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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禪之關係
──深明法界觀 好喫趙州茶
中華佛學研究所

研究員
陳英善

摘 要
隋唐時代，有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557-640）的《華嚴法界觀門》
（簡稱《法
界觀》）
，北宋‧夷門山廣智本嵩禪師於《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說到：
「深
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而後代對此偈頌有著不同之看法，有認為「會得法界觀，
參禪了一半」
，但元代‧琮湛禪師於《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中，則認為「深明
杜順旨，好喫趙州茶」
。由此看來，反映了禪師們對華嚴法界觀有著不同看法。然
不論如何，皆在在顯示了華嚴法界觀與禪宗彼此之間有著密切關係。
本論文試圖藉由《法界觀》來切入，探討華嚴與禪宗之關係。首先，對《法
界觀》做一簡單說明，此乃針對法界觀之三觀，來說明三觀各具十門，因此而成
三觀三十門之特色，以呈現華嚴溥融無礙重重無盡法界。其次，則藉用廣智禪師
《法界觀門頌》及琮湛禪師《註法界觀門頌》來說明法界觀與禪之關係。最後，
主要列舉臨濟宗歷代禪師（如南嶽懷讓、馬祖道一、黃檗希運、臨濟義玄，乃至
大慧宗杲等）來做說明，以顯示其如何活用禪觀。
關鍵詞：法界觀、禪、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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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於隋唐時代，有華嚴宗初祖杜順禪師（557-640）《華嚴法界觀門》（以下簡稱
《法界觀》）
，北宋‧夷門山廣智本嵩禪師於《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
（簡稱《法界
觀門頌》）提到：
深明杜順旨 何必趙州茶

1

而元代（或金代）2‧琮湛禪師《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
（以下簡稱《註法界觀門
頌》）對此頌加以解釋云：
通明妙觀玄網，何必參禪問道？此頌帝心禪師（指杜順和尚）集斯觀旨（指
《法界觀》），撮華嚴之玄要，束為三重；設法界之妙門，通為一觀。諸經
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雖言諗老（指趙州禪師）直截，難比溥融無礙
也。3
又如琮湛於《註法界觀門頌》〈序〉所說：
疑根截斷，南泉謾指庭花；觀智孤明，諗老休言啜茗。4
從上述的引文，由廣智禪師的拈頌及琮湛禪師的解釋中，透顯了杜順和尚的《法
界觀》之特色，乃是「諸經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的，而此反襯了趙州和尚
的「趙州茶」
（指「趙州禪」）雖然直接了當，以一杯茶來接引三種根機（上、中、
下根）
，但卻難以跟華嚴法界觀之溥融無礙媲美。何以如此？乃因《法界觀》攝華
嚴之玄要，以真空、理事無礙、周遍含容等三重來表達之；而此三觀（真空觀、
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實乃一觀也，稱之為法界觀，亦即是從三種不同面相
來表達法界觀。5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1)
宋 本嵩述頌;(金)琮湛集解（年代不詳）
。[中華藏 No. 1894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
《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5/cd/a3.html（2016/07/18 瀏覽）
。又
如《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
：
「時正大元年歲次甲申仲冬望日記。」(CBETA, T45, no. 1885, p. 692,
c8) ，大元年歲，即公元 1224 年，是金代大哀宗年號。
3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1-15)。
4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1 (CBETA, T45, no. 1885, p. 692, c2-3)。
5
《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
「夷門雲：觀心無二，法界無三，就義淺深，說有前後，如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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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略可知，
《法界觀》之三觀含攝了整部《華嚴經》的教理及觀法，且是
「諸經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的。基於此，而言「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或言「觀智孤明，諗老休言啜茗」
，此在在顯示了趙州禪難與法界觀媲美。但若從
另一角度來看，正好也呈現出「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
，誠如琮湛禪師評述當
時對法界觀的看法，而感慨地說道：
噫！嘗聞有語云：若人會得法界觀，參禪了一半。宗湛以此評之，應云：
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6
藉由琮湛的評述，顯示了深明法界觀，非只是參禪了一半而已，而是好喫趙州茶。
由此也顯示了禪宗與法界觀之密切關係。本論文即是呼應此話題而來，將琮湛禪
師所說的「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
，稍作調整為「深明法界觀，好喫趙州茶」，
因為所謂「杜順旨」，實乃指《法界觀》之意。因此，本論文嘗試藉由《法界觀》
之三觀與禪宗做一連結，探討其彼此之關係。
本論文所要處理的，是華嚴法界觀與禪宗之關係，而副標題雖言：
「深明法界
觀 好喫趙州茶」，主要是藉由趙州茶來象徵禪宗，重點不在於討論趙州茶（趙州
禪）
。依筆者之研究，華嚴法界觀之三觀與禪宗有極密切之關係，或可說禪宗只要
能用語言所表達出來的，可說實不外乎法界觀之三觀，且此在歷代諸禪師語錄中，
也常可以看到其對法界觀之運用。
若就禪宗所破斥執著而言，可說不外乎《法界觀》之真空觀，尤其是真空觀
的「泯絕無寄觀」
；若就禪宗所要表顯意境或妙用而言，可說不外乎《法界觀》之
理事無礙觀（理事無礙法界）、周遍含容觀（事事無礙法界）。

二、法界觀簡介
有關《法界觀》
，據說為華嚴初祖杜順和尚之作，7目前此文獻主要保留在法藏
《華嚴勸發菩提心章》中，及澄觀《華嚴法界玄鏡》
、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等
註疏中，並未有單獨行本。法藏《華嚴勸發菩提心章》乃是對《法界觀》內容之

明珠初見珠體絕相，喻真空觀也，直觀理體故。次觀珠隨緣現像非一非異，喻理事無閡觀也。後見
珠中所現異像青𠁅黃処，珠体无二，妍醜亦然。珠体无彼此，色像即珠，何曽有異。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互遍互容，喻事〃无礙観也三[(共-八+隹)*見]一心爛然，可見」(CBETA, D38, no. 8898, p.
5, a10-11)。
6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5-17)。
7
在學術界中，亦有學者懷疑《法界觀》非杜順之作品，而可能是法藏所撰寫的。

262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引述，8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及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
，是對《法界觀》所做的
註疏。
《法界觀》主要是以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等三觀來切入。有關
《法界觀》之第一「真空觀」
，是以四句十門方式來論述真空觀。所謂的四句，是
指會色歸空觀、明空即色觀、空色無礙觀、泯絕無寄觀。9亦可以「空、有、亦空
亦有、非空非有」模式表達之，如下所示：
真空觀
會色歸空觀
明空即色觀
空色無礙觀
泯絕無寄觀

四句
空
有
亦空亦有
非空非有

於《法界觀》之「真空觀」中，首先，以「會色歸空觀」來顯示「色即空」
之道理，遮除對空、色之不當的理解；其次，以「明空即色觀」顯示「空即色」
之道理，遮除對空、色之不當的理解；然後，再以「空色無礙觀」雙破對空、色
之執著，顯示「解終趣行」；最後，以「泯絕無寄觀」破除一切所有施設之執著，
顯示「行起解絕」，而以「行境」表達之。藉由「真空觀」之四句模式運用，可看
出施設真空觀，主要在於遍破所有一切之執取，由此而襯托出「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之行境。
《法界觀》之第二「理事無礙觀」，基本上，可說在「真空觀」的基礎上，進
而來論述理與事之關係，彼此是圓融無礙的。換言之，若從修學循序漸進的角度
來看，藉由真空觀之遮情顯理，以泯除種種顛倒妄想執著，唯當妄盡理顯，方能
了知「超情離見」之理事關係，乃是彼此相遍、相成、相奪、相即、相非之圓融
無礙的。此理事無礙觀亦以十門來論述，如下所述10：
一、理遍於事門
二、事遍於理門

相遍

鎔融

本論文對華嚴三觀之論述，僅作一簡要之說明，詳參《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第一章第一節，及
第三章第一節（台北華嚴蓮社出版，1996 年，9 月）
。另，參〈天台三觀與華嚴三觀〉
，《華梵人文
學報‧天台專刊》
，華梵大學出版，2013。
9
《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CBETA, T45, no. 1878, p. 652, b14-c22)。本文為引文之方便，直就法藏
《華嚴發菩提心章》來引述之，以下亦同。
10
如《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第二、理事無礙觀者，謂理事鎔融存亡逆順，通有十門。一、理
遍於事門，…十、事法非理門，謂全理之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舉體全
理而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義，非濕故。」(CBETA, T45, no. 1878, p. 652, c28-p.
653, c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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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理成事門
四、事能顯理門
五、以理奪事門
六、事能隱理門
七、真理即事門
八、事法即理門
九、真理非事門
十、事法非理門

相成

順

相奪

逆

相即

亡

相非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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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十門之關係，是理事彼此鎔融存亡逆順無礙的，且彼此同時頓起，如其
云：
此上十義，同一緣起，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理，有
顯有隱，有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深思，令觀明現。
是謂理事圓融無礙觀也。11
此以十門對理事關係之論述，可說發揮至極致，且以「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
時頓起」來表達之，隨舉一門，餘九門與之同時相應。
最後，有關《法界觀》之第三「周遍含容觀」，以十門來論述，如下所述12：
一、理如事門
二、事如理門
三、事含理事門
四、通局無礙門
五、廣狹無礙門
六、遍容無礙門
七、攝入無礙門
八、交涉無礙門
九、相在無礙門
十、普融無礙門
而此十門，可說是以循序漸進方式來進入觀法，以顯示諸法互遍互攝重重無盡。
《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CBETA, T45, no. 1878, p. 653, c12-15)。
如《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第三、周遍含容觀者，謂事如理融，遍攝無礙，交參自在。略辨
十門：一、理如事門，…十、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
普融無礙，準前思之。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令現在前也。」(CBETA, T45,
no. 1878, p. 653, c16-p. 654, a28)。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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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前三門（理如事門、事如理門、事含理事門）為基礎，來說明事如理之
遍一切、攝一切。進而以第四通局無礙門、第五廣狹無礙門，來說明一法之遍一
切、攝一切，而不壞自身。接著，以第六遍容無礙門、第七攝入無礙門，來說明
一對一切之「遍與容」，或一切對一之「攝與入」，是同時的。再以第八「交涉無
礙門」
，來顯示一對一切及一切對一之遍容、攝入是同時的。且以第九「相在無礙
門」，說明一法攝一切又入一法之關係。最後的第十「普融無礙門」，則是將交涉
無礙門、相在無礙門結合一起觀之，以彰顯示諸法互遍互攝重重無盡，如其云：
十、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
普融無礙，準前思之。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令現
在前也。13
此是以普融無礙來說明一與一切之間的關係，是同時頓顯的，且彼此圓融無礙；
一法如此，一切法亦復如此。彼此同時互遍互攝，形成重重無盡之法界。
因此，藉由《法界觀》之三觀，可得知「真空觀」著眼於破斥上；而「理事
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可說著重於表顯上。

三、法界觀與禪
有關本節所論述的法界觀與禪之關係，本論文主要藉用廣智禪師《法界觀門
頌》及琮湛禪師《註法界觀門頌》來說明之，因為此兩部著作是以禪宗拈頌方式
來註解《法界觀》
，頗具有其代表性。廣智禪師除了《法界觀門頌》外，亦撰有《華
嚴法界觀門通玄記》，14而此著做乃是對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之註疏，本論文
亦列入參考之。
對於《法界觀》之三觀，廣智禪師認為三觀實乃一觀，如《華嚴法界觀門通
玄記》云：
觀心無二，法界無三，就義淺深，說有前後。如一明珠，初見珠體絕相，
喻真空觀也，直觀理體故。次觀珠隨緣現像，非一非異，喻理事無閡觀也。
《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CBETA, T45, no. 1878, p. 654, a25-28)。
有關《華嚴法界觀通玄記》
，收錄於台灣國圖本《華嚴法界觀門通玄記》(CBETA, D38, no. 8898)，
而此份資料並不完整。另可參考日本立正大學藏明刻本《華嚴法界觀門通玄記》
。王頌《華嚴法界
觀校釋研究》中，已有校正本（
《華嚴法界觀校釋研究》
，p.p103-195，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
。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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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見珠中所現異像，青𠁅黃處，珠體無二，妍醜亦然，珠體無彼此，色像
即珠，何曽有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互遍互容，喻事〃無礙観也。三[(共
-八+隹)*見] 【觀】一心，爛然可見。15
此說明了雖就「義」之淺深，將《法界觀》分成三觀，似有前後淺深之差別，而
實乃三觀一心，因「觀心無二，法界無三」
。只因為切入角度之不同，而呈現三觀，
若直觀理體，則稱為真空觀；若觀理與事之關係，則稱為理事無礙觀；若就事事
觀之，則稱為事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而《法界觀》之三觀實含攝了整部《華嚴經》的教理及觀法，且是「諸經詮
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的，如《註法界觀門頌》云：
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通明妙觀玄網，何必參禪問道。此頌帝心禪
師集斯觀旨，撮華嚴之玄要，束為三重；設法界之妙門，通為一觀。諸經
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雖言諗老直截，難比溥融無礙也。16
此說明了「撮華嚴之玄要，束為三重；設法界之妙門，通為一觀」
，以此顯示華嚴
之特色，實乃「諸經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
，所謂「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通明妙觀玄網，何必參禪問道」
，甚至認為「雖言諗老直截，難比溥融無礙也」，
若由此來看，似乎說明了趙州禪（象徵禪法）難以和法界觀媲美。但若從另一角
度來看，正好也呈現了「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
，誠如琮湛禪師評述當時對法
界觀的看法，而感慨地說道：
噫！嘗聞有語云：若人會得法界觀，參禪了一半。宗湛以此評之，應云：
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17
但無論對法界觀和禪的評價如何，此在在皆顯示了禪與法界觀之間的關係。本論
文藉用廣智禪師《法界觀門頌》及琮湛禪師《註法界觀門頌》來說明法界觀與禪

《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 (CBETA, D38, no. 8898, p. 5, a10-11)。另可參王頌《華嚴法界觀
校釋研究》
〈法界觀通玄記〉校釋， p.p138-139）
。
此外，廣智亦以一心來說明法界觀，如《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夷門云：言法界者，所
觀三重妙境，但是一心。問：既是一心何名法界[前-刖+合]【觀】？此有二意：一者一心有[車*丸]、
持故，名之為法。二者有性、分故，復立界名。謂此真心不変自体曰持，隨緣成徳曰[車*丸]，成
事差別曰分，体空同一曰性。故知法界即是心之義用」(CBETA, D38, no. 8898, p. 5, a4-5)。
16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1-15)。
17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5-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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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先將其關係，略表如下：
《法界觀》
真空觀
理事無礙觀
周遍含容觀

《法界觀門頌》
題目分明
好箇入路
山高不礙雲舒卷
天靜何妨鶴往來
幢網珠光無向背
自他光影一時周

此是廣智對《法界觀》三觀所做的拈頌，頗能貼近法界觀所要表達之涵義。顯示
真空觀是「題目分明，好箇入路」
，而理事無礙觀是「山高不礙雲舒卷，天靜何妨
鶴往來」，周遍含容觀乃是「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此外，其對於
三觀一一再細說之，如下表所示：
真空觀
一、會色歸空觀
二、明空即色觀

三、空色無礙觀

《法界觀門頌》
鎔瓶盆釵釧為一金
變乳酪酥醍作一味
密移一步
大地逢春
大海從魚躍
長空任鳥飛
色空同一味
笑殺杜禪和

混然寂照寒宵永
明暗圓融未兆前
四、泯絕無寄觀

心若死灰
口宜掛壁

《註法界觀門頌》18
融會緣生幻色歸於真空矣
此辨真空不異幻色也
空是真空不礙幻色
色是幻色不礙真空
我衲僧門下，佛魔並掃，光
影齊亡，纔有少分相應。況
更說色說空、說一說異，是
好笑也。19
到此，聖凡情盡，境智俱冥。
如死灰遇煩惱薪而不能然，
豈可言思而能到也。…令解
心如灰，不可以心思也。非
言所及，使辨口似壁，不可
以口議也。20

有關琮湛之說明，由於文長，只摘錄其中部分，其出處不另標示，以下亦同。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色空同一味，笑殺杜禪和 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此頌空色
無礙，蹤跡未亡，無寄人前，堪悲堪笑，達士可耳。只如杜撰禪和笑箇甚麼？乃云：我衲僧門下，
佛魔並掃，光影齊亡，纔有少分相應。況更說色說空、說一說異，是好笑也。」(CBETA, T45, no. 1885,
p. 700, b25-c1)。
20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2-16)。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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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廣智與琮湛對《法界觀》真空觀之拈頌及說明，有諸多精彩之處，由於
篇幅之關係，以「冺絕無寄觀」來做說明。
廣智對真空觀「冺絕無寄觀」所作之著語，如《法界觀門頌》云：
心若死灰 口宜掛壁

21

又拈頌云：
境空智亦寂
熱即普天熱
無心未徹在
要會終南旨

照體露堂堂
涼時匝地涼
有意轉乖張
春來日漸長

22

琮湛之解釋，如《註法界觀門頌》卷 2：
心若死灰口宜掛壁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心者無寄觀心也。到此，

聖凡情盡，境智俱冥。如死灰遇煩惱薪而不能然，豈可言思而能到也。
《觀》
中拂跡，文云：「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令解心如灰，不可以心思也；非
言所及，使辨口似壁，不可以口議也。23
又如《註法界觀門頌》對「境空智亦寂」之解釋：
境空智亦寂 不居明暗室，懶坐正偏床。此頌妙絕能所對待，正顯無寄也。24
此等在在說明了真空觀乃泯除能所之對待，臻於境空、智寂，無論是以「心若死
灰」
、
「口宜掛壁」所作之形容，無非是對能所之泯除，而達到所謂的「冺絕無寄」。
如《華嚴法界觀門通玄記》：「逈絕无寄者，令覌心孤朗，絕其蹤跡，都无寄托，
冥合真界也。此則境智両亡，一味方顕」。25此即以境、智雙亡之「冺絕無寄觀」
，
來顯示真空。

21
22
23
24
25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1)。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7-p. 701, a10)。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1-16)。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7-18)。
《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 (CBETA, D38, no. 8898, p. 21,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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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理事無礙觀之義涵，廣智以「山高不礙雲舒卷，天靜何妨鶴往來」來表
達理事無礙，且針對理事無礙觀之十門，一一加以頌之。如下所示：
理事無礙觀
一、理遍於事門
二、事遍於理門

三、依理成事門

四、事能顯理門

五、以理奪事門
六、事能隱理門
七、真理即事門
八、事法即理門

26
27
28

《法界觀門頌》
功盡忘依處
轉身覺路玄
影現建化門頭
身遊實際理地
隨緣成妙有
大用獨全彰
披毛戴角者
方是箇中人
斫倒那邊無影樹
却來火裏又抽枝26
乾坤盡是黃金骨
萬有全彰淨妙身
青嶂白雲
誰人分上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摩竭掩室
毘耶杜口
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隨流雖得妙
入海水波潛
元從恁麼來
却須恁麼去

九、真理非事門

水底金烏天上日
眼中童子面前人

十、事法非理門

月篩松影高低樹
日照池心上下天

《註法界觀門頌》
一真不變之理，妙能隨
緣遍於千差事法。
以千差事法各各全遍
一真之理。
此頌隨緣人也。謂自古
賢聖了證真理，由悲故
迴入塵勞，由智故方便
利物。宗門中，喚作異
類中人也。丹霞云：戴
角披毛異類身。是此意
也。27
然宗門中，以青山為
體，白雲為用，即此體
用阿誰分上。要會麼，
萬里江山無異路，一天
風月盡吾家。28
以一真不變之理，奪盡
千差事法也。
事為能隱，理為所隱
成此門不變即隨緣義
也。
成此門成事即體空義。
於非異處，辨非一也。
隨緣非有之法身，恒不
異事而全理。顯示自他
俱存理事雙全矣。
舉體全理，即事相宛
然。此則寂滅非有之眾
生，恒不異理而全事。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8-9)。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9-12)。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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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有關廣智與琮湛對《法界觀》理事無礙觀之拈頌及說明，有諸多精
彩之處，亦由於篇幅之關係，以第三「依理成事門」來做說明。
理事無礙觀之「依理成事門」中，主要在於說明聖者證悟後，再入世間之情
形，所謂：
披毛戴角者，方是箇中人。斫倒那邊無影樹，却來火裏又抽枝。29
又如《註法界觀門頌》云：
此頌隨緣人也。謂自古賢聖了證真理，由悲故迴入塵勞，由智故方便利物。
宗門中，喚作異類中人也。丹霞云：戴角披毛異類身。是此意也。30
諸如此類，就禪宗來說，以「異類中人」來顯示「依理成事門」，如以「披毛戴角
者，方是箇中人」來表達之，或如丹霞禪師所說：「戴角披毛異類身」，而禪師也
往往以水牯牛暗示之。31此與廣智對周遍含容觀所拈頌的「窮得根源妙，隨流任算
沙」32，有異曲同工之妙。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8-9)。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9-12)。
31
如《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 3：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
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拶著便動，捺著便轉。溈
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
喚作溈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著，管取分疎不下。」(CBETA, T48, no. 2003, p. 165,
a9-16)。
又如《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 4：
「復舉南泉巡堂，次牽頭水牯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臂一
下，泉便休。少頃，趙州將艸二束放於首座面前，座無對。師云：南泉異類中人，要渠頭角完備。
趙州重添艸料，圖佗氣概驚群父子首尾相扶，可惜散不著處。若是通方首座何不對眾表明，且道表
箇甚麼？滿堂雲水俱有分，將來此處作私情。」(CBETA, J35, no. B343, p. 828, a14-19)。
又如《撫州曹山元證禪師語錄》卷 1：「三種墮……所以南泉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
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中行。如今須向異中，道取異中事。夫語中無語，始得若是。
南泉病時，有人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泉曰：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某甲擬隨
和尚去，還得麼？泉曰：若隨我，含一莖草來。揀曰：這箇是沙門轉身語。所以道：汝擬近銜一莖
草來親近渠，是呼為無漏始堪供養渠。」(CBETA, T47, no. 1987A, p. 533, c5-24)。
又如《宏智禪師廣錄》卷 3：
「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去，不免官家苗稅。
擬向溪西去，不免官家苗稅。爭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
處關防不得。為什麼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CBETA, T48, no. 2001, p. 32, a1-5)。
32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窮得根源妙，隨流任算沙。隨流方得妙，住岸却迷人。此頌
窮究觀門，精妙解達，理事圓通，似枝枝而得本，如派派而逢源，何妨演教度生，豈礙分別名相。
或逢上士，直指圓融之心；遇中下流，曲示行布之教。隨流得妙，從他入海算沙；徹法深根，就彼
尋枝摘葉。運三觀無礙之智，盡䈇群機；與同體一極之悲，皆歸溥融之玄道。」(CBETA, T45, no. 1885,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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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周遍含容觀，廣智禪師頌云：
「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
，33以
因陀羅網來顯示華嚴重重無盡法界，且對周遍含容觀之十門，亦一一加以拈頌之，
如下所示：
周遍含容觀

《法界觀門頌》

《註法界觀門頌》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此頌所如千差事法。

法依圓成

諸事法與理非異，故能隨理

還同圓遍

而圓遍也。

三、事含理事門

網珠千影相
盡在一珠中

前所遍之一事，到此便為能
含。

四、通局無礙門

法界華嚴大道場
纖毫不動一齊彰

不動一位而遍在一切位中
也。

五、廣狹無礙門

華藏世界所有塵
一一塵中見法界

此頌帝心禪師廣狹相參之妙
句。

六、遍容無礙門

唯一堅密身
一切塵中見

遍即容容即遍。故曰無礙。

七、攝入無礙門

十方所有佛
盡入一毛孔

正攝即入，正入即攝，故曰
無礙也。

八、交涉無礙門

諸佛法身入我性
我性還共如來合

交互關涉無有罣礙，成一多
兩重主法。

九、相在無礙門

一聲遍入諸人耳
諸人耳在一聲中

……故得凡聖混融因果交
徹，全主為伴，互各相在矣。

一、理如事門
二、事如理門

十、溥融無礙門

混然無內外
和融上下平
主伴兩無差 聖凡共一家
虛空用有際 纖芥體無涯
窮得根源妙 隨流任算沙
深明杜順旨 何必趙州茶

此頌主伴難分，凡聖體一，
唯顯混融無礙玄寂獨存。

於此十門中，主要舉第十「溥融無礙門」說明之，所謂：

p. 707, b3-10)。
33
如《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周遍含容觀第三 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義
曰：一一事法如理融通，包遍自在。約差別事法，論其體用而顯玄也。」(CBETA, T45, no. 1885, p.
704, 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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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凡共一家
纖芥體無涯
隨流任算沙
何必趙州茶。34

此用以說明主伴無別，聖凡共一家，如琮湛所釋「此頌主伴難分，凡聖體一，唯
顯混融無礙玄寂獨存」
。另以「纖芥體無涯」來說明一塵稱理無有邊涯，或毛孔容
受彼諸剎等。又如「窮得根源妙，隨流任算沙」
、
「隨流方得妙，住岸却迷人」
。無
不在說明隨緣度眾生，如琮湛所釋：
此頌窮究觀門，精妙解達理事圓通，似枝枝而得本，如派派而逢源，何妨
演教度生？豈礙分別名相？或逢上士，直指圓融之心；遇中下流，曲示行
布之教。隨流得妙。從他入海算沙。徹法深根。就彼尋枝摘葉。運三觀無
礙之智。盡䈇群機。與同體一極之悲。皆歸溥融之玄道。35
從上述之探討，藉由廣智禪師對《法界觀》之拈頌，以及琮湛之解釋，可看
出禪與華嚴法界觀之密切關係。

四、禪觀之活用
有關法界觀、禪法等之運用，於歷代禪師身上處處可見，本論文主要列舉臨
濟宗來做說明，分述如下。
南嶽懷讓禪師於面見慧能大師時，師徒之間，36有如下之問答，如《景德傳燈
錄》
〈南嶽懷讓禪師傳〉云：
祖問：什麼處來？
曰：嵩山來。
祖曰：什麼物恁麼來？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祖曰：還可修證否？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CBETA, T45, no. 1885, p. 707, a23-b11)。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a28-b10)。
36
《景德傳燈錄》卷 5：「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
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
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啟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CBETA, T51, no. 2076, p. 240, c7-11)。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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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37
此中的「說似一物即不中」，類似《法界觀》之真空觀的「泯絕無寄觀」，所謂：
第四、泯絕無寄觀者，謂此所觀真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
不即空，一切法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逈絕無寄。非言所及，
非解所到，是謂行境。何以故？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38
為何「說似一物即不中」？乃因為「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之故，而所有的生心
動念皆乖法體，失其正念。所以，《法界觀》稱此為「行境」。一切雖空，但並非
空無一物，所以云：
心地含諸種
三昧華無相

遇澤悉皆萌
何壞復何成39

又云：
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
宜慎辭哉。40
此說明了隨順因緣而有種種法，如「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
，雖有種種，但並
非世間之生滅相，所謂「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亦即強調一切法雖從心生，
但實無所生，且法亦無所住；若能如是通達心地，則所作無礙。此所呈現，猶如
《法界觀》之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馬祖道一禪師認為於法無所求、不可得，則能理事無礙，如《景德傳燈錄》
〈馬
祖道一禪師傳〉卷 6：

《景德傳燈錄》卷 5 (CBETA, T51, no. 2076, p. 240, c11-15)。
又如《古尊宿語錄》卷 1：「六祖問：什麼處來？師云：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什麼物與麼來？
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云：某甲有箇會處。祖云：作麼生？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
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污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
如是，吾亦如是。」(CBETA, X68, no. 1315, p. 3, a7-12 // Z 2:23, p. 79, c18-d5 // R118, p. 158, a18-b5)。
38
《華嚴法界玄鏡》卷 1 (CBETA, T45, no. 1883, p. 675, a24-28)。
39
《景德傳燈錄》卷 5(CBETA, T51, no. 2076, p. 241, a6-7)。
40
《景德傳燈錄》卷 5 (CBETA, T51, no. 2076, p. 241, a13-1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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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
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
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
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
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
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
生即不生41
此顯示一切皆空，所以說一切唯心。雖言唯心，而實「心不自心，因色故有」
。由
此可知，心與色之關係，乃是彼此相互依存，生即不生。若能如是了解，則心色
無礙，即事即理都無所礙，所謂「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
即不生」
。而所謂的「即心即佛」
，亦不可執取之，因為只是黃葉止啼而已，如《景
德傳燈錄》卷 6：
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
師云：為止小兒啼。
僧云：啼止時如何？
師云：非心非佛。42
此顯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乃彼此無障無礙。若能如是通達，則一切無礙，如
《景德傳燈錄》卷 6：
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
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
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
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
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
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43
此明若能泯除一切種種情見，達到逈絕無寄，則智慧自然現前，具足妙用。泯除
一切情見，逈絕無寄，此如《法界觀》之真空觀，而智慧現前具足妙用，則如理
事無礙、事事無礙。其他類似於真空之運用，不勝枚舉，如《景德傳燈錄》卷 6：
41
42
43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46, a9-20)。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46, a21-22)。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50, a17-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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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
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
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
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
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44
又如《景德傳燈錄》卷 6：
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
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
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
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45
若能離一切有、無等之執著，則能去住無礙，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
而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且亦能應病與藥。
同樣地，黃檗希運禪師本身亦強調動念即乖法體，此即是違背真空無礙之理，
如《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師謂休曰：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
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
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縱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46
此真空之理，亦即是離相無盡之行，如《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
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
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
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47
由此可知，真空之理與無盡之行有著密切之關係，互為表裡，若就表法而言，象

44
45
46
47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50, b10-18)。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50, c13-23)。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79, c18-22)。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80, a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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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著文殊與普賢。而此真空之理、無盡之行，乃至諸菩薩的大慈大智等，皆人人
本具足，皆不離一心。又如《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云：
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
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
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長短得
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
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秖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
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
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
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48
由引文可知，一心即是真空無礙之理，亦是離相無盡之行，且眾生諸佛無差別，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絕諸思議，默契而已。故言：
「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
但能無心，便是究竟」。由此可知，黃檗對一心、無心之強調，類似於《法界觀》
之真空觀，且亦含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同樣地，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也說道：「如來所說皆為化人，如將黃葉為金，止小兒啼。」49
禪宗到了黃檗的弟子臨濟義玄時，開創了臨濟宗，其不僅繼承乃師之禪法，
且可說更上一層，強調於法須具真正見解，有此正知正見，則能於法起深信心，
而於法自在無礙，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
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秖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
示人處，秖要爾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
處？病在不自信處。爾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
換，不得自由。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50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若是真正學道人，不求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正見解圓明

48
49
50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80, b1-14)。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83, c4-15)。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a2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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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始了畢。51
又云：
爾欲得識祖佛麼？秖爾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
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莫錯！諸禪德，此時不遇，萬劫千
生輪回三界，徇好境掇去，驢牛肚裏生。52
又云：
爾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爾一念心上清淨光，是爾屋裏法身佛；爾一
念心上無分別光，是爾屋裏報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爾屋裏化身
佛。此三種身是爾即今目前聽法底人，秖為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53
此等在在強調學道須有真正見解，若具此真正見解，則能歇得念念馳求之心，便
與祖佛不別，具足法、報、化身，隨處解脫，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秖為情
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
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
隨處解脫。54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問：「如何是真正見解？」師云：爾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
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毘盧遮那法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
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却入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
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
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

51
52
53
54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8, b22-24)。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b7-12)。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b16-21)。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b29-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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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解。55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道流！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入毘盧遮那國土、入解脫國土、入神通國土、
入清淨國土、入法界、入穢入淨、入凡入聖、入餓鬼畜生，處處討覓尋皆，不
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56
此說明若具真正見解，便能入無生法界，遊華藏世界海，入毘盧遮那國土。由此
可知，空無生與華藏世界之關係，乃是一法兩面，因空無生，所以入華藏；雖入
華藏，亦是空無生。具如此真正見解，乃能不為一切所惑。如《鎮州臨濟慧照禪
師語錄》云：
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無事是貴
人，但莫造作，秖是平常。57
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手段方法上，臨濟禪師顯得較為激烈，如《鎮州臨濟慧照
禪師語錄》云：
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
師云：爾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
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爾秖麼認他閑名為實，大錯了也。設有，
皆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
佛依。爾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58
又云：
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
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秖為道流不
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

55
56
57
58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8, b25-c4)。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501, b14-19)。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c26-28)。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9, c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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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運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59
又云：
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蒺藜夌
刺枯骨上覓什麼汁？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求什麼物？爾諸方言：
「道有
修、有證。」莫錯，設有修得者，皆是生死業。爾言六度萬行齊修，我見
皆是造業。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獄業；求菩薩亦是造業；看經、看教亦
是造業。60
如此等方法之運用，亦是一種善巧方便，破其種種之執著，而臨濟禪師於所接引
之眾生，實乃觀其根機而接引之，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師晚參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
人境俱不奪。61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
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
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
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不奪；
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62
至於奪境或奪法，或境法具奪，或境法俱不奪，或顯示全體大用，皆視眾生之根
機而定，此也顯示了臨濟禪法之靈活性。不論於奪或顯上，與《法界觀》之真空
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大慧宗杲禪師，其與華嚴之關係頗密切，如《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3：
「山僧於此忽然打失布袋，方入華嚴境界」63，此說明了華嚴境界乃是禪師所證悟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c9-15)。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9, b5-11)。
61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a22-23)。
62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501, b3-8)。
63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3 (CBETA, M059, no. 1540, p. 918, a20-b1)。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3：
「妙喜立僧數年後，因來虎丘度夏，看《華嚴經》
，一日至金剛藏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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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境界。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5 云：
……老漢（指大慧宗杲本人）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
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
八不動地。為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
既至此以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
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指大慧宗杲）
云：
「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指大慧宗杲之師）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
方知真善知識不欺我，真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得。」64
大慧宗杲所謂的「打失布袋」
，乃是《華嚴經‧十地品》第八地菩薩所達之心意識
皆不現前，65亦類似於《法界觀》之真空觀。其自述（約四十歲）於虎丘閱讀《華
嚴經》，而領悟了其師湛堂文準曾為他所說之法。由此可知，《華嚴經》對大慧宗
杲有著深切之啟發。66若從證悟所做的表法上來看，實亦不外乎華嚴，如《大慧普
覺禪師語錄》卷 15：
說菩薩住第八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
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覺寤。既覺寤已，所作皆息。菩
薩亦爾，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已，
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山僧於此忽然打失布袋，方入華嚴境界。自此舌本瀾飜橫說竪說，更不依倚一
箇元字脚。」(CBETA, M059, no. 1540, p. 918, a13-b1)。
64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5 (CBETA, T47, no. 1998A, p. 875, b26-c17)。
此約宗杲四十歲時如《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卷 1：
「二年戊申，師四十歲居虎丘，按：為錢子虛普
說，曰余昔請益湛堂殃崛摩羅持佛語救產難因緣，湛堂雖設方便，余實不曉，後因在虎丘看《華嚴
經》
，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行菩
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
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
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
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
所作皆息。菩薩亦尒，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
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
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CBETA,
J01, no. A042, p. 797, c3-22)。
6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22 十地品〉
：
「入不動地，名為深行菩薩，一切世間所不能測，離一
切相，離一切想、一切貪著，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深大遠離而現在前。譬如比丘，得於神通，
心得自在，次第乃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皆悉盡滅。菩薩亦如是，菩薩住是地，諸勤方
便身口意行，皆悉息滅，住大遠離。如人夢中欲渡深水，發大精進，施大方便，未渡之間，忽然便
覺，諸方便事，皆悉放捨。菩薩亦如是，從初已來，發大精進，廣修道行，至不動地，一切皆捨，
不行二心，諸所憶想，不復現前。譬如生梵世者，欲界煩惱不現在前。菩薩亦如是，住不動地，一
切心、意、識，不現在前，乃至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前，何況當生諸世間心？」(CBETA,
T09, no. 278, p. 564, b16-c1)。
66
有關大慧宗杲與華嚴之關係，另以專文撰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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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盧遮那及諸大菩薩，七處九會，咸集其所，互為主伴，一一交參，現大
神變。乃至善財不離自所住處入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
剎微塵數世界。……當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
普賢等，與諸佛等。……。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夜來州前石師子。無端𨁝跳撞入陳四公酒樓。咬破湘山
祖師鼻孔。杜順和尚忍痛不禁。出來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
覓醫人。灸猪左膊上。67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云：
久云：插一枝草建梵剎，破妄想塵出經卷，饒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
有事。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梵剎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出。頓漸偏
圓權實半滿，一一分明。種種法門種種方便、種種智慧種種因果、種種殊
勝種種行願種種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
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乃至過現
未來微塵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
定，無異無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修如是行，成如是事，滿如是願，
獲如是福。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
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不異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
法門一時頓證，無量功德遍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互相攝入互為
主伴。68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無非以帝網交光互為主伴來顯示之，此乃華嚴之所擅長也。
若能於此信得及，則成佛不假修治。因此，不論對於破執或表法上，在在可以看
出大慧宗杲與華嚴之密切關係。
雖然如此，大慧宗杲亦相當強調，於法不能執取之，乃至泯絕一切言說，如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
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一微塵遍法界之
內。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放身命處。69

67
68
69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5 (CBETA, T47, no. 1998A, p. 877, c7-p. 878, a2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8 (CBETA, T47, no. 1998A, p. 842, b9-25)。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 (CBETA, T47, no. 1998A, p. 818, a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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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8：
恁麼恁麼，理隨事變；
不恁麼不恁麼，事得理融；
恁麼中不恁麼，寬廓非外；
不恁麼中却恁麼，寂寥非內。
寂寥非內也，觀法界於一塵之中；
寬廓非外也，見一塵遍法界之內。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
清淨。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
本分事。直須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直下便揑到這裏，直得三
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𢱢處。更說甚麼內，說甚麼外，說甚麼理，
說甚麼事，說甚麼法界，說甚麼一塵。70
雖以理、事、內、外，乃至以法界、微塵等來說明，大慧宗杲認為這只是教乘極
則而已，若住於此，也只是住草庵罷了。甚至談論心性，實乃不得已之事，有時
反成了障礙，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妙喜（案：指宗杲）盡力說，只說得到這裏，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
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怛怛，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
言語上，……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
本性，事不獲已，說箇心，說箇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
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瓶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
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
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
大似掉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為可憐愍者。71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是箇英
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猻家具，察鬼神茶
飯。蓋爾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

70
71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8 (CBETA, T47, no. 1998A, p. 841, b11-21)。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CBETA, T47, no. 1998A, p. 880, b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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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
脚跟下黑漫漫，依前只是箇漆桶。72
由此可知，大慧宗杲所強調的，在於「明自本心、見自本性」
，而於事不得已之下，
才道心性甚麼的。同樣地，面對業力、道力，亦皆須一起放下，如《大慧普覺禪
師語錄》云：
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
且那箇是業力熟處是？那箇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
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釋迦
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這
箇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皆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
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73
此以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來說明只有迷悟之別，所謂「道力、業力本無定度，
但看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
。若迷，則業力勝，觸途成滯，處處染著。
若不迷，則道力勝，一為無量，無量為一，不動道場遍十方界，於一毛端現寶王
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然不論業力或道力，亦不可分別取著，因為業力、道力，
皆是假名施設而已。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云：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咄）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
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
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
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
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真說。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即是舜元。
舜元即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
陝府鐵牛滿口苦。74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云：
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
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萬百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回避無門。求生不得，
72
73
74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CBETA, T47, no. 1998A, p. 880, b25-c2)。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CBETA, T47, no. 1998A, p. 901, a28-c6)。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 (CBETA, T47, no. 1998A, p. 902, b1-15)。

華嚴‧禪之關係──深明法界觀 好喫趙州茶

283

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
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摶量。
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
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
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
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箇好
底消息。75
此中所顯示的種種「不可得」
，乃是破斥種種之執著，類似於法界觀之真空觀的泯
絕無寄觀，但若執著空寂反又成病。76
面對教、禪之破立問題，對大慧宗杲禪師而言，乃破立無礙，如此之態度，
無非要禪者具慧眼，能透金剛圈，又能吞栗棘蓬。而顯示見性之人，說「是」亦
得，說「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於是非，至於「破」或「立」，也不過是因
緣如此而已。由於眾生惡業障重心識紛飛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續
不斷，而有種種取著，所以施設種種對治。諸如此類，不可勝數。77
大慧宗杲所強調的，在於能透金剛圈、吞栗棘蓬，而金剛圈、栗棘蓬，乃至
機鋒等，也只不過是手段之運用而已，78重點在於須親證親悟始得，如此才能通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 (CBETA, T47, no. 1998A, p. 901, c21-p. 902, a6)。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
「近世叢林有一種邪禪，執病為藥，自不曾有證悟處，而以悟為建
立，以悟為接引之詞，以悟為落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自己既不曾有證悟之處，亦不信他人有
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喚作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逐日噇却兩頓飯事，事不理會，一向嘴
盧都地打坐。謂之休去歇去，纔涉語言，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兒孫邊事，將這黑山下鬼窟裏底為
極則，亦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以己之愚，返愚他人。釋迦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
叫求人不聞。此輩名為可憐愍者。有一種士大夫，末上被這般雜毒入在心識中，縱遇真正善知識，
與說本分話，返以為非。此輩正如世之所謂虎鬼者，不獨被伊害却性命，又返為之用，殊不知覺，
除非夙有願力。」(CBETA, T47, no. 1998A, p. 901, c6-21)。
77
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
若是箇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猻家具，察鬼神茶飯。蓋爾不能一
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
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CBETA, T47, no. 1998A, p. 880, b25-c3)。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
「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疎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
上，只度得箇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箇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箇屠兒。看他這三箇成佛
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為他保任而
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
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
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
真心任遍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CBETA, T47, no. 1998A, p. 900, c24-p. 901,
a9)。
78
教理、機鋒之運用，猶如國之兵器，不得已而用之，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
「師乃約住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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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大事，敵得了生死業力。
至於曹洞宗之禪法，與華嚴亦有密切關係，由於篇幅所限，不再申論，僅舉
宏智正覺禪師略明之。如宏智正覺禪師所提倡默照禪，以強調靜坐默究為入手處，
用以對治垢染，而其所要彰顯的，無非是華嚴法界之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如《宏
智禪師廣錄》卷 6：
真實做處，唯靜坐默究，深有所詣。外不被因緣流轉，其心虛則容，其照
妙則準；內無攀緣之思，廓然獨存而不昏，靈然絕待而自得。得處不屬情，
須豁蕩了無依倚。卓卓自神，始得不隨垢相。箇處歇得。淨淨而明，明而
通，便能順應，還來對事，事事無礙。……似白牯貍奴恁麼去，喚作十成
底漢。所以道：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79
藉由靜坐默究而不為內外所牽動，於得處不屬情，須豁蕩了無依倚，始得不隨垢
相，能淨明而通，便能順應而事事無礙。又如《宏智禪師廣錄》云：
田地虛曠，是從來本所有者。當在淨治揩磨，去諸妄緣幻習。自到清白圜
明之處，空空無像，卓卓不倚。唯廓照本真，遺外境界。所以道：了了見，
無一物。箇田地是生滅不到。……古人道：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無心道
也休。……是須恁麼參究。80
又云：
衲僧家，枯寒心念，休歇餘緣，一味揩磨此一片田地。直是誅鉏盡草莾，
四至界畔，了無一毫許污染。靈而明，廓而瑩，照徹體前。直得光滑淨潔，
著不得一塵。便與牽轉牛鼻來，自然頭角崢嶸地。異類中行履，了不犯人

云：假使大地草木盡末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
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
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
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遍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
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
不著，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氂繫念三塗業
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
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
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CBETA, T47, no. 1998A, p. 811, c18-p. 812, a8)。
79
《宏智禪師廣錄》卷 6 (CBETA, T48, no. 2001, p. 73, c14-24)。
80
《宏智禪師廣錄》卷 6(CBETA, T48, no. 2001, p. 73, c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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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稼。騰騰任運，任運騰騰，無收繫安排處，便是耕破劫空田地底。却恁
麼來，歷歷不昧，處處現成，一念萬年，初無住相。所以道。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萠。既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81
又云：
田地穩密密處，活計冷湫湫時。便見劫空無毫髮許作緣累，無絲糝許作障
翳。虛極而光，淨圜而耀。歷歷有亘萬古不昏昧底一段事，若點頭知有，
不隨生滅，不住斷常。要變應則與萬象森羅同其化，要寂住則與二儀蓋載
同其道。出沒卷舒，一切在我。本色漢須恁麼收放始得。82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其所用功夫，在於靜坐默究；其所要彰顯的，不外乎《法
界觀》之理事無礙、周遍含容，如《宏智禪師廣錄》：
入寺上堂云：古人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今日覺上座。
意要普請諸人入門。還有得入者麼。若也入得。便向普光法堂上相見，可
謂尊賓和合，理事圓融。且作麼生相見，還會麼？幢網寶珠無向背。自他
光影一時周。83
此引文中，所言「尊賓和合，理事圓融」、「幢網寶珠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
等，84無不是顯示華嚴法界。

五、結語
若以破除執著而言，種種的破執而至逈絕無寄，此可以「真空觀」來表達之；
若就種種呈現而言，此可對應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因此，可以看出禪師們
不論在破執或施設上，可說不外乎《法界觀》之三觀。於破種種知見之執著後，
禪師們似較著眼以「心」來表達之，而《法界觀》則以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來呈現之。

《宏智禪師廣錄》卷 6 (CBETA, T48, no. 2001, p. 74, a5-13)。
《宏智禪師廣錄》卷 6 (CBETA, T48, no. 2001, p. 76, a20-26)。
83
《宏智禪師廣錄》卷 1 (CBETA, T48, no. 2001, p. 2, a3-8)。
84
宏智正覺所言「幢網寶珠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此乃是引自廣智禪師對《法界觀》
「周遍
含容觀」之拈頌，如《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周遍含容觀第三 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
光影一時周。」(CBETA, T45, no. 1885, p. 704, a16-17)。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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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教、禪之相對上來看，雖然禪宗對經教有種種之破斥，但此乃在於破除
對經教之執著，破除落於心意識等知見，破除於心外求法，破除逞機鋒口舌，破
除談玄說妙，破除傳玄傳妙，破除探玄探妙，而強調親證親悟始得。85如此之破斥，
皆可視為真空觀之運用。
禪宗對教理（解）的破斥而強調親證親悟始得，可對應於《法界觀》
「真空觀」
之逈絕無寄觀，所謂「行起解絕」
。而禪宗所要表達的悟境妙用不思議等，可對應
於《法界觀》之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因此，禪宗不論在破斥或表顯上，可
嘗試與《法界觀》作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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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為法眼宗的創始人，法眼文益禪師開創了獨具自我特色的禪法理論體系，
由此禪法體系奠定了自我在禪宗史上的地位。禪宗歷史上出現的華嚴與禪相結合
的傾向，在法眼文益禪師的理論體系中也有所體現，法眼文益禪師正是通過借助
於華嚴宗的理論與思維的模式，來詮釋自我的一些禪法理論，同時由此來引導門
人弟子逐漸悟入禪門之妙法。只是法眼文益禪師並沒有停留於華嚴宗的理論與思
維之模式中，而是不失時機地將參悟與修證的重心引向了禪門妙法的境界與見地
之中。為了使得參悟禪門心法與妙法的弟子門人能夠有參悟禪法的入手之處，法
眼文益禪師將華嚴教理融入到了開示參禪悟道者如何去參修禪法的工夫之中。這
樣，法眼文益禪師對於華嚴禪理論的建構與詮釋，在理論思維上，與圭峰宗密建
立的華嚴禪理論體系有著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以華嚴宗所闡釋的圓融無礙的模
式，來融合華嚴教理與禪門妙法，從而將二者有機地融為一體，為自己傳授禪法
理論提供有力的支撐。不過，法眼文益禪師的華嚴禪理論體系其最終的歸宿仍然
是禪宗心法而不是華嚴教理，這就決定了法眼文益禪師在建構華嚴禪理論的體系
時，其重心與核心理念傾向於禪門心法而不是華嚴教理的清淨心體。
關鍵詞：法眼文益、華嚴禪、心法、禪門妙法、境界、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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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歷史上，自唐代始就存在著華嚴宗與禪宗思想合流的趨
勢，這在當時的代表就是圭峰宗密，其通過融合華嚴宗及禪門各派的思想，體現
出勘會的特色，
「這種在批評基礎上的融合方法，也被稱為華嚴禪的方法。華嚴禪
這個概念，在佛教中更多地指唐末以降，特別是宋代流行的禪學方法，以華嚴方
法，特別是理事方法，闡發禪的意義。華嚴禪的實際創立者是宗密，當然還可以
將此源頭推到澄觀那裏去，但真正使華嚴禪思想系統化、理論化、完善化的，是
宗密。宋代叢林，則在宗教實踐中從某一角度體現華嚴禪。」1宗密開創並予以完善
的華嚴禪理論體系，逐漸成為了禪門傳法的一種手段，追根溯源，
「從弘忍再傳弟
子開始，禪宗受華嚴宗理論的影響日益加深。神秀立『五方便法門』，其中宣導要
依據《華嚴經》實現『自然無礙解脫』。據宗密《圓覺經大疏鈔》介紹，他們把『智
慧』分開，認為『智慧照理，慧能照事』。即把對『理』的體認稱為『智』，對『事』
的認識叫作『慧』。這是用理事關係處理『智慧』關係。淨覺（690－746）所作的
《楞伽師資記》中有言：
『秘密緣起，帝網法界，一即一切，參而不同。所以然者，
相無自實，起比依真；真理既融，相亦無礙。』這就不僅僅是吸收了華嚴宗的思想
了，而是搬照華嚴宗的詞句。更為重要的是，自希遷開始，禪宗把華嚴宗的學說
作為構造禪法體系的理論基礎，作為指導參禪實踐的原則，作為辨別迷霧是非的
標準。
」2正是在這種禪門教理與華嚴宗理論之結合的大背景之下，禪門中人在弘揚
自己的禪法理論時，有一些禪師就會運用華嚴宗的思想與理論來詮釋自己的禪法
體系，這樣與圭峰宗密的華嚴禪理論有所出入的是，這些弘揚華嚴禪的禪師們，
幾乎都是站在禪門的立場上來融攝華嚴宗的理論，因此這些禪師們的所謂華嚴禪
就是以華嚴之理論來詮釋禪門的教理。作為法眼宗的創始人──法眼文益禪師，
在闡釋與弘揚自己的禪法理論體系時，在繼承歷代禪門祖師大德的禪風之基礎上，
同時也受到了華嚴與禪兩大宗派之融攝之傾向的影響，在闡釋與弘揚自己的禪法
理論時，建立了將華嚴與禪相融攝的模式。在這種理論體系中，法眼文益禪師將
華嚴宗的而一些範疇與概念，運用到了對於禪法教理的解釋上，這就是禪門中人
運用華嚴宗之理論思維來充實自我宗派的一種模式，同時由於禪法講求的是超言
絕象與不立文字，因此法眼文益禪師在運用華嚴宗之理論思維來詮釋自己的禪法
理論時，並沒有捨棄禪門妙法的宗旨，這樣在借鑒華嚴宗之理論過程中，時時將
門人弟子不失時機地引入到不立文字與超言絕象的禪門妙法之中。

1

董群，
《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學思想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 41 頁。

2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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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嚴教理與禪門妙法的關係
禪宗的傳法體系並不是完全脫離佛教之教義與教理的無根之水，但是無可否
認的是禪宗之妙法又重在傳授心法，而心法卻是又極為忌諱拘泥於名相之中，因
此禪門妙法以傳授心法為其特質，但是由於傳法在傳承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
現了末流曲解禪法，特別是以超言絕象為其依據，走向了完全無視乃至於否定佛
教教理的地步，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任憑這種頹廢之禪門末流之現象發展下去，
那麼禪門妙法將會出現為社會所淘汰的危機，正是基於這種拯救危機的意識，禪
門中人才主張要以佛教教理來規範禪門妙法之開悟的標準。這即意味著，禪師們
在弘揚與傳授禪法理論時，需要運用一套教理與教義來詮釋與印證禪門妙法的修
持與參悟，否則就有墮入不著邊際的禪門末流之故弄玄虛的障眼法之中。在華嚴
宗的祖師們運用華嚴教義與禪法理論相融合之時，禪宗也呈現出運用華嚴教義來
闡釋禪門妙法的傾向。禪門中的這種援引華嚴教理來闡釋禪法理論的趨勢，必然
會對歷代禪門祖師有著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就是禪門中人的華嚴禪理論。
作為法眼宗的創始人，法眼文益禪師一方面從禪法理論本身之體系中來弘揚
禪法，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借鑒理論思維體系較為完備華嚴宗之思想來弘揚與詮釋
禪法的理論。法眼文益禪師對於華嚴教理的運用是基於對《華嚴經》等華嚴宗之
經論的深入參究與修學的境界來展開的，因此在法眼文益禪師弘揚禪法理論時，
在向弟子門人開示禪門妙法時，特別是在談到如何去印證參悟禪門妙法的階段與
境界時，法眼文益禪師專門提到了華嚴宗所宗奉的經論以及華嚴宗祖師們修學華
嚴教理的著作，這樣可以看作是法眼文益禪師原因華嚴教理來闡釋與印證禪門妙
法的特例，這一特例既是禪門中人在參悟禪門妙法時，本著佛教諸宗在本質上是
圓融無礙的宗旨而予以展開的；同時也是法眼文益禪師秉承之前的禪門祖師大德
在傳授與開示禪法理論時，借助於抽象思維較為完備的華嚴教理來予以詮釋的傳
統來開顯禪法與華嚴教理相融合的不二法門：
上堂，大眾立久，乃云：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
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里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
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個教中，有這個時節。若有，試舉
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
首，常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多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
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
得與道相應？師云：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云：
汝家眷屬一群子。師又云：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
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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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
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
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
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3
法眼文益禪師在闡釋禪法理論時，講到了要研讀佛教經論之事，其中還特別
提到了華嚴宗的一些著作，這表明法眼文益禪師本人十分重視的佛教經論，而不
是完全輕視乃至於否定佛教之經論。但是法眼文益禪師在主張研讀與體悟佛教之
經論時，又怕參禪悟道者墮入文字與名相之執著與分別之中，於是將禪門妙法即
是心法的要義在此予以申明。於是包括華嚴宗在內的一切佛教經論之典籍，都只
是一種參禪悟道之工具，初入禪門者需要通過華嚴宗等典籍來進入禪門妙法之途
徑，但是切記經典本身並不是佛法，也不是禪門妙法，禪門之妙法即是心法，所
以法眼文益禪師認為參禪悟道者應該在心法上面去參悟。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對
於心與性這兩個範疇的重視，是中國佛教個宗派的共識，華嚴宗更是從較為深邃
的理論思維之角度建構了一套關於心的理論體系，這樣法眼文益禪師之所以會借
助於華嚴宗之思想來詮釋自己的禪法，其玄妙之處就在於看到了華嚴宗對於心這
一範疇之分析與解釋是極為詳盡的，這種極為詳盡的解釋，有助於參禪悟道者深
入把握佛教之教理，從而為自己的參禪悟道奠定有力的修證與印證之基礎，這樣
就可以避免由於不依經論而造成的禪門狂放、狂浪以及空疏、頹廢的不良風氣。
禪門妙法之修證，並不是不依經教之空疏，更不是不守戒律之放蕩，而是禪門之
教法依然是有修證之次第的，這個次第還是依於經教之理論與宗旨的，只是禪門
末流曲解乃至於為自己的放浪行為找藉口，而不要經教之依據，針對於此，法眼
文益禪師借助於華嚴宗之經教理論來詮釋禪門妙法的修證之次第問題。禪門妙法
是心法，心法之修證與開悟，離不開對於自我之心的觀照與認識，對於自我之心
的觀照與體認，必然是要與佛法之教理與教義相契應的，否則就成為了外道。但
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禪宗傳法的過程中，禪門的末流人士根本沒有與禪法教理所
說的清淨本心相應，就妄自宣稱自我已證無上境界，這樣世人對於禪門心法、妙
心就有了質疑，為了糾正禪門末流以妄心為清淨本心，以及回應世人對於禪門妙
心的質疑，法眼文益禪師在談論禪門心法、妙心時，借助了華嚴教理所開顯出的
清淨心體來予以印證，也就是說華嚴教理所闡釋的清淨心體的理論體系成為了法
眼文益禪師建構禪法妙心理論的增上緣。並且，值得注意的是，法眼文益禪師在
開示與應答弟子門人時，一再強調了禪門心法是一心可以含攝世間、出世間一切
法的依止，並且將世間法的看似對立的矛盾之範疇完全融入一心之中，這種以一
心來融攝一切法包括對立法的理論思維模式，其實質就是華嚴教理著重詮釋的事
3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
，《卍續藏經》第 69 冊，第 5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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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無礙的圓融無礙的法界之理論，可以說，法眼文益禪師在援引華嚴教理的心體
理論以及圓融無礙的思維模式方面，體現出了華嚴教理與禪門心法的水溶交融、
不一不異的了無二質的特色。
華嚴宗對於心性之闡釋是較為成體系與系統的，這種極為完備的心性理論體
系，對於佛法修行時的觀心與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具有指導的作用，佛教經論所
闡釋的核心理念都可以在觀照自我的心性之體中找到最終的歸宿，於是佛教諸宗
在創宗立派時，也是極為注重於對於心性之體理論的建構，這也是華嚴宗教理極
為擅長的思維特色。華嚴宗的教理體系中，對於清淨心性之體的闡釋，著重於心
性之體的清淨無染的屬性，此清淨無染的心性之體構成了華嚴宗闡釋事事無礙、
圓融無礙的法界理論之基礎，這即意味著，華嚴宗的法界理論是與清淨心性之體
密不可分的，或者可以說，法界理論可以歸攝到一心清淨的體性之中。在著重於
闡釋心性本淨與心性清淨的體性層次而言，禪宗的心性論也是極為重視的，不過
禪宗心性論在闡釋本淨的心性之體時，更多的是從心性的覺與迷之轉化的角度來
進行的，這種以覺與迷來界定心性的清淨之體性的理論，與華嚴宗心性論圍繞著
法界以及興起等理論來展開闡釋的思維模式有著一定的差異，因為華嚴宗心性論
所顯示的更多的是具有抽象性質的思維，這也就符合了系統理論之建構的特質。
禪宗心性論要借助於一系列的抽象思維，那麼華嚴宗的教理就成為了不二法門。
所以法眼文益禪師在開示弟子門人如何觀照與體證自心時，所闡述的理論即是借
助了華嚴宗之理論模式，這也可以看作是法眼文益禪師華嚴禪之弘法模式的一種
體現，這種借助於華嚴宗心性論的理論來詮釋與印證禪門心法的模式，是基於禪
宗所強調的需要證悟之心體，與華嚴宗所建構的心體，在本淨無染的本質上是一
致的，這一本淨無染的心體是法眼文益禪師將華嚴教理與禪門心法能夠融合為一
體的理論基石。同時，華嚴宗教理的核心與特質就在於理事不二的法界理論，法
界理論又是與心性密不可分的，因此法眼文益禪師所建構的華嚴禪理論，既基於
本淨的心性之體，更將理事不二的華嚴教理融入到了其中，這樣可以從法眼文益
禪師運用理事不二的思維模式中窺見其以華嚴宗教理詮釋禪門妙法的理論特質：
上堂云：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
不上來卻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
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個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
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椎，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
彼二人總不得，為什麼如此？為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腳，總
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為複只要弄唇嘴，為複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
麼？為複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
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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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
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腳。
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能，過卻時光。4
法眼文益禪師正是通過運用華嚴宗的理與事這兩個範疇，來向門人弟子開示
如何才能夠真正達到無分別與不執著的禪門妙法之境界。禪門中人在傳授禪門妙
法之時，一般都會採用機鋒與棒喝的形式，因為禪門妙法即心法是無法用名言與
名相來予以準確傳達的，但是法眼文益禪師在這裏卻極為巧妙地運用了華嚴宗之
理與事的兩個範疇來開示與引導參禪悟道者悟入禪門之妙法，運用理與事來開示
門人弟子如何超言絕象。法眼文益禪師在闡釋禪門妙法理論時，將華嚴宗教理的
理、事與色、空相聯繫來進行開示，認為執著於理與事其實質就是和執著於色與
空一樣，都是一種不合於佛法真諦的邪見，這樣法眼文益禪師旨在於破除世人對
於一切名相的執著，並且以華嚴宗的理事不二之教理來印證色空不二的真諦。禪
宗歷史上，祖師大德們在破除參禪悟道者的執著與分別之心時，多採用機鋒與棒
喝的形式，展現禪門妙法與心法的不可言說與超言絕象的特質。而法眼文益禪師
卻另闢蹊徑，將華嚴宗的理事不二之圓融無礙之教理來詮釋禪門心法的超言絕
象、不立文字之妙法，卻是華嚴解禪的一種新思維。這種新的思維模式，凸顯了
華嚴宗教理所強調的理事無礙乃至於事事無礙的一真法界之理論，對於華嚴教理
詮釋禪門妙法的殊勝因緣。
華嚴宗之修學體系在於精研華嚴教理與修習華嚴之觀門，即運用所精研的華
嚴之教理來指導自我之修習。但是，禪門之妙法卻是直指心性，講求的是明心見
性、見性成佛，並且在禪門中人看來，華嚴宗之教理如若不能夠運用妥當的話，
還有墮入名相之中的弊端，這就與修禪之道相去甚遠了。然而法眼文益禪師卻反
其道而行之，以華嚴宗之理與事來個範疇來開示眾人在參禪悟道時，既要領悟透
理與事之精義，但同時更要不墮入理與事的文字與名相之糾纏中，要在明瞭了理
與事的精義後，真正達到超言絕象的境界。所以，在借用了華嚴宗的理與事之範
疇後，法眼文益禪師仍然將開示的重點放在了如何回歸到禪門的妙法上面，這種
開示的方式仍舊是機鋒與棒喝，看似是不著邊際，看似是問東答西的語言，透露
出的卻是要修禪者超越文字與名相之桎梏，返求與返觀自我內在之心，這樣華嚴
宗的理論體系，僅僅是作為法眼文益禪師弘揚自我之禪法的一種善巧方便法門而
已，其落腳點或者說其修習之方式，即觀照與參悟之方式，不是基於華嚴宗理論
建立起的修行法門，而是地道的禪門妙法：
大凡祖佛之宗，具理具事。事依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資，還同目足。若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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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無理，則滯泥不通；若有理而無事，則汗漫無歸。欲其不二，貴在圓融。且如
曹洞家風，則有偏有正，有明有暗；臨濟有主有賓，有體有用。然建化之不類，且
血脈而相通，無一不該，舉動皆集。又如法界觀具談理事，斷自色空，海性無邊，
攝在一毫之上，須彌至大，藏歸一芥之中，故非聖量使然，真猷合爾。又非神通變
現，誕生推稱，不著它求，盡由心造，佛及眾生，具平等故。苟或不知其旨，妄有
談論，致令觸淨不分，譊訛不辨，偏正滯於回互，體用混於自然，謂之一法不明，
纖塵翳目，自病未能剿絕，他疾安可醫治，大須審詳，固非小事。5
法眼文益禪師秉承了前面所說的以華嚴宗理事不二的教理來詮釋與印證禪門
妙法的風格，在以理事不二破除參禪悟道者的執著與分別之心時，法眼文益禪師
專門談到了色空不二的禪法境地，而在這裏則更是明確地指出，諸佛諸祖開宗立
派的宗旨就是依於「具理具事」的理事不二之圓融無礙的一真法界之模式。從法
眼文益禪師的這些開示中可以看出，理事不二的圓融無礙之華嚴教理是其弘揚禪
門妙法與心法的不二法門。法眼文益禪師之所以如此重視華嚴宗所建構的理事不
二、事事無礙與圓融無礙之教理，在於法眼文益禪師以華嚴宗理事不二的圓融無
礙之教理來印證禪門的家風，這就是他所說的曹洞宗「有偏有正，有明有暗」與
臨濟宗「有主有賓，有體有用」的圓融無礙的禪法理論之宗旨。禪門風骨與禪門
的家風講究的是行雲流水、自然而然的了無掛礙之境，顯然法眼文益禪師看中了
華嚴宗理事不二的圓融無礙之教理，以圓融無礙之華嚴教理來闡釋禪門妙法的了
無牽掛的境界，這就是法眼文益禪師借助於華嚴教理解釋禪機的禪法理論之思
維。與之相應，法眼文益禪師進而指出華嚴宗教理所闡釋的理事無礙之法界觀，
超越了色空之滯礙，是色空不二的華嚴境界，並且法眼文益禪師專門援引了華嚴
宗教理的一心含攝一切法的理論，強調了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重要性，這些都是
華嚴宗教理的核心所在。6以華嚴宗建構的理事不二與圓融無礙之教理為理論評判
之準則，法眼文益禪師認為如果不能夠真正明瞭華嚴宗的圓融無礙之法界教理，
那麼就無法參悟曹洞宗與臨濟宗的禪門妙法，這就是「偏正滯於回互，體用混於
自然」的禪病，所以法眼文益禪師的結論是「一法不明，纖塵翳目，自病未能剿
絕，他疾安可醫治，大須審詳，固非小事」
，此中的一法就是華嚴宗理事不二的圓
融無礙之法界觀的教理，不能夠明瞭華嚴宗的這一教理，那麼就不能夠真正參悟
臨濟與曹洞的禪門家風，自然也就無法真正悟得禪門妙法與禪門心法的真諦，這
樣法眼文益禪師所闡釋的華嚴禪理論，最為顯著之處就是將華嚴宗的清淨心體與
理事不二的圓融理論作為了參禪悟道的教理之指南。這種以華嚴教理來指導與印
《宗門十規論》，
《卍續藏經》
，第 63 冊，第 37 頁。
需要指出的是，法眼文益在這裏對於華嚴宗三觀理論的詮釋，是基於禪宗的立場而展開的，與華
嚴宗本有的理論是有出入的，這表明了禪門華嚴禪的宣導者們，在以華嚴解禪的理論建構中，始終
是站在禪宗的立場上來取捨與詮釋華嚴宗的思想，這也是在研究華嚴禪這一現象時需要區分是基於
華嚴的立場還是基於禪宗的立場的一個分水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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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禪門妙法與禪門心法的禪法理論，顯然是華嚴禪的一種方便法門。

二、華嚴禪的境界
佛教之教理講求的是一種參悟之境界，這也是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共識，所謂
的成佛之道即是一種與佛相契應的境界。對於境界之說，禪門妙法更是因為其立
宗之根本，達摩初祖乃至於後世之歷代禪門祖師大德無不是在開示與弘揚禪門妙
法之境界，因此法眼文益禪師作為法眼宗之開創者，之所以能夠開宗立派，必然
是證成了一種禪門妙法之境界。而禪門妙法之境界，顯示出的卻是一種自然流露
之風，不矯揉造作，無人為修飾之痕跡，行雲流水、隨任自然，了無掛礙，這是
禪門妙法修證後自然而達到的一種境界，這是一般之人想學與模仿而不能夠真正
學得的，只能夠模仿其表皮，只能夠是學步邯鄲、西施效顰之行跡。法眼文益禪
師在顯示其達到與修證的禪門妙法之境界時，主要還是以禪門妙法之形式予以展
現的：
師又云：見道為本，明道為功，便能得大智能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
事，直教去盡，才有纖毫。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嗔便喜，此是三界昏亂，
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即是真，其如
礦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閣，諸聖未
必長把卻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7
禪門妙法最為重視的就是開悟之境界，關於開悟之境界的描述與論述，因人
而異、因時因地而異，並沒有統一的標準與經歷，也無法完全用語言來予以表述，
所謂超言絕象即是此意，但是禪門妙法開悟之境界卻可以通過非語言、文字與名
相的模式來予以印證與顯現，這就是機鋒與棒喝之法門，同時從關於記載歷代禪
門祖師大德的燈錄等禪門資料來看，禪門祖師大德的開悟境界是可以被予以展現
的，這樣法眼文益禪師在闡釋華嚴宗與禪宗向結合的華嚴禪之境界時，也顯現出
一種獨特的禪門風格。法眼文益禪師所顯現出的這種開悟的境界，其實質就是一
種經歷了自我真修實證的體驗，這種體驗顯示出的是法眼文益禪師多年參禪悟道
之力道的工夫，這種禪門開悟的境界是對於世間芸芸眾生昏沉、不覺悟的一種當
頭之一棒喝，是對於昏沉、昏昧之世間法的一種超越與警醒，所以禪門祖師在開
悟之後都會有不同於常人的一些舉動，透過這些舉動所顯示出的卻是對於世間法
的真實之觀照與超越，而不是為世間法所迷惑與糾纏，無疑從這種禪門開悟的境
界來審視法眼文益禪師的華嚴禪之境界，也是如此，這一點在法眼文益禪師的開
示中被展現得時淋漓盡致。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法眼文益禪師所顯示出的華嚴禪
7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
，《卍續藏經》第 69 冊，第 590 頁。

法眼文益華嚴禪思想研究

295

之境界，在以展現禪門妙法之境界的特質之際，也融入了一些華嚴宗的元素，以
此來達到融攝佛門諸宗的目的：
師有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猿兼
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頌三界唯心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
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
頌華嚴六相義云：華嚴六相叉，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
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8
在這些流傳於世的法眼文益禪師的偈語中，顯示出的正是他本人參悟禪法開
悟時的境界與見地，而其中顯示出的融華嚴與禪法中的傾向也是十分明顯的。在
第一首偈語中，法眼文益禪師以理與情的關係為喻來闡釋他所參悟的禪門妙法的
境界，理可以被理解為佛法所說的出世間法，而情可以被理解為世間法，禪法卻
是要解決好出世間法與世間法即理與情的關係，二者的關係在法眼文益禪師那裏
就成為了一種賦予霜月等自然景物之禪意的模式，從歷代禪門祖師大德寄情於自
然山水之間來比喻開悟境界可以看出法眼文益禪師的見地。而在第二首偈語中，
法眼文益禪師則運用了佛教教理中較為著名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說法，
以此來闡明自己所悟得的禪門妙法即心法的境界與見地。禪門妙法即是心法，那
麼三界唯心與萬法唯識的命題，就是將一切法收攝到一心之中，如果能夠在一心
之中悟得一心與萬法的關係，那麼禪門妙法的心法就算是開悟之境界了，因此法
眼文益禪師所開顯的境界與見地，就是收攝與融攝萬法於一心之中的模式。只有
悟得了、證得了萬法不離一心，萬法即是一心之顯現，那麼禪門妙法的心法才是
真正之開悟。相應地，與心識相關的而一切感官與感覺乃至於一切與之相應的認
知系統與概念，都可以為一心所含攝，這樣無論是外在的萬法，還是內在的一切
認知的概念與觀念，都不出一心之中，法眼文益禪師的這一首偈語所顯示出的正
是禪門心法的境界。在第三首偈語中，法眼文益禪師顯然是融入了華嚴宗的六相
理論來詮釋自己的禪法之境界與見地，華嚴宗的六相理論本來是為了論證華嚴宗
所宣揚的萬法圓融無礙之境界，同時六相圓融的理論，顯示出的是同中有異、異
中有同、同異不二的模式，並且這種六相相融的模式，以及圓融無礙的理論模式，
都是基於一心含攝萬法的基點，正是因為圓融無礙之基點在於一心，這樣就成為
了法眼文益禪師闡述自己開悟之境界的增上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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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道潛禪師，河中府人，初參師，師問云：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道潛
云：華嚴經。師云：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潛云：文在十地品中。據
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師云：空還具六相也無？潛懵然無對。師
云：汝問我，我向汝道。潛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師云：空。潛於是開悟，踴
躍禮謝。師云：子作麼生會？潛云：空，即然之。異日，四眾士女入院，師問潛
云：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睹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
是破戒？潛云：好個入路。師云：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9
華嚴宗所宗奉的經典正是《大方廣佛華嚴經》
，在記載法眼文益禪師的語錄中
提到了法眼文益禪師本人與另一位元禪師的對話，其中涉及到了對於《華嚴經》
以及華嚴宗六相理論的看法，在兩位元禪師的對話與對答中，永明道潛禪師認為
華嚴宗的六相理論含攝了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但是在法眼文益禪師看來道潛禪師
的這種見地還是持有一種分別與執著的，所以才運用禪門的機鋒與棒喝去點撥道
謙禪師，從而祛除對於六相理論的分別與執著。從法眼文益禪師與永明道潛禪師
的對答之公案中可以看出，法眼文益禪師以空性之理論來祛除眾人對於華嚴宗六
相理論的分別與執著，這之中所顯示的是，法眼文益禪師一方面主張借助於華嚴
宗的六相圓融之理論，來顯示一心即禪門心法之殊勝性，另一方面又以空性來祛
除眾人對於六相理論的執著，這就是法眼文益禪師所開顯出的華嚴禪之境界。這
種華嚴禪的境界是以禪門的機鋒與棒喝之形式來予以展現的，因此法眼文益禪師
的華嚴禪之境界其根本的宗旨仍然是禪門妙法與禪門心法的範圍。從法眼文益禪
師開示與點撥求法者的機鋒與棒喝來看，法眼文益禪師並不排斥華嚴宗的六相等
教理，認為這是參禪悟道者參悟禪門妙法的增上緣，是有助於參悟禪法的。關鍵
在於，如果參禪悟道者不能夠從華嚴六相等教理中超越出來，而是拘泥於華嚴六
相等教理的名言與名相之中，那麼就無法與禪門的妙心相契應，這自然就不是華
嚴禪的境界。從法眼文益禪師的這些開示以及機鋒棒喝的點撥中完全可以看出，
禪門妙法的境界不是玄虛飄渺的神秘，而是一種需要有教理與教義來印證的平
實、真實之境地，這樣法眼文益禪師運用華嚴宗的教理來闡釋明禪門妙法的開悟
之境界，就不啻為一種有效的參悟之法門，這也是後來歷代禪門祖師們有鑒於故
弄玄虛的狂禪以及禪門末流的流弊，而予以對治的不二法門之良方，因此法眼文
益禪師的以華嚴宗教理來印證禪門妙法境界的禪風，就是一劑有力清除禪門流弊
的醫方良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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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嚴禪的工夫
禪門妙法之參悟是一種修行的過程，這一過程就是禪門所說的工夫，要達到
開悟的境界與見地，那麼就少不了參禪之工夫。禪門所說的工夫，其實就是對自
我內在之心進行觀照與提撕，最終去親身證悟自我內在之心是清淨無染的。禪門
中人歷來重視禪法工夫的修行，但是工夫之修行需要有教理與教義予以指導，並
且還需要有教理與教義的印證。禪門中人在傳授修禪之人的工夫時，相應地也需
要將修持禪法的理論予以傳授，這樣才能夠做到學與修的合一。禪法理論固然是
修持禪法之人需要掌握的，但是在禪宗的歷史上，不少禪師在弘揚與傳授禪法理
論的同時，還借助於華嚴宗的教理與教義，來指導禪法工夫的修持，由於佛法本
身是平等而無高下的，這樣華嚴宗的教理與教義在本質上與禪門妙法也是不相質
隔的，於是禪師們借助於理論體系較為完備的華嚴教理來指導與印證禪門工夫的
修持也就成為了禪宗歷史上獨有的一種現象，這一現象就是華嚴禪的理論與華嚴
禪之修行的合一。僅就禪門中人借助於華嚴宗對於心識之精湛的分析與論述之理
論體系而言，華嚴禪即是通過華嚴宗的心性論來為自己的禪法之傳授尋得一種理
論上的依據，在建立了這種借助於華嚴宗教理來解釋禪門妙法的基礎上，禪師們
在傳授參悟禪門妙法的工夫時，自然也會與華嚴宗的教理髮生關涉。法眼文益禪
師在借助於華嚴宗教理闡釋了自我禪法理論之後，則通過華嚴宗心性論的理論之
思維方式，來向眾人開示禪門心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從理論上建立起所要參悟
之心法的直觀之概念，這樣參禪悟道者在參修與參悟禪門妙法與禪門心法時，就
有了可以入手之處，這一參修禪法的入手處就是法眼文益禪師華嚴禪思想的工夫
論：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
有上座道：不上來卻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
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遮兩個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
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錘，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
彼二人總不得，為什麼如此，為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腳，總似恁
麼商量，且圖什麼，為複只要弄唇嘴，為複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為
複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
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
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
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腳，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
智慧過卻時光。山僧在眾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遮邊那
邊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為胸襟，仍為他人注腳。將為自己眼目，上座總似遮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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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可恃。若
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目，陷
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為等閒。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
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
也。10
禪門妙法即心法是無法完全用名相來予以說明的，並且如果一旦落入到用名
相與文字來說明心法，那麼就與心法相去甚遠了。同時，儘管華嚴宗之理論體系
堪稱中國佛教宗派之中較為完備者，其抽象與思辨性也是至今為人們所稱道的，
但是禪門妙法之心法也是不能夠用抽象與思辨來予以展現的，這些模式都是與禪
門心法相背離的。但是，心法由於是需要參禪悟道者自我去參悟與親證的，由於
個人的因緣與緣法之不同，根器之不同，所以就無法在親證與參悟禪法時，有整
齊劃一的標準，但是禪師們在向門人弟子傳授禪法之工夫時，往往又不得不要有
所說明，而不能夠完全讓參禪悟道者墮入五里霧之迷困中，所以禪門中流傳的華
嚴禪從一定意義上而言就是要解決這麼一個難題。在一般禪師的開示中，常用的
方式是指東答西、答非所問，這在馬祖道一所傳的傳法中就有即心即佛、非心非
佛、不是物之開示。從法眼文益禪師的開示語錄中，看似也是有著這樣的理路，
但是由於法眼文益禪師是緊緊圍繞著一心之開悟與修證來展開的，因此這之中就
透露出法眼文益禪師本人對於心法之理論的重視，希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規範對
於心法之參悟，這樣心法修證之工夫就體現出了華嚴宗之理論與禪法修證之實踐
的結合之傾向，或者說法眼文益禪師正是通過華嚴宗之理論來詮釋禪門的修證問
題，如何運用理論來指導修行，禪門中人一直存在著華嚴與禪相結合與圓融的傾
向，在法眼文益禪師的工夫論中得到了顯現：
師良久又云：諸上座貶也得剝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為別事請師直道，師曰：
汝是不為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個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
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
會取，問：古人才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
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古意如何，師
曰：莫作野幹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
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
師曰：謝指示。問：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
即今疑，師曰。嚇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問：
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11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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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禪者要悟入禪門之妙法，至為重要的就是如何契入的問題，這就是門人弟
子在向法眼文益禪師請益時一再請求開示與點撥的，而法眼文益禪師不失時機地
將禪門的工夫予以顯示出來。門人弟子向法眼文益禪師問起如何是不生不滅之心
體的問題，這應該說是禪門妙法之關鍵，禪門妙法即心法就是要證悟不生不滅之
心體，但是心體玄妙而無行跡可求，所以二祖慧可向達摩初祖問心安之法門，達
摩初祖反問二祖慧可將心拿出，與之安心，法眼文益禪師顯然深得達摩初祖之真
傳，直接反問弟子門人哪個是不生不滅之心，這是在開示問禪者與修禪者，要根
據自我之情況與根器尋覓到自己的心，然後再予以觀照與提撕，這就是禪門的參
禪悟道之工夫。顯然，一般之人都屬於根器粗鈍者，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夠點撥省
悟，所以修禪者與問禪者才會在同一個問題上不斷糾纏與發問，而法眼文益禪師
知道眾人的根器與根性之差異，所以也不怨其煩地通過各種方式來予以回應與點
撥，希企能夠使得問禪者與修禪者能夠真正覓得安心之法，即切實地覓得符合自
我根性的參禪悟道的用工夫之處：
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師曰：
恐難副此問。問：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
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
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卻向伊道，汝甚
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為伊不會問卻反射伊麼，且
素非此理，慎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
聖總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
說麼，英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個去處始得，
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
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12
在法眼文益禪師的視野中，禪門祖師之開悟的境界，就是一種真實而平實的
顯現，不是什麼玄遠、神秘之故弄玄虛。同時，由於歷來禪師最怕參禪悟道者墮
入名相糾纏之中，儘管法眼文益禪師有以華嚴解禪的傾向，但是華嚴之理論僅僅
是一種仲介而已，猶如過河時用的渡船，這樣法眼文益禪師在開示弟子門人如何
用功與下工夫之參悟時，堅持的「過河拆橋」與得意忘言的模式，華嚴宗的理論
在修禪之工夫過程中還是需要的，但是華嚴宗的理論僅僅是過河時不得不借助的
橋，過了河之後就要將橋拆掉，得意之後必須忘言，因此在法眼文益禪師的華嚴
禪之工夫論中，既有華嚴宗之理論，同時又要最終捨棄與不執著於華嚴宗之理論，
華嚴宗的理論僅僅是參禪悟道者進入修禪之境界的敲門磚而已，所以法眼文益禪
師的華嚴禪之工夫論之完整表述應該是華嚴與禪，華嚴宗的教理在這裏就成為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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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文益禪師開示與傳授如何參悟禪門妙法之工夫論的理論指導，在學與修相合
一的禪法理論體系中，華嚴宗的教理對於禪門工夫的修習具有理論指導的意義與
作用：
僧問：遠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凡聲是
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吵吵是聲吵吵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為
等閒，上座若會得即是真實。若不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
是真實。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座成不成從何
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
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
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13
華嚴宗關於理與事兩個範疇的分析與論證，堪稱中國佛教哲學理論體系的一
個高峰，法眼文益禪師借助於這一對範疇來向眾人說明參禪悟道工夫之入手處。
華嚴宗通過理與事關係的分析與論證，最終將理與事歸攝到一心之上，再以此來
進行華嚴宗的觀心之法門的修行。從華嚴宗教理事不二的圓融無礙之教理來分
析，華嚴宗既具有極為完備的教理與教義之理論體系，同時華嚴宗還將完備的教
理與教義作為修行的指南，因此華嚴宗的理事不二的法界觀在具有完備的理論體
系之同時，還有修行的一面，即運用華嚴宗之教理來進行「觀」之修習的層面，
這樣可以說華嚴宗理事不二的教理是與修行之教法合二為一的。不過，法眼文益
禪師借用了華嚴宗理與事這一對範疇的理論，但是並沒有接受華嚴宗的修法，而
是將這一理論作為一種禪門修習的工夫之要訣，因為一切佛教之宗派在本質上都
是圓融無礙的，因此一通則一切通，法眼文益禪師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來借用華嚴
宗的理與事之理論，但是如若不進行禪門心法之工夫的修證，那麼華嚴禪之工夫
論就成為了用禪門之妙法去做華嚴宗的注腳，這是禪門中人不會採用的，法眼文
益禪師的華嚴禪之工夫論堅持的工夫之修證還是禪門之妙法，因此不管在何種程
度上法眼文益禪師借助了華嚴宗的理論體系，但是在實際的修法與印證之體系上
還是禪門之妙法，這就是法眼文益禪師華嚴禪工夫論的特質。

四、華嚴解禪的特質
華嚴宗教理與禪門妙法的關涉，是中國佛教思想上的一樁歷史公案，時至今
日依然是佛教界與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因為華嚴教理與禪門妙法的關
係，既有歷史的意義，同時也對於今日佛教理論之發展與修行之實踐都具有現實
的作用，因此教界與學界共同關注華嚴禪的問題，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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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界的看法，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堪稱華嚴禪的一個重要人物，在圭峰
宗密的佛教理論體系中建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華嚴禪思想體系。不過，圭峰宗密
雖然以華嚴禪之理論大師著稱於世，但是他的影響與歸宿卻更多的是在華嚴宗，
而不是在禪宗，甚至於禪宗歷史上還有禪師將之視之為禪法的違逆者，這樣可以
說圭峰宗密顯然是以華嚴來解釋禪法，但其最終歸宿是在華嚴宗的教理之中，這
在圭峰宗密被公認為是華嚴宗五祖的歷史地位中得到了印證，而圭峰宗密卻沒有
被公認為是禪門的祖師。
儘管圭峰宗密所建構的華嚴禪理論體系沒有被禪門中人完全接受，但是圭峰
宗密調劑華嚴宗教理與禪門妙法的理論傾向卻在中國禪宗史留下了痕跡與影響，
這就是有目共睹的後世禪師們借助於華嚴宗教理來闡釋禪法的現象，這種借助於
華嚴宗教理來闡釋禪法的理論傾向，在法眼宗的創始人──文益禪師身上得以體
現。文益禪師以華嚴教理解釋禪法的理論模式，主要體現在借助於華嚴教理的一
些範疇、命題來闡明禪法的理論，因為相較於理論與思維體系均較為完備的華嚴
宗教理而言，禪門修行在教理的闡釋與建構方面，由於更為注重於直指心性，從
而視理論之建構與闡釋為參悟禪法的障道因緣，但是在法眼文益禪師弘法的時代
已經看到了禪門不重視理論之系統建構的流弊，所以法眼文益禪師選擇了運用華
嚴宗教理來完善禪法修行之路。不過，
「文益對於禪學還有自己的看法，他原出於
青原系統，對於教（禪宗後來也重視佛教）很有研究，但側重於《華嚴》。因此，
他講的禪完全建立在理事圓融的基礎上，這就構成他的宗眼。」14「從他的門庭設
施來看，可以說是『一切現成』
，也就是說，理事圓融並非人為安排，而本來就是
如此，所以他們的宗眼就是『現成』。」15禪門妙法的行雲流水般的不著痕跡之自
然風流的境界，在法眼文益禪師借助於華嚴宗理事圓融不二的教理中得以體現，
以圓融無礙的模式來詮釋禪門妙法的了無牽掛之境地，無疑是法眼文益禪師所傳
禪法的一大亮點。從這一點上而言，也可以說法眼文益禪師「對《華嚴》的深義
也能運用入化。他所講的禪，是會通教義來講，而不是淩空而談。同時他有不滯
於文字，運用《華嚴》卻不露痕跡，故很巧妙。」16從法眼文益禪師不著痕跡運用
華嚴宗教理來闡釋禪法的理論建構中可以看出，法眼文益禪師深得華嚴宗理事不
二的圓融無礙教理之真諦，能將華嚴宗教理與禪門妙法有機地融為一體而又不露
痕跡，這自然說明了華嚴宗圓融無礙之教理，與禪門妙法的不著一物之禪機，二
者之間本質上是有一致處的，這樣才能夠為法眼文益禪師的華嚴解禪提供了理論
支撐。

14
15
16

呂澂，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44 頁。
呂澂，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45 頁。
呂澂，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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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法眼文益禪師的華嚴禪理論，對於華嚴宗教理的取
捨與會通，主要集中於理事不二的法界圓融教義上面。禪門妙法的實質是心法，
修習與參悟心法的要訣則是要祛除執著與分別，華嚴宗圓融無礙的教理，就是建
立在一真法界之上的，而一真法界的核心與實質又是本淨的心性之體，這樣禪門
妙法與華嚴宗教理在本淨心性之體這一層面上是一致的，儘管禪門心法與華嚴宗
強調的心性之體有著一些出入，但是將一切法歸攝到一心之中，卻是一致的，這
也就是法眼文益禪師會通華嚴宗教理與禪門妙法的理論基礎與支撐點。
法眼文益禪師將華嚴宗理事不二的圓融無礙之教理融入到禪門妙法的參修之
中，旨在闡明禪門妙法的核心及禪門心法所主張的內外無別之真諦。在援引華嚴
宗教理的過程中，理事不二的法界觀固然是法眼文益禪師建構其華嚴禪理論的支
撐點，同時華嚴宗六相圓融的教理也是法眼文益禪師關注的一個焦點。理事不二
的法界圓融觀，其圓融無礙之中心在於一切法歸攝於一心，這是從個體的內在心
識層面來展開禪門妙法的修證，那麼華嚴宗六相圓融的教理，則是從外在的一切
法也是無分別與無執著的層面來展開的，這樣從內到外無不印證了禪門妙法所說
的內外無別之真諦。所以，法眼文益禪師在選擇博大精深、理論繁複的華嚴宗之
教理時，是有的放矢來進行華嚴教理與禪門妙法的會通，這與文益禪師所開創的
禪門法眼宗之禪法理論的特質是息息相關的。這就是前面所述的法眼宗的宗眼體
現了一切都是「現成」的這一特質，現成即是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也就是華嚴
宗所強調的圓融無礙之無盡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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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檗獨湛與華嚴思想
──兼論佛教融合主義（syncretism）的根底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教授
陳敏齡

摘 要
黃檗宗雖一般名為禪宗，其實深受明末四大高僧之一雲棲祩宏（蓮池大師）
所倡「禪淨合一」思想的影響，而在雲棲祩宏念佛思想的背景則為華嚴「一多相
即」的理論，本論文主要從黃檗獨湛（1592 年－1673 年）和華嚴有關的圖像切入，
並特別以獨湛血繪盧舍那佛圖像為線索，希望藉此探源遡本、闡明中國近代佛教
融合主義的内實或根底。
關鍵詞：黃檗宗、獨湛性瑩、融合主義（syncre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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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代黃檗宗和華嚴經的關係
中國佛教的發展，依印順法師之説，自漢魏兩晉的性空一味、南北朝的二流
分化、隋唐五代的八宗並暢、宋元的會歸二流、到了明清則為諸宗融合，這二十
字箴言，的確簡要地鉤勒出中國佛教思想史的全貌。但中國佛教的宗派概念其實
不甚分明，故近代亦有佛教無八宗十宗之説，而在中國佛教中兩個重視實踐、普
遍流行的宗派－禪和淨土－之上，亦早在唐代中葉就有融合的傾向，這種現象，
歷經宋元時代、到了明末，禪淨雙修的色彩更濃厚，成為佛教的主流。即便是天
台華嚴，也多在禪門裡講説，顯示這種思想傾向的，在明末四大師―雲棲袾宏
（1535-1615）
、紫柏真可（1543-1603）
、憨山德清（全椒憨山，1546-1623）
、蕅益
智旭（1599-1655）等，皆可觀見。
而黃檗宗雖一般名為禪宗（臨濟宗）
，但近代的黃檗新宗，其實深受明末四大
高僧之一雲棲祩宏（蓮池大師）所倡「禪淨合一」思想的影響，而在雲棲祩宏念
佛思想的根底則為華嚴「一多相即」的理論，故黃檗宗亦有重視華嚴思想(八十華
嚴)的傾向。在黃檗版大藏經頒布之際、便追加了不少華嚴關係經典，黄檗祖師和
亦多有華嚴相關的機鋒之語，而最特別的是彼等對華嚴的關心不僅在論述，更是
透過具體的抄經乃至血書之類苦行實踐的方式，例如隱元甚至於七十九歳有抄寫
華嚴經之舉，而黃檗獨湛也不例外。不過，本論文則因緣際會，特別著眼於獨湛
的血畫盧舍那佛像。茲擬從分析此一畫作的構圖，思考為何獨湛以禪門耆宿之姿，
致力禪淨雙修之際，卻又傾心於華嚴的盧舍那佛像，並試圖藉此探尋中國近代佛
教融合主義的根底。

一、日本黃檗宗第四代獨湛性瑩的生平背景
獨湛性瑩（1628-1706）（以下略稱為獨湛）1是中國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的出
身，俗姓陳，名其昌，幼年喪父（翊宣）
、十六歳母親黄氏逝世，為報親恩決心出
家，彼於西元 1654 年 6 月（順治 11 年，時二十七歳）、隨師匠隱元東渡日本，寛
文 4 年（1664 年，時三十七歳）應旗本近藤貞用（法名：近藤語石）的招請、到
遠州金指（靜岡縣浜松市北區引佐町）、開創初山寶林寺（浜松市北區細江町）。
天和元年（1681 年，時五十四歳）10 月，因慧林性機（1609-1681）之推薦，成為
日本黄檗宗的第四代傳人。在日本江戸時代的元祿年間，由禪僧慧中所編的《禪
祖念佛集》裡，收録禪門諸祖對於念佛的看法，包括印度（三名）、中國（三十一

1

《獨湛性瑩全錄》
，參考自：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明清珍稀文獻」
，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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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日本（四名）等國的禪門人物，雖都是從和日本淨土教有關連的角度著眼，
但中國禪師有三十一名入列，而獨湛即是最後壓軸的一位，可見彼在日本的知名
度。而日本淨土宗的忍澂大德（1645-1711）則評價云：
「禪師佩西來直指心印。而
以淨土。爲歸宿之地。……可謂永明所謂。如虎戴角之禪矣」2。
獨湛之師隱元禪師（1592-1673），係繼承禪宗臨濟禪的法脈，近接龍池幻有
（1549-1614）－天童密雲（1566-1642）－徑山費隱（1593-1661）
，本是臨濟宗第
三十二傳，自崇禎 10 年（1637）起住持福建福清黃檗山，苦心經營十七年，但在
各種因緣之下赴日，先到長崎、後來成為日本黄檗宗總本山萬福寺的開山祖師。
如同上述，禪淨融合是宋代及宋代以後中國佛教的特色，隱元宣揚剛健活潑、持
守戒律的臨濟禪，但因這種禪淨雙修的教化方式，乃是明末佛教界一般的作法，
隱元於耳濡目染下，雖以靜坐參禪為根本修行方法，也方便引入淨土宗的念佛方
法，特別尊崇的是雲棲祩宏。
雲 棲 祩 宏 （ 1535-1615 ） 初 參 辨 融 禪 師 （ 1506-1584 ）、 次 謁 笑 嚴 禪 師
（1512-1581）
，和龍池幻有可謂師出同門。然彼雖傳承禪法，但無寧更近於融合主
義，不單是禪或淨土，故亦有不將彼視為禪門之流，而列入淨土宗的第八代祖師，
然彼之《彌陀疏抄》則依華嚴教判，又有傳承華嚴（澄觀）思想的部分。雲棲祩
宏最為用心之處，則是在於重視戒律（戒律復興）
，和道出禪淨歸一的道理。蓋以
禪淨雙修者大半是心禪行淨，而祩宏則基於華嚴事理同源的教義，將向來相互齟
齬的理事、推展到融通之境，闡明禪淨一致之宗，和華嚴同様地，可説都是「稱
性」之極談（「稱性的本教」）
（見於《彌陀疏鈔》通序「明性篇」）。是故有云，雲
棲祩宏的淨土教，是賅羅一代佛教而成的、絶對的淨土教，所謂「佛教全體即淨
土教、淨土教全體即佛教」（《答淨土四十八問》之末）。
近代黄檗宗受雲棲祩宏思想影響極深，例如隱元在東渡之後嘗為雲棲祩宏題
讃、並重刻雲棲祩宏的戒殺放生文，甚至導致「設教不過於淨土法」之機，不過
隱元畢竟還是以參禪為本位，故即便是開示念佛的法語，也是充滿了禪機。隱元
此一重視淨土念佛的面向，尤為其法嗣獨湛所繼承發揮，故一般稱之為「念佛獨
珂然《忍澂和尚行業記》
：
「本邦黄檗山第四世。獨湛禪師。乃普照國師。隱元老和尚嫡子。嘗從
國師。不憚鯨波之險附海舶。東遊本邦。禪師佩西來 直指心印。而以淨土。爲歸宿之地。恆唱佛
號。誦彌陀經。日爲常課。爲人度生亦唯以念佛三昧。心 無他務。割注禪師平居。勸化四眾。無
説餘事。唯念佛耳。其辭略曰。
『我觀世人。箇箇皆好念佛。今三等列之。一者極間人應當 無晝無
夜。一心念佛。二者半間半忙人。應當營事巳畢。即便念佛。三者極忙人。應當忙裏偸間。十念念
佛又復富貴之人。衣祿豐足。正好 念佛。貧窮之人。安貧守分。正好念佛。有子孫人得人替力。
正好念佛。無子孫人。心無牽掛。正好念佛。無病之人。身力康健。正好念佛。有病之人。知死不
久。正好念佛。聽明之人。通經達理。正好念佛。愚鈍之人。無雜知見。正好念佛。以要言之。 天
上人間。四生九有。皆當念佛。奉勸世人。何不趁此四大。未作髑髏時。早早念佛。直待萬般將不
去。惟有業隨身。懊悔無及也』
。可謂永明所謂。如虎戴角之禪矣。」，第 18 卷 p32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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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
，獨湛自青年時代即常閲讀雲棲袾宏著作，經常引用雲棲袾宏的法語，特別値
得注意的是，獨湛工於書畫，彼以禪門耆宿之姿，推廣禪淨雙修的修行方式，不
但對日本淨土宗的教化起了極大影響（例如勸修作福念佛圖）
，也意外地將中國逸
失的文物（當麻曼荼羅的淨土圖）反傳回中國。不僅隱元獨湛如此，獨湛弟子悦
峰也和雲棲祩宏一系的慈雲續法（1641-1728）常相往來3。

二、黃檗獨湛和華嚴有關的圖像
和隱元一起東渡黄檗僧多精於書畫，而如同上述、近代黄檗宗受雲棲祩宏思
想影響極深，且因雲棲祩宏「禪淨合一」的思想和華嚴的理論交渉極深，故黄檗
僧多通華嚴，獨湛也不例外。獨湛所留的繪畫種類相當多元，包括肖像畫、佛教
畫、乃至中國古聖先賢畫像等，而和華嚴有關者，除了單獨的文殊普賢像，主要
是盧舍那佛像，分別繪於元祿 2 年（1689）、元祿 3 年（1690）、元祿 3 年 9 月 15
日（1690）
、元祿 3 年 9 月 13 日（1690）
，前三幅皆同尺寸，應是為黄檗寺三壇戒
會之作（皆保留於萬福寺），餘則為私人收藏4。

（一）獨湛的盧舍那佛像
第一幅的血畫盧舍那佛像（1689）
，獨湛除了以朱書寫梵網經心地法門品（詩）
5
（全文） ，並在畫中血書「梵網教主／盧舍那佛」
，且在後記自述云：開元有八吉
祥、六殊勝、地湧戒壇其一也、其高丈餘、壇中祀盧舍那尊像、千葉蓮華中釋迦
畢備。可見畫作的霊感是來自昔日伴隨亘信行彌6（1603-1659）法叔參詣泉州開元
寺（甘露戒壇）時所留的深刻印象，故模倣開元寺甘露戒壇的主尊，而目的則是
為父（翊宣府君）母（黃氏孺人）超薦。
第二幅的盧舍那佛像，首先以金剛戒壇四字為始，接著書寫梵網經盧舍那佛
獨湛「當麻圖記」序文即弟子悦峰邀請「浙杭東林慈雲灌頂行者續法」所撰。最後的跋文云，
「瑩
毎念。安得支那眾生。見此聖瑞。懐此于心中。已五十年矣。今已開第八秩幸得見東明悦公。成此
勝事。喜躍何如。則余往歳讃詞有。安得拈當麻一縷藕糸。培植于支那一國。普使眾生開青蓮眼。
實東明以眼施人語果應也。惜雲棲大師。未及見此。乃圖一幅。以寄進大師塔堂焉」
。請參拙文：
「佛
教神聖空間之範式及其傳播―以獨湛曼荼羅為軸―」
。
4
以下、依錦織亮介「黃檗僧獨湛‧絵画作品目録（稿）
」の編号。
5
《梵網經》卷 2：
「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花臺，周匝千花上，復現千釋迦。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
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眾，俱來至我所，
聽我誦佛戒，甘露門則開。是時千百億，還至本道場，各坐菩提樹，誦我本師戒。十重四十八， 戒
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眾，由是成正覺。是盧舍那誦，我亦如是誦，汝新學菩薩，頂戴
受持戒，受持是戒已，轉授諸眾生，諦聽我正誦，佛法中戒藏，波羅提木叉，大眾心諦信。汝是當
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
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大眾皆恭敬，至心聽我誦。」 (T24, no. 1484, p. 1003, c29-p. 1004, a22)。
6
崇禎 8 年嗣法於費隱而道者超元為其法嗣（黄檗文化人名辞典）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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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菩薩心地法門品（詩）
（全文）
，下部墨書「黄檗庚午戒壇」
，蓮莖部墨書「六道
群生 曽氏幼清、袞明、履將、郁竒、昇陽洪氏、黃氏、陳氏、林氏、振宇胡氏」
皆為獨湛的先人。
第三幅的盧舍那佛像，首先以金剛戒壇四字為始，接著書寫的則是梵網經最
後的詩7，且在後面附上所有禮拝的尊格，
「南無華藏教主盧舍那佛、南無文殊師利
菩薩、南無彌勒菩薩、南無十方諸佛、南無十方菩薩、南無優婆離尊者、南無南
山証照大師、南無黄檗開山老和尚、護三歸灌頂善神三十六位、護五戒二十五神」
。
蓮莖部墨書「六道群生 胡氏振宇、曽氏幼清、黃氏袞明、郁竒、昇陽洪氏、堯
輔陳氏、陳氏宗親」，皆為獨湛的先人，且大抵同於上述。
第四幅的盧舍那佛像，亦以金剛戒壇四字為始，接著書寫梵網經無盡藏品（最
初）的詩，末後的署名則是「元祿辛未年正月初八日立春丞相正献後裔古鰲峰居
士陳袞明翊宣百拝敬書」
（可見是代筆）
。畫中墨書「梵網教主/盧舍那佛」
，且自述
云：「庚午年九月三壇大戒戒壇中作」，蓮莖部墨書「六道群生 別清袞明、曽黃
氏」。

（二）金剛戒壇上的無量壽如來像
另有一幅無量壽如來像，59 無量壽佛像(楚石琦和尚讃)，也是在元祿三年
（1690）「庚午戒壇」（9 月 13 日）之作。獨湛在這幅圖裡，首先亦以金剛戒壇四
字為始，接著書寫的則是「無量壽佛 楚石琦和尚讃」及讃文（出自「西齋淨土
詩」）8，而在後面云「庚午九月十三日戒壇中圖此尊像/十二月念五日/玉皇上帝下
降日讃」（9 月 13 日），下部除了自書署名之外，亦採代筆的方式，加入「袞明黃
氏/六道群生/丞相正献後裔翊宣陳氏」之名。

《梵網經》卷 2：
「明人忍慧強，能持如是法，未成佛道間，安獲五種利：一者十方佛，愍念常
守護；二者命終時，正見心歡喜；三者生生處，為諸菩薩友；四者功德聚，戒度悉成就；五者今後
世，性戒福慧滿。此是佛行處，智者善思量，計我著相者，不能信是法。滅盡取證者，亦非下種處，
欲長菩提苗，光明照世間，應當靜觀察，諸法真實相。不生亦不滅，不常復不斷，不一亦不異，不
來亦不去，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菩薩所應作，應當次第學，於學於無學，勿生分別想，是名
第一道，亦名摩訶衍。一切戲論處，悉由是處滅，諸佛薩婆若，悉由是處出，是故諸佛子，宜發大
勇猛，於諸佛淨戒，護持如明珠。過去諸菩薩，已於是中學，未來者當學，現在者今學，此是佛行
處，聖主所稱歎。我已隨順說，福德無量聚，迴以施眾生，共向一切智，願聞是法者，疾得成佛道」
(T24, no. 1484, p. 1009, c19-p. 1010, a21)。
8
《淨土十要》卷 8：
「紙畫木雕泥塑成。現成真佛甚分明（此圓妙觀智。即地暖波清也）
。皈依不
是他家事。福德還從自己生。萬樹花開因地暖。千江月現為波清。朝參暮禮常如此。在處皆通極樂
城。」(CBETA, X61, no. 1164, p. 726, b10-13 // Z 2:13, p. 410, c8-11 // R108, p. 820, a8-11)。
古崑謹集《蓮宗必讀》卷 1：西齋淨土詩「紙畫木雕泥塑成。現成真佛甚分明。歸依不是他家事。
福德還從自己生。萬樹花開因地暖。千江月現為波清朝參暮禮常如此在處皆通極樂城。」(CBETA,
X62, no. 1197, p. 596, c24-p. 597, a2 // Z 2:15, p. 124, a13-15 // R110, p. 247, a13-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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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除此之外，復因在三壇戒會之中亦附設瑜伽燄口(為超薦消災)，所以盧舍那佛
像亦從從甘露戒壇的主尊、轉換成為瑜伽燄口的面燃大士(觀音的化身)，故亦有面
燃大士圖或者以觀音為中心、兩兩脇為文殊普賢的構圖。

三、獨湛華嚴圖像的解讀（理解及意義）
全體觀之，四幅盧舍那佛像應是為黄檗寺三壇戒會之作（前三幅皆同尺寸，
皆保留於萬福寺）
，作為甘露戒壇的主尊。蓋以自隱元建立黄檗山萬福寺以來，便
積極引入中國的戒律儀禮，在 1663 年開始第一次的授戒會，而獨湛（36 歳）担任
尊証阿闍梨，其後也歷經第三次的三壇戒會（1670 年，43 歳）担任教授阿闍梨，
第六次（1685 年，58 歳）和第七次（1690 年，63 歳）的三壇戒會則担任授戒和
尚9。耐人尋味的是，到底在獨湛内心裡，金剛戒壇上的阿彌陀佛（無量壽如來）
和盧舍那佛是何等關係？

（一）金剛戒壇上華嚴(盧舍那佛)和淨土（無量壽如來）的關係
考察這種融合華嚴和淨土（或禪淨合一）的思想由來，可説是源遠流長，蓋
以華嚴經言及念佛三昧的場所頗多10，且如眾所知、梵網經在一開始便以坐在千葉
寶蓮之上的盧舍那佛為中心，開展出重重無盡的佛世界。而三界唯心、萬法歸一，
一切從此法界流、一切亦復還歸此法界，所以在華嚴的宇宙論（或者、以梵網教
主為首的甘露戒壇）之中，彌陀和盧舍那其實是融通無礙的。

（二）澄觀的遮那・彌陀不二説
而在華嚴祖師之中，首先提起「遮那彌陀、本末不二」則是澄觀（739-838）。
澄觀不僅從《華嚴經》的佛身觀整合毘盧遮那和彌陀的關係（〈壽命品〉以極樂世
界為華藏世界的初門）
，更從密教的佛身觀含攝毘盧遮那佛和阿彌陀佛（妙觀察智
流出西方無量壽如來）
，而不論是《華嚴經》的毘盧遮那佛、或者是密教的毘盧遮
那佛，都是指向法身的根源性，所以從此流出的四方佛，也是平等互遍，所謂「一

1681 年（54 歳）時，因慧林性機（1609-1681）之推薦，擔任黄檗山萬福寺第四代住持。
尤其在〈入法界品 34〉の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中，第一位參訪對象功徳雲比丘（解脫長者）、
所伝授の就是念佛法門―「普門光明觀察正念諸佛三昧」（略称即：念佛三昧），故其後経文即列
挙二十一種念佛三昧；而在最後一位參訪の普賢菩薩，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0〈入法界品 34〉：
「或見阿彌陀，觀世音菩薩，灌頂授記者，充滿諸法界(T09, p786b)」(T09, no278, p786, b11-12)。
而這普賢菩薩的偈頌段，也是敷衍形成四十華嚴最後の普賢行願品，以導帰極楽作為普賢十大行
願的終結，所謂「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云々 。
換言之，華嚴經一部の始終，其実都是在闡明念佛三昧。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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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從此法界流、一切還歸此法界」，並無本體現象之分，也沒有本佛或分身之別。
澄觀便是基於以華嚴佛陀為絕對真實的立場，整合華嚴顯教的海印三昧和密教的
法身毘盧遮那佛的四佛的流出說，並以此為基盤，達到毘盧遮那佛和阿彌陀如來
平等互遍、同體不二的結論。但是，若僅是遮那彌陀同體論，尚未進入為何選擇
彌陀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最後澄觀所提出的，不是別的理由，而是指出「彌
陀即本師」11。這種從一多相即、本末不二談佛身的圓融無礙之義，遂成為華嚴和
淨土結合的通路，而後來的雲棲袾宏（1532-1612）、或號稱中興華嚴的柏亭續法
（1641-1728），也都承繼這種詮釋的模式12。
獨湛雖然並未具體説明為何在金剛戒壇上畫阿彌陀佛，但如同上述，基於大
乘法身的概念，這種佛佛平等、融通無礙之説，本是一種自明之理。特別是近代
黃檗宗其實深受明末四大高僧之一雲棲祩宏的影響，而在雲棲祩宏「禪淨合一」
的念佛思想的根底，則是華嚴「一多相即」的理論，尤其是受到來自澄觀的影響。
在獨湛十六歳時，曽有日夜坐禪、參悟「萬法歸一」的體験，而在獨湛畫無量壽
佛像之前的「七十壽開戒」的法語裡，彼亦有「遮那彌陀是一體、一體無二自返
觀」之語13，所以，在以梵網教主為首的甘露戒壇之中，彌陀和盧舍那的併置，從
有緣故、彌陀願重、遍接娑婆界人。欲使眾生歸憑情一故、但聞十方皆妙、彼此融通、初心
茫茫無所依託、故方便引之、使歸憑之情專一。不離華藏故、華藏世界橫豎交絡、成世界網、故
知極樂不離華藏。即本師故、阿彌陀佛觀自在、皆表本師毘盧遮那之德、阿彌陀佛即不離本尊遮
那。以為修行之玄樞、與華嚴一經之幽鍵、並主張極樂不離華藏、彌陀即本師。
（《卍續大藏經》七、
四九九頁下），參考拙著《中國的彌陀論》
，頁 259。
12
【以念佛法門為先の説】
《阿彌陀經疏鈔》卷 1：
「（疏）念佛菩薩之父。生育法身。乃至十地始
終。不離念佛。何得初心自足。不願往生。……菩薩父者。華嚴十一經。威光童子。覩如來相獲十
種益。首云得念佛三昧。名無邊海藏門。疏謂以念佛三昧。菩薩之父。故首明之。良繇菩薩以方便
為父。念佛即真涉事。是方便故。又念佛成佛。是親種故。十地始終者。十地文中。從初至末。地
地皆云一切所作不離念佛。」(CBETA, X22, no. 424, p. 610, c16-21 // Z 1:33, p. 172, b7-12 // R33, p.
343, b7-12)。
【従一多相即談彌陀與遮那不二】
《阿彌陀經疏鈔》卷 2：
「
【鈔】智覺云。總持教中。說三十七佛。
皆毗盧遮那一佛所現。謂遮那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自當中央法界清淨智。次從四智。流出
四方四如來。其妙觀察智。流出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如來。則一佛而雙現二土也。故清涼云。即本
師也。」(CBETA, X22, no. 424, p. 635, c6-10 // Z 1:33, p. 197, b9-13 // R33, p. 393, b9-13)。
【同為華嚴流類但名分圓】
《阿彌陀經疏鈔》卷 1：
「七。華嚴舍那釋迦。雙垂兩相。此則如觀經云。
阿彌陀佛現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之身。而又見丈六之身。於池水上故。八。華嚴以盧舍那佛
為教主。此則如清涼云。阿彌陀佛即本師盧舍那故。九。華嚴名大不思議。淨名諸經名小不思議。
此則亦名不可思議功德故。十。華嚴為教。即凡夫心。便成諸佛不動智。此則不越稱名。佛現前故。
是則齊等淨名諸經。同為華嚴流類。圓教全攝此經。此經分攝圓教。以少分義。故名分圓也。」(CBETA,
X22, no. 424, p. 614, b5-14 // Z 1:33, p. 175, d8-17 // R33, p. 350, b8-17)。
【一多無礙主伴交成】
《阿彌陀經疏鈔》卷 4：
「
【鈔】靈光獨耀。迥絕中邊。真照無私。何分彼此。
故得一多無礙。主伴交成。無礙。則千差雖隔而非殊。交成。則萬法不期而自會。然則六方不離於
咫尺。諸佛悉現於毫端。今者此經。當在何處。」(CBETA, X22, no. 424, p. 676, b5-8 // Z 1:33, p. 237,
d11-14 // R33, p. 474, b11-14)。
13
獨湛禪師全錄卷 9（10 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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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澄觀到雲棲袾宏的脈絡來看，實有一脈相通之意。

四、血畫盧舍那像的意涵
（一）血畫血書的傳統
如同上述，獨湛畫盧舍那像，是為了黄檗寺三壇戒會之作，而持戒則毎和苦
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諸如燒身燃指乃至點戒疤等。至於血畫血書，在大乘經典
裡，有許多談到剝皮為紙・㓨血為墨・以髓為水・析骨為筆・書寫經戒之説，故
在中國佛教界自古就有刺血寫經的傳統，而這種獨特的受持讀誦大乘經律的方法，
在明清之際更成為流行的風尚(雖目的不一、評價不一)，明末四大師之中，憨山德
清更是親身躬行。且因強調大乘的菩薩戒，也和梵網經乃至華嚴經的關連甚深。
故在刺血寫經的記錄之中，血書華嚴或普賢行願品的事例不少。而在新黄檗的系
統裡，皆有讚嘆刺血寫經的記錄，特別有名的是惟一道實（1620-1673，號稱華嚴
菩薩）、隱元、即非、獨湛皆有言及此事14。
所以在這様的背景之中，獨湛在十六歳出家之日，亦於佛前發願並血書「以
洞明生死大事為要」
，而在擔任初山寶林寺方丈時，亦有「血書半月警眾二番羯磨」
之作，而血繪盧舍那像佛像，則為報答父母恩之作，此雖和中國傳統的「身體髪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孝道觀念相違，但在獨湛心裡，實有另一番血脈相通的
深意。蓋以血畫血書和持戒（法供養）有關，而持戒是為令正法久住，又和法脈
的傳承（嚴統思想）有關，相當於世間的忠孝傳家，黃檗山歷代輩出的高僧如希
運、義玄、鴻庥、懶安、大安、月輪、大休、正圓、密雲、費隱、隱元，在世皆
以孝道為本，在僧則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為宗旨(大孝以慈悲為本)。隠元自身極
為重視忠孝節義，入滅之際特別提起獨湛的孝心，獨湛亦在「七十壽開戒」云：
「憨

《即非禪師全錄》卷 20：
「贈惟一禪姪血書華嚴/惟心法界沒多途萬行因花在處數滴血化為華藏
海一毛頭上現毘盧」(CBETA, J38, no. B425, p. 713, a10-12)
《即非禪師全錄》卷 23：
「題血書五大部經（有引）／遍吉大士為大法故、不惜身命、剝皮為紙刺
血為墨析骨為筆書寫大乘經典、舉滴血與法海同盈、視點畫與法界同量、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
黃檗惟一禪姪、閱如是經纂如是行、于辛丑春瀝指血手書華嚴八十一卷、其中三十九品之次第、五
周四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嚴、燦然全彰、計五十九萬七千三百十七字。晝書夜拜、方三載而告
成、可謂善作佛事矣。繼而書法華・報恩・金光明・涅槃共五大部、至丁未冬乃得圓滿。遂捐衣缽
資齋僧回向用資恩有。予嘉其願行說偈為證、倘因經以明宗、真是報恩者、更有佛祖說、不到末後
一句、快下一筆。
三山惟一公世襲為參戎猛性羈不得割愛學大雄天生銕漢子剖指露丹衷血書五大部溼透梵天紅佛種
從緣起法不離己躬華藏涅槃海收歸一滴中摩尼映五色色相有異同光影互相入差別自圓融此經亦如
是子不宰其功覷破紅白外真實義自豐實義不可見見性等虛空了無能所見是名真流通恩有俱已答聞
見超樊籠劫石可消殞行願無始終佛祖說不到只在百花叢子能書得出千聖列下風」(CBETA, J38, no.
B425, p. 730, c10-3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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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師以念佛代禅期、吾今後以念佛弘戒儀」
，故影響所及，僧眾或信徒之中亦有
力行實踐者，例如：惟一禪姪、近藤徳用等15，充分呈現戒律與孝道的結合、信仰
（心地戒）和道德的兼備，不但是中國大乘佛教入世精神的特色，也是黄檗宗獨
特的禪戒一如的家風。

（二）甘露灌頂和彌陀心水
如同上述，獨湛畫盧舍那像，是為了黄檗寺三壇戒會之作，其因緣乃是模仿
泉州開元寺的甘露戒壇，傳授三壇大戒的戒壇為何名曰甘露戒壇？主要因透過受
戒懺悔淨化身心、得清淨戒體、蒙佛授記、獲証涅槃，如同獲得甘露的不死藥
(amrta)。獨湛雖將三壇戒會一律稱為金剛戒壇，但附帯一提的是，在獨湛贈予日
本淨土宗僧侶義山（1648-1717）的普陀山石刻阿彌陀佛像上方所題的西方願文裡，
亦出現甘露灌頂之説。所謂「一心繫念阿彌陀、一切魔怨絶侵攪、現生得覩相好
光。或承摩頂灌甘露、令我宿障盡消亡、圓覺妙心豁然悟」16。這裡的甘露灌頂之
説，和透過甘露戒壇的受戒懺悔（心地戒）
、求証涅槃的思想，可謂有異曲同功之
妙。故日僧義山解釋云：「甘露灌頂者是授佛記聲、謂第十地也。佛授記菩薩時、
眉間白毫放光明、照菩薩頂授劫國名號等成佛記也。是天子讓位時春宮即位節、
以四海水盛金瓶灌太子頂也。凖此例曰灌頂也。言乃至者、應灌頂之外有種種妙
聲、故云乃至。言甘露者是不死藥、以喻涅槃實相。舊華嚴第六<廿六紙>曰、甘
露法水灌其頂、十方諸佛授記畢。禮讃曰、彌陀心水沐身頂（14, 386b32-387a04）」
，
値得注意的是，義山在解釋之際，更將甘露灌頂和善導往生禮讃的彌陀心水沐身
頂同置，凡此，皆顯示獨湛嚴持戒律的中国式淨土教和近代日本淨土宗戒律復興
運動的對應關係。

（三）華嚴性海和主伴同會
此外，在和獨湛親交的日本淨土宗僧侶義山的淨土三部經的詮釋裡，不但言
《獨湛性瑩全錄》
，卷九－9b、卷九-10b。
西方願文 普陀山立石<碑石>
歸命阿彌陀慈父、觀音勢至諸聖賢、願舒蓮眼鑑葵誠、令我所願得成就。眾等無始至於今、輪迴六
趣如塵點、今生慶幸得人身、凡夫宿障猶深重、年積月累不自知、罪聳如山過如海、今辰滌慮洗心
身、扣投慈尊求懺悔。
願佛不違本誓願、常寂光中哀攝受、令我往昔至今生、業果凋零罪花殞、曠大劫來生死因、今日和
根盡拔斷一心繫念阿彌陀、一切魔怨絶侵攪、現生得覩相好光。或承摩頂灌甘露、令我宿障盡消亡、
圓覺妙心豁然悟。
至於命終無諸苦、預知時至絶障碍、或坐或立面向西捨報猶如入大定。佛與上善諸聖賢、手擎金臺
來接我、幡蓋紛綸天樂鳴、金蓮異香匝地湧、其有眾生若見聞、一時同下菩提種、我時頃刻到西方。
車軸華中上品坐、親覩如來金色身、授我一乘菩提記。我時蒙佛授記已、不辭苦趣却重來、隨類現
身度眾生證佛智<果位>次及父母並寃親。仗此良因皆利益、虚空有盡願無移。沙界含靈同種智。
康熈戊寅仲春四日新黄檗第四代古莆沙門性瑩獨湛拜畫并書。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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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甘露灌頂和摩頂授手之説，並依此展開出獨特的彌陀舍那、融通無礙、主伴不
二之説，和獨湛亦有若干意氣相通之感。例如：在討論阿彌陀佛的是報非化説或
諸佛的來迎授手的問題裡，義山云：
(1)上輩直感見報身、中下見化身也。就之、白旗及小幡意存第三隨類化身、其由
凖梵網等，對於臺上盧舍那佛、葉上千佛、當第二化，葉中百億、當第三化。然
白旗派言第三化、但非八相應同化、是无而忽有也。
(2)元祖觀經釋<漢語燈二卷十一紙>、判第九觀化佛云是圓光中化佛、而彼真佛所
化作也。此化佛本非彼土所有、以神通力故暫化作之、本无忽有、故名爲化。此
化佛常爲行者隨逐護念、又來迎引接多亦化佛。
(3)然梵網結成華嚴、華臺爲本華葉爲末、臺上遮那雖不言報化、以千百億化現分
身爲其伴、故不言臺上主報身也。今復如此、本華嚴意、臺上遮那一體不分、三
身惣相本佛故、非四敎機見、別十佛自境界因。人所不窺本來獨一佛、故是諸佛
本師也。然彼臺上砌主伴同會、皆性海自眷屬也。
(4)然則華嚴敎主者、彼根本本土・本佛・本自眷屬主、恆説華嚴如來也。今能化
彌陀雖是報、上能兼下、故以第三化、成主伴之義。例如梵網臺上盧遮那、以葉
上葉中釋迦成主伴。又名越派存第二化身、謂報身滿虛空更亦化小身、尚是報身
是小、實是遍滿法界真佛。又宗家極樂、堅存唯報，迦才通報化、義深痛故、尚
當流異派有諍論17。
義山依梵網華嚴之義（梵網結成華嚴）
，説明佛身的三重向度──(1)臺上盧舍
那佛、(2)葉上千佛、當第二化，(3)葉中百億、當第三化，且不採用一般的法報化
的説（不言報化），而用華嚴的主伴之義（主伴同會、皆性海自眷屬），突破一般
淨土門單線式的是報非化的定説，開展出對善導思想詮釋的新視域，雲棲袾宏亦
有不少類似主伴同會思想的發揮，這也許就是獨湛血繪盧舍那佛圖像的源流吧18。

結論：華嚴思想和中國近代佛教融合主義的省思
要之，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由於受到融合主義的影響，華嚴宗一方面傾向
和如來藏思想結合，他方面則是不得不混同於禪淨，這雖使得華嚴教學略顯缺乏
委述聞鈔下<二十一紙已下>、口決鈔下<初紙ヨリ>述見聞<二十五紙>、東宗要一<二十八紙>、
同見聞一<三十六紙>、糅鈔廿四<初紙>已下併見。(14,407b20-408a6)。
18
《阿彌陀經疏鈔》卷 4：
「
【鈔】靈光獨耀。迥絕中邊。真照無私。何分彼此。故得一多無礙。主
伴交成。無礙。則千差雖隔而非殊。交成。則萬法不期而自會。然則六方不離於咫尺。諸佛悉現於
毫端。今者此經。當在何處。」(CBETA, X22, no. 424, p. 676, b5-8 // Z 1:33, p. 237, d11-14 // R33, p.
474, b11-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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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主體性，但就另一方面言，也促使偏於理論的華嚴更具包容性（整合圓覺
經）
，致力於和實踐性懺法的結合，甚至發展成為各種戒壇（甘露戒壇）的核心理
念，而這也是黃檗獨湛血繪盧舍那佛圖像的背景。
而依上述有關獨湛華嚴圖像（血繪盧舍那佛圖）的分析可知，對於禪淨雙修
的獨湛而言，無論是戒壇的遮那彌陀不二、或透過戒壇的受戒懺悔得甘露灌頂，
其實皆和華嚴思想的關係十分密切，可以從華嚴思想―澄觀到雲棲袾宏的脈絡―
為前提來理解的。
這種從華嚴觀點融合淨土思想的現象，不僅見於獨湛，在中國佛教思想史裡
亦多有發揚（如雲棲袾宏的禪淨合一的根底在華嚴/以華嚴的理事不二為前提，一
方面依理一心説明禅和華嚴的通路、他方面依事一心發揮淨土教的特色）
；而在日
本佛教史上，雖一般認為日本佛教是宗派分明，近代其實也有類似的開展，如本
論文言及的日本淨土宗僧侶義山，即引用梵網經，解釋阿彌陀佛的是報非化説或
諸佛的摩頂授手（和淨土諸佛的接引往生）的問題，也同様都是從華嚴淨土不二
的層面來作解釋。
總而言之，中國近代佛教禪淨合一思想的融合主義之根底，實乃繋在華嚴，
這種佛教融合主義，雖以華嚴來統攝，但剋實而論，華嚴亦是總合佛教的代名詞，
包括各種可能開放的向度，不僅重視傳統、也要前瞻未來，更要把握當下。換言
之，不僅聖道門要回歸自心本性（法性真如海）
，淨土門（如來本願海）也不例外，
雖入門方式不同，然皆殊途同歸。而這對照在本回研討會的開幕式裡，賢度院長
以感性的方式，提起成一老人對來院乞食的流浪漢之真心關懷以及流浪漢的認真
回應，更説明華嚴性起哲學的意義、喚起人性光明面的普世價値，誠如雲棲袾宏
所云：
「靈明洞徹、湛寂常恒。非濁非清、無背無向。大哉真體、不可得而思議者、
其唯自性歟」！所以，如何從發掘諸宗共通的基盤（根底）
，進而體認到大乘緣緣
起的深義，回歸人類心性的本源，方是作為普世性宗教之價値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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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天通理及其華嚴思想特點淺析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講師
張愛萍

摘 要
華嚴宗寶通系發展至清代，以寶通四支中有章元煥之嗣法弟子達天通理及其
門下為盛，通理被稱為「清代中興賢首一人」
，晚年得賜紫衣，得封『闡教禪師』，
「然賢宗自圭峰之後封賜之典，師為第一人也。」在當時影響很大。在華嚴方面，
通理作有《五教儀開蒙增注》一書，該書是其對續法《賢首五教儀開蒙》一書的
注釋。本文試就所掌握的有關通理的生平材料，對其生平行誼進行重新梳理；對
《五教儀開蒙增注》一書的成書作簡要介紹，結合續法《賢首五教儀科注懸談》
對通理《五教儀開蒙增注》一書之〈懸示大意〉作初步介紹分析；在此基礎上，
結合通理其他傳世著述，大致總結通理華嚴思想的特點，基本呈現出這樣幾點特
徵：在清代中期以賢宗後學的身份高推華嚴、習講華嚴；推崇清涼澄觀，重視華
嚴五教十宗判；基本忠於續法《五教儀》及《五教儀開蒙》中的華嚴思想，傳播
華嚴義學。
關鍵詞：通理、開蒙、續法、五教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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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發展至明代，自魯庵普泰下開出雪浪洪恩一脈（參見清代西懷了惪著《賢
首宗乘》一書）
，雲棲袾宏一脈（參見清伯亭續法所著《華嚴宗佛祖傳》一書）
，以
及寶通一脈（參見祖旺、心露等人作《寶通賢首傳燈錄》、昌仁等作《寶通賢首傳
燈續錄》及普志等人作《傳燈續錄》
）
。其中寶通一脈指的是由普泰傳一江真澧，再
傳月川鎮澄，四傳至不夜照燈，不夜照燈晚年開法於通州寶通寺，傳弟子玉符印顆，
印顆門下又出耀宗圓亮、濱如性洪、波然海旺、有章元煥四人，此四人所傳之法脈
自明末大弘華嚴於北方，又稱「寶通四支」
，故該法脈又被稱作寶通系。及至清代，
先有雲棲袾宏之五世法孫伯亭續法力闡華嚴於浙江一帶，後有寶通系之達天通理及
其弟子廣弘華嚴於北方，通理也被視為清代華嚴宗傳承的重要人物。本文試結合相
關材料，對通理的生平行誼重新梳理，並對其華嚴思想的特點作初步分析。

一、達天通理其人
達天通理（1701-1782）1，諱通理，字達天，直隸冀州新河（今河北新河）人，
俗姓趙。八歲投妙音鐸出家，並從師祖顯如珍翁先習儒典。十九歲2禮潭柘山岫雲
寺德彰律主3受具戒，並於座下習律。後遍參京城諸師。雍正二年（1724）
，於北京
香岩寺聽不二老人講《法華》而有注釋之念，三年（1725）遂隱居妙峰山石草精舍
始注《法華》並得開悟。4後曾至岫雲寺參學洞初律主5，得南山律宗之傳；又至永
關於達天通理的生平材料主要有：際醒作《闡教禪師塔銘》
，是乾隆五十年（1785）應通理之
嗣法弟子拈花寺懷仁通毓之請而作，見《北圖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 75 冊；《寶通賢首傳
燈錄》卷下〈賢首第三十世達天通理法師〉；《新續高僧傳》卷十之〈清燕都萬善寺沙門釋通理
傳〉；釋印光重修明代月川鎮澄所编《清凉山志》卷三中補有〈達天和尚傳〉。另外尚有通理所
作《法華經指掌疏制疏始末》
《楞嚴經指掌疏續夢始末》中亦有對個別事件的記載。從時間上看，
通理所作二疏《始末》中對個別事件的記載最早，又出自通理之手，因而在所涉及到的事件上，
以此二疏《始末》中的記載為准。其他材料中以際醒之《塔銘》最早，從內容及行文上看，
《新
續高僧傳》與《寶通錄》更為接近，印光重修之《清凉山志》中記載則最為簡略。這幾則材料
在某些事件及其發生時間上的記載多有不同，此處以際醒《塔銘》為主，結合其他材料對通理
的生平行誼重新進行梳理。
2
際醒《闡教禪師塔銘》記為十九歲，
《寶通錄》記為二十歲，這裡取際醒《塔銘》之記載。
3
德彰，名道林，河間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主席潭柘寺，為潭柘寺律宗道場中興第三代住
持。見神穆德，
《潭柘山岫雲寺志》
，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44 冊，頁 77。
4
際醒《塔銘》記為：
「雍正三年乙己，師居妙峰石草精舍，撰《法華新疏》。」
《寶通錄》記為
「雍正三年甲辰，不二老人於京北香岩寺講演《法華》
，師往參焉……越明年，隐居妙峰山石草
精舍，授筆注釋。」《新續高僧傳》亦記載聽《法華》的時間為「雍正三年甲辰」。然而雍正甲
辰年為雍正二年，而並非《寶通錄》和《新續高僧傳》的雍正三年。另《法華經指掌疏制疏始
末》中通理記有：「後於雍正二年甲辰，覲香岩，聽《法華》。每遇難理會處，輒有新悟，異彼
舊說，質之不公。公深許之，於是遂有著經之念。閱明年，隱居妙峰山之石草精舍，援筆始注。」
結合這四則材料，通理聽不二老人講《法華》當在雍正二年，此後始撰《法華新疏》當在雍正
三年。
5
洞翁，名證林，字洞初，河北武邑人，俗姓張，康熙六十一年（1722）繼席潭柘寺，為潭柘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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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寺參有章元煥，深得《楞嚴》之傳，並得印可為賢首三十世。
《新續高僧傳》中
稱其為「清代中興賢首一人」
。6此後曾住香界寺卻引猜忌，遂去。雍正八年（1730）
開始復興遺光寺，一住二十餘年。乾隆六年（1741），建《華嚴大疏》講期三年；
十年（1745），禮五台；十二年（1747）秋，赴戒台寺龍華道場講期，冬建《華嚴
玄談》諸經三年講期；十六年（1751）
，住嘉興寺，未幾即住香界寺。7十八年（1753）
，
建三十二應道場傳戒講經，應請著《楞嚴指要》8，三年始成；二十八年（1763）9，
避暑麻家庵，並興復，易其名為三山庵，庵成後建《金剛》講期，並著《新眼經偈
合釋》10；三十一年（1766）11，任拈花寺住持；四十五年（1780）注《圓覺經》
畢，即經營寺院房舍。四十六年（1781）
，盡出衣缽之資，修華嚴永安塔。四十七
年（1782）示寂，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三，塔於永安塔前。
通理與朝廷多有交涉，據際醒記載，其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拈花寺住
持，即因皇六子質王之請；
「故四方學者，奔赴恐後，爰以道聲日著，上達宸聰。」
12
因而三十六年（1771），得賜紫衣，於皇壇供事；三十七年（1772），開譯館，
翻譯藏經；四十五年（1780）
，逢乾隆七十慶典，班禪額爾德尼自西藏來朝，通理
與班禪曾於萬壽寺有過會晤，13帝心大悅，故封「闡教禪師」，「然賢宗自圭峰之
後封賜之典，師為第一人也。」14得封「闡教禪師」
，由此亦可見通理在當時的影
響。另據《寶通錄》記載，通理還曾任萬善殿教習；奉旨於圓明園校對《宗鏡錄》
等（1733）；亦曾經皇六子舉薦擔任僧錄司副印並供職經咒館、正印（1766），奉
旨於圓明園佛樓行走（1770）。
通理出世近六十年，開法堂五處，即遺光寺、香界寺、嘉興寺、拈花寺、三

律宗道場中興第四代住持。見神穆德，
《潭柘山岫雲寺志》
，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44 冊，頁 78-79。
6
《新續高僧傳》記載其於元煥處「深得秘要，遂發明十宗五教之旨，不遺餘力，為清代中興賢
首一人。」見《新續高僧傳》,B27,no.0151,p.102a。
7
此處據際醒《塔銘》
。另《寶通錄》記載通理住遺光寺在乾隆十四年（1749）
，住香界寺在乾隆
十六年（1751）
。
8
當為現收於《卍續藏》的《楞嚴經執掌疏》之稿本。
9
際醒《塔銘》記為：
「甲申，修三山庵為休老所」
。是指通理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復三山
庵。
《寶通錄》記為乾隆二十八年（1763）休夏於三山庵（麻家庵）。此處據《楞嚴經指掌疏續夢
始末》中記載：
「癸未夏，館事少停，避暑山庵，即今三山庵也。舊名麻家庵，歲久傾圮，不蔽風
雨，拓其基而新之，易以今名。」即二十八年（1763）年於三山庵避暑並興復三山庵。
10
當為現收於《卍續藏》的《金剛新眼疏經偈合釋》
。
11
《寶通錄》記為乾隆三十三年（1768）
。
12
《闡教禪師塔銘》
，《北圖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 75 冊，頁 31。
13
關於此事，多則材料記載不一，有學者已有相關研究，如柳森《達天通理與六世班禪之晤考論》
，
《宗教學研究》
，2015 年第 2 期，頁 103-107。
14
祖旺、心露：
《寶通賢首傳燈錄》卷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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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庵，
「其住持統眾，皆以行道利生、修葺補敝為務。」15這是通理住持多所寺院
的風格。傳戒十四期，講經三十餘會。據《寶通錄》記載，著述有《法華指掌》
十卷、
《楞嚴指掌疏》十一卷、
《金剛新眼疏》二卷、
《圓覺析義疏》四卷16，這四
部著述《卍新纂續藏》中皆有收錄。另有《五教儀開蒙增注》
（以下簡稱《開蒙增
注》）五卷、《普門品別行疏》一卷、《心經合釋》一卷、《盂蘭摘要》一卷，前三
部著述雖未入藏，卻有流通，17《盂蘭摘要》一書暫未見傳世。
「其注釋經教，惟
18
以明白曉暢，洽益時機為功。」 這可說是通理著述的特點。不僅如此，通理著
述初稿始成與定稿之間的時間相隔甚遠，不知是否因事務繁雜之故。據通理記載，
其《法華指掌疏》的寫作「肇始於雍正二年甲辰，脫稿於乾隆十一年丙寅 」
（1724-1746）19，歷時二十餘年；其《楞嚴指掌疏》的寫作時間，據《續夢始末》
記載，乾隆十七年（1752）通理曾為遍空明元等講交光真鑒之《楞嚴正脈疏》
，因
嫌該著駁辨太甚，與澄觀大相徑庭，遂注釋，後弟子請其新制《楞嚴》疏，三年
稿本已成，未及修改，此後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刻，該著的寫作「今又
以二十餘年之工，制斯《楞嚴新疏》
，豈不是一夢未醒，又續一夢也。」20通理自
謙其二十餘年作《法華指掌疏》如在夢中，後之《楞嚴指掌疏》如「一夢未醒，
又續一夢」，因而《楞嚴指掌疏》之序文被稱為「續夢始末」。另其《五教儀開蒙
增注》自雍正八年（1730）其住遺光寺後始作，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示寂
前成書，直至五十八年（1793）才由其法孫通申刊刻。
關於達天通理的所傳弟子，在《北圖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中收錄的「通
理塔碑」上有記載。該碑碑陽為由廣通寺際醒21撰文、中書舍人張虎書寫、慈祥
祖旺、心露：
《寶通賢首傳燈錄》卷下，頁 14。
《法華指掌》收在《卍新纂續藏》第 33 冊，由通理述，弟子明遠較字，包括《法華經執掌疏》
7 卷，
《法華經執掌疏科文》
《法華經執掌疏懸示》
《法華經執掌疏事義》各 1 卷，合計 10 卷。
《楞
嚴指掌疏》收在《卍新纂續藏》第 16 冊，由通理述，門人興宗祖旺、謄清、懷仁祖毓較字。包括
懸示 1 卷，指掌疏 10 卷，事義 1 卷，
《卍新纂續藏》所收版本共十二卷。
《金剛新眼疏》 收在《卍
新纂續藏》第 25 冊，通理述，兩卷本。
《圓覺經析義疏》收在《卍新纂續藏》第 10 冊，由通理述，
弟子心興較訂，四卷本。
17
《五教儀開蒙增注》一書在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陝西省圖書館等
多地皆有館藏。《心經合釋》一卷，天津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
《普門品別行疏》國家圖
書館、上海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有藏。
18
祖旺、心露：
《寶通賢首傳燈錄》卷下，頁 14。
19
《楞嚴經指掌疏續夢始末》，X16,no.0308,p.12a。
20
《楞嚴經指掌疏續夢始末》，X16,no.0308,p.12b。
21
際醒（1741-1810）
，字徹悟，一字訥堂，又號夢東，京東豐潤人（河北）
，俗姓馬，依房山三聖
庵榮池出家，於岫雲寺恒實律師處圓具，曾聽香界寺隆一心興法師講《圓覺》
，並通達性相二宗。
乾隆三十三年（1768）冬，參廣通寺粹如純翁，後得印可為臨濟宗三十六世傳人。三十八年（1773）
，
繼席廣通寺，住十四年，亦棲心淨土，五十七年（1792）
，復興覺生寺，住持八年。通申在《行略》
中記載：
「師於禪淨宗旨，皆深造其奧。律己甚嚴，望人甚切。開導說法，如瓶瀉雲興，與眾精修，
蓮風大扇。遐邇仰化，道俗歸心，當時法門為第一人。」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法臘四十三，
《示
禪教律》
《念佛伽陀》
，參見體寬通申於嘉慶十七年（1812）受際醒弟子惺聰之請所撰《徹悟禪師
15
16

達天通理及其華嚴思想特點淺析

319

精舍福永篆額的「敕封闡教禪師塔銘」正文，時間為「清乾隆年歲次乙巳三月清
明日」（1785）；碑陰為嗣法門人及其所傳的題名，從題名來看，通理及其所傳規
模龐大，嗣法門人 15 人，皆可辨識，從右至左依次為：興宗祖旺、恒順常隨、雲
峰性定、普洪行廣、達元悟性、燦文澄域、玉章真玫、隆一心興、潛龍海成、遍
空明元、甯一福安、廓源化樞、宏林通寬、德如廣勝、懷仁通毓。22這 15 人之名
在《寶通賢首傳燈錄》（以下簡稱《寶通錄》）通理傳記中皆有記載。法孫約 39
人（碑面不全）
；法曾孫約 70 人；法元孫約 24 人。題名之人約 148 人。其所傳弟
子的規模可見一斑。《寶通錄》記載嗣法弟子 15 人中的達元悟性，開法嘉興寺、
慈航寺、永寧寺；隆一心興，開法香界寺；遍空明元，開法心華寺；恒順常隨，
開法延壽寺；興宗祖旺，開法遺光寺、香界寺；懷仁祖毓23，開法拈花寺。這六
支除遍空明元以外，其餘門下皆人丁興旺，法嗣眾多，至全朗普志等人所編纂之
《傳燈續錄》24成書之時，已傳至三十六世，有傳記者四十餘人之多。

二、《賢首五教儀開蒙增注》與《五教儀開蒙》、
《五教儀科注》
如上所述，通理的著述不多，目前除《盂蘭摘要》外，都有存世。在這幾部
著述中，《開蒙增注》是通理對伯亭續法一卷本的《賢首五教儀開蒙》（以下簡稱
《開蒙》）所作的注釋，是其在華嚴學方面的闡釋之作。
續法是雲棲袾宏之五世法孫，袾宏至續法的傳承為：雲棲袾宏——土橋明
理——新伊大真——德水明源——伯亭續法。續法在其二十六歲（康熙五年 1666）
之時完成了六卷本的《賢首五教儀》
（以下簡稱《五教儀》）
，其師德水明源閱後甚
25
為贊許，並付囑續法為袾宏五世法孫。 此後，續法遵照明源的囑託，閉戶數載，
行略》。
22
此十五人中興宗祖旺、達元悟性、遍空明元、恒順常隨、隆一心興、懷仁通毓等六人及其所傳弟
子法脈在《寶通錄》及《續錄》中皆有記載，此處不再贅述。特別是其中興宗祖旺是《寶通賢首傳
燈錄》集作者之一，懷仁通毓的弟子體寬通申是該書的校訂者。
（
《寶通錄》署名為：清京都玉極庵
在輝明月校字，香界寺興宗祖旺、雞足觀音庵景林心露仝（通“同”）集，拈花寺體寬通申校訂。）
23
即懷仁通毓（1743-1791）
，宛平人，俗姓白，九歲於順城門外保安寺禮德弘法師出家，十九歲
依善果寺果月法師圓具戒，後依止達天通理於嘉興寺、三山精舍、拈花寺等處，並得通理印可，
乾隆四十七年（1782）通理示寂後繼席拈花寺。五十年（1785）秋傳戒講經。世壽四十九，法臘
三十，嗣法門人有四，分別為：拈花寺體寬通申，上方山廣和通順，袛園寺瑞廷廣成，保安寺富
有心寶。寶通系第三十一世傳人之一。
24
記載華嚴宗寶通一系法脈傳承的資料有興宗祖旺（1740-1831）
、景林心露（1745-？）等編纂之
《寶通賢首傳燈錄》上下卷，義庵昌仁（1824-？）仁等纂訂之《寶通賢首傳燈續錄》
，全朗普志
（1888-？）
、月潭量闊（1898-？）在吉安圓徹（1849-1918）所作《續錄》基礎上編纂之《傳燈續
錄》
。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等皆有不同卷數的館藏，大乘精舍有三部集
成的《賢首傳燈錄》印行。
25
續法在《集刻五教儀緣起》中記載，
「庚子夏，蒙先師授清涼《玄談》
，遂錄出賢首教儀誦之。
辛醜春，偶於坊間得《賢首五教儀》
，檢之乃西蜀道閑潛法師本也，亦全依《華玄》中教儀、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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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研讀諸多經論，防止《五教儀》中有所錯漏，期間還於康熙八年（1669）
，刪
出略本《開蒙》一卷，該書是「開蒙童」「便記誦」的性質。十四年（1675）《五
教儀》始脫稿，十九年（1680）刊刻。
《五教儀》脫稿後，續法又著手作四十八卷
本的《賢首五教儀科注》（以下簡稱《科注》）一書，該書是進一步理解續法《五
教儀》一書的重要材料。26《五教儀》一書脫稿後，續法即當眾宣講。「乙卯秋，
講全本《教儀》一遍，聽眾茫然。辛酉再講，落堂考之，眾亦不知教觀義之終始。」
27
二十一年（1682）刊刻《開蒙》
。因已有六卷本《五教儀》和四十八卷本的《科
注》，未見續法有《開蒙》一書的相關注解著述。
體寬通申在《敬刻教儀略本增注序》中記載：
「達祖初住遺光，屋不蔽日，食
難充口，為眾講演之餘，特取《教儀》略本加意增修。注釋甫完，通序懸示三時
十儀。繼遷嘉興、香界以至拈花，三十餘年於斯教儀不系一字。後辭印潛修，復
續前注，卒畢其事，惜其草創，桑榆晚景，未及練覆而潛暉矣。」28結合通理的
生平材料可知，通理始住遺光寺是在雍正八年（1730）
，一方面既要復興寺院，另
一方面還在講法之餘注釋《開蒙》
，當於乾隆十六年（1751）遷住嘉興寺之前已大
致完成《開蒙增注》的稿本，但在此後三十餘年間未曾增刪一字。晚年辭印後又
繼續注釋，剛完成卻歸示寂。其弟子懷仁通毓繼席拈花寺不久，即病魔纏身，亦
無暇於《開蒙增注》一書。直至法孫體寬通申領院事後，才發願刊刻通理遺著，

義理三門疏鈔錄成八卷，持呈於先師。師曰：『此乃清涼教儀，非賢首教儀也。現具《華玄》
，何
勞多此？』」由此可知，續法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二十歲之時曾聽明源講授澄觀《華嚴玄談》
，
遂摘錄出其中有關教儀的內容讀誦，此時續法尚未注意到法藏與澄觀在判教問題上的差異，因此
以「賢首教儀」稱之。西蜀道閑潛法師，暫不可考，但由續法記載可知，此人曾錄出澄觀《華嚴
玄談》中五教化儀、宗趣通別、義理分齊三門之內容，成八卷本《賢首五教儀》一書。續法曾於
順治十八年（1661）於坊間偶然得到道潛法師的《賢首五教儀》
，卻被明源斥該書為澄觀之教儀，
而非賢首之教儀。可見，明源對於華嚴宗內部法藏一系和澄觀一系的判教思想當有深入的瞭解。
之後，明源即為續法講授法藏之《華嚴五教章》
，並以《五教解誚論》
、
《賢宗未知圓義解》兩篇文
章開示續法，以回應天臺宗《佛祖統紀》中關於華嚴宗在教觀斷證上缺失的詰難。續法因此於康
熙二年（1663）錄出《時儀教觀圖》
。此後，續法又反復研究華嚴宗諸師的著述，康熙五年（1666）
，
續法之《賢首五教儀》始成，並得到其師明源的高度評價。
26
有關於四十八卷本的《五教儀科注》一書的成書時間，現有的幾則材料記載均不相同，分別為：
續法《集刻五教儀緣起》中記載：
「乙卯冬至戊午夏，出《五教儀科注》四十八卷。」據此該書的
寫作時間當為康熙十四年（1675）冬至康熙十七年（1678）夏。
《慈雲伯亭大師古稀紀》記載：
「三
十六，出《五教儀科注》四十八卷，及《蓮花》
《鏡燈》二章。」據此，該書成於康熙十五年（1676）
。
續法《五教儀注始末》中記載：
「乙卯冬，
《科注》儀文初二卷……己未春……七月盡，注四十七
八卷……庚午春，出《儀注》懸談二卷及法相數，此述集出《儀注》之年月也。」據此，該書作
於康熙十四年（1675）冬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
，按照四十八卷正文的成書來看，該書完成於康
熙十八年（1679）夏。根據這三則材料記載，四十八卷本的《五教儀科注》一書，始作於康熙十
四年（1675）
，完成時間卻有三種記載，分別為康熙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且這三種記載皆出
自續法。值得注意的是，
《五教儀注始末》中有關該書的寫作進程記載甚為詳細。
27
《五教儀開蒙敘》
，X58,no.1025,p.688c。
28
通申，
《敬刻教儀略本增注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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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將《開蒙增注》之稿本交於香界寺隆一心興29校訂後刊刻，乾隆五十八年（1793）
始成其事，此時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續法《開蒙》的刊刻已逾百年。
《開蒙增注》一書分〈通序來源〉、〈懸示大意〉、〈隨文注解〉三部分，共五
卷，其中〈通序來源〉是通理對續法《五教儀開蒙序》的注解；
〈懸示大意〉中通
理採取華嚴宗經典釋經格式，分教起因緣、諸藏所攝、義理分齊、教所被機、能
詮體性、所詮宗趣六門，概說《開蒙增注》要義；
〈隨文注解〉是對《五教儀開蒙》
正文的注釋。其後還附有《引論名義》，《華嚴經品會大意》，《引論名義》中記載
了通理注釋中所引用經論的名目，在《華嚴經品會大意》中，通理主要引用了澄
觀《隨疏演義鈔》中十門釋經之第七〈部類品會〉中對八十《華嚴》九會三十九
品的概要介紹，以明《華嚴經》之品會次第，內容上並無通理本人的闡發。以下
僅結合續法《科注》，對通理《開蒙增注》之〈懸示大意〉六門作以簡單介紹：
教起因緣：
《開蒙》之寫作緣起，具因緣各五義，通理特別指出了兩點，一是
相對於天臺宗而言，通理認為續法的《五教儀》和《開蒙》是為了「申祖意顯正
說」「折異斥開正見」，謂華嚴教義散在諸部，人少見聞，而天台教觀久行於世，
世多遵習，才使華嚴正說不顯，並為駁斥臺宗長久以來的妄斥，故出《五教儀》
及《開蒙》
，凸顯了續法作為華嚴宗人的擔當意識，特別是通理言華嚴為正說，也
足見其宗派歸屬；二是相對於廣本《五教儀》而言，為「結初機通深法」
「能方便
故」，正顯《開蒙》略本之優勢。
諸藏所攝：
《開蒙》三藏中屬論藏，二藏中屬菩薩藏。此與續法《科注》中釋
廣本藏攝同。
義理分齊：依《起信論》一心、二門、生滅門覺與不覺二義、三細、六麄之
依本起末之五重，對應華嚴五教之義理分齊，謂《起信論》之一心即華嚴之一真
法界心，圓宗教觀齊此，並兼餘四重義理分齊，凸顯了華嚴圓教之殊勝。心真如
門齊頓教，空始教亦密說此意；心生滅門齊終教，相始教亦密說此意；生滅門之
覺義齊空始教，不覺義之三細齊相始教；六麄齊小教與人天乘。前四教與《起信
論》之對應與續法《科注》中同，但在小教分齊中，通理以六麄之前四相齊小教，
而后二相齊人天乘，未將人天乘納入小教中。但續法在《科注》中釋小乘教涵蓋
人天乘和二乘。
教所被機：通理謂料揀則無聞思修、不信解行、邪定聚、無性闡提之人，非
隆一心興（1720-1796）
，直隸順天府霸州人（今河北霸州）
，俗姓孫，六歲時因饑荒被送往保定
新城縣廣慶庵禮亮空法師出家，十八歲於京都善果寺依貫聞和尚圓戒習律。後往遺光寺聽通理講
經，並得印可。乾隆三十三年（1768）
，繼席香界寺。世壽七十六，塔於三山庵。詳見《寶通賢首
傳燈錄》卷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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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被根器，若從華嚴圓教總收來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普被一切根器。與續
法《科注》中同。
能詮體性：通理開十門釋能詮教體，分別為音聲語言體、名句文身體、通取
四法體、兼攝所詮體、諸法顯義體、攝境唯心體、會緣入實體、理事無礙體、事
事無礙體、海印炳現體。這與續法在《科注》中釋能詮教體同。此十門是華嚴宗
特有的教體十門。通理曾在《法華經指掌疏懸示》中記有：
「真教難評，淺深異體。
今依圓妙法門，通收古今所說，略為三章。一開為十種，二合為四門，三總與會
通。言開為十種者，準清凉有十門，一音聲語言體。二名句文身體。……言合為
四門者，即前十種，圭峰束之為四。一隨相門……二唯識門……三歸性門……四
無礙門……」30其中「清涼之十門」即指澄觀在《華嚴經疏》中開十門釋能詮教
體之淺深，
「圭峰束之為四」即指宗密在《圓覺經疏》中以隨相門、唯識門、歸性
門、無礙門四門概括能詮教體，並開隨相門為五，涵蓋澄觀十門之前五門，唯識
門對應攝境唯心門，歸性門對應會緣入實門，無礙門對應后三門。此教體十門與
隨相四門本自法藏，法藏在《探玄記》卷一中論教體淺深開為十門：言詮辯體門、
通攝所詮門、遍該諸法門、緣起唯心門、會緣入實門、理事無礙門、事融相攝門、
帝網重重門、海印炳現門、主伴圓備門。言詮辯體門中法藏又區別大乘教體為四：
攝假從實（唯聲為體）
、分假異實（以名等為性）
、假實合辯（亦聲亦名等）
、假實
31
雙泯（非聲非名）
。 另外，法藏在《大乘起信論義記》中還曾分隨相、唯識、歸
性、無礙四門釋教體淺深，並析隨相門有或唯以名句文為性，或唯以音聲為性，
或俱前二事，或俱非二事四種，此與其在教體十門之言詮辯體門中區別大乘教體
為四大同；唯識門可對應其教體十門之緣起唯心門；歸性門可對應十門之會緣入
實門；無礙門實可對應其后五門。澄觀《華嚴經疏》在法藏的教體十門及隨相四
門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整合，成其教體十門，即通理在〈能詮體性〉中所記之十
門。至宗密之時，又在法藏隨相四門和澄觀教體十門的基礎上，於《圓覺經疏》
中析隨相門為五，收澄觀教體十門之前五，並以唯識門對應澄觀之攝境唯心門（法
藏為緣起唯心門）
，歸性門對應會緣入實門。宗密將澄觀承自法藏的教體十門與法
藏之隨相四門進行了統一。宗密的這一做法對後世華嚴產生了較大影響。
至續法釋能詮教體之時，或取宗密之以四門統收十門（見《四十二章經疏鈔》）
，
或取澄觀之教體十門（見《科注》），或在子璿分隨相門為聲名文句體、通攝所詮
體的基礎上，32又增加一六塵顯法體，分三重以使此隨相門全收澄觀教體十門之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X16,no.0307,475a-475c。
法藏在《入楞伽心玄義》中教體十門為：名句能詮門、言聲詮表門、聲名合詮門、聲名俱絕門、
通攝所詮門、邊該諸法門、緣起唯心門、會緣入實門、性相無礙門、圓眀俱德門。
32
子璿曾在《首楞嚴義疏注經》中以隨相四門釋能詮教體，並分隨相門為聲名句文體和通攝所詮
體二重。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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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門（見《觀無量壽經直指疏》）。通理《開蒙增注》與續法《科注》同，取澄
觀之教體十門。而在《法華經指掌疏懸示》、《楞嚴經指掌疏懸示》、《圓覺經析義
疏》三疏中，會通了澄觀十門與宗密四門，如前所述，
「言開為十種者，準清凉有
十門……言合為四門者，即前十種，圭峰束之為四……」33與續法相比，通理在
這三疏中並未取續法在《觀無量壽經直指疏》中分聲名文句體、通攝所詮體、六
塵顯法體三重，嚴格對應澄觀教體十門之前五門的做法，而是沿襲了子璿分聲名
文句體、通攝所詮體二重開隨相門的做法。
所詮宗趣：通理謂《五教儀》總以文字般若為宗，觀照實相般若為趣。別開
教義、事理、境智、修證、因果五對，其中教、事、境、修、因為宗，義、理、
智、證、果為趣。此與續法《科注》中同。

三、通理華嚴思想的特點
《寶通錄》記載通理：
「又入京師，參永祥有祖，深得秘要，遂發明十宗五教
之旨，不遺餘力，為清代中興賢首一人。」34結合有關材料可知，通理在當時不
遺餘力地弘傳華嚴宗五教十宗之旨，門下弟子眾多，是清代中期華嚴弘傳的重要
代表人物，以下試以《開蒙增注》為主，分析通理華嚴思想的特點。
1、賢宗後學，傳習華嚴。際醒《塔銘》中記載通理「家世賢首」，《寶通錄》
記載其為有章元煥法嗣、賢首第三十世，
《新續高僧傳》記其「為清代中興賢首一
人」
，可見外界視通理為華嚴宗人。另據目前通理所留存的著述來看，其署名均為
「賢宗後學」
，可見通理本人是以華嚴宗為歸屬的。其曾於乾隆六年（1741）於遺
光寺建《華嚴》講期三年，期間醉心於清涼澄觀所作之《華嚴經疏》
；又因五臺山
為文殊菩薩的道場，乾隆十年（1745）夏天曾持大悲咒禮五臺山，並於萬緣庵講
《報恩經》
。
《開蒙增注‧華嚴經品會大意》中記有：
「每欲挈領提綱，自慚學疏智
淺，閑閱《綸貫》35，
《綸貫》舛於文理，時呈《管窺》
，
《管窺》昧乎天心。今見
《大鈔》品會次第，乃恍焉自失，而豁然有得也。」36可見，通理當研習過有關
《華嚴經》的多部注疏，尤推澄觀之《華嚴經疏》與《隨疏演義鈔》。
會昌法難後的華嚴宗人，
「他們是華嚴宗理論的可靠傳播者，而不是繼往開來
37
的創造者。」 及至清代，華嚴義學空前衰落。續法曾於康熙十四年（1675）講六

33
34
35
36
37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X16,no.0307,475a-475c。
《新續高僧傳》，B27,no.0151,p.102a。
當指宋代復庵和尚所作之《華嚴經綸貫》
。
通理，
《賢首五教儀開蒙增注·華嚴經品會大意》
。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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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五教儀》
，聽眾茫然不解，二十年（1681）再講，聽眾亦不知教觀之義，造
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一是因為《五教儀》一書是續法關於華嚴宗教觀思想的集
大成之作，續法曾反復研究華嚴祖師的相關著述，在其所錄賢首教儀和道潛法師
八卷本《賢首五教儀》的基礎上，
「丙午夏重治教儀，將《三寶章》之『方便』會
入觀中，取《禪源詮》之『辨異』會入宗中，
《圓覺疏》之『空性五門』
、
《教義章》
之『機益』、《會玄記》之『通妨』並會教中，《會玄記》之『出沒三照』、《指歸》
中之『經時』
、
《禪源詮》之『說意』並會時中，就正於先師，師首肯曰：
『賢家要
旨，今方備矣，較前覺得教觀鬥星，時宗眉目，斷證位次猶如鏡像，性相空義似
為掌果。』」38這樣的集大成之作理解起來本身是有一定能難度的，加之續法第一
次宣講《五教儀》時，其四十八卷本的《科注》可能尚未開始寫作，第二次宣講
時，
《科注》可能已完稿，但尚未付梓流傳，因而聽眾也不能以《科注》為參考，
輔助《五教儀》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佛教義學特別是華嚴義學的衰落，
絕大多數人只能接受開童蒙性質的著述。續法遂改講略本《開蒙》
，頗見成效：
「普
令錄之，晝夜研誦，然後各各慶其不月而工成，教觀義果，燦發於心花。入室禮
謝時問之，果然豁通而無礙焉。」39聽眾請續法將略本付梓流傳，謂：
「詳之略之，
各有其益。非略本不能開蒙童，便記誦，非詳本不能訓久學，施化導。」40
到了通理之時，既有「訓久學，施化導」的廣本，亦有「開蒙童，便記誦」
的略本，還有四十八卷本的《科注》輔助，通理作《開蒙增注》
，對「開蒙童，便
記誦」的略本又進行注解。
「其注釋經教，惟以明白曉暢，洽益時機為功。」41從
通理的注疏特點亦可見，當時僧人的根機恐怕只能適應「明白曉暢」的蒙學程度
的著述。這當是華嚴義學繼續衰落的又一體現。在這樣的背景下，通理依然堅持
著述，弘傳華嚴，是當時習講華嚴不可多得的代表人物。
2、歸自清涼，合賢宗家法。首先，通理認為「《華嚴》為諸經之王，清涼擅
一家之宗。」42尤其推崇清涼澄觀，不僅自己嘗講《華嚴》
，閱《華嚴經疏》與《隨
疏演義鈔》
，並曾以澄觀之注疏思想為標準，評價《楞嚴正脈》
，
「初講十門，即嫌
其駁辨太甚，且前後次第，與清涼大有徑庭，不合賢宗家法。至題中繁言亂心，
如洪闊等八義之類，亦私意之所不取。」43可見，通理評價他人注疏的一個重要
標準即是要「合賢宗家法」，不能與澄觀大相徑庭。
其次，高推華嚴五教判。「言約宗分教者……凡有一十八家。甲順乙違，難
38
39
40
41
42
43

《賢首五教儀》，X58,no.1024,p.687b。
《五教儀開蒙敘》
，X58,no.1025,p.688c。
《五教儀開蒙敘》
，X58,no.1025,p.688c。
祖旺、心露：
《寶通賢首傳燈錄》卷下，頁 14。
《法華經指掌疏制疏始末》，X33,no.0629,p.433b。
《楞嚴經指掌疏續夢始末》，X16,no.0308,p.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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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他宗。事精理備，無越賢首。因依賢宗諸祖，略述五教。」44認為華嚴宗之五
教判是最精備的，其他諸家教判，無出其右。這段話在其《法華》
《楞嚴》
《圓覺》
三疏及《金剛新眼疏經偈合釋》中皆有記載。值得注意的是，通理在這四部著述
中對華嚴五教的略述，從行文上看，與續法《五教儀》《五教儀開蒙》中記載大
同，但是在略述始教時，對空始教只有名義的介紹，卻少了在法相上的介紹。
再次，在注釋形式上，通理亦沿襲了華嚴宗的經典釋經格式。中國漢傳佛教
宗派釋經，天臺宗有五重玄義，華嚴宗有十門釋經。華嚴的十門釋經多指澄觀法
師在《華嚴經疏》中分教起因緣、藏教所攝、義理分齊、教所被機、教體淺深、
宗趣通局、部類品會、傳譯感通、總釋經題、別解文義十個方面解說《華嚴經》。
45
此後華嚴宗人多開十門來釋經，這與該宗崇尚圓融，以十為美有很大關係。
通理曾在《金剛新眼疏經偈合釋懸示》中記有：
「將釋此經，預建章門。夫雜
華嚴飾，為諸經中王。賢首清涼，乃一家之祖。十門通經，萬世標準。雖依法隨
人，開合不定，而忘言得意，會理無殊。故今解釋此經，略變其式，而為六門。
一翻譯前後，二宣說時處，三教乘攝屬，四因緣所為，五受持感通，六釋題解文。」
46
即是言華嚴十門釋經是後世釋經之標準格式，只是不同的人注疏不同的經典，
於華嚴釋經之十門開合不定，會在名目、次序、數量上有所調整，但所詮之理並
無二致。其在《金剛新眼疏經偈合釋》中就調整了十門釋經之形式，將十門略為
翻譯前後、宣說時處、教乘攝屬、因緣所為、受持感通、釋題解文六門，特別是
在〈宣說時處〉中，通理用了續法在《五教儀》中總結的華嚴三時判來分判該經
之說法時。在《開蒙增注》中將十門亦略為六門，分別為教起因緣、諸藏所攝、
義理分齊、教所被機、能詮體性、所詮宗趣，開示《開蒙》大意，加上隨後的隨
文注解，可將通理在《開蒙增注》中的釋經視為七門。這與續法《五教儀科注》
的注釋形式是一致的。47即便如此，還是可以明顯看出通理遵循的是華嚴宗特有的
釋經格式，即其所謂「十門通經，萬世標準」
。這一標準在其所著《圓覺經析義疏》
《楞嚴經指掌疏》
《法華經指掌疏》三疏中體現更為明顯，雖「依法隨人，開合不
定」
，但在這三疏中，通理仍然開十門懸示三經大意。

《楞嚴經指掌疏懸示》，X16,no.0307,p.5b。
此種釋經方式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其最早可追溯至智儼之時，智儼曾在其《搜玄記》中分
歎聖臨機德量由致、藏攝分齊、教下所詮宗趣及能詮教體、釋經題目及分文解釋等五個方面注疏
《華嚴經》
。之後，法藏在《探玄記》中將其改造為教起所由、藏部所攝、立教差別、教所被機、
能詮教體、所詮宗趣、釋經題目、部類傳譯、文義分齊、隨文解釋等十門，此十門在法藏其他著
述中個別名目和次序有所調整。此後的慧苑、李通玄、澄觀、宗密等人皆沿襲了法藏的十門釋經，
並在使用過程中對名目及次序進行了調整，即通理所說「依法隨人，開合不定」
，但大都從十個方
面入手。
46
《金剛新眼疏經偈合釋懸示》
，X25,no.0487,p.234b。
47
考之續法留存著述，或開十門，或開六門、五門。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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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開蒙》作《增注》，基本忠於續法《五教儀》及《開蒙》之思想，少
見對華嚴宗教觀的獨特闡發。通理雖有五卷本《開蒙增注》傳世，但考其內容，
與續法《五教儀》《五教儀開蒙》《五教儀科注》等書相比，少見通理本人創造性
的獨特闡發，限於篇幅，此處試舉一例。關於《華嚴經》的說法時間，華嚴祖師
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以《十地經論》為依據，認為《華嚴經》乃佛於成道後第
二七日所說。
「此處的第『二七日』是其它任何本子都沒有的，包括以後唐譯《華
嚴經·十地品》。具體點明佛講說《十地經》的時間，並非微不足道，也不是譯文
風格不同所致，而是與認為該經在整個佛教經典中所處的地位有關。正是這種看
似微小的差別，以後特別引起弘揚和研究者的注意。」48法藏還以《十地經論》
為依據，曾在《探玄記》卷 2 中明確駁斥菩提流支等的觀點，認為初七日定不說
法，
《華嚴經》定是第二七日俱說。此後華嚴宗人多持二七日說。二是站在華嚴圓
宗的立場上，認為《華嚴經》雖為第二七日說，卻又不局於第二七日，法藏在《華
嚴經旨歸》中從十個方面分析了《華嚴》說經時，這十個方面分別為：唯一念、
盡七日、遍三際、攝同類、收異劫、念攝劫、復重收、異界時、彼相攝、本收末，
以此明佛說經常恒，念劫圓融，說法無休，無辨時分。澄觀對此十重時分亦有論
述，李通玄亦以無時為佛說法時。至續法時，此即為《五教儀》中之通三時。
此處就續法在別三時中言《華嚴經》的說法時間，與祖師作以簡單比較。續
法在《五教儀》中記載：
「即於三七日，遂為此等眾生，於菩提場，稱於大方廣法
界，敷演萬行因花，以嚴本性，令成萬德佛果。」49此處，續法使用了三七日之
說，而三七說是天臺宗言《華嚴》說法時的代表性觀點。50雖然續法在《科注》
中對三七日的解說全文引用澄觀在《華嚴經疏》及《華嚴玄談》中釋說經時的相
關內容，但仍顯牽強。因為澄觀較之法藏，似乎更注重發揮華嚴宗念劫圓融之說，
在《華嚴經疏》和《隨疏演義鈔》中試圖會通菩提流支的三分說與法藏的一念頓
演、念劫圓融說。而對《十地經論》中初七日不曾說法的記載，澄觀解釋為「世
親纔見《十地》
，即為論釋，或則未窮廣文，或則知見有異，未全尅定。」51認為
世親的初七日不說法僅為一家之言，未顯全面。突出「時既不定，說亦不同，皆
根器所宜，見聞有異。約佛赴機，無時不說，望器無感，未曾有說，登地恒見，
常說一味之經。就佛而言，無說不說，若攝方便，皆一乘之印現差別耳。無涯之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
，頁 54。
《賢首五教儀》，X58,no.1024,p.631b。
50
關於佛始說法的時間，歷來都有多種不同的說法，代表性觀點主要還有：菩提流支三分說（佛
於成道後初七日說前五會，第二七日說第六至八會，第九會在後時說，因第九會有聲聞出現）
；天
臺宗三七說（《華嚴經》有前後之分，前分《華嚴》為一至七會，為佛成道後三七日間所說，後分
《華嚴》為第八會，為佛自三七日後至涅槃時之一大長時所說，又稱時長《華嚴》
，法相宗亦大同
此）
。
51
《華嚴經疏》
，T35,no.1735,p.530a。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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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應局執故。」52可以看出，澄觀以華嚴哲學圓融的特點，溝通諸家對於《華
嚴經》說法時分的不同看法的意圖是明顯的，這大約與澄觀之時禪教融合的社會
背景也相關，在華嚴前提下的融合也是澄觀思想的一大特點。
而到了續法《五教儀》中，已使用三七說，除《五教儀》外，
《華嚴宗佛祖傳》
中亦記有：「第一華嚴時會，佛成道後初年，三七日內說也。」53「□自二月八日
成道，自九日至二十九日，為寂場三七滿，就在三七中思惟度生事……」54明顯
引用《法華經》中三七思惟之說，而並未取法藏依《十地經論》的二七說。
另外對於第九會聲聞眾出現的原因，法藏在《一乘教義章》卷一中曾舉出二
意：一是為顯示華嚴法會的深勝，二是為了使三乘人等回向一乘。而續法引用天
臺宗三七思惟之說，雖然也能顯示華嚴之深勝，但又難免有通後之嫌。如其在《五
教儀科注》中記有：
「問：何獨舉根鈍小機耶？答：華嚴會上，有二類機，一根利
大機，即於此會，初見聞時，悟入佛慧。二根鈍小機，直至末後，法華會時，始
入佛慧。今因見此一類鈍根，故欲寢大施小，若唯大機，何必思維？」55結合其
對三七日說法的記載和引用，可見續法更側重於通後說，即華嚴別教雖處初時，
卻可通後阿含時，乃至涅槃時，這種解說似乎更帶有天臺的影響。又續法在《五
教儀》中還引用了《法華經》窮子喻來釋五教接機之次第敷陳，而窮子喻正是天
臺宗五時八教判教體系的重要譬喻來源之一。這也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續法在作
《賢首五教儀》一書時受天臺宗影響之大。
續法在《開蒙》中雖已略去「即於三七日」的記載，但仍然保留了《法華經·
方便品》及《信解品》的窮子喻，因而通理在《開蒙增注》中就免不了要對這兩
個天臺宗五時八教說的重要經典來源進行注解。
《開蒙》中對《方便品》的引用「我始坐道場，時即自思惟，若但贊佛乘，
眾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56並非是《方便品》的原文，其間有
省略，略去的內容就包括「觀樹亦經行，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雲何而可度？」57對於《開
蒙》中《方便品》的引用，通理認為：
「但方便品，別對小機，唯彰思惟，未顯華
嚴。要知正思惟時，即是說華嚴時，乃隱顯秘密意耳。」58意為《方便品》中「自

52
53
54
55
56
57
58

《華嚴經疏》
，T35,no.1735,p.530a。
續法，
《華嚴宗佛祖傳》卷 2，頁 2。
續法，
《華嚴宗佛祖傳》卷 2，頁 3。
續法，
《賢首五教儀科注》卷 3。
《賢首五教儀開蒙》
，X58,no.1025,p.689a。
《法華經》
，T9,no.0262,p.9c。
通理，
《賢首五教以開蒙增注》卷 1，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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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是對小乘根機人而言，此類人因根機愚鈍，聽不到佛陀說法，以為佛陀正
自思惟，實不知對小機人而言的「正思惟」
，對圓頓大根而言卻是「說華嚴時」
。
《方
便品》之思惟是在三七日中，故通理這裡的「說華嚴」當亦指三七日中，此意與
續法同。對於《法華經‧信解品》窮子喻的引用，通理認為是為了說明華嚴會上
機教之不相契合，即華嚴會上除圓頓大根眾生外，還有一類聲聞如聾作啞，此一
類眾生之根機與華嚴大教不相契合，故不聞佛陀說法，就像窮子見父疾馳而走，
比喻小機之人不堪大法；長者急命人追捉窮子，喻佛陀以大法攝持小機，然小機
之人懼大生謗，欲退大心。窮子喻原本意在通過擬宜、誘引、彈呵、淘汰、開會
五個階段，來說明天臺五教之化導次第，雖然在華嚴時可通過窮子不堪大法來顯
示華嚴的殊勝，但其用意卻在於如何化導除華嚴會上的圓頓大根眾生之外的根機，
開權顯實，會三歸一，最終證入。續法在《五教儀》中引用窮子喻，以及通理在
《開蒙增注》中對窮子喻的注解，亦難免有天臺通後之嫌。
通理身受賢首南山、兩家之傳，同時還「跡踵天臺」59，雖自稱「賢宗後學」
，
高推華嚴，實則為兼弘華嚴，這也是通理思想的又一大特徵。其門下所傳弟子規模
龐大，於清中後期廣弘華嚴於北方。在清代佛教義學整體衰落的背景下，通理依然
積極撰述，利益後學，在傳播《華嚴經》及華嚴宗教觀思想上，特別是清涼澄觀的
《華嚴經疏》及續法的《賢首五教儀》及《開蒙》上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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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指掌疏制疏始末》。X33,no.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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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疏》，T35,no.1735,p.5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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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旺、心露。《寶通賢首傳燈錄》。
通申。《敬刻教儀略本增注序》。
續法。《華嚴宗佛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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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教禪師塔銘》
，《北圖中國石刻拓本彙編》第 75 冊，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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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摩訶衍論》與 10－13 世紀的中土華嚴學
吉首大學哲學研究所
劉因燦

摘 要
《釋摩訶衍論》長期視為密教經典，但它在中土的弘傳史卻與中國華嚴思想
的關係最為密切。尤其是唐末五代以來，隨著《起信論》思想成為華嚴思想的「義
理支撐點」後，《釋摩訶衍論》才逐漸受到中土華嚴學者的重視，由此宋代和遼
代出現了研習和注疏《釋摩訶衍論》的高潮。以《起信論》思想為義理支撐的宋
遼華嚴學以華嚴禪思想為基本形態，在此背景下，《釋摩訶衍論》與此時的華嚴
思想相互支持，主要表現在真心論和頓漸悟修兩個層面。
關鍵詞：《釋摩訶衍論》、中土華嚴學、真心論、頓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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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佛教史上，《釋摩訶衍論》是《大乘起信論》的注釋書，署名「龍樹
菩薩造，姚秦三藏筏提摩多奉詔譯」，但中日學術界多認為其是新羅僧月忠假借
龍樹之名而作。因日本真言宗極其重視之，學術界通常將其視為密教經典。此論
在中國的廣泛流傳始於唐末，盛於遼代和宋代，弘傳者皆為華嚴宗人或有深厚華
嚴學背景的僧俗學者，這與唐宋時期中國華嚴禪思想的流行密切相關。自澄觀、
宗密以來，中國華嚴禪思想是以真心論和頓漸論為主要內容。宋遼華嚴思想主要
繼承澄觀、宗密的思想傳統，因此《釋摩訶衍論》與宋代、遼代的華嚴思想的結
合也突出表現真心論、頓漸論兩個方面。

一、《釋摩訶衍論》的真偽及思想歸屬
在東亞佛教史上，《釋摩訶衍論》與《起信論》具有相同的命運，其真偽問
題備受爭議。該論相傳為龍樹所造，姚秦時期筏提摩多譯，現收入《大正藏》第
33 冊。該版本正文前有姚興撰於天冊鳳威年的序文，文云：
朕聞其梵本先在於中天竺，遣騎奉迎，近至東界。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九
月上旬，於大莊嚴寺親受筆削，敬譯斯論。直翻譯人筏提摩多三藏，傳俗
語人劉連陀等，執筆之人謝賢金等。首尾二年，方繕寫畢功。1
按照常理，這篇序文將《釋摩訶衍論》的來龍去脈交待得非常清楚，應屬真
諦翻譯的龍樹真作。然而查閱唐代及以前的佛教著述目錄、僧傳，都沒有記載此
論，也沒有僧人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過。因此，日本學術界很早就有人質疑其真
實性。根據後藤昭雄的研究，最早斷定此論為偽論者是日本奈良時期的佛教居士
淡海三船。淡海三船在寶龜十年（779）寫給戒明和尚的一封書信中說：
《釋摩訶衍論》十卷，馬鳴菩薩本論，龍樹菩薩釋論。一昨，使至，垂示
從唐新來《釋摩訶衍論》，聞名之初，喜見龍樹之鈔釋；開卷之後，恨穢
馬鳴之真宗。今檢此論，實非龍樹之旨，是唯愚人假菩薩之高名所作也。2
寶鬼十年相當於唐代宗大曆十四年。據此可以推斷，《釋摩訶衍論》至遲在
代宗朝以前就出現於中土。淡海三船認為此論是愚人假借龍樹菩薩之名而作。此
後，日本佛教各宗派就《釋摩訶衍論》之真偽展開了持久的爭論。大體來說，天
臺宗、華嚴宗傾向於偽論說，而真言宗傾向於真論說。3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和
高麗人編撰的佛教目錄類著述皆認為此論為偽論，還明確記載了其真實作者。永
超的《東域傳燈錄》說《釋摩訶衍論》是新羅大空山月忠所撰。《諸阿闍梨真言
《大正藏》第 32 冊，第 592 頁上。
參看後藤昭雄：《日本古代漢文學與中國文學》，高兵兵譯，中華書局 2006 年，第 34 頁。
3
日本學術界對於《釋摩訶衍論》真偽問題的討論，參看張文良的《日本的<釋摩訶衍論>研究》
（《中
國佛學》2015 年第 2 期）一文的介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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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部類總錄》在「《釋摩訶衍論》十卷」條的夾註中云：
龍樹或明初來之日，道俗判為偽論。次德溢師引用叡山本師破為偽論。仁
和上問南大寺新羅僧珍聰云：新羅中朝山月忠妄造，後海和上奏入真言三
藏，流行天下。次福貴山道詮和上箴誨破古偽論，立為真論。4
上述兩部佛教目錄著作都提到《釋摩訶衍論》為新羅僧月忠造。20 世紀初期，
隨著《大乘起信論》的真偽問題引起學術界的熱議，日本學術界對《釋摩訶衍論》
的真偽作了仔細研究。
中國古代佛教學者沒有參與到《釋摩訶衍論》的真偽之辨，而是將其作為龍
樹真作加以尊奉。直到近代，因楊文會從日本獲得《釋摩訶衍論》原本及有關疏、
記、鈔等文獻，又因《起信論》的真偽問題引起國內學者熱議，故有考辨《釋摩
訶衍論》之真偽，主張偽論者居多。例如，梁啟超在《大乘起信論與楞嚴經考辨》
一文中，指斥《釋摩訶衍論》為「妖書」，認為此論「作偽之謬而且愚，有出尋
常情理外者」，他還詳細陳述了六條理由：一、「該書標題本論波羅末陀譯，釋
論筏提摩多譯，譯一部書之注，反將本論抽出不譯而委諸他手，已屬異聞」；二、
「序文題『天冊鳳威姚興皇帝』，可謂怪誕已極」；三、「該書羅列許多異經論」；
四、「六馬鳴論即該書所自創也」；五、「該書假借許多梵文來嚇人」；六、「該
書第九卷，造種種怪字，號為真言。」5民國時期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鄧高鏡在《釋
摩訶衍論講演》中，將學術界的異議歸納為六點，並一一加以駁斥，認為這些異
議不足以證明《釋摩訶衍論》為偽論。他從「定論名」、「詳譯主」、「推譯時」、
「辯本釋分合」、「校序文真偽」五個方面對《釋摩訶衍論》詳加考證，得出結
論：「據上所明，本釋兩論定是真諦同時所譯。推原譯師本意，實為宏揚釋論所
立宗旨，以種種因緣，本論竟離釋論獨立，致釋論法門佚而不傳。」6可見，鄧高
鏡不僅視《釋摩訶衍論》乃龍樹真作，且認為《釋摩訶衍論》的價值要高於《起
信論》。其後大凡對《釋摩訶衍論》的真偽問題有所論及的中國學者，皆持偽論
說。例如，印順法師指出，後期的大乘學派爭以龍樹為祖，因此龍樹常受他人附
會、歪曲，而《釋摩訶衍論》「無疑的是唐人偽作」。7杜繼文認為，《釋摩訶衍
論》是月忠所撰，成書時間是武則天當政時期（684-704），該論的意義在於「不
但使《起信論》咒語化，為密宗安置一種新的哲學基礎，而且還提高《起信論》
在佛家經典中的地位，使它不受動搖。」8總體來說，雖然中日學術界在《釋摩訶
衍論》的真偽問題上難以形成一致意見，然持偽論說的學者居多。
安然：
《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卷上，
《大正藏》第 55 冊，第 111 頁中。
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證》
，《現代佛學叢刊》
（35）《<大乘起信論>與<楞嚴經>考辨》，大乘
文化出版社 1978 年，第 64-66 頁。
6
參看鄧高鏡：
《釋摩訶衍論講演》，收入太虛大師編：《海潮音文庫·第三編·論釋下》，新文豐出版
公司，1985 年 9 月，第 433-441 頁。
7
印順：
《中觀論頌講記》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 2009 年 8 月，第 2 頁。
8
杜繼文：《新羅僧與唐佛教》
，收入《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第
168-171 頁。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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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釋摩訶衍論》的思想歸屬，自古就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該論屬於顯
教經典，二是認為該論屬於密教經典，三是認為該論屬於顯密通論經典。這種意
見分歧源於該論的思想內容。學術界通過大量考證，認為《釋摩訶衍論》受到了
三階教、三論宗、華嚴宗的影響。相對來說，它與華嚴宗思想的聯繫更加直接。
《釋摩訶衍論》的論述結構、核心思想都與《起信論》相同，採用了因緣分、立
義分、解釋分、修行信心分、勸修利益的五分結構，其核心思想是真常唯心論。
與《起信論》有所不同的是，該論不僅使用了大量生僻的名相，且某些思想內容
超出了《起信論》的範圍，而與華嚴思想和密教思想更為接近。例如，該論在立
義分開立三十三重門法，所謂十六所入本法、十六能入門及不二摩訶衍，大別為
性德圓滿海、修行種因海。性德圓滿海是指不二摩訶衍，即眾生本有之真心，乃
諸佛所證境界，離教說、離根機，不與教相應。修行種因海是對機所顯，故有語
言文字之教說。這種義理脈絡與華嚴宗思想很相近。例如，華嚴祖師法藏就將華
嚴別教一乘分為性海果分、緣起因分，性海果分乃諸佛境界，不與教相應，緣起
因分乃普賢境界。《釋摩訶衍論》還重視對「十」或「十」的倍數這類數位的應
用，這也與華嚴宗相似。如在論藏所攝中，此論認為一切種種諸論為十種義所攝，
下又分十種攝義論，藏分十種藏。在名相概念的解說中，同樣可見「十」的排列，
如說「信」有十種含義，「如來藏」有十種名，「阿賴耶識」有十種別相，等。
在華嚴宗的思想體系中，「十」是圓滿之義，故華嚴宗有十門玄談的解經體例，
有十玄門的法界緣起論等。《釋摩訶衍論》與密教的關係主要體現在該論第九卷
的「釋魔事對治門」對密教陀羅尼的運用。所以，從思想內容來看，《釋摩訶衍
論》無疑是顯密通論的。

二、《釋摩訶衍論》的中土弘傳史與華嚴思想的關聯
《釋摩訶衍論》在中日兩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所不同。在日本佛教史
上，注疏《釋摩訶衍論》的學者是以真言宗高僧為主體，這是學術界將其視為密
教經典的重要理由。而在中國佛教史上，此論主要以顯教的形式在流傳，與澄觀、
宗密以來的華嚴學尤其密切。儘管《釋摩訶衍論》在唐代中期以前就現於中土，
但根據現有資料來看，最早引用此論者是華嚴五祖宗密。其後，永明延壽遂大量
引用。筆者初步統計，延壽在《宗鏡錄》引用《釋摩訶衍論》有 20 多處，引用的
字數在 2 萬字左右。此外，《心賦注》也有數次引用。永明延壽對《釋摩訶衍論》
的重視極大推動了此論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流行。宋代引用《釋摩訶衍論》的學者
有子璿、淨源、觀復、師會、清遠等人，他們皆為華嚴宗人。圍繞《釋摩訶衍論》
的注疏始自唐代，現存聖法《釋摩訶衍論記》（1 卷）、法敏《釋摩訶衍論疏》（2
卷）即為唐代疏記。由《常曉和尚請來目錄》的記載可知，法敏的《釋摩訶衍論
疏》被日本入唐僧帶到日本。宋代和遼代注疏《釋摩訶衍論》的活動異常活躍，
主要代表有遼道宗、鮮演、法悟、志福、守臻、普觀等。遼道宗是以遼代以帝王
身份從事華嚴學研究的重要人物，曾著《華嚴經隨品贊》。道宗也推崇《釋摩訶
衍論》，嘗言此論「包一乘之妙趣，括百部之玄關。」9在《釋摩訶衍論》方面，
9

志福：
《釋摩訶衍論贊玄疏》卷 1，
《續藏經》第 45 冊，第 830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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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宗曾撰《禦義》五卷。10法悟、志福、守臻等人則是在道宗的鼓勵下注疏《釋摩
訶衍論》。法悟撰有《釋摩訶衍論贊玄疏》5 卷、《科》3 卷、《大科》1 卷。志
福撰有《釋摩訶衍論通玄鈔》4 卷、《通玄科》3 卷、《大科》1 卷。守臻撰有《釋
摩訶衍論通贊疏》10 卷、《科》3 卷、《大科》1 卷。鮮演是遼代華嚴學大家，其
所著《華嚴經疏玄談決擇》在中日華嚴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在這部著作中，
鮮演就引用過《釋摩訶衍論》闡發頓漸問題。根據《鮮演大師碑》的記載，鮮演
曾撰《摩訶衍論顯正疏》，可能是《釋摩訶衍論》的注疏作品。11普觀是南宋華嚴
宗人，號「光嚴無際大師」，現存著作有《釋摩訶衍論記》6 卷、《釋摩訶衍論科》
1 卷、《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領要鈔》、《盂蘭盆經會古通今記》。在這些著作中，
有「吾祖圭峰禪師」12、「吾祖康居賢首國師」13等語，說明普觀是典型的華嚴宗
人。以上情況表明，宋代和遼代引用、注疏《釋摩訶衍論》的學者要麼是華嚴宗
人，要麼具有華嚴學的思想背景。值得提及的是，宋代與遼代研習、弘傳《釋摩
訶衍論》的僧俗學者雖然是在不同政權的統治區域內活動，但彼此存在著相互影
響。例如，普觀在《釋摩訶衍論記》中多次提到「遼本」、「麗本」，對《釋摩
訶衍論》作了文字比對，說明宋、遼、高麗的《釋摩訶衍論》研究存在相互影響。
《釋摩訶衍論》之所以受宗密以後華嚴學者的青睞，主要在於它的部分思想
內容與澄觀、宗密以來華嚴思想發展和演變相契合。與智儼、法藏相比，澄觀、
宗密兩人華嚴思想的最大特色在於提出了以禪教融合、三教融合為主要內容的華
嚴禪。華嚴禪的本體論基礎是真常唯心論，而《起信論》、《楞嚴經》、《圓覺
經》等經典則為這種思想提供了堅實的經典依據，其中居於中心地位的是《起信
論》。入宋以後，更有學者主張以《起信論》思想統一華嚴教觀。例如，被稱為
「華嚴中興教主」的淨源就說：
（華嚴）教宗雖始於賢首，法義實出於《起信論》……乃以馬鳴大師為始
祖，龍樹、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圭峰以次列之。14
淨源認為華嚴宗的教義和觀法都是以《起信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因此他
將與《起信論》關係密切的馬鳴、龍樹兩位印度論師列為華嚴祖師。馬鳴被列為
祖師，是因相傳他造《起信論》。至於龍樹與《起信論》的關係，淨源沒有明確
說明。章衡在《慧因教藏記》中有言：
能仁滅而法網散，宗途異而諍辨興。馬鳴菩薩乃造《起信論》，發明大乘，
以催邪說。龍勝得之，開章釋義。15

義天：
《大覺國師文集》
，黃純燕編，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143 頁。
向南主編：《遼代石刻文編》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668 頁。
12
普觀：
《盂蘭盆經疏會古通今記序》
，《續藏經》第 21 冊，第 483 頁上。
13
普觀：
《法界無差別論疏領要鈔》卷上，《續藏經》第 46 冊，第 692 頁上。
14
李翥：
《慧因寺志》卷 8《晉水法師碑》，杭州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第 51 頁。
15
李翥：
《慧因寺志》卷 6《慧因院教藏記》
，杭州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第 26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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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龍勝得之，開章釋義」，是指龍樹造《釋摩訶衍論》，解釋《起信論》。
章衡與淨源的私交很深，他的意見應能代表當時華嚴宗人的看法。這表明，儘管
《釋摩訶衍論》的真偽尚難定論，不過華嚴宗認為就是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
同時，華嚴宗內部盛傳龍樹從龍宮中誦出《華嚴經》，這也是華嚴宗立龍樹為祖
師的重要理由。如前所言，《釋摩訶衍論》的核心思想也是真常唯心論，故它得
以與《起信論》、《圓覺經》、《楞嚴經》一起受到華嚴學者的推崇。
澄觀、宗密禪教融合思想的另一重要表現是對頓漸悟修問題的討論。在中國
佛教史中，「頓」、「漸」有兩種基本含義：一是教相論上的「頓」、「漸」，
即頓教、漸教。二是指修行論上的「頓」、「漸」。這種意義的「頓」、「漸」
常常與「悟」、「修」配合起來使用，情況比較複雜。華嚴宗就是在上述兩種意
義上運用「頓」、「漸」。依據法藏的解釋，依據法藏的解釋，頓教是說「言說
頓絕、理性頓顯，解行頓成，一念不生即是佛」16等教義。後來澄觀對頓教的理解
發生了變化，他認為頓教是「頓顯絕言，別為一類離念機故，即順禪宗」17，因此
頓教實際上成為一種收攝南北禪宗的一種教法。漸教是對小乘教、大乘始教、終
教的統稱。對於悟修意義上的「頓」、「漸」，澄觀、宗密的分析相當細緻。例
如，宗密根據各宗派的主張，將悟修意義上的「頓」、「漸」歸納為漸修頓悟、
頓修漸悟、漸修頓悟、頓悟頓修等情形。《釋摩訶衍論》的頓漸論側重在修行論，
此論開頭部分的偈頌中云：「或為欲令利鈍眾生開頓入門，顯漸進位，趣入甚深
所詮理故。」從思想結構來看，這裡的「頓入門」是指「性德圓滿海」所云「不
二摩訶衍法」，即自性清淨心；「漸進位」則指「修行種因海」中的各種修行方
式和階位元元。與此相對應，《釋摩訶衍論》又提出「欲開隔檀門，權顯往向位」
的說法。自唐代以來，中國佛教學者普遍將「隔檀門」、「往向位」理解為頓悟、
漸修。例如，聖法云：「言隔檀門者，入如意藏直門之稱；言往向位者，入如意
藏門之稱。如是二門，如其次第，喻真如、生滅之二門。」18依據聖法的解釋，入
隔檀門者可以頓超直入，不落階梯，這就是頓悟；入往向位元元者，則需要經過
長期修行，方能克果，屬於漸修。所以，頓漸論實際上是《釋摩訶衍論》與宋遼
華嚴學相互詮釋的重要方面。

三、《釋摩訶衍論》與永明延壽的心識觀
在中國佛教史上，最重視《釋摩訶衍論》者首推永明延壽。從《宗鏡錄》、
《心賦注》等著作的引證情況看，《釋摩訶衍論》對永明延壽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心識觀方面。冉雲華先生指出，永明延壽佛學思想的主軸是心學，而他在討論心、
識的層次及相互關係時，雖然引用了唯識宗的經典，但在本體論方面，是以法性
宗為基本立場，採用《起信論》的思想架構和華嚴宗的詮釋。19永明延壽對《釋摩
16
17
18
19

法藏：
《華嚴五教章》
，《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1 頁中。
澄觀：
《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第 35 冊，第 512 頁下。
聖法：
《釋摩訶衍論記》
，《續藏經》第 45 冊，第 781 頁中。
冉雲華：《永明延壽·自序》，東大圖書公司 1999 年，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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訶衍論》的引證就體現出上述特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強調真心的本體地位。真心本體論是永明延壽心學體系得以建立的理論
基礎，其著作《唯心訣》、《心賦注》、《觀心玄樞》、《宗鏡錄》等都是以唯
心思想作為主軸，《宗鏡錄》還明確標舉「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境」的宗旨。
他所說的「心」，主要是指禪宗和華嚴宗反復強調的真心，當然還有其他異名，
如真如、如來藏、佛性等。永明延壽對「心」有明確的界定，如說：「何謂一心？
謂真妄、染淨一切諸法無二之性，故名為『一』；此無二處，諸法中實，不同虛
空，性自神解，故名為『心』。」很顯然，這裡永明延壽強調真妄、染淨等法有
共同的本性，這個共同本性就是「心」。他還說，「斯（即心）乃萬化之原，一
真之本。」20可見，永明延壽是以真心為萬法之源。他在《宗鏡錄》卷 99 引用《釋
摩訶衍論》卷 9「對治門」中文字，也表達了這種思想。他說：「一切諸法一心
量，無心外法，以無心外法故，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亦一心法與一心法
作解脫事。無有障礙，無有解脫。一心之法，一即是心，心即是一。無一別心，
無心別一。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21這段文字
出自《釋摩訶衍論》卷 9「對治門」，文字表達略有出入。此外，延壽在《心賦
注》卷 3 及《觀心玄樞》也有引用。其中有兩層意思：一是「無心萬法」，即真
心為萬法之源，一切法皆是唯心現起。所以在體性上，真心與萬法平等無異，圓
融無二。差別事法之間也是平等一味，因為皆以真心為本。二是真心為眾生輪回
解脫之本。永明延壽依《起信論》，認為真心有真如門、生滅門。他在解釋真如
門、生滅門時，引述了《釋摩訶衍論》所云真如門的十種名與生滅門的十種名。
22
根據《釋摩訶衍論》卷 2，真如門的十種名是：如來藏門、不二平等門、一道
清淨門、不起不動門、無斷無縛門、無去無來門、出世間門、寂滅寂靜門、大總
相門、真如門；生滅門的十種名是：藏識門、如來藏門、起動門、有斷有縛門、
有去有來門、多相分異門、世間門、流轉還滅門、相待俱成門、生滅門。 23按照
《釋摩訶衍論》，這十種名其實是從不同角度論述心在真如門和生滅門的不同性
質、作用。
二是討論真心與阿賴耶識的關係。永明延壽對「識」有相當多的論述，例如
他依據不同經論和宗派提出了八識說、九識說乃至諸識說等。對於種種識，永明
延壽皆以一心貫之。在心識關係中，最主要的是真心與阿賴耶識的關係。關於這
個問題，永明延壽是依據《起信論》。在《起信論》中，阿賴耶識位於生滅門，
是生滅與不生滅的和合識，它以真心或如來藏為體。永明延壽曾論述說：「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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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為識藏；不和合義者，體常不變，目為真如，都是如來藏。」24永明延
壽的論述無疑是根據《起信論》思想。他在回答「阿賴耶識因何得名，為複自體
20
21
22
23
24

延壽：
《宗鏡錄》卷 27，
《大正藏》第 48 冊，第 569 頁上。
延壽：
《宗鏡錄》卷 99，
《大正藏》第 48 冊，第 948 頁中。
延壽：
《宗鏡錄》卷 83，
《大正藏》第 48 冊，第 873 頁下。
參見《釋摩訶衍論》卷 2，《大正藏》第 32 冊，第 604 頁上、下。
延壽：
《宗鏡錄》卷 4，《大正藏》第 48 冊，第 434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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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為複和合而有」這個問題時，就是引述《起信論》來說明。而回答「第八
藏識當有幾種」之問題時，延壽引述了《釋摩訶衍論》的「十種阿賴耶識別相」，
有 1800 多字篇幅。十種阿賴耶識具體是指：1.大攝主阿賴耶識；2.根本無明阿賴
耶識；3.清淨本覺阿賴耶識；4.染淨本覺阿賴耶識；5.業相業識阿賴耶識；6.轉相
轉識阿賴耶識；7.現相識阿賴耶識；8.性真如理阿賴耶識；9.清淨始覺阿賴耶識；
10.染淨始覺阿賴耶識。25永明延壽的引述出自《釋摩訶衍論》卷 2，所不同的是，
《釋摩訶衍論》記「阿賴耶識」為「阿梨耶識」。26根據《釋摩訶衍論》的解釋，
阿梨耶識之所以有此十種，乃因契經別說。其實，這十種阿梨耶識與《起信論》
思想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例如，大攝主阿梨耶識被稱為總相大識，實則是指不
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之阿梨耶識，此識能生一切法，能攝一切法，有覺、
不覺兩義。清淨本覺阿梨耶識、染淨本覺阿梨耶識是在本覺的意義上，分別從不
生不滅、生滅兩種角度來區分阿梨耶識。業相業識阿賴耶識、轉相轉識阿賴耶識、
現相識阿賴耶識則主要依據《起信論》的三細相（業相、轉相、現相）成立阿梨
耶識之義。清淨始覺阿賴耶識、染淨始覺阿賴耶識是在始覺的意義上，從不生不
滅、生滅的角度區分阿梨耶識。至於性真如理阿梨耶識，是指正智所證清淨真如
之理，亦可理解為眾生本具之真心、如來藏。
三是闡述真心本覺思想。本覺思想是《大乘起信論》的核心思想，其完整
內容體現為本覺、不覺、始覺、究竟覺的辯證關係。依據《起信論》的描述，
覺是指心體離念，也是指眾生本有自性清淨之心體。從這種意義上說，眾生本
來是覺悟的，故為本覺。與本覺相對的是始覺，始覺是指經過後天修習獲得的
覺悟。通過不斷地修習，覺悟本來具有的清淨本體，最終實現始覺與本覺的合
一，即為成佛，亦即究竟覺。不覺則與本覺相反又相成，不覺是因無明念起而
暫時沒有覺悟，但「念無自相，不離本覺」，所以不覺與本覺又是一體無二的
關係。永明延壽特別重視《釋摩訶衍論》的本覺思想，如《宗鏡錄》解釋「目
心為鏡」時，就引用了《釋摩訶衍論》所云「性淨本覺」，《宗鏡錄》卷 6 還
大篇幅引證了《釋摩訶衍論》對清淨本覺、染淨本覺、清淨始覺、染淨始覺的
解釋。在《釋摩訶衍論》中，「性淨本覺」是說真心本性清淨無染，本來覺悟。
「清淨本覺」與「性淨本覺」大體同義，是指本有法身從無始來具足圓滿過恒
沙功能，常明清淨；「染淨本覺」是指自性清淨心受無明薰染，致使眾生流轉
生死，無有斷絕；「清淨始覺」是說無漏性智出離一切無量無明，不受一切無
明薰染；「染淨始覺」是說般若受無明熏習，不能相離。27《釋摩訶衍論》所云
種種「覺」義，只不過是對《起信論》本覺思想的發揮。永明延壽引用《釋摩
訶衍論》，也沒有超出《起信論》的思想框架。同時，由於永明延壽是以「教
尊華嚴，禪宗達磨」為宗旨，所以他的佛學思想在本質上屬於華嚴禪，而《釋
摩訶衍論》則被他整合到這種思想體系中。

參見《宗鏡錄》卷 51，《大正藏》第 48 冊，第 716 頁下-717 頁下。
參見《釋摩訶衍論》卷 2，《大正藏》第 32 冊，第 612 頁中-613 頁中。
27
參見《釋摩訶衍論》卷 3，《大正藏》第 32 冊，第 613 頁下；延壽：《宗鏡錄》卷 6，《大正藏》
第 48 冊，第 445 頁下。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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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釋摩訶衍論》與宋遼華嚴學僧的頓漸論
宗密、延壽以後的宋遼華嚴學者雖然有從真心論的角度將《釋摩訶衍論》與
華嚴思想結合起來，但更多表現在頓漸論方面，其中引用《釋摩訶衍論》闡發頓
漸問題以鮮演、清遠為代表；運用華嚴宗的頓漸論注疏《釋摩訶衍論》有道宗、
法悟為代表。
鮮演在《華嚴經玄談決擇》對頓漸問題很多討論。其中，鮮演在回答某些學
者對於頓教、漸教、終教三者關係的疑問時，就引用《釋摩訶衍論》，表達了自
己對頓教、漸教的理解。他說：
法雨宣流於沙界，雖開通於多路，復淺復深。然綰攝於二門，乃頓乃漸。
其頓教也，詮即心即佛之旨，何假三祇，顯無斷無縛之宗，不登五位，似
神仙術，點瓦礫兮，即時成金，如菩薩通攬江河兮，頓然作乳。其漸教也，
說從凡入聖之旨，定曆三祇，闡斷妄證真之宗，須經五位，類陶治匠，煉
金砂兮漸漸成金，同放牧人，執牛乳兮微微得乳。匪唯頓漸成株，抑又權
實不等。故龍樹云：欲開隔檀門，權顯往向位。28
鮮演將一切教法分為頓教、漸教兩部分。根據他的說法，頓教與漸教有三點
區別：一是所說內容不同，頓教說「即心即佛之旨」，這相當於南宗禪的頓佛成
佛；漸教說眾生要從凡入聖，需經「五位」（即十信位、三賢位、十地位、如來
位、覺位），漸漸成金。二是權實不同，頓教是實教，漸教是權教。鮮演對頓教、
漸教的理解顯然不同於華嚴宗。大體來說，鮮演主要是從修行方式的角度區分頓
教與漸教，以頓悟成佛對應於頓教，漸修成佛對應漸教。鮮演的這種理解方式又
是受《釋摩訶衍論》的影響，其中他引用了《釋摩訶衍論》中的「欲開隔檀門，
權顯往向位」，就是明證。而華嚴宗對頓教、漸教的界定雖然也包含著修行論，
但側重點從教法、教相的角度區分頓漸二教。例如，法藏說：「所謂漸頓，以始、
終二教所有解行並在言說，階位次第，因果相承，從微至著，通名為漸。……頓
者，言說頓絕，理性頓顯，解行頓成，一念不生即是佛等。」29在法藏看來，頓
教講不依言說，漸教則依言說，設修行階位而漸修成佛的教義。同時，華嚴宗的
思想中，漸教還包括終教。終教也被稱為實教，鮮演則把頓教以外的一切教法稱
為漸教或權教。對此，鮮演還用一個很長的比喻作了進一步說明。他以世間二人
喻頓、漸或利、鈍兩種根機，以藥喻世尊所施漸、頓、終三種教法。他在論述過
程中，結合了《起信論》及《釋摩訶衍論》中的真如門、生滅門的思想結構。在
他看來，從「向真如門」的角度說，漸根人、頓根人同在覺位，無病安健；「向
生滅門」。世尊觀此二人利鈍有異，便施頓、漸兩種教法。利根人聽聞世尊說「汝
身自體無病」，即能信受，而鈍根人未能信受，於是世尊便為鈍根人施漸教法，
如說：
28
29

鮮演：
《華嚴經談玄決擇》卷 5，
《續藏經》第 8 冊，第 60 頁上。
法藏：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1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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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今尫羸（汝是凡夫），身縈重病（體具多障），汝病可差（非同闡提），
應服良藥（應修對治），漸漸調製（漸漸斷除），方得安健（乃得成佛）。
是時彼人（爾時漸根）鹹皆信受（總領終教）。雖受此言，未求良藥（雖
信佛語，未修對治，寄邪位）。30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包含了鮮演對終教的理解。依據他的看法，漸根人
聽聞佛說漸修成佛等語「鹹皆信受」，即是「總領終教」，而未修對治。這表明
終教相當於漸修過程中的信解階段，尚未進入實質的修證環節。漸根人進入終教，
還需要向佛尋求對治之法，漸漸修習，經過十信位、三賢位、十地位、如來位等
階段，待根基調熟後，佛再為之說頓教，最後趣入覺位。既然終教屬漸教，那麼
在鮮演的判教思想中，終教也是權教。頓教、漸教、終教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
只是從應機授藥的角度上說，三教所詮教法有所不同。
南宋華嚴宗人清遠在《圓覺經疏隨文要解》（12 卷）是對宗密《圓覺經略疏
鈔》的再疏。宗密在《圓覺經》疏鈔著作中，對頓漸問題有很詳細的討論，這一
點也為清遠所繼承。清遠對頓漸問題的討論也受到《釋摩訶衍論》的影響。其中，
《圓覺經疏隨文要解》卷 3 討論悟修成佛問題時，就應用了《釋摩訶衍論》的「性
德圓滿海」、「修行種因海」。在「性海圓滿分」中，清遠說：
初性德圓滿海者，具云不二摩訶衍，諸佛得不故，離機根故，離教說故，
即性德圓滿海是焉。賢首則謂性海果分是不可說義。何以故？不與教相應
故，即十佛自證境界也。禪宗所謂不二法門離言說相，離名字相，有問則
喝，開口則棒，皆之類也。故吾宗、南宗皆於此所謂自性清淨涅槃，不由
斷障之所顯，何假修證乎？修行種因海者，對因所顯，即普賢證窮處是也。
於中又分二別：一、上達之機則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一言之下見性成佛，
所謂頓悟無妄成佛。今經亦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
次。依此則亦不假修證，亦頓悟頓修也。其次，根機劣弱者，雖悟覺性本
圓，惑障所纏，未能證入，不假修證何由克果。教宗、禪宗不可昧此，況
此二門似反而符，缺一不可。31
清遠認為，《釋摩訶衍論》的「性德圓滿海」、法藏所云「性海果分」、禪
宗所云「不二法門」在內涵上是一致的，都是指眾生本有之自性清淨性，眾生本
來成佛。在「修行種因海」部分，清遠集中表達了頓漸合一的主張。依據根機利
鈍不同而立頓悟、漸修是《釋摩訶衍論》明確表達的觀點。清遠的論述則將《釋
摩訶衍論》與《圓覺經》有機結合起來，並強調頓悟和漸修「似反而符，缺一不
可。」他還引宗密的話，認為南宗禪也具頓悟漸修之意，只是頓顯而漸密。清遠
反對某些學者所認為的南宗主頓悟，北宗和教門主漸修的錯誤觀點，這種立場表
明清遠的修行觀是一種禪教融合的論調。
30
31

鮮演：
《華嚴經談玄決擇》卷 5，
《續藏經》第 8 冊，第 60 頁中。
清遠：
《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卷 3，《續藏經》第 10 冊，第 47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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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演、清遠是運用《釋摩訶衍論》的相關論述來表達自己的頓漸觀，而道宗、
法悟則是運用華嚴宗的思想疏釋《釋摩訶衍論》的頓漸觀，集中體現在兩人對《釋
摩訶衍論》的判教。道宗所撰《禦義》五卷已佚，法悟對他的觀點有引證。法悟
所用的判教法是華嚴宗的「五教」、「十宗」。他在《釋摩訶衍論贊玄疏》玄談
部分的「依義判教」中說：
教類有五：一者小教，二者始教，三者終教，四者頓教，五者圓教。然斯
五教，賢首創立，清涼重修解義。釋名如《疏》及《記》。若依此論所解
四中真俗二門判歸五教，正當頓教（如《釋論》指從假入實，泯相歸性是
論本意，故正頓攝），亦兼終教（依如來藏成攝主識，緣起無性，一切皆
如，如不礙事，故兼終攝）。今主上親示諭云：歸敬頌後，龍樹既云欲開
隔檀門，權顯往向位。准此所陳，故知斯論正屬頓教，亦兼終教。聖心所
決，誠謂指南。32
由上可知，法悟判《釋摩訶衍論》正屬頓教，兼終教，而這種理解又是受道宗
的啟發。道宗判攝《釋摩訶衍論》的主要依據是此論所云「隔檀門」、「往向
位」。從對應關係上看，「隔檀門」屬頓教，「往向位」屬終教。從表面上看，
道宗、法悟沒有使用「漸教」這個概念判攝《釋摩訶衍論》。然而，由於在《釋
摩訶衍論》中，「往向位」屬漸修法門，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從漸修的角度理解
終教，而且也是從修行論的角度討論頓教、漸教、終教。法悟又根據《釋摩訶
衍論》詮說的離言所依果海，認為《釋摩訶衍論》唯圓教所攝。所以《釋摩訶
衍論》實際上包含頓教、終教和圓教的教義。法悟分別從「通宗」和「別宗」
兩個角度作了詳細分解。在「通宗」中，他完整引述了澄觀的「十宗」說：「一
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無宗，三法無去來宗，四現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
六諸法但名宗，七三性空有宗，八真空絕相宗，九空有無礙宗，十圓融具德宗。」
澄觀「十宗」說與法藏的「十宗說」有很大不同，突出表現在澄觀的「真空絕
相宗」、「空有無礙宗」、「圓融具德宗」分別配屬頓教、終教、圓教。那麼，
《釋摩訶衍論》屬何宗攝？法悟說：「立義分不二大乘兩重門法，後三宗攝。
若說不二大乘，唯於第十圓融具德宗攝，以是離言所依果海故。三十二種若門
若法，總屬因分，理應合具，舉一全收，無礙義故，亦於第十圓融具德宗攝。
若以三十二種門法，約其曆然各別義說，則當八、九二宗所攝，謂如後重真如
門法即於第八真空絕相宗攝，生滅門法即於第九空有無礙宗收。如此後重二法
二門既爾，故知前後余門餘法亦然。」學術界通常認為禪宗在遼代沒有什麼影
響，甚至受到抵制。不過遼代佛教學者普遍具有禪教融合的思想傾向。例如，
道宗曾作詩云：「欲學禪宗先趨圓，亦非著有離空邊。如今毀相廢修行，不久
三塗在眼前。」33批評某些學禪者輕視教相佛教，又不事修行的做法。儘管道宗、
法悟：
《釋摩訶衍論贊玄疏》卷 1，
《續藏經》第 45 冊，第 838 頁中。
覺苑：
《大日經疏演密鈔》卷 10，
《續藏經》第 23 冊，第 657 頁下。關於遼代佛教的禪教融合，
可參閱木村清孝：
《中國華嚴思想史》第八章“近世華嚴思想的諸樣相”（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及吉田睿禮：
《遼代佛教及其周邊》（
《佛學研究》年刊，2008 年）等學術成果。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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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悟是依據《釋摩訶衍論》的思想內容作出判教理解，但也不排除他們具有融
合禪教的思想意圖。
綜上所述，儘管兩宋時期中國南北處於分治狀態，且遼與北宋，金與南宋為
了邊防安全的需要，都制定了相應的書禁政策，因此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受到一
定制約。不過因南北兩地的華嚴思想都是繼承或發揮澄觀、宗密的思想，所以他
們在理解或運用《釋摩訶衍論》的過程中卻表現出較為一致的思想傾向，都將真
心論和頓漸論作為教義闡釋的中心內容，表現出禪教融合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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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拓本收錄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
拓本彙編》（冊 48）之中。塔記內容是由元代僧人印吉祥集，延安鳳翔路僧尼都
提領釋彧吉祥書丹，在至元九年（1272）刻石立於華嚴寺。從拓本內容看，元代
重修澄觀舍利塔記基本完整，主要記述了澄觀法師的生平事蹟，之後記載了元代
參與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僧人。本文以《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為主並結合其他史料，
對澄觀法師的身世與出家、參學經歷、弘揚佛法與撰寫疏序等方面進行考證，為
瞭解唐代華嚴宗創立、《華嚴經》的傳承、華嚴經疏撰寫等提供了資料。同時元
代重修澄觀舍利塔還涉及諸多人員，有大都寺院僧人，也有陝西行省等處寺院僧
人，文章還對參與重修澄觀舍利塔的元代僧人進行初步考證。
關鍵詞：澄觀法師、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元代重修、行吉祥、華嚴信仰



本論文為 2018 年度國家社會基金重大專項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批准號 2018VJX00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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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國師澄觀為華嚴宗四祖，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翻譯和研習《華嚴經》
，曾
講述《華嚴經》五十餘遍，並為《華嚴經》撰寫疏記，闡釋華嚴奧旨，有「華嚴
疏主」之美譽。澄觀法師的塔碑到元時已經無存，元代華嚴傳人行吉祥於至元九
年（1272）重建清涼國師塔，並由僧人印吉祥集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延安鳳翔路
僧尼都提領釋彧吉祥書丹。元代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拓本收錄在北京圖
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
（冊 48）之中，拓本長 64 釐米，寬 98 釐米，共
61 行，每行字數不等。塔記內容基本完整，最後雖有些殘缺，但所涉及內容豐富，
主要記述了澄觀法師的生平事蹟，為瞭解唐代華嚴宗創立、
《華嚴經》的傳承、華
嚴經疏撰寫以及元代重新刊刻塔記的原因、人員等提供了資料。之後記載了元代
參與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僧人。本人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史料對元代
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內容和涉及僧人進行詳細考證。

一、元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錄文
為了便於瞭解《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的原貌，在錄文時遵循和保留碑文的格
式，但為清晰明瞭，每行前加注阿拉伯數字表示行數，同時添加標點符號，塔記
錄文如下：
1. 大元華嚴寺重修大唐華嚴新舊兩經疏主翻經大教授充上都僧緣清涼國師妙覺
塔記
2. 宣賜京兆府長春禪庵長講沙門印 吉祥集
3. 京兆延安鳳翔三路僧尼都提領釋彧

吉祥書丹

4. 師諱澄觀，字大休，俗姓夏侯氏，越州會稽人也，年九歲，禮奉州寶林寺禪德
體 真大師為師，甫越一朞，
5. 解通三藏，十一歲，蒙恩得度，□衣福田，心冥理觀，乃講《般若》、《涅槃》、
《淨名》、《圓覺》等一十四經，《起信》、《瑜伽》、
6. 《因明》、《唯實》等九論，其他長安四絕論1生公□四科2、終南、沙界觀、
天臺止觀3、康藏《還源觀》4，耽玩不舍，如龍

1
2
3
4

「四絕論」指僧肇《肇論》之《物不遷論》
、
《不真空論》
、
《般若無知論》和《涅槃無名論》四篇。
澄觀法師以四分科法演義《十玄》宗義，撰成《華嚴經疏》。
《天臺止觀》即天臺大師智顗所撰。
康藏《還原觀》即指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法藏俗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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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戲珠也。等滿受具於曇一大師，繼稟南山業，遂講律藏。又於常照禪師受菩薩
戒，啟十弘誓，非徒言之，
8. 實允蹈之，行解圓融，福德具足。又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宗宗說，兼通理也，
必至審觀稱性，無越華嚴，仍
9. 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一曆耳根，再周能演說，曰：法界盡在，汝八大□
□，住處品。慨念文□門事，觀
10. 照五台，遂不遠萬裡，委命棲托，閤錫大華嚴寺。十年，於茲山門淨□，敦請
敷揚，若曰：一乘別教，談何容
11. 易？但以斯教，賢首頗得其門，後學未窺其奧，每恨人亡，法障未備，全旨承
襲衣有人，逢蒙見解，吾於
12. 此時不可默矣。又念五地聖人，身棲佛境，心證真如，於後得智，起世俗心，
作世間解，乃覽儒家
13. 經子史傳，道教莊老寓言，東震詞翰，西軋梵書，悉皆遊刃，擬著《大疏》於
般若院。祈聖加護，見一金
14. 像，挺特山岩，面如滿月，卓立空際，仍於寐中，捧咽面門，及覺，遂下椽筆，
如有神助，通以同時，具足十玄
15. 科，以信解行證四分，首尾相應，遠近相符，譬如大明當空，眾星奪曜，是月
也。設無遮以慶之，疏就將闡，
16. 忽夢為龍，頭士抌南苔，尾蟠北台，鱗鬣耀空，明逾皎日，須更奮遷，化作多
龍，分照而去，流通之兆，其在茲
17. 乎！暨演新制，五雲凝空，四眾輻湊，鹹來叩曰：大教理深，疏文義廣，願加
再剖，以決重昏，遂與上首覺人、
18. 僧睿、智愷等，制《隨疏演義鈔》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口訓面授。
又為相國鄭公餘慶，南康王韋公皋，
19. 越州觀察孟公簡，左拾遺白公居易等著十七卷，文是皆所以發明「華嚴」之旨
也。又為僧錄邃大師5等

5

僧錄邃大師指僧錄靈邃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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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制《經律論關脈》6三十餘部。又七耶誕節《對禦說法表奏》八十餘卷7。國師
以 玄宗開元戊
21. 寅歲生，天寶戊子歲出家。肅宗至德丁酉歲受戒。代宗大曆戊申歲譯經。德宗
元興甲
22. 子歲造疏。至貞元丁卯絕筆，貞元丙子翻經，賜紫。貞元乙卯，授清涼國師號。
順宗禮為師，問
23. 大經理趣，言下有密煥，若臨鏡照明於心。憲宗元和庚寅，授僧統印。穆宗、
敬宗禮為師，贊
24. 雲：我和尚甚深，稀有類優曇缽花，朗潤隨機，若摩尼大寶。文宗大和辛亥受
心印於師。開成已未
25. 春三月六日且召具足三教首座寶印法師，海岸等付法，入寂。曆九宗聖世，為
七帝門師，俗壽一
26. 百二，僧臘八十三，形長九尺有四，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乃不瞬，言論清
雅，動止作則，才供二筆，學贍
27. 九流，凡著述見流傳者，總四百餘卷，盡形一食，大經前後，講五十餘遍。無
遮大會十有五設，出家弟子，
28. 為人師者，三十有八，海岸、虛寂為首，稟授學徒，逮千人數，唯東京僧答、
圭峰宗密，獨得其奧，餘則虛心
29. 而來，寶腹而往，說經三七，顏色潤澤，端坐如山，乃乏力也。其月二十七恭
承遺旨，遷奉全身於終南
30. 石室。皇帝輟朝，重臣縞素，其餘皆可知也。初暮有西域梵僧，在蔥嶺見二使
者，足不履地，以咒
31. 止而詰之曰：余北印土文殊堂神，於東土取華嚴菩薩大牙供養。及至奏啟，石
室驗之，果無大牙。唯
32. 三十九齒，色若冰霜，遂闍維靈骨，得舍利數千粒，明白光潤，舌若紅蓮，火
不能變，悉聚而瘞之。文宗

6

7

經律論關脈指又與僧錄靈䆳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制《華嚴》
《圓覺》
《四分》
《中觀》
等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
指七聖降誕節對禦講經談論文，兼一家詩箋表章，總八十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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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命裴公美撰碑，沈元及塑像。塔諡妙覺，禦制真贊，尊師禮貌，優渥無前。今
則年代寢遠，塔廢碑亡，漫
34. 不可考，有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者，受
35. 今上皇帝之師號，得
36. 大元帝師之戒法，欲重建祖塔，自燕京至臨洮往復萬裡，特以是事白今
37. 帝師，決其可否？帝師曰：善哉，善哉！真美事也。出白金一笏以遺之，並囑
陝西僧統雄辯大師，五路
38. 提領遷公大師共成其事，既祗終南。按傳載，遍求塔址，懇土尋文，僅見石座。
因請之全庵主者書《清涼疏》
39. 三卷，欲葬塔中，以酬志願。繼而因緣際會，存以石匣來施者，有以舍利來獻
者。如照禪師於
40. 天兵之後，在華嚴寺收得清涼舍利因施於眾，有達僧判、清典座劉萬戶太夫人
賈氏、張大監夫人
41. 劉氏等各施所得舍利計千余粒，方欲詣市贖玻璃瓶以貯之，萬戶夫人復以家藏
玉瓶為施並轉法
42. 藏設齋慶贊，迎引之日，甘澤應祈，烏雲四起還歟！大澍、香花、幡蓋，繞長
安城，送出南關，隊仗四散，兩方
43. 滂霈。是夕，宿張大監莊，夫人劉氏大興供養。翌日，道至焦村，欲雨不雨，
粘合二哥、千戶夫人術忽氏眾
44. 檀信等，設齋鼓樂，喧闐8幡花，間雜送至寺中，本處齋提控眾、老宿等，又復
設齋罷，人散，復大雨矣！此皆
45. 檀越之敬信，清涼之感應也。塔成，命印 吉祥記之。自愧謏聞，難勝大任，
牢辭不獲，姑述梗㮣，以酬盛
46. 心。若夫序清涼之世系師承美，清涼之道德功行已具，載於相國鄭公餘慶十卷
之文，裴公休妙覺之碑矣。茲母庸贊雲：
47. 至元九年歲次壬申九月日 宣賜扶宗弘教大師上穀大法雲寺傳戒長講沙門行
吉祥建
8

喧闐，指喧嘩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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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宣授陝西五路釋教都提領圓融湛寂弘教大師弘遷
49. 宣授陝西等路釋教僧統本寺住持雄辯大師釋信滿 同建 本寺院主信遇
50. 宣授諸路釋都總統燕京大寶集寺住持壇主遠孫圓明吉祥
51. 宣授鞏昌路都提領崇信

都僧錄惠才

副院弘□

僧錄覺照 都僧判崇緣

僧判復忍

52. 京兆路都僧判通濟大師幸達，收舍利主無憂居士吳清
53. 京兆路都僧錄明鑒通忠大師文亨，前鹹甯縣丞任天祐
54. 宣授京兆路僧尼都提領大師明湛，提點正元
55. 僧統所案習提舉惠達、知管普明、知書文滿、德訚譯使唐文慶、知印□
56. 京兆路僧錄司提點寶輝、智文、道常，管召道瓊，提點供□
57. 宣授扶宗弘教傳法門人

講經法門了應、了悟小師

提點義明

□講海慶

58. 提點祖寶、海興、海進、海達、海悟，提點海珎、海受、海回、海聚
59. 律者海初、海俊、海祐、海祥、海貴、海湛、海榮、海信，提點□□
60. 上座海智、海志、海應，助緣尼福□、善妙、行堅、智菩、智秀、福智、海昌
61. 西京路都僧錄普恩寺住持通悟大師 人吉祥。
本文首次對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塔記拓本進行全文錄文，共 2 千多字，其內容
主要分兩大部分，首先介紹了華嚴四祖清涼國師妙覺澄觀法師遊歷參學和弘法情
況（事蹟）
，澄觀法師圓寂後，裴休為其撰寫碑文，因年代久遠而亡佚不可考。及
至元代又有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率眾弟子拜謁祖師，立志重修塔記。
然後塔記講述了重修塔記的元代僧人及有關重建舍利塔的盛況等。

二、澄觀法師參學與弘法活動
（一）澄觀法師身世與出家
元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對澄觀法師有一定記載，清涼國師妙覺即指澄
觀法師（738-839），即華嚴四祖，有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清涼山大華嚴寺鎮
國沙門、太原府崇福寺沙門澄觀。在《宋高僧傳》、《佛祖統紀》、《佛祖歷代
通載》、《釋氏稽古略》、《神僧傳》、《廣清涼傳》和《八十八祖傳贊》等對
澄觀也有記載，但彼此間存在一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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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載：
「師諱澄觀，字大休，俗姓夏侯氏，越州會
稽人也……國師以玄宗開元戊寅歲生，天寶戊子歲出家。肅宗至德丁酉歲受戒……
開成已未春三月六日，且召具足三教首座寶印法師、海岸等付法，入寂。曆九宗
聖世，為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僧臘八十三……」。
這段內容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澄觀生平及出家、受戒的時間。澄觀法師，字大
休，姓夏侯氏，今浙江紹興人。法師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卒於唐文
宗開成已未春即開成四年（839），壽 102 歲。法師九歲時來至寺院，禮奉州寶林
寺禪德體真大師為師，開始學習佛學知識，但並未正式出家。天寶戊子年即天寶
七年（748）出家，澄觀法師十一歲，肅宗至德丁酉年即至德二年（757）受戒，
法師二十歲，僧臘 83 年。
《佛祖歷代通載》等記載可以與之相互印證：
「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
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738），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
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748）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757）受具……開
成三年（838）三月六日，僧統清涼國師澄觀將示寂……師生曆九朝，為七帝門師，
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視不瞬，
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
南山。」9《禦贊清涼國師碑銘》有相似記載：
「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僧統清涼國師
澄觀將示寂……師生曆九朝，為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
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光夜發，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
崇仰，特輟朝三日，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10
《佛祖統紀》卷四十二則載：「法師澄觀，會稽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
誦《法華經》
，十四得度……（開成）三年（838）三月，清涼國師澄觀示寂。上輟
朝三日，重臣縞素，敕葬終南山石室。師曆九朝，為七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
垂過膝，才供二筆，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敕撰碑。」11
可知，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與《華嚴懸談會玄記》所記澄觀生卒年為 738-839
年，而《佛祖歷代通載》和《禦贊清涼國師碑銘》所記澄觀法師出生卒年為 738-838
年，記載相差一年。
《佛祖統紀》所記澄觀的卒年雖與《佛祖歷代通載》相同，但
有關其受度的時間和出家寺院與前述也有些差異。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2，《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唐）宗密撰：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之「華嚴宗七祖行跡」
，
《嘉興藏》冊 15，
號 B005，頁 645 上欄 17。
11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2，
《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385 下欄 13。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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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宋高僧傳》卷五「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等還記載了澄觀法
師生平情況，與上述記載相差較大，其內容為：「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
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今應天山）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
恩得度，便隸此寺……以元和年（806-821）卒，春秋七十余，弟子傳法者一百許
人，餘堪講者千數。」12
《宋高僧傳》所記載澄觀法師壽 70 多歲，卒於憲宗元和年間，唐憲宗元和年
共十五年，即 806-820 年。那麼《宋高僧傳》所載澄觀法師的生卒年代與《清涼國
師妙覺塔記》、《佛祖歷代通載》和《佛祖統紀》的記載相差 30 多年。
我們暫且不管澄觀法師生年中其他活動的細節，可以確定法師生卒年有
（738-838 或 738-839）和（？-806 或 820）不同記載，差異很（較）大。但根據
後文考證澄觀法師撰寫疏文的年代等，我們認可《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所記澄觀
法師的生卒年，即 738-839。及至澄觀法師圓寂，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
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

（二）澄觀法師參學經歷
澄觀法師九歲來至奉州寶林寺禮體真大師為師，在體真大師的指導下，澄觀
法師又聰明好學，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對於經律論三藏有一定的瞭解。為他以後
進一步參學各宗各家的學說奠定了堅實基礎。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載：
「（澄觀法
師）年九歲，禮本州寶林寺禪德體真大師為師，甫越一朞，解通三藏，十一歲，
蒙恩得度。□衣福田，心冥理觀，乃講《般若》、《涅槃》、《淨名》、《圓覺》等一
十四經，《起信》
、《瑜伽》、《因明》
、《唯實》等九論，其他長安四絕論生。公□四
科、終南、沙界觀、天臺止觀，康藏《還源觀》，耽玩不舍，如龍戲珠也。等滿，
受具於曇一大師，繼稟南山業，遂講律藏。又於常照禪師受菩薩戒，啟十弘誓，
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行解圓融，福德具足。又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宗宗說，兼
通理也，必至審觀稱性，無越《華嚴》
，仍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一曆耳根，
再周能演說……」。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對於澄觀法師參學經歷的記載則比較籠統，法師九歲
進入本州寺院，接觸佛法，聰慧過人，在寺院一年，對於佛教三藏已有所瞭解，
又一年即十一歲時蒙恩得度之後，認真研習佛法，對《般若》、《涅槃》、《起信》、
《瑜伽》等諸多經論有深入的瞭解，佛學修養進一步提高。
澄觀法師天寶五年（746）在家鄉進入寺院，天寶七年（748）蒙恩得度。肅
（宋）贊寧撰：
《宋高僧傳》卷 5，
《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元）覺岸、寶洲
集：
《釋氏稽古略》卷 3，
《大正藏》冊 49，號 2037，頁 821 中欄 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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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至德二年（757）受戒，澄觀法師（他）主要修學律學、論典和《華嚴》等，精
通各宗學說。澄觀法師跟隨潤州（今鎮江）棲霞寺跟隨澧律師修學「相部律」
，又
依本州曇一大師，修「南山律」。
《佛祖統紀》卷二十九則有較為詳細記載：「乾元中（758-760），學律於棲霞
澧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璧，江表『三
論』之盛始於此……大曆初（766-780）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
界觀》
、
《法藏還源記》
。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十年（775）
，從荊溪習《止觀》、
《法華》、《維摩》等疏。」《宋高僧傳》卷五也載：「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
師，學『相部律』
。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
。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
『三論』之盛於江表，觀之力也。」
澄觀法師依常照法師受菩薩戒後，先後修學律學和論部，不僅熟悉「相部律」、
「南山律」
，而且還到金陵從玄璧法師學習論典，研習鳩摩羅什所譯的《中論》
、
《十
二門論》和《百論》等，對於三論內容等也十分瞭解，三論經典能夠盛行於江南，
這與澄觀法師的弘傳有密切關係。
澄觀法師依曇一大師修學「南山律」，曇一大師文獻有詳細記載。《佛祖歷代
通載》記載：「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
年（771）十二月七日，滅度於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於秦望山之陽，制縗會葬者
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景龍中剃度，尋
受具戒……開元初西游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
罎子法師，學《俱舍》
、
《唯識》
，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戒……開元二十六年，
復歸會稽。謂人曰：
『三世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屍羅為
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
《宋高僧傳》卷十四「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也
載：
「釋曇一，姓張氏，蓋韓人也。其先軒轅賦姓，至良佐漢，侯於留。魏晉已還，
衣冠繼代。僧祖恒，隋太常卿，扈蹕揚都，遂家於越。恒生孝廉翼，翼生處士蕆，
蕆生一，令聞江南，今四葉矣。一宿植淨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長而聰明。
年十五從李滔先生習詩禮，終日不違。十六，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解。
法師異之，謂其母孟氏曰：
『此佛子也，可令削髮，當與授記。』亮即孝和皇帝菩
薩戒師也。一聞而歡喜，有度世之志。景龍中，承恩出家，隸在僧錄，年滿受具
於丹陽玄昶律師，學通事鈔於當陽曇勝律師。既而鑽木見煙，窺牆睹奧。開元五
年，西游長安，依觀音寺大亮律師，傳毗尼藏，崇聖寺檀子法師學《唯識》、《俱
舍》等論，安國寺印度沙門受菩薩戒。」13
曇一大師從小聰慧，受家庭影響，較早學習儒家經典文化，後蒙恩出家，參
13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14，
《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98 上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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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多位高僧大德，不僅精通律學，熟悉律藏，而且對於《唯識》、《俱舍》也十分
熟悉，澄觀法師跟隨曇一大師修學，並深受其影響。
澄觀法師修習律學，並對自己的修學嚴格要求，提出十點需要遵守的規則，
在《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中有「啟十弘誓，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行解圓融，福
德具足」的記載，而沒有記述十點的具體內容，具體內容在《佛祖歷代通載》卷
十四則有記載：「至肅宗二年丁酉（757）受具，是年，奉詔入內敕譯《華嚴》。初
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
『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
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脅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彩，舌不味
過午之肴，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缽之側。』」14
澄觀法師不僅戒律嚴明，而且還學習各宗理論，成為兼通各宗思想，宣講《華
嚴》
、
《法華》
、
《般若》
、
《涅槃》
、
《淨名》
、
《圓覺》等經典，以及《起信》
、
《瑜伽》、
《因明》
、
《唯實》等論，對於佛教經律論的熟悉程度達到如龍戲珠的水準。
《佛祖
統紀》卷二十九記載：「大曆十年（775）從荊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
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諮決南宗禪法；謁慧雲，明瞭北宗玄理。此
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776）
巡禮五台、峨眉，俱瞻瑞相。」15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載：
「又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宗宗說，兼通理也，必
至審觀稱性，無越《華嚴》
，仍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一曆耳根，再周能演
說……慨念文□門事，觀照五台，遂不遠萬裡，委命棲托，閤錫大華嚴寺。」
有關澄觀法師的遊訪參學經歷在《宋高僧傳》卷五有詳細記載：「觀俊朗高
逸，弗可以細務拘，遂遍尋名山，旁求秘藏。梯航既具，壺奧必臻。乾元中，依
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16。
三論之盛於江表，觀之力也。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
、
《涅槃》。又於淮南法
藏受《海東》
、
《起信疏義》
。卻復天竺詵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往剡溪，
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臺止觀》
、
《法華》
、
《維
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舍，鮑靜記井，蔡邕後身，
信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諮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
禪師，了北宗玄理。」17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29，
《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293 中欄 03。
16
三論指《中論》
、
《百論》
、
《十二門論》
，關河三論主要以研究羅什、僧肇之學而形成的流派。董
群先生認為：「關河三論學派是指以羅什僧團為組織，以逍遙園為活動中心，以三論和其他般若類
經典為研習物件，由此形成的義學派。」
17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
《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14
15

元代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考略

351

總之，澄觀法師廣求名師，修學佛法，先後隨體真大師、棲霞寺醴律師、曇
一大師、常照禪師、無名印可、大詵和尚、玄璧法師、慧量法師、湛然法師、牛
頭山忠師（慧忠禪師）、徑山欽師（道欽禪師）、慧雲禪師等修學了禪宗的南北禪
法、律學、華嚴、法華、天臺、三論等諸多佛教經典，同時澄觀法師還學習儒家
和道家經典，對印度佛經（教）其他經典、四韋陀、五明學和顯密儀軌等精通融
匯，尤其對於華嚴經典甚為推崇，博學的澄觀法師為以（日）後撰寫華嚴經疏奠
定了基礎。

（三）澄觀法師譯經與撰疏
1、譯經傳法，撰華嚴大疏
澄觀法師在 30 歲之前多處遊學拜師，對律學、禪宗、三論、天臺、華嚴各宗
教義都有研習，又精通經傳、子、史、天竺悉曇、諸部異執、五明和密咒儀軌等，
之後以弘揚華嚴為主。《宋高僧傳》卷五記載：「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
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咒、儀軌，至於篇頌筆語書蹤，一皆
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18但澄觀法師有感於舊疏不能表達華嚴奧意，於是
決定撰寫疏文，闡述華嚴之旨，以方便世人理解修學。
唐代宗時期，澄觀法師開示譯經，大曆三年（768）唐代宗詔澄觀法師入宮翻
譯佛經，從此開始了弘法歷程。《佛祖歷代通載》記載：「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詵禪
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台
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
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
聖教世典等書。」19《華嚴懸談會玄記》20卷一也載：
「代宗大曆戊申年，詔入內，
與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興元元年甲子歲造疏，貞元丁卯歲功就。貞元丙
子年，翻經，賜紫。己卯年，授『清涼國師』號。憲宗元佑五年庚寅歲，授僧統
印。文宗大和辛醜歲，帝授心印於師。」21
大曆三年（768）澄觀法師入宮翻譯佛經，弘揚佛法，受到代宗賞識，代宗問
法於澄觀法師，得到圓滿的答覆，於是代宗執弟子禮，供養法師。
之後，澄觀法師往五臺山、峨眉山等處禮佛，後住五臺山大華嚴寺弘法。
《清
涼國師妙覺塔記》記載：
「慨念文□門事，觀照五台，遂不遠萬裡，委命棲托，閤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
《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20
《華嚴懸談會玄記》撰者為宋代普瑞，而非元代，見崔紅芬：《〈華嚴懺儀〉題記及相關問題
探析》，王頌主編《佛教與亞洲人民的共同命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年，頁 436。
21
（宋）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1，
《卍新續藏》冊 8，號 236，頁 93 中欄 13。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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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大華嚴寺十年，於茲山門淨□，敦請敷揚，若曰：一乘別教，談何容易？但以
斯教，賢首頗得其門，後學未窺其奧，每恨人亡，法障未備，全旨承襲衣有人，
逢蒙見解，吾於此時不可默矣。又念五地聖人，身棲佛境，心證真如，於後得智，
起世俗心，作世間解，乃覽儒家經子史傳，道教莊老寓言，東震詞翰，西軋梵書，
悉皆遊刃，擬著《大疏》於般若院。祈聖加護，見一金像，挺特山岩，面如滿月，
卓立空際，仍於寐中，捧咽面門，及覺，遂下椽筆，如有神助，通以同時，具足
十玄科，以信解行證四分。首尾相應，遠近相符，譬如大明當空，眾星奪曜，是
月也。設無遮以慶之，疏就將闡，忽夢為龍，頭士抌南苔，尾蟠北台，鱗鬣耀空，
明逾皎日，須更奮遷，化作多龍，分照而去，流通之兆，其在茲乎！」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不僅記述了澄觀法師在五臺山弘傳華嚴的情況，而且
有感於後人不能很好理解華嚴奧妙，決定撰寫疏文，同時還記載了靈異現象，突
出了疏文的神聖性。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載：
「德宗元興甲子歲造疏，至貞元丁卯絕筆，貞元
丙子翻經，賜紫。貞元乙卯授清涼國師號。順宗禮為師，問大經理趣，言下有密
煥，若臨鏡照明於心。憲宗元和庚寅授僧統印。穆宗、敬宗禮為師，贊雲：我和
尚甚深，稀有類優曇缽花，朗潤隨機，若摩尼大寶。文宗大和辛亥，受心印於師……
曆九宗聖世，為七帝門師。」德宗興元元年（784）開始造華嚴經疏，貞元三年（787）
完成，賜紫衣。
大曆十一年（776）澄觀法師離開京師，往五臺山禮佛和文殊菩薩，之後又去
峨眉山參拜普賢菩薩。之後，回到五臺山，住華嚴寺弘法著疏，長達十年之久，
宣講《華嚴經》。《宋高僧傳》卷五記載：「大曆十一年，誓遊五台，一一巡禮，
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卻還五台，居大華嚴寺，
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並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
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毘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
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22《釋
氏稽古略》卷三還載：「大曆十一年，禮文殊於五台，往峨眉拜普賢，卻還五台，
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
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大華嚴之義，遂撰疏成二十卷。」23

22
23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
《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元）覺岸、寶洲集：《釋氏稽古略》卷 3，《大正藏》冊 49，號 2037，頁 821 中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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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法師後又到太原府大崇福寺繼續弘傳華嚴之思想，並為德宗講《華嚴經》
，詔
授「鎮國大師」號。《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記載：「（貞元）十五年，清涼受『鎮
國大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贊迎教授和上澄觀，入
內殿闡揚華嚴宗旨。」24同卷還載：
「既而辭入五台大華嚴寺，覃思《華嚴》
，以五
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
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
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顒顒，因以手捧
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遍照之征。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
華嚴為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
制疏，凡曆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為龍，矯首南台，尾蟠北台，宛轉淩虛，鱗鬣耀
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蜓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為流通之像也。」25
唐代宗時期，澄觀法師就與朝廷建立較好的關係，進宮廷講經，與不空一起
翻譯佛經，有感於舊疏不能很好表達華嚴奧義，澄觀法師決定重新撰寫《華嚴經》
疏。澄觀法師為了更好地撰寫疏文，還祈求神靈保佑。從建中四年或興元元年（783）
開始，經歷四年，到貞元三年撰寫完成《華嚴》新疏 20 卷。澄觀法師以四分科演
義華嚴經典，具足十玄科。新疏完成後，設無遮大會，飯千僧以示慶賀。貞元十
五年（799）被授「清涼國師」之號。
2、撰《隨疏演義鈔》等
澄觀法師在新疏完成之後，還為弟子僧叡等著《隨疏演義鈔》四十卷，
《隨文
手鏡》一百卷。後世將《演義鈔》和《經疏》二者合刻，略稱《華嚴經疏鈔》，並
尊澄觀法師為「華嚴疏主」，澄觀法師的聲譽（望）也越來越大。《清涼國師妙覺
塔記》記載：
「暨演新制，五雲凝空，四眾輻湊，鹹來叩曰：大教理深，疏文義廣，
願加再剖，以決重昏，遂與上首覺人、僧睿、智愷等，制《隨疏演義鈔》四十卷，
《隨文手鏡》一百卷，口訓面授。」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也載：
「初為眾講之，
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為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
《隨文手鏡》一
百卷雲。」26
澄觀法師通過注疏對於華嚴思想進一步闡釋，正如《隨疏演義》序講道：
「蓋
欲寄象系之跡，窮無盡之趣矣。斯經文理，不可得而稱也。晉譯幽秘，賢首頗得
其門。唐翻靈編，後哲未窺其奧。澄觀，不揆膚受，輒闡玄微。偶溢九州，遐飛
四海，講者盈百，鹹扣餘曰：大教趣深，疏文致遠，親承旨訓，髣髴近宗，垂範

24
25
26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9 下欄 26。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册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册 49，號 2036，頁 601 上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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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慮惑高悟，希垂再剖，得睹光輝，順斯雅懷，再此條理，名為《隨疏演義》
。」
27

除此之外，澄觀法師又為相國鄭公餘慶（748-820）
，南康王韋公皋（746-805），
越州觀察孟公簡（？-823）
，左拾遺白公居易（772-846）等著十七卷，文是皆所以
發明「華嚴」之旨也。又為僧錄邃大師等制《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又《七耶
誕節對禦說法表奏》八十餘卷。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對於澄觀法師為鄭餘慶等人
撰寫內容記載不詳，僅僅有「又為相國鄭公餘慶，南康王韋公維，越州觀察孟公
簡，左拾遺白公居易等著十七卷，文是皆所以發明『華嚴』之旨也。又為僧錄邃
大師等制《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又《七耶誕節對禦說法表奏》八十餘卷」的
記載。
《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也有記載：
「後制《隨疏演義鈔》四十卷、
《隨文手鏡》
一百卷、
《華嚴綱要》三卷、
《法界觀玄鏡》一卷、
《三聖圓融觀》一卷、
《華嚴圓覺
四分中觀等論關脈》三十餘部、
《七處九會華藏世界圖心鏡說文》十卷、
《大經了義
備要》三卷、《七聖降誕節對禦講經談論文》兼一家述詩表箋章總八十餘卷。」28
這些記載依舊籠統，而在《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記載則比較詳細：
「其後相
國齊抗鄭余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
《述正要》一卷；又為南康王韋皋、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卷；僕射高
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
觀》一卷；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制
《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
上流制《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29
可見，澄觀法師的著述不僅非常豐富，而且也體現了他與皇室、權貴之間的
關係非同尋常，為他們撰寫疏文，借助政治力量達到了弘傳華嚴經典的目的，使
得唐朝華嚴信仰達到極盛。
3、譯《普賢行願品》及撰疏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沒有記載澄觀法師撰寫《普賢行願品疏》的情況。德宗
時曾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還協助般若翻譯《華嚴經》後四十分，在其翻譯完成
之後，澄觀奉命為單獨流行的《普賢行願品》
（一卷）作疏注經，可見，
《普賢行願
品》翻譯完成之後，其注疏也隨後完成，解釋佛經，促進佛經（經典）的流行。

27
28
29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大正藏》冊 36，號 1736，頁 1 上欄 06。
（宋）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1，
《卍新續藏》冊 8，號 236，頁 93 中欄 13。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14，《大正藏》冊 49，號 2036，頁 609 中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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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僧傳》卷五載：
「（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
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
卷，觀苦辭，請明年入，敕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
棲岩寺住……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
又詔令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敕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30
這段記載（文字所載）時間雖不是很明晰，卻反映出唐德宗聞澄觀名聲，詔
其入京師，與般若一起翻譯《華嚴經》（四十卷），在其翻譯完成之後，又奉命作
疏文注釋經文。
《佛祖統紀》卷四十一也載：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荼國師子王貢《華嚴
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
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
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號『清涼法師教授和上』。十二年正月，
敕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詔罽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
崇福寺譯烏荼所進《華嚴經》
，圓照、鑒虛、靈邃、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
文裁正，令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竇文場專領監護……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
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3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記載：
「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進奉梵夾，十
二年六月五日奉詔於長安崇福寺譯，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譯畢，進上。」32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載：
「今此《花嚴》梵夾，自彼烏茶國主手自書
寫，乘航架海發使獻來，是知法王禦曆不貴異貨珠珍，信重大乘以佛法僧而為上
寶，斯乃拯拔淪溺，能證菩提。以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八日，屆於長安進
奉明主。帝覽所奏，深生信焉，文字既殊，事須翻譯。般若三藏即其人焉……十
年三月發趨清涼巡禮五台，至於秋首，十一年四月還至上都……聖上尊崇翻經於
崇福，代有今古正統全殊，四國欽風，萬方仰德，是日也。爰創經題名曰：
《大方
廣佛花嚴經》卷第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至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進
上，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東都天宮寺沙門廣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
門圓照筆受，保壽寺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成都府正覺寺沙門道弘、章敬寺沙門
鑒靈潤文，大覺寺沙門道章撿勘證義，千福寺沙門大通證禪義，大原府崇福寺沙
門澄觀、千福寺沙門靈邃詳定。」33

30
31
32
33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5，
《大正藏》冊 50，號 2061，頁 737 上欄 05。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1，
《大正藏》冊 49， 號 2035，頁 380 上欄 22。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
《大正藏》冊 10，號 293，頁 848 下欄 14。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17，
《大正藏》冊 55，號 2157，頁 894 上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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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記載可知，《普賢行願品》是在貞元十四年（798）翻譯完成，澄觀隨
即奉詔作疏並於貞元十五年（799）寫完。《普賢行願品》疏釋經文不僅在唐朝流
行，對以後朝代也產生很多影響。
澄觀法師在五臺山、峨眉山、太原和長安等地弘法，住持多座寺院，弘揚華
嚴思想，不僅撰寫《華嚴大疏》
、
《普賢行願品疏》
，而且為弟子、官宦等撰寫各類
疏文，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遍，建無遮大齋十五會，弘法弟子三十
八人。澄觀法師的著述和弘法活動，不僅闡揚華嚴思想，而且密切與統治者和權
貴之間的關係，使得華嚴精髓得到廣泛的傳播。
總之，澄觀法師（738-839）一生經歷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
宗、穆宗、敬宗和文宗九朝，為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七
帝門師。他九歲入寺院，十一歲蒙恩得度，多處參學，遍訪名師，精通華嚴，兼
及佛教各宗、覽儒家經子史傳，道教莊老寓言，東震詞翰，西軋梵書，悉皆遊刃。
禮佛五臺山和峨眉山，尤崇華嚴，有感於華嚴注疏不能闡釋經文要義，撰寫《華
嚴大疏》、《隨疏演義鈔》、《隨文手鏡》和《普賢行願品疏》等，與皇室和權貴關
係密切，借助政治勢力使華嚴思想廣為傳播，先後有「清涼國師」、「大統清涼國
師」、「教授和尚」、「鎮國大師」、「天下僧錄」、「僧統」等，澄觀法師備受榮寵，
弘法成就顯著，聲譽顯赫。故《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有「言論清雅，動止作則，
才供二筆，學贍九流，凡著述見流傳者，總四百餘卷，盡形一食，大經前後，講
五十餘遍。無遮大會十有五設，出家弟子，為人師者，三十有八，海岸、虛寂為
首，稟授學徒，逮千人數，唯東京僧答、圭峰宗密，獨得其奧」的記載。

三、元代重修清涼國師舍利塔
在《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中涉及諸多僧人，他們與澄觀塔的重修有著密切關
係，或出資或出資並參與等。除了元帝師八思巴出資以外，還有更多寺院、僧官、
居士等參與其中，這表現了重建舍利塔深得人心，參與者有當地寺院也有燕京寺
院，有僧人也有居士；也反映了當時僧職機構、僧官、僧職等設置。但限於材料
和篇幅，不可能全面考證，利用有限的材料對其中的內容進行考證和探析。

（一）龍川行吉祥重修舍利塔
及至元代至元年間，距離清涼國師澄觀圓寂已過去 400 餘年。因年代久遠，
唐代塔碑亡佚。《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記載：「今則年代寢遠，塔廢碑亡，漫不可
考，有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者，受今上皇帝之師號，得大元帝師之戒
法，欲重建祖塔，自燕京至臨洮往復萬裡，特以是事白今帝師，決其可否？帝師

元代重修《清涼國師妙覺塔記》考略

357

曰：善哉善哉，真美事也。出白金一笏以遺之，並囑陝西僧統雄辯大師，五路提
領遷公大師共成其事。」
宣導（元代）重建澄觀舍利塔的清涼遠孫、永安嫡子龍川行吉祥者，即龍川
行育，又稱行吉祥，金朝人，女真族，姓納合氏，有大慧國師之號34。《龍川和尚
塔志》有載「師諱行育，女真人，姓納合氏。」《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一還載：
「宣授江淮釋教都總攝扶宗弘教大師釋行吉祥奉詔證義」
，龍川大師又稱「行吉祥」。
龍川大師「得度於寶應秀，受業於永安柔」，其中「寶應秀」即萬松行秀、萬松老
人（1166-1246），「永安柔」即善柔（1197-1269）。龍川作為華嚴傳人當之無愧。
有關龍川大師（？-1293）的情況在《金朝遺僧龍川大師弘法考》35中有詳細
考證。行吉祥不僅積極從事佛事活動，弘揚佛法，而且對於華嚴思想傳承和維護
祖師的遺跡也是十分盡力。龍川大師行吉祥的佛學才華和弘法行為頗得帝師八思
巴賞識，受朝廷重用，龍川大師出任白馬寺住持後，曾帶領弟子 20 余人前往長安
華嚴寺拜會祖師塔，見到祖師華嚴四祖澄觀之塔破毀嚴重，感概萬分，心裡非常
淒涼，立志重建澄觀舍利塔。
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龍川行吉祥不辭辛苦，從燕京去臨洮，準備面見帝
師八思巴，陳述重建祖塔事宜，以此得到帝師支持。龍川行吉祥與弟子祭拜祖
師回到洛陽後，應該前往大都拜謁八思巴帝師，到大都才知八思巴離開大都，
經臨洮回藏地，龍川行吉祥不懼奔波勞頓又趕往臨洮，在臨洮拜會帝師。行吉
祥重新修建祖師塔的時間是至元九年（1272）
，正是帝師八思巴第二次回西藏住
在臨洮期間。
帝師八思巴十歲時隨叔父薩迦班智達從藏地來到涼州，南宋淳祐七年（1247）
參與闊端在涼州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涼州會談，叔父薩迦班智達寫《致烏思藏
善知識大德及諸施主書》
，藏地正式歸屬蒙古中央政權。其叔父去世之後，由八思
巴接管薩迦派，並先後出任元朝的國師和帝師。八思巴至漢地之後曾兩次返回藏
地，進行弘法和主持藏地事務。第一次是在至元二年（1265）至於至元五年（1268）
或六年（1269）之間；第二次在至元八年（1271）3 月之後離開大都到臨洮，根據
八思巴著作的題記，可知至元八年三月二十日在大都忽必烈皇宮寫成《勝樂法輪
壇城眾神讚頌》，六月一日在臨洮寫完《皈依、發願、灌頂之教誡》，七月十日在
臨洮因闊端之子啟必帖木兒勸請寫完《勝樂修行法》
，十八日又在臨洮為忽必烈寫
《大幻變部壇城儀軌》
，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八思巴由太子真金護送離開臨洮

34

35

溫玉成：
《五臺山佛教劄記》
（
《五臺山研究》1991 年第 3 期）一文中提到五臺山南山寺存有《印
公碑》，碑文有「（慧印）從大慧國師育公學華嚴圓極之教」。
崔紅芬：《金朝遺僧龍川大師弘法考》
（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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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薩迦。《元史》卷《釋老志》記載：「（至元）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
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記載：
「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
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朞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一歲，時至元七年，
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
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王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歲，時
至元十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可知，八思巴帝師在第二次返回藏地時
在臨洮停留時間較長，從至元八年（1271）到至元十一年（1274）之間。所以才
有行吉祥到臨洮面見八思巴的記載。
行吉祥提倡重修澄觀舍利塔得到帝師八思巴（1235-1280）的認可，帝師八思
巴還給予財力的支持，帝師並施一笏（相當於 50 兩）白金用於建塔之德功，並囑
咐僧統雄辯大師、遷公大師一起共同修建澄觀舍利塔。到舍利塔重建之時還得到
眾多信眾的支持和施捨，多方共同努力，成就重建舍利塔善事。
龍川行吉祥重建澄觀舍利塔時的封號為「宣授扶宗弘教大師上穀大法雲寺傳
戒長講」，上穀在《元史》卷 58《地理志一》有載：
「桓州，下。本上谷郡地，金
置桓州。元初廢，至元二年，復置。上谷郡，秦置，涿鹿在上穀。」36在《雪樓集》
卷二十一「碑銘」中還收錄「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
，後又收錄在李修生主編
37
的《全元文》
（冊 16）第五百四十三卷之中。 塔銘講述了龍川行吉祥老師善柔的
情況。善柔今河北涿鹿縣人，生於金承安二年（1197），卒於至元六年（1269），
主要生活在金末蒙元初期。他先修習華嚴經典，二十歲時已經精通《華嚴》圓融
妙旨，之後又修習律學和密宗，成為顯密兼修和禪教俱通的高僧。善柔因品行出
眾和佛學淵博而得到憲宗的賞識，被賜號「弘教通理大師」
，受到朝廷重用，在燕
京參加補雕《趙城金藏》
。他還遊歷各地弘揚佛法、戒律和廣做善事，晚年住持奉
聖州水西、法雲兩寺，圓寂於法雲寺。38龍川大師在善柔圓寂之後，還擔任他受業
老師善柔所在的奉聖州法雲寺傳戒長講。
龍川行吉祥面見帝師之後，隨即與雄辯大師、遷公來到終南山，按照記載，
遍求塔址，懇土尋文，最後僅見石座。當信眾得知重建澄觀舍利塔之善事後，
紛紛獻出他們所保存的聖物，如石匣、出舍利等，並作佛事活動，以示慶賀。
《清
涼國師妙覺塔記》有載：「繼而因緣際會，存以來施者，有以舍利來獻者。如照

36
37

38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58《地理志一》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352。
（元）程文海撰《雪樓集》卷 21「碑銘」之「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集部。李修生主編：
《全元文》
（冊 16）
，卷 54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508-509。
崔紅芬：《金朝遺僧善柔考略──以「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為中心》，《中國禪學》卷七，
2014 年，頁 1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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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於天兵之後，在華嚴寺收得清涼舍利因施於眾，有達僧判、清典座劉萬戶
太夫人賈氏、張大監夫人劉氏等各施所得舍利計千余粒，方欲詣市贖玻璃瓶以
貯之，萬戶夫人復以家藏玉瓶為施並轉法藏，設齋慶贊，迎引之日，甘澤應祈，
烏雲四起還歟！大澍、香花、幡蓋，繞長安城，送出南關，隊仗四散，兩方滂
霈。是夕，宿張大監莊，夫人劉氏大興供養。翌日，道至焦村，欲雨不雨，粘
合二哥、千戶夫人術忽氏眾檀信等，設齋鼓樂，喧闐幡花，間雜送至寺中，本
處齋提控眾、老宿等，又復設齋罷，人散，復大雨矣！此皆檀越之敬信，清涼
之感應也。」

（二）寶集寺壇主明吉祥
除了洛陽白馬寺釋源宗主龍川大師行吉祥外，燕都大寶集寺壇主圓明也參與重
建澄觀舍利塔之事。寶集寺建於唐代，寶集寺在《析津志輯佚》記（有）載：
寶集寺在南城披雲樓對巷之東五十武，寺建於唐。殿之前有石幢，記越建
年月，昭著事實，備且詳矣。其餘已後興創修造，復紀於他石。茲寺之大
概，今兒於所撰宗原堂記。其詞曰：
「宗原堂者，大寶集寺之丈室也。」佛
殿前石幢刻曰：
「大唐幽州寶集寺。唐碑亦有寶集之名，寺創於唐世可考見
矣。遼統和間，沙門彥珪大開講筵。繼者彥瓊、宗景，克弘圓頓之教。重
熙間，慧監以左街僧錄檢校文章應制，大師賜紫金。傳妙大師思願嘗命較
試經典，通慧圖照大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智遍，皆振其道於天會之時。
大定間，沙門澄暉重興寺宇，行業昭著。翰林學士承旨党文獻公為題諸扁
榜；大覺圓通。大宗師守司空志玄，當承安間，統領教門。暨歸因朝，行
業高峻，王侯將相，爭趨下風。世稱長公。一傳而為領釋教都總統傳戒三
學都壇主行秀；再傳而為領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都壇主圓明；繼以領釋教
都總統開內三學都壇主開府儀同三師光祿大夫大司徒邠國公知揀。至元二
十二年，世祖皇帝建聖壽萬安寺於新都，詔楝公開山主之，仍命同門園融
清慧大師妙文主領祖刹，修治弊壞。」39
元時有行秀、圓明、知揀、妙文等住持寶集寺和（並）弘揚華嚴思想。秀公即是
萬松行秀或萬松老人（1166-1246），金末蒙古初期著名的曹洞宗的禪僧，《補續高
僧傳》
、
《五燈會元續略》
、
《五燈嚴統》
、
《繼燈錄》
、
《五燈全書》
、
《續燈正統》
、
《續
燈存稿》、《續指月錄》和《新續高僧傳》等皆對行秀都有相關記載，只是內容取
捨詳略有異。其中《補續高僧傳》載：
行秀，河內人，族蔡氏。先在邢州淨土寺出家，禮贇允公為師落髮。具戒

39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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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力參究，即擔囊抵燕，棲憩潭柘，過慶壽，叩勝默老人……明昌中，
章宗請入內庭說法，親奉錦綺大衣，腋而升座……然未大弘法音。師登座
一宣，萬指傾聽，以洞上孤冷不振之宗，一旦得師而起之，扶頹繼絕，功
不在青華嚴下也。次遷寶集、萬壽，又移席報恩，連住钜刹，道化不少衰。
晚年退居從容庵，幽林多暇，《評唱宏智百頌》，又著《請益錄》……後無
疾而終，年八十一。
結合（可知）行秀圓寂於定宗貴由元年即 1246 年，行秀之後的圓明法師繼續在大
寶集寺弘傳華嚴思想。《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記載：「京師大寶集寺妙文講
主卒。姓孫氏。蔚州人。妙文諱也。九歲為浮圖。年十有八畦服遊學。跋涉雲朔
之墟。觀風燕趙之邦。二十一預苾芻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40《釋
鑒稽古略續集》還載：「妙文講主，九歲出家。十八受具，依大德圓和尚學圓頓
教。始升猊座縱無礙辨，若峽倒川奔，及乎閒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沖挹，無
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八，住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
嚴其教，故眾睦而寺治。廩有餘粟，以賑饑民，薊人稱之。世祖召見，顧謂侍臣
曰：
『此福德僧也。』詔居京師大寶集寺。自爾教乘法席益盛，性相並驅，僧俗溥
濟。」41
妙文法師的師父寶集寺華嚴大德圓明有「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都壇主 42」頭
銜，而《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有「宣授諸路釋都總統燕京大寶集寺住持壇主遠孫
圓明吉祥」頭銜，可知，寶集寺住持華嚴大德圓明即為參與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圓
明吉祥。《元史》記載：「（至元二年）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
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43龍
川大師行吉祥「得度於寶應秀，受業於永安柔」
，而寶集寺壇主圓明又是接替行秀
任寶集寺壇主，圓明參與龍川大師行吉祥宣導重建澄觀舍利塔自然在情理之中。
可見，圓明法師為元代初期華嚴高僧，有諸路釋都總統、大寶集寺住持之職，
在大都弘傳華嚴宗，並在至元九年（1272）與龍川大師行吉祥一起參與重建華嚴
四祖澄觀法師舍利塔之善業。圓明法師的弟子有知揀、妙文法師，知揀在圓明之
後主大寶集寺，妙文法師在知揀後出任大寶集寺壇主。知揀是在至元二十二年
（1285）詔請為萬安寺開山住持，圓明應在知揀之前任寶集寺住持，時間與重修
重修澄觀法師舍利塔的時間一致。

40
41
42

43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 22，《大正藏》冊 49， 號 2036，頁 732 中欄 17。
（清）幻輪彙編《釋鑒稽古略續集》
，《大正藏》冊 49，號 2038，頁 912 上欄 16。
壇主，
《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
（卷七之下）有「梵語和尚，此雲力生，或稱長老，或稱住持，
或稱方丈，俗呼堂頭，亦名壇主」的記載。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6《世祖本紀三》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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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嚴寺雄辯法師與其他僧職
參與澄觀舍利塔重建的多數還是當地的寺院和僧官，首先是帝師八思巴令雄
辯大師和遷公大師協助龍川行吉祥。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所記雄辯大師，名釋信
滿，任華嚴寺住持，有「宣授陝西等路釋教僧統本寺住持雄辯大師」之號。釋教
僧統在《元史》中無載，而在《山西通志》卷 161 有載：「雄辯大師，洪洞人，
俗姓范，名洪源，至元間追報父母，以掌為爐，燃香千燭，井涸，跏趺其上，水
溢成河。後至正定臥化，得舍利百粒。今寶際寺有像，並見松庵老人石碣。」44。
蒙古人崇尚釋教，憲宗元年（1251）以僧海雲掌釋教事。忽必烈即位後，先
立總制院，領以國師，後改為宣政院。《元史》卷二百二記載：「宣政院，秩從一
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為分院往鎮，亦別有印。
如大征伐，則會樞府議。其用則自為選。其為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至元初，
立總制院，而領以國師。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來朝見於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
院。置院使二員、同知二員、副使二員、參議二員、經歷二員、都事四員、管勾
一員、照磨一員。」45
至元二十五（1288）年將總制院改為宣政院，同卷還載：
「若夫天下寺院之領
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46據史料記載行宣政院立於
正元二十八年（1291），並不是每個行省都有設置。
澄觀舍利塔的重建在至元九年（1272）
，這時帝師八思巴掌管總制院，負責天
下佛教事務等。總制院屬於中央級釋教管理機構。
《元史》卷二十還記載：
「（成宗
大德三年）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47《佛祖統紀》
：
「（中統）二年。
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
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48可見，元世祖時期，以總制院統領全國佛教事務，
諸路設釋教總統所，在行省之下路還設有釋教僧統所，有德業之人為僧錄等官職。
雄辯大師信滿則是陝西等路釋教總統所的釋教僧統，他還出任華嚴寺住持。
信滿以釋教僧統和華嚴寺住持的身份協助龍川行吉祥重建澄觀舍利塔。據《長安
志》和《鹹寧縣誌》等記載，長安華嚴寺始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
，受地
勢局限，沒有較為高大的建築，屬於殿宇和窯洞相結合的建築。現在資料對華嚴
寺的介紹大致是，建國後，因歷史久遠，杜順塔和澄觀傾斜，1986-1988 年國家撥
《山西通志》卷 161，
《續修四庫全書》之「史部·地理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頁 595。
4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02《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4520。
4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02《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4524。
4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0《成宗本紀三》，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427。
48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8，
《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433 下欄 2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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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重修清涼國師塔，重修澄觀塔在原址東南約 10 米處，在遷移過程中出土銅佛像
一尊、舍利玉瓶一個，內裝舍利，石函一個，內放經卷，已毀。塔前有楷書《重
修華嚴四祖清涼國師塔記碑》，為清末宋伯魯所書。現存華嚴四祖澄觀塔在西面，
平面呈六角形，六面七層，高約十七米，仿木結構，塔之第二層有「大唐清涼國
師妙覺之塔」十字刻石。澄觀塔在清乾隆年間，曾因少陵原畔發生崩塌致使殿宇
窯洞全遭毀壞，僅存兩座磚塔，1930 年朱子橋、康寄遙等重修西塔，即澄觀塔，
並建殿三間。
根據記載，現存澄觀舍利塔在清和建國後重修，而唯獨沒有提及元代重修澄
觀舍利塔的具體情況，唐時澄觀舍利塔在元代譯經亡佚，龍川行吉祥重建，清時
僅剩兩座古塔，其中的澄觀塔應該是元代重建的。雄辯大師信滿在至元初期曾住
持華嚴寺，弘揚華嚴思想等。至元九年（1272）參與了重建澄觀舍利塔之善業。
參與澄觀舍利塔重建的寺院，除了華嚴寺外，
《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提到「西
京路都僧錄普恩寺住持通悟大師人吉祥」
，鳳翔府唐時又稱西京，
《元史》記載：
「鳳
翔府，唐為扶風郡，又為鳳翔府，號西京。宋、金因其名。元初割平涼府、秦、
隴、德順、西寧、鎮甯州隸鞏昌路，廢恒州，以所領盩厔縣隸安西府路。尋立鳳
翔路總管府。至元九年，更為散府。戶二千八十一，口一萬四千九百人。領縣五。」
49

《元史》卷十三還載：
「（至元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
50
日夜。」 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普恩寺還作 4 萬多人的法會，可見寺
院的規模還是非常大的。至元初年通悟大師任住持並參與澄觀塔的重建活動。

協助龍川行吉祥重建澄觀舍利塔的另一位遷公大師，有「宣授陝西五路釋教
都提領圓融湛寂弘教大師」之號，可知，遷公名弘遷，弘揚華嚴圓融之旨。起初
陝西行省有路四，在中統三年（1262）設立陝西四川行省後才有路五之說。
《元史》
卷九十一記載：「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中統元年，以商挺領秦蜀五路四川行省事。
49
5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60《地理三》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42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3《世祖本紀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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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改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治京兆。至元三年，移治利州。」51《元史》卷六
十還載：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為路四、府五、州二十七，屬州十二、屬縣八十八……
奉元路，上。唐初為雍州，後改關內道，又改京兆府，又以京城為西京，又曰中
京，又改上都。宋分陝西、秦鳳、熙河、涇原、環慶、鄜延為六路。金並陝西為
四路。元中統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初，並雲陽縣入涇陽，櫟陽
縣入臨潼，終南縣入盩厔……領司一、縣十一、州五。州領十五縣。」52
弘遷在長安等地弘傳華嚴，忽必烈中統年已為陝西五路釋教都提領，並參與
了澄觀舍利塔的重建之事。
此外，在《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還出現了諸多僧職，如「宣賜京兆府長春禪庵
長講沙門印吉祥集；京兆延安鳳翔三路僧尼都提領釋彧吉祥書丹；宣賜扶宗弘教大
師上穀大法雲寺傳戒長講沙門行吉祥建；宣授陝西五路釋教都提領圓融湛寂弘教大
師弘遷；宣授陝西等路釋教僧統本寺住持雄辯大師釋信滿、同建本寺院主信遇；宣
授諸路釋都總統燕京大寶集寺住持壇主遠孫圓明吉祥、副院弘□；宣授鞏昌路都提
領崇信、都僧錄惠才、僧錄覺照、都僧判崇緣、僧判復忍；京兆路都僧判通濟大師
幸達，收舍利主無憂居士吳清；京兆路都僧錄明鑒通忠大師文亨，前鹹甯縣丞任天
祐；宣授京兆路僧尼都提領大師明湛，提點正元；僧統所案習提舉惠達、知管普明、
知書文滿、德訚譯使唐文慶、知印沒□；京兆路僧錄司提點寶輝、智文、道常，管
召道瓊，提點供□；宣授扶宗弘教傳法門人講經法門了應、了悟小師、提點義明、
□講海慶；提點祖寶、海興、海進、海達、海悟，提點海珎、海受、海回、海聚；
律者海初、海俊、海祐、海祥、海貴、海湛、海榮、海信，提點□□；上座海智、
海志、海應，助緣尼福□、善妙、行堅、智菩、智秀、福智、海昌；西京路都僧錄
普恩寺住持通悟大師人吉祥。」
上述這些僧職有中央級的，也有地方級，元代官僚體系，尤其是僧俗、軍民通攝，
且很多機構重覆設置，廢立不定，給研究帶了很多困難。根據《清涼國師妙覺塔記》
記載，可知參與澄觀舍利塔重建的之事中央和地方級僧官都有參與。其中寶集寺住持
壇主圓明法師有「諸路釋教總統」屬於中央級僧官，級別比較高，接下來是華嚴寺的
住持雄辯大師信滿，他有「陝西等路釋教僧統」，之後是遷公弘遷，信有「陝西五路
釋教都提領」
。釋彧也是都提領，為「京兆延安鳳翔三路僧尼都提領」
。同一路中僧官
級別為都提領、都僧錄、僧錄、都僧判、僧判。同一路中僧尼都提領、提點。
元代地方上還設有僧統所，有案習提舉、管召、提點、德誾譯使、知印等，
在地方上還設有僧錄司，有提點、管召、提點等，還有助緣尼和修習律學的律者
51
5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91《百官七》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230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60《地理三》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 年，頁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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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僧職很多在史料中沒有記載，可以補充史料記載的缺憾，也為研究元代
僧官提供些素材。
綜上所述，本文從三個方面對元至元九年重修的《清涼國師妙覺塔記》進行
研究，是首次對塔記進行錄文。根據塔記內容並結合其他文獻對清涼國師澄觀法
師遊歷參學和譯經、撰疏等進行詳細考證，澄觀法師（738-839）曆九朝，為七帝
門師，有「清涼國師」、「大統清涼國師」、「教授和尚」、「鎮國大師」等封號。他
多處參學，遍訪名師，先後依體真大師、棲霞寺醴律師、曇一大師、常照禪師、
無名印可、大詵和尚、玄璧法師、慧量法師、湛然法師、牛頭山忠師（慧忠禪師）、
徑山欽師（道欽禪師）、慧雲禪師等修學了禪宗的南北禪法、律學、華嚴、法華、
天臺、三論等諸多佛教經典，尤崇華嚴經典。澄觀法師有感於華嚴注疏不能闡釋
經文要義，撰寫《華嚴大疏》、《隨疏演義鈔》、《隨文手鏡》和《普賢行願品疏》
等。唐代澄觀法師舍利塔到元時已經亡佚，元至元初年，以龍川行吉祥為首的華
嚴弟子發願重修澄觀舍利塔，還對重建澄觀舍利塔的緣由和參、僧人和一些地方
僧職進行考證。很多材料可以補充正史記載的缺憾。

（清末宋伯魯、宋聯奎楷書）

（至元九年印吉祥集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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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版本體例考辨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徐銘謙

摘 要
《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為宋僧道亨對唐代賢首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
章》所撰造的義疏。歷來義疏體之研究，多以儒典之考察較為蓬勃。然釋籍浩瀚，
眾體崢嶸，在佛典義疏的場合還有很大空間可以發展。目前所見《華嚴一乘分齊
章義苑疏》
，含斷簡殘編約有七種，或章疏別行、或章疏合刊，其中以民國木刻本
最為精當。此版疏解之體例，由「釋曰」帶出釋文，章疏合刊；其底本為月霞法
師得於日本者，即新文豐 1973 年所印行的版本，後再以續藏本所收對校訂訛。
「義苑」一詞，乃指邃義薈萃之所在，造於書名或篇名者，內典約八見，外
典僅一例，數量稀少。道亨以此名篇，蓋以稱《五教章》典言林藪。總的說來，
其體例不同於常見之義疏，不以問答為主，而乃隨文疏釋。本文雖多方檢求，卻
僅能考察辨異，略盡描述之責。未能究竟其理，深自汗顏。拙陋行文，還望方家
斧正不輟。
關鍵詞：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道亨、法藏、五教章、義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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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談道亨與《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以下簡稱《義苑疏》）為宋代霅溪普靜寺僧人道
亨（生卒年不詳）對唐代華嚴三祖賢首法藏（643-712）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所
撰造的疏解之作。關於道亨之名，過去學界誤作「道亭」。至學者胡建明於 2014
年在《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發表的一篇調查報告中，方詳細考證「道亭」之名為
誤寫，正確應作「道亨」
。1亦可參考道亨與高麗僧義天（1055-1101）往來之書信，
其於信中皆自稱「道亨」
。2為便於查考文獻出處，本文所引文獻若原載「道亭」之
名者，不另作修正。
道亨其人其事不見於《宋史》
，亦查無任何相關傳記資料留存，學者徐紹強在
所著《華嚴五教章‧源流》中記其生卒年為「公元 1023-1100？」
，未知所據為何。
3
學者王頌則因道亨《義苑疏》卷首與卷末有北宋士大夫楊傑（1023-1092）為之作
序，其後序紀年為元祐五年（1090）
，故認為道亨應與重校《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的晉水淨源（1011-1088）同時代，且大概比淨源略微年輕。4
關於《義苑疏》所疏解之《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乃法藏完備華嚴學說之重
要著作。其思想嚴密、體系完整，在華嚴教義下闡明一乘與三乘之旨趣，並確立
五教十宗之教相判釋，徐紹強評價這是一部「具有宣告華嚴宗成立作用」的經典，
5
並且是「華嚴宗的第一部最具權威性的代表作」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之異名、
略稱不少，諸如《五教章》、《教義章》、《五教義分齊》……等皆指其書，6以下便
簡稱為《五教章》
。今所見《五教章》分四卷十門，7據卷一文末所述：
「第八門竟，
詳見胡建明，
〈霅渓普静沙門「道亨」名の誤伝について：日本で「道亭」と誤写誤植された経
緯についての調査報告〉，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2:2=132，2014 年，頁 550-555。
2
詳見黃純艷校點，
《高麗大學國師文集‧大宋沙門道亨書（三首）》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29-130。
3
詳見氏著，《華嚴五教章．源流》，高雄：佛光文化，2016 年再版 5 刷，頁 312。
《佛光大辭典》
「華嚴五教章義苑」詞條解釋中亦如是載出道亨之生卒年，詳情可檢索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佛光
大辭典光碟版（version 2.0）
》
，高雄：佛光山，2000 年，頁 5241。
4
詳見王頌，《宋代華嚴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08 年，頁 27。又，關於楊傑生卒年未見
於《宋史》
，可參考李裕民，
《宋人生卒行年考》
，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96-297。
5
詳見徐紹強，
《華嚴五教章．題解》
，頁 12。
6
據徐紹強所列，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有 14 種題目，詳見氏著，
《華嚴五教章．題解》
，頁 15-17。
7
十門分別如下：建立一乘第一、教義攝益第二、古今立教第三、分教開宗第四、乘教開合第五、
起教前後第六、決擇其意第七、施設異相第八、所詮差別第九、義理分齊第十。詳見唐．法藏，
《華
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大正藏》冊 45，卷 1，頁 477。除大正藏本分四卷外，《中華佛教思想資料
選編》所據金陵刻經處本亦為四卷。詳見石峻、樓宇烈等編，
《中華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卷 2 冊 2，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又可見於 1995 年 10 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中華大藏經》冊 95 所收
四卷本《五教章》
：而從蔡念生所編《中華大藏經總目錄》中可見，
《嘉興藏》與日本《卍字藏》所
錄《五教章》亦為四卷本。詳見氏編，
《中華大藏經總目錄》
，
《大藏經補編》冊 35，卷 3，頁 2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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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所詮〉、〈義理〉二門，成中、下二卷，畢十門矣。」8且道亨《義苑疏》釋
文中亦指《五教章》十門之第九門〈所詮差別〉為中卷，第十門〈義理分齊〉為
下卷；9而楊傑為《義苑疏》所作卷首序文也提到《五教章》
「是書三卷，行世累年」，
與後序所謂「三卷之書，十章之義」云云，10可知《五教章》原書為三卷無疑。
被視為宋代華嚴四大家之一的道亨，11其主要成就或者說是今日所能見到的憑
驗，即本文主要探討的十卷《義苑疏》
，這也是道亨唯一傳世的著作。以法藏與《五
教章》在華嚴宗裡的重要性而言，作為疏解前者之作的《義苑疏》歷來並無學者
施以專論，至為可惜。然而，本文討論的核心，並不涉及《義苑疏》內容分析，
乃著重在其體例之考察。此關乎中國佛典注疏形式之特徵問題，嚮未得到學界更
多的重視。因此，下文將概要回顧歷來佛經義疏研究之具代表性者，並整理介紹
目前所見《義苑疏》之各種版本，再針對其體例形式作細部商榷。至於其華嚴思
想義理之閫奧，因力有未逮，暫不能論，還望有幸就教方家。

二、佛經義疏體相關研究回顧
關於義疏體之研究，多以儒典之考察較為蓬勃。兩漢已降，經學的發達，使
剖章析句的章句之法成為顯學。六朝以後，義疏類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問世，注疏
經典蔚為一時風尚。至宋代，印刷技術成熟，知識傳遞較以往更為便利，但也因
為如此，
「印刷傳播的版本多種和信息多源，更促使宋人開始懷疑經典流傳過程中
乖謬的產生。」12這樣的疑古之風自然反映在對經疏的刊究當中。清代樸學興起，
版本考據與章句訓詁成為儒家經傳研究的核心，對於字義、體例的考辨，似乎更
能強調典範的價值確立。到了今日，學界於此仍孜孜不倦，較有系統而全面之析
論，可推學者劉衛寧 2008 年在中國的暨南大學所發表之博士論文──《兩晉南北
與卷 4，頁 465。關於《五教章》版本之流衍，徐紹強考之甚詳，見氏著，《華嚴五教章‧題解》
，
頁 13-15。
8
詳見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大正藏》冊 45，卷 1，頁 484。
9
詳見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新纂卍續藏》冊 58，卷 3，頁 208。
10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新纂卍續藏》冊 58，卷 1，頁 185，與卷 10，頁 256。
新纂卍續藏本卷首序文「楊桀」應為「楊傑」。李國玲《宋僧著述考》錄《義苑章》之書目，引楊
傑卷首序文之語（李氏誤為〈後序〉）
「是書三卷，行世累年」
，誤以楊傑所指為《義苑章》之分卷，
實則楊傑「三卷」所指應為《五教章》之卷數。詳見李國玲，
《宋僧著述考》
，成都：四川大學，2007
年，頁 335。
11
「宋代華嚴四大家」分別為道亨、觀復（生卒年不詳）
、師會（1102-1166）
、希迪（生卒年不詳）
。
王頌指出，「宋代華嚴四大家」之說產生於日本，然若其核定標準乃因四人同為《五教章》之注疏
家，則師會弟子善熹（1127-1204）應更有理由入選，故王氏並不贊同「四家」之說。詳見氏著，
《宋
代華嚴思想研究》
，頁 27。王氏在該頁載出觀復與希迪的生卒年各為 1141-1152 與 1202-1218，當
為誤植。
12
詳見蘇勇強，
《北宋書籍刊刻與古文運動》
，杭州：浙江大學，2010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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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儒經義疏研究》。劉氏考察歷代義疏體例，別出「講疏體（有問答）」、「疏注體
（專宗一家故注）
」
、
「集疏體（清代始出）」
。其規定義疏「須有疏通經文字詞並解
說原文句意章旨」，且尚須「博引群書，以為參證。」並進一步說明：「講疏體為
記錄講經之產物」；「疏注體兼釋經注」；「集疏體則為分列眾說、疏通經義之作」
。
13
可以說，劉氏論文為儒釋兩家義疏體研究的入門指南。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今
日所見佛典以「義疏」名篇者，多問答體例。
除上所述，域外亦有重要研究貢獻，特出者如日人影山輝國、14高橋均15以及
英國的 Bernhard Fuehrer16對《論語義疏》進行版本校勘之研究，野間文史從義疏
學出發考論《五經正義》的體例，17喬秀岩則透過對幾部義疏典籍（如《論語義疏》、
《禮記正義》）的分析來描述中國義疏學發展興衰。18
至於佛典義疏之研究，儘管早年有張恒壽（1902-1991）注意到佛學對六朝儒
經注疏的影響，認為當時疏解儒經使用了佛經的名詞、義理及句式； 19 戴君仁
（1901-1978）以義疏即講疏，
「雖是從漢人章句、晉人經義而來，而亦采用了佛典
20
疏鈔的體製」
； 而牟潤孫（1909-1988）
、饒宗頤（1917- ）等大家亦各從儒釋、華
梵的比較進行經疏的研究，21內容囊括經疏流衍與體例特徵，堪稱博洽賅贍。然其
後學者或論儒釋兩家經疏相互牽涉與影響，除此之外，罕見新疇。
較具代表性的，如學者王曉衛指出，從北朝儒士講注經典的形式最能夠直接
看出佛教對北朝儒學之影響。 22張伯偉主張，佛經科判的興起，是為了更好的詮
釋經文；且「六朝義疏之受佛教影響，乃一既在之事實。」 23周生杰提出，透過
會合比較眾本以求確義的做法，啟發了義疏的出現；而這種合本子注也為佛教南
以上諸說，詳見劉衛寧，《兩晉南北朝儒經義疏研究》，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8 年，頁 27-30、35。
14
詳見［日］影山輝國，
〈評《儒藏》本《論語義疏》
〉
，《儒家典輯與思想研究》2，北京：北京大
學，2010 年，頁 230-240。
15
詳見［日］高橋均，
《論語義疏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13 年；高橋氏另有關於《論語》音
義之專著，詳見氏著，
《経典釈文論語音義の研究》
，東京都：創文社，2017 年。
16
詳見〔英〕傅熊，
〈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的異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為
例〉
，《世界漢學》3，頁 198-209。
17
詳見［日］野間文史，
《五經正義研究論攷──義疏學から五經正義へ》
，東京：研文出版，2013
年。
18
詳見［日］喬秀岩，
《義疏學衰亡史論》，臺北：萬卷樓，2013 年。
19
詳見張恒壽，
《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六朝儒經注疏中之佛學影響》
，秦皇島：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407-408。
20
詳見戴君仁，
《梅園論學續集‧經疏的衍成》
，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12-113。
21
詳見牟潤孫，
《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
，現代佛學大系 26，臺北縣：彌勒出版社，1984 年；
饒宗頤，〈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
，《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1993 年。
22
詳見王曉衛，
〈論佛教對北朝儒學的影響〉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6，1998 年，頁 41。
23
詳見張伯偉，
〈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
，《文學遺產》1，2004 年，頁 62、6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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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合流做出了貢獻。24孫尚勇表示，章句之學可能影響道安（312-385）提出佛經
科判之學，「章句首先在解經體制上啟發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則反過來在義解
和術語兩方面影響了六朝隋唐的經學義疏」
。25潘忠偉則認為，南北朝儒釋兩家義
疏之學的興盛，乃由官方的推崇所致；其時（尤指梁、陳時期）儒家義疏多有佛
教說法。26
綜上所述，此前佛經義疏體之討論，多側重在儒釋交涉的層面。本文以為，
像儒經義疏研究專注於某一典籍的作法，在佛典義疏的場合還有很大空間可以發
展。尤其華嚴典章浩瀚，此中必有可論者，道亨《義苑疏》即是一例。

三、今日所見《義苑疏》概述
《義苑疏》是中國第一本對《五教章》作全面疏解的專著，27全書共十卷，今
日較易見者有新纂卍續藏本；臺灣新文豐曾在 1973 年出版章疏合刊本；28日本國
會圖書館藏有折本卷七與卷十之斷簡，29靜嘉堂文庫也藏有卷一之殘卷，302013 年
北京卓德拍賣會上出現相同版式的卷四，312016 年北京泰和嘉成拍賣會則有卷十之
殘頁；32此外，2005 年合肥黃山書社出版之《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第一編《藏
外佛經》，由方廣錩任分卷主編，亦收有《義苑疏》之民國木刻本。33該本並收於
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開發的「漢籍數字圖書館」
，此資料庫尚列有《義苑疏》之
民國十二年釋密寬刻本，34即前述 1973 年新文豐重刊之章疏合刊本。35以下分述各
本概況。

詳見周生杰，
〈合本子注疏論〉
，《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2，2006 年，頁 45。
詳見孫尚勇，
〈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及漢魏六朝文學理論〉
，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9-4，2009 年，頁 23。
26
詳見潘忠偉，
〈中古儒家經學著述形式的轉變──關於義疏體裁的研究〉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
生院學報》5，2012 年，頁 30。
27
王頌指出，奈良時代（710-794）日僧壽靈所著《華嚴五教章指事記》早於道亨《義苑疏》
。詳見
氏著，《宋代華嚴思想研究》，頁 27。
28
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臺北：新文豐，1973 年。
29
詳見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頁：http://iss.ndl.go.jp/books/R100000001-I065142505-00。
30
可在靜嘉堂文庫所藏宋元版之網頁中按「檢索」
，列出所藏書目後再搜尋「義苑疏」即可。網址
如下：http://j-dac.jp/infolib/meta_pub/G0000018SGDB。
31
詳見拍賣網頁資訊：http://auction.zhuokearts.com/art/27622916.shtml。
32
詳見 http://www.thjc.cn/web/auctionShow/viewAuctionItem?auctionItemId=80168&fromPage=。
33
詳見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藏外佛經》冊 9，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
34
詳情可檢索漢籍數字圖書館網頁：http://www.hanjilibrary.com/。
35
1973 年新文豐本卷末有「佛弟子密寬謹募敬刻」等字樣，且該本前序與後記皆作於 1923 年（民
國十二年），可知新文豐所重刊者即「民國十二年釋密寬刻本」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
疏》
，臺北：新文豐，1973 年，卷首序文、卷末刊行記與募刻記。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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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纂卍續藏本《義苑疏》：
《新纂卍續藏》是 1975-1989 年間由日本國書刊行會印行的，所收典籍不乏
散佚於中國、唯日本見存之要典。新纂卍續藏本的《義苑疏》
，在日本明治三十八
年（1905）開始雕造、大正元年（1912）完成後由日本藏經書院印行的《卍續藏》
中便已收錄於第二編第八套第二冊。36在此前，《義苑疏》未收於任何藏經書目之
中。此版本疏解之體例，乃先引《五教章》原文，隨後以「釋曰」帶出釋文。然
原文並非全引，而是採用「某某至某某」的簡略方式，也就是章疏別行。如《五
‧‧‧‧‧‧
教章》單行本卷一「今將開釋如來海印三昧一乘教義，略作十門：建立一乘第一；
教義攝益第二；古今立教第三；分教開宗第四；乘教開合第五；起教前後第六；
‧‧‧‧‧‧
決擇其意第七；施設異相第八；所詮差別第九；義理分齊第十」。37在《義苑疏》
‧‧‧‧‧ ‧‧‧‧‧‧
則為「今將開釋迦至義理分齊第十」。38
（二）1973 年新文豐本：
卷首有密林持松（1894-1972）在 1923 年所作〈華嚴教義章疏合刊序〉，卷末
有宣鐸（生卒年不詳）
〈覺初和尚宏揚華嚴記〉以及密東慧西〈華嚴教義章合疏刊
行記〉。宣鐸在記文中提到：「《疏》為中土逸書，月霞法師得之日本。」39而持松
則在序文中記載：
（道亨《義苑疏》）第元明以降，搜藏者遺於神珠，演述者杳於法將，遂使
桂林一枝散流東瀛，數百年不傳震旦。茲幸海禁大開，重慶珠還。丁巳夏，
我侍先師月霞和尚，於磬山法會適我現在法師應慈和尚募資排印。斯《疏》
惠饗學者，然匆促從事，校勘乏人，魯魚亥豕，其謬仍存。兼以章疏別行，
句讀未分，雖有甘露，卒難徧及。40
《義苑疏》在元明以降已不傳於中土，此本所用乃月霞法師（1858-1917）得之日
據何梅所考，
《新纂卍續藏》包含 1912 年《卍續藏》中國撰述部的典籍，而《卍續藏》所據以
抄本居多。詳見氏著，《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冊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
頁 133。
37
詳見法藏，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
《大正藏》冊 45，卷 1，頁 477。據大正藏本校記，首句「今
將開釋如來」的「如來」
，在《五教章》寶永三年刊宗教大學藏本與慶長十七年刊大谷大學藏本皆
作「迦佛」
，當與新纂卍續藏本《義苑疏》所引《五教章》相符。又，藏外佛經本此處亦作「如來」
。
詳見道亭，
《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藏外佛經》冊 9，頁 479 上。
38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新纂卍續藏》冊 58，卷 1，頁 186。
39
詳見宣鐸，
〈覺初和尚宏揚華嚴記〉
，收於道亭撰《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臺北：新文豐，1973
年，頁 2 下。
40
詳見持松，
〈華嚴教義章疏合刊序〉
，收於道亭撰《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臺北：新文豐，1973
年，頁 1 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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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且原為章疏別行。如此，《義苑疏》在《卍續藏》之前未見收於歷代藏經，則
不難想見了。
此本卷頭缺道亨自序，正文之首便由「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開始疏釋，
體例為章疏合刊，已非月霞法師所得原本。與他本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全書
釋文前皆未有「釋曰」二字。且未知此本所取《五教章》之版本為何，或與月霞
法師所得原本稍有出入。如新纂卍續藏本與民國木刻本所引《五教章》正文在卷
一有「京大薦福寺沙門法藏述」之句，此本同處正文則作「唐大薦福寺沙門法藏
41

述」，疏文分別如下：
‧
1. 新纂卍續藏本：「京等，所處。沙門下能依人。京者，大也。則有唐西京，古
之長安、今之永興，是一境之都名。」42
‧
‧
2. 民國木刻本：「京等，所依處。沙門下能依人。京者，大也。即有唐西京，古
之長安、今之永興，是一境之都名。」43
‧
3. 1973 年新文豐本（即民國十二年釋密寬刻本）
：
「京等，所依處。沙門下能依人。
‧
京者，大也。則有唐西京，古之長安、今之永興，是一境之都名。」44
民國十二年釋密寬刻本疏文亦以「京」字開始疏釋，而未疏釋其正文首字「唐」，
可知該疏文原見《五教章》正文應為「京大薦福寺沙門法藏述」。
（三）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義苑疏》卷七與卷十：
尚未親見圖像。據日本國會圖書館網頁所示，資料著錄為「華嚴一乘分齋章
義苑疏」
，45著者為「道亨」
。
「齊」與「齋」乃相近之字形，或有判讀錯謬之可能。
關於其版式描述，乃為折本，每折六行，一行十八字，版心有「花嚴宛疏」、「苑
疏」兩種，内題「華嚴一乘分齊章義宛疏卷第十」。
（四）靜嘉堂文庫所藏《義苑疏》卷一：
靜嘉堂文庫所藏宋元版之網頁雖可檢索其書目，然僅得版式資訊，欲得詳細圖
像，需透過大學或研究機關申請專屬帳號密碼方得使用。今可在臺灣大學圖書館館
藏之《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圖版篇》中一窺卷首作者序文兩半頁。46《靜嘉堂
41
42
43
44
45
46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臺北：新文豐，頁 1 上。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新纂卍續藏》冊 58，卷 1，頁 185-186。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藏外佛經》冊 9，頁 479。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臺北：新文豐，頁 2 上。
http://iss.ndl.go.jp/books/R100000001-I065142505-00。
詳見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圖版篇》
，東京：靜嘉堂文庫印行，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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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錄其編撰者為「唐釋道亨」
，南宋刊刻之折本，一版五折，
每折六行，一行十八字。47由於未能得見正文之圖版，暫無法確定其疏解體例。
又，今日多以《義苑疏》作者道亨為宋人，然道亨生卒年不詳、亦無傳可尋。
若以前述 1973 年新文豐本所引疏文「有唐西京，古之長安、今之永興，是一境之
都名」云云，可知作者道亨非如《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所記為唐人。
查《宋史．地理志》
，宋代在今陝西始置「永興軍路」
，48其下京兆府有長安縣（即
今日之西安），是故道亨應為宋人。
（五）2013 年北京卓德春季拍賣會上的《義苑疏》卷四：
宋代刊刻之折本，一函一冊，一版五折，每折六行，一行十八字，此本可在
網頁上檢索部分圖像，並能放大檢視。49卷頭題為
「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卷第四」
，
作者項題為「霅溪普靜沙門 道亨述」
。疏解之體例，由「釋曰」帶出釋文，章疏
合刊。從相同之版式判斷，前列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義苑疏》卷七與卷十以及
靜嘉堂文庫所藏《義苑疏》卷一很有可能亦為章疏合刊。
（六）2016 年北京泰和嘉成書畫．古籍常規拍賣會上的《義苑疏》卷十殘頁：
宋代刊刻之折本，一版五折，每折六行，一行十八字，此卷十殘頁可在網頁
上檢索，並能放大檢視。50右邊框內側有「苑疏十 三」之小字，應指《義苑疏》
第十卷第三頁。疏解之體例，由「釋曰」帶出釋文，章疏合刊。
（七）《義苑疏》之民國木刻本：
卷首有楊仁山（1837-1911）為《五教章》所作序文及道亨自序；51卷末有楊
傑後序與徐文霨（？-1937）作於 1927 年之跋文。徐氏跋文云：
歲在丁巳（1917），月霞法師得東瀛舊刻本，嘗用活字版印行，流通未廣。
陳樨庵居士就錄副本，屬為校刻，……而樨公西逝又已八載。茲以所錄副
本與續藏本對校，續藏訛脫，賴以補正。52
頁 203。
47
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東京：靜嘉堂文庫，1992 年，頁 56。
48
詳見元‧脫脫，《宋史》冊 3，卷 87，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頁 2143-2144。
49
http://auction.zhuokearts.com/art/27622916.shtml，在如上網址中，將滑鼠游標置於縮圖任一處，
藉由移動滑鼠滾輪可放大 10 倍檢視。
50
http://www.thjc.cn/web/auctionShow/viewAuctionItem?auctionItemId=80168&fromPage=，在如上網
址中，將滑鼠游標置於縮圖任一處，便能瀏覽放大之圖像。另可再參考：http://pmgs.kongfz.com/it
em_pic_724917/
51
楊仁山與道亨序文，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藏外佛經》冊 9，頁 477。
52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藏外佛經》冊 9，頁 653。前述楊傑後序亦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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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版之底本為月霞法師得於日本者，即前述新文豐 1973 年所印行的版本，後
再以續藏本所收對校訂訛，應較精當。
此本第一卷卷頭題為「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卷第一」
，作者項題為「宋霅溪
普靜寺沙門道亭述」
。版心有書名「一乘教義章疏」、卷次、《五教章》各章名稱、
53
各卷頁碼。疏解之體例，由「釋曰」帶出釋文，章疏合刊。
以上簡要說明目前所見各本《義苑疏》之版本與體式，下文將針對「義苑」
一詞進行考釋，以白道亨名篇之意。

四、「義苑」其名鉤考
中國佛教典籍經歷代之積累，體式豐衍，其例不一。然而有所謂「義苑」者，
內典僅出數例，除《義苑疏》之外，現分列如下：
（一）
《山家義苑》二卷，宋代天台宗僧可觀（1092-1182）著，見於《新纂卍續藏》
冊 57。內容分篇闡釋天台要義，多為論述文，亦有問答體。54
（二）
《法華義苑》三十卷，唐代南山律師道宣（596-667）著，今亡。見錄於《佛
祖統紀》卷 29。55
（三）
《東域傳燈錄》在「法華部」下有兩筆記載：「同義苑六卷（理）」與「同經
義苑六卷（理師）」。後者有校記云：「甲本傍註曰：『南本前出，此無。』」
56
此二筆所錄之書今不得見，然因書名、作者相似，卷數亦同，加以校記所
云，判斷為重出。作者「理」或「理師」，未詳何人。57
（四）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錄有《六波羅密經隨疏義苑》十卷，作者為道弘（生
卒年不詳）。58其書今不得見。

從「總疏十門」、「建立一乘第一」依序到「義理分齊第十」之名皆列於版心。大正藏本《五教
章》
「起教前後第六」，在民國木刻本中作「教起前後第六」
，同於《五教章》寶永三年刊宗教大學
藏本與慶長十七年刊大谷大學藏本。詳見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大正藏》冊 45，卷 1，
頁 477 校記。又，民國木刻本「所詮差別第九」再細分十門、「義理分齊第十」再細分四門，皆依
序列於版心。
54
如〈料揀借別名通〉
，詳見宋．可觀述，智增證，
《山家義苑》
，
《新纂卍續藏》冊 57，卷下，頁 82-83。
55
詳見宋．志磐，《山家義苑》
，《大正藏》冊 49，卷 29，頁 297。
56
詳見［日］永超集，《東域傳燈錄》
，
《大正藏》冊 49，頁 1149、1150。
「甲本」指大谷大學藏寫
本《東域傳燈錄》
；「南本」即南都本《東域傳燈錄》
。
57
《東域傳燈錄》在此二筆之前錄有「如理」之名，然亦未知其人其事。詳見永超，
《東域傳燈錄》，
《大正藏》冊 49，頁 1148。
58
詳見［高麗］義天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
，《大正藏》冊 55，頁 117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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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錄有《四分律鈔義苑記》七卷，作者為北宋僧人擇悟
（生卒年不詳）。59其書今不得見。
（六）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錄有《成唯識論義苑鈔》三卷，作者為悟真（生卒年
不詳）。60其書今不得見。
（七）
《咸淳臨安志》錄有《律鈔義苑說》七卷，作者為北宋僧人法照（生卒年不
詳），61其書今不得見。
（八）《開元寺志》錄有《義苑搜隱》，作者為唐代僧人叔端（生卒年不詳）。62其
書今不得見。
以上為佛教典籍。外典則僅見一例，為北齊士大夫杜弼（491-559）所著《新注義
苑》，《北齊書》記其內容乃「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63可知歷來以「義苑」
名篇之例不為多見。64
案「義苑」一詞，乃指邃義薈萃之所在。65上列諸篇，今唯《山家義苑》與《華
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尚存。前者重在明其法眼宗致；後者實為義述體著作。北
宋元祐五年（1090），士大夫楊傑為《義苑疏》作後序云：
是則三卷之書，十章之義，會經故不同乎經，辨律故不同乎律，扸論故不
名乎論，飄飄然但總相彰明，遂云「章」也。……及其義苑之解搜義，會
教會宗，……箋文得旨，繄表濫觴，釋論66決擇流通，稱之曰「疏」。余竊
恐淺學不曉《分齊》云「章」、《義苑》曰「疏」，故復書之于卷末。67

詳見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
《大正藏》冊 55，頁 1173。
詳見義天，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
，
《大正藏》冊 55，頁 1175。另，
《華嚴懸談會玄記》記有「唯
識樞要義苑鈔」之名，未知為《唯識樞要》與《義苑鈔》兩書抑或《唯識樞要義苑鈔》一書？若為
後者，則今不得見。詳見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
，《新纂卍續藏》冊 8，卷 7，頁 137。
61
宋‧潛說友，
《咸淳臨安志》卷 70，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 248，臺北：臺灣商務，
1984 年，頁 9 下。
62
詳見明‧元賢，《開元寺志》
，《大正藏補編》冊 24，頁 519-520。
63
詳見唐‧李百藥，《北齊書》冊 2，卷 24，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353。
64
《隋書‧經籍志》錄有北魏安豐王元延明（484-530）所撰《毛詩誼府》。
「府」、
「苑」皆指人事
物所聚之場。
「誼」者，同「義」
，可參考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a/fra
/fra03844.htm。若以「誼府」為「義府」，則又為外典之一例。
65
如若「翰苑」一詞在《漢語大詞典》中之解釋，即為「文翰薈萃之處」
。詳見漢語大詞典編輯部，
《漢語大詞典》
，香港：商務印書館，繁體 2.0 版。
66
「釋論」
，新纂卍續藏本作「釋」
。詳見道亭，
《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
《新纂卍續藏》冊 58，
卷 10，頁 256-257。
67
詳見道亭，《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
，《藏外佛經》冊 9，頁 653。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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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五教章》辨律析論，總述華嚴諸教而各章分明，故藉「章」名篇。道亨《義
苑疏》則逐文疏釋，闡繹章旨，故將「疏」定袟。而道亨所云「義苑」
，蓋以稱《五
教章》典言林藪之謂也。
今觀《義苑疏》體例，若藉前文劉衛寧之說別類，則《義苑疏》不為講經之
記錄，缺乏問答，不成「講疏體」，更不會是「集疏體」，似較接近「疏注體」義
疏，唯其「依四祖澄觀、五祖宗密之說」，68非專宗一家故注。

五、結語
關於佛經義疏之研究，專書專論者較不多見，相關之學術成果亦未若儒典經
疏研究之豐碩。對正典的解釋，是宗教文化必不可少之一環，德國學者揚．阿斯
曼（Jan Assmann）在《文化記憶》中表明，對具有奠基意義的文本進行注解，有
助於使該文本保持鮮活狀態，
「因為文本被奉為正典，相關的人群就有義務回憶它。
文化記憶術構成了宗教的基石」。69本文以宋代道亨《義苑疏》為對象，即因《義
苑疏》之於《五教章》，有其重要的宗教文化傳承之意義。
今搜羅尚存之《義苑疏》諸本，並明其體式，有章疏別行與合刊兩種。
《義苑
疏》於元明以後中土不傳，月霞老和尚於日本覓得章疏別行本，即新文豐 1973 年
所印行的民國十二年釋密寬刻本，其章疏有不合之處。日後合刊再校，當以民國
木刻本為最善。此版疏解之體例，由「釋曰」帶出釋文，章疏合刊；其底本即釋
密寬刻本，後再以續藏本所收對校訂訛。
歷代以「義苑」名篇者僅有數例，上文已詳。然探「義苑」之用，其類有謂
「義府」者，若《開元釋教錄》記玄奘造〈會宗論〉
、
〈惡見論〉
、
〈三身論〉
，稱「斯
三〈論〉義府幽奧」；70《寶藏論》則曰：「一義該收，出用無窮，總名《寶藏》。
是以闡森羅之義府，論識物之根由。」71《辯正論》亦云：「爰至摩騰入洛，僧會
遊吳，遠流法鼓之音，俱傳慧風之業。以類相聚亦有九流。……言論部者，摧邪
立正，釋滯開矇之義府也。」72凡物所聚皆可曰「府」
、曰「苑」
，可知「義府」即
「義苑」。求其所指，乃謂奧義之淵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version 2.0）
》
，頁 5241。
詳見［德］揚‧阿斯曼著，金壽福、黃曉晨譯，
《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
治身份》
，北京：北京大學，2015 年，頁 321。
70
詳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
，《大正藏》冊 55，卷 8，頁 558。
71
題為後秦‧僧肇，《寶藏論》
，《大正藏》冊 45，頁 150。
72
唐‧法琳，《辯正論》
，《大正藏》冊 52，卷 1，頁 492、493。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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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道亨《義苑疏》之版本、體例，本文雖多方檢求，卻僅能考察辨異，略
盡描述之責。未能究竟其理，深自汗顏。拙陋行文，還望方家斧正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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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敦煌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傳播
臺南市太康國小

退休教師
吳新欽

摘 要
佛教透過書法傳播佛法，書法藉由佛教廣為留存，佛教與書法自來關係緊密。
在對隋代敦煌所出，史籍未載的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有關百姓寫經心態的討論
之外，探討該組寫卷所承載的傳播意涵，則另有重層觀照之功。本文即是從傳播
視角，目的為將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視為一傳播現象所做的探討。
首先，從袁敬姿在俗信女的居士身分與僧伽、士人傳播者角色的差異，袁敬
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書法特色兩方面，提出歷來該寫卷被忽視的質疑；其次，參
酌顯、隱文化與模糊美學的概念進一步解讀。最後，本文認為從傳播角度檢視袁
敬姿的華嚴經寫卷，袁敬姿的優婆夷身分有別於「顯」文化層面的智永、丁道護，
她的位置在相對的「隱」文化層面；而袁敬姿華嚴經寫卷書法保留隸楷書寫筆跡
的特色，這種「亦美」、「亦醜」的模糊審美趣味，異於主流之審美路線與風格，
是很清楚的，有其書法價值，離經典書法不遠，不是那麼俗不可耐的。
關鍵詞：敦煌、隋代書法、楷書、華嚴經、模糊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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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佛教雖視書法為外學，但卻珍視書法載體，以世間文字傳播出世法。僧迦眾
如此，學佛居士亦如是，僧迦眾、學佛居士均為佛法之護持者、弘揚者而「各盡
其心1」。
清末之際王圓籙在敦煌發現藏經密室，密室堆滿了寫本、絹畫、法器、石碑、
塑像等的敦煌文物中，上迄魏晉，下至宋初的卷子大都為手寫字跡，有些更清楚
標明寫作年代，完整的記錄了這段中國文字發展時期的書寫實況，抄寫人更泛及
各社會階層。敦煌學雖已逾百年，「『敦煌學』中的書法研究，向來落後於宗教、
歷史、文學、語言文字、繪畫雕塑等學科，至今仍然沒有全面展開，這是不移的
事實2」，敦煌書法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3。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從傳播角
度的不同身分傳播者4、傳播信息的面向，探討隋代敦煌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5
試圖從「顯」文化、
「隱」文化層面，模糊美學的思考，闡釋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
卷應有的位置，只是筆者才疏學淺，倉促為文，疏漏或謬誤難免，尚祈學者專家
不吝指正。

「教習各盡義務，不送修金，虛禮浮文，一概不用。來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應為，無主客之
分，平等平等，各盡其心而已。」見楊仁山，
〈與釋氏海書〉
，出自（清）楊文會撰，周繼旨校點，
《楊仁山全集》〈等不等觀雜錄〉卷五，合肥：黃山書社，2000 年 1 月，第一版，頁 430。
2
見劉濤，〈
《敦煌書法庫》書評〉，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1996 年，頁 401。
3
趙聲良，〈敦煌書法研究綜述〉一文，除綜述日本金泉雄、中村不折、西川寧、中田勇次郎、
藤枝晃、伊藤伸及國內饒宗頤、紫溪、鄭汝中、王乃棟、沃興華、焦明晨等的研究外，更疾呼從
書法藝術史的視野，更有系統、更為深入地研究敦煌書法藝術的重要，詳參上海：《書畫經典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2005 年 12 月，另外毛秋瑾，〈敦煌寫卷書法研究回顧〉一文，則回顧了近
百年來敦煌寫本書法的研究，並特別提出將敦煌寫經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考察，探討其相關的
社會歷史文化背景與造就寫經書法生成原因的重要性，詳參《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
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6 年 12 月 14－15 日於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梁球琚樓。
4
「個體最大的權利，是面對訊息的時候選擇接收還是不接收，他會根據個人和社會的利益，讓
自己有選擇地暴露給傳媒……」，見（法）麥格雷（Maigret,E.）著，劉芳譯，《傳播論史──一
種社會學的視角》，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 1 版，頁 49。
5
隋代敦煌華嚴經寫卷共十二卷，分別是開皇三年（583）宋紹演、邑敬各造一卷與開皇十七年
（597）袁敬姿所造的十卷。本文為求論述明確，以隋代敦煌袁敬姿所造華嚴經寫卷為主要探討
對象。袁敬姿所造華嚴經寫卷分別是《華嚴經卷第四》
、
《華嚴經卷第七》
、
《華嚴經卷第九》
、
《華
嚴經卷第十四》
、
《華嚴經卷第十五》
、
《華嚴經卷第卅》
、
《華嚴經卷第卅三》
、
《華嚴經卷第卅七》、
《華嚴經卷第四十七》、《華嚴經卷第四十九》，寫卷整理參考自毛秋瑾，《敦煌寫經書法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64-17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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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隋代敦煌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傳播
一、從袁敬姿在俗信女的居士身分與僧伽、士人傳播者角色的差異來看
佛教僧團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和優婆夷七眾，
但書法史從來大都是名人為主的書法史，像袁敬姿這種不見經傳的在家修行弟子
是不太可能現身的。
蘇軾曾云：「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世之小
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可見，如韓子所謂竊斧
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6」歐陽修亦曰：
「古
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人工書，
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7」可見主流書法強調非得知其為人不可，否則就
不足與議了，因此才有王羲之的縱情山水，後人賞其放浪8；東床坦腹，人稱其不
隨流俗9；它如以隱為高的超塵10……等等，也因此優婆姨袁敬姿只是在俗信女的
居士身分而已，就和釋智永的《真草千字文》無法平起，與「佛，日也；道，月
也；儒，五星也。」倡三教調和的上層居士李士謙（523-588）11亦無法平坐，是
不在話下的。
細審「居士」一詞，梵文、巴厘文意為長者。而且，由於漢末以來極度惡化、
擾攘不斷的社會政治環境，連江淮地區軍閥笮融也篤信佛教；印度佛教對中國知
識份子的滲透，使得高門士族、玄儒名士名僧合流而信佛、崇佛、論佛；至於漢

見蘇東坡，
〈書唐氏六家書後〉
，
《蘇東坡全集》
，臺北：新興書局，1955 年 10 月，卷 10，頁 38。
歐陽修，〈筆說〉
，《歐陽修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3625 年 3 月，頁 1045。
8
《晉書．王羲之傳》
：
「羲之…… 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
居之， 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
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 遍游東中
諸郡，窮諸名山， 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
《晉書‧王羲之傳》，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卷八十，列傳第五十，頁 2098-2101。
9
《晉書‧王羲之傳》
：
「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 謂鑒曰：
「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 。」 鑒曰：
「正此佳婿
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
《晉書．王羲之傳》，
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卷八十，列傳第五十，頁 2093。
10
《世說新語》棲逸第十八記載：有人向王羲之問起隱居在東山，過著清悠寂靜而無俗事紛擾的
生活，胸懷之中感受到非常滿足的阮裕，王羲之回答說：
「此君近不驚寵辱，遂古之沈冥，何以過
此？」又（賞譽第八）殷中軍亦稱王羲之「清鑒貴要」，可見在內心自覺下，王羲之心中自有一幅
避世、企盼離群索居、以隱為高的超塵絕俗形象。見（劉宋）劉義慶原著，楊勇校箋，
《世說新語
校箋》，臺北：正文書局，2000 年，頁 597。
11
〈李士謙傳〉
，見《隋書》，卷 77、
〈列傳〉第 42、
〈隱逸〉篇，楊家駱主編，
《中國學術類編•北
齊書、周書、隋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年 3 月初版，頁 1754。
6
7

380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末以降宗教政策的變化，更讓一般士大夫這一世俗信眾的階層漸漸成為居士佛教
的中堅。12
從中國古代文獻和佛教經典再探「居士」的意涵，首先，居士之意為德才兼
備、隱居不仕之人者，如《禮記‧玉藻篇》：「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
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並紐約用組。13」鄭玄注：「居士，道藝
處士也」
；
《韓非子‧外儲說左》
：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
『谷聞先
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披甲。」
其次，居士之意為財富、經濟地位受到社會重視的人者，如《佛說長阿含經》：
「彼眾生中，習種種業，以自營生，因是故，世間有居士種。」智凱《觀音義疏》
所講：「居士者，多積賂貨，居業豐盈，以此為名也。」慧遠《維摩義記》：「居士
有二，一廣積資產，居財之士。」
再次，居士之意為布衣、平民者，如《維摩詰經》：「目連白佛言：世尊，我
不勘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大城，於裏巷中為諸居士說法，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不當如人者所。」《大智度論》
卷九八：「婆羅門姓中生受戒，故名婆羅門，除此，通名居士。居士真是居舍之
士……」。
歷來居士辨析佛典者，不絕如縷。追隨慧遠之主要居士，如劉遺民、周續之、
宗炳、雷次宗、張野、張詮等人具有隱逸性格與宗教心態14；兩晉居士著力的出世
清修、清談論法，譯經、造像、畫像、供像、興寺等檀越法事，自力禪修、他力
救渡等修行理論與實踐以及兩晉居士亦涉及到「儒」
「佛」論爭、居士信受與反饋
15
佛教的機制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時，主持譯經活動，宋初居士與臨濟宗、
黃龍派、楊岐派、雲門宗的交往，宋代居士留心淨土以求解脫與提醒為求往生預
作準備的普勸修持的理念，以及念佛三業俱善、發心回向之功的修持法門，靜坐
閱經、坐禪修定、閱藏研經、佈施培福、發願修行、懺悔業障、受持戒律、護生
放生、戒葷茹素等宋代居士的修行活動16；清末宏揚佛法的中心也已由寺僧轉向在
家學佛之士，於是居士勃興，人材輩出，佛、法、僧三寶之外，又有四寶之說。17
連飛，
〈南北朝佛教士大夫居士階層興起之初探〉
，《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
，第 26 卷，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
13
（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出自首都師範大學文獻研究所編，《四庫家藏》，濟南：山東畫
報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973。
14
曾惠苑，〈東晉廬山教團之居士群研究〉，臺南：臺南大學國民教育所國語文教育學教學碩士班
碩士論文，2002 年。
15
紀志昌，〈兩晉佛教居士研究〉
，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16
謝智明，〈宋代居士佛教研究〉
，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 年。
17
麻天祥，《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11 月初版，頁 19－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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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方式與途徑除了戒、定、慧三學，苦、集、滅、道四諦，正見、正思
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八正道、「八萬法門」外，是否包
容更方便的法門？「修行」的「修」可以有修理、修正、修持的多層意義。對日
常行為的修理、修正，若能持之以恆，而且不該做的不再做，該做而尚未做的，
馬上去做，如此修行才更具體和可行。既然佈施、救濟、做社會公益，可稱福業；
持戒、修禪、聽經、看經、寫經，也可為慧業，如此則假若書寫者存有那一份自
度度人的真心，書寫佛教寫經、刻經、題記、佛教意涵的詩詞聯句當亦是精進、
禪定的一種修行了。由中國古代文獻或佛教經典檢視居士的意涵，居士所指稱的
德才兼備、隱居不仕之人，財富、經濟地位受到社會重視的人，抑或布衣、平民
者，皆有其相應的時代社會背景。不過，佛教主張出世，但也更重視入世，如果
沒有入世的基本道德訓練，那有什麼條件做到出世呢？因此，若從佛教大慈大悲
的精神來看，能表達大乘入世的菩薩精神，並做佛教的外護者，則所有非出家的，
亦即在家推動佛教文化－例如佛教寫經、刻經、題記、詩詞聯句書寫的學佛人士，
皆名之為居士，當更能彰顯「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的禪意。
因此，不論德才兼備、隱居不仕，財富、經濟地位受到社會重視的人者或布
衣、平民，皆為眾生之一，應為佛所渡化。託名歐陽詢所作寫經即獲得明趙宦光、
清孫承澤、今人余雪曼的注意 18，而沒沒無聞抄書手的寫經卻只得少數人從墨跡
優於石刻碑版文字及受名家書法影響的角度加以關注，如啟功所言「余生平所見
唐人經卷，不可勝計。其頡頏名家碑版者更難指數。而墨迹之筆鋒使轉，墨華絢
爛處，俱碑版中所絕不可見者。乃知古人之書托石刻以傳者，皆形在神亡，迥非
真面矣。19」另說「結體生疏，非出能手，當是衲子之迹。而亂頭粗服中，妙有
顏平原法，不經意處，彌見天真。20」可見不同階層的傳播者會有不同的文化品
味。21
只是，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揭櫫了中國的居士佛教發端於東漢三國時
期，經兩晉時期的滋長、南北朝時期的壯大、隋唐五代時期的繁榮、兩宋時期的
全盛、遼金元時期的演進、明代的反省、清代的維繫以至近代的改革等發展歷程，
不過於隋一代，也僅提及李士謙，未載及袁敬姿，真是可惜了。22

趙宦光、孫承澤、余雪曼對歐陽詢小楷《心經》均有品評，但南宋鄭樵《金石略》所載歐陽詢
小楷《心經》實係託名偽作，詳參黃宗義，
《歐陽詢書法之研究》
，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
部，1988 年 3 月，頁 100-101。
19
啟功，
《啟功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2 月，頁 357。
20
同前註，頁 355。
21
陳振濂將書法家分為「前書法家、准書法家、純書法家」三種類型，詳參陳振濂，
《線條的世界‧
中國書法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144-163。
22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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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書法特色來說
約自東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即在不同年代、不同地點，透過文學、
音樂、戲劇、美術、雕塑、建築等不同載體、不同風格的途徑，由不同的形式與
內容，隱含不同的思維及心態，和不同階層的人交流贊頌三寶、崇尚三寶、徵象
三寶的佛教文化23，這其中寫經的宗教與書法特質已漸為學者所關注。24
敦煌位居甘肅西部與青海新疆接壤處，從前秦到宋初，這個邊陲地帶先後有
後涼、西涼、北涼、北魏、北周、隋唐、吐番、歸義軍來統治過，居住這裡的人，
長期在馬背上生活，骨子裡烙著少數民族驃悍性格的印記，處處顯現勁健豪放的
特性，審美傾向展露荒蠻的力、豪放的情。敦煌二十詠之四所寫：「路指三危回，
山連萬里枯，抽刀刺石壁，發矢落金烏。25」可見一斑。
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書法任心所至，縱筆所如，憑其性格信筆寫來，別有
一種天真無機之態。蔡邕曰：「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
形勢出矣26」。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於對比強烈中，又統一和諧，毫無矯揉造作
之態，亦無雕琢斧鑿之跡，正體現了自然之美。
以保留隸楷書寫筆跡為例，可見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書法的價值。毛秋瑾
《敦煌寫經書法研究》一文將敦煌寫經書法置於特定的歷史大環境中加以考察，
在講到寫經體發展的三個階段時，以朝代和寫經體不同的發展階段為依據，同時
按時間相對平均跨度將之分為早期的西晉及東晉十六國時期、中期的南北朝至隋
朝以及後期的唐五代，當中言及中期寫經書法時曾說：「從單個筆劃來看，《優婆
塞戒卷》與《佛說菩薩藏經》的橫劃還有著隸書的波磔之勢，而且這種波勢以向
上翹起而收尾，具有『北涼體』的特徵……其它寫經的橫劃波磔已不見，取而代
之的是收筆處下按的姿態27」，且於文末據此作出「……公元六世紀的寫經基本上
較多使用楷法28」的推論和「像《譬喻經》這樣隸書筆意濃厚的寫經應當是更早期
的經卷，因而可以排除屬於公元 526 年的可能性29。」的論斷。

「……佛家肯定了一切贊頌三寶、崇尚三寶、徵象三寶、作為三寶構成的藝術，提倡以樂事佛的
供獻或獻身精神……」
，見王海林：《佛教美學》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年 9 月，頁 283。
24
如田光烈，《佛法與書法：佛學對中國傳統書法藝術之影響及追求》，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1993 年 3 月；林慶文，
〈神聖的書寫－寫經的宗教與審美蘄向〉
，《光武國文學報》，2004 年
6 月。尚榮分析了僧人書法的兩種不同的審美走向，尚榮，
〈從僧人書法看佛教書法藝術的兩種審
美走向〉
，《民族藝術》
，第 4 期，2003 年。
25
見《敦煌書法叢刊‧雜詩文》
，第 17 卷，日本：二玄社，1985 年 8 月。
26
蔡邕，
〈九勢〉
，《歷代書法論文選》
，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9 月，頁 6。
27
毛秋瑾，《敦煌寫經書法研究》
，頁 116-117。
28
毛秋瑾，《敦煌寫經書法研究》
，頁 137。
29
同前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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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經》的斷代非本文所欲論述，該文所稱「其它寫經」
當指文中所列除《優婆塞戒卷》與《佛說菩薩藏經》之外的《雜阿毗曇心經》
（479）
、
《大樓炭經》
（513）
、
《大智第釋論30》
（532）
、
《大般涅盤經》
（573）
、
《華嚴經卷》
（597）、《賢劫經卷》（610）的六份寫卷，以該文所列公元六世紀寫卷中寫於北
魏普泰二年（532）的《大智第二十六品釋論》為例，四行 31「
行「

」、「

」字、二十四行「

」字、三十九行「

」字、十一

」字，就仍帶有明顯

之波磔。
若再以同屬六世紀而毛文未討論且均相近於公元 526 年之寫卷來說，其中作
於正始二年（505）東京書道博物館藏的《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十》四行32「
永平三年（510）東京書道博物館藏《大智度經卷第三十》七行33「
「

」字，

」字、八行

」字、九行「 」字，寫於正光二年（521）的 S.1524《大方等陀羅尼卷第

一》七行34「

」字、十一行「 」字，正光三年（522）的 S.2724《華嚴經卷第

三》二行35「

」字、九行「

」字、十八行「

」字，上述四寫卷皆亦具橫畫

波磔之勢的隸書筆意，且年代相近於公元 526 年。
再者，居於《佛說菩薩藏經》與《雜阿毘曇心經》兩卷年代之間，也存在具
有明顯波磔之勢的敦煌寫經，例如寫於興安三年（454）的敦研 007《大慈如來告
疏》七行36「得」字，寫於文成帝太安元年（455）S.2925《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二十一行「丘」字，寫於文成帝太安四年（458）BD00076《戒緣下卷》二十行「一」
字、二十九行「三」字，寫於獻文帝天安二年（467）敦研 0113《令狐歸兒課》六
行「一」、「不」字，寫於獻文帝皇興二年（468）敦研 343《康那造幡發願文》首
行「康」字，寫於獻文帝皇興五年（471）P.4506《金光明經卷第二》十行「世」
字，上述六卷皆具有隸書的波磔之勢。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袁敬姿所處的年代，隋開皇十三年（593）李思賢寫本《大
當與北魏普泰二年（532）的《大智第二十六品釋論》同卷。
行次依饒宗頤編，《敦煌書法叢刊‧寫經（二）》
，日本：二玄社，1983 年 9 月。
32
行次依下中邦彥編，
《書道全集 6‧南北朝 II》
，日本：平凡社，1986 年 9 月。
33
同前註。
34
行次依段文傑主編，
《敦煌書法庫》第 1 輯，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 年 1 月。
35
行次依蘇瑩輝編，
《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敦煌篇二》
，臺北：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
1987 年 2 月。
36
見拙文，〈北魏平城時期敦煌寫經書法研究〉第三章，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 年。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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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論釋》第九品上的六行37「 」字，隋大業元年（605）《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
的題記38「

」字、「

十一》的四行39「

」字、「

」字，隋大業四年（608）《大般涅槃經卷第

」字，均亦偶露波磔之跡40；以及本文所述隋開皇十七年（597）

袁敬姿所寫 S.2527《華嚴經卷第九》的「
第四十七》的「
四十九》的「

」字、「
」字、
「

經卷第卅五》的「

」字、「
」字、
「

」字、「

」字、
「
」字、「

」字，S.4520《華嚴經卷
」字，S.1529《華嚴經卷第

」字；它如約六世紀所書之 S.6912《華嚴

」字、「

」字、「 」字，這些字跡都明顯

優於《曹植廟碑》、《章仇氏造像》的楷中參篆隸，故毛秋瑾文中所說除《優婆塞
戒卷》與《佛說菩薩藏經》的橫劃還有著隸書的波磔之勢外，其它寫經的橫劃波
磔已不見，推測當是就其所列那八份寫卷而言的，而所謂公元六世紀寫經基本上
較多使用楷法，亦當是就該文時間相對平均跨度的取樣上所說，不過據此作出「像
《譬喻經》這樣隸書筆意濃厚的寫經可以排除屬於公元 526 年的可能」的論斷，
當可再斟酌，再者，該文於「平民百姓所敬造的佛經」、「書法含蓄內斂，有很好
的功底」41的闡述之外，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卷》保留隸楷書寫筆跡的書法特色，
亦當多所留意。

參、隋代敦煌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傳播的意義
袁敬姿在俗信女的居士身分與僧伽、士人傳播者角色著實有差異，但實不應
於居士佛教史中隻字未提；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書法保留了隸楷書寫筆跡，
在書法史裡尚未被留意，應該也說不過去；筆者以為可用顯、隱文化與模糊美學
加以說明。

行次依蘇瑩輝編，
《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敦煌篇二》
，臺北：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
1987 年 2 月。
38
見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隋唐寫經集》
，1964 年 7 月。
39
同前註。
40
虞曉勇分析隋代樸拙剛健風格之寫經時指出：「……基本上是沿北朝寫經的路子發展而來，在
現存隋寫經中這類寫卷數量最多，若細分還可析為兩種。第一種風格，字勢豪邁奔放，較多地保
留了前代書法或古拙多變，或欹斜方硬的特徵，它們的字形和結構往往不拘一格，行筆活潑，筆
致粗重，有的還帶有隸書遺法。」詳參虞曉勇，《隋代書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3
年，頁 55-56。
41
見毛秋瑾，《敦煌寫經書法研究》，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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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藉由顯、隱文化的解讀
不同身分的傳播者傳播寫經，在文化 42上自有顯43、隱44的差異。歷史上從來
顯文化大都是以男性為主的，女性相對來說是隱的。
自宋代以來，程朱理學強調「夫為妻綱」為思想主軸的旌表節婦政策，政府
出錢為受旌者建坊並賑給米糧，婦女之婚姻全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人是菜
籽命、查囡仔命，女子「必須依靠夫宗來取得家族成員的資格，否則死後將無所
歸屬，族譜的記載只包括男性子孫及其配偶」
，在社會期望傳統在家從父、出嫁從
夫、夫死從子的「三從」
，實已給婦女造成無盡苦難的枷鎖，婦女在整個婚姻過程
中的人身權須依附在父、夫、子身上，這種夫貴于朝、婦貴于室的封建思想，加
上經濟上的種種制約。45

文化的定義向來眾說紛紜，自英國文化人類學者泰勒（Tylor，Si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
第一次給文化下了一個經典性定義，將文化或文明解釋為「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
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
複雜整體」後，
「文化」的概念就極不統一，見莊錫昌、顧曉鳴、顧雲深等編，《多維視野中的文
化理論》
，臺北：淑馨出版社，1991 年 9 月，頁 97。廣義的文化是與自然對立的概念，它是人類
社會活動中創造並保存的內容之總和；狹義的文化則把文化專門涵蓋在精神現象和精神活動方
面，參閱邵漢明主編，《中國文化研究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417-418。
從中國學統詮釋「文化」
，據易經賁卦象辭：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二字實具有「人文化成」之意，換言之，乃人類
在了解這現存世界使能方便為我所用的「文明」基礎上，點化這世界使之具有豐富道德意義的所
有人文活動，見曾昭旭，《性情與文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0 年 11 月，頁
3-9。另依西方對「文化」的闡釋，如古典的文化概念，將文化視為發展和提高人類能力的一種
過程；人類學的文化概念，視文化為一特定之社會或歷史時期的風俗、儀式、價值觀；結構的文
化概念被理解為處於某種被理解的語境中的象徵形式；大眾的文化概念裡，文化則被看成是一種
通過生產、傳播後，即大眾交流後的共識，詳參王逢振，《文化研究》，臺北：揚智文化，2000
年。綜上所述，本文所謂「文化」，乃指人類社會由野蠻進步到文明所努力的成績，它表現於各
方面，形成了科學、藝術、宗教、風俗、習慣等，這些方面結合起來便是文化；換言之，整個歷
史時代人文發展所留下的成果是立體的，寫經書法是當中的一個側面。
43
金克木曾談及有文的文化與無文的文化以及「文」文化與相對的「武」文化，並說：「隱顯並
不是兩層，甚至不是兩面。說表層、深層不等于說顯文化、隱文化。「隱」不一定是潛伏在下，
只是隱而不顯罷了。」見氏著，《文化的解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2 月，頁
129；楊春時言及文化的結構說：「文化表層（文化形貌）實際上又有兩層，即物質（包括制度）
文化與精神文化……一切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社會制度都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它包
括習俗和理論等。」見氏著，《藝術文化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0 年 12 月，頁 15-16；綜
上所述本文所謂「顯文化」意為顯現於文化表層、形貌上的物質和包括理論等精神文化。
44
金克木曾說：
「 『隱』不一定是」潛伏在下，只是隱而不顯罷了。」見氏著，
《文化的解說》，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2 月，頁 129；楊春時說：「……文化的次深層結構──文
化心態……是文化的活的內容，文化從文化心態中汲取生命力，如果沒有這個層次，文化就會成
為僵死的規範，它就沒有發展。」見氏著，《藝術文化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頁 15；本文所謂「隱文化」意即隱藏於文化形貌下的文化心態。
45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見楊家駱主編，
《禮記注疏及補正》
〈內則〉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頁 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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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書法史，也只見到臨川公主的「工籀隸46」、唐高祖太穆皇后竇氏的「善
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47」、武則天皇帝身分的「……本於喜作字，初得
晉王導十世孫王方慶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書跡，摹搨把翫，自此筆力益進。48」，
像儒家倫理規範下「柔順」、「端莊」、「謹慎」的隋代女性49，是不上歷史舞臺的。
《華嚴經》有謂：
「譬如日月出現世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如來智慧
日月，亦復如是。普照一切，無不明了。但眾生希望、善根不同，故如來智光種
種差別。50」有情眾生都是在為我們放光說法，端看我們能不能用心體會。心、佛、
眾生三無差別，以如來的角度來說，原本是沒有差別意識的，
「之所以有許多不同
根機的差別產生，係由於不同的根機在接受佛法的態度有所不同51」。筆者以為佛
教不是「既從緣起的角度說明『色即是空』，又從緣起的角度說明『色復異空』，
反對執著於空見、無視假有存在的『邊空』觀。主張隨順世俗之見教化眾生，引
導眾生在有中觀空，在妄中求真，在美的形式中領悟佛道……52」？瞭解民間生活，
不是宗教師應有的關懷嗎？「佛教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社會現象……又是一種社
會力量……佛教信仰觀念的許多內容也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而且在不同階級社會
裡，往往是特定社會階級的利益和需要的反映。在佛教社會意識裡，既有著歷史
和時代現實生活的投影……53」
。梁啟超在談到宗教與社會的關係就曾說：
「無論如
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類社會之產物也。既為社會產物，故一方面能影響社會，
一方面又恆受社會之影響，此事理之無可逃避者。54」
因此，對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從書寫者身份、地位來看，是迥異於撰寫
各類碑銘、塔銘及記、贊，以知識階層為核心的上層居士，但袁敬姿這類書寫者
屬於以普通百姓、社會民眾為基礎，重「情感投入」、「福田利益」55的展開路徑，
穰災得福，靠個人零星力量所作的佛教傳播56，達到世俗的目的和願望，至少應該
給她一個相對的「隱」文化位置才是。
《新唐書》本傳，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
，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頁 3646。
《舊唐書》，卷 51，列傳第 1，后妃上，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
局，1976 年，頁 2163。
48
《宣和書譜》卷 1，楊家駱主編，
《唐人書學論著．宣和書譜》
，臺北：世界書局，1966 年，頁
47-48。
49
曹小燕，
〈從墓志詞語解析隋代社會對女性的理想化審視〉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5 月，頁 25、41。
5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大正藏》第 9 冊，頁 616。
51
荒山見梧著、廖肇亨譯注，《佛教與儒教》，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3
月，頁 14。
52
祁志祥，《中國佛教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7。
53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長春：長春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3。
54
梁啟超，《梁啟超說佛》，臺北市：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2006 年 2 月，頁 43。
55
潘桂明，
《中國居士佛教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 1 版，頁 263-264。
56
古正美，〈佛教傳播與中國佛教的形成〉，《成大歷史學報》第四十號，2011 年 6 月。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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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模糊美學的闡說
幾千年的中華文化裡，中、下階層人士的書跡天天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可是
我們卻常常忽略他們的存在。一部書法史如果只是一部文人士大夫的書法史，這
種書法史的書寫怎麼可能完整呢？陳振濂指出：
「一部書法史，變為一部文人書法
史，這無論如何說也是甚為偏頗的。57」更說：「……書寫文化還有官方政府的專
職抄書手，在漢代叫『書佐』
、
『書史』
、
『書吏』
，在唐代叫『楷書手』
、
『抄書手』。
這些人都是經過反複選拔才得以脫穎而出，他們當然即是“書法家”，只不過不是文
人書法家而已。58」
袁敬姿是不是書法家﹖並不是本文重點，但袁敬姿書跡在主流「雅」、「俗」
論辯中，無疑是偏俗的。
雅俗之分由來已久，
「雅是儒家的專利59」
，而老子「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老子‧二十章》也自有一股對淫放多欲之俗人的貶斥。雅
與俗表現在文藝上，亦各自擁有自己的階層屬性與審美風尚。
但在歷史的文藝長河裡，士大夫的「雅」文藝卽與平民百姓的「俗」文藝或
疏離對抗、或相互滲透地相輔相成了數千年，時而隆雅崇雅、尚雅貶俗、時而化
俗為雅、雅俗相通。
漢末之際思想分歧，儒學雖獨尊卻大都用於政治，士大夫在黨錮之後飽受以
英雄之姿進而掌權者的摧殘，此時佛教經典的輸入與翻譯、張道陵在道教方面的
發跡，顯示士人再也顧不得氣節，紛紛轉往其他領域甚或「俗」的層次尋尋覓覓
以填補思想空虛的傾向。桓譚就曾為推崇「俗」文藝而大發議論，當時流行「鄭
聲」除施於朝廷外，更有淫侈過度，與人主爭女樂之情事，這種氛圍對一個以俗
為美的桓譚來說，更加強其不畏宋弘60的理由，甚至與楊雄激辯，他說：「楊子雲
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樂而更為新聲。子雲曰：
「事淺易善，深者難深。卿不好
雅頌而悅鄭聲，宜也。61」

陳振濂，
《線條的世界：中國書法文化史》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 1 版，頁 149。
陳振濂，《線條的世界：中國書法文化史》
，頁 150。
59
詳參湯一介、張耀南、方銘主編，《中國儒學文化大觀》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 月
第一版，頁 433-442。
60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
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
所以荐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
以法乎？』」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宋弘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4 月 4 版，頁 904。
61
見（漢）桓譚，《新論》
（清）孫馮翼輯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臺 1 版，頁 23。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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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譚堅決反對楊雄所擁護孔子「鄭聲淫」的傳統思想，而王充則強調「《詩》
作民間」
，他說：
「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
《詩》作民間。聖王可云：
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至今。62」這
種重視庶民百姓「俗」文藝之觀點，與《鹽鐵論‧相刺篇》：「好音生於鄭、衛，
而人皆樂之于耳，聲同也 63」雅俗交相並陳之說，亦顯現於漢代雅衰俗盛的音樂
背景下64附屬音樂歌舞、百戲眾藝等各類娛樂形式的樂府詩上。樂府詩以其表達
真誠坦率的大眾心聲見長於描述貴族生活鋪張侈麗的辭賦，至東漢時，從俗樂府
直接照射出下層民眾的思想情感而較偏南方色彩且一部分作品具文人化色彩，而
雅樂府亦有選擇的吸收了俗樂府營養來看65，漢末已呈顯「雅」、「俗」相互滲透
的現象。
王羲之書跡無疑是「雅」的，但近人胡小石曾言：
作家崛起一時代之中，卻不能飛出一時代之外。彼乃根據其同時代人與其
前時代人所得之成績以為基礎，而以自己之不斷努力在此遺產上生產再生
產而發展之。世間固無天將之作家也。試以二王之書論之。羲之變為草，
其源來自章。則自西漢以至張芝、衛瓘、索靖、陸機等各家之章書皆其所
據之遺產。而羲之省章之波挑，簡化以為今草，其風亦非獨創，而實自西
晉開之。今觀西陲簡牘中西晉人諸書箋，已儼然今草，而其書人，皆非後
世知名之大家，是其時民間已早有此一種書風，為羲之所依據，更勤苦加
工，發揮旁通，因得成為一代之典範66。
胡小石認為西陲簡牘中西晉人諸書箋之民間書風，為王羲之打下基礎，裘
錫圭先生亦曾言王羲之《姨母帖》與不晚於東晉初期署名「濟逞」的樓蘭紙文
書很相似67，見下圖：

王充：《論衡．對作篇》卷二十九，《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北京新 1
版，頁 307。
63
桓寬：《鹽鐵論》卷五〈相刺第二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1 年第 1 版，頁 112。
64
詳參錢志熙，
〈音樂史上的雅俗之變與漢代的樂府藝術〉
，
《浙江社會科學》2000 年第 4 期，2000
年 7 月。
65
詳參伍維曦，
〈再論漢樂府音樂的分類及雅、俗關係〉
，
《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 年
10 月，第 21 卷第 5 期。
66
見胡小石，
〈書藝略論〉
，
《現代書法論文選》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0 年第 1 版，頁 43。
67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 年 3 月初版，頁 11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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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濟逞」的樓蘭紙文書69

據上圖可知，取資民間書法的活水，對士人書法家具變通之價值，王羲之書
聖的高雅地位，奠基於一群沒沒無聞的書手。
袁敬姿華嚴經寫卷的書法是否「雅」、「俗」相通，且存而不論，因為官至
襄州祭酒從事，與歐陽詢、虞世南懠類的丁道護，當是偏雅的，筆者質疑的是，
袁敬姿華嚴經寫卷的書法就那麼俗不可耐嗎﹖從模糊美學的角度來看，或許可進
一步釐清其應有的位置。
模糊美學奠基於模糊理論（Fuzzy Logic） 70 和耗散結構論 71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模糊的概念在生活中比比皆是，「老人」、「年輕人」，到底
多少年紀才叫老？幾歲才稱年輕？這都是模糊的 72 ；耗散結構的概念也在生活
見《東晉‧王羲之尺牘集》（二），
《書跡名品叢刊》
，日本：二玄社，1960 年 11 月初版，頁 3。
見侯燦、楊代欣編，
《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第 1 冊，四川：天地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60。
70
1962 年扎德（L.A. Zadeh）教授即對古典控制理論的過於強調精確，反而無法掌握複雜的系統
提出思辨，並已有模糊數學的想法，詳參 Li-Xin Wang 著，汪惠健譯，《模糊理論與應用》，臺
北：臺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1 月，頁 13；1965 年扎德（L.A. Zadeh）教授進
一歩提出模糊集合（Fuzzy Sets），這種以定量化方法處理人類語言意義的模糊理論，首先遭到
數學家以機率理論的強烈質疑，認為機率已能完全解決不確定性和任何模糊理論的問題。但沒過
多久，隨著 1975 年 Mamdani 與 Assilian 應用模糊控制器控制蒸氣引擎，1978 年末的 Holmblad
與 Ostergaard 研發出模糊水泥窯控制器，緊接著，日本在 1980 年 Sugeno 製造第一個模糊應用的
Fuji 電解水淨化設備控制後，1985 年 Sugeno 和 Nishida 的汽車自我停車控制、1987 年 Yasunobu
與 Miyamoto 完成了全球最先進的仙臺市地下鐵（Sandai Subway），此處參閱 Li-Xin Wang 著，
汪惠健譯，《模糊理論與應用》，臺北：臺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1 月，頁 12-15；
它如藉由應用「Fuzzy 控制」系統，透過諸如洗衣機、照相機、錄影機等家電用品，模糊理論早
已擴及全人類日常生活並佔有了「清晰」的高親和性地位，參閱陳耀茂，〈序言〉，出自井上洋‧
天笠美知夫著，陳耀茂譯，《模糊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
71
耗散結構論是比利時布魯塞爾學派領導人普利高津普里高津（I．Prigogine，1917-）教授於 1969
年所提出。
72
張詩言，
《FUZZY 入門：人類科學思維的新視界－模糊理論》
，臺北：全欣資訊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1995 年 4 月，頁 4-6。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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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企業、教師甚至生命本身就是一個耗散結構，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
得不斷和四周環境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只有新陳代謝才能繼續其生命。
模糊相對於清晰，耗散結構對應於平衡結構；如果〈木蘭詩〉詩中收到徵兵
的名冊是明確的，那麼「軍書十二卷」就不會真的是十二卷，而只是表示數目好
多好多，至於多少則是屬於模糊的；假如書風古雅73的鍾繇歸於明確的經典美學，
則民間書手「行筆瀟灑，結構疏朗74」的〈魏正元二年徐氏磚〉即當對應於模糊美
學；假使位居漢魏以來四大書系75，經唐太宗「盡善盡美76」的推崇並俟其駕崩後，
確立無可動搖「書聖」地位77的王羲之，歸於平衡結構，則鐫刻草率隨意的〈朱曼
妻買地劵〉亦當對應於非平衡態的耗散結構。
模糊美有其不確定性、渾沌性和互滲性，它的範疇至少就有：鍾馗那種身居
鬼首，與善有聯繫，具有模糊美、身屬鬼魅，與惡有牽扯，具有模糊醜的「亦美
亦醜」特質78；以及白居易和彈琵琶的淪落歌女身分的「不似」，與白居易透過信
息相似塊和彈琵琶的淪落歌女產生共鳴的「似」，互滲出的「不似之似」。79
模糊美相對於經典美，如果把王羲之、智永、丁道護書法歸屬於「經典美」，
則袁敬姿華嚴經寫卷的書法則屬於相對下一層次的書法而已。
「敦煌遺書的書法並沒有游離於世俗之外，它與歷代人士書法的審美取向是
一致的，都是當時社會審美意識的產物80」，近人沃興華亦說：
敦煌的善書者們與歷代名家相比，地位卑賤，名氣卑微，毫無疑問，屬於
在野的、民間的。然而，敦煌書法在七百年中，像有生命的機體一樣，始
終在發展變化，並且不斷被歷代名家所吸收利用，作為否定舊的經典形式
的有力武器，作為創造新形式的基因雛形 81。
佛教視抄寫經文為無上功德，所謂「普賢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

張彥遠說鍾繇：
「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
以來，一人而已」
，見張彥遠，
《法書要錄》卷第八，
《叢書集成初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頁 123。
74
王靖憲，《中國書法藝術》第三卷，魏晉南北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3 月，頁 32。
75
金開誠、王岳川編，
《中國書法文化大觀》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214。
76
李世民，〈王羲之傳論〉
，《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頁 109。
77
楊豪良，〈初唐書法教育與王羲之書聖地位的最終確立〉
，《書畫藝術》
，2004 年 6 月。
78
王明居，《模糊美學》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 年 2 月，頁 241。
79
王明居，《模糊美學》
，頁 287-289。
80
文化，
〈敦煌佛教寫經與士人書法的審美意識〉，
《敦煌研究》，1997 年第 4 期，頁 52。
81
參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頁 237-238。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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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 82。」寫經、抄
經、受持讀誦是佛弟子修習佛道，善行佛事，功德無量的一種行為，藉寫經流傳
和保留了佛教教義。「敦煌藝術始於宗教，終于審美 83」，寫經雖亦有功德思想的
驅使以及企圖透過此行徑追求來世的利益，但在抄寫佛經時，於筆畫、結體和章
法流露對生命美的發願與昇華，也使寫經書法儼然成為書法史上的一大特色。
敦煌這群俗且無名的英雄憑著一雙魔力的手，為歷史上有名有姓的士人創造
無比鮮活的活力來源，我們由多階層「地位卑賤，名氣卑微……在野的、民間的
84

」的敦煌寫經書法裡所流露出「始於宗教，終于審美」的生命美展現，透過模
糊美學重新檢視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書法，不應再視袁敬姿華嚴經寫卷的書
法那麼俗不可耐，或許如華嚴經所說的一人修行，一切人皆成佛85吧。

肆、結語
從傳播角度看袁敬姿的華嚴經寫卷，袁敬姿的優婆夷身分有別於「顯」文化
層面的智永、丁道護，她的位置在相對的「隱」文化層面；而袁敬姿華嚴經寫卷
書法保留隸楷書寫筆跡的特色，這種「亦美」、「亦醜」的模糊審美趣味，異於
主流之審美路線與風格，是很清楚的，有其書法價值，離經典書法不遠，不是那
麼俗不可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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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華嚴經》寫經與刻經初步考察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崔中慧

摘 要
北魏時期華嚴思想的流行受到北魏宣武帝支持與幾位高僧的大力弘揚有關，
主要包括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曇無最等。菩提流支弘揚佛學思想中的涅槃與華
嚴義學，同時他對淨土思想亦影響深遠；勒那摩提擅長《華嚴經》與《十地經論》；
曇無最擅長宣講《涅槃》與《華嚴》
。這三位僧人於初期華嚴思想的弘揚奠基有重
要的貢獻，對北魏佛教有深遠影響。北魏之後，東魏北齊佛教重心從洛陽轉移至
鄴城，興起佛教史上規模最大的刻經活動，範圍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等
多處山崖出現的石窟與摩崖鐫刻佛經。本文考察北齊鄴城相關的石窟與刻經地點，
發現多處均鐫刻《華嚴經》或與華嚴思想有關的刻經，反映華嚴在當時所受重視
的程度。例如河北涉縣中皇山、響堂山、河南安陽小南海石窟、安陽寶山靈泉寺
石窟等。其中尤其以南響堂山一號窟專門鐫刻《華嚴經》而稱為華嚴洞；另，中
皇山石窟集中鐫刻《華嚴經》
、
《十地經論》、
《大般涅槃經》與《深密解脫經》
，顯
示華嚴、十地、涅槃思想在鄴城佛教的重要性。本文藉著《華嚴經》在不同地域
流行，由寫本與刻經之間書法風格，探討早期佛經在南北地域間移動的文化交流
現象。
關鍵詞：佛教刻經、北朝、《華嚴經》、鄴城佛教、中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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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初期佛經翻譯高僧在不同譯場翻譯以後經典是如何在區域之間流通的？
例如現在一般通稱「晉譯華嚴」是 418-420 年在南方健康道場寺所翻譯出的，此經
從南方建康道場寺譯出後，逐漸由南向北傳布。於南北朝時佛教有六個主要的中
心，以長安、建康、嵩洛、鄴城、荊州、廬山與南海。北朝之洛陽與鄴城是二大
主要佛經翻譯中心，而北魏於 534 年分裂為東西魏，隨著元魏洛陽政權的解體，
東魏與北齊的佛教中心也由洛陽轉移到鄴城。1北齊（550－577 年）朝代雖短，僅
歷六帝共 28 年，但是佛教在這時期卻得到空前的發展。高洋在位時期（550－560
年），北齊國力達到鼎盛。疆域擴及今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內蒙古一部及
蘇北、皖北的廣大平原地區，是北齊國力鼎盛的時期。2高歡遷都鄴城，洛陽地區
諸寺僧尼曾相率來到這裏。除了在鄴城興起地論與華嚴學的研究，鄴城與鄰近北
方出現佛教石窟與造像藝術的巔峰，還出現大規模的石刻佛經。這種看似突然興
起的刻經文化現象活動，實際上是從前朝的佛經書寫流通逐步發展演進所累積的，
以下將先從南北朝史料中所記載關於《華嚴經》的書寫流通，進一步再考察北齊
的石窟刻經，由比較分析當時刻經規模最大的中皇山刻經書法風格，說明北齊與
南朝之間密切文化交流的現象。

一．南朝書寫《華嚴經》史料
關於《華嚴經》向北流傳的關鍵，根據魏道儒指出，主要是南朝劉宋時期的
劉義宣：「劉宋時期支持弘揚《華嚴經》的重要人物是劉義宣。他曾師事譯經名
僧求那跋陀羅（394－468 年），446 年出鎮荊州時，攜其同行。劉義宣鼓勵求那
跋陀羅宣講《華嚴》，使該經傳播到京城以外地區。」3除了宣講弘法，《華嚴經》
流傳主要有賴書寫複本流通。南朝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79－502 年）曾抄經 17
部共計 259 卷，根據《歷代三寶紀》卷 11 記載：「右子注及抄經合一十七部凡二
百五十九卷，並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愛好博尋躬自緝撰，備忘擬歷不謂傳
李四龍，
〈經典、地域與思想傳統─以六世紀地論史與北方佛教中心為例〉
，
《中國高校社會科學》
，
2014-1，頁 83。
2
丁明夷釋譯，
〈趙郡王高叡修寺碑〉
，《佛教新出碑志集粹》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
8 年，頁 14。
3
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
，《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 1 月，頁 6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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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代學人相踵抄讀。」4蕭子良於永明八年（490 年）還參與抄寫《華嚴經》，
根據《華嚴經傳記》卷 1 記載：
「鈔華嚴經一十五卷，右昔南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者，天機秀發，
宅心真境，望億劫而長驅，淩千歲而獨上。若闡揚經教，開弘福業，莫不
出自神裏行之身命。永明八年，感夢東方天王如來，冥資聖授始撰淨住之
法。又夢沙門自稱智勝，引對佛前，教其轉讀，因傳經唄之則。又㢡率朝
賢，啟龍華三會之福，祇勸士庶，受菩薩三聚之戒。竝祥瑞欝蒸，難得而
言者也。加以閱彼龍宮，仞斯象跡。毘贊玄化，住持覺運。凡鈔如上等諸
經，三百餘卷。撰弘益文翰，一百餘卷。自手書經七十餘卷，其所撰內有
華嚴瓔珞經二卷，標出世之術，華嚴齊（應為「齋」）記一卷，敘法會之致，
竝可以垂鏡來葉，不刊之勝躅」5

二．北朝《華嚴經》與《十地經論》
在敦煌出土的佛經寫卷中，北魏宣武帝時期有一批敦煌官經生所造的《華嚴
經》
，當時有三個關鍵人物在抄寫流通弘揚《華嚴經》重要角色，北魏宣武帝朝宮
廷大將安豐王元延明（484－530 年）與侍中崔光（451－523 年），6以及北魏洛州
刺史馮晉國（約活躍於 479 年）
，馮晉國即馮熙，
《魏書‧馮熙傳》記載：
「熙為政
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
部《一切經》。」7而根據敦煌藏經洞出土紀年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
卷尾記載一段非常重要的題記：
「雜阿毗曇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說。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懼昏流迷於廣
文，乃略微以現約，瞻四有之局見，通三界之差別。以識同至味，名曰《毗
曇》。是以使持節、侍中、駙馬都尉、羽真、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車騎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大正藏》冊49，卷11，頁96中28-下3。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51，卷1，頁156上27-中12。
6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
《大正藏》冊 51，卷 5，頁 170 下 20-24 ；另見《辯正論》《大正藏》
冊 52，卷 4，頁 514 下 23-28。
「魏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竝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
相續。以香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素書金字華嚴一部。皆五香廚，四寶函盛。靜夜良辰，清齋
行道，每放五色神光，照耀臺宇，眾皆共觀，倍更發心。」
7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 8 1 8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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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刺史昌梨王馮晉國，仰感恩遇，撰寫十「一
切經」
，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願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
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闡以熙寧，協淳氣而養壽。」
《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是洛州刺史馮晉國所寫經，根據卷尾的題記，8可
知馮晉國虔心供養佛經，為皇室祈福。他還以自己的家財在各地州鎮建立 72 處佛
圖精舍，根據《魏書‧馮熙傳》記載：「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
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
。」9馮晉國以個人資財
能夠「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建立 72 處，同時還抄寫了 16 部「一切經」，這是
很值得重視的。10據《華嚴經傳記》、《辯正論》所載，11元延明博學有文才，負責
掌管國家金石碑碣事務，他與元熙（西元 515 年卒）是宣武帝時的大將，也都是
虔誠護持佛法的佛弟子，二人不但建立道場開齋講經法會，亦曾供養以香汁研墨
所書寫的《華嚴經》一百部，以及金字書寫於素絹的《華嚴經》一部。這是晉譯
《華嚴經》自從南方翻譯出來八、九十年之後，向北方流傳，文獻記載抄寫《華
嚴經》部數最多的一次記錄。
通過元延明與馮晉國這一層家族與信佛的關係，可以推測，元延明負責掌管
國家金石碑碣事務，有可能以其在朝的職務，對北魏宮廷收藏佛經產生某種程度
的影響。顯示北魏時期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來抄造佛經「一切經」，12此後不久，
北魏敦煌東陽王元榮也有供養與造經的活動，開始進行「一切經」的抄寫流通，
是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具影響力的關鍵。13
北魏宣武帝於西元 508 年邀請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伏陀扇多在洛陽合作譯出

崔中慧，〈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2016 年華嚴學術會議論文。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1 8 1 8 。
10
唐‧道宣，
《釋迦方志》卷 2：
「魏元氏太祖道武帝（371 年－409 年）
，於虞地造十五級塔，又造
開泰定國二寺寫一切經，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
《大正藏》冊 51，卷 2，頁 974 中 1415。
11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
《大正藏》冊 51，卷 5，頁 170 下 15-16。
12
鄭阿財，
〈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
，
《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
「敦煌寫本佛經可大別為：
一切經、供養經、日常用經等三大類，其中一切經乃官方寫經，屬正式寫經。至於供養經又稱施經、
願經，即信眾發願佈施的經典。」
13
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
《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頁 167：
「敦煌寫本佛經
可大別為：一切經、供養經、日常用經等三大類，其中一切經乃官方寫經，屬正式寫經。至於供養
經又稱施經、願經，即信眾發願佈施的經典。」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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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經論》十二卷，《十地經論》是《華嚴經》
〈十地品〉的註釋論書，14成為當
時北方研究華嚴義學的核心思想，15不但北魏宣武帝非常重視並親自參與筆受，與
其合作的有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皆參與其譯場筆受，崔光還撰寫《十地經
論》序。在皇室宮廷的推動下，《華嚴經》與《十地經論》的研究開始興起。
菩提流支主要弘揚佛學思想中的涅槃與華嚴義學與淨土，他曾得淨土祖師曇
鸞（476－542 年）傳授《觀經》之淨土法門修法。16菩提流支後來離開洛陽到了鄴
城，仍繼續譯經弘法。由於他精擅涅槃與華嚴義學，17約於 537 年左右，傳承給傑
出弟子道寵，18道寵撰有《十地經論》疏，有弟子千餘人，19他活躍於北魏、東魏
及北齊，菩提流支在中國弘法二十餘年，天平年間（534-537）還在，後不知所終。
20

雖然史料記載菩提流支最後不知所終，但菩提流支傳承了多位傑出的地論弟子，

對於鄴城佛教影響深遠。21

三．北朝佛教刻經的發展
前述皆爲關於《華嚴經》的書寫流傳，至於《華嚴經》的刻經如何開始的？以下
先從北涼與北魏的刻經來看中國佛教刻經的傳統。

（一）北涼石塔刻經
《十地經論》卷 1：
「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
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並義學緇儒一十餘人，在太極紫庭譯出
斯論十有餘卷。」
《大正藏》冊 26，卷 1，頁 123 中 1-5。
15
熊舒琪，隋以前漢文《華嚴經》的翻譯、著錄與流傳，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
14 年 11 月，vol.30， no.6， 頁 95-99 頁 98。
1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6：
《大正藏》冊 50，卷 6，頁 470 中 23-下 4。
17
馬忠理：
《鄴都近邑北齊佛教刻經初探》
，載中國書法家協會山東分會、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編：
《北朝摩崖刻經研究》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1 年，頁 153-190。
18
楊維中，〈地論師南北二道之形成新論〉，
《河北學刊》，vol.36，no.1， 2016 Jan. 頁 25。
19
《續高僧傳》卷 7：
「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大極
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
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
地典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
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
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厭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
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
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等是
也。」。
《大正藏》冊 50，卷 7，頁 482 中 28-下 17。
20
唐‧道宣《續高僧傳》《大正藏》冊 50，卷 1，頁 428 上 22-429 下 5。
21
馮煥珍，〈六世紀華嚴學傳承考辨〉
，《世界宗教研究》，頁 4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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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經典傳譯入中國以後，主要是譯寫與抄寫複本流通，於五胡十六國的北
涼時期（397－439 年）始見將佛經鐫刻於石塔上，也就是北涼石塔刻經。二十世
紀考古出土十四座北涼石塔，出土地點分別於涼州（武威）
、酒泉、敦煌、吐魯番
等地，年代分佈從北涼涼州到高昌時期。22這十四座石塔中，有六座石塔刻有《增
壹阿含經‧結禁品》
，以及供養者的發願文。例如其中的〈馬德惠石塔〉
、
〈田弘石
塔〉、〈高善穆石塔〉、〈岷州廟石塔〉與〈吐魯番宋慶石塔〉都是刻製精美的佛教
石塔藝術，顯示此批北涼石塔出自工藝水準極高的工作坊。23這是佛教傳入中國，
經過數百年佛經翻譯的歷史發展之後，在漢地出現最早的佛教刻經石塔，其書寫
與鐫刻關係到寫經生與石刻工匠的合作發展，反映佛教由社會上層向普及大眾發
展的一個契機。然而北涼這種鐫刻在石塔的刻經，與北齊大規模鐫刻在摩崖與石
窟的功能和目的不太相同。

（二）北魏摩崖刻經像
到了北魏，佛經的抄寫流通更為普及，這時候另一個契機是開始出現佛教的
摩崖刻經。位於山西河南交界處的河南省焦作市博愛縣青天河峽谷地，1970 年代
在修建丹河水庫時發現了摩崖佛像與刻經。24學者考察並證實其所刻像為北魏永平
二年(509 年)線刻觀世音像，題記有明確年代以及《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第二十四
的其中數行。25北魏此摩崖刻經雖然並不大，但在某種程度反映了佛教展開摩崖刻
經的契機。

（三）北齊摩崖刻經
佛教的發展也在高僧與政治經濟的助緣下，於北齊時發展到達一波高峰，北
齊諸帝多崇信佛教，特別是以文宣帝高洋。東魏武定八年（550）五月登王位，史
稱：有齊宣帝，26盛弘釋典。天保初年，曾請僧稠禪師，授菩薩戒。27推動佛教嚴
殷光明，
《北涼石塔研究》
，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 年，頁 91；另參張寶璽.2006.
《北涼石塔藝術》
，這些石塔分佈於敦煌五座，酒泉六座，武威一座，吐魯番二座。
23
殷光明，
《北涼石塔研究》，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 年，頁 91。
24
現存最早的佛教摩崖刻經是發現於河南博愛青天河摩崖，年代為北魏，刻《妙法蓮華經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參薄烈廳，〈河南博愛青天河北魏摩崖造像及刻經〉
，《中國書法》 208，2010 年，
頁 142-143。
25
張雪芬，〈河南博愛縣青天河峽穀新發現北魏摩崖觀世音像〉，
《華夏考古》，2005 年第一期，頁
89-95。
2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9《釋靈裕傳》。
27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6《釋僧稠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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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殺生。28「登祚受禪，於僧稠禪師受菩薩戒，斷肉禁酒，放鷹除網，又斷天下屠，
年三月六日，勸民齋戒，公私葷辛除滅之，度人八千」。29
北齊諸帝均十分推崇《華嚴經》，文宣帝曾親書《華嚴齋記》，立華嚴齋會，
行華嚴懺法。30齊武成帝曾降詔邀請慧藏，於太極殿開闡《華嚴》
。31北齊諸帝與皇
室貴戚，紛紛積極大作功德，興建石窟、佛寺。如文宣帝開鑿北響堂山石窟，大
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此外還營造雲門寺、大莊嚴寺、定國
寺、興聖寺、總持寺等諸多官寺。根據《續高僧傳》卷 10：「（釋靖嵩）及登冠受
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
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㝢內英傑咸歸厥邦。」32
佛教發展至北齊如此興盛，規模宏大的摩崖刻經也始見於北齊（550-577 年），
鄴城周邊地區的石窟開始出現刊刻佛經，以及摩崖刻經。其分佈地點包括河北、33山
東34、河南35與山西36。37（圖 1）
北齊興起的鎸刻佛經活動僅以鄴城周邊地區所見爲例，有幾處是鎸刻佛經于
石窟壁面以及山壁摩崖。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首見如此大規模的刻經活動，由
於規模甚大，須賴完備寫經團隊與刻經組織來參與才有可能做到的。
《釋氏稽古略》卷 2：「北齊詔僧稠禪師至京齊王洋郊迎扶接入內，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齊
主拜受禪道，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鷂，去官佃漁。又勅天下，三月六日民間斷屠殺，
勸令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留師禁中四十餘日，勅於鄴城建雲門寺以居師，兼為石窟大寺主。
洋專務禪學，勅諸州別置禪肆，令達定慧者居之，就傳教授，大起塔寺，僧尼滿於諸州，佛法東流
此焉盛矣（僧史）
」 。《大正藏》冊 49，卷 2，頁 801 下 8-16。
29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 2： 《大正藏》冊 51，卷 2，頁 974 下 6-7。
30
《華嚴經傳記》卷 5：
「華嚴齋記一卷，右竟陵文宣王撰自齊梁已來，每多方廣齋集，皆依此修行
也。今益州宏法師，亦以華嚴為志，勸其士俗，清信等或五十人或六十人，同為福社。人各誦華嚴
一卷，以同經部，每十五日，一家設齋，嚴道場高座，供主昇座，餘徒復位，各誦其經畢而方散，
斯亦齋集之流也。」《大正藏》冊 51，卷 5，頁 172 上 23-中 17。
31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6 《釋僧稠傳》。
32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0：
《大正藏》冊 50，卷 10，頁 501 中 12-16。
33
根據劉濤所考察北朝末年的摩崖刻經書法，河北地區有：1.《鼓山刻經》
（邯鄲，568－572 年）
；2.
《滏山刻經》
（邯鄲，565 年）
；3.《中皇山刻經》
（涉縣）
；4.《木井寺刻經碑》
（涉縣，571－573 年）
。
34
山東地區是摩崖刻經最多的，包括有：《泰山經石峪刻經》（泰安）；《徂徠山刻經》
（新泰，570
年）
；《水牛山刻經》（汶上縣）；《二洪頂刻經》（平陰縣）
；《峰山刻經》
（鄒縣，凡兩處）
；《尖山刻
經》
（鄒縣，575 年）
；
《鐵山刻經》
（鄒縣，579 年）
；
《葛山刻經》
（鄒縣，580 年）
；
《岡山刻經》
（鄒
縣，580 年）
。
35
河南有安陽寶山靈泉寺刻經（563 年）
。
36
山西地區有太原《風峪刻經》
（550－559 年）
。
37
劉濤，
〈北朝末年的摩崖刻經書法〉
，這 15 處刻經，除《木井寺刻經碑》外，基本上是摩崖刻；所
刻內容，以佛經爲主體內容，還有佛號、經主題名、書寫者題名、年款等項。但是，自清朝金石家、
書法家訪求北朝刻經遺跡的著錄及拓本所見，這五項俱全者僅《尖山刻經》
。而各處所刻的佛經，不
管是整部還是部分章節，多是當時比較流行而且習見的《華嚴經》
、
《文殊般若經》
、
《無量義經》
、
《無
量壽經》
、
《金剛經》
、
《大集經》
、
《維摩詰經》
、
《彌勒成佛經》
、
《勝鬘經》
、
《涅槃略說戒經》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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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北齊地域圖38

38

圖片來源：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gv/cmaps/1984/cnws3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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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大規模刻經之前，必定已得抄寫之複本佛經。承前述，敦煌寫卷題記
有北魏馮熙以自身家財來造十六部一切經，到了北齊（550 年－577 年）官方也開
始抄寫三部一切經，根據《廣弘明集》卷 22 魏收所撰〈北齊造三部一切經〉的願
文：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
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
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於有待，驅眾生於不二。所以刻
檀作繢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
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
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39
魏收所言「刻檀作繢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意味著當時在許多地方
繪造佛像，鐫刻石經的活動，北齊國祚並不長，但在短短數十年之內其統治領域相
關範圍內所出現這大量的佛教刻經，應為一統一規劃執行的機構在管理與生產這些
典籍，根據史料記載，北齊開始設立「典書坊」
。40或許這就是為何現今可於當時北
齊國都境內，例如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均出現這些石窟或摩崖刻經的原因。
另外《語石·語石異同評》卷一記載：
「北齊佛經石刻，尤為古今大觀。因山摩崖，鑿龕建柱。山東泰山《金剛
經》
、徂徠山《大般若經》……皆始自北齊。太行左右，蓋有未發現者。若
《太平寰宇記》言，遼山縣屋騋嶝，
《郡國志》云：高齊之初，鐫山腹寫一
切經，當亦尚存。此書所述涉縣摩崖，近人審為北齊，已傳拓者九石」41
根據馬忠理考證此段文獻記載，認為這是北齊在涉縣中皇山的石窟山崖鐫刻
佛經，前文所提之「
《郡國志》云：高齊之初，鐫山腹寫一切經，當亦尚存。」或
許正是北齊刻寫一切經的國家計劃。42文獻上所記載北齊鐫刻一切經的實物遺存，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 22。
《大正藏》冊 52，卷 22，頁 257 上 19-29。
唐‧魏徵《隋書》卷 27，志第二十二百官中：「典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領典經
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並統伶官西涼二部、伶官清商二部。」
典書坊，官署名，北齊始置。為東宮二坊之一。設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領典經坊（有洗
馬八人）及守舍人、門大夫、坊門大夫等，並統伶官。隋沿置，設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
八人等官。並領內廄（有尉，掌內車輿等事）。典經坊歸門下坊，改稱司經局；門大夫等亦歸門下
坊，設宮門局。唐改典書坊稱右春坊。
41
柯昌泗撰《語石·語石異同評》卷一。
42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
，頁 8，「…《太平寰宇記》撰于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
（976-983）
，當時尚能看到《齊志》
，書中《郡國志》的記載當有較高的可信度。」。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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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印證二十世紀在北齊當年的領域範圍內考古所發現許多石窟鐫刻有佛經，例
如山東地區摩崖刻經、河北涉縣、河南安陽等地區的石窟刻經。若暫不論山東摩
崖刻經，關於北齊鄴城地區的佛教石窟與刻經，43根據李裕群的考察，包括有南北
響堂山、小南海石窟、八會寺、香泉寺、大住聖窟、媧皇宮等石窟，在其所撰《鄴
城地區石窟與刻經》一文所附表「鄴城石窟刻經一覽表」
，其中所列鄴城地區各石
窟鐫刻的經典包括三國吳支謙、西晉竺法護、北涼曇無讖、前秦鳩摩羅什、南朝
蕭齊曇摩伽陀耶舍、南朝宋求那跋陀羅、南朝宋畺良耶舍、北魏菩提流支、北齊
那連提黎耶舍、南朝齊曇景等譯場所翻譯出之佛經，由此可以約略推測當時鐫刻
佛經的計劃是收集出自南北各不同譯經法師譯場之佛經。
1.響堂山刻經
北齊鄴城與晉陽兩都之間的交通，即往來於今太行山八陘的滏口陘，是自古
以來的軍事要道，北齊於此沿途修建佛寺石窟與皇家離宮。山路沿途多個石窟均
有刊刻經文在石窟和摩崖之上，現存響堂山石窟包括的範圍有南響堂山、北響堂
山石窟、水峪寺石窟等。
北響堂惟有南洞有北齊刻經，根據現存於窟外的《唐邕寫經碑》記載，刻於
窟外拱門左右兩側及北側的《維摩詰經》、《勝鬘經》、《孛經》和《彌勒成佛經》
四部經，均為唐邕所刻。洞內前壁的《無量義經‧德行品》和位於該洞其它地方
的經名、佛名號等不知何人所刻，但這些只有千餘字。
南響堂石窟地處臨水鎮紙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陽河北岸。景區現存大小
石窟 7 座，分上下兩層，上層 5 座，下層 2 座為中心柱窟，其中第 2、4、5、6 窟
為一組整體建造的洞窟，並且比其他洞窟的年代早。下層的第一與上層第三窟為
一組洞窟，第 7 窟在二層石窟的偏北處，修建的時間稍晚，很可能建於（581-618）
隋代。44自下而上分別為華嚴洞、般若洞、空洞、阿彌陀洞、釋迦洞、力士洞和千
佛洞。
（圖 2）
（圖 2a，b，c，d，e）南響堂山石窟下層第一窟華嚴洞規模最大，上
層千佛洞最精美。華嚴洞高約 4.9 米，寬和深各約 6.3 米，內刻《大方廣佛華嚴經》，
故稱華嚴洞。45（圖 3）華嚴洞是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正面主龕佛像之佛頭已殘，
二旁之菩薩僅存四尊軀幹。中心柱主佛龕的上部有浮雕《佛會圖》（圖 4）和洞窟
入口上方有《西方淨土圖》
。
（圖 5）窟內右壁與前壁鐫刻有《大方廣佛華嚴經》
。
（圖
六）年代約於北齊 568 至 572 年間，書體為隸書。刻經牆面長 1005 厘米，寬 220
李裕群，鄴城地區石窟與刻經，頁 451-452，附表「鄴城石窟刻經一覽表」
參響堂山項目：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A0%8
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
45
張林堂，
《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録》
（一）
（二）其中第一冊頁 1-12 有詳細華嚴經刻經錄文，北
京：外文出版社, 2007； https：//kknews.cc/culture/zk5yxg.html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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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包括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四諦品，《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光明覺品第
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菩薩明難品第六與淨行品第七。46

（圖 2）南響堂石窟地處臨水鎮紙坊村西
北，鼓山南麓，滏陽河北岸。

（圖 2b）南響堂石窟景區現存大小石窟
7 座，分上下兩層。47

（圖 2a）南響堂石窟寺入口

（圖 2c）南響堂石窟下層之石窟

48
（圖 2d）南響堂石窟南洞前廊維摩詰經 （圖 2e）南響堂石窟下層之華嚴洞外觀
石刻

于亞龍，《響堂山北齊石刻經研究》
，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圖片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999b260102vv6o.html
48
圖片來源：響堂山項目 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
%A0%8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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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南響堂山石窟下層第一窟華嚴洞之中心塔柱主龕

（圖 4. 南響堂第一窟華嚴洞中心柱主佛龕上部，佛會圖像，北齊）49

圖片來源：響堂山項目 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
%A0%8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2017 年 8 月 15 日）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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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南響堂第一窟華嚴洞前壁上層，西方淨土浮雕）

（圖 6. 南響堂山石窟下層第一窟華嚴洞右（東南）壁佛龕和《華嚴經》刻經）50

50

圖片來源：響堂山項目 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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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皇山刻經
位於河北涉縣的中皇山，又名唐王山，刻經群位於緊靠山腰媧皇宮。
（圖 7）
原有三石窟和四壁摩崖，三石窟即南、北、中三洞窟，南洞被始修媧皇閣時所
毀。故現存的刻經分佈於北、中洞的六壁及洞外的四壁上，洞內刻經保存完好，
是我國現存摩崖刻經字數最多的地方。根據清嘉慶四年的《涉縣誌》記載：
「唐
王山……一名唐王。後唐莊宗伐梁過此，因名。山下舊有北齊時離宮，傳載文
宣帝高洋，自鄴詣晉陽，往來山下，起離宮以備巡幸，於此山腰見數百僧行過，
遂開三石窟，刻諸尊像，及天保末，又使人往竹林寺取經函，勒之岩壁，今山
上經像現存。」51 中皇山刻經 13 萬餘字的五部經文，應是以駱駝載運運往山腰
間刻經現場的。《齊志》是北齊王劭所撰，可以印證《涉縣誌》關於唐王山傳載
的可靠性。 52
中皇山所鐫刻的佛經共有六部大乘經典：一、《佛說思益梵天所問經》，53二、
《十地經論》，三、《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四、《佛說盂蘭盆經》，五、《深密
解脫經》，六、《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共計 13 萬餘字，是保存字數最多的
一處刻經。54（圖 8）其中梳妝樓背面之整面崖壁之《思益梵天所問經》
，是至爲壯
觀的摩崖刻經。（圖 9）中皇山如此龐大的刻經工程中，尤以《十地經論》佔了最
多的字數，55共計有 58，400 字，也是現存唯一的完整《十地經論》刻經。此經從
中皇山的第二號刻經石室（又稱眼光洞）
，此洞三面刻滿經文《十地經》一品後半
部及二至七品經文，共 256 行，兩萬八千五百餘字。
（圖 10，11）另又於第三號刻
經石室（又稱蠶姑洞）繼續刻經，銜接二號石室繼續刊刻《十地經》的第七品後
半部分及八至十品經文，《十地經》於此洞整部經文全部刻完。56《十地經論》在
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佛陀扇多于 508 年合作共同譯出後首見完整鐫刻於此，
也是全國現存唯一一處《十地經》刻經。其次為《深密解脫經》刻有 32000 字，
至為珍貴。

%A0%8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
51
清‧戚學標，
《涉縣誌》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年。
52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 8-9。
53
鳩摩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問經》。
《大正藏》冊 15，頁 33 上 22-25。
54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 頁 15。
55
根據劉元堂文末附表一，《思益梵天所問經》刻有 36900 字，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與 2，4
80 字，
《佛說盂蘭盆經》為西晉竺法護譯本，刻有 806 字；
《深密解脫經》為菩提流支所譯，刻有 3
2,000 字；此外還有《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為鳩摩羅什譯本，刻有 958 字。
56
牛永芳，〈涉縣中皇山摩崖刻經〉，《中國書法‧書學》（https：//read01.com/Rjmxk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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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河北涉縣中皇山摩崖與位與山崖之媧皇宮，地勢險峻）

（圖 8 . 中皇山摩崖與石窟刻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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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涉縣中皇山梳妝樓背面之摩崖刻經《思益梵天所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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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中皇山二號刻經石室（眼光洞）刻經拓片《深密解脫經》

（圖 11. 中皇山二號刻經石室（眼光洞）刻經拓片《深密解脫經》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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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也是北齊時期重要石窟寺院，是地論師道憑法師於東魏
武定四年（546 年）創建。靈泉寺至今保存珍貴的文物之一有二通北齊刻經碑《司
徒公婁睿華嚴經碑》和《華嚴八會碑》。（圖 12，12a）石碑于清嘉慶四年 1799 年
前重新出土，當時「字畫無損滅」。經李裕群研究，考證《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
是北齊婁睿於河清年間（約 563-564 年）結識僧人靈裕，為寶山寺施主，並尊奉靈
裕為戒師，靈裕法師深研並弘揚華嚴經，曾於北齊天保十年（559 年）撰有《華嚴
經文義記》。57由於地論宗慧光法師為昭玄大統，主要弘揚《十地經論》，此論為
華嚴經的核心思想，慧光法師之後有弟子法上繼任昭玄大統，而靈裕是法上弟子，
所以《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也是證明靈泉寺與華嚴經思想有密切關係的證據。
（圖 12.安陽寶山靈泉寺北齊刻經碑《司 （圖 12a.安陽寶山靈泉寺北齊刻經碑
徒公婁睿華嚴經碑》和《華嚴八會碑》） 《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和《華嚴八會
碑》）58

3.中皇山刻經書法風格反映之南北交流
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共有六部，主要鐫刻的書法風格有隸書與楷書，大
多為楷書，59楷書風格結字獨特，筆畫豐腴而雅逸，頗有禪門飄逸之美。僅有《佛
說思益梵天所問經》前 121 行為隸書。其書法雖然以楷書為主，但同中有異，如
此規模的刻經活動，顯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學者推測擔任書寫的寫手
至少有八、九位。刻經總計 13 萬餘字，此浩大的刻經工程，並沒有明確的石刻題

57
58
59

李裕群，〈靈泉寺北齊婁睿《華嚴經碑》研究〉，
《考古學報》
，2012 年第一期，頁 72-73。
圖片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795b00101icos.html）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調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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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題名與紀年，所以研判經主可能為唐邕或齊宣帝高洋，李裕群先生在《鄴城地
區石窟與刻經》，60認為中皇山刻經為唐邕所主持刊刻；劉元堂考證認為以齊宣帝
高洋較為可信。61至於刻經的年代，通常認為刻寫十數萬字的經文，並不是短時期
內可以完成的事情，結合經主為高洋的判斷，中皇山刻經可能始自天保末年。
中皇山刻經以往由於傳拓不易，鮮為人知，但近幾十年來，由於考古與學術
界對於鄴城地區的研究屢見新成果，中皇山的研究也有數部專論，而對於其書法
風格分析較為精闢者為劉元堂的碩士論文與幾篇專論，文中他注意到中皇山刻經
的楷書風格中有部份與敦煌寫本 P.2965《佛說生經第一》書法類似：62
「……在敦煌寫卷中也找到了與中皇山刻經楷書寫法或風格相似的經卷，
如北 004 號（陽 4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菩薩明難品》〈淨行品第七〉、
63
S.315《優婆塞戒》、津藝 022《大般涅槃經卷第四》、P.2965《佛說生經第
一》和敦研 019、020《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等，它們又分別與中皇山刻
經楷書的各種書法風格類型互為接近。……」64
針對中皇山的刻經書法，劉元堂將 P.2965《佛說生經第一》與中皇山刻經書
法比對，可清楚看出中皇山刻經書法風格深受南方書系影響，尤其是智永所寫的
《千字文》書法，智永和尚生卒年不詳，是王羲之的七世孫。生活於南朝陳（557
－589 年）至隋朝年間（581－618 年），他曾經寫了八百多本的《千字文》流通，
其書法成為隋唐學書者無不臨習之範本。
（圖 13）法藏敦煌寫卷 P.2965《佛說生經
第一》是西晉竺法護翻譯的，而敦煌寫卷有南朝陳太建八年（576 年）的卷尾題記
記載：

李裕群，
〈鄴城地區石窟與刻經〉
，
《考古學報》
，1997 年第 4 期，頁 474。民國時人范壽銘《循
園金石跋尾》稱：「乙未春間，顧君鼎梅遣石工孫泰安赴涉椎拓整幅，於洞口得殘造像一方，文曰：
「亡女趙妃，志趣貞石，德囗內融，春秋未幾，奄頹蘭馥。聞者悲悼，聲言頓絕，況曰母子焉。堪
忍痛今，因令王建福之次，遂竭家資，敬造觀世音像、觀世音經。刊山鑿石，題文不朽。唯願亡女
囗斯織屬，入彼華堂云云。」下段暨左方即刻觀世音經，其字體亦與三洞佛經無異。考北齊唐邕傳
載武平初為禦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造像內所稱「令王
建福之次」
， 即指唐邕而言，其言亡女趙妃，當即唐邕之妻，而造像者趙妃之母也。邕遷尚書令，
封晉昌王，在武平之初，則此三洞佛經為天統間刻無疑。證以舊說，謂「天保末，使人往竹林寺取
經函，勒之岩壁」時代亦合似。」
61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調查〉，頁 24，
（附表一，中皇山刻經一覽表）。
62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 12。
6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6 菩薩明難品〉
：
「大方廣佛華嚴經菩薩明難品第六」
《大正藏》冊 09，
卷 5，頁 427 上 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 淨行品〉：
「淨行品第七」。
《大正藏》冊 09，卷 6，
頁 430 上 22。
64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 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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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生經第一，陳太建八年歲次丙申、白馬寺禪房沙門慧湛敬造經藏。
普被含生同仏性者，開甘露門、示解脫道。願乘此善、乃至菩提。裂生死
網、破無明鄣。智慧神力、次第開發，入法流水、成等正覺。回奉十方六
道、為無所得故。」（圖 14，15）
觀察中皇山的刻經，例如《十地經論》與《深密解脫經》，65其書法風格皆與
《佛說生經》的南朝書寫風格類似，白馬寺沙門慧湛或許是受到了智永和尚時代
風格的影響。66（圖 16）
關於北齊佛教藝術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多處考古發掘出土的精美絕倫的佛教
造像，為我們展示了典型的北齊佛教藝術「鄴城模式」
。例如山東青州造像，以及
河北鄴城考古出土的大量造像。而所謂的「鄴城模式」
，學者研判它不但具有時代
的本土特點，也吸收了印度笈多時期的佛教藝術影響。在本土風格方面，北齊鄴
城還融匯了南方佛教藝術的特色，這一點是北齊佛教藝術迥異於前朝的原因。若
從其佛教刻經書法來觀察，也具有這特點。據考證，在北齊之前，東魏於西元 534
至 547 年間有數次與南朝梁遣使，於北響堂山石窟可見有南朝梁的文化藝術風格
影響；67北齊也曾多次遣使南方與南朝官方交流，北齊與南朝梁於 550 至 554 年之
間的互相派遣使者；另外，北齊與南朝陳之間在 557 至 571 年之間也多次互相派
遣使者，68或許這也就是南朝風格的書法寫經會在中皇山出現的原因。根據學者對
於鄴城附近石窟與刻經已做的研究，69包括響堂山與中皇山石窟等，其中多處也鐫
刻有涅槃與華嚴經，70說明當時鄴城佛教思想與修行的重點。

四．結語
晉譯本《華嚴經》在南方譯出以後，其由南向北的流傳有著明顯的地理軌跡，
大致上可以從建康－荊州－洛陽－鄴城看出其向北方傳布的路線。南北朝時期之
洛陽與鄴城是當時二大主要佛經翻譯與佛教中心，北魏於 534 年分裂為東西魏，
隨著元魏洛陽政權的解體，其佛教中心也由洛陽轉移到鄴城。北齊時北方鄴城佛

馬忠理，〈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頁 68。
王菡薇，
〈敦煌陳寫本《佛說生經》殘卷新探〉
，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10 年 7 月， no.4，
頁 37-40。
67
岡田健，〈北齊樣式の成立とその特質〉，頁 31-48，頁 41。
68
岡田健，〈北齊樣式の成立とその特質〉，頁 31-48，頁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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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發展出現了另外一個高峰，其中《涅槃》、《華嚴》與《十地經》成為當時主
流的佛教思想。本文考察《華嚴經》與《十地經論》等書寫流通的現象，可以得
知北齊鄴城模式不但表現於佛像雕塑藝術，也同樣表現於佛教刻經，從《華嚴經》、
《十地經論》與《深密解脫經》等獨特的北齊刻經書風，觀察早期華嚴系統經典
由南向北流傳的路徑，也可知北齊的文化藝術是多元文化交流的成果。

（圖 13. 智永和尚曾經寫了八百多本的《千字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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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法藏敦煌寫卷 P.2965《佛說生經第一》）

（圖 15.法藏敦煌寫卷 P.2965《佛說生經第一》卷尾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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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法藏敦煌寫卷 P.2965《佛說生經第一》書法與中皇山刻經書法比較71）

71

圖片來源：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調查〉，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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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成因探究
福建省三明學院藝術設計學院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

教師
博士
陳俊吉

摘 要
《華嚴經》的〈入法界品〉中的善財童子，唐代開始出現造像，依據經文參
訪諸善知識內容產生了「入法界品圖」
，但該類圖像主要依附於華嚴經變中。到了
宋代「入法界品圖」轉換為成熟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此時造像藝術除了華
嚴體系思想延續外。但多數該類造像已經與禪法思想融合，有些甚至和《楞嚴經》
、
《圓覺經》
、五百羅漢、文人畫……等思想會通，產生善財童子五三參造像多元組
合樣式，頗具時代性特徵。
關鍵詞：華嚴禪、安岳石窟、六和塔、十二圓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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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華嚴經》中的〈入法界品〉乃該經重要構成一部分，該品男主角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勵行菩薩道，參訪諸善知識的過程最後圓滿證入法界，其菩薩道歷
程備受中國佛教推崇，常謂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依據目前所遺存敦煌石窟唐至宋時期的相關遺例來看，華嚴經變主要構成為
「七處九會圖」及「華嚴藏海圖」
，有時會配上「入法界品圖」
。所謂「七處九會圖」
乃大本唐譯《八十華嚴》中闡述華嚴教主於七處闡演九場佛會，故而得名，其經變
表現形式主要以九場佛會樣式展現。而「華嚴藏海圖」則是表現出華嚴藏海世界的
思維，經變主要以一朵大蓮花中繪眾城表示。至於，「入法界品圖」則為〈入法界
品〉中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內容，關於此內容並非經變必要核心，則依附華嚴
經變而存，時常省略之。例如敦煌莫高窟中唐第 159、231、237……窟；晚唐第 9、
12、85……窟；宋代第 25、55、449 窟等的華嚴經變遺例皆配置「入法界品圖」
。
亦有華嚴經變中未配置「入法界品圖」遺例，例如盛唐第 44 窟；中唐第 471 窟；
晚唐第 127、138、196 窟；五代第 45、98、108……窟；宋代第 76、431 窟。
值得一提唐至宋時期敦煌地區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圖」
，並未成為單獨經
變形式，須依附華嚴經變而立，將「入法界品圖」成為單獨經變形式，描繪出善
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內容，最早是元代第 464 窟。然則將「入法界品圖」蛻變發展
成獨立體系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並非遲至元代才出現，在宋代四川大足石
刻，北宋末《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已經出現相關圖例，顯然敦煌該類圖形成
的時間略晚。
而「入法界品圖」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二者的差異在於，
「入法界品圖」
主要依附於《華嚴經》及華嚴教法中，所產生的經變圖，供華嚴造像使用，且經
變相關造像屬於發展早先雛形到逐漸完備階段，時間為唐至五代。至於「善財童
子五十三參圖」則不僅僅供華嚴教法圖像使用，其他宗門教法亦可使用，且該造
像有成熟系譜，可以單獨使用，主要於宋代開始。至於，宋代是如何將依附華嚴
經變的「入法界品圖」，轉換為獨立發展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且將發展出
那些類型造像，及其造像傳達思想為何？將是本文想釐清並闡釋的重點。

二、「入法界品圖」轉換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關於「入法界品圖」在唐代何時產生？目前僅敦煌遺例外，缺乏相關實例，
實在難以斷言，但在盛唐時〈入法界品〉中參訪善知識的善財童子圖像已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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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確認，在第 44 窟華嚴經變第九會中出現善財童子於佛會中，文殊菩薩指引南
參內容。相對當時日本東大寺製造華嚴宗櫥櫃中的圖像，也描繪出單尊善財童子
形象。若將二者案例聯繫起來，推論〈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造像濫
觴於盛唐。
在中唐時莫高窟第 471 窟中的〈華嚴經變〉，並未配置「入法界品圖」，但此
時第 159、231、237、472 窟，卻皆配置之，顯然「入法界品圖」並非華嚴經變必
要構成要素，成為可增刪情況，有之更趨完善。而敦煌此種經變圖源自於中原京
畿一帶，因當時長安、洛陽為華嚴教法的重鎮，故在中唐京畿一帶應該有「入法
界品圖」之圖像。中唐時華嚴造像的「入法界品圖」已經漸趨完善，許多華嚴經
變便加入「入法界品圖」的圖像，而釋澄觀（738－839 年）本身曾繪製華嚴經變，
又對華嚴經變與華嚴教義進行解說，撰〈華嚴剎海變相讚〉、《華嚴七處九會頌釋
章》、《入法界品十八問答》……等。至於釋澄觀所繪製或所指導製作的華嚴經變
究竟為何？並無相關實務的作品傳世，但筆者推知此時的華嚴經變把「入法界品
圖」納入其中，或許釋澄觀本身應該是位關鍵性的角色之一。首先，此時敦煌所
見的華嚴經變幾乎皆配置「入法界品圖」為主，此種圖像無可諱言來自於唐代京
畿一帶，故應該與華嚴宗推展此新圖像有密切關係，此時華嚴宗祖師除了釋澄觀
以外，很難想到有第二位才華洋溢的學僧，可以製作出來。1其二，釋澄觀強調〈入
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的重要，乃普賢行的展現，並且融入禪宗思惟認為是「漸
證法界」的展現，其所作〈華嚴剎海變相讚〉中，內容並無描述華嚴經變的特色，
幾乎都是教理展現，並且融合許多禪宗當下即證，一切有相又皆無相的思惟。2而
參訪善友本為禪宗所重視，調和禪法的釋澄觀，對於〈入法界品〉善財童子有所
器重，並且參與《四十華嚴》翻譯，撰寫的論述闡釋善財童子參訪之意涵，
「入法
界品圖」為證入法界的修持歷程顯得格外有其特色，極可能將此併入於華嚴經變
中。其三，釋澄觀的弟子釋嗣肇（生卒年不詳）
，曾在長安雲華寺大雄寶殿繪製華
嚴經變，劉禹錫也曾書寫〈毘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其中「清淨不染華中蓮，
捧持世界百億千」指的便是華嚴經變中的「華嚴藏海圖」；「大雄九會化諸天」指
的便是華嚴經變中的「七處九會圖」
；至於最末四句「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
性自圓，寫之綃素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極可能便是描述「入法界品圖」，
闡述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從自始至終都不憑靠外緣（攀緣）
，最後終證入法界，

1

2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書畫藝術學刊》第 18 期（臺北：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5 年），頁 142-145。
〈華嚴剎海變相讚〉云：「執象或亡象，取空空外求，斯人皷識浪，浩劫只冥搜，即象見無象，
萬象歸毛頭，圓機覩一葉，法界知春秋。」〔唐〕釋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
行疏鈔》卷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
頁 23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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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自性圓滿而證入。3故推知中唐釋澄觀系統的華嚴經變圖，已經把「入法界品圖」
納入其中，雖然如此敦煌所發現的「入法界品圖」還是一種概念性參訪的圖像表
述，僅描繪出部分的參訪次數，並無完整的表現出善財童子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
的畫面，其造像藝術仍在發展中，但畫面也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式樣。
「入法界品圖」的出現使得華嚴經變畫面更加完整與繁複，而此時有些「入
法界品圖」是否成為獨立造像體系，不須依附於華嚴經變中，情況不明。中唐此
時所發展的「入法界品圖」
，是否有把善財童子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都繪出的完整
畫面？筆者認為已經有初步的雛形，但還尚未完整的成熟發展，因為中唐時敦煌
莫高窟所遺存的〈華嚴經變〉
，其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尊像畫面，大都約 20－30
位參訪之間，許多畫面參訪內容僅是概念性表達。到了晚唐所繪製善財童子參訪
善知識或尋訪善知識的畫面，已經有一定規模，例如莫高窟第 9 窟一共繪製 73 小
幅，遠超出〈入法界品〉中所記載參訪一共 54 尊善知識的數量；第 12 窟繪製 33
小幅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或尋訪善知識的畫面；第 85 窟中壁畫局部崩壞現存 41
幅，以崩壞的面積推算，至少約 10 幅，所以整幅畫面接近〈入法界品〉記載參訪
善知識的數量。
晚唐華嚴宗第五祖釋宗密（780－841 年）
，延續著釋澄觀的判教體系發展，釋
宗密本身除了為華嚴宗的祖師外，也是禪宗的祖師，對於禪法相當重視，故產生
禪化的華嚴學。此時的「入法界品圖」較中唐表現更加成熟，但敦煌此時所發現
的華嚴經變，計有第 9、12、85、127、138、144、156、196、232 窟，但畫面中
出現「入法界品圖」僅有第 9、12、85、156、232 窟，計共五窟，未繪製的共有
四窟，顯然入法界品圖在華嚴經變有逐漸退化的趨勢。到了五代時更為顯明，敦
煌地區所繪製的華嚴經變，幾乎都不配置「入法界品圖」
，但北宋初時曹氏歸義軍
所開鑿的大型洞窟，莫高窟第 55 窟於窟頂北披華嚴經變中卻配置有「入法界品
圖」，且繪製相當完整，故可知雖然五代時有退化的情況，「入法界品圖」配置並
未消失。
而現今所發現敦煌唐五代時期，華嚴經變配置「入法界品圖」有減少的趨勢，
並非「入法界品圖」的重要性下降，從上述可以了解到華嚴宗、禪宗此時皆器重
善財童子參訪善友的部分，不太可能忽略此部分的重要性。此外中唐時《四十華
嚴》譯出，此經以善財童子參訪的母題貫穿，從舊有的《六十華嚴》與《八十華
嚴》單獨顯立出來，善財童子的參訪此時已經成為獨立系統的母題。此種現象，
反映出自晚唐五代時開始華嚴造像中逐漸發展成熟的「入法界品圖」
，不須依附在
華嚴經變中，也可以獨自成為繪畫的題材，到了五代時期獨立的「入法界品圖」
3

〔唐〕劉禹錫作，輯錄〔高麗〕義天集，《圓宗文類》卷二十二，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
第 58 冊，頁 555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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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應該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甚為可惜中國現今並未發現或遺存晚唐、五代
時獨立「入法界品圖」的作品與相關紀錄。但在當時日本（北宋初）卻保留些重
要文獻可以視為參考，於日本永觀二年（西元 984 年）所撰《三寶繪詞》中便記
載日本法華寺舉行華嚴法會，使用木質材料，製作出七至八寸的小人偶，穿著華
麗錦緞製成的衣服，一共製作五十餘尊作為法會供養用。4以及日本洛陽誓願寺，
於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時，舉行佛事曾掛置五十餘幅的《善財童子歷參圖》
，每
日給予誦經讚揚，而善知識中的第一參功德雲比丘（德雲比丘）
，教導善財童子念
佛三昧法門，藉由甚深念佛三昧神力加持，使得信仰者得以獲阿彌陀佛救脫，並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5
日本當時佛教受中國影響甚深，此時所出現獨立「入法界品圖」即可能是受
中國影響之產物，故可推知於晚唐時或許已經出現獨立「入法界品圖」的發展，
圖像是否成熟完整表現情況不明，但最遲於五代時已經有較高的完整發展之可能
性，但這些圖像主要還是在華嚴教法中使用，至於法華寺舉行華嚴法會便是如此。
那何時「入法界品圖」轉換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而不再僅僅依附於華嚴宗
及華嚴教法之中，乃至華嚴與其他教法融會，在十一世紀初已經出現，在日本洛
陽誓願寺目前看來是如此。而目前中國傳世的相關「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最早
遺例，大都為十一世紀末期之作，故可確認北宋時已經將早先獨立發展「入法界
品圖」
，轉換成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三、宋代華嚴造像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組合
華嚴講究圓滿一真法界之境，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包含所有聖穢世界，
善財童子的參訪諸善知識菩薩行，自唐代判教思想以來，視為具菩薩行願的實踐
歷程，即十住、十行、十迴向……等修行次第，達到證入法界，與文殊、普賢所
證之境無異。華嚴造像體系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對於華嚴教法菩薩行的詮
釋無疑是有力組合。
大本《華嚴經》的結構由華嚴教主放光說法，闡述華嚴微妙義法，一共在七
處舉行九場佛會，而在華嚴世界中三位聖者，即華嚴教主毘盧遮那如來、文殊菩
薩、普賢菩薩。在唐代釋澄觀的《三聖圓融觀門》指出，華嚴教主具足一切諸佛
圓滿福德果分，在華嚴會中以普賢、文殊二大菩薩為上首，二菩薩表示修行的因
分，普賢菩薩代表所信法界，眾生皆具如來藏成佛本性，而文殊菩薩為諸佛之師，
﹝日﹞源為憲編，《三寶繪詞》卷下，收錄佛書刊行會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第 111 冊（東
京：名著普及會，1986 年覆刻版二刷），頁 449。
5
﹝日﹞釋昌好，《洛陽誓願寺緣起》，收錄佛書刊行會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第 117 冊，頁
35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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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眾生信心，入根本智，得如來藏，所以善財童子首參文殊菩薩，末參普賢菩
薩便是此理。再者，普賢菩薩表示萬行，文殊菩薩以真智了解佛理，藉由通達事
理的萬行，而獲得諸法門，善財童子參訪便是此理。最後，普賢菩薩象徵證入法
界之性，故善財童子入法界，得見三世平等身，文殊菩薩表示能證悟的真智，世
間一切萬理教化，皆由文殊智海所出，而善財童子見文殊真智後，普賢行才能證
入法界。6早在北齊時依據《六十華嚴》所產生的造像藝術便見到華嚴三聖的組合，
以此來象徵「七處八會」的意圖，為唐代華嚴經變立下基石。7而唐代華嚴經變各
佛會中，幾乎皆可看到以華嚴教主為中心，兩側各配置華嚴二大菩薩，除了延續
中國慣用的構圖配置方式外，也傳達出濃郁的華嚴思維，若畫面又配置〈入法界
品〉的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歷程，則表示華嚴三聖之德，藉由善財童子的菩薩
行實踐來圓滿華嚴教法，故將善財童子參訪收攝於華嚴經變中。至於，在宋代時
的華嚴相關經變配置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案例，將可歸納粗分四類。
首先，華嚴經變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組合。在宋代時華嚴教法歷經五代毀佛
有所損傷，華嚴經變造像雖然不及唐代興盛但仍舊持續發展相關造像，在華嚴經
變中仍可發現在七處九會畫面中，配置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此乃延續唐五代「入
法界品圖」而來的圖像。在宋代敦煌第 25、55、449 窟皆發現相關案例，而該類
圖像較敦煌唐五代時期更加的完善，相關榜題也較明確，該類圖像則屬於宋代華
嚴經變中配置「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意涵圖像。而該類圖像的善財童子參訪圖
像，主要用來闡釋華嚴菩薩行，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畫面，通常僅是一種概念
式表達，僅描繪數尊參訪圖像，乃至完善其參訪內容，皆不影響其普賢行的歷程。
其次，華嚴教主法界人中像內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在山西高平開化寺大
雄寶殿東壁遺存華嚴經變，其繪製年代為北宋元祐七年（1092 年）至紹聖三年（1096
年）。據谷東方的研究指出東壁北端至南端共四鋪華嚴經變，前三鋪為佛會說法
圖，乃七處九會中其中三會，由北端依序可能為第五會、第一會、第九會，至於
南端一鋪的法界佛像，則在一尊體量甚大佛像的袈裟內布滿了各樣圖樣，即盧舍
那法界佛像，在佛的肩、腰、膝、腿等處，描繪出 16 組善財童子雙手合十，參訪
諸善知識的場景，畫面內容簡略，加上並未書寫榜題，及年代久遠漫滅不明，實
難斷定明確參訪對象。8該寺院布局空間有限，故巧妙的運用四鋪壁畫來體現華嚴
經變，以三鋪說法圖象徵華嚴七處九會，至於盧舍那法界人中像，則表現出華嚴
〔唐〕釋澄觀撰，《三聖圓融觀門》，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5 冊（東京：大藏經刊行會，
1924－1935 年）冊，頁 671 上－下。
7
陳俊吉，〈北齊華嚴造像的開展：以華嚴三聖與七處八會為例〉，《華梵人文學報》第 23 期（臺
北：華梵大學文學院，2015 年 1 月），頁 16-19。
8
谷東方，〈高平開化寺北宋上生經變和華嚴經變壁畫內容解讀〉，《焦作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第
31 卷（焦作：焦作師範高等專科學校，2015 年第三期），頁 26-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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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三昧境界，身上的法界圖案，象徵華嚴圓融法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
維，善財童子參訪畫面則象徵普賢菩薩行，最終證入法界體性之內。而畫面中的
五十三參依附於華嚴法界人中像中，僅是人中像構成的部分之一並非全體，故使
用少數參訪畫面來表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菩薩行意圖。
再次，華嚴三聖像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組合。在杭州西湖旁中天竺寺，
初建隋朝，吳越時期稱崇壽院，北宋賜名天寧萬壽永祚禪寺，南宋初孝宗淳熙
十三年（1186 年）建構華嚴寶閣完成，在《咸淳臨安志》記載：
「中設千葉盧舍
那佛，立文殊、普賢二菩薩於其旁，五十三善知識佈列左右。」 9千葉盧舍那佛
也是華嚴盧舍那佛的另一種概念造像，表示佛安住於蓮華藏世界之中，一一蓮
瓣化現釋迦如來，每一葉表示一世界，故有無量三千大千世界，亦有無量釋迦
如來化身教化，而教主則安住於華嚴藏海世界中，一切皆由華嚴教主法身所化，
亦即所有世界皆入華嚴教主之法身，此乃結合《梵網經》及《華嚴經》思想。10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展現普賢行，漸修頓悟而後融入華嚴藏海世界中。在南宋
杭州、寧波一帶寺院不乏出現，將華嚴三聖像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組合記載。
例如南宋宏智禪師（1091－1157 年）晚年駐錫寧波天童寺三十年，募化善財對
該寺殿宇進行修葺，據《天童寺志》卷七載：「寺為一新。即三門為大閣，廣三
十楹，安奉千佛。又建盧舍那閣，旁設五十三善知識。燈鑒相臨，光景互入，
觀者如遊華藏界海。所以輝耀塵世，使生厭離，以發起善根。」11爾後在浙江杭
州西湖湖畔南屏山的淨慈寺，也同天童寺建構起相似布局，成為佳談，該寺毘
盧閣建於顯德元年（954 年），南宋末期時毘盧閣至山門左右長廊，由當時著名
畫家鐘鼎（生卒年不詳，南宋末元初人）
、丁清溪（生卒年不詳，南宋末元初人）
繪製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於長廊壁中，極爲壯觀，頗具盛名。12皆說明藉由此種搭
配組合，教化世人發出離心，生起善根，入華藏界海中。至於，中國西南的安
岳石窟的唐代涅槃佛像下方，宋代人所雕刻華嚴三聖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組

〔南宋〕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卷八十，收錄中華書局編輯部，《宋元方志叢刊》第 4 冊（北
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4092-4093。
10
陳俊吉，〈淺析中國華嚴造像體系：兼論善財童子的造像系譜〉，《書畫藝術學刊》2013 年（臺
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2013 年 12 月），頁 15-16。
11
〔清〕嘉慶間重刊本，《天童寺志》卷七，收錄《中國佛教寺志》，檢索網站：http://buddhisti
nformatics.dila.edu.tw/fosizhi/ui.html?book=g012&facs=1B014P152.jpg&pageNumber=p.0477&keywor
d=%E4%BA%94%E5%8D%81%E4%B8%89%E5%96%84%E7%9F%A5%E8%AD%98&viewMode=s
earch
12
《淨慈寺志》：「《淨慈寺舊志》，長廊一百三十楹，卽寺兩廡，自三門遶至毘盧閣，左右相
通，顯德元年建。宋鐘鼎、於（丁）清溪繪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於壁，元季燬。今從西翼門經應眞、
伽藍殿，至宗鏡堂，卽其故址也。」收錄〔清〕嘉慶十年（1805），原刊本清光緒十四年（1888），
《勅建淨慈寺志》卷三，收錄《中國佛教寺志》，檢索網站：http://buddhistinformatics.dila.edu.tw/
fosizhi/ui.html?book=g016&facs=1B017P316.jpg&pageNumber=p.0249&keyword=%E4%BA%94%E5
%8D%81%E4%B8%89%E5%96%84%E7%9F%A5%E8%AD%98&viewMode=searc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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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實例，結構簡單，造像因年代久遠風化，加上人為破壞，使得畫面難以一一
識別，甚為可惜。 13
最後，華嚴祖師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組合。北宋章衡（1025－1099 年）於
元祐元年（1087 年）所記杭州南山〈慧因院教藏記〉：「大宋杭州慧因院賢首教
藏。……（中略）……春正月，請晉水淨源闍黎住持南山慧因道場，又施金立賢
首、華梵七祖之像，設帳座而祠焉。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同繪『善財童子參善知
識』五十四軸，并供具三十事。通判軍州事朝散郎李孝先、姚舜諧共置經函六百
餘枚。高麗國祐世僧統義天聆芳咀潤，禮足承教，印造經論疏鈔總七千三百餘帙，
莊嚴壯麗，金碧相輝。」14釋淨源（1011－1088 年）為北宋華嚴宗中興之祖，被
後世奉為華嚴七祖或華嚴十祖，曾在慧因寺設立啟祖堂華嚴七祖堂：西天馬鳴、
龍樹二位祖師，以及東土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五位祖師，表示對於華
嚴道統的歷代祖師尊重，亦表示宗門中興的延續，至於配上五十三參圖除了可進
行供養宗教儀式外，或許也闡釋歷代華嚴祖師大演宗風，教化世人，也是一代大
善知識。北宋末建中靖國元年（1101 年）高麗遣使祝賀皇帝（趙佶）登基，附白
銀千兩，於慧因寺建造華嚴經閣，內安奉華嚴三聖像。15使得華嚴造像體系，更
趨於完善。

四、諸聖眾群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組合
在宋代時十二圓覺菩薩、二十五圓通大士、五百羅漢等新造像藝術興起，此
時有些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造像和這些產生聯繫，通常主要圍繞在華嚴統攝的內容
下展開，具有時代性特徵與意義。

（一）十二圓覺菩薩與善財童子組合
十二圓覺菩薩出自《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簡稱《圓覺經》，為佛教大
乘經典之一，於唐代長壽二年（693 年）佛陀多羅（梵語：Buddhatrāta，生卒年
不詳）譯於洛陽白馬寺，內容為釋迦牟尼佛回答十二位菩薩修行法要，闡述圓覺
之理與菩薩行方式。16此經在《開元釋教錄》中被列為修多羅藏，後收入華嚴部，

李靜杰，〈論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藝術史研究》第 13 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11 年），頁 290。
14
〔明〕李翥，《慧因寺志》卷六，收錄〔清〕丁丙編輯，《武林掌故叢編》第一冊（臺北：京
華書局，1967 年），頁 473-474。
15
同上注，頁 472-473。
16
十二位菩薩分別為：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普眼菩薩、金剛藏菩薩、彌勒菩薩、清靜慧菩薩、
威德自在菩薩、辯音菩薩、淨諸業障菩薩、普覺菩薩、圓覺菩薩、賢善首菩薩。而此十二大士聽
如來妙法，能入如來圓明境界，故稱十二圓覺菩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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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倡此經為晚唐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並為該經撰述七部注解，此後《圓覺
經》大盛，也成為天臺宗與禪宗講習的經典之一。而賢首宗五祖釋宗密，長期在
四川一帶弘法，本身兼具華嚴與禪宗法脈，故將華嚴與禪宗融合圓通，視《圓覺
經》為頓悟漸修的法門，使得晚唐至宋代，華嚴、禪法，及《圓覺經》在該地頗
具影響力。
四川安岳華嚴洞，建造於北宋末南宋初，窟內主壁設華嚴三聖坐像，左右兩
側壁面各安奉五尊菩薩，故左右十菩薩與主壁文殊、普賢菩薩構成十二圓覺菩薩。
兩側菩薩上方空間有限，僅刻出數量甚少的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畫面，以此
來象徵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至於窟頂書寫大「唵」字，在密法與華嚴教義中，
「唵」
為重要根本音，具有秘密大藏，為一切諸法，一切真理本之源。故洞窟安排很明
顯為華嚴教法攝受圓覺，善財童子漸修頓悟的普賢行，最後進入圓覺之理，入毘
盧法身之境。
另一個案例為大足大佛灣圓覺洞，開窟於南宋時期，窟內主壁中央為雙手當
胸手結毘盧印的毘盧遮那佛，右側為雙手於腹前結定印持缽的藥師佛，左側為雙
手結彌陀定印的阿彌陀佛，李靜杰指出反應四川一帶華嚴與淨土思想的結合。17左
右兩側壁面各雕刻六尊菩薩，形成十二圓覺大士，佛壇前方跪坐一菩薩恭敬求法，
表示十二圓覺菩薩之一向華嚴教主請法。在兩壁十二圓覺菩薩上方，亦雕刻少數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畫面，以此來象徵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該窟思想與結構安
排與安岳華嚴洞十分相似，都是華嚴統攝，但大佛灣圓覺洞卻含有歸命淨土思維。

（二）二十五圓通大士與善財童子組合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簡稱《楞嚴經》
，該經唐中
葉時譯出，卷五所載著名的二十五圓通法門，故稱為二十五圓通大士。其內容為
佛陀講述圓滿周遍，無礙之理的法門，各羅漢、菩薩各法門，各舉一法以答之，
計二十五理，即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六根（眼、耳、鼻、舌、身、
意）、六識（眼、耳、鼻、舌、身）、七大（地、水、火、風、空、識、根）對治
之法。18該經是一部對治五蘊魔境，修禪之成佛大定。唐末開始受到密法影響〈楞
嚴咒〉開始引起注意，宋代時習禪及華嚴學僧甚多，浙江一帶華嚴禪法盛行，被
李靜杰，〈論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藝術史研究》第 13 期，頁 295。
分別為：憍陳那等之聲塵圓通、優波尼沙陀比丘之色塵圓通、香嚴童子之香塵圓通、即藥王、
藥上二法王子之味塵圓通、跋陀婆羅等之觸塵圓通、摩訶迦葉等之法塵圓通、阿那律陀之眼根圓通、
周利槃特迦之鼻根圓通、憍梵缽提之舌根圓通、畢陵伽婆蹉之身根圓通、須菩提之意根圓通、舍利
弗之眼識圓通、普賢菩薩之耳識圓通、孫陀羅難陀之鼻識圓通、富樓那之舌識圓通、優波離之身識
圓通、大目犍連之意識圓通、烏芻瑟摩之火大圓通、持地菩薩之地大圓通、月光童子之水大圓通、
琉璃光法王子之風大圓通、虛空藏菩薩之空大圓通、彌勒菩薩之識大圓通、大勢至菩薩等之根大圓
通、觀音菩薩之耳根圓通。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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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華嚴宗中興之地。長水子璿（965－1038 年）於長水寺宣弘賢首教，並注解宣
說《楞嚴經》
，使得楞嚴禪法與華嚴相結合，使得該經盛行，其後弟子釋淨源被譽
為宋代華嚴中興教主，駐席杭州慧因寺，也強調華嚴與禪法的融合。19
華嚴祖師釋淨源在《慧因寺志》記載：
「『懺悔發願，佛事之始也。』故製《華
嚴》
、
《首楞》
、
《圓覺》三懺摩法，以嚴修證。謂思親隆師，人倫之本也。故製《盂
蘭盆》
、
《賢首諱日》二禮讚文，以嚴報事。
《華嚴》善財所參大善知識，凡五十四。
《首楞》文殊所列圓通大士，凡二十五。皆依經顯相，施於繪事。歲首陳供，法
儀甚盛。闔境讚慕，常千餘人。化惡起善，教利尤博。諸祖之教，既已流行。」20
說明在《華嚴》、《首楞》、《圓覺》三懴摩法會時，懸掛二十五圓通大士圖，以及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進行供養、懴摩，莊嚴道場，使觀者善心生起，依教奉
行，該類圖像在北宋晚期於浙江一帶開始傳播盛行，如南宋淳熙八年（1188 年）
杭州的澄心院比丘募化建造大閣，彩繪「善財南詢百一十城與所詢知識於其上，
繪二十五圓通於其下。」21

（三）五百羅漢與善財童子組合
羅漢住世的思想在唐代釋玄奘（602－664 年）譯出《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
說法住記》之後開始盛行於中土，盛唐時洛陽寺院已供奉五百羅漢塑像，該類造
像並無明確經典依據，屬於東土獨有特色，反映出羅漢護法與傳法思想，宋代該
思想與造像持續發展，北宋時期開封大相國寺，便出現華嚴三聖，與善財童子五
十三參，及五百羅漢的組合。22在南宋時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也曾出現相似組
合，在寺志云：「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駕五鳳
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善財叅五十三善知識。」23該大殿的「普光
明」知名便是出自華嚴體系。
另外，南宋在杭州的淨慈禪寺，也出現該類組合，李靜杰指出：
「五十三參與
五百羅漢組合可以看作並列的兩種信仰形式，後者似乎被禪宗賦予尋求自然開悟
的修行者內涵。以華嚴思想為骨幹，修菩薩行而成就法身，並融通禪宗參禪悟道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臺北：空庭出版社，2007 年），頁 185-188。
〔明〕李翥，《慧因寺志》卷六，收錄〔清〕丁丙編輯，《武林掌故叢編》第一冊，頁 490-491。
21
〔南宋〕居簡，《北澗文集》卷四，收錄《禪門逸書初編》第五冊（臺北：明文書局，1981 年），
頁 42。
22
李靜杰，〈論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藝術史研究》第 13 期，頁 298-299。
23
〔明〕天啟四年（1624）原刊本，《徑山志》卷七，收錄《中國佛教寺志》，檢索網站：http://
buddhistinformatics.dila.edu.tw/fosizhi/ui.html?book=g032&facs=1B032P108.jpg&pageNumber=p.0631
&keyword=%E4%BA%94%E5%8D%81%E4%B8%89%E5%96%84%E7%9F%A5%E8%AD%98&vie
wMode=search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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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驗，構成五十三參圖像與其他圖像組合的本質。」24除此之外，善財童子造像
在晚唐五代發展上，有些造像本身還具有護國、息災的意圖。依據《華嚴經》及
文殊化現事蹟，在唐代山西五臺山成為文殊菩薩道場後，於「大聖竹林寺」、「菩
薩化現貧女」的文殊菩薩化現事蹟中，善財童子成為文殊菩薩眷屬，一同化現教
化世人。使得文殊騎獅子，配置善財童子、于闐王為眷屬的造型開始傳開，該類
造像傳入敦煌後成為「新樣文殊」。25五臺山也成為佛教聖地，往五臺山朝聖者眾
多，在古代朝山交通不便，須道心堅固，不退發心始能達成，宛如善財童子的菩
薩行無悔前進，故在敦煌遺書〈五臺山讚文〉中，P.3645V0 云：
「五臺童子號彌（難）
陀，善才同道周天魔。」另在 P.248 云：「五臺童子號難陀，善哉（財）同對滅天
魔。」闡述善財童子護佑朝聖眾生，克服魔障，護佑眾生思維。26而後五代吳越國
建造雷峰塔，於地宮中供養玉雕獨尊善財童子造像，祈五代紛亂政局，吳越統治
可長治久安，故供奉善財童子視護國思想投射，祈願國運長存，免於魔亂。27而宋
代五百羅漢與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組合，或許也延續佛法駐世、世間息災的可能。

五、宋代獨立完善的善財參訪造像
傳世實物關於獨立的善財五十三參造像，其作品可以分為兩類：雕像與紙本。
目前雕像實例以大足北山多寶塔為代表，該塔建造於南宋紹興十七年至二十五年
間（1147－1155 年）
，在塔心內迴廊，及外壁雕刻排列出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造
像。李靜杰依據石刻榜題考察，得知其排列方式具有唐代李通玄（645－740 年）
五位修行的理論，將菩薩階位與佛果結合，其第一層參普賢菩薩，第二層的第二
參至第七參榜題書寫參訪對象加上十住名號，第三層有書十迴向名號，第四層屬
於向十地修行……等。28另外，在杭州的六和塔，南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 年）至
隆興元年（1163 年）竣工，記載塔內迴廊刻《金剛經》
，及塑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目的在於鎮錢塘江潮水氾濫，期望此塔具有「制諸外道，降伏天魔」之本懷。29故
此塔具多種意涵組合，其一，善財童子延續五代的「降魔」
、
「息災」
；善財童子五
十參訪次序列，可能也反映出華嚴修持體系展現；其三，禪宗重視《金剛經》空
性，與《華嚴經》圓教之法，及普賢行願的結合。

李靜杰，〈論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藝術史研究》第 13 期，頁 299。
關於此詳參，陳俊吉，〈五代敦煌新樣文殊中善財童子的繪畫探究〉，《史物論壇》第 16 期（臺
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3 年 6 月），頁 108-122。
26
同上注，頁 112-115。
27
陳俊吉，〈雷峰塔地宮玉雕童子像探究：五代善財童子異化的獨立造像〉，《玄奘佛學研究》
第 22 期（新竹：玄奘大學，2014 年 9 月），頁 37-83。
28
李靜杰，〈論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藝術史研究》第 13 期，頁 299-302。
29
同上注，頁 30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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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存《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孤本，該孤本至少繪於北宋哲宗
紹聖三年（1096）以前，該拓本五十三參圖目前僅存前半，共二十八折，每折書
寫序言，善財童子參訪對象與獲得法門，以及偈語，但在日本僧人於建長三年（1251
年）的抄錄文字，得知原有蘇轍（1039－1112 年）與佛印禪師（1032－1098 年）
於紹聖三年（1096 年）的跋，張商英（1044－1112 年）的跋，以及黃庭堅（1045
－1105 年）的詩，跋文中提及宋代李公麟（1049－1134 年）也曾繪善財童子五十
三參白描圖的記錄。宋代禪法盛行，儒家受其影響產生宋明理學，許多士大夫喜
好禪，常與大禪師往來，此時禪畫開始盛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漸修頓悟，圓
超之理，受到禪者，與某些士大夫歌頌，故產生該類圖像，甚至有文人親繪善財
五十三參，使該類母題進入文人畫品味之中。另外，一件傳世作品為《佛國禪師
文殊指南》刊本，原作刻於北宋元符之際（1098－1100 年）現存最早的摹本為南
宋覆刻本。該本原作為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生卒年不詳）所製作，華嚴學人張
商英作序，內容為一圖一參，配上偈語與贊偈，說明參法次第與成就。
唐代華嚴宗對於《華嚴經》的〈入法界品〉中關於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修
持，提出有系統階次的修持，參訪每尊善知識代表著不同的階位，如第一參的德
雲比丘，屬於「十住」的第一階段「發心住」；參訪大光王，屬於「十行」的第八
階段「難得行」
；參訪第第二十九參大天神，屬於「十迴向」的第九階段「無著無
縛解脫迴向」……等。雖然在教義觀念上，善財童子的參訪善知識有一套嚴謹有
序的排列，但在唐五代此時敦煌所發現的「入法界品圖」
，畫面中並無依序有效的
排列，且畫面中的圖像，或是榜題也並未透露出十住、十行、十迴向……等修持
階位。當時教義中善財童子參訪已受到重視，且有一定嚴密的菩薩階位觀念，可
是在此時畫面中還無法跟上此思想，故從畫面中無法展現出修持次第法門的排
序。但到宋代造像才完整的呈現，說明造像體系成熟，且與禪師、華嚴學者、士
大夫……等參與，共構成出狀碩果實。

六、小結
以造像發展本身而言，可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在唐五代入法界品圖基石
上逐漸建構完成，而該類圖像主要在北宋中葉後才開始大量興盛起來，造像的
分布區域主要集中在敦煌、大足、安岳、杭州、開封、高平等地。北方地區的
敦煌與高平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主要依附於華嚴經變中闡釋華嚴教法，至於大
足、安岳、杭州、開封等地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除了獨立造像體系外，一
般而言屬於華嚴為體，涵攝禪法等教義，形成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與其他造像組
合的畫面。

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成因探究

437

晚唐、五代時禪宗成為當時主流宗派，以華嚴思想為主與禪法的結合，或禪
法為主與華嚴思想融合，或者禪法與華嚴思想並重會通，開創出「華嚴禪」的特
色。將華嚴思想為主與禪法的結合，以華嚴四祖釋澄觀為代表。30將善財童子的參
訪視為漸證法界，顯然受到禪宗北禪「漸悟」
、南禪「頓悟」之影響融合，顯示出
參訪善友之重要性。以禪法為主利用華嚴思想來詮釋教法，禪法與華嚴思想並重
會通，晚唐時釋宗密便是代表性人物。31晚唐、五代時禪門參訪對話中，善財童子
有時也成為論述的對象。32禪宗強調參訪善友（善知識）行道，而獲明心見性，當
下頓悟，而參訪的歷程是漸修頓悟的行門，可見禪門雲遊尋參善友，乃受到〈入
法界品〉之影響。到了宋代華嚴祖師提倡華嚴禪法風氣極盛，華嚴為體，禪法為
用，並融入《楞嚴經》
、
《圓覺經》
，故出現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與五百羅漢、華嚴三
聖、十二圓覺、二十五圓通大士等組合，也就不難理解，有些善財童子造像賦予
護國息災、護法永駐的祈願。
至於，獨立造像系譜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除了延續華嚴善財童子參訪次第
修持具體化展現外，也透露出禪法概念的攝入。此與華嚴及禪法融合有關，加上
禪師、華嚴學者、士大夫等參與，除了佛教造像外，也成為文人畫體系範疇，甚
為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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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蘇軾的華嚴禪觀及其詩歌創作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

副教授
桑寶靖

摘 要
一代文豪蘇軾習禪而兼習華嚴，代表了北宋時期的思想潮流，華嚴禪觀在其
人生觀與詩歌創作中都有深刻的表現。蘇軾不僅借用華嚴禪「法界緣起」、「理事
圓融」的觀念排遣生活中遇到的種種煩惱、獲得心靈上的安慰與解脫，而且華嚴
禪主張事法界與現象世界的互相依恃、相互融攝的理念更與詩歌創作中的情感與
形象、客觀與主觀、真實與想像的交融有了相通之處，促進了蘇軾在詩歌中以新
的角度去審美、構思，創造出富含哲理而又韻味獨特的詩情與詩境。
關鍵詞：蘇軾、華嚴禪觀、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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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有著卓越貢獻的文學家，在詩、詞、散文創作
各方面均為時代之翹楚。在宋代禪宗貴族化、形式化日益嚴重的潮流中，蘇軾的
生活與詩文中多有佛理、禪思的流露。討論宗教觀念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對於正
確認識和評價蘇軾，剖析其他所創造的藝術遺產的巨大價值，以及對於探討在文
學史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宗教與文學關係的諸問題都是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的。特別是蘇軾對華嚴理念有着深切的體悟，因此華嚴理念在其人生觀與文學創
作中都有深刻的表現。本文試就蘇軾的華嚴禪觀及其對詩歌創作的影響作一討論。

一
首先，探討一下蘇軾華嚴信仰的社會條件和思想基礎。
宋代立國以後，積極進行朝代更迭後的社 會恢復。宋太祖趙匡胤和太宗趙光
義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以「杯酒釋兵權」的巧計釋放了武臣手中
的實力，派遣文臣帶京銜外出牽制和分掌地方官的權利，又任命發運使、轉運使
掌握各路的財政，並儘量分散宰相的權利，完善科舉制度用來培養文官體系，積
極鼓勵士子參與政治活動等。凡此種種策略，使得宋代在政治上頗有一種民主化
的傾向，在文官體系日漸成熟的同時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也就是以離朝外
任的辦法來處理不同的政見者，出朝的官員仍保留參政的資格，這也就促成了宋
代極為引人注目的政治黨爭。政治中的民主空氣喚起士大夫在政治上自斷、自主、
自信的群體自覺，直接表現就是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和神宗時期的「王安石
變法」
。因此北宋時期隨著經濟、政治上的變革，士人階層中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
面，士人精神在高漲的士氣中凸顯出來，以自己的理性建立是非的標準，在某些
時候不惜與君權抗衡，而這種執著的士氣在封建統治權利面前往往是脆弱的，所
以無論是范仲淹等人的「新政」還是王安石的「新法」
，都因為觸犯了中、上級官
員、皇室、豪強等的利益，最終被罷廢。由此可見，北宋士人階層在獨立精神崛
起後，其價值判斷與人生追求在殘酷社會現實面前的脆弱與無奈。
蘇軾以官僚貴族子弟的身份走入仕途，才華早卓，藝能傑出，嘉佑初於京師
應試便聲名鵲起。嘉佑六年應制舉，蘇軾再次斬獲殊榮，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取
入第三等。仕途的順暢更堅定了蘇軾經世濟時、獻身政治的決心。而他以「忘軀
犯顏之士」自居1，又以「使某不言，誰當言者」自負2，並以「危言危行、獨立不
回」的「名節」自勵3，更展現了北宋高昂積極的士人精神。蘇軾曾在〈論邊將隱

1
2
3

孔凡禮點校，蘇軾著《蘇軾文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書〉729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五〈東坡與晁美叔言性不忍事〉，158 頁，中華書局，2002 年。
孔凡禮點校，蘇軾著《蘇軾文集》卷三二，〈杭州召還乞郡狀〉
，914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論蘇軾的華嚴禪觀及其詩歌創作

443

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說：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
自同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4
這裡用「捨身報國」強調對社會、政治的奉獻，並在奉獻的同時實現自身道
德人格精神的完善，是積極的儒家人生觀的體現；同時，
「捨身報國」同樣表現了
封建社會秩序、政治準則、倫理規範對個體的情感、欲望、意願產生的壓抑和限
制作用，流露出對個體生命無法掌控的失落與無奈，以及在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心
靈的痛苦掙扎。
再有是佛教在宋代的持續發展。宋王朝為了強化君主專治，加強思想統治的
需要，在積極宣揚儒家倫理觀念的同時，採取了三教並舉的方針，為三教多方面
的融合提供了寬鬆的政治環境。宋代立國以後，統治階級在處理佛教問題上經歷
了從毀佛到對佛教加以扶持利用的政策的轉變。杜繼文指出：
以重開佛教作為穩定北方局勢和取得南方吳越等奉佛諸國擁戴的重要措
施……在宋初的六七十年中，王朝中央還力圖把佛教當作擴大對外聯繫的
重要紐帶。5
宋朝的統治者出於統治的需要對佛教採取支援和保護。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了
宋太祖對佛教的支持與限制：
先是，諸道銅鑄佛像，悉輦赴京毀之。丁酉，詔勿復毀，仍令所在存奉，
但勿更鑄。6
宋太祖在扶持保護佛教的同時又限制其無限擴張，應當是出於政治統治的考慮。
宋太宗也繼承了宋太祖對佛教扶持而又加以限制的政策：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7

孔凡禮點校，蘇軾著《蘇軾文集》卷二九，〈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835-836 頁，
中華書局，1986 年。
5
杜繼文，《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477 頁，1991 年。
6
［宋］李燾，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第 195 頁，中華書局 1980 年。
7
［宋］李燾，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四，554 頁中華書局 198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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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對佛教「有裨政治」的考慮，可以看出太宗對制定佛教政策的出發點與真實
態度。經過太祖、太宗兩朝的扶持發展，佛教勢力已經十分猖獗，但宋代統治者
對佛教支持與限制的基本政策沒有改變，一直被延續和繼承。
就佛教各派而言，通過詮釋各類譯籍而詮釋新說，突出本派理論個性的時代
已經結束，相容並蓄各派學說成為義學諸家的共同特點，這也是他們對思想界三
教融合主導潮流的回應。兩宋之際，唐代的華嚴典籍被整理出來，唐代的華嚴學
被承繼並保持活力，與三教融合，特別是佛教內部各宗派的融合有一定的關係。
而隨著宋代佛教內部各派融合的潮流，華嚴理念也滲透到各個派系之中，如宋初
省常依據〈華嚴經‧淨行品〉弘揚淨土，創造了華嚴信仰與淨土信仰融合的一種
形態；本嵩等借助《華嚴經》講解禪宗思想，促進了華嚴學與禪淨教的結合；雲
門宗的契嵩等也創造性地運用華嚴學；曹洞宗的投子義青、真歇清了等也重視並
運用了華嚴理論；道甯等臨濟宗人也把華嚴理念傳播與禪林。因此，華嚴禪「法
界緣起」、「理事圓融」的觀念即是匯通三教及佛教諸派的基礎與紐帶，同時也在
宋代得到了廣泛傳播。
蘇軾出生於佛教氛圍濃厚的家庭，其父蘇洵與名僧過從甚密，其母程氏篤信
佛教，其弟蘇轍是「手披禪冊漸忘情」的熱忱信仰者8。嘉佑元年（1056）
，三蘇赴
京師，在其父蘇洵的引薦之下，蘇軾與居訥弟子大覺懷璉結下深厚友誼。熙寧四
年（1071）
，蘇軾通判杭州，懷璉離開汴京，回到吳中，二人繼續交往。家庭的薰
陶及親身的經歷，使得蘇軾從早年就培養起對佛教的熱情。熙甯末年，蘇軾就任
於密州，便始傾心於華嚴思想。他在當時所作〈和子由四首‧送春〉中有句云：
「芍
藥櫻桃俱掃地，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
，一洗人間萬事非。」9下有
注曰：「來書雲近看此書，餘未嘗見也。」10〈法界觀〉即宗密所作〈注華嚴法界
觀門〉
，是闡述華嚴宗正修圓融法界無盡緣起的觀法的，是華嚴宗的代表著作。實
際上宋代士大夫多注重禪宗語錄和燈錄，對譯籍多有疏略，但是《華嚴經》卻是
宋人關注不多的譯籍中的一種。有宋之際，文士間流行書寫《華嚴經》以求福報，
一方面展現了華嚴思想在文士間的流行，另一方面也說明文士對華嚴思想在社會
上傳播的推動。王欽臣曾品評《華嚴經》說：「至若聖仙非一，神變迭興，十地同
歸，趣成法界，大方廣之道也。」11認為《華嚴經》具有廣泛的適應性，符合一般
民眾的需求，這也是文士間推崇《華嚴經》的原因。作為一代文壇領袖的蘇軾，
當然也就融入這樣的潮流之中。元豐三年（1080）
，蘇軾謫居黃州，在安國寺結識
了住持繼蓮禪師，並常在寺中「焚香默坐，深自省察」
，以求「物我兩忘，身心皆
《四部備要》
，《欒城集》卷十一，〈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第 126 頁。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 卷一三，〈和子由四首‧送春〉
，628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10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 卷一三，〈和子由四首‧送春〉
，628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11
〈大宋諸朝賢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載《圓宗文類》，卷二十二。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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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12可見他對華嚴宗典籍的喜愛。在宋代士大夫階層中，專門研究華嚴宗著作
並依其修行者為數不多，他們接觸華嚴理念的途徑不同，但所關注的華嚴宗理論
卻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主要集中在「圓融無礙」、「一心法界」、「一即一切」等關
念上。蘇軾顯然是對這種「圓融無礙」、「一心法界」的觀念有獨到的體悟，他說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13，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14，他領悟華嚴禪理，
將自身消融在法界之中，並以一體平等的觀點看待外物，便樹立一種夷曠瀟灑的
人生態度，這不僅體現在他的生活之中，更是在其詩歌創作上也有多彩的展現。
蘇軾崇信佛教，特別是受到華嚴理念的影響，在他所生活的時代，是有一定
的典型性和深刻社會原因的。蘇軾本有兼濟之志，而在其文學創作中逐漸流露出
傾心釋教的傾向，當然與他坎坷的人生經歷有著必然的關聯。他出生於仕宦之家，
入仕之後先後捲入幾次政治爭端，為人耿直而不屑圓滑處事，與幾任朝臣不和，
屢次遭受貶謫，現實的殘酷與理想的巨大違離，迫使他在理想的華嚴境界中尋求
安慰，獲得精神的解脫，這便也是順理成章的。

二
作為官僚與文人的蘇軾，習佛也多讀佛書。從他的留下的詩文看，他不僅對
禪宗的燈史、語錄有很高的熱情，同時對《般若》
、
《維摩》等佛家典籍都很熟悉，
雖然不能嚴格地說他的思想到底受到華嚴宗的影響有多少，但他的文字反映了華
嚴學說對他的較大影響。有宋一代，華嚴構想圓融無礙的宇宙體系，禪則啟發人
的主觀心性，二者均成為構築宋代理學的重要因素。蘇軾習禪而兼習華嚴，也正
代表了北宋時期的思想潮流。
蘇軾讀佛書始自嘉佑六年二十六歲為鳳翔簽判後的一段時期。他在〈王大年
哀辭〉中說：
嘉祐末，予從事歧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予始未知
佛法，君為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
君發之。15
蘇軾自幼受家庭的薰陶，後又由友人推介佛法，喜讀佛書也在意料之中。
《華
嚴經》是華嚴宗的經典，要旨是事理無礙、法界緣起。入宋之後，其圓融無礙的
12
13
14
15

孔凡禮點校，
《蘇詩文集》卷一二，〈黃州安國寺記〉
，392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卷二二，〈地獄變相偈〉，645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卷二四，〈贈袁陟〉
，1264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孔凡禮點校，
《蘇詩文集》卷六三，〈王大年哀辭〉，1965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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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念與禪宗注重發覺人的主觀心性相結合，構築宋代理學的重要因素，成為
宋代士大夫推崇的重要佛典。在這樣的思潮中，蘇軾習禪而兼學《華嚴經》也是
必然的。他曾有意抄寫此經而未成，其門生李之儀云：
蘇軾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追
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16
佛教認為抄經者會獲得無量福報，蘇軾十分讚賞這樣的觀念，他在〈書孫元忠所
書華嚴經後〉云：
其子元忠，為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墮
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17
「有無量感應」體現了蘇軾對佛教所講福報的篤信，這裡褒揚抄寫《華嚴經》獲
得福報的理念，可見他對這部經典的推崇與喜愛。後至熙甯末年，蘇軾四十歲前
後在密州任上時曾集中研究過華嚴思想。他在當時所作〈和子由四首送春〉中說：
芍藥櫻桃俱掃地，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
，一洗人間萬事非。18
這裡〈法界觀〉，即宗密所作〈注華嚴法界觀門〉，是闡述華嚴宗正修圓融法界無
盡緣起的觀法的，是華嚴宗的代表著作。實際上，華嚴宗在中唐後更多表現出一
種統合儒道的觀念，又多受禪宗啟發，宗密更是提出了「真心緣起」的觀念，強
調本性的自我覺悟，這種更為簡便易行的理論也就更為後來的文士所樂於研習。
蘇軾在元豐二年移知湖州時作〈送劉寺承赴余姚〉詩中說到：
我老人間萬事休，君亦洗心從佛祖。手香新寫〈法界觀〉
，眼淨不覷登伽女。19
如果說禪宗是引導人體認「自性」而回歸到主觀世界，對外境只求「無念」、「無
心」的順應或超脫，華嚴宗的法界緣起的觀念帶有強烈的思辨性，稱性而起萬法，
以平等的觀念對待外境，認識到萬物都不過是交織在法界中的一因數。因此，法
界緣起的觀念對自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如蘇軾所說「陰晴朝暮幾回斷，已向虛空
16
17
18
19

李之儀《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跋東坡書多心經〉
，298 頁，商務印書館，1935 年。
孔凡禮點校，
《蘇詩文集》卷六九〈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2208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 卷一三，〈和子由四首‧送春〉
，628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卷一八，〈送劉寺承赴余姚〉，953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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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此身」20，就是說自身要消融在法界之中，萬物又皆備於自我。華嚴宗的「法界」
觀念，既指「佛法界」
，又指「事物界」
；「法界」可以被人格化，是獨立於意識的
客觀實體，那就是「法身」
，它遍於一切事物之中，成為事物最普遍的共性，所以，
「法界」既是現象界，又是本體界，既是輪回世界，又是解脫世界。蘇軾想借鑒
《華嚴經》的法界緣起理念來排遣他在生活遇到對的種種煩惱，並借助「無盡緣
起」的華嚴世界獲得心靈上的安慰與解脫。
在華嚴宗教義體系中，由「法界緣起」進一步闡發出「圓融無礙」的觀念，
如法藏所說：
法界者，是總相也，包事包理，及無障礙，皆可軌持，具於性分。緣起者，
稱體之大用也。21
萬法皆為緣起所生，法界與因果緣起諸法是相即不二、圓融無礙，諸法緣起歸於
法界，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因此，華嚴宗義以「法界緣起」為理論核心，以「圓
融無礙」為其最高理想和境界。而「圓融無礙」又表現為「理事無礙」、「事事無
礙」
，因而佛與眾生融通；唐代宗密已明確地表明禪、教一致的立場，他統合華嚴
「理事圓融」的意旨與禪宗「明心見性」說，成為簡便的修行法門，也使文人得
以更自由地接受、理解。蘇軾對華嚴學方便的修行法門更是樂於親身實踐，他在
〈怪石供〉一文中說：
……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
等，而況此石？22
蘇軾在黃州得一怪石，曾用以供佛印了元，文中借供奉怪石，表達其對華嚴法界
思想的理解。這裡的「觀一切世間」、「了無一物」是指在平等的空觀之上體認到
萬法的平等，以一體平等的觀點看待外物，不僅是他對華嚴「理事圓融」理念的
體悟，也直接影響到其在面對紛擾世事時的瀟灑態度。蘇軾對自我的知覺也是如
此，他晚年于穎州任職，有〈泛穎〉詩曰：
我性喜臨水，得穎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渭。吏民笑相語，使君
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繞郡十餘裡，不馳亦不遲。上流清且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卷一四，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無言亭〉
，672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21
《大華嚴經略策》
，《大正藏》第 36 冊，702 頁。
22
孔凡禮點校，
《蘇詩文集》卷六四，〈怪石供〉
，1986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20

448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直，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麟甲，亂我須與眉。
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
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淄。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
各有得，共賦泛穎詩。23
這篇詼諧幽默的诗中，包含著深刻的華嚴理念。楊慎曾指出：「東坡〈泛穎〉詩：
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價禪師因過
水睹影而悟，有渴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
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24，蘇軾詩的構思上是否借鑒了洞山良價公案不可考知，
但從禪觀上看則確有相通之處。然而良價只是「過水睹影」
，蘇軾則卻有「散為百
東坡」的奇想。
法藏在〈華嚴金獅子章〉中說：
若看獅子，唯獅子無金，即獅子顯、金隱；若看金，唯金無獅子，即金顯、獅
子隱。若兩處看，俱隱俱顯，隱則秘密，顯則顯著，名「秘密隱顯俱成門」
。25
法藏用金獅子影像無盡來指示萬法相互依恃，相即相入，圓融無礙，這樣就構成
了真正的無盡的法界圓融的佛的境界。蘇軾則以影像的成滅分合之妙表露了萬物
融攝的平等觀，顯然是關闔了華嚴「理事圓融」的觀念。
再如，蘇軾在〈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
因次韻答之〉詩云：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疏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
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26
這裡用《華嚴經》的思想，如要「覓心」則問「雲公」，「雲公」即《華嚴經》卷
第六十二〈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所講的勝樂國土中的德雲菩薩，德雲曾告善
財童子曰：
……照耀諸方念佛門，悉見一切諸世界中等無差別諸佛海故；入不可見處
孔凡禮點校，
《蘇詩文集》卷三四，〈泛穎〉，1794-1795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王大厚註，《升庵詩話新箋證》卷三，中華書局，2008 年。
25
［唐］法藏〈華嚴金獅子章〉
，《大正藏》第 45 冊，665 頁。
26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 卷十〈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
因次韻答之〉，474-475 頁，中華書局，1982 年。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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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門，悉見一切微細境中諸佛自在神通事故；住於諸劫念佛門，一切劫
中常見如來諸所施為無暫舍故；住一切時念佛門，于一切時常見如來，親
近同住不舍離故；住一切刹念佛門，一切國土鹹見佛身超過一切無與等
故……。27
實際上，在這裡德雲宣講了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是
圓融互攝的統一相，也就是佛法境界的體現。可見蘇軾對《華嚴經》中「理事圓
融」的觀念的體悟與信服，這種「圓融無礙」的理念也幫助蘇軾在現實的紛擾中
獲得精神上的安慰。
華嚴宗作為較後出的宗派，又是在佛教已經實現「中國化」的環境下形成
的，在宋代三教融合、諸宗匯通的大背景下，華嚴宗也能夠更多地批判地吸收
中土傳統觀念、學術思想及其它宗派的理論，從而也更充分地體現了融合與獨
立的思維性格特點。特別是作為華嚴宗義核心觀念的「法界緣起」
、
「理事圓融」
的思想，不僅促進了佛教思想中的佛性理論的發展，更是對中國人文人在思想
理論和文學創作中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與影響。蘇軾作為一代文豪，幾經政
治坎坷和生活挫折，始終徘徊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之中，華嚴理念帶給他精神
上的解脫與慰藉也使他才成為宋代知識份子參悟華嚴的一個典型，在其詩歌創
作中有著多姿的展現。

三
華嚴宗「法界緣起」主張事法界與現象世界的互相依恃、相互融攝，與文
學創作中的情感與形象、客觀與主觀、真實與想像的交融也就有了相通之處。
法藏說：
心境融通門者，即彼絕理事之無礙境，與彼泯止觀之無礙心。二而不二，
故不礙心境，而冥然一味。不二而二，故不壞一味，而心、境兩分也。28
這裏講「法界緣起」所達到的佛的境界，通過重重無盡「理事圓融」的精神
融入到心境論領域，這樣華嚴宗義的內容、認識的方法，就與文學創作有了更多
的融通之處。因為文學就是客觀現實在人的心靈主體上反應的產物，華嚴宗對這
種「心境融通」、「無礙境」、「無礙心」關係的思考更具美學價值，正如黑格爾所

27
28

《華嚴經》
，
《 大 正 藏 》 第 10 冊 ， 334 頁 。
［唐］法藏，
《華嚴發菩提心章》，
《大正藏》第 45 冊，6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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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最接近藝術而比藝術高一級的領域就是宗教」29，所以「圓融無礙」
、
「心境融
通」的華嚴義理與詩歌的創作相契合，影響了詩人如何認識客觀、反映現實的根
本原則和方法，促進了詩歌以新的角度去審美、構思。
蘇軾早年接觸華嚴宗義，對華嚴義理有著深刻獨到的體會。如蘇軾的兩篇〈赤
壁賦〉表露了濃重的莊與禪的觀念，但在其「變」與「不變」的觀法中體現出更
深層次的思想，所謂「物與我皆無盡」、天地萬物「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等等，
也有著華嚴法界觀的影子30。在詩歌創作中，蘇軾把華嚴「一心而貫諸法」的體會
融入詩情，如其〈獨覺〉詩：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
紅波翻及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裡。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
悠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軒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31
《華嚴經》云：
譬如有人得自在藥，離五恐怖，何等為五。所謂火不能燒，水不能漂，毒
不能中，刀不能傷，滾不能害，菩薩摩何薩，亦復如是，發菩提心，攝薩
姿若。離五恐怖……菩提心華亦復如是。一日所熏功德香，徹十方佛所，
一切聲聞珠覺，以無漏心熏諸功德。於百千劫所不能及。32
詩題為「獨覺」
，意即獲得禪悟，了悟世界，獲得解脫。蘇軾再次被貶儋州，內心的
苦痛不言而喻。
《華嚴經》言「發菩提心」才能「離五恐怖」
，才能「徹十方佛所，
一切聲聞珠覺」
，只有以菩提心待一切自然現象，才能認識到萬法雖分殊、但本質虛
空的特性，才能體悟到一多即相，大小互容的理念，這些也是華嚴禪觀「法界緣起」
的本質所在。故而「瘴霧」也是一种「恐怖」
，詩人秉承華嚴「心貫諸法」的理念，
「心花發桃李」
，亦指「發菩提心」，了悟人世諸境，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超
脱境界。
「瘴霧」
、
「北風」等均為現實世界的假相，華嚴宗講求「皆本一心而貫諸法」
，
詩人也借助自然界千變萬化的各種形象，體味其間蘊含的「一切聖法緣此生故」的
華嚴理念。蘇軾在在華嚴禪理中幡然醒悟，領會到攝他同己之道，才能以曠達之心
面對世界與自我的種種矛盾，在熱烈的詩情背後有表現出深沉廣大的理性探索，表
現出一種随緣自適的人生態度，也使得詩歌充滿了開闊與包容的氣勢與情感。
29
30
31
32

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
，卷一，128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年。
參見孫昌武，
〈蘇軾與佛教〉
，《文學遺產》
，1994 年第一期，69 頁。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卷四一〈獨覺〉
，2284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華嚴經》
，《大藏經》第 9 冊，7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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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這首〈次韻子由寄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為問道庵。盧子不須從若士，蓋公當自過曹參。
羨君美玉經三火，笑我枯桑困八蠶。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33
詩中借詢問安心之法，闡發自己體悟的禪理。〈華嚴經‧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之
二〉曰：
臂如眾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水無念慮，亦無分別。34
詩的結尾說「大江同一味，千里共清甘」，其實就是強調所謂的安心之法，
是交滲互徹，無礙圓融的觀念，是自性清淨、隨緣不變、離性離相的絕對。這
實際上承繼宗密「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的觀點。35江水同味，
千里清甘，表達了詩人體會到法界的無所差別和不可思議，無所不包而又大小
無礙、事事無礙的華嚴理念。這是詩人在寄題友人的閒適之中借助討論佛法的
經歷闡發自身對華嚴觀念理解，並結合「包事包理，及無障礙」的理念，製造
情境，並巧妙化為詩思，以小見大、由淺入深地探究佛理，表達了詩人不忮不
求、傲岸孤直的人生追求，真正實踐了「一切凡聖皆從佛性而得生長」的華嚴
宗觀。
用華嚴法界觀看待人生，就會體會到無礙自如的境界。蘇軾接受了這種觀念
的影響，加上他的詩人的洞徹一切的心跡和揮灑自如的筆力，在作品中常有奇妙
的構想，給人展現富於啟發性的意境。如他的〈泗州僧伽塔〉說：
……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36
「至人」本語出道家，又為禪者所用；
「無心」是南宗禪所主張的境界，很多受達
到佛教思想影響的詩人在詩中經常會寫到。但在這裡，蘇軾不只強調內心清淨，
不伎不求，無所執著，又要求對待事物心無厚薄，視萬物等一。因為從事理無礙
的華嚴平等觀念看待世間，有與無也是一如的，而最重要的是心無所著。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卷二一，
〈次韻子由寄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1108-1109 頁，中華書局，
1986 年。
34
《大正藏》第 10 冊，268 頁。
35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卷七四三，〈圭峰禪師碑銘〉
，8665 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36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卷六，〈泗州僧伽塔〉
，290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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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華嚴宗宣導「圓融無礙」的理念在蘇軾的詩歌之中形成了一種精神上
的無所束縛，從而展現出一種舒展自如的人生態度。如這首〈軾在穎州與趙德麟
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日〉：
太山秋毫兩無窮，巨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裡，未覺杭穎誰雌雄。
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急昌豐。……37
詩人任職潁州，決意治理西湖，但還未完工就又要轉調揚州。前兩句取自〈莊子‧
齊物論〉，太山、秋毫兩者在大小序列中都是「無窮」的，而在「相形」即相較範
圍中，有「巨細」的分別。世間萬物只有在「相形」之中才有巨細或高下的分別，
如若放開眼界，無論「巨細」都是了無分別的。
《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有「於一塵
中普現一切世間境界」典38，比喻塵世的渺小，詩人這裡用「一塵」來表明自己對
人世的不懈，表面上寫杭穎僅識大千世界中微乎其微的東西，沒有高下之爭，實
際上是以此來喻指自己被貶穎杭兩地，人生的挫折相較於大千世界，也只是一粒
微塵。如果人能超越事物之間的大小、優劣，即能處處圓融，事事無礙，交融互
涉，各適其性，就可以超越優劣之分，達到理事圓融的境界了。詩人在以華嚴禪
理緩解忿鬱之情的同時，將讀者帶進一個饒有興味的哲理境界中。
蘇軾詩中常借對華嚴禪觀的「妙悟」來澄懷靜心，
「法界緣起」
、
「圓融無礙」等觀
念容括了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使得他在對萬法相即相入的體認中獲得了心靈的慰
藉。在創作的實踐上，把對華嚴宗義的體悟融入詩歌，催融了佛家理念與詩歌情
境的交合，在詩歌之中可以感受到他對現實、對人生有一種透徹的、灑脫的認識，
對世界與自我的種種矛盾都有一種曠達的理解，從而創造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格，
對後世的詩歌創作發揮了相當的影響。

孔凡禮點校，
《蘇拭詩集》
，
〈軾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日〉
，中華書局，
1986 年。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〇，
《大正藏》第 10 冊，322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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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華嚴經歷史與思想
越南翰林科學社會院屬下漢喃研究院

博士
范文俊

摘 要
越南有兩千年多的佛教歷史。在兩千年的佛教史上，佛教的歷史與思想都對越南
歷史上有很大影響。越南在十世紀時間有請求宋代的大藏經。之後，元代，明代，清
代都有傳到越南的佛經，特別是大藏經。越南僧人也有幾次到中國學習與帶回來的佛
經書籍。現在越南等等圖書館或者越南各地廟宇還保留幾本華嚴經。因此本論文研究
在越南華嚴經的版本。論文也論述到華嚴經對越南的佛教文化史上、越南文化上的影
響與思想。本論文不只是論述越南華嚴經而且論述到華嚴經在越南的歷史發展。
關鍵詞：越南佛教史、華嚴經、中越佛教史、華僑僧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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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十世紀前還是藩屬的階段。經過幾百年，越南佛教史很發展。每個時代，中
國人都有移民到越南。特別在藩屬時期，中越兩國人民來往很順利。因此中國僧人、
印度僧人來越南傳教也很順利。當然，越南本土文化可以吸引，接受佛教傳來。但是
都是後代寫出，當時的史料，都沒有。關於越南的佛教史，越南阮朝福田和尚
（1784-1863）認為越南從雄王時代也有佛教發展。根據十四世紀陳朝末代的《嶺南
摭怪》一書寫出越南古代史有一個故事，內容論述渚童子在瓊園山與一位佛光禪師見
面，佛光禪師傳授童子佛教法術：
童子遂與家人同行海外。有瓊園山，山上有小庵。家人泊船汲水，童子登遊。
其庵有小僧，明佛光，傳法於童子。1
阮朝福田和尚認為渚童子故事，就是越南雄王佛教史。但，至今可以根據《大藏
經》與中國歷代歷史找到越南藩屬時期的佛教史。東漢末年，蒼梧儒生牟子與母親到
交州避難。從此，越南十世紀前有的《大藏經》或者中越史書對佛教發展的記載。以
後，經過幾百年有牟子、康僧會、丘陀羅等等來越南傳教。同時發展越南佛教文化，
建立越南佛教傳承。從此越南有很多禪派建立與發展。根據《大藏經》與中越兩國史
料，至今可以了解越南的歷史，特別是越南佛教史。在漢代，越南佛教歷史也很發展，
有的很多修行人。近代中越學者針對漢代越南佛教史認為：
雖 然 交州 在第 二次 北屬 中 國後 ，旋 即獨 立自 主 （ 243-544）， 一直 到 前李
（544-548），至後李南帝時，交州又第三次北屬中國（603-939）。這一段時
間內，佛教還沒有多少發展，雖有僧士，有寺院，但寺院塔只表現信仰之一
而已。因為當時越南佛教直接受印度影響，比受中國影響多。有一段很久的
時間，有通達漢子的印度法師在交州把梵文翻譯成漢文，所以交州沒有人到
中國求經了。而且當時佛教只偏重形式上的發展，不重於精神上的教育。也
可以說佛教從傳入越南（194-195）的開始，直到 544 年的那些年，越南還
是內屬於中國，但中國政府沒正式承認佛教是一個宗教，給當地老百姓信
奉，因此沒有正式擁護佛教。 2

陳世法等撰，任明華校點：《嶺南摭怪列傳》，（渚童子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這故事
也沒有寫出人物與地點，都沒有清楚。
2
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57 冊，《越南佛教略史》，釋善議翻譯，台北市，華宇出
版社，1988 年，頁 254-25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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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兩國關係史上有很多中國僧人到越南傳教，他們在越南建立宗派，翻譯佛經
教典。至今，根據史料，慢慢了解越南藩屬世紀與中國、印度佛教關係史。
根據《大藏經》記載，至今可以了解從隋代到唐代有很多越南僧人到中國，他們
在中國圓寂或回到越南繼續傳教、或者再一次離開越南而到印度各國。《大正藏》記
載很多中越來往的僧人，例如：木叉提婆是交州人，他上船到南海，經過很多國家，
之後到中國大覺寺。窺沖法師，交州人，他還有梵文名，因此他可能知道梵語；窺沖
也到南海各國，之後回到中國。慧琰師，也是交州人到國外，之後行蹤杳然。大乘燈
禪師，愛州人（越南清化省），在慈恩寺玄奘法師給很多僧人傳戒，其中有他。可以
說隋末唐初，中越兩國有很多僧人來往。
中國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動亂戰爭連年，因此對中越佛教關係史很少資料記載。
但到十世紀上半葉（938 年）
，越南吳權宣佈獨立國家。從此，越南國家歷史、文獻。
文化、本土化的觀念與以前有多改變。現今國際學者都認為 938 年就是越南離開北屬
時期的年代，同時是越南獨立出現宗藩時代。968 年，建立大瞿越國號。從此越南建
立王朝，對中國主權完全獨立。從此之後中國、越南兩國的佛教改變觀念與關係。
十世紀前後，越南已存在兩個很大的佛教宗派。第一是無言通派 3；第二是毘尼
多流支派4。兩派都在越南發展，一直到十三世紀才慢慢結束。兩個宗派發展幾百年，
無言通禪師：仙遊扶蕫鄉建初寺無言通禪師，本廣州人也。姓鄭氏，少慕空學，不治家產，務州雙
林寺受業，處性沈厚，寡言默識，了達事槩。故時人號無通言（傳登曰不語通）。常一日禮佛，次有
禪者問：座主禮甚麼？師云：禮佛。禪者指佛像云：祗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是夜，具威儀就禪者禮
拜，問曰：嚮之所問，未審意旨如何。禪者云：座主出家以來，經逾幾夏？師云：十夏。禪者云：還
曾出家麼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何益。乃引師同參馬祖及抵江西而祖已示寂，遂
往謁百丈懷海禪師。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丈云：心地若空，惠日自照。師於言下有得。
乃還廣州和安寺住持。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良久便喚，其人應諾。師指梭櫚
樹，其人無對。仰山禪師作沙彌時，師常喚云：寂子為我將牀子來。仰將牀子到。師云：送還本處。
仰從之，又問：寂子那邉有甚麽？曰：無物。這邊？聻曰：無物。師又問：寂子？仰應諾。師云：去。
唐元和十五年庚子秋九月，師來至此寺卓錫。飯粥之外，禪悅為樂，凡坐面壁，未嘗言說，累年莫有
識者，獨寺僧感誠尤加禮敬奉，侍左右，密扣玄機，盡得其要。一日無疾，沐浴易服，召感誠，曰：
昔吾祖南嶽讓禪師歸寂時，有云：一切諸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
非遇上根，慎勿輕許。言訖，合掌而逝。感茶毘，收舍利，塔 于仙遊山，時唐寶曆二年丙午正月十二
日。二十八年，又至開祐丁丑二十四年，我越禪學自師之始。
4
毘尼多流支，他雖不是中國禪宗派下的人，卻是中國禪宗初祖達磨的法孫，毘尼多流支接法於僧璘，
僧璘接法於達磨，故其仍與中國的禪統有關。他是南印度人，先受教於僧璘，後來約在西紀第六世紀
之末頃，可能是五八○年，來到越南，住法雲寺，並在那裏傳授禪法。此後十四年，他也就在那裏圓
寂了。毘尼多流支的弟子，著名者有法賢，止住於越南，唐高祖武德九年（西紀六二六）入寂。此後，
自三祖至七祖的事蹟不明。第八祖定空禪師，建有瓊林寺，寂於唐憲宗元和三年（西紀八○八）。第
九祖通善。第十代出有羅貴安、法順、摩訶、無礙，計四人，其中之法順，著有「菩薩號懺悔文」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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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言通、毘尼多流支都受到中國當時華嚴宗影響。越南十三世紀前的《禪苑集英》一
書寫出來幾百年越南佛教史。其中，描述越南僧人使用華嚴經。對於這年代，鐮田茂
雄在《中國佛教通史》認為：
唐代，越南對於中國僧經由南海到印度朝聖，在作為中途站這一方面，發揮了
很大的作用。從義浄撰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得知，有明遠，慧命、無行、
雲閏、智弘、僧伽跋摩等很多僧眾在交州路過，而停留在交州的僧人也不在少
數。唐代越南的佛教是禪宗，六世紀時由毘尼多流支所傳；其後的第二派，由
九世紀的無言通所傳，從此以後，越南佛教即成為禪宗系統。5
唐代華嚴宗成立後，華嚴經成為重要的經典。之後，在中國有很多翻譯版流傳。
宋代華嚴宗很發展。宋代華嚴宗有很高的位置。華嚴宗為什麼對越南佛教史上有很大
的影響？越南十世紀前的書籍《禪苑集英》一書記載幾百年越南很多中越僧人，有律
師、法師、禪師等等。因此很難分別清楚十三世紀前越南的佛教宗派。十世紀，大越
建立國家，有朝廷、有皇帝、官員等。大越從此對比中華成為獨立國家。十一世紀李
朝轉國都到升龍。李朝皇帝基本上與宋代趙匡胤一樣的建立國都、修改廟宇、對家鄉
很重視。大越李朝也跟宋太祖一樣對佛教重用，在家鄉建立八個廟宇與另外各地也建
立很多廟宇。李朝崇奉佛教。在越南現有書籍《禪苑集英》裡頭記載越南十三世紀前
有很多僧人屬華嚴宗宗派禪師。
另外從《大越史記全書》是越南特別重要的史書記載，越南有幾次申請中國宋代
的《大藏經》。從十世紀，宋代剛建立國家，越南大越國黎朝皇帝有申請《大藏經》。
《大越史記全書》記載：
丁未十四年（1007），春遣弟明昶掌書記黃成雅獻白犀于宋，乙大藏經文。6

世。十一代知名者，有禪翁、祟範、廣淨等三人。十二代則有萬行、定慧、道行、持鉢、純真等五人。
十三代為惠生、禪嚴、明空、本寂，以及其他二位，共計六人。十四代出有慶喜、淨如、淨眼、廣福
等四人，其中的慶喜，著有悟道歌詩集行世。十五代則為戒空、法融、草一等三人。十六代是：智、
真空、道林等三禪師。十七代，妙因、圓學、靜禪之三人，其中的妙因係比丘尼。十八代的圓通，著
有諸佛跡緣事、洪鐘文碑記、僧家雜錄。十九代的依山，乃是這一系可以考查的最後一人，寂於西元
十三世紀之初，大約是中國南宋寧宗的時代。（釋聖嚴：〈越南佛教史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 83 期，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1978 年，頁 279-280）。
5
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佛光出版社，1994 年，頁 61。
6
越南《大越史記全書》，漢喃研究院藏書，編號：A.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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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1009）
，明昶從宋朝回大越，帶回的《大藏經》
。至今不知當時李朝皇帝
申請是哪種《大藏經》。當然，至今越南書籍不能保留當時的佛經版本。李朝於 1036
年也申請《大藏經》
。陳朝也幾次申請，例如 1295、1311。李朝寫《大藏經》放在〈重
興藏〉
；陳朝也很多次寫經、刻板放在天長府（現在太平省）
。中國佛教書籍除了官方
傳入越南，還有民間，或者避難人來越帶來。《禪苑集英》也看到越南幾百年佛教史
上僧人受到華嚴宗的影響。

華嚴與越南佛教史演進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大乘佛教經典佛經。至今漢文譯本以有一千多年。從翻譯成
為漢文以後，有很多詮釋經典，或者講義、或者註疏。中國宋代建立大藏經，就佛經
漢藏就有傳到越南。當時，中越兩國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中國有動蕩或者轉變，就
有影響到越南。不知影響如何，但在還有很少的書籍也說明中國僧人因國內動蕩而漂
流到到越南。之後，他們在越南傳教。
越南李朝（1009-1226）
、陳朝（1226-1400）兩個朝代特別重視佛教。經過幾百年
佛教與政治相互發展，在越南的歷史上，李朝、陳朝是兩個朝代都發展毘尼多流支與
無言通兩個宗派。特別無言通派有禪師專心學習禪學與華嚴思想。禪與華嚴也是中國
宋代的混溶思想而影響到越南。《禪苑集英》寫出：
武寧山報德寺大捨禪師東作坊人也，姓許氏，少出家，投仙遊道惠習禪，學粗得
其概，常以華嚴妙門普賢神咒為日用事時。或散髮休糧棲止無定所。王公爭先事
之。建寧王，天極公主龍所尊敬。常於宣明虎岩刱寺演化，學者傾響。有宋僧岩
翁聞風感慕，遂燃一指供養。人疑其有妖術。天感至寶（1174-1175）中太尉杜
公英武令收入禁內，深加嚴責，師略無怖色。天極奏解得免。日李英宗召師問曰：
朕多煩惑何術治之。師云：十二因緣法是生死循環之根本，欲以治之，此其藥也。
又問其旨。師云：無明因緣行，乃至憂悲苦惱。欲求辟支佛應說十二因緣須治此
身中，即無煩惱業。帝云：然則朕當靜心修習。師云：禁得業識，安靜時即是澄
清煩惱，無有別法可修習也。昔梁武帝常以是問寶誌禪師，誌亦如是對。今竊為
陛下舉似。貞符五年二月五日，囑弟子已說偈云：四蛇同篋本元空，五蘊山高亦
不宗。真性虛明無罣礙，涅槃生死任遮籠。又云：石馬齒狂獰，食苗日月鳴。塗
中人共過，馬上人不行。迨五更服毒而逝，壽六十有一。7
7

《禪苑集英》陳朝以前作品，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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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內容可以知道大捨禪師使用華嚴經修行，或者他有法術。但依靠他的
圓寂偈寫到四蛇也是華嚴經的思想。
〈四蛇同篋〉
、
〈無明因緣行〉也看到《金光明經
文句記》卷第三或者《華嚴經》的內容，都是唐宋時代佛教經典。因此可以說越南
大捨禪師好像受到中國宋代密宗、華嚴宗的影響。另外還有常照禪師（?-1023）常
常與弟子講到華嚴經內容：
如一毛孔遍法界一切毛孔悉如是。當知無有少許心空無佛身何以故，法身應
化成等正覺，無處不至。故應如是知，如來以心自在力無起無轉而轉法輪，
知一切法常無起，故以三種法說斷，應無斷而轉法輪，知一切法離邊見。故
離欲際非除而轉法輪入一切法虛空際。故無有言說而轉法輪知一切法不可
說，故究竟寂滅而轉法輪知一切法涅槃性。故所謂無相性無盡性無生無滅無
性我性無非我性無眾生性無非眾生性無菩薩性無法界性無虛空性亦復無有
成等正覺性。乃說偈云：在世為人身，心為如來藏。照曜且無方，尋之更絕
曠。 8
上段，就是從華嚴經收集而給弟子講義。根據內容說明常照禪師已受到華嚴經
的影響。以上常照禪師針對弟子講義，我們至今可以在大正新修大藏經找到的《大
方廣佛華嚴經》與《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
。根據內容比較，可以說常照禪師使用是
實叉難陀翻譯的《新華嚴經》
。無言通派與毘尼多流支派都有很多僧人使用華嚴經表
示覺悟佛道或者對弟子講法。到陳朝，越南佛教合一，無言通派與毘尼多流支還發
展、傳承，但大部分都與朝廷合作。佛教與政治結合以致管理社會。陳朝皇帝都是
佛弟子，他們一邊是皇帝，一邊是佛子。到陳仁宗皇帝就合一宗教與朝廷成為一體。
佛教也是朝廷，因此佛教的權力很高。僧人都是朝廷管理，也是陳朝皇帝陳仁宗出
家頭佛管理。陳仁宗建立禪派管理全部陳朝佛教歌派，成為一體。當然陳仁宗，特
別是他的弟子法螺禪師推動華嚴經的影響。陳朝時期，華嚴經思想影響深刻。陳朝
多元朝多次申請《大藏經》，請回國後就複刻。因此，陳朝佛教經典特別多。
陳朝佛教與政治、政體合一，因此，佛教有條件發展。法螺禪師繼燈竹林禪派，
成為越南竹林禪派第二祖。法螺禪師二十五歲是一位僧官，相當法主、僧統，管理
全部陳朝佛教僧人。法螺佛學高深，他常常去各地講華嚴經各品。〈青梅圓通塔碑〉
記載法螺禪師去過很多地方，講幾個法華經品，例如：

8

《禪苑集英》陳朝以前作品，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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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隆十八年庚戌三月、英宗敕賜每度常隨僧三年……七月、奉詔赴仁宗盂蘭大
齋，陞堂講華嚴大旨。9
或者大慶八年（1321）以後，法螺禪師繼續講經，他講華嚴經不只是在升龍（現
在是河內）還是在越南北江省、海陽省、廣寧省等地方的廟宇或者私家。例如：
顯靈延光寺住持鶖子請就其寺講華嚴經十地品10
或者：
上品懷寧侯鄭中子欲請師盡講華嚴經九會。至是，懷寧及主事僧玄光抵疏請就
超類報恩寺講華嚴第二會。是後九會聽講者多至千餘人，少亦亡慮五、六百餘
人。三月、惠仁大王請就熾盛光寺講華嚴第二會…大慶十年癸亥…寶雲公主請
就超類寺講華嚴第三、第四二會。保慈皇太后、司徒文惠王請於瓊林院講華嚴
第五會。11
根據碑文內容，可以看到法螺禪師講師新本華嚴經，就是唐經，八十華嚴，唐代
實叉難陀翻譯，總成七處九會，三十九品。根據法螺演講，可以說越南陳朝時期流行
新華嚴經，不是舊華嚴經。
陳朝衰落與滅亡。十五世紀黎朝建立國家崇奉儒教。陳朝的竹林禪派也衰落，慢
慢在農村發展。一百年多黎朝到莫朝，越南的佛教沒有受到政治與經濟照顧、相助。
因此，一百年多佛教衰落，在農村隱沒。十九世紀，黎朝重興，虧負國家，打敗莫朝
統一國家，從此佛教慢慢復興。1633 年，拙拙禪師從中國福建省到大越北越傳教，他
帶來很多佛教經書。從此，越南北方發展臨濟宗。拙拙還有幾次派弟子去中國買經書
帶回越南。越南佛教書籍大部分從拙拙禪師與眾弟子重刻流傳。十七世紀末黎朝北越
還有曹洞宗派傳教。至今越南北方兩個宗派還有慢慢發展、傳承。臨濟宗、曹洞宗都
是用新法華經，都是實叉難陀翻譯的譯本。臨濟宗、曹洞宗都推動禪宗，誦念華嚴經，
特別是明代四大高僧作品傳來。華嚴思想不知傳來越南北方，還有傳來越南中部與南
方。北方是拙拙禪師，他從福建省經過海洋到越南南方，之後才到北方傳臨濟宗派。
圓通青梅塔碑，法螺禪師身份碑文，1362 年在海陽省至靈縣青梅寺建立，至今還保留。
圓通青梅塔碑，法螺禪師身份碑文，1362 年在海陽省至靈縣青梅寺建立，至今還保留。
11
圓通青梅塔碑，法螺禪師身份碑文，1362 年在海陽省至靈縣青梅寺建立，至今還保留。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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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元韶超白禪師從廣東省到順化、歸寧等省傳教。元韶禪師與徒弟在南方傳承，
他們也用華嚴經，版本至今還有。越南佛教史上從黎朝至今基本上沒有新的宗派：北
方臨濟宗、曹洞宗；南方臨濟宗。另外還有幾個二十世紀的南方宗派，但都是很少的
部分。越南基本上是佛教大乘，使用佛教漢藏經典。

越南華嚴經版本與思想
筆者針對現代還保留的佛教書籍介紹現在越南有的華嚴經版本。根據好幾年田野
調查，或者在廟宇，或者在圖書館看書，可以看到越南北方、南方都有《華嚴經》。
當然每個地方，每次刻印都有特殊的版本。同事每次刻印，都表明每個時代的思想。
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現在保留三本書，根據序文與內容，可以說三本有關《華嚴
經》
，都是越南黎朝以後的版本：
書目
編號
版本

頁數及
版式
內容

大方廣佛華嚴經
AC.468/1-5
今存印本一種，五冊，
八十卷，含九十九品

華藏傳
AC.321
今存印本一種，河內
鎮國寺印行於嘉隆
七年（1808）
3350 頁，高 32 公分， 178 頁，高 32 公分，
寬 20 公分
寬 19 公分
中國重抄重印本。大乘 越 南 海 陽 省 華 嚴 山
佛經，三藏沙門實叉難 聖 光 寺 僧 人 宗 演
陀漢譯，有崇禎七年 序，黎朝僧統寬翼跋
（1634）沙門澄觀的序 後，含序文二篇《華
文、題弟子順德劉起相 嚴經》註本，講述三
的小引，以及崇禎十年 千大千世界、三界十
（1637）的御製序文， 方世界等事，有插圖
有凡例與目錄。正文包 及說明。附載關於因
括關於佛教拯救眾生 果 的 論 述 ， 關 於 說
擺脫輪迴的宗旨及其 經、執經、譯經、傳
修行法等內容。越南佛 經的儀式，以及唸誦
教書籍都是《新華嚴 此 經 所 發 生 的 若 干
經》實叉難陀翻譯的版 靈驗故事。
本。其它都沒有。

大乘諸淨土經
AC.557
今存印本一種，同慶
三年（1888）重印

復菴和尚華嚴編貫
AC.302
今存嘉隆十五年
（1816）比丘憲憲抄
本一種
132 頁，高 29 公分， 58 頁，高 29 公分，
寬 17 公分
寬 17 公分
大乘佛經，本書裡頭 佛教著述，正文 42
有一目是《華嚴經凈 頁，論述若干佛教理
行品》，另外還有很 論術語，如五兜率、
多佛經經本，例如： 十信、十往、十迴、
《無量壽經》
、
《大寶 十地、六根等
積 經 》、《 大 阿 彌 陀 附載《花嚴管窺卷》
經 》、《 佛 說 阿 彌 陀 16 頁，無盡居士張商
經》等。
英撰，內容涉及六
根、法界、佛教各宗
派等。這本書智光寶
蓮比丘無為照寂釋
憲憲奉寫內容。

以 上 是 四 本 有 關 華 嚴 經 的 事 佛 教 書 籍 。 其 中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編 號
AC.468/1-5，是越南北方臨濟宗的傳本。臨濟宗傳本到阮朝（1802-1945）的福田和尚
重刻。1842 年，福田和尚在北寧省慈山府仙游縣大覺禪寺進行刻板。在《華嚴經》第
一卷末頁，福田和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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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分為四包，每包四集，每集五卷，共八十二卷，該
令紙二影二葉字紙一千七百八十四葉，人名三葉，付賞包壹二百五十二經板…
印供華嚴經三百部，規約三百部三千字真行文三百卷。12

除了漢喃研究院保留福田和尚《華嚴經》的書籍，還有其他廟宇保留十九世紀的
《華嚴經》。例如：北江省最有名永嚴禪寺。永嚴禪寺是越南保留最多的佛教經板。
佛教經板中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繪本》八十卷。現在北江省永嚴禪寺還保留很好
木刻經板。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沒有紙本，但筆者發現河內館使禪寺還有紙本。紙本內
容與木板是統一內容。研究版本，館使禪寺版本就是依靠乾隆藏的《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鈔繪本》，但地點刻板有記載在卷十四之二末頁：
虞山海印樓主人張寂領募，揚州王氏凈妙遺資敬刻此卷。仗佛恩靈早，蒙拔濟。
光緒十年夏。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C.4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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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刻經處識13
根據以上的內容，可以了解版本是江北的紙本，轉到越南後，就副本刻印。因為
八十卷，因此這本書在好幾年才刻完。還有，刻完都有記載寫書的人，例如卷七之一
是比丘清端禪師奉寫；卷九終是比丘清容奉寫；卷十二之一是比丘清安奉書等等。他
們「清」字法派，都是永嚴禪寺心圓禪師的弟子。
比丘清端奉書

比丘清亥奉書

因為，從十九世紀，永嚴禪寺成為很大佛教山門。永嚴禪寺有很高明的一位住持
和尚，他有幾位很好的弟子。他們弟子發揮師父的志向，繼續刊定佛教書籍。永嚴禪
寺山門師徒也受到中國當時的佛教發展的影響，特別是買回國的很多當時在中國刻印
的佛經書籍。不只是十九世紀末年，還有到二十世紀還繼續買中國佛教書籍回國重
刻。永嚴山門特別對越南佛教史上有很大貢獻。因此幾十年後，永嚴禪寺保留很多版
本，至今經過天災人禍，但永嚴禪寺還有三千木板多，包括十個經部，其中有八十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繪本》。
另外館使寺還保留一本實叉難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序文年代成泰四年
（1892），沒有記載越南的重刻人。但書籍裡面記載歷代版本，首先是沙門澄觀撰述
序文，繼續開山新洲桐山寺和尚序文與崇禎七年；還有永樂十年御製序文、金輪聖神
皇帝製。這樣，可以說在越南大部分《華嚴經》都是使用實叉難陀譯本。至今，對越
南佛教史上還有很大影響。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繪本》，河內市館使禪寺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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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筆者從書籍的方面論述越南歷代華嚴經歷代影響。從唐代以後，特別在越南建立
國家，李朝、陳朝，華嚴經思想特別影響越南佛教文化。一千年左右越南使用都是實
叉難陀翻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除了實叉難陀譯本，還有唐代般若譯本，但是很
少出現。除了越南北方的《華嚴經》,南方也有流傳。但在這論文，筆者還沒論述到南
方的《華嚴經》版本與流傳。南方佛教史與用的佛教書籍剛有三百年左右，書籍，是
受到中國南方，特別是廣東省的佛教文化影響。
另外，
《華嚴經》不只是在方面修行、誦念還有影響到佛教文化表現建築，文學，
詩學等等。《華嚴經》特別影響到越南僧人創作文學的作品。希望，以後可以修改，
補充成為完整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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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與懷德海論「理」與「事」
東海大學哲學系

教授
俞懿嫻

摘 要
旅美華嚴學者張澄基（Garma C. C. Chang）在其《全體性佛學華嚴哲學》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The Philosophy of Hwa Ten Buddhism, 1971）一書中序言
指出，唯有華嚴佛學是一全體機體哲學（a philosophy of totalistic organism），近乎
懷德海(A. N. Whitehead)的「機體哲學」
（philosophy of organism）
。其後美國華嚴學
者奧丁（Steve Odin）在其《歷程形上學和華嚴佛學》（Process Metaphysics and
Hua-Yen Buddhism, 1982）一書中延續發展此觀點，指出華嚴佛學與懷德海同樣具
備「圓融無礙」
（syncretic harmonization）的形上思維模式，其要旨即「理事無礙」
（the unhindered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universal with particular）和「事事無礙」
（the unhindered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particular with particular）
。約此同時，當代
中國哲學家方東美與程石泉也抱持相似觀點，認為華嚴佛學與懷德海機體哲學頗
有相通之處。在其〈懷德海自然哲學中「事」與「相」〉一文中，程石泉指出懷德
海所言「事」（event）頗近乎華嚴宗所談之「事法界」，所言「相」（object）則近
乎華嚴宗所談「理法界」中之「名相」
。緣此，本文擬就華嚴初祖杜順和尚「華嚴
法界觀」所言「三觀四法界」與懷德海《歷程與真際》（Process and Reality）一書
中所言「永恆對象」
（eternal objects）
（
「理」）和「現行實有」
（actual entities）
（「事」）
做一比較，以闡發華嚴佛學中的機體形上思想和懷德海哲學中的華嚴元素。
關鍵詞：華嚴佛學、懷德海、機體哲學、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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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初祖杜順和尚（557-640）造《五教止觀》，並提出「華嚴法界觀」，為華
嚴宗思想奠下基礎。在《五教止觀》的第三門，杜順提出「事理圓融門」的觀法，
以同於《大乘起性論》
「一心開二門」的理論，說明大乘終教「事理圓融」
、
「空有
不二」的道理。
「心」是恆常不變的「理體」，所謂「心真如門」
。這理體受到內外
因緣的作用，產生種種生滅變化的「事」
，是謂「心生滅門」
。
「恆常不變」是性空，
「生滅變化」是相有。一切法因空性，故得因緣生有；反之，以因緣生有，故一
切法皆空。
「恆常不變」與「生滅變化」雖全然相反，但都為「一心」所攝，因此
「事」與「理」都在一心之中，彼此並無質礙。而「空」與「有」原為一物兩面，
也互不相礙。於是「事理圓融觀」將「事法界」與「理法界」溝通起來，使「理」
攝受變遷的「事」，也使「事」攝受超越的「理」。如此「事若無理不成，理若無
事不顯」，事理融貫交徹，產生統一的結構，乃成為「事理無礙法界」。1
《五教止觀》中的「事理無礙法界」到了「華嚴法界觀」──見於澄觀（738-839）
所述《華嚴法界玄鏡》與宗密（784-841）所著《注華嚴法界觀門》──衍生為事
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等「四法界」的理論。澄觀的《華
嚴法界玄鏡》言杜順和尚的「四法界」大多暗合「法界三觀」之說。2所謂「法界
三觀」是指「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和「周徧含容觀」，其要具在說明「一真法
界」中，無盡事法皆同一性，彼此無礙。其中第一觀「真空觀」即「理法界」，第
二觀「理事無礙觀」同於「事理無礙法界」，第三觀「周徧含容觀」則指的是「事
事無礙法界」。所謂「事事無礙」講的便是「一入於一切」、「一切入於一」之理，
具體殊別之事彼此相關互攝，圓融無礙。
在談到華嚴宗上述思想時，方東美曾直指華嚴無礙觀是機體統一的哲學，可
以解決哲學上各種二元對立偏執。他認為華嚴的宗教教義中包含著哲理，其關鍵
概念便是「無礙」
。所謂「無礙」是以機體統一的觀照，將差別世界中的部分與整
體、部分與部份融貫起來，使得整個宇宙的萬事萬物包含人在內，交互相關，不
可或分。方東美並指出華嚴機體主義的思想，不僅在中國哲學上甚具貢獻，即使
是化解西方傳統兩元對立（心物、主客、能所、常變、實在與表相、普遍與殊別）
的思維問題，也頗有益助。3例如，方東美舉例說，科學家站在唯物論的立場會說：
杜順，《華嚴五教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2 年），頁 511。
2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0 年），頁 304。方東美提到
杜順大師有一本重要的小書，即《華嚴法界觀》。該書到中晚唐時由兩位大師四祖澄觀述《華嚴法
界玄鏡》和五祖宗密作《注華嚴法界觀門》始流傳下來。本文所依據者唯澄觀所述。參見見《大藏
經》四十五卷，頁 672-683。有關英文著作參見 Garma C.C. Cha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pp.153-171; 318-320; Thome Fang, Chinese Philosophy, pp. 320-322; Thomas Cleary, Entry into the
Inconceivable, pp. 24-42, pp. 69-124.
3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0 年），頁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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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對心靈封閉。」也就是區隔心靈與自然，以心靈不得作用於自然，只能「客
觀的認識自然」
。但從整體論（holism）的立場，事實上是「心靈呈現於自然萬物」，
能所、主客、心物交相關聯，不可或分。在當代西方哲學家中，方東美特別提到
懷德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說他建立了一套「以宇宙論和本體論形式
表述的機體形上學」。4
稍早於此，旅美華嚴學者張澄基（Garma C. C. Chang）在其《全體性佛學華嚴
哲學》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The Philosophy of Hwa Ten Buddhism, 1971）
一書中序言指出，在中國大乘佛學中，有三大思潮：華嚴的全體哲學（philosophy of
totality）、般若空宗的法空哲學（philosophy of emptiness）以及唯識的唯心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only）
，其中華嚴之為一全體機體哲學（a philosophy of totalistic
organism）
，近乎懷德海的「機體哲學」
（philosophy of organism）。5 根據張澄基的
分析，華嚴全體哲學建立在「因緣法空」的基礎上，進而開展出「相即相入」的無
礙（non-obstruction）境界。他以五個階段說明這樣的境界：一、基於測量的工具
和角度，宇宙可說無限大或無限小；二、大宇宙包含了小宇宙，有如太陽系含攝了
各大行星，而各行星含攝了各自的構成原子。三、微宇宙（如原子）不僅含攝其自
身之內無限小的宇宙，也含攝自身以外的巨宇宙（如太陽系）。這便建立了「全體
無礙」境界。四、「時間」若只是測量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事件之流，便會完全喪
失意義。它會成為全體的一個元素，讓所有過現未三世皆實現在相即相入的永恆現
前中。五、到了無限法界（infinite Dharmadhatu）的最高階段，諸法通過永恆在無
限時空進向中交相作用。6張澄基的分析，基本上是建立在時空的架構上：在無礙
全體中，空間打破大小的藩籬，如「芥子可納須彌」；時間打破永恆變遷的界限，
使過現未三世入於現前一際。稍後他舉多燈為例，光影交涉，彼此無礙，而全體實
在性（totalistic reality）正可見於諸法萬象之間的相即相入。基於此，張澄基說華嚴
哲學正如懷德海的機體哲學，兩者都強調存在相容互攝的層面。7
張澄基復引懷德海「有機體」（organism）的思想，說明其與華嚴接近之處。
懷德海曾將自然萬物粗分為六型：一是人（含心物）
；二是人以外的各種脊椎動物、
昆蟲和動物生命形態；三是所有的植物生命；四是所有單細胞生命；五是所有大
型的非有機物；六是無限小的基本粒子。所有類型的事物彼此交相作用，任何一
者的改變都影響及全體。可說動物生命是由細胞組合而成，細胞的生命是由有機
分子組合而成，還有大型的無機物被動地接受空間關係，還有更小型的微粒子沒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10。又方東美有關「華嚴法界觀」的論述，見於《華嚴宗哲
學》，尤其是下冊，十分豐富。在此囿於篇幅，無法詳及。
5
Garma C.C. Cha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Preface, x.
6
Garma C.C. Cha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pp.12-13.
7
Garma C.C. Cha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pp. 122-1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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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軌跡。這些物類相互依存，不能孤生，合而成為有機的整體。張澄基於
是指出懷德海所說即華嚴所謂「同時具足」（simultaneous- mutual- containment），
宇宙中沒有孤立的事件。8張澄基也明確地指出杜順和尚的「四法界觀」
，但並未論
及該說和懷德海哲學的關聯。
在張澄基之後，美國華嚴學者奧丁（Steve Odin）在 1982 年出版了《歷程形
上學和華嚴佛學》
（Process Metaphysics and Hua-Yen Buddhism）一書，指出華嚴佛
學與懷德海同樣具備「圓融無礙」（syncretic harmonization）的形上思維模式，其
要旨即「理事無礙」
（the unhindered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universal with particular）
和「事事無礙」
（the unhindered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particular with particular）。
該書以唐新羅華嚴宗師義湘（625-702）的「海印圖」（原名「華嚴一乘法界圖」）
為依據，尤其是「一中一切多中一，一即一切多即一」之說，詳勘懷德海機體歷
程形上學與華嚴理念異同。奧丁援用了諸多複雜的詮釋系統：現象學
（phenomenology）
、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
、語言學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
9
以及辯證思惟（dialectic discourse）進行比較。 其中雖不乏精到的見解，但也因攀
附過多西方理論而治絲愈棼。
另一方面，程石泉（1909-2005）受到方東美的啟發，在其〈懷德海自然哲學
中的「事」與「相」
〉
，首度論及懷德海所言「事」
（event）頗近乎華嚴的「事法界」，
所言「相」
（object）則近乎華嚴的「理法界」；前者代表現行世界，具有立即性、
具體性和特殊性，後者代表潛能世界或可能世界，具有抽象性、普遍性和可能性。
他指出「相」是現行世界的文理脈絡，我們透過「相」來認知現行世界（「事法界」）
，
那包括不可見的概念、觀念、價值，以及可見的色聲香味、模式、節奏、形狀等
特徵。在宇宙創化中，「事」與「相」相即、相入，形影不離。唯二者不同在於
懷德海站在「性有」
（有自性）的立場，認為「事」是因緣成但有自性，而華嚴站
在「性空」的立場認為「事」是因緣成但無自性。10至此，程石泉已提示華嚴「事
法界」與「理法界」和懷德海的「事」與「相」頗為接近，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
比較研究。
如前所述，華嚴法界觀即法界三觀，約為四法界。首先「法」是一切萬事萬
物，「界」有差別性分多義，「法界」即指各種不同實在的界域。如《華嚴法界玄
鏡》
（以下簡稱《玄鏡》）中說：

8

Garma C.C. Cha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p. 123.
Steve Odin, Whitehead Metaphysics and Hau-yen Buddh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10
程石泉，〈懷德海自然哲學中的「事」與「相」〉，《中西哲學合論》
（台北：文景書局，2007
年），頁 216-2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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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名界，界則分義，無盡差別之分齊故。理法名界，界即性義，無盡事
法同一性故。無礙法界具性分義，不壞事理而無礙。故第四法界，亦具二
義。性融於事，一一事法，不壞其相。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11
這是說對四法界而言，每一法界的「界」義皆有所不同。事法界的「界」是差
別分齊，理法界的「界」是空性之義，理事無礙法界的「界」是性分皆具而無
礙，事事無礙法界的「界」則是空性融入事法，且不壞事相而無有窮盡。在此，
「理」「事」一對，理是指性空，真如本體，事是指緣起，假有現象，二者一
方面各有各的界域，另一方面相容無礙。
援此，《玄鏡》進一步闡釋這三觀四法界之義。首先說真空觀下有四句，
即會色歸空，明空即色，空色無礙，泯絕無寄。12這四句以「色」
「空」為一對，
「色」是指具體形質、有質礙之物，「空」則是指無自性的本體。首先會色歸
空是指因緣合和而生的「色」不落斷滅空，而有色相（如青黃），但因無自性，
故舉體真空。其次明空即色，空不即色亦然，以性空緣於因緣生法，雖不即是
色，但也不異於色。再者說空色無礙，是指「色舉體不異空，全是盡色之空故，
即色不盡而空現。空舉體不異色，全是盡空之色故。即空即色，而空不隱也。
是故菩薩觀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味法，思之可見。」
13
意謂緣起色法不異空性，此時真空含攝一切色法，且無礙於真空。所以說在
色法中的空性，不被隱藏。到此境界，只要觀照到色法，便同時得見空體。只
要觀照到空體，便同時見得色法，便是所謂「空色無礙」的境界。最後，「泯
絕無寄」可謂觀照到真空者，一切言說概念，毫不沾滯。所謂「所觀真空，不
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法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
不受。」14凡是言說概念，不論指涉色法還是空性，皆是虛妄。如《維摩詰經》
所言：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是入不思議神祕境界。但據《玄鏡》所言，
「泯
絕無寄」還另有深意：「四泯絕無寄，明二諦俱泯。若約三諦，初即真諦，二
即俗諦，後一即中道第一義諦。若約三觀，初即空觀，二即假觀，三四即中道
觀。……迥絕無寄，二邊既離，中道不存，心境兩亡。亡絕無寄，般若現矣。」
15
這是將真俗二諦與空假中三觀與「泯絕無寄」並舉，以彰亡言虛懷，冥心遺
智之境。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 （台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民國 72 年），頁 672-673。
12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頁 673。
13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頁 674-675。
14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頁 675。
15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頁 67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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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中略「事法界」而不說，因器世間和眾生世間，芸芸萬物，常識所見，
實無須多言。故直言第二理事無礙觀，下有十門：一理徧於事門、二事徧於理門、
三依理成事門、四事能顯理門、五以理奪事門、六事能隱理門、七真理即事門、
八事法即理門、九真理非事門、十事法非理門。據《玄鏡》的解釋，這是因理是
真空，事是色事。理事鎔融，如洪爐鑄眾像，以理鎔事，事與理和，二而不二。
真空不礙妙有，故理事之間相徧、相成、相害、相即、相非。這五者皆先明理，
尊於理故，又皆相望，而有此十門。16
如此理事無礙觀便立下了華嚴圓融無礙哲學的根基：「理」是空理、真如本
體，或是萬事萬物的原理法則，必是普遍、抽象、永恆、真如、潛存、可能的，
而「事」是有相、假有現象，則是具體、殊別、偶然、隨緣、現行、實現的。理
事有別，理一事多，迥然不同，無須贅言。但在華嚴法界觀法中，「理」與「事」
之間有了相互遍在、相成相即的正面關係，也有了相害相非的負面關係。雖有彼
此排斥、互不相容的情況，但只要回歸空理，事理即入於不一不異之境。如《玄
鏡》上說：
如一小波匝於大海，而波非大。同時全遍於諸波，而海非異。俱時各匝於大
海，而波非一。…理事相望，各非一異，故得全收，而不壞本位。…先理望
事，有其四句。一真理與事非異故，真理全體在一事中。二真理與事非一故，
理性恒無邊際。三以非一即是非異故，無邊理性全在一塵。四以非異即是非
一故，一塵理性無有分限。…次以事望理，亦有四句者。一事法與理非異故，
一塵全匝於理性。二事法與理非一故，不壞於一塵。三以非一即非異故，一
小塵匝無邊真理。四以非異即非一故，匝無邊理而塵不大。17
這海波之喻、理事相望，巧妙地說明理事不一不異、相融無礙的道理。
既疏通理事，躋於無礙，再向前進，即得第三周徧含容觀，事事無礙法界。
如《玄鏡》上說：
若唯約事，則彼此相礙。若唯約理，則無可相礙。今以理融事，事則無礙，
故云事如理融。然理含萬有，無可同喻，略如虛空。虛空中略取二義：一
普徧一切，色非色處，即周遍義。二理含無外，無有一法出虛空故，即含
容。…故云事如理融，徧攝無礙，攝即含容義。無礙二義，一徧不礙攝。

16
17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頁 676。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頁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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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攝不礙徧故。事事能攝能徧，等皆無礙，其交參自。18
換言之，若只言色事，難免質礙。但若回歸空理，融合萬事，則事事如空理，遍
攝無礙。
如此衍生出十項原理。19一理如事門，言「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真實，
體無不現。」二事如理門，言「諸事法與理非異故，故事隨理而圓徧，遂令一塵
普徧法界。」三事含理事無礙門，言「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本一事而能廣容。
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剎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是故俱在
一塵中現，如一塵一切法亦爾。此事理融通，非一非異故。總有四句，一一中一，
二一切中一，三一中一切，四一切中一切。」這前三門講的是理事在形上本體上
非一非異，彼此融通互現。四通局無礙門，言「諸事法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令
此事法，不離一處，即全徧十方，一切塵內。由非異即非一故，全徧十方，而不
動一位。即遠即近，即徧即住，無障無礙。」五廣狹無礙門，言「諸事法與理，
非一即非異故。不壞一塵，而能廣容十方剎海，由非異即非一故。廣容十方法界，
而微塵不大，是則一塵之事。即廣即狹，即大即小，無障無礙。」六徧容無礙門，
言「一塵望於一切，由普徧即是廣容故」
，並舉鏡釋：
「一徧多時，還攝所徧之多。
在我一內，猶如一鏡徧九鏡時，還攝九鏡在一鏡內。」這三門講得是理事在空間
距離與容積上，超越遠近、動靜和廣狹的差別，彼此毫無障礙。有如一鏡照九鏡
時，九鏡雖多，仍攝入一鏡。七攝入無礙門，言「彼一切望於一法，以入他即是
攝他故。一切全入一中之時，即令彼一還復在自一切之內，同時無礙。」八交涉
無礙門，言「一法望一切，有攝有入。通有四句，謂一攝一切，一入一切。一切
攝一，一切入一。一攝一法，一入一法。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
礙。」九相在無礙門，言「一切望一亦有入有攝。亦有四句。謂攝一入一。攝一
切入一。攝一入一切。攝一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障無礙。」十普融無礙門，
言「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以上四門講的是理事在時間和關係上，
攝涉無礙。終而達到一及一切，彼此相望、相入、相攝之境。這十個原理隨後演
成著名的「十玄門」。20
上述理事重重、交參互攝的描寫，令人想到懷德海的一句話：
「不論何時我們
想到某種實有，它在這有什麼作用？以某意義而言，每個實有皆遍在整個世界。」
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頁 680。
以下引言均見於澄觀述，杜順說，《華嚴法界玄鏡止觀》，《大藏經》第四十五冊，諸宗部二，
頁 680-683。
20
杜順（和智儼）所立「十玄門」為：同時具足相應門、因陀羅網境界門、秘密隱顯俱成門、微
細相容安立門、十世隔法異成門、諸藏純雜具德門、一多相容不同門、諸法相即自在門、唯心迴轉
善成門、託事顯法生解門。之後法藏、澄觀亦立十玄。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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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稍後，他又說：「如果我們許可不同等級的相關性，和可忽略的相關性，我們必
須說每個現行實有在於每個其他的現行實有之中。」22誠如程石泉指出懷德海自然
哲學中的「事」與「相」近乎華嚴的「事」與「理」，到了稍晚的機體哲學時期，
懷德海進而發展出「現行實有」和「永恆對象」的觀念，以及二者之間的交鎖關
聯，顯現了更多的華嚴元素。23以下簡要說明之。
根據懷德海的說法，實有即現行實有，是構成世界的最終事實（或可說是最
基本的事法）
。這事實是不斷的生成變化（或簡稱「變」）（being in becoming），是
「經驗的點滴」
（drops of experience）
，具體而不抽象，複雜而非簡單，是彼此相關
而非孤立的時間原子。這世界有無數的「現行實有」
，其渺小如微塵，其崇高如上
24
帝。 「現行實有」各具不同功能，各有不同的重要性，各屬不同的等級，25其共
同普遍的特質是「攝持」
（prehension）
，26而「實有」便是具有立即經驗（immediate
experience）的「攝持主體」（prehending subject）─且是不斷自我超越的主體─超
體（subject-superject）。這「攝持主體」有心物二極（mental and physical poles），
心極透過對「永恆對象」（eternal objects）的「概念攝持」（conceptual prehension）
以及物極對其他「現行實有」的「物理攝持」（physical prehension），不斷地變化
生成。這「變」
（變成為）的歷程也是「現行實有」自我創造的歷程；它能將先前
的「現行實有」客體化（objectified）（即成為後起實有客觀的一部分），與之結合
為「一體」，產生新的實有，也會因為尋求自我滿足（self-satisfaction），為達到其
「主觀目的」
（subjective aims）
，選擇各種「永恆對象」的「契入」
（ingression）而

21

A. N. Whitehead, edited by D. R. Griffin and D. W. Sherburne, corrected edition,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p. 28.
22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50.
23
懷德海思想發展至少經歷三個重要的時期：即數學與邏輯時期、自然科學哲學或本體論與認識
論時期，以及機體哲學或宇宙論時期。在第二個階段他便提出「事」與「相」的概念，到了第三個
時期，則進一步將二者發展成「現行實有」和「永恆對象」的概念。參見俞懿嫻，〈懷海德與機體
哲學〉，《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七輯，2000 年 6 月，149-178。
24
根據倭拉克(F. B. Wallack)的分析，懷海德的「現行實有」所指甚廣，在「微塵」與「上帝」之
間，一般常識所見的個別具體存在，都是「現行實有」。如飛禽走獸，花草植物、桌椅房屋之屬。
此外，所有被知覺者、邏輯主辭（包括歐洲、羅馬、劍橋、社會、國家等集合名詞與地理名詞），
以及「有生命者」
（包括電子、原子、石頭等），均屬「現行實有」。參見 F. Bradford Wallack, The
Epochal Nature of Process in Whitehead's Metaphys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0), pp. 8-26.
25
根據懷海德的說法，「現行實有」主要有四種等級：最低等級的所謂的「虛空」
（empty space），
其次是無生命持久物（enduring non-living objects）生命歷史中的時刻，如電子或者其它原始機體，
其三是有生命持久物（enduring living objects）生命歷史中的時刻，最高等級的是有意識知識持久
物生命歷史中的時刻。這些等級不在區分心物，也沒有實在性的差別，只有複雜性的不同。等級
越低，越不複雜。參見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177.
26
懷德海定義說：「我以攝持一詞表示現行實有在聚合其他事物[成為其自身]的活動。」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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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改變。27如果「現行實有」是「事實」（fact），那麼「永恆對象」便是事實中
不變的「形式」
（forms）
。每個有確定性的「現行實有」
，都被「給予」
（given）了
某種「形式」。而每個「現行實有」的確定特性都顯示它選取了這些「形式」，與
「現行實有」有不同等級的相關性（relevance）
。這「形式」就好像柏拉圖（Plato）
的「理型」
，是事物恆常不變的特徵；也像是洛克（J. Locke）的「觀念」
（ideas），
是思想的對象（the object of thinking）
；
「永恆對象」和這些概念都不相同，因為它
既不是獨立自存的原型，也不是依附心靈的產物，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
「現行實有」最初是實現、個別、具體、殊相（particulars）的「事」
，而「永
恆對象」則是潛存、普遍、抽象、共相（universals）的「理」，但在創生歷程中，
兩者交融了。懷德海說：
一個永恆對象對現行實有而言，總是一個潛存性（potentiality）；…和「被
給予性」
（the givenness）一詞相關。它的意思是「被給予的」可能「不曾被
給予」
，而「不被給予的」可能「被給予了」
。…這些潛存性是「永恆對象」。
離開了「潛存性」和「被給予性」
，便不可能有現行事物的聚結（nexus）受
到嶄新現行事物的超越。如此宇宙是靜態一元的，沒有任何尚未實現的潛
存；而「潛存性」也成了沒有意義的詞。28
這就是說永恆對象是「隱」，現行實有是「顯」。宇宙萬有之所以不斷有嶄新的實
有出現，皆是各種潛存性和可能性不斷實現的結果，由「隱」而「顯」
。而所謂「聚
結」
，是多個有內在關係（internal relations）現行實有的凝聚，也可說是世界萬物
（色法）的另一種說法。29如此永恆對象與現行實有的結合打破了潛存和實現的界
限；現行實有中有永恆對象才有實現的可能；永恆對象必落實於（契入）現行實
有，才有可能實現。
除了打破潛存和實現的隱顯界限，永恆對象與現行實有的結合還打破了共相
和殊相、「理」與「事」的界限。懷德海說：
一般共相和殊相的對立用語相當接近於，但不完全同於「永恆對象」和「現
行實有」，…這些用語，「共相」與「殊相」容易引起誤解…。目前形上討
論所根據的本體原理（ontological principle）和更為廣義的普遍相對論（the
所謂「永恆對象」是指理智所能認知的事物的永恆特質，懷海德稱之為「純粹潛存」（pure
potentials）。而「契入」是「永恆對象」實現於「現行實有」時二者間的關係：「永恆對象」進入
「現行實有」，成為其特質、形態或者模式。
28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p. 44-46.
29
所謂內在關係是指有機整體、整體與部分不可或分的關係。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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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rine of universal relativity）則抹消了普遍和殊別之間的尖銳區分。一個
共相的理念是指能進入許多殊相的描述，而一個殊相的理念是指被共相描
述、而不去描述其他殊相的。……因之，每個所謂的「共相」是殊別的，
就其之為其自身而不同於任何其他；而每個所謂的「殊相」是普遍的，以
其進入其他現行實有的構成。30
「理」即西方哲學術語的「共相」，而「事」即「殊相」。「理」與「事」之間的區
別，猶如「共相」與「殊相」。但懷德海以一種「普遍相對論」也就是萬事物萬物
之所以存在的道理（即一切事物存在皆有其理由，有其因果）
，來說明「共相」
（「永
恆對象」）與「殊相」（「現行實有」）之間相即相入的關係，進而打破二者之間的
界限。他說：
共相是在與材中唯一可以概念描述的元素，因為概念只是共相的分析功
能。但「外在事物」雖然不能以概念表達它們的個別殊別性（individual
particularity），但也是感的材料（data for feeling）；所以共生的實在性（the
concrescent actuality）出自對於它們［外在事物］個別特殊性地位的感；於
是這殊別性就成為含攝在感的緣起中的一個元素了。31
根據懷德海的說法，現行實有是能攝持的主體，也是有感的主體。
「感」是正面的
攝持作用（positive prehension），也是實有與萬物互動的主動活動（activity）。32而
「共生」則是多個現行實有聚合在一起，產生嶄新的一個現行實有的過程。在機
緣感遇、創生變化的過程中，殊相和共相、一與多取得聯繫，彼此相融了。
除此而外，懷德海強調「永恆對象」本身有一種「關係特質」（relational
character）
，那基於主客關係、能所作用，構成現行實有彼此間客體化作用的形式。
他說：
…在機體哲學而言，有兩類客體化作用：（I）因果客體化作用（causal
objectification）
；
（II）呈現客體化作用（presentational objectification）
。在「因
果客體化」裏，受到客體化現行實有主觀感受到的是客觀傳遞到超越它［
原來實有］的共生實現性（the conscrescent actualities）。……在這類的客體
化作用裏，永恆對象作為主客之間的關係，表達了客體化現行實有的形式

30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55.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55.
32
懷德海區分攝持有兩種：一是積極攝持，也就是感；另一是消極攝持(negative prehension)，也
就是對失去客觀存在事物（如在歷史上已消失的事物）的消極感。
31

華嚴與懷德海論「理」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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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在「呈現客體化」裏，關係性的永恆對象分為兩類：一是從知覺者
的立場得到被知覺物的延展觀點；另一是知覺者的先前共生階段。…對於
兩者之所以有意識，因可知的是能知者的完全本性…。33
如前所述，客體化作用是指先前的現行實有（「事」）成為繼起現行實有（「事」）
客觀的一部分的作用，可謂接近華嚴所說的「事事無礙」
。但這「事事無礙」與「理」
（永恆對象）不可或分，且正是建立在永恆對象的兩種關係上：一是因果關係，
另一是主客能所關係。至此，懷德海以「永恆對象」和「現行實有」的概念取代
西方傳統哲學普遍與殊別、共相與殊相的概念，從而打破主客、能所、潛存與實
現、一與多種種二元對立，與華嚴圓融無礙的思想頗有近似之處，無怪中西學者
皆稱兩者共俱相同的機體思維元素。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華嚴和懷德海雖皆主張「因緣生」
，從而肯定宇宙萬有透
過因果交感聯繫在一起。不過，即如程石泉曾指出，華嚴是站在「無自性」的立
場，而懷德海卻是站在「有自性」的立場。這也造成兩者思想最大的差異：華嚴
在時空上，可以圓融無礙，懷德海則不能。奧丁曾因說華嚴的「相即相入」是不
受過現未三世限制的對稱攝入（symmetrical interpenetration），懷德海的「相即相
入」則依時間前繼後續的性質，是一不對稱的（asymmetrical）
、累積攝入（cumulative
interpretation）
。據此，奧丁認為懷德海之說較符合經驗和意識結構，而華嚴所說較
不符邏輯。34──既然承認一切法因緣生，一切萬有以因果關係聯繫，便須承認因
果的時間性是不對稱的、累積性的，如何可打破時間過現未的三世的界限？由此
可見，懷德海的機體哲學畢竟是建立在常識執見上，終未能契及「一真法界」萬
法緣起和「海印三昧」一時炳現的華嚴法界觀。

33
34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58.
參見 Steve Odin, Whitehead Metaphysics and Hua-yen Buddhism,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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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詞彙」層面探討《華嚴經》之「譬喻映射」現象
──以身體概念域為主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周玟觀

摘 要
《華嚴經》素來被視為佛典經中之王，為毗盧遮那佛對佛身大士闡述妙理、
奧義與佛境。從這個角度思考，
《華嚴》奧義豈能是凡夫吾輩所能理解認識？但吾
人卻能讀誦經典，甚至透過讀誦、抄寫、受持、乃至所有感發體悟，其中語言文
字扮演了的跨界橋樑的角色。就此一非共享經驗的「跨界」理解層面來說，本文
欲借當代譬喻語言學理論，作為探討的視角，討論身體概念域的詞彙，如何以跨
域映射的方式，表達抽象的概念思維。
譬喻語言學者視譬喻為無所不在的普遍語言現象。將譬喻議題的層次，從不
受重視的表達層面提到人類認知、思維層面。相關研究已普及到思想、文學、藝
術、哲學等領域。而譬喻有一重要的共同的基礎即為身體的、生理的共性。本文
以漢譯《華嚴經》為文本與語料庫，討論身體概念域的譬喻現象，研究的進程與
方法，首先，就詞彙層面的探索：選擇身體概念域中的身體詞彙，以身體外部器
官詞（頭、目、耳、手、足等）與內部器官（以心為主）為關鍵詞，觀察分析其
語義延伸與譬喻映射。
研究的主要意義就兩方面而言，一就譬喻語言學學理而言，
《華嚴經》的身體
詞彙的研究，可以提供譬喻「源於生理、殊於文化」的驗證；二是就《華嚴經》
中特殊的身體譬喻可以提供漢語中特殊的「創意映射」例證，一般作語言的譬喻
比喻，主要就是要探索文化變項造成的「變異」
，除了觀察日常語言外（如學者從
事現代漢語、客語身體隱喻研究）
，作為文化根源的古漢語語料，特別是帶有濃厚
思想意味的文本，常常蘊含了特殊「創意映射」
，有其值得研究之處。其次，就《華
嚴》的研究而言，
《華嚴》為中國佛教重要經典，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歷來或
從歷史、哲學、思想義理、文化、美學切入研究，皆是欲探華嚴義海的豐富面貌。
但語言文字面向，特別是取徑譬喻的研究，研究不多，但從上所述譬喻語言學的
觀看意義而言，亦可見《華嚴》譬喻之特殊文化性。本文希望藉此一方面可以挖
掘過去不甚著意的研究面向，及其內蘊意義；一方面就譬喻的研究探勘所得，亦
可與義理取向的研究所得互明其義。
關鍵詞：華嚴經、概念隱喻、來源域、目標域、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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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譬喻之語，自古有之，或稱「譬」，或言喻。如《論語‧雍也》：「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
，朱熹註：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
知其所欲亦猶是也。……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1朱子解論語之「譬」
為喻，指能從己身親切熟識之物事理，推之於人；
《荀子．非相篇》討論「談話之
術」的類型提到：
談話之術，矜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
明之。2
王念孫校解此文時以為譬喻當同句作「譬稱以喻之」
，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
稱以喻之」3，可知其主張譬喻之目的在於曉喻之用。
《文心雕龍‧比興》篇則視譬、
喻、類、方等詞為「比興」之「比」義，其言：
且何謂「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
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浣衣以擬心懮，席卷以方志固：
凡斯切象，皆比義也。4
劉勰歸納經籍詩文中出現的具體事物，推言其撰寫之意在於「寫物以附意」
「颺言
以切事」則歸為「比」法。該篇贊辭言：「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
肝膽」
，指出比興之法，作為文學家的文學創作活動，能將胡越無關之事，透過詩
人主體的「觸物圓覽」
，而結合比鄰如肝膽。故詮釋比興，視為比譬況喻乃是一種
文學上的高明手段，其言：
文學上的高手，通過類似聯想（約相當於比）和接近聯想（約相當於興），
能把毫不相關的東西來相比，這就是「物雖胡越，合則肝膽」
。這樣就創造
5
出更優美的形象來。

宋‧朱熹，〈雍也〉第六，《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
王先謙著：《荀子集解》卷 3，中華書局，
《諸子集成》第 2 冊，頁 54-55。
3
王先謙著：《荀子集解》卷 3，頁 55。
4
南朝梁．劉勰著，詹鍈義證，
〈比興〉
，《文心雕龍義證》冊下，卷 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頁 1350。
5
南朝梁．劉勰著，詹鍈義證，
〈比興〉
，《文心雕龍義證》冊下，卷 8，頁 1371，此處所引為該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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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譬喻通常被視為一種文學的技巧，若能觸物圓覽，而能達到「物雖胡
越，合則肝膽」，也就被視為一種文學的高明技藝，以創造優美的形象為其目的。
從文學的、文藝的角度理解譬喻，同樣表現在現代修辭學者的分類與闡說中，如
黃慶宣《修辭學》一書，將「譬喻」與「感嘆」、「設問」、「摹寫」、「夸飾」、「借
代」、「轉化」、「雙關」等同視為調整表意方法的修辭格。修為修飾，辭為文辭，
修辭學在於「研究如何調整語文表意的方法，設計語言優美的形式，使精確而生
動地表出說者或作者的意象，期能引起讀者之共鳴的一種藝術」
。6譬喻被視為修辭
的手法之一，自然也長期被一般人看待為文學的技藝，不作他想。對於譬喻的分
析也以「喻體」
「喻依」與「喻詞」在形式上的組合情形，分為數種類型，如「明
喻」
、「隱喻」、「略喻」與「借喻」。7
西方對譬喻的理解，遠從亞里斯多德《詩學》
，早將譬喻歸為「奇異詞」8之
一，作為語言增強效果。然而，但隨著不同學科對人類與人類類知系統的理解，
對譬喻不抱持著「純文學」的理解，如人類學者與認知語言學者的新見解。人
類學者 Whorf《語言、思維與現實》（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指出語言
表達與人類思維，乃至所認識的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提出隱喻反應現實的看
法；又有著人類學者李維斯陀（Levi-strass）指出譬喻性思維扮演了早期部落生
活中，人類連繫自然世界與人為社會之間的關係，譬喻建立了自然與社會之間
的類比關係（analogies）。因此，在人類學者對人類文化的研究取向下，譬喻就
不完全是扮演了文辭修飾的作用，而有其他連結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世
界認識之間關係的重要角色。爾後，當研究人類心智活動的認知科學興起，認
知學者對於語言中種種現象產生研究興趣，其分析的成果提出了「譬喻語言學」
的理論，即 George Lakoff 與 Mark Johnson 學者，合著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9也成為經典之作。George Lakoff 與 Mark Johnson 合
著的 Metaphors We Live By《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為譬喻學的里程碑之作。他
們承繼著認知科學對人類心智的剖析，結合語言學的語言分析，將譬喻（metaphor
廣義的譬喻含譬喻與轉喻）於放置在認知科學與語言學的知識（理論）脈絡下，
提出了 CMT 理論（Concepture Metaphor Theory），在傳統修辭學者著意的「表

註三詹鍈義證之語。
6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9。
7
黃慶萱，《修辭學》，頁 231-241。
8
亞里斯多德將詞分為普通詞、外來詞、譬喻詞、裝飾詞、創新詞、延伸詞、縮略詞與變體詞八類，
後七類復歸類為「奇異詞」，所謂的「奇異詞」是可使言語顯得華麗並擺脫生活用語的一般化。參
見亞里斯多德，《詩學》。
9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周世箴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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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層」外，從「認知層」剖析語言現象中譬喻的結構、運作機制與背後的心智
認知系統。因此，譬喻研究的應用也就擴及文學分析之外的領域，諸如哲學、
政治、歷史、文化等領域。
本文即是應用譬喻語言學的概念譬喻理論，以佛經為語料作為嘗試性的、
實驗性的研究探索。佛經中本有譬喻之說，或以譬喻為經題，如《百喻經》
、
《法
句譬喻經》，或以為品題，如《法華經》中有「譬喻品」；十二分教中有「譬喻」
一類，即阿波陀那（avadāna）。10佛經中的譬喻作用，如《長阿含經》迦葉對婆
羅門引導勸喻來世之說，舉盜賊求釋為喻，謂：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
，11又
如《出曜經》佛告比丘所言：
「今當為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12指出譬喻的
目的，在於說喻以令聞著悟修行之理。前輩學者亦多從文學的、修辭的層面切
入，剖析佛典中的譬喻現象。 13
以下實驗性的探索，設定「身體域」為譬喻主要來源域，就漢譯《華嚴經》14
身體域中的主要詞彙，分為身體外部器官詞與內部器官詞。15先從詞彙層面觀其現
象，再從篇章層面分析其意義。16研究的目的有二：其一，就譬喻語言學而言，檢
視東方漢語、乃至思想性文本如佛經語言，是否存在以身體域為主要來源域的概
念譬喻，若是，則可證明概念譬喻「源於生理，別於文化」的特質。其二，就佛
學或華嚴研究而言，則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觀察佛經語言，此一身體議題取向的研
究視角復能與當代學界身體感論題的討論趨勢相呼應。

二、概念譬喻的理論與應用
本節先說明譬喻語言學者提供的譬喻分析方法與觀點，以下分三點討
論：首先說明譬喻語言學者從「概念域」的角度看語言現象，其次，指出「身
體域」為隱喻之基本範域及其重要性，最後，提出學者在漢語身體概念域的
研究所得。

研究佛教「阿波陀那」譬喻文學的重要參考著作為丁敏博士論文，其以漢譯譬喻經典為文本，
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分析佛經譬喻文學的詞句與義理。後出版專書。參考丁敏，
《佛教譬喻文學研
究》
，臺北：法鼓文化，1996 年。
11
《佛說長阿含經》
，CBETA, T01, no. 1, p. 3, a29-b09。
12
《出曜經》
，CBETA, T04, no. 212, p. 688, a02。
13
參見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臺北：法鼓文化，1996 年。
14
《華嚴經》類相關譯本有二十餘種，本文研究以漢譯八十華嚴為主.
15
當有第三類知覺動詞，亦為詞彙之大類，可作後續延伸研究主題。
16
本文限於時力，當分作上下兩篇，此為上篇僅作詞彙層面的考察，未來下篇當接續從「篇章」
層面，作語境脈絡的考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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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概念域」看語言現象
語言學家黃宣範從認知層次解析「隱喻」
，其〈隱喻的認知基礎〉一文中指出：
隱喻的重要性在於它顯示了「語言」的彈性和原創力（creativity）。從認知
層次上看，隱喻無疑地是人類企圖了解與表現抽象概念的重要媒介。兩種
本來並不相干的現象常可藉由譬喻的運用構成某種新的認知關係，而成為
人類了解新事物、新現象的憑依。17
因此，可知譬喻語言學者對於日常語言中的譬喻現象，並不從語言表層達分析，
而是看到語言之下的認知層，看到譬喻的運作機制在於概念域之間的連結、配
對關係。如果傳統修辭學者對於譬喻的分類、分析主要著眼於「喻體」「喻依」
與「喻詞」是否在語言表達層出現，及其彼此之間的關係，那麼，譬喻語言學
者觀察譬喻語料則著重於語言認知層，從認知層中分析出詞彙原屬於的概念
域，而譬喻的形成是詞彙從原本的概念域映射（mapping）到另一個概念域中，
創造出語義的理解。
Lakoff 指出譬喻運作中的「映射」並非語言字詞上的對應關係，而是在語句
表達之上層級（superordinate level）的對應，故稱為「概念隱喻」，指出譬喻運作
來自兩個概念域—來源域（source domain）與目標域（target domain）之間的對應
連結關係。18來源域的字詞映射到目標域時，並不是字詞表面上的意義連結，而是
帶著語言概念與結構的方式，在目標域中令閱聽者獲得新的理解。

（二）「身體概念域」的重要性與研究情形
譬喻語言學者以「域」（domain）來區分概念與知識系統，19周世箴歸納學者
的研究指出：
「域」是認知實體（cognitive entities）
，包括心智經驗（mental experiences）、
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
、概念或概念叢集（concepts, or conceptual
complexes）。所有的語言單位或多或少地依存於語境（context）。20
黃宣範，〈隱喻的認知基礎〉
，《中外文學》2 卷 5 期，頁 9，1973 年 10 月。
概念隱喻的定義與運作方式可參考 Lakoff, George.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ed.
Ortony, Andrew.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02-251、安可思：〈概念隱
喻〉
，收入蘇以文、畢永峨主編：《語言與認知》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 8 月，
頁 55-82。
19
關於「域」
（domain）的析辨，詳參：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
周世箴〈中譯導讀〉
，《我們賴生存的譬喻》
，頁 73。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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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視為同類知識概念詞語的集合。哪些域之間有隱喻的映射關係呢？英國
Glasgow 大學的隱喻學者 Wendy Anderson 的研究團隊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了概
念域對應的關係，

圖：譬喻映射圖21
而在在諸來源域中，有一基本經驗範域可作為其他經驗範域的源頭，即「身體域」
，
曹逢甫考察漢語身體詞的譬喻現象，提出「身體域」在研究上的意義，他說：
在此，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基本的經驗範域是由什麼組成的？……每個
基本範域均是個別經驗的完全形態。這樣的完全形態在經驗上是最基本的，因
為它們都是以人類周期性的經驗為主。而其中一個主要的經驗完形的源頭，即
是我們的身體（知覺機制、心智能力、情感構造等）
。因為我們很早就認識了
我們的身體，所以將它投射到外界事物上是很自然及便利的。而且以人的角度
來看事情，對大多數人來說在意義的理解上很容易引起共鳴。22
圖片引用："Visualisation: Top, strength: strong." Mapping Metaphor with the Historical Thesaurus.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17. Web. 5 April
2017. http://mappingmetaphor.arts.gla.ac.uk/?viewChange=y&strength=strong&changeViewOpt=changeVis.
22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台北：文鶴出版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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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認知模式理論便是涉及概念結構的理論。然而，單單只有結構是沒有任何
意義的。我們必須說明是什麼使得結構變得有意義，那就是我們概念前身
體經驗（preconceptual bodily experience）
。身體的經驗使我們的概念中有許
多意象架構（image schema），而譬喻便是使用一個意象架構來說明另一個
意象架構。也因此，了解概念的譬喻即是了解它是如何和先前的具體經驗
相聯結（mapping）的過程。23
在此說明了身體作為基本來源域的理由—身體作為我們初生以來最重要的認識
對象，也成為理解外在世界的基礎與依據，身體自然也就成為重要的、基礎的
來源域。此外，譬喻研究的身體生理基礎，也成為跨文化比較時的共性基礎，
如 Matisoff（1978:149-170）的研究指出：
人的身體，除了小部份種族性差異外，是到處相同的……身體的各個部
位在形狀、顏色及構造上有很大的不同，這些視覺與觸覺上的多樣性意
味著與外界各種形狀、顏色及構造的事物做 類推聯結的機會是很寬廣
的。 24
Matisoff 的研究指出兩件事，一是身體的複雜機制，足以提供豐富的類推聯結的
概念素材源頭，一是身體有跨種族與跨文化的共性存在。我們再看前述英國學
者製作的譬喻視覺化圖形，以英文身體部位（Body parts）為來源域的映射情形，
證明其類推的範疇是寬廣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漢語有類同的現象。

2001 年，頁 14。
23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
，頁 11。
24
Matisoff, J. A. (1978). 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 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 (Vol. 6).:” :141-229. 中文翻譯參考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身體與譬喻：語言與
認知的首要介面》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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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身體域的隱喻映射圖
身體域作為譬喻運作中基本範域的重要源頭，自然也成為學者研究聚焦所
在。曹逢甫《身體與譬喻》對於漢語身體部位詞的研究、賴惠玲對客語的身體部
位詞研究與邱湘雲對於漢語身體動詞的研究等25，都可以看出學者們對於漢語乃至
方言中身體部位詞研究的熱衷與投入。從他們的研究歷程與所得中，可以歸納出
三個主要研究的主題：身體外部器官部位詞（如頭、目、手、足等）、身體感知動
詞（如看、聞、味、觸等）與身體內部器官部位詞（如心、肝、腸、肺）的譬喻
映射分析，或作詞義義素分析、或作語義延伸研究，皆意圖了解漢語身體詞彙的
譬喻映射特色。他們的分析方法提供我們對《華嚴經》語料的分析基礎，在此分
析方法的基礎上得以觀察與比較出華嚴經的身詞彙特色。

三、華嚴經身體概念域的映射現象
基於上述對「身體概念域」的理解，以「身體」為「來源域」的譬喻現象也
成為筆者好奇與欲觀察的主軸，因此，本文即以漢譯《華嚴經》為語料文本來源，
邱湘雲：〈漢語足部動作詞的空間隱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6 期，2012 年 9
月，頁 225-242。邱湘雲：〈漢語身體動詞義素分析－以「眼、口、手、足」語義子場為例〉
，《臺
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 43 卷 2 期，2012 年 11 月，頁 25-55。邱湘雲：《客家話人體詞語隱喻及
轉喻研究》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 101 年度客家學術計畫書」
，2012 年。賴惠玲：
「身體、認知
與空間: 以客語的身體部位詞為例」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書」
，2006 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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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從「詞彙」層面考察《華嚴經》中的身體譬喻現象。在此詞彙層面中，根據語言
學者們對現代漢語身體詞彙研究的分類，分為三類作為檢索分析的關鍵詞，依序
為 1.身體外部器官詞、2.感知動詞、3.身體內部器官詞，因為感知動詞牽涉較廣，
本文先就基本重要器官詞之詞彙的譬喻映射現象作討論。27

（一）身體外部器官詞的譬喻映射現象
身體外部器官詞彙，以身體外部可見的器官相關詞彙為研究對象，現代漢語
與古代漢語詞彙如頭／首、眼／目、耳、口、臉／面、手、背、腿腳／足等，這
些字詞其本義都指身體外部特定的部位，但在語言的使用中，都已經成為多義詞。
針對多義詞的現象，譬喻語言學者解讀為詞義延伸，其主要的手段即為轉喻
（metonymy）與譬喻（metaphor）。28下文即擇選基本的身體外部器官詞彙為關鍵
詞，以《華嚴經》為語料庫作搜尋與初步分析。
（1） 頭部詞彙（頭（101 次）、首（261 次）、臉（0 次）、面（80 次））
現代漢語頭部詞彙，有「頭」、「腦」字，語義延伸中，以部份代全體的轉喻
如萬頭鑽動、很有頭腦，譬喻有以具體事物的投射，如山頭、牆頭、或譬喻義的
衍生，如第一義的頭等、起始義的從頭開始、領導義的頭目。
《華嚴經》中「頭」字，多與頭目、頭首連言，實指頭部，或為譯音，如頭
陀（Dhūta）
、拘物頭華（Kumuda）
，波頭摩華（Padma）非譬喻映射討論範圍。頭
的古字首，則有較多的詞義延伸，其譬喻義衍生有第一、起始義，如「上首」
、
「為
大丈夫讚說之首」（〈十迴向品〉）、「大悲為首」（〈離世間品〉）作菩薩名者亦多，
如覺首菩薩、財首菩薩、寶首菩薩、功德首菩薩、目首菩薩、精進首菩薩、法首
菩薩、智首菩薩、賢首菩薩。（〈光明覺品〉），此外較特別的是〈十迴向品〉中以
「頭」布施所得之功德，其言：
佛子！菩薩摩訶薩以頭布施諸來乞者，如最勝智菩薩，及大丈夫迦尸國王
等諸大菩薩所行布施；為欲成就入一切法最勝智首，為欲成就證大菩提救

本文的語料庫以唐譯八十華嚴為主。唐．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
，CBETA, T10, no. 279。
以下出處相同，便簡省僅標為《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數，頁碼。
27
本節舉出的現代漢語身體詞對照與分析內容，主要參考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身體與譬
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
，頁 16-72，下文不另一一注出。
28
參見 Johnson 1987、Lakoff 1993。轉喻（metonymy）指來源域和目標域為同一概念域，在此概
念域中映射的作用為局部代全體、部份代全體，不同的學者或稱為借喻。多義詞與詞義延伸的解釋
在語言學中有不同的學派之詮釋與分析。本文採用的觀點是譬喻語言學者分析的方法，並不代表唯
一對多義詞與詞義延伸的解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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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首，為欲具足見一切法最第一首，為得正見清淨智首，為欲成就無障
礙首，為欲證得第一地首，為求世間最勝智首，欲成三界無能見頂淨智慧
首，為得示現普到十方智慧王首，為欲滿足一切諸法無能破壞自在之首。29
諸首之前的動詞作「為欲成就」
、
「為欲具足」、
「為得」
「為求」
「為成」
，則此首亦
不可視為身體之首，而是從身體域譬喻衍生至一抽象範域。在此卷中，除了首有
此一語言現象外，髮髻、眼、耳、鼻、面、牙齒、舌、首、身、心等身體部位詞
都有相對應，因布施而得成就、契入者，是值得注意的華嚴詞彙特色。
（2）眼部詞彙（眼（491 次）、目（129 次））
現代漢語眼部器官詞以「眼」為主，古漢語則作「目」
，以部份代全體的轉喻，
以身體部位代表其功能作用，亦即以「眼」代表「視覺」
「視力」
，如眼尖、眼花、
眼明手快；譬喻中的具體投射以形狀或功能為顯著特色，而產生映射，如颱風眼、
泉眼、電眼（電視監視器）。譬喻義則依據 Sweetser 的研究指出以肉眼的視覺為來
源域，而映射到知識的、洞察力的智慧範域，在漢語中有所謂眼界、眼光。30
《華嚴經》的眼部器官詞，有佛經中常見的佛眼、慧眼、法眼、天眼、慧眼
之外，其譬喻衍生義的產生，即是從視覺的能見功能映射到智慧範域中，指對法
的解悟能力。
《華嚴經》中眼部詞彙較特別，如如「雨華妙眼」
、
「勇猛香眼」
、
「華
燈焰眼」、「妙色勝眼」、「金剛密眼」、「清淨眼」、「離塵淨眼」、「焰眼」、「喜眼」、
「金剛眼」、「無邊淨華眼」、「阿脩羅眼」、「樹王眼」、「光焰眼」、「光明眼」、「智
日眼」、「寂靜光明眼」、「光明照耀眼」、「智眼」……等。或作特別的智慧能力，
或作菩薩專名，為《華嚴經》的眼部詞彙特色。31
（3）耳部詞彙（耳（92 次））
現代漢語耳器官詞以「耳」為主，古漢語亦作「耳」，以部份代全體的轉喻，
即以耳代人，如耳目眾多、以身體部位代表其功能作用，亦即以「耳」代表「聽
覺」
，如「耳聰」目明；譬喻中的具體投射以形狀或功能為顯著特色，而產生映射，
如銀耳、木耳等。
《華嚴經》的耳部器官詞延伸之詞彙，有佛耳、如來耳等。大量出現「耳」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7，
〈十迴向品〉
，p. 145, c29。
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1
筆者曾就《華嚴經》中眼部與口部詞彙的譬喻性作初步的研究，參見周玟觀：
〈觀無生性，味無
差別—論華嚴經教的身體概念譬喻與文化特殊性〉
，2016 第五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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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與上述討論首字同於〈十迴向品〉，其言：
菩薩如是施耳、鼻時，心常寂靜，調伏諸根；免濟眾生險惡諸難，生長一
切智慧功德；入大施海，了達法義，具修諸道；依智慧行，得法自在，以
不堅身易堅固身。佛子！菩薩摩訶薩布施耳時，以諸善根如是迴向，所謂：
『願一切眾生得無礙耳，普聞一切說法之音；願一切眾生得無障耳，悉能
解了一切音聲；願一切眾生得如來耳，一切聰達無所壅滯；願一切眾生得
清淨耳，不因耳處生分別心；願一切眾生得無聾聵耳，令蒙昧識畢竟不生；
願一切眾生得遍法界耳，悉知一切諸佛法音；願一切眾生得無礙耳，開悟
一切無障礙法；願一切眾生得無壞耳，善知諸論，無能壞者；願一切眾生
得普聞耳，廣大清淨，為諸耳王；願一切眾生具足天耳及以佛耳。』是為
菩薩摩訶薩布施耳時善根迴向，為令眾生皆悉獲得清淨耳。32
此處所舉之眾「耳」，與上舉之眾「首」，也是從身體域映射到華嚴法門，藉由附
加的形容詞如「無障」、「無礙」、「清淨」等，強調其為特殊聽受理解能力。
（4）口部詞彙（口（88 次）、嘴（0 次）、舌（97 次）、牙（33 次）、齒（26 次））
現代漢語口部器官詞「嘴」，古漢語作「口」，相關字詞有舌、牙、齒等。其
轉喻現象：以身體部位代表功能的主以要吃和講為主，如口腹之欲，口福、口才、
口蜜腹劍、拾人牙慧等；以部份代全體的指以「口」代表人，如十口之家等。譬
喻義則視人體為容器，而口為出入口的概念推衍，如河口、瓶口等。
《華嚴經》的口部器官詞，只有口、舌、牙、齒，無現代漢語的「嘴」字。
詞義延伸的情況，有轉喻，以口代講話、言說，如「金口」、「惡口」
、「口業」
。由
此理解「慈悲為眼智慧牙」一語為〈十地品〉中形容四地菩薩語，此牙當可解讀
為以牙代言說，指智慧的言語。值得注意的是以口為天女名，在〈如來出現品〉
言：
譬如自在天王有天采女，名曰：善口，於其口中出一音聲，其聲則與百千
種樂而共相應，一一樂中復有百千差別音聲。佛子！彼善口女從口一聲，
出於如是無量音聲。當知如來亦復如是，於一音中出無量聲，隨諸眾生心
樂差別，皆悉遍至，悉令得解。33

32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7，
〈十迴向品〉
，p. 145, a0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
〈如來出現品〉，p. 269, 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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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口」之意，即指美善的言語、言辭能力，此一美善，乃是與佛法如來相應之
言辭能力。
（5）四肢手腳部詞彙（手（174 次）足（1147 次）腿（0 次）腳（0 次））
現代漢語四肢詞彙中，手部詞彙以「手」為主，腳部器官詞彙「腿」、「腳」
與「足」
。其轉喻現象：以身體部位代表功能的主要以行動功能為主，如禁足、遠
足、跑腿等；以部份代全體的指以「手」
、
「腿」代表人，如國手、幫手、飛毛腿、
國腳等。譬喻延伸則以足部顯著特性（形狀與位置）而來，如樁腳、桌腳等。
《華嚴經》的手部詞彙，以實指手為多，部分指菩薩名，大量出現在〈昇兜
率天宮品〉：「百萬億華手菩薩，雨一切華；百萬億香手菩薩，雨一切香；百萬億
鬘手菩薩，雨一切鬘；百萬億末香手菩薩，雨一切末香；百萬億塗香手菩薩，雨
一切塗香；百萬億衣手菩薩，雨一切衣；百萬億蓋手菩薩，雨一切蓋；百萬億幢
手菩薩，雨一切幢；百萬億幡手菩薩，雨一切幡；百萬億寶手菩薩，雨一切寶；
百萬億莊嚴手菩薩，雨一切莊嚴具。」34此是強調手部給予的功能，冠為菩薩名。
腳部器官詞，只「足」字，沒有「腿」與「腳」的詞彙。而「足」出現了 1147
次，查其詞彙組合中具足（526 次）、滿足（172 次）與厭足（95）佔了大部份，
除此之外，以身體部位代行動功能的有佛足（20 次）
、神足（29 次），語句中「神
足速疾行」
、
「神足通」，即是轉喻為行動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十迴向品〉中有十
種手、十種足之說，其言：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手。何等為十？所謂：深信手，於佛所說，一向
忍可，究竟受持故；布施手，有來求者，隨其所欲皆令充滿故；先意問訊
手，舒展右掌相迎引故；供養諸佛手，集眾福德無疲厭故；多聞善巧手，
悉斷一切眾生疑故；令超三界手，授與眾生拔出欲泥故；置於彼岸手，四
暴流中救溺眾生故；不吝正法手，所有妙法悉以開示故；善用眾論手，以
智慧藥滅身心病故；恒持智寶手，開法光明破煩惱闇故。是為十。若諸菩
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手，普覆十方一切世界。35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足。何等為十？所謂持戒足，殊勝大願悉成滿故；
精進足，集一切菩提分法不退轉故；神通足，隨眾生欲令歡喜故；神力足，
不離一佛剎往一切佛剎故；深心足，願求一切殊勝法故；堅誓足，一切所
作咸究竟故；隨順足，不違一切尊者教故；樂法足，聞持一切佛所說法不
34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2，
〈昇兜率天宮品〉
，p. 116, b2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
〈離世間品〉
，p. 301, 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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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懈故；法雨足，為眾演說無怯弱故；修行足，一切諸惡悉遠離故。是為
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最勝足，若一舉步，悉能遍至一切
世界。36
從譬喻的類型來說，十種手、十種足，可視為手部功能的轉喻，但並非普通常用
詞，從這個觀點來說，
「深信手」、「布施手」
、
「神通足」乃至「無上最勝足」都是
《華嚴》經典在語詞層面新創之喻。

（二）身體內部器官詞的譬喻映射現象
身體內部器官詞的譬喻映射現象，在現代漢語中以「心」為大宗，
「心」的譬
喻用法非常多，相對於心的其他內部器官詞則較少見。《華嚴經》的內部器官詞，
從詞頻統計就可看出端倪：心（4884 次）、骨（18 次）、血（18 次 2 次飲血）、肝
（4 次）、腸（4 次）、肺（4 次）、腎（4 次）、膽、胃、脾（皆為 0 次）。心的相關
詞彙為其大宗，其餘的身體內部詞，在語境中的出現的意義幾乎沒有跨域映射的
情形，而實指器官，而觀其上下語境，則為菩薩行菩薩道時所布施之「內財」。37
「心」作為《華嚴經》中的重要詞彙，自然不待譬喻語言學者的發現，不論
是古代注疏有《華嚴心要》
（澄觀撰、宗密述）或是今人著作中針對華嚴「心」的
撰述與研究，更是不勝枚舉。此處取徑譬喻語言學者的分析，則不從義理層面入
手，而從詞彙的譬喻映射角度分析詞彙的語言現象，或可有不同的觀察所見。以
下以簡表統計、呈現現代漢語與《華嚴經》在「心」字詞義延伸上的異同。
譬喻的類型
心是固體一個三次元的物
體可允許形容詞

現代漢語/
修飾語類別
長度

現代漢語/
語例
語重心長

華嚴經/
語例
深心長久

寬度

心寬、心窄、心廣體
胖

其心寬廣
其心寬博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
〈離世間品〉
，p. 301, c17。
《華嚴經》中「心」之外的身體內部器官詞，於語境中出現多指菩薩所布施之內財，如「歡喜
施與亦無所吝。眼、耳、鼻、舌，及以牙齒、頭頂、手足、血肉、骨髓、心腎、肝肺、大腸、小腸、
厚皮、薄皮、手足諸指、連肉爪甲，以歡喜心盡皆施與。」
、
「我今普施一切眾生，隨有所須悉令充
足。』即時頒下閻浮提內大小諸城及諸聚落，悉開庫藏，出種種物，置四衢道。所謂：金、銀、瑠
璃、摩尼等寶；衣服、飲食、華香、瓔珞、宮殿、屋宅、床榻、敷具；建大光明摩尼寶幢，其光觸
身，悉使安隱；亦施一切病緣湯藥；種種寶器盛眾雜寶，金剛器中盛種種香，寶香器中盛種種衣；
輦輿、車乘、幢幡、繒蓋。如是一切資生之物，悉開庫藏而以給施。亦施一切村營、城邑、山澤、
林藪、妻子、眷屬及以王位，頭、目、耳、鼻、脣、舌、牙、齒、手、足、皮、肉、心、腎、肝、
肺，內外所有，悉皆能捨。（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2，p. 393, b12。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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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

心是固體一個具體體的實
作，可以譬喻性
地施予動作
心是固體可數

厚度
大小尺寸-

薄薄的心意
小心、粗心、細心

重量-

實體喻中加上數
詞後將概念量化
以表程度

掉以輕心、心浮氣
躁、心沈下去
擔心、放心、用心、
動心、提心吊膽、掛
心、操心、開心、關
心、貼心、打動他心
多心
一心一意
三心二意

現代漢語/
語言特色

深入人心
心裡的怒氣
心存善念
心中期望
現代漢語/
語例

動作詞+心

心是容器

譬喻的類型

無
大心（96）廣大心
（58）
、發大心、增
廣大心、住廣大心、
重心（10）尊重心
（9）深重心（1）
發心（198 次）
發菩提心（134 次）

一心（74 次）
一一心念中、
一心**（一從數量
詞延伸義為集中、
專注之義，以數量
表專注之程度）
，連
用情形有：一心瞻
仰（9 次）、一心觀
察（5 次）一心正念
（5 次）、一心向
佛、一心禮敬、一
心恭敬、唯是一
心、皆是一心、一
心不亂、一心匪
懈、一心勤求、一
心思惟、一心不
動、一心頂禮
（淨）十不可說百
千億那由他深心
無量心
為令一切眾生能以
一心知一切心
一一心中知無量心
入普賢行心

華嚴經/
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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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生物

心作為思維動詞
心想事成、隨心所欲
的主事者（agent）
心作為主體，可與 心頭
其他身體部位結
心眼
合
心有行動類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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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悟入心生喜、
威光悟此心欣慶、
無

心的轉喻，以心代人，如：佛心（40 次）
、菩薩心（40 次）
、眾生心（389 次）
、群
生心（5 次）、菩提心（585 次）與語詞連用眾生菩提心（3 次）、發菩提心（134
次）。「菩提心」一詞出現最多次數的是在〈初發心功德品〉，38指諸佛初發心，即
發菩提心，顯見其重要。

四、「以法為身」──華嚴身體詞彙新喻
若從譬喻語言學的觀點與分析方法，聚焦身體器官詞的檢索，可以得到《華
嚴經》在身體詞上的一些特色，以下分兩點簡要說明：
1. 生理為共性：身體域為重要的譬喻來源域
《華嚴經》雖然法身佛說法，暢說佛果境界，但就其詞彙層面而言，身體作
為來源域的譬喻仍佔不少數量，可知身體域作為普遍譬喻（universal metaphors）。
而身體器官詞以轉喻與譬喻的機制，促使詞義延伸為多義詞的運作模式與一般漢
語也有相近之處。
2. 文化創造殊異性：華嚴經「以法為身」的文化殊異性
以身體為共性基礎觀察一般漢語與《華嚴經》的身體譬喻，則可發現華嚴經
中身體詞彙從身體域映射到智慧範域，而此智慧範域則指菩薩修學或佛如來所現
之境界，即「以法為身」
，詞彙中之「身」已從身體域映射至智慧、佛果境界之範
域，如經文言：
「知業報身假名差別，知聲聞身、獨覺身、菩薩身假名差別，知如
來身有菩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莊嚴身、威勢身、意生身、福德身、
經文作：
「一切諸佛初發心時，不但為以一切樂具，供養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眾生，經於百劫，
乃至百千那由他億劫故，發菩提心；不但為教爾所眾生，令修五戒、十善業道，教住四禪、四無量
心、四無色定，教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故，發菩提心；為令如
來種性不斷故，為充遍一切世界故，為度脫一切世界眾生故，為悉知一切世界成壞故，為悉知一切
世界中眾生垢淨故，為悉知一切世界自性清淨故，為悉知一切眾生心樂煩惱習氣故，為悉知一切眾
生死此生彼故，為悉知一切眾生諸根方便故，為悉知一切眾生心行故，為悉知一切眾生三世智故，
為悉知一切佛境界平等故，發於無上菩提之心。」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
〈初發心功德品〉，
p.089, b01。
38

492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法身、智身，知智身善思量相、如實決擇相、果行所攝相、世間出世間差別相、
三乘差別相、共相、不共相、出離相、非出離相、學相、無學相，知法身平等相、
不壞相、隨時隨俗假名差別相、眾生非眾生法差別相、佛法聖僧法差別相，知虛
空身無量相、周遍相、無形相、無異相、無邊相、顯現色身相。」39足見華嚴之以
法為身的身體隱喻特色。

五、結論
本文研究的主要意義就兩方面而言，一就譬喻語言學學理而言，
《華嚴經》的
身體詞彙的研究，可以提供譬喻「源於生理、殊於文化」的驗證；二是就《華嚴
經》中特殊的身體譬喻可以提供漢語中特殊的「創意映射」例證，一般作語言的
譬喻比喻，主要就是要探索文化變項造成的「變異」
，除了觀察日常語言外（如學
者從事現代漢語、客語身體隱喻研究）
，作為文化根源的古漢語語料，特別是帶有
濃厚思想意味的文本，常常蘊含了特殊「創意映射」，有其值得研究之處。其次，
就《華嚴》的研究而言，《華嚴》為中國佛教重要經典，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歷來或從歷史、哲學、思想義理、文化、美學切入研究，皆是欲探華嚴義海的豐
富面貌。但語言文字面向，特別是取徑譬喻的研究，研究不多，但從上所述譬喻
語言學的觀看意義而言，亦可見《華嚴》譬喻之特殊文化性。本文希望藉此一方
面可以挖掘過去不甚著意的研究面向，及其內蘊意義；一方面就譬喻的研究探勘
所得，亦可與義理取向的研究所得互明其義。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
〈十地品〉
，p.200, a19。相對於頭口手足等身體各別部件，身則指全
身，亦為一可以深入探析之主題。本文感謝會議主持人陳士濱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未來即可就各
別身體部位詞進行主題式討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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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三祖法藏大師「金獅子」與「十鏡」比喻之研究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助理教授
林建勳

摘 要
《宋高僧傳》謂華嚴三祖法藏曾以殿前金獅子為喻，為武則天解釋華嚴深義，
同時又設十面鏡於八方、上下，使面面相對，中安佛像與火炬，以釋剎海涉入無
盡之義。湯一介先生以為這是「蓋每一鏡中不僅有其他鏡之影，且有其他鏡中之
影之影。……故呈現現象與現象的互相交融而重重無盡所成的普遍聯繫，從哲學
的意義上說，此或為『現象與現象的相對性與互融性的統一』
。」事實上，任何一
個比喻都是一種由已知域跨越到未知域的過程，這個跨越我們稱之為映射
(mapping)，而映射通常不會是單一的，我們常見到比喻的映射是一整組的思維活
動。由這個觀點，十鏡喻和金獅子喻也不會是單一的映射，除了湯先生所謂的「現
象與現象的相對性與互融性的統一」外，佛像及火炬也應各有比喻，如果我們將
佛像看作佛性的喻依，那麼十鏡的鏡影中，無盡的佛像正好比喻了眾生皆有佛性。
如果火炬是緣起的喻依，那麼光照十鏡的重重掩應，正好說明了緣起相由的法界。
法藏大師的這個比喻有著豐富的內蘊。本論文企圖以語言學上的隱喻理論
(metaphor theory)，探討這個隱喻的已知域、未知域，以及映射的過程，祈可以完
全彰顯這個比喻對華嚴教學的意義。同時將隱喻的探討運用於空、如來藏的不同
理論上，希望能為佛教義理的探究和比較上，開出一條不一樣的思路。
關鍵詞：法藏、十鏡、隱喻、已知域、未知域、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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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在《宋高僧傳》卷第五，〈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中記載：
藏為則天講《新華嚴經》
，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
、
〈海印三昧〉
、
〈六相和
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
藏乃指鎮殿金師子為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
，列十門總
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為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
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
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1
面對專權獨斷的王者與面對身份低微的黔首，法藏大師都一本眾生平等的初衷，
為眾生解說佛法。但佛法甚深難入，眾生又悟性欠佳，大師只好採比喻的方式
教學。
在法藏大師的比喻中，最被稱道就是金獅子與十面鏡這兩個比喻。
《金師子章》
中對金獅子喻的闡明可以說是面面具足，十分詳盡，但對十面鏡的比喻只知是為
解「剎海涉入無盡之義」所做的比喻。為什麼法藏在此不用金獅子喻？其喻解如
何開展？法藏並沒有詳盡的解說，其後的大德，也未見有人詳細的說明。這一點
不免令人有些遺憾。本論文不揣固陋，希望能透過現代的隱喻理論，為古德未能
暢懷的部份盡棉薄之力。
本論文將以隱喻理論為背景，以《金師子章》為依據，在分析《金師子章》
後，依其方法，重構華嚴十面鏡的隱喻潛能，並加以開展，以圖將十面鏡喻的效
能展現到最高。同時將隱喻的探討運用於空、如來藏的不同理論上，希望能為佛
教義理的探究和比較上，開出一條不一樣的思路。

二、 隱喻及其理論
比喻是一種特殊的表述方式，是利用隱喻來說明未知的知識，其方法是由已知
域映射（mapping）到未知域的過程 ，通常已知域的選定是因為其內容或關係與未
知域的內容、關係相同或類似，在修辭學上我們也稱已知喻為喻依，未知喻為喻體。
當然要已知域的關係全同等於未知域，這是太苛的要求，但是在兩域映射時，除了

1

《宋高僧傳》上冊，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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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主要關係映射到未知域之外，其他關係的進入常是無法避免的，同時在已知域
的選定及其非主要關係上，也常見到說話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預設。
自從隱喻（metaphors）的概念被帶入語言學的研究，人們逐漸瞭解隱喻不只
是一種修辭手段，隱喻根本同時是人的思維方式。在 1980 年，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合出了一本名著《Metaphors We Live By》2 ，這本書主要是闡明隱
喻在語言中的重要角色，及其映射（mapping）的現象。之後隱喻的研究在認知語
言學中就變成重要的一環。Lakoff 在書中說：
The most important claim we have made so far is that metaphor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language, that is, of mere words. We shall argue that, on the contrary,
human thought processes are largely metaphorical.3
引文翻譯：隱喻不只是關乎語言和文字，相反的，我們要強調人們的思維
過程中充滿濃厚的隱喻性質，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宣告。
以後開始出現大量各種語言隱喻的研究，其中最常見的是身體及方位的隱喻，
例如有關「頭」的隱喻：4
「頭」的譬喻延伸將由下面二點加以討論：Ａ、具體事物的投射（１）以
頭的位置作為它的顯著特性：頭居於人體最高部位的特性，……我們常以
「頭」指涉物體的最高部分。例如：a.山頭、b.牆頭。……
在漢語的研究中這樣的研究已有不少，又例如有關英文的介詞 at-on-in 的方位與空
間的隱喻研究也是常見的5。在諸多隱喻研究中，我們會發現，最基本的隱喻乃是
來自人的空間與其自存的關係上，而空間就是語言的最基礎隱喻，當空間產生了
變異時，首先就產生了時間，因此時間是語言的另外一個基礎隱喻。例如，我們
說「球」一詞，我們對「球」的瞭解來自我們認知外在世界的意象圖式(Image
Schemas)，而意象圖式的結構基礎就是空間與時間的結構。
當我們腦中對球的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形成時，就已預設了球的空間性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60637
《Metaphors We Live By》:by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page 6.
4
《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
：曹逢甫、蔡立中著，民國 90 年（西元 2001 年）
，台北，
文鶴出版公司。頁 21。
5
最常見到的研究結論是”Up is right.”，這樣的現像在中文也是普遍存在的，
「上」通常是喻較好的
一面，如上進、上流、上升、上漲 、上市、以上、上人、上學、上課、上司等詞，多少都有正面、
好的、肯定的意涵。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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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了，因此語言的意義便承襲了這個性質。在一些抽象而不具實體的語詞上，我
們的語言也保留了這個性質，這就成了空間的隱喻了。另外有些詞是代表著空間
的變異，在變異中自然拉開了時間性質，遂使得這些詞帶有著時間的隱喻，例如
「吃」一詞，代表著將食物放入口中的過程，食物由有而無，口由閉而開，這是
空間的變異過程，也就是時間的過程，在這樣的詞中，時間成了其基礎的隱喻。
有關於空間、時間的基礎性質，王寅述說了 Lakoff 的立場，他說：6
Lakoff 認為，範疇和概念結構是以空間結構和動覺運動等意象圖式為基
礎的，在此基礎上再通過一系列的隱喻映射後，就可以逐步形成基本句
法構造。
這裡所說的動覺運動就是空間的變異，就是時間的結構。
語言的構詞以空間、時間為其基本隱喻，同時在人們的已知域和未知域形成
映射關係，因而造成了各式樣的隱喻思維及結果，而這些結果不只會將隱喻的主
要關係映射到未知域，同時其他關係或多或少、或有意或無意，也都會跟著映射
到未知域中，在解讀上常形成次理性義、非理性義或色彩義的衝突。
在佛教的典籍中，常充滿著隱喻，同時因為映射過去的附加特性，使得彼此
產生一些矛盾的情況。例如佛典中有兩個比喻非常有名，一是乳喻，一是日喻。
乳喻是出自《涅槃經》7。這個譬喻的原始設計是為了說明「眾生佛性亦有亦
無」
，因為乳中酪性既不可言有也不可言無，若言乳中無酪性，是酪先無後有，這
是無常法，是一種斷見。相反的若言乳中有酪性，則水、草亦當皆有酪性，言水、
草皆有酪性，違反了平日的常識，這是一種常見。所以說既不應言乳中有酪性，
亦不應言乳中無酪性，故說「乳中非有酪性非無酪性」
。這個譬喻，智者大師將之
轉用於判教之上，他說：

《認知語言學》：王寅著，2002 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頁 194。
《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二，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819。經中說：
「善男子，若有說言乳中有酪是
名執著，若言無酪是名虛妄，離是二事應定說言亦有亦無，何故名有，從乳生酪，因即是乳果即是
酪，是名為有，云何名無，色味各異服用不同，熱病服乳冷病服酪，乳生冷病酪生熱病。善男子，
若言乳中有酪性者，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緣故？乳在先出，酪不先生，若有因緣一
切世人何故不說？若無因緣何故酪不先出？若酪不先出，誰作次第乳酪生酥熟酥醍醐？是故知酪先
無今有，若先無今有是無常法。善男子，若有說言，乳有酪性能生於酪，水無酪性故不生酪，是義
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乳酪之性。所以者何？因於水草則出乳酪，若言乳中定有酪性，水草無者
是名虛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言虛妄。善男子，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應定有乳性，何因緣
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無因緣當知是酪本無今有，是故智者應言乳中非有酪性非無酪性。善男子，
是故如來於是經中說如是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是名為著，若無佛性是名虛妄，智者應說眾生佛
性亦有亦無。」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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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判五時教，用從牛出乳，譬三藏十二年前有相教，從乳出酪，譬十二年
後般若無相教，從酪出生蘇，譬方等褒貶教，從生蘇出熟蘇，譬萬善同歸
法華教，從熟蘇出醍醐。8
以上這段只將「從乳出酪」喻為三藏教，相當於一般說的小乘教法。未及《華
嚴》教法，但他在另外的地方說：
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其譬不違漸機。於頓教未轉全生如乳。三藏中
轉革凡成聖。喻變乳為酪。即是次第相生。9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於此法不解全生如乳，若欲開者開圓出別教一乘
也，若於別不解亦全生如乳，又開通一乘也，若於通不解亦全生如乳，又
開三藏一乘也，雖開為四，皆名一大乘法，俱求佛果也。若於三藏一乘得
解即變乳成酪乃至入本一乘也(云云)。10
這兩段則很清楚的將《華嚴》教法看為「生乳」
，這裡所謂的「頓教」並非是
華嚴五教判小、始、終、頓、圓中的頓教，而是指《華嚴經》，自慧觀判五時教以
來，將《華嚴經》看成頓教是一個普遍的看法，智者只是沿襲這個說法。至於第
二段則明指出別教一乘，就是指《華嚴經》無疑了。
日喻是出自《華嚴經》11。日喻本身就有很濃的判教企圖，因為日出先照高山，
故佛初傳法的《華嚴經》只有菩薩才能接受，而聲聞、緣覺只能如聾似盲。智者
不能否定《華嚴經》中記載佛於二七日先說《華嚴》的說法，也不能否定日喻中
所說的聲聞、緣覺如聾似盲，因此將生乳配《華嚴》
，生乳是首初之乳，以譬《華
嚴》是初傳之法，生乳未練成酪，用以說明聲聞、緣覺如聾似盲。這樣的說法看

《妙法蓮華經玄義》 卷十，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 803。
《妙法蓮華經玄義》 卷十，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 807。
10
《妙法蓮華經玄義》 卷十，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 810。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大正藏第九冊，頁 616。經中云：
「復次佛子，譬如日出，先照一
切諸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諸
大山王，次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彼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後。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成就
無量無邊法界智慧日輪，常放無量無礙智慧光明，先照菩薩摩訶薩等諸大山王，次照緣覺，次
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眾生。隨應受化，然後悉照一切眾生乃至邪定，為作未來饒益因緣，如
來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薩，乃至邪定，但放大智光普照一切。佛子，譬如日月出現
世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如來智慧日月，亦復如是，普照一切無不明了，但眾生希望善
根不同故，如來智光種種差別。」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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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是調和了兩種譬喻，同時又達到了自身判教的目的，但是問題並沒有真正消
除，看看湛然12的一段話就可以明白：
亦如三種法輪殊乖承稟，大師稱為頓乳，其以根本為名，大師以三味為枝
條，其亦以醍醐為歸本。今問：凡言根本，即曰能生。能生始成，後攝歸
本，本卻非始。二言相乖，枝本不立，攝亦無當。況根本兩分，攝歸方一，
一為根本，二則名枝。是則根本本來是枝，應須會初而從於後，故開華嚴
枝別，以入法華本圓。況華嚴別圓俱成近跡，根義復壞，法華本成，又言
三味是枝末者，鹿苑可爾二酥如何，若二酥圓別是枝，華嚴豈可成本，若
爾，乃成會本歸本，或即會枝歸枝，若法華不關華嚴，則令二本永異，何
得名為會末歸本，況法華部內無入華嚴之文，但有入佛知見，況涅槃終極
五味明文，本師所師舊章須改，若依舊立師資不成，伏膺之說靡施，頂戴
之言奚寄。13
湛然這段話其實被一些問題糾纒不清，其中最主要的是幾個重要概念：始、
本、末、圓，再加入《涅槃經》的出乳喻，形成混亂。因為《法華經》為後出之
經，而《華嚴經》是始說之經，這是大家的共識。照道理說，始者為本是一般概
念，如此一來《法華》即是末了，但依乳喻則後出者反為醍醐，始成者才是生乳，
如此才能會前諸教以入醍醐之教，就是《法華》
。所以說若《華嚴》為本則是「會
本歸本」
，若《法華》為末，則又是「會枝歸枝」
。若說兩者無關，則「二本永異」，
沒有會歸的問題，又如何言「會末歸本」。
其實始者未必為本，而本者也不必然為始，同時始末之末，未必要同於本末
之末，精簡的說，義理義上的根本不必然是發生義上的根本，而義理義上的末節，
也不必然是發生義上的末了，這要看在什麼樣系統思維中說什麼話。
細心檢查日喻與乳喻，乳喻是推崇「後出轉精」的說法，而日喻則全無此義。
日喻是「以始為高」
，而乳喻也無此義涵。如此一來，雖智者亦說聲聞、緣覺如聾
似盲，但其實是說教法未精，無法全攝眾生。言下之義，是否定了《華嚴》以初
教為高的說法。但是法藏的看法與此迥異，法藏認同《華嚴經》以初教為高的立
場，並且以為初教即是本教，不但是發生義上的本，而且是義理義上的本，一切
餘教皆由此流出，所以法藏稱之為「稱法本教」
。法藏的想法必須犧牲最高教理攝

荊溪湛然（711 年－782 年）
，俗姓戚，法號湛然，生於常州荊溪（今江蘇宜興）
，人稱荊溪尊者、
荊溪湛然，唐朝天台宗高僧，為天台宗九祖。
13
《法華文句記》卷三，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2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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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全面性，因為初說《華嚴》聲聞、緣覺如聾似盲，因此才說《華嚴》是別教，
不與大乘共。
日喻與乳喻之所以在判教時產生如此大的衝突，其實是兩喻各將「後出轉精」
和「以始為高」的附加色彩義映射到未知域中，成為彼此不同的預設，因此形成
了彼此的衝突。可見隱喻及其附加義對義理論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三、 金獅子比喻及其映射
（一）金獅子與金子的映射與開顯
法藏的金獅子喻我們在《華嚴金師子章》14中可以看到完整的文字。在《金師
子》章中，法藏以金獅子和金子的關係，比喻色空與真常的關係。依這個隱喻架
構，開展出十種關係的映射，以協助閱聽者在未知域了解色空與真常的關係。這
十種關係分別是：
初明緣起：萬像本空，假緣方有。
二辨色空：幻法紛然，真空不動。
三約三性：迷之名相，悟之即真。
四顯無相：相即無相，非相即相。
五說無生：無生之生，生即無生。
六論五教：根器不同，設教有異。
七勒十玄：緣起交映，法法重重。
八括六相：法無定相，舉一即多。
九成菩提：萬行既圓，本覺露現。
十入涅槃：智體即如，名大涅槃。
當人們瞭解了金獅子與金子的關係，也就可以依隱喻的關係說明去瞭解色空
與真常的關係了。其實這十種關係也可以說是一種關係，就是緣起的關係，而這

14

《華嚴金師子章》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

500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個觀點也就是佛教對法界的基本看法。其他的九種關係其實是緣起關係的衍推所
成，而且和金獅子、金子之間的關係又是如此相似，故這些映射得以成功。
金獅子的獅子形象代表著法界萬象，所有形象是由金所成，我們看到的只有
獅子沒有金子，但獅子並無自性，所以是色空。金子永存，雖然金子是依一定的
形象才可以被人看見，但金子的本質是不變的，這是真常。
當然，這種關係也可以用來說明三性。所謂三性是指「遍計所執性、依他起
性和圓成實性」。法藏說：
師子情有，名為遍計。師子似有，名曰依他。金性不變，故號圓成。
若情執於獅子有性，這就是遍計所執性。因獅子自性實空，依金而有，故是依他
起性。若能直了金性，是真常不變，故為圓成實性。這是由獅子、金子的隱喻關
係，透過不同的視角與觀點，來說明三性及其之間的關係。
其他顯無相、說無生、論五教、勒十玄……等等，其實都是一樣的方法，例
如論五教，是以獅子、金子的隱喻關係，說明法藏的判教，就是華嚴著名的五教
分判小、始、終、頓、圓。法藏說：
一、師子雖是因緣之法，念念生滅，實無師子相可得，名愚法聲聞教。
二、即此緣生之法，各無自性徹底唯空，名大乘始教。
三、雖復徹底唯空，不礙幻有宛然。緣生假有，二相雙存，名大乘終教。
四、即此二相，互奪兩亡。情偽不存，俱無有力，空有雙泯，名言路絕。
棲心無寄，名大乘頓教。
五、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混成一塊，繁興大用。起必全真，萬象紛然，參
而不雜。一切即一，皆同無性。一即一切，因果歷然。力用相收，卷舒自
在，名一乘圓教。
如果只知道獅子相空，這是但知我空，不知法空，是為愚法聲聞教。如果知
道獅子相空，並及萬法皆無自性，一切皆空，是我法皆空，為大乘始教。如果知
道一切皆空，但金子不壞，可成獅子、並及驢、馬萬法，是「徹底唯空，不礙幻
有宛然」
，這是大乘終教。頓教和圓教實在太抽象了，因此法藏的說明其實已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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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隱喻，直接就法上說明。不過有前三教的隱喻理解，進一步理解後面兩教就
不難了。
頓教是說假有與真空，互奪兩亡。其實就是說色空與真常（在隱喻上即是獅
子與金子）
，相奪兩亡。何謂「相奪兩亡」？其實就是法藏說的「俱無有力，空有
雙泯，名言路絕。」。要明白所謂的「俱無有力」，要先了解法藏的「有力無力」
的理論。法藏說：
就異體中有二門，一相即，二相入。所以有此二門者，以諸緣起法皆有二
義故。一空有義，此望自體，二力無力義，此望力用。由初義故得相即，
由後義故得相入。初中由自若有時他必無故，故他即自，何以故？由他無
性以自作故。二由自若空時他必自有故自即他，何以故？由自無性用他作
故。以二有二空各不俱故，無彼不相即，有無無有無二故，是故常相即，
若不爾者緣起不成，有自性等過，思之可見。15
二明力用，中自有全力故，所以能攝他，他全無力故，所以能入自。他有力
自無力(反上可知)，不據自體故非相即，力用交徹故成相入，又由二有力二
無力各不俱故，無彼不相入，有力無力，無力有力無二故，是故常相入。16
由空有義故，有相即門也。由有力無力義故，有相入門也。由有待緣不
待緣義故，有同體異體門也。由有此等義門故，得毛孔容剎海事也。思
之可解。 17
法藏的說法看來複雜，其實不難了解。法藏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由獅子的空相
這方面看，當然空相是主要視野，這個視野是有體，而且是有力，其他的因緣都
要依這個視野而得到說明，因此金子就成了無體而無力了，這時無體要來即有體，
而無力要入有力，這時即是說一切皆空。反之亦然，當金子是有力時，獅子只是
金子所成，所見皆金，並無獅子，這時金子之視野為有力，獅子之見則成了無力，
這時真如能成萬法，真空不礙幻有，是終教之說。法藏「俱無有力，空有雙泯，
名言路絕。」的意思是，在頓教的境界明白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說體說力，都是一
方之見，因此同時放棄兩方的視野與力用，所以說「俱無有力，空有雙泯」
，在這
樣的情況下，一切自然超越了言說與一般的視野，這就是頓教。

15

《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503。

16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第四，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503。

17

《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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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圓教是依主伴圓融說的。法藏說：
於海印定中同時演說十十法門，主伴具足圓通自在。該於九世十世盡因陀
羅微細境界，即於此時一切因果理事等一切前後法門，乃至末代流通舍利
見聞等事，並同時顯現。18
六者，主伴互現帝網觀，謂以自為主，望他為伴，或以一法為主一切法為
伴，或以一身為主一切身為伴，隨舉一法即主伴齊收，重重無盡，此表法
性重重影現，一切事中皆悉無盡，亦是悲智重重無盡也。19
這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總持說法。一但明白了說法會因不同的視野而有不同，
不但可以雙遣忘言，當然還可以雙取總持，而雙取總持的基本型態就是主伴圓融，
透過主伴圓融的觀點，有體無體能相即，有力無力能相入，這樣的重重關係，就
是法界的實相，也是圓教的思維，因此法藏說：
如帝網重重具足主伴等，此約圓教。20
從金獅子隱喻中說，就是獅子、金子一體全收，兩相圓融。獅子有體，金必無體，
故金來即獅，獅為有力。反之亦然。這樣的思維「卷舒自在」
，所以可以「混成一
塊，繁興大用。」
，人們依此可見佛國的富貴萬象，同時這萬象又依主伴圓融而有
序井然，故說「萬象紛然，參而不雜。」，到這個境界才能說是「情盡體露」，一
切妄盡，迴返實相，真實浮現，而顯全真。

（二）金獅子喻的極限
獅子由金子所成，金子由獅子得讓人看見，獅子是萬像，金子是真常。金子
可成獅子，當然也可成牛馬，故獅子只是個無性的空像，金子才是根本。這樣就
足以說明「萬像本空，假緣方有。幻法紛然，真空不動。」
。在真實的法界，真獅
子是假緣空相不易體會，因為真常是個超越的存在，與現象萬有之間的關係不易
瞭解。但在隱喻中，金子可以看見，而且獅子由金所成，所以容易體會。但是隱
喻只是某種關係的映射，並非所有的關係都可以映射過去，金子終是個存在的實
體，只是形像不定而已，但真常性空，終不能是個實體存在。獅子由金所成，析
法至細，終是金子的存在，不能說只有金性。但色空與真常的關係，終不能是這

18
19
20

《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82。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640。
《探玄記》大正藏第三十五冊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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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關係。因為真常說有，畢竟是空，說有只是真常在超越處的大用而已，並無實
存的意義，但析法說空，終是不空。在這點上，金獅子與金子的關係終是無法映
射入色空與真常的關係。
另外，金獅子喻對「帝網重重」的無盡世界，不具表現力。由金子說獅子，
故然可以比喻真如能成萬法，完全可以表現法界「法性融通」的一面，但對於萬
法互為因緣的多重複雜結構，這個比喻則沒有能力展現。
由於以上所說的兩大缺點，法藏選擇了再一次的使用另外一個隱喻，即是十
面鏡喻。

四、 十面鏡的映射
（一）鏡喻可補金獅子喻的不足
十面鏡的隱喻在佛教教學上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使用簡單的教具，闡揚極其
複雜抽象的道理。
又為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
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
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21
十面鏡是依上、下、八方而佈置的，中間有佛像和火炬。學者由鏡中望去，必然
看到無盡的鏡中佛像。佛像就是佛性，鏡鏡中有佛，鏡中鏡皆有佛，這是不變隨
緣。此鏡依彼鏡而有，此滅則彼滅，此成則彼成，這說明了萬法互為因緣的「緣
起相由」
。在獅子喻中只能說明「法性融通」
，無法清楚說明「緣起相由」
。但在鏡
喻中，緣起相由的說明非常直觀，同時可以用來說明「一成一切成」的「一切即
一」的重要理論。當佛像移去時，則鏡鏡皆無佛，這說明了「一成一切成」的真
實情況。所以《宋高僧傳》中才說這個鏡喻的效果是「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之
義。」。
鏡喻其實除了說明不變隨緣和緣起相由之義外，鏡子十面，八方上下，其實
就是代表著全部法界，這是華嚴「以略示全」的特色。在法藏的文字中，常見以
十數為限，說法的開展常見以十點為限，細說菩薩也常以十菩薩為限，事實上華
藏世界無窮無盡，又豈能限於十數？但是文字說法無法一一說明，十數代表著圓
滿，故十面鏡其實就是代表著周遍法界了。
21

《宋高僧傳》上冊，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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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代表著佛性，佛像無所不在，代表佛性無處不有，光之所及，佛之所及。
鏡鏡相射，代表緣起相由，佛性無盡，法性圓融。鏡喻同時說明了偏重色空的相
由緣起，同時也可說明偏重真常的佛性真如，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隱喻說明。
鏡喻明顯的補足了金獅子喻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緣起相由這一點，闡述
了緣起與無盡兩個主要意義。

（二）鏡喻的極限
鏡喻的佛像固然可以表現佛性遍及一切，真常是有。但是卻無法清楚說明真
常的清淨、是空的一面。這是現象世界的範限，可能任何隱喻都達不到這個效果。
因為用來比喻的喻依如果是為實物，它必不可能既是有，同時又是空，這樣的空、
有一體的說明只有在因緣法中可以了解。當然，這個極限在獅子喻中也非常明顯，
金子終歸是有，性空只能是抽像說明，隱喻無法企及。

五、 隱喻在佛教文字般若上的再思考
純從語言的立場看，如來藏理論和空宗的說法其實都算是一種隱喻。兩者在
發生的過程或有先後，但並無誰是根本誰是延申的問題。因為涅槃、般若本就無
法言詮，所以依人類的思維方法，走向了比喻的手段，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
以了解印順法師的立場，將空宗視為根本說，而如來藏則是一種隱喻方便說法，
但是以般若、涅槃的離文字立場而言，空宗說法亦是一種隱喻方便說。
其實在印順法師在《空之探究》中已透出了一些意思。在《空之探究》中老
法師說：
空與空性是佛法中重要的術語。在佛法的宏傳流通中，空義不斷的發揚，
從佛被稱為「空王」，佛教被稱為「空門」，就可以想見空義的廣大深遠
了。……釋尊的原始教說，實際上並沒有以空為主題來宣揚，但佛法的特
性確乎可以「空」來表達。22
但為什麼「空」確乎可以用來表達佛教之教義呢？老法師有一段話說：
無諍──阿練若，本是修行者的住處。由於住處寧靜，沒有煩累，象徵禪慧
的境地，而名為無諍住、無諍三昧。這與「空」處的空曠，沒有人物的煩

22

印順著，《空之探究》
，台北正聞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四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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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也就用來象徵禪慧，而有空住、空
三昧等名目，情境是完全一樣的。23
「空」其實一開始只是用來說明「阿練若」的
僻靜，並沒有終極真實的意義，但是一但用來
指稱禪慧與修行的成果，則具有了終極真實的
意義了。
「空」同時又可以用來象徵「無我」
、
「無
我所」
，因此「空」就由一個表示空間僻靜的詞彙，轉而成有修行意義的詞彙，最
後發展成佛教表徵終極真實的術語。「空」的隱喻我們可表圖如右。
由空字意義的轉變，我們也可以說「空」的表述其實是一種隱喻，是由空間
知感的已知喻，映射到禪慧及涅槃境地的未知喻，其為隱喻的本質與如來藏是一
樣的，雖然在歷史發生的時間上有先後，但是並無法遽言誰的正確性是較高的。
同樣是以隱喻的方式進行對涅槃境地的表現，那麼在手段上我們可以討論其不同
點或優缺點，但其為隱喻的本質其實是不容忽略的。
又例如我們常說的「如來藏」
，雖然我們並不常將之看成隱喻，但其實他就是
一種隱喻。如來藏的意義是多重的，透過「如來」取得如來法身、如來界、如來
種姓、不可說我、心清淨等義，這些其實是超越義、普遍真理義、因佛性義、真
我義、清淨義，這些特性限定了「藏」字的內涵。而所謂「藏」即是以「胎藏」
為已知域，以「如來藏」為未知域的一種隱喻。我們表之如下：
如

來
藏

如來法身
如來界
佛種性
不可說我
心性本淨說

超越義
普遍真理
因佛性
真我
如來藏自性清淨
胎藏隱喻

「如來」限定了「胎藏」的意義，而「胎藏」正是承載這些意義的載體，這
個載體本身是個隱喻。這個載體之所以需要「如來」的限定，是因為隱喻自身意
義不具足，就是說原始的映射無法將「如來藏」的所有特性彰顯出來，抑或是隱
喻中已知域的特性必須有所取捨，所以才需要「如來」的限定。
「胎藏」的隱喻到底給了如來藏什麼？「胎藏」說是以人類懷胎的生殖經驗，
對「如來藏」未知域的一種映射，懷胎至少有以下這些特性：受孕始有、胎兒隱
23

《空之探究》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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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不顯、母體孕育胎兒、胎兒承繼母體基因而
為人、母子共生、母子有血脈關係……等。但
是我們發現在「如來藏」的未知域，並不是所
有的特性都映射過去，最主要原因是「如來」
起了限定的作用。我們以示意圖表之如右。
雖然「如來」起了限定的作用，但從「胎
藏」仍然將「能藏」、「所藏」、「執藏」、「胎母共生」、「發育」、「隱蔽」等義映射
過去，成為了「如來藏」一詞的特性。
如果我們將空、如來藏都看成是隱喻的話，那麼其中最令人起爭執的部分是
如來藏的隱喻將「有」的思維當成是隱喻的預設，直接映射到未知域中。但在「空」
的隱喻中，則將「空無一物」的思維當成了主要的意義，同時也是整個隱喻的基
本預設。在這樣的形況之下，空、有的衝突就成了勢所難免了。

六、 結論
本論文以隱喻的角度，審視法藏的金獅子喻及鏡喻，並及日喻、乳喻，同時
將佛教空、如來藏兩種理論視為不同的隱喻型態。這是將佛教教義的爭論，還原
成語言文字的問題的一種嘗試，這樣的嘗試不同於傳統佛教以不立文字或遠離文
字的方式來表述終極真理，或是直將語言文字看成是真理表述的障礙或缺乏效度
的工具。而是直接討論語言文字的問題，同時希望透過對語言文字的了解，可以
協助我們更接近佛教所表述的終極真實，希望這樣的努力可以建立一種新的嚐試，
讓佛學的研究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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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世紀川渝佛教「趙智鳳派」及其石窟造像
大足石刻研究院

副研究員
米德昉

摘 要
「趙智鳳派」是 12-13 世紀活動於川渝地區的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和信
徒群體的民間佛教教派。該教派於南宋初由大足僧人趙智鳳創立，趙遠尊晚唐、
五代時期川西居士柳本尊為祖師，在大足寶頂山建道場授徒弘法半個多世紀，之
後無復繼者。趙智鳳派在川東南一帶造立了大小不等的石窟寺或龕像十餘處，由
此打造了一套在內容、形式、作風等方面迥異傳統的造像體系。獨特的樣式，不
僅引起地方石窟造像風格的歷史性轉變，也為中國石窟藝術增添了新的案例。
關鍵詞：川渝佛教、趙智鳳派、石窟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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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川渝佛教的起步並不比中原晚，且有自己獨到的一面與卓越之處。中國最早
的佛像發現於這個地區，如東漢時期的樂山麻浩、柿子灣崖墓佛像，彭山、綿陽
及重慶豐都等地的「錢樹佛像」等。大約劉宋時期川渝地區始有開窟造像活動，
《高
僧傳》載宋孝武帝大明中（457-464）益州刺史劉思考請僧釋道汪「即崖鐫像」起
寺事宜1，目前有石窟零星見於川北廣元一帶。不過此時小型石刻造像遺存相對比
較豐富，19 世紀以來成都、彭州、茂縣、汶川等地陸續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隋
唐以來，川渝地區石窟造像活動興起，首先分佈於川北金牛道、米倉道沿線，之
後南下至川中再到川東，大多集中於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流域一帶。進入
兩宋，川渝石窟造像活動範圍逐漸縮小，原有的一些石窟區基本停止了續建，唯
川東的大足與安嶽地區十分活躍。
宋代是川渝石窟藝術最為燦爛、最具個性的時期，雖然分佈地域不廣，卻氣
魄雄偉，作風鮮明，為任何時期所不能敵。這一傑作的主要營造者之一便是南宋
時興起的民間佛教團體——趙智鳳派。該教派的創立者趙智鳳，在大足、安嶽等
地組織營建弘法道場，先後造立了大小不等的石窟寺或龕像十餘處，其中大足寶
頂石窟寺是其主道場。這些石窟寺在造像內容、形式、格局等方面形具有統一的
作風，多有與傳統造像相異之處。本文通過對趙智鳳派史實梳理的基礎上對其造
像體系展開分析。

二、「趙智鳳派」史實述略
「趙智鳳派」是 12-13 世紀活動於川渝地區的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和信
徒群體的民間佛教教派。該派於南宋初由大足僧人趙智鳳創立，趙遠尊晚唐、五
代時期川西居士柳本尊為祖師，在大足寶頂山建道場授徒弘法半個多世紀，
「清苦
七十餘載」
，先後在川東南一帶造立了大小不等的石窟寺或龕像十餘處，其後法統
絕，無復繼者。

（一）趙智鳳與柳本尊
趙智鳳（又名「趙智宗」者）及其事蹟史籍鮮有載錄，唯成書于南宋寶慶三
年（1227）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卷 161「景物」條有寥寥數語，曰：
《高僧傳·釋道汪傳》載：「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
處起寺，即崖鐫像，因險立室。」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
，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83-284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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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峰山，在大足縣東三十裡，有龕岩，道者趙智鳳修行之所。2
此處「寶峰山」應指寶頂。這是唯一見於早期史書中有關趙智鳳的記錄。
其餘便是遺存於大足寶頂石窟寺中的一些信息，其中立于大佛灣華嚴三聖龕
處宇文屺撰《詩碑》中有「寶頂趙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之語3，別無實質性
內容。略詳者為小佛灣七佛壁龕下宋人席存著為趙智鳳所作銘文4，如今已漫漶，
僅存「承直郎」三字略能辨認。《乾隆大足縣誌·隱逸仙釋》有錄文，曰：
趙本尊，名智鳳，紹興庚辰年（1160）生於米糧裡之沙溪，五歲入山持念經
咒，十有六年西往彌牟，複回山修建本尊殿，傳授柳本尊法旨。遂名其山曰
「寶鼎」
。舍耳煉鼎報親，散施符法救民。嘗垂戒曰：
「熱鐵輪裡翻筋斗，猛
火爐中看倒懸。」
嘉熙年間（1237-1240）承直郎昌州軍事判官席存著為之銘。5
是為目前所見早期趙智鳳最詳細的資料，總共百餘字。
之後寶頂石窟一些明代碑記如劉畋人《重修寶頂山壽聖寺碑記》
、曹瓊《恩榮
聖壽寺記》以及清人史彰《重開寶頂碑記》等記述了趙智鳳事蹟，大約依據席存
著銘文或別的載錄所得，內容大同小異，沒有多少新補充6。
趙智鳳於川東弘法數十年，其間伴隨著大量的石窟寺開鑿。說明趙有着一套
行之有效的傳教方式，贏得大量民間信眾的擁護與供養，從而為壯大自己團隊聲
勢獲取了豐厚的財力，足見他是一位深得民心、極具感召力的僧團領袖。頗為意
外的是，趙智鳳歸寂後竟連一份完整的身世信息都無留存，後世的載錄僅記其生，
而未述其亡，甚至連葬在何處都無從知曉。

王象之《輿地紀勝》
，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4357-4378 頁。
該碑殘存「癸未」紀年，陳明光推斷為「嘉定十六年（1223）
」參陳明光《大足石刻考古與研究》，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年，第 162-172 頁。碑文參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
，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年，第 233 頁。
4
溫玉成先生認為該「銘」應屬「行狀」
。參溫玉成《大足寶頂石窟真相解讀》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
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114-130
頁。
5
故宮博物院《四川府州縣誌第 11 冊》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69 頁。
6
大足儒學教諭劉畋人撰《重修寶頂山壽聖寺碑記》刻於寶頂大佛灣第 27 龕左右側崖壁，一碑二
刻（洪熙、宣德元年，1425、1426）
，碑文略有差別；曹瓊撰《恩榮聖壽寺記》碑現存于聖壽寺玉
皇殿內；史彰撰《重開寶頂碑記》刻於大佛灣第 27 龕左右側崖壁。以上碑文可參前揭重慶大足石
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第 211-215、218-221 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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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柳本尊，同樣無著述記載。現有的資料均出於趙智鳳：一為大足寶頂小
佛灣《唐柳本尊傳》碑（下文簡稱《柳傳》）
；二為寶頂大佛灣和安岳毗盧洞的「柳
本尊十煉圖」造像題記，均簡要記述了柳之身世和弘教事蹟7。之外尚未發現其他
任何有效證據。
根據以上碑銘題記得知：柳本尊，名居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生於四
川嘉州（今樂山市）8，畢生精務密法，以居士身份「專持大輪五部咒救度眾生」，
並通過燃指、剜目、割耳、斷臂等自殘身體的方式弘道。民間奉其為「毗盧佛」、
「金剛藏菩薩」化身、
「唐瑜伽部主總持王」等，號稱「柳本尊」
、
「本尊教主」
、
「本
尊賢聖」等。
晚唐五代之際，柳本尊在彌牟、成都、廣漢一帶持咒為民治病救災、祛惑斷
妄。因數致神異，
「蜀人德之」
，信徒多「施宅建道場」以奉香火，
「四方道俗雲集
座下，授其法者益眾」。聲望之著，贏得蜀主之賞識，先是「遣使慰勞」，後又召
見並為其道場賜額「大輪院」。天福七年（942）柳氏圓寂9。之後門人楊直京、袁
承貴等繼其衣缽弘法數十年。
袁、楊二人後至趙智鳳出現近兩個世紀，柳本尊一系活動情況不明，除有宋
神宗熙寧間（1068-1070）為其道場敇賜「壽聖本尊院」額事宜記載外，別無其他
線索。後至紹興十年（1140），「右承奉郎前主管台州崇道觀」王直清與「安養居
士」張岷造訪彌牟壽聖院，見院事由僧尼主之，柳本尊墓亦淹沒於「榛莽之間」，
王直清遂命僧尼「建塔於墓之上，架屋以覆之」
，並于墓左立碑，以昭本尊事蹟於
後世。由此或可料見，紹興之時柳本尊教法已趨衰亡邊緣。
總攬上述所記柳氏事蹟，概略不詳外，所述魚目混珠，多有出入與矛盾處。
因現存碑文漫漶較重，部分關涉年代、人物、事件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丟失，為進
一步考證帶來障礙。

《唐柳本尊傳》碑位於寶頂小佛灣「佛壇龕」左，高 152cm、寬 95cm、厚 11cm，漫漶嚴重。原
碑于紹興十年王秉題額，祖覺撰文，張岷跋，王直清立石于彌牟柳氏墓左。寶頂碑為趙智鳳時期複
刻，碑文參見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年，第 207-210
頁。
8
現存碑記對柳本尊享年八十四記載一致，但對其生卒年說法不一：《唐柳本尊傳》碑言柳本尊卒
於天福七年（942）
，享年八十四，由此推算其生日應在大中十二年（858）
，而安岳《柳本尊十煉圖》
題記言柳生於「唐大中九年（855）
」
，卒於「天福三年（938）
」
。
9
據陳明光先生考證，此「天福」應為「天複」
。參陳明光《<宋刻〈唐柳本尊傳碑〉校補>文中「天
福」紀年的考察與辨正——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煉圖」題記「天福」年號的由來探疑》
，
《世
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2-28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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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趙智鳳派」的認識
「趙智鳳派」因缺乏直接的文獻證據，故在諸多問題上學界認識不盡相同。
比如關於教派的定名，目前並未形成統一說法，尚有「柳本尊教派」
、
「柳趙教派」、
「本尊教派」、「川密」等不同指稱；對於其性質，當下存在兩種主要見解：以楊
家駱、陳習刪、陳明光、何恩之（Angela F. Howard）
、李巳生、丁明夷等為主的觀
點認為該派屬密教一系，寶頂石窟寺即是具有密宗性質的道場10；以呂建福、龍晦、
劉長久、溫玉成、胡文和、索倫森（Henrik H.Sorensen）、李靜傑等為主的觀點認
為，其教造像顯密雜糅，多宗相融，不屬典型的密教系統11。
目前一個普遍的看法是，認為該教派由柳本尊創始，趙智鳳繼承而發揚之。
主要依據有二：一為宋人席存著「銘文」中「（趙智鳳）回山修建本尊殿，傳授柳
本尊法旨」之記載；二為趙智鳳通過建寺、造像、立碑等方式給予柳本尊以崇高
的地位，奉其為「唐瑜伽部主總持王」。
趙智鳳尊崇柳本尊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其教以毗盧遮那佛為本尊。趙氏不僅
奉柳為「唐瑜伽部主總持王」，同時尊其為毗盧佛在世12。斷定趙智鳳為柳氏教法
承襲者不無道理，可是很多跡象表明，趙、柳間在傳教思想與理念上存在着明顯
的差異，趙智鳳之教似乎看不出多少柳本尊遺法的影子。
其一，趙智鳳雲遊川西之時柳本尊已滅度二百余載，必然不能親聆「柳本尊
法旨」
，可能的情況是，民間或許尚有柳之法嗣活動，趙受其教誨而皈依該門。可
這位阿闍黎又是誰呢？趙智鳳並未留下任何信息。這一時期柳氏教法傳承情況不
明，從紹興十年彌牟壽聖院由僧尼主之，本尊墓淹沒於「榛莽之間」看，其教似
楊家駱《大足寶頂區石刻記略》
，
《文物週刊》第 21 期，1947 年 2 月 9 日；陳習刪《大足石刻志
略》
（油印本）
，1955 年；陳明光《大足寶頂山石窟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創新——密教道場之研究》，
《敦煌研究》
2001 年第 1 期；Angela F. Howard, Summit of Treasures: Buddhist Cave Art of Dazu, China,
Weatherhill,Inc.2001；李巳生《寶頂山道場造像佈局的探討》，大足石刻研究院《2009 年中國重慶
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 382-425 頁；丁明夷《川密：
四川石窟體系的發展軌跡》
，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術學院大足學研究中心《大足學刊》第一輯，
重慶出版社，2016 年。
11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 440 頁；龍晦《關於大足佛教
石刻兩則跋文》
，
《中華文化論壇》1996 年第 4 期；劉長久《大足石窟研究綜論》
，重慶大足石刻藝
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三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胡文和《安嶽大足
石窟中「川密」教柳本尊像造型分類——兼論大足寶頂不是「密宗道場」》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
館等《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五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溫玉成《大足寶頂石窟真相解
讀》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7 年；[丹麥]亨利克·H·索倫森著，唐仲明譯《密教與四川大足石刻藝術》
，前揭《2005 年
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靜傑《大足寶頂山南宋石刻造像組合分析》 ，大足石刻
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
12
安岳毗盧洞柳本尊十煉圖題記載：
「本尊是毗盧遮那佛，觀見/眾生受大苦惱，于大唐大中九年六
/月十五日于嘉州龍遊縣玉津鎮天/池壩顯法身，出現世間，修諸苦行，轉/大法輪。」
10

514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已衰落，時恐難有影響力的弟子活動了。由是見之，趙智鳳傳得柳本尊「法旨」
一事很是懷疑。
其二，
《柳傳》中記述了柳本尊的追隨者為其舍宅或施資建造了多處道場，並
未記載一絲關於造像的信息。唐、五代時期川渝地區石窟造像的開鑿是比較活躍
的，廣元、巴中、綿陽、安嶽以及大足等地有諸多造像遺存，其中沒有發現一例
與柳本尊有關的造像。明人認為寶頂石窟、安岳華嚴洞等均由柳本尊發起開鑿，
顯然不足征信13。說明柳本尊時期並不十分注重造像，更無開窟之事。這與趙智鳳
大肆營構窟寺、
「設像行道」的做法不同。
其三，柳本尊所持「瑜伽本尊教」雖多有不正統處，仍尚屬密法一系。然而
縱觀趙智鳳派造像，並非全然合于純粹的密教體系。1945 年楊家駱一行調查大足
石刻時提出寶頂石窟是一座「密宗道場」14，這一認識隨後得到諸多學者的呼應。
李巳生先生認為寶頂石窟是以「教相壇場」（大佛灣）、「事相壇場」（小佛灣）結
合四周「結界像」（寶頂山周邊造像）的密教遺跡15。可是梳理寶頂的造像，顯密
雜糅，題材涉及華嚴、淨土、禪宗、密宗等，其中顯宗的因素遠大于密宗。在造
像配置上既看不到密教的曼陀羅格局，也未見任何真言密咒等。反而華嚴變、圓
覺變、華嚴三聖、毗盧佛等華嚴題材造像佔據了很大的比重，使其華嚴意味顯得
尤為突出16。因之，將寶頂石窟寺作為純粹的密教道場看待，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四，現存寶頂以及其他幾處石窟中被認定為趙智鳳形象者，卷髮、留髭須，
身著袈裟，五官端正，四肢健全，不像柳本尊斷臂、缺耳、眇眼的樣子。趙智鳳
似乎並不推崇柳本尊所奉行的燒身、舍臂、割耳等自殘肢體式的修行方式，這一
方面或許與社會不提倡這種做法有關；另一方面與趙智鳳宣導報恩行孝思想有關。
趙深諳中國孝道思想在弘傳其教中的關鍵性，通過「父母恩重」
、
「大方便佛報恩」
等強調孝道主題圖像的製作，以表達「刻石追孝」之旨，反映了其援儒入佛、儒
釋兼行的弘教理念17。

《萬曆丙戍二月(華嚴洞)妝功德記》
：「夫古洞華嚴乃周昭遺跡，全堂金相是柳、趙刊形。」 參
王家祐《柳本尊與密教》
，《宗教學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59-83 頁。
14
楊家駱認為：
「趙氏所傳柳本尊法，為宗哈巴前密宗大師，寶頂即其所經營之道場，在中國本部
密宗道場之有大宗石刻者，亦惟此一處，誠中國宗教史上之重要遺跡也。」參前揭楊家駱《大足寶
頂區石刻記略》
。
15
李巳生《寶頂山道場造像佈局的探討》
，大足石刻研究院《2009 年中國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 382-425 頁。
16
李靜傑以為寶頂造像指導思想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為中心」
。參前揭大足石刻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34 頁。
17
李靜傑提出：
「大佛灣四區造像的主題，可以歸納為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就法身思想，修菩
薩行是其核心，孝道又成為菩薩行的首要內容。」參前揭大足石刻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1-38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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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柳本尊生為晚唐、五代時期人物，卻是一副頭戴高裝巾子、身著交領
袍服的宋代高士裝束；其蓄須與無須的兩種形貌，似乎讓人感覺到塑造者在構思
中的徘徊與猶豫；雖有傳記，卻真偽混雜，「疑信相半」。凡此種種，不難推斷這
是南宋時期趙智鳳派對柳本尊的一個構想，人物事蹟尚且不能盡善，何況論其「法
旨」呢？
綜上，本稿以為趙智鳳所推行的佛教，從教義思想、道場營建、造像佈局等
方面而言，皆肇于趙氏的規劃、設計與安排，傳達的是其本人或團隊的意志，看
不到所謂趙「傳授柳本尊法旨」之事實。可以說出於弘道動機，柳本尊只是趙智
鳳所樹立的一個宗教偶像而已，奉其為「祖師」
，不過是造成自己為柳本尊法嗣的
假象，借此抬高地位，以贏得更多信徒的崇拜而已。柳氏在趙智鳳派中的意義象
徵性遠大於實質，其在該教的創立與發展中只是扮演了一個虛設的角色，並未起
到真正創始者的作用。
總體而言，
「趙智鳳派」並非是一個典型的密教教派，這一點至少從其造像性
質上能夠反映出來。正如呂建福所言：
「從其密教造像和大足造像的整個佈局及其
內容來看，趙智鳳並沒有得到密宗遺法的傳授。」18丹麥索羅森（Henrik H.Sorensen）
在面對「密教」說一派的意見時認為「趙智鳳及其追隨者的密教，並不是一個清
晰和獨立的佛教類型」
，具有「不確定的傳播、地方性、無宗派、非正統、有經典
基礎」等特點19。嚴格意義上而言，
「趙智鳳派」不是一個如同華嚴、淨土、天臺、
唯識等具有完善的理論架構與教義體系的宗派團體，而是一個建立在民間大眾水
準信仰基礎之上，以迎合、滿足地方區域社會的宗教需求為目的佛教組織。因之，
民間性、地方性與世俗性是其明顯的表徵。所以與其說是一種教派，更確切而言
不過是一種有別於制度佛教，儒釋兼濟、華嚴為尊、摻雜了一定偶像崇拜的民間
佛教形態。這種略顯「大雜燴」的格局反映了該教在信仰上的多元性與含混性。

三、「趙智鳳派」石窟寺及其造像
趙智鳳的弘法歷史始終伴隨著石窟造像與佛塔營建活動，至今遺存有十餘處
石窟寺、數千尊造像和近 2 萬字銘文。這些造像在形式、內容、風格等方面有着
統一的規劃與設計，體系完備，作風新奇，透露出一種樸素的宗派意識與強烈的
革新理念。
「趙智鳳派」造像儘管有大量的銘文題記，其中卻沒有一條關於造像年代、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 440 頁。
索倫森《密教與四川大足石刻藝術》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374-398 頁。
18
19

516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供養人、工匠等方面的信息。學界根據趙智鳳身世並結合一些宋人題記與當時政
治事件等，判定其造作時間主要在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間（1174-1252）。

（一）窟寺營構
1.大足寶頂聖壽寺、大佛灣及其周邊窟龕的創建
南宋淳熙間，趙智鳳首先於大足寶頂山開創了根本道場。從現存狀況看，寶
頂道場包括今天的聖壽寺（含小佛灣）
、大佛灣、聖跡池、舍利塔、倒塔及周邊十
餘處窟龕等一系列建築及造像群，其中聖壽寺與大佛灣石窟是主體（圖 1）。

圖 1 寶頂道場主體部分平面示意圖
從席存著的記述中得知趙智鳳雲遊川西返回后首先創建了聖壽寺，因遭逢元、
明季兩次兵燹，屢遭毀損。現存格局為聖壽寺與小佛灣兩部分（圖 1）。原初殘存
造像主要在小佛灣，有經目塔（本尊塔）
、七佛壁、本尊殿、毗盧庵等，造像題材
有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華嚴三聖、柳本尊十煉圖、千佛、明王等。寺內僅有灌
頂井、維摩殿少量殘像而已。
聖壽寺左下方數十米處即是大佛灣，整體呈「n」字形半環構造，崖壁開龕
造像，綿延 500 米。原構造像共有 28 鋪，其中窟兩座，餘皆為摩崖龕形制。內
容包括華嚴變、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觀經變、地獄變、圓覺變、華嚴三聖、佛
傳、孔雀明王、千手觀音、廣大寶樓閣、牧牛圖、鎖六耗圖、六道輪回、柳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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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煉圖、十大明王、護法等，是趙智鳳派石窟寺中題材最為豐繁、規模最為宏大
者（圖 2）。

圖2

寶頂大佛灣石窟平面圖

趙智鳳花畢生精力鐫造大佛灣，南宋末因其離世以及受端平間蒙元掠蜀事件
之影響而突然停工20，致使十大明王像未及竣工而呈半成品。
寶頂石窟寺的營建，還包括了周邊方圓兩三公里範圍內的一些相對獨立的龕
像，分佈有十餘處（圖 3），均以單龕造像為主，內容以華嚴三聖、三身佛、毗盧
佛居多，包括二佛、護法像等21。

相關論述主要有楊家駱《大足寶頂區石刻記略》
，《中央日報·文物週刊》1947 年 2 月 19 日第 22
期；陳習刪《寶頂雕像年代問題》，
《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第 5 期；胡昭曦《大足寶頂山石刻淺
論》
，《樂山市志資料》1983 年第 6 期；東登《再談寶頂山摩崖造像的年代問題》
，《文物》1983 年
第 5 期；胡昭曦《大足寶頂石窟的鑿建與宋蒙（元）戰爭》
，2014 年發表於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1
相關資訊可參鄧啟兵、黎方銀、黃能遷《大足寶頂山石窟周邊區域宋代造像考察研究》
，大足石
刻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第 262-304 頁。
20

518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圖3

寶頂石窟寺周邊龕像分佈

2.其他分屬石窟寺
唐宋時大足與安嶽分別隸屬昌、普二州，連通兩地的主要通道經過今天的大
足中敖、高坪、安嶽雙龍街、石羊、林鳳、龍台、嶽新等鄉鎮。趙智鳳時期一些
小型石窟寺或窟龕開鑿於這條沿線周邊，尤以安岳東南與大足西北接壤處一帶較
為集中。從寶頂向安嶽方向邁進，分佈有普聖廟、板昌溝、半邊寺、孔雀洞、茗
山寺、毗盧洞、華嚴洞、大佛寺、毗盧溝、塔坡等窟寺（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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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智鳳派石窟寺或龕像分佈區域

這些分佈點比較分散，規模遠不能與寶頂相比，很多僅開鑿一至二個窟龕。
其中安嶽茗山寺、毗盧洞、華嚴洞等有規模略大。茗山寺現存龕窟十餘座（包括
後期開鑿者）
，其中屬於趙智鳳派一系的造像有護法神（12 號）
、文殊（3 號）
、毗
22
盧佛（5 號）
、文殊與普賢（8 號）幾龕，另有本尊塔一座，現已倒塌 。此乃寶頂
石窟寺之外窟龕開鑿最多的一處。毗盧洞與華嚴洞雖然窟龕只有一兩座，但二者
造像尺寸較大，也是趙智鳳派在安嶽地區比較有影響力的弘道場所。
3.佛塔建造
趙智鳳派開窟同時也比較注重佛塔的建造，現存大小佛塔七座，均石砌實
心結構，塔身造像或題刻經名。主要集中在寶頂山，如經目塔、轉法輪塔（俗
相關信息參西南民族大學石窟藝術研究所《四川安岳縣茗山寺石窟調查簡報》
，
《四川文物》2015
年第 3 期，第 23-31 頁；孫華、陳筱《安岳茗山寺石塔的初步分析》
，
《大足學刊》第一輯，重慶：
重慶出版社，2016 年，第 30-42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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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倒塔」）
、舍利塔等，另有安嶽雙龍街鎮報國寺的經目塔、茗山寺法身塔（已
倒塌）等。

圖 5 寶頂小佛灣經目塔

圖 6 安岳報恩寺經目塔

圖 7 寶頂轉法輪塔

（二）造像體系
趙智鳳派的造像雜糅了華嚴、密教、淨土、禪宗以及本尊系列造像等自創內
容，很多題材僅見於寶頂，其餘石窟寺或造像龕沒有造作，其中華嚴三聖、三身
佛、圓覺變、十煉圖、毗盧單尊等造像反復出現，尤以華嚴三聖和三身佛組合數
量最多。
1.各類經變
經變類造像有十餘鋪，題材主要有華嚴變、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觀經變、
地藏十王地獄變、孔雀明王變、圓覺變、廣大寶樓閣變等，主要造作於寶頂石
窟寺。
華嚴變，1 鋪，大佛灣毗盧道場窟（第 14 窟）
。以九鋪說法圖造像表現了《大
23
方廣佛華嚴經》
（實叉難陀譯）
「七處九會」場面 。具體為：窟正壁一八面塔形轉
輪藏，內坐主尊毗盧遮那，兩側各一身趺坐佛。窟右側壁呈弧形轉至南壁，壁間
為四組以華嚴三聖與部分供養菩薩等組成的說法場面。窟左壁清康熙間遭「猛風
拔木」毀損，僅存窟門處一組造像。根據右壁造像佈局推斷，左壁所毀部分應為
胡文和《四川石窟華嚴經系統變相的研究》
，《敦煌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90-95 頁。陳清香
《大足石窟中的華嚴思想》
，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78-296 頁。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
意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
，《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7-54
頁。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寶頂大佛灣第 14 號窟調查報告》
，大足石刻研究院《2009 年
中國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 91-141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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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華嚴三聖組合造像。窟門外兩側壁造像呈對稱格局，上部分別為八個圓龕，
內一身趺坐佛，共 16 身。下方為四天王，左右各二，均為半身（左側毗鄰門楹處
一身天王為後補）。
父母恩重變，2 鋪，小佛灣第 3 號報恩窟與大佛灣第 15 龕。二者因在內容、
形式等方面極為一致，所不同者小佛灣畫面較小，並將一鋪經變分兩部分表現於
窟左右二壁。以大佛灣所作為例，經變分三層表現，上層為七佛，皆半身；中層
以故事性場面表現了「十恩圖」；下層罪報場景。
大方便佛報恩變，2 鋪，小佛灣第 3 號報恩窟與大佛灣第 17 龕，二者出於同
一粉本。以大佛灣所作為例，畫面中央為釋迦說法像，半身，主尊兩側上方表現
了 12 幅釋迦因地行孝修行故事，下方左右分別為六道謗佛不孝場景與釋迦抬父王
棺送葬畫面。
觀經變，1 鋪，大佛灣第 18 龕。畫面以「九品往生」結合「十六觀」內容為
主體。中央上部為西方三聖，皆半身，三聖下方為各品往生圖，左右兩側十六觀
內容。
地藏十王地獄變，1 鋪，大佛灣第 20 龕。畫面分三部分，上層為十方佛，中
間為地藏並十王及速報、現報司造像，下方為十八組各類地獄情景，每組畫面均
有題記。下層畫面中趙智鳳將自己立像造於其間，似乎暗示了趙氏敢入地獄救拔
苦眾之大願與精神。另外，大足石馬鎮先鋒村有一鋪地藏十王龕像，在六七米高
的崖面上部僅鑿出地藏與十王及速報、現報司像一排，下面留出大面積鑿平的空
白崖壁，似乎還有內容要雕鑿，不知何因未完成。整體造像雖有風化，仍能看出
與大佛灣一致的作風，故推斷應該也屬本尊教派一系。
孔雀明王變，2 鋪，大佛灣第 13 龕與安嶽孔雀洞。二者格局類似，龕內以突
出明王趺坐於孔雀形象為主。以大佛灣為例，明王戴冠，左上手執孔雀尾，下手
執經冊；右上手持蓮蕾，下手捧俱緣果。後壁造作阿修羅、藥叉、天王等天眾以
及阿難解救被蛇咬比丘等內容。
廣大寶樓閣變，1 鋪，大佛灣第 4 龕，圖像依據《廣大寶樓閣秘密善住陀羅尼》
（唐菩提流志譯）經而作。畫面以修行三仙人為主尊，仙人均被發，禪定姿，其
中居中者有絡腮鬚，戴耳環，神貌頗似趙智鳳。仙人各自頭頂化現出金竹、坐佛
以及樓閣等。
圓覺變，3 鋪，寶頂大佛灣第 29 窟、陳家岩第 1 窟與安嶽華嚴洞。基本格局
為以三身佛、毗盧佛為主尊，左右十二圓覺菩薩。大佛灣圓覺洞石窟正壁為三身
佛，皆趺坐須彌蓮座，其中毗盧頂部有柳本尊像。三佛兩側分別立一俗裝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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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兩側壁為十二菩薩，左右各六，眾菩薩頭頂上方為一些化現人物。石窟前方
中央，一跪拜菩薩，合十，面向三佛，作問道狀。陳家岩石窟位於大足金山鎮天
河村，窟內造像格局與寶頂圓覺洞略似，正壁為三身佛並文殊與普賢，兩側壁佈
局十菩薩，眾菩薩上方岩壁間為行者像及善財南參等內容。安嶽華嚴洞正壁為華
嚴三聖，左右壁各五菩薩，眾菩薩頭頂上部表現了天宮、佛塔等建築，附以說法、
禮拜、赴會等內容，在窟門附近左右壁有善財形象出現。
2.以毗盧遮那佛為主尊的系列造像
主要形式為三身佛、華嚴三聖及毗盧單尊等，此類造像數量最多、分佈亦最
廣，在佈局上基本以單龕形式為主，周邊往往不開其他窟龕。
(1) 三身佛系列
三身佛造像主要有大足菩薩保、菩薩屋、板昌溝、玄頂村、寶頂小佛灣與安
嶽毗盧溝、寶石庵、毗盧洞等幾處。一般龕形較大，主尊以坐姿或半身形象為主，
無頭、身光等表現，毗盧佛有戴冠與不戴冠兩種形姿。龕壁多有「假使熱鐵輪，
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語題刻（圖 8、9）。

圖 8 大足寶頂菩薩堡三身佛

圖 9 安嶽石鼓鄉寶石庵三身佛

上述造像根據龕內格局分為三種形式，第一種，以大足寶頂菩薩堡、菩薩屋、
高坪玄頂村為例。龕內造像分上下兩層排布，上層為三身佛，下層為三護法神，
均作半身。玄頂村的造像略有不同，三身佛分別安置在三個淺圓龕內，下方造像
已毀，僅存龕跡。第二種，以大足板昌溝與安嶽毗盧溝、寶石庵三處為例。龕內
以三身佛為主，跏趺坐或半身形姿，無頭、身光等表現，毗盧佛有戴冠與不戴冠
兩種形姿。其中毗盧溝和寶石庵兩龕三尊兩側增加了世俗裝弟子或武士裝護法，
後者龕壁出現八身小佛，雕鑿於圓龕內。第三種，以寶頂小佛灣第 4 號龕與安嶽
毗盧洞第 2 窟為例（圖 10、11）
。比較奇特的是，二者以毗盧、柳本尊、釋迦為組
合的特殊「三身」造像，毗盧居中，左側安置柳本尊，右側為釋迦。寶頂小佛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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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正壁造像自上而下分為三部分：上面一派小佛為過去七佛。中部為毗盧、
柳本尊、釋迦三尊，三尊下部為不動明王，遊戲座狀，兜鍪鎧甲，右手執劍，左
右各三身鬼族眷屬。安嶽毗盧洞三尊皆趺坐，毗盧居中，左側柳本尊，右側釋迦，
三尊兩側各一身俗裝脅侍。

圖 10 寶頂小佛灣第 4 龕造像

圖 11 安嶽毗盧洞第 2 窟造像

(2) 華嚴三聖系列
華嚴三聖題材主要分佈於寶頂大佛灣周邊佛祖岩、松林坡、三塊碑、楊家坡、
廣大山、仁功山和安岳林鳳鎮塔坡、高升鎮大佛寺等。從目前所存造像情況看，
往往以毗盧、文殊、普賢三聖為主，單獨成龕。毗盧戴寶冠，一般頂有柳本尊坐
像，雙手結拱手式印。文殊與普賢脅侍左右，一般文殊執經冊、普賢執如意。三
聖有趺坐、半身和站立三種形姿。在龕壁多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
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語、「佛日光輝，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願文
或各類經名等題鐫，有的配有千佛或護法等造像（圖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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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大足寶頂佛祖岩華嚴三聖

圖 13 安岳林鳳鎮塔坡華嚴三聖

(3) 毗盧遮那佛系列
突出毗盧單尊性格的造像主要分佈在寶頂大佛灣、珠始山、龍頭山、岩灣、
安嶽茗山寺等處。毗盧形姿以趺坐（個別站立）或顯半身為主，有戴冠與不戴冠
者，戴冠者頂有柳本尊坐像，雙手結拱手式印。一般沒有文殊與普賢二脅侍，個
別配置了護法。

圖 14 寶頂大佛灣毗盧佛

圖 15 安嶽茗山寺毗盧佛

3.本尊系列造像
將教主形象納入造像體系是川渝趙智鳳派的一大特點。其中以宣揚柳本尊弘
道事蹟的造像為主，形式有「十煉圖」
、柳並脅侍或單尊。對柳本尊形象的塑造相
對固定，一般為：眇右眼、殘左耳、左臂不存，衣袖自然下垂至膝前，戴高裝巾
子、著交領袍服，跏趺坐姿，右手施說法印，頭冠處有毗盧化佛（圖 16）
。偶有被
發、著袈裟的特例。此外，疑似趙智鳳尊像也出現於寶頂大佛灣以及一些佛塔上，
以捲髮、著袈裟的僧侶形象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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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柳本尊形象

柳本尊「十煉」事蹟見於《柳傳》碑，十煉圖應該依據此碑並結合其他相
關柳本尊事蹟文本而創作。現遺存有 3 鋪，分別在寶頂小佛灣、大佛灣與安嶽
毗盧洞。
小佛灣十煉圖造於「毗盧庵」
（第 9 窟）內，窟內造像分為三組：正壁主尊毗
盧佛與左右兩壁四佛、四菩薩形成金剛界五佛與四菠蘿蜜菩薩主體格局；其次為
柳本尊十煉圖，左右壁各五，分而刻之；兩側壁下方分佈八大明王。十煉圖形式
簡練，圓龕式構圖，一圖一煉，每壁分三層佈局，上層一圖，中、下層各二圖。
左壁內容為「煉膝」
、
「舍臂」
、
「煉心」
、
「剜眼」
、
「立雪」
，右壁為「煉陰」
、
「割耳」、
「煉頂」
、「煉指」、「煉踝」。
大佛灣的十煉圖與小佛灣十煉圖相類，內容依然為金剛界五佛與四菠蘿蜜菩
薩、本尊十煉與十大明王三部分的組合（圖 17），佈局見下表：
金剛界五佛與四波羅蜜菩薩
一

三

五

七

九

柳

十

八

六

四

二

煉指

煉踝

割耳

煉頂

煉陰

本

煉膝

舍臂

煉心

剜眼

立雪

脅侍（10 身）

尊

脅侍（7 身）

十大明王

圖 17 寶頂大佛灣柳本尊十煉圖

安嶽毗盧洞十煉圖細節略有不同。畫面中央主尊為跏趺坐毗盧佛，兩側分上
下兩層分佈十煉內容，最下方六身脅侍，均作半身。龕左右壁分別配置二身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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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龕楣處為金剛界五佛。造像亦配置了十煉內容題記，文字較之寶頂圖略詳。
在柳本尊形象的處理上與寶頂一致，唯一區別在於此處本尊未有鬍鬚（圖 18）。
金剛界五佛
一

三

五

毗

六

四

二

煉指

煉踝

割耳

盧

煉心

剜眼

立雪

七

九

遮

十

八

煉頂

煉陰

那

煉膝

舍臂

武

力

士

士

脅侍（6 身）

力

武

士

士

圖 18 安嶽毗盧洞柳本尊十煉圖

除十煉圖外，還有表現柳本尊與脅侍及一些單體造像，如大足石刻博物館藏、
普聖廟和安嶽毗盧溝幾例。其中單體形象包括出現於毗盧佛冠上者（圖 19）
。上述
案例中柳本尊形象與寶頂十煉圖中主尊相同，除有髭鬚和無髭鬚之分外，其他沒
有什麼變化。
普聖廟第 6 龕內造像共 7 身，主尊為柳本尊，無髭鬚，其左側依次侍立奉臂
寶者、力士、武士，右側依次侍立奉耳寶者、力士、武士（圖 20）
。安嶽毗盧溝造
像共三身，即中間柳本尊與左右側奉臂、耳寶者。龕下方一浮雕塔，僅作一層，
塔身正面開圓淺龕，內跏趺坐一捲髮僧人，這個應是趙智鳳形象（圖 21）
。大足石
刻博物館現存兩身柳本尊圓雕像，均出土於聖壽寺。二者皆為固定的趺坐姿，造
作風格與大佛灣主尊一致（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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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毗盧佛冠上柳本尊像（安嶽華嚴洞）

圖 21 安岳毗盧溝柳本尊像（塔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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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大足普聖廟柳本尊及眷屬造像

圖 22 大足石刻博物館藏柳本尊像

疑似趙智鳳的形象沒有柳本尊典型，一些學者將寶頂石窟中多次出現的捲髮、
短鬚、著袈裟的僧侶形象比定為趙智鳳24，同時有持不同意見者認為此像應是柳本
尊25。不能一概說這些特殊的捲髮人物都是趙智鳳，但判定為柳本尊肯定有問題。
總觀趙智鳳派造像，儘管在十煉圖及上文所述三身佛組合中出現柳本尊被捲髮的
個例，但戴高裝巾子的居士裝扮是其固定的供奉形象。再則，同一造像體系中出
現兩種不同形姿的本尊形象，有意製造一種混亂在邏輯上似乎難以講得通。
楊家駱《大足寶頂區石刻記略》、吳顯齊《大足石刻考察團日記》、朱錦江《從中國造像史觀研
究大足石刻》
，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究》
，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年，第 25-27 頁、31-35 頁、98-101 頁；鄧之金《大足寶頂大佛灣「六耗圖」調查》
，《四川文物》
1996 年第 1 期，第 23-32 頁。楊雄《大足寶頂捲髮人造像的佛教意義》
，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5
年第 1 期，第 28-31 頁。
25
王家祐《柳本尊與密教》
，前揭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究》
，168-174 頁；李正心
《寶頂山有趙智鳳自造像嗎》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研究文集》
，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3 年，第 200-206 頁；王天祥、李琦《建構轉述與重釋趙智鳳形象考釋》
，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8 年第 9 期，第 111-118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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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智鳳在對柳本尊形象的處理上，雖保持了其凡俗形貌，但在尊格上已完全
視為佛的化身，置於等同於佛的崇高地位。趙以示教主身份，也將自身形象安置
於道場中。不過沒有像奉祀柳一樣置於主尊地位，而是很隱晦地穿插在一些經變、
千佛或其他造像中。在形象的塑造上趙智鳳以捲髮、絡腮胡、著袈裟的行化僧貌
為特徵，類似的形象僅寶頂石窟就有數十處。有的場景中趙智鳳的身份是相對清
晰的，如小佛灣法身塔、大佛灣地獄變、涅槃變等造像中的形象。但更多地方卻
是模糊的、雙重的。如六道輪回、廣大寶樓閣、鎖六耗以及一些千佛等造像中的
捲髮僧形象，這些嚴格意義上不能說是趙智鳳，其角色另有所指。但是趙智鳳有
意將這些本應該是佛或其他確指形象以類似自己的形象替代之，似在暗示自己與
這些尊神地位的等同，甚或意欲表達「亦己亦佛亦僧」的多重意涵。在自我人格
的認同上，不排除趙智鳳以佛的化身或是柳本尊再世自居，如此自可隨意化現，
這或是捲髮僧形象自由出現於各類造像空間的原因之一。
疑似趙智鳳像多與佛塔結合出現，如寶頂小佛灣經目塔一層正面圓龕內形象，
趺坐，定印，捲髮、絡腮鬚，著袈裟。龕內兩側分別題刻「六代祖師傳密印，十
方諸佛露家風」，「大願引持如鐵石，虛名委棄若埃塵」偈頌，龕外左右分別側題
刻「正法□□」與「涅槃□□」以及諸多經名（圖23）
。大佛灣地獄變中，立於法身塔
前捲髮、翹鬚，著袈裟者，左手執經冊，右手上指。身左右側分別題有「天堂也
廣，地獄也闊；不信佛言，且奈心苦」與「吾道苦中求樂，眾生樂中求苦」警語，
頭上方題「假使」偈（圖24）
。還有上文所提安嶽毗盧溝柳本尊造像下方本尊塔以
及安嶽茗山寺殘塔上形象等。趙智鳳像與塔的結合體現了一定的法身思想觀，這
一點與趙智鳳派主奉毗盧遮那佛的旨意契合。

圖23 寶頂小佛灣經目塔疑似趙智鳳形象

圖24 寶頂大佛灣地獄變疑似趙智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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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趙智鳳派」造像作風
整體而言，趙智鳳派造像體系內容與作風既與傳統造像密切關聯，又有着明
顯的差異。下文試圖從造像形式、內容構成、銘文題刻等方面的綜合分析中探討
趙智鳳是如何建立起具有「自家樣式」的造像體系的。

（一）形式
1.窟龕形制
趙智鳳派造像最明顯的特徵首先是從窟龕形制的變化開始的，總體而言分為
窟、龕和摩崖三種形式，開窟很少，以淺龕和摩崖居多。趙智鳳派造像在窟龕形
制上可分為龕和窟兩類，其中以龕為主，窟只有幾例。具有開創意義的是，趙智
鳳時期摒棄了以往石窟寺凡像有龕、凡龕必正的鐫造模式。在窟龕形制的處理上，
突破規整之局限，直接循崖壁走勢造像，變化多樣，一如寶頂大佛灣形成連綿起
伏、蜿蜒回蕩之勢。
龕的形制有方、圓、不規則三種，進深較淺。方形龕為單層，頂略弧，平面
近似半圓。在整體設計上追求簡潔大方，不注重龕楣、龕沿的刻意修飾，有時甚
至不做規整處理，保留崖壁自然的凹凸（圖 25、26）
。龕的高寬、深淺由內部造像
的體量決定，大小夠容諸像佈局足矣。趙智鳳時期的造像追求大體量，諸多趺坐
或半身尊像高達四、五米，規模超過本地區前期大部分造像。圓形龕，有學者稱
之「月輪龕」
，龕形為正圓，比較淺，形式上堪稱身光與龕的巧妙結合。主要見於
千佛或佛塔上等單體佛尊的表現（圖 27）。

圖 25 大佛灣觀經變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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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寶頂仁功山造像龕

圖 27 大佛灣第 14 窟外壁圓龕

石窟主要有大足寶頂毗盧道場（第 14 窟）
（圖 27）
、圓覺洞（第 29 窟）
、陳家
岩圓覺洞及安嶽華嚴洞等。毗盧道場窟由窟門、主室兩部分構成。窟門方形，主
室平頂，平面半圓形。其餘窟形制均平頂方形窟，寶頂圓覺洞由甬道和主室構成
（圖 28），安嶽華嚴洞與陳家岩圓覺洞為敞口平頂方形窟，不設甬道。

圖 27

寶頂毗盧道場窟平面示意圖

圖 28

寶頂圓覺洞平面示意圖

2.尊像樣式
造像革新主要體現在一下幾方面：
其一，半身尊像。造立大量半身式佛、菩薩等尊像，在有限空間即增加了造
像的分量感，又起到以少勝多的表達效果。佛教中針對于一些諸如天王、地神、
龍王、伎樂天等可以半身表現之，然而鮮有造立半身佛或菩薩尊像者，此乃最大
忌諱。《優婆塞戒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三雲:「不應造作半身佛像，若有形象身
不具足，當密覆藏，勸人令治，治已具足，然後顯示。」26因之，傳統佛教造像中
26

《大正藏》第 24 册，第 1051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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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難見到半身佛像的。不過除佛菩薩外，以半身形式去表現主尊倒是早有案例，
如印度象島石窟存有 7-8 世紀濕婆像，為三面胸像（圖 29）
。在川渝地區有四川綿
陽游仙區魏城鎮北山院摩崖造像第 10 龕，內容為「地藏十王地獄變」，其中十王
作半身形象（圖 30），據考證此龕造像年代在五代至北宋時期27。另有前蜀王建墓
中抬棺力士之半身像等。趙智鳳時期造作半身佛像是否由此受到啟發，不好斷定，
但不得不說這是石窟藝術中之一大個案，實屬少有。

圖 29 印度象島石窟濕婆半身像（7-8 世紀）

圖 30 綿陽北山院第 10 龕十王半身像（10 世紀）

其二，省略弟子。在主尊與脅侍的空間佈局上，不依照傳統窟龕中一佛、二
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等格局次第部位，基本的做法是，以佛與菩薩的
三尊組合為主，個別有配置護法情況。比較突出的一點是，整個趙智鳳派造像體
系中佛尊脅侍沒有弟子身影出現，即使在寶頂第 11 龕表現涅槃的場景中亦省略了
弟子。
其三，寫實意韻。佛或菩薩在形態狀貌上加重了世俗氣息與寫實意韻，摒棄
了川渝地區兩宋石窟造像圓融清雋、俊俏莊嚴的南方秀麗之風（圖 31）
，繼而變得
更加飽滿豐潤、恢宏博大，頗有盛唐復古氣勢（圖 32）
。在動態上或微傾、或斜依、
或平視、或側目，自如舒展，閒情安逸，一反傳統造像中古板威嚴的「正襟危坐」
之姿。佛衣採用類似犍陀羅時期比較寫實的表現手法，渾圓流暢、疏密有間的衣
褶流露出材料柔軟厚重、自然下垂的質地。與川東地區兩宋時期其他造像中衣紋
棱角突出、扁平貼體、寫實感不強的做法形式相異。

27

于春、王婷《绵阳龛窟》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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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北山執玉印菩薩（南宋）

圖 32 安岳華嚴洞圓覺菩薩

另外，出現在經變中的世俗裝人物形象的表現，形象上被完全當地語系化、
時代化、現實化，雖在表達宗教的意義，卻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如「十恩圖」
中夫婦佛前求子嗣、母親臨產、精心育兒等情景典型是宋代當地百姓生活的縮影
（圖 33）。地獄變中女人倒扣竹籠養雞的方式是川渝地區民間最常見的做法（圖
34）
，就是今天農村還保留這種習慣。宗教場景的世俗化拉近了與現世生活的距離，
從而更加貼近大眾的信仰心理。

圖 33

大佛灣第 15 龕十恩圖局部

圖 34

大佛灣第 20 龕養雞女

其四，崇尚簡約。除了窟龕簡潔樸素的設計外，造像捨棄了傳統造像中的頭
光與身光紋飾（除了個別如安岳華嚴洞等主尊出現帶圓形頭光外）
，龕壁往往鑿出
凹凸不平的岩石狀或雲水狀紋，與造像的細膩形成明顯對比（圖 35）
。
菩薩除了透雕式化佛冠外，身飾簡潔，瓔珞大部隱藏於袈裟之下。部分佛菩
薩有蓮座外，多趺坐於方形佛床，不加任何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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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頂圓覺洞南壁造像

其五，毗盧形姿。毗盧佛有螺發與戴冠兩種形象。螺發者比較突出的特徵是
頭部渾圓，沒有明顯凸起的肉髻（圖 36）
，與大足南宋時期傳統佛像肉髻略凸的樣
式有別（圖 37）
。戴冠者獨特處在於冠內多有柳本尊像，毗盧固定為左手抱右拳式
的印相（圖 38）
，與石篆山、妙高山、多寶塔等所存毗盧佛以左手握右手食指結印
不同（圖 39）。該印相不見於傳統佛典及圖像中，應屬趙智鳳派獨創。

圖 36 寶頂小佛灣第 4 號毗盧庵主尊

圖 37 大足多寶塔第 119 龕主尊（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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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安岳華嚴洞毗盧佛

圖 39 妙高山第 3 龕毗盧佛（南宋）

其六，千佛的塑造打破了慣常圖像中相同姿態不斷重複、整齊劃一的「圖案」
模式，而是千姿百態，形色各異。以聖壽寺本尊殿千佛為例，均造於圓形龕內，
其中夾雜有不少卷髮形象人物。佛的形姿幾無重複，或禪定、或說法、或趺坐、
或斜臥、或抱膝、或昂首、或回眸、或持物……更有打鼓、吹笛、拍板、擊缽等
奏樂狀者（圖 40）。

圖 40 寶頂小佛灣本尊殿千佛

（二）內容
從上文介紹可知，除了反映本尊教主的一系列造像純屬教派自創外，許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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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傳統的題材均經過了「改創」。其做法是：對已有的傳統圖式進行內容的刪減、
增補或重組；或依據一些經典、偈頌、變文、齋儀等旨意加以新創。這在一些經
變的製作上表現得最為典型。
如「大方便佛報恩經變」以巨大的釋迦半身說法像為中心，左右及上下佈局
了釋迦因地行孝、報恩故事。畫面內容不只出自《報恩經》
，還有其他經文。其中
涉及《報恩經》的內容僅有《序品》
、
《孝養品》
、
《對治品》
、
《論議品》
、
《惡友品》
，
其餘來自《賢愚經·摩訶薩埵以身施虎品》
、
《雜寶藏經·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
、
《大
般涅槃經·聖行品》、《睒子經》、《淨飯王涅槃經》及流行於民間的《如來廣孝十種
報恩道場儀》等。畫面以下方主尊左右六道謗佛不孝與釋迦擔父王棺兩大場面最
為突出，通過意義上的極大反差，強調了釋迦之「大孝」精神。
「觀經變」
，捨棄了傳統圖式以大型說法圖場景為主體畫面的表現形式，僅選
取九組「西方三聖」圖表現了「九品往生」情景。畫面兩側例「十六觀」內容，
每「觀」均有題記及五言四句的頌詞，其中觀想主角韋提希夫人被各色人眾替代。
畫面中的兩則阿彌陀佛頌文，旨在勸告世人念誦奉持。
「父母恩重經變」，分三段式表現，上部七佛，中間「十恩圖」，下部右側罪
報畫面。其中「十恩圖」 是畫面主體，以寫實的手法刻畫了父母育兒的艱難歷程。
該鋪經變來自《父母恩重經》、《父母恩難報經》以及流播於民間的《十恩德贊》、
慈覺禪師宗賾「孝行」偈頌等，旨在強調父母恩德，以教行孝之道。整體圖式為
趙智鳳時期所獨創，與敦煌莫高窟、甘肅省博物館藏（北宋淳化二年）等同類經
變明顯不同（圖 34）28。

圖 34 寶頂第 15 龕父母恩重變

孫修身《大足寶頂與敦煌莫高窟佛說父母恩重經變相的比較研究》
，
《敦煌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第 57-68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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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十王地獄變」
，主要依據《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和《大方廣佛華
嚴十惡品經》而造，另外涉及《華鮮經》、《護口經》、《出曜經》及《地藏菩薩十
齋日》等內容。其中最為生動者屬十八種不同的地獄場景，佔據了三分之二多畫
面（圖 35）
。宋代以來地藏與十王造像在川渝地區比較流行，而配置以如此宏大的
地獄惡報場景實屬罕見。

圖 35 寶頂地藏十王地獄經變

上述每鋪經變，內容不僅限於一部經，多是幾部經乃至與變文等的組合。從
圖像結構而言，突破傳統經變圍繞大型說法場景佈局畫面的陳規，造像的配置完
全為表達整鋪經變主題思想服務，不重複、不雷同，一鋪經變一種樣式。當然，
類似的創改並非體現在所有的經變上，如「華嚴變」、「廣大寶樓閣變」等基本依
據一部經典而造。

（三）題記
據統計，僅寶頂大佛灣石窟題記多達 218 則，13000 餘言29。如上述「報恩變」
題記 22 則，存 3223 字；
「父母恩重變」題記 19 則，存 1053 字；「觀經變」題記
29 則，存 2704 字；「地藏十王地獄變」題記 5 則，存 2770 字30。這些題記內容涉
及經文、偈語、贊詞、題名等，除來自正統藏經外，雜糅了一些流行於民間的道
場儀文、俗講等，許多內容藏經並未收錄，是難得的藏外佛教文獻。
這些題記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其中夾雜了不少俗字（圖 36）
。據陳明光先生整
理，僅在寶頂石窟寺及其周邊造像的銘文中發現各類俗字 118 個31。這些字大多數
29
30
31

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銘文錄》，第 92-93 頁。
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銘文錄》，第 98-133 頁。
陳明光《「異體字」與簡化字對照辨識表》
，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銘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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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歷史時期所流傳，有籍可查。還有若干字不見於早期各類典籍以及諸如《幹
祿字書》
、
《龍龕手鏡》
、
《漢語大字典》等文字類工具書。這樣的字約有六十多個，
陳明光等一些學者認為是趙智鳳「自造字」（此說有待商榷）。

圖 36 寶頂地藏十王地獄經變題記中俗字

雖然有如此豐繁的題記，但是其中沒有一則是關於造作年代、供養人、工匠
等方面的內容。唯一看到的是在小佛灣「釋迦舍利寶塔禁中應現之圖」的相關題
記中間接透露了「紹定四年」的一個時間信息32。兩宋時期大足與安嶽活動者以伏、
文二氏家族為主的營窟工匠團隊，每造一像、一龕均留下他們的大名與造作時間，
這在當時幾乎已是慣例。趙智鳳主導下的造像沒有這些信息，有意如此，恐是隱
含着教派的某種特殊目的。
綜上所述，趙智鳳派一系造像作為石窟藝術中的一種新樣式，南宋時期在趙
智鳳的組織下首先在大足寶頂誕生，然後拓展至周邊。出於研究之便，本稿將這
種造像樣式暫稱之為「大足樣式」
。大足樣式的出現不僅引起地方石窟造像風格的
轉變，同時也為中國石窟藝術增添了一頁新的篇章。

五、餘論
趙智鳳派是唐宋時期在川渝地區出現的一個植根於民間，具有世俗性、庶民
性與本土性的佛教組織。因其史實無載，真相不明，一直以來充滿了「神秘」色

第 486-496 頁。
32
題記曰：
「釋迦如來涅槃至辛卯紹定/四年得二千乙百八十二年。」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等《大足石刻銘文錄》
，第 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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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現有的認識基本建立在遺存於世的數座石窟寺造像和約二萬字的銘文題記，
這些銘文內容多為與造像有關的經文、偈語、齋儀等，幾無涉教派事蹟。因而今
天除了一些帶有爭議的推斷性結論外，仍沒有對其弘教歷史、法系傳承、教派組
織、造像意涵等理出明晰的脈絡和做出更有力的解釋。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南宋時期趙智鳳派在川東一帶的興起，帶來兩大重
要變化：
其一，從宗教意義而言，引起區域佛教信仰格局的歷史性轉變。
大足本合州巴川縣地，乾元二年（759）始置縣，隸屬昌州33。或許與此有關，
境內佛教造像活動的興起相對較晚。儘管初唐永徽間（650-655）有了尖山子龕像
的開鑿，但規模性的造作則始於晚唐。唐光啟元年（885）昌州治徙置大足，帶動
了佛教在當地的傳播與發展。胡密撰《韋君靖碑》記載：景福元年（892）州刺史
韋君靖在北山築「永昌寨」，並於寨西（佛灣）舍祿俸「以建浮圖」。是為大足興
起開龕造像之肇始。之後乾寧間（894-898）
，昌州新任刺史王宗靖、都典座僧明悟、
僧尼惠志以及本地道俗信眾紛紛於北山造像。自此曆兩蜀、北宋、南宋諸朝之續
鐫，窟龕近三百座，成為境內窟龕最多、香火最旺的佛教聖地。
宋代以來，大足石窟造像進入鼎盛期。除北山外，境內各地也湧現出數十處
大小不等的佛窟。這一時期發生的一個明顯變化是，佛教之外開始有了道、儒題
材造像。如石篆山、石門山、妙高山、峰山寺等石窟出現三教或釋道合祀的造像，
同時也有了專奉道教的南山、舒成岩等石窟寺，一改過去佛教獨秀之局面。不過
從龕窟造像的總量而言，佛教題材還是佔據大多數，仍延續了其在民間信仰中的
主導地位。
南宋孝宗淳熙以來，隨著寶頂聖壽寺的創建，該派在趙智鳳的弘揚下聲勢日
著，很快贏得民間信眾的大力推崇與供奉，相繼有了大佛灣以及周邊石窟寺的開
鑿。正當寶頂鐫像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大足境內的其他包括釋、道、儒造
像活動都悄然停止了，除了一些零星的補塑、裝繪性活動外，新鐫窟龕鳳毛麟角34。
此時北山在完成轉輪經藏窟（1146 年竣工）以及多寶塔的建修（1155 年竣工）之
後，也基本結束了持續 250 餘年的造像活動。
這一局面的轉變不能不說與趙智鳳派在川東的興起有著直接的關聯。可以想
見，趙智鳳作為教主，對於信眾而言有著極大的感召力，其威望堪比今天藏傳佛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地理志》（卷四十二）
，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1092 頁。
據陳明光先生考證，大足靈岩寺石窟雕鑿於光宗紹熙四年（1193）
，如若無誤，此乃寶頂石窟建
造時期大足境內所開唯一一處有造像記的石窟了。參陳明光《大足石刻檔案（資料）
》
，重慶：重慶
出版社，2012 年，第 62-63 頁。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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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的活佛。而其以孝道和報應思想為重的教義理念更加貼近世俗大眾的實際生
活和現實訴求。由此吸引了更多的道俗民眾湧向寶頂，將其作為自己精神家園與
信仰歸宿，最終鑄就寶頂幾與峨眉並譽之盛況。昌州歷來的佛教中心此時由北山
轉移至寶頂，過去以個人或集體施資開龕造像為主的模式被教派主導的大型造像
活動所替代。對於信眾而言這種變化所折射的不單是一種供養方式的變革，更有
信仰理念的轉變。
其二，從石窟造像而言，創生了一種有別於傳統的「大足樣式」。
大足與安嶽作為川東地區佛教造像中心地，唐宋石窟有百餘處，從風格而言
均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閻文儒先生當年評價大足北山造像時認為：
「這一時期（唐
宋）的造像形態，不象盛唐時代那樣豐厚肥腴，但更加圓潤和諧，更接近現實人
的生活。」35從時間點上而言，北山造像活動的結束與寶頂造像活動的開始幾乎同
步，間隔不過二十年左右的樣子。按理說北山以及周邊其他石窟豐富的造像內容
與經典的製作案例為寶頂提供了理想的範本，並且宋代以來在北山、石篆山等地
鐫龕造像的伏、文氏兩大以家族成員為主的工匠團隊仍然活躍於本地，這些可以
說為趙智鳳開創寶頂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
然而事實是，寶頂石窟造像以一副新異的模樣呈現於眼前，不但很少去繼承
本地已有的造像模式，而且大有「顛覆」之勢。雖然諸多題材常見，亦有經典依
據，但新奇的作風既與伏、文二家之樣大相徑庭，也無現成範本可資比對。面對
此問題，困惑學界的是：何以摒棄本土模式而建立起新樣式的？這個所謂的「大
足樣式」究竟有無現成粉本？若有，出自哪裡？若無，由誰創造？為此羅世平先
生提出三點設想：
「一是大足石窟中的存例；二是成都寺院的圖本；三是工匠傳承
的圖樣。」36循此方案去探尋，會有一些收穫，比如本尊教造像中的千手觀音、孔
雀明王、地藏十王、三身佛等在宋代川渝地區是比較流行的題材，大足北山、石
篆山、多寶塔等窟龕中有不少存例，不能否認趙智鳳派在這些造像的製作中存在
借鑒了前者的事實，但是二者在形式上的明顯差異說明這種借鑒是很有限的。這
些造像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傳統石窟中沒有的造像。
趙智鳳派作為一個佛教團體，其神秘面紗下的容姿以及曇花一現式的命運留
給今天的學界無限的疑問和探索空間。尤為可貴的是其遺存於世的一系列造像，
為研究中國晚期石窟藝術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案例。

閻文儒《大足龍崗山石窟》，
《四川文物》1986 年 S1 期，第 31-41 頁。
羅世平《問學大足石刻》
，秦臻《佛像、圖像與遺產——美術考古與大足學研究》，重慶：重慶
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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