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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之研究 
釋正持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 

菩薩十地思想之起源，可追溯

至部派佛教時期，其發展至初期大

乘佛教，則產生了三種十地思想：

大品系的「無名十地」、「三乘共通

十地」，以及「華嚴十地」，這三種

大乘十地中，最廣為後世所採用的

是華嚴十地，也是本文之研究主

題。《華嚴經．十地品》是屬於初期

的大乘經典之一，其修行的主要內

容為十波羅蜜，修行過程為十地，

表示菩薩的智慧與能力，於每一地

與每一地之間，是有次第地向上提

昇，邁向成佛之道。所以方東美曾

云：《華嚴經》本身是圓教、頓教，

但是在修行方面卻有一個「漸」字

訣。在《華嚴經》中最重要的是按

部就班的〈十地品〉，由凡轉聖之

後，仍然要努力精修，從初地、二

地、三地，循著這個精神的階梯，

逐漸一層一層的爬上去。〈十地品〉

是華嚴圓教之別教一乘，又分為次

第行布門、圓融相攝門等二門。行

布門是初後次第，屬於縱向，立有

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

等覺、妙覺等五十二階位，是由淺

至深漸進至佛果位。圓融門是初後

相即，屬於橫向，一位中具足一切

位，不論其位次之高低，一切悉皆

圓滿具足。所以行布門乃是教相之

施設，圓融門是理性之德用。約相

即性，行布無礙圓融；約性即相，

圓融當下就是行布，這是華嚴一乘

圓教的根本立場。 
十地是菩薩修行的德目之一，

也是一切佛法的根本，《華嚴經》

云：「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十

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

佛教修行的最終目的，是證得一切

智而成佛，所以〈十地品〉是一切

佛法的根本義理。華嚴十地，是菩

薩修行成佛的歷程，它比「大事十

地」與「般若十地」之凡夫成佛，

不離人間成佛的形式，更具有殊勝

性，也廣為後世所採用。所以，〈十

地品〉的特質是殊勝性、流通性，

它是《華嚴經》的核心部分，更是

一切佛法的根本。 
在《華嚴經》的單行品中，影

響力最大的是《十地經》，世親曾為

它作注釋書，名為《十地經論》，相

當具有權威性，漢譯之後出現了一

批「地論師」，也催生了中國地論學

派的誕生，更造成了華嚴宗派的成

立，可見此經受到漢地的關注。故

《華嚴經．十地品》對漢地來說，

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值得深入探討。 
《華嚴經》又可分為晉譯與唐

譯兩種漢譯本，本文是以唐譯本為

主。素有「華嚴疏主」之稱的澄觀，

曾為唐譯八十《華嚴》，撰寫六十卷

《華嚴經疏》，以及八十卷《演義

鈔》，本論文則是對澄觀《華嚴經

疏．十地品》做深入研究，從其注

疏中發掘其對〈十地品〉的特殊洞

見與貢獻，是否異於其他祖師之

處。澄觀的《華嚴經疏》，乃是解釋

唐譯八十《華嚴經》之文，但其中

〈十地品〉的釋經體例則與前面各

品有所不同，部分是依據《十地經

論》來造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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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玄記．十地

品》、法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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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對本論文之各章節

之結構，做一簡要的摘述： 
第一章〈緒論〉，共分三節。第

一節「本文研究旨趣」，略述問題意

識的產生及引發研究的動機與目

的；列舉目前學界對於〈十地品〉

或澄觀的相關研究；透過文獻學方

法、歷史考據法、思想研究法、哲

學方法等四種進路，幫助達成研究

目的；以及「全文結構述要」四部

分。第二節「澄觀的生平」，澄觀相

關的傳記有十四部，其中〈妙覺塔

記〉、《宋高僧傳》這二部傳記時間

較早，記載較詳盡，被視為研究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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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傳記的一手資料。生平考察，則

分為四個時期來探討：青少年時

期、遊學時期、遊五台山及撰述《華

嚴經疏》時期、帝王禮遇時期。第

三節「澄觀及《華嚴經疏．十地品》

與中唐時期八宗之關涉」，主要介紹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所成立的八大宗

派，澄觀與八大宗派之關涉情形；

以及《華嚴經疏．十地品》與八宗

之交涉情形。 
第二章〈十地品〉之傳譯及其對

華嚴宗的影響，共分五節。第一節

「〈十地品〉相關的單品經考察及十

住十地之關係」，考察〈十地品〉的

相關單品經有七部，從中發現「十

住」與「十地」之觀念，有共通的

傾向，它們是何時共通？何時區隔

開來？第二節「大乘十地思想先

驅—十住說」，說明華嚴十住與諸菩

薩行位之關係，及介紹華嚴十住之

六種譯本間，譯法與內容之同異。

第三節「大乘十地說」，探討《大智

度論》、《大般若經》這二部經論，

為何將「無名十地」詮釋為「華嚴

十地」的原因。以及介紹華嚴十地

的五種譯本間，譯法與內容之同

異；並且探討晉譯本與唐譯本〈十

地品〉的差異。第四節「〈十地品〉

及論書對後代的影響」，〈十地品〉

對後代的影響，包括華嚴十地菩薩

行位、宇宙觀；〈十地品〉的論書有

《十住毘婆沙論》、《十地經論》二

本，以《十地經論》對後代影響較

大，不僅造就了一批「地論師」，更

催生了中國地論學派的誕生，以及

孕育了華嚴宗的成立與發展。第五

節「南道地論師對華嚴宗的影響」，

包括闡述《華嚴經》教義經旨的宗

趣論，判教思想的五教十宗，及根

本教理的六相。 
第三章《華嚴經疏．十地品》

科判探析，從而了解〈十地品〉之

整體組織架構，共分四節。第一節

「科判的起源」，說明印度與中國科

判的發展情形。第二節「〈十地品〉

在《華嚴經》的結構地位」，又可分

為二個面向：〈十地品〉在《華嚴經》

三分科判的地位，包括《華嚴經》

的三分科判、〈十地品〉的三分科

判；〈十地品〉在四分五周的地位，

《華嚴經》本身的文義豐富，而將

其大綱改以四分、五周因果來分

判，並說明〈十地品〉在四分及五

周因果之位置。第三節「通論〈十

地品〉之科文」，包括來意、釋名、

宗趣三門。來意，為了突顯〈十地

品〉之十聖位較三賢位殊勝。釋名，

藉由約人、約處、約法三義之闡明，

彰顯十地法之殊勝。宗趣，顯示行

布圓融二門的融通、因果為宗趣、

華嚴宗別教一乘的殊勝。第四節

「〈十地品〉之十分科判」，包括：

序分、三昧分、加分、起分、本分、

請分、說分、地影像分、地利益分、

地重頌分。前六分屬於初地，第七

分「說分」，涵蓋十地階位，第八至

十分，皆在十地法雲地。 
第四章《華嚴經疏．十地品》

釋經方法，從而了解其詮釋文句的

方法，共分四節。第一節「釋經方

式的承襲與開展」，主要是指承襲法

藏《探玄記．十地品》每一地釋文

前的六門分別，以及補充古德釋經

方式之四項不足。第二節「五部論

書的引用及其影響」，澄觀引用的經

論，包括明引與暗用兩種，本文只

針對明引部分做分析，共超過四十

部經論，太過於龐大，又抉擇以引

用次數最多且具有系統性的五部論

書進行考察。五部論書的引用情

形，主要集中在四禪、十二緣起、

四念處，即是每一地中要精勤修行

才能得果，偏向於修行法門的部

分。第三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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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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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譬喻的運

用」，澄觀在注疏《華嚴經》時，為

了讓信眾易於了解佛教義理，引用

了許多譬喻法，分為三項說明：解

釋佛教名相、解釋佛教義理，及法

喻合、法喻合結。 
第五至七章，為論文研究之主軸

「《華嚴經疏．十地品》菩薩之修行

特色」。澄觀將〈十地品〉的宗趣分

為總說、別說二種，其中別說十義

之第九義為「約寄乘法」，也就是「十

地寄乘」，華嚴宗以菩薩十地之位次

寄於世間人天乘、出世間三乘、出

出世間一乘，以分別法門之深淺。

亦即，十地菩薩的修行特色，是介

紹十地菩薩的因行，是行布門，初

至三地，寄世間人天乘；四至七地，

寄出世間三乘；八地以上，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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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乘法，八地以上既是一乘，故

不云寄。十地菩薩的修行特色，是

介紹十地菩薩的因行，是行布門，

將依照「約寄乘法」的方式，分成

三個部分，共三章來說明，其中每

一章將分為四個部分來說明。第一

節「通釋六門」，是指來意、釋名、

斷障、證理、成行、得果。澄觀在

每一地釋文前，皆先說明此六門，

即是對每一地做一個概略性的介

紹，包括：入地的目的、解釋十地

名稱、斷除障礙、證得真理、修行

成就、獲得果報，以顯示每一地的

修行過程是有其先後次第關係。第

二至四節，詳細闡述每一地菩薩之

入地、住地、出地之三階段。第二

節「遠離二障、體障及治想」，此部

分為障道法，即是入地的障礙，包

括入地前，或初入地的障礙，能障

礙涅槃及菩提，不能脫離生死輪

迴、證得佛果，故應遠離。初至三

地遠離煩惱障：初地遠離世間的五

種怖畏，二地遠離十惡業，此二地

皆與身口意三業有關；三地遠離妄

想因，則是厭離有為法的煩惱行。

四至七地遠離所知障及對治法，包

括解法慢、身淨慢、染淨慢、細相

現行障，以十智、如道行、十種平

等法、十種方便慧來對治。八至十

地遠離體障及治想：八地遠離心意

識分別想，包括遠離八識的異熟

識、七識的末那識、六識的意識；

九地遠離四無礙障，能障礙四無礙

解；十地遠離煩惱垢，斷除於諸法

中未得自在障。第三節「精勤修

行」，包括勤修十大願、十善、八定、

三十七菩提分、四諦、十二因緣、

一切菩提分法、淨佛國土、說法行、

受位行。菩薩已歷經了入地心、住

地心的階段，接著還要精勤修行，

才能證得佛果。第四節「圓修十波

羅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般若、方便、願、力、

智等十波羅蜜，所代表的為出地心

的調柔果。每一地波羅蜜之實際內

容大多在住地心，只有少部分在入

地心、出地心。 
第八章唯心與緣起的開展，主

要探討八十《華嚴．十地品》第六

地的名句「三界所有，唯是一心」

的三界唯心，以及「十二有支，皆

依一心」的一心緣起，兩者皆有「一

心」，亦即其本源皆歸結於「一心」，

故將考察三界唯心與一心緣起兩者

間的關係，將依照時代的先後次

序，分為〈十地品〉、《十地經論》

這二部經論，以及法藏、澄觀二位

祖師的說法進行討論，此一心是真

心或妄心，以及兩者是同或異的關

係，共分四節來說明。第一節「〈十

地品〉的唯心與緣起」，先介紹〈十

地品〉的唯心，分為三界的起源、〈十

地品〉的四種心；以及〈十地品〉

的緣起，分為十二緣起的起源、〈十

地品〉的十二緣起。第二節「《十地

經論》的唯心與緣起」，先探討《十

地經論》之心識說，分為心意識與

阿梨耶識兩部分；《十地經論》的十

二緣起，即成答相差別、第一義諦

差別、世諦差別三種觀門。第三節

「法藏的唯心與緣起」，先說明法藏

之唯心觀，分為染法緣起、十重唯

識；其次法藏的緣起觀，分為〈十

地品〉之「依持門」、依據《十地經

論》之詮釋。第四節「澄觀的唯心

與緣起」，唯心觀，從法相宗的相應

心、不相應心，與法性宗的十重一

心兩個立場來探討；緣起觀，則是

從一念心頓具十二因緣來談。 
    第九章結論，針對本論文「澄

觀《華嚴經疏．十地品》之研究」

之整體研究做一概括性的討論，分

為二節。第一節「《華嚴經疏．十地

品》思想之特色」，主要探討澄觀《華

嚴經疏．十地品》所呈顯之思想特

色，分為十住與十地之會通、大量

採用唯識思想、如來藏與唯心思

想、六相圓融之運用、採取大乘之

戒律觀、融通大小乘禪法等六項來

說明。第二節「《華嚴經疏．十地品》

注疏之特色」，主要說明《華嚴經

疏．十地品》注疏的開展，歸納澄

觀之注疏異於世親與法藏之處，亦

即其特殊之創見，也是其注疏之特

色，分為視野更寬廣、文義完整性、

注重系統性、修行次第性、能所之

運用等五項來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