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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恩總報的研究
廣興

摘要
報四恩的思想是中國佛教與受中國佛教影響的東亞佛教
特有的教義與實踐，它是中國佛教徒在吸收了印度大乘
佛教思想和中國儒家思想之後改造而成的。所以報四恩
的思想與實踐在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都沒有。報四恩的
思想主要來源於般若流支傳譯的《正法念處經》和唐代
般若譯出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與《諸佛境界攝真實
經》，但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所講的四恩：一父母
恩，二眾生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成了報四恩的主要
內容。其中最受觀注的是「國王恩」，因為中國的文化
情形與印度不同，在中國王或皇帝是至高無上，報國王
恩的思想緩和了佛教僧團與皇權之間的衝突。
關鍵詞：報四恩、父母恩、國王恩、正法念處經、大乘
本生心地觀經
報四恩的思想是中國佛教與受中國佛教影響的東亞佛教
特有的教義與實踐，它是中國佛教徒在吸收了印度大乘
佛教思想和中國儒家思想之後改造而成的。所以報四恩
的思想與實踐在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都沒有。報四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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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要來源於般若流支傳譯的《正法念處經》和般若
譯出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與《諸佛境界攝真實經》。
日本佛教學者對四恩的研究比較多，有多篇論文發表。
這裡我們只分析幾篇有見解或創見的論文。最早對四恩
作研究的學者應當是立花俊道教授，早在 1937他就在
《駒澤大學人文學會年報》第四期發表了〈四恩の種目
に就て〉。立花俊道主要梳理了中國與日本有關四恩的
文獻，他指出佛教所講的四恩最早出自漢譯《正法念處
經》與《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但是兩經所講的四恩內
容不同。瞿曇般若流支於 539 年傳譯的《正法念處經》
講到：「如聞說 法，有四種恩甚為難報。何等為四？一
者母，二者 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大正
藏》，第 17冊，第 359頁中）般若於 810年譯出的《大
乘本生心地觀經》（簡稱：《心地觀經》）的〈報恩
品〉也講到：「世出世恩有其四種：一父母恩，二眾生
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大正藏》，第 3冊，
第 297頁上）立花俊道認為，宋代的道誠於 1019年著的
《釋氏要覽》，對以上兩經的內容作了分析歸納後提出
「恩有四焉：一父母恩，二師長恩，三國王恩，四施主
恩。」（《大正藏》，第 54冊，第 289頁下）並且道誠
對他自己把「師長恩」和「施主恩」加入四恩的原因作
了解釋。他說：

其國王父母可知，其師長施主何耶？答：經不云：
「及世間曾致饒益，賴其恩者」，若教授經書、伎
術、事業，或令避惡從善者，皆師長也。夫師者教
以道之稱也。若假借財，本拯苦與樂者，皆施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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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施者有三種：一財施謂與人財，二心施謂慈悲心
與人樂，三法施謂說法利人等。（《大正藏》，第
54冊，第 290頁上）

這可以說是最早的對四恩的研究。之後有內藤龍雄於
1961在《印度學仏教學研究》上發表了〈再び四恩につ
いて〉一文。內藤龍雄認為，元照  (1048 - 1116)在對道
宣 (596 - 667) 的《四分律行事鈔資 持記》作注時，把道
宣「上順佛 教，中報四恩， 下為含識」（《大正藏》，
第 40冊，第 36頁中）中的「四恩」解釋為「國王、父
母、師僧、檀越是為四恩」是不對的，這不是律宗的傳
統。他的理由是，在道宣的著作中，「四恩」是指「四
攝」，因為竺法護在譯經時把「四攝」譯成「四恩」。
如竺法護所譯的《阿差末菩薩經》云：「菩薩大士有四
恩行而不可盡。何謂為四？一曰佈施，二曰仁愛，三曰
利益，四曰等與。」（《大正藏》，第 13冊，第 602頁
上）1 內藤龍雄的這種說法有商量的餘地，其實道宣所說
「上順佛教，中報四恩，下為含識」是來自王明廣於
579年著〈周祖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一文，文中明確
地講到「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
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廣弘明集》《大正藏》，
第 52 冊， 第 158頁下 ）。 王明廣所言之「四恩」是在
《正法念處經》  譯成中文之後。所以道宣所用的「四
恩」一詞是明確地指報恩的，而不是「四攝」。勝又俊
1 其實早在竺法護之前，如安世高譯的 《佛說自誓三昧經》 卷 1： 「行淨
四等：慈、悲、喜、護，宣暢四恩：惠施、仁愛、利人、等利」。（《大
正藏》，第 15冊，第 345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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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於 1973年在《豊山教學大會紀要》上發表〈四恩思想
の諸形態〉一文。他認為佛教的四恩思想與褔田思想相
關。熊澤宗男於 1994年在《印度學仏教學研究》上發表
〈四恩説の研究〉一文。他認為「四恩」在中國的漢譯
經典中有不同的內容。除了立花俊道指出的《正法念處
經》與《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所講的「四恩」內容不同
之外，宋代的中國佛教大德對四恩也有不同的解釋。熊
澤宗男把它們歸納總結為（1）父母，（2）眾生，（3）
國王，（4）三寳（如來、說法法師、師僧、諸佛），
（5）施主（檀越、施者），（6）師長（師友）等六恩，
並且解釋說，施主、檀越、施者、師長、師友之恩都可
以包含在眾生恩之中。在這些研究論文中，岡部和雄於
1979年在《仏教思想》通號 4恩上發表的〈四恩説の成
立〉一文研究的最詳細。岡部和雄認為，中國佛教的四
恩發展有以下四個時期：第一是《正法念處經》所講的
四恩，也叫四種福田：母、父、如來與說法法師。第二
是南北朝末到初唐，中國佛教徒的著作中所講的四恩。
第三是九世紀時所譯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與《諸佛
境界攝真實經》所講的四恩：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
與三寶恩。這四恩對後世的影響最大。第四是宋代以來
延壽所提倡的四恩：師長恩、父母恩、國王恩與施主恩。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日本佛教學者沒有對印度佛教所講
四恩的情形作分析，其次對中國佛教所講四恩的歷史與
政治背景也沒有作深入的分析。本文就以這兩個問題作
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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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四恩的情形
中國佛教所講的報四恩的思想可以說是來自印度，因為
如以上的日本學者所討論的，佛教報四恩的思想的源頭
來自瞿曇般若流支傳譯的《正法念處經》和般若譯出的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與《諸佛境界攝真實經》。但是
這兩部經所講的四恩的內容不同。
在早期經典，如中譯的四阿含經和與之相對應的南傳巴
利五部中，雖然講到了報恩的思想，以報父母恩為主，
但是都沒有明確地提到報四恩，所以報四恩的思想可以
說在印度佛教也是後起的。印度大乘佛教所講的報四恩
很可能是受婆羅門教的啓發而來。根據婆羅門教所尊崇
之古老的《百道梵書》 (The Śatapatha Brāhmaṇa)，所有
的人生來要 報四種恩。 「無論是誰生到（這個世界），
他生來就要對：（1）神，（2）古聖者 (Rṣis)，（3）父
親與袓先， （4）人與眾生報恩（債）。」2 這裡我雖然
把它譯成「報恩」，但是在《百道梵書》當中所用的 詞
彙是「債」（ṛṇa）。這也說明印度婆羅門教所强調的是
每個人的債務。而中國儒家和中國佛教所强調的是每個
人對父母的恩，所以講「報恩」。佛教很可能是受到這
樣的啓示後也提出報四恩。我們現在作一對比。
2 這是作者根據 Patrick Olivelle 的 The Asrama System: The History and 

Hermeneutics of A Religious Institution 的英譯本譯成中文。對婆羅門教的
《百道梵書》（The Śatapatha Brāhmaṇa） 的四恩 的 解釋，請看 Patrick 

（1993） 47-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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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恩的比較
百道梵書 正法念處經 大乘本生

心地觀經
諸佛境界
攝真實經

1. 神 一者、母 三、國王恩 第一、國王
2. 古聖者
   （Rṣis）

三者、如來 四、三寶恩 第三、施主
3. 父親與   

   袓先
二者、父 一、父母恩 第二、父母

4. 人與眾生 四者、說法  

            法師
二、眾生恩 第四、法界一切

             眾生
由以上的表格對比看得很清楚，由印度傳來中國的三部
大乘經典所講的報四恩，是由婆羅門教的《百道梵書》
的四恩的啓示而來，因為三部大乘經典沒有講到三恩或
五恩，只講四恩。此外根據學者的研究，《百道梵書》
成書於佛教出現之前。3而且這 三部經典所講的四恩，只
有（1）父母恩一樣，其它的都不完全一樣，（2）如來
（三寶或說法法師）、（3）國王、（4）施主和（5）眾
生。這裡施主也可以包括在眾生之中。這說明佛教報四
恩的思想在印度大乘佛教剛開始，還沒有確定下來，所
以每一部經典所講的都不一樣。到底報四恩的思想在印
度佛教徒當中有沒有普及，我們不得而知了，因為到目
前為此，我們沒有在其它從印度傳譯來華的經典中找到
講報四恩的思想與實踐。報四恩的思想很可能在印度佛
3 見Heesterman, Jan C. “Vedism and Brahmanism.”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 Lindsay Jones. 2nd ed. Vol. 14, 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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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當中並不普及，在傳到中國之後才開始發展起來。
這主要是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
中國佛教四恩的情形
由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甚至是批評，中國佛教很早
就開始提倡報四恩的思想與實踐，最早有記載的是 541

年的西魏洛州靈嚴寺沙門璨敬造石像記「曠所歸，仰報
四恩，增感增悲，等心，回向菩提」。4 這 裡 很 明 確
的 指 出 要 「 報 四 恩 」 。 這是在瞿曇般若流支於 539

年傳譯的《正法念處經 》兩年之 後。由此可見，報四恩
思想傳播 之快。 北周武帝（560 – 578 在位）在滅佛之
前 曾 組 織了 多 場 佛道之 間的辯論，僧人道安於 570

年著《二 教論》講到 僧人 高尚的品德時說：「錄其脫
俗 之 誠， 足消四事（衣服、飲食、臥具、 湯藥）， 採
其高尚之跡，可報四恩。」（《廣弘明集》《大正藏》，
第 52冊，第 143頁中） 當時的在家居士王明 廣於 579

年著《周祖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在論到 僧人 的品德時
講到：「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
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廣弘明集》《大正藏》，
第 52冊，第 158頁下）顯而易見， 以上兩位作者是在反
駁儒家和道教批評佛教僧人不實踐孝道。雖然他們沒有
明確指出四恩的具體內容，但是我們可以推想，他們所
指的「四恩」就是般若流支於 539年譯出的《正法念處
經》所講的四恩。可見報四恩的思想在當時已經很普及
了。
4 張鵬 2007：第 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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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四恩的思想在隋唐就更加普及了。如唐代法琳於 622

年完成《破邪論》一書，以駁斥對佛教的批評，作者在
書中曾兩次提到「報四恩」。第一次是說明佛教僧人是
講孝道而實踐報恩的：「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
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
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
也。」（《廣弘明集》《大正藏》，第 52冊，第 477頁
中）第二次是說明釋迦牟尼的弘道也是為了報四恩：
「悉達太子，去袞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
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
益也。」（《大正藏》，第 52冊，第 162頁上，489頁
中）與法琳同時代的道宣 （596 - 667）在其 三本著 作
中提到「報四恩」，第一是《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
（成書於 630年），作者詳細論述了律制規約，對後世
僧行風儀的確立影響甚大：「上順佛教，中報四恩，下
為含識，各誦經中清淨妙偈。」（《大正藏》，第 40冊，
第 36頁中）明曠於荊溪湛然（711-782）處修學天台後
著《天臺菩薩戒 疏》， 也講到：「上順佛教，中報四恩，
下為含識，各念阿彌陀佛，一切普誦。」（《大正藏》，
第 40冊，第 597頁中）這應當是參考了道宣的 《行事
鈔》。 第二是道宣的《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常
懷慚愧，念報四恩，旁資三有。」（《大正藏》，第 45

冊，第 870頁下）第三是《續高僧傳·淨影寺釋慧遠傳》
說淨影慧遠（523 - 592）：「又勅二時講 前，令大眾誦
般若波羅蜜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怠。」
（《大正藏》，第 50冊，第 492頁上）另外，道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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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年完成《法苑珠林》巨著，他在其 中專門列有 「報
恩篇」一章。 道世在 「引 證部第二」明確說明四恩是
來自《正法念經》：「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
為難報，何等為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
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為人之所
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大正藏》，第 53冊，
第 663頁中）這說明「報四恩」的思想已經成為佛教的
共識，所以道宣在談到每月布薩時上座要講「報四恩」
並且教誡新學 比丘「報四恩」。5法琳同道 宣的 著作中
提到「報四恩」，但並沒有說明「四恩」的內容。我們
推想，這裡所指的「四恩」也是如道世一樣引自《正法
念處經》。
報四恩的新內容
根據圓照《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794完成）的記
載，般若於 788年上書唐德宗請求翻譯經典，並且講到
他自己是「大小乘學，誓報四恩，遠慕支那，聿來瞻禮
自持梵夾經典中國未傳，每思上達，無由進獻。」
（《大正藏》，第 55冊，第 756頁下）唐德宗批准後，
般若於 810 年譯出《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經中講到：
「世間之恩有其四種 ：一父母恩，二眾生恩，三國王恩，
四三寶恩」。而在同年所譯的《諸佛境界攝真實經》中
所提到的四恩是：「于時行者作是法已，迴向發願︰依
5 但是，道宣在《續高僧傳·釋道宗》與《續高僧傳·釋僧稠》 中提 到的「四
恩」就是指「四攝」：釋道宗「惟宗偏廣四恩，開化氓隷，施物所及並充
其供。」（《大正藏》，第 50 冊，第 534頁中） 釋僧稠「常敬三寶普福四
恩」（《大正藏》，第 50 冊，第 553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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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德，第一國王，第二父母，第三施主，第四法界一
切眾生，悉皆速證無上菩提。」（《大正藏》，第 18冊，
第 284頁中）但是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所講 之四恩代
替了《正法念處經》所講的「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
來，四者說法法師」之四恩，並在中國佛教徒當中普及
開來。這裡最重要的一項是「國王恩」，因為中國的文
化情形與印度的文化完全不同。
首先，印度的文化以婆羅門教為主，他們信仰四種姓。
婆羅門是第一種姓，是神職人員，專門從事祭祀和教授
四吠陀。第二種姓刹帝利，是王族階層，他們專門是來
管國家事務。第三種姓是吠舍，是工人農民階層。第四
種姓是首陀羅，是奴隸階層。其他宗教的僧侶也享有特
殊的待遇，並受到國王的尊敬，因為僧侶們被視為是獨
立於普通社會之外的特殊群體。如《沙門果經》講到，
即使是一位首陀羅種姓的人出家，他也會受到國王禮拜。
6 所以在印度不會有沙門禮拜王者的情形。
但是中國的情形是國王或皇帝的地位和權力是最高的和
絕對的。如《詩經·小雅·北山》講到：「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道德經》第二十五
章也講到：「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儒家講五倫：天、地、君、親、
師，《荀子·禮論》講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6南北傳的 《沙門果經》都講到了 這一點。北傳《沙門果經》 ，    

《大正藏》，第 1冊，第 109頁上。南傳《沙門果經》，《長部》，  

第 1冊，第 60-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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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
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
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7 因
此當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僧團與 皇權之間的衝 突早在
四世紀初期的魏晉時期就以「沙門不敬王者」出現了。
但是魏晉時期皇帝沒有實權，士族大家掌握政權，故東
晉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因此「沙門不敬王
者」之政教的衝突在慧遠與王謐的反對下就停止了。慧
遠是在信眾中十分有影響力高僧，而王謐又代表了許多
支持佛教的官員。但是到了唐代，國家的統一與經濟的
繁榮使皇權加強了，而且李唐王朝要抬高李姓的地位，
就採取「興道抑佛」的政策。唐高祖下詔「令老先、次
孔，末後釋宗。」 （《大正藏》，第 52冊，第 381頁
上）  唐太宗曾說：「今李家據國，李老 在前 。」（《
大正藏》，第 52冊，第 386頁上）因此佛教界別無選擇，
只有臣 服於皇權。所以般若譯出的 《大乘 本生心地觀
經》所講的報四恩：「一父母恩，二 眾 生恩，三國王恩，
四三寶恩」，很快就成了中 國佛教界的重要教義與實踐
在中國傳播開了。後代高僧所講報四恩的內容都是以此
為基礎，其中雖然有所修改，但是報「父母恩」和「國
王恩」這兩項永遠都包括在四恩之內。因為報「父母
恩」是孝道，報「國王恩」則是盡忠。
如宋初知名的高僧永明延壽 (904-975) 在 《智覺 禪師自
行錄》中講到四恩 ： 「上報四恩者， 一報 師長訓誘恩，
二報父母養育恩，三報國王荷負恩，四報施主供給
7《荀子集解》，第 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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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續藏經》，第 63冊，第 159頁中）道誠於
1019年著的《釋氏 要覽》 講到： 「恩有四焉：一父母
恩，二師長恩，三國王恩，四施主恩。」（大正藏》，
第 54冊，第 289頁下）餘杭沙門釋元照(1048-1116) 撰
《四分律行事鈔資 持 記》卷 1 ：「國王、父母、 師僧、
 檀越是為四恩。」（《大正 藏》 ，第 40冊，第 235頁
中）根據岡部和雄〈四恩説の成 立〉一文，行深於 1387

年所編輯的《諸乘法數》講到，唐代的賢首法藏 (643 -

712) 說四恩有兩 種：(1) 國王、父母、師友、檀越。(2)

諸佛、國王、父母、施者。8  但是我認為不可能，因為
如上所論， 在般若於 810 年譯出《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
之前，中國的高僧大德們的著書中所提到的四恩都是來
自《正法念經》，其中沒有「國王恩」。因此行深 《諸
乘法數 》所提到的賢首法藏所講的兩種四恩應該是後加
的，因為兩種四恩中都提到了「國王恩」，而且其中一
種把「國王恩」放在了首位，這與元照所講的四恩的順
序一樣。這樣的順序也許是受到《諸佛境界攝真實經》
的影響，把「國王」放在第一位，並且以「施主（檀
越）」與「師長」代替了「三寶」和「眾生」。這也許
與宋代的社會情形有關。正如林義正先生說：「因宋王
朝的建立是有見於唐朝藩鎮亡國之鑑，故立國之初即有
意削弱地方勢力，走向中央集權，採行重文揠武的策
略。」直到今天，中國佛教的僧人在早晚的課誦中都要
唱誦「迴向文」，「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
重恩，下濟三塗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
8 岡部和雄：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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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身，同生極樂國。」這一傳統也影響了日本和韓國的
佛教。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報四恩的思想是由婆
羅門教《百道梵書》所講四恩的啓示而來，但是在印度
的實踐則不得而知。當它傳入中國後，由於中國的人文
環境與印度的不同，國王或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因此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所講的報四恩的思想得到了十分
的重視，並成為中國佛教徒重要的實踐。
Reference 古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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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定論》與《瑜伽論》
有關修習九種心住的
特色及異同
陳雁姿、余紫霞

1. 前言
「九種心住」，一般稱為「九住心」，是修禪定時九種
攝心的修習過程，即從初學攝心，到成就正定，有九種
階段，故屬於止觀修習中「止」的部份，即「奢摩他」
(śamatha)。如《瑜伽師地論·聲聞地》(簡稱《瑜伽論》)

中云：「......如是心一境性，或是奢摩他品，或是毘鉢舍
那品。若於九種心住中心一境性，是名奢摩他品......」1

修「九種心住」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奢摩他，若能達至心
一境性，則屬修止成就。由此可見修九種心住的重要性。
關 於 九 種 心 住 （ navākārā  cittasthitiḥ,  nine  mental

abidings）的起源，日本學者藤田祥道的研究作了說明 。
2 九種心住的起源有不同說法，藤田考察現存的不同《阿
1 玄奘法師譯，《瑜伽師地論》卷 30, T30, 450c.
2 藤田祥道，〈有關九種心住一文〉，收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37-1, p. 63-65. 釋惠敏、關則富合著《大乘止觀導論—梵本〈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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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及相關經典，發現只有藏譯的《大空經》，把九
種心住完整地列舉，其他阿含版本只作部分的列舉，如
漢譯《中阿含》中的《大空經》、《雜阿含》第 560 經
等，但譯詞不是完全可對應的。藤田認為這反映了九種
心住是在阿含的傳承過程中漸漸擴展而成的，而世親於
《六門教授習定論》也指明九種心住是依《阿笈摩經》
(即《阿含經》)而建立的。
本文中「九種心住」的漢譯名稱和內容，主要依義淨法
師所譯的《六門教授習定論》(簡稱《習定論》)和玄奘
法師所譯的《瑜伽師地論·聲聞地》中的相關內容。兩本
論著都屬瑜伽行派 (Yogācāra) 的禪修要籍，亦是印度罽
賓區瑜伽師的傳承修法。3 呂澂讚歎《習定論》的重要：
「昔義淨法師留印那爛陀寺，無著之學正盛，所傳定學
之書，即無著本論與世親《止觀門論頌本》(此論無釋)

二種也。本論獨到處，在於定學教授之說，悉備其中…
…無著菩薩於本論中，明說止觀生起之前，尚有九種因
住一段工夫，絕不可廢，故謂為本依。」4 六門概括了定
學的根本，故是「本依」，說明修定之前要做的前行工

莊嚴經論・敎授敎誡品〉初探》中亦有引述。法鼓文化出版, 1997,    
p.96.
3公元四世紀的時候，罽賓(迦濕彌羅，今之喀什米爾)的瑜伽師，繼 
承說一切有部及經量部的理論，逐漸發展成大乘佛教的一個系統 
，在印度稱為「瑜伽宗」或「瑜伽行派」，是奉行《瑜伽師地論》
等教理的宗派。
4 呂澂，〈六門教授習定論〉，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 2 冊，  

  齊魯書社，p. 1069.

18



夫，習定的方法及效果，所以是一本組織完整的著作。
在止觀生起之前，尚有九種住心的工夫，不可忽略。
義淨法師所譯「九種心住」的內容分出兩方面：一是
「名」，即「名稱」；另一是「相」，即「相狀」、
「特徵」。「相」是譯自《六門教授習定論》中無着菩
薩的頌文，而「名」則是翻譯世親菩薩對無着菩薩的頌
文所造的釋論。至於玄奘法師所翻譯的「九種心住」的
內容，是出自《瑜伽師地論》卷 30 之〈聲聞地〉中有關
如何達致「心一境性」的修止方法，亦即習定的方便。
兩論的九種心住的名稱及內容雖有差異之處，但所指的
修習階段應是相同的，但採取不同的描述角度和側重方
面。義淨法師譯出《六門教授習定論》後，此論並未廣
為流傳及受到應有的關注，未見有歷代的注疏，近人有
呂澂的講述可作參考。5

本文的主旨是剖析兩論的「九種心住」的內容，並指出
其中相同和相異之處，以彰顯兩者的特色。無著菩薩是
瑜伽行派的創立者，亦是著名的瑜伽師，對禪修有實際
的經驗，透過義淨法師的翻譯，可作為《瑜伽論》有關
九住心的補充，甚具實踐上的參考價值。依此方法修習
能令修禪者清楚認識自己習定的進程，並依據可靠的方
法而達到正定。

5 同上，p. 1068-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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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照兩論九住名相的整個程序
在「住心」的修習過程中，有九種不同的狀況。《習定
論》中無着菩薩有兩首頌總括九種住心的「相」：

「堅執及正流，并覆審其意，轉得、心歡喜，對治
品生時，惑生能息除，加行常無間，能行任運道，
不散九應知。」6

此兩頌標示住的不同種類，即九種住心的不同相狀、特
徵，先略析其整體的程序如下：

1. 第一種住心所出現的相狀是「堅執」相，心
念對境會不斷地走散，須把它拉回來放置在
心內，堅守著所觀境。

2. 第二種特徵是「正流」相，心念漸能對境猶
如前浪後浪地連續安住下去。

3. 第三種住的相狀是「覆審」相，反覆地審察
內心是否對向所緣境，即「覆審其意」，若
有散亂的情況發生，便需要將散心再次集中
起來。

4. 第四種是「轉得」相，轉得殊勝的住心境。
5. 第五種是「心歡喜」相，能控制心念不易散

亂而感到歡喜。
6. 第六種是「對治品生時」的「對治」相，能

夠克服心無散亂所產生的歡喜執著。
7. 第七種是「惑生能息除」，能夠壓伏其餘煩

惱的「息除」相。
6 義淨譯，《六門教授習定論》，T31, 7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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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種是「加行常無間」，需要加功才能令
心無間隔地專注一境，是「加行」相。

9. 第九種是「能行任運道」，不用再加功修行
而自然而然地安住於一境，是「任運」相。

最後的「不散九應知」是總結。這九種相是令心不散亂
而達致統一集中的程序，習定者是應該知道的。

相對無著所述九住的偈頌，世親釋曰：
「於彼住中，差別有九，謂最初住、正念住、覆審
住、後別住、調柔住、寂靜住、降伏住、功用住、
任運住，此等並依《阿笈摩經》隨句次等而為修
習。」7

世親以九種相應的名稱來描述這九種階段的狀況，即每
一「相」各有相應的名稱，此即九住之「名」。這是世
親依照《阿笈摩經》(Āgama Sūtra)，即《阿含經》展轉
相傳而來的經教而安立九住之名義，其意是彰顯這種修
止的方法源自佛說，漸而整理出一個完整且可靠的實踐
的步驟。
另一方面，若據玄奘法師所譯的《瑜伽師地論》卷 30 之
〈聲聞地〉中，則有不同的翻譯名稱，就其所詮的意義
來看，較著重於方法的運用，也就是習定的方便：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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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名為九種心住？謂有苾芻，令心內住、等住、
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及
以等持，如是名為九種心住。」8 

其梵文是：9

yaduta  navākarayā  cittasthityādhyātmam  eva  cittaṃ
sthāpayati,  saṁsthāpayati,  avasthāpayati,
upasthāpayati,  damayati,  śamayati,  vyupaśamayati,
ekotīkaroti, samādhatte/

兩論所譯的名字不同，但內容是相同的。《習定論》中
九住的「名」是世親論中所述的，而九住的「相」是依
照無著頌文所描述的，也可與《瑜伽論》之九住義相配
合來理解。
世親在論中解釋「九種住心」是配合無著頌文中「九種
住相」來理解，每一個「相」與一個「住」是互相配屬
加上玄奘法師的九住譯名，可對照如下： 
次第 淨譯 奘譯

無著頌之相 世親論之名 瑜伽論之方便
   1. 堅執相 最初住 內住

2. 正流相 正念住 等住
3. 覆審相 覆審住 安住

8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30, T30, 450c. 
9《瑜伽論聲聞地：第二瑜伽處--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テキストと和
譯》，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聲聞地研究會編著。東京，山喜房 
佛書林， 2007,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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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轉得相 後別住 近住
5. 心喜相 調柔住 調順
6. 對治相 寂靜住 寂靜
7. 惑息相 降伏住 最極寂靜
8. 加行相 功用住 專注一趣
9. 任運相 任運住 等持

以上是九種住心的相、名、方便等作整體的對照，下文
則對九種住心的相、名、方便等逐一作出較詳細的分析。

 

3. 九住名相各別的涵義
3.1 第一住心  ─  淨譯「堅執」相，名「最初住」；奘譯
名「內住」
標題中的「淨譯」即義淨法師的翻譯。「相」是譯自
《習定論》中無着菩薩的頌文，而「名」則是翻譯世親
菩薩對無着菩薩的頌文所造的論。至於「奘譯」，即玄
奘法師於《瑜伽師地論》的翻譯名詞。其餘的第二種住
至第九種住皆以此形式標示題目。
第一種住，淨譯「堅執」相，名「最初住」；奘譯名
「內住」。根據《習定論》中無着菩薩的頌文，指出第
一種住的相 (lakṣaṇa)，即「相狀」、「特徵」，是需要
「堅執」的態度；世親菩薩的論釋稱這第一階段為「最
初 住 」 ： 「若於最初學緣境時，其心堅執，名最初
住。」10「最初住」這個名稱，並沒有指出什麼特別的
內容，只表示習定者的最初修習禪定的階段，反倒是
10 義淨譯，《六門教授習定論》，T31, 7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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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執」相更有意涵，依呂澂解說：「初住( 奘譯內住 )，
堅執相，謂心馳異緣，未入正軌，必須勉強執持，使之
就範。」11

第一的「最初住」，玄奘法師譯作「內住」。它的特徵
是「堅執相」。初學禪定的時候，習定者經常會心猿意
馬，即「心馳異緣」，心念走出所緣的範圍，守不住境，
是「未入正軌」，好像火車出軌一樣。不入正軌，就不
能修定成功。所以必須勉強地執持，把心拉回來，「使
之就範」，令心受到控制，把持得住，好像使到火車緣
著軌道而行，不會出軌。這指出初學禪定的習定者，態
度是很堅定執持著所緣(心的對象)。初學者因為並不熟
習禪修的方法，故需要於練習禪定時，把平時心猿意馬
的心念，很勉力地執持心念，令它就範，不向外馳，攀
緣著境。這是形容初學者需要堅毅執持住境，才能收攝
散亂心。
若依《瑜伽師地論》，玄奘法師所譯的第一種住，名為
「內住」(sthāpayati)：

「云何內住？謂從外一切所緣境界，攝錄其心，繫
在於內，令不散亂。此則最初繫縛其心，令住於
內，不外散亂，故名內住。」12 

其大意是指一般人日常活動的心是外向的，隨境散動，
11 呂澂，〈六門教授習定論〉，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 2

冊，齊魯書社，p. 1080.
12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T30, 4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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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集中心念於一個固定的所緣境上。修習禪定的人，
在禪修前應計劃如何安置自心的注意力，故應選定所緣
境，如以「呼吸」或是以「佛菩薩的相像」等為所緣境
所謂「外」和「內」的分別，修學者於此最初階段，念
頭對境會不斷地走散，故應從外在一切的境界上收攝散
動的心，拴繫心念於所緣境上，令不離散而外向。「內
住」就是最初把心集中於已選定的所緣境，不令向外散
亂，是心所專注的方向；若心未能專注於預先設定的所
緣境，則屬散動於外。
綜括這第一住，淨譯「堅執」相，名「最初住」；奘譯
名「內住」。「最初住」只標示這是最初的階段，「堅
執」相則指出習定者初修禪定時用心着力的重點和情況
態度是要堅定執持，把平時心猿意馬的散亂心，很努力
地安放於所緣上。奘譯的「內住」，則着重於這一階段
的目標和調控心念的操作方法，是把心念收攝向內，將
心繫縛於所選取的所緣境上，目的是令心不會向外移轉
這些就是最初「住心」的基本步驟。
3.2 第二住心  ─  淨譯「正流」相，名「正念住」；奘譯
名「等住」
第二種住，義淨法師譯為「正流」相，名「正念住」，
玄奘法師譯為「等住」，指平等相續而住，意即保持著
與前一所緣境相同的住境，這就是「正流相」。世親菩
薩的論曰：「次於後時，令其正念流注不斷，名正念
住。」13 可知這第二種住，是「次於」第一種住，這是
13 義淨譯，《六門教授習定論》，T31, 7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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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定者於「最初住」，進一步接着修學的第二住，第一
種住和第二種住是有遞進的關係。由第一種「最初住」
到第九種「任運住」，習定者層層升進，心的專注力不
斷提升。
呂澂解「正念住」為：「心已入軌，因勢順流，不令暫
斷。」14 念即是心，「正念住」相對「正流相」，心不
想別的境相，即是心已經上了軌道，又好像水順勢而流
一樣，不讓心於對境有中斷。在初住時，即習定者初學
禪定的階段，心仍時常向外奔馳，要費很大的心力，才
能勉強把心放在所緣境上，但心仍然不一會又跑掉。在
這第二階段，習定者的專注力已有所提升，不像第一住
般，要時常勉力把跑掉的心拉回所緣境上，心已上了軌
道，遂有一種勢力，便是心相對於初住時，比較習慣能
安置於所緣境上。這時，習定者的着力點，是「令其正
念流注不斷」，亦即是呂澂所言「因勢順流，不令暫
斷。」
「正念住」的「正念」是「憶念」、「不忘失」的意思
從 實 踐 意 義 上 看 ， 「 正 念 」 (samyak-smṛti,  right

remembrance)應與善法或正理相應，不起邪想，故能生
起適切有益的、正確的心念，因而經常出現於佛法的主
要修學項目中，如七覺支中的「念覺支」，五根及五力
中的「念根」與「念力」，以至八正道中之「正念」等
皆以「念」為體。在憶持念想對象時，如能與定及慧相
輔相成，則可提升「念」的品質。世親之《俱舍論》卷
14 呂澂，《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二冊， p.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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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說：「由念力持心便得定，心得定故能如實知。」15

由憶念力令心不忘失所緣境，此是引發專注定力的要素，
又因心能定住一境而得如實知見。「念 」是依「慧」而
發起念住於境的力量，亦由「慧」的如實見，令「念」
能夠於所觀境明記不忘，故是成就解脫覺悟的重要因素
之一。16

另據無 著 的 《顯揚聖教 論 》 中引述「念 」作 為 五十
一 個 心 所 之 一 的 意 義 ，也舉出與「念 」相關的 同 義
詞如下： 1 7

「念者，謂於串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體；等持
所依為業。如經說：諸念與隨念、別念、念及憶、
不忘、不失法，心明記為性。」

無 著綜合佛 經 中通用 的 有關「念」的同義詞，包括
「隨念」、「別念」、「憶」、「不忘」、「不失法」
等，都是以內心的「明記」為本質，是對於往昔串習或
經歷過的事件，內心能夠不遺忘而清楚地記住，這亦是
「等持」，即定心生起的間接條件。
第二住心強調「正念住」，那要明記什麼呢？習定者要
記得把心放置於所緣境上，令心念如水流一樣，念念相
續，前一念與後一念的所緣境都相同，間或流向不正確
即心散亂了，亦要修正返回正確的方向，即把心帶回到
15 T29. 132c.
16

 有部論師主張：「何緣於慧立念住名？毘婆沙師作如是說：慧念力，持
令住故。理實由慧，令念住境。如實見者，能明記故。」(T29. 132b-c.)
17 T31. 4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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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境上。簡要言之，初住時習定者要很費心力，是
「堅執」相；進而於「正念住」時，習定者的心已比較
習慣置於所緣境上，所要做的是提起正念，持續令住於
境。
玄奘法師譯第二住名為「等住」(śaṃsthāpayati)：

「云何等住？謂即最初所繫縛心，其性麁動，未能
令其等住、遍住故。次即於此所緣境界，以相續方
便、澄淨方便，挫令微細，遍攝令住，故名等
住。」18

其意是習定者於這一階段的目標，是要令心「等住」、
「遍住」。雖然這一階段，名「等住」，但據論中的解
釋，這一階段除了要令心「等住」，亦包括要令心「遍
住」。「最初所繫縛心」，習定者最初學修禪定時，想
把心「繫縛」在所緣境上，但「其性麁動」，即那時心
的特性是「麁動」，即未能調順安住而平等相續，所以
不能夠令心「等住」。《瑜伽論記》卷 7解「等住」是
「離於沈浮，名為等住。」19 若心沒有昏沉、浮散掉舉，
便是處於平衡安穩的狀況。若依《成唯識論演秘》卷 5

說：「挫制其心，漸細異前，遍攝令住，名與等住。」
「挫」是挫弱、減低躁動的程度，「制」是制止內心趨
向昏沉或散掉，心相較初住的情況，心的躁動被挫減，
轉而觀照力較深細，遂能普遍地收攝及保持心念，令
「住」於所緣境上。這便較清楚前後二住的差別，知所
18 T30. 450c.
19 T42. 4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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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至於「遍住」，《瑜伽論記》卷 7解「遍住」是
「審悉遍觀，名為遍住。」20 即能夠詳細地知悉及周遍
地觀察所緣境，能完全地攝持心念，令其安住於所緣境
上。 

若要達到「等住」，需採用兩種「方便」。「方便」的
梵語是 upāya，指方法。新譯作「加行」21。即運用兩種
方法，分別是「相續方便」和「澄淨方便」。第一種方
法的「相續方便」，即以「無間殷重加行」，指無間隔
地、連續地、認真懇切地進行調心的功夫，令心相續於
同一所緣上。故《瑜伽論記》卷 7 釋為「始終無間名為
相續方便。」22又由於昏沉及散亂皆因「惡尋思或隨煩
惱而起」，若有這些煩惱心出現，便用止息的方法，如
昏沉則用策舉法，有散亂則用止息法，「由是因緣令心
清淨」，遂能令心回復澄明清淨，這便稱為「澄淨方
便」，故《瑜伽論記》卷 7 釋為「離亂寂靜名澄淨[方
便]。」23 若無煩惱的干擾，心便能前後念都安住於所緣
境。這是瑜伽師所慣常用的方法。
與第一住心相類似，義淨法師譯的第二住心的「正念
住」指出習定者於這一階段的用心着力的重點和情況，
是要正念住境。玄奘法師所譯的「等住」，則着重於形
容這一階段的目標和方法，是令心「等住」、「遍住」
20 同上。
21 《成唯識論述記》卷 9 云︰「舊言方便道，今言加行。」
（T43, 564c）
22   T42, 463a.
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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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續方便」令心能念念相續地安住所緣，並以「澄
淨方便」令心能完全專注於所緣境上。
再者，「內住」及「等住」這二種住心是相貫互動的初
步工夫。初學定的時候心一定會散亂，重要的是要知道
它散亂了，把它拉回來，使到前念與後念相續而不會有
別的境插入來，這就是「等住」。若能明白其中要義，
只要緊守著這兩個概念所指示的方法，就可以一念一念
地集中下去。
3.3 第三住心  ─   淨譯「覆審」相，名「覆審住」；奘
譯名「安住」
第三種住，《習定論》中世親菩薩的論曰：「若依託此，
有亂心生，更覆審察緣境而住，名為覆審住。」24「覆
審」即反覆審察，即多次地、重覆地檢察，若發現令心
能夠集中的所依託的境相，出現了離開所緣的亂心，便
應把心帶回到原來所攀緣的境。呂澂將「有亂心生」解
作「有異緣間雜亂心」，25「異緣」就是相異於所選取
的所緣境，「間雜」了其他不同的所緣對象，因此出現
散「亂心」，「應當覆審牽挽，使歸正軌。」26 那時應
當重覆地檢察，牽挽已散亂的心令其回歸正念的軌道上。
玄奘法師譯第三住為「安住」(avasthāpayati)：「云何安
住？謂若此心雖復如是內住、等住，然由失念，於外散
24 義淨譯，《六門教授習定論》，T31, 775a-b.
25 呂澂，〈六門教授習定論〉，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
第 2 冊，齊魯書社，p. 1080.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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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復還攝錄安置內境，故名安住。」27 其意是經過第
一及第二的內住、等住後，因為忘失了正念，心又走散
便需再次收攝心念，把散亂心重新安置回所緣境上。
這裏有兩點可以注意。首先，奘譯中有解釋「於外散
亂」的原因是「失念」之過失，這與淨譯的第二住「正
念住」有呼應的地方，即偏離了正念，第一點是正由於
失卻正念，故要再度「安住」，這顯示第二和第三住的
關係，亦顯淨譯和奘譯能互相豐富其內容，使學人更了
解九種心住的意涵。第二點是奘譯中解第三的「安住」
時，呼應第一的「內住」為心能專住於習定者所選的所
緣境為「內」，「外」則為心不專注於所選取的所緣境
而出現散亂，故說「......然由失念於『外』散亂，復還攝
錄安置『內』境......」。
與前二住相似，這第三住，義淨法師所譯「覆審住」的
重點，是指出習定者於這一階段用心着力的重點和情況
是反覆審察其心，看看有沒有「亂心生」。玄奘法師所
譯的「安住」，則着重於形容這一階段的目標和方法，
是令心再次「安置內境」。
3.4 第四住心  ─  淨譯「轉得」相，名「後別住」；奘譯
名「近住」
第四種住，淨譯「轉得」相，名「後別住」。世親釋云：
「次於後時轉得差別，名後別住。」28 第四種住心的境
27 T30. 450c.
28 T31. 775b.

31



界比前面的三種住出現明顯的差別，因此名為「後別
住」。「別」是「差別」，即有差異。這標示由第四階
段以後，有別於前三住，表示有轉變了、不同了。有什
麼不同呢？無著頌和世親釋沒說明清楚。唯有呂澂則指
出：「後別住 (奘譯近住)，即轉得相，謂覆審後復令相
續，轉求殊勝。譯文將『殊勝』譯為『差別』，蓋二字
梵文不異而易誤解也。」29 呂澂認為「差別」應譯作
「殊勝」，然呂澂先生於文中並未有引梵文為證，現今
亦未見有《六門教授習定論》的梵文本，故無從稽徵。
今依 其意考梵語「差別」 應 是 viśeṣa ， 即 「殊勝」
(distinction)，而不是一般譯作「差別」(difference)。由
於 viśeṣa 可譯作「殊勝」或譯為「差別」，所以容易生
起誤解。正如漢字一樣，梵文也是一字多義。如是，則
「轉得相」意指由轉變而獲得比之前較佳的狀況，所以
釋作「殊勝」才合適，但是否譯為「殊勝」比較合適則
很難論斷，然就九種心住有層層遞進的含義，習定者的
專注力應一住比一住更進步而言，這「轉得」的「後
別」標示更為「殊勝的轉變」亦合理。又「差別」只含
有不同的意思，但「殊勝」是不同之中較前進步，所以
譯作「殊勝」應較適切。
淨譯 第 四 的 「 後別住 」 ， 玄 奘 法 師 譯 作 「近住 」
(upasthāpayati)：「云何近住？謂彼先應如是如是親近念

29 呂澂，〈六門教授習定論〉，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
第 2 冊，齊魯書社，p.1080-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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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由此念故，數數作意，內住其心。不令此心遠住於
外，故名近住。」30

據韓清淨釋何謂「如是如是親近念住」：「如前已說，
為守護念、為於境無染、為安住所緣境，名為念住，乃
至廣說。由此三相，善住其念，故名『念住』。今說
『如是如是親近念住』，義應準知。言親近者，謂於此
中，由正修習聞所成慧，故名『親近』。」31「念住」
具有守護正念、於境無煩惱雜染及能令心安住於所緣這
三方面的徵狀。「聞所成慧」是由聽聞正法而獲得正確
的理解，依教修行而入正道。由此可知，「親近念住」
主要是聞思經教的功夫，正確地聽聞和思惟與修止相關
的教法和內容，這即是修止觀前的準備功夫。
所謂「作意」(manasikāra, mental act)，此詞是由 manasi

+√kṛ 組成，manasi 是「意念」，動詞語根√kṛ 是「造
作」，表示在意念中造作或構想境相。「數數作意，內
住其心」即屢次地於意念中思惟修止相關的方法，並如
經中所教修習，將專注力安放到心的所緣境上。由於這
樣地「親近念住」，「不令此心遠住於外」，「遠」指
離開，不會令到心向外太長久，若心走散，也不會遠去
很快便能察覺而收攝於內，這便是「近住」。可見「近
住」的「近」有兩種含意：一是「親近念住」，即親近
佛法，多聽聞和思惟修止相關的正法，並依此修止；二
是令心不「遠住於外」，即於修止時，令心「近」於所
30 T30. 450c-451a.
31 韓清淨，《披尋記》(二)，新文豐出版，p. 1005-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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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不會遠逸而去。
第四種住心，淨譯「轉得」相，名「後別住」，顯出這
一階段比前三階段更為殊勝。奘譯名「近住」，仍是一
貫地着重說明這一階段的目標和方法，是由於親近聽聞
佛法，並依此修習，遂能令心不「遠住於外」而「近」
於所緣境。
3.5 第五住心  ─   淨譯「心喜」相，名「調柔住」；奘
譯名「調順」
第五種住，淨譯「心喜」相，名「調柔住」。世親論曰：
「次於後時，對治生起，心得自在，生歡喜時，名調柔
住。」32 「調」是陶煉調控，「柔」是柔順，「調柔」
即調和柔順之意，亦可作「調順」。呂澂解說：「調柔
住，即心喜相，心散即覺，使之回復，如是禦心有術，
得調伏之用，而生歡喜。」33 習定者於這一階段，對住
心的練習已很純熟，能夠心一散亂，便會立刻覺察，令
心返回所緣境上。可見已能駕禦自心，發揮調控降伏散
心的效用，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心不散亂，若一走散又能
立刻回復。由於這階段略有成就，所以內心生起歡喜。
相比之下，以前的階段都較難調伏，故未出現心歡喜的
相狀，而第五住心已很調柔，表示禦心有術，故現喜相。
這第五住奘譯「調順」(damayati)：「云何調順？謂種種
相令心散亂，所謂色聲香味觸相及貪瞋癡男女等相故。
32 T31, 775b.
33 呂澂，〈六門教授習定論〉，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
第 2 冊，齊魯書社，p.1081.

34



彼先應取彼諸相為過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於彼諸
相折挫其心，不令流散，故名調順。」34 「調」指「控
制」，「順」是「隨順」，使用有效的控制方法令心隨
順於所修的目的而行。35 其意是習定者於這階段，要觀
想種種能令心散亂的相，如色、聲、香、味、觸的境相
及貪、瞋、癡、男、女等等的境相，是會引起很多過失
禍患的，誘引修定人耽溺境相而難以守念安住。習定者
透過這種思惟的力量，挫折抑制自心對境相的誘惑，不
被這些境相引轉流散而去，心便能繼續專注於所緣境上
這便是調順的方法。
第五種住心，淨譯「心喜」相，名「調柔住」，重點是
說習定者已「禦心有術」，心已很調順柔和，故「生歡
喜」。而玄奘法師所譯的「調順」，說明習定者於此階
段，應如何調順自心，令不散亂，即先觀種種相的過患
令心不耽住於種種相，但未有談及會生歡喜心。「調柔
住」和「調順」二詞意思相近，但淨譯傾向形容這階段
的特徵是心很調柔喜樂，而奘譯則具體指示如何調順內
心，仍是着重說明這一階段的目標和方法。
3.6 第六住心  ─  淨譯「對治」相，名「寂靜住」；奘譯
名「寂靜」
第六種住，淨譯「對治」相，名「寂靜住」。「對治」
意為克服。「寂靜」一詞，淨譯作「安靜」解，而奘譯
則是「止息」之意。
34 T30, 451a.
35 參考羅時憲，《止觀大意講記》，佛教法相學會，2017，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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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的論曰：「於此喜愛，以無愛心對治生時，無所愛
樂，其心安靜，名寂靜住。」36「此喜愛」是指第五住
的「心喜」，因心調柔，便生歡喜相。於此可愛境，便
易生起貪着愛樂，這亦是令心喜動的煩惱，障礙修止。
故此，習定者於此階段便應以「無愛樂心」，克服貪著
喜樂的執取，通過對治，心便不會浮動而得安靜，故名
「寂靜住」。這裏的寂靜是形容詞，形容心「無所愛
樂」，則令「其心安靜」。
奘譯名「寂靜」(śamayati)：「云何寂靜？謂有種種欲、
恚、害等諸惡尋思，貪欲蓋等諸隨煩惱，令心擾動。故
彼先應取彼諸法為過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於諸尋
思及隨煩惱，止息其心，不令流散，故名寂靜。」37 這
是承接第五種住而言，第五住主要是對治種種令心散亂
的境相，而第六住則對治諸惡尋思及隨煩惱，其方法亦
如第五住般，思惟這些都是「過患」，令心不流散。兩
住相較，第五住所對治的是較粗的色、聲、香、味、觸
相，及貪、瞋、癡、男、女等相；第六住所對治的是諸
尋思及隨煩惱等更微細的煩惱。奘譯的「寂靜」並不是
指習定者於此階段內心感到很安靜，這「寂靜」是動詞
指寂止隨煩惱等作用，令其不起。
這第六住於譯詞方面，淨譯和奘譯都用「寂靜」之名，
但「寂靜」之涵意卻有所不同。淨譯的「寂靜」是形容
36 T31, 775b.
37 T30, 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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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形容心「無所愛樂」，故此「其心安靜」；奘譯的
「寂靜」是動詞，指令到惡尋思及隨煩惱寂止而不起。
二譯的內容都有對治的意思，但對治的對象卻不同。淨
譯的第六住，主要是對治第五住所生心歡喜的貪着；而
奘譯的第六住，是對治諸惡尋思及隨煩惱等微細的煩惱
至於對治的方法，奘譯的第五及第六住，都是以想增上
力，思惟境相及煩惱的過患，克服其對修止的障礙，令
心不再散動。
3.7 第七住心  ─   淨譯「息除」相，名「降伏住」；奘
譯名「最極寂靜」
第七種住，淨譯「息除」相，名「降伏住」。「息除」
有止息除卻之意，而「降伏」含有用强力使馴服的意思。
其意與第六住奘譯的「寂靜」相近。世親的論曰：「次
於後時，所有已生、未生重障煩惱，為降伏故，名降伏
住。」38 習定者於這一階段，不僅能降伏已生的重障煩
惱，亦能降伏未生的重障煩惱，所有重障煩惱皆已平息
除卻，令其不生。前第六住是對治已生起的貪愛等煩惱
而這第七住所對治的內容更深微，包括已生起及未生起
的貪、嗔、痴等重障煩惱，表示已有力量止息煩惱，不
再受其干擾而令心住境。
奘譯第七住為「最極寂靜」(vyupaśamayati)：「云何名
為最極寂靜？謂失念故，即彼二種暫現行時，隨所生起
諸惡尋思及隨煩惱能不忍受，尋即斷滅、除遣、變吐，
38 T31, 7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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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名為最極寂靜。」39 第七住心相較第六住的對治力
更強，「最極寂靜」並非形容心境極為安靜，而是指平
息煩惱令其完全寂止，故此「最極寂靜」是指更強的平
息煩惱能力。「彼二種」即「諸惡尋思及隨煩惱」，稍
為現行干擾內心，迅即能夠覺知而不容忍，即不放縱其
肆意而行。「尋即」指「立刻」，應快速地加以「斷滅
除遣、變吐」，皆是不同的息滅、去除等意義，突顯心
的省察程度的熟練和速度。這一階段比較前二種住(「調
順」、「寂靜」)時，心的反應更快，已成為自然反應，
前二住仍要「先應取彼為過患想」，要有思考，有調控
的過程，令心慢慢不受干擾，但在這一階段，第五住種
種令心散亂的相已不出現，而第六住比較微細的「諸惡
尋思及隨煩惱」稍一出現，便自然能「不忍受」而「斷
滅、除遣、變吐」，於煩惱將起未起時已能把煩惱壓伏
下來，令煩惱不生，故名「最極寂靜」。
淨譯說明這一階段，重點在於不只已生的煩惱，連未生
的重障煩惱亦可降伏。此外，較之於前一住只對治對心
喜起貪，這第七住所對治的內容更深廣，是要息除已生
未生的貪、嗔、痴等重障煩惱。奘譯則側重說明這一階
段，心能迅速和熟練地制伏微細煩惱，稍一出現或萌發
時，便能立刻平伏下來，不如前二住般仍要通過思考煩
惱的過患，然後方能降伏煩惱，這階段的止息煩惱已成
自然反應，形成更強的制心力量。因為省覺力較強，稍
為有雜念生起立即就知道，使它返回正軌，能極致地發
揮調伏之用。
39 T30, 451a.

38



3.8 第八住心  ─  淨譯「加行」相，名「功用住」；奘譯
名「專注一趣」
第八種住，淨譯「加行」相，名「功用住」。世親的論
曰：「次於後時，以加行心，於所緣境，無間隨轉，一
緣而住，名為功用住。」40 於這一階段，習定者的心已
能無間斷地住於所緣境上，基本上那些擾亂定心的煩惱
已不會起，但仍要運用方法加功修行，這便是「功用」，
即仍要小心守護留意，才能保任這「一緣而住」的定心
即安住於一境。反之，若心稍不留神，便可能散失所緣。
奘譯名第八住為「專注一趣」(ekotīkaroit)：「云何名為
專注一趣？謂有加行、有功用，無缺無間三摩地相續而
住，是故名為專注一趣。」 41「專注一趣」即淨譯的
「 一緣而 住 」 ，又名 「 心 一 境性」 (cittaikāgratā, one-

pointed attention)，指心能夠無間斷地安放於一種境象上
而不散亂，即「無缺無間」。這需要運用技巧，即「有
功用」，才可以令心專注於境，同於淨譯的「加行相」。
「三摩地」是將心念集合起來並安放於一種境象上，即
止息妄念而進入凝心入定的精神狀態。
二譯的內容意思相仿。義淨法師取「加行」相、「功用
住」為這第八住的名，指出習定者於這一階段用心着力
的重點和情況，是要加功修行，以保任這「一緣而住」

40 T31, 775b.
41 T30, 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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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師取「專注一趣」為名，則着重於這一階段的目
標和方法，是令「三摩地相續而住」。
3.9 第九住心  ─  淨譯「任運」相，名「任運住」；奘譯
名「等持」
第九種住，淨譯「任運」相，名「任運住」。「任運」
指自然而運作，不需勉力而為。「等持」意為「平等持
心 」 ， 指連續維持心攀緣一 境 的 狀況， 梵語是
samādhatte，也就是「三摩地」、「定」之別名。
世親的論曰：「次於後時，於所緣境心無加行，任運隨
流，無間入定，緣串習道，名任運住。」42 習定者於這
階段已不用加行，由於前八住的不斷練習和修行，心的
專注力已很強，將心念置於所緣境上已成習慣，故能自
然入定，不用着力，心仍能無間斷地住於所緣境上，亦
不會散亂。
奘譯名第九住為「等持」(samādhatte)：「云何等持？謂
數修、數習、數多修習為因緣故，得無加行、無功用任
運轉道。由是因緣，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摩地任
運相續無散亂轉，故名等持。」43  「數習」即屢次屢次
地練習，漸而形成一股串習力，所以不用加功勉力地克
制自心而能自然心住於境，不會散亂，持續地進入「三
摩地」的定境。這段的內容與淨譯世親的論意思大致相
同。
42 T31, 775b.
43 T30, 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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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譯的內容意思相仿。義淨法師取「任運住」為這第九
住的名，指出習定者於這一階段的重點和情況，便是不
需用心着力，心能任運自然地住於所緣；而玄奘法師取
「等持」為名，則着重於這一階段的結果和成效，是不
用功用而能「平等持心」，心無間斷地住於一個所緣境
上，亦不會出現散亂的情況。
當第九住心的等持能成功地實現，也就是修止(奢摩他、
śamatha)已成就，能達到心一境性的目標。
4. 兩譯的同異比較
綜合以上所述，義淨法師所譯的《習定論》和玄奘法師
所譯的《瑜伽師》中的九種心住，所指的修習階段雖然
相同，但採取不同的描述角度和側重部份。《習定論》
多着重習定者於某一階段修止時，所用心着力的重點和
情況；而《瑜伽師》則着重於每一階段的修習目標和方
法。
另一特點是《習定論》於九住中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
即第一「初住」至第三住為一個階段，而第四的「後別
住」至第九住又分為另一階段，表示漸入佳境的轉變情
況，而玄奘法師譯的九種心住中，則沒有作明顯的劃分。
此外，兩論的差異比較明顯的是於第五、第六及第七種
住。這三住都是着重於對治調息令心散亂的煩惱。淨譯
第五住「禦心有術而生歡喜」；奘譯的第五住是「調
順」，內容是具體說明習定者於此階段，應如何調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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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心，即先觀種種相的過患，未有談及心會生歡喜。淨
譯第六種住是對治第五住的歡喜，令心寂靜；而奘譯的
第六住名「寂靜」，是對治諸尋思及隨煩惱，是更微細
的煩惱。淨譯第七的「降伏住」，習定者能降伏已生及
未生的重障煩惱；而奘師的「最極寂靜」，則是側重心
能調伏微細煩惱的迅速和熟練度。
淨譯與奘譯的九種心住中，第八和第九住的內容最為相
仿，均指出心的定力已很好，只是第八住仍要加功修行
小心守護留意才能保任這「一緣而住」，而第九住是不
用加行，心自然住於所緣境上。
若依呂澂的觀點，《習定論》中的前後住都有密切的關
連，九住中第一的「最初住」及第二的「正念住」，
「如上二住心，乃相貫之初步工夫也。」44 初學定的時
候心一定會散亂，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散亂了，把它拉回
來，使到前念與後念相續而不會有別的境插入來。
九住中第三的「覆審住」及第四的「後別住」，「上二
住亦復一貫，於心亂後，挽之回復，仍驅向前也。」45，
因為能夠覆審才能轉得一個比較殊勝的相，以覆審為因
而得殊勝的後別住果。

44 呂澂，〈六門教授習定論〉，收於《呂澂佛學論著選集》
第 2 冊，齊魯書社，p.1081.
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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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中第五的「調柔住」及第六的「寂靜住」，「如上
二住，同為對治品類，亦屬一貫。」46 以上兩種住同屬
對治的類別，能夠止息煩惱，所以是一貫的工夫。前一
「調伏」初能對治散動，後一「寂靜」對冶染著喜樂。
九住中的「降伏住」、「功用住」，「以上二住，亦相
順從。」47  此二住亦是相順的一對，前「降伏住」已降
伏一切煩惱，後「功用住」只需很用心地加功修行便可
以達到「心一境性」。
九住中的「功用住」、「任運住」，此二住都能夠專注
地一緣而住，先有功用，後成任運，故是相貫的功夫，
終成於止。
若依《瑜伽師》之方法，可綜括每一住的特點如下表：

九住次第 方便的特點
1. 內住 由外而內
2. 等住 由粗而細
3. 安住 由失而還
4. 近住 由遠而近
5. 調順 莫耽境相
6. 寂靜 降伏煩惱
7. 最極寂靜 不忍而除
8. 專注一趣 有加行住

46 同上。
4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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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等持 無加行住
綜言之，兩譯有同有異，於差異中透露出不同角度的深
意，令習定者更清楚掌握其中的進路，甚為重要。
5. 結論
九住心是禪修的前奏功夫，如呂澂所言：「如是九住，
雖狀態各殊，然均能於境不散、不異、不離，得為名住
是皆定前之加行，至得等引，而後方堪修習正定止觀也
(九住偏於止，而為止觀之準備工夫，絕不可廢。)」48 九
住的住雖有程度上之不同，但都是以不散、不異、不離
於所緣境為目的，這是習定的加行方法，才能達致「等
引」，也就是「等持」的成就，故著重奢摩他的修止工
夫。
若就義淨法師與玄奘法師的翻譯風格和特色來看，淨師
簡潔傳神，用詞活潑，尤以「相」、「名」相互配屬，
而易於掌握重點。奘師則詳盡精準，名相的解釋較為艱
深，但對每一修習階段所面對的困難，都會提出解決的
方法及指示修行的目標所在，實是修習指南上的重要方
便。奘師翻譯梵文的精準程度是不庸置疑的，這已是公
認的事實。由於《習定論》和《瑜伽師地論》是兩部不
同的論書，故九住内容的側重及要旨自然會有同異之處
兩譯各有所長，各有特色，習定者若將兩譯對照來參學
便能兼取兩家之長而有綜貫之效益。

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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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指空禪師《楞嚴咒》添
補本之考察
李葛夫/辛漢威

摘要
印度佛典入華路線約可分為四條：敦煌道、交廣道、青州
道及永昌道，其中以敦煌道及交廣道最為重要。從敦煌
道傳入的經典，多翻譯於長安、洛陽、南京、廬山等地，
而從交廣道傳入的南洋典籍，多存於廣州光孝寺，伺機
緣而翻譯，如扶南真諦三藏攜來梵典 240夾多羅樹葉，
依陳紙翻譯，可達二萬餘卷，但值南朝戰亂，只能譯出
64部，合 278卷，更遭南京三論師以「無塵唯識，言乖
治術」為藉口，不能流通於建業，致部分譯典如《大乘起
信論》遭到疑偽商榷。至唐代般剌蜜諦譯《大佛頂首楞嚴
經》於光孝寺，雖風行宋元明清，但至近代仍受偽經之
疑，此皆由於對南洋典籍未加注意之憾。《楞嚴咒》在宋
代曾由中天竺天吉祥、智吉祥二師加以補闕，後於元末
在高麗由最後一位來華的印度高僧指空禪師添補校讀。
本文是講述這部補闕本的發現及追尋的經過。

關鍵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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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闕大白傘蓋真言  中天竺  指空禪師   衹林寺
1. 前言
數年前，筆者為諸生講授北宋來華日僧成尋《參天台五
臺山記》時，發現在宋神宗時期，成尋在汴京開封遇見
中天竺天吉祥及智吉祥二位大師，得見《楞嚴咒》之梵本
及舊本補闕。成尋在其日記（即《參天台五臺山記》）曾
記錄此段見聞︰

齋了，天吉祥三藏召請予與新來中天二人通事
共喫茶。次見《月燈三昧經》梵夾、《無量壽經》梵
夾、《彌勒授花經》梵夾，……次見《白傘蓋真
言》紙梵本，次見校勘印本後序。寫取了如右：
《新雕補闕楞嚴經白傘蓋真言》後序
提點兩浙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
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苖振
述。
壬辰歲冬，餘權知蘇州。有天中印土摩竭陀國
那爛陀寺三藏智吉祥、天吉祥二僧經由見訪，
雖言語不同而傳譯頗曉。問其所能，旦日誦神
咒結印，各三千六百道；粉壇一百八座；解經
論一十七部。餘因出〈楞嚴經白傘蓋真言〉示之
乃曰：「是經神咒頗多闕失，今有梵本質而可
知。」餘對曰：「是經之譯久矣。何歷代未能補
之？」彼上人曰：「唐譯《楞嚴》經主般剌密譯
(諦)者而(西)印土人也；譯語者又烏長國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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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土西北二萬五千里，非中印土人，故不能
盡通中天語言。又譯主三藏不空者，龜茲國人也
嘗游中印土，亦不能盡通中天語言，至今二本
差稱多所漏略。如智吉祥等即中印土人，本剎
帝利之種族、淨飯王之宗裔也。自離中天，在路
一十六年，凡經十國。」余因請梵本校勘。唐經
〈白傘蓋真言〉，般剌蜜諦本止有四百二十七句
許，少二百七十四句，頭少梵音啟請并三歸依
又不空譯本止有四百八十一句，亦少二百十句
二本俱少十方佛海相、日月相、十吉祥、六大神
通等，或句讀顛倒不次。今以中印土梵本離析
詳正，排次補闕，共計七百一句。仍請梵書，
並刊華字，募工雕印，庶廣流傳。時大宋皇祐
五年四月三日。杭州公署序。罔州金山龍游寺僧
克志校勘
………西天中印度摩竭陀國那爛陀寺沙門天吉祥同補
闕
錢唐鮑璘書
雕華字胡遂
雕梵字顏悅。
大天國三藏來座，以照大師取紙梵經兩卷來令
見予，東印度梵字全不似中天。1

1  見島津草子著：《成尋阿闍梨母集、參天台五臺山記研究》PP.487-

490。東京：厚德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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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尋的見聞，我們可以肯定〈楞嚴咒〉就是〈大白傘蓋
咒〉，而此咒的梵本，在唐、宋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此咒
出於中印度是無可置疑的，因天吉祥及智吉祥均中印土
人，且備有中印土梵本。而譯咒之句讀顛倒，似乎與譯
者的原籍地有關係。如天吉祥舉出般剌密諦為西印土人、
不空為龜茲國人，不能盡通中天語言，故譯出之咒音略
有差別。至於此咒的句數，般剌密諦本為 427句，不空本
為 481句，天吉祥本則為 701句。為甚麼天吉祥本會多出
二百多句，此可能在唐末五代時期，印度密教趨於發達
故在真言咒語亦多有增益。其實此咒之正咒部份僅 7句，
無著道忠謂：

咒：《楞嚴咒》七《長水疏》：「此咒四百二十七句
前諸數句，但是歸命諸佛菩薩眾賢聖等及敘咒
願加被，離諸惡鬼病等難，至四百十九云：「跢
姪他」 （此云「即說咒曰」），從四百二十「唵」
字去，方是正咒。如前云六時行道誦咒，每一時
誦一百八遍，即正誦此心咒耳。如或通通，更為
盡善然，此即是秘密首楞嚴也。」2

今流通本〈楞嚴咒〉句數為 427句3，合於唐般剌密諦
譯本。但在《高麗藏》及以遼金藏為底本所雕造的《房
山石經》之〈楞嚴咒〉則有 439句，且譯音用字亦與今
本不同。是否《高麗藏》及《房山石經》之咒本曾有另一

2  見註 1，P.924 下。
3  見《大正藏》第 19 冊，PP.139 上 -14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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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勘正，則不得而知。至於今本之〈楞嚴咒〉，與完成
在元代的《磧砂藏》本相同。
筆者對成尋法師所記的見聞，深感興趣，遂積極搜尋
各方資料，惜未能有進一步的發現。至 2017年 為凱
拉尼亞大學碩士班學員講授「中國佛教史」課程，講至
元代佛教時，發現一些材料述及當時由印度來華的指
空禪師曾校對此補闕本《楞嚴咒》，並合另外五部佛書
出版《翻譯挾科六種佛書》4，唯當中的咒語皆略去。
2. 指空禪師校讀添補《楞嚴咒》
指空與天吉祥、智吉祥同是中印土人。八歲於那爛陀寺出
家，十九歲往南印度楞伽國吉祥山頂香庵見普明尊者，
密傳心印，為西天第 108祖。其法系是源自大迦葉尊者，
迦葉法脈傳至 22祖摩挐羅時有二弟子，一為鶴勒那，其
法傳至菩提達磨；二為左陀瞿那，其法一直傳至普明尊
者為 107祖，指空遂為第 108祖。後循水路由斯里蘭卡至
廣州。
指空於元泰定年間，見天子（鐵木儿 ）於難水之上，論
佛法稱旨，後往高麗，禮金剛山法起道場，後奉旨回燕
京，講法內庭，元文宗親臨聽法。世謂高麗之禪法，因

4  註：見段玉明著：《指空 - -最後一位來華的印度高僧》PP.219-

220。四川：巴蜀書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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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空而得重興，喻為梵僧中之臨濟德山。5 指空雖為中印
度僧人，但他對《楞嚴經》卻頗為喜愛。《指空法語》云：

何謂邪見障？諸修行人，破佛律儀，撥無因果
成就邪空，《楞嚴經》中五十種魔也，墮無間獄
6

筆者曾在《大正藏》〈圖像部〉第四冊中有〈梵文熾盛光佛
頂陀羅尼諸尊圖會〉一卷7，乃高麗指空所撰。筆者曾將此
〈佛頂陀羅尼〉與今本〈楞嚴咒〉對勘，發覺二者無論在句
數（427句）及咒音所用之譯字均相同。可見此〈梵文熾
盛光佛頂陀羅尼〉即是〈楞嚴咒〉，指空雖是禪僧，但卻
為此咒繪圖像，正顯示出當時《楞嚴經》在當時普遍受到
中、印之僧人喜好。
筆者得悉此宋元本《楞嚴咒》尚傳世間，感到非常欣喜，
憶及泰國國際佛教大學 Ven. Dr. Dhammanandi尼師教授
是韓國人，遂托該大學真禪法師向她查詢能否找到此書
Dhammanandi法師於是聯絡韓國東國大學 Dr.Choi找尋，
但未能找到。Dr. Choi後來寄來韓國指空研究專家許興植
教授韓文大作《印度的燈傳與高麗--指空禪賢》（韓國一
潮閣出版，1997）。筆者雖不諳韓文，但仍能從中發現
一些線索。許教授在書中抄錄了指空的《翻譯挾科六種佛
書》的歸敬頌及出版因緣，但真言之部仍是刪略。而在書
5  見〈梵僧指空禪師傳考〉，《大正藏》第 51 冊，頁 982

下 -985 下及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韓國禪教史》，
頁 213-21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6  同上注《韓國佛教史》頁 219。
7  見《大正藏》〈圖像部四〉，頁 8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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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部分，記錄此書是出自慶州衹林寺藏本。筆者遂在網
頁搜集，找到一篇由金聖洙先生以韓文所撰的 A
Bibliographic  Research  on  the  Woodblock  Prints  Stored
Inside  the  Plastic  Statue  of  Vairocana  Buddha in  Girimsa
Temple論文8 ，文中記述當年在祇林寺大寂光殿毘盧遮
羅佛腹藏的經卷第 22號正是 1375年《正本一切如來大佛
頂白傘蓋摠持》折帖本。得到這條資料，筆者再找  Dr.

Choi 幫忙查詢，Dr. Choi後來致電確定了祇林寺藏有此
國寶本，並聯絡了該寺Woon Ahm大和尚可以造訪參觀。
筆者便與真禪法師於 2018年 4月 16日往韓國慶州，出
發前，Dr. Choi 更盡力聯絡到已退休的許興植教授答允
在首爾與我們見面。
4月 17日上午 10時，我們乘計程車到達含月山祇林寺，
寺內正舉行誦經法會，經溝通後，職員帶我們去衹林遺
物館觀看該國寶。正當要打開盒子時，大和尚來電著大
家帶同寶經到茶室見面。慈悲的大和尚竟讓我們逐頁觀
看，真感到佛力不可思議!

翌日早上，我們乘坐韓國高速列車KTX 由慶州到首爾 。
Dr. Choi 及其夫婿帶我們到東國大學午齋，下午 3時在
附近與許興植教授見面。經交流後，慈祥的許教授送了
當年他做研究的《正本一切如來大佛頂白傘蓋摠持》影印
本給我們，並贈送他的新作《高麗的茶和南傳佛教》給筆
者。許教授更帶領大眾到京畿道天寶山檜巖寺，指空當

8  （載於《書誌學研究》第 72 輯（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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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謂此地與印度那難陀寺地貌十分相似，遂與其弟子懶
翁以那難陀模式修建，見到其原址遺跡非常宏大，真是
人傑地靈之福地，流連至黃昏，與許教授及 Dr. Choi 話
別後，才坐高鐵回慶州。八百載中天竺《大佛頂白傘蓋摠
持》總於如願得見。
祇林國寶藏本後誌記述了指空此校對本謂：
（元）泰定三年（1326）三月日到于王京，受檀越
之請，結夏於天和寺。一日，門人達正、禪淑、達牧
等持大宋時三藏智吉祥等詳校《補闕大白傘蓋真言》
一部呈師，願聞中印土梵語正訓。師因覽畢，曰：
「此本亦有闕失。」於是添補漏略 ，精加詳定，以中
印土梵字手書《大白傘蓋真言》並繕寫《如意咒》、《大
悲呪》、《尊勝咒》、《梵語心經》、《施食真言》，以梵
訓傳之達牧等。。。 時天曆三年（1330） 孟春月日東
韓廣明禪寺比丘圓菴 空之謹題
天曆三年庚午（1330）正月上旬天磨山寶城寺開板…
洪武八年（1375） 乙卯五月 日智異山無為菴重刋…

從上可見今藏本是明代 1375年重刋本。
3. 指空禪師《楞嚴咒》解構
回到香港志蓮淨苑文化部後，筆者將此宋元本《楞嚴咒》
交給專門研究密教的研究員辛漢威老師作出初步解構，
茲附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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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一切如來大佛頂白傘蓋摠持>：
啓諷光明大佛頂 如來萬行首楞嚴
開無相門圓寂宗 字字觀照金剛定
瑜伽妙旨傳心印 摩訶衍行摠持王
説此秘密悉怛多 解脫法身金剛句
菩提力大虛空量 三昧智印果無邊
不持齋者是持齋 不持戒者名持戒
八萬四千金剛衆 行住坐臥毎相隨
十方法界諸如来 護念加威受持者
念滿ー萬八千徧 徧徧入於無相定
号稱堅固金剛幢 自在得名人勝佛
縱使罵詈不爲過 諸天常聞說法聲
神通變化不思議 陁羅尼門最第一
大聖放光佛頂力 掩惡揚善證菩提
唯聞念者瞻蔔香 不嗅一切諸香氣
設破二百五十戒 及犯佛制八波羅
聞念佛頂大明王 便得具足聲聞戒
若人殺害怨家衆 常行十惡罪無邊
蹔聞灌頂不思議 恒沙罪障皆消滅
現受阿鼻大地獄 鑊湯鑪炭黑繩人
若發菩提片善心 一聞永得生天道
我今依經說啓請 無量功德普莊嚴
聽者念者得摠持 同獲涅槃寂滅樂

佛說大佛頂如來廣放光明聚現大白傘蓋
徧覆三千大千世界摩訶悉跢多鉢怛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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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無礙大道場最勝無比大威德都攝金輪
佛頂王帝孺囉試一切大明王揔集不可說
百千旋陁羅尼十方如來清淨海眼微妙祕
密大佛頂陁羅尼
西天嗣祖禪師  指空  重校

薩嚩多他迦哆摩賀亐瑟抳二沙枲哆引多縛怛囉二陁囉抳
南謨 囉怛那(二) 怛囉(二)夜野 。南謨 薩嚩 富陀 普致沙(上)埵曳
(切)波也(切) 

。南謨 富陀野 。南謨 陁囉摩(二)野 。南麼 僧(半)伽野 。
南麼 薩嚩 怛他迦哆野 。叟迦哆野 。阿囉賀帝 。僧(半)麼也(切)加
僧(半)富陀野 。 

南麼 薩嚩 富陀 普致沙(上)埵曳(切)波也(切) 
。南麼 沙縛哆曩。僧麼

也(切)加 [ ]9富陀 固[口+知]曩 。沙訶沙囉縛迦(半)伽曩 。南謨(引) 路計
阿囉漢多曩 。南麼 叟嘍哆 朋(上 半)那曩 。南麼 沙乞哩(二)哆迦弭
曩 。南謨 阿曩迦弭曩 。南謨 路計 僧麼也(切)伽也(切) 迦哆曩 。南
麼 僧麼也(切)伽也(切) 鉢羅(二)地縛那曩。
南謨 提縛 哩枲儗曩(二) 

。南謨 悉陀也(切)毗多也(切) 陀囉 哩枲
儗曩(二) 

。沙(上)縛阿耨仡羅(二)賀 沙沬陁曩 。南謨 縛囉賀麼(半)

妳 。南謨 印怛囉(二)野 。南謨 跛伽婆帝 。嘍怛囉(二)野 。亐(上)摩
縛地 。沙奚哆野 。南謨 跛伽婆帝 。那囉野儗那(二)夜 。朋(上 半)左
摩賀 舞怛囉(二) 

。那麼僧乞哩(二)哆野。
南謨 跛伽婆帝 。摩賀迦囉野 。怛哩(二)富囉 那迦囉。毗怛囉(二)

縛拏(半) 迦囉野 。阿致舞迦多迦 。沙摩乍那 婆沙尼 。摩怛哩(二)

加拏(半) 
。那麼僧乞哩(二)哆野。

南謨 跛伽婆帝 。怛他迦怛 俱羅寫 。南謨 跛伽婆帝。癹摩 俱羅
寫 。南謨 跛伽婆帝 。縛日囉 俱羅寫。

南謨 囉若 俱羅寫 。南謨 俱摩囉 俱羅寫 。南謨 那(引)迦 俱羅寫
9  是處疑缺一「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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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謨 麼(半)抳 俱羅寫。
南謨 跛伽婆帝 。怛哩(二)陁(引)叟囉沙異那也(切) 

。鉢羅(二)賀囉拏 

囉惹也。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阿弭哆跛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阿矯跛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縛日囉(二)陁囉 。沙(上 引)仡囉(二)
。縛囉沬地妳。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跛愛(切)沙若 具嘍背杜哩野 。鉢羅(二)跛(引)囉

惹(半)也。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僧富瑟毗(二)怛 。沙(引)醴 印怛囉(二) 囉惹(半)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沙(上 引)加也(切)舞那曳。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囉怛那(二) 讚怛囉(二)也。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跛伽婆帝 。囉怛那(二) 俱叟麼 。計杜 囉惹(半)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陀囉麼(二) 沙舞怛囉(二)禰伽 。悉哩(二) 囉惹(半)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䫙地 鉢囉(二)知縛 囉惹(半)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散地 鉢囉(二)跛 囉惹(半)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禰嘍縛囉 囉怛那(二) 悉哩(二)曳。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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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謨 陀囉摩(二) 悉哩(二)曳。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陀囉摩(二) 悉哩(二)曳 。鉢囉(二)跛 囉(引)惹(半)也。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薩嚩 沙埵沙(上) 舞 。亐怛囉(二)拏 悉哩(二)曳。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沙(引)仡囉(二) 悉哩(二)野 囉惹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帝縛 多囉奏陀(引) 
。麼(半)抳麼具吒野 。迦囉(二)跛也悉哩(二)曳。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薩嚩迦囉 囉怛那(二)野 。叟怛囉(二) 悉哩(二)曳。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帝縛 陁囉 迦囉婆(二) 

。悉哩(二) 囉惹(半)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南謨 陀囉摩(二) 悉哩(二) 囉惹(半)野。
多他迦哆也 。阿囉訶帝 。僧麼也(切)加 僧富陁也。

薩嚩 富陀 普致沙(上)埵野 。曳顂 。那麼僧乞哩埵野。伊望 。跛伽
婆地 。怛他迦度亐(上)瑟抳(二)沙 。枲哆怛縛怛囉(二) 

。那摩阿縛
囉尒哆(引) 

。鉢囉(二)張枳囉 。鉢囉(二)縛伽也(切)弭 。 薩嚩 提縛 

那麼僧乞哩(二)哆野 。薩嚩 提縛 富尒哆 。薩嚩 提縛 沙(上 引)左
縛哩。縛囉地(二)哆(引)

。

薩嚩 趺(濁)哆(引) 抳仡囉(二)賀。抳仡囉(二)賀 加囉抳 。鉢囉(二) 毗
多也(切) 义曳(切)跢抳。杜瑟吒(二) 曩沙埵曩 跢麼肯(濁)  抳嚩(引)

囉抳。阿加(引)羅 麼哩(二)杜 。縛哩怛囉(二)野抳 。薩嚩 縛陁 弗隱
(切)陁那  謨加也(切)抳。薩嚩 杜瑟吒(二) 杜沙縛那 抳縛(引)囉抳 。
左杜囉枲地曩 。仡囉(二)賀 沙賀沙囉儗曩 。毗陁往10(切)沙那 加

1 0  「往」疑應作「防」，參考高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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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阿瑟吒(二)尾孕瑟(三)沙地曩 。那伽也(切)怛囉(二)儗曩 。鉢囉
(二) 沙跢那加哩 。阿瑟吒(二)曩 。摩賀 仡囉(二)訶儗曩 。毗陁往(切)

沙那 加哩 。薩嚩 沙杜(上)嘍 抳嚩囉抳 。固(濁)囉儗曩  杜瑟吒(切)

杜沙 縛那曩 。瑟抳(二) 毗那沙抳 。毗沙 沙(引)瑟怛囉(三合) 
。阿迦

抳(二) 亐哆加 亐哆囉抳 。阿縛囉尒哆 。摩賀 毗多也(切) 
。摩賀 

固(濁)囉 。摩賀 縛囉 。摩賀 讚跢 。摩賀 地縛哆 。摩賀 帝惹(半) 
。

摩賀 稅哆11 。若臥(二)羅 。摩羅 摩賀 縛羅 。泮多囉 嚩(引)沙抳。
啊哩夜 哆囉。波亐(切)嘍具[口+知] 。在縛 。惹夜 毗惹夜 。那謨悉
哩(二)摩賀提縛伊 。縛日囉(二)摩羅(引)地 。毗叟嘍哆 。癹望枳 。縛
日囉(二)祇賀囉(二)那 左 。摩囉(引) 在縛嚩囉尒哆 。縛日囉(二)屯
地。毗羅枲12  左 。散杜 帝縛 瑟抳(二) 富尒哆 。素麼也(切) 嘍縛。
摩賀 縛羅 阿波囉13。縛日囉(二)僧伽(濁)羅(引)  在(引)縛。
縛日囉(二)俱摩哩 。俱茭佗14哩 左 。縛日囉(二)賀瑟多(二)  左 。毗
多也(切) 簡左那 麼哩加(引) 。俱叟音波(二合)跛 囉拏 在(引)縛 。背
嚧左那 摩賀 亐瑟抳(二)沙(上) 。毗叟嘍哆 毗日覧(二)跛 摩囉 左 。
縛日囉(二) 加那加 鉢囉(二)跛 路(引)左那 。縛日囉(二)屯地 左 。稅
哆 左 。加摩囉(引) 夜枳(濁) 。沙枲 鉢囉(二)跛 。伊怛也曳(三合)帝 。
舞怛囉(二) 曼(上)怛囉(二) 迦拏(半) 。薩嚩 囉加也(切 引) 。俱嘍泮杜 。
麼麼 薩嚩 沙埵曩 左。
唵 。哩枲迦拏(半) 。鉢囉(二)沙瑟多(二) 。薩嚩 怛他迦哆亐(上)瑟抳

1 1 「稅哆」應對應「稅尾多 śve tā」，磧砂本亦如是。
下同。
1 2  「毗羅枲」應為「毗枲羅」viśā la 廣大。房山不空本作「尾舎引攞引」。
1 3「阿波囉」之「波囉」二字在原刻本上頗難辨識，暫以餘本（不空青
龍本、房山不空本、高麗本、磧砂本、真言藏梵本）
相同處補上，以俟後賢。
1 4 「佗」原木刻本作  (亻+ (陁 -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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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 。枲哆多縛怛㘑(二) 。垴15 。豆嘍應(三合)。惹諳跛(二)那 加囉。
垴。豆嘍應(三合)。瑟談(二)跛那 加囉。垴。豆嘍應(三合)。鉢囉(二)毗
多也(切) 跛伽也(切)拏(半) 加囉 。垴 。豆嘍應(三合) 。摩賀 毗多也(切) 

僧跛伽也(切)拏(半) 加囉 。垴 。豆嘍應(三合) 。薩嚩 杜瑟吒(二)曩 。瑟
談(二)跛那 加囉 。垴 。豆嘍應(三合) 。薩嚩 野伽也(切 引) 囉伽也(切)

沙 。仡囉(二)賀 儗曩 。毗陁住(切)沙那 加囉 。垴 。豆嘍應(三合) 。左
杜囉枲地曩 。仡囉(二)賀 沙賀沙囉 儗曩 。毗陁住(切)沙那 加囉 。
垴 。豆嘍應(三合) 。阿瑟吒(二)尾孕瑟(三合)沙地曩 。那伽也(切)怛囉
(二)儗曩(二) 。鉢囉(二)沙跢那 加囉 。垴 。豆嘍應(三合)

。阿瑟吒(二)曩 。
麼賀 仡囉(二)賀 儗曩(二) 。毗陁住(切)沙那 加囉 。垴 。豆嘍應(三合) 。
囉伽也(切) 囉伽也(切)望。
跛伽縛地 。怛他迦哆亐瑟抳(二)沙 。枲哆多縛怛㘑(二)

。麼賀 嚩
日囉(二)亐瑟抳(二)沙 。麼賀 鉢囉(二)澄枳㘑。麼賀 沙賀沙囉 簿
(濁)惹曳(切) 。麼賀 沙賀沙囉 枲囉細 。固[口+知] 沙怛 沙賀沙囉 

妳怛㘑(二) 。阿波也(切)怛也曳(切) 。若臥(切)里怛 。朋(上)吒仰計(二)

。摩賀 縛日囉(二)陁囉 。怛哩(二)簿(濁)縛那 。万跢醴 。唵 。莎瑟地
(二) 跛縛杜 。麼麼 。

囉惹跛夜 。祖囉跛夜 。阿迦抳(二)跛夜 。亐多加跛夜。毗沙跛夜 。
沙瑟怛囉(三合)跛夜 。縛囉左加囉跛夜 。杜囉比伽也(切)跛夜 。阿
仞哩跛夜 。阿沙尼跛夜 。阿加(引)羅勿哩(二)杜跛夜 。陀羅尼 肯
縛跛夜 。杜囉 迦(二)縛陀跛夜 。亐羅加縛(引)怛跛夜 。囉惹但多
跛夜 。那迦跛夜 。毗住怛跛夜 。莎縛尼跛夜 。讚怛勿哩(二)迦跛
夜。
帝縛加囉(二)賀 。囉伽也(切)寫加囉(二)賀 。野伽也(切)加囉(二)賀 。
鉢㘑(二)怛加囉(二)賀 。毗沙左加囉(二)賀 。簿(濁)怛加囉(二)賀 。俱
音(二)槃多加囉(二)賀 。富怛那加囉(二)賀 。加吒富怛那加囉(二)賀

1 5  此字原木刻本作「シ+(垴 -土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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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簡陁加囉(二)賀 。阿縛沙摩(引)囉加囉(二)賀 。亐那摩(引)哆加
囉(二)賀 。磋(上 引)夜加囉(二)賀 。㘑縛地加囉(二)賀 。晉跢抳加(引)

賀哩那也(切) 。塢惹(半)賀哩那也(切) 。迦囉(二)跛賀哩那也(切)
。帝

惹賀哩那也(切) 。嘍致囉賀哩那也(切) 。計礼(二)哆(引)賀哩那也
(切) 。望沙(引)賀哩那也(切) 。禰跢(引)賀哩那也(切) 。麼(半)差(引)賀
哩那也(切) 。惹哆賀哩那也(切) 。尒毗怛(引)賀哩那也(切) 。泮怛賀
哩那也(切) 。阿叟闍賀哩那也(切) 。毗瑟吒(二)賀哩那也(切) 。縛羅
(引)賀哩那也(切)

。簡陁賀哩那也(切) 。富瑟縛(二)賀哩那也(切) 。跛
羅(引)賀哩那也(切) 。沙寫(引)賀哩那也(切) 。阿吼多也(切)賀哩那
也(切)

。

帝䫙 薩毗曳(二)䫙 。跛羅(引)賀哩那也(切) 。薩嚩 加囉賀 儗那樣
(三合)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縛哩 嚩囉惹 。仡哩(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吒加 吒(引)枳抳 。仡哩(二)倘 毗
張(引) 。親哆夜弭。枳羅夜弭 。摩賀 縛叟縛地 嘍怛囉(二) 。仡哩
(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那羅野拏(半) 。仡哩(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怛埵 迦嘍陁 。仡哩(二)倘 毗張
(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摩賀 加(引)羅 摩怛哩(二)迦拏 。仡哩
(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加(引)縛羅 。仡哩(二)倘 毗
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惹野加囉(二) 麼(半)逗加囉 。薩嚩
阿囉他(二)沙陀那。仡哩(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
左杜囉跛迦抳(二) 。仡哩(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
波哩枳[口+知] 。赧知計莎囉 。迦拏縛地 沙奚怛 。仡哩(二)倘 毗張
(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那加那 沙囉(二)波拏 。仡哩(二)倘 毗
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阿囉漢怛 。仡哩(二)倘 毗張(引) 。親
哆夜弭。枳羅夜弭 。毗多囉迦 。仡哩(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
枳羅夜弭 。縛日囉(二)縛(引)抳 。俱奚加阿(引) 致縛地 。仡哩(二)倘 

毗張(引) 。親哆夜弭 。枳羅夜弭 。 囉伽也(切) 囉伽也(切)望 。跛迦
縛地 。薩嚩 沙埵曩 左。
怛他迦哆 俱羅 。亐瑟抳(二)沙 枲怛(引)怛縛怛隸(二) 。那麼瑟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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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 。阿瑟吒(二)那囉 路加 。鉢囉(二)跛瑟富(二)吒 。毗加枲怛 枲
怛(引)怛縛怛隸(二) 。惹瓦(切)羅 惹瓦(切)羅 。鉢囉(二)惹瓦(切)羅 鉢
囉(二)惹瓦(切)羅 。賀那賀那 。跢賀跢賀 。[口+伽]哆 [口+伽]哆 。哆囉
哆囉 。毗哆囉 毗哆囉 。親哆親哆 。貧哆貧哆 。垴 垴 。癹吒 癹吒
莎賀 。醯醯癹吒 。虎虎癹吒 。阿謨(引)伽夜癹吒 。阿鉢囉(二)地訶
哆野 癹吒 。鉢囉(二)縛囉哆野 癹吒 。阿叟囉 毗囉(二)怛也(切)縛
拏加囉野 癹吒 。薩嚩 帝毗曳(切)波也(切) 癹吒 。薩嚩 那(切)計 波
也(切)癹吒 。薩嚩 囉伽也細 波也(切)癹吒 。薩嚩 野計(濁) 波也(切)

癹吒 。薩嚩 乾闥毗曳(切) 波也(切)癹吒 。薩嚩 阿叟㘑 波也(切)癹
吒 。薩嚩 迦樓遆 波也(切)癹吒 。薩嚩 枳那㘑 波也(切)癹吒 。薩
嚩 麼虎囉計(濁) 波也(切)癹吒 。薩嚩 麼耨細 波也(切)癹吒 。薩嚩 

阿麼耨細 波也(切)癹吒 。薩嚩 鉢㘑(二)帝 波也(切)癹吒 。薩嚩 毗
沙(引)祭 波也(切)癹吒 。薩嚩 富怛妳 波也(切)癹吒 。薩嚩 加吒富
怛妳 波也(切)癹吒 。薩嚩 杜埌枳(濁)帝 波也(切)癹吒 。薩嚩 杜瑟
吒(二) 孛魯(二)枳(濁)帝 波也(切)癹吒 。薩嚩 惹瓦(切)㘑 波也(切)癹
吒 。薩嚩 阿縛沙摩㘑 波也(切)癹吒 。薩嚩 思囉縛妳 波也(切)癹
吒 。薩嚩 垤癡(上)計 波也(切)癹吒 。薩嚩 亐那摩帝 波也(切)癹吒 。
薩嚩 毗多也(切)陀囉曳 癹吒 。惹野加囉  麼(半)逗加囉 。枲致加
囉 。薩嚩 阿囉他(二)沙陀妳 波也(切)癹吒 。毗怛囉計 波也(切)癹
吒 。左杜 囉跛迦抳(二) 波也(切)癹吒 。縛日囉(二) 俱摩哩 波也(切)

癹吒 。縛日囉(二) 俱闌陀哩曳 波也(切)癹吒 。毗多也(切) 囉(引)惹
曳(切) 波也(切)癹吒 。摩賀 鉢囉(二)澄(上)枳㘑 波也(切) 癹吒 。縛
日囉(二)僧伽羅野 癹吒 。摩賀 鉢囉(二)澄枳 囉[]曳 癹吒 。摩賀 

加(引)羅野 癹吒 。摩賀 摩怛哩(二)迦拏曳 癹吒 。那麼 沙乞哩(二)

怛(引)野 癹吒 。毗瑟(二)那亐(切)毗曳 癹吒 。孛囕跛抳曳 癹吒 。
阿迦抳(二)曳 癹吒 。摩賀(引) 加(引)里曳 癹吒 。加(引)羅 旦[口+知]

曳 癹吒 。囉亐怛哩(二)曳 癹吒 。印怛哩(二)曳 癹吒 。左問[口+知]

曳 癹吒 。加羅 囉怛哩(二)曳 癹吒 。加(引)縛(引)哩曳 癹吒 。阿致
舞加怛加 沙摩䫙那 。縛(引)枲抳曳 癹吒。
曳計 唧怛(引) 。沙埵 麼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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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瑟吒(二)唧埵 。囉亐怛囉(二) 唧怛(引) 。俱毗怛 唧怛(引) 。唧怛 

賀囉 。亐惹塢(切) 賀囉 。迦囉跛(二) 賀囉。惹地 賀囉 。嘍致囉 賀
囉 。縛沙(引) 賀囉 。望娑 賀囉 。禰跢 賀囉 。麼(半)叉(上) 賀囉 。惹
怛(引) 賀囉。尒毗怛(引) 賀囉 。泮怛(引) 賀囉 。阿叟闍 賀囉 。毗瑟
吒(二) 賀囉 。背羅 賀囉 。建(切)姹 賀囉 。富瑟波(二) 賀囉 。破羅
(引) 賀囉 。沙寫 賀囉 。阿吼地夜(引) 賀囉。
野伽也(切) 仡囉(二)賀 。囉伽也(切)沙 仡囉(二)賀 。鉢㘑(二)怛 仡囉
(二)賀 。毗沙(引 上)左 仡囉(二)賀 。俱音(二)槃隱(二)怛 仡囉(二)賀 。
富怛那 仡囉(二)賀 。加吒富怛那 仡囉(二)賀 。沙簡跢 仡囉(二)賀 。
阿縛沙摩羅 仡囉(二)賀 。亐那摩(引)跢 仡囉(二)賀 。跜(上)夜 仡囉
(二)賀 。塢瑟怛(二)囉加 仡囉(二)賀 。嗏加 嗏加尼 仡囉(二)賀 。㘑
縛地 仡囉(二)賀 。惹音(二)富枳 仡囉(二)賀 。沙俱抳 仡囉(二)賀 。
摩怛哩(二) 難(上)知加 仡囉(二)賀 。啊藍縛那 仡囉(二)賀 。簡陀縛
(引)沙尼 仡囉(二)賀。
惹瓦(切)囉 曳加奚加(引) 。埵凌(切)地加(引) 。怛哩(二)地夜加(引) 。
左杜囉(二)致加(引) 。尼埵 惹瓦(切)囉 。毗沙摩 惹瓦(切)囉 。簿(濁)

怛 惹瓦(切)囉 。泮地加(引) 。背地加(引) 。沙㘑三尾加(引) 。沙尼縛
(引)地加(引) 。薩毗曳(切) 惹瓦(切)囉 。麼縛那野隱杜(二) 。枲囉泮杜
。阿埵縛吠跢 肯。阿嚕佐 肯 。阿枳(濁) 嚕肯 。羯囉那(二)叟凌 。那
沙 嚕肯 。舞佉 嚕肯 。旦跢 叟凌 。加羅 加羅(二)項 叟凌。訖哩(二)

跢野 叟凌 。亐怛囉(二) 叟凌 。賀瑟怛(二) 叟凌 。縛(引)跢 叟凌 。鉢
哩(二)瑟致(二) 叟凌 。加[口+知] 叟凌 。毗瑟致(二) 叟凌 。亐囉 叟凌 。
惹仰(切)伽 叟凌。縛囉莎 叟凌 。沫摩 叟凌 。薩嚩 樣加  鉢囉(二)

地樣加 叟凌 。吼 怛囉(二)仰迦 。麼縛那夜醯杜 。簿(濁)怛 鉢㘑
(二)怛 。嗏加 嗏加尼 惹瓦(切)囉 。跢豆嘍(二) 簡杜 。枳[口+知]婆 。
俱瑟吒(二) 。毗吒加 嘍怛 。縛(引)麼 背薩嚩 。嚕奚怛 。里應(二)枳
[口+知]吒 。怛囉(二)沙 。仡囉(二) 。毗沙 要迦 。阿迦抳(二)亐跢加 。
麼囉加 背囉 簡怛囉(二) 。阿加(引)羅 勿哩(二)杜 。怛啉(上 二)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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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萊(上 二)魯吒加 。鉢哩(二) 齒加 。薩嚩 那俱羅 。枲應(二)伽 。波
也(切)伽囉(二) 。夜加也(切) 怛囉(二)加也(切) 。縛(引)囉尒縛 左 。麼
囉跢夜。
帝牀 。薩毗曳(切)牀 。枲怛(引)怛縛怛囉 。摩賀縛日嚕(二)亐瑟抳
(二)沙 。摩賀 鉢囉(二)澄枳囉 。夜縛 怛毗多也(切)泮蕩 。杜阿 跢
沙 要惹那 。阿波也(切)隱怛(二)㘑拏 。毗多也(切) 泮陀那 加嚕尾 。
帝惹塢(切) 泮陀那 加嚕尾 。鉢囉(二)毗多也(切) 泮陀那 加嚕尾 。

怛多也(切)他 。 

唵 。阿那醴 阿那醴 。毗沙提 毗沙提 。毗㘑 毗㘑 。背(引)㘑 背(引)

㘑 。嚩日囉(二)埵囉 。泮陀 泮陀尼 。
嚩日囉(二)縛(引)尼 。垴 癹吒 。唵 。垴 。豆嘍應(三合) 。癹吒 。莎賀 。

4. 結語
古代東南亞諸國如柬埔寨、越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
哇乃至斯里蘭卡的佛典，多從交廣道傳入中國，其翻譯
工作則多在廣州、韶州、惠州各地分散進行，致令譯事史
料不齊經錄缺載，而南洋佛教多有其本土文化色彩，故
佛經之內容亦會稍與西北印度及絲路之佛典有差異，這
往往是產生疑偽佛典的一個因素。
近代佛教學者如日本之宇井伯壽、平川彰、柏木弘雄及我
國之印順法師等，對一些疑偽經典如《大乘起信論》、《大
佛頂首楞嚴經》等定為印度佛教思潮的直接延長及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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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典籍 16，令我們在印度原典及中國撰述的非此即彼的
執見開拓了新的空間，使我們重新考慮南洋佛教的元素。
元朝指空禪師除了添補了中天竺的《楞嚴咒》外，他在高
麗亦繪畫有《梵文熾盛光佛頂陀羅尼諸尊圖會》，當中第
113及 114號圖像描述第二會「曼荼羅」時，其壇場是作
八角形設計的17：

1 6  見柏木弘雄著：《大乘起信論 研究》頁 182，東京：春秋社，
1981 及印順法師著：〈《起信論》與扶南大乘〉，收錄於《中華佛教學
報》第八期，1995。
1 7  見《大正藏》〈圖像部四〉，頁 8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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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形壇場應該可以視為一個曼荼羅。況此八角形壇場
在壇頂中央置一蓮花器皿盛八月露水，底下數層，廣置
十方如來、諸菩薩及諸梵天護法，其壇四周，修行者圍
繞誦咒，此實與須彌山壇場布局相似(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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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須彌山圖乃輯自明末錢謙益的《楞嚴經解蒙鈔》卷末一
〈佛頂圖錄〉，可見楞嚴壇之布置是一種以須彌山為基礎
所象徵之宇宙觀，而最特別的是此曼荼羅的方圓部分是
由參加法會之修行者共同成就出來，表達著一種顯密圓
融的深層義理。
筆者近年曾到馬來西亞北部吉打州馬莫河支流雙溪之布
秧山谷(Bujung Valley)考察佛教遺蹟。此地在西元四世紀
時，印度人曾在此地建立一個王國18，
此王國可能是《隋書》中「赤土國」之前身，名為「干陀利」
艾莫涅(E. Aymonier)在其《扶南考》一文謂：

若將類此之論證方法，運用於馬端臨所記之干
陀利，則我儕即可舉出是國與赤土有相同之數
點，此赤土國晚至七世紀時，始見於中土史籍
其地居湄南江下游，即今之暹國也。干陀利之風
俗亦如赤土，與林邑扶南極相似，然則此國必
屬於兩國之一，而屬於扶南，尤為近理。干陀利
之王亦如赤土列王，皆以信仰佛教著聞，公元
502年干陀利之王其名號中有瞿曇二字，竟復見
於赤土王號中，由此可推干陀利之稱，在若干
時期，用以呼後日之赤土即用以呼湄南江中流
區及下游區也。19

1 8  可參考梁國興著：〈多元社會中的馬來西亞佛教〉，網址：h t tp : / /
w w w .yba m.o r g .my /c h ine se / c buddh i sm/ f a z ha n7 .h tm
1 9  轉引自陳序經著《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下冊，頁 833-

834。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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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經亦認為艾氏之說合理，特別是早前威爾士(Wales)

在布秧河谷出土了四至五世紀之佛像，陳氏說：
近來考古學者在這些地方中，逐漸找出好多古
物，比方威爾士 (Wales) 曾在吉打、霹靂等處，
發掘古蹟，在瓜拉茂卜河的支流部雅 (Bujang)河，
他曾找出一個佛像，約八英寸半高，這是一個
很有價值的銅佛像，表現了從阿摩拉伐提
(Amaravati) 過渡到笈多時代的作品，佛像的製
造時期，應為四世紀至五世紀之間，這與《隋
書》赤土傳所說其俗敬佛是很暗合的。20

從《隋書》所記資料，赤土的文化是很高的，而在經濟方
面，它更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西元九世紀時，南印度
泰米爾族建立了 Chola王朝，其印度教及佛教文化深度
影響泰國及布秧山谷21。五十多年前，考古學家在布秧
一帶發現超過五十座建於四至十二世紀之廟宇及陵
墓遺蹟，更出土了很多佛像、梵文佛經碑刻，部份保
留在布秧的博物館內。筆者在博物館發現了一座八角
型的佛塔遺蹟的模型及出土時之照片，可作為一種
立體曼荼羅的佐證。

2 0  同上注揭書頁 832。
2 1  見 G.Deivanayagam:  The  In te rac t ion  of  the  Chola  Empire  in  

the  Chao Phraya  de l ta，網址：
ht tp : / / s td . cpc.ku .ac . th /de l ta /conf /Acroba t /Papers_Eng/Volum
e%202/de ivanayagam.pdf#search= ' the%20in te rac t ions%20of
%20the%20cho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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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馮承鈞之考察，赤土屬猛吉蔑種(Mon-Khmer)人22，吉
蔑種人即扶南、真臘（今柬埔寨）人，而《隋書》謂「赤土
國，扶南之別種」，故赤土應屬猛族(Mons)人種。若猛族
佛教有此八角型的壇場設計，則《楞嚴經》之八角型曼荼
羅及元代指空禪師所繪之八角型曼荼羅亦極有可能是源
自東南亞之猛族佛教體系。
當筆者在馬北布秧博物館第一眼看見那個八角型的佛塔
模型及照片，不期然令我想到楞嚴壇的八角型曼荼羅。
2 2  見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史》頁 40。台北：商務印書館，
1965。

布秧博物館內藏之
八角型佛塔之仿製
品

布秧八角型
佛塔出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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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這種八角型的壇場是否代表著南洋佛教的一種特色
呢？於是搜尋東南亞古國的文化地理書籍，終於看到東
南亞的猛族佛教文化，發現猛族在古代的文化光彩。其
文化亦透過交廣道佛教傳播路線入華，可見古代南洋佛
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是深遠的。
今天我們在東南亞尚可見到一些偉大的佛教遺蹟，如柬
埔寨的吳哥窟、爪哇的婆羅浮屠、泰國東北的披邁及帕儂
藍等石宮、馬來西亞的布秧山谷及正在柔佛森林中勘察
的「寶石之城」(Kota Gelanggi)，都顯示著佛教在這些國
家曾經有過的黃金時代，這個龐大的佛教系統，透過水
路，對北面的中華大地，必然有著繁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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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同一性」思想及
其當代意涵

趙敬邦

摘要
華嚴宗是中國佛教其中一個主要宗派，其思想在中國哲
學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惟若把這一思想放在比較的脈絡
下來加以討論，則華嚴宗的理論特色當能更為明顯。本文
嘗試把華嚴宗思想視為一種「同一性」思維，並以之與如
海德格和道家等同具「同一性」色彩的哲學作比較，藉以
發掘華嚴宗思想在當代的可能意義。透過相關討論，吾人
可發現華嚴宗思想的長處正是調解矛盾，故華嚴宗思想
在緩和人與環境以及宗教之間的衝突等問題上，當能擔
當更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
華嚴宗、同一性、緣起、法界、六相圓融、無礙
1. 前言
「 同 一 性 」 (tautology)  是 西 哲 海 德 格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晚期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1，其在
1 海德格有關「同一性」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其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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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氏哲學中最少有兩種涵意：第一，人類雖是萬物之靈，
但畢竟是萬物之一，而萬物互相實為一整體；第二，從
這一整體的角度而言，萬物雖殊，但同是天地造化的一
員。在這一意義下，萬物可謂沒有真正的分別2。循前者，
「同一性」的「一」可指整全；循後者，「一」則指相同。海
德格提出「同一性」的想法固有其歷史背景，蓋他認為西
方文化自科學革命以降，人們漸漸把一己看成是世上唯
一的主體  (subject)，而把一己以外的人和物視為客體
(object)。是以，他人和他物只是吾人的認知對象，可供
我們肆意利用或征服。為了挽救這種文化危機，海氏遂提
出一套哲學，一方面強調萬物在某意義下實沒有分別，
另一方面則主張萬物之間有合作的可能3。
事實上，對於「同一性」這一概念的內涵，治中國哲學者
當不會陌生。以道家為例，《老子．二十二章》即有言：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明言我們當放棄一己的目光
才能把握「一」這個更大的整體；《莊子．德充符》則言：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
也。」主張吾人若能循宏觀的角度看待萬物，則萬物無異
(1957) 一書。英譯本可參考Martin Heidegger, Joan Stambaugh trans.,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9).
2 Jean-Francois Courtine, ‘Phenomenology and / or Tautology’, in John 
Sallis ed., Reading Heidegger: Commemor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41-257. 
3 詳見關子尹，〈康德與現象學傳統 – 有關主體性哲學的一點思
考〉，收入《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與評論第四輯：現象學與社會理論》（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頁 14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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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同等的地位4。以上均使人聯想到海德格哲學與道家
思想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5；又由於道家和儒家有溝通
的可能，個別學者甚至把海氏的哲學和儒家思想作一對
比，以求借助前者來加強我們對後者的了解6。惟若論「同
一性」思想，吾人當不能忽視佛教的洞見。《雜阿含經．
卷十二》有言：「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7 蓋從佛
教的角度，經驗世界的事物之所以出現，實有賴各種條
件的配合。換言之，沒有任何事物有獨立不變的本質，佛
教稱這一狀態為「空」8。循這一觀點而言，經驗世界的一
切在本質上實為平等；而透過條件之間的相互協作，另
一事物得以出現。因此，事物之間未嘗不可視為能夠共同
構成一整體。以上兩點，均符合海氏「同一性」思想的特
色，故有學者逕以「同一性」來形容佛教的思想，當屬合
理9。

4 參考陳鼓應等，《老莊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頁 45-89及頁
204-222。
5 Otto Pöggeler, ‘West-East Dialogue: Heidegger and Lao-tzu’, in Graham Parkes
ed.,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pp. 47-78；王慶節，《解釋學、海德格爾與儒道今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04年)，頁 164-205；關子尹，〈海德格的「同一性」思維與道家
哲學〉，《現象學與人文科學 2：現象學與道家哲學》(台北：邊城出版，2005

年)，頁 211-259。
6袁保新，《從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學》(台北：台灣學生
書局，2008年)。
7《大正藏》卷 2，頁 84中。
8 有關佛家「空」義的討論，詳見李潤生，〈佛家空義辨解〉，《法相學會集
刊》第 5期 (2003)：頁 59-98。
9 陳榮灼，〈「即」之分析 – 簡別佛教「同一性」哲學諸型態〉，《國際佛學研
究》第 1期 (1991)：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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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是中國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思想中不少概念如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一真法界」等均環繞「一」字來
立論。這現象或有助刺激我們思考一問題：華嚴宗的哲學
能否稱為「同一性」思想? 若可，華嚴宗這一思想的特色
和價值當如何? 本文的目的，即介紹華嚴宗的「同一性」
思想，並以之與海德格和道家的相關思想作一簡單對比，
以明前者在有關哲學討論上的潛在價值。
2. 方法論的反省
在進一步探討上述問題前，吾人有必要解釋本文討論問
題的角度或方法，當中主要包括三點。首先，一理論之所
以出現，必是為了回應特定問題。因此，我們應注意一理
論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以明其所要處理的問題當是什
麼10。事實上，了解一理論所欲處理的問題，有助我們掌
握該理論的思想，亦影響我們對該理論的評價。這是因為
一理論既是為了處理特定問題而有，則該理論乃當朝着
如何回應此特定問題而發展；隨着回應漸見精密，該理
論的系統和立論才能清晰。若吾人忽視一理論所要處理的
問題，而逕然對該理論作出分析，則對該理論的討論乃
容易淪為戲論，而變得與實際問題無關11。以上所述，當
適用於我們對華嚴宗思想的闡釋。蓋華嚴宗的興起為武則
天（624-705）當政期間，其時社會充斥着各種矛盾，當

10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 (卷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0-11。
11 唐君毅，《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
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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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以男和女，以及儒、佛、道三教間的衝突最為顯著12。
季羨林先生（1911-2009） 即對華嚴宗之所以出現，提出
一值得吾人留意的見解：華嚴宗是為了消弭其時儒、佛、
道三教間的矛盾而出現13。若是，則華嚴宗思想顯然是要
處理一非常具體的問題，而非僅是要建立一套玄思的系
統。這亦間接解釋了為何印度雖有《華嚴經》，卻未有發
展出華嚴宗。惜這一觀點卻為不少研究華嚴宗的學者所忽
視，以致學界對華嚴宗的闡釋和評價，仍有不少可供爭
議的地方14。
其次，與上述一點有關，其即闡釋一理論可能涉及的層
次問題。在論及吾人當如何評價一哲學理論時，勞思光先
生  (1927-2012)  強調要考慮該理論的「理論效力」
(theoretical power)，即這一理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處理
其所欲處理的問題15。簡言之，若一理論未能處理其所欲
處理的問題，其中一個可能或是該理論本身存在理論困
難；而另一個可能，卻是我們對該理論的闡釋出現問題。
事實上，以上兩者可謂沒有真正的差異：如果一理論本
身存在理論困難，以致其未能成功處理其所欲處理的問
12 方立天，《法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頁 30-32；Dora Shu-
fang Dien,  Empress Wu Zetian in Fiction and in History: Female Defiance in
Confucian China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3), pp. 1-8 & pp. 73-
78.
13 季羨林，《中華佛教史．佛教史論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
頁 94-95。
14 具體例子，可參考吳可為，《華嚴哲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頁 47-55。
15 勞思光，《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年)，頁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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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則我們亦可透過對該理論再作闡釋，從而把其未有
完全發揮的觀點發掘出來，甚至把其或當改善的地方加
以改正。換言之，一理論本身如何說是一回事；一理論該
如何說，是另一回事。誠然，有學者或把以上兩種闡釋的
分歧加以放大16，但其實兩者實沒有根本的矛盾：一理論
該如何說，當首先建基於一理論本身如何說。否則，我們
對一理論的發揮或容易違反該理論的理論範圍而不自知；
而一理論若要有所發揮，吾人對其所作的闡釋亦不能只
停留在該理論本身實如何說的層面，而更當考慮該理論
在不同的環境中當如何說。不然，該理論便會喪失生命力
而終為人淘汰17。本文題目是華嚴宗思想的「現代意涵」，
則其重點當放在華嚴宗思想在過去或未有充分發揮，而
在當代的脈絡下卻值得更作申述的層面，這點尤請讀者
注意。
最後，一整全的理論由不同概念所組成；而從一整全理
論的角度出發，有助我們更好理解不同概念。此一觀點，
即為著名的「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 circle)18。以《莊子》
一書為例，其「物化」概念固然是構成莊子整體思想的一
個重要元素；惟對「物化」的闡釋，宜循莊子整體思想的
角度來進行。換言之，吾人對「物化」這一概念的掌握，
16 劉笑敢：《詮釋與定向 — 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年)，頁 61-81。
17 詳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

年)，頁 1-47。
18 詳 見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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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要和莊子思想中其他如「齊物」和「逍遙」等概念一併了
解。否則，我們對「物化」的理解或容易流於片面，甚至
或違反莊子整體思想的立論而不自知。簡言之，在對一概
念作解釋時，宜循一較宏觀的角度出發，這一觀點尤適
用於吾人對華嚴宗思想作闡釋一事上。蓋華嚴宗的各個概
念互有關聯，彼此構成一整全的系統；而只有循這一整
全系統的角度出發，吾人才能更有把握地理解各個概念
在華嚴宗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19。這一觀點將在下文再有
闡釋，暫按下不表。
3. 華嚴宗「同一性」思想初探
華嚴宗在佛教眾多的宗派中可謂較具爭議者，究其原因，
或與其概念繁多和表達方式容易引起誤會有關20。吾人當
然不能把華嚴宗的理論悉數於此短文中加以評論，而只
擇其與「同一性」思想直接相關者進行分析。事實上，華
嚴宗不少概念均在不同程度上與「同一性」有所關連，如
其「法界」理論便力陳經驗世界中的一切事物有着相同的
本質；「六相圓融」則指出一切事物在原則上可彼此構成
19 類似觀點，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 (卷三)》(台北：台灣學生
書局， 2000 年 )，頁 335-339；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07. 更多有關循
系統角度討論個別概念的看法，參考陳天機，《學海湧泉：系統視野．天上
人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 3-21。
20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364-368；
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41. 當然，華嚴宗之所以具爭議，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此即為佛教內部對「如來藏」看法的分歧。詳見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從
京都學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詮釋學》(台北：立緒文化，1999年)，頁 97-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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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因此，本節的討論亦會集中在華嚴宗的「法界」
和「六相圓融」兩個概念。只有明白這兩個主要概念的涵
意，華嚴宗思想中其他具「同一性」色彩者才可得到一較
為明確的解釋。
惟華嚴宗祖師法藏法師 (638-715) 於其有名的《大方廣佛
華嚴經金師子章》中指出，要明華嚴宗思想，首要了解華
嚴宗的「緣起」觀21。的確，前述華嚴宗容易惹人批評，其
中一個原因正是不少人或忽視華嚴宗的思想實建基於其
對「緣起」的理解。在這一意義下，「法界」和「六相圓融」
亦可謂由華嚴宗的「緣起」觀引申而出22。誠如唐君毅先生
(1909-1978) 所言，討論哲學須循次第，若不依次第，則
所有的理境實無異於幻想23。因此，本文在討論華嚴宗具
「同一性」色彩的概念以前，宜先論及華嚴宗對「緣起」的
看法，以減少往後或會產生的誤會。以下，即分述華嚴宗
的「緣起」觀，以及其「法界」和「六相圓融」兩概念，以期
對華嚴宗的「同一性」思想有一基本認識。
1. 緣起
「緣起」是佛教各宗派的共法24，惟不同宗派對於「緣起」

21 法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師子章》，《大正藏》卷 45，頁 668上~中。
22 詳見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 （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0年），頁 129-138。
23 唐君毅，《哲學概論 （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 536-

539。
24 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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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闡釋卻有自己的側重25。法藏法師於《華嚴經探玄記．
卷一》中即對「緣起」有以下解說：
一、諸緣各異義，謂大緣起中，諸緣相望，要須體用
各別、不相雜亂、方成緣起。若不爾者，諸緣雜亂，
失本緣法。緣起不成。此則諸緣各各自守一也；二、
互遍相資義，謂此諸緣，要互相遍應，方成緣起。且
如一緣遍應多緣，各與彼多全為一故，此一即具多
個一也。若此一緣不具多一，即資應不遍，不成緣起
此即一一各具一切一也；三、俱存無礙義，謂凡是一
緣，要具前二，方成緣起。以要住自一，方能遍應，
遍應多緣，方是一故。是故唯一、多一，自在無礙。
由此鎔融，有六句：或舉體全住，是唯一也；或舉
體遍應，是多一；或俱存、或雙泯、或總合、或全離，
皆思之可見。此上三門總明緣起本法竟。26

循第一種意義，一事物得以出現，必有其內因與外緣。其
中內因是一果的決定因素，外緣則是影響一果的條件。如
蘋果樹的種子是蘋果樹出現的內因，陽光、泥土和水份等
則為蘋果樹出現的外緣。蘋果樹的種子決定一旦各種因緣
成熟，其所結果當為一棵蘋果樹，而不會是其他植物；
另一方面，若欠缺陽光等外緣，則縱使有蘋果樹的種子，
該種子亦不能生果。以上例子僅想說明一點：內因和外緣
兩者的配合當井然有序，不能混亂。否則，將不能有蘋果
25 例子見傅偉勳，《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頁 51-92。
26《大正藏》卷 35，頁 124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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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這一果的出現。惟世界上不少事情的發生卻遠比一棵蘋
果樹之得以出現為複雜。換言之，導致一件事情出現的內
因和外緣往往不是黑白分明。如一人事業有成，除了個人
的努力外，還須「人和」等眾多外緣的配合。但何謂「人
和」卻非不言自明。循常識的角度，一人若是得貴人的幫
助，則其事業當會較易成功，這無疑是「人和」的一個典
型例子。但獲得貴人相助，亦可以是增加了我們對他人的
依賴，從而削弱吾人的競爭力。在這一意義下，「人和」
亦可以是我們日後事業失敗的遠因；相反，我們所處的
環境或許充滿競爭對手而欠缺「人和」，但競爭對手亦可
以是激發吾人努力向上的動力，直接使我們的事業變得
成功。若是，則貴人或可使我們成功，但亦可使吾人失敗
競爭對手或會使我們失敗，但亦可促使我們成功27。因此，
一件事之得以出現究竟須憑藉什麼內因和外緣，往往難
以清楚界說；從另一角度而言，一事或一物在理論上均
有可能成為其他事物得以出現的因緣。換言之，一切法如
何其實已隱含於一法之中。這一觀點，即為引文討論「緣

27 類似例子，見達賴喇嘛著，康鼎譯，《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
（台北：聯經，2018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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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第二種涵義時，所指的「互遍相資」的意思28。明白
前述兩點，才算是對「緣起」有全面的了解，此則為法藏
法師言「緣起」的第三種意思29。
以上帶出華嚴宗與「同一性」思想有關的一個重要訊息：
華嚴宗當不輕易否定一事或一物，這是因為任何事物在
理論上均有可能發揮意想不到的效果30。沒有否定任何事
物，即為肯定一切事物提供一理論上的基礎；而肯定一
切事物，則有助我們了解華嚴宗如何論證一切事物縱有
不同表徵，卻有着相同的本質，以及何以一切事物可以
共同構成一個整體，此即為「法界」和「六相圓融」所主張

28 誠如廖明活 (Ming-wood Liu) 所言，法藏法師強調的並非「緣起」的道理在
事實上即是如此，而是我們應該如此理解「緣起」的道理。見其 The Teaching
of  Fa-tsang  –  An  Examination  of  Buddhist  Metaphysic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9), pp.394-396. 若是，則華嚴
宗有關思想的重點當放在解釋一切法之間的緊密關係實須待吾人發現，而
不僅在說明一切法之間的關係即在現實上是如此緊密。這一觀點，將在下文
的討論後漸見清晰。更多討論，見 Kang-nam Oh,  ‘Dharmadhātu:  An
Introduction to Hua-yen Buddhism’ , The Eastern Buddhist vol.12, no.2 (1979):
72-91；傅偉勳，《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頁 107-111；李開濟，〈從哲學智
趣看〈華嚴一乘十玄門〉〉，《哲學與文化》第 37卷，第 12期 (2010)：頁 23-

37。
29 以上討論，詳見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頁 247-248；Francis H.
Cook, Hua-yen  Buddhism:  The  Jewel  Net  of  Indi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4), pp.67-74. 另外，華嚴宗更有透過對「因門六義」的分析，
帶出以上有關「緣起」的看法。詳見演培法師，《佛教的緣起觀》（台北：天
華出版公司，1990年），頁 65-68；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 412-417。
3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 (卷三)》，頁 309-311；Francis H. Cook,

Hua-yen Buddhism: The Jewel Net of Buddhism, pp.67-74；A. J. Prince, ‘The
Hua Yen Vision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s. 15-16 (1983-84): 13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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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界
「法界」(dharmadhātu) 是華嚴宗的主要概念。查「法界」一
詞本出現在不同的佛教典籍之中，其意或指與意根和意
識相對的境；或指包含萬有的世界；又或指真如和法身，
其意如何取決於具體脈絡，不一而足31。如晉譯《華嚴經》
「諸佛境界不思議，一切法界亦如是」（〈卷二〉） 和「一
一菩薩，一切法界方便海，充滿一切微塵數道，一一塵
中，有十佛世界塵數佛剎」（〈卷三〉） 兩句，當中的「法
界」便指包含一切的世界32。法藏法師對「法界」有明確的
界定，其在《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便有言：
法有三義，一持義，謂自性不改故。二軌義，謂軌範
生解故。三對意義，是意識所知故。33 

循引文，「法」大意可指 1.) 本質、2.) 用以幫助或規範吾
人思考的概念，以及 3.) 對應於吾人的事物或吾人的對境。
當然，這三種意思並非對立，因為對應於吾人的事物或
對境的本質為「空」，但其既作為假有，則我們仍可透過
名言概念對其作出分析34。法藏法師又在《華嚴經探玄記．
卷十八》中對「界」作出說明：

31 參 Kang-nam Oh, A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harmadhātu  (Fa-Chieh)  Doctrin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McMaster
University, 1976), pp.11-35.
32 鄧克銘，《華嚴思想之心與法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頁
35-39。
33 《大正藏》卷 44，頁 63中。
34 上述討論，參考Ming-wood Liu, The Teaching of Fa-tsang - An Examination
of Buddhist Metaphysics, pp.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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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亦有三義，一是因義，依生聖道故。……二是性義
謂是諸法所依性故……三是分齊義，謂諸緣起相不
雜故。35

據上文，「界」可指 1.) 淨法得以可能的原因，其即吾人
清淨的主體、2.) 本質，以及 3.) 對不同的法作出分類，使
其不會混亂。同樣地，「界」的三種意思亦非對立，這是
因為我們能夠根據不同事物的表徵而對其作不同的分類，
但不論其表徵如何，彼此的性質仍是「空」36。至於我們究
竟是觀不同事物的有相還是空相，以及一事物究竟是染
還是淨，則取決於吾人的修為37。而「法界」者，正是根據
上述「法」和「界」的意思整合而成，當中尤強調一切事物
的本質，以及一切事物有着不同表徵這兩種意思。誠如法
藏法師在《華嚴經探玄記．卷二》有言：
法界亦二，一理，一事。38

簡言之，「法界」可分為「理法界」和「事法界」兩者。所謂
「理」，是華嚴宗用以表達「空」的詞彙，其不但說明華嚴
宗認為「空」是具普遍意義的道理，更反映華嚴宗視「空」
為具正面價值者，一改以往「空」或容易予人消極感覺的
35 《大正藏》卷 35，頁 440中。
36 Ming-wood Liu, The Teaching of  Fa-tsang – An Examination of  Buddhist

Metaphysics, pp. 393-396；鄧克銘，《華嚴思想之心與法
界》，頁 44-48。
37 霍韜晦，《絕對與圓融 – 佛教思想論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

年），頁 396-401。
38 《大正藏》卷 35，頁 1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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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39。大致而言，「理法界」指在這一「法界」中的事物只
具「空」性；「事法界」則表示在這一「法界」中的事物各有
其特性或殊性。法藏法師在《華嚴經義海百門》再言：
若性相不存，則為理法界；不礙事相宛然，是事法
界。二而無二，無二即二，是為法界也。40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理、事兩法界並非分開，而
是二而一，一而二。一事的本質固然是「空」；「空」卻有
助成就不同形態的事，使一切事物能隨不同因緣而發展
出其特殊的形態41。第二，法藏法師認為一切事物雖有其
殊性，但這些殊性並不成為對方的阻礙42，這即帶出華嚴
宗有關「無礙」的討論。
如前所述，華嚴宗的出現與解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矛盾
有關。若是，則華嚴宗思想的重點當不是描述事物當有
「空」性之餘，還有其所屬的殊性；而是要處理事物與事
物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澄觀法師（737-839）便把「法
界」分成四類，並把重點放在經驗世界中不同事情的關係
上43，此即為「事事無礙法界」所述。如他在《華嚴經行願
39 Brook Ziporyn, ‘Li (Principle, Coherence) in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0, no. 3 & 4 (2003): 501-524.
40 《大正藏》卷 45，頁 627中。
41 李潤生，《生活中的佛法 – 山齋絮語》(台北：全佛文化，2000年)，頁
202-205。
42 以上兩點，詳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台北：黎明文化，
1992年），頁 3；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台北：東
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 199-203。
43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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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疏．卷一》所言：
於此無障礙法界，開為事理二門。色心等相，謂之事
也；體性空寂，謂之理也。事理相融，即無有障礙。
故於法界略分三種：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
無障礙法界。無礙有二，則分四種法界，謂事理無礙
法界、事事無礙法界。44

蓋循前述有關「緣起」的第二種意思，一事或一物在理論
上均可視為其他事物之所以出現的因緣。惟其只是理論上
可能，卻非言實際上即是如此。如果我們僅因為事物與事
物之間在理論上即有着相依相待或互相涵攝的關係，而
逕言彼此沒有矛盾45，則無異漠視事物與事物之間在實際
上的緊張狀態，忽略了華嚴宗之所以出現的現實意義。這
是因為華嚴宗的出現若與要處理現實上的矛盾有關，則
僅言各種矛盾在理論上並無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實中即
已存在的任何矛盾46。逕言一切事物在可能上沒有矛盾，
故主張彼此能夠並存，和直認一切事物在實際上有所矛
盾，但以為這些矛盾可以化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44 《新纂續藏經》卷 5，頁 62上。
45 不少學者即用這角度討論華嚴宗的四法界，例子見木村清孝著，李惠英
譯，《中國華嚴思想史》，頁 199-203；Imre Hamar, ‘Chengguan’s Theory of
the Four  Dharma-dhātu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51, no.1 & 2 (1998): 1-19；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
社，2008年)，頁 177-180。
46 惜不少學者均循這一角度批評華嚴宗思想。例子見呂澂，《中國佛學源流
略講》，頁 366-367；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年），頁 119-125；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
社，1995年），頁 103-104；孫業成，《法藏圓融之「理」研究》（成都：巴
蜀書社，2013年），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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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把實際的問題消解 (dissolve)，在效果上無異於逃
避問題；而後者則是嘗試解決 (solve) 實際問題，而這一
進路正是華嚴宗所取47。誠如澄觀法師在《華嚴法界玄鏡．
卷上》有言：
周遍含容者，事本相礙，大小等殊。理本包遍，如空
無礙。48

由此，我們可知華嚴宗是肯定事物在現實中當存在矛盾，
惟這些矛盾因為事物本「空」，故其亦有化解的可能。若
是，則我們對「無礙」的闡釋，乃不可僅強調經驗世界中
各種事物在理論上當為相依相待 (interconnectedness)，而
更要指出何以其在實際上能夠互不阻礙  (non-

interference)49。這是因為後者一方面考慮到華嚴宗當是為
了解決實際的問題而出現，從而減少華嚴宗思想或淪為
玄談或戲論的風險；另一方面，則顧及到因為一切事物
或有可能成為其他事物之得以出現的因緣，故任何事物
均不應為吾人輕易否定，從而忽視了事物與事物之間實
存在矛盾的這一不良效果。以上即為前節述及本文討論問
題的方法時，強調的第一和第二點之意。然則，事物與事
物之間何以能夠互不阻礙 ? 誠如張澄基先生（1920-

1988） 所言，這一意義下的「無礙」只能循全體的角度立
47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頁 160-165；楊曾文，《中國佛教史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 98-99。
48 《大正藏》卷 45，頁 672下。
49 詳見 Jeeloo  Liu,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Philosophy to Chinese Buddhis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6), pp. 258-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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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才有可能50。換言之，吾人對事事無礙法界的討論，乃
不能只循這概念本身來立論，而更要從華嚴宗的其他概
念來幫助分析。由此，乃把我們的討論帶到華嚴宗另一有
全體色彩的概念，其即為「六相圓融」。
惟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吾人已可發現華嚴宗的「法界」理
論有兩點與「同一性」思想相關：第一，是「法界」兼具事
理二層面，故事物雖有不同形態，但其本質相同，這符
合第一節所言有關「同一性」思想的第二種意思；第二，
事事無礙法界既認為一切事物實相依相待，乃至互不阻
礙，則其在理論上乃未有否定任何一事物，此則為事物
與事物之間能共同構成一整體提供了理論基礎。換言之，
其已間接觸及「同一性」思想的第一種意思。在這一意義
下，華嚴宗的「同一性」思想已先從其「法界」觀中得以窺
見。
3. 六相圓融
要明白「六相圓融」，先要知何謂「六相」。誠如法藏法師
在《華嚴經傳記．卷三》所言：
汝欲得解一乘義者，其十地中六相之義，慎勿輕也 。

51

查「六相」出自《十地經》，指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
50 張澄基，〈華嚴境界與華嚴哲學〉，收入張曼濤編，《華嚴思想論集》 （台
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頁 33-52。事實上，此一用其他概念以了
解一個概念的做法，即為前節所述本文討論問題的第三個角度。
51 《大正藏》卷 51，頁 16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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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和壞相。首先，總相意指包含各部分的整體52；別相則
為構成整體的各部分。明顯地，總相和別相並非處一對立
的狀態，而是相互依賴：總相由不同的別相組成，不同
的別相組成一個總相，乃至不同的總相。其次，同相指各
別相之間因協同而成一總相；異相則是各個別相的特性
或殊性。最後，成相指不同別相能發現彼此有成就總相的
同相，而終使總相得以實現；壞相則指別相間雖能成就
總相，但不致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特性53。如前所述，總相
和別相並非對立，一如人的體內有各種器官，其固是不
同的別相，但這些別相可共同合作，以構成一生理系統；
同理，同相和異相亦非對立，一如不同器官縱有其異相，
但同為器官，則為它們的同相；而成相和壞相的關係與
上述同相和異相的關係大致相同。法藏法師即有一例解釋
「六相圓融」之理。其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有
言：
問：何者是總相? 答：舍是。問：此但椽等諸緣，何
者是舍耶? 答：椽即是舍。何以故? 為椽全自獨能作
舍故。若離於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時，即得舍矣。
問：若椽全自獨作舍者，未有瓦等，亦應作舍? 答：
未有瓦等時，不是椽，故不作，非謂是椽而不能作。

52 這一「整體」的「體」非如西方哲學傳統下的實體 (substance)，而更近一視
域 (horizon) 或場所 (place) 的意思，這一觀點將在下文再有論及。
53 以上討論，參考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頁 423-427；黃敏浩，
〈佛家思想概述 – 中國佛教的歷史、宗派思想及性格〉，收入楊國榮、溫帶維
編，《中國文明與自主之道》 （香港：匯智出版，2008年），頁 15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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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言椽能作者，但論椽能作，不說非椽作。54

循引文，舍是總相，其由椽和瓦等多個別相組成。吾人若
能見椽和瓦等的同相，則能明白這些別相實能成就一總
相；惟椽和瓦等能成就一總相，除了其有相關的同相外，
還得賴它們有着各自的異相；椽和瓦等能共同構成一總
相，這稱為成相。但總相的構成不會使椽和瓦等失去自身
身分，此之謂壞相。以上所述，著重說明個體和全體之間
的間係。更有進者，一個體的身分實由其他個體幫忙界定
一如椽之所以稱椽，正是其用作建舍；建舍之得以可能，
除椽以外，尚賴瓦等其他條件。在這一意義下，個體與個
體之間實互相界定：若沒有瓦，則一舍不能建成，舍不
成舍，椽亦不能稱為椽；情況一如父親的身分必待兒女
的出現而出現，若根本沒有兒女，則亦沒有父親的身分，
足見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如何密切。「六相」之間既無
真正矛盾，乃至六相的身份亦是互相界定55，則華嚴宗乃
以「圓融」來形容它們的關係；惟事物之間的「圓融」關係
卻往往不似器官或作舍的協作般明顯，如何把表面上矛
盾的事情理解為「圓融」，則有待吾人的修持，乃至要在
成佛後才能成事。
如前所述，在論及華嚴宗的思想時，有學者即強調其「圓
54 《大正藏》卷 45，頁 507下~508上。
55 T.  H.  Barrett,  ‘Religious Tradition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Buddhism and
Taoism’, in Paul S.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38-
163；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頁 423-427；Nicholas J. Jones,
‘Mereological Heuristics for Huayan Buddh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60, no. 3 (2010): 35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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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一面，以為華嚴宗旨在泯掉事物間的差別56，惟前
文已指出這一觀點當小心處理，以免混淆事物之間在理
論上和實際上沒有矛盾這兩個不同的立場。其實「六相圓
融」在華嚴宗思想的重要性，得與華嚴宗的「法界」理論
一起觀之，才能明顯57。如前文論及「法界」時所述，若從
事法界的角度觀之，每一事物均有其特性，這些特性無
異「六相」中的別相、異相和壞相；但循理法界的角度而
言，則每一事物的本質是「空」，故引申出事物與事物之
間當能並存不悖，此即為事事無礙法界得以可能的基礎58。
但我們已指出，事事無礙只是原則上可能，而如要現實
上可能，則有待我們的修持。簡言之，吾人得有廣闊的胸
襟和視野，才有機會發現不同事物的並存之理。在這一意
義下，由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到事事無礙法界
實是吾人世界觀改變的一個歷程59。與此相類，「六相」得
以「圓融」有賴吾人在是否能觀一事物的別相、異相和壞
相之餘，還能理解這些別相其實可以彼此之間有着同相，
從而成就一總相和成相。由於華嚴宗認為事物的本質是
「空」，故世界永遠有改變的可能。因此，華嚴宗的世界

56 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頁 119-

125；孫業成，《法藏圓融之「理」研究》，頁 248。
57 類似觀點，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三）》，頁 335-339；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年），頁
536；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頁 427-429。
58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552。
59 Dirck  Vorenkamp,  ‘Evil,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and  Faith  in  Chinese
Buddhism: Examining Fa Zang’s Three Test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2, no. 2 (2004): 25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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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當為動態，無有止境60。誠如法藏法師在《華嚴一乘教
義分齊章．卷一》所言：
所以說十者，欲應圓數，顯無盡故。61

由此，「六相圓融」實為一無限的概念。隨着事物的不斷
變化，新的矛盾亦會不斷出現。吾人若要消弭不同事物之
間的矛盾，唯一方法是不斷提昇自己，以令自己的眼界
能夠得以放寬62。換言之，「六相圓融」是一個永遠有待吾
人實現的境界。
如前文在述及「法界」時指出，華嚴宗認為經驗世界中的
每一事物均有兩面：一理，一事。一事物雖有其特性或殊
性，但本質為「空」；一事物的本質雖是「空」，但該事物
既是因緣而有，則其亦有自己所屬的形態。吾人若僅見事
物的特性或殊性，則事物之間的矛盾和分歧便容易放大，
以致彼此或不能共存；但我們若能知事物的本質為「空」
則這些所謂分歧實可隨着吾人修為的提升而有改變的可
能。因此，事物間縱有矛盾或衝突，但這些矛盾或衝突的

60 呂澂先生認為華嚴宗的世界觀為靜態，這一看法實值得商榷。見其《中國
佛學源流略講》，頁 366-367。有關更多華嚴宗的世界觀當為動態的討論，見
張澄基，〈華嚴境界與華嚴哲學〉；程石泉著，俞懿嫻編，《中西哲學合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 387-389。
61 《大正藏》卷 45，頁 503中。
62 更多討論，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台北：黎明文化，1992

年），頁 2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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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亦是「空」63。在理論上，不同的事物實可並存不悖64，
關鍵只是我們能否找到彼此的共存之理65。如蟑螂雖是害
蟲，但近年有科學家發現部分蟑螂能產生營養豐富的奶
汁。是以，遂有培養蟑螂以索取其奶汁，以提煉具營養價
值的超級食物之建議66。若是，則人類和蟑螂之間的衝突
乃非必然，而是隨着條件的改變，彼此或可成為伙伴。換
言之，由事法界到事事無礙法界實要經歷一修持的過程；
我們得有一定的修持才能臻事事無礙的境界67。在這一意
義下，「六相圓融」中的總相並非一具體的物體或空間，
而更類似吾人的眼界或視域68。只有不斷擴闊吾人的眼界，
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矛盾才能得以化解，「六相圓融」才有
實現的可能。至於我們當如何證入事事無礙法界和「六相
圓融」的境界，則涉及我們對華嚴宗判教理論的闡釋，這
63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148-150。
64 唐君毅先生即強調此義，見其《哲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頁 327-330。另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頁 552-553。
65 如勞思光先生所言，未發現一理，不代表即要否定一理。見其《家國天下
– 思光時論文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1-8。換言之，
我們現在縱未發現事物並存之理，但無阻吾人朝這一方向努力。
66 Sarah Young, ‘Cockroach Milk Could Be Next Superfood, Scientists Claim’, 
Independent 29 May 2018. 見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cockroach-milk-health-benefits-next-

superfood-trend-nutrients-gourmet-grubb-a8373826.html（於 2018年 9月 2日
搜查）
67 羅時憲講，陳雁姿編，《止觀大意講記》（香港：佛教法相學會，2017

年），頁 20； Kang-nam Oh,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Hua-yen
Buddhism’, in Chai-shin Yu ed., Korean and Asian Religious Tradition (Toronto:
Korean and related studies Press, 1977), pp. 64-82.
68 西田幾多郎對華嚴宗的闡釋即有類似觀點。詳見 Gereon Kopf, ‘Critical
Comments  on  Nishida’s  Use  of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2, no. 2 (2005): 313-329.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cockroach-milk-health-benefits-next-superfood-trend-nutrients-gourmet-grubb-a8373826.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cockroach-milk-health-benefits-next-superfood-trend-nutrients-gourmet-grubb-a83738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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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華嚴宗的判教理論，除了是其用以評比和融會其
他佛教理論的工具外，更是一套實踐的方法69。由於本文
的討論範圍是華嚴宗「同一性」思想及其當代意涵，而非
我們如何臻入華嚴宗具「同一性」色彩的理境，故本文有
關華嚴宗的判教理論當未能述及，而得另文再論。
討論至此，我們可得一小結：「法界」指出每一事物雖有
其特性，但彼此本質為「空」，故其符合「同一性」思想的
第二種意思，一如前述；由於事物的本質是「空」，故彼
此的矛盾非定然不變，而是有消解的可能。「六相圓融」
承此意，認為不同的事物在理論上實可共同構成一整體，
關鍵只是我們能否看得出事物之間實有合作的可能。換言
之，事物之間不但沒有矛盾，彼此更是潛在的合作伙伴，
其關係又比僅是強調「無礙」為密切。因此，「六相圓融」
符合「同一性」思想的第一種意思。由此，華嚴宗思想的
「同一性」色彩可謂非常明顯。以下，即討論這一思想的
特色，以明華嚴宗思想在相關哲學討論上的可能價值。
四、討論
循不同的角度看待一套思想，往往會對該套思想得出不
同的評價70。本文把華嚴宗放在「同一性」思想的脈絡下來

69 詳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三）》，頁 317-322；Peter N.
Gregory,  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136-153；鄧克銘，〈法藏判教思想中頓教的特色及
其異說〉，《鵝湖學誌》第 59期 (2017)：65-105。
70 詳見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從京都學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詮釋學》，
頁 1-16。



92

加以討論，究其原因，主要是首節提及的東、西方「同一
性」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均面對着某個問題，急待這些思想
以外的資源來加以補正71；假若華嚴宗能補正這一問題，
則華嚴宗思想的價值將更為明顯，有利鼓勵對華嚴宗思
想進行研究和更新。如前所述，海德格是西方哲學史上
「同一性」思想的代表人物，而道家思想則可謂東方文化
中的一個典型。惟兩者面對的問題畢竟為何? 這當是兩者
均有重整體而輕個體的傾向。
以海德格哲學為例，海氏前期哲學極重視主體，認為吾
人雖然是活在人際網絡之中，但不能因遷就別人而埋沒
自己的個性；但後期海德格卻把重點放在吾人一己當如
何與他人或他物共在一事上，直接做成其後期哲學有忽
視主體以順應群眾的後果72。最明顯者，是海氏選擇親近
納粹黨，並對後者所犯下的各種問題欠缺批評。事實上，
海德格這一行為與「同一性」思想當有直接關係。蓋循「同
一性」思想，世間一切事物只是天地的造化。若是，則事
物之間表面縱有不同，但吾人若能從一宏觀的角度觀之，
則這些不同實不必真值得我們介意。因此，海德格在反省
納粹黨在二次大戰所犯下的罪行時，竟認為其與平常瑣
事一樣不值得我們特別留意73。簡言之，海德格的「同一

71 Tze-wan  Kwan,  ‘Hegelian  and  Heideggerian  Tautologies’,  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88 (2005): 317-336.
72 張祥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 – 終極視域的開啟與交融》（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124-134。
73 詳見張鼎國，《詮釋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頁 58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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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想使其傾向循整體的角度看待問題，從而容易忽視
個體，其終使海氏在價值問題上選擇沉默，而成廣為人
詬病的地方74。
道家思想與海德格哲學面對近似的問題。蓋道家思想認為
社會之所以紛亂，是因為吾人有過強的慾望，亦即太有
為所致。誠如《老子．三十八章》所言：「夫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道家思想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建
議吾人要「無為」，透過控制自己的慾望和行為，使世界
萬物的發展和成長不會因我們的干預而受到破壞，從而
達到一種簡單恬靜的理想境界75。此即如《老子．三十七
章》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
化。」道家以上觀點對於人們生活普遍忙碌的現代社會固
有其啟示，但其缺點卻是對人文價值認識不足。這是因為
從整體的角度而言，社會中的一切創造和價值判斷都可
被視為是有為的表現。因此，真正的道家人物必不能主動
關懷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這種輕不著地的態度終使道
家欠缺回應社會議題的動力，其效果是只能培養隱士76。
回顧道家思想在魏晉後即未有長足發展，其當與道家思
想這一「同一性」性格有關77。

74 Tze-wan Kwan, ‘Hegelian and Heideggerian Tautologies’.
75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所涵蘊之問題》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頁 127-156。
76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頁 47-48。
77 唐君毅先生即以「超人文」來形容道家思想這一性格，見其《中國人文精神
之發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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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華嚴宗的「同一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
上述海德格哲學與道家思想的缺點。第一，華嚴宗雖強調
一整體概念，但其不否定個體的重要性。以「六相圓融」
為例，總相是由別相構成，沒有別相，亦不會有總相。而
別相有構成總相的同相，但亦有各自的異相。縱然不同別
相透過協同以構成一總相，以顯一成相，但別相不會因
此埋沒在總相之下，而仍能保持其異相，此壞相即保證
華嚴宗在強調整體之餘，不會忽視個體。換言之，是個體
之間固然能合作以成就一整體，但各個體又可保存自己
的個性。如前所述，有學者認為華嚴宗是泯掉一切事物的
個性，但其實剛好相反，華嚴宗的其中一個貢獻正是強
調一切事物的獨特性78。若是，則華嚴宗當能避免海德格
哲學和道家思想所要面對的問題，即重整體而輕個體，
以致對個體了解不足，從而輕視經驗世界的多樣性和複
雜性。簡言之，華嚴宗在重視整體之餘卻未有忽視個體，
故能避免如「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等纏繞不少現代國
家的問題。
第二，華嚴宗的整體概念是一動態概念，故事事無礙法
界或「六相圓融」均是一不斷有待吾人完善的境界。如前
文所述，事事無礙法界和「六相圓融」能否完成，取決於
一人的修為、眼界和胸襟，這是因為隨着社會變遷，必定
有新的事物和問題出現，而這些新的事物又會做成新的
矛盾。因此，事事無礙法界或「六相圓融」實以吾人當不
78 鐮田茂雄，〈中國的華嚴思想〉，收入玉城康四郎編，許洋生譯，《佛教思
想（二）：在中國的開展》（台北：幼獅文化，1985年），頁 159-192；方
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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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進步為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在這一意義下，華嚴宗的
「同一性」思想實有着積極和入世的一面79，並能因此而
保持一生命力。如當佛教面對道教和儒家的挑戰時，唐代
的宗密法師 (784-841) 即有利用華嚴宗思想以匯通儒、佛、
道三者的建議80；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近代儒哲唐君毅
先生則利用華嚴宗的判教理論以保持中國文化身份的同
時，強調中西文化當取長補短，以成就一新的人類文化81。
若是，則華嚴宗思想不但入世和極具人文關懷，其更是
甚為靈活和開放，乃至吾人對其實有無限創造的可能82。
事實上，傅偉勳 (1933 – 1996) 即指出華嚴宗思想能為現
今世界中如環保和宗教衝突等議題作出貢獻83。凡此優點，
很大程度上又與其「同一性」思想有關。
華嚴宗的理論繁複，要了解其主旨已然不易；加上現代
社會出現的問題日益複雜，華嚴宗思想如要有所發展，
以期能對各項議題更作貢獻，我們或要嘗試循不同角度
探討其可能價值。本短文即在這一背景下撰作，當中內容
實為一得之見，還請各方不吝指正。
79 Jin Y. Park, Buddhism and Postmodernity: Zen, Huaya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uddhist Postmodern Ethics (Plymouth: Lexington, 2008), pp. 161-188.
80 Peter  N.  Gregory,  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256-293.
81 King  Pong  Chiu,  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eiden: Brill, 2016), pp. 191-197.
82 Steve Odin, Process Metaphysics and Hua-yen Buddhism: A Critical Study of
Cumulative  Penetration  vs.  Interpenetration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pp.  41-43;  Joanna  Macy, Mutual  Causality  in  Buddhism and General
Systems  Theory:  The  Dharma  of  Natural  Systems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pp. 216-217.
83 傅偉勳，《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頁 109-111。



南北傳對“随息”在
安那般那念中的不同解釋

法慶

前言
安那般那念，簡稱為安般念（入出息念 ānāpānasm ṛti，
巴利：ānāpānasati）是佛陀教導的禪修方法之 一，它通
常被認為是佛陀早期教授的最重要的禪修方法。入出息
念定（ānāpānasati samādhi）的修習 可使我們消除煩惱1。
修行者體驗禪定後，能增加 對佛法的信心；對於阿羅漢
來說，入出息念定是當下愉快的居所。2

摩訶僧祇律中說，佛陀教導安般念的原因是因為有些比
丘在練習不淨觀（aśubhasmṛti）後自殺了。安般念會使
練習者開心並且不會討厭他们的身體。3

安般念涵盖了所有四念處。一切有部還認為，不淨觀
（aśubha）也涵盖了四念處，但是，安般念更為普遍。
當然，對於那些有强烈感官欲望的人，他们需要首先修
1 SN54：17-20（《南傳相應部》 第 54相應 第７-２０ 經）。
2 SN54：11。
3 大正 22，254b；SN.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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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不淨觀4。現代人思想雜念偏多，最好的方法是修習安
般念。5

一、 念處經
在早期經典中，最主要的禪修經是《念處經》。南

傳上座部有两部《念處經》:

1. 長部  22  經（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ṁ  大念處
经）

2. 中部 10 經（Satipaṭṭhānasuttaṁ 念處經） （中
阿含 98 念處經）

這两部内容一樣，長部 22 經多了最後四念處部分。
還有，最早有關四念處的經在《南傳相應 部》的

“47  念處相應中”（SN47 Satipaṭṭhāna Saṃyutta）和
《南傳增支部》的“念處部”（A9:63-72, Satipaṭṭhāna

Vagga）。
漢譯相對應的經有《雜阿含經·念處相應》共 54經，

但經文都很短，只是簡單的提到四念處， 南傳念處相應
經文長一些，有的經文很完整地講解了四念處。在《摩
訶般若波羅蜜經》中也解釋了有關四念處的修法。6

《中阿含·98念處經》中有異於巴利文《大念處
經》的地方：南傳安般念順序在 “身念處” 第一 位 ，
4《大毘婆薩論》大正 27，134b-c。
5《坐禪三昧經》大正 15, 273a:　若思覺偏多，當習阿那般那三昧法門。
6 大正 8，2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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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傳則以“四威儀”為第一7。南傳比較注重安 般念的修
習，而一切有部則着重不淨觀。8

二、安那般那念經
南傳中部《安那般那念經》(MN 118: Ānāpānasati

Sutta)  開示修習安般念十六種法門  （ ṣoḍaśa-ākāra-

paricaya 十六特聖），十六門分為 四組，與四念處相對
應。也就是說修安般念一項就包含了四念處。

北傳中阿含没有對應的經，但在雜阿含中“安那般
那念相應”中有相應的經（雜阿含 810經）。如果中阿
含為一切有部所傳，則一切有部好像不重視安般念修習，
或者說南傳比較重視安般念。

另，最早有關安般念的經在  《南傳相應部》  的
“54 安那般那念相應中”（S54 Ānāpāna Saṃyutta）。
北傳則有雜阿含《安那般那念相應》。
安那般那的定義：
《修行道地經》定義為：“出息為安，入息為般 9。”安
那般那是“出、入息”。 《清淨道論》解釋說“安那般
那”在律書中定義為 “出、入息”，在後期阿毘達磨論
書中定義為“入、出息”：

“出息”（assāsa）是外出的息，“入
7 大正 1，582b。
8 大正 27，205b：然尊者迦多衍尼子隨順契經，且說不淨觀名對面念。
9 大正 15，2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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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passāsa）是内入的息――這是根據毘
奈耶義疏說的。然而諸經的義疏則所說相反
（即以 assāsa為入息，passāsa為出息）。在
此（两說）中。一切的胎兒從母胎出來之時，
最初是内部的息先外出，然後外面的氣带着
微塵而進入内部，（更外出）觸口蓋後而滅
（故依律的義疏說為正當），當如是先知以
上的出入息（之義）。10

《大毘婆沙論》也有類似的說法。11

《達摩多羅禪經》雖然說“持風來入内，是故說阿
那12。”但全文主要用梵文音譯“安那般那”和 “安
般”，文中“入出息”和“出入息” 两者都用。

阿含經和早期翻譯的漢文經論用“出入息”來翻譯
安那般那。鳩摩羅什两者都用。以後的翻譯如玄奘用的
是“入出息”。
十六特勝

巴利經典《入出息念經》（中部 118經）中提到的
修習入出息念 (ānāpānasmṛti, Pali: ānāpānasati)的十六特
勝（勝行，方法）：觀吸、呼氣時，

（一）  吸呼氣長、（二）吸呼氣短、
10《清淨道論》頁 252（採用原巴利文頁碼，下同）。
11

 大正 27，133c27-134a ：有餘師說 。臨欲生時息風先出。 息風出已
名為已生。將欲死時息風後入不復更出名為已死。
12 大正 15，305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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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驗全身、（四）平靜身行
（五）  體驗喜、  （六）體驗樂、
（七）  體驗心行、（八）平靜心行
（九）  體驗心    （十）令心喜悦
（十一）令心等持（十二）令心解脱
（十三）觀無常  （十四）觀離欲
（十五）觀滅    （十六）觀捨遣

北傳《成實論卷十四》和《大毘婆沙論》引用阿含經的
十六特勝13所列的名稱相似：

（一）念息短、   （二）念息長、
（三）念息遍身、 （四）除身行
（五）覺喜、     （六）覺樂、
（七）覺心行、   （八）除心行
（九）覺心、     （十）令心喜、
（十一）令心攝、 （十二）令心解脱
（十三）無常行、 （十四）斷行、
（十五）離行、   （十六）滅行

天台宗（天台宗法界次第初門）：
（一～四） 

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長短、知息遍身、
（五～八）
除諸身行、受喜、受樂、受諸心行、
13 大正 27, 136a。 又，頁 135b說：“ 如契經說佛告苾芻。 吾欲两月宴坐。
汝等不须参問。唯除送食布洒他時。于是世尊入室宴坐。”内容與南傳巴
利文的雜部 54，11經 Icchānaṅgala sutta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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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
心作喜、心作攝、心作解脱、觀無常、
（十三～十六）
觀出散、觀離欲、觀滅、觀棄捨
天台宗， 把知息入出長短分为三項，没有 “覺心行”。

修習這十六種呼吸方法，分四组，每一組與四念處
相對應。可見這十六特勝涵蓋了四念處，修習者最終可
以證阿羅漢。
三、六妙門

在早期阿含經和巴利五部經中，没有提到六妙門，
只提到以上十六特勝。而十六特勝分为四組，第一組开
始，觀息長，息短；看起來容易，可實際修習時，初學
者很難觀到。
第一組四個的具體修習方法，經（中部 118經）中只是
說：

（一）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
長”；或者呼气長時，他知道：“我呼氣
長”。

（二）吸氣短時，他知道：“我吸氣
短”；或者呼氣短時，他知道：“我呼氣
短”。

（三）他學：“我將體驗全身而吸氣”；
他學：“我將體驗全身而呼氣”  (s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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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āyapaṭisaṃvedī) 。
（四）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吸氣”；

他 學 ： “ 我 將 平 靜 身 行 而 呼 氣 ”
(passambhayaṃ kāyasaṅkhāraṃ)。

後來阿毘達磨在解釋第一組時，讓初學者從數息開始，
也就是六妙門的由來。 如鳩摩羅什的《坐禪 三昧經》說
初學者修十六門時，修六妙門14。 現在 各派禪師在教導
弟子禪修時，多數從數息開始。六妙門是：

1. 數（數息）15

2. 隨（隨息不數）
3. 止（止息一處）
4. 觀（觀息因緣所生）
5. 轉（轉修其它念處）
6. 淨（念斷）
六門不會早於公元一、二世紀16。 巴利文經 裡没有

數 （gaṇanā）， 十六門是早期阿含經所 說，四門或六
門是後期發展的。學者如印順法師17、法光法師18、玉城
14 大正 15, 275b: 是十六分中初入息分，六種安那般那行。
15《解脱道論·卷第七》大正 32, 430b: 初坐禪人，從初出息，乃至入息。
从一至十，過十不算。復說從一至五，過五不算，不令意誤。是時當算，
乃至離算。從入出息事念住，此谓名算。
16 Florin Deleanu,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in the Dhyāna Sūtras.”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TICOJ) 
37, 1992, 42-57.
17 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頁 404-405。
18 Dhammajoti KL, “The doctrine of the six-stage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In Dhammajoti, KL and Karunadasa, Y (Eds.), 
Buddhist and Pali studies: in honour of the Venerable Professor 

102



康四郎19等多數同意此說20。 修習六門時，没有固定順序，
行者可忽略某一門。經文和論疏中有時解釋四門，有時
六門，八門等。解釋内容也有出入。

《安般守意經》講述四種念息21和六門22。 《解脱
道論》說：“先師說四種修念安般，所谓 算、隨逐、安
置、隨觀23。” “先師” （pubbācariya） 在這裡表明四
種修習安般念的方 法比該論文的組成日期更早。

法護譯《修行道地經》只提到四門說：“數息、隨
息、觀息、還淨。”24 此處定義 “還淨” 為“還淨之行
制其心”25；與六門相比，這裡的 “還淨”就包含於
“止”、“轉”和“淨”三項。也可以說這是早期的四
門，六門是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安世高譯的《大安般守意經》裡提到的六門：數、
隨、止、觀、還、淨。“淨”只是簡單定義為“念斷為
Kakkapalliye Anuruddh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639-650. 
19 Tamaki Kōshirō，Florin Deleanu所引，頁 54.
20 林昭益“試析數息法 中的‘六妙門’”法光 佛教文化研究所， 《法光学
壇》第一期（1997 年） 。
21 大正 15，165a：有四種安般守意行.…乃安般守意行，令得止意。
何等为四種？一為數，二為相隨，三為止，四為觀。
22 大正 15, 164b. 數息为地，相隨為犁，止为軛，觀為種， 還未雨， 淨為
行，如是六事，乃隨道也。
23 大正 32, 430b。
24 大正 15, 216a07。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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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26，没有像以後解釋淨為为果位。
印順法師的結論是，對應於六門的前四種修習方法

是早期教學，而六門則是後來開發的。“四事是含得六
事的；一般的四事與六妙，從此分化出來。可說四事
（含六事的）是概略的古說，六門是精析的新義27。”
法光法師認為，雖然南方巴利和 北方傳统都用四門修習，
但六門教義起源於北方的阿毘達磨傳統。28

為什麼不直接修習十六勝行而修習六妙門？
在修習四念處時，初學者雜念太多，不易觀身，所

以先修六門。《大安般守意經》說：
問: 

何以故不先内外觀身体, 反先數息、相 隨、止
觀、還、淨？報: 用意不淨故, 不見身；意已
淨，便悉見身内外。29

《坐禪三昧經》總結了修習六妙門的次第：30

1. 若初習行，當教言，一心念“數入息出
息”，若長若短數一至十。

2．若已習行，當教言，數一至十，“隨息入
26 大正 15, 164b:  數息斷外，相隨斷内，止為止罪，行觀却意，不受世間為
還，念斷為淨也。意亂當數息，意定當相隨，意斷當行止，得道意當觀，
不向五陰當還，無所有當為淨也。多事當數息，少事當相隨，家中意盡行
止，畏世間當觀，不欲世間為還，念斷為淨也。
27《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頁 404-405。
28 Dhammajoti, The Doctrine of the Six-stage, 648.
29 大正 15, 167c。
30 大正 15，2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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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念與息俱，止心一處。
3. 若久習行，當教言，數、隨、

止、觀、轉、觀清淨。阿那般那三昧，
六種門十六分。

可以理解為：初學者，修數息；進一步修數，後修
隨、止。高級階段，則修六妙門和十六特勝。
四、隨息
《大毘婆沙論》對隨息觀的解釋

隨者，繫心隨息從外入内：謂從“口
鼻”流至“咽喉”，復從“咽喉”流至“心
胸”，復從“心胸”流至“臍輪”；如是輾
轉乃至“足指（趾）心”，皆隨逐心。復隨
息從内出外：半麻一麻，半麥一麥，半指節
一指節，半指一指，半搩31手一搩手，半肘一
肘，半尋一尋，乃至廣說；隨根勢力，息去
近遠，心皆隨逐。32

這裡主張隨息到脚趾說，與莊子所說一樣：“真人
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33

論中還給予了補充，認為入出息隨身，指從 口入
息後到臍輪，後漸漸流散到全身：
31 zhé　張開拇指、中指或食指。参看《漢語大字典》。
32

 大正 27，135a。
33 参看，《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絕不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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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入出息風為先入耶，為先出耶？
答：應說先入。謂此息風先入口鼻，流

至咽喉，復從咽喉流至心胸，復從心胸流至
臍輪，復從臍輪漸漸流散，遍諸肢節。

有說：“先出。謂臍輪中有息風起流散
上下，開諸毛孔方出至外。”評曰：“彼不
應作是說，息風不能開毛孔故。應作是說，
有業生風開諸毛孔，毛孔开已乃有息風於中
入出。”34

“業生風”也就是息念有所成就後的行者，如下解
釋：

問：
此觀息風，從鼻而入還從鼻出？何故乃

說“我覺遍身入出息”耶？答：息念未成，
觀入出息從鼻入出。息念成已，觀身毛孔猶
如藕根，息風周遍于中入出。35

《禪經》
《達摩多羅禪經》給隨的定義：“修行出入息，隨

34 大正 27, 136a。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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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起處，如是知升進，能離外貪著36。” “隨到所起
處”，這裡的所起處可能是臍部，隨息從鼻到臍。《大
毘婆沙論》解釋隨息到足趾心。

《坐禪三昧禪經》也說修隨息念時，不數即是隨；
修止息時才知息從臍、心等輪出入：

已得數法，當行隨法，斷諸思覺。入息
至竟，當隨莫數一；出息至竟，當隨莫數二。
譬如負債人，債主隨逐，初不捨離，如是思
惟。

已得隨法當行止法。止法者，數隨心極
住意風門，念入出息。譬如守門人，門邊住，
觀人入出。止心亦爾，知息出時，從臍、心、
胸、咽、至口鼻；息入時，從口、鼻、咽、
胸、心、至臍。如是繫心一處，是名為止。37

《順正理論》進一步解釋
心隨息出入，經過喉、心、臍等到足指，為修習

“知息遍身”的一部分。
隨謂繋心，隨入出息，念入出息，為短

為長為遠至何。復還旋返，且念入息，為行
遍身為行一分，隨彼息入，行至喉、心、臍、

36 大正 15，306b。
37 大正 15, 27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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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髀、膝、脛踝、足指，念恆随逐。38

眾賢還繼續列舉其它两種的解釋，反駁世親對這两
者的批判：

有餘師言：念此入息從足下出，穿度金
輪下至風輪39，復還旋返。若念出 息離身為至
一磔（zhé）一尋，隨所至方念恒隨逐。有餘
師說：念出息風至吠嵐婆（猛風）復還旋返。

經主於此斥彼師言40，“此念眞實 作意
倶起，不應念息至風輪等。”彼言息念本根
雖與實作意倶，中間有餘勝解作意相應起者，
為令眞實作意速成。故於中間起斯假想，雖
爾無有出息念失，以息念加行意樂不歇故。41

眾賢認為隨“息從足下出，穿度金輪等”，是觀想的方
法（勝解作意）為了成就實修，無過。
《清淨道論》反對隨觀“喉、胸、臍輪”
《清淨道論》在第八品中有詳細解釋如何修習安般念。
初學者“親近阿闍梨而住”，“憶念三寶的功德，令心

38 大正 29，674a。
39 佛光辭典：古代印度之宇宙論主張，在世界最下为虚空，虚空之
上有風輪（梵 vāyu -maṇḍala ），風輪之上復有水輪（梵
jala -maṇḍala ），水輪之上復有金輪（kāñcana-maṇḍala）。
40 經主是《俱舍論》作者世親，大正 29，118b7-8。
41 大正 29，67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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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受持阿闍梨的所教”。此修習安般念有七種：42

（1）數――算（出入息）。
（2）隨逐――為隨行。
（3）觸――為觸處。
（4）安住――為安止。
（5）觀察――為毘鉢舍那（觀）。
（6）還滅――為道。
（7）遍淨――為果。

英譯《清淨道論》為八種：轉回（ look back on

those）。
以上七種，第三“觸”和第四“安住”是一起修的，

也可以理解为六門。《清淨道論》主張出入息自然，反
對觀想身輪。

隨逐即放棄了數以念隨行于不斷的出息
入息，然亦不是隨行于（出入息的）初中後
的。即外出的息以臍為初，以心臟為中，以
鼻端為後；内入的息以鼻端為初，以心臟為
中，以臍為後。

若隨行于此等（出入息的初中後），則
彼（瑜伽者）的心散亂而至熱惱及動亂。即
所謂：“以念隨行於出息的初中後者，由於
他的内心散亂，則身與心皆成熱惱、動亂而
顫動。以念隨行於入息的初中後者，由於散

42《清淨道論》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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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於外的心，而身與心皆成熱惱、動亂而顫
動”。是故以“隨逐”作意者，不應以（出
入息的）初中後作意，但以“觸”及“安
住”而作意。43

《清淨道論》用了大量的篇幅批駁隨鼻、心、臍輪
等，“身與心皆成熱惱、動亂而顫動”，應修止（“觸
”及“安住”）。

《清淨道論》最後總结說修習安般念的長處是臨终
時可自知時至：“如果是修習此十六事的安般念而證阿
羅漢的比丘，則必定知其壽命的期間。他既得知‘我的
壽命只能維持這樣長，更無多的了’，能够自己作其自
然的（沐浴剪髮等）身體之事及穿着衣服等的工作，然
後閉其眼睛。”44

五、總结
安那般那念是佛陀早期教授的禪修方法之一。在南傳中
部、相應部和北傳的雜阿含中，佛陀 解說修習入出息念
可以贯通四念處，分为十六種層次或方法（十六特勝）。
對於初學者來說觀呼吸長短很難，所以在阿毘達磨論中
有建議初學者先修習四門或六門（六妙門）；其中，數
息、隨息、止息、觀息是南北傳的共同解釋。現代多數
禪師在教授禪修時，教學生從數息入手。
43《清净道论》页 286。
44《清淨道論》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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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門的前四種修習方法是早期教學，而六門則是後來開
發的。對隨息的解釋，《大毘婆沙論》認為入出息隨身，
指從口鼻入息后，經過喉、心、臍輪，最後抵達脚趾心。
息念有所成就者，“毛孔猶如藕根，息風周遍於中入
出”。誠如莊子所说：“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
喉。”
《順正理論》進一步解釋心隨息出入，經過喉、心、臍、
髋髀、膝、脛踝到脚趾，為修習“知息遍身”的一部分，
“念恒隨逐”。認為修習隨息可以用觀想的方法（勝解
作意）以成就實修。
《達摩多羅禪經》說隨息從鼻到臍，“修行出入息，隨
到所起處（臍部）”。《坐禪三昧禪經》說“不數即是
隨”。《清淨道論》主張出入息自然，反對觀想身輪。
現代人思想雜念偏多，最好的方法是修習安般念。相對
其它禪修方法，修習安般念比較容易。修習安般念臨终
時，行者可自知時至，進而把握生死。
為什麼有部主張修習隨息念時，觀息風出入喉、心、臍、
髖髀、膝、脛踝到足趾？有部重视不淨觀、白骨觀，在
這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有部大禪師在修習安那般那
念时，是與白骨觀一起修的。因為，白骨觀配安般念，
禪修效果更快！

111



参考書
主要略語
AN=Aṅguttara Nikāya. 南傳增支部
DN =Dīgha Nikāya 南傳長部 

MN=Majjhima Nikāya 南傳中部
SN= Saṃyutta Nikāya 南傳相應部
中=中阿含
雜=雜阿含
増一=増一阿含
大正=大正藏，如“大正 15”意思是，大正藏 第 15 册。
 

《南傳中部 10 經·念住大經 》(M10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中阿含 98經·念處經》
(大正 1)《中阿含 81經·念身經》(大正 1,頁 554） 
<http://www.dhammarain.org.tw/   canon/canon1 .html> 《南傳中部 118經·入出息念經》 (M118 

Ānāpānassatisuttaṃ）《雜阿含 810經》 

（大正 2, 頁 208）
《大智度論·卷第 19、48》大正 25, No.1509

《安般守意經》 大正 15, No.602 

《達摩多羅禪經》 大正 15, No.618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 26、40、187》
大正 27, No.1545

112

http://www.dhammarain.org.tw/


《坐禪三昧經》大正 15, No.514

《禪秘要法經》大正 15, No.613

《思惟要略法》大正 15, No.617

《清淨道論》覺音著 葉均譯，桃園中平精舍，2010 年 

(引用將用原巴利文頁碼)。
無着比丘 (Bhikkhu Anālayo) 著，(2013)《念住： 通往

證悟的直接之道》，香光書鄉編譯組：釋自鼐、
釋恒定、蘇錦坤、温宗堃、陳布燦、王瑞鄉譯，
嘉義市：香光書鄉。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ya/Sati_index.
htm  >印順《說      一切有部      為      主的      論書與論師      之研究      》

正聞出版社， 1992.

戒喜西亞多等著，(2012)《馬哈希尊者傳》，温宗堃、
何孟玲中譯、U Min Swe英譯， 台北： 佛陀原始
正法學會。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Mahasi Sayadaw], Taipei: Mula Buddha Sāsana 
Center, 2012.     林昭益”試析數息法中的“六妙門”'. 《法光學壇》 

第一期(1997 年)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林崇安《北傳止觀禪修的要義》中壢市内觀教育基金

会，2011. 

温宗堃“《中部》〈念處經〉四念處禪修方法之研
究”，台灣第三届宗教与心靈改革研討會 1999 年
11 月 26 - 28 日。

Bhikkhu Bodhi“正念的真正意思為何――巴利聖典的觀
113

http://cbetaonline.dila.edu.tw/zh/Y0034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ya/Sati_index.htm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ya/Sati_index.htm


點”《福嚴佛學研究·第九期》頁 1-22（民國 103 

年） 

Bhikkhu Bodhi著，(2006) 〈《新相應部英譯》 導論〉
(PDF)，温宗堃 譯， 《福嚴會訊》 11 期，頁 60 - 

77。[Chinese translation of Bhikkhu Bodhi's 
'Introduction to The Connected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Fuyan Magazine No.11, Hsinchu: Fuyan 
Buddhist Institute. 
<http://tkwen.sutta.org/Intro_CDB.pdf  >

Bhikkhu Bodhi. trans.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 trans.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附錄
1、《毘婆沙論》釋六妙門
此持息念由六因故應知其相。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轉六
淨。（大正 27，134c）
數息、算法、算數修習  
1. 满數者，謂從一數至十。
2. 减數者，謂於二等數为一等。（清淨道論中，
初階者修）
3. 增數者，謂於一等數為二等。（清淨道論中，
進階者修）
4. 亂數者，謂數過十。有餘師說。於入謂出於出謂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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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亂數。復有說者。數無次第故名亂數。
5. 淨數者，於五入息，數為五入；於五出息，
數為五出。
問為先數入息為先數出息耶。答先數入息。後數出息。
以生時息入死時息出故。又如是觀身心安稳
(kṣema) 非顛倒故。又如是觀顯於生死先入後出非 顛倒
故。（大正 27，134c-135a）
隨
隨者：繫心隨息從外入内，謂從“口鼻”流至“咽喉”，
復從“咽喉”流至“心胸”，復從“心胸”流至“臍
輪”。如是輾轉乃至“足指心”皆隨逐心復隨息從内出
外，半麻一麻，半麥一麥，半指節一指節，半指一指，
半搩（zhé　張開拇指、中指或食指） 手一搩手，半肘
一肘，半尋一尋，乃至廣說。隨根勢力，息去近遠心皆
隨逐。（大正 27，135a）
止
止者：謂觀息風初住“口鼻”，次住“咽喉”，次住
“心胸”次住“臍輪”，輾轉乃至後住“足指”。隨息
所止心住觀之。有說，止者，住心觀息遍住身中如珠中
縷。（大正 27，135a）
觀
觀者：謂此息風若至“口鼻”能審觀察，若至“咽喉”
亦審觀察，如是輾轉乃至“足指”亦審觀察。觀息風已。
復作是念，此風聚中有四大種。此四大種生諸造色。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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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色是心、心所所依止處。如是行者。觀息为先輾轉
遍能觀五取蕴。（大正 27，135a）
轉
轉者：轉此入出息觀起身念住，輾轉乃至起法念住。
（大正 27，135a）
淨
淨者：從暖（勝道如火，能燒惑薪，聖火前相，故名为
暖）乃至無學。有說。四種順抉擇分亦是轉攝。淨謂始
從苦法智忍乃至無學。有說。從四念住位乃至金剛喻定
皆是轉攝。有煩惱故未名为淨。盡智起後方名为淨。
（大正 27，135a）
復次此中數作二事。一能數入出息。二能捨耽嗜。（大
正 27，135a）
依尋隨作二事。一能隨入出息。二能捨出離。
依尋止作二事。一能止住息。二能住等持。
觀作二事。一能觀入出息。二能取心心所法相無所遺漏。
轉作二事。一能轉息觀。二能入諦觀。有說。轉作二事。
一能捨異生性。二能得聖性。有說。轉作二事。一能捨
煩惱。二能淨智見。
淨作二事。一能觀聖諦。二能入聖道。（大正
27，135b）
2、根據具体情况，行者可調整修習方法
天台《小止觀》：若欲調之當依三法。 一者下着安心。
二者寬放身體。三者想氣遍毛孔出入通同無障。若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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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令息微微然。息調則眾患不生。其心易定。
何等為沉相。若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 頭好低垂。 是
为沉相。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可
治沉。
何等为浮相。若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緣此是
浮相。爾時宜安心向下。繫緣臍中制 諸亂念。心即定住
則心易安靜。舉要言之不沉不浮。是心調相。
其定心亦有寬急之相。定心急病相者。由坐中攝心用念。
因此入定是故上向。 胸臆急痛當寬放其心想。 氣皆流下
患自差矣。
若心寬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逶迤。或口中涎流或時
暗晦。爾時應當歛身急念。令心住緣中。身體相持以此
为治心。有澁滑之相推之可知。是為初入定調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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