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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法相宗智周的發心思想研探 
 

 

 

 

摘    要 

    在唐代，佛教各宗派思想均蓬勃發展，其中「法相宗」對佛教義理的條分縷

析，更讓修學者有所依循。雖然禪宗的頓悟思想，也流行於當時；但不可否認的，

「理可頓悟，事必漸修」；因此，在世間該如何進行修學，以達究竟圓滿之境界，

也已成為大家所關注的重點。 

    研習佛法的人士若想要完成菩提之路，除了具足正信、正見之外，尚須透過

「正行」的實踐──經由正確的次第修學，方克有成。因此，能次第井然，條理

分明地闡述，為後人開啟次第修學門徑的智周法師（668—723）所著之《大乘入道

次第》，無疑是不容忽視的要籍。它不僅是法相宗所論述修行次第的重要著作，

更為近代佛教大師，如：太虛大師、印順導師等所重視。只可惜學術界卻鮮少有

所研究。 

    發菩提心，是成就大乘菩薩的關鍵，也是菩薩行的首要條件。由人發心，直

趨菩提的「人菩薩行」，不僅是「人間佛教」的精神所在，更是諸佛世尊出現於

世間的本懷。 

    唐代法相宗第四祖智周大師的《大乘入道次第》，在闡述大乘修行次第的境、

行、果；可說是唐代法相宗三祖慧沼大師《勸發菩提心集》的延伸作品，更是漢

地大乘行者的修學寶典。而智周的發菩提心思想比之更加精審；包含：發心、發

願立誓、求善友三部分。 

    歷來學者知悉於此者鮮少，故筆者不揣譾陋，抉發《大乘入道次第》思想中

有關「發心」的重要內涵，對發心修學者提供具體可行的方法，便利參考。       

 

 

 

 

 

關鍵詞：智周、大乘入道次第、發心、發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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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發菩提心，是菩薩行的首要條件。如何「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備受大乘

行者關切與注目；其修學門徑，是古來大乘行者的重要課題。 

    正如萬物的生長、日月的升降，都是由微而著，循序漸進的，在古今台外的

典籍中常有所論述；例如：《中庸．第十五章》就說：「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

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老子《道德經．六十四章》也說：「合抱之木，生於

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事物的發展，離不開生根

建造的規律；事情的成功，並非一蹴可幾；「欲速則不達」，適得其反。為學、

修道，不也是這樣嗎？  

    唐僧曇曠（約 700─788）的《大乘入道次第開決》，開卷即說：「夫登峻宇者，

必先拾級；陟層樓者，咸歷階墀。況乎覺道崇高，不憑行位，真源綿敻，豈越資

糧？」1 因此，研習佛法之士如要證得菩提，除了具足正信、正見之外，尚須透過

「正行」的實踐──經由正確的次第修學，方克有成。 

    雖然這些次第、方法在佛教典籍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記載，但是，能次第井

然，條理分明的闡述，為後人開啟次第修學門徑的智周法師（668─723）所著之《大

乘入道次第》，不僅是法相宗所論述修行次第的重要著作，更為近代佛教大師，

如：太虛大師（1890─1947）、印順導師（1906─2005）等所重視。應是不容忽視的作

品；只可惜學術界卻鮮少有加以研究。 

    智周繼慧沼（650─714）的《勸發菩提心集》後，完成《大乘入道次第》，將

大乘修學歷程中，所應修學的範圍、所應斷除的煩惱障與所知障，以及所追求的

究竟果，皆一一詳列陳述，有層次，有條理。 

在闡述修行的內容之前，智周闡明發菩提心的先決條件──發心、發願立誓、

求善友三部分，再闡明修行的法要。其「發心」思想頗為精審詳實，值得加以探

討、闡發。  

 

二、文獻回顧與評述 

    目前對於《大乘入道次第》之專門研究文章，除筆者所撰〈智周《大乘入道

次第》初探〉之外，尚未有正式發表之文獻可參考；只有間接相關資料，如：日

本．叡尊（1201─1290）的《大乘入道次第科分》、秀翁（1626─1699）科註的《大乘

                                                 
1 《大乘入道次第開決》，《大正藏》冊 85，第 2823 號，頁 1206 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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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道次第章》2 。在漢地，僅有 1907 年敦煌出土3 唐僧曇曠的《大乘入道次第開

決》4 殘卷，註釋此經。民國以來，則有太虛（1889─1947）講述此經，並編入研習

高等教理課表中；印順導師（1906─2005）也在《我之宗教觀．修身之道》中提及它。

今依序將之臚列略述於下： 

    （一）曇曠的《大乘入道次第開決》：曇曠是一位著名的佛學家，曾研習唯

識、俱舍5 。當曇曠從家鄉（建康）到長安時，由於對瑜伽哲學研究的強烈興趣，

參訪當時頗負盛名的西明寺，獲得被傳授法相宗奧義的機會。後來著作許多與《瑜

伽師地論》有關的典籍、疏釋。他註釋《大乘入道次第》，讓其內涵得以進一步

闡揚。目前收錄於《大正藏》的內容，僅到第一門的「以煩惱障不障十地」；且

並非逐一註釋。不過，對於研讀此經仍有些許助益。 

    （二）日本律宗名僧叡尊（1201─1290，又名睿尊
6 ，獲贈興正菩薩號），於四條天

皇嘉禎二年（1236），與圓晴、有嚴、覺盛等討論瑜伽大乘論。其於《大乘入道次

第》文末附記說： 

 

夫此章者，殊開出苦之戶牖，正示入道之階級，行人之目足，能詮之肝心

也；所以，年來雖發刊印板，弘遐邇之願。齋飡常空一鉢之中，資貯全絕

三衣之外，因茲徒抱流通志，未及彫刻營之處；幸蒙一乘院家之厚助，忽

遂多年惻隱之本望，偏是冥感之所致也。請願採手觸眼，同益本性之種，

讀文解義，速成菩提之果而已。 

      文永八年（辛未）三月日 願主西大寺沙門 叡尊偏為正法久住利益有情而

已7 

 

叡尊於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八年（1271），完成印板流通此經之願，以助眾生離苦入

道；所以，稱此經為「開出苦之戶牖，正示入道之階級，行人之目足，能詮之肝

                                                 
2 小野玄妙編，《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七卷》，頁 326。 
3 同註 2，頁 325。 
4 寫、燉煌本，伯．二二○號及斯．二四六三號，收錄於《大正藏》冊 85，第 2823 號，頁 1206

下 22-1222 下 20。 
5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大正藏》冊 85，第 2812 號，頁 1068 上 6。 
6 睿尊，﹝勸發菩提心集題記﹞，《大正藏》冊 45，第 1862 號，頁 408 中 9。 
7 叡尊，﹝大乘入道次第題記﹞，《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67 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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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此外，叡尊並曾為此經做《大乘入道次第科分》8 。 

    （三）在太虛的著作中，有四處提及： 

     1.太虛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釋序〉曾說： 

 

      二十年六月，華北居士林設暑期佛學講習會，迎請太虛法師主講，主課則

《大乘入道次第章》也。9  

 

     2.太虛的〈大乘宗地圖釋後序〉也說： 

 

民國二十年夏，大師應北平華北居士林之請，演《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

經》及《大乘入道次第章》。10 

 

由上述二則，可知太虛曾講述《大乘入道次第》。印順所編的《太虛大師年譜》

也說：「七月一日，大師應華北居士林暑期佛學講習會請，講《能斷金剛般若波

羅密多經》，胡繼羅、繼歐、繼木合記，成《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釋》。後

又講《大乘入道次第章》大意。」11 太虛講授《大乘入道次第》，惜未以文字著

述內容留傳下來。 

    3.太虛在〈佛教教育系統各級課程表．乙 高等教理（二）法相唯識學專修三

年課程〉「研究室（每日三時）」欄的第三列中，即第一年半至第二年，載明課程

為： 

 

同上各部12 

大乘經莊嚴論 

佛性論 

中邊分別論疏 

能顯中邊慧日論 

究竟一乘寶性論 

                                                 
8 小野玄妙，《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七卷》，頁 325-326。 
9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太虛大師全書：30 文叢（十九）》，頁 919。 
10 同註 9，頁 955。 
11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 329。 
12 據《太虛大師全書：17 制議（九）．佛教教育系統各級課程表》，頁 553 所載，即「聽講堂」

之《辨中邊論》、《攝大乘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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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發菩提心集 

大乘入道次第章 

近人關於中邊論攝論之著述13 

 

可知太虛不僅講述《大乘入道次第》，更將之編進「高等教理」法相唯識學研究

經典，足見其用心之深。此外，將有關探討種姓的典籍並列於前，後再接《勸發

菩提心集》、《大乘入道次第章》。其次序編排，頗有結構性，因為《勸發菩提

心集》卷上即以「菩薩種姓相門」說明菩薩的人格特質，接著，再闡述發菩提心

的內因、外緣、作用力等，繼而受戒，以及力行六度四攝等，系統性地闡述菩提

心的相關內容。 

    而智周的《大乘入道次第章》則接續《勸發菩提心集》，闡述發心的內因、

外緣、作用力、發願、立誓、總修六度四攝、別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以成就大乘

五位所應修、應斷的行止，以及所得的菩提道果；對菩提心、菩薩行的修學，可

說有進一步且詳密的闡發。由此更可得知，太虛頗具菩薩的人格特質及入世精神，

將被一般唯識研究者所忽略的菩提心、菩薩行典籍，特別編進研究課程，讓唯識

理論與實踐的經典皆能融入課程中，凸顯其重要性。可見，《大乘入道次第》也

是研習法相唯識的重要經典之一；更可說是智周繼承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延

伸作品。 

    4.太虛也鼓勵研讀《大乘入道次第》，如：在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他的

〈覆羅普悟居士書〉說： 

 

一、可從高等級第一年研習起。二、厚嚴即密嚴；義林章有補缺及抉擇記，

并檢考續藏中有關此類之著述。又基纂、論記，即略纂、倫記，更有瑜伽

釋及序，或散見解說之類。唯識義章釋，即釋唯識章者，不久將有印出。

覺夢鈔以及大乘入道次第章、能顯中邊慧日論之類。14 

 

太虛致力講述《大乘入道次第》，鼓勵修學者研讀，嘗自謂：「我作改進佛教運

動，著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薩行。」15 太虛對菩薩行的相關內涵，有其獨到

                                                 
13 同註 12，頁 553-554。  
14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太虛大師全書：26 酬對（十七）》，頁 244。 
15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太虛大師全書：29 文叢（十九）．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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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地及重視之成分，因此，會勉勵修學者研習此經。 

    （四）印順曾說明佛教的修身之道，很重視其次第，在《我之宗教觀．修身

之道》中，他說： 

 

儒佛一致的修身之道，是有修學次第的。從平凡的人身，向上修學，達到

高明究竟的地步，當然要有次第，要遵循漸入的程序。《大學》說：「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是怎樣的重視次第！「登高自卑，行遠自邇」，

原是不容躐等的。佛法也是一樣，佛說：「佛法如大海，漸入漸深」。兩

晉以前，印度傳來的佛法，始終的漸學而漸悟或頓悟。宋代的竺道生，首

唱漸學的大頓悟說，以為一悟就究竟成佛。到後來，有的索性專提頓悟，

撇開漸學，使人一下就走那「蚊蟲咬鐵壁，無有下嘴處」的工夫。其實，

佛法也是重視次第的。如唐代的唯識學，就有《大乘入道次第章》。佛法

在西藏，有著名的《菩提道次第》，也就是證入涅槃的道次。證入，有漸

入的、頓入的，但從道的修學歷程說，是不能沒有始終先後的。16 

 

由上引得知《大乘入道次第章》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印順獨拈「唐

代的唯識學，就有《大乘入道次第章》」，以說明佛法對修學次第的重視。因此，

不論選擇哪一種法門，從修學的歷程而言，是不能沒有先後次第的。 

    （五）之前，筆者對智周《大乘入道次第》的探討如下： 

  1.拙作〈智周《大乘入道次第》初探〉一文，略述《大乘入道次第》的作者及

其內容，以概觀智周之生平與思想特色，及對法相宗的影響。在內容上，則概述

《大乘入道次第》所涵蓋的行位、修行、斷障、得果四個層面。 

    2.拙編《《大乘入道次第》標註（兼及曇曠《大乘入道次第開決》）》17 一書：為

方便閱讀及融會貫通，除分段標點之外，又科判《大乘入道次第》，以增進對內

容主旨之掌握。另於經文之相關內容後，增引敦煌出土──曇曠《大乘入道次第

開決》對本經的闡述內容，以幫助對本經之了解。因此，為增進閱讀效益，並增

補詞彙、佛教專有名詞之注釋。 

    上述五項研究概況，約可歸納如下： 

    1.智周《大乘入道次第》即受當代人所推崇，甚至有曇曠為之註釋傳世。但，

因隨著法相宗的沒落，及典籍的散失等因素，其弘傳有受阻的情形。 

                                                 
16 印順，《我之宗教觀》，頁 58。 
17 拙編，《《大乘入道次第》標註（兼及曇曠《大乘入道次第開決》）》，共 1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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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智周之弟子玄昉等人將典籍攜至日本，獲得日僧叡尊的青睞，而得以印板流

通；並為作《科分》。此外，秀翁也為之作科註。 

    3.民國二十年太虛對《大乘入道次第》的弘揚，不僅致力講演此經，又將之列

入高等教理法相研究課程，鼓勵學者依之研習修學。 

    4.印順談及修身之道時，不僅闡明修學是無法躐等的，更提出《大乘入道次第》

是重視修學次第的佛教典籍之一。 

    5.筆者已將《大乘入道次第》、《大乘入道次第開決》兩部經典，合併依序編

排，並增補注釋資料，編輯成冊，以便利研讀。另撰寫〈智周《大乘入道次第》

初探〉一文，略述智周之生平與思想特色。由於偏重於作者介紹，對於《大乘入

道次第》的內容，則僅有一千餘字的概述，未能窺知詳細內容。 

    由此以觀，對修學者而言，此典籍頗為重要。除上所述之外，其餘教界、學

界就少有相關的闡述；因此，筆者在從事研究《勸發菩提心集》之後，繼續探究

此典籍作者的思想淵源及相關內涵，發現《大乘入道次第》闡述發心的內因、外

緣、作用力，以及發願、立誓、總修六度四攝、別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以成就大

乘五位所應修、應斷的行止，及所得的菩提道果。它對菩提心、菩薩行的修學，

有進一步且詳密的闡發。足見唐僧智周的《大乘入道次第》，條陳人菩薩行的修

學門徑，內容切合現代社會的需求，為有心修學菩薩行的重要實踐法門。 

 

三、智周生平概述 

    智周為玄奘（602─664）
18 的三傳弟子，十九歲出家，初學天台，二十三歲入

慧沼門下受學，得法相宗嫡傳，研習法相奧義，名重一時。曾在濮陽報城寺、定

水寺傳播法相宗的教義，恢弘師承，提攜後學，史稱「濮陽大師」19 ；後世尊稱

為中國法相宗第四祖（一說三祖
20 ）。 

    西明寺僧曇曠在《大乘入道次第開決》中稱譽這位異方同學「內窮三藏，外

達九流，為學者師，宗作詞場雄伯，工手著述，妙手讚揚」21 。智周雖不曾至長

安，但聲名遠播，京城附近地方的人，皆敬仰他高尚的品格與氣節。他的述作，

文字簡練，意義顯著。若進一步探尋他的志向抱負，是一位既慈又悲的菩薩行者。

                                                 
18 印順，《佛教史地考論．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頁 370：玄奘大師之生年為公元 602 年。但學

界亦有持公元 600 年之說。 
19 沈劍英，《中國佛教邏輯史．第八章 慧沼和智周的邏輯貢獻》，頁 197。 
20 齋藤昭俊、李載昌，《東洋佛教人名事典》，頁 161 中。 
21 同註 1，頁 1207 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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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玄奘門下，最傑出的是窺基（632─682），對於新譯的經論作了將近百部的註

釋，而有「百本疏主」23 的稱號。接著有慧沼、智周相繼闡揚，遂使法相宗達於

鼎盛。 

    在玄奘門下的慈恩、西明兩系的論爭中，智周即繼承師慧沼之志，繼續著述，

專宏法相窺基一系的學說。智周時，雖然唯識宗的勢力在漢地已日益衰微。但智

周的弟子除京兆的如理等人之外，幸有新羅（今韓國）的智鳳、智鸞、智雄，於唐

中宗嗣聖二十年（703）奉敕入唐求法，研習法相宗義24 。又有日本玄昉（691─746）

於唐玄宗開元五年（717）與吉備真備（693─775）等人以「遣唐使」25 身分奉敕入

唐，隨智周學習法相教義，在漢地十九年，才學深受玄宗欽服，獲賜紫袈裟。開

元二十三年（735），玄昉攜經論五千餘卷與佛像返日，住興福寺弘法；並將窺基著

述傳到日本，建立日本法相宗（北寺傳），為慈恩一系的海外傳承。這不僅加強了

漢地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使奘門諸師的著述典籍得以保存，留傳不絕；

智周也就成為日本法相宗北寺傳的祖師。26 

但是自宋代以後，法相宗的章疏和典籍，絕大多數已經失傳。迨及清末，楊

文會（1837─1911），在日本發現《大疏》，取回鋟板流通。之後，又陸續將留傳於

日本的《莊嚴疏》殘本、《理門述記》殘本，以及慧沼、智周等人的疏記，取回

整理，次第刊印問世。楊氏為了呼應時代思潮，而鼓吹唯識學的研究27 ，才使因

明學等研究有重要的依據。 

     

四、「菩提心」的涵義與發心的重要性 

由於菩薩是從發菩提心而得名的，所以，大乘經典中經常讚歎修菩提心的功

德，說菩提心是「一切佛法種子」。28 菩提心是大乘菩薩必發起的大心。隨著大

                                                 
22 同註 1，頁 1207 上 6：「雖不至長安，而聲聞遐被，關輔諸德，咸仰高風。然觀其述作，文約

義著；究其所志，既慈具悲，實謂間生英賢傳法菩薩者也。」 
23 《宋高僧傳》卷第四，《大正藏》冊 50，第 2061 號，頁 726 中 14。 
24 深浦正文，《唯識學研究（上）：教史論》，頁 252。 
25 「遣唐使」始於日本奈良王朝，因羨慕唐朝文物之盛，接連派遣重臣名宿，渡華留學，以採唐

政法、文教，移植於日本。自西元 630 年至唐末 894 年，長達 265 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

日本廣泛傳播，具有重大貢獻。後因中國亂起，始停止派遣。 
26 沈劍英，《中國佛教邏輯史．第八章 慧沼和智周的邏輯貢獻》，頁 197。 
27 林傳芳，〈楊文會以後の中國佛教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十九卷第 1 號，頁 144-145。 
28 印順，《成佛之道》，頁 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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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佛教教義的發展，「發菩提心」的涵義日趨豐富。 

在大乘佛教論典中，有關菩提心思想的論述眾多，或專立一品，或以菩提心

為論題而加以闡述。尤其在西元七世紀中，玄奘自印度遊學歸來，從事於諸多瑜

伽系的根本論典翻譯，發菩提心的意義在《瑜伽師地論》和《顯揚聖教論》中大

力介紹，也備極精審。 

有關《瑜伽師地論》對菩提心闡釋的重要性，如：日人田上太秀的《菩提心

の研究》中所說：「《瑜伽師地論》〈菩薩地〉對於菩薩的菩提心有詳細敘述，可以

說其所論述的菩提心在大乘佛教論典中是最為完整的。……關於發心的因緣等重

要議題，在此論書中都有詳細的論述。」29 

（一）「菩提心」的涵義 

菩提（梵 bodhi），義譯為「覺」。菩提是佛菩提、無上菩提的簡稱。菩提心（梵

bodhi-citta），意為求無上菩提之心，詳稱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可稱為：

無上菩提心、無上道心、無上正真道意，或略稱為道心、道意。 

菩提心不僅是一切諸佛的種子，更是淨法長養的良田；能生起此心，稱為發

菩提心，略稱發心、發意。菩提心是區別大、小乘佛教的分歧點。 

    最初的發心，可稱為初發心、新發意。菩薩最初的發心，是一切正願的開始，

且此初發心能攝受其餘正願；所以，初發心是菩提的根本，也是大悲之所依，更

是菩薩行之所本。 

（二）發菩提心的重要性 

由於菩提心是淨法長養的良田，因此，「發心」的涵義，也在菩薩行中提高

到極為重要的地位。 

智周在《大乘入道次第》中進一步說： 

 

  發心者，將求大果，必要先發菩提之心。由發此心，欣彼果故，因能修行，

斷諸惑障，證大涅槃；心若不發，便無欣趣，欣趣既無，誰有修行？行若

不修，何能斷障？障不能斷，詎得菩提？30 

 

闡明發心修學者，欲求究竟圓滿的大果報，必定要先發菩提心。由發菩提心，欣

羨究竟位而廣修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萬行，斷除一切凡夫因心中的「我見」（薩迦

耶見）所產生的能障礙聖道，而不得涅槃的煩惱障，進而證得大涅槃。如果不發菩

                                                 
29 田上太秀，《菩提心の研究》，頁 373。 
30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2 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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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心，就沒有欣求佛果的遠大志趣；如果沒有欣求佛果的遠大志趣，誰會修行？

如果沒有修行，又將如何斷除障礙？障礙不斷除，又怎麼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由此可見，發心實為修學斷惑、證真的關鍵所在。 

此外，智周也指出其他相關經論提及發菩提心的重要性，如： 

 

  《華嚴經》：十住初首，名「發心住」。31 

  《般若經論》：十八住32 中第一；亦名「發心行住」。33 

  《唯識》亦云：「從發深固大菩提心。」34 

 

由上述可知，大乘佛教的修學者首先必須發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菩薩

也因藉由發菩提心，廣修一切善行而邁向成佛之道。 

 

五、《大乘入道次第》的「發心」內涵概述 

智周於《大乘入道次第》中有系統地說明發菩提心的外緣、內因、作用力、

退失及相關闡述等。 

（一）發菩提心的三大內容 

智周將發菩提心的內容，分為下列三部份： 

1.發心：闡述發心的十種意義。 

2.發願立誓：以發願、立誓等具體步驟，以策勵精進修學正法行。 

3.求善友：因善友具有：能成就菩提的近因、趣向如來智時的十種功能，以及

能讓眾生超越生死海等殊勝作用。 

今依上述內容，分別闡述如下： 

（二）發心的意義 

菩提心是大乘菩薩必發起的大心，隨著大乘佛教教義的發展，「發心」的涵

                                                 
31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2 中 16。 
32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并序上），《大正藏》冊 33，第 1701 號，頁 157 上 5-157 中 14：十

八住：一、發心住；二、波羅蜜相應行住；三、欲得色身住；四、欲得法身住；五、於修道得

勝中無慢住；六、不離佛世時住；七、願淨佛土住；八、成熟眾生住；九、遠離隨順外論散亂

住；十、色及眾生身摶取中觀破相應行住；十一、供養給侍如來住；十二、遠離利養及疲乏熱

惱，故不起精進及退失住；十三、忍苦住；十四、離寂靜味住；十五、於證道時遠離喜動住；

十六、求佛教受住；十七、證道住；十八、上求佛地住。 
33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2 中 17。 
34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2 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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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日趨豐富。關於發心的意義，智周依據諸經論所說，將之整理如下： 

 

  今者略以十門分別：一、明體性；二、彰所因；三、顯行相；四、辨所緣；

五、明勝利；六、談德量；七、挍勝劣；八、辨其喻；九、明退緣；十、

彰守護。35 

 

智周有系統地說明發菩提心的外緣、內因、作用力、退失及相關闡述： 

    他指出：發心的意思，包括：闡明菩提心的體性、彰顯菩提心的內因外緣、

凸顯希求菩提利生的相貌、辨所求所度的因緣、明因勝果勝等利益。又談發心的

優劣、比較發心的優劣、以譬喻來顯揚菩提心的殊勝、明菩提心退轉的因緣、彰

顯守護菩提心的重要性。 

    用今人語來說，意即：藉由闡明菩提心以信、精進、正念、正定、正慧為體

性，進而彰顯引發菩提心的四種外緣條件（見聞增上、正法聞信、護法增上、見惡增上）、

四種內在因素（種姓具足、善友具足、悲心無間斷、於苦無怯），及四種作用力（自力、他

力、因力、加行力），乃至殷勤守護菩提心，以得正覺。今分述如下： 

1.明體性 

因一切法，皆有其特殊的形態與作用，因此，在闡明菩提心的體性方面，智

周說： 

 

一、體性者：以信、精進、正念、正定、正慧為體。故《攝論》云：「清

淨、增上力、堅固心、昇進，名菩薩初修無數三大劫。」36 增上力者，即

信等五，故以信等而為自體。37 

 

說明菩提心以信、精進、正念、正定、正慧五根為其體性，也就是在初發菩提心

時生起五根。因為「根」有能生之義；由這五根能生出一切善法，所以是一切善

法、聖道生起的根源。而信，即信根，指：對佛、法、僧、戒的信心。精進：即

精進根（又名勤根），指：修正法無間無雜，也就是修勇猛精進勤修一切善法。正

念：即念根，指：明記不忘正法，不讓邪妄得入。正定：即定根，是心止於一境，

攝心不散亂。正慧：即慧根，指：思惟真理，觀照明了諸法。 

                                                 
35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49 中 20。 
36 《攝大乘論本》卷下，《大正藏》冊 31，第 1594 號，頁 146 中 3。 

37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2 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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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文所引《攝大乘論》之說，印順導師將之說明如下： 

 

菩薩的修行，在什麼時候，才是三無數劫的開始呢？頌中說要具足四個條

件：一、「清淨」力，具備福智的殊勝善根，才能克服所要對治的障蔽。

二、「增上力」，具備殊勝微妙的大願，才能常常值遇大善知識，展轉前

進。三、「堅固心」，要具堅強的意志，才不為魔力所動亂，不致退轉墮

落。四、「昇進」，要具備步步上進的精進力，才能於所修的善行念念增

勝，達到圓滿。具備了這四力，才「名」為「菩薩」，開始「初修無數三

大劫」的修行大道。38  

 

由此可知清淨力、增上力、堅固心、昇進，是菩薩修學發菩提心所需具足的四個

必要條件；也因具足這四個條件，菩薩才能從初發心後歷經三大阿僧祇劫，而成

就無上的圓滿佛果。其中，增上力也就是信、精進、正念、正定、正慧這五根。

所以，菩提心是以信等五根為其體性。 

2.彰所因 

關於發心的因緣，在諸經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應是《大乘入道次第》所引用

的《瑜伽師地論．菩薩地》。其中所謂四因、四緣、四力之說，依序即意指：發

心所需的內在因素、外緣條件，以及依內、外在條件所生起的作用力。在佛典三

藏中，像《瑜伽師地論》這般明確的分類並不多，大多只是內、外兩種條件的混

合式說明，或者僅只論及二者中的一種條件。 

實際上，以內、外在作區分，是依各文獻作者的見解而定；若就菩提心本身

而言，它的生起條件未必能明確的區分出內、外在之別。換言之，它可能是依內、

外條件和合而發心的。這些內、外條件也可說是自力緣及他力緣；也就是發心究

竟是藉由自力或由他力，或者是由於兩者和合而生起菩提心？就此而言，發心的

因緣就是大悲，或菩薩種姓具足等內、外在條件的和合。 

至於大乘菩薩為何而發心呢？在諸經論中，有四種、五種39 、七種40 、十種

                                                 
38 印順，《攝大乘論講記》，頁 402-403。 
39 田上太秀：《菩提心の研究》，頁 217-218。在論及五種因緣說的佛教典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梵文本之《大乘莊嚴經論》，根據日本．田上太秀所言「五力」，係由漢譯本之「四力」，另加

「善的修習」而成。 
40 論及七種因緣說的經論，有：《佛說如來智印經》、《十住毘婆沙論》、《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大乘起信論》等等。然而由於《大乘入道次第》並未引用上列經論之內容，故僅列舉以供參考，

而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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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十二種42 、十六種、三十二種43 等七類因緣說法。智周引用《大集經》及《瑜

伽論》來闡明，今分述如下：： 

（1）大集經──眾生能發菩提心的十六種情形 

    智周在《大乘入道次第》引用《大集經》說眾生成就十六種法，能發起菩提

心，他說： 

 

  一、常修上心，瑩磨諸根；二、勤修諸善，莊嚴功德；三、至心持戒，不

生悔厭；四、修集大悲，憐愍眾生；五、信佛世尊，有大慈悲；六、為諸

眾生，受行諸苦；七、能壞眾生所有苦惱；八、調伏諸根，具足正見；九、

心無所畏，不求諸有；十、樂求佛智，不樂二乘；十一、受樂不慢，受苦

無悔；十二、恭敬智慧，破壞憍慢；十三、知恩報恩；十四、具足身力；

十五、護持正法；十六、不斷三寶。44 

 

這十六種情形，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一、常懃修身口意業因緣，至心繫念受

持善法，修心達本性之心，磨治諸根使不染境而光潔；二、勤修一切善法，莊嚴

究竟果德；三、至心持戒，止惡而喜，集善而欣，不生悔厭；四、修集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憐愍眾生，常行拔濟；五、信佛世尊，無緣普救，有大慈悲；六、為

諸眾生，非為自利，難作能作，受行諸苦；七、能破除眾生所有身心逼迫的苦惱，

令永無餘；八、內在諸根之調和、控御身口意三業，制伏諸惡行。令眾生離過順

法，心順真理，具足正見，究竟出離；九、不欣涅槃，心無所畏，喜好不求諸有；

十、常行大道，喜好追求佛所具有證悟法界真理的聖智，不喜好如小路的二乘；

十一、快樂的事不憍慢，受苦不會畏懼害怕；十二、崇重賢善，恭敬智慧，輕拒

憍慢、破壞驕傲怠慢；十三、蒙受佛陀的教導，感而奉行；十四、榮而無退，具

足於善堪能，堅固清淨，猶如金剛，火不能燒，刀不能斷，於外道中最高特勝；

十五、護持菩薩廣修萬行，成就眾德，普周法界而證菩提，放大光明，度脫眾生；

十六、讚譽光顯佛、法、僧三寶，使之永不斷絕。 

（2）瑜伽師地論──菩提心的內在因素、外緣條件與作用力 

                                                 
41 論及十種因緣的文獻有：《大寶積經》、《大方等大集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優婆塞

戒經》、《發菩提心經論》、《摩訶止觀》等。 
42 論及十二種因緣說的經論，有：《大方便佛報恩經》。 
43 論及三十二種因緣說的經論，有：《寶女所問經》。 
44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2 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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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心的因緣，在諸經論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大乘入道次第》所引

用的《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說：「菩薩發心，由四種緣、四因、四力而能發心。」

45 這在說明菩薩最初發心，是由四因、四緣、四力，依序即：發心所需的內在因

素、外緣條件，以及依內在因素、外緣條件所生起的作用力。 

在佛典三藏中，像《瑜伽師地論》這般明確的分類並不多，大多只是內、外

兩種條件的混合式說明，或者僅只論及二者中的一種條件。 

實際上，以內、外在作區分，是依各文獻作者的見解而定；若就菩提心本身

而言，它的生起條件未必能明確的區分出內、外在之別。換言之，它可能是依內、

外條件和合而發心的。這些內、外條件也可說是自力緣及他力緣；也就是發心究

竟是藉由自力或由他力，或者是由於兩者和合而生起？就此而言，發心的因緣，

就是大悲，或菩薩種姓具足等內、外在條件的和合。 

關於《大乘入道次第》中所論及的內容如下： 

○1 發菩提心的內在因素、外緣條件——四因與四緣 

《大乘入道次第》所說的四因（hetu），內容是： 

 

  一、謂諸菩薩，菩薩種姓而得具足。 

  二、賴佛、菩薩、善友攝受。 

  三、於諸眾生，多起悲心。 

  四、於極多時，生死大苦、難行、苦行無有怯畏。46  

 

菩薩發心的四種因素，是：具足大乘菩薩所應具備的布施、持戒、忍辱（安忍）、

精進、禪定、智慧等六種殊勝的特性；遇見理解力高、心思細巧、聰慧靈敏的善

友教導修學；對一切眾生的悲心無有間斷；內心能安忍生死大苦等難行苦行而無

怯畏：這些就是所謂的「內在因素」。 

    《大乘入道次第》中述及發菩提心有「四緣」47 ，即：四種外緣條件。由於

它對四緣的說明詳細冗長，筆者加以整理，簡化其內容，並自擬標題，如下： 

    甲、見聞增上：由看見或聽聞諸佛、菩薩有不可思議的神變威力，引發對「無

上正覺」深切信解，進而發起大菩提心。 

                                                 
45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481 上 3：「菩薩最初發心，由四種緣、四

因、四力。」 
46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2 下 29。 
4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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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正法聞信：於聽聞大乘菩薩藏的教法之後，為了想獲得如來微妙智          

慧，而發菩提心。 

    丙、護法增上：由見一切菩薩藏法將欲滅沒，為護持菩薩藏法，使之久住於

世而發心。 

    丁、見惡增上：眼見五濁惡世眾生為煩惱所困亂，因而發菩提心。 

上述內容，旨在說明菩薩發心的四種「外在條件」。 

而發菩提心的因緣，不論四因、四緣，都是或由見佛，或由聞法，或為護法，

或因為看見眾生受苦，或者是由於自身受苦，因而引發大菩提心。 

 關於因、緣之說，雖然在《大乘入道次第》引用《瑜伽師地論》將發心的因

緣，細分為四因與四緣兩個層面敘述，但，實際上二者所指陳的是同一件事，正

如日人田上太秀（1935—）所說： 

 

四因是指四種內在的原因，是主觀的（個人性的）因素。所謂四緣，是指四

種外在或客觀的預備條件。四因、四緣，其實是內與外，表與裏相互關係

的分解。48 

 

可知四種主觀的內在因素與四種客觀的外緣條件，其實是從一體的兩面來加以闡

釋。因此，兩者可說是互為表裡。 

    日人田上太秀並進一步分析四緣與四因的相關性49 ；茲配合筆者所列的標

題，以方便對照，將它略述如下： 

甲、「見聞增上」與「種姓具足」的關係：由於具足菩薩種姓，因此能見聞

佛菩薩的神變威力。也就是即使佛菩薩顯現神變威力，但，若無見聞此神變的種

姓，其發心是不可能生起的。 

乙、「正法聞信」與「善友攝受」的關係：由於常受佛、菩薩、善友攝受，

因此常有聽聞正法的機會；反之，若不常親近佛、菩薩、善知識，則無法聽聞正

法，並且難以利益眾生。 

丙、「見惡增上」與「悲心無間斷」的關係：因眼見濁惡眾生為煩惱所困亂，

而有不間斷的悲心愍念；為成就眾生，進而勸導眾生自發性地發心，菩薩因具有

勇健堪忍之力、思擇力、無上正等菩提的信解，悲愍心特強，因此，能比一般眾

生先發心。 

                                                 
48 田上太秀，《菩提心の研究》，頁 379。 
49 田上太秀，《菩提心の研究》，頁 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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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護法增上」與「於苦無怯」的關係：若對於長時間的難行與苦行心存

怯畏，又如何能生起護持正法的決心？正因為擁有護持正法久住的發心，必然可

以產生不怯畏的勇猛堅固心，即使受輪迴之苦，也在所不惜。當具有無怯畏之心

時，菩薩就能勇敢地護持正法，使正法久住於世而不變質。 

由上述四因與四緣關係的探討，可知四緣為四因的緣起，而四因是發心的根

本正因；因此，《瑜伽師地論》、《大乘入道次第》的四緣說，也可說是四因說。

此外，《大乘入道次第》也引用《瑜伽師地論》的四力，進一步從作用面來論述

發心因。如下所述：     

○2 發菩提心的作用力——四力 

所謂四力（lairvedita），即：自力、他力、因力、加行力等四種；皆是發心的根

本作用因。其中，他力與加行力的發心，是不堅固的，容易退轉：是退轉發心因。

原因在於：他力是因他人強制而發心；而加行力則是只有現在聞法、思惟、修習

才發心，是屬於次等的發心因。而自力與因力的發心，則是堅固、不動的，所以

是不退轉發心因，屬於殊勝的發心因。以下進一步說明： 

「自力」，從原語 adhyAtma-bala來看，《菩薩善戒經》將之漢譯為「內力」50 。

《大乘入道次第》說： 

 

謂諸菩薩，由自功力，能於無上正等菩提深生愛樂。51 

 

可知菩薩藉由自力（內力）所發出的堅固心，能對無上正等正覺產生深切的愛好。 

「因力」，《大乘入道次第》載： 

 

宿習大乘相應善法，今得暫見諸佛菩薩，或暫得聞稱揚讚歎，即能速疾發

大菩提心；況睹神力、聞其正法？52  

 

說明由於菩薩宿世修習與大乘相應的善法（指因力），由宿習力，再加上現今得以

暫時目睹諸佛菩薩，或暫時得以聽聞稱揚讚歎佛菩薩聖德的引發因緣，馬上就能

迅速發起無上菩提心，於無量阿僧祇劫修集善行；何況是親自目睹佛菩薩的神變

威力，或聽聞其所說的正法？此外，由於反複修習（梵 abhyAsa）「善的事物」（梵

                                                 
50 《菩薩善戒經》，《大正藏》冊 30，第 1582 號，頁 965 上 16。 
51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上 3。 
52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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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Zala-dharma），因此在今世僅因見佛或聞佛名號，即能發心。 

    此「善的事物」，依《瑜伽師地論》而言，是指菩薩的種姓，也可說是自力（內

力）。田上太秀說： 

 

《瑜伽師地論》〈種姓品〉中談到，即雖具足菩薩種姓，但是若是善根不

成熟，或是菩提資糧不圓滿，即使發心也不能成正覺。由此來看，雖然有

宿世的菩薩種姓，但是若不能反複修習善根與菩提資糧，就無法圓滿成就

善根與菩提資糧，也就不能發心與得正覺。由於自力是菩薩種姓，因力是

修習善根與菩提資糧，因此都是不退轉的發心。53 

 

由田上氏的見解，可知菩薩必須透過自力與因力，修習善根與菩提資糧，才能完

成殊勝且不退轉的發心。 

由於四緣、四因是因四力而起；因此，發心因緣就有退轉與不退轉的差別。

將於「（九）明退緣」再行討論。 

3.顯行相 

在凸顯發菩提心的相貌方面，智周的《大乘入道次第》說： 

 

  顯行相者：希求為相。希求有二：（一）求菩提；（二）求利生。54 

 

希冀獲得無上菩提與利益眾生，是發菩提心的兩種重要相貌。今詳述如下： 

（1）求菩提 

希求得無上菩提時，發起決定在將來能夠成就無上菩提的正願： 

 

《瑜伽論》云：「菩薩起心求菩提時，發如是心，說如是言：『願我決定

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55 

 

發心時的相貌，即是：一切菩薩發起正願心求菩提時，讚歎發菩提願是非常偉大

的；實在就是希求成就佛的大智慧。若是生在佛世，當然能夠見佛聞法；佛滅度

後，看不見佛的這種大威德境界，但從經論上還可以看見成佛是多麼的偉大，於

                                                 
53 田上太秀，《菩提心の研究》，頁 388。 
54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上 9。 
55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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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善知識說：「希望我決定在將來能夠成就無上菩提，能廣作一切對有情有義

利的事情。』」 

（2）求利生 

求利生方面，可從發起二種善勝意樂來說明： 

 

又云：「最初發心，於諸眾生發起二種善勝意樂：一者、利益意樂：謂欲

從諸不善處，拔濟眾生，安置善處。二者、安樂意樂：謂於貧、匱、無依、

無怙諸眾生所，離染污心，欲與種種饒益樂具。」56 

 

文中，闡明最初發心堅固的菩薩，對於所有眾生生起真淨心，發起二種善勝意樂：

一、欲令眾生脫離苦因而行善因的「利益意樂」。二、為使貧匱眾生得富足安樂

而離染著心的「安樂意樂」。 

利益意樂：利益者，為施眾生安穩，亦即與眾生因利；是「拔苦」。也就是

說：菩薩想要運用一切善法教化眾生，使眾生遠離一切不善之處，且不僅要拔濟

眾生，更要將眾生安置於善處。 

安樂意樂：安樂者，為施眾生快樂，亦即與眾生果樂；是「與樂」。也就是

說：菩薩為了幫助貧窮、匱乏、無依、無倚靠的所有眾生，遠離染汙心，於是希

望能提供種種饒益眾生生活所需，以及增進眾生快樂的衣、食、房舍、臥具、醫

藥等財物器具。 

4.辨所緣 

發希求成就無上菩提這件事，並不是無因緣而能發起菩提心的；菩薩由哪些

情形為所緣呢？智周說： 

 

辨所緣者：恒以所求、所度而為所緣。……又《瑜伽論》云：「以大菩提

及諸有情一切義利，為所緣境。」緣菩提故，自求當證；緣眾生故，悲心

希濟。57 

 

由上述可知，菩薩長時期地學習佛法，長時期地緣念一切眾生的苦，而發大悲心，

內心感覺到無上菩提的尊貴，希望成就，因此而發菩提心；並以上求無上菩提、

度化一切眾生為其發菩提心的對象。所以，菩薩是因希求佛的大菩提，及隨一切

                                                 
56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上 13。 
57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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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的不同根性而讓其各獲得義利（如：有的眾生可以得聲聞菩提，有的眾生得辟支佛菩提，

有的眾生得無上菩提），而發菩提心。 

5.明勝利 

「明勝利」包含：二種所攝善法勝、二種發心勝利。今分別說明如下： 

（1）二種所攝善法勝 

    最初發心堅固的菩薩，由初發菩提心，透過自利、利他加行，不僅能證得無

上正等菩提，且能脫離一切有情眾苦： 

 

  《瑜伽．菩薩地》云：「發心菩薩所攝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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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攝無上是此果，故尚勝二乘；

況餘一切世間因果？」58 

 

此闡明最初發心堅固的菩薩，所攝善法勝於一切聲聞、緣覺等所攝善法，並且有

二種殊勝：一者，因勝（hetu-vaiZeSya）：是菩薩依菩提因所修善法。二者，果勝

（phala-vaiZeSya）：是菩薩因行善法而得無上菩提。由於菩薩這樣的因果勝於一切聲

聞、緣覺，所以菩薩具有因、果方面的二種殊勝。一切菩薩發菩提心所修攝受的

善法，都是無上正等菩提所能證得之因，而所證得之無上正等菩提是果；所以，

比其他一切聲聞、緣覺所攝出世善法，更為殊勝；何況其餘一切有情所攝世間善

法之因與果？可見菩薩所攝善法，比一切有情所攝善法，在因與果兩方面，皆較

為殊勝。 

（2）二種發心勝利 

    最初發心堅固的菩薩，有二種發心的殊勝利益，即：成為眾生之福田，且獲

得諸多不被傷害的利益。因此，《大乘入道次第》說： 

 

  發心菩薩，有二勝利：一者、初發心已，即是眾生尊重福田，一切眾生皆

應供養，亦作一切眾生父母；二者、發心即能攝受無惱害福。由此菩薩，

成就如是無惱害福，得倍輪王護所守護。 

  由得如是護所護故，若寢、若悟59 、若迷、悶等，一切魍魎、人、非人等

不能嬈害。又，此菩薩轉受餘生，由如是福所攝持故，少病、無病，不為

                                                 
58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中 8。 
59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頁 482 中 9：作「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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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重病所觸。常益眾生，無勞無損。60 

 

此段在闡述菩薩發心的殊勝利益，可從兩方面來說明：第一、菩薩初發菩提心之

後，就成為一切無量眾生作淨施尊重的福田（如：父母、師長、親教師等），所以，一

切眾生都應該供養，更由於菩薩長養眾生的法身，也因此足以作為一切眾生的父

母。第二、初發菩提心之後，因以大悲心及種種法門教化眾生，所以也就能攝受

一切眾生而得無惱害之福。由此菩薩成就這樣的無惱害福，而得於比輪王多一倍

的護法所守護（因為一位轉輪王，常被五百青衣鬼神所守護，所以，發心菩薩能得千位鬼神所

守護）。 

    由於有這些護法所守護的緣故，無論在行、住、坐、臥，或睡眠或醒覺，或

心中昏亂、不愉快等，常被諸天所守護；因此，一切山川中的木石精靈、人、天

龍鬼神、惡獸、惡鬼神等，都不能擾亂、傷害菩薩。又：此菩薩即使轉換為其他

的生命體，由於有此純淨福德所保護及扶助的緣故，在所生之處，皆能少病、無

病，或不被長時間的重病所觸惱；並能用身、語，勇猛為所有眾生作義利之事。

例如：菩薩因不忘失正念，常為眾生宣說正法，而得法喜充滿；因此，身心皆沒

有疲累或減損的感覺。 

6.談德量 

接著，談菩薩發心的優劣，智周說： 

 

      《發菩提心論》云：「如來言：『如諸菩薩最初發心，下劣一念福德果報，

百千萬劫說不能盡，況復一日、一月、一歲乃至百千，所習諸心福德果報，

豈可說盡！』何以故？菩薩所行無盡，欲令一切眾生皆住無生忍，得無上

菩提故。」61 

 

說明如來告訴我們：就如同一切菩薩的最初發心，即使是最下劣的一念發心，其

福德果報，縱使用百千萬劫的時間來說明，也無法說盡。何況又是一天、一個月、

一年乃至百年所修習的一切發心所產生的福德果報，怎麼可以說盡呢？因為菩薩

為眾生所做的一切利行，無有窮盡；也就是菩薩想要幫助一切眾生皆能安住於確

切地掌握「一切法不生不滅」的道理，而得究竟的無上菩提，因而竭盡心力地廣

行六度四攝，以自利利他，進而成熟一切眾生。 

                                                 
60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中 11。 
61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中 26-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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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無生法忍（梵 anutpattika-dharma-kSAnti）」，又稱為無生忍。《大般若經》

卷四四九〈轉不轉品〉說︰「如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以自相空，觀一切法，已

入菩薩正性離生，乃至不見少法可得。不可得故，無所造作。無所造作故，畢竟

不生。畢竟不生故，名無生法忍。由得如是無生法忍，故名不退轉菩薩摩訶薩。」

62 菩薩觀諸法空，入見道初地，始見一切法畢竟不生之理，名為無生法忍。     

印順導師在《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更進一步說明：「不退轉的菩

薩，得無生法忍。忍是一種智慧，與忍辱的意思是不同的。此處，可以將這忍字

解釋為透徹的『認』知，即能夠將事物在內心中認得清清楚楚，能夠透徹地了解

它，這便是忍；所以忍是智慧的別名。能夠證悟一切法不生不滅的智慧，即稱之

為『無生法忍』。所以忍所通達的所緣境界，是無生，一切法不生不滅的真理。」

63 由此可知無生法忍，是對無生之法理的認知，也就是徹底認知空、實相的真理

而安住之，意即：能夠確切地掌握「一切法不生不滅」的道理；所以，無生法忍

的「忍」，具有「確認」、「確知」的意涵。 

7.較優劣 

在比較發心的優劣方面，智周提出： 

 

  《大集經》頌云：「若有能發菩提心，是則能勝一切乘，能淨一切眾生心，

亦能演說無上道。」64 

 

說明若有人能發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則能勝過聲聞、緣覺等一切乘的

人，且能淨化一切眾生的心靈，也能演說修學成佛之道的理論與實踐內涵。可見，

發菩提心的重要。 

8.辨其喻 

    接著，智周運用《發菩提心經論》中兩個譬喻，來顯揚菩薩發心的殊勝如下：

一、以大海能產生不同價位的珠寶，來譬喻菩薩發心能長養三乘人之一切功德。

二、以三千大千世界能荷負二十五種眾生存在的境界，來譬喻菩薩發心，可以作

為一切無量眾生所依止學習的對象。 

（1）「大海生珠寶」喻 

關於以大海來譬喻菩薩發心的一切功德。《大乘入道次第》說： 

                                                 
6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冊 7，第 220 號，頁 264 中 23。 
63 印順，《華雨集（一）》，頁 140-141。 
64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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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初始發心，譬如：大海初漸起時，當知為彼下、中、上價乃至無價如

意寶珠，而作住處，此寶皆依大海生故。菩薩發心亦復如是，為三乘人禪

定、智慧、一切功德之所生處。65   

 

此闡述菩薩的最初發菩提心，譬如：大海剛開始生起時，應當知道它是低價位、

中等價位、上等價位乃至無價如意寶珠所在的地方，因為這些財寶皆從大海產生。

菩薩發心也是如此，初發心時，當知這是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人禪定、智慧、

一切功徳善法所生長的地方。 

此處以「大海」為喻依，說明菩薩的初發心廣涵三乘功德，就如同大海的漸

次生起各種不同種類的珍寶，藉以凸顯菩薩發心的彌足珍貴。就如同以廣大深邃

的大海，能蘊藏珊瑚、瑪瑙、真珠等無量珍寶，來比喻菩薩發心，能長養聲聞、

緣覺、菩薩乘人之禪定、智慧及一切功德。 

（2）「三千大千世界荷負二十五有」喻 

智周又以三千大千世界能荷負二十五種眾生存在的境界，來譬喻菩薩發心： 

 

  又如：三千大千世界初漸起時，當知便為二十五有，其中所有一切眾生，

悉皆荷負作依止處。菩薩亦爾，一切初漸起時，普為一切無量眾生，六道、

四生乃至四姓一切荷負作依止處。66 

 

說明又如由小千、中千、大千等三種「千世界」所集成的三千大千世界剛開始漸

漸產生時，應當知道這是輪迴生死的二十五種存在境界中的一切眾生所依止的地

方；菩薩發菩提心也是如此，初發菩提心時，便普徧地被一切無量眾生，包括：

六道、四生，具足正確的知見、深陷否定善惡因果理法的僻邪見解者，以及勤修

善法、習諸惡行者，護持淨戒、犯四重禁者，尊奉三寶、謗毀正法者，諸邪魔外

道、沙門梵志乃至剎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等一切眾生，所依靠，並作為依

止學習的對象。 

9.明退緣 

關於會讓菩提心退轉的四種因緣，智周《大乘入道次第》說： 

 

                                                 
65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下 21。 
66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3 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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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論》云：「有四因緣，能令菩薩退菩提心：一、種姓不具；二、惡

友所攝；三、於諸眾生，悲心微薄；四、於長時生死大苦、難行、苦行，

怯畏驚怖。」67 

 

導致退轉菩提心的四種因緣：一、是菩薩種姓不具足；二、是被會使自己墮落的

壞朋友所攝受；三、是對於眾生悲心微弱；四、是由於不能觀察生死的種種過患，

而於極久遠的時間，對於一切生死大苦、難行、苦行，生起怯畏驚怖的心態。 

    由此可知，種姓不具足、結交惡友、悲心微薄、心性怯弱等，是導致發心退

轉的四種原因。這是因為與前述發心的四種內在因素（種姓具足、善友攝受、悲心無間

斷、於苦無怯）相違背，所以會退失菩提心。 

10.顯守護 

因此，智周也說明守護菩提心的重要性，如： 

 

《大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常勤守護是菩提心：猶如世人，守護一

子；亦如瞎者，護餘一目；如行曠野，守護導者。菩薩守護菩提之心，亦

復如是。因護如是菩提心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68 

 

說明菩薩經常殷勤守護所發起的菩提心：就好像世間人守護他的子女一般，呵護

備至；又如一眼失明的人，更加保護珍惜另一個眼睛；也如行走在空曠的野外，

守護領導的人。菩薩守護所發起的菩提心，也是這樣。因愛護彌足珍貴的菩提心，

因此可以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六、結語 

    在唐代有關菩提心的漢傳典籍中，慧沼撰《勸發菩提心集》，除了具有可靠

性典據之外，還就發心、受戒、持戒、六度四攝等大乘修學法門，條分縷析、完

整論述，內容豐富，故價值不容忽視69 。 

    慧沼之弟子智周的《大乘入道次第》，條理井然、層次分明地闡述大乘修行

                                                 
67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4 上 1。 
68 《大乘入道次第》，《大正藏》冊 45，第 1864 號，頁 454 上 4。經檢索引文得知，非引自《大

般若經》，而是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五〈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

五〉，《大正藏》冊 12，第 374 號，頁 515 上 29-中 4。 
69 呂姝貞，《勸發菩提心集研究》，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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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的境、行、果；可說是慧沼《勸發菩提心集》的延伸作品，更是漢地大乘行

者的修學寶典。 

    由於智周對於因明相當熟稔，因而能更詳細的抉發修學的內容與次第，如其

對「五明」的解釋；在一般的認知上，更拈出內明與因明之獨特內涵。如此，對

於抉擇法義與修學次第的闡述，將更能明確掌握其精髓與要義。 

    所以，為後人開啟次第修學菩薩行門徑的智周《大乘入道次第》，無疑是不

容忽視的論著要籍。它不僅是法相宗所論述修行次第的重要著作，更是近代佛教

大師如太虛大師、印順導師所重視；然學術界卻鮮有所研究。 

    因此，本文探討《大乘入道次第》發菩提心思想中的「發心」，來概觀智周

的思想特色。在內容上，《大乘入道次第》闡明修學門徑；不僅能讓修學者有所

遵循，更可視為彌補「以因明、唯識著稱的玄奘一系鮮為人知的菩提心作品」70 。 

    由上面的論述，智周《大乘入道次第》對修學菩薩行的次第先後，可說條分

縷析，層次分明；尤其在「發菩提心」思想層面，更是旁徵博引，鉅細靡遺，是

一部彌足珍貴的寶典。 

 

 

 

 

 

 

 

 

 

 

 

 

 

 

 

 

                                                 
70 熊琬，〈《勸發菩提心集研究》序〉，《勸發菩提心集研究》，頁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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