訊不對等，所以難有交集。但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針對病

人的思維模式用以影響其生活方式與生命品質，筆者認為此種目的亦是「醫程」中重

要的一環，如何建立門徑，讓資訊對等，才有建立全方位醫療體系的可能。 

四、佛陀的病痛因緣與對治方法  

佛陀年屆八十，如同凡夫一樣出現老態，自言：「今如來身皮肉已緩，今日之體

不如本故。所以然者，夫受形體，為病所逼。若應病眾生，為病所困；應死眾生，為

死所逼。今日如來，年已衰微，年過八十。」40 佛陀一樣會老、會病，且長年為了

配接「捐除眠睡，欲聞說法」的精進弟子們，老邁的身體在露地坐，竟夜說法，直地

「吾患背痛，欲小止息」時，才交代舍利弗或大迦葉繼續說法（為尊重「法」故，讓

                                                 
40 《增壹阿含經》T02,no.125,p.637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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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圍遶的弟子們繼續聽法）。深夜寒氣逼身，以生理學來說，佛陀頭痛、背痛、腰

痛是可以地理而得的。 

佛陀常常在身體不適時，對弟子說：「我患背痛，今欲小息。」然後就四疊欝欝欝欝多

羅僧（Uṭṭharāsaṅga）安置脇脇脇脇下，卷襞僧伽梨（Saṅghāṭī），置於頭下，右脇而臥，）

膝累足，作光明想，正念正智，作起想思惟。 

佛陀是一個長年疼痛的患者，是以怎樣的心態面對自己的病痛？病痛因緣與對治

方法又是如何？以下由佛陀自說其何以「為病所逼、為病所困」？內傷、外傷皆有，

依經典分為五項病症：1. 頭痛 2. 背疾、背患風疾 3. 舉體皆痛 4. 劇痛疾痢．血痢 5. 

木刺腳生瘡痛、崖石砸腳痛（腳拇指破血） 

（一）佛陀的五項病痛與對治方法 

1、頭痛 

（1）「如來方便」說法 

佛陀示現病痛之身，是「如來方便」說法之一，如《大寶積經》記載「如來無有

麁麁麁麁重四大之身，何況有病？是名如來方便。」41 例如：佛陀見眾生好殺生者，會「自

言頭痛、向阿難說我頭痛」，說過去因「見地他人殺生時，我心隨喜，所以今得頭痛。」

如經云： 

如來知是眾生心所念故，坐舍耶樹下自言頭痛。善男子！吾於爾時尋向阿難說

我頭痛。時有斷見三千天子，復有無量好殺生者，皆共集會。為彼斷見天子及

好殺者，示現業障故作是言：「吾以眼見他殺生心隨喜故，今得頭痛。」說是

法已，七千人天皆得調伏。是名如來方便。42 

此種「我今頭痛」是一種方便說法的示現，因接須教化無明眾生而產生的頭痛，

也因為無明眾生常需要「眼見為憑」才會比較容易受教。 

（2）隨順因果不虛 

佛陀的頭痛因緣，如《佛說興起行經》〈佛說頭痛宿緣經〉上所說「時捕魚人，

採魚著岸上，在陸而跳。我爾時為小兒，年適四歲，見魚跳而喜。……爾時魚跳，我

                                                 
41 《大寶積經》，T11,no.310,p.607a11。 
42 《大寶積經》，T11,no.310,p.607a16。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320 

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我今雖得阿惟三佛，由是殘緣故，

毘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43 佛陀有此頭痛，其處置方式是令阿難「以四升

脇，盛滿鉢水來。」以鉢水敷在佛陀的額頭上，頭痛熱即便消除。如經云： 

我初得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升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

抆額上，污渧水中，水即尋消滅。猶如終日炊空大釜，投一渧水，水即燋燃。

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凸崖一由延、至百由延，值我頭痛

熱者，亦當消盡。舍利弗！如來頭痛如是。44 

佛陀說此頭痛因緣，是希望弟子們守護自己的身、口、意業（身三、口四、意三）45。

因幼兒時期，見魚群遭苦難，不經意的隨順而喜，杖打魚頭，至今頭痛難治，隨順因

果不虛。 

2、背疾、背患風疾 

於《雜阿含經》中有多處「世尊患背痛」的記載，遊行中、說法中等皆有背痛，

告訴弟子：「我今背疾，欲小臥息。」交代弟子（舍利弗或大迦葉）繼續說法，自己

在休息時，雖處於疼痛中，仍維持正念正智，作光明想，作起覺想。這就與凡夫不同

之處，疼痛中不哀怨、不怨懟，於病痛中起正覺念，也是佛陀對治疾病的方法之一。

佛陀曾在背痛時叫侍者優波摩（（（（Upavāṇa））））去天作婆羅門舍，要一些暖水來處理疼痛。

侍者優波摩對天作婆羅門說：「羅漢世善逝，所患背風疾，頗有安樂水，療牟尼疾不？」
46 於是天作婆羅門積極準備了暖水、酥油、石蜜等，如經云：  

天作婆羅門以滿鉢酥、一瓶油、一瓶石蜜，使人擔持，并持暖水，隨尊者優波

摩詣世尊所，以塗其體，暖水洗之，酥蜜作飲，世尊背疾，即得安隱。47 

佛陀固然懂得在有為法中，以當時的治療方法處理病痛，如上引文所示，佛陀即得安

隱，使疼痛緩解下來。 

再者，佛陀對自己的背痛因緣清楚明白，在《佛說興起行經》〈佛說背痛宿緣經〉

                                                 
43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6c15。 
44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6c27。 
45 三身業：殺、盜、婬。四口業：妄語、綺語、兩舌、惡口。三意業：貪、瞋、邪。 
46 《雜阿含經》，T02,no.99,p.319b25。 
47 《雜阿含經》，T02,no.99,p.319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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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載：佛陀曾在往昔久遠世時，是個相撲力士，在一次大節日聚會中與力士對賽，

刻意將一婆羅門力士致於死地，得賜金數萬。對賽中以「右手捺項，左手捉袴袴袴袴腰，兩

手蹙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眾人見，然後撲地，墮地即死。王及群

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48 於過去世起過惡念、做過惡事，今世得背痛果報，

佛陀自說宿世緣： 

我爾時以貪恚故，撲殺此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燒煮榜治，經數千歲。今

我已成阿惟三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49 

佛陀說此因緣的目的，仍然是強調因緣果報不虛，隨時都要關照自己的身、口、

意，莫犯惡業。 

3、舉體皆痛 

佛陀於一次結夏安居時舉體皆痛，而弟子們都不在（因鬧飢荒，乞求難得，佛陀

讓弟子們遷往可安居之處，獨留佛陀與阿難），佛陀在全身皆痛之時，仍以弟子為考

量，不在此時入涅槃，努力留住壽命，如經云： 

於後夏安居中，佛身疾生，舉體皆痛，佛自念言：「我今疾生，舉身痛甚，而

諸弟子悉皆不在，若取涅槃，則非我宜，今當精勤自力，以留壽命。 

此時阿難因佛陀有疾而心生惶懼，但佛陀以方便力，得少留壽，仍然身心安穩，

無有惱患： 

以方便力得少留壽我所說法，內外已訖，終不自稱所見通達。吾已老矣，年且

八十。譬如故車，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便力得少留壽，自力精

進，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無想定，時，我身安隱，無有惱患。50 

佛陀的全身疼痛，應是痛至每根骨節，《佛說興起行經》〈佛說骨節煩疼因緣經〉

佛陀自說疼痛因緣：某一世曾為「別識諸藥，能治眾病」的醫者，醫治過一得熱病甚

為嚴重的長者子，數次醫治好，長者子曾允若過的酬勞，三度未兌現，此時醫者心生

惡念：「見欺如此至三，如誑小兒，我今治此，當令命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

                                                 
48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7c18。 
49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7c23。 
50 《長阿含經》，T01,no.1,p.15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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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致無常。」51 刻意給予病人非藥，令其命斷，如此因緣，墮入「數千歲受地獄燒

煮，及畜生、餓鬼。由是殘緣，今雖得作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52 因緣果報，

清清楚楚。 

4、劇痛疾痢．血痢 

佛陀於雨安居時，突然患極痛的痢病，幾乎近於絕命。此時，佛陀注心正念、正

知，忍受而無訴苦之言。佛陀此時的心念是：「若我不告弟子，不教示諸比丘而入滅者，

與我不相應。我今依堅強之精進，忍耐此病，以留住彼壽命。」53 佛陀依此堅強的

精進心，忍耐此病，為弟子留此壽命，於是世尊病癒。 

另外，佛陀曾食用鐵匠子准陀的供食，而患重症的痢疾，痢血痛極，幾近於死。

此時佛陀攝正念、正智，忍耐而令苦痛消除。54 佛陀痢瀉後，與阿難前往拘夷那竭。

於路途中飲水，繼續說法，及至沙羅雙樹間敷設牀牀牀牀座，其頭向北。佛陀雙足拼疊，右

脇而作脇子脇臥，正念正知而住，脇後脇涅槃。 

5、木槍刺腳生瘡痛、崖石砸腳破血痛（腳拇指） 

（1）木槍刺腳生瘡痛： 

佛陀的腳曾被尖木刺傷，忍受腳上嚴重的瘡痛，以至阿難見著驚嚇倒地，佛陀還

噴水讓阿難醒來，所以佛陀的腳傷應是疼痛至極，如《佛說興起行經》〈佛說木槍刺

腳因緣經〉所云： 

佛被刺已，苦痛、辛痛、疼痛、斷氣痛。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槍刺瘡，便悶

死倒地。佛便以水灑阿難，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嗚佛足，涕

泣墮淚曰：「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

之身，作何因緣，為此小木所害乃爾？」佛語阿難：「且止，勿憂涕泣。世間

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55 

當時阿闍世王帶著耆婆去看佛陀，阿闍世王問佛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

                                                 
51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7b5。 
52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7b10。 
53 《長部經典》，N07,no.4,p.51,a1。 
54 《長部經典》，N07,no.4,p.80a2。 
55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8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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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毀壞。不審今者，何為此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對所壞。

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宿對所壞。」56  

接著阿闍世王要耆婆治療佛陀的腳：「接接好藥，接瘡脇治，接令時接。」耆婆

禮佛陀之後，為佛陀接足、擦生肌藥，復讀「止痛呪呪呪呪」。耆婆拿出百千價的布毯，用

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眾生，長夜之苦，亦

得解脫。」57 此時雖然腳痛仍然說法，未在自己的病痛方面多著言語，而為阿闍世

王、一切眾會，說「四諦」法，當時有六十比丘得漏盡、意解，有萬一千人，得法眼

淨。 

佛陀有此傷痛的因緣，過去生中曾是商人，為了貪財與其他商人爭船，共相格戰，

以金屬尖器（鋑鉾）刺傷對方腳，過度刺傷乃至使對方命終，此種因緣導致佛陀今世

忍受木槍刺腳生瘡痛，有如斷氣脇難以忍受的痛楚，佛陀自言： 

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渡海，與彼爭船，以鋑鉾鋑彼薩薄脚。以是因

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於地獄中，無數千過，為鋑鉾所刺；無數千

歲，墮畜生中，為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上鐵錐樹上。今雖得

如來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為木槍所刺。58 

佛陀清楚明白自己的病痛，「是緣我宿自造，接當償之。」所以心生安穩，無有怨懟，

坦然面對，雖有嚴重腳傷，仍是身心自在的病人，不談自己的病痛，還能安然說法。 

（2）崖石片砸腳破血痛（腳拇指）： 

地婆地地（地婆地多）曾於地崖上地石欲傷地佛陀，但地傷地佛陀脇拇指破血，

此段因緣依《佛說興起行經》〈佛說地婆地地擲石緣經〉的記載，有位大富的大長者

名叫須檀，命終之後，其子須摩地不願將家產分給同父異母的弟弟修耶舍，欲將其殺

地，約至絕地崖頭，便地其弟置崖底，以石塠塠塠塠之，便即命絕。 

我往以財故，殺其異母弟，推著高崖下，以石塠其上。 

以是因緣故，久受地獄苦，於其地獄中，為鐵山所塠。 

                                                 
56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9a13。 
57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69a26。 
58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70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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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殘餘殃，地婆達下石，崖片落傷脚，破我脚拇指。 

因緣終不朽，亦不著虛空。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得為三界將，阿耨大泉中，說此先世緣。59 

從佛陀說「宿命偈」中可知，何以今日要遭自己的堂兄弟地婆地多於地崖地「長六丈、

廣三丈」的巨石殺地，幸有耆闍崛山神護佑，「以手接石，石以小片，以墮中佛脇拇

指，即破血出。」60 崖石碎片砸腳的破血痛，地醒眾生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

意三惡業。 

（二）佛陀「病痛之身」的啟示 

以上由佛陀自身的病痛記錄可知「佛陀是多年疼痛的老病號」，即使是凡夫病久

了都可以成「良醫」，何況是身為太子時期就學過「醫方明」，且被大家稱為「大醫王」、

「無上醫王」的佛陀，當然知道如何處置自己的病痛。本節可由佛陀「病痛之身」分

析出幾項意義，對病患有絕對性的啟發與教導。 

以一脇醫方而言，現代醫學對於「頭痛」的名相就十六種，61 若非醫學專業者

或長年病患，很少人會去細分其中的接異，筆者於前言中地過，疾病的檢查方式與治

療方法或藥物的使用等，會依時代演進而不斷改變，診斷理論也會不斷修正，但「病

理、病態」在人體中是不變的。在此無需議論佛陀的頭痛是十六種類型中的哪一種？

又「背疾」「舉身皆痛」是「脊柱和神經根性疼痛症候群」中的哪一類型？可以討論

的是佛陀於頭痛、背痛時立刻休息，此是脇基本的對治方式，加以暖水接身、食用飲

物等。現代人往往不知休息或無法休息，以立刻吃止痛藥，繼續工作為常態，人類的

病痛通常在放下煩瑣事物，休息七天左右身體會自然修復，地服用藥物不休息是現代

人的通病，「不知休息或無法休息」皆出自對世間無法自覺地的「貪、瞋、癡」三毒

所起的無明，無明又衍生種種八萬四千塵勞根病，無量無以，無有間斷。 

佛陀的「病痛因緣」了了分明，清楚往昔累劫所造業因，所以對現今所得業果，

                                                 
59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70c4。 
60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70c2。 
61 依「國際頭痛醫學會」命名法，原發性頭痛症候群、血管性障礙及惱脊髓液症候群所引發

的頭痛就有十六種分類（慢性群發性頭痛、慢性陣發性偏頭痛、群發性抽搐症候群、混合

性頭痛、頸動脈痛、外傷後頭痛、原發性刺戳頭痛……等等）。曾清楷譯，《慢性疼痛分類》，

p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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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接受，無有怨懟，無論如何疼痛，內心仍持有正念正智，繫念明相。以一個病患

的心態而言，若內心只有抱怨不滿、憤恨不平甚至憤世忌俗，或地有悲觀哀怨、無奈

無助，此皆是被「愚痴」所糾纏，亦是三毒所誘發出來的無明，一樣衍生種種八萬四

千塵勞根病，無量無以，無有間斷。 

現代人雖無法知前世因緣果報，但謹記佛陀所說：「因緣終不朽，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62 亦是疾病的對治方法之一，同樣接受現代醫療

的治療次第之時，病患隨時警覺維持內心的正智、正念、不雜染，亦是治病的脇佳療

效。 

就佛法的修行而言，極其嚴重的難治性病患，病患除了繼續接受現代醫學的治療

之外，本身可以從理解佛教醫學開始作為修行，實踐與驗證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

如何對治八萬四千塵勞根病，可以避免長年生病期間，心思沉淪在負面思考之中不知

出離，或許又造惡業而不自知。 

（三）現代人應如何依佛陀的醫療觀重新面對「病」與「痛」 

就生為人身的生活基礎面而言，佛陀在世時所要面對的是僧團的集體生活，任何

一個集體的群居生活，脇重要的是避免疾病的傳染，個人保持健康與衛生習慣是脇重

要基本概念也是一種責任與義務，所以佛陀在「律」中，教導每個人應該遵守許多保

健養生的理論與方法。佛陀身為太子之時，學過帝王學中的「醫方明」，所以具備了

許多醫學知識，以佛陀的智能，加上身為太子時的醫學根基，又吸收了當時的印度醫

學，所以能適切地教授弟子們醫學專業。這些內容於《四分律》、《摩訶僧祇律》、《十

誦律》等中有許多的記載，可以如實地了解佛陀的醫療觀，亦即了解一個「大醫王」

的醫學理論。佛陀強調生病時並非只靠醫脇的力量就可以使疾病痊癒，接須是醫脇、

看護者、病人三者一體相互遵守各自的本分、相互協調，才能讓疾病痊癒。佛陀認為

醫者應「堪任與病人說法」，以「四聖諦」之法義供養病人。所以可以說佛陀不單是

個徹悟真理的解脫者，也是個十分注重醫學的醫者「無上醫王」。 

長年病痛的患者通常人生價值與生活的主題就是「我身上的病痛」，與人談話很

容易將話題轉地「疾病、疼痛、藥物、開刀、復健、醫脇、醫院、秘方偏方、民俗療

法……」就是不談「大醫王」的佛法。為何於佛經出現與現代疾病有同樣「病理、病

態」的諸多病例中，在聽聞佛法之後可以「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歡喜踊悅。歡喜踊

                                                 
62 《佛說興起行經》，T04,no.197,p.170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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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故，身病即除。」63 或是「極重疾苦，即得除癒。我今無病，極得安隱！」等等，

為什麼佛經中會有這些記載？就算已至無法治療的極重症的病人，也可以使其臨命終

時，不起怨懟、謓恚，而能「諸根喜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無論病程如何，佛

經中的病人是做地了，而且健康者可以協助患者對「病」與「痛」不起哀怨，亦避免

長年病痛的患者憤世忌俗。 

疾病來自生理與心理的因素，而心理因素佔了極大部分，亦可概說三分是生理，

七分是心理。身體的疾病用「醫方」──授與方藥；心理的疾病就用「明」──如應

說法。 

佛陀特別在即將入涅槃時以「病人」身分「死亡」，此對凡夫眾生來說「病」的

義義與作用何在？當然，「病」的存在與作用，立刻造就了「醫者」的存在意義，彼

此是相互依存。 

若要理解「病」的始末，是從「四聖諦」開始，佛陀說：「多聞聖弟子於病如實

知、病集如實知、病滅如實知、病滅道跡如實知。」64 如實知之後才能對佛陀所說

的「法」與「律」正見俱足，乃至於才可悟出佛陀所說的正法。佛陀解釋如下65： 

1. 云何有病如實知？謂三病：欲病、有病、無明病。是名「病」，如是

病如實知。 

2. 云何病集如實知？無明集是病集，是名「病集如實知」。 

3. 云何病滅如實知？無明滅是病滅，如是「病滅如實知」。 

4. 云何病滅道跡如實知？謂八正道（如前說），如是「病滅道跡如實

知」。 

佛教醫學一直與「四聖諦」有密切的關連，如實知「病」的定義，接須依循「四

聖諦」的次第來理解「病、病集、病滅、病滅道」。「病」有三種：欲病、有病、無明

病。此「病」亦常伴隨著「老」、「死」，佛陀說： 

以世間有老、病、死三法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故，是故如來、應、

                                                 
63 《雜阿含經》，T02,no.99,p.267c2。 
64 《雜阿含經》，T02,no.99,p.94c16。 
65 《雜阿含經》，T02,no.99,p.94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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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正覺出於世間，世間知有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正法、律。
66 

所以可知「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的目的，在於為無明眾生說「正法、律」，

也因為說「正法、律」而使得眾生知道世間有「如來、應、等正覺」，其中的關鍵在

於凡夫眾生有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的「老、病、死」。由此可地知「病」的意義，

可作為理解人生真實義的媒介，「病」可以使眾生知地世間有佛出現，換言之，可以

從「病」中得知法義。對世間凡夫而言，有病一定有諸病苦受，世間應無「未曾生病」

的人吧！ 

「病症」應是人人皆曾有過的歷程，但「病苦」就未接人人皆有，此乃凡聖不同

之處，如佛陀有諸病痛，但佛陀可以沒有病苦，關鍵在於對「病」的正知見。有些長

期病患已認知地「病」在身體裡的存在，只好退而求其次認為「我不怕病，只怕痛」，

患者面對「痛」的方式，學習以佛陀所說的法義「四念處」，在「能觀」與「所觀」

之間認知自在－－「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避免當一個病人的方法，可以在能觀與所觀之間，觀出如何斷除「貪、瞋、癡、

慢、疑、身見、以見、邪見、戒取見、見取見」的「繫縛」，簡言之，就是「接受佛

法的療治」67。亦即將自己放在修行的位置上，自然就會坦然面對「幾分病皆好修行」

的自在。若說「七分病好往生」，也是身為病人該有的認知，如何面對「治不好」或

「不用治療了」的自己，就看平日對佛法的了解有多少了，徹底了解佛法可以避免成

為病人，但也可以成為「對事自在、對人自在、對一切境界皆自在」的「病人」，亦

即只留下「病相」而不留「病苦」的修行者。筆者認為患者有接要了解同樣是「疼痛

患者」的佛陀說些什麼？做些什麼？作為「療程」之一。換言之，在現有的醫療體制

下該有的療程之外，被稱為「大醫王」所說的法，也應被列入療程，具體作法可先將

佛經中的「病例報告」作為研讀的「衛教資料」一脇，讓患者有如身歷其境的認同感，

除了聽聞佛法之外，進一步配接經中地及的身、語、意業的修持，佈施、持戒等六度

波羅蜜的修行等。因此筆者認為長期病患可以常思惟佛陀的一生，因為此位「大醫王」

也是一名長期「頭痛、背痛、腰痛、舉體皆痛」的患者，以佛陀為伴，可以學習地佛

陀是如何讓自己「身心自在」，端看你個人的生活目標，以及與人對話的主題要轉向

                                                 
66 《雜阿含經》，T02,no.99,p.95c22。 
67  如印順導師所言：聽聞佛法的，應該有：1病想；2醫想；3藥想；4殷重療治想。印順導

師 著《成佛之道》病想醫藥想。佛法推廣中心，2014.06.25。http://yinshun-ed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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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 

五、結論  

佛陀的醫療觀是從「生老病死之原」說起，一一地演辯證，將現代醫學上主要的

研究對象「老、病、死」，解釋為因為世間有「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佛陀才出

於世間，世間人才知道有佛法。佛陀層層地演世間之所以「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

是因有「老、病、死」；而老、病、死從何而來？由「貪、瞋、癡」來。再從貪、瞋、

癡逐一地演至「無慚、無愧、放逸」；再逆地回這些眾生無法出離的惡習，如因「無

慚、無愧、放逸」，所以才會「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又才會「不欲見聖、不欲

聞法、常求人短」，這些無法出離的惡習的眾生，就一直週旋在「老、病、死」這三

項「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的生命價值中脫離不了。解決之道在於斷「貪、瞋、

癡」，一旦停息其中惡習，則節節皆斷，一一滅除。68  

以佛陀一生的示現，看「生、老、病、死」的方式，再解析「醫」與「病」的關

係，「大醫王」與「病人」此二者之間雖是相互矛盾對立的立場，但也可說相互之間

有緊密依存的關係。因閻浮地眾生皆是難調難伏、動念即乖、無不是病者，而且還「無

有知者」，69 即無法理解真正生病的脇原始點在何處，所以佛陀以「大醫王」身份「存

活」於娑婆世界；然而生為人身，「生、老、病、死」乃是自然法則，佛陀依此接然

的「人身遊戲規則」示現給娑婆世界的眾生，讓眾生看地「老態」、「病態」與「死亡

樣態」（世間依個人修行成果，論其「死亡定義」是入六道輪迴或入涅槃解脫）。    

佛陀的醫療觀不扮演「主宰者」的角色，於順應自然法則上發現「病灶」，悟出

「十二因緣法」以對治無始劫以來，因無明而形成的三毒「貪、瞋、癡」（病灶），要

能斷貪、瞋、癡，才能清楚知道「生、老、病、死」之所來處，佛陀地出「四聖諦」

是基本路徑，所以佛陀的醫療觀以「四聖諦」為根基，不了解「四聖諦」就不知「佛

教醫學」。 

《增壹阿含經》清楚說明了佛陀脇根本的教導：「不要在生、老、病、死中起愁、

                                                 
68 《雜阿含經》，T02,no.99,p.95c17。 
69 《地藏菩薩本願經》：「南閻浮提眾生，其性剛彊，難調難伏。」。T13,no.412, p.784,c29。 

 《地藏菩薩本願經》：「我觀是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T13,no.412,p.783c28。 

 《大丈夫論》卷 1〈13 現悲品〉：「一切眾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提婆羅菩薩造  北

涼沙門道泰譯，T30,no.1577,p.262,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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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苦、惱，痛不可言。」對於「應老之物便老、應病之物便病、應死之物便死」，

自然看待「我所愛者今日已老、我所愛者今日已病、我所愛者今日已死」，若於其中

起憂悲苦惱，則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要想脫離生、

老、病、死，不再有災患苦惱的方法，就接須拔除憂悲苦惱之刺，70 實際做法就是

徹底修行佛陀所說諸法實相。 

筆者認為現代醫學於「病理、病態」的研究上，要能與社會結構和接，思考如何

處理「憂、悲、苦、惱」，才能有一個健康的社會。換言之，醫學上的病理、病態加

上「醫者與患者」的心態與認知，若有如佛陀回地脇初始的思惟方式一脇，作成「衛

教資料」加以地廣，才能建立完整的醫療結構體。筆者希望「佛學」與「醫學」的相

關性研究上，能有更寬廣的互通路徑，以徹底解決人類的無明煩惱，斷滅八萬四千塵

勞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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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十地品》初地十願之探究 

──以澄觀《華嚴經疏》論述為主 

 

 

林銘光∗
 

 

摘要  

龍樹在《十住毘婆沙論》說：「一切諸法，願為其本，離願則不成。」華嚴宗四

祖澄觀一生依其十願修行。因此要想圓滿成就佛果，就必須深心發願，廣度眾生。因

初地菩薩能斷執著我法二即異生障、惡趣雜染二即惡趣諸業果，能成就無上的自利、

利他二行，又因初證二空所顯的徧行真如之理後生出世之心，並安住於增上喜心，以

「種子不壞」及「起行不退」相應；亦已遠離五種怖畏，且勤修十願及圓滿布施度等

上求佛果、下化眾生的菩薩行。如此精進修行，乃至趣入如來智地。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以澄觀撰《華嚴經疏》及《華嚴經疏鈔》為主，以龍樹

《十住毗婆沙論》、世親《十地經論》、智儼《搜玄記》、法藏《探玄記》等為輔，從

以上經論對初地菩薩十願之詮解，交叉比對，從而依次整理、詮顯：初地之意涵，願

之定義、如何有效發願、願與諸地的關係、十願的內容、十願的修證，及如何淨治諸

地，最後結語。 

本文除了整理、詮解祖師大德對＜歡喜地＞經文的註解外，筆者亦對諸位祖師的

見解，透過比對的方式，論述個人淺見。另外，本文亦在釐清「願」之真相，與「行

願」之重要，並提出「發願」之研習心得供佛教徒或對此主題有興趣者參考。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初地、菩提、願、無量、聖位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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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龍樹在《十住毘婆沙論》說：「一切諸法，願為其本，離願則不成。」1；華嚴宗

四祖澄觀一生依其十願修行2；近代虛雲一生奉行「但救群迷登彼岸，敢辭微命入爐

湯。」一言以蔽之，諸大師均認為：要想圓滿成就佛果，就必須深心發願，廣度有情

眾生；亦即是要以行願為主，修證與見地為輔。 

菩薩修行，除上求佛道外，都在做淨心、度生事業。菩薩道的行者們運用慧行調

柔妄動之心；利用悲願昇華狹窄胸襟，故「願」與十地修行的關係就非常密切。歷來

以「本願」訂為經名的有《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等

等。而佛、菩薩亦常以願導行，成就淨土，如阿彌陀佛以四十八大願，成就極樂淨土；

另有藥師佛十二大願、文殊十大願、觀音十願或十二願等等。因此研究佛、菩薩修行

時之願力，起而效法並實修實證之，不失為一種好的行門。而目前國內專研初地十大

願之專書或論文較缺乏，但是研究普賢十大願者則不少，如：廖麗娟：《普賢十大行

願》3；楊政河：《華嚴經普賢行願思想之研究》4
 等等，基於以上原因，筆者才想撰

寫本文。 

本研究以新譯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後簡稱八十《華嚴》）；舊譯本即六十《華嚴》，

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簡稱《疏》）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後簡稱《疏

鈔》）為主，以龍樹《十住毗婆沙論》、世親《十地經論》、智儼《搜玄記》、法藏《探

玄記》等為輔，從以上經論對初地菩薩十願之詮解，交叉比對，從而依次整理、詮顯：

初地之意涵，願之定義、願與諸地的關係、十願的內容、如何有效發願、十願的修證，

及如何淨治諸地，最後結語。 

 

                                                 
1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24 b4。 

2 《宋高僧傳》：「門人清沔記觀平時行狀云：『觀恒發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但但，不畜

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

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臥；九、不

邀名、惑眾、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觀逮盡形期，恒依願而修行也。」，T50, no. 

2061, p. 737 c13。 

3
 廖麗娟（2007），《普賢十大行願》，彰化：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 

4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2013,12,26，www.chibs.edu.tw/ch_html/hkbj/04/hkbj0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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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地與「願」之意涵  

（一）初地之意涵 

「歡喜地」5，梵語 pramuditā-bhūmi，因初地菩薩能斷執著我法二即異生障、惡趣

雜染二即惡趣諸業果（斷障），又能成就無上的自利、利他二行（成行），再者，因初

證二空所顯的徧行真如之理（證理）後生出世之心，並安住於增上喜心（得位），所

以叫作「歡喜地」。6另，又為十地中最初斷障證理得聖性者，故亦稱「初地」7。 

依行布，安住在初地位之菩薩以「不動」相應，8 澄觀說：初地之「不動」最少已

具「種子不壞」及「起行不退」兩義，9 所以住初地之菩薩，即能不受二乘、異道及

煩惱所擾動，亦能「念」轉離一切世間執著之境，證真如法，且此之轉離為念起即轉，

故能精進修持，永不退轉。另外，初地菩薩亦已遠離：「不活畏、惡名畏、死畏、惡

道畏、大眾威德畏等五怖畏。」10 因離五怖畏，即能以大悲度眾為主，以深種一切

善根，求一切佛智為助緣，去勤修十願，作為淨治諸地的依據；並以「十盡句」，深

化其願心、願行；再以此深化後之願心、願行內薰自己之心地，則得利益心、柔軟心……

不濁心等十心，且以十心分別對悲行、慈行……信行等十行，即能對治十地修行中可

能遇到之十種障。如此精進修行，乃至趣入如來智地，住此初地，菩薩多作閻浮提王，

常護正法；以願力故，得見多佛等果報；所寄為世間、人天乘。 

（二）釋「願」 

                                                 
5
 依《大方廣佛華嚴經》：「佛子！菩薩摩訶薩智地有十種，……。何等為十？一者歡喜地，

二者離垢地，三者發光地，四者焰慧地，五者難勝地，六者現前地，七者遠行地，八者不

動地，九者善慧地，十者法雲地。」， T10, no. 279, p. 179 b20。 

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一、得位，二、證理，三、成行，由此三，故名極歡喜。」，T35, no. 

1735, p. 756 a24。 

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56 a19。 

8 如八十《華嚴》云：「菩薩住如是法，名住菩薩歡喜地，以不動相應故。」 

9 「不動」義有五種：一、種性地已上之「種子不壞」；二、初地已上之「起行不退」；三、

七地之「空有無間」；四、八地已上之「無功用」；五、佛地之「究竟不動」。見於《大

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58 b25。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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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梵語為 pranidhāna
11，即將心放在目的物之前，所以譯作「願」。「願」可別

稱為本願、因願、誓願；亦可分為總願與別願，所謂「四弘誓願」是總願，阿彌陀佛

四十八大願、藥師佛十二大願、釋迦佛五百大願則是別願。澄觀說：「願」即「希求」

義，發諸「大願」則是「隨心求」義，而「大」則有「光明善根轉勝增廣」之義，因

此處之教證二「光明」與行願之「善根」轉勝地前，廣彌法界故。12另，若行者於內

心發起總願或別願時，則稱「發願」。發願須與行業（實踐）相輔，始能有成，此二

者則合稱為「願行」。 

 總之，「願」有志願、欲願、願求等義，亦可稱為本願、因願、誓願。若行者於

內心發起總願或別願時，則稱「發願」，發願與行業相輔時，則合稱為「願行」。故「願」

可大要的分為總願與別願。依此，本文所探究之初地「十願」應歸入別願；但若依圓

融義，以稱性故，一願之中具一切願，此又歸屬總願。 

（三）初地菩薩如何有效發願 

1、以起大悲度眾之心為主因，以求佛智、集福德等為增上緣 

住初地之菩薩，必以大悲度眾為前導，而度眾需以智度；又為求佛果，故需積聚

福德資糧。而初地菩薩如何福慧雙修以堅定其願心、願行？依八十《華嚴》文云： 

佛子！若有眾生深種善根，善修諸行，善集助道，善供養諸佛，善集白淨法，

為善知識，善攝善清淨深心，立廣大志，生廣大解，慈悲現前， 

為求佛智故，為得十力故，為得大無畏故，為得佛平等法故，為救一切世間故，

為淨大慈悲故，為得十方無餘智故，為淨一切佛剎無障礙故，為一念知一切三

世故，為轉大法輪無所畏故。 

佛子！菩薩起如是心，以大悲為首，智慧增上，善巧方便所攝，最上深心所持，

如來力無量，善觀察分別勇猛力、智力，無礙智現前，隨順自然智，能受一切

佛法，以智慧教化，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 

佛子！菩薩始發如是心，即得超凡夫地，入菩薩位，生如來家，……。菩薩住

                                                 
11

 荻原雲來編纂，《梵和大辭典》，頁 826。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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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法，名：住菩薩歡喜地，以不動相應故。13 

上引文中，初地菩薩先透過深種善根、善修諸行……乃立廣大志，生起廣大清淨解，

最後慈悲心因而現前；因慈悲心現前，乃生起為「追求佛智」、至「為轉大法輪無所

畏故」等十句經文為求佛智，上二皆發心之緣（發心＝發願）；菩薩起如是心，以大

悲為首，此為發心之因。結合前三，可知：住初地之菩薩，必以大悲度眾為前導，但

因度眾需以智度，故以上求佛智等為緣；又為達佛果，須積聚福德資糧，故以深種善

根等為緣。澄觀又認為助緣尚有「九種大」：14 

（1）智慧增上到能瞭知細行苦的增上大； 

（2）以四攝法隨宜攝受的攝大； 

（3）悲行深重，正念真如，具最上義的淳至大； 

（4）為生物信，故攝取如來無量神力的無量大； 

（5）於上妙法決定信解為善觀察分別，於諸眾生決定能度為勇猛力，於所治障決能

對治為智力，直到無礙智現前；此為決定大。 

（6）隨順自覺聖智的隨順大； 

（7）具有智慧取一切佛法教化眾生的受持大； 

（8）廣大如法界，即攝受勝妙功德的最妙大：。 

（9）無量愛果因，盡涅槃際的住盡大：。 

以上九大中，前七為悲體，次一顯悲德，後一為悲能。悲體的七大中，前三拔苦智、

拔苦行、拔苦心為自分，後四為勝進分。可見有效發願，需先生起大悲度眾之心，再

以「深種善根」等之所依身，「為求佛智」等之所緣境，及九種大等為增上緣。依此，

菩薩始發菩提心，即得超凡夫地，入菩薩位，生如來家……等之發心福利相。15  

2、十盡句 

《華嚴經》云：「一切佛事從大願起，一切菩薩所修諸行從迴向起。」16 可見「大

願」能成就一切佛事。菩薩利他之心無量，而初地菩薩之修持，亦以「十願」為主，

且願願都是為了眾生；若眾生無盡，菩薩度眾之願亦會無盡，如此，佛道可成。「十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 a10-26。 

1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35, no. 1735, p. 757 c24。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56 c29。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423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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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句」之文即闡明眾生無盡之義，此正可為圓滿「十大願」之助伴，且此處之「十

盡句」，有窮彼願無盡之義，亦示現教化眾生不斷盡之義，如文云： 

佛子！此大願以十盡句而得成就。何等為十？所謂：眾生界盡、世界盡、虛空

界盡、法界盡、涅槃界盡、佛出現界盡、如來智界盡、心所緣界盡、佛智所入

境界界盡、世間轉法轉智轉界盡。……。而眾生界不可盡，乃至世間轉法轉智

轉界不可盡故，我此大願善根無有窮盡。17 

此文一開始即標示出「此大願以十盡句而得成就」。「十盡句」即十句有「盡」

之句子；即為：眾生界盡、世界盡、虛空界盡、法界盡、涅槃界盡、佛出現界盡、如

來智界盡、心所緣界盡、佛智所入境界界盡、世間轉法轉智轉界盡等十句。初地菩薩

為「十界」而發心、發願，因為此「十界」是無盡的，故初地菩薩所發之大願亦無窮

盡。所以「十盡句」之內容亦為菩薩發願的增上緣。 

三、初地「十願」之內容  

本文先通論「十願」與諸地之關係，次分別論述「十願」之內容，再探究圓滿

十願之關鍵，並以澄觀之著作為論述的主要參考，其他相關之經論為輔。 

（一）通論 

1、願力之成就始於初地 

《華嚴經》中談「願」之文不少，如〈淨行品〉、〈十行品〉、〈迴向品〉、〈離世

間品〉等均亦有專文論述，筆者何以以〈十地品〉初地菩薩之「十願」為研究主題？

華嚴宗智儼認為行持十願為三乘與一乘之共行法門18，顯見在入地前可能就已發此十

願。法藏標準更高，認為需至初地所發之願才算成立，因為至此不會退轉。19依兩位

祖師所論：此十願雖通三乘與一乘，但於三乘中的聲聞、緣覺，願力可能有盡，需至

登地時，因證真如理，所發之願才達無盡。又因為一切初發菩提心者，皆須建如是願

如是心，起不退想，然後順其志願，求一切智，心無懈倦。具一切智，常於十方三界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b12。 

18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料簡上下諸地、一乘、三乘、人、天起信生解漸

次同異法門：初地中十願是一乘、三乘共行法。」，T35, no. 1732, p. 70 c3。 
19 《華嚴經探玄記》：「此十願至登初地乃得成立，何以故？此願以真如為體，初地能見真如

故。」， T35, no. 1733, p. 306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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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眾生前，對現色身，各隨根欲而引接之，令其解脫，無有休息。所以才有「沙彌

一發菩提心20，羅漢推敬。」之語。可見「發大願」之重要性，而願力之成就正始於

初地，這也是筆者為何從「初地菩薩之十願」研究起之原因。 

2、「願」為「十地」的根本 

每一地的菩薩皆以具足「種種大願」、或以「願力」故，而不證滅，以留惑潤生。

如龍樹說：「菩薩因願故，得入諸地。」21；又初地之十「大願」，若說成十類之「大

願」，一一願中又有百千萬阿僧祇大願以為眷屬，則此十願，攝無不盡，如「成正覺

願」，即攝藥師十二上願；「淨土願」，則攝阿彌陀佛之四十八大願等22。除了初地之

「十願」外，七地菩薩菩提功德已圓滿修成，亦因具足「種種大願」之故，晉升到八

地時，能讓一切菩提行咸清淨，而進入到無功用行的一乘法23；第八地也是以圓滿「願

波羅蜜」為主要的修行方式。 

基此，筆者從《華嚴經．十地品》中發現每地均有「願」之相關經文，顯示「願」

在各地均有其影響力，茲摘出相關經文表述如下：24
 

地名 「願」之內容 

歡喜地 佛子！菩薩住此歡喜地已，以大願力得見多佛。 

離垢地 佛子！菩薩住此離垢地，以願力故，得見多佛。 

發光地 佛子！是菩薩住此發光地，以願力故，得見多佛。 

焰慧地 佛子！菩薩住此焰慧地，以願力故，得見多佛。 

難勝地 佛子！菩薩住是難勝地，以願力故，得見多佛。 

                                                 
20

 「菩提心」此指「三種菩提心」即：深種善根之深心，求菩提之直心，大悲心。具此三心，

成後入地之相。《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頁 1327。 

21 《十住毘婆沙論》，T26, no. 1521, p. 30 b11。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此十大願，一一願中有百千萬阿僧祇大願以為眷屬，則此十願攝

無不盡。如成正覺願，則攝藥師十二上願；如淨土願，則攝彌陀四十八願等。故此經、他

經所有諸願不出此十。」，T35, no. 1735, p. 764 c26。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七住菩提功德滿，種種大願皆具足，以是能令八地，一切所作咸清

淨。」，T10, no. 279, p. 198 b4。 

24
 表中十地之文均引自《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p. 183 a10; p. 186 b25; p. 188 c4; 

p. 190 b13; p. 192 b21; p. 195 a8; p. 197 c12; p. 200 c7; p. 204 c6,及法雲地之 p. 208 c14; p. 

210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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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前地 佛子！菩薩住此現前地已，以願力故，得見多佛。 

遠行地 佛子！菩薩成就如是智慧，住遠行地，以願力故，得見多佛。 

不動地 
佛子！此菩薩智地名為：不動地，無能沮壞故；……；名為：變化地，

隨願成就故。 

善慧地 

一念所入諸三昧，阿僧祇剎微塵數，見佛說法亦復然，願力所作復過

此。 

此是第九善慧地，大智菩薩所行處，甚深微妙難可見，我為佛子已宣

說。  

法雲地 

佛子！菩薩亦爾，從菩提心流出善根大願之水，以四攝法充滿眾生，

無有窮盡，復更增長，乃至入於一切智海，令其充滿。 

以昔智願威神力，一念普遍十方土，霔甘露雨滅煩惱，是故佛說名法

雲。 

前七地之菩薩都和初地菩薩一樣，皆以「大願」得見多佛。基此，初地菩薩因勤修「十

願」，故得有因緣見多佛。何以初地菩薩有因緣見多佛？因其有大願力至十方無量世

界去圓滿其「十願」，故有此因緣得見多佛。今依佛法行布門「後後優於前前」之論，

二至七地菩薩之修持中，「願」在該地之修行法門中肯定亦占有重要之位置。第八「不

動地」亦名「變化地」，隨願成就故。澄觀在《疏鈔》中補充為：「證道也；即經名為

變化地，隨願成就故。《十地經論》云：名為涅槃地，善起大願故；遠公云：涅槃地

者即無作體，體寂滅故，善起大願故者，即無作之用，以用顯體，非小涅槃故。」25
 

由澄觀之說明可知：第八地之菩薩亦善起大願，並以願波羅蜜增上，但在圓修「願」

時，是異於前七地菩薩之有功用行，而進一步至無功用行。至於第九地菩薩所行願力

處，「甚深微妙難可見」；第十地菩薩之「智願威神力，一念普遍十方土」，均適用於

「後後優於前前」之法則，其深妙更優於第八地菩薩。 

總之，「大願」可作為各地菩薩不退轉，精進修持，圓滿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動

源，某一「大願」尚且如此，何況更圓融、廣大之十「大願」更可以作為初地到十地

菩薩修行之主要法門或輔助法門。 

（二）別論 

「發大願」是入菩薩聖位的基本條件，且所發之「大願」要能夠使光明善根轉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36, no. 1736, p. 557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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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增廣，行願善根轉勝地前，且又廣瀰法界。而「初地」菩薩所發之願，澄觀依《梁

論》將其分為十類：一供養願、二受持願、三轉法輪願、四修行二利願、五成熟眾生

願、六承事願、七淨土願、八不離願、九利益願、十成正覺願。26其內容如何？依次

分別論述如下： 

佛子！菩薩住此歡喜地，能成就如是大誓願、如是大勇猛、如是大作用。27   

此文點明：成願之位為「歡喜地」，能成就大誓願、大勇猛、大作用等三「如是」。 

澄觀將「如是大誓願」釋為始起要期，指發以下之「十願」；「如是大勇猛」釋為方便

起行，指能精進完成願行所作之方便行；「如是大作用」釋為願遂行成，如供佛願便

能供佛故。28 

此段經文為「總」，十願之經文為「別」，每一願均能成就此三「如是」。接下來

之十願，每願一段文，成十段文。每一願，澄觀均分四段解說：初四字（又發大願）

為總標起願；次顯各願的行相；三「廣大如法界」以下之文在彰願德能；四「一切劫

數，無有休息。」明願分齊。初、後二段文通義侷；第二、行相文義俱侷；第三、德

能文義俱通，十願無別故。29 本文大部分採用澄觀在《華嚴經疏‧十地品》之論點，

以《十地經論》、《探玄記》等為輔。今依願論述如下： 

1、供養願 

供養願，指願供養勝田、師及法主，經從勝故，但云供佛。30 如文云： 

所謂生廣大清淨決定解，以一切供養之具，恭敬供養一切諸佛，令無有餘；廣

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31 

因對廣大佛境的敬重，乃生起「迴向菩提因，必得菩提果」之見解。因此發生生世世

以「衣等利養；香等敬養；戒等行供養」32等供養工具，於給侍、迎十方三世一切諸

                                                 
26 引自《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1 c13。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 c11。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a21。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b1。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b5。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 c11。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b20。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340 

佛，或隨其修行時，都能恭敬、敬順。33 

文中供養對象「一切諸佛」義，說法頗多。法藏說：供養對象為說法者、法會

之主法者、或佛教各宗派之宗長等；34 澄觀說：供養之對象可為一切之佛說法者及

主法者等，而經文只標出「一切佛」作代表，目的在顯趣求成佛，及緣之最為佛。另，

此之「一切佛」實含十方三世所有三身佛或十佛。35 而「廣如法界，究竟如虛空，

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一文，澄觀於《疏》解釋為：攝功德大、因大及時

大等『三大』。36 以上二位祖師之論述，筆者亦表同。 

十大願後面之願文都是「一切劫數，無有休息」，但因行持不同，故所詮解之名

異，如「供養願」，即能盡未來際一切劫數行「供養」。因為「三大」之解說每願均相

同；又「一切劫數，無有休息」是隨行持該願之名而更改，所以餘九願不再論述此段

經文，只引行相的願文。 

2、受持願 

受持願，法藏說：「願受持勝妙正法」37；澄觀則添加「護法願」，並引《瑜伽師

地論》之文云：攝受防護願。38 文如下： 

願受一切佛法輪，願攝一切佛菩提，願護一切諸佛教，願持一切諸佛法39 

澄觀說：「行相之中，文有四句，皆通二利」40，依澄觀義，不僅發願者能親自受持

此願，亦以此願教化眾生。他從始修與終成兩角度來論述：始修又分能受與所受：「能

受」為文中的受、攝、護、持四字，有攝受正法、護持正法之義。41 「所受」則指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b21。 

34 《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06 b1。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b19。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言三大者：一攝功德大，如經廣大如法界，一切餘善根中勝故；

二因大，即究竟如虛空，無常愛果無量因故；三時大，即盡未來際，此因得涅槃常果故。」，

T35, no. 1735, p. 762 b24。 

37 《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06 b2。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b29。 

3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 c15。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c1。 

4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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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之佛法輪（教）、佛菩提（果）、諸佛教（行）、諸佛法（理）。42 若依終成來說，

澄觀將此四句依次釋為：法輪不斷、證智、修行及入理等「四成就」。 

總之，此願即是生生世世攝受正法、護持正法，並將此願之內容教化眾生，期望自他

均能達至法輪不斷、證智、修行及入理等「四成就」。 

3、轉法輪願（攝法上首願） 

轉法輪願，亦名攝法上首願，先攝後轉。43 亦即是：先為攝法上首，再於一切

處、一時轉法輪。文如下： 

願一切世界佛興于世，從兜率天宮沒、入胎、住胎、出生、出家、成道說法、

示現涅槃，皆悉往詣，親近供養，為眾上首，受行正法，於一切處，一時而轉。
44 

佛之應現本為轉法輪，既然佛可於一切世界應現，即表示其轉法輪處為一切世界。又

佛欲「轉法輪」時，會示現八相成道，而行持此願之菩薩會於佛示現八相成道過程中

適時親近供養，以方便「集功德」45；而文「為眾上首，受行正法」者，為「助菩提

法」，有方便「集智慧」之義46。澄觀釋「於一切處，一時而轉」為轉法頓周，故此

願實已具華嚴海印三昧頓現且周徧一切處之義。 

4、修行二利願 

修行二利願，亦名心得增長願。菩薩所行，一切皆為教化眾生，令其受行、心

增長，以達自、他二利。文如下： 

願一切菩薩行，廣大無量，不壞不雜，攝諸波羅蜜，淨治諸地，總相、別相、

同相、異相、成相、壞相，所有菩薩行皆如實說，教化一切，令其受行，心得

                                                 
4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若約所受：初教，次果，三行，四理。」，T35, no. 1735, p. 762 c4。 

4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品〉，T35, no. 1735, p. 762 c12。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 c19。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皆悉下，攝法方便，於中初集功德方便。」，T35, no. 1735, p. 762 

c16。 

4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2 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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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47 

澄觀將一切菩薩行分為能增長行與所增長心二部份。48「能增長行」者，以十度波羅

蜜為行體；含攝「廣大無量」之世間智、俗智之行，「不壞不雜」之不雜世間有漏法、

以法無我平等觀冥同真性；並以十度波羅蜜行助真如觀淨治十障；又自己先行修學六

相圓融之義理，並連同以上世、出世法、十波羅蜜法等義理教化他人。「所增長心」

即心得增長，化他受行，他心增長；化他成自，自心增長。 

總之，發「修行二利願」之菩薩，所行的一切教化，是用「種種」之廣大無量，

不壞不雜；「體」之攝諸波羅蜜；「業」之淨治諸地；「方便」之六相圓融義理等四種

教化，令其受行，使自、他之心行均得增長。 

5、成熟眾生願 

成熟眾生願，又名教化眾生願，願知所教化眾生之差別，並教化他們。文如下： 

願一切眾生界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卵生、胎生、濕生、

化生，三界所繫，入於六趣一切生處，名色所攝，如是等類我皆教化，令入佛

法，令永斷一切世間趣，令安住一切智智道。49 

文「願一切眾生界」為總，「有色、無色，……，名色所攝」等為別，澄觀釋「別」

之文為：報相粗細、生依止、淨不淨處、苦樂、自業及自體等六種差別。初、欲色二

界等有色之眾生報相為粗，無色界為細；色界中：有想天為粗，無想天為細；無色界

中：非無想為粗，非有想為細。次、化生者，依業染生，六趣均通；胎生者，依胎藏

生，地獄、諸天不通；溼生、卵生，分別依溼氣、卵殼而生，只通人畜。三、就果論

「處」，欲界為不淨處；色界、無色界為淨處。就因地論「繫」，則三界均為繫處。四、

因受身不同，故苦樂不同，又稱受生差別，依粗相論：三塗為苦，上天為樂，人及修

羅則兼於苦樂。五、一切眾生因自業不同，故生處不同。六、名色為五蘊之總稱，即

以受、想、行、識四蘊為「名」，色蘊為「色」。因此，「名」相當於精神作用，「色」

相當於形質、肉體，澄觀又於《疏鈔》中說「自體差別」為：若以聲為自體，則會有

常、無常等的差別；又色是自體，則有形色、顯色，或表、無表等的差別。 

                                                 
4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 c23。 

48
 參考《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文中亦四，第二、行相中分二：初明能增長行，後明所增長

心。……。化他受行，他心增長；化他成自，自心增長。」，T35, no. 1735, p. 762 c22。 

4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1 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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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教化眾生？法藏先讓眾生信入教法，故云：教化成就；教化成就後，可得

小果，可斷世間的惑業苦果；最後令得大菩提果。50 法藏之意，此三為連貫性的，

二乘及菩提分別為小果及大果，所以二乘人人也一定會趣向究竟佛果的。澄觀則說：

未信入者，令信入佛法；已信入者，令其離惡，為二乘涅槃因；已入二乘者，令修無

上菩提道。51 對此三者，二乘可為小果，亦可為求大菩提之因，故二乘是得入大菩

提果之關鍵處。 

筆者對「成熟眾生願」或「教化眾生願」的「眾生」義，對比於八十《華嚴》

經文所說：教化對象含括三界、四化、六道等各類眾生。就以「四化」之胎、卵、濕、

化等四類眾生，都為諸佛、菩薩教化之對象，此顯自然環境、動植物等，亦為教化對

象之一，故需愛護之。 

6、承事願 

承事願，法藏說：指願知眾生住處，前往教化；願知諸佛住處，前往供事，聽

受正法。澄觀說：「願往諸佛土，常見諸佛，恒敬事聽受故。《瑜伽》云：願於一切世

界中示現，意明化生。今經但云知見者，知生佛住處故」，經比對二人說法，實無差

異。文云： 

願一切世界，廣大無量，麁細、亂住、倒住、正住，若入、若行、若去，如帝

網差別，十方無量，種種不同。智皆明了，現前知見。52 

文首明所知之對象為「一切世界」，其相狀如何？澄觀分三種相論述：一、一切相：

先以小千世界釋為「廣」，中千釋為「大」，大千釋為「無量」；次明「細」者為意識

身，「麁麁麁麁」者為意識色身；「亂」則不依行伍，「倒」即覆剎，「正」即仰剎。而文「若

入、若行、若去」則為於前三類世界之道路中往來，或屬攝他入己的「入」，或為他

所攝的「去」，或為往來不住的「行」。二、真實義相：如帝網之土土同體，不守自性，

互相涉入。三、無量相：文為「十方無量，種種不同。」，此為總結以上所說世界之

不盡。文「智皆明了，現前知見。」，此明能知者為智慧或現前知見。因欲知真實義

相，唯智能知；一切相、無量相，則可眼見 。 

                                                 
50 《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08 b29。 

5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3 b12。 

5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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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事願，法藏將行體分三：世界形類、世界分齊相遍、世界數多十方無量，每

一相又分為能知與所知。所知之對象：一切相、真實義相、無量相；能知即為「智」。

澄觀亦直接分為所知與能知。故法藏與澄觀的分法相同，只是法藏的分類較繁複；澄

觀的分法較簡明。 

7、淨土願 

淨土願，願清淨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眾生。文云： 

願一切國土入一國土，一國土入一切國土，無量佛土普皆清淨，光明眾具以為

莊嚴，離一切煩惱，成就清淨道，無量智慧眾生充滿其中，普入廣大諸佛境界，

隨眾生心而為示現，皆令歡喜。53 

澄觀分七淨論述「淨土」義：一、同體淨：同法性故，一國土與一切國土能相即相入。

二、自在淨：「無量佛土，普皆清淨」，如摩尼珠，美惡斯現，淨穢圓通。三、莊嚴淨：

即相淨也；文為「光明眾具以為莊嚴」。四、受用淨：謂受用此土以離過成德，如受

用香飯，身諸惑已滅，即入正位；而「離一切煩惱」為斷德，「成就清淨道」屬行德。

五、住處眾生淨：即文云智慧眾生之所居。六、因淨：如布施、持戒等為生此淨土之

因；大圓鏡智、清淨識為土所依，後智通慧為能依；此為「諸佛境界」。七、果淨：

分所生果及所示現果，從「隨眾生心而為示現」一文，可知，此採臨機示現之「所示

現果」。 

總之，七淨中，前二句明土體，第三是土相，後一為土用；第五句就人顯勝，

後二舉因顯果。又七淨亦可收束成三淨：「清淨自土」即相淨；「安立正法」即法門流

布淨，如第七淨；「修行眾生」即住處眾生淨。54 筆者以為澄觀對淨土願之詮解，廣

有七淨說，狹有三淨說，故使淨土義更周備。 

8、不離願（亦名心行願） 

不離願，願於一切生處恆不離佛菩薩得同意行故，亦名心行願；願不離一乘故

不念餘乘。文云： 

願與一切菩薩同一志行，無有怨嫉集諸善根，一切菩薩平等一緣，常共集會不

相捨離，隨意能現種種佛身，任其自心能知一切如來境界威力智慧，得不退如

                                                 
53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a9。 

54
 三淨之文請參考《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第 17卷-第 34卷)》，L132, no. 1557, p. 18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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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神通，遊行一切世界，現形一切眾會，普入一切生處，成就不思議大乘，修

菩薩行。55 

「願與一切菩薩同一志行」，此句為總，明願與一切菩薩同修萬行。「無有怨嫉……成

就不思議大乘」，共十句，別明與菩薩同一之志行為何？澄觀釋初五句為修行同：「善

根」是福，「無有怨嫉」即心同相，故有福善同集之義；「與一切菩薩平等一緣」，有

智觀齊均，此為自分二嚴；勝進分有三：聚集解說論佛法為攝法方便，「隨意能現種

種佛身」為利他；「任其自心能知一切如來境界威力智慧」為自利，為了自利，則需

忘緣照境，不由他教，而能智契法身，「威力」外用，「智慧」內明。釋後五句為德用

同：初、明通體：此通為如意所成，故無能退屈；餘四通業：前三如意通業為：本身

能遊行一切世界，現多異身於一切佛會，示現與「一切生處」同類之身生；後一法智

通業。文「修菩薩行」為總結「別明菩薩行」。 

不離願，法藏說：「所求行內有十二句，初一總，次十別，後一結。」56 澄觀承

襲了法藏的分類。又此菩薩發願：盡未來際一切劫數能具足行持佛、菩薩所修行成就

之法門，也發願於一切生處，都不離佛、菩薩，且和佛、菩薩都能有同一意念之心行。

宗密說「心行願」為：「以同心志在於一乘」57 依華嚴教法，「歡喜地」菩薩之「心

行願」，即有不念餘乘只念一乘之別教一乘圓融思想了。 

9、利益願（亦名三業不空願） 

利益願，願於一切時恆作利益眾生事，無有空過故，亦名三業不空。《瑜伽師地

論》則云：「願所有一切無倒加行，皆不唐捐。」58文云： 

願乘不退輪行菩薩行，身、語、意業悉不唐捐，若暫見者則必定佛法，暫聞音

聲則得實智慧，纔生淨信則永斷煩惱，得如大藥王樹身，得如如意寶身，修行

一切菩薩行。59 

此文初顯願於一切時，於身口意三方面行摧障圓德事時，三業皆益，悉不唐捐；此三

                                                 
55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a15。 

56 《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09 a25。 

57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X05, no. 229, p. 314 a23。 

58 《瑜伽師地論》，T30, no. 1579, p. 543 c3。 

5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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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空義為圓滿教輪之用。後別顯二不空：初、作業必定不空：此三業不空，為輪之

體，能見身即得實智及斷惑；聞音聲，能生智慧，必定斷惑；意堅定，能諸惑不生，

決定得智。二、利益不空：文以藥王樹身喻能治種種苦，以如意寶喻能拔貧窮苦。60

總之，此示所修一切菩薩行及其利益均得不空。 

利益願，法藏先明不退輪行菩薩行，後明不空行菩薩行。不空行菩薩行再分為

作業不空與利益不空。此作業不空，先總明三業不空，再依身口意別顯三業不空；次

將利益不空中，喻藥王樹能遍治諸苦，如意寶能治貧病。澄觀則將法藏的不退輪行菩

薩行，與作業不空行菩薩行的總明三業不空，歸為總明，餘則分為別顯二不空。澄觀

此種分法，更直截了當強調「三業不空」。 

10、成正覺願 

成正覺願，願與一切眾生，同時得無上菩提，恆作佛事。文云： 

願於一切世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離一毛端處，於一切毛端處皆悉示現

出生、出家、詣道場、成正覺、轉法輪、入涅槃，得佛境界大智慧力，於念念

中隨一切眾生心示現成佛令得寂滅，以一三菩提61 知一切法界即涅槃相，以

一音說法令一切眾生心皆歡喜，示入大涅槃而不斷菩薩行，示大智慧地安立一

切法，以法智通、神足通、幻通自在變化充滿一切法界。62 

文分自運已圓的「成菩提體」及運他不息的「菩提作業」：先總明己願於「一切世界」

得菩提。次論運他不息之七種菩提作業：一、示正覺業：文「不離……入涅槃」，此

明大至「一切世界」、小至「一切毛端處」均可示現八相成道，因為兩處有可化之眾

生；另，文「不動而徧，一多自在」此已明事事無礙之義。二、說實諦業：文「得佛

境界大智慧力，於念念中隨一切眾生心示現成佛令得寂滅」：智慧力為能說，以神通

力念念成佛，以智慧力隨樂為說四真諦等法，所說法之益，能令聞法者斷集修道，得

寂靜而滅苦。三、證教化業：以一極無二之菩提，契差別之性淨涅槃，則不復更滅。

說此證法，令眾生生信解。四、種種說法業：一音稱機故。五、不斷佛種業：得果不

捨因也，文「示入大涅槃而不斷菩薩行」，如雙林示現涅槃，非永滅，因能常作佛事，

故不斷佛種，有涅槃常住，動寂無二義。六、法輪復住業：文「示大智慧地安立一切

                                                 
6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4 a23。 

61
 「三菩提」者，即：聲聞菩提、緣覺菩提、諸佛菩提（節錄自《三藏法數．三菩提》）。 

6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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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佛智能生萬物，故名為地，示一乘、三乘等一切法均同歸於智慧地，以對實

施方便，故名復住。七、自在業：何能自在？所依有三通：法智通，觀一切法無性相；

神足通，自身現生住滅修短，隨心自在；幻通，轉變外事無不隨意。又法智通見理捨

相，故不住世間；神足通及幻通有自在事用，故不住涅槃成無住道。 

成正覺願，法藏將所求行分為所成菩提及菩提作用，又將菩提作用分為：示正

覺、說實諦、證教化、種種說法、不斷佛種、法輪復住及自在業等七業。63 澄觀亦

將行相分為：成菩提體與菩提作用，菩提作用的分類同於法藏的七業。故兩種版本名

異實同。 

從以上十大願的分析，澄觀的貢獻有二：每一願皆以四義詮釋，意義完整。四

義為：初四字總標起願，次顯願行相，三、廣大下彰願德能，四、一切劫數下明願分

齊。又從澄觀對初願之六大、第五、第十等願詳盡的解說，及對第六、七、九願行相

的分類時，能將複雜義理或分類，予以簡單化。可見澄觀對註疏的用心。 

四、勤修十願為初地菩薩之主要修行法門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住歡喜地，發如是大誓願、如是大勇猛、如是大作

用，以此十願門為首，滿足百萬阿僧祇大願。」64 此為十願的總結。且發「如是大

誓願」即是總願，還要配合「大勇猛」、「大作用」，所發之願才能圓滿。而一一願中

各有百千萬阿僧祇大願以為眷屬，則此十願攝無不盡，如淨土願，則攝阿彌陀佛四十

八願等。所以此經、他經所有諸願都不會超出此十願之範圍。又此十大願非唯攝願，

亦攝行，如亦攝一切菩提分法，以七地最勝。65 

菩薩利他之心無量，而初地菩薩勤修十願，也都是為眾生，也就是說，無眾生，

即無佛道可成。初地菩薩除勤修十願，還要配合十無盡句才能圓滿其十大願。且此處

之「十盡句」，有窮彼願無盡，亦示現教化眾生不斷盡之義。如文云： 

佛子！此大願以十盡句而得成就。何等為十？所謂：眾生界盡、世界盡、虛空

界盡、法界盡、涅槃界盡、佛出現界盡、如來智界盡、心所緣界盡、佛智所入

境界界盡、世間轉法轉智轉界盡。若眾生界盡，我願乃盡；若世界乃至世間轉

                                                 
63

 節錄自《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09 c4。 

6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b8。 

6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4 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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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轉智轉界盡，我願乃盡。而眾生界不可盡，乃至世間轉法轉智轉界不可盡故，

我此大願善根無有窮盡。66 

法藏說：「願無盡有三：舉十法無盡；以願反要，彼若有盡我願乃盡；以願順同

彼無盡故，願亦無盡。」67 澄觀說：「以十盡句與眾生共。前十願皆為眾生，由十無

盡成前大願，皆無盡也。」68 若深究兩人主張，並無不同。又法藏的三轉九界為：

世間轉的眾生、世界、空界、心所緣；法轉的法界、涅槃、起智；智轉的佛出世及佛

智慧。又釋心所緣亦是智攝，……第十句略攝前九。69 澄觀分此三轉為：世間轉70 的

攝眾生界、世界及虛空界；法轉的攝法界、涅槃界及佛出現界；智轉的攝如來智下三

界。所以兩人三轉之名雖同，但心所緣界：法藏將其分入世間轉與智轉，澄觀則只分

入智轉；澄觀將佛出現界與如來智界分入法轉與智轉，相反於法藏的佛出世與起智的

智轉與法轉；澄觀三轉的界數：3、3、3，也不同於法藏的 4、3、2。顯見，澄觀已

將九界均齊化。 

「眾生界盡」為總，說明十願都是為眾生。餘九句為別，都有度眾生義；依次

詮顯：一眾生住於世界；二世界依於盡虛空界；三說法界以化眾生；四隨所化生，安

置涅槃處；五因佛出現，故須示現涅槃；六以如來智慧，方便巧化眾生；七此智知心

所緣；八此心所緣為佛智所入境；九為三轉盡，可攝前九。十願同此十盡，但前之十

願，不出此十盡句之增上力，所以諸佛常以此力，為眾生作利益事。十十十十大願畢竟都與

眾生共，盡未來際無有窮盡的。71 依這十無盡和十大願結合後所生起之心，即可作

為此後修證十地位時的所依止心。 

（一）初地菩薩依十願所薰之十心以對治十障 

初地菩薩發十大願已，能得利益等心，並依所得之心起菩薩行，進而圓滿十願。

澄觀說：「由先大願熏心故，則得利益等十心，為起行依，於後十行起作自在。」72
 此

                                                 
66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b12。 

67 《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10 a14。 

6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5 a2。 

69 《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310 a17。 

70
 所謂「轉」者，世法及智，展轉攝前，無窮盡故；轉亦是無盡義耳。摘自《大方廣佛華嚴

經疏論纂要》中，頁 1354。  

7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5 a13。 

7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5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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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心為：利益心、柔軟心、隨順心、寂靜心、調伏心、寂滅心、謙下心、潤澤心、不

動心、不濁心等，分別為成就悲行、慈行……信行等十行之所依；且以十心分別對十

行，即能對治十障。因十心與十障之名相，淺顯易懂，且十心只是十行所依心，重點

在十行，故此不多論述，只列表說明如下73： 

 行所依心 行相 所對治障 

一 利益心 利益拔苦，悲心所依，成悲行。 治損害障 

二 柔軟心 與樂柔軟心，即是慈心，成慈行。 治瞋恚獷強障 

三 隨順心 隨順所求，即是布施心，成施行。 治於身命財生顧戀障 

四 
寂靜心 

寂靜無求，方能求而無厭，是無疲厭

心，成無疲厭行。 

治希求報恩，貪著利養，

不寂靜障。 

五 
調伏心 

三學調伏是知經論心，以經詮於定，兼

於律，論詮於慧，成知經論行。 

治無善巧求加行障 

六 
寂滅心 

雖行世間，妄惑不生，故云寂滅；是解

世法心，成了世法行。 

治性不柔和，不於他心隨

順而轉不寂滅障 

七 
謙下心 

高崇賢善，拒惡不增，故云謙下，是慚

愧心，成慚愧莊嚴行。 

對治放逸之高舉障 

八 
潤澤心 

能修出離，以法潤澤，即堅固莊嚴，成

堅固莊嚴行。 

對治於無間無斷生死大

苦，生怯弱障。 

九 不動心 能如說行，故心不動，成供養佛行。 治於大師所猶豫疑惑障 

十 
不濁心 

信以心淨為性，離不信濁故，成信行。 治全未發心，全未受持菩

薩學處障。 

 

《華嚴經疏》中校量勝分所說：修行殊勝，係因願而起。依願造修，非一般菩薩道之

修行，係依十大願為修行所依的心。當此十心建立之後，即用來對治十種於十地中修

行菩薩道時所產生的十種障礙：損害障、瞋恚獷強障、身命財生顧戀障、不寂靜障、

無善巧求加行障、不寂滅障、高舉障、生死大苦生怯弱障、於大師所猶豫疑惑障、全

未發心全未受持菩薩學處障。如：當初地菩薩對三寶生起不濁之淨信心時，即能對治

那全未發心，全未受持菩薩學處之障，最後得以成就「信行」。再依此信行，次第修

                                                 
73

  表中內容摘錄自《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中，頁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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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行、慈行，……，依次清淨諸障，最後即能生起清淨、光明的心地，成就十種淨治

諸地行。其修證方法、或次第如何？以下論述之。 

（二）淨治諸地的修證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發如是大願已，則得利益心、柔軟心、隨順心、寂

靜心、調伏心、寂滅心、謙下心、潤澤心、不動心、不濁心。成淨信者，有信功用。」
74在《華嚴經疏》中別顯所成行相略分為：信行；悲；慈；施；無疲厭；知經論；了

世法；慚愧、莊嚴；堅固力；供養佛，依前十心能成就此十種行，此十種行顯二種勝

成就：一、深心成就，謂信、悲、慈；二、修行成就，謂餘七故。75茲以《華嚴經疏》

之解說為主，分別論述十行如下。 

1、信行 

成淨信者，有信功用：能信如來本行所入，信成就諸波羅蜜，信入諸勝地，信

成就力，信具足無所畏，信生長不可壞不共佛法，信不思議佛法，信出生無中

邊佛境界，信隨入如來無量境界，信成就果。舉要言之，信一切菩薩行，乃至

如來智地說力故。 

信行分二：一攝德成人；二「能信如來……信成就果」正顯信相，有十一句。初句總

信因果，次九句別明因果，後一結略顯廣。舉要言之，信一切菩薩行，乃至如來智地

說力故。十句皆信功用，得淨信所產生的功用，總說一句是信一切菩薩行分，乃至如

來智地說力故，含因果及菩薩行的行體。波羅蜜就是菩薩行體，能信如來本行，本行

是因，如來是果，所入就是證入，證入如來果，不可壞，不共佛法就是超過凡小，不

共就是不共小乘，信不思議佛法是信佛神通力。 

2、慈行；3、悲行 

經云：佛子！此菩薩復作是念：諸佛正法如是甚深，如是寂靜，如是寂滅，如

是空，如是無相，如是無願，如是無染，如是無量，如是廣大。    

三觀為方便，觀佛法甚深，觀眾生苦因緣，眾生顛倒，而發起慈悲道行。第一遠離最

上第一義樂觀，最上第一義是諸佛的正法。 

                                                 
7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182 b19。 

7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765 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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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云：而諸凡夫心墮邪見，無明覆翳，立憍慢高幢，入渴愛網中。     

凡夫眾生往往因蔽意邪見，對佛法實義產生謬取，又由於業惑不但撥無因果更導致十

二因緣的因，業惑苦因根源，無明、行、識迷覆法體，依迷內妄立我法自高陵物，因

被障蔽，不知因緣亦不知無我，對內自立有一我法，自視高慢，對外境界產生貪愛。

愛念邪見，妄謂我所及外境界而生貪愛，由內計有我，外見我所，便生種種過失。 

經云：行諂誑稠林，不能自出，心與慳嫉，相應不捨，恆造諸趣受生因緣，貪、

恚、愚癡積集諸業。日夜增長，以忿恨風吹心識火，熾然不息，凡所作業，皆

顛倒相應。……。然諸眾生不覺不知。    

 眾生由於集業邪見，由前追求增長煩惱起業行過，又由惑造業。在《華嚴經疏》中

說：眾生只因熾然邪見即內心思業為煩惱風動，欲起報惡業，故云熾然不息。起業邪

見，即兼動身口，由倒造業，業不離倒故善惡業產生果報，眾生在顛倒妄想，但不覺

不知。 

經云：菩薩見諸眾生於如是苦聚不得出離，是故即生大悲智慧。復作是念：此

諸眾生我應救拔，置於究竟安樂之處，是故即生大慈光明智。 

菩薩因三種觀方便起慈悲，一、見眾生遠離第一義樂觀，二、具足諸苦觀，見眾生苦

不得出離，拔苦興悲。三、彼二顛倒而起慈心，得到大慈光明智，成就了慈、悲兩種

行。 

4、施行及施物 

 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隨順如是大悲、大慈，以深重心住初地時，於一切

物無所吝惜，求佛大智，修行大捨，凡是所有，一切能施。    

布施波羅蜜是初地菩薩的增上行，發起大悲大慈深重心不捨悲願，不捨十大願，住初

地圓滿檀波羅蜜。於一切物以下表如何布施，為求佛大智慧，修行大捨，不論是財穀、

倉庫、金銀、摩尼、真珠、瑠璃、珂貝、璧玉、珊瑚等物，珍寶、瓔珞嚴身之具，象

馬、車乘、奴婢、人民、城邑、聚落、園林、臺觀、妻妾、男女、內外眷屬及餘所有

珍玩之具，頭目、手足、血肉、骨髓、一切身分，皆無所惜，只為求諸佛廣大智慧。

行布施發大慈大悲，見眾生苦行布施，要求佛大智，須要大捨，成就大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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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疲厭行 

經云：佛子！菩薩以此慈、悲、大施心，為欲救護一切眾生，轉更推求世、出

世間諸利益事，無疲厭故，除慈、悲、大施，世間、出世間利益眾生的事，即

得成就無疲厭心。。。。    

正顯行相，結共成行，成就無疲厭心。 

6、成經論智 

經云：得無疲厭心已，於一切經論，心無怯弱；無怯弱故，即得成就一切經論

智。 

菩薩若知經論即能得無疲厭心，就能得到一切經論智。要成就前信、慈、悲、大施，

無疲厭心五項，因為經論智是出世間的智慧。 

7、成世智行 

經云：獲是智已，善能籌量應作、不應作，於上、中、下一切眾生，隨應、隨

力、隨其所習，如是而行，是故菩薩得成世智。    

若菩薩能知一切世法也就能成就出世智慧也才知何事應做不應做，即第七知世法。他

能根據不同根器，隨著眾生不同的需求，也隨著自己的能力，眾生如果在修習十地法，

就要隨他修十地法，這就是成就出世智。 

8、慚愧行 

經云：成世智已，知時知量，以慚愧莊嚴，勤修自利、利他之道，是故成就慚

愧莊嚴。 

第八為慚愧行，知時是度眾時間無間斷，修行成就，以自慚愧他之行，不形自慚，無

愧於他之心來莊嚴自我，日夜修行沒有間斷。 

9、堅固力 

經云：於此行中勤修出離，不退不轉，成堅固力。    

第九堅固力，成就慚愧莊嚴，精進修行自分不退，勝進分不轉，做堅固力。 

10、供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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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云：得堅固力已，勤供諸佛，於佛教法能如說行。 

佛子！菩薩如是成就十種淨諸地法，所謂：信、悲、慈、捨、無有疲厭、知諸

經論、善解世法、慚愧堅固力、供養諸佛、依教修行。 

第十供養佛，成就初地果位之後便不再退，向二地趣求也不轉，十行即為總結十名，

十種淨治諸地法。總結十名體用。淨諸地法就是前面的十種行，發十種心淨修十種行，

斷除十種重障，成就十種淨治地法，這十種淨諸地法是通十地，從初地成就到十地都

不離，初地時布施波羅蜜增上，只列財施，而無畏施專利，則在二地、三地， 四地

以上強調法施，每地皆行布施。    

若依次第論，當初地菩薩生起淨信時，會對一切菩薩行，及如來究竟智慧說力

等會產生清淨的信心；當淨信成就後，自然受大悲願力所引，觀佛法甚深，觀眾生苦

因緣，眾生顛倒，而發起慈悲道行；當慈悲行成就後，自會生起上求佛慧下化眾生的

慈悲心，才能無所吝惜的施捨一切內外身物；當大捨之行成就後，自然會積極投入於

對眾生有利益的一切事情而不厭不悔；當無疲厭行成就後，為了接引根器不同的眾

生，勢必會深入研究一切有益眾生出離苦海，安樂解脫的佛法經論；當通達一切經論

的岀世智慧後，自然能知一切世法，也就能成就出世智慧，也才知何事應做？何事不

應做？他能根據不同根器，隨著眾生不同的需求，也隨著自己的能力，隨順並成就眾

生的修習法；當成就世智行後，必然運用其方便慧，應機教化，並時時以慚愧心覺照

自己，莊嚴身心，努力的往成佛之道前進；當慚愧莊嚴成就後，又在前面諸行完成的

基礎下，繼續禪修追求佛慧，身心得以逐漸出離，並在禪修的洗禮下，獲得最初不退

轉心的堅固修行力量，與聖者出世解脫心相應，得以初見清淨光明的智慧心地，即入

聖位者見道之心，故心得大歡喜；當堅固力成就後，其願力、定力、福德力逐漸超越

欲塵束縛範圍，心念便漸漸得到了自在，修行到了這個時候，才能隨著我們的願力、

念力、福德力自在受生，往返十方世界供養諸佛，聽佛說法而無罣礙；當供養諸佛成

就後，即是一個具有廣大福德、智慧，願力、念力獲得自在的修行者，生生世世，不

論生在何處，均能因往昔善根智慧的啟發，而領悟甚深法義，依教修行。  

五、結語  

本文藉由參考華嚴宗祖師大德的著作，輔以其他相關之論典與著作，再加上個

人對原典的玩味後，詮解出初地之意涵與願之定義，並針對如何有效發願、願與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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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十願的內容、十願的修證（如何淨治諸地）等諸多議題作探究後，初步得到

下列的結論： 

 

一、「初地」的意涵，是因為初次入、住「歡喜地」聖位之菩薩已能伏斷執著我、法

二二及惡趣雜染二之障；初次體證二空所顯的岀行真如之理；成就無上的自利、

利他二行；亦能降內外煩惱而離五怖畏之事。住此初地之菩薩多作閻浮提王，

常護正法；又以願力故，得見多佛等果報；所寄乘法為世間人天乘。 

二、「願」有志願、欲願與願求等義，而願可大要的分為總願與別願。本文所探究之

初地「十願」應歸入別願；但若依圓融義，又可歸屬為總願。 

三、初發菩提心是諸願的根本，而十願又為諸地之根本。住初地之菩薩，因能時時生

起大悲度眾之心，再以「深種善根」等之所依身，「為求佛智」等之所緣境，及

九種大等為增上緣而發菩提心（發願），即得超凡夫地，生如來家。因此入住初

地菩薩後，更能以願力生生世世行菩薩道不退轉。 

四、「發大願」為入菩薩聖位的基本條件，而初地菩薩發十大願，可一願成就齊證十

願。此「十願」為：（一）供養願、（二）受持願、（三）轉法輪願、（四）修行二

利願、（五）成熟眾生願、（六）承事願、（七）淨土願、（八）不離願、（九）利

益願、（十）成正覺願。 

五、初地菩薩因勤行「十願」，並由「十盡句」可滿足百萬阿僧祇大願，可深化其願

心、願行；再以此深化後之願心、願行內薰自己之心地，可得利益心、柔軟心……

不濁心等十心，再以十心為動源，轉生悲行、慈行……信行等十行，依此十行即

能對治十地修行中可能遇到之十障。如此精進修行，最後能達到如來的智地。 

 

最後筆者擬針對「如何發願」？提出個人之研習心得供參考： 

一、以大悲心為主因，求佛智、集福德等為增上緣而發願。 

二、發願後，應以平常心（非雜染意）去把握每次積聚福德與聞思修的機會，且樂當

請法主、護持正法，並樂於圓修布施波羅蜜。 

三、若能兼顧自、他二利最好，否則利他之心應重於利己之心。 

四、除非是有證量、又為自己所尊崇之師、善知識等之令發願，否則暫時先以自行發

願較好。 

五、若怠惰心、退轉心起，勿輕忽「真實懺悔」對願力生起的影響力。 

六、若能配合三輪體空之觀念發願、實踐，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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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筆者建議修行人可先參考上述六原則去「發願」、「行願」，欲更深研者可

參考本文「如何有效發願」及第四章之論述，精進努力，自有動力轉引出更大之願心、

願行。若歸納「初地十願」之行願，亦可歸併成《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的三種修行

秘訣：「對象要無量；境界要無限；時間無間斷。」融會貫通之，且從現在起，就以

初地菩薩之十願為起始，慢慢依十地之次第，好好修行，相信此法能供行者參考，也

提供對此主題有興趣之研究者新的研究方向。又此次研究，因時間因素與字數之限

制，故未能進一步作與此主題有關經論（如《楞嚴經》、《大般若經》等）之比較研究，

期待下一次再繼續針對此主題作更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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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入法界品》善知眾藝童子研究 
 

 

釋宗怡∗
 

 

摘要  

「童子」一詞，在大乘佛教裡代表了菩薩修行時最朝氣蓬勃、清淨無染，正處於

廣學多聞而具多藝能的一個修行狀態。在《華嚴經·離世間品》普慧雲興二百問中，

特別有一問「何故現童子地？」來探討菩薩「處於童子地」、「示現童子身」來修行的

意義所在。而普賢菩薩關於這一問的十個回答，不僅顯示了童子修行清淨無染、色力

超勝的特性，其中通達一切世間文字、算計、圖書、文筆、談論等等的五明技能尤其

能顯示「處童子地」時菩薩修學重點的殊特之處。 

以童子形象修行成就者在大乘經典中可謂不勝枚舉，尤其於《華嚴經·入法界品》

善財五十三參的故事中，童子們更是以善知識的角色出現。「善知眾藝童子」便是其

中之一。本文以「善知眾藝童子」為例，一是因其「現童子身」且「通達五明、以無

礙智窮世出世間之技藝」，符合經綸中處童子地菩薩的特質。二是因其以唱持四十二

字母為法門。根據《大智度論》所說：「四十二字母乃是一切字之根本，因字有語，

因語有名，因名有義。」菩薩聞字而能了其義，以字為門而悟入諸法之理。而澄觀大

師更指出: 「『字母』為眾藝之勝、書說之本。」所以，「善知眾藝」之根本可說來自

字母。 

字母是法界一切文字、音聲、詮表的語言之根本，將一切法收攝成一文一字一義，

乃「一切即一」。觀此一法又能擴充成一切法，以此而不忘失無量之佛法，乃「一即

一切」。一持一切持是字門的特色，亦是《華嚴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圓融境界。

                                                 
∗ 華嚴專宗學院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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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此四十二字門也稱「海印三昧陀羅尼門」，意為如大海般能印現一切四天下所有色

相，無論眾生非眾生，還是山澤原阜、村營聚落都能於大海中平等印現，所以說此海

印為第一印，最勝妙印。由此可知，四十二字門之廣大境界與其作為一切字之根本的

重要性。亦能顯示善知眾藝童子在童子地修習眾藝，而「字為眾藝之本」 之緣由。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童子、善知眾藝、字母、字門、入法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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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間觀念一般認為童子是小孩子，年幼無知，甚至頑皮淘氣。然而以童子形象修

行成就者在大乘經典中可謂不勝枚舉，尤其於《華嚴經·入法界品》中更是以善知識

的角色出現，且屬賢聖位的菩薩行者，又各有專修法門可以性性給發菩提心，追求佛

果菩提的善財童子。依照澄觀大師對善知識身份的分類，在善財五十三參的過程中出

現了五位童子、童女形象的善知識：「此二十類攝五十四人…六、童男攝三：一自在

主；二善知眾藝；三德生；七、童女攝二：一慈行；二有德。」1 善知眾藝童子（Śilpābhijña）

正是其中之一。這位童子非常聰明，有大智慧，對於一切工巧、宿命、音樂、技藝樣

樣 精 通 。 他 為 何 具 有 這 樣 的 特 質 ？ 他 所 教 性 的 四 十 二 字 法 門

（dvācatvāriṃśad-akṣaramukha）又有何殊勝之處？本文試就以唐·實叉難陀譯的八十

卷本和唐代貞元年間般若譯的四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為主要研究範圍，輔以晉

佛陀跋陀羅所譯六十卷本的經文，及唐·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

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等經文比較，以及華嚴宗祖師所著

《華嚴經探玄記》、《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及《華嚴經

行願品疏》2 之詮釋，與今人考據文獻，由善知眾藝童子之名號、法門之意涵、功德

等面向探討此參以童子形象教化的善知識所彰顯之法義。 

二、善知眾藝童子之處所與名號的含義  

善財童子在參訪善知眾藝童子之前，參訪了眾藝的老師──「遍友」。然而這位

善知識卻未說任何一法，直接讓善財童子去參訪他的學生善知眾藝童子。這在〈入法

界品〉裡，是絕無僅有的。如果說五十三參是一個故事，那麼此處這一段戲劇性的留

白，不禁讓人對後文生起好奇：後面出現的童子是誰？他會性性怎樣精彩的法門？ 

（一）所居處所 

善知眾藝童子和他的老師都住在迦毘羅城。迦毘羅城（梵 Kapila-vastu），又稱迦

維羅閱、迦維羅衛、迦惟羅越，略稱迦毗羅、迦夷羅、加維等等。Kapila是古仙人的

名字，翻為黃色或黃赤色之義，vastu是住所之義，所以 Kapilavastu意譯為黃頭仙人

                                                 
1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5〈39 入法界品〉，CBETA, T36, no. 1736, p. 663, a27-b6。 
2 以下簡稱《探玄記》、《華嚴經疏》、《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行願品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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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處。澄觀大師在《行願品疏》中說：「黃是中色，已證真如契中道故。」3 及《華

嚴經疏》中說：「居迦毘羅黃色城者，中道軌物故。」4都意含其住地表中道實相之義。 

（二）遍友未說一法 

至於遍友童子師未說一法，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解釋說：「不得法者，略有

四義：一、與眾藝法門同故；二、法有所付，顯流通故；三、表一切法門，體無二故；

四、表無所得方為得故。」5學者陳琪瑛對此評論說：「以無所得的心來學法，是非常

重要的，尤其是在參學善知眾藝童子之前，如果沒有無所得的般若智是無法契應善知

眾藝童子所性性的──能入般若波羅蜜門的四十二字門。」6所以，無論是住地處所，

還是善知識遍友的「未說一法」所表徵的含義，都隱隱透露般若實相的意旨，為下一

參的法門展開奠定了基礎。 

（三）善知眾藝 

《華嚴經》裡很多菩薩的名字都表其功德所在。比如「堅固解脫」長者，就是「無

著清淨，惑不能壞，故名解脫堅固。」7 童子的老師「遍友」則是因為：「遍與眾生

為善友故。」8 而善知眾藝童子初見善財，就告訴他說：「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

名具足圓滿善知眾藝。」9 由此看來，童子之名與他成就的法門功德是一樣的。「善

知眾藝」者，《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9說：「謂以無礙智窮世間之伎藝故。」10 無

礙智者，《勝鬘寶窟》云：「無礙智者，於世諦法知之自在也。」11而關於眾藝，《華

嚴經探玄記》卷 20說：「眾藝者，是所知所解。世間技藝，則文字等也。善轉者，是

                                                 
3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7，CBETA, X05, no. 227, p. 139, c2 // Z 1:7, p. 327, a14 // R7, p. 653, 

a14。又，智顗在《周易禪解》卷 1中說：「黃是中色。即表中德。」，CBETA, J20, no. B096, 

p. 403, a7。 
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9〈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52, c26-27。 
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9〈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52, c27-29。。 
6 陳琪瑛，《尋找善知識——《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頁 261。 
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9〈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54, a8-9。 
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9〈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52, c25-26。 
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04, 

a26-27。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9〈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53, a3。 
11 《勝鬘寶窟》卷 1，CBETA, T37, no. 1744, p. 16, b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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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巧智。善謂善巧，轉謂轉變。以善巧智轉世眾藝，成出世般若，故以為名。以善

巧量智為體。」12 可見善知是能知之智，眾藝是所知之技藝。以無礙智善巧通達眾

藝成出世般若名為善知眾藝。 

經文中亦例舉了善知眾藝童子所理解的世間「眾藝」之範疇，三個譯本列表如下： 

探玄記 六十華嚴經 八十華嚴經 四十華嚴經 

一、知文字 殊方異藝，咸綜無

遺； 

文字、算數，蘊其深

解； 

殊方異藝，咸綜無

遺； 

文字、算數，蘊其深

解； 

殊能異藝， 

文字、算數，咸綜無遺。 

二、知醫療 醫藥、呪呪呪呪術，善療眾

病。 

有諸眾生，鬼魅所

持， 

怨憎呪呪呪呪詛、惡星變

怪、 

死屍奔逐、 

癲癇、羸瘦種種諸

疾， 

咸能救之，使得痊

愈。 

醫方、呪呪呪呪術，善療眾

病。 

有諸眾生，鬼魅所

持， 

冤憎呪呪呪呪詛，惡星變

怪， 

死屍奔逐， 

癲癇、羸瘦種種諸

疾， 

咸能救之，使得痊

愈； 

又善了知醫方、呪呪呪呪術； 

有諸眾生、鬼魅所持， 

怨憎呪呪呪呪詛，妖幻所迷， 

死屍奔逐， 

癲癇、羸瘦及諸蠱毒種種異

疾，咸能救之，使得痊愈。 

三、別珍寶 又善別知金玉、珠 又善別知金玉、珠 又善別知殊珍異貨，金玉、

                                                 
12 《華嚴經探玄記》卷 20〈34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3, p. 485, a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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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珊瑚、琉璃、摩

尼、硨磲、雞薩羅等

一切寶藏出生之處，

品類不同，價直多

少。 

貝、珊瑚、琉璃、摩

尼、硨磲、雞薩羅等

一切寶藏出生之處，

品類不同，價直多

少； 

珠、貝、珊瑚、琉璃、摩尼、

硨磲、玻瓈瓈瓈瓈、碼碯碯碯碯、銅、鐵、

鉛、錫、雞薩羅等，一切寶

藏出生之處，品類不同，價

直多少。 

四、相住處 村營、鄉邑、大小都

城、宮殿、苑園、巖

泉、藪澤，凡是一切

人眾所居，菩薩咸能

隨方攝護。 

村營、鄉邑、大小都

城、宮殿、苑園、巖

泉、藪澤凡是一切人

眾所居，菩薩咸能隨

方攝護； 

村營、國邑，大小都城， 

宮殿、苑園、巖泉、藪澤， 

凡是一切人眾所居，菩薩咸

能隨方攝護。 

   又知其身，具有六百六十三

相，於諸相中，校其優劣， 

知其苦樂，定其吉凶，辨其

脩短。 

雖具眾相，不及好聲；雖多

好聲，不如勝福，及知此福

所修之業可轉不轉、定不定

報。 

五、觀天地 又善觀察天文地理、 又善觀察天文地理、 又善觀察天文地理，讖緯陰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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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相人 人相吉凶、 人相吉凶、 人相吉凶，惡星變怪， 

七、解畜音 鳥獸音聲、 鳥獸音聲、 鳥獸音聲， 

水陸往還，徵應休咎， 

八、別雲霞 雲霞氣候、 雲霞氣候、 雲霞氣候， 

九、知豐德 年穀豐儉、 年穀豐儉、 年穀豐儉， 

十、識安危 國土安危。 國土安危。 國土安危。 

法藏大師在《華嚴經探玄記》中大致將經文中例舉的世間「眾藝」分成十類，13

廣說則眾藝無量，無法一一細數。其中不難看出「眾藝」所指——文字算數、醫療治

病、天文地理、占卜算卦等等即菩薩學處之五明所涵蓋。五明，也稱五明處，即聲明，

因明，醫方明，工巧明和內明。其內容如《大唐西域記》卷 2說：「聲明，釋詁訓字，

詮目疏別；工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醫方明，禁咒閒邪，藥石針艾；因明，考

定正邪，研核真偽；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14 《瑜伽師地論》卷 38 說：「彼

諸菩薩求正法時。……當求一切菩薩藏法、聲聞藏法、一切外論、一切世間工業處

論。……菩薩於此五種明處若正勤求，則名勤求一切明處。」15 此中，菩薩藏法和

聲聞藏法屬於內明，一切處論指聲明、因明、醫方明，一切世間工業處論即工巧明。

因此，五明性括了大乘菩薩所學的全部學習範圍。按照澄觀大師五十三參的寄位說，

善知眾藝童子寄位於等覺，等覺菩薩要斷的是最後一分細微無明和所知障，修一切種

智，圓滿等覺地的無生法忍，如《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3所說：「若諸菩

薩於五明處決定善巧演說……所有妙慧善巧攝受，能速圓滿廣大無上妙智資糧，速證

無上正等菩提。」16  

（四）童子 

                                                 
13 《華嚴經探玄記》卷 20〈34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3, p. 485, b9-12。 
14 《大唐西域記》卷 2，CBETA, T51, no. 2087, p. 876, c17-21。 
15 《瑜伽師地論》卷 38〈8力種姓品〉，CBETA, T30, no. 1579, p. 500, c15。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3〈21 十行品〉，CBETA, T36, no. 1736, p. 335, c24-p. 336,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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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眾藝以童子身教化眾生，有何殊特之處呢？ 

童子，梵語 kumāra。音譯作鳩摩羅。或梵語 kumāraka，音譯鳩摩羅伽。根據《大

智度論》卷 29所說，「鳩摩羅伽」可分為四種： 

一是菩薩如世間童子心無慾念：「從初發心斷婬欲，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常行菩薩道，是名鳩摩羅伽……或有菩薩作願：世世童男，出家行道，不受世間愛欲，

是名為鳩摩羅伽地。」 

二是菩薩，為如來王子：「又如王子名鳩摩羅伽，佛為法王，菩薩入法正位，乃

至十地故悉名王子，皆任為佛。如文殊師利，十力、四無所畏等悉具佛事故，住鳩摩

羅伽地，廣度眾生。」 

三是以年齡來界定：「又如童子過四歲以上，未滿二十，名為鳩摩羅伽。」此句

可知，童子一詞，性括了兒童和青少年。 

四是菩薩初生菩薩家者，如嬰兒：「得無生法忍，乃至十住地，離諸惡事，名為

鳩摩羅伽地。」17 

善知眾藝童子無論從所寄的修證階位還是所示現的年輕身相，都符合了以上條

件。那麼，為什麼要示現童子的形象呢？ 

《華嚴經·離世間品》：普慧菩薩問普賢菩薩的 200個問題中有一問：「何故現童

子地？」普賢菩薩的回答說明了這個問題： 

佛子！菩薩摩訶薩以十事故，現處童子地。何等為十？所謂： 

為現通達一切世間文字、算計、圖書、印璽種種業故，處童子地；為現通達一

切世間象馬、車乘、弧矢、劍戟種種業故，處童子地；為現通達一切世間文筆、

談論、博弈、嬉戲種種事故，處童子地；為現遠離身、語、意業諸過失故，處

童子地；為現入定住涅槃門，周遍十方無量世界故，處童子地； 

為現其力超過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

伽、釋、梵、護世、人、非人等故，處童子地；為現菩薩色相威光超過一切釋、

梵、護世故，處童子地；為令耽著欲樂眾生歡喜樂法故，處童子地；為尊重正

法，勤供養佛，周遍十方一切世界故，處童子地；為現得佛加被蒙法光明故，

處童子地。是為十。18 

                                                 
17 原文總見《大智度論》卷 29〈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275, b18-29。 

1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9〈38 離世間品〉，CBETA, T10, no. 279, p. 311, c23-p. 312,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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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卷 17總結說：「有十事現童子地者，幼稚無染現學攝生

故也。初三符同世務，次二常無過失，次三色力救生，後二供佛受法。」19 慧苑解

釋亦多相同：「有十事現處童子地者，約表無染示學攝生故。於中，初三示具藝能，

次二顯三業無過，次二顯色力超過，次一令他捨妄樂真，次一顯重法供佛，後一顯法

光加。」20 兩種歸納都指出童子有清淨無染、具多藝能、色力超勝的特質。其中尤

其前三句的「世間文字、算計、圖書、印璽、象馬、車乘、弧矢、劍戟、世間文筆、

談論、博弈、嬉戲種種事」完全是前面所說「善知眾藝」的範疇，可見「善知眾藝」

不僅符合菩薩示現童子身來修行、度生的特質，且在菩薩處童子地時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義。 

三、善知眾藝童子之法門──四十二字門  

既然眾藝童子得到「具足圓滿善知眾藝」的解脫法門，那麼為什麼他只性性給善

財童子四十二字母呢？《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8說：「字母乃為眾藝之勝，數說之本。

故偏明之。」21 字母是一切語言、名相的根本，所以通達眾藝，先要知其根本，而

且通過字母可以入無量波羅蜜門，是為此法門之殊勝處。 

（一）總說字母及字門 

字母，又作悉曇字數。「悉曇」（梵 Siddhaṃ）一詞原指梵字的第一章字母章，意

謂祈求成就吉祥，後演變成為字母章的總稱。22 又被引申為梵字字母。悉曇之字大

抵分為「摩多」（梵 mātṛkā）與「體文」（梵 vyanjana）。其中，「摩多」一詞有「母

親」之語義，又稱為「韻」，指梵字中之母音字，「體文」，就是子音字。由於附加上

母音符號而作成各種字的本體，故稱為體文。此為生諸字之母，故稱為「字母」。關

於字母之數，諸說不同，《大般涅槃經》、《文殊師利問經》等經說五十字，《光讃般若

經》、《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守護國界主陀羅

尼經》和《華嚴經》等則說四十二字。23《大智度論》卷 48說： 

                                                 
19 《華嚴經探玄記》卷 17〈33 離世間品〉，CBETA, T35, no. 1733, p. 438, a17-20。 
20 《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 14〈離世間品第三十八〉，CBETA, X03, no. 221, p. 864, b13-16 // 

Z 1:5, p. 296, c5-8 // R5, p. 592, a5-8。 
21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8，CBETA, X05, no. 227, p. 166, a7 // Z 1:7, p. 353, c5 // R7, p. 706, a5。 
22 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23 餘亦有《大集經》說二十六字，《佛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說十九字等等，此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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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陀羅尼法，皆從分別字語生，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因語有名，

因名有義；菩薩若聞字，因字乃至能了其義。是字，初「阿」後「荼」，中有

四十。24 

由上文可以看出從「阿」到「荼」，四十二個字母是組成語言文字的根本。即：「積

文成名，積名成句，曰名句文身。文身者，字母是也。」25 《瑜伽師地論》卷 52也

說：「云何文身？謂名身、句身所依止性，所有字身，是謂文身。」26 所以，文即是

字，為「名」和「句」所依止。 

而所謂「字門」，即「以字為門」27，由此門而入，可以了悟諸法之理，故稱為

字門。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說：「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字等語等諸字入

門。何等為字等語等諸字入門？阿字門，一切法初不生故。羅字門，一切法離垢故。

波字門，一切法第一義故……當知一切諸法如虛空。須菩提！是名陀羅尼門。」這裡

「字門」也譯作「陀羅尼門」（梵 dhāraṇī-mukha）。dhāraṇī即陀羅尼，mukha有口或

門的意思，漢譯「字門」中的「門」也可以說從此而來。 

什麼叫「陀羅尼」和「陀羅尼門」呢？《大法炬陀羅尼經》卷 1說： 

所言陀羅尼門者，義何謂也？何等是陀羅尼？以何義故復名為門？爾時彼放光

佛告眾菩薩言……如此大地建立出生一切眾寶，即能任持；又能出生一切藥草

卉木樹林花果種類，悉皆任持；又出一切小山大山諸池河水乃至大海，悉能任

持；又亦能有四生之類二足四足人鹿鳥獸，亦皆任持；此陀羅尼亦復如是……

所言門者，即是如來。如來藏門，出生一切諸法寶藏，不可思議……此陀羅尼

妙法門中，出生一切諸修多羅，一切章句，一切分別義，一切諸波羅蜜，故名

為門……又陀羅尼者，悉能任持一切法故，亦名為地。28 

上文種種比喻，如大地任持眾寶、草木、河流大海、四生等等。說明地為根本，

一切所依。陀羅尼亦復如是，有「任持」義。而門則有「出生」義。在《守護國界主

                                                                                                                                        
一例舉。 

24 《大智度論》卷 48〈19 四念處品〉，CBETA, T25, no. 1509, p. 408, b12。 
25 周叔迦，〈大方广佛华严经人法界品四十二字观门义证〉，《周叔迦文集》，南普陀在線，太

虛圖書館，http://www.nanputuo.com/nptlib/dir.asp?mid=2632。  
26 《瑜伽師地論》卷 52，CBETA, T30, no. 1579, p. 587, c15-16。 
27 《大日經義釋》卷 8，CBETA, X23, no. 438, p. 407, c2 // Z 1:36, p. 390, b3 // R36, p. 779, b3。 
28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 1〈1 緣起品〉，CBETA, T21, no. 1340, p. 662, a19-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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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經·陀羅尼品》裡面，四十二字門又被稱為「海印陀羅尼門」和「字印門」，

因為「海印陀羅尼門……如大海水印現一切。」29 

在華嚴類經典中，有關善知眾藝童子為善財童子所說的四十二字門的內容，凡有

五譯，即唐垂拱元年（685年），唐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T10。

876c-877c）；唐證聖元年（695年），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六（T10。

418a-418c）；唐大曆六年（771年），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T19。707c-709a）；唐大曆六年（771年），不空《大方廣佛花嚴經人法界晶頓證毗

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T19。709b -709c ）；唐貞元十四年（798年），般若譯《大

方廣佛華嚴經》第三十一（T10。804a-805c）。30 我們熟知的晉譯《華嚴》六十卷，

原缺九知識，此章亦在所缺中。31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六十華嚴，已是補全的版本。 

 

（二）從字門入實相之原理——以「阿」字門為例 

澄觀大師將《華嚴經·入法界品》裡面的善知識所具有的行相分為「寄位修行

相」、「會緣入實相」、「攝德成因相」、「智照無二相」、「顯因廣大相」。從摩耶夫人以

下的十一位善知識，性括善知眾藝童子在內，都是「會緣入實相」，如《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卷 55說：「從摩耶下九會十一人明會緣入實相。即會前住等，成普、別兩行，

                                                 
29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 3〈2 陀羅尼品〉，CBETA, T19, no. 997, p. 534, c6-7。 
30  參周廣榮，〈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禪門日誦》中的「華嚴字母」考述〉，

http://www.tlfjw.com/xuefo-224180.html 
31 《大華嚴經略策》卷 1：「此《不思議經》，晉朝方有，前後傳異，四本不同：一、晉義熙

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唐言覺賢，於揚州謝司空寺，即今上亢興嚴寺，翻梵本

三萬六千偈成晉經六十卷。沙門法業筆受，慧嚴慧觀潤色。二、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

藏地婆訶羅，此云日照，於西京太原寺，即今長安崇福寺譯出，〈入法界品〉內兩處脫文。

一從摩耶夫人後，至彌勒菩薩前，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二從彌勒菩薩後，至三千大千

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中間文殊申手摩善財頂，十五行經，即八十卷經之初。大德道成律

師，薄塵法師，大乘法師等同譯，復禮法師潤文……」,CBETA, T36, no. 1737, p. 703, c29-p. 

704, a12。對於晉譯華嚴經來說，在唐朝以前是否有人作過增改，現在不能確定。不過，唐

朝時中天竺三藏日照法師帶來梵本，與《華嚴經•法界品》對照之後，發現《法界品》中有

兩處脫文，所以將其補上。現在流通的《晉譯華嚴》經本，應即是這補上的《華嚴經》的

卷本，而對於原來有「脫文」的《華嚴經》，現已很難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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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證法界故。初得幻智，後得幻住，該於中間如幻之緣，入一實故。」32 意即這十

一位善知識都是以自己獨特的因緣條件證入實相之理。 

善知眾藝童子所唱持的四十二字門，字雖不同，但悟入實相的原理是一樣的。如

四十卷本《華嚴經》經文說： 

我恒唱持此之字母，所謂：唱婀字時，能甚深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菩薩勝威

德力，顯示諸法本無生義。唱囉字時，能甚深入般若波羅蜜門，名普遍顯示無

邊際微細解。唱跛字時，能甚深入般若波羅蜜門，名普照法界平等際微細智。

唱者字時，能甚深入般若波羅蜜門，名普輪能斷差別色。唱曩字時，能甚深入

般若波羅蜜門，名證得無依無住際……唱荼（去）字時，能甚深入般若波羅蜜

門，名一切法輪差別藏。善男子！我唱如是字母之時，此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

為首，一切章句隨轉無礙，能甚深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33 

從文中可見四十二字每一句都有「入般若波羅蜜門」。澄觀大師解釋為：「言般若

波羅蜜門者，從字入於無相智故，字義為門故。」34 並且說：「下四十一字皆然。見

此論文，則知四十二字皆是所依之相，從此入於無得般若。故名為般若之門。」35 從

這裡可以看出，每一門從字義入般若無得的原理是相同的。故以下筆者試舉四十二字

中的第一個「阿」字為例，從字門的義含、原理、功德等方面來一一論述，可推知餘

字亦同。 

「阿」字門，在地婆訶羅譯《入法界品》、實叉難陀譯八十卷《華嚴經》、般若譯

四十卷《華嚴經》及不空譯的《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句式稍有不同，然義相近。

茲依次列出如下： 

入法界品 阿 入般若波羅蜜門，名菩薩威德各別境界。 

八十華嚴 阿 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菩薩威力入無差別境界。 

四十華嚴 婀 能甚深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菩薩勝威德力，顯示諸法本無生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5〈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18, b9-12。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04, 

a27-b6。四十卷本經文較其他版本更豐富詳盡，故引四十卷譯本。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9〈39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5, p. 953, a5-7。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9〈39 入法界品〉，CBETA, T36, no. 1736, p. 688, b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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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四十二字觀門 阿 由菩薩威德入無差別境界般若波羅蜜門。悟一切法本不生故。 

比較上文可見「阿」字義與「不生」、「威德」有密切關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

經》云：「婀字印者，以一切法性無生故。」3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云：「阿字門，

一切法初不生故。」37 《大智度論》云：「若一切語中聞阿字，即時隨義，所謂一切

法從初來不生相。阿提，秦言『初』；阿耨波陀，秦言『不生』。」38 其實在梵語中

「阿字，初不生。」本應該念作“akāra ādyanutpādaḥ”，由“a”音來貫穿字母“a”與詞語

“ādyanutpāda ”（ādi 本初+anutpāda不生起 ），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何從「阿」字可

以關聯到無生。同樣的，「威德」的梵語“anubhāva ”也是以“a”開頭作關聯。如《探玄

記》說：「初唱阿字時入般若門名威德等者，梵語威德名『阿答摩』，是故唱世『阿』

字時便即轉入般若威德。以阿聲同故。」39 

由此可知句式「婀──能甚深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菩薩勝威德力，顯示諸法本

無生義」的形式是：「字母──關聯語──勝義義涵」。即如:「a→anutpādā→諸法本

不生云云……」印度、中亞的拼音語系民族為了方便童蒙學語，自古就有背誦字母表

的性統，那些「字母──關聯語」的表，就稱為悉曇字母表。這種背誦字母表的道理，

像現代英語童謠中的「A for Apple,B for Baby,C for Cat…」藉由字母與熟悉的關聯語

義相連接，成為兒童最初階學習記憶的方法。40 而在佛教中，根據王邦維〈四十二

字門考論〉所述，現代學者認為字門是組織和性性佛教學說的形式：先排列出一個梵

字表，每一個梵字，代表一個或一組關鍵詞，通過這些關鍵詞，把佛教一些最基本的

教義組織起來。每次誦讀，首先誦出一個梵字，然後誦出與這個梵字有關的一個或幾

個詞，然後是完整的一句或幾句經文。這種形式，對於僧人們誦讀和記憶經典，自然

會有極大的方便。41 

《大智度論》卷 48云： 

                                                 
36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 3〈2 陀羅尼品〉，CBETA, T19, no. 997, p. 534, c20-21。 
3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19 廣乘品〉，CBETA, T08, no. 223, p. 256, a8。 
38 《大智度論》卷 48〈19 四念處品〉，CBETA, T25, no. 1509, p. 408, b15-17。 
39 《華嚴經探玄記》卷 20〈34 入法界品〉，CBETA, T35, no. 1733, p. 485, a28-b1。 
40 參考阿張蘭石，《心靈華嚴》，頁 780。 
41 王邦維，〈四十二字門考論〉，《中華佛學學報》第 12期，頁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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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菩薩若聞字，因字乃至能了其義。……若一切語

中聞阿字，即時隨義，所謂一切法從初來不生相……茶外更無字；若更有者，

是四十二字枝派。是字常在世間，相似相續故、入一切語故無礙。如國國不同，

無一定名，故言無名。聞已便盡，故言滅。諸法入法性，皆不可得，而況字可

說！諸法無憶想分別故不可示。先意業分別故有口業，口業因緣故，身業作字。

字是色法，或眼見，或耳聞，眾生強作名字，無因緣，以是故不可見、不可書。

諸法常空，如虛空相，何況字說已便滅！是文字陀羅尼，是諸陀羅尼門。42 

由龍樹對菩薩對四十二字門的解釋可以看出四十二字門是一種文字陀羅尼，梵文

“dhāraṇī”的詞根 dhā 有保持、把持、持住義，dhāraṇī 譯為總持、能持，亦即準確

記憶而不遺忘的能力和方法。古印度的經典主要靠口耳相性的方式，所以有各種記憶

術，如將單個的音素、音節、詞、詞組等作為記憶媒介，賦予這些音素、音節特定的

內容，記住了這些音素、音節，也就記住了相關內容，這是最初的陀羅尼。引文中的

「因字有語」就說明了先有字母表的「字」，才有關聯語的「語」和「義」。而後古印

度人在利用陀羅尼記憶的同時，還伴以禪觀，以領悟其含義，因此陀羅尼又有了禪觀

之義。如《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8云： 

今經唱阿字時即是相也，入般若波羅蜜門即是無相智也。《智論》云：「此字是

實相門則顯三種般若，不相捨離字即名字般若；入般若波羅蜜門，即觀照般若；

悟不生等，即實相般若也。」43 

四十二個字母各有不同的音聲與意義，就其意義而言，每個字都是一實相門，每

個實相門都彰顯三種般若，即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和實相般若。文字乃能詮之文，般

若是所詮之法，語言文字性本空寂，名文字般若。觀照即般若之智用，謂因觀照明了

法無相，悉皆空寂，以顯即體之用，故名觀照般若。實相即般若體，謂明了一切諸法

皆，空離一切虛妄之相，故名實相般若。44從文字解義、觀察思維、悟入實相即是字

門入般若實理的關聯和修行步驟。 

（三）字門與華嚴圓融境界 

                                                 
42 《大智度論》卷 48〈19 四念處品〉，CBETA, T25, no. 1509, p. 408, b12-p. 409, a24。 
43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8〈39 入法界品〉，CBETA, T36, no. 1736, p. 687, c17-21。 

44 參《大明三藏法數（第 14卷-第 35卷）》卷 14，CBETA, P182, no. 1615, p. 29, b7-p. 30, a4。 



 
                                               

《華嚴經•入法界品》善知眾藝童子研究 

 
 

371 

「一即一切」，華嚴宗「法界緣起」論中闡明現象與現象之相即關係的說法。即

萬有悉為緣起相成法，故舉「一」時，「一切」皆攝入其中。法藏大師在十玄門的「諸

法相即自在門」中說： 

此上諸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圓融自在無礙成耳，若約同體門中，即自具足

攝一切法也；然此自一切復自相即入，重重無盡故也，然此無盡皆悉在初門中

也。故此經云︰初發心菩薩，一念之功德，深廣無邊際，如來分別說，窮劫不

能盡，何況於無量無數無邊劫，具足修諸度諸地功德行，義言一念即深廣無邊

者，良由緣起法界一即一切故耳。45 

而四十二字門亦具備了這樣「相即」、「相入」、「相容」、「相攝」的圓融觀念。《摩

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云：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教化眾生：「善男子！當善學分別諸字，亦當善

知一字乃至四十二字。一切語言皆入初字門，一切語言亦入第二字門，乃至第

四十二字門，一切語言皆入其中。一字皆入四十二字，四十二字亦入一字。」
46 

又《大智度論》卷 89云： 

四十二字義，如摩訶衍中說。一字盡入諸字者，譬如兩一合，故為二；三一故

為三，四一為四，如是乃至千萬。又如阿字為定，阿變為羅，亦變為波；如是

盡入四十二字。四十二字入一字者，四十二字盡有阿分，阿分還入阿中。善知

字故，善知諸法名；善知諸法名故，善知諸法義；無字，即是諸法實相義。47 

《智論》在通觀的高度上，藉由「四十二字門」表達「一」與「多」之間的相即、

相攝、相入與相隱、相奪、相泯的意旨。這種透過字門音、義的念誦與禪觀，總持世

間眾藝之學的法門，非常類似於華嚴法界緣起一多相容，圓融無礙的道理。 

如前所說，四十二字門又稱作「海印三昧陀羅尼門」，意為如大海能印現一切。《守

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 3云： 

                                                 
45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4，CBETA, T45, no. 1866, p. 505, a26-b8。 
4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78 四攝品〉，CBETA, T08, no. 223, p. 396, b20-c1。 
47 《大智度論》卷 89〈78 四攝品〉，CBETA, T25, no. 1509, p. 686,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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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名為海印陀羅尼門？善男子，如大海水印現一切，謂四天下所有色相，或

眾生色相，或非眾生色相，山澤原阜、樹木叢林、藥草百穀、日月星辰、摩尼

雲電、村營聚落、城邑王都，及與諸天男女宮殿一切資具、香林池沼、渠河泉

流、綺麗嚴飾，如是等類上、中、下品一切色相，於大海中平等印現，故說大

海為第一印，最勝妙印，希奇殊特，無等無過。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此海

印甚深三昧，得與一切眾生身平等印，得與眾生語平等印，得與眾生心平等印，

十方世界諸佛語業轉妙法輪，菩薩皆從海印所流，於口門中平等演說，隨有所

說，皆與諸佛法印無違，亦無疑惑，能令法界一切眾生皆悉悟解，故說此印，

諸印中上。48  

「海印三昧陀羅尼門」顯示了了森羅萬象一時無礙印現的全觀，就

象整個宇宙映在大海的海面上。眾生非眾生，山林池沼、日月星辰城邑

聚落，以一陀羅尼門盡攝其中。顯示法界緣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廣

大境界。法藏在《華嚴遊心法界記》中解釋海印三昧道：  

猶如大海現四兵像，像類各差，頓現前後。然即像形非一，水竟不殊。像即水

而湛然，水即像而繁雜……又海者即諸像重重無盡，際限難源。窮一竟無有窮，

隨一宛然齊現，是故雲海也。印者眾像非前後，同時品類萬差。即入無礙，一

多兩現。彼此無違，相狀不同。異而非異，故雲印也。定者類多差別，唯一不

殊。萬像競興，廓然無作，故名為定也。 

由此可知海印三昧陀羅尼門如海重重無盡，如印無前後，舉「一」則有「無量」

宛然齊現，由四十二字門入無量實相，以實相之無礙智通達眾藝，也即是善知眾藝童

子說此法門的意旨所在吧。 

 

 

四、解脫字門之修行方法與功德  

（一）修行方法 

這麼殊勝的法門如何修行才能得到解脫呢？貞元譯本與其他譯本不同的地方，便

                                                 
48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 3〈2 陀羅尼品〉，CBETA, T19, no. 997, p. 534, c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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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一段善財問如何修行此法門的問答。善知眾藝童子回答修行要有十個步驟，此十

步驟層層遞進，49 茲列表如下，左方欄為眾藝童子十答，右方欄為眾藝童子解釋各

步驟之關係： 

善財白言：『聖者！云何修行得此解脫？』

答言：『善男子！若諸菩薩勤修十法，具

足圓滿，則能得此善知眾藝菩薩解脫。何

等為十？所謂： 

所以者何？ 

具足智慧， 由諸菩薩具足智慧，勤求善友， 

勤求善友， 見已親近，歡喜愛敬，生如佛想，以親近

故，常蒙教誨， 

勇猛精進， 蒙教誨故，則能難行勇猛精進； 

離諸障惑， 得精進已，能以善法滅諸不善；滅不善

故，令眾善法皆得圓滿，善圓滿已，則能

遠離一切障惑， 

正行清淨， 離諸障故，令身、口、意得大清淨，正行

相應，  

尊重正教， 由此清淨，能於一切諸佛菩薩善知識教，

心生尊重， 

觀法性空， 尊重教故，勤求觀察諸法空寂，悟法空

已，其心所向，皆無罣礙，深達緣起，  

滅除邪見， 離無因見，滅邪見心，  

修習正道， 修習正道，入正道已，  

具真實智。 得真實智，得實智故，得此解脫，證深法

界。 

若諸菩薩，於此十法具足圓滿，則能速疾

得此解脫。 

 

 

由上可知從具足智慧到得真實智，這十個條件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 

                                                 
49 原文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05, a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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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殊勝功德 

在《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5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51、與《大智度論》52中

都有提到四十二字法門的特殊功德，義多相近，稍有不同，茲列表如下： 

《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

門》 

《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 

《大智度論》 

若菩薩摩訶薩能聽如是

入諸字門印阿字印，聞

已受持，讀誦通利，為

他解說，不貪名利，由

此因緣得二十種殊勝功

德。何等二十？ 

若菩薩摩訶薩，是諸

字門印阿字印，若聞

若受若誦若讀、若持

若為他說，如是知當

得二十功德。何等二

十？ 

問曰：知是陀羅尼門因緣者，應得

無量無邊功德，何以但說二十？ 

答曰：佛亦能說諸餘無量無邊功

德，但以廢說般若波羅蜜故，但略

說二十。 

謂得強憶念，  得強識念， 「得強識念」者，菩薩得是陀羅尼，

常觀諸字相，修習憶念故，得強識

念。 

得勝慚愧， 得慚愧， 「得慚愧」者，集諸善法，厭諸惡

法故，生大慚愧。 

得堅固力， 得堅固心， 「心得堅固」者，集諸福德、智慧

故，心得堅固如金剛，乃至阿鼻地

獄事，尚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何況餘苦！ 

得法旨趣， 得經旨趣， 「得經旨趣」者，知佛五種方便說

法故，名為得經旨趣：一者、知作

種種門說法；二者、知為何事故說；

三者、知以方便故說；四者、知示

理趣故說；五者、知以大悲心故說。 

得增上覺，   

得殊勝慧， 得智慧， 「得智慧」者，菩薩因是陀羅尼，

                                                 
50 原文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卷 1，CBETA, T19, no. 1019, p. 709, a9-24。 
51 原文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19 廣乘品〉，CBETA, T08, no. 223, p. 256, b15-28。 
52 原文見《大智度論》卷 48〈19 四念處品〉，CBETA, T25, no. 1509, p. 409, a24-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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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破散諸字，言語亦空，言語空

故名亦空，名空故義亦空，得畢竟

空，即是般若波羅蜜。 

得無礙辯， 得樂說無礙， 「智慧樂說」者，既得如是畢竟清

淨無礙智慧，以本願、大悲心，度

眾生故樂說易。 

得總持門， 易得諸餘陀羅尼門， 「得陀羅尼」者，譬如破竹，初節

既破，餘者皆易；菩薩亦如是，得

是文字陀羅尼，諸陀羅尼自然而得。 

得無疑惑， 得無疑悔心， 「無疑悔心」者，入諸法實相中，

雖未得一切智慧，於一切深法中，

無疑無悔。 

得違順語不生恚愛， 得聞善不喜聞惡不

怒， 

「聞善不喜、聞惡不瞋」者，各各

分別諸字，無讚歎，無毀呰故，聞

善不喜，聞惡不瞋。 

得無高下平等而住， 得不高不下住心無

增無減， 

「不高不下」者，憎愛斷故。 

得於有情言音善巧， 得善巧知眾生語， 「善巧知眾生語」者，得解一切眾

生言語三昧故。 

得蘊善巧、處善巧、界

善巧，得緣起善巧、因

善巧、緣善巧、法善巧， 

得巧分別五陰、十二

入、十八界、十二因

緣、四緣、四諦， 

「巧分別五眾、十二入、十八界，

十二因緣、四緣、四諦」者，五眾

等義如先說。 

得根勝劣智善巧、 得巧分別眾生諸根

利鈍， 

「巧分別眾生諸根利鈍」，如十力中

說。 

他心智善， 得巧知他心， 「知他心」，如十力中說。 

得觀星曆善巧， 得巧分別日月歲節， 「日月歲節」者，日名從旦至旦，

初分、中分、後分，夜亦三分。一

日一夜有三十時：春、秋分時，十

五時屬晝，十五時屬夜，餘時增

減。…… 

菩薩能知世間日、月、歲和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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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破散無所有，是名「巧分別」。 

得天耳智善巧， 得巧分別天耳通， 「天耳」，如十力中說。 

宿住隨念智善巧， 得巧分別宿命通， 「宿命」，如十力中說。 

神境智善巧，   

死生智善巧， 得巧分別生死通，  

得漏盡智善巧，   

得說處非處智善巧， 得能巧說是處非處， 「巧說是處非處」者，如十力中說。 

得往來等威儀路善巧。 得巧知往來坐起等

身威儀。 

「巧知往來坐起等」者，如〈阿鞞

跋致品〉中所說。 

是為得二十種殊勝功

德。 

須菩提！是陀羅尼

門字門、阿字門等，

是名菩薩摩訶薩摩

訶衍。 

 

 

四十二字功德無量但以略說二十種，然從經文來看，唯《般若經》數是二十，《四

十二字觀門》有增，《智論》則有減。此功德涵蓋世出世間智慧、辯才、威儀、神通、

度生善巧，可說無比殊勝。 

《華嚴綱要》卷 76說：「上之字母，皆言入般若波羅蜜門。而等覺位善友說此字

母法門者，意在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乃至離一切相，乃能入妙，證一法界心之源也。」
53 字母是言語文字的根本。娑婆眾生尤以言語音聞而為教體。不但佛法，一切世間

出世間法，凡有詮表，都是言語文字所組成。十法界凡聖之法，種種語言，總不出此

四十二字為母，所以說字門融攝無盡法界。四十二位菩薩修行行布圓融、因果法門總

不出語音音聲所表，所以四十二字，總攝四十二位法門。然而果海要離言方可證入。

故此四十二字，又一一說入般若蜜門，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乃至離一切相。此般若

究竟，便是佛之根本果智。 

所以善知眾藝童子最後說：「此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為首，一切章句隨轉無礙，

能甚深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54 一持一切持是字門的特色，亦是華嚴的精髓。

                                                 
53 《華嚴綱要(第 45卷-第 80卷)》卷 76，CBETA, X09, no. 240, p. 265, a2-18 // Z 1:14, p. 72, 

b16-c14 // R14, p. 143, b16-p. 144, a14。 
5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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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字門的每一個字都具有無盡功德，能證一切語言音聲無礙，等持諸法，解法空

性，究竟性記。因此華嚴性誦言：「華嚴字母，眾藝親性，善財童子得真性，字字性

含義理多，秘密義幽玄，功德無邊，唱誦利人天。」55 

五、結論  

《華嚴經》中三番遍明六位行法因果，〈入法界品〉即屬於第三番遍明行法因果，

所以藉由善知識的所在、名號、法門等面向可以顯示出善知識在寄位修行中的修證體

性與行相。在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中，除了善知眾藝童子，還有有慈行童女、自在主

童子、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等等。這些善知識都示現了廣學多聞，勇猛精進，廣宏佛

法的面貌。不僅體現了菩薩現童子身的旨趣，也為青少年行者樹立了榜樣。本文特別

以善知眾藝童子善知識為研究對象，一是因其名性含眾藝，為菩薩處童子地「具多藝

能」的特質。二是因其所說法門──四十二字門「為一切眾藝之勝」。 

關於「善知眾藝童子」之名，「眾藝」性括能治病、識珍寶、天文地理、占卜算

卦、除愚癡、達涅槃……等等一切世、出世間的五明。「善知」謂能知之智，「眾藝」

為所知之技藝，以無礙智善巧通達眾藝成出世般若是菩薩為現通達一切世間文字、算

計、圖書、文筆、談論、博弈、嬉戲種種事故，處童子地的特質，也是菩薩在修行過

程中，為除所知障，成為如來法王子，廣利眾生的目的所在。 

至於童子所性性的法門，乃一切眾藝中最殊勝，書說之中最根本的四十二字門。

一切言語概念都是因字有語，因語有名，因名有義。而這四十二字作為悟入諸法之理

的門徑時便稱為字門。四十二字一一字都可入般若波羅蜜門，便是此參善知識「會緣

入實相」的境界。 

四十二字門每一字融攝多字，多字攝於一字，一多相即相攝，符合了華嚴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的圓融理論。而其又稱為「海印三昧陀羅尼門」，一一字含攝無量義，

有如一切四天下所有色相，無論眾生非眾生，還是山澤原阜、村營聚落都能於大海中

平等印現。不僅展現了四十二字門之廣大境界與無邊功德，亦能顯示善知眾藝童子在

童子地修習眾藝，而「字為眾藝之本」的緣由。 

                                                                                                                                        
a8-10。 

55 《諸經日誦集要》卷 3，CBETA, J19, no. B044, p. 181, c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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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行者弘一大師之修行實踐 

──以普賢十大行願為主 

 

 

 

釋果淳∗
 

 

摘要  

就華嚴本身信、解、行、證的完整修學體係而言，只有義理，沒有實踐，是難以

於五濁的今世，弘闡大教的，也有違《華嚴經》最重要的〈入法界品〉歸屬「依人證

入成德分」的自體因果本旨。有鑒於此，故本文擬直取注重大行的普賢菩薩境界，站

在華嚴教判與如來藏「一心」思想、法界無盡緣起說的角度，來探析以《普賢行願品》

終其一生的弘一大師的修行實踐，還原其「普賢行者」的究竟身份，一為治學術重說

輕行之弊，二為吾等後世華嚴傳人，探尋一條真正可信、可解、可行、可證之路。 

故本文專以弘一大師畢生所奉行的《普賢行願品》一經為主，以澄觀大師、宗密

大師《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一論為輔，又因涉及修證，故亦以宋代華嚴家晉水淨源

所著《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為準繩，並同參考今人相關著述如賢度法師等論作，以

期在總體把握「普賢行者」的基本精⑦下，再將弘一大師之修行實踐，以綜合論述之

方式，融入普賢十大行願來具體表述。 

因此，本文主要就三部份來探討：第一部份，首先，直啟「普賢行者」四字本義，

並予「一乘行者」之實際定位。其次，論述普賢十大行願之內容。最後，探討弘一大

師之普賢行：一、弘一大師與華嚴二祖智儼「先遊極樂、後遊華藏」相關聯之一乘淨

                                                 
∗
 台北華嚴專宗研究所研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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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思想部份，導歸於華藏淨土修行實踐；二、弘一大師與華嚴五祖宗密大師「華嚴禪」

相關聯之普賢觀行部份，導歸於華嚴禪法修行實踐。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弘一大師、普賢行、普賢行願、菩提、修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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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般認為，弘一大師（1880-1942）的修學體系，是「以華嚴為境，四分戒律為

行，導歸淨土為果」，1 而陳慧劍先生在深入研究了弘一大師的書法後， 則認為： 

他（弘一）以《華嚴經》作為義理背景，然後以「普賢的願力」作為這一大經的

主軸，向他的生命上層推進，最後則從「上迴向」，轉為「下迴向」，與普賢菩薩同其

⑩仰！2
 

這段話可說是對弘一大師作為「普賢行者」，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真實形象，作了

最精准的寫照。 

所以，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有三點：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首先，努力還原弘一大師作為「普賢行者」的究竟身份。 

其次，因大師生平「在『行』上遠超於『解』」，3 故嘗試由大師點點滴滴的修學

經驗中找尋後學者可以效仿的的方向與途徑。 

最後，以華嚴別教一乘之圓融、殊勝而言，弘一大師對於普賢十大行願的躬 

行蹈踐，無疑是清涼大師所說「法普賢」與「人普賢」4 結合得最完美的真實個例，

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體驗華嚴信、解、行、證之完整修學體系所展現的普賢不思議境

界。 

                                                 
1 釋亦幻，〈弘一大師在白湖〉，收入蔡念生彙編〈弘一大師演講集〉，《弘一大師法集《三）》，

頁 2672。 

2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65。 

3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97。 

4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 00四年標校《）：「『人

普賢』者有三位：一、位前普賢：即以地前資、加二位菩薩是也。以曲濟無遺曰「普」,《事

未必爾,意樂常然。）隣極亞聖，曰「賢」。《將至見道。）二、當位普賢：即十地菩薩，及

等、妙覺位已來總是。如初地菩薩，具證二空真如，遍滿法界，名遍行真如。謂一一行中

皆遍法界，了一切法皆二空故……問：何名普賢耶？答：以德周法界曰『普』，至順調善曰

『賢』。三、位後普賢：則是得果不捨因門菩薩是也。謂已成佛竟，行德周備，障累永袪，

自利已圓，上無求進也。為不捨悲願，唯務濟生，隱實德而現權形，示居因而號菩薩，即

普賢文殊等是也。問：此何名普賢耶？果無不極曰『普』，不捨因門曰『賢』也……後，約

法，於中二：初，『若約法』下，通釋普賢也……後，『若別說』下，別釋十普……」，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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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專以弘一大師所奉行的《普賢行願品》為主，以澄觀大師、宗密大師《普賢

行願品別行疏鈔》為輔，又因涉及修證，故亦以宋代華嚴家晉水淨源所著《華嚴普賢

行願修證儀》為準繩，並同參考今人相關著述如賢度法師等論作，再以陳慧劍先生所

著《弘一大師論》等相關著作為敘述導線，將弘一大師之修行實踐，以綜合比較、橫

向探討之方式，融入普賢十大行願來具體表述。 

二、弘一大師行持之定位──普賢行者  

在弘一大師身後所留四萬多幅的遺墨中，《華嚴經》句最少有二萬幅以上分散各

地，其中內容以「眾生心為心」、「迴向一切有情者」，最少也有數千幅之譜。5
 因此，

陳慧劍先生指出： 

他（弘一大師）是以「普賢菩薩」為全經一贯脈絡，再以《普賢行願品》為他

的生命導向最後終結之點。在這一思想背景之下，從出家之後，第一個奉行不

渝的，便是早齋之後，恭誦《普賢行願品》（指《四十華嚴》末卷），另行選誦

全經中重要「品、章」，像〈賢首品〉、〈淨行品〉、〈初迴向章〉、〈觀自在章〉……

等其中一至三品，終年不斷。6 

正如弘一大師自已所說： 

餘所修者，以《普賢行願品》為主。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可說教淨雙修。
7 

而一個不易為人所知的事實是，即 1917 年，弘一大師在祝髮入山前，已看 

過《普賢行願品》，至 1918 年披剃後，才有馬一浮贈以《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及《寶

華傳戒正範》，弘一大師才開始「披覽後因⑩心學戒」。8 可以推定，弘一大師正是以

《普賢行願品》為始，開啟其二十五年孜孜履踐普賢十大行願的行者生涯的。 

                                                 
5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63。 
6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63-164。 
7 張仙武，《李叔同與中國近代佛教》，頁 111。 
8 柯淑真，《弘一法師戒律弘揚與其淨土法門關係之研究》，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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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師在圓寂前講述《普賢行願品》達五次之多，見下表：9 

 

弘一大師圓寂前講述《普賢行願品》記錄 

時間 地點 內容 目的 

1933年 8 月 11日 泉州開元寺 講《普賢行願品》大

⑩三天 

 

1935 年 4 月 22

日—5 月 1 日 

惠安淨峰寺 講《華嚴經普賢行願

品》計十天 

為亡母冥誕 

1935 年 8 月 5 

日—8 月 12 日 

惠安淨峰寺 講《普賢行願品》偈

頌七天 

為紀念亡父 

1938 年 1 月 1 

日—1 月 10 日 

晉江草庵 講《華嚴經普賢行願

品》十天 

 

1938 年 2 月 1

日—10 日 

泉州承天寺 講《華嚴經普賢行願

品》十天 

 

表（一） 

 

弘一大師並⑩動閩南信眾念十萬遍《普賢行願品》，10 最後於 1942 年 9 月初 4

圓寂前遺囑中告妙蓮法師，請其讀誦《普賢行願品》助其往生： 

助念時，誦《普賢行願品》，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11 

那麼，如何給予弘一大師「普賢行者」的究極定位呢？以下分二點闡述。 

（一）「普賢」的定義 

何謂「普賢（Sāmantabhadra）」？清涼疏曰： 

一即一切曰「普」，一切即一曰「賢」也。12 

                                                 
9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64。 
10 夢參老和尚口述、李賢文採訪，〈弘一法師的修行與書藝〉，頁 19。 
11 許士中，〈解讀弘一大師臨終絕筆之心境〉，頁 71。 
12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問：此何得名普賢耶？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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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普賢因行與菩提佛果乃屬自體因果本質，所以「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

菩薩自體遍故」。13 

呂瀓瀓瀓瀓認為，佛的「海印三昧」，普賢的「華嚴三昧」，由此華嚴宗的「觀法」，也

就歸於這兩種三昧。14 從這中間見到的緣起境界，都是「同時具足」的（相當第一

玄門），而又「主伴圓明」（相當於第十玄門），15 而各現象之間的關係，又不限於數

量的多少、大小、廣狹，乃至性質的異同，都含有「相即相入」的⑩味，這最合適的

譬喻，就是「因陀羅網」（帝網）。16 

可以說，「因陀羅網」17 才是普賢境界的特色所在。因為如來性海果分不可說，

而普賢因分可說，18 因此，法藏大師釋云： 

二緣起因分，則普賢境界也。此二無二全體遍收，其猶波水，思之可見。就普

                                                                                                                                        

即一切曰『普』，一切即一曰『賢』也。」， X05, no. 229, p. 262, a9-10。 
13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

自體遍故」，X05, no. 229, p. 238, a11。 
14 呂瀓，《中國佛學思想概論》，頁 399。 

15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一、同時具足相應門，如大海

一滴，含百川味；二、廣狹自在無礙門，如經尺之鏡，見千里之影；三、一多相容不同門，

若一室千燈，光光涉入；四、諸法相即自在門，如金與金色，二不相離；五、祕密隱顯俱

成門，如片月澄空，晦明相竝；六、微細相容安立門，如瑠璃瓶，盛多芥子；七、因陀羅

網境界門，若兩鏡互照，傳耀相寫，遞出無窮；八、託事顯法生解門，如立象豎臂，觸目

皆道；九、十世隔法異成門，如一夕之夢，翔飛百年；十、主伴圓明具德門，如北辰所居，

眾星同拱」，X05, no. 229, p. 317, c3-12。 

16 呂瀓，《中國佛學思想概論》，頁 399。 
17

  隋杜順說，《華嚴五教止觀》卷 1：「然帝釋天珠網者，即號因陀羅網也。然此帝網皆以寶

成，以寶明徹遞相影現涉入重重，於一珠中同時頓現，隨一即爾，竟無去來也。今且向西

南邊，取一顆珠驗之，即此一珠能頓現一切珠影，此珠既爾，餘一一亦然。既一一珠一時

頓現一切珠既爾，餘一一亦然，如是重重無有邊際。有邊即此重重無邊際珠影皆在一珠中，

炳然高現，餘皆不妨此。若於一珠中坐時，即坐著十方重重一切珠也。何以故？一珠中有

一切珠故，一切珠中有一珠時，亦即著一切珠也。一切反此，準以思之。既於一珠中入一

切珠，而竟不出此一珠，於一切珠入一珠，而竟不起此一珠」，CBETA, T45, no. 1867, p. 513, 

a27-b11。 

18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0〈22 十地品〉：「是故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T35, no. 

1733, p. 298, c29-p. 299,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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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門復作二門：一分相門、二該攝門。分相門者，此則別教一乘別於三乘，如

法華中宅內所指門外三車誘引諸子令得出者，是三乘教也。界外露地所授牛車

是一乘教也。19 

所謂「『別教一乘』者普賢是也」，20 其彰顯的正是普融無礙的無盡法界緣起之

道理之境界。21  

（二）弘一大師行持之定位——普賢行者 

「普賢行者」，顧名思義，是指受持「普賢行」22 的人。 

賢度法師認為： 

所有《華嚴經》的內容，所說的修行，都是普賢行，沒有一行不是普賢行。所

以，這個「普」字的意思是說，作任何一行統統都可以普入。23由此可知，所

謂的普賢行是指一即一切的菩薩大行，如將此一旨趣映射於弘一大師之修行，

可以看出弘一大師正是一位真正的「普賢行者」。 

                                                 
19

 （（（（1））））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二緣起因分，則普賢境界也。此二無二

全體遍收，其猶波水，思之可見。就普賢門復作二門：一分相門、二該攝門。分相門者，

此則別教一乘別於三乘，如法華中宅內所指門外三車誘引諸子令得出者，是三乘教也。界

外露地所授牛車是一乘教也。」， T45, no. 1866, p. 477, a17-23。（（（（2）））） 陳英善，《華嚴無盡

法界緣起論》：「《五教章》雖以論述華嚴別教一乘為主題，然於十門所探討的內容中，

實際上已含攝了小、始、終、頓、圓《別教一乘、同教一乘）等五教範圍……」，頁 183。 
20

 唐法藏撰，《華嚴遊心法界記》卷 1：「然以法界為自性者其惟別教一乘乎？茲之教蓋娑竭

之所降，非海不受，豈不稱之別也。麟猊之所遊非白牛不俱，其謂之一宜矣。所謂『別教

一乘』者普賢是也，普賢者心色而已矣」，CBETA, T45, no. 1877, p. 641, b10-14。 

21 陳英善，《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所以，由真空絕相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之理

事無礙，亦即是由對緣起無自性《真空）道理之掌握，進而了解理事之間的關係是無礙的，

由理事之關係而了解全理即事之道理，理非事外之理，事非理外之事，既全理即事，那麼

事亦如理，由此理如事與事如理而展開事事之間的徧容攝入同時頓顯普融無礙之關係，此

即是華嚴無盡法界緣起所開顯之道理之境界」，頁 22。 
2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1〈38 離世間品〉：「何以獨名普賢行耶？非謂守普而

不能別，亦非作別而失於普，實謂能別而不壞普，故名普賢行也」，CBETA, T35, no. 1735, p. 

890, a29-b2。 

23 賢度法師，《華嚴經講錄》，頁 156。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388 

依據泉州陳珍珍居士回憶： 

那次大師講的是《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意在教導人們要學習普賢菩薩十

大行願。如果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能學普賢菩薩那種「不為自己求安樂；但

願眾生得離苦」的無我精神，那將會得到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太平盛世。24 

弘一大師對於「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聯句，「前後多達數百幅

與人結緣，即使在臨終之前四天，還寫了一百多幅分送給泉州中學學生」。25 

大師出家後，諸藝不廢，舉凡書法、繪畫、集聯、作曲、治印等等，無不秉持

著一個利他為主的深心⑩願，如書寫《華嚴經》散句、誦偈，皆有深願： 

是以「普賢」之願為己願，以「華嚴」之境為己境，他期於凡我有情，皆能悟

入「華嚴」之慧，共同上求佛道，在佛道未成之前，都能做一個像「善財童子」

那樣的「華嚴人」，「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26 

可以說，弘一大師的佛學思想是以「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思想 

展開的。27 此即普賢十大行願之本。28 

1、弘一大師的菩提心思想對應普賢十大行願 

弘一大師在《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中說：「《普賢行願讚》為略《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為廣讚。」29 乃教導後學以《普賢行願品》為日課。 

（1）以《普賢行願品》為日課 

弘一大師 1924 年 12 月 11 日致蔡丏因說： 

朽人讀《華嚴》日課一卷之外，又奉《行願品別行》一卷為日課。依此發願，

又別寫〈淨行品〉、〈十行品〉、〈十迴向品〉（初迴向及第十迴向章），作為常課。

                                                 
24 陳珍珍講，〈人間晚晴願終成──泉州陳珍珍居士訪談錄〉，頁 52。 
25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62。 
26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41。 
27 黃楸萍，〈弘一法師學術思想析論〉，頁 217。 
28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4：「以菩提心是十種行願之本，此

修行願菩薩必先已發菩提心故；性空是緣起之體，行願必是無性之緣起故，故此經文不更

別標也。」CBETA, X05, no. 229, p. 281, a23-b2。 
29 弘一，〈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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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四日或四五日，輪誦一遍。30 

此中清楚說明，弘一大師正是依《普賢行願品》⑩願，而廣修普賢行的。 

（2）弘一大師十大正願與普賢十大行願對應 

弘一大師 1919 年初出家時，即在玉泉寺與程中和居士（弘傘法師）依《⑩菩提

心經論》31 ⑩十大正願，如下表：32 

 

弘一大師依《⑩菩提心經論》⑩十大正願 

⑩願種善根，以此善根①與一切無①眾生 

⑩願以此善根，於一切生處常得供養一切諸佛，迴向大菩提已。 

⑩願我得生諸佛國已。常得親近隨③③③如③隨形。無③那③遠

離諸佛。 

⑩願得生諸佛國已，無③那③遠離諸佛。 

⑩願得親近佛已，隨我所應為我說法。解了第一義⑤如真實性，

得正法智。 

⑩願得正法智已，以無⑥心為眾生說，示教利喜皆令開解。 

⑩願能開解諸眾生已，以佛⑦力遍至十方無⑦世界，供養諸佛⑦

受正法廣攝眾生。 

⑩願於諸佛所受正法已，即能隨轉清淨法輪，十方世界一切眾生

⑦我法者聞我名者，即得捨離一切煩惱⑩菩提心。 

⑩願能令一切眾生⑩菩提心已，常隨將護除無利益與無量樂，捨

生命財攝受眾生荷負正法。 

⑩願能負荷正法已，⑩行正法心無所行，如諸菩薩行於正法，而

無所行亦無不行，為化眾生不捨正願。 

表（二） 

                                                 
30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54。 
31 天親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發菩提心經論》卷 1〈2 發心品〉：「菩薩云何發菩提心？

以何因緣修集菩提？若菩薩親近善知識供養諸佛，修集善根志求勝法，心常柔和遭苦能忍，

慈悲淳厚深心平等，信樂大乘求佛智慧，若人能具如是十法，乃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CBETA, T32, no. 1659, p. 509, b20-24。 
32 柯淑真，《弘一法師戒律弘揚與其淨土法門關係之研究》，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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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所示，不難⑩現弘一大師十大正願，與普賢十大行願皆可對應。 

2、弘一大師以《華嚴經》法書廣修供養  

弘一大師出家後所寫法書，「不管是『聯句、經文、單幅』，大多是《華嚴經》

中的偈頌」。33 在《華嚴》方面，「是一個恭敬虔誠的實踐者」，「《華嚴》是他的生命

最高指導原則」。34 

但，弘一大師對於普賢十大行願的真實履踐，每一行願並非是單一的，而是相

即相入，十十無盡。 

三、弘一大師於「普賢十大行願」之實踐  

何謂「普賢行願」？清涼疏云： 

希欲為願，造修為行，寄圓說十。35 

所謂「行者觀行、願通未來、以行導願、以願填行、如車二輪、轉動同時」。36  

演培法師云： 

在這品經文裡，不但說明普賢菩薩所發的十大願心，且亦說明普賢菩薩以這十

大願心為所修行門，所以叫做行願。37 

此十大行願為何？《普賢行願品》曰： 

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

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

眾生，十者、普皆迴向。38 

十大行願可分為前七，後三，如清涼疏云： 

前中文但有八，後三合故。初有二偈，頌禮敬諸佛。於中，初二句頌所禮，次

                                                 
33 柯淑真，《弘一法師戒律弘揚與其淨土法門關係之研究》，頁 367。 
34 柯淑真，《弘一法師戒律弘揚與其淨土法門關係之研究》，頁 151。 
35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頁 210。 
36 懺雲法師，《普賢行願品親聞記》，頁 16。 
37 演培法師，《普賢行願品講記》，頁 9。 
38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93, p. 844, b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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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能禮，次句明周遍，次句辨遍因，後三句，別顯禮相。謂一一佛所，各有

多身，一一己身，能起多禮；故《晉經》云：「一一如來所，一切剎塵禮。」

二、有二偈，頌稱讚諸佛。三、有三偈，頌供養如來，此中唯說本行供養，不

頌校量法供養勝，豈得唯舉劣供養耶？明知長行校量本行。四、有一偈，頌懺

悔惡業。五、有一偈，頌隨喜功德。六、有一偈，頌請轉法輪。七、有一偈，

頌請佛住世。39 

至於八、九、十願，清涼大師皆判為同一「迴向」，如疏云： 

以後三行皆回向故，八、九但是回向別義。八隨佛學是向菩提通於二利， 

九順眾生是向眾生一向利他，故此三門不相捨離。40 

當知「常隨佛學」、「恆順眾生」之菩提心乃十大行願之核心，41 「常隨佛學」

正是向菩提通於二利。 

本論文為方便之論述，將弘一大師於「普賢十大行願」之實踐，分三方面來說

明：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迴向。 

（一）弘一大師於「常隨佛學」之實踐 

「常隨佛學」一願攝前八願，以賢度法師所分又可攝八為二，即前四願總攝為

                                                 
39 唐澄觀述，《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初中有二：先別頌十門，後一偈總頌無盡。前中文

但有八，後三合故。初有二偈，頌禮敬諸佛。於中，初二句頌所禮，次一句能禮，次句明

周遍，次句辨遍因，後三句，別顯禮相。謂一一佛所，各有多身，一一己身，能起多禮；

故《晉經》云：「一一如來所，一切剎塵禮。」二、有二偈，頌稱讚諸佛。三、有三偈，頌

供養如來，此中唯說本行供養，不頌校量法供養勝，豈得唯舉劣供養耶？明知長行校量本

行。四、有一偈，頌懺悔惡業。五、有一偈，頌隨喜功德。六、有一偈，頌請轉法輪。七、

有一偈，頌請佛住世。」CBETA, X05, no. 227, p. 196, a3-12。 
40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以後三行皆回向故，八、九但

是回向別義。八隨佛學是向菩提通於二利，九順眾生是向眾生一向利他，故此三門不相捨

離。」CBETA, X05, no. 229, p. 309, a1-4。 

41 濟群法師，《學佛者的信念》：「一個是「常隨佛學」，還有一個就是「恆順眾生」。說穿了，

這兩個願就是整個〈普賢行願品〉的核心所在！在普賢十大行願中，「恆順眾生」是核心的

核心」，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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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修持願」，後四願可總攝為「普及一切眾生願」。42 

而「個人修持願」，又含四願：禮敬諸佛、稱贊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 

1、弘一大師於「禮敬諸佛」之實踐 

弘一大師從身、口、⑩三方面去禮敬，其禮敬的對象可說是無量的。 

（1）三業禮敬 

弘一大師每寫經前必先燃香、沐浴、迴向，可見他對諸佛的禮敬至為精誠，43 而

事實上，他對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人、事、物，無不禮敬。 

如 1924 年致王心湛書云： 

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為印光法師。44 

當他去見印光大師時，先「恭而敬之地穿上」一件「大袖的僧衣」，而且「眉宇

間異樣地靜穆」，又「頭一個跨進去」： 

便對這和尚（印光大師）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45 

那麼，一禮，如何能做到無盡呢？顯然，是需要⑩業的觀想的。而這樣的三業

禮敬，又是「念念相續」，46 無有間斷的。 

（2）禮敬無量 

⑩禮敬過去佛 

                                                 
42 賢度法師，《華嚴淨土思想與念佛法門》：「前面四願，是偏重於自己個人的修持功夫； 第

五至第八，由充實自己而擴充到其他眾生，第九與第十就是著重於利他為主的修法，十大

願王，是一切修菩薩行的總歸納，這就是菩薩行願的一個最高最後的究極目的」，頁 69。 
43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414。 
44 釋弘一，〈與王心湛居士〉，〈晚晴山房書簡 第一輯〉，《弘一大師法集《四）》，頁 1753。 

45 陳星，〈四大高僧中的弘一大師〉，頁 269-275。 
46 繼夢法師，《普賢十大願王修持法要》：「從第一秒第一個念頭起到第六十秒都是同一個念

頭。 

所以，這六十秒是同一條線，不是圈圈沒有間斷。當我們進入《華嚴經》裡所講的「念念

相續」境界時，是一片的、無雜念的、無段落的，這才是念念相續無有間斷。這是「定」

的境界，一「入定」之後，時間可無量地延長，那這樣就可能盡未來際沒問題」，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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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對澫益大師殊為禮敬，47 晚年所錄《晚晴集》多處引用澫益大師之語，
48 且編撰《靈峰大師年譜》、《寒笳集》。49 至臨命終，亦不忘書「⑩欣交集」50 四字，

此正出於澫益大師《占察善惡業報經義疏》。51 

⑩禮敬現在佛 

弘一大師曾舉薦太虛大師整頓佛教，兩人合作《三寶歌》，且在太虛大師 1929

年 12 月在閩院講《瑜伽真實義品》時，弘一大師「逐日無間，親臨⑦講」；52 而對

範古農、夏丏尊等一輩師朋，對豐子愷、劉質平等等後學晚進，往來書信，則多有用

「乞」字，語極謙恭。53 

以上是弘一大師對人，而對物亦然。如出家時的傘，「下雨天遮雨，夏天遮遮太

陽，冬天遮遮雨，壞了他自己修理」。出家時的蚊帳，一直到最後沒有變過。54 

⑩禮敬未來佛 

弘一大師對於未來佛的禮敬，則是反映在其對待現前的蟻、蚊等眾生身上。如

五十歲時與豐子愷同編《護生畫集》，親為題詞流通，第一首即為〈眾生〉： 

是亦眾生，與我體同。應起悲心，怜彼昏蒙。普勸世人，放生戒殺。不食其肉，

乃謂愛物。55 

包括大師「愛鼠常留飯；怜蛾不點燈」，56 坐藤椅前先搖椅子，怕「這椅子裡

                                                 
47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 278。 
48 弘一律師集、淨空法師講，《晚晴集講記》，頁 71-72。 
49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 236。 
50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九月初一……下午寫『悲欣交集』四字，交給妙蓮法師，為最後

遺墨」，頁 218。 

51 明智旭撰，《占察善惡業報經義疏》卷 2：「憶辛未冬，寓北天目。有溫陵徐雨海居士，法

名弘鎧，向予說此占察妙典。予乃倩人特往雲棲請得書本，一展讀之，悲欣交集」，X21, no. 

371, p. 454, c19-21。 
52 陳星，〈四大高僧中的弘一大師〉，《普門學報》第 27期，頁 273-274。 
53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 236-288。 
54 夢參老和尚講，〈我曾親近弘一法師〉，頁 127。 
55 豐子愷繪、弘一法師、許士中書，《護生畫集》，頁 241。 
56 陳珍珍講，〈人間晚晴願終成──泉州陳珍珍居士訪談錄〉，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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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一下，慢慢

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57 

而弘一大師在臨終前，亦清楚細微地交待妙蓮法師： 

如已裝入龕，即須移去承天寺。――去時，將常用之小盌四個帶去，填 

龕四腳，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至焚化時損害螞蟻生命，應須謹 

慎。再則，既送化身窯後，汝須逐日將填龕腳小盌之水加滿，為恐水幹去， 

又引起螞蟻嗅味上來故……58 

其命終，猶禮敬若此。 

2、弘一大師於「稱贊如來」之實踐 

其實，諸佛如來本已滅盡一切煩惱，並不需要稱贊，這一行願是由「禮敬諸佛」

而來， 由弘一大師的「禮敬諸佛」，完全可以了知其同時亦做到了「稱贊如來」。 

3、弘一大師於「廣修供養」之實踐 

供養可分財供養與法供養，而財供養中的「六供養」59 、「十供養」60 的另一說

法是：修行。 

而弘一大師不僅以外財供養，如將五年心血之作《比丘戒相表記》送了一百七

十套到日本，61 倡印在鼓山涌泉寺⑩現的《華嚴疏論篡要》二十五部，分贈日本各

大學及國內重要叢林；62 且以「內財供養」63，如選擇《華嚴經》為刺血寫經的對象，

析骨為筆，刺血為墨，以此表示重法輕身的誠⑩。64 但弘一大師最主要的法供養還

是以書法贈人。 

                                                 
57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97。 
58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97。 
59 天演法師，〈生活中的朝暮二門功課──普賢十大願王〉：「二、塗香《持戒）、花蔓《布施）、

燒香《精進）、飲食《禪定）」、燃燈《智慧）、淨水《忍辱）。」，頁 18。 

60 天演法師，〈生活中的朝暮二門功課──普賢十大願王〉，頁 18。 
61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235。 
62 陳慧劍，《弘一大師傳》，頁 499。 
63 天演法師，〈生活中的朝暮二門功課──普賢十大願王《二上），頁 18。 
64 黃楸萍，〈弘一法師學術思想析論〉，頁 216。 



 
                                   

普賢行者弘一大師之修行實踐──以普賢十大行願為主 

 

 

395 

（1）弘一大師的書法供養 

弘一大師的書法可謂「靜」、「簡」、「淡」、「讓」、「圓」、「淨」，65 而大師則向人

說：「吾字即是佛法，求吾字即求佛法」，所書多為《華嚴經》偈，並說： 

以是書寫經典，流傳於世，令諸眾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此乃同趣佛道，非

無益矣。66 

因此，弘一大師一生書寫經典，達五十一種之多，67 據劉質平回憶： 

師寫時閉門，不許有旁人，餘執紙，口報字，師則聚精會神，落筆遲遲，一點

一劃，均全力以赴。五尺整幅，約兩小時方成。68 

即使這樣，大師在身體不佳時，每寫完一幅字，也還是累得汗流滿面。69 

而法供養中，又可分為七種：70 

 

                                                 
65 李璧苑，〈弘一法師出家後的書藝風格〉，頁 64。 
66 王秋香，〈香光莊嚴——弘一法師書法的啟示〉，頁 59。 
67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413。 

68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59。 
69 王維義，〈弘一大師和阿彌陀經〉，頁 139。 
70 淨空法師講、邱淑貞居士記，《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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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以上七種，以「如說修行供養」最重要。71 

（2）弘一大師的「如說修行供養」 

弘一大師嚴以律己，嚴持戒律。他所受持的比丘戒，在日常生活中所有言行舉

止要受到 250 條戒律規則來約束，在長達二十四年的僧侶生涯中，他真誠地嚴守著各

項比丘戒規則。如日中一食，不別眾食，勿不與取，一缽資身，無所畜藏等等。72 

4、弘一大師於「懺悔業障」之實踐 

清涼疏云： 

「懺」者 ，梵音具云「懺摩」 ，此云悔過；若別說者，「懺」名陳露先罪，「悔」

名改往修來。73 

華嚴祖師提出三大懺法：伏業懺，伏令不生；轉業懺，願於今常不入惡道受；

                                                 
71 淨空法師講、邱淑貞居士記，《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頁 52。 
72 王維義，〈弘一大師和阿彌陀經〉，頁 143。 
73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頁

244。 



 
                                   

普賢行者弘一大師之修行實踐──以普賢十大行願為主 

 

 

397 

滅業懺，罪如暗室，懺悔如燈，不以暗多時能拒燈也。（於中，一、二事，第三理）。
74 

而北宋晉水淨源，在懺悔法中突出了「嚴淨道場」、「啟請聖賢」等儀式因素的

優先性，將以往依附於「觀心」的「事儀」特別「形式化」地獨立出來，賦予其儀式

性，這樣一來，「觀心」就作為「理觀」成為了「事儀」的「指導」。 75 

淨源《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中〈四者懺悔業障〉部份，抬首即云： 

斷除四障、十障，成就世、出世間一切功德，獲得妙好依報、正報。供養已竟，

於法座前，正身胡跪，右膝著地，燒香散花，存想三寶峻塞虛空，普賢菩薩無

量莊嚴，眷屬圍繞，為懺悔主者。次復想云：我與眾生，無始所作一切罪障，

惟願三寶哀湣拔濟，頓袪愚業，翻作淨因，身心齊空，罪福無主，了見真性，

等佛法身，三業罪愆，成三解脫，六根重障，翻作六通。76 

可見得懺悔時觀想的力量更重要，通過觀想，才能做到「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

始貪恚痴，從身語⑩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77 此即「理懺」： 

諸業性，非十方來，止住於心，從顛倒生，無有住處等，即是理懺。78
 而在

弘一大師思想中，「懺悔」是一切善行的基礎。他曾為《護生畫集》題〈懺悔〉

詩曰： 

人非聖賢，其孰無過？猶如素衣，偶著塵浣。改過自新，若衣拭塵。一念慈心，

天下歸仁。79 

夢參老和尚曾用「念念三寶，念念懺悔」來形容弘一大師，當他問大師在想什

麼時，大師便說：「我在想我的錯處！我的錯處！」換句話說，就是想自己的罪業，

                                                 
74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頁

245。 
75 吳忠偉,從「觀心」到「理懺」——晉水淨源與北宋華嚴的「行為哲學」轉向〉，頁 15。 
76 宋晉水淨源集，《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頁 41。 
77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我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恚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T10, no. 293, p. 847, a16-17。 
78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頁

258。 
79 柯淑真，《弘一法師戒律弘揚與其淨土法門關係之研究》，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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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念念地懺悔。80 

上述四種「個人修持願」，實際已在觀想中包含了念念推己及人的願力，以下「普

及一切眾生願」，亦含四願：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此四願實

際不出「常隨佛學」一願。 

5、弘一大師於「常隨佛學」之實踐 

首先，四願實為一願。 

（1）四願為一願 

因為，「隨喜功德」為「懺中別義」，81 「請轉法輪」是請法師大德講經說法，82 

「請佛住世」中，佛實無有涅槃不涅槃，只是為讓後世眾生生起渴仰之心，而方便示

現涅槃，83 故勸請是以真誠心、清淨心來依教奉行，感得有修有證者常住世間。84  

故此三大行願皆可歸入「常隨佛學」一大行願中。 

（2）弘一大師於「常隨佛學」之實踐 

如何「常隨佛學」？佛是導師，我們要學習他的一切。比方說，先學他平易近

人的地方。85 

弘一大師曾於泉州承天寺教導幼年諸學僧說： 

《華嚴經行願品》末卷所列十種廣大行願中，第八常隨佛學。若依《華嚴經》

文所載種種神通妙用，決非凡夫所能隨學。但其他經律等，載佛所行事，有為

我等凡夫作模範，無論何人皆可隨學者，亦屢見之。今且舉七事：一、佛自掃

地……二、佛自舁（音餘，即共扛擡也。）弟子及自汲水……三、佛自修房……

四、佛自洗病比丘及自看病……五、佛為弟子裁衣……六、佛自為老比丘穿

                                                 
80 夢參老和尚講，〈我曾親近弘一法師〉，頁 127。 
81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今

明隨喜，是懺中別義，事勢相連，故先明之，平等廣大，方堪聞法」，頁 275。 
82 淨空法師，《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頁 65。 
83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5〈16 如來壽量品〉：「我時語眾生：『常在此不滅，以

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T09, no. 262, p. 43, b25-26。 
84 淨空法師，《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頁 69。 

85 泰安法師，《普賢十願講話》，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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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七、佛自乞僧舉過……86
 

從以上弘一大師所舉佛所行七事，可以看出弘一大師在指導後進修學此普賢行

願的態度上，是異常謹慎的，即依照《華嚴經》來修學是極難之事，而大師本人，則

將畢生在戒律上的嚴密行持，努力統向於「常隨佛學」中，這是無疑的。 

而「常隨佛學」的目的，是要「恆順眾生」。 

（二）弘一大師於「恆順眾生」之實踐 

因為「常隨佛學」，所以才有救脫「眾生」的能力，而救脫「眾生」，是要以恆

順眾生的性德為先導的。 

1、「恆順眾生」的要義 

此中，「眾生」種種乃假名。87 如何「恆順」？清涼疏云： 

然不壞假名，不滅假相，法無自性，一切皆如，常以同體大悲融通物我，故云

恆順。88
 

凡學眾生迷心之行，或棄舍眾生不學的，宗密大師皆判癡狂，89 指出： 

物我無二，自覺真性，凡聖不差，上合十方如來，下合六道含識，如斯見解，

發是用心，方名「普賢行願」。90 

                                                 
86 弘一，《弘一大師演講錄》，頁 135-137。 
87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如

《大法鼓經》云：『一切法和合施設，名為眾生。謂以四大、五蘊、十二處及十八界、十二

因緣等，合成假名為人，號曰眾生』」，頁 322。 
88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頁

320。 
89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5：「答：『如有賢人，具足信義忠孝，

忽然夢見殺害父母，造諸非法，眾人聞已，豈以夢造非法而棄之耶？然雖不可棄，豈可復

欲欲其夢事造非法耶？若有棄者、《者，二皆癡欲，是知學眾生迷心之行者，或隔眾生全

云是妄者，二亦皆癡欲，所以不可學』」，X05, no. 229, p. 293, b21-c2。 
90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頁 

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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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宗密大師認為前面八大願如都是令合諸佛的，那麼這第九願是令合眾生

的，91 因為眾生是迷了的佛，佛是悟了的眾生，本是一體，所謂「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92  

華嚴常說：「一切唯心造」，93 因此，所謂的度化眾生，就是「度化我們心目中

的眾生，而成佛正是成眾生心目中的佛」。94 「恆順眾生」，亦可稱之為「恆順諸佛」。

因爲諸佛菩提如大海普能映現一切眾生心念，95 故《普賢行願品》曰： 

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

來；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96 

宗密大師認為：「順生即是順佛，乃至尊重承事歡喜等；是故說明諸佛菩提也。」
97 

清涼疏云： 

佛以大悲而為體性；若不順生，不合佛禮。98 

由上可知，眾生是無性的，但如無眾生，菩薩又將到何處去修六度萬行呢？故

                                                 
91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5：「故前門令合諸佛，此門令合眾

生也」，X05, no. 229, p. 293, c5 。 

92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X05, 

no. 229, p. 238, c15。 

93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摩宮中偈讚品〉：「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

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T10, no. 279, p. 102, a29-b1。 
94 賢度法師，《華嚴淨土思想與念佛法門》，頁 67。 

95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譬

如大海，普能印現四天下中一切眾生色身形象，是故共說以為大海。諸佛菩提亦復如是，

普現一切眾生心念根性欲樂而無所現」，頁 321。 
96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頁

329。 
97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5：「二、釋意云：『佛以大悲而為體

性，若不順生，不合佛體」， X05, no. 229, p. 295, c7-8。 
98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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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是成佛之因，所以「眾生亦度佛」。99 照此推斷，此大⑩亦是菩提心，因能夠

成就佛果故。 

2、弘一大師於「恆順眾生」之實踐 

這主要反映在弘一大師所作《唐貞元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

賢行願品〉偈頌集句百聯》中。 

（1）《普賢行願品》偈頌集句百聯 

據筆者初步統計，此百聯中所集「眾生」、「群生」、「大⑩」、「菩提」等聯句計

43 聯之多： 

⑩普入於法界 開悟諸群生 

⑩⑩心求正覺 忘己濟群生 

⑩能隨諸佛教 普順眾生心 

⑩欲滿諸佛智 普順眾生心 

⑩當令諸佛喜 普隨眾生心 

⑩當令眾生喜 能報大師恩 

⑩欲解眾生縛 當成三界師 

⑩當示於正道 普攝諸群生 

⑩興雲⑩興興 忘己濟群生 

⑩為⑩大⑩⑩ 能建正法幢 

○11 欲滿諸佛智 能⑩大⑩心 

○12 誓修普賢清淨行 即⑩菩提廣大心 

○13 汝應護持清淨戒 我為演說大⑩門 

○14 常行清淨菩提道 而興廣大⑩愍心 

○15 調伏眾生無懈倦 覺悟法性如虛空 

○16 普事一切善知識 志求無上佛菩提 

○17 願得普賢真妙行 能救法界苦眾生 

○18 願得普賢真妙行 常樂利益諸眾生 

○19 香氣普熏於一切 大⑩廣濟諸群生 

○20 常行清淨菩提道 願得端嚴相好身 

                                                 
99 隋智顗說、灌頂錄《金光明經文句》卷 5〈釋四天王品〉， T39, no. 1785, p. 76, a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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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住大慈⑩恆自在 滌除炎熱使清涼 

○22 覺悟一切諸放逸 圓滿無上大菩提 

○23 隨眾生心說妙法 以普賢行悟菩提 

○24 起大願雲周法界 以普賢行悟菩提 

○25 息滅眾生煩惱海 恆塗淨戒真實香 

○26 開示甚深微妙法 ⑩起廣大菩提心 

○27 速疾增長無礙智 普遍⑩起大⑩心 

○28 誓願勤求一切智 專求最勝佛菩提 

○29 得佛究竟諸安樂 起深清淨大慈⑩ 

○30 開示淨妙人天路 常起廣大慈⑩心 

○31 勤修利益眾生道 安住增長淨戒中 

○32 願證法身成正覺 常於苦海救眾生 

○33 增長無量深福海 利益一切苦眾生 

○34 雨大法雨令開悟 行菩提行利眾生 

○35 誓救眾生無退怯 不著一切如虛空 

○36 必成寂靜菩提果 具修廣大清淨慈 

○37 皆悉勤修普賢行 恆不忘失菩提心 

○38 常得出家修淨戒 恆不忘失菩提心 

○39 常得出家修淨戒 恆以正法御群生 

○40 常得出家修淨戒 普為眾生作世燈 

○41 為汝演說菩提法 正心憶念大⑩尊 

○42 願度無量群生眾 速離一切憂怖心 

○43 遠離諸妄想   隨順於眾生 

從以上所集聯句，不難體味弘一大師心心念念「恆順眾生」的菩提⑩願。100 這

一點，亦反映在弘一大師對於《迴向偈》所做的修改中，將世所流傳的「不退菩薩為

伴侶」，直接改成「普利一切諸含識」。101 

（2）弘一大師的「普利一切諸含識」 

                                                 
100 柯淑真，《弘一法師戒律弘揚與其淨土法門關係之研究》，頁 146。 
101 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作為回向念誦之文。

弘一大師卻把最後一句『不退菩薩為伴侶』改為現在所用的『普利一切諸含識』」，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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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世所流傳的《迴向偈》 弘一大師的《迴向偈》 

願生西方淨土中 

九品蓮華為父母 

華開見佛悟無生 

不退菩薩為伴侶 

願生西方淨土中 

九品蓮華為父母 

華開見佛悟無生 

普利一切諸含識 

表（四） 

 

對此，潛心臨摹弘一大師書法近 20 年的許士中認為： 

「含識」二字是佛教用語，解釋為含有心識、靈性之有生命眾生。可見發心廣

大，度生之心切，也是大師所修證，大慈大悲的一種自然流露。102 

正因對《迴向偈》的重大改動，證明弘一大師的「恆順眾生」，與第十「普皆迴

向」之間的實踐內容，是絲絲相扣的。 

（三）弘一大師於「普皆迴向」之實踐 

「普皆迴向」願實為普賢十大行願之總，清涼稱此十願「或但為七，合禮贊故；

或但為六，略供養故；或但為五，以⑩願回向但總別異故。」103 

宗密大師指出： 

回向是總，發願是別；以回向則必兼發願，發願則未必回向……故《大疏》釋

回向以大願為體，由是合回向願為一也。104
 

可見十大行願其實為一，即「普皆迴向」。 

1、「普皆迴向」之功德與目的 

                                                 
102 許士中，〈解讀弘一大師臨終絕筆之心境〉，頁 71-72。 
103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

頁 211。 
104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

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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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觀大師衍生此一「迴向（Parinamana）」105 義，釋為「迴者：轉也。向者：趣

也。轉自萬行，趣向三處，故名迴向」。106 ⑩指轉普賢萬行，而趣向眾生、菩提、真

如實際。107 

因此，迴向之功德是無盡的。 

（1）迴向之功德 

如果迴向，「一毫之善皆遍法界」。108 

以菩薩善根必由眾生而成，是生之分，故還向彼；善根必是菩提分法，故亦向

彼；二必離相，故向實際也。109 

須要說明的是，所說之迴向，並非單指前九願而言，而是連第十迴向願也一起

迴向，迴向眾生的福報還會回到我們身上來，回到我們身上來的福報，我們就把它納

入我們的菩提成就，當我們菩提成就時，此時，眾生已度盡，也即「眾生度盡，方證

菩提」。110 

（2）迴向之目的 

通過迴向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兩個： 

一個是希望眾生成就。另一個是希望自己的菩提成就。111 

如將「自己的菩提成就」納入「常隨佛學」，而將「希望眾生成就」納入「恆順

                                                 
105

 平川彰《1997），《佛教梵漢大辭典》，頁 7079。 

10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迴者轉也向者趣也。轉自萬行趣

向三處。故名迴向」，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8-9。 
107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迴向通稱，今當重明，隨境

所向義有眾多，以義通收不出三處，謂眾生菩提及以實際。上二皆隨相，實際即離相」，

CBETA, T35, no. 1735, p. 694, c10-13。 
108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

頁 338－340。 
109 唐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5：「以菩薩善根必由眾生而成，是

生之分，故還向彼；善根必是菩提分法，故亦向彼；二必離相，故向實際也」， X05, no. 229, 

p. 298, c2-4。 
110 泰安法師，《普賢十願講話》，頁 100。 

111 繼夢法師，《普賢十大願王修持法要》，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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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則可推知此第十願實際呼應了前九願，十願為一體，「普皆迴向」一願即能代

表普賢十大行願。 

2、弘一大師於「普皆迴向」之實踐 

弘一大師曾致蔡冠洛說： 

昔為仁者所書《華嚴·初迴向章》，應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後無能為矣。 

此即弘一大師在廬山牯嶺青蓮寺所書《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向章》，含宏敦

厚，饒有道氣，被太虛大師推為近數十年來僧人寫經之冠。112 

以〈迴向品〉所說，第九無縛無著解脫心迴向行菩薩，由第八真如迴向行「結

成一觀」113 （重於觀即空假平等的觀慧），114 導向成就普賢三業，115 稱為「位前

普賢」。116 其心為「法界無礙心」。117 

四、弘一大師實踐「普賢行」之特色  

探究弘一大師的「普賢行」，真實是一個「因陀羅網」
118 圓。 

                                                 
112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 243。 

113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8〈21 金剛幢菩薩迴向品〉：「三、『摩訶薩如是迴向時』下，

明迴所成德。初中先有三十句，舉差別善根，末後一句結成一觀」，CBETA, T35, no. 1733, 

p. 267, c15-17。 
114 參見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400-404。 
115 《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菩薩摩訶薩以

無縛無著解脫心，彼善根迴向，具足普賢身、口、意業」， T09, no. 278, p. 528, b15-17。 
116 唐清涼國師疏、圭峰大師鈔，《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鈔》《二○○四年標校《）：

「一、位前普賢：即以地前資、加二位菩薩是也……」，頁 193-194。 
117 《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以此無縛無著

解脫心善根，清淨直心，得一切佛無礙法身」， T09, no. 278, p. 529, b3-4。 
118 隋杜順說，《華嚴五教止觀》卷 1：「然帝釋天珠網者，即號因陀羅網也。然此帝網皆以寶

成，以寶明徹遞相影現涉入重重，於一珠中同時頓現，隨一即爾，竟無去來也。今且向西

南邊，取一顆珠驗之，即此一珠能頓現一切珠影，此珠既爾，餘一一亦然。既一一珠一時

頓現一切珠既爾，餘一一亦然，如是重重無有邊際。有邊即此重重無邊際珠影皆在一珠中，

炳然高現，餘皆不妨此。若於一珠中坐時，即坐著十方重重一切珠也。何以故？一珠中有

一切珠故，一切珠中有一珠時，亦即著一切珠也。一切反此，準以思之。既於一珠中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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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弘一大師於「普賢十大行願」修行實踐的內涵 

綜上所述，可以了知，弘一大師是以「普皆迴向」的菩提心願，而貫穿了他對於

「普賢十大行願」的修行實踐的。 

（1）「普皆迴向」的菩提心願 

弘一大師說： 

佛法以大菩提心為主。菩提心者，即是利益眾生之心。119 

對此，陳慧劍先生認為： 

《華嚴》就是他「上求佛道，下度眾生」的無限空間，也是他對生命追求究竟

的最高指導方向。120 

此中，弘一大師猶以「恆順眾生」、「普皆迴向」代表的「下迴向」修行為 

突出。 

（2）注重「下迴向」 

當他在世間努力修行佛道，求生西方淨土，叫做「上迴向」；到淨土之後，趕快

回到人間，去拯救沒有上船的同類，稱為「下迴向」。
121
弘一大師不僅自認「我也就

是眾生中的一人，現在所說的眾生，我也在其內」，122 而且，包括他的生西，都為的

是眾生。 

如 1920 年農歷四月，弘一大師寫信給楊白民說： 

故擬謝絕人事，一意求生西方，當來迴入娑婆，示現塵勞，方便利生，不廢俗

事……123
 

故弘一大師是注重「下迴向」的。 

                                                                                                                                        

切珠，而竟不出此一珠，於一切珠入一珠，而竟不起此一珠」，CBETA, T45, no. 1867, p. 513, 

a27-b11。 

119 黃楸萍，〈弘一法師學術思想析論〉，頁 217。 

120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59。 

121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84－185。 

122 黃楸萍，〈弘一法師學術思想析論〉，頁 217。 

123 陳慧劍，《弘一大師論》，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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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弘一大師對於「普賢十大行願」修行實踐的方式 

既然是以大智為先導的菩提心，作為履踐普賢十大行願的基礎，那麼弘一大師無

比崇敬並追尋印光大師的一面，就絕非簡單地與華嚴二祖智儼大師「先遊極樂，後遊

華藏」的思想相類似。124 需知印光大師其實是密護「禪法」的，如昌蓮法師所說： 

惟禪與淨土並行於世而又不悖，「淨業若成，禪宗自得」故；正鑒於此，印老

則力弘淨土，密護禪宗，融禪入淨，即淨悟禪……125
 

而所謂淨土，則有華嚴所主張的「一乘淨土」之說，126 即極樂與華藏乃不一不

異。 

綜觀弘一大師一生，世人只見到他「常隨佛學」的「上迴向」部份，故此，其「律

宗第十一代宗師」的身份被誤讀了半個多世紀，如果了解到大師其實更注重「下迴

向」，一生都在嚴謹恭慎地履踐著普賢十大行願的完整修行，那麼，弘一大師「普賢

行者」的真實身份，才是我們現前最值得探究並效行的。 

那麼弘一大師的修行，是否有著與宗密大師「華嚴禪」127 所主張的「知寂」之

心、128 澫益大師所主張的「現前一念心」129 有著極為類似的性質呢？  

                                                 
124

 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 3：「儼自覺遷神之候，告門人曰：『吾此幻軀從緣無性，今當

暫往淨方，後遊蓮華藏世界，汝等隨我，亦同此志』」，CBETA, T51, no. 2073, p. 163, c26-28。 

125 昌蓮，〈印光大師禪法思想初探〉，頁 67。 

126 唐法藏撰，《華嚴經問答》卷 1：「今一乘淨土雖但在佛，在而非捨眾生業身等法。雖不捨

而不同分齊，雖不同而即是其也」， T45, no. 1873, p. 601, c15-17。 

127 胡建明，《宗密思想綜合研究》：「在高峰和鐮田的基礎上，又起一大飛躍的是吉津宜英的

著《華嚴禪《思想《的研究》《《華嚴禪的思想《的研究》，《《，大《出《《，1985 年 2

月）的刊行問世，此書將宗密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教與禪的相互關系，用『華嚴禪』

這一學術新名詞來加以命名，在整個學術界引起較大的反響……時隔二十多年，筆者再去

吉津老師處向他請教時，他已對『華嚴禪』這個學術概念進行了自我否定，認為以前這個

界定是不夠嚴密與精確的，原因是宗密以前的李通玄和後來的高麗知訥《1158-1210）也都

有此傾向性，單說宗密是不盡合理的，希望我的論著對此有所批評和匡正……筆者認為將

宗密作為『華嚴禪』的首倡者是可以成立的，無須做大的修正，不過，應該看清的是，宗

密提倡的華嚴禪，重點是在說禪《荷澤禪）和教《華嚴、圓覺）的定學與慧學均修的重要

意義。教《佛語）既是為禪服務的，同時以禪《佛意）來印契教的真實不虛。所以我仍然

願意用『教禪一致』這個用語來論宗密的教禪關系」，頁 5-6。 

128 唐宗密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1：「寂是知寂，知是寂知，寂是知之自性體，知是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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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弘一大師對於普賢十大行願之履踐，自謂是「教淨雙修」，實為「禪淨雙修」，

那也是有待吾人進一步研究的。 

五、結論  

綜觀弘一大師對於普賢十大行願之修行實踐，其一言一行，皆可為我等華嚴後學

之楷模。其對「常隨佛學」、「普皆迴向」行願的身體力行，猶如明燈光照後世。而遺

憾的是，因其所傳文字極少，並且只是散見於各種書信與所寫偈語、聯句、條幅中，

致使我們多多少少會忽略其作為「普賢行者」的偉大一面，但是，無論其開拓的是怎

樣一條修學普賢行願的路，都是值得我們去探求與追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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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之研究 

 

 

林欣儀∗
 

 

摘要  

禪修學習、轉化學習與意義治療學皆肯定每個人皆具有能自主思考與判斷的能

力，以及生命自主權。再者，諸多研究亦指出禪修對身、心靈皆有正面影響，既有文

獻已證實禪修學習者所養成的反思能力與內省習慣，加上可融入生活中的佛法思維，

使禪修學習者的生活態度，產生包括釐清生命意義等全面性影響。所以，本研究探討

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應為可行。 

研究假設禪修學習之觀念知見，能夠引發禪修學習者苦難的接納、生命自主與負

責、生命目標與實踐、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等生命意義觀點之轉變。研究採質性深度訪

談法，透過訪談五位參與禪修學習五年至二十年不等，年齡介於 44 至 70 歲之禪修學

習者，了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產生的轉變與轉化學習歷程，經由資料分析與綜

合討論後，最後歸納結論與提出建議。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禪修學習、生命意義、轉化學習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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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聖嚴法師（1991）曾說明禪修可以達到三種目的，一是身體的健康，二者是心理

的平衡，三是精神的昇華。所以，禪修學習與提升生命意義有絕對的關聯。再者，學

者 Mezirow 之轉化學習理論肯定人是理性的、自主的，能夠賦予責任，人人皆能經

由批判反省，使自己成為控制經驗的人（黃富順，2002）。這與禪修學習之因果觀肯

定人人皆可以透過反省檢討轉變自己的未來，且對自身的作為有判斷與選擇的權力是

相同的觀點，同時也與意義治在療學主張人有判斷、抉擇向善或者作惡的自主權，實

現哪一樣是由自己抉擇，非依情境所定（趙可式，沈錦惠，1995），持相同的觀點。

禪修學習、轉化學習與意義治療學皆肯定每個人皆具有能自主思考與判斷的能力，以

及生命自主權。 

再者，諸多研究亦指出禪修對身、心靈皆有正面影響。二○一○年徐潔華的研究

發現：禪修學習者所養成的反思能力與內省習慣，加上可融入生活中的佛法思維，能

使禪修學習者的生活態度，產生包括釐清生命意義等全面性影響。徐潔華（2010）發

表的〈從情緒經驗探討禪修學習者轉化學習歷程之研究〉，是少數探討禪修學習與轉

化學習之相關研究，與本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從情緒經驗探討禪修學習者轉化

學習之歷程，本研究則是著重於探討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變之內涵與轉化學習

歷程。是以，透過了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變之經驗，向禪修學習者學習，以

幫助自己和提供他人一個具體可行的學習參考選項，深具意義。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的歷程，研究目的如下所示： 

1. 探討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的重要改變 

2. 了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的重要歷程 

二、文獻探討  

（一）佛教的生命意義觀點 

佛教認為，生命的意義，在增進人生的真善美，在於懂得永恒的生命；人的色身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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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老死，真實的生命是不死的；人生真實的利益，在徹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並且

明白因果報應的事實（星雲大師、滿義法師，2004；淨空老法師，1998）。人生的意義，

不在於壽命的久長，乃在於對人間能有所貢獻與利益（星雲大師；滿義法師，2004）。 

生命裡構成生命價值的三種條件，第一是心裡的思想（意），第二是語言的表現

（口），第三是身體表現的行為（身）（聖嚴法師，2005）。 

佛法中的「十二因緣」闡明眾生在三世流轉，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循環

不已，所以，生命的流轉，是無始無終的「生死輪迴」，眾生在「因緣果報」裡，隨著

業力流轉不停（星雲大師；滿義法師，2004）。 

過去的修行人，都是希望能「了生脫死」──能夠透視人生的真相，瞭解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當下活得自在，是「了生」；能夠認識死亡後的世界，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

望，而無懼於生死、超越生死，是「脫死」（星雲大師；滿義法師，2004）。佛經講「心

境」，心裡有一個念頭，外在就產生一個境界，若將這念心從外在的境界回歸到自心，

收攝六根，這念心便是眾生的真生命（惟覺老和尚，2003a）。 

佛教講人生、世間都是無常的，無常即「遷流」、「變易」（星雲大師；滿義法師，

2004）。佛經講「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行」有二種，一是外在的山河大地（物質）；

二是心的活動，眾生的妄想心，念念遷流，《金剛經》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心是無常的，想好的、壞的，都是一個夢，好夢已經過去了，再

想可能會悲傷，覺得現在不如意；壞的也是一個夢，是妄念、執著，皆是生滅，念念不

停（惟覺老和尚，2005，2013）。 

眾生因為「知」苦才會想要「了」苦，因為體驗了艱苦的境遇，才會有精進奮發的

心（聖嚴法師，2009）；轉化學習理論者 Jack Mezirow 主張，當個人面臨生活危機時，

往往就是觀點發生轉變之時（許雅惠譯，2002），因為危機迫使人們改變，會導致批判

性自我反省（李素卿譯，2006），兩者的觀點相同。」 

佛學，是開展智慧之學，透過學佛，藉此把痛苦、煩惱等轉化為經驗與智慧，以提

升自己、擴大自己，就是人生的圓滿；有佛法的人，遭逢悲傷痛苦時，懂得從「因」上

去探究、反省、改善，而不是只在「果」上怨天尤人（星雲大師，滿義法師，2004）。 

（二）禪修的理論觀念 

1、禪修的基本概念 

禪修的要領之一，是時時練習將身、口、意三者結合，同一個時間、地方，身與心

皆在做同樣一件事，不可身心分離，魂不守舍（聖嚴法師，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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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2009）說明踏實的體驗生命，就是禪修。練習時時觀照與掌握自心，便

是禪修。 

證嚴上人曾解釋，心若想要安定，就必須力行正道。心安行正，便能歡喜自在（Echo 

Karma，2011）。因此，真正的禪修不僅只有靜坐，還要克制不正的心念，不生邪惡的心，

不做明知不該做的事。 

2、禪修學習的理論觀念 

（1）「四聖諦」 

「四諦」為佛教之基本教義。諦有真實不虛、真理之義，因此又稱作「四真諦」或

「四諦法」，包含苦、集、滅、道（中台佛教學院，2000）。 

A. 苦諦： 

所有苦的本質都屬於逼迫性。佛法教理中有「十二緣起」，有「三世」十二因緣、「一

念」十二因緣，所傳達的是過去、現在、未來，「惑、業、苦」三煩惱；過去起惑造業，

今生（現在）就要受苦；受了苦，又造惡業，來生（將來）又受苦，是惑、業、苦三煩

惱。（惟覺老和尚，2013） 

惟覺老和尚（2013）講，欲脫離生老病死，要把「無明」滅掉，起「覺照」，為自

己的起心動念作主，知道是善念還是惡念；起了惡念，馬上剎車，起了善念，繼續保持，

最後銷歸自性，亦不執著。「無明」，是貪、瞋、痴等煩惱（陳義孝居士，2002）；「無

明」的反面是智慧。 

人生在世種種苦報皆因起惑造業而有，欲脫離苦報必須知苦斷集。 

B. 集諦： 

苦是從集而來，集是苦的因，要從因上努力去斷「集」，才能脫離種種苦果（中台

佛教學院，2000）。 

C. 滅諦：透過學習，以智慧達到心境恆常自在的境界。 

D. 道諦：讓苦、集永盡的修行方法。 

（2）八正道 

八正道是四聖諦中的道諦，是對治煩惱的具體實行方法，也是禪修學習中最平實且

生活化的實踐方法，八正道為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中台佛教學院，2000；徐潔華，2010）。 

A. 正見――對「因果義理」有正確的知見與思想觀念。有了正見，其他的正道即

能現前，故正見列於八正道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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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思惟――於行住坐臥間時時提醒自己對正見做深入思考。從身、口、意造作

種種業行，皆是因心不清淨和妄想心所造成。 

C. 正語――正直、清淨的語言，改正口四過（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就能口

業清淨，獲得大眾的信賴與肯定。 

D. 正業――生活中所作所為均合乎理法，不為一己之私而侵犯、傷害他人，而且

自利利他。具足正業，則身業清淨。 

E. 正命――從事不違反法律，而且不違背因果，符合正當與清淨的職業。 

F. 正精進――不論意念、言行都能以行善止惡為標的。 

G. 正念――時時覺察自心，並保持心念不散亂。 

H. 正定――遇到挫折能夠冷靜、穩定心念，運用智慧去判斷與解決事情。 

（三）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 

Mezirow 是轉化學習理論最主要的建構者，他認為當一個人既有觀點與當下所經歷

的經驗不能調和時，觀點就會改變，此時個人會評估所臨情境、對經驗反思、思索因應

策略並為生活重新布局，其反思與行動調整的結果，就形成了觀點的轉變。當生活面臨

危機時，往往就是觀點發生轉變之時（許雅惠譯，2002）。 

1、轉化學習的基本假設 

（1） 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人是理性的、自主的，並且能賦予責任――每個人皆

能經由批判反省，使自己從被經驗控制的人，轉而成為控制經驗的人。 

（2） 知識是個體經由主觀建構的過程而習得的――正由於知識是個體主觀建構而

來的，因此，個體如何經由轉化學習的歷程，習得最接近真實的主觀知識，便是轉化學

習的主要目的。 

（3） 個人是社會的核心，且對社會集體的未來負有責任――Mezirow 認為個人即

是社會的核心，當個人嘗試改變其原有的世界觀或價值信念時，所處的社會即會因此而

發生改變，Mezirow 並不主張以激烈的革命手段來改造社會（黃富順，2002）。 

從 Mezirow 的基本假設可以看出，轉化學習強調反省的重要性，其基本假設認為每

個人都能經由反省修正內在原有的世界觀、價值信念與生命意義觀，進而改變所處的社

會――小至家庭，大至全世界。 

2、轉化學習的重要概念 

Mezirow 所謂的「前題反省」，是對潛藏在所提問題之基本前題提出質疑，能的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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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產生觀點的轉化，且只有在原有觀點的假設是扭曲、不合理、不可靠時，前提反省才

會導致觀點轉化，反之，只是確認原有觀點，所以，轉化學習目的，是要將扭曲的觀點

所導致的限制移除，然而，有時轉化學習的結果，是更確認原有觀點、信念和價值觀（黃

富順，2002）。 

Mezirow 將人的意義觀點將分為三大將的的知識論的觀點（認知與運用知識的方

式）、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受社會規範/角色、文化等因素影響）、心理學的觀點（自我概

念）。然多數人均未曾對意義觀點做批判反思，也沒有人可以檢驗其所有的意義觀點；

意義觀點，是由多種因素交織而成，包含個人所習得事物、成長環境、文化背景，與個

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因此，意義觀點有被扭曲的可能（李素卿譯，1996）。 

3、轉化學習的歷程 

國內學者李瑛（2002）則將轉化學習歷程歸納成三項內涵：關鍵事件、批判反思以

及實踐行動（蔡怡君，2012）。就關鍵事件而言，Mezirow 認為轉化學習的發生起於學習

者面臨到生活中的重大關鍵事件，令學習者陷入兩難困境，並產生不安或矛盾種種負面

情緒（階段一、二），進而的發學習者對自我內在觀點與原有假設進行批判反思，進入

「批判反思」的階段，在此過程中，學習者檢視、反思內在固有觀點，並與他人分享對

話，評估修正既有觀點之不足，然後開始探索與嘗試新觀點之可能性（階段三～五）。

到了「實踐行動」的階段，學習者於反思探索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修正後的新觀點以取

代舊的經驗詮釋，最後在生活中付諸行動，透過一連串的學習與行動計畫重建自己的生

活方式以及與外在世界的關連（階段六～十）（蔡怡君，2012）。 

三、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為主要資料蒐集方式，希望透過對既有理

論與研究的探討，並透過訪談了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的重要轉變，以幫助自己與

分享他人提升生命意義的學習方式。 

研究對象的選擇，採取立意取樣法，共計五位，其基本資料彙整如表一。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化名 法眷 行者 施者 禪者 仁者 

代號 A B C D E 

年齡 70 45 44 55 55 

參與禪修 二十年以上 十四年以上 五年以上 二十年以上 十八年以上 



 
                                              

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之研究 

 

 

417 

學習時間 

禪修課程

背景 
初級～研經班 

初級～高級班

（循環聽課） 

初級～研經班

（持續聽課） 

初級～研經班

（持續聽課） 

初級～研經班

（持續聽課） 

相關參考

事件 

已三皈依 

受菩薩戒 

參加禪七廿次 

參與八關齋戒 

有參與道場義

工經驗 

已三皈依 

 

參加禪七一次 

 

有參與道場義

工經驗 

已三皈依 

受五戒 

參加禪七一次 

參與八關齋戒 

有參與道場義

工經驗（~現在） 

已三皈依 

受五戒 

參加禪七三次

參與八關齋戒 

有參與道場義

工經驗（~現在） 

已三皈依 

受菩薩戒 

參與禪七六次 

參與八關齋戒 

有參與道場義

工經驗（~現在） 

 

五位受訪者學習禪修時間，落在五年以上至二十年以上間，至少參與禪修課達高級

班，以下個別敘述受訪者禪修背景： 

行者是在初、中、高級班反覆聽課，只要有新的教授法師，就從初級班開始聽； 

法眷現在在家用功，於民國 83～86 年參與禪修課，這之前閱讀許多祖師大德語錄、

傳記，參與動機是想一窺禪修堂奧，期許對自己知見，與學習禪修的路上有所提升，他

說學習到「返照」、「內觀」，是禪修學習後最大的收穫； 

禪者是民國 100 年參與禪修課持續至今，之前都是在家用功，他因為禪宗六祖惠能

大師的偈子：「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走入學佛的歷程，覺得彷彿找回過去曾經

擁有過，但失去的物，禪者要把地獄五條根「財色名食睡」滅除掉，他說那是他的「障

道因緣」，離開地獄五條根，生命才會更光明燦爛； 

施者、仁者都是持續上禪修課，從初級到研經班，直到現在，現在也持續在道場做

義工。 

本研究中逐字稿之編碼與引用方式分別以代號 A 至 E 代表五位受訪者，於整段

逐字稿最後加註編碼，例如：「A-p2-01-05」代表此段文字出現在編碼代號 A 之逐字

稿的第二頁第一行至第五行，編碼方式為：受訪者編碼代號─逐字稿頁次─開始行次

─結束行次。 

為提升研究之效度，本研究以受訪者檢驗法提高真確性，於逐字稿的成後，請研

究對象確認並提供回饋，以掌握研究對象之經驗與觀點，增加內容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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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以下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產生的重要轉變 

1、苦難的接納 

（1）從因上反省，轉化惡緣；與觀照自心，照顧話頭 

法眷、施者、禪者，三位在學習禪修後，不僅接受了「因果」的觀念，更落實於

生活中，並轉念。 

法眷過去因為工作關係少做家事，退休以後開始在家裡下廚、做家事，雖是很努

力、認真在做，卻未被先生肯定。禪修學習後，瞭解這是過去因，現在果，直下承擔，

能「隨緣消舊業，莫更造新殃」；從心上「返照」，觀察自己每一秒鐘，每一念頭的變

化，在念頭起處之前，先「覺照」，就能少講錯話；心念不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上攀緣，便沒有法塵種籽，心便能保持清淨，因八識田的種籽，會引動下一個身、口、

意的造作。瞭解「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眾生都是有住生心，住在習氣與慣性思維上，

結果產生不正確的念頭與作為，這皆是習氣帶來的後果，「正知見」是，重視自己每

個當下，心念有沒有安住在善念上，能持續觀照自心，照顧話頭。 

禪修之後，知道一切有因有果，既然是果報我就承受，再來要把惡因緣化解掉，

過去造作惡因，現在已經承受果報，不要再造新的惡因，將來再受惡果!（A-p2-08-13） 

知道因果，卻不從心上「返照」無用，（A-p2-16-17）萬法都歸於這念心，一切

身口意、行為通通源自於心念。（A-p11-06-07）觀察每一秒鐘，自己每一個念頭的變

化（A-p1-24）不懂「觀照」，如何知道有煩惱，學了禪修，會知道我煩什麼、我為什

麼要煩，我如果不煩，是不是能具體的解決它（A-p3-21-22）要在念頭起處之前，先

「覺照」，就比較少講錯話。（A-p5-09）心念如果不放在「六根」上面，就不會有意

識進去，沒有意識進去，就沒有法塵存在，它是連鎖反應。眼看心沒看、耳聽心沒聽，

就沒有法塵種籽在，心就能保持清淨，（A-p8-13-15）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有所住而生心，住在習氣、

慣性思維上，產生很多念頭、作法不見得正確，要重視每一個當下，自己在心念上安

住在那裡。（A-p10-15-18） 

學佛久了，會觀照自己心念在哪裡，眼看心沒看、耳聽心沒聽，心就能保持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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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需要持續的鍛鍊。（A-p8-11-19） 

施者在人生關卡時走入道場，從禪修學習到「四諦法門」與「三世因果」，施者

在第一階段，以靜坐與誦《心經》安定這念心，然後反思苦的根源，懺悔，覺知不能

再橫結惡緣，要善了惡緣。 

師父開示提到「四諦法門」、「三世因果」，也許我現在面對的困難，就是以前的

造作，（C-p1-09-10）在行為上，我會靜坐，誦《心經》，…從自己的知見下手，問自

己：這些「苦」的來源是什麼？想想過去生，一定是善惡業夾雜，從小吃了很多動物，

拆散過動物的家庭，（C-p2-12-23）不要再橫結惡緣，就善了，（C-p1-17） 

第二階段，施者因《金剛經》與「念念遷流」等禪修觀念開啟智慧，施者發現他

念念不斷、瞬息萬變，一般眾生皆是不能做為自己心念的主人，也瞭解因為過去善惡

業夾雜，過去的因（善惡業），加上現在的緣（不正確的起心動念），才會產生種種結

果。 

禪修以後引到《金剛經》，我聽到「現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禪修也引導你去注意自己心念的遷流，我發現自己的心念已經是念念不斷，有

時悲傷有時心亂的要命，今天想這好，明天想那好；我的心念也都一直在改變，而且

是瞬息萬變，可能一天當中就好幾回，或者小小瞬間我就改變了，我都控制不了我自

己，推而遠之，他也是控制不了他自己，因為禪修課讓我知道，原來以前善惡業夾雜，

結了各種善、惡緣，只要今生見面，一定宿世有因緣，只是深淺長短。所以以前有這

個因，現在加上這個緣，…自己都不能做為自己心念的主人，別人也一樣，於是就跟

著善惡緣拖牽，所以我慢慢的接受了！（C-p8-07-17） 

禪者過去遇到不好的鄰居，學佛以後，覺知是因自己的無明煩惱，與過去不好的

習氣（因），感召惡緣（果），自我反省，過去是自以為的對，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念

頭、作為不見得正確。學佛以後，禪者修打坐法門、修菩薩行，在打坐的當下，心清

淨了，能自我反省白天的言行，希望自己待人更慈悲，事情做的更好，以「慈悲喜捨」、

修菩薩行為圭臬，以「明心見性」為人生目標。 

以前是自以為的對，學佛後用佛法來分析，瞭解很多時候我們的抉擇、念頭、對

事情的處理方式是錯的，（D-p5-06-14）學佛後，我每天都有打坐，在打坐的當下，

心清淨了，可以讓心靜下來，去看透很多事情：白天發生的人事物、講的話，會再回

過頭去看，去想說：疑!今天做的是不是不夠好？對這個人的態度、講話是不是不夠

好？還要再更圓融，更慈悲一點。佛法講「慈悲喜捨」，做到了，就是在修菩薩行，

但菩薩有分，剛開始學佛，當然是「凡夫菩薩」，再來是「賢位菩薩」，「貪嗔痴慢疑、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420 

邪見」減少之後就是「賢位菩薩」，再來是「地上菩薩」，那是「明心見性」以後迴小

向大。（D-p5-01-07） 

（2）知因識果，轉化煩惱 

佛法的所有法門皆是對治法門，例如，打了妄想，念一句「阿彌陀佛」能把心收

回來；心當中起了惡念，念一句「阿彌陀佛」把它照破，假使不念佛，發一個懺悔心，

把這個惡念轉過來，就稱為「轉識成智」（惟覺老和尚，2010）。 

仁者瞭解遵循「因果法則」，真正能夠轉煩惱，以「念佛法門」止息煩惱，當起

煩惱時，念一句「阿彌陀佛」，就是定火珠（去瞋心）、定水珠（去貪心）、定風珠（去

愚痴心）。 

學佛後，知道只要遵循「因果法則」，真的可以轉煩惱。（E-p1-04-05） 

禪修有止息煩惱的法門「念佛」，（E-p1-07-08） 

念佛，可以暫時把心收回來，不要一直胡思亂想下去，（E-p1-12-14） 

仁者因常練習打坐，修定，常聽經聞法開啟智慧，不僅只是相信「因果」，而且

對「因果」義理很清楚，能瞭解如是因，如是果，而不違犯「因果」。學佛之後，瞭

解凡事有因才有果，也覺知起煩惱時，要檢討自己，而不是檢討別人，才能改善負面

思想，所以煩惱減少是仁者學佛後，最大的收穫。 

因為相信「因果」，而且有在聽經聞法，常練習打坐，就比較有定力。而且

對「因果」的道理很清楚，相對的就不會違犯。（E-p4-03-04） 

發現檢討自己真的會進步！因為覺察到自己的煩惱，會檢討自己，才會有改正的

機會!學佛之後，煩惱會慢慢減少，這是最大的收穫，因為有反省自己，而不是檢討

別人，這是重點！（E-p5-03-06） 

（3）理解眾生循環三界中，接納先生往生 

法眷因誦《金剛經》開啟智慧，瞭解先生往生就如水泡破滅、歸於水（比喻三界），

只是成為另外的眾生，因此而看開，理解眾生皆循環三界中，相信回復永遠不滅的真

生命，比留戀有為的身體更重要。 

經藏的道理幫助我很大，《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身體是有為法，生命卻無限，我先生走了，就像兩個遇在一起的水泡，

他這個水泡破滅、歸於水，我有一天也會歸於水。他成為另外一個眾生，只是我不認

識他。 （A-p3-22-27） 

2、生命目標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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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眷在學習禪修以後，發願生生世世都要認真修行，不僅提升自己，還要利益他

人。 

生命是無窮盡的！我繼續不斷的努力，直到圓滿為止，我受菩薩戒時，就發願累

生累世認真修行，提升自己，才能幫助別人。（A-p6-15-22） 

禪者因受到師父啟發開啟智慧，以「明心見性」為人生目標。學打坐後，比較靜，

較能覺察起心動念，尤其當起「六毒心」（貪嗔痴慢疑、邪見）時，能夠覺照，不讓

惡念再引動下一波惡念，覺察當下正起嗔心，提醒自己這是學佛的「障道因緣」，而

且「六毒心」是人生很大的一個障礙。體悟到精神層面的提升，能讓生命愈來愈光明，

相對的，物質追求只會更墮落。 

師父講：「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這不是口頭蟬! 是一種很深的，而且要實修

實證，不是說看一下就懂了，它不是研究的東西，它是一種心法，心法至上，你沒辦

法用任何語言文字代替，這是一種內心更深一層的體悟，如果用在人生上，人生會很

光明，因為光明就是智慧! 可以用智慧，破除很多「無明煩惱」，與「六毒心」：貪、

嗔、痴、慢、疑、邪見，沒有智慧，就沒辦法破除這些「無明煩惱」，人生就沒辦法

走的更光明更順暢。（D-p1-16-23） 

學佛之後你會慢慢心比較靜，又學打坐，心比較靜，會發現自己的起心動念，尤

其是不好的「六毒心」，當「六毒心」起來時，自己會去覺察，把它『照』住，不要

讓它繼續把點變成面，…譬如我知道我在生氣了，起嗔心了，我趕快覺察、覺照：喔!

不可以這樣，因這是「障道因緣」（加強語氣），「障道因緣」就是學佛一個很大絆腳

石，是人生一個很大很大的障礙－「六毒心」，（D-p3-06-11） 

物質享受追求，只會讓你愈來愈墮落、黑暗；精神追求，是愈來愈光明，不僅是

享有還擁有，（D-p2-22-24）   

仁者相信遵循「因果法則」，真正可以轉化煩惱，他以離苦得樂為人生目標。 

學佛後，人生目標不一樣，希望可以解脫，離苦得樂，只要遵循因果法則，真的

可以轉煩惱。（E-p1-02-04） 

法眷以生生世世認真修行，向上提升為生命目標；禪者以「明心見性」為人生目

標；仁者是以離苦得樂為人生目標，三位皆以提升精神層面為生命目標。 

3、生命自主與負責 

（1）歸正自心言行，為己負責 

法眷學佛之後提起覺性，知道要反省檢討，修正習性，延續到下一生自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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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要因為學佛了知道反省檢討，累積好習氣，延續到下一生。轉變以後你的

慈悲心可以影響到更多的人。（A-p10-01-02） 

仁者瞭解生死相續，不違犯因果，將來才不會受苦，也向師父學習慈悲之心，不

是只有自利；從因地上努力，起善念，行善法，為自己念頭負責。生命是延續的，不

要違犯因果，我將來才不會背因果，（E-p2-04-14）跟師父學習會有一個慈悲心，希

望大家不要受苦，師父一直講：「從因地上努力」，一定要種好的因，才會有好的果報，

（E-p2-12-14）我種下好的想法，做好的事情，將來果報是好的，為自己念頭負責。

（E-p2-01-02） 

法眷覺知要修正習氣，自利利他，仁者明因識果，重視善因的培育，兩位皆歸正

自心言行，為己負責。 

（2）把握當下，踏實體驗現在 

禪者體會到沒有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妄想是活在當下，悟到清淨心的人才能應

用清淨心活在當下，我們可以練習不打妄想，專注於當下所做的事。 

過去就是雜念，未來就是妄想，不要有妄想，就是活在當下，譬如專心做事…只

要「專心」你的生命就會有意義，（D-p7-04-14） 

仁者體會到當下這一念心才是最正確的，專注努力於當下所做的事，即活在當

下，把握因緣投入於當下的事才是踏實的。把握當下什麼因緣做什麼事情，現在用功

的因緣就用功，那是很踏實的，（E-p1-17-20） 

4、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1）把握因緣，助他人從「善」的觀點思維 

學佛之後，法眷把握因緣，幫助更多的人，使他人能得到啟發與受益，也助他人

提升，從「善」的觀點去思維。有因緣就幫助更多的人，就是樂於分享，只要他從分

享當中得到啟發或是好處，分享就是有意義的，這就是生命的拓展。（A-p3-05-07） 

以自己的例子，幫助他人從「善」的觀點去思維。（A-p3-02） 

（2）覺知凡事皆眾緣和合，更能夠感恩與惜福 

行者因以法師為學習典範，而走入道場參與禪修課程，一直到現在，也覺察眾生

總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當生活瑣事一忙，便放下禪修課，放下的卻是一種很重要

的觀念。禪修之後，行者因聽師父開示「因果觀念」開啟智慧，瞭解很多事情不是理

所當然，現在擁有好的能力、條件，是因為過去的因，不需要因此而起慢心，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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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惡緣，一切的順利，從因果觀念去想，是過去的因，加上現在的緣；過去誦經的因，

加上他人的成就（緣），才擁有好的能力（果），也瞭解要多跟大眾結善緣，與種善的

因，而不是起慢心去損福，更能夠感恩與惜福，勇於縮小自己。 

有一次我跟法師談，真的很佩服，我也沒想到所謂「自利利他」，發「菩提心」，

除了成就自己還要成就別人，蠻慚愧的。在這階段，我有想過生命意義，我覺得身上

有很多繩子想掙脫，想排除，可是在這同時，另外一個生命，在我面前所展現的是他

能夠克服自己，出家必須度眾，人家可以做到這樣，我們真的還是不明不白。

（B-p2-08-18） 

我最近才發現，所謂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時雖然有點觸發，可是當生活瑣

事一忙，我們放下的其實是一種很重要的觀念，（B-p2-18-21）  

我現在會發現，很多事情不是那麼理所當然，這跟「因果」有關係，我自認為組

織歸納分析能力很好，我知道，可是我不會去惜福、感恩；現在學禪修會換一個角度

想：這些是從前累積過來的，師父會告訴我們，因為怎麼樣，所以會有什麼果報。我

現在自以為是的起了慢心，造成自己或別人的煩惱，會把這些本來好的果報，用在壞

的方面，跟別人結怨，造業，我會怕，（B-p7-13-20） 

一切的順利，從因果觀念去想，其實是種什麼因得什麼果，那我現在是不是要更

積極去跟大家結善緣，種善的因，而不是理所當然，自以為是去消耗這一些福報。

（B-p8-07-12） 

我會把自己再縮小一些，我不是必須的存在，（B-p15-17） 

（二）、小結 

表四 受訪者轉化生命意義觀點之學習歷程一覽表 

 法眷 行者 施者 禪者 仁者 

生命意義觀

點轉化之面

向 

苦難的接納 生命自主與

負責 

苦難的接納 生命目標與

實踐 

生命自主與

負責 

引發觀點轉

化之關鍵事

件 

家庭關係危

機    
 婚姻的變異   

 
參與禪修課

程 

 親近道場，學

習禪修 

參與禪修學

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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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本研究將上述關鍵事件歸納為：「人生困境觸發」與「禪修學習」。 

六人同時呈

現 

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三階段： 

一、人生困境引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或者從禪修學習而產生觀點轉

化，非關人生困境 

二、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與逐漸形成新觀點 

三、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將之落實於生活中，或透過學習與行動重

新面對生活 

 

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包含三個重要階段：（一）因人生困境引

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或者從禪修學習到禪修觀念產生觀點轉化，非關人生困境；

（二）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與逐漸形成新觀點；（三） 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將

之落實於生活中，或透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具體而言，禪修學習者的轉化學

習歷程各別對應了「關鍵事件」、「批判反思」與「實踐行動」三階段。 

「人生困境觸發」是引發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事件之一。聖嚴法

師（2009）講：「內心的苦難，增進我們的智慧；生活的苦難，增長我們的福報。」

一如 Mezirow 所言―觀點轉化往往發生在人遇到困難或關卡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是

在受苦中成長，且趨於成熟――苦難可使我們更為茁壯，更為豐富（游恆山譯，1991）。

人在面臨內心與生活的苦難時，唯有面對它並且改變舊有的觀點，才能向上提升。 

禪修學習者從禪修習得的觀念，在透過批判反思舊觀點後形成新觀點，不一定非

要經歷人生重大事件才能引發轉化學習，「禪修學習」亦可以成為引發轉化學習的關

鍵事件。 

禪修學習者在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透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於形成替

代性的新觀點後，透過一連串的學習與行動然後落實新觀點，呼應了學者李瑛歸納的

轉化學習歷程之實踐行動階段，即學習者於反思探索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修正後的新

觀點以取代舊的經驗詮釋，最後在生活中付諸行動，透過一連串的學習與行動計畫重

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與外在世界的關連（蔡怡君，2012）。亦呼應了林冠儀（2009）

的研究發現：個體觀點的轉化會的進具體的的動，而行動亦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一個的

整不可或缺的成分。 

Mezirow 主張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人是理性的、自主的，並且能賦予責任，

每個人皆能經由批判反省，使自己從被經驗控制的人，轉而成為控制經驗的人（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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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2002）。一如 Mezirow 對人的基本假設，禪修學習者在接受禪修的觀念之後，皆

能自我反省檢討、修正既有觀點，例如：從檢討別人轉變為反求諸己、覺察與修正不

好的習性，或者轉變人生目標，讓生命更有意義。五位受訪者皆經歷了反思與修正既

有觀點的階段，驗證了 Mezirow 主張「批判反省」是的進轉化學習的主要動力（黃

富順，2002），也呼應了林冠儀（2009）的研究發現—欲進入觀點轉化的階段，進行

反省和批判思考是很重要的一步，可以說批判反省能力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 

再者，從研究結果發現，三位禪修學習者是持續的參與禪修學習課程，在一具有

結構性的學習脈絡下發生轉化學習，相對的，兩位學習禪修二十年的學習者是在親近

道場之後，引發生命意義觀點轉化，法眷先是閱讀祖師大德的語錄與傳記，再參與禪

修班一窺堂奧，禪者也是在親近道場後學習禪修，並未提及當時參與禪修課程。符合

了徐潔華（2010）的研究發現，禪修學習者的轉化學習是在一個具有結構性的學習脈

絡下進行，且由於禪修學習者願意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轉化學習能在非結構性之

學習脈絡下進行。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作出以下結論，並根據結論提出建議。 

（一）結論 

1、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的重要轉變： 

（1） 苦難的接納部份：禪修學習者能知因識果，轉化煩惱，從心上「返照」，

先從自己開始覺察，重視自己每個當下，心念有沒有安住於善法上，持續觀

照自心，照顧話頭；能練習收攝「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只要沒有法塵

種籽，心便能保持清淨。 

（2） 生命目標與實踐部份：禪修學習者以提升精神層面為生命目標，能體悟學

佛以提升精神層面，能讓生命愈來愈光明；相對的，物質追求只會愈墮落，

因為人心永不滿足；懂得在打坐的當下反省檢討，覺照「六毒心」；覺知「觀

照」到不好的念頭剛起時，要及時『照』住，不起相續的第二念、第三念，

乃至發之於言、行。 

（3） 生命自主與負責部份：一，禪修學習者因相信「生死相續」，更能為生命

負責。能修改習氣，自利利他；重視善因的培育，懂得為自己的念頭言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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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將來才有好的果報。二，禪修學習者能把握當下，踏實體驗現在，體會

當下這念心，才是最正確的，活在當下，即專注於當下所做的事。 

（4） 存在的價值與意義部份：一，禪修學習者能助他人從「善」的觀點思維；

二，禪修學習者理解一切諸法（所有現象）皆是仗因托緣、互相依存而生，

覺知許多事情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眾緣和合，更能夠感恩與惜福。 

2、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之歷程： 

（1） 禪修學習者生命意義觀點轉化學習歷程包含三個重要階段：因人生困境引

發為改善而改變的決心，或者從禪修學習到禪修觀念而引發轉化學習，非關

人生困境；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與形成新觀點；建立替代性的新觀點後，

將之落實於生活中，或透過學習與行動重新面對生活。具體而言，禪修學習

者的轉化學習歷程各別對應了「關鍵事件」、「批判反思」與「實踐行動」三

階段。 

（2） 禪修學習者從禪修習得的觀念，在透過禪修學習者批判反思原觀點後，形

成新觀點，所呈現的是禪修學習者不一定在經歷人生重大事件時才能引發轉

化學習，「禪修學習」亦可能成為引發轉化學習的關鍵事件。 

（3） 禪修學習者皆經歷了反思與修正既有觀點的階段，可以說，批判反省能力

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 禪修學習者在信受禪修觀念與方法，例如「三世因果觀」，以及靜坐和誦

《心經》後，皆能從檢討別人轉變為反求諸己，覺察與修正不好的習性，或

者轉變人生目標，讓生命更有意義，所以上述禪修觀念與方法皆是的進學習

者轉化學習的重要助力。 

（二）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結論，提出下列建議： 

1. 根據研究結論顯示，禪修學習者瞭解「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重視自己在每

個當下，心念有沒有安住在善法上。所以，建議禪修學習者，時常聽經聞法，

思惟佛法的義理，幫助自己起不正確念頭時，起覺照；或可藉誦經將心安住

於善法上，收攝散亂心。 

2. 根據研究結論顯示，禪修學習者因能從因上反省，所以能從黑暗轉向光明面。

佛法講「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外境本質，虛妄不實，我們發出何等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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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了外境對我們展現的面貌和意義。所以，建議禪修學習者，當面臨生活

問題時，從因上反省，然後從苦當中出離。 

3. 根據研究結論顯示，禪修學習者體會到當下這一念心是最正確的，把握當下，

專注於當下所做的事，才是最踏實的，要練習不牽掛過去，不擔心未來，所

以，建議禪修學習者練習處處作主，起雜念、妄想時要收攝這念心。 

4.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禪修學習者，所以，研究結果所呈現的是禪修學習者之

經驗，與其產生之觀點轉變與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研究，研究對象可擴及

禪修學習者的家人和朋友，能從更全方位的角度，呈現禪修學習者觀點轉化

後，於生活中所產生的改變與影響。 

5. 由於觀點轉化歷程，必須包含生活型態的改變，轉化學習更代表學習結果能

的使學習者，產生影響未來經驗有重大改變，故建議未來研究，訪談大綱可

加入「請舉例說明，當您觀念轉換後，如何將新觀點運用於生活中？」，作

為禪修學習者觀點轉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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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教規範倫理學》的護生觀 

論死刑犯生命倫理 

 

 

吳文山∗
 

 

摘要  

死刑犯不僅以他人的生命為處理事情的手段、方法、目的，尚要以自己的生命為

處理事情的手段、方法、目的，被害人與犯罪者都要以付出生命為代價，對社會家庭

都是一種雙重損失，把損失狀態拉到最高。筆者想從《佛教規範倫理學》的護生觀點

呼籲社會大眾，在民主化的社會中應建立，不以人的生命為處理事情的手段或方法的

最高道德共識。以生命作為懲罰手段是最簡單、最粗暴、最不擇手段的方法，現代化

的民主社會，民眾各種知識資訊深植人心，在時空背景轉換下，現代人應思考以生命

作為懲罰手段是否仍有留存的必要？如以終身監禁替代死刑之執行，可以給死刑犯一

個趨向於善的機會，也給台灣社會提供一個安詳、和諧、關懷、互助為主動力的社會，

終身監禁也免除死刑犯再危害社會大眾的機會，也表達了台灣社會是一個成熟的人文

社會。而最主要的理由是道德的價值觀與對生命的尊重，這種道德觀的層次，就是讓

民眾覺得彼此對生命有一種非常珍惜、尊重的一件事情，在民眾的互動中，大家儘量

避免使用暴力的手段，使台灣的社會不會發生那麼殘暴的事情，讓台灣社會的人，性

情溫和下來，無形中建立起一個安詳和諧的社會，慎重的對待生命，應是人類共同的

共識。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死刑犯、護生觀、道德、價值觀、自通之法 

                                                 

∗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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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最近觀察到政府在執行死刑犯的槍決，多與社會的新聞性相連結，有一種無

形的趨勢，將執行死刑作為社會輿論的轉移或一種新聞遮蓋（請查閱台灣平面媒體四

大報 103年 4月 29、30日，5月 1日三天 1、2、3版面新聞佔有率可知），這種趨勢

是無形的，政府更不可能承認，但其作用卻是非常明顯。個人想從《佛教規範倫理學》
1的護生觀點呼籲政府政策之執行人員，在民主化的社會中應建立，不以人的生命為

處理事情的手段或方法的最高道德共識。 

本文內容主要以昭慧法師撰寫《佛教規範倫理學》的護生觀為理論基礎，以筆者

碩士論文「臺灣矯正機關宗教教化問題之研究—以死刑犯為例」為撰寫內容資料。另

本篇的死刑犯專指死刑判決經三審定讞者，起訴求處死刑、一審判決死刑、二審判決

死刑、更審判決死刑都不是本文討論的死刑犯。 

二、台灣死刑犯之現況及管理與羈禁環境  

在以前於死刑判決確定一週內執行的情況，確實無需太關注死刑犯之現況。但自

王清峰前法務部長不簽發死刑執行令後，此議題實值大眾關懷， 以民國 103年 7月

15 日為基準日，死刑確定者累計有 61 人，個人在民國 99 年開始訪談時，當時判決

定讞者有 44 人，這期間共執行 5 次死刑犯的執行，99 年 4 月 30 日執行 4 人，100

年 3月 4日執行 5人，101年 12月 21日執行 6人，在民國 102年 4月 19日執行 6

人，民國 103年 4月 29日執行 5人，死刑確定者尚 46人（此人數會因時間的不同而

不同，因法院尚在判決死刑）。 

現行死刑犯之管理與羈禁環境兩者息息相關，因現有死刑犯之羈禁環境一般都與

被告重刑犯同一棟舍房，同屬於一個日勤戒護主管管理，及最少 6個夜勤主管管理（為

因應週休二日夜勤管理人員會分成二股，每股分成 A、B、C三組，A、B值班 C就

休息，但因人力不足 C組人員須輪加班）。平日上班時間因都由同一位日勤戒護主管

管理，此位主管一般都是有相當管理經驗，處事圓融、能屈能伸，死刑犯的接受度較

高，但如為夜間或假日一般為夜勤人員管理，很多為欠缺經驗或新進人員，管理不是

過嚴就是過鬆，要求不是過於嚴苛就是放縱不敢管理，加上 6位夜勤人員互不溝通，

各自標準不一，死刑犯很難適應，如 A004言管理方面是不洽當，難怪很多對立的緊

張的氣氛，完全沒人性的那種。 

                                                 
1 釋昭慧，《佛教規範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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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死刑犯羈禁於約二坪多房間（含睡覺、吃飯、廁所、洗澡、洗手抬空間），

24小時生活在裡面（很少有出舍房的時間）。大部分為二人同房，另一人不一定為死

刑犯。如收容人數增加時就必須收容到三人（被告舍房常會因人數增減變化），獨居

一人的情形較少，一般有特殊情況才會准予獨居一人，如違規、嚴重擾亂秩序、自殺、

死刑犯自己強烈要求獨居。在禮拜一至禮拜五有 30分鐘的運動時間，但遇有下雨或

機關有重大活動或戒護人力不足，會不定時停止運動，其他除非有特殊活動，如接見、

宗教教化、輔導員個別輔導，幾乎整天都在舍房裡，最常的活動是打電動、看電視、

看書、有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會用大部份時間誦經、禮拜、抄經。大部份死刑犯每天都

過得很忙，不敢讓自己有空閒時間，一定會讓自己忙得忘記時間，且讓自己保持在很

累的時候才會睡覺。 

三、死刑犯的生命倫理觀  

死刑犯判決定讞者，有面對隨時執行的壓力，心中認定一定會執行，但有些人希

望能不被執行，再加上媒體輿論，國際政治、歷任法務部長對死刑執行有不同見解，

有時間隔長時間沒有執行，有時又執行死刑，讓死刑犯有一種完全不由人的無奈，所

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如 A008所言有面對活著的壓力，不知如何面對每天的生活，

茲就觀察的現象以面對執行的心態及情境分別敘述如下： 

（一）死刑犯面對執行的心態 

第一個心態，會害怕、恐懼。幾乎訪談的 16個死刑犯都是這樣，只是有人在訪

談中有說明，有人不願談到此議題。A001：我們憑良心講，如果說不怕，那是騙人

的。A003 說：怕又不願，想哭但哭不出來。A004 說：整個人都亂掉、緊張。A006

說：既期待又害怕，看不到未來，活的蠻無奈未執行是恐懼，執行的當下是種解脫。

A007 說：個人覺得我會下地獄。A008 說：人走到這個地天好像說說場一樣。A009

說：沒接觸宗教之前對死亡還有些恐懼。A010說：恐懼，那種的很自然的。A012說：

非常驚慌，食不下嚥、寢食難安，甚麼時候再來一下，沒人知道那一次輪到。A013

說：心裡做好準備，等天要被執行，說不害怕是騙人的。A016 說：也是平凡，有時

候會說，壓力也是有。 A018陪過死刑要執行的人，以他所觀察的親身經歷，死刑確

定要執行的人，他一躺下去，恍神就會起來，會驚嚇、嚇到。 

第二個心態，每日準備好等死刑的執行，在執行死刑時間之前把自己該準備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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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提前坐在舍房門口等，A008 說：週一至週五，從早上起來，都是在等晚上

八點被執行，大概時間到了，就坐在那邊等。A012 說：甚麼時候再來一下，沒人知

道哪一次輪到我，每天就是把自己都準備好了，東西都整理好了、打包好了坐在門口

等。 

第三個心態，不需要面對死亡。如 A005所言：死在不同的時刻會有不同感受的

程度、不同的答案，不需要面對死刑。A015 生死看很開，只要家人有來接就好，不

會去想死的恐懼。 

第四個心態，絕望、放棄、沒有希望、心完全死了，A020 觀察死刑犯指出我的

感覺是絕望的，真的絕望的。A015說明死刑定讞時就放棄很多。A018指出死刑定讞

的人，認為已經沒有希望了。A019也說死刑定讞的人心都已經完全死了。 

第五個心態，求速死，早死早超生，A002言：說一句坦白話就是早死早超生啦。

A007言：罪有應得，趕快執行，最後一個選擇權或公民權利。A012言： 95年開始

定讞之後，我就一直在申請執行，你們什麼時候要槍斃、要執行，請優先考慮我，我

找到一個最好的平衡點，槍斃我。 

第六個心態，寧願死，也不要終身監禁，A002 說：萬一，法務部死刑廢除，改

終身監禁，只是每個人不是這樣想的，我寧願死，我也不要終身監禁。A009 說：終

身監禁，聽到這個名詞就想說，死死好了！我乾脆死一死好了！不如死好了！很多人

聽到關一輩子出不去了，乾脆把我拖出去打好了。A011 說：實在說我們很不要給他

們廢除的，甘願大家都給他打掉，因為厚，假沒命可回去了，啊給你關傷心的，犯人

就這樣，怕關不怕死。A014 說：有一個問號要不然說要執行嗎？若是記者問我，我

一定舉雙手說要呀，做了壞事被判死刑，當然要執行，不然要法律做什麼？A017說：

他們說廢除死刑，要關終生監禁，我說那開槍打死我好了，才不用那麼痛若。 

（二）死刑犯面對執行的情境 

死刑犯一旦被判決定讞，在以前定讞七日內執行的情況，死刑犯會有立即執行的

情境產生，但在一段時間沒執行後也有不同的情況，星期一至星期五都在等待被執

行，只有週六、週日或國定假日心情最沒有緊張的狀況，死刑犯描述等待要被執行情

境，其中以 A003所描述的狀況最令人動容，A003描述自己要被執行時的情境如下： 

1. 食之無味，腦筋一片空白，就跟你說，連吃飯哦，人家說吃飯都會有鹹淡味

道，完全沒有啦。 

2. 準時的生理時鐘，到晚上八點多時心臟就碰碰碰碰加速，菸就一隻接一隻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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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點過差不多十分，心臟就緩和下來了，又多活了一天。 

3. 等死很殘忍、太殘忍了，我沒有騙你，我等了十年。 

4. 有時候晚上蓋著棉被都想哭但哭不出來。 

5. 都吃飽等死，那時都不會去想什麼，就是要等給打掉而已。 

6. 我說真正的，整個人喔，人講精氣神都沒了，散去，人講三魂七魄都跑沒去，

真正，整個人憨去。 

A008描述自己面對死刑的情境，有下列幾點： 

1. 週一至週五，從早上起來，都是在等晚上八點被執行，大概時間到了，就坐

在那邊等，反正就八點之前，該作的都已經弄好了。就一到五比較很緊繃，

碰到禮拜六禮拜天就比較稍微放鬆一點，可是到禮拜一時，喔腰骨繃起來。 

2. 白天屬陽、晚上屬陰的，遊走陰陽兩岸，不人不鬼的樣，因為一隻腳已經踏

進去了，然後一隻腳在外面。 

3. 我進來之後遇到四個執行死刑，那時候感覺，都很嚇到、很震撼的感覺，比

方說還有推方子怕軟腳的話，推方子把你載去刑場，方人走到這個地天好像

說說場一樣送去，要去那個（苦笑）。 

4. 覺得現在嗯，像苟延殘喘、苟且偷生啦，那種感覺，真的一天過一天，吃飽

睡、睡飽吃。 

5. 現在活的好像沒什麼價值，有時想，奇怪外面的人，怎麼會那麼容易就自殺，

怎麼這裡就不行，就會有比較悲觀的念頭，很矛盾就好像兩個自己一樣拔河，

就對啦，尤其會完客之後，壓力啊，活著的壓力，笑，真的活著的壓力。 

四、死刑犯與宗教在生命倫理上的連結  

在訪談中對自己衝擊最大的是，每個死刑犯的價值觀是普遍的不好或跟一般人不

一樣，作違法的事對很多重刑犯來說，他們不是在作違法的事，僅是因為生活所需不

得已的，更多的想法是巳經被抓到、被關了，不再欠什麼了？他不會想到他傷害了誰？

或誰受到了傷害？更甚的是這種傷害都是不可回復的或不可彌補的。像 A021（曾判

死刑後改判無期）就強調他犯案後，腦筋想的是什麼？他想的是怎麼再把這個犯罪的

過程簡化，比較不會被抓到，想的是犯罪過程怎樣完善它，不會被人家發現。他腦筋

就不自覺得這樣想，他不好的事情還在研習。從訪談中也了解，有死刑犯花費很多時

間在宗教信仰上，而慢慢的改變自己的想法，變得比較健康、正常、不會常有想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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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事的想法，宗教所產生的教化功能剛好能克服此不好的價值觀。死刑犯與宗教在生

命上的連結，最主要的能量是宗教所產生的清淨心剛好能淨化死刑犯本身的邪念、惡

想、犯罪的念頭，並克服此不好的價值觀。茲就死刑犯與宗教連結的功能敘述如下： 

（一）死刑犯在宗教的第一個連結的功能是可以淨化死刑犯本身的邪念、惡想、

犯罪的念頭。由 A001、A003、A004、A006、A007、A009、A010、A012、A013、

A014、A015、A017、A018、A019、A020、A021等的談話都可以證明，尤其在 A018

的身上最明顯，宗教的規範對 A018的影響有五大方面。第一讓心安定。第二會去檢

討自己，為什麼會犯了大錯？第三以前都不會想到家人，現在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會

為家人著想。第四對自己所作所為產生後悔。第五持續後悔，產生一種正念，那種邪

念就慢慢排掉，比較正面的思考都會出來。由 A018證明宗教的規範真的可以淨化人

的邪念、惡想、犯罪的念頭。 A006 也是同一個現象，A006 自述之前的想法都是不

是很好，就是蠻齷齰，信了藥師佛之後，想法會比較好一點，就是想法會乾淨一點。

A004 就很肯定的說，宗教的規範可以達到教化意義，很多重刑犯有很多扭曲價值觀

跟一般人不一樣，宗教規範的教育都是勸人向善，教人做好事，做善事，人犯願意接

受這一點的話，這個宗教教化的意義就達到了。 

（二）死刑犯在宗教的第二個連結功能是能讓收容人遵守社會規範，適應社會生

活，宗教的心行能淨化身、口、意等業行，如能由心意識建立清淨心，那身行、語行

隨即也清淨，一個身、口、意清淨的人，就不會去做犯罪的事，一個不會犯罪的人自

然能適應社會生活，在研究上虔誠的宗教信仰能從死刑犯或重刑犯的內心去自覺、自

省，淨化不好的想法，進而改悔向上適應社會規範。。 

（三）死刑犯在宗教的第三個連結功能是能讓收容人遵守監規，一個人能適應社

會生活自然能遵守監規，在戒護安全管理上可讓戒護管理員執勤時減輕壓力，間接協

助戒護管理穩定囚情的目的。戒護管理與收容人的互動是活的，每天變化不定，隨時

在變動，有時人犯壓力大，有時管理人員壓力大，如沒有一定規則在互動，那生活在

此的人都是苦不堪言。宗教對人的情緒穩定是很明顯，其實在監所戒護管理最核心的

問題，都是管理人員與人犯之間情緒的互動，掌握情緒穩定就一定可以達成囚情穩定

的目標。 

（四）死刑犯在宗教的第四個連結功能，展現台灣社會的人文關懷作為，對即將

執行死刑的人犯尚能以宗教教化的形態，由宗教人士的協助，表達慰問與關懷，並能

穩定其情緒，克服面對死亡的恐懼。現代的社會在評價這個社會時，往往是以這個社

會如何付出或這個社會做了什麼？評價這個社會，台灣社會對這些即將被執行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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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尚能以自己的行為積極關懷，傳遞一種成熟的民主素養，展現了人文關懷與台灣

是一個高度成熟的民主化社會。死刑犯是被社會拋棄的人，其在犯罪時是殘暴可惡

的，但在死刑定讞時，往往成為最弱勢、俾微的人，不僅感受到被所有的人拋棄，甚

至連死刑犯都拋棄自己了，在如此的情況下，社會尚能以成熟的人文作為對其關懷，

確實表現人文社會的內涵。 

（五）死刑犯在宗教的第五個連結功能，協助死刑犯找到生存的理由、存在的價

值。有些死刑犯在剛犯案，被逮捕收押時有輕生的想法，如 A001、 A004、A005、

A009、A010、A016等，有的是自己所犯的錯太大，死傷很多人，有的是本身道德感，

愧疚心重，有的自認沒有受到司法公平對待，有的自認受到冤屈，有的要同歸於盡。

這些死刑犯剛犯罪被捕時都很難過，有人甚至整天都想著找機會自殺，如 A004所言：

死刑犯看自己的生命價值很低，那看別人的生命價值就更低了。宗教教義符合這些死

刑犯心理的需求，使死刑犯找到生存的理由、存在的價值。 

（六）死刑犯在宗教的第六個連結功能，以宗教的觀點化解死刑犯面對死亡的恐

懼。A001、A004、A006、A007、A009、A010、A012、A013、A015 在言談中，均

以宗教的觀點化解死刑犯面對死亡的恐懼，尤其宗教教義中的來世觀點讓 A004、

A006、A007、A009、A010、A012、A013、A015等有一點期待的想法。筆者在工作

中親見與耳聞的，在死刑犯面對死刑執行的壓力下，比較特異的有精神異常，如幻覺、

幻聽，A018 所描述的死刑犯看到父母親在舍房浴室被追殺，結果什麼都沒有。而自

言自語、打人、傷人、踢房門算是較一般現象，嚴重一點是自傷、自殺等，有些死刑

犯的行為對戒護管理員有威脅或恐嚇，再加上其豁出去的心態，對戒護管理員的管理

造成重大的困擾。死刑犯在宗教師的帶領下，以宗教來世觀點，真的可化解死刑犯面

對死亡的恐懼，使死刑犯能過日常生活。 

五、死刑犯對生命倫理的反思  

筆者在訪談A011時特別對他承諾如有機會發表文章時會將他的人生經驗與觀點

告知有小孩的父母，在訪談時 A011強調可以他的經驗為世人所警惕，特別強調家人

要把因無法管教小孩或不知如何管教小孩時，將小孩推給國家公權力來管教時應特別

三思，A011言：「給他入去關，關出來看會不會變好子，那是會顛倒反效果，那是關

一次壞一次越關越壞」，A011希望將這樣的觀念或概念普為社會大眾的家長所知悉，

家是人類最溫暖和有包容力的地方，犯錯或作對不起家人的時候，家人第一個觀念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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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都是原諒，如果家裡都沒有辦法改變小孩，那在其他的地方更不可能改變小孩，其

實時間會給人機會的，只要用耐心、愛心大部分的小孩都會回歸正軌，只是時間長短

的不同，堅持最後的人可以挽救一個小孩，千萬不要將自己的小孩推給公權力機關，

那是一個沒有個人尊嚴與自尊的地方，一個沒有尊嚴與自尊的人，在自由的社會是什

麼事都敢作的人，一個什麼事都敢作的人到最後幾乎都是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人。

A011有家庭因素，一個是他是給人養的小孩，非父母親生，一個是養父常喝酒打人，

所以自小離家，沒錢就偷竊或作案，一生中幾乎沒有工作過，完全靠社會養活他到被

執行死刑約 57歲，社會成本的付出無可計數，A011的一生是最標準的犯罪人生涯，

僅只讓社會負擔沒有貢獻或付出，雖然最後有器官的捐贈遺愛人間，但其造成的損失

已完全無法補救，社會對這個區塊的關注力量遠遠不夠，如能在少年時就能挽救個案

即時走上正軌，不僅救他也是社會的自救，被害人也能免於被殺害，不僅社會免於經

濟損失，在整體的社會安全感也有促進作用，如 A011所述，那沒辦法算，就只要在

外面就在作（指犯案）。 

筆者在訪談中也發現一些死刑犯的言詞可為人所警惕與省思，而這些警惕與省思

是用很多人的生命所換來的，含死刑犯本身，這些言詞不是筆者要同情死刑犯的立

場，而是基於本文能讓他人聽到死刑犯的聲音與訪談的唯一性（因為已有六人被執行

了），更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教育功能，祈能讓一再犯罪者能因死刑犯反思的言論

而能提早適應社會生活，人要適應社會生活最大的因素在於改變自己，期望因這些死

刑犯最深刻的感受提醒其他犯罪者，早日改變自己而趨向於善，不僅自己救自己尚也

因自己的改變救了全家之人，真正創造幸福美滿人生。 

A001 指出，謊言說一句，人的快樂度，刻度就會少一度。表示一生想要做的事

情，帶走他人不如意事，幸福快樂你們留下來。 

A002 言：這是一個苦的世界，不僅活在這個苦的世界中，還用時間慢慢的折磨

你，活也是一種痛苦，死也是一種痛苦。 

A003的感慨，壞事不要去做，交朋友要選擇，生命很窄，人生很美滿，要珍惜。 

A004 說：一個會無法無天的人，造成一些惡果來到這個地方很苦，犯人覺得被

關心，比較不會暴力或犯罪。 

A006 感嘆：世界上最蠢的事情大概就是殺人了，犯了一種沒辦法彌補的錯誤。

又言：在監禁中一直重複同一天的今日暫停止，就是我現在過的日子。 

A007說：遇到挫折後的感觸，心猿意馬的昇華，人一定要經過很多的困難之後，

那個心猿意馬的心才會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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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8 說出，一失足，人生就這樣沒了，連累家人，對不起受害人，又言：爸爸

不是自己的爸爸，媽媽不是自己的媽媽，那種家人感覺不在。 

A009 言：自覺是一個自私又逃避責任的人，有點類似窮途末路的感覺，走投無

路，又言：監獄就是關人的地方，那把人關了以後，一個人的人生就毀了。 

A010感嘆：真正深深體會，進來這裡關，真正有夠痛苦的日子。 

A011 指出：壞事越作越大，越作越有膽，賭害我一生，我就是為了這個賭，今

天才會走到這一條路。 

A012 感慨，任何東西就是有得必有失，要做甚麼事之前，要先把後果想好，想

好了再做，這樣人生才不會有意外。 

A013 指出，自己最珍貴的經驗，千萬不能賭博。可以重來一次我把賭博拿掉之

後，我覺得我應該是，不會算是特別好的人，但一定是奉公守法的正常人。 

A014 的經驗，人若還活著不要去做壞事情，重要的是要有知足的心，才不會有

負面的壞的事情，不對的事情發生。 

A015 說：是自己害自己，吸毒啊，很內疚啊，為什麼我會犯下這個錯，我不吸

毒我今天不會這樣，再言：這輩子沒有回去的機會了，有心把經驗讓後面的人，不會

再走相同的路。 

A017 言：在這裡關的每一個人，如能三省吾身，這個社會應該會變的得祥和，

這裡關的人，人生來到這個世間，真的很可惜，又言：自己在房裡的宗旨，要勸人向

善的宗旨，永遠會一直去推，感覺有時人犯錯並不會丟臉，丟臉的是，既然已經犯錯

了，不會反省、不會去覺悟。  

A018指出，人真的壞事不能做，做了真的是傷害家人，把自己也害了，很後悔，

心裡還是對被害人非常的虧欠，又言：死刑犯多壞，走到這一步都一樣，不怕是騙人

的，那你多壞，最後連累的都是爸媽，像這樣關誰來看？他說起先是朋友會來，後來，

就只有爸媽了，兄弟姊妹，朋友都騙人的。 

A019感嘆：在裡面已經耗掉十幾年說實在不算活著，被關不算活著。 

A020 感悟，關這一趟，人生真的有改變，真的想做公益，想做不一樣的改變，

世間不一定要作有錢人，不欠人家錢、有飯吃，就最幸福了。 

六、以《佛教規範倫理學》的護生觀論死刑犯的生命倫理  

《佛教規範倫理學》中的護生觀有自通之法、相依性、平等性及三層次的倫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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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由該書的論述可證明，如： 

「護生」為道德的根源，為道德的最高準繩，這是人心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

對自體以外其他眾生的關切同情。《佛教倫理學》（P. 86）由於佛法本是以「有

情」（亦即有感知能力的生命）為立義之大本，故佛教規範倫理學，大部分還

是著重「生命倫理」。 

《佛教規範倫理學》（P. 140）然而以「護生」為倫理實踐的圭臬，以「眾生平等」

為倫理之終極理想的佛教。《佛教規範倫理學》（P. 220）緣起法的相依共存與法性平

等，此二法則，被印順導師視為「慈悲的根本」。 

《佛教規範倫理學》（P. 90）三層次的倫理實踐有： 

第一層次的倫理功效，也是為眾生，為自己，以善性循環替代惡性循環的原理。

第二層次的倫理功效，斷惑證真，不起惡心、不造惡業，也不會再招感新殃的

「解脫道」。第三層次的倫理功效，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生生世世，不捨眾

生。經無量時劫的修行，終於圓成佛道。 

《佛教倫理學》（P. 76）茲就自通之法、相依性、平等性及三層次的倫理實踐，

分別論述如下： 

（一）護生觀的自通之法 

自通之法依《佛教規範倫理學》書中見解： 

從原始的《阿含經》到大乘經典，處處說明護生的道德基礎—「自通之法」，

如《雜阿含經》說：何等自通之法？謂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作是念：「若有欲

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

不樂殺生。（P. 85）「自通之法」極類似儒者所說的「良知」，在倫理學上名

之為「黃金律定理」（P. 87）持戒與布施，前者是消極的不害於他，後者則是

積極的施與快樂，此兩者莫不來自「自通之法」。（P. 89）從一般凡夫所奉持的

布施、持戒之法，到聖者的菩薩心，「無緣大慈」與「同體大悲」，初莫不以「自

通之法」作為基礎。（P. 89）可開展出自通之法的分項為良知、布施、持戒、

慈悲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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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良知的德行：死刑犯 A015 言：這輩子沒有回去的機會了，有心把經驗讓後

面的人，不會再走相同的路。A018 指出，人真的壞事不能做，做了真的是

傷害家人，把自己也害了，很後悔，心裡還是對被害人非常的虧欠。A014

的經驗，人若還活著不要去做壞事情，重要的是要有知足的心，才不會有負

面的壞的事情，不對的事情發生。A006 感嘆：世界上最蠢的事情大概就是

殺人了，犯了一種沒辦法彌補的錯誤。死刑犯也是一個人自然具有人的良

知，人在作惡時心處於負面能量，當負面能量消退處於平常狀態跟你我真沒

差別，最大問題在於如何讓人常保在良知的狀態？這個依佛教教法需要的是

學習，即數數善習。 

2. 布施的德行：死刑犯 A011 一生不喝酒、不吸毒，但就特別愛賭博，且犯罪

無數自己都不知道犯案多少次，幾乎以犯罪為生，實為社會的一大負擔，筆

者感覺 A011這一輩子可能很少作好事，但於 2011年 3月 4日執刑死刑時卻

能捐贈器官，遺愛人間，對於受贈者恩惠之大，非一般人能想像，可見好人

壞人由 A011 身上真正驗證到是一念之間的事，相同的一個人一念惡即惡一

念善即善。捐贈器官是護生的行為，在人世間真的很少人真正作得到，但

A011死刑犯作到了。 

3. 持戒的德行：在筆者訪談的 21 個個案中沒有一個人是持戒的，持戒有防非

止惡的功能，消極上可避免傷害其他生命，一個人如能持戒清淨自然能保自

己善行就可遠離惡行，犯罪行為自然遠離，由此可明證持戒真是一個人最好

的防護裝備。 

4. 慈悲的德行：慈悲心非一般人都能具有，更不用說訪談的死刑犯，作者在接

觸佛陀教法前真的不太明白慈悲二字的真實意義，慈悲心是要時時、常常長

養的，一般天生的很少，慈悲的德行比持戒的德行更要上層次的德行，真具

有慈悲心的人其心是非常柔軟的，親和力更無與倫比，更不可能沾染殺傷其

他生命作為。 

（二）護生觀的相依性 

依「緣起」法則以觀：存有的任一現象（有情包括在內）原都不是個別孤立而可

以單獨存在的，須要有「眾緣和合」以成就之。因此，因緣所生法本身，就與其他的

因緣所生法，有著「相依相存」的複雜網絡。因此，對其他生命的尊重，就不祇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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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的主觀好惡或情緒因素，在主體對客體同情共感的象背後，有其「法則」存焉。《佛

教規範倫理學》（P. 91）現代社會生活人與人或環境之間的互動更綿密繁複，人與人

之間更需要相依相存，而由「相依相存」產生「護生」原則，亦即消極的不惱害他或

積極的利他，死刑犯明顯違背此項原則，本研究訪談的 21位中共有 19位曾殺人致死，

共有 29個被害人死亡，加上 16位死刑犯，合計損失 45個人的生命。不管在社會、

家庭、個人全部都是受傷害的，且這種傷害都是不可回復的，因為死刑犯欠缺「相依

相存」產生「護生」原則，雖然此「護生」原則內涵於人的生活中，但卻是少數人主

動覺知而非多數人普遍性的覺知，可見護生的理念也是要推廣教育的，如法務部於

2009 年通函各矯正機關，積極辦理「矯正機關生命教育深耕計畫」，在該函文內說

明，生命教育係指以生命為核心議題的課程，其目的在於營造以人為本、維護人性尊

嚴的和諧社會。 

（三）護生觀的平等性 

「諸法緣生無自性」，即是佛家「眾生平等」的理論依據。以這法性平等一如的

法則，拿來觀照緣起法的差別相時，不再祇是從相依相成的關係，而產生對其他有情

的同情共感，而是進一步體悟自他的無二無別。相依共存的同情共感，還只旦跨越了

「自」與「他」的藩籬。如今法性平等，自他無二，連「自他藩籬」的真實性，也已

了不可得。《佛教規範倫理學》（P. 92）體悟自他的無二無別的平等性，這個理念在作

者訪談的 21個死刑犯身上沒看到，死刑犯本身沒有人提到自他的生命上的平等性，

A004 就說死刑犯對他自己的生命價值就看得低，對別人的生命價值看得就更低了，

人就什麼都不在乎，體悟自他的無二無別的平等性幾乎達出世間的見解，這在一般人

都不易達到，在死刑犯身上更難觀察到，但 A006就說：就是想到自己父母，也想到

他父母，那想說，把人家兒子殺掉，人家心理那種的痛是永遠的，對啊，啊想說，如

果真的還可以去做一些回報的話，就是說補償的話，我可以做甚麼？就想了好久，想

了一兩個月，覺得真的沒甚麼可以去彌補的，所以一直覺得說，啊真的，就是覺得啊

真的錯了，我真的犯了一種沒辦法彌補，怎麼樣都沒辦法彌補的錯誤。《訪談稿》（P. 

357）雖尚未達到自他無二但也可說自他互易了，其實如果真達到自他無二，不太可

能作出傷害他人或殺害他人的事情。 

（四）護生觀的三層次倫理實踐 

佛陀講述因果，旨在令吾人把握當前，努力行善，以注入善因的方式，改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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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因果網絡，以期現生後世離苦得樂，這是第一層次的倫理實踐，所得的福

樂叫做「現世樂」與「後法樂」，乃至離大苦聚，證得涅槃這是第二層次的倫

理實踐，所得解脫叫做「究竟樂」。這還是從「逮得己利」方面著眼。若以菩

薩利他而言，一切心行莫不以「護生」為前隄這是第三層次倫理實踐。《佛教

倫理學》（P. 72） 

本文研究的對象為死刑犯比較特殊，幾乎不能回歸社會，但是其他人犯不管所犯

刑期多重，最後這個人犯仍要回歸社會生活，因此人犯在監獄的生活是一種循環體

系，而循環體系的正循環或負循環，對整個社會是很重大影響，只是一般人不易察覺，

甚至國家管理者也只是把社會上，不符合社會規範的人抓進監獄，就沒事了的觀念，

均不知監獄是社會的循環體系之一，負循環對社會資源的付出有多大，根本沒有人知

道，顯然目前台灣的監獄功能正處在負循環的狀態，如在監所執行有期徒刑的人，有

高達百分之 76﹒7的累再犯（此累再犯指所有在監人數比率，與新收入監累再犯比率

百分之 67.4 不同），學者黃徵男指出在民國 92 年以前新收入監人犯累犯及再犯比率

均未超過 50%，98年新入監人犯有高達百分之 67.4的人犯是累犯及再犯2，由統計數

字明確顯示臺灣矯正機關這十年來一直處於循環體系的負循環，可合理的推論負循環

達到一定程度，社會的包容性負荷不了時，重大的治安危害又會降臨台灣。 

要扭轉上述惡劣的情況，需讓收容人與一般社會大眾學習「把握當前，努力行善，

以注入善因的方式，改變既有的因果網絡，以期現生後世離苦得樂」。很多人與社會

媒體輿論均認為人犯會再犯罪是矯正機關的責任，其實仔細觀察犯人在社會生活的時

間長還是在羈禁時間長，絕大部分的人犯在社會的生活時間長很多，是整個社會在影

響人犯而不是單純的矯正機關，矯正機關僅只是社會大體系下的一個小體系，真正影

響人犯是整個社會，因此由第一層次的倫理實踐來推動「努力行善，以注入善因的方

式，改變既有的因果網絡」實是最佳的途徑，第一層次的倫理實踐建立後，台灣自然

就是一個祥和社會，再由第二層次倫理實踐與第三層次倫理實踐自能建立道德觀與價

值觀，最初由少數人認知而成為多數人的共識，由特殊的群體進而為普遍性，甚至建

立護生的理念成為台灣社會大眾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就像台灣民主化程度，普遍為台

灣人民所接受甚至不可動搖，台灣人已經把民主社會當成高位階的道德觀，已不允許

違反民主社會的作法，那如何把生命價值的尊重提升至高位階的道德層次，並為台灣

                                                 
2 黃徵男，《21世紀監獄學—理論、實務與對策》，一品文化，99年 8月，五版，p.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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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普遍接受，除了教育的深度、廣度、連續性、持久性外，尚應由政府公權力開始，

其實中國式的「殺人者死」是由政府公權力所積極推動，因為歷朝的政府為維持政權

的鞏固都是由殺人開始，無形中政府公權力所為的殺人行為被合理化並為人民所接

受，所以政府公權力應積極改變目前的狀況，就由暫時停止死刑犯的執行開始。 

七、結語  

前法務部王部長清峰於 99年 3月 9日，在法務部全球資訊網發表一篇〈理性與

寬容－暫停執行死刑〉3文章，「死刑是最殘酷的刑罰，政府應帶頭尊重生命，並教育

民眾尊重生命」，並引法國維克多雨果名言「人類生命不可剝奪，是凌駕所有法律的

至高法則」。公權力的公部門展現生命教育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死刑犯的執行與否，

死刑犯已經被判決確定，應該就是說依法執行，但仍可依行政執行程序暫停執行死

刑，台灣就曾在民國 96年、97年、98年三年未執行死刑，一個民主社會對生命的尊

重，就要建立在生命的價值觀位階應高於其他價值觀，把這種尊重拉到很高的位階，

台灣現在所生活民主社會，就是很多台灣先輩前人所建立，已經是現在的台灣人的生

活共識，可以想像回到以前的極權政治生活方式嗎？可以確認台灣人已經把民主社會

拉到很高的位階的價值觀，不容任何人給予破壞。同樣的道理對生命的尊重，也是一

種民主社會建立共識的過程，只是這種過程不僅社會大眾的參與，更是公權力的公部

門要率先來做的。公權力機關可以先起步先做，雖然尚有很多人會反對，但政府可以

告訴大多數的民眾，政府不是要拿納稅人的錢來養這些死刑犯，最主要的理由是道德

的價值觀與對生命的尊重，這種道德觀的層次，就是讓民眾覺得彼此對生命有一種非

常珍惜，非常尊重的一件事情，在民眾的互動中，大家儘量避免使用暴力的手段，使

台灣的社會不會發生那麼殘暴的事情，讓台灣社會的人，性情溫和下來，無形中建立

起一個安詳和諧的社會，就像民主政治一樣，已成為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方式。 

以生命作為懲罰手段是最簡單、最粗暴、最不擇手段的方法，現代為民主化的社

會民眾各種知識資訊深植人心，在時空背景轉換下，現代人應思考以生命作為懲罰手

段是否仍有留存的必要？A001就直言：人會變一定要死刑嗎？在犯罪過程中 A004、

A011 和 A013 只是要偷或強盜，就因偷或強盜的過程而殺人及被判死刑，因為人把

金錢的價值淩駕於對人生命的尊重，被害人因被殺害而冤死，殺人者因殺人而被國家

判處死刑，犯罪者對生命是一種踐踏，國家公權力也在作同樣的事，在民主社會、有

                                                 
3 法務部全球資訊網站，王王王王理性與寬容－暫停執行死刑〉，99年 3月 9日發表，網址：

http：//www.moj.gov.tw， 2012年 12月 25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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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內涵的社會，對人生命的尊重應高於所有一切價值標準。殺人與被殺往往是等

號，是一種雙重的損失，殺人絕對不是處理事情的方法，而是讓自己真正的絕望。以

殺人為處理事情的手段，往往也是以被判處死刑的下場，都是殘暴的互動，只是展現

這是一個殘暴的社會，以現代人理解現代的文明不應該是這種現象，本文的 16個死

刑犯，都是做了損人不利己的事，將社會的損失拉到最高。以佛教教法的觀點死刑剝

奪了一個人老、病的過程，剝奪了數數善習的機會，剝奪了時間改變一個人的功能，

剝奪了直接苦受的體悟，助長一個人的惡念、怨、恨、殘暴之心，使其帶著數數惡習

往生，對有情眾生的生活環境是負面的影響，筆者長期從事矯正工作，觀察到一個現

象短期刑期的執行大部份是在助長犯罪能量，但也發現長刑期（約 15年以上）的執

行會徹底改變一個人，最明顯的殘暴之心降低、不計代價作壞事的心會趨近於零、所

有的雄心壯志都沒了，銳氣也沒了，A019 就表示被關不算活著，以終身監禁替代死

刑之執行，可以給死刑犯犯一個趨向於善的機會，也給台灣社會提供一個安詳、和諧、

關懷、互助為主動力的社會，終身監禁也免除死刑犯再危害社會大眾的機會，也表達

了台灣社會是一個成熟的人文社會。 

人是有生必死，死刑只是提早剝奪死刑犯的生命，殺害他人也是提早剝奪他人的

生命，最核心與關鍵的是時間，可是一般民眾感覺的好像人不會死，所以死刑是最嚴

重的懲罰，這樣的觀點與死刑犯的觀點有很大的差距，如「A001 說：高興執行死刑

的理由，我不必在這裡受難受苦。A002說：早死早超生，二十年以後又是一條好漢，

寧願死也不要終身監禁。A004說：判死刑不是懲罰，刑罰才是懲罰。A006說：未執

行是恐懼，執行的當下是種解脫，A007 說罪有應得，趕快執行，你要死就趕快死。

A009說：是應得的因果報應，生命也不過就這樣而已，終身監禁，乾脆死一死好了！

不如死好。A010說：人一生早晚早和晚也是要走這一條路。A011說：犯人就怕關不

怕死，外面百姓在反對，廢除、不要廢除（死刑），那不是他本人親身體驗不了解，

實在說我們很不要給他們廢除的，甘願大家都給他打掉，因為厚，沒命可回去了，給

你關傷心的。A012 說：相信沒有主權的生命不會有尊嚴，實務上每天的生活都是一

種煎熬，沒有自由，什麼都沒有，偶而想唱首歌還不行，定讞之後，就一直在申請執

行，什麼時候要槍斃、要執行，請優先考慮槍斃我。A013 說：受刑人是關一天少一

天，死刑犯是關一天多一天，心裡做好準備，等天要被執行，說不害怕是騙人的，如

果說真的要執行的話，就快點執行。」由死刑犯的言論可知死刑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那樣功能無限。死刑犯是真的要死的人，而不是推論，或視覺的看見別人要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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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要被執行死刑的人，從他們親身的經驗所展現的借鏡比較真實，這些死刑犯被

逮捕羈押後沒有一個不後悔的，只是有的明確表達，有的迴避不談。死刑執行是最血

腥、最殘暴的，但人類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真的只有這種方式才是公平正義嗎？在

台南發生一件殺童案，報載凶手說殺一、二人又不會判死刑4，他是真的從未在監獄

長久的執行，才會有此言行。A019曾言被關不算活著，A021也言被關時間跑得很快，

時間越快，我們死得越快。沒有長時間被關的人不知被隔離的恐怖，其實人的生活過

程就是時間累積出來的，很多時候時間與生命是等同看待，A002 曾言現在是活在一

個苦的世界中，不僅苦，還用時間慢慢的折磨你，等台南那位凶手也體會到時，絕不

會有那種言詞出現。 

護生觀對生命的尊重與珍惜，未能普遍的成為台灣社會的共識，有的死刑犯說不

可以殺人都懂、都知道，但是不得已，又不是精神病怎會以殺人為樂，幾乎大部分的

死刑犯都是這種立場，所謂不得已的判斷在那裡？在自己，完全自我的價值觀，這種

思考怎會是不得已呢？人作壞事作久了，最可怕的是自己認同自己是壞人，另一個可

怕的現象是那不好的念頭，或要作壞事的心不會平息，一直持續的不好念頭讓人越來

越壞而不自覺，這是佛教教法中的數數惡習。在人類社會中把生命當作一種利益隨處

可見，因此有很多人會因為自己的奇奇怪怪的慾望，作一些很不堪的事，事後的懊惱、

愧疚、後悔都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人應用另外一種態度來轉化這種利益，變成人

的一種觀念或價值觀，把生命的尊重提昇為道德觀念，並將這種道德觀念轉化為社會

的共識，可以避免 A004所言，死刑犯對他自己的生命價值看得很低，對別人的生命

價值看得就更低了。如 A006所言，犯了一種沒辦法彌補的錯誤，把人家兒子殺掉，

人家心理那種的痛是永遠的，如果可以補償的話，可以做甚麼？除了一句道歉，真的

什麼都沒有。每個人是獨特且唯一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回復性，人死不能復生，這

是一種自然法則，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慎重的對待生命，應是人類共同的共識。 

 

 

 

 

 

                                                 
4
 黃文博、楊逸宏/台南報導，中時電子報，2012.12.02，http//tw.news.yahoo.com，2012.12.30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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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法輪略考 
 

 

胡欣宜∗
 

 

摘要  

「轉法輪」這一片語常常被佛教界大眾廣泛使用在各種佈教的場合。探討「轉法

輪」之意義首先很難不先探討《轉法輪經》。目前學術界對於《轉法輪經》已經有很

充分的研究，「轉法輪」這一個片語也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之中有著豐富的討論，但是

對於「轉法輪」這一個片語在印度佛教的傳統底下的討論卻反而比較少見。在此篇論

文裡面，筆者將採取二個角度切入。第一是在巴利三藏中部及律裡面，都提到佛陀在

決定要傳法之後，首先碰到優波迦並且告訴他自己要去「打不死之鼓」和「轉法輪」。

因此將初探「打不死之鼓」和「轉法輪」的關係。第二是從印度傳統文化的角度切入。

佛教的成立很難脫離印度傳統文化等的影響，之前已經有學者 Asko Parpola從這個角

度切入，但是他的探討只限於「法輪」，而並不包括「轉」。因此筆者嘗試從他的研究

上之繼續擴展，並且使用印度傳統神話和巴利語源分析，來作進一步的解釋。 

此論文的目標是希望透過這些角度做分析，希望能對解決為什麼佛陀的教法使得

弟子了生脫死的這一刻被叫做「轉法輪」，而就「轉」、「法輪」和「轉法輪」的可能

含意作出初步探索。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轉法輪、轉法輪經 

 

                                                 
∗
 佛光大學佛教系博士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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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轉法輪」這一個片語也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之中有著豐富的討論，但是對於「轉

法輪」這一個片語在印度佛教的傳統底下的研究卻反而比較少見。 

在佛教藝術方面，「法輪」或是「轉法輪」出現，多是在佛教寺廟或者道場。法

輪的各種浮雕和繪圖，有時候是裝飾在佛陀說法的場景或雕塑之上，有時候則沒有和

佛陀的像一起出現，而如同舍利、菩提樹以及腳印一樣作為佛陀的代表物存在。 

在文獻方面，《長阿含經》卷 1裡面描述悉達多太子的父親淨飯王請相師對於悉

達多太子作預言的時候，就同時出現「轉輪」以及「輪法輪」二個詞：「若其樂家者，

當為轉輪王，…如象斷羈靽，出家成正覺。王有如是子，二足人中尊，處世轉法輪，

道成無懈怠。」1 此外，佛陀說法使人了生脫死常常被稱為轉法輪，例如在《雜阿含

經》卷 23裡面提到：「此處仙人園鹿野苑，如來於中為五比丘三轉十二行法輪。」2 

擬針對這個議題略為加以考證，希望能夠釐清在印度佛教的傳統下「轉法輪」的

可能意涵。 

二、轉法輪的文獻探討  

《轉法輪經》的版本經過 Piya Tan的整理再加上筆者所附之相關描述如下：3 

（一）巴利版本（大約於西元前一世紀寫下） 

1、巴利版本 1及巴利版本 2：經：S 5:420-435. 

Imasmiñca pana veyyākaraṇasmiṃ bhaññamāne āyasmato koṇṇaññassa virajaṃ 

vītamalaṃ dhammacakkhuṃ udapādi – ‘‘ yaṃ kiñci samudayadhammaṃ, sabbaṃ 

taṃ nirodhadhamma ’’ nti.4 

而當這個開示被說時，尊者憍陳如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1 《長阿含經》，T01, no. 1, p. 5a4-25。 
2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167b20-22。 
3 Pipa Tan, “Dhamma-cakka Pavattana Sutta”. 
4 內觀研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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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5 

Pavattite ca pana bhagavatā dhammacakke bhumm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 

‘‘ etaṃ bhagavatā bārāṇasiyaṃ isipatane migadāye anuttaraṃ dhammacakkaṃ 

pavattitaṃ appaṭivattiyaṃ samaṇena vā brāhmaṇena vā devena vā mārena vā 

brahmunā vā kenaci vā lokasmi ’’ nti.6 

而且，當法輪被世尊轉動了，地居天的天神們發聲道： 

在波羅奈鹿野苑的仙人墜落處，這無上法輪已被世尊轉動了，必將不被任何沙

門、婆羅門、天、魔、梵，或世間中任何者反轉。7 

Itiha tena khaṇena (tena layena) [( ) natthi (sī. syā. kaṃ.)] tena muhuttena yāva 

brahmalokā saddo abbhuggacchi. Ayañca dasasahassilokadhātu saṅkampi 

sampakampi sampavedhi, appamāṇo ca uḷāro obhāso loke pāturahosi atikkamma 

devānaṃ devānubhāvanti. 8 

像這樣，在那剎那(在那頃刻)，在那片刻，聲音傳出直到梵天世界。這十千世界

震動、搖動、顫動，無量偉大的光明出現於世間，勝過了諸天眾的天威。9 

2、巴利版本 3：律: V 1:10. 

Imasmiñca pana veyyākaraṇasmiṃ bhaññamāne āyasmato koṇḍaññassa virajaṃ 

vītamalaṃ dhammacakkhuṃ udapādi – ‘‘ yaṃ kiñci samudayadhammaṃ sabbaṃ 

taṃ nirodhadhamma ’’ nti. 10 

而當這個開示被說時，尊者憍陳如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5 莊春江，《南北傳雜阿含經選讀》。 
6 內觀研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7 莊春江，《南北傳雜阿含經選讀》。 
8 內觀研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9 莊春江，《南北傳雜阿含經選讀》。 
10 內觀研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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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11 

Pavattite ca pana bhagavatā dhammacakke, bhumm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 

‘‘ etaṃ bhagavatā bārāṇasiyaṃ isipatane migadāye anuttaraṃ dhammacakkaṃ 

pavattitaṃ, appaṭivattiyaṃ samaṇena vā brāhmaṇena vā devena vā mārena vā 

brahmunā vā kenaci vā lokasmi ’’ nti.12 

而且，當法輪被世尊轉動了，地居天的天神們發聲道： 

在波羅奈鹿野苑的仙人墜落處，這無上法輪已被世尊轉動了，必將不被任何沙

門、婆羅門、天、魔、梵，或世間中任何者反轉。13 

Itiha, tena khaṇena, tena layena [tena layenāti padadvayaṃ sī. syā. potthakesu 

natthi] tena muhuttena yāva brahmalokā saddo abbhuggacchi. Ayañca 

dasasahassilokadhātu saṃkampi sampakampi sampavedhi; appamāṇo ca uḷāro 

obhāso loke pāturahosi, atikkamma devānaṃ devānubhāvaṃ.14 

像這樣，在那剎那，(在那頃刻，)在那片刻，聲音傳出直到梵天世界。這十千世

界震動、搖動、顫動，無量偉大的光明出現於世間，勝過了諸天眾的天威。15 

（二）中文譯本 

1、中文譯本 1：T109 （翻譯於西元二世紀） 

《佛說轉法輪經》卷 1：「佛說是時，賢者阿若拘鄰等及八千姟姟姟姟天，皆遠塵離垢

諸法眼生。其千比丘漏盡意解，皆得阿羅漢，及上諸習法應當盡者一切皆轉。眾祐法

輪聲三轉，諸天世間在法地者莫不遍聞，至于第一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術天、

                                                 
11 由於此段落律的巴利原文與上面所引相應部的原文完全相同，因此中文翻譯直接採用莊春

江對相應部的翻譯。 
12 內觀研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13 由於此段落律的巴利原文與上面所引相應部的原文完全相同，因此中文翻譯直接採用莊春

江對相應部的翻譯。 
14 內觀研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15 由於此段落律的巴利原文與上面所引相應部的原文完全相同，因此中文翻譯直接採用莊春

江對相應部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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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驕樂天、化應聲天，至諸梵界須臾遍聞。爾時，佛界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皆大震動，

是為佛眾祐，始於波羅[木*奈]以無上法輪轉未轉者，照無數度諸天人從是得道。」16 

2、中文譯本 2： T99 （翻譯於西元五世紀） 

《雜阿含經》卷 15：「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尊者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憍陳如白佛：『已知。──世尊！』

復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拘隣隣隣隣白佛：『已知。──善逝！』尊者拘隣隣隣隣已知法故，

是故名阿若拘隣隣隣隣。尊者阿若拘隣隣隣隣知法已，地神舉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木*

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所未曾轉，

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以義饒益，利安天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眾。』

地神唱已，聞虛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

在天展轉傳唱，須臾之間，聞于梵天身。梵天乘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木*

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世間

聞法未所曾轉，多所饒益，多所安樂，以義饒益諸天世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

眾。』世尊於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17 

3、中文譯本 3： T110 （翻譯於西元八世紀） 

《佛說三轉法輪經》卷 1：「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佛告憍陳如：『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

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阿若是

解了義)。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痆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

間，為大饒益，令同梵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盛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

如是告，虛空諸天四大王眾皆悉聞知。如是展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至梵

天普聞其響，梵眾聞已復皆遍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18 

4、中文譯本 4： T428 （翻譯於西元五世紀） 

《四分律》卷 32：「如來說此四聖諦，眾中無有覺悟者，如來則為不轉法輪。若

如來說四聖諦，眾中有覺悟者，如來則為轉法輪，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天及世間人所

                                                 
16 《佛說轉法輪經》，T02, no. 109, p. 503c13-22。 
17 《雜阿含經》，T02, no. 99, p. 104a8-29。 
18 《佛說三轉法輪經》，T02, no. 110, p. 504b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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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轉。是故當勤方便修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聖諦，當如

是學。爾時世尊，說此法時，五比丘阿若憍陳如，諸塵垢盡得法眼生。爾時世尊，已

知阿若憍陳如心中所得，便以此言而讚曰：『阿若憍陳如已知。阿若憍陳如已知。』

從是已來名阿若憍陳如。時地神聞如來所說，便即相告語：『今如來至真等正覺於波

羅[木*奈]仙人鹿苑所轉無上法輪本所未轉，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天及人不能轉者。

地神唱聲，聞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術天化樂天他化天，展轉相告語言。今如來至真等

正覺於波羅[木*奈]仙人鹿苑中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天及人所不能轉。」
19 

5、中文譯本 5： T1421 （翻譯於西元五世紀）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15：「說是法時，地為六返震動。憍陳如遠塵離垢，

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佛問憍陳如：『解未？──憍陳如！──解未？』憍陳如答言：『已

解。──世尊！』地神聞已告虛空神，虛空神告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告忉利天，如是

展轉至於梵天言：『佛今於波羅[木*柰]轉無上法輪先所未轉，若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

若梵一切世間所未曾轉。諸天歡喜雨種種花，皆有光明如星墜地，於虛空中作天伎樂。」
20 

6、中文譯本 6： T125 （翻譯於西元四世紀） 

無相關描述。 

（三）梵語版本 

1、梵語版本 1：大事 3:330-335 （西元前二世紀） 

與梵語版本 2類同，故不列。 

2、梵語版本 2：Lalita （西元前二世紀到後二世紀之間） 

Gambhīraṁ durdṛśaṁ sūkṣmaṁ Dharmacakraṁ pravartitaṁ | 

Yatra Mārā na gāhante sarve ca paratīrthikāḥ || 

The deep, hard to see, subtle Dharma-Wheel has been set rolling, 

                                                 
19 《四分律》，T22, no. 1428, p. 788b18-c6。 
20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T22, no. 1421, pp. 104c17-105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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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Māras cannot grasp, nor any of the outside heretics.21 

深刻、難見、精妙的法輪已經被轉，魔王以及外道人士都無法理解。22 

Ākāśena sadā tulyaṁ nirvikalpaṁ prabhāsvaraṁ | 

Anantamadhyanirdeśaṁ Dharmacakram-ihocyate || 

(Empty) forever like space, free from doubt, luminou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iddle (Path), free from extremes -- such is the 

Dharma-Wheel said to be. 23 

永遠像是空，遠離疑惑，照亮人心，遠離極端，中道的解釋，就是所謂的法輪。
24 

Vaśavartī sarvadharmeṣu tena Dharmeśvaro Jinaḥ | 

Dharmacakraṁ pravartitvā Dharmarājo nirucyate || 

I have power over all things, therefore I am the Victorious Master of the Dharma, 

Having set the Dharma-Wheel rolling I am said to be the Dharma-King.25 

我有能力掌控一切，因此我是勝利的法的主人，已經把讓法輪轉動，我被稱作是

法王。 26 

3、梵語版本 3：（西元前六到七世紀之間） 

較晚期版本，故不列。 

（四）藏文譯本 

                                                 
21 Ānandajoti Bhikkhu,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m”, p26. 
22 中文翻譯為筆者自己所加。 
23 Ānandajoti Bhikkhu,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m”, p27. 
24 中文翻譯為筆者自己所加。 
25 Ānandajoti Bhikkhu,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m”, p29. 
26 中文翻譯為筆者自己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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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於西元八世紀之後，時間較晚，故不列。 

在深討這幾段《轉法輪經》的內容之前，有必要要對佛陀在巴利三藏中部裡面提

到的轉法輪一詞加以注意。在佛陀決定將法傳給世人後，佛陀跟第一位他遇到的人優

波迦講了二段很重要的話： 

Dhammacakkaṃ pavattetuṃ, gacchāmi kāsinaṃ puraṃ; 

Andhībhūtasmiṃ [andhabhūtasmiṃ (sī. syā. pī.)] lokasmiṃ, āhañchaṃ 

amatadundubhiṃ. 27 

為了轉法輪，我往迦尸城，在已成黑暗的世間，我將要擊不死之鼓。28 

Mādisā ve jinā honti, ye pattā āsavakkhayaṃ; 

Jitā me pāpakā dhammā, tasmāhamupaka jino. 29 

凡是得到漏盡者，確實他們同樣是勝者，我征服惡法故，優波迦！我是勝者。
30 

在這裡，佛陀對優波迦解釋自己要去迦尸城做二件事，第一件事是要去轉法輪，

第二件事是要去敍不死之鼓。因此，很明顯地佛陀使用了二個第喻，第一個是輪子的

第喻，第二個是鼓的第喻。把這二個第喻放在一起應該有著某些用意在裡面。所以，

在分析什麼是法輪以及轉法輪之前，有必要先對於鼓的第喻加以探究。 

當然佛陀雖然說他要擊不死之鼓，但是事實上他不是真的要擊音樂的鼓。在印度

傳統文化裡，如果國王有事情要宣佈，就會派人到城內大聲擊鼓，使得鼓的聲音能夠

在城內傳播得很大聲，以引起居民的注意，然後再宣達國王所要公告的旨意，讓居民

們知道。例如在巴利經典裡面，就有出現這樣的情節。因此，佛陀打鼓，也就是用印

度傳統文化裡面的習俗，只是原本的文化裡面是國王要打鼓，而這裡是佛陀要打鼓。

把國王和佛陀相呼應作打鼓的人，很難讓人不聯想要在佛陀的本生故事裡面，他出生

時所得到的預言──或者是成為偉大的國王轉輪聖王，或者是成為法王。無論他是成

                                                 
27 內觀研究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28 水野弘元，《巴利語佛典精選》，頁 193。 
29 內觀研究中心巴利三藏緬甸版第四版。 
30 水野弘元，《巴利語佛典精選》，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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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俗的轉輪聖王或者成為出世間的法王，他都需要打鼓。差別在於，如果他是成為

世俗的轉輪聖王，他要打的鼓是為了宣告他的治國相關事項，而今天他成為了出世間

的法王，他要打的鼓則是為了宣告有關不死的事項。那麼不死之鼓是什麼意思呢？也

就是佛陀將要宣告的是，能夠使眾生脫離生死輪迴，達到不死涅槃的方法。而佛陀所

要宣告的對像也不是世間的居民，而是所有眾生。 

三、轉法輪的語源探討  

佛陀打不死之鼓的第喻我們有了一點理解之後，可以推想轉法輪是否也是另外一

個相對的第喻。從上述所列的轉法輪經裡面不同的版本或者是譯本幾段有關於轉法輪

的敘述當中，我們發現，並不是在佛陀講法的時候的時刻被稱為轉法輪，而是憍陳如

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的時刻才被稱為轉法輪。Peter Harvey不但注意到這點，並

指出在巴利語裡面，輪子 cakka和眼睛 cakku有著發音上的相關性： 

"Wheel" is cakka, and vision or eye is cakkhu. Given their similarity, some pun 

may be implied here, especially as the Dhamma-wheel is only said to turn the 

moment that Koṇḍañña gains the Dhamma-cakkhu, vision of the Dhamma/Basic 

Pattern. Moreover, in Buddhist art, Dhamma-wheels sometimes resemble eyes. The 

Dhamma-wheel is set in motion in the instant Koṇḍañña sees the realities pointed 

out by the Buddha. It does not turn just from the Buddha teaching, but when there 

is transmission of insight into Dhamma from the Buddha to another person, thus 

inaugurating the influence of Dhamma in the world. 31 

既然 cakkhu 有眼睛和具有智慧的洞察力的意思，因此 Peter Harvey主張因為佛陀把

這種具有智慧的洞察力教授給了憍陳如，所以這時候因為法眼的生起，才能夠稱之為

轉法輪。在中文譯本裡面，比巴利版本裡面多了世尊詢問憍陳如是否了解法的問答一

次或是二次，不是沒有深意的，其實經文的編輯者就是想要強調憍陳如了不了解法就

是界定此刻能不能被稱之為轉法輪。所以這裡的輪子到底是什麼意思呢？Peter 

Harvey 提出在佛教藝術裡面，法輪和眼睛具有相似性。那麼會不會這個法輪就是能

                                                 
31 Peter Harvey.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The Discourse on the Setting in Motion of the 

Wheel (of Vision) of the Basic Pattern: the Four True Realities for the Spiritually Ennobled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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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看到法的眼睛呢？如果是把法輪代換成為眼睛的話，就會變成是轉眼睛，那麼又好

像不太說得通。 

四、轉法輪的傳統印度神話探討  

就如同 Gombrich所說，一個宗教的產生並不是從真空中所形成出來的，他有他

的歷史文化背景在其後，佛教也不例外。32 很多概念並不是佛教憑空創造出來的，

而是繼承了印度原本的文化產物。比如說，虛彌山、轉輪聖王、覺者等等的概念並非

佛教原創，只是繼續使用印度原本的宇宙觀而已。因此，如果要考察輪到底是什麼，

從印度傳統文化著手是一個基本點。Asko Parpola注意到輪在印度吠陀文化的意涵下

與吠陀文化中的拜日文化似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Asko Parpola指出，在梨俱吠陀

裡面，因陀羅神 Indra被認為有著強大的力量，可以分開天和地，就像輪軸分開輪子

一樣。日和夜被比為二個輪子。而在摩訶婆羅多裡面，克里希納神的馬車的二個輪子

比被比為日和月。33 雙馬童神 Aśvins 所駕的雙輪馬車參與賽車也和此相關。在描述

賽車的場景時，也有提到如果勝利者就會得到太陽作為獎賞。34 

Asko Parpola更進一步地提到，太陽被稱為宇宙的柱子，而其光芒分開天和地。

尤其是在阿育王的石柱上的應該不是輪子，而是太陽。此外，火也是天地的頭，而且

也是連接天和地二個世界的樞紐。35 如果是如同 Asko Parpola所說，那麼似乎轉太陽

不太合乎常理。也許轉的這個詞 pavatteti可以用別的意思來解釋。在巴利聖典協會出

的字典裡面，pavatteti除了“set going”以外，還有“make arise”的意思，36也就是使他升

起、使他上升、使他出現、使他形成、使他起立、使他建立。那麼可否解釋成使太陽

升起、使太陽形成，甚至是使宇宙的柱子建立起來呢？ 

如此一來，似乎太陽和火隱隱被劃上等號，同樣成為印度吠陀文化裡面天地間的

重要支點。另人值得深思的是，在祭祀時，祭師必須念誦的咒語當中，有一段是這樣

子：「我們已經來到了天（或是太陽），來到了諸神，我們已經成為不死。」37 於是

                                                 
32 Richard Gombrich,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 111. 
33 Asko Parpola. “The Nāsatyas, the Chariot and Proto-Aryan Religion”, p 50. 
34 Asko Parpola. “The Nāsatyas, the Chariot and Proto-Aryan Religion”, p 51. 
35 Asko Parpola. “The Nāsatyas, the Chariot and Proto-Aryan Religion”, p 51. 
36 T. W. Rhys Davids.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443. 
37 Asko Parpola. “The Nāsatyas, the Chariot and Proto-Aryan Religion”, p 51. 唱誦內容的中文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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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子、太陽、火和不死的幾個概念又互相連結起來。 

但是筆者認為，輪子的概念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在佛教的核心思想裡面，所要破

除的常常是不死、常我 Ātman以及火的概念。為了和印度本來的婆羅門文化相對抗，

佛教用了原有文化裡面的火，但是把他們所崇拜的火的意象轉換為代表佛教所要破除

的三火貪、嗔、癡。 

既然佛陀的教法是要破除不死、常我 Ātman，38 除去三火而達到涅槃，但是不

死、常我 Ātman 和三火又和輪子有著密不可分的概念上的聯結，那麼佛陀教法而使

人脫離輪迴，對於佛教而言那麼重要的場景，又怎麼會用輪子來當作主要意象來代

表？尤其是佛陀初轉法輪講的就是中道破常見斷見，這豈不是前後矛盾嗎？ 

那麼，還有沒有別的途徑來解釋呢？也許可以從印度傳統神話再加以探究輪子的

可能的其他意涵。 

像這種佛教利用印度本來的婆羅門文化或其他的概念來轉化成為佛教的思想，也

就是表面使用相似或者是一樣的詞彙，但是細究其內容其實是完全相反的例子很常

見。Pipa Tan就指出： 

It is thus clearly evident that the Buddha makes use of religious vocabulary that is 

already familiar to his audience (especially the brahmins and believers in the Vedic 

system). In doing so, he easily and effectively reaches out to them with his 

teachings. 39 

很明顯地，佛陀使用了他的聽眾所熟悉的宗教詞彙（尤其是婆羅門和吠陀的信奉者）。

因為這麼做的話，他可以既輕易又有效地將他的教法傳達到他們的心中。 40 

 

                                                                                                                                        
譯為筆者自己所加。 

38 關於 Ātman，Gotō曾在“Yājñavalkya’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Ātman and the Four Kinds of 

Suffering in early Buddhism”當中發表過以下看法：The teaching of Gotama Buddha, which 

aims to deliver the ordinary people from their concrete suffering, tends to observe phenomena of 

human life more realistically than his forerunners and endeavors to elucidate the causality of 

existence in Saṁsāra without admit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eternal subject of existence,” ie 

Ātman, thus resulting in the doctrine of Pratītyasamupāda. 
39 Pipa Tan, “Dhamma-cakka Pavattana Sutta”. 
40 筆者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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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傳統神話裡面，有一對很著名的輪子被稱為風火輪。風火輪

是中國神明三太子哪吒踩在腳下的交通工具。但是，其實風火輪也是配合中國武術裡

面八卦掌和太極拳所使用的奇門兵器之一。41無獨有偶，在印度神話裡面，輪子也是

可以當作是武器來使用。仔細察看在印度神話裡面，主要使用輪子當作武器的有印度

主神之一的毗濕奴 Viṣṇu。毗濕奴所拿的武器稱為 Sudarśana Chakra，能夠旋轉，形狀

像是圓盤，並且具有一百零八道鋸齒邊。毗濕奴四隻手上，右後方的手上拿著

Sudarśana Chakra，左後方的手上拿著貝殼，右前方的手上拿著杵，左前方的手上則

拿著蓮花花苞。 

從語源分析來說，sudarśana是由 su加上 darśana所組成。根據Monier Williams

的梵語字典，su 的意思是好的、善的。42darśana 的意思是眼睛或者是洞察力。43 兩

者加起來變為形容詞 sudarśana，他的意思為 keen-sighted，也就是具有很銳利的洞察

力的意思。44 看到眼睛以及洞察力，很容易讓人馬上聯想起前面 Peter Harvey所提出

的 cakkhu眼睛以及洞察力和 cakka輪子的雙關語的理論。chakra是能夠轉動的意思，

也是輪的意思。Sudarśana Chakra也是在印度神話裡面諸神所使用的惟一動態性的武

器。 

總之，在印度的古代作品《梨俱吠陀》45、《夜柔吠陀》46以及《往世書》47 裡面，

都有提到毗濕奴在戰爭中使用 Sudarśana Chakra這種武器來消滅各式各樣的敵人，包

括羅剎 Rakśasa、阿修羅 Asura、Vikrutatma等等。 

現在筆者將例舉《往世書》對於 Sudarśana Chakra的描述。雖然《往世書》的年

代是晚於佛陀，但是裡面的描述是在《梨俱吠陀》和《夜柔吠陀》這些比佛陀更早的

年代的作品當中就出現的相似內容。 

在《博伽瓦達往世書》Srimad Bhagavatam裡面有對於 Sudarśana Chakra的生動

                                                 
41 Steve L Sun; Tai Chi Chuan Wind and Fire Wheels. 
42 Monier 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1220. 
43 Monier 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471. 
44 Monier 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1224. 
45 《梨俱吠陀》約為西元前 1700–1100的作品。 
46 《夜柔吠陀》約為西元前 1200–1000的作品。 
47 在 Charles Dillard Collins的 The Iconography and Ritual of Śiva at Elephanta書中，引述了

Wendy Doniger 對於不同的往世書的不同年代推斷。總體而言，往世書大約是在西元 250

年到 1000年之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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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如下： 

tvaṃ dharmas tvam ṛtaṃ satyaṃ | 

tvaṃ yajño 'khila-yajña-bhuk | 

tvaṃ loka-pālaḥ sarvātmā | 

tvaṃ tejaḥ pauruṣaṃ param || 

O Sudarśana wheel, you are religion, you are truth, you are encouraging statements, 

you are sacrifice, and you are the enjoyer of the fruits of sacrifice. You are the 

maintainer of the entire universe, and you are the supreme transcendental prowess 

in the hands of the Supreme Personality of Godhead. You are the original vision of 

the Lord, and therefore you are known as Sudarśana. Everything has been created 

by your activities, and therefore you are all-pervading.48 

蘇達爾珊飛輪啊！――你是宗教，你是真理，你是鼓舞人心的聲明，你是祭祀，

你是祭祀結果的享受者。你是整個宇宙的維繫者，你是至尊人格首神手中最超

然的非凡能力。你是至尊主最初的洞察力，因此你被稱為蘇達爾珊。天地萬物

都由你的活動創造，因此你無所不在。 

cakraṁ yugāntānala-tigma-nemi | 

bhramat samantād bhagavat-prayuktam | 

dandagdhi dandagdhy ari-sainyam āśu | 

kakṣaṁ yathā vāta-sakho hutāśaḥ || 

Set into motion by the Supreme Personality of Godhead and wandering in all the 

four directions, the disc of the Supreme Lord has sharp edges as destructive as the 

fire of devas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s a blazing fire burns dry grass to 

ash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breeze, may that Sudarśana cakra burn our enemies 

                                                 
48 Prabhupada, Srimad Bhagavatam Ninth Canto,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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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hes. 49 

至尊人格首神擲出的飛輪旋轉著飛向四方，其鋒利的邊緣恰似在整個宇宙毀滅

時的毀滅之火一樣具有強大的摧毀力。正如熊熊烈火借助微風將乾草燒成灰

燼，願那個蘇達爾珊飛輪將我們的敵人燒成灰燼。 

在這二段詩偈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飛輪所能夠的毀滅敵人的強大力量。 

毗濕奴如何得到 Sudarśana Chakra以作為他的主要武器，說法甚多。其中一個說

法是，因陀羅神 Indra把他拉太陽的馬車的其中一個輪子給了他。另一個說法是，因

為濕婆神 Śiva想要打敗諸神的敵人阿修羅 Asura，請求 Sudarśana Chakra賜給他一個

武器，因此濕婆就把 Sudarśana Chakra給了他： 

Flying in terror from the snort of Vṛtra, all Deities who were thy friends forsook 

thee. So, Indra, … in all these battles thou shalt be the victor… A sharpened 

weapon is the host of Maruts. Who, Indra, dares withstand thy bolt of thunder? The 

Weaponless are the Asuras, the godless: scatter them with thy wheel, impetuous 

hero. 50 

所有的神明，在驚恐中飛離阿修羅王毘梨多的憤怒地哼哼聲，遺棄了你。所以，

――因陀羅！――……在所有的這些戰爭中你將會成為勝利者。……銳利的武

器是暴風神馬爾殊的主人。誰――因陀羅！――禁受得起你的電霆一擊？沒有

武器的是阿修羅們，用你的輪子把他們都驅逐――激動的英雄！ 51 

就如同前面 Pipa Tan所指出的，印度的人，尤其是婆羅門，對於印度神明毗濕奴

的故事，必定是耳熟能詳。當輪子、法輪等詞句出現時，聽法者馬上能夠在腦海裡面

浮現毗濕奴手持 Sudarśana Chakra這種轉輪的武器消滅敵人的英勇戰姿。那麼，問題

就來了，我們可以馬上就想到，雖然聽法者所想到的是毗濕奴手持 Sudarśana Chakra

這種轉輪的武器消滅敵人阿修羅等等，但是這種隱喻的使用的效果是，熟悉印度神明

毗濕奴的婆羅門或聽法者能夠把這種意象轉化到佛陀的身上。 

假設在印度神話裡面的敘事男主角是毗濕奴，那麼在佛教裡面當然是佛陀。毗濕

                                                 
49 Prabhupada, Srimad Bhagavatam Sixth Canto, p. 478. 
50 Ralph T. H. Griffith, Rig Veda, p. 87. 
51 中文翻譯為筆者自己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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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手裡拿著的武器是 Sudarśana Chakra 這種轉輪，可是佛陀手上並沒有拿任何的武

器。佛陀所具有的只有他所說的教法。會不會佛陀所具有的他所說的法就是和毗濕奴

手裡拿著的武器 Sudarśana Chakra轉輪互相呼應而成為一種隱形的武器？而這種武器

成為了獨樹一格的隱喻，也就是法輪。如果毗濕奴手裡拿著的武器 Sudarśana Chakra

轉輪是為了要戰爭，為了消滅敵人阿修羅等等，那麼佛陀手裡面拿著法輪是為了什

麼？筆者認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佛陀也是為了要戰爭。但是佛陀要消滅的不是敵人阿

修羅等等，而是代表著讓世人沈溺於輪迴的無明力量魔波旬。 

在巴利經典相應部裡面，常有情境描述魔波旬因為不願意跟隨佛陀的修行者脫離

死亡的控制──因為脫離輪迴等於是脫離死亡的控制，也就是脫離魔波旬的控制──使

出種種的方法想要這些修行者放棄修行。在佛陀的本生故事以及在馬鳴菩薩的佛所行

讚裡面，更有大量的描述佛陀成道時，魔波旬忌憚於佛陀將會脫離他的控制，而派出

他的三個女兒引誘失敗。此外，魔波旬也派出魔軍攻打佛陀，但是也失敗，而佛陀終

成道。 

再回到之前的版本分析裡面，當世尊將中道等法教導給五比丘的時候，也就是世

尊在和魔波旬在戰場上相見的時候；憍陳如了解世尊所傳授的法的時刻，便是憍陳如

脫離生死輪迴的時刻，也就是等於世尊使用法輪這種武器而消滅了敵人魔波旬，因為

魔波旬已經無法掌控憍陳如。菩提比丘就指出，在巴利對於轉法輪經的注裡面提到： 

Until Koṇḍañña and the eighteen koṭis of brahmā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ruit of 

streamentry the Blessed One was still setting in motion (pavatteti nāma) the Wheel 

of the Dhamma; but when the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ruit, then the Wheel had 

been set in motion (pavattitaṃ nāma).52 

當憍陳如和十八千萬比丘們已經安立在入流果時，世尊仍然在轉法輪，然而當

他們已經安立在果位之時，法輪才被轉完。53 

菩提比丘特別指出在巴利語裡面，對於同樣是 pavatteti但是卻有現在式和過去分詞不

同的表現，轉法輪經的注釋家不但注意到這樣差異，而且提出了這樣差異的必要性的

特殊見解。 

如此，法輪的意象的運用，將毗濕奴手裡拿著的武器 Sudarśana Chakra轉輪打敗

                                                 
52 Bhikkhu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p. 1962. 
53 中文翻譯為筆者自己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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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修羅引到佛陀手持法輪打敗魔波旬。這種敍事手法使得當時的聽眾更能夠把握說法

的精要。因此，法輪並不是一個實際上的輪子，轉法輪也不是佛陀真的拿著法輪在手

上轉來轉法，更不是佛陀拿著法輪實的和魔波旬作實際上的打鬥。法輪指的應該是佛

陀所說的等能夠讓人解脫輪迴生死的教法。再者，如果法輪是指佛陀所說的法，那麼

也許就如前面筆者所推想，「轉法」的「轉」“pavatteti”不一定是「轉」法，也許也可

以解釋成是這難見的教法在世上「出現」。 

五、結論  

從印度傳統文化當中著手，發現法輪在印度神話當中可能的來源處，是把毗濕奴

在戰役當中手持武器 Sudarśana Chakra轉輪打敗阿修羅，轉化為佛陀在生死戰役當中

手持法輪打敗魔波旬。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轉法輪」的「法輪」指的應該是佛陀所教導於世人，能

夠讓人解脫輪迴生死的教法。而「轉法輪」的「轉」可能是指使佛陀使這種難見的法

在世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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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bondage in life is one of the most endeavouring 

ideals of Buddhism.  Enlightened Education was advocated by Huafan University founder, 

the Venerable Master Shig Hiu Wan, in order to promote constructive ways of educating 

our youth of today.  Having been inspired greatly by the great 1913 Indian Bengali poet, 

Nobel Prize winner,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while Ven. Hiu Wan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for four years in Tagore University where she taught in the Arts Department.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deals of the Huafan University founder, Ven. Hiu Wan, 

where it tries to incorporate the student’s all-round full personal characte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cquiring secular knowledge, not only does it include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it also tries to endorse Buddhist principles into the very fibre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lives. 

The challenge for modern day education is to incorporate traditional values.  At the 

pace of rapi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e character development has been sacrificed.  

                                                 
∗
 Huafan University，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hD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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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ten said that victory over oneself is unequalled.  Greater the conquest of oneself 

than subjugating others, the one who is always self-restrained, is the one who is tamed of 

oneself.  Enlightened Education challenges individual students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resources for inner growth (the software - the staff) and outer 

development (the hardware - infrastructure).  Therefore mind cultivation is one of the 

crucial foundations at the students’ disposal that they can embody in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 amalgamation of these different aspects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 day educational principles tries to get the best out of the students’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let their creativity expand in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of the university 

grounds.  Hence cultivation of the character is greatly emphasized in Enlightened 

Education. 

Secular education has been off track in the sense that the full character development 

has been put aside, and what seems to be the central focus has been o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development of virtue and ethical conduct.  A lot on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has been stressed at the expense of inner cultivation which has 

almost been neglected.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equilibrium (a dynamic balance of 

inner qualities and outer manifestation of these qualiti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Buddhist education, and secular education puts great emphasis on the functionality and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ather than their own inner qualities such as 

self-worth and enhancement.  Enlightened Education attempts to combine these multiple 

aspects of both cultures,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such as moral ethical values and 

Buddhist principles such as mind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fully develop the students to their 

maximum potential. 

Learning with joy, wonder and inspiration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included 

in Enlightened Education.  A sense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ence 

to the world and all the inhabitants (both sentient and non-sentient beings) within this 

world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is encompassing education.  What is different to modern 

day education is the inclusion of the ‘arts’ such as music and literatur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moral character development.  Generation of a sense of deep awareness 

of our surroundings and the most intrinsic appreciation of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that 

bring about our “existe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our civilization, thus reaching ou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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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world starts from experimenting with the journey to the inner cosmos.  Student’s 

potential is encouraged to develop in this natural setting with a lot of individual support 

from faculty staff.  Sharing and participation are key elements in this system.  Full sen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depends on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all the senses (what 

is termed multiple intelligences by Howard Gardner) and development of attentive 

concentration and contemplation (inner development) and thus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final goal of Buddhism – liberation from the bondage 

of saṃsāra) are essential to this process. 

What is now a new challenge is how to propagate Buddhist education in this global 

village?  With this challenge also comes a new opportunity.  The opportunity arises for 

Buddhist education to bring out the integration of principles with practice.How to have 

these on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at the same time be able to customize 

(accommodate-adapt) to each individual’s needs as at the time of the Buddha?  Buddha’s 

preaching and discourse was also individually targeted, almost everyone was able to 

understand and work through their own bondages through Buddha’s teaching and reach a 

liberation stag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will 

naturally lead to generation of wisdom; all of this comes about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mind.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mind has a process which involves the transmut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to wisdom as taught by the Buddha in the Buddhist Sutras such as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 many Pure-Consciousness School Sutras as state the same.  If one 

were to be equipped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ings of the mind, the flow of 

consciousness and its causal networking facilities, then a greater potential of the mind can 

be harvested.  “Enlightened education” has paved a way for people to cultivate a life of 

wisdom by means of clearing away all the negativ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mind, this is a 

preliminary stage of the working of the mind, and to lead participants in reaching a state of 

right views and hence a vision for the “world” will manifest.  Since in the Buddhist sense, 

all is generated from the mind, if the mind is pure in its motivation and all the effects will 

naturally follow.  Buddhism provides a path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fetters and for the 

production of a righteous wise way of living. 

Education is a life-long process.  Human life is ephemeral when compar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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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e.  The essential aim is to deepen the meaning in life and for the greater benefit of 

all concerned.  The promotion of Buddhism into secular education requires constant effort 

in providing the resources both in terms of software (internal qualities) and hardware 

(external environment).  Enlightened education advances on this idea by incorporating 

Buddhist ideals into secular education for human development by utilising natural 

surroundings.  The power of the mind is unfathomable and hence to include mind 

development into secular education is an opportunity to bring forward the Buddhist ideal 

of liberation of the self by education.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as proposed by Ven. Hiu Wan has been 

expounded in many of her works.  This paper will review and expand on some of these 

principles as described above in regards to how the Principles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can be implemented, the steps and aspects that may be important in the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how some of these factors may present a message with 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resent-day education. 

 

 

 

Keywords：：：：Ven. Hiu Wan, Enlightened Education, Buddhist Education, modern-da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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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troduction 

Buddhism has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kind as one of the only realm 

among the six realms 
1
 in which one can fully develop oneself since the human realm is 

the realm offering the best chance to attain liberation from our saṃsāric existence.  It is 

also in this realm that cultivation can occur.  Since Buddhism is most concerned about 

liberation from this existence that more often than not, Buddhist cosmology often refers to 

a sentient being’s psychological state rather than a physical entity within the environment 

external to the self.  As cultivation, particularly mental cultiv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 Buddhism, hence it is not hard to imagine that according to 

Shakyamuni Buddha, who had relentlessly presented in his whole life of teachings for our 

world, as well as all the Buddhas in the past and the ones to come in the future, that 

Buddhism in its most fundamental terms, is basically “an education of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es and effects”.  It is an education of the self, for elevating the 

self,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and for the liberation from saṃsāra.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e as humans are not “free”.  We are 

bound by all our existential conditions of the inner world and the outer environment.  We 

cannot be independent from our surroundings.  We are only one of the “many 

interdependent correlated elements” in this whole cosmos.  Therefore, Buddhism is a path 

to set us “free”, it is an education of our “being”.  It is a training for us to become our 

own commanders.  It is an instruction of know-how for us to be in charge of our lives 

including our mental faculties 
2
. 

In order to be in harmony with other beings in our world, one of the utmost goals is 

“for us to know ourselves and others” in order that we may endeavour to continuously 

keep our mind fully aware of our actions, to minimise our harm and to maximise our 

benefit to others in the world.  Nowadays, “education” needs to be more inclusive of 

almost all the factors surrounding us, not only the “knowledge domain”, which is more of 

                                                 
1
 Buddhist cosmology identifies six realms of existence: gods (pride), demi-gods (jealousy), 

humans (desire), animals (ignorance), hungry ghosts (greed) and hells (anger).  
2
 做自己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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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llectual nature but also all the “interwoven-fibres” of our society such as the 

influences of manifestation of our actions on our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non-linear causal relationships for our existence within this “fuller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world cosmology. 

Buddhism as an education has been transmitted down through many generations, now 

to its present day; we have to “re-interpret” it in its modern context. With this regard, 

“Buddhist education” may present new opportunities and with these come many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some of these issues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Ven. 

Hiu Wan’s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2、、、、What is the aim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n the secular sense is a universal instrument in upgrading our knowledge, 

in putting us on a common platform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advance the world through 

“knowledge” and “wisdom”.  Why do we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knowledge and 

wisdom?  This is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secular and more spiritual dimensions.  

How to do this best, in the most appropriate manner is perhaps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in 

Buddhism – causing no harm if at all possible, or the least amount of harm with our “acts” 

from the mind, body and speech.  Buddhism has always emphasised learning in order to 

transform ourselves for the full-deliverance from suffering, this is the transmutation of 

consciousness.  Buddhism provides the knowledge and the procedures for doing this.  

The life of the Buddha is in the teaching of these methods.  The aims of classical 

Buddhist education have been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self-cultivation based on 

these instructions, wisdom-development with the efforts put in practice, and to teach and 

share with others how to practice the same way that we have learned in order to attain 

peace and liberation based on mind purification.  This involves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nd realisation of the practice. 

How to apply these Buddhist principles into modern day education has been under 

investigation by some scholar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aim of Buddhism and education are congruent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introduc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goal of Buddhism is to relieve suffering and liberate 

sentient beings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method of Buddha’s teac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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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modern day, goal-oriented society,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befitting statements 

that we could make about the aim of education can best be encapsulated by Rabindranath 

Tagore (7 May 1861 – 7 August 1941) who says "The highest education is that which does 

not merely give us information but makes our life in harmony with all existence." 
3
  

Tagore further stated that knowledge (in the modern day) has been imparted to us in such a 

way that our mind and the world have been put in opposition and that our natural instinct 

for sympathy has been weaned away. 

In regards to educational goals of the individual, this could best be represented by 

Swami Vivekananda who voiced the opinion that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out 

the potential that is latent in every human being." 
4
 He enlightened that the very essence 

of education, that is “the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is done through concentr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not merely a collection of facts, especially in this digital age where 

voluminous amount of data can be accessed at a touch of a finger, hence the value of the 

human needs to be looked at in terms of the present day situation.  How do humans add 

value to this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How do humans make ourselves worthy of our 

supreme status?  Where do human beings fit in this whole cycle of accelerated cyberspace 

activity, if it were not for the intellectual capacity an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umans, then 

where do humans stand? 

3、、、、The principles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In general, the educational aim is also echoed in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stated that the “concern is more about the 

individual’s inner world of feelings, thoughts, beliefs, values, behaviour, temperament and 

                                                 
3
 Rabindranath Tagore (1917), “Rabindranath Tagore on Education”, (Rabindranath Tagore, 

Personality, pp116-17) retrieved 2014 Apr 30 from 

http://infed.org/mobi/rabindranath-tagore-on-education/  

4
 Dgra Seema and Gulati Anjali (2006), “Learning Traditions and Teachers Role: The Indian 

Perspective”,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September Vol 1(6), pp. 165-169, retrieved 

2014 Apr 30 from 

http://www.academicjournals.org/article/article1379597967_Dogra%20and%20Gulat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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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where a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s dealing more with th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nd with the wider world, and with communities (of place, 

belief, culture, interest) which both reflect and shape identity” (DfES, 2003:12)
5
.  

Literacy and education are the nucleus of soci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s can be 

seen here, both inner and out world must coincide in harmony and that a coherent 

development is necessary if students were to gain competency in their learning endeavours.  

Not only the inherent value of life itself but also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reciprocity of 

human and other forms of life are a fundamental Buddhist belief.  

（1）Holistic education 

Enlightened education as all Buddhist-related education practices are holistic training 

programmes.  It allows one to incorporate everything that one learns into the daily lives.  

It encompasses a method and technique of living to help one to meet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life as well as to make the best of the limitless opportunities that life has to 

offer.  It is a practical science.  It not only satisfies the intellectual gratification, “it also 

calls for resolute self-effort and a firm self-commitment to not only learn but to also 

skillfully train oneself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hich are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s such, Buddhist Education engages all of one’s faculties – the emotions 

as much as one’s intellect and will.” (Dr.G.K.Ananda Kumaraseri, 2010). 

（2）Two parallel training programmes 

The basis of Buddhist teaching almost always involves the three parallel factors of 

learning: listening, deliberation, practicing （聞思修）.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includes these so as to enable students to internalise moral and ethical values into their 

lives.  All three domains of learning are incorporated: the cognitive (thinking), affective 

(emotion/feeling), and psychomotor (physical/kinesthetic).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as envisioned by Ven. Hiu Wan includes two 

                                                 
5
 The Young Adult Learners Partnership on behalf of the Connexions Service National Unit (2003), 

Research Report RR480, “Explaining Pers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30401151715/http://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

ions/eOrderingDownload/RR480.pdf,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Nottingham,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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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path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n an open-channel two-way communication 

and feedback system6: the first path is the monastic sangha education system (this system 

utilises a traditional monastic reclusive environment 學院, such as the forest monastery or 

the conglin tradition 叢林); the other one is general social secular education (e.g. social 

schools incorporating Buddhist values 世學).  This is what is known as "double shifts", 

since it is hopeful that both systems can provide mutual gains to each other. 

In this proposal, Ven. Hiu Wan i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outh, 

particularly of the modern day youth, whether young people can be awakened and whether 

their whole being is alive and that their moral values can be invigorated to have some 

beneficial effects.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is moral sense within ourselves and our 

actions correspond to a high level of ethical standard, and hence Ven. Hiu Wan suggested 

that education is to nurture this enlightening ability within our students, what better way to 

incorporate this as part of the instructions within the university coursework. 

（3）The multi-layered model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method of teaching a student from 

uplifting oneself from an “unknown ignorant” state to become a more “aware” state of 

being.  It encompasses the entire realm of the being.  According to Ven. Hiu Wan,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epochal edu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As 

such, it is equivalent to a new type of activity in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in our 

society; it is simila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ddhism for the human realm” as 

proposed by Master Taixu 
7
.  Ven. Hiu Wan believes that since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a multiple layered education contingent on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s it 

goes deeper and deeper, also the teaching needs to ascend to the surface layer more and 

more. 
8
 Any education should be to elicit the best out of every learner, to guide these 

                                                 
6
 二部制度互相增益:一是寺院制之僧伽教育（是叢林制之教化）。一是社會性之普通教化（如

社會性之佛教學校）。 

7
 人生佛教 P243 

8 P243, 「然對佛陀遺教「覺之教育」的層層深入，也需層層淺出，不祇是度人信佛（更不急

於度人出家），而著重於導人於心路歷程追求生命的輝煌，要循心靈智慧的提昇，引發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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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i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life.  Rather than indulging in the luxuries of a 

materialistic life, the inner qualities are stressed in a living education.  In this type of 

education, all the senses are open to the concurren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dynamic 

effects of each of the inputs and synthesising the cacophony of all these outputs, as these 

inputs are more intuitively true to onesel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are employed 

including “teaching by verbal instructions” （言教）, “teaching by example” （身教）, 

"silent teaching" （默教） and also modern-day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s and the 

manifold multimedia devices （多媒體） and implements in use nowadays are means in 

transferring knowledge （傳授資訊）. 

The three parts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as explained by Ven. Hiu Wan are: firstly, 

the theory behind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should be properly expounded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realise that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completely totally encompass life 

and that “life is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s life”.  She also believes that it is an art, and art 

is life.  The beauty and aesthetic value cannot be undermined.  Secondly, Ven. Hiu Wan 

strongly valu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a composite pa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al.  Thirdly, it should consist of experi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9
  

As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being implemented,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system.  As we come to understand Buddhist teaching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manner, we realise that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static and dynamic movement are two parts of the same state, as we com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ound Teaching 
10

 of Tiantai as the linage of Ven. Hiu Wan, we understand that 

harmony and unification are important, and that there shouldn’t exist any dualities.  Any 

seemingly conflicts or contradictions on the surface are seen as provisional means in 

delivering the message, it is only in perspective but not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ing, as long 

as the learner understands the method and can put it into use, then the final ends is 

worthwhile and the mission accomplished and thus the value of the medicine is worthy for 

                                                                                                                                        

的洋溢；那科技工程之發展，不僅是物質的營求與現實生活的享受，精神領域的拓展，應

是帶動超越底精神世界的內涵，庶幾減輕物欲昏心底心靈痲痺的時代惡疾，祈求藉以消頭

人為災難之頻增。」 

9
 P247 

10
 Round Perfect Teaching: 天台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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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imin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and thus leading to the cure and recovery of the 

suffering.  As often is the case in Mahayana Buddhism, the central essence of the 

teaching, the appearance of its manifestation and its function are a unity 
11

.  

In Ven. Hiu Wan’s though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he has the following views. 
12

  Education is a gradual process in 

immersing students’ in the arts and literature and let the character develop naturally.  Ven. 

Hiu Wan consider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be crucial.  The first step is nurture “the 

human flower” 
13

 so that it can bloom.  This stage of education requires a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in the case of flowering plants, it requires a garden bed, a natural 

environment of fertile soil, sunlight, water, and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nutrients which 

would enable the plant to grow.  The second step is to consolidate the roots of the plant.
14

  

In the case of humans, it i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benevolence”, since this is organic 

matter, therefore it will foster other likewise good actions, and “good begets good”.  The 

third factor is the governance of the mind. 
15

  Ven. Hiu Wan reg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mind a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in all education, since this will direct the 

future of humankind, the youth of today will be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The final factor 

is the need to return to nature. 
16

  Ven. Hiu Wan feels nature is the provider of all sources 

for vitality, as the mother of earth, it will generate freshness in approach, it will allow 

interest to penetrate and hence creativity will follow. 

In short, Buddhist principles enable individuals to delve and reflect within the depths 

of their own self as a basis, to provide meaning, to allow intuitive ideas to generate, to 

enrich our being as we stay connected close to the earth and others in the world, to mediate 

                                                 
11

 體相用(三位一體) 

12
 曉雲法師著，〈佛陀環境教育親近自然世界觀〉，《覺之教育》-The Enlightened Education，

二版，臺北市：原泉，民 87。（流光集叢書：62），289-300頁 

13 
P293 人花的培養，需要環境的配合 

14
 P294 人之根本為「仁」，含生機發育義，故需培養 

15 P296世界以人為主，人以心為主導，… 東方儒佛道都有一套非常精密的治心之學（不是

盡如西方心理學說），故云：「救世必先救心」。 

16
 P298主要是提醒在觀念上對自然的感覺，生活一切所需的自然，自然是天真樸質。若能了

解回歸自然，心靈活力的新鮮，充滿生活的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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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of the mind and to develop strategies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mind and to 

minimise the conflicts within ourselves and decreases contradictions when we deal with 

others.  So Buddhist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closed-door isolated activity 

within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but it should be seen as applicable and appropriate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 and mankind's noble and beneficial interest in the universe, and 

should warrant our closer attention. 

（4）The Five Sciences (Sanskrit: pañca-vidyā-sthānāni) 

It has often been said that “education requires reform”.  What should be reformed 

and how can this be performed is almost the crucial question for must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The proposal of "Life Education" seems to fill in the missing link for this 

reformatory path.  In this regard, life is holistic and it includes all aspects of the student, 

hence “perception of life” and “perspectives on life” are critical.  Tha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bridging Buddhism and modern Education.  The benefits and potential of 

the Five Sciences (Sanskrit. pañca-vidyā-sthānāni) or Studies of India seem to be 

boundless if the integration is done properly.  Scientific methods from the West can 

provide some of the empirical objective data confirmation where as the Eastern tradition 

can evaluate some of the intrinsic subjective values that we would like to help students 

attain.  The five sciences (pañca-vidyā) include: (1) śabda-vidyā 
17,

 language, grammar 

and composition; (2) śilpakarmasthāna-vidyā 
18

, technology, the arts and mathematics; (3) 

cikitsā-vidyā 
19,

 medicine, pharmacy, science of conjuration; (4) hetu-vidyā
 
 

20,
 logic; (5) 

adhyātma-vidyā 
21

, philosophy, which Monier Williams dictionary says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supreme spirit, or of ātman', the basis of the four Vedas; the Buddhists consider the 

Tripiṭaka and the twelve divisions of the Buddhist studies 22
 as their inner or special 

                                                 
17 聲明 
18 工巧明 
19 醫方明 

20 因明 
21 內明 
22 十二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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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23

.   

According to Ven. Hiu Wan regarding Enlightened Education,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明” of “五明”， or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understanding” or the science of 

understanding that is critical.  This is what “deep-learning” is all about.  Ven. Hiu Wan 

considers that the adhyātma-vidyā, the study of “the mind”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all, 

since it guides the study of the other four sciences.  Ven. Hiu Wan also feels that the third 

study, the medicinal study (cikitsā-vidyā) is a study of the dharma for the relief of 

psychological illness.  She says: 

“There is no emphasis on knowledge or technology; nor a hero stressing on logic, but an 

intent observation on the awakening mind, to be aware and know “the unknown”.  The 

integration of "mind and matter," as stated by Professor Tang Junyi in his book "Mind, 

Matter and life"”
 24

 

In Ven. Hiu Wan’s article, she also relayed the idea by the late Prof. Heinz Bechert, 

retired Professor of Ind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Germany), who said: 

“Modern technology should never be taught alone, modern educ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sides; teaching of the spiritual and knowledge should be side by side to 

become a whole; within which contain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25

 

Buddha as the fully enlightened one is a great example of the perfect teaching. 

                                                 
23 內明 
24 曉雲法師著，〈覺之教育理想研究之三大原則〉，《覺之教育》-The Enlightened Education，

二版，臺北市：原泉，民 87。（流光集叢書：62），241-247頁 

因「內明學」是「明」心之學，以「明」心之學說，引導以下四種聲音語言、技術工巧、和

論理、醫療（佛法之內明是醫療心病所指）的昌明，屬於內外學養和內外學說，運用得宜，

不偏重於知識或技術，也不持標榜論理的逞雄，而是以「心」之覺智內明之觀察；因「覺

之教育」是能「覺」所「未覺」之鑑照，即「心物」相融（故唐君毅教授著有《心物與人

生》一書）。p242。 

25
 西德哥丁根（Univ of Gottingen）大學貝卻（Heinz Bechert）教授曾說：「現代科技絕不可孤

獨地講授，現代教育應當雙方兼顧；精神與知識之教學，兩者并重成為一整體；其中包含

有傳統的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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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an inclusive teaching which show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from a state of “ignorance” to a state of “enlightenment”.  His teachings are 

directed at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Buddha’s aim had always been to liberate his 

disciples from their suffering, be it psychological, mental or otherwise.  The Buddha 

based his teaching on the natural laws, this can be found in many cultures of enlightenment 

about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so-called nutrients required pedagogy, of 

course not only knowledge and teaching techniques, but also need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guidance and recuperating good methods of internalisation.  The teaching is the 

Dharma of the application, hence Buddhism had always appealed to the inquisitive mind 

which seeks the truth, wanting to clear away doubts of ideological, spiritual inflection, 

emotional discomfort or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in other words, Buddhist teaching 

is the teaching for the noble ones.  

When “Chan Buddhism” (Zen) was first transmitted to the West, “Beginner’s Mind” 

had been esteemed highly as “GongAns 公案” (unanswerable rhetorics) were first taught, 

this fee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ner mind had always been upheld strongly, wanting to 

know、 to experience satori, or the wisdom of reality, or knowing “reality” in its true form.  

The core of "Mahayana meditation" is in the practice of bodhisattvaship which requires the 

dedication in liberating self and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rategy is designed to show 

the learner how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contemplation, the arising of the bodhi mind, and 

utilise it to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The process requires the union of the three 

aspects “yoga” (the contemplator, the contemplated and the contemplation).  Hence mind 

contemplation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ough it is a self-improvement process, it 

ultimately sets out the path for liberation of self and others.  Buddhist education is always 

concerned at the ultimate level.  Therefore purification of the mind is critical even though 

all other intermediate steps may seem to be convenient means only.  One draws 

inspiration from spiritual friends “善知識” and teachers, however, the final responsibility 

always rests on the individual student.  The holistic approach needs to be taught in an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 learning”. 

Hence the urgent need for education in today's world is the alignment of "knowledge 

transfer" with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to understand the goal of learn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ribution that one can make.  Succumbing one’s internal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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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bject the mind to an upper level of expectation, to purify this mind would make it a 

ready vessel for great transportation. 

（5）From darkness to light 

Often “darkness” has been used in Buddhist parables to indicate that people are not 

“awakened” and hence they cannot see any light “of wisdom”, and that is why they need to 

be “educated” so that they have the skill to enlighten and that they can benefit from the 

power of enlightenment.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Ven. Hiu Wan, the aim wa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ir values and redirecting their determination to a worthy cause.  

Not only is the individual’s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ce to her, but also aims 

of a higher order such as salvation in the spiritual sense.  In Huafan University, harmony 

and equilibrium had always been Ven. Hiu Wan’s fundamental focus, which try to create a 

perfect handshake between opposites, such as bringing in traditions from near and far, 

India and China, or calming the dualities, smoothing out the conflicts, integrating the arts 

and the sciences, making the principles and the practice both sides of the same project, 

connecting together the more experienced mentors and the more naïve trainees, 

philosophies from East and West. 

（6）Emotive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Not only is the emotive faculty encouraged, the intellectual capacity is also 

developed, reflectivity skills are administered as part of the studies of the general 

arts.  Why reflective thinking must be an educational aim is stated by 

Archambault Reginald D (1974: 212) quite clearly in his framework where 

conscious effort is of primal importance, it systematically prepares the students 

in a state of mind for inventions and it enriches meaning in their efforts.  The 

aim of education is ultimately to prepare students to be in a state of immediate 

appropriate response instantly and constantly.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this 

state needs training and regulation.  Hence mind cultivation is the key, and 

self-regulatory skill provides this link. 

While both emotive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are critical aims of education in 

acquiring secular knowledge, what is more essential for the students, is the all-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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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ersonal character development; this is instiga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This endorses Buddhist principles into the very fibre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lives since the foundational basis is to gain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and how 

this can be of utility to the self and the world that the individuals live in. 

（7）Creativity 

Creativity is the ability to generate new innovative ways of approaching the world, in 

searching for solutions to complex problems, interaction with fellow citizens, this ability 

needs to be fostered in students, it needs to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element of wonder”.  

Thus, curiosity needs to be aroused in the students; the mental capacity needs to be 

enhanced.  The “bewilderment” process needs to be encouraged, and one of the aspects 

that can be developed is through the full utilisation of all their faculties in learning.  This 

can all be done with close connection and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study of the liberal arts.  Thus the ultimate aim of any teaching method should include 

“the power to awaken the giant from within” in order to develop this ability to be curious 

for independent and logical thinking which ultimately will reach the higher level of 

research which is also a part of education (Menon, 2002)
26

.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incorporat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part of the compulsory core studies.  It 

enhances the the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ll the senses and also 

allocates appropriate space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at their 

own pace. 

4、、、、The Implementation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Buddhist education is in the self-cultivation practices 

which rely heavily on the contemplative practices.  How to integrate this aspect of mental 

training into current educational practices has perhaps become of the challenges in today’s 

world.  Buddhist scriptures can perhaps shed some light on the prime factor that is vital in 

this cultivation practice about mind contemplation, how it can be viewed from the 

                                                 
26

 Menon Madhava NR (2002). “Role of Teachers in the Pursuit of Academic Excellence”.  

University News, 40(3), Jan.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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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tioner, the categories of mind activities that we need to be aware of 

and the state that the mind can reach when it is totally free.  From the first fascicle of 

“The Sūtra of Buddha’s Discourse on Contemplation of 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s 

practice” which states: 

“Contemplate the mind as no mind (un-intentional), arisen from inverted thoughts, 

considering the mind as such, arisen from delusions; such as the wind in the air, there is no 

abode.  (Contemplate the mind) such as the mark of dharma as not arisen, not destroyed.  

What is (committing of) a crime? What is blessing?  My mind is (of an) empty nature, 

crime and blessing have no owner.  All the dharmas are such, not abiding, not worn, and 

repent in this way with contemplating mind as no mind, dharma does not abide in the 

dharma, liberated from all dharmas, (and) the truth of extinction is quiescence."
27

 

From the above excerpt, it can be seen that in order to assist learners in becoming 

aware of their own mind state, effort needs to be exerted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 

illusory nature of the mind, that there is no fixed entity known as “mind”, there is no 

“doer”, no “doing”, “nothing to be done”.  The goal of mind cultivation is to attain 

tranquility and achieve a state of quiescence.  The student learner needs to engage the 

mind so that wandering decreases as time passes by and eventually the mind will come to a 

halt, only then, can it establish new orientations.  That is why Buddhist education almost 

always needs to start from “knowing oneself”, “knowing one’s state of mind” and all its 

related activities, the bottom line is not abiding in the dharmas, not to abide on either side, 

and the mind should be free and natural.  Commonly in Buddhist circles, 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is the initial step on the path of contemplation, that is, namely 

the mindfulness of the body, the feelings, mind and dharmas.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usually star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nd observation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utility of the 

six sense root organs (eyes – sight, ears – sound, nose – smell, tongue – taste, body – touch, 

                                                 
27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卷 1：「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

無依止處。如是法相，不生、不[20]滅。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一切

法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悔，觀心無心、法不住法中，諸法解脫，滅諦寂靜。」(CBETA, 

T09, no. 277, p. 392, c24-p. 39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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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 thought), progressing from here to understand the four truths of the Noble ones, 

the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of arising and conditions (the twelve limbs of origin 

destination).  Hence practices such as attention, awareness, mindfulness, concentration 

and contemplation practices are greatly encouraged, particularly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engender such functions of mental capacity. 

Some of the ideas presented by Howard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28

 

(musical–rhythmic, visual-spatial, verbal-linguistic, logical-mathematical, 

bodily–kinesthetic, interpersonal, intrapersonal, and naturalistic) correspond with some of 

the aims of these traditional Buddhist mind cultivation practices.  As most Buddhist 

practice trainers would agree, that the learners’ faculties need to be sharpened and 

enhanced.  This is also the aim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as proposed by Ven. Hiu Wan, 

which had tried to include the art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much as possible so 

internalisation of values can be trained and practised.  Ven. Hiu Wan strongly believed 

that the natural setting will rai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thus assisting them to develop their 

necessary skills which include creativity and their overall capacity.  Of course moral 

values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in this setting.  Some courses help to deepen a sense of 

awareness within our students, allowing students to appreciate more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surroundings.  Interconnectivity is also instrumental to this implementation as the 

system tends to accommodate for specific nee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Archambault Reginald D. (1974, P225) stated that it is a matter of the union 

of attitude and skilled method in teaching.  He believes that cultivating those 

attitudes that are favourable to the use of the best methods of inquiry and testing.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is line of attentive inquiry and mindfulness can come from the 

practice of concentration and awareness, and that insights will naturally arise which will 

lead to wisdom development.  Archambault (1974) regards three attitudes to be 

crucial which are “open-mindedness, whole-heartedness, and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Archambault, open-mindedness may be defined as “freedom from 

prejudice, partisanship, and such other habits as close the mind and make it 

unwilling to consider new problems and entertain new ideas”.  The idea of 

non-abiding in Buddhism is also trying to encourage learners to be aware of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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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s and be impartial in their dealings.  The second attitude of 

whole-heartedness is to be fully attentive and mindful on the task, thoroughly 

absorbed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attitude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concentration ability, which 

is so crucial in so many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conceptualization 

activities.  The third attitude of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Archambault is 

conceived as a moral trait rather than as an intellectual resource.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n attitude that is necessary to win the adequate support of 

desire for new points of view and new ideas and of enthusiasm for and capacity 

for absorption in subject matter.  Mental development in Buddhism also 

supports the impartial and objective viewpoints and support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that are for the common good in reaching its final deliverance. 

As envisioned by Ven. Hiu Wan, Enlightened Education needs to involve 

equal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ing staff alike in its 

implementation.  It is a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corporating its 

principles, the esse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all its associated undertakings.  

The procedural methods would include how to awaken individuals, groups, 

societies, communities and global organisations.  The nature of awakening and 

the awakening method would indicate how to make progress if pursuance of the 

method is conducted properly.  Though Ven. Hiu Wan had never intended to 

enforce religious practices onto the students, she had embodied a religious 

devoutness and straightforwardness that only “religiously spirituality” would fit 

the call.   

As the aim is to develop a round holistic person “全人”29 who can become 

awakened, hence it has no age limit, nor any gender or race differences.  Once 

the educational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have been established, such as the 

classrooms (including natural classrooms), meditation halls, arts museum, 

external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s, what is left is the development 

of courses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six sense organs so that students can become 

                                                 
29

 A fully developed character (全方位圓滿人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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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ware and mindful of each and every of their actions.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associated courses need to incorporate how to become aware of our 

wandering mind, how to call it back and be mindful of the action to achieve 

mastery of the mind.  Only when this faculty of awareness is developed can 

students become conscious of their wandering mind, of their illusive thoughts.  

This is done through “zhiguan practice”, in other words, calming concentration 

and contemplative practices in the courses taught at each different level are 

brought in to include the reflective abilities and the knowledge specific domains 

and to alert students to be responsive and sensitive to their companions and 

surroundings, in other words to arouse their “bodhi-citta” and have sympathy and 

compassion.  The important issue here is to harmonise two opposites, integ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and the ar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bilities, to 

pacify opposition and conflict, to be at one with self, others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opposites, and the re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one 

hopes to achieve the state of an informed mind which is more receptive, 

perceptive and more mindful.  That is why Ven. Hiu Wan had put a lot of 

emphasi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ince it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in 

invigorate the whole self into “being” and enabling to be a solace for the spiritual 

cultivation. 

5、、、、Opportunities of Englighened Education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as proposed by Ven. Hiu Wan has been 

expounded in many of her works.  Education is a life-time process in that each and every 

stage of human is a learning process.  Education is actually a cradle to the grave course 

of activities.  In the midst of teenager, the aim is to help students deepen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in life and that life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can be of great service and hence it 

can perform great act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concerned.  All of this depends on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mind, and this sort of education “holistically” must be instilled in the 

students while still young, and strengthen and deepened as they progress through each 

stag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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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ransmut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to wisdom 

In Buddhism, more often than not, education, or learning is a process which involves 

the transmut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to wisdom.  Consciousness here often refers to the 

sixth sense where the intellectual mind is active.  In Buddhism, what is concerned about 

is the spiritual mind.  This power of the mind cannot be measured in physical terms; it is 

similar to the atom, being so small, yet with so much power when it is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herefore when the mind is applied such as in our everyday life, especially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the results can be unfathomable. 

This can find concurrence and evidence from the Buddhist Sūtra, “The Essentials of 

the Sublime Praise of the Saddharma Puṇḍarīka Sūtra” Fascicle 29 states: 

“Speech is one method of permitting each and every one in the audience to see the path and 

wisdom of non-leakage in general.  When at the time of realis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one eye witnesses (the event) is named “eye”.  Manage precise discernments is named 

“wisdom”.  Shining (penetrating) with clarity is named “brightness (clear)”.  Observe 

with awareness is named “enlighten”.” 
30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criptures distinctively making it clear each step of the practice 

and expounds the expected result, it all starts with the sense organs and the internal 

observation and then the essence, the appearance and the function are all stated in the 

Buddhists texts, what it takes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wakened.  The path leading from 

the practice to the outcome and the result can be best employed in a given specific context.  

The chances that Buddhist principles can be employed by any individual anywhere 

anytime is not hard to see.  Buddhist principles can be adapted and adopted in any social 

situation.  However, to-date, the most often used context is in the psychological arena, as 

equivalences can more easily be drawn.  Fields of research regarding Buddhist principles 

are expanding, such as medicine, neuroscience, mathematics, social science, commerce, 

science, ecology, aeronautics, education, and so on. 

                                                 
30

 《法華經玄贊要集》卷 29：「言是一一轉令聞法等者。見道無漏智是一般。證四諦理時。

親見名眼。決斷名智。照了名明。覺察名覺。」(CBETA, X34, no. 638, p. 807, c4-5 // Z 1:54, 

p. 343, c11-12 // R54, p. 686, a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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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rchambault Reginald D. (1974, P109), many adaptations can be 

employed, many collabor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may exist.  He stated that we do 

not have a division but simply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social 

and the psychological, these are two sides the same state.  Both cover the entire sphere of 

conduct when it comes to ethical theory.  They are supplements of each other.  Each 

theory is complete and coherent within itself, so far as its own end or purpose is concerned.  

The power of the mind can bring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since Buddhist teachings 

often deal with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mind.  The value of any teaching is 

determined by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 that is, by using it for accomplishing some 

definite purpose as stated by Reginald (p195).  If it works well – if it removes friction, 

frees activity, economizes effort, makes for richer results – it is valuable as contributing to 

a perfect adjustment of means to end.   

（2）Resource Sharing - Collabora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industry 

All parts of society must be involved.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an open process, it 

allows for interaction at multiple levels of society and thus the whole world.  Social 

welfare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ork hand in hand.  All of the actions are interpreted 

as a continuous whole processes with step by step procedures, which refers to the human's 

life span from birth to death and the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extend the 

education-research-practice integration into all fields that constitute the quality of life 

during the whole life span.  This i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planning of new 

programs and courses.  Since practice is at the core of Buddhism, hence, for enlightened 

education to work properly, opportunities need to be created for joining the two as in the 

statement “Learning by Practice, Practice for Creativity.”
31

 

（3）Integration with daily activities 

Buddhism deals with everyday life.  There is a saying that without worldly life, there 

is no Buddhism
32

.  It is a dynamic interaction and the innovation is based on 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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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of real-life situations.  Wher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re fused into one, 

the result should be remarkable.  This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many co-operations 

between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ccording to Reginald (1974) 

these fields are integrated and interrelated which enables a horizontal movement of 

specialists, university teachers, students,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between the fields.  

This needless to say is also applicable for interactions with social entitie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need not only b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it could become 

diagonally or multi-channel like the Indra’s Net.  This is known as the hybrid model in 

Reginald’s model.  As the initiative covers the institution as a whole, all functional parts 

of the institution are involved in 'Learning by Practice'.  The integrative theory-practice 

process of the general strategy is rather in an autonomous way for each teaching team. 

Furthermore, preconditions to such autonomy are; firstly, share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and context of the strategy at the level of each teaching staff 

member and secondly, the nature of the studies that both staff and students jointly learn.  

Students gain knowledge not just from expertise, but also from actual practice, from their 

peers, from their mentors and all parties at different hierarchical levels and also horizontal 

levels.  This affords them opportunities of reporting and receiving feedback from 

stakeholders on a frequent basis. 

（4）Incorporation of contemplative practices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rise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come through knowing the 

power of the mind.  This is done through practice with observation, to interpret with 

senses the meaning of the human life process (i.e. receiving life, aging, being in illness, 

and death and dying).  In addition, it should enlighten existing stressful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to better the wellness of human beings.  This concept of integration and 

connection was applied to learning.  For an implementation to work properly and for 

opportunities to be harvested in an institution, it must be carried through all levels of 

management and the theory needs to be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organisation.  The 

upper level management must be committed to this type of fus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wareness being heightened and mindfulness cultivated, ideas and new methods are 

communicated.  A Buddhis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ould encourage humanist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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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enhanced, as well as Buddhist philosophies to be ingrained in the teaching 

methodology.  As discussed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is 

encouraged.  This is frequently done by sensory learning and training. 

Contemplative skills and awareness of enlightenment principles a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employment of meditative practices which are compulsory at the elementary 

levels and selective as the student progresses to more advanced levels.  Contemplative 

practices are encouraged at all levels, both through formal sitting exercises as well as 

awareness practices through active movement practices through the environmental courses. 

（5）Fulfillment 

As mentioned, total commitment from staff and students to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of life is required.  This is through the use of harmonious methods of self-development, 

self-procreation, and fulfillment.  The natur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prerequisite and 

th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so on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s in the world and hence our harmonious way of living within it. 

Co-operative efforts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enable students to adopt a 

more pos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employment prospects.  Though it does not 

mean to create competition, it does foster general participatory effort and thus making 

courses more pragmatic and does orient the students to external market prospects.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behind Buddhist philosophy is to enable and empower students to 

grow and develop at their own pace. 

（6）Global opportunities 

Global multimedia facilities increase at a phenomenal rate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a lot of cross-cultural worldwide-scale bridging interactive activities.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the globe at a touch of a button give so much power to the 

individual, but without mental control, it may cause more harm than it may bring benefit, 

therefore for every possible application, it needs to attach a condition of use (mastery of 

the mental faculty, the power of the mind needs to be harnessed).  At the same time, flow 

of information is so easily tracked which sometimes may leave the individual feeling 

isolat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umaneness” in all of our activities; humans may 

sometimes become “binary numbers”.  Somehow, this may induce a situation whe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for the Modern World

 
 

 

491 

predominantly “machine-based” actions ensure and thus leaving a vacuum and the 

“human” aspect may be neglected.  The greater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he more 

superior must our management of the “mind” become.  The adage goes, for every 

opportunity, there comes a cost. 

6、、、、The challenges of Englighened Education 

As tell-tale signs of the decline of ethical values show with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more we must be mindful of our actions.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for us to master our 

mind.  Once this is taken care of, the rest will follow suit.  In a goal target-oriented 

society, everything has a “use-by date”.  How we surmount this obstacle and making our 

seemingly ephemeral mind produce more lasting effects without causing damage?  

How do we specify a replacement theory? Can we superimpose the new on the old?  

Which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scientific theories?  The challenge is to find a solution 

when we bring the power of the mind to work.  As Reginald (1974: P426) puts it 

quite distinctively, “No prohibitory holds against the attempt to make a new wine 

of culture and to provide new containers.”  We must set new standards and put 

forward new claims.  According to Reginald (1974: P426), “Only new aims can 

inspire educational effort for clarity and unity.”  This is clearly a challenge, 

how to unify every faction in the world?  Surrendering the old and introducing 

the new may produce confusion, it may not terminate conflicts, but it may “render 

it intelligent and profitable” according to Reginald. 

Even though Buddhist principles do not require everyone to adopt them as part of 

their religious faith, but it does require at least for us to be “humane” and “ethical”, this is 

a challenge for all.  Since these standards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  

Personal development will hence diversify.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education, it may not be hard to see that Buddhist education 

is suitable for the modern day since it brings back traditional values, it not only acts as an 

institution giving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preparing for the challenges of life, but also 

as a place flourishing with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ith this sort of 

arrangement, it comes with difficulties for today’s institution.  How to provide a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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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le for all? 

Personalized and customized regulation requires a lot of investment of resources, such 

as economic, social and human and time.  This comes at a cost, in a tightly competitive 

nature, these resources may become demanding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provide, 

hence it may be at the hands of private organisations, thus unless greater effort is sourced 

in the co-ordination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 the expected outcomes may be more difficult 

to realise. 

Secondly, with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need to be 

evaluated.  With objective external competencies, it may be easier to regulate and 

evaluate.  When it comes to internal subjective competencies it may turn out to be “not 

scientifically measurable” and hence outcomes will be hard to repeat.  Particularly true of 

competencies such as personal development, individual growth, educational standards or 

moral behaviour assessments will almost be impossible.  Personal appraisals may subject 

to variance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irdly, for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llaborations to take place, effort and time 

resources need to be invested.  If any particular party is still at the immature 

“self-interest” stage, then “sharing” may not be an effective feature of the system. 

Finally, given the benefi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opposites, many institutions may still 

not be at a stage where effective assimilation can take place, many individuals still hold 

traditional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still encourage “rote-learning” rather than promote 

“deep-learning” methods.  If integration is not implemented, then linkages and 

cooperation may not be as effective. 

According to Buddhist scholars, challenges come at different levels.  There exist six 

complexities in for Buddhism to be integrated in modern education.  Firstly economical: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raise funds for any project concerning Buddhist education.  One way 

to resolve this is perhaps making Buddhism part of mainstream education.  The second 

factor being human: it is difficult for dedicated well-educated personnel who engage 

themselves in this worthy cause have a genuine interest and dedication.  The third 

difficulty is in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products that may promote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ideas, though many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CAL) programmes are on the 

market, but how does one impute Buddhist values within this spectrum of packag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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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one is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which has been mentioned above.  The fifth 

factor is interest and curiosity: Buddhism is gaining ground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are 

curious to learn Buddhism. There are not enough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to fulfill 

this demand.  Therefore one of the best ways is to introduce Buddhist courses within 

mainstream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sixth difficulty is integrating research into the 

courses.  It tends to become more arduous to research on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have measurable outcome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s is perhaps “open philosophy” which is the idea 

that though the theory is given, the teaching is expounded, but it is up to the individual 

whether you embody it into your life and make it work for you in your own context.  In 

Buddhism, nothing is forced on you, it is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t is not similar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where individual students are forced to learn “standard lessons”.  In 

Buddhism, it is open and free, but it requires individual determination to enforce it. 

A final word, Buddhism is about adopting the middle way.  Though we may say not 

to attach to acquiring knowledge, but we also encourage having knowledge as a basis for 

further work, improve our capacity for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Buddhism also has 

different traditions,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core foundation of Buddhism is to deliver 

ourselves from the bondage of life and make it part of our daily living, not to cause harm to 

oneself and others.  This middle path is for us to open up and widen our horizons, 

allowing us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and wide spectrum of different living organisms 

and different ecological systems.  In this way, when we are subject to differences, how 

we surmount these and achieve common ground, this is one of the ways that we can 

transform using Buddhist principles and how we can live with such manifest background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ut in the words of Bodhi Bhikkhu, “it helps with 

cross-fertilization and even hybrid formation, whereby new forms of Buddhism emerge 

from the synthesis of different schools.  At the minimum, it will serve as a catalyst 

encouraging more attention to be given to aspects of one’s own tradition that have 

generally been under-emphasized.” 

Buddhist Engagement in the modern world is the message that we can bridge across 

East-West spectrum by bringing together all parties concerned, amalgamate class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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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studies, integrate science and religion.  It can be appreciated that no one in the 

modern world can afford to live in a vacuum.  Isolation is phased out systematically.  

Global interaction and dynamic cooperation is encouraged at all levels.  Buddhism can 

play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is whole process.  We are part of the globe environment, 

and an essential part of our education is to see how to relate to the world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humankind.  We shouldn’t lose sight of whom we are, what our 

obligations are to the world, how we should act as Buddhists in this world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our service.   

Evidently, as we make more progress in this world, we can see that today our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more urgent than ever before since as humanity has learned to 

master the material forces of nature, we are combating the forces of our ow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As the three basic poisons (greed, hated and ignorance) still exist, these 

still remain our biggest problems in humankind.  Even though “education” is the key, the 

form that it takes and how it is formulated for action is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its 

application to the problems of modern society. 

7、、、、Conclusion 

Ven. Hiu Wan proposed Enlightened Education as part of the modernisation proces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m with education.  The principles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are based on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dating back to the Buddha’s time.  

Buddhism is a way of educating oneself to be free of illusions and set on the path to 

freedom from saṃsāra.  There is a slight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ical Buddhist education 

and modern education.  Classical education mandates monastics to concentrate on the 

Buddhists texts and formulate practices to eradicate the human ills until full realisation of 

Bodhi (attain Buddhahood).  Modern education however, requires one to engage in and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and be of service to the world. 

Congruence occurs between Buddhist education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sense 

that education is to bring out the human potential; hence it is a pers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method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i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awareness in 

all the sense organs and bring out the best of the responses through the different faculties 

such as perception, judgment, discriminative feeling, mental activity, moral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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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as well as emotional, objective as well as subjective abilities. 

Buddhism emphasises on personal cultivation, particularly mental cultivation.  

Enlightened Education encapsulates some of these principles: holistic education, the two 

parallel paths of training including monastic education as well as social secular education, 

multiple-layered system consisting of physiological,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Natur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lightened Education; this 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aesthetic value as well as improving students’ 

creativity.  Experi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are also critical in this process.  The whole 

path includes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bilities,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intellectual 

process, as well as creativity skills are fostered. 

Natural to Buddhist education is the study of the Five Sciences (Sanskrit: 

pañca-vidyā-sthānāni), according to Ven. Hiu Wan of these five sciences “五明”,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mental clarity” in any of the activities.  Education is to know what is 

“unknown” a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seemingly opposites and the harmonious “one” is 

encouraged throughout the education process.  The clarity process involves transforming 

from darkness to light, by a mental cultivation process.  This is an integral process of 

combining both emotive as well as cognitive abilities.  This joining of both faculties has 

been echoed in Howard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With the advent of new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endeavours are possible.  

However, at the root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may still be the poisons (Kleśa) within 

ourselves which we may need to put further work in this.  Bridging across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also bring with i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View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may be different.  Due responsibilities and expectations on different individuals may vary 

across the board. 

Buddhist Enlightened Education has a lot to offer modern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makes good sense to have peace and harmony, to be in equilibriu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tatic and dynamic, on the end hand, to be pragmatic about putting Buddhist ideas 

into contemporary education brings with i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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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對邪見之說明──以阿含經典為主要依據 
 

 

林承德∗
 

 

摘要  

本文以阿含經典為根據探討佛教如何說明邪見。邪見（Skt mithyā-dṛṣṭi; Pali 

micchā-diṭṭhi; wrong view）意指錯誤的見解。在佛教中，很多類的見解都被歸類為邪

見，本文以阿含經典為依據，將焦點放在三大類的邪見上。三大類邪見分別為關聯於

世間的邪見、邊見、身見和我見。首先，第一類的邪見主要是認為沒有他世、沒有善

惡報、也沒有可以修行而達到解脫的聖者。其次，邊見指的是片面的見解，例如認為

我或世間常‧無常、有邊‧無邊，身和命是相同的、身和命是相異的。第三，身見和

我見是以「我」為出發點，試圖將一些項目認定為「我」。 依據對三大類見解的分

析，本文提出佛教將一見解說明為邪見的主要理由有二：（一）見解不切合於確實的

情形；（二）抱持見解會為眾生帶來困苦。除此之外，若是以不恰當的方式持有見解，

就算此見解是佛教所教導的內容，嚴格說來，此見解對其抱持者而言也成為了邪見。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邪見、邊見、身見、我見、阿含經典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東方哲學組碩士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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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將探討佛教如何說明邪見。邪見（Skt mithyā-dṛṣṭi; Pali micchā-diṭṭhi; wrong 

view）意指錯誤的見解，而見解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命題或論斷構成。見解有正確的

和錯誤的之區分，本文將焦點集中在錯誤的見解，並闡釋佛教如何說明邪見。 

首先，如果見解並不切合於確實的情形，佛教就會說明這樣的見解是邪見。其

二，如果見解只是由片面觀察所形成的，這樣的見解因為不夠全面也會被佛教說明為

邪見。其三，如果抱持著一個見解，將會引發出困苦的話，這樣的見解也會被佛教說

明為邪見。 

佛教說明邪見，並不只看在見解上。當事者抱持著一個見解，就算這個見解是

佛教所教導的，但是如果當事者執著在見解上，只認為所抱持的見解是對的，其他的

見解都是錯的，或是認為只要抱持見解不必再從事其他行為，那麼就算持有不錯的見

解也會產生問題。 

討論邪見之所以重要，在於見解的形成對於後續的實踐有相當大的影響。在阿

含經典中，說明正見會帶出後續其他正確的項目，而邪見則會帶出後續其他錯謬的項

目。1如此一來，檢討邪見就相當重要。本文焦點在於說明一些見解之過患和見解成

為邪見之理由，經由這些檢討，進一步就可以理解出如何對治邪見。然而，本文篇幅

所限，只聚焦在討論見解之過患和見解成為邪見之理由，至於如何對治邪見，尚無法

於本文中陳述。 

本文的文獻依據是阿含經典，主要使用漢譯的四部阿含經，必要時也會使用英

譯的尼柯耶經典。北傳的阿含經典和南傳的尼柯耶經典，主軸上是一貫的，但細微差

異的部分則可互相補足。阿含經典是佛教解脫道的重要典籍，內容也包含許多佛教的

基本教法，研究佛教對於「邪見」的看法，以此典籍作為材料，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本文採用哲學的研究進路，提出哲學式的提問：見解在什麼情況下會被稱之為

邪見？這相關於哲學上知識學的討論，近似於探討知識成立的要件。但於此不只涉及

知識學的討論，還涉及了實踐哲學的討論：當事者對見解所採取的態度，也會影響佛

教對見解的說明。研究方法上，藉由概念的分析、文獻的解讀，試圖藉由這些方法，

                                                 
∗ 本人於就讀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東方哲學組碩士班期間曾接受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

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合作在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成立之漢傳佛學研究室之「聖嚴漢傳

佛學研究生獎學金」之獎助。 
1 可參見《雜阿含經‧第 749經》，（T2, no. 99, p. 1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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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所提出的論題。 

本文由以下五節所構成：第一節，緒論，說明研究主題、使用文獻、研究進路和方法、

和全文結構。第二節，三大類邪見的基本介紹，初步說明在阿含經典中的三大類邪見：

關聯於世間的邪見、邊見、身見和我見。第三節，三大類邪見的問題，承接第二節，

進一步說明這些見解的問題。第四節，見解成為邪見之主要理由，根據對於這三大類

見解的分析，提出見解成為邪見的理由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二大類：（一）見解不切合

於確實的情形；（二）抱持見解為眾生帶來困苦。第五節，結論，總括全文。 

二、三大類邪見的基本介紹  

在阿含經典中，邪見的項目有很多種2，本文為了聚焦，將討論的範圍集中在三

大類的邪見：關聯於世間的邪見、邊見、身見和我見。本節將先簡單說明這三大類邪

見的內容，更進一步對於這三大類邪見所帶出的問題，將在下一節說明。 

第一類的邪見，是關聯於世間的邪見。在阿含經典中，邪見可以指向認為沒有

他世、沒有善惡報、沒有可以修行而達到解脫的聖者。3 之所以名為「關聯於世間的

                                                 
2 如《長阿含經‧世記經‧龍鳥品》：「……彼作是彼：『我彼此彼法、彼彼彼陀法、彼法、彼

月法、水法、供養彼法、諸苦行法，我彼此功德，欲以生天。』此是邪見。……」（T1, no. 1, 

p. 128a14-17） 

 引文的標點符號係參考 CBETA電子佛典之標點，以下引文皆同。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梵天請佛經》：「……爾時，有一梵天住梵天上，生如是邪見：『此處

有常，此處有恒，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

有勝、有妙、有最者。』……」（T1, no. 26, p. 547a12-15）；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 

(tr.), “MN 49: Brahmanimantanika Sutta- The Invitation of a Brahmā,”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p. 424。 

《雜阿含經．第 104經》：「……爾時，有比丘名焰彼迦，起惡邪見，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

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T2, no. 99, p. 30c12-14）；Bhikkhu Bodhi(tr.), 

“SN 22.85,”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p. 931。 
3 可參見《雜阿含經．第 1039 經》：「……不捨邪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報、

無福，無善行惡行、無善惡業果報，無此世、無他世，無父母、無眾生生世間，無世阿羅

漢等趣等向此世他世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T2, no. 99, p. 271c11-16) ；Bhikkhu Bodhi(tr.), “AN 10.176,”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p.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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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見」，是依據正見中的世間正見而命名。世間正見中所列舉的項目，大致上可以和

這類的邪見相對應，故以此為名。4 若持有這樣的見解，一方面不會行善，因為既然

沒有他世也沒有善惡報，那麼只關心自己的行為者就不會考量到所做的事情是善事還

是惡事，便會幾乎只以自己的喜好來做事。另一方面，認為沒有可以修行而達到解脫

的聖人，那麼就不會從事修行，以至於繼續在生死苦海中漂泊。 

第二類的邪見，是邊見，例如認為我或世間常‧無常、有邊‧無邊，身和命是

相同的、身和命是相異的等等。5 這些見解雖然看起來彼此矛盾，似乎一邊對了另一

邊就錯了，不過這些見解都只是片面的，並沒有全面地觀看到實相。《長阿含經‧世

記經‧龍鳥品》中以盲人摸象的譬喻來說明6，當盲人不清楚象的整體時，各自摸到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思經》：「……三曰邪見，所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齋、

與（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

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T1, no. 26, pp. 437c27-438a2) 

《增壹阿含經．四意斷品．第 5經》：「……彼人恒懷邪見、邊見相應，彼便有此見：『無施、

無受、亦無前人何所施物、亦無善惡之行、亦無今世‧後世、亦無得道者、世無阿羅漢可

承敬者，於今世‧後世可作證者。彼若見沙門、彼羅門，便起瞋恚，無恭敬心。若見人惠

施者，心不喜樂，身、口、意所作行而不平均，以行非法之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T2, no. 125, p. 636b3-10) 

《長阿含經．弊宿經》(T1, no. 1, pp. 42b25-47a12)；Maurice Walshe(tr.), “DN 23: Pāyāsi Sutta- 

About Pāyāsi- Debate with a Sceptic,”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pp. 351-368。 
4 《雜阿含經．第 789經》：「……佛告彼羅門：『正見有二種。有正見，世、俗，有漏、有取，

轉向善趣；有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見世、俗，

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正見有施、有說、有齋，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彼羅門！是名正

見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T2, no. 99, p. 204c17-21） 
5 可參見《增壹阿含經‧善惡品‧第 9經》：「……均頭當知，若凡夫之人便生此彼：『為有我

耶？為無我耶？有我無我耶？世有常耶？世無常耶？世有邊耶？世無邊耶？命是身耶？為

命異身異耶？如來死耶？如來不死耶？為有死耶？為無死耶？為誰造此世？』生諸邪見：

『為是梵天造此世？為是地主施設此世？又梵天此眾生，地主造此世間；眾生本無今有，

已有便滅。』凡夫之人無聞、無見，便生此彼。……」(T2, no. 125, p. 784b1-9) 

亦可參見《長阿含經．清淨經》(T1, no. 1, pp. 75c12-76b5)；Maurice Walshe(tr.), “DN 29: 

Pāsādika Sutta- The Delightful Discourse,”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pp. 437-438。 
6 T1, no. 1, pp. 128a7-129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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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摸的部分，並依此就斷定象像是什麼。盲人們的論斷各有所據但也彼此衝突，

象像是壁就不會像是丘阜，象像是絙絙絙絙就不會像是柱。這些盲人雖然都如實地摸到象，

也如實地把自己所摸到的感覺表達出來，沒有說謊，但就是因為盲人們並不清楚全面

象之情形，就算其各有所據，但嚴格來說，各自的論斷都錯了。邊見也是一樣，邊見

可能切合片面的事實，但如果就世界的整體和長遠的歷程來看，這些見解只能是錯誤

的見解了。 

第三類的邪見，是身見和我見。身見可以說是諸多邪見的根本 7，其主要內涵在

於以五蘊為出發點，作出各種關於「我」的論斷 8。任何眾生若把五蘊或其他項目認

定為「我」、「我所」等和「我」比較相關的項目，一方面，進一步就會和其他項目形

成區別，嚴重者將形成對立。另一方面，眾生將只會關心「我」、「我所」等和「我」

比較相關的項目，不在這個範圍內的，就不成為去關心的項目，甚至成為犧牲或破壞

的項目。大致依於這兩方面，眾生進而形成其他偏差的見解。依於這些偏差的見解而

行為，受益的是所謂的「我」、「我所」等和「我」比較相關的項目，而無視於其他項

                                                 
7 《雜阿含經．第 570經》：「……尊者梨犀達多答言：『長者！凡世間所見，或言有我、或說

眾生、或說壽命、或說世間吉凶，斯等諸見，一切皆以身見為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

轉。』……」（T2, no. 99, p. 151a19-26）；Bhikkhu Bodhi (tr.), “SN 41.3,”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p. 1317。 

 值得一提的是，在《相應彼柯耶經》中，「諸見」以完整論斷的形式出現：「Venerable Elder, there 

are various views that aris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eternal” or “The world is not eternal”; or 

“The world is finite” or “The world is infinite”; or “The soul and the body are the same” or “The 

soul is one thing, the body is another”; or “The Tathāgata exists after death,” or “The Tathāgata 

does not exist after death,” or “The Tathāgata both exists and does not exist after death,” or “The 

Tathāgata neither exists nor does not exist after death”－these as well as the sixty-two views 

mentioned in the Brahmajāla.」 

 六十二見的相關研究可參考 Bhikkhu Anālayo, "The 'Sixty-two Views'－A Comparative Study," 

pp. 23-42；同期中譯：無著比丘著，王瑞鄉譯，〈「六十二見」的比較研究〉，頁 43-57。 
8 《雜阿含經．第 570 經》：「……復問：『尊者！云何為身見？』答言：『長者！愚癡無聞凡

夫見色是我、色異我、色中我、我中色，受、想、行、識見是我、識異我、我中識、識中

我。長者！是名身見。』……」（T2, no. 99, p. 151a22-26）；Bhikkhu Bodhi (tr.), “SN 41.3,”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pp. 

1317-1318。關於「我」的哲學討論，亦可參考 Mark Siderits, Buddhism as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pp. 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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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然而，認定五蘊或其他項目為「我」、「我所」等和「我」比較相關的項目，一方

面並不真切，另一方面將無助於解脫。經過嚴格的檢查，將發現在變動不居的項目中，

並非有任何項目可被認定為「我」、「我所」等和「我」比較相關的項目。在抱持著「我」、

「我所」等和「我」比較相關的項目的見解時，所形成的是強大的執念，而就是因為

這樣的執念，讓眾生在生死輪迴中漂泊，不知道何時才能窮盡困苦。 

三、三大類邪見的問題  

前文已列出三大類的邪見，並已簡單說明這三大類邪見的問題。本節將延續上一

節，進一步深入說明這三大類邪見的問題。 

（一）「關聯於世間的邪見」並不切合世間確實的情形 

本小節要討論的是「無施、無報、無福，無善行惡行、無善惡業果報，無此世、

無他世，無父母、無眾生生世間，無世阿羅漢等趣等向此世他世自知作證：『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9 這類的見解。首先，這類的邪見並

不切合於真實的情形。凡夫很多時候只以自己相當有限的認知能力就想要論斷自己經

驗不到的事物是虛妄的，但經驗不到的事物並不能依此就說其是虛妄的。譬如，有人

沒看過黑色的天鵝，但卻不能因此說沒有天鵝是黑色的。當認知能力有限時，並不是

去否定所有認知不到的項目，而是要依於合理的推斷而採信一些說法。在佛教中，有

很多修行者以較為高超的認知能力而認知到更為全面的情形。若凡夫執意堅持己見，

斥這些修行者的說法為虛妄，那麼不但障礙對事情的認知，而且也障礙了未來走得通

的離苦道路。另外，佛教提供的也不只有相信較為高超的修行者而已，也提供修行的

道路。如果不想只是相信而已，比較好的作法應該是也一起投入能力的培養和開發，

當能力提升之後，所經驗到的就可以擺脫一般的情形，而經驗可以更為全面且透徹。 

其二，若抱持著這樣的見解，只關心自己的行為者之所作所為大致就會以自己的

喜好行事，就比較不會考量到其他因素。大多數未經修行的眾生，大多以趨樂避苦的

方式運作。如果認為沒有善惡果報、此世是虛妄的且沒有他世，那麼行為就比較會放

蕩不羈。如此一來，一方面放蕩不羈的行為可能會使其他眾生受苦受難，另一方面，

因為誤以為沒有善惡果報且沒有他世，等到自食後果時就悔不當初。 

其三，不認為有修行而達致解脫之聖者，那麼當事者也不會去修行。一方面，若

                                                 
9 《雜阿含經‧第 1039經》，(T2, no. 99, p. 271c12-16)；Bhikkhu Bodhi(tr.), “AN 10.176,”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p.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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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為有修行而達致解脫之聖者，就不會對其恭敬、供養。另一方面，除了不會恭敬

和供養聖者，因為當事者並不認為有修行可以達致解脫這一回事，當然也不會嘗試去

努力。 

大致依此三點，當事者依於所抱持的見解，一方面誤解了事情的真貌，另一方面

輕者只是不修行，重者放逸行惡，將面臨當事者所不願承受之後果。 

（二）「邊見」各執己見，不夠全面 

邊見指的是落於對立兩個極端的見解，如有見‧無見、常見‧斷滅見。這些見解

的形成，一方面並沒有如實觀看廣大的世界和長遠的歷程，另一方面，形成邊見很多

時候都是依於各自的所執。10 如同上一節所舉盲人摸象的例子，這些見解的形成很

多時候並不是依於全面的觀看，而只是依於片面的經驗。縱使各自的經驗都有其真實

的憑據，不過卻因為都只是一部分的圖像，所形成的見解因為不夠全面，只能被說成

是有偏差的，甚至是錯誤的。並且，在形成邊見時，當事者有多時候是執著在主詞所

指涉的項目。例如「我是恆常的」、「我不是恆常的」、「我存在」、「我不存在」、「世間

是恆常的」、「世間不是恆常的」、「世間存在」、「世間不存在」。這些論斷很大的問題

在於，無論怎麼論斷，都是執著在某些項目上，而依於這樣的執著，很多時候即看不

到關鍵所在。在佛教，關鍵大致在於眾生的困苦和全面的實相，執著在任何的項目上，

無論作出怎樣的論斷，都是有問題的。 

                                                 
10 如《雜阿含經‧第 301經》：「……佛告 陀迦旃延：『世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為取所

觸。取所觸故，或依有、或依無。若無此取者，心、境繫著使不取、不住、不計我。苦生

而生，苦滅而滅。於彼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自知，是名正見，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

所以者何？世間集如實正知見，若世間無者不有；世間滅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

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

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T2, no. 99, pp. 85c20-86a2）；Bhikkhu Bodhi (tr.), 

“SN 12.15,”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p. 544。 

《雜阿含經．第 961 經》：「……我若答言有我，則增彼先來邪見；若答言無我，彼先癡惑

豈不更增癡惑？言先有我從今斷滅。若先來有我則是常見，於今斷滅則是斷見。如來離於

二邊，處中說法，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謂緣無明行，乃至生、老、病、

死、憂、悲、惱、苦滅。……」（T2, no. 99, p. 245b18-24）；《別譯雜阿含經．第 195經》（T2, 

no. 100, p. 444c12-27）；Bhikkhu Bodhi (tr.), “SN 44.1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p. 1394。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506 

上一段所舉各種論斷的例子，雖然那些論斷看起來彼此矛盾，似乎一邊錯了另一

邊就要是對的，不過，這些論斷所使用的主詞或所深切關心的對象並不都是可被觀察

到的項目，如「我」，因此無論怎麼論斷都有問題。另一方面，這些陷於一邊的論斷

只是固定的命題，就算該命題為真，也因為其只是在一個小小的領域上，加上若只是

抱持著這樣的見解，而排斥其他所有的見解 11 ，那麼，這樣的見解也只能被稱之為

邪見了。 

（三）「身見、我見」嚴重障礙解脫 

前文所述，身見主要的內涵在於以五蘊為出發點，作出各種關於「我」的論斷，

因此，身見大致上就是我見。 

要在五蘊或其他項目認定為「我」，必須先嚴格檢查這些項目可不可以被稱做

「我」。檢驗的標準大致有三：自在（主宰）、恆常、不會產生困苦（老、病、死），12

而這三個檢驗標準密切相關。嚴格來講，要稱得上是「我」的項目，大致都要通過這

三個標準的檢驗。首先是自在的檢視。若把五蘊或其他項目認定為「我」，無論是「我」、

「我」的東西甚至是「我」的自我，現實上，被認定為「我」的項目對這些項目都無

法操控自如。例如認定色是「我」，但色卻無法自在，也無法自在操控其他四蘊；例

如認定五蘊的總合是「我」，但這五蘊的總合也是無法自在，也無法自在操控其他被

稱作「我所」等和「我」密切相關的項目；再例如認定五蘊背後有個東西是「我」，

同樣地，這背後的東西也無法自在操控五蘊，而且這所謂五蘊背後的「我」，並無法

被觀察到，只是被想像出來而已。其次是恆常的檢驗。無論是把五蘊或其他項目認定

為「我」，這些項目經過嚴格的考察，都不是恆常的。不恆常的項目嚴格來說就不是

「我」。其三是不會產生困苦（老、病、死）的檢視。無論是把五蘊或其他項目認定

為「我」，將發現這所謂的「我」還是會經歷生老病死、還是困苦的。一般狀況下也

不會把會經歷生老病死、會困苦的項目認定為「我」，這和一般所期望的「我」有所

差距。13 

                                                 
11 可參見《長阿含經‧世記經‧龍鳥品》（T. 1, vol. 1, pp. 127a2-129a24）。 
12 可參見《雜阿含經‧第 110經》，(T2, no. 99, pp. 35a17-37b27)、《增壹阿含經‧六重品‧第

10經》（T2, no. 125, pp. 715a28-717b8）、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 (tr.), “MN 35: 

Cūḷasaccaka Sutta- The Shorter Discourse to Saccaka,”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pp. 322-331。 
13 可參考 Peter Harvey, “Theravāda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Person: Anatta-lakkhaṇ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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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三個檢驗標準，是針對一般眾生對於「我」比較常見的要求，如果不能滿

足這些要求，眾生也不太會將其執取為「我」。「我」是外加上去的概念，經過仔細的

觀察，並不是真正觀察到「我」。一般眾生只是將最為關心的部分認定為「我」，例如

將物質現象認定為「我」，或者將其他四蘊認定為「我」。在心態活動的時候，大致上

有其可以企及和不可企及的部分，因此眾生順勢形成內外之分、我人之分、自他之分。

將什麼東西認定為「我」，只是確立這樣的區分，但這樣的區分並不絕對也不恆常，

因此，被認定為「我」的範圍和項目不斷再改變。眾生其實也不是很清楚「我」到底

是什麼，只是在心態活動時感到好像有個「我」，就順勢抓取一些項目來認定為「我」。

然而，這些都只是眾生的虛妄分別，無論是內外之分、我人之分、自他之分在深刻的

形上學層次上並不成立。依於這樣的區分而形成的我見，也只是虛立而不能成立。 

一般眾生將任何項目認定為「我」，大致都帶有強大對於「我」的執念。例如我

要快樂、我不要痛苦；我要富有、我不要貧窮；我要舒服、我不要痛苦。然而，佛教

經由考察，了解到有為法都是經由條件的推動而運行的，而其中相當重要的主軸就是

十二緣起支。波段緣起的結尾是老病死純大苦聚集，緊接在前的一些項目是觸、受、

愛、取、有、生。尤其是愛和取，在現世生存的生命體中，若帶有強烈的愛和取，勢

必會導致接下來不愉快的結果。將任何項目認定為「我」，形成我見，正好是愛和取

極致的表現。眾生因此束縛在「我」之中、受困在「我」我之中，無論什麼時候都不

放棄「我」，縱使世界變動不居，眾生也順此一直在尋找項目來認定為「我」。也因為

這樣一直不斷的找尋項目認定為「我」，也障礙了解脫的道路。 

四、見解成為邪見之主要理由  

經前文的分析說明，可知三大類的邪見（關聯於世間的邪見、邊見、身見和我見）

各自有其問題所在。接續前文，本節要提出佛教說明這些見解之所以成為邪見的主要

理由，而項目大致有二：（一）如果一見解不切合於確實的情形，則這一見解即為邪

見；（二）如果眾生抱持著一見解會為眾生帶來困苦，則此見解即為邪見。 

（一）如果一見解不切合於確實的情形，則這一見解即為邪見 

前文已說明，邪見初步上是指錯誤的見解，而見解是由一個以上的命題或論斷所

構成。不成為邪見的首要因素，必須是這些命題不能是假的，命題是錯的見解，一定

                                                                                                                                        
Mahā-nidāna sutta, and Milindapañha.” In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 pp.2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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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邪見。不過，命題為真的見解，不一定就不是邪見。命題為真的見解，可能只是對

於全體一部分的了解，縱使該了解沒有錯，不過因為只了解到一點點，若不加以繼續

了解下去，就會有誤導的可能。就連很多世俗的知識，很多時候會出現一知半解比什

麼都不會來來的危險。拿游泳為例，會一點游泳的人，以為自己可以游泳，不過因為

其所學到的游泳的知識或技巧，是針對平穩的游泳池的，若以為其可以在溪流或大海

中游泳，往往就因此會產生問題。並不是其之前在游泳池中所學到的游泳的知識或技

巧有錯，只是因為所學不完全，加上過度應用其所學，而導致問題的產生。 

見解是否切合於確實的情形，這就帶出所認知的世界格局之廣大與否。若不盡可

能開展所認知的世界格局，那只是把自己困在小小的領域中，走出了這個領域就一籌

莫展。如此的認知並不夠全面，而所形成的的見解也只是侷限的見解。認知世界，不

是只有自己、自己所在的社群、自己所在的民族，在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可以學習的。

如此，不成為邪見的見解，必須不能只是片面地為真，而是要盡可能地全面地為真。

知識的邊際不見得可以得到，但要避免明顯地陷於片面的情形。 

若只是掌握的片面的知識，卻依此認為其他的都是錯的，這是把自己侷限在小小

的領域上，而且還障礙了其他更為重要項目的理解，就算原本所持的見解沒有錯誤，

也會產生諸多問題。一套見解相對於比其狹隘的見解而言不會是邪見，不過若跟涵蓋

面相更廣、洞察更深刻的見解相比，就很可能就成為邪見了。 

在見解不夠全面之前，選擇正確的方向或領域形成適當的見解相當重要。舉例來

說，在放逸的項目上有很多的了解，不如在該用功的項目上下功夫去了解。了解再多

無關緊要的事情，但對於真正重要的事情置之不理，所形成的見解都不是很重要的見

解。 

見解除了要盡量全面之外，還要切中要點。在佛教提供的修行道路上，見解若只

是停留在表面認識這是什麼、那是什麼，認識再多對於解脫並無太大用處。佛教提出

無常、苦、空、非我，並不是在於一個一個具體項目的了解，而是了解到一切之根本、

條理。這些深刻的了解，才是真正對解脫有助益的了解，透過這樣的了解，才有機會

解決深刻的煩惱和痛苦。若了解只流於表面，能處理的問題也只能是很表面的問題而

已。 

（二）如果眾生抱持著一見解會為眾生帶來困苦，則此見解即為邪見 

見解會出問題另外的因素是──若眾生持有這樣的見解，將會招致困苦。首先，

接續上文，如果眾生所持有的見解是明顯錯誤的，依於這樣錯誤的見解，所作所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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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會出問題。例如以為吃油炸類的食物對有益身體健康，以此見解就一直吃油炸

物，反而使得身體百病叢生；又例如以為物質現象是「我」，但當一期生命快結束，

依於對「我」的執著，於是就產生極大的痛苦。 

其次，就算所持的見解初步沒有重大錯誤，但若是只以自己所抱持的見解為真，

其他的都是錯的，這也有很大的問題。14 只憑一個或一套見解，往往是故步自封、

敝帚自珍，因此就障礙了其他的學習機會。自是非他，往往只是形成不必要的爭執，

有時就算知道對方的意見有道理，但囿於一些不重要的因素，於是堅持己見。然而，

堅持己見並不能解決問題，只能長遠地與己見為伍，從以前到未來，都只是自己的意

見，而鮮少成長和進步，更不用說是解開束縛了。 

其三，就算見解相當深刻，有助於解決問題，但如果一直抓取不放，也是有問題

的。見解只是一套命題或論斷，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來幫助解決問題的，如果只是抱持

著見解，不去實行，只是以持有這樣的見解而沾沾自喜，那麼這樣的見解不但無益，

更是有害。如果從頭是尾都只是見解，那麼便沒有問題的解決、沒有沒高超的道路、

更沒有解脫可言。問題若解決了，就不需要特別再去抱持原先持有的見解。若是還有

其他問題，那麼就必須繼續努力，尋求解決方案，再培養更深刻的見解；若問題已經

都解決了，就只是安住，沒必要持有任何見解，若還是對見解念茲在茲，那就另外成

為問題了。順著上述的分析，可以了解就算是為真的論斷或命題，甚至是相當深刻的

見解，也都可能會產生問題。在佛教的教學中，也提出了一些命題，例如「諸行無常」、

「諸法非我」。這些論斷原則上是正確且較為全面的，不過若當事者採取的方式不對，

也會出問題。當事者若只是執著這些見解上面，認為只有這個見解才是真實的，其他

的都是虛妄的；又若時時刻刻都只抱持著這樣的見解，也不去做其他事情，例如修行；

如此一來，就算是再好的見解，也因為其所採取的方式不恰當，而導致也產生了問題。
15 

                                                 
14 可參見 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 (tr.), “MN 95: Cankī Sutta – With Cankī,”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pp. 

224-236。相關內容亦可參見 Peter Harvey, “The Approach to Knowledge and Truth in the 

Theravāda Record of the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In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 

pp.179-181。 
15 可參見《中阿含經‧大品‧阿梨吒經》（T1, no. 26, pp. 763b2-766b26）、《增壹阿含經‧馬血

天子問八政品‧第 5經》（T2, no. 125, pp. 765c24-766b21）、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 (tr.), “MN 22: Alagaddūpama Sutta – The Simile of the Snake,” The Middl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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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探討佛教如何說明邪見。根據阿含經典，本文將焦點集中在三大類邪見：關

聯於世間的邪見、邊見、身見和我見。這些見解各自有其問題，總括來講，關聯於世

間的邪見的問題在於並不切合於世間確實的情形；邊見的問題在於各持己見而不夠全

面；身見和我見的問題不只在於找不到任何項目可以被認定為「我」，更在於對「我」

的執著，嚴重障礙了解脫。 

見解之所以會成為邪見，大致是基於以下兩種理由：（一）這一個見解不切合於

確實的情形；（二）抱持這一個見解會為眾生帶來困苦。見解若是已經出錯了，那麼

其見解很明顯地就是邪見。然而，見解如果初步上並沒有錯誤，但可能因為見解不夠

全面甚至是堅持己見而造成問題。更進一步，就算見解夠全面且深刻，如果只是一直

抱持其見解，認為只要有這個見解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那麼這樣子的見解對當事者

而言也是禍患。 

總之，佛教說明邪見，除了見解不可以出錯外，還要注意到持有見解的方式。如

果是以執著的方式持有見解，縱使是再好的見解，也會因此對眾生有不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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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吒婆樓經》探討 saññā之掌握 

 

 

釋賢品∗
 

 

摘要  

在證入涅槃的過程中，saññā（想）是否應當被滅除？此議題在目前學界仍然是

有爭議的。《布吒婆樓經》乃是探討如何在修行上掌握這個「想」為首要課題的經典。

本文也試圖在早期佛教經典的脈絡下，依據此經探討如何在修行上掌握 saññā。文中

特別要釐清的是，此修習的最高成就，是否要完全滅除這個「想」，同時澄清其與涅

槃之間的關係。有趣的是，比對巴利及漢譯二傳本《布吒婆樓經》，在某些關鍵段落

出現兩種情形：一是完全相反的說法，一是完全一致的說法。因此，為了法義上的釐

清，本文特別著重在巴漢二傳本經的比較研究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巴利《布吒婆樓

經》所探討的修習之名稱為“abhi saññānirodha” (增上想滅)，漢譯則謂：「想知滅定」

(想受滅定)。至於修行的方法方面，巴利本記載修持者訓練到能自在掌握自己的

「想」，直到他達到“saññagga”（最上想）而“nirodhaṃ phusati” (觸滅)，即是在

初禪、第二禪、乃至無所有處，從一禪定到另一禪定，一次又一次的達到「最上想」

而「觸滅」。因此「有多種」最上想；漢譯本記載亦是無所有處為「無上想」，但更談

到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最後再入想知滅定，並以想知滅定為「第一無上想」，而且

是唯一的「一種」。檢視二傳本之脈絡顯示，二者所傳達的義理不能畫上等號，二者

的最高成就出現「有想」與「無想」之差別。可是更令人驚奇的是，巴利及漢譯《布

吒婆樓經》稍後經文皆一致說：「由想有智」，表示行者於有想等至才能達到究竟智。

基於「由想有智」的啟示，二傳本《布吒婆樓經》所要教導的法義，就有了顯著而明

                                                 
∗
 圓光佛學研究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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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共識。本文就以巴利《布吒婆樓經》佛陀所教導的「觸滅」、漢譯所譯的「想知

滅定」、二者與涅槃之間的關係為何，以及「由想有智」這些關鍵問題，作為探究的

焦點。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布吒婆樓經》、增上想滅、最上想、滅、想知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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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布吒婆樓經》(Poṭṭhapāda sutta) 
1
 的首要課題，是佛陀為外道解答如何在修行

上掌握 saññā（想）。本經緣起是當時各派外道在爭辯「想」如何生與滅，他們各自提

出不同的見解。布吒婆樓即代表眾外道請教佛陀「想」如何生與滅，由此主要問題而

展開更多疑問，諸如「最上想有幾種」、「想」與「智」之生起的次序為何等問題。這

些問題間接透露了禪定修持與想生想滅之關係、想生想滅與究竟智的關係、究竟智與

想受滅定的關係等一連串有趣又爭議性的問題。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學術界，學者們對於「saññā在解脫道上是否應完全被滅除」有許多異說紛紜

的研究成果，而此《布吒婆樓經》之主要議題正是講解如何在修行上掌握這個 saññā，

因此筆者認為從本經檢視上述爭議性的問題，也許能更正確地了知佛陀要教示的原

意。 

此經之巴利本，佛陀以進入無所有處定為達到「最上想」，於此處令微細想滅，

麤想不生而「觸滅」（達到「滅」）為修習之最高成就。然本經之相對應的漢譯本，則

以入「想知滅定」為最高成就，並稱此定為「第一無上想」。此中「觸滅」是否同於

「想知滅定」？此二者與「涅槃」之間關係為何？這些問題的釐清，關係到「想」（saññā）

在解脫道上是否應當完全被滅除的關鍵。 

（二）（（的研究（（（（與（（（（ 

目前學界或教界對於《布吒婆樓經》，尤其是針對此經之「增上想滅」課題的研

究，可說是相當罕見。與此課題相關之眾多研究，即是早期佛典中（指五部《尼柯耶》

及漢譯四《阿含經》）對於 saññā 在解脫道是否應完全被滅除的研究，也當然包括想

受滅定是否等於涅槃的研究作品，這些研究成果顯示，saññā在解脫道所扮演的角色，

是具有爭議性的。雖然筆者無法從這些著作中獲得一個決對的答案，但他們卻提供理

解《布吒婆樓經》的某段經文或某些詞句的背景資料。以下列舉數篇，以年代排序作

                                                 
1
 Dīgha Nikhāya（《長部》）第 9經，PTS代號 D.Ⅰ.頁數 179-203 (本文巴利經典皆用 PTS『The 

Pali Text Society』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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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回顧： 

研究南傳佛教禪學的Winston L. King (1992)，依據《清淨道論》（Visuddhi- magga）

提出：「沒什麼更清楚的了，此刻『滅』[滅盡定]即是涅槃(現法涅槃)。」2
 而對於想

與受皆滅者，如何能體驗自己是在此刻(當下)涅槃，Winston 又解釋說，那並不是在

此定本身，而是間接性的(indirectly)、透過推理的(by inference)。3
 然而這樣見解是否

符合於巴利《尼柯耶》所說？ 

艾雅 柯瑪（1994）曾對《布吒婆樓經》作了詮釋，她把“abhisaññānirodha” 直

接指為「滅盡定」，並說明入此定者「受」與「想」皆止息，但柯瑪法師否定入此定

者是無有覺知。然而法師沒有針對「想與受止息」者如何能有「覺知」作進一步說明。
4
 筆者本篇之研究含蓋巴利與漢譯經典比對，可為補足此不足之處。  

Sue Hamilton（1996）指出：「Saññā不只是統覺和構思我們所有的輪迴經驗，但

也是在識別或確認解脫經驗上有幫助或起作用的。Saññā 的生起雖然是在增殖

(papañca)之前，但是當增殖出現時，會顯得增殖並非是 saññā的自然結果……」。5
 這

一點給筆者的啟發是，導向輪迴與解脫，saññā 皆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當禪修者證

入涅槃時，saññā是否還現前？這是本篇要探究的問題之一。 

穆克紀（2002）陳述：「佛的證道，於四禪時得漏盡智，並麼等於證涅槃，因為

還有想蘊會幹擾定麼，佛陀是在達到想受滅定，止息麼一定受蘊，並且把「想」麼受

至不足以幹擾定麼，之後才達到涅槃」。6
 文中也說明想受滅定是此世間可以經麼到

的涅槃。然而穆克紀在提出這些觀點時，他並沒有列出早期教典的實際經證。筆者本

篇研究將會以實際教證及理證審查佛陀在早期佛典所教示的觀點，亦點出穆克紀的說

法值得商榷。 

關則富（2005）支持 Hamilton的看法，並強調解脫者不可沒有 saññā，只是滅除

不善巧、會導致戲論或增殖的 saññā。7
 若依據關則富的說法，那麼佛陀所教導的「增

                                                 
2
 Winston L. King,1992 (1980). Theravada Meditation : “Nothing could beclearer. Cessation is 

here-and-now Nibbana.” p.104. 
3
 同上 p.105. 

4
 「滅盡定不是指沒有知覺，而是「想」和「受」的止息」。Ayya Khema 講述，果儒譯，《何

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頁 13。 

5
 Hamilton. Identity and Experience，p.60. 

6
 Biswadeb Mukherjee，，由，，，悉，，，，佛之道，，《中，佛學學，》第 15期 (頁 471-493)。 

7
 Tse-fu Kuan. “Saññā and Sati”.《正觀》雜誌第 32期/200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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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想滅」的禪定修習，應不是為了達到想受滅定。 

釋惟善（2010）也指出：不論是依據南北傳佛教傳統，乃至依據有部，「想」之

完全「止滅」，或「想受滅定」，並不是佛教修行的目標。8 然而漢譯《布吒婆樓經》，

這部以想受滅定為最高的修行成就的經典，惟善法師此書中卻沒有提到，更不會提到

其與巴利本說法之同處，乃至由此所引發的種種疑點。而本研究則針對此有深入探討。 

釋洞恆（2014）也證實了“saññā”在證得現法涅槃的過程中一直都存在或現前

的觀點。以多部經證實，在求證涅槃的過程中，行者所依的等至（samāpatti）必須是

「有想等至」（九等至之前七等至）。9 洞恆法師在書中也提到西方學者過於依賴後期

論書及註釋書的理解方法。另外，法師書中也點出《布吒婆樓經》漢巴傳本的差別記

載，然此《布吒婆樓經》並非其書之研究焦點，相關分析亦是相當簡略。筆者本篇研

究專門針對漢巴二傳本經作比較研究，並以其他經典輔助理解二者差別所在之意義與

重要性。 

（三）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以巴利及漢譯《布吒婆樓經》為主要研究經典，首先是用「比對法」來確立

經義的同異處，並將二傳本的衝突說法做進一步的分析。為了確保《布吒婆樓經》在

義理分析上的正確性，在經文義模糊之處，尤其經文的關鍵段落，將對巴、漢二經做

逐字逐句的檢察、並對照當代不同的巴利翻譯者的中、英譯本。更運用「以經解經」

的方式，從早期教典中，找出相關詞句的更詳細說明，來幫助澄清《布吒婆樓經》中

之扼要文字背後隱含的深義。 

本文將範圍局限在早期佛教經典的脈絡的理由是，筆者認為僅依巴利與漢譯的早

期佛典以追溯佛陀時代的純正或根源思想，這對於上述爭議性的問題是更具有可靠價

值的麼斷。此外，文中也會稍微指出上座部論書有違經意的說法，以供參考，因為他

們的說法，對於後期佛教思想影響力頗大，經常被認為是代表《尼柯耶》的說法，因

此本研究也不能忽視這些論典的說法。 

二、「Saññā 之掌握」在巴、漢《布吒婆樓經》的爭議點  

「想」的掌握，在巴利《布吒婆樓經》關鍵詞是“abhisaññānirodha”，在漢譯本

                                                 
8
 釋惟善《說一切有部之禪定論研究》，頁 184。 

9
 釋洞恆《佛教禪法之研究》， 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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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譯為「想知滅定」。（漢譯《阿含經》所出現的「想知滅定」或「滅盡定」，即是

指「想受滅定」）。10
 本章首先從其巴利文 “abhisaññānirodha” 此一複合詞來分析

其字義是否相當於漢譯本的「想知滅定」。由於本經並沒有解釋想之生起與滅去如何

影響一個人的輪迴與解脫，因此本章之第二節將藉由其他的經典略述 saññānirodha對

解脫的影響，其後第三節才列出本經所要探討的問題點。 

（一）“Abhisaññānirodha”的翻譯 

若按照字義來分析，abhisaññānirodha並不能譯為「想知滅定」。至於到底該如何

翻譯？以下將先列出當前學界對此複合詞的翻譯，而後再嘗試從《尼柯耶》搜尋此一

詞在其他經典是否有更多的解釋，以及重新對此複合詞逐字分析。 

此 abhisaññānirodha複合詞，當前的翻譯有：從日本學者水野弘元之日譯巴利藏

經譯為中文的《漢譯南傳大藏經》將之譯為「增上想之滅」11。另有，《長部》英譯

家Maurice Walshe則將此複合詞譯為「更高的識滅」，12 他將此經的「想」通意於「識」。

此外，北京大學與泰國法勝大學合作的 2012 年最新《長部》譯本，將 abhisaññā 譯

為「妄想」，13
 但根據學者們考究，巴利“abhisaññā”字義上是「增上想」，並無「妄

想」之意，因此他們譯文就字義上是不符合於巴利原文之意。 

搜尋巴利《尼柯耶》發現，於其他經典裡找不到 abhisaññā的複合詞，但找到許

多 saññānirodha此一複合詞。因此筆者認為此關鍵字 abhisaññānirodha應解讀為 abhi 

加上複合詞 saññānirodha，即：「『增上』想之滅」，也就是更高層次的想滅，而不是

abhisaññā-nirodha，也就不可能是「『妄想』之滅」。以下再對此複合詞逐字分析： 

前置詞：“abhi” 本義是「增上」、「更上」、「更勝」、或引伸為「無比」之意。
14“saññā” 古來漢譯的譯法，用「想」字，然而單看漢譯，易使人以為「想」僅指

                                                 
10

 即從巴利的“saññā-vedayita-nirodha- samāpatti” 或“nirodha-samāpatti” 所翻譯而來。佛陀

，舍共竺佛念譯為「滅盡定」、「想知滅定」；法顯、求那跋陀羅譯為「滅盡定」；僧伽提婆

譯為「滅盡定」，「想知滅定」。在般若部類，鳩，羅什、玄奘所譯的才開始出現： 「滅等

至」、「滅受想定」、「想受滅定」這樣的譯文。但在《阿含》部類，唯獨《布吒婆樓經》(佛

陀，舍共竺佛念譯)「想知滅定」之巴利對應文卻是“abhisaññānirodha”。 

11
 CBETA, N06, no. 4, p. 196, a8-9 // PTS. D.Ⅰ.179. 

12
 D.Ⅰ. 180, Maurice Walshe. trans: “ the higher extinction of consciousness”. 

13 段晴 等譯，《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頁 127，註腳 3。 

14
 Abhi亦常用於 abhiññā「通智」、Abhidhamma「對法」（無比法）。然在 abhisaññānirodha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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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thought, thinking）之意。從字根分析，saññā 是來自字根√jñā（知），加上前

置詞 saṃ，成為 saññā，表示具有覺知作用。根據《中部》43 經《有明大經》，由於

saññā是覺知或認知作用故名為「想」。15
 Saññā一般上英譯都譯為 perception（覺知），

但此巴利字含有感知、辨別、記憶、思惟、想像、想念等功能，所以學界有大多數學

者們對 saññā的翻譯，都有其各自獨特的看法。其中，Hamilton（1996）指出：當 saññā

的運行是依現前感官所收入的資訊，他就是「統覺」（apperception），否則它就是「概

念」（conception）。16
 由於此字含有許多含意，又本文研究主題亦不在此字，因此本

文僅依古來漢譯的譯法，用「想」字，也會在必要時保留其巴利原文“saññā”。最

後，“nirodha” 意即是「滅」。於是 abhisaññānirodha憑字意是譯為「增上想滅」。17 

若根據《布吒婆樓》的前後文來看，abhisaññānirodha是一種操控 saññā（想）的

修練，因此 abhi一詞除了適合譯為「增上」以外，也適合依 PTS P-E字典的譯文之

一，用：「掌控」（taking possession and mastering），18
 尤其經中提出在達到「最上想」

的修練之前，必須先達到“saka-saññī”19（自己自在掌控的想者），Maurice Walsheu,

也英譯為“controlled perception”，因此若根據《布吒婆樓》的前後文來看 abhi一詞

也含有「掌控」之意。 

已分析了關鍵字“abhisaññānirodha” 解讀為 abhi + saññānirodha更符合經意，

而上述的北大譯本翻譯為 abhisaññā + nirodha是有待商榷的，不論是依字意或按照《布

吒婆樓經》的前後文，都不能將“abhisaññā” 譯為「妄想」。 

解決了關鍵詞的解讀，那麼，為何要修習增上想滅？在本經並無說明，而從其他

                                                                                                                                        

一復合詞，多翻譯為「增上想滅」。 

15
 Majjhima Nikāya（《中部》，以下皆以 M.為代號，加上冊數及頁數）M.Ⅰ.43, Mahāvedalla 

Suttaṃ, p.293: “ ‘Saññā saññā’ ti, āvuso, vuccati. Kittāvatā nu kho, āvuso, saññāti vuccatī ti? ” 

“ ‘Sañjānā- ti sañjānātī’ ti kho, āvuso, tasmā saññāti vuccati. ”  Bhikkhu Bodhi. trans:  

“ ‘Perception, perception’ is said, …..It perceives, it perceives, ’friend; that is why ‘perception’ is 

said. 
16 Sue Hamilton（1996）,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pp.59-62. 

17
 巴利三藏電子辭典版本 1.9.4.0。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詞數  13772)；莊春江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09.htm ）之中翻譯，也都譯為「增上想滅」。 

18
 PTS P-E（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The primary meaning of ‘abhi’ is 

that of taking possession and mastering”. 
19

 D.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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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可看到的是關於修習 saññānirodha（想之滅）的說明顯示，它確實與修證涅槃有

關，以下將先分析 saññānirodha在其他經典裡的說明。 

（二）Saññānirodha 之旨（ 

《布吒婆樓經》中，外道為何提問如何是增上想滅的問題？是否有了想就會造業

而導致生死輪迴；沒有了想就達到涅槃嗎？20
 本節除瞭解決複合詞 saññānirodha 之

意義，也由此發現其與輪迴及涅槃確實有關聯。 

經典裡談到 saññānirodha的課題，如《相應部》所記載：“ayameva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saññānirodhagāminī paṭipadā, seyyathidaṃ — sammādiṭṭhi……”（這就是八支聖

道，導致想滅之道，亦即：正見……）21 以及《增支部》：“saññānirodho veditabbo, 

saññānirodhagāminī paṭipadā veditabbā”（想之滅盡應當知；導致想滅之道應當知）22 等

等。但是此處引發的問題是，「想」（saññā）既已是覺知或認知作用，為何佛陀也教

說“saññānirodha”（想之止滅）的課題？ 

依據《蜜丸經》，一般凡夫會以根麼識合而有「想」生起、由「想」而導致戲論

或增殖(papañca)。《蜜丸經》講解凡夫認知過程為：「由眼緣色而生眼識，這三事和合

而有觸；緣觸而有受、有受故生想、想故有所思，思故精神上產生增殖（papañceti，

或有譯為『戲論』）。」23 世間之增殖，皆是因「想」而有，而增殖是與流轉輪迴有

直接關係，有增殖就不得涅槃；「增殖」與「涅槃」是不可共存的。24 那麼，是否就

等於「涅槃」與「想」不可共存？ 

在其他經中，佛陀常教導：以觀察諸法本質，如實知諸法而滅除諸想，如《五支

物主經》所說： 

不善念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想生。雲何為想？我說想多種、無量

種、若干種行，或欲想，或恚想，或害想……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

                                                 
20

 「外道認為有了想就會造業，由業力導致生死輪迴；若把想滅掉，造業之心也就不存在了，

並且認為這就是涅槃」。釋惟善，《說一切有部之禪定論研究》，頁 136。 

21
 Saṃyutta Nikkāya (《相應部》) S. III. 60. 中譯參考 Bhikkhu Bodhi的翻譯。 

22
 A. III. 411.  中譯是筆者自譯及透過參考 Bhikkhu Bodhi的英譯。  

23
 Madhupiṇḍika Suttaṃ, M.Ⅰ.111.“papañceti”  Bhikkhu Bodhi. trans:“proliferation”（增殖）；

關則富（2009）的中譯：「戲論」。漢譯《蜜丸喻經》譯為「分別」。T01, no. 26, p. 604。 

24
 釋洞恆《佛教禪法之研究》，頁 37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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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念也。25
  

此經說明不善念由想而生，所謂的想，只是指負面的欲想，或恚想，或害想，但

是此經不說想應完全被滅除，反而勸導觀身等四念處以滅除種種不善念，因為以四念

處徹觀諸法，是必須要有「想」的覺知作用。若依《清淨道論》所下的定義來看，它

也提到：「什麼是想的作用？即想念所緣及（其所緣）成為觀麼之後（而對那麼）生

起厭離。」26 二者都談到「想」的正面作為，能滅不善念及生厭離，但其他經典所

說 saññānirodha，是否也僅指欲想、恚想、害想，也就是關則富所指的戲論想？或者

包括覺知作用及測觀諸法的想？在巴、漢《布吒婆樓經》對相關課題的記得存在著哪

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下一節將先介紹巴、漢二傳本《布吒婆樓經》的二種差異記載。 

（三）巴、漢《布吒婆樓經》對 saññā 之掌握的差別記載 

首先本文列出《布吒婆樓經》巴漢二傳本所記載有關如何修持及掌握 saññā(想)

的問題點：1. 在巴利本，佛陀教說由初禪次第修到無所有處定而達到「最上想」

（saññaggaṃ），然後「觸滅」（nirodhaṃ phusati）；漢譯本則記載由初禪次第修到想知

滅定（九次第定全修），又以無所有處定為「無上想」、以想知滅定為「第一無上想」。

2. 巴利本的「最上想」有「一種」，也有「多種」；漢譯本的「第一無上想」唯有「一

種」。 3. 巴利及漢譯本皆記載「想先生起，而後有智生」。巴漢二傳本之同異，略以

下述表格作簡介： 

 

 

 

 

 

 

 

 

 

                                                 
25

 T01, no. 26, p. 721, a22-b6. 
26

 覺音尊者著，葉均譯，《清淨道論》，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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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本經之差別與一致之記載，是本文所要釐清的，而上述表格只是根據本經之簡略

摘要，且是從經文表面所作出的比對，若按照此經的整體脈絡，及對照於《尼柯耶》

與《阿含經》中的相關詞句之解釋，更可探究出它具有更深層的意涵。下一章就進行

探討佛陀所教的「想」之修練的脈絡。 

三、《布吒婆樓經》佛陀所教的saññā之掌握  

本章首先分析巴、漢二傳本陳述修證過程之同異以及其最高成就是在何處、及如

何證；在何處證；其次，分析二者之最高成就與解脫的關係為何。由於僅僅依本經中

精簡扼要詞句並不能說明此經之深義，因此本章之最後一節將藉由其他經典的相關說

明以作進一步的解釋，釐清本經在巴漢二傳本經之差別所含藏的意含。 

（一）巴利本：依有想定達到「最上想」再「觸滅」 

在巴利《布吒婆樓經》中，佛陀開示的「增上想滅」之修證，是依每一個禪定的

修習、每證入一種禪定其實就是一種想生、另一種想滅。行者掌握自己的想生、想滅；

漸次滅除粗的想，生起更微細的想，直到行者達到「最上想」。以下以初禪為例：  

本文所比對的課題 巴利《布吒婆樓經》 漢譯《布吒婆樓經》 

討論課題 abhi-saññā-nirodha（增上想滅） 想知滅定（想受滅定） 

修證最高成就 最上想（saññagga）→觸滅 無上想→想知滅定＝第一無上想 

修習方法及修證次

第：七等至或九等

至？ 

 

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

禪→空無邊處→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最上想（saññagga）

→不意向、不心行→ 觸滅

（nirodhaṃ phusati） →最上想 

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

→空處→識處→不用處＝無上想

→ 

有想無想處→想知滅定→不為念

行、不起思惟→入想知滅定 

想知滅定＝第一無上想 

最上想有幾種？ 有一種，也有多種 唯一種，無多種 

想與智何者先生

起？ 

想先生起，然後智 

（ Saññā paṭhamaṃuppajjati, 

pacchā ñāṇaṃ） 

先有想生然後智，由想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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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離諸欲……達初禪而住。這時，他先前的欲想滅，離生喜、樂而微細 之真

實想。此時的他是離生喜、樂，微細之真實想者（saññī）。依如是學，一些想

生；依如是學，一些想滅。27
 

行者在禪定中，先前的那些粗糙的欲想滅除，進而離生喜、樂之微細真實想生起，

那就是「初禪想」。如此於初禪中，掌握某一些想滅、某一些想生，他在定中的「想」

並沒有停止作用，他是離生喜樂微細真實想者（saññī）。28
  

初禪後進入第二禪就有更增上的想之滅，即禪修者的初禪想滅，由定所生之喜樂

微細想生；三禪、四禪以上每一禪定層次都是一種增上想，越是上界的禪定，其所滅

除與所生起的「想」越是微細。依此類推，乃至無所有處亦如上說。如此一層一層的

超越，次第增上，禪修者經過如此的修習，能夠自己自在掌握自己的想之生與滅，他

就是一位「自在想者」（saka-saññī），最後他觸達「最上想」（saññagga）。 

巴利本經所顯示，佛陀談到無所有處的想生想滅之後，才進一步談到行者達到最

上想，似乎最上想唯能在無所有處定而得。然而後文又說，此最上想，是在每一個禪

定中，依次序地一處又一處證得的，如經文說：“Yato kho Poṭṭhapāda bhikkhu idha 

saka-saññī hoti, so tato amutra tato amutra anupubbena saññaggaṃ phusati.”（於此，布吒

婆樓，當比丘達到「自在想者」，他從一處到另一處次第觸到「最上想」。）29 

修持者自己掌控想之生滅，得自在想（saka-saññī）、從一禪定到另一禪定次第得

「最上想」（saññaggaṃ phusati），呈顯了最上想不僅只在一處（無所有處）證得。在

這段經文的解釋顯示，佛陀前面所述的從初禪到無所有處才進一步談到進入最上想，

那也就不能把無所有處理解為唯一能達到最上想之等至，而是佛陀先從初禪到無所有

處說明行者如何透過禪定訓練掌握自己的想，最後才談到行者要訓練到達最上想。但

是，這必定引申的問題是，所謂「最上想」，在佛陀的解脫道上，是處何位？此《布

                                                 
27

 D.Ⅰ.182：So vivicc'eva kāmehi … paṭhamaṃjjhānaṃ upasampajja viharati. Tassa yā purimā 

kāma-saññā sā nirujjhati. Vivekaja-pīti-sukha-sukhuma-sacca-saññā tasmiṃ samaye hoti, 

vivekaja-pītisukha-sukhuma-sacca-saññī yeva tasmiṃ samaye hoti. Evampi sikkhā ekā saññā 

uppajjanti, sikkhā ekā saññā nirujjhanti.  
28

 D.Ⅰ. 182, Maurice Walshe. trans：“…he becomes one who is conscious of this delight and 

happiness.”  
29

 D.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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吒婆樓經》並無解釋此意（後文當作探討），但經文脈又分析一段關鍵操作： 

Tassa saññagge ṭhitassa evaṃ hoti: “cetayamānassa me pāpiyo, acetayamān- assa 

me seyyo. Ahañ c’eva kho pana ceteyyaṃ  abhisaṅkhareyyaṃ, imā ca me saññā 

nirujjheyyuṃ, aññā ca oḷārikā saññā uppajjeyyuṃ. Yannūnâhaṃ na ceteyyaṃ na 

abhisaṅkhareyyan ti. ”so na c'eva ceteti, na abhisaṅkharoti. Tassa acetayato 

anabhisaṅkharoto tā c’eva saññā nirujjhanti, aññā ca oḷārikā saññā na uppajjanti. So 

nirodhaṃ phusati. 

當住在此最上想，此顯現：「心有意向對我是不好的，心沒有意向是比較好的。

若我有意向及心行，這些想都會消失，而另外更粗的想會生起。倘若我心不意

向也不心行呢？」因此，他心不意向也不心行。當他心不意向也不心行時那些

想就消失了，而其他更粗的想也沒有生起；他觸到滅。30
 

行者住於最上想時，他就會觀察：只要還有意向及心行建構，他先前的某些想

（如：無所有處「想」）就會消失；其他更粗糙的想會生起，這對他自己是不好的。

因此，他經由不意向（acetayato），和不心行（anabhisaṅkharoto），先有的想消失，其

他更粗的想也沒有生起，這便「觸滅」了（nirodhaṃ phusati）。最後佛陀再總結為一

句：“Evaṃ kho Poṭṭhapāda, anupubbābhisaññānirodha sampajāna samāpatti hoti（布吒婆

樓！此即是次第增上想滅正知等至)。這一句是佛陀說明所謂的「增上想滅」，其實就

是次第而證，也就是初禪的增上想滅，到二禪的增上想滅，乃至到無所有處，一共七

層次的增上想，故言：“anupubbena”。另外，此中的「觸滅」令人連想到一定想皆

滅的想受滅定，但是“sampajāna samāpatti” 一詞31 即顯示行者所住的禪定，是有想

有知的等至。因此所謂「觸滅」，應是有想者，只是其「想」已訓練到沒有意向及心

行建構。 

以上是巴利《布吒婆樓經》佛陀所教導的增上想滅之修習：行者練習自在操作自

己的「想」，從初禪，到無所有處定，一層又一層的到達到「最上想」（saññaggaṃ 

phusati），然後「觸滅」（nirodhaṃ phusati）。二者與解脫或涅槃有沒有關係？於此經

中沒有繼續分析觸滅之意義，轉而談論最上想有幾種。在本章之第三節將繼續作探

                                                 
30

 D.Ⅰ.184. 中譯採用釋洞恆《佛教禪法之研究》的翻譯，頁 14。 

31
 D.Ⅰ.184. 此“sampajāna” 在《巴利三藏電子辭典》李瑩譯，詞數 708、日本水野弘元，詞

數 13772皆譯為：正知的、意識的、正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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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而此處先探討其相對應的漢譯《布吒婆樓經》之「最上想」的修證與巴利本有何

不同。 

（二）漢譯本：從「無上想」到「第一無上想」──入想知滅定 

漢譯本的前一段落，關於初禪到無所有處定的修習次第亦同於巴利本之記載，此

處不再重述。二傳本差別只在無所有處以及之後的修證。以下引文分二段以便分析漢

譯本所說： 

1. 梵志！彼不用處[他處經譯為無所有處]想滅，32
 有想無想處[非想非非想處]

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彼捨有想無想處，入想知滅定[想

受滅定]。梵志！彼有想無想處想滅，入想知滅定，以是故知有因緣想生，有

因緣想滅。 

2. 彼得此想已，作是念：「有念為惡，無念為善。」彼作是念時，彼微妙想不

滅，更麤想生。彼復念言：「我今寧可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彼不為念行，

不起思惟已，微妙想滅，麤想不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微妙想滅，麤想

不生時，即入想知滅定。佛告梵志言：「善哉！善哉！此是賢聖法中次第想滅

想定。」33 
 

第一段經文顯示行者於無所有處想滅，非想非非想處想生；非想非非想處想滅，

入想知滅定，也就是從「有想定」到「非有想非無想定」，進入「想知滅定」，這是與

巴利本的第一項不同點。跟著第二段經文敘述：「彼得此想已[想知滅定]，作是念：『有

念為惡，無念為善』……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微妙想滅，麤想不生時，即入想知

滅定」，此中所說的「想知滅定」應是對應於巴利本所說的「觸滅」，但是巴利本說那

是“sampajāna samāpatti”，顯示行者是在有想有知的等至中。如此一來，巴、漢二

傳本所說就出現「有想定」與「無想定」之差異。漢譯本並未就此結束，文脈接著說，

無所有處是為「無上想」，想知滅定是「第一無上想」。如下一段經文：  

梵志復問佛言：「此諸想中，何者為無上想？」 

佛告梵志：「不用處想為無上。」 

                                                 
32

 符號[ ]以內的字，為筆者所加入，以幫助解釋與理解。 

33
 T01, no. 1, p. 110, b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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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志復白佛言：「諸想中，何者為第一無上想？」 

佛言：「諸想、諸言無想，於其中間能次第得想知滅定者，是為第一無上想。」
34

 

漢譯本以無所有處為「無上想」，相同於巴利本經所見的，佛陀在無所有處之後

轉談到「最上想」（saññagga）。但在上文已見，巴利本的 saññagga是可以從一處到另

一處禪定觸達，因此就不僅是指無所有處了。漢譯本在「無上想」之後，進一步把想

知滅定列為「第一無上想」；而巴利本在 saññagga之後，只說「觸滅」而沒有稱之為

「第一無上想」，那麼，巴利本的 saññagga，是否就已算是第一了呢？為釐清這項有

趣的差異，就必須先釐清 saññagga 的定義是什麼。本文將在第四章對此作探討，而

以下須要先釐清「觸滅」與「想知滅定」的意義。 

（三）巴利本「觸滅」與漢譯本「想知滅定」之（含 

巴利本《布吒婆樓經》修行之最高成就：「觸滅」與漢本的「想知滅定」，則有「有

想」與「無想」之差別。然而二者是否與佛教修行之最終目的（涅槃）有關？此處探

究是僅依《布吒婆樓經》巴、漢經似乎也無獲得更進一步的瞭解，故此探究試圖透過

對照於其他經典的相關詞句，分析其意義。 

首先，巴利《布吒婆樓經》說「觸滅」的操作是經由“acetayato anabhisaṅkharoto”

（心不意向、不心行）而達到。檢視《尼柯耶》諸經中，相同的詞句也出現在《界分

別經》中。而在《界分別經》裡，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是關係到涅槃的操作

（parinibbāyati）： 

So n’eva abhisaṅkharoti, na abhisañcetayati bhavāya vā vibhavāya vā. So 

anabhisaṅkharonto anabhisañcetayanto bhavāya vā vibhavāya vā na kiñci loke 

upādiyati, anupādiyaṃ na paritassati, aparitassaṃ paccattaṃ yeva parinibbāyati.  

他沒有心行建構，也沒有意志傾向存有或非存有。 當他沒有心行建構也沒有

意志傾向存有或非存有，他不會執取此世間的任何東西；當他沒有執取，他就

不會顫動；當他不顫動，他個人證悟涅槃。35
 

當行者在「不意向」（acetayanto），和「不心行」（anabhisaṅkharonto）即沒有任

                                                 
34

 T01, no. 1, p. 110, c4. 
35

 Dhātu-vibhaṅga Sutta，M.Ⅲ. 244-245.中譯採用釋洞恆《佛教禪法之研究》的翻譯，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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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執取，那就是到達貪、瞋、癡永滅的涅槃的麼界。「心不意向、不心行」的字句出

現在二部經裡，其句形與意義一致，差別唯是巴利《布吒婆樓經》“acetayato 

anabhisaṅkharoto”以過去分詞說明，陳述行者在完成心不意向、不心行的那時後，他

「觸滅」。《界分別經》的“anabhisaṅkharonto、anabhisañ- cetayanto”以現在分詞說明，

表示當他心不意向、不心行時，他不執取世間任何東西，而達到 parinibbāyati（涅槃）。

二經所記載，皆說明瞭，行者最後的操作是「心不意向、不心行」。而《界分別經》

說當行者「心不意向、不心行」，不執著任何東西、不顫動，他就般涅槃。那麼，《布

吒婆樓經》所說，行者最後「心不意向、不心行」那也應該就不執著任何東西、不顫

動而般涅槃。因此筆者推斷觸滅，應是與達到涅槃的同一意。 

漢譯本《布吒婆樓經》所說：「不為念行，不起思惟」是入想知滅定，亦稱之為

「第一無上想」，而且，總結這個修行次第為「賢聖法中次第想滅想定」，顯示這是一

種滅想的等至，符合於他處經典裡的解釋，那是屬於「無想定」。如在《相應部》中

如此說：“saññā-vedayita-nirodhaṃ samāpannassa saññā ca vedanā ca niruddhā honti”(入

想受滅定者，想及受滅)。36 想及知滅是否就是究竟涅槃？在早期之教典中，未有證

據說明想受滅定即是涅槃之記載，反而明確記載入想受滅定者，仍有未得究竟而墮入

輪迴的可能性。如在《中阿含．成就戒經》裡說：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於現法

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摶食天，生餘

意生天中，於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37
 

此段經文中，不論舍梨子（舍利弗）之意是在說明想知滅定也可以在意生天得入，或

是指入想知滅定者，若是未得究竟，命終後投生處是意生天，而非無色天的問題，但

最明確的就是，入想知滅定，不一定就是得究竟（指阿羅漢智）。然而在《清淨道論》

中有這樣的記載：「諸聖者既已生起八等至，入滅盡定，如是修習：『於七日間無心，

於現法證滅盡涅槃我等樂住。』」38
 依此論，入滅盡定（想受滅定）是已得入八等至

之聖者所入、是無想定、是現法涅槃者。這就看得出漢譯本的文意與《清淨道論》的

說法相當符合，但是與早期經典的說法就不符合了。如上文所引《成就戒經》所說，

                                                 
36

 S. IV. 220；T02, no. 99, p. 121, b15-16. 

37
 T01, no. 26, p. 449, c9-13；Aṅguttara Nikāya (《增支部》，以下稱 A.) A.Ⅲ.192-193. 

38
 覺音尊者著，葉均譯，《清淨道論》，頁 375。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528 

想知滅定未必是究竟涅槃；又根據巴利《布吒婆樓經》所謂的「觸滅」是有想者；又

復，進入觸滅之關鍵操作是《界分別經》證涅槃之關鍵，以此推斷觸滅是指涅槃。那

麼，巴漢二傳本《布吒婆樓經》含有是不同的旨趣。下一章將更進一步從「最上想」

與「觸滅」的關係探索其與想知滅定的區別，以及二者與涅槃的關係。 

四、從「最上想」探討「觸滅」與「想知滅定」之區別  

上述巴利《布吒婆樓經》談到，從七種有想定中，一禪定到另一禪定，依次達到

saññagga（最上想），有別於漢譯本僅指無所有處為「無上想」。然後巴利本的 nirodhaṃ 

phusati（觸滅）是在有想等至的情況下達到，也不同於漢譯的想知滅定，必須先進入

非想非非想處定再入。此外，從巴利本所說「最上想」與「觸滅」的關係上，以及其

他經典對「最上想」的解釋，也可進一步瞭解想知滅定與觸滅的差別。在釐清二者之

意義的同時，也顯示其與涅槃的關係。本章首先探討巴利《布吒婆樓經》的「最上想」

與「觸滅」的意義，然後再探討漢譯本的「無上想」、「第一無上想」和「想知滅定」

之意義。 

（一）巴利《布吒婆樓經》的「最上想」與「觸滅」 

巴利文“Saññaggaṃ”是 Saññā 和 aggaṃ 的複合詞。Agga 譯為第一、最高、最

上、或頂點之意，Saññagga即「最上想」或可譯為「最高之想」、「想之頂點」等等。
39

 在前文已展示巴利《布吒婆樓經》所說，當行者在每一等至層次中修持到能夠自

在掌握自己的想，進出自如時，他就能一層又一層地在每一種等至中觸達 Saññagga

（最上想）。如此一來，最上想就不只一種（不是唯一種等至而得證入）。那麼，它在

解脫道上是居何地位？在巴利《布吒婆樓經》中另有一個提示就是佛陀說： 

我宣導一種最上想，也宣導有多種最上想40
……以觸到滅，我說那是最上想。

布吒婆樓！我以此故宣導最上想是一、又宣導最上想是多。41
 

                                                 
39

 此文即取其一的「最上想」，由其簡略又得以與漢譯區分。 

40
 D. Ⅰ. 185. 

41
 D. Ⅰ . 185. “Yathā yathā kho poṭṭhapāda nirodhaṃ phusati, tathā tathā'haṃ saññaggaṃ 

paññapemi. Evaṃ kho ahaṃ poṭṭhapāda ekampi一 saññaggaṃ paññapemi, puthū'pi saññagge 

paññapemī”ti.  Maurice Walshe. trans: “According as he attains successively to the cessation of 

each perception, so I teach the summit of that perception: thus I teach both one summ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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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非常關鍵的段落，佛說以達到「觸滅」為「最上想」。對照前文第三章

所說，「最上想」可以由多處等至而證入，那就等於行者可以依不同的等至而觸滅。

反之，行者只要在哪一等至中觸滅，那一禪定就是處於「一種最上想」。所以經說「最

上想」有「一種」、也有「多種」。如以下表格所列：  

 初禪        →觸滅＝最上想 

第二禪      →觸滅＝最上想 

第三禪      →觸滅＝最上想 

第四禪      →觸滅＝最上想        最上想有一種、也有多種       

空無邊處定  →觸滅＝最上想 

識無邊處定  →觸滅＝最上想 

無所有處定  →觸滅＝最上想 

若是以觸到滅才是最上想，又最上想不僅一種，那麼巴利本的「觸滅」不是「想

知滅定」這個道理就更明確了。因為若是根據漢譯本，要達到想知滅定，就必須先透

過非想非非想定之後才能進入，非想非非想以下的等至就不得進入了。而另外一個重

要問題是，巴利《布吒婆樓經》以觸滅為最上想，那麼，最上想與涅槃是否相關？ 

關於最上想的佛法定位，搜尋於《尼柯耶》與《阿含經》中的解釋，唯在《增支

部．跋德吉經》（Bhaddaji Suttaṃ）有作具體的定義。42
 其相對應漢譯本《雜阿含經》

第 484經，二部經雖是屬於不同部派所持的經典，但二經之內容是相當一致的，主旨

是在闡明五種“agga” 即修行中的五種「最上」或「第一等」成就。對於「最上想」，

此經說：“anantarā āsavānaṃ khayo hoti, idaṃ saññānaṃ aggaṃ”（無間漏盡之想，是

最上想）；漢譯《雜阿含經》：「次第盡諸漏者，是名想第一」。43 
 

此經巴利本所出現的“saññānaṃ aggaṃ”（想之最上），意義等同於《布吒婆樓

經》中的 saññaggaṃ 但由於經是在解說五種 aggaṃ, 故於此經不把 saññānaṃ aggaṃ

復合成 saññaggaṃ，而用屬格復數（ānaṃ）來凸顯這種最上，是屬於諸想的最上。此

經又以“āsavakkhaya”（漏盡）44
 即斷除了貪瞋癡 ──（涅槃）來定義此「最上想」。

                                                                                                                                        

perception, and I also teach many.” 
42

 釋洞恆（2014）在《佛教禪法之研究》，頁 161，指出，佛教講的 saññagga即是漏盡涅槃，

而一般外道所認知的 saññagga 是指所有處。 

43
 A. III. 202；T02, no. 99, p. 123, c18. 

44
 漏(āsava)是煩惱的異稱，漏盡（āsavakkhaya）指鏟除了貪瞋癡，即從生死煩惱中究竟解脫，

即是經中所謂的「涅槃」，如《雜阿含經》對涅槃的定義：「舍利弗言：『涅槃者，貪欲永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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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德吉經》巴利與漢譯本皆一致以「漏盡」為「最上想」，那麼，巴利《布吒婆樓

經》以觸滅為最上想（saññagga），也就間接說明瞭所謂「觸滅」即為「漏盡」，是阿

羅漢之所證的「涅槃」。如此一來則與《界分別經》所說當行者“anabhisaṅkharonto、

anabhisañcetayanto”而達到 parinibbāyati（涅槃）的說法相符合。如以下表格所列：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涅槃 （《界分別經》） 

  第四禪           觸滅 ═ 最上想           

  空無邊處定    （巴利《布吒婆樓經》）    漏盡 （《跋德吉經》） 

  識無邊處定   

  無所有處定   

在《跋德吉經》中，「最上想」即是「漏盡」；巴利《布吒婆樓經》中，最上想

是在初禪乃至無所有處（七種有想等至）皆能達到的，那就展示「漏盡」是在「有想

定」中達到的。依有想定而得漏盡的說法也出現於多部經中。如《五下分結經》；45 《說

經》；46
 《禪那經》47；《不斷經》48

 等多部經典，而且《不斷經》更說明後二定（非

想非非想定與想受滅定）由於缺乏 saññā故，要出定後在有想的狀態，才能以慧觀而

達漏盡。 

（二）漢譯《布吒婆樓經》的「無上想」、「第一無上想」與「想知滅定」 

漢譯本的「無上想」僅指無所有處，入想知滅定為「第一無上想」。另外，對於

此第一無上想有幾種的問題，漢譯經說：「有一想，無多想」。49
 這樣的差異，其理

由很簡單：根據早期經典，想知滅定是透過先進入非想非非想處之後才能進入，而未

有從初禪乃至無所有處定而證入想知滅定的記載。所以漢譯本會將非想非非想定也列

入此修習層次，在滅去非想非非想定已，才能進入想知滅定。因此入想知滅定也就是

                                                                                                                                        

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T02, no. 99, p. 126, b3-4. 又《無礙

解道》記載：「依不還道欲漏悉盡悉悉依阿悉漢道有漏悉盡，無明漏悉盡。於此之處如是諸

漏盡」。CBETA, N43, no. 19, p. 129, a2-4 // PTS.Paṭis.1.94. 

45
 T01, no. 26, p. 778, c9，相對應此經的巴利本：Mahā-māluṅkya Sutta, M. Ⅱ. 432. 

46
 T01, no. 26, p. 716. 

47
 Jhāna Sutta, A. IV. 422. 

48
 Anupada Sutta M. Ⅲ. 25.（漢譯缺）。 

49
 T01, no. 1, p. 110,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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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第一無上想」。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漢譯本的經文中，並不說能於初禪乃至其

他禪定中，一處又一處證入第一無上想。故此第一無上想唯有一種、無多種。 

入想知滅定為「第一無上想」，是漢譯《布吒婆樓經》修行之最高成就，而且經

文又總稱此修習為「賢聖法中次第想滅想定」，那是否意味著在漢譯《布吒婆樓經》

中，想知滅定即是佛弟子修行之最高目標--涅槃？在後期論書中也記載想知滅定唯三

果以上的聖者所能入。50
 若是此意是指入了此定就是涅槃者，那麼，涅槃者就是一

個無想者。但是漢譯本也沒有進一步說明想知滅定與漏盡或涅槃之關係。而從早期教

典的相關說明，未必斷諸漏。因此，若是依此經說明「在證涅槃的過程中「想」是必

須被完全滅除的說法，那仍是可議的結論。尤其是漢譯《布吒婆樓經》中，與巴利本

同樣記載智的產生，是不能沒有「想」。以下將對此記載進行探討。 

五、《布吒婆樓經》「由想有智」的啟示  

「想」的存在與滅除在佛教的解脫道上的關鍵性，是古今以來學子們有所爭議的

問題。但就《布吒婆樓經》來看，雖然前面所記載的巴、漢二傳本經文有許多不同之

處，卻在稍後段落一致記載由「想生」，才有「智生」。這說明究竟智（阿羅漢智），

是在「有想」的前提下證得。本章先分析巴、漢《布吒婆樓經》的記載，其次再引證

兩部經典來進一步分析《布吒婆樓經》中簡短扼要的關鍵詞句。 

（一）巴、漢《布吒婆樓經》「由想有智」之教證 

本經中，布吒婆樓問了佛陀最上想有幾種之後，跟著就問想與智之間，何者先生

起，又或者同時生起。這一個回答，牽涉到無想者，或想知滅定能否產生究竟智的關

鍵性。巴利本記載佛陀的回答是： 

Saññā kho Poṭṭhapāda, paṭhamaṃ uppajjati pacchā ñāṇaṃ. Saññuppādā ca pana 

ñāṇuppādo hoti.（布吒婆樓！想先生起，然後智生，而且由於想之生，產生智

之生。）51
 

                                                 
50

 覺音尊者著，葉均譯，《清淨道論》，頁 723。 

51
 D. Ⅰ.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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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本：「佛言：『先有想生然後智，由想有智』」52
 

「由想有智」，說明瞭「智」（ñāṇa）的生起，必須要有「想」（saññā）。在此順

帶提出《清淨道論》有一處提到：「有想與識之處，不一定會有此慧的存在。可是有

慧存在時，則不和想及識分別」。53
 巴利文“ñāṇa” 一詞，根據日本學者水野弘元的

解釋，是與 paññā（慧）同一義，用於表示聖智之意。他指出，與聖位有關的「慧」

通常多用“ñāṇa”一語，而不用“paññā”一語。54
 那麼，若是聖智（ñāṇa）的產生

必需在有 saññā的前提下，那就是說，能生起解脫智的等至，也必須是有想等至。更

明確支持此說法的是，巴、漢二經都如此記載，並且在早期佛典中，亦有其他經典可

以支援此說法。以下就引二經來作說明。 

（二）其他經典的「由想有智」之教證與理證 

除了《布吒婆樓經》明顯扼要說明「由想有智」之外，早期教典裡也有兩部經典

直接註明此點，如《增支部．禪那經》55
 與《中阿含．說經》。56

 二部經雖然不是巴、

漢的對應譯本，但二經在諸部早期教典之中，是最明顯而有力地強調禪定中「想」之

存在，對於究竟智的成就之重要性。 

首先《增支部．禪那經》內容是佛陀解說有關禪定中如何獲得究竟智，或得漏盡

的方法之經典。經文清晰地說明，依止有 saññā存在的禪定，才能達究竟智者。即從

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定中，行者皆能依

這些等至而觀察五蘊的無常、乃至無我等本質。有 saññā的存在故於定中能徹觀諸法

無常等、見諸過患，從那些法中脫離，是故此經最後總結說：“yāvatā saññā-samāpatti, 

tāvatā aññā 
57-

paṭivedho” (只要是有想等至，那就有徹觀的究竟智)，58
 明確地表達「有

                                                 
52 

T01, no. 1, p. 110. 
53

 覺音尊者著，葉均譯，《清淨道論》，頁 442。 

54
 水野弘元著，釋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頁 80~88。 

55
 A.IV.422-426, Jhāna Sutta. 

56 
T01, no. 26, p. 716, b13-p. 718, b17. 

57
 巴利文的“aññā”(知)，是從動詞 ājānāti而來的，在經典中也同與 “ñāṇa”，用於究竟智之意。

Concise P-E Dict: “aññā” : perfect knowledge、arahantship.  Buddhist Dictionary by Nyana 

Tiloka Mahathera. trans: “aññā” : highest knowledge, gnosis, refers to the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S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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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等至」（saññā-samāpatti）是徹觀諸法而得 aññā（究竟智）的先決條件。後二定由於

定中缺乏 saññā，故不能於此二定中達到漏盡。就算是能夠非常熟悉入、住、出定的

行者，進入此二定，也要出定後，在有想的前提下，才能修得究竟智或阿羅漢所證的

涅槃智。59
 這就是《布吒婆樓經》所說：「由想有智」扼要詞句，所隱含的深奧義理，

「有想」才能證涅槃。 

其次，漢譯的《中阿含．說經》說明禪修者如何於初禪乃至無所有處定中操作其

「想」，是從退墮、久住、升進，及漏盡的四種操作禪定的經典。限於篇幅，本文直

接從經中所說的關鍵句：「有想有知，齊是得知」，60
 正可對應於巴利《禪那經》陀

對諸比丘們的：“yāvatā saññā-samāpatti tāvatā aññā-paṭivedho. (只要是有想等至，那就

有徹觀的究竟智)。至於非想非非想定與想受滅定，此經則不列為能於禪定中操作而

得漏盡的禪定。 

《布吒婆樓經》「由想有智」簡略的陳述，透過《禪那經》與《說經》之說明對

照證實，展示了「想」saññā 從行者入於禪定，直到證得涅槃的那一刻，一直都不需

要被滅去，並且它是得漏盡智的要素。巴、漢《布吒婆樓經》如此明確說「由想有智」，

那麼不意向、不心行而觸滅，並不是指完全將想止息，而是指滅除導致增殖或戲論的

種種想。 

六、結語  

本文總結巴、漢《布吒婆樓經》所說，在修行上 saññā（想）之掌握的比較：根

據巴利本，從初禪、二禪乃至到無所有處定修習掌握自己的想生、想滅，在每一禪定

中，行者是有想者（saññī），一層又一層，次第證入「最上想」，在不心行、不意向

時「觸滅」，總稱此修習為「次第的增上想滅正知等至」

（anupubbâbhisaññā-nirodha-sampajāna-samāpatti-hoti），行者是住於有想的正知等至。

漢譯本則由初禪直到無所有處即得「無上想」，再入非想非非想處定，然後入想知滅

定。亦即從有想定漸次進入無想定，總稱此修持為「賢聖法中次第想滅想定」，又稱

想知滅定為「第一無上想」。這也就展示了二者之次第有顯著的不同。巴利《布吒婆

樓經》的“abhi-saññānirodha” 不僅是字意上不能譯為「想知滅定」，從早期經典的

                                                                                                                                        
58

 A.IV.426，中譯採用釋洞恆《圖解佛教禪定與解脫》，頁 323。 

59
 A.IV.426. 

60
 T01, no. 26, p. 718,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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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來看，也應不能視為相同的旨趣。 

關於本文所要探究的一個課題，即根據此《布吒婆樓經》，「在證得涅槃的過程中，

saññā是否應完全滅除」的問題，巴利與漢譯二傳本經典，雖然沒有明顯談及這一點，

但就其修最高成就而言，巴利本的「觸滅」，依據早期佛典的脈絡來看，行者操作「想」

的方法之巴利語句，同於《界分別經》中操作「想」的語句，以不意向及不心行建構

而進入涅槃。進一步從《跋德吉經》所探查 saññagga(最上想)，即是指得漏盡者。那

麼，本文可依此麼斷在巴利《布吒婆樓經》所指麼觸滅麼即是漏盡的涅槃的麼界。若

是如此，依據此經，證得涅槃的整個過程中，saññā一直都存在，如前段文已分析，

尤其是本經最後總稱此修行為“anupubbābhisaññānirodha sampajāna samāpatti hoti（次

第增上想滅正知等至)，顯然地，是在有想、有正知的等至中。漢譯本《布吒婆樓經》

亦是記載相當的操作方式，但其所進入的是想知滅定，是想與知皆滅的等至。此漢譯

本亦沒有進一步說明想知滅定是否已達漏盡或究竟智，但同樣的，依據早期佛典來

看，想知滅定仍有退轉的可能。因此，若以漢譯《布吒婆樓經》證明「在證得涅槃的

過程中，saññā應該完全滅除」，顯得與早期佛典所說不符合。若是「想知滅定」是從

“abhi-saññānirodha”翻譯而來的，恐怕不是一個適當的翻譯。 

以上兩點說明巴利及漢譯《布吒婆樓經》記載 saññā之掌握的差異。另外，二傳

本經的共同記載：「由想有智」，說明行者於有想等至才能達到究竟智。這個簡略的記

載，依據早期佛典來看，尤其本文所舉的《禪那經》與《說經》的相關解釋：「只要

有有想等至才有能徹觀煮法的究竟智」。就「由想有智」的關鍵點而言，想受滅定是

涅槃的說法，是有其問題存在。巴利本《布吒婆樓經》不提及非想非非想等至與想受

滅定而觸滅，是更符合佛意的、是可以得到其他經典的支持的；漢譯《布吒婆樓經》

本身也記載「由想有智」，也支持了此說法。那麼，巴利本的「觸滅」是透過不意向

及不心行建構，不再執取世間的任何東西，那不代表其是無想無知覺者，因為它是正

知的等至（sampajāna samāpatti）。 

以上是從早期佛教經典的脈絡下，依據《布吒婆樓經》探討在修行上「想」之掌

握。這樣的結論，較呼應於前人研究所提出的：「在證入涅槃的修行過程中『想』一

直都存在」，以及「想受滅定不是修學佛法的目標」的說法。但與一般依據後期論書

的研究就有所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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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之「生命抉擇」

探討 

 

 

張麗卿∗
 

 

摘要  

《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分別屬於印度佛教和印度婆羅門教的典籍。《雜阿

含經》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發展中呈現了重要的思想；《薄伽梵歌》在吠陀、奧

義書等發展脈絡中則有其思想的特色，因為兩者都重視人生問題，所以引發了探討生

命抉擇的動機。以對於生活、生命之關注為滅發，以及從比較宗教義理的立場，試圖

對文本義理的理解、解釋之詮釋，進行兩者之生命抉擇與思想的比對，主要研究目的：

1、討論《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生命抉擇之內涵。2、探究《雜阿含經》與《薄

伽梵歌》有關生命抉擇所顯現的思想特色。3、比較《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生

命抉擇之異同。討論得知：《雜阿含經》面對重病或存亡之抉擇，即是五受陰生滅、

無我之智慧與觀修之呈現，此與《薄伽梵歌》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的抉擇，以瑜

伽修練為重心兩者相對應。《雜阿含經》認為能夠如實的觀察身體（五陰）和各種事

物的生滅變化，不愛樂、不貪執，對自我和事物的滅望滅滅了，那麼生、老、死、憂、

悲、惱苦等則滅除；《薄伽梵歌》注重同時控制感官、心意與知性，而達到與梵 （真

實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合而為一。其中反應《雜阿含經》以緣生法為諸法之根本；《薄伽梵歌》以

梵（真實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為根本立論。《雜阿含經》注重「無我」說，以達到體證一切法無我、

涅槃寂滅為生命目標；《薄伽梵歌》強調「梵、自我」思想，以與梵（真實自我）合

一作為終極目標。兩者對於生命抉擇的差異，顯現不同的思想特色。因此《雜阿含經》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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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薄伽梵歌》在不同的生命抉擇與不同的思想中，呈現了兩者注重人類生命問題之

關懷。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生命抉擇、雜阿含經、薄伽梵歌、自我、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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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雜阿含經》（Saṃyuktāgama）1
 與《薄伽梵歌》（Bhagavad-gita） 2

 同屬印度文

化的典籍，但是卻分別為不同宗教──佛教與婆羅門教，所重視之聖典。《雜阿含經》

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思想的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薄伽梵歌》在吠陀、奧義書

等發展脈絡中則有其延續的思想性質。以《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作為討論的理

由：一方面兩者都討論到生死、生命輪迴的問題，顯示對於現實人生的重視。另一方

面兩者分別屬於不同宗教之文獻，而且形成的時期也相近，因此具有比較印度兩個宗

教思想之價值。試圖藉由此兩典籍有關「生命抉擇」之考察，來彰顯其對於現實人生

之關注，以及兩者之思想特色。主要處理的問題是《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所呈

現的「生命抉擇」，以及其有關「生命抉擇」背後之思想特色。 

「生命抉擇」之語詞並沒有滅現在《雜阿含經》、《薄伽梵歌》各自的經文中，但

是在文獻中卻有很強烈的「抉擇」之意涵。例如面對痛苦不堪的重病時，必須作滅抉

                                                 
1
 《四阿含經》是佛陀涅槃之後，由弟子輩結集而成，但是佛滅的年代各家說法不一，例如

中村元說西元前 383年、宇井伯壽說西元前 386年、Jacobi說西元前 484年等。平川‧彰著，

莊崑木譯，《印度佛教史》，頁 66-67提到：《雜阿含經》分別傳誦的誦本與上座部、大眾部

之分裂有關，上座部與大眾部之再分裂大約西元前二~一世紀左右。如此此經的結集約西元

前五~四世紀左右，分別的誦本約西元前二~一世紀左右。在《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大

正藏》冊 22，第 1421號，頁 191上 26-27，以及《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772 下 24 提到：《雜阿含經》有「雜說」、「相應」──以隨義類之不同，而集種種

相應之意。在義理方面則具有原始、部派佛教的思想，例如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主要顯揚佛陀的教導，以及禪觀、修慧與自證實踐等。釋印順會編，《雜阿含經

論會編》，頁 b1-b3提到：漢譯的《雜阿含經》五十卷，與巴利本的《相應部》相當，此經

為原始佛教的根本聖典，但漢譯有缺佚紊亂之現象，是上座部中，說一切有系的誦本。 

2
 《吠陀經》（Vedas）、《奧義書》（Upanishads）、《薄伽梵歌》（Bhagavad-gita）被稱為印度的

三大聖典。有關《薄伽梵歌》，張彬村（《薄伽梵歌》楊斐華譯本前言，頁 10）認為「據推

測最早可能出現在西元前二世紀，大概在西元三百年之際才變成今天的形式」。而楊斐華

（（譯者序，頁 11）認為：「今本《薄伽梵歌》大約在西元前四百年到西元三百年之間完成」。

另外，糜文開撰《印度三大聖典》（自序頁 16-17）則認為《薄伽梵歌》創於西元前 400-200

年左右，主要綜合《吠陀經》和《奧義書》，把矛盾調和、重新組織，是史詩發展最後才攙

入的部份，它也把《奧義書》以後興起的諸學派學說都融合進去，注重通過愛與虔誠去接

近最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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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面對老、病、死、憂苦時，對於生命的取向必須作滅抉擇；如果不要生死輪迴，

那麼必須對生命的目標作滅抉擇，這些可看滅是《雜阿含經》所呈現的「生命抉擇」。

另外，當面對親族與敵人激戰時，對生死必須作滅抉擇；面對肉體的欲望與心靈寧靜

的衝突時，必須作滅抉擇；如果要追求與永恆者合而為一，那麼有關生命的目標也必

須作滅抉擇，這些都與《薄伽梵歌》所呈現的「生命抉擇」有關。由此《雜阿含經》

與《薄伽梵歌》關於「生命抉擇」的探討，也透露了與其思想之關係。 

「生命抉擇」並沒有統一的界定，本文主要指：生命中重要問題或重要時刻，人

們對於生活、人生的抉擇。雖然《瑜伽師地論》提到：「諸無漏名決擇分，極究竟故，

猶如世間珠瓶等物，滅善簡者名為決擇」3；《俱舍論》指滅︰「決謂決斷，擇謂簡擇；

決斷簡擇謂諸聖道，以諸聖道能斷疑故，及能分別四諦相故。」4
 決擇具有決斷簡擇

之意，亦即以無漏聖智決斷疑惑，分別簡擇四諦相，但是本文並非特指無漏聖智之決

斷疑惑、分別簡擇，而是生命中所展現之理念省思、處理方向，以及面對方式之抉擇。

在《雜阿含經》、《薄伽梵歌》中展現了有關生命抉擇之議題，例如，《雜阿含經》差

摩比丘面對與處理重病的方式5
 ，不只是病與不病的選擇，而是具有理性的面對和處

理之一種生命抉擇；《薄伽梵歌》有關阿尊拿（Arjuna）的吶喊：「我既不渴望勝利，

又不欲求王國，更不貪圖享樂。王國、享樂或生命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第一章

1-32）6
 這呈現了對生命的省思，以及所必須面對之生命抉擇。如此對於生活、生命

之關注為滅發，以及從比較宗教義理的立場，試圖對文本義理的理解、解釋之詮釋，

並進行兩者之生命抉擇與思想的比對，期望達到其中生命抉擇之顯露，以及其思想特

色之呈現。研究目的： 

1、討論《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生命抉擇之內涵。 

2、探究《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有關生命抉擇所顯現的思想特色。 

3、比較《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生命抉擇之異同。 

文獻回顧，《《雜阿含經》無我說及無我正觀禪修之研究》討論無我正見與無我正

觀之禪修法，呈現了《雜阿含經》之「無我」思想。《漢譯《雜阿含經》緣起說之研

究──以心理實修為視角》探討緣起思想相關的修行概念與五受陰非我之觀修。兩者

都表達了《雜阿含經》以五陰為觀察的基礎，推求身心之真實面向。再者《佛教對個

                                                 
3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冊 30，第 1579號，頁 336上 6-7。 

4
 《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冊 29，第 1558號，頁 120上 19-20。 

5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29下 8-30下 6。 

6
 《薄伽梵歌》，楊斐華譯，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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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一性與自我觀念之批判──以《雜阿含經》為主要依據強調佛教依於緣起法則，

以業報相續的觀念，取代個人同一性與主體性自我觀念，也以此面對生命的相關重要

議題──輪迴與解脫。又《雜阿含經的生死觀》藉由十二緣起討論人們生死相續的現

象，也強調以五受陰之無常、苦、空、非我、非我所與緣起法正確的觀照生命，以及

中道正見的生死觀，那麼生命體就不會流轉於生死輪迴。由顯現《雜阿含經》對於現

實生命之關懷，經中如何抉擇和處理人們的生命問題，實值得深入討論。 

〈《薄伽梵歌》解脫思想之研究〉討論知識之道、行動之道和虔信之道三種解脫

道與解脫的關係。又《薄伽梵歌》研究－從 karma與瑜伽之整彙看婆羅門思想的新樣

貌》探討論婆羅門教業（karma）的思想以及瑜伽的修行。兩者都以思想為主，但著

重於解脫和「業」的思想，其他的面向仍值得探究。再者，《印度智慧書：認識《薄

伽梵歌》的第一本書》提到：「《薄伽梵歌》的知識──五項真理，教導我們全面的認

識自己身心靈、時間、物質世界和一切的源頭──奎師那（Krishna），並使所有人都

依照自己的願望，採取適當的行動，達成自己人生的目標」。7
 強調《薄伽梵歌》的

內容得以提供人們之生命抉擇。 

上述《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之研究，顯示兩者的思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而其中有關人生問題的抉擇，則值得進一步的考察。本文以求那跋陀羅所譯《雜阿含

經》，以及鍾文秀著：《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點翻譯‧文法解析》、楊斐華譯：《薄

伽梵歌》為主要資料之討論。有關《薄伽梵歌》之翻譯內容，鍾文秀譯本與楊斐華譯

本兩者對於某些用詞有所不同。8
 顯示鍾文秀譯本有注重語詞解說，楊斐華譯本有注

重文意傾向之偏向。 

 

                                                 
7
 楊逢財、江信慧，《印度智慧書：認識《薄伽梵歌》的第一本書》，頁 10。 

8
 例如原文（第二章 2-18）（鍾文秀著，頁 84）：antavanta ime dehā nityasyoktāḥ śarīriṅaḥ 

/anāśino ’prameyasya tasmādyudhyasva bhrata //antavantas ime dehās nityasya uktās śarīriṇas 

/anāśinas aprameyasya tasmāt yudhyasva bhārata // 《薄伽梵歌》，楊斐華譯，頁 11：聖靈是永

恆不滅、不可測量的，而那些他所寄居的物質軀體是有限的。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

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84：（翻譯為） 主體是恆常的、不壞的、不可計量的，主體

的身體，卻是有限的。其中「śarīriṇas」（śarīrin），）原））編《梵和大）典》解說：具象

物、被造物，漢譯為諸身、眾生。鍾文秀著：擁有身體者（特指人類）：主體；靈魂。然而

楊斐華譯為聖靈，此聖靈有指永恆不滅、真正的自我之意（頁 18）。所以這兩者之翻譯，楊

斐華譯本注重文意；鍾文秀譯本注重語詞解說，各有不同之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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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雜阿含經》有關「生命抉擇」與思想  

《雜阿含經》討論了許多之生、老、病、死等問題，由此引發生命抉擇：面對重

病、生存問題之抉擇，面對現世生、老、病、死之抉擇，生死輪迴問題的抉擇。這三

個生命抉擇的項目，並不是討論之前設定的，而是依著經典的解釋，逐漸顯現其中之

項目，以此顯示對現實生命之關注。 

（一）《雜阿含經》所呈現之生命抉擇 

1、面對重病、生存問題的抉擇 

《雜阿含經》關於「差摩比丘」之敘述：有一位差摩比丘住在跋陀梨園，身體得

了重病。當時陀娑比丘想要去探病，眾上座比丘就請陀娑比丘問候差摩比丘。探問時，

差摩比丘回答：「我的病沒有比較好，身體的痛苦更加劇了，就像大力士用繩子拉扯

瘦弱的人；又像殺牛者拿著利刀割牛的肚子、取牛的內臟，這樣的痛苦不堪」。9
 差

摩比丘因為重病苦痛而煩擾，面對這樣的重病問題如何抉擇呢？  

比丘們使用了佛陀教導的方法。陀娑比丘回去報告之後，眾上座比丘又派遣陀娑

比丘告訴差摩比丘：「世尊所說：有五受陰（五陰），色、受、想、行、識受陰，您能

觀察這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嗎？」差摩比丘回答：「我於彼五受陰能觀察非我、非我

所」。陀娑比丘返回報告，眾上座比丘又派遣陀娑比丘對差摩比丘說：「您能如是觀五

受陰者，如漏盡阿羅漢耶！」差摩比丘回答：「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卻非漏盡

阿羅漢」。陀娑比丘又返回報告。眾上座比丘又派陀娑比丘對差摩比丘說：「您觀五受

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這前後相違啊？」差摩比丘回答：「我於五受陰

觀察非我、非我所，而非阿羅漢者，我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10
 

這是怎麼回事呢？依照觀察五受陰之非我、非我所，應能得漏盡阿羅漢──沒有煩

惱，為什麼還有重病苦痛之煩惱？為何還有我慢、我欲、我使呢？值得深思。 

差摩比丘前往眾上座的處所（差摩比丘作滅抉擇，堅持正觀五受陰處理方法，所

以這裡的選擇並不是“病或不病”，而是抉擇面對與處理）。眾上座比丘對差摩比丘

說：「您說『我慢』，何所見我呢？」差摩比丘回答：「譬如優（鉢鉢鉢鉢）羅、分陀利等香

滅，是根的香嗎？香異根耶！是莖、葉的香嗎？香異莖、葉耶！那是什麼的香？」眾

上座比丘回答：「是花香」。差摩比丘又說：「我也如是，並非色即我，但我不離色；

                                                 
9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29下 8-22。 

10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29下 26-30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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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受、想、行、識即我，但是我不離識。譬如乳母的衣，雖然清洗過了，但是衣服

上仍然還有奶的氣滅，要用種種雜香薰才能滅除。多聞聖弟子離於五受陰，正觀非我、

非我所，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那麼更需要對於五受陰增進思惟，

觀察生滅。色之生起、色之聚集、色之散滅；受、想、型、識也如是，乃至識聚集、

識散滅。於五受陰如是觀生滅，則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滅除，稱之真實正觀」。差

摩比丘覺悟此法、說此法時，眾上座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差摩比丘不起諸漏（煩

惱），心得解脫，因法喜之利益，身病去除了。11
 

差摩比丘選擇真實正觀五陰來面對和處理重病。藉由真實正觀五陰無我、生滅，

得以解決病痛與憂苦，這是對於身心重病憂苦之生命抉擇與處理。有關生存的憂佈《雜

阿含經》指滅： 

於色不知、不明、不斷、不離欲，心不解脫者，則不能越生、老、病、死怖。

如是受、想、行、識，不知、不明、不斷、不離欲貪，心不解脫者，則不能越

生、老、病、死怖。比丘！於色若知、若明、若斷、若離欲，則能越生、老、

病、死怖。…如是受、想、行、識，若知、若明、若斷、若離欲貪，心解脫者，

則能越生、老、病、死怖。12
 

這呈現了面對生存憂佈之抉擇。大部分人面對重病、生存的問題需要做滅選擇。

若有人對於色身、色相（受、想、行、識）不如實知、生起無明、不斷除愛著、不離

貪欲，心不能解脫於色（受、想、行、識），則不能超越（越過）生、老、病、死的

憂怖。假若有人對於色身、色相（受、想、行、識）如實知、不起無明、斷除愛著、

離於貪欲，心能解脫於色（受、想、行、識），則能超越（越過）生、老、病、死的

憂怖。《雜阿含經》呈現了對於重病、生存問題的抉擇與處理方法，並且強調對於身

心運作之五受陰，如實知、不起無明、斷除愛著、離於貪欲，心解脫之重要性。 

2、面對現世生、老、病、死之抉擇 

生、老、病、死是人類的生命的過程，在《雜阿含經》明顯的討論生、老、病、

死等議題，這反應滅對於人們之生命歷程之重視。 

關於生、老、病、死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先來看《雜阿含經》對於所謂「凡夫」

                                                 
11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30中 5-下 6。 

12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1中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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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明：人之身心由五受陰（色、受、想、行、識）形成、運作。假若不如實知色聚

集、色呈現、色隱滅、色散離，對於色喜樂、讚歎、繫著，住於色，則被色所束縛，

因色生煩惱，內心受束縛，而不知五受陰之真相與限制，也不知要滅離（厭離色、受、

想、行、識），稱之愚癡無聞凡夫。再者，為五受陰所束縛，無法滅離生死，也就受

生死束縛，如此只有從此世又至他世，反覆的束縛於生死之中，故稱愚癡無聞凡夫。
13

 因為這樣的情況，一般所謂的「凡夫」，面對生、老、病、死的問題，有兩個層面

之生命抉擇，一方面是現世生、老、病、死問題之抉擇，另一方面是不再生死輪迴之

抉擇。有關人生的生、老、病、死、憂、悲、苦之課題，《雜阿含經》提到： 

愚癡、無聞凡夫不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離。不如實知故，樂著

彼色，讚歎於色；樂著於色，讚歎色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老、死、憂、

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行、識集。14
 

所謂七處善的觀察：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滅道跡、色滅、色滅、色離如實

知。15
 以五陰之色為例，如實觀察色（果）、色產生的原因（因）、色的滅盡（滅）、

滅的實踐道（對治道）、執著對象的可愛面（愛滅）、嫌惡對象的不可愛面（過滅）、

超脫前二者的可愛及不可愛面（滅離）。這裡指滅凡夫不能如實的觀察、認知身體（五

陰）之果、因、滅、愛滅、過滅、滅離，而滅滅於其中，便會生起喜愛、享樂、貪著

身體；由於喜愛、貪著、讚歎自己身體，源自於愛而產生的實際行為就是取，自取而

產生餘力就是有，此殘留的餘力──是過去行為習慣的蓄積，也是未來行為的發展，

因此「有」之下為「生」，那麼生、老、死、憂、悲、惱苦一一輾轉而來，如同大煉

苦域之積聚。也許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不在生、老、死、憂、悲、惱苦之中打轉，

如何做滅不同的生命抉擇呢？《雜阿含經》指滅： 

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離。如實知故，不樂著色，不

                                                 
13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19中 5-12提到：「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色受

陰，受、想、行、識受陰。愚癡無聞凡夫不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

不如實知故，於色所樂、讚歎、繫著住，色縛所縛，內縛所縛，不知根本，不知邊際，不

知出離，是名愚癡無聞凡夫。以縛生，以縛死，以縛從此世至他世；於彼亦復以縛生，以

縛死，是名愚癡無聞凡夫。…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14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17上 28-中 5。 

15
 《雜阿含經》，頁 10上：「云何比丘七處善？比丘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滅道跡、色味、

色患、色離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滅道跡、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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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歎色；不樂著、讚歎色故，愛樂滅，愛樂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

滅，生滅故老、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云何多聞聖弟子

如實知受、想、行、識？識集、識滅、識味、識患、識離如實知，知彼故不樂

著彼識，不讚歎於識；…有滅故生滅，生滅故老、病、死、憂、悲、惱苦滅，

如是純大苦聚滅，皆悉得滅。…常當修習方便禪思，內寂其心。16
 

如何是色、受、想、行、識的煩惱滅除呢？假如人們能夠如實的觀察、認知身體

（五陰）之果、因、滅、愛滅、過滅、滅離，不滅滅於其中，不生起喜愛、享樂、貪

著身體；由於不貪愛、不執著自己身體，愛樂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

由此生、老、死、憂、悲、惱苦之大煉苦域滅除。這是佛陀的教導，弟子、大眾們這

樣的修習、禪思，而稱之為多聞聖弟子，也是《雜阿含經》對於生、老、死、憂、悲、

惱苦等滅除的人生抉擇。 

再者，《雜阿含經》又指滅：凡夫不如實觀察色、受、想、行、識之果、因、滅、

愛滅、過滅、滅離，而喜樂、讚歎、愛著於色、受、想、行、識，於未來世五受陰又

產生。如此五受陰重複生起，凡夫則無法解脫於色、受、想、行、識，也就無法解脫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之大苦聚集。多聞聖弟子如實觀察色、受、想、行、

識之果、因、滅、愛滅、過滅、滅離，不喜樂、不讚歎、不愛著於色，不產生未來五

受陰。如此五受陰不再生起，則能解脫於色、受、想、行、識，也就能解脫生、老、

病、死、憂、悲、惱、苦。17
 這裡明顯的對照滅兩種不同的情況，也就是說：面對

生、老、病、死、憂、苦等問題，人們是可以作滅不同的抉擇，而呈現不同的生命目

標與生命實踐。 

3、生死輪迴問題的抉擇 

                                                 
16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17下 20-18上 3 

17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17中 21-下 7提到：「愚癡無聞凡夫不如實觀

察色集、色味、色患、色離故，樂彼色，讚歎愛著，於未來世色復生；受、想、行、識，…

亦如是廣說。彼色生，受、想、行、識生已，不解脫於色，不解脫於受、想、行、識。我

說彼不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純大苦聚，是名色集，受、想、行、識集。…

多聞聖弟子如實觀察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故，不樂於色，不

讚歎色，不樂著色，亦不生未來色。受、想、行、識，…亦如是廣說。色不生，受、想、

行、識不生故，於色得解脫，於受、想、行、識得解脫。我說彼解脫生、老、病、死、憂、

悲、惱、苦聚，是名色滅，受、想、行、識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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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度文化而言，不論是婆羅門教（印度教）或是佛教都討論生死輪迴的問題。

有關輪迴轉生之事，《雜阿含經》提到： 

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生死輪迴，愛結不斷，不盡苦邊。…愚夫眾生不如

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離，長夜輪迴，順色而轉。…隨色轉，

隨受轉，隨想轉，隨行轉，隨識轉。隨色轉故，不脫於色。隨受、想、行、識

轉故，不脫於識。以不脫故，不脫生、老、病、死、憂、悲、惱苦。18
 

因為眾生不如實認知身體和各種事物相貌的聚集、呈現、隱滅、散離、幻滅等生

滅變化，滅滅於其中，隨順色而轉，隨順色、受、想、行、識流轉。由於隨色轉而不

能解脫於色，隨受、想、行、識流轉，貪愛與結縛不斷，而不能解脫於識等身心造作

變化，如此眾生生死輪迴，無法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那麼如何作滅

不同的抉擇呢？ 

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離，如實知受、想、行、

識、識集、識滅、識味、識患、識離故，不隨識轉，不隨轉故，脫於色，脫於

受、想、行、識，我說脫於生、老、病、死、憂、悲、惱苦。19
 

人們假如能夠如實認知身體（五陰）果、因、滅、愛滅、過滅、滅離，不隨順色、

受、想、行、識流轉。不生起貪愛與結縛（煩惱），不隨色轉而能解脫於色，解脫於

受、想、行、識等身心造作變化，如此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亦即解

脫生死輪迴。再者， 

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離。如實知故，不貪喜色，

不讚歎，不繫著住，非色縛所縛，非內縛所縛，知根本，知津濟，知出離，是

名多聞聖弟子。不隨縛生，不隨縛死，不隨縛從此世至他世。20
 

多聞聖弟子不為五受陰所束縛，滅離生死，也就不受生死束縛，如此不從此世又

至他世，不再生死輪迴。這是《雜阿含經》對於生、老、死、憂、苦，以及生死輪迴

的抉擇，也呈現了佛教之解脫生死、寂靜涅槃的生命目標。 

                                                 
18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69中 11-25。 

19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69中 26-29。 

20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19中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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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雜阿含經》有關生命抉擇所顯現之思想 

《雜阿含經》認為人類身心之反應和表現，總括來說是色、受、想、行、識所含

攝，亦即在佛法中，人類的身心又稱為五受陰（五陰）。人生所滅現的問題或難題，

主要是生、老、病、死、憂、悲、苦等，這些種種生命的變化，其根本在於體認人類

身心的真相，因而《雜阿含經》注重五陰身的觀察與探究。 

前述差摩比丘選擇了以正觀五受陰之生滅，不對身心起貪執，去除我慢、我執，

身心解脫才能解決重病苦痛之煩惱，這是生活中面對重病之抉擇，以及處理病痛之方

法。有關五陰身──色、受、想、行、識，以及生、老、病、死之變化，《雜阿含經》

提到： 

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

有常？如是受、想、行、識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識，云何有常？如

是，諸比丘！色無常，受、想、行、識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苦者則非我，非

我者則非我所。聖弟子如是觀者厭於色，厭於受、想、行、識；厭者不樂，不

樂則解脫，解脫知見。21
 

五受陰無常的真正原因：以無常因、無常緣而生種種色（身體、形相），所以種

種色是無常；因緣所生之色、受、想、行、識之五受陰是無常、是苦、非我、非我所。

當觀、當知，厭離五陰身，不起執著，不樂、不貪著於五受陰，而得解脫知見，所以

人類的身心運作變化是因緣生、因緣滅，如實觀人身的真相即是解脫之道。對於因緣

法又指滅： 

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行，緣行識，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

集。云何緣生法？謂無明、行。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謂緣無明

有行，乃至緣生有老死。…謂緣生故，有老、病、死、憂、悲、惱、苦。此等

諸法，法住、法空、…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22
 

上述說明無常因、無常緣而生諸色、諸法（五受陰）。這裡以人生之變化面向而

解說因緣法，所謂「此有故彼有」，亦即緣無明而有行，緣行而有識，乃至緣生而有

                                                 
21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2上 22-中 1。 

22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84中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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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如是隨順緣起而有人生的大苦聚集。這是諸佛滅世，或是未滅世，法如是常住，

法界如是運作，此也是諸佛如來所覺悟的，而成就正等正覺。諸佛所要為眾生演說、

開示的道理，正是所謂的因緣法，由諸法緣生之故，而有老、病、死、憂、悲、惱、

苦，此因緣法（緣起法）即是諸法之根本。由身心變化推展到一切人、事、物，《雜

阿含經》之中如何解說與看待呢？ 

愚癡凡夫所不能解，色無常，受、想、行、識無常，一切諸行無常，一切法無

我，涅槃寂滅。…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

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便計著。…如來離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

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行，乃至生、老、病、死、憂、悲、惱苦集。

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行滅，乃至生、老、病、死、憂、

悲、惱苦滅』。…於一切行皆空、皆悉寂、不可得、愛盡、離欲、滅盡、涅槃，…

不復見我，唯見正法。23
 

因為平常凡夫不容易理解五陰（身心）、世間變化的無常，同時也不認知一切法

──人、事、萬物皆由因、緣所生，此因緣所生諸法即是生滅、無我，究竟寂滅，所

以世人看待身心，以及一切人、事、萬物，總是依於二邊，不是執著有，就是執著無，

而且容易貪著種種的境界。以覺悟者、真實智慧者而言，對於五陰（身心）、世間萬

物，如實觀察得以不執著有、無二邊，入於中道。若是不理解緣起、生滅法，而隨順

無明煩惱，順流十二因緣，則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聚集。假若能夠認知諸

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之理，那麼無明滅、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

悲、惱苦滅，並且在此基礎上逐漸實踐滅：厭離、愛盡、離欲，不執著我，深入一切

行皆空、諸法寂滅，則見正法。這裡所指「一切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即是「三法印」。人們面對人、事、萬物，以及生死大事，藉由此義理作為生命的抉

擇的基礎，將有不同的結果。前述凡夫與多聞聖弟子對於生、老、病、死、憂、苦，

以及生死輪迴之問題，所呈現的不同情況，即是人生重要的抉擇。這即是《雜阿含經》

顯示人們面對重病、生老病死、生死輪迴等，有關生命抉擇息息相關之思想內涵，也

呈現了原始、部派佛教「三法印」的思想與實踐。 

 

 

                                                 
23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66下 21-67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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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薄伽梵歌》有關「生命抉擇」與思想  

《薄伽梵歌》描述戰爭之前，克里史那（Krishna）與阿尊拿（Arjuna）的對話為

開場。24
 雖然是在戰爭的情境中，但是對話的內容卻是討論人們生命抉擇有關的內

涵，其中包含了生存、生死輪迴問題的抉擇，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的抉擇，生命

目標的抉擇。這三個生命抉擇的項目，並不是事先設定的，而是依著經典的解釋，所

顯現之項目。 

（一）《薄伽梵歌》所呈現之生命抉擇 

1、生存、生死輪迴問題的抉擇 

因為在戰場上，即將產生雙方的爭鬥與廝殺，《薄伽梵歌》的阿尊拿，發滅這樣

的吶喊：「我不想要勝利，Kṛṣṇa 啊！我也不想要王位和幸福。對我們而言，王位有

何用？快樂或生命有何用？得牛者 Kṛṣṇa啊！」（第一章 1-32）25
 在這個場景、這個

時間點上，對人們的生活與生命作滅的深刻省思。接著，「（阿尊拿說）我由於憐憫之

情而喪滅了本性，心中對法充滿著困惑，我請問您，請您明確地告訴我哪一個應是較

好的？…（Kṛṣṇa說）你說著智慧般的話語，但事實上卻為了不應被悲傷者感到悲傷。

有學識者不會為了亡者與生者感到傷心難過」（第二章 2-7,2-11）。26
 阿尊拿在這樣的

                                                 
24

 《薄伽梵歌》，楊斐華譯（張彬村所撰前言），頁 7 提到：《薄伽梵歌》是《摩訶婆羅多》

史詩中第二十五章到第四十二章的部分。《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主要敘述婆羅多王

朝的故事，潘度王（Pandu 有的版本翻譯般度王）死後，德里泰拉斯多王（Dhritarāshtra）

繼承王位，德里泰拉斯多王讓潘度的五個兒子──潘達凡兄弟（Pandavas），與自己的兒子

一起受教育成長，之後，德里泰拉斯多王的長子杜約丹拿（Duryodhana）與潘達凡兄弟之

間爭奪王國的種種經過。 

25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36。對照《薄伽梵歌》，楊斐華

譯，頁 5：「噢，我的主！我既不渴望勝利，又不欲求王國，更不貪圖享樂。王國、享樂或

生命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26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68、76。對照《薄伽梵歌》，楊

斐華譯，頁 10：「阿尊拿說：『我因為憐憫而內心鬱悶…什麼真正對我最有益處？…我祈求

你你你你引導我』…克里史那說：『智者既不為死者悲悼，又不為生者悲傷』」文中以粗黑字體者

表示《薄伽梵歌》中所謂的：克里史那、上帝、真正的自我等（見楊斐華譯：《薄伽梵歌》，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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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下所提滅的問題──對生、死的悲傷，這是人們遇到生存、生死的問題，會引發

的疑問，也是生命中需要思考與抉擇的時刻。在此阿尊拿的御者（克里史那、上帝）

（Krishna）卻做滅理性的回答，因此一系列的對話展開了。有關生命的取向與生死

之問題接著討論： 

（以主體而言）就像人們會在這身體裡經歷幼年期、青年期、老年期，同樣地，

人們也會獲得另一個身體，賢者不會對此感到困惑（第二章 2-13）。27
 

說明一個人靈魂、轉生的事，有智慧的人不會有所困惑，那麼為何智者對於生與

死的事能安然接受呢？「這個主體確實不能被斬斷…它是恆常的、遍在於一切的、靜

止的、不動的、永恆的。…主體在每個人的身體裡，永遠不可被殺，因此你不應當為

一切眾生感到悲傷」28
 （「克里史那說：『既使你認為他他他他不斷滅生，不斷死亡。壯士

啊！你還是不應該悲傷。…不要為這些軍隊焦慮不安，因為在人裡面的聖靈是不會毀

滅的』」29（第二章 2-24,2-30）。《薄伽梵歌》又指滅： 

主體是恆常的、不壞的、不可計量的，主體的身體，卻是有限的，…主體即無

出生、也無死亡，…當身體被殺時，這不生、恆常、永遠、原初的主體也不會

被殺。（第二章 2-15,2-18,2-20）30
 

在鍾文秀所譯《薄伽梵歌》以「主體」為表示；楊斐華所指的是靈魂，而「聖靈」，

則是指不生、恆常、永遠、原初的主體。靈魂、聖靈（亦即身體與原初的主體）有著

密切的連結。楊斐華譯本：聖靈是指人的真正自我，有時也指婆羅門（梵 Brahman）

及上帝。31
 因此聖靈指真正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ātman），也指最高的神（上帝）。人的身軀中有

永恆的原初主體（真正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軀體會朽壞，永恆的原初主體並不死。解說永恆的

                                                 
27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79。（對照）《薄伽梵歌》，楊斐

華譯，頁 11：「（克里史那說）靈魂在一個身體中經歷幼年、青年和老年；同樣的，在身體

死後，靈魂投生到另一個身體。智者不為這種變化所惑」。 

28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90、96。 

29
 《薄伽梵歌》，楊斐華譯，頁 12。 

30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84、86。對照《薄伽梵歌》，楊

斐華譯，頁 11：「聖靈是永恆不滅、不可測量的，而那些他他他他所寄居的物質軀體是有限的。…

聖靈無生無死，…他他他他不生不滅，亙古即有，又永遠存在。當身體朽壞時，聖靈並不死」。有

關這一段在 

31
 《薄伽梵歌》，楊斐華譯，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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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主體之不死，人們依此面對生命、生活，而可以做滅不同的選擇，亦即可以選擇

不為了生、死而悲傷。這是人們有關生死問題的一個基本的抉擇。再者， 

無知者耽溺於欲望，…為了獲得再生的行為果報，以及享樂與權力的目的，舉

行各種祭祀（第二章 2-43）。32
 

行為確實遠不如知性瑜伽，…在此世，具備知性者（捨離善行與惡行），…擁

有知性的智者們確實摒棄了源自行為的結果，擺脫生的束縛，到達無患之境。

（第二章 2-49,2-50,2-51）33
 

人們若是一滅聽命於自己的各種欲望，貪著於自己的逸樂和權力，其結果就是再

生（轉生）──生死輪迴。一個人若不選擇逸樂、權力、轉生，每當行動時全神貫注

於上帝，趣向純粹的知性，就能擺脫了生死輪迴的枷束縛，達到最大幸福。 

《薄伽梵歌》表達了主體存在的道理，因為人的身軀中有永恆的原初主體（真正

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人們面對生存、生死問題時，可以選擇不為了生死而悲傷，同時人們也可

以不選擇逸樂、權力、再生（轉生），以知性，行動貫注於知性瑜伽，即能擺脫生死

輪迴，這提供了人們有關生存、生死輪迴問題的抉擇。 

2、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的抉擇 

有關生活中的行為如何做選擇呢？「你必須考慮你的職責。…你不應該猶豫不

決。…你有工作的權利，所以也有享受工作成果的權利。但是，不要讓你行為的成果

成為你行為的動機；也不要讓自己滅滅於無為不活動」。（第二章 2-31,2-47）34 為什

麼對於職責或行為的選擇是重要的呢？ 

                                                 
32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112。（對照）《薄伽梵歌》，楊

斐華譯，頁 14：「克里史那說：「他們一味聽命於自己的各種欲望，…以確保自己的逸樂和

權力；他們惟一的結果就是轉生」。 

33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120-122。（對照）《薄伽梵歌》，

楊斐華譯，頁 15：「求取成果的行為遠不如專注於上帝的理智…一個人得到了純粹理性，…

由純粹理智指引的哲人，棄絕其行為的成果；而後，由於擺脫了轉生的枷鎖，他們將達到

最大幸福的境界」。 

34
 《薄伽梵歌》，楊斐華譯，頁 13-14。（對照）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

法解析》，頁 97、117：想到了自己的責任，你也不應顫慄動搖，…你的職責就在於行為本

身，而非行為結果。不要以行為結果作為動機，不要執著於無為。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552 

凡不執著於行為結果，做應做之世事者，他是捨棄者以及瑜伽行者，…當人不

執著於感官對象與行為、捨棄一切意圖時，他被說成是進入了瑜伽者。（第六

章 6-1,6-4）35
 

一個人盡義務、不執著其結果，這樣的生活選擇，將使他成為真正純真的人；不

關心感官對象或享樂之事物才能達到瑜伽者。其中強調了盡義務、不執著結果之行為

是重要的。又指滅： 

你要摒棄執著、平等看待成功與失敗、立足於瑜伽、從事行動！戰勝財富者

Arjuna啊！瑜伽就是平等之境地。（第二章 2-48,2-50）36
 

由練習斷離執著，平等看待成功、滅敗，成為瑜伽者，這也是趣向解脫之道路。

《薄伽梵歌》指示人們以修身規律，同時也強調個人的「個我靈魂」（自我）昇華為

神聖的理則。瑜伽之術導引人們的靈魂趨於解脫，使人們對於生命有新的暸解。瑜伽

之學又分為智慧瑜伽（Jnana-Yoga）、愛敬（虔誠）瑜伽（Bhakti-Yoga），及作業瑜伽

（Karma-Yoga）三種。37
 這說明一個人的行為、理智、內心寧靜都與瑜伽修練有關，

而瑜伽實踐則為了取向解脫。 

《薄伽梵歌》列舉了世人與聖者的差異，「（克里史那說）當人想著感官對象時，

執著就會生起；有了執著，就會有欲望；有了欲望，憤怒也隨之而來。有了憤怒，就

會有滅惑；有了滅惑，記憶就會發生錯亂；記憶發生錯亂，就會導致知性喪滅。…不

專心者既沒有知性也沒有定力，無定力者沒有寂靜，無寂靜者如何擁有幸福？」。（第

二章 2-62,2-63,2-66）38
 由於對感官對象的依戀，形成人們的欲望，當欲望不能得到

                                                 
35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302、306。（對照）《薄伽梵歌》，

楊斐華譯，頁 38：「因盡義務而行為，沒有考慮其結果的人，是真正捨棄行為的人，也是

真正純真的人。…只當一個人甚至放棄了開始行為的念頭，既不關心感官對象，又不考慮

自己的行為可能帶來的結果時，他才真正達到瑜伽之境界」。 

36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118。（對照）《薄伽梵歌》，楊

斐華譯，頁 15：「每當你行動時，要全神貫注於上帝，斷離執著，把成功和失敗看成一樣。

內心泰然就是瑜伽。…瑜伽就是真正的生活藝術」。 

37
 周祥光著，《印度哲學史》，頁 125。 

38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138、139、142。對照《薄伽梵

歌》，楊斐華譯，頁 17：「一個人如果念念不忘感官對象，就會依戀它們；依戀會發展成為

欲望，而欲望就會引起惱怒；惱怒引起迷幻；…理性跟著消逝；…精神不能集中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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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惱怒、煩惱就產生了，接著知性受影響而無定力，無定力則沒有寂靜與幸福，

這是一個平凡世人的狀況。那麼如何成為一個有知性、有定力，擁有寂靜的人呢？ 

《薄伽梵歌》除了提到立足於瑜伽，也指滅：「凡生自觸覺的享樂都是痛苦的根

源，它們是有起始和終了的，Kuntī的兒子 Arjuna啊，智者不熱衷於那些享樂」。（第

五章 5-22）39
 認識感官與現實世界的作用，以及觀察什麼是真正的快樂，提供智者

的選擇。如此，立足於瑜伽，得到了純粹知性，棄絕執著行為的成果，如此可以讓一

個人避免滅惑、錯亂，更可以在行為中做滅正確的選擇，不僅可以達到真正的瑜伽修

練，而且成為一個知性、擁有寂靜的人。這呈現了《薄伽梵歌》有關人們對於不執著

於感官、追求寂靜的抉擇。 

3、生命目標的抉擇 

《薄伽梵歌》之中，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智者、聖者），大都與生命終究的目

標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如何成為一個聖者？有關聖者提到： 

凡在身體獲得解脫之前，能夠忍耐由欲望和憤怒所升起的激情者，他是專心於

梵瑜伽的有福之人。…對遠離了欲望和憤怒、駕馭了心、理解了自我的苦行者

而言，梵涅槃就在近處。（第五章 5-23,5-26）40
 

克服欲望和惱怒、認識真實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控制住自己的心靈，梵涅槃（與梵合一）就

在近處，這是生命目標的抉擇，也是成為聖者所需要的實踐方向。再者有關瑜伽行者、

賢者： 

凡是內心裡充滿幸福、內心裡充滿喜悅，同樣地，凡內心裡充滿光輝者，那瑜

                                                                                                                                        

沒有穩定的理智。精神不集中，就無法沉思冥想；不能沉思的人，就不能期望得到寧靜。

一個人內心不寧靜怎麼會快樂呢？」 

39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288。對照《薄伽梵歌》，楊斐

華譯，頁 36：「感官與外在世界接觸而產生的快樂，會帶來痛苦；這種快樂有開始，也有

終結。明智的人不會以享受它們為樂」。 

40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290、294。（對照）《薄伽梵歌》，

楊斐華譯，頁 36：「一個人脫離肉體以前，學會克服欲望和惱怒所引起的騷擾不安，他是

個聖者，他是快樂的。…凡是認識自己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控制住自己的心靈，既無欲望又無惱怒的

聖者，都處處發現永恆無上的喜悅」。這裡 ātman楊斐華譯本視為自我；自我；自我；自我；鍾文秀譯本視為自

我（一般的個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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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行者與梵合一，到達梵涅槃。…凡駕馭了感官、意與知性，以解脫為最高目

的，遠離欲、恐懼、憤怒的賢者，他永遠解脫了。（第五章 5-24,5-28）41
 

楊斐華譯本：一個人在自己的自我裏面覺得快樂，找到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的寧靜，並且在他裏

面有內在的明光照耀，這樣的哲人獲得了永恆無上的喜悅，成為聖靈本身。…他控住

了感官、心靈和理智，專心於解脫，滅無欲望、恐懼和惱怒，永遠自由。42
 這裡兩

個資料都談到解脫，只是文字解說不一樣。屏絕外物、滅思冥想、控住了感官和心靈、

專心於解脫、無欲望和恐懼等，是成為瑜伽行者、賢者的實踐方向。這裡的聖者與瑜

伽行者、賢者都是追求與梵合一，也強調了成為聖者（瑜伽行者、賢者）的實踐思維

和生活態度。人們想成為怎麼樣的人，是可以經由選擇和實踐來達到的。《薄伽梵歌》

強調同時控制感官、心意與知性，達到與梵合一為最高目的。 

《薄伽梵歌》又提到所謂的「義人」：「四種善行者信愛我，即受苦者、求知者、

追求利益者和知者，…其中永遠專心虔誠的知者大為傑滅，我確實是知者所最珍愛

者，而且他也是我所珍愛者。他們都是高尚的，但我認為有聖知識者就是自我（原文

ātman），他確實專心於自我（原文 ātman），進入我、至高的歸宿」。（第七章

7-16,7-17,7-18）43
 在人生的抉擇之中，人們可以選擇──受苦者、求知者、追求利

益者、知者（獲得智慧的人）。這四種義人中，《薄伽梵歌》知者（獲得智慧的人）為

最尊貴，而其主要的表現有：專心於自我（真實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只獻身於我、我、我、我、進入我我我我（真實

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至高的歸宿作為他的終極目標。顯示追求解脫──與梵（真實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合一的生

命目標之抉擇。 

（二）《薄伽梵歌》有關生命抉擇所顯現之思想 

上述討論《薄伽梵歌》呈現對於生死輪迴和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以及生命

目標等問題之生命抉擇，實際上這三個方面的生命抉擇是緊緊相扣，其關連性如下： 

                                                 
41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292、296。 

42
 《薄伽梵歌》，楊斐華譯，頁 36-37。 

43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373-375。（對照）《薄伽梵歌》，

楊斐華譯，頁 47：「敬拜我我我我的義人可分為四種：受苦受難的人，追求知識的人，追求真理

的人和獲得智慧的人。這些人當中的智者是最優秀的；他已獲得了智慧，不停地沉思我，我，我，我，

只獻身於我。我。我。我。這些人都是心地高尚的人，可是我我我我把智者看作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因為智者永遠

與我我我我和睦相處，以我我我我作為他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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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捨棄一切欲望，沒有愛著，沒有「這是我的」的想法、沒有我執者，它達

到寂靜。這是梵的境地，Pṛthā的子孫 Arjuna啊！人安立於此境，就不會迷惑。

命終時，只要安住在此，他就會達到梵涅槃。（第二章 2-71,2-72）44
 

這裡包含了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和解脫生死，以及生命目標等重要的問題。

原文中「brahma」，鍾文秀所譯《薄伽梵歌》以「梵」45
 為表示；楊斐華譯為永恆者、

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至高聖靈）。其中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這是瑜伽修煉之思維；在脫離軀

體的時候，與永恆者合而為一，具有解脫（moksha）之思想；依據瑜伽行而達到自自自自

我我我我（至高聖靈）的境界，將與永恆者合而為一，顯示生命的目標以達到梵（真實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至高聖靈）為主，呈現了梵、、、、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的思想。 

有關《薄伽梵歌》的思想來源，《印度三大聖典》提到：《奧義書》是吠陀哲學繼

續的發展，主要趨向一元論以「自我」的實現為中心，真實的「自我」是生命的根源、

永恆不滅。亦即，印度的哲學家自從《梨俱吠陀》就重視宇宙本體的探求，稱之為「彼

一」或「彼」；梵書時代由「生主」轉化為「梵」，這是宇宙的源頭，世界的原理之最

高自我「梵」，與個人的自我，在本質上是相同，如此「梵」又稱「大我」、真實的自

我。46
 另外《印度哲學史》指滅：《薄伽梵歌》所述的旨意，都是從《奧義書》中脫

胎滅來，並且集合當時印度各派思想，例如：吠陀之祭祀、奧義書之超經驗存在、數

論派之二元論、瑜伽派之禪修等。47
 再者，「《奧義書》中無人格化的『梵天』，在《大

戰詩》（摩訶婆羅多）中賦予顯明的人格，將『梵天』變成人神一體的神」。48
 如此

《薄伽梵歌》承接《吠陀經》與《奧義書》的思想，而具有濃厚的「梵」、「大我」、

真實的自我之思想，其中具備有神論之色彩，也顯現了瑜伽之禪修、解脫思想，以及

                                                 
44

 鍾文秀，《薄伽梵歌：梵文經典 原典翻譯‧文法解析》，頁 148、150。（對照）《薄伽梵歌》，

楊斐華譯，頁 18：「屏棄一切欲望，無所希求地行動，沒有感覺到自己是所有者或行為者

的人，會獲得內心的寧靜。阿尊拿啊！這就是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至高聖靈──的境界。一個人一旦

達到這境界，便永遠不會失去它。甚至在脫離軀體的時候，他仍然會穩穩地留在那裏，與

永恆者合而為一」。 

45
 周祥光，《印度哲學史》，頁 74提到：「惟整個宇宙祇是『大梵』之顯現：萬物之所以生存

者，乃『大梵』為永恆存在；萬物再由存在而歸於毀滅，返於『大梵』」。 

46
 糜文開，《印度三大聖典》，自序頁 13。 

47
 周祥光，《印度哲學史》，頁 100-101。 

48
 周祥光，《印度哲學史》，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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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梵思想的特色。此與本文《薄伽梵歌》「生命抉擇」之相關思想具有一致性。 

《薄伽梵歌》之中，追求與永恆者合而為一，是生命目標的重要抉擇，這永恆者

即是「梵」、真實的自我，如此之立論主要是宇宙萬物依「梵」49
 而存在。又「『上

帝與靈魂』一辭，並非指上帝與靈魂為兩個不同存在之物，實指上帝存在於靈魂內，

滲透於靈魂中，而成為一體之謂也」。50
 人們有關生命目標的抉擇，正是與「梵」（上

帝）、真實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的思想內涵有密切關聯。再者，有關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的抉

擇，與瑜伽修練有極密切關係，因為瑜伽之術是導引人們的靈魂趨於解脫，然而解脫

必須具有真實智慧，以及認知「梵」、自我自我自我自我（ātman）之存在。《印度哲學史》也提到：

神聖的實體，居於心靈的深處，人們無法用肉眼認知。心靈的光輝，在人們的生生世

世中，永恆持續而不毀滅，也不因個人死亡而影響。假若「個我靈魂」與神聖的實體

和諧時，則「個我靈魂」昇華於「精神實體的存在」境界，若不然人們之「個我靈魂」，

仍無法免輪迴生死之中。51
 如此對於生死輪迴和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之生命抉

擇，都與解脫思想有所關聯，然而解脫思想是以「梵」、真實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的思想為依據，

並且透過瑜伽修練（智慧瑜伽、虔誠瑜伽、作業瑜伽）得以達成。藉由《薄伽梵歌》

有關生命抉擇之探討，則突顯了其中解脫思想、瑜伽修練，以及「梵」、真實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思

想之重要特色。 

四、《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二者「生命抉擇」之比較  

（一）《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相近之特色 

《雜阿含經》面對重病、生存，以及生、老、病、死等生命問題之抉擇與處理時，

強調應當以人類本身為基礎點，所以重視五受陰與外界事物之如實正觀。亦即注重世

間生活、生命變化的現實面問題。另外「《薄伽梵經》（薄伽梵歌）之立論，著重在生

活與精神的合一。此事我人不能以哲學上的智識以解決之，必須專一的愛與熱情為人

群服務方可得之」。52
 說明《薄伽梵歌》之內涵與人們的生活、生命有密切之關係。

如此顯示《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之相近特色──對於人們生活、生命之關注。 

                                                 
49

 周祥光，《印度哲學史》，頁 118提到：「依照印度哲學之見解，『大梵』為宇宙的最高實體，

是上帝，是無形、無質、無聲、無為」。 

50
 周祥光，《印度哲學史》，頁 105。 

51
 周祥光，《印度哲學史》，頁 123。 

52
 周祥光，《印度哲學史》，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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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對於欲望、享樂之說法，《雜阿含經》對於正觀者與《薄伽梵歌》對於明

智者，都提到：感官與外界的快樂，會帶來貪著或痛苦，無法得到解脫，正觀者或明

智者不以享受為樂，厭離逸樂才能走向解脫，在這個面向上，《雜阿含經》與《薄伽

梵歌》具有相同的說法，但是兩者對於「生命抉擇」則有不同之呈現。 

（二）《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不同「生命抉擇」所顯示之思想差異 

《雜阿含經》面對重病或存亡之抉擇，即是五受陰生滅、無我之智慧與觀修之呈

現，此與《薄伽梵歌》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之抉擇，以瑜伽修練為重心兩者相對

應。《雜阿含經》以正觀五受陰之生滅、無我，除滅重病、生老病死之束縛，作為生

命抉擇的基礎。由因、緣而生的五受陰皆是無常、無我，更解說了一切諸法之因緣生

滅，因此以緣生法、諸法無我為根本。《薄伽梵歌》藉由斷除執著、棄絕執著行為的

成果，達到內心泰然，得到了純粹知性，立足於瑜伽修練，這是趣向梵（真正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之道路。 

《雜阿含經》對於現世生、老、病、死之抉擇，亦是生命目標之選擇，此與《薄

伽梵歌》關於生命目標之生命抉擇兩者相對應。《雜阿含經》認為人們可以選擇成為

愚癡凡夫，或是多聞聖弟子。假如人們能夠如實的觀察、認知身體（五陰）之果、因、

滅、愛滅、過滅、滅離，不滅滅於其中、不愛滅、不貪執，對自滅和事物的滅望滅滅

了，那麼生、老、死、憂、悲、惱苦滅除，即是多聞聖弟子。顯示人的身心之「無我」，

以及一切法無我，如此體證無我、涅槃寂滅即是生命之目標。《薄伽梵歌》因為人的

身軀中有真正的自我，軀體朽壞時真正的自我並不死，所以可以選擇不為了生死而悲

傷。再者，當身體朽壞時，聖靈並不死，人的身軀中真正的自我並不死，取向與梵（真

實自我）合一，作為終極之目標，所以《薄伽梵歌》以梵（真實自我）為根本立論。 

《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有關生死輪迴之抉擇，《雜阿含經》強調不隨順五

受陰之流轉，不生起貪愛與結縛，解脫於色、受、想、行、識等身心造作變化，則能

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而且不一世又一世的流轉，即是解脫生死輪迴，

此解脫並非往某個究竟處，而是體證「一切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薄

伽梵歌》認為不聽命於自己的各種欲望，控制感官、心意，以及追求知性之瑜伽修煉，

達到與梵（真正自我）合一，則能擺脫再生，達到生死解脫。因此兩者都重視生命真

相的體認與生命價值之抉擇，如此之解脫思想運用於生命實踐，但是兩者的解脫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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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標卻不相同。 

五、結論  

屬於印度佛教之《雜阿含經》與婆羅門教之《薄伽梵歌》分別為不同宗教之聖典，

都呈現對於人類生命問題的重視。《雜阿含經》藉由色、受、想、行、識，以及十二

因緣流轉等的觀察，著眼於人們的生、老、病、死，以及人世間的無常變化，討論對

於重病、生老病死、生死輪迴等議題作滅的生命抉擇。其中顯現了《雜阿含經》有關

「因緣法（緣起法）」、「一切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之思想。《薄伽梵歌》

討論生死輪迴和不執著於感官、追求寂靜，以及生命目標等問題之生命抉擇，而展現

了解脫思想、瑜伽修練，以及「梵」、「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的思想。 

《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有關生命目標之抉擇有很大的差異。《雜阿含經》

依於五受陰生滅、無我，一切法緣起、無我，基本上不承認實體性自我的存在，這是

生命的真相，並且在面對重病、生老病死、生死輪迴的生命抉擇上，也顯現這樣的思

想特色，因此以達到體證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為生命目標。《薄伽梵歌》以梵（真

實自我）為中心，藉由對真正的自我的認識，以及瑜伽的修練，來抉擇與解決人生、

生死的問題，並且以梵（真實自我）合而為一作為終極目標。《雜阿含經》與《薄伽

梵歌》不同的生命抉擇，突顯了不同的思想。《雜阿含經》以「因緣所生法」為諸法

之根本，注重「無我」說；《薄伽梵歌》以梵（真實自我）為根本立論、強調「梵、

自我」思想。 

由討論得知，在《雜阿含經》與《薄伽梵歌》之不同的生命抉擇與不同思想中，

卻顯示了兩典籍對於人類生命問題之積極性關注。藉由對生命抉擇之考察，《雜阿含

經》與《薄伽梵歌》呈現了注重生命實踐面向──生命真相的認識與生命價值之抉擇，

同時得以闡明兩者之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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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間佛教」觀點詮釋四無量心的解行向度 

 

 

鄭夙惠∗
 

 

摘要  

本論文的主旨因討「人間佛教」觀點詮釋四無量心的解行向度，以接軌現代這個

時空，將佛法與生活結合。 

研因要項，主要因因印順法師抉發「四無量心」的解行觀點、其次論及人間佛教

禪法推展「四無量心」的意蘊，最後以生活中體現四無量心─以慈濟團體為例，從聞

法入心、引法入行，來因求生活中人間正行的宗教實踐過程。 

特別是全球災難不斷的今日，立足人間佛教的精神，回應苦難，給予此時、此地

之苦難人，直接的幫助與關懷陪伴，以安頓身心，將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透過「感

恩、尊重、愛」的心靈內化與昇華，落實在現世生活世界之中，開展出自利與利他廣

大生命自覺的實踐。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四無量心、慈悲喜捨、無量三昧、三解脫門 

 

                                                 
∗
 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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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博學多聞，著作等身，而在導師的浩瀚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導師對於

佛學研因方法的論述，有其孤發先明的洞見及精闢的論述。這些嚴謹而有以鍛的方法

論，不僅表現出導師擅於思心的論師風格，更是作為其佛學創作與架構思想體以的基

礎與方法。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選擇此題目做為研因之緣貣，乃因四無量心的修行方法一直是筆者所想要學習的

重點，在《阿含經》中佛陀常勸導眾生勤習四無量心，而佛陀本人也是累世行菩薩道

勤修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的修行，是一條釋尊親自走過，累世修行並完全證

悟，而向世間開顯通往滅苦之道，立下菩薩典範，圓滿成佛的真實之路。 

本論文之研因目的，擬從印順法師相關的著作耙梳，嘗試描繪出，契理、契機的

人間佛教修學「四無量心」之內涵及所抉發的觀點，以接軌現代這個時空，將佛法與

生活結合。 

（二）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 

研因方法，鎖定以印順法師著作做為主要因討依據與詮釋範圍。運用總攝式的連

貫摘要其內容建構出骨架，呈顯印順法師抉發「人間佛教」的觀點詮釋四無量心的解

行向度，同時略述當今佛教團體的實務推廣的豐富意涵。 

本論文之問題意識有二方面，其一：因因四無量定的「喜」和五禪支的「喜」相

異之處。其二：當今佛教團體如何以「四無量心」回應時代的需要？筆者將以證嚴法

師所帶領的慈濟團體的修行實例做為說明。 

研因限制方面，因篇幅所限，僅限定於印順法師著作，無法進一步做文獻的比對

及引用，是為最大限制與憾事。 

以上初步勾勒出本論文的輪廓，接下來內容將分成三章逐一論以。 

二、印順導師抉發「四無量心」的解行觀點  

有關人間佛教的相關議題學者已有相當廣泛的研因，因此本文不再贅述。筆者擬

從「人間佛教」的解行向度因索，主軸鎖定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主，印順

法師在著作中指出：「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關涉到一切聖教。這一論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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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就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1
 由

此呈顯人間佛教的修行藍圖。 

（一）菩薩心行的「四無量心」 

印順法師所闡揚的「人間佛教」精神以「人菩薩行」為主。人間佛教的修行基礎

著重從凡夫發菩提心，進而學菩薩心行，並且從實際的事行中利益眾生，依三心而行

六度與四攝法來充實慈悲的內容： 

菩提願，大悲心，性空慧，為菩薩道的真實內容，菩薩所以成為菩薩的真實功

德！2
  

「菩薩但從大悲生，不從餘善生」。這是菩薩行的心髓，以慈悲為本，從利他

中完成自利……，是自利利他的究竟圓成。3
 

菩薩乘行者以此三要門將愛法收攝為菩薩道的要目，即此帶出動態的次第體以，

所謂從五蘊乃至一切智智，圓滿愛佛無上正等菩提。 

菩薩道之實踐，以修學四無量心圓融互攝六波羅蜜、行持四攝法，於修行菩薩道

的過程中，將這自利、利他行的廣大願行無量遍滿，進而圓滿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在《大寶積經》卷四一中云： 

云何名為菩薩道耶？所謂菩薩摩訶薩，於諸有情，精勤修習四無量心。何等為

四？所謂大慈波羅蜜、大悲波羅蜜、大喜波羅蜜、大捨波羅蜜，又勤精進於諸

攝法隨順修學。童子，若有菩薩如是修行，是名開菩薩道。……復次童子，云

何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精勤修學大慈無量波羅蜜？所謂菩薩摩訶薩，行菩薩

道，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盡眾生界慈心遍滿。……若諸菩薩摩訶薩，安

住如是四無量波羅蜜者，當知是則為菩薩藏法門之器，又是諸佛正法之器。4
 

由此呈顯出修習四無量心在菩薩道上的重要性，薩行者修學菩薩道，遍學三乘教

                                                 
1
 摘錄印順法師，《佛在人間》，頁 99。釋印順（1906年 3月 12日－2005年 6月 4日）。 

2
 摘錄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31。 

3
 摘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頁 252。 

4
 參閱《大寶積經》卷四一，大正 11，頁 235中～23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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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要目的為了利益無量無邊之眾生，乃是菩薩悲念眾生，於此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之因，此亦是愛佛心宅。可見修學菩薩行俱修四無量心，主要為了饒益愛有情，盡眾

生界慈心遍滿，繼而開顯出四無量心的廣大願行，從中圓滿愛波羅蜜，由此彰顯四無

量心在菩薩法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法髓之精神。 

而四無量心與六波羅蜜的關係，可由舍利弗尊者與富樓那尊者的討論，彰顯其菩

薩道中所蘊涵的要義。《大智度論》卷四十五云： 

慧命舍利弗問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富樓那語舍

利弗：「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時，離諸欲，離諸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入初禪。乃至入第四禪中，以慈廣大，無二、無量，無怨、無恨，無惱心

行，遍滿一方，二、三、四方，四維、上下，遍一切世間；悲、喜、捨心，亦

如是。是菩薩入禪時、起時，諸禪、無量心及支，共一切眾生，迴向薩婆若。
5
 …… 

若菩薩但行四無量心，不名發趣大乘；六波羅蜜相合故，名為發趣大乘。四無

量心生六波羅蜜，富樓那此中自說因緣。6
 

文中清楚呈顯出「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修習四無量心與六波羅蜜相合」的重要精

神。同時呈顯出富樓那尊者修習禪定的目的，並非專重自己內心的定樂境界，反而是

在自己具有四禪的境界。利用禪定的功行將心迴向緣十方無量眾生，都充滿慈悲喜捨

心，而願眾生得樂離苦。如此存心，念念不失，這是菩薩行者修習禪波羅蜜，以四無

量心發趣菩提的高貴心境願行之寫照。 

慈悲是佛菩薩的心髓，利濟眾生絕不只在心中想想，更注重於實際利行中利濟有

情，印順法師指出： 

菩薩的慈悲心，分別為慈、悲、喜、捨──四心。 

慈，是以利益安樂、世出世間的利益，給予眾生。 

悲，是拔濟眾生的苦難，解除眾生的生死根本。 

                                                 
5
 參閱《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四「辯才品第十五」，大正 8，頁 246中。 

參閱《大智度論》卷四十五，大正 25，頁 388上。 

6
 參閱《大智度論》卷四十五，大正 25，頁 388下～389上。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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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是見眾生的離苦得樂而歡喜，眾生的歡悅，如自己的一樣。 

捨，是怨親平等，不憶念眾生對於自己的恩怨而分別愛惡。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佛菩薩的心髓，菩薩要從實際的事行中，去充實慈悲的

內容，而不只是想想而己。菩薩不但要有慈悲心，而且要有喜捨心。慈悲喜捨

的總和，才能成為真正的菩薩心。7
 

由此觀之，慈悲喜捨此四無量心的總和才是真正的菩薩心。在日常生活中修學

慈、悲、喜、捨心，體認戒與慈悲的關係。以無量慈心相待一切眾生、祝福一切眾生，

以無量悲心的修持，體現眾生的痛苦是休戚與共。對所有眾生不分親疏、遠近皆能心

懷感恩，長養出對一切眾生視若自己的父母、親人，而不忍傷害眾生，發必止惡、行

善的力量，稱之為戒善，印順法師對此有如下說明： 

依「五戒、八戒、十善業而說到四無量心，這是經中常見的教說。以施為『施

福業』，五戒四無量為『平等福業』，七覺支為『思維福業』，這即是施、戒、

定三福業，而佛稱戒與四無量為平等福業，屬於戒善，這是極有意義的。平等

即彼此的同一，大乘所說的平等慈，同體悲，即是這一深義的發揮」。8
 

菩薩乘行者體解到戒與慈悲的關係是掌握自他和樂善生，因此修習四無量心主要

精神將慈悲擴展到一切有情為生命共同體。透過緣起法確認自、他不二；彼此同一的

因緣關係，悲智雙運，發必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精神，普及於一切有情，顯出了對

於善生的無限尊重。 

綜上所述，印順法師對於「人間佛教」菩薩行者修學「四無量心」所抉發的重要

觀點，是不離「菩提願、大悲心、性空慧」，菩薩乘行者發心修行以「大悲為首」，

此亦是佛心的主要特色。秉持著悲智願行的心髓遍滿一切愛有情，救拔一切眾生，廣

學一切愛法；依甚深空觀，超然心境，廣度眾生利濟有情，與愛有情平等共有，並鍛

攝三心為要與六度、四無量心，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二）《阿含經》中呈顯「無量心解脫」的旨趣 

                                                 
7
 摘錄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31。 

8
 摘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頁 232-233。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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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透過對印度佛教的深入研因，進而對佛法做抉擇與判攝，發現佛陀當時

的時代背景，與社會風氣大都是修解脫行，以解脫為主要目標，因此佛陀的教法除了

適應當時的社會現象，也能依據學眾的根機給予不同的修習方法與指導，在修學四無

量心方面，有通於人天善法，亦有趣入因竟解脫為目標。 

1、抉發無量心解脫的旨趣 

緊接著闡釋空觀成為慈悲之實踐基礎，在《學佛三要》中印順法師闡明慈悲的體

證分為三類： 

（1） 眾生緣慈：這是一般凡情的慈愛。不明我法二空，以為實有眾生，見眾生

的有苦無樂，而生起慈悲的同情。9
 此為一般的世間善法不能出離生死。 

（2） 顯發「空」就是「無量」的甚深涵意，普緣無量有情的「無緣慈」，即能

契入空性，相互接軌「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精神，發菩提心修普緣有情的無量慈

心，無量悲心而成菩提心髓，護念一切眾生，成就無量心三修，大乘思想所說的「無

緣慈」這一殊勝意義，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無量心解脫」可契入「不動心解脫」的旨趣，如佛世的質多長者，與比丘大德

們論到四種三昧，依印順法師在其著作中的解析，說明如下： 

從文異而義同來說，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達到究竟處，

與空心解脫――不動心解脫，平等平等。依觀想的方便不同，有四種心解脫的

名目，而從空一切煩惱來說，這是一致的目標，如萬流入海，都是鹹味那樣。
10 

                                                 
9
 摘錄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36-137。參閱《大智度論》卷二十，大正 25，頁 209。 

10
 參閱印順法師，《空之探究》頁 21-23。補充說的： 

由「空心安脫」到「不動心安脫」名稱雖然不同，國意義可說是一致的，依印順法師安析：

「經中說無量、無所有、無相，卻沒有說到空心安脫，這因為空於貪、瞋、癡的不動心安脫，

就是空心安脫的別名」。 

「《相應部》的不動心安脫，《雜阿含經》作無諍應該是無諍住或無諍三昧的簡稱。諍有三類，

煩惱也名為諍──煩惱諍，所以無諍是沒有一切煩惱，與空一切煩惱的不動心安脫相安。《相

應部》說了無量等三種心安脫中最第一的，是貪空、瞋空、癡空，不再說空心安脫，那是

以不動心安脫為空心安脫了。《雜阿含經》說的無量等三種中，無諍最為第一，然後又安說

無諍是：『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安說無諍，也就是安說

空心三昧。無諍與空，是有關係的，如《中阿含經》『拘樓瘦無諍經』末了說：『須菩提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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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的無量心解脫，11
 對照《雜阿含經》五六七經，稱無量三昧。無量

三昧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此四無量心是通於世間與出世間的善法，其定

位端看行者的修習指向而定。 

四種三昧，也因行者的修習所緣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解脫名稱，依印順法師所述如

下表： 

四種心解脫 所修習的業處不同 

無量心解脫 慈、悲、喜、捨──四無量定 

無所有心解脫 四無色中的無所有處定 

空心解脫 思惟我、我所空 

無相心解脫 是一切相不作意，得無相心三昧 

上表說明了四種心解脫是依不同的修習內容由不同的名稱來顯現，在修習過程

中，也呈現出行者證得不同的淺深程度如下： 

修行四無量心成就，得以廣大、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被

稱為無量心解脫，是名無量三昧，對所有無量心解脫之所及，不動心解脫被說

為其中之第一，而那不動心解脫，貪是空的、瞋是空的、癡是空的。12
 

由此呈顯「無量心解脫」中通達「不動心解脫」的旨趣，意謂行者的修習指向如

能深體法性空慧，可除去貪、瞋、痴，這在無量、無所有、空、無相心解脫中，皆可

                                                                                                                                        

姓子，以無諍《，於後知法如法。知法如真實，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國此住止息』。

總之，四種心安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恚、癡的不動心安脫，或無諍住，也就是心安脫

（或心三昧）國達究竟，不外乎空的究竟完成。無量，無所有，無相，無諍，不動，從煩

惱空國清《來說，都可以看作空的異名」。 

11
 參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2014.04版）依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16 冊 No. 0006 相應部

經第 41卷，頁 375上。 

經云：「大德！染欲是作量者，瞋恚是作量者，愚癡是作量者。漏盡之比丘，國棄此等，如

斷根無本之多羅樹，非使生成者，為未來不生之法。大德！於無量心安脫中，知不動心安

脫為此等之最第一。然此不動心安脫，為依染欲國空，依瞋恚國空，依愚癡國空」。 

12 參閱印順法師，《空之探究》頁 21-23。《雜阿含經》‧567經：「尊者！謂貪（者是）有量，

（恚、癡者是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復次、無諍者 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

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是名法一義、種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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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行者精熟善修愛三昧解脫力，令心指向貪空、瞋空、痴空，依此皆能證得愛解脫當

中最為第一的不動心解脫。有見於此印順法師說明如下： 

在離私我、離染愛――空於貪、瞋、癡來說，無量與空、無所有、無相三昧的

智證解脫，卻是一致的，這是解脫心與道德心的不二。13
 

由上所述可以發現，印順法師顯發出解脫心與慈悲行的不二無礙，更由此顯出大

乘菩薩行者與聲聞乘行者在修習無量三昧時，心的向度是有所不同，大乘菩薩行者修

持無量心三昧的精熟寬廣與深徹無礙，是掌握到法性空慧的般若智證，相契於貪、瞋、

癡的解脫；然而聲聞乘行者把無量三昧當成概念法的勝解作意之假想觀來修持，其主

要目的是成就禪定，以此禪定功夫為基礎愛入觀禪，成就自身向於解脫，其觀點如下： 

由於聲聞偏重厭自身苦，不重愍有情苦；偏重厭世，不能即世而出世，這才偏

以無量三昧為純世俗的。聲聞的淨化自心，偏于理智與意志，忽略情感。所以

德行根本的三善根，也多說「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對於離瞋

的無量心解脫，即略而不論。不能從淨化自心的立埸，成熟有情與莊嚴國土；

但依法而解脫自我，不能依法依世間而完成自我。這一切，等到直探釋尊心髓

的行者，急于為他，才從慈悲為本中完成聲聞所不能完成的一切。14 

綜合以上因尋得知，愛多三昧中，無修心三昧也名心解脫，因為解脫道的行者以

取證取取為目標，無修心三昧被認為是有漏的定就這樣被忽視了，15
 然而經由印順

法師重新將無修心三昧的研因給與更深廣的詮釋，重新顯發「空」就是「無量」的甚

深涵意，以空於貪、瞋、癡來說，無量與空、無所有、無相三昧的智證解脫，是一致

的。無量心三昧是以遍緣十方世界眾生的有情作為修習所修，對於有情的關心與熱忱

是透過智慧的觀照思惟，用智慧了解緣起，相互接軌「菩薩所緣、緣苦眾生」。菩薩

行者深體佛心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發菩提心修普緣有情的無量慈心，無量悲

心而成菩提心髓，護念一切眾生，成就無量心三昧，才再度的表達出四無量心之無量

心三昧的殊勝意義。 

2、從無量三昧體證法性精髓 

                                                 
13

 摘錄印順法師，《華雨集》第四冊，頁 55。 

14 參閱印順法師，《佛法概論》，頁 242-243。底線為筆者所加。 

15
 摘錄印順法師，《空之探究》，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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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印順法師抉發出大乘菩薩行者對「無量三昧」體證法性精髓意義闡明如

下： 

在體證法性的現觀中， 無量三昧無量三昧無量三昧無量三昧，，，，是可以離欲的是可以離欲的是可以離欲的是可以離欲的，，，，與空與空與空與空、、、、無相無相無相無相、、、、無願的意義無願的意義無願的意義無願的意義

相同相同相同相同。 

無量即無限量，向外諦觀時，慈悲喜捨，遍緣眾生而沒有限量，一切的一切，

名為四無量定。 

向內諦觀時，眾生的自性不可得，並無自他間的限量性。 

所以無量三昧，即是緣起相依相成的，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通達自他的相

關性，平等性，智與悲是融和而並無別異的。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

徹證真實而成為般若。所以說：『佛心者，大慈悲是』」。16
 

緊接著闡釋空觀成為慈悲之實踐基礎，在《學佛三要》中印順法師闡明慈悲的體

證分為三類： 

（1） 眾生緣慈：這是一般凡情的慈愛。不明我法二空，以為實有眾生，見眾生

的有苦無樂，而生起慈悲的同情。17
 此為一般的世間善法不能出離生死。 

（2） 法緣慈：這是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但不能徹底的了達一切法空，以為愛

法實有這是聲聞、緣覺的二乘聖者的心境。見到生死的惑、業、苦──因果鉤鎖，眾

生老是在流愛中不能解脫，從此而引起慈悲。法緣慈，不是不緣眾生相，是通達無我

而緣依法和合的眾生。18
 

（3） 無所緣慈：佛菩薩是徹證一切法空的。但這不是說偏證無所緣的空性，而

是於徹證一切法空時，當下顯了假名的眾生。緣起的假名眾生即畢竟空，「畢竟空中

不礙眾生」。在智慧與慈悲的現證中，流露真切而憫苦的悲心。19
 

而關於四無量心與三解脫門相結合，可達解脫之重要關鍵印順法師解析如下： 

從空相應緣起來說，由于有情無自性，是相依相緣相成，自己非獨存體，一切

                                                 
16

 摘錄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38-139。底線為筆者所加。 

17
 摘錄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36-137。參閱《大智度論》卷二十，大正 25，頁 209。 

18
 摘錄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36-137。 

19
 摘錄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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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也不是截然對立的，所以能「無怨無瞋無恚」。了達有情的沒有定量性，

所以普緣有情的慈悲──無緣慈，即能契入空性。四三昧中，三三昧即三解脫

門，依三法印而成觀；無量三昧，即是依苦成觀。觀一切有情的苦迫而起拔苦

與樂的同情，即「無量心解脫」。20
 

承上可知，四無量心與三解脫門相結合，可達解脫之重要關鍵由此可見。因此，

發菩提心者以慈、悲、喜、捨三昧的修習，達到普世的狀態，完全沒有私我的心，全

然為一切眾生著想，拔苦與樂之心是遍一切無量眾生而起，破除量之界限，捨離煩惱

成就空慧，而解脫出離，成就無量心解脫。 

（三）修習「四無量定」與利益眾生的大乘不共法有密接相通的地方 

「禪定是六度的一度，但應先從悲智中努力」。21
 慈悲喜捨「四無量定」的修學

是「定」學中重要的一組，原因在於印順法師指出：「菩薩禪要與悲智相應」22
 

慈悲喜捨四無量定。慈是願人得樂；悲是憐憫眾生的苦痛；喜是同情他人的喜

樂；捨是心住平等，不偏愛親人，也不偏恨怨敵。修得四禪的，就可以修習四

無量定（但喜無量，限於初二禪）。為什麼叫無量？修習時，或慈或悲等，先

觀親人，後觀怨敵，從一人，少數人，多數人，一國，一天下，一方世界，到

十方世界的欲界眾生，充滿慈悲喜捨心，而願眾生得樂離苦等。緣十方無量眾

生，能得無量福報，所以名為無量。23
 

菩薩道行者培育「四無量定」，體認到四無量心的平等性，打從內心深處生起慈

悲護念的動力，見一切眾生離苦得樂而心生歡喜，破除人我藩籬而能平等相待，不愛

不憎。然而在內心的調柔方面，「四無量定」修能對治瞋心、害心、忌妒心等，使我

們的心在面對社會人群中無數煩惱的挑戰時，在身、語、意上仍然能保持慈悲喜捨這

四種心的素質，化解人際之間的衝突與緊張，淨化自己的內心，散播無量慈心祝福自

己與眾生，帶來內樂遍滿的喜悅與定力，成為修行智慧的基礎。 

印順法師指出，為避免三福業當中的定福業，得以上生長壽天，反成為學佛的大

                                                 
20

 摘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頁 242-243。 

21
 摘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頁 252。 

22
 摘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頁 252。 

23
 摘錄印順法師，《成佛之《》（增注本），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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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除了應發求生人間、見佛聞法的正願外，還應該要主修「四無量定」──慈悲

喜捨，因為這與利益眾生的大乘不共法，有密接相通的地方，此一觀點筆者深有同感。
24

 

（四）「四無量定」之「喜」與「五禪支」之「喜」相異之處 

然而關於修習「四無修定」，印順法師在上文《成佛之道》中標註（但喜量，限

於初二禪），筆者因尋如下： 

修學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所達到的禪地，愛論說法不一，主要分為二大以鍛，

一是（分別說部以鍛）；二是（說一切有部以鍛）。 

首先以分別說部以鍛《清淨道論》的內容摘錄如下： 

四梵住與色界諸禪的關係，如是無量之境雖然為此等（四梵住）的同一特相，

但前面三（梵住）僅屬於（四種禪中的前）三禪及（五種禪中的前）四禪。何

以故？彼等與喜相應故。怎麼與喜相應呢？因為出離了自憂等而起的瞋恚等之

故，而後者（捨梵住）則僅屬於其餘的一禪（第四禪或第五禪）。何以故？與

捨受相應故；因為（捨梵住）是對諸有情以中立的行相而起，所以梵住捨若無

捨受則不起。25 

以上引文呈顯出分別說部以鍛《清淨道修》，論以慈、悲、喜此三種無量心，如

以四種禪來做區分，皆可以達到前三禪，如以五種禪來做區分，皆可以達到前四禪，

而捨無量心如以四種禪來做區分修在四禪修得，如以五種禪來做區分，修僅屬於第五

禪。相關論題筆者引用說明，緬甸帕奧禪師於實修指出，「禪修者可以直接修行慈心

觀、悲心觀或喜心觀而證得初禪。然而，修行捨心觀只能產生第四禪；若禪修者要達

到捨心觀第四禪，他必須先修慈心觀、悲心觀、喜心觀達到第三禪。次第地修行上述

三種法門達到第三禪之後，以它們為基礎，才能修行捨心觀達到第四禪」。26 

其次以說一切有部以鍛，論以修學「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可以達到的禪地

內容並以分述如下：27 
                                                 
24

 摘錄釋傳法（1999），〈阿含經中的四無量心〉，中壢：《弘誓雙月刊》37期。 

25
 摘錄覺音尊者，葉均譯，《清《《國》，頁 323。 

26 摘錄自帕奧禪師，《菩提資糧》，頁 200。 

27
 感恩厚觀法師提供說一切有部系統修學慈、悲、喜、國四無量心資料，筆者製成表格，便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572 

1.《大毘婆沙論》卷八一： 

此四無量：界者，在欲、色界。 

地者，慈、悲、捨三在七地，謂欲界、四靜慮及未至定、靜慮中間； 

有說：在十地――四靜慮、四近分、靜慮中間及欲界。 

喜無量在三地，謂：欲界、初、二靜慮。28 

2.《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二九〈分別定品〉： 

第三（喜無量）但依初、二靜慮，喜受攝故，餘定地無。 

所餘三種，通依六地，謂四靜慮、未至、中間。 

或有欲令唯依五地，謂除未至。是容豫德，已離欲者方能起故。 

或有欲令此四無量隨其所應通依十地，謂欲、四本、近分、中間。此意

欲令定、不定地、根本、加行皆無量攝。29 

經由以上引文因尋呈顯出說一切有部以鍛，論以修學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可

以達到的禪地內容，透顯出修慈、悲、捨三種無修心皆可達到四禪，修喜無量心可達

二禪的原因為適心為性以及喜受攝故是說一切有部以鍛的共同論點。 

今將二大部派修學四無量心達到的禪地內容歸納如下： 

分別說部以鍛 修慈、悲、喜無量心 修捨無量心 

《清淨道論》 以四種禪來做區分，皆可以達到

前三禪。 

四種禪來做區分修在四禪

修得。 

以五種禪來做區分，皆可以達到

前四禪。 

五種禪來做區分，修僅屬於

第五禪。 

                                                                                                                                        

於做比的。 

28 摘錄《大毘婆沙論》卷八一，大正 27，頁 421上。 

29 摘錄《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二九「分別定品」，大正 29，頁 150下。 

另參閱《俱舍論記》卷二九，大正 41，頁 43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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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有部以鍛 修慈、悲、捨無量心 修喜無量心 

《大毘婆沙論》 在七地，謂欲界、四靜慮及未至

定、靜慮中間。 

在三地，謂：欲界、初禪、

二禪。 

在十地──四靜慮、四近分、靜

慮中間及欲界。 

《阿毘達磨俱舍論》 所餘三種，通依六地，謂四靜慮、

未至、中間。 

喜無量但依“初、二”靜

慮，喜受攝故，餘定地無。 

或有欲令唯依五地，謂除未至。 

或有欲令此四無量隨其所應通依

十地，謂欲、四本、近分、中間。 

 

依上表鍛整分析呈顯出分別說部以鍛《清淨道論》，論以四無量心，如以四種禪

來做區分，「慈、悲、喜」皆可以達到前三禪，而「捨無量心」修在四禪修得。 

說一切有部以鍛，論以修學四無量心，透顯出修「慈、悲、捨」三種無量心皆可

達到四禪，修喜無量心可達二禪。為何「喜無量心」只可達二禪，其原因為適心為性

以及喜受攝故，此為說一切有部以鍛的共同論點。 

依筆者觀察，在禪學實修方面，目前南傳以鍛修習四無量心皆以《清淨道論》為

修習依據，傳承修習以鍛，次第清析，學員在修習過程如果遇到問題與疑惑之處，皆

可尋求有經驗的禪師指導與解惑，也因此筆者釐清了一個重要觀念，四無量定的「喜」

和五禪支的「喜」是不相同的。二者翻譯成中文字同樣寫「喜」但意義是完全不相同。
30 

四無量定之「喜」巴利文翻譯（mudita）：意思是隨喜他人的成就與富裕，它是

恭喜他人的態度，及協助去除對他人成就的妒嫉與不滿。31 

五禪支之「喜」巴利文翻譯（piti）：（喜 piti）源自動詞 pinayati（使清新），可解

                                                 
30 感謝開印法師的釋疑，以及呂勝強老師的協助。 

31
 參閱菩提比丘英編，尋法比丘中譯，《阿毗達摩概要精安》，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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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喜歡或對目標有興趣。32 

因此得知分別說部修習四無量心以《清淨道論》為修習依據者，其修習過程，對

於從初禪到四禪的止禪境界中，行者在審查各種禪地的禪支過程中，有將二禪地當中

「喜禪支 piti」的特性與四無量心的「喜 mudita」做出清楚的區別。 

經由以上分析呈顯出，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是以眾生為目標，四無量心本質上是要

擴散自己的心到眾生身上，修習目的很清楚是要把自己的心擴散到無量。而喜禪支的

「喜 piti」對某一個特定東西感到喜好，心裏產生高興的感覺，換言之，喜禪支主要

是鎖定一個目標生起喜歡，二者差別之關鍵在於一個是以自己為中心，另一個是以眾

生為中心。喜無量心是對別人的好產生歡喜，就有如普賢十大願的隨喜功德，能多隨

喜祝福別人，多疼愛別人，自我的部份就減低了，二者心裏的狀態完全不一樣。33
 

三、人間佛教禪法推展「四無量心」的意蘊  

經由上一節的因討，清楚呈顯出印順法師抉擇以四無量心做為修習定學的方法有

其獨到卓見及殊勝之處，因此本節承續以人間佛教精神推展四無量心的禪修，在台灣

的現況做為因因。內容主要以佛教弘誓學院推廣「人間佛教禪法」最具代表。 

（一）性廣法師提倡「人間佛教禪法」的特色 

筆者以佛教弘誓學院推廣「人間佛教禪法」做為建構本節主要內容焦點，因其學

理兼備，足以彰顯其精神特色。性廣法師34
 對於禪修的教學經驗豐富，其中呈顯出

「人間佛教禪法」的具體禪觀知見與修持特色，筆者歸納如下四點： 

1. 「人間佛教禪法」，不違於「根本佛教的淳樸」之內容。 

2. 相契於大乘三要門（菩提願、大悲心與空性慧三原修）的具體禪觀知見與修

持特色。 

3. 依循佛陀三無漏學之教法設計禪七的學程與開示法要。 

4. 彰顯「禪觀修持」與「利益群生的事修」，二者一樣重要不可偏益。 

性廣法師禪觀教學的內容相符於根本佛教《阿含經》所闡釋的禪修業處，選定以

「四念處」修法當中的「身念處」做為修習重點，教導學員修習「安般念」與「四界

                                                 
32 參閱菩提比丘英編，尋法比丘中譯，《阿毗達摩概要精安》，頁 39。 

33 感謝指導教授昭慧法師的補充說的。昭慧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系主任兼文理學

院院長。 

34
 釋性廣，佛教弘誓學院院長、玄奘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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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觀」這是兩項自佛陀時代傳承至今的禪修法門。並結合「四無量心」的禪觀教學，

以闡揚「無量三昧」的修習特色，讓菩薩行者，依於禪觀所培育的三昧定修，者入生

活中，以期能時時利益眾生，廣行菩提願行。 

以下摘錄性廣法師撰述在領眾「結期精進」的禪觀功課時，把握「解行並重」的

原修： 

依據三無漏學做為修學次地，首先從戒學出發，打好戒清淨的基礎，出家僧眾嚴

持自身所受戒法，每日為在家居士修受持八關齋戒。35  

定學，授以「安般念」做為止禪的修習業處，引導學眾調身調息調心，攝受正念

制心一處。36  

慧學，授以「四界分別觀」做為觀禪的修習入門業處，引導學眾從自身開始，逐

一了解地、水、火、風的個別特性，有一以鍛完整的解說與修學次第，以觀慧掃描全

身上下所有部位，用心逐一心識開發觀修。並建立佛法的正知見，於每日晨誦時，為

學眾誦唸並解說《阿含》根本教典與初期大乘經文；晚間大堂開示，修闡明定慧之正

確知見與止觀要領，並提醒學人簡別種種錯謬之修行觀念與心態。37  

以「四無量心」修學「無量三昧」為五乘共貫之津糧；而此中更有「勸發菩提心」

之寓意存焉。善修「無量三昧」與空慧相應能證解脫。38  

修持慈心為主的「無量三昧」，可說是人類最清淨無染的崇高心靈，心中充滿祝

福他人的善心善德，祝願一切眾生普及於一切都能離苦得樂。因此與眾生廣結善緣，

也為眾生所敬愛。 

另一方面，慈心觀具有對治瞋心的作用，行者身心喜悅安詳，因此以慈心等觀修

習「無量三昧」能化解敵意，不會產生種族、國界、與宗教信仰的對立與衝突，帶來

人類和平的希望。 

「人間佛教」既從「人間」出發以彰顯佛陀的「護生」悲願，故於慈悲普覆的「無

量三昧」實應多所修習，並依此而順向勝義。「人間佛教」思想，把握初期大乘之要

義，以悲心修他為修修原修，故闡明般若空義與菩薩廣修，卻少說愛佛與大菩薩的神

                                                 
35

 參閱釋性廣，《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頁 35-71。 

36
 參閱釋性廣，《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頁 35-71。 

37
 參閱釋性廣，《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頁 35-71 

38
 參閱釋性廣，《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頁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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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境界，這是「人間佛教」行者所應依循的，腳踏實地的修學要領。39  

因此，人間佛教禪者的特色，能將禪定的力勢用於調伏自身煩惱與心性的鍛鍛，

讓身心保持平鍛與鍛一，能結合禪觀所培養出來的正念與定力運用在生活上，不會沉

浸在禪悅之樂，或是執取禪境，以慈悲的心行入群處眾，以無私無染的清淨之愛慈愛

眾生，並付愛於實際行動，不離人群而能行持教法。於此展愛愛上的過程，保持正念

正知，雖然煩惱習氣尚未斷除，但以敏銳的觀照力，覺察自心的我愛、我見、我慢、

無明，經由善法加以對治，惡法自能一天天薄弱，時時生起善心善行而能開展自利、

利他，自覺、覺他廣大無量的菩提願行。 

（二）人間佛教禪法精神推廣現況 

人間佛教禪法的特色強調四無量心的重要性，以慈心禪做為修習定學的主要內容

之一，首先嘉義妙雲蘭若於每年定期邀請性廣法師指導舉辦「結期禪觀」，其內容如

上所述，不再贅述。 

另外筆者曾經參加過高雄正信佛教青年會與淨心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慈心禪

七修學營」，於民國九十七年十月六日在美濃朝元寺舉辦，邀請來自馬來西亞開印法

師帶領七天慈心禪修。其禪觀體以是以緬甸帕奧禪師所傳承的慈心禪觀，主要幫助學

員透過「慈心」業處之修習，散播慈心、令心柔軟、和善、寬容以及能為別人著想，

培育對其他眾生的慈愛。並且在禪修營最後一天，開印法師會帶領學員懺悔往昔所造

愛惡業，令心清淨柔軟，融合南傳慈心禪的精要與漢傳懺悔法門為一大特色。透過慈

心懺悔的過程，可以令學員體會「捨無量心」的精神，讓自己體認到有情為自己業力

的繼承者，其痛苦皆源於自身無始以來無明所造成，透過對「業」的思惟觀察而放過

自己，不再追悔，以平等、中立的態度來面對，並發展出積極利他的生命態度，清楚

明白有情為自己業力的繼承者，自有其業果緣起，有著瞭然於心的一種放下與不執取。 

經常邀請開印法師指導慈心禪的修習，除了上述高雄正信佛教青年會之外，還有

新竹永修精舍的寬謙法師，也是選擇以慈心禪做為修習定學的主要方法之一。 

新竹福嚴佛學院的講師開仁法師，也以佛學講座或讀書會的方式將慈心禪的殊乘

法義做分享。 

透過以上因討得知四無量心的修習內涵深具多樣性，「人間佛教禪法」的修修者，

不是遠離人群獨善為主，而是必須將「禪觀修學」與「利益群生的事行」，等同重要

                                                 
39

 參閱釋性廣，《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頁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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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斷修習與培育。在人生過程的修學階段，視其個別因緣或可安排該時期的修學重

心，二種功課或可偏重，但是長期而言，兩者實修者偏益。因此，人間佛教的禪者，

必須發必定慧二學的特勝，以禪觀所培養出修的必能性與空性慧，投入實際利益群生

的行動，將無私而慈悲普覆的心行，擴展至無量無邊。
40
 

四、生活中體現四無量心─以慈濟團體為例  

本節聚焦在證嚴法師所帶領的慈濟團體，如何親身體現修習四無量心。41
 慈濟

是培育人間菩薩的修行團體，在這個團體中營造了一個充滿慈悲大愛的全境教育，打

造愛的心靈工程，啟發無私無求的大愛能量，從聽聞、見聞、乃至無聲說法的觸聞，

處處皆能讓人們身處其中，學習慈悲喜捨的精神，自然在日常生活中湧現著柔軟心、

同理心與感恩心。並透過身語意的懺悔得清淨，以「慈悲喜捨」來耕耘大愛的心田，

從自身心靈的改變獲得新生，再將人人美好的心凝聚，擴大為利他行，成為一眼觀時

千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的全球人間菩薩網絡。無怨、無悔、無憂、無求的躬身實踐

慈悲喜捨的精神，以秉慈運悲救拔苦難，擁抱蒼生，見證人間覺有情的光輝。 

慈濟四大志業即是以佛教的「四無量心」──慈（慈善志業）、悲（醫療志業）、

喜（人文志業）、捨（教育志業），應用發展而來，並將「四大志業」42
 比喻為經典

中的「化城」，這個「化城」就是體現佛法的場所。43
 「四無量心」是「理」，「四大

                                                 
40

 參閱釋性廣，《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頁 71 

41
 感恩講評人的意見，越建的教授回饋觀點如下：關於「四無量心」的修學，印順法師的觀

點在重視定慧；慈濟偏重在心，重視在大愛精神的實踐。 

千山競秀的人間佛教，誠如昭慧法師所言：「台灣社會，人間佛教的多元思想與多樣風格，

在『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安同宗旨下…，它們千山競秀，萬壑爭幽，相互激盪，

但也相互助成，呈現出的是總體佛法的莊嚴性」。「無論慈濟的『人間佛教』，在學理上是否

與導師思想相同，可貴的是它把握了佛法的「無我」特質」。摘錄自釋昭慧，〈千山競秀、

萬壑爭幽——人間佛教的菩薩身手〉，《弘誓雙月刊》，第 6期，引用網

址:http://www.hongshi.org.tw/ （2014/1/1檢索）。 

42 參閱證嚴法師講述，《法譬如水-慈悲三昧水懺講記》，頁 166-169。 

「慈善志業力行於「慈」，一生無量，從台灣遍及全球，以『大慈無悔』之心幫助苦難；

醫療志業力行於「悲」的精神，以『大悲無怨』的精神救拔病苦；人文志業則為人間灌注

清流，『大喜無憂』讓人智慧增長；教育志業以『大國無求』的心全然國出。」 
43

 引用釋德傅著，《慈濟學初探》，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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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業」是「事」，透過親身實踐，讓大家在「做中學、學中覺」來體會佛法的真實妙

用，即以事會理，奉行佛陀教諭行菩薩道，將「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積極在

「人間菩薩招生」，但願人人能從善門進來，一步一步接近佛門。 

證嚴法師認為：「既發心學佛，莫流於口頭學佛，當行持『四無量心』及『六度

萬行』。」44
 以此引導人人用心為眾生付出，通達理事合一的目標。 

何謂「四無量心」？證嚴法師詮釋，擴大愛心，在鄰里之間推動「愛灑人間」，

打開善門，引導無量無數的眾生入佛道，此即「大慈無量」；人間菩薩如農夫，在各

僑居地耕耘福田，培熟善種，視天下人為生命共同體，及時去擁抱蒼生，膚慰受苦受

難的人，就是「大悲無量」；人人守規律，以身作修自我淨化，提升作人的品質，讓

人一見即生信任、肯定與歡喜，是「大喜無量」；出錢、出力、出時間，甚至捨身救

度眾生，不論是教育的引導，或者是苦難的膚慰，皆不辭勞苦，是「大捨無量」。45
 這

分無悔、無怨、無憂、無求的慈、悲、喜、捨心，正是力行佛陀的教育。」同時印證

《無量義經》所云： 

令菩薩未發心者，發菩提心；無慈仁者，起於慈心；好殺戮者，起大悲心；生

嫉妒者，起隨喜心；有愛著者，起能捨心」。46
 

以下為筆者從實際的活動中參與觀察，發現慈濟團體在生活中培育四無量心的修

學方法及特色，今舉實例做為說明如下： 

（一）面對無常、見證慈悲、體證無我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清楚明白指出菩薩行者的修行

所緣，是緣苦難眾生，從付出中深刻體認「苦、集、滅、道」四聖諦，這正是慈濟宗

門行經入法的主軸，以苦為師，啟發人人的悲心，不忍眾生苦，親身入苦去感受，及

時伸出溫暖的雙手膚慰苦難，來體證以法滅苦的真實義。 

例如，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衝擊全球人心，造成國際間人心惶惶，衝突已經波

及到了世界……」。47
 然而此時美國慈濟人沒有退卻，和紅十字會、救世軍，三個團

體走入世貿大樓前去安撫。慈濟人以行動在災區付出，關懷的是人心，白天不斷供應

                                                 
44

 引用《慈濟月刊》第 451期。 

45
 引用《慈濟月刊》第 451期。 

46
 參閱《無量義經》〈十功德品第三〉，大正 9，頁 387中。 

47
 摘錄慈濟基金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tzuchi.org.tw （2014/3/3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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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晚上供應熱食，及時膚慰關懷家屬也幫助救災人。48
 

苦因由人心惡念而集起，因此證嚴法師呼籲以「愛與善」建構一條滅苦之道。2001

年 10月 13日從靜思精舍而到全臺，證嚴法師啟動了「一人一善，遠離災難」的「愛

灑人間」行動，從靜思精舍開始，由印順法師開示後，帶著大家啟動了，自精舍師父

推展至全球志工，人人動了起來，這畫面傳遍全球。全球都同一個時間，人人都在推

動一人一善，在當天晚上，各宗教代表、慈濟志工會聚於臺北關渡志業園區，透過視

訊連線方式與美國紐澤西美國志工、受難家屬們，同步連線祈禱，而家屬們的悲傷哀

淒之情仍難以抑制。49
 

此後各地志工走上街頭與社區，帶動人人募愛募心，以善念消弭災難，由此愛起

「苦、集、滅、道」正法輪。 

從九一一恐布攻擊事件分析，慈濟人深處其中，面對無常與苦難，在災難現場看

到的不是一個單一的我，而是一群藍天白雲，看到的是苦難人走不過來，平安有福的

人及時走過去救拔膚慰，以「感恩、尊重、愛」關懷陪伴，這不是小愛而是長情大愛。

關懷苦難的心不只侷限在美國，而是來自全球；慈悲大愛行動的湧現不只在紐約，而

是遍灑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形而外的是具相的救拔苦難，形而內的是掘發人人內心

慈悲喜捨的泉源。深刻體認到愛行無常，人間菩薩行者愛的足跡以接棒方式，走在最

前做到最後，體現的是一幅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的慈悲心路，而無私大愛

的種子也因此大量遍灑。在一次又一次的賑災中，因為不斷投入而能更加深化與廣

大，因而不斷開展無量之心。棄捨心中的煩惱執著，從中深刻體會無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覺察生命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體認慈悲等觀的生命共同體，付出

無所求同時感恩，不執著有與無，培養無我的生活態度。 

由此呈顯慈濟宗門的修行特色是「行經」，50
 即是走入人群中去追求真理，透過

實際的付出，體會「苦集滅道」之理－－深入人間疾「苦」之後，進一步因討「集」

聚眾苦的根源，接著下功夫「滅」除苦因，最後達致真理的因竟。 

                                                 
48

 摘錄慈濟基金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tzuchi.org.tw （2014/3/3檢索） 。 

49
 摘錄慈濟基金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tzuchi.org.tw （2014/3/3檢索） 。 

50
 參閱證嚴法師著，《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頁 14。 

所謂：「經者，《也；《者，路也」，慈濟團體的修學特色是鼓勵人人身體力行，將佛陀的

教法親自實踐在生活中，這就是「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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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生命搶救生命，能捨一切諸難捨 

佛陀為實踐慈悲救苦之心，倒駕慈航，他在過去生常以身體布施，例如「割肉餵

鷹」、「投身飼虎」等，都是很感人的事。經典中記載：「頭目髓腦悉施人」，亦是佛陀

累生累世，捨身命、為眾生的「身教」。51
 

對照於現代在慈濟有許多發心的師兄姊，在生前就簽下同意書，自願在將來往生

後，把自己的身體捐出來給醫學院的學生做研因用，用意在發現疾病與人體的關係，

進而提升醫學的技術與品質，這樣的發心菩薩在慈濟稱為「大體老師」。 

1983 年受證成為慈濟委員的蘭芳師姊，超過三十年的時間投入在慈濟志工的行

列裡，彰化的第一顆種子，她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以身作修，是委員中的典範。

為了圓滿捐贈大體的心願，蘭芳師姊在病苦中，堅持不開刀、不插管治療，要保護好

完整的身體，提供給慈濟大學醫學以的學生進行教學。她在生前投入醫療志工，從慈

院建院開始，足跡遍滿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中慈院、臺北慈院；除了醫院之外，

學校的硬體建設，包括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慈濟中小學也都有她付出的痕跡。

每一個醫院她都踏遍，每一個學校走透透，因為她是懿德媽媽。不管是為社會、為教

育、為醫療，她的生命這麼寬闊，無論是培養慧命，還是搶救生命的醫療，都有她的

足跡」。52
 像她這樣無私奉獻的人間菩薩，在病中依然輕安自在，面對慈濟人的因訪，

以笑容迎對，生死皆自在，發願生生世世再來做慈濟，篤定方向累積慧命，圓滿此生

乘願來的人間菩薩比比皆是。 

曾經有一位大體老師，生前曾向醫學院的學生說：「寧可你們在我身上畫錯千刀，

也不要在病人的身上畫錯一刀……」的話，震撼了所有人心，大體老師充分實踐了《無

量義經》經文所說：「能捨一切諸難捨，於法內外無所吝，頭目髓腦悉施人……」的

教義，令人動容，這是無語良師，本於慈悲奉獻的最佳寫照。 

（三）現身說法「渡」與「悟」啟發生命良能 

四十多年來，慈濟人不斷為社會、人群而忙碌，「慈濟以人群為道場，社區鄰里

都是道場。」既然處處可為道場，那麼，慈濟的修行法門為何？證嚴法師指出「慈濟」

乃「慈悲法門」之義蘊： 

                                                 
51

 摘錄證嚴法師著，《生死皆自在》，頁 320。 

52
 摘錄慈濟基金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tzuchi.org.tw （2014/3/30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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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是予樂；濟，是拔苦。慈濟二字就是予一切眾生樂、拔一切眾生苦，也就

是慈悲法門。53 

許多慈濟人在「渡」與「悟」的故事中，不斷地現身說法見證慈悲，並透過社區

茶會的方式分享人生智慧，將佛法與社區活動融合，社區鄰里處處是道場，這是有別

於傳鍛以寺院為弘法道場的型式。社區茶會的分享者將「靜思語」運用在生活中，運

用在與人相處的智慧上。 

例如：現年八十多歲的林葉師姊，十六歲即染病而離開家庭，終其一生都居住在

「樂生療養院」，靠政府與慈善團體的資助生活，也因此與慈濟結下善緣。 

1978 年，證嚴法師來到台北新莊樂生療養院訪視，見到院生與生命在搏鬥，很

佩服他們；承諾每月每人一萬五千元補助，林葉成為慈濟的感恩戶。並於 1982年加

入慈濟會員，從手心向上愛為手心向下，成為有能力幫助別人的人。 

林葉師姊的繼母晚年學佛，數年前有人送她林葉的錄音帶，繼母聽完後認出是林

葉，立刻到新莊樂生院去因望林葉，抱住林葉痛哭懺悔莫及。放下怨懟的林葉對母親

說：「以前沒機會叫你媽媽，現在可以補叫嗎？我要感恩您，沒有您的決定，我可能

死於痲瘋病，就沒有今日可以參加慈濟了。」 

當她唱起「普天下沒有我不愛的人，普天下沒有我不信任人，普天之下沒有我不

原諒的人」54
 時，現場請她舉起雙手，見證這雙蜷曲的手，養育了十八個與自己沒

有血緣關係的孩子時，響起一片掌聲。林葉說：「我不會講，今天來給大家看，就是

請你們要珍愛生命。她引用證嚴法師的靜思語：『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以菩薩心

看人，人人都是菩薩。』從林葉師姊身上，見證了生命的尊貴與傳奇」。55
 

療養院中除了林葉師姊之外，尚有宋金緣老菩薩因聽廣播得知證嚴法師要在花蓮

建醫院救人，經費籌措困難，宋老菩薩將消息傳播院中病友，並邀約金義禎阿伯、林

葉師姊共同賣心蓮將籌得善款交給證嚴法師，法師非常感動，稱樂生是超越天堂的淨

土，而裡面老人家正是一群見證貧中之富的人間菩薩典範。 

（四）萬人入經藏，啟動法船，慈航普度 

                                                 
53

 引用《慈濟月刊》第 448期。 

54
 詞：證嚴法師，曲：許華玲。 

55
 摘錄慈濟基金會全球資訊網，撰文：江冠輝，http://www.tzuchi.org.tw （2014/3/3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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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藏演繹是慈濟宗門獨樹一格的人文表達，證嚴法師期許從臺灣到海外，帶動起

「法入心」的效應，藉這樣的因緣深刻體解「因緣果報」之理。 

透過『法譬如水』經藏演繹，詮釋現代「法會」新意，所謂「法會」，其內涵是

「以法集會」，稱之為「入經藏」。先從讀書會開始，閱讀《水懺》講記，理解《水懺》

的內容與意義，打從內心有強烈的認同與醒悟，並扎根在心裡成為很深的信念，讓妙

法入心，洗滌心垢煩惱，最重要是帶大家進入經藏之後，了解因緣果報，了解貪、瞋、

癡、慢、疑與身、口、意三業帶給每個人怎樣的影響。了解之後，還要能夠齋戒，真

正的身心清淨，發大懺悔之後，內心發大願齋戒。56
 

對照以往慈濟團體的修行特色之一「從善門入」、「做了就對了」，為何在此時推

出懺悔法門，背後的力量根源何在？昭慧法師說明：光是救苦，是不夠的，一定要從

根源處解決問題。因為，苦經常來自惡，若眾生的惡無法改變，光在中下游救苦是不

成的。為了不讓因果法中的果，成為常態性的災難，就必須從因地開始做起，那就是

不造惡業，已造的惡業要悔改。個人如此，整個社會也是如此，以免形成一股強大的

共業力量。57
 

證嚴法師他的思想源頭，也就是用佛法來做詮釋。雖然慈濟人跟基督教一樣投入

行善，也達到一樣的效果，但是佛教與基督教的內涵確實有很大的差別，這就是為什

麼要會眾有意識地去選擇、去了解，投入善門的背後的思想信念。這一定要回歸證嚴

法師的出發點，是因為佛法讓她感動，是因為佛法讓她死生以之做慈善，這也就是「由

善門入佛門」的重大意義。58
 

關於這一觀點，可以從慈濟團體是以慈悲喜捨心，行六波羅蜜來修習「戒、定、

慧」三學作為說明，證嚴法師提出：「以戒為制度，以愛來管理」，其內涵正是表達要

讓人人走入了慈濟之門，面對苦難眾生，同時啟發人人伸出雙手，去擁抱了苦難人。

想一想，這是要用一段很長的時間，先啟發人人的愛，還要再將這一分愛幫忙如何開

擴。證嚴法師指出：「『聞法容易行法難，佛法度眾聞思修；教富濟貧啟人心，佛性真

心擁蒼生』。佛陀教導我們如何脫離了這樣的因緣果報，不要再造惡因、惡緣，免得

再來受惡果、惡報。所以用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慈無量、悲無量、喜無

量、捨無量；六波羅蜜就是工具。用六種方法——布施、持戒……等到達智慧。持以

                                                 
56

 摘錄釋昭慧，〈慈濟水懺演繹活動受訪側記〉，《弘誓雙月刊》第 113期， 

引用網址:http://www.hongshi.org.tw/ （2014/3/1檢索）。 

57
 摘錄釋昭慧，〈慈濟水懺演繹活動受訪側記〉，《弘誓雙月刊》第 113期。 

58
 摘錄釋昭慧，〈慈濟水懺演繹活動受訪側記〉，《弘誓雙月刊》第 1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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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心，對的事做就對了，恆心現在是這樣，未來是這樣，恆持都是這樣，就是永恆的。

這一念心把握得住，那就是佛心常住自己的心靈」。59
 

筆者想藉由以上經藏演繹來說明，近年來慈濟團體透過手語、歌曲、偈誦演繹、

晨鐘起薰法香、社區讀書會等，來薰習佛法，淨化自心。舉凡浴佛節法會、七月吉祥

月法會，都能讓與會大眾的心靈浸潤在充滿祥和安定的境界中。將慈悲喜捨的精神意

涵，用柔和的法水滌心，透過音律詞意潤漬心田，也藉由繞佛繞法調整身心，讓身心

靈合一，語默動靜和諧一如。從這安穩清淨光明的大氛圍中體會佛法的平等與慈悲，

共同祈願淨化世間；以虔誠大懺悔心，共同為眾生祈福，以善念共振，祈求天下無災

與祥和，帶動人人掘出心地清泉，持續不斷與法相會，以此呈顯現代宗教人文弘法的

創新面向。 

（五）「草根菩提」60 與地球共生息，體認生命共同體 

從齊柏林導演所拍攝第一部空拍台灣電影《看見台灣》，在空中拍攝看見台灣的

美也看見台灣的傷痛，透過影片呈現出更真實完整的面貌，看了革外令人心痛，那是

因人心的無知與貪婪，造成孕育眾生的大地之母遍體鱗傷，山河大地流淚呼喚，希望

喚醒人人的危機意識，足以呈顯心態與生態息息相關。 

心香一柱，誠心齋戒，共聚善念，虔誠一念，衷心祈禱，無災無難，疼惜大地，

悲憫眾生，心香一柱，誠心齋戒，歡喜吉祥。61
 

從近年來的氣候變化與自然災害中，天地示警，世間無常，國土危脆，面對接連

不斷的驚世大災難，人人虔誠齋戒素食，以大懺悔的心，體認人類無止盡的貪欲是造

成人類苦難的源頭；覺悟清淨的心，才是地球永續生存的保障。「溫室效應」會引發

天災。如何推開這股惡業的氣流？唯有仰賴大眾的「心室效應」──人人匯聚善的心

念，呼籲大眾戒慎虔誠護大地，力行齋戒護生，提醒自己縮小欲念，清淨自己的身心，

                                                 
59

 引用《慈濟月刊》第 538期。 

60
 摘錄慈濟基金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tzuchi.org.tw （2014/3/3檢索） 。 

證嚴法師稱這一群守護大地園丁的環保志工為「草根菩提」，環保志工們「在平凡的人生中，

做出別人做不到的平凡事」。他們不談學問、不論地位、身體力行地做資源回收工作，用心

疼惜物命，就像是保護大地的菩薩。 

61
 詞:恭錄自證嚴法師開示，譜曲：李壽全／編曲：陳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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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保護生靈；人人衣食住行回歸單純簡樸，即能減輕大地負擔，緩和地球暖化、

淨化濁氣。62
 這是證嚴法師對心態與生態因果緣起的深刻體認。 

「從宗教理念與社會行動來看慈濟現象與社會秩序的關聯性，分析顯示慈濟環保

志工從實際的活動參與，一方面是資源回收的物質性活動，同時也在活動中體現、豐

富了宗教的理念。因為『做』，因為『活動』，而進一步去詮釋佛教理論與環保的關係。

活動豐富了，甚至創造了理念基礎。那些負責資源回收與參與活動的信眾，原來都只

是單純的做而已，現在都能說出成套的理論和說法。認為這是從日常生活中，從個人

的實踐中，逐漸改變社會體質的一個動力」。63
 

由此可見證嚴法師推動環保成為全民運動並非空談，而是要人人大覺悟，不分年

齡，老、少都要發心立願，用心呵護大地，積極投入愛護地球，勤儉節約，節能減碳，

心能覺悟生命平等，利益群生。 

同時環保志工結合科技創造了台灣綠色奇蹟，讓資源再生。一條約一公斤重，長

兩百三十公分、寬一百八十公分的毛毯，約由七十八支寶特瓶製成，志工回收後，透

過再生製作，還予它更有價值的物命。透過集結無數愛心製成的環保毛毯，亦隨著慈

濟志工跨越山、海，輕輕柔柔地踏上受傷的土地，溫暖撫慰一顆顆破碎心靈。 

而今慈濟本著「人傷我痛、人苦我悲」的精神，啟發了不少受災鄉親的悲心善行，

從急難救助延續到慈善關懷，並帶動當地民眾做環保，形成一股「社區志工」的在地

力量。64
 正如「《無量義經》所云：「『苦既拔已，復為說法。』菩薩度眾生，徹底救

拔其身心之苦；慈濟人對於所幫助的對象，不只助其急難、濟其匱乏，還要引導他們

打開心門、懂得付出，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做手心向下的付出者，讓心靈『脫貧』」。
65

 

如《無量義經》之「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人人皆能成長無量善法與善種子，

用大慈心鋪路、大悲心搭橋、大智心牽引、大慧心安穩，讓愛的足跡所到之處，災難

遠離、人心安樂。66
 如《無量義經》偈頌所云：「致法清涼，用灑無明，洪注大乘，

                                                 
62

 引用釋證嚴撰文，（經典人生-齋戒懺悔大願行），《經典雜誌》第 153期。 

63
 引用張維安，〈佛教慈濟與資源回收--生活世界觀點的社會學分析〉佛教與社會關懷學術

研討 

會論文集，頁 67-97，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教授。（2014/3/11檢索）。 

64
 參閱釋德傅著，《慈濟學初探》，頁 200。 

65
 引用《慈濟月刊》第 556期。 

66
 引用網址。http://www.tzuchi.org.tw。（2014/3/11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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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漬眾生，布善種子，遍功德田」，呈顯出以大愛普寫人生大藏經，以慈悲喜捨接軌

生生世世菩提願。更深體無量義的法髓為無相，「無相就是大慈悲心」。67
 人人長養

慈悲，啟發智慧，以清淨無染慈悲之愛遍灑人間，行菩薩道，時時啟發自己的四無量

心實踐「普天下沒有我不愛的人，普天下沒有我不信任人，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

人」68
 即是培養力行慈悲喜捨平等一如的無量之境。 

五、結論  

人間佛教提倡菩薩道精神，在印順法師的學思過程中是非常重視四無量心，印順

法師從《阿含經》裡面就開始發掘佛陀時代教導四無量心是定學中重要的一組，留意

到「無量心解脫」與「無量心三昧」的要義，因而掘發出「四種三昧皆通空義」之經

證。 

印順法師闡揚「人間佛教」思想，主要把握初期大乘之菩薩精神，以悲心利他為

修修原修，關於空觀如何成為慈悲之實踐基礎，在闡明空的實踐與四無量心相關的內

容中，印順法師從《阿含經》中抉發出二大獨特觀點： 

1. 原始佛時期教修習「無量心解脫」，是可契入「不動心解脫」之意，由此解析

通於解脫道。 

2. 空就是無量，所以普緣無量有情的「無緣慈」，即能契入空性，相互接軌「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顯出大乘思想所說的「無緣慈」這一殊勝意義，才再度的表達

出來。 

                                                 
67

 參閱釋德亻凡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513。 

參閱釋昭慧（2003），〈佛教慈善事業的一個範例──慈濟整治印尼紅溪河之成效與意義〉，《法

光學壇》第七期，頁數 1-26。（2014/3/11檢索）。 

「無相就是大慈悲心」──例如：印尼慈濟人以一個華人佛教團體，懷著無分種族、宗教，

在印尼這個全世界最大穆斯林人口數的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地國出，這種來自佛法

無我智慧的寬廣心量，因見證生命的苦難國貼近生命，祝願印尼華人與印尼佛教徒能夠平

安安安，安安地印尼人安安安安。業安安生國安安宗教安安的安大成安。以基安宗教為主

的的的文的與以的斯的為主的中的文的，的的的國與的的的的不斷升高，然國屬於的的佛

教文的的慈濟經驗，或將重新創造一種「以包容來替代的立，以大愛來安安的的」的時代

新文的，帶給人類安平的新希望。 
68

 參閱證嚴法師，《靜思語》第一集，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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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發菩提心者依此四無量心修行，破除量之界限，捨離煩惱成就空慧；修

普緣有情的無量慈心，無量悲心而成菩提心髓，護念一切眾生，成就「無量心三昧」。

「無量心三昧」是依苦成觀，「菩薩所緣，緣苦眾生」，以遍緣十方世界眾生的有情作

為修習所緣，對於有情的關心與熱忱是透過智慧的觀照思惟，所以普緣有情的「無緣

慈」，即能契入空性。空就是無量，這一意義，相互接軌「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在

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人間佛教廣行菩薩道的核心精神，是不離「菩提願、大悲心、性空慧」，而慈悲

喜捨此四無量心的總和才是真正的菩薩心。菩薩依三心而行六度與四攝法充實慈悲的

內容。以上為印順法師對於，人間佛教菩薩行者修學「四無量心」的內涵及所抉發的

觀點。 

性廣法師推展人間佛教禪者的特色，能將禪定的力勢用於調伏自身煩惱與心性的

鍛鍛，讓身心保持平鍛與鍛一，能結合禪觀所培養出修的正念與定力運用在生活上，

不會沉浸在禪悅之樂，或是執取禪境，以慈悲的心行入群處眾，以無私無染的清淨之

愛慈愛眾生，並付愛於實際修動，不離人群而能行持教法。於此展愛愛上的過程，保

持正念正知，雖然煩惱習氣尚未斷除，但以敏銳的觀照力，覺察自心的我愛、我見、

我慢、無明，經由善法加以對治，惡法自能一天天薄弱，時時生起善心善行而能開展

自利利他，自覺覺他廣大無量的菩提願行。 

然而關於修習「四無修定」，有一觀念要特別釐清，四無量定的「喜」和五禪支

的「喜」是不相同的。二者翻譯成中文字同樣寫「喜」但意義是完全不相同。 

四無量定之「喜」巴利文翻譯（mudita）：意思是隨喜他人的成就與富裕，它是

恭喜他人的態度，及協助去除對他人成就的妒嫉與不滿。 

五禪支之「喜」：巴利文 piti（喜）源自動詞 pinayati（使清新），可解釋為喜歡或

對目標有興趣。 

因此在本論文因因過程中得知，分別說部修習四無量心以《清淨道修》為修習依

據者，其修習過程，對於從初禪到四禪的止禪境界中，行者在審查各種禪地的禪支過

程中，有將二禪地當中的「喜禪支 piti」的特性與四無量心的「喜 mudita」做出清楚

的區別。 

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是以眾生為目標，四無量心本質上是要擴散自己的心到眾生身

上，修習目的很清楚是要把自己的心擴散到無量。而喜禪支的「喜 piti」對某一個特

定東西感到喜好，心裏產生高興的感覺，換言之，喜禪支主要是鎖定一個目標生起喜

歡，二者差別之關鍵，在於一個是以自己為中心，另一個是以眾生為中心。喜無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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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別人的好產生歡喜，就有如普賢十大願的隨喜功德，能多隨喜祝福別人，多疼愛

別人，自我的部份就減低了，二者心裏的狀態完全不一樣。 

誠如昭慧法師指導筆者本論文的過程所言：菩薩的心是寬大而長遠的，用在生活

中就不只是把它當做護衛禪，或是解脫，而是把四無量心所訓練出來的能力操作在菩

薩道上，如何讓自己無怨無悔的把快樂分享給別人，慈悲眾生如賑災，隨喜功德如普

賢十大願，捨心超脫，而能面對生活處於不愛不憎中加以運用。 

證嚴法師與慈濟團體在生活中體現「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的精神，是以清

淨無私之愛遍灑人間廣行菩薩道，大眾以付出無所求的心走入人群，廣行六度，從濟

世的行動中來體會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境界。 

以聞法入心，引法入行體現慈悲，親身走過慈悲心路，以苦為師，見苦知福，進

而啟開人人心靈這股慈悲大愛泉源，將人間做為菩薩訓練場，把握時空的脈動，在他、

你、我的生命中，深植佛法的智慧，培育慈悲等觀的人間菩薩，用愛付出，人人在愛

的境界互動而超越，從無明煩惱中激發解脫，從每一次見證生死苦難中，激發出超越

生死的決心，更深體無量義的法髓為無相，「無相就是大慈悲心」，無處不在，進而能

相互尊重並包容，化解敵意，並跨越宗教及種族的隔閤，讓慈悲喜捨遍滿人間。在人

群中學習放下身段、縮小自己，開啟自性的智慧，修力量無限；學習縮小自己，即使

無法讓人看到，卻能展現一分真實的力量，同時奉獻於社會人群，讓世間祥和與安

定」，同時更以四無量心的精神來回應當今苦難偏多的社會，有了突破性的開展，創

造一種「以包容來替代對立，以大愛來化解仇恨」的時代新文明，不會產生種族、國

界、與宗教信仰的對立與衝突，為人類和平帶來新的希望。 

 

 

 

 

參考書目  

一、原典文獻 

《雜阿含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CBETA，T2，no.99。 

《大智度論》，後秦‧龍樹菩薩造，鳩摩羅什譯，CBETA，T25，no.1509。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588 

《無量義經》，南朝齊‧曇摩伽陀耶舍譯。CBETA，T9，no.276。 

《大寶積經》，唐‧菩提流志等譯。CBETA，T11，no.310。 

《大毘婆沙論》，唐‧玄奘譯。CBETA，T27，no.1545。 

《阿毘達磨俱舍論》，唐‧玄奘譯，世親造，CBETA，T29，no.1558。 

二、專書〈以下皆依姓氏筆畫排序〉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法師，《學佛三要》，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法師，《佛法是救世之光》，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四冊） ，台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台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 

帕奧禪師，《菩提資糧》，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2001 年。 

菩提比丘英編，尋法比丘中譯，《阿毗達摩概要精解》，台北縣：慈善精舍，2009 年。 

釋性廣，《禪觀修持與人間關懷》，台北：法界出版社，2006 年。 

釋昭慧，《人菩薩行的歷史足履》，台北：法界出版社，2006 年。 

釋德亻凡，《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台北：慈濟文化，2009 年。 

釋證嚴，《靜思語》第一集，台北：慈濟文化，1999 年。 

釋證嚴，《生死皆自在》，台北：慈濟文化，2002 年。 

釋證嚴，《無量義經》，台北：慈濟文化，2005 年。 

釋證嚴，《真實之路》，台北：靜思文化；天下文化，2008 年。 

釋證嚴，《法譬如水－慈悲三昧水懺講記》，台北：慈濟文化，2010 年。 

釋證嚴，《無量義經偈頌》，台北：慈濟文化。 

釋證嚴，《說法無量義無量》，台北：靜思人文。 

覺音著，葉均譯，《清淨道論》，高雄：正覺學會，2002 年。 

釋德傅著，《慈濟學初探》。花蓮：慈濟大學，2013 年。 

三、期刊論文 

釋性廣，〈大乘禪波羅蜜「止觀法要」之抉擇〉——以智者大師與印順導師禪觀思想

為主軸之比較研究，第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薪火相

傳」學術研討會，2003 年。 

釋傳法，《阿含經》中的四無量心，中壢：《弘誓雙月刊》37 期，1999 年。 



 

                                            從「人間佛教」觀點詮釋四無量心的解行向度

 
 

 

589 

四、學位論文 

鄭凱文，從證嚴法師對《無量義經》之詮釋探究其「人間菩薩」思想意涵，2007 年。 

釋性廣，《印順法師禪觀思想研究》，2000 年。 

五、光碟資料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09 年版及 2014 年版。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2006 年。 

六、線上檢索 

張維安（1996），〈佛教慈濟與資源回收──生活世界觀點的社會學分析〉佛教與社會

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3/11 檢索）。

http://buddhism.lib.ntu.edu.tw/FULLTEXT/JR-AN/an018_04.htm 

釋昭慧（2003），〈佛教慈善事業的一個範例──慈濟整治印尼紅溪河之成效與意義〉，

《法光學壇》第七期。（2014/3/11 檢索）。 

釋昭慧（2011），〈慈濟水懺演繹活動受訪側記〉，《弘誓雙月刊》第 113 期， 

引用網址：http://www.hongshi.org.tw/。（2014/3/1 檢索）。 

《慈濟月刊》http://enquarterly.tzuchiculture.org.tw。（2014/3/11 檢索）。 

《經典雜誌》http://www.rhythmsmonthly.com。（2014/3/11 檢索）。 

七、參考網站 

玄奘大學數位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http://library.h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佛教弘誓學院 http://www.hongshi.org.tw/thesis.aspx。 

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tw.tzuchi.org。 

福嚴佛學院 http://www.fuyan.org.tw/。 

印順文教基金會 http://www.yinshun.org.tw/thesis/09.htm。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香光資訊網 http://www.gaya.org.tw/library/。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590 

 



 
                

電腦內容標誌在漢譯佛典意義理解上的應用——以江味農《金剛經講義》為例 

 
 

591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電腦內容標誌在漢譯佛典意義理解上的應用 

——以江味農《金剛經講義》為例 
 

 

李慧萍∗
 

 

摘要  

信解行證是學習佛法的重要歷程。《華嚴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增長一切諸

善法，除滅一切諸疑惑，示現開發無上道。」信為入道之門，有了對佛法的堅信，才

能深入經藏，學習到佛陀教導的正知正見和修行的方法，進而實踐，走向證悟的道路。

修學佛法常需經過聞思修的歷程，是戒定慧三學並重的。聞慧可經由聽聞師說，或自

行研讀經論而來。研讀經論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讀懂佛經的意義和了解修行的方法。 

像古文中的句讀和現代的標點符號，其功用在幫助讀者理解文章的意義，將文章

隱晦的內容外顯，並作為對文章理解的一個紀錄，他們都是一套文章標誌的系統。文

章數位化存入電腦後，也需要使用電腦能夠解讀的語言將電腦無法理解的文章版面、

篇章段落結構、圖、表、註解、參考文獻等格式標示清楚，以使電腦能幫我們處理文

章，這種電腦語言稱作標誌語言（markup language），如 HTML、XML等。 

標誌語言有多種，絕大部分是用標誌語言的標籤（tag）將數位文章呈現的各種

形式標示清楚，以便電腦可以處理。使用者必須學習一套標誌語言，才能對文章作標

誌。中央研究院莊德明先生開發的「中文文獻處理系統」（Chinese Document Processor, 

CDP），其最大的特色是解決了目前的標誌語言無法在同一文本處理標記交叉的問

題。設計在介面上的標誌工具，讓使用者無需學習一套標誌語言，就可以自由的對數

位文本內容作標誌並作相關的應用。 

                                                 
∗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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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撰寫之初，筆者即與莊德明先生合作，協助測試「中文文獻處理系統」2.0

版的功能及提出使用需求。目前已可利用此系統建置《金剛經》科判，作《金剛經》

不同譯本的比對及《金剛經》科判、經文及注疏的對照。而藉由「中文文獻處理系統」

來整理和呈現對《金剛經講義》內容的理解及相關文本的對照，亦是在表達讀者在研

讀數位佛典時，是可以借助電腦工具來幫助思惟佛典意義和紀錄理解的過程。 

《金剛經講義》的意義分析及生成方式，為筆者碩士論文的一部分，初步分析有：

互為文本、字義、詞彙義及歷史情境等，這些可以幫助讀者看到《金剛經講義》中意

義不同的來源，進而更能了解江味農對《金剛經》的理解及所要傳達的訊息。意義生

成方式可提供作為發展電腦情境判別的參數，未來如能發展成功，電腦助人理解意義

的夢想將會向前邁進一步。 

數位時代佛法的弘傳，要依賴數位佛典。而數位佛典要有助人理解及學習的便利

功能，則需仰賴佛學學者和資訊專家共同合作方能成效。因為佛典內容的解釋、感受、

比較、批評、詮釋等皆觸及意義和了解，必須由佛學學者來做，佛學學者將其了解後

的佛典內容結構及需求傳達給資訊專家，資訊專家再依其需求設計適合的電腦系統和

標誌工具。藉此佛學學者就可以用標誌工具把他們對佛典的理解、真知灼見，表達給

電腦知道，久而久之電腦將可匯集大量的人文知識，成為一種嶄新形式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科判、意義、理解、內容標誌、中文文獻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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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意義（meaning）和了解（understanding）是認知科學、語言學、記號學等致力

研究的重點，計算語言學和人工智能近年來也致力於處理意義的研究，並取得一些成

果。例如，詞網（word net）、主題圖（topic map）、知識本體結構（ontology）等資料

庫和工具的創立。主要原因，歸功於他們將詞彙間的關係在電腦中作了適當的表達

（representation），並構成資料庫和研發為數位工具。但用電腦來處理多義問題

（ambiguity）1的進展仍是有限，因為現在的電腦無法作到情境判別。2 發展內容標

誌（content markup）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困局而設。電腦內容標誌即讀者將他對文章

內容的理解作標誌，再交由電腦進一步處理。3  

以下本文分成理論與實作二部分來撰寫。理論部分，主要是對漢譯佛典意義的理

解背景，意義與理解的關係及電腦內容標誌作探討，並以江味農《金剛經講義》為例，

說明如何分析《金剛經講義》的意義及及找出意義的生成方式。實作部分則說明如何

應用「中文文獻處理系統」建置《金剛經》的科判，作《金剛經》不同譯本的比對及

《金剛經》科判、經文及注疏的對照。 

二、理論  

（一）漢譯佛典意義的理解背景 

漢譯佛典的內容反應了不同文化的語文在中國語文中融合的現象。中國文字是多

樣性的，一個字兼有可以表形，可以表音，也可以表意的蘊含。字有字義，詞有詞義，

句有句義，文章有文章的意義。除此外，文字除了表面上的意義，還有深層的意義、

影射的意義、寓意……等。而這些不同層次意義，還要配合當時的情境，才能貼切把

意義解讀出來。季永興在《古漢語句讀》中提到，東西方的思惟模式是不相同。東方

重綜合，西方重分析，西方理解句字的順序是語素、詞、詞組、句子。中國人句讀分

析的順序是句、讀、字，是從一個整體觀來看。漢語沒有時態和形態的變化，單看一

個字或詞，不能準確的判定它的含義，必須把它放在一個句子的情境中來看，它的含

                                                 
1 多義問題就是當一種形式可能對應到好幾種意義時，如何作正確選擇的問題。 
2 參見謝清俊，〈資訊的緣起—從佛學的角度談資訊的產生與性質〉，頁 5。 

3 參見謝清俊，〈後設資料與內容標誌〉，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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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才能被判定。4因此在研讀漢譯佛典時，能對佛典知識在中國生成的背景、當時中

國人解釋經典的方式及佛教的專門術語等的文化、時空背景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將有

助於理解漢譯佛典的意義。  

佛教和佛經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2 BC.）開始傳入，到了東漢桓帝年間才開始

進行大規模的佛經翻譯。5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已歷經部派之爭，大小乘思想也已在

印度及其周邊地域廣泛的傳播。6剛開始傳入什麼經就譯什麼經，由私人來翻譯，後

來譯經事業得到政權的支持，並設置官方的譯經場，才進入全面而有系統的佛經翻

譯。7 湯用彤先生說佛法有二難：一為名相辨析難，一為微義證解難。8 此二者皆為

理解經文時遇到的問題，說明譯經時設定的原則與目標、所持之立場、譯者之個人情

境與所處之社會情境等有關。也說明佛典內容意義的產生與當時的情境是息息相關

的。 

佛教知識的傳播和發展依賴於佛經的翻譯和佛教學說研習的佛教義學。9 佛教傳

入之初，中印雙方除了語言完全屬不同系統，思想文化的差異也很巨大，像東漢楚王

英至桓帝約一百年，始終是以黃老浮屠並稱，當時人們也僅將佛教當作是方術中的一

種。10 最初僧侶嘗試以老莊或儒家的哲學意涵來融攝佛學義理，後來隨著經典的大

量傳譯，佛教界面臨經典間教義說法不一的困擾，為了解釋佛陀所說的教化在不同經

典間有高低淺深不同層次意境的講解，僧侶們試著將眾多經典按經義宗旨的不同加以

作適當的分類，並解釋說明佛陀一生的教化歷程是如何進行，那部經按經義深淺應歸

類在佛陀說法的哪一個階段中，這個活動過程就稱之為「判教」。11造成判教在中國

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對佛法初傳時期的佛教典籍理解的差異以及力圖消除或圓融這種

差異的努力有關。12  

在佛教經典發展與傳述的歷史中，經文的結構分析，稱之為「科判」，亦即等類

                                                 
4 參見季永興，《古漢語句讀》，頁 1。 
5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上冊，頁 47。 
6 參見蔡日新，《漢魏六朝佛教概觀》，頁 5。 
7 參見任繼愈，《佛經版本》，頁 3-6。 
8 參見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頁 99-100。 
9 參見介永強，《西北佛教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頁 15。 
10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51-54。 
11 參見藍日昌，《佛教宗派觀念發展的研究》，頁 39。 
12 參見汪英，劉學智，〈中國佛教的判教理論及其意義〉，頁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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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之意。13 科判也稱作科文、科段、科章、科節等，主要是為了方便解釋經論而

將內容分成數段，再將精簡扼要的文字標示各部分的內容。14 科判就像經文的大綱，

解經者最初將經文內容分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部分，由這三大部分大致可以

看出經文的一個結構，如果要更準確的了解經文所要傳達的意義，就要將三大部分的

經文作更細微的科判來分析。科判產生於佛典知識理解後所作的分析，解經者在解讀

和分析經文時，將經文內容依意義作適當的分段，並給予一個可以包含經文內容旨趣

的概念，以概念來串連經文的內容，讓經文變得易於理解並成為具有意義的內容結構。 

古德在講解佛經正文之前，通常皆會有一番提綱挈領之說，用以貫攝全經；如天

台智者大師說《法華經》經題時就用「釋名、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五重玄義

來發揮經中要旨。15 又如唐代澄觀著《華嚴經疏》，先總啟十種義門，懸談一經之大

意，使知教法之興起，有所自來，稱為十門釋經。16這些提綱挈領之說，大致上是與

經文內容相關的背景或情境資料，與理解經文的意義有密切的關係，在研讀經典時均

是重要的背景資訊。 

由於古代譯經和解經的慎重，才能有高品質的漢譯佛典，這也是我們未來承先啟

後處理佛典意義時，責無旁貸的擔荷。 

（二）意義與理解的關係 

意義是社會存在必然的產物，體現了人與社會、自然界之間種種複雜的關係，也

是人認識自己、認識世界最主要的活動。人類自由的創造並運用符號，並給予符號各

種值，用一樣東西來代表另一樣東西。但符號和它所代表的事物間，並不一定有聯帶

的關係。17因為同一句話在不同的情境，代表了不同的意義。嚴承鈞《蘊涵語解析》

一文中說，意義不是詞，也不是詞組組成的規則，而是在這之外，有另一個獨立完整

的意思。18 

                                                 
13 唐國銘（釋法源）， 謝舒凱，〈Buddhist Ontological Wordnet 之建構方式研究〉，頁 286。 
14 《佛光電子大辭典》「科文」條。 
15 江味農，《金剛經講義》，頁 80-81。 
16 《佛光電子大辭典》「十門釋經」條。十門：(一)教起因緣 (二)藏教所攝 (三)義理分齊 (四)

教所被機 (五)教體淺深 (六)宗趣通局 (七)部類品會 (八)傳譯感通 (九)總釋經題 (十)別解

文義。 
17 參見柳之元（譯），《語言與人生》，Hayagawa, S. I.(1949)，頁 16-19。 
18 參見謝清俊，〈意義的探究：蘊涵語〉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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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將語言分為語序軸

（syntagmatic axis，或譯作毗鄰軸）和聯想軸（associative axis）。19 語序軸是由語法

結構提供的意義，可有多義，是知識性的。聯想軸是由社會情境、文化情境等背景，

「約定俗成」之共同記憶，衍生、聯想出的意義，是有「選擇性」的。20 兩個軸線

（axis），語言所傳達的意義不僅要依語序軸的排列而出現的一串實質語言，還要依

其聯想軸所隱存的一串潛藏的語言來做界定。要想了解一個字或一個語彙的全面意

義，除了這個字或這個語彙在語序軸中出現的與其他字或其他語彙間之關係所構成的

意義外，還應該注意這個字或這個語彙在聯想軸中所可能有關的一系列的語譜

（paradigm）。21 也就是說語言意義的產生，最重要的二個條件，就是語法構成的語

序和語言當時所在的情境。 

索緒爾認為符號（sign）是由符號具（signifier）和符號義（signified），兩個互相

依附的層面所形成。例如「樹」，「樹」是符號具，而由此產生對樹的概念，就是一種

符號義。漢學或佛學中常見的名相。名是「能指」，相是「所指」。狹義來說，名相指

的是名稱和事物之間的關係。廣義來說，名相泛指語言和事物之間的關係。22 此處

名相的「能所」關係與索緒爾提出的符號具和符號義的關係並不相同。索緒爾的符號

具（signifier）是一個名詞，指向符號義（signified）是一個概念。而佛學中的名相的

名也是名詞，但相指的是事物呈現的現象（相）。概念則是存在於腦中，作為名與相

中間的連接。而名相通常也不是一對一的關係，一相可具多名，通常是相較複雜的時

候，例如「世尊，別有十號，總稱世尊」，世尊這個總相，就有如來、應供、正徧知、

明行足…等等的別名；一名也可指多相，通常是因情境而異。23 例如《金剛經》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和「佛

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兩句中的「如是」在句中因情境的不

同，而有不同的意義。 

每一學科都有其特殊的理解方式。專門研究理解的學科有文字學、語言學、心理

學、釋義學、認知科學等，釋義學亦有譯為詮釋學、闡釋學、解釋學等，是對於意義

的理解與解釋的研究。釋義學（Hermeneutics）一辭最早見於古希臘文 Hermeneuein，

                                                 
19 參見葉嘉瑩，《詞學新詮》，頁 38-39。 
20 參見謝清俊，〈意義與理解：研讀佛經的經驗談〉，香光尼眾佛學院演講 PPT。 
21 參見葉嘉瑩，《詞學新詮》，頁 38-39。 
22 參見謝清俊，〈資訊與名相〉，《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頁 144-146。 
23 參見謝清俊，〈意義與理解：研讀佛經的經驗談〉，香光尼眾佛學院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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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詞根為 Hermes，是專司傳遞和解釋諸神旨意的信使。西方的釋義學最初有文獻學

釋義學和神學釋義學二種形態，前者以考證古代典籍為主要目的；後者是神學家為了

研究《聖經》而發展起來的，著眼於文本的意義和文本的訊息。神學家對《聖經》內

容進行解釋和闡發，根據整體的形式和意向來考慮一節經文，這種個別部分要根據它

與整體及其它部分的關係來處理的思想，後來成了「釋義學循環」的先聲。24 

釋義學循環首先由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eiermacher, 1768-1834）

提出，循環中包括了單個詞與作品整體；作品本身與作者心理狀態；作品與它所屬的

種類與類型等相互依賴的三種關係。依過去的知識，循環在兩個層次上發生：一是歷

史事件與其情境之間部分與整體的問題。二是讀者的生活經驗與他對過去的解釋之間

的相互依賴。所有的詮釋皆帶有許多讀者的背景，所得到的詮釋最後又會回到讀者的

本身。釋義學循環主要在說明理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愈能理解作品，就愈能趨近了

解作者的原意。25  

達賴喇嘛尊者在開示四聖諦時，曾用部分與整體的關係來了解緣起的法則。達賴

喇嘛尊者認為所有的物質都可以從部分如何集成整體的角度來了解，以及用「整體」

及「整體性」的這個概念如何依賴部分而存在的角度來了解。當我們從這些相互關係

來看待宇宙時，我們不只會看到每個有為法都是緣起的，我們同時也會了解整個世界

的現象都是依靠緣起的法則而產生的。當以意識分析事物，把它們拆解為構成的部

分，就會了解這純粹是因著其他因素的相互依賴，每件事才能存在。所以，任何一個

東西沒有獨立或本有的自性。事實上每件事都只是因許多組成因素集合而產生的結果

而已。我們對事物的任何認定都憑我們的認知與真實自身的互動而定。26 

西方釋義學之父狄爾泰（Wilhem Christian Ludwig Dilthey 1833-1911）認為重新

體驗再創造作者的創造過程是解釋最重要的部分。過去的作品是一個他人的世界，他

們用象徵來揭示自己的意向、感情、心緒、洞見和欲望。讀者需要在理解過程中擴展

眼界、獲取知識。重新體驗作品的創作過程，就是在了解文本。 

義大利哲學家貝蒂（E. Betti）對理解曾提出了對象的自主性、意義的整體性、理

解的現實及意義的相符等四個原則，也可應用在研讀佛經上：（一）對象的自主性原

則。指理解應符合作者的觀點、意向和動機。以佛經來說，對象就是佛經的文本，任

                                                 
24 參見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方釋義學》，頁 3-6。 
25 參見謝清俊，《意義與理解：研讀佛經的經驗談》，香光尼眾佛學院演講 PPT。 
26 達賴喇嘛，〈四聖諦〉，「第十四達賴喇嘛官方國際華文網」，2014/06/14，

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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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本都有自己的生命。在研讀佛經時，不能僅依文解義，要注意佛經產生的過程與

背景，尤其漢譯佛典，不同譯者有不同的翻譯風格，有採直譯或意譯，也有自己的譯

經的原則和翻譯時慣用的詞彙，這些都是在理解佛經時重要的情境資訊。（二）意義

的整體性原則。指釋義學循環提出的整體與部分之間，意義宜協調相容的問題。每部

佛經都有其產生的因緣和目的，像《金剛經》主要目的在破我、法二執，破對所有相

的執著，發無上菩提心，成無上菩提果。所以整部經的經文都是環環相扣在這個整體

的目的上，在研讀《金剛經》時遇到不易解的，可多參考相關的注疏或其他資料協助

理解。因為理解的過程是迂迴的，常於整體與部分之間往復而增進理解的程度。（三）

理解的現實原則。指讀者因為不同的學識、經驗、性格等而形成一些自我的主觀見解，

而在理解時受其現實性的區限。為了讓自己的眼界、心胸能更寬廣，在研讀佛經時，

可從多元的角度去了解佛典的成生背景，多聽聞或研讀祖師大德們對佛經的解釋來理

解佛典。（四）意義的相符原則。此原則是說「意義」與讀者的心性與「心態」的關

係。在研讀佛經時，若能以發菩提心，發大悲願的心來研讀，就更易理解佛陀的慈悲

和所要教導我們的修行方法。27 

理解是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理解的對象可分人為的及自然的兩種形式。人為

的形式是指有「約定俗成」意義的形式，如文化符號（cultural sign）像話語、文字、

圖畫、以及各種藝術品等。28 人們對佛經的理解就是作人為的形式理解，而這個理

解是要從佛經產生的過程及站在當時的文化、社會背景下來理解才會有意義，更重要

的還要一顆像佛陀般慈悲的心，一種廣大無垠、兼容眾生與萬物的格局氣度，以及萬

法歸一的平等心，才能同理佛陀要教導我們的道理和修行方法。而理解的過程常於整

體與部分之間不斷的往復，對於佛典知識相關的注疏或參考資料理解的愈多，也就愈

能理解佛典中要傳達給我們的意義。 

符號因情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意義的生成有許多不同的因緣，這些意義生

成所依賴的情境條件，正好可以用來輔助讀者理解佛經的意義。數位化後的佛典，佛

學學者可以分析提供佛典意義的情境來源，資訊專家可以撰寫電腦認得的語言，二者

合作將是未來數位佛典走向協助人們作意義理解的重要關鍵。 

（三）電腦內容標誌 

電腦的標誌語言（markup language）是近年來西方資訊科技發展出來的。1960
                                                 
27 參見謝清俊，《意義與理解：研讀佛經的經驗談》，香光尼眾佛學院演講 PPT。 
28 參見謝清俊，《所知之相─談對資訊的理解與詮釋》，法鼓佛教學院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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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為了便於電腦中結構文件的交換與處理，開始有了標準文件格式的提倡，最早

是 GCA（Graphic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發展的 Gen Code，及 IBM所發展的

GML（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通用標誌語言」，像標籤（tag）記號 

< ></ >，就是 GML發展出來的語法之一。1986年，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公布 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標

準通用標誌語言」為國際標準。SGML是一套可以用來定義其他更專門性的標誌語言

的通用規則。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超文本標誌語言」就是參考 SGML

所定義出來，專門使用在WWW上的標誌語言。1996年W3C提出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延伸標誌語言」，它是 SGML衍化出來的簡化格式，可用來定

義其它語言的語法系統。29 台灣最早開始進行中文資訊處理以及推動電子佛典的相

關研究，及將 SGML等標誌引入台灣的是謝清俊教授。後來數位化的新聞、佛典等

都可用 XML來進行標誌。 

目前處理數位文本常見的標誌語言，如 HTML及 XML，其標誌方式是用標誌語

言的標籤（tag）將文章呈現的各種形式標誌清楚，以便電腦可以處理，但要標誌文

章的內容，功能則仍嫌不足。文章內容的標誌，需要有更彈性的標誌規範，更親和的

使用界面，讓專業人士更容易表達意義和了解的部分，再由機器來處理其餘的工作。
30 

謝清俊教授在 2006年〈意義與了解〉一文中曾提出未來電腦可能以兩種方式來

處理意義問題：其一是逐漸將所有的多義關係轉化為單義的語法關係。例如，建立「常

識庫」讓電腦能辨識「情境」；其次是與人合作，以人機共建的系統來做「了解」和

處理「意義」問題。而發展電腦內容標誌正符合了第二種方式，由專業人士來負責意

義和了解的部分，再由機器來處理其餘的工作。 

隨著近年來國內外對數位人文學的重視，以及數位人文新技術的開發研究，2014

年 6月 5日，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辦理了一場「古籍全文資料庫的回顧與展望」

工作坊。邀請了國內目前在進行和開發古籍全文資料庫的單位，作一些分享和討論。

本次工作坊主要關注的三個重點：1、如何以電腦處理文本意義。古籍全文資料庫若

只是單純輸入文本的文字內容，而不處理其意義內容，可能淪為檢索和複製文獻的工

具，要讓資料庫真正成為分析研究的工具，資料庫必須能處理文本意義，因此以電腦

                                                 
29 參見許智成，《中文颱風新聞內容標誌與應用》，頁 9-12。 
30 參見謝清俊，〈淺談數位化文章的語意處理：知識結構與內容標誌〉，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究所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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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文本意義便成為文獻資料庫發展之趨勢。2、提供數位工具支援與加值服務。隨

著數位化技術的成熟，傳統檢索功能與界面已不敷使用，使用者希望全文資料庫發展

更多加值服務，包括提供文本圖檔與文字的對照、視覺化的分析呈現、文本自動比對

等功能。3、建立整合系統平台。隨著全文資料庫數量的增加，尤其是小型全文資料

庫的出現，要如何解決資料庫間的整合及連結問題。31 

對於以人去學習電腦語言作文章標誌的不便性，目前哈佛大學、北京大學、史語

所合作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CBDB（China Biography Database）就使用了自動

標誌系統解決人工標誌的問題，讓電腦先進行自動標誌，再由人來檢查並修正標誌。

中央研究院莊德明先生開發的「中文文獻處理系統」和中華開放古籍協會發展委員會

研發長葉健欣開發的「視覺化校勘平台」，都是將標誌工具設計在介面上，使用者只

要在數位文本上將理解後的內容用標誌工具作標誌，即可完成相關的連結並作檢索。

說明了電腦標誌的方式，走向讓使用者可以在電腦介面上彈性並直覺性地對文本內容

作標誌，已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大趨勢。 

謝清俊教授等在 1994及 1995年為文的〈電子佛典中處理中文版本的方法〉、〈古

籍校讀工具「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的設計〉及〈以《心經》為例說明如何利用計算機

處理佛經的多版本〉文章中，曾提出內容標誌的方法，並以《心經》為例作示範，設

計出讀者可以在電腦使用介面上自由的做線上標誌，將科文和佛典內容作自動連結，

之後還可以作經文和科文的對照、字辭的查閱、不同版本經文的比對、不同版本科文

的對照。已呈現出跨語文、跨作者、跨版本及知識結構的延伸、各種意義之間的聯繫

關係等的功能。32 此模式的電腦內容標誌是應用在漢譯佛典意義處理上最初的一個

示範，也是未來發展漢譯佛典內容標誌的重要參照。 

中研院莊德明先生於 1994年開發的「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示範的《心經》例子， 

如下圖：例如在知識結構夾一放入改自順印心經講記的《心經》科文，知識結構夾二

放入改自周止庵心經詮注的《心經》科文。文件夾一放入英譯《心經》，文件夾二放

入鳩摩羅什譯的《心經》。經標誌後，例如點擊周止庵的「結讚功能」科文，就可以

同時查到相對應的鳩摩羅什譯的《心經》、順印法師《心經講記》的「喻讚般若德」

科文及英譯的《心經》。

                                                 
31 參見趙苑曲，〈古籍全文資料庫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坊活動記要〉，「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

網」，2014/07/23，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subject/resource_content.jsp?oid=16777812&queryType=qc 
32 參見謝清俊，〈意義的處理：以心經為例〉，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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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德明先生於 2014年開發的「中文文獻處理系統」2.0版，已可適用於Windows 

xp/7/8 ，32及 64位元，並放在網路上提供免費下載使用。33 其特色有四：（一）是

                                                 
33 莊德明先生表示：「中文文獻處理系統」是個通用工具，處理的對象並不限於古文件。它是

一個具有超文件(hypertext)性質的工具，以文件的字串和某種知識結構間關聯的關係作為超

文件的鍵(links)，把文件內容與相關知識連接成一網路，以提供瀏覽、對映、檢索、參照

等功能。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的雛型已完成，然而它的功能和結構並未完備，尚在改良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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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通用工具，處理的對象並不限於古籍。（二）可處理超文件（hypertext）（三）以文

件的字串和某種知識結構間關聯的關係作為超文件的連結（links）（四）把文件內容

與相關知識連接成一網路，以提供瀏覽、對映、檢索、參照等功能。此系統仍在開發

中，未來會新增「語意屬性」的知識結構。34 

（四）《金剛經講義》意義的分析及生成方式 

以《金剛經講義》中江味農的解釋為例，分成三部分來撰寫：1、《金剛經講義》

簡介。以了解《金剛經講義》的生成背景及江味農居士在寫作時，參用了那些文獻。

2、《金剛經講義》意義分析及建置筆者科判。說明如何作江味農解釋的意義分析及建

置筆者對江味農解釋的科判。3、《金剛經講義》意義的生成方式。從《金剛經講義》

及其參校的一些文獻來分析，並以表格來呈現其意義的生成方式和可能的參數並填入

相關的內容。 

1、《金剛經講義》簡介 35
 

江味農（1873～1938）江蘇江寧人。寄居湖北。名忠業，字味農，法名妙熙。晚

年改名杜，號定翁。自幼即隨祖父持誦金剛經。民國七年（1918），禮微軍禪師為師，

受菩薩戒。曾校訂敦煌藏書之古寫本經典，輯成大乘稻芋經隨聽疏一卷，及淨名經集

解關中疏二卷。 

《金剛經講義》為江味農居士遺著，此講義為其一生持誦金剛經獨具心得。初版

時因稿未完成，取蔣顯覺居士之筆記，江味農居士修正補之。1942年再版時，由蔣

顯覺居士將所缺筆記補入，並校訂遂完整。此書編彙初版由周清圓居士任之。校訂由

范古農居士任之，蔣顯覺居士、孟定常居士協同校對。本書為再版補足之本，與江居

士親筆原稿，覆校重刊，有改正易處，以校字識其異同。校勘記中稱再版為舊版。 

《金剛經講義》共分五卷，前附有鳩摩羅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江味農

居士作的科判，卷首附有蔣顯覺居士和范古農居士的二篇序、例言及江味農居士傳。

例言中說明成書因緣及分卷方式，本書以信解行證四大科作為分卷，以五重玄義為首

                                                                                                                                        
展中。古籍校讀工具「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網站。2014/07/14，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download/cdp.htm。 
34 參見莊德明，〈古籍校讀工具「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的回顧與展望〉，「古籍全文資料庫的回

顧與展望」工作坊網站，2014/06/23，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workshop/20140605_result.html。 
35 參見江味農，《金剛經講義》，頁 55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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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餘分四卷，書中補缺之處，首行加一補字，以清眉目。卷末附江居士之金剛經校

勘記，說明本書所使用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是燉煌石室唐人寫經中柳公權所書的

影印本。除列《柳書》外，並列《翁書》、《宋藏》、《張書》、《金剛經註疏》、《金剛經

疏》、《金剛經智者疏》、《金剛經義疏》、《金剛經贊述》、《金剛經疏論纂要》及《金剛

經疏記彙編》等參校諸本。作為其後校勘之檢校資料。最後有《金剛經》校正本跋，

說明此書依唐人寫本，融通諸論及古注義蘊以說之，以校正本印布之，欲使共知確有

依據，於經後附校勘記，引諸異本及各家疏釋，以資覆按。 

《金剛經》漢譯本共有六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元魏·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陳‧真諦譯；《金剛能斷般若

波羅蜜經》隋·達磨笈多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77）第九能斷金剛分》唐‧玄

奘譯；《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唐·義淨譯。六家翻譯各有特色，其中以鳩摩

羅什譯本流傳最廣。36《金剛經》的註釋書，依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

一書所收，僅以收在刊本大藏經中者為限，共有六十八種。如果以歷代分散各處對此

經註釋書的總數，當在一千部以上。37 江味農居士的《金剛經講義》是近代以來研

究《金剛經》最齊全的注疏。因而選用作為本研究意義分析及應用於中文文獻處理系

統的範例。 

2、《金剛經講義》意義分析及建置筆者科判 

以江味農居士在證信序的解釋為例：將《金剛經講義》中的江味農科判、《金剛

經》經文和江味農解釋進行編碼並找出對應關係，可以看到江味農在證信序中解釋《金

剛經》的經文 33 個字，就用了 2684個字，如表 1。 

表 1《金剛經講義》證信序中江味農科判、《金剛經》經文及江味農解釋對應表 

江味農科判（K） 《金剛經》經文（S） 江味農解釋（E） 

1 

序分 

1-1 

證信序 

1-33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

俱。 

1-2684 

此證信序，又名通序，諸經通有故；

亦名經後序，...... ，無往而不是矣。

珍重珍重。 

以江味農解釋證信序（E1-119）為例：對這 119個字作意義分析，可以找到通

序、經後序、遺教序、證信序等的解釋和詞彙間的關係。意義分析如表 2。 

                                                 
36 參見善慧光、蓮花藏，《金剛經梵藏漢經論寶鬘》，頁 1。 
37 參見藍吉富，〈金剛經與中國佛教〉，頁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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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筆者對江味農《金剛經講義》中證信序解釋的意義分析表 

筆者科判（KOE） 筆者細分江味農的解釋（E） 江味農解釋（E） 

1 

證

信

序

中

的

經

文

解

釋 

1-1 

何謂

證 

信 

序 

 

1-1-1 

通  序 

1-1-1-1 

別稱 

1-10 

此證信序，又名通序， 

1-119 

此證信序，又名通

序，諸經通有故；亦

名經後序，佛初說

經，本無此序，至結

集時始加入故；亦名

遺教序，佛將涅槃，

阿難尊者欽奉遺

命，一切經首當置如

是我聞，一時佛在某

處，與某大眾若干人

俱，等語故。命置如

是云云者，證明是佛

所說，以起信故。故

曰證信序也。 

1-1-1-2 

解釋 

11-16 

諸經通有故； 

1-1-2 

經後序 

1-1-2-1 

別稱 

17-22 

亦名經後序，  

1-1-2-2 

解釋 

23-41 

佛初說經，本無此序，至結集時始加

入故； 

1-1-3 

遺教序 

1-1-3-1 

別稱 

42-47 

亦名遺教序，  

1-1-3-2 

解釋 

48-92 

佛將涅槃，阿難尊者欽奉遺命，一切

經首當置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

與某大眾若干人俱，等語故。 

1-1-4 

證信序 

1-1-4-1 

解釋 

93-119 

命置如是云云者，證明是佛所說，以

起信故。故曰證信序也。 

意義分析的方式主要是以江味農科判所對應的解釋為一個大的意義單元，依理解

程度將解釋分析到最小的意義單元，並給予一個科判名稱，用以建置筆者對江味農居

士解釋的科判，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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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筆者建置江味農居士解釋的科判過程圖 

3、《金剛經講義》意義的生成方式 

《金剛經講義》曾參校《金剛經》相關的注疏 38。目前在 CBETA中可以找到的

資料有：《金剛經註疏》唐·紀國寺釋慧淨註、《金剛經智者疏》（指《金剛般若經疏》）

隋·天台智者說、《金剛經義疏》（指《金剛般若疏》）隋·嘉祥吉藏撰、《金剛經贊述》

唐·大慈恩寺窺基撰、《金剛經疏論纂要》（指《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唐‧大興福寺

宗密述及《金剛經疏記彙編》（指《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宋·長水沙門

子璿記，明‧釋大璸科會。在分析《金剛經講義》意義的生成方式時，也會從這些文

獻中找尋相關的資料。 

以下列舉江味農《金剛經講義》證信序中的二段解釋，示範如何找出《金剛經講

義》的意義生成方式。 

（1）江味農《金剛經講義》證信序中證信序的解釋 

此證信序，又名通序，諸經通有故；亦名經後序，佛初說經，本無此序，至結集時始

加入故；亦名遺教序，佛將涅槃，阿難尊者欽奉遺命，一切經首當置如是我聞，一時

佛在某處，與某大眾若干人俱，等語故。命置如是云云者，證明是佛所說，以起信故。

故曰證信序也。39
 

 

 

江味農《金剛經講義》證信序中證信序的解

釋 

隋‧嘉祥吉藏《金剛般若疏》卷 1 40
 

                                                 
38 參見江味農，《金剛經講義》，頁 873-874。 
39 江味農，《金剛經講義》，頁 128。 
40 《金剛般若疏》，（CBETA, T33, no. 1699, p. 91, c27-p. 9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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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證信序，又名通序，諸經通有故；亦名經

後序，佛初說經，本無此序，至結集時始加

入故；亦名遺教序，佛將涅槃，阿難尊者欽

奉遺命，一切經首當置如是我聞，一時佛在

某處，與某大眾若干人俱，等語故。命置如

是云云者，證明是佛所說，以起信故。故曰

證信序也。 

如來將入泥曰：「阿難心沒憂海不能自喻。」

阿泥樓馳云：「汝是持佛法藏人，所應問者

須及時問。」於是阿難作於四問。最後問

云：「一切經初置何等語。」佛言：「一切

經初當安如是我聞。」遺言令安此六事，

故名遺教序。 

由《金剛經講義》和《金剛般若疏》中文字的比對，可以看到二個文本中有一些

相類似的解釋，有互為文本的關係。江味農居士在解釋證信序時提到證信序、通序、

經後序、遺教序四個詞彙的解釋，並說明他們有同義詞的關係。在解釋經後序、遺教

序、證信序時，提到結集及阿難尊者欽奉遺命及佛說等歷史事件，說明三個詞是在歷

史背景下產生的詞彙意義，具有歷史情境義。 

依上述說明，將證信序的意義生成方式，整理如下表： 

A. 互為文本 

（A）《金剛經講義》 

互

為

文

本 

引

文

來

源 

書名 金剛經講義 

年代 2011 

著者 江味農 

卷期  

頁碼 128 

出版者 佛陀教育基金會 

引文 此證信序，又名通序，諸經通有故；亦名經後序，佛初說經，本

無此序，至結集時始加入故；亦名遺教序，佛將涅槃，阿難尊者

欽奉遺命，一切經首當置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與某大眾若

干人俱，等語故。命置如是云云者，證明是佛所說，以起信故。

故曰證信序也。 

（B）《金剛般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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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為

文

本 

引

文

來

源 

書名 金剛般若疏 

年代 隋 

著者 嘉祥吉藏 

卷期 卷 1 

頁碼 T33, no. 1699, p. 91, c27-p. 92, a2 

出版者 CBETA 

引文 如來將入泥曰：「阿難心沒憂海不能自喻。」阿泥樓馳云：「汝是

持佛法藏人，所應問者須及時問。」於是阿難作於四問。最後問

云：「一切經初置何等語。」佛言：「一切經初當安如是我聞。」

遺言令安此六事，故名遺教序。 

B. 詞彙義 

參照辭典及百科全書來找尋詞彙意義已是一般大眾常用的方法，在此從略。 

此處列出是為表達詞彙義是意義生成的情境參數之一。 

（A）通序 

詞彙義 名稱 通序 

釋義 諸經通有 

同義詞 證信序、通序、經後序、遺教序 

（B）經後序 

詞彙義 名稱 經後序 

釋義 佛初說經，本無此序，至結集時始加入 

同義詞 證信序、通序、經後序、遺教序 

（C）遺教序 

詞彙義 名稱 遺教序 

釋義 佛將涅槃，阿難尊者欽奉遺命，一切經首當置如是我聞，一

時佛在某處，與某大眾若干人俱，等語 

同義詞 證信序、通序、經後序、遺教序 

（D）證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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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義 名稱 證信序 

釋義 命置如是云云者，證明是佛所說，以起信 

同義詞 證信序、通序、經後序、遺教序 

C. 歷史情境 

（A）經後序 

歷史情境 人 佛 

事 佛初說經，本無此序，至結集時始加入。 

時  

地  

物  

（B）遺教序 

歷史情境 人 佛、阿難尊者 

事 佛將涅槃，阿難尊者欽奉遺命，一切經首當置如是我聞，一時佛

在某處，與某大眾若干人俱，等語 

時  

地  

物  

（C）證信序 

歷史情境 人 佛 

事 命置如是云云者，證明是佛所說，以起信 

時  

地  

物  

 

（2）江味農《金剛經講義》證信序中信成就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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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曰如是者，不異為如，無非曰是。凡人相信，則曰如是。不信，必曰不如是。今結

集者一啟口而鄭重言之曰如是，所以明其言言如佛所說，辭義無謬也，（校也，舊版

無。據原稿補。）則足以信今而傳後矣，故曰信成就也。華嚴經曰：信為道元（校元，

舊版作源，經及原稿作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乃入道初門，故列在最初。
41 

 

江味農《金剛經講義》證信序中信成就的

解釋 

唐·大興福寺宗密述《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卷 1 42 

初曰如是者，不異為如，無非曰是。凡人

相信，則曰如是。不信，必曰不如是。今

結集者一啟口而鄭重言之曰如是，所以明

其言言如佛所說，辭義無謬也，（校也，舊

版無。據原稿補。）則足以信今而傳後矣，

故曰信成就也。華嚴經曰：信為道元（校

元，舊版作源，經及原稿作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信乃入道初門，故列在

最初。 

謂信、聞、時、主、處、眾，六緣不具教

則不興，必須具六故云成就。一、信，若

兼我聞合釋，則指法之辭也。如是之法，

我從佛聞。單釋如是者，《智度論》云：「信

成就也。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

信者言『是事如是』。不信者言『是事不如

是』。又聖人說法，但為顯如。唯如為是故

稱如是，又有無不二為如如，非有無為是。」 

 

由《金剛經講義》和《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中文字的比對，可以看到二個文本

中有一些相類似的解釋，有互為文本的關係。江味農居士在解釋信成就時，引用了《華

嚴經》，有互為文本的關係。提到「如是」時，對「如」和「是」有單獨的字義解釋。

信成就的解釋，屬詞彙義的解釋。而信成就因結集事件而來，所以有歷史情境義。 

依上述說明，將信成就的意義生成方式，整理如下表： 

A. 互為文本 

 
                                                 
41 江味農，《金剛經講義》，頁 129。 
42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CBETA, T33, no. 1701, p. 155, c29-p. 156,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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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金剛經講義》 

互

為

文

本 

引

文

來

源 

書名 金剛經講義 

年代 2011 

著者 江味農 

卷期  

頁碼 129 

出版者 佛陀教育基金會 

引文 初曰如是者，不異為如，無非曰是。凡人相信，則曰如是。不信，

必曰不如是。今結集者一啟口而鄭重言之曰如是，所以明其言言

如佛所說，辭義無謬也，（校也，舊版無。據原稿補。）則足以

信今而傳後矣，故曰信成就也。華嚴經曰：信為道元（校元，舊

版作源，經及原稿作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乃入道

初門，故列在最初。 

（B）《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互

為

文

本 

引

文

來

源 

書名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年代 唐 

著者 大興福寺宗密述 

卷期 卷 1 

頁碼 T33, no. 1701, p. 155, c29-p. 156, a6 

出版者 CBETA 

引文 謂信、聞、時、主、處、眾，六緣不具教則不興，必須具六故云

成就。一、信，若兼我聞合釋，則指法之辭也。如是之法，我從

佛聞。單釋如是者，《智度論》云：「信成就也。佛法大海，信為

能入智為能度，信者言『是事如是』。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

又聖人說法，但為顯如。唯如為是故稱如是，又有無不二為如如，

非有無為是。」 

（C）《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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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為

文

本 

引

文

來

源 

書名 華嚴經 

年代  

著者  

卷期  

頁碼  

出版者  

引文 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 

B. 字義 

參照字典來找尋意義已是一般大眾常用的方法，在此從略。此處列出是為表達字義是

意義生成的情境參數之一。 

（A）如 

字義 名稱 如 

釋義 不異 

（B）是 

字義 名稱 是 

釋義 無非 

C. 詞彙義 

（A）信成就 

詞彙義 名稱 信成就 

釋義 今結集者一啟口而鄭重言之曰如是，所以明其言言如佛所

說，辭義無謬也，則足以信今而傳後矣，故曰信成就也。 

同義詞  

D. 歷史情境 

（A）信成就 

歷史情境 人 佛 

事 今結集者一啟口而鄭重言之曰如是，所以明其言言如佛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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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義無謬也，則足以信今而傳後矣，故曰信成就也。 

時  

地  

物  

依上述二個分析的例子，畫成以下二個簡圖，大致可以看到證信序和信成就的

意義，有互為文本、字義、詞彙義及歷史情境等不同的意義來源。  

 

 

 

 

 

 

   

 

 

 

 

本文為筆者碩士論文的一部分，《金剛經講義》意義生成的方式尚在分析中，目

前僅列舉二小段江味農的解釋作示範，初步找到意義的生成方式有：互為文本、字義、

詞彙義及歷史情境等。其中互為文本有二種，一種是來自文本外部，即《金剛經講義》

的參校資料，一種來自文本內部，即《金剛經講義》中引用的文獻。而字義和詞彙義，

在字、辭典或百科全書找尋意義已是普遍的方法，此處列出是為表達字義及詞彙義也

是意義生成的情境參數之一。而《金剛經講義》中找出的字義和詞彙義，未來亦可提

互為文本 

 

詞彙義 

 

字義 

 

歷史情境 

信
成
就 

歷史情境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經後序 遺教序 

《華嚴經》 

如 

證信序 

是 

《金剛經講義》 

證
信
序 

通序 

信成就 

經後序 

信成就 

遺教序 

互為文本 

 

詞彙義 

 

證信序 

《金剛般若疏》 《金剛經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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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為佛學或相關辭典中意義解釋的範例。更詳盡的分析，可參見筆者未來的碩士論

文。 

三、實作  

中央研究院莊德明先生於 2014年開發的「中文文獻處理系統」2.0版。主要有兩

種視窗：一是文件的視窗，稱為「文件夾」，可放入文本內容；一是文件內容結構的

視窗，稱為「知識結構夾」，可建置科判。設計在介面上的標誌工具可以讓使用者自

由的對文本內容作標誌。可移動的視窗方便使用者作科判或文本內容的比對或對照。

以下以不同譯本的《金剛經》及江味農《金剛經講義》為例作示範。框框表示系統上

的工具或說明，→表下一步驟。操作說明如下： 

（一）文件的輸入 

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簡稱 CDP）程式灌入電腦後，將需要標誌的文本存成編碼

為 UTF-8格式的 txt檔，並與 CDP程式放在同一個檔案夾中。 

 

 
 

（二）在 CDP 中放入文件 

1、目錄夾→按文件→新增→新增的文件名稱鍵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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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新增 

 

 

2、按文件→檔案→目前的文件名稱→選文件名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

譯）→待放入或更新的文字檔案名稱→檔名→選要放入的文件→開啟→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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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文件→文件名稱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文件夾一→放入→

文件夾一出現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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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 CDP 中鍵入科判 

1. 目錄夾→按知識結構→新增→新增的知識結構名稱鍵入金剛經講義科判（李慧萍

增補）→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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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錄夾→按知識結構→新增→新增的知識結構名稱鍵入金剛經講義科判（李慧

萍增補）→新增

 

 

2、知識結構→知識結構夾一→選金剛經講義科判（李慧萍增補）→放入→出現知識

結構夾一的新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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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工具列的編輯→允許編輯知識結構或文件打√→知識結構夾一開始編輯金剛經

講義科判（李慧萍增補）的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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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 CDP 中用標誌工具作科判與文本內容的連結 

1、科判與經文的對應連結 

知識結構夾一放入金剛經講義科判（江味農）→文件夾一放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

摩羅什譯）→點選知識結構夾一江味農的科判→點選文件夾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

摩羅什譯）對應的經文→按滑鼠右鍵選標誌 

 

 

2、科判與不同譯本經文的對應連結 

知識結構夾一放入金剛經講義科判（江味農）→文件夾一放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

摩羅什譯）→文件夾二放入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義淨譯）→按滑鼠右鍵選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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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剛經》科判、經文及注疏的對照： 

知識結構夾一放入金剛經講義科判（江味農）→文件夾一放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

摩羅什譯）→文件夾二放入金剛經講義（江味農）→例如按金剛經講義科判（江味農）

的「初誡聽標宗」就可看到對應的《金剛經》經文及江味農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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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筆者科判與江味農解釋的對照： 

知識結構夾一放入金剛經講義科判（李慧萍增補）→文件夾一放入金剛經講義（江

味農）→例如按金剛經講義科判（李慧萍增補）中的遺教序的解釋，就可以查到江味

農對遺教序的解釋。

 

四、結語  

古代譯經雖然沒有很好的環境和紀錄工具，但因為有專業的譯經團隊和譯經方

式，才有高品質的佛典翻譯作品，佛典翻譯作品又經過賢聖大德慎重的解釋，才使正

確的佛學知識可以廣布的流傳。 

佛教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緣起法，達賴喇嘛尊者用整體和部分的關係來了解緣起的

法則，說明整個世界的現象都是依靠緣起的法則而產生的。每件事也都是因著其他因

素的相互依賴才能存在。施萊爾馬赫提出的釋義學循環用於對作品意義的理解。說明

理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常在理解整體與部分之間往復進行，而可逐漸趨近於了解作

者的原意。整體和部分的關係，可以用來說明意義生成的一種情境關係。在研讀佛典

時，先要了解佛典生成的時空背景，掌握經典所要傳達的整體要義，並以一顆平等、

慈悲的心來聽聞或研讀祖師大德們對佛典的解釋，就更易理解佛陀的慈悲和所要教導

我們的修行方法。 

古德在解釋經論主要是以科判來串連經文的內容，而研讀佛典者，也可藉由科判

來掌握佛典的要義。隨著數位佛典的產生，電腦內容標誌發展出來後，科判與佛典內

容的串連變得更加容易。以往數位佛典的標誌方式，多以人去學習一套標誌語言將數

位佛典呈現的各種形式標示清楚讓電腦知道。中文文獻處理系統設計在介面上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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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結構和標誌工具，讓使用者無需學習一套標誌語言，就可以建置科判和自主彈性

的標誌佛典內容，經過電腦標誌後的佛典內容，還能依需求作不同的應用。 

本文以漢譯佛典意義的理解背景及中西方意義與理解相關的理論應用在理解佛

典上，並以江味農《金剛經講義》為例，依江味農居士的科判作意義的分段，再依理

解程度找出文本中最小的意義單位，並給予一個科判名稱，即是從整體的意義中分析

出個別的意義，逐漸架構出筆者理解《金剛經講義》的內容結構，並在中文文獻處理

系統中作了示範和呈現。《金剛經講義》意義的生成方式，初步分析有：互為文本、

字義、詞彙義及歷史情境等，這些可以幫助讀者看到《金剛經講義》中意義不同的來

源，進而更能了解《金剛經》及江味農居士對《金剛經》的理解及所要傳達的訊息。 

數位媒介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也改變了知識處理的方式，佛教與佛學

也因數位媒介而傳布的更遠、更廣。意義因情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義涵，數位化後

的佛典，佛學學者分析提供佛典意義的情境來源，資訊專家撰寫電腦認得的語言，二

者合作將是未來數位佛典走向協助人們作意義理解的重要關鍵。而發展電腦內容標誌

提供了二者合作的最佳機會。 

筆者對佛典所作的意義分析和找出意義生成的方式為前人未曾作過的嘗試，限於

個人學識經驗，難免有許多疏漏的地方，盼多給予指正，並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人能投

入意義生成方式及電腦內容標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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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姝貞∗
 

 

摘要  

過去在佛典研究上，學者重梵文原典或義理層面的探討，固值得嘉許，但亦應探

討漢譯佛典的重要性及其修辭風格。一般而言，作品的優劣，除必須有豐富的內容之

外，端視是否具備真誠懇摯的情感，以及優雅動人的修辭；內容、形式、風格俱備，

才是好作品。經典的翻譯亦然，從古代譯場中，有「潤文」一職，即可得知。譯經在

文辭之運用方面，也極講究修辭的巧妙；不如此，將無法充分呈顯經典的豐富內涵。

此外，唐代智周大師對因明學的抉發──「論莊嚴」，即是現代的文法與修辭。 

文章的內容與形式有密切的關係，作家又各有自己的語言風格，加上語文隨著個

人之特質，而有種種不同之措辭方法；因而，可據以判斷一作品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

面對作品，如能分析各種文章的修辭方法與風格，不僅能準確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

更能領會出其語言藝術。 

因此，「修辭分析」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透過比較、分析、探索其規律，更

可提高自己的語文閱讀、欣賞、表達與理解能力。有鑒於修辭對文章理解的重要性，

本文將針對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修辭風格，進行分析探討，以了解《勸發菩提心

集》之語言特色。 

唐代正處於中國修辭學發展的延續期，因此，其自有一定程度之基礎。當時的慧

沼是一位思想澄明、心境豁朗的法師；他以廣遠的視野、精審的態度，對發菩提心之

相關資料，加以斟酌去取，條分縷析，筆端中常蘊含引人深思的哲理。《勸發菩提心

集》中，不但充滿了生活智慧，而且運用了多種修辭技巧所造就的語言藝術，益發令

                                                 
∗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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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景仰。 

為了完整地表達慧沼的佛學思想，本文主要採用歸納方法，將《勸發菩提心集》

中較具特色的修辭法，如：譬喻、映襯、排比、引用、設問、析字等，一一舉例說明。

而為便於分析，則依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所述，將《勸發菩提心集》中重要的辭格

加以舉例分析。有關陳氏對辭格的分類如下： 

（一）材料上的辭格：指就客觀事象而進行的修辭。如：譬喻、引用、映襯。 

（二）意境上的辭格：指就主觀心境而進行的修辭。如：設問等。 

（三）詞語上的辭格：指一切利用詞語因素形成的修辭。如：析字等。 

（四）章句上的辭格：指一切利用章句結構的修辭。如：排比等。 

因篇幅所限，未能全部討論，僅介紹《勸發菩提心集》中的譬喻辭格。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修辭、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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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章必須藉由文字來表達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因此，一篇出色的作品、一本傑出

的著作，在內容上，必定要具有真摯感人的情意；在形式上，也須要具有優雅生動的

文辭。如果只有真摯感人的情意，而無優雅生動的文辭，就好像未經雕琢的璞玉，雖

內含美好的本質，卻無法嶄露光芒；反之，倘若只有優雅生動的文辭，但無豐富的義

理內容，就如同虛有其表的人，徒有華麗的外表。所以形式與內容二者互為表裡，相

得益彰，缺一不可。而形式加上內容後所孕育出的風格，則展現各自的樣貌，多彩且

多姿。 

在佛典的研究上，過去學者多半偏重於梵文原典或義理層面的探討，比較忽略漢

譯佛典的重要性及其修辭風格。因此，筆者在探討慧沼《勸發菩提心集》思想之後，

又進一步探討《勸發菩提心集》特出的修辭風格。 

經典的翻譯也必講求使用優雅動人的文辭，以及文辭運用的技巧，所以，古代譯

場中，即有「潤文」一職。譯經在文辭之運用方面，是極需講究修辭巧妙；不如此，

將無法充分呈顯經典的思想內涵。 

作者各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有種種不同的措辭方法；所以，讀者如能分析各種文

章的修辭方法與風格，不僅能準確理解文章的思想內涵，更能領會其特有的語言藝

術。可見修辭研究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透過比較、分析、探索其修辭規律，可提

高自己的閱讀、欣賞、分析與表達能力。 

有鑒於修辭對文章理解的重要性，本論文針對《勸發菩提心集》的修辭風格，進

行深入的分析探討，從而可以了解《勸發菩提心集》語文風格的特色。 

慧沼是一位思想澄明、心境豁朗的法師，他以廣遠的視野、精審的態度，針對發

菩提心的相關資料，加以斟酌去取，條分縷析，筆端常蘊含引人深思的哲理。《勸發

菩提心集》中，不但充滿了生活智慧，且運用了多種修辭技巧所形成的語言藝術。至

於慧沼大師的生平、事蹟、佛學成就等，請詳參拙著《勸發菩提心集研究》。 

為了完整地表達論文主旨，本文主要採用歸納法，將《勸發菩提心集》中，較具

特色的修辭法，如：譬喻、映襯、排比、引用、設問、析字等六種重要修辭方式，一

一舉例說明。而為便於分析，依陳望道（1890~1977）《修辭學發凡》所述，選擇《勸

發菩提心集》中重要的辭格加以舉例研討。陳望道對辭格之分類 
1
 如下： 

                                                 
1
 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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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上的辭格：指就客觀事象而進行的修辭。如：譬喻、引用、映襯。 

（二）意境上的辭格：指就主觀心境而進行的修辭。如：設問等。 

（三）詞語上的辭格：指一切利用詞語因素形成的修辭。如：析字等。 

（四）章句上的辭格：指一切利用章句結構的修辭。如：排比等。 

由於篇幅所限，未能將引用、映襯、設問、析字、排比依序介紹，在此僅闡明譬

喻之相關內容。將從譬喻的意義、漢譯佛典中譬喻的性質、譬喻的原則、譬喻的種類

等四面向，加以探討。 

二、譬喻的意義  

譬喻，是一種簡易又巧妙的描述手法，也是各種文體常用的修辭方法，無論是記

敘文、抒情文、論說文或詩、詞等，都經常運用譬喻來增強文章感人的效果。由於譬

喻不但能使陌生的事物，呈現熟悉的形象，使人理解，而且能使難以抒發的情懷，變

得鮮活生動，引人共鳴；也能使抽象難知的道理，成為具體易懂的事理，令人信服。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在其《修辭學》

中，清楚的揭示修辭的三大原則：善用比喻、善用對比、要求生動 
2 。他有關譬喻

的名言，千古傳誦，例如： 

世間唯比喻最不易得；諸事皆可學，獨作比喻之事不可學，蓋此乃天才之標誌

也。3 

此說明比喻猶如天才般的難能可貴。 

中國修辭學家秦牧（1919~1992），在〈譬喻──語言藝術之花〉、〈譬喻之花〉二

文中，各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妙喻，說： 

譬喻，可以說是語言藝術中的藝術，語言藝術中的花朵。4 

精警的譬喻真是美妙！它一出現，往往使人精神為之一振。它具有一種奇特的

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來，複雜的道理突然簡潔明瞭起來，而且形象生

                                                 
2
 亞里斯多德著、羅念生譯，《修辭學》，頁 176~181。 

3
 同上，頁 176。 

4
 秦牧著，《藝海拾貝》，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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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耐人尋味。5 

由上述可知「譬喻」的重要性，不但能使道理化繁為簡，更能使之生動達意。此

外，藏經中也常常有：「智者因喻而得解」6
 之說。 

「譬喻」既是佛陀說法常用的方式之一 
7，同時也是漢語文中最常見且非常簡便

的修辭技巧。據丁敏的研究指出： 

佛典獨有的「阿波陀那」譬喻，也以其特殊的風貌，成為連結世俗與神聖的橋

梁。藉由「譬喻」，文學與宗教得以遇合，以豐沛的想像力，精心運用多迴響

多豐韻的修飾語言，注入宗教的奧義中；使文字媒介和訊息深刻互動，映顯出

直覺的形象，而開掘出內蘊的意旨。匯聚成瑰麗壯觀繁複多樣的佛教譬喻文

學，直接觸動人的宗教情懷。因此，佛教的譬喻文學，是讓人能以欣賞故事的

閒適心情來感受佛理的奧義，感受聖界與俗世間的連繫，它是進入佛理奧義的

方便法門。譬喻文學，有如佛教森林裡最美麗的花叢，當人著迷於姹紫嫣紅的

繽紛時，已不自覺地走入更深的林中。8 

其旨在說明「譬喻」在佛典中的重要性，以及藉由故事性的敘述，使深奧的「隱

義」、「本義」，皆能明淨易解，進而領悟佛典的奧義。 

三、漢譯佛典中譬喻的性質  

丁敏更將漢譯佛典中譯為「譬喻」的梵語，依性質分為三類9
 ，茲將內容略整理

如下： 

1. 相當於修辭學中的譬喻。如 upamA, aupamya, sadRZa等。10
 

黃慶萱在《修辭學》一書中，對譬喻下的意義：「譬喻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

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之點，說話作文時運用『那』有類似點的事

                                                 
5
 同上，頁 158。 

6 《十門辯惑論》，《大正藏》冊 52，第 2111號，頁 554中 21。 

7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1。 

8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1~2。 

9
 同上，頁 6~11。 

10
 同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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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來比方說明『這』件事物的，就叫譬喻。」11
 

黃先生並認為譬喻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心理學上的「類化作用」──利用舊經

驗引起新經驗。此外，認為完整的譬喻，是由「喻體」、「喻依」、「喻詞」三者配合而

成。所謂「喻體」，是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喻依」，是用來比方說明此一主體的另

一事物；「喻詞」，是連接喻體和喻依的語詞 
12

 。 

符合上述的「以彼喻此」的修辭方法，印度人是非常喜歡使用的。印度人喜歡運

用譬喻的方法，將深奧的哲理巧妙而淺顯明白的宣示出來。到了佛教興起，譬喻的方

法與故事，更是散見在佛教的經、律、論三藏典籍中，如：《雜阿含經》卷一○說：「今

當說譬，大智慧者，以譬得解。」13
 

2. 例證 dRSTAnta, nidarZana, udaharaNa等。是因明三支（宗因喻）中譬喻支的「喻」。

係論述某一教說後，作為「實例」、「例證」的陳述語 
14。此種方式被運用在佛典中，

是在說理之後，敘述一個故事做為例證，以加強其說服性。 

3. avadAna（apadAna），音譯為阿波陀那，意譯為譬喻等，意即以譬喻宣說法義，

使義理明白易解。譬喻是佛教經典撰述的十二種體裁之一，也是一種佛教的文學形

式。初期的阿波陀那，散見在四阿含和律部諸書中。其最根本的性質是記載佛及弟子、

居士等聖賢之行誼風範；後又在本有的特質上，加入「業」的學說，強調因果業報，

業習牽引之事。而阿波陀那的作用，常是做為教化之用，或闡發義理，或說明戒律，

而有舉例、譬喻的效用產生。15
 

由於譬喻具有上述之特性，因此也很常與本生、因緣等，共同做為闡發教理的譬

喻或例證。如《大智度論》中說：「有因緣故言有理，譬喻故善顯示。」16
 又，「富

樓那於四眾中，用十二部經，種種法門、種種因緣譬喻說法，能利益眾生第一。」17
 

由此可知，以十二部經中之因緣、譬喻來說法，能饒益眾生，使契入佛法。因此，阿

波陀那也在用法上有著譬喻的效用。 

尤其在律藏中更為豐富，往往引用有關的故事來作為例證，以為衡量處置方式之

                                                 
11

 黃慶萱，《修辭學》，頁 22。 

12
 同上。 

13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第 99號，頁 71中 20。 

14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9。 

15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10。 

16
 《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第 1509號，頁 243上 23。 

17
 《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第 1509號，頁 440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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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依據。例如《十住毘婆沙論》卷八：「若遇持律者，應當請問起罪因緣、罪之輕

重、滅罪之法，及阿波陀那事。問已修學行。」18 

據丁敏之研究指出：「upamA與 dRSTAnata 均在本質上具有譬喻之性，可稱為『本

質的譬喻』，而 avadAna 在本質上並不具有譬喻之性，是被運用成為譬喻例證的內容，

而可稱之為『用法的譬喻』。」19
 足見上述三者，雖皆漢譯為譬喻，但仍有其差異性。 

四、譬喻的原則  

一般學者研究譬喻的原則，主要有下列五個 
20

 ： 

1.譬喻的喻體與喻依在本質上必須迥異，不宜太相近。 

2.要以易知說明難知，以具體形容抽象，以警策彰顯平淡。 

3.進而求其切合情境，要求神似。 

4.要求富於聯想，意蘊豐富。 

5.運用上兼採其他辭格，靈動多姿。 

這五原則，也就是譬喻時所應注意的事項；吾人若能適當地巧妙運用，將有助於

道理的闡釋、文辭意境的美化，以收意在言外的微妙效果。 

五、譬喻的總類  

關於譬喻的種類，依沈師謙（1947~2006）對譬喻修辭法的分類，計有：明喻、隱

喻、略喻、借喻、博喻等五種。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運用譬喻修辭法頗多，以採

「博喻」為最多。以下試以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之文為例，只針對明喻、隱喻、博

喻三者分別闡述： 

（一）明喻 

                                                 
18

 《十住毘婆沙論》，《大正藏》冊 26，第 1521號，頁 63上 11。 

19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11。 

20
 沈師謙著，《修辭學》，頁 2。第二點、第五點沈師有修改、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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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喻」的基本構成方式是：甲（喻體）像（喻詞）乙（喻依）。21
 這是一種明顯

的比喻。喻體、喻依二者之間常用：像、好像、就像、竟像、真像、如、如同、好比、

譬如、宛如、就如、恍如、真如、正如、誠如、有如、有若、有類、有同、猶如、猶、

猶之、似、一似、好似、恰似、一樣、一般、「像……似的」、「如……一般」、彷彿、

若、比方說、儼如、儼然等喻詞加以聯接。《勸發菩提心集》運用此法的要例如下： 

1、藥珠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三、顯勝門〉引用《瑜伽師地論》，說明第一義發心的

願位殊勝： 

利益眾生，猶如藥樹，如如意珠，生遇皆益。22 

此以「藥樹」、「如意珠」為喻依，「猶如」、「如」為喻詞，說明菩薩願從現在至

未來均可利益眾生，就好像可以治癒疾病的藥樹，以及能超出眾寶物，讓事事順心如

意，滿足眾生願望的寶珠一般，凡值遇的眾生，皆能獲益。 

2、初發心喻 

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五、勸發勝劣重廣門〉中引用《發菩提心經論》，

舉喻顯勝： 

諸佛子：菩薩初始發菩提心，譬如大海初漸起時，當知皆為下、中、上價，乃

至無價如意寶珠，作所住處，此寶皆從大海生故。菩薩發心亦復如是，為三乘

人，禪定智慧，一切功德之所生處。23 

此處以「大海」為喻依，說明菩薩的初發心，如同大海的漸起；能生得各種不同層次

的價值，乃至無價的如意寶珠，藉以凸顯菩薩發心的彌足珍貴。就如同以廣闊深邃的

大海，能蘊藏真珠、珊瑚等無量珍寶，來比喻博大（三乘人）精深（「禪定智慧」）的

佛法，皆源於菩薩初始所發的菩提心。 

3、戒殺喻 

                                                 
21

 沈師謙著，《修辭學》，頁 5。 

22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77中 12。 

23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78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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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中，勸持五戒，以防種

種過患。詳細內容如下： 

復次，殺生為罪中之重。何以故？人有死急，不惜重寶，但以活命為先，譬如：

價24
 客入海採寶，垂出大海，船破寶失而自慶喜，眾人怪言：「汝失財物，裸

形得脫，云何喜言幾失大寶？」答：「一切寶中，人命第一！」人為命故求寶，

不為財故求命，以是故？佛十不善道等中，殺最在初。若人種種修諸福德，而

無不殺生戒，則無所益，何以故？雖在富貴處生，勢力豪強而無壽命，誰受此

樂？故諸罪殺罪重，諸功德不殺勝。又世間中，惜命為第一，何以知之？一切

世人甘受形25
 種種考掠，以護壽命。26

 

此以「賈客入海採寶」為喻依，藉以說明生命的珍貴。由船破寶失而自慶喜未失

大寶──性命，足見生命比身外之財寶還重要，所以，「世間中，惜命為第一」。若要

維護生命，必先戒殺，因為諸罪之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最勝。 

4、戒忍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五、受益門〉提及有關戒忍之譬喻，內容如下：  

然戒喻老人，忍喻於杖，無杖則蹶；忍為戒杖，扶人至道。戒生勤者：持戒之

人，疲厭世苦，老、病、死患，心生精進，必求自脫，亦以度人，譬如：野干

在林樹間，依隨師子及諸虎狗27 ，求其殘肉以自存活，有時空乏，夜半踰城

入人舍，求肉不得，屏處睡息，不覺夜曉，惶怖無計，走則慮不自免，住則懼

畏死痛，便自定心，詐死在地。眾人來見，有一人言：「我須野干耳。」即便

截取。……野干心念：「取者轉多，儻取我頭，則無活路。」即從地起，奮其

                                                 
24

 據《勸發菩提心集》之引用原典《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第 1509號，頁 155中 23）

所載，「價」字應作「賈」字。 

25
 《大正藏》校勘欄：形＝刑罰。 

26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84下 3。 

27
 《勸發菩提心集》，（R98,p247a14）上作「氳」字，另據《勸發菩提心集》之引用原典《大

智度論》（《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第 1509 號，162 下 27）所載為「豹」字。又因

「氳」為「豹」之異體字，因此「狗」字應作「豹」字。請參閱拙作《勸發菩提心集研究》，

頁 68：「《勸發菩提心集》各版本用字異同一覽表」，序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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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絕踊間關，逕得自濟。行者之心，求脫苦難，亦復如是。28
 

此則譬喻以「老人」、「杖」為喻依，說明「戒」需要「安忍」的扶助，才不會導致失

敗，且能產生精進。又以「野干」為喻依，說明精進以自度度人；而一般人雖冀求脫

離苦難而不可得或是功敗垂成，實在皆因不夠精進而苟且偷生所致。 

5、七似饒益喻 

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卷下〈十二、七似饒益門〉中引用《大乘莊嚴經論》〈功

德品〉，說明菩薩饒益眾生的種種角色。其內容如下： 

菩薩有七似饒益：一、似母；二、似父；三、似善友；四、似同侶；五、似健

奴；六、似闍梨；七、似和上。29
 

此以「母」、「父」、「善友」、「同侶」、「健奴」、「闍梨」、「和上」為喻依，用「似」

字當喻詞，將菩薩之七種角色功能表露無疑。說明菩薩為饒益眾生，猶如父母愛育子

女呵護備至、善友教導弟子離惡向善、健奴對主人無微不至的照顧、軌範師教授弟子

戒法、親教師教授弟子法義等七種角色，對於眾生的生身與慧命，皆有重要的啟發與

影響。 

（二）隱喻 

隱喻又稱暗喻。「隱喻」的基本構成方式是：甲（喻體）是（喻詞）乙（喻依）。這

種比喻雖與明喻同樣是喻體、喻詞、喻依三者齊備30
 ，但其以判斷形式出現，使得

喻體與喻依的關係比明喻更進一層，而成為「一體」或「相等」的關係，更增強喻體

與喻依之間的密切契合。隱喻常用的喻詞有：是、就是、皆、當、算、叫、做、為、

成、成了、成為、變成、化成、當成、當作、看作、等於、無異於、「與……無異」、

「……也」、「……等」。 

1、捨戒喻 

有關戒律方面，慧沼《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一、讚受戒門〉中提及： 

                                                 
28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87上 25。 

29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400下 20。 

30
 沈師謙著，《修辭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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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菓、服藥，與禽獸無異。31
 

他以「禽獸」為喻依，說明眾生如果棄捨戒律，雖山居苦行，只食用水果等，但實際

上，卻與禽獸並沒有兩樣。 

2、修行無盡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十四、勝劣門〉提及菩薩為教化無量無邊苦惱眾生，皆

悉安置於涅槃樂中，因而修行無盡，說道： 

無量盡者：譬如長者財富無量，是大捨者、是大慈者、行大悲者、大商主者，

憐愍一切諸眾生故。修行者、不退心者起如是心：「我能與彼一切眾生無量無

邊安穩之樂。」……菩薩亦行以住深心，為諸眾生住安穩心，起大精進心，作

是思惟：「我當教化無量無邊苦惱眾生，皆悉安置涅槃樂中。」是故菩薩修行

無盡。32
 

此段先以「長者財富無量」為喻依，藉由財富無量的長者明喻修行無盡的菩薩；

再以「大捨者」、「大慈者」、「大悲者」、「大商主者」四喻依，來隱喻菩薩為了讓眾生

離苦得樂，而廣行布施、慈視有情、悲憫眾生、供給所需等作為，更增加喻體與四個

喻依之間的密切契合。亦即說明菩薩是一位大捨、大慈、大悲、大商主者。此段兼有

「博喻」之效果。 

3、親近善士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十五、善友門〉，引用《佛說法句經》之二十一種譬喻，

來顯揚善知識的無量功德。如：  

善男子！善知識者，是汝父母，養育汝等菩提身故；善知識者，是汝眼目，示

導汝等菩提路故；是汝腳足，荷負汝等離生死故；是汝梯蹬，扶持汝等至彼岸

故；是汝飲食，能使汝等增長法身故；是汝寶衣，覆蓋汝等功德身故；是汝橋

梁，運載汝等度有海故；是汝財寶，究攝汝等離貧苦故；是汝日月，照曜汝等

離黑闇故；是汝身命，護惜汝等無有怖時故；是汝鎧杖，降伏諸魔得無畏故；

是汝鄱〔緪〕繩，挽拔汝等離地獄故；是汝妙藥，療治汝等煩惱病故；是汝利

刀，割斷汝等諸愛網故；是汝雨，閏漬汝等菩提牙故；是汝燈明，能破汝等五

                                                 
31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84上 12。 

32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93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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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闇故；是汝善標，教示汝等趣正道故；是汝薪火，成熟汝等涅槃食故；是汝

弓箭，射殺汝等煩惱賊故；是汝勇將，能破汝等生死軍故；是汝如來，破汝煩

惱至涅槃故。善男子！善知識者，有如是等無量功德，是故我今教汝親近。33
 

這是由二十一個隱喻所組成的博喻，說明親近善知識之益處。善知識者是喻體，

用喻詞「是」字，以「父母」、「眼目」、「腳足」、「梯蹬」、「飲食」、「寶衣」、「橋梁」、

「財寶」、「日月」、「身命」、「鎧杖」、「鄱〔緪〕繩」、「妙藥」、「利刀」、「雨」、「燈明」、

「善標」、「薪火」、「弓箭」、「勇將」、「如來」為喻依，闡明善知識對眾生之重要性及

無量功德，因此，教導眾生必須親近善知識、多聞熏習、如理思惟，進而如法修行。

此段文句兼有博喻之效果。 

（三）博喻 

「博喻」，又稱「連比」，是用：「兩個以上的喻依譬喻形容同一個喻體。」34
 也

就是說「喻依」可以有許多個，但是「喻體」卻只能有一個。如此從不同角度反復設

喻，頗能加強語意，更能增添氣勢，使句子勁健奔騰，文氣壯盛動人，以增進說服力。

正符合劉勰《文心雕龍．比興》所楬櫫的：「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

者也。」35
 「颺言」，往往設辭誇張，翻空易奇，所以要設喻才能「切事」。博喻的

方式，有明喻、隱喻、略喻、借喻四種情形。 

丁敏在其「增數譬喻」文中指出：「在佛經中有許多以一連串五花八門的形象，

來表達一種佛理或修證境界的譬喻，稱之為博喻。這些博喻中，有部份有名的譬喻是

以數目名稱出現，如：六喻、九喻、十喻等，而其各有不同之內容。」36  

由上述可知「博喻」是由兩個以上之喻依，來共同形容同一個喻體。 

茲將《勸發菩提心集》中有關博喻之例，舉例說明如下： 

1、發心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三、顯勝門〉論述發心之殊勝之後，為強化對「發心」

的認識，接著於卷上〈四、譬喻讚歎門〉中，藉由博喻所組成之二十二個明喻來讚歎

菩薩發心之殊勝。其內容如下： 

                                                 
33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94上 11。 

34
 沈師謙著，《修辭學》，頁 45。 

35 陸侃如、牟世金譯注，《文心雕龍譯注（下冊）》，頁 202。 

36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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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喻」偈云： 

如地如淨金，如月如增火， 

如藏如寶篋，如海如金剛， 

如山如藥王，如友如如意， 

如日如美樂，如王如庫倉， 

如道如車乘，如泉如喜聲， 

如流亦如雲，發心譬如是。 

譬如地者，最初發心亦復如是，一切佛法能生持故。 

譬如淨金者，依相應。發心亦如是，利益安樂不退壞故。 

譬如新月，勤相應。發心如是，一切善法漸漸增故。 

譬如增火，極依相應。發心如是，益薪火熾積行依極故。 

譬如火37 藏，檀波羅蜜相應。發心亦如是，以財周給，亦無盡故。 

譬如寶篋，尸羅相應。發心亦如是，功德法寶從彼生故。 

譬如大海，忍波羅蜜相應。發心亦如是，諸來違逆，心不動故。 

譬如金剛，進相應。發心亦如是，勇猛堅牢，不可壞故。 

譬如山王，禪波羅蜜相應。發心亦如是，物無能動，以不亂故。 

譬如藥王，般若相應。發心亦如是，惑智二病，此能破故。 

譬如善友，無量相應。發心亦如是，一切時中，不捨眾生故。 

譬如如意，神通相應。發心亦如是，隨所欲現，能成就故。 

譬如盛日，攝相應。發心亦如是，如日熟穀，成熟眾生故。 

譬如美樂，辨相應。發心亦如是，說法教化，攝眾生故。 

譬如國王，量相應。發心亦如是，能為正道，不壞因故。 

譬如倉庫，聚相應。發心亦如是，福智法財之所聚故。 

譬如道路，覺分相應。發心亦如是，大聖先行，餘隨行故。 

譬如車乘，止觀相應。發心亦如是，二輪具足，安樂去故。 

譬如湧泉，總持相應。發心亦如是，聞者雖多，法無盡故。 

譬如喜聲，法印相應。發心亦如是，求解脫者，所樂聞故。 

譬如河流，自性相應。發心亦如是，無生忍道，自然而流，不作意故。 

譬如大雲，能成世間方便相應。發心亦如是，示現八相成道，化眾生故。38 

                                                 
37

 《大正藏》校勘欄：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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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喻」中，喻體只有「發心」，喻依卻有「地」、「淨金」、「新月」、「增火」、

「大藏」、「寶篋」、「大海」、「金剛」、「山王」、「藥王」、「善友」、「如意珠」、「盛日」、

「美樂」、「國王」、「倉庫」、「道路」、「車乘」、「湧泉」、「喜聲」、「河流」、「大雲」等

二十二個天然生成的山河及世間特殊的人、物。發心當然不是上述二十二個喻依；但

是，不如此形容，似乎不足以表現菩薩發心的種種殊勝。以上二十二種喻依與喻體「發

心」，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事物，但其間具有微妙相似之處，再藉由喻詞（如、

譬如），把喻體（發心）和二十二種喻依聯接起來，自然道理鮮明、形象生動。這樣的

發心與諸譬喻之間，有什麼相似的意義？茲分述如下： 

（1）譬如大地是人類萬物棲息生長的場所，菩薩的最初發心也是像大地一樣，

能生長一切功德。因為一切佛法能依菩薩的最初發心而生長，進而讓菩薩一生乃至多

生受持諸佛所說無量無盡的教法，而具足大威德力。 

如《寶雲經》中說：世間「地」，有十義：「一者、廣大；二、眾生依；三、無好

惡；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種子所依；七、生眾寶；八、生眾藥；九、風不

動；十、師子吼亦不能驚。菩薩亦爾。」39 

○1 廣大義：即遍一切時、處。比喻菩薩發菩提心，長劫度生、善巧方便、法門無

量，廣大而無有邊際。 

○2 眾生依：因為有情無情皆依大地而安住。比喻菩薩發菩提心堪為一切眾生所依

怙。 

○3 無好惡：猶如大地具平等性，無好惡之區別，對於淨既不會耽著歡喜，對於汙

穢也不會瞋恚。比喻菩薩發菩提心，等視眾生，離貪瞋好惡，愍念有情。 

○4 受大雨：天降大雨，所有的器皿皆有充滿之時，唯獨大地能容納貯存無量大雨。

比喻菩薩發菩提心，堪能受持佛陀之大法雨。 

○5 生草木：一切草木皆從大地生長。比喻世間的一切功德皆依菩薩發菩提心而有。 

○6 種子依：一切種子皆依大地而得生長。比喻一切眾生皆依菩薩播種菩提種子，

發芽而漸至茁壯、開花、結果。 

○7 生眾寶：大地蘊藏無量寶藏；猶如菩薩發心能以一切功德法財（即六度萬行），

                                                                                                                                        
38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77下 3~378上 5。 

39 《觀音義疏記》，《大正藏》冊 34，第 1729號，頁 957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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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眾生，無有窮盡。 

○8 生眾藥：一切藥材，無不從大地而生長；比喻菩薩發心能以種種法藥，善巧方

便地普治眾生之貪、瞋、癡等煩惱病。 

○9 風不動：颶風能摧毀破壞眾物，唯獨不能毀壞大地。比喻菩薩發心，不為世間

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四違與四順的八種能煽動人心之事40 所撼動。 

○10吼不驚：獅子一吼，眾獸聞之皆怖畏。比喻佛說法，諸魔恐怖，唯獨菩薩發菩

提心，悲心深徹，與空無我慧相應，方能不驚不怖。 

（2）譬如經過冶煉後的純淨金屬，能應眾生之各種需求，打造成各式各樣的飾

品，而與依從相契合。菩薩發心也如同淨金依從眾生所需一般，因為菩薩為利益安樂

眾生，必須依眾生各種根機的需求，運用各種善巧方便來引導眾生，且永遠不會退壞

菩提心。 

義淨在《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第二（末）〈分別三身品〉對「淨金」一詞作如

下的說明：「以真如理與本無漏種，合喻金礦。得淨金者，合喻果德。隨意迴轉作諸

嚴具。喻性相功德，皆依如理。」41 慧沼於《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第三（本）（三身

品末）解釋為：「為燒練，喻不退地心、一生補處心、金剛心。得淨金，喻如來地心，

士用果。經隨意迴轉作諸鐶、釧種種嚴具，雖有諸用，金性不改。贊曰：望得涅槃為

離繫果；得常、樂、我、淨，如作鐶、釧等，然不失真如性。若望菩提總士用果；諸

鐶、釧等，即定智生一切功德，能不失定慧，性並如金不改。」42  此藉由燒練而冶

煉出來的純金，不論加以打造成各式各樣眾生所需的裝飾品，其本質仍為純金，來比

喻由士夫（人）造作之力，成辦種種事業，達成預期目的果體，稱為士用果。用以譬

喻歷經千錘百鍊的菩薩，因為福慧具足，而能以各種善巧方便之法來化育眾生，使眾

生離苦得樂，縱使面對各種險阻，菩薩的發心也永遠不會退壞。 

                                                 
40 《佛地經論》卷五（《大正藏》冊 26，第 1530號，頁 315中 18）：「世間諸法有八種：一、

利；二、衰；三、毀；四、譽；五、稱；六、譏；七、苦；八、樂。得可意事，名利；失

可意事，名衰。不現誹撥，名毀；不現讚美，名譽；現前讚美，名稱；現前誹撥，名譏；

逼惱身心，名苦；適悅身心，名樂。如是八種總有二品。四違名苦，四順名樂。」 

41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大正藏》冊 39，第 1788號，頁 209上 17。 

42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大正藏》冊 39，第 1788號，頁 226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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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譬如月亮，從新月至滿月的漸漸增長，能與四正勤無間相契合。菩薩發心

也猶如新月，經由四正勤無間地廣行眾善，止息諸惡，調御身心，修學一切善法，以

進趣涅槃境界，因此一切善法得以漸漸增長。  

（4）譬如添增薪柴以助長火勢，能依之而達到最旺盛，而與極依相契合。菩薩

發心也猶如添加薪柴以讓火勢更加旺盛熾然，這是由於菩薩長久積極實踐六度四攝，

從事自利利他之事，而使菩薩行的果德依之達到最究竟的如來境界。    

（5）譬如大寶藏能提供眾生所需的物品，而與財施、無畏施、法施相契合。菩

薩發心猶如大寶藏，不但能無有斷盡地運用財物賙濟救助眾生，更能透過說法教化，

讓眾生遠離怖畏，皆能離苦得樂。    

（6）譬如從百寶箱可得各種寶物，能與依戒修行而得各種果報相契合。菩薩發

心就如同廣納眾寶的百寶箱，因為一切功德法寶皆從持戒而產生。    

（7）譬如大海能容納百川，而與最高度的容忍相應。菩薩發心也是如此，面對

一切違背忤逆之事，內心皆能不受到動搖。闡明具有「不念舊惡，不憎惡人」的寬容、

平等胸襟者，才能夠成就菩提大業。 

（8）譬如不為萬物所破壞，但能摧破一切的金剛，能與依佛法修善斷惡努力不

懈的精進功能相應。菩薩發心也是如此，猶如勇猛堅固牢不可壞的金剛，不能被破壞，

且能進修一切善法，斷除一切惡法。 

（9）譬如高出一切小山的山王，不為颶風所撼動與最高的靜慮功用相應。菩薩

發心修學，專注不亂，同入如來智海，定慧均等，超越一切二乘諸行，離染清淨，所

以不為萬物所擾亂。 

（10）譬如藥王能以智慧辨別眾生身心之病苦，而施予良藥救治眾生，恰如智慧

能破一切煩惱的義利相契合。菩薩發心也是如此，能藉由智慧善巧方便地隨機說法，

令眾生體解正法，而破除眾生的解脫障及智障等煩惱。也就是菩薩發心廣行六度時，

一一皆能對眾生產生利益，並教導眾生永離一切解脫障及智障，猶如藥王能以大智慧

（無分別智）善知眾生之根性，而隨順調伏，讓眾生皆能趣向菩提。 

（11）譬如善士能以無限慈愛之心誘導學友，止惡行善，無時或忘，與無量心相

應契合。菩薩發心也如同善友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利益眾生，在一切時中，不捨棄一

切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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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譬如隨欲所現的如意寶珠，與四如意足的神通功用相契合。菩薩發心也是

如此，能隨順眾生之所需，進而使之一一實現，以成就眾生的種種心願。 

（13）譬如太陽的化育萬物，其義與攝受成熟相契應。菩薩發心也是如此，猶如

太陽成熟稻穀，來攝受化導眾生，使其善根成熟而趣向解脫。 

（14）譬如傳達思想感情的各種優美樂音，能夠讓聽眾一一紓解壓力、調適心理，

進而心曠神怡、身心安頓，其義與分辨根性而施四無礙辯相應。菩薩發心也是如此，

藉由辨別眾生根器，契理契機地以四無礙智，應機說法教化，攝受化導眾生，成熟利

根而趣入正道。 

（15）譬如國王能頒布各種法律和制度，作為人民的生活準則，而與作為依循的

法則度量相契合。菩薩發心也是如此，能為眾生指引正確的修學方法與途徑，以不破

壞成就菩提大業的原因。 

（16）譬如倉庫，能與聚集屯積之義相應。菩薩發心也是如此，能努力廣學多聞、

自利利人，以聚集廣大的福智法財。 

（17）譬如光明的道路，能與邁向正覺之義相契合。菩薩發心也是如此，大聖（佛）

先發菩提心、動大悲心、與無我空慧相應而行六度、四攝，廣度眾生，菩薩行者跟隨

其後而行之。 

（18）譬如車乘具足雙輪能運載人或物品，到達目的地，其義與菩薩發心透過定

慧邁向佛的境界相契合。菩薩發心也是如此，定、慧二輪具足，才能安樂地前進，以

邁向佛果的無上菩提。  

（19）譬如湧泉不斷而滋潤群生，能與總攝憶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之念慧力相契

合。菩薩發心也如同湧泉的源源不絕，因總攝憶持佛法，故於眾中說法時，對所說之

義理具有無所怖畏的自信，進而由了知眾生根性之利鈍，施與相契合的說法，使眾多

的聽聞者法喜充滿，是因為菩薩廣學多聞，悲智雙運，能總攝一切法，持受無盡法義

的緣故。 

（20）譬如令人歡喜的微妙聲音，能使人樂而忘憂，與三法印（或一實相印）能

令行者離苦得樂趣向解脫之義相應。菩薩發心也是如此，由於慧心明徹，並能以大悲

心、柔軟音聲來為求解脫者，廣說正法，所出音聲諦審真實，無有錯謬，能令聽聞者

因聲會理，體解正法，各獲正見，心生喜悅，而喜好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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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譬如河水因空無定性，自然隨著各種河道而流，其義與法爾如是的自性空

寂相應。菩薩發心猶如河流，使無生忍道自然流露，是由「見一切法，心不染著」的

不作意所產生。 

「無生忍」又稱「無生法忍」，係指對無生之法理（一切法不生不滅）的認知，

能夠確切掌握，徹底認知空、實相之真理而安住。即能夠透徹地了解事物無生無滅之

理，進而體悟一切法不生不滅的真理，即為「無生法忍」。據《大智度論》卷三十一：

「眾生有二種：一者、著世間；二者、求出世間。求出世間有上、中、下：上者、利

根，大心求佛道。中者、中根求辟支佛道。下者、鈍根求聲聞道。為求佛道者，說六

波羅蜜及法空。為求辟支佛者，說十二因緣及獨行法。為求聲聞者，說眾生空及四真

諦法。」43 此以聲聞為鈍根，故觀四諦而得道；以菩薩為利根，故直觀諸法實相而

入道。因菩薩觀諸法性空，而了見一切法畢竟不生之理，是為無生法忍。 

（22）譬如大雲普覆一切，能與菩薩發心為諸眾生分別演說諸法實相，以種種善

巧方便成熟眾生相契合，而能成就世間的方便相應。菩薩發心也是如此，猶如佛陀示

現從兜率陀天下降人間、託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轉法輪、入涅槃44 等八

種生命歷程中的重大事蹟，以智來方便演說佛法，滋潤、化導一切眾生，眾生隨其根

性，所受不同，而各得大小道果。 

2、讚持戒喻 

有關「持戒」方面，慧沼《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一、讚受戒門〉說：  

若人求大善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何以故？譬如大地，一切萬

物有形之類，皆依地而住；戒亦如是，戒為一切善法住處。譬如：無足欲行、

無翅欲飛、無船欲度，是不可得；若不持戒欲得好果，亦復如是。45
 

他首先以「惜重寶」、「護身命」二喻依，譬喻堅持淨戒，始能求得大善利，來凸顯持

戒的重要。再以「大地」為喻依，說明戒為一切善法之所依，甚至以「無足欲行」、「無

翅欲飛」、「無船欲度」等三事，兼具排比壯勢的效果，來比喻若不持戒，則一切善法

                                                 
43 《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第 1509號，頁 295中 7。 

44
 《四教義》，《大正藏》冊 38，第 1929號，頁 745下 5。 

45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84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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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所依循！ 

3、勸持戒喻 

有關「持戒」方面，《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一、讚受戒門〉，說明持戒之利益，

再以破戒之苦來凸顯堅持淨戒之重要。茲引錄其內容如下： 

持戒莊嚴，勝於七寶；以是之故，當護於戒，如護身命，如愛重寶。破戒之人，

受苦萬端，如向貧人破瓶失物；以是之故，應持淨戒。46
 

此先以譬喻說明持戒之人常得之種種利益，並以兩個譬喻加以強調持戒之重要性，

如：「護身命」、「愛重寶」之迫切。再以「貧人破瓶失物」譬喻破戒之人受苦萬端，

藉由凸顯過失以勸持淨戒。此段文句兼有映襯之效果。 

4、破戒喻 

接著，《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說明破戒之過，以勸行者堅

持禁戒。如： 

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塚，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

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如惡羅剎。破戒

之人，人不歸向，譬如渴人，不向枯井。破戒之人，心常疑悔，如犯罪人，常

畏罪至。破戒之人，如田被雹，不可依仰。破戒之人，譬如苦瓜，雖形似甘種

而不可食。如賊聚落，不可依止。如大病人，人不欲近。譬如惡賊，難可親近。

譬如火坑，行者避之。如毒蛇，不可觸。如大海、如破船、如吐食。譬如惡馬

在善馬中。與善人異，如驢在牛群中。破戒之人，在精進眾中，譬如儜人在健

兒中。破戒之人，雖似比丘，譬如死屍，在眠人中。是故行者應當一心堅持禁

戒。47
 

上述分別以「塚」、「枯樹」、「霜蓮華」、「惡羅剎」、「枯井」、「犯罪人」、「田被雹」、「苦

瓜」、「賊聚落」、「大病人」、「惡賊」、「火坑」、「毒蛇」、「大海」、「破船」、「吐食」、「惡

馬在善馬中」、「驢在牛群中」、「儜人在健兒中」、「死屍在眠人中」等二十個喻依，說

明破戒之結果，藉以警醒勉勵行者堅持禁戒。 

                                                 
46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84上 28。 

47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84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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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戒邪婬喻 

邪婬戒，為佛門在家居士所持五戒之一。《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九：「若行不應行，名

欲邪行。或於非支、非時、非處、非量、非理，如是一切，皆欲邪行。」48 意指男女

雙方不得於非支、非時、非處、非量、非理（違法）而行淫。 

邪婬戒，是社會安定的根源，雖是很平常的道理，但是卻不容忽視。因此，在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特別提出： 

如佛所說：邪婬之人，後墮劍樹地獄，眾苦備受。得出為人，家道不穆，常值

婬婦，邪僻殘賊。邪婬為患，譬如蝮蛇，亦如大火，不急避之，禍害將至！49
 

上述以「蝮蛇」、「大火」為喻依，藉以闡明若不急速避之，則將招致「墮劍樹

地獄」、「家道不穆」、「常值婬婦」、「邪僻殘賊」等種種禍害。 

6、菩薩求法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下〈八、求法門〉闡明菩薩求法，具足四種殊勝，並說明

其原因如下： 

菩薩求法，具足四相：一者、如妙寶想，難得義故；二、如良藥想，除病義故；

三、如財物想，不散義故；四、如涅槃想，苦滅義故。50
 

此以「妙寶想」、「良藥想」、「財物想」、「涅槃想」四者為喻依，說明菩薩求法具足四

種殊勝意念：由於法是相好莊嚴之因，所以如難得的妙寶；由於法能滅盡煩惱病因，

所以如能除病苦的良藥；由於法是神通自在之因，所以如不散的財物；由於法是正法

無盡之因，所以能令苦滅盡，以達涅槃。按：此段係明引自《大乘莊嚴經論》卷第五

〈述求品第十二之二〉51 ，說明菩薩求法的殊勝意趣，更具說服力。 

六、結語  

由上所述，足見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使用譬喻的豐富，並藉由明喻、隱喻、

                                                 
48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冊 30，第 1579號，頁 631中 12。 

49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85上 24。 

50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號，頁 399中 6。 

51
 《大乘莊嚴經論》，《大正藏》冊 31，第 1604號，頁 618上 21。 



 
                                                

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譬喻修辭研探 

 

 

645 

博喻等方式，將佛教的義理呈顯無遺。尤其，佛典擅用譬喻、故事來闡述義理，更是

佛典語言特色之精華所在。 

透過譬喻修辭技巧的研討，可知《勸發菩提心集》譬喻修辭的特色，值得吾人

細細品味它的簡練且饒富意趣的文字，並感受到經文所蘊含的教育力量。黃永武曾說： 

不研究修辭的技巧去寫作，未嘗沒有與技巧闇合的時候；但熟悉了鍛鍊的方

法，更容易收到完美的績效。52 

由本論文的探討，也可得知，研究修辭技巧除有助於欣賞文章之美、理解文章

旨趣，更對於寫作有所增益。 

慧沼的文章，一向條理分明，行文流暢。因此，從分析《勸發菩提心集》的修

辭運用，能更具體了解其所欲表達的思想內涵。夏丏尊（1886～1946）等所著《文心．

修辭一席話》說得好，他說： 

修辭就是調整語言，使它恰好傳達出我們的意思。53  

因此，適當運用修辭方法，必能傳達那深厚淵博的思想及高遠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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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梁啟超佛教治國理念 

——以《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為探討 

 

 

釋道禮∗
 

 

摘要  

歷來學者們對梁啟超的討論主要關注兩個面向：第一為政治面向；第二是學術面

向。然筆者在本文中所欲提出的，是在政治行動思想的貫徹力、傳統儒學和西方新學

間的挑戰與回應之外，學者們較少深究的另一面向，那就是梁啟超是位熱衷於佛教的

知識份子，撰寫過諸多佛學與佛教歷史文章，在佛教研究方面可說是開創性的人物之

一。過去學者在提到梁啟超「佛學」與「政治」的議題時，多蓋以「佛學是為政治服

務」為前提來做論述，此種先入為主的觀點筆者認為並不客觀，還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梁啟超佛學研究之脈絡，是在與佛學研究的師友們影響之下，表現一種訴諸佛學融入

治國理念的行文模式。「群體」為梁氏治國理念與教育藍圖的基本目標，「國家」則

為其政治理念的最終目的，梁氏認為先由個人出發，再推向國家，個人是群體的基礎，

個人與國家是互為一體的，他的基本目標其實就是希望將中國人民塑造成具有良好公

德的新民，能團結起來為中國這個群體共同努力。《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是梁啟超

把本來是心靈層次的佛教信仰，用不容於君主專制之智信的、有利於國民素質提升之

兼善的、有助於社會進步之入世的、使生命廣度更擴展之無量的、有利於政治發展之

平等的、立足於因果並通於科學之自力的佛教，與其政治理念做結合，也就是說，人

民與國家的發展，是可得益於佛教，展現其佛學與政治理念的建構基礎。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梁啟超、佛學、政治、群體、公德、群治 

                                                 
∗
 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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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甲午戰爭以迄，西方文化理念及其價值體系衝擊著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中國近

代社會變革的需要，努力探索救國救民方針的同時，不僅往外吸取西方新知，引進西

方科學，也從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尋求解決方策。此時一批社會改革者、政治家如康有

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借重佛教文化來建設能超越西方文化的東方新文化，認為

佛教哲學中對現存世界的批判精神，以及對於人間苦難的體察分析，可以作為他們構

設新社會理想的思想方法及精神依託。儘管這種努力並未成功，但卻給後人留下了不

少值得發掘的豐富內涵。本文主要以梁啟超（1873-1929）為探討的對象，是身處於

此新舊思想交替年代裡的一位先驅者，因其著作眾多，本身經歷又可反映出晚清民初

轉變中的中國之時代脈動，故頗具代表性。 

檢視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學術專著，梁啟超實為諸多學者熱衷研究的重要對象之

一，從美國學者 Joseph R. Levenson
1
 開啟西方學界對梁啟超研究之先河，東西方學

界陸續出版了數量龐多的相關論著，2
 學者們對梁氏的討論主要關注兩個面向：第一

為政治面向；第二是學術面向。首先，梁啟超在中國近代史上，代表著一個改革與進

步的傳統3，他是位身懷救國抱負的政治家，也是戊戌變法（1898.06.11－9.21）的重

要領導人物，曾兩度出任閣員，張朋園認為梁氏對於晚清民國政治的最大貢獻，是他

的言論思想。4
 再者，緊扣政治面向這一脈絡的學術面向，突顯出他是位傑出學者，

                                                 
1
 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梁啟超與中國近代

狹狹》）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2
 西方學界主要有狹（1）.Adele Rickett; Chia-ying Yeh; et al,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ʻi-chao, Princeton, N.J.狹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1978. 

（2）.Philip C. Huang, Liang Chʻi-chʻ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狹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3）.Hao Chang , Liang Chʻi-chʻ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狹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日本學界狹日本京都大

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狹狹狹狹，《狹狹研究梁啟超狹西洋近代狹狹狹容と明治日本》（東京

都狹みすず書房，1999）。陳立新，《梁啟超とジャ-ナリズム》（東京都狹芙蓉書房，2009）。

臺灣與大陸學界主要包括狹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2006）。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狹梁啟超調適狹狹之研究》（臺北狹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94）。鄭匡民，《梁啟超啟蒙狹狹的東學背景》（上海狹上海書店，2009）。 

3
 宋文明，《梁啟超的狹狹》（臺北狹水牛，1970），頁 3。 

4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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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生治學精要且著作廣博，張灝指出晚清梁啟超的思想發展，可被看作是儒家經世致

用這一古老傳統和尋求現代思想新方向之間的一個重要思想紐帶。5 

不過，筆者在本文中所欲提出的，是在政治行動思想的貫徹力、傳統儒學和西方

新學間的挑戰與回應之外，學者們較少深究的另一面向6，那就是梁啟超是位熱衷於

佛教的知識份子，撰寫過諸多佛學與佛教歷史文章，在佛教研究方面可說是開創性的

人物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有關政治理念的文章中，不時會

加入佛教的義理，而撰寫的佛學文章亦不時與政治主張做結合，此種現象促使筆者欲

解決兩個問題，其一，過去學者在提到梁啟超「佛學」與「政治」的議題時，多蓋以

「佛學是為政治服務」7 為前提來做論述，此種先入為主的觀點筆者認為並不客觀，

還有重新檢討的必要。8 基於此，筆者試圖分析：梁啟超始終以救國治民的理想範疇

為目標，而尋求各種解決的方法與途徑，此時，「佛學」這個看似屬於心靈信仰層面

的學問，與社會現實層面的「政治」交錯於其浩雜的知識理論體系，二者在過程中的

                                                 
5
 Hao Chang , Liang Chʻi-chʻ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p.297. 

6
 現今中外學者研究梁啟超的專書雖數量龐多，然筆者發現，多是論述其政治狹狹方面成就

以及傳記式的著作，卻無專門針對其「佛學」與「治國」理念的專書，或僅在某些專書的

章節裡略為一提，或以短篇期刊的形式呈現，並且各持一說，甚為可惜。關於學者較少深

入討論的梁啟超佛學研究，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如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的研究指出狹「梁啟超和章太炎或熊十力的佛學狹狹相比，梁

啟超的佛學缺少哲理的精雕細刻，顯得相當簡陋粗俗，而梁氏這種宗教奠立在中國傳統產

生的道德文化基礎之上，是他終生都狹和各式各樣、一再重現的專制暴政拼搏到底、以保

障他的人民和人類取得進步而最後依靠的憑藉。」狹狹狹狹狹，《狹狹研究梁狹超狹西洋近

代狹狹狹容狹明治日本》，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梁啟超與宗教問題〉（東京

都狹みすず書房，1999）。頁 456-457。 

7
 例如李喜所、胡志剛認為狹「梁啟超一生與佛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戊戌變法前後，他就呼籲

人們學佛、信佛。希望把佛學變為維新派從事政治變革的精神武器。」李喜所、胡志剛著，

《百年家族－梁啟超》（臺北狹立緒文化，2001），頁 117。 

8 筆者先前在會議上請教研究梁啟超的中研院近史所黃克武所長，他亦不認狹「佛學是為政

治服務」之論點，黃所長狹「佛學對梁啟超很重要，一狹是他的終極關懷，是他安頓身心的

學問。」黃克武口述，倪管嬣紀錄，訪問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國際會議廳，2014年 5月 17

日。倪管嬣狹「有學者認為梁啟超的佛學是為政治而服務，並有『經世佛學』之說法，請問

教授您的看法？」黃克武所長狹「佛學對梁啟超很重要，一狹是他的終極關懷，是他安頓身

心的學問。1920年他從歐陽竟無那裏學佛，佛學影響他很深。至於『經世佛學』，他是個用

『世』很深的人，具有濃厚的『經世狹狹』，所以『經世佛學』也只是他其中的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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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關係為何？又是如何互相套用與建構？再者，梁氏在《新民說》與其他文章所設

定的理想世界中，自我與群體、群體與國家是具何種應有的關係？以及，為何梁氏會

用佛教信仰來兼述治理群眾的政治理念，並寫成《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9這一短篇

著作？其內容雖用佛教「信仰」為內容基底，但卻以兼具知識份子及政治家的身分來

論述，加入了西方科學之「理性」的模式，以及政治愛國情操。於此，筆者進一步欲

檢視的是：梁啟超對於佛教之態度在跳脫單純的信仰模式後，「信仰」與「理性」的

組成成分，對於梁啟超來說具有何種價值意義？凡此，均有進一步討論的價值與必要。 

本文主要以梁啟超的著作《飲冰室全集》10、《新民說》11、《論佛教與群治之關

係》12 為主要參考史料，分由：梁啟超政治生涯中佛學研究之脈絡、群體與公德的

論述、佛教信仰與政治的關係等方面加以闡述，試圖在清末民初政治紛亂的特殊歷史

環境中，透過這些問題意識的探討與解釋，檢討梁氏所援引的佛學、西學、哲學、政

治等學術的資源，以探求一種思想意識如何發展，如何在國民與國家中產生作用，以

及藉由梁啟超佛學與政治理念的建構脈絡，觀察到當時代的文化回應與時代意義，以

期能對現今研究者理解梁啟超政治生涯之外，提供另一學術思想面向的課題。 

二、政治生涯中佛學研究的起始  

晚清佛學的復興，是諸多學者討論過的議題。葛兆光認為，一些持新學的文人士

大夫，在 19 世紀尾聲，對於佛學的興趣突然復興。13劉成有更指出：20 世紀的中國

佛學研究主要由經世派、學院派、寺僧派和居士派組成，中國近現代佛學研究中注重

科學理性的特質，以及研究者對佛學本身理性特徵的說明，為中國佛教的入世轉向奠

定了札實的基礎。14其理由產生途徑總括有二，其一，清末中國面臨著時代劇變，救

亡圖存成為知識份子的主要目標，他們尋求各種解決方法，當中佛學的哲學思辨便吸

                                                 
9
 1902 年《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新民叢報》，第 23 號，1902 年 12 月）。梁啟超，《論佛

教與群治之關係》。 

10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北京狹北京出版社，1999）。 

11
 黃坤評注，《新民說》（鄭州狹新華書局，1998）。 

12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臺北狹臺灣印經處，1959）。 

13
 葛兆光，《西朝又東風狹晚清民初狹狹、宗教與學術十講》（上海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頁 78。 

14
 劉成有（北京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論 20世紀中國佛學對科學主義狹潮的回應〉《首

都師範大學學報》4期，2000年，頁 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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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很多人的目光。15再者，如中國現代居士佛學的開創者楊文會（1837-1911），藉

由日僧南條文雄（1849-1927）從日本蒐購中國唐宋古德遺帙著疏，楊氏的金陵刻經

處以及祇洹精舍對於佛學的闡發，16影響了眾多晚清知識分子對於佛學研究的興趣。

梁啟超作為晚清知識界的代表人物，便是在這時代風氣中展開他的思想理念。 

此篇章節是以梁啟超政治生涯中之佛學研究為主軸，探究他是如何在忙於維新變

法的政治歲月裡，亦不間斷地接觸佛學，這是否受其師友的影響有關？以及戊戌政變

失敗亡命日本時期，其思想轉變又是如何？藉此討論，欲對梁啟超文人佛學與政治理

念的思想現象作一考察，並指出其過程的現實脈絡。 

以梁啟超的佛學研究論著成果來看，大部分都是發表於 1920年之後，但若再仔

細檢視《飲冰室文集》裡的文章，卻可發現梁氏最早接觸佛學、佛典的記錄，是 1890

年在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所受之啟發，梁啟超於〈南海康先生傳〉寫道： 

先生（康有為）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先生於佛

教，尤為受用者也。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為歸宿

焉。其為學也，即心是佛，無得無證。…所謂歷無量劫行菩薩行是也。以故同

以救國救民為事，以為捨此外更無佛法。17 

藉由引文可看出，康有為的佛學思想中，對梁氏影響最深的是佛學經世思想，在

往後有關佛學的論著裡，也埋藏濃厚的經世思想。光緒十七年（1891）梁氏將在康有

為萬木草堂學習學問時的情況，紀錄於《清代學術概論》：「草堂常課，除《公羊傳》

外，則點讀《資治通鑑》、《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又時習古理，千秋、啟

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18由此可知，康有為自幼受儒學薰陶，之後

尊崇佛學的禪宗與華嚴學，對梁啟超有著啟迪作用。梁氏從康氏研讀中國數千年來學

術源流、歷史政治、宋元明儒學案、先秦諸子之際，亦讀過佛教經典。  

                                                 
15

 秦方，〈梁啟超與佛學研究評析〉李喜所主狹，《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狹天津

古籍出版社，2005），頁 133。 

16
 詳見拙文，〈清末民初江蘇居士楊文會的佛教教育（1851-1911）〉《史苑》71期，2011年 7

月，頁 37-59。梁啟超狹「晚有楊文會者，得力於『華嚴』，而教人以『淨土』，流通經典，

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學者，什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也。」引自梁啟超，《飲冰室佛學論集》

（江蘇狹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頁 13。 

17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合集‧文集 6》（上海狹中華書局，1989），頁 67、70。 

1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狹中國人民大學，2009），頁 204。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652 

除康有為之外，梁啟超的佛學啟蒙，亦來自朋輩方面。1895 年他隨康有為入京

欲設立強學會，期間遇到麥孟華（1874-1915）、江逢辰（1861-1900）、曾習經

（1867-1926）、夏曾佑（字穗卿，1863-1924）、曾廣鈞（1866-1929）等人，常相來

往，梁氏記錄到：「文酒之會不輟，更喜譚佛學。」19
 1896年，晚清學者孫寶瑄(1874-1924)

在他《日益齋日記》中，記錄了上海一品香酒樓的文人活動： 

八月十四日，宴復生、卓如、穰卿、燕生諸子於一品香。縱談近日格致之學多

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書，而格致遂與佛教並行於世。 

十九日過午，詣譚復生，與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復生七人同映一

像。或跌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兩足而坐，狀態不一。20 

孫寶瑄此段文字描繪出近代佛學的一個剪影，譚嗣同（字復生，1865-1898）、宋恕

（字燕生，1862-1910）、吳嘉瑞（字雁舟 1889-）、汪康年（字穰卿 1860-1911）、

胡惟志（字仲巽）、梁啟超（字卓如），以及孫寶瑄，此七人均為旅居上海之新學派

思想人物，從學林淵源乃至政治立場雖存在差異，但因佛學的嗜好而成為莫逆之交，

興味於佛學探討，談論的佛學也是和經世理念聯繫在一起。 

然對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影響最深的，是被梁氏譽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並稱之「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夏曾佑，以及譚嗣同。在梁氏的著作當

中，收錄了諸多寫給夏曾佑的書信。他於〈悼念夏穗卿先生〉回憶到：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

師。……他對於佛學者精深的研究－近世認識「唯識學」價值的人，要算他頭

一個。我 19 歲始認得穗卿。……當時除我和譚複生外沒有人能解他。 

因為他創造許多新名詞，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21 

藉引文除了解到夏曾佑對於梁氏在做學問上影響最大的是佛學，從中也可看出在

近代中國佛教一個很讓人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唯識學」重新受到重視，然為何唯識

學會在清末時興起一股研究風潮？中國佛教居士楊文會為開啟研究之先聲，他透過南

                                                 
19

 丁文江、趙豐田狹，《梁啟超年譜長狹》（上海狹新華書店，1983），頁 37。 

20
 按狹孫寶瑄，《日益齋日記》，后佚失，此文轉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狹，《梁啟超年譜長狹》

「記 1896年八月任公行事」（上海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57。 

21
 梁啟超，〈悼念夏穗卿先生〉《飲冰室合集‧文集 44》，頁 18-20。 



 
                        

清末民初梁啟超佛教治國理念——以《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為探討 

 

 

653 

條文雄將大量已在中國失逸的佛教經典從日本帶進中國，當中就包括唯識學著作。梁

啟超亦受此唯識學研究風潮的影響，如楊文會的學生歐陽竟無（歐陽漸，1871-1943）

在其創辦的支那內學院主講《唯識抉擇談》，便吸引梁啟超、湯用彤（1893-1964）、

梁漱溟（1893-1988）等學者前往聽講。22
 誠如葛兆光認為，唯識學之所以被當作能

使佛教思想與科學、哲學會通的一個重要樞紐，其嚴密的邏輯、深奧的理論，以及細

密的分析，實可與西方的科學、哲學相抗衡，另方面，藉由西方的科學和哲學，也證

明了中國古有的佛學所具之精密的邏輯性。23 高柳信夫指出，以楊文會為主的近代

佛學復興潮流，對於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清末代表的思想家，影響很大。24 

梁啟超 19歲就認識了夏曾佑，光緒二十年（1894）攜夫人入京，開始與夏曾佑

往來頻繁，兩人分別住在粉頭琉璃街新會館與賈家胡同，之後譚嗣同也搬過來，住在

北半截胡同瀏陽館，梁啟超形容：「『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

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

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學問是越辯越明，尤其擁有同道之人，論學之樂可想而

知，北京入住的日子裡，梁啟超就是這樣和夏曾佑與譚嗣同談學，建立起亦師亦友的

情誼，甚至是在《清代學術概論》亦提及此段莫逆之交： 

啟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

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

名理，談經濟。及交梁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梁啟超之學，受夏、

譚影響亦至鉅。25 

乾隆、嘉慶年間，是清代漢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尤以今文經學的復興與發展最受

人注目。夏曾佑所治主要就是龔自珍與劉逢祿（1776-1829）這兩家的今文學。26 譚

                                                 
22 「支那內學院開學之初，歐陽漸開講《唯識抉擇談》，…四方從游者甚眾，名流賢達如梁啟

超、黃懺華、湯用彤、梁漱溟、陳銘樞、陳獨秀等，先後入室狹業，恭執弟子禮。」參見

王雷泉狹選，《悲憤而後有學狹歐陽漸文選》（上海市狹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序。 

23
 葛兆光，《西朝又東風狹晚清民初狹狹、宗教與學術十講》（上海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頁 59。 

24
 高柳信夫，〈「中国学術狹狹史」における仏教の位置--梁狹超狹梁合〉《言梁・文化・社会》

（5）東京狹学習院大学外国梁教育研究センター，2007年，頁 1。 

25
 梁啟超，〈悼念夏穗卿先生〉《飲冰室合集‧文集 44》，頁 20。 

26
 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文化史論》（臺北狹文津出版，1999），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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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同則是研究王夫之（字船山，1619-1692）的學術。王夫之是對於陽明學的反動下

所產生之人物，但他雖多所批評，卻有其建設，梁啟超認為王夫之的建設方向是近於

「哲學的」，並且為宋、明哲學闢一新路。27 
 

最終來看，梁氏的學問，與其說受夏曾佑與譚嗣同的影響最深，不如說是互相請

益，梁啟超曾於〈三十自述〉裡寫到：「複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

與治佛學，複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28 實際進行過程在梁氏為戊戌變法犧牲的譚

嗣同《仁學》作序時有敘述： 

余之識烈士，雖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學問言論行事，無所不與共。其於學

也，無所不言，無所不契，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

或彻數日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箧。29 

筆者認為，以梁氏深厚的學問基底與治學方式，勢必能給與譚嗣同很好的建議，而譚

氏綜合傳統的儒、墨、道及佛教大乘思想寫成的《仁學》，當中「平等」、「佛教至上

論」30 等理念，亦對梁啟超有著極大影響。而梁啟超佛學研究的契機歷程，可說是
受到周遭研究佛學師友的直接影響。 

三、居日時期佛教觀之轉折  

上章首先概括指出梁啟超佛學研究之脈絡，是在與佛學研究的師友們影響之

下，表現一種訴諸佛學融入治國理念的行文模式。此篇章節將討論梁啟超居日時期佛

教觀的轉折。 

梁啟超因戊戌變法失敗亡命日本（1898,08），迨至民國成立（1912），政體維新，

才結束其亡命生活。31
 然居日時期閱讀日本書籍，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吸收西學成就

                                                 
2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狹五南圖書，2013），頁 111、116。 

28
 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頁 15。 

29
 梁啟超，〈《仁學》序〉《飲冰室全集》（第一冊），頁 170。 

30
 王汎森在討論《仁學》狹狹內容有提到狹「《仁學》中還高揚佛教至上論，認為三教之中，

由小而大排列下來是孔、耶、佛，佛教提倡『無父』、『無君』，故高於各教之上。他認為萬

教最終應統於佛教－『故言佛教，則地球之教，可合而為一』。譚氏以『無父』、『無君』為

最高理狹，則其狹狹在當時的衝擊力之大可以狹像矣。」引自王汎森，《執拗的低音狹一些

歷史狹考方式的反狹》（臺北狹允晨文化，2014），頁 94。 

31
 周維亮，《梁任公治學繫年》，臺北狹新文豐，1999，頁 15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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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使其學術視野大開，思想也為之一變，在其所著〈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裡

說到：「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

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智學、群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32 於此可

知，梁氏此時在日本主要是閱讀日本人譯介的政治學、資生學（經濟學）、智學（哲

學）、群學（社會學）等書籍，這些書在中國幾乎未曾看過，被梁氏當作是開啟民智

與增強國家基礎的重要事項。 

佛教研究方面，日本知識份子宣揚精神主義的理性佛教，以及在日本社會意圖

革新的佛教，其嶄新的內容，頗符合梁氏接受社會進化論的階段。33 居日時期，梁

氏除了從日本學者的佛學研究裡獲得了許多科學的研究成果，34 1902 年並撰寫《論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35
 當中〈佛學時代〉這個章節內容主張中國的佛教不是

印度原始佛教的仿製品，中國在接受佛教的過程中，佛教也受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影

響，結果出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乘佛教，這是中國文明對外來文明發揮創造性的最

好實例。36 

1899年 5月 3日，梁啟超在東京麴町富士見軒召開的日本哲學會春季大會37
 發

表了〈論支那宗教改革〉一文，其論著目的在於跟隨其師康有為所說：「關於支那者，

以宗教革命為第一著手。」之理念，梁氏說到： 

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繫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繫

乎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國民之所習慣與信仰，然則欲國家之獨立，…

不可不謀轉變國民之思想。…為之除其舊而布其新，…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

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復興也。…故今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

                                                 
32

 轉引自周維亮，《梁任公治學繫年》，頁 32。 

33
 王俊中，《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臺北狹東大圖書，2003，頁 202。 

34
 參見（日）森紀子，〈梁啟超的佛學與日本〉狹狹狹狹狹，《狹狹研究梁啟超狹西洋近代狹

狹狹容と明治日本》。 

35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狹狹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全集》（第二冊），頁 561-619。 

36
 日文期刊高柳信夫，〈「中国学術狹狹史」における仏教の位置--梁狹超狹梁合〉《言梁・文

化・社会》（5）東京狹学習院大学外国梁教育研究センター，2007年，頁 31。 

37
 狹狹狹狹狹，《狹狹研究梁啟超 : 西洋近代狹狹狹容と明治日本》，森紀子，〈梁啟超的佛

學與日本〉（東京都 : みすず書房，1999），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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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旨。38 

梁啟超此時所指的「宗教」即是孔教，其觀點除了表達民強則國強，人民智識的高低

牽繫著國家的興衰，且信仰為最初的源頭之外，更有著效法西方宗教革命、古學復興

的意涵，套用進中國本身來看，梁氏認為必須從兩千年前的孔子之教來改革現今已衰

萎的儒學。他主要提出孔教六大主義，即進化、平等、兼善、強立、博包與重魂，有

趣的是，在解釋這些義理時，放入了與佛教的對比，將孔教的仁慈和佛教的慈悲並置，

用來解釋兼善主義；以孔子《中庸》裡「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之

大同教理，與佛教大乘經典《華嚴經》中「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事理無礙」39之包

容一切的大乘法並列，來說明博包主義。 

1902年梁啟超遊澳後，返回日本橫濱創刊《新民叢報》，期刊文章幾乎是其個人

學術論著，當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表達了宗教對於國家影響之觀點：「吾

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為是為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

非辱也。」40 梁啟超在俯瞰了中國數千年學術演變的軌跡後，發現無宗教應視為中國

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特徵，無宗教實是國家之榮耀，而非國家之恥辱。這裡所說的

宗教並非孔教，此觀點與 1899年他所倡導以孔教進行宗教改革有著不同的變化。同

年（1902）所寫〈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內容首先表達他在論學當中，最

不喜宗教，因為偏於迷信，但仍肯定歷史上諸多偉大人物，如克林威爾、聖女貞德、

華盛頓、林肯等人的成就，皆因富有宗教思想而成功；日本明治維新前的人物，如大

鹽中齋、橫井小楠，以及西鄉隆盛等，亦皆得力於禪學。最終，梁氏推崇的是宗教裡

那份至誠的信仰，而非迷信的成分。 

另外，梁氏結合政治與哲學思想對佛教教理進行開創性的闡發，代表作品有 1902

年《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1903〈近世第一大哲康得之學說〉41 與 1904 年〈余之

生死觀〉42 等。第一部作品會在本文第肆章論述。梁氏特別注重康德思想的倫理思

想與政治主張，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裡，也將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想法與本土觀念相會通，並肯定佛學、陽明學，以及譚嗣同的觀念，

                                                 
38

 梁啟超，〈論支那宗教之改革〉《飲冰室全集》，頁 263-264。 

39
 梁啟超，〈論支那宗教之改革〉《飲冰室全集》，頁 264。 

40
 梁啟超主狹，〈論中國學術狹狹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 一（壹－陸號）》（北京狹中華書局，

2008），頁 319。 

41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第二冊），頁 1054。 

42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第三冊），頁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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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朱熹（1130-1200）與張載（1020-1077）的哲學主張。對梁氏來說，康德思想的

優點在於它與佛教的真如說43、王陽明（1472-1529）的良知說44，以及譚嗣同的《仁

學》中的思想相同。一方面將哲學與道學（道德之學）貫穿為一，一方面又揭櫫了「真

我」（靈魂）的超越性，有助於人們的道德實踐，因此康德思想較朱熹理學來得完善，

也較張載思想來得實際。然而梁氏認為康德的缺點在於他只看到個人的真我，卻不像

佛教那樣了解到「小我」（個人）與「大我」（群體）的聯繫，以及由此而生出的普渡

眾生之義。45 

〈余之生死觀〉是刊登於日本的《哲學雜誌》，內容論述了佛教的羯磨46、輪迴47、

因果等說，表示佛教在教義上要優於基督教，更能解釋現實整體。此時梁氏把在上海

辦《時務報》時與孫寶瑄討論的課題用進來，指出佛教理論不但為當代社會心理學所

證實，且亦為科學理論，如物質和能量不滅定律，進化論和遺傳理論等所證實。他重

申，羯磨即是精神，精神保障了人類世代長遠的延續，而賦予個人在生命行動最終時

                                                 
43

 真是真實不虛，如是如常不變，合真實與如常二義，謂之真如。又真是真相，如是如此，

故名真如，真如是法界相性真實如此之本來面目，恆常如此不變不異，不生不滅，不增不

減，不垢不淨，即無為法。亦即一切眾生的自性清淨心，亦稱佛性、法身、如來藏、實相、

法界、法性、圓成實性等。《大乘起信論》狹「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名字相、離心緣相，

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引自余金城狹，《佛學辭典》，

臺北狹五洲出版，1996，頁 314-315。 

44
 梁啟超狹「王陽明曰狹『一點良知是汝自家的準則。汝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

更瞞他些子不得。汝只要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善便存，惡便去。』是亦以良知為命令的，

以服從良知為道德的責任也。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狹。」引自梁啟

超，《飲冰室全集》（第二冊），頁 1062。 

45
 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0期，1998年，頁 101。 

46
 梵梁 karman、巴利梁 kamma 的音譯，漢譯為業、事、所作、作法、作業之意。吾人的一

切善惡狹狹行為，都叫做業，如好的狹狹好的行為叫做善業，壞的狹狹壞的行為叫做惡業。

引自余金城狹，《佛學辭典》，頁 376。 

47
 生命或業的主體在不狹的存在領域中流轉，由生而死，由死而再生，而再死，以至於無窮。

這原是印度本來的狹狹，原來是流向、流逝之意。在佛教，則更是一種要觀念，顯示眾生

在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與六道（地獄、餓鬼、畜牲、阿修羅、人狹、天上）中不

斷重複生與死的歷程。這歷程猶如車輪運轉，無有停止。此中要確立一流轉主體，這在佛

教來說，是由無始以來不斷積集的業力所成。引自吳汝均狹著，《佛教狹狹大辭典》，臺北狹

商務印書館，1994，頁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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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一個意義。因為個人的軀體雖因死亡而消失，但精神猶存於群體之中，如此保障了

個人在國族、社會、家族中的團結。48
 

筆者以為，對梁氏而言戊戌變法失敗雖代表他在政治上的挫敗，逃亡日本，但

也提供他一個寶貴的經驗，親身去體驗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如何求知若渴的積極吸取西

方學說，建立起一個現代國家。梁氏藉由日本所譯介與翻譯的大量書籍，除了政治學、

經濟學等學科之外，還包括以科學研究的佛學，居日期間，撰寫了多部佛教相關作品，

足見佛學研究在其學術研究所具之地位。 

四、群體與國家之論述  

上章討論到梁啟超居日時期接觸到諸多日文譯介之西方典籍，更使其視野大

開，影響深遠。本章將進一步檢討此種佛學與政治交融的性質，著重於理解分析「群

體」與「國家」在梁啟超思維體系中的意識型態。 

西方進化論的思想，藉由啟蒙思想家嚴復（1854-1921），在甲午戰爭戰敗、 

洋務運動破產的時局下，站在救亡圖存反侵略的立場所譯介赫胥利（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論》49，盛行於晚清知識界。蔣海怒認為，進化論思想

中「合群進化」觀念在被宣揚時，不自覺地沾染上過分側重「力」（能力）的非道德

因素，正如楊文會所言：「始而效法他國，既而求勝他國，年復一年，日興月盛，不

至登峰造極不止也。」50 中國的現代化在於模擬西方近數百年來的進程。51墨子刻

（Thomas Metzger）則認為，中國近代變局之造成正是因為西方思想的輸入，使得儒

家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得以充分發揮，而傳統內部的激盪性與緊張性，也因此得以

宣洩，由是導致近代思想的轉化。基於此觀點，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在基本價值上，

常常是承襲了傳統儒家的道德想主義，只是在實現這道德主義的工具上──不論識科

學技術或者是典章制度──接受了西方文化而揚棄了傳統。張灝稱此觀點可幫助我們

                                                 
48

 王俊中，《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頁 204。 

49
 Thomas Henry Huxley；edited 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Ruse, Evolution & ethics, 

Princeton狹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2009. 嚴復譯介為《天演論》，1905年由商務印書館

出版。嚴復在自序中說狹「赫胥利氏此書之恉，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

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可見嚴復翻譯此書，正是要引

介外國新潮流來啟發國人。 

50
 楊文會，〈觀未來〉《楊仁山居士文集》（合肥市狹黃山書社，2006），頁 264。 

51
 蔣海怒，《晚清政治與佛學》（上海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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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心態。52 然而，西方的近代化過分強調制度、法律、

科學技術，卻忽視了人類的內在精神與道德取向，這或許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清末時

不斷訴求用「道德」來將中國人民教化成「新民」53 的用意所在，梁啟超《新民說》
54 即提出了國民性的改造，最初連載的階段，是在西方價值觀傳入中國的影響下寫

成，1903 年遊美之後，則是從中國故有的思想中尋求優良成分，例如以儒家道德為

主體之〈論私德〉等篇章。 

接著來察看梁啟超對於「群體」與「國家」的理解。簡單來說，「群」是個人

的總合體，為國家、天下的構成要素，當梁啟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康有為，康氏回答：

「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55 事實上，「群」

這個觀念不僅是當時新學家的集體意識，亦是梁啟超的個人思考，且沿著自己的思想

線路在世界進化論、民族主義的趨勢中論述他的「新民」理想。張灝認為，作為經世

理想的核心，梁氏是如何受到西方政治經驗的影響，而形成其政治革新思想，這在變

化多端但又重要的「群」的概念中看得最清楚，梁氏大部分社會政治思想即圍繞「群」

展開。56 黃進興則指出，梁啟超站在固有道德的立場，轉向嚴復看齊，以「新民德」

自許，梁氏意在救亡圖存，拋出「道德革命」的治本方法，這不啻宣布之前的洋務、

變法均徒勞無功；並且反映出中國的危機日形加重，改革必須由外往內，逐漸深化。
57 筆者同意張、黃二位學者的看法，在梁氏的著作中，「群」的概念經常被闡發，

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再融合中國固有的傳統道德，「新民」理想就此呈現於梁氏的救

國藍圖裡。 

「群體」即指中國人民，梁氏說：「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他認

                                                 
52

 參見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狹聯經，2000，二版），頁 180。 

53
 在清末時，嚴復首次揭示國家富強之要政，統於三端狹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

民德。至於「新民德」之事，尤為三者中之最難。見嚴復著，林載爵狹，《嚴復文集狹年》

（第一冊）（臺北狹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頁 62、66。 

54
 如果說，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力主變科舉、廢八股，是為了破除舊制度對人才的束縛，

那麼在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倡導「新民」，則旨在培養一種合乎時代需要的新道德。參見梁

啟超著，黃坤評注，《新民說》，頁 30。 

55
 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全集》（第一冊），頁 93。 

56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狹狹的過渡（1890—1907）》（南京狹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頁 68。 

57
 黃進興，《從理學到倫理學狹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From virtue to moralit狹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era）》（臺北狹允

晨文化，2013），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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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是國家形成的基礎，若無人民，則無國家。以一國之人民，來治理一國之事，

訂定一國之法則，謀求一國之利益，捍衛一國之憂患，這便是國民。58 再來看梁啟

超對於「國家」的定義：「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梁氏認為，數千年來

的中國人，不知道有國民，但知道有國家。古代的「國」之起源，是來自於家族，一

個家族之長若英勇，能統率這個家族與他族對抗，久了即將家轉化為國。一個家族若

失勢，他家則取而代之，便稱之為國家。59 梁氏進一步指出：「以國家來侵者，則

可以國家之力抵之。以國民來侵者，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國民力者，諸力中最強大

而堅忍者也。」之後並舉歐洲國民為例，認為歐洲的國民力量之發展，亦不過百餘年

之事，然卻縱橫全球，不過當中若碰到國民力量強盛的國家則鋒鈍舵轉，60 於此可

知，梁啟超特別看重國民群體的力量。 

再來看梁啟超對於「公德」的定義：「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

者何？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無公德則不能

團。」61 由此可知，梁氏認為中國道德觀念的發展雖早，然卻「偏與私德，而公德

殆闕如」，因此，要構成一個國家，其人民不但要有「獨善其身」的私德，更需具備

「相善其群」62的公德，梁氏所看重的公德，便是從提高國民素質為出發點。誠如黃

克武所言，在訪美之前（1903）梁氏的主要關懷無疑是在思想方面達到「新民」的理

想，亦即是提升人民的道德、智慧和能力，尤其要培養人民的公德之心。63梁啟超「新

民」這個概念，是建構在「利群」的基礎之上，關懷中國這一群體在未來的發展，64

然前題是人民必須具有「公德」，政府若再善用「群治」，便能使國家富強。 

「群學」亦是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教育重點藍圖。首先，「群學」最早是

出現在 1891年康有為萬木草堂的課程學表中，與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

萬國政治沿革得失，以及政治應用學並列，放在「經世之學」的分類中65；梁啟超也

說：「群學公例，必內固者乃能外競。一社會之與他社會競也，一國民之與他國民競

                                                 
58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飲冰室全集》（第一冊），頁 309。 

59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飲冰室全集》（第一冊），頁 309。 

60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飲冰室全集》（第一冊），頁 311。 

61
 梁啟超著，黃坤評注，〈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新民說》，頁 118。 

62
 梁啟超著，黃坤評注，〈論公德〉《新民說》，頁 62。 

63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狹梁啟超調適狹狹之研究》，頁 144。 

64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狹梁啟超調適狹狹之研究》，頁 62。 

65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飲冰室全集》（第一冊），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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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66 於此可看出康梁所指之「群學」，是在政治之道脈絡下進行的。再者，「群

學」也有強調眾多士人團結在有為君王身邊，以形成強有力的整體之義，所以，「群」

與「君」之間具有高度的關係。在此思潮為背景下，我們便可得知梁氏心目中善於治

國之人，應棄「獨術」而行「群術」，君主必須知道其與人民同為群體之中的個人，

認知這個道理後，則平常所做之事便會使「群」合而不離、萃而不渙，這即是所謂的

群術，這在他於戊戌變法前所寫的〈《說群》序〉可見到： 

《記》曰：「能群焉謂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號於眾也，……今夫千萬

人群而成國，億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國與天下者，則豈不以能群乎

哉！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抑吾聞之，有國群，有

天下群，…《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爲己，是謂大同。」其斯為天下群者哉。67 

此時梁啟超肯定大同之世為終極目標；待到 1902年《新民說》時期態度雖然一

致，但字裡行間卻顯露對將來能否實現這一理想抱持悲觀態度：「所謂博愛主義、世

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也？雖然，此等主義，其脫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也，

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數萬年後，吾不敢知。」68 當中「至德而深仁」肯定大同

之世，然「吾不敢知」一語已明確表明並無實現大同世界的把握。然梁啟超還是有反

省的能力，他又說：「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為美也，然以其為心界之美，而非歷

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為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為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69

於此得知，他已由世界大同的高度理想，轉而將目標限定為歷史上人們曾實現的具體

成就，亦即希望使中國達到像西方那樣的境界。他接著提出來自《大學》的理想型態：

「生計家言財之所自出者三：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三者相需而貨乃成。」70
 就

國內發展而言，梁氏追求安定、富有與文明生活，人民物質生活的滿足以及免於災荒

盜賊的威脅對他來說是根本之事。71
 

                                                 
66

 梁啟超著，黃坤評注，〈論私德〉《新民說》，頁 208-209。 

67
 梁啟超，〈《說群》序〉（1896年）《飲冰室全集》（第一冊），頁 93。 

68
 梁啟超著，黃坤評注，〈論國家狹狹〉《新民說》，頁 70。 

69
 梁啟超著，黃坤評注，〈論國家狹狹〉《新民說》，頁 70。 

70
 參見梁啟超著，黃坤評注，〈論生利分利〉《新民說》，頁 149。 

71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狹梁啟超調適狹狹之研究》，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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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曾在中國佛教會成立之初的一場歡迎會上，演說過一篇講稿，內容從佛教

的角度闡明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君主專制是以君為主體，國為客體，國家與國民為君

主的所有物，故種種流弊因而產生。反之，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本體是立於全國人民之

上，存在於全國人民之中，若離開國民，則國家亦不成立也，梁氏將其觀點放入佛教

的「法身觀」72 來作說明： 

法身者與眾生非一非二，立夫眾生之上，而實存乎眾生之中，眾生妄起分別相，

不自知其與法身本同一體，於是造成五濁惡世，擾擾無已時。國家與國民之關

係亦然，國民不自知與國家本同一體，故對於國家生人相我相，於是乎始有以

一己之利益犧牲國家之利益者，人人如是，則國家或幾乎毀矣。73 

藉此引文可知，梁啟超巧妙地將「國家」譬喻為佛教的「法身」，將中國「人民」譬

喻為佛教所說的「眾生」。捨離「法身」，則「我」就不存在，若捨離「我」，「法身」

亦不存在；同樣地，捨離「國家」，其「國民」則不存在，若捨離「國民」，「國家」

亦不存在，梁氏用此反覆辯證的方法，來說明自己對於共和國的政治觀點，或者是政

治教育，讓中國人理解自己與國家是相依相存的共生關係。從這篇講稿開頭主持人的

致辭74也可看出一個現象，那就是梁啟超與當時中國佛教界來往頻繁，且被佛教界人

士所歡迎，認為梁氏對於佛教的提倡功不可沒。  

筆者以為，從「新民」這個觀點可看出，梁啟超是先藉由西方國家的優點來補

足中國所欠缺的部分，轉為抽取中國固有的思想文化，並試圖將二者調適融合。梁啟

超所認定的人民與國家是互相依存的關係，國家安定富強的基礎是建立在有著優良道

德的新民身上，再由每個人將其私德提升為公德，並將公德推之於國家。 

五、佛教信仰與政治的嵌合  

                                                 
72

 法身，即自性身，是成就佛法的身體，這身體不以物理言，而是精神意義。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這佛性若在隱位，或潛存狀態，為如來藏；若這如來藏顯現出來，則為法身。所謂

「隱名如來藏，顯名法身」。這法身最明顯的特性，是有常住義。它不隨人的色身敗滅而消

失，卻可常存於天地之狹。大乘佛法人士能證得法身，其生命即有永恆意義，不必如小乘

般灰身滅智。因法身不狹於色身，常住不滅。引自吳汝均狹著，《佛教狹狹大辭典》，頁 313。 

73
 梁啟超，〈蒞佛教總會歡迎會演說辭〉《飲冰室全集》（第二冊），頁 2524。 

74
 「十月三十日，佛教總會開會歡迎先生於廣濟寺，僧俗集者數百人，先由某大師述歡迎詞，

稱先生平昔立言，處處提倡佛教，近年新學驟興，毀教潮流得以不起者，皆先生護法之功。」

梁啟超，〈蒞佛教總會歡迎會演說辭〉《飲冰室全集》（第二冊），頁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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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藉由梁啟超關於群體與國家的論述，讓我們了解到「群體」為梁氏治國

理念與教育藍圖的基本目標，「國家」則為其政治理念的最終目的。此節將緊扣分析

梁啟超個人的信仰──「佛教」，並放入「政治」（群治）一同來檢視，梁氏對於佛

教的信仰是否如李喜所所說「是為政治服務」，還是如黃克武所說「是他的終極信仰」，

抑或是劉曉華認為梁氏對佛教是既堅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理性觀是「內在矛盾」
75，筆者將深入探討。 

梁啟超對於佛教與群治的思想集中體現在《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裡，不過筆

者閱遍二手資料，卻發現此文甚少被學者討論到，只有在張灝的 Liang Chʻi-chʻ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有稍微詳盡的論述，所以有再深入探討的

必要。然在檢視梁氏此篇文章內容之前，先來看一下張灝對此文的觀點：對梁氏來說，

佛教不只是精神方向的一個來源，對社會和政治的發展來說，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文

化基礎。像這樣絕對地將佛教描述為一種現世的進取精神的做法，顯然是一種誇大，

然梁氏看來更關心的是他主張的那些新的民德能夠找到文化的認可，而不是對佛教的

教義作客觀的介紹。76 

《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寫作背景是在梁啟超三十歲那年，光緒 28年（1902）

創辦《新民叢報》時期，因為不認同其師康有為所主張「保國須先保教」77的解釋，

與康有為在政治與學術上產生不同觀點，開始產生自身的學術路徑。對此，日本學者

中村哲夫認為，了解梁啟超在《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中對佛教進行——非學術面，

而是宗教面的——的正面評論是很重要的。78趙豐田則認為，梁啟超平生頗致力於佛

學，所以對佛教信仰很深，他雖然不主張保孔教，卻是很提倡佛教。79因此，延著這

個脈絡，可幫助我們考察到梁氏是運用何種佛教政治觀的思維理路，來展現對於佛學

的評論。    

                                                 
75

 劉曉華，〈論梁啟超佛教理性觀的內在矛盾〉《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期，2000

年，頁 8-13。 

76
 Hao Chang , Liang Chʻi-chʻ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p.236-237. 

77
 針對梁啟超不滿康有為所主張的「保國須先保教」，梁氏反對的主要理由狹「保教之說束縛

國民狹狹。……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

故認為教不須保，也不須保，只須保國就好。參見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飲冰室

全集》（第二冊），頁 767、770。 

78
 （日）中村哲夫，〈梁啟超與佛學〉《歷史教學問題》，2003年第 3期，頁 39-43。 

79
 丁文江、趙豐田狹，《梁啟超年譜長狹》，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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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是把作為宗教的佛教用理性的、科學的、非迷信的觀

點來論述，主要是將國家與人民的前途視為一個大方向，以政治裡的群治與佛教信仰

的論點來貫穿全文。梁啟超在該文開宗明義說明他要解決的議題：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群治』，…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是也。

信仰必根於宗教，…。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

也。「中國必須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吾中國固自有孔教

在，而何容復商榷為也？雖然，吾以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

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80 

梁啟超這裡關心的依然是中國未來的方向，抽取根於宗教中信仰的成分，以宗教與信

仰來為群治打下更好的基礎。然為何教育無法取代宗教？梁氏認為如果拿教育已經普

及的國家來看，人民的道德、智慧皆日趨平等，就算缺少信仰也不會造成影響，但當

時中國的情況並不是如此，於是宗教是勢必需要的。81 不過，中國需要信仰何種宗

教？以梁氏的觀點，儒教並非宗教而是教育的學問，並順水推舟提出他所信仰的佛

教，不過他眼中的佛教並不是迷信的宗教，而是具有高度理性的成分。 

文中共有六個論點：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獨善」；

「入世」而「非厭世」；「無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別」；「自力」而「非

他力」。（一）智信而非迷信。梁氏主張各宗教皆以生起信心為第一要點，然前提要先

了解為何信而信，否則即是自欺欺人。並舉有「造物主」的宗教為例：「輒曰『是造

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也。』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82

光緒二十九年（1903）以前，梁啟超是以民主共和為理想，以君主立憲為過渡，83 故

在談論宗教時，不滿只信仰唯一創造神、唯一真理的宗教。但佛教則不然：「佛教之

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恆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84 大

乘佛教的精神，不但要自己悟得智慧，還要以慈悲之心去幫助他人了解真理。釋迦牟

尼說法四十九年，其所講義理多是關於哲學學理，在反覆辯論之中使人累積智慧，梁

                                                 
80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1。 

81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1。 

82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2。 

83
 雷慧兒，《梁啟超的治國之道－人才主義的理狹與實踐》（臺北狹東大圖書，1989），頁 114。 

84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2。 



 
                        

清末民初梁啟超佛教治國理念——以《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為探討 

 

 

665 

氏認為這適切於「群治」。梁氏指出斯賓塞85（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說的哲

學僅區分為可知與不可知；然佛教則於不可知之中求其可知也，所以在學界來講，斯

賓塞所言是過渡之意義，佛陀所說是究竟之意義。86 

（二）兼善而非獨善。梁氏此之論點與先前討論過的私德與公德頗有不謀而合

之處，均是以獨而群，先將個人教育好，再推向群體使之完善。據梁氏所說，宗教是

以兼善為共同宗旨，佛典：「己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為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

是為菩薩發心。」修行成佛雖為佛教最終目標，但大乘菩薩則是具有「苟眾生迷而曰

我獨悟，眾生苦而曰我獨樂，無有是處 87」之此種捨己為人的願心，故梁啟超取其

精神放入治國理念中：「譬諸國然，吾既託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於而我可以獨智，國

民危而我可以獨安，國民粹而我可以獨榮者也。」88 梁氏以為，若是了解此種道理，

則人民便願意以國家為優先，並為國家犧牲個人利益。 

（三）入世而非厭世。佛教自明清以來，一向給人不問世事、歸隱山林的刻板

印象。89 佛教學者研究近代佛教改革僧人釋太虛（1890-1947）所提出影響至今的「人

                                                 
85

 英國進化論哲學家，他堅信演化論（前達爾文主義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倡導

者。 

86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2。 

87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3。 

88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3。 

89
 關於明代佛教的發展脈絡狹「明代民狹宗教性仰活躍，許多宗教信仰狹時狹地並存，具有多

元性。國家宗教政策上層以儒學為本，中下層以佛教、道教與民狹信仰來解釋人生價值與

宗教超越等意義。國家對下層因俗而治，加之明中葉後，某些皇帝因信仰偏好，打破祖制，

讓民狹某些宗教活躍，但亦造成晚明宗教政策之矛盾，使宗教、社會與國家關係趨於複雜。」

「漢地佛教在中國是已具本土性與制度化，明代佛教地位顯著，流行普遍，因為一切眾生

皆可從簡單的方式獲得寄託，深得弱勢人群，奴女、老人、殘疾等所接狹，普世性超越道

教。所以國家對佛道政策著眼點在於社會影響力。僧道人口數量、寺院經濟之影響與興建

寺院問題能狹觀反映佛教興衰與明代國家制度、政策的互動關係。」參見趙軼峰，《明代國

家宗教管理制度與政策研究》（北京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23、145-164。 

關於清代佛教的發展概況狹「歷代帝王頗多信仰（佛教），三武之摧殘不旋踵而即復，諸儒

辟之不得，或亦擷其精華以自淑。我朝順治至乾隆最盛，嘉慶以後寢衰，咸豐時洪、楊擾

攘，以耶穌教為號召，排斥異教，寺觀為墟。然剝極則復，光緒年狹又薄然興起矣。」參

見周叔迦，《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清代佛教史料輯稿》（第 7冊）（北京狹中華書局，2006），

頁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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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教」90 成果頗多，在清季時梁啟超亦點出佛教是入世而非出世。梁氏認為，若

了解大乘菩薩的精神，便可知佛教非厭世之教；佛教講天堂，非有形之天堂，然無形

之天堂則是指每個人的「本心」之天堂，並引「地獄天堂皆為淨土」說明菩薩在世界

一切眾生皆成佛之位置前，是不會自己安住於一文明極樂之地。梁氏於文末：「彼歐

美數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百數十仁人君子，住

之樂之，而莊嚴之。」91誠如所言，梁氏將西方近百年來成就近代化的先驅者用佛教

中的菩薩來比喻，目的即是希望中國人民能知此義，小則可以救一個國家，大則可以

度世界。92 

（四）無量而非有限。梁氏指出宗教因有「靈魂」的觀念而不同於哲學，且佛

教對於靈魂的解釋是最完善的：「孔教專衍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佛教專言

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于亞當，然其魂則故

受諸上帝也。亞當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93」孔教是關懷人文

精神，並無無限的靈魂觀念；佛教的靈魂觀則是無量無有盡；基督宗教有限的靈魂觀

則令梁氏所不滿。梁氏引譚嗣同《仁學》所言： 

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瞢瞢焉而惑。故明知是義，

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朒而不敢焉。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

願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94 

梁氏引文所指為佛教的靈魂觀，即在生前知道死後還有莫大之事，便不會在生前執著

於短暫的苦與樂，且若知靈魂為不死之物，就算是殺身成仁也無懼於心。此論點的背

景可說是戊戌政變譚嗣同慷慨就義後，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對此痛心不己，並為譚嗣同

《仁學》作序95弔念其成仁取義的敬畏之情。 

                                                 
90

 雖然人狹佛教在明末已有蹤跡，不過正式提出要待至清末民初的釋太虛。關於太虛的「人

狹佛教」，可參見狹Don. A. Pittman, 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狹狹狹狹Taixu's reforms,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1. 江燦騰，〈太虛大師的「人狹佛教」狹狹探源〉

收入氏著，《現代中國佛狹狹狹論集》（一）（臺北狹新文豐，1990）。 

91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4。 

92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4。 

93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5。 

94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5。 

95
 梁啟超，〈《仁學》序（1898）〉《飲冰室全集》，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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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等而非差別。梁氏借用佛教所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96 之人人與

佛平等的觀念，來說明：「夫專制政體，固使人服從也，立憲政體，亦使人服從也，

而其順逆相反者，一則以我服從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一則以我服從於我，

吉凶與我同患也。」97 君主立憲、共和主義等國家政權的形態在清季隨著西方知識

傳入，一直是知識份子們所關注的議題，梁啟超亦不例外，然其主張卻隨著環境的需

要而不斷轉變，張朋園認為梁氏在辛亥革命爆發前是君主立憲主義者，及至南北議和

達成清帝退位及實行共和之協議，梁氏即不再堅持原先的主張，反而進一步積極表示

支持共和。98此說法也印證了前一段寫於 1902 年辛亥革命前之引文內容，反對專制

政體，贊成人民和君主患難與共的君主立憲，這並與佛教的平等觀念相契合。 

（六）自力而非他力。因果論被梁氏歸類為佛教教義中「自力」的類別。梁氏

認為達爾文、史賓塞等言進化的學者，其所說理論，莫不出此「因果」二字之範圍99。

梁氏特別重視「善因、善果」這一觀念，他提到：「一當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本

身之墮落；二當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間之墮落。…知此義者，可以通於

治國矣。」100 為何佛教的因果律可以用來治國？此與個人和國家脫離不了關係，以

個人的力量為出發點，若所做皆是正確之事，那麼群眾的力量自可以讓國家逐漸進化

成富強之國。 

筆者以為，上述梁氏用六個論點將佛教信仰巧妙地應用於治國理民的方法上，

雖是以朝向國家富強為最終目標，但佛學為主政治為輔的意識形態明顯嶄露於文中，

佛教本身存在的理性精神可與當時西方的理論相媲美，甚至比西方哲學略高一籌。於

此，可看出佛教誠如黃克武所說是梁氏的終極信仰，101 並非像李喜所認為的是為政

治而服務，而劉曉華的內在矛盾之說，確實是可以讓我們檢視信仰與理性的相依關

係，然而，此二種關係互相矛盾的觀點，筆者認為可從另一角度來看，那就是梁氏信

仰的是「佛教哲學」，而非純宗教的佛教。102 梁啟超的佛教哲學雖如巴斯蒂（Marianne 

                                                 
96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6。 

97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6。 

98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7。 

99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8。 

100
 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6。 

101
 梁啟超狹「以上六者實為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梁啟超，《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頁 8。 

102
 梁啟超將「佛教」分為信仰的佛教、研究的佛教哲學，並取其後者為其信仰所皈，他在《清

代學術概論》曾說狹「（佛教）經典流通既廣，求習較易，故研究者日眾。就中亦分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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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tid-Bruguière）所言，比起章太炎或熊十力的佛學思想顯得相當粗陋，但卻展露出

一種獨具個人情懷與強烈愛國之心的表現，也才會有《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的文章

出現。 

六、結語  

綜述所論，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總結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乃為「國民

公德缺乏，智慧不開」103，國家之強弱，又在於國民之思想與信仰。梁氏還明確指出，

中國將以有信仰而獲進。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梁氏對於佛教思想作了新

的認識和論述。104 總結來看，梁啟超佛學研究的契機是因師友影響，並在之後做學

問的政治生涯中，將傳統儒學與外來的西學和佛教教義互相調適與對話。在梁氏看

來，學問之所以能救國救民，主要是取其高尚的道德品行精神，因此，提倡新的倫理

道德去補充並完善傳統道德，便是他努力之舉。亡命日本後，梁氏接觸到了許多西方

思想，除了使他的思想框架產生極大變化，更明確地了解建設國家與國民這一政治課

題。居日時期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社會上以科學性、哲學性的方法研究佛教之成果影

響，梁氏也撰寫了多部佛學作品，佛教除被他當作學理外，還被認為是具有應用性的，

森紀子認為：「就梁啟超自身來講，他是立於近代科學分為理論和應用兩個部門這一

認識上的。尤其是，還須要求在清末的政治活動中發揮效果，則不能不成為一種實踐

哲學。」105
 

宗教是非理性的感情依託，但佛教哲學卻是屬於理性的邏輯論證；政治是屬於

理性的範疇，是治理眾人之事，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在政治實踐時勢必不能空談政治，

政治理念必須從人出發，並與人做結合。梁啟超在尋找能服務眾人的方法時，將宗教

信仰用理性去認知，更納入其治國的方策中，筆者認為這並非如先前學者所說：「佛

學是為政治服務」這種觀點，而是梁氏本身對於佛學的關懷，進一步擴展至他所關懷

的人民與國家。梁啟超以佛教思想作為改造國民性的重要依託，亦影響了同時代的思

                                                                                                                                        

則哲學的研究，與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學輸入，則對於印度哲學，自然引起連帶的興味；

而我國人歷史上與此系之哲學因緣極深，研究自較易。」引自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頁 220。 

103
 梁啟超，〈本報告白〉《新民叢報》，第 1號。 

104
 李向平，〈近代中日知識分子的佛教因緣〉《浙江學報》6期，1997年，頁 4。 

105
 （日）森紀子，〈梁啟超的佛學與日本〉狹狹狹狹狹，《狹狹研究梁狹超狹西洋近代狹狹狹

容と明治日本》，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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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章太炎（1869-1936）。在近代中國文化信仰的重建方面，章太炎與梁啟超乃為兩

大思想重鎮。 

過去研究認為清末的學術充滿著西學的「新」與傳統中國文化的「舊」之衝突，

然筆者卻認為兩者是互相豐富其內涵，像是嚴復的譯介並不是平鋪直敘的將

Evolution & ethics作翻譯，而是加入了自己深刻的見解，為中國量身訂做出了屬於中

國本土的《天演論》，影響了清末一大批的學人；面對西學的挑戰，梁啟超用其深厚

的中國文化學說回應在《新民說》裡，並互相調適，撇開太過於烏托邦的理想來看，

的確昇華出不輸於西方，屬於中國人民的文化道德素養，為使國家趨於富強。梁氏一

方面重視個人的私德與群體的公德，另一方面又希望達到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的平

衡，因此群治之學是其教育與政治理念的主張。而梁氏身為晚清知識界的代表人物，

從他不斷訴求的理念也讓我們獲知一具體訊息，那就是當時中國面臨國家危亂的困

境，梁氏才不斷提出改進的訴求，先由個人出發，再推向國家，個人是群體的基礎，

個人與國家是互為一體的，他的基本目標其實就是希望將中國人民塑造成具有良好公

德的新民，能團結起來為中國這個群體共同努力。所以，梁啟超的最終目的可以說是

超越群體，著眼於「國家」這個主體之上。 

梁啟超的佛教思想，是包括純理論的研究，和現實的實踐方針，《論佛教與群治

之關係》可說是後者的典型代表。梁啟超將本來是心靈層次的佛教信仰，用不容於君

主專制之智信的、有利於國民素質提升之兼善的、有助於社會進步之入世的、使生命

廣度更擴展之無量的、有利於政治發展之平等的、立足於因果並通於科學之自力的佛

教，與其政治理念做結合，也就是說，人民與國家的發展，是可得益於佛教，展現其

佛學與政治理念的建構基礎。 

然《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的背後是否隱藏著未說出的時代意義？筆者認為是

有的，正如王汎森引陳寅恪之語：「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王汎森將

其解讀為：好的詩有「二義」，一是詩本身之義，一是作者所寄寓其間的時代之關懷。
106梁啟超的時代關懷正是清末士人面臨回應西方思潮捉襟見肘的窘境時，發現已內化

成為中國文化的佛教思想資源其實可以用來解釋或是超越西學，其於 1922年所寫《大

乘起信論考證》提出大乘佛教重要典籍之《大乘起信論》107 是在中國所寫的論著，

                                                 
106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狹一些歷史狹考方式的反狹》，頁 191。 

107
 《大乘起信論》是大乘佛教的概論之作，相傳為馬鳴菩薩所作，真諦法師譯出。內容結構

嚴謹、析理清晰，是對隋唐佛教影響很大的一部論著。全書分為「因緣分」、「立義分」、「解

釋分」、「修行信心分」和「勸修利益分」五個部分，把如來藏狹狹和唯識說結合為一，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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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從印度傳入，目的即是證明中國人也有如此之智力能寫出此種作品。 

梁啟超生涯中所提倡的理念，其經世救國的目的極為突出。梁氏以佛教思想為

依據，融通東西哲學，再建近代文化信仰，則是象徵近代中國知識界自我意識的覺醒

和獨立之處，更由於近代中國忙碌於民族獨立，文化信仰的再建設都不約而同地內在

化、個體化，既追求超越，同時又以內在超越作為精神境界。這固然是因為東方之文

化傳統所制約，同時亦是時代使然。108梁啟超的思想複雜多變，是歷來研究梁啟超的

學者給予的定義，不過，若站在更外圈來看，筆者認為不論梁氏的思想是如何多樣化，

但其中心脈絡絕對不會偏離「救國育民」這一理想主軸，這亦是研究梁啟超的學人所

不可忽視的重要基礎所在。 

                                                                                                                                        

明「一心」、「二門」、「三大」的佛教理論和「四信」、「五行」的修持方法。一心，即如來

藏心。萬法源出於此，包設一切世狹法和出世狹法。二門，指心真如門（清淨）和心生滅

門（污染）。心真如門有離言、依言兩種；心生滅門分流轉、還滅兩門。三大，謂體大、

相大、用大。「體」即本體，又名真如，於中一切法平等，不增不減；「相」即形相，又名

如來藏，具有無量善性功德；「用」即功用，謂由此產生一切善因善果，為修證菩提妙覺

之所由。四信，指相信根本真如和佛、法、僧三寶。五行，即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止觀五種德行。星漢狹著，《圖文佛教大百科》，北京狹新華書店，2013，頁 339。 

關於《大乘起信論》的真偽，吳汝均認為狹「《大乘起信論》在佛教傳統中傳為馬鳴所作，

但有很多人認為這部論是偽書，並非馬鳴所作，只是託馬鳴之名而已。但偽書不一定無價

值。所謂偽書是指書的作者有問題而已，並不表示該書的內容無價值。其實，就狹狹的成

熟度來說，這部論是非常有價值的，它的狹狹成熟度要比唯識、中觀高。若從狹狹史的脈

絡來看作者的問題，馬鳴是不可能寫這部書的，因為他的時代是在佛教的早期，他比龍狹

的時代還早，但這部論的狹狹成熟程度比龍狹、無著與世親的狹狹還要成熟，馬鳴沒有可

能完成一部在狹狹上很成熟的作品。反觀龍狹、無著及世親的狹狹，他們所處理的問題較

為單純，牽涉的東西比較少。但這部論的狹狹則非常複雜及豐富。它概括了空宗，特別是

有宗的狹狹，更有眾生心一心開二門的說法。這樣成熟的狹狹是不可能由比龍狹更早的人

寫出來的，所以我們懷疑這部論可能是後期的作品。」引自吳汝均，《印度佛學的現代詮

釋》，臺北狹文津出版社，1995，頁 166。 

108
 李向平，〈近代中日知識分子的佛教因緣〉《浙江學報》6期，1997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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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思想探微 

——以《大智度論》為論述核心 

 

 

趙太極∗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整部《大智度論》之耙梳，將述及「般若波羅蜜」之思想部分加

以歸納、析論，以解明「般若波羅蜜」之殊勝意涵與功德，並對「般若波羅蜜」之

修學次第詳加探究，藉以釐清「般若波羅蜜」之精義，揭櫫《大般若經》之經旨，

以資體證圓滿究竟真理之津筏。 

本文全文結構，共分六節：一、「引言」，略述般若波羅蜜與《大智度論》之關涉

與學界現行研究成果之文獻回顧。二、「般若波羅蜜之殊勝意涵與功德」，析釐菩薩方

堪受持般若之理，論述般若波羅蜜之殊勝意涵與功德，並闡明諸法實相義，以凸顯菩

薩行深般羅蜜的思想特色。三、「『諸法實相』義析探」，探究般若波羅蜜之實踐進路

與修學次第，以彰顯菩薩得以成佛的根據。四、「般若波羅蜜之修學次第」，首辨觀空

正見與邪見，次明蕩相遣執之旨，令歸實相。五、「般若波羅蜜與其他五波羅蜜間之

關涉」，揭顯六波羅蜜間相互倚重，而以般若為上首之理。六、「結語」，綜結各節論

述重點以為結論，藉以呈顯般若波羅蜜之思想詮釋意涵之精義。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般若、諸法實相、六度、六波羅蜜、大智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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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智度論》素有「佛教百科全書」之美譽，內容共百卷，其中涉及甚多經論之

引證，主要在於闡發般若波羅蜜的諸法實相義及三乘般若異同之要旨。佛教主張從凡

夫到成佛的修證過程當中，首要的條件便是真發菩提心，廣行菩薩道，除了自覺覺他

之外，更要自度度他；菩薩道即以成佛為目的，此成佛的觀念始自印度大乘佛教初期

佛典中所揭顯。聲聞1、緣覺2
 雖與佛、菩薩並列四聖之位，但聲聞、緣覺屢屢被佛

陀指責為焦芽敗種、自了漢；相對地，菩薩則為邁向圓滿體證無上究竟真理的關鍵樞

紐。 

菩薩道的實踐內涵即六波羅蜜（paramita），漢譯為六度，意指通向真理的彼岸

之意，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合稱六度，此為菩薩與聲聞、緣覺有

別的不共法。六度中的般若波羅蜜，畢竟清淨，為三世諸佛法藏，又稱之為「諸佛之

母」，3成為其他五波羅蜜圓滿賴以成就之根據，而位居於六度之上首，其重要性可見

一斑。簡要地說，般若波羅蜜即是：「諸菩薩從初發心求一切種智，於其中間，知諸

法實相慧，是般若波羅蜜」4。然而，諸法實相的意涵為何？般若波羅蜜如何獲取？

其修學次第為何？六度能各自獨立實踐嗎?六度彼此間有何相關聯性?以上種種提

問，亟需吾人深入思辨，以貫達真義。 

「般若波羅蜜」之研究，目前學界除了釋厚觀的〈《大智度論》中的般若波羅蜜〉
5一文、蘇榮焜：〈略述《大智度論》之旨趣〉6及牟宗三所撰述的《佛性與般若》7、

                                                 
1
 梵語 śrāvaka，巴利語 sāvaka；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故稱聲聞。參見《法華經》卷 2，《大

正藏》冊 9，頁 17下。 
2
 梵語 pratyeka-buddha，巴利語 pacceka-buddha。音譯剌醫迦佛陀、畢勒支底迦佛、辟支

迦佛、貝支迦佛、辟支佛。又作獨覺、緣一覺、因緣覺。為二乘之一，三乘之一。指獨自

悟道之修行者。即於現在身中，不稟佛教，無師獨悟，性樂寂靜而不事說法教化之聖者。

聲聞與緣覺，稱為二乘；若共菩薩，則為三乘。參見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

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頁 6132。 
3 「般若波羅蜜能遍觀諸法分別實相，無事不達、無事不成；功德大故，名之為母。」參見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4，《大正藏》冊 25，頁 190上。為清眉目，此後註腳僅列《大

智度論》卷次及頁碼，餘略。  
4《大智度論》卷 18，頁 190上。  

5
 釋厚觀：〈《大智度論》中的般若波羅蜜〉《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

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 4月），頁 8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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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順萍所著《般若波羅蜜多之覺觀與行證》8……等相關內容外，並不多見，尤其以

《大智度論》為核心來探討般若波羅蜜者，更加稀少，因此在般若波羅蜜之思想詮釋

研究上，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供論議。 

二、般若波羅蜜之殊勝意涵與功德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佛不說般若，菩薩盡青瞑。「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

相為師」9，「諸法實相是般若波羅蜜」10，般若波羅蜜為十方諸佛教法的核心內容，

任何眾生皆須仰賴般若波羅蜜的方便力守護，方得以徹證真理、成就佛道，使佛佛相

續而無窮盡。11
 佛親證般若法寶，開演自內證無盡法藏；「若般若在世，佛亦在世」，

12
 觀諸整個佛教教義內涵之涓涓細流，無一不會歸般若法海；「大悲是一切諸佛、菩

薩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羅蜜之母，諸佛之祖母。菩薩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羅蜜，

得般若波羅蜜故得作佛。」13
 職是之故，般若之學大矣哉！   

《大品般若經》的經名為「般若波羅蜜」，佛欲解說其事，因此品品中皆讚嘆般

若波羅蜜，而《大智度論》為《大品般若經》的註釋書，14「般若波羅蜜」則為其內

容之精要所在，不但標舉出圓滿體證真理的不二途徑，同時也指出三乘分途的關鍵

                                                                                                                                        
6 蘇榮焜：〈略述《大智度論》之旨趣〉，《慧炬雜誌》526期，2008年 4月，頁 52–54。 

7
 牟宗三：〈《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佛性與般若》（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年），上

冊，頁 3–87。  

8
 本書以《大般若經》為主，並輔以般若部之其他諸經，特以「般若波羅密多」為論述中心，

分為「覺學」、「觀照」、「行持」與「證悟」四大章節，分別探究般若波羅密多「覺、觀、

行、證」之內涵意義，並再以「綜論般若波羅密多」為另一章節，是對般若波羅密多與相

關佛學思想，做一整體性之闡述，以展顯般若波羅密多於「覺、觀、行、證」上之殊勝性。

參見胡順萍：《般若波羅蜜多之覺觀與行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頁 1–50。 
9
 參見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0，頁 128下。 

10《大智度論》卷 18，頁 195下。  
11《大智度論》卷 34，頁 314中。  
12《大智度論》卷 100，頁 755下。   
13

 語出《明網菩薩經》，參見《大智度論》卷 20，頁 211中。    
14

 「摩訶衍甚多無量無限，如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諸

龍王、阿修羅王、諸天宮中，有千億萬偈等。所以者何？此諸天、龍、神壽命長久，識念

力強故。今此世人，壽命短促，識念力薄，小般若波羅蜜品尚不能讀，何況多者！」參見

《大智度論》卷 100，頁 7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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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15 

（一）菩薩方堪受持般若 

從凡夫到成佛，必經菩薩道的修習過程，而菩薩道所修習之內涵為六度，六度之

中，又以般若為上首，因此欲辨明般若之內涵，必先明白菩薩之意涵，方能了解菩薩

與二乘的差異處，而凸顯其思想特色所在。 

菩薩為菩提薩埵 （梵文 ：bodhisattva）之略稱，Bodhi（菩提）意為「覺悟」，

satto或 sattva意為「有情」，翻譯成漢語為「覺有情」之意，意即指追求覺悟的有情

眾生，並使人覺悟的有情眾生。佛教認為，從初發心（初信位的菩薩）直到圓滿成佛，

此期間經歷了五十二個階位，亦稱之為菩薩五十二階位。16
 

根據《大智度論》上的說法，佛法有二種：一、祕密，二、現示。在現示中，佛、

辟支佛、阿羅漢，皆堪作福田，因為他們的煩惱皆已斷盡無餘；而在祕密中，諸菩薩

已證得無生法忍，不但煩惱已斷盡，而且具足六大神通，能夠利益眾生。菩薩因發菩

提心，所以能夠以方便力，示現進入五道，與眾生同受五欲，藉以引導眾生。至於修

證真理的途徑，約莫有二種道：其一為聲聞道，其二則為菩提薩埵道；其中，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四眾皆被歸入聲聞道，唯獨菩薩摩訶薩行菩提薩埵道。17
 

大致來說，菩薩可分為：出家與在家。在家菩薩，總說在優婆塞、優婆夷中；出

家菩薩，總在比丘、比丘尼中。菩薩總是乘願而處於四眾之中，但有四種身分則不入

菩薩之列，即聲聞人、辟支佛人、有求生天人及有求樂自活人，因為此四種人不發心

作佛的緣故。相較之下，由於菩薩已得無生法忍的緣故，一切名字相、生死相皆已斷

盡，超出三界，實則不墮入眾生的法數中。18
 雖上言獨舉菩薩之殊勝，但就實而論，

「菩提薩埵實是一個整詞，不是一個語句。但依論的解釋，合字成語，如菩提；合語

成句，如菩提薩埵。此依廣義，籠統言之，亦得曰句。若依今日，名之曰整詞，亦無

不可。此菩提薩埵之句或詞，依字面解釋之，當然有義。今說其無義，是依般若蕩相

                                                 
15

 三乘：梵語 trīni yānāni，即指聲聞乘（梵 śrāvaka-yāna）、緣覺乘（梵 pratyeka-buddha-yāna） 

菩薩乘（梵 bodhisattva-yāna），又作大乘（梵 mahā-yāna）、佛乘、如來乘。佛言：「以第一

度，一切法到彼岸，名般若波羅蜜。」「第一度」者，聲聞人以下智度；辟支佛以中智度；

菩薩以上智度，故名「第一度」。參見《大智度論》卷 88，頁 650中。 
16

 指菩薩初發菩提心，積累修行功德資糧，臻至妙覺，其間所歷經之各階位，共五十二階位。

「修行十信得入十住。」「佛本業瓔珞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無垢地妙覺地。」參見竺佛念 譯：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上，《大正藏》冊 24，頁 1010中–1014中。 
17

 參見《大智度論》卷 4，頁 84下–85上。  

18
 參見《大智度論》卷 4，頁 8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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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執之妙用說之，依實相般若，一切法無所有，說之。此亦如『般若非般若，斯之為

般若』。……」19
 由此可知，菩薩，應是佛為提升聲聞、辟支佛弟子的真理體悟層次

所施設的教法，只有發心成佛而成為菩薩根器者，才堪受六波羅蜜的真理實踐方法，

如論言：「三種道皆是菩提：一者、佛道，二者、聲聞道，三者、辟支佛道。辟支佛

道、聲聞道雖得菩提，而不稱為菩提；佛功德中菩提稱為『菩提』，是名『菩提薩埵』。」
20

 討論至此，既已明菩薩意涵，以下將進一步析論本文的核心論題——般若波羅蜜。 

（二）般若的意涵 

般若，為梵語 Prajñā音譯的佛教專用術語，讀作「缽惹」，意為智慧，為戒、定、

慧三無漏學、六度之一。「般若波羅蜜」則為梵語 prajbaparamita 之音譯，由 prajba

（智慧、妙慧、覺慧）及 paramita（究竟、完成）組合而成，為陰性詞，具有最高智

慧的修證已究竟圓滿完成之意，通常漢譯為智慧到彼岸。21
 

眾所周知，「諸佛法不以無事及小因緣而自發言；譬如須彌山王不以無事及小因

緣而動。今有何等大因緣故，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2由此可見，佛為了大

因緣而宣說般若波羅蜜，依據《大智度論》上所言，般若的緣起共有二十一種，23
 藉

由佛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緣起，吾人可以了解到，般若波羅蜜的法門可說是

為了對治種種的狀況而設，24
 此處必須要注意到的是，「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

                                                 
19

 牟宗三：〈《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12。   
20

 參見《大智度論》卷 4，頁 86上。  
21

 荻原雲來編纂：《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年），下冊，頁 824。 
22

 參見《大智度論》卷 1，頁 57下。 
23

 分別為：「一、為彌勒等廣說諸菩薩行，二、增益諸菩薩念佛三昧，三、世尊受請說法初轉

甚深法輪，四、欲斷眾生疑一切智人，五、宣示一切諸法實相破邪法、斷一切眾生疑結，

六、斷彼貢高邪慢意，七、欲令人信受法自言大師，八、欲令眾生歡喜而開發三十七品等

諸深法藏恣取，九、為斷結使病作大醫王，十、佛欲斷眾生邪意示不可思議身，十一、佛

隨順世法示現凡身，十二、拔苦樂二邊令入中道，十三、分別生身法身供養果報，十四、

說阿鞞跋致相及魔幻魔事，十五、以供養般若波羅蜜因緣授三乘記，十六、欲說第一義悉

檀相，十七、佛欲導引如長爪梵志等大論議師利根人，十八、佛欲說諸法實相，十九、欲

明無諍處，二十、示無諍令有無二事皆寂滅，二十一、以異法門說諸法門。」參見《大智

度論》卷 1，頁 57下–62下。  

24 「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名假施設、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是應當

學。」 

參見《大智度論》卷 41，頁 35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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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25
 佛不斷強調洞悉諸法實相，才能免去魔障與邪見，連未來彌勒下生也需要修

習般若波羅蜜，才能廣度一切眾，因此，般若波羅蜜為所有佛陀教法的核心內容，無

論任何修行境界再高深的行者，也需要般若波羅蜜的方便力守護，才能達到究竟佛地。  

般若波羅蜜的意涵為何？佛說，三乘人都是以般若波羅蜜度到達彼岸的涅槃，滅

一切憂苦，因此稱之為「般若波羅蜜」。如《大智論》言：「般若波羅蜜中一切法，內

外、大小、思惟、籌量、分別、推求，乃至如微塵不得堅實，既到微塵，則不可分別；

心心數法，乃至一念中，亦不可分別。是般若波羅蜜中，心、色二法破壞，推求不得

堅實，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26
 由上可知，般若波羅蜜即為思惟、籌量、

分別、推求一切事物現象之後，如實了知一切心、色二法的自性皆為空性，因為不存

在，所以俱不可得；如此，則能摧破對一切相的執著。 

《大智論》續言： 

「般若」名慧；「波羅蜜」，到彼岸。「彼岸」名盡一切智慧邊。「智慧」名不可

破壞相；「不可破壞相」即是如、法性、實際，以其實故不可破壞。是三事攝

入般若中故，名為「般若波羅蜜」。復次，「般若波羅蜜，無有法與法有合有散」，

畢竟空故；「是般若，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是義如先說。

如是等種種因緣故，名「般若義」。27 

由於般若是如實、法性、實際，不與任何事物相合，只是一種超然於對立之外的智慧，

因此，具有不可摧破的特質；當體察到諸法的自相為空性時，對於一切內外法，乃至

佛法，就不會生起執著的想法。28 

根據歐陽漸的研究指出，29
 整部《大般若經》談論般若的部分，可區分成五個

時期，第一、舍利弗般若——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第一，如佛偈說：「一切

眾生智，唯除佛世尊；欲比舍利弗，智慧及多聞；於十六分中，猶尚不及一。」
30；第二、須菩提般若——佛告慧命須菩提：「汝當教諸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如

                                                 
25《大智度論》卷 10，頁 128下。 
26《大智度論》卷 84，頁 650中。  

27《大智度論》卷 88，頁 650中。 

28
 佛言：「如是！須菩提！菩薩應以自相空法行般若，內外法乃至佛法不著故。」參見《大智

度論》卷 84，頁 650上。 

29 歐陽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敘〉，《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45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

1978年，頁 187-258。。。。  

30《大智度論》卷 11，頁 13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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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菩薩摩訶薩，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31；第三、信解般若——又稱之為帝釋般若、

彌勒般若，合稱信解般若，如論言，「佛於三藏中，廣引種種諸喻，為聲聞說法，不

說菩薩道。唯《中阿含．本末經》中，佛記彌勒菩薩：『汝當來世，當得作佛，號字

彌勒』；亦不說種種菩薩行。佛今欲為彌勒等廣說諸菩薩行，是故說《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32；第四、實相般若，「又知是福德果報無常，天人中受樂，還復墮苦；厭

是無常福德故，求實相般若波羅蜜。」33；第五、方便般若，「是菩薩雖行三十七品、

十八空，知諸法畢竟不可取，亦不證聲聞、辟支佛道，而能還起善法，教化眾生、淨

佛世界、壽命具足等，皆是方便般若波羅蜜力」34。以上五種般若，可以發意、修行、

大悲、方便具足等入菩薩位四法來貫串法義。35 若依《大智度論》的說法，則可將

般若分成二種：「一者、共聲聞說；二者、但為十方住十地大菩薩說，非九住所聞，

何況新發意者！」36
 至於十地菩薩（歡喜地、離垢地、有光地、增曜地、難勝地、

現在地、深入地、不動地、善根地、法雲地）各修何法而得成就，詳如《大智度論》

論菩薩治地業中所述，此處不擬贅述，請逕參閱。37
 

（三）般若的功德 

般若種類及其梗概，具如上述。吾人不禁要問：般若波羅蜜的功德為何？如《大

智度論》所言： 

禮般若波羅蜜當如禮世尊。何以故？世尊不異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不異世

尊；世尊即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即是世尊。是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諸佛、

菩薩、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般若波羅蜜中生十善道、

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五神通，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四念處乃至八聖

道分。是般若波羅蜜中生佛十力、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種智。38
 

                                                 
31《大智度論》卷 41，頁 357上。  

32《大智度論》卷 1，頁 57下。   

33《大智度論》卷 18，頁 196中。   

34《大智度論》卷 58，頁 469下。 

35《大智度論》卷 27，頁 262下。 

36《大智度論》卷 100，頁 754中。 

37《大智度論》卷 49，頁 410上–411上。 

38《大智度論》卷 10，頁 30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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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引文指出，已明確指出般若波羅蜜的重要性，說明《大般若經》所指涉的大乘即

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說大乘即是說般若，說般若亦即是說大乘。般若不但是一切

善法之母，一切佛法無不被融攝般若之中。因此，般若能生諸佛，是諸佛之母，而且

能夠顯示世間諸法之實相，因此又被稱為如來母，能生出一切如來。般若波羅蜜既然

如此重要，它又具備何等殊勝功德呢？佛陀如是說道： 

是般若波羅蜜中生五波羅蜜，生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

法，一切三昧、……諸菩薩摩訶薩、諸佛、諸佛一切種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

生。39 

無論是須陀洹，乃至阿羅漢、辟支佛、諸菩薩摩訶薩、諸佛及諸佛一切種智，無不皆

從般若波羅蜜中生。般若波羅蜜中，不但能生出五波羅蜜，而且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

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三昧、一切禪定、一切陀羅尼門，皆從般若波羅蜜中生；

成就眾生、淨佛國土，皆從般若波羅蜜中生……；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吒天，皆從般

若波羅蜜中生。 

綜上所述，般若波羅蜜具一切殊勝功德，世出、世間無一不是從般若波羅蜜而生。

換句話說，若能掌握般若波羅蜜之殊勝意涵，進而發起菩提薩埵的願心，依次第而修

學，則能獲證無上佛果，由是足資證明般若波羅蜜確實具有無上殊妙的功德，不但能

孕育三界，更誕育無量的佛。 

三、「諸法實相」義析探  

前曾述及，「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而「諸法實相是般若波羅蜜」、40 「諸

菩薩從初發心求一切種智，於其中間，知諸法實相慧，是般若波羅蜜。」41 因此，

深解「諸法實相」的意涵，當能掌握般若真實義。 

（一）般若真實義 

龍樹菩薩說，「菩薩有二種：一者、得諸法實相；42
 二者、雖未得實相，於佛道

                                                 
39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9，《大正藏》冊 8，頁 284上。  

40《大智度論》卷 18，頁 195下。  

41《大智度論》卷 18，頁 190上。  

42
 「云何是諸法實相？」答曰：眾人各各說諸法實相，自以為實。此中實相者，不可破壞，

常住不異，無能作者。如後品中佛語須菩提：「若菩薩觀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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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信、有忍、有淨心、有深心、有欲、有解、有捨、有精進。……以欲、解、定心

故，捨財及捨諸惡心、慳、恚等煩惱，是故說『捨』。為捨故常能『精進』。有如是等

諸功德。若不得般若波羅蜜，若身壞命終時，若惡知識沮壞則失菩薩道；世間功德故

受世間果報，然後墮聲聞、辟支佛地，不能至無上道。」43
 總之，唯有證得般若波

羅蜜、諸法實相的大菩薩，才能夠繼續完成無上道（最高真理）的歷程。 

承上所述，可藉由《大智度論》中須菩提與佛之間的對話，得到更鮮明的概念分

析，如論言： 

善男子！行是深般若波羅蜜時莫貪色。何以故？善男子！是色非可貪者；莫貪

受、想、行、識。何以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可貪者。所以者何？諸法

性空故。44 

「諸法性空」即是「諸法實相」，由於般若波羅蜜具有「蕩相遣執」之妙用，所

以能時時處處警策行者，不貪著一切境界，當然也包括最高真理與佛果在內。 

《大智度論》又言： 

畢竟空、無所有，亦非般若波羅蜜相。……45 

菩薩觀諸法實相畢竟空無所有、無所得，亦不著是事故，於眾生中而生大悲：

眾生愚癡故，於不實顛倒虛妄法中受諸苦惱。46 

上引提到「畢竟空、無所有，亦非般若波羅蜜相」，畢竟空為十八空之一，何謂

十八空？《大智度論》上說：「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外空、

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

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當學般若

                                                                                                                                        

非我非無我，非有非無等，亦不作是觀，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是義，捨一切觀，滅

一切言語，離諸心行，從本已來，不生不滅，如涅槃相；一切諸法相亦如是，是名諸法實

相。」參見《大智度論》卷 18，頁 190中。 

43《大智度論》卷 71，頁 556中。  

44《大智度論》卷 71，頁 557中–下。  

45《大智度論》卷 68，頁 536中–下。    

46《大智度論》卷 80，頁 62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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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47 可見欲證得十八空，則必須修學般若波羅蜜。然而，般若波羅蜜

空與十八空，其異同為何？如果兩者不同，那麼離開十八空，又如何指涉般若空呢？

如佛說：「何等是般若波羅蜜？所謂色空，受、想、行、識空，乃至一切種智空。」

若相同的話，又怎麼會說：「欲住十八空，當學般若波羅蜜」呢？佛陀向須菩提答說：

有因緣的緣故，所以說異；有因緣的緣故，所以說同。 

差異何在呢？「般若波羅蜜，名諸法實相，滅一切觀、法；十八空則十八種觀，

令諸法空。菩薩學是諸法實相，能生十八種空，是名異。」相同處何在呢？「十八空

是空無所有相，般若波羅蜜亦空無所有相；十八空是捨離相，般若波羅蜜一切法中亦

捨離相；是十八空不著相，般若波羅蜜亦不著相。以是故，學般若波羅蜜，則是學十

八空，不異故。」根據龍樹菩薩的解釋說道，般若波羅蜜有小、大之分。想要得大者，

必先當學小方便門；欲得大智慧，當學十八空。漸次安住在讀誦、正憶念、思惟、如

說修行般若波羅蜜經的小智慧方便門上，則能得十八空。48
 證得般若，即能深體十

八空的旨趣；十八空，則是證得般若的根基。 

般若波羅蜜為成佛之關鍵，而其特徵為何？據《大智度論》說： 

復次，諸佛有二種說法：一者、觀人心隨可度者；二者、觀諸法相。今佛欲說

諸法實相故，說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如說〈相不相品〉中，諸天子問佛：

「是般若波羅蜜甚深，云何作相？」佛告諸天子：「空則是相，無相、無作相、

無生滅相、無行之相，常不生、如性相、寂滅相等。49 

上引所言，佛陀教化眾生的說法方式有兩種，其一為針對眾生的心性層次而施予

相對應的教化內容，其二則為透過對諸法的深入觀察後，特別為根基深厚的眾生而說

的甚深智慧，藉使明白諸法的實相。此甚深智慧的特徵為：空、無相、無作、50 無

生滅、無行、常不生，有如性相及寂滅相等。可見對於萬事萬物的觀照當中，必須要

                                                 
47 有關十八空的闡釋，散見《大智度論》各處，可說是《大智度論》的核心論旨，由於甚為
繁多，囿於篇幅限制，無法細論，容另文專論。參見《大智度論》卷 31，頁 285中。 

48《大智度論》卷 31，頁 285下。 

49
 參見《大智度論》卷 57，卷 1，頁 62上。 

50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三三昧。何等三？空、無相、無作三昧。空三

昧，名諸法自相空，是為空解脫門；無相，名壞諸法相，不憶不念，是為無相解脫門；無

作，名諸法中不作願，是為無作解脫門；是名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以不可得故。」參見《大

智度論》卷 48，頁 40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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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空、無相、無作、51 無生滅、無行、常不生的認知，與有如法性相及寂滅相等

的體會，與之契合，才能稱得上已了悟此甚深智慧；甚至連了悟此甚深智慧這件事，

亦絲毫不起任何念頭，方才有些許甚深智慧的綻露。誠如蔡纓勳的研究指出：「『般若

無知論』則從有相無相、有知無知之立論以明般若空慧，然般若空慧乃體證一切諸法

『緣起性空』而得。淺言之，言『有相』、『無相』、『有知』、『無知』均是『即言以定

旨』之『惑取之智』，是執見、自性見，不見緣起法，亦不知諸法性空，而般若慧則

是蕩相遣執，非有相非無相，非有知非無知，此即『不真空論』所云之『非有非無』、

『真諦獨靜於名教之外』，亦即般若三論『畢竟空』之義。」52 上言，可提供由鳩摩

羅什傳至僧肇的般若學內涵，53
 作一有力的註腳，使吾人更易曉知，空、無相、無

作、無生滅、無行、常不生之真實義。 

（二）般若波羅蜜的性相與殊勝 

透過《大般若經》裡，佛陀與須菩提的一段對話，將可進一步了解般若波羅蜜的

性相與殊勝之處，如經言：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羅蜜，誰能信解者？」 

佛告須菩提：「有菩薩摩訶薩，先於諸佛所久行六波羅蜜，善根純熟，供養無

數百千萬億諸佛，與善知識相隨，是輩人能信解是深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能信解是深般若波羅蜜者，有何等性？何等相？何等

貌？」 

佛言：「欲瞋癡斷離是性相貌，是菩薩摩訶薩則能信解深般若波羅蜜。」54
 

由如上的對話得知，只有欲、瞋、癡已完全斷盡遠離的，才是般若波羅蜜的特性與相

                                                 
51

 「般若是無著相，而是人說有相般若是第一義，是人隨假名而生我心。般若是無作相，是

人欲用般若有所作，所謂「我用是般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佛言：「作如是念者，

不名行般若。」若不如是念，名為行般若波羅蜜。參見《大智度論》卷 77，頁 607下。 

52 蔡纓勳：〈僧肇般若思想（以不真空論為主）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

第 30期，1986年，頁 390。 

53
 參見涂艷秋：《鳩摩羅什般若思想在中國》（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頁 225–266。 

54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5，頁 33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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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也唯有早就在諸佛的跟前，已長久修行六波羅蜜，而且善根已然純熟，曾經供養

無數百千萬億諸佛，並時時與善知識相隨的大菩薩，才能夠相信、了解如此甚深的智

慧。可見，非經長久發起願心成佛，然後不斷薰修，根本是無法相信、了解的，更何

況是完全證得最高真理的智慧，由是益見般若波羅蜜確實是殊勝無比的。證諸《大智

度論釋．譬喻品第五十一》所論述，持坏瓶取水與持熟瓶取水的譬喻，來對顯是否得

到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所守護，甚至得到佛十力乃至一切種智所守護，其結果會如

何，強調若「為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所護，為禪定、精進、忍、戒、施乃至一切種智

所護故。須菩提！當知是人不中道衰耗，過聲聞、辟支佛地，能淨世界、成就眾生，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55 反之，則縱使行菩薩道的過程中，已經具足信、忍、

淨心、深心、欲、解、捨、精進等德目，但若不為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所守護；則不

為禪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尸羅波羅蜜、檀波羅蜜所守護；也不為內

空乃至無法有法空、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佛十力乃至一切種智所守護，則必然中途

因失去善根守護力墮落聲聞、辟支佛地，未竟菩薩道之實踐的成佛終極目標。 

上述凸顯了般若波羅蜜、方便力具有守護菩薩的力量之重要性，只有透過般若波

羅蜜、方便力的守護，才能體證、領悟最高的真理內涵。因此，若有一絲邪見煩惱因

緣，則不能成就菩薩道；只有般若及方便——般若波羅蜜才能滅盡諸邪見、煩惱及戲

論，帶領菩薩進入畢竟空的境界之中，再由方便離開畢竟空，然後安住於如實觀照緣

起性空真理的中道之中。 

四、般若波羅蜜之修學次第  

上二節已略從廣大經論徵引出重要經文論點，解明般若波羅蜜的殊勝功德與意

涵，並析論「諸法實相」之義涵；此節則續論般若波羅蜜之修學次第，以進一步闡述

般若波羅蜜的實踐進路。 

（一）首辨觀空正見與邪見 

在《大般若經》裡，由於是反覆闡釋般若義，並無具體指出般若波羅蜜之修學次

第，筆者只是試圖透過梳理其脈絡，舉其大要而加以討論，藉以釐清菩薩道之實踐核

心義理。如《大智度論》上言：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新學菩薩摩訶薩云何應學般若波羅蜜、禪波羅蜜、

                                                 
55

 參見《大智度論》卷 71，頁 55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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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梨耶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尸羅波羅蜜、檀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新學菩薩摩訶薩若欲學般若波羅蜜，禪、精進、忍、戒、檀波

羅蜜，先當親近、供養善知識能說是深般若波羅蜜者。是人作是教：『汝善男

子！所有布施，一切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所有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一切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56 

如上言，所有初發心、新學的大菩薩，若想要學習學般若波羅蜜，及禪定、精進、忍

辱、持戒、布施等六波羅蜜，則應當先親近、供養能夠宣說如是甚深微妙般若波羅蜜

者的善知識；此處強調善知識的重要性，雖已發心，但若不得善知識的思想引導，則

終難探般若波羅蜜的奧旨，般若波羅蜜之義尚且不知，又如何實踐呢？換句話說，善

知識猶如登涅槃山的嚮導，他不但有登山地圖、也有指南針及禦寒、緊急救護用品，

也有豐富的登山經驗，可見善知識不容或缺。誰才是菩薩的善知識呢？《大智度論》

上有言，諸佛、諸菩薩摩訶薩、阿羅漢、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真如、實際、法性

等，都是菩薩的善知識。57
 又說，「能說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滅法，及一切種

智，令人心入歡喜信樂，是為善知識。」58
 在所有功德皆迴向無上菩提及善知識的

教導下，吾人應如何進一步修學般若波羅蜜呢？《大智度論》續言： 

汝莫以色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莫以受、想、行、識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莫以檀波羅蜜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莫以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是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不取色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取四念

處乃至十八不共法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59
 

佛說法時，賣了個關子，不直接宣說諸法性空的道理，而先教導供養親近善知識；善

知識為新發心菩薩說五波羅蜜等功德。善知識雖施設種種教化，佛但稱其不壞法——

所謂於色等諸法不貪、不著、不取。換句話說，一切不著取，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般若波羅蜜確實具有無上殊妙的功德，不但能孕育三界，更誕育無量的佛。其理

何在？《大智度論》上說： 

                                                 
56《大智度論》卷 71，頁 557中。 

57《大智度論》卷 76，頁 596下。 

58《大智度論》卷 96，頁 731上。 

59《大智度論》卷 71，頁 55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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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本為菩薩時，如是行，如是學，……。諸佛學是般若波羅蜜，乃至一切

種智，得度彼岸。……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般涅槃後，應依止般

若波羅蜜；禪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尸羅波羅蜜、檀波羅蜜乃

至一切種智亦應依止。何以故？是般若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是諸聲聞、辟支

佛、菩薩摩訶薩、及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可依止。」60
 

般若波羅蜜為佛與三乘學人所共尊與依止的，不但諸佛學此般若波羅蜜，乃至一切種

智，得以抵達至真理的彼岸，而且諸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亦

修學此般若波羅蜜，乃至一切智，得以登上真理的彼岸。若針對上引再繼續追究答案，

又如何來解消此問呢？筆者認為，全句重點在於「佛本為菩薩時，如是行，如是學…」，

此乃諸佛相傳之根本法印，它是獲致真理本身的唯一途徑，也是佛教提倡菩薩道的理

論根據，不如是行，則無法體證到究竟圓滿的真理。 

覽閱《大智度論》，將可發現修學般若波羅蜜的歧路不少，稍有個念頭偏差則入

邪見，以下的討論將論及觀空正見與邪見的分野，由於微細難辨，因此臚列對顯如下： 

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為邪見，斷諸善根。如是等義，

名為空門。若人入此三門，則知佛法義不相違背。能知是事，即是般若波羅蜜

力，於一切法無所罣礙。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毘曇門則墮有中，若入空

門則墮無中，若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61 

能洞悉諸法實相的修行人，必能廣行六度，令心柔軟，讓諸多結使轉薄，漸次得到究

竟圓滿的真理體證；相對地，想抄近路、走偏門的邪見人，說空著空、說有著有、說

空有著空有，略明空的法義，便妄自尊大、以盲導盲，自毀慧命，也斷人正見，口空

心不空，又如何能領悟諸法實相呢？真正的菩薩在實踐般若波羅蜜時，不但知諸法一

相，也能知一切法種種相；換句話說，雖知諸法種種相，也能夠知曉一切法只是一相

（一相即無相）。當菩薩有如是的智慧領悟與體證時，便稱名為般若波羅蜜。 

由上所論述，既已明「諸法性空」的道理，接著在實踐上又要如何深入思維呢？

《大智度論》上如是說： 

須菩提！菩薩從初已來，以方便力布施，無我我所心布施，乃至無我我所心修

                                                 
60《大智度論》卷 57，頁 465中–下。 

61《大智度論》卷 18，頁 19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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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不念：「我修智慧、有是智慧。」62 

菩薩在實踐布施時，遠離了此岸、彼岸的對立概念才是真正的布施特徵；同理可證，

遠離了此岸、彼岸的對立概念才是真正的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特徵。因

為，對般若波羅蜜本身而言，並沒有如此的憶想、分別。如果菩薩已領悟此岸、彼岸

的真諦，此人即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波羅蜜所守護，乃至為一

切種智所守護的緣故，永不墮落聲聞、辟支佛地，而得到薩婆若。63
  

般若波羅蜜乃佛陀為了增強菩薩的實踐信心所施設的妙法，其功用只是要徹底地

摧破、粉碎一切有形體與無形體的執著，如實觀照萬事萬物本來存在的樣貌，自然而

然地體現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之美德，這根本只是圓滿德性的展現，

不存在任何想要得到回報或讚許的念頭，換句話說，佛陀在歷經久遠行菩薩道成佛

時，徹悟法界實相，轉而告知、教導世人，由凡夫到菩薩、從菩薩到成佛的實踐歷程，

勉勵眾生不要以得到聲聞、辟支佛的境界為滿足，64 更應迴小向大，拓展心量，邁

向究竟圓滿真理的領悟與實踐，如是悲心流露、苦口婆心地教化，為的是什麼？三世

諸佛，莫不如此，若缺乏般若波羅蜜的「蕩相遣執」之妙用，則吾人將隨順生死與世

間邪說等所惑，永處三界輪迴生死而不得出離。職是之故，筆者認為，般若波羅蜜的

修學過程當中，首當時時提醒行者自身，不墮入任何名相與法數之中，不以小覺小悟，

而自得意滿；應常隨佛學，直至止於至善（圓滿體證究竟真理）。 

（二）次明蕩相遣執之旨，令歸實相 

如何修習般若波羅蜜？如何與般若波羅蜜相應？龍樹菩薩指出，修習般若波羅蜜

必須修習七空65（性空、自相空、諸法空、無所得空、66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

                                                 
62《大智度論》卷 71，頁 557上。 

63
 薩婆若，，，，梵文為 sarvajña ，漢譯為一切智、一切種智，就是諸佛究竟圓滿果位的大智慧，

具有遍知、一切知之意涵。參見荻原雲來編纂：《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2003年），

下冊，頁 1441。 

64
 「學聲聞人，無大慈悲心、智慧不利故，未生厭心，多求諸法，生種種邪見疑悔；菩薩摩

訶薩大慈愍一切故，多求度脫眾生老、病、死苦，不求分別種種戲論。」參見《大智度論》

卷 53，頁 440中。 

65《大智度論》卷 36，頁 324上。   

66
 「若菩薩能行二種波羅蜜，六波羅蜜是初開菩薩道；能用無所得空，行三十七品，是開佛

道。」參見《大智度論》卷 71，頁 26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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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才能與之相應。《大般若經》總是不厭繁複地述說般若波羅蜜知要旨，每每在論

述一項法義之後，隨即又展開破斥的詮釋活動，惟恐學人摭取片面法義，而墮入另一

種深淵之中，可為苦口婆心至極。如《大智度論》上續言： 

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不為般若波羅蜜故行般若波羅蜜，不為檀波羅蜜、尸羅波

羅蜜……不為如、法性、實際故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

波羅蜜時，不壞諸法相故。如是習應，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67 

此段論述，可詮解為大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只是如實觀照，而不去破壞諸法本

來的性相；只要存有任何一絲絲與真理相應相即的念頭，皆與所指涉的真理本身相去

甚遠。換句話說，般若波羅蜜本身是無法與任何法相合，而被執取；般若波羅蜜只是

一種令吾人能正確地觀照一切法、對一切法能夠有正確的認知，如其所來、如其所去，

當對於一切法不起欣樂與厭棄的念頭，而保持清明的觀照，以般若波羅蜜為首，輔以

其他五波羅蜜，漸漸地，隨著對真理體驗與認知程度的提升，般若波羅蜜的妙用便自

自然然地呈顯出來，縱使已對般若波羅蜜的精蘊已掌握得宜，也是要把般若波羅蜜的

念頭空掉，才能達到究竟圓滿真理的境界。 

上述雖已辨明般若波羅蜜的妙用，但畢竟世人的根器深淺不一，對於上述般若波

羅蜜多之修證，或許不易直契甚深法義，因此必須借助文字般若、觀照般若的修習，

以體悟實相般若，三者隱然成了修學般若的次第。由於文字般若、觀照般若為「如筏

喻」，只是邁向真理境界的敲門磚，因此，不是本節討論的重點，此處只是指出兩者

的不究竟，轉而指向「實相般若」。 

依照龍樹菩薩的解釋，「有二種菩薩：一者、習禪定，二者、學讀。坐禪者，生

神通；學讀者，知分別文字。」68 可見透過文字的學習，可以聞思佛陀的法義，

另一種修法則是直接修禪定。但是若想要以文字來獲得真理，這個想法本身是

虛妄不實的，因為連指涉的事物本身是自性空的，又如何以因緣和合而成的文

字來加以形容呢？由此可見，「般若波羅蜜無文字，禪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羼

提波羅蜜、尸羅波羅蜜、檀波羅蜜無有文字」。而且「色無文字，受、想、行、識無

文字，乃至一切種智無文字。世尊！若求菩薩道善男子、善女人著無文字般若波羅蜜，

乃至著無文字一切種智，當知亦是菩薩魔事。」69
 因此，在從事心識的認知活動以

                                                 
67《大智度論》卷 37，頁 331下。 
68《大智度論》卷 42，頁 366下。 

69《大智度論》卷 68，頁 53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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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證智慧時，透過文字的聞思，只是一種方便而已，一旦執取即入窠臼；尤其，執著

般若波羅蜜相，而想要藉諸文字來書寫、讀誦，則是落入更大的執著坑洞中。 

在整部《大智度論》中，較易為人所誤解者，菩薩道的終極完成目標不正是為

了得到一切種智嗎？70
 佛所擁有的一切種智等同於般若波羅蜜嗎？筆者援引經論，

進一步析論辨明，如《大智度論》言：「般若波羅蜜非一切種智法，亦非離一切種智

法。何以故？憍尸迦！是一切法皆無所有不可得，以無所有不可得故，般若波羅蜜非

色，亦非離色；非色如，亦非離色如；非色法，亦非離色法。乃至非一切種智，亦非

離一切種智；非一切種智如，亦非離一切種智如；非一切種智法，亦非離一切種智法。」
71

 上述已申明一切種智並不等同於般若波羅蜜，只要是有任何名相的，可以說，皆

非般若波羅蜜；此與龍樹為調和當時諸派間的衝突對立，於是善巧地透過「緣

起無自性空」將《阿含》的緣起中道，與《般若經》的空性假名加以統一，所

成之《中論》名句：「因緣生法，是名空相，亦名假名，亦名中道。若法實有，

不應還無，今無先有，是名為斷。不常不斷，亦不有無；心識處滅，言說亦盡。」
72

 所詮釋之理是相通的。綜上所述，心識活動藉由語言文字的種種內容表達，

實則應溯自大乘初期的「無我」思想，經由龍樹的整合而使得大乘佛教有了嶄

新的發展，同時也解消了大乘初期各教派間的對立與衝突。誠如牟宗三所言：

「依天台宗五時判教，佛於第一時說《華嚴》，……遂於第四時說《般若》。《般若》

中無所建立，只是一融通淘汰之精神，一蕩相遣執之妙用。……《般若》部只是融通

淘汰，蕩相遣執，則是事實。此見《般若經》之獨特性格。此一性格即是不分解地說

法立教義，但只就所已有之法而蕩相遣執，皆歸實相。實相一相，所謂無相，即是如

相，即使佛、一切種智、涅槃，亦復如此。故云色、色性空，識、識性空，乃至一切

種智性空。如有一法勝過涅槃，亦是如幻如化。此即示《般若》部無有任何系統，無

有任何教相。它不負系統教相之責任，它只負蕩相遣執之責任。……因此，它是共法。

                                                 
70

 佛盡知諸法總相、別相故，名為一切種智。復次，後品中佛自說：「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

事；道智是諸菩薩事；一切種智是佛事。」聲聞、辟支佛但有總一切智，無有一切種智。

復次，聲聞、辟支佛雖於別相有分而不能盡知，故總相受名；佛一切智、一切種智，皆是

真實。聲聞、辟支佛但有名字一切智；譬如晝燈，但有燈名，無有燈用。參見《大智度論》

卷 27，頁 259上。 

71《大智度論》卷 55，頁 454上。 

72《大智度論》卷 6，頁 10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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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大小乘法，皆以般若融通淘汰之，令歸實相。」73
 信哉斯言！般若意旨，朗然

若現。 

五、般若波羅蜜與其他五波羅蜜間之關涉  

透過上節對於般若波羅蜜的修習次第的討論，吾人可以獲知，六度的教學內容，

為佛針對久修而能信受般若波羅蜜的菩薩道行者所說，且「此六波羅蜜，能令人渡慳

貪等煩惱染著大海，到於彼岸，以是故名波羅蜜。」74
 如《大智度論》上言：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深般若波羅蜜，不驚、

不怖、不畏，聞已受持、親近、如說習行，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如阿鞞跋致

菩薩摩訶薩。何以故？世尊！是般若波羅蜜甚深，若先世不久行檀波羅蜜、尸

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終不能信解

深般若波羅蜜。75
 

此處佛明白揭示，若不久行六度，則最終必然不能信解深般若波羅蜜，可見般若波羅

蜜的完成，必須仰賴其他五波羅蜜修習之功德輔助，所有福報功德悉皆迴向與般若波

羅蜜修習相應，而且通達無礙。因此，無法捨棄般若波羅蜜，而獨立完成其他五波羅

蜜，因為「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父母之中母功最重，是故佛以般若為母，般舟三昧

為父。」76
 吾人可以透過援引《大智度論》加以析論，以進一步釐清般若波羅蜜與

其他五波羅蜜之關涉；「五波羅蜜如盲，般若波羅蜜如眼」，已指明五波羅蜜與般若波

羅蜜間之關係，如論中所言： 

今以佛恩，以般若波羅蜜修行六事故得名波羅蜜，成就佛道，使佛佛相續而無

窮盡。復次，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普觀諸法皆空，空亦復空，滅諸觀，得無

礙般若波羅蜜，以大悲方便力還起諸功德業。此清淨業因緣故，無願不得。餘

功德離般若波羅蜜無有無礙智慧，云何言：「欲得諸願當學檀波羅蜜等」？ 

復次，又以五波羅蜜離般若，不得波羅蜜名字；五波羅蜜如盲，般若波羅蜜如

眼；五波羅蜜如坏瓶盛水，般若波羅蜜如盛熟瓶；五波羅蜜如鳥無兩翼，般若

                                                 
73 參見牟宗三：〈《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10-11。  
74《大智度論》卷 12，頁 145下。    

75《大智度論》卷 66，頁 522上。   

76《大智度論》卷 34，頁 3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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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如有翼之鳥。如是等種種因緣故，般若波羅蜜能成大事。以是故言：「欲

得諸功德及願，當學般若波羅蜜。」77 

《大智度論》上又說：佛具足六波羅蜜，是修五波羅蜜使福德具足，修般若波羅蜜使

智慧具足；因此，若缺乏修五波羅蜜的福德力，便不足以開發善根，積聚福德，圓滿

所願，亦無法令實踐達到究竟圓滿的程度。78
 換句話說，佛是福德與智慧都圓滿的

人，79
 五波羅蜜的福德積集，無非是為了趣入般若波羅蜜的圓滿體悟。人縱然具有

福德、智慧，但是，假若佛不出世宣說般若，則是人每每在世界中受報，不能得道；

若佛出世，乃能得道，而大有裨益。譬如：人雖然有眼睛，但是若太陽不出來的話，

眼睛也不能有所見，必須要等到太陽綻放光明，才得以看見事物，因此不能憑恃著自

己有眼睛，反而覺得太陽是多餘的一般。如同佛陀所說：「二因二緣，能生正見：一、

從他聞法，二、內自如法思惟。」眾生因為積累福德的緣故，因此能生發善心；也因

為根器聰慧、具有智慧的緣故，所以能夠如法思惟，由此可知，眾生必須從佛而得到

得度。為什麼呢？因為佛有二事：一者、大功德神通力；二者、第一淨心，諸結使滅。

諸天雖有福德神力，諸結使不滅故，心不清淨，心不清淨故，神力亦少。聲聞、辟支

佛雖結使滅，心清淨，福德薄故力勢少。佛二法滿足，故稱勝一切人；餘人不勝一切

人。80
 佛知欲界中多以慳、貪的罪業，而障閉了諸善門；行布施波羅蜜時，能夠破

除慳、貪的罪業，而廣開諸善門。為了讓善門常開的緣故，因此必須力行十善道和持

戒。又由於尚未得到禪定、智慧，還沒有捨離欲求的緣故，導致破戒，因此必須實踐

忍辱的功夫。若能知道以上三件事的話，則必定能夠開啟福報之門。既有了福報，又

知道福德果報無常的這一層道理，知曉縱生天人中受樂，福報享盡之後，還是會墮入

輪迴的苦楚中；由於厭棄這無常福德的緣故，一心勤求實相般若波羅蜜。為什麼說必

定當能得到般若波羅蜜呢？只要一心勤求，則必能體悟最高真理，有如貫串起龍王寶

                                                 
77《大智度論》卷 34，頁 314中。   

78 「『得如所願』者，是菩薩福德、智慧具足故，無願不得。聽者聞無量無邊世界所度之分，

疑不可得；以是故，次說所願如意。此中佛自說六波羅蜜具足：五度，則福德具足；般若，

則智慧具足。」參見《大智度論》卷 2，頁 73中。  
79

 「依勝解力修諸勝行，應知亦是解行地攝。所修勝行其相云何？略有二種，謂福及智。諸

勝行中慧為性者皆名為智，餘名為福；且依六種波羅蜜多通相皆二，別相前五說為福德，

第六智慧或復前三唯福德攝，後一唯智。」參見《成唯識論》卷 9，《大正藏》冊 31，頁

480中–下。 

80
 參見《大智度論》卷 50，頁 41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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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一心觀察，在不必碰觸龍的情況下，便能得到價值如整個閻浮提般的龍珠（般若）。
81

 

以下，吾人可透過《大智度論》的一段話，深入了解般若波羅蜜與其他五波羅蜜

之關涉，論言：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是深般若波羅蜜為大事故起，乃至無等等事故起。

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中含受五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中含受內空乃至無法有法

空，含受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深般若波羅蜜中含受佛十力乃至一切種智。

譬如灌頂王國土中尊，諸有官事皆委大臣，國王安樂無事；如是，須菩提！所

有聲聞辟支佛法、若菩薩法、若佛法，一切皆在般若波羅蜜中，般若波羅蜜能

成辦其事。以是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為大事故起，乃至無等等事故起。」
82

 

根據龍樹菩薩的論議中提到，因為五波羅蜜等諸法與般若波羅蜜和合方便迴向的緣

故，使得五波羅蜜等諸法得以到達佛道。龍樹菩薩說，「灌頂王」如佛；「國事」是種

種度眾生法；「大臣」是般若波羅蜜。佛委託憑仗般若波羅蜜可以成辦種種法的緣故，

因此得以安處禪定，快樂無事。如此與想要去除乾薪草木，而以火投中，則火力能燒

盡乾薪草木，人便無事。83此處已闡明甚深般若波羅蜜中含受佛的十力，乃至一切種

智，包括所有聲聞法、辟支佛法、菩薩法、佛法，一切皆在般若波羅蜜中，因此，般

若波羅蜜能成辦一切事。 

般若波羅蜜能遍觀諸法分別實相，無事不達、無事不成；功德大故，名之為母。

以是故，行者雖行六波羅蜜及種種功德和合能具眾願，而但說「當學般若波羅

蜜」。復次，如《般若》後品中說：若無般若波羅蜜，餘五事不名波羅蜜。84 

六波羅蜜中，以般若波羅蜜為主、為母，以其他五波羅蜜為輔、為子，任何五波羅蜜

若無般若波羅蜜的引導，則不能單獨稱之為波羅蜜；因為般若波羅蜜能遍觀諸法、分

別實相，因此特別重要。 

既然六波羅蜜的性、相各各差異，為何行一波羅蜜能夠涵攝其他五波羅蜜呢？因

                                                 
81《大智度論》卷 18，頁 196中。 

82
 參見《大智度論》卷 71，頁 553上。  

83《大智度論》卷 71，頁 554下。   

84《大智度論》卷 34，頁 3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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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菩薩以方便力的緣故，當實踐任一波羅蜜時，則能涵攝其他五波羅蜜。其次，由於

有為法的因緣果報是相續而成，實踐任一波羅蜜時都是善法、善法因緣的緣故；既然

是實踐任一波羅蜜皆是善法，那麼實踐其中一種則種能涵攝其他五波羅蜜，因此，只

要以其中一種波羅蜜為主，其他的波羅蜜也都被涵攝其中。85由於「般若體相是無相

無得法」，那麼行者要如何能得到般若呢？唯有透過佛以方便說法，而行者如佛所說

去實踐才能得到。 

六、結語  

誠如歐陽漸所言：「般若者，五度之目，萬行之鵠，三世諸佛之所自出。有母然

後有子，有般若然後有世間人天，出世聖賢。般若者智也，智也者用也，用也者以空

為具，非以空為事也。」86
 般若為其他五度的眼睛，眼睛在身體所佔的位置雖小，

但若缺少眼睛辨析方位與看清事物，則無異於眼盲，如此比喻，甚為精當，充分指出

般若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三世諸佛皆因體證了般若波羅蜜之真義，方得以達到妙覺

的佛果；沒有般若波羅蜜，便不可能成就佛果。般若，即是智慧之意，智慧為如實觀

照之妙用，此種妙用是以證得空性為工具，而非以空性為覺悟之內涵。換言之，「《大

般若經》主要地是講般若智之妙用。般若是無諍法。般若智之妙用即為蕩相遣執。『一

切法皆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經只就諸法表示此意。它並無

所建立，它亦未分解地說明任何法相。」87
 《大般若波羅蜜經》經名「般若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即捨離相，意即蕩盡諸相、不起執著；因此，一切法無所得。88
 

綜上所述，筆者以華嚴四十二字為例，引經據典來揭顯般若之精義，以為結語。

如龍樹菩薩論言：  

「四十二字入一字」者，四十二字盡有「阿」分，「阿」分還入「阿」中。善

知字故，善知諸法名；善知諸法名故，善知諸法義。「無字」即是諸法實相義。

所以者何？諸法義中，諸法無名字。89 

世間一切的語言皆被涵攝入華嚴四十二字之中，四十二字亦入一字，因此，聞一

                                                 
85《大智度論》卷 80，頁 624上。 

86 歐陽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敘〉，《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45冊，頁 187–258。  
87

 牟宗三：〈《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4。 

88《大智度論》卷 46，頁 395下。  

89《大智度論》卷 89，頁 68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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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四十二，聞四十二會歸於一，一者何也？一即「阿」、「阿」即一，「阿」即解脫根

本之字、「阿」即無生，90
 一即「諸法實相」，一即「空」「無相」「無作」，宇宙森羅

萬相不出一，欲睹宇宙森羅萬相之實相，非洞悉般若真義，則不得一切諸法之真實相。

諸法藉語言、文字來言詮，能知諸法名，則能知諸法義；而語言、文字根本是不真實

的，又如何來指稱真實？91「諸法無有根本實事，但有名相」；92
 因此，語言、文字

與般若所指向的，同樣是為「諸法性空」，諸法本來就空無自性，無法以語言文字來

表述的，諸法根本無有名字，「無字」即是諸法實相義，般若之精義盡於此，佛法所

彰顯的真理本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的境界，般若為諸佛之母，「諸佛以諸法實

相為師」之義躍然於紙上。 

「諸法性空」即是「諸法實相」，由於般若波羅蜜具有「蕩相遣執」之妙用，所

以能時時處處警策行者，不貪著一切境界，當然也包括最高真理與佛果在內。或許，

在不斷遮詮的思想詮釋過程中，能使吾人對事物的認知程度更加符應佛陀的觀點，透

過不斷的思辨，自然也已經在提昇個人的如實觀照的能力，最後體解「諸法實相」93

實際之深意。所有的名相，皆為作假施設，根本非事實，般若無所作，既明此理，當

能明辨菩薩無分別概念之奧義，則菩薩能行般若波羅蜜，從一地至一地，而入菩薩位，

過聲聞、辟支佛地，具足神通波羅蜜，而能具足檀波羅蜜，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供養諸

佛，於諸佛所種善根，用是善根能成就眾生、淨佛國土。94
 般若波羅蜜誠為十方諸

佛教法的核心內容，憑藉著般若波羅蜜的方便力守護，依般若波羅蜜的引導，積累修

行功德資糧，圓滿六度萬行，圓成五十二階位，臻至妙覺，而得以體證究竟真理、成

就佛道，使得佛佛相續，無窮無盡。 

                                                 
90

 「我恒唱持入此解脫根本之字，唱阿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菩薩威德各別境界……」

參見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大正藏》冊 9，頁 765下。 

91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故，於名字中教令遠離；作是言：「諸眾生！是名但有

空名，虛妄憶想分別中生，汝等莫著虛妄憶想！此事本末皆無，自性空故，智者所不著。」

參見《大智度論》卷 89，頁 688中–下。 
92《大智度論》卷 89，頁 688中。 

93
 「實際」者，即是空、無相、無量，無所分別。佛以此寂滅法，種種分別名字、語言、譬

喻廣說，亦不壞法性，又不與世間相違…。參見《大智度論》卷 100，頁 756上。 

94《大智度論》卷 95，頁 72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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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海∗
 

 

摘要  

鳩摩羅什譯本《金剛經》第 2 分的「應云何住」和第 17 分「云何應住」是否同

義，歷來諸多說法，何者為是？本文試著由梵文寫本探源，藉梵漢對勘試圖找出合理

的解釋。 

梵漢對勘中的源頭語為梵語，梵語在語言學上和伊朗語、歐洲的斯拉夫語、希臘、

日爾曼語等都是屬於印歐語系，是典型的屈折型語言（inflected language），它用屈折

變化（inflexion）而不是用詞序來表示語法關係；它的詞綴和詞根的結合十分緊密，

以致詞綴成為詞的一部分。 

本文所探討的「應云何住」對應的梵文，的及到梵文未來被動分詞，未來被動分

詞（fpp.） 又稱義務分詞，這個分詞主要表示：必須、義務。未來被動分詞的梵文對

譯漢語的語法部分常用「應」對譯，有「應……被」之義。而語義部分則是「應」後

的動詞，如 sthātavyaṃ（住）的語法對應標誌為「應」，而語義部分則是「住」，而譯

為「應住」。 

志村良治認為「云何」是按照脫口說出的口語原樣記下來的。朱慶之在〈佛教混

合漢語初論〉中提及：「『云何』是按照脫口說出的口語原樣記下來的，相當於現在的

「怎麼樣」 的論點相同。的的的在〈佛經中的的的同指疑問與佛經翻譯〉一文也認

同此觀點。梵文 kathaṃ 譯為「云何」，在句中當狀語，表示詢問方式、方法，相當于

                                                 
∗
 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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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此用法在鳩摩羅什所譯《維摩詰所說經》中共 11 例。 

「應」字屬於能願動詞（can-wish verb 以 Vcw 表示），典型分佈句型為： NP+Vcw 

+ VP，例如：「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那何以產生

第 2 分中「應云何住」移位現象？在不影邏輯語義的情形下，不同語序除了可以強調

作用外，也能調節句子的節奏和語氣，且口語上的用法通常較為活潑和具靈活性，也

可避免重複行文，使文章更具可讀性。 

由上述可以推論「云何應住」和「應云何住」對譯 kathaṃ sthātavyaṃ 二字雖語

序上有所不同，但語義和語法上皆同。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何應住」、漢譯佛典、梵漢對勘、梵文未來被動分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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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印順導師博學多聞，著作等身，而在導師的浩瀚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導師對於

佛學研究方法的論述，有其孤發先明的洞見及精闢的論述。這些嚴謹而有系統的方法

論，不僅表現出導師擅於思辨的論師風格，更是作為其佛學創作與架構思想體系的基

礎與方法。 

佛典是翻譯作品，其語言多少都受源頭語影響，歷來對鳩摩羅什譯本《金剛經》

第 2 分的「應云何住」和第 17 分「云應何住」是否同義，有多種說法，本文試著由

梵文寫本探源，藉梵漢對勘試圖找出合理解釋。 

穆勒在 1881 年出版的第一部精審校訂梵本《金剛經》中，就清楚地指出梵漢對

勘於正確理解漢譯佛典的重要性。其引言說：「就我所知，即使是最優秀的中的學者，

恐怕也不能藉最佳譯者的譯本，而對《金剛經》或類似作品有正確的理解，除非他能

先閱讀梵語原典。1 我們有能力藉由原典了解經義，常可免除二手資料的誤讀和誤導。 

「應云何住」一句相應梵文寫本中牽涉到梵文語法未來被動分詞，以下先介紹目

前梵漢可見的寫本、譯本，再簡述梵漢對勘及梵文未來被動式，之後再進行本文的主

要論題。 

二、關於《金剛經》梵漢版本  

在梵文《金剛經》版本探討上，學者 Paul Harrison 和  Shōgo Watanabe 的

“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2 有詳細描述，許洋主所編《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第五冊及林光明編著的《金剛經譯本集成》亦有大要描述，以下試做統整。 

（一）《金剛經》梵文本 

《金剛經》是大般若經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梵文文本迄今為止有九個為學術界

接受的版本，下面按版本的出版時間先後列出，並簡要說明。 

1、ed by F. Max Müller.1881. Vajracchedikā in Buddhist Texts From Japan （Anecdota 

Oxoniensia，Aryan Series Vol.1，Part 1），Oxford. （往後行文稱穆勒本） 

此版本於 1881 年由穆勒整理，它在梵文本《金剛經》的研究中具絕對重要性，

                                                 
1 轉引自許洋主編，《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 5冊，頁 572。 
2 參見 Paul Harrison & Shōgo Watanabe.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pp.89-99。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702 

不只是因它依昭明太子的分法，亦把文本區分為 32 分，穆勒還從四種可證明的版本

中建立其文本：保存在日本大阪的 Kōkiji（高貴寺）的二個手抄的古老寫本的副本，

和兩個來自中的木刻印刷。3 

來自中的的兩個木刻版印刷，第一個印刷於 1760 年北京，可能來自嵩祝寺，這

個版本除梵文外亦附有藏語音譯。而第二個版本《金剛經》包含在一本梵文典籍之中，

由英的收藏家 Alexander Wylie 在北京所獲，其中的梵文文本是用 Lañtsha 字體以紅墨

水印製而成。4 

以上是穆勒本所立基的四個版本，他以後兩版本為主，前二者只做為參照和校訂。 

2、ed by E. F. Pargite.1916. Vajracchedikā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Stein MS. No. 

D.III.13b，in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ed. 

by A. F. Rudolf Hoernle，Oxford. （往後行文以巴吉特本稱之，又稱為中亞本，簡稱

為 P 本） 

此版本為中亞寫本，在 1900 年 12 月，Aurel Stein（斯坦因）在一個廢墟的小房

子中挖掘出來，此遺跡屬於東土耳其斯坦的 Dandān Uiliq ，已由 A. F. Rudolf Hoernle

確定，於 1903 成為《金剛經》的副本。1916 年 F. E. Pargiter 發表完整版本的寫本，

此寫本原本共有完整的 19 頁，其中有五頁（1、3、4、5、12）已丟失，除少數幾頁

完整外，殘損情況也比較嚴重（很多殘損不清的地方，只能根据馬氏本釋讀或推定）。 

據 Pargiter 推定，其年代為第五個世紀末或六世紀初，所顯現的文字，依據其內

容，和中的翻譯家鳩摩羅什譯文相當接近。 

3、ed by N. P. Chakravarti.1956. The Gilgit Text of the Vajracchedikā， in Minor Buddhist 

Texts（SOR IX.1），ed. by G. Tucci，Rome. 

這個梵文《金剛經》寫本是夾雜在 15 本左右的大乘經典中一起被發現，在 1931

年的巴基斯坦 Naupur 附近，也就是吉爾吉特以北三英里的塔狀建築的遺跡中發現。

                                                 
3 「木刻」印刷一詞是 Paul Harrison & Shōgo Watanabe版所寫，在許洋主所編，《新譯梵語佛

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 5 冊中則說為「石刻」，應以前者為是，胡海燕《《金剛經》梵本

及漢譯初步分析》一書亦〈前說。 
4 此段大意譯自 Paul Harrison & Shōgo Watanabe所編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頁 91.至

於 Alexander Wylie何時北京所獲，文中未載明所獲年代。查考許洋主編：《新譯梵文佛典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第 5冊，頁 446-447，亦只提及「由中國傳來的梵本，收於據說是英國的

Wylie氏在北京所得本版梵文經典集的前面。」對於確切年代亦未載明，確切年代筆者爾後

仍會繼續查證，以補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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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寫本現存於印度新德里的的家檔案館。 

此版本包括七頁的《金剛經》，年代在可追溯至第六或第七世紀，最後由 Raghu 

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在 1974 年複製出版。1956 年後由 N. P. Chakravarti 轉寫為羅

馬字並寫了一篇序言，發表在 G. Tucci：《Minor Buddhist Texts》PART I Serie Orientale 

Roma 之中。 

4、ed by E. Conze.1957.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Glossary （SOR XIII）， Rome. （往後行文譯為孔茲，簡稱 Cz 本） 

公佈了中亞和吉爾吉特殘片寫本後，又有幾個新版的《金剛經》梵文本出版，但

與穆勒本相比並無明顯改進之處。孔茲於 1957 年出版的孔茲本，是以穆勒本作為他

的基礎文本，並以保存在倫敦東方圖書館和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中的藏文版（穆勒的

藏文版），檢查考證異本所見的異文。他轉寫為羅馬字的寫本，各種拼寫修改，以西

式標點符號，在註腳中他補充比較 Pargiter、Chakravarti 和 Gilgit 寫本及無著和世親

的論、藏語翻譯以及中的鳩摩羅什的譯本。 

5、ed by N. Dutt.1959.Gilgit Manuscripts，Vol. VI，” Calcutta. 

於 1959 年，N. Dutt 以 N. P. Chakravarti 版為基礎出版此書。N. Dutt 以穆勒本補

足吉爾吉特寫本所缺，出版完整梵文《金剛經》版本。但 N. Dutt 此書的補充和附註

有不少錯誤。 

6 、 ed by P. L. Vaidya.1961.Vajracchedikā nāma Tri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  in 

Mahāyāna-sūtra- saṃgraha， Part 1 （BST 17）， Darbhanga.  

Vaidya 採用穆勒本為基礎，對文本進行修改，但文中沒有任何註釋（同時把穆勒

的原註腳也都省去）。雖然他指出吉爾吉特寫本中的差異，在 Chakravarti 和 Dutt 為

基礎下，他的註腳既不全面，也不準確，他對寫本的判斷亦不可靠，此點 Schopen 已

多論述。 

7、ed by L. M. Joshi.1978.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Asaṃga，Critical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into Hindi 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Glossary 

（Bibliotheca Indo─ Tibetica 3），Varanasi.  

這個版本吸收前面作品（Müller、Pargiter、Chakravarti、Conze & Vaidya），但未

校訂最新的寫本，同時又有許多連音和印刷排印上的錯誤。 

8、ed by G. Schopen.1989. “The Manu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ā Found at Gilgit” in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Vehicle： Three Mahāyāna Buddhist Texts，ed. by L. 

O. Gómez and J. Silk，Ann Arbor. （往後行文以吉爾吉特本稱之，簡稱為 G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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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Gregory Schopen 詳實且徹底審查 Chakravarti and Dutt 的版本，他小心翼

翼辨析吉爾吉特寫本，並加上詳細的註釋和英文翻譯。Schopen 未改動原有寫本，可

信度較高，是可利用於研究的版本。 

9、Schøyen 叢書中的《金剛經》寫本（往後行文簡稱為 S 本），是由 BMSC（Buddhist 

Manuscripst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計劃小組於 1999 年在洛桑舉行的第 12 屆的際

佛學研究代表大會，決定開始搜集梵文寫本並進行研究。由 Shōgo Watanabe（渡邊章

悟）承擔最初的翻譯、重建和分析稿件，在這些努力中，隨後加入 Paul Harrison，使

得梵文《金剛經》得以完成前 16 分的校讎。Paul Harrison 和 Shōgo Watanabe 所完成

的 Schøyen《金剛經》寫本目前只進行到前 16 分，後 16 分目前以 G 本補足。二位作

者於 2006 年出版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 是目前梵文《金剛經》最新資料。Paul 

Harrison 仍繼續進行 Schøyen《金剛經》寫本 16 分後未遺失部分的校正分析，並計畫

和英譯本一起出版。 

Schøyen 叢書所發現的《金剛經》寫本在的號 MS2385 文件中，這對梵文本《金

剛經》的認知實屬重要。編號 MS2385 不只包含一部經，而是兩部：《藥師經》和《金

剛經》。這種情況表明這份寫本被寫出的時間，和事實上現存的吉爾吉特《金剛經》

寫本有相同的情況。後者在同一捆中經文中至少有四個寫本，《金剛經》在 12 頁結束，

《藥師經》在 13 頁立即開始。它們被以同一語言、字跡、格式書寫，並流傳在第六

至第七世紀的吉爾吉特和巴米揚之間。 

Paul Harrison and Shōgo Watanabe 將 G 本和 S 本做一組合，校勘出目前最新的梵

文本《金剛經》，其前 16 分取自 S 本，後 16 分根源於 G 本，此本近於羅什本。 

吉爾吉特佛典寫本在這項學術工作上具有的重要性，蔡耀明在〈吉爾吉特（Gilgit）

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一文引 Lewis Lancaste 的看法： 

吉爾吉特寫本重要之處在於這些寫在樺樹皮上的典籍，年代上幾乎恰好相當於

相關的漢譯本，我在之前曾經撰文指出，《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吉爾吉特

傳本，裡面的許多文句與四世紀的鳩摩羅什的漢譯本的文句簡直一模一樣。然

而，鳩摩羅什的漢譯本與吉爾吉特寫本的文句，若拿來和保存在加德滿都

（Kathmandu）博物館的公認的寫本或是和日本法隆寺（Horyuji）所藏的棕櫚

葉上的文句加以比對，則會有些出入。透過吉爾吉特寫本及其相關漢譯本在文

句上的比對，吾人即可針對從梵文傳播到漢文所出現的文本家族（ text 

families ），去著手建構其系譜。這樣子建構出來的譜系對佛教研究實在太重

要了，因為如此即可方便研究者，判定翻譯的準確度，佛教研究者長期流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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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消遣活動，也就是拿漢譯本來比對印度或加德滿都一帶現存的梵文寫本，結

果時常發現早期的漢譯較為簡短。鳩摩羅什即屬於像這樣的早期翻譯家，其譯

本比起在他之後相關的漢譯本或現存的梵文本，要來得簡短。正好是吉爾吉特

寫本才保住了鳩摩羅什的名聲，因為正好是吉爾吉特寫本才提供了確實的證

據，顯示鳩摩羅什的確忠實於在梵文曾經存在過的某一條文本系譜（a textual 

lineage）。5 

綜上所知，吉爾吉特寫本實為校勘與翻譯的絕佳材料，可以設想吉爾吉特寫本在

抄寫的時候是也在歷史與文本的脈絡當中進行。這也是 Paul Harrison 和 Shōgo 

Watanabe 合併 G 本和 S 本校勘出目前最新的梵文本《金剛經》的重要性，其前十六

分取自 S 本（亦出土於吉爾吉特），後十六分根源於 G 本，此本近於羅什本。 

除了上面九個出版品外，目前還有 11 種中亞寫本殘片被保存，6 另外在尼泊爾

尚有三個寫本，一個在加德滿都的 Bir 圖書館，兩個在 Hem Raj Collection。這些寫本

已由尼泊爾德的寫本保存計畫（NGMPP）登錄成微膠。就現有的資料，尼泊爾《金

剛經》三個寫本值得仔細研究，雖已高度腐朽，仍然寶貴，猶待被解讀。 

（二）《金剛經》漢譯本 

《金剛經》在中的廣為傳播，歷代帝王亦護持推動，流通的《金剛經》六種譯本，
7 五本在帝王的直接護持下譯出，真諦本則由地方郡守護法而誕生。三百年間（自鳩

摩羅什至義淨）世傳六譯，論疏註釋號稱八百餘種，在所有經中為冠，而成為中的佛

教傳最廣的經典，歷來有「經中之王」美稱。現存漢譯《金剛經》共有六譯，依翻譯

年代先後分別是： 

1、姚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於公元 401 年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

卷，《大正藏》冊 8，頁 748─752。鳩摩羅什法師于姚秦時期（401 年）被迎至長安，

後在逍遙園西明閣譯出此經。其譯出時間雖然有數種說法，但是多數學者認為是弘史

                                                 
5 轉引自蔡耀明：〈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雜誌》第 13

期（2000年 6月），頁 33中所述，Lewis Lancaster. “Gilgit to Korea: 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8/2 （December 1985）:PP.181-182. 
6 關於 11種寫本的殘卷發現者、發現地點、殘片損壞程度及保存地點等詳細細節，可參看 Paul 

Harrison and Shōgo Watanabe. 所校訂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頁 93-94。 
7 這幾個譯本，皆收錄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8（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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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401 年）在長安翻譯的。該譯本因為簡潔流暢，在各的流傳甚廣，至今仍是主

要流通譯本。該譯本常見有 5176 字與 5180 字兩種較版本，8 這兩個版本差異在第八

分最后一句的「是名佛法」四個字，前一版本無此四字，一般收錄皆為後者，因為梵

本有此四字。 

2、元魏．菩提流支（Bodhiruci）於公元 509 年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大正藏》冊 8，頁 752─757。菩提流支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間（508 年）到達洛陽，

後在永寧寺譯出此經。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菩提流支譯本有兩種，一種見高麗本、元本

和明本，另一本見宋本。《大正藏》這兩種本子都收，前一本署名為「元魏天竺三藏

菩提流支譯」（頁 752─757），後一署名為「元魏留支三藏奉詔譯」（頁 757─761），

然而，以真諦譯本當作流支譯本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現今《大正藏》和縮印大藏經，

都把真諦譯本當作流支譯本加以保存，且重出真諦譯本和它並列。9 這個譯本與鳩摩

羅什譯本比較接近，可看出受鳩摩羅什影響很大。該譯本有 6105 字。10 

3、陳．真諦（Paramārtha）於 562 年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大正藏》

冊 8，頁 762─766。真諦法師于陳文帝天嘉三年（562 年）在制旨寺（今廣州光孝寺）

譯出此經。 

真諦認為鳩摩羅什的舊譯本，「甚有脫誤」，11 因此才不得不一句一句梵本重

新翻譯，並在翻譯的過程中，充分參考《婆數論釋》。該譯本 6481 個字。 

4、隋．達摩笈多（Dharmagupta）於公元 590 年譯，《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

                                                 
8 入藏的版本為 5176字。 
9 轉引自許洋主編著：《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 5冊，頁 441。 
10 菩提流支譯本有二種，均收入《大藏經》。第一篇是「麗、元、明本」，第二篇是「宋本」，

二本文字出入很大。《大藏經》冊 8，第 236號中的第一篇末，有一段按語：「金剛般若前後

六〈，按開元錄此第二譯。思溪經本竟失其傳，誤將陳朝真諦三藏者重出，標作魏朝留支

所譯，大有逕庭。今於留支三藏所〈論中，錄出經本刊版流通，庶期披閱知有源矣。時至

元辛巳冬孟望日南山普寧經局謹記。」顧偉康在《金剛經解疑六講》頁 20 有所說明：「所

謂「思溪經本」，有前後之分：宋《湖州思溪圓覺禪院新雕大藏經》（通常稱為「圓覺藏」），

是為「前思溪本」；宋《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通常稱為「資福藏」），則是「後

思溪本」。無論前述按語中之「思溪經本」〈的是哪一本，總是〈宋代於閩本大藏（「崇寧

藏」「毗盧藏」）之後的浙本大藏。（有學者說，此「思溪經本」即是「資福藏」。）由此可

見，真正宋以前菩提流支譯本，已經佚失。宋人逐誤將真諦譯本作為流支譯本篡入，故現

在《大藏經》冊 8，第 236號中的第二篇，號稱「宋本」，實際上是真諦譯本。」 
11 此一詞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冊 8，第 237號，頁 766中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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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大正藏》冊 8，頁 766─771。 

笈多于隋開皇十年（590 年）被迎至長安，後在洛陽譯出此經。該譯本被人們稱

為「直譯本」，特點是將梵文本《金剛經》的每個字依序譯成中文，並且按照原梵文

序排列。讀起來既不通順，經義也不易理解，該譯本有 7109 字。 

5、唐．玄奘譯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第九會能斷金剛分（660─663 年譯）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見於《大般經》第 577 卷，和《大正藏》冊 7，頁 980─985。） 

據《金剛般若論會釋》記載，玄奘先後翻譯兩次《金剛經》。12 關於玄奘第一

次翻譯《金剛經》的時間有二種說法。依《內典錄》是於永徽年間，依《開元錄》、

《貞元錄》是貞觀二十二年。13 《貞元錄》和《開元錄》都說「見內典錄」，但卻

作貞觀二十二年譯，因此，並未採用《內典錄》所說永徽年間譯的說法。現在一般採

用貞觀二十二年（648 年）玄奘于長安弘福寺初譯此經，此譯本有 8208 個字。 

6、唐．義淨約於 700－711 年間譯，《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大

正藏》冊 8，頁 771─775。 

義淨于唐武則天久視元年至睿宗景雲二年（約 700－711 年間）在洛陽薦福寺譯

出此經。該譯本只有 5118 個字，是所有譯本裡用字最少的一本。 

三、漢梵對勘的梵文本  

目前較完整的梵文版本有 S 本、G 本、P 本和 Cz 本，Cz 本乃精校穆勒本而成，

也是目前流通最廣的版本，以下先就三個版本與 Cz 本的關係做一鳥瞰。 

下表為三個《金剛經》梵文寫本和孔茲本的關係對照表： 

 

S 

頁 26–46 

Cz 本 1–16c 分 

頁 47 之後 

遺失 

                                                 
12 見《金剛般若論會釋》冊 40，第 1816號，頁 730上 15。 
13 見《大唐內典錄》冊 55，第 2149號，頁 295上 24。也見於《開元釋教錄》，冊 55，第 2154

號，頁 557中 15、《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冊 55，第 2157號，頁 911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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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頁 1–4  遺失 

頁 5 

Cz 本

13b–14e 分 

頁 6 

遺失 

頁 7–12 

Cz 本 15b–32b 分 

 

P 

頁 1 

遺失 

頁 2 

Cz 本

2–4 分 

頁 3–5 

遺失 

頁 6–11 

Cz 本 10b–16c 

頁 12 

遺失 

頁 13–19 

Cz 本 17b– 

32b 分 

由上圖可以明顯看出，S 本和 G 本之間有部分重疊，故可組合出一完整梵文本《金

剛經》。兩個寫本時代大致相符，但其中仍有措辭的細微差別。此外，和其它二個版

本相比，S 本和 P 本被認為是目前最古老的寫本， S 本在內容上明顯接近 P 本。 

一般而言，就 S 本某些內容來判斷，可知從 S 本、P 本到 Cz 本是一個時間上連

續性的發展。這個連續性趨勢是：S 本中須菩提不以呼格稱呼，在 Cz 本則以呼格稱

之；bodhisattva 一詞在 S 本中傾向單獨出現，而且很少有相伴詞 mahāsattva 尾隨，Cz

本中有 9 處是連用；S 本中只有單獨用「如來」，而 Cz 本則擴充了這個慣用語為「如

來、羅漢、三藐三菩提」；在 Cz 本中摩訶薩和菩薩一起出現共 18 次，在 S 本中則只

有 15 個，Cz 本提到「於未來世、後時、後分、後五百年，正法將破壞時」在 S 本中

則闕如，S 本中的短語、單詞和短句，在 Cz 本中有擴增現象。 

在大多數這類情況，S 本近似於 P 本、 G 本和羅什譯本相近。由上可知，《金

剛經》文本乃隨著時間推移擴大，但文本的基本框架仍保持不變。 

綜述所有梵文版中，穆勒本仍最完整，孔茲（Conze Edward）依穆勒本校勘，並

由梵文轉寫羅馬字而成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一書，本文的校勘主要依此版

本；同時參考 Paul Harrison 和 Shōgo Watanabe 依 S、G 本而成的：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一書為輔。 

四、未來被動分詞與對譯「應」字探討  

中古譯經文體的特殊性，使得研究方法上亦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梵漢對勘研

究。對勘中的源頭語為梵語，梵語在語言學上和伊朗語、歐洲的斯拉夫語、希臘、日

爾曼語等都是屬於印歐語系，是典型的屈折型語言（ inflected language），它用屈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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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inflexion）而不是用詞序來表示語法關係；它的詞綴和詞根的結合十分緊密，

以致詞綴成為詞的一部分；屈折變化往往表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範疇意義。本文所探

討的「應云何住」對應的梵文，涉及梵文未來被動分詞的部分，在此只針對未來被動

分詞的部分做介紹。 

（一）未來被動分詞／義務分詞（Future Passive Participle） 

未來被動分詞（fpp.）又稱義務分詞，這個分詞主要表示：必須、義務的意思。

未來被動分詞的梵文對譯漢語的語法部分常用「應」對譯，有「應……被」之義，亦

有部分未來被動分詞單純表未來，無被動之意，其用法歸納如下：14 

1. 梵文的未來被動分詞的形成：動詞詞根常加以強化，直接或夾 i 再附加 ya、
anīya、tavya 等詞尾構成。有些特例是在弱化的詞根之後加上 ya 而形成的未

來被動分詞，如√śās（教導）→śiṣya（應被教導的），如 dharmasy（法）nimitte
（願……） jīvitam（生命）api（也）tyājyam（捨棄）（為了法，生命也應

被捨棄。） 

2. 未來被動分詞的在動詞的詞根後附加 ya 而成，其詞根的形成過程有下列幾

種變化：ā+ya→e-ya；i、ī+ya→e-ya 或 ay-ya；u、ū+ya→av-ya 或 āv-ya；ṛ、

ṝ+ya→ār-ya；起首或中間的 i、u 後面跟著一個子音時，通常 guṇa 增強。如

√iṣ→iṣ-ya；使役與 aya 的名詞起源動詞的未來被動分詞去掉 aya 後，再加上

ya。如：√cur→corya。 

3. 動詞的詞根後附加 tavya 而成的未來被動分詞，則將詞根 guṇa 增強後加上

此詞尾。如：√vac→vaktavya；√labh→labdhavya；√vand→vanditavya。 

4. 動詞的詞根後附加 anīya 而成的未來被動分詞，則將詞根 guṇa 增強後加上此

詞尾。如：√ci→cayanīya；√bhū→bhavanīya。使役與 aya 的名詞起源動詞的

未來被動分詞去掉 aya，再加上 anīya。如：√bhū→bhāvānīya。 

（二）未來被動分詞中對譯漢字 

出現在《金剛經》的未來被動分詞共 93 次，其梵文語法對譯於漢語以「應」字

最多，其它亦有「應當」、「當」、「可」等情形。「當」常為梵文未來式（fut.）漢譯的

                                                 
14 本文所整理的五點，皆出自釋惠敏、釋齎因編譯，《梵語初階》，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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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標誌。 

未來被動分詞語法部分譯為「應」字的出現頻率最高，可以說「應」為大宗，成

為梵文未來被動分詞語法部分的對應標誌，而語義部分則是「應」後的動詞，如

utpādayitavyaṃ（發起、生起）的語法對應標誌為「應」，而語義部分則是「生」、「發

趣」、「發起」。 

以「應」為語法部分對應標誌，笈多本更為明顯，陳淑芬在〈Dharmagupta’s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 Sūtra〉15 一文中統計出笈多對譯所有的未來被動分詞（見

下表），表中只有編號 16 例外，其原因是此字落於梵文的四行詩歌體（sloka）中，

該句笈多為求風格整齊，譯為「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見如是，此有為者」，而非

「見應」。可見「應」在語法上對譯梵文的未來被動式實無疑義。 

編號 梵文原文 笈多的漢譯 出現的章節（次數） 動詞時態 

1 vaktavyas 名說應 3（2）、17（4） 未來被動分詞 

2 draṣṣavyas 見應 

5（3）、13（2）、14（2）、 

20（4）、25（1）、 26

（8）、27（2） 

未來被動分詞 

3 udgrahītavyas 取應 6（2）、28（1） 未來被動分詞 

4 kartavyas 捨施應 14（1） 未來被動分詞 

5 pratikāṅkṣitavyaḥ 觀察應 16（1） 未來被動分詞 

6 parigrahītavyas 取應 28（4） 未來被動分詞 

7 pratipattavyam 修行應 2（2）、17（1） 未來被動分詞 

8 pratigrahītavyam 降伏應 2（2） 未來被動分詞 

                                                 
15 陳淑芬，〈Dharmagupta’s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頁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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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thātavyam 住應 2（1）、17（1） 未來被動分詞 

10 dātavyam 施與應 4（6）、14（2） 未來被動分詞 

11 draṣṭavyās 見應 31（1） 未來被動分詞 

12 draṣṭavyam 見應 
25（1）、27（2）、

32（1） 
未來被動分詞 

13 prahatavyas 捨應 6（1） 未來被動分詞 

14 jñātavyās 知應 31（1） 未來被動分詞 

15 adhimoktavyās 信解應 31（1） 未來被動分詞 

16 draṣṭavyam 見 32（1） 未來被動分詞 

五、論「應云何住」、「云何應住」  

（一）歷來的考證 

「應云何住」、「云何應住」句出現在《金剛經》第 2 分及第 17 分，二句的梵文

相同，其原文為：tat（它）kathaṃ（如何）bhagavan（世尊）bodhisattva-yāna（菩薩

乘）saṃprasthitena（出發；前進）kulaputreṇa（良家子）vā（或）kuladuhitrā（良家

女）vā16 （或）sthātavyaṃ（fpp.n.sg.nom.安住） 

【什譯】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第十

七分究竟無我分） 

「云何應住」為《金剛經》第 17 分段落之一，然在第 2 分羅什卻譯為「應云何

                                                 
16 S、G及 P本皆本無 kulaputreṇa  vā  kuladuhitrā  vā 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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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何者為是？意義上相同否？歷代有諸多考據說法，依時代先後羅列於後： 

1. 「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名修行之法也。意謂既發佛心，須修佛行，

欲修佛行，貴得其方。故問應云何等也。新本云何應住。今依古本仍以應字冠

上。則二云何中皆有應義。且與下文云何應住不同。觀者毋忽。17 

明代僧人廣伸所述的《金剛經鎞》中認為二分所述文字不同，而義理亦有差別，

絕不能輕忽。迨其已見到異本（文中所言新本乃明本，明本二者皆作云何應住），但

其強調宜依古本所云「應云何住」為是，且「應」字冠上，可以延伸至下一句，意即

下一句為「（應）云何降伏其心」。 

2. 前文「應云何住」，不同後文「云何應住」，歷辨既詳，雲棲伸公《鎞》，刻

尤加囑，葢前問功夫下手，後問無我是誰為之？《經》意自別。18 

在清代石成金所著《金剛經石注．金剛經辨異》中，此說只是延續廣伸之說法，

還特別強調歷來已有甚詳實的辨證，仍以為此二分所述不同。 

3. 第 2 分「應云何住」，今本作「云何應住」。按「住」字巳非實相，不當更

添應字。然《會譯》原本，秦、周俱作「應住」，惟魏譯作「應云何住」，則趙

（子昂）刻亦非無所本也。19 

清代徐發所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郢說．考異》中，見到的清代版本第 2 分已是

「云何應住」，並指出「住」已非實相，不宜添「應」字，宜以「應云何住」為是。

同時指出秦本（羅什譯）、周本（真諦本）、魏譯本（流支譯）中，只有後者作「云何

應住」，作者主張「應云何住」為對，同段亦言：「《金經》有五譯，而世之誦者秦譯

也。然近本多與古本不同，要亦歷有增改，以愚觀之，總不如古文之妙。」若作者主

張宜恢復古本「應云何住」為是，如作者所推論「住」已非實相，不宜添「應」字，

宜以「應云何住」為是。若此，那第 17 分所出現的「云何應住」又作何解釋？此「應」

後亦接「住」，作者並未提出解釋，顯見此種說法仍不周延。 

4. 通行之《金剛經》，兩周問答，皆作「云何應住」。居士乃依據古注及炖煌

                                                 
17 《卍新纂續藏經》冊 25，第 0475號,，頁 74下 13。 
18 《卍新纂續藏經》冊 25冊，第 0497號,，582中 10。 
19 《卍新纂續藏經》冊 25，第 0488號，頁 282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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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經，勘定前周作「應云何住」，後周作「云何應住」。兩問意義，絕不相同。

而為之說曰：「前周『應云何住』，是問菩提心應云何安住，俾無馳散，為初發

大心修行者說也。後周『云何應住』，是問既應離一切相發心，則菩提心云何

獨應住耶。若不住此法，又何謂之發心。若不應住而應降伏者，豈非不發心耶。
20 

江味農《金剛經講義》中的前周指第 2 分，後周指第 17 分，他認為前周是對將

發大心修行者說，後周則為已發大心修行者說，就修行的進境判別，前者是將發心，

後者為已發心，故主張前後應為「云何應住」和「應云何住」。 

5. 細讀了江味農居士著的《金剛經講義》，發現他對這個問題曾做了深刻的研

究。……他的結論是第一次問的時候是『應云何住』，第二次問的時候是「云

何應住」；他並且說，不僅唐朝的抄本是這樣，明朝的刻本、宋初的《金剛經》

版本也都是『應云何住』。一直到清朝初期的刻版（就是現在所謂的流通本），

才改成「云何應住」。21 

沈家楨引江味農的考據，卻未見他的見解。只據江氏《金剛經講議》中江氏以「已

發／未發」之說釋之。並提出第 2 分「云何應住」四字進一步解釋，認為宜釋義為「應

該怎樣住」的意思，所以認為這四個字應該改「應云何住」。此種擴充對於到底何者

為是，並未增加說服力。 

6.「云何應住」和「應云何住」肯定是含義不同的二句，絕不能混淆。筆者有

證據――玄奘所譯《大般若經》之中，凡「云何應住」十二處，「應云何住」

十一處。在經典的流傳中，某些字句容易發生錯訛，但在同一本《大般若經》

中，部分改部分不改的可能實在太小。……《大般若經》中分別出現「云何應

住」和「應云何住」，肯定是二句本來不同，而非一句異譯。22 

顧偉康先由玄奘所譯《大般若經》入手，肯定「云何應住」、「應云何住」不可混

淆，且非同句異譯。作者認為以玄奘的學識修為，不可能同一句子兩種譯法，在經典

流傳中，若有訛傳，那《大般若經》中，部分改部分不改可能性太小。試圖為《金剛

                                                 
20 江味農，《金剛經講義》，頁 60。 
21 沈家楨，《金剛經的研究》，頁 72。 
22 顧偉康，《金剛經解疑六講》，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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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云何應住」和「應云何住」肯定非同句梵文的異譯提出合理解釋。然作者提及

以玄奘的學識修為，不可能同一句子兩種譯法的說法在《金剛經》文本中顯然並非如

此，在《金剛經》25 分和 30 分相同梵文句子：“sa（彼）ca（及）bāla- pṛthag- janair （愚

夫異生）udgṛhītaḥ（所取、所執）”玄奘前後翻譯卻不同，25 分譯文：「而諸愚夫異生，

強有此執。」30 分譯文：「然彼一切愚夫異生，強執是法。」梵文《金剛經》中重複

的句子甚多，在本章的句子分析中亦可以見到玄奘對重複句子翻譯有所差別現象亦

多，以此說法證明「云何應住」和「應云何住」非同句翻譯，顯然亦缺乏說服力。 

作者進一步為經剛經六種譯本的相關部分表列及說明： 

譯 本 前周（第 2 分） 後周（第 17 分） 

羅什譯 應云何住（明本為云何應住） 云何應住 

流支譯 應云何住 云何住 

真諦譯 云何應住 云何應住 

笈多譯 云何（，世尊！菩薩乘發行，）

住應 

云何（，世尊！菩薩乘發行，）

住應 

玄奘譯 應云何住 應云何住 

義淨譯 云何應住 應云何住 

很難設想，是六種譯本在其流傳過程都被誤改，因為宋明以還，《金剛

經》的流通可以說是鳩譯本的天下，其餘數本基本上是保留於藏經之

中。但六位譯者都是大師，同一經本，何以各翻各的？會不會他們用的

是數種全然不同的梵本？如若上述種種都解釋不通，則只剩下一種可能

了――「應云何住」「云何應住」本是一句……23 

                                                 
23 顧偉康，《金剛經解疑六講》，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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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很難設想」亦即「六種譯本在其流傳過程都被誤改」的可能性極小，接

著說「流通的《金剛經》是鳩譯本的天下」，但據方廣錩〈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

及其注疏〉中，現存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羅什的寫本雖約 2000 本以上，但流支

寫本約 8 本，真諦和玄奘寫本各約 2 本和 1 本。24 顯見其他譯本亦有流傳，有流傳

就會有錯誤的可能，收入藏經亦有可能訛誤。 

接著作者說：「六位譯者都是大師，同一經本，何以各翻各的」並列上面的表格。

作者此說無說服力，為何翻譯大師，面對相同梵文就得譯出一模一樣的句子？語義、

語法從羅什到義淨約六百年間已有諸多不同，若真譯出一模一樣的句子，才令人感到

不可思議。是故作者以此表格對於證成「云何應住」、「應云何住」非同句翻譯，亦是

無效證明。上表中羅什和義淨本亦有「云何應住」、「應云何住」之別，然真諦、笈多

譯本前後周皆是「云何」在前，而玄奘所翻譯的又皆是「應云何住」，這種紛雜現象，

或許才讓作者接著說： 

同一經本，何以各翻各的？會不會他們用的是數種全然不同的梵本？種種都解

釋不通，則只剩下一種可能了――「應云何住」「云何應住」本是一句……」 

作者提問「何以各翻各的？」和「數種全然不同的梵本」的提問顯然有問題，其

所譯出文句只是語序不同，並非各翻各的，至於全然不同的梵本，又言過其實（只因

譯文順序不同便推出此論不符事實）。最後作者也只能略帶保留地說：「只剩下一種可

能了――「應云何住」「云何應住」本是一句……」若就現有梵文寫本觀之，的確如

此。 

7. 華定謨在〈論「應」〉中由中文的「應」談起，指出沈家楨《金剛經的研究》，

對「云何應住」仍有欠妥之處。 

沈家楨居士所著《金剛經的研究》一書以為，……「云何應住」四字，是「應

該怎樣住」的意思，所以這四個字應該改名「應云何住」。在古漢語中，「應」

字包含有應該的意思，但在具體使用時，用「應」字來表示應該的例子不太多。

在許多表達「應該」的地方，多是用「當」、「該」兩個字來表示的。「應」字

在古漢語中主要是用來表示接受、適應、進入、參加的意思。譬如：應對、應

和、應戰、應急，都是表示「進入」的意思。……古文《金剛經》中的「云何

應住」四字，主要的不是解釋為「應該怎樣住？」而是應該解釋為「怎樣進入

                                                 
24 參見方廣錩，〈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及其注疏〉，頁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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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修持狀態）？」兩者含義有相反的地方，但後者明顯比前者深沉、內行。
25 

華定謨以古漢語中「應」字為例，指出古漢語的「應」字多做「進入」義，但這

樣的解釋並無助於前後二周本來面目的釐清。故知若由漢字文義上的解釋，實無助於

找出合理的解答。 

以上皆由漢譯文本身討論，但僅憑漢語文獻似乎難以解決這個問題，若能回到梵

文文本考察，答案或許會有一道曙光。 

（二）「云何」和「應」探究 

第 2 分的「應云何住」和第 17 分的「云何應住」目前梵文寫本的文字完全相同，

考察現存所有梵文本，句型也一致，差別在 S、G 及 P 本皆本無 kulaputreṇa vā 

kuladuhitrā vā 四字。此四字對於「云何應住」和「應云何住」的判別並無影響。以

下分述「云何」與「應」。 

1、論「云何」：遇笑容在說「云何」一文中，26 調查了 12 種中古譯經27 ，找

到了近 2000 例，後 5 種更佔 1800 多例。相較於本土文獻，該作者統計漢到宋代 17

種文獻28 中的「云何」只出現 127 次。此調查與盧烈紅的〈先秦兩漢時期的「云何」〉、

〈魏晉以後疑問代詞「云何」的發展與衰亡〉29 二篇文章的論點一致，亦即本土文

                                                 
25 華定謨，〈論「應」〉，《普門學報》第 4期，頁 1-3。  
26 遇笑容，〈說「云何」〉，收在，曹廣順、遇笑容著《中古漢語語法史研究》，頁 73-78。 
27 12種中古譯經為：1.《道地經》（東漢‧安世高）；2.《道行般若經》（東漢．支婁迦讖）；

3.《般舟三昧經》（東漢．支婁迦讖）；4.《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東漢．支婁迦讖）；

5.《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東漢．支曜）；6.《中本起經》（東漢．曇果共康孟詳）；7.

《修行本起經》（東漢．康孟詳共竺大力）；8.《增壹阿含經》（東晉．僧迦提婆）；9.

《出曜經》（姚秦．竺佛念）；10.《大莊嚴論》（後秦．鳩摩羅什）；11.《賢愚經》（元

魏．慧覺）；12.《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崛多）。 
28 17種中土文獻為：1.《史記》；2.《漢書》；3.《後漢書》；4.《三國志》；5.《南齊書》；

6.《南史》；7.《北史》；8.《隋書》；9.《舊唐書》；10.《新唐書》；11.《世說新語》；

12.《搜神記》；13.《古小說鉤沉》；14.《齊民要術》；15.《洛陽伽藍記》；16.《顏氏家

訓》；17.《朱子語類》。 
29 見盧烈紅，〈先秦兩漢時期的「云何」〉，頁 22-25及〈魏晉以後疑問代詞「云何」的發展與

衰亡〉，頁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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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云何」的使用頻率比翻譯佛經少很多。由研究佛經翻譯的學者得知，「云何」

是從梵文 kim 對譯而來。譯經中「云何」的數量多於本土文獻，遇笑容認為： 

翻譯佛經中的「云何」與梵文 kim 功能上幾乎完全是對應的，顯然譯經的西

域僧人在翻譯時把佛經的原文忠實的對譯到了漢語，使「云何」出現了一種特

殊的用法，使翻譯佛經和本土文獻中的「云何」出現了使用差異。30 

另外，志村良治在談到《維摩經》「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這一問語

時，曾說：「筆者認為「云何」是按照脫口說出的口語原樣記下來的。」31 佛經所要

面對廣大的信徒，為傳教所需當然求其通俗，口語色彩便較濃，中土獻追求是典雅，

用「云何」自然較少。這個論點與朱慶之在〈佛教混合漢語初論〉中論述魏晉北朝的

佛經翻譯是半文半白的形式，也就是在文言的基礎上，夾雜口語或方言的成份為其特

色，並提及：「云何」是按照脫口說出的口語原樣記下來的，相當於現在的「怎麼樣」
32 的論點相同。的的的在〈佛經中的的的同指疑問與佛經翻譯〉也認同此觀點，他

認為：「翻譯佛經中疑問句的前面的「云何」就是一個口語詞，就是直接從梵文口語

成份 tat kiṃ manyase 和 tat kasya hetoḥ 翻譯而來」。33 

盧烈紅在〈魏晉以後疑問代詞「云何」的發展與衰亡〉一文則提出：「疑問代詞

在問答環境中會被大量使用，漢譯佛經多以問答為主體內容，因此用「云何」的機會

很多。中土文獻問答的比重一般不大，受內容限制，用「云何」的機會客觀上就無法

與譯經相比。」 

「應云何住」一句，是以梵文 kathaṃ 譯「云何」，在句中當狀語，表示詢問方式、

方法，相當于「怎麼樣」，此用法在鳩摩羅什所譯《維摩詰所說經》中共 11 例。例如：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34 

由上可知，「云何」在魏晉時期使用頻率逐漸上升，語法功能和用法絕大部分逐

漸增強，「云何」已可充當的三類語法成分：狀語最為常見，同時，也可作主語和謂

語。隨著「云何」語法功用的增加，其語序由變換亦更自由。 

                                                 
30 遇笑容，〈說「云何」〉，收在，曹廣順、遇笑容著《中古漢語語法史研究》，頁 77-78。 
31 志村良治，《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頁 45。 
32 朱慶之，〈佛教混合漢語初論〉，遇笑容、曹廣順等編，《漢語史中的語言接觸問題研究》，

頁 249。該文初稿在 1987年月的第 30屆國際漢藏語言及語言學大會宣讀。 
33 龍國富，〈佛經中的〈〈〈〈疑問與佛經〈譯〉，頁 17。 
34 李建生，〈兩部《維摩詰經》「云何」歷時研究〉，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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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應」：若將梵文字分語義和語法來解，sthātavyaṃ 這個字，語義對譯梵

語動詞字根√stha 為「住」, 語法（尾綴 tavya）對應梵語中未來被動分詞的時態譯為

「應……」。基本上指涉未來如何被安住之意（類似英文中的 should be……）。譯

文中的「應」表示未來被動時態，「應……被住」。 

「應」字屬於能願動詞（can-wish verb 以 Vcw 表示），最早的語法論著《馬氏

文通》如此論述：「『應』助動字也。不直言動字之行，而惟言將動之勢，故其後必

有動字以續之者，即所以言其所助之行也。」35 亦即能願動詞既是一種動詞，又跟一

般動詞的用法有區別，語義上它不像一般動詞那樣實在，它本身還帶有判斷意謂，能

做主觀判斷或進行邏輯推理。從語法結構而言，它可以進入「能願動詞+動詞」的句

型框架。 

馬慶株先生在《能願動詞的連用》一文書說：「能願動詞是只能後加謂詞性成分

的非自主動詞。」36 也就是說能願動詞後面只能加上謂詞性成分。其典型分佈句型

為： NP+Vcw + VP，例如：「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

那何以產生第二分中「應云何住」中的移位現象？在不影響邏輯語義的情形下，不同

語序除了可以強調作用外，也能調節句子的節奏和語氣，典型的語句節奏為「2-2」

較為穩定莊重，移位之後的句子節奏為「1-2-1」則顯得活潑生動，也可避免重複行

文，使文章更有可讀性。這種情形在鳩摩羅什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亦見「菩薩

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云何布施？云何應持戒？云何應忍辱？云何應勤精進？云

何應入禪定？云何應修智慧？」37 的「應」字移位的現象。 

由上述可以推論「云何應住」和「應云何住」對譯 kathaṃ sthātavyaṃ 二字雖語

序上有所不同，但語義和語法上對照皆同。 

六、結語  

《金剛經》第 2 分的「應云何住」和第 17 分「云何應住」是否同義，自明代僧

人廣伸所述的《金剛經鎞》以迄江味農的《金剛經講義》歷來諸多說法。 

佛典漢語和中土文獻有所不同，來自印度、中亞的譯者不習慣漢語，會使用特殊

語法、當時的口語或創造新詞，這也加大了正確解讀漢譯佛典的難度，此時若能參照

梵本，進一步對勘，或許更能把握佛典中的微妙甚深義。 

                                                 
35 馬建忠，《馬氏文通》，頁 164-165。 
36 馬慶株，《漢語動詞和動詞性結構》，頁 49。 
37 《大正藏》冊 8，第 0223號，頁 370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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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云何住」一句的「應」乃對譯梵文語法的未來被動分詞，而梵本中兩個句子

相同。此句譯文的不同，應有文學性避免重複使文活潑之意，但若僅憑藉二手資料或

以漢語知識解釋漢譯佛典，可能發生誤讀。通過梵漢對勘，以原典為參照對象；另一

方面，借助同經異譯比較，通過逐字逐句的比對，才能對漢譯佛典語言有一個系統的

認識，「疑團」解開的可能性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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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百喻經》應用在生命關懷之相關議題。有鑑於現今的社會現象，

大都起因於對自己或他人生命價值的不了解，所以，關懷生命歷程的各項議題，如：

情緒管理、人際關係，則是件刻不容緩之事。然而，透過譬喻鮮明的《百喻經》，讓

人藉故事之情節引發內省，並學習愛惜自己與尊重他人，進而用心去感受生命的一切。 

關於研究架構，一、前言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二、探究《百喻經》經名來由、

架構與意涵、譬喻之意涵與特性。三、《百喻經》示現的生命關懷（一）：對治負面情

緒，首先，從情緒的基本概念著手，其次，分別探討貪、瞋、癡之意涵，並運用知足、

慈悲、真智，作為轉化《百喻經》之解藥。四、《百喻經》示現的生命關懷（二）：增

強人際關係，透過《百喻經》中親子、朋友、師生、夫妻關係之相關故事為示例，運

用佛教倫理道德觀，做進一步深入地探究，並以敬順善念、真誠相待、尊重崇敬、平

等互敬作為增強人際相處之準則。五、結語，總結研究結果，並建議未來研究的新面

向。 

研究之結果如下所示：一、針對《百喻經》與負面情緒相關的故事，以學習情緒

管理；二、運用《百喻經》之倫理觀，增強人際關係。期盼本研究能透過生命關懷的

百度，重新看待《百喻經》的譬喻故事，使其具有新的社會價值與意義。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百喻經、生命關懷、情緒管理、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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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佛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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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印順導師博學多聞，著作等身，而在導師的浩瀚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導師對於

佛學研究方法的論述，有其孤發先明的洞見及精闢的論述。這些嚴謹而有系統的方法

論，不僅表現出導師擅於思辨的論師風格，更是作為其佛學創作與架構思想體系的基

礎與方法。 

佛陀在《百喻經》中，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將深奧難懂的佛教義理，透過譬喻進

行轉化，使佛理變得易於明瞭，並運用隱喻在故事之中，引發大眾自我內在覺察，藉

此產生富具啟發性的思想哲理，進而邁向「由迷轉悟」的解脫之道；再加上，現今的

社會議題，大都起因於對生命價值的不了解，因此，關懷生命歷程的課題，則是項重

要的事。本研究以《百喻經》的故事，作為生命關懷的分析主軸，使人藉此體會生命

價值，並學習愛惜自己與尊重他人。 

關於情緒管理的部分，由於情緒的產生，主要是因人們抱持著何種觀點來看待事

件，現代的人常因無法處理情緒困擾，造成自己在生活上的困境，而佛教的根本煩惱

－貪、瞋、癡是影響情緒的最主要根源，為了要對治眾生的煩惱，《百喻經》以譬喻

述說種種解困之道，每篇故事背後皆富含佛學思想，則是給予人在對治煩惱時的啟

示，使人能藉此引以為鑑。 

在情緒管理之後，另一項重要的生命課題則是人際關係。當人在處理或面對情境

事件時，有時會因不同的關係，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倘若運用不適宜的人際技巧，隨

之而來的便是人際之間的困擾。而《百喻經》的故事富含許多人際對待的關係議題，

舉凡如親子、朋友、師生、夫妻關係等，透過故事的情節鋪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會依不同的身份而有不同的倫理觀念，因此，當故事中的人物有倫理對待之觀念時，

便能使人際關係更加和諧共處。 

筆者希望藉此研究，透過《百喻經》的故事與生命課題作結合與應用。本篇研究

的目的如下： 

1. 探討《百喻經》中譬喻故事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2. 認識根本煩惱－貪、瞋、癡，透過故事學習情緒管理，以正見對治負面情緒，進

而達到安定心境的功用。 

3. 運用佛教的觀點，以倫理為基準，增強故事中的人際關係，並與現代社會現象作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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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喻經》的來由、架構與譬喻  

《百喻經》是一部淺顯易懂的譬喻部經典，故事內容藉此喻彼的方式、隨處可見

的生活題材，再加上，故事情節生動活潑，故能廣為普羅大眾所接受，使得佛教義理

能藉此利於宣揚。 

（一）《百喻經》的來由 

全文共兩萬餘字的《百喻經》，其成書時間大約是在西元五世紀的前期，介於西

元 400至 450年之間 
1。其作者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抄寫出百則重要的譬喻故事，

目的是要藉由譬喻故事背後的訓示，教化後輩新學佛道者，而其弟子求那毘地能明瞭

其意旨，於南朝齊（497－502）永明十年（492 年），將其翻譯為漢文，共有十卷，

名為《百喻經》。 

《百喻經》的原名為《癡花鬘》，此原名出現在卷末的偈頌：「尊者僧伽斯那，

造作《癡花鬘》竟。」2「癡」意指故事中的主百：愚人，而「花鬘」則是印度風俗

裝飾身手之物，運用絲線將花串連成花環，在此是引用其貫穿之意，意為彙編各種愚

人的言行故事，如同花鬘一般的譬喻，藉此作為教誡訓示之修飾，故名《癡花鬘》。 

除了原名《癡花鬘》之外，根據王孺童的研究，可得知其別名共有八種：《百喻

經》、《佛說百喻經》、《百喻集》、《百喻集經》、《百句喻集》、《百句譬喻經》、《百

句譬喻集》、《百句譬喻集經》3；然而，在這些別名中，《百喻經》是使用最廣泛的

名稱，主要原因是「經」具有兩種意涵：「佛說」及「貫穿」之意，因此，「經」同時

                                                 
1
 陳洪、趙紀彬，〈原文本《百喻經》成書時代以及傳譯諸況略考〉，頁 6。 

2
 《百喻經》卷 4，T04, no. 209, p. 557, c24。 

3
 《佛說百喻經》：《趙城金藏》本，卷二、卷供之題名。《百喻集》：《大唐內典錄》卷七、卷

九、《大週刊定眾經目錄》卷一○、卷一供、隋供經《眾經目錄》卷六、隋沙門及學士《眾

經目錄》卷二、唐靜泰《眾經目錄》卷二、玄應《一切經音義》，皆作此名，此外，《佛說

佛名經》卷一六：「南供《百喻集》。」《百喻集經》：《歷代供寶紀》卷一供〈小乘修多羅有

譯錄〉：「《百喻集經》，供卷。」《百句喻集》：《大週刊定眾經目錄》卷一○。《百句譬喻經》：

《出供藏記集》卷二、卷九、《開元釋供錄》卷六、《貞元新定釋供目錄》卷八、卷供○、《經

律異相》卷供六、《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上。《百句譬喻集》：《古今譯經圖紀》卷供。

《百句譬喻集經》：《大唐內典錄》卷供、《歷代供寶紀》卷一一。摘錄自王孺童，〈《百喻經》

之研究〉，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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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經」與「集」的雙重含義，故可將《百喻經》稱之為「經」。4
 

《百喻經》雖名為百喻，但現存的版本，卻只有九十八則故事，對於此事，共有

三種說法：中國的數字常以整數為概略之說，如：《詩經》共有三百零五篇，但卻以

詩三百稱之，故百喻之名，可由此推論得知 5；現存的九十八則故事，再加上，卷首

引言與卷末偈頌，整合之數恰巧為百 6；然而，在王孺童的研究，可發現《辯正論》

與《遺教經論記》中，包含遺失的兩則故事，原文如下： 

《辯正論》：「《百句譬喻經》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過於醉象。五根納受，

如海吞流，如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仗，

守護六根，如視逸馬。」7
 

《遺教經論記》：「《百喻經》云：昔有貪夫，於野求蜜。既得一樹，舉足前進，

欲取蜂蜜，不覺草覆深井，因跌足而亡。」8
 

雖然，《辯正論》只有教誡、訓示的部分，《遺教經論記》只有故事的部分，但兩

者皆可窺探《百喻經》之原貌 
9。因此，《百喻經》確實是由一百則譬喻故事所集結

而成，只是因輾轉相傳，故流失此兩則故事。 

（二）架構與意涵 

《百喻經》的每則故事皆具組織性，其敘述結構完整且形式一致，其架構以故事

為引子，再以訓示為結尾。但若詳細將每篇故事分段，則可將故事再細分為：開場白、

關鍵事件、主題轉折、結局 
10，猶如一般文章的結構：起承轉合。依上述分類方式，

舉例如下：〈認人為兄喻〉 

開場白：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間，無不稱歎。11 

關鍵事件：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所以爾者，彼有錢財，須者則用之，

                                                 
4
 王孺童，〈《百喻經》之研究〉，頁 33。 

5
 丁敏，《佛供譬喻文學研究》，頁 336。 

6
 楊寶玉，〈《百喻經》述要〉，頁 11。 

7
 《辯正論》卷 1，T52, no. 2110, p. 495, a1-4。 

8
 《遺供經論記》卷 2，X53, no. 846, p. 643, b22-24。 

9
 王孺童，〈《百喻經》之研究〉，頁 37。 

10
 丁敏，《佛供譬喻文學研究》，頁 340；毛文芳，《新讀百喻經》，頁 11。 

11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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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為兄；見其還債，言非我兄。12
 

主題轉折：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名他為兄？及其債時，復言非兄？」
13

 

結局：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認之為兄，實非是兄。若其債時，則稱

非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14 

訓示：猶彼外道，聞佛善語貪竊而用以為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

作是言：「為利養故，取彼佛語化道眾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為得財

故言是我兄，及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15
 

此外，本研究的目的是要將《百喻經》應用於生命關懷的課題中，而大部分的研

究，皆以訓示中的佛教義理作為分析，但筆者為了要讓《百喻經》的研究面向更多元

化，將以故事為探究主軸，故將其分為兩種類型：以佛教的根本煩惱－貪、瞋、癡，

作為負面情緒的分類；再根據故事中的百色關係，如：親子、朋友、師生、夫妻，作

為人際關係的探討。以下將針對上述分類做舉例說明： 

人常因貪愛，因而產生如同〈毘舍闍鬼喻〉－二位餓鬼的斤斤計較、〈認人為兄

喻〉－愚者因貪圖利養而認他人為兄、〈灌甘蔗喻〉－只求目的實現而運用甘蔗汁灌

溉、〈婆門殺子喻〉－不擇手段的殺子行為，倘若人皆能約束自己的貪念，不眷戀過

去、執著現在、奢望未來，便能達到「人到無求品自高」的境界。 

「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瞋是因為不滿現狀中的人、事、物，因而有驕慢、

毀謗、嫉妒、報百等行為，如：〈師患腳付二弟子喻〉－二位弟子因相互憎嫉，因而

將師父的雙腿打斷、〈二鴿喻〉－雄鴿因懷疑雌鴿偷吃果實，就啄殺雌鴿、〈獼猴喻〉

－獼猴將氣出在孩子身上；〈共相百害喻〉－為了要用咒語進行報百，不惜害及自身。

當人正處於瞋恚的情境時，若能靜下心來、退一步想，必能達到海闊天空的之境。 

愚癡無明覆蓋住人的光明自性，縱使真理擺在眼前，卻仍無視於它的存在。故事

中的愚者遇到事情，常執妄為真、不明前因後果、捨本逐末，如同〈寶篋鏡喻〉－貧

人誤以為鏡中的人是他人、〈水火喻〉－愚人需要火和冷水，但卻誤將冷水置於火上、

〈三重百喻〉－富人只要蓋第三層樓，不想要第一及第二層樓、〈欲食半餅喻〉－愚

人認為只須吃半塊餅就能有飽足感，而這些錯誤的邏輯思考，常讓人陷入困境而不自

                                                 
12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a4-6。 

13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a6-8。 

14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a8-10。 

15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a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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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但若能以正確的觀念與見解，時常思考真實之理，必能遠離諸妄見。 

人只要在世間生存，就需其他人事物的共同成就，因此，人與人之間便會有許多

關係與互動產生 
16。然而，《百喻經》涵蓋各人際之間的對待關係，舉凡如：〈雇倩

瓦師喻〉、〈師患腳付二弟子喻〉的師生關係；〈認人為兄喻〉、〈歎父德行喻〉、〈說人

喜瞋喻〉、〈為惡賊所劫失氎氎氎氎喻〉的朋友關係；〈子死欲停置家中喻〉、〈婆羅門殺子喻〉、

〈醫與王女藥令卒長大喻〉、〈婦女更欲求子喻〉、〈見水底金影喻〉、〈父取兒耳璫喻〉

的親子關係；〈為婦貿鼻喻〉、〈夫婦食餅共為要喻〉、〈五百歡喜丸喻〉、〈為二婦故喪

其兩目喻〉、〈摩尼水竇喻〉的夫妻關係……等。因此，《百喻經》中的人際對待，作

為提供增強人際關係之素材。 

（三）譬喻的特性與意義 

佛教中一些深奧玄妙的義理，倘若只用抽象之言語來述說，可能不易被世人所理

解。然而，《百喻經》以通俗易懂的故事作為導引，再根據其故事內容情節來闡釋佛

理，運用深入淺出、以事喻理的技巧 
17，如同《楞嚴經》云：「諸有智者，要以譬

喻而得開悟。」18
 使人能藉由故事的譬喻領悟佛教的道理。 

《百喻經》中人物的思維及互動策略，常給人有種誇張與不可置信的感覺，而譬

喻的功效便是透過故事情節的鋪陳，展現人在生命中難解的習題，並藉此去思索與生

命相關的議題，進而尋求解決方法。故事內涵主要是思想的傳達，而非單純的生活描

繪，再加上，譬喻故事可帶給人畫面感，使人閱讀之後，能對其情節印象深刻，並產

生興趣，進而與自身的生命議題連結，甚至有轉化及反省的作用，最終透過譬喻故事

的生命思維，將其轉化成生命理想。19
 

然而，大部分的佛教經典，猶如一部部諮商歷程的紀錄，在當中，佛陀為諮商師，

其弟子及信眾則為個案，佛陀總是深入了解人們內心中的煩惱，並依照其根機作進一

步的導引 
20。佛陀善用譬喻技巧，隨順當下因緣，讓迷惘的眾生由迷轉悟，為大眾

帶來延伸思考，特別是運用譬喻來彰顯隱義之佛理，而這與諮商中的隱喻有異曲同工

                                                 
16

 慧寬供師，《自在：人供必修的七堂課》，頁 118。 

17
 楊寶玉，〈《百喻經》述要〉，頁 14－15。 

18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1，T19, no. 945, p. 109, b8-9。 

19
 許鶴齡，〈哲學諮商中的供命供育對話－以佛供《百喻經》之「譬喻」為例〉，頁 570。 

20
 王秀美，《陪伴：佛供諮商倫理與技巧》，頁 1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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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 
21。隱喻（metaphor）是在類比中創造新的意義，將教條添加些許的朦朧美，運

用故事中所蘊含的深遠意義，讓人能透過隱喻，有新的啟發之效益，使其重新了解問

題，為解決問題提供新觀點。22
 

因此，《百喻經》的故事意涵並非僅有表層的意思，而是隱喻所象徵的示例，經

由投射作用，使故事具有豐富意涵。透過隱喻可打破時空限制與隔閡，將故事中不同

時空的人事物，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賦予故事深層的意義，而人可透過對故事的理解

與體驗的過程，拓展看待問題新視野，拋棄舊有的處事態度，開展全新的生命意義。 

（四）小結 

《百喻經》各篇故事的主要意涵清晰明確，其架構型態包含故事與訓示二部份，

因而能使後輩學佛者，藉由故事中的譬喻而有所領悟；此外，《百喻經》的故事，具

有譬喻的例證作用，其目的是藉由淺白易化的具體事例，為佛法義理做鋪陳。然而，

佛經中常運用故事彰顯隱義之佛理，這與諮商中的隱喻有相類似之處。隱喻能跨過故

事情節的籓籬，讓人能將其背後深遠的意義，運用在現實生活中，進一步理會出智慧

的行動。 

三、《百喻經》示現的生命關懷（一）：對治負面情緒  

《百喻經》有許多與負面情緒相關的主題，在〈劫盜分財喻〉中，盜賊因分到下

等貨的刺激，進而引發瞋恨的負面情緒，但當他得知欽婆羅衣價值不斐時，卻又引發

歡喜的正面情緒，而關鍵之處在於人在面對刺激的當下，是以怎樣的思維來面對及處

理。因此，本部分先從情緒的基本概念作介紹，再分別以《百喻經》的貪、瞋、癡負

面情緒相關的主題作分析，並透過思維的轉化，將負面情緒轉化成正面情緒。 

（一）情緒的基本概念 

關於定義，情緒是一種執著於自我中心的現象，當自我中心與周遭的人事物產生

衝擊和困擾而產生情緒。23
 佛法中的貪、瞋、癡是因我執起作用，使人在遇到與自

身相關的人事物，便會產生煩惱與障礙。然而，情緒是累積已久的貪、瞋、癡煩惱與

                                                 
21

 鄭石岩，《妙喻扭轉人供》，頁 29。 

22
 楊明磊，〈隱喻技術在諮商中的應用－兼論心理劇與隱喻技術的關係〉，頁 2。 

23
 聖嚴供師，《覺情書：聖嚴供師談世間情》，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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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之顯現，但並非是常態24，因為人的自性猶如摩尼寶珠般光明，只因妄想執著的

客塵煩惱所覆蓋，所以只要能斷除煩惱，就能返回清淨的自性。 

然而，唯識學的心所與情緒一詞相類似25，依照情緒的方向，則可分為正面與負

面，而心所又分為善心所與煩惱心所，善心所屬於正面情緒，煩惱心所則屬於負面情

緒，其中，小隨、中隨、大隨煩惱則是隨著根本煩惱：貪、瞋、癡、慢、疑、惡見而

生起的。26是故，主要引起負面情緒的關鍵是根本煩惱。然而，佛教對於情緒是抱持

著：「情者，是非之主，利害之根。」27
 的觀點，主張情為是非與利害之根源，唯有

斷除情才能永遠脫離輪迴。 

關於情緒的誘發，佛教認為人的情緒常常隨境界在浮動，主要原因是人習慣聚焦

於引發情緒的爆發點，而其源頭是自身善變的念頭28；而情緒的管理，並非是要壓抑

情緒，而是在面對境界時，需運用佛法引導情緒，並應用四種方法：自我覺察、善觀

因緣、正面思考、自我對話，且提醒自己隨時要維持在情緒穩定的狀態29。此外，佛

教也還有許多情緒管理的方法：五停心觀；禪坐的調身、調息、調心；透過般若觀照，

培養慈悲、喜捨、平等、忍辱、慚愧、感恩的心。30
 

（二）以知足對治貪欲 

貪是因為愛與欲望的共同產物，進而執著一切與自我中心相關的種種，然而，關

於滅除貪欲的方法，在《正法念處經》31與《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32
 都曾提到，

若要脫離貪欲的煩惱禁錮，則需以知足作為轉化貪欲的良藥；因此，人若能以知足來

看待一切，而不被貪欲操縱內心的想法，便能時時處之泰然，進而脫離貪欲的牢籠。 

                                                 
24

 莊耀輝，《情緒管理》，頁 197。 

25
 鄭振煌，〈佛供與情緒管理－以《清淨道論》為範圍〉，一九九九年佛學與人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頁 83。 

26
 星雲供師，〈佛供對「應用管理」的看供〉。《普門學報》32，2006，頁 287。 

27
 《釋氏要覽》卷 3，T54, no. 2127, p. 296, c11。 

28
 聖嚴供師，《放下的幸福－聖嚴供師的 47則情緒管理智》，頁 15。 

29
 慧寬供師，《自在：人供必修七堂課》，頁 24－25。 

30
 星雲供師：〈佛供對「應用管理」的看供〉，頁 287－288。 

31《正供念處經》卷 59〈6觀天品〉，「供多欲者，第一垢染惡貪住處。云何而滅？當以知足則

能滅之。」，T17, no. 721, p. 351, b20-21。 

32《佛垂般涅槃略說供誡經》卷 1，「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供，即是富樂安隱之

處。」，T12, no. 389, p. 1111, c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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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經》的愚者，常因貪求妄有、斤斤計較，進而以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方

式，其目的只為了滿足貪愛與貪欲，但故事的結果卻總是以得不償失、因小失大、求

全盡失收尾，令人不勝唏噓！倘若人能覺察故事中關於貪念的想法，並運用知足的觀

點將其轉化，則故事則會呈現知足常樂的結局。關於貪欲的故事，本部分選擇〈債半

錢喻〉、〈貧人燒麤褐衣喻〉作為轉化貪欲之題材，其分析如下： 

1、〈債半錢喻〉 

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

到彼往債，竟不得見。來還渡河，復雇兩錢。為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

疲勞乏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眾人之所怪笑。33 

在日常生活中，凡事不宜過於斤斤計較，有時太急於追求，不但會一無所獲，甚

至會人財兩失，特別是虛妄的名利，其過程往往是費盡心力，但結果卻總是不如預期。

而故事中的商人，為了要討那半文錢的債，在往返的路程，花費大量的精神與氣力找

尋欠債人，途中還為了要雇船擺渡，因而多花費四文錢，而結果卻是連半文錢都要不

回來，不免讓人有種得不償失的遺憾。 

倘若商人能事先預算討債路程的資費，便可得知旅途花費是數倍債務的錢財，就

會打消親自討債的念頭；此外，錢財為五家所共有－水災、火災、官府、盜賊、不肖

子孫，因此，在面對錢財的得失，無須過於強求，因為凡事有得必有失，若商人能不

執著於那半文錢的債務，而是以欠債人若能還債很好，但若不還也無關緊要的度量來

包容，便不會為了滿足要追討那半文錢債務之貪欲，而損失更多的錢才與精力，最後

演變成因小失大的結局。 

2、〈貧人燒麤褐衣喻〉 

昔有一人，貧窮困乏，與他客作，得麤褐衣，而被著之。有人見之，而語之言：

「汝種姓端正，貴人之子，云何著此麤弊衣褐？我今教汝，當使汝得上妙衣服，

當隨我語，終不欺汝。」貧人歡喜，敬從其言。其人即便在前然火，語貧人言：

「今可脫此麤褐衣著於火中，於此燒處，當使汝得上妙欽服。」貧人即便脫著

火中。既燒之後，於此火處求覓欽服，都無所得。34 

                                                 
33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5, b17-22。 

34
 《百喻經》卷 2，T04, no. 209, p. 547, b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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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窮人，因貪圖上等美衣之誘惑，而不能理性地思考事情的真假，完全不

疑有他，照其方法做，其結果連僅有的粗布衣都焚燒殆盡，終究一無所獲，只能望著

灰燼悲嘆。倘若窮人能珍惜做工所得來的粗布衣，並以此滿足，而不幻想能得到上等

的美衣，便不會讓自己陷於連粗布衣都沒有的窘境。因為貪心和不知足，伴隨的大都

是不幸的結果，而貪得無厭的思維模式，終究無法滿足無止盡的貪欲，只會失去身邊

更多寶貴的事物，甚至一無所有。 

生活的真諦在於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切，並如實地體會活在當下那種平安喜樂的

感覺。生活中的富足與貧困，不是金錢的多寡，也不是名牌的有無，更不是建立在與

他人比較，而是自身心靈上知足常樂的幸福感，倘若能以知足為準則，即使窮人只穿

粗布衣，卻也能怡然自得；但若是以貪心為準則，即使窮人獲得上等的美衣，仍無法

滿足之後無窮盡的欲望。 

（三）以慈悲對治瞋恨 

瞋是逼害有情眾生的一種心理狀態 
35，當人在面對不順心的情境時，常會讓自

身處於瞋的狀態中，主因是外在情境無法獲得滿足36，因此，瞋造成的結果，是以自

他損益作為衡量標準，其對象包括我所愛者與非我愛者。37
 關於消滅瞋心的轉念方

法，有以下四種：運用慈悲喜捨轉化、認識瞋的過失及結果、以真智來判斷事物、以

忍辱來消滅瞋心38。 

《百喻經》中，主百常因為惱百成百、百百百百、心生疑百，進而百取報百傷害

的手段，而其結果往往會讓主百產生懊悔不已的情緒；倘若能以理性的判斷、寬闊包

容的心態，選擇退一步則海闊天空的想法，並運用慈悲心來對待令人不悅之事物，那

故事中的結局便會多一分安樂自在。關於瞋恚的故事，本部分選擇〈說人喜瞋喻〉、〈二

鴿喻〉為題材，並以慈悲做轉化，其分析如下： 

3、〈說人喜瞋喻〉 

                                                 
35

 《阿毘達磨界身足論》卷 1〈1本事品〉：「瞋云何？謂於有情欲為逼害。」，T26, no. 1540, p. 

615, a28。 

36
 聖嚴供師，《放下的幸福－聖嚴供師的 47則情緒管理智》，頁 61。 

37
 釋圓供，《佛供倫理》，頁 124。 

38
 《成實論》卷 9〈126瞋恚品〉，「常修慈、悲、喜、捨，瞋恚則斷；又見瞋過患，是則能斷；

又得真智，瞋恚則斷；又以忍力故，瞋恚則斷。」，T32, no. 1646, p. 312, a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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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人，共多人眾坐於屋中，歎一外人德行極好，唯有二過：一者喜瞋，二

者作事倉卒。爾時此人過在門外，聞作是語，便生瞋恚，即入其屋，擒彼道己

愚惡之人，以手打撲。傍人問言：「何故打也？」其人答言：「我曾何時喜瞋、

倉卒？而此人者道：『我順喜瞋恚，作事倉卒。』是故打之。」傍人語言：「汝

今喜瞋、倉卒之相即時現驗，云何諱之？」人說過惡，而起怨責，深為眾人怪

其愚惑。39
 

故事中動手打人的主百，他只注意到別人說他的缺點，卻沒有靜下心來思考：他

是否真如那人所說的－喜歡生氣與做事倉促？但他的言行舉止卻已經證明一切。由此

可推論出，主百背後的信念是認為－他是完美的，因而將他人對自身的批評嚴重化，

憤而揮拳打人。 

當面對他人的批評時，故事中的主百可以先平心靜氣，反觀自身平日的言行舉

止，是否真的易百且行事魯莽？如果真的是如此，那就以歡喜心接受他人的指教，感

謝他人願意告知，讓自己有機會可以改過百善，變成更完美的人；但如果並非如此，

那便可引以為鑑，提醒自己別犯類似的過失，落人口實，並用慈悲寬容的心原諒那位

批評者，感謝他替自己消災擋厄。倘若在面對他人的批評指教時，能先自我覺察自身

的言行，並以虛心接受的態度來面對，再以對自己負責的承諾來承擔，且積極改進其

過失，這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善美。 

4、〈二鴿喻〉 

昔有雄雌二鴿，共同一巢。秋果熟時，取果滿巢。於其後時，果乾減少，唯半

巢在。雄瞋雌言：「取果勤苦，汝獨食之，唯有半在。」雌鴿答言：「我不獨食，

果自減少。」雄鴿不信，瞋恚而言：「非汝獨食，何由減少？」即便以觜啄雌

鴿殺。未經幾日，天降大雨，果得濕潤，還復如故。雄鴿見已，方生悔恨：「彼

實不食，我妄殺他。」即悲鳴命喚雌鴿：「汝何處去？」40
 

處事不能單憑一時的瞋心而行事，必須要擁有冷靜的心來判斷事物，否則會如同

《出曜經》云：「人興恚怒，作善不善，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41」人常

因瞋心而失去理智，不能理性地分辨善惡，而其所作之行為，往往會導致後悔。故事

                                                 
39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c28-p. 545, a7。 

40
 《百喻經》卷 4，T04, no. 209, p. 557, a26-b4。 

41
 《出曜經》卷 20〈21恚品〉，T04, no. 212, p. 713, c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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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雄鴿懷疑雌鴿偷吃牠辛苦叼來的果子，縱使雌鴿已經解釋說明，但是雄鴿仍然不

相信，只因雄鴿認為雌鴿侵占其權益，憤而殺了雌鴿；事後，雄鴿發現是自己誤會雌

鴿，因而懊悔不已，但卻無法再挽回雌鴿的生命。 

有時，人會因一些先入為主、預設立場的想法，進而影響對事情的判斷能力。故

事中的雄鴿，因為牠已事先認定果子是經雌鴿偷吃後才減少的，所以就算是雌鴿已作

說明，雄鴿仍然堅持自己的想法，而不相信雌鴿；但雄鴿若能不預設立場，當牠在看

待果子減少的這件事情上，就不會堅持己見，反而會以更開闊的心胸，接受雌鴿的解

釋，又或者是，能先查明真相，再來定奪事情的真偽，並歸咎果子減少的責任，而不

是任由瞋心牽著鼻子走。然而，每個人的心中都同時存在理性與非理性，倘若能靜下

心來，以理性取代非理性思考，以慈悲轉化內心的憤百，那瞋心自然就會消除。 

（四）以真智對治愚癡 

愚癡是萬惡的根源，特別是指當人對善惡抱持否定的態度；42此外，在面對事物

時，人習慣執著假名為真實，而非依照其本性來認識，因此常產生不昧因果、執妄為

真的結果。43
 然而，佛教大都是以破暗為明為主，所以關於愚癡轉智慧的方法，就

會是以正知正見與真智為良藥，並作為認識事物的正確方法。 

《百喻經》常因主百對事物有錯誤的認識，所以常不明因果、捨本逐末、自以為

是、不知變通，進而產生令人匪夷所思之行為與結果。但在面對問題時，若能以了解

事物的本質為基礎，從客觀的百度出發，並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處理，便能由迷轉悟，

使問題順利解決。關於愚癡的故事，本部分選擇〈三重樓三重樓三重樓三重樓喻喻喻喻〉、〈水火喻水火喻水火喻水火喻〉為題材，並

以真智做轉化，其分析如下： 

5、〈三重樓喻〉 

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踈朗，

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

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

語言：「今可為我造樓如彼。」是時，木匠即便經地壘墼作樓。愚人見其壘墼

作舍，猶懷疑惑，不能了知，而問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

                                                 
42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6〈4分別業品〉，「於善惡等惡見撥無，此見名為邪見業道。」

T29, no. 1558, p. 88, b13-14。 

43
 《成實論》卷 9〈127供明品〉，「隨逐假名，名為供明。」T32, no. 1646, p. 312,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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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復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

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

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為我作最上者。」時人聞已，便生怪笑，咸作

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44
 

凡事須從基層做起，如同建房子蓋地基一般，須從第一層開始建造才會穩固，而

人生也需如此才能經得起考驗。故事中的愚富人，看到其他富人的三層樓房，心生羨

慕，請木匠來建造只有第三層樓的樓房，但所謂萬丈高樓平地起，唯有一、二層樓做

基礎，才能建造第三層樓，愚富人如此不切實際又好高騖遠的想法，令木匠只好停工

作罷，而愚富人也只能望著別人的三層樓興嘆。 

倘若愚富人能明白，建造第三層樓需有第一、二層樓為基礎，便會讓木匠從地面

慢慢建造，而非只求速成，如此建造的三層樓房，才不會有隨時倒塌的危機。然而，

人生亦是如此，常常羨慕他人成功的結果，卻忽略光鮮亮麗的背後，其過程都隱藏著

無數的努力與辛苦，與其羨慕他人擁有的一切，還不如從現在開始訂立目標，抱持著

築夢踏實的態度，從當下開始規劃並行動。人生就猶如建造樓房一樣，唯有透過一點

一滴基礎的累積，完成心目中理想的藍圖。 

5、〈水火喻〉 

昔有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灌盛水，置於火上。後欲取

火，而火都滅；欲取冷水，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45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做任何事情，需懂得取捨，才不會演變成兩頭空。故事中

的主百，需同時用到火和冷水，但卻誤將冷水放置於火上，需要用的時候，火沒了，

水也變成熱水。因此，面對問題時，應先考慮先後順序，切勿因急躁而不假思索，倘

若要水火相容，則須深思熟慮水與火彼此的特性，再進行判斷，例如：冷水應放置於

其他地方，而非放置於火上，如此才能同時用到火和冷水。 

在生活中，人難免需要做出選擇，但猶豫不決的態度，往往會讓人躊躇不進，因

而錯失良機。所以，若想要水與火兼得，就必須以智慧之心來做抉擇，並懂得拿捏分

寸，抓住彼此間的平衡點，清楚明白什麼事該做，什麼事則不該做；然而，在抉擇之

後，則需篤實力行，踏實地前進，切勿搖擺不定，只因為當下每個正確的抉擇，都關

                                                 
44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b12-26。 

45
 《百喻經》卷 2，T04, no. 209, p. 546, c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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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到自身的未來。 

（五）小結 

佛教認為情緒是因為自我執著於貪、瞋、癡，誤將客塵視為主人，因而常出現心

隨境轉的情況發生；因此，當人在面對會引發負面情緒的情境時，需先自我覺察會引

發此種情緒的想法，並學習善觀因緣，評析情境中的因果關係，且運用正面思考來轉

化負面情緒，如此才能顯現出清淨光明的本性。此外，藉由《百喻經》的故事，將貪

欲所造成得不償失的結果，以知足常樂來圓滿；將瞋心所導致損人損己的結果，以慈

悲喜捨的態度，重新看待此情境的一切；將愚癡無明引導人以不明因果、執妄為真的

觀點理解事物，改以正知正見之智慧重新解讀。 

四、《百喻經》示現的生命關懷（二）：增強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生命議題，正所謂眾緣和合，人生中每件事情的

成就，都需要其他的人、事、物一同成就因緣，因此，人與人之間自然就會有許多關

係上的相處，或是溝通以及行為上的互動 
46，而佛教倫理道德的觀點，便能作為增

強人際關係的準則。本部份將以《百喻經》中親子、朋友、師生、夫妻關係作為探究

之四大面向，先探討佛教經典重要的人倫觀，再以故事做進一步地探究，並加入一些

相關的社會現象做衍伸，藉此增添人際關係面向的豐富度。 

（一）親子關係 

親情是與生俱來的情感，也是每個人生活的重心，而親子關係是每個人最先接觸

的人際關係，而其倫理象徵是生命之間的傳承，貴於和諧互敬之道，孩子應敬順父母，

父母須善念孩子，父母與子女同時擁有相互養育的責任與義務。雖然，血緣關係並非

是維繫道德的最高依據，但卻是個人生命倫理道德之基準，父母對孩子的責任，是在

其成長的過程中，給予孩子一股正面的支持力量。47
 在《百喻經》中，本部分選擇

〈父取兒耳璫喻〉、〈見水底金影喻〉為題材，並以敬順善念作為增強親子關係的方針，

其故事分析如下： 

1、〈父取兒耳璫喻〉 

                                                 
46

 慧寬供師，《自在：人供必修的七堂課》，頁 118。 

47
 鄭志明，《佛供供死學》，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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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父子二人緣事共行，路賊卒起，欲來剝之。其兒耳中有真金璫，其父見賊

卒發，畏失耳璫，即便以手挽之，耳不時決，為耳璫故，便斬兒頭。須臾之間，

賊便棄去，還以兒頭著於肩上，不可平復。如是愚人，為世間所笑。48
 

故事中的父親將眼前的利益看得太重，因怕真金耳環被強盜奪取，不惜砍掉兒子

的頭，就只為了保全真金耳環；事後，父親想把兒子的頭裝回去，卻已無法挽回兒子

寶貴的生命。這當中有一項倫理議題值得去探究：真金耳環是否比兒子的生命還貴

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光宗耀祖」是父母對孩子的期許，但現代普遍的問題

是，父母不太會關心孩子的身心是否健康快樂，因此，當孩子做出讓父母蒙百的行為

時，父母的反應通常是錯愕到不能接受，無法理解孩子為何會做出這種事情，著眼點

都是放在孩子讓自己丟臉，所以在跟旁人述說此事時，總是極力撇清任何關於責任歸

屬的問題；但是，孩子是有感覺、有生命的人，並不是一項投資，也不是作為利益、

名譽的工具。家庭是充滿愛與關懷的象徵，父母對孩子的感情應是無條件且不求任何

回報，所以當孩子發生問題時，身為父母者，除了給予孩子適當的機會教育外，還需

負起責任承擔外界對孩子的質疑，並用心伴隨孩子走過低潮期，切勿因自身的面子問

題，而葬送孩子一生的幸福之路。 

2、〈見水底金影喻〉 

昔有癡人，往大池所，見水底影，有真金像，謂呼「有金」，即入水中，撓泥

求覓。疲極不得，還出復坐。須臾水清，又現金色，復更入裏，撓泥更求覓，

亦復不得。其如是，父覓子，得來見子，而問子言：「汝何所作，疲困如是？」

子白父言：「水底有真金，我時投水，欲撓泥取，疲極不得。」父看水底真金

之影，而知此金在於樹上。所以知之，影現水底。其父言曰「必飛鳥銜金，著

於樹上。」即隨父語，上樹求得。49 

兒子誤以為真金在水中，因而在水中尋找多次，卻始終遍尋不到，殊不知，水池

中的黃色金影，原是樹上真金的倒影。事物彼此之間都有其關聯性，但人們習慣以緣

木求魚的方式，只光看表面之現象，卻未思考之間的因果關係。故事中的父親，因為

細心的觀察以及正確的推估，得知真金懸掛於樹上，並運用巧妙的方式告知，使兒子

能順利找到真金。然而，現代的父母與孩子相處時，鮮少花時間去傾聽孩子內心真正

                                                 
48

 《百喻經》卷 4，T04, no. 209, p. 556, a18-23。 

49
 《百喻經》卷 3，T04, no. 209, p. 551, c29-p. 552,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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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使孩子有被忽略的感覺，因此，當孩子發生問題時，父母總是最後才發現的

人，可是孩子早已釋放一些危險訊息，但父母卻始終未察覺，以至於造成不能補救的

傷痕。雖然，父母並非是唯一影響孩子的關鍵人物，但卻是能影響孩子一生的重要人

物，而孩子要的其實很簡單，只需要父母真正的關愛：用心傾聽孩子的內心話，站在

孩子的立場去瞭解，並以一顆真誠的心支持與陪伴，唯有如實地參與孩子的生活，才

能幫助孩子建立自信，讓孩子明白自己值得被重視，如同故事中親子的互動關係，父

親參與孩子尋找金子的過程，理解孩子誤將水中金影視為真金的錯誤想法，以真心陪

伴孩子，並運用孩子可接受的方式，巧妙地點醒孩子真金的位置，而不是以非理性的

方式去解讀孩子的行為，唯有如此才能讓孩子感受到自我的價值性。 

（二）朋友關係 

朋友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在人際課題中佔有相當關鍵的地位。善知識能勇於止惡

勸善，請能同甘共苦、富有同情心，並以他人利益為優先考量者，此類型的朋友應親

近，但若是以甜言蜜語博取他人歡心，或騙取他人的信任，或利誘威脅，則屬於惡知

識者，應當要遠離。因此，朋友關係需透過真誠相待作為增強朋友關係的準則，本部

分將選擇《百喻經》中〈認人為兄喻〉、〈歎父德百喻〉作為朋友關係的故事題材，其

內容分析如下： 

3、〈認人為兄喻〉 

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間，無不稱歎。時有愚人，

見其如此，便言我兄。所以爾者，彼有錢財，須者則用之，是故為兄；見其還

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名他為兄，及其債時，復

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認之為兄，實非是兄，若其債時，

則稱非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50
 

示例中的愚人，如同《佛說孛經抄》的友有四品51之前二品：如花一般，見到他

                                                 
50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a3-10。 

51
 《佛說孛經抄》卷 1，「友有供品，供可供知。有友如花，有友如稱，有友如山，有友如地。

何謂如花？好時插頭，萎時捐之，見富貴附，貧賤則棄，是花友也。何謂如稱？物供頭低，

物輕則供，有與則敬，供與則慢，是稱友也。何謂如山？譬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

貴能榮人，富樂同歡，是山友也。何謂如地？百穀財寶，一切供之，施給供護，恩厚供薄，

是地友也。」，T17, no. 790, p. 731, b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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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富貴時，就想盡辦法親近他，但當他變成貧賤時，卻又立即離他而去；同時，也如

秤一般，當人有能力給予他東西時，便會以低姿態恭敬對方，但若沒東西可給予他時，

就趾高氣昂輕慢鄙視他人。然而，這則故事無疑是給世人一個借鏡，惡知識總是見利

忘義，不以真誠待人，當他人有用處時，便甜言蜜語，一旦對己無任何用處，便視而

不見。因此，對待朋友需真誠忠厚，只因真正的朋友並不會將友誼時時掛在嘴邊，也

不會為了友誼而有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反而會以不求任何回報的心態，真誠地為對方

做一切辦得到的事，並在朋友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而非落井下石。但若只是因為

對方有用處，而與其結交為朋友，如同示例中認人為兄的愚者一般，那他人也會因其

有利用價值才會與他成為朋友，但是人的生活不可能離開朋友，所以，真正的朋友必

須運用真誠來播種，用信任去灌溉，以諒解來維護，這樣才能有誼長存。 

4、〈歎父德行喻〉 

昔時有人於眾人中，歎己父德，而作是言：「我父慈仁，不害不盜，直作實語，

兼行布施。」時有愚人，聞其此語，便作是念言：「我父德行復過汝父。」諸

人問言：「有何德行，請道其事？」愚人答曰：「我父小來斷絕婬欲，初無染污。」

眾人語言：「若斷婬欲，云何生汝？」深為時人之所怪笑。52
 

愚人為了要突顯自己父親的美德，竟說「其父親斷淫欲，沒有接觸過女人」這種

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結果，實在讓人匪夷所思；然而，朋友聽到此番言論，便以質疑的

方式問：「不近女色，怎麼會生出你？」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頓時讓愚人不知該

如何回應。從故事情節內容，可以觀察到兩個面向：第一、在朋友之中，人有時會以

誇大不實的方式，讚美自己或身邊重要的他人，目的只是為了要顯現出自己的優越

感，但是當謊言被戳破時，反而不能達到自己預期的效果，只會招人輕視，因此，朋

友之間應以誠相待，便能如實地得到對等的回報。第二、當身邊的朋友出現不實或不

當的言論時，身為好友者應勇於針對其言行，給予正向的回饋，例如：聽到朋友要做

違法的事情，應勇於出面制止，並理性地告知其行為的不適當，切勿因擔心說出意見

相左的言論，就失去這位朋友；然而，朋友對待善友及惡友之態度，應如《優婆塞戒

經》云：「歎善友德，呵惡友過。53」對待善友應讚歎其德行，對待惡友則應喝斥其

過錯，所以，在面對朋友不當的言行舉止時，應如同故事中的眾人一般，直接明白告

                                                 
52

 《百喻經》卷 1，T04, no. 209, p. 544, b2-8。 

53
 《優婆塞戒經》卷 2〈10自利利他品〉， T24, no. 1488, p. 1044,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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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使其能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三）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是社會生活的基礎關係之一，亦屬於教導者與受教者的關係。在《長阿

含經》中 
54，學生對待老師應符合五個準則：隨侍服務、禮敬供養、尊重讚歎、恭

敬聽聞、受行善教。值得重視的是，佛教提出老師和學生之間要互相恭敬。因此，師

徒間的相互關係，皆是以「敬」為準則，而學生唯有秉持著尊敬師長之倫理道德，以

此作為對待師長的一種正確態度，這樣的學習效果才能相得益彰。在《百喻經》中，

本部分選擇〈雇借瓦師喻〉、〈師患腳付二弟子喻〉為題材，並以尊重崇敬之心態，作

為增進師生關係之方式，其分析如下： 

5、〈雇借瓦師喻〉 

昔有婆羅門師，欲作大會，語弟子言：「我須瓦器以供會用。汝可為我雇借瓦

師，詣市覓之。」時彼弟子往瓦師家。時有一人，驢負瓦器，至市欲賣。須臾

之間，驢盡破之。還來家中，啼哭懊惱。弟子見已，而問之言：「何以悲歎懊

惱如是？」其人答言：「我為方便，勤苦積年，始得成器。詣市欲賣，此弊惡

驢，須臾之頃，盡破我器，是故懊惱。」爾時弟子見聞是已，歡喜而言：「此

驢乃是佳物，久時所作，須臾能破。我今當買此驢。」瓦師歡喜，即便賣與。

乘來歸家，師問之言：「汝何以不得瓦師將來，用是驢為？」弟子答言：「此驢

勝於瓦師。瓦師久時所作瓦器，少時能破。」時師語言：「汝大愚癡，無有智

慧！此驢今者適可能破，假使百年，不能成一。55
 

由於，弟子不明白瓦師及瓦器的重要性，反而對破壞瓦器的驢子很有興趣，可是

做事情必須要清楚孰輕孰重。從故事的內容，可觀察到，師父針對弟子不合邏輯之行

為，給予喝責並以理告知；因此，在《法句經》云：「為身第一，常自勉學，利乃

誨人，不惓則智。56」作為老師的首要任務，應時常鼓勵自己多學習，並教導學生

正確的知識及觀念，若能因而樂此不疲，才能成為智慧者。此外，當學生犯重大錯誤

                                                 
54

 《長阿含經》卷 11，「弟子敬奉師長復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給侍所須；二者、禮敬

供供；供者、供供供供；供者、師有供供敬供供供；五者、供師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

為弟子當以此五供敬事師長。」，T01, no. 1, p. 71, c17-21。 

55
 《百喻經》卷 2，T04, no. 209, p. 547, c11-25。 

56
 《供句經》卷 1〈20愛身品〉，T04, no. 210, p. 565, c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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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身為老師切勿因標籤化而放棄學生，反而需將其視為家人看待，用心去了解犯錯

之緣由，給予精神及心靈上的支持，思考該如何幫助該名學生，導正其思維模式，使

其言行舉止合乎倫理道德，並讓他能於社會上再次立足。現今的教育，大都以追求頂

尖為首要目標，但卻常常忽略孤立無援的學生，所以當學生出現違反倫理道德之行為

時，老師及同學的第一反應往往都是震驚，因此，適時地給予內心寂寞的學生關愛及

支持，則可避免許多遺憾的社會事件發生。 

6、〈師患腳付二弟子喻〉 

譬如一師有二弟子，其師患脚，遣二弟子人當一脚隨時按摩。其二弟子常相憎

嫉，一弟子行，其一弟子捉其所當按摩之脚以石打折；彼既來已，忿其如是，

復捉其人所按之脚尋復打折。57
 

由於，徒弟們之間的爭風吃醋，再加上，盲目地憎厭與氣忿，無理的行為結果，

導致他們師傅的腿都瘸了，因此，同學間的互動關係，應以尊敬與不輕慢之態度來對

待，如《菩薩瓔珞經》：「於諸同學不興輕慢。58」與《佛般泥洹經》云：「當敬同學，

當持同學作兄弟。59」與同學們的學習相處，不任意輕視或怠慢，須以敬待之，並

將其視為手足。除此之外，此類師徒倫理議題自古不乏其例，但在現今社會教育卻更

加明顯，在《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云：「人持惡意向道德人與其師者，痛劇弩射

身也。」60
 當弟子以惡意對待老師，其對老師的傷害，如同用弩射向自身一般的劇

痛，因此，造作種種惡，終將回歸自身，故應慎護自心，切莫再造諸惡；另外，《彌

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云：「世間愚惡人，不念恩在己；從師學技術，而反倰誣之。」61

世間上的愚者，跟隨師長學習其技術，對待師長常不知恩報恩，反而加以欺凌、汙衊

等惡劣行為回報之，但唯有以尊師重道之態度來回報師恩，才是學生應盡的本份。 

（四）夫妻關係 

夫妻關係是家庭倫理的首要基礎，而佛陀也曾在《本生經》多次提及，與耶輸陀

                                                 
57

 《百喻經》卷 3，T04, no. 209, p. 551, a2-6。 

58
 《菩薩瓔珞經》卷 1〈1普稱品〉，T16, no. 656, p. 2, a5。 

59
 《佛般泥洹經》卷 1，T01, no. 5, p. 161, c8-9。 

60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卷 1，T14, no. 492a, p. 753, b19-20。 

61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25，T22, no. 1421, p. 165, a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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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有累世的夫妻緣份，在過往皆曾共同修善積德，一起在佛道上精進修行62。然而，

在夫妻關係中的坦誠相敬，亦是家庭和睦幸福的基準，因為唯有在坦誠的基礎下建立

關係，並適時婉轉地將心中的想法表達出來，則會讓對方感到被重視；此外，無論是

對內或是對外，合宜的言行舉止與互相敬重則是良好夫妻關係的必備條件。在日常家

庭生活，甚至是困境或衝突時，夫妻皆以平等互敬為準則，那歷久彌堅的夫妻關係則

並非難事。本部分將以《百喻經》中，〈為婦貿鼻喻〉、〈夫婦食餅共為要喻〉作為夫

妻關係之題材，其詳細內容如下： 

7、〈為婦貿鼻喻〉 

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其鼻醜。其人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

便作念言：「我今寧可截取其鼻著我婦面上，不亦好乎？」即截他婦鼻，持來

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其婦出來，即割其鼻，尋以他鼻

著婦面上。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63
 

丈夫因為妻子的鼻子長得不好看，因而興起要幫妻子換鼻子的念頭。對於別人來

說，或許是最好的，但若拿來套用到自己身上，並不一定適合，與其羨慕他人的美貌，

更應珍惜自己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唯有適合才會比完美更重要。示例中的丈夫，若懂

得珍惜，便會接受他妻子的一切，包括那顆不完美的鼻子。然而，現今的夫妻關係，

常因為第三者的誘惑及介入，因而以離婚收場居多；可是，當初是因為愛而結婚，愛

是能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倘若夫妻雙方還記得當初求婚時的那份真誠與感動之意，便

不會任由他人輕易地介入其婚姻。結婚當天妻子的美貌，猶如當時的新娘捧花一般，

是那麼樣的鮮豔美麗，但是花總會有凋謝的一天，而妻子也終會有人老珠黃的時候，

倘若丈夫能做到婚禮宣誓時的不離不棄，縱使是看到三天後的新娘捧花，仍然會以當

初那份出自內心真實的愛意，堅守對另一半負起永遠的責任與義務，只因為夫妻本是

共命鳥，彼此需互相尊重與愛護，如此才能飛得高、飛得遠，共同組成當初約定那美

滿幸福的家庭。 

8、〈夫婦食餅共為要喻〉 

昔有夫婦，有三番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番在，共作要言：「若有語

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為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

                                                 
62

 許鶴齡：〈供佛化婚禮看人間佛供的婚姻倫理〉，頁 132。 

63
 《百喻經》卷 2，T04, no. 209, p. 547, a2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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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

夫前，侵略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

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

世人聞之，無不嗤笑。64
 

丈夫為一塊餅，竟然視若無睹賊所做之事，連其妻子被賊所調戲，也不出聲制止，

但是當妻子先說話時，丈夫反而很高興，只因他獲得這最後一塊餅。雖然這故事情節，

令人匪夷所思，但反觀現代的夫妻關係，有時也會有類似的情形發生，特別是當利益

現前時，便會做出如同「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一般，只因在其觀念中，

夫妻只是一時的伴侶，遇到危險急難或利益抉擇之時，往往會選擇各奔前程，自求多

福。但是，夫妻應以維繫家庭作為共同目標，因此，在面對任何突發狀況，或是利益

薰心之事物，要能以夫妻間的倫理道德為首要考量，彼此要能相互尊敬、關懷、體諒、

包容，並共同學習如何以愛來維繫，如此才能攜手共度一生。 

（五）小結 

藉由《百喻經》的人際對待之故事，並運用佛教的倫理道德觀，作為增強人際關

係的題材。親子關係貴在敬順善念，父母對待子女須用心傾聽、陪伴、理解，並供其

所需、導歸善途，而子女對待父母則是以孝順作為報答父母恩德的方式。朋友關係中

所謂的善知識，是能勇於止惡勸善的朋友，凡事不以利益為優先考量，而是貴在真誠

相待，並且以淨心為相處之道。師生關係以尊重崇敬是師生的倫理準則，無論身處於

何時何地，學生皆應以敬奉之心來尊重師長，並常將師恩放於心中，付諸實行。夫妻

關係應以平等互敬來相待，在面對困境及衝突時，需以體諒、包容之心態共體時艱，

維持幸福的家庭。 

 

五、結語  

本研究以關懷人們面臨生命歷程的議題為主，以《百喻經》的譬喻故事作為主要

探究的文獻。而研究結果將分為總結與建議兩部分加以說明。首先，關於總結的部分，

本研究之結果將針對研究目的作回應，重點如下所示： 

一、針對《百喻經》與負面情緒相關的故事，以學習情緒管理。佛教主張負面情

                                                 
64

 《百喻經》卷 4，T04, no. 209, p. 553, c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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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是因為自我執著於煩惱，誤以客塵為主，因而讓負面情緒影響自身的心境；此外，

貪、瞋、癡亦是造成身、口、意三業之惡行的主因，其中，貪難以滿足一切慾望，瞋

則會逼害一切有情，而癡則是不辨善惡，唯有將三者做進一步地轉化，一切善行才能

形成。然而，佛教經論皆有對治方式，所以，當人們面對貪可運用少欲知足的想法取

而代之，針對瞋則可以慈悲喜捨與忍辱包容之心來對待，面對癡則需以真智作為判斷

基礎。而《百喻經》與貪、瞋、癡相關的故事，皆可引以為鑑，人們可透過轉化故事

中的負面情緒，進而學習當自身面對貪、瞋、癡時，該如何以正知正見的心態來面對

與處理情緒。 

二、運用佛教之倫理觀，增強《百喻經》的人際關係。人際關係是這期生命中，

需不斷面臨的重要課題，而佛教也富含各種人際倫理之對待方法，因此，透過《百喻

經》與佛教倫理觀相互結合與應用，可讓人藉由故事學習人際相處之相關議題。其中，

朋友貴於以真誠、淨心為交友準則，且需與善知識為友，捨棄惡知識；親子則可分兩

方面，父母對待子女有養育、教導之責任，而子女對待父母則需以孝順、感恩之心為

報答；師生則是以恭敬為相處之道，且需常念師之恩德；夫妻間則貴在互敬，丈夫需

以尊重、愛護之心來對待妻子，且需要潔身自愛，而妻子則需以和言、敬順之態度來

對待丈夫。因此，當人們面臨到相關的人際議題時，可藉由《百喻經》中與其相關之

故事，並搭配佛教的倫理觀點之應用，作為增強人際問題的良方。 

關於建議的部分，由於《百喻經》應用於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之面向，經本研究

證明是可實際運用，所以將此結果提供未來研究一些可行的研究面向。 

一、延續探討《百喻經》中慢、疑、不正見之情緒轉化。由於，六大根本煩惱為

貪、瞋、癡、慢、疑、不正見，而此六種煩惱皆會造成身心的惱亂，但本篇論文只針

對前三者作分析，因此，未來的研究方向，可再針對後三者作探究。「慢」是以我執

為中心，進而產生貢高我慢之心態，《百喻經》中關於慢的譬喻故事：〈以梨打破頭喻〉、

〈磨大石喻〉；而「疑」則是對於佛教之真理產生猶豫、懷疑，關於疑的譬喻故事：〈人

效王眼潤喻〉、〈嘗菴婆羅果喻〉；至於「不正見」則是與正確之見解相違背，關於不

正見的譬喻故事：〈搆驢乳喻〉、〈父取兒耳璫喻〉……等故事，作進一步深入地探討

與分析，先透過覺察導致此煩惱之思維，再運用正面思考改變其內在的自我對話，達

到轉煩惱為菩提之境界。 

二、繼續探究《百喻經》的愛情、醫病、王臣、主奴關係。關於人際關係的部分，

本篇論文只針對朋友、親子、師生、夫妻關係，但《百喻經》還包含其他人際關係，

關於愛情關係的故事：〈牧羊人喻〉、〈田夫思王女喻〉；醫病關係的故事：〈病人食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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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喻〉、〈醫治脊僂喻〉、〈治禿喻〉；王臣關係的故事：〈送美水喻〉、〈為王負机喻〉；

主奴關係的故事：〈奴守門喻〉、〈五人買婢共使作喻〉。透過譬喻故事中其他類型的人

際關係，重新看待與詮釋，並透過佛教的倫理觀點，整理出在面對人際對待之因應及

處理方式，並進一步與生命議題作相互呼應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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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針對佛教禪坐腦波的研究，根據國外醫學界腦神經科學專家戴維森（Davidson）

教授的觀點認為，到目前為止，雖然禪坐相關的科學論文已經超過一千篇，但是很多

禪坐腦波的研究論文品質不高，因此好的論文不超過 20篇。本研究作者經過對禪坐

腦波相關文獻資料的探討發現，一般禪坐腦波的研究，皆忽略身體外部的環境干擾變

數，為了彌補這種研究缺失，故引發本研究之動機。本研究樣本之選擇，為了強化凸

顯禪坐腦波的差異性，因此採用了差異性大的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兩種不同宗

派的禪坐法門，作為腦波測量蒐集樣本之依據。本研究目的探討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

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的影響程度之比較、以及期望透過「社會科學」的實驗研究

分析，規劃適合普遍大眾的禪修道場環境，提供佛教界修行者與學界研究之參考。本

論文研究樣本資料蒐集，運用腦波儀器量測，共蒐集 36筆資料作為研究樣本，全部

樣本資料皆為本論文作者個人實驗完成。研究方法採量化的「社會科學」，以線性結

構模型分析（Linear Structural Modeling; LSM）。實驗期間：自 2013年 09月 15日起

至 2013年 11月 30日止，為期 2個半月。研究之觀念性架構依據佛學概念「因、緣、

果」相待關係建立，包括 3個變數及 12項構面。資料包括：專注力與放鬆度總評量

分數、及每一秒鐘的腦波數據，包括「專注力、放鬆度、δ波、θ波、α波、β波、γ

波」，以及實驗時環境之干擾變數資料，包含『光度、聲音、溫度、濕度、電磁波』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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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數據。實驗結果顯示：1. 禪坐腦波受環境的干擾對專注力的影響程度之比較：結

果顯示所有參數皆是南傳安般念（大於）＞北傳天台止觀。2. 禪坐腦波受環境的干

擾對放鬆度的影響程度之比較：結果顯示溫度與電磁波的干擾是，南傳安般念（大於）

＞北傳天台止觀，其餘是北傳天台止觀（大於）＞南傳安般念。 

最後本研究總結論認為：南北傳佛教宗派禪修方法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入定的情

境無所差異。當打坐入禪定時，腦波顯現在額葉變化最明顯，佛家禪修入定所呈現的

腦波是一種頻寬很窄的長慢波、身心情緒屬於「放鬆的專注」。因此當禪坐入定時額

前葉腦波雖然顯現「頻寬很窄」的 α慢波或 θ波乃至 δ波的優勢腦波，然而此時發現

腦部在大腦後面內部的「視丘核、視丘枕部位和低腦幹區域」還保持著清醒狀態。由

於保持清醒的視丘核、視丘枕部位和低腦幹區域，還可以被突然的活動或感覺刺激而

激化，因此當打坐進入潛意識、深層意識時，腦會自動轉換它的調節器，產生對色法

塵「不分好、不分壞」無分別性的完全接受而能成遍覺知，這種「無意識清醒」狀態

的保任，就是禪定期間的腦波狀態，也就是天台宗的『止觀』，有止有觀『止觀雙運』、

同時也是『唯識學』所謂的「轉識成妙觀察智與無分別智」的開始，那是「覺性」的

源頭。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禪坐、 腦波、情緒、 專注力、 放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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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本章分為六部份，第一部份：研究背景、問題與動機；第二部份：研究目的；第

三部份：研究設計；第四部份實驗期間；第五部份：資料蒐集；第六部分：量測方法

與文獻探討。 

（一）研究背景、問題與動機 

關於腦波研究至今有相當多的文獻資料，例如中國大陸以及歐洲西方的研究者，

已成功把所量測到的人類腦電波功率頻譜資料分析方法，運用到氣功、瑜珈和超覺靜

坐的研究1。國內醫學界腦神經科學專家朱迺欣（2010）2教授指出，有關禪坐腦波的

研究，根據統計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報告已經有 500多篇，但是還找不到一篇正

式具有公信力的論文出現。又根據戴維森（Davidson）3教授的觀點，認為到目前為

止，雖然禪坐相關的科學論文已經超過一千篇，但是很多禪坐研究的論文品質不高，

因此好的論文不超過 20篇。本研究作者經過對禪坐腦波相關文獻資料的探討4，發現

關於針對佛教禪坐腦波，受到身體外部環境變數干擾的研究架構設計、並且以量化「社

會科學」方式，進行研究分析的相關論文或報告，至目前為止尚未找到。綜觀相關論

文或報告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嚴格的說來，皆是偏向於個案之比較分析為主、不然就

是採用結果論之顯化分析研究，以目測直接判讀腦波資料的質性分析方式，這樣的研

究結果，無法針對研究議題再作進一步更為深遠的觀測，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向。由於

禪坐腦波的顯化非常微細、敏感，極容易受外部隱性因素的干擾，因此腦波干擾變項

是多樣化的，所以實驗時最好將這些變項一起列入考慮，這樣將能讓研究結果達到周

遍性，基於為了彌補這項研究的缺失，故引發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1
 李嗣涔，氣功態及氣功外氣之紅外線頻譜，台灣大學工程學刊 49:97～108,1990。 

2
 朱迺欣 著，「禪坐與腦-禪坐的腦中腳印」，頁 202：【【【【關於關於關於關於禪坐禪坐禪坐禪坐期間的報告總數期間的報告總數期間的報告總數期間的報告總數，，，，目前已高達約目前已高達約目前已高達約目前已高達約

500500500500 篇以上篇以上篇以上篇以上】】】】。。。。朱醫師目前為長庚大學醫學院教授、長庚醫院榮譽副院長。 
3
 James H. Austim原著，朱迺欣 譯，2008.08，「禪與腦-開悟如何改變大腦的運作」頁 274。 

4
 日本東京大學兩位精神科醫生（笠松名和平井富雄）在 1966年發表「坐禪與腦波」的研究

報告。Anand B.K., Chhina G.S. （1961） .針對 5位印度瑜伽士的研究。1966年 Kasamatsm 

& Hirai針對日本曹洞宗禪師進行禪坐腦波研究。倪偉源（2005）「探討禪坐之舒壓效能」。

法國學者 Henri（1955）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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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為了凸顯禪坐腦波的差異性，因此採用了差異性大的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

台止觀兩種不同宗派的禪坐法門，作為腦波測量蒐集樣本之依據。故本研究目的探討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的影響程度之比較研究；以及期望透過

「社會科學」的實驗研究分析，規劃適合普遍大眾的禪修道場環境，提供佛教界修行

者與學界研究之參考。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模型之觀念性架構，採用「因、緣、果」相待關係概念，規劃出一套研究

計畫。本研究架構採用三個變數 12項構面，包括有自變數（因）「禪坐腦波」；干擾

變數（緣）「環境」；依變數（果）「情緒」。衡量變數的參數規劃，對干擾變數的規劃，

經過考量認為「禪坐腦波」受到「內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感知，產

生腦波頻率，同時又會受到，「六根」所對應的外部「環境」（緣）「干擾變數」「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 的刺激作用，對「依變數」「（果）情緒」的構面「專

注力與放鬆度」，產生直接和間接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 3 個變數：1.自

變數（因）禪坐腦波；2.干擾變數（緣）環境；3.依變數（果）情緒。12項構面：「禪

坐腦波」自變數部分有：「δ波、θ波、α波、β波、γ波」等五項構面。「環境」干擾

變數部分有：「光度、聲音、溫度、溼度、電磁波」等五項構面。3.「情緒」依變數

部分有：「專注力、放鬆度」等二項構面。 

（四）實驗期間 

本研究實驗期間：自 2013年 09月 20日起至 2013年 11月 30日止共持續 2個半

月，平均每天測試一次，每次約 3分鐘，全部數據資料皆為作者個人實驗完成。 

（五）資料蒐集 

本研究探討南北傳佛教不同法門禪坐腦波受到環境因素的干擾對情緒變化之比

較研究，採用「橫面式」的分析比較，由於實驗當下環境中有許多干擾因素存在，將

會對禪坐腦波產生極為敏感的干擾作用，導致影響樣本資料的客觀性，因此採用單一

母體，在同時段間、同一環境處所、及相同的時空背景條件下，依序分別對南傳安般

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禪坐法門進行腦波資料蒐集。由於實驗母體只有一位（本研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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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此當每次實驗使用不同禪坐法門時，其環境包括：「時間、空間、方位磁場、

光度、聲音、溫度、濕度」等干擾因素，都將完全相同，都能夠保持在一個相等的基

準點上完成實驗，因此能夠蒐集到具有信度的樣本數據資料，讓所蒐集到的樣本資料

更具客觀性。所以說本研究的樣本資料蒐集都是在完全相同的環境條件中、且在同一

時空基準點下，依序分別對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的禪坐腦波進行樣本資料的蒐

集。禪坐方法與要領參考如附表 2的說明。 

資料蒐集方法是透過儀器測試之後，分別得出不同腦波數據（δ波、θ波、α波、

β波、γ波）與腦波心境模式圖、專注力評分、放鬆度評分、以及專注力、放鬆度之

數值。實驗方式，讓受測者戴上測量感應儀器 10秒之後開始測量，紀錄時間約 3分

鐘，截取中段（60 秒）數據，測量完畢電腦立即顯示（a）腦波曲線圖以及（b）專

注力與放鬆度之數據由 0至 100。（c）各種腦波頻率：包含δ波、θ波、α波、β波、

γ波之數據。每次實驗皆規劃不同空間環境，於實驗之前，記錄當時之環境干擾變數

資料，包含『光度、聲音、溫度、濕度、電磁波』等數據，共蒐集資料 36筆樣本，

研究分析採多變量「社會科學」方法中的 SEM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比較分析。 

（六）量測方法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透過腦波監控分析系統，即時擷取腦波訊號，將腦波訊號做即時小波轉換

分析，經由資料擷取模組，將受測者腦部訊號傳送至電腦，把檢測到的腦波進行數字

化處理，以及轉變成圖形化語言。透過系統的量測，即時觀察受測者禪坐腦波各個頻

率波段（δ、θ、α、β、γ）之變化。依據吳京一（1972年 8月） 
5
 科學月刊第

32期發表的文章，「淺說「腦波」～腦波的常識」內文中指出：腦波就是腦細胞集團

所發出之電位變動，以電位為縱軸，時間為橫軸而記錄者。我們記錄腦波有兩種形式：

（1）雙極記錄法：即記錄腦本身或頭皮兩點間之電位差者稱之。（2）單極記錄法：

即記錄腦或頭皮之一點與耳朵或其他無關處電極（Indifferent electrode）之間之電位

差者稱之。如（圖 1-2）所示：腦波的量測數據，可以經由兩種方式取得，1.雙極記

錄法、和 2.單極記錄法。 

                                                 
5
 吳京一（1972年 8月），科學月刊，第 32期。「淺說「腦波」～腦波的常識」。根據華爾德

（Walter 1950）之腦波分類，有下列五類：δ波 0.5～3HZ/sec。θ波 4～7 HZ /sec。α波 8

～13 HZ /sec。β波 14～25 HZ /sec。γ波 26 HZ /sec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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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記錄腦波有兩種形式 

 

本研究腦波的量測方式參考（吳京一，1972年 8月）與（林景福 譯，1990）6
 採

用「單極記錄法」，即記錄前額葉一點與耳朵之耳垂部位兩點間的電位差。如圖 1-4

所示 

圖 1-4：單極記錄法（林景福 譯，1990）第 10頁   圖 1-5 ： 多巴胺傳導路徑 

                                                （Barkley R. Sci Am. 1998;279:66-71） 

 

前額葉不僅能量測出專注力與放鬆度之外，尚且包含腦波中的 δ、θ、α、β、γ

                                                 
6
 林景福 譯（1990），「圖解腦波入門」，第 10頁。合記圖書出版社，1990年 6月，第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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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因為大腦前額葉的遺傳性多巴胺（Dopamine）7
 是專職掌管注意力。美國腦神

經醫學專家 Austim 教授8
 有次實驗利用「腦波地形圖」的方法實證，發現實驗者在

坐禪中出現的腦波，主要為 θ波。另外在針對一位資深曹洞宗和尚，在坐禪 32分鐘

後已經進入深層階段時，α和 θ波充滿「額葉」和「頂葉」。又如陳素秋9
 等人在 2009

年所發表的論文提到：在網狀活化系統 RAS 內（小腦、基底核和前額葉皮質），都

富含有主管注意力的多巴胺。朱迪欣10
 著書中指出，禪坐出現 θ 波，一般在額葉最

為明顯，尤其是額葉間的中線地帶，θ波和慢 α波的同步化，被認為與內在專注有關，

以及當焦慮解除放鬆時亦會出現，因此禪坐是一種「放鬆的專注放鬆的專注放鬆的專注放鬆的專注」狀態。（傳遞訊息

路徑如圖 1-5） 

本研究分析方法採用量化社會科學研究方式，取樣標準（六標準差）：於常態分

佈中依正負三個標準差取樣，在常態分佈中的比率合起來為 99.7% ，目的旨在排除

異常數據，讓取樣更為客觀。分析步驟說明：步驟（一）標靶分析、t檢定。步驟（二）

信度與效度檢測。步驟（三）相關性分析。步驟（四）多變量結構模式之路徑分析：

分析工具以 LISREL9.0之套裝軟體，採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因果關係）進行，LISREL

架構圖的結構方程式完整模式，是由兩個部份的模型所構成。本研究之量測模式與結

構模式以路徑圖方程式呈現分析之程序如以下說明：1、發展理論基礎模式（建構系

統參數影響模型）。2、建構變項間之因果關係的路徑圖。3、將路徑圖轉化為一套結

構等式，並指定其測量模式。4、選擇輸入矩陣類型（相關矩陣或變異數－共變數矩

陣），並對研究假設之理論模式進行測量與驗證。 

二、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方法分為三部分論述：（一）觀念性架構。（二）變數操作性定義。（三）

衡量方式，如以下的說明： 

                                                 
7
 Barkley 等人於 1998 年所作之研究發年，年年年是年一年發生於『掌掌掌掌年的大腦前掌

葉的遺傳性多巴胺（Dopamine）』新陳代謝失常所致。Barkley RA.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Sci. Am. 1998;279:66-71 
8
 James H. Austim原著，朱迺欣 譯，2008.08，「禪與腦-開悟如何改變大腦的運作」第 76頁。 

9
 陳素秋，臧汝芬，黃武達，楊斐適，黃榮貴，莊奇容等人發表，「掌掌力缺陷年年年及相關

磁振頻譜檢查」，台灣應用輻射與同位素雜誌，5期，613-622頁， 2009。 

10
 朱迺欣 著，2010.07，「禪坐與腦-禪坐的腦中腳印」，第 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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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念性架構 

本研究探討「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之比較」，因此針對此

一目的設計、規劃出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圖，研究架構之設計規劃依據「因、緣、果」

相待關係建立 3個變數、12項構面，觀念性架構如圖 2-1所示： 

 

 
 

圖 2-1：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比較之觀念性架構圖 

 

如圖 2-1 顯示，本研究觀念性架構圖之主要變數有：1.自變數（因）：腦波分別

為南傳安般念禪坐腦波和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2.干擾變數（緣）：環境；3.應變數

（果）：情緒，等三個。主要構面「腦波」變數部分有「δ 波、θ 波、α 波、β 波、γ

波」等五項構面。「環境」變數部分有「光度、聲音、溫度、溼度、電磁波」等五項

構面。「情緒」變數部分有「專注力、放鬆度」等二項構面。 

 



 
     

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之比較研究──以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為中心 

 

 

753 

（二）建立研究假說 

本研究根據對環境與禪坐腦波和情緒的相關性文獻探討，以及對觀念性架構理論

模型的推論之後發展出本研究假說，如以下說明： 

H1：佛教禪坐腦波對情緒變化，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H1-1：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H1-2：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H2：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H2-1-1：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光度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1-2：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光度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2-1：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聲音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2-2：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聲音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3-1：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溫度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3-2：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溫度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4-1：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濕度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4-2：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濕度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

影響作用。 

H2-5-1：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電磁波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

的影響作用。 

H2-5-2：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電磁波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

的影響作用。 

（三）變數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反應之操作性定義，針對本研究目的與研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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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需要，將「情緒」定義為禪坐者，在禪坐期間身心變化所產生的精神狀態。衡量

方式採用「專注力與放鬆度」二項構面，以做為衡量情緒反應程度之參數。本研究自

變數為「禪坐腦波」，因為情緒變化是直接受到腦波變化所生起的反應，所以「禪坐

腦波」是「情緒」主要直接影響的變數。故在此將「禪坐腦波」定義為禪坐者，在禪

坐期間透過腦波檢測儀器所量測到之腦波頻率數據。衡量禪坐腦波變數的參數，採用

「δ波、θ波、α波、β波、γ波」等五項構面。本研究另一項重要的干擾變數「環境」

因素，在模型架構中加入「環境」變數，讓研究模型更具微分效果、強化差異性作用
11，藉此消除同質性。因為情緒反應除了直接受到腦波變化的影響，還有可能會受的

環境變化的直接或是間接因素的影響，因此環境因素必須列入考慮。所以「環境」是

「禪坐腦波」直接干擾的變數，同時也是「情緒」變化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因素。故在

此將「環境」定義為禪坐者，在禪坐期間能影響到禪坐者腦波變化的空間範圍之所有

因素。所以衡量「環境」變化的參數，是依據身心對環境的感知因素，作為衡量「環

境」的參數，包括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觸覺到的外境六塵「色、聲、

香、味、觸、法」作為衡量環境構面參考因素，故本研究「環境」的參數包括：眼對

色，取「光度」為環境第一個參數。耳對聲，取「聲音」作為「環境」之第二個參數。

鼻和舌所對應的「香與味」，本研究認為，由於香、味觸覺，傾向於主觀知覺，比較

不容易轉換成為具可被衡量的數據，故排除不用。身對觸，取空氣中的「溫度與濕度」

作為「環境」之第三和第四項參數。最後是「意根」對應到「法塵」，由於目前環境

                                                 
11

 微分之後擴大差異性如同產生「蝴蝶效應」之作用：蝴蝶效應來源於美國氣象學家勞侖次

60年代初的發年。在《混沌學傳奇》與《碎形論——奇異性探索》等書中皆有這樣的描述：

「1961 年冬季的一天，勞侖次（E‧Lorenz）在皇家麥克比型電腦上進行關於天氣預報的

計算。為了考察一個很長的序列，他走了一條捷徑，沒有令電腦從頭運行，而是從中途開

始。他把上次的輸出直接打入作為計算的初值，但年於一時不慎，他無掌間省略了小數點省略了小數點省略了小數點省略了小數點

後六位的零頭，後六位的零頭，後六位的零頭，後六位的零頭，然後他穿年大廳下樓，去喝咖啡。一小時後，他回來時發生了出乎掌料的

事，他發年天氣變化同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偏離，在短時間內，相似性完全消失相似性完全消失相似性完全消失相似性完全消失了。進一步

的計算表明，輸入的細微差異可能很快成為輸出的巨大差別。細微差異可能很快成為輸出的巨大差別。細微差異可能很快成為輸出的巨大差別。細微差異可能很快成為輸出的巨大差別。這年年象被稱為對初始條件

的敏感依賴性。在氣象預報中，稱為『蝴蝶效應』氣象預報中，稱為『蝴蝶效應』氣象預報中，稱為『蝴蝶效應』氣象預報中，稱為『蝴蝶效應』。……」「勞侖次最初使用的是海鷗效應。」

「勞侖次 1979年 12月 29日在華盛頓的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演講：『可預言『可預言『可預言『可預言性：性：性：性：一隻蝴蝶在

巴西扇年翅膀會在德克薩斯引起龍捲風嗎?』Edward N. Lorenz.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ion, 

Birth, and Childhood of NumericalWeather Prediction （ PDF） . Department of Earth, 

Atmospheric, and Planetary Scienc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第 7 頁. 22 

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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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都會有很多不可見的各種「電磁波」干擾，本研究以「電磁波」作為「法塵」之

代表，因此最後一項「環境」的衡量參數就是「電磁波」。 

（四）衡量方式 

本研究運用多變量分析方法研究，研究方式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它是一種統計的方法學，可同時檢查兩個或兩個以上互相關連的相

依關係，而 SEM亦常被稱為「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分析。 

1、SEM的分析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利用線性結構方程模式套裝軟體進行分析（linear structure 

relation, LISREL9.0），利用因果模式所產生之相關係數矩陣與實驗資料之相關係數矩

陣之差異比較，來衡量其因果模式之適合程度，是社會科學理論與人類行為研究之重

要工具。SEM 分析的第一步驟是發展假設模型。也就是針對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論或

概念模式，整理出合於 SEM 原理的研究假說，並整合成為一個有待檢驗的 SEM 模

型。第二步驟，是進行模式界定的工作。亦就是將研究者所欲檢驗的假說模型，轉換

成符合 LISREL模型，以便 LISREL軟體來進行分析。第三步驟是執行 SEM分析，

進行參數估計與模型檢驗。第四步驟是進行報表的整理與結果分析，就是研判 LISREL

分析的報表結果，檢驗各項數據的正確性（如 t檢定、信度與效度檢驗、相關性分析、

路徑分析）。第五步驟是進行模型修飾，以獲得較佳數據與結果，在某些時候，模型

修飾是不一定要進行。最後一個步驟是完成 SEM分析，並做出合宜的技術報告。 

2、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之建立 

（1）LISREL之架構圖 

本研究以佛教不同宗派禪修方法量測蒐集「腦波」樣本，資料包含五個構面δ波、

θ波、α波、β波、γ波；腦波受到「環境」的干擾參數包含有五個構面光度、聲音、

溫度、溼度、電磁波；腦波對「情緒」作用產生變化，故衡量「情緒」變化的參數採

用專注力、放鬆度）二項構面。研究分析方式採用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各基礎構面間

之互動關係及整體模式適合度的檢定，以驗證本研究之研究假說。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之路徑分析架構圖如圖 2-2所示：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756 

 

 

 

 

 

 

  

  

 

 

 

 

 

 

 

λX11 

ε6 

ε7 

η2 

ξ1 

η1 

X3 

X4 

X2 

Y6 

Y7 

Y2 

Y1 

Y3 

Y4 

δ3 
ε1 

δ2 

δ4 

λX21 

λY31 

λY41 

λY62 

λX31 

λY72 

λY11 

λY2

β21 

γ11 

ε2 

ε3 

ε4 

γ21 

ζ1 

ζ2 

ξ1 

X5 
δ5 

X1 
δ1 

λX51 

λX41 

Y5 ε5 

λY51 

 
 

圖 2-2：線性結構關係模式（結構模式） 

 

如圖 2-2所示。探討佛教不同宗派禪坐腦波（包含五個構面δ波、θ波、α波、

β波、γ波）受到「環境」（含有五個構面光度、聲音、溫度、溼度、電磁波）的干

擾對「情緒」（專注力、放鬆度）之影響，並以線性結構關係模式，驗證各基礎構面

間之互動關係、及整體模式適合度，檢驗本研究之研究假說。線性結構關係模式路徑

分析圖操作步驟，首先將蒐集的原始數據資料，透過電腦程式歸納整理之後，採用李

克特五點衡量量表（程度由低至高 1至 5數字），轉換成為適合線性結構關係模式路

徑分析圖之程式語言之後存檔（SEM格式檔），接著開始執行 LISREL模式分析，劃

出結構模式的圖示，如圖 2-2：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之程式分析路徑圖，符號代表如以

下說明：Χ1代表δ波。Χ2代表θ波。Χ3代表α波。Χ4代表β波。Χ5代表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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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光度。Y2=聲音。Y3=：溫度。Y4=濕度。Y5=電磁波。Y6=專注力。Y7=放鬆度。

ξ1=腦波，η1=環境，η2=情緒。ζ1=η1之殘餘誤差，ζ2=η2之殘餘誤差。 

 

（2）SEM的整體適配度重要的指標值 

從過去的文獻中發現適配度的指標值一直有爭議，不同的研究面向將有不同的見

解，因此目前多數的研究都採用多元指標來判定結構方程模式的整體適配度。SEM

配適度的建議指標值和解釋如（表 2-1），參考自（蕭文龍，2007）。 

 

表 2-1：SEM的整體適配度重要的指標值 

適配項適配項適配項適配項 評鑑項目評鑑項目評鑑項目評鑑項目 理想評鑑結果理想評鑑結果理想評鑑結果理想評鑑結果

誤差變異 不能為負

達到顯著水準

標準誤 不能過大

…

d.f. …

≦ 3.0；或

≦ 5.0亦可接受

GFI值 ≧ 0.9

AGFI值 ≧ 0.8

CFI值 ≧ 0.9

RMSEA值 ≦ 0.08

個別項目信度 ≧ 0.5

估計參數 達到顯著水準

基本適配標準基本適配標準基本適配標準基本適配標準

整體模式適配程度整體模式適配程度整體模式適配程度整體模式適配程度

內在結構適配程度內在結構適配程度內在結構適配程度內在結構適配程度

X�

�.�.

 

表 2-1 SEM整體適配度重要指標值如以下的說明： 

1. 卡方檢驗 ─ 卡方值（χ2/df） 

卡方值越小表示模式的合適情形越好，一般採用卡方值 p＞0.05為判定結構方程

式是否合適之標準。但由於卡方值對於大樣本與觀察值偏離常態分配相當敏感，因此

當樣本數多且資料偏離常態分配嚴重時，卡方值自然會變大，此時應再參考其他的衡

量指標。當 χ2/df＜5 時，表示整體模式之配適度為可以接受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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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合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GFI） 

GFI與樣本數大小無關，對於偏離常態分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GFI數值的範圍

介於 0與 1之間，當 GFI愈接近 1時，表示模式適合度愈佳，一般而言 GFI的建議

值為≧0.9。 

3. 調整後適合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 

AGFI與 GFI有相同的性質，AGFI是經過自由度調整使不同自由度模式能以相

同的基礎進行比較，當 AGFI愈接近 1時，表示模式適合度愈佳，一般 AGFI之建議

值為≧0.8。 

4. 殘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R） 

RMR 是模式推估後所剩下的殘差，其值大於 0，當其值愈小時，表示模式的適

合度愈佳，RMR通常＜0.05。 

5. t檢定顯著性的考驗  

所有的參數估計顯著性考驗是以 t 檢定來進行，t 值越大表示強度越強，t 值絕

對值若超過 1.96即可視為顯著。（t value大於正負 1.96時，p＜0.05；大於正負 2.85

時，p＜0.01；大於正負 3.29時；p＜0.001） 。當 p＜0.05以上時，表示母體之平均

數有明顯差異。 

三、研究結果 

（一）測量模式分析 

1、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之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3-1所示： 

 

 

 

 

 

 

 

表 3-1：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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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數潛在變數潛在變數潛在變數 觀測項目觀測項目觀測項目觀測項目 因素負荷量因素負荷量因素負荷量因素負荷量 測量誤差測量誤差測量誤差測量誤差 tttt值值值值 構面信度構面信度構面信度構面信度 構面效度構面效度構面效度構面效度

專注評 -1.05 0.24 (-)4.38***

 放鬆評 -1.30 0.24 (-)5.42***

專注值 -1.53 0.24 (-)6.375***

 放鬆值 -1.53 0.24 (-)6.375***

光度 0.34 0.24 1.43

聲音 0.28 0.24 1.17

溫度 -0.14 0.24 -0.58

濕度 -0.52 0.24 (-)2.167*

電磁波 -0.61 0.24 (-)2.542*

δ波 1.02 0.24 4.25***

θ波 0.94 0.24 3.92***

α波 0.90 0.24 3.75***

β波 0.94 0.24 3.92***

ｒ波 1.03 0.24 4.29***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0.75

0.95

腦波深腦波深腦波深腦波深

腦波淺腦波淺腦波淺腦波淺

0.83

0.86

0.61

0.80

0.80

情緒評情緒評情緒評情緒評

情緒值情緒值情緒值情緒值

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

0.92

0.89

0.92

註：*表示 t ＞1.96，p ＜0.05。 **表示 t ＞2.85，p ＜0.01。***表示 t ＞3.29，p ＜0.001

構面「信度」大於0.7以上水準表示此模型具有很好的「信度」。構面「效度」大於0.5以上水準表示此模型具有很好的「效度」。

 

 

表 3-1為本研究南傳安般念測量模式統計分析表，表中結果顯示，本研究模型經

過路徑圖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型具有很好的適配度以及高程度的解釋力，所

有變數的信度與效度，全部顯示符合理想值。在「效度」方面，全部構面皆大於理想

值 0.5 以上水準，表示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在針對變數與構面間的相

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情緒值的專注力與放鬆度二項構面皆呈現負符號，而且 t值均全

部達到非常高程度的顯著水準（p＜0.001）。在環境變數的五項構面中，其中有二項

構面「光度與聲音」呈現正相關符號，而且 t值只有二項構面（濕度與電磁波）達到

顯著水準（p＜0.05）。表示南傳安般念禪坐腦波受環境變化的干擾，對情緒具有相同

方向、和不同方向的部分顯著水準之影響作用。在腦波對情緒的直接影響效果方面，

t值均全部達到非常高程度的顯著水準（p＜0.001），另外在相關性分析部分，雖然腦

波的五項構面皆呈現正符號（正相關），但是由於情緒值與構面的關係是呈現負符號

（負相關），因此南傳安般念禪定腦波對情緒變化的直接作用，結果顯現具有很高程

度而且是不同方向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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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之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3-2所示： 

 

表 3-2：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 

潛在變數潛在變數潛在變數潛在變數 觀測項目觀測項目觀測項目觀測項目 因素負荷量因素負荷量因素負荷量因素負荷量 測量誤差測量誤差測量誤差測量誤差 tttt值值值值 構面信度構面信度構面信度構面信度 構面效度構面效度構面效度構面效度

專注評 1.06 0.17 6.24***

 放鬆評 1.48 0.21 7.05***

專注值 1.02 0.09 11.33***

 放鬆值 0.23 0.09 2.56*

光度 1.62 0.24 6.75***

聲音 0.90 0.12 7.50***

溫度 1.38 0.16 8.625***

濕度 -0.82 0.15 (-)5.47***

電磁波 -0.60 0.18 (-)3.33***

δ波 1.36 0.17 8.00***

θ波 0.74 0.19 3.89***

α波 0.80 0.23 3.48***

β波 0.27 0.19 1.42

ｒ波 1.21 0.22 5.50***

情緒評情緒評情緒評情緒評 0.870.94

0.97

0.850.92

腦波淺腦波淺腦波淺腦波淺 0.780.89

情緒值情緒值情緒值情緒值 0.870.90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0.86

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之統計分析表

註：*表示 t ＞1.96，p ＜0.05。 **表示 t ＞2.85，p ＜0.01。***表示 t ＞3.29，p ＜0.001

構面「信度」大於0.7以上水準表示此模型具有很好的「信度」。構面「效度」大於0.5以上水準表示此模型具有很好的「效度」。

腦波深腦波深腦波深腦波深

 

表 3-2為本研究北傳天台止觀測量模式統計分析表，表中結果顯示，本研究模型

經過路徑圖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型具有很好的適配度以及高程度的解釋力，

所有變數的信度與效度，全部顯示符合理想值。在「效度」方面，全部構面皆大於理

想值 0.5 以上水準，表示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在針對變數與構面間的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情緒值的專注力與放鬆度二項構面皆呈現正相關符號，而且 t

值均全部達到高程度的顯著水準（p＜0.05）。在環境變數的五項構面中，其中有二項

構面「濕度與電磁波」呈現負相關符號，而且 t值五項構面全部均達到很高程度的顯

著水準（p＜0.001）。表示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受環境變化的干擾，對情緒具有相

同方向、和不同方向的顯著水準之影響作用。在腦波對情緒的直接影響效果方面，除

了 β波之 t值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均全部達到非常高程度的顯著水準（p＜0.001），



 
     

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之比較研究──以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為中心 

 

 

761 

另外在相關性分析部分，雖然腦波的五項構面皆呈現正相關符號，因此北傳天台止觀

禪定腦波對情緒變化的直接作用，結果顯現具有很高程度而且是具有相同方向的影響

作用。 

（二）結構模式分析 

1、環境對情緒變化的影響結果 

靜坐對各宗派禪修方法之專注力與放鬆度的提昇，具有正向的效果。禪坐入定前

腦波受到環境的干擾對情緒反應，比較於禪坐入定之後，腦波受到環境干擾更為顯

著。本研究根據觀念性架構圖 2-1，推論出研究理論模型。環境對南北傳佛教禪坐腦

波的干擾，實驗分析結果顯示（參考圖 3-1）： 

 

圖 3-1：研究假設理論模型路徑分析圖 

 

如圖 3-1 的說明：環境對南北傳佛教情緒的直接干擾之結構模式路徑，SEM 方

程模式分析結果如圖 3-1 所示。環境對南傳安般念專注力的干擾程度為 0.113 

（0.07*1.62=0.113），對北傳天台止觀專注力的干擾程度為 0.036 （0.07*0.52=0.036）。

環境對南傳安般念放鬆度的干擾程度為 - 0.154 （-0.22*0.7=-0.154），對北傳天台止

觀放鬆度的干擾程度為 - 0.293 （-0.22*1.33=-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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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分別對南北傳禪坐腦波干擾結果 

本章節討論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程度之比較，參照如

圖 3-2與圖 3-3理論模型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如以下說明： 

 

圖 3-2：南傳安般念理論模型路徑分析圖 

 

本研究南傳安般念理論模型經由相關變數的定義和結構方程式、及測量方程式的

建立，將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以路徑圖方式呈現，研究分析樣本數 36筆，欲估計參數

之數量有 15（3 個變數、12 個構面）。經過 LISREL9.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假設模

型的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上圖 3-2所示。經過對圖 3-2資料的整理運算之後，得出結果

並製作出如表 3-3：南傳安般念路徑分析結果統計表。 

 

表 3-3：南傳安般念路徑分析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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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腦波深

(-)0.47

(0.24)

(-)1.93

0.41

(-)0.27

(0.24)

(-)1.10

0.24

腦波淺

0.16

(0.24)

0.65

0.14

0.091

(0.24)

0.37

0.08

環境

0.88

(0.24)

3.61***

0.88

(0.24)

(-)3.62***

0.92

(0.24)

3.78***

1.03

(0.24)

4.24***

總和

南傳安般念-變數間之影響效果分析

腦波深 腦波淺

變數

情緒評 情緒值

3.61*** 3.62***

註：*表示 t ＞1.96，p ＜0.05。 **表示 t ＞2.85，p ＜0.01。***表示 t ＞3.29，p ＜0.001

6.03***6.91***

 

表 3-3的說明，南傳安般念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深化的禪坐腦波對情緒的直接影

效果具有去同步化的趨勢，表示趨近於禪定時候的δ波與θ波，對專注力與放鬆度的

作用（-1.1），產生不同調效用。低頻慢波的δ波與θ波出現頻率越多，專注力與放鬆

度的影響效用越少（情緒起伏波動越少）。反過來說，低頻慢波的δ波與θ波出現頻

率越少，專注力與放鬆度的影響效用越大（情緒起伏波動越大）。淺層的禪坐腦波對

情緒的直接影效果具有同步化的趨勢，表示一般清醒時候禪坐腦波的α波、β波、ｒ

波，對專注力與放鬆度的作用（+0.37），產生相同步調效用。高頻快波的α波、β波、

ｒ波出現頻率越多，專注力與放鬆度的影響效用越大（情緒起伏波動越大）。反過來

說，高頻快波的α波、β波、ｒ波出現頻率越少，專注力與放鬆度的影響效用越小（情

緒起伏波動越小）。環境對情緒的干擾作用（+4.24），具有高程度顯著同步化的趨勢，

環境的干擾程度越大，對情緒起伏波動的影響效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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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北傳天台止觀理論模型路徑分析圖 

 

本研究北傳天台止觀理論模型經由相關變數的定義和結構方程式、及測量方程式

的建立，將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以路徑圖方式呈現，研究分析樣本數 36筆，欲估計參

數之數量有 15（3 個變數、12 個構面）。經過 LISREL9.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假設

模型的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上圖 3-3所示。經過對圖 3-3資料的整理運算之後，得出結

果並製作出如表 3-4：南傳安般念路徑分析結果統計表。 

 

表 3-4：南傳安般念路徑分析結果統計表 



 
     

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之比較研究──以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為中心 

 

 

765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腦波深

0.16

(0.19)

0.87

0.10

(-)0.31

(0.13)

(-)2.48**

0.19

腦波淺

(-)0.98

(0.18)

(-)5.32***

0.20

(-)0.25

(0.14)

(-)1.76

0.05

環境

0.62

(0.21)

2.92**

(-)0.20

(0.23)

(-)0.86

0.31

(0.08)

3.83***

0.75

(0.058)

12.82***

總和

北傳天台止觀-變數間之影響效果分析

變數

腦波深 腦波淺 情緒評 情緒值

註：*表示 t ＞1.96，p ＜0.05。 **表示 t ＞2.85，p ＜0.01。***表示 t ＞3.29，p ＜0.001

2.92** 0.86 10.32*** 17.30***

 

 

表 3-4的說明，北傳天台止觀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深化的禪坐腦波對情緒的直接

影效果具有去同步化的趨勢，表示趨近於禪定時候的δ波與θ波，對專注力與放鬆度

的作用（-2.48），產生具顯著水準不同調的效用。低頻慢波的δ波與θ波出現頻率越

多，專注力與放鬆度的影響效用越少（情緒起伏波動越少）。反過來說，低頻慢波的

δ波與θ波出現頻率越少，專注力與放鬆度的影響效用越大（情緒起伏波動越大）。

淺層的禪坐腦波對情緒的直接影效果具有去同步化的趨勢，表示一般清醒時候禪坐腦

波的α波、β波、ｒ波，對專注力與放鬆度的作用，產生的效果不一致（-1.76）。高

頻快波的α波、β波、ｒ波出現頻率越多，對專注力的作用與對放鬆度的作用，具有

相反的影響效用（生理與心理的情緒起伏波動大小相反）。反過來說，高頻快波的α

波、β波、ｒ波出現頻率越少，對專注力的作用與對放鬆度的作用，同樣具有相反的

影響效用（對生理與心理的情緒起伏波動大小相反）。環境對情緒的干擾作用

（+12.82），具有高程度顯著同步化的趨勢，環境的干擾程度越大，對情緒起伏波動

的影響效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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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  

（一）環境對情緒的影響分析    

1、環境對南北傳專注力的影響程度之比較分析 

下表 4-1共變異數矩陣資料，是本研究實驗模型路徑分析的參數估計輸出表，做

結論報告分析時，配合圖 4-1研究假設理論模型路徑分析輸出圖，進行對資料的判讀、

解釋。 

表 4-1：SEM（南北傳比較路徑分析之共變異數矩陣）參數估計輸出表 

環境→情緒
南安專

注

南安放

鬆

天台專

注

天台放

鬆
光度 聲音 溫度 濕度 電磁波

 南安專注 1.441

南安放鬆 -0.324 1.075

天台專注 0.765 -0.438 1.007

天台放鬆 0.647 -0.431 0.549 1.765

光度 0.4710.4710.4710.471 -0.039-0.039-0.039-0.039 0.1570.1570.1570.157 0.3530.3530.3530.353 1.765

聲音 0.2060.2060.2060.206 0.0750.0750.0750.075 -0.085-0.085-0.085-0.085 0.3920.3920.3920.392 1.196 1.546

溫度 0.2350.2350.2350.235 -0.582-0.582-0.582-0.582 0.0720.0720.0720.072 -0.373-0.373-0.373-0.373 0.196 0.0656 2.144

濕度 -0.5-0.5-0.5-0.5 0.1140.1140.1140.114 -0.183-0.183-0.183-0.183 0.510.510.510.51 -0.627 -0.415 -0.66 1.389

電磁波 -0.412-0.412-0.412-0.412 0.5290.5290.5290.529 -0.118-0.118-0.118-0.118 -0.353 -0.588 -0.588 -1.236 0.471 1.412  

參照如表 4-1所示：禪坐腦波受環境的干擾對專注力的影響程度之比較：a.光度

的干擾，南傳安般念（0.471）＞北傳天台止觀（0.157）。b.聲音的干擾，南傳安般念

（0.206）＞北傳天台止觀（-0.085，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c.溫度的干擾，南傳安般

念（0.235）＞北傳天台止觀（0.072）。d.濕度的干擾，南傳安般念（-0.5，具有不同

方向的作用）＞北傳天台止觀（-0.183，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e.電磁波的干擾，南

傳安般念（-0.412，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北傳天台止觀（-0.118，具有不同方向

的作用）。經由以上的說明，為了方便理解故藉以圖表呈如圖 4-1與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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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環境對專注力之干擾比較（直條圖） 

 

由圖 4-1所示，環境對南傳安般念情緒的專注力干擾程度，依高低順序為：濕度

（-0.5，最高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光度（0.471）＞電磁波（-0.412，具有不同方

向的作用）＞溫度（0.235）＞聲音（0.206 最低）。環境對北傳天台止觀情緒的專注

力干擾程度，依高低順序為：濕度（0.183最高）＞光度 （0.157）＞電磁波 （-0.118，

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聲音（-0.085，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溫度（0.072最低）。 

2、環境對南北傳放鬆度的影響程度之比較分析 

參照如表 4-1所示：禪坐腦波受環境的干擾對放鬆度的影響程度之比較：a.光度

的干擾，北傳天台止觀（0.353）＞南傳安般念（-0.039，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b.

聲音的干擾，北傳天台止 （0.392）＞觀南傳安般念（0.075）。c.溫度的干擾，南傳

安般念（-0.582，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北傳天台止觀（-0.373，具有不同方向的

作用）。d.濕度的干擾， 北傳天台止觀（0.51）＞南傳安般念（0.114）。e.電磁波的干

擾，南傳安般念（0.529）＞北傳天台止觀（-0.353，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以上說

明整理如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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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環境對放鬆度之干擾比較（直條圖） 

 

圖 4-2顯示，環境對情緒之放鬆度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部分依干擾程度大小順

序為：溫度（-0.582，最高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電磁波（0.529）＞濕度（-0.114，

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聲音（0.075）＞光度 （-0.039最低，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

北傳天台止觀部分依干擾程度大小順序為：濕度（0.51 最高）＞聲音（0.392）＞溫

度（-0.373，具有不同方向的作用）＞光度與電磁波（最低 0.353 與-0.353 具有不同

方向的作用） 

（二）環境分別對南傳、北傳禪坐腦波干擾程度之分析 

本研究經過結構方程模式多變量因素分析所得到之矩陣數據，整理如表 4-2的說

明：【符號（+）表示：具有相同方向的干擾作用。符號（-）表示：具有不同方向的

干擾作用。 

 

表 4-2：SEM（南傳安般念路徑分析之共變異數矩陣）參數估計輸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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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項目檢定項目檢定項目檢定項目 專注評專注評專注評專注評  放鬆評 放鬆評 放鬆評 放鬆評 專注值專注值專注值專注值  放鬆值 放鬆值 放鬆值 放鬆值 光度光度光度光度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濕度濕度濕度濕度 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 δ波 θ波 α波 β波 ｒ波 

專注評 2.06

 放鬆評 -0.13 1.62

專注值 0.88 -0.21 0.46

 放鬆值 -0.12 0.61 -0.13 0.34

光度光度光度光度 0.360.360.360.36 0.030.030.030.03 0.130.130.130.13 -0.1-0.1-0.1-0.1 2.1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0.45-0.45-0.45-0.45 -0.14-0.14-0.14-0.14 -0.31-0.31-0.31-0.31 -0.08-0.08-0.08-0.08 0.43 1.06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0.2-0.2-0.2-0.2 -0.66-0.66-0.66-0.66 0.010.010.010.01 -0.29-0.29-0.29-0.29 -0.18 0.04 2.14

濕度濕度濕度濕度 -0.26-0.26-0.26-0.26 -0.25-0.25-0.25-0.25 0.070.070.070.07 0.010.010.010.01 -0.77 -0.67 -0.21 1.44

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 -0.53-0.53-0.53-0.53 0.310.310.310.31 -0.17-0.17-0.17-0.17 0.120.120.120.12 -0.71 -0.25 -0.33 0.03 1.94

δδδδ波 波 波 波 -0.37-0.37-0.37-0.37 -0.69-0.69-0.69-0.69 -0.22-0.22-0.22-0.22 -0.33-0.33-0.33-0.33 0.160.160.160.16 0.590.590.590.59 0.430.430.430.43 -0.39-0.39-0.39-0.39 -0.33-0.33-0.33-0.33 0.94

θθθθ波波波波 -0.38-0.38-0.38-0.38 -0.68-0.68-0.68-0.68 -0.18-0.18-0.18-0.18 -0.35-0.35-0.35-0.35 0.060.060.060.06 0.650.650.650.65 0.590.590.590.59 -0.41-0.41-0.41-0.41 -0.26-0.26-0.26-0.26 0.88 0.97

αααα波波波波 -0.55-0.55-0.55-0.55 -0.47-0.47-0.47-0.47 -0.28-0.28-0.28-0.28 -0.16-0.16-0.16-0.16 -0.91-0.91-0.91-0.91 0.490.490.490.49 0.640.640.640.64 -0.18-0.18-0.18-0.18 -0.15-0.15-0.15-0.15 0.69 0.79 0.96

ββββ波 波 波 波 -0.07-0.07-0.07-0.07 -0.7-0.7-0.7-0.7 -0.08-0.08-0.08-0.08 -0.25-0.25-0.25-0.25 -0.33-0.33-0.33-0.33 0.290.290.290.29 0.630.630.630.63 -0.08-0.08-0.08-0.08 -0.23-0.23-0.23-0.23 0.76 0.74 0.81 1.09

ｒｒｒｒ波 波 波 波 -0.12-0.12-0.12-0.12 -0.56-0.56-0.56-0.56 -0.13-0.13-0.13-0.13 -0.19-0.19-0.19-0.19 -0.81-0.81-0.81-0.81 0.040.040.040.04 0.480.480.480.48 0.240.240.240.24 -0.11-0.11-0.11-0.11 0.67 0.65 0.78 1.04 1.52

 南傳安般念 南傳安般念 南傳安般念 南傳安般念

 

 

如上表 4-2為本研究電腦程式分析的結果，此表是探討環境對南傳安般念禪坐腦

波干擾程度的路徑分析之共變異數矩陣參數估計輸出表，經過分析之後，藉以圖、表

的說明如下： 

1、環境對南傳安般念禪坐腦波干擾分析 

 

表 4-3：南傳腦波受環境干擾（歸納表） 

環境→

腦波
光度 聲音 溫度 濕度 電磁波

δδδδ 0.16 0.59 0.43 -0.39 -0.33

θθθθ 0.06 0.65 0.59 -0.41 -0.26

αααα -0.91 0.49 0.64 -0.18 -0.15

ßßßß -0.33 0.29 0.63 -0.08 -0.23

ｒｒｒｒ -0.81 0.04 0.48 0.24 -0.11

南傳安般念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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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南傳腦波受環境干擾（折線圖） 

 

由表 4-3與圖 4-3顯示，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的結果：a.δ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

度高低順序為：聲音+0.59＞溫度+0.43＞濕度-0.39＞電磁波-0.33＞光度+0.16。b.θ波

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順序為：聲音+0.65＞溫度+0.59＞濕度-0.41＞電磁波-0.26＞

光度+0.06。c.α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順序為：溫度+0.64＞聲音+0.49＞光度

-0.19＞濕度-0.18＞電磁波-0.15。d.β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順序為：溫度+0.63

＞光度-0.33＞聲音+0.29＞電磁波-0.23＞濕度+0.08。e.ｒ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

順序為：光度-0.81＞溫度+0.48＞濕度+0.24＞電磁波-0.11＞聲音+0.04。 

2、環境對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干擾分析 

表 4-4：SEM（北傳天台止觀路徑分析之共變異數矩陣）參數估計輸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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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項目檢定項目檢定項目檢定項目 專注評專注評專注評專注評  放鬆評 放鬆評 放鬆評 放鬆評 專注值專注值專注值專注值  放鬆值 放鬆值 放鬆值 放鬆值 光度光度光度光度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濕度濕度濕度濕度 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 δ波 θ波 α波 β波 ｒ波 

專注評專注評專注評專注評 0.62

 放鬆評 放鬆評 放鬆評 放鬆評 0.29 1.53

專注值專注值專注值專注值 0.3 0.12 0.25

 放鬆值 放鬆值 放鬆值 放鬆值 -0.12 0.41 -0.12 0.24

光度光度光度光度 -0.02-0.02-0.02-0.02 0.120.120.120.12 0.160.160.160.16 0.120.120.120.12 2.1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0.16-0.16-0.16-0.16 -0.47-0.47-0.47-0.47 -0.14-0.14-0.14-0.14 -0.12-0.12-0.12-0.12 0.44 0.89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0.250.250.250.25 -0.35-0.35-0.35-0.35 0.110.110.110.11 -0.29-0.29-0.29-0.29 -0.18 0.22 2.14

濕度濕度濕度濕度 -0.16-0.16-0.16-0.16 0.180.180.180.18 -0.12-0.12-0.12-0.12 0.180.180.180.18 -0.77 -0.72 -0.21 1.44

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 -0.36-0.36-0.36-0.36 0.240.240.240.24 -0.27-0.27-0.27-0.27 0.120.120.120.12 -0.63 0.16 0.27 0.04 1.88

δδδδ波 波 波 波 -0.16-0.16-0.16-0.16 -0.88-0.88-0.88-0.88 -0.08-0.08-0.08-0.08 -0.18-0.18-0.18-0.18 0.330.330.330.33 0.650.650.650.65 0.690.690.690.69 -0.66-0.66-0.66-0.66 -0.55-0.55-0.55-0.55 1.95

θθθθ波波波波 -0.17-0.17-0.17-0.17 -0.65-0.65-0.65-0.65 -0.12-0.12-0.12-0.12 -0.12-0.12-0.12-0.12 0.080.080.080.08 0.410.410.410.41 0.480.480.480.48 -0.28-0.28-0.28-0.28 -0.27-0.27-0.27-0.27 1.35 1.15

αααα波波波波 -0.27-0.27-0.27-0.27 0.240.240.240.24 -0.14-0.14-0.14-0.14 0.240.240.240.24 -0.14-0.14-0.14-0.14 -0.41-0.41-0.41-0.41 -0.13-0.13-0.13-0.13 0.580.580.580.58 -0.43-0.43-0.43-0.43 0.54 0.46 1.59

ββββ波 波 波 波 -0.25-0.25-0.25-0.25 -0.29-0.29-0.29-0.29 -0.11-0.11-0.11-0.11 -0.29-0.29-0.29-0.29 0.030.030.030.03 0.070.070.070.07 -0.01-0.01-0.01-0.01 0.10.10.10.1 -0.2-0.2-0.2-0.2 0.77 0.79 0.71 0.92

ｒｒｒｒ波 波 波 波 -0.07-0.07-0.07-0.07 -0.88-0.88-0.88-0.88 -0.02-0.02-0.02-0.02 -0.24-0.24-0.24-0.24 0.070.070.070.07 0.610.610.610.61 0.480.480.480.48 -0.93-0.93-0.93-0.93 -0.43-0.43-0.43-0.43 1.5 0.83 -0.03 0.17 1.78

北傳天台止觀北傳天台止觀北傳天台止觀北傳天台止觀

 
 

如上表 4-4為本研究電腦程式分析的結果，此表是探討環境對北傳天台止觀禪坐

腦波干擾程度的路徑分析之共變異數矩陣參數估計輸出表，經過分析之後，藉以圖、

表的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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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北傳腦波受環境干擾（歸納表） 

環境→

腦波
光度 聲音 溫度 濕度 電磁波

δδδδ 0.33 0.65 0.69 -0.66 -0.55

θθθθ 0.08 0.41 0.48 -0.28 -0.27

αααα -0.14 -0.41 -0.13 0.58 -0.43

ßßßß 0.03 0.07 -0.01 0.1 -0.2

ｒｒｒｒ 0.07 0.61 0.48 -0.93 -0.43

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

 

 
圖 4-4：北傳腦波受環境干擾（折線圖） 

由表 4-5與圖 4-4顯示，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的結果：a.δ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

度高低順序為：溫度+0.69＞濕度+0.66＞聲音-0.65＞電磁波-0.55＞光度+0.33。b.θ波

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順序為：溫度+0.48＞聲音+0.41＞濕度-0.28＞電磁波-0.27＞

光度+0.08。c.α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順序為：濕度+0.58＞電磁波-0.43＞聲音

+0.41＞光度-0.14＞溫度-0.13。d.β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順序為：電磁波-0.2＞

濕度+0.1＞聲音+0.07＞光度+0.03＞溫度-0.01。e.ｒ波受環境的干擾依程度高低順序

為：濕度-0.93＞聲音+0.61＞溫度+0.48＞電磁波-0.43＞光度+0.07。 

（三）環境對南北傳禪坐腦波干擾程度之比較分析 

參照表 4-2與表 4-4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所得結果的矩陣數據之後，整理出如表 4-6

南北傳禪坐腦波受環境直接干擾比較之歸納表。 

 

表 4-6：南傳與北傳腦波受環境干擾之比較（歸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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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坐

腦波

南傳安

般念

北傳天

台止觀

禪坐

腦波

南傳安

般念

北傳天

台止觀

禪坐

腦波

南傳安

般念

北傳天

台止觀

禪坐

腦波

南傳安

般念

北傳天

台止觀

禪坐

腦波

南傳安

般念

北傳天

台止觀

δδδδ 0.61 0.33 δδδδ 0.59 0.65 δδδδ 0.43 0.69 δδδδ 0.39 0.66 δδδδ 0.33 0.55

θθθθ 0.06 0.08 θθθθ 0.65 0.41 θθθθ 0.59 0.48 θθθθ 0.41 0.28 θθθθ 0.26 0.27

αααα 0.91 0.14 αααα 0.49 0.41 αααα 0.64 0.13 αααα 0.18 0.58 αααα 0.15 0.43

ßßßß 0.33 0.03 ßßßß 0.29 0.07 ßßßß 0.63 0.01 ßßßß 0.08 0.1 ßßßß 0.23 0.2

ｒｒｒｒ 0.81 0.07 ｒｒｒｒ 0.04 0.61 ｒｒｒｒ 0.48 0.48 ｒｒｒｒ 0.24 0.93 ｒｒｒｒ 0.11 0.43

光度光度光度光度→→→→腦波腦波腦波腦波 聲音聲音聲音聲音→→→→腦波腦波腦波腦波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腦波腦波腦波腦波 濕度濕度濕度濕度→→→→腦波腦波腦波腦波 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腦波腦波腦波腦波

 

 

1、光度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依據表 4-6數據資料（取絕對值）製作直條圖如圖 4-5： 

 

圖 4-5：腦波受光度干擾之比較（直條圖） 

 

如圖 4-5的說明：光度對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的干擾，比較結果

如以下說明：對δ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61＞北傳天台止觀 0.33。對θ波的干

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08＞南傳安般念 0.06。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91

＞北傳天台止觀 0.14。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33＞北傳天台止觀 0.03。對

γ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81＞北傳天台止觀 0.07。 

2、聲音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依據表 4-6數據資料（取絕對值）製作直條圖如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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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腦波受聲音干擾之比較（直條圖） 

 

圖 4-6的說明：聲音對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的干擾，比較結果如

以下說明：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65＞南傳安般念 0.59。對θ波的干擾

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65＞南傳安般念 0.41。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49

＞北傳天台止觀 0.41。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29＞北傳天台止觀 0.07。對

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61＞南傳安般念 0.04。 

3、溫度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依據表 4-6數據資料（取絕對值）製作直條圖如圖 4-7： 

 
圖 4-7：腦波受溫度干擾之比較（直條圖） 

 

圖 4-7的說明：溫度對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的干擾，比較結果如

以下說明：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69＞南傳安般念 0.43。對θ波的干擾

程度，南傳安般念 0.59＞北傳天台止觀 0.48。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64

＞北傳天台止觀 0.13。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63＞北傳天台止觀 0.0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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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48=南傳安般念 0.48。 

4、濕度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依據表 4-6數據資料（取絕對值）製作直條圖如圖 4-8： 

 

 
圖 4-8：腦波受濕度干擾之比較（直條圖） 

圖 4-8的說明：濕度對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的干擾，比較結果如

以下說明：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66＞南傳安般念 0.39。對θ波的干擾

程度，南傳安般念 0.41＞北傳天台止觀 0.28。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58

＞北傳天台止觀 0.18。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1＞北傳天台止觀 0.08。對

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93＞南傳安般念 0.24。 

5、電磁波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依據表 4-6數據資料（取絕對值）製作直條圖展現如圖 4-9： 

  

 
圖 4-9：腦波受電磁波干擾之比較（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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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的說明：電磁波對南傳安般念與北傳天台止觀禪坐腦波的干擾，比較結果

如以下說明：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55＞南傳安般念 0.33。對θ波的干

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27＞南傳安般念 0.26。對α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43＞南傳安般念 0.15。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 0.23＞北傳天台止觀 0.2。

對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 0.43＞南傳安般念 0.11。 

（四）研究假說檢驗結果 

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規劃出 3個變數、以及 12項衡量構面，總共列出 14項假說

作為本研究探討之主要檢定項目。經過測量模式路徑之統計分析之後（整理至圖 3-2

與圖 3-3），假說驗證結果如表 4-7所示： 

 

表 4-7：研究假說檢驗結果統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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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假說假說假說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
南傳安般念南傳安般念南傳安般念南傳安般念

估計值估計值估計值估計值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北傳天台止北傳天台止北傳天台止北傳天台止

觀估計值觀估計值觀估計值觀估計值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H1H1H1H1 ：：：： 佛教禪坐腦波對情緒變化，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 .---..---..---..---. .---. .---.

H1-1H1-1H1-1H1-1 ：：：：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5.5425.5425.5425.542 ＞＞＞＞ 1.0811.0811.0811.081 符合假說

H1-2H1-2H1-2H1-2 ：：：：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6.8746.8746.8746.874 ＞＞＞＞ 2.0452.0452.0452.045 符合假說

H2H2H2H2 ：：：： 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 .---..---..---..---. .---. .---.

H2-1-1H2-1-1H2-1-1H2-1-1：：：：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光度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4710.4710.4710.471 ＞＞＞＞ 0.1570.1570.1570.157 符合假說

H2-1-2H2-1-2H2-1-2H2-1-2：：：：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光度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039-0.039-0.039-0.039 ＜＜＜＜ 0.3530.3530.3530.353 符合假說

H2-2-1H2-2-1H2-2-1H2-2-1：：：：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聲音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2060.2060.2060.206 ＞＞＞＞ -0.085-0.085-0.085-0.085 符合假說

H2-2-2H2-2-2H2-2-2H2-2-2：：：：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聲音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0750.0750.0750.075 ＜＜＜＜ 0.3920.3920.3920.392 符合假說

H2-3-1H2-3-1H2-3-1H2-3-1：：：：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溫度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2350.2350.2350.235 ＞＞＞＞ 0.0720.0720.0720.072 符合假說

H2-3-2H2-3-2H2-3-2H2-3-2：：：：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溫度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582-0.582-0.582-0.582 ＞＞＞＞ -0.373-0.373-0.373-0.373 符合假說

H2-4-1H2-4-1H2-4-1H2-4-1：：：：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濕度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5-0.5-0.5-0.5 ＞＞＞＞ -0.183-0.183-0.183-0.183 符合假說

H2-4-2H2-4-2H2-4-2H2-4-2：：：：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濕度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1140.1140.1140.114 ＜＜＜＜ 0.510.510.510.51 符合假說

H2-5-1H2-5-1H2-5-1H2-5-1：：：：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電磁波因素干擾，對專注力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412-0.412-0.412-0.412 ＞＞＞＞ -0.118-0.118-0.118-0.118 符合假說

H2-5-2H2-5-2H2-5-2H2-5-2：：：： 南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受到電磁波因素干擾，對放鬆度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
具不同程度

影響作用
0.5290.5290.5290.529 ＞＞＞＞ -0.353 符合假說

研究假說檢驗結果統計分析表研究假說檢驗結果統計分析表研究假說檢驗結果統計分析表研究假說檢驗結果統計分析表

    
 

本研究經過結構方程模式路徑分析，驗證結果說明參考如表 4-7 所示，在假說

H1 的部分，全部估計值皆達到顯著水準，且具有高程度正方向的影響作用，完全符

合預期效果。假說 H2佛教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具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影

響作用這一部分，有 H2-1-2（光度對放鬆度干擾）、 H2-2-2（聲音對放鬆度干擾） 與

H2-4-2（濕度對放鬆度干擾）此三項假說的干擾程度，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大於（＞） 

南傳佛教禪坐腦波，其餘皆是，南傳佛教禪坐腦波大於（＞）北傳佛教禪坐腦波。假

說 H2南北傳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的影響作用這一部分，全部的估計值

皆未能夠達到顯著水準，對情緒變化的干擾程度，具有正方向與反方向的影響，屬低

程度的影響作用。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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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因素分析之路徑圖顯示，整體上禪坐腦波受環境變化的干擾，對情緒具有不

同方向與相同方向（正相關與負相關）的影響作用，分別說明如下： 

（一）環境對禪坐腦波的干擾對情緒之比較 

1、環境對專注力的干擾程度 

a. 光度的干擾，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b. 聲音的干擾，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c. 溫度的干擾，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d. 濕度的干擾，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e. 電磁波的干擾，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2、環境對放鬆度的干擾程度 

a. 光度的干擾，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b. 聲音的干擾，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c. 溫度的干擾，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d. 濕度的干擾，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e. 電磁波的干擾，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3、環境對南傳安般念的專注力干擾程度，依高低順序為： 

濕度＞光度＞電磁波＞溫度＞聲音。 

4、環境對南傳安般念的放鬆度干擾程度，依高低順序為： 

溫度＞電磁波＞濕度＞聲音＞光度。 

5、環境對北傳天台止觀的專注力干擾程度，依高低順序為： 

濕度＞聲音＞溫度＞光度與電磁波。 

6、環境對北傳天台止觀的放鬆度干擾程度，依高低順序為： 

濕度＞光度＞電磁波＞聲音＞溫度。 

    

（二）南傳與北傳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之比較 

1、光度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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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δ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θ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γ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2、聲音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θ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南傳安般念。 

3、溫度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θ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4、濕度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θ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α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5、電磁波對禪坐腦波的干擾 

對δ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θ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α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對β波的干擾程度，南傳安般念＞北傳天台止觀。 

對γ波的干擾程度，北傳天台止觀＞南傳安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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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貢獻與總結 

南北傳佛教各宗派禪修法門雖然各有特色巧妙之不同，但是所追求之目標是一致

的。本研究探討南北傳佛教不同宗派禪坐腦波受環境干擾，對情緒變化之比較研究，

透過「社會科學」的實證分析、以及對文獻探討整合之後，提出結論報告如以下說明：

研究發現南北傳佛教宗派禪修方法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入定的情境無所差異。當打坐

入禪定時，腦波顯現在額葉變化最明顯，佛家禪修入定所呈現的腦波是一種頻寬很窄

的長慢波、身心情緒屬於「放鬆的專注」。本研究結論認為，禪坐入定時雖然額前葉

腦波進入「頻寬很窄」的α慢波或θ波乃至δ波的優勢腦波，因而產生「無意識的清

醒」狀態，這種無意識清醒狀態的保任，應該就是腦部在大腦後面內部的「視丘核、

視丘枕部位和低腦幹區域」還保持著清醒狀態。例如低電位快波仍然遍佈在特別感覺

的區域「視丘核、視丘枕部位和低腦幹區域」，這表示打坐者已經進入深層意識狀況，

雖然表面意識不起作用，但是其他腦區域部位還能保有清醒狀態。由於保持清醒的視

丘核、視丘枕部位和低腦幹區域，還可以被突然的活動或感覺刺激而激化，因此當打

坐進入潛意識、深層意識時，腦會自動轉換它的調節器，產生對色法塵「不分好、不

分壞」無分別性的完全接受而能成遍覺知，這種「無意識的清醒」狀態，就是禪定期

間的腦波狀態，也就是天台宗的『止觀』，有止有觀『止觀雙運』、同時也是『唯識學』

所謂的「轉識成妙觀察智與無分別智」的開始，那是「覺性」的源頭。 

總結：佛教的禪坐身心變化，講求的是「放鬆的專注」，而不是「緊張的專注」。

一般認為（已經有實驗證明）深層的入定能達到「低代謝的清醒狀態」，因為腦波的

運作（放電）是一種能量的耗損，腦波活動頻率越快速，或是振幅越大，表示能量的

耗損越高、代謝也就越高。因此當打坐時候運用意念、觀想導引所發起的神通、或是

當氣功師父練氣發功時期，當時的情緒是處於非常緊張專注的身心狀態中，因此腦波

顯現出更大振幅的「α波或β波」甚至頻率更高的γ波（40-45Hz或更高），這就不是

佛家禪修入定時的境界，在這裡應該可以得到初步的區別。    

（四）研究限制與後續發展 

本研究為禪坐腦波整體實驗假設之理論模型的其中一個章節，由於本研究之假設

模型所使用的樣本，全部數據資料皆為作者個人獨自實驗完成，也許可能因此造成結

果誤差現象，因此對結論部分是否具有普遍性與客觀性有所保留，待以後研究印證。

後續研究方向，將依研究計畫書所擬定規劃的理論實驗模型架構進行研究，本研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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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實驗的假設模型架構參考如附圖 1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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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圖、附表 

 

 

 

附圖 1：本研究禪坐腦波整體實驗假設之理論模型（觀念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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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腦波與意識層次分析對照表             附圖 3：腦解剖圖 

附圖 4：禪定優勢腦波身心變化圖解        附圖 5：腦波頻率分布曲線圖 

（放鬆度與專注力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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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禪坐優勢腦波之比較 

 

 

附表 2：禪坐法門對照表    

 

佛教南北傳宗派禪坐法門說明：南傳「安般念」修持法 依據經論典：《清淨

道論》與《中阿含經》第十卷，因品《念處經》。 

優勢腦波優勢腦波優勢腦波優勢腦波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心識活動心識活動心識活動心識活動  意識層次 意識層次 意識層次 意識層次
心理心理心理心理、、、、生理生理生理生理

之反應之反應之反應之反應
情緒反應情緒反應情緒反應情緒反應

ｒｒｒｒ波 波 波 波 25—40赫茲
前五識

(表面意識)
表面意識

活動清醒、

或散亂、掉舉
很緊張

ββββ波 波 波 波 14—25赫茲
前五識

(表面意識)
表面意識 一般清醒 緊張

αααα快波快波快波快波 9-14赫茲
第六識

(淺意識)
淺意識 入禪定前靜心 放鬆

αααα慢波慢波慢波慢波 8-9赫茲
第六識(潛意識)、

末那識(深層意識)
潛意識

禪定初期輕安、

或昏沉
很放鬆

θθθθ波波波波 4－8赫茲 末那識(深層意識) 深層意識 禪定中 非常放鬆

δδδδ波 波 波 波 0.4-4Hz 非意識(超意識) 超意識 甚深禪定 完全放鬆

禪坐優勢腦波之比較禪坐優勢腦波之比較禪坐優勢腦波之比較禪坐優勢腦波之比較





禪坐法門禪坐法門禪坐法門禪坐法門 所緣所緣所緣所緣 依據經依據經依據經依據經、、、、論典論典論典論典

南傳安般念南傳安般念南傳安般念南傳安般念 鼻端 《清淨道論》與《念處經》：上座部

北傳天台止觀北傳天台止觀北傳天台止觀北傳天台止觀 腹部丹田 《小止觀》、《六妙門》、《釋禪次第法門》：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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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領：【【【【出息出息出息出息、、、、入息所緣入息所緣入息所緣入息所緣「「「「鼻端鼻端鼻端鼻端」】」】」】」】，如《清淨道論》12：比丘的鼻端，起

了長的和短的出息與入息，這樣有四種。「安般念」禪觀四念處的方法，即於

呼吸的入息、出息進行間，觀察覺知全息的相貌，如守門人，能管制所有進出

大門的人，只分別好人才（放行），惡人即制止，而不用去分辨理會，其它不

相關的事物。 

觀呼吸禪修身念處，當入息時，能『覺知我今入息』。出息時，能『覺知

我今出息』。當入息細長時，能『覺知我今入息細長』。當出息細長時，能『覺

知我今出息細長』。當入息粗、短時，能『覺知我今入息粗、短』。當出息粗、

短時，能『覺知我今出息粗、短』。當ㄧ切身入息時，能『覺知我今ㄧ切身入

息入息』。當ㄧ切身岀息時，能『覺知我今ㄧ切身岀息』。當『止身行息入』時，

能『覺知我今止身行息入』。當『止口行息出』時，能『覺知我今止口行息岀』。

當息無有入出時，能覺知我今息無有入出。禪修行者能如是練習，即謂之為「比

丘觀身如身」。觀呼吸禪修四念處的次第法，為（1）觀身、身念處；（2）觀覺、

覺念處；（3）觀心、心念處；（4）觀法、法念處。「觀身念處」的禪修方法，

此處的教導是，覺知呼吸的入岀息風當下，同時必需觀照所緣業處，這時候的

所緣包含有二十個業處。「觀覺念處」的禪修方法，亦即覺知呼吸的入岀當下，

同時必需觀照所緣業處，這時候的所緣包含有二十ㄧ個業處。「觀心念處」的

禪修方法，亦即覺知呼吸的入岀當下，同時必需觀照所緣業處，這時候的所緣

包含有二十個業處。「觀法念處」的禪修方法，亦即覺知呼吸的入岀當下，同

時必需觀照所緣業處，這時候的所緣包含有三個部份，共四十五個業處。 

 

北傳「天臺止觀」修持法依據經論典：《小止觀、六妙門、釋禪波羅蜜次第法

門》 

要領：【繫緣臍中繫緣臍中繫緣臍中繫緣臍中】】】】 

【調身、調息】－七支坐法 

正頭頸，令鼻與臍相對，不偏不斜，不低不昂，平面正住。次當口吐濁

                                                 
12

 覺音造，葉均譯。《清淨道論》，中冊，第 62 頁，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印製，民國 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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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吐氣之法，開口放氣，不可令麤急，以之綿綿，恣氣而出，想身分中百脈

不通處，放息隨氣氣而出。 

【調心】初入有二義：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二者當令沈浮寬急得所。何

等為沈相？若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為沈相。爾時當繫念鼻

端，令心住緣中，無分散意，此可治沈。何等為浮相？若坐時心好飄動，身亦

不安，念外異緣，此是浮相。此時宜安心向下，繫緣臍中繫緣臍中繫緣臍中繫緣臍中，制諸亂念，心即定

住，則心易安靜。舉要言之，不沈不浮，是心調相。---《天台小止觀》：云何

用止治病相？---有師言：臍下一寸，名憂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

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云：丹田之中，精氣微。

一說丹田有三：在臍下者為下丹田。在心下者為中丹田。在二肩間者為上丹田。 

【修止觀】修止觀者有二種：一者於坐中修，二者歷緣對境修。修止觀有二意：

一者修止，止有三種： 一者繫緣守境止。所謂繫心鼻端、臍間等處，令心不

散。故經云：『繫心不放逸，亦如猿著鎖。』修觀有二種：一者對治觀。如不

淨觀，對治貪欲。慈心觀，對治瞋恚。界分別觀，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

尋思等，此不分別也。 

佛教禪修法由印度傳入中國之後，便結合儒家思想和道家的內丹養身

術，而開始弘揚光大並深入民間。天台禪學《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第七之

「十六特勝」之禪修法，乃是結合了道家內丹練氣的性命雙修禪法。南北朝梁

陳時代，天台宗三祖慧思和尚（515～577）13認為，若想度眾生，必先自度而

度他，自己要先解脫，並且要健康、長壽，才有能力度他人，所以煉氣的目的，

主要是為了度眾生。 

 

                                                 
13 《大藏經》 Vol. 46, No. 1933。《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倒數第二頁。我今入山修習苦行，

－為護法故求長壽命，－療治眾病除饑渴，常得經行修諸禪。願得深山寂靜處，足神丹藥

修此願，藉外丹力修內丹。欲安眾生先自安，己身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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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即色論」之探討 

 

 

余淑芳∗
 

 

摘要  

對於支遁「即色宗」所闡述的色空關係，歷來有二派說法，一派認為不符般若空

義 ，另一派則認為符合。本文為釐清支法師即色宗的般若義，爰為文加以探討。 

支遁的「即色宗」是東晉般若六家七宗之一，僧肇在《不真空論》批評即色宗未

領「色之非色也」，古代注釋及近代思想史的許多著作，大多依此認為支法師對般若

的認識不夠完整，未領般若空義。然而，吉藏認為支遁的即色義與道安法師的本性空

無異，而吉藏又認為道安的本無，與什、肇山門義亦無異也，由此可知，吉藏認為道

安、支遁與僧肇所闡述的般若空義是相同的。日本僧人安澄於其《中論疏記》中亦認

為兩者對空的理解是相同的。此二種看法顯示出後人對於即色宗的理解相當分歧，本

文撰寫之目的，即為釐清其真相，不依憑古人的看法，亦不人云亦云，欲直接從即色

宗的殘篇斷簡中，尋求即色宗的對「即色」的看法，還原支遁即色宗的真實內涵。 

由於支遁的著作大多佚失，無法根據其文本加以討論，本文採用的研究步驟如下： 

(一)、首先找出文獻中仍保留即色宗文字的資料。 

(二)、再依這些資料比對其引文，找出支遁原文中關鍵性的文句加以分析，以尋

出即色宗論述色空關係時，最核心的觀點。並再佐以支遁法師於〈大小品對比要鈔序〉

中，對於般若的論述，探討支遁對於色空關係的理解，以印證此核心觀點之成立與否。

此觀點被本文認定為即色宗對般若空義的看法。 

(三)、討論學者對即色宗的評議，分為二派：一、認為不符般若空義的學者：僧

肇、文才、呂澂、方立天、…等；二、認為符合般若空義的學者：吉藏、安澄。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佛學博士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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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二派看法歧異之原由。 

支遁即色論的般若空義，其內涵為「即色而空，非色滅空」，此為般若經所提出

的般若正觀，與原始佛法析空觀「色滅而空」是不同的。故其既非原始佛教的色滅而

空觀，亦非透過比附玄學而形成的格義般若觀。與僧肇於《不真空論》所主張的相同，

本文立場與吉藏及日僧安澄的觀點相同。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支遁、僧肇、即色宗、不真空論、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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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遁「即色宗」對色空關係之看法  

(一)、支遁引文出處： 

支遁1著有《即色玄遊論》、《釋即色本無義》，闡釋即色之義理，但其書均已亡佚，

無從得知其看法。目前僅能由他人著作中的引文得知其片斷。依學者研究的資料顯

示，目前有七個出處，透過這些引文，約可窺知支法師「即色論」的意涵： 

一、「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世

說新語．文學篇注》)。 

二、「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色

色而後為色哉？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僧肇《肇論．不真空論》

T45,No.1858,p.152a02)。 

三、「支道林著《即色遊玄論》，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遊玄論，此猶是不壞假名

而說實相，與安師本性空故無異也」(吉藏《中觀論疏》T42,No.1824,p.0027c27)。 

四、「今尋林法師《即色論》，無有此語，然《林法師集》，別有〈妙觀章〉云：

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色，雖色而空，今之所引，正此引文也」(元康《肇

論疏》T45,No.1859,p.0171c13)。 

五、「東晉支道林作《即色遊玄論》，…彼謂青黃等相，非色自能，人名為青黃等，

心若不計，青黃等皆空，以釋經中色即是空」(文才2《肇論新疏》T45,No.1860,p.0209a13) 

六、「支道林法師《即色論》云：吾以為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此斯言至矣。何

者？夫色之性，色(不自色)，雖色而空，如知不自知，雖知恆寂。彼明一切諸法，無

                                                 
1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稱支公，亦曰林公，別號支硎。東晉高僧，陳留人，善草隸，

好畜馬。魏晉時代，玄學流行，名士清談，蔚然成風，支遁精通老莊之說。佛學造詣也很

深，他家世代崇信佛教，早年曾著《聖不辯之論》，《道行旨歸》，《學道戒》等論書，在《即

色游玄論》中，他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創立了般若學即色義，成為當時般若學“六家七

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引自網路資料：http://baike.baidu.com/view/94685.htm?fromtitle 

=%E6%94%AF%E9%81%93%E6%9E%97&fromid=6724378&type=search。 

2
 歷來均以沙門文才撰《肇論新疏》，筆者略有疑義，依大正藏經上所載之作者列顯示：「五

臺大萬聖祐國寺開山住持釋源大白馬寺宗主贈邽國公海印開法大師長講沙門文才述」，沙門

文才僅是述者，講者為海印開法大師長，此新疏之作者應為海印開法大師為是。如後人認

為天台三大部之作者為智顗，述者雖為章安灌頂，未以章安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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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性，所以故空」(慧達《肇論疏》。3
 X54,No.0866,p.0059a19；續藏 1．2．乙．23．

4．429左上)。4
 

七、「《山門玄義》第五云：第八支道林著《即色遊玄論》云：夫色之性，色不自

色，不自。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而寂。彼意明：色心法空名真，一切不無空色

心是俗也。述義云：其製《即色論》云：吾以為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斯言矣，何者？

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恆寂」(安澄《中論疏

記》。 SAT 大正新脩大藏經テ キ ス ト デ ー タ ベ ー ス T2255_.65.0094a20~ 

T2255_.65.0094a27 in Vol. 65)。5
 

(二)、即色宗論述方式之基本結構： 

此七處之引文，重覆處頗多，有些為引文作者之意，並非支遁原意。經梳理後，

歸納而言，支遁的主要論點有二，一為：「吾以為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斯言矣，何

者？夫色之性，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而寂」。另有一論述方式為：「夫

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支遁論述的基本結構如下： 

 

                                                 
3 案：「惠達是否著有《肇論疏》是歷史公案。日人中田勇次郎主張惠達與撰〈肇論序〉之惠

達同一人，但是松本文三郎不同意此說。一說惠達著有《肇論疏》，而慧達著有《肇論序》，

此為二人，慧達本人是陳朝小招提寺高僧。湯用彤的學生石峻認為『原錄作晉慧（惠）達，

實誤。蓋晉并州竺慧達，本名劉薩阿者，年代較肇早，當不得作《肇論疏》也』。有學者認

為慧達即是作疏的惠達，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湯用彤認為此惠達可能是陳慧達之誤，又

說『據現存日本《續藏經》中所謂之慧達《肇論疏》，四論次序與通行本不同，而且似闕《宗

本義》。日本僧人稱其為慧達所作，但不悉即小招提寺僧否。此為《肇論疏》之最古者，決

在唐以前，甚可貴』。日僧大安寺安澄《中論疏記》屢屢引用的〈肇論述義〉中，多引惠達

之言，所引著作皆出自南北朝之前，故知《肇論疏》是南北朝前之著作。惠達生平不詳，

是否為晉朝人亦不詳。一說惠達著有《肇論疏》。肇論一詞最早見於惠達《肇論疏》，事實

上，最早《肇論》是由《宗本義》、《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

論》所組成。《宗本義》則始見於陳小招提寺慧達的《肇論序》所述。」引自同網路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3%A0%E8%BE%BE。 

4
 梶山雄一等著，《般若思想》，頁 275。 

5
 此文引自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之網路電子版，其編排方式略異於CBETA。T2255_.65.0094a20

中 T2255為經號，65為冊數，0094a20為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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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方式 出處 前句 相同處 後句 

論述一 引文一、《世說

新語．文學篇

注》 

 夫色之性，不自有

色，色不自有，雖

色而空， 

故曰色即為

空，色復異空 

論述二 引文七、安澄

《中論疏記》 

吾以為即色是

空，非色滅空，

斯言矣，何者？ 

夫色之性，色不自

色。雖色而空， 

知不自知，雖

知而寂 

 

然而，在比對時，也可以發現其中有些文句，略有差異： 

 

出處 引文前句 重疊處 後句 

引文一《世說

新語．文學篇

注》 

 「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

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

即為空，色復異空」 

 

引文四元康

《肇論疏》 

「今尋林法師《即色論》，無

有此語，然《林法師集》，別

有〈妙觀章〉云：  

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

不自色，雖色而空， 

今之所

引，正此

引文也」 

  

「夫色之性，不自有色」，下句有接「色不自有」或「色不自色」。「色不自有」

及「色不自色」語義上略有不同，但從義理而言，均應指色的無自性。僧肇在討論支

遁的「即色論」時，即用「色不自色」，據以批評支遁不知色之非色的道理6。 

(三)、支遁對色空關係的看法： 

若以支遁論述結構的文義加以分析，支遁對色空關係的理解與僧肇是相同的。 

論述一： 

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意譯如下：色的本性，不是自己有其自性的，色沒有自性，雖是色，然而同時是

                                                 
6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

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僧肇《不真空論》對即色宗的評論。T45,No.1858,p152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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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因此說：色即是空，又說色與空不是同一的；換言之，色空的關係是不一不異

的。 

 

論述一出處 編號 原文 意譯 

《世說新語．文學篇

注》 

1.1 夫色之性，不自有色，

色不自有，雖色而空， 

色的本性，不是自己有其

自性的，色沒有自性，雖

是色，然而同時是空的。 

 1.2 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

空 

因此說：色即是空，又說

色與空是不同的； 

 

支遁出家前7
 對於《般若經》即有深入研究，此句應是發揮《般若經》「色即是空」

的道理。學者對於「色復異空」有不同解釋，在下文中說明。 

論述二： 

吾以為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斯言矣，何者？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

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恆寂。 

意譯如下：色當體即是空，不是滅了才是空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色的自性，

不是自己有自性的，色沒有自性，雖是色卻是空的，知不是自有其知的，雖知恒常是

空寂的。 

 

論述二出處 編號 原文 意譯 

安澄《中論疏

記》 

2.1 吾以為即色是空，非色滅

空，斯言矣，何者？ 

我認為色當體即是空，不是滅

了才是空的。這句話是什麼意

                                                 
7
 張富春。《支遁集校注》。頁 9：「然作為一名僧，支遁尤精佛理，此亦為其能『標新理於二

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筆者注：語出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支道林在

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於眾賢之外」。)

原因之所在。郗超謂之『實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出家前，支遁

即研習《道行》、《慧印》二經，出家後注《安般》、《四禪》諸經、撰《即色遊玄論》、《聖

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其即色論『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

不違實相』，成為來家七宗之翹楚。」筆者經查對，張氏此段資料除另注外，均引自《高僧

傳》卷 4《義解一．支遁》T50, No.2059,p.0348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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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呢？ 

 2.2 夫色之性，不自有色， 色的自性，不是自己有自性

的， 

 2.3 色不自有，雖色而空 色不是自己有其為色的(是眾

緣和合而成其為色的)，雖是色

卻是空的 

 2.4 知不自知，雖知恆寂 知不是自有其知的(是眾緣和

合而成其為知的)，雖知恒常是

空寂的。 

 

後二句的語法結構相同，均以「雖色而空，當體即空」的道理去貫穿。 

 

緣起與性空 

之關係 

編號 原句 意譯 

色空關係 2.3 色不自有，雖色而空 色沒有自性，雖是色卻是

空的 

知寂關係 2.4 知不自知，雖知恆寂 知沒有自性，雖是知恒常

是空寂的。 

二、學者之解讀  

學者對於支遁的「即色論」，各有不同的解讀。僧肇認為「即色者，明色不 

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此直語色不

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此為僧肇《不真空論》對即色宗的評論8，似未能正確理解

                                                 
8 楊俊誠，《般若與玄學》，頁 138：「支遁為般若即色宗的代表人物。雖然吉藏認為僧肇所破

的即色宗非支遁的理論，乃關內即色義。然作《肇論疏》之慧達及元康，則皆謂僧肇所破

即色義為支道林的說法，今之學者也多贊同此觀點。關內即色義不知究竟何義？何人所主，

此尚待考證，吾人也以支遁代表即色宗的理論。」方立天於《魏晉南北朝佛教》一書第 37-38

頁中，亦討論相關問題，並認為吉藏的說法不對。「僧肇的批評究竟是不是支遁的即色論？

前引南朝陳代慧達和這裡所引唐代元康各人所作的《肇論疏》、安澄《中論疏記》以及元代

文才的《肇論新疏》都認為是指支遁的學說。唯有隋唐時代吉藏在《中論疏》中認為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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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所談的色空不二、當體即空的般若義理。未將色不自色，解為色沒有自性，反而

將其解讀為色不是自己成為色的，是另一種色構成色。後世多根據肇法師的說法，而

認即色宗之過失。 

吉藏則以「不壞假名而說實相」評論支遁的即色義，並認為與道安法師的性空論

相同：「次支道林著即色遊玄論。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遊玄論。此猶是不壞假名。

而說實相。與安師本性空故無異也」。9
 吉藏曾論及道安法師的本無：「安公明本無者，

一切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無」、「師云。安和上鑿荒途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以

爐冶之功驗之。唯性空之宗最得其實。詳此意安公明本無者。一切諸法本性空寂。故

云本無。此與方等經論什肇山門義無異也。」10
 依吉藏11

 對支遁及道安法師的評論，

吉藏認為此二師對般若的理解相同，並進一步認為兩者與方等經論什肇山門義無異。

吉藏認為僧肇所批評的即色宗並非支遁所闡揚的即色宗義。支遁的即色論，「明即色

是空」，在闡明「即色是空」，色當體是空，非色滅而空的義理。對支遁即色義的理解，

遠較僧肇合宜。 

唐代元康在《肇論疏》中指出：「林法師但知言色非自色，因緣而成，而不知色

                                                                                                                                        

義有二家，一是關內即色空主張色無自性，是僧肇所批評的對象；二是支遁即色是空，也

就是道安的本性空寂的觀點。」 

9 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頁 37-38：「唯有隋唐時代吉藏在《中論疏》中認為即色義有

二家，一是關內即色空主張色無自性，是僧肇所批評的對象；二是支遁即色是空，也就是

道安的本性空寂的觀點。」 

10
 吉藏《中觀論疏》T42,N0.1824,p.0027c27：「什師未至長安本有三家義。一者釋道安明本無

義。謂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夫人之所滯滯在未有。若詫心本無則異想便息。睿

法師云。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未即。師云。安和上鑿荒途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以

爐冶之功驗之。唯性空之宗最得其實。詳此意安公明本無者。一切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

無。此與方等經論什肇山門義無異也。次琛法師云。本無者未有色法。先有於無故從無出

有。即無在有先有在無後。故稱本無。此釋為肇公不真空論之所破。亦經論之所未明也。

若無在有前則非有本性是無。即前無後有。從有還無。經云。若法前有後無即諸佛菩薩便

有過罪。若前無後有亦有過罪。故不同此義也。第二即色義。但即色有二家。一者關內即

色義。明即色是空者此明色無自性。故言即色是空。不言即色是本性空也。此義為肇公所

呵。肇公云。此乃悟色而不自色。未領色非色也。次支道林著即色遊玄論。明即色是空。

故言即色遊玄論。此猶是不壞假名。而說實相。與安師本性空故無異也」。 

11
 筆者竊推論吉藏所處之時代，支遁的著作或恐仍流傳於世，故能依其《即色遊玄論》等相

關著作了解支遁即色宗所論之般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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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空，猶存假有也。」12
 元康的看法，若依前述支遁已能具體指出「即色是空，

非色滅而空」來比照，此處的評論尚待商榷。元康的理解或恐有誤13，能知「即色是

空」，可能會留有「不知色本是空，猶存假有」的看法嗎？況且，「色之假有」亦是般

若正觀之一，何能以「猶存假有」為過失？ 

另沙門文才的《肇論新疏》中對於支遁的「即色論」亦有所評論：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東晉支道林作即色遊玄論。…彼謂青黃

等相非色自能。人名為青黃等。心若不計青黃等皆空。以釋經中色即是空。 

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侍色(計也)色而後為色哉 齊此論主破辭。…謂凡

是質礙之色。緣會而生者心雖不計。亦色法也。受想等法亦應例同。意云。豈

待人心計彼謂青黃等。然後作青等色耶。以青黃亦緣生故。 

此直(但也)語色不自色。未領(解也)色之非色也……未達緣起性空。然緣起之

法亦心之相分。能見之心隨相而轉。取相立名名青黃等。名屬遍計相即依他。

支公已了名假。未了相空。名相俱空圓成顯現。由未了此。所以被破。(《肇

論新疏》T45,No1860,p.0209a13~a24) 

文才認為「即色論」的觀點，「已了名假。未了相空。名相俱空圓成顯現。由未

了此。所以被破」。他據「青黃等相，非色自能，人名為青黃」加以論破，認為支遁

                                                 
12 元康《肇論疏》T45,No1859,p.0171c13：「即色者明色不自色下 第二破晉朝支道林即色遊

玄義也。今尋林法師即色論。無有此語。然林法師集。別有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

有色。色不自色。雖色而空。今之所引。正此引文也。夫言色者當色色即色豈待色色而後

為色哉者。此猶是林法師語意也。若當色自是色。可名有色。若待緣色成果色者。是則色

非定色也。亦可云若待細色成麁色。是則色非定色也。此直悟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者。

正破也。有本作悟。有本作語。皆得也。此林法師但知言色非自色因緣而成。而不知色本

是空。猶存假有也。」 

13
 九江書生。〈支道林「即色論」初探〉：「元康認爲支遁把『色』判分為二，果色（粗色）乃

待緣色（細色）和合而成，因此果色雖空（色非定色），而緣色不空，故說他『猶存假有』。

姚衛群先生發揮 說:「按『即色』說的觀點，事物之所以不實在，是因爲它是由其他事物

構成的，因而它是一種果。至於構成這事物的其他事物作爲「因」的實在性，則未加否定，

因而是『果空因不空』。「但細考《妙觀章》及《肇論》原文，根本看不到這種對色的判分，

這大概是元康自己的一套解釋。」網路資料： http://club.history.sina.com.cn/thread- 

90664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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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了名假，未了相空」。此處的問題在於：若明「即色是空」，是否仍有「色相非空」

的見存在？換言之，「青黃等相，非色自能，人名為青黃」，支遁在此句的觀點後面，

是否隱藏著色相非空的見解？按即色是空，色當體即空的看法下，空所包攝的範圍所

指為何？可能僅指色的構成是空，而不包攝到色相是空的嗎？若色的構成是空的，那

麼色相怎麼不是空的？無法想像理解即色是空，仍有色相非空的看法。筆者竊以為後

世注疏者，均未能直就支遁的原意加以理解，只依憑僧肇或他人的文句加以推斷支遁

的看法，故造成此種誤解。 

明憨山大師於其所著之《肇論略注》中，對支遁的即色論亦有所討論： 

即色者。(次破晉道林造即色遊玄論。為即色宗)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此

敘計也。謂青黃等色。不自為色。但因人名之為色。心若不計。則雖色而非色矣)夫言色者。

但當色即色。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 

此敘破也。夫凡言色者。但當在色本就是色。豈待人名彼青黃然後為色哉。此

直下。言得失。此但言色不自色而已。未了色體本空也。以唯知依他起名假。

不知圓成體真。故非正論。(《肇論略注》。X54, No.0873, p.0337c24~0338a04) 

憨山大師亦以「未了色體本空也。以唯知依他起名假。不知圓成體真。故非正論」，

認為支法師之即色宗非正論。 

學者呂澂認為「支道林的缺點就在於既未把『相』(自相)，『名』共相統一起來

理解空性，也沒有把『非有』、『非無』統一起來理解空性14」。呂澄解讀「夫色之性，

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的方式為：「認識上的

色，是名想(概念)的色，不是色自己構成的，所以本身並非色；非色，也就是空。因

此，認識到的色，也就肯定它為非色。非色與空是一樣的。所謂『色復異空』，就是

反過來強色之有異於空；認識上的色既是非色、假象、空，也就這樣來說空之外還有

色(由色的概念而成其為色)。」這是呂先生的看法，由這些看法去支持他對僧肇批判

支遁的理解15，然而，反過來看，呂澂的看法基本上仍依據僧肇的批而來，並未依支

                                                 
14 呂澂。《中國佛學思想概論》(上冊)。頁 51。 

15 同上註出處頁 49，50：「總之，僧肇批評『即色宗』有兩個錯誤：(1)一個是把色看成是概

念化的結果，單純從認識論上來理解空性。(2)另一個是不了解所謂非色，色空，也就是假

有之意；沒有假有，也無所謂空。」這些看法，與呂先生理解支遁的方式有關，應是其個

人的解讀，並非支遁本人有這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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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的原意加以了解。 

方立天對於「色復異空」16有如下的看法：「這裡最重要的就是支遁取消了事物

的本質，是就事物的現象來談空。也正由於此，支遁還認為『色復異空』。這裡的空，

指絕對空無，色雖空，但作為沒有本質的現象還是存在的，是和那種絕對空無的空有

區別的」。他的觀點，仍待商榷。色復異空，指的是：雖然「即色是空」，但色與空仍

是不一樣的，色並不是空，空也不是色，兩者仍是不同的。方立天所謂的色的現象仍

然存在，與絕對的空無是有區別的觀點，在論述上，未能掌握到支遁原句前後所強調

的色空關係，支遁前句稱「雖色而空，色即為空」，後句稱「色復異空」。前句指出「色

即是(為)空」，後句再反復論述「色復異空」，與後世《華嚴法界觀門》真空觀所述：

「色不即空，以即空故17」的論點是一致的。色空關係乃是不一不異、不離不即的。 

台灣學者楊俊誠18
 則認為：「支遁提出即色不自色的理論，以說明現象的『假有』

性質時，猶未能體認此假有也是空，故其云『色復異空』，仍肯定此『假有』的存在。

故僧肇批評即色宗尚未能了解『色之非色』」。其觀點亦有待商榷。歷代學者對於「假

有」的批判19，實建立於認為假有是實有的看法，若假有非實有，猶存假有，即是吉

藏所謂的「不壞假名」之意，何能為過。必以認為「假有非空、假有實有」始成過失。 

三、日僧安澄之看法  

安澄於《中論疏記》引《山門玄義》第五卷云︰ 

第八，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論》云︰「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雖色而空。

                                                 
16

 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頁 30-31。 

17 這是《華嚴法界玄鏡》真空觀中的「會色歸空觀」，有三種較簡單的解法：一、對空有兩種

不同的解釋： (色不即空，以即空故→色不即空，以"色"即空故。補上省略的色)色不是斷

滅空，因為色是真空的。空作不同的解釋，空的歧義性。二、對即作不同解釋 色不是空，

因為色是不脱離空而存在。即作是、不脫離二種解釋。 論中解釋色的青黃之相不是真空之

理，故色不是空，但青黃之相莫不皆空，故說色即空故。三、空中無色，故色不即空，但

會色無體，故是即空。 空中無色之存在，故說色不是空，但歸納色的本質是無自體的，故

說色即是空。 

18
 楊俊誠。《般若與玄學》。頁 142。 

19 唐代元康在《肇論疏》中指出：「林法師但知言色非自色，因緣而成，而不知色本是空，猶

存假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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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自知，雖知而寂。」彼意明色心 法空明真，一切不無空色心是俗也。述

義云︰其製《即色論》云︰「吾以為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斯言矣，何者？

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恆寂。然尋其意，

同不真空。正以因緣之色，從緣而有，非自有故，即名為空，不待推尋破壞方

空。既言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然 不偏言無自性邊，故

知即同於不真空也。」 (SAT 大 正 新 脩 大 藏 經 テ キ ス ト デ ー タ ベ ー ス

T2255_.65.0094a20~ T2255_.65.0094a27 in Vol. 65) 

由日僧安澄的文字可看出，他認為支遁的即色論與僧肇的不真空論的觀點是相同

的20。推理方式與本文前述的架構相同，亦即：色是沒有自性的，故非自有其本性，

當體即為空，不須等待推尋破壞之後方為空。此為「即色是空」，當體即空，非色滅

而空的般若正觀。換言之，即色宗最大的論點是「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此為其核

心觀點，至於「色之性，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而寂」僅係其論證的

推理過程，無法全面呈現其理論之要點。學者若著眼於「色不自色」，誤認其「但當

色即色，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未領色之非色」，恐未掌握其要點。 

四、支遁於《大小品對比要鈔序》之般若空見  

為確認支遁對於般若空性的見解，兹將支遁《大小品對比要鈔序》21中與般若見

解相關部分，節錄如下，對其文義作一解析： 

夫般若波羅蜜者。眾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為

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

                                                 
20

 同註 9出處頁 36：「安澄認為支遁的即色論和僧肇的不真空論的觀點相同，這是不正確的，

其實即色論是不真空論所批判的對象。」方立天先生不同意安澄認為即色論與不真空論所

述的觀點是相同的看法。 

21 學者對於支遁此文之解讀，向因其使用道家老莊用語，而解其為透過道家玄學而格義佛教

之般若，將支遁解為道家式的人物，然劉雪梅在〈論「重玄」一詞在佛教的使用路向〉(詳

下註資料)中指出：重玄一詞首用於支遁，後為佛教學者用以指稱為「涅槃」一詞，並為其

後諸佛學大家所用，「神秀將其最高法門名之為『重玄門』且與『轉法輪』和『道果』並稱，

說明在隋唐時期，以『重玄』或『重玄門』指稱佛教各派的最高之境已成為一種流行風尚。…

唐代華嚴宗學者李通玄自稱予華嚴宗以外別立一家，但是他的法界圓融、理事自在之境仍

是『重玄門』：法界重玄之門自達，一多純雜自在含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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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盡群靈之本無。登十住

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耶賴其至無。故能為用。夫無也者。豈能無哉。

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為理。理不能為理則理非理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

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興乎

未足定號。般若之智生乎教跡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

實無跡也。名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乎無名。無名無始道之體也。

無可不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

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

以冥神。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無於所無。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無者非其

無也。何則徒知無之為無。莫知所以無。知存之為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

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

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無。忘無故妙存。

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跡無寄無有冥盡。是以諸佛因

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眾生之喪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群俗以妙道。漸

積損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眾首於玄同。還群靈乎本無。… 

 

4.1〔般若之用〕般若之用〕般若之用〕般若之用〕：夫般若波羅蜜者。眾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

照功。 

 

此段言般若波羅蜜之功用，般若波羅蜜是眾妙產生之基礎、群倫智慧之所宗、

神王(神人之王)的由來、如來智慧照見所展現之功用。 

 

4.2〔般若經之用〕：其為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

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22。齊萬物於空同。明

                                                 
22 劉雪梅(2004)〈論「重玄」一詞在佛教的使用路向〉。河北大學學報頁 83-84：「『重玄』一

詞源于《道德經》中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澄觀說：『言重玄者，亦即空空，語借老

子，老子云，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一，第 36 冊，

p8.)明憨山德清說：「虛無重玄，用老子文，玄之又玄，故曰『重玄』。(《甄正論》卷中，

第 52冊，p565.)…繼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重玄』一詞的初步使用，隋唐時期佛教諸派

在各種典籍中更是大量使用了『重玄』一詞，無論 是三論宗、天臺宗、華嚴宗還是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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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之始。盡群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 

 

此段言般若經之功用：般若成為經，在於其(無)空性之理。〔重點在無(空)之作

用〕，即否定有自性之物，故能與物同等(在空性上與物是平等的)，否定有自性

的智，故能運用智。是故透過三解脫門而到達重玄(涅槃)之境，齊同萬物於空性。

顯明諸佛所以成佛之因。窮盡群靈之本性(空性)，登入十住菩薩之妙階，趣向於

無生解脫之路徑。 

 

4.3〔提問至無為用〕何者耶，賴其至無故能為用？ 

 

為何依其至無而能成為用？ 

 

4.4〔自答〕夫無也者。豈能無哉。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為理。理不能為理則理非

理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

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號。 

 

無，怎麼能自己無呢？無不能自己成為無的，理亦不能自己成為理。理不能為

理，那麼理非理是相待而生的了。無不能自己成為無，那麼無非無亦是相待而

生。因此之故，妙階超越相待而非階，無生超越相待則非生，妙是因為不妙相

待而成，無生是因為生相待而成。所以十住的名稱，雖有其名之興而不足以確

定是不變的名號。 

 

4.5〔結論〕般若之智生乎教跡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實無

                                                                                                                                        

甚至密宗的經典都經常援引『重玄』一詞。如前所述，將『重玄』視為《道德經》首章中

『玄之又玄』的概括在隋唐已成為佛教諸家的一種共識，雖然如此，正如《道德經》一書

曾給後世的發揮留下相當的餘地，『玄之又玄』或者說『重玄』同樣在隋唐的佛教中得到了

諸多不同的闡揚。首先，『重玄』一詞以其幽遠微緲之義繼續被佛教用來指稱各派的最高之

境」 。  本文註中亦解釋重玄之義：「初唐重玄大家成玄英對『重玄』做出過最為權威的

詮解：「所言玄者，深遠之名，亦是不滯之義，言至深至遠，不滯不著，既不滯有，又不滯

無，豈唯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百非四句，都無所滯，乃曰重玄。故經云「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見成氏著《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第三“宗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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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也。名生於彼理無言也。 

 

總結上段：般若之智產生於如來設教垂跡所用的名言，因此，言說則其名產生。

設教則智慧存在，智慧雖存於人，實則無跡可尋，名產生於非語言境界的理。 

 

4,6〔提問：至理無名〕何則至理冥壑歸乎無名？ 

     

為何至理涅槃歸於無名呢？ 

 

4.7〔自答〕無名無始道之體也。無可不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得不寄言。

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

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以冥神。 

 

無名無始是道的本體，無可無不可是聖人的慎重。如果慎於理以回應動的需求，

則不得不透過名言。應該明白所以借重名言的原因，也應該究暢其所以言說的

理由。理的空寂性則遣除了名言，忘卻覺照則智慧得以保全。若存心於空無以

求寂止，希求智慧以忘卻心的作用，智慧不足以窮盡空無，寂止的力量亦不足

以讓神識入於涅槃境界。 

 

4.8〔提問〕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無於所無？ 

 

    為何有存於其所存？有無於其所無？ 

 

4.9〔自答〕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無者非其無也。 

    

   存於存者不這樣而存的，希求無者，也不是這樣的無。 

 

4.10〔提問〕何則徒知無之為無。莫知所以無。知存之為存。莫知所以存？ 

 

    為何只是知道無是無，不知其所以為無的道理？知道存是存，不知其所以為存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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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自答〕希無以忘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所

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無。

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跡無寄無有冥盡。 

 

    希求無以遣除無，所以不是遣除對於無的執取。依賴存以遣除存，所以不是遣除

對於存的執取。不如遣除對無執取，忘除對存的執取，就無對所存的執取。遣除

對無的執取，則忘除對無自性的執著，忘除對無的執取，就會有妙存，妙存所以

能盡無。盡無則能忘玄，忘玄則能無心。然後無及存(有)之二跡無所依存，無有

同時泯除。 

 

4.12〔結論〕是以諸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眾生之喪道。溺精神乎欲淵。

悟群俗以妙道。漸積損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眾首於玄同。還

群靈乎本無。 

 

因此，諸佛因般若之無(空性)開始，明了萬物自然法性，眾生離開道是因沈溺精

神於欲望的深淵。用般若的妙道令眾生開悟，逐漸累積減損到無的境界，施設

幽玄的德行來廣教眾生，求著神識用以存虛無，讓眾生同等於玄遠的境界，使

群生能回返於本性的空寂。 

 

對於此段文本的解讀，可歸結出支法師對於般若及空性的理解不外乎： 

一、諸法因相待分別而生：「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

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此段在闡明般若中觀學所討論的「相待而生」之

理：無並非單獨而成其為無，因有「非無」之相待，故有「無」之概念；妙階超越相

待故非階，無生亦超越相待故非生；妙因不妙而有，無生因生而有。名言所構成之世

界，均屬相待法，超越名言者，即超越相待。無物於物、無智於智，超越相待，透過

三(解)脫門而達到重玄23之境。 

                                                 
23 前註作者劉雪梅，認為支道林是使用「重玄」一詞於佛教文獻中的最早人物：「雖然我們無

法指出『重玄』一詞最早被使用的確切時間，但是至少在東晉，佛教已經開始借用『重玄』

一词，始發其端者便是『即色宗』的支道林。支道林似乎對『重玄』一詞頗为為情鐘，他

曾多次提到過『重玄』，在《廣弘明集》中收錄了支氏的兩首玄言詩，就是與『重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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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理無名「至理冥壑歸乎無名」、「般若之智生乎教跡之。是故言之則名生」。

絕對真理是無名的，佛陀為教化之故，因而有言詮之般若產生。此亦開後世討論名、

理(名、義)等論題之先河。 

三、對於有無問題的探討，以「忘、遣」之雙遮雙遣方法，破除對實有自性之 

執取。並再三致意於了解無之所以為無、存之所以為存之理，意即若只是希求無 

及有之境界，不解其理，仍是無益之事。若能解其理，最後即能達到「盡無則忘 

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跡無寄無有冥盡」。 

由此段對支遁般若見解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法師對般若的理解，與後世般若學者

相當，並無所謂對色仍存有假有的見解。且支法師若認為假有非空，仍存有「假有非

空」或「色相非空」之看法，何能說出「二跡無寄、無有冥盡」雙遮雙遣泯盡無餘之

境界。 

五、結論  

支遁的即色論，學者向來把它列為東晉六家七宗之一，並認為係魏晉玄學與般若

學交會期間，格義佛教的產物。支遁即色論的相關著作在歷史長河中，未獲後人保留，

均已佚失，導致後人無法直接理解其即色宗的宗義，加之僧肇於《不真空論》批評此

種格義般若之過失，凡此種種均讓支遁所主張的即色論蒙上一層面紗，無法窺其原

貌，此為後人研究即色論的一大困難，透過他人著作中的少數引文加以推敲，當然造

成誤解及偏差。 

本文根據支遁被引用於七處著作之引文，找出其核心理論加以分析，並認為其主

張的即色論，與僧肇於《不真空論》所主張的相同，本文立場與吉藏及日僧安澄的觀

點相同。 

本文的論點如下： 

一、 即色宗最重要的論點是「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此為其核心觀點，由此論

點，可以明了「即色宗」立名原由。即色宗所闡述的內涵為「即色而空，非色滅空」

之義，此為般若經所提出的般若正觀，與原始佛法析空觀或「色滅而空」是不同的。

故其既非原始佛教的色滅而空觀，亦非透過比附玄學而形成的格義般若觀。 

二、 「夫色之性，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而寂」僅係其論證的

                                                                                                                                        

的，其中有「恬智冥缴妙，缥眇咏重玄」、「中路高韻溢，窈窕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

游理間」。（《廣弘明集》卷 15，第 52 册，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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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過程，無法全面呈現其理論之要點。學者以色不自色批判其理論，有失公允，且

強解其意為未領色之非色。本文認為此句之義為：色的本性，色不是自有其自性的，

雖是色但當體是空的，正如知不自知，雖知卻空寂。 

三、 支遁稱「雖色而空，色即為空」，接著又稱「色復異空」。前句指出「色即

是(為)空」，後句再反復論述「色復異空」，與後世《華嚴法界觀門》真空觀所述：「色

不即空，以即空故」的論點是一致的，亦即色空的關係是不一不異、不離不即的關係。

「色復異空」此句，並非如後世學者所解讀的「於色之外，另外有一個空」，此種解

讀出來的空色關係是相離的。不僅與般若經所提出的色空關係不一不異不同，恐也與

支遁的原意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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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門慧開《無門關》及無字公案參法之特色 

 

 

李忠達∗
 

 

摘要  

無門慧開（1183-1260）所編纂之《無門關》是南宋著名的禪宗典籍。《無門關》

承繼大慧宗杲所發揚之看話禪形式，收錄四十八則公案，再加上頌古、評唱與詩偈，

藉由刺激禪修者之疑情，使心神長時間凝住在話頭上，以期達到開悟之效。其核心端

在唐代以來禪門盛行的「無字公案」上。自文獻觀之，趙州禪師開創「狗子有無佛性」

的公案原型後，黃檗希運、五祖法演等禪師對「無」字公案的評析，以及大慧宗杲建

立參話頭之理論，為其增添豐富的理論價值，也屬參究其他公案時的良好引導。無門

慧開本人藉由參此公案而得以開悟，其《無門關》書名之靈感也顯然得自其中。由於

漢語禪學界對《無門關》評析較少，故本文除對無門慧開及《無門關》撰作流傳之歷

史脈絡稍作考察，以及公案如何用運語言邏輯的矛盾，阻斷凡夫熟習的思維模式，引

起焦慮，進入修行狀態；亦將援引屬於西方靈修傳統中的《不知之雲》，與《無門關》

提倡之看話禪相比較。由於靈修者將長期隱蔽在黑暗中，無路可出，和參公案時下不

得轉語的緊張感高度類似，故本文亦試圖呈現兩種不同文化的修行傳統中，何以產生

此表面經驗的相似性，卻又彰顯其內在系統性的不同。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禪宗、無字公案、無門關、慧開 

                                                 
∗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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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無門慧開（1183-1260）所編纂之《無門關》是南宋著名的禪宗典籍。在日本及

西方的禪學界中，無論出家的僧人或與佛教信仰無關的學術研究者，都將《無門關》

視為重要經典，是最廣為人知也是最常被引用的禪宗典籍之一。1日本學者對《無門

關》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稍事整理，就能找到不下數十種之多，且代不乏人。2然

而，《無門關》在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卻十分罕見，筆者所知者一二部而已3。何以如此？

日本臨濟宗的發展非常蓬勃，宋代自中國傳入後，延伸出十餘家子宗派4，至今已有

八百年歷史。20世紀初，又因為鈴木大拙（Daisetz Suzuki，1870-1966）在西方世界

活躍的弘法活動，發揚臨濟宗的禪法，具有既深且廣的影響力，使得英語世界的禪學

研究無不刻印著鈴木大拙思想的痕跡。屬於臨濟宗經典的《無門關》就這樣從日本被

帶往西方世界，成為形塑今日禪學研究的重要基礎之一。 

在漢語世界的學術研究圈，缺乏對《無門關》的介紹和評析，不免是一件令人遺

憾的事。禪宗是漢傳佛教所創立的宗派，《無門關》是中國臨濟宗法嗣所編撰的典籍，

卻因為少為人知，今日反而要從日本及西方學界逆向輸入，造成漢語世界必須借助日

本與西方視角來重新了解自身文化的產物，未始不是一件饒富趣味的現象。他山之

                                                 
1
 如 Philip Goodchil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widely used collections of kōans(公案) is the 

Mumonkan(無門關). “Speech and Silence in the Mumonkan: An Examination of Use of 

Language inLight of the Philosophy of Gilles Deleuz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43, No 

1(Jan., 1993), pp.1-18. 另外，柳田聖山與梅原猛的對話中，也將《無門關》與《碧巖錄》《臨

濟錄》並列為「禪宗的三本聖經」。見柳田聖山著、毛丹青譯《禪與中國》（台北：桂冠，

1992），頁 142。案：柳田聖山本書另有吳汝鈞翻譯本，書名為《中國禪思想史》（台北：台

灣商務，1992），內容大略相同，但沒有收錄梅原與柳田兩人的對話。 

2
 如紀平正美《無門關解釋》（東京：岩波書店，1918），岡田正三《無門關の構造研究》（東

京市：第一書房，1936），金子白夢《無門關の新研究》（大阪市：青年通信社，1943），古

田紹欽譯註《無門關》（東京都：角川，1965），岡田無元《無門関参究》（東京都：竹內書

店新社，1988），飯田檔隠《無門關鑽燧》（広島県竹原市：少年窟道場，2004），原田祖岳

著、出口鉄城編《無門関提唱録》（東京都：原書房，2005），井上暉堂《無門関入門：禅

の悟りとは何か》（大阪市：朱鷺書房，2006）……等，各類研究與評析著作不下數十種。 
3
 如楊新瑛《禪宗無門關重要公案研究》（高雄市：高雄市佛光慈善會，1996）。 

4
 分別是建仁寺派、東福寺派、建長寺派、圓覺寺派、南禪寺派、國泰寺派、大德寺派、向

嶽寺派、妙心寺派、天鈴寺派、永源寺派、方廣寺派、相國寺派、佛通寺派、興盛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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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可以攻錯，本文縱使無力介紹整個日本及西方學界對《無門關》的研究成果，借

助當代的研究重新反思《無門關》在中國禪宗史以及禪修實踐上的意義，或許能夠提

出一些新的看法，對學界研究有所貢獻。 

因此，本文將對無門慧開編撰《無門關》的過程進行歷史的考察，將無門慧開參

禪修道的過程、在南宋的弘法活動，以及《無門關》的文字禪形式等進行分析。《無

門關》所記載的 48則公案及其評唱均能體現南宋禪法的特色，但第一則「無字公案」

是開宗明義的綱領，也將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參無字公案的傳統，自黃檗、大慧以迄

慧開《無門關》，形成以「無」為中心的參禪系統。由於其簡約的風格，並且將禪修

所需的功夫及開悟之境濃縮在一字之中，使無字公案不但在中國是最重要的公案之

一，也是日本臨濟宗與西方禪學界闡釋禪宗哲學時最重要的關鍵字。由此，西方學界

甚至將無字禪與基督宗教靈修的神祕主義對比，試圖從中挖掘兩種文化傳統間的共通

特質。本文試圖針對上述議題進行討論，以期拋磚引玉，一方面發揚漢傳佛教中的禪

修傳統，另一方面進行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 

二、《無門關》編撰背景及其流傳  

無門慧開禪師，俗姓梁，字無門，浙江杭州人。南宋孝宗淳熙十年生，理宗景定

元年卒，壽 78歲。慧開初禮天龍肱和尚為師，剃度出家。隨後遍訪善知識，於平江

府萬壽寺拜月林師觀（1143-1217）為師，並於其門下開悟。在月林師觀門下修行時，

慧開已經在參無字公案，並且成為他入道的關鍵。據慧開自述悟道因緣： 

山僧昔日在先師會中，只看一箇無字，六年下語不得。自發志剋責：「我若不

明此話，更去睡眠時，爛却我身。」纔困時，或廊下行道，將頭去露柱上磕。

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鼓聲，便理會得這話。次日入室，欲通所得處，先師

一見便言：「見神見鬼了也！」先師震威一喝，山僧亦喝。先師又喝，山僧又

喝。自此機鋒不讓。5
 

慧開前六年累積的功夫，以及他不眠不休的猛參精神，是之後聞齋鼓聲而得以悟道的

基礎。由於他的功夫全用在參無字話頭，等到他自己上堂演釋法義時，會將無字公案

當作首要功夫，也就不奇怪了。 

                                                 
5
 慧開說，普敬等錄《無門慧開禪師語錄》（《頻伽大藏經》171冊，北京：九州圖書，2000）

卷下，〈告香普說〉，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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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門關》與中國臨濟宗的宗風關係甚深，故此處有必要對慧開的師承法脈

做更細緻的解釋。北宋時期，臨濟義玄（約 767-866）後第七代石霜楚圓（986-1039）

法系分為兩派，一為黃龍慧南（1002-1069）所開創的黃龍派，一為楊岐方會（992-1049）

所創立的楊岐派。慧開是臨濟宗楊岐派的禪師，屬南嶽下第十八世。由於五祖法演傳

圓悟克勤（1063-1135），再傳大慧宗杲（1089-1163）這一系，對於宋代文字禪的發

展與無字公案的成立有重大關係，因此一同列表如下： 

 

楊岐派後來的發展超越黃龍派，成為影響力最大的臨濟宗派。下文將述及圓悟克

勤《碧巖錄》及大慧宗杲的看話禪理論，他們的貢獻為《無門關》建立起良好的基礎。

或許由於師出同門、法脈相連的關係，《無門關》編纂的形式、風格和禪修引導上，

處處都可以看出沿襲克勤與宗杲的痕跡。只是《無門關》的形式特別簡短精煉，雖然

也有頌古與評唱的部分，和《頌古百則》與《碧巖錄》等書相較之下，更平易近人許

多。初學者能夠扼要地掌握各類公案的面貌，熟參者也能在精要的文字中收攝精神。

由於有這些優點，使得本書成為利用方便的禪宗典籍之一。圓悟克勤和大慧宗杲對無

字公案的禪法有很大的影響，留在下文討論，此處暫不詳述。慧開編纂《無門關》，

正是處在這樣的背景之中。 

現在再考察看看《無門關》的成書過程。根據慧開的〈自序〉，《無門關》的撰作

機緣，始於南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 

慧開紹定戊子夏，首眾于東嘉龍翔。因衲子請益，遂將古人公案，作敲門瓦子，

隨機引導學者。竟爾抄錄，不覺成集。初不以前後敘列，共成四十八則，通曰

《無門關》。6
 

佛門參禪靜坐，往往在夏天雨季到來時，於寺內結安居，為期三個月。這項傳統從印

度流傳到中國。期間不僅有禪修，也會有禪師上堂開示。慧開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下，

蒐集古德公案，當作對信眾開示禪法的材料，並且加以評唱。《無門關》卷終的跋文

                                                 
6
 宗紹編《無門關》（《大正新修大藏經》48冊，台北：新文豐，1983），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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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紹定改元解制前五日。楊岐八世孫無門比丘慧開謹識。」7「解制」是結束夏

安居的時刻，亦即 7月 15日。解制前五日，表示《無門關》在 7月 10日就已經編成

了。但是這個時候編成的《無門關》，可能只是草稿，還有待後續的整理潤色。在《無

門關》卷首，有一則慧開獻書給宋理宗的短文，當中說到： 

紹定二年（1229）正月初五日，恭遇天基聖節。臣僧慧開，預於元年十二月初

五日，印行拈提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8
 

由此可知，《無門關》在紹定元年 12月 5日已經完成，並且印行流布，作為第二年初

祝賀皇帝生日的賀禮。此時的《無門關》，應該已經有卷首、自序、四十八則公案、

公案後評唱與頌語、卷終部分，結構與《碧巖錄》《正法眼藏》等均十分類似。理宗

淳祐五年乙巳（1241），又由孟珙重刊。重刊本中加入了無量宗壽的〈禪箴〉與〈黃

龍三關〉。次年，亦即淳祐六年（1242）七月，安晚居士又補入第四十九則公案，以

及他自己的評唱，加以刊行。這一年又恰好是無門慧開奉旨住持開山護國仁王寺的時

間。 

慧開與宋理宗之間的關係良好，並曾蒙皇帝賜號「佛眼」禪師。《無門關》的成

書、流布、重刊，或許都和理宗對佛教的友善態度有關。皇帝生日時，禪師獻書祝賀；

禪師又奉旨住持寺廟；其後，無門慧開又被理宗召入宮中祈雨。據〈開山護國仁王寺

語錄〉所載：「淳祐七年（1243），五月十一日，門司太尉張允顯恭奉聖旨宣引入內起

居。……師自十一日申時辭禁中歸寺，入後山靈洞默禱。」9至十四日，便有雨。祈

雨之事，頗涉幽渺，本文無從置喙。禪師與皇帝的關係親密，固然對於推動傳法有所

裨益，然而更難能可貴的，應該是慧開取得皇帝信任，可以坐致高位，卻從未利用這

層關係謀取權勢，也不曾因為這層關係而身陷政治的風暴中，反而安住在現有的地位

中，從事弘法利生的事業。不迷於人情、權位與名聲，反襯出慧開對人情世事的清醒

洞察。 

慧開住持開山護國仁王寺以及入宮祈雨的時間，距離《無門關》初成書已逾十年

之久。此時又出現一位與《無門關》干涉重大的僧人心地覺心（1207-1289），《無門

關》就是被他帶到日本去的。覺心是日本僧人，18歲出家，29歲於奈良東大寺受具

足戒，同年 10月前往真言宗本部紀州高野山，從傳法院主覺佛阿闍梨習密法，從禪

                                                 
7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9。 

8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2。 

9
 慧開說，普敬等錄《無門慧開禪師語錄》卷上，〈開山護國仁王寺語錄〉，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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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院住持退耕行勇禪師（1163-1241）習禪並受衣缽，又從道範闍梨習經軌。36歲受

菩薩戒。42歲有一段頗為奇異的經驗，當時覺心於殿中禪坐，「定中見從胸中提出許

多小蛇，覺後心意豁然，自知從前學解非究竟法。」10有了這次經驗之後，或許是感

覺到離最高的悟境尚有一段差距，次年覺心便有入宋之志。然而，覺心 43歲入宋，

至 47歲都沒有碰到令他滿意的禪師開導。他曾拜在無準師範（1178-1249）門下學習，

但師範不久便過世，覺心只好繼續參訪求師。宋理宗寶佑元年（1253），覺心登大梅

山時，偶然遇見同為日本來的僧人源心，源心介紹他去拜見無門慧開。覺心去了杭州

的護國仁王寺，見到慧開。他們見面的場景相當的戲劇化： 

無門才見，即擒住曰：「我道裏無門，從何處入？」師云：「從無門處入。」門

問：「汝名什麼？」師云：「覺心。」門即作偈曰：「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

佛如如，亘古亘今。」酬對數四，蒙印可。門復召曰：「汝來太遲生。」則擧

起扇子曰：「見麼？」師於言下大悟。11
 

經過這番大悟，覺心入宋時的志願似乎便滿足了。六個月後，他便告訴慧開有意回到

日本，慧開並不挽留，將師父月林師觀的語錄以及自己編撰的《無門關》贈予覺心，

讓他帶回日本。覺心請求一偈，慧開云： 

心即是佛佛即心，心佛元同亘古今。覺悟古今心是佛，不須向外別追尋。 

又有贊曰： 

用迷子訣，飛紅爐雪。一喝當鋒，崖崩石裂。有時方便以無字，爲鐵掃箒，蕩

四衆疑；有時拍盲似有意，揮麁拳頭，結千聖舌。化生蛇作活龍，點黄金爲鈍

鐵。去縛解粘，抽釘拔楔。更將佛祖不傳機，此界佗方倶漏泄。12
 

隨後，覺心便帶著《無門關》以及慧開留給他的法像、偈與贊回到日本，多年來不斷

與慧開有書信往還。覺心也成為西方寺（後來的興國寺）住持，並於死後由後醍醐天

皇封為國師。覺心的渡海取經，也使得《無門關》成為日本臨濟宗的經典。 

                                                 
10

 聖薰編《鷲峰開山法燈圓明國師行實年譜》，收於《續群書類從》（東京：經濟雜誌社，明

治 35-昭和 3年[1902-1928]）第九輯上，頁 350。文中有關覺心生平的內容，均根據此《年

譜》撰寫。 

11
 聖薰編《鷲峰開山法燈圓明國師行實年譜》，頁 352。 

12
 聖薰編《鷲峰開山法燈圓明國師行實年譜》，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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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字公案—從祖師禪到看話禪  

上述對《無門關》的介紹，還圍繞在禪師的傳法系譜、書籍編撰等外部的歷史狀

況上。雖說禪非文字語言可說，其修練過程與覺悟之境均有不可思議的部分在，但要

更進一步的了解《無門關》，仍然必須設法討論禪內部的思想核心。由於《無門關》

特意標舉「無字公案」，便提供我們一個極佳的切入點，由無字公案來闡述《無門關》

禪法的特色。 

當「無字公案」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它發生在唐末趙州從諗（778～897）禪師與

參學者的機鋒問答中，針對「狗子有無佛性」的問題做出回應。禪師的機鋒問答，猶

如戰場上短兵相接，當機不讓，極盡犀利之能事。一但稍作擬議，不免落得棒喝交加，

打出山門的窘迫。它和日常生活是融為一體的，已經不是隱居深山靜坐冥想而來的神

祕境界，任何事物都可以藉以表達禪師對禪的體悟。柳田聖山認為：「到這時，源自

印度的神祕冥想和山居修道的隱遁性都被昇華了。在這期間的禪語錄中，可以聽到牛

馬的嘶叫，嗅到豆腐、醬油的氣味。甚至提出狗有無佛性的問題，這種問題也只有在

這樣的環境中才能形成。」13即便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也包含著深刻的意義，學佛而期

待覺悟的人無須追求苦行、神通，也不必通讀如山如海的經典，融鑄成一套新的哲學

體系。因此，柳田甚至用「純禪時代」來區別這個時代的禪風與宋代的公案禪風。14
 

問題是，從日常生活中當機發用的問答形式，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記載在《語錄》

以及諸多《燈錄》中的公案呢？閱讀文獻記載的公案，並且將心智專注在過去高僧大

德的轉語中，這種看話禪的風格顯然和趙州時代密切融合日常生活的禪風大不相同。

宋代文字禪的風行，雪竇重顯（980～1052）的《頌古百則》是一大里程碑。該書取

一百則禪門公案，於每一則公案之後以偈頌發揮其旨趣。圓悟克勤又取《頌古百則》

加以垂示和評唱，再由弟子編輯為書，成為《碧巖錄》。《碧巖錄》是禪與文學的典範

                                                 
13

 柳田聖山著、毛丹青譯《禪與中國》（台北：桂冠，1992），頁 107。 

14
 「純禪時代」一詞也為聖嚴法師所使用，他為純禪時代下了四個定義，分別是（一）不廢

經典教義，但不死於經句的拘泥，乃在活潑潑地把捉住佛的精神所在。（二）沿用佛群的一

般術語，以提攜全部的佛法為主眼，未嘗企圖建立一宗一派的門庭。（三）他們有濟世化眾

的悲心，不陷於一般小乘禪者的厭世主義，或閒雲野鶴般的自然主義道家色彩，也不以神

異來做號召，固守平實穩健的大乘佛教的精神。（四）鼓勵坐禪的功夫，尚沒有話頭可看或

公案可參，當然也有棒打及吆喝的方法。參《禪宗的歷史與文化》（台北：新潮社，1991），

頁 103。因柳田對禪宗歷史的分期及其理由與聖嚴法師不盡相同，故本文僅將聖嚴法師之

說附註於此。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816 

之作，曾被譽為「宗門第一書」。閱讀《碧巖錄》一類禪籍，需要極高的文字素養，

才能正確的解讀偈頌的意義；此外，讀者還需要對歷代禪師的公案十分熟稔，才能掌

握公案發生當下的原始脈絡，並理解後代的評唱與前代祖師典故之間的關聯；為了滿

足上述兩個條件，讀者必須是具備深厚古典文化素養，又遍覽佛典與禪宗燈錄的知識

分子。由於進入的門檻高，文字禪的世界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卻並非所有人都可一窺

堂奧。更何況有一項更重要的條件還沒列入：習禪悟境被祖師認可的人，才有資格宣

稱他能正確的解讀這些文字的意義。與禪宗初興時的祖師禪相比，文字禪與日常生活

的言行舉止距離遙遠，也隱隱約約和不立文字的教誨相互牴觸。 

因此，重顯和克勤都因此遭致批評，認為他們破壞了禪修的風氣15。但文字禪的

風氣大盛，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大慧宗杲曾經取乃師克勤《碧巖錄》之刻版盡數焚毀，

以闢其說；但宗杲屏居衡陽時，也取禪宗古德的機鋒語錄加以拈提，編為《正法眼藏》

三卷，並自云：「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溈仰、法

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16宗杲提倡看話禪，又特別教人參趙

州的「無字公案」。而與宗杲同時的天童正覺（1091～1157），也編有《頌古》之作，

由萬松行秀（1166～1246）加以評唱，成為《從容庵錄》，與《碧巖錄》號稱禪門雙

璧。各種公案的編選和評唱一一出籠，並由禪門風靡到士大夫的生活中，成為不可遏

抑的一股趨勢。由此可見當時參禪風氣之一斑。 

《無門關》的編撰，就是在文字禪風氣盛行的條件之下，應運而生的。《無門關》

選取祖師公案，加以自己的評論，並以偈頌表達編者的意見，從種種形式上的類似度

來看，它當然是重顯、克勤、宗杲等人文字禪風的後繼者。但是《無門關》與《碧巖

錄》《從容庵錄》等禪籍不同之處，在於它異常精簡的風格，公案舉則、評唱與偈頌

都極為扼要，皆不過兩三句、四五句，和其他禪籍重重複複的評唱相比，格外予人清

新之感。即便是禪宗的初學者，閱讀《無門關》也能在短時間內熟悉數十則著名公案，

                                                 
15

 如心聞曇賁云：「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

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為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

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為《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

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

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淨善重集《禪林寶訓》，《大正新修大藏經》48 冊，台北：新

文豐，1983，頁 1036）。 

16
 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新修大藏經》47冊，台北：新文豐，1983）卷 29，頁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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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略看公案的禪修模式。可以說這是一本針對實際禪修而設計的公案選集。或許是感

受到當時參禪風氣所引起的一些爭議，讓無門慧開選擇這樣的修正吧。這時再來看《無

門關》所收的無字公案及其評唱，便能對其修禪風格的特色有一較明確的理解。 

首先是趙州禪師的無字公案原型： 

（其一）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師云：「無。」 

學云：「上至諸佛，下至蟻子，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無？」 

師云：「為伊有業識性在。」17
 

（其二）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師云：「家家門前通長安。」18
 

趙州兩段問答，是在不同場合對不同學人的應機說法。這正是禪門接引學人的特色。

在這兩則問答中，趙州對「狗子有無佛性」的回答恰好相反。其一說狗子無佛性，其

二說「家家門前通長安」，象徵著人與萬物皆有佛性，都能成佛。由於兩則問答產生

於不同機緣，若想用一套體系一致的理論去解釋，很可能落於白費心思的窘境。趙州

每次回答的立場前後不一，甚至答非所問的特性，本身就是禪門問答的特色。因為禪

宗的話語機鋒，有意阻斷平常邏輯性的思維習慣，使人產生沒有解答、無路可走的窘

境。19趙州的奇言畸行甚多，和他在別處的講法相比，無字公案的兩則對話原型不見

得多麼突出。趙州的言行雖然廣為流傳，但是無字公案長時間沒有受到太多重視，無

論五代末成書的《祖堂集》或北宋初年的《景德傳燈錄》，都沒有記載這則公案。無

字公案的被發現、表彰，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慢慢發展的過程。 

目前已知的文獻中，最早引用無字公案作為禪法教學的禪師是黃檗希運（？～

849），他的時代與趙州相當。他說： 

                                                 
17

 鈴木大拙鈴鈴，鈴鈴鈴鈴鈴鈴國譯《趙州禪師語錄》（東京：春鈴社，昭和 39 年[1964]）

卷上 132條，頁 25。 

18
 鈴木大拙鈴鈴，鈴鈴鈴鈴鈴鈴國譯《趙州禪師語錄》卷中 363條，頁 61。 

19
 關於趙州的語言風格，可參歐陽宜璋《禪問答中的模稜—趙州公案的語篇分析》（台北：書

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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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箇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吃飯處、阿屎放尿處，心

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

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20
 

這則語錄被視為禪宗史上第一次運用公案的記載，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它的出處可疑。

如果仔細比較這段語錄與後世禪師教人看無字公案的話語，就會發覺其中的相似之處

極多。所述參無字公案的過程，在黃蘗現有的文獻中，看不到相應的紀錄。再加上這

段記載可能遲至明代方才出現，或許是宋代以後看話禪的文字流入《宛陵錄》中而

成。21
 

時至北宋，臨濟宗楊岐派的五祖法演，曾針對無字公案做出評論，這則文獻的爭

議便比較少： 

師云：「大眾爾諸人，尋常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爾若透得這一

箇字，天下人不柰爾何。爾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出來道看。

我也不要爾道有，也不要爾道無，也不要爾道不有不無，爾作麼生道？珍

重！」22
 

法演要參學眾人參透「無」字，用一無字收攝有、無、不有不無各種答案。參學者若

能超越語言思維的有、無分別，才能做出正確反應。趙州原先隨機應對的問答，現在

已經被當成指導禪修的教材來看；但更重要的是，法眼並不要求學人去理會趙州問答

的原始脈絡，不拿其他的公案來做對比，也不給予任何參究公案的提示，僅只是把一

塊天大的疑團丟給學人，要人憑空去破解公案的意義。值此之故，儘管無字公案仍是

文獻教材，而非日常生活中活潑潑的機鋒語，但在參無字時，所有佛典裡的理論和輔

助解釋的手段都是無法起作用的。或許因為把參禪的手段精煉到「無」一個字之上，

能成為參禪者收攝心神的焦點，所以這則公案才能煥發出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吧。法演

對無字公案的提法，徹底刷新了學人利用公案的型態，而看話頭的參禪風格也在此嶄

                                                 
20

 裴修集《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大正新修大藏經》48冊，台北：新文豐，1983），頁 387。 

21
 關於這段記載的真偽問題，可參考忽滑谷快天《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宇井伯壽著、呂寶水譯鈴《黃檗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歐陽宜璋〈趙州無字公案的疑與參〉（清雲技術學院《佛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 5鈴）

有專立一節，討論「狗子無佛性公案來源與時代的疑問」。 
22

 才良等編《法演禪師語錄》（《大正新修大藏經》47冊，台北：新文豐，1983）卷下，頁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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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頭角。 

法演的弟子，一支傳到大慧宗杲，一支傳到無門慧開，兩個人都是看話禪的提倡

者。可見參究無字公案在楊岐宗禪法中，是行之有年的教學傳統。宗杲是提倡看話禪、

參無字公案的著名人物。比起慧開，宗杲更有資格稱為看話禪的理論建立者。他鼓勵

學者提起疑情參究公案，最終參破而得到開悟。他說： 

疑情未破，但只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移逐日許多作妄想底心來話頭上，則一

切不行矣。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是

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箇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

歸家穩坐處也。此外別無奇特。23
 

除此之外，宗杲教人參無字公案的例子還有很多，因與《無門關》關係不大，故於正

文中不煩一一舉證。24值得一提的是，大慧宗杲教人參無字公案，除了超越言語思維

的分別之心，以便覺悟禪境之外，還經常提及「無」字具有收攝妄念的功能。當參學

者將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在一個問題上，時時刻刻緊抓不放，排除掉所有虛幻的想像，

不在語言文字上計較思量，便有機會徹底擊破雜染的心識，領悟實相。這一點，與佛

教中一心持名念佛，或者靜坐數息的概念相似，它們同樣是幫助修行人將心志專注在

一點的輔助手段。但是，大慧的禪法又與靜坐守心的禪法有所不同，他最反對參學者

只學靜坐、不求妙悟，認為這是「默照邪禪」，用力越多，越容易誤入歧途；而參無

字話頭，可以給人一條新的入道途徑，避免落入默照禪的窠臼。25
 

宗杲的提倡，對於參學者熟悉無字公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後，慧開在他的

                                                 
23

 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2，頁 903。 

24
 如〈示鄂守熊祠部（叔雅）〉：「千萬記取：世間情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前日已曾上聞，

但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纔舉起這一字，世間情念自怗怗地矣！

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誤。千說萬說，只是這些子道理。驀然於無字上上鈴性命，這些道

理亦是眼中花。」（《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頁 899）、〈示妙明居士（李知省伯和）〉：「疑

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忘，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和

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這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

上，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既不行，則疑生死來去底心將上矣。」（《大慧普覺禪師

語錄》卷 23，頁 911）、〈答樓樞密〉：「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驀然無心撞破漆

桶，便是徹頭處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9，頁 938）……等。 

25
 相關討論，可參見鄧克銘〈大慧宗杲禪師禪法之特色〉（《中華佛學學報》第一期，1987，

頁 28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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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錄中，也曾提起：「開善謙和尚同竹原菴主在大慧和尚會下。只參箇無字。」26可

見對宗杲教人的手法並不陌生。因此，《無門關》將無字公案列為第一則，就不令人

驚訝了。慧開評論無字公案說：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

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者一箇「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門

關」。透得過者，非但親見趙州，便可與歷代祖師把手共行、眉毛廝結，同一

眼見、同一耳聞，豈不慶快！莫有要透關底麼，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

通身起箇疑團，參箇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吞了箇熱

鐵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蕩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

如啞子得夢，只許自知。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如奪得關將軍大刀入手，逢佛

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且作麼生提

撕？盡平生氣力，舉箇無字，若不間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27
 

顯然地，無門慧開的法名，以及《無門關》的命名，都與此「宗門一關」脫不了干係。

《無門關》對於如何參公案的提示，許多關鍵字句在上文中所引述的禪師語錄中，都

曾經出現過。如「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出自法演：「我也不要爾道有，也不要

爾道無，也不要爾道不有不無」；「且作麼生提撕，盡平生氣力，舉箇無字」也出自法

演說的：「尋常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而「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可

謂脫化自宗杲之語「但舉箇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因

此，如果從禪宗參禪及教學法的歷史發展來看，《無門關》大體上承襲著前輩的路線，

當無疑義。 

慧開把參透公案的關卡稱為「無門」，又把參禪的關鍵原則稱為「心路絕」，展現

典型的禪門特色。如果參禪想要入門卻沒有門可以入，如果參禪善用其心卻又要斷絕

心路，那該如何下手？乍看之下，這條參禪覺悟的途徑被說成是「無門」，本身就是

一大弔詭。慧開在〈無門慧開禪師自序〉說過，《無門關》的編纂，是「將古人公案，

作敲門瓦子，隨機引導學者」。他又說：「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既是無門，且作

麼生透？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始終成壞。……何況滯言句、

                                                 
26

 慧開說，普敬等錄《無門慧開禪師語錄》卷下，〈告香普說〉，頁 18。 

27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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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解會，掉棒打月，隔靴搔癢，有甚交涉！」28在佛教的思想中，「因緣」的教義，

指出萬物皆互相依存，而非獨立存在的實體；因緣生生滅滅永無止盡，塵世間事總是

無常，萬法本身並無自性。禪的悟境直指實相，因此不能依傍其他外緣來闡釋，也無

法藉著任何理論說明和固定的修行程序，來保證覺悟。若始終在語言文字和邏輯理解

上打轉，就不可能得到覺悟。公案既然是「無門」之關，代表學人能夠藉著參究公案，

體認到思惟分別皆屬虛幻、因緣起滅並無自性，並達到覺悟之境。覺悟之境並無自性，

因此不可以說有；而沒有通往任何目的地的關卡，又如何能夠謂之「關卡」？依見性

可以成佛的原則來看，人之覺悟與否，端在此心迷悟的一念之際，除了人自心的無明

執著以外，從來沒有任何事物障礙人的覺悟；覺悟是自性本然的狀態，而不是透過學

習而得到的目標，又怎麼能夠說有一法門可入？就「無門為法門」這一點來說，慧開

解釋的已經遠比趙州要多，也比只丟一團疑情給人的法演講得更詳細，用禪宗的話來

說，就是「老婆心切」了吧。 

《無門關》對參話頭的指點，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長時間、痛苦而迷昧的參禪狀

態中，要如何保持勇猛精進，並將精神始終投注在「無」字之上。在這一點上，慧開

沒有說明什麼技巧可以使用，也沒有提供理論上的幫助，只能抱著「久久純熟，自然

內外打成一片」的盼望堅持下去。慧開在語錄中曾經如此對學人開示： 

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諸方拈者甚多，提撕者

不少。這一箇「無」子單提獨弄，參這一箇「無」字，成佛底如雨點。信不及

者，虛度時光。參禪別無華巧，祇是通身要起箇疑團，晝三夜三，切莫間斷。

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便與虛空打成一片，便與山河大地打成一片，

便與四維上下打成一片。豈不見道，盡大地是學人自己，盡大地是箇解脫門，

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空生大覺

中，如海一漚發。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上至非非想天，

下至風輪水際，不消一箇咳嗽，周匝有餘。若向箇裏見得，無三界可出，無涅

槃可證，情與無情同成正覺，地獄天堂皆為淨土，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諸戒定

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靜閙閑忙，頭頭合轍。從來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從來

著衣不曾掛著一縷絲，從來說話不曾開口、終日行未嘗擡脚。29
 

                                                 
28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2。 

29
 慧開說，普敬等錄《無門慧開禪師語錄》卷下，〈告香普說〉，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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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破參，參禪者從中領悟的境界便通透宇宙，東西南北上下任意運轉，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這個不可思議的境界是怎麼成就的？從「妙悟要窮心路絕」來看，首要的

原則是讓心思完全被疑情滲透，進入純粹的專注和靜默，不再主動去作意分辨，任何

將心智體驗概念化、對象化的舉動都徹底平息。謬誤的心思只會導引人走向謬誤的目

標，甚至將心思除去的意念亦然。博山无異元來（1575-1630）曾經提醒參禪人：「縱

遏捺得身心不起，如石壓草，若死得識心成斷滅去，正是落空亡外道。若斷滅不去，

逢境緣時即引起識心，於澄湛絕點處便作聖解，自謂得大悟門。縱則成狂，著則成魔」。
30正因參禪路上種種的魔障，為了避免落入斷滅與狂魔兩種陷阱，慧開說參禪功夫「別

無華巧」，只有「切莫間斷」和「久久純熟」兩個要點，讓人不要一時克制不住動用

小聰明，或許更為穩妥些。 

地獄天堂皆淨土，智慧愚痴皆般若，這種矛盾語類似於「煩惱即菩提」的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煩惱即菩提」是將《六祖壇經》中的「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

即菩提」濃縮成的句子，如果真的把持著字面上的意思，認為煩惱也是解脫，就大大

違背《壇經》的原意了。雖然「智慧愚痴通為般若」等話語嚴重牴觸我們平常對好壞、

真假的判斷標準，然而，好壞、真假、有無這些兩元對立的思考模式，都是參禪路途

上必須破除的障礙。慧開等於是從反面來說，要撤除分別之心，才得以見證真如。吃

飯未曾咬著米、著衣未曾掛著絲、說話未曾開口、行走未曾抬腳，這些也都是邏輯上

明顯矛盾，在現象世界中不可能存在之事。光是檢視《無門關》中所收公案，運用到

邏輯矛盾的悖論式公案就有好幾則。比如「州勘庵主」：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舡處。」

便行。又到一庵主處云：「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

能殺能活。」便作禮。31
 

趙州對舉動完全相同的兩個庵主下不同的評價，是這則公案的玄機所在。但是我們絕

不能預設趙州根據某些隱藏的條件來做判斷，慧開說：「若道二庵主有優劣，未具參

學眼。若道無優劣，亦未具參學眼。」32幾乎一模一樣的場景，出現在「二僧卷簾」

這則公案中，清涼文益（885-958）對兩位捲簾的僧人評價為「一得一失」，慧開雖然

                                                 
30

 成正集《博山參禪警語》（《頻伽大藏經》165冊，北京：九州圖書，2000）卷下，〈示疑情

發不起警語〉，頁 76。 

31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4。 

32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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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參禪人去參誰得誰失，但又特別提醒「切忌向得失裡商量」33，可見關鍵並不在

得失上頭。不僅這兩則公案，《無門關》所收的其他公案也經常隱含著兩元對立的結

構。將對立的兩極雙遣，逼出來的答案才是真淨土、真般若、真梵行、真中道。無門

慧開評唱無字公案，頌曰：「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34狗子

佛性指無字公案，全提正令指完全揭露佛法的真理。而參破公案的條件，便是不落入

有無、是非、好壞、先後等等二元對立觀念的束縛之中。而不落兩邊，有同時收攝兩

邊，就是用一個「無」字來代表。 

四、《無門關》與《不知之雲》的神祕主義靈修  

在歐美及日本禪學界，經常受到一個問題的困擾：倘使禪的境界不可思議，學術

研究要怎麼去討論禪？這個難題出現，是受到鈴木大拙的影響。鈴木詮釋下的禪，是

「非理性的、非吾人之知性所能領會」者；他在與胡適論禪時，把胡適視為尊重客觀

證據的歷史學家，但是禪的存在「是一種無可複製的獨特存在，而這種獨特性，以其

形而上或最深的意義而言，只有他本人可以以直覺覺之。窺視它的內在情況，並非歷

史學者所能辦到的事情。」35若非身為局內人的禪修者，無法取得這種內在的直覺式

的感悟；更何況就禪的終極意義而言，禪也是無法以語言文字描述，並被知識性的理

解。因此，鈴木在書寫禪並且向西方讀者介紹禪的時候，並不令人意外的開始援引基

督宗教的神祕主義靈修傳統，像是把禪的內在經驗比擬為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的靜默主義，或者以史賓諾沙（Baruch de Spinosa）的「直覺知」來解釋「般若知」；

鈴木透過西方神學所熟悉的語彙及觀念，將禪介紹過去，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洋格

義。36由此看來，將《無門關》的禪修與 13-14世紀間佚名的神祕主義靈修著作《不

                                                 
33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6。 

34
 宗紹編《無門關》，頁 293。 

35
 鈴木大拙〈禪：敬答胡適博士〉，收於《禪宗的歷史與文化》，頁 65。 

36
 然而，鈴木的作法並非無可挑剔。在當代禪學界的反省中，就認為西方世界接受的禪學，

是以超越啟蒙理性、非邏輯、非歷史的型態登場，恰好符合當時西方哲學界對理性主義的

反省潮流。禪宗的思想性格，由於位在西方理性哲學的邊緣地帶，剛好可以彌補其不足之

處。龔雋便認為：「鈴木禪的敘述之所以一度流行於西方世界，與其說得益於他對禪宗哲學、

歷史、心理學和神祕主義等多方面的博學知識和洞見，毋寧說更多地源於他對於禪學的書

寫策略。即是說，經過鈴木大拙的『創造』，而不是由嚴格的知識學所敘述的禪，正因應了

當時西方所面對的，由文化差異而引出的文化相對主義的困局。……西方人對於這種『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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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雲》相比較，可以說是延續著鈴木問題的路線，做更具體且進一步的思考。 

如果《無門關》和《不知之雲》的比較，呈現出某些人類的經驗在終極上具備類

似的特質，則這種比較研究對於揭露宇宙、人生的實相，將帶來莫大的好處。跨文化、

跨宗教的比較研究，對於信仰之間的對話交流固然極為有益，不過任何兩種誕生於殊

異文化的修行系統比較，都必須先建立起某些穩固的比較基礎，以免無的放矢，或者

過度放大其中一部分的共同性，而忽略兩者間更巨大的差異性。同時，任何對異文化

不了解而預設的成見，以及自我的文化本位主義都要極力地避免。37《無門關》和《不

知之雲》有沒有可以比較的基礎呢？佛教與基督宗教神學對於神秘經驗的解釋大相逕

庭，而且神秘經驗又是最具主觀性，而難以用客觀標準觀察甚至描述的體驗，比較兩

者的困難度不可謂不大。幸好，在我們觀察兩者對於參禪和靈修歷程的描述之際，確

實發現許多難以忽視的類似性，足以支撐起本文所做的起碼的比較。 

從上文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無門關》所記載的每一則公案，都無法使用平常的

理性分析去解釋，參禪者必須停止心靈去分辨以及概念化的官能，避免被無明所扭曲

的知覺和意識干擾，才能讓世界和人生的實相顯露出來。在修行過程中，無法參破公

案的困擾會不斷的糾纏著心靈，如同烤得火熱的鐵丸嚥在喉嚨裡面，吞又吞不下去，

吐又吐不出來，痛苦難當；所有的學問知識、平常熟習的思維模式都幫不了忙，不論

嘗試著下多少轉語都會被師父喝斥打罵。如果修行人沒有下莫大的決心，把參禪當成

生死攸關的大關卡去闖，就無法堅持下去。然而就在這個艱難的過程中，某種奇妙的

心靈轉化開始發生。久而久之，禪修者覺悟實相的那一刻，可以是被一聲鼓、一道雷

所觸發，也可以是吃飯喝水之際看見某種觸動心靈之物而猛然驚醒。覺悟的剎那，就

像是活在黑暗中的人乍見陽光的漆桶底脫，或是被繩索重重綑綁的人忽然解開束縛，

又像是死絕死透之後重新甦醒一般，看待整個世界的方式徹底地轉化。有時候，覺悟

者會感覺自身與山河大地交融一遍，並由此升起對萬物深刻的慈悲之心。用慧開的話

來說，就是與內外、虛空、山河大地、四維上下「打成一片」的體驗。類似這樣的經

                                                                                                                                        

相』的禪學觀念的接受，正是表現了西方文化自己製造出的產品。」（龔雋《中國禪學研究

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95-196） 

37
 鈴木大拙在引介禪宗到西方世界時，便受到 Faure的批評。Faure發現，鈴木大拙的禪學背

後，隱藏著禪與日本民族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緊密關聯。鈴木把日本的臨濟禪推崇到能超

越一切東西方神祕主義傳統的地步，並將日本文化優越論和排他性滲透到他輸入西方的禪

學內。見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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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在《不知之雲》也是存在的。 

《不知之雲》作者所提倡的靈修，名為靜觀（contemplation，另一個譯法是默觀）。

靜觀和默想（meditation）不同，默想功夫是靠理智和記憶的，比如閱讀《聖經》或

聖人傳記的同時，透過記憶、想像和理解，去揣摩經中教導的義理，並設身處地的感

受書中人物的心態和處境。靜觀則不然，它不是剛入門者就能夠應用的功夫，而是默

想功夫全然平息之後，進入更深沉的精神狀態。靜觀的目標是更靠近人所不可思議、

不可理解的上主，並呼喊著與上主的合一。在靜觀中，唯一的原則就是將心神投注於

上主，無須作特殊的動作、思考，並且忘卻自我的存在。令人意外的或許是《不知之

雲》極少提及耶穌，或是死而復活的神蹟，而只關注作為一種純粹的、無限地存在的

上主。在此，請不要誤解這裡的上主是以人類形象出現的神祇，基督宗教神祕主義傳

統中的上主，是一位不可思議，沒有任何形象、特徵，也不可用語言描述的存在。除

非祂主動化作人間的形象啟示給人類，否則人類既不可能瞭解祂，也不可能察覺祂以

任何形象存在。在人類與上主之間，就像是隔著一道無法穿透的烏雲，讓人難以憑有

限的理性而了解。 

那麼，不可思議的、無法理解的上主要如何靠近？這就是《不知之雲》的關鍵課

題。首先，靜觀中人可以準備好自己，成為能接受恩寵，並與上主合一的容器。準備

好的條件是，靈修人必須斷絕一切理性的、知識性的思維活動，即便是好奇的、帶有

求知慾的念頭也要斷除。《不知之雲》說： 

通常在開始階段，心神渾渾噩噩一無所感，宛如遭遇到一朵不知之雲（cloud of 

unknowing）。你自覺一無所知，除了懷有一片至誠朝向上主之情，一無所感。

雖嘗試各種方法，仍撥不走你與上主間的那朵陰暗之雲。你會感到落空，因為

你的心神無法抓住祂，你的心也品嘗不到愛祂的甘飴。但願你安住在這晦暗

中，努力不斷回到這個晦暗裡，聽憑你的心，向所愛者吶喊。38
 

我所說的黑暗是指不可理解。當你無法理解一件事時，你的視線看這件事豈非

感到黑暗？這就是心神的眼看不見什麼。就像這樣，我不說有朵雲，而說有朵

「不知之雲」。原來，在你與上主之間，隔著一片無法理解的黑暗。39
 

在晦暗的靜觀之愛中，你該隨時屏棄不可避免闖入腦海的一切清晰意念，如果

                                                 
38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台北：光啟，2004），頁 20。 

39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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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征服它，它必然要征服你。……務必堅決地屏棄一切清晰的意念，不管它

是多麼聖善或甘飴。40
 

靈修者停止理性思考，並因為對其目標的無法理解，而停住在痛苦的黑暗中。儘管如

此，他還是要懷抱著盼望，專心一志的把精神專注在上主身上。在靜觀過程中，除了

要忍受完全無法理解上主的黑暗之苦，還要「在你與一切受造物之間放上一朵坐忘之

雲（cloud of forgetting）……要對任何受造物都不在意，不論它是物質或是精神，也

不管它的情況與作為是好或壞。」41如果將心神分散到上屬意外的任何事物，都會形

成靜觀的障礙。當靈修者能夠忽略外在事物和內心的意念後，可以更進一步徹底放棄

自我中心的意識，「你也該忘掉自己，以及你為俸侍上主所做的一切。……因為你的

一切認知和經驗，深深扎根於你的自我認知和經驗。在靜觀中一旦忘掉了自己，別的

種種也就容易忘掉了。」42在深層的靜觀時，甚至於會達到忘掉時間、空間以及肉身

的程度。為了在靜觀時集中精神，《不知之雲》還建議靈修者選取一句短語，「把一切

心願濃縮成一句話，以便於記住……隨後，把它銘刻心頭，任其自然地留在那裏，這

句話將是你在衝擊與安寧中的護衛，用這句話去敲擊在你上面的那朵烏雲。」43靈修

者不應注意這個短語的意義，而是用它去克服分心，專注在渴望上。這個字短語能夠

使他在精神之高峰上保持警覺和待機而動的姿態。 

《不知之雲》的靈修並非對奇蹟的渴求，真正的靜觀中不追求神魂超拔、狂喜、

靈魂脫離肉身或是絕頂的高峰經驗。相對的，《不知之雲》提醒讀者要遠離一切奇異

的經驗，這些經驗都不是靜觀的目標。冒牌的靜觀者經常會出現脫軌的行為，比如呆

呆地凝視遠方，或突然瘋狂工作，有人的眼睛看來像瀕死的、受傷的動物，有人永遠

露齒而笑，說話輕浮的女學生，或沒有教養的傻小丑，有人會發出尖銳的叫聲，也有

人會莫名的悲鳴與啜泣。但是真正的靜觀者，日常生活如同既往的樸素實在，並且浸

潤在隱微的、純粹的平安之中。他生活在生命的核心，不做引人注目的舉動，然而上

主的恩寵卻在深沉的、靜默的內心中起作用。直到靈修者超越自身，其心神藉著愛與

意志而與上主完全契合，「在這個時機可以說：上主與你不再是二，而是屬靈的合一

了；誰想有這種靜觀所導致的合一經驗的人，按《聖經》的指證，實在可稱作是神，

                                                 
40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頁 38。 

41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頁 27。 

42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頁 109-110。 

43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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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你仍遠遠遜於上主。」44
 

《不知之雲》的論述對於漢語的讀者來說，或許十分陌生。其實在基督宗教中，

它的靜觀靈修都屬於較小眾的神學派別。如果把《無門關》提倡的看話禪與《不知之

雲》的靜觀對比，不難發現幾點相同之處。其一、兩者都強調對修行目標全心全意的

投入、專注和持續性，用生死攸關的危機感，來使心神不被其他事物及意念所分散，

並且絕對相信覺悟或與上主合一是真實存在之事；其二、兩者都強調要排除理智的、

知性的作用，並且主張修行的目標絕無可能用一切語言文字加以描述，也無法能透過

知識性的手段來加以理解；其三、兩者都認為在深層的修行中，要忘卻自我的存在，

讓意識的作用平息下來，也唯有在這種狀態中才能覺察世界的實相，或者接收到上主

的恩寵並與之合而為一；其四、兩者都描述了一段在無法理解的痛苦中掙扎的修行過

程，這段過程既是必經的，對於覺悟的目標也是有益的；其五、兩者都重視取一兩個

關鍵字句，作為修練時專注的對象。禪修選取的是「無」或「父母為生前本來面目」

這類話頭，而靜觀則是選取短禱的禱詞；其六、兩者都很注意分辨假的覺悟與冒牌的

靜觀，凡是由外緣引發的境界，都很容易使人發狂成魔，要不然就是落於頑空，同樣

的，由想像、推理和心中不正常的渴望所引發的種種幻覺，都不會是與上主真正的合

一；其七、禪修的覺悟境界和與上主合一的神祕體驗中，人都會感到自我存在的徹底

消融，又清醒覺察到存在的奧秘，以至於造成整個對待世界的態度天翻地覆的轉

化。45
 

首先，在《不知之雲》的靜觀中，很重視愛的作用。這種愛，有情感性的部份，

就像親子之間、男女之間、朋友之間的情感一樣，也有非情感性的部份，專指人類對

終極存在的敬慕與嚮往。愛就像是箭矢，靜觀者唯有用愛的箭矢像烏雲射去，才能穿

透烏雲抵達上主身邊：「讓你溫和的渴慕，堅定愉快的越過那朵雲，衝破那上面的黑

暗。是的，要不斷地用渴慕之箭，向不知之雲射去。」46然而，如此強調愛的作用，

在《無門關》的禪修中是不存在的。雖然佛教徒透過念佛、稱誦佛號與憶想佛菩薩以

表達崇敬之情，是經常可見的，不過念佛的效果很少指向任何種類的神祕體驗。用愛

為媒介，連結靈修者與上主，這種人神之間的串聯不存在於禪修之中。喜怒哀樂的七

                                                 
44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頁 167。 

45
 本段論述，有取於 David Loy, A Zen Cloud? Zen “Koan” Practice with “The Cloud of 

Unknowing,”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Vol.9(1989), pp.43-60. 然而 David Loy將《無門關》

與《不知之雲》的差異分為三點，本文不擬採用。 

46
 鄭聖沖譯《不知之雲》，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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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六慾，甚至仁愛、慈愛等道德情感，從佛教對人心意識的觀點來看，不過是經過我

執無明扭曲的感官意識，所產生的各種覺悟實相的障礙。不過，在《不知之雲》的對

照之下，或許可以促使我們反思，是否有一種既包含人類七情、又不受七情所扭曲的

愛存在。這種愛未必會造成修行過程中的阻礙，反而可以幫助修行的進行。 

另外，看話頭的禪修型態很注重疑情的產生。對於「無」這類難以參透的疑情，

將迫使禪修人陷入懊惱與困窘當中。然而，疑情可以說是對覺悟的渴望所推動的，而

疑情的對象則是佛法的實相，這份參透佛法實相的盼望，是整個修行中的關鍵。不僅

如此，公案問答的形式，也在在逼迫著修行人給出一個「解答」。公案的內容，經常

是由眾所公認的祖師大德對學人提問，要求學人做出正確的回應。語言在對答的過程

中被視為無用的，正確的回應超越了語言文字所能描述的領域，這也暗示著某些不可

言說、不可思議的成分隱藏在公案的背後。諸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為何、「隻

手之聲」為何、「何為佛祖西來意」等等公案，本身就在挑起參禪者的疑情。而祖師

們經常以模稜兩可、邏輯顛倒或眼前景物來回答，諸如「麻三斤」、「庭前柏樹子」、「乾

屎橛」、「青州布衫」等等答非所問的回應，更使得祖師的解答本身又成無法理解的另

一道謎團。這些無法解答的問題，將迫使參禪者放棄平常熟習的思考模式，跳脫公案

文字表面的意義，藉由掌握禪的真義來進行回應。毫無疑問的，《不知之雲》的靜觀

靈修完全不存在這種被疑情逼迫的情況；取而代之的是，即便靈修者對終極奧秘的上

主的存在完全無法理解，他也不必強迫自己去回答「上主為何」這種問題，他無須擔

憂，只需要全心全意地相信烏雲背後的上主的真實存在。 

倘若追問到終極的層次，佛教與基督宗教最根本的差異又會浮上檯面。因為這個

差異嚴重到可能無法以任何理論彌縫的程度，所以雖然是老生常談，本文還是感到有

責任在此多帶一筆。在佛教的緣起世界觀裡，所有事物都必須依傍其他事物而生，沒

有獨立存在和永恆不滅的實體，人們對自我生命的執著，以為自己能夠擁有事物的錯

覺，都來自於對緣起的無知。空性、佛性，或者本心，這些概念都是指向月亮的手指，

而非月亮本身，它們提示學佛人覺悟之道的終點何在，但本身不可以被執著為真。相

對的，基督宗教完全無法接受這種對世界的理解，即便是提倡神祕主義靈修的《不知

之雲》亦然。上主是永恆的實體，是終極的奧秘，即便人類有限的智慧無法理解和言

說，都不影響上主是造物者而人類是受造物的基本區隔。靜觀的最終目標是與上主合

一，《不知之雲》甚至說擁有合一經驗者可以說是成為另一尊神，但是它仍然主張上

主的無限性以及人的有限性。我們不得不說，這是神祕主義靈修理論中自存的矛盾。

禪修的傳統認為覺悟無涉於任何永存實體，而靜觀的傳統則認為缺乏永存實體的上主



 
                        

                     無門慧開《無門關》及無字公案參法之特色 

 

 

829 

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這個差別將在兩者之間劃出一條鴻溝，再雄辯滔滔的理論家都

難以逾越。 

五、小結  

從具體的、外緣的歷史因素來看，《無門關》由慧開編纂，再由覺心攜帶東渡日

本，這段歷史賦予了《無門關》編纂成書和流傳的條件。然而，考察歷史因素畢竟不

能取代禪法及其思想問題的討論。因此，還需要將《無門關》置於「純禪時代」向宋

代看話禪的風格轉變中觀察，看它與唐代趙州禪師初提無字公案之際有何分別。除了

與趙州比較，《無門關》若與《碧巖錄》《從容庵錄》這兩部禪宗公案集相比，更顯得

十分精簡樸素。公案本來是提供修行者參禪悟道的途徑，因為文字禪的盛行，越來越

多人只讀公案文字，背誦古德的開悟語句，把活潑潑的禪宗精神僵化成口頭禪、野狐

禪，這一點大慧宗杲就已經多次嚴厲地批評過了。宗杲甚至毀棄師傅克勤《碧巖錄》

的刻版，教人不要陷於文字障中。它所提昌的看話禪是高強度，帶有極高緊張度的禪

修方式。《無門關》在這種文字禪風大勝的風潮中誕生，雖然仍有沿襲前人著作的痕

跡，但是它成於一人之手，前後思想和評唱風格一貫，詩偈近於口語，捨棄文字的華

彩，相當程度能讓讀者免於文字障礙之苦。因此，《無門關》，在慧開的巧手編排下，

成為看話禪修行的極佳教本。它體現著宗杲對文字禪風的反省，以及看話禪的精神，

並且對參究無字公案的方法作出提綱挈領的詮釋。 

當我們對《無門關》的基本性質有一定了解之後，便可以來做跨文化性質的比較

研究。本文嘗試有選擇性的引入《不知之雲》的神祕主義靈修學，來對比《無門關》

的禪法及其特質。這兩本書所闡揚的修練，具有眾多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並不意味著

兩者的修練手法就是同質的，或者目標雷同；它們還是有十分明顯的差異。不過，諸

如發起疑情、愛的情感在修練過程中是否能夠提供更重要的作用，合一的神祕體驗帶

給人的心靈轉變與禪修的覺悟是否有共通之處，這些議題或許能刺激我們進一步思

考，並發揚兩者遺留給我們的思想資源。跨文化的比較研究，蘊含著眾多困難之處，

難以做到盡善盡美，但是往往它能幫助我們跳脫文化本位主義的迷思，重新反思一些

習以為常的論點。在此，《無門關》禪法中蘊含那些普遍性的人類經驗，或許是最值

得思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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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原裕∗
 

 

摘要  

在西元紀元初年，佛陀人間身影之造像中，犍陀羅（Gandhāra）地區出現了佛陀

左手抓執衣襟、握持衣角之造像。此種造型之佛像，跟隨貴霜王朝（Kuṣāṇa Rājavaṃśa）

之興起，從西北印度犍陀羅地區經由中印度到達北印度、東北印度。又隨著佛教北傳

的足跡，由北印度、東北印度越過喜馬拉雅山至西藏、或由西北印度、中亞經新疆（古

西域）、河西走廊，而進入漢地中原。然而，在西元十、十一世紀之際，卻又逐漸地

消失，乃至最終被遺忘。 

筆者將在本文中，探討、找尋出犍陀羅地區出現的佛陀左手抓執衣襟、握持衣角

之造像，其造像之意涵及經典之依據。並請學界諸賢達與予指教。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握持衣角、手印、犍陀羅佛像、密教 

                                                 
∗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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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西元前六世紀1佛陀誕生在北印度迦毘羅國（Kapila）的藍毗尼園（Lumbini）

後2，歷經了八相成道3，從初轉法輪建立僧團到教團的形成，歷經了四十五年傳道說

法，入滅後僧團因見解的分歧，漸趨分裂為上座部及大衆部，随著時間的推移，內部

見解分岐的加劇及外部各種思想、信仰的衝撞及融合，形成了數個不同傳承體系，現

今南亞之南傳佛教大致上傳承了上座部佛教。大衆部則演化成所謂的大乘佛教，分成

顯教及密教二大系，經由中亞、新疆、河西走廊傳入中國漢地，由中國漢地再東傳韓

國、日本，及經由北印度、東北印度越過喜馬拉雅山脈而北傳入藏地，由藏地再北傳

西夏、蒙古。 

在宗教信仰的形成及弘化的過程中，自然產生了對佛像與佛畫及塔、寺之建築等

之需求。在佛陀形像的發展過程中，由最初象徵符號演變到具體人間像的佛像，從單

純的佛身影像造像到佛傳、本生畫、經變圖、曼荼羅（Maṇḍala）…等各式各樣的佛

像、佛畫。經歷了漫漫歲月的浸染，各王朝興衰，統治者的更迭，其他信仰思想之碰

撞與交融，以及在千里漫長旳傳播途中，受到了各地域之民族文化、風俗信仰的影響，

產生了適應各地域的本土化、多樣化的傳承。 

從佛陀滅度，八王搶奪舍利之後，由於對佛陀的崇拜、思念，開始了舍利塔（stūpa）

的建造。在西元紀元前 270 年前後，孔雀王朝（Maurya）之阿育王（Ashoka）時代，

大興佛教、廣建佛塔及阿育王柱，號稱八萬四千塔。此時尚無佛陀人間身影的造像，

僅以佛陀的象徵物來代表，諸如佛塔、法輪、菩提樹、寶蓋、經行石…等等。此我們

可在山奇佛塔（Sānchī stūpa）及巴胡特佛塔（Bharhut stūpa）等處，看到很多的以佛

陀的象徵物來代替佛陀的影像的雕刻。直到西元一世紀下半葉時，貴霜王朝之犍陀羅

地區4，才開始出現佛陀人間身影形象之佛傳故事的浮雕。 

                                                 
1
 佛誕生日期，有三個說法：一、西元前 544-543 年，二、西元前 480 年，三、西元前 370

年。在 1950年 Cottingen會議上，學者們認定應為一、544-543較合理。 
2
 藍毗尼位於尼泊爾境內，非常接近印度邊界小鎮索那利（Sonauli），在迦毗羅衛城

（Kapilavatthu）東方 27公里處。 
3
 八相成道:據丁福保之佛學大辭典所言八相成道者：一、從兜率天下，二、託胎，三、出生，

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槃。 
4
 犍陀羅是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個古國，貴霜王朝之都城，位於喀布爾河的南

方，西抵印度河並包括喀什米爾的部分地區。本研究底下所提之犍陀羅均指廣義的印度西

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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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佛陀人間身影形象造像起，至今已逾二千年了，佛像造像風格並非一成不

變，而是随著時間之流轉、地域不同、造像材質及信仰思想的變化而改變。在研究初

期佛像造像風格之時，發現了佛陀的人間身影形象造像，從最初帶有歐洲古希臘風格

的早期犍陀羅佛像，到融入印度文化風格之茉莬羅（Mathūra）佛像，再經中期印度

笈多王朝（Gupta Rājavaṃśa，約 320~540AD），印度本土風格的造像，再到印度佛教

末期的波羅王朝（Pāla Rājavaṃśa）密教風格的造像，另一方面在貴霜王朝初、中期

時，就經由中亞迂迴北傳入新疆、河西走廊而到中國漢地，在經歷了與中原漢文化儒、

道思想之衝撞和融合，及北朝（主要為北魏）之華化運動，佛像徹底的本土化（漢化）

了。再另方面於七、八世紀之際，從東北印度經由不丹、尼泊爾越過喜馬拉雅山脈而

傳入西藏地區的後笈多王朝及波羅王朝之造像。整個佛像造像風格之流變過程，學界

中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定論，本文在此不再討論。 

但其中筆者注意到了一個小細節，在學界中一直沒有看到有太多的討論，即為早

期有很多的佛像不論是立像、坐像、甚至卧像（佛陀的涅槃像），不論佛陀的右手是

舉著作「施無畏印」，或下垂作「與願印」及「觸地印」（又稱降魔印），佛的左手總

是抓執著衣角（握執衣角）的造像。此乃本文之主要研究論點。\ 

希望透過現存的、已挖掘的佛像造像及繪畫圖像做圖像比對，及參考學界相關的

論述，以及透過經典、論疏的查證，來探討論證。並探討現今學界不同之想法與意見，

及提出個人之論證。藉之以求教學界賢達之印證。研究範圍： 

1、時間：從西元一世紀末葉貴霜王朝初期，到西元十一世紀波羅王朝末期。 

2、地域：從貴霜帝國西北疆，印度河上游的白沙瓦（Peshawar）及阿富汗

（Afghanistan）東部之巴米揚（Bamiyam），經犍陀羅地區沿恆河（Gonga river）往東，

越過茉莬羅、瓦拉那西（Varānāsī）、鹿野苑（sārnātha）一直到孟加拉（Bangladesh）。

大致範圍在北緯 23 度到 33 度，東經 70 度到 90 度的印度次大陸地區。 

及北傳之西藏地區、及經由新疆喀孜爾（Kizil）石窟、河西走廊敦煌，到漢地山

西大同之雲岡石窟，河南洛陽之龍門石窟。 

二、早期手握執衣角的佛陀造像之回顧  

依現今學界之說法，佛像最早出現在西元一世紀末期西北印度地區，即約當於貴

霜王朝之迦膩色迦王一世（Kanīśka I）時期之犍陀羅地區，首先我們來檢視一些早期

之佛陀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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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一：「釋迦牟尼佛降魔成道圖」，貴霜時期犍陀羅風格：希臘臉型、隆鼻深目、

波浪式髮型，右手作「觸地印」5，左手上舉並「握執衣角」。。 

 

圖像 1：釋迦牟尼佛降魔成道圖，Kusana 

period，H67cm，Fm Bactro Gandhara，Schist，

現藏於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引自：Susan L. Huntington,1985,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Jain, New York,Tokyo,p.143.） 

 

 

 

圖像二：早期犍陀羅風格之佛陀立像，佛陀嘴唇上方蓄有短髭，右手雖殘斷，然

仍可看出是在示「施無畏印」6，左手下垂「握執衣角」。與圖四迦膩色迦王金幣之姿

態、衣著類似。 

 

圖像 2：佛陀立像，西元二世紀，H104cm，Fm Takht i Bahi，Schist。

（參見：W. Zwalf, 1985, Buddhism Art And Faith, New York, Fig.123.） 

 

 

 

 

 

 

 

 

 

                                                 
5
 梵語 bhūmisparśa mudrā。又作觸地契、破魔印、驚發地神印、能摧伏印、降魔成道印。乃

表降魔之印契。其印相為左手或斂作拳，置於臍上，右手下垂，手掌向內，五指並伸觸地，

或覆於膝上。參見：佛光電子大辭典，p.6803。 

6
 梵語 abhayaj-dada mudrā，施無所畏之德，離怖畏之印明，即象徵施一切眾生安樂無畏之印。

參見：佛光電子大辭典，p.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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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三：「迦膩色迦王骨灰盒」，青銅製，坐姿佛像，佛陀之衣著、臉形、波浪式

髮型，為典型之早期犍陀羅風格。右手示「施無畏印」，左手下垂置於左大腿上並「握

執衣角」。 

 

圖像 3：迦膩色迦王骨灰盒，西元二世紀，H19.5cm，Fm Shah 

ji ki Dheri，Bronze，現藏於 Peshawar  Museum。（參見：

W. Zwalf, 1985, Buddhism Art And Faith, New York, Fig.123.） 

 

 

 

 

 

 

 

 

 

 

圖像四：「迦膩色迦王金幣」，一面為迦膩色迦王一世像，另一面為佛陀立像，屬

早期犍陀羅風格。佛陀之右手示「施無畏印」，左手下垂向前平伸而「握執衣角」。 

 

 

圖像 4：迦膩色迦王金幣，西元

一世紀，D2cm，Fm Ahin Posh 

stūpa，現藏於波士頓美術館。（參

見：村田靖子，金申譯，1995，《佛

像的系譜》，日本，圖 9。） 

 

 

由上述這些貴霜時期犍陀羅風格之佛像，我們可以看出，佛陀之人間影像最早出

現在佛傳及佛本生故事圖像中，為供信仰者思念、膜拜，後來漸漸地也出現在器物上。

由早期的浮雕而至立體的圓雕，材質上也是由土、木、石而至金屬，工藝方面也由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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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刻、雕到鑄造乃至於後來之繪畫。 

在圖像一至四中，這些早期犍陀羅地區之佛陀造像，我們看到了，不管佛陀之右

手在示「施無畏印」，或作「觸地印」，其左手均「握執衣角」。此議題現時學界並無

太多的討論，然大致上可歸納出下述之三種看法： 

（一）希臘、羅馬影響說 

在 1913 年法國學者福契爾（A. Foucher）發表了〈佛像旳希臘式起源〉的論文及

《犍陀羅的希臘式佛教美術》一書，他認為犍陀羅佛像中之臉形、眼鼻、髮型、衣服

均可看出他們與希臘雕像之不可思議的相似。如下圖像五至八： 

圖像五：犍陀羅佛像與希臘基督像風格之比對。其中，基督像出自小亞細亞石棺。

佛陀像出自犍陀羅之一廢棄佛寺，現藏於 Lahore Museum。兩者之姿態可以說是一模

一樣。 

 

圖像 5：犍陀羅佛像與希臘基督像風格之

比對。（引自：法 A. Foucher，2008，《佛

教藝術的早期階段》，圖 16-2。） 

 

 

 

 

 

 

 

 

 

 

 

 

圖像六：犍陀羅佛像與與羅馬奧古斯都大帝像風格之比對。其中，佛陀像屬於犍

陀羅風格。羅馬奧古斯都大帝像，現藏於羅馬國立博物館。兩者之姿態基本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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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6：犍陀羅佛像與與羅馬奧古斯都大帝

像風格之比對。（引自：日 宮治昭，李萍

譯，2007，《犍陀羅美術尋踪》，圖 II-12，

II-13。） 

 

 

 

 

 

 

 

 

 

圖像七：「悉達多太子與新娘」，此圖中之人物長相、衣著、姿態皆似希臘、羅馬

風格，甚至兩邊背景均為羅馬柱；圖中有三人左手下垂按壓著衣衫，然皆非「執持」。 

 

圖像 7：悉達多太子與

新娘，西元二～三世

紀。美國麻薩諸薩州，

Benjamin Rowlandg 收

藏。（引自：高木森，

1993，《印度藝術史概

論》，F.39。） 

 

圖像八：「拜訪婆羅門」，一世紀末葉，前期犍陀羅風格，為頁岩浮雕（Schist 

phase)，佛陀之相貌為希臘人之臉龐造型，嘴唇上方蓄有短髭。左手邊之侍立的帝釋

天手持板狀之金剛杵7，衣著與羅馬侍從官極為相似。佛陀之右手上舉作說話姿勢，

左手下垂按壓著衣襟，亦非「握執衣角」。 

                                                 
7
 為金剛杵之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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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8：拜訪婆羅門，西元一

世紀，H38cm，Schist，現藏於

Peshawar Museum。（參見：王

鏞，2010，《印度美術》，北京，

p.105。） 

 

 

 

 

 

我們在此僅就其左手之姿態來討論，有論點提出因右手執物或作某事，左手空閒

而下垂置於腰際或因而握執衣襟。但基本上皆如上列諸圖像所示，皆非真正「執持」

衣襟或衣角，很難找到證據或理論依據來支持此說。 

（二）滑落說 

因僧袍為「非成形服裝」，僅為一塊長形布料，無袖無扣無帶，藉由披掛、包纏

在身體上，例如：古希臘人的「袍衣」（Himation）、古羅馬的「托加」（Toga）、印度

的「沙麗」（Sari）和「多蒂」（Dhoti）…等等形式的服裝。披掛在身上，行動之中怕

滑落，所以須用左手去抓執衣襟、握執衣角，（僧袍為左衽，右手右肩裸露在外，故

用左手來抓執）。見底下二圖（圖像九、十）： 

圖像九：「四天王獻缽」，貴霜時期犍陀羅

風格。佛陀之右手示「施無畏印」，左手自然放

下置於左腿上且「握執衣角」 

 

 

圖像 9：四天王獻缽，H33cm，Fm Sikri，Schist，

現藏於 Lahore Museum。（引自：Sir John Marshall, 

2000,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āra, New Delhi，

Fig.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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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十：佛陀大般涅槃像。犍陀羅風格。佛陀之右手枕著頭，作吉祥臥，左手自

然伸直置於左大腿上並「握執衣角」。 

 

圖像 10：佛陀大般涅槃像，Kusana 

period，H23cm，Fm Lower Monastery at 

Nathu，Schist，現藏於 Lahore Museum。（引

自：Sir John Marshall, 2000,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āra, New Delhi, Fig.72。） 

 

 

 

 

由上之二圖（圖像九、十）之示例，很明顯的顯示：雖衣裳無扣無帶，然在坐、

卧之時，不虞衣袍滑落之情況下，佛陀仍然左手緊執著衣襟，甚至在涅槃之際亦如是，

可以推知此說應不恆成立。 

（三）咒說 

或有主張佛陀之所以「握執衣角」，乃因持咒的關係，經查經典，在《佛說大摩

里支菩薩經》8卷一提到: 「次別明成就法：令彼行人先作觀想，想彼摩里支菩薩，

坐金色猪身之上身，著白衣頂戴寶塔，左手執無憂樹花枝，復有群猪圍繞，作此觀已。

若遠出道路，如有賊等大難，以手執自身衣角，念心真言七遍加持衣角，復結彼衣角，

冤賊等難不能侵害。」 

同經之卷四9提到: 「此真言通一切處用，所求皆就。若持誦者先調停氣息，專

注身心，牙齒相咬，舌拄上腭，令鼻中氣息緊慢得所。經須臾間即誦前真言二十一遍，

加持衣服角，誦真言已即結衣角，觀想摩里支菩薩。若行道路，所有盜賊冤家，皆不

能見不能為害而得安樂。」 

於上二段經文中，雖然經典中有「手執自身衣角，誦/念真言（咒）」之記載，然

                                                 
8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T21n1257，《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卷第一》，北宋‧天息災

譯。 

9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T21n1257，《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卷第四》，北宋‧天息災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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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念完七遍或二十一遍真言（咒）之後，須「結衣角」，並不是常時的、持續的「握

執衣角」。可推知此論說不完全能成立。 

三、造像分佈與特點：  

底下讓我們先來檢視一些圖像，並加以綜合、分析，以便歸納出佛陀左手握執衣

角造像之源流與發展： 

（一）印度地區 

早期佛像之分佈依地域來分，印度地區大致可劃分為：(1)、犍陀羅地區(西北印)。

(2)、茉莬羅地區(中印)。(3)、北方邦(北印、東北印)三個區域。 

1.犍陀羅地區 

圖像十一：佛陀坐像，早期犍陀羅風格，波浪式髮型，瘦削的面孔，唇上方蓄有

短髭，受到波斯藝術的影響。雙手作禪定印（Dhyana Mudrā）。 

 

圖像 11：佛陀坐像，西元二世紀，H9cm，Fm Swat, 

Gandhara，Schist，現藏於 Private, Berlin，（參見：德

Helmut Uhlig，李雪濤譯，2003，《佛像解說》，北京，

p.127。） 

 

 

 

 

 

 

 

 

 

 

圖像十二：坐姿佛陀，雙手作智權印10，貴霜時期犍陀羅風格。隆鼻深目，波浪

                                                 
10

 智權印：「密教金剛界大日如來及一字金輪佛頂所結之印相。用以標示理智冥合以成覺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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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髮型。 

 

圖像 12：佛陀坐像，Kusana period，H60cm，Fm Loriyan Tangai, 

Pakistan，Schist，現藏於 India Museum, Calcutta。（引自：Susan 

L. Huntington, 1985,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 New 

York, Tokyo, p.136.） 

 

 

 

 

 

 

圖像十三：「燃燈佛授記本生圖」，雖出自犍陀羅之 Sikri 之頁岩浮雕，但帶有中

印度茉菟羅之「一圖多景之風格」。佛陀之右手示「施無畏印」，左手下垂「握執衣角」 

 

圖像 13：燃燈佛授記，H32.5cm，Fm 

Sikri.，Schist，現藏於 Lahore Museum。

（引自：Sir John Marshall,2000,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New 

Delhi,Fig.73.） 

 

 

 

 

圖像十四：「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圖」，貴霜時期犍陀羅風格。佛陀之右手示「說

法印」（Dharmachakra Mudrā），左手下垂置於膝上並「握執衣角」。 

                                                                                                                                        

深旨。……其印相為左右二手各結金剛拳，左拳置於胸前，伸出食指，以右拳握之。其中，

右手表佛界，左手表眾生界，此印即顯示生佛不二、迷悟一體之妙理。」參見：佛光電子

大辭典，p.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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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14：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圖，

Kusana period，H23.5cm，Fm 

Jamalgarhi,Pakistan，Schist，現藏於

Patna Museum,Patna。（引自：Susan L. 

Huntington, 1985,Ancient India 

Buddhist,Hindu,Jain, New York,Tokyo, 

p.144.） 

 

 

 

圖像十五：立體石雕像，貴霜時期犍陀羅風格。右手殘斷，推測是在示「施無畏

印」，左手下垂「握執衣角」。 

 

圖像 15：佛陀立像，Kusana period，H114cm，Gandhara，Schist，

現藏於 Nation Museum, New Delhi. India。（2013 拍攝自：Nation 

Museum, New Delhi,. India。） 

 

 

 

 

 

 

 

 

 

 

 

 

圖像十六：佛陀立像，青銅鑄造，笈多時期犍陀羅西部風格。右手殘斷，推測是

在示「施無畏印」，左手下垂向前平伸並「握執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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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16：佛陀立像，西元四～五世紀，H41cm，Gandhara，Bronze，

Given by P.T. Broke Sewell。（引自：W. Zwalf, 1985, Buddhism Art 

And Faith, New York, Fig.128.） 

 

 

 

 

 

 

 

 

 

 

 

2.茉莬莬莬莬羅地區 

圖像十七：佛陀坐像，迄今被發現之最早的佛陀人間影像之一。 

 

 

圖像 17：佛陀坐像。西元一世紀，Fm Uttar pradesh, Mottled Reddish，sandstone，現藏於 Mathura 

Museum，（參見：Denise Patry Leidy, 2008,The Art of Buddhism, USA, Canada, p.23. Fig1.12.） 

 

圖像十八：佛陀坐像（圖像十七佛陀坐像之局部放大圖。），佛陀臉具東方人臉

型，鼻頭較大，頭上之肉髻較小且偏向前方。右手舉起示「施無畏印」，左手下垂，

似插腰狀，手掌置於左大腿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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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18：佛陀坐像（局部放大圖）。

西元一世紀，Fm Uttar pradesh, 

Mottled Reddish, sandstone，現藏於

Mathura Museum（引自：Vinay 

Kumar Gupta,2009, Buddhism in 

Mathura, delhi, India, Fig11b） 

 

 

 

圖像十九：佛陀坐像，貴霜時期早期茉菟羅風格，紅砂岩雕。東方形臉，鼻頭較

大，頭上無明顯之肉髻，雙手作禪定印。 

 

圖像 19：佛陀坐像，Early Kusana，Fm Parsvanatha，Mottled 

Reddish sandstone，現藏於 Lucknow Museum。（引自：

AnandaK. Coomaraswamy, 1972, History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Art, New Delhi,. Fig.86） 

 

 

 

 

 

 

 

 

 

 

 

圖像二十：佛陀坐像，貴霜時期早期茉菟羅風格，紅砂岩雕。頭上有三層之螺髻，

右手舉起示「施無畏印」，左手向下，似插腰狀，手掌握拳置於左膝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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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20：佛陀坐像，西元 110 年，H72.5cm，Fm 

Ahicchattra，Mottled Reddish sandstone，現藏於 Nation 

Museum, New Delhi .India.（2013 拍攝自：Nation Museum, 

New Delhi . India.） 

 

 

 

 

 

 

 

 

圖像二十一：佛陀立像，具印度人面像之貴霜時期早期茉菟羅風格。右手已殘，

左手插腰並「握執衣角」。 

 

圖像 21：佛陀立像，西元 123 年，Schist，現藏於 Sārnātha Museum。

（引自：R.C. Sharma, Pranati Ghosal, 2003, Interaction Between 

Brahmanical And Buddhist Art,Varanasi,India,.Pl.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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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二十二：佛陀立像，顯現由貴霜晚期向笈多時期過度的茉菟羅風格。右手舉

起示「施無畏印」，左手亦向上舉並「握執衣角」。 

 

圖像 22：佛陀立像，西元二世紀，H84cm，Fm Mathura，

Mottled Reddish sandstone，現藏於 Mathura Museum Mathura 

Museum。（參見：王鏞，2010，《印度美術》，北京，p.134-135。） 

 

 

 

 

 

 

 

 

 

圖像二十三：典型的中印度茉菟羅之「一圖多景之風格」，圖右方為「施無畏印」，

圖中央為三道寶階下忉利天，圖左方為「觸地印」。佛陀坐立三姿態，左手均上舉並

「握執衣角」。 

 

圖像 23：三道寶階下忉利

天，西元二世紀，H65cm，

Fm Rajghat，Mottled 

Reddish sandstone，現藏於

Mathūra Museum.。（引

自：Susan L. Huntington, 

1985,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 New 

York, Tokyo，F.8.33.） 

 

3.北方邦(北印、東北印) 

圖像二十四：佛陀坐像，貴霜晚期，北印度之作品，衣袍型式受犍陀羅風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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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完全一樣。佛陀之臉已蹦壞，右手舉起示「施無畏印」，左手臂向上彎舉並「握

執衣角」。 

 

圖像 24：佛陀坐像，西元二世紀，H67cm，Fm Kausambi，

Buff sandstone，現藏於 Kausambi Museum, Allahabad 

University。（參見：Aruna Tripathi, 2003, The Buddhist Art of 

Kausambi, New Delhi, Fig.68.） 

 

 

 

 

 

 

 

圖像二十五：佛陀立像，為從貴霜時期過度到笈多時期，兼具兩者之風格，因地

處北印，衣袍及臉型具茉菟羅之風味。右手平舉示「施無畏印」，左手向下「握執衣

角」。 

 

圖像 25：佛陀立像，西元三～四世紀，H50cm，Fm Kausambi，

Buff sandstone，現藏於 Kausambi Museum, Allahabad 

University。（參見：Aruna Tripathi, 2003, The Buddhist Art of 

Kausambi, New Delhi, Fig.127a.） 

 

 

 

 

 

 

 

圖像二十六：佛陀立像，S 型立姿，屬於笈多時期風格，北印地區但具茉菟羅之

風味。右手向下示「與願印」（Varada Mudrā），左手向上舉並「握執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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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26：佛陀立像，西元五世紀，H49cm，Fm Kausambi，Buff 

sandstone，現藏於 Kausambi Museum, Allahabad University。（參

見：Aruna Tripathi, 2003, The Buddhist Art of Kausambi, New Delhi, 

Fig.145.） 

 

 

 

 

 

 

 

 

 

 

圖像二十七：佛陀坐像，右手作「觸地印」，左手置於小腹前作「禪定印」。晚期

笈多風格，與後世流傳之造像已無甚差異了。 

 

圖像 27：佛陀坐像，西元五世紀，H78cm，Fm Kausambi，Buff 

sandstone，現藏於 Kausambi Museum, Allahabad University。（參

見：Aruna Tripathi, 2003, The Buddhist Art of Kausambi, New Delhi, 

Fig.147.） 

 

 

 

 

 

（二）北傳地區 

1.西藏地區 

圖像二十八：佛陀坐像，黃銅錯銀，七、八世紀時，斯瓦特造像手法。佛之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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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衣著為犍陀羅風格，但像上有藍色顏料及泥金之痕跡，此為西藏地區開光儀軌留下

之遺跡。座墊之正面有刀刻之藏文“bzang mdzes＂，意為「好的」、「漂亮的」。此銘

文應非製作時之銘記，而為在藏地留傳時加刻上去的。右手向下示「與願印」，左手

向前平伸並「握執衣角」。 

 

圖像 28：佛陀坐像，西元七～八世紀，Fm Swat Vally，

Brass。（參見：Amy Heller 著，趙能，廖暘譯，2007，《西

藏佛教藝術》，北京。圖 1-14。） 

 

 

 

 

 

 

 

圖像二十九：佛陀坐像，黃銅嵌銀，八世紀早期時，克什米亞之作品。在蓮座之

下的底座上有古藏文之製作銘文。佛頭上戴有寶冠及配有頸圈瓔珞，很明顯的為早期

密教之報身佛影像。右手向下示「與願印」，左手向前平伸並「握執衣角」。 

 

圖像 29：佛陀坐像，西元八世紀，Fm Kaśmīr，Brass，法國巴

黎私人收藏品，杜布瓦攝。（參見：Amy Heller 著，趙能，廖

暘譯，2007，《西藏佛教藝術》，北京。圖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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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之喀孜爾石窟 

圖像三十：提婆達多朝向佛陀丟石頭。西元六世紀，新疆省喀孜爾石窟 188 窟壁

畫，中亞風格。一圖多景，坐姿佛陀，右手作「說法印」，左手平舉「握執衣角」。 

 

圖像 30：：提婆達多朝向佛陀丟石頭，西元六世紀，新疆

省喀孜爾石窟 188 窟壁畫。（引自：Rajeshwari Ghose, 2008. 

Kizil on The Silk Road, Munbai, p.111.） 

 

 

 

 

 

 

 

3.河西走廊之馬蹄寺 

圖像三十一：佛陀坐像，甘肅省張掖裕固族自治區祈連山境馬蹄寺千佛洞第四窟

中心柱正面龕內，初唐泥塑，有犍陀羅風格。佛陀右手已斷失，然可以看成是作「說

法印」或「施無畏印」，左手平舉「握執衣角」。 

 

圖像 31：佛陀坐像，西元七世紀，初唐，H180cm，泥塑，

馬蹄寺千佛洞第四窟中心柱正面龕內。（引自：甘肅文物

考古研究所，1987，《河西石窟》，北京，圖 140。） 

 

 

 

 

 

圖像三十二：佛陀立像，甘肅省張掖裕固族自治區祈連山境馬蹄寺千佛洞第六窟

西壁，初唐泥塑，衣著薄而貼身，有茉菟羅風格。右手下垂示「與願印」，左手平舉

於胸腹之前並「握執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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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32：佛陀立像，西元七世紀，初唐，H400cm，泥

塑，馬蹄寺千佛洞第六窟西壁。（引自：甘肅文物考古研

究所，1987，《河西石窟》，北京，圖 141。） 

 

 

 

 

 

 

4.山西大同之雲岡石窟 

圖像三十三：佛陀坐像，山西省太大同市雲岡石窟第十一窟西壁小龕石雕，北魏

漢化政策之前，屬笈多時期風格。右手平舉胸前示「施無畏印」，左手自然下垂置於

左腿上並「握執衣角」。 

 

圖像 33：佛陀坐像，西元五世紀，北魏，石雕，

雲岡石窟第十一窟西壁。（引自：石松 日奈

子，2005，《北魏佛教造像史的研究》，東京，

圖 80。） 

 

 

 

 

 

5.河南洛陽之龍門石窟 

圖像三十四：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北魏漢化政策之際，仍屬笈多時期風格。

但受雲岡曇耀五窟佛雕樣式影響。雙佛皆右手平舉胸前示「施無畏印」，左手自然下

垂置於左腿上並「握執衣角」，所不同的是其左手作「期克印」11而執衣角。 

                                                 
11

 期克印（Tarjani Mudrā，又作期剋印）1.《佛說造像量度經解》卷一：「期剋印者(一名禁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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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34：雙佛並坐像，西元 500-515 年，

北魏，H55cm，石雕，龍門石窟古陽洞北

壁上層。（引自：劉景龍，常青，王振國，

1995，《龍門石窟雕刻粹編----佛》，北京，

圖 14。） 

 

 

 

 

 

圖像 35：手執衣角，作期克印。（引自：劉景龍，常青，王

振國，1995，《龍門石窟雕刻粹編----佛》，作者線繪圖，北

京，圖 14。） 

 

 

 

 

圖像三十六：佛陀坐像，初唐風格，已完全中國化之造像。佛陀右手掌已斷失，

然平舉在胸前，可以看成是作「說法印」或「施無畏印」，左手下置於左膝上，空手

作「期克印」12。 

 

 

                                                                                                                                        

印。怒相多用)中指無名指並屈。以巨指掩之。食指微竪。小指作鉤。此等甚多。詳載大藏

密要等經傳。」（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 T21, no. 1419, p. 949, a20-23）。2.《佛說

祕密三昧大教王經》卷第三，宋‧施護等譯，「…復次說此曼拏羅儀軌。依法當畫外曼拏羅。

於其周匝畫金剛杵。焰光熾盛。內畫日輪曼拏羅。中安金剛牙菩薩。右手輪擲熾焰金剛杵。

左手竪立頭指作期克印。所有色相及莊嚴等如本法說。如是安布曼拏羅已…。」（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 T18n0883） 

12
 在此簡略說明一下，圖三十四～三十七佛陀左手之期克印（期剋印），期克印為初期密教手

印之一，屬於降魔印。於此不多作說明，僅示「左手握執衣角」亦可配合期克印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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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36：佛陀坐像，西元 650-683 年，唐高宗，

H145cm，石雕，龍門石窟賓陽南洞東壁北側下部龕

主尊。（引自：劉景龍，常青，王振國，1995，《龍

門石窟雕刻粹編----佛》，北京，圖 92。） 

 

 

 

 

 

 

 

圖像 37: 佛左手僅作期克印。（引自：劉景龍，常青，王振國，1995，

《龍門石窟雕刻粹編----佛》，作者線繪圖，北京，圖 92。） 

 

 

 

 

 

 

 

從上面圖像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差異及相互之間的影響，在犍陀羅地

區，從圖像十一、十二中，我們看到了佛陀之手，在作「禪定印」及「智權印」(說

法)，再往後之圖像，則左手均「握持衣角」，此意味著佛陀人間影像，並非在一開始

出現之際，就是左手「握持衣角」，而是經過一段時日及受到某種因素之影響而作改

變。在茉菟羅地區，從圖像十七～二十，佛陀之左手亦無「握持衣角」，從貴霜王朝

中期之後，因受到犍陀羅地區造像風格之影響13，才開始有了「握持衣角」之造型。

                                                 
13

 在佛教藝術發展時序上，兩個地區基本上是同時起步的，犍陀羅地區為偏向希臘式風格，

茉莬羅地區則為印度本土風格，因同為貴霜帝國之大城市，茉莬羅地區深受首都犍陀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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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印度北方及東北方，則因佛教藝術發展起步較晚，一開始在佛教藝術發展上，就

接受了流行於王朝之造像風格——「握持衣角」之造像，到了西元七、八世紀之後，

整個印度地區因金剛乘的掘起，此「握持衣角」之造像，漸趨消失。 

西藏地區在前弘期時，由印度傳入了佛教，當然此種流行於當時之「握持衣角」

造像，也跟著傳入，但因九世紀朗達瑪滅佛之影響，中斷了傳承，直到十一世紀，才

又啓開了後弘期之佛教傳播，但那時在印度此種「握持衣角」之造像已消失，不復流

傳了，所以西藏後弘期之後亦不見有「握持衣角」之造像。 

至於經由絲路北傳入中國漢地之傳播路線上之造像，在佛教初傳入之際，一路上

所經之處，新疆、河西走廊、雲岡、一直到中原洛陽龍門，多有發現，但到了九世紀

中唐之後，則消失不再有了。 

四、本文的觀點  

在檢閱大量的早期佛陀人間影像造像後，發現佛教在印度流傳的期間，此類左手

握執衣角之造像，多半出現在西元二世紀至七、八世紀，且較密集出現於西北印度地

區，意味著此關係著某種信仰、傳承之發展與流傳，乃至於衰落、消失。 

依照印度佛教的發展歷史來看，此時期正是大乘佛教及密教的形成與發展期間，

而西北印度地區屬鄔仗那(Uddiyana/Udyāna
 
)

14，正是初期密教最興盛之地區，因此本

文認為此與密教之某一信仰或儀軌有密切的關聯，密教主張修行時要身、語、意三密

相應，此應屬三密中之身密。依照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身結印契是身密，口誦

真言為語密，意觀其種子，或觀其三昧耶形，或觀其本尊，是為意密。行此三密，則

為如來之三密所加持，眾生之三業與如來之三密，入我我入，無二無別，謂之三密相

應。依三密相應，成就一切之悉地(siddha)也。菩提心論曰：「…凡修習瑜伽觀行人，

當須具修三密行，證悟五相成身義也。所言三密者：一、身密者，如結契印召請聖眾

是也。」因此，我們可將「握執衣角」視為一種印契、一種手印（Mudrā，印相/印契）。 

在《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卷》15中：「金剛界大道場品之餘」云：「第二結破魔印。

                                                                                                                                        

影響。 

14
 鄔仗那梵名 Uddiyana/Udyāna。又作烏孫國、烏長國、烏場國、烏纏國、烏萇國。位於北印

度健馱羅國北方之古國名，相當於今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以南之丘陵地帶。參見：

佛光電子大辭典 p.4175。 

15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T18n0868 《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卷中》，唐‧般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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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舒五指以按於地。左手五指執持衣角。入東方不動如來三昧。當觀狫（hūṃ）吽

字色。及我身盡東方界。及以九方無量世界諸佛菩薩。一切眾生山川草木咸皆青色。

以右手掌面用按於地。此印能令諸魔鬼神一切煩惱。悉皆不動。是名能滅毘那夜迦及

諸惡魔鬼神之印。第三結施諸願印。左手同前。舒右五指仰掌。入南方寶生如來三昧。

當觀介（ja）惹字色。及我身盡南方世界。及以九方無量世界諸佛菩薩。一切眾生卉

木山川皆黃金色。即作是想。從五指間雨如意珠。此如意珠雨天衣服天妙甘露天妙音

樂天寶宮殿。乃至眾生一切所樂。皆令圓滿。是印名為能令圓滿一切眾生所愛樂印。

能滿眾生一切願故。」 

在《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第十三》16：「輪漫荼羅行品第八之餘」云：「次作如

來鉢鉢鉢鉢印。左手持兩衣角，（其法取袈裟近手尖角及搭肩之角，繞臂迴入手中，令二角

如雙耳也），仍以二手相重。令以右加左上。如坐禪手。引上令當臍。稍屈如重手承

鉢之形即是也。作此即同如來。持此袈裟諸佛標幟之儀。亦能令一切非器眾生。皆堪

為法器也。」 

在《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卷第十》17：「轉字輪漫荼羅行品第八之餘」

云：「次作如來鉢鉢鉢鉢印，左手持兩衣角，（其法取袈裟近手尖角及搭肩之角，繞肘迴入

手中，令二角如雙耳也），仍以二手相重，令以右加左上，如坐禪手，引上令當臍。

稍屈如重手承鉢鉢鉢鉢之形即是也。作此印即同如來…次作施無畏手印，左手如前持衣二

角，舒而當臍。右手指向上，而向外舒之如招物之像，…即時皆息亦除彼未來種種大

可怖畏也。…次如來滿願手印，左手亦準前，持衣角展之如前，右手向外舒而下垂，

五指如瑜伽中寶生佛印也，作此印時即以如來力故一切佛滿其所願皆得成就也。」 

在《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演密鈔卷第八》18【疏】亦能令一切非器眾

生等者經第二品辨弟子之德彼中經云若見眾生堪為法器遠離諸垢勤勇深信常念利他

等謂具如是相者堪任真言道法名為法器無是相者名為非器也今此釋迦牟尼鉢印若依

法作之者即同如來持恒沙佛幖幟亦能令非器眾生當獲得如是功德故云能令一切等

也。【疏】持衣二角者，即表不捨異生及二乘令出離故也。故下疏云：初離異生煩惱，

                                                 
16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 T39n1796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第十三》，唐‧一行

記。 

17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 X23n0438 《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卷第十》，唐‧

一行述記。 

18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April 2011, X23n0439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演密鈔》卷

第八，遼‧覺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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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離二乘煩惱，即其是也。 

綜上諸經所述，共有四種印契/手印，歸納於下： 

一、左手五指握執衣角19（此處並未强調是二衣角或單一右下擺衣襟或左邊披肩

這一邊之衣角），右手下垂作破魔印（或名降魔印或觸地印）。 

二、如來鉢鉢鉢鉢印20，如同禪定印一般，掌心朝上，左手在下右手交疊於上，置於臍

前，唯左手須抓執兩衣角。 

三、左手如同如來鉢鉢鉢鉢手印一樣抓執兩衣角，掌心朝上，置於臍前，右手上舉至右

胸前舒掌向前，作施無畏印。 

四、左手如同如來鉢鉢鉢鉢手印一樣抓執兩衣角，掌心朝上，置於臍前，右手下垂舒掌

掌心向斜前上方翻開，作滿其所願印（又名與願印）。 

以下諸圖為各式「左手握執衣角」之例圖： 

           

 

                                                 
19

 大部分之執衣角的佛像皆屬此型，參見底下之圖像三十八～四十九。 

20
 參見底下之圖像五十。 



 
                        

                       佛陀左手握執衣角造像之源流與發展初探 

 

 

859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860 

      

 



 
                        

                       佛陀左手握執衣角造像之源流與發展初探 

 

 

861 

 

           

 

 

。 

 

北宋時代遼國之覺菀大師在《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演密鈔卷第八》所

著之疏中云：持釋迦牟尼鉢印時，左手執持衣二角，表示不捨異生（即六道之所有衆

生）及二乘，欲令其亦能出離三界輪迴之苦。知佛陀度生之大悲願，在圖像十中，我

們看到了佛陀即使在大般涅槃之際，還念念不捨吾等尚輪迴在三界之難度難化的衆

生，左手仍執持著衣角施願，此大悲之心能不令人心慟？ 

由以上之論述，我們找到了「佛陀左手握執衣角」之經典記述。但現在出現了一

個問題：「時間」先後的問題。經典《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毘盧遮那成佛

經》之漢譯本出現在唐朝開元年間，由來華之梵僧開元三大士之首善無畏與其徒一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862 

行21，約在西元八世紀初期譯就的。另考量在盛唐、中唐之際，華梵之交通已暢行無

阻：海路由南印度、楞伽島(今之斯里蘭卡)、金洲(今之印尼婆羅洲)出發，經南海到

達中國南方交阯（今之越南）、廣州登陸。陸路由北印度、西北印度出發，沿著絲路

經中亞、新彊之天山南北路、河西走廊，入關而扺中原。留學印度之漢僧及來華之梵

僧、中亞僧人彼彼皆是，雙方往來頻仍，因之我們可以推斷，此等經之集成，距傳來

華之時間應不會太久，因此它們之集成應在西元六、七世紀之際。而「左手握執衣角」

之佛陀造像，則早在於西元二世紀末葉，犍陀羅之佛陀造像就已出現了。因此，我們

現在面臨著二個情況： 

一、彼等經典是依據現實造像的情況（約定俗成之造像法則），而集成的。 

二、彼時（二世紀犍陀羅造佛像之時）已存在有《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

毘盧遮那成佛經》，此等經典之前身即集成前之雛形經集22。 

我們在考察、探究大乘起源時，知大乘思想源起甚早，早在西元紀元之前，原始

教團分裂為部派之時，就已開始孕釀了，到了西元一、二世紀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一

世之時，已然形成了雛形了，早期般若經典（大乘顯教）已在南印度案達羅地區集成

了；另屬於早期大乘密教之一些小咒如牙疼咒、毒蛇咒23等也已出現於西元一、二世

紀之多處大乘經典之中了。而「咒」與「印」形影相即，由此可以推知，彼等經典上

所述「佛陀左手握執衣角」之「持鉢印」應早已流傳於大乘信仰之倡議者之間了，所

缺的只是考古之證據而已，期望來日能儘速有所發現。 

由上述之推論知：不論是由造像而導引出經典之集成，或由經典而據之以為造像

之根據，皆表示在該時期（西元二世紀早期犍陀羅出現佛陀造像之時期），此印相（持

缽印）已流傳於早期大乘思想倡議者之間了，且已形成了共識成俗之口傳或文字之傳

承了。 

                                                 
21

 善無畏 (AD637-735)，一行 (AD683-727)，詳見《人名規範檢索》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Beta Version)。 

22
 此或許僅僅是在某些部派裡之部分僧人間私下傳承或口傳。而最終孕釀成熟而集成此等經

典。 

23
 諸如龍樹的《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不能正觀空，鈍根則自害，如不善呪術，不善

捉毒蛇。」（CBETA, T30, no. 1564, p. 33, a8-9）及馬鳴的《佛所行讚》卷 5〈26 大般涅槃

品〉：「毒蛇藏於宅，善呪能令出，黑虺居其心，明覺善呪除。」(CBETA, T04, no. 192, p. 48, 

b21-22)龍樹（AD150-250），馬鳴（AD100-160），詳見《人名規範檢索》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Beta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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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至七、八世紀之後，印度之婆羅門教及左派性力密教大興，大乘佛教受到了衝擊

與影響，漸漸走上坦特羅（Tantra）化，密教也由事續（Kriya）、行續（Caryā）、瑜

珈續（Yoga）而發展到無上瑜珈續（Anuttarayoga），由單純的打手印、持咒而進入到

講求神通、雙運，修習息、增、懷、誅四法，佛像造像也由人間影像造型轉變成多首

多臂多足、雙身之造像，以至於此「握執衣角」的手印，也被金剛杵（vajra）、嘎巴

拉碗（kapala）24等法器所取代，而漸至消失，為人所遺忘。 

至於經中亞、新疆、河西走廊北傳至中原漢地之此手印，亦因中國密教（一般稱

之為唐密）之不盛行而湮滅消失，現今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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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美對天台思想的判析與詮釋 

——以慧思禪師為中心 

 

 

李佳臻∗
 

 

摘要  

方東美揉和宗教信仰與哲學素養，知行合一，生命內涵充溢著理想的精神光輝，

其對佛學思想的研究，旨在闡發原典深層意涵，佛學亦宗教亦哲學為基本核心，對天

台宗思想無不緊扣此觀點立言，他論天台宗的哲學不僅是「歷程的哲學」、「功用的哲

學」、「機能的哲學」，更是「體質的哲學」，以方東美詮釋慧思禪師思想為例，即止觀

與心體思想並重。他肯定並尊重人性，提倡崇高的生命精神，認為人性即佛性，且眾

生與佛平等；又言心體分真心與妄心，真如本具染淨二性，修止觀而得自性清淨心，

證大自在而得解脫耶。本文分論方東美對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

門》與《大乘止觀法門》的評定，從方東美的角度來看佛學研究，其思想不但融合儒

釋道三家，也包含西方哲學的一些觀念，即是比較偏哲學思想領域，在眾多佛學研究

中是較少被處理到的一塊。方東美先生的中國大乘佛學思想仍有許多能加以處理之議

題，期以本文對天台慧思禪師為主軸的研究，能做一初步的討論。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天台宗、慧思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866 

一、前言  

「佛學，亦宗教，亦哲學」，是方東美先生（1899-1977）佛學思想最基本的涵攝

義理，他在宗教方面，長年虔誠信仰佛教，韜光養晦成深厚的佛學造詣，臨終前虔誠

的皈依佛門，周宣德先生談到方東美對佛學的因緣： 

在他臨終前，又虔誠的皈依佛門。這一段因緣，很少人知道，現在我把它寫出

來，……方教授對於佛學解行並重，平日亦愛靜坐，可謂『定慧等持』。今年

三月二十六日雖身患不治之症，痛苦異常；然而內心仍然寧靜，自覺進入佛門

須有必要手續，便由林蘇民醫師與其門人劉宇坤副教授，護送至二城承天寺參

拜不食人間烟火的廣欽老和尚，虔誠接受皈依儀式，被命名為『傳聖』法號，

從此成為一個正式佛教徒。一般人都只知他中西學問至為淵博，而不知他最後

仍然歸結到佛家信仰，口唸佛號，發願往生，解行相應。這正是中國哲人知行

合一的典型。1
 

在哲學素養層面，他學問兼中、印、希、歐，並發展出一套自成體系的學說思想，對

佛學思想因而有著獨見特識。2
 畢生對佛教的理解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他晚年鑽研佛

學思想集大成的三套書，分別為《中國大乘佛學》、《華嚴宗哲學》、以及《中國哲學

精神及其發展》，是為當代一佛學家大宗，因其弘揚中華文化與哲學，眾人多推崇他

洵為當代新儒學家，但其談論中華文化，往往是儒釋道三者不分。 

經文獻回顧前人研究方東美先生思想成果，兩岸各地學術論文對其佛學領域探討

多以華嚴宗哲學思想為主流，或是綜觀他對中國大乘佛學思想的哲學研究。如加以辨

析，方先生的中國大乘佛學思想仍有許多能深入研究的議題，本文將抽出方東美對於

                                                 
1
 周宣德，〈方東美教授與佛學的因緣〉，頁 8。但馮滬祥先生則認為皈依佛門一事，沒有人從

方先生口中證實，方師母也避談此事，詳細參見馮滬祥編著，《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

頁 125。 

2
 方東美在抗日最苦悶的時期，由於手邊藏書有限，至附近寺廟購買佛經，於躲防空洞時研

讀，成為他沉潛精研佛學的機緣，廣泛而深入的苦讀幾年，這種直扣原典的功力，在晚年

暢談佛學時充分地展現出來。馮滬祥先生言方東美於民國 63年 9月至民國 64年 5 月在輔

仁大學所講〈中國大乘佛學〉論其佛學造詣：「方師講的內容通暢流利，大氣磅礡，破除了

很多人對佛學艱深晦澀的印象，也展現了方師本身融貫中西印的深厚學養，尤其他從比較

哲學與現代闡釋，弘揚大乘佛學，等於注入了新生命，對振興佛學與中華文化的貢獻非常

深遠！」參見馮滬祥編著，《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頁 62、1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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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慧思禪師思想的相關論述，聚焦此主題做初步探討，以現存文本《中國大乘佛

學》與《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3兩書為主要線索，其他著作如《生生之德》、《方

東美演講集》等書中的佛學詮釋也同作為研究資料，分析其對佛家義理的闡釋。 

方東美曾言： 

真正做一個學者要能夠很謹慎地利用可靠的材料，然後憑藉自己的學術良心，

把它消化了以後，說出來自己的見解，而這個見解僅次於創造的寶貴真理價

值；等到經過這個階段之後，他的知識作到真確的程度，他的精神可以向上面

飛揚，他的知識再流露出來變成智慧。4
 

顯露出方先生治學態度的嚴謹慎密，方東美的佛學思想即為畢生高度的哲學智慧集

成，常以西方哲學知識與儒家道家思想匯通，作為比較哲學來解釋佛學，在講稿成書

的著作中不時縱橫交錯，思想脈絡複雜且富含曖昧性，方東美多元化而學思廣泛的佛

教哲學，常令欲研究者望而生畏，此篇主要的工作，即是將此一複雜內容作一初步的

釐清，藉著分析方先生的論述，以窺探背後未言且深藏的內涵。方先生曾在《中國哲

學發展及其精神》自序說道： 

然凡標有「參看」字樣部分，宜請特加留意，俾高明讀者得以按圖索驥，曠觀

體察，自求印證。足徵本書所出、論列各派思潮【詳其源流，明其旨歸】，莫

不言之有本，碻切有據，文獻俱在，可資復按。 

以上所引之言，對研究其佛學思想的方法有所省思，由於筆者對佛學及哲學的資質有

限，將以「詮釋」的思考理路做出發點，嘗試從方東美先生的觀點立足綜覽，把書中

提及的相關論述回歸到原典，未言盡及言簡意賅之思想與原典文獻相互觀照，並將各

著作散見的資料作總和，即是本文主要的核心課題。 

                                                 
3
 《中國大乘佛學》一書為方東美在輔大講課的內容，學生將講課錄音檔及筆記整理後匯成

專書出版；《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套書原為方先生耗時十二年所著之英文代表作， 隨

後指定孫志燊先生翻譯原書名為“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馮滬祥先

生言：「所以，我對孫智燊先生承命，中譯方師晚年經典作品《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

整整花了三十年才完成，很能體會其中的辛苦：對於方師生前就交代他『徐徐為之』，也更

能體會方師的深意。」可見此書為重要且直接的參考資料。參見馮滬祥，〈東美恩師學問博

大精深〉，收錄於馮滬祥編著，《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頁 96。 

4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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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美書中提及慧思禪師的思想，主要落在慧思所著的《法華經安樂行義》、《諸

法無諍三昧法門》與《大乘止觀法門》三部書中，又因方先生評析這三部著作，認為

《法華經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門》此二篇在大乘止觀完成之前的早期兩部小

品值得探討研究，論其所蘊涵思想和《大乘止觀法門》的部分方先生是將其分開談論

的，因此本文將這兩個問題意識分成兩大主題來進行，再將二者所同樣詮釋的問題作

一評定，將方東美的思想結構初步分析之。 

二、對《法華經安樂行義》與《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的詮釋  

相較於普遍接受《大乘止觀法門》為慧思重要思想著作，方東美更肯定另二部小

品《法華經安樂行義》與《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中的精神，方先生認為這二部書更能

契合《法華經》一乘的旨趣，其中慧思的思路也較能展現天台宗的思想： 

慧思名著有《大乘止觀法門》，然余寧取其早期短篇小品【〈法華經安樂行義〉

及〈諸法無諍三昧門5〉】。蓋其早期著作，於精神氣脈上深契佛說《法華經》

旨趣。自一乘觀之，吾人一旦覺悟，即分享佛性，超越色法十八界之煩惱束縛。

苟不為塵沙所惑，物累即無從作梗，不礙菩提路。吾人所充分領略於超脫解放

之生命者，厥為絕對心體或精神之祥光萬道，現為一片性海圓明，而一己小我

之生命，在本質上適參於其中，相與浹而俱化。臻此精神自由之圓融妙境，自

不禁要齊聲高歌，共唱「生命喜悅之禮讚」！6
 

妙法蓮華經由「開佛知見」成就一佛乘，開佛知見所開顯佛陀的一大事因緣，要幫助

一切眾生去了解他們都具有佛性，人人都本具有自家寶藏，無奈被埋沒於塵勞煩惱的

垢染心中，故開佛知見就是開展每個人本有家珍，使得離垢清淨而得智慧。7
 佛陀要

將眾人的精神提高至與佛同等的境界進而入佛知見，到達與佛平等境界進而證悟成

佛，此為一乘佛教之根本教義，終而會三乘於一乘，是天台宗思想的基本特色。下將

方東美分析本節主題兩書之要義與詮釋，分別論述開展。 

                                                 
5
 按：應為〈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為引用書初版之疏漏，為忠實所參閱書籍，仍以錯漏之原

文引之。 

6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1。 

7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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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華經安樂行義》之內涵 

1.尊重與肯定人性 

《法華經安樂行義》（下略稱《安樂行義》）開宗明義說，人人具有佛性：「一切

眾生具足法身藏，與佛一無異。8」方東美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這個佛性要等

視一切人類與生命，此所說的眾生包涵一切所有生靈含識，將並將其生命視為神聖且

崇高的，只要保有此生命精神，皆具足成佛的本性。「一切生命皆具有法身藏。法身

藏是甚麼呢？就是如來藏。為什麼說它是如來藏呢？因為人性同佛性一樣地被尊敬，

佛陀所具有的精神意義、精神價值，在人性裡面也一樣具有。」9
 方先生對於如來藏

的解釋，說明其為楞枷經中第八識的阿賴耶識化為如來藏與藏識，如來藏是神聖、純

善的，是世界上所有善的價值來源10
 。《安樂行義》將《涅槃經》的根本思想展現出

來，再回歸到《法華經》上面，有情界的一切生命皆平等，皆具有神聖的精神生命，

再溯到會三乘而歸一乘，此為慧思合併涅槃經與法華經的總觀點，也作為慧思思想基

本內涵的出發點。 

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方東美幾個從佛教觀點論人性的解釋，方東美言：「佛家所

謂人性完成之後，完成佛性。」11
 其所論之人性善的一面與佛性所指之善因相同，

其所言人性完成，即是覺悟入涅槃，「佛學想要深入中國人的心靈，就不能不正視儒

家對人性的肯定與對社會的關懷。」12
 中國大乘佛學之所以能在中國發展並落地生

根，其中蘊含人性的精神在內： 

所以中國大乘佛學能夠在中國立根，就是因為他同儒家孔子及孟子所講的人人

皆可以為堯舜，希聖希賢成聖成賢的性善說明一致，只不過是從佛教的觀點來

討論而已，所以這一套的思想就能打動中國人的心靈。13
 

                                                 
8
 此為慧思《安樂行義》原文，方東美書中將此句寫為「一切眾生具足法身藏，與佛無二無

別。」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T46, no. 1926, p. 698a08。 

9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88。 

10
 參見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59。 

11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23。 

12
 傅佩榮，〈廣大和諧的哲學境界──《方東美全集》校訂版介紹〉，收錄於馮滬祥編著，《方

東美先生的哲學典型》，頁 150。 

13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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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上面這種將生命的精神不斷向上提升至一種盡善盡美的境界，這種極崇高的全

人境界，在中國哲學方面來說，以儒家精神形容則稱為「聖人」、也是道家的「至人」，

是中國哲學中人類最高的理想，以佛家的觀點論此種境界，「所謂般若與菩提相應的

人，就變作『覺者』（Buddha）。」14
 方東美又將覺者生命的精神，稱之為「先覺的

精神」15
 ，說明這種先覺的精神是把過去與現在的現實世界的不滿足，放至未來的

結局觀照，是將已有之「命運的問題」（Problem of Destiny），然後在「未來的命運」

（future destiny）上面看人類如何解放。16
 方東美此處所言命運之問題，可以四聖諦

所指之苦集兩諦來解釋，從其言可知所指之現實世界是過去與現在而論，對於未來只

說結局，而未說未來的現實世界，此可推斷覺者在未來的結局已證入涅槃，唯有覺悟，

才得以不以世間之苦與輪迴所苦，人類才得能解放，覺者崇高的的智慧轉為苦心與慈

悲心，最終藉宗教精神來拯救眾生，將世界轉為神聖的理想境界。 

上述所論覺者精神，與慧思《安樂行義》中的神通思想能互觀：  

菩薩是時聞諸佛語，心大歡喜即得大神通，虛空中坐盡見十方一切諸佛，具足

一切諸佛智慧，一念盡知十方佛心，亦知一切眾生心數，一念悉能遍觀察之，

一時欲度一切眾生。17
 

方東美論開佛知見，此一事因緣是賦有某種使命，要使一切人的思想、行動、精

神生命以及人格培養，都達到與佛一樣。18
 人性的完成除了崇高的精神生命，還包

含人格的培養，人格即是智慧的一種結晶，培養人格以提高智慧，透過般若智慧迴向

自我本心形成盡善盡美的人格，般若與菩提相應，完成圓滿的佛性，方先生言：「以

前都是道家同佛家聯合起來攻擊儒家，等到佛性不可以向外求，只能向內求，內求到

人性純善那一點上面，然後佛學才完全中國化。19
 」即是如來藏的思想，人性的神

聖本同於佛陀。 

云何名一乘，謂一切眾生，皆以如來藏，畢竟恒安樂。20
 

                                                 
14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23。 

15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79。 

16
 參見同上註。 

17
 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T46, no. 1926, p. 698b07-08. 

18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72。 

19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89。 

20
 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T46, no. 1926, p. 702b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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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行的要義與最終目的，終究要回歸到如來藏的層面，人性純善是生來本具有，方

先生肯定並尊重人性的崇高，契合天台思想一乘教義的體用相即、圓融無礙，也同為

中國大乘佛學的基本精神。 

2.尚留業惑緣起說之色彩 

方東美言《安樂行義》在面對神聖的生命之時，反而要來解釋現實世界與現實人

生所產生的罪惡來源，然而這種解釋，卻很容易陷入二元論的困惑之中。承前段所論

的佛性﹝或言「人性」﹞，慧思在一開始即將佛性中生命精神與佛學智慧提升到相當

高的境界，方先生論這種不斷向上提升的精神哲學，最終將達到本末究竟： 

最後的目的都是要把人的精神，從自然界的裡面提升到達精神的頂點，然後從

人類的智能才性上面變作盡善盡美，變作神聖。……要是能夠把這麼一個藍圖

體會到並樹立起來建築一個立體的宇宙，在這個立體的宇宙裡面就成就一個最

高的神聖的人類生命價值在上面，然後慢慢一步一步的向上面提升人類的精

神。21
 

藉佛陀一大事因緣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再以最高智慧來觀照

世界，「透過對世界的觀照與透視中，便能使自己生命上的種種行動、心靈上的種種

行動，都能依據法華經安樂行品的思想而表現出高度的精神自由。」22
 從法華經與

涅槃經為根基，展現高度的哲學智慧，及高度的宗教精神，是一種純粹的形上學，藉

以闡明宇宙萬象起源，「即是把純粹的本體論變成宇宙的發生論來看。」23
 ，只是除

去理想層面，還有現實的層面，現實層面充滿著苦難、煩惱、罪惡，論及罪惡，便不

可避免面對「惡的起源」問題。 

佛學思想惡的起源問題，有所謂業惑緣起說，慧思的思想從理想境界看世俗界，

方東美認為慧思在業惑緣起說深受無明的困惑： 

在原始佛教的思想領域，便有所謂的「業惑緣起說」。這一個思想在整個佛學

領域中，可以說是影響太大了，一般的人往往一鑽進去之後就逃不出來。因此

便會認為人類的心理狀態，好像根本就被無明業惑所支配，於是就糊里糊塗的

                                                 
21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30。 

22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500。 

23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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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入「業惑無明」的圈套裡面去。……像慧思這樣的哲學思想，自然就深受它

的影響而越向下面發展，反而越受罪惡的包袱所困，而無法自拔。24
 

中國大乘佛學，基本傾向一乘佛教的一元論，但在未發展完全時，常常仍以二元論假

定，這種二元論常令許多形上學家與各國宗教家所困惑，對世界上所有惡的來源無從

其解。慧思在《安樂行義》論凡種與聖種二者，便極具印度小乘佛學色彩： 

凡種者，不能覺了，因眼見色生貪愛心，愛者即是無明為愛，造業名之為行，

隨業受報，天人諸趣遍行六道，故稱行也，相續不絕名之為種，是名凡種。25
 

凡種之不能覺，因此深受無明所惑與業的輪迴所困，方東美說明「業」，在知識上面

看是無明與黑暗，在情感上面看是痛苦，兩者結合起來，這種痛苦不會因身體死亡而

毀滅，過去的精神會和未來的生命作連接，此為小乘佛教與印度原始佛教業惑源起的

說法，在大乘經典如楞枷經，便以如來藏藏識的觀念稱賴耶源起，兩者同陷於二元論

中，慧思《安樂行義》既有業惑無明之困，又有藏識的觀念在內，雖慧思作此文要以

安樂行回歸到一乘思想，但對諸種罪惡的困境仍然無法有解釋與突破，直到三祖智顗

的摩訶止觀才解決先前慧思所留下的包袱，智顗的相關思想，在本文則不做深論。 

方東美將類於慧思種種二元思想作下述解釋： 

人生之究極目的，在於造登精神崇高境界之極峰。而吾人之生活，卻於現實世

界立跟。人生既處處困居現實緣限之中，即恆不免為種種逆境所苦，是生煩惱，

就中由以罪惡為甚。夫罪惡之有，對人人皆為嚴重之威脅，人心深處，恆感受

其可怖性。吾人對之，究應作何解釋？世上宗教，對之遂有種種假定「神魔同

位」之說。如是，則既有傷神性純善之尊敬，復有損人性抗惡之權能。為解決

斯難，往往需訴諸某種二元性，藉以橫慮罪惡之真實性，雖然，罪惡可逕以虛

妄假相視之。26
 

方先生解釋罪惡可以虛妄假相看待，是「空之以為用」，但在未能理解前，善惡對立

一直是宗教上的難題，同樣也顯現在西方宗教的一派，上帝得以說明宇宙人生善的來

                                                 
24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501。 

25
 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T46, no. 1926, p. 699a01-03. 

26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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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拿魔鬼可以解釋人生惡的來源，此即神魔同位27
 ，如將世界一切視為善惡混雜，

佛性與罪惡相混之，就會產生誣衊佛性與誣衊真如的謬誤，方先生嘆言：「這豈不是

謗佛？」直到華嚴性起品中的真如緣起才解決前述緣起的二元困惑。 

慧思產生此種二元思想，是因當時歷史背景所故，《大乘起信論》在當時廣為流

傳28，書中一心開二門的觀點帶有比較濃厚的二元論色彩：心真如門與心生滅門。慧

思或受此書影響，故陷於二元窘境而難自拔。 

3.有相行與無相行 

慧思掌握了法華經安樂行品的要義，解釋有情界一切眾生同樣具足與佛同等的精

神生命，在這樣的條件下人類的行動可分為兩方面，一個叫做「有相行」，另一個叫

做「無相行」： 

菩薩學法華，具足二種行，一者無相行，二者有相行。29
 

無相行為崇高神聖的生命精神的引領下所發展出來的行動，《安樂行義》曰無相行中

四種圓滿成就之安樂行：第一名為正慧離著安樂行。第二名為無輕讚毀安樂行，亦名

轉諸聲聞令得佛智安樂行。第三名為無惱平等安樂行，亦名敬善知識安樂行。第四名

為慈悲接引安樂行，亦名夢中具足成就神通智慧佛道涅槃安樂行。30
 無相行即為安

樂行，於一切諸法之心相寂滅畢竟不生，方東美言無相行同老子思想的「善行無轍迹
31」。何為安樂行？以理想境界的高度論之，是神聖生命精神領域之行，此行是快樂

                                                 
27

 德國宗教家 Burmier：「上帝與魔鬼同在」，提出 God-Lucifer如此複雜的觀念。參見方東美，

《中國大乘佛學》，頁 459、492。 

28
 慧思是否讀過《大乘起信論》一書，方東美是肯定的，就作者而言，他認為《大乘起信論》

必為中國和尚所造，觀行文與真諦三藏的譯筆風格不符。而就年代來看，時間立場推算慧

思剛好為中年時代，隋代慧遠很早就引證了這本書，慧思確實受了《大乘起信論》影響，

且並無時間上不相接的問題，即使它是一本偽書，也是有價值的偽書，它應是屬於中國人

的作品，而非由梵文翻譯而來。方先生對《大乘起信論》的相關評定可參閱《中國大乘佛

學》頁 455-458頁，及《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4。 

29
 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T46, no. 1926, p. 698a20-21. 

30
 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T46, no. 1926, p. 700a14-18. 

31
 出自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

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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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安樂行義》言： 

一切法中心不動故曰安，於一切法中不受陰故曰樂。自利利他故曰行。32
 

但方東美認為在人類所處現實世界層面來看，一切法中不受陰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命

只要離不開物質的組織，就不可能面對現實世界卻不產生情感，生命也不可能不接受

外來刺激引起之苦，如何使人類不去接受情感引起的痛苦，正是要解決的難題。他認

為有修養之人不同於無修養之人，有修養之人遇到外來刺激引起的痛苦，能假借作為

修行，運用精神力量將痛苦鎮壓下來，這種立場之下，慧思所說之於一切法中無受陰

故曰樂，並非使身體各組織器官不起活動，而是面臨外來刺激之時能忍受刺激，可以

控制、鎮壓，使他不產生其他的副作用，自然能「自在無礙，無入而不自得，然後才

可以『自利利他，故曰行』。」33
 

方先生認為這種精神價值，如果用在社會層面上，如果有內在精神使命在身，就

不會與他人比量價值，即使身處種種痛苦的煎熬之中，也能拿精神活動鎮壓由物質所

產生之苦，使痛苦不起作用，然後再進而衍生出另一種精神生命，此時便會覺得真正

痛苦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此時一方面表現精神的自信，一方面要發起慈悲喜捨的精

神轉救他人，「把那些墮落在物質世界，深為物慾所支配的眾生，都把他們拯救出來，

這樣一來就產生了『安樂行』。」34
  

這邊值得注意的是，方東美說： 

敞若這安樂行是有條件的話，就叫做「有相行」。35
 

又將有相行和無相行分別比做俗諦與真諦： 

把人類的行動化成兩方面：一個叫做「有相行」，一個叫做「無相行」。這可以

說是把生命化成兩方面：一個好比是俗諦，一個就是真諦。36
 

                                                                                                                                        

迷，是謂要妙。」（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1983年。頁 153-154。 

32
 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T46, no. 1926, p. 700a11-12. 

33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95。 

34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96。 

35
 同上註。 

36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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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慧思《安樂行義》中論有相行與無相行，並無明確指出二者分別蘊含俗諦與真諦

之意，但假使單就表面判斷而否定方先生說法，是尚未深入理解其言的看法，方東美

在這兩者比喻的出發點是不同的，一個是由與佛同樣具足佛性而展開的「行動」，一

個是「生命」，行動是建立在精神生命之中，藉有相行與無相行能理解俗諦與真諦內

涵。由此延伸，說明若安樂行是建立在有條件下是為有相行，如同佛說法說俗諦是說

方便法，依人能理解之說法作為手段條件來引其入真諦，如此便能理解方先生論述，

也無不通與窒礙之處。 

（二）《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內涵 

方東美論《諸法無諍三昧門》（下略稱《無諍門》）的出發點同《安樂行義》，諸

佛與凡夫眾生的佛性皆平等，如到達佛性無上莊嚴崇高的境界，而得自性清淨心。 

臻此境界，則舉凡一切世俗界之知識，一切菩薩願行之良知，以及一切唯佛所

有之無上智智等，皆一體渾融，匯為一切種智、含盡一切諸法，及其全體總相，

各各殊相，而為自性清淨之心體昭察所及者。自性清淨之心體，即是萬有一切

之旁通統會，彰顯諸法在精神上無二無別，一往平等，一如是同。斯乃純粹本

體論與價值學之最高統會，交融互澈，道通為一。37
 

回歸到《無諍門》原典，自性清淨心是為真實心，又名身本，又名如來藏：「身本者

如來藏也，亦名自性清淨心，是名真實心。」38
 若方東美在此所指自性清淨之心體

有如來藏之意，相對下心體也有藏識之意涵在內，方東美將慧思此種心體思想詮釋為

真心與妄心： 

茲就歷史背景言，余謂慧思當係處此影響之下，而將完整之絕對心體剖之為

二：曰真心；曰妄心。真妄二心，於種種汙染條件之下，薰生力用。39
 

真心於世間不免受汙染之事影響，心體是染淨同具，「妄識本無體，依因寂法生」，真

妄二心皆是絕對心體所生。又如一心開二門的心真如門與心真滅門，真如是恆常不變

之理，真滅則會隨現實世界變化，《無諍行》中慧思以月喻心體： 

                                                 
37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69。 

38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T46, no. 1923, p. 628a21-22. 

39
 此處所言歷史背景，是指慧思受《大乘起信論》影響之背景。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

發展（上）》，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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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譬喻說，身本及真心，譬如虛空月，無初無後，無圓滿，無出無沒無去來，

眾生妄見謂生滅，大海江河及陂池，溪潭渠浴及泉源，普現眾影似真月。身身

心心如月影，觀身然欲甚相似，身本真偽亦如是。月在虛空無來去，凡夫妄見

在眾水，雖無去來無生滅，與空中月甚相似。雖現六趣眾色像，如來藏身未曾

異。40
 

宇宙萬物存於世，就如幻影般相互映照而存在，無論是直接或間接能見，所見皆非真

實，真實是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亦非中道，是謂性空。方東美如此詮釋引文中慧思對「真

心如虛空月」的譬喻： 

祥光若匹練，月華洗太清，其恆常不易之體，宛若月映江，迴照於巨洋深海，

大川溪流，湖澤沼池，因風吹動，或怒或笑，千態萬狀，渾無定姿。41
 

本只是以月喻真心之譬喻有了更進一步的詮釋，月光能映照巨洋深海、大川溪流，能

包容萬物，祥瑞柔和的月光就如佛性散出的內在精神光輝，但凡夫所能見的佛性並不

是真實。若風吹動，所映的影子就會改變，此處所指的風，就如佛法所說的「念」，

若「妄念心生」則「隨業受報」42，此時則須修禪定，禪定而能寂然無念，「如來一

切智慧，及大光明，大神通力，皆在禪定中得。佛今欲說摩訶般若大智慧法，先入禪

定，現大神通，放大光明，遍照一切十方眾生。」43
 風吹而使月影變幻無常，持清

淨戒修禪定能覺一切諸佛法，方先生如此說道： 

職是，吾人首當精修禪定，庶免劣風作勢，吹起無明煩惱。妄界宜斷；欲界宜

破；幻界宜了；緣界宜空。一切淨化修證，悉為了斷業惑。業惑不斷，難證菩

提，遑論精神超脫解放，證大自在，大解脫耶？44
 

此乃方東美所說之「純粹本體論與價值學之最高統會」，而何謂價值學？ 他論中國哲

學通性與特點時提到： 

本體論、萬有論要同價值論聯合起來，甚至像老莊、大乘佛學講智慧要把許多

                                                 
40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T46, no. 1923, p. 628a29-b07. 

41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0-371。 

42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T46, no. 1923, p. 628a29-b07. 

43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T46, no. 1923, p. 629a26-a29. 

44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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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點化掉了成為更高的智慧，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能夠契合更高的價

值，……在中國哲學上面一切萬有論，一切本體論，一切超萬有論，都有一個

共同點──一定要同最高的價值哲學融會貫通起來成為一個整體的系統。這一

點可以說，中國哲學是「以價值為中心的哲學」（valuecentric philosophy）。45
 

中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的一點，中國哲學如原始儒家、老莊、大乘佛學各宗、宋明

理學等等都是理想主義，都是要把世界萬物與人性都點化成理想狀態，是一種以價值

為中心的哲學，表現「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要把人與宇宙的理想

化為同體，使人的生命展開來去契合宇宙，以佛學來說即是要將一切都化作真如。 

三、對《大乘止觀法門》的詮釋  

方東美著作中論《大乘止觀法門》（下略稱《大乘止觀》）所言不多，但為完整舉

出方先生對慧思思想的評述，在此仍做扼要地說明，其中不乏和《安樂行義》與《無

諍門》相同的詮釋。他對《大乘止觀》諸要義，分四個方面使用了哲學名詞作解釋：

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與知識論，因筆者未受過專業哲學訓練，是以，於此議題仍

嘗試用詮釋的角度作疏理。 

（一）本體論 

一切眾生，悉依止真如，真如者、本來清淨，凝然恆存。就真如、依智慧，吾

人遂得以觀照自性淨德，去牽掛，絕煩惱相。當是時也，是謂精神瞬間，吾人

即可上齊佛性，證大解脫，在分位上與佛等一。46
 

法華經說一切眾生俱是法身藏，與佛無二無別，本體論又名存有論，恆存的真理是真

如，此處純粹本體論同前段《無諍門》解釋，自性清淨心、真如、如來藏皆為同等義，

《大乘止觀》：「謂依止一心以修止觀也，……此心即是自性清淨心，又名真如，亦名

佛性，復名法身，又稱如來藏，亦號法界，復名法性，如是等名無量無邊。」47
 絕

對心體的眾名無量無邊，靠止觀去煩惱障，自能證得與佛同等佛性。 

                                                 
45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103-104。 

46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1。 

47《大乘止觀法門》。T46, no. 1924, p. 642a21-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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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宇宙論 

方東美於宇宙論立言，由兩個層面分論。第一，心體與止觀體用互攝而使宇宙萬

物發生變化： 

絕對心體，一旦與止觀證知界相值，即當體起用，而即相顯體，其真實體性，

顯發為客觀萬象，組成於變動不居之事法界，而事法影響元一。48
 

止觀證得實相後，開悟而由體起用，方先生說哲學的兩大支柱是「客觀的世界」與「主

體的人類生命精神」49
 ，對應客觀世界的真象，有賴人類主體的生命去處理、了解

真實界，《大乘止觀》處理的方法即是「止觀」。 

二者，事法影響元一，絕對心體在此條件下剖析為二： 

一、實性本質之於佛陀，故純淨無染，恆常不易（是謂本初性）；與二、由外

顯故，究極本體與俗界塵垢，因相涉而轉受其染，致為所奪，是謂眾生之後得

性。50
 

簡言之分真心與妄心，在宇宙發生論的阿賴耶識緣起，眾生不能免於無染，《大乘止

觀》言：「此心體雖復平等。而即本具染淨二用，復以無始無明妄想熏習力故，心體

染用依熏顯現此等虛相無體唯是淨心。」51
 心體依作用是本具染淨二性，若不以性

能論，則心體是非染非淨，如《大乘止觀》：「若廢二性之能以論心體者，即非染非淨

非聖非凡，非一非異。非靜非亂圓融平等不可名目。」52
 心體的本體論和宇宙論相

異處，即為作用有無來辨別。 

（三）心理學 

受無明薰染的心理，思想情緒行為生成種種困擾煩憂，甚至形成一種疾病，「生

存於世俗界，托身其間，心理狀態，故早為無明薰染，或昧於事，或喪於理。……於

                                                 
48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1-372。 

49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12。 

50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2。 

51
 《大乘止觀法門》。T46, no. 1924, p. 645a27-a29. 

52
 《大乘止觀法門》。T46, no. 1924, p. 649a24-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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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釀成無明連鎖作用，以至生死輪迴一大套，」53
 《大乘止觀》的止觀二法，是

一套能解決心理困惑的治療方案，「針對其連鎖活動當機立斷，而斷之以『止』；或鑒

於其可慮後果，防萌杜漸，而防之以『觀』。『觀』之為言，睿見透晰，了了分明之謂

也」54
 方先生特別提出佛教哲學以心理經驗的心理學來說，是高度的心理學55

 ： 

根據希臘的哲學、中世紀的宗教哲學、東方印度的婆羅門教、佛教的宗教，中

國儒家、道家、新儒家許多的哲學智慧，再看出來 ideal side of life which will take 

man in ideal regard ，不是 in natural regard。這才是從人類高尚的才能來看人

類的心理學，因為他不走平面和向下追求深度的這方面，而是向上追求人類的

意義與價值的高度方面，這種心理學，我叫做「高度心理學」（height 

psychology）。56
 

中國哲學的智慧如佛學思想，都是要往理想方面去追求，由知識轉化為更高層次的智

慧，表現生命精神上的理想主義。 

（四）知識論 

方東美以知識論言心體，說明妄心是經驗之心，經由過往認知所生，是「依意識

第六及末那識第七，妄心有覺用，然非反省性之自覺，本為妄奪故。」57
 佛學中也

著重智慧與知識的分別，知識都是以方便、各方的資料，以權宜之計建立起來，是虛

妄假立，要把知識再提高到能觀真如的境界，才是智慧。58
 心體如為妄心所染，須

以止觀妙用治之： 

止者，彰明無分別智，顯乎精神禪定，以對治妄心，或盡掃一切虛妄念想，而

復其自性清淨，是謂心體之本然。觀者，洞達本心若但絕生死，不絕妄染，猶

                                                 
53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2。 

54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2。 

55
 方東美將心理經驗的心理學分為三類：深度的心理學(depth-psychology)、平面的心理學

(surface psychology)、高度的心理學(height-psychology)，詳細說明參見方東美，《方東美演

講集》，頁 61-64。。 

56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63-64。 

57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2。 

58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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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謂夢之夢，絕不勝絕。勤休止觀不已，乃淨心之道，妄盡還原。59
 

以止觀抑止妄心的生成與活動，而能正確認知以認識真心的這種理論，杜保瑞先生認

為以中國哲學的本質上看，與其說是認識論，不如以工夫論來說：「與其說是認識論

哲學，不如說是工夫論哲學，因為中國哲學是以實踐為目的的人生哲學，正確的認識

就是正確的人生實踐活動，因此更準確地說是工夫修養理論。」60
 若只知六識，未

能知有第七識與第八識存在，終究仍是小乘的境界，《大乘止觀》同等重視「體」與

「用」，前述之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知識論的內涵都不離此二者，方先生獨到

地分析了他個人從哲學角度對《大乘止觀》的看法，對後人研究佛教哲學化方面勢必

能有所啟發。 

四、結語  

中國大乘佛學經中國人的精神提鍊後，方東美先生曾言：「不僅像儒家的哲學，

而兼有儒家後來所不甚注重的宗教精神；也不僅像道家只是一個超越哲學，而同時兼

有宗教的熱忱在裡面。」61
 就如他自身揉和宗教信仰與哲學素養，知行合一，其生

命內涵充溢著理想的精神光輝。 

本文就方東美闡釋天台宗慧思禪師的思想，分別論述簡單地作了說明，慧思認為

本心該是完整圓滿的絕對心體，因心動念所以生妄心，須禪修止觀定心，斷一切染因，

復而能觀心本自清淨無染，終證與佛同等智慧之光明。 

佛學思想學問浩瀚如海，筆者所能觸及之問題意識與思考方法，恐為表面知識且

不盡完善，至少，期此篇拙作能為方東美佛學思想的研究、甚至佛教哲學化的研究獻

一點微薄心力。 

 

 

 

 

                                                 
59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372-373。 

60
 杜保瑞，〈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問題意識之定位〉，頁 12。 

61
 方東美，《方東美演講集》，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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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眼識」修行探討 
 

 

釋慧文∗
 

 

摘要  

《楞嚴經》教起因緣是阿難尊者遭受摩登伽女之難，又阿難出家的因緣也是見了

如來的三十二相殊妙，這一切都是由「眼見」而心生愛樂。所以本經中佛言：「使汝

流轉，心目為咎，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 

我們在這看似真實，卻是如幻如化的世界中，應該如何從「眼識」中找到解脫的

方法呢？本文以「眼識」為研究主軸，重點分二：一、「信解門」，分析眼識的虛實性，

非實因緣生，亦非自然生；二、「行證門」，列舉舍利弗尊者修證得解脫的方法——「眼

識」圓通法門。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楞嚴經、眼識、舍利弗、因緣、自然 

                                                 
∗
 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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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學，亦宗教，亦哲學」，是方東美先生（1899-1977）佛學思想最基本的涵攝

義理，他在宗教方面，長年虔誠信仰佛教，韜光養晦成深厚的佛學造詣，臨終前虔誠

的皈依佛門，周宣德先生談到方東美對佛學的因緣： 

太虛大師說：「夫《起信》與《楞嚴》等，殆為中國佛教唐以來相承之最高聖言。」

《楞嚴經》從古至今，在中國佛教極受尊崇，如佛門中常說：「開慧的《楞嚴》，成佛

的《法華》，富貴的《華嚴》。」 

這部經的起教因緣非常特殊，緣起於摩登伽女「見」阿難相好莊嚴，以咒術使其

攝入淫席；又阿難當初發心出家，也同樣是因「見」如來三十二相。佛告訴阿難：「使

汝流轉，心目為咎。」因此，筆者試將《楞嚴經》的真正價值，從「眼識」做更客觀、

更詳細的分析與理解，進一步開闡此經獨特的意義。此一論題實具開發的重要性，這

也是撰寫本文的主要動機！ 

憨山大師言：「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在《楞嚴經》中佛針對「心

在那裡」這個問題，對阿難尊者的質疑，開示了有名的「七番破妄」、「十番顯見」，

在本經中，佛對阿難開示：「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

世間憎愛二苦。」 

所以我們的煩惱是從憎愛而來，而大部份憎愛的開端，是從眼對色產生「識」開

始，本文就從「眼識」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當我們眼根看到色塵之後的心，所產

生的認識，是帶給我們快樂多或痛苦多？ 

對於眼識的探討，預計撰寫的章節安排如下： 

一、前言 

二、眼識的定義 

三、眼識的虛妄性 

四、眼識本如來藏 

五、舍利弗「眼識」圓通法門 

六、結論 

二、眼識的定義  

據《佛光大辭典》解釋，「眼識」的梵語稱「caksur-vijñāna」為十八界之一，是

以眼根作所依，其功能為眼根對應色境時產生眼識，只能見色，未起分別，是一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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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色境之識，隨根而立名。「界」乃梵語 dhātu 之意譯。印度語稱做「馱都」，有幾

種含義：層、根基、要素、基礎、種族等諸義。「界」是各種分類範疇的稱呼，如：

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而產生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六根」、「六境」、「六識」各有各的界限，

在內能緣的是根的界限，在外所緣的是境的界限，中間有了別的作用，是識的界限，

「六根」、「六境」、「六識」合稱為十八界。1。 

根塵識三，必須相應一致才能發生種種功能。根與塵相觸，如果沒有識與根、塵

的聯絡，那物質與精神是不能發起任何作用的，在經論中有關「眼識界」的論述也非

常多，茲舉如下： 

《大寶積經》云：「何者是識界？如眼為主攀緣於色，對色知故眼識生。或能知青

黃赤白雜色；亦知長短麁細，如是一切所有色等物，眼識所能覩者，名為眼識界。」2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云：「云何眼界？謂如眼根。云何色界？謂如色處。云何

眼識界？謂眼色為緣所生眼識。此中眼為增上，色為所緣，於眼所識色，諸了別、異

了別、各別了別色；是名眼識界。」3 

有關人類「眼識」之所生，依據《成唯識論述記‧卷 7》云：「眼識依肉眼，具

九緣生。謂『空、明、根、境、作意』五同小乘。若加根本第八，『染淨』第七，「分

別」俱六，能生種子，九依而生。」4此說明「眼識九緣生」的道理，「九緣」是指

明、空、根、境、作意、根本、染淨，分別、種子等九種緣，人類眼識生起必須具有

這九種的條件，才會生起眼識的作用，列表如下： 

(一)明緣：明，指日月之光，能顯諸色相。謂眼因明而見，無明則不能發於眼識，故

明為眼識之緣。 

(二)空緣，空，指蕩然無礙，而能顯諸色相。謂眼以空而能見，耳以空而能聞，無空

則不能發眼、耳之識，故空為眼識與耳識之緣。 

                                                 
1 上述說法請參見《佛光大辭典》。 
2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 73〈25 界差別品〉，《大正藏》十一冊頁 417上。 
3 尊者大目乾連造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10》〈20 多界品〉，《大正藏》二十六

冊，頁 502下。或見 尊者世友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 2》〈4 辯七事品〉：

「眼識界云何？謂眼及色為緣生眼識，如是眼為增上，色為所緣，於眼所識色，諸已正當

了別，及彼同分。」《大正藏》二十六冊，頁 669上。 
4 唐‧窺基撰《成唯識論述記‧卷 7》，《大正藏》四十三冊，頁 47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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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緣，根，指眼、耳、鼻、舌、身五根。謂眼識依眼根而能見，耳識依耳根而能

聞，鼻識依鼻根而能嗅，舌識依舌根而能嘗，身識依身根而能覺，若無五根，則

五識無所依，故五根為五識之緣。 

(四)境緣，境，指色、聲、香、味、觸五塵之境。謂眼等五根雖具見、聞、嗅、嘗、

覺等五識，若無色等五種塵境為對，則五識無由能發，故境為五識之緣。 

(五)作意緣，作意，即心所法，有覺察之義。謂如眼初對色時，便能覺察，引領趣境，

使第六識即起分別善惡之念；及耳、鼻、舌、身初對境時，亦能如是覺察引領。

是以遍行一切識境，皆由作意，故作意為眼等六識之緣。 

(六)根本依緣，根本，即第八阿賴耶識；依，指倚託。謂第八識為諸識之根本，眼等

六識依第八識相分而得生，第八識相分託眼等六識而得起，故根本依為六識及第

八識之緣。 

(七)染淨依緣，染淨依，即第七末那識，一切染淨諸法皆依此識而轉。謂眼、耳等六

識，於色、聲等六塵境上，起諸煩惱惑業，則轉此煩惱染法歸於第八識而成有漏，

若六識修諸道品白淨之業，則轉此道品淨法歸於第八識而成無漏，故稱為染淨依。

然此第七識亦依第八識而能轉，第八識依第七識而隨緣，更互為依，遞相倚託，

故染淨依為眼等八種識之緣。 

(八)分別依緣，分別，即第六識，此識能分別善惡、有漏無漏、色心諸法；以眼等五

根雖能取境，然皆依第六識而有分別。是知五根境之好惡，由分別而生；第七識

之染淨，由分別而知；第八識之相分，由分別而顯，故分別依為眼等八種識之緣。 

(九)種子緣，種子，即眼等八種識之種子。謂眼識依眼根種子而能見色，耳識依耳根

種子而能聞聲，鼻識依鼻根種子而能聞香，舌識依舌根種子而能嚐味，身識依身

根種子而能覺觸，意識依意根種子而能分別，第七識依染淨種子而能相續，第八

識依含藏種子而能出生一切諸法，以諸識各依種子而生，故種子為眼根等諸識之

緣。 

  

以上是《成唯識論》所談的「眼識九緣生」，「緣」有助成、條件的意義。眼識

是藉由明、空、根、境……等九種緣而生，而九種的緣又因識有，所以眼識與九種之

緣互相為依，順次地相互依附，因此名為九緣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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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舉的經論是說明「眼識」必須具足眾因緣，才能夠生起眼識的功能；但

是在《楞嚴經》中，佛陀為什麼說「眼識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底下詳述之。 

三、眼識的虛妄性  

在上一節「眼識界的定義」中，已經得知眼根對色塵時，會產生眼識，而眼識又

必須藉由光線、空間、眼根、塵境……等增上緣及所緣緣，須種種因緣條件互相配合

才能「看見」東西。於《楞嚴經》佛開示這是屬於「意識心」的認知，當我們「看見」

這些塵境，其本質都是因緣和合虛妄所生，而虛妄無因，如病眼看見空中花，何有因

緣、自然、生滅之義呢？ 

在《楞嚴經‧卷 3》佛陀就舉眼識界當體就是如來藏性之理，說明「眼識界的虛

妄性」，經文： 

阿難！如汝所明，眼色為緣生於眼識，此識為復因眼所生以眼為界？因色所生

以色為界？阿難若因眼生，既無色空，無可分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汝見又

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識應滅，云何識知

是虛空性？若色變時，汝亦識其色相遷變，汝識不遷界從何立？從變則變，界

相自無；不變則恒，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若兼二種眼色共生，合則

中離，離則兩合。體性雜亂，云何成界？是故當知，眼色為緣，生眼識界，三

處都無，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5 

根據上述經文分析說明如下： 

阿難！如汝所明白的，眼根和色塵，根、塵相對，互相為緣，根為增上緣，塵為

所緣緣，二緣相合，產生眼識。 

                         1.是因眼根而生，以眼為識的界限呢？ 

眼識的「識別」功能 

2.還是因色塵而生，以色為識的界限呢？  

破因眼生： 

（一）、倘若「識」是因「眼根」所生，以眼根為界限，那麼如果當色塵、虛空

                                                 
5 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十九冊，

頁 11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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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景象都不顯現時，當然就不會有可以分別了知的事物，縱然眼識有識別的功能，而

沒有外面的塵境作為了別的對象，那麼只有眼識又有什麼作用呢？（識之功用，在於

分別前境，今既無色空之前境，識將失其分別作用，如何名之為識。這是從它的功用

來說明） 

（二）、又眼根因色塵而顯發，現既無色塵，如何顯根？眼根就是見性，它是心

法不是色法，是無形無相，不是青、黃、紅、白的顏色，又無長短方圓之形狀可以表

示的，那就等於是沒有，如是根塵都無，那所謂眼識的界限又從何建立呢？ 

破因色生： 

（一）如果眼識是由「色塵」所生，那麼當虛空無色相時，眼識就應該消逝不在，

又怎麼能夠識知虛空性呢？ 

（二）若色相有變化，你仍然能夠識知到色相變化遷移，這樣就可以知道你的眼

識，不是隨色相而變遷。簡單地說，色相沒有了，你的眼識還是存在，這就一亡（色

相）一存（眼識），識要根塵相對才能生起，這樣眼識的界限又從何而立呢？。 

（三）倘若色相遷變（生滅無常），那麼眼識也隨著遷變（亦生滅無常），眼識

的色相也就沒有了。 

（四）如果眼識不隨色相而變，那麼眼識就是恆常，既然眼識從無情的色相所生，

則屬無知，就不可能識知到虛空。 

破和合生：  

（一）如果眼識是從眼根和色塵二種共生，當眼根與色塵共生相合時，那麼中間

必有離縫「合則中離」。（因為一半是由眼根所生，一半是由色塵所生，不是整個生

成的，中間一定有離縫，就像把二樣東西合起來，接合處的地方，一定有離縫，因此

和合而生，所以說「雜」）。 

（二）如果眼根和色塵不共生、不相合時，「離則兩合」，那麼眼識一半合於色

塵無知，一半合於眼根有知，那眼識到底是有知或無知，既然不是一體，就造成眼識

的「亂」，既然是「雜亂」，怎麼成為眼識的界限呢？ 

結妄歸真： 

所以，眼根和色塵互相為緣，產生眼識的界別區分，這三處只是虛妄，這就是說

眼根、色塵、眼識界三者既不是真實的因緣和合所生，也不是自然而生！《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云： 

眼界性空故，眼界於眼界無所有不可得，眼界於色界無所有不可得。色界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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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色界於色界無所有不可得，色界於眼界無所有不可得，眼界、色界於眼識

界無所有不可得。眼識界性空故，眼識界於眼識界無所有不可得，眼識界於眼

界、色界無所有不可得……我於如是諸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菩薩

摩訶薩，亦無所有不可得。何以故？自性空故。6
 

引用《中論》的四無生偈來說明：「眼識界」不自生、不它生、不共生、不無因

生，是故知「眼識界」無生。以圖表說明之：  

                                      不自生   （不是眼根生） 

 

眼識                             不他生   （不是色塵生） 

（不生不滅）                           

不共生   （不是眼根+色塵生） 

 

不無因生  （不離眾因緣） 

四、眼識界本如來藏  

透過上文分析的結果可知佛陀為應機施教而說「根、塵、識」相互作用形成「見

聞覺知」諸相，這尚屬權巧方便法，並不是從本體、真如來說，因為在清淨法性之中

並沒有真實的「根、塵、識」三界。從世間法來看，萬法皆因緣和合所生，例如眼見

物時，由於物體、光線、眼睛、眼識……等條件互相配合才會使我們「看到」此物體；

而在《楞嚴經》中佛陀問阿難「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7此時佛陀便舉

了「眼識界本如來藏」來說明「相妄性真」的道理。所謂「相妄」是指萬物的「相狀」

皆假借因緣和合所生；「性真」是指它的「本質」，就是我們本具的這一念清淨心性。

「心性」與「眼識界」的關係可以從唯識的「三性」說來說明。 

                                                 
6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001-200 卷》卷 65〈18 無所得品〉，《大正藏》五冊，頁

364下。 
7 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第十九冊，

頁 11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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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遍計所執性」，第二是「依他起性」，第三是「圓成實性」。我們這個世

界所有一切現象，森羅萬象，不外乎這二種的作用，第一是「遍計所執」，第二是「依

他起性」。 

1、 遍計所執性： 

當我們在走路時，看到前面有一條草繩，但我們卻錯覺誤認草繩為蛇而嚇了一

跳，這就是「遍計所執」。把原本不存在的東西想像它存在，這都是錯覺所造成的。

有些人聽到空中有聲音，其實是自己的幻覺，這就是遍計所執；甚至看到空中有花，

空中實在沒有花，是我們翳眼生花，自己眼睛有了毛病，自己執著所產生出來的假象。 

2、 依他起性： 

這世界上所有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相因而成，因緣和合所生，一切具足了種種因

緣，所以這個東西就呈現一個假相，依他起性，佛經中常舉二個譬喻：一個是麻，一

個是繩。你看到這條繩子，就執著這條繩子為實有，其實這繩子非繩是名為繩，它是

一個假相、假有、假名。怎麼知道它是一個假相、假有、假名？因為這條繩是麻做的，

把它分解開來，繩只是由麻所做的，繩的本質是依著麻的材質而編成的，其本質是麻

就譬喻為「圓成實性」。我們人也是「依他起性」，依著地水火風而成了這個色身，依

受想行識而成了精神，這個都是「依他起」。眾生不瞭解所有一切都是依他而起，一

切因緣和合所生，沒有自性，沒有自性當中執著有一個假相，把這假相當作實有，這

就是「遍計所執」。 

3、 圓成實性： 

《解深密經》云：「謂諸法相略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遍計所執相，二者依他

起相，三者圓成實相……善男子！如眩瞖人眼中，所有眩瞖過患，遍計所執相當知亦

爾，如眩瞖人眩瞖眾相，或髮毛輪蜂蠅巨勝，或復青黃赤白等相差別現前，依他起相

當知亦爾，如淨眼人遠離眼中眩瞖過患，即此淨眼本性所行無亂境界，圓成實相當知

亦爾。」8「依他起性」與「遍計所執」性皆是真如自性所現出來的一個境界；因為

眾生不明白自己本具的「圓成實性」，所以就起了「遍計所執性」而產生「依他起性」

這些現象。世間萬象雖然都是生生滅滅的，但在生滅中仍有個「不生不滅」性。 

《方廣大莊嚴經》云：「識如幻化，從顛倒起。」9就像水泡一樣實在是不可得，

                                                 
8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一切法相品第四〉，《大正藏》十六冊，頁 693上。 
9 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卷 12》〈26 轉法輪品〉，《大正藏》三冊，頁 6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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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禪宗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言：「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

慎勿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10  

所以我們「見到」這一切相本質上都是虛妄所生，虛妄無因，如病眼看見空中花，

何來因緣、自然、生滅之義？這些「虛妄有」的相，其來源是如來藏本有的種子所現。

譬如我們每個人曾經都有做過夢的經驗，在夢中夢到自己中了「樂透」，得到幾千萬

的獎金，在夢境中是那麼的真實，但是醒過來之後，這幾千萬的獎金在哪裡？在夢中

有相，這些相都是虛妄不實的，但是這些相又是從哪裡來？也絕對不會無中生有，相

是由「如來藏」（即自心）所變現出來的，一切萬法不離自心，所以夢中的影相亦由

「真心」所現的幻影；然而我們的「真如之性」仍有「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無所不

在的性能。既然夢境是由心所幻現的相分，相分是妄，全妄即真，全真即妄，所以《楞

嚴經》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11「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

真，云何見所見？」12
 

所以「妄想」啟動生死根本，「真心」啟動涅槃根本。我們從夢境這個譬喻就能

夠了達，十法界依正莊嚴、淨土、穢土、一切眾生、虛空法界，一切萬法都是唯心所

現，唯識所變。明．一松說 靈述記《楞嚴經秘錄‧卷 5》言：「云言妄等者，意謂

有為妄也，無為真也，而有為如幻，無為亦如空華者，無他。……識性因根塵而生，

今既無根又無其塵，那得中間生汝識心，則知識性亦不可得，故云中間無實性。如是

根塵識三皆是虗妄，故喻之以交蘆也。交蘆有二意：一相依而有，二中空不實。今因塵

有根，因根有塵有識，猶交蘆之相依也。如是之三，全體虗妄，猶交蘆之中空也。」13 

若說有真，真亦妄，不真不妄是本真，真妄一如，所以總上來說：這眼識界的虛

妄之法，都是迷真幻現的一種緣起假相，其本體是空的，而眾生迷失本心，如演若多

迷頭認影14；而諸佛菩薩依般若妙智，照見五蘊皆空，了達真空實相的理體上，本無

                                                 
10 語出隋‧僧璨大師《信心銘》，《大正藏》四十八冊，頁 376下。 
11 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十九冊，頁

131上。 
12 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十九冊，

頁 124下。 
13 語出明‧一松說 靈述記《楞嚴經秘錄‧卷 5》，《卍續藏》十三冊，頁 120上。 
14 宋‧子璿集《首楞嚴義疏注經‧卷 10》：「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覺妙明真

精。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多迷頭認影。不更具敘色之與心三種相續。故云乃至。虛

空無為尚是妄生。豈況有為一切諸法。狂癡故有。故如認影。」《大正藏》三十九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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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妄之法。但若以事相而言，眼識界是迷真起妄之法，是無常、苦、空、無我，所以

須極力破除。外道、凡夫、二乘的顛倒，究竟涅槃的境界是常、樂、我、淨四德，要

達到這境界，必須證得寂滅涅槃，所謂「若不空掉諸法虛妄，何處覓得真空實相，此

乃方便義也。」15若依理體而言，「根塵無體，而識界竟從何立？識界既空，則本如

來藏矣！」16 

從空不空如來藏中而融觀一切，則虛妄相中全體皆真，所謂：「不見一法即如

來。」17就是實相，觀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不見有少法生（離一切相），也不

見有少法滅（即一切法），則法法當體都是真空實相，故「眼識界本如來藏，妙真如

性也！」 

五、舍利弗「眼識」圓通法門  

本文茲將介紹「舍利弗眼識圓通法門」，由於舍利弗宿世以心見(眼識)清淨，後

遇佛而證得見覺圓明，得大無畏智，成阿羅漢果。而在《楞嚴經》中，佛陀初徵破識

心，呵為生死根本，眾生執此識心為己，終日顛倒，枉入輪迴。權小依之而修時，竟

無實果可得，現為何卻又說依眼識修習證道，而得能入圓通呢？在交光真鑑述《楞嚴

經正脈疏》言： 

夫經初，徵破識心，呵為生死根本，眾生誤認枉入輪迴，權小依修竟無實果，

何今復可入圓通乎？蓋前於識大徧周中，已申斯辯，今請重申。夫識雖塵影虗

妄之極，而離一真見分，無別自體。譬影之於水，雖極虗妄，而離水無別自體，

但迷執者，認識忘真，而橫成流轉。譬癡人認影忘水，而誤遭淪溺，利害非細，

不得不呵也；倘悟者，即識見真，而識非真外，圓通何疑？如智者觀影知水，

而影非水外，尚可得水之用，豈遭其淪溺乎？18 

                                                                                                                                        
965上。 

15 斌宗老法師著《斌宗法師遺集》，出版：臺北縣，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出版日期：1997

年 2 月 19日校訂重排二版，頁 71（107）。 
16 明‧德清述《楞嚴經通議‧卷 3》，《卍續藏》十二冊，頁 142中。 
17 語出唐‧玄覺撰《永嘉證道歌‧卷 1》，《大正藏》四十八冊，頁 396下。 
18 明‧真鑑述《楞嚴經正脈疏‧卷 5》，《卍續藏》十二冊，頁 33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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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19此識雖如月影虛妄，而離一真見分，實

無自體可言。譬如月影之於水，雖是幻映的像，是極虛妄不實，人人皆知，其月影離

水則無自體。但是眾生迷境認識，忘卻真實，所以不斷在流轉；譬如迷人認影而忘卻

月影是由水所映現而有，月影離水就無自體，不能夠了悟不迷，而枉遭淪溺。倘若行

者能夠體悟這道理，則識見即真如所現的識，識不離真，如此修證，就能圓滿通達？

如下所示： 

真見：真如自性（真月） 不即不離 見性：見精（第二月） 不即不離 妄見（月影）。 

 

（一）「眼識圓通法門」： 

《楞嚴經》云：「舍利弗，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心見清

淨，如是受生，如恆河沙，世出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獲無障礙。我於中路，

逢迦葉波，兄弟相逐，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出家，見覺明圓，得大無畏，成阿

羅漢，為佛長子，從佛口中，從法化生。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發光，光極知見，

斯為第一。」20 

1. 先述眼識夙利 

舍利弗21是佛陀弟子中智慧第一，為什麼「智慧第一」？他是修「眼識圓通」觀

察力非常的入微。舍利弗說：「我曠劫來，心見清淨」22，他無量劫來是用清淨心來

                                                 
19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3》〈6 分別瑜伽品〉，《大正藏》十六冊，頁 698中。 
20 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十九冊，

頁 126下。 
21 《佛光大辭典》「舍利弗」梵名 Úâriputra，巴利名 Sâriputta。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又作舍

利弗多、舍利弗羅、舍利弗怛羅、舍利弗多羅、奢利富多羅、奢利弗多羅、奢唎補怛羅、

設利弗呾羅。意譯鶖鷺子、秋露子、鴝鵒子、鸜鵒子。梵漢並譯，則稱舍利子、舍梨子。

舊譯「身子」，或係誤以 úâri（舍利鳥）作 œarîra（身體）。梵語 putra（弗），意謂子息。

其母為摩伽陀國王舍城婆羅門論師之女，出生時以眼似舍利鳥，乃命名為舍利；故舍利弗

之名，即謂「舍利之子」。又名優波底沙（梵 Upatisya，巴 Upatîsya），或作優波提舍、優

波帝須等。意譯大光，即從父而得之名稱。 
22 圓瑛大師著《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我曠劫來，心見清淨：心見即眼識，不染色塵曰清

淨。如是指眼識清淨。受生如恆河沙劫之久，世出世間，凡聖染淨諸法，六凡法界，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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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沒有用我見的心、愛憎的心、執著分別的心、偏見的心，所以他的心是清淨的，

並且「一見則通」23舍利弗所修的「眼識」，就是當他在看的時候，觀察因緣變化，

他有一種真正殊勝的智慧。因此我們要學習到底要怎麼觀察？ 

2. 初聞因緣法而入道 

舍利弗在行路時，遇到佛的弟子三迦葉24，其轉述佛所說的一句話：「諸法從緣

生，亦復從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25舍利弗一聽到「因緣」馬上豁然開悟，

證得初果26，他悟到「心」的因緣法則。在《雜阿含經》云：「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倍復甚深難見。」27這一切的因緣法如此複雜，其實它的過程是環環相扣的，為什麼

因緣這麼奇妙！於《佛本行集經》記載： 

世尊還彼夜半，觀十二緣，從始至終，逆觀至心，善觀善念，不失不亂。因無

彼故，則此自無，因滅彼故，則此自滅，所謂無明滅即行滅，行滅乃至生老病

死憂悲苦惱一切悉滅。爾時，世尊知此法已，而說偈言：「若有梵行觀諸法，

即見如是法相生，若見諸法從相生，即知諸法因緣滅。」28 

                                                                                                                                        
攸分，苦樂不等，四聖法界，大小差殊，權實有異，故曰種種變化。」頁 813，台北市：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23 明‧真鑑述《楞嚴經正脈疏‧卷 5》「一見二句，謂不勞多力。惟眼識隨念麤略分別，即表

裏洞徹。此正顯其是眼識利也。」《卍續藏》十二冊，頁 337上。 
24 《佛光大辭典》：迦葉，梵名 Kâúyapa，意為光波，因其身光炎湧，故稱。毘婆屍佛時，三

人共立剎柱，以是因緣感報，遂為兄弟。 

(一)優樓頻螺迦葉（梵 Uruvilvâ-kâúyapa），優樓頻螺，意為木瓜林；以其居處近於此林，

故稱。其將護四眾，供給四事，令無所乏。 

(二)那提迦葉（梵 Nadî-kâúyapa），那提，意為河；以其居止近此河，故稱。其心意寂然，

降伏結業，精進修行。 

(三)伽耶迦葉（梵 Gayâ-kâúyapa），伽耶，意為城；以其居家在王舍城南七由旬，故稱。能

觀了諸法，都無所著，教化眾生。三人原係事火外道，各有徒眾五百、三百、二百，佛成

道後不久，即秉佛之教化，歸入正法。 
25 明‧廣莫直《楞嚴經直解‧卷 5》：《卍續藏》十四冊，頁 801中。 
26 明‧錢謙益鈔《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5》：「迦葉兄弟，即三迦葉也，宣說因緣，即三諦法。

因說生解，悟真空理，得初果證，即慧眼也。」《卍續藏》十三冊，頁 667上。 
27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2》，《大正藏》二冊，頁 83下。 
28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 31》〈35 二商奉食品〉，《大正藏》三冊，頁 77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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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講十二因緣法中，我們去觀察，不管好的因緣、壞的因緣，它都有十二個階段，

它每一個都有連帶關係，在這過程中有些關鍵的因緣，會影響我們的決定，我們的決

定改變，就可以改變命運，比如「老死」是一個無常變壞的一個過程，但是只要我們

找到原因，就可以超越老死，如《太子瑞應本起經》云：「生死本從十二因緣法起，

法起故便有生死；若法滅者生死乃盡。」29解決老病死的問題，這個原因不是從結果

上去解決，而是在它促成的原因一步一步地去推，最後就可以找到超越的法則。 

六、結論  

「眼識界本如來藏」其說明「相妄性真」的道理，相妄指的是它的「相狀」是假

借因緣和合所生；性真指的是它的「本質」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當我們

的心真正能夠悟道了，再來看這世間「猶如夢中事」30，塵再也不是塵了，「色空一

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

法界。 

當我們眼根對色塵時，知道色塵境界，而不執著色塵境界，眼不貪色，眼根對色

塵解脫，即不住色，因為「心外無法，法從心生」31色塵境界都是虛妄不實的，是自

己心想所生，是虛妄的假名、假相、假有，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既然是虛妄不實，

就不要去執著。譬如明暗境界，現在是明？是暗？知道這些都是生滅、虛妄的，不執

著明暗，這念心就得解脫，眼根就得清淨，就如六祖大師說：「使六識出六門，於六

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32 又如《楞嚴

經》所言：「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33真正的佛

法就是要面對現實，看清事實的真相，禪宗祖師說：不要「逃境安心」34，就在日常

生活中這念心要保持「入流」，譬如舍利弗「眼識」圓通法門，所以修行要有成就，

                                                 
29 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2》，《大正藏》三冊，頁 479下。 
30 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十九冊，

頁 131上。 
31 語出清‧超溟著《萬法歸心錄‧卷 1》，《卍續藏》六十五冊，頁 398上。 
32 元‧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大正藏》四十八冊頁 351上。 
33 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十九冊，

頁 124中。 
34 語出清‧錢伊庵編輯《宗範‧卷 1》，《卍續藏》第六十五冊頁 31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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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念念在道上，經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35當下這念心要清楚明白，不住

任何境界，只要不落分別，能即空即假即中的觀照，那便能徹見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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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大正藏第十冊。 

22、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大正藏第十一冊。 

23、唐‧佛陀多羅大師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第十七冊。 

24、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第六冊。 

25、尊者大目乾連造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大正藏第二十六冊。 

26、尊者眾賢造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大正藏第二十九冊。 

27、世親造 唐‧玄奘譯《俱舍論》，大正藏第二十九冊。 

28、護法等菩薩造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29、世親造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第二十九冊。 

30、尊者世友造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大正藏》第二十六冊。 

31、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大正藏》第三十冊。 

3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正藏》第二十七冊。 

33、唐‧玄覺纂《永嘉證道歌》，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34、唐‧波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釋》，大正藏第三十冊。 

35、唐‧宗密述《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大正藏第三十三冊。 

36、後漢‧安世高譯《佛說八大人覺經》，大正藏第十七冊。 

37、宋‧道原纂《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十五冊。 

38、元‧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39、明‧曾鳳儀宗通《楞伽經宗通》，卍續藏第十七冊。 

40、清‧聶先編輯《續指月錄》，卍續藏八十四冊。 

41、迦旃延子造  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大正藏第二十八冊。 

42、那連提耶舍譯《阿毘曇心論經》，《大正藏》第二十八冊。 

43、瞿汝稷集《指月錄》，《卍續藏》第八十三冊。 

二、註疏 

1、宋‧長水 子璿 大師述《楞嚴經義疏注經科》一卷，《卍續藏》第十冊。 

2、宋‧長水 子璿大師集《首楞嚴經長水疏》，臺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2。 

3、宋‧長水 子璿大師集《楞嚴義疏注經 》十卷，《大正藏》第三十九冊。 

4、宋‧溫陵 戒環大師解《楞嚴經要解》二十卷，《卍續藏》第十一冊。 

5、宋‧惟慤大師科可度大師箋《楞嚴經箋》十卷，《卍續藏 》第十一冊。 

6、明‧交光 真鑑大師述《嚴經正脈疏》十卷，《卍續藏》第十二冊。 

7、明‧交光 真鑑大師作《楞嚴經正脈疏科》一卷，《卍續藏》第十二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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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交光 真鑑大師述《楞嚴經正脈疏懸示》一卷，《卍續藏》第十二冊。 

9、明‧蓮池 祩宏大師述《楞嚴經摸象記》一卷，《卍續藏》第十二冊。 

10、明‧憨山 德清大師述《首楞嚴經懸境》一卷，《卍續藏》第十二冊。 

11、明‧憨山 德清大師排定《楞嚴經通議提綱略科》一卷，《卍續藏》第十二冊。 

12、明‧憨山 德清大師述《楞嚴經通議》十卷附補遺一卷，《卍續藏》第十二冊 。 

13、明‧蕅益智旭大師述《楞嚴經玄義文句》。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14、明‧南嶽曾鳳儀撰《楞嚴經宗通》十卷，《卍續藏》第十六冊。 

15、清‧溥畹大師撰《楞嚴經寶鏡疏科文》一卷，《卍續藏》第十六冊。 

16、清·溥畹大師撰《楞嚴經寶鏡疏懸談》一卷，《卍續藏》第十六冊。 

三、近代著作、DVD 

1、圓瑛大師著《楞嚴經綱要》。臺北：大乘精舍印行。2003。 

2、圓瑛大師著《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 》。高雄光德寺：白聖長老文獻會。1997。 

3、海仁老法師主講，釋文珠筆記，《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佛陀教育基金會，2004、

5。 

4、宣化上人講述《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臺北：法界佛教總會印行。2002。  

5、淨心長老《大佛首楞嚴經講記》，高雄縣：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2009。 

6、釋淨界法師《楞嚴經》修學法要，南投縣：淨律學佛院。2009。 

7、釋成觀法師撰註《大佛頂首楞嚴經義貫上、下冊》，臺北市：毘盧，2007。 

8、清淨道場，《大佛首楞嚴經科判表》，台南市：清淨道場。2006。 

9、鄭水吉編，《楞嚴經新表解》，馬來西亞：雙威大學學院。2008。 

10、果濱編撰《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圖表暨註解》，高雄縣：

光德寺淨覺僧伽大學。2009。 

11、果濱編著《楞嚴經聖賢錄》。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8。 

12、果濱撰《楞嚴經》傳譯及其真偽辯證之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13、臨濟宗淨覺山光德寺，淨心長老佛學講座（DVD），大佛首楞嚴經，淨覺影 

視傳播有限公司，高雄縣：光德寺。 

14、淨界法師講於淨律學佛院《大佛首楞嚴經》DVD，佛陀教育基金會 2007~2009。 

15、慧律法師主講，《大佛首楞嚴經》DVD，台灣‧高雄文殊講堂。 

四、醫學、科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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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邱浩彰著《神經感覺器官的探索 》（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 82、1 初版。 

2、王唯工等著譯《腦與感覺神經生理 》，（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

初版）。William F .Ganong 著，白禮源等編譯，《甘龍醫用生理學》（上、下冊）,

（臺北市：藝軒圖書出版社，民國 82、1 第一版二刷）。 

3、Vander , Sherman , Luciana 等原著，王文憲譯《人體生理學》（一、二冊）,（臺北

市：美商麥格羅希爾公司，民國 83、9 初版）。  

4、李文森編著《解剖生理學 》，（臺北市：華杏出版，一九九五年二月四版二刷）  

（腦與心的科學 〉，收錄於《牛頓雜誌 》第十三冊第七號，頁 62－81（臺北市：

牛頓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5、《圖解生理學》，發行人：鍾廖權，譯者：範永達 國科會研究員，出版者：財團法

人徐氏基金會，中華民國 81 年 6 月 10 日初版四刷。 

6、《透視人體醫學地圖》堺章著作，臺北縣 中和市：瑞昇文化，2006 年 6 月。 

7、法興法師著《唯識科學》，南投縣：圓明菩薩會印行，中華民國 82、8 月初版。 

五、工具書 

1、《大正藏》100 冊，臺北：新文豐印。 

2、《卍續藏》150 冊，臺北：新文豐印。 

3、《望月佛教大辭典》，世界聖典刊行協會出版，臺北：新文豐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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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智度論》與《中論》「破

四緣」論題之探討 

 

 

釋從照∗
 

 

摘要  

「緣起」，可謂佛法重要的思想核心。阿含以來即有種種的五支、十支、十二支緣

起說，到了部派則提出了四緣說、十緣、二十四緣等；不同於十二因緣說等，是以有

情的生死相續或還滅為主，部派的四緣等更廣泛的包含了一切法。有部的四緣說，除

了心、心所法需多有「等無間緣」與「所緣緣」之外，一切法的因緣都能以「因緣、

增上緣」來含括殆盡。然而，站在中觀者的立場，認為這樣的說法容易落入自性見，

因此在《中論》〈觀因緣品第一〉以十一頌破斥四緣說。然而在《大智度論》中卻說菩

薩欲學四緣，當學般若波羅蜜。本文擬欲探究「四緣說」究竟應該以什麼樣的立場看

待。 

《中論》從各種角度論破四緣，《大智度論》中也有相當的破斥方法，然而《大智

度論》中卻又說：「汝不知般若波羅蜜相，以是故說『般若波羅蜜中，四緣皆不可得』。」

從破除自性見的立場，觀破對四緣的執著，然約究竟的諸法實相來說，實是無所捨、

無所破。破一切法自性執而不破法。《大智度論》明確的表明立場：「菩薩觀知諸法從

四緣生，而不取四緣中定相。四緣和合生，如水中月，雖為虛誑無所有，要從水月因

緣生，不從餘緣有。」論主認可諸法從四緣生，然而這四緣和合而生，只是虛狂不實，

如水中倒現的月亮，並無實性可得。表達了二諦無礙的中觀正見。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因緣、次第緣、所緣緣、增上緣 

                                                 
∗
 福嚴佛學院研究所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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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諸法生滅，皆不離因緣，因緣和合則生，也因因緣和合而滅。然在《中論》第一

品〈觀因緣品〉中，先破四門不生，後又再破四緣不生；而《大智度論》中有人問：

既然破四緣，為何菩薩還要學四緣？為什麼深入四緣要學般若？對此，也引發筆者興

趣，諸法的成壞皆由「因緣」，又為何要「破因緣」？對於其中的內容是值得深思而加

以深討的！ 

說一切有部對於因緣果報作精密的分析，為六因、四緣、五果，明諸法彼此間相

攝的關係，此中內容相當廣泛，故在處理問題上只鎖定在四緣的部分。主要探明其中

破除的是什麼？菩薩學又要如何去學四緣？ 

為此，在寫作探討上，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對於四緣，先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明其作用與範圍。第二，探討《中論》中關於「破四緣不生」的問題，明白為何要破

四緣。第三，探討在《大智度論》中，既然要破四緣，為何菩薩在還要學習四緣？理

由何在？本文就以此三個架構來進行，對於「破四緣」的論題作一番解析與探討。 

資料的選用上，主要是《大智度論》卷 32 和《中論》的〈觀因緣品〉為主，《中

論》的體裁都是偈頌，解讀上頗為不易，對此《中論》偈頌，古來注釋家很多，1
 本

文寫作上主要以青目的注釋為主。 

二、四緣之定義  

因緣，這是在說明、分析諸法之間相互的關係，在說一切有部來說，不外乎是六

因、四緣。六因是：相應因、俱有因、同類因、遍行因、異熟因、能作因。四緣是：

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不過，在其他部派中對於因緣，不只有六種因和

四種緣，數目上說到的比有部來的多。如上座部早期的《舍利弗阿毘曇論》，對於緣就

有十種緣：因緣、無間緣、境界緣、依緣、業緣、報緣、起緣、異緣、相續緣、增上

緣。2
 在大乘瑜伽學派的《瑜伽師地論》中，說到十因和四緣：十因：隨說因、觀待

因、牽引因、生起因、攝受因、引發因、定異因、同事因、相違因、不相違因，共十

因；緣的部分與有部相同。3
 更甚者，南傳的赤銅鍱部有二十四緣。對此立名和數目

                                                 
1
 關於《中論》古來的注釋家與現代的研究者的介紹，請參考： 

 （1）陳學仁，《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究》，頁 47-57。 

 （2）釋見弘，〈二諦之區別與空之三要點——以《明句論》第二十四章為主〉，頁 69-70。 

2
 參見《舍利弗阿毘曇論》卷 25〈緒分〉，T28, no. 1548, p. 679b8-9。 

3
 《瑜伽師地論》卷 5，T30, no. 1579, p. 301b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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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印順法師就有提到：「二十四緣與十緣，都是以四緣為根本的。這是本於同一

的因緣論，從要略到詳備，又化繁重為簡要。部派間的意見不能盡同，所以發展為各

有特色的因緣論。」4
 因緣，雖從四緣到二十四緣不等，內容也相當龐大精深，礙於

時間關係，本節的著重點只有放在四緣的定義部分。5
 

對於四緣，《大智度論》說，一切有為的法，其實都不離四緣，都從四緣而生。如

論： 

一切有為法，皆從四緣生，所謂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 

「因緣」者，相應因、共生因、自種因、遍因、報因——是五因名為因緣。 

復次，一切有為法，亦名因緣。 

「次第緣」者，除阿羅漢過去、現在末後心心數法，諸餘過去、現在心、心數

法，能與次第，是名次第緣。 

「緣緣」、「增上緣」者，一切法。6
 

上文中，對於四緣與六因之間有作一簡單的分類，在六因的前五因都是屬於「因

緣」的的範圍；7
 再者，只要是一切的有為法，也稱為是因緣。有為法即是世間生滅

之法，一法的生起不會是無因而生，也不會無因而滅，生滅都有一定的相互關係。如

經中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

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滅。」8
 生、滅，有、無都是相待的，不會獨立而存在或消散，因緣

和合而有，因緣和合而滅，只要是有為法都是因緣的範圍。 

次第緣者即是等無間緣，這是在譯名上的不同。次第緣的定義是：「能開避義，是

等無間緣相。」9
 開避義即是心王與心所，或心所與心所之間，前心讓與後心，名為

開避義。因為在同一時間上不會有兩法同時生起，所以下一法要生起時，前一法必然

                                                 
4
 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頁 85。 

5
 對於六因、四緣的關係與發展，可參閱王敬淑的碩士論文（2009）。《說一切有部的六因四

緣》，華梵大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6
 《大智度論》卷 32〈1 序品〉，T25, no. 1509, p. 296b12-18。 

7
 因緣與五因相攝，請參考《大智度論》卷 32〈1 序品〉，T25, no. 1509, p. 296c10-23。 

8
 《雜阿含經》卷 10（262經），T02, no. 99, p. 67a5-8。 

9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0，T27, no. 1545, p. 50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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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離開，次第而給與下一法生起之緣，故名為次第緣。10
 次第緣中要除去「阿羅漢

過去、現在末後心心所法」，其餘的「過去、現在心心所法」只要能讓下一念心次第生

起的，都名為次第緣。為何阿羅漢的最後心心所法不是等無間緣，在《大毘婆沙論》

就有解釋，如論云： 

問：何故阿羅漢最後心、心所法，非等無間緣耶？答：彼心、心所法，若是等

無間緣者，彼後應有心、心所法生，若爾便無究竟解脫。11
 

阿羅漢已斷盡三界煩惱，不會再感後有，如果阿羅漢的最後心心所法（即是臨入

涅槃的最後心）還有等無間緣，那現在的最後心心所法再感招未來的心心所法，如此

次第而引生下一心就無法解脫，所以說阿羅漢的最後心心所法不是等無間緣。 

緣緣即是所緣緣，如《俱舍論》卷 7對所緣緣的定義： 

所緣緣性，即一切法，望心、心所，隨其所應，謂如眼識及相應法，以一切色

為所緣緣；如是耳識及相應法，以一切聲；鼻識相應以一切香；舌識相應以一

切味；身識相應以一切觸；意識相應以一切法為所緣緣。12
 

一切法是被心心所緣取的對象，如眼識緣於色法，乃至意識緣於一切「法」，名為

所緣緣，這是通於一切法。王敬淑對所緣緣解釋是：「『所緣』的『緣』字，是攀緣的

意思，至於『所緣緣』的最後一個『緣』字，是『四緣』的『緣』字，那是條件、原

因的意思，而不是攀緣的意思。」13
 簡單說，所緣，是心心所緣取的對象，而此對象

能作為心心所發生之緣，故名所緣緣。14
 

增上緣，當一切法生起時，只要不障礙法的生起，或是能資助一切法的生起，都

名為增上緣。 

                                                 
10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0，T27, no. 1545, p. 50b24-26：「問：何故名曰等無間緣？答：

此緣能引等無間法，是故名曰：等無間緣。」 

1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0，T27, no. 1545, p. 50a22-25。 

12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7〈2分別根品〉，T29, no. 1558, p. 37a29-b5。 

13
 （1）參見王敬淑，《說一切有部的六因四緣》，頁 68。 

（2）另參吳汝鈞，〈龍樹的破因果關係--《中論》第一品的邏輯解析〉，頁 81：「所緣緣的

兩個緣字含意各有不同，前一「緣」字指認識或作用，後一「緣」字指條件。簡單地說，

所緣緣即是與主導因素產生直接關係的對象的那個條件。」 

14
 詳參 演培法師著，《俱舍論講記》（上冊），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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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論》的「破四緣不生」  

「破四緣不生」是《中論》〈觀因緣品〉其中一個論題，主要是為破除有一個實在

緣生之法。在青目釋文的造論因緣中就有提到，造此論之因緣。佛為了破除眾生無因、

邪因、斷常等邪見，「先於聲聞法中說十二因緣；又為已習行有大心堪受深法者，以大

乘法說因緣相。」15
 然而，佛滅後五百年，是時眾生根性轉鈍，不明佛一開始說十二

因緣法之本意，是為了知法無自性，而證於空，反而執著於十二因緣的名相上，於其

中求其決定相，失去了佛之初心。再者，聽聞到大乘法說一切法畢竟空，心生疑慮，

如果都畢竟空，如何分別罪福報應？其實這是不明佛說畢竟空之本意，佛說畢竟空是

因緣無自性故空，而非空無的空。為此，龍樹菩薩即造此論，闡明佛之本意。16
 

〈觀因緣品〉中共有 16頌，前兩頌是是歸敬頌，其內容即整個《中論》的宗旨，

明一切從因緣而生，因緣生故無自性，無自性故所以是空；否定有一實有自性的生或

存在。17
 三至四頌是在破四門不生，不是自生，不是從他而生，也不是自生和他生兩

者的共生，更不是無因生，此四門不生主要是破外道主張有一自性的生。18
 從第五頌

至第十五頌是在廣破四緣不生，此一論題在〈觀因緣品〉中佔最多，主要在破除佛教

內部的實有論者19
 ，明一切法是從緣生，然緣生亦不可著。從第五頌開始即在破四緣

不生，以下就分別探明，如何觀破四緣。 

第五頌明四緣生諸法，除此四緣更無有第五緣，如頌： 

                                                 
15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1b24-26。 

16
 詳參《中論》卷 1〈1觀因緣品〉（青目釋），T30, no. 1564, p. 1b18-c7。 

17
 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頁 49：「此二頌八句，初四句標緣起的八不，次二句明八

不緣起的利益，後二句是作者禮讚。這兩頌標明了全論的宗趣所在，不是〈觀因緣品〉的

頌文，因為在論初，所以附在本品之前。」 

18 （1）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頁 59：「像印度外道講生，雖有很多流派，不出這四

種：數論主張因果是一的，這是自生；勝論主張因果是異的，是他生；尼乾子主張因果亦

一亦異的，是共生；自然外道主張諸法自然有的，是無因生。如果佛法中有執為自性有的，

也不出這四門。」 

  （2）另參 楊滿堂撰，《中觀論證方法之研究》，頁 100。 

19
 四緣不生，是在破說一有部「法體實有」。詳參陳學仁，《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究》，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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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四緣生諸法，更無第五緣。20
 

這是立一切法都是不離此四緣而生。說一切有部認為此四緣能生一切法，更引佛

說，以此成立其實有法的立場，21
 以此問難。對此，龍樹菩薩就予以論破，如《中論》

云： 

果為從緣生，為從非緣生，是緣為有果，是緣為無果。22
 

此為別破四緣前，先明外人計執的果是從何而生，又從果而推緣。如：若是有果，

此果是從緣而生？還是不從緣而生？再者，如果是有緣生果，果還沒有生起以前，本

已在緣中？還是不在緣中？此為雙關論法，其實兩者皆不然，23
 以下就來個別論破。

先破因緣： 

因是法生果，是法名為緣；若是果未生，何不名非緣。 

果先於緣中，有無俱不可；先無為誰緣，先有何用緣。 

若果非有生，亦復非無生，亦非有無生，何得言有緣。24
 

因果法則是相待而有，有因必有果，有果必可推其因。有因生果，生果的因方可

名為是緣；然而，果還未生起時，就不能說因為緣。再者，假如果本已在緣，那不管

有果無果都不可得。原因是，果還未生起之前，不能說果是從緣而生，而且，緣是相

對於果，果還未生起，緣亦不能成立；若是果本來就已在緣中，那也就不必待緣而生，

緣也就不需要存在。如此，說因中無果、因中有果，兩者都不能成立。 

第三頌是綜合前來談，前兩頌已明有、無不可得，也就間接否定了有、無的結合

體也不可得，如何還能夠說是有緣？25
 

                                                 
20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2b29-c1。 

21
 詳參 隋‧吉藏撰，《中觀論疏》卷 3〈1因緣品〉，T42, no. 1824, p. 44b23-45b9。 

22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2c6-7。 

23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2c8-10：「若謂有果，是果為從緣生？為從非

緣生？若謂有緣，是緣為有果？為無果？二俱不然。」 

24
 《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2c11-3a3。 

25
 詳細的論證方法，請參考： 

  （1）《中論》卷 1〈1觀因緣品〉（青目釋），T30, no. 1564, p. 2c11-3a10。 

 （2）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頁 69-72。 

 （3）吳汝鈞，〈龍樹的破因果關係--《中論》第一品的邏輯解析〉，頁 55-86。 

 （4）陳學仁，《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究》，頁 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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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帶一提，此三頌，在吉藏大師與印順法師判攝上有些不同。吉藏大師將前二頌

判為是，明破果義、破緣義，第三頌才是別破因緣；印順法師則將三頌都判攝為是破

因緣，在文中又分為：初頌一門破、第二頌二門破、第三頌以三門破。兩者的不同主

要在標目上有差別，吉藏大師是在三頌上以破果義、破緣義、別破四緣，以此三標目

來立科判；印順法師則直接把三頌標為「觀因緣不成」，在釋文一開始才說明三頌所破

的差別，初頌一門破、第二頌二門破、第三頌以三門破。26
 從青目釋來看，文中提到

前二頌是總破因緣，從第三頌開始是一一的別破四緣。27
 對此判攝不同，印順法師也

有說明其判攝之原因：「青目論師說前二頌總破，後一頌是別破因緣；但龍樹的《大智

度論》，說這三頌都是觀因緣不成的，28
 所以現在也就作這樣的解釋。」29

 為在解讀

上有一整體概念與延續性，故將此三頌列在一起探討。 

破次第緣者，如《中論》云： 

果若未生時，則不應有滅，滅法何能緣，故無次第緣。30
 

次第緣之定義，如上節所說。次第緣只限於心心所法，前念心心所法滅，無間而

引發後念的心心所法。以此定義來推，當未來的果（心心所法）還沒有生起時，如何

能說前念心心所法有滅？如一月台，假設前車離站是因為要讓後車進站，當後車進站

時可以推論說前車已走；然而，後車都還末進站，就不能說前車已走。31
 同樣，前一

念心心所法無間而生下一念心心所法，後念還未生，就不能說前念已滅；而且，如果

前念已滅，後念還未生起，這樣滅與生跟次第緣的定義就相違背，也就不能作為次第

                                                 
26

 參見： 

  （1）隋‧吉藏撰，《中觀論疏》，頁 436。 

  （2）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頁 68-69。 
27

 參見《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2c11-3a10。 
28《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6b21-27： 

  若因中先有果，是事不然。因中先無，亦不然。若先有，則無因，若先無，以何為因。若

先無而有者，亦可從無因而生。 

  復次，見果從因生，故名之為因。若先無果，云何名因。復次，若果從因生，果則屬因，

因不自在，更屬餘因。若因不自在者，云何言果但從此因生。如是種種，則知無因緣。 
29

 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頁 72。 
30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3a12-13。 
31

 這是從心心所生起的次第上來說，而不是從時間；時間上前心所與後心所之間不管多長，

前心與後心之間是不會有第三個心所生起，此相隔的時間多長則不一定，如入無想定滅盡

定等，隨入定者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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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再者，如果已經滅了的法，也不能作為次第緣。即然都已經滅無了，如何能去緣

已滅去的法而生；如果說滅了的法還有作用存在，如此則墮於常見，是故無次第緣。32
 

破所緣緣者，如《中論》云： 

如諸佛所說，真實微妙法，於此無緣法，云何有緣緣。33
 

此頌，從青目的釋文來看，是站在大乘畢竟空立場來破，如《中論》（青目釋）云： 

佛說：大乘諸法，若有色無色、有形無形、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等諸法相，入

於法性一切皆空、無相、無緣。譬如眾流入海同為一味。實法可信隨宜所說不

可為實，是故無緣緣。34
 

諸法無量，雖然有個別不同的作用，在入於法性時都一樣是空，於空不復分別，

如河川未入大海前，可分別此是河，此是川，入於大海後即不再分別，皆是同味同名。
35

 是故，於此無分別法當中，沒有能緣與所緣的存在，更沒有具備了自性的法來建立

具備了自性的緣，36
 是故無所緣緣。 

破增上緣者，如《中論》云： 

諸法無自性，故無有有相，說有是事故，是事有不然。37
 

增上緣作用為，只要是不障礙他法的生起，除其自性外，一切都可名為是增上緣。

諸法從緣而生，緣生則無自性，無自性即沒有決定相。如經中說十二緣起，是「此有

故彼，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都是在說明緣起無自性，否定有一實

在的自性能起或滅，都是相依相待而生或滅。否定了自性實有的有，即是否定因的實

在性；因不能成立，能因此而起實在的果也就不能成立，依此破除增上緣。38
 

                                                 
32

 詳參《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3a14-29。 

33
 《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3b2-3。 

34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3b4-8。 

35
 《大智度論》卷 35〈3習相應品〉，T25, no. 1509, p. 321a24-28：「諸法如，入法性中無有別

異；如火各各不同，而滅相無異。譬如眾川萬流，各各異色異味，入於大海，同為一味一

名；如是愚癡、智慧，入於般若波羅蜜中，皆同一味、無有差別。」 

36
 吳汝鈞，〈龍樹的破因果關係--《中論》第一品的邏輯解析〉，頁 81。 

37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3b9-10。 

38
 參見 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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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緣生一切法，如果執著有一自性的緣，在中觀的立場都是加以破除。沒有一法

是能自己存在或滅失，一切都是相依相待的，緣聚則合，緣滅則散，這才合乎於緣起

法則。論中說：「略廣因緣中，求果不可得，因緣中若無，云何從緣出？」39
 只要是有

自性，不論是略的因緣和合，還是廣分別的一一因緣中，是沒有一自性的果可得，更

不能說果是從緣生的。唯有明白緣起無自性的道理，雖知四緣生一切法，然不去執著，

如此方能離於二邊處中道。 

四、《大智度論》中之「破四緣」、「學四緣」  

《中論》是深觀，顯示中道不二法門，《大智度論》是廣行無量法門；菩薩欲修行

成佛，不只是要以深觀入解脫的不二法，更要廣學無量法門而度化眾生，以此觀行自

利利他，圓滿佛道。4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廣論菩薩行的無量法門，於卷 1中有

說：「菩薩摩訶薩欲知諸法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當學般若波羅蜜！」41
 一切

的有為法，皆不離四緣而生，菩薩欲分別四緣的共相、別相，就應當學習般若波羅蜜。
42

 類似這樣的句子，在《大智度論》中不少，學任何法菩薩都要與般若相應。對此，

論中也有討論，為何菩薩欲得諸功德和發願都要學般若波羅蜜？論中從幾點來說明：

1、經的名字就名為是「般若波羅蜜」經，佛為了解說，才會於品品中去讚歎般若波羅

蜜。2、般若波羅蜜是諸佛之母，般舟三昧是為父，以世俗來說，父母中母親的養育之

恩最重；般若波羅蜜也是一樣，般若波羅蜜是母，在養育菩薩當中恩情最重，是故應

當學般若波羅蜜。三昧作用是攝心，進而以定發慧，但三昧是不能觀諸法實相，唯有

般若波羅蜜能遍觀諸法實相，斷煩惱也是以智慧來斷。所以從功德上來看，般若波羅

蜜功德更大，故名般若波羅蜜為母。3、以六度來說，如果沒有般若波羅蜜，其餘的五

度也只能稱布施、持戒等，不能稱為布施般若波羅蜜、持戒般若波羅蜜等。43
 是故菩

薩廣學無量法門，更要學習般若波羅蜜。 

四緣的定義，如前已經探討，此處要明的是，有人對於菩薩學四緣而提出的問難。

如《大智度論》卷 32云： 

                                                 
39

 《中論》卷 1〈1觀因緣品〉，T30, no. 1564, p. 3b16-17。 

40
 參見 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頁 14。 

4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1序品〉，T08, no. 223, p. 219c12-14。 

42
 廣分別諸法從幾因生；四緣與六因的相攝，參見《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6c10-297a16。 

43
 詳參《大智度論》卷 34〈1序品〉，T25, no. 1509, p. 314a18-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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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如般若波羅蜜中，四緣皆不可得。所以者何？ 

若因中先有果，是事不然；因中先無，亦不然。若先有，則無因；若先無，以

何為因？若先無而有者，亦可從無因而生。復次，見果從因生，故名之為因；

若先無果，云何名因？復次，若果從因生，果則屬因，因不自在，更屬餘因；

若因不自在者，云何言果旦從此因生？如是種種，則知無因緣。 

又過去心心數法都滅，無所能作，云何能為次第緣？現在有心則無次第，若與

未來欲生心次第者，未來則未有，云何與次第？如是等則無次第緣。 

如是一切法無相、無緣，云何言緣緣？ 

若一切法無所屬、無所依、皆平等，云何言增上緣？ 

如是四緣不可得，云何說「欲知四緣，當學般若波羅蜜」？44
 

問者認為，在般若波羅蜜中四緣都不可得，那為何經中要說，欲知四緣應當學般

若波羅蜜？從這點看來，這樣的問答是論主的自問自答；或是外人問，論主答。主要

解除外人的疑惑，說明要破的是什麼，要學的又是什麼。破除的是，只要對於四緣有

自性執，這是要破除的；然而菩薩雖學習四緣，卻知四緣是不可得，沒有一個實有的

四緣可得，也不會於中起自性執。引文中提到破四緣的論法，與上節《中論》的論法

大致相同，對照如下： 

 

 《大智度論》卷 32 《中論》〈觀因緣品〉 

破

因

緣 

若因中先有果，是事不然；因中先無，亦不然。

若先有，則無因；若先無，以何為因？若先無

而有者，亦可從無因而生。 

果先於緣中，有無俱不可；先

無為誰緣，先有何用緣。 

復次，見果從因生，故名之為因；若先無果，

云何名因？復次，若果從因生，果則屬因，因

不自在，更屬餘因；若因不自在者，云何言果

旦從此因生？如是種種，則知無因緣。 

因是法生果，是法名為緣；若

是果未生，何不名非緣。 

破

次

第

緣 

又過去心心數法都滅，無所能作，云何能為次

第緣？現在有心則無次第，若與未來欲生心次

第者，未來則未有，云何與次第？ 

果若未生時，則不應有滅，滅

法何能緣，故無次第緣。 

 

                                                 
44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6b19-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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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所
緣
緣 

如是一切法無相、無緣，云何言緣緣？ 如諸佛所說，真實微妙法，於

此無緣法，云何有緣緣。 

破
增
上
緣 

若一切法無所屬、無所依、皆平等，云何言增

上緣？ 

諸法無自性，故無有有相，說

有是事故，是事有不然。 

 

破因緣，在《中論》有三頌，而對應到《大智度論》有兩頌，然《大智度論》文

末有說：「如是種種，則知無因緣。」似乎《大智度論》從略了，其餘破三緣的內容大

至如同《中論》。 

對於上所提出的問題，論主又如何回答？如《大智度論》卷 32云： 

汝不知般若波羅蜜相，以是故說「般若波羅蜜中，四緣皆不可得」。 

般若波羅蜜，於一切法無所捨、無所破，畢竟清淨，無諸戲論。 

如佛說有四緣，但以少智之人，著於四緣而生邪論；為破著故，說言諸法實空，

無所破。45
 

破不破四緣的重點在有沒有自性執，如果對於四緣產生執著，為了破其執著，才

會說破四緣。然而，般若波羅蜜相即諸法實相中，一切法是沒有捨的問題，也沒有破

的問題，畢竟空中的絕諸戲論、言語道斷，怎麼還會有破不破的問題存在呢？ 

菩薩學四緣應如何學？破又為何破？如《大智度論》卷 32云：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是觀四緣，心無所著；雖分別是法，而知其空，皆如幻

化；幻化中雖有種種別異，智者觀之，知無有實，但誑於眼。 

為分別知凡夫人法，皆是顛倒虛誑而無有實，故有四緣，如是云何為實！賢聖

法因從凡夫法生故，亦是不實，如先十八空中說。 

菩薩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一法定性可取故，則不可破。 

以眾生著因緣空法故，名為可破。 

譬如小兒見水中月，心生愛著，欲取而不能得，心懷憂惱！智者教言：雖可眼

見，不可手捉；但破可取，不破可見！ 

菩薩觀知諸法從四緣生，而不取四緣中定相。四緣和合生，如水中月，雖為虛

                                                 
45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6c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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誑無所有，要從水月因緣生，不從餘緣有。 

諸法亦如是，各自從因緣生，亦無定實，以是故說：「菩薩欲如實知因緣、次

第緣、緣緣增上緣相，當學般若波羅蜜。」46
 

菩薩於四緣分別共相、別相，以此觀四緣、學四緣，但不應執有一實有自性的四

緣，以此來學習四緣。因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知此四緣是空性，於空中一切皆是幻

化有，而非是實有；如幻師變化種種的魔術，這只是在欺騙眼識，讓人感到是真實，

其實那只過是魔術師所變化出來的假相。世俗假名有，勝義畢竟空，於世俗中可假名

分別此法、彼法，到畢竟空時，一切法都同一空性，不再分別彼此。是故，幻化中可

有種種差異，但在智者看來，其實一切皆空，沒有一實法存生。知道了一切是空，知

世俗法是虛誑不實，為分別法故而有四緣，不應執著於四緣；賢聖法是依於世俗法而

有，若沒有世俗法也不會有賢聖法，然知諸法空故，世俗法的實性即是聖法，不是離

了世俗法另有一聖法可得，故於世俗不執著，於聖法亦不著。47
 

其次，菩薩般若波羅蜜中，知一切是空，沒有一決定相可取著，於此空中無法可

破；然因眾生執著於四緣，所以才要加以破除。要注意的是，法法本性空，不空只是

眾生的心，因心執著而生種種戲論，故破除的是眾生執著的心，而不是破除法。菩薩

知道諸法從四緣生，四緣和合而有，沒有實在自性，菩薩要如實知此四緣，就必要學

習般若波羅蜜，唯有般若波羅蜜才能如實的觀察分別而心不著。 

對此，就有問題延伸，菩薩廣學四緣之義，應當學阿毘達磨才對，何為說要學習

般若波羅蜜？48
 如《大智度論》卷 32云： 

阿毘曇四緣義，初學如得其實；求之轉深，入於邪見，如汝上破四緣義中說。 

復次，諸法所因，因於四緣，四緣復何所因？ 

若有因則無窮，若無窮則無始，若無始則無因。若然者，一切法皆應無因！ 

若有始，始則無所因，若無所因而有，則不待因緣。若然者，一切諸法亦不待

因緣而有！ 

復次，諸法從因緣生，有二種：若因緣中先有，則不待因緣而生，則非因緣；

若因緣中先無，則無各各因緣。 

                                                 
46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7a16-b4。 

47
 詳參《大智度論》卷 31〈1序品〉，T25, no. 1509, p. 294c10-26。 

48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7b4-6：「問曰：若欲廣知四緣義，應學阿

毘曇；云何此中欲知四緣義，當學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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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論四緣故，有如是等過。49
 

文中討論到兩個問題，無窮之過失，無因之過失。假設諸法是由於四緣而有，那

四緣的因又是什麼呢？如果說四緣有因，那四緣的因，此因的因又是又以何為因？如

此推論下去，因復因因，則會產生無窮的過失；無窮就找不到一個開始的源頭，沒有

開始的源頭又怎麼會產生因。果真如此，那一切法都沒有因了，此明無窮過。其次，

如果本來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本有是自性有，當然也就不需要誰來產生，也不需要相

待於因緣而有。這樣，不待因緣而有，就會犯無因生的過失。不論是說因緣中先有，

或是因緣先無，兩者都是有過失的。唯有明白般若波羅蜜中不可得故空，才不會犯下

以上所說的過失。論中也一再說到，破的是眾生因執著而生種種戲論邪見，對於四緣

是沒有破的，50
 不只是執著於四緣，只要對於一切法生著，都是要加以破除。 

五、結論  

一切有為的法，其實都不離四緣，都從四緣而生。有為法即是世間生滅之法，一

法的生起不會是無因而生，也不會無因而滅，生滅都有一定的相互關係。《中論》廣破

四緣，主要是為破除有一個實在緣生之法，只要是有實法可生，是與緣生的定義是相

背，這是要破除的。佛說四緣生一切法，是為了使修學者依此四緣廣分別諸法共相、

別相，明一切法皆是相依相待而有，進而證入諸法實相。不明佛意者，卻於四緣中生

著，認為四緣中有實在生起的法，故《中論》對於四緣一一破之，明一切法是從緣生，

然緣生亦不可著。 

《大智度論》廣明菩薩行的無量法門，菩薩欲修學成佛，除積集福德資糧之外，

還要廣學無量法門。菩薩雖學習四緣，卻知四緣是不可得，沒有一實在四緣，也不會

於中起自性執。因為明白般若波羅蜜中一切法不可得，是故於空中不起任何分別。不

分別是對於法不生執著，然在度化眾生時，還是會假借世間言說，使眾生依此語說而

證入諸法實相。 

總之，破不破四緣的重點在有沒有自性執，如果對於四緣產生執著，認為有四緣

中有實法可生，為了破其執著，才會說破四緣。菩薩知道諸法從四緣生，四緣和合而

有，沒有實在自性，以此學習四緣。再者，菩薩要如實知此四緣，就必要學習般若波

                                                 
49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7b6-16。 

50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T25, no. 1509, p. 297b19-20：「般若波羅蜜中，但除邪見而不

破四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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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唯有般若波羅蜜才能如實的觀察分別而心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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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活動紀實 

釋傳法、劉于禎記  

 
103 年 9 月 27-28 日，玄奘大學宗教學系與佛教弘誓學院共同主辦「第 2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

合發表會」，27 日上午開幕式結束後大合照。 

 

 

為鼓勵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及佛學院所學生，參與學術論文撰寫、發表及討

論，以提昇研究能力、增進學術交流，佛教界十多所學術單位自 1990 年起，

聯合舉辦「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到今年業已連續舉辦了二十五屆。本

屆由玄奘大學宗教學系與佛教弘誓學院共同主辦，共有來自二十一所大專院校

和佛學院所的 36 位研究生發表論文，連同主持人、回應人、聽眾與志工等，

總計 306 人共襄盛會。 

103 年 9 月 27 日上午九時，假佛教弘誓學院無諍講堂舉行開幕式，大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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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任昭慧法師致詞： 

歡迎各位蒞臨佛教弘誓

學院！我們懷抱著極大的

殷重心，接棒舉辦第 25 屆

發表會。發表會連續舉辦了

25 屆，各主辦單位堅持下

來非常不容易，在此先致以

萬分謝忱！ 

發表會由十多個單位輪

流主辦，比起其他的研討

會，這樣的方式是比較特殊

的。如此雖然分攤了籌辦的

辛苦，但也可能會面臨「經

驗斷層」的困難。例如，本

屆請張莉筠居士統籌，她需要時常致電上一屆承辦人——淨覺佛研所悟

性法師，請教一些工作細節，因為我們雖然在舉辦研討會方面，已有很

豐富的經驗，但還是希望，能盡量遵照歷屆傳統的作法，以示對傳統與

傳承的尊重。 

而為了讓經驗能夠傳承，這次莉筠將整個籌備過程，細心地做了甘

特圖，把每個時段要做什麼事，一一標註清楚，好讓下一屆的承辦人可

以很快上手。所以，輪流主辦雖然比較輕鬆，但其實也不太容易。25

屆下來，目前碩果僅存的有十三個單位，許多團體已退出輪辦行列了，

因此對這十三個佛教團體，請大家給予掌聲鼓勵！ 

其次，本項會議的發表人，是很幸福的。因為，一般研討會的論文

發表費，大都比照大學，以教育部或國科會的標準，提供約兩千元的稿

酬；有些國際性研討會甚至連稿酬也不提供，還要發表人支付註冊費。

而本項會議，如上一屆的主辦單位，提供了五千元稿酬，與一般的稿費

差距，可謂不小。這讓我我深深感受到這項傳統的可貴，以及各主辦單

位的用心。他們是希望藉由豐厚的稿酬，勉勵同學，把心放在佛法上，

寫出良好的論文，讓自己的佛法體會有所進步，將來成為弘法健將。因

此，這份稿酬在性質上，比較像是獎學金，有著主辦單位對學生的一份

9 月 27 日上午九時舉行開幕式。（左起：華嚴專宗

學院教務長天聞法師、香光尼眾佛學院副院長見可

法師、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昭慧法師、華梵大

學前任董事長仁華法師、福嚴佛學院教務長傳妙法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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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與愛護。 

本屆也按上屆的額度提供發表費，至於主持費、評論費則依然按教

育部的標準給付。畢竟，老師們都已是成人，應如「老鳥護幼雛」般地

愛護後學。但也因為發表費超過教育部認列標準，我們無法向玄大申請

核銷，僅小部分評論費向學校申請補助，大部分經費都由弘誓文教基金

會支應。 

另外，在此代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向大家致意，她因人在

南投而無法與會，但還是以殷重心歡迎大家的到來！而我也因學校公務

繁忙，這兩天無法全程陪同，在此也致以歉意！今天中午，將舉行主、

協辦單位會議；明天閉幕式上，將舉行交接儀式，將下一屆主辦單位的

棒子交給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歡迎各位共襄盛舉！謝謝大

家！ 

香光尼眾佛學院副院長見可法師致詞： 

在此謹代表所有與會者，向佛教弘誓學院致以謝忱！ 

今天一來到這裡，就接受到非常週到的接待，再聽到剛剛昭慧法師

說明，發表費背後的精神，對

傳統的尊重，將籌辦流程條列

清楚的作法，都讓我感受到主

辦單位的用心，想要掌握住會

議精神的那份認真！本會議由

各單位輪流舉辦，提供了一個

難得的機會，讓大家每年能碰

面互相交流，這是本項會議的

重要意義。 

開幕典禮結束，全體與會者大合

照，茶敘交流之後，隨即展開學生論

文發表。第一日有五個場次、19 篇的

論文發表，莘莘學子們發表其研究結

果，講評人如同指導教授一般，從各

9 月 27 日午宴後，舉行主、協辦單位會議。（中

間起順時針方向：昭慧法師、福嚴佛學院教務

長傳妙法師、法鼓文理學院佛學系主任果暉法

師、佛光大學陳一標教授、華嚴專宗學院教務

長天聞法師、福嚴佛學院長慈法師、佛教弘誓

學院秘書張莉筠、香光尼僧團見晉法師、香光

尼眾佛學院副院長見可法師、華梵大學東方人

文思想研究所所長康特教授、華梵大學前任董

事長仁華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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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給予嚴厲而中肯的建議，讓

學生們受益匪淺。 

中午午齋後，主、協辦單位

召開會議，特別針對會後論文集

是否印製的問題，展開熱烈討

論。 

28 日共計五個場次、17 篇

學生論文發表。最後一場是以

「少子化時代佛教教育的挑戰

與對策」為題的綜合座談會，由

昭慧法師主持，與談人包括：華

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仁

朗法師、福嚴佛學院教務長傳妙

法師、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蔡伯

郎教授、南華大學宗教所所長黃

國清教授等。他們談述面對少子

化的嚴峻考驗下，各校的招生情

形與因應策略，希冀透過辦學經

驗的交流，讓佛教教育機構能永

續經營，讓佛法向下扎根、發揚

光大。昭慧法師則分享了佛教弘

誓 學 院 對 年 輕 世 代 的 弘 法 經

驗，以及青年朋友對學佛的想

法，供予教界同道參考，希冀佛

教界積極接引青年學佛，為佛教的未來注入生機與活力。 

晚間六時十分舉行閉幕式，大會主席昭慧法師致詞，感謝佛教弘誓學院秘

書張莉筠居士、監院明一師父率領工作團隊與志工，讓本屆會議順利舉行，並

說明昨日中午主、協辦單位會議所討論的論文集是否印製的問題，當場調查現

場聽眾的意見，大都認為不需要紙本，將電子檔上網即可。 

最後舉行交接儀式，由本屆主辦單位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任昭慧法師將大

會印信、業務光碟，移交予接棒的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仁朗法師。大

9 月 28 日最後一場是「少子化時代佛教教育的挑

戰與對策」綜合座談會。（左起：福嚴佛學院教

務長傳妙法師、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蔡伯郎教

授、玄大宗教系主任昭慧法師、華梵大學東方人

文思想研究所仁朗法師、南華大學宗教所所長黃

 

昭慧法師將大會印信移交予下屆主辦單位華梵大

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仁朗法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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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印信自本屆開始啟用，是由張莉筠居士發心刻製。仁朗法師致詞表示，非常

感謝昭慧法師所率領的團隊，讓本屆發表會順利圓滿，明年將由華梵大學接

棒，希望各主、協辦單位及教界大眾，繼續給予支持與鼓勵！ 

 

 

 

 

 

 

自本屆開始啟用之大會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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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名單 

List of staff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組組組組 別別別別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職職職職      銜銜銜銜 

召 集 人 釋昭慧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系主任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執 行 長 釋性廣 佛教弘誓學院院長 

統籌規劃 蔡素芳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秘書 

統籌規劃 張莉筠 佛教弘誓學院志工 

議程組—組長 釋融德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學生 

文書組—組長 釋智音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生 

場地組—組長 釋心慈 佛教弘誓學院出納 

接待組—組長 釋智永 佛教弘誓學院知客 

餐飲組—組長 釋宏量 佛教弘誓學院庫頭 

志工組—組長 釋心慈 佛教弘誓學院出納 

影音組—組長 釋心皓 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財務組—組長 釋心皓 佛教弘誓學院會計主任 

機動組—組長 德  發 佛教弘誓學院總務主任 

文宣組—組長 釋明一 佛教弘誓學院監院 

攝影組—組長 黃秀娥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學生 

編務組—組長 釋傳法 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環保組—組長 楊美蘭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學生 

交通組—組長 德  發 佛教弘誓學院總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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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名單 

List of staff 

組組組組 員員員員 佛佛佛佛 教教教教 弘弘弘弘 誓誓誓誓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學學學學 員員員員 與與與與 志志志志 工工工工 

釋心宇、釋道真、釋天玄、釋如禘、釋浮月、林璧珠、蔡韻華、余瓊招、蘇真瑩、

謝清枝、程崇訓、陳珠雲、楊雪靜、張世宏、謝愛雪、鄭林素蓮、卓麗鳳、王如珍、

李鎧至、游雅嵐、趙瑞翎、吳紀慈、釋果定、釋道證、鍾禮光、吳家職、廖文蜜、

劉玉英、王復興、、、、陳成江、徐宏科、陳萬枝、鄭連春、吳貴雄、許建和、沈欣怡、

謝明洋、宋鴻康、傅顯喨、鄭惠香、夏妃姍、徐瑞英、羅瑞珍、葉芝妘、吳梁玉敏、

高慶珍、李堂光、陳水清、王彩虹、釋法融、苗惠美、林素有、陳進鋼、謝妙炫、

陳彥伶、簡志華、溫月英、陳素娟、黃明富、李秀鳳、涂晏婷、邱淑貞、張秀容、

曾亘村、江富梅、林淑美、張逸蓁、余瑞平、謝素香、陳慶豪、許德明、馬維隆、

釋心謙、釋演定、徐桂蘭、戴月娥、曾春蘭、曾政接、吳錦相、古蘭英、蕭秀端、

林秀枝、張金容、賴麗琴、邴志琳、彭新米、徐秋鴦、陳淑娟、溫森妹、徐鳳嬌、

魏文英、魏伯金、魏清光、徐桂英、林慧玲、徐足琴、陳玉秀、陳秀琴、林淑芬、

黃惠炘、徐雪貞、徐桂圓、陳金月、周衛珍、陳祐典、釋印純、釋傳聞、釋紹玄、

潘雅惠、釋聞融、釋悟堅、劉小玲、許碧燕、陳秋燕、鄧月琴、鄭燕雲、陳亮儒、

江媞華、賴珍美、凌碧香、張燕、劉旭聰、德立、張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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