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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疏．十地品》釋經方法探析

∗

釋正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之釋經體例，與其它各品不同之處，即是
部分依據《十地經論》來造疏，這是承襲智儼《華嚴經搜玄記．十地品》、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十地品》而來。所以，祖師們在詮釋〈十地品〉時，
除了依據《華嚴經》之外，還涉及到《十地經論》，已成為一般注疏者之
共識。
本文主要探析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的釋經方法，分為三個部分
來說明。首先，介紹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釋經方式的承襲與開展，
主要是指承襲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十地品》在每一釋文前的七門分別，
以及補充古德釋經之四項不足，可謂突破舊傳統，創造新方法。其次，考
察澄觀引用經論的情形，包括明引與暗用兩種，本文只針對明引部分做分
析。澄觀明引之經論超過四十部，太過於龐大，再予以抉擇，以引用次數
較多且具有系統性的五部論書為主：《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成
唯識論》、《大智度論》、《俱舍論》。最後，是詞義的解釋，澄觀的《華
嚴經疏》是隨文釋義的注疏，運用了中國傳統的訓詁學對經典進行解說。
因此本文有必要對詞義的解釋進行探討，即分別從三個面向來釋義：詞義
的訓解、佛教名相的解釋、依相對概念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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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澄觀對於《華嚴經》之注疏為《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以下簡稱《華
嚴經疏》），共六十卷，又稱《新華嚴經疏》、《清涼疏》、《華嚴大疏》、
《大疏》，收於《大正藏》第三十五冊，本文探討的範圍為〈十地品〉，
故只有卷三十一至四十四的部分。目前學界對於澄觀的相關研究，主要有
大陸學者胡民眾，其碩論為《澄觀及其佛學思想》，以及博論《澄觀佛學
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判教理論、性起思想、心性學說、佛性理論、四
法界理論等五個方面， 1 皆與《華嚴經疏．十地品》無關。此外，還有日
本學者鎌田茂雄的《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
〈華嚴思想の形成と展開──その社會史的考察〉共五章，其中第四章為
〈清涼澄觀の社會的立場〉；第二部分為〈澄觀の宗教の思想史的考察〉
共七章。2 整部書大約有 72.3%皆以澄觀為研究對象，但對十地的探討只是
一鱗半爪，微乎其微。
學界探討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相關的著作，大致有以下一本專
書及三篇論文：（1）釋賢度，《華嚴經十地品淺釋》上下冊，從書名似乎
看不出與澄觀的《華嚴經疏》有關，但作者於其「前言」中就點出，講解
《華嚴經．十地品》將參考《華嚴經疏鈔會本》，亦即配合八十《華嚴》、
《華嚴經疏》、《演義鈔》三者來解說。 3（2）楊維中，〈論《華嚴經．
十地品》的佛學思想及其對中國佛學的影響〉，分三項加以論證，其中第
二項的第二部分「〈十地品〉所言十地的修行諸行相」，是依據澄觀之注
疏為主，來說明十地的修行內容以及所證得的相狀。 4（3）釋覺清，〈《華
嚴經》〈十地品〉難勝地之菩薩行──以澄觀疏解為主〉，主要是說明澄
觀對五地菩薩修行內容之看法，亦即十地中只有介紹第五地。 5（4）拙著，

1

參胡民眾，《澄觀及其佛學思想》、《澄觀佛學思想研究》，目次 1-2。

2

參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目次 2-8。

3

參釋賢度，《華嚴經十地品淺釋》，頁 1。

4

參楊維中，〈論《華嚴經．十地品》的佛學思想及其對中國佛學的影響〉，
頁 213-252。

5

參釋覺清，〈《華嚴經》〈十地品〉難勝地之菩薩行──以澄觀疏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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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科判探析〉，主要探討《華嚴經》及〈十地
品〉的組織結構、通論〈十地品〉之科文、〈十地品〉之十分科判等三個
面向。所以，目前學界對《華嚴經疏．十地品》的研究，仍稍嫌不足。 6
澄觀的《華嚴經疏》，乃是解釋唐譯八十《華嚴經》之文，但經筆者
發現〈十地品〉的釋經體例與前面各品有所不同，其原因何在呢？是澄觀
自己獨創，抑有所承襲呢？澄觀在造疏時，出現體例不統一的現象，並非
自己獨創，乃是承襲智儼《華嚴經搜玄記．十地品》、法藏《華嚴經探玄
記．十地品》而來。所以，祖師們在詮釋〈十地品〉時，除了依據《華嚴
經》之外，還涉及到《十地經論》，這已成為一般注疏者之共識。
欲了解《華嚴經疏．十地品》的義理，必先了解其釋經方法，故本論
文擬探析澄觀之釋經方法，分為三個部分來說明。首先，釋經方式的承襲
與開展，包括承襲法藏釋文前的七門分別，以及補充古德釋經之四項不足。
其次，經論的引用，主要針對五部明引的論書中，具有系統性部分進行考
察。再者，詞義的解釋，分別從三個面向來釋義：詞義的訓解、佛教名相
的解釋、依相對概念釋義。

二、釋經方式的承襲與開展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的釋經方法，包括承襲與開展兩種方式。
承襲是指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在每一地釋文前的七門分別，乃承
襲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十地品》而來。開展是指其發現古德釋經方式仍
有不足之處，故予以修正，可謂突破舊傳統，創造新方法。

（一）釋經方式的承襲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在每一地釋文前，結構上皆參考法藏的《華
嚴經探玄記．十地品》。在「說分」的十地中，法藏就每一地分為七門：
「就初地中略作七門：一、釋名；二、來意；三、斷障；四、證理；五、
頁 33-62。
6

參拙著，〈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科判探析〉，http://www.huayencollege.
org/thesis/PDF_format/2012_001.pdf，201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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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六、得果；七、釋文。」 7 澄觀亦承襲法藏之說法：「就初地中七
門分別：一、來意；二、釋名；三、斷障；四、證理；五、成行；六、得
果；七、釋文。」 8 只是澄觀將法藏的第一門、第二門順序對調而已。
十地中，每一地分為七門，其中前六門的詮釋，亦是參考法藏的說法，
法藏廣引諸經論對六門加以說明，但澄觀並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有所抉擇，
筆者從中歸納出其十地六門整體引用的經論比法藏更少，且更具有系統性。
在初門「來意」中，法藏沒有固定引用何種經論，且引用的次數不多。
澄觀在四地焰慧地指出：「所以來者，《瑜伽》七十八引《解深密》」 9，
是指《解深密經》的原文，在《瑜伽師地論》中被引用，故《瑜伽師地論》
的原文，出自《解深密經》。《解深密經》有八品， 10 除〈序品〉外，其
餘正宗七品皆收錄在《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五至卷七十八。澄觀指出「《瑜
伽》引《解深密》」，應視為一部或二部經論呢？法藏視為《瑜伽》、《深
密》為二部經論， 11 筆者也擬參照法藏的作法，視為二部經論。澄觀在六
門中，唯獨「來意」一門，引用的經論比法藏還多，但更具有系統性，即
四至十地皆引用《瑜伽師地論》。茲列表如下：

7

《華嚴經探玄記》卷 10，《大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300 上 14-16。

8

《華嚴經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6 上 18-19。

9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8 下 22-23。

10

《解深密經》八品：〈序品〉、〈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心意識相品〉、
〈一切法相品〉、〈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分別瑜伽品〉、〈地波羅蜜
多品〉、〈如來成所作事品〉。

11

《華嚴經探玄記》卷 10 云：「依《瑜伽》七十八及《解深密經》第四，同約
二義釋。彼云：『成就大義，得未曾得出世間心，生大歡喜故。』」（《大
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300 上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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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來意」門
祖師
地名

法藏

澄觀

二地

《十地論》

《十地論》

三地

《解深密經》

《解深密經》

四地

五地
六地

《解深密經》、《十地論》 《瑜伽論》、《解深密經》、
《十地論》
《十地論》、《仁王經》、 《瑜伽論》、《十地論》、
《瓔珞經》

《仁王經》、《瓔珞經》

《唯識論》

《瑜伽論》

七地
八地

《瑜伽論》
《梁釋論》、《莊嚴論》

《莊嚴論》

九地
十地

《梁釋論》、《瑜伽論》、

《瑜伽論》
《十地論》

《瑜伽論》、《十地論》

第二門「釋名」中，法藏十地皆引用的經論有：《成唯識論》、《攝
大乘論》、《十住毘婆沙論》、《解深密經》；引用超過六次的經論有：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瑜伽師地論》、《金光明經》、《仁王
經》、《大乘莊嚴經論》。澄觀十地皆引用的經論有：《成唯識論》、《攝
大乘論》；引用超過六次的經論有：《十住毘婆沙論》、《瑜伽師地論》、
《解深密經》、《金光明經》、《大乘莊嚴經論》。釋名中，澄觀十地皆
引用者，集中在唯識論書《成唯識論》及《攝大乘論》，法藏則廣引四部
經論。此外，法藏廣引《世親攝論》、《無性攝論》、《仁王經》此三部
經論，澄觀則較少引用。茲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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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釋名」門
祖師

法藏

地名

《唯識論》、《攝論》、

澄觀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十住論》、《瑜伽論》、
初地

《十住論》、《瑜伽論》、

《解深密經》、《十地論》

《解深密經》、《十地論》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世親攝論》、《十住論》、
二地

《十住論》、《瑜伽論》、

《瑜伽論》

《解深密經》、《十地論》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十住論》、《瑜伽論》、
《十住論》、《瑜伽論》、
三地

《十地論》、《金光明經》、

《解深密經》、《十地論》、 《智論》、《仁王經》
《金光明經》、《顯揚論》、
《智論》、《仁王經》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瑜伽論》、《解深密經》、
《十住論》、《瑜伽論》、
四地

《金光明經》、《顯揚論》、

《解深密經》、《金光明經》、 《莊嚴論》
《顯揚論》、《智論》、
《莊嚴論》
《唯識論》、《攝論》、

五地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世親攝論》、《十住論》、
《梁釋論》、《十住論》、

《瑜伽論》、《解深密經》、

《瑜伽論》、《解深密經》、 《顯揚論》、《仁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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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經》、《顯揚論》、 《莊嚴論》
《仁王經》、《莊嚴論》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世親攝論》、《十住論》、
《梁釋論》、《十住論》、
六地

《瑜伽論》、《解深密經》、

《瑜伽論》、《解深密經》、 《莊嚴論》
《十地論》、《金光明經》、
《仁王經》、《莊嚴論》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十住論》、 《世親攝論》、《十住論》、
七地

《解深密經》、《十地論》、 《解深密經》、《金光明經》、
《金光明經》、《仁王經》、 《仁王經》、《莊嚴論》
《莊嚴論》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世親攝論》、《十住論》、
八地

《梁釋論》、《十住論》、

《解深密經》、《金光明經》、

《解深密經》、《金光明經》、 《仁王經》
《仁王經》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無性攝論》、《十住論》、
《十住論》、《瑜伽論》、
九地

《瑜伽論》、《解深密經》、

《解深密經》、《金光明經》、 《金光明經》、《智論》、
《智論》、《仁王經》、

《仁王經》、《莊嚴論》

《莊嚴論》
《唯識論》、《攝論》、

《唯識論》、《攝論》、

《無性攝論》、《十住論》、 《無性攝論》、《十住論》、
十地

《解深密經》、《金光明經》、 《瑜伽論》、《金光明經》、
《仁王經》、《莊嚴論》

《莊嚴論》、《起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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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門「斷障」中，法藏十地皆引用《成唯識論》、《梁釋論》、《十
地經論》；《金光明經》則從三地至十地，引用八次之多。澄觀十地皆引
用的只有《成唯識論》，且有些是暗用，沒有指明出自《成唯識論》。第
四門「證理」中，法藏十地皆引用《成唯識論》；引用超過七次的論典為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辯中邊論》。澄觀只有《成唯識論》十
地皆引用，且有些是暗用。斷障、證理二門中，澄觀十門皆引用的論書集
中在《成唯識論》；法藏於斷障中，十門皆引用的論書則有三部，證理只
引用《成唯識論》。法藏於斷障、證理二門中，廣引諸經論，澄觀則以《成
唯識論》為主，其它經論則較少。茲列表如下：
表 3：「斷障」門
祖師

法藏

澄觀

《唯識論》、《梁釋論 》、

《唯識論》、《梁釋論 》、

《十地論》、《寶性論》

《十地論》

《唯識論》、《梁釋論 》、

《唯識論》

地名
初地

二地

《十地論》
《唯識論》、《梁釋論 》、

三地

《唯識論》、《十地論》

《瑜伽論》、《解深密經》、
《十地論》、《金光明經》
《唯識論》、《世親攝論》、 《唯識論》

四地

《梁釋論》、《瑜伽論 》、
《解深密經》、《十地論》、
《金光明經》
《唯識論》、《梁釋論 》、

五地

《瑜伽論》、《解深密經》、
《十地論》、《金光明經》

《唯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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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論》、《梁釋論 》、
六地

《唯識論》

《瑜伽論》、《解深密經》、
《十地論》、《金光明經》

七地

八地

《唯識論》、《梁釋論 》、
《十地論》、《金光明經》
《唯識論》、《梁釋論 》、

《唯識論》

《十地論》、《金光明經》
《唯識論》、《梁釋論 》、

九地

《唯識論》

《唯識論》

《解深密經》、《十地論》、
《金光明經》
《唯識論》、《梁釋論 》、

十地

《唯識論》

《十地論》、《金光明經》、
《集論》

表 4：「證理」門
祖師
地名

初地

二地

三地

法藏

澄觀

《唯識論》、《世親攝論》、 《唯識論》、《梁釋論》
《無性攝論》、《梁釋論》
《唯識論》、《無性攝論》

《唯識論》

《唯識論》、《梁釋論 》、

《唯識論》、《梁釋論》

《無性攝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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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論》、《世親攝論》、 《唯識論》
四地

《無性攝論》、《梁釋論》、
《中邊論》
《唯識論》、《攝論》、

五地

《唯識論》

《世親攝論》、《梁釋論》、
《中邊論》
《唯識論》、《攝論》、

六地

《唯識論》、《攝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中邊論》
《唯識論》、《攝論》、

七地

《唯識論》

《世親攝論》、《無性攝論》、
《中邊論》

八地

九地

十地

《唯識論》、《世親攝論》、 《唯識論》
《無性攝論》、《中邊論》
《唯識論》、《無性攝論》、 《唯識論》
《中邊論》
《唯識論》、《世親攝論》、 《唯識論》
《無性攝論》、《中邊論》

第五門「成行」中，法藏三至十地皆引用《大乘莊嚴經論》，澄觀則
沒有引用任何經論。第六門「得果」中，法藏十地皆引用《梁釋論》，三
至十地共八地引用《金光明經》；澄觀則十地皆引用《梁釋論》，有些是
暗用。成行、得果二門中，澄觀只有「得果」一門引用經論，以《梁釋論》
為主，其它經論較少；法藏則以《大乘莊嚴經論》、《梁釋論》、《金光
明經》為主。茲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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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得果」門
祖師

法藏

地名

澄觀

初地

《唯識論》、《梁釋論》

《唯識論》、《梁釋論》

二地

《梁釋論》

《梁釋論》

三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金光明經》

四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

五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

六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

七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

八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

九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金光明經》

十地

《梁釋論》、《金光明經》

《梁釋論》、《金光明經》

第七門「釋文」，主要詮釋八十《華嚴．十地品》的內容，其體系過
於龐大，無法一一列舉，留待日後另闢專文處理。綜上分析，法藏十地六
門中，引用的經論較多、較雜：「釋名」，引用《成唯識論》、《攝大乘
論》、《十住毘婆沙論》、《解深密經》；「斷障」，引用《成唯識論》、
《梁釋論》、《十地經論》、《金光明經》；「證理」，引用《成唯識論》；
「成行」，引用《大乘莊嚴經論》；「得果」，引用《梁釋論》、《金光
明經》，所以法藏引用的經論不局限於唯識的經典，且其譯者也較多，包
括：鳩摩羅什、曇無讖、真諦、菩提流支、波羅頗蜜多羅、玄奘等，較無
特定的譯者。澄觀雖承襲法藏的思想，但有所抉擇，可看出更具有系統性：
「來意」，引用《瑜伽師地論》；「釋名」，引用《成唯識論》、《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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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論》；「斷障」、「證理」二門，引用《成唯識論》；「得果」，引用
《梁釋論》。由上可知，澄觀十地六門所引用的經論，主要的是唯識論書，
而且以玄奘所翻譯的著作為主，包括：《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
《攝大乘論本》三部，以及真諦所譯的《梁釋論》一部。

（二）釋經方式的開展
澄觀於《華嚴經疏．十地品》的釋經方法，雖有所本，亦有其創見之
處，於《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以下簡稱《演義鈔》）就說「釋
文」部分，異於古者有四項，所以這四項可說是其釋經的開展，也是其注
疏的獨特之處，分述如下：

1. 經論對會
對照經論來注疏，乃承襲淨影慧遠的注疏方式，《演義鈔》云：「謂
論先具牒經文，後以論釋。遠公先委釋經，後復釋論，後人多取遠公釋論
之文，不觀前文釋經之處，故多闕略。今皆對會二處釋文，為一異也。」
12

淨影慧遠的注疏方式，是先引述經文再釋論， 13 但後代祖師在注釋〈十

地品〉時，只選取慧遠釋論之文，而忽略了釋經之文。澄觀認為後人注疏
方式有缺失，故對會經論二文，以補其不足。今列舉一段注疏，說明如下，
《華嚴經疏》云：
三、「在他化」下，處勝。論云：「此處宮殿勝故。」宮即自在天
宮，勝下五天故；殿即摩尼寶藏，純寶所成，勝寶嚴故。他化天宮，
既表地智無心而成化事。摩尼寶殿，亦表慈覆無心出用無盡。若以
12

《演義鈔》卷 52，《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408 中 3-6。

13

例如：「『一時已』下」，是指「一時婆伽婆」；「二、『成道』下」，是
指「成道未久第二七日，……自在天王宮摩尼寶藏殿」；「『與菩薩』下」，
是指「與大菩薩眾俱，……從他方佛世界俱來集會」。只列舉經文的前幾個
字作為代表。（參《十地經論義記》卷 1，《卍新纂續藏》冊 45，頁 29 中 3
－31 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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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頂為表勝者，色界尤勝，何不彼說。論云：「此處感果故。」謂
機感在此故，又色界為長壽天難，不能感果，能感勝果必是欲界之
身，故《密嚴》中明：「此處十地菩薩常所游履。」《大乘同性經》
云：「此處有報佛淨土」，故於此處說，若唯約機感，失所表義。 14
「『在他化』下」，是指八十《華嚴》的經文，與慧遠的注疏方式相同，
只列舉經文的前幾個字作為代表，其原文為：「在他化自在天王宮，摩尼
寶藏殿。」 15 諸經之通序，皆有信、聞、時、主、處、眾等六種成就，〈十
地品〉只是《華嚴經》的一品，闕信、聞二成就，故只有別序之四成就。
〈十地品〉是指世尊在「他化自在天宮」之說法，屬於處成就，故稱處勝。
澄觀這段經文中，引用二次《十地經論》來注疏，即論云：「此處宮殿勝
故」、「此處感果故」，其餘的文字皆是澄觀的解釋。由上例可知，澄觀
是對會經論來注疏，經文在前，釋論在後。
澄觀依據經論來注疏，為了省時，對於經論的名稱，往往使用簡稱，
茲說明如下：八十《華嚴．十地品》的原文，往往以「□□下」、「經云」、
「上經云」、「下經云」、「今經」、「初分經云」來表示；六十《華嚴．
十地品》以「晉經」、「晉譯論經」表示；《十地經》以「彼經云」、「論
經云」表示；《十地經論》以「論云」、「本論云」、「論又云」、「論
釋云」、「論總釋云」、「下論云」表示。茲說明如下：
表 6：經論注疏簡稱對照表

經論名稱

注疏簡稱

八十《華嚴．十地品》 □□下、經云、上經云、下經云、今經、初分經
云

14

《華嚴經疏》卷 31，《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37 上 17-27。

15

八十《華嚴》卷 34，《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78 中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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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華嚴．十地品》 晉經、晉譯論經
《十地經》

彼經云、論經云

《十地經論》

論云、本論云、論又云、論釋云、論總釋云、下
論云

2. 文句抉擇
澄觀注疏文句的抉擇，乃是結合經論而成。《演義鈔》云：
二、昔人或釋經竟，後牒論釋；或復牒論，而後釋論。今則經中易
者，則直用論為疏釋之，或令義顯，加一兩字；若經文難，則先釋
經，後引論釋。若論難者，先牒論文，後方疏釋；或先取論意以解
經文，後引論證，為二異也。 16
古德注疏方式有二種：一為經論分開，即先釋經完，再分段釋論；一為只
釋論，即先分段，再釋論。澄觀則結合經論來注疏，並對注疏文句加以選
擇，可分為三種方式：（1）為經文易於了解者，直接引用《十地經論》來
注疏，或為令義顯，則增添一些文字；（2）為經文較難者，則先釋經，再
引論做解釋；（3）為論較難者，則先分段引論之原文，再做疏解釋。或者
先以論之意解釋經文，再引其它論書來證成。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1）直接引用《十地經論》來注疏。例：「言怖畏者，論云：『不愛、疑
慮、憂想，共心相應故。』不愛是所畏事，不活等五令心憎惡故，疑
慮、憂想正是畏體，所畏不定便生疑慮，所畏決定便生憂想，由心畏
故，相現在身，名毛豎等。」 17「怖畏」一詞淺顯易懂，就直接引用

16

《演義鈔》卷 52，《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408 中 6-11。

17

《華嚴經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9 中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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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經論》來注疏。
為令義顯，添加一二字。例：《十地經論》：「論曰：何故多
佛加？顯法及法師，增長恭敬心故。」 18 澄觀則添加為：「何要顯
此多佛加耶？論云：『顯於法及法師，增長恭敬心故。』」 19 澄觀
注疏時，為令經論意義更加顯明，往往會增添一些字上去。
（2）先釋經，再引論做解釋。例：「爾時者，時勝，以是初時得名為勝，
故論云：『婆伽婆成道未久，第二七日故。』論經別行，故標二七，
今經攝在大部，但云爾時，即是初會始成正覺時也。且依論明，若以
初表勝，初七最初，何故不說。」 20 澄觀先解釋〈十地品〉的「爾
時」，是別序四成就的時成就。〈十地品〉是八十《華嚴》的其中一
品，故稱攝在大部。八十《華嚴》的初會：「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
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 21 所以，八十《華嚴．
十地品》的「爾時」，是指佛陀始成正覺的初七日，尚未說法。《十
地經》是《華嚴經》的單行本，其經文的內容與八十《華嚴．十地品》
有些差異，則是指世尊悟道後的二七日，開始說法。從以上例子分析，
八十《華嚴．十地品》與《十地經》的經文有所不同，澄觀為了釐清
兩者之不同，所以先釋經，再引《十地經論》做說明。
（3）先分段引論之原文，再做疏解釋。例：「論云：『龍世界長壽，亦得
聞此經，偈言：雖在於大海故。』而言長壽者，如有經說：右脇著地，
未動之間，已經賢劫千佛出世。更一轉亦爾，但暫臥息尚爾，況其一
生。」 22 澄觀先引出《十地經論》的原文，再對「長壽」這一詞做
說明。右脇著地，未動之一剎那，對龍來說只是一剎那的時間，但對
凡夫而言已歷經了賢劫千佛出世那麼長久的時間。由此可推出，龍的

18

《十地經論》卷 1，《大正藏》冊 26，第 1522 號，頁 124 中 8-9。

19

《華嚴經疏》卷 31，《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38 中 6-8。

20

《華嚴經疏》卷 31，《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36 下 27－737 上 2。

21

八十《華嚴》卷 1，《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 中 26-27。

22

《華嚴經疏》卷 32，《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49 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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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是相當長的。
先以論之意解釋經文，再引其它論書來證成。例：「論云：『非二
作，但隨順生故，無知者故，作時不住故。』意謂但行順無明緣，不得
不生，互無知者，故非二作。若爾，但隨順生，即是共生，何要知者？
故末句云：『既從緣生，則念念不住，誰為共耶？』此同對法無作用故。
又《中論》云：『和合即無性，云何和合生？』」 23 澄觀以《十地經論》
來解釋經文的「無明緣行」是不共生。行隨順無明因緣和合之假生，故
稱無生；行、無明互相依無知者，故非自作。無明與行雖是緣生，但念
念不住，故不是共生。最後再引《中論》來證成「不共生」。

3. 版本及思想會通
澄觀對於〈十地品〉經論之間的差異，及慧遠與賢首說法之不同，予
以會通。《演義鈔》云：「三、晉經、論經及今唐本，三經不同。賢首釋
晉、遠公釋論，後人但取以釋今經。若不善會，時有差失，今同則不明，
異則通會，為三異也。」 24 賢首注釋六十《華嚴》之著作為《華嚴經探玄
記》，慧遠注釋《十地經論》之著作為《十地經論義記》，後人則取這兩
種版本來注釋八十《華嚴》，澄觀不贊同此種注疏方式，而主張應回歸經
論的原文。澄觀考慮到版本之間的差異性，必須謹慎處理，否則時有差錯，
故版本間必須做會通的工作。此外，賢首與慧遠說法不同處，指兩者思想
之差異，也必須做會通。

（1）版本差異的會通
版本差異的會通，指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十地經》、《十
地經論》這四種版本間的差異，分三項做說明：
a. 對照八十《華嚴》
、《十地經論》、六十《華嚴》。例：《華嚴經疏》云：
「言時語者，論云：
『知時語，不起自身他身衰惱事故。』謂心事雖實
而迴改見時，或令自他而有衰惱。今菩薩朝見言朝，暮見言暮，故曰

23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11 下 3-9。

24

《演義鈔》卷 52，《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408 中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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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時。晉經名隨亦順時義。」 25 八十《華嚴》：「性不妄語，菩薩常作
實語、真語、時語。」 26 其中的「時語」一詞，各種版本不同，《十
地經論》為「知時語」，六十《華嚴》為「隨語」。 27 三種版本雖不太
相同，其表達的意思大致相同，即發語心事俱實，合乎當時的實際情
況而說，不顛三倒四而說，自惱惱他。
b. 對照八十《華嚴》、六十《華嚴》。《華嚴經疏》云：「後五頌發起勝：
於中云但以甚深無礙智者，長行所無，故知唯念法性，則同二乘，事
理事事皆無障礙，是菩薩學故。晉經全有一偈云：
『但以得無礙，甚深
微妙智，通達三世故，乃得名為佛。』又此一句亦可總頌餘勸。」 28 八十
《華嚴》的「但以甚深無礙智」，只是七言偈頌的一句；六十《華嚴》
的「但以得無礙，甚深微妙智，通達三世故，乃得名為佛」，則為整
首的五言偈頌。兩個版本互相對照可發現，「但以甚深無礙智」相當
於「但以得無礙，甚深微妙智」，此句的語意似乎不夠完整，有如講
話只講到一半，澄觀為了讓經義能夠融會貫通，才引用六十《華嚴》
加以補充。
c. 八十《華嚴》有，而《十地經》無。《華嚴經疏》云：「為一切下是不
怯弱善：上入智地不怯弱故，論經闕於『一切諸佛所護』一句，但云
『入智地不怯弱』。若準此經，由護故入智無怯。言佛護者，智造佛
境，佛智照故，故佛所護與入智地，反覆相成。」 29 在八十《華嚴》
有「為一切諸佛所護」，而《十地經》則無。「為一切諸佛所護」，是
指由諸佛所護而入智地故無怯弱。佛護，即入智地故得佛護，由佛護
而入智地，兩者具有相成的作用。由於《十地經》缺少此句，
《十地經

25

《華嚴經疏》卷 35，《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73 上 7-11。

26

八十《華嚴》卷 35，《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5 中 2-3。

27

六十《華嚴》卷 24：「離於妄語，常真實語、諦語、隨語。」（《大正藏》
冊 9，第 278 號，頁 548 下 27-28）

28

《華嚴經疏》卷 42，《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26 中 16-21。

29

《華嚴經疏》卷 31，《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43 上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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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則只論及「六者、不怯弱善決定，入一切諸佛智地，不怯弱故。」30 此
是六決定的第六種「不怯弱善決定」，菩薩已證得果德，入一切諸佛
智地，決定成佛而無怯懼。由上可知，澄觀對比兩個版本，更加貼切
的表達「一切諸佛所護」這句，由於諸佛的慈悲加護，令眾生產生無
比的信心而入智地，故不怯懼。

（2）思想差異的會通
思想差異的會通，以《十地經論義記》與《華嚴經探玄記》之會通為
主。例如：
然二大體相，古說不同。遠公云：「此地經中，宗要有四：一是言
教；二是所說教道之行；三是所顯證道之行；四是證道所表地法。
就此四中，初二為說大，以行依言成，言依行發，故合為說；後二
合為義大，以證依法成，法由證顯，故合為義。」賢首釋云：「此
經宗要有六：一、所依果海，如太虛空；二、地智所證十重法界，
如空中所畫之處；三、根本智能證法界，如能依畫相；四、諸地後
得，隨事起行，悲智不住；五、諸地加行所起行解，為趣地方便；
六、寄法顯成諸地差別，如第二地中十善為正，三地禪支等。於此
六中，前三合為義大，後三合為說大。」 31
關於義大與說大這二大體相，慧遠與賢首說法不同，故必須做會通的工作。
慧遠將宗要分為四點，初二是說大，是能詮的言教，故說「行依言成，言
依行發」；後二是義大，是所詮的教理，故說「證依法成，法由證顯」。
賢首將宗要分為六點，前三是義大，後三是說大，賢首不取能詮，他認為
義大中也有可寄言說者，故分為可說不可說來詮釋。根據《十地經論》的
說法，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 32 賢首則突破《十地經論》的說法，義大

30

《十地經論》卷 1，《大正藏》冊 26，第 1522 號，頁 127 上 4-5。

31

《華嚴經疏》卷 32，《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0 下 1-14。

32

《十地經論》卷 2：「前言十地義，如是不可得說聞，今言我但說一分，此
言有何義？是地所攝有二種：一、因分；二、果分。說者謂解釋，一分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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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可說、不可說，說大亦可分為可說、不可說， 33 而賢首宗要的義大，
亦是可寄言說，故與慧遠說法不同。二位祖師對義大與說大的見解不同，
澄觀則比較認同賢首的說法。

4. 補充注疏之不足
澄觀之注疏，結合古德釋經及後人釋論之不足，予以補充。《演義鈔》
云：「四、古德隨難釋論而不具用，意令經論相對而講故無論本，釋經不
盡。後人則多牒論，又不委釋論語，既難對於論本，講之尤難；今則歎（難）
易皆牒，難者則釋，設有不引彼論易了故，有論無論講皆無滯，為四異也。」34
首先，澄觀先說明古德釋經的不足。古德釋論，只注釋困難的部分，故不
完備，若要配合經論來講解，又因缺少釋經部分，所以沒有完整的論本。
其次，說明後人釋論的不足。後人釋論，先分段引述原文，又不詳細解釋
論的文句，若要根據論本來講解，則有困難。澄觀有鑑於此，其所做的注
疏，結合了經論且注重整體的貫穿，對於經文難易部分皆講解，易於了解
部分就直講，困難的部分就引論加以注釋，這樣不管有沒有論書，皆能講
解無礙。所以，澄觀的注疏，是以《華嚴經．十地品》為主，《十地經論》
為輔。茲說明如下：

（1）只解釋經文
八十《華嚴》云：「於中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
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 35 澄觀之注疏為：
「十惡即分為十：初、殺生中，殺令夭折，不終天年，故得短命，即正惡
等流。二、未死受苦，故獲多病，即方便等流，怖無精光，感外增上，資

因分，於果分為一分，故言我但說一分。」（《大正藏》冊 26，第 1522 號，
頁 133 下 29－134 上 3）
33

參《華嚴經探玄記》卷 10，《大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295 下 1-17；
《華嚴經疏》卷 32，《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0 下 19－751 上 6。

34

《演義鈔》卷 52，《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408 中 15-20。

35

八十《華嚴》卷 35，《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5 下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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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等物，乏少光澤。」 36 此段經文，淺顯易懂，澄觀就直接註解殺生者投
胎為人所獲得的二種果報。

（2）解釋經文，又引論注釋
八十《華嚴》云：「又知欲界、色界、無色界成，知欲界、色界、無
色界壞，知欲界、色界、無色界小相、大相、無量相、差別相，得如是觀
三界差別智。」 37 澄觀之注疏為：「第五、又知欲界下，明隨心幾許欲，
即能現故。文中二：初、約智知自在，上即三界互望論大小，今即一界之
中，自分大小。欲界中，人境為小，天境為大；色中，覺觀為小，無覺觀
為大；無色界中，論云：『佛法中凡境為小，聲聞菩薩為大者。』為揀外
道妄取為涅槃故，特云佛法。如來所知一切三界，皆名無量相。」 38 此段
經文，是觀照三界種種差別相而得後得智，今欲於一界之中，分出大小的
差別，即引用《十地經論》的說法來注解。

三、經論的引用
澄觀引用的經論，包括明引與暗用兩種。明引是指出所引用的經論出
自何處，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明引的經論超過四十部；暗用則沒有
說明出處，經筆者研究發現主要以《十地經論義記》、《華嚴經探玄記》、
《成唯論識》三部為主。本節探討經論的引用，主要以明引這部分為主，
暗用部分則不做考察。
澄觀在《華嚴經疏．十地品》所引用的佛教經論有：《妙法蓮華經》、
《大乘密嚴經》、《大乘同性經》、《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菩薩
瓔珞本業經》、《相續解脫如來所作隨順處了義經》、《解深密經》、《金
光明最勝王經》、《正法念處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諸法無行經》、《大方等大集經》、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菩薩地持經》、《維摩詰所說經》、

36

《華嚴經疏》卷 35，《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75 下 16-20。

37

八十《華嚴》卷 38，《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99 下 25-27。

38

《華嚴經疏》卷 42，《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23 上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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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部金光明經》、《大般涅槃經》、《緣起聖道經》、《大菩薩藏經》、
《華嚴經探玄記》、《彌勒菩薩所問經論》、《究竟一乘寶性論》、《大
乘起信論》、《成實論》、《中論》、《大智度論》、《十二門論》、《十
住毘婆沙論》、《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阿毘達磨俱舍論》、《大乘
阿毘達磨雜集論》、《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經論》、《攝大乘論釋》、
《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十地經論》、《十地經論義記》、《金
剛仙論》、《觀所緣緣論》、《唯識二十論》、《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等。
對於經論明引部分的討論，只對《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成唯
識論》、《大智度論》、《俱舍論》等五部論書中，具有系統性部分探討，
而十地六門的部分則另文說明。

（一）《瑜伽師地論》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引用《瑜伽師地論》有 108 次，外加 2 次
使用「慈氏論」的名稱，總共有 110 次。其中具有系統性的，除了來意、
釋名之外，還有十法、四禪，茲說明如下：

1. 十法
根據《瑜伽師地論》卷七十八，菩薩有極喜等十地，還有佛地，總共
有十一地，具足四種清淨：十一地，即極喜等十地及佛地；四種清淨能攝
諸地，增上意樂清淨攝初地，增上戒清淨攝第二地，增上心清淨攝第三地，
增上慧清淨攝第四地至佛地。而且每一種清淨，都攝十法。 39
增上意樂清淨攝初地，得十種淨修住法。澄觀引用《瑜伽師地論》卷
四十九：「如前〈住品〉所說信等，能淨修治諸住十法，今於此中當知，
亦能淨修治地。」 40《瑜伽．住品》十法，稱為「淨修住法」；《瑜伽．
處品》十法，稱為「淨修治地」，名異而實同。此十法，又可二分為前三、
後七，「前三是行意樂，故名為心；後七加行造修，故名為行。故論云：
『此十種行，顯二種勝成就：一、深心成就，謂信悲慈；二、修行成就，

39

參《瑜伽師地論》卷 78，《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729 上 25-29。

40

《瑜伽師地論》卷 49，《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565 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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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餘七故。』《瑜伽》、《地持》，皆同此說。」 41《瑜伽》前三法是意
樂清淨，後七法是加行清淨。 42
增上戒清淨攝第二地，得十種清淨意樂。澄觀列舉了第一、二、五種：
「《瑜伽》云：『於一切師長尊重福田，不行虛誑意樂。……於同法菩薩，
忍辱柔和，易可共住。……於大涅槃，深見勝利者。』」 43
增上心清淨攝第三地，得十種淨心意樂作意思惟。澄觀列舉第一、五
種作意思惟：「《瑜伽》云：『若菩薩先於增上戒住已，得十種清淨意樂。
復由餘十淨心意樂作意思惟，成上品故，入增上心住。……一者、作意思
惟，我於十種淨心意樂，已得清淨故。……所修對治，不復退失。』……
《瑜伽》十心，皆有作意思惟之言。」 44
四種清淨中，增上慧清淨攝第四地至佛地：「《瑜伽》七十八引《解
深密》：『明四種清淨，能攝諸地，前三即意樂、戒、定增上三清淨訖，
此下第四訖於佛地，明慧增上。』」45 第四地修十法明入，入初增上慧住：
「《瑜伽》四十八云：『先於增上心住，以求多聞增上力故，已得十法明
入，由此十法明入成上品故，極圓滿故，入初增上慧住。』」 46

2. 四禪
「禪」，乃是禪那（dhyāna）之略，意譯為靜慮，又名四靜慮，即色
界的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澄觀引用《瑜伽師地論》，先對「靜慮」
做詮釋：「《瑜伽》三十三云：『於一所緣，繫念寂靜，而審思慮，故名
靜慮。』」 47 澄觀接著說明，為何要建立「支」的原因：「《瑜伽》十一
云：『諸靜慮中，雖有餘法，然此勝故，於修定者為恩重故，偏立為支。』」 48

41

《華嚴經疏》卷 34，《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65 下 10-13。

42

參《瑜伽師地論》卷 49，《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565 中 26-28。

43

《華嚴經疏》卷 35，《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71 中 6-19。

44 .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79 下 15－780 上 11。

45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8 下 23-25。

46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9 下 29－790 上 2。

47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中 11-13。

48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下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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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禪中雖有許多功德法，但初、三禪的五支，二、四禪的四支，是最殊勝
的，所以要建立靜慮支。
初禪分為四項：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住初禪，澄觀
四項皆引用：
（1）離欲惡不善法，各部經論大同小異，《瑜伽師地論》是指五欲、五蓋、
惡不善法。「若辨蓋欲之相，廣如《智論》十九，及《瑜伽》十一。
《雜集》第八，斷欲恚害，恚即是惡，害即不善法。《瑜伽》三十三，
亦合惡不善法。」 49
（2）有覺有觀，舊譯為覺觀，新譯為尋伺，或稱有尋有伺。「《瑜伽》十
一，以尋求伺察不淨慈悲，治欲界欲恚害障。」 50
（3）離生喜樂，初禪已離欲界之惡法，而生起喜、樂之感受。「《瑜伽》
三十三云：『離者已得加行究竟作意故。所言生者，由此為因為緣無
間生故，已獲加行究竟果作意故。喜樂者，謂已獲得所希義故，得大
輕安，身心調暢，有堪能故。』」 51
（4）住初禪，從欲界入此定為最初禪定，不受一切苦惱逼迫：「《瑜伽》
云：『安住者，謂於後時，由所修習，多成辦故。得隨所樂，得無艱
難，乃至七日七夜，能正安住。』」 52
二禪包括四項：滅覺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住第二禪，
澄觀只引用第二項。「《顯揚》十九、《瑜伽》六十三，皆云：內淨以捨
念正知為體。」 53 二禪時，尋伺已斷滅，大乘的捨、念、正知三法，為喜
支所覆蓋，未能發揮勝用。
三禪包括四項：離喜、住捨有念正知、身受樂、住第三禪，澄觀只引
用二、三項。住捨有念正知，《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云：「第二靜慮已

49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下 24-27。

50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上 5-6。

51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上 13-17。

52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上 22-24。

53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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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尋伺，今於此中，復離於喜，是故說言安住於捨。……若復於此第三靜
慮不善修故，或時失念，彼喜俱行想及作意時復現行，尋即速疾以慧通達，
能正了知，隨所生起能不忍受，方便棄捨、除遣、變吐，心住上捨，是故
說有正念、正知。」 54 住捨已捨二禪之喜，住不苦不樂；以正念、正知繼
續修習，進而欣求上地的勝法。身受樂，「《瑜伽》云：『由捨念正知數
修習故，令心踊躍，俱行喜受，便得除滅。離喜寂靜、最極寂靜，與喜相
違，心受生起。彼於爾時，色身、意身領納受樂及輕安樂，是故說言有身
受樂。』」 55 身受樂，已離二禪的喜樂，尚有色身、意身領納自地的妙樂，
故稱離喜妙樂地。在四禪中，以三禪之妙樂最為殊勝，「上地有捨而復無
樂，故諸佛及佛弟子說第三禪，具有能捨及念正知，而復受樂。故諸樂中，
三禪樂勝，此《瑜伽》意。」 56 下地樂捨俱無，上地有捨無樂，只有三禪
具足捨念正知，住身受樂。
四禪包括四項：斷樂先除苦喜憂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住第四禪。
澄觀引用一、三項。斷樂先除苦喜憂滅，「《瑜伽》十一云：『何故苦根，
初禪未斷？答：彼品麁重，猶未斷故。若爾，何不現行？答：由其助伴相
對憂根，所攝諸苦，彼已斷故。若初靜慮，已斷苦根，是則行者入初靜慮，
及第二時，受所作住，差別應無，由二俱有喜及樂故。』」 57 若初禪苦根
已斷，便與二禪喜樂等受無差別，故知初禪苦根麁重，尚未斷除。所以，
初禪先滅憂受，二禪除苦受，三禪滅喜受，今四禪斷樂受則滅除四受。捨
念清淨，「《瑜伽》云：『從初靜慮，一切下地災患已斷，謂尋伺喜樂、
入息出息，是故此中捨念清淨鮮白，由是此禪，心住無動。』……《瑜伽》
十一云：『又無相者，經中說為無相心定，於此定中捨根永滅。若非無相，
乃至有頂，皆有捨受。』」 58 在《瑜伽師地論》所說清淨，指捨尋、伺、
喜、樂、入息、出息等六事，還包括欲界的憂及苦之現行。在四禪，唯有
與捨受相應之意識活動，故仍有捨受。

54

《瑜伽師地論》卷 33，《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468 上 2-14。

55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下 5-9。

56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下 14-16。

57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下 26－785 上 2。

58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5 上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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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攝大乘論》
《攝大乘論》，為印度無著造，在我國有三種譯本：後魏．佛陀扇多
譯《攝大乘論》，凡二卷，經碼 1592；陳．真諦譯《攝大乘論》，又稱《梁
譯攝大乘論》，凡三卷，經碼 1593；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凡三卷，
經碼 1594。這三種譯本，文義大致相同。本論之注疏極多，印度有世親、
無性二位論師所作之注釋。世親之《攝大乘論釋》有三種漢譯本：真諦譯
《攝大乘論釋》，又稱《梁譯攝大乘論釋》，略作《攝論釋》、《梁釋論》，
凡十五卷，經碼 1595。隋．達摩笈多與行矩等合譯《攝大乘論釋論》，又
稱《隋譯世親攝論》凡十卷，經碼 1596。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又稱《唐
譯世親攝論》，凡十卷，經碼 1597。 59 日本學者水野弘元對三種譯本的
內容不一致，提出了質疑，認為真諦譯本多了十信、十解（十住）、十行、
十迴向等菩薩階位，乃是依據《仁王》、《瓔珞》等偽經，擅自添加上去。 60 此
外，無性之《攝大乘論釋》之漢譯本，僅有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凡十
卷，經碼 1598。
經筆者統計，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引用《攝大乘論》之次數如
下：《攝大乘論》之原文，玄奘所譯的三卷論本《攝大乘論本》、世親釋、
無性釋《攝大乘論釋》，其原文是相同的，共 22 次；世親釋．真諦譯《攝
大乘論釋》共 12 次；無性釋．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共 5 次；世親釋．玄
奘譯《攝大乘論釋》共 3 次，總共引用 42 次。由以上的統計可知，澄觀引
59

關於世親三種漢譯本的差異，釋印順分二方面來探討：（1）卷數：陳譯最多，
有十五卷；隋譯與唐譯的都只有十卷。（2）翻譯的忠實：真諦譯本欠忠實，
但他的思想、見解不一定錯誤。細讀他的譯文，有些思想與無性釋相同的，
可以推想他是參考無性釋，或當時其他的釋論而綜合糅譯而成。從他的譯文
裡，很多地方可以見到初期唯識學的本義。我們雖採用玄奘譯作講本，但對
真諦的譯本，應以活潑的方法，客觀的見解去看它，不能抹煞它的價值。此
外，無性釋有玄奘的譯本，也可以作為參考。（參《攝大乘論講記》，頁 4-5）

60

「如此看來，同樣譯自印度原典，但只有真諦的譯本記載十信、十住、十行、
十迴向等階位，而其他譯本全都未提及，因此不得不斷定印度原典並未記載
這些階位，而是真諦三藏依據當時在中國流行的《仁王》、《瓔珞》等偽經，
擅自添加上去的說法。」（水野弘元，《佛教的真髓》，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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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攝大乘論》，論本與釋本比例相當；世親、無性二位論師之注釋，以
世親釋本最常使用；世親釋本之三種漢譯本，又以真諦譯本使用率最高。
澄觀引用《攝大乘論》42 處中，具有系統性的，除了釋名、所得果之
外，還有證理、八種過，茲說明如下：

1. 證理
十地的斷障、證理皆有所不同，澄觀只引用初地、三地、六地的證理。
證理即是所證真如。初地：「《梁攝論》中，名為遍滿，遍滿一切有為行
故。」 61 遠離異生性無明，證得遍滿真如，此真如由人法二空所顯，無有
一法而不在。
三地：「《梁攝論》云：『從真如流出正體智，正體智流出後得智，
後得智流出大悲，大悲流出十二部經，名為勝流法界。』」 62 遠離闇鈍無
明，證得勝流真如。闇鈍無明，即是忘失聞、思、修三慧，照法不能顯現。
由二地進入三地，修習勝定，三慧照法顯現，此真如流出正體智，正體智
流出後得智等，此地所證得的真如，比其他教法更為殊勝。
六地：「《攝論》名為無染淨法界。」 63 遠離麁相現行無明，證得無
染淨真如。麁相現行，乃執四諦之苦集二諦為雜染的，滅道二諦為清淨的。
染淨差別的麁相現行，障蔽了六地無染無淨的妙境。六地菩薩，住緣起智，
觀緣起性空，證得無染淨法界相。

2. 八種過
菩薩已證入菩薩位，即超凡入聖，證入出世間聖位。八種過，即菩薩
有八種殊勝超過凡夫：入位過、家過、種性過、道過、法體過、處過、業
過、畢定過。澄觀只舉第二、三、四過。
第二過，生如來家，即家過：「《梁攝論》云：『生法王家，具足尊
勝。』」 64 出生在凡夫家，不足為勝；菩薩出生在佛家，方為尊貴。第三

61

《華嚴經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6 中 16-17。

62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79 中 14-17。

63

《華嚴經疏》卷 39，《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0 下 27。

64

《華嚴經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8 中 3-4。

．28． 中華佛學研究

第十三期（民國一○一年）

種性過：「《梁攝論》云：『以過二乘，及世間種姓故。』」 65 王家所生
王子，可以繼承王位；根據法相宗的五種性說，菩薩定性地位尊貴，超越
定性二乘、無性有情的眾生，可以繼承佛位。第四道過：「《梁攝論》云：
『永不作殺生等邪行故。』」 66 世間道是有漏法，尚未斷除煩惱垢染，仍
會犯十惡等邪行；出世間道是無漏法，菩薩已遠離煩惱垢染，趣向涅槃，
永不作惡。

（三）《成唯識論》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引用《成唯識論》有標出處者，總共有 39
處，還有一些是暗用，未標出處者。其中具有系統性的，除了釋名、斷障、
證理之外，還有二世一重因果、十二支義門分別，茲說明如下：

1. 二世一重因果
唯識宗是依大乘的論點，立二世一重因果，與說一切有部的三世二重
因果不同。「依《唯識》，合能所引，開能所生，故前十現在，後二未來，
十因二果定不同世。因中前七，與愛等三，或同或異。」 67 根據《成唯識
論》卷八，從無明到有十支是因，生和老死二支是果，故立一重因果。然
因與果必須異世，若約現在未來世來說，則十因是現在世，二果是未來世，
稱作「二世一重因果」。十因中，前七支與愛、取、有三支，可為同世也
可為異世。 68
在十二支中，無明、行是能引的二支，識、名色、六入、觸、受是所
引的五支，此七支亦稱總牽引因。愛、取、有是能生的三支，生、老死是
所生的二支。十二支中，澄觀只引用《成唯識論》的識、愛、取、有四支。
識支：「然《唯識論》中，但識等種以為所引。而《集論》中說，此識支
通於能引，正取業種為識支故，識種乃是名色支攝。《緣起經》說，通能

65

《華嚴經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8 中 7-8。

66

《華嚴經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8 中 10-11。

67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9 下 14-16。

68

參《成唯識論》卷 8，《大正藏》冊 31，第 1585 號，頁 44 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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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業種識種俱名識故，識種但是名色所依，非名色故。」 69 各部經論
對「識」的看法有寬狹之不同：《成唯識論》是將識等五支視為所引支；
《集論》認為識支是能引支，業種稱為識支，識種屬於名色；《緣起經》
的識支通能引支、所引支，其中業種、識種皆為識支，業種是能引支，識
種是所引支，識種只是名色所依，並不屬於名色。
愛、取、有，為能生支，「《唯識》云：『愛取合潤能引業種，及所
引因，轉名為有，俱能近有後有果故。』《瑜伽》第十，唯說業種名為有
者，此能正感異熟果故，如後段說。三十八中，復說唯識等五，名為有者，
親生當來識等五故。」 70《瑜伽師地論》只有業種子稱為有，它能夠直接
產生異熟果。某些經論，則只取識等五法種子稱為有，它直接產生未來的
識。唯識宗，則綜合二家的說法，愛取合潤，能夠產生業種子，以及所引
因之識等五支的種子轉名為有，這六類種子都能直接產生未來的結果。

2. 十二支義門分別
十二支義門分別，是指十二支在性質上的差別，總共有十七門，但《成
唯識論》並沒有具體名稱，澄觀在《演義鈔》分別為其立名， 71 於《華嚴
經疏》引用了三門：惑苦相攝門、四諦門、三苦門。
惑苦相攝門：「《唯識》云：『有支一分，是業所攝。』」 72 惑、業、
苦三類包括十二支，其中行支以及有支的一部分，屬業的範疇。四諦門：
「《唯識》云：『十二皆苦諦攝，取蘊性故；五亦集諦，業、煩惱性故。』」 73

69

《華嚴經疏》卷 39，《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4 上 10-14。

70

《華嚴經疏》卷 39，《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4 上 29－中 5。

71

《演義鈔》卷 67：《唯識》第八，諸門分別有十七門：第一、假實分別門；
第二、一非一事門；第三、染與不染門；第四、獨雜分別門；第五、色非色
門；第六、有漏無漏門；第七、有為無為門；第八、三性門；第九、三界分
別門；第十、能治所治門；第十一、學等分別門；第十二、二斷分別門；第
十三、三受門；十四、三苦門；十五、四諦門；十六、四緣門；十七、惑苦
相攝門。（參《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540 中 9－541 上 6）

72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9 中 19-20。

73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9 下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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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諦，指苦、集、滅、道。十二支都屬於苦諦，皆以五蘊為主體，行、有
二支是業性，無明、愛、取三支是煩惱性，所以這五支屬於集諦。
三苦門：「若準《瑜伽》、《唯識》，十二支全分皆行苦攝，有漏法
故。十二支少分苦苦攝，十二支中各容有苦故。十一少分壞苦所攝，以老
死位中多無樂受，依樂立壞，所以言無。……若依捨受，以立行苦，則除
老死，老死位中無容捨故。」 74 三苦，指苦苦、壞苦、行苦。十二支的全
部都屬於行苦，因為一切有漏法都屬於行苦。十二支的少分屬於苦苦，因
為一切支中都有苦受。十一支的少分屬於壞苦，老死支除外，因為老死支，
大多沒有樂受，壞苦的建立是依據樂受，所以不說老死也是壞苦。若約捨
受，十一支的少分屬於行苦，老死支除外，其義如壞苦所說。

（四）《大智度論》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引用《大智度論》有 22 次，外加「龍樹判
云：佛以甚深因緣答。」 75 亦是引用《大智度論》，故共有 23 次。其中
具有系統性的包括初禪、二禪，以及四念處，茲說明如下：

1. 初禪、二禪
四禪中，澄觀引用《大智度論》的部分，只有初禪、二禪。初禪四項
中，澄觀只引用前二項：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欲惡不善法，「若
《智論》八十八云：『離欲者，謂離五欲；惡、不善法，謂離五蓋。五蓋
將人入惡道，故名惡；障善法，故名不善法。』若辨蓋欲之相，廣如《智
論》十九。」 76《大智度論》的離欲惡不善法，是指離五欲、五蓋。有覺
有觀，《大智度論》是使用新譯名「尋伺」，初麁後細。「《智論》云：
『譬如振鈴，麁聲喻覺，細聲喻觀。』……又《智論》四十四云：『小乘以
欲、恚、惱覺為麁，親里、國土等覺為細；又唯善覺為細，於摩訶衍準皆麁。』」77
二禪四項中，澄觀只引用定生喜樂，「若《智論》意，即從初禪定生，
74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10 下 1-7。

75

《華嚴經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52 下 18-19。

76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下 22-25。

77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上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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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無定，故初但云離。」 78 欲界尚無定，到了色界的初禪中已有定，二
禪因初禪定生，故名為定生喜樂。

2. 四念處
四念處，是指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而對治常、
樂、我、淨等四顛倒的觀法。澄觀引身、受二念處，由粗至細次第對治四
顛倒之相。「《智論》云：『此身既爾不淨，眾生貪者，以其情塵生諸受
故，計之為樂，誰受此樂。』」 79 四念處，通於大小乘，《大智度論》是
採大乘觀點：「《智論》亦爾，乃至不念身、受、心、法。」 80 一切諸法
因緣生故，無有自性，不念身、受、心、法，知四法無實性。
別觀身念：「今初觀身，自有內等三觀，此三《智論》、《瑜伽》廣
顯其相。……《智論》二十八，亦廣明此。五十三又云：『自身名內，他
身名外。』」 81《大智度論》的觀身，有二種：一為內身、外身、內外身；
另一為自身、他身。澄觀列舉《大智度論》的二例來說明觀身不淨：一約
三人對治各別，一約一人起觀始終。 82 循身觀為身念處之觀法：「《智論》
云：『尋隨觀察，知其不淨等。』」 83 遍尋自身中有種子、住處、自體、
外相、究竟等五種不淨，審諦觀察本質身。
前面已對身念處做解釋，接著對其它三念處做說明：
後例餘三念處者，……《智論》之意，大同於此。論問云：於四念
中，心唯是內，受、法唯外，身通內、外，云何於四皆有內等？答：
受有二種：一、身；二、心。心受名內，身受名外；又意識相應受
名內，五識相應受名外等。心雖是內，緣外法故名外，五識一向是
外；又定心為內，散心為外。法雖是外，緣內法心數法名內，緣外

78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中 16-17。

79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91 上 20-22。

80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91 中 3。

81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91 下 5-11。

82

參《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91 下 16。

83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91 下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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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心數法，及無為心不相應行是外。後三念處，亦合前二，以為內
外。 84
四念處中，身念處通內、外觀，心念處只有內觀，受、法念處只有外觀。
其實四念處中，後三念處亦通內外觀：受念處分心受、身受，意識相應受、
五識相應受；心念處分緣內、緣外，定心、散心；法念處分緣內、緣外，
內法心數法、外法心數法及無為心不相應行。

（五）《俱舍論》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引用《俱舍論》有 20 次，其中具有系統性
的主要是四禪及十二緣起，茲說明如下：

1. 四禪
四禪中，澄觀引用《俱舍論》的部分，偏重在釋名的通名、別名的解
釋，及初禪、四禪各引用一次。四禪的「禪」，即是禪那，意譯為靜慮，
表色界靜能斷結，慮能正觀；欲界有慮無靜，雖能正觀，不能斷結；無色
定有靜無慮，雖能斷結，不能正觀。 85 澄觀引用《俱舍論》，詮釋無色定
之名：「《俱舍》云：『無色謂無色』，若大眾部及化地部，亦許有色，
細故名無，《俱舍論》中廣破有色。」86 關於無色之定義，各家說法不同，
如大眾部、化地部即認為「無色」應是無粗顯之色，而非無細微之色。《俱
舍論》廣破色法，則認為無色定為色法全然不存在之世界。四禪之別名，
「《俱舍．定品》云：『初具伺喜樂，後漸離前支。』」 87 初禪仍具尋、
伺、喜、樂四支，二禪離尋伺二支，三禪離喜支，四禪離樂支，故稱後三
禪漸離前支。
四靜慮有二種：一為修得，「《俱舍論》云：『是善性攝，心一境性，

84

《華嚴經疏》卷 37，《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92 上 13-23。

85

參《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中 10-15。

86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中 18-20。

87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中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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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等持為自性故，若兼助伴，五蘊為性。』」 88 四禪之體性，為心一境
性即三摩地，為善性所攝，故四靜慮皆以善等持為其自性，以五蘊為助伴。
二為生得，以五蘊為性，色界四禪發色界定，得防非止惡之戒體；至於無
色體性，已除色想，「《俱舍》云：『無色亦如是，四蘊離下地。』」 89 亦
以善性攝心一境性，以善等持為自性，助伴唯除色蘊，故稱四蘊離下地的
色界。
初禪四項中，澄觀只引用第二項有覺有觀，「《俱舍》云：『尋伺心
麁細。』」 90《俱舍論》使用新譯名「尋伺」，初麁後細。四禪四項中，
澄觀只引用第三項捨念清淨，「《俱舍》等明此禪中，離八災患。」 91 八
災患是指憂、喜、苦、樂四受，及尋、伺、出息、入息。第四靜慮非八災
患所能動，故名不動定，但仍有捨受。

2. 十二緣起
部派佛教，包括《大毘婆沙論》、《俱舍論》，都將十二緣起的狀態，
析分為四種緣起：「《俱舍》第九，四種緣起：『一者、剎那；二者、連
縛；三者、分位；四者、遠續。』」 92 四種緣起中，澄觀引用《俱舍論》
的，只有剎那緣起、分位緣起。剎那緣起，「《俱舍》第九，明剎那十二因緣
也。」 93 即一剎那間心中具足十二支，例如由貪而行殺的念頭，在剎那間
即具十二因緣。名色，「《俱舍》云：『識俱三蘊，總稱名色。』」 94 三
蘊，即是色、想、行，與識俱起，以受蘊為受支。六處，「《俱舍》云：
『住名色根，說為六處。』」 95《俱舍論》屬小乘法，即第六識是識支體，

88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中 25-27。

89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3 中 29－下 1。

90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4 上 4。

91

《華嚴經疏》卷 36，《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785 上 18-19。

92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7 中 14-15。

93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7 中 7-8。

94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7 中 26。

95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7 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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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眼等五識住名色根故，說五根以名六處。」 96
分位緣起，即傳統的三世二重因果。「依《智論》、《俱舍》，生引
俱開︰初二過去、次八現在、後二未來，故成三世。現八之中︰前五是果，
酬於過去；後三是因，復招未來。則二重因果各具三道，可得抗行。」97《俱
舍論》不說生引，以唯識的無明、行為能引，識等五支為所引，故云俱開。
三世二重因果，是指過去二因、現在五果，現在三因、未來二果。亦即無
明、行是過去世的因，識、名色、六入、觸、受是現在世的果，這是一重
因果；愛、取、有是現在世的因，生、老死是未來世的果，這又是一重因
果。過去世的無明、行，和現在世的愛、取、有皆是惑業，為能感的因；
現在的識等五支，和未來的生、老死，為所感的苦果，這樣成為三世二重
因果。因中含攝惑、業，果中即是苦果，故十二緣起攝於惑業苦三道。

四、詞義的解釋
中國訓詁學萌芽於春秋戰國時期，到了兩漢時期湧現了一批訓詁大師
及訓詁著述，可謂之興起時期。傳統的訓詁學不應只是經學的附庸，而應
有更寬廣的視野，「我國傳統的訓詁學其主要目的是為經學服務的，因此
它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儒家經典，它所解釋和考辨的主要是先秦兩漢的古
字古詞。……訓詁學作為一種古代文獻語言學，它應該而且必須衝破為經
學服務的樊籬，去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開闢新的研究領域。」 98 這個新
的領域，是指漢魏六朝以後的方俗語詞以及佛經詞語的研究。漢魏六朝的
文言文，承襲先秦兩漢的書面語詞，變化並不大；但此時由於佛教的傳入
中國及漢譯佛典的出現，方俗語詞及佛經詞語大量出現，使得訓詁學的研
究範圍從儒家經典擴大到佛教典籍。
隨文釋義的注疏，是中國傳統訓詁學的體式之一。澄觀的《華嚴經疏》
是隨文釋義的注疏，運用了中國傳統的訓詁學對經典進行解說。「釋義」，
是指對詞義的解釋。《華嚴經疏》也注重詞義的注解，「注疏雖然不是單

96

《演義鈔》卷 66，《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527 下 13-14。

97

《華嚴經疏》卷 40，《大正藏》冊 35，第 1735 號，頁 809 下 20-24。

98

郭在貽，《訓詁學》，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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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地解釋詞義（包括字義），但解釋詞義畢竟是注疏的主要任務。」 99 因
此，研究澄觀的注疏，有必要對詞義的解釋進行探討。
詞義的解釋，主要分為三個面向：詞義的訓解、佛教名相的解釋、依
相對概念釋義，茲分述如下：

（一）詞義的訓解
澄觀在《華嚴經疏．十地品》中，大量地對詞義進行解釋，本文列舉
十例做說明：
1. 卷舒業，舒則普照十方，卷則還入常光。（748 下）
2. 論經名「厚集」，厚則深也，集即種也。（757 上）
3. 離邪婬，乖禮曰邪，染愛曰婬。（772 中）
4. 二者、共護，謂親族媒定。親謂父母，族即宗族，謂二親亡歿，
六親所護，夫亡，子等所護。媒定，謂已受禮聘。（772 下）
5. 少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今眾生上遠慈尊，又無方便，下
不利物，又闕善心，故云孤獨。（781 上）
6. 對治顛倒道，名四念處。四謂身受心法，念謂念慧，身等為其念
慧所安住處，故亦名念住。（791 上）
7. 論云：「是中命行不住故」，謂命行二字是所無常法，不住二字
是無常義。相續名命，遷流名行；命舉於內，行通內外。（780
中）

99

周大璞，《訓詁學》，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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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菩提是覺，分是因義，此三十七為諸乘覺因故，亦云道品。（790
下）
9. 言隨應者，隨機所應，宜以何法。隨力者，隨己智力所能，隨他
智力所堪。（768 中）
10. 一、無惱者，即離惑習無明不雜故。二、無憂者，離苦，苦依根
本亡故，憂悲隨盡。（781 上）
以上十例中，前三例先列出欲解釋之詞，然後再對其字義做說明。如：第
二例，先列出「厚集」一詞，再對「厚」、「集」釋義。四至六例，先對
字義釋義，再對詞義做說明。如：第四例，先對「親」、「族」釋義，再
說明「共護」、「媒定」之詞義。第七例，先對「命行」、「不住」的特
性做說明，再對「命」、「行」的字義解釋。第八例，先說明「菩提」、
「分」的意義，再對整句「三十七菩提分」做解釋，以及別名。第九、十
例，則分別對「隨應」、「隨力」、「無惱」、「無憂」的詞義做解釋。

（二）佛教名相的解釋
佛教名相，即是佛教常見的詞彙，由於佛教是由印度傳來的宗教，故
漢譯佛典中有許多外來詞，是源自梵語系統的佛教音譯詞。意譯詞則是新
創，或是借用漢地中本有的詞語，再賦與佛教的意義而成佛教術語，也就
是梁曉虹所說的「佛化漢詞」，顏洽茂所稱的「灌注得義」。 100 所以，
佛教名相的解釋中，第一種先標音譯詞，後標意譯詞；第二種則是先標音
譯詞、意譯詞，再解釋詞義。此外，澄觀也運用分析梵文複合詞的方法來
解釋詞義，稱為六合釋解義。最後，則是徵引各種佛教經論來解義。

100

參黃國清，《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研究》，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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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標音譯詞，後標意譯詞
（1）蘇利耶者，此云月也；俱蘇摩者，悅意也，即是華名。（737
下）
（2）牟尼，此云寂默。（746 下）
（3）鞞陀黎者，此云種種持；由乾陀，此云雙持，迴文即云持雙
也；尼民陀羅，此云持邊；斫迦羅，此曰輪圍；計都末底，
此云幢慧。（838 下）
（4）三摩鉢底者，論云「五神通」，此應譯者之誤。 101 合云三摩
呬多，以此云等引，五通即所引故。三摩鉢底，此云等至，
非神通故。（788 上）
（5）梵云馱都，譯通界性。（825 下）
以上五例，皆是先標音譯詞，後標意譯詞，且皆未對詞義做進一步解釋。
第一例，蘇利耶（sūrya），此云月也，是錯誤的。根據《一切經音義》云：
「蘇利耶藏菩薩。蘇利耶者，此云日也。」 102《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也
意譯為「日」。 103 俱蘇摩（kusuma），意譯為華，或花。《一切經音義》
云：「俱蘇摩德藏菩薩。俱蘇摩者，花名也，具云俱蘇摩那。俱蘇，此云
悅也；摩那，意也。其花色美，氣香形狀端正，見聞之者無不悅意，今此
菩薩取之為名。」 104 第二例，牟尼（muni），意譯為寂默，德行之號。
第三例，鞞陀黎（vaiḍūya）
、由乾陀（yugaṃdhara）
、尼民陀羅（nimiṃdhara）
、

101

《十地經論》卷 5：「三摩跋提者，五神通。」（《大正藏》冊 26，第 1522
號，頁 158 中 6-7）

102

《一切經音義》卷 22，《大正藏》冊 54，第 2128 號，頁 445 上 21。

103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頁 1498。

104

《一切經音義》卷 22，《大正藏》冊 54，第 2128 號，頁 445 上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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斫迦羅（cakravāḍa）、計都末底（ketumati），皆是山王名。第四例，三
摩呬多（samāhita），意譯為等引。澄觀似乎把「三摩提」與「三摩鉢底」
搞混，《演義鈔》云：「三摩提是古梵語，即三摩鉢底，此云等至故。」
105

三摩提其意譯是等持，三摩鉢底其意譯是等至，可見二者是不同的。

但澄觀搞混，認為二者相同，因而引用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的說法：
「三摩呬多，此云等引，舊云三摩提，訛略也。」 106 要來證成《十地經
論》將「三摩呬多」誤譯為「三摩鉢底」。關於三摩地、三摩鉢底與三摩
呬多是同是異，各部經論說法不一。 107 第五例，馱都（dhātu），其意譯
為界、性、根性、種姓，譯通界性。根據《一切經音義》云：「馱都。梵
語也，此云法界，界即體也。」 108 澄觀雖曾擔任譯場的「潤文大德」 109
及「詳定」 110 等職，但從以上之例子，可看出仍偶有差錯。

2. 先標音譯詞、意譯詞，後釋詞義
（1）三昧者，此云等持。平等持心趣一境故，即三三昧諸有心定。
三摩鉢底，此云等至。由離沈掉至一境故，局在定地，通無心
定，謂無想滅定等。（737 中）

105

《演義鈔》卷 60，《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481 中 12-13。

106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5，《大正藏》冊 43，第 1829 號，頁 66 下 25-26。

107

《瑜伽師地論》卷 11：「若略說三摩呬多地，……謂此地中略有四種：一者、
靜慮；二者、解脫；三者、等持；四者、等至。」（《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328 下 11）根據《瑜伽師地論》的說法，靜慮（四靜慮）、解脫（八
解脫）、等持（三三摩地）、等至（五現見三摩鉢底等），這些勝定，皆名
為三摩呬多，故三摩地、三摩鉢底，也名為三摩呬多。

108

《一切經音義》卷 8，《大正藏》冊 54，第 2128 號，頁 352 上 8。

109

《隆興編年通論》卷 18：「至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
為潤文大德。」（《卍新纂續藏》冊 75，頁 200 上 23-24）

110

《宋高僧傳》卷 3：「至十二年六月，詔於崇福寺翻譯，罽賓沙門般若宣梵
文，洛京天宮寺廣濟譯語，……澄觀靈邃詳定。」（《大正藏》冊 50，頁 721
中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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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言阿賴耶，此云藏識。能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愛
等，執藏以為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阿陀那者，此云
執持。執持種子及色根故，此名通一切位，此二即心之別名。
（808 上）
（3）禪那西音，此云靜慮。靜謂寂靜，慮謂審慮。（783 中）
以上三例中，皆是先標音譯詞、意譯詞，後釋義。釋義，前二例是解釋詞
義，第三例則是解釋單字義。第一例，三昧（samādhi），或稱三摩地、三
摩提；三摩鉢底（samāpatti），或稱三摩跋提。三昧與三摩鉢底，皆是指
心定於一處的狀態，但其義略有差別。根據有部的說法，三昧通有心定、
散定；三摩鉢底範圍較廣，包括有心定、無心定，而不通於散定。第二例，
阿賴耶（ālaya），阿陀那（ādāna）。阿賴耶、阿陀那皆是依《成唯識論》
的說法，阿賴耶為第八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三藏；阿陀那為第八識
的別名，因執持有情之身體令不壞，且執持諸法之種子不失，故稱執持識。
第三例，禪那（dhyāna），其意譯為靜慮，又對「靜」、「慮」之字義作
解釋。

3. 依六合釋解義
六合釋，即解釋梵語或巴利語之複合詞的六種方法。複合詞
（compound），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根複合而成的一個詞，又稱合成
語。六合釋之做法，是先將複合詞加以分別解釋（離釋）再總合解釋（合
釋 ） ， 故 稱 六 離 合 釋 、 六 釋 。 六 合 釋 ， 即 依 主 釋 （ tatpuruṣa） 、 持 業 釋
（karmadhāraya）
、有財釋（bahuvrīhi）
、相違釋（dvandva）
、帶數釋（dvigu）
、
鄰近釋（avyayī-bhāva）。澄觀在《華嚴經疏．十地品》所運用的六合釋有
三例：
（1）真智即善，善即決定，持業受名。故論云：「善決定者，即
是善決定。」（742 上－中）
（2）論先問云：「何故名金剛藏？」此問意云：為以藏攝金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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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藏？為以金剛而為藏耶？上即有財，下即持業。而論雙順
二句，順後句云：藏即名堅，其猶樹藏，謂如樹心堅密能生長
枝葉華實，地智亦爾，能生因果，此就能藏名藏。次順上句云：
又如懷孕在藏，是故堅如金剛，如金剛藏，此謂子孕在胎藏中，
善業所持堅不可壞而得生長，此就所藏名藏。（737 下）
（3）約法，名十地會，即同品名。……而下經又名「集一切智智
法門」，亦兼因果。復有別譯名《漸備一切智德經》。……十
是一周圓數，十十無盡，皆帶數釋。後之二釋皆是依主，一切
智智之法門故，漸備一切智之德故。（735 上－中）
第一例使用持業釋，又稱同格限定複合詞，即 A 限定 B，或 A 與 B 同格，
A 可為形容詞、副詞，或同格名詞，B 常為名詞或形容詞。 111 真智即善，
善即決定，澄觀將 A 與 B 視為名詞，「A 即 B」是持業釋。第二例使用持
業釋、有財釋。有財釋，又稱所有複合詞，A 與 B 結合之後的複合詞具有
形容詞的意義（即「具有……的」），修飾 A、B 以外的事物。「藏」具
有二義：以金剛而為藏，如樹藏，是就能藏名藏，金剛即藏，「A 即 B」
是持業釋；以藏攝金剛，如懷孕在藏，金剛所藏之處即有財釋。第三例使
用帶數釋、依主釋。帶數釋，又稱數詞限定複合詞，A 是數詞，如：十地
會，「十」即地會，為持業帶數。依主釋，又稱格限定複合詞，A 與 B 之
間有格的關係，如：集一切智智法門、漸備一切智德經，A 為名詞，對 B
有格的限定關係， 112 即成一切智智之法門，漸備一切智之德，此例為屬
格限定。

4. 徵引經論解義
澄觀廣引諸經論來解釋佛教名相，一方面以經論來做證明，一方面則
是驗證自己的思想無誤，使信眾更具有信心。茲分述如下：

111

六合釋，參見釋惠敏、釋齎因編譯，《梵語初階》，頁 112-113。

112

變格有八個格：主格、業格、具格、與格、從格、屬格、處格、呼格。（釋
惠敏、釋齎因編譯，《梵語初階》，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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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謂八地已上念不退轉故。《彌勒問經》云：「自分堅固名不
退，勝進不壞名不轉。」（737 中）
（2）論經云：「不起覆見忍見。」《婆沙》云：「覆相妄語，名
為覆見；覆心妄語，名為忍見。」謂實見事，心謂見，言不見，
此謂覆己所見事相，此翻真語。若實不見，心生見想，誑言不
見，於事雖實，於見有違，名為忍見。忍却己所見故，此翻實
語。（773 上）
（3）初禪，一即離欲惡不善法者，此明離障，以一即離貫於下三。
然諸論說大同小異，若《毘曇》離五欲故名為離欲，斷十惡故
名為離惡，除五蓋故名離不善法。（783 下）
（4）住捨者，即是捨數，揀非捨受。故諸經論皆名行捨，行心調
停，捨彼喜過。故《顯揚》云：「住捨者，於己生喜，不忍可
故，平等正直，無動安住。」（784 中）
（5）五力，即前五根增長。魔梵惑等不能屈伏，故名為力；又能
損減不信等障，故復名力。《智論》云：「能破煩惱得無生忍，
故名為力。」（792 下－793 上）
第一例，「不退轉」引《彌勒問經》來釋義，以自分、勝進來區隔不退、
不轉二詞。自分是修行已達到某一境地，勝進是趣向更深境地前進。第二
例，「覆見」、「忍見」引《婆沙》來解釋，兩者皆是妄語。覆見是指見
言不見，覆己所見事相，與真語相反。忍見是指本實不見而心妄生見想，
覆心所見，與實語相反。第三例，「離欲惡不善法」引《毘曇》來說明，
是指離五欲、十惡、五蓋。第四例，「住捨」又名行捨，引《顯揚聖教論》
來解釋其義，是三禪捨，遠離二禪之喜樂，住於非苦非樂之境地，此心具
有平等、正直、無功用等三種作用。第五例，「五力」的「力」具有二義：
不為他伏、能伏於他。引《大智度論》來說明第二義，菩薩能破惡法得無
生法忍，故稱以果釋力。

．42． 中華佛學研究

第十三期（民國一○一年）

（三）依相對概念釋義
相對概念，是指諸法之間具有對應關係，它是依靠一定條件而存在或
變化。澄觀也常以相對概念來釋義，如能所、體用、可說不可說、行布圓
融等，茲說明如下：

1. 依能所釋義
能所是指「能」與「所」的並稱，為相對的概念，猶言主客觀。「能」
是指能動的一方，「所」是指被動的一方；「能」是指某一動作之主體，
「所」是指某一動作之客體（對象）。能與所具有相即不離與體用因果的
關係，故稱為能所一體。澄觀於《華嚴經疏．十地品》中，大量使用能所
來釋義。茲分述如下：
（1）勝法二字即是所詮，次六字是能詮。（755 上）
（2）第五天眼通，論名「生死智通」，約根約境異故。初總顯能
見，誰能見，天眼故。……次見諸下，別顯所見。（788 上）
（3）今初有二十句，攝成十對。一一對中，皆上句明境界無量，
為所知所化；後句明佛德業無量，為能知能化，菩薩入彼佛化
以用化生。（815 下）
（4）入何法耶？所謂智地，論云：「智慧地者，謂十地智，如本
分中說」，即上不思議佛法也。上說能所證者，意令菩薩以能
證智，入佛所證法，是此總意。（739 上）
（5）十法明門者，門即通入之義，故論經名「入」。明為能入之
門，法為所入之處，故論云：「得證地智光明，依彼智明，入
如來所說法中。」言證地智者，即四地證智也。（789 中）
（6）滅覺觀是所離障，覺觀麁動發生三識，亂於二禪，如淨水波
動則無所見故。初禪能治，為此所治，則病盡藥亡。（7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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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今轉無常識成妙觀察智，轉無常意成平等性智，以為能依。
依彼本識如來藏性，真如法身，以為所依。（753 上）
第一例為「能詮所詮」。《華嚴經》：「勝法微妙音，譬諭字相應。」 113
「微妙音、譬諭字」是以音聲、教法來闡明為能詮；勝法則是所闡示的內
容為所詮。第二例為「能見所見」。《華嚴經》：「此菩薩天眼清淨過於
人眼，見諸眾生生時死時、好色惡色、善趣惡趣，隨業而去。」 114 天眼
是能見物之眼，為能見；天眼所見之物，如：生時死時、好色惡色、善趣
惡趣，為所見。第三例為「能知能化所知所化」。《華嚴經》云：「入無
量眾生界，入無量諸佛教化眾生業；入無量世界網，入無量諸佛清淨國
土；……，入無量諸菩薩方便行，入無量諸佛所說大乘集成事令菩薩得入。」115
這十對，上句「無量境界」，為所知者所教化者；後句「佛德業無量」，
為能知者能教化者。第四例為「能證所證」。《華嚴經》云：「欲令汝為
一切菩薩說不思議諸佛法光明故。」 116 能證指光明，即能證得十地智慧；
所證指不思議諸佛法，入佛智地。亦即菩薩以能證之智，入佛所證的不可
思議諸佛法的智慧地。第五例為「能入所入」。《華嚴經》云：「佛子！
菩薩摩訶薩第三地善清淨已，欲入第四焰慧地，當修行十法明門。」 117 十
法明門的「明」為能入之門，「法」為所入之處。明，是指光明，依三地
的慧光能證得四地之智慧，故能入四地之門；法，依十法修行證入四地，
故所入之處即四地燄慧地。第六例「能治所治」。初禪有覺有觀，亦即覺
觀粗動發生眼耳身三識，故初禪為能治三識；二禪滅覺觀，即是所治，是
所離障。第七例「能依所依」。所轉依，是指《成唯識論》所說「聖道轉
令捨染得淨」 118，亦即聖道轉能夠捨除有漏的第六、七識染污種子，得到
無漏的妙觀察智、平等性智等清淨種子。其中妙觀察智、平等性智等四智，

113

八十《華嚴》卷 34，《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1 上 7-8。

114

八十《華嚴》卷 35，《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8 中 22-24。

115

八十《華嚴》卷 37，《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96 中 7-19。

116

八十《華嚴》卷 34，《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79 上 15-16。

117

八十《華嚴》卷 36，《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9 下 4-6。

118

《成唯識論》卷 10，《大正藏》冊 31，第 1585 號，頁 55 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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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依智。唯識真如，謂染淨法為唯識實性，是迷悟法所依，真如為所依
法。

2. 依體用釋義
體用是指「體」與「用」的並稱，即諸法之體性與作用。體，即體性，
不變之真理實相，無有分別；用，即作用，差別現象之具體表現。茲分述
如下：
（1）約體用，歡喜善慧約體為名，餘皆就用。（743 下）
（2）先明光本，上加於下，多用眉間之光，亦表將說中正之道。
出清淨下，正明體用。於中文有六業：一、覺業，即光名體，
謂是光照菩薩身已，自覺如來力加故，覺照光用，故曰焰明。
二、百千下，因業，能生眷屬義故。三、普照下，卷舒業，舒
則普照十方，卷則還入常光。今文略無卷業，若兼取下文，如
日身中於空中住，義則通有。四、三惡下，止業。五、降伏業。
論經云：「一切魔宮隱蔽不現」，今經闕此。六、又照一切下，
敬業，顯現佛會令物敬故。七、又照十方下，示現業，正為令
眾見說聽者皆得佛加，堪說聽故，長行受身加之名偏從此立。
（748 下－749 上）
（3）於中半偈證體，半偈起用，半偈用不離體，半偈體用泯絕。
（834 中）
第一例，十地名稱中，初地歡喜地、九地善慧地皆是約體性命名，其餘八
地皆是約作用命名。第二例，世尊放眉間光照十方，放眉間光即是光體，
業用有七種，稱為光體業用，以下七種皆具有體用兩者。《華嚴經》云：
「出清淨光明，名菩薩力焰明」 119，即是覺業；「百千阿僧祇光明以為眷

119

八十《華嚴》卷 34，《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0 中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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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120，即是因業；「普照十方一切世界靡不周遍」 121，即是卷舒業；「三
惡道苦皆得休息」 122，即是止業；《十地經》：「一切魔宮隱蔽不現」 123，即
是降伏業；「又照一切如來眾會，顯現諸佛不思議力」 124，即是敬業；「又
照十方一切世界，一切諸佛所加說法菩薩之身」 125，即是示現業。以上七
種業用中，六種出自《華嚴經．十地品》，一種出自《十地經》。此外，
第三種「卷舒業」，《華嚴經．十地品》沒有卷業，卷業出自《十地經》：
「普照十方諸佛世界靡不周遍，照已還住本處」 126，還住本處即是卷業。
第三例，《華嚴經》云：「佛住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
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所作利益眾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
無差別，入於究竟皆無相。」 127「佛住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
此半偈證體，如來住於甚深的真實法性；「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
行事」，此半偈起用，能示現種種事行；「所作利益眾生事，皆依法性而
得有」，此半偈用不離體，利益一切眾生之事，皆是依據法性而有；「相
與無相無差別，入於究竟皆無相」，此半偈體用俱泯，眾生相與涅槃相無
差別，遠離一切無相才能進入圓滿究竟的境地。

3. 依可說、不可說釋義
可說是指信仰、知解、修行、體悟一切普法者所能理解，它是可以用
語言來詮釋的境界；不可說是指不可言說，真理可證知，但無法用言語來
詮釋的部分。茲分述如下：
（1）斯皆證智，言所不及，故不可說，如彼鳥迹同於虛空。方便

120

八十《華嚴》卷 39，《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0 中 22。

121

八十《華嚴》卷 39，《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0 中 22-23。

122

八十《華嚴》卷 39，《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0 中 23。

123

《十地經論》卷 2，《大正藏》冊 26，第 1522 號，頁 130 下 23-24。

124

八十《華嚴》卷 39，《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0 中 23-24。

125

八十《華嚴》卷 39，《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80 中 24-26。

126

《十地經論》卷 2，《大正藏》冊 26，第 1522 號，頁 130 下 22-23。

127

八十《華嚴》卷 39，《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205 上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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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法可以言顯，故云可說，如空中鳥迹約鳥說異。是以一迹通
有二分，即可說不可說也。（755 下）
（2）依勝義諦，雖不可說；而言諸法自性，可說。（805 下）
（3）將風畫復喻地智，地智所以不可說者，以即同果分，離言說
相故，如風畫合空。若以果從因，則亦可說，以智從相地有差
殊，以旨從詮可聞可說，是則無聞說之聞說也。（746 下）
第一例，將十地分為因果二分，則證智為果分，方便寄法為因分。空中之
鳥迹，如同虛空，譬喻證悟無漏之正智，為果分不可言說；空中有各種不
同鳥之鳥迹，譬喻初三地寄世間法，四至七地寄出世間法，為因分可說。
所以用空中之鳥迹，可表示可說與不可說之差別。第二例，約勝義諦、世
俗諦來區分可說、不可說。
世俗諦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法是「實有」而不是空，故可說；
勝義諦是指「真空」而不是有，指所證得的法性，故不可說。第三例，地
智為果分，離言說相，如風畫合空，以空喻所詮地智，故不可說。地相為
因分，可以言說，則風畫喻三法，喻教、喻地相、喻地智；虛空亦喻三法，
喻所詮、喻地智、喻果海。 128

4. 依行布、圓融釋義
菩薩從初發心至成佛之修行階位，可分為二門：初後相即，稱為圓融
門；初後次第，稱為行布門。圓融門，是指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行布門，
是指菩薩必須歷經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等漸次
進修，才能到達佛地。茲分述如下：
（1）然上諸門多依行布，若約圓融，一斷一切斷，一證一切證，
一行一切行，一得一切得也。（756 中）

128

參《演義鈔》卷 55，《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433 上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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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言深種善根者，正是總句，論經名「厚集」，厚則深也，集即
種也。若約圓融，則不定時數。若依行布，謂一僧祇已積資
糧，故云深種。（757 上）
（3）此十圓融，地地皆具。若約行布，則前前之名，應該後後，
後後之稱，不該前前。如歡喜之名義該十地，法雲之稱不預
前九。（744 上）
第一例，十地六門：來意、釋名、斷障、證理、成行、得果等，是行布門；
若約總相圓融，斷障即一斷一切斷，證理即一證一切證，成行即一行一切
行，得果即一得一切得。第二例，「深種善根」一詞，《十地經論》則為
「厚集」。依行布門，從初發心到初地必須經過一阿僧祇之久的時間，發
四弘誓願，廣修六度萬行，來積聚諸功德善行。依圓融門，則沒有固定的
時間，十信滿就入聖位。第三例，約圓融門，十地中，地地皆具圓融；約
行布門，十地之修行是由淺至深，有其先後次第，由初地歡喜地至十地法
雲地，不應前後顛倒。

五、結語
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的釋經方法，具有承襲與開展兩種方式。
承襲是指在每一地釋文前，皆參考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十地品》的七
門分別。其中前六門的詮釋，亦是參考法藏的說法，但法藏十地六門中，
引用的經論較多、較雜，澄觀則有所抉擇，其十地六門則更加的簡潔且具
有系統性。開展是指補充古德釋經方式之不足，可謂突破舊傳統，創造新
方法，共有四種：（一）經論對會。對照經論來注疏，乃承襲淨影慧遠的
注疏方式。（二）文句抉擇。注疏文句的抉擇，依據經論的難易度去挑選
注疏的文句。（三）版本及思想會通。澄觀在注疏時，為了使經義能更貼
切表達以及融會貫通，有時因應實際需要，對照一至三種版本間的差異，
另又會通慧遠與賢首二位祖師思想的差異，並予以抉擇。（四）補充注疏
之不足。澄觀為了講解無礙，注疏時注重經論的整體貫串，且以《華嚴經．
十地品》為主，《十地經論》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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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所引用的經論，包括明引與暗用兩種，其中明引部分，就超過四
十餘部，可見引用經論之多。引用《瑜伽師地論》共 110 次，是明引中引
用最多的論書，本文只探討十法與四禪二部分。《攝大乘論》包括論本、
釋本共引用 42 次，本文只考察證理、八種過。《成唯識論》明引部分有
39 次，暗用部分相當多，本文只探究二世一重因果、十二支義門分別。《大
智度論》引用 23 次，其中具有系統性的包括初禪、二禪，以及四念處。《俱
舍論》引用 20 次，其中具有系統性的主要是四禪及十二緣起，皆是本文討
論的範圍。
澄觀的《華嚴經疏》是隨文釋義的注疏，運用了中國傳統的訓詁學對
經典進行解說。「釋義」，是指對詞義的解釋，因此研究澄觀的《華嚴經
疏》，有必要對詞義的解釋進行探討。詞義的解釋，主要分為三個面向：
（一）詞義的訓解，即是對字義、詞義進行解釋。（二）佛教名相的解釋，
由於佛教是由印度傳來的宗教，故其漢譯佛典之詞彙，包括一些外來音譯
詞及六合釋解義，以及借用漢地本有之詞語的意譯詞，並徵引各種佛教經
論來解義。（三）依相對概念釋義，包括能所、體用、可說不可說、行布
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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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hengguan’s Explaining the “Shidipin” in
the Huayanjingshu

Shi, Zheng-Chi
Doctoral Student
Depart ment of Chines 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Unlike the way used to explain the other chapters (pin, 品 ) in the
Huayanjingshu 華嚴經疏, Chengguan applied a different explanation system
to explaining the “Shidipin” 十 地 品 . This system based partly on the
Shidijinglun 十 地 經 論

was adopted by Zhiyan’s

“Shidipin” in the

Huayanjing souxuanji 華 嚴 經 搜 玄 記 and Fazang’s “Shidipin” in the
Huayanjing tanxuanji 華嚴經探玄記 as well. It indicates that grand masters
in annotating “Shidipin” have involved the Shidijinglun, except referring the
Huayanjing.
This text is mainly to analyze Chengguan’s method of sutra exposition. I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of all it introduces the ado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engguan’s fashion of sutra exposition on the “Shidipin” in the
Huayanjingshu, not only chiefly regarding the seven gates distinction in each
explanation for Fazang’s “Shidipin” in the Huayanjing tanxuanji, but adding
the supplement to improve the four kinds of inadequacy in ancient masters’
sutra exposition. This method breaks through the old tradition, creating a new
one.
Secondly, though Chengguan’s quotation of sutra expositions includes
both the clear citation and the connotative usage, only the clear citation is
analyzed in this text. Since the number of Chengguan’s quotations of sutra
exposition is more than 40, which is too huge, this text focuses mainl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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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theorizing books with more citations and systemic descriptions, namely,
Yuqieshidilun 瑜伽師地論, Shedachenglun 攝大乘論, Chengweishilun 成唯
識論, Dazhidulun 大智度論 and Jushelun 俱舍論.
Finally, it concern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words. The
annotations of Chengguan’s Huayanjingshu simply follow the original
meaning with gentle interpretation, us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訓詁學） to explain the classics. Thus this
text has to probe into the annotations, from three orientations separately:
critical explanation of meanings of words, explanation of Buddhist names and
forms, and interpretation on relative concepts.

Keywords:
Chengguan, Methods of sutra exposition, Clear citation, Meanings of words,
“Shidipin” in the Huayanjing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