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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大師止觀修證歷程之研究 
──以「賢山潛修」至「天台圓悟」時期為主 

 
 

釋 性 廣 ∗ 
 

摘要： 

本文主要解析智顗從初出家至天台山隱修時期，其止觀修行的歷程

與證境，以做為了解天台圓頓止觀思想的根源。 

學界向來重視天台的思想與義理，而少部分研究止觀論題者，則對

智顗的實修經驗與止觀證境常略而不談。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智顗的

止觀修行經驗，對於其解釋傳統印度禪學與建構自家天台圓頓止觀，無

論在內容、方法與架構上，皆有深遠之影響。 

智顗從初出家至天台圓悟時期的止觀修證歷程，約可分為四個階

段，即：一、初出家時，曾潛隱於大賢山，修持以法華經系為主的信願

行門，並曾感得勝相現前。二、參學時期，依從慧思受學，於其指導下，

得到「旋陀羅尼」的修行成果與「法華三昧前方便」境界的印證。三、

壯年時期，依師命入金陵弘講傳禪，此時智顗依於自身所修不次第法而

轉得次第禪境的修行體證，撰作以《次第禪門》為主的禪修典籍。四、

天台隱修期，於華頂峰修頭陀行時，曾得遇神僧傳法與護持的奇遇。智

                                                 
∗ 中央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東吳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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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更依此時入一實相法的經驗與體證，撰作《摩訶止觀》，以為天台圓

頓止觀修行中的代表作品。 

在以上內容分析的基礎上，對照於龍樹對大乘修行三要門的分類，

可知智顗此一時期止觀實修的經驗與證境，是以信願與智解為主的大乘

修行法門，而這也是《摩訶止觀》中「生圓信」與「修圓行」的思想淵

源。 

 

 

 

關鍵詞：信願法門、法華三昧、旋陀羅尼、法華有相行、法華無相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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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Master Chi-Yi’s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Chih-Guan (Ceasing and Penetrating) : 
Mainly on the Period in the Reclusion in Da-xien 

Mountai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Tien-tai 
Complete Enlightenment 

 
 

Shih, Shing-kuang ∗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analyze Chih-yi’s process of practice and the 
confines of enlightenment, since his ordination to the period of his seclusion 
in Tien-tai, as the basis to comprehend Tien-tai’s thought of Yuen-dun-chih- 
guan. 

The academic field has emphasized much more on Tien-tai’s thought 
and meanings, and those people whose research topic is Chih-kuan pay less 
attention on or even neglect Chih-yi’s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the confines 
of his enlightenment. According to my research, his practice experience of 
Chih-kuan has profound impact upon his explanation about traditional Indian 
medi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own Tian-tai Yuan-dun-chi-kuan, no 
matter in content, methods, or the frame. 

This article divides Chih-yi’s learning and practice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 since his ordination to the period of his seclusion in Tien-tai. First, 
when he just became a monk, he lived in seclusion in Da-xien Mountain, 
                                                 
∗ Ph.D.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rt-time Lecturer, Soocho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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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 the themes of faith and practice of Fa Hua as his main method; he 
had ever seen the appearance of his transcendence. Second, during the period 
of his learning, he followed Huei-shi’s instruction. Under his guidance, 
Chih-yi got circle dharnani (旋陀羅尼) and had the proof of the phenomena 
of Elementary yet Skilful Means of Fa Hua San Mei (saddharma-pund arīka- 
samādhi). Third, in his adulthood, taking the order of his teacher, he went to 
Jin-ling and delivered speeches on meditation. Meanwhile, Chih-yi wrote a 
meditation book mainly on The Order of Entering the Gate of Meditation, 
because his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 of meditation based on the non-step- 
by-step method brought him into the step-by-step meditation refines. Fourth, 
during the period of his seclusion in Tien-tai, living an ascetic life in Hua- 
ding-fong, he ever met a magical monk, who told him the dharma and 
supported him. Furthermore, Chih-yi applied thi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 
ment of perceiving the Truth as the basis to write Mo He Zhi Kuan,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ien-tai sect’s Yuen-Dun-Zhi-Kua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and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hree main practices of Mahayana Buddhism made by Nāgārjuna, we 
know Chih-yi’s experience of Zhi-Kuan practice and enlightened refines 
belongs to Mahayana practice methods -- mainly the themes of faith & 
practice and wisdom & understanding. This is also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 
-- “growing the complete belief” and “developing the complete practice”-- in 
Mo He Zhi Kuan. 

 
 
 
 
 
 
 

Keywords : The Gate of faith and determination, circle dharnani, Fa Hua 
San Mei (saddharma-pundarīka-samādhi), Fa Hua practice 
with the differences, Fa Hua practice without th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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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是天台止觀思想系列研究的一部份，主要是解析智顗止觀實修

的內容與境界。 

天台止觀上承漢魏六朝以來禪學之遺緒，亦為後來盛行於中土之念

佛與懺儀法門之濫觴；從其自身的止觀學說內容來看，其所開展出來的

四種三昧、觀心法門與中道實相論，對於印度禪學既有繼承，又有創發；

其圓頓妙法之修行理論與行門，又能孤明獨發，卓然成家，誠為中國佛

教僧人研習印度禪學的最高成就。 

由於天台止觀之思想與理論，並不是哲人學者在其書齋中苦切運思

後的成果，而是修行者以其實證的禪修經驗為基礎，從自身深刻的修行

體證中發而為文者；故修行的方法、經驗與證境，成為其建構禪學理論

最主要基礎與根本。 

天台智顗所建立的天台學說，咸稱思想玄妙而境界高深，對於佛教

學理的闡述，除了以五時八教來整理、融貫各家學說之外；其中的法華

圓教與摩訶止觀，更是源於自身精勤禪思之後的體會與創發。智顗重視

「心」的覺知能力及其涵攝一切法的特性，故說「一念三千」；依此，

從能觀之心開始，以「一心三觀」的「觀心」修行，契入即三即一，微

妙難思的中道實相觀境。 

學界對於天台學的研究，一般多重視其義理與思想的研究，少部份

針對止觀實修主題者，則多為描述、單點或外部的研究，此亦有助於天

台止觀基本意義的了解。天台止觀在學理與方法論上，以藏、通、別、

圓四儀與頓、漸、秘密、不定四法，分判諸多學派的法門異說，將種種

不同的修行系統，安排在一個輕重、主從清楚的解釋架構上，無論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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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這樣的解釋角度與安排方式，至少它使佛教萬象紛呈的諸多異說，

與看似彼此衝突的主張，在此解釋架構上顯得眉目清朗，層次井然。 

但是佛法的教理與行法，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絕不能只重視理論

而忽略實修的部份。而智顗所建構的止觀學說，雖有「金口相承」的經

教依據，「今師相承」的師弟傳承，但是最重要的部份，是智顗「說己

心中所行法門」的獨特體會；比如心與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信與智在修

行過程中的先後次序，自力修行與他力救拔二者的主從比重等等，圓頓

止觀的核心概念與重要特色。 

故若欲全面掌握智顗的止觀思想，以了解其核心與特色，則一體平

鋪或單點深入的研究方法，如注疏天台重要文獻，疏理專有名相概念，

以及探討其思想的經典根據與種種外部因緣等是不夠的。因為止觀思想

與理論，並不是哲人、學者在書齋中苦切運思後的成果，而是以實修為

基礎，從其自身深刻的禪修體證中發而為文者；故修行的方法、經驗與

證境，將成為其組織與建構禪學理論最主要的基礎與根本。 

本文溯源智顗一生止觀實修之經驗，解析其中與禪修理論相關的問

題，期能對天台止觀學說的根源，有更深入而切要的了解。筆者將智顗

一生修學止觀之歷程與證境，大略分為五個時期，即：賢山潛修、大蘇

妙解、金陵弘法、天台圓悟與江淮遊徙等，因限於篇幅，本文只討論其

前期，也就是智顗從初出家時潛隱大賢山至天台圓悟時期之修行經歷。 

二、賢山潛修：修信願行與得見勝相 

智顗（538－597），字德安，生於梁武帝大同四年，卒於隋文帝開

皇十七年，終年六十歲。1據《別傳》記載，智顗幼年即表現出樂與寺院、

                                                 
1 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以下簡稱《別傳》），《大正藏》冊 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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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親近的傾向；2年十八歲出家，曾潛隱於大賢山（今湖南衡陽），專

心誦持《法華經》、《無量義經》與《普賢觀經》，並曾修習「方等懺法」，3

獲得「勝相」現前。 

（一）誦經增長大乘信心 

《法華經》、《無量義經》與《普賢觀經》，稱為「法華三部經」，《別

傳》中的記載，突顯了智顗初出家時，即著重在法華經系典籍的誦持與

信願行門的修行。 

「法華三經」中的主經──《法華經》，在漢地非常流行，誦持與

研究的人很多。不依天台宗義而直說《法華經》義，則此經之主要意旨，

乃是闡述教乘與佛身之權實二相。其中，在教乘的歸趣上，以「開權顯

實」而說二乘之權與一大乘之實；在佛身的顯化上，以「開跡顯本」以

示（釋迦）應身佛變化之權與法身佛常在之實。此中，開權顯實，乃為

會通三乘而入一究竟大乘；開跡顯本，乃為示佛壽無量，佛身常在之（眾

                                                                                                                   
191 下。 

2 如云：「至年七歲，喜往伽藍。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啟一遍即得。……每存理

所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句。」同上註。 
3 「方等懺法」，即「方等三昧懺法」，是依《大方等陀羅尼經》所制立之三昧

行法。智顗曾作《方等三昧行法》（簡稱《方等行法》，《大正藏》冊 46，頁

943-948），後亦納入《摩訶止觀》「四種三昧」的「半行半坐三昧」修法中。

具體的修行方法是：於閑靜之處嚴治道場，奉請二十四尊像，延請嫻熟毘尼之

戒師，受持二十四戒及陀羅尼咒。每日潔淨衣衫，三時沐浴，長齋七日。日日

三請三寶，供養禮拜，以虔敬心，陳悔罪咎，誦持咒語，旋繞一百二十匝，一

旋一咒；旋繞持咒畢，卻坐思惟，觀實相中道之正空。觀訖，又起而旋咒；旋

咒竟，復卻坐思惟，如是反復修持。（智顗，《摩訶止觀》卷 2 上，《大正藏》

冊 46，頁 13 中。北涼‧法眾譯，《大方等陀羅尼經》，《大正藏》冊 21，頁 641
上-66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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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佛性本然。智顗認為此經思想「獨妙純圓」，故以之為宗依而開創

了後來的天台宗。 

據《法華經》中說，此「一大乘真實」與「佛法身常在」的奧義與

境界，當釋迦佛陀在法華會上演述時，就連阿羅漢弟子們都難以理解，

而只能以信心來領受，則又遑論一般障重具縛的凡夫！從此經對於讀誦

經文與修信願行法的強調，可知此一宣說妙法與常佛之聖境深玄的經

典，因為非一般人所能理解，故必然特別重視學人在信仰心方面的強固

堅實。對於法，也就是甚深實相法義的信解，是以聽聞、讀誦經典為生

發信心之方便；對於佛，也就是不可思議佛果功德的信受，則以持名、

勸請，乃至懺悔、發願等修行方法，以做為生發信心的方便，這就是以

增上信心為主的修行法門，稱為「信願行（法）門」。而《法華經》的

〈陀羅尼品〉與〈普賢菩薩勸發品〉中，更說到持誦陀羅尼──持咒能

得到護持，並得到普賢菩薩乘六牙白象前來護法的勝相。 

（二）修持大乘信願法門 

所謂的「信願行門」，龍樹菩薩在解釋《般若經》的大乘修行法門

時，曾作幾種分類。如云：「菩薩以種種門入佛道，或從悲門或從精進

智慧門入佛道。」4將修行菩薩道的種種方法，統攝為慈悲與智慧二門。

需注意的是；在實修中不是二擇一即可，而是入門不妨有偏重，但是最

後仍需二者俱成，方是菩薩道的圓滿，也才能成佛。其中重智慧者，多

從「般若門」入，稱為「智增上」行人；重慈悲者，多從「大悲門」入，

稱為「悲增上」行人，這是大乘不共聲聞、緣覺二乘的利生道品。有關

於「般若」的獲得，論中云：「般若有種種門入，若聞持乃至正憶念者，

智慧精進門入。書寫供養者，信及精進門入；若一心深信，則供養經卷

                                                 
4 龍樹造，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卷 40，《大正藏》冊 25，頁 34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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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5有種種入於般若的方法，如果是聽聞持誦，乃至憶念思維經義的

方法，稱為精進（於）智慧，對「智慧」加以精進──「智慧精進門」

入；如果是以書寫供養經典的方法，稱為依於信心與精進門入；如果是

強調殷重的信受心，就會著重於經典的供養。相較於聞思、憶念的（智

慧）精進門，則「書寫供養」與「供養經卷」，因為屬於尚未理解經義

的情況，故會強調增長信心的重要，這是以生發信心為入門的修行方法。 

又如，《大智度論》中云：「菩薩有二種，一者有慈悲心，多為眾生；

二者多集諸佛功德。樂多集諸佛功德者，至一乘清淨無量壽世界。」6從

「（慈）悲門入」的菩薩，重視慈悲心的長養，多從事護念眾生，利樂

有情的實踐；如上所說，這是與二乘急求解脫的心行截然不同的，大乘

特有的菩薩風格，名為「悲增上」菩薩。另有一類是「多集諸佛功德」

的信增上菩薩，所有的信願集中於佛果功德，淨土莊嚴，則能隨願往生

清涼國土，極樂世界。對此由信願佛德，觀念佛號而修行的方法，龍樹

判為「易行道」。7口稱清淨佛號，心念如來功德，懺悔過愆，發願迴向，

雖然沒有直接投入利生的事行，也不能彰顯大乘菩薩入世的真精神，然

而如此恆久發心，信願增長，也自然能引發為法為人的悲心智行。印順

導師匯整以上種種內容，稱為修行大乘菩薩道的三要門，即：慈悲、智

慧（般若）與信願，依此三要門而有的心行，即稱為大悲心、性空慧與

                                                 
5 同上註，頁 472 上。 
6 同上註，頁 342 上。 
7 如云：「若有易行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劣之言，非是大人志幹

之說。汝若必欲聞此方便今當說之。佛法有無量門，如世間道有難有易，陸道

步行則苦，水道乘船則樂。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行精進，或有以信方便易行

疾至阿惟越致者。」（龍樹造，鳩摩羅什譯，《十住毘婆娑論‧易行品》卷 5，
《大正藏》冊 26，頁 4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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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願的大乘三心。 

智顗初出家時，以念誦（法華三部）經典為主，依照《大智度論》

的分類，這是「信與精進門入」的修行方法，而行「方等懺悔法」，則

屬於「大乘信願行門」；無論是誦經生信還是懺悔生信，都著重在信心

的培養，故筆者稱智顗此時期，是修行以「大乘信願行門」為主要的法

門。 

（三）行懺悔法得見勝相 

「方等懺法」的修行法，是在一心懺悔，專念持咒中，以得好夢，

見好相為消除惡業，彌補戒罪的印證。 

《別傳》中記載智顗修持「方等懺法」時，曾感得「見道場廣博，

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在高座，足躡繩床，口誦法華，手

正經像。」8的「勝相」現前。考察此一好相的內容，並不全符於《大方

等陀羅尼經》與《方等三昧行法》中所說，9然而智顗曾指出：「其中現

相，百千萬品，不可具述。……行者若自久行，或教人行，如上方法，

一一成就，自他既明，與經中皆合。」10而此相與《法華經》末卷〈普

賢菩薩勸發品〉中所說的勝相，則若合符節。如經云：「若有人見受持

讀誦法華經者，應作是念，此人不久，當詣道場，……轉法輪，擊法鼓，

吹法螺，雨法雨，當坐天人大眾中師子法座上，……。」11在佛教禪修

理論中，對於止觀修行中所見之「相」的說明，在《解深密經》中稱為

                                                 
8 同註 1，頁 191 下。 
9 鳩摩羅什譯，《妙法蓮華經》（以下簡稱《法華經》）卷 7，《大正藏》冊 9，頁

62 上。 
10 《方等三昧行法》，《大正藏》冊 46，頁 948 下。 
11 同註 9，頁 6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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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影相」，這是心意所思慮的「影相」，當行者的定慧力增強時，此

一影相會在定心中清楚呈現出來；12在《清淨道論》中稱為「禪相」，此

中，修行時心意專念選取的所緣，稱為「業處」，而當行者定力增強時，

心念所緣對象的影象相，會在定心中清楚呈現出來，《清淨道論》稱此

於定心中所呈現的影相為「禪相」。13 

今考察「方等懺法」的修行，主要是以懺悔罪疚為主，並不著重選

取專注觀察的對象，也不特別求取某一種相的顯現，故云：「行者行道

不念相，不念無相。」14惟在修持過程中，當身心清淨，有感斯應時，

在夢中與行坐中自然會見好相。智顗並指出，其中「相相不同，隱顯輕

重有異，心若明了如鏡淨，好醜自現。」並且「雖無心分別，而眾相自

現」。15相較於《清淨道論》與《解深密經》中較清晰嚴明的界定，則智

顗修此「方等懺法」所見之相，並不是特別選定觀察的，定慧修持所得

的「禪相」，而是透過精進修行，誠心懺悔；待得身心清淨，三昧力增

強之後，自然而然顯現的影相。 

雖然《別傳》對於智顗所得「勝相」，並不特意做「禪相」與「一

般影相」的區分，然而經過誦經持咒，精進懺悔的修行，智顗的三昧力

                                                 
12 《解深密經》對於禪修時，於心中所呈現的影相，更分依奢摩他（定）與毘

鉢奢那（慧）所的影像，然二者皆是禪修的所緣相，意義與《清淨道論》對

「禪相」的定義約略相同。（玄奘譯，《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大正藏》

冊 16，頁 697 下）因二書都是闡述止觀修行之專著，故對於修行過程中心意

識所產生的種種現象，有較明確而詳盡的闡述。 
13 覺音著，葉均譯，《清淨道論》（高雄：正覺學會，2002 年 6 月，修訂版），

頁 126-127。 
14 同註 10，頁 948 下-949 上。 
1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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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顯著的增強，故「是後心神融淨，爽利常日……，常樂禪悅。」16智

顗在自修有成，禪心靜淨的情況下，有感於周遭環境，缺少明師的教導，

故在「怏怏江東，無足可問」的心情下，17展開了下一階段參學求法的

修行生涯。 

總結而言，智顗初出家時的主要修行法門，無論是念誦經典以生信

心，還是嚴淨六根，持咒發願，懺悔取相；在大乘行門中，皆屬以增長

信心為主的「信願行門」。 

三、大蘇妙解：得陀羅尼與證法華境 

智顗二十三歲，18入光州（今河南光山）大蘇山，投慧思（515－577）

禪師門下受學，計有七年之久。慧思為其「示普賢道場」，「說四安樂行」

法。智顗受之，日夜精勤用功，「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贊，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到此，一向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發

靜，照了《法華》，……。」19 

智顗此一修行成果，得到慧思的肯定與認可，並印證其所得者，乃

為「初旋陀羅尼」境界，為「法華三昧」之前方便。此時智顗於慧思座

下參學所得之成就，較偏向於文義之觀解，故可稱為「大蘇妙解」時期。20 

                                                 
16 同註 1，頁 192 上。 
17 同註 1，頁 192 上。 
18 智顗參學於慧思時之年齡，《別傳》與《高僧傳》中並無記載，此據湛然所說。

（湛然，《止觀輔行傳弘決》（簡稱《止觀輔行》），《大正藏》冊 46，頁 142 下。） 
19 同註 1，頁 192 中。 
20 佐藤哲英稱此期為「大蘇妙悟」（佐藤哲英著，釋依觀譯，《天台大師之研究

──特以著作的考證研究為中心》（以下簡稱《天台大師》），台北：中華佛教

文獻編撰社，2005 年，頁 34-40）。然筆者以為，智顗此時所得之「旋陀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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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普賢信願法門 

「普賢道場」，是依《觀普賢菩薩行法經》及《法華經》所說，以

普賢菩薩為本尊，諦觀諸法實相中道之理，並懺悔六根罪障的修持法

門。在《法華經》的「普賢菩薩勸發品」中，說到於五濁惡世，若有受

持讀誦，思惟修習《法華經》者，普賢菩薩將「自現身，供養守護，安

慰其心。……現其人前，而為說法，示教利喜。」21再者，《觀普賢菩薩

行法經》中所說的修持方法，是先觀普賢菩薩，再進而見十方佛、十方

淨土，見釋迦牟尼佛的十方分身佛與多寶佛塔。此時十方佛為修行者說

六根懺悔，於佛菩薩前，受菩薩戒法，這是以普賢菩薩為主的「法華觀

法」。若成就此三昧，則普賢菩薩乘六牙白象而來，示現於道場之中。 

（二）持法華有相行法 

「四安樂行」，22《法華經》云菩薩於末法惡世弘揚此法時，應修持

                                                                                                                   
界」，是對於所受持誦念之法華經句，能憶持不失，得其法要的能力。而所獲

印之「法華三昧前方便」成果，據智顗在《法華三昧懺儀》中的判攝，即等

同於「中品慧根淨相」，這都是從讀誦經教中所得的，能深入法義，掌握核心

思想，並得成辯才無礙的成就，故筆者認為，稱為「大蘇妙解」，較能突顯智

顗此時期的修學成就。（詳見以下第三、四段之分析。）再徵諸灌頂轉述慧思

之語，云：「所發定者，法華三昧前方便，所發持者，初旋陀羅尼；縱令文字

法師，千群萬眾，尋汝之辯，不能窮矣，於說法人中，最為第一。」（同註

18，頁 147 下）亦有相同之意涵。 
21 同註 9，頁 61 上。 
22 「四安樂行」的內容是：一、身安樂行，是「身」遠離邪人邪法、凶險嬉戲、

二乘眾，遠離危害之處、譏嫌之事；則可以修攝其心，常好坐禪。二、口安

樂行，是「口」遠離說過、輕慢、歎毀、怨嫌四事。三、意安樂行，是「意」

遠離嫉諂、戾罵、惱亂、諍競等四事，能為眾生平等說法。四、誓願安樂行，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二期 2009/9  168 

身、口、意與誓願等四種能獲得安樂的法門，謂之「四安樂行」。修行

此法能收攝我人身口意三業，與「觀普賢行法」的修清淨六根，其意義

與功能多有雷同。 

相對於《法華經》的簡略說明，慧思在《法華安樂行義》一文中，

再分安樂行為「有相行」與「無相行」二種： 

其中的「無相行」是：「於一切諸法中，心相寂滅，畢竟不生。」；

又「不依止欲界，不住色無色，行如是禪定，是菩薩遍行，畢竟無心想，

故名無相行。」23以上，慧思認為「無相行」是不拘於固定的修行形式，

而直從慧解與定持的二輪，以「慧悟無生理」與「正定不著一」來說明

「無相行」修持成就時的定慧能力與殊勝境界；並明確指出《法華經》

〈安樂行品〉中的「安樂行」，即是「無相行」。 

而「有相行」的內容，則慧思根據〈普賢勸發品〉文義，而說：「誦

法華經，散心精進，……不修禪定，不入三昧，若坐若立若行，一心專

念法華文字，……是名文字有相行。」24所謂「散心精進，……不修禪

定，不入三昧。」這是一般初學階段所呈現的粗淺專心狀態，與「入正

定聚，……必得是（法華）經」25的經文原意並不相符。依於經典語句

                                                                                                                   
謂於《法華經》不聞問，不信解，無知覺之眾生，能令生起慈悲心。並立誓

於證得正覺時，必以神通、智慧力導引之，使之入於法華實道中；行者發此

誓願而常好修攝自行。（同註 9，頁 37 上-39 下。智顗，《法華文句》卷 8 下，

《大正藏》冊 34，頁 118。） 
  智顗認為此「四安樂行」乃佛為圓教初發心之行者說，使其能遠離濁亂、憂

惱，而自行化他。至於忍力成就之諸大菩薩，則因其神通自在，深知權實之

義，能隨順眾生之機緣以弘法度化，故不須特別示以修行之方軌。 
23 《安樂行義》，《大正藏》冊 46，頁 700 上-中。 
24 同上註，頁 700 中。 
25 同註 9，頁 61 中-6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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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讀誦與文義的憶持，這本是增進智解與慧悟的善巧前方便，從大乘般

若法門以來，就被視為是增上智證方便的「精進智慧門」。慧思在重視

甚深實相的證入的同時，對於《法華經》〈普賢勸發品〉的應用，在延

續此一智解方便的，以信願為主的修行法門的說法，是朝著兩個方向擴

展：一是淺化所獲定力的要求，即無需深定亦可得入；二是深化觀解的

內容與證境的高度。 

慧思主張以散心誦持《法華經》，若能精進不懈，則「……行成就，

即見普賢金剛色身，乘六牙象王，住其人前。……眼根清淨，得見釋迦，

及見七佛，復見十方三世諸佛。……得三種陀羅尼。」26無需殫精竭慮

的思維法義與專勤禪思的觀察，只要一心誦持法華，感召普賢菩薩前來

護持，自然能得殊勝三陀羅，這不能說不是最為增上智慧而簡便易行的

信願法門了；故慧思推舉此為「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一切

世間難信法門。」27 

智顗對於「有相」與「無相」的解說是：「行人涉事修六根懺，為

悟入弄引，故名有相；若直觀一切法空為方便者，故言無相。妙證之時，

悉皆兩捨。」28可見此中「有相」，應專指以文字為善巧工具（相），

此有、無之「相」，不是傳統禪籍所說的「心意緣慮之對象」──心相

或禪相的「相」；而是一心念誦《法華經》，依有形之文字相，乃至禮

拜、懺悔之「身相」──有相，而得見普賢菩薩護持的，法華經特別的

修持方法。 

在此值得留意的，是有關於智顗對所見之「相」的詮釋。如上所說，

                                                 
26 同註 23，頁 700 中。 
27 同註 23，頁 697 下。 
28 《摩訶止觀》，《大正藏》卷 46，頁 1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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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精進修持，誦唸《法華經》，將感召普賢菩薩乘六牙白象，示現於

行者之前的「勝相」。而智顗對於「勝相」的定義，更有一番特別的體

會與解說，也就是將所見之相，賦與相應於道法的象徵意義，以做為心

意修行止觀時的觀察與理解。如云： 

今歷文修觀：言六牙白象者，是菩薩無漏六神通；牙有利用，如

通之捷疾；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負，無漏無染稱之為白。頭上三

人一持金剛杵，一持金剛輪，一持如意珠，表三智居無漏頂(云

云)。杵擬象能行，表慧導行，輪轉表出假，如意表中……。應

當修習此法華經，讀誦大乘，念大乘事，令此空慧，與心相應。

念諸菩薩母，無上勝方便，從思實相生。……能持此經者，則為

得見我，亦見於汝，亦供養多寶及分身，令諸佛歡喜。29 

即批歷經文以修習觀門，則經中所言之「六牙白象」，是象徵菩薩

的六種無漏神通；其象牙之益處與用途，有似菩薩神通之捷疾與利益眾

生；象之有大能力，就如吾人本懷法身之德，並以象身之白，以喻法身

無漏清淨之特德。經云菩賢菩薩頂上有三人，各持法器，則象徵居於頂

尖之無漏三智；30此中，金剛之杵以大象能行之比喻，表徵以空慧引導

行止；轉動金剛之輪，表徵由空出假觀；而如意則表徵中道實相觀。……

應當修持法華，讀誦、思維大乘，令此空性智慧，與心相應，念此無上

殊勝方便法門，皆從思維中道實相法而有，而實為成就菩薩行之根本。

能精勤持誦此《法華經》，則能得見於我（釋迦佛陀），也能親見於汝（普

賢菩薩），亦即是供養多寶佛塔與佛之諸多分身，能令諸佛歡喜。 

如以上所說，智顗除了重視身、口如法修行「有相」止觀，對於意

                                                 
29 同上註，頁 14 上。 
30 即天台宗所謂一切智、道種智與一切種智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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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所思議的內容，也強調一切需與道法相應；故從「意止觀」，也就是

心意修行無相止觀中，闡述實相無相之中道實相的圓教止觀修行特勝，

在慧思所說之「無相行」的基礎上，拓展了取相修行的意境。 

而值得留意的是，如此的意解與對經義的延伸發揮，引起後人對於

經典中修行所感召境界的說明，產生理解與判讀上的歧義。如安藤俊

雄，針對「言六牙白象者，是菩薩無漏六身通，……」云云。此段引文，

認為智顗在講述《摩訶止觀》時，對於此段經文的理解，已轉變為是表

徵修行境界的「象徵性」說法，而不是真有如是殊勝妙相顯現。31 

筆者不認同此一觀點，以智顗對佛經的虔信，以及早年於大賢山潛

修時曾見勝相的修行經驗，必不會主張經典所說之種種勝相，是運心意

想的「象徵」作用，而非外在於我人的真實存在。考察智顗在《摩訶止

觀》中發此議論，一是符於「有相無相，皆應俱捨」。的圓教中道實相

義，二是對於不能得中上品慧根清淨之「法華三昧」的修行者，其於「意

修止觀」時，因不得勝相現前，亦應如此運心思惟，以符合於「意止觀」

之圓頓義理的天台止觀修行要旨。 

總結而言，此時智顗受學於慧思的修行法門，延續了初出家時的修

行，也就是讀誦法華，禮拜懺悔，仍舊不離大乘信願行門的修行。 

（三）得旋陀羅尼境界 

《別傳》中云慧思印證智顗所得之「旋陀羅尼」境界，典出《法華

經》「普賢菩薩勸發品」，而慧思又有不同於經典原義的解說。 

在《法華經》原文中，有云：「爾時受持讀誦法華經者，得見我身，

                                                 
31 安藤俊雄著，蘇榮焜譯，《天台學──根本思想及其開展》（台北：慧炬，1998

年），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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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大歡喜，轉復精進，以見我故，即得三昧及陀羅尼，名為旋陀羅尼、

百千萬億旋陀羅尼、法音方便陀羅尼，得如是等陀羅尼。」32 

「旋陀羅尼」，又稱「陀羅尼」，為梵語「dhāranī」之音譯。《大智

度論》解說為「能持」、「能遮」；33「持」是任持於法，「遮」是掃除法

的障礙。故二義是從相對的角度，說明「陀羅尼」的意義與功能；一般

多翻譯為「總持」，而為大乘佛法特有的內容。「陀羅尼」──持而不失

之義，與「法」（梵語「dharma」，音譯「達磨」）──「任持自性」同

一語根：√dhŗ，二者都有「保持不失」的義涵。而「陀羅尼」又名「旋

陀羅尼」，在大乘法中被特別重視，主要是強調透過鍛鍊，則心意對於

所憶持法句（或文義的內容），能歷久而不忘。如《普賢行法經》中云：

「得旋陀羅尼！得陀羅尼故，諸佛菩薩所說妙法，憶持不失。」34故對

於所受持誦念的法句，能憶持不失，得其法要，即稱為「（旋）陀羅尼」。35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旋陀羅尼」、「百千萬億旋陀羅尼」，乃至於

                                                 
32 同註 9，頁 61 上。 
33 《大智度論》：「云何陀羅尼？答曰：陀羅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

集種種善法，能持令不散不失，譬如完器盛水水不漏散。能遮者，惡、不善

根心生，能遮令不生；若欲作惡罪，持令不作。是名陀羅尼。」（同註 4，頁

95 中） 
34 宋‧曇摩蜜多譯，《佛說觀普賢菩薩行法經》，《大正藏》冊 9，頁 390 中。 
35 有關於「旋」之意象，如印順法師之分析：「這可以從一器物來說明：兒童玩

具中，有名為「陀螺」的，形製各式不一。或截取竹筒（作孔），中貫以支柱。

先以繩纏繞，然後抽繩放去，陀螺就急疾地旋轉，在轉動而能保持力量平衡

時，能卓立而不會倒下來，並發出嗡嗡的聲音，這名為抽陀螺。……「陀螺」，

實是從印度傳來的，如涼譯《阿毘曇毘婆沙論》（卷 3）說：「猶如小兒弄於

獨樂，旋速則見如住，旋遲則見來去」。其中「旋速則見如住」，故能保持不

失。（釋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妙雲集】下編之三，台北：正聞出版社，

1991 年，修訂一版，頁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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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音方便陀羅尼」的獲得，都表示透過修行而對於所聞經法之內容能

憶持不失，從一部乃至於百千萬億部的佛說經典，皆能憶念不忘，明徹

通達。 

然而於此三陀羅尼，慧思則進一步引申、增廣其義，而以修行者得

肉眼清淨，天眼明澈之菩薩道慧為「總持陀羅尼」（也就是《法華經》

中的「旋陀羅尼」）；其與「千百萬億陀羅尼」與「法音方便陀羅尼」，36

都劃歸為修持「有相行」所感得的修行成果中。 

智顗對於「旋陀羅尼」的解釋則分為兩個方向，一類與傳統說法較

相近，如云：「旋陀羅尼門也，是名無礙辯才，巧惠（慧）方便，遮諸

惡令不起，持諸功德令不漏失。」37智顗認為這是因為修持「大乘懺悔」

法，「初（次）發隨喜圓（教）信（願）之心。」則將獲得「一旋陀羅

尼」之境界；38這也是透過誦經持咒、懺悔發願等，《法華經》之「大

乘頓覺」的「信願行門」所得的修行成果。第二類，是後來發展完備之

天台圓教一心三觀的特殊修行義理，如云：「陀羅尼者，空觀是旋陀羅

尼，假觀是百千旋陀羅尼，中觀是法音方便陀羅尼。又空觀觀心但有名

字，即聞持陀羅尼；假觀觀心無量心、心、心數法皆是法門，即行持陀

羅尼；中觀觀心，心即實相，即是義持陀羅尼。……觀一心即三心，三

心即一心，一界一切界，旋轉無礙，即樂說無礙辯。」39上來引文，是

                                                 
36 慧思將其餘二陀羅尼，引申為菩薩智證之境界為：「二者百千萬億旋陀羅尼，

具足菩薩道種慧，法眼清淨。三者法音方便陀羅尼，具足菩薩一切種慧，佛

眼清淨。是時即得具足一切三世佛法，……是故名為有相（行）。」（同註 23，
頁 700 中） 

37 智顗，《六妙法門》，《大正藏》冊 46，頁 555 上。 
38 智顗，《妙法蓮華經玄義》卷 5，《大正藏》冊 33，頁 732 中。 
39 同註 23，頁 1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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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將三陀羅尼比附於空、假、中三觀，此中：一、「旋陀羅尼」是「空

觀」。「旋」，有「旋轉」之義，凡夫執著有相，故須令其旋轉差別之假

相，以入於平等之空，故是「從假入空」的「空持」。二、「百千萬億陀

羅尼」是「假觀」，旋轉平等之空，而入於百千萬億法差別之假相（現

象界），此即「從空入假」之「假持」。三、「法音方便陀羅尼」，以空、

假二持為方便，而入於絕待之中道，此即中道第一義諦之「中持」。智

顗藉以發揮一己妙解的天台宗義，對於「三陀羅尼」的解釋，已從單純

的依文憶持，提升轉化為圓教所特有的一心三觀，以至於慧悟三智的境

界。 

據《別傳》記載，智顗誦持《法華經》至〈藥王品〉時，得定發慧，

「照了法華」奧義，「觀慧無礙，禪門不壅」。故得其師慧思之印證，認

為「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便也，所發持者初旋陀羅尼也。縱令文字

之師，千群萬眾，尋汝之辯，不可窮矣；於說法人中，最為第一。」40 

智顗透過修持法華有相行而感得此一境界，為未來的開筵說法，大

轉法輪，打下很好的義解基礎。智顗此時在慧解上的境界與具體內容，

依慧思之說，是菩薩道慧；而按照智顗在《法華三昧懺儀》中的判定，

則此時為證中品慧根淨相，41得空觀之智。 

（四）入法華三昧前方便 

慧思印證智顗誦持《法華經》而得證「旋陀羅尼」，而因仍未入一

                                                 
40 同註 1，頁 191 下。 
41 又另據《別傳》，智顗臨終前，因弟子問而示己修行所得位秩為「五品弟子位」，

尚未至上品慧根淨相的「六根清淨位」。如云：「吾不領眾，必淨六根，為他

損己，只是五品位耳。」（同註 1，頁 191 中）有關智顗證「五品位」而未至

「六根清淨位」之說明，於本章第五節第四段中進一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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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種慧，未達究竟中道實相觀，故此時所證得之境界，慧思判其為「法

華三昧之前方便」。 

「法華三昧」，42乃《法華經》中所說，為妙音菩薩所證之種種三昧

境界之一，屬於大菩薩所修得的殊勝境界。有關「法華三昧」的具體修

行方法與所證得境界，經中並無特別說明。 

鳩摩羅什在所著之《思惟略要法》中，43曾介紹十種佛教主要的禪

觀所緣與方法，「法華三昧」即在其中，文中題為「法華三昧觀法」。觀

法分為三段，第一段依《法華經》〈多寶佛塔品〉中說，指出以釋迦佛

陀與多寶佛為主要的「憶念」44所緣。45第二段指出《法華經》依於「一

切諸法，無生無滅，畢竟空相」。46之大乘法義，導歸攝三乘以歸一大乘

究竟的法華經旨。第三段說明行人若能精進修持，則「即得禪定，……

入是甚深微妙，一相一門，清淨之法」。47此中，三昧力是共一切修行成

                                                 
42 「法華三昧」，散見於第二十四〈妙音菩薩品〉，第二十七〈妙莊嚴王本事品〉。

另有劉宋‧智嚴譯，《佛說法華三昧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285 下。二

者之內容皆惟讚嘆其功德利益，對於具體的修行方法，並無明言。 
43 鳩摩羅什譯，《思惟略要法》，《大正藏》冊 15，頁 297 下。 
44 文中云「憶念」而不說是(以智覺為主的)「觀」或(以定心主的)「念」於所緣，

可知這是散心時的思惟。慧思於《法華安樂行義》中云法華有相行之修法，

亦合於此義。如云：「此是〈普賢勸發品〉中，誦法華經，散心精進，知是等

人，不修禪定，不如三昧，若坐若立若行，一心專念法華文字。」（同註 23，
頁 700 上-中） 

45 「所緣」，心意所緣慮之對象；修持「法華三昧」時，心中憶念之內容為：「正

憶念法華經者，當念釋迦牟尼佛於耆闍崛山與多寶佛在七寶塔共坐，十方分

身化佛遍滿所移眾生國土之中。」（同註 43，頁 300 中） 
46 同註 43，頁 300 中。 
4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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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皆有的定力，而「一相一門」的無有三乘，唯是一大乘之理，則是法

華經主要思想；在體解法華經義（初學者是透過誦持文字而入門的）中，

能等持於心，而得三昧力現前，此即是成就「法華三昧」。 

筆者解讀經文之前後意涵，參考鳩摩羅什之說法，認為「法華三昧」

是著眼於經文義理的解了，修行者思惟觀察《法華經》文而解了經義，

當心入三昧，而得等持時，即是「法華三昧」。 

鳩摩羅什更援引〈普賢菩薩勸發品〉之內容，說行者若能精勤誦持

法華經，將感得普賢菩薩乘六牙白象，現身前來護持之勝相現前，以此

為印證得「法華三昧」，也就是修此三昧而得成功的標誌。羅什對「法

華三昧」觀法的說明，雖然簡略而大致符合於經義。 

從慧思到智顗，則為「法華三昧」加入了三慧四眼與（空、假、中）

三觀三智的天台宗義；48此舉不啻增廣了「法華三昧」的意涵，更將此

三昧從菩薩境界提昇而為佛果功德，成為天台學人修行的目標與最高成

就。 

慧思的觀點，是配合三種陀羅尼的證得，認為修得「法華三昧」，

將具有四眼三慧的佛果功德，如此殊勝的修行境界，可以在一生、二生，

乃至最遲三生的時間就具足，相較於三阿僧祇劫的正常菩薩道修行，可

謂是捷疾頓覺的無上法門了。如云：「一者總持陀羅尼，肉眼、天眼、

菩薩道慧；二者百千萬億旋陀羅尼，具足菩薩道種慧，法眼清淨；三者

法音方便陀羅尼，具足菩薩一切種慧，佛眼清淨。是時即得具足一切三

                                                 
48 智顗對「法華三昧」修行方法的說明，見《摩訶止觀》與《法華三昧懺儀》

中說，而又以後者為主。其對於此三昧證境的詮釋，以「現身入菩薩正位」

為主，而說此能「具一切諸佛自在功德」；並將所證相細分為戒、定、慧三類，

而三類又各分下、中、上三品的境界層次。（智顗，《法華三昧懺儀》（簡稱《法

華懺儀》），《大正藏》冊 46，頁 94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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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佛法。或一生修行得具足，或二生得，極大遲者，三生即得。……是

名有相行也。」49 

智顗亦擴展「法華三昧」的修行方法與所得境界，並納入《摩訶止

觀》「四種三昧」中的「半行半坐三昧」之一。具體方法是以三七日為

一期，行道誦經，或行或立或坐，思惟諦觀實相中道之理。在「意修止

觀」方面，又分「有相行」與「無相行」二種。一、「有相行」依據《法

華經》「勸發品」而立，不入禪定，於坐立行中，散心念誦《法華經》，

於坐、立、行中，皆一心念誦法華文字，並於日夜六時懺悔眼、耳等六

根之罪障。此法以懺悔滅罪為主，於日日六時中修懺悔、勸請、隨喜、

迴向、發願等五悔法。二、「無相行」，則據《法華經》「安樂行品」內

容而修，入於甚深之微妙禪定，觀照六根，以了達實相三諦之境界。 

慧思以智顗此時之修行成就為「旋陀羅尼」，並比配三慧之初階「道

慧」，而印可智顗為入「法華三昧」之「前方便」。若據智顗於《法華三

眛懺儀》中之分法，則其此時所得之境界，為「中品慧根淨相」。50另有

「上品慧根淨相」未證得，51故或亦符合慧思印可智顗此時所得之境界

                                                 
49 同註 23，頁 700 中。 
50 「中品慧根淨相」所證之具體內容為：「行者於行坐誦念之中，身心寂然，猶

如虛空，入諸寂定。於正慧中，面見普賢菩薩乘六牙白象，與無量菩薩眾而

自圍遶，以一切眾生所喜見身現其人前。是人以見普賢菩薩故，即得三昧及

陀羅尼；其名曰旋陀羅尼、百千萬億旋陀羅尼、法音方便陀羅尼。陀羅尼者，

即是大智慧也，得是大智慧故，諸佛所說，一聞不忘通達無閡，於一句中通

達一切，義說無窮盡，如虛空中風，得如是種種諸智慧門，是名中品慧根淨

相也。」（同註 48，頁 955 上-中） 
51 「上品慧根淨相」所證之具體內容為：「行者亦於行坐誦念之中，身心豁然清

淨，入深禪定，覺慧分明，心不動搖。於禪定中得見普賢菩薩、釋迦、多寶、

分身世尊，及十方佛；得無閡大陀羅尼，獲六根清淨，普現色身，開佛知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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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華三昧前方便」之說法。而智顗所詮釋的天台宗義之「法華三昧」，

則是「上品慧根淨相」，也就是以「攝一切法，歸一實相」證得圓教中

道實相義的智慧。52 

學界對於「法華三昧」的討論，多等視《法華經》與天台宗之「法

華三昧」二者的內容與意義為相同，少部份學者雖區分二者，然多著重

於經過慧思與智顗改異增演之「法華三昧」義（如佐藤哲英《天台大師

之研究》中說），對於經文本義，與有關慧思與智顗添加之「法華三昧」

內涵之面向，則少著墨。然而經過上來之分析，可知慧思與智顗皆曾增

益「法華三昧」的內容與證境。再者，慧思所證之「法華三昧」內容，

與智顗受學慧思座下得「法華三昧前方便」的印可，雖不符合《法華經》

之本義，然而彼等所得之定境，成為理解《般若》與《智論》之次第禪

境的憑藉；而因之而起的，對於緣起法的意解，也成為日後建構天台圓

頓思想的根源。今特於此略為分析，以辨明天台之「法華宗義」與原《法

華經》義之不同與再發明之處。 

四、金陵弘法：講演般若與傳次第禪 

陳廢帝光大二年（568 年），智顗別師而入金陵，時年三十歲。53在

此淹留八年期間，於佛法義理方面，開講「法華經題」與《大智度論》；

在禪修方面，主要以講述《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54為主的禪修典籍。55 

                                                                                                                   
入菩薩位。廣說如普賢觀經中，是名上品慧根淨相。」（同上註，頁 955 中） 

52 《法華文句》，《大正藏》冊 34，頁 143 上。 
53 另有別說智顗於 567 年入金陵，本文據《止觀輔行》與《天台大師》中說。 
54 簡稱《次第禪門》（《大正藏》冊 46，頁 475-548）當時之智顗之講錄，並無

留存，現存者為法慎所私記。 
55 對於此期智顗之禪學著作的種類，學界向來有不同說法，唯一致公認《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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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析智顗在禪修方面的主張與發明： 

（一）師承慧思以領悟次第禪法 

《次第禪門》首先推舉「禪」之意趣，認為其「理則遠通如來之秘

藏，一切圓妙法界，若教若行，若事若理；始從凡夫，終至極聖，所有

因行果位，悉在其中。」56並明言「禪定幽遠，無由頓入」。57故以《大

品般若經》58與《大智度論》59中所載之禪修方法為藍本，主張以「次第

行，次第學，次第道」的修行方法入於菩薩道。60在此書中，智顗專意

於講述次第昇進的法門，對早年受學於慧思座下的修學經驗，也就是判

為「非次第」行的「法華三昧」，則著墨不多。 

《次第禪門》之修行法門，多承繼《大智度論》中所說，如「智論」

十七卷中所說呵五欲、棄五蓋、行五法等，大都成為《次第禪門》修行

的主要基礎方法。可知智顗此期主要的講述重心，是在以「智論」為代

表的禪修法門。 

灌頂與道宣撰寫之智顗傳記，多著重於其修持《法華經》之成就與

圓悟止觀之境界，對於智顗在其它方面的修學與成就，則著墨甚少。然

而禪修重視師承，若不依師受學，乏人點撥，實難能知其訣竅而一窺堂

                                                                                                                   
禪門》為此時之重要代表作。至於與天台「法華三昧」悟境和後期圓頓止觀

思想較有關聯的《六妙門》（以其中的「圓觀六妙門」為主）。則或有判為是

隱修天台時期之作品，或至少不得晚於《摩訶止觀》之撰作，故於此以《次

第禪門》的討論為主。 
56 同註 54，頁 475 下。 
57 同註 54，頁 476 上。 
58 鳩摩羅什譯，《摩訶般若波羅蜜經》（簡稱《大品般若》），《大正藏》冊 5-8。 
59 同註 4，頁 57 上。 
60 同註 54，頁 476 上。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二期 2009/9  180 

奧；故筆者想探究的是，智顗講授以「智論」為主的「次第」禪法時，

則其所師者何人？ 

追索其師慧思之修學經歷，如僧傳中描述云：「（思）放身倚壁，背

未至間，霍耳開悟。法華三昧，大持法門，一念明達，十六特勝，背捨，

陰入，便自通契，不由他悟。」61傳記中說慧思曾經久修行而不得力，

一時心倦，欲棄放身，而於背未及壁之際，霍然省悟，得法華三昧，通

達諸法門。乃至不由師授，而於十六特勝、八背捨，五蘊、六處之觀門

等，便自通達契入。再考察慧思所著之《安樂行義》中云：「法華菩

薩……，不作次第行，亦不斷煩惱。……從一地至一地者，是二乘聲聞

及鈍根菩薩，方便道中，次第修學。不從一地至一地者，是利根菩薩，

正直捨方便，不修次第行，若證法華三昧，眾果具足。」62文中特別說

明，次第行是二乘與鈍根菩薩所修，而利根菩薩則可不依次第而修，且

在證得法華三昧時，則一切果證，自然具足。此段敘述，頗能符合慧思

修不次第行而得次第境之親身經驗，也可知其較為推舉不次第行，而將

之列為利根行人才能修得之成就。 

又如慧思於《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中讚嘆禪修功德：「如是無量佛

法功德，一切皆從禪生。」並從「以諸法無所有性，一念一心具足萬行，

巧慧法便」的大乘立場，說四禪八定，五蘊六處，十二因緣，三十七道

品等功德，與佛果度生妙用。63由此顯示，對於次第禪境的體會與獲得，

慧思並不曾特別修習，而是在證得「法華三昧」的同時而「便自證得」。 

加上智顗曾代師講授《般若經》之經歷，並在「三三昧」的解說上

                                                 
61 道宣，《續高僧傳》卷 17，《大正藏》冊 50，頁 563 上。 
62 同註 23，頁 698 下。 
63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簡稱《無諍法門》）卷 2，《大正藏》冊 46，頁

62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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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慧思的指導，故筆者推斷，智顗在次第禪門的師承，仍源於慧思而

來。此一論點，涉及智顗對於次第禪法之理解與詮釋，特說明於此，以

為如下分析之基礎。 

（二）修不次第法轉入次第禪境 

如前所說，在僧傳中記載慧思於諸多次第禪境的獲得，是以「不次

第法」為基點，也就是於獲證「法華三昧」時，而一念明達，通體皆得。

若徵諸《諸法無諍》中，慧思對於修行道品的獲得與方法的運用，亦有

相似意境之描述，如云： 

禪波羅蜜，有無量名字，為求佛道，修學甚深微妙禪定，……立

大誓願故，禪定「轉名」四弘，欲度眾生故，入深禪定，以道種

智清淨法眼，觀察眾生，是處非處十力智。爾時禪定「轉名」四

無量心，……爾時禪定，「轉名」四攝法，……爾時禪定及神通

波羅蜜，「轉名」一切種智，亦名佛眼，……爾時禪定，「轉名」

般若波羅密，……爾時禪定，「轉名」八背捨，……得三解脫，……

「轉名」三十七品，起一切神通。……爾時禪定，「轉名」師子

奮迅三昧，以神通力，供養十方佛，及教化眾生，……是師子奮

迅三昧，唯有諸佛，乃能具足。64 

暫不論此中諸多定慧道品與境界之意義為何，在此段引文中，慧思

強調修學禪波羅密對於成佛利生的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禪有得

時，其禪波羅蜜將「轉名」為種種聲聞、菩薩定慧境界與功德的說法。

引文中，慧思交雜混揉多種不同性質的禪法概念而等同齊觀，如禪那

                                                 
64 同上註，頁 630 下-631 下。引文中「轉名」之上下引號，乃筆者為特別標明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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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轉成般若（慧），禪那（定力）轉成四無量（所緣），禪那（定）

轉成三十七道品（修行道品）等等，尤其是禪波羅蜜轉成佛之一切種智，

這或許是慧思題名為「諸法無諍」──「所有法門皆平等而無差別」的

寓意。 

從禪修理論而言，修定與修慧各有不同的選取所緣與操作方法，65而

佛法不共世間的特色在於慧學的內容，故修學禪定是為進得觀慧之前

行。由此義言，慧思於文中云：由禪波羅蜜轉名──「轉稱」般若波羅

蜜，或可依佛法之修行原則，而勉強作「由定發慧」的意解；然而若著

重於次第修之舖演與修學，則從禪波羅蜜──修定，到一切種智的佛智

──證得般若，自亦必需轉換許多不同的觀慧所緣與經歷次第昇進的定

慧境界。而做為實修的指引典籍，必要能釐清曲折，闡發幽微，如此則

學人方能按圖索驥，依次昇進。故以諸法「無諍」──「平等」、「等同」，

簡約一句由禪波羅蜜「轉名」一切佛法，諸三昧門，百八三昧，……；

雖或是一己實修所得之體會，然以修持不次第法而意會次第行的禪境，

實無法窺見次第行之具體修行的內容為何。 

再檢索智顗的《次第禪門》中對修行以得禪境的介紹，如說明「內

善根發相」時，多以：「『忽覺』息出入長短，……『忽見』自身氣息從

毛孔出，……『忽見』內身不淨……」云云。66依禪修正理，修行成就

                                                 
65 有關於定與慧的分別，簡言之，定是「心一境性」，重視的是心念能專一緣慮

一境而不散動；慧是佛法不共世間學的特義，其意為「簡擇為性」，是觀察法

的自相與無常、空、無我的共相，故強調的於一一相中檢別抉擇其「實相」。

詳細內容，參考拙著：《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印順導師禪學思想研究》

第三章第一節〈釐清禪修知見〉中說。（台北：法界，2001 年，頁 188-224） 
66 同註 54，頁 494 下-495 中。引文中「忽見」之上下雙引號，乃筆者為特別標

明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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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於禪心（即定中獨頭意識）中顯現之相，必定是禪修的所緣相──

禪相。《次第禪門》之敘述，則是事前不特定取某相，而以事後定心中

所現之相為得安般、不淨等法之成就的敘述；如此，雖然可知智顗亦已

獲得同等之定力，然則並不符合「次第法」的要旨，也就是選取所緣以

次第修，次第證的修行原理。再徵諸於《法華三昧懺儀》中所言，如云：

「中、上品定根清淨相」之證相為： 

中品知定根清淨相者，有諸行者，於坐禪時，身心安定，覺出入

息，長短細微，遍身毛孔，出入無閡。因是見身三十六物，了了

分明，發諸喜樂，入種種禪定。「或見」內外身諸不淨，白骨狼

籍。「或見」白骨，皎潔分明，厭離世間。因是發諸禪定，身心

快樂，寂然正受。或緣諸法而生慈悲喜捨，或緣諸佛微妙智慧種

種功德，而生三昧。如是等種種諸定開發，是名中品定根清淨相

也。 

上品定根清淨相者，行者於坐禪中，身心安靜，心緣世間陰、入、

界法，即覺無常、苦、空，身受心法，悉皆不實；十二因緣，虛

假無主，一切諸法，不生不滅，猶如虛空，身心寂然，與空、無

相、無願、相應，而生種種諸深禪定，微妙快樂，寂靜無為。厭

離世間，憫念一切，無復蓋覆，及諸惡法，是名上品定根淨相。67 

智顗主張藉由誦持《法華經》為主的修行方法，可以證得戒、定、

慧各下、中、上三品等三類九項之層次不同的境界；也就是說，以（持

                                                 
67 同註 48，頁 95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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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法華）一種方法，就可以獲得修持許多方法才能得到的各種成果。其

中，得「中品定根清淨相」的境界內容分別有：一、覺知出入息，這是

安般念的所緣；二、觀察自身之三十六物，這是覺知身體臟腑──身分

組成的所緣；三、見身之不淨、白骨等，這是不淨觀的所緣；四、生慈

悲喜捨心，這是四梵住的修行；五、緣諸佛智慧功德，這是佛隨念的修

行。而得「上品定根清淨相」的境界者，分別是：一、覺觀名色法之自

相，即陰―五蘊，入―六入，界―六界等；二、覺觀身受心法之共相，

即無常、空、無我相；三、覺觀法在過、現、未三時相中之流轉還滅相，

如十二緣起法；四、覺觀三三昧，即空、無相、無願等。 

較之於阿含經教之聲聞禪法，則智顗所說之「中品定根淨相」屬於

禪定學門與境界，「上品定根淨相」則屬於觀慧所緣與境界。智顗立足

於圓頓大乘之自宗立場，將阿含定慧二學的內容與止觀二法的證境，籠

統涵蓋在「定根清淨」，也就是「定學」的修證等第，仿若聲聞法只有

定學而無慧觀，恐稍有簡略與矮化聲聞乘教法之虞。 

智顗又將持誦《法華經》以入諸禪定，見普賢菩薩乘六牙白象現身

護念，得三昧諸陀羅尼，得六根清淨，以入菩薩位等等，從定至慧之淺

深參差不等的種種境界，都匯歸到「慧根」的「三品淨相」之中。可見

智顗根據自己的實修經驗，並在依主「法華」，高舉自宗的前提下，認

為透過此單一的法門，就能一時頓入，圓證諸法；也就是持誦「法華」

經，就能「忽見」、「或見」──轉得各種種不同禪法的定力與境界。 

以上所說智顗對於修「法華三昧」所得證相之描述，與慧思於《諸

法無諍》中所述，可知二者之意旨大同，也就是都以修行不次第禪法（法

華三昧）而得次第禪境（以戒定慧而分三品證得境界）之修行體驗。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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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說，修「法華三昧」懺儀，亦能開發定心，且定心中所見之

相，亦與修安般、不淨、慈心等五門禪法禪境相同，亦與修十二因緣，

三三昧所得之觀智相同。 

以智顗修行《法華經》之經驗與成果，對照其於《次第禪門》中對

於禪修證相的說明，我們可以有理由地推斷：一、對照於慧思之修證經

驗與《諸法無諍》中的內容，智顗之《次第禪門》思想，應亦受學於慧

思，並且受其以不次第修法以意會次第禪境的學風影響，二、智顗於修

持《法華經》時，曾經獲得與《大智度論》中所說之次第禪門等同的諸

多禪定證境。三、智顗之撰作《次第禪門》，乃是根據依非次第法而修，

卻亦獲得與次第禪法相類同的禪境的自證經驗，而說次第禪法之修證。

四、《次第禪門》是以自身不次第行之禪修經驗為基礎，進而揉合主張

次第行之經（《般若經》）論（《大智度論》）的修行方法所成的止觀實修

典籍。 

綜上所言，智顗對「次第行、次第學」的禪法詮釋，是能以自身「非

次第行」的修行經驗，在累生夙慧與卓越統合經典能力之下，所撰作而

成的禪學著作。68 

五、天台圓悟：華頂奇遇與入一實相 

智顗在金陵八年中，講經說法，指導禪修，可謂禪講兼備，義理與

                                                 
68 筆者認為智顗依其自身夙慧，不修而得，或修此而得彼等種種殊勝止觀境界，

在其所著之《次第禪門》中，亦有相類敘述之主張與自信。如云：「發禪有二

種：一者現前方便修得，二者發宿世禪定善根。若事修還發事禪者，多是修

得；若事修而發理，發非事非理等諸禪三昧者，悉是發宿世禪定善根也。」

（同註 54，頁 49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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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修並重；在其卓越精勤的弘法傳禪之下，門人逐漸增加，而且得到陳

朝帝王與官吏的推崇。然而智顗並不以此自滿，且益自檢省，在外嘆北

周武帝滅佛，法運陵夷，內憾徒眾日多而得法日少的情況下，深感「自

行前缺，利物次虛」。69故於陳大建七年（575），入山潛修，隱棲天台，

時年三十八歲。 

（一）華頂奇遇 

天台山有一別峰，號曰「華頂」，高眺卓立，暄涼寂靜，智顗曾於

此構築草庵，以修頭陀刻苦之行。據《別傳》記載，上山之日，「忽於

後夜，大風拔木，雷震動山，魑魅千群，一形百狀。……圖畫所寫，降

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相，復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

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咽流涕，但深念實

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復消滅，強軟二緣，所不能動。」70在深

夜中，山風狂作，有如雷震海嘯，有諸魑魅或以惡形或現親人之相，而

來擾亂。智顗此時心不驚惶，寂然不為所動，並能以正見照了，體悟諸

境之如幻本無，而得入於實相之理，故幻境自滅。 

（二）入一實相 

於此超克之際，「明星出時，神僧現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能

過斯難，無如汝者。既安慰已，復為說法，說法之辭，可以意得，不可

以文載。當於語下，隨句明了。』……即便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

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若，宣之以大悲，

                                                 
69 灌頂，《國清百錄》卷 3，《大正藏》冊 46，頁 809 下。 
70 同註 1，頁 19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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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已後，若自兼人，吾皆影響。』」71至明星出時，現一神僧，稱許智

顗以定慧力超克障難境相之能力，並授以「一實諦法門」，並許諾智顗

以後內弘外化之舉，願意護持助成。智顗於華頂峰的殊遇之後，以「頭

陀既竟，旋歸佛隴，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愉樂。」72回

歸佛隴，在此山林靜謐，離塵拔俗之際，沉浸於甚深的禪悅法喜之中。 

智顗在天台山總共渡過十一年的隱棲自修生活，得到的圓悟實相的

修行成果，更為後來的天台思想奠定了堅實的基礎。 

（三）小結 

有學者認為《別傳》中「華頂奇遇」的記載，是「以智顗的頭陀行

比擬佛陀之降魔成道，以神僧出現的神秘性傳達證悟之境，而此亦是智

顗思想前後期的分水嶺。」73筆者認為，禪修本來就會開發增長人類知

覺與智識上的能力，而在修行過程中，亦多有超常之經驗發生。學者解

讀與研究有關實修之敘述時，對於修行者超常或難以理解的能力與境

界，不宜動輒解以「比擬」與「象徵」解之，使透過根身意門之淨化所

得的能力與境界，皆成子虛烏有的「象徵」或「幻想」。 

唯此段記載可以留意的是，智顗在華頂峰的體悟，與神僧授以「一

實相法門」，並願助其弘化的奇遇。由此可知，智顗晚期止觀思想圓熟

之作的《摩訶止觀》，應可視為與此一神僧授法的奇遇經驗有關。以此

對照灌頂於《摩訶止觀》序言中所說，若將影響智顗止觀思想的主要因

素分而為三，則除了援引經論的「金口相承」與受學慧思的「今師相承」

之外，則天台隱修時期的華頂悟境與神僧授法，應是智顗自「說己心中

                                                 
71 同上註。 
72 同註 1，頁 193 中。 
73 同註 20，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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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行法門」的止觀思相淵源。74 

授予一實相印並願助弘化的華頂神僧，在智顗臨終前，又曾出現於

智顗的夢境中向其示意。《別傳》中記載智顗自述其夢境云：「吾初夢大

風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

三種備矣，化道即行。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

來相告耳。』」75智顗認為這是「此死相現也，……勢當不久死。」76後

果示疾入滅，終年六十。 

六、結論 

天台圓頓止觀，為中國佛教僧人研修禪法的傑作，其中雖有佛之「金

口相承」的經教依據，與從慧思受學之「今師交付」的法脈師承。然就

如由智顗講授，門人灌頂記述的《摩訶止觀》，其開頭即云：「止觀明靜，

前代未聞」，這也是「智者說己心中所行法門」的內容。 

本文詳細解析智顗從出家以至於天台山圓悟期間，有關於止觀實修

的經驗與證境。此中，初出家的潛修期，是以修持法華經系為主的信願

行門，並曾感得勝相現前。後來依從慧思受學，在他的指導與印證下，

得到「旋陀羅尼」與「法華三昧前方便」的修行成果。後依師命入金陵

弘講傳禪，此時的主要禪修作品為《次第禪門》，這是依於自身所修之

不次第法而轉得次第禪境的修行體證。而凝鑄成後期天台圓頓止觀的成

熟之作：《摩訶止觀》，其最重要的轉折，在於智顗入天台山時，於華頂

峰上修頭陀行時入一實相法的體證，與得遇神僧之傳法與護持的奇遇。 

                                                 
74 同註 28，頁 1 中 
75 同註 1，頁 192 下。 
76 同上註，頁 19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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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龍樹對於大乘修行三要門的分析，對比於智顗之止觀實修的經

驗與證境，可知其是以信願與信解為主的大乘修行法門，而這也是《摩

訶止觀》中的「生圓信」與「修圓行」的思想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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