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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吉藏《維摩經義疏》看「不可思議解脫」 

 

釋慧通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摘要 

《維摩詰所說經》又名「不可思議解脫」，此解脫為說法主維摩詰的說法重點

內容與主軸，因此支謙與羅什在經題處將之夾註為此經之副題，以標榜旨歸。〈囑

累品〉中，佛亦以「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

受持。」付囑流通。然而，維摩詰介紹此解脫時，僅運用了神通力，令其丈室容

受三萬二千高廣之師子座，且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只簡略說明諸佛菩薩具有

如是須彌內芥子等不可思議之境界，卻沒有明確交待什麼是不可思議解脫。 

究竟什麼是「不可思議解脫」？此解脫與聲聞解脫有何不同？它只是一種解

脫的境界描述？或者可作為一種「解脫法門」？與「不二法門」有何關聯？歷來

諸師與現代學者們的理解各有不同，有以權實二智為此解脫之體，另有以不二法

門為此解脫之本，更有以三德、本迹為不思議義，而本文擬以三論宗之集大成者

吉藏為主要研究對象。 

吉藏曾自述對《維摩詰經》的喜愛，到了晚年仍翫味彌篤，他依此經撰述了

《淨名玄論》、《維摩經義疏》、《維摩經略疏》，可見吉藏對此經之看重，並深受此

經影響。在這些注疏當中，《維摩經義疏》較能完整、全面性地來掌握、研究吉藏

的看法，因為其注釋方式除了開頭「玄義」鳥瞰式的重點歸納之外，再接以隨文

逐句解釋，所以筆者以《維摩經義疏》作為了解吉藏對不可思議解脫之詮釋；而

研究成果得出吉藏以「理、智、教」為不可思議解脫之義涵，以「境、智、教」

為其體，並以「二諦」貫穿如是看法，彰顯出吉藏三論宗立場之詮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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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維摩詰所說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又名《維摩詰經》，為初期大乘

佛教1
 經典之一。其經文文字優美，內容深入淺出，故事敍述性強，深富哲理，因

此深受普及大眾、文人學士及佛教徒們的喜愛，乃至吸引現代學者們，從此經之

文學、藝術、歷史、哲學、文獻義理等不同面向加以深入研究探討。其「唯心淨

土」、「不二法門」及「不思議解脫」之核心思想，對歷代佛教淨土、般若中觀等

思想有重要的影響。 

此經從印度傳入中國後，根據唐智昇《開元釋教錄》的記載2
 ，從東漢嚴佛調

最初的漢譯本開始，至唐代玄奘，總共歷經七次漢譯3
 ，目前三存四缺，僅存的三

種譯本為：支謙的《維摩詰經》、鳩摩羅什（334～413）的《維摩詰所說經》及玄

奘（602～664）的《說無垢稱經》。4
 除了玄奘譯本，支謙與羅什在翻譯此經經題

時，皆在經名旁夾註附題，支謙的譯本，夾註為「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之稱一

名佛法普入道門三昧經」5
 ，羅什的譯本則是「一名不可思議解脫」6

 ，也就是將

「不可思議解脫」標為此經的副題，有點題之功效，跟經題一樣，具有全文畫龍

點睛之作用，因此，「不可思議解脫」作為此經之核心思想可見一斑。 

《維摩詰經》之歷代注釋書，根據目前 CBETA 電子佛典的記錄，收錄於《大

正新修大正藏》與《新纂卍續藏》，計有二十七部之多，7
 這些注釋書所依據的漢

                                                 
1
 宇井伯壽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將大乘佛教在印度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一、初期大乘佛教，約

在西元一五○～二五○年；二、中期大乘佛教，約在西元二五○年～四○○年；三、晚期大乘佛

教，約在西元四○○年～六五○年。詳見宇井伯壽著，釋印海譯，《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155-197。 
2
 「有譯有本錄」：《開元釋教錄》卷 11：「維摩詰所說經三卷(一名不可思議解脫或直云維摩詰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第六譯)上二經十卷同帙。維摩詰經二卷(或三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第二

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出內典錄第七譯)。右三經同本異譯(前後七譯四譯闕本)。」

「有譯無本錄」：《開元釋教錄》卷 14：「古維摩詰經二卷，後漢臨淮沙門嚴佛調譯(第一譯)。異

毘摩羅詰經三卷(祐云異維摩詰，或作思字，或二卷)，西晉西域優婆塞竺叔蘭譯(第三譯)。維摩

詰所說法門經一卷(或云維摩詰經)，西晉三藏竺法護譯(第四譯謹按僧祐錄中更有刪維摩詰經一

卷，亦云竺法護譯，下注云祐意謂先出維摩繁重護刪出逸偈也。今意與前無異，故不別存。又周

錄中更有毘摩羅詰經二卷，亦云吳黃武年支謙譯，出長房錄，撿長房錄無此經名，周錄誤也)。

維摩詰經四卷東晉西域三藏祇多蜜譯(第五譯)。右四經同本，前後七譯，三存四闕(其西晉沙門支

敏度，合一支兩竺三本，共為五卷者，以非別翻，又闕其本，故不存之)。」《開元釋教錄》, T55, 

no. 2154, p. 591, c7-14、p. 629, a5-16。 
3
 拉蒙特亦根據眾多之中國經典目錄，整理、介紹本經之八種漢譯本，其所列之第五《合維摩詰經》

是合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維摩》三本合為一部，所以實為七種漢譯本。詳見拉蒙特著，

郭忠生譯，《維摩詰經序論》，頁 2-23。 
4
 收錄於《大正藏》第十四冊：一、東吳支謙譯《維摩詰經》二卷；二、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

所說經》三卷；三、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 
5
 《大正藏》宋元明版為「亦名不可思議法門之稱」。《佛說維摩詰經》，T14, no. 474, p. 519, a5。 

6
 《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37, a3。 

7
 詳見 CBETA 目錄。然而在宋明宏的研究中，只有二十六部注釋書，這當中的差異為：《大正藏》

的部份少了《釋肇序》及《天台分門圖》，《卍續藏》的部份，多了《維摩經饒舌》(應為《維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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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除窺基（632～682）《說無垢稱經疏》之外，都是以《羅什本》為主，但未

見《支謙本》之注疏。8
 其中，三論宗吉藏（549～623）為此經撰述《淨名玄論》、

《維摩經義疏》、《維摩經略疏》，堪稱數量之最。本文即是探討吉藏在《維摩經義

疏》裡，對「不可思議解脫」的詮釋，來看《維摩詰經》「不可思議解脫」的內

容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要將不可思議解脫作為此經之副題？它只是一種解脫的境

界描述？或者可作為一種「解脫法門」？與「不二法門」有何關聯？吉藏如何以

三論宗的觀點來理解「不可思議解脫」？ 

 

二、關於《維摩詰經》之「不可思議解脫」 

（一）《維摩詰經》之副題 

《維摩詰經》的內容是記述維摩詰為了說此「不可思議解脫」之法，以示現

疾病為緣起，世尊派遺諸聲聞、菩薩去慰問，最後由文殊師利菩薩承佛聖旨，詣

彼問疾；之後在這二位菩薩的帶領下，展開了一連串精采的對話。在此過程中，

維摩詰甚至運用了神通力，現種種不可思議之境界，令舍利弗歎未曾有，令諸聲

聞謂為敗種，9
 這其中的內容即是維摩詰所說的離諸分別、對待之「不可思議解

脫」。因此，《維摩詰經》又名「不可思議解脫」，支謙與羅什在翻譯此經經題時，

皆在經名旁夾註，將「不可思議解脫」定為此經之附題或異名，僧肇（384～414）

以來的注釋書，也大都據此加以詮釋。 

僧肇在《注維摩詰經》說： 

 

此經始自于淨土，終于法供養，其中所明雖殊，然其不思議解脫一也，故

總以為名焉。上以人名經，此以法名經。以法名經，所以標榜旨歸；以人

名經，所以因人弘道者也。10
 

 

僧肇的意思是：此經名《維摩詰經》，是以所說之「人」名經，因人弘道；副

                                                                                                                                               
饒舌》，X37, no. 674, p. 756, a15。)。參見宋明宏，《《維摩詰經》思想之研究》，南華大學宗教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44-46。 
8
 敦煌、吐魯番文書目錄中，有記載早於《羅什本》注疏的《支謙本》注解--《維摩義記》、《維摩

經註》與〈敦煌寫卷目錄 p3006〉。參見釋果樸，《敦煌寫卷 p3006 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頁

55-64。 
9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

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47, a3-9。 
10

 《注維摩詰經》，T38, no. 1775, p. 327, c26-p. 328,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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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可思議解脫」以所說之「法」立題，這是為了標榜此經之宗旨及歸趣。所

以《維摩詰經》不論從一開始〈佛國品〉的寶積問於淨土之行，乃至囑累流通前

之〈法供養品〉的受持讀誦，這其中各品的內容雖有所不同，但整部經所要談的

都是「不可思議解脫」。而吉藏除了說明此經「人法雙舉」，「人」即是「淨名」，「法」

即是「不思議解脫」之外，11 更進一步提到人法雙題有五重含義： 

 

此經人法雙題，凡有五義。一者，法不孤運，弘之由人，故如來命文殊於

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毘耶，共弘斯教；題淨名，標說教之主，辨不

思議，明所弘之法也。二者，題淨名，尊其人也；標不思議，重其法也。

以淨德內充，嘉聲外滿，聞其名者，孰不尊敬；重其法者，既云不可思議

解脫，稟其道者，誰不重哉。三者，欲互相顯釋，故人法雙題。所以稱為

淨名者，以有不可思議解脫之德，此即以法釋人也；次標不思議，舉經之

宗旨。題淨名，辨法起之所由，故舉人以成法也。四者，欲明通別兩義。

標淨名，即為明人別；題不思議，辨其法通。所以然者，此經凡兩化主，

一者佛說，二者淨名說，若但題淨名之人，無不思議法者，但得淨名之說，

便不該佛說；若明不思議，則具含二教，故人法雙題。五者，此經立題，

具足三業不可思議。標維摩詰者，舉能說之人，辨意業也；次云所說經者，

明其口業也；次明不思議解脫者，序其身業也。此之三業，即是次第者，

前明意業察機，次口業說法，後則身現神通。12
 

 

基本上吉藏和僧肇對經題「人法雙舉」的看法沒有太大的不同，人法雙題為

了標維摩詰是「說教主」，不思議解脫為「所弘法」，亦是「尊其人」、「重其法」，

更是為了「互相顯釋」、「舉經之宗旨」；而「通別兩義」指出如果只標維摩詰之名，

只是別顯說法主，因為此經說法主有二，一是佛，二是淨名，此經的主要說法主

是淨名，所以若立副題「不可思議解脫」，則能通顯所弘之法與說法之人。 

其次，比較特別的是，吉藏以「三業」來詮釋經題：維摩詰，能說之人，表

意業；所說經，是口業說法；而不思議解脫是身業。為何不思議解脫是身業呢？

吉藏的見解是「身現神通」。前面四義，吉藏將維摩詰與不思議解脫大抵以「人」

和「法」來分判，而這裡「不可思議解脫」不再只是所弘之「法」，而是「身現神

通」，具有神通變化，如須彌內芥子、維摩詰丈室的八未曾有難得之法、借座燈王、

請飯香土等神通變化之迹，因此羅什在〈法供養品〉將之譯為「不可思議自在神

通決定實相經典」13
 ，這也可以看出玄奘將「不可思議解脫」譯為「不可思議自

                                                 
11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08, c11-17。 
12

 同上，p. 914, b6-26。 
13

 原文為：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

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是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

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56, 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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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變解脫法門」14
 的理由。 

總括而言，維摩詰在此經所要說法的重點內容為「不可思議解脫」，因此，支

謙與羅什將之夾註為此經之副題，雖然大鹿實秋以梵文本沒有此副題，是漢譯者

自己添加為由，而認為將不可思議解脫作為此經副題不恰當，甚至認為〈囑累品〉

所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是單指〈不思議品〉而言，15
 這樣的說法仍不能否認

「不可思議解脫」為全經之主要核心精神，那麼漢譯者的夾註及歷代注釋家的看

法並無不可了。 

 

（二）解脫與不二 

了解了不可思議解脫為此經的旨歸所在，底下進一步分析「不可思議解脫」

的內容是什麼？此解脫只是一種解脫境的敍述，抑或是可做為修行證入解脫的法

門、方法？尋經文來看，「不可思議解脫」在《維摩詰經》經文首次出現的地方是

在〈不思議品〉，緣起為：舍利弗見維摩詰丈室中無有床座，心想：與會的菩薩與

諸大弟子要坐在哪裡呢？維摩詰知其心念，除了呵責舍利弗為求法或求座而來之

後，仍運用其神通力，向須彌燈王佛借三萬二千師子之座來入維摩詰室，舍利弗

見「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

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16 而歎未曾有之時，維摩

詰告訴舍利弗： 

 

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

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

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議解脫法門。
17

 

 

維摩詰的意思是：你舍利弗見我小室能容受眾多高廣之師子座，而小室與師

子座於毗耶離等無所妨礙，這就像住「不可思議解脫」的菩薩，能夠讓芥子納受

須彌山而無所增減、本相如故，這稱為住「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以上經文等同告

訴舍利弗：維摩詰具有此「不可思議解脫」，所以他才能有如是神通力，讓師子座

                                                 
14

 玄奘在〈法供養品〉及〈囑累品〉的譯法都有加上「自在神變」一語。〈法供養品〉：「世尊！我

雖從佛及妙吉祥聞多百千法門差別，而未曾聞如是所說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說無垢

稱經》，T14, no. 476, p. 585, c13-15。及〈囑累品〉：「世尊告曰：「如是名為『說無垢稱不可思議

自在神變解脫法門』，應如是持。」」《說無垢稱經》，T14, no. 476, p. 588, a18-20。 
15

 大鹿實秋，〈維摩經の副題「不可思議解脫」批判〉，《東洋學研究》，第 12 期，頁 72、77。 
16

 《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46, b21-24。 
17

 同上，p. 546, b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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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丈室而不迫迮，而這樣的解脫，唯佛菩薩所具有。 

從上所引經文開始，維摩詰於〈不思議品〉總共略舉了十四種18 類似的「不

可思議解脫」，19 若按這些經文的結構內容來看，「不可思議解脫」的內涵包括了

「不可思議解脫」本身，及「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與「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這三

者的關聯可以說是：證此「不可思議解脫」的菩薩，具有「不可思議的神通力」，

能現經文所略述的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界，這是因為住此「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所

以「不可思議解脫」與「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顯然有因果關係，修不可思議解脫

法門，可以證入不可思議解脫之境界，因此，解脫本身即應包含修證法門及神通

力，彼此因果互為表裏。 

在〈不思議品〉經文當中，雖然維摩詰沒有明確說出「不可思議解脫」的定

義內涵，但從「須彌內芥子、四大海水入一毛孔」的大小容入，以及「七日為一

劫、一劫為七日」之約時延促等的內容來分析，不難看出維摩詰想要詮釋「不可

思議解脫」之離諸分別、對待的「不二」概念，因此在〈不思議品〉之後，〈觀眾

生品〉、〈佛道品〉、〈入不二法門品〉等就承接這樣的觀點繼續開演，〈觀眾生品〉

的「語言文字皆解脫相」，〈佛道品〉的「一切煩惱皆如來種」，〈入不二法門品〉「生

滅、垢淨、生死涅槃」等不二的闡述，都可以顯示不思議解脫之內涵以「不二」

為根本概念；因篇幅的關係，底下僅略舉〈觀眾生品〉作說明。 

維摩詰於〈不思議品〉闡述「不可思議解脫」的內容外，接著於〈觀眾生品〉

當中，藉由天女與舍利弗的對話來說明解脫的概念。20 〈觀眾生品〉一開始，文

殊師利問維摩詰：如何觀眾生？如何對眾生行慈？欲度眾生，如何除其煩惱等問

題。然後，維摩詰丈室裡的天女，散華於諸菩薩、聲聞弟子，華不著於菩薩身上，

卻著於聲聞弟子身上，顯示聲聞二乘人的煩惱由分別執著而生，21 舍利弗問天女

在維摩丈室多久了？天女答：就像仁者得所得解脫一樣。天女進一步說明什麼是

解脫：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

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

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

怒、癡性，即是解脫。」22
 

                                                 
18

 依照吉藏的看法為十四類，而智顗將之歸納為八雙十六種。詳見吉藏《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63, b15-20。及智顗《維摩經文疏》，X18, no. 338, p. 641, c24-p. 642。 
19

 詳見《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46, b24-p. 547, a3。 
20

 吉藏在《維摩經義疏》說明〈觀眾生品〉來意有五中，提到此品是天女為了助維摩詰弘揚此不

思議解脫之道，令諸聲聞棄小崇大，所以此品顯示維摩詰丈室之眷屬亦住此不可思議解脫。詳見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67, c4-12。 
21

 「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47, c29-p. 548, a1。 
22

 《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48, a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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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說，聲聞乘人以離言語文字為解脫相，然而天女指出言語文字亦是解脫，

言語文字與解脫「不二」，離語言文字沒有解脫可得，因為文字、解脫皆不在內、

外、兩間，皆是「空」，所以文字即是解脫，解脫不離文字，乃至一切法皆空，一

切法亦是解脫相，婬怒癡性亦是解脫。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維摩詰經》由《般若

經》空的立場發揮到空性，就是緣起性空、諸法性空，也就是一切法從本質上來

說都是不真實、當體即空的道理。 

至於「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為何？要如何修持才能證入？維摩詰在〈不思議

品〉最後以「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23 給了完整的交待，即是

「智慧」與「方便」之門，也就是「二智」，以此二智通往不可思議解脫不二之門。

因此僧肇將權智二門，定為不思議之本，24
 吉藏亦如是認為： 

 

不思議體者，境智及教，而正用二智為體，故今總結之……此能通不二，

故稱門也。25
 

 

縱觀以上〈不思議品〉、〈觀眾生品〉及全部的經文來看，《維摩詰經》所要彰

顯的解脫觀在於「不二」，離開大小容入、約時延促，以及煩惱與解脫等的對待分

別，才能遠離一切因對待分別而起的執著，不受束縛得解脫，此即本經維摩詰所

說「不可思議解脫」的真正義涵。 

 

三、吉藏的看法 

（一）二智與不二 

《維摩經義疏》是吉藏繼《淨名玄論》之後又一部關於《維摩詰經》的注釋

書，26
 收錄於《大正藏》三十八冊，此書是在長安日嚴寺所作，依三論宗教旨立

場來注釋。《維摩經義疏》的撰述方式是在隨經文廣釋之前，以「玄義」作為釋經

前之序論，開為四門：一定淺深，二釋名題，三辨宗旨，四論會處，27 這四門玄

                                                 
23

 《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47, a26-27。 
24

 《注維摩詰經》，T38, no. 1775, p. 383, b18-20。 
25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64, c21-25。 
26

 吉藏在《義疏》中自述撰此二論疏的時間、緣起：「余以夫開皇之末，因於身疾，自著玄章（淨

名玄論）。仁壽之終，奉命撰於文疏。辭有闊略，致二本不同。」《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08, c17-19。 
27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08, c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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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即是《維摩經遊意》的內容。首先，我們來看吉藏在玄義提到此經人法雙舉時，

對「不可思議解脫」簡要的敍述： 

 

所言法者，謂不思議解脫也。內無功用，不假思量，外化幽微，物莫能測，

謂不思議也。縱任自在，塵累不拘，道貫雙流，二慧常並，謂解脫也。28
 

 

「不可思議解脫」之所以稱為「不思議」，在於「內」有無功用道、不假思量

之「真實慧」，於「外」能現不思議之境界、令人莫測之「方便慧」；而具此解脫

者，能任運自在不被拘束，「真實」與「方便」二慧常在、並存。吉藏說的「物莫

能測」的「物」應是指二乘人，二乘人具實智，不具方便智。僧肇在《注維摩詰

經》同樣也說到：「微遠幽深，二乘不能測，不思議也。縱任無礙，塵累不能拘，

解脫也。」29
 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維摩詰在此經所說的解脫，用「不

可思議」來形容此解脫的原因，是因為二乘人不具「權實二智」，所以非二乘所能

思議，而說此解脫唯諸佛菩薩所具有。 

然而吉藏以「二智」為出發點，進一步詳述、開演「不可思議解脫」之意涵，

認為不可思議解脫之「本」為「不二法門」，他說： 

 

維摩詰不思議解脫本者，謂不二門也。由體不二之道故，有無二之智，由

無二之智故，能適化無方，是以經云：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

礙人，一道出生死，30
 故以不二為眾聖之源。夫欲敘其末，要先尋其本，

是以建篇論乎不二法。31
 

 

吉藏的意思是權、智「二智」是因為體證「不二」的道理才有此不二之智，

並因此二智的任運自在，而能度化十方，利益眾生，吉藏引《華嚴經》偈中：文

殊與佛所說的法亦是如此，皆同一道，以「不二」為其根源。所以如果想了解不

思議解脫的種種境界，必須要究其源頭、根本，這也是《維摩詰經》以〈不二法

門品〉談不二的原因就在這裡。所以吉藏認為「不可思議解脫」具「二智」，「不

二」是「二智」的本，因此「不二法門」亦是不可思議解脫之「本」。其實吉藏這

                                                 
28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08, c14-17。 
29

 《注維摩詰經》，T38, no. 1775, p. 327, c25-26。 
30

 吉藏引《華嚴經》偈：「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大方廣佛華

嚴經》，T09, no. 278, p. 429, b18-19。 
31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10, a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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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說，是承襲僧肇「權智」二智的觀點，32
 僧肇雖然沒有直接說出二智是從不二

法門而來，不過，二智的產生正是體證一切法「空、有」等「不二」的道理，只

是吉藏進一步把它強調、彰顯出來而已。 

 

（二）本迹 

再者，吉藏除了以「不二」為不思議解脫之「本」外，以借座燈王、請飯香

土等「應物垂教」為不思議解脫之「迹」： 

 

夫不二理者，謂不思議本也；應物垂教，謂不思議迹也。非本無以垂迹，

故因理以設教；非迹無以顯本，故藉教以通理。33
 

 

吉藏在〈香積品〉亦重申此義： 

 

此經始終，正明不思議解脫。不思議解脫，凡有二種：不二法門，不思議

之本也；香積佛品，辨不思議之迹也。34
 

 

然而「本迹」之說並不是吉藏的創見，亦不是智顗所立，早在《注維摩詰經》

時，僧肇就已經開始使用： 

 

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濟蒙惑則以慈悲

為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為門，凡此眾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

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啟，聖應不同，

非本無以垂跡，非跡無以顯本，本跡雖殊，而不思議一也。35
 

 

僧肇的般若空觀思想受其師鳩摩羅什影響甚深，《注維摩詰經》亦是參與翻譯

                                                 
32

 僧肇云：「夫有不思議之迹顯於外，必有不思議之德著於內，覆尋其本，權智而已乎。」又說：

「智慧遠通，方便近導，異迹所以形，眾庶所以成，物不無由，而莫之能測，故權智二門為不思

議之本也。」詳見《注維摩詰經》，T38, no. 1775, p. 382, a29-b1, b18-20。 
33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10, a25-28。 
34

 同上，p. 978, b27-29。 
35

 《注維摩詰經》，T38, no. 1775, p. 327, a27-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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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聽講所聞的注解，36
 因此僧肇的「本迹」觀念應是來自玄學「體用」

37
 及般若中觀「二諦」思想的發揮。38

 吉藏撰《維摩經義疏》雖在僧肇與智顗之

後，39
 然而吉藏詮釋此經不可思議解脫本迹的說法卻是根據僧肇而來，他在玄義

提到「五種不思議」40
 時，清楚地說到： 

 

肇公云：統萬行以權智為主，樹德本以六度為根，濟朦惑以慈悲為首，語

宗極以不二為言，此不思議本也。至如借座燈王、請飯香土、室抱(包)乾像、

手接大千，不思議亦(迹)也。詳肇公此意，以理能發智，即理為智本，智能

說教，即智為教本。若以理智對教，即理智為本，教為其迹。由理發智，

故外吐於教，謂以本垂迹。藉教通理，謂以迹顯本，故名本迹不思議也。41
 

 

由以上的引文可以明確看出，吉藏以本垂迹、以迹顯本之本迹的說法承襲僧

肇，並且根據本迹的觀念再配合「理」、「智」、「教」三法加以發揮。 

 

（三）理智教 

至於什麼是「理」、「智」、「教」呢？吉藏在玄義中說不可思議解脫有三個義

涵時提到： 

 

不思議解脫名，略有三義。一者，不二法門，蓋是實相之理，心行既斷，

意不能思，言語亦滅，即口不能議，名不思議。既慮絕言忘，即繫縛斯淨，

名為解脫。十四章經，正為聞於不二，故知不二是不思議解脫之本。二者，

                                                 
36

 僧肇在序中說：「余以闇短時預聽次，雖思乏參玄，然麁得文意，輒順所聞，為之注解，略記成

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聞焉。」《注維摩詰經》，T38, no. 1775, p. 327, b16-18。 
37

 「體用」的觀念盛行於魏晉南北朝的玄學與般若學，湯用彤指出，此體用二字的對用，是源自

於王弼《老子注》（三十八章）：「雖貴以無為用，不能舍無以為體也」之本體論。見湯用彤，《漢

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190。 
38

 僧肇在《般若無知論》詮釋「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時，以「用即寂、寂即用，

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參見《肇論》，T45, no. 1858, p. 154, c16-18。）

來說明，由此可看出，僧肇的「寂用」概念，同於「體用」，然非玄學本體論之體用；若對應於

本迹之說，即為「體」即是「本」，「用」即是「迹」，既然「用寂體一」，當然也就「本迹雖殊，

而不思議一」了。此本迹與體用的關係，可參見吳汝鈞，〈本跡義的體用關係〉，《佛教的概念與

方法》，頁 520。 
39

 《維摩經義疏》是吉藏在日嚴寺的作品，根據余崇生的研究，吉藏到五十六歲才完成，約在西

元 605 年。參見余崇生，〈略論吉藏與《維摩詰經》〉，《普門》207，頁 86。而智顗《維摩經玄疏》

是他在往生前三年的作品，約在西元 594 年。所以吉藏的《維摩經》注疏是在僧肇、智顗之後。 
40

 「不可思議，名教以多，略陳樞要，凡有五種：一聞不聞不思議，二大小不思議，三通別不思

議，四者本迹不思議，五者內外不思議。」《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16, a13-15。 
41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16, b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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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體不二之理，故有無二之智，由無二之智，故能適化無方。既道貫雙流，

即心無功用，故能不思而現形，不議而演教，名不思議。縱任無礙，不為

功用所拘，稱為解脫。三者，內有權實之本，示形言之迹，並非下位菩薩、

二乘、凡夫所能測量，名不思議。於內外自在，解脫於礙，稱為解脫。42
 

 

吉藏的意思是，談不思議解脫之「名」可從「理」、「智」、「教」三個層面來

解釋什麼是不思議，什麼是解脫？一是「理」，從理，也就是實相，也就是「不二

法門」的角度來看，實相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離一切的心思口議，所以稱為

不思議；既然絶慮忘言，也就沒有所謂的縛與解，解縛清淨，稱為解脫。不可思

議解脫的第二個義涵是「智」，也就是權實二智，由此不二之智能夠無功用道度眾

生，不需假心思口議而現形演教，名不思議；正因為二智的運用自在無礙，所以

稱為解脫。第三個面向是「教」，演教。吉藏在這裡雖然沒有明確說出「教」這個

用詞，只說明因權實二智而示現度化眾生之迹，非下位菩薩、二乘、凡夫所能測

度，所以稱為不思議；不管從二智或顯於外之化眾之迹，都能任運自在，無所障

礙，稱為解脫；但是吉藏接著提到「不思議體，但有理、智與教，依體立名，亦

唯此三矣。」43
 ，也就是不思議解脫的「名」與「體」其實是相同的，所以筆者

將不思議解脫「名」的第三義定為「教」應是無誤。 

 

（四）境智教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義疏》〈不思議品〉中，進一步了解吉藏如何以「理」、

「智」、「教」來詮釋不可思議解脫之「不思議」之「體」： 

 

問：以何為不思議體？答：通而為論之，凡有三法，一不思議境，二不思

議智，三不思議教。據能化為言，由境發智，因智說教，欲令所化之流，

藉教悟理，因理發智，故此三門，義無不攝。言不思議境者，即是真俗二

諦，然二諦未曾境。教據表理而言，故二諦為教，約發智之義，故二諦名

境。通而言之，此真俗二境，皆是因緣假名，無所得義，非是凡夫二乘，

有所得人，所能思議，故二境名不思議。據別為論，真諦即諸法實相，心

行處滅故，意不能思，言語亦斷故，口不能議，謂真諦不思議也。俗諦亦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假有，不可定有，故定有心滅；假有不可定無，

故定無心滅；不可定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故有所得定四句心能滅，亦定

性四句所不可言故，是俗諦不思議也。次明二智不思議者，實智即是波若，

                                                 
42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15, c26-p. 916, a11。 
43

 同上，p. 916, a11-12。 



 

12 

 

波若念想觀妄，言語亦斷，故心不能思，口不能議。權智則變動無方，如

大小容入，非凡夫二乘，下地菩薩，所不能思議，名不思議也。所言教不

思議者，內有二智，謂不思議本，外示形聲，即不思議迹。謂以本垂迹，

由外不思議迹，得示不思議本，謂以迹顯本，具如玄章所明。44
 

 

以上這段文最能看出屬於三論吉藏的詮釋特色，這段文與前段引文最大的差

異是：吉藏在這裡將玄義所說的「理」、「智」、「教」詮釋為「境」、「智」、「教」，

前文說「理」是「不二法門」，這裡說「境」是「真俗二諦」，為什麼將「理」改

為「境」呢？這是據「能化」的角度、約「發智」而說，因為化眾需由境發智，

因智說教，也就是由真俗二諦發權實二智，因二智說垂迹之教，由於真俗二諦能

引「發」二「智」，所以稱為「境」，此即是「約境」二諦。若從「所化」的立場

來看，眾生藉垂迹之教悟不二法門之「理」，由「理」生二智，因此據真俗二諦能

「表」不二法門之「理」，而說二諦是「教」，此即是「約教」二諦。不論是「表

理」的「約教」二諦或「發智」的「約境」二諦，45
 都可以看出三論宗的吉藏以

「真俗二諦」作為不可思議解脫之本，也就是不二法門之本的特色所在，因為吉

藏認為二諦所要表達的，正是「不二之道」：46
 

 

此真俗是如來二種教門，能表為名，則有二諦；若從所表為名，則唯一諦……

此二教表不二之道，教必不差違，即是諦義。47
 

 

然而二諦未曾「境」，吉藏以「二諦是教，不關境理」48
 的二諦觀立場，說明

此真俗二境（真俗二諦）是因緣假有，是空、無所得，不但真諦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不可思議，俗諦亦是如此。吉藏以其善長的四句破邪遣執的方式來說明俗

諦不可思議：因緣假有，名之為「俗」，然此假有，不可說是「定有」，亦不可說

是「定無」、「定亦有亦無」、「定非有非無」，因此，有所得之定四句心滅，亦是定

性四句所不可說，這是吉藏認為俗諦不思議的真意。 

其次，關於二「智」不可思議，吉藏顯然引用《大智度論》般若空觀的立場

來詮釋「實智」即是「般若」的看法：  

                                                 
44

 《維摩經義疏》，T38, no. 1781, p. 961, c15-p. 962, a8。 
45

 關於「境二諦」與「教二諦」，可參考李世傑，〈吉藏的二諦論〉，王壽南編《陶弘景．智顗．吉

藏．杜順》，頁 184。 
46

 參見廖明活，《嘉祥吉藏學說》，頁 130。 
47

 《大乘玄論》，T45, no. 1853, p. 16, b6-11。 
48

 吉藏在《大乘玄論》說到他對二諦的理解：「二諦者，蓋是言教之通詮，相待之假稱，虛寂之妙

實，窮中道之極號。明如來常依二諦說法，一者世諦，二者第一義諦，故二諦唯是教門，不關境

理。」《大乘玄論》，T45, no. 1853, p. 15, a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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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者，不可破壞，常住不異，無能作者。如後品中佛語須菩提：「若菩薩

觀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非我非無我，非有非無等，亦不作是

觀，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是義，捨一切觀，滅一切言語，離諸心行，

從本已來，不生不滅，如涅槃相；一切諸法相亦如是，是名諸法實相。如

〈讚般若波羅蜜偈〉說：般若波羅蜜，實法不顛倒，念想觀已除，言語法

亦滅。無量眾罪除，清淨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則能見般若……
49

 

 

實智是證得諸法實相之智，「般若」即是離一切常非常、苦樂、有無等的二法

對待，亦無如是見解，一切皆離，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一切的念想觀已除，言

語法滅；吉藏的「念想觀妄」，按照上述引文語意看來，「妄」字應是「亡」或「忘」

的訛誤字。實智是「般若」，權智就是「方便」了，所以吉藏說「變動無方」，如

大小容入。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吉藏的對二智的看法完全根據般若空觀的思想，將

之解釋為「般若」與「方便」，這也呼應了〈不思議品〉最後將此不可思議解脫稱

為「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的譯法（羅什譯本）。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吉藏在《淨名玄論》對「教」卻有不同於此的看法，

他說： 

 

辨不思議體。問：今就何法，明不思議？答：法雖無量，略有三種，一境、

二智、三教門。境即真俗二境不思議，智即權實兩智不思議，教謂二諦教

門。此之三門，有二種次第，若據能化，由真俗二境，發權實兩智，由權

實兩智故，外說二諦教門，合此二義，即為二雙。由境發智，由智照境，

謂發照一雙；內照二境為行，外彰神口為說，說行一雙。次約所化，三門

次第者，稟二諦教，發生二智，二智則照於二諦，合此三義，亦成二雙。50
 

 

在〈不思議品〉，吉藏說「教」是二智之本，能外示形聲之迹；形聲之迹顯二

智之本。在《淨名玄論》，吉藏將「外彰神口為說」（外說）之以本垂迹、以迹顯

本之「教」，理解為「二諦教門」。因此，如果將二諦教門與「境」、「智」、「教」

的說法做一統整的話，即是：以「發智」的角度來說，由「真俗二諦」發權實「二

智」，因二智說「二諦教門」，這是「境二諦」；從「表理」的觀念來看，藉「二

諦教門」悟「不二法門之理」，因不二之理發「二智」，這是「教二諦」。如此

看來，吉藏以「二諦是教」、以「二諦」來詮釋以本垂迹、以迹顯本之「教」的特

色顯露無遺。 

                                                 
49

 《大智度論》，T25, no. 1509, p. 190, b11-24。 
50

 《淨名玄論》，T38, no. 1780, p. 868, c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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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清楚比對吉藏對不思議解脫「名」和「體」的說法異同，筆者做

了表格如下，以供參考：  

 《義疏》玄義 《義疏》〈不思議品〉 《淨名玄論》 

 
不思議解脫名，略有三

義。 

問：以何為不思議體？ 

答：通而為論之，凡有三

法，一不思議境，二不思

議智，三不思議教。 

據能化為言，由境發智，

因智說教。欲令所化之

流，藉教悟理，因理發智。

故此三門，義無不攝。 

問：今就何法，

明不思議？ 

答：法雖無量，

略有三種，一

境、二智、三教

門。 

理、 

境 

不二法門，蓋是實相之

理，心行既斷，意不能思，

言語亦滅，即口不能議，

名不思議。既慮絕言忘，

即繫縛斯淨，名為解脫。

十四章經，正為聞於不

二，故知不二是不思議解

脫之本。 

言不思議境者，即是真俗

二諦，然二諦未曾境。教

據表理而言，故二諦為

教；約發智之義，故二諦

名境。 

通而言之，此真俗二境，

皆是因緣假名無所得義，

非是凡夫二乘，有所得

人，所能思議，故二境名

不思議。 

據別為論，真諦即諸法實

相，心行處滅故，意不能

思，言語亦斷故，口不能

議，謂真諦不思議也。 

俗諦亦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如假有，不可定有，

故定有心滅；假有不可定

無；故定無心滅；不可定

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故

有所得定四句心能滅，亦

定性四句所不可言故，是

俗諦不思議也。 

境即真俗二境

不思議。 

智 
由體不二之理，故有無二

之智，由無二之智，故能

適化無方。既道貫雙流，

即心無功用，故能不思而

現形，不議而演教，名不

次明二智不思議者，實智

即是波若，波若念想觀

妄，言語亦斷，故心不能

思，口不能議。權智則變

動無方，如大小容入，非

智即權實兩智

不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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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議。縱任無礙，不為功

用所拘，稱為解脫。 

凡夫二乘，下地菩薩，所

不能思議，名不思議也。 

教 
內有權實之本，示形言之

迹，並非下位菩薩二乘凡

夫所能測量，名不思議。

於內外自在解脫於礙，稱

為解脫。 

所言教不思議者，內有二

智，謂不思議本，外示形

聲，即不思議迹，謂以本

垂迹。由外不思議迹，得

示不思議本，謂以迹顯

本，具如玄章所明。 

教謂二諦教門。 

經過以上的引文分析後，可以看出吉藏對「不可思議解脫」的理解從「理、

智、教」到「境、智、教」的過程與觀點：從「不二法門」之「理」到「真俗二

諦」之「境」，除了看出吉藏彰顯不二法門之「體」是二諦之外，更能了解吉藏以

「二諦是教」的二諦觀，說明真俗二諦是從能「發」二「智」的立場而說二諦是

「境」，然而二諦未曾境，因為真俗二境，因緣假有，無所得故。 

 

四、結論 

吉藏在《維摩經義疏》中對「不可思議解脫」的詮釋，大抵沿襲僧肇「二智」

與「本迹」的看法，認為不可思議解脫之所以稱為不可思議，在於下位菩薩、二

乘人及凡夫不具權實二智，所以不能測度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所現之神通力用所現

之「迹」。 

然而吉藏以「二智」為出發點，進一步溯其根源，認為「不二法門」才是不

可思議解脫之「本」，因為體證「不二」的道理才有不二之智。因此，吉藏以「不

二法門」為不可思議解脫之「本」；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等

為不可思議解脫之「迹」。 

不僅如此，吉藏再將本迹之說發展成「理、智、教」三法：「二智」向上究其

根源，不可思議解脫之「本」為「不二法門」，即是諸法實相之「理」；二智向下

開演，即是以本垂迹、以迹顯本之「教」。甚而，吉藏以其三論宗的觀點，把「理、

智、教」詮釋為「境、智、教」，「境」是「真俗二諦」，「教」是「二諦教門」，據

此，看出吉藏對二諦的理解，並將二諦觀充份發揮了出來。他認為二諦是為了把

唯一之境界、唯一之真理表達出來的兩種方便教說，此即「二諦是教，非關境理」，

《維摩經義疏》中，之所以將二諦稱為「境」，不過是從「發智」的角度來說而已。 

總而言之，吉藏認為「不可思議解脫」是維摩詰在此經的主要說法內容，而

此不可思議解脫之本是「不二法門」，不二法門的體悟卻是透過「真俗二諦」，如

此看來，「二諦」是證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重要關鍵，同時可見「二諦」在吉藏

般若中觀學思想中的特色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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