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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善根開展人菩薩行
釋開仁

提要
印順導師在《佛法概論》第八章說無癡即般若、無瞋即大（慈）悲、無
貪即三昧。又於《佛法概論》第十九章說大乘三心──菩提願，大悲心，性
空見，即是無貪、無瞋、無癡三善根的擴展。若據依人身直趨佛道的人菩薩
行（或人間佛教）來說，該如何說明其中關於無貪善根配對項目之差異性？
據筆者所知，導師在晚年常述觀空不證空的初期大乘菩薩觀當中，所開
示的條件則為「般若、悲願、禪定」
；這與上述異說的關係，是筆者關注的課
題之一。加上留意到導師巧用「悲願」二字，表明菩薩「下化有情（大悲心）」
、
「上求佛道（菩提願）」的願行，明示此乃大乘圓滿離瞋善根的特色，彰顯二
乘無法圓滿的殊勝功德。結論即是，唯佛的三善根才能讓三心成就，使三毒
永盡無餘。
由三善根開展的人菩薩行，希望說明十善菩薩由人身，由意三導正身三
口四的十善業，漸次地由五乘法、三乘法的十善，踏入大乘不共的成佛境地。
關鍵字：三善根，人菩薩行，十善，大乘三心

一、以人類為本的人間佛教
眾所周知，當代漢語系佛教的印順導師（1906-2005，以下簡稱導師），
對佛教教理之研究貢獻巨大，雖然說不少人有反對的聲浪──認為推崇其思
想乃一家之言，不過，其獨具慧眼的抉擇，讓晚輩們少了許多摸索的困惑，
這是任誰也無法抹煞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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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稟承太虛大師統攝與貫通全體佛法的特質，以為世尊教法雖因契理
契機之緣故而宛若百家爭鳴，實質上來說，彼此之間應存有著共同的本質與
標的才對，否則怎麼可能契入「同法、同句、同義、同味」1的解脫呢？正如
導師所言：
「從全體佛法去理解，佛法的德行，以人生的和諧、福樂、清淨為
理想，為標準。」2
然而，導師還補充說：
「實現和樂清淨的人生理想──道德準繩，不僅是
這一世間，這一時代的人類。不過佛出人間，為人類說人法，還是依這人類
為本，再延續於無限的時間，擴展到無限的空間，織成自他間展轉相依，展
轉差別的網絡。」3言下之意，導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絕非閉門造車的言論，
實際上是透過全體佛法去理解之後，而獲得的結論──唯有著重人身的淨
化，才有辦法由此延伸至一切眾生及無限時空。

二、由十善直趨佛果的原由
導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把握住世尊由人身修行直趨解脫的軸心，這是
對人而言。若就法說，根本而完整的就是十善業。因十善業乃善趣之本，備
此才有基礎談出世的三乘聖法，巧妙的是，這全都可依十善而契入。4正如《雜
阿含．791 經》說的：
「何等為正？謂：人、天、涅槃。何等為正道？謂不殺、
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無貪、無恚、正見。」5
從確保人身的功德來說──依人身而漸向佛道的菩薩行者，導師以為五
戒與十善為宗本，布施與定法，可隨分隨力為之，此是其對三福業之抉擇。6
講明白一點就是，擁有排除免墮惡趣及八難的能力者，才有辦法把十善昇華
為出世的解脫法。
由上觀之，十善實可分為世出世間兩類。其中，需要細究的，就是三乘
1

《雜阿含．464 經》卷 17(大正 2，118b15-c23)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86-p.187)
3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87-p.188)
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116)：
「善業的根本，佛說就是十善業。在大乘法中，
這是菩薩戒；也是聲聞，緣覺，天，人──一切善行的根本，所以說：人天善所依止，三
乘聖法由之而成立。」
5
《雜阿含．791 經》卷 28（大正 2，205a11-17）
6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124-p.1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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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涅槃。首先，要肯認涅槃就是三毒永盡的意義──佛也因之而出現於世。7
聖者的境界，從反面說永盡三毒──三不善根，而正面則言圓滿三善根。然
這只是十善中（身三、口四之外）的意三而已，於此並沒有說前七支，理由
何在？這或許要配合《雜阿含．1044 經》所說的自通之法──身三口四的七
支戒行，此經闡述圓滿了此七支的層次即名為聖戒成就。加之對三寶的不壞
淨信，是名聖弟子四不壞淨成就。8從此獲悉，初入聖者位已清淨前七支，直
至漏盡阿羅漢位才能根淨三不善根。
那麼聖戒成就，難道不必意業方面的三善根之助成嗎？若從《雜阿含．
1049 經》來說──「十善的每一支皆可對應三善根而成三十類善法」
，9意即
後三支的意業，可區分為三善根的九類善法：由不貪生的離貪，由不恚生的
離貪，由不癡生的離貪；……。反過來看前七支，一一皆對應三善根，不就
證明聖戒成就還是有三善根為推力。而且，上述的《雜阿含．791 經》
，亦同
10
樣認為十善通於涅槃者（見道為得見涅槃的底限 ）
。十善業中之身口業（前
七支）需靠意業（後三支）的守護，
《大智度論》即有明文證成，今不贅言。
11

其次，雖說「一切三乘善法，皆為涅槃故」12，卻也難以否認由這涅槃
（無為法）而有三乘差別，13如《大智度論》卷 2 說：
「阿羅漢、辟支佛雖破
14
三毒，氣分不盡。」 這樣一來，即可明白在《阿含》所說的涅槃即三毒永

7

《雜阿含．490 經》卷 18(大正 2，126b3-4)；《雜阿含．346 經》卷 14（大正 2，95c）
。
《雜阿含．1044 經》卷 37(大正 2，273b13-c6)
9
《雜阿含．1049 經》卷 37：
「世尊告諸比丘：殺生有三種，謂從貪生故、從恚生故、從癡
生；乃至邪見亦三種，從貪生、從恚生、從癡生。離殺生亦有三種：不貪生、不恚生、不
癡生；乃至離邪見亦三種：不貪生、不恚生、不癡生。」(大正 2，274b24-28)
另外，請參：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89)。A 10:174。
10
說一切有部認為：見道位中的滅諦即指見涅槃，如《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 34〈7 辯賢
聖品〉(大正 29，944a12-26)。另外，覺音論師的《清淨道論》也說：
「如是種姓智得見涅
槃，但不能除去煩惱的黑暗。是故說此（種姓智）為轉入於道。…道智的不放棄由種姓智
所示與的想念、以涅槃為所緣、而摧破那未曾摧破的貪瞋痴蘊。」
（底本 p.674- p.675）
11
《大智度論》卷 46〈18 摩訶衍品〉：
「十善道：七事是戒，三為守護故，通名為尸羅波羅
蜜。」(大正 25，395c17-18)
12
《大智度論》卷 52〈24 會宗品〉(大正 25，430a14-15)
13
涅槃與無為法相等，詳參：
《雜阿含．490 經》卷 18(大正 2，126b3-4)、
《雜阿含．890 經》
卷 31(大正 2，224b1-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 8，749b17-18）。
14
《大智度論》卷 2〈1 序品〉(大正 25，70c4-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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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盡斷修惑為圓滿涅槃的上限15）
，約大乘法來說，唯有佛才真正的做得到
三毒永盡。姑且依此，結論為三類十善：一是共五乘者，二是共三乘者，三
是大乘不共者。

三、三善根乃十善法之根本
由上述《大智度論》卷 46 所謂的「十善道──七事是戒，三為守護」來
看，三善根是菩薩生諸福德的推力，由無貪等善根而生身三口四的戒行，令
之累積福德。
不過，有些時候，三善根的角色，也許不在十善法裡頭，它是潛在的善
根（或惡根）──心所，如《雜阿含．344 經》即把這兩者分開來說：
「善身
16
業、口業、意業如實知；無貪、無恚、無癡三善根如實知」
。 由此觀之，兩
者是不一樣的；一約整體，一約個別！業是事業，有動作之義。即內心或身
體、語言的動作──由意志力所推動的，才可稱為業。而無貪等善根只是約
單一心所而言，故非如「意業」一樣，是說整個心心所共同營造的造作。然
而，業的善惡（道德好壞）判別，卻由這些善惡「根」來決定。17
其實，
《大智度論》卷 61 在談及「（三）善根所起身、心、口業，和合是
法，名為福德」，18即是三業皆由相應或俱有的善惡根所生的意義。

15

16
17

18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8：
「問：有身見等隨一法斷皆是涅槃，此中何故說貪永斷，
乃至一切煩惱永斷？答：雖一一法斷皆是涅槃，而此中但說圓滿涅槃，故不應責。復次，
涅槃之名，唯在無學，學位未滿，不名涅槃，故作是說。」(大正 27，147b2-6)
《雜阿含．344 經》卷 14(大正 2，94b18-2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170-p.172)：
「在這三業的造作中，如內心與貪、瞋、邪見等
相應，損他或有損於自他的，表現於外的身業、語業，是不善業──惡業。如與無貪、無
瞋、慚、愧等相應，利他或自他都有利的，表現於外的身業、語業，就是善業。這樣的善
業與不善業的身語動作，為內心所表現的，所以名為表業。……這種善惡的潛力，在「緣
起」法中，名為「有」──存在的；也名為「行」──動作的。潛存於內在的善惡業，名
為無表業。無表業在生死相續中，可以暫時不受「報」
（新譯異熟）
，但是在受報以前，永
遠是存在的，所以說「業力不失」
。……原來業力是從因緣生的，如沒有薩迦耶見為本的
煩惱，就不會造成感生死報的業；已有的業，如沒有煩惱的助成，也不會招感生死的果
報。……在「佛法」中，當然教弟子不可造惡業，但對過去無量無邊的善不善業，是從來
不用擔心的；值得佛弟子注意的，是怎樣修行以斷除煩惱，體見真諦。」
《大智度論》卷 61〈39 隨喜迴向品〉(大正 25，488b18-21)

由三善根開展人菩薩行 125

四、三善根的淺深層次
七佛通偈之諸惡莫作與眾善奉行為戒，自淨其意為定、慧。19不難明了
「意」為修證之重心，若讓心能恆常住於善法或無漏法，則定能由之趨向完
善的境地。不過，三善根的開發，可以有層次上的淺深不同，如導師在《成
佛之道》中，即巧妙地分別說了五乘、三乘與大乘法的三善根，以下將分別
解說。

1、五乘法的三善根
學佛者必然瞭解世間是雜染的，出世是清淨的，但是若約依人間正行而
直趨佛道來說，
「五乘共法」所言雖只是世間善法的基礎，不過缺乏也無法登
上出世堂奧。然而，這些善法與出世法的修行項目，該如何做銜接，應是一
件相當有意義的考察。筆者會選擇以三善根為契入人菩薩行的精髓為動機，
實應在《成佛之道》乙書中，明白揭櫫三善根有三階之淺深內涵，而且貫穿
於十善中之意業層面，導師說佛法乃「由心論」，20或許從中可領略一二吧。
導師在「五乘共法章」中分析意善業時，說到：
意善業有三：離貪欲，離瞋恚，離邪見。離貪欲是：對於他人
的財物，妻室（丈夫）
，權位，不起貪戀而欲得的心理，不作取
得他財等計劃，自己安分知足，離貪欲心。離瞋恚是：對他不
起瞋恚忿恨心，不作損害他人的設想。離邪見就是正見，正見
有善惡，業報，前生後世，凡夫聖人等。意業雖是內心的，但
發展出來，就會成為身語的行為。21
從上獲知，依人身而修十善的初始，與五戒等是相應的，22並且要求在
19

20
21
2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34-p.35)：
「中道以正見為先，修證以定慧為主，然對於個人
修持，佛法的久住世間，戒(zIla) 卻是無比重要的。戒是人間的正行、善行，如在家弟子
的五戒：殺（人）
，盜，邪淫，妄語（作假見證等）
，也正是善良風俗所不容，國家法律所
要制裁的。「佛出人間」
，為眾生說法，是依人間的正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
引向「內淨其意」的定慧熏修，正行是與解脫道相應的。」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362)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116)
五戒之「不飲酒」攝於十善之「不貪欲」中，詳參《大智度論》卷 46（大正 25，3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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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上更應具備世間正見及遠離粗重的貪瞋等心念，否則單從身語的行為，
無法確認學者是否與十善法為伍。
尚未得無生忍的結業生身菩薩，確保人身而能世世常行菩薩道的能力，
是首要的，上已說過，導師以為五戒十善（戒）為根本，畢竟有了這世間的
清淨戒，那必然能生人間天上之善趣，不會墮落。23否則自己淪墜惡道，還想
救眾生嗎？當然，菩薩也因此淨戒才有更多的機會生在人間，見佛聞法，利
益眾生。導師巧妙的譬喻戒如浮囊一般，能浮不沈，24而在《寶積經》則被
形容為如船板一樣，牢固堅厚，不會沈沒。25
導師在「五乘共法章」開章時即闡明，
（共）世間宗教的人天善法，雖然
無礙於生善趣的可能，但是學習佛法的三歸與五戒十善，少了一般宗教的錯
誤知見，卻多了一份順應出世法的善緣。26一般的初學者，若能循此修學，
導師說：「保證能不失人身，不礙大乘，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
27

2、三乘法的三善根
在「三乘共法章」中，導師詳細地論及煩惱的種類（四諦中之集諦）
，以
論師的意見而約略分別為欲界的粗惑，與上二界的細惑，先來看欲界粗惑的
根本內容：
煩惱是非常複雜的，在煩惱中，貪、瞋、癡，是一切不善法的
根本，所以叫做三不善根。根本，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一
切煩惱，可以分為三大類：一、貪類；二、瞋類；三、癡類。
一切煩惱，無非這三煩惱的支派流類。如愛、染、求、著、慳、
諂、憍、掉舉等，是貪類。忿、恨、惱、嫉等，是瞋類。見、
疑、不信、惛沈、忘念、不正知等，是癡類。28
23

24
25
26
27
28

如《大智度論》卷 80〈68 六度相攝品〉：
「欲界中持戒為上；餘布施、聞、思、修慧等，
以欲界心散亂故得力微薄。如《阿毘曇》中說：「出法，名欲界繫戒，色、無色界繫淨禪
定，學、無學法及涅槃。」
」(大正 25，624b24-27)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294)
印順導師《寶積經講記》(p.270)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63-64)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0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158-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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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煩惱實是三根本煩惱的流類，有謂擒賊先擒王，若能對治根本的賊
王，其他的就容易處理了。約轉凡入聖的階段來看，三乘法就是能截斷生死
根本的聖法，根本而重要的第一關，當然就是斷三結，其中又以我見為首要。
從上來審核，這其實是隸屬於癡的內容，是對真實事理的倒見與迷惑，導師
說的好：
「從他的不知來說，是不知善惡，不知因果，不知業報，不知凡聖，
不知事理。從他的所知所見來說，便是：
『無常計常，無樂計樂，不淨計淨，
29
非我計我』。」
至於上二界的細惑，由於瞋心已不起，所以由無明隱微的蒙昧心──我
癡，而分別出「我見，我愛，我慢」
，合名為四無記根。導師甚至於剖析說：
「我見即癡分，我愛即貪分，我慢──自恃凌他即瞋分。於隱微蒙昧的覺了
中，有此我見，我愛，我慢，成為有情識的──極深細的本質。」30能將此
三界粗細的身見、戒禁取、疑等的倒見根除，就是證入初果位──見惑為初
果所斷。
依解脫道的道諦──三十七道品來看，實行任何的道品皆能斷集證滅，
而由於此乃三乘共學之法，所以菩薩也必定會修習，如《大智度論》說菩薩
習三十七道品有三項原由：一、菩薩應遍學一切善法、一切道。二、三藏中
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三、三十七道品是三乘共學之法，可分別證三
種菩提。31
再者，三十七道品是趣涅槃道之法，藉此方可入涅槃城。城有三門，即
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而所謂助開門法，有四禪等法，以定為基礎，才
能在止觀相資的情況下，順利破我執而進入涅槃城。32
導師有說：
「依教說，涅槃是三乘共通的，法空性是大乘不共的。如約理
說，涅槃與一切法空性是相同的。」33這可由菩薩所證的無分別法性，相同
於二乘聖者的內容，得以明白。34只是大乘經在談及菩薩住於此刻時候，會
有諸佛的勸發，憶起悲願，從般若起方便，雖證無生法性，卻忍而不證二乘
實際（涅槃），繼續其嚴土熟生的任務，待功德圓滿而成佛。
29
30
31
32
33
3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159)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18)
《大智度論》卷 19〈1 序品〉(大正 25，197b23-c8)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大正 25，206a11-28)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4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22 十地品〉(大正 9，564b15-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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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三乘共學的內容上來看，斷三不善根乃獲得出世解脫的要項，那菩
薩行者該如何著手呢？在導師的觀念中，人間的菩薩行應首先對治與慈悲相
違的瞋類煩惱，如說：
「不斷煩惱（瞋，忿，恨，惱，嫉，害等，35與慈悲相
違反的，一定要伏除不起）
，也不致作出重大惡業。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
眾生的利樂為利樂；我見一天天的薄劣，慈悲一天天的深厚，怕什麼墮落！」
36

另外，在導師的研究中，佛世時的解脫門應有四種，四種三昧中，三三
昧即三解脫門，依三法印而成觀；無量三昧，即是依苦成觀。其中據導師的
研究獲悉：
由於聲聞偏重厭自身苦，不重愍有情苦；偏重厭世，不能即世
而出世，這才以無量三昧為純世俗的。聲聞的淨化自心，偏于
理智與意志，忽略情感。所以德行根本的三善根，也多說「離
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
，對於離瞋的無量心解脫，即
37
略而不論。
從上可明了，聲聞對於離瞋的無量心解脫之忽視，造成無瞋善根的不圓
滿，然而，這並非說漏盡者的三毒永盡會因此而變成有所缺憾，其意義只重
於沒有給予徹底的發揮，讓情感面的無瞋善根，無法與大悲精神相合。38
或許有人認為導師評論的聲聞即是說一切有部的論師，從龍樹論有相同
評鑑來看，多有此意思是沒有錯誤的，39不過，無論是龍樹或是導師終究要
35

36
37

38

39

《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 1：「凡夫結使，或有障天人道者，所謂邪見、瞋恚、慳嫉等，
以甚惱害眾生故；或有不障者，所謂身見、戒取、愛、慢、無明等，以其不惱眾生故，結
使或生三界亦如是。是故菩薩亦名得解，亦名未脫，於凡夫結使為脫，於佛功德結使未
脫…。」(大正 45，124c10-15)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68-p.69)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47)。如：《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 3〈3 二法品〉：「解脫云
何？答：三種解脫。何等為三？一者、心解脫，二者、慧解脫，三者、無為解脫。心解脫
者，謂無貪善根相應心，已勝解、當勝解、今勝解，是名心解脫。慧解脫者，謂無癡善根
相應心，已勝解、當勝解、今勝解，是名慧解脫。無為解脫者，謂擇滅，是名無為解脫。」
(大正 26，375c28-376a5)
因為在聲聞法當中，無明與愛，可包括認識上與行為上的錯誤。如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
註本）
》(p.167-168)所言：
「從煩惱來說：無明是屬於知的，是認識上的錯亂；愛是屬於情
意的，是行為上的染著。」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242)：「龍樹之破斥小乘，並非破斥釋迦之阿含與律，僅是
破斥不知釋迦真義而專於支離名相者。此等聲聞，即是不知佛法而自以為是之聲聞，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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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的立場，還是圓滿無礙的大乘佛菩提，如導師所言：
如針對厭離情深的聲聞，應重視大悲的無瞋。…菩薩的重視慈
悲，也有對治性。論理，應該使無癡的智慧，無貪的淨定，無
瞋的慈悲，和諧均衡的擴展到完成。40
佛陀的大菩提，即無貪、無瞋、無癡三善根的圓成；也是依法、
依世間、依自的德行的完成。成佛，即是擴展人生，淨化人生，
圓滿究竟的德行，這名為即人成佛。41
由此觀之，能依人身的三特勝，而昇華至圓滿的三善根，唯有證得無上
菩提的世尊。那我們不禁會問，大乘法的三善根有什麼特質，可以讓人的三
特勝，淨化到如此的境界呢？這就是本文的核心課題，也將於下面討論之。

3、大乘法的三善根
導師的《成佛之道》
，貫徹始終的說明依人身直趨佛道的方便就是修習十
善。五乘共學的階段，乃以世間善意業為引導，尤其無癡的內容即是世間正
見，由此而導正心不落於貪與瞋，時時以正確的人生觀，來修學人間的正行
（十善戒），以趨向完善的人格。
那麼菩薩受持淨戒的態度又是如何呢？導師說：
「菩薩的受持淨戒，輕重
等護，比聲聞人的持戒，還要謹嚴得多。菩薩雖自己嚴持淨戒，而決不輕視
毀犯戒法的眾生。……菩薩的淨戒，是無所得的空慧為方便，對於持戒、犯
戒，都是不著相的。能達持戒、犯戒不可得故，就是三輪體空的淨戒波羅蜜
多了。」42
要做得到這種三輪體空的淨戒波羅蜜，剋實而言，其他的波羅蜜多行，
理應同步趨向完善才對，如《大智度論》
〈六度相攝品第 68〉等，即有此意。
因此，波羅蜜多行勢必與大乘三心相配合，才能真正踐履導師於《佛法概論》
第十九章所說的「依三心修六度」及「依六度圓滿三心」
。43那我們不禁要問：

40
41
42
43

說之聲聞也。」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47-p.248)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8)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294-p.295)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2-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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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三心與三善根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導師《佛法概論》第十九章這樣說：
菩薩的修行六度，出發於三心，歸結於三心，又進修於三心的
推移過程中。試約菩薩行的歷程來解說：一、立菩提願，動大
悲心，得性空見──無所得，這即是無貪、無瞋、無癡三善根
的擴展。44
假設按一一配對來看，無貪對菩提願，無瞋對大悲心，無癡對性空見。
在尚未討論其合理性時，讓我們先來看看導師《成佛之道》
「大乘不共法」的
看法：
說到菩薩戒，是以十善行為根本的。不但菩薩初學，從十善學
起，名為十善菩薩。如說：
「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海」
。
就是大地菩薩，也就是十善正行的深廣實踐。除身、語的正行
清淨外，如──不邪見而得甚深的正慧，不瞋恚而具廣大的慈
悲，不貪欲而成無量三摩地。45
簡言之，十善到了大乘法的領域時，其中的三善根必須要扣緊「智慧、
慈悲、三摩地」來談，如此纔能讓菩薩的三善根得以圓成。這樣的配對在《佛
法概論》第八章也有相同的看法。46然而，在《大智度論》卷 13 則說到：
「若
47
修定、智慧、慈悲和合，得三乘道。」 這或許又需分辨大小、廣狹等之不
同義涵了，這裡姑且不談。
不過，若審思上述《佛法概論》第十九章的說法，不難發現無貪到底該
對應菩提願，還是三摩地呢？由於此關係到諸多人間佛教思想的課題，今將
分段來論述之。
首先，筆者選擇以《佛法概論》的二段引文為依據，繼而旁徵其他資料，
爾後才提出個人的歸結看法。於此，筆者的方向為：
第一、約擴展人的三特勝來說：無貪配菩提願，可以人菩薩行不貪急證
成佛，與勇求及樂欲佛道的菩薩意義為詮釋對象。此外，導師亦有說明菩提
願取代三昧的涵義。
44
45
46
47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7)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276-p.277)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18-p.119)
《大智度論》卷 13〈1 序品〉(大正 25，159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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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約圓滿三善根來說：無貪配三昧，分別以菩薩需要成就無量三摩
地，和未至菩提座前不現入滅定的兩項主題來論述之。當然，這也關係到佛
盡除定障的意義，容後再談。

五、無貪善根與菩提願的關係
1、不貪急證成佛
約擴展人的三特勝來說，導師在《成佛之道》說到：
三心是大乘的通行，正與儒者的三達德──智、仁、勇一樣。
這本是人類的特勝：憶念勝，梵行勝，堅忍勝；也就是理智的，
情感的，意志的特勝。重於人乘正行的儒者，也就揭示了人乘
通德的智、仁、勇。大乘法，本是著重依人乘而直入佛道的，
所以也就揭示了：究竟無上的志願──菩提心；普遍平等的同
情──慈悲；徹法源底的智慧──空慧，為大乘行必備的通德。
因此，大乘法行，就是使人類特勝的德性淨化（俗稱昇華）
，使
他融和進展而到達完成。…大乘的真義，實是人生的趣向於究
竟，「即人成佛」的法門。48
簡單說，依人身而直趨佛道的修法，若約大乘三心的圓滿來看，實是依
人身的三特勝（或知情意49）的擴展淨化而成，並無離開現實的人生，即人
而成佛，每位眾生皆存有著這緣起的可能性。
雖然，導師在《佛法概論》第八章也有相同的看法。50不過，在《佛法
概論》第十九章卻有以下的說法：
約菩薩行的歷程來解說：一、立菩提願，動大悲心，得性空見
──無所得，這即是無貪、無瞋、無癡三善根的擴展。51

48
49

50
5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274-p.275)
另外，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162)「以見愛慢的謬誤談知情意」
、(p.171)「以
觸受愛等緣起支的角度談知情意」
，及《佛法概論》(p.59)「以受想行三蘊的角度談知情意」
，
於此姑且不論。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18-p.119)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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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菩薩的大菩提願，對應的是無貪善根。這兩者到底有什麼關
係呢？或許可以導師在《華雨香雲》用於形容太虛大師之菩薩心行的一段話
來補充說明：
大師在佛法中之意趣，……沒有求即時成佛的貪心，正是本於
依人生增進而直趣大乘行的佛道；也因此而超脫了聲聞行，天
行的專為自己，專重現在。……也唯有依人生增進而進趣佛乘，
才吻合佛心，適應時代，這就是「人生佛教」
，
「菩薩學處」
。大
師的心行，歸結於這樣的偈頌──「眾苦方沸騰，遍救懷明達。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52
從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看來，無有成佛的貪心，為的就是依人生而直趣
無上菩提──完成成佛的大願。導師的人間佛教，同樣秉持大師的這些理念，
而說到：
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向於佛道的，不會標榜神奇，也不會矜
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一切佛菩薩，都由此道修
學而成，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如久修利根，不離此人間正
行，自會超證直入。如一般初學的，循此修學，保證能不失人
身，不礙大乘，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53
不急貪求成佛，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正覺之音而獻身，54是
導師畢生，乃至無限時空的願行，也是每位人間菩薩應效法的才對。
上述的要義，對應《佛法概論》的三善根，可歸結如下：

《成佛之道》

《佛法概論》

菩提心相應：究竟無上的志願

勇

勤勇勝（意志）

法身德

偉大目標

自增上

無貪

大悲為上首：普遍平等的同情

仁

梵行勝（情感）

解脫德

純正動機

世間增上

無瞋

空慧為方便：徹法源底的智慧

智

憶念勝（理智）

般若德

適當技巧

法增上

無癡

52
53
54

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337-p.339)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04)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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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勇求佛道的菩薩
其次，無有急求成佛的貪心，是人菩薩行的特質所在，是發心階段所應
該特別留意的志願。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菩薩就是勇求佛道──愛樂無
上菩提（大菩提願）的有情，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6 所說的──
菩薩還對無上菩提有愛樂、渴仰，求證，欲證，不懈不息之心境；直至成佛
後，方於菩提勇猛心息。55
在菩薩修行的階段裡頭，對無上菩提的愛樂、渴仰、求證、欲證等的心
境，這不是貪樂深法又是什麼呢？誠如導師所言：
對於不善根的根治，也認為貪欲是不善的，但不是最嚴重的。
貪欲不一定厭棄有情，障礙有情，世間多少善事，也依貪愛而
作成；惟有瞋恚，對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違反和樂善生的德
行。…論理，應該使無癡的智慧，無貪的淨定，無瞋的慈悲，
和諧均衡的擴展到完成。56
《大品般若經》
，更以(1)「堅固金剛喻心定不退壞」
，(2)「勝心
大心」，(3)「決定不傾動心」
，(4)「真利樂心」，(5)「愛法、樂
法、欣法、熹法」──五義，57解說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
的意義。所舉的五義，不是別的，正是有情的特性。生死流轉
中的有情，表現生命力的情意，是堅強的，旺盛的。是情，所
以對生命是愛、樂、欣、熹的。釋尊在成佛不久，由於感到有
情的「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熹阿賴耶」
，不容易解
脫，而有想入涅槃的傳說。但這種情意：如改變方向，對人，
就是「真利樂心」
；對正法──無上菩提，就是「愛法、樂法、
欣法、熹法」心。菩薩，只是將有情固有的那種堅定、愛著的
55
56
57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6(大正 27，887a24-b1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4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401-600 卷》卷 411〈11 譬喻品〉：
「具壽善現白言：
「世尊！何等為
法？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常於此法愛樂欣喜？」佛告善現：
「所言法者，
謂色非色皆無自性，都不可得，不可破壞，不可分別，是名為法。言愛法者，謂於此法起
欲希求；言樂法者，謂於此法稱讚功德；言欣法者，謂於此法歡喜信受；言憙法者，謂於
此法慕多修習親近愛重。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常能如是愛法、樂法、欣法、憙法而不憍舉，決定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CBETA, T07,
no. 220, p. 60, c19-p. 6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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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特性，用於無上菩提，因而菩薩在生死流轉中，為了無上
菩提，是那樣的堅強，那樣的愛好，那樣的精進！58
由此可見，菩薩的這類情意，實是把有情對生命之愛、樂、欣、熹的心，
改變方向，用之對正法──無上菩提，在生死流轉中，為了無上菩提，是那
樣的堅強、愛好與精進。按《大毘婆沙論》所說，唯待成佛後，此種勇求於
菩提的勇猛心才會止息，這時候圓滿的無貪善根，即為止息欲求的志願了。
順此一提，結業生身的菩薩，以淨戒等功德而在生死中行菩薩道；而得
無生忍後的菩薩，尤其法性生身的大菩薩，又是以什麼來潤生呢？《大智度
論》卷 74 有說到菩薩需要故為眾生留愛慢分。59而《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則
進一步詳述法身菩薩所故留的愛慢分：
大乘論中說，結有二種：一者、凡夫結使三界所繫，二者、諸
菩薩得法實相，滅三界結使，唯有甚深佛法中，愛慢無明等細
微之結，受于法身。愛者，深著佛身及諸佛法，乃至不惜身命。
無明者，於深法中不能通達。慢者，得是深法，若心不在無生
忍定，或起高心，我於凡夫得如是寂滅殊異之法。此言殘氣者，
是法身菩薩結使也，以人不識故，說名為氣，是殘氣不能使人
生於三界，唯能令諸菩薩受於法身，教化眾生具足佛法；譬如
凡夫結使，或有障天人道者，所謂邪見、瞋恚、慳嫉等，以甚
惱害眾生故。或有不障者，所謂身見、戒取、愛、慢、無明等，
以其不惱眾生故，結使或生三界亦如是。是故菩薩亦名得解，
亦名未脫，於凡夫結使為脫，於佛功德結使未脫；或言得六神
通，為盡三界結使故；或言得五神通，為未破菩薩結使故。又
言尚無法中之愛者，謂無凡夫二乘法中之愛。所以者何？菩薩
出過二地故。…60
從初發心的凡夫菩薩為始，乃至抵達聖位的大菩薩，前者所留必然是三
界的結使，而後者已斷結使，剩下的是習氣。無論如何，菩薩始終保持這份
深著佛身及諸佛法的願欲，時至成佛才真正止息願欲。

58
59
60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30-p.131)
《大智度論》卷 74(大正 25，578c)
《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 1 (大正 45，124b25-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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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乘法特有的定
上面曾引述《佛法概論》第八章有關「無貪即三昧」的一段話，其中，
導師特別提示：「三昧即定心；定學或稱心學，而經說『離貪故心得解脫』。
無貪為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解脫自在，才是大定的極致。」61
又於《佛法概論》第十九章說：
「聲聞行以無貪得心解脫，偏於自得自足。
菩薩的發菩提心，是悲智融和淨化了的意志。有這大願欲，即是為大覺而勇
于趨求的菩薩。」62很明顯的，導師認為聲聞行以無貪得心解脫，偏於自得
自足。意指重於定學的心解脫，由於要完成修定的目標，會有獨善其身，或
勿為塵蓋所擾的心情，有偏於自得自足的傾向；然而，菩薩的菩提願，雖對
應的是無貪善根，卻基於擁有大悲與般若的護持，竟可以為了大覺而勇于趨
求，此類願欲為動力，若要會通三昧的內涵，則應如導師所說的──「無貪
為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解脫自在，才是大定的極致」──來支持菩薩所蘊
涵的定心。
這種對定的特殊詮釋，或許可以舉《大智度論》來做說明，如《大智度
論》卷 19 在談及菩薩修習三十七道品時，對於五根的定根解釋為「常攝心在
道，是名定根。」63又或於卷 26 闡釋佛的十八不共法之「無不定心」時提到：
無不定心者，有種種義。定名常攝心善法中住；佛於諸法實相
中定，不退失，是名無不定心。64
由上可知，大乘法特有的定，與聲聞法固有的定義是有若干距離的，能
「常攝心善法中住」
，以及能於「諸法實相」中安住，讓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
保持無間斷，又不會退失，這就是大定的極致。

六、無貪善根與三昧的關係
1、成就無量三昧
61
62
63
64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18-p.119)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2)
《大智度論》卷 19〈1 序品〉(大正 25，198b28)
《大智度論》卷 26〈1 序品〉(大正 25，248b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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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約圓滿三善根的角度，導師曾說：
無貪即三昧。三昧即定心；定學或稱心學，而經說「離貪故心
得解脫」
。無貪為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解脫自在，才是大定的
65
極致。
不貪欲而成無量三摩地。66
這裡所講的不貪，所成就的功德就是（無量）三昧。若約佛法論說的愛
見二煩惱來說，三昧對應的即是愛煩惱，如《大智度論》卷 41 所言：
「行不
67
貪善根故，愛等諸結使衰薄，深入禪定」
。 在菩薩的修學階段中，初學菩薩
雖未離欲，然可行十善門，確保人間正行，而以淨戒來此界履行菩薩道；若
菩薩能離欲得四禪，乃至四無色定，68也是衰薄愛等諸結使的定學修習，理
應相合於圓滿無量三摩地的無貪善根才對。
不過，熟悉導師著作的人必然知道，導師在某些著作中表示了不修深禪
定──尤其滅盡定，因為這與般若的修習會有所障礙，而且易著禪定功德而
取證聲聞實際，乃至無方便而隨禪生到天界，無法繼續完成任重道遠的菩提
大道。69為此，筆者扼要說明一下對導師著作的理解，今先闡述菩薩不是不
修禪定，而是因為要契合無上菩提的大願，所以對禪定的方法在初學的階段
應有所選擇──應與大乘精神相呼應者為對象，否則一旦沈迷於定樂，就無
法再前進了。接著，即藉由導師著作中所闡發的空三昧與慈三昧，略為概述
其與菩薩思想的密切性。
（1）多修空三昧
導師曾說大乘的三昧，並非完全相同於聲聞法中的定學，因為像三三昧
（或稱三三摩地）或四種三昧，是觀慧成就的三昧，性質屬於定慧綜合的方
便，於未成就時名三昧（而倘若未能斷除執著，也有可能受生於三昧相應的
65
66
67

68
69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18-p.119)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276-p.277)
《大智度論》卷 41〈8 勸學品〉：
「問曰：何等善根故，不墮惡道、貧賤，及聲聞、辟支
佛，亦不墮頂？答曰：有人言：行不貪善根故，愛等諸結使衰薄，深入禪定；行不瞋善根
故，瞋等諸結使薄，深入慈悲心；行不癡善根故，無明等諸結使薄，深入般若波羅蜜。如
是禪定、慈悲、般若波羅蜜力故，無事不得，何況四事！」(大正 25，361c13-19)
《大智度論》卷 56〈30 顧視品〉(大正 25，460a5-13)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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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報），成就時轉名解脫門。如《大智度論》卷 20 說：
是三種智慧，若不住定中，則是狂慧，多墮邪疑，無所能作；
若住定中，則能破諸煩惱，得諸法實相。……復次，諸禪定中
無此三法，不名為三昧。…以是故，三解脫門，佛說名為三昧。
70

論主繼續說：此三三昧，在十一地──六地（四根本禪及未到定地、靜
慮中間）
、三無色、欲界及有頂地。若有漏者，繫在十一地；無漏者，不繫。
71
所以，現在姑且把它放在這裡來談。
導師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乙書總結其人菩薩行的三心修習時，末
端引述：
釋尊在（《中阿含》）經中說：
「阿難！我多行空」
。
《瑜伽師地論》
解說為：
「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
。……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72
這裡所謂的「空住」
，應該就是「空三昧」。這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卷 7 所說的重點：
須菩提！若菩薩具足觀空，本已生心，但觀空，而不證空，我
當學空。今是學時，非是證時，不深攝心繫於緣中。…是菩薩
有大智慧深善根故，能作是念：
「今是學時，非是證時，我為得
般若波羅蜜故。」…菩薩緣一切眾生，繫心慈三昧，過諸結使，
及助結使法，過諸魔及助魔者，過聲聞、辟支佛地，住空三昧
而不盡漏。…菩薩行空解脫門，而不證無相，亦不墮有相。譬
如鳥飛虛空，而不墮落；行於虛空，而不住空。…行空，學空；
行無相，學無相；行無作，學無作。未具足諸佛法，而不墮空、
無相、無作。譬如工射之人，善於射法，仰射虛空，箭箭相拄，
隨意久近，能令不墮。…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方便所護故，不
證第一實際，為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根故，成就阿耨
70
71
72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大正 25，206c18-29)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大正 25，207a27-29)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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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乃證第一實際。73
此段經文亦曾為導師多次引用，74並且還歸納出兩項要點：一是方便力，
就是菩薩不願證空的願力，這願力決定了菩薩不深入禪定。二是悲願不捨眾
生。這樣的悲願──方便（應含有空慧、禪定與大悲的綜合內容）所護，顯
示與二乘的不同，也守護著菩薩不令其取證實際而墮落二乘地。
此空三昧在《大智度論》卷 20 分別為兩類：
一、聲聞法的定義為「觀諸法無我、我所，空，諸法從因緣和合生，無
有作者，無有受者，是名空門。」75此同於《雜阿含．567 經》。76
二、大乘法的定義為「有二種空義觀一切法空，所謂眾生空、法空。」77
大乘法的三三昧，對於分別為三種的說明如下：
是三解脫門，摩訶衍中是一法，以行因緣故，說有三種：觀諸
法空是名空；於空中不可取相，是時空轉名無相；無相中不應
有所作為三界生，是時無相轉名無作。78
論主清楚地說明，若修習空三昧不會取著是諸法空相，即轉名無相；又
若於無相中不生戲論，即轉名無作。所欲透露的是，有善巧智慧的行者，以
空三昧即可直入三解脫門。當然，以共三乘法的教說來看，此時所證就是涅
槃。然以大乘的深義來說，法空性是大乘不共的，79正如《大智度論》卷 20
說：
「摩訶衍義中：是三解脫門，緣諸法實相。以是三解脫門，觀世間即是涅
槃。何以故？涅槃空、無相、無作，世間亦如是。」80
空三昧是觀空的主要方法，若按上述《小品般若經》卷 7 的經文來說，
這是菩薩行道臨近證空──三解脫門的方便，是重於智慧善根或學般若的內
容。仰仗悲願所成的般若空慧，實是修學三三昧的階段，81未至無生忍位，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7〈18 伽提婆品〉(大正 8，568c17-569a20)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46-147)；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54-655)。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大正 25，206a28-b1)
《雜阿含．567 經》卷 21：「云何空三昧？謂聖弟子世間空，世間空如實觀察常住、不變
易，非我、非我所，是名空心三昧。」(大正 2，150a2-5)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大正 25，207b2-3)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大正 25，207c4-8)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46)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大正 25，207c17-20)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96-1297；p.65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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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過分的攝心而入深定，若從《大智度論》卷 76 來說，乃明初入者才不深
攝心繫於「空三昧」的所緣中，深入者（定慧均等的無生忍位）就不必擔心
了。82所以，導師才會說：
「大乘經以為：菩薩如悲願不足而入滅定，是會證
小果的；如悲願具足，那就是證入如如法性的深定了。」83
然而，若就世尊多修空住為範例，也許菩薩行者發心的起始即可把此類
三昧的修法當著是學習止觀的方法了。這也應該是導師在《空之探究》研究
三三昧與三解脫門的目的所在吧。84
關於大乘禪定的特色，如《成佛之道》所言：
如以無常為觀門，漸入無我我所觀，才是聲聞乘的定。如依此，
觀法性空不生不滅，與大乘般若相應，就成大乘禪定。…如修
此定，與無所得慧相應，就是三輪體空的禪波羅蜜多。85
那導師如何開示這些大乘禪定的修法呢？《成佛之道》詳說如下：
有極無自性的正見，而不壞世俗緣起有的一切，這就是聞、思
慧的學習。如定心沒有修成，那還只是散心分別的觀察。如修
止而已得到輕安，已經成就正定，就可以不礙假有的空性正見，
依定修觀，入於修慧階段。有分別影像：以無性空為所緣而修
「觀察」
。無分別影像：以無性空為所緣而修「安住」──定（不
加觀察的無分別）
。止觀雜修：如安住了，再修觀察；這樣的止
觀雜修，都是以無性空為所緣的。修觀成就：觀心純熟時，安
住、明顯、澄淨，如淨虛空的離一切雲翳一樣。那時，一切法
趣空，觀一切法相，無一法可當情而住的，都如輕煙一樣。修
觀將成就時，應緩功力，等到由觀力而重發輕安，才名修觀成
就。以後，就止觀互相應，名為止觀雙運。以無分別觀慧，能
起無分別住心；無分別住心，能起無分別觀慧。止觀均等，觀
力深徹；末了，空相也脫落不現，就善入於無生的寂滅法性。86
這類無自性空的說明，雷同於空三昧的修法，也是大乘菩薩修學止觀的
82
83
84
85
86

《大智度論》卷 76〈60 學空不證品〉(大正 25，594a5-16)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40)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第一章「阿含──空與解脫道」(p.1-78)。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33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367-p.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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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核心所在。行者無論想成就定或引發慧，所緣皆同，止觀相互增上，時
至空相脫落，達成無生法性的證悟，方才真正轉凡成聖。若以五菩提來說，
即完成明心菩提的階段了。
（2）繫心慈三昧
另外，導師在《成佛之道》的五乘共法中，在抉擇三福業時，提及菩薩
在戒行的基礎上，若想修定，應修四無量定，因為這與利益眾生的出世大乘
法，有著密接相通的地方；87並且特別交代，「高深的天法（禪定），還是不
修為妙。恐怕願力不敵業力，為業力所牽而上生天國，這就落於八難之中，
成為學佛的大障礙了。」88言下之意，也表達了不太高深的定法，或與利生
有關係的定法，還是可以學習的。
其實，菩薩所修的三摩地，除了效法世尊多修空住的方便之外，上述《小
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7 之中，還特別點到說：
菩薩緣一切眾生，繫心慈三昧，過諸結使，及助結使法，過諸
魔及助魔者，過聲聞、辟支佛地，住空三昧而不盡漏。89
由此看來，菩薩的三摩地，慈三昧或稱四無量定，亦佔有一席之地。當
然，完整的說應如《大智度論》卷 56 所言：
因菩薩斷三惡道者，菩薩雖未離欲，能遮眾生十不善故，斷三
惡道及天人貧諸災患等。行十善故，開三善道門。或有菩薩見
五欲過罪，能離欲得四禪；以本願故，起四無量心；欲離種種
因緣身苦故，起四無色定。為佛道故，修六波羅蜜乃至一切種
智。是法亦自行，亦教人，以是福德道法，於眾生中展轉相教，
常在世間。90
引文提及未離欲，即是未得禪定的菩薩，此階段像五乘共法中的初學菩
薩，不急於修定，先集聚及行踐十善道，開啟三善道門──先遮斷三惡道及
天人貧、諸災患等，並養成自利與利他的習慣。

87
88
89
90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124-p.125)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98-p.99)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7〈18 伽提婆品〉(大正 8，569a8-11)
《大智度論》卷 56〈30 顧視品〉(大正 25，460a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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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離欲，即是已得禪定的菩薩，此階段像三乘共法中的菩薩，見五欲及
身苦過患，而修色無色禪定。再者，論中還說有「以本願故，起四無量心」
的定法，這不僅屬於定法的一類，也與菩薩的本願（不忍眾生苦的大慈悲心）
相合。換個角度來說，若照導師提示初學菩薩對三福業的抉擇來看，戒是最
根本保住人身的條件，而倘若想修定，就可以四無量心為入門，其中的理由，
當然就是與菩薩的本願相合的緣故了。當然，假如已有堅定菩提心者，繼續
修色無色禪定，就不必擔心會落入獨善其身之窠臼。菩薩為圓滿六波羅蜜，
禪定能治亂心，不可能會省略的，只是什麼階段該修那些定法，成為菩薩行
者應關注的課題才是。
筆者以為，若據已離欲得禪定的菩薩內容來看，相當吻合《大智度論》
卷 94 所詮的菩薩「性地」階位，91當然，對於未離欲或未得禪定的菩薩，或
許就雷同於乾慧地的菩薩階段了。92
於此筆者簡單歸納上述兩類三昧與三善根之關係：
無貪：三昧
無瞋：慈悲
無癡：般若

慈三昧
空三昧

需要補充慈三昧的特質就是，若按《大智度論》對四無量心的內容來審
核，此三昧可通於慈悲與般若，曾有論究，今不贅述。93

2、未至菩提座前不現入滅定
91

92
93

《大智度論》卷 94〈84 四諦品〉：
「
『菩薩住是性地中，不墮頂』──『性地』者，所謂
菩薩法位；如聲聞法中，燸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名為性地。是法隨順無漏道故，
名為『性』
，是中住必望得道；菩薩亦如是，安住是性地中，必望作佛。
『能生四禪、四無
量心、四無色定，是菩薩住在禪地中攝心，分別思惟籌量諸法，通達四諦──所謂知見苦，
亦非緣苦生心』
：知苦是凡夫受身，著苦因緣故，受諸憂惱；是人身皆如賊、如怨，無常、
空等。得是已，即時捨，不取苦相，亦不緣苦諦；菩薩法位力故，乃至道諦，亦如是；但
一心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是四諦藥病相對，亦不著是四諦，但觀諸法如實相，不
作四種分別觀。」(大正 25，721a17-b2)
乾慧地等十地，詳參《大智度論》卷 75〈57 燈炷品〉(大正 25，585c28-586a25)
請詳參考拙作《印順導師對初期大乘菩薩觀之抉擇探源》第三章、第三節。

142 福嚴佛學研究第 6 期/2011 年 4 月 20 日

導師在說明「觀空不證空」的初期大乘菩薩特質時，曾說過：
大乘法中，菩薩觀空而不證實際，當然是由於智慧深，悲願切
（還有佛力加持），而最原始的見解，還有「不深攝心繫於緣
中」
；不深入禪定，因為入深定是要墮二乘、證實際的。所以《觀
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說：彌勒「雖復出家，不修禪定，
不斷煩惱」。94被稱為菩薩的持經譬喻師法救也說：「菩薩雖伏
我見，不怖邊際滅，不起深坑想，而欲廣修般羅若故，於滅盡
定心不樂入，勿令般若有斷有礙」。95
所謂「不深攝心繫於緣中」或「不深入禪定」，若按《大智度論》卷 76
來說，
「初入時，為不能自出故〔*不專心攝念入禪，繫在空緣中〕
；若深入者，
96
入已深，知空亦空，不令心在餘事，故言不亂。」 言下之意，就是擔心初
學著迷於定境而鼓勵菩薩「不專心攝念入禪」
，因為未登不退轉地的菩薩，隨
時有墮落或取證二乘果的可能性，為了守護這顆菩提心，在無生忍位之前，
對於滅盡定應該採取保留態度。相對的，若已達深入者，或言定慧等持的無
生忍境地者，則已超過二乘地、魔事等，似乎就可排除此類顧慮了。
然而，若檢視《大智度論》卷 42 所說：
復次，有無相三昧，入此三昧，於一切法不取相而不入滅定；
菩薩智慧不可思議，雖不取一切法相，而能行道。如鳥於虛空
中，無所依而能高飛；菩薩亦如是，於諸法中不住，而能行菩
薩道。問曰：人心得緣便起，云何菩薩於一切法不住而不入滅
定中？答曰：此中須菩提自說，所謂色、色相自空，色空為非
色，亦不離空有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乃至不應六波羅
蜜中住，亦如是，以空故無所住。97
於此則說到，菩薩若已修得無相三昧，有辦法做得到「於一切法不取相
而不入滅定」
，理由就是「以空故無所住」的緣故。換句話說，得三解脫門，
94

95
96
97

印順導師《永光集》(p.210)：「西元前一世紀中，這一學風開始興起，多方面傳出而主要
是「般若」。般若重在了達一切法如幻性空；在發菩薩（菩提）心、大悲心、隨分隨力的
修行六波羅蜜，
「不修（深）禪定，不斷（盡）煩惱」
，所以能不同於聲聞果證，而直趣菩
提大道。」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2-153)
《大智度論》卷 76〈60 學空不證品〉(大正 25，594a5-16)
《大智度論》卷 42〈9 集散品〉(大正 25，366c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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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生忍的菩薩，雖言不會再耽溺於深定的境界，但從引文來看，此處的菩
薩已有「於一切法不取相」的能力，但還是「不入滅定」。關於此，《大般若
經》有段文值得深思：
舍利子白佛言：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觀何義故，雖能現入滅受
想定而不現入？」…佛告舍利子言：
「諸菩薩摩訶薩怖墮聲聞及
獨覺地故，不現入滅受想定，勿著此定寂滅安樂，便欣證入阿
羅漢果或獨覺果入般涅槃。諸菩薩摩訶薩觀如是義，雖能現入
滅受想定而不現入。」98
世尊告滿慈子：
「菩薩亦得滅受想定，謂於此定已得自在但不現
入。所以者何？如來不許諸菩薩眾現入此定，勿由現入退墮聲
聞或獨覺地。……雖不現入滅受想定，而於此定已得自在，由
自在故亦名為得。……非諸菩薩常不現入滅受想定，乃至未坐
妙菩提座，諸佛世尊不許現入；若時得坐妙菩提座，諸佛世尊
亦許現入。……如是菩薩有殊勝智，由此智故能數現入滅受想
定，但佛不許故不現入。所以者何？菩薩若入滅受想定便非時、
處；若時菩薩坐菩提座，永害一切虛妄相想證甘露界，爾時方
入滅受想定，後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具三十二相利益安
樂無量有情。」99
由此說明，約略可分為兩個階段：一者未得無生忍的菩薩，佛提醒勿由
此定而墮二乘地。二者縱使已得無生忍，佛還是不許菩薩現入此定，然菩薩
是能入而不入，時至菩薩坐菩提座，永害一切虛妄相等，方可入滅受想定，
證無上正等菩提轉法輪，利樂有情。
由上述的要義可明白，三摩地對菩薩而言，還是有其獨特的深義。

七、三善根與大乘三心的多樣性詮釋
1、無瞋善根與悲願相合的可行性

98
9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91 (大正 7，1056b3-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92 (大正 7，1064b14-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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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五及第六章無貪對應的菩提願與三昧來看，前者就人身三特勝之淨
化而論（即人成佛的佛果三德）
，後者約三善根的圓滿為前提（三毒永盡無餘
即是成佛）
，各個皆有所根據，論理也很合常理。然而，筆者依自己對導師著
作的理解，提出下述看法，以供參考。
上來曾引導師在《空之探究》談到：
大乘法中，菩薩觀空而不證實際，當然是由於智慧深，悲願切
（還有佛力加持），而最原始的見解，還有「不深攝心繫於緣
中」；不深入禪定，因為入深定是要墮二乘、證實際的。100
以要言之，能觀空而不證實際的菩薩，必須擁有三項條件：
「智慧，悲願，
禪定」。（不深入禪定，是對初入者而言）此與大乘三心（菩提願，大悲心，
性空見）稍有不同，把悲與願合而為一，且多了禪定一項。也與《成佛之道》
「大乘不共法」三善根所對的「智慧、慈悲、三摩地」略為不同，多了「志
願」一項。
由此線索，筆者找到類似的出處，如導師在《華雨香雲》的「淨業頌」
說到：
戒以淨身口，定以淨塵欲，慧以淨知見，三學次第淨。
貪淨三昧水，瞋淨悲願風，癡淨般若火，性地本來淨。101
為什麼筆者會這種想法呢？當然地，想法若無依據則難信服於人。首先，
引述《成佛之道》對「菩提願，大悲心」的看法：
定與慧，在修習成就的（聲聞）菩薩行中，是相應不離的，稱
為「止觀雙修」
，
「定慧均等」
。……定與慧，不但為大乘行果的
心髓，也是聲聞行果的要目。菩薩的修行，雖重在菩提願，大
悲心，迴向等功德，但如沒有定慧，這一切都是不能成就的。102
由上引文獲知，大乘三心之二的「菩提願，大悲心」，若欠缺「定、慧」
的內涵，這頂多或許只是福德資糧而已，斷煩惱的智慧資糧，唯有「定、慧」
才能夠成就。因此，縱使以人身三特勝來談圓滿三德就是佛果，可是其中關
於禪定的功德，絕不可忽略才對，否則六度豈可說得上圓滿呢？
100
101
102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2-153)
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397)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
》(p.313-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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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導師在《佛法概論》論及大乘三心的時候，
「智、悲、願」的
簡稱，明顯易見，如說：（上標字為筆者所加）
菩薩的(智)空慧，雖是法增上的理智，但從一切緣起有中悟解得來，而
且是悲願──(願)上求佛道，(悲)下化有情所助成的，所以能無所為而為，
成為自利利他的大方便。
(願)
一切智智即佛的無上覺。心與佛的大覺相應，淺顯的說，這是以悲
智圓成的大覺大解脫為目標，立定志向而念念不忘的趨求，要求自己
也這樣的大覺，這是自增上的意志。
大悲是菩薩行的動機，是世間增上的情感。為了救濟一切，非以(智)無
所得為方便，(願)一切智智為目標不可。103
第一段引文所指的「悲願」，即是「願：上求佛道」及「悲：下化有情」
兩項，而這上求佛道就是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的大菩提願，下化有情即是大悲
為上首。分析至此，筆者要表達的是「悲、願」或許可包括兩項，攝於無瞋
善根中，而無貪則還是維持禪定的項目，這樣即可把──《佛法概論》第八
章「無癡即般若，無瞋即大（慈）悲，無貪即三昧」104及《佛法概論》第十
九章「菩提願=無貪；大悲心=無瞋；性空見=無癡」105──的差異，歸結如
下：
《佛概》(p.118)

《成佛》(p.276)

《香雲》(p.397)

《空探》(p.152)

筆者推理結論

無貪

三昧

無量三昧

三昧水

禪定

無量三昧

無瞋

大悲

大悲心

悲願風

悲願

大悲心+菩提願

無癡

般若

性空見

般若火

智慧

性空見

其實，從上述的種種說明思惟，不難發現，大乘法的修習內容，有的是
無法用解脫法的角度來思索的，諸如：
若以人身三特勝的淨化來論述大乘三心的話，三昧的內容就隱而不現，
筆者覺得這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因為如上所論及的空三昧，其本質即含有
趨定與趨慧的原素，意思就是修習空三昧，如果方法得當，定慧的功力會同
103
104
105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18-p.119)。相合於《大智度論》卷 41（大正 25，361c）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7)

146 福嚴佛學研究第 6 期/2011 年 4 月 20 日

步獲得，其完成之結果，則必然又能抵達無貪與無癡的境地，因此，有時不
特別強調，並非沒有，而是省略或合說而已。
另外，重思慈三昧的意義，在三乘法的三善根中曾提到聲聞教法忽略了
無瞋的發展，不過，此並非說二乘聖者於無瞋善根有所缺憾，只是其沒有主
動性地將無瞋對應的大悲發揮的徹底而已，對人性情感面來說，有不夠圓滿
的境地。然若就大乘不共的特質來說，
「大悲心、菩提願」這兩項就是與二乘
最為顯著的差異，理由就是菩薩擁有「下化有情、上求佛道」的推力，完成
聲聞所無法完成的佛菩提。如《大智度論》卷 27 說：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
身苦、心苦，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生大慈、悲，救如是
苦，然後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於
無量阿僧祇世生死中，心不厭沒；以大慈悲力故，久應得涅槃
而不取證。以是故，一切諸佛法中，慈、悲為大；若無大慈、
大悲，便早入涅槃。106
從菩薩緣苦難眾生而發大慈悲心來說，激發上求佛道的誓願，任重而致
遠地世世常行菩薩行，忍而不證涅槃，明白地點出大悲心與菩提願的密切關
連，導引著菩薩朝向佛菩提不斷勇往前進。

2、多樣性詮釋的意義
討論到現在，應該可明白導師《佛法概論》第八章「無貪即三昧」
，與第
十九章「無貪即菩提願」之意義了，雖然從《佛法概論》導師的敘述中可瞭
解大乘的三昧，與聲聞者是有些差異的，而且以菩薩的菩提願來取代三昧的
地位，並圓滿無貪善根。這樣當然兼顧到三毒永盡的善根，同時也會通了大
乘三心的極致。
若是按導師在《佛法概論》之說明來為標準的話，那《成佛之道》
「不貪
欲而成無量三摩地」的解釋，自是亦採取同樣的標準才對。結果可以整理如
下：

106

《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56c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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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永盡

無瞋───大悲心
無貪───菩提願
無癡───性空見

大乘三心

不過，筆者覺得或許導師的意思不盡然如此，不管是《佛法概論》或是
《成佛之道》所提到的「無貪即三昧」
，這三昧的涵義，還是定學，所以菩薩
法中才有禪波羅蜜，以及空三昧、慈心三昧等之特質的。誠如《十住毘婆沙
論》卷 1 說：
問曰：聲聞、辟支佛、佛，俱到彼岸，於解脫中有差別不？答
曰：是事應當分別，於諸煩惱得解脫是中無差別。因是解脫入
無餘涅槃，是中亦無差別，無有相故。但諸佛甚深禪定障解脫、
一切法障解脫。於諸聲聞、辟支佛，有差別非說所盡，亦不可
以譬喻為比。107
據此可明白唯有圓滿三善根的佛，才真正做得到「諸煩惱障解脫、甚深
禪定障解脫、一切法障解脫──無礙解脫」的境地。108換句話說，
「無貪即三
昧」實也是對禪定障解脫的要項說明，或許不必然要與菩提願來合論之。
其次，上述曾引《佛法概論》第八章所說的三善根，此乃分辨二乘忽略
情感面的離瞋，對眾生沒有發揮淋漓盡致的悲懷，所以在離瞋善根的功德上，
不如佛果的圓滿。另外，筆者亦發現導師晚期常提及「觀空不證空」之初期
大乘菩薩觀，其說法則明示菩薩必須擁有「般若、悲願、三昧」為特質。藉
此，筆者從「悲、願」二字，推論導師也極有可能將此「大願：上求佛道」、
「大悲：下化有情」
，來顯示大乘離瞋善根的特色，彰顯二乘無法圓滿的殊勝
功德。
當然，要完全兼顧上述所有的情況，或許可綜合會通為一個藍圖，以供
參考：（舉空三昧為例）

三毒永盡

107
108

無瞋───大悲心；菩提願
無貪───三摩地
空三昧
無癡───性空見

大乘三心

《十住毘婆沙論》卷 1〈1 序品〉(大正 26，20b9-15)
《十住毘婆沙論》卷 11〈23 四十不共法中善知不定品〉(大正 26，83a24-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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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從《大智度論》卷 46 非常明顯的可以了知，十善為總相戒。109大乘法多
說十善即是菩薩戒。十善戒、十善業或十善法，全是思心所發動而來的造作，
就是業力。其中，這三業會與三善根或三不善根相應（也可稱為善惡心所的
根本），則成為學佛者最關心的課題了。110
當然，從《阿含》形容涅槃就是三毒永盡而言，在根境識和合的觸境過
程中，如何把握正念正知來令如理作意的三善根生起，成了修行的關鍵所在。
所以，從導師的《成佛之道》
，清楚可看出三善根內容的安排，三階淺深明白，
一目了然地辨別出大小乘修行者的心態與程度，讓學者緊扣遠離三毒為方
向，隨願趨向自心好樂的菩提大道。
關於《佛法概論》第八章所說的「無癡即般若，無瞋即大（慈）悲，無
貪即三昧」，與《佛法概論》第十九章的「菩提願=無貪，大悲心=無瞋，性
空見=無癡」，兩組當中，唯無貪出現差異，然就導師所詮釋的內容來看，是
以菩薩的菩提願來取代三昧的地位，並圓滿無貪善根。當然，這並非說菩薩
就不需要定心，而實是以勇求大菩提的願欲為動力（擁有大悲與般若的護
持）
，以此會通三昧的內涵，而說為「無貪為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解脫自在，
才是大定的極致」──來支持菩薩所蘊涵的定心。
然而，因筆者參考了導師的其他著作，留意到幾項因素，諸如：
一、二乘忽略情感面的離瞋。
二、般若、悲願、三昧，乃觀空不證空的初期大乘菩薩特質。
三、佛多修空住。
四、慈心三昧是菩薩的本願。
五、唯佛「甚深禪定障解脫、一切法障解脫」。
因此，認為不必然要用菩提願來取代三昧的地位，維持大乘圓滿定障解
脫的功德。
從此篇的整理獲悉，三善根的開展，可以圓成至高無上的佛果，提倡人
109
110

《大智度論》卷 46（大正 25，395b）
《雜阿含．964 經》卷 34(大正 2，246b24-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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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教的印順導師，架構由人直趨佛道的人菩薩行，以十善為直入的方便，
其中，又緊扣三善根的開展，讓學人不離盡三毒為方向，並同步開發大乘三
心之極致！
◎此文初稿於 2010 年 12 月 19 日曾發表於「馬來西亞國際佛教論壇：印順導
師的思想與當代世界」研討會，今已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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