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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嚴宗性起思想探討自由意志 

 

黃兆民  

 

摘要： 

人是否擁有自由意志？此問題向來為西方哲學界所重視，近年來，

西方佛教學者亦試圖從佛教文本中，探討佛教對此一問題的看法。如學

者依據南傳佛教的教義，認為佛說「無我」，就是否定了自由意志存在

的可能性，佛陀所教導的，是「意志的自由」，因此佛教徒認同選擇和

責任的存在。若就大乘佛教言，學者認為大乘經典中，並未直接討論「意

志是否受限於先前因緣」的問題，大乘佛教徒所重視的，是如何走向解

脫道以追求「原初的自由」。 

本文則認為，華嚴宗的「性起」思想，就是對自由意志存在的肯定；

而眾生心之所以無法任運自在，乃因眾生本覺真心受無明遮障，致使「真

心性起」轉成「妄心緣起」之故，眾生也因此有了對「我」及「我所」

的執著；故依華嚴思想，「無我」並非是對自由意志的否定，而是修行

人在破除無明，生起自由意志之前，應該努力的目標。 

對於緣起，華嚴宗又將其分為「染緣起」及「淨緣起」。若眾生隨

順「染緣起」，就會迷失本心，產生我執及法執，因此心生煩惱並造業

受報，於三界六道中輪轉不已。唯有隨順淨緣起，眾生才有可能以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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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清淨行翻轉業果，淨除我、法二執，遠離煩惱，逐步地改善心的狀

態，終究有一天能證得我、法二空得心自在，這就是華嚴宗所說的自由。 

 

 

 

 

關鍵詞：自由意志、性起、緣起、染緣起、淨緣起。 

  



 

從華嚴宗性起思想探討自由意志  131 

 

 

 

Exploring Free Will from Hua Yan School's 

Thought of the Nature Arising 

 

Huang, Jhao-min  
 
 
 

ABSTRACT： 

  The question whether humans possess free will has long claimed the 

center stage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recent years, western Buddhist 

scholars try to answer thise question from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anatman, or selflessness, as proposed 

by Buddha himself,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free will. What Buddha 

advocates instead is the freedom of will, which guarantees the existence of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y. Whereas in the Mahayana tradition, the question 

whether our will is bound by previous conditions is not explicitly discussed. 

The practitioners of Mahayana Buddhism focus mainly on the path of 

liberation to attain the primordial freedo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dea of“nature arising”(hsing-ch'i 性起) by 

the Hua Yen School affirms the existence of free will. Sentient beings, 

however, with their true mind blinded by ignorance, could not exercise their 

free will. Nature arising of the true mind degenerates itself into the 

dependent arising of the delusional mind. The sense of “I” and “mine” is 

thus further consolidated.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Hua Yen thought, 

anatman, or selflessness, is not the denial of free will. Rather, it is the goal to 

be strived for before practitioners attain enlightenment and free will. 

  According to Hua Yen Shool, there are two types of“dependent a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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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ch'i 緣起 ), the first is “transcendental dependent arising” (jing 

yuan-ch'i 淨緣起 ), and the second “mundane dependent arising.”(rǎn 

yuan-ch'i 染緣起) By subjecting themselves to the mundane dependent 

arising, sentient beings hold the reality of the ego(我執), and the reality of 

dharma(法執) to be true, and thereby fa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ir karma 

and samsara in the six realms. By observing transcendental dependent 

arising, practitioners can gradually be released from the distress and karma 

by the undefiled mind and act, and finally attain the emptiness of the ego, 

and the emptiness of the dharma. This is the ultimate freedom suggested by 

the Hua Yen School. 

 

 

 

Keywords：Free will, nature arising, dependent arising, mundane dependent 

arising, transcendental dependent a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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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free will）？亦即我們的行為和做出行動的決

定，是完全由我們自己作主，亦或是事先被設定好的？向來是西方哲學

中一個被廣泛探討的議題。如著名的神學家奧古斯丁（354-430），在其

名著《論自由意志》中，就援引《聖經》內容認為「自由意志為天主的

恩賜」。1決定論（Determinism）的觀點則與此對立，它認為任何結果無

例外地都是由相應的因果性（causality）所決定的；在自由意志與決定

論之間，部分哲學家們提出了另一種調和式的觀點：相容論

（Compatibilism），相容論者認為，削弱我們自由的是強迫（constraint）

而非因果關係，所謂的自由就是那種不受妨礙地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的

能力；然而美國近代著名的哲學及神經科學家哈里斯（S. Haris）則對自

由意志與相容論均抱持反對意見，他認為人們內心的想法、意願，其實

都源自外在的背景因素，而這些因素是人們意識不到，而且也無法主觀

控制的，因此他認為自由意志其實只是一種錯覺，相容論者則是犯了偷

換概念的錯誤。2
  

近年來部分學者及宗教師，亦試圖從佛教文本中，去闡述佛教對自

由意志的看法。3如羅睺羅．化普樂（1907-1997）基於南傳佛教上座部

觀點認為：「無我論（或稱靈魂非有論）是緣起論的推論……自由意志

                                                 
1
  參見奧古斯丁著，王秀谷譯，《論自由意志》（台南：碧月學社，1992 年），

頁 44。 

2
  所謂偷換概念的錯誤，是指相容論者所說的自由，非指一般認為自由意志是

一種超越物理、對身體有最終的控制能力的精神力量。薩姆．哈里斯著《自

由意志：用科學為善惡做了斷》，（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23。 

3
 近年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可參考 Rick Repetti(EDIT), “ Buddhist   

Perspectives on Free Will: Agentless Agency?” Routled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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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義，是一個與任何條件及因果效應無關的意志。但是整個生存界都

是有條件的（緣成的）、相對的、受因果律支配的。在這裡面，如何可

能產生一個意志，或任何一樣事物，與條件及因果無關？」4 

Harvey 則認為「無我」不能被視為是「被決定」或「自由」的，佛

教對自由意志乃一種近似於相容論（compatibilism）的主張，是一種『「相

容的」中道』（"compatibilist" middle way）立場。5費德曼（A. Federman）

亦認為在佛教思想中，自由不需要是一種不朽並超越了因果秩序的非物

質實體，也就是說，佛教否定在因果關係之外還存在自由意志的觀點，

人們選擇正確的行動不是來自超自然或超因果的起源，而是源自對可能

的後果做出明智的思考。因此佛陀教導的是一種兼容的、允許自我控制

和道德選擇的自由意志。6 

相對於以南傳佛教為主的觀點，華萊士（B. Alan Wallace）則認為，

佛教並沒有在邏輯上解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問題，大乘佛教徒對自由

意志理解的着眼點，是在於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做出有利於自他福

祉決定的自由。當個體透過修行打破心的日常狀態而到達正覺時，就超

越了理性和因果律的疆域，而真正的，「原初的自由」（primordial freedom）

                                                 
4
  羅睺羅•化普樂著，顧法嚴譯，《佛陀的啟示》（台北：慧炬出版社，1991

年）頁 97。 
5
  其隱含的意義即是佛教採行的是自由意志與決定論間的中道路線，它認同人

可有不同程度的行動自由度。這種行動自由使得當下的決定，能夠採用內在

或外在環境限制條件下，與過去不完全相同的可能性，因此佛教徒認同選擇

和責任的存在。Peter Harvey. “Freedom of the Will” in the Light of Theravāda 

Buddhist Teachings,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ume 14, 2007,pp.34-98. 

6
  Asaf Federman. “What Kind of Free Will Did the Buddha Teach?”, Philosophy 

East & West , Volume 60, Number 1, January 2010, p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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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被發現。7 

本文認為，佛教雖不用「自由意志」一詞，但其內涵與《金剛經》

所說之「無住生心」近似。經中說需能夠「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

法生心」，要心無所住方能夠生起清淨心。華嚴宗五祖宗密（784-841）

對此解說為：「若人分別佛土，是有為形相，而言我成就者，彼住於色

等境中，為遮此故，故云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等也。而生其心者，

則是正智。此是真心，若都無心便同空見。」8意即若心中有所分別，如

認為此佛土是淨土，彼土乃穢土，這就是住於「色」相，同樣也不應住

於聲香味觸法等塵相，才能夠生起平等無分別的清淨心，這是真心的功

用（正智），且若認為眾生沒有（真）心，則是落入斷滅空見。 

然而，若依上述引文之意，既然真心能夠平等無分別地「生起正 

智」，且眾生皆具有真心，那眾生不就應該都擁有自由意志了嗎？宗密

所言是否如此或另有它義？本文因此希望透華嚴宗祖師們對真心的論

述，爬梳出所謂「自由意志」，在以華嚴宗如來藏思想為核心的脈絡下，

所呈現的意義。 

二、華嚴宗如來藏思想中的自由意志 

  華嚴宗以《華嚴經》為宗經，經中主張「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

別」9，亦說「三界虛妄但是心作，十二緣分是皆依心」10，由此說明佛

                                                 
7
  B. Alan Wallace. “A Buddhist View of Free Will Beyond Determinism and 

Indeterminis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8, No. 3-4, 2011, pp. 217- 

233. 

8
  宗密，《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大正藏》冊 33，頁 161。 

9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頁 465。 

10
 出處同上註，頁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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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眾生心平等不二，以及眾生所見的山河大地、造成眾生於生死中輪

轉的愛、取、有、生、老死等十二因緣，其根本原因也都是「心」的作

用。然而眾生如佛無二的心，與能造作諸業流轉生死的心是一是異？此

心與自由意志之間有何關聯？本文依華嚴宗思想論述如下。 

（一）自由意志即是真心的「緣起自在力」 

華嚴五祖宗密，在《原人論》中將自宗歸為一乘顯性教，並說其教

義： 

 

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無始以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

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相翳之，不自覺知，

但認凡質故，耽著結業受生死苦。 

 

就華嚴宗教義來看，眾生的本源是來自於真心；此心乃眾生本具，

又名佛性，又名如來藏，其性質與佛無二，即常住清淨（不垢不淨）、

覺性本有（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但自無始以來，眾生真心受到無明

的遮障而不自知，因此執世間諸法的各種性質（凡質），如色聲香味等

為實有，由是耽著於煩惱結業而受生死輪迴之苦。 

真心的性質、作用為何？華嚴宗二祖智儼（602-668）著有《華嚴一

乘十玄門》，用以說明緣起法界，相即相入、互為作用、互不相礙的關

係，通此義則可入華嚴玄海，故稱玄門。其中之第九門「唯心迴轉善成

門」，認為「心外無別境」，一切現象都是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而立，真

心就如同摩尼寶珠一般，世間諸法只是寶珠上隨緣顯現的影像；故世間

的「善」、「惡」諸法亦不離此心，除此真心無其它境相可言，此即三界

唯（真）心造之義。且若隨順此心可趣入涅槃，逆轉則落入輪迴，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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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虛妄唯一心作，生死涅槃皆不出心。」11 

然而智儼自問：既然世間諸法皆依此心而有，若有人先見有一障礙

物（此時見「有」），之後再將其移走（此時見「無」）。那既然障礙物已

經不見了，又怎麼能說此物是「因心而有」呢？（即為何心仍在而物卻

已無呢？）智儼回答： 

 

若隨虛妄心中轉者，此障外物亦隨心之有無，此亦心隨去物、 

不去物而轉。若論如來藏性真實淨心說者，此物不動本處，體應 

十方。性恒常轉，縱移到他方，而常不動本處。此即「緣起自在 

力」。12 

 

當物在時，內心覺得「有」，物不在就覺得「無」，這種隨物迴轉的

心，是眾生的「虛妄心」，透過此心所認知的現象（例如認為障礙物不

見了）則是「妄相」。若以如來藏真心「本覺」（性恒常轉）的立場來看，

則沒有「有無」、「來去」這種二元對立的看法。真心能夠隨緣應化（體

應十方）且不隨外境而轉（不動本處），這種透過真心生起的認知，例

如說障礙物「不來不去」則是「實相」。智儼稱這種真心隨緣應化，生

起力用的能力為「緣起自在力」，正是因為真心能夠「無住生心」地起

用，所以才能名為「自在力」。四祖澄觀（737-838）亦強調如來藏一心

能「隨緣成有」，具備能作及所做義，並強調此與唯識宗認為，第一義

心沒有起用（能作）義，而是因所迷而識轉變有所不同，「若法相宗第

一義心，但是所迷，非是能作。」13可知華嚴宗更強調絕對真心的隨緣

                                                 
11

 智儼，《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冊 45，頁 518。 

12
 同上註。 

13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5，《大正藏》冊 36，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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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性。 

（二）眾生身心世界皆依妄心所現故不得自由 

宗密曾對「心」作四種分類：第一是人的心臟（肉團心）。第二則

是對物質及精神現象能夠分別、解讀、記憶的能力，唯識學家稱為八識，

如眼識能「見」、耳識能「聞」，第六識能夠「分別、了知、決斷」等，

由於八個識的共同作用能夠攀緣外境、思慮善惡，故宗密稱之為「緣慮

心」。第三是所謂「集起心」，專指第八識（又名阿賴耶識）。眾生在生

死輪迴中的記憶，會被保留成為阿賴耶識的種子（稱為「集」），而成為

此生造作種種善惡業行的重要參考（稱為「起」）；正因為第八識有憶持

不忘及生起現行的功能，眾生才會因業果感召而輪迴於三界六道，這就

是眾生受到過去陰影的束縛而不得自由的最重要原因。第四即是「真心」，

宗密對其解說為：「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

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為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

為真如，都是如來藏。」14就是說，第八識的自體其實源自於真心，若

此真心與無明妄想合和，則會妄現成為俱含染淨的藏識（即第八識），

若不爾則真心即是具足真如自性的如來藏。 

因此，前三心皆是真心因無明所妄現的「妄心」，並非真實存在。

而眾生依妄心所見皆是八識所變現的妄法，故說「諸法唯識變」，宗密

在《原人論》中，依唯識觀點描述眾生妄心生起時的狀態，說就好像一

個得重病或是正在作夢的人，在心智昏沉時或在夢中，會執幻影、夢境

為現實一般，必須要等到病癒或者夢醒時才知道夢幻中一切所見皆非真

實，既然眾生所見皆是顛倒不實的幻境，當然就不會是真正自由的。 

                                                 
14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冊 48，頁 401。 



 

從華嚴宗性起思想探討自由意志  139 

 

 

須注意的是，宗密強調此四種心「本同一體」，若認為真心和阿賴

耶識「別有自體｣則是惡慧（錯誤的知見）。因此，真、妄二心只能說是

不一不異，所差別者乃無明的有無。那麼依真心所起的自由意志與眾生

依妄心所現的身心世界，彼此之間又有何關聯呢？華嚴宗是以「性起」

及「緣起」來表述二者的關係。 

三、真心性起與妄心緣起 

如前文所述，智儼在解釋《十玄門》之「唯心迴轉善成門」中，稱

真心隨緣應化、生起力用的能力為「緣起自在力」，然而真心若是依緣

而起，又如何能自由呢？ 

對於這個問題，可從華嚴三祖法藏（643-712）對「唯心迴轉善成

門」的說明中得到線索： 

 

此上諸義，唯是一如來藏，為自性清淨心轉也。但「性起」具德

故，異三乘耳。然一心亦具足十種德，如《性起品》中說十心義

等者，即其事也。所以說十者。欲顯無盡故，如是自在具足無窮

種種德耳。15 

 

  相互比對兩位祖師對「唯心迴轉善成門｣的解說，智儼將真心起用

稱為「緣起自在力」，這是強調真心生起的任運自在，法藏則以「自性

                                                 
15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4，《大正藏》冊 45，頁 507。《性起品》之

十心，是指十種譬喻，能入勝行門，知、見如來心，即平等無依、性無增減、

益生無念、用興體密、滅惑成德、依持無礙、種姓深廣、知無不盡、巧便留

惑、性通平等。見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6，《大正藏》冊 35，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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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心轉」來表述，這是強調真心無住生心時所具足的無量功德，16其

廣大就如同《華嚴經．性起品》中對佛功德的十種譬喻。而這種具足功

德的真心力用，不同於三乘所說的「緣起」，華嚴宗稱之為「性起」17，

詳論如下： 

緣起論可說是佛教哲學的重要基石，而對於緣起的內涵，佛教各宗

派基於自宗的思想體系，各自均有著不同的立論基礎。如部派佛教提出

「業感緣起」，謂世間一切現象與有情的生死流轉，皆由眾生之業因所

生起。唯識宗則說是「阿賴耶緣起」，主張世間的森羅萬象都是由此識

所執持的種子所現行，故能為一切有情的根本所依；然上述緣起皆「依

因緣而起」，而華嚴宗的「一乘緣起」，則是不待他緣，直接由其自性本

具的性德生起，一切事物隨其真實本性而顯現，名為「性起」。 

（一）「性起」乃指真心現起諸法 

「性起」一詞出自晉譯六十卷《華嚴經》之〈寶王如來性起品〉，

經中說佛自覺聖智恒與真如本性相應，能遍應諸緣，起諸妙用，度化眾

生，其德用從佛的真心自性依其本願力自然生起，故名性起。據此品所

說，性起屬果，是盧舍那佛的法門；華嚴宗即依此建立性起說，以與世

                                                 
16

 亦有學者認為，兩位祖師在此處論點的差異，智儼是將「唯心｣解釋為絕對

性的實踐主體，故能作出善、惡，淨與不淨二種樣相的世界。而法藏則將此

唯心之心，現成為究竟者的佛之心，故能明現出一切事象唯心之超絕性和自

在性。參見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台北：東大圖書，

2011 年）頁 133-135。 

17
 在智儼的著作中，三乘教是泛指大乘教，一乘是指《華嚴經》的教學，智儼

論及一乗緣起和三乘緣起的不同認為「三乘緣起，緣聚即有，緣散則離，一

乘緣起，緣聚不有，緣散未離。」（出自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卷

4，《大正藏》冊 45，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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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諸法緣起作區別。 

智儼在《搜玄記》中解說性起一詞云「性者體，起者現在心地耳，

此即會其起相入實也」18。「性」就是體，即眾生的真心、佛性，而性起

即是眾生的真心不假外緣，依根本直覺所闡發的心地，因為不具無明，

故所見者即實相（會其起相入實）。 

華嚴三祖法藏（643-712）承襲智儼的思想並有所發揮，他在《探玄

記》中，是以佛性的不變義來闡述性起： 

 

佛性論如來藏品云：「從自性住，來至得果，故名『如來』。」

不改名「性」，顯用稱「起」，即如來之性起。19 

 

法藏認為，根據《佛性論》的〈如來藏品〉，一切眾生的自性（又

名佛性、如來藏）皆與佛陀無異，而這自性無論在因位時或在果位時，

體性皆無有異。而「如來性起」的「如來」即是指此自性，而「性」是

指這自性「不改」之意，「起」則是自性的顯用。因此「性起」即不變

的自性顯發力用。至於性起之異於緣起，智儼在《孔目章》中表示： 

 

性起者，明一乘法界緣起之際，本來究竟，離於修造。何以故？

以離相故，起在大解大行，離分別菩提心中，名為起也。由是緣

起性故，說為起，起即不起，不起者是性起。20 

 

性起乃是就一乘而非三乘來說緣起，這種緣起的「起因」，智儼說

                                                 
18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4，《大正藏》冊 35，頁 79。 

19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6，《大正藏》冊 35，頁 405。 

20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卷 4，《大正藏》冊 45，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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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薩基於慈悲願力（大解大行）所生起（度生）的菩提心，這種起是

離相、平等無分別且不假外緣（離於修造）的，故說為「緣起之際」，

此處之「際」乃極致、際限之意。然而這種真心生起的境界，是佛、菩

薩依自心現量所顯現的實相，是緣於菩提心與大悲心而生起的果法，但

若就世間緣起法來看，諸法皆無自性，而要將無性之理顯於緣處，故將

之名為「性起」，但雖說是「起」，但其實是「起即不起」；性起既然是

離相、離分別，那當然是一種自由意志的顯現，而這是高果位的佛、菩

薩的修行成就，故智儼說性起乃「義是一乘，若證位在十地」。21那麼，

作為凡夫的芸芸眾生是否就無法「性起」呢？關於這一點，智儼依「始

終」和「闊狹」兩個觀點來答覆。 

（二）無論凡聖者皆可稱性而起 

智儼云：  

 

問性起分齊云何？答此有二義，一始終相對，二闊狹相對明分齊。

初始發心至佛，性起終至大菩提大涅槃流通舍利也。闊狹頓悟及

三乘始終，出世至聲聞緣覺，世間下至地獄等諸位也，仍起在大

解大行大見聞心中。22 

 

就「始終」的的觀點看，一個修行者從初發心至成佛證入涅槃，只

要能抱持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心，皆可依真心覺性而性起。就「闊狹」

的的觀點看，從下至地獄道的眾生，到世間凡夫，以及三乘修行人，如

                                                 
21

 出處同上註，頁 580。 

22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4，《大正藏》冊 35，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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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出世法的聲聞緣覺、修頓悟的禪宗，以及大乘修行者，皆可由性起經

聞、思、修的歷程得（大）解、行、證。為了強調性起範圍之「闊」，

智儼自問： 

 

若聲聞等有性起者，何故文云於二處不生根。答言：不生者，不

生菩提心性起芽。不言無果葉，若無者微塵中不應有經卷。23 

 

如果說聲聞緣覺也能性起，那為何《性起品》中，以大藥王樹譬喻

如來智慧，並說大藥王樹於聲聞緣覺和地獄有情之處不能生根，24其意

是否是此二處眾生無由性起，因此斷絕了生起如來智慧的可能？智儼回

答說，經文所說之聲聞緣覺和地獄有情眾生，不能生如來智慧，是說他

們「不生菩提心性起芽」，也就是聲聞緣覺只求自度，地獄眾生受苦無

量，皆不能發起度生之菩提心芽，當然無法成就如來功德智慧。但此二

類眾生發菩提心的根本—真心（即上述引文中的「經卷」與佛無異，待

機緣成熟時仍能發起菩提心而成就大藥王樹之果葉。 

然而，依前文華嚴性起是指十地果位以上的佛、菩薩稱於法性無住

生心而起的果法，今又說凡夫亦能性起，此中原因何在呢？。 

（三）「緣起如幻」：華嚴思想下的如幻觀 

眾生依緣起所見之世間諸法，與性起所生起的實相，彼此間的關係，

宗密藉用他的老師，華嚴四祖澄觀所說「如幻五法」：一個幻師（魔術

                                                 
23

 出處同上註。 

24
 原文為：「佛子！如來智慧大藥王樹，唯除二處不得生長，所謂：聲聞、緣

覺、涅槃、地獄、深阬及諸犯戒、邪見、貪著、非法器等」，見佛馱跋陀羅

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頁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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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用一條手巾折成一匹馬來解說。宗密云： 

 

法性如巾，真心如幻師。分別識如幻術法，幻術法有種種差別。

幻師是一，分別識亦種種差別，而真心唯一。喻中既但馬是無，

不妨巾元是有。幻師作法，法合中亦但我法是無，不妨其心為有。

但識分別種種，然迷執實馬者，是傍人。非幻師自執。法合中，

執我法者。是六七心所。25 

 

為方便解讀，依上文作表如下： 

眾生的真心，就是譬喻中的幻師及能夠折成馬的樣子的手巾（即「性

起」具有能用及所用的能力），眾生的心識則會將真心所現之境，做出

種種分別妄想，如變魔術時觀眾所見的幻境；因此，由眾生第八識的依

他起性（此時即「緣起」）故產生了「所幻馬」。需注意的是，所幻馬雖

說其實是「長得像馬」的手巾，但不能說「沒有馬」，因為此「所幻馬」

對眾生言仍是具有「真馬」的一切作用（此即真心不具無明時的妙用—

性起），所以說「馬有即無」（有馬的作用，但其實無馬），這就是「如

幻」，而真心之所以能夠有此「幻化諸法」的能力，那是因為真心「我、

法即空」故，也因此引文中宗密用「馬無不妨巾有」來表達真心性起的

能力。 

                                                 
25

 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卍續藏》冊 9，頁 584。 

譬喻 
一、 

幻師及所依巾 

二、 

術法 

三、 

所幻馬 

四、 

馬有即無 

五、 

癡執為馬 

解讀 真性（心） 心識 依他起 我法即空 迷執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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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中的「心識」，是由真心受無明遮障所妄現的心，此時真心的

「智用」已轉成妄心的「識用」，宗密於引文中說「我法是無，不妨其

心為有」，就是指由妄心所生起的我、法，若以真心的立場來看是「無」

（不是真正存在，但亦非空無一物，只能說是「如幻有」），但真心所現

則是實「有」。眾生依妄心所起的「識用」，卻會將「所幻馬」誤認為實

有一匹馬，其原因是眾生「迷執我法」故，正因如此眾生就無法生起自

由意志。而真心性起與妄心緣起間的關係，本文以下圖表述。 

 

 

 

 

 

 

 

 

圖 1：華嚴思想之真心性起與妄心緣起關係圖 

 

十地果位以上之佛菩薩，依真如本覺性起的過程，本文以上圖中，

左側之圓圈表示真心與白色箭號為「性起」來表示；此時因真心不受無

明遮障，故能於空中生起妙用。然眾生則不然，雖真心仍能如佛一般性

起，但因真心已為無明所覆而（幻化）成為妄心（以上圖右側之黑圈表

示），故會執世間諸法為實有，此時即用「緣起」表述（即圖中內含白

色箭號的黑色箭號）。26故緣起乃為無明所覆的性起，當緣起不具無明時，

                                                 
26

 此圖以無明為性起與緣起間的中介，其義即如同日本學者指出，「賢首教學

不同於其他一般緣起說法，以起初先設立一定實體的概念，然後由於萬象升

無明 

妄心 （世間） 真心 （出世間） 

性起 緣起 

如來

藏 

如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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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一乘緣起—性起，故性起與緣起二者實為不一不異。 

然而對於眾生而言，依此二者所見卻是有所差異的，舉例說明如下：

眾生對世間諸法的認知，就如同操偶師演布袋戲一般，布幕就像是無明，

會將操偶師雙手的動作（比喻為眾生的性起）完全遮蓋住，眾生的認知

就是布幕外的生離死別、恩怨情仇等劇情（比喻為緣起），緣起雖然都

只是妄相而無自性，但眾生卻都會將其認假為真，此時所見所聞，凡夫

都認定為事實（又稱「俗諦」），而眾生依真心性起的境界，其實才是真

正的實相，此乃「真諦」，但對此凡夫是不得而知的。因此，眾生的性

起（布幕裡面的雙手運作）和緣起（布幕外面戲偶的劇情）其實是同時

在進行的，只是眾生僅知緣起而不知性起。此外，由上圖亦可得知，若

離性起也不成緣起，故在華嚴思想中，不管是世間法或出世間法，一真

法界皆是因性起而有，如宗密云： 

 

既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全是性起，則性外更無別法，所以諸佛與眾

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收，塵塵悉包含世界，

相即相入，無礙鎔融，具十玄門，重重無盡，良由全是性起。27 

 

世間出世間法的一切本源都因真心性起而顯現，離性起則不見諸法，

故萬法皆因真心而有，且由於真心之體性（空性）具平等無二的性質，

故淨土穢土、佛與眾生因此能相即相入，彼此圓融無礙，構成一個重重

無盡的華藏世界。然而由於眾生所認知者，皆是依具有無明性質的緣起，

                                                                                                                   

起說真如緣起（正即是無明緣起），假使真如也是諸法緣起素質，若不安立

無明為中間的媒體，則不能成立萬象生起之理論」。見龜川教信著，印海譯，

《華嚴學》（台北：佛光，1997），頁 137。 

27
 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卍續藏》冊 5，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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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起的諸法，故其所見並非真實，但也非空無所有，只能用如幻似夢

來形容，這就是「華嚴如幻」的觀點。然而，若是眾生身處如幻夢般的

世界中，又執夢境裡的一切為實有，那眾生一切所作所為豈非皆是「夢

中人行夢中事」？那眾生不就永遠無法從夢境中醒來，也再也無法擁有

自由意志了嗎？ 

法藏在《華嚴遊心法界記》中，以「無明」、「淨心」的「有力」、「無

力」，來解釋眾生因緣起而有之流轉與還滅間的關係。即「流轉時無明

有力而淨心無力」，此為稱為「染緣起」。而「還滅時無明無力而淨心有

力」即是「淨緣起」，華嚴教法就是希望眾生透過「淨緣起」去努力修

行以獲得最終的自由。 

四、眾生重回自由之路──淨緣起 

如前文所述，華嚴宗認為一切都由真心「法爾常起」，不待別遇外

緣以遷之，故在華嚴思想中「性起唯淨」；然若真心為無明所覆，眾生

所知所見就是以妄心行妄法。而為了要解說染法的來源，以及眾生如何

淨除惡業以回復本心，宗密承繼法藏，別說「緣起門」來解釋，緣起則

通染、淨。宗密云「一法界心成諸法者，總有二門，一、性起門；二、

緣起門」。其中緣起又分染、淨緣起。 

（一）染緣起故使眾生輪迴六道不得解脫 

染者，謂諸眾生雖(身)中，全有如上真性及性所起過塵沙之善法，

良由迷之不自證得，便顛倒遍計，別執過塵沙之惡法，故云染緣

也。28 

                                                 
28

 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卍續藏》冊 5，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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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真心原就具足善法，但若不能自證本心而為外境所迷時，就會

造作無窮惡事，稱為「染緣起」。宗密認為，眾生不能認其真心的根本

原因，主要來自「無始根本」及「展轉枝末」兩種無明。根本無明又稱

為「獨頭無明」，原因是此無明」迷本無因，橫從空起，不同餘法展轉

相因」，29這種無明會讓眾生「迷真」、「執妄」。所謂迷真，就是《華嚴

經》〈十地品〉：「於第一義諦不了，故曰無明」。所謂執妄，就是不識本

自身心法爾具足，自然如是，別執妄心及一切外法為實有，由此而妄認

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另外枝末無明則會使眾生。（1）、

因前根本無明而心起煩惱。（2）、由此煩惱而造諸惡業。（3）、由造業故

流轉生死不已。 

為說明眾生因無明而起惑造業，真心受到層層染著而漸次失去自由，

宗密將此過程細分為十種狀態，稱為「染法十重」：30 

   （1）本覺：即一切眾生皆有本覺真心，這是眾生心最原初的狀態。 

   （2）不覺：即無明無因而起。 

   （3）念起：就像人開始作夢一般，如《起信論》所說「依不覺故 

        心動」。 

   （4）見起：由於妄想生起，引起「能見」，就是產生種種錯誤知見 

        的主體。 

   （5）境現：由於有能見的主體，因此就有所見之客體。如同夢中所 

        見的各種景象。 

   （6）執法：因為不知道世間所見皆是自身妄心所現，就會將其認為 

                                                 
29

 出處同上註，此亦同《楞嚴經》所說（無始）無明無因而有，但須注意此無

因只是說「真心為無明所迷的真正原因，非凡夫能得知」，否則會讓人誤解

為佛教亦接受外道的「無因論」（認為萬物乃無因無緣，自然而生）。 

30 見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冊 48，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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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有。就好像夢中人自然而然地將夢中事認為是真實存在一 

        般。 

   （7）執我：由於執著外境為實有，那就會認為有一個「我」在分別、

了知這些外境，於是就認為實有「我」的存在。就像夢中受苦

時，會認為受苦的我是完全真實的。 

   （8）煩惱：由於我、法二執，就會產生貪、瞋、癡三毒；如同人在 

        夢中有違、順等事亦會生起貪愛和瞋恨等心。 

   （9）造業：在三毒心的牽引下，就會造作各種惡行；如夢中人亦會 

        在夢中造作惡事。 

（10）受報：依據因果律，造業必受果報，故眾生會因其業力牽引

受六道輪迴之苦，所謂「依業受果，不自在故」。 

若隨順染緣起，就會愈發執著地認為實有一個「我」和「我所」，

而不知這些都是「緣起如幻」的；於是對世間的五欲更加貪著，對世間

的功名利祿，乃至種種恩怨情仇更加地難以放下；殊不知正是這種「黏

著」，讓眾生不得自由；因此，華嚴宗認為，要能得解脫自在，修行人

就必需在業力洪流中，以清淨心及清淨行翻轉業果，逐步地改善心的狀

態，才能夠有一天能做真正的自己，而不是心隨業轉，這就是「淨緣起」。 

（二）眾生須依淨緣起方能改善自心得解脫 

宗密說：「淨緣起者，（起信）論云：以有真如法故，熏習無明。則

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31淨緣起的起因，是因為真心本覺的力用，

知道要除去無明，才能求得涅槃解脫；眾生因此才知道要讓妄心起善念，

去厭離生死的無常；修行人便是以此厭離心來熏習妄心，相信外境生滅

                                                 
31

 宗密，《圓覺經大疏》，《卍續藏》冊 9，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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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起因於自心妄動，故需修遠離自心妄動之法（如禪定，內觀等），並

以種種方便起隨順真如行（如六波羅密等），才能做到不取不念，無住

生心得自在無礙。對於染緣起產生之十重染法，宗密提出「十重覺悟」

加以對治。 

第一是「頓悟本覺」：即頓悟自心原具清淨佛性，這是「解悟」。第

二是「發心佈苦」：大乘菩薩要發三種心：大悲心，決心度苦難眾生。

發智心，通達一切法。發願心：願修萬行以滋長悲智二心。第三是「修

五行覺妄念」：五行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覺妄念就是

覺知前念起惡能止，後念令其不起。第四是「開發」：就是開發前面所

發的悲、智、願三大心，即真正努力去實踐，而非僅止於發願。第五是

「我空」：除去貪欲、瞋恚、懈怠、散亂等心，讓心能保持在長寂常照

的狀態，如此才能離我、我所。第六是「法空」：知道諸法隨緣所生無

自性，故能觀諸法如夢幻，悟色空不異。第七是「色自在」：證得諸法

為心所現，因而能對色法不執著並運用自在。第八是「心自在」：已不

見外有定實之境，故能起心無礙。第九是「離念」：自心已能無所不照，

所以能離有念無念的妄想。最後則是「成佛」：覺悟眾生心體本來平等，

冥契根本真淨心源，這時才能得知「一切眾生皆同等正覺」的真實義。 

由上述「十重覺悟」的過程可知，要將眾生長期受到無明的薰染的

妄心，轉化成自在無礙的真心，需要一個長遠修行的過程；因此眾生自

由意志的獲得，當然也不會是一蹴可幾的。然而這十重覺悟，畢竟仍偏

向理論，其具體實踐的修行步驟，宗密則詳述於十八卷的《圓覺經道場

修證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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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顯自由意志的實修之路 

宗密於《圓覺經道場修證儀》所提出的實修法門，32主要分為三大

部分，第一部分，道場法事七門：這是規定前修的注意事項，目的在使

修行人能在放下萬緣，身心清淨的狀況下專心修行。第二部分，禮懺法

門八門：是請佛加持教導，並志心懺悔往昔所造惡業，是進入坐禪的前

行準備。第三部分，坐禪法八門：禪定時透過「止」、「觀」兩種心的運

作，來逐次改善心的狀態，此乃宗密修證法門的要點，詳細說明此八門

如下： 

1.「總標」：強調止（修定）、觀（修慧）雙運的重要性，一般凡夫

大多躭著於世間塵事，不能深入佛理，這是因為有慧（世間小聰明）無

定，因此心多昏沉散亂，攀緣世藝，並沉溺於欲樂中。若有定無慧，則

如暗夜欲行，有足而無目，因此要「坐禪」以雙修定慧。 

2.「調和」：坐禪之前，需先調整飲食、睡眠、身、心及呼吸，目的

在使身體及心理都能夠放鬆而專注。 

3.「近方便」：是五種禪坐前內心應有的知見。一、欲，遠離妄想顛

倒，好樂一切善法門，故名為欲。二、精進，堅持戒行，棄捨五蓋。三、

念，念世間虛偽，唯禪定得生智慧可貴。四、巧慧，世間樂，如刀口上

蜜。禪定智慧樂，屬無漏寂靜之樂，能斷離生死，如是分別名為巧慧。

五、一心，一心決定如金剛，修行止觀。為天魔外道所不能壞，設使因

此命終，亦勝無量劫來造業命終，是名一心。 

4.「辯魔」：坐禪時可能會遇到的四種魔事，一、煩惱魔。二、陰界

入魔。三、死魔。四、鬼神魔。而除魔的方法有二：一修止，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不愛不怖亦不取捨，彼自當滅。二修觀，若見種種魔境，用

                                                 
32

 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卍續藏》冊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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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去，則反觀無有能見之心，既心無處所，魔何所惱，能如是觀則魔

當謝滅。 

5.「治病」：眾生因不善調適身、心、息，才會生病。坐禪的人若能

善用心，則各種疾病自然消除。 

6.「正修」：修止，即將心安住於一處。止有二種，一者事止。二者

理止。事止即是守境制心，如繫心鼻端使心不散亂，是名守境止；理止

乃隨心所念，一切諸法悉知從因緣生，無有自性，心即不取着，若心不

取着則妄心息。修觀，亦有兩種，一是事觀，如不淨觀治婬欲，慈心觀

治瞋恚。二是理觀，即觀諸法無生，過去、現在、未來心皆不可得，使

三業寂寂不動，即是正定，若得正定，則豁然大悟心如虛空，發實相智

慧。 

7.「善發」：修行人若修止觀得成就時，於禪坐中自覺身心明淨，即

可開發種種善根。善根開發後會有二種相，一是外善根開發相，所謂布

施、持戒、孝順父母及尊長等。二是內善根開發相，包含一、得各種禪

樂境界，如身心安定、悅樂清淨，這是不可以言語譬喻的。二、能分別

禪定時所得境界何者是真，何者為偽。三、能以止觀長養善根，繼續精

進修行。 

8.「證相」：若修行人如實依法修止觀，即能了知一切諸法，皆由心

生，因緣虛假不實如空，這是「從假入空觀」，但若心長住此觀，則會

認為一切諸法，皆悉空寂，如是思惟即不生喜樂，恐墮聲聞辟支佛地。

因此若以「無為」為入正位，其人終不能發慈悲度生心。而菩薩為度一

切眾生，成就一切佛法，就不能取著無為。此時應修「從空入假觀」。

就是觀察心性雖空，對緣之時亦能幻生諸法，猶如夢中事雖非實有，眾

生卻認為有見聞覺知等，差別不同的相狀。修行者如是觀行成就，即知

一切諸法畢竟空寂，亦能於空中，依佛力故修種種利他行，如空中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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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能分別眾生諸根性，成就無量辯才，利益六道眾生，這是「從空入

假觀」。 

若能於此更進一步，諦觀心性非空非假，亦不壞空假之法，如此照

見即能通達心性之中道義，圓照空假二諦，若能於自心中，見中道二諦，

即見一切諸法之中道二諦，亦不取著中道二諦，以決定性不可得，乃名

中道正觀。宗密認為，中道正觀才是龍樹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的實義，唯依此方能入如來室、著如來衣、

入佛境界。 

  以上即為宗密所說，從凡夫到修行成佛的法門及步驟，若仔細分析

其竅門所在，即是自力（定慧等持）與他力（佛力加持）並重，並以持

戒、懺悔及發願度生作為成就佛道的助道因緣；故知華嚴宗有關自由意

志—性起思想的建構，其目的不僅止於說明眾生心的流轉與還滅，而是

使修行人明瞭，除了自心仍為無明所限外，最重要的，是提出一套具體

可行的修行步驟，讓修行者可依之實修而獲得最終的自由。 

五、結論 

華嚴思想的核心，在於以真心開顯世間、出世間諸法，如經中說「若

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對於真心運作的

自在無礙，華嚴宗人稱之為性起，性起就是真心無住生心地生起作用，

雖說這是高果位佛、菩薩的修行成就，但這不意味眾生就不能性起，與

眾生只是因真心為無明所覆，故其真心的起心動念，轉由妄心作主而成

為染、淨緣起。因此，若從眾生皆可性起此一觀點來看，「人皆擁有自

由意志」並不違反華嚴教理，此與西方學者用決定論來探討自由意志有

所不同。另一方面，若是從眾生心會受貪、瞋、癡三毒的影響，而不得

自在解脫來看，亦可言眾生「不能依自由意志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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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佛教所說的「無我」，是否就直接否定了自由意志存在的可能 

性？事實上，在宗密所提出的「染法十重」中，也認為「我」（包含我

執及法執）是自心解脫的障礙，因此宗密才會在「十重覺悟」中，提出

要去除我、法二執，才能不執世間諸法為實有，而證得「心自在」。所

以「無我」當然也是華嚴宗的教法之一，只是華嚴宗更進一步提出，無

我之外眾生「皆有如來藏」；而如來藏是離我、我所的，因此就華嚴宗

的觀點看，「無我」並非是對自由意志的否定，相反地，「無我」是證成

自由意志的重要因素。 

對於學者認為，「人可有不同程度的行動自由」，或是認為「在對可

能的後果做出明智的思考後，人們可以選擇並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

此皆可歸於「淨緣起」的範疇，亦即當眾生於緣起中，「淨心」之力大

於無明時，眾生心就有可能在接近自由意志的狀態下做出對自己最有利

的抉擇。然而即使是「淨緣起」，眾生仍無法完全脫離無明之力的掌控，

此即為何羅睺羅．化普樂認為「眾生不可能有自由意志」、或神經科學

家哈里斯認為「自由意志只是一種錯覺」的原因。 

如華萊士（B. Alan Wallace）所說：「不同於追問人是否有自由意志，

佛教傳統採取了更實用的視角，著眼於探索何以實現更大的自由」33，

華嚴宗亦認為，要能夠完全顯發自性、真心性起，這不是依據理論就可

以去「解悟｣的，而是經過長遠修行及度生才達到的成就。因此宗密才

會在《圓覺經道場修證儀》中，詳述如何在透過禮懺、求佛加持及止、

觀雙運等實修法門，來逐次改善內心的狀況，最終能擺脫無明的束縛而

達到真正的自由。 

                                                 
33

 B. Alan Wallace. “A Buddhist View of Free Will Beyond Determinism and 

Indeterminis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8, No. 3-4, 2011, pp. 

21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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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文認為，對於西方學者所提出「自由意志」的見解，若將

其置於華嚴如來藏思想的架構下來看，其實不離緣起與性起，故而若將

華嚴性起思想納入自由意志討論的範疇，就能合理地融攝學者間不同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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