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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修辭探析 

呂姝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二年級 

 

摘 要 

 

 過去在佛典研究上，學者重梵文原典或義理層面的探討，固值得嘉許，但亦

應探討漢譯佛典的重要性及其修辭風格。一般而言，作品的優劣，除必須有豐富

的內容之外，端視是否具備真誠懇摯的情感，以及優雅動人的修辭；內容、形式、

風格俱備，才是好作品。經典的翻譯亦然，從古代譯場中，有「潤文」一職，即

可得知。譯經在文辭之運用方面，也極講究修辭的巧妙；不如此，將無法充分呈

顯經典的豐富內涵。此外，唐代智周大師對因明學的抉發──「論莊嚴」，即是現

代的文法與修辭。 

有鑒於修辭對文章理解的重要性，本文將針對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修辭

風格，進行分析探討，以了解《勸發菩提心集》之語言特色。 

唐代正處於中國修辭學發展的延續期，因此，其自有一定程度之基礎。當時

的慧沼是一位思想澄明、心境豁朗的法師；他以廣遠的視野、精審的態度，對發

菩提心之相關資料，加以斟酌去取，條分縷析，筆端中常蘊含引人深思的哲理。《勸

發菩提心集》中，不但充滿了生活智慧，而且運用了多種修辭技巧所造就的語言

藝術，益發令人景仰。 

為了完整地表達慧沼的佛學思想，本文主要採用歸納方法，將《勸發菩提心

集》中較具特色的修辭方法，一一舉例說明。 

因此，本文即依譬喻、引用、映襯、設問、析字、排比的順序，分別介紹《勸

發菩提心集》中重要或較為特出的修辭風格。 

 

關鍵字：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修辭、譬喻、引用 



 2

 

緒  言 

  文章必須藉由文字來表達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因此，一篇出色的作品、一本

傑出的著作，在內容上，必定要具有真摯感人的情意；在形式上，也須要具有優

雅生動的文辭。如果只有真摯感人的情意，而無優雅生動的文辭，就好像未經雕

琢的璞玉，雖內含美好的本質，卻無法嶄露光芒；反之，倘若只有優雅生動的文

辭，但無豐富的義理內容，就如同虛有其表的人，徒有華麗的外表。所以形式與

內容二者互為表裡，相得益彰，缺一不可。而形式加上內容後所孕育出的風格，

則展現各自的樣貌，多彩且多姿。 

在佛典的研究上，過去學者多半偏重於梵文原典或義理層面的探討，比較忽

略漢譯佛典的重要性及其修辭風格。因此，筆者在探討慧沼《勸發菩提心集》思

想之後，又進一步探討《勸發菩提心集》特出的修辭風格。 

經典的翻譯也必講求使用優雅動人的文辭，以及文辭運用的技巧，所以，古

代譯場中，即有「潤文」一職。譯經在文辭之運用方面，是極需講究修辭巧妙；

不如此，將無法充分呈顯經典的思想內涵。 

作者各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有種種不同的措辭方法；所以，讀者如能分析各

種文章的修辭方法與風格，不僅能準確理解文章的思想內涵，更能領會其特有的

語言藝術。可見修辭研究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透過比較、分析、探索其修辭

規律，可提高自己的閱讀、欣賞、分析與表達能力。 

有鑒於修辭對文章理解的重要性，本論文針對《勸發菩提心集》的修辭風格，

進行深入的分析探討，從而可以了解《勸發菩提心集》語文風格的特色。 

慧沼是一位思想澄明、心境豁朗的法師，他以廣遠的視野、精審的態度，針

對發菩提心的相關資料，加以斟酌去取，條分縷析，筆端常蘊含引人深思的哲理。

《勸發菩提心集》中，不但充滿了生活智慧，且運用了多種修辭技巧所形成的語

言藝術。至於慧沼大師的生平、事蹟、佛學成就等，請詳參拙著《勸發菩提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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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為了完整地表達論文主旨，本文主要採用歸納法，將《勸發菩提心集》中，

較具特色的修辭方法，如：譬喻、映襯、排比、引用、設問、析字等六種重要修

辭方式，一一舉例說明。而為便於分析，依陳望道（1890~1977）《修辭學發凡》所

述，選擇《勸發菩提心集》中重要的辭格加以舉例研討。陳望道對辭格之分類1 如

下： 

（一）材料上的辭格：指就客觀事象而行的修辭。如：譬喻、引用、映襯。 

（二）意境上的辭格：指就主觀心境而行的修辭。如：設問等。 

（三）詞語上的辭格：指一切利用詞語因素形成的修辭。如：析字等。 

（四）章句上的辭格：指一切利用章句結構的修辭。如：排比等。 

本  論 

由於篇幅所限，只能簡介「譬喻」2 、「引用」3 二辭格，之後，再依序介紹

「映襯」、「設問」、「析字」、「排比」四種辭格的相關內容；其餘辭格，則從略。 

一、廣取諸譬喻，讚歎菩薩德──譬喻 

本節主要探討《勸發菩提心集》「材料上的辭格」之一──譬喻的情形。分別

從譬喻的意義、譬喻的原則、譬喻的種類等三面向，加以探討。 

（一）譬喻的意義 

   譬喻，是一種簡易又巧妙的描述手法，也是各種文體常用的修辭方法，無論是

記敘文、抒情文、論說文或詩、詞等，都經常運用譬喻來增強文章感人的效果。

由於譬喻不但能使陌生的事物，呈現熟悉的形象，使人理解，而且能使難以抒發

的情懷，變得鮮活生動，引人共鳴；也能使抽象難知的道理，成為具體易懂的事

理，令人信服。 

兩千多年前的古希臘哲人亞里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在其《修辭學》

                                                 
1 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頁 244。 
2 詳見拙作《勸發菩提心集研究》，頁 203-235。 
3 詳見拙作《勸發菩提心集研究》，頁 24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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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楚的揭示修辭的三大原則：善用比喻、善用對比、要求生動4 。他有關譬喻

的名言，千古傳誦，例如： 

   

  世間唯比喻最不易得；諸事皆可學，獨作比喻之事不可學，蓋此乃天才之

標誌也。5 

 

說明比喻猶如天才般的難能可貴。 

中國修辭學家秦牧（1919~1992），在〈譬喻──語言藝術之花〉、〈譬喻之花〉

二文中，各有一段膾炙人口的妙喻，說： 

   

譬喻，可以說是語言藝術中的藝術，語言藝術中的花朵。6 

 

精警的譬喻真是美妙！它一出現，往往使人精神為之一振。它具有一種奇

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來，複雜的道理突然簡潔明瞭起來，而

且形象生動，耐人尋味。7 

 

由上述可知「譬喻」的重要性，不但能使道理化繁為簡，更能使之生動達意。此

外，藏經中也常常有：「智者因喻而得解」8 之說。 

    「譬喻」既是佛陀說法常用的方式之一9 ，同時也是漢語文中最常見且非常簡

便的修辭技巧。據丁敏的研究指出： 

 

佛典獨有的「阿波陀那」譬喻，也以其特殊的風貌，成為連結世俗與神聖

                                                 
4 亞里斯多德著、羅念生譯，《修辭學》，頁 176~181。 
5 同上，頁 176。 
6 秦牧著，《藝海拾貝》，頁 384。 
7 同上，頁 158。 
8《十門辯惑論》，《大正藏》冊 52，第 2111 號，頁 554 中 21。 
9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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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橋梁。藉由「譬喻」，文學與宗教得以遇合，以豐沛的想像力，精心運用

多迴響多豐韻的修飾語言，注入宗教的奧義中；使文字媒介和訊息深刻互

動，映顯出直覺的形象，而開掘出內蘊的意旨。匯聚成瑰麗壯觀繁複多樣

的佛教譬喻文學，直接觸動人的宗教情懷。因此，佛教的譬喻文學，是讓

人能以欣賞故事的閒適心情來感受佛理的奧義，感受聖界與俗世間的連

繫，它是進入佛理奧義的方便法門。譬喻文學，有如佛教森林裡最美麗的

花叢，當人著迷於姹紫嫣紅的繽紛時，已不自覺地走入更深的林中。10 

 

其旨在說明「譬喻」在佛典中的重要性，以及藉由故事性的敘述，使深奧的「隱

義」、「本義」，皆能明淨易解，進而領悟佛典的奧義。 

（二）譬喻的原則 

一般學者研究譬喻的原則，主要有下列五個11 ： 

1.譬喻的喻體與喻依在本質上必須迥異，不宜太相近。 

2.要以易知說明難知，以具體形容抽象，以警策彰顯平淡。 

3.進而求其切合情境，要求神似。 

4.要求富於聯想，意蘊豐富。 

5.運用上兼採其他辭格，靈動多姿。 

 

這五原則，也就是譬喻時所應注意的事項；吾人若能適當地巧妙運用，將有助於

道理的闡釋、文辭意境的美化，以收意在言外的微妙效果。 

（三）譬喻的種類 

關於譬喻的種類，依  沈師謙（1947~2006）對譬喻修辭法的分類，計有：明喻、

隱喻、略喻、借喻、博喻等五種。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運用譬喻修辭法頗多，

以採「博喻」為最多。以下試以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之文為例，只針對明喻、

                                                 
10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1~2。 
11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2。第二點、第五點沈師有修改、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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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博喻三者分別闡述： 

  1.明喻 

    「明喻」的基本構成方式是：甲（喻體）像（喻詞）乙（喻依）。12 這是一種明顯

的比喻。喻體、喻依二者之間常用：像、好像、就像、竟像、真像、如、如同、

好比、譬如、宛如、就如、恍如、真如、正如、誠如、有如、有若、有類、有同、

猶如、猶、猶之、似、一似、好似、恰似、一樣、一般、「像……似的」、「如……

一般」、彷彿、若、比方說、儼如、儼然等喻詞加以聯接。《勸發菩提心集》運用

此法的要例如下： 

（1）初發心喻 

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五、勸發勝劣重廣門〉中引用《發菩提心經

論》，舉喻顯勝： 

 

諸佛子：菩薩初始發菩提心，譬如大海初漸起時，當知皆為下、中、上價，

乃至無價如意寶珠，作所住處，此寶皆從大海生故。菩薩發心亦復如是，

為三乘人，禪定智慧，一切功德之所生處。13 

 

此處以「大海」為喻依，說明菩薩的初發心，如同大海的漸起；能生得各種不同

層次的價值，乃至無價的如意寶珠，藉以凸顯菩薩發心的彌足珍貴。就如同以廣

闊深邃的大海，能蘊藏真珠、珊瑚等無量珍寶，來比喻博大（三乘人）精深（「禪定

智慧」）的佛法，皆源於菩薩初始所發的菩提心。 

  2.隱喻 

    隱喻又稱暗喻。「隱喻」的基本構成方式是：甲（喻體）是（喻詞）乙（喻依）。

這種比喻雖與明喻同樣是喻體、喻詞、喻依三者齊備14 ，但其以判斷形式出現，

使得喻體與喻依的關係比明喻更進一層，而成為「一體」或「相等」的關係，更

                                                 
12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5。 
13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8 下 7。 
14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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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喻體與喻依之間的密切契合。隱喻常用的喻詞有：是、就是、皆、當、算、

叫、做、為、成、成了、成為、變成、化成、當成、當作、看作、等於、無異於、

「與……無異」、「……也」、「……等」。 

  （1）捨戒喻 

有關戒律方面，慧沼《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一、讚受戒門〉中提及： 

 

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菓、服藥，與禽獸無異。15 

 

他以「禽獸」為喻依，說明眾生如果棄捨戒律，雖山居苦行，只食用水果等，但

實際上，卻與禽獸並沒有兩樣。 

  （2）修行無盡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十四、勝劣門〉提及菩薩為教化無量無邊苦惱眾生，

皆悉安置於涅槃樂中，因而修行無盡，說道： 

 

無量盡者：譬如長者財富無量，是大捨者、是大慈者、行大悲者、大商主

者，憐愍一切諸眾生故。修行者、不退心者起如是心：「我能與彼一切眾生

無量無邊安穩之樂。」……菩薩亦行以住深心，為諸眾生住安穩心，起大

精進心，作是思惟：「我當教化無量無邊苦惱眾生，皆悉安置涅槃樂中。」

是故菩薩修行無盡。16 

 

此段先以「長者財富無量」為喻依，藉由財富無量的長者明喻修行無盡的菩薩；

再以「大捨者」、「大慈者」、「大悲者」、「大商主者」四喻依，來隱喻菩薩為了讓

眾生離苦得樂，而廣行布施、慈視有情、悲憫眾生、供給所需等作為，更增加喻

體與四個喻依之間的密切契合。亦即說明菩薩是一位大捨、大慈、大悲、大商主

                                                 
15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4 上 12。 
16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93 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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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此段兼有「博喻」之效果。 

  3.博喻 

「博喻」，又稱「連比」，是用：「兩個以上的喻依譬喻形容同一個喻體。」17 也

就是說「喻依」可以有許多個，但是「喻體」卻只能有一個。如此從不同角度反

復設喻，頗能加強語意，更能增添氣勢，使句子勁健奔騰，文氣壯盛動人，以增

進說服力。正符合劉勰《文心雕龍．比興》所楬櫫的：「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

颺言以切事者也。」18 「颺言」，往往設辭誇張，翻空易奇，所以要設喻才能「切

事」。博喻的方式，有明喻、隱喻、略喻、借喻四種情形。 

丁敏在其「增數譬喻」文中指出：「在佛經中有許多以一連串五花八門的形象，

來表達一種佛理或修證境界的譬喻，稱之為博喻。這些博喻中，有部份有名的譬

喻是以數目名稱出現，如：六喻、九喻、十喻等，而其各有不同之內容。」19  

由上述可知「博喻」是由兩個以上之喻依，來共同形容同一個喻體。 

茲將《勸發菩提心集》中有關博喻之例，舉例說明如下： 

（1）讚持戒喻 

有關「持戒」方面，慧沼《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一、讚受戒門〉說：  

 

若人求大善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何以故？譬如大地，一

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而住；戒亦如是，戒為一切善法住處。譬如：無

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度，是不可得；若不持戒欲得好果，亦復如是。

20 

 

他首先以「惜重寶」、「護身命」二喻依，譬喻堅持淨戒，始能求得大善利，來凸

顯持戒的重要。再以「大地」為喻依，說明戒為一切善法之所依，甚至以「無足

                                                 
17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45。 
18 陸侃如、牟世金譯注，《文心雕龍譯注（下冊）》，頁 202。 
19 丁敏著，《佛教譬喻文學研究》，頁 396。 
20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4 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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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行」、「無翅欲飛」、「無船欲度」等三事，兼具排比壯勢的效果，來比喻若不持

戒，則一切善法將無所依循！ 

  （2）藥珠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三、顯勝門〉引用《瑜伽師地論》，說明第一義發心

的願位殊勝： 

 

  利益眾生，猶如藥樹，如如意珠，生遇皆益。21 

 

此以「藥樹」、「如意珠」為喻依，「猶如」、「如」為喻詞，說明菩薩願從現在至未

來均可利益眾生，就好像可以治癒疾病的藥樹，以及能超出眾寶物，讓事事順心

如意，滿足眾生願望的寶珠一般，凡值遇的眾生，皆能獲益。 

  （3）菩薩求法喻 

《勸發菩提心集》卷下〈八、求法門〉闡明菩薩求法，具足四種殊勝，並說

明其原因如下： 

 

菩薩求法，具足四相：一者、如妙寶想，難得義故；二、如良藥想，除病

義故；三、如財物想，不散義故；四、如涅槃想，苦滅義故。22 

           

此以「妙寶想」、「良藥想」、「財物想」、「涅槃想」四者為喻依，說明菩薩求法具

足四種殊勝意念：由於法是相好莊嚴之因，所以如難得的妙寶；由於法能滅盡煩

惱病因，所以如能除病苦的良藥；由於法是神通自在之因，所以如不散的財物；

由於法是正法無盡之因，所以能令苦滅盡，以達涅槃。按：此段係明引自《大乘

莊嚴經論》卷第五〈述求品第十二之二〉23 ，說明菩薩求法的殊勝意趣，更具說

服力。 

                                                 
21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7 中 12。 
22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99 中 6。 
23 《大乘莊嚴經論》，《大正藏》冊 31，第 1604 號，頁 618 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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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小結 

    由上所述，足見慧沼《勸發菩提心集》使用譬喻的豐富，並藉由明喻、隱喻、

博喻等方式，將佛教的義理呈顯無遺。 

二、援引諸經論，勸發菩提心──引用 

    本節主要探討《勸發菩提心集》中「材料上的辭格」之一──引用經論的情

形。將分別從引用之意義、原則及心理、種類來加以闡明，以呈顯慧沼「博學多

聞，知所抉擇，融會貫通，匠心獨運」24 的特質。 

（一）引用之意義 

    說話或寫作時，藉援引現成的語言文辭，以印證、補充、對照作者本意的修

辭方法，叫做「引用」。25 引用又稱為引語、援引、用事、用典、事類等。引用的

語辭包括：經典精言、名人雋語、詩文中的警句，社會上留傳的成語、諺語等，

來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闡明、印證、對照作者的本意，藉以啟發文思，增加文

章的可信度與說服力。   

（二）引用之原則及心理 

引用的修辭方法運用得貼切正確，不但可以抒發論說的情意、美化文章的情

境、富麗文章的風采，同時也可以增強行文的效果。 

為了充分發揮引用的效果，運用時必須注意三項原則：1.增強說理，配合情境。

2.新舊交融，別致有趣。3.切忌誤謬，避免艱澀。26 這些原則說明引用時，不但要

配合情境、忠於原文，而且要論據確鑿，且須避免艱澀難懂，藉以闡明事理，使

文章更具說服力。 

引用的心理基礎建立在訴諸權威或訴諸大眾27 ；這是因為一般人對權威的信

服及對大眾意見的尊重。例如：引用前賢經典的警句名言，或顯現集體智慧的成

                                                 
24 李曰剛著，《文心雕龍斠詮》，頁 1707：「用典之法，一曰：『充實見聞，知所抉擇。』二曰：『融

會貫通，匠心獨運。』」 
25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349。 
26 同上，頁 348。 
27 同上，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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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諺語等，用來印證自己言談見解的正確性與權威感，使聽者與讀者加倍信賴

與服從。28 

引用的內容是文章整體的一部分，不但要像自己親口所說的那樣自然，也應

該上下文義連貫、語調統一；切忌喧賓奪主29 ，或因引用太多，而破壞文義與語

氣的連貫與統一性。 

所以，寫文章時，必須注意自我具備「學問」與引用他人材料「選擇精確」

兩個要件。因此，梁．劉勰（？～473）《文心雕龍．事類》，談到寫文章時，該如何

運用「材料」，他說：「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練務精，捃理須覈：衆美輻

輳，表裏發揮。」30 意即文學創作若能以「才」、「學」為根底，再佐以「材料」

的精選慎用，必可達到推陳出新、變化無窮的境界。 

（三）引用的種類 

「引用」一般常用的，有「明引」、「暗用」二類；而慧沼另有「融化」的情

形，茲臚列說明如下： 

（1）明引：明白指出所引文字的出處和來源。 

（2）暗用：引用時並未指明出處，直接將引文編織在自己的文章或講詞中。 

（3）融化：剪取古人語句，融化而為自己的文辭。31 

  1.明引、暗用的對象 

《勸發菩提心集》引用的經論多達十八種，皆為現存印度所傳的大乘重要經

論。 

  由於引用文字或多或少，難以訂定其標準，故不細分全引、略引、全用、略

用的區別；只依明引、暗用二大類。《勸發菩提心集》所引資料除文中指明出處之

外，若於同門中一開始明引經論，接著未明言者，亦歸於「明引」；若跨至下一門

而未言明經典卷名者，則歸為「暗用」。 

                                                 
28 杜淑貞著，《現代實用修辭學》，頁 281。 
29 同上，頁 287。 
30 陸侃如、牟世金譯注，《文心雕龍譯注（下冊）》，頁 226。 
31 李曰剛著，《文心雕龍斠詮》，頁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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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因引用之次數與頁數明顯有別，因此更進一步整理﹝表一﹞「《勸發菩

提心集》引用經論之次數及頁數比率統計表」，以增進對引用經論重視程度的了解。 

〔表一〕 《勸發菩提心集》引用經論之次數及頁數比率統計表 

編號 經   論  名   稱 著   者 譯   者 著譯年代 次數 百分比 頁數 百分比

1 瑜伽師地論 
彌 勒 菩 薩

說 
玄奘 646~648 36 32.1 % 45 35.7 %

2 大乘莊嚴經論 無著造 
波羅頗蜜

多羅 
630~633 15 13.4 % 18 14.3 %

3 大智度論 龍樹造 鳩摩羅什 402~405 9 8.0 % 12 9.5 %

4 發菩提心經論 天親著 鳩摩羅什 402~412 7 6.2 % 6 4.8 %

5 文殊師利問經  僧伽婆羅 518 5 4.4 % 7 5.5 %

6 彌勒菩薩所問經論  菩提流支 508~535 3 2.7 % 7 5.5 %

7 十地經論 世親造 菩提流支 508 4 3.6 % 6 4.8 %

8 佛為首迦長者說業報差別經  法智 582 14 12.5 % 4 3.2 %

9 文殊師利菩薩問菩提經論 天親造 菩提流支 535 3 2.7 % 4 3.2 %

10 觀普賢菩薩行法經  曇摩密多 424~453 2 1.8 % 4 3.2 %

11 十住毘婆沙論 龍樹造 鳩摩羅什 402~412 3 2.7 % 3 2.3 %

12 佛說法句經  不詳  3 2.7 % 2 1.6 %

13 菩薩瓔珞本業經  竺佛念 376~378 2 1.8 % 2 1.6 %

14 顯揚聖教論 無著造 玄奘 645~646 1 0.9 % 2 1.6 %

15 佛說尸迦羅越六方禮經  安世高 148~170 2 1.8 % 1 0.8 %

16 玉耶經  竺曇無蘭 381~395 1 0.9 % 1 0.8 %

17 集諸經禮懺儀 智昇撰  730 1 0.9 % 1 0.8 %

18 佛說十地經  尸羅達摩 753~790 1 0.9 % 1 0.8 %

合                                                  計 112 100 % 126 100 %

 （次數的計算方式，以「《勸發菩提心集》引用經論一覽表」引用經論欄的引用段落為依據。頁數

之統計，則以「《勸發菩提心集》引用經論一覽表」引用經論欄所列起迄頁數（依《大正藏》）為根

據，凡同一頁數有 a、b、c 欄，只採計一頁。本表「著譯年代」欄，係依據《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

目錄》，收錄於《法寶總目錄》（臺北：新文豐），頁 153~656 所載之譯經年代著錄。） 

《勸發菩提心集》引用經論最多者是《瑜伽師地論》，它不論次數或頁數比率，

皆高居第一位。其次是《大乘莊嚴經論》。可見慧沼《勸發菩提心集》重要引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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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仍是以唯識系統的經論為主（如：《瑜伽師地論》、《大乘莊嚴經論》、《顯揚聖教論》），

其次數比合計為 46.4%、頁數比為 51.6%，將近或超過半數。（見［表一］） 

其中，次數比與頁數比排名順序差距較大者有：編號 8《佛為首迦長者說業報

差別經》之次數比佔全部引用經論次數的 12.5%，位居次數比的第三順位，但實際

上引用的內容頁數，卻僅佔 3.2%，佔頁數比的第八順位，之所以其間的差距較大，

主要在於引用內容短少之故。而編號 10《觀普賢菩薩行法經》，雖引用二次，次數

比只佔 1.8%，但頁數之比率，卻高居 3.2%，是因為引用內容較多且集中之故。編

號 15《佛說尸迦羅越六方禮經》次數比佔 1.8%，而頁數比卻只佔 0.8%，也是因其

引用內容較少的緣故。 

    疑偽部的《佛說法句經》，森羅萬象，超越宗派。慧沼在因明學造詣高深，為

何會引用疑偽部的《佛說法句經》？因考證經典之歷史性或研究出經典之真偽，

與該部經典的義理正謬，並不全然成正比；因此，若從內容上來探討，《勸發菩提

心集》卷中引用《佛說法句經》中的〈親近真善知識品第五〉、〈二十一種譬喻善

知識品第六〉、〈寶明聽眾等悲不自勝品第七〉三品，於內容旨趣並無不當之處，

故雖然是疑偽部之《佛說法句經》，仍有可取之處。 

    ﹝表一﹞所列編號 17 和 18 二典籍，依據《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目錄》所載

的著譯年代，唐代智昇《集諸經禮懺儀》的撰著年代為唐．開元十八年（730）32 ，

和尸羅達摩所譯《佛說十地經》的撰著年代，為唐．天寶十二年至貞元六年

（753~790）33 ，此二典籍之著譯年代顯已超出慧沼之卒年。再核對王文顏著之《佛

典漢譯之研究》「歷代譯經師表」34 所載之譯經年代亦無明確記載。故有關《勸發

菩提心集》之引用典籍部份，此二部份是否有後人增添的情形，也有待察考。但

另有一種可能是：智昇撰《集諸經禮懺儀》的內容是輯錄前人有關禮懺之內容，

故現今可見其收錄慧沼之作。至於唐代尸羅達摩譯《佛說十地經》，則因後魏．菩

提流支已於公元 508~535 年譯出《十地經論》，故《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三、顯勝

                                                 
32 《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目錄》，收錄於《法寶總目錄．册 1》，頁 511 中 5。 
33 同上，頁 230 上 20。 
34 王文顏著，《佛典漢譯之研究》，頁 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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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明引《佛說十地經》，也可能是取材自《十地經論》。若是如此，則《勸發菩提

心集》，應無後人增添之嫌。 

  2.明引、暗用的效果 

    從上述《勸發菩提心集》所引用十八種經論的內容與情形看來，慧沼不但吸

收、消化、理解引用經論的內容，並融會貫通論述菩提心的相關課題，且加以條

理組織，以達到勸發菩提心的效用。在此，特舉二例，來說明其明引、暗用的效

果。 

    （1）《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二、明發心因緣門〉中闡述善友具足的內容，

說： 

 

      謂諸菩薩，所遇善友，性不愚鈍，聰明黠慧，不墮惡見，是名第一善友具

足。35 

 

上述係明引自《瑜伽師地論》卷第三十五〈發心品第二〉36 ，菩薩發心之四種內

在因素之一──「善友具足」的內容。明確指陳善友具足的重要性及善友所具備

的特質，不但極具正確性且頗具信度。 

     （2）《勸發菩提心集》卷下〈十四、六決定應作門〉中說： 

 

   菩薩由六度增上，得六種決定：一者、財成決定：由「施」常得大財成就

故。二、生勝決定：由「戒」常得隨意受生故。三、不退決定：由「忍」

諸苦，常不退故。四、修習決定：由「進」恒時習善，無間息故。五者、

定業決定：由「禪」成就眾生業，永不退故。六者、無功用決定：由「智」

得無生忍，無分別智自然住故。37 

 
                                                 
35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6 中 2。 
36 《瑜伽師地論》，《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481 中 13~26。 
37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401 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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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用自《大乘莊嚴經論》卷第十二〈功德品第二十二〉38 。說明菩薩由不斷精勤

實踐六度，而獲得六種功德，即：由布施而常得大財成就的財成決定、由持戒而

常得隨意受生的生勝決定、由忍辱而常得菩提的不退決定、由精進而得長時修善

的修習決定、由禪定而得不退失的定業決定、由智慧而得平等性之智的無功用決

定。頗具正確性。 

  3.融化 

「融化」之義，據李曰剛（1907~1985）所言：「係剪取古人語句，融化而為自

己之文辭。」39 實即奪胎換骨、因襲詞句及意境之借用。中國學者趙克勤稱為「點

化」40 。茲列舉三例說明如下： 

（1）《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一、明菩薩種姓相門〉，說明菩薩讚歎布施之情

形： 

 

於他常好讚勸令施，見能愛悅。41 

 

係融化自《瑜伽師地論》卷第三十五〈種姓品第一〉：「常好為他讚施勸施，見能

施者，心懷喜悅。」42 而稍變之。慧沼直用其句，化用之後，更是精鍊，字去而

意留。 

（2）《勸發菩提心集》卷上〈六、立誓發願門〉，闡述菩薩生生世世明記不忘

誓願： 

 

  生生不忘，為陀羅尼之所守護。43 

 

                                                 
38 《大乘莊嚴經論》，《大正藏》冊 31，第 1604 號，頁 652 中 13~20。 
39 李曰剛著，《文心雕龍斠詮》，頁 1707。 
40 趙克勤，《古漢語修辭簡論》，頁 90。 
41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5 上 16。 
42 《瑜伽師地論》，《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479 上 19。 
43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0 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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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句係融化自《發菩提心經論》卷上〈願誓品第三〉：「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

不忘失，為陀羅尼之所守護。」44 以精鍊的文字，使之言簡而意賅，闡述菩薩生

生世世明記不忘誓願，能總攝憶持無量佛法，而令善法不散失，惡法不生起。 

由上述諸例更可證知，慧沼並非一字不漏的抄錄，而是經過抉擇、融化為己

有，運用精鍊的文字，簡明扼要地陳述引用原典的相關內容。綜覽拙編《《勸發菩

提心集》本文與引用原典對照表》一書，慧沼在《勸發菩提心集》中多處係「融

化」的運用。因此，慧沼雖未明示自己的著作態度和方法，但他的《勸發菩提心

集》的著述方法，實對於前人的創作已消化、理解，並對原作有所增益、刪訂，

使之更精準、完整地呈現勸發菩提心的內容、旨趣。 

（四）小結 

經由以上引用諸經論的探討，可知《勸發菩提心集》的思想體系，主要以《瑜

伽師地論》為主。《瑜伽師地論》是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教學的大成者，以菩薩

道來統攝二乘，並以有組織且系統性的方式，論究菩薩道的相關問題，以成其菩

薩道之思想內涵。 

《勸發菩提心集》繼《瑜伽師地論》菩薩道之說，作為弘揚大乘佛教的依據，

並擴充其他大乘經論中菩薩道的內容，充分呈顯菩薩行之理論與實踐內涵，可確

知其內容不但具有權威性，且有經證上的信度，更值得信賴與實踐。 

為文用典，若欲融會貫通，匠心獨運，非信手拈來，一蹴可幾。必須積年累

月，廣博涉獵，方克有濟。《勸發菩提心集》運用「引用」修辭法，約有下列兩項

特色： 

  1.剪裁縝密，意蘊深遠 

    慧沼面對這麼多材料，卻能有條不紊地分門別類，統籌入篇，鋪陳《勸發菩

提心集》的內容，令人讀來毫不覺其冗雜；這不能不歸功於他的因明學造詣，以

及演繹、歸納的組織統合能力，讓《勸發菩提心集》的組織縝密、意蘊深遠。 

  2.旁徵故實，引用精當 
                                                 
44 《發菩提心經論》，《大正藏》冊 32，第 1659 號，頁 510 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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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沼在《勸發菩提心集》中常引用大乘重要經律論，或為起，或為結，或作

樞紐，或作呼應，或用以申明旨趣，或用以比類論說，無不精當妥適。在《勸發

菩提心集》裡，除了明引經論之外，更常暗用各種典故於行文之中；由於善加融

鑄，所以其旁徵故實，有字句精鍊的優點，而無堆垛艱澀之弊。 

    《勸發菩提心集》雖是輯錄諸大乘經律論而成，但其文章氣勢，除了「理足」

──條理非常清晰；在其結構上，都各有巧妙的安排，更善於援引典籍以充實內

容。這些都是加強文章氣勢所不可或缺的要件。 

宋代蔡絛《西清詩話》引用杜甫（712～770）的名言，說：「作詩用事，要如釋

氏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說詩家密藏也。」45 在說明上乘引典的方

法，在於用事使人不覺。慧沼的《勸發菩提心集》，可謂已得個中三昧了。 

三、托襯以相形，文義更鮮明──映襯 

    本節探討「材料上的辭格」之一──映襯。將從映襯之意義、原則與效果、

種類，來介紹映襯修辭格；文中舉《勸發菩提心集》中所使用的「對襯」辭格，

加以說明。 

（一）映襯之意義 

映襯，又稱為襯托；也是常用的修辭法之一。在語文的表現手法中，為了凸

顯某一種事物，而將兩種相反的觀念或相對的事物，並述或比較，從而使文句的

語氣增強，析理議論別出心裁，辭采豐贍，意蘊深遠，因而更加醒目動人、意義

鮮明。 

（二）映襯的原則及效果 

關於映襯的原則有二：1.透視矛盾，對比鮮明。2.緊扣主題，目標明確。46 也

就是藉由矛盾現象，對比強烈，以及目標明確，來緊扣主題，彰顯寫作旨趣。 

關於映襯的效果及運用，如宋振華、王興林等所說：「恰當的運用襯托，可以

                                                 
45 宋．無為子撰，《西清詩話》，頁 87。宋．陳振孫撰，《直齋書錄解題》曰：「《西清詩話》題無為

子撰，或曰蔡絛使其客為之。」 
46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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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主次分明，增強語言的鮮明性。用甲事物襯托乙事物可以使乙事物顯得更鮮明，

更突出，更能使對方深刻地領會作者的本意。」47 由此可知，映襯之效果是欲達

到主次分明，以凸顯作者寫作的本意。 

（三）映襯的種類 

映襯法的種類，各家說法不一，略述如下：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將之分為「反映」與「對襯」兩類。黃永武（1936~ ）

《字句鍛鍊法》分為「反襯」與「正襯」兩項。黃慶萱以及  沈師謙二人將之分

為「反襯」、「對襯」、「雙襯」三類。 

各家的見解，均各有所長。筆者依  沈師謙教授的分類，說明如下： 

1.反襯：對於一件事物，使用與此事物的現象或本質恰恰相反的詞語予以形

容，使所要表達、描寫的主要事物，更加突出、鮮明。反襯的語辭，肇基於宇宙

和人性的矛盾，有輕鬆有趣的諷刺，有耐人尋味的啟示。除了新奇有趣、意象深

刻、生動傳神之外，反襯更是一面鏡子，照見了人性深處的奧妙！48 

2.對襯：對兩種不同的人、事、物，從兩種不同的觀點予以形容描寫，恰恰形

成強烈的對比。49 

3.雙襯：針對同一個人或同一件事物，從兩種不同的觀點予以形容描寫，著眼

點迥異，結果適成其反。50 

茲將《勸發菩提心集》中有關映襯的「對襯」辭格，列舉說明如下： 

（1）勸持戒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一、讚受戒門〉說： 

 

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51 

     

                                                 
47 宋振華、王興林等主編，《現代漢語修辭學》，頁 144。 
48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92。 
49 同上，頁 82。 
50 同上。 
51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4 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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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人物映襯，藉由「持戒之人」與「破戒之人」對照陳述，以凸顯二者之間的

優劣，讓讀者透過強烈對比的描述，來分辨二者的得失。以破戒者來映襯持戒者，

持戒者常得種種利益，破戒者則受苦萬端；句中，藉由過失以凸顯持戒之人的價

值，更進而勸眾生要持淨戒。 

（2）戒妄語 

妄語戒，為佛教的根本戒條之一，也是十重禁之一。《大智度論》卷十三：「妄

語者，不淨心，欲誑他，覆隱實，出異語，生口業，是名妄語。」52 指禁止為自

利等原因，而隱蔽真實，以不實之言，欺誑他人。關於妄語的果報，舊譯《華嚴

經》卷二十四也說︰「妄語之罪，亦令眾生墮三惡道。」53 《大智度論》卷十三

亦載，妄語之人心無慚愧，會有口氣臭等十種罪報。 

《勸發菩提心集》於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闡述妄語不受善法，以及實

語的重要性。其內容如下： 

 

妄語之人，先自誑身，然後誑人，以實為虛，以虛為實，虛實顛倒，不受

善法。譬如：覆瓶，水不得入。妄語之人，心無慚愧，閉塞天道、涅槃之

門。觀知此罪，故不應作。觀知實語，其利甚廣。實語之利，自從己出，

甚為易得，是為一切出家人力。如是功德，若在家人，共有此利──善人

之相。實語之人，其心端直，易得免苦。譬如：稠林曳木，直者易出。世

人愚癡少智，遭事苦厄，妄語求脫，不知事發今世得罪，不知後世有大罪

報。54 

 

此處先以「覆瓶」為喻依，說明妄語之人，虛實顛倒，閉塞天道、涅槃之門，故

不受善法；就如同覆瓶，水不得入一般。接著，以「稠林喻」說明僧俗二眾，若

能力行「實語」，其心端直，則容易遠離苦難；就如同「稠林曳木，直者易出」一

                                                 
52 《大智度論》，《大正藏》冊 25，第 1509 號，頁 157 上 14。 
53 《華嚴經》，《大正藏》冊 9，第 278 號，頁 549 中 5。 
54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5 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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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但因世人愚癡少智，遇到苦厄等事情，往往以妄語求脫，但不知如此反而造

成今世、後世的大罪報。以上二例雖具有譬喻的性質，然藉由「覆瓶，水不得入」

及「稠林曳木，直者易出」來凸顯實語之利，其映襯之意更為明白。 

（3）精進安忍 

《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另以「軟夫為將喻」，凸顯發大

心持戒的重要，說： 

 

復次，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戒，不如有大心人一日戒也。譬如軟夫為將，

雖將終身，智勇不足，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勳，功

蓋天下。55 

 

此「軟夫為將喻」，借軟夫以喻持戒卻無大心者，因不積極、懦弱，而無法成辦大

事，終其一生，沒有什麼功成名就。但若如英雄般積極且勇猛精進，雖只是短短

的時間，也能立下蓋世功勳。它是以軟夫之卒無功名，對襯英雄之功蓋天下，這

二者的對比強烈，更彰顯發大心的重要。 

（四）小結 

    綜觀《勸發菩提心集》中的映襯修辭，或以人物映襯，或以事情映襯，均能

使語氣增強，凸顯所要論述的主題，效果甚宏，是一種相當實用的修辭技巧。 

四、云何而發起，無上菩提心──設問 

    本節探討《勸發菩提心集》中所運用的「意境上的辭格」之一──設問修辭

法。分別從設問的意義、原則、心理及效果、分類，來加以說明。 

（一）設問的意義 

在講話行文中，巧妙設計問句的形式，以激發讀者的好奇心、提高讀者的閱

讀興致、加深讀者的印象、增強讀者的注意，達到共鳴效果的修辭方法，就是設

                                                 
55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6 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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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二）設問的原則 

關於設問的運用原則，有下述四點56 ： 

1.用於篇首以揭示全篇主旨：設問可用於篇首以提示全篇主旨，設問如用于文

章的標題或開頭，能掀起文章的波瀾，集中讀者的注意力，啟發讀者的思考，激

發讀者同理心，以幫助讀者領會文章主題。而在文章的段與段之間設問，則可以

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2.用於篇末以增進文章餘韻：結尾處用設問，既可點明主題，又可增進文章餘

韻，使人回味無窮。 

3.首末均用，可構成前後呼應的效果。 

4.連續設問，可加強語文氣勢。 

（三）設問的心理及效果 

「設問法」的產生，也有其心理基礎。根據學習心理學和發展心理學的研究

得知，疑問是：1.好奇心的表現，2.心智趨向成熟的象徵，3.獲取知識的重要手

段，……。「設法挑起」別人心中的疑惑，然後尋求疑惑的解決，這是建立「設問

修辭法」的心理基礎。57 

關於設問的效果，沈師謙指出三種：1.加強語氣，吸引注意力。2.表現激情，

增進感染力。3.激起波瀾，使文章生動。58 從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出發，恰當運用

設問；即在使用設問時，必須抓住一時人們極為關注的問題。59 而如內心已有定

見的「設問」，屬刻意設計的「明知故問」，不但能留給對方深刻的印象，而且可

以在文章中激起波瀾，使語勢起伏不平，迭宕有力。60 

（四）設問的分類 

設問可分為兩類： 

                                                 
56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273。 
57 杜淑貞著，《現代實用修辭學》，頁 253~254。 
58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273。 
59 宋振華、王興林等主編，《現代漢語修辭學》，頁 140。 
60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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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問：自問自答；先提出問題，引發對方好奇與注意，再自行作答。它是從

正面提出問題，語氣較為舒緩。 

2.激問：問而不答；以問句表達確定的意思，答案卻蘊藏在問題的反面。它是

從反面提出問題，答案不言可喻，故語氣較為強烈。61「激問」若運用得當，確實

可以加強語氣，吸引讀者注意，且可使文章激起波瀾，迭宕多姿。62 

此外，董季棠又提出「懸問」，即：「既沒有答案，又不容易想出答案，只覺

弦外有隱約餘音，畫後有朦朧遠景，讓讀者去尋思，去咀嚼，去揣摩領略。」63 其

目的是藉懸疑來吸引讀者共同深思探索答案，以期產生共鳴的效果。 

以下分別介紹《勸發菩提心集》中的設問運用。 

  1.提問 

    （1）《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敘述破戒者有哪些罪過？ 

 

云何名為破戒人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塚，人所不到。……如

賊聚落，不可依止。……譬如惡賊，難可親近。譬如火坑，行者避之。如

毒蛇，不可觸。……破戒之人，在精進眾中，譬如儜人在健兒中。……是

故行者，應當一心堅持禁戒。64 

 

此於句首提問，具有揭示該文的旨趣，以引起讀者的好奇，集中讀者的注意力，

啟發讀者的思考，以闡明破戒之人的種種過失，進而勸持禁戒。 

    （2）《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論及如何不殺生，說： 

 

應量輕重。若人殺己，先自思惟：全戒利重？全身利重？破戒為失？喪身

為失？如是思惟已，知持戒為重，全身為輕。若苟免全身，身何所得？是

                                                 
61 同上，頁 273。 
62 同上，頁 272。 
63 董季棠著，《重修增訂修辭析論》，頁 114。 
64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4 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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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名為老、死藪，必當壞敗！若為持戒失身，其利甚重。65   

     

文中，慧沼以若遭人殺害時，提出到底守戒重要抑或保身為重？破戒是失，或者

喪身是失的問題，引發讀者的思考與注意；於是，提出人身不過是老死淵藪，唯

有持戒為重，因此應不惜壽命，而護淨戒。其中，以「全戒利重？全身利重？破

戒為失？喪身為失？」的連續設問，製造文章氣勢；且置於句中，具有承上啟下

的作用。 

    （3）《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二、顯過勸持戒門〉談及飲酒有三十五種過失： 

 

如佛語難提迦優婆塞：酒有三十五失。何者三十五失？一者、現在財物空

竭。何以故？人飲酒醉，心無節限，費用無度故。二者、眾病之門。……

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愚癡因。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中。

三十五、若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騃。是三十五罪種種過失，是故不應

飲。66 

 

此說明不應飲酒的原因，因為飲酒會影響個人財物空竭，甚至名譽受損等三十五

種過失。此一提問法置於句中，不但能引起好奇與注意，更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4）《勸發菩提心集》卷下〈五、聽法儀〉闡明無散亂心聽法： 

 

  云何無散亂心聽聞正法？謂由五相：一者、求悟解心，聽聞正法。二者、

專一趣心。三、聆音屬耳。四、掃滌其心。五者、攝一切心，聽聞正法。67 

 

上述句首提問法，以揭示無散亂心聽聞正法，所應有的五種態度，即以「求悟解

心」、「專一趣心」、「聆音屬耳」、「掃滌其心」、「攝一切心」，方能做到無散亂心聽

                                                 
65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4 下 24。 
66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6 上 13。 
67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98 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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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正法。 

  2.激問 

（1）《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一、明菩薩種姓相門〉，述及菩薩布施的特質，

說： 

 

若負他債，終不抵拒。於共財所，無欺網68 心。得大財寶，尚不貪著，何

況小利？69    

 

說明菩薩不但不會拒付債務，即使與人共同擁有財富，也不會起心動念加以欺騙。

由此可知，菩薩既然不會貪著大財寶，而於小利，就更不會令菩薩生起貪著之心

了。此用「得大財寶，尚不貪著，何況小利？」在結尾處以激問的方式，點明菩

薩具足布施的特質。 

（2）《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一、明菩薩種姓相門〉，述及菩薩精進的特質，

說： 

 

  大事務中，尚無深倦，何況小事？70 

 

菩薩對於大事務都不厭倦，何況對於小事呢，更不會讓菩薩產生畏懼之心啊！此

以句尾激問法強化菩薩具足精進的特質。 

（3）《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三、顯勝門〉中，則用激問設問法強調發菩提

心與其他善法相比較，具有二種殊勝，內容如下： 

 

發心菩薩求菩提故，所攝善法比餘一切所攝善法，有二種勝：一、因；二、

果。謂所攝善法，皆是無上正等菩提能證因，故所證無上是此果，故尚勝

                                                 
68 原典《瑜伽師地論》，《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479 上 25 所載，「網」字應作「罔」字。 
69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5 上 19。 
70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5 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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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況餘一切世間因果？71  

 

此句於結尾處採用「激問」法，以加強語氣，更點明菩薩發心求菩提，所攝的善

法，不僅勝於聲聞、緣覺二乘，更勝於一切世間的因果。 

（4）《勸發菩提心集》卷上〈四、譬喻讚歎門〉，述及菩薩不因怖畏而退心，

說： 

   

菩薩既以大悲為體，是故極勤利他。雖入阿毘地獄，如遊樂處。菩薩如是

於餘苦中，豈生怖畏？因此怖故而退心耶？72              

 

阿毘（鼻）地獄又稱無間地獄，為八熱地獄之一；此地獄乃八熱地獄中苦惱最甚者，

若犯五逆罪及謗法者，即墮此極苦最惡的大地獄。此於句尾連續激問，不但點明

題旨，更加強文章氣勢；用以闡明菩薩以發大悲心為主，所以勤作利他之事，即

使墮入阿毘地獄，也彷如去遊玩一般。何況其他小苦？更不足以令菩薩產生怖畏

而退轉。 

五、顯揚大乘行，言簡而義賅──析字 

本節探討《勸發菩提心集》中「詞語上的辭格」之一──析字。將分別從析

字的意義、分類來加以說明。 

（一）析字之意義 

由於漢文字，形、音、義三要素密切相關。因此，把所用的字析為形、音、

義三要素，看別的字有一面同它相合相連，隨即借來代替或即推衍上去的，叫做

析字辭格。73 

（二）析字之分類 

                                                 
71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6 下 17。 
72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8 上 23。 
73 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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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字修辭的基本方法，有三種：（一）化形；（二）諧音；（三）衍義。其餘都

是這三類基本方法複合所成的現象。74 

《勸發菩提心集》中，使用「衍義析字」的代換情形較多，故將進一步探討

衍義析字。衍義析字又可分作代換、牽連、演化三式；而其中以「代換」的情形

居多，茲簡要說明如下： 

代換是：「常發現在引用的文中，是利用同義異詞現象的一種措辭法。」75 也

就是「用平易的文辭代換艱深的文辭，或用艱深的文辭代換平易的文辭。」76 凡

是換話達意，即是代換法。由深換淺，在佛學上可能是音譯換意譯；由淺換深，

亦然。 

《勸發菩提心集》常以平易的文辭（意譯）代換引用經論中艱深的語句（音譯）。

此可由慧沼使用析字法的情形得知： 

  1.「阿耨多羅三藐三」代換為「無上」 

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三、顯勝門〉中，以「無上」來替代「阿耨

多羅三藐三」，其內容如下： 

 

為欲饒益諸有情故，從今已往，願我所修六波羅蜜一切萬行，皆為證得無
‧

上
‧
菩提故。77

 

 

此段係引用自《顯揚聖教論》卷第二〈攝事品第一之二〉有關世俗發心的內容： 

 

為欲饒益諸有情故，從今已往，凡我所修布施、持戒、忍辱、正勤、靜慮及

慧，一切皆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

菩提故。78 

 

                                                 
74 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頁 149。 
75 同上，頁 156。 
76 董季棠著，《重修增訂修辭析論》，頁 250。 
77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7 上 20。 
78 《顯揚聖教論》，《大正藏》冊 31，第 1602 號，頁 490 下 29~491 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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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沼把「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代換為「無上菩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為

梵文 anuttara-samyak saMbodhi 之音譯，窺基於《般若波羅蜜多心經幽贊》卷下說︰

「『阿』云『無』，『耨多羅』云『上』，『三』云『正』，『藐』云『等』，『三』又云

『正』，『菩提』云『覺』。……無法可過，故名『無上』；理事遍知，故名『正等』；

離妄照真，復云『正覺』：即是『無上正等正覺』。」79 而「無上菩提」，是為意譯

「無上正等正覺」的略稱。因為「菩提云覺」，這是較為大家所普徧知曉的，所以

慧沼沿用「菩提」二字。而對於「阿耨多羅三藐三」則改為「無上」二字。此艱

深、平易的程度，實具有極大的差別。 

  2.「羼提」代換為「忍」 

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卷上〈四、譬喻讚歎門〉中，以「忍」來替代「羼

提」：  

 

譬如大海，忍
‧
波羅蜜相應。發心亦如是，諸來違逆，心不動故。80 

 

係引用自《大乘莊嚴經論》卷第二〈發心品第五〉中的讚歎發心二十二喻，來凸

顯發心： 

 

譬如大海，羼提
‧‧

波羅蜜相應。發心亦如是，諸來違逆，心不動故。81 

 

「羼提」係梵文 kSAnti 的音譯，意譯作「安忍」或「忍」，即：心能安住而堪忍侮

辱或惱害。由此可看出以「忍」代「羼提」，由艱深（音譯）變為平易（意譯），使人

易於了解。 

  3.「毘梨耶波羅蜜」代換為「進」 

《勸發菩提心集》卷上〈四、譬喻讚歎門〉中，以「進」替代「毘梨耶波羅

                                                 
79 《般若波羅蜜多心經幽贊》，《大正藏》冊 33，第 1710 號，頁 541 下 5。 
80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7 下 14。 
81 《大乘莊嚴經論》，《大正藏》冊 31，第 1604 號，頁 596 中 29~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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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說： 

 

譬如金剛，進
‧
相應。發心亦如是，勇猛堅牢，不可壞故。82     

 

係引用自《大乘莊嚴經論》卷第二〈發心品第五〉中之讚歎發心二十二喻，來凸

顯發心： 

 

譬如金剛，毘
‧
梨耶波羅蜜
‧‧‧‧‧

相應。發心亦如是，勇猛堅牢，不可壞故。83 

 

「毘梨耶波羅蜜」係梵文 vIrya-pAramitA 的音譯，意譯為勤、精勤、勤精進、進，

即：勇猛進修諸善法。可看出「毘梨耶波羅蜜」代換為「進」，使艱深之詞，變得

更加容易理解。 

  4.「亦復如是」代換為「亦爾」 

《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五、勸發勝劣重廣門〉中，以「亦爾」替代「亦復

如是」： 

 

菩薩亦爾
‧‧

。初漸起時，普為一切無量眾生，所謂六道、四生……，一切荷

負，作依止處。84 

 

係引用自《發菩提心經論》卷上〈發心品第二〉中的發心勝劣，來闡明菩薩發菩

提心的殊勝： 

 

菩薩發菩提心亦復如是
‧‧‧‧

，初漸起時，普為一切無量眾生，所謂六趣、四

                                                 
82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7 下 15。 
83 《大乘莊嚴經論》，《大正藏》第 31 冊，第 1604 號，頁 596 下 2。 
84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8 下 13。 



 

 29

生……，一切荷負，作依止處。85     

 

「如是」、「爾」，字義相同，慧沼將「亦復如是」代換為「亦爾」，又省略一「復」

字，讓語句更加簡潔明瞭，頗為精鍊。 

（三）小結 

由上述，慧沼於《勸發菩提心集》中雖引用諸多經論，但若經論中所使用的

文字，較為艱深難懂時（多為音譯），他即會將之代換為易解的內容（多為意譯），以

利文意旨趣的掌握。或以化繁為簡的方式，將原經論的用詞簡化為同義的詞語，

具有言簡義賅、理達平順的效果。 

六、排比以壯勢，理達而深刻──排比 

本節主要探討《勸發菩提心集》運用「章句上的辭格」之一──排比的情形；

分別說明排比的意義、原則、運用及效果，並以《勸發菩提心集》中的排比運用

加以闡釋。 

（一）排比之意義 

凡於文章中用結構相似的句法，接二連三地表達同範圍、同性質之意象的修

辭方法，就是「排比」。86 排比，又稱為排句、排語、排迭，是將三個或三個以上

結構相同或相似、語氣一致、意義相關的詞組、句子、段落，排列在一起，用以

表達相關的內容。藉整齊豐贍、文勢奔放、結構緊密、氣勢暢達，以加強語意，

凸顯重點，給讀者磊落暢快之感。由於排比法的語句氣勢非凡，較易扣人心弦，

是古今常用的修辭方法之一。 

（二）排比的原則、運用及效果 

  1.排比的原則，有二： 

  （1）充分發揮排比的功能 

充分發揮排比的功能，包含：（1）敘事寫人，清晰鮮明。（2）抒情寫景，淋

                                                 
85 《發菩提心經論》，《大正藏》冊 32，第 1659 號，頁 509 上 17。 
86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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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盡致。（3）說理透徹，具體深刻。 

  排比修辭方式的主要作用是「壯文勢、廣文義」87 ，表現磅礡的氣勢與廣闊

的內容，能產生加強語勢、周全語意的效果。因為結構相似，字數相當，內容相

關的句子，接二連三出現，不但顯現文章的節奏感與旋律美，而且文氣強而有力，

讓讀者感覺精神振奮。88 

「排比法」從內容上言之，它可以議論、說理、敘事、寫景、狀人、詠物。

其作用是使結構嚴整，條理井然；可使意象充分表達，可令讀者情緒充分暢發。

從形式上言之，它可以由三個、四個、五個、六個句子構成，形成一組排比。89 

  （2）確實掌握排比的特性 

排比運用是多方面的，在敘事清晰、抒情盡致、說理透徹之餘，須進而掌握

排比的特性。黃慶萱《修辭學》曾揭舉「鮮明地表現多樣的統一」、「具體地表達

共相的分化」二點。90 其中，當排比具體地表達共相的分化時，部份與部份之間，

或分殊，或背馳，或矛盾；但是，每一部份都必須是具體的，而且由一「共相」

彼此貫串。91 

2.排比的運用，須注意下列四點92 ： 

  （1）排比的結構越相同越好；但，也可以允許有不傷害整體統一的小變化。 

  （2）排比的幾項應獨立而平等。 

  （3）排比的幾方面要有代表性，要能概括全面。 

  （4）運用排比，要根據內容的需要，不能生拼硬湊。 

當然，排比如果運用不當，勉強拼湊，以多取勝，極易使文章囉嗦累贅，繁

瑣乏味。運用排比最重要的是掌握分寸，針對內容題材，作最適當的安排。93 

  3.排比的效果 

                                                 
87 南宋．陳騤著，《文則》，頁 30。 
88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499。 
89 杜淑貞著，《現代實用修辭學》，頁 415。 
90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479。 
91 同上，頁 502。 
92 宋振華、王興林等主編，《現代漢語修辭學》，頁 152~153。 
93 沈師謙著，《修辭學》，頁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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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排比的效果，因排比能使平列的多層內容與形式統一，且整齊勻稱，音

律鏗鏘，節奏感強，充分抒發思想感情，增強文章氣勢。因此，寫作時運用排比

來論述，則顯周密深刻；運用排比來抒情，則強烈或深沉的思想、感情可以盡情

抒發。94 所以，排比之效果，是不容忽視的。 

（三）《勸發菩提心集》中的排比運用 

茲將《勸發菩提心集》中運用排比的重要內容，舉例說明如下： 

    1.《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五、勸發勝劣重廣門〉中提及「發心修無上菩提之

四緣」中「思惟諸佛」說： 

 

思惟三世諸佛；發大精進、捨身命財、求一切智，我今亦當隨學諸佛，緣

此事故。95             

 

此旨在說明發心修無上菩提的「四緣」，首先當「思惟三世諸佛」的懿行風範，並

以「發大精進、捨身命財、求一切智」排比句，來說明也當效法諸佛的勇猛精進、

不畏怯的精神，以及求通達宇宙間一切真理的智慧，向諸佛學習。 

    2.《勸發菩提心集》卷上〈五、勸發勝劣重廣門〉中提及「發心修無上菩提之

四緣」中「觀身過患」： 

 

  自觀我身；無明所覆、常造惡業、輪迴五趣，無利益故。96 

 

此以「無明所覆、常造惡業、輪迴五趣」等排比句法，凸顯眾生自身的種種過患，

皆由無明障蔽──因迷惑而造惡業，以致於輪廻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等

五道之中。    

    3.《勸發菩提心集》卷上〈六、立誓發願門〉中提及： 

                                                 
94 宋振華、王興林等主編，《現代漢語修辭學》，頁 151~152。 
95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9 中 16。 
96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79 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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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能令一切眾生發菩提已，常隨將護、除無利益、與無量樂、捨身命財、

攝受眾生、荷負正法。97   

 

此以菩薩立誓發願，令一切眾生發菩提之後，即能獲得「常隨將護，除無利益，

與無量樂，捨身命財，攝受眾生，荷負正法」等諸情形。其排比句法，結構緊密、

語氣暢達，將菩薩發心後的種種作為，表露無遺！ 

    4.有關「持戒」方面，《勸發菩提心集》卷中〈一、讚受戒門〉中提及： 

 

持戒之人，常得今世人所敬養、心樂不悔、衣食無乏、死得生天、後得佛

道。98 

 

此說明持戒可獲得種種的利益，並以「常得今世人所敬養、心樂不悔、衣食無乏、

死得生天、後得佛道」的排比方式，增添其氣勢，闡發持戒的利益。     

  5.《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八、受十善戒門〉「八種心令住十善」說： 

 

是諸眾生，閉在世間牢獄之處，眾多患苦、多惱妄想、愛憎繫縛、憂悲共

行、愛瑣所繫，入於三界無明稠林。99 

 

此運用排比效果，說明眾生猶如被關在世間的牢獄中，因有「眾多患苦、多惱妄

想、愛憎繫縛、憂悲共行、愛瑣所繫」等特質，而入於三界無明稠林之中，難以

出離。 

  6.《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十七、婦行門〉談及「世間七輩婦」中的二惡婦，

說： 

                                                 
97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0 上 26。 
98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84 上 19。 
99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90 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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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婦者，常得惡名，今現在身不得安寧，數為惡鬼眾毒所病，臥起不安、

惡夢驚怖、所願不得、多逢災橫。萬分之後，魂魄受形，當入地獄、餓鬼、

畜生，展轉三塗，累劫不竟。100 

 

世間七輩婦中怨家婦、奪命婦二惡婦，因現身不得安寧，且常為惡鬼眾毒所病，

而招致「臥起不安、惡夢驚怖、所願不得、多逢災橫」等事。此運用排比效果，

強化二惡婦的諸過失，以警世人。 

    7.《勸發菩提心集》卷下〈十五、六度九種分別門〉「忍品九門」說： 

 

謂能堪忍補特伽羅，於當來世，無多怨敵、無多乖離、有多喜樂。臨終無

悔，於身壞後，當生善趣：天世界中。101 

 

菩薩修學堪忍，於來世「無多怨敵、無多乖離、有多喜樂」，且於身壞之後，當生

善趣。 

結  論 

透過以上六種修辭技巧的研討，可知《勸發菩提心集》修辭方式眾多，值得

吾人細細品味它的簡練且饒富意趣的文字，並感受到經文所蘊含的教育力量。黃

永武曾說： 

 

  不研究修辭的技巧去寫作，未嘗沒有與技巧闇合的時候；但熟悉了鍛鍊的

方法，更容易收到完美的績效。102 

 

                                                 
100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395 下 8。  
101 《勸發菩提心集》，《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402 下 27。 
102 黃永武著，《字句鍛鍊法》，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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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論文的探討，也可得知，研究修辭技巧除有助於欣賞文章之美、理解文

章旨趣，更對於寫作有所增益。 

    慧沼的文章，一向條理分明，行文流暢。因此，從分析《勸發菩提心集》的

修辭運用，能更具體了解其所欲表達的思想內涵。夏丏尊（1886～1946）等所著《文

心．修辭一席話》說得好，他說： 

 

      修辭就是調整語言，使它恰好傳達出我們的意思。103  

 

    因此，適當運用修辭方法，必能傳達那深厚淵博的思想及高遠的意境。    

 

 

 

 

 

 

 

 

 

 

 

 

 

 

 

                                                 
103 夏丏尊、葉聖陶著，《文心》，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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