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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本末究竟

十如是是哪十個？

十如是真的有十個？

十如是說的又是什麼？

如是如是，

從歷代祖師的翻譯與解釋中，

一起來探討十如是的真義。

【究竟成佛妙法華】專輯

《法華經》十如是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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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自第二〈方便品〉到第九〈授學無學

人記品〉，闡釋「於一佛乘方便開三」、

會聲聞乘歸一佛乘的如來出世本懷。

第二大類從第十〈法師品〉到第二

十一〈囑累品〉，關注的課題包括弘宣

《法華經》的「法師」、如來的久遠性、

真理付囑與塔廟建立等。

自〈囑累品〉以下諸品為第三類，

講述菩薩等的踐履事跡。

這三大類經文事實上是在不同時代

成立的，從梵本也可看出所用語言的差

異。概略地說，第一大類的頌文成立最

早，約西元前一世紀，語言屬東印度；

長行約在一世紀成立，語言屬北印度；

第二大類約成立於西元100年，語言屬

西北印度；第三大類約成立於二世紀後

半，語言屬西北印度。

第一大類即是「原始法華經」部

分，〈方便品〉尤為核心的一品。此品

中有幾個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聚

焦於甚受關注的「十如是」。

「五何法」或「十如是」？

在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

中，有一段「十如是」的經文，對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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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華經》素有經王之稱，是對中

國佛教思想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經典。

然而，這部經典並非一開始就在中國佛

學界取得最高地位，南北朝時的判教，

一般將此經排列於諸經之後，大乘《涅

槃經》之前，也就是說《法華經》低於

《涅槃經》，因為後者明白開顯佛性常住

的奧義。

《法華經》能提升到最高位次，實

賴於慧思對圓教實相的體悟與闡發，其

高徒智顗再進一步，將此經為依經的博

大精深天台教學體系建構完成。此後，

中國佛教各主要宗派學派的實際創立者

都無法避開對此經的詮釋與定位。例

如，與智顗時代相重疊的三論法匠吉

藏，是撰寫此經注疏最多的祖師；法相

疏主窺基東遊五台時，在博陵應請開講

而留下《法華玄贊》；華嚴宗師法藏在

判教論述中，使用許多篇幅解釋《法華》

與《華嚴》的一乘義差別。

《法華經》是初期大乘的重要佛

典，內容豐富多元，經中明顯可看到主

題的轉換。《法華經》的整體內容可分

為三大類（依鳩摩羅什譯本的品序）：第一大

十如是到底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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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梵本的對應文句中譯如下：

「舍利弗！如來為如來說示如來了知的

諸法。舍利弗！如來說示一切諸法。舍

利弗！如來了知一切諸法：『這些法為

何、這些法如何、這些法似何、這些法

的相狀、這些法的體性。這些法為何、

如何、似何、相狀、體性。』對於這些

法，如來是現見者，非不現見者。」

藏譯本與此大同。《法華經論》的

譯文也作「何等法、云何法、何似法、

何相法、何體法」，學界有以「五何法」

稱之。《正法華經》譯文晦澀難懂，但

也只有五項或六項，透過對竺法護習慣

譯詞的考察，多與梵本能夠對應。

羅什譯本譯文則為：「佛所成就第

一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

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

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

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

等。」

其中，「佛所成就第一難解之法，

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大致對

應於梵本的「如來為如來說示如來了知

的諸法⋯⋯如來了知一切諸法⋯⋯如來

是現見者，非不現見者。」其中，羅什

譯本最大的特色，是出現「諸法實相」

的譯詞與十個如是的項目。

依據梵本，如來了知與教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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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論的建構有很大影響，是「一念三

千」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祖師一向

依羅什譯本來理解和詮釋《法華經》，

但此譯本的十如是卻是非常獨特的翻

譯，因其多數項目並無法在現存梵本、

藏譯本和其他兩漢譯本（竺法護譯《正法華

經》與菩提流支等譯《法華經論》）中找到對應。

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羅什譯本外

的其他經本大抵是可對應的，都只有五

個項目；而五項中又只有兩項（相、性）

與羅什譯本相符。有學者推論：由於

《法華經》這段文句過於抽象難譯，羅

什於是徵引《大智度論》的相關說法來

輔助意義的解明，可能負責筆受的弟子

缺乏對照原本的語言能力，以致將解說

部分也混入經文。

若再對照現存《法華經》梵本，另

有兩處類似的經文，一是〈方便品〉十

如是段的長行後重頌，可見到五項中的

四項；一是在〈藥草喻品〉長行，可見

到三項。但在羅什譯本也都只譯出意義

較具體的性、相二項。足見羅什譯本對

類似經文的翻譯，採系統性的處理方

式。

譯文比對

為了讓羅什譯本十如是譯文的特殊

性更加顯明，首先將此段經文與其餘諸

本的相應文句進行對比。



香光莊嚴【第八十六期】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29

別殊相（複數形）而言；因此，此處「究

盡諸法實相」應指如來的智慧，能窮究

一切諸法的所有面向的真實情狀。

由於「五何法」或「十如是」的具

體意義無法自經典文脈中求得，古代注

釋家各提出不同的詮釋，是後人理解意

義的重要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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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諸法」（法的複數形）的五個面向，但經

文中未具體說明其內容。羅什譯本則可

理解為如來自十個面向對「諸法實相」

的了知，而十個如是的個別意義，同樣

難以自經文中推索而得。「諸法實相」

在羅什譯經的語境中，通常是指作為諸

法共相的如實體相（單數形），而非就差

世親《法華經論》的解釋

《法華經論》是唯一現存的印度注

疏，其作者是世親，他當然是依據梵文

來研讀此經，所解的是「五何法」。世

親對這五個項目，提出多種解釋，可知

「五何法」的意義是不確定的。

依「證法」解

世親的第一種解釋依「證法」而

說，亦即就佛所覺證的內容而論。依證

法而說主要又分為二種：

扣著〈方便品〉的語境來詮說

「何等法」即聲聞法、辟支佛法、

諸佛法三乘法。「云何法」意指佛透過

因緣、譬喻、言辭所做的三乘詮說。

「何似法」是說三乘都是通於清淨的法

門。「何相法」是說三種法義是一相之

法。「何體法」的意思是三種法的體性

是無二的，並援引《法華經》的意旨說

佛陀教示的無量乘唯是一佛乘，沒有第

二乘。這種解釋可與《法華經》和會三

乘歸於一乘的思想相連結。

表達佛對諸法的全面了知

第二種解釋與《法華經》看不出明

顯的關聯，而與佛教一些相互成對的名

相配合，意在表達佛對諸法的全面了

知。「何等法」即所謂有為法、無為法

等，是部派常用的對於法的範疇區分。

「云何法」指因緣法、非因緣法等，是

法的形構方式。「何似法」指常法、無

常法等，以常與無常代表法的樣貌。

「何相法」指生、住、滅三相法，與不

生、不住、不滅三相法，分別是有為法

與無為法的特徵。「何體法」是說五蘊

體與非五蘊體，因五蘊是一切有為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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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云何法」意謂教法是依於如來所

說；「何似法」指出其樣貌是教化可教

化者；「何相法」說明其特徵是「依音

聲取」，透過音聲（言說）來獲得教法；

「何體法」說明言說教法是「假名體」。

通過上述世親的注釋內容，可以窺

見一位印度祖師在看到梵文的「五何法」

時，如何依據《法華經》的文脈、佛教

對法相的析分，以及言說教法的性質等

三個方面，對五個項目闡釋自己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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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對於何似法、何體法，尚有不同

的解說，茲不贅述。以上解釋應是受到

部派佛教析分法相的模式所影響。

依「說法」解

另外，尚有依「說法」而做的解

釋。就三乘法與一乘法而言，證法旨在

強調「於一佛乘方便開三」、「會三乘

歸一乘」，是唯佛所證的深奧內容；說

法則在說明傳述三乘法義之言說法的諸

般面向。依據說法，「何等法」指名

身、句身、字身等，即承載法義的語

智顗以前諸師的解釋

道生—十一事緣

現存最早的漢地《法華經》注釋

書，是道生的《法華經疏》，其以精要

的言論發揮此經深義。道生將十如是段

分解成十一事緣，最後的「本末究竟等」

被二分為「本末」與「究竟等」。道生

認為這十一個事緣在說明「萬善」，即

與成佛有關的一切事項。

「相」指外在特徵，如煙是火相；

「性」指內在性質，如能燒是火性；

「體」是相、性二者的合稱。未生起作

用的潛能是「力」；已生起作用的狀態

為「作」。能生的主要條件是「因」；

從旁輔助的條件是「緣」。心中所期望

完證者是「果」；圓滿實踐所體得者是

「報」。萬善的始點是「末」；佛慧的終

點是「本」。唯有佛能了知以上諸事的

真實內涵，通曉它們的本源與終極，所

以總結說「究竟等」。

雖然，道生的解釋非常簡略，各項

目的具體意義難以知悉，但可知這十一

事緣都是就成佛實踐的過程與成就而

說，是與《法華經》一佛乘的意義貫通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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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緣」是過去的緣，即宿命力境。

「果」指依現在因所招感的未來果，即

天眼力境。「報」意指將現今的報，相

對於過去的因而論，是漏盡的，即漏盡

力境。「本」是相，「末」是報，總體

而言，是處非處力境。由於十如是為佛

對諸法實相的觀照，玄暢將其理解為佛

所專屬的十種智力的觀照境。

達摩鬱多—與九種法相配

《法華文句》也引到達摩鬱多（法

上）的觀點，他將十如是與《大智度論》

卷31（今本卷32）的九種法相配。每一法

各有九種：體、法、力、因、緣、果、

性、限礙、開通方便。

依智顗的引述，達摩鬱多將「法」

配於「如是作」，因《智論》解釋「法」

的意義為：「如眼、耳雖同四大造，而

眼獨見，耳無見功；又如火以熱為法，

而不能潤。」將其理解為「作用」之

義。「限礙」配「如是相」，意謂諸法

各有其隔別的相。「果」配於「如是

果」、「如是報」二項。「開通方便」

即「如是本末究竟等」。其餘分別與

「如是體」、「如是力」、「如是因」、

「如是緣」、「如是性」相配。達摩鬱多

是在文獻記載中最早注意到十如是與

《智論》文句之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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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瑤—十如是解釋佛智慧的照用

智顗《法華文句》中引述晚道生

25年生的法瑤的見解。他主張十如是

乃在解釋佛智慧的照用，並扣著三乘與

一乘的關係，而論說十項的內容。

三乘開端的別異是「相」，必然成

為三乘為「性」。發心是「體」，隨著心

所能勝任的範圍是「力」，力產生的作

用是「作」。造作行為招感果報為

「因」，此就自身而說；從旁輔助為

「緣」，此就其外力而說。所成就者為

「果」，酬因的受用為「報」。相為

「本」，報為「末」，最終趣向同一目標

為「究竟等」。開始時有三乘的別異，

經歷中間過程的不同努力，最終都趣向

同一的佛果，法瑤以三乘歸一乘作為十

如是解釋的主軸。

玄暢—十如是與佛的十力

《法華文句》又引到法瑤後輩玄暢

的解釋，他將十如是扣著佛的「十力」

來說。

「相」意謂十力各有其相貌。「性」

指眾生依根機各有所習近，即性力境。

「體」意謂眾生根性不同，所喜好亦不

同，即欲力境。「力」是禪定的別名，

即定力境。「作」是業，即業力境。

「因」是道，能通至涅槃，即至處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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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教分別有斷煩惱、侵斷習氣、斷盡習

氣之力。「如是作」的「作」是「行」

的意思，三乘教各有其實踐表現。「如

是因」指感得大果報（佛果）之一乘因，

「如是緣」指感得佛果的萬善，兩者的

意義可有相通之處。「如是果」是相對

「如是因」而說，佛果上酬報因的力用

是「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的

「本末」總結權智境，「本」即「如是

相」，「末」即「如是作」；「究竟等」

總結實智境，指一佛乘的一因一果。

綜觀法雲的解釋，配合〈方便品〉

的權實二智，以三乘法為佛的權智境，

以一乘法為佛的實智境。

究竟 成佛

妙法華

專輯

法雲—權智境與實智境

梁代法雲是南北朝時最著名的《法

華經》注釋家，成為後代注家如智顗、

吉藏批判的首要對象，有《法華經義記》

存世。法雲將十如是的前五項歸為權智

境，與三乘有關；接下來四項是實智

境，關於一佛乘；最後一項雙結權智境

與實智境。

「如是相」意謂三乘教有差別相。

「如是性」的「性」是「不改」之義，

過去聽聞三乘中的某一教，今日即依該

教而修，不可改而實踐他教。「如是體」

是說聲聞乘以四諦教為體，緣覺乘、菩

薩乘分別以十二因緣教與六度經教為

體。「如是力」指聲聞教、緣覺教、菩

天台的圓教詮釋

智顗在《法華文句》中批判了法

雲、法瑤、北地師、玄暢諸家的觀點，

從而提出了自家的詮釋，一共就四個角

度來論說。由於十如是段提到「諸

法」，因此首先用「十法界釋」，以十法

界涵概一切萬法。又經文中說到「佛所

成就第一稀有之法」，所以接著用「佛

法界釋」。經中亦說「止止不須說，我

法妙難思」，第三就用「離合釋」，就佛

的自行與化他的開合而論，此內容微妙

難思議。最後，經文說「唯佛與佛乃能

究盡」，所以用「位釋」，因唯有佛能徹

底了知圓教的位次。

十法界釋

十法界指六凡四聖，法雖無量，但

不出十法界的範圍；每一界又可再做眾

多面向的析分，但不出十如是。地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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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完遂的朗然妙覺。非報非不報，但說

如是報，指大般涅槃。非本非末，但說

本末，本即佛相，末即佛報，是佛自行

的權法。非等非不等，但說究竟等，這

是指實相，是佛自行的實法。即實而

權，因而說「本末」；即權而實，因而

說「究竟等」。

「非∼非不∼」是對中道佛性的表

達方式，「佛法界釋」是就佛的圓滿特

質來論說十法界。

離合釋

「離合釋」乃是就佛的自行權實與

化他權實來論說十如是，是微妙難思議

的內容。從佛的自心而觀，十法界的十

如是都是無上相，乃至無上果報，唯是

一佛法界，此乃佛自行的權智與實智。

如果隨順其他有情的心意（隨他意），則

有九法界的十如是，這是佛化他的權智

與實智。化他雖含有實智，但全統括為

權智；自行雖含有權智，但全統括為實

智。隨順於化他即是開—展開九界十

如；隨順於自行即是合—合為一佛法

界。

位釋

「位釋」主要配合天台圓教五十二

階位來解釋十如是。「如是相」意謂一

究竟 成佛

妙法華

專輯

具足其自界的十如是，其餘九界也都是

如此；此外，每一界又具有其餘九界的

十如是，如此十界即有百界千如，重重

交涉，攝盡一切諸法。

在每一界中，若照見其中九界的十

如是，是權智；若觀照其中佛界的十如

是，則為實智。依據天台圓教的觀點，

每一個眾生都具足無缺，即圓滿具有十

法界，而每個法界又有十如是，「十法

界釋」是就具足一切法的角度來解釋十

如是。

佛法界釋

佛法界是十法界中最高的位次，既

然十如是段提到佛的無上境界，所以，

進一步就佛法界來解釋。佛界是中道的

境界，本不落言詮。因此，是方便地論

說其十如是。

佛界非相非不相，但說如是相，指

萬善緣因佛性。非性非不性，但說如是

性，指智慧了因佛性。非體非不體，但

說如是體，指實相正因佛性。非力非不

力，但說如是力，指菩提道心、慈善根

力。非作非不作，但說如是作，指任運

無功用道。非因非不因，但說如是因，

指圓教初住見道以上的四十一位次。非

緣非不緣，但說如是緣，指一切助菩提

道。非果非不果，但說如是果，指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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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眾生世間、國土世間、五蘊世間「三世間」×

「十如是」），百法界即具有三千種世間。

這三千法可為一切萬法的代表。一念心

與三千法的關係是「非縱非橫」，非一

念心縱向地出生三千法，也非一念心橫

向地包含三千法，而是一念心「即」

（就是）三千法，蘊有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的意涵。

「十如是」做「三轉」的解讀

智顗《法華玄義》中引慧思說法，

將「十如是」做「三轉」的解讀：一、

讀成「是相如」乃至「是報如」，是空

觀，重點在「如」，即空義。二、讀成

「如是相」乃至「如是報」，著重差別

面，是假觀。三、讀成「相如是」乃至

「報如是」，是中道觀，是其所是。天台

圓教強調一心三觀或圓融三諦，即空即

假即中，非隔別次第的關係。

究竟 成佛

妙法華

專輯

切眾生皆有實相，即如來藏的相貌；

「如是性」指性德第一義空；「如是體」

是中道法性理體，以上三項對應於法

身、般若、解脫的涅槃三德，是十法界

的每一位都本自具有者。研修三德而入

於十信位，是「如是力」、「如是

作」；入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

等覺四十一地，是「如是因」、「如是

緣」；妙覺佛地即「如是果」、「如是

報」。相、性、體三項是「本」，力、

作、因、緣、果、報是「末」；本末初

後無非三德是「究竟等」。

一念三千

以上《法華文句》的解釋當然依據

天台自家的義理系統，這是古代佛典詮

釋的一般情形。在《摩訶止觀》中將

「十法界釋」開展成「一念三千」：一

個心念具有十法界；一法界又具足十法

界，即成百法界；一法界具有三十種世

吉藏與窺基的解釋

智顗之後較著名的《法華經》注釋

家是吉藏與窺基。吉藏著有疏解《法華

經論》的《法華論疏》，及《法華玄

論》、《法華義疏》等多部注疏。窺基

撰寫《法華玄贊》一書，在此書之前的

《大乘法苑義林章》對《法華經》的重

要問題多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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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是有為，性是無為。「如是體」即

「何體法」，合五蘊體與非五蘊體而言。

「如是力」、「如是作」合於「何似

法」，力是常法，常法有力能；作是無

常法，因有造作。「如是因」、「如是

緣」、「如是果」、「如是報」合於「云

何法」，因緣果報之中，有為是因緣所

生法，無為則是非因緣所生法；成立果

義的是因，成就報義的是緣；得果的主

因是因，得果的助因是緣。「如是本末」

是「何相法」，生等三相法是末，其體

性是事；不生等三相是本，其體性是

理。「究竟等」則再次說明了法性究竟

的理。

結論

以上從「十如是」的翻譯談到歷代

注釋家的解釋，希望為今日的《法華經》

閱讀者提供一些意義解讀與研讀方法的

參考。羅什譯本中像十如是段這樣與眾

不同的譯文尚有許多，因此，不同語言

經本的對讀，於文句意義的釐清將會有

所幫助。中印祖師的注解有其自由詮釋

的空間，表現出不同的關懷向度，雖然

注釋內容差異甚大，但如果抱持與祖師

對話的態度，可自不同的詮解中獲得理

解法義的啟示。

究竟 成佛

妙法華

專輯

吉藏—就佛因果而論十如是

吉藏《法華義疏》雖說一切法都具

十如是，但依據《法華經》「如是大果

報，種種性相義」的頌文，判定十如是

段主要就佛因果而論。

佛有萬行萬德，吉藏舉波若（般若）

為例來解釋：波若以無著為「相」；無

著的性質不改是「性」；波若以正觀為

「體」；波若的斷惑之功是「力」；波

若的照境之用是「作」；佛果以修習無

所得觀為「因」（因緣）；由實相境發實

相智為「緣」（所緣緣）。「如是果」和

「如是報」的解釋較曲折，最後扣著六

度而說：波若為因，薩婆若（一切智）為

「果」；五度為因，福德莊嚴為「報」。

吉藏以般若為例來說明，是因般若是首

要的波羅蜜，也與三論的無所得思想能

夠相應。

窺基—會通五何法與十如是

窺基的詮釋則嘗試將五何法與十如

是進行會通。《法華經論》為印度瑜伽

行派重要祖師世親所作，甚受窺基重

視，而窺基解《法華經》是依據羅什譯

本，故有此會通的努力。

窺基先依據《法華經論》說明五何

法的意義，再將十如是與其對應：「如

是相」、「如是性」合於「何等法」，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