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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及其理論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教授
張文良

摘 要
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是印度佛教中的「如來藏」思想和「緣起」思想在中國
佛教背景下相融合的結果。在印度佛教中，
「如來藏」主要是修行論概念，指眾生
位的如來法身，是眾生修行成佛的根據和內在動因，此說原本與「緣起」說沒有
直接關聯。在「如來藏」思想傳到中國之後，經由淨影寺慧遠等人的重新闡釋，
「如
來藏」概念與「緣起」說聯繫在一起，並通過「依持—緣起」說，借助阿賴耶識
概念形成了「真識緣起」、「佛性緣起」等思想。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建立在「如
來藏」一元論的基礎之上，以「理事無礙」為核心內涵。法藏通過確立如來藏緣
起說，明確了「如來藏緣起」與法相唯識宗的「阿賴耶識緣起」之間的區分，直
接啟發了華嚴宗四祖澄觀提出的「法相宗—法性宗」說。
「性相分離」還是「性相
不二」遂成為後來中國佛教界思考「緣起」思想問題時重要的概念範式。
關鍵詞：如來藏緣起、阿賴耶識緣起、法藏、淨影寺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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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說是原始佛教以來佛教最重要的教義之一。說起緣起說，人們耳熟能詳
的是「十二支緣起」
，即以無明為起點來說明人的生來病死的緣起緣滅。而隨著大
乘佛教的興起，緣起說呈現出多樣化的理論形態，如真如緣起、阿賴耶識緣起、
如來藏緣起、法界緣起等。其中，如來藏緣起最早由中國華嚴宗祖師法藏系統地
提出，並對後來的中國佛教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如來藏」思想是印度大乘佛教
中的重要思想流派，其代表性經論包括《如來藏經》、《勝鬘經》、《不增不減經》、
《寶性論》等所謂「三經一論」，也包括《涅槃經》、《楞嚴經》
、《佛性論》、《大乘
法界無差別論》等經論。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在思想上應該分為中觀學派、瑜伽
行派和如來藏思想，如來藏思想是大乘佛教思想中相對獨立的一個流派。在如來
藏思想傳入中國之後，經過南北朝和隋唐中國佛教思想家的吸收、改造，成為中
國佛教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其顯著標誌就是「如來藏」說與「緣起」說相結合
而出現如來藏緣起思想。以下，以如來藏概念的傳入到法藏的「如來藏緣起」思
想的形成為線索，對如來藏緣起思想出現的思想史背景及其理論意義略作探討。

一、如來藏概念的原始含義
一般認為，如來藏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勝鬘經》、《如來藏經》中的隱覆法身
說，在《涅槃經》中，
「如來藏」與「佛性」並用，兩者成為同義語。但無論從語
源上看，還是從經典中的用法看，二者之間都有微妙的差異。從梵文的原語看，
與 「 如 來 藏 」 相 對 應 的 是 「 tathāgata-garbha 」， 而 與 「 佛 性 」 相 對 應 的 則 是
「Buddha-dhātu」
。1佛性，如《涅槃經》中所示，有所謂「正因佛性」
、
「了因佛性」
等就眾生「因位」而談的「佛性」
，也有佛的「十力」
、
「四無畏」
、
「三十二相」
、
「八
十種好」等就佛「果位」而談的「佛性」。前者相當於修行論意義上的「佛性」，
而後者相當於境界論意義上的「佛性」
。
「如來藏」
，在《寶性論》中被稱為「有垢
真如」
（samalā-tathatā）
，即被煩惱所覆蓋的真如；而「無垢真如」
（samalā-tathatā）
則是佛位轉依之相，又譯為「如來法身」。可見，與「佛性」兼具眾生之性、佛之
性不同，至少在《寶性論》中，「如來藏」是專就「眾生」位而言的。
除了「Buddha-dhātu」和「tathāgata-garbha」
，還有另一個與「佛性」
、
「如來藏」
有密切關係的梵文詞「tathāgata-gotra」
。
「tathāgata-gotra」通常被譯為「佛種」
、
「佛
種性」
、「佛性」
、「如來種性」，主要出現于《六十華嚴》的「如來性起品」、《八十
華嚴》的「如來出現品」和《如來興顯經》
。2「佛種」概念與「如來藏」概念之間
1

關於《涅槃經》和如來藏系經論中的「佛性」「如來藏」概念的梵文對應詞，日本學者有諸多研
究。如水谷幸正：
《关于佛性》
（「仏性について」
）、
《佛教大学研究纪要》第 31 号。
2
《六十華嚴》
「光明名持佛性如來大智」
（《大正藏》第 9 冊，613 頁下）
、
「開發示現如來種性」
（629
頁下）
、
《八十華嚴》
「大智光明持佛種性」
（《大正藏》第 10 冊，264 頁中）
、
「示現如來種性」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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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見之於《如來藏經》
。在佛陀跋陀羅所譯《大方等如來藏經》中，關於「如
來藏」的九個譬喻中有「貧女中貴子」譬喻（不空譯《大方廣如來藏經》此喻名
為「孤獨女中轉輪王」），以貧女中所懷的轉輪王譬喻「如來藏」。在《大智度論》
中雖然沒有出現「如來藏」之名，但也以引《寶頂經》的方式，表達了轉輪聖王
即使處於胎中也高於阿羅漢、辟支佛的說法3，換言之，初發心的菩薩即使處於煩
惱藏之中也高於聲聞乘和辟支佛。一般認為「如來藏」概念源自原始佛教的「心
性本淨」說，但實際上，「佛種」的觀念也是「如來藏」概念的重要思想源頭。
關於「如來藏」的內涵，最經典的說法是《勝鬘經》中的空、不空如來藏之
說：
「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
脫不異不思議佛法。」4其中，
「空如來藏」表明「如來藏」與煩惱之間的異質性，
煩惱是生滅法、有為法，而「如來藏」則是不生不滅法、無為法。「不空如來藏」
則是指如來藏具有無量功德，亦即表明眾生與佛本質上是一體的，兩者之間具有
同質性。《勝鬘經》的這一立場被《寶性論》所繼承。《寶性論》在解釋《大乘阿
毗達摩經》的「無始世來性，作諸法依止。依性有諸道，及證涅槃果」5時，引用
了《勝鬘經》的經文加以解釋。如關於「依性有諸道」，引用了《勝鬘經》的「世
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世尊！有如來藏，故說生死」6；又如關於「及證涅槃果」，
引用《勝鬘經》的「依如來藏故證涅槃……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
求涅槃」7。可見，
「如來藏」與眾生的「生死」與「涅槃」皆有密切關係，這可以
說是後來的如來藏緣起思想的源頭。
但《勝鬘經》沒有對「如來藏」與「生死」、「涅槃」之間的關係作出詳細解
說。如《勝鬘經》云：
「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
8
所染，亦難了知。」 也就是說，作為「如來藏」同義語的自性清淨心在本質上是
清淨的，而煩惱則是染污的存在，這兩種性質相反的存在如何能夠結合在一起（彼
心為煩惱所染）
，確實是難以解釋清楚的事情。這一理論難題，恰恰也是後來的如
來藏緣起說面臨的重大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
《勝鬘經》雖然說「有如來藏故說生死」
、
「依如來藏故證涅槃」，
但如來藏與生死、涅槃之間並不是生成和被生成的關係，也就是說，並不是由「如
來藏」派生出或顯現出生死和涅槃。從如來藏到生死、涅槃，不是時間性的緣起
頁中）。
《如來興顯經》
「聖明之種性」
（《大正藏》第 10 冊，613 頁上）
。
3
《大正藏》第 25 冊，267 頁上。
4
《大正藏》第 31 冊，221 頁下。
5
《大正藏》第 31 冊，839 頁上。
6
《大正藏》第 31 冊，222 頁中。
7
《大正藏》第 31 冊，222 頁中。
8
《大正藏》第 12 冊，222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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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以，《勝鬘經》是就「如來藏」（意味著眾生與佛、生死與涅槃本質上是
一體的）而「說」生死和涅槃。如果不能如實了知眾生與佛之間的這種一體性，
就是迷妄的眾生，是生死的世界；如果如實了知這種一體性，就是覺悟者，就是
涅槃的境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勝鬘經》不說依「如來藏」而「有」生死，而
是依「如來藏」而「說」生死。更明確的說法是：「生死者，此二法是如來藏。世
間言說故，有死有生……非如來藏有生有死。」9生死和「如來藏」並不是截然分
開的兩種存在，生死身在本質上與如來法身是一體的，而凡夫眾生體認不到這種
一體性，所以就「世間言說」即世俗諦而言，有生有死，而「如來藏」本身並沒
有生死。
可見，
「如來藏」原本並不是一個緣起論的概念，而是一個修行論的概念。
《勝
10
鬘經》談到「如來藏」內涵時，強調「無如來藏，不得厭苦，樂求涅槃」 ，即眾
生之所以能夠厭離痛苦、追求涅槃，根本動因就是眾生皆有「如來藏」
。大乘佛教
的《般若經》等經典講萬法皆無自性，本質上是「空」的。但如果不能正確理解
「空」的內涵，而把「空」理解為否定一切事物實在性的「斷滅空」
，就陷入虛無
主義。而從「斷滅空」的立場看待佛教，那麼佛教的涅槃、覺悟、成佛也是虛無
的。這顯然是不符合佛教教義的。宣揚「佛性」
「如來藏」教義的經論的出現，某
種意義上就是對治這種「斷滅空」傾向，為眾生指出修行目標（成佛）
、修行根據
和修行動因（佛性、如來藏）。
「如來藏」概念的內涵，在中期瑜伽行派的《楞伽經》中發生了變化，即「如
來藏」被視為諸法之因。如《楞伽經》有如下說法：
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11
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故，能作六道生死因緣。12
大慧！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13
如《勝鬘經》所說，「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即「如來藏」與
煩惱法是異質的存在，它不可能成為「不善」法存在的根據。按照《大乘密嚴經》
的說法，「阿賴耶識恆與一切染淨之法而作所依」，即「阿賴耶識」才是一切染法
和淨法存在的根據。
「阿賴耶識」作為種子識，儲藏著累劫以來的善惡種子，在因
緣具足時就得以現行，從而有染法和淨法的現出。
「阿賴耶識」與染淨之法之間確
9

《大正藏》第 31 冊，222 頁中。
《大正藏》第 31 冊，222 頁中。
11
《四卷楞伽經》，
《大正藏》第 16 冊，510 頁中。
12
《十卷楞伽經》，
《大正藏》第 16 冊，556 頁中。
13
《七卷楞伽經》，
《大正藏》第 16 冊，619 頁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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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時間性的緣起關係，而「如來藏」本身是無為法、不生不滅法，與生滅法之
間沒有生成和被生成的關係。
《楞伽經》之所以將「如來藏」視為「善不善之因」，
是因為這裡的「如來藏」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即在吸收「阿賴耶識」內涵的
基礎上，變成「藏識」、「如來藏識」，如《楞伽經》云：「如來之藏，為彼無始惡
習所熏，名為識藏，生無明地。」
、
「說如來藏以為藏識，第七妄心，名業相識。」
本來，
「如來藏」作為不生不滅法，是不受熏習的，而只有「阿賴耶識」才受熏習。
這裡的「如來藏」因為受熏習，因而具有了「第八識」或「種子識」的功能。這
可以說是「如來藏」概念內涵的極大變化，也成為後來的「如來藏緣起」思想的
重要思想來源。

二、《大乘起信論》與《大乘止觀法門》中的「如來藏」
如上所述，《楞伽經》中的「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結合在一起，使「如來
藏」概念具有了全新的內涵。隋代著名佛教思想家，著有《大乘起信論義疏》的
淨影寺慧遠曾明確地說，
《起信論》的思想是對《楞伽經》思想的闡釋。那麼，
《大
乘起信論》14與《楞伽經》在思想上的關係體現在哪裡呢？關於「如來藏」與「阿
梨耶識」之間關係的論述應該將兩者聯繫起來的重要部分。
《起信論》的「心生滅門」中，同時言及「如來藏」與「阿梨耶識」，《起信
論》的心生滅門開頭部分云：
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
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15
這部分內容是《起信論》緣起說的核心，特別是考察《起信論》如何界定「如
來藏」與「阿梨耶識」的關係時，正確解讀這段引文顯得尤其重要。值得注意的
是，在討論心生滅時，
《起信論》對「阿梨耶識」做了詳細的、獨特的規定，而對
「如來藏」則沒有給出任何定義性的說明。為了把握《起信論》關於「如來藏」
的立場，我們需要分析在《起信論》中出現的其他「如來藏」的用例。令人意外
的是，雖然這是一個基礎性的、重要的概念，但《起信論》中的「如來藏」用例
很少。以下是典型用例之一：

14

現在關於《大乘起信論》的研究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關於其是否是中國撰述典籍，最近的日
本學者大竹晋也有最新的研究（參見大竹晋『大乗起信論成立の研究』
、国書出版社、2017 年）
。
總的來看，從其內容看，將其視為中國撰述似乎更具合理性。
15
《大正藏》第 32 冊，576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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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徳故。16
這一用例出現於「立義分」從體相用三個方面解說「摩訶衍」內涵的「相大」
部分。《起信論》在這裡是要表明，「一切皆空」並不意味著空無所有，相反，它
意味著包含一切殊勝功徳。再看下面的用例：
（如來之藏）以唯依真如之義說故。17
這段文字出現於解釋分的「對治邪執」段，糾正那種認為如來藏中有有為法
的差別的誤解。離言絕相的真如通過語言表達出來就是「如來藏」，故「如來藏」
與作為一切諸法的有為法沒有關係。與此內涵大致相同的是下面的用例：
如來藏無有前際……如來藏無有後際。18
有人聽到「依如來藏而有生死」的說法，就誤認為眾生有始、涅槃有終。這
段話就是針對這種誤解而言的。從這些用例可以看出，《起信論》中的「如來藏」
是介於超言絕相的真如與現實存在的諸法之間的概念。
在《起信論》中，阿梨耶識的用例極少。除了前面的用例以外，只有以下的用例：
以依阿梨耶識，說有無明。19
這裡也用了「依～而有～」的論法。關於有生有滅的有為法的存在原因，
《起
信論》一貫用「無明」的原理加以說明。具體的用例如下：
①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20
②一切法皆從心起，以生妄念，一切分別分別自心也。21
可見，不是「如來藏」本身能生一切染法，而是「無明」在現實中作為妄念
而作用讓人生出有為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述「如來藏」時，
《起信論》從來沒
有用「生一切法」的論法。
16
17
18
19
20
21

《大正藏》第 32 冊，575 頁下。
《大正藏》第 32 冊，580 頁上。
同上。
《大正藏》第 32 冊，577 頁中。
《大正藏》第 32 冊，577 頁上。
《大正藏》第 32 冊，577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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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信論》以眾生心為根據，從「心真如」與「心生滅」兩個視角對其進行
考察，其根本意圖是說明眾生由凡入聖的機制。在此之際，眾生與真如的本來同
一性被界定為「如來藏」
，而眾生與真如在現實中的非同一性的原因則被界定為「無
明」。眾生雖然本來是真如，但在現實中又是眾生，《起信論》將這種與本來性相
隔的現實態稱為「阿梨耶識」。《起信論》同時說「如來藏」和「阿梨耶識」而又
將兩者嚴格區分的理由就在這裡。
《起信論》絕沒有將一切法之因規定為
「如來藏」
。
根據《起信論》的說法，一切法之因是「無明」，而「無明」是「阿梨耶識」的屬
性。雖然「阿梨耶識」以「如來藏」為根據，但「如來藏」與「無明」是無緣的
存在。《起信論》心生滅門的開頭文字就是要說明這一點。
總之，
《起信論》的如來藏觀雖然與《楞伽經》的說法有關聯，但其基本立場
之間存在微妙差別。
《楞伽經》的特徵在於通過「藏識」
、
「如來藏識」等概念，將
「如來藏」與「阿梨耶識」視為一體，而《起信論》則很謹慎地避開「如來藏」
為因而生諸法的思想，甚至對這種思想持批判的立場。在《起信論》中，
「如來藏」
與諸法之間有「阿梨耶識」作為仲介。由此可見，
《起信論》的教說決不是承襲《楞
伽經》的思想。
一般認為，《大乘止觀法門》是《起信論》傳播開來之後在中國成立的著作。
它雖然不是直接注釋《起信論》的著作，但對我們把握六世紀末中國佛教思想家
如何理解「如來藏」與「阿梨耶識」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云何復名此心為如來藏？答曰，有三義：一者能藏名藏；二者所藏名藏；三
者能生名藏。……第三能生名藏者，如女胎藏能生於子，此心亦爾。體具染
淨二性之用，故依染淨二種熏力，能生世間出世間法也。是故經云，如來藏
者，是善不善因。22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作者關於「如來藏」理解的諸多問題。文中的「此心」
即止觀所依的「一心」
，又稱「自性清淨心」
、
「真如」
、
「佛性」
、
「法身」
、
「如來藏」、
「法界」
、「法性」等。
《起信論》以「眾生心」為根據，從中分出「心真如」、「心
生滅」二門，而《大乘止觀法門》則以「心真如」為根據，由此開顯出「心」的
種種屬性。與《起信論》相比較，順序發生了逆轉。雖然初看起來變化並不大，
但隨著之後的論題的展開，就會看出，這種改變實際上意味著基本立場的變更。
即從基於具體存在而發現本來性的立場，轉變為依據本來性來說明現實的立場。
在這裡，討論有脫離具體性而走向抽象化、理念化的危險。這種關於「心」與「真
如」立場的逆轉，對之後中國佛教史的展開產生了很大影響。
《大乘止觀法門》接
22

《大正藏》第 46 冊，644 頁中。

274

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下來討論作為「一心」屬性的「阿梨耶識」與「如來藏」。這裡所說的「經」即前
面所引用的《楞伽經》
，可見，
《大乘止觀法門》與《楞伽經》一樣，將「如來藏」
23
視為諸法之因 。從《大乘止觀法門》的「如來藏」觀可以看出，將「如來藏」視
為諸法之因，或者說從生成論的立場看待「如來藏」在六世紀末的中國佛教界是
主流看法之一。

三、淨影寺慧遠的依持、緣起說
下面考察淨影寺慧遠對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理解。淨影寺慧遠也有關於《大
乘起信論》的注釋書《大乘起信論疏》。此疏與《元曉疏》、法藏的《大乘起信論
義記》並稱為關於《起信論》的「三大疏」
。但淨影寺慧遠關於「如來藏」的思想，
又不限於此疏，而是散見於《涅槃經義記》、《十地經論義記》、《大乘義章》等著
作中。
關於「如來藏」，淨影寺慧遠首先強調其真實不變的特質：「如來藏性，從本
以來，不起不滅，自性常寂。」24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來藏」與真如概念是同義
語。而《涅槃經義記》關於「如來藏」則云：
如來藏者，乃是一切凡佛之體。據佛以望，本來常淨。藏外無一生死可得。
故如來藏即是佛身，即是佛德。就凡以論，彼如來藏，為妄所覆。所覆之藏，
與後顯時法身為本。說為佛因，說為佛性。如此佛性，與彼實諦及佛法身，
無二無別。25
由此可見，
「如來藏」雖然本質上是清淨的，但這種清淨性是就佛與眾生之體
性而言的。就其現實態而言，如來藏相當於佛之性，即果位的佛性，亦即佛身、
佛德。而對凡夫眾生而言，如來藏則為煩惱所遮覆，是成佛之因，是如來法身的
潛在狀態。可以說，這種詮釋是符合印度佛教中「如來藏」的內涵的。
但淨影寺慧遠的探索並沒有止於傳統的如來藏解釋，而是進一步探索了如來
23

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注釋書，現存最早的文獻是敦煌本《起信論疏》
，而研究較多的則是曇延
的《起信論疏》
，甚至有人提出曇延就是《起信論》的作者。至於這一結論是否成立，這裡存而不
論。可以確定的是，《曇延疏》反映了《起信論》在譯出的最早期，中國人是如何理解《起信論》
的。
《曇延疏》對上面引用的「立義分」做了如下解釋：
「相大第二，立真如相大義。謂如來藏，此
有二義。一攝義、二生義。
（
《續藏》一、七一、二六七左下）」
。如來藏有「攝義」和「生義」的解
釋，顯然承襲了心生滅門的阿梨耶識二義。也就是說，曇延完全將「如來藏」與「阿梨耶識」視為
同一的存在，即肯定「如來藏」有「生義」
、「如來藏」為諸法之因。
24
《大乘義章》
，《大正藏》第 44 冊，853 頁上。
25
《大正藏》第 37 冊，690 頁中。

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及其理論意義

275

藏與諸法之間的關係。關於如來藏與淨法之間的關係，即如來藏與如來法身之間
的關係，由於兩者都屬於清淨法，本質上是同義語，所以並不難以說明。而如來
藏與染法之間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關於這一點，慧遠在《大乘義章》中有如下
說明：
三者用大。用有二種：一者染用；二者淨用。染用有二：一依持用。如來藏
法，為妄所依，能持於妄。若無此真，妄則不立。故《經》說言，若無藏識，
七法不住，不得種苦，樂求涅槃。二緣起用。向雖在染，而不作染。今與妄
合，緣集起染。如水隨風，波浪集起。是以《不增不減經》言，即此法界，
輪轉五道，名曰眾生。26
在這裡，慧遠為了說明如來藏與染法之間的關係，引入「依持」和「緣起」
兩個概念。
「依持」
，是指「依……而有」
，而「緣起」則是「依……而生」
。在「依
持」關係中，染法雖然憑依如來藏而存在，但兩者是性質不同的存在，即一者是
「妄」
、一者是「真」。正因為如此，如來藏「雖在染而不作染」
，它雖然與染法密
不可分，但它本身並不生成或顯現為染法。正如桌子由木頭等作成，並不能由「桌
子」的概念直接產生一樣。
「桌子」的概念也在「桌子」之中，但它並不直接產生
「桌子」。那萬法是如何產生的呢？在「緣起（緣集）」關係中，除了「如來藏」
之外還需要「妄法」這一外「緣」
，即如來藏與妄法結合而產生諸染法。正如《大
乘起信論》所說，大海水由於無明風動而產生波浪。海水與波浪之間，需要無明
之風作為仲介。
那麼，淨影寺慧遠的這種如來藏觀是來自何處呢？除了《大乘起信論》的影
響之外，《楞伽經》的影響最為明顯。如上所述，慧遠認為《起信論》是承襲《楞
伽經》的思想而成，他本人積極地從《楞伽經》
（菩提流支所譯的十卷《楞伽經》）
的立場來理解《起信論》
。特別是關於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一體的思想源自《楞伽經》：
① 八阿梨耶識。……阿梨耶者，此方正翻，名為無沒。雖在生死，不失沒
故。隨義傍翻，名別有八：一名藏識，如來之藏，為此識故。27
② 如來藏中，從本已來，具二種相：一如實心。所謂真實阿梨耶識神智之
性。以阿梨耶神智性故，與無明合，便起妄智。遠離無明，便為正智；
二如實法。於彼自性清淨心中，備具一切恒沙佛法，如妄心中備具一切
諸虛妄法。28
26
27
28

《大正藏》第 44 冊，530 頁上。
《大乘義章》八識義、《大正藏》第 44 冊，524 頁下。
《大正藏》第 44 冊，511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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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慧遠在這裡是把「如來藏」與「阿賴耶識」視為一體。
「藏識」的概念，
作為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一體化的概念，最早就出自《楞伽經》
。慧遠認為，如來藏
中包含阿梨耶識神智之性。此性與無明相結合，便生起妄智。慧遠借助《楞伽經》
的「藏識」概念，顯然是為了解決「依持」與「緣起」之間的矛盾，力圖用一個
複合性概念把兩種不同性質的關系統合起來。慧遠的理解對法藏的業師智儼產生
了很大影響。智儼自身是與玄奘同時代的人，因而對玄奘的阿賴耶識說與如來藏
思想到底是何種關係、二者之間如何融合曾進行艱苦的思考。慧遠和智儼的「依
持—緣起」說直接影響到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

四、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
下面，我們考察中國華嚴學理論集大成者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
說起「如來藏緣起」
，首先要考察法藏所理解的「如來藏」
。在《起信論義記》
中，關於如來藏有如下說法：
① 言一心者，謂如來藏心含二義。29
② 耶心之體不守自性，是生滅因。30
③ 以真心不守自性，隨熏和合，似一似常。31
這是《義記》中出現的如來藏用例，如果不讀上下文，其內涵有所不明，但
看到這些用例，大體可以窺知《義記》的如來藏理解的核心部分。在①的用例中，
如我們在《大乘止觀法門》中所看到的，「眾生心」與「如來藏」的關係與《起信
論》相比較，發生了逆轉，變成「如來藏心」具有「真如」和「生滅」二門。這
或許是法藏承襲之前的傳統解釋。在②的用例中，在「一心」基礎上如來藏與阿
梨耶識一體化，但由於不能把「一心」視為有為法，故導入了「不守自性」的概
念。
「不守自性」類似於哲學上講的概念的自我否定，通過這種自我否定，解釋清
淨的心體如何才能產生染汙諸法的問題。但這裡將「耶心之體」即如來藏規定為
「生滅因」
，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即法藏似乎是從生成論的立場詮釋「如來藏」。
即承襲《楞伽經》的「如來藏是善不善因」的主張。但從③的用例，法藏吸收了
《起信論》的真如受熏，從真妄和合的角度來理解諸法的生起。法藏所理解的「緣
起」不是單純的生成論，而是基於真如的本體論與基於妄法的生成論的統一。
29
30
31

《大正藏》第 44 冊，251 頁下。
同上，264 頁中。
同上，254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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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緣起的說法出現於《大乘起信論義記》中的判教說。法藏將大乘佛教
判為「隨相法執宗」
、
「真空無相宗」
、
「唯識法相宗」
、
「如來藏緣起宗」
，並認為《起
信論》就屬於「如來藏緣起宗」。關於「如來藏緣起宗」的內涵，法藏在《義記》
中云：
四則理事融通無礙說。以此宗中，許如來藏隨緣成阿賴耶識。此則理徹於事
也；亦許依他緣起同如。此則事徹於理也。32
由此可見，法藏將如來藏緣起宗視為理事無礙說，其中不包括華嚴思想所體
現的事事無礙的立場，或者說事事無礙的立場包含於理事無礙的立場之中，只是
尚沒有展開而已。法藏用「理事無礙」的概念詮釋如來藏緣起，似乎繞開了從生
成論的立場詮釋如來藏與諸法關係所帶來的理論困擾，開闢了一條從理和事的關
係角度詮釋佛教緣起說的新路徑。
那麼，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與淨影寺慧遠的依持—緣起說有什麼區別呢？
最顯著的區別是法藏引入「不守自性」的概念，將「依持」原理與「緣起」原理
整合為新的「如來藏緣起」說。在慧遠的學說中，
「如來藏」自身沒有生成和顯現
的功能，它要借助於「無明」這一妄緣而與諸法產生關係。而在法藏的學說中，
「如
來藏」雖然也要借助熏習和合而生成萬法，但這一過程是「如來藏」自身自我否
定、自我展開的過程。也就是說，如來藏具有自我否定的功能，妄法只是這種自
我否定的表現形式，它內在地包含在「如來藏」自身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由
於慧遠的「依持—緣起」說肯定「如來藏」和「阿賴耶識」都是諸法生起的源頭，
所以具有二元論的傾向，而「如來藏緣起」說認定「如來藏」是唯一的存在根據，
所以具有「如來藏」一元論的傾向。
這種「如來藏」一元化傾向還表現在法藏對「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之間
關係的認知上。自從《楞伽經》提出「藏識」或「如來藏識」概念，「如來藏」與
「阿賴耶識」的一體性傾向就不斷得到強化。在淨影寺慧遠的著作和《大乘止觀
法門》等著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傾向。但法藏在《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中對《寶性論》的如下偈：
「無始世來性，諸法作依止。依性有諸道，及證涅槃果」
進行注釋時云：
此是《阿毘達摩大乘經》頌也。彼論（＝《寶性論》）引《勝鬘經》釋此偈。
總是如來藏為所依止。《唯識》《攝論》約阿賴耶識釋。故知不同。33
32
33

《大正藏》第 44 冊，243 頁下。
《大正藏》第 44 冊，67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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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法藏意識到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本來的不同。法藏曾參與《大乘法界無
差別論》的翻譯，或許由於這段經歷，他清楚意識到「如來藏」說與「阿賴耶識」
說之間的差異。
《寶性論》本身就是勒那摩提所譯，所以其在印度的成立應該更早。
但由於人們一直將其思想與《楞伽經》的教說集合起來理解，故人們一直未能正
確理解如來藏思想的本來含義。法藏能夠不受《楞伽經》中的「藏識」、「如來藏
識」說的影響而將兩者明確區分開來，顯示出其「如來藏緣起」說的理論特色。
如果將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與玄奘所譯經論中的「如來藏」思想相比較，
其思想特徵就更為明顯。玄奘的「如來藏」思想主要體現在《佛地經論》和《成
唯識論》中。
《佛地經論》和《成唯識論》是玄奘對數種梵文唯識學著作進行編輯
之後翻譯出來的，所以其中的思想某種意義上反映了玄奘本人的思想。
首先，
《成唯識論》對「心性本淨」說進行了徹底批判，認為眾生的心性不是
無漏的，而是有漏的，所以不能成為覺悟之因。眾生覺悟之因是寄在於心的「無
漏種子」34。這種對「自性清淨」說的否定，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如來藏」說的理
論合理性，顯示出法相唯識宗在成佛之因問題上與華嚴宗完全不同的思路。
《佛地經論》則對「如來藏」概念做了如下詮釋：
又淨法界，若無差別，一切種淨，則名一切如來法身，亦名如來真實體性，
于一切時常無變故。由此法界，一切有情，心相續中，平等有故，說如是言，
一切有情是如來藏，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為引不定種性有情，令心決定趣大
乘故。35
由此可見，
《佛地經論》所說的「如來藏」是一切有情眾生的「如來法身」和
「真實體性」
。為了說明一切有情在清淨法界中是平等的，才說一切有情是如來藏、
一切有情皆有佛性。而且，這種說法不是究竟之義，而是為了引導不定種性的有
情眾生趨向大乘佛教的方便。這也就是法相唯識宗所講的「一乘方便，三乘真實」
的教義。
與法藏的「如來藏緣起」說相比較，法相唯識宗嚴格地將「如來藏」限定為
修行論的概念，並且認為「如來藏」並不能成為修性成佛的「正因」
，作為「如來
法身」
，它只有在覺悟到「圓成實性」時才得以顯現。法藏將《起信論》所代表的
「如來藏緣起宗」與《成唯識論》等所代表的「法相唯識宗」相區別，意味著法
藏清楚意識到兩者關於諸法緣起的本質有著不同的詮釋路徑。
34
35

《成唯識論》卷 2，《大正藏》第 31 冊，8 頁下-9 頁上。
《佛地經論》卷 3，《大正藏》第 26 冊，305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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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上所述，
「如來藏緣起說」的提出是「如來藏」和「緣起」概念在中國長期
演化的結果。
「如來藏」概念，在《勝鬘經》
、《如來藏經》
、《不增不減經》、《寶性
論》等早期如來藏系經典中是一個修行論概念，表達眾生厭離生死之苦、追求涅
槃之樂的內在動因；而在《楞伽經》中，「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一體化，並演
變為一個緣起論概念，成為一切善、不善法生起之因。
《楞伽經》的「如來藏」概
念深刻影響到中國佛教思想家，特別是影響到曇延、淨影寺慧遠以及《大乘止觀
法門》的作者。他們無一例外地從緣起論的角度詮釋「如來藏」概念，強調「如
來藏」具有生成的功能。但《大乘起信論》中的「如來藏」概念嚴格與「阿賴耶
識」加以區分，
「如來藏」並沒有生成的功能。法藏在《大乘起信論義記》中提出
「如來藏緣起」思想，從理事無礙的立場詮釋「如來藏」與諸法之間的關係，並
在「四宗」判教的框架中，將「如來藏緣起」與「阿賴耶識緣起」做了嚴格區分，
從而使「法相宗」和「法性宗」的概念成為詮釋大乘佛教思想的重要範式。這可
以說是法藏「如來藏緣起」說的重要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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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大師燃指因緣略探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研究員
業露華

摘 要
法藏(643-712)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僧人，中國佛教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由
於他的大力弘揚，使得華嚴宗發展成為一個影響深遠的中國佛教宗派。
法藏祖籍康居，祖上曾是康居貴族，後遷居中原。康居佛教傳入很早，對中
國佛教影響也很大。早期來華傳教的西域僧人中有相當部分的康居僧人。法藏很
早就受佛教思想薰陶。到了十六歲那年，曾在法門寺舍利塔前燃指供養，以示其
獻身佛教的決心。本文主要對法藏青少年時這一燃指行為作簡單分析。
首先，以燃指灼臂等極端方式表示自己信仰的決心，與古代印度社會流行
的苦行習俗有關。古代印度人認為，靈魂與肉體是二元的，靈魂是肉體的主宰，
肉體則是靈魂的軀殼和束縛。於是他們熱衷於通過折磨和摧殘肉體來追求靈魂
的解脫。佛陀出家之初，也曾經歴過六年苦行。後來他感悟到苦行並非是正確
的覺悟之道，因此斷然放棄了。佛陀在以後的傳教說法中也曾多次批評那種希
望通過苦行來獲得覺悟之道的修行方法。但由於古代印度修苦行的習俗影響久
遠，因此佛教中仍有人希望通過苦行來表示其精進勇猛的修行之心。佛教傳來
中國後，這樣的習俗也影響到中國。法藏少年時的燃指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
受此影響。
其次，唐代的法門寺是皇家寺院，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和崇高的地位。唐
代皇室每隔幾十年就要開寺迎請法門寺中所藏的佛骨舍利到宮中供養。而每次開
塔迎請佛骨舍利，都有一些佛教徒以燒頂、燃指、灼臂等方式進行供養，以示以
身獻佛的決心，法藏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和佛教氛圍中，在法門寺舍利塔前
燃指供養的。
燃指殘身以示虔誠，這樣的習俗還與一些佛教經典中提倡的內容有關，如當
時流行的《法華經》中就曾宣稱，以燃指，乃至於以一足趾供養佛，護持《法華
經》，其功德大於以山河國土等供養之說。
此外，大乘佛教將佈施列為「六度」之首，又以棄身捨命為佈施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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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中記載的「以身飼虎」、「割肉貿鴿」等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一些佛
教徒的行為。
隋唐之際，這種苦行修習在社會上還是十分流行。唐代僧人惠祥所作的《弘
贊法華傳》中，就記有許多僧人以燃指殘身等形式來表達修行之決心的。法藏十
六歲時，即在法門寺佛舍利塔前燃指明志，應該說是與當時這樣濃厚的佛教社會
氛圍和生活環境分不開的。
關鍵詞：法藏、唐代佛教、苦行

法藏大師燃指因緣略探

283

法藏大師(643-712)，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中國佛教華嚴宗的實際創始
者。武則天曾賜其名為「賢首」，因此他又被稱為「賢首國師」，而以他為代表的
中國佛教華嚴宗也因此被稱為「賢首宗」。
法藏是唐代高僧，主要活動於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他青年時期曾從雲華寺
智儼法師學習《華嚴經》教義，並得智儼之嫡傳。他一生主要從事《華嚴經》經
典的整理、教義的研究和弘揚。他曾經以一個沙彌的身份，先後於太原寺、雲華
寺開講《華嚴經》
，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知道，武則天曾大力護持佛教，並
對《華嚴經》有很大的興趣。而法藏對《華嚴經》的深厚造詣，使得他得到武則
天的器重。當法藏還是沙彌的時候，武則天曾命當時的京師「十大德」為法藏授
具足戒。所謂「十大德」
，即十位高僧大德，這不僅是榮譽稱謂，還曾經是執掌管
理寺院僧務的高級僧官。據佛教史料記載，十大德之設始於隋開皇年間（581-600
年）
。據《續高僧傳》記，開皇十七年（587 年）
，隋文帝在長安大興善寺置「十大
德沙門」
，輔助闍那崛多翻譯佛經。1唐初繼承了這一制度，唐高祖武德三年（620
年）於慈悲寺設立僧官十人，命名為「十大德」
，以統籌管理僧眾事務。2由此可見，
隋唐之際的十大德是相當有地位的，擔當十大德的一般都是佛教界的耆德名宿。
他們除了輔助參與佛經翻譯之外，在唐初更重要的是管理僧務。由武則天下令以
「十大德」為法藏授具足戒，這不是一般僧人所能獲得的榮譽，也充分說明了唐
皇室對法藏的重視。
法藏被認為是中國佛教華嚴宗繼杜順、智儼之後的三祖。然而實際上華嚴宗
教義思想體系的構建，實是由法藏完成。由於他的研究和大力弘揚，使得《華嚴
經》和華嚴教義在當時社會上得到廣泛的弘傳，並成為影響深遠的中國佛教宗派。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法藏是中國佛教華嚴宗的實際創立者。
據閻朝隱所撰《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記：法藏「終年以勵堅
貞，竭日而修戒行，年甫十六，煉一指於阿育王舍利塔前，以伸供養。」所謂「煉
指」
，即是以香束於手指而燃，這是僧徒修煉的苦行之一。此事發生在法藏十六歲
那年，即唐高宗顯慶三年（西元 658 年）
。按碑記所說，法藏的煉指供養，是表示
對佛教獻身的決心。但這時法藏尚未出家，和歷史上許多高僧相比較，法藏的出
家是比較晚的。據《法藏和尚傳》說，他十七歲辭親求法，入太白山修行，餌術
數年。後因聽說父母有病，才不得不回來。所謂餌術，並非是佛教之俗。法藏此
舉，多半是受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神仙方術之影響，因而可以說當時法藏對佛教義

1

見《續高僧傳》卷二「闍那崛多傳」
：
「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
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
2
《續高僧傳‧吉藏傳》：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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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不是十分理解。這裡所謂「終年以勵堅貞，竭日而修戒行」之說，只是表示
他堅定修習的決心。雖然那時他也讀了一些佛教經典，但這一時期的法藏，尚未
對佛教義理有真正的瞭解，還只是在求索的階段。
後來因為聽說智儼在雲華寺講《華嚴經》
，他去雲華寺跟隨智儼聽講，在智儼門
下接觸了《華嚴經》教義，才真正開始對佛教義理有所瞭解。智儼在當時被尊為「至
相大師」
、
「雲華尊者」，他一生精研《華嚴》，並大力弘揚華嚴教義。正是在智儼門
下的學習和研究經歷，造就了法藏日後研究和發揮《華嚴經》教義思想的基礎。
法藏青少年時在法門寺舍利塔前煉指供養，以修苦行來表示獻身佛教的決
心，這是與他出生的家庭背景和受當時的社會風氣薰陶有密切關係。
據唐代新羅崔致遠所著《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記：
「釋法
3
藏者，梵言達摩多羅，字賢首。……俗姓康氏，本康居國人。」 法藏祖藉本是康
居國人，因此以康為姓。但他的家族自他祖父這一代就來到了漢地。崔致遠《法
藏和尚傳》中說，法藏的「高曾蟬聯為彼國相，祖父自康居來朝，庇身輦下。考
諱謐，皇朝贈左衛中部將。」據此說，法藏的祖上在康居國時曾為貴族，高祖以上
當過康居國的大官，但後來到他父親這一代，可能家道中落，或者是發生了什麼
變故，因此不得不離鄉背井，流落他方。在動盪的社會變故中，一個家族的流落
也是不難想像的。法藏這一家最後流亡到了遙遠的東方，此時當為隋唐之際，華
夏正好進入一個興盛的歷史發展時期。他們於是定居於此，「庇身輦下」。而當時
的大唐皇朝更是以開放的胸襟熱情地接納了這一移民家庭。法藏的父親在唐太宗
時曾任左衛中郎將，他的弟弟康寶藏後來在唐中宗（683-684、705-710 在位）時也
曾任朝議郎之職。
法藏出生於僑民家庭，這使他有機會受到兩種不同語言和文化的薰陶，這對
他後來從事佛經的翻譯和對佛學義理的理解，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
康居本是中亞古國，地處中亞腹地。原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是中亞諸國中
的大國。自漢武帝通西域，漢地和西域諸國的往來更加密切。由於地理上與印度
接壤，因此康居很早就接觸了佛教，並成了佛教在西域傳播的重要地區。
「康居地
4
接竺乾，人侔梵眾，既饒師子，能胤法王。」 崔致遠此說指出了康居佛教的淵源，
同時也可看出法藏佛教思想的形成與其祖居之地康居的密切關係。康居國的佛教
究竟何時開始傳入，現在還不太清楚，但早期來漢地傳教的西域僧人中，有相當
部分是來自康居，因此康居佛教應該很早就有傳播。
3

見《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收於《大正藏》卷五十，以下引本傳簡稱《法藏
和尚傳》
。
4
見《法藏和尚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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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度佛教發展的歷史來看，在西元前三世紀，即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統
治時期，佛教在印度取得了國教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阿育王的直接支
持下，當時在都城曾經舉行了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經典結集，此外阿育王還曾派遣
傳教人員四處傳教，向印度周邊的國家和地區傳播佛法。據現有資料記，阿育王
時期佛教傳播的地區甚至遠至敘利亞、埃及、馬其頓等地。由此看來，佛教應當
就是在那時候傳入康居國的。也就是說，大約在西元前三至前二世紀，康居國就
已經有佛教傳播了。
康居佛教與中國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可說是中國佛教的源頭之一。據《出
三藏記集》卷二、《梁高僧傳》卷一等載，東漢以後，來漢地傳教的西域僧人中，
有康僧會、康巨、康孟詳等人，都是來自康居國，或祖藉為康居的。他們先後來
到漢地從事佛經翻譯，傳播佛教。其中如康僧會是在三國時期來到江南地區傳教
的，他到江南後得到了吳主孫權的支持，在吳地傳播佛教，當時孫權為之在首都
建業建立了寺塔。所建之建初寺，相傳是江南最早的佛教寺院，康僧會是最早將
佛教傳入江南地區的來自康居的僧人，在中國佛教史上有重大影響，由此也可看
出康居與中國佛教發展的密切關係。
法藏祖藉康居，其家族在當時是康居國的貴族，無疑會受到康居佛教之影響，
雖然到了法藏的時代，這個家庭已經離鄉背井，遠離故國，但文化習俗和信仰習
慣是會積澱的。況且隋唐之際，佛教在中國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在社會上影響深
遠，生活在這樣一種家庭和社會環境中，法藏自然會受到濃厚的佛教氛圍的薰陶。
法藏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即西元 643 年。據《法藏和尚傳》說，法藏誕
生時，
「母氏夢吞日光而孕」；又說法藏「身當四方合統之朝，值三寶重興之運。」
從法藏誕生和活動時的社會景來看，「當四方合統之朝」、「值三寶重興之運」，這
對法藏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關係。法藏之所以能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一定地位，
他一生的活動能對中國佛教發展產生那麼大的影響，是與他所生活的時代分不開
的。法藏是幸運的，他生活在一個大一統的，並開始走上富裕強盛的大唐皇朝，
而且又是中國佛教發展的興盛時期，這為他日後能夠為中國佛教發展作出貢獻奠
定了基礎。
大唐皇朝，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是都是一個值得自豪
的時期。唐皇朝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富饒的國家。唐代的都城長安是當時國際
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聚集在長安。就佛教而言，在經
歷了南北朝時期各種學派的興起與發展的階段後，自隋朝開始，國家的統一為佛
教的再次發展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緣。儘管大唐皇朝出於政治需要，將自己的血
統與老子掛起鉤來，然而唐皇室並未放棄對佛教的重視。唐太宗本人就曾經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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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發展大力扶持，如果沒有唐太宗的大力支持，玄奘法師就不可能在佛教翻譯
方面取得那麼輝煌的成就。武則天就更不用說了，女皇帝對佛教的扶持更是不遺
餘力，正是由於他們的大力支持，才為唐代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遇。法藏一生的活動主要是在唐高宗和則天武
后的時代，這對生活並活動在這一時期的法藏而言，無疑為他的學習和研究佛法，
弘揚和傳播佛教的活動，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提供了極大的機遇，為他構築了一
個充分發揮其才能的平臺。特別是則天武后，在當時佛教諸宗學說中，又特別欣
賞華嚴教義學說。因此唐代華嚴宗能夠得以發揚光大，成為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
一個佛教宗派，這和武則天的大力推崇也是分不開的。法藏一生精研華嚴，遇上
武則天這樣一個大力推崇華嚴教義的女皇帝，無疑就好像如魚得水，得遂平生之
願了。
法門寺位於陝西省扶風縣城北十公里處的法門寺鎮。此鎮原名崇正鎮。相傳
法門寺始創於東漢之際，然而據《法苑珠林》、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
《廣弘明集》
5
等記，則又稱法門寺為阿育王時所造，因此最初名「阿育王寺」 ，當然關於阿育
王時所造之說是後人的附會。中國佛教史上將佛教寺塔的歷史追溯到阿育王時期
的有很多，法門寺不過是其中之一。隋煬帝末年，法門寺毀於戰火，到了唐初又
重建，改名「法門寺」。
法門寺在唐代成了皇家寺院，因此在社會上有著重要的影響和很高的地位。
又因寺中藏有佛骨舍利，故唐代皇室每隔幾十年就要開寺迎請，將佛骨舍利迎到
宮中供養。據《廣弘明集》卷十五載，署名為道宣所作的《略列大唐育王古塔來
歷並佛像經法神瑞跡》中記：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裏，法門寺塔在平原上，
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在唐代歷史上，先後曾經有過七次迎請佛骨舍利
之舉，最早是在唐太宗貞觀五年，即西元 631 年時，這次開塔迎佛骨的同時，還
重修法門寺，增築了殿堂，修建了鐘鼓樓。
每次開塔迎佛骨，在當時都是一次重大的慶典活動。屆時京城內外，百姓踴
躍，四外奔騰，齊聚於京師。在佛骨舍利經過的途中，王公貴族、士子大夫、庶
民百姓，爭相奔走迎送，並竭盡財力，予以舍施。其中不乏有心甘情願地廢業破
產，以全部財產奉獻施捨的；甚至還有不惜毀身殘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以
燒頂、灼臂、燃指、殘肢等極端方式供養，是當時一些信徒為了表示虔誠信佛的
決心，甚至不惜以身獻佛的意願。這種習俗在佛教中由來已久，在佛經中也有記
載。據《法華經》卷六「藥王菩薩本事品」中所述，藥王菩薩的前身「一切眾生
喜見」菩薩，那時也曾自燃手臂，以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6經文中又說到，
5
6

見《廣弘明集》卷十五，
《略列大唐育王古塔來歷並佛像經法神瑞跡》
。
《妙法蓮華經》卷六，
「藥王菩薩本事品」中記：
「爾時一分眾生喜見菩薩複自念言：我雖作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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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者若欲得「阿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者，如能燃燒自己的
一個手指，或者一個足趾以「供養」佛塔，這種供養的功德勝過以國城、妻子以
及三千大千世界的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供養者。另外如《梵網經》、《首
楞嚴經》等也有類似的記載。燃指供養既能得如此巨大的功德，無怪乎許多虔誠
甚至癡迷的信徒會以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信仰和願望。
以燃指灼臂等極端方式表示自己的供養之心，這與古代印度社會中流行的修
苦行的習俗是分不開的。修苦行的觀念產生，則是與人們對靈魂和肉體的看法密
切相關。古代人們普遍認為，靈魂與肉體是二元的，靈魂是肉體的主宰，肉體則
是靈魂的軀殼，是靈魂的束縛。因此有些修行者為了追求靈魂的自由，認為應當
掙脫肉體對靈魂的束縛。於是他們便熱衷於以通過折磨和摧殘肉體的方法，作為
追求精神解脫，獲得靈魂自由的途徑。這修苦行的觀念和行為，流行於古代印度
一些修行派別中，有些派別還特別熱衷於苦行的傳統。苦行的具體方法則有各種
各樣。據《大般涅槃經》卷十六載，古代印度佛教之外的一些宗教修行派別所修
的苦行，有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岩、經常翹起一腳，僅以一條腳支撐身體、
五熱炙身（經常曝曬於烈日之下，而於身體四周燃火，為古印度外道苦行方法之
一）
、經常躺臥於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等之上，等等；此外還有
一些修苦行的派別認為，模仿牛、狗、雞等動物的行為，能夠成就將來解脫之因，
因此這些派別就被稱為「受持牛戒」
、或受狗雞雉戒等。7這種以苦行作為修行手段，
以圖達到解脫的觀念和方法，曾經在古代印度相當流行。順便說一句，這種修苦
行的行為，在現在的印度，包括尼泊爾等地也還是有一定市場。相傳佛陀釋迦牟
尼初出家時，也曾經歷過六年苦行，後來他感悟到，這種企圖通過修習苦行來得
到解脫的方法，並不是真正的覺悟之道。也就是說，苦行並不是獲得覺悟的正確
方法，所以便斷然放棄了苦行之道。
然而傳統的觀念和習性往往會成為一種思維的定式和習慣勢力。而且在很多
情況下，這種思維定式和習慣勢力的積澱，在一定的時候會產生一種巨大的慣性，
這種慣性力量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實踐，並產生重大的影
響。佛教也是這樣，雖然佛陀釋迦尼放棄了苦行，以自己的修行實踐證實了佛法，
並因此而成為覺者；佛陀在以後的傳教說法中也曾多次批評那種希望通過苦行來
獲得徹底解脫的想法和修行方法，反覆強調苦行非修行之正道。但是，在佛教僧
團中，仍有一些弟子期望有修行實踐中採用這種方法，以為通過修習苦行就能得
養，心猶未足。我今當更供養舍利。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天龍夜叉等一切大眾：汝等當一心念，
我今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作是語已，即於八萬四千塔前，燃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
令無數求聲聞眾，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使得住現一切色身三昧。」
7
《百論疏‧上》說：「持牛戒者，如《俱舍論》說，合眼低頭，食草以為牛法。」見《大正藏》
第 4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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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精神的解脫和至上的覺悟。佛陀對於這種極端的修行方法是否定的，因此在《大
般涅槃經》中說，如果佛教修行者認為通過這種修行方法，能夠獲得無上解脫者，
「無有是處」
。8《法華文句》中也說到：佛教的戒律中明確規定，嚴禁以燒身等法
作為供養。如犯此戒得「偷蘭遮」（又譯為「大障善道」，佛教戒律所禁的大罪）
和「突吉羅」（意為「惡作惡說」，佛教戒律所禁之罪行，較偷蘭遮略輕）罪。9
然而佛教中對此仍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小乘佛教禁燒身燒指之行，但大
乘佛教並不禁這些；有的則認為，出家修行者應當禁止這種苦行修持，而在家修
行者則不必禁止。更有甚者，一些初入佛門者求道心切，希望通過一些修行捷徑，
能夠迅速地獲得修行成果，他們不願意整日閱讀佛經，認真學習和深入理解佛理，
而是希望通過諸如燒指焚身那樣的極端行徑，以表示其精進勇猛的修行之心。10
佛教傳來中國後，其燃指焚臂以作供養的習俗也有傳入。但這種行為與中國
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有很大的矛盾和衝突。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以「孝」為核心，
這與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維繫的家族宗法制有關。
在這樣一種社會制度中，孝必然成為倫理道德觀念的核心。因此《孝經》中說，
「夫
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11將孝的觀念和行為提高到天經地義的高
度。至於孝的內容，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贍養父母，《說文》在解釋「孝」字時說，
孝是「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其本意是盡心奉養和順從父母。
《孝經》第一章中，開宗明義地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人的肉體
受之於父母，是由父母的賜予，因此不能隨便毀傷，否則就是不孝。連髮膚都不
能隨意毀傷，更不用說肢體了。因此燃指焚臂之舉，明顯和中國傳統思想不合。
然而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燃指焚臂等以自殘其身作為供養的苦行，在佛教徒
中還是有一定影響的，歷朝歷代以此為修行的還是大有人在。
燃指殘身之所以在佛教徒中還有一定的影響，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一些
8

見北涼曇無懺譯《大般涅槃經》卷十六，
《梵行品》二：「複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
知而不見。云何為知？知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岩、常翹一腳、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
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衣粗麻衣、塚間所棄糞掃氈褐欽婆羅衣、獐鹿皮革芻草衣裳。茹菜
草、藕根油滓、牛糞根果，若行乞食，限從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回顧。不
食鹽肉五種牛味，常所飲服糠汁沸湯，受持牛戒、狗雞雉戒。以灰塗身，長髮為相，以羊祠時，先
咒後殺。四月事火七日服風。百千億花，供養諸天。諸所欲願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為上解脫因
者，無有是處，是名為知。」
9
見《法華文句記》卷十。
10
唐代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記，
「初學之流情存猛利，未閑聖典取信先人，將燒指作精勤，
用然肌為大福，隨情即作斷在自心。然經中所明，事存通俗，己身尚勸供養，何況諸餘外財。是故
經中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之眾，意者出家之人局乎律藏，戒中無犯方得通經。於戒有違未見其
可。縱使香臺草茂，豈損一莖；曠野獨饑，寧餐半粒。然眾生喜見，斯乃俗流，燒臂供養，誠其宜
矣。
」見《大正藏》卷五十四。
11
見《孝經‧三才章》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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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經典中，如《法華經》那樣在中國深有影響的經典中都不排斥以燃指焚趾來
供養佛舍利，護持《法華經》之說，並認為其功德大於以山河國土等。《法華經》
是中國佛教史上一部重要的經典，在中國曾有多次翻譯，現存的有西晉時竺法護
譯的《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姚秦時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
八品，還有隋代那崛多譯的《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七品。現在通常流行的
是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
。由於此經的篇幅適中，經中以大量比喻和故事
來說明大乘佛教一乘實相之理，因此文學性很強，內容也比較通俗易懂，特別是
經中所說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受到民眾的歡迎，所以此經在社會
上流傳十分廣泛，在民間影響極為深遠。
此外，佛教主張佈施，以佈施為對治眾生貪欲的主要手段之一，大乘佛教將
佈施列為大乘佛教修行的「六度」12之首，可見佈施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而佛
教教義中又以棄身捨命為佈施的最高境界之一。在講敘佛陀釋迦牟尼前生修行故
事的佛教「本生經」中，就大量記載了佛陀前生捨身佈施的故事，如「薩埵太子
以身飼虎」、「割肉貿鴿」等故事，對於佛教徒來說，都是耳熟能詳的。前者是說
佛陀前生為薩埵太子時，曾經與兄弟出遊，見一虎與其所生不久的七頭幼虎因饑
困頓，身體虛弱，生命垂危，薩埵太子見了心懷愁憂，頓生悲念，取林間竹子剌
頸出血，並從高山上跳下去，投身於虎前，以自己的血肉軀餵飼於虎，以救虎的
生命。後者則是說釋迦前生曾經為從老鷹嘴中救一只鴿子的命而割自己的肉體，
乃至於心甘情願地獻上自己生命的故事。這一類故事在《六度集經》、《賢愚經》、
《本生蔓》等佛教經典中隨處可見，而在雲岡石窟、敦煌壁畫中，這些本生故事
又常常成為佛教藝術表現的重要題材。唐代以後寺院僧人的俗講中，這類故事也
十分流行，這些故事又通過僧人在講經中不斷引用，在民眾中就留下了格外深刻
的印象。
到隋唐之際，這種苦行修行法在社會上還是十分盛行，如唐代僧人惠祥所作
《弘贊法華傳》中記，隋代有僧人慧斌者，常誦習《法華經》。初誦《法華經》後，
即燃其左手第四指以為供養。13又據《宋高僧傳》卷二十三「遺身」篇所記，劉宋
之際有僧慶、南齊時有法凝、北周時有僧崔、隋代有僧亮、唐代有無染等人，都
曾以燃指焚身的形式來表達修行的決心。直到近代仍有如八指頭陀寄禪者，即曾
自燃兩個手指以作供養。14
12

六度又稱六波羅蜜，是大乘佛教修行的重要方法。具體為佈施、忍辱、持戒、精進、禪定、智慧。
唐代惠祥撰《弘傳法華傳》卷第七中記：
「釋慧斌，俗姓胡氏。出家，住豫章郡禪居道場。後師
事天臺智顗。祈求出家。蔬食長齊，精苦尤甚。隱居匡山，杜絕人物。誦《法華經》
。初誦經竟，
即燃左手第四指，以為供養。」見《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14
八指頭陀敬安（1851-1912 年）
，字寄禪。俗姓黃，湖南湘潭人。十八歲出家，曾先後住長沙上
林寺、寧波天童寺、七塔寺等處。1921 年創立「中華佛教總會」
。敬安曾自燃二個手指以供佛，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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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徒燃指之風的盛行，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在於相傳唐代的皇家寺院
法門寺中藏有佛陀的指骨舍利。大唐一代先後七次開啟法門寺塔，迎接佛骨舍利
入宮供養，同時供人們觀瞻禮拜。每次迎佛骨，不僅是一場重大的宗教活動，而
且皇家也要舉行盛大的禮典，賞賜大量的財物，於是每次迎佛管，自扶風法門寺
到長安，道俗相迎，萬人空巷，宗教氣築十分濃厚。在這種十分濃烈的宗教氛圍
中，有些人即以燃指之舉來表達信仰之虔誠和精進修行之決心。如《宋高僧傳》
中記，後晉有僧人息塵者，曾經為閱大藏經設齋，燃其手指以伸其報慶。後來息
塵又數次複燃其指。一日聽說鳳翔府法門寺中有佛陀的中指骨節之真身，於是來
到鳳翔瞻禮佛舍利，為表其度誠，又於其處燃一指。息塵曾先後燃指數次，後來
雙手只剩下兩個手指了。如此行為，只是為顯示其奉佛之誠15。法藏十六歲時，即
在法門寺燃指，以表明心跡，應該說是與當時這樣的社會風氣及其自幼生活在佛
教氣氛濃厚的生活環境中是分不開的。
法藏少年時就生活在濃厚的佛教氛圍中，十六歲即於岐州法門寺阿育王舍利
塔前燃指供養。到了十七歲，
（唐高宗顯慶四年，西元 659 年）
，他決心尋訪名師，
以進一步深入學習佛學義理。然而當他「遍謁都邑緇英，懊其拙於用大」
，由於因
緣不契，終於未能如願。於是他辭別雙親，來到太白山，希望能在這裏尋得機緣。
太白山又稱太乙山，為終南山主峰，終南山在陝西省西安市南，又稱周南山，
中南山等，屬秦嶺山脈，東西綿延八百餘公里，山巒疊翠，林木繁茂，按中國古
代相傳，太白山是「地仙」所居之處，因此自古以來人們即認為「太白山」應是
隱居和修行的好去處。這裏是佛道兩教的聖地，相傳道教的仙人呂洞濱、劉海蟾
等曾在終南山隱居修道，而佛教歷代高僧在這兒隱居修行者也不少，據《續高僧
傳》記，北周時僧人道安，本陝西馮翊人，早年有出世之志，後隱居太白山鑽研
經論，旁學子、史。出家受具後，專究《涅槃經》、《大智度論》等，成為一代名
家。16再如南北朝時僧人道判(532-615)，曾西行求法至突厥而歸。北齊北周時，曾
住長安乾宗寺。適北周武帝毀佛，乃與靜藹等一同隱居於太白山，致力於《中論》、
《百論》
、
《十二門論》和《大智度論》等的研究。17後來被尊為華嚴宗初祖的杜順
（法順）法師，曾住終南山宣揚華嚴教綱，因有「終南法師」之稱。法藏的恩師
智儼法師也曾在終南山的至相寺弘揚華嚴教義，並被稱為「至相大師」。唐代另一
位著名的佛教學者道宣，曾在終南山弘揚律學，創中國佛教律宗的南山律一派。
號為「八指頭陀」
。
15
《宋高僧傳》卷二十三「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記，
「息塵曾閱藏經，設齋，燃一指，伸其
報慶。」後又「聞鳳翔府法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真身，乃辭帝往歧陽瞻禮，覩其希奇，又燃一指。塵
之雙手唯存二指耳。」
16
見《續高僧傳》卷二十三。
17
見《續高僧傳》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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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當時終南山是唐代佛道兩教的中心，是一個充滿神聖意境和神秘色彩
的所在地，因此法藏為遊學修行，毅然斷絕俗念，辭別雙親，來到了終南山隱居，
並在此「餌術數年」。餌術是中國古代流行的一種通過服食得到延年益壽的修煉方
法。
「術」是一種植物，有蒼術、白術等多種，可入藥。古代相傳，常年服「術」
可有輕身不饑，延年益壽之功效，《太平廣記》中說：「林子明服術十一年，耳長
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追淵容二丈許。」另記：「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
逃壺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術，云遂不饑，十年乃來還鄉裏，顏色更少，
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
寒。」18
在太白山餌術數年，說明少年時法藏的修行還在探索階段。太白山幽靜的環
境當是修行的好地方，法藏在此「數閱方等諸經」
，以及《雜華》等大乘經，但方
等諸經是早期大乘佛教的經典，《雜華》即《華嚴》。所以說這段時間的隱居修行
和閱讀佛經，為他今後理解和掌握佛教教義，並進一步闡釋和弘揚《華嚴經》的
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

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一十四「草木九，服餌類食術」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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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思想在西夏的發展：
《心地法門文》與西夏佛教中的「頓漸」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研究所

教授
索羅寧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a Tangut doctrinal taxonomy composition known as The Dharma
Gate of the Mind-Ground.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the text, the
sources involved in its compos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sudden and gradual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e” as presented in the tex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is an
original Tangut composition, essentially related to the realm of Sinitic Buddhism, but
probably been influenced by Tibetan Buddhist compositions, probably of the ati-yoga
cycle.
Keywords: Tangut Buddhism, Mind-Ground, Zongmi, Ati-yoga,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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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流傳的漢傳佛教法門中以圭峰宗密的
「華嚴禪」思想最為興盛，自唐以來，華嚴佛
教在華北地區廣泛傳播，五代、北宋乃至元代
華北地區都曾流傳過宗密《諸說禪源諸詮集都
序》（下文簡稱《禪源序》）的不同版本，為元
代官方本《禪源序》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西夏
自然也受其影響，宗密的華嚴禪在西夏境內傳
播，與北宋以法界觀為主的華嚴中宗並行。到
了西夏晚期，西夏佛教體系中形成了一種獨特
的禪宗傳承體系（圖 1）：宗密─裴休─白雲
釋子─張禪師，關於白雲釋子和張禪師的身份
學術界雖然尚存爭議，但不能否認其在西夏的
重要影響。此外，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作為西
夏兩種主要的佛教脈絡，二者並行圓融，到西
夏晚期形成所謂的「漢藏佛教」，「漢藏佛教體
系」的合併不同於漢藏法門，其高峰可見於西夏晚期至元代初期的大和尚一行慧覺
的著作中，一行慧覺所提出的思想以華嚴宗性起緣起為結構，來分配不同顯密法
門，這些法門同樣包括漢藏法門、禪修、法界觀、密咒真言、藏傳密教本續等思想
和修行儀軌。
禪宗史上所謂「頓漸悟修」的關係問題較為敏感，此問題的討論亦可見於圭峰
宗密的《禪源序》以及宗密本人其他的著作中。考慮到西夏曾流傳《禪源序》、
《禪門
承襲圖》的漢文原本及西夏譯
本，可推知西夏學僧必然對這一
問題的相關爭論有所了解。宗密
所撰《禪源序》既是一部判教著
作，也是一部漢傳佛教資料書，
在西夏頗為流行。同時，西夏最
晚在 12 世紀 50 年代之後開始流
傳藏傳佛教的「宗義書」，也是
一種判教著作。宗密《禪源序》
與藏譯宗義書結構和內容雖然
不同，但二者同為判教著作，
所涉及的問題有一定交叉。同
時，漢藏佛教並行也引起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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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佛教之間的互動，促進西夏本土佛教的發展，其中一個例子是本文中所涉及的
《心地法門文》（
）1。該資料為蝴蝶裝，共 51 頁，草書寫本（圖 2）
。

《心地法門》與「頓漸」的討論
除了《心地法門》之外，黑水城文獻中另可見西夏文本《諸說禪源集都序擇炬
記》，是宗密《禪源序》的注釋，草書卷子，現存內容大致與《大正藏》版卷下之二
的內容相符合。《諸說禪源集都序擇炬記》主要集中在「漸頓悟修」等主題的討論
上，該資料尚待研究。如前所述，《心地法門》為判教論著，主要以「漸頓圓融」典
範為主，不同法門的分配結構是所謂九種根機（上上，上下，上中云云）。《心地法
門》判教有漸、頓二門，則：頓修漸悟，漸修頓悟，漸修漸悟，為下根眾生之上中
下；頓門乃是「頓悟漸修，頓悟頓修」為中品人之下中根器。此外頓悟頓修另分為
「順性修行頓」（文中有翻譯），和「斷正平竟頓」（文中無翻譯）者，為中上根人修
行法門。上上根人修「圓融漸頓」，總共九門。
本文主要討論《心地法門》中「頓漸悟修」的結構。文中提到的最理想的法門
乃是所謂「圓融」思想，據《心地法門》的最後幾句內容初步考證，在《心地法
門》中「圓融」與「大寂」（
）同義。「大寂」一詞在西夏佛教術語中頗為重
要，一般翻譯藏文 རྫོགས་ཆེན （「大圓滿」），屬於藏傳阿底瑜伽的範疇。目前對文本的解
讀程度尚顯不足，因此 「圓融」 和「大寂」代表漢藏圓融趨勢只不過是一個初步的
考證，但卻有助於說明《心地法門》的內容特色。此資料雖然受到宗密思想的影
響，但其判教體系與宗密不同，主要差別在於上文已及的「圓融」：據宗密的判教
觀，在「宗教」典範中所謂「頓悟頓修」最為殊勝，屬於「上上根機」之人，如
《禪源序》：「頓悟頓修者，此說上上智根性樂欲俱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
生前後際斷」，與《心地法門》的判教觀有明顯的差異：從下文可見，《心地法門》
僅把「頓悟頓修」排在「中之中根器」範圍之內。至於「圓融」一詞，據 CBETA 搜
尋結果，僅在《禪源序》中出現兩次，並非是圭峰禪師所討論的核心概念，但在
《心地法門》中似乎代表了判教的最高境界。綜上可知，《心地法門》代表了一種比
較獨特的判教體系。

文本來源及其時代問題
據目前學術界對《心地法門》的了解程度，其成書時段尚無法確定，至於該文
本究竟是譯自漢文本還是西夏本土所造，可作如下考證：《心地法門》中引用的佛典
1

Tang 166,7169，克恰諾夫目錄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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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禪源序》、《法華經》、《寶積經》、《大智度論》、《金剛般若經》、《大般若
經》、《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等漢傳經典，此外還引用了
《真實名經》、《聖佛母所說經》（應該指的是《八千頌般若經》），以及兩種「本
續」，分別是《普造王經》（ཀུན་བེད་པའི་རྒྱལ་པྫོའི་མདྫོ）和某種「梵行本續」，這兩種「本續」的
引文來源尚未確定，需要進一步考察。至於漢語材料，據筆者考證，文中引用的
《禪源集都序》的語句與現存的《禪源序》的西夏譯文完全一致，其中最明顯的例
子如下：
《
」。

》

「

漢譯：「故《禪源序》說：『如登九層臺，層層漸漸高，則境界亦漸漸見遠』。」
此句在《心地法門》和西夏譯《禪源序》中完全相同，漢文原文作：「如登九層
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西夏譯《禪語序》把原文中的「所見」譯為「境界」
（
），符合西夏語法，但不是唯一的譯法，這說明《心地法門》作者參考的是
《禪源序》的西夏譯文，而不是漢文原典。《心地法門》中引自《寶集經》的內容雖
然尚未全部核對，但也顯示出了同樣的情況，據孫伯君教授考證，《心地法門》中的
引文亦與現存《寶集經》西夏譯文完全相同。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
「

」。

字面翻譯為：「學佛之禪定，得菩薩名稱，正定導引故，成就定心佛」。
此句在《心地法門》和夏譯《寶集經》中完全一致，原文作：「學佛舍摩他，菩
薩得名稱，正定導引故，成就定心佛」，西夏譯者把「舍摩他」（śamatha）譯為「禪
定」
（
）。說明《心地法門》的引文可能來自於夏譯《寶集經》。
再次，《心地法門》文本中還引用了《真實名經》中的句子：
《

》

：「

」。

此處譯作：「決定出於三乘者，住在於彼一乘果」（字面譯為：「決定以三種乘而
出，住在一種乘之果」）。
《心地法門》中此句既同與釋智譯《真實名經》漢文版本，又同與現存《真實
名經》的西夏文本，並且兩種西夏文本皆保留同樣的語法標記（如動詞前綴）和詞
彙（如「種」字），這又說明《心地法門》的作者參考的是《真實名經》的西夏譯
本，而非漢譯本或藏文原典。同時也說明釋智的漢譯基於西夏譯本，很可能是西夏
時期所譯，而非元代。另有部分引文來源尚不明確，其中包括《普造王本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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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普造王經》是藏傳寧瑪派的主要經典，筆者迄今尚未發現西夏語引文的藏文
來源，因此《心地法門》與西夏流傳的藏傳佛教關係問題尚待考證。綜上，可以肯
定的是，《心地法門》是西夏本土著作，而非譯自漢文本，文中所見藏傳「本續」引
文也恰恰代表西夏晚期佛教的發展趨勢。

《心地法門》「頓漸」判教
本文的介紹僅限於「漸頓、悟修」之間的關係問題，錄文表示文本殘缺或筆
者無法識別的西夏字，佛字表示筆者構擬的字。
前六頁初步錄文、翻譯如下：
《
」2

□

《

》

》
：「
」

：「
□

頓修漸悟求，流三無數世時，能竟圓滿理。故《禪源序》說：「如人學射，頓者
箭箭直注，意在中的。漸者日久方始，漸親漸中。此說運心頓修，不言功行頓畢」；
又《大智度論》說：「有人前世，少有福德利根，發心漸漸行[六波羅蜜]，若三、若
十、[若百]阿僧祇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乘馬者，必有所到]3。」
□□□□
□□□□

《

》

：「
」4

》

：「
」 《

5
6

□□

《

□□□□
》

：「

」

二，漸修頓悟，下之中根人，三賢十地，以漸□□□，百千無數世界，後來佛
2

此處《心地法門》中引用了《禪源序》的西夏譯文。見：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
證》，收錄在《西夏文獻論稿二編》（蘭州：甘肅文化，2018）：226。直譯：「譬人學射，心下中
著目的，約漸，日流而後漸漸接近。」
3
西夏文簡略《大智度論》一部分內容，筆者以[ ]標記。《大正藏》，第 25 冊，1509：342c13。
4
原文：「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遠詣都城，步步漸行，一日頓到也」；聶鴻音《西
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證》：226 錄文全同。
5
此引文來源待考證。
6
此引文來源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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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故《禪源序》說：「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遠去王城，漸漸
前行，一日頓到也」；又《□□□陀羅尼》，此陀羅尼中說：「持密計神咒者，佛處現
前，□□□□，漸習修菩薩行，疾近菩提方」；又《大智度論》說：「或人發心修
行，百千阿僧祇劫得菩提。」

8

」

9

」
《
《
『

《
」7
》
》
10

》
《
：「
：「
』

：「
》

：「
□

」11
三，漸修漸悟，下之下12根人，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佛乘等，漸修游諸地
位，萬億無數世界，修止觀等行，悟時顯深深之理，以悟修求明滿成就，故《禪源
序》說：「如登九層臺，層層漸漸高，則境界亦漸漸見遠」；又《真實名經》說：「決
定出於三乘者，住在於彼一乘果」；又《法華經》說「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
大乘而度脫之」；又《大智度論》中說：「或眾生發初心，後初雖顯善愛，與惡混
雜，時時發起，說『我求成佛道』，後迴向諸功德為菩提；其人甚至經無數阿僧劫，
或至或不至。是初世福德薄以及根鈍，心不堅固也」。
：「

？」

：「

？

7

原文：「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與西夏譯文相同：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
集都序〉譯證》：226。漢文與西夏譯文的差別僅在於以「境界」替代了「所見」。
8
此處《心地法門》引用西夏譯《真實名經》，《心地法門》的引文與現存西夏文全同。見：林英
津，《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2006）：207，第 281 行。相關漢
語見：釋智譯《真實名經》（大正第 20 冊，#1190：828c12），此句在《真實名經》的西夏譯本、釋
智漢譯本和《心地法門》的引文中全部相同，說明釋智漢譯參考了西夏流傳的譯本，其他漢譯本中不
見此句，可以證明：釋智漢文本譯自西夏時期或以西夏譯本為底本。
9
原文與《心地法門》引文全同，《大正》，第 9 冊，#262：13c14-15。
10
此字模糊不清。
11
原文見：《大正》，第 25 冊，#1509:342，c10-13，「有菩薩初發意，初雖心好，後雜諸惡，時時
生念：『我求佛道，以諸功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久久無量阿僧祇劫，或至或不至。先
世福德因緣薄，而復鈍根，心不堅固，如乘羊者」。可見西夏譯本為原典之略本。
12
文中似乎有錯誤，按照邏輯應該是「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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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曰：「此三漸門中，雖然說頓理，何故一樣是漸法？」答曰：「漸中頓者，即
是漸法，並且非頓法，此者如何？今來分別頓漸之理，則漸者，約人覺悟之性而
說。斷惡修善，捨妄取真，修因待果，除凡求證聖，有得有證，諸法便滅，有能見
所見心13，此乃是漸理。頓者，約真理之法而說，修善惡不斷，妄真不取捨，見因果
同源，得凡聖平等之證悟，不住相，諸法不便滅，無有能見所見之心，則此者是頓
理。據此漸中雖斷頓，唯斷修中疾慢不同。約因果差別，雖然說頓理，不能修真妄
平等，法體無取捨之理，則不成頓法，唯是漸法。此崇高三門皆是究竟法理。」
「

《

》
」

14

」

：「
《

》

：「
」
」

」 16

《

》
」17.

15

《
：「

》

：「

：「

示頓者，則了悟有差，有二種門。一頓悟漸修，其修者中之下根人。頓了悟心
之真性本來清淨，煩惱業報，本來空寂，性相平等，理事不二。不依方便，無始煩
惱熏習力大惑，真道難說。因此，以修萬行，止滅熏習力，因位功故，果成佛也18。
13

直譯為「見能所心」。
與《禪源序》譯文全同：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證》：226；原文：「初發心時
即成正覺，然後三賢十聖次第修證」。
15
原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方便善巧品」：「能覺實義故名佛陀，等覺實法故名佛陀」
（《大正》，第 7 冊，#220：700a11）。
16
原文《大正》第 7 冊，#220:257a8-10，「若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用無所得而為
方便，以無相俱行心修行如是一切佛法，必獲無上正等菩提」。
17
原文：「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正》，
第 8 冊，#235：751c25-26）。
18
此句含義是：「因為有因位之功德，故有成佛之果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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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禪源序》說：「初發心時，成本正覺，然後三賢十聖者，以漸修得證」。又《大
佛頂經》說：「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
身」19，是頓悟。此後所說「乃至十信，游十地者」，乃是頓悟人者是漸修意趣。又
《大般若經》說：「佛告善現：『能覺實義故名佛陀，等覺實法故名佛陀』」；又說：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用無所得為方便，以無相俱行心，修行一切佛
法，必得無上正等菩提。」又《金剛般若》說：「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
「

」

《
」

21

》

：「
」 20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22
：「
》

二，頓悟頓修者，分別者有二種：順性修行頓者，中之中根人性之真理，以頓悟
盡快□□□為本，順性頓修，不取其他方便之相。唯法住理性之修，如此煩惱斷，如
此證真證不斷，不著性相而常住，此者名頓修。故《禪源序》說：「即悟真心，若煩
惱微薄，慧解明利，即依本宗教一行三昧」；又《寶積》說：「覺了身見之體性，故名
佛出世」；又說：「了貪欲寂滅空寂，證其實性得菩提」；又說：「學佛之禪定，得菩薩
名稱，正定導引故，成就定心佛」。又《佛母所說法經》說：「彼不可起，本性清淨，
如此修行疾成佛道。」又說：「從一切法□□等起，無著則得等正覺」，又《普造王
19

原文：「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佛頂如來密
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三，（《大正》第 19 冊#1945：119b12-13）。
20
原文：「若悟真心，若煩惱微薄，慧解明利，即依本宗本教一行三昧」；《心地法門》引文全同與
《禪源序》的西夏譯文。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證》：222。
21
原文：「覺了身見之體性故名佛出世」，《大正》第 11 册 #310：147a8-9；此處西夏引文與《寶積
經》夏譯文全同，感謝孫伯君教授提供信息。
22
原文：「了貪寂滅常空寂，證其實性得菩提」，《大正》第 11 册 #310：179b17。
23
原文：「學佛舍摩他，菩薩得名稱，正定導引故， 成就定心佛。」《大正藏》第 11 冊，#310：
395a17。漢文用「舍摩他」，《心地法門》用「禪定」的說法，與《寶集經》西夏譯文相同。

宗密思想在西夏的發展：《心地法門文》與西夏佛教中的「頓漸」

301

經》說：
「種智不生，自然居住者，不游地位能至明滿地。」又《梵□續》說：「自性
三身皆圓滿，能了此理，成四智，不離聞見故，自然必定及佛地」24。
《心地法門》中頓漸分配如下：
頓/ 漸
漸悟頓修
漸修頓悟
漸修漸悟
頓悟漸修
頓悟頓修
（二種）

根器
下之下25
下之中
下之上
中之下
中之中，中之上

印證經文
《禪源序》，《大智度論》
《禪源》，《陀羅尼經》，《大智度論》
《禪源》，《真實名》，《法華》，《大智度論》
《禪源序》，《大佛頂經》，《大般若》，《金剛經》
《禪源序》，《寶積經》，《佛母所說法經》，
《普造王經》，《梵□續》

在結構上，《心地法門》與《禪源序》明顯的不同點在於「頓悟頓修」：《禪源序》中
此類別排位最高，屬於「上上智性」境界，而《心地法門》將之判定在「中根器」
範疇內，此即說明《心地法門》的作者認為「頓悟頓修」之上另有所謂「圓融」法
門，而「上根器」的修行全部屬於此種類型，據文本內容可知，這一類型是「大
寂」和「圓融」境界，即所謂「事事無礙」境界。另外，《心地法門》把根器判斷得
十分確鑿，這一點與宗密《禪源序》不同，但卻接近於西夏流傳的阿底瑜伽宗義書
的不同本子，考慮到文本中有引用寧瑪派主要經典之一──《普造王經》的內容，
可以假設《心地法門》的作者參考過相關材料，並且可能受到其判教立場的影響，
但這一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24

此二處引用的具體來源待考證。

25

本作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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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判釋「稱名念佛」
的義理辨析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陳劍鍠

主任
教授

摘 要
《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在清代初期的行策法師(1628-1682)便極為關注，
並且將之做為弘傳彌陀淨土法門的重要經典。後來被譽為清代華嚴宗的中興教主
續法法師(1641-1728)則系統性地撰寫《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
，此是歷來注
疏《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最為詳盡的著作，其重要性在於以華嚴思想詮釋彌
陀念佛法門，尤其以華嚴思想貫攝持名念佛要義，並以華嚴五教判來判攝念佛法
門通於「終、頓、圓」三教。續法標舉「稱名念佛」，運用澄觀所開立的五種念佛
門，再次開出以「稱名念佛」為核心的五門：一、持念佛名門，二、攝名歸心門，
三、心名雙融門，四、心名俱絕門，五、圓通無盡門，表明「念佛一法，攝盡一
切法矣。」他以華嚴的圓教思想，主張念佛法門攝盡佛教一切法門，這對於明清
代華嚴念佛思想的復興，以及當時淨土法門的衰落，補以一劑強心藥，既可藉華
嚴思想深化淨土法門，亦可藉淨土法門弘傳華嚴思想，二者相得益彰。
關鍵詞：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稱名念佛、華嚴五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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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續法(1641-1728)俗名沈成法，字柏亭，別號灌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東）
人，生於明崇禎十四年，清雍正六年示寂於天竺山慈雲寺，世壽八十有八。續法
九歲時禮拜杭縣慈雲寺明源為師，學習朝暮課誦及經懺，同時修學《四書》
、
《詩》、
《易》等儒家經典，十六歲薙髮為僧，十九歲受具足戒，二十歲參承乳峯法師，
聽講《楞嚴經》，遂爾宿慧駿發，洞澈微旨。
續法平居之時，喜於談論天台、賢首兩家教觀之同異，曾經詢問乳峯法師，
如何取正此二家義理？乳峯法師以先師雲棲袾宏(1532-1612)之說而答覆：
「汝研清
涼，當審二派之所以異，而毋濫狃其所以同。能審其所由異，自辯其所由同，而
並參其非同非異者，而證悟焉則功圓。俄頃見佛於塵毛矣，何彼此分岐之異執也！」
續法豁然頓悟，認定乳峯法師「為真吾師也」
。自此博覽群籍，精研教典，崇尚《華
嚴經》
，洞悉華嚴教觀，融會諸宗，被尊稱為清代華嚴宗的中興教主，對於華嚴教
學貢獻卓著。
續法平日勤於撰述，搜考群籍，年邁之時仍然手不停披，發揮華嚴教義，賢
首宗風賴以重振，故佛教界論其功績，則與華嚴五祖宗密(780-841)相提並論。根
據史料所載，續法著述甚多，與念佛思想有關者如《阿彌陀佛經略註》、《觀無量
壽經直指疏》
、
《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
、
《樂邦淨土詠》
、
《西資歸戒儀》
、
《念
1
佛異徵記》、《彌陀懺》等。
《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在清代初期的行策(1628-1682)便極為關注，並且將之
做為弘傳彌陀淨土法門的重要經典。後來續法則系統性地撰寫《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
章疏鈔》
，此是歷來注疏《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最為詳盡的著作，其重要性在於
以華嚴思想詮釋彌陀念佛法門，尤其以華嚴思想貫攝持名念佛要義，並以華嚴五教判
來判攝念佛法門通於「終、頓、圓」三教，指出《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之「教義
深廣幽遠，非淺近矣。」2這跟中國早期彌陀淨土教學的幾位大師，如曇鸞(476-542)、
道綽(562-645)、善導(613-681？)等，認為持名要法並非只是口中唸佛，須是持名的當
下繫念思惟，乃至證入空性，或是念佛三昧，3這樣的思想理趣是一致的。

1

以上參閱清．釋續法 講、清．釋證文 記：《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自識實行）》，收入《伯亭大
師傳記總帙》，
《卍續藏經》第 88 冊，頁 393c-396a；清．徐自洙：
〈浙江天竺山灌頂伯亭大師塔誌
銘〉
，收入《伯亭大師傳記總帙》，
《卍續藏經》第 88 冊，頁 396a-398b。
2
清．釋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78, b12。
3
參閱陳劍鍠：〈曇鸞的空觀思想〉，《行腳走過淨土法門——曇鸞、道綽與善導開展彌陀淨土教門
之軌轍》
，台北：商周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頁 37-67；陳劍鍠：〈道綽、
善導的懺悔觀——以末法觀念及念佛三昧為核心〉
，
《行腳走過淨土法門——曇鸞、道綽與善導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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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法標舉「稱名念佛」
，運用澄觀所開立的五種念佛門，再次開出以「稱名念
佛」為核心的五門：一、持念佛名門，二、攝名歸心門，三、心名雙融門，四、
心名俱絕門，五、圓通無盡門，表明「念佛一法，攝盡一切法矣。」他以華嚴的
圓教思想，主張念佛法門攝盡佛教一切法門，這對於清代華嚴念佛思想的復興，
以及當時淨土法門的衰落，補以一劑強心藥，既可藉華嚴思想深化淨土法門，亦
可藉淨土法門弘傳華嚴思想，二者相得益彰。

二、續法標舉稱名念佛
續法以華嚴思想來詮釋念佛法門，從下面這句概括性的一段話，可得到相當
理解，他說：
大矣哉！念佛之為法門也，大小並收，利鈍均攝，事理圓融，性相無礙。4
使用華嚴法界思想的至廣至大的境界，來形容念佛法門，認為念佛法門兼收大、
小乘佛法，可以攝受利根或是鈍根的眾生，如同古德一再宣稱念佛法門是普被三
根的見解一致；除此之外，念佛法門是「事」、「理」圓融的法門，透過修持此法
門，能夠達到「性」、「相」無礙的境界。續法採用澄觀(738-839)的見解，認為念
佛法門屬於「終教」，並且通於「頓教」、「圓教」，5因而他在強調持名念佛的修持
方法時，特別指出：
「約機稟邊，唯局持名，然此持名，亦通圓頓。」6就根機稟賦
而言，持名念佛（或云稱名念佛）具有救度凡夫的重要意義，這除了說明「持名
念佛法門」與眾生根機的相應問題，也表明「持名念佛法門」的殊勝問題，故強
調「持名念佛法門」能夠通於圓教。7這樣判釋持名念佛在娑婆世界的宗教性功能，
到了清代續法之時，經過唐、宋、明三朝約一千年的發展，可說已形成一種傳統
的教說，在淨土法門內部被認為是穩定的修持準則而鞏固下來，並被視為成說、
定說。職是，續法上引文所強調的念佛法門不論何種根機，皆能利鈍全攝，而且
具有大、小乘佛法兼收並蓄的圓教屬性。
華嚴五祖宗密曾歸納四種念佛方法：一實相念佛、二觀像念佛、三觀想念佛、

彌陀淨土教門之軌轍》
，頁 103-144；陳劍鍠：
〈「稱名念佛」與善導「十聲」教法〉
，頁 145-177；
陳劍鍠：〈道綽的末法觀念與淨土門的創立〉
，頁 69-102。
4
清．釋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75, a8-9。
5
參閱陳劍鍠：〈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之念佛要義與教判思想〉，《明清史集刊》
（香港大學）第 10 卷（2012 年 12 月），頁 91-122。
6
清．釋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81, a8。
7
須說明的是，持名念佛亦可通於圓教，是指「別乘圓教」
，而不是指「同乘圓教」
。這是為了鑑別
只有華嚴宗是「別乘圓教」
。這樣的判教思想跟華嚴宗判定天台宗是「同乘圓教」的道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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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稱名念佛，8續法亦依此而指出：
「念佛有四：一稱名，謂聞說佛名，一心稱念；
二觀像，謂設立尊像，注目觀瞻；三觀想，謂以我心眼，想彼如來；四實相，即
念自性，真實相佛。」9依據續法對這四種念佛方法的理解，他將持名念佛抬至極
高的位置，認為持名念佛乃徑中又徑的殊勝法門，他指出：
雖念佛三昧，古稱徑路，而持名一法，徑而又徑。何者？觀像，則像去還無，因
成間斷。觀想，則心麤境細，妙觀難成。實相，則眾生障重，解悟者希。至於無
盡，則境界深廣，從何領荷？唯此持名，最為簡捷。但能繼念，便得往生。如驥
驟（餘門念佛也）雖超群馬（餘門修行也）
，未及龍飛（持名念佛也）
；鶴沖（餘門念佛也）
己過凡禽（餘門修行也），爭如鵬舉（持名念佛也）。故龍樹《毘婆沙論》云：佛法有
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譬如跛人，陸道步行則苦，一日不過數里；水路
乘船則樂，須臾便過千里。易行疾至，應當念佛，稱其名號，本願如是。10
念佛三昧是甚深的禪定境界，就念佛法門的判釋，此乃了脫生死之表徵，一旦證
入念佛三昧，即是跳脫六道輪迴之聖，因此，能夠證入念佛三昧是修行上極為殊
勝的功德，古來被稱為「徑路」修行。但是，在這條捷徑、近路上又可進而走上
一條更為簡捷的道路──持名念佛，被稱為「徑而又徑」（或是「徑中又徑」）的
便捷之路。這是續法對四種念佛方法做出比較後的結論，跟古代大德一再強調持
名念佛為方便中的方便、勝異方便的說法一致，足見，續法的說法有所繼承，對
於「觀像」、「觀想」的說明是承繼前人。
何謂「觀像」？續法的師公雲棲袾宏在《阿彌陀經疏鈔》云：
「觀像者，謂設立
尊像，注目觀瞻。如《法華》云：起立合掌，一心觀佛，即觀相好光明，現在之佛
也。若優填王，以栴檀作世尊像，11即觀泥木金銅鑄造之佛也，故云觀像。」12這是
對於如何修持「觀像」念佛的說明，續法認為「觀像，則像去還無，因成間斷」，
表明「觀像」念佛不比持名念佛殊勝，原因在於念佛行者修持觀想佛像時，當佛
像不在眼前，便無法持續注目觀像，而產生間斷，一有間斷便難以獲得一心。他
所主張的即是其師公雲棲袾宏的意見，13其實續法非常重視雲棲袾宏的種種見解，
在他的著作裡常常引用雲棲袾宏的文字。
8

宗密云：「念佛不同，總有四種：一稱名念，二觀像念，三觀想念、四實相念。」（唐．釋澄觀
別行疏、釋宗密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4，CBETA, X05, p. 280, c8-9。
9
清．釋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80, c22-p. 381, a1。
10
清．釋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81, b22-c8。
11
參閱東晉．佛陀跋陀佛譯：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6，
〈觀四威儀品 6〉指出：「時優填王，戀
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當下，象載金像來迎世尊！」(CBETA, T15 , p. 678, b7-8)。
12
明．釋袾宏：
《阿彌陀經疏鈔》卷 3，CBETA, X22, p.662, a5-8。
13
明．釋袾宏：
《阿彌陀經疏鈔》卷 1：
「觀像，則像去還無，因成間斷。」(CBETA, X22, p. 612,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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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續法所解釋的「觀想，則心麤境細，妙觀難成」
，亦是迻用雲棲袾宏的意
見，14但是此教示是來自善導的《往生禮讚偈》
：
「眾生障重，境細心麁，識颺神飛，
15
觀難成就也。」 善導的說法為歷來闡述淨土法門的著作所引用，直到續法的時代
已是非常普遍且被完全接受的說法，16因此，晚近以「觀想」作為修持念佛法門的
人不多。這跟歷來祖師大德倡導稱名念佛的教法不無關係，從曇鸞、道綽以至於
善導，他們不但提倡「持名」念佛以證入念佛三昧，而且終結於「實相」念佛的
教法，在中國淨土教門裡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直至晚明雲棲袾宏說：
「念佛一門，
而分四種，曰持名念佛，曰觀像念佛，曰觀想念佛，曰實相念佛。雖有四種之殊，
。。。。。。。。
究竟歸乎實相而已。」17即是這種思想、教法的延續與表現。
歷來對於「實相」念佛的提倡從未間斷，但是因為「實相」則「無相」亦「無
不相」
，故在不可言說的情況下，無法使用語言文字予以解釋說明，這是困難之一；
眾生根器不足，無法具有清晰理路以實踐「實相」念佛，則是困難之二，如同續
法在上引文所云「實相，則眾生障重，解悟者希。」因此，歷來祖師大德以「持
名」念佛來教化眾生，並歸結於「實相」念佛，18這是符合佛教中道般若實相的觀
點，使得淨土法門不但不會陷入執有，或是心外求法的外道法，而能在中國佛教
各宗派的質疑之下，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淨土法門雖然不偏離般若實相之教理，但是為了接引普羅大眾，所以
強調簡易的「持名」方法，續法以華嚴思想疏解《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時，
提出「至於無盡，則境界深廣，從何領荷？」可見，重重無盡的華嚴境界是無窮
無盡而圓融無礙之法界，一般根器的眾生無法領受。這是「念法身佛」的修持方
式，有別於「念色身佛」，依龍樹菩薩所說「念色身佛」，是應以三十二相、八十
種隨形好作為「念佛」的對象；而「實相念佛」則是以法身念佛心，輾轉深入而
獲得上勢力。19足見，實相無相，沒有任何所緣境可供依止，其境界不可思亦不可
議，非凡夫眾生所能企及，故續法說：
「唯此持名，最為簡捷。但能繼念，便得往
生。」提出有效的救度方法，令念佛法門成為一種既可靠又可行的實踐修持方法。

14

明．釋袾宏：
《阿彌陀經疏鈔》卷 1：
「觀想，則心麤境細，妙觀難成。」(CBETA, X22, p. 612, b4-5 )。
唐．釋善導：
《往生禮讚偈》卷 1，CBETA, T47,p.439,a28-29。
16
例如唐．釋智昇：《集諸經禮懺儀》卷 2，CBETA, T47,p. 466, c26-27；宋．釋元照：
《阿彌陀經
義疏》卷 1，CBETA, T37,p. 361, c26-27；宋．釋宗曉：
《樂邦文類》卷 4，CBETA, T47, p. 210, a2-3；
元．釋惟則：
《淨土或問》卷 1，CBETA, T47, p. 301, c2-3。明．釋道衍：
《淨土簡要錄》卷 1，CBETA,
X61, p. 414, b20-21，皆有述及，一再強調使用觀想念佛不容易修持成功。
17
明．釋袾宏：
《雲棲淨土彙語》卷 1，
〈水陸會中普示持名念佛三昧〉
，CBETA, X62, p. 2, b22-24。
18
例如雲棲袾宏說：
「若其持名，深達實相，則與妙觀同功。」
（明．釋袾宏《雲棲淨土彙語》卷 1，
CBETA, X62, no. 1170, p. 2, c9）
。
19
參閱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十住毘婆沙論》卷 12，
〈助念佛三昧品 25〉
，CBETA, T26,
p. 86, a9-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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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在《十住毘婆沙論》指出：
「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
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佛法有無量門，
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
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20龍樹辯稱菩薩道的共同指標是獲
證阿惟越致，且有兩種不同的修持方向，一則勇猛不懈怠、勤行精進；一則以信
行方便作為下手處，為怯弱下劣的眾生而施設，強調稱佛名號，如龍樹所言：
「若
21
人疾欲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
薩，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22這樣的說法在中國念佛法門裡被一再地引用，
主要以信行的易行方便來指涉念佛法門。
早期念佛法門的提倡者曇鸞即云：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毘婆沙》云：菩薩
求阿毘跋致，有二種道：一者難行道，二者易行道。」23從龍樹的二道說法，引
出自力、他力的二力說，24形成所謂的二道二力的說法，再加之將易行道配於稱
名念佛，使得中國念佛法門形成了以稱名念佛為主要依止的方法，例如曇鸞即
說：「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
生，住不退轉。」25「心專念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土。此如來名號，及彼國土名
號，能止一切惡。」26這樣的教法影響下來，直至清代的續法亦然如此陳述，因
此，上引文說：「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譬如跛人，陸道步行則
苦，一日不過數里；水路乘船則樂，須臾便過千里。易行疾至，應當念佛，稱
其名號，本願如是。」也是其來有自了。
上來所講的是兼顧教理的弘傳及延續問題，得知續法的見解不是憑空而有之
外，最主要希望能夠辨明續法雖是華嚴學者，但是他主張的念佛法門採用稱名念
佛的修持方式來結合華嚴思想，則是我們所應注意的。我們審視華嚴宗自身的傳
統，發現五祖宗密在解釋〈普賢行願品〉導歸極樂的教理時，曾以《觀無量壽佛
經》「下品下生」經文的教示，27撮要成此說：「但稱名號，令聲不絕，具足十念，
命終之後，見金蓮華，一念往生。」28也是沒有否定稱名念佛，而且，他還指出：
20

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十住毘婆沙論》卷 5，
〈易行品 9〉
，CBETA, T26, p. 41, a29-b6。
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十住毘婆沙論》卷 5，
〈易行品 9〉
，CBETA, T26, p. 41, b13-14。
22
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十住毘婆沙論》卷 5，
〈易行品 9〉
，CBETA, T26, p. 41, c11-12。
23
北魏．釋曇鸞：《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1，CBETA, T40, p. 826, a28-b1。
24
曇鸞說：
「自力他力相︰如人畏三塗故受持禁戒，受持禁戒故能修禪定，以禪定故修習神通，以
神通故能遊四天下，如是等名為自力。又如劣夫跨驢不上，從轉輪王行便乘虛空，遊四天下無所障
礙，如是等名為他力。」
（北魏．釋曇鸞：
《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2，CBETA, T40, p.844,
a21-26）
。
25
北魏．釋曇鸞：《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1，CBETA, T40, p. 833, c24-26。
26
北魏．釋曇鸞：《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2，CBETA, T40, no. 1819, p. 835, c27-28。
27
參閱劉宋．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佛經》
，CBETA, T12, p. 346, a12-26。
28
唐．釋宗密：
《華嚴經疏論纂要（第 86 卷-第 120 卷）
》卷 120，
〈普賢行願品第 40〉
，CBETA, B0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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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華藏而生極樂，畧有四意：一有緣故，二欲使眾生歸憑情一故，三不離華
藏故，四即本師故。」 29極樂世界不離於華藏世界，二者關係密切，因而，華嚴
有念佛一行的教導，這關涉到以華嚴的理事思想來展開念佛法門，下節即討論此
問題。

三、華嚴思想的五種念佛門
善導在《觀無量壽佛經疏》裡辯駁攝論學派的「別時意趣」時，指出念佛一
行即是萬行中的一行，可藉此而了脫生死，他說：
「雖言未證，萬行之中是其一行。
何以得知？如《華嚴經》說：「功德雲比丘語善財言：『我於佛法三昧海中唯知一
行，所謂念佛三昧。』」以此文證，豈非一行也。雖是一行，於生死中乃至成佛永
不退沒，故名不墮。」30善導引用《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有關德雲比丘教
導善財童子念佛之例，來強調念佛法門的殊勝，這樣的說法應該是透過雲棲袾宏
而影響了續法。31
善財童子受到文殊菩薩之勸，南行求道於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童子、童女、長者……婆羅門、博士、醫人、船師、佛妃等善知識，他首
先在勝樂園國的妙峯山中獲得德雲比丘教導念佛三昧門，32這是善財童子參學五十
三位善知識的第一位。33德雲比丘告訴善財童子，他自己已證得「自在決定解力，
信眼清淨，智光照曜，普觀境界，離一切障，善巧觀察，普眼明徹，具清淨行……
常念一切諸佛如來，總持一切諸佛正法，常見一切十方諸佛。」34德雲比丘所證之
念佛三昧，其功夫在於「常念」、「總持」、「常見」一切十方諸佛如來。
道綽解釋德雲比丘所證的功夫：
「念佛三昧門者，於微細境界中，見一切佛自
在境界，得諸劫不顛倒；念佛三昧門者，能起一切佛剎，無能壞者，普見諸佛，

p. 2869, a15。
29
唐．釋宗密：
《華嚴經疏論纂要（第 86 卷-第 120 卷）
》卷 120，
〈普賢行願品第 40〉
，CBETA, B05,
p. 2884, a13-14。
30
唐．釋善導：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CBETA, T37, p. 249, c14-19。
31
例如雲棲袾宏說：
「華嚴一行者，德雲比丘示念佛法門。疏云：一行三昧，觀其法身，以如為境，
無境非佛。」
（明．釋袾宏：
《阿彌陀經疏鈔》卷 3，CBETA, X22, p. 662, a24-b2）
。續法非常熟悉《阿
彌陀經疏鈔》，且常常引用。
32
參閱唐．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2〈入法界品第 39 之 3〉
，CBETA, T10, p. 334, a9-13。
33
在《八十華嚴》裏，這位善知識譯為「德雲比丘」，在《四十華嚴》則譯為「吉祥雲比丘」（參
閱唐．般若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
〈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CBETA, T10, p. 679, c4）
。
另外，有關善財童子訪問善知識的相關經典、善財童子在部派佛教裏傳說是釋尊的「本生」
、參學
出發地福城的確定地點、參訪的路程、參訪的善知識人數、分類與參訪次序等問題，參閱釋印順：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 7 月 7 版）
，頁 1110-1130。
34
唐．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2〈入法界品第 39 之 3〉
，
《大正藏》第 10 冊，頁 3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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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世不顛倒。」35善導的弟子懷感則說：「功德雲比丘唯教念佛三昧之法，此即
甚深之法也。」36足見，
《華嚴經》雖然不是弘揚淨土法門的經典，但是《華嚴經》
所論的「念佛三昧」
，被弘傳淨土法門的前賢作為殊勝法門的標幟，這是值得注意
的事。37而修持念佛法門證入念佛三昧的最可貴處即在於見佛，念佛即見佛，見
佛即得念佛三昧。而且，持念佛名就入一乘法界，故整個簡要的邏輯概念是以：
稱念佛名──念佛三昧──見佛，故說「常念」
、
「總持」
、
「常見」一切十方諸佛
如來。
德雲比丘證入念佛三昧，依他自己所言：
「我唯得此，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
光明普見法門」
，此法門具有多種解脫之道，即「智光普照念佛門」
、
「令一切眾生
念佛門」、「令安住力念佛門」、「令安住法念佛門」……「住虛空念佛門」等二十
一種念佛法門。38
這二十一種念佛三昧門在澄觀的《華嚴經疏》裡歸納出五門（為醒眉目，引文以單
句提行的方式臚列）
：
一、緣(想)境(界)念佛門：念真身佛、念應身佛，或若念正報、念依報。設
但稱名，亦是境故，皆名為緣境念佛。
二、攝境唯心念佛門：總相唯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攝所觀之依正二報，
但心業多種，故見佛有優劣不同程度。
三、心境俱泯念佛門：即遠離念佛門，能觀之心與所觀之境，俱泯滅絕相，
了不可得，如虛空門。
四、心境無礙念佛門：雙照事理，存泯無礙，心境融通，無有障礙。
五、重重無盡念佛門：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微細等門，相即相入，達
致重重無盡之境界。39
澄觀將這五種念佛法門的第一門判為小教，第二門判為始教，第三門判為頓教，
第四門判為終教，第五門判為圓教。續法則分別說明這五種念佛行門的內涵：

35

唐．釋道綽：
《安樂集》卷 2，CBETA, T47, p. 15, b17-20。
唐．釋懷感：
《釋淨土群疑論》卷 5，CBETA, T47, p. 59, c27-29。
37
《華嚴經》裡有功德雲比丘教導「無礙智慧念佛門」；解脫長者則教導「唯心念佛門」；普遍吉
祥無垢光主夜神則教導「觀德相念佛門」，本文只以功德雲比丘的教導作為論述依據。
38
唐．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2，
〈入法界品第 39 之 3〉
，CBETA, T10, p. 334, b22-c23。
39
唐．釋澄觀：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6，
〈入法界品 39〉
，CBETA, T35, p. 924, b15-24。案：引
文所列文句，非澄觀原文，是筆者稍加濃縮改寫。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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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境者，稱名、觀像，皆屬外境故；唯心者，依正、相好，唯是心作故；無
礙者，雙照事理故；俱泯者，離相如空故；無盡者，於一切時處境念中，普
見十身諸如來故。40
這樣的說法呼應澄觀的見解，如果屬於「緣想境界門」的稱名、觀像兩種方法，
是屬於藉由外境的方便來修持，則在華嚴的五教判裡，被判為小教；「攝境唯心
門」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則屬於始教；「心境俱
泯門」的心即是佛，心即非心；佛即是心，佛亦非佛；非心非佛，遠離一切，則
屬於終教；41「心境無礙門」的雙照事理、存泯無礙則屬於頓教；42「重重無盡門」
的性起圓通，事事無礙，則屬於圓教。然而，澄觀亦指出古人已有五門的說法，
換言之，澄觀所立的五種念佛法是為了糾正前人所立之五種念佛門而開立，續法
對此有所說明：
又《大疏》云：「古人已有五門：一、稱名往生念佛門，二、觀像滅罪念佛
門，三、攝境唯心念佛門，四、心境無礙念佛門，五、緣起圓通念佛門。」
此之五門，名則盡善，釋義不周，故今改之。43
《大疏》指的是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明指「古人已有五門」
，是
指偽託智顗(538-597)所作的《五方便念佛門》裡開立的五種念佛門，該文指出：
「念
佛五門：第一稱名往生念佛三昧門，第二觀相滅罪念佛三昧門，第三諸境唯心念佛
三昧門，第四心境俱離念佛三昧門，第五性起圓通念佛三昧門。」44而且續法說《五
方便念佛門》的五種念佛門「名則盡善，釋義不周」
。當然，所謂周全與否，是根據
華嚴宗的五種教判而說，如果將華嚴宗的五教判比配澄觀的五種念佛法，則能周遍
詳盡地會釋、領悟。如以天台的教說而觀，而有所欠缺。續法接著說：
《會》曰：一，即前之初；二，小乘教也；二即前四，始也；三即前三，終
。 。 。。。。 。。。。
也；四、五，前所無者，頓圓教也。
40

清．釋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81, b9-12。
參閱作者不詳：《法界圖記叢髓錄》卷 2，CBETA, T45, no. 1887B, p. 758, c24-26。
42
例如《法界圖記叢髓錄》的解釋：「四心境無礙念佛門，雙照事理，存亡無礙等。真門之寂寂，
何佛何心？鑒事理之明，明常心常佛，雙亡正入，寂照雙流。」
（作者不詳：
《法界圖記叢髓錄》卷
2，CBETA, T45, no. 1887B, p. 758, c27-29）
。
43
清．釋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no. 311, p. 381, b12-15。
44
隋．釋智顗（？）
：《五方便念佛門》卷 1，CBETA, T47, no. 1962, p. 82, a9-12。所示文句，與續
法引文所出，略有不同，二者有待論證之處甚多，如「第二觀相滅罪念佛三昧門」，續法依澄觀所
示，改為「二、觀像滅罪念佛門」，此處「觀相」與「觀像」，可同可不同，依天台教義，
「觀相」
不即是「觀像」
。再如「第五性起圓通念佛三昧門」，被改為「五、緣起圓通念佛門」
，這裡的「性
起」與「緣起」之義趣殊別。然此非本文重點，留待另闢專文討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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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指出，
「一、緣想境界念佛門」等於《五方便
念佛門》之「一、稱名往生念佛門」及「二、觀像滅罪念佛門」，這是屬於華嚴五
教判之小乘教。「二、攝境唯心念佛門」等於《五方便念佛門》之「四、心境無礙
念佛門」，屬於始教。「三、心境無礙念佛門」等於《五方便念佛門》之「三、攝
境唯心念佛門」
，屬於終教。
「四、心境俱泯念佛門」
、
「五、重重無盡念佛門」
，屬
於頓教及圓教，《五方便念佛門》所無。以下列一表格，以清眉目：
智顗

澄觀

教判

一、 稱名往生念佛門

一、緣想境界念佛門

小乘教

四、心境無礙念佛門

二、攝境唯心念佛門

始教

三、攝境唯心念佛門

三、心境無礙念佛門

終教

（無相應者）

四、心境俱泯念佛門

頓教

（無相應者）

五、重重無盡念佛門

圓教

二、 觀像滅罪念佛門

尅實而言，澄觀不贊同的是一、二、五門，而對三、四門的次第稍做調整。45如此
看來，無論是澄觀還是續法，他們所代表的華嚴教旨的說法，在於區隔華嚴「別
教一乘」的「圓教」
，跟天台「同教一乘」的「圓教」
。華嚴與天台皆立有「圓教」
的教判，所謂的「一乘圓教」。但是，依華嚴宗的立場，「圓教」又分為「別教一
乘」和「同教一乘」兩種，前者是華嚴宗以《華嚴經》為主的教示，後者是天台
宗以《法華經》為主的教示。華嚴宗二祖智儼(602-668)認為超越諸教而說圓融不
思議法門的《華嚴經》
，跟其餘三乘教大異其趣，因而稱「別教一乘」
。故對於華嚴宗
所立的「圓教」又名為「別教一乘」
，指這種教義呈現出性海圓融，隨著緣起而成無
盡法界，彼此無礙，相即相入，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故稱為「圓」
。
另外，天台宗因以《法華經》
「會三歸一」的教說，融會「聲聞、緣覺、菩薩」
三乘於一乘（佛乘）
，故此宗的一乘教說是等同於三乘教，因而被華嚴宗稱「同教
一乘」
。例如法藏(643-712)於《華嚴五教章》
「建立一乘」云：
「今將開釋如來海印
三昧一乘教義，略作十門……初明建立一乘者，然此一乘教義分齊，開為二門︰
‧‧‧‧
一別教，二同教。初中二。一、性海果分是不可說義。何以故？不與教相應故，
‧‧‧‧
則十佛自境界也。故《地論》云︰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者是也。二、緣起因分，
則普賢境界也。此二無二，全體遍收，其猶波水，思之可見。就普賢復作二門︰
45

例如澄觀如此說：
「然古人已有五門，云：一稱名往生念佛門；二觀像滅罪念佛門；三攝境唯心
念佛門；四心境無礙念佛門；五緣起圓通念佛門。此之五門，初、二名扃（案：同「局」）
。又但稱
名，亦闕念義。第五一門，名則盡善，及其釋義，但事理無礙，故今改之。」
（唐．澄觀：
《大方廣
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5〈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
《大正藏》第 36 冊，頁 667b-c）
，第五門的「緣
起圓通念佛門」僅達致事理無礙法界，未能達到事事無礙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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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分相門，二該攝門。分相門者，此則別教一乘別於三乘。如《法華》中宅內所
指門外三車誘引諸子令得出者，是三乘教也；界外露地所授牛車是一乘教也。……
此顯一乘無盡教義，此義廣說如《華嚴》中，此約別教一乘，以明異耳。」46又云：
「二、該攝門者，一切三乘等，本來悉是彼一乘法。」47
法藏闡釋同、別二教，明示別教一乘有「性海果分」
、
「緣起因分」二門。
「性
海果分門」不可言說，是十佛自內證的境界；而「緣起因分門」則可言說，是普
賢的境界。華嚴一乘雖區分為「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二門，不過「同教一
乘」也在華嚴宗所欲闡述的範圍內；相對的，「別教一乘」則是華嚴所獨具的，這
由「別教一乘」分作性海果分和緣起因分二門便可理解。
「別教一乘」果海是十佛
境界海，離於言說，是普賢因行的最終歸趣，這是華嚴〈離世間品〉十佛義所明
的。而緣起因分的「別教一乘」
，則是所有華嚴可言說教法之究竟義，此即普賢境
‧‧ ‧‧
界。而這普賢門的「別教一乘」則再分為分相、該攝二門以明「別教一乘」的不
共。「分相門」是一乘與三乘不同，「該攝門」是三乘全部融攝於一乘。一乘與三
乘的不同，是透過法華三車與大白牛車不同來顯示。48
澄觀依據前人的見解，再進一層強調華嚴宗的義理高於天台宗。49依此可以看
出澄觀為何會認為《五方便念佛門》的五種念佛門「名則盡善，釋義不周」
，並進
而修正之。而續法又在澄觀的基礎上指出：
今此文中，約佛教邊，四、五俱通；約機稟邊，唯局持名。然此持名，亦通
圓頓，不唯局小，亦開五門：
一、持念佛名門，心外有佛名故，小教，事法界觀也。
二、攝名歸心門，佛名唯心現故，始教，理法界觀也。

46

唐．釋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又名《華嚴五教章》）卷 1，CBETA, T45, p. 477, a6-c16）。
唐．釋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CBETA, T45, p. 477。
48
參閱莊崑木：〈略論華嚴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異同〉，載《法光學壇》第 1 期（1997 年），
頁 79-88，尤其頁 84。
49
智儼依據《大智度論》共般若、不共般若之說，將如來一代聖教區分為三乘、一乘二種，更將
一乘分判為同、別二教，而以《法華經》會三歸一之說為同教一乘，以《華嚴經》十十無盡之說為
別教一乘。法藏繼承此說，而成為教判之集大成者。總之，華嚴宗「圓教」是經過智儼及法藏師徒
的努力，建立了同、別二教的理論，其中主要論點是透過《法華經》的「會三歸一」而設立「同教
一乘」，以作為聯結「別教一乘」的主要橋梁。「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的異同在於，相同的
是「一乘」，不同的是「別教」與「同教」。在同異中，智儼及法藏建立了別教華嚴勝於同教法華
的理論，也就是華嚴勝於天台。這不為天台學者所接受，例如天台宗九祖荊溪湛然(711-782)便在《止
觀義例》予以痛斥。（參閱呂瀓：《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9 月四刷，〈第
八講．宗派的興起及其發展〉
，頁 159-204，尤其頁 195-196）
。有關華嚴與天台高下之判教，另可
參閱黃國清：〈《法華經》於中國佛教的判教地位——從鳩摩羅什到法藏〉，
《世界宗教學刊》第 16
期，2010 年 12 月，頁 41-94，尤其頁 82-87。
47

314

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三、心名雙融門，即心即佛故，終教。
四、心名俱絕門，非心非佛故，頓教，理事無礙法界觀也。
五、圓通無盡門，一念心一佛名，遍含法界，無有盡故，圓教，事事無礙法
界觀也。50
續法藉澄觀的說法進一步指出《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
，如就佛智而論，則皆通
於第四、五種念佛門，亦即攝屬於頓教及圓教。但如就眾生根機而論，則《楞嚴
經勢至念佛圓通章》專重持名念佛，此持名念佛亦攝屬於頓教及圓教，不僅局限
於小乘教的範圍，故亦可開出五門：一持念佛名門（小教，屬事法界觀）
、二攝名
歸心門（始教，屬理法界觀）、三心名雙融門（終教）、四心名俱絕門（頓教，屬
理事無礙法界觀）、五圓通無盡門（圓教，屬事事無礙法界觀）。
有關四法界的配屬，續法說：
有佛有心，淨念相繼，事法界也；無佛無心，不假方便，理法界也；念佛念
心，入無生忍，事理無礙法界也；若佛若心，遍含無盡，事事無礙法界也。51
續法藉華嚴宗的四法界來解釋淨土的念佛境界，認為執著心佛、淨念相續的
念佛境界，屬於「事法界」。不執心佛、不假方便的念佛境界，屬於「理法界」。
透過唯心念佛、證入諸法實相不生不滅而不動不退（無生忍）的念佛境界，屬於
「事理無礙法界」
。若心若佛、念佛念心、捨離對待、周遍含融的念佛境界，則屬
於「事事無礙法界」。
如此看來，續法高抬稱名念佛，並且重新界定稱名念佛，他的界定方法是反
用上舉澄觀所出的五門：緣（相）境（界）念佛門、攝境唯心念佛門、心境俱泯
念佛門、心境無礙念佛門、重重無盡念佛門。以下列一表格比配之：

50
51

續法

澄觀

教判

法界觀

一、持念佛名門

一、緣想境界念佛門

小乘教

事法界觀

二、攝名歸心門

二、攝境唯心念佛門

始教

理法界觀

三、心名雙融門

三、心境無礙念佛門

終教

(無)

四、心名俱絕門

四、心境俱泯念佛門

頓教

理事無礙法界觀

五、圓通無盡門

五、重重無盡念佛門

圓教

事事無礙法界觀

清．釋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81, a7-14。
清．釋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卷 2，CBETA, X16, p. 391, b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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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續法這裡所言的「一持念佛名門」的內涵是「心外有佛名
故」
，跟上文他對澄觀的「一緣想境界門」所指稱的藉由外境的方便來修持，在華
嚴的五教判裡被判為小教，意旨是相通的。
「二攝名歸心門」的內涵是「佛名唯心
現故」
，跟澄觀的「二攝境唯心念佛門」所指稱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諸佛正遍
知海，從心想生，意旨也是相通的。「三心名雙融門」的內涵是「即心即佛故」，
跟澄觀的「三心境無礙念佛門」所指稱的心即是佛，心即非心；佛即是心，佛亦
非佛；非心非佛，遠離一切，意旨亦然相通。「四心名俱絕門」的內涵是「非心
非佛故」，跟澄觀的「四心境俱泯念佛門」所指稱的雙照事理、存泯無礙，意旨
也相通。「五圓通無盡門」的內涵是「一念心一佛名，遍含法界，無有盡故」，
跟澄觀的「五重重無盡念佛門」所指稱的性起圓通，事事無礙，也同樣是相通而
一致的。
續法所開列的這五門：一持念佛名門、二攝名歸心門、三心名雙融門、四心
名俱絕門、五圓通無盡門，分別判屬於華嚴宗的五時教和四法界。就五時判教的
立場及內涵來詮釋《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續法認為：
五教者：一、小教，唯談人空故；二、始教，但明法空故，亦名分教，但說
法相故；三、終教，復說中道故，亦名實教，多談法性故；四、頓教，唯辨
真性故；五、圓教，唯說法界故。今此經者，屬後三教。
下云「二憶念深，母子歷生，不相違遠」，終也。漸漸念時，終當成佛故。
下云「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不假方便」，頓也。知佛即心，疾成佛道故。
下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圓也。了三無別，圓通法界故。
準知此經教義、深廣幽遠、非淺近矣。52
續法以華嚴宗的五教說指稱《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是攝屬於終、頓、圓三教。
因為前面小、始二教，各明人空與法空，只達人無我、法無我，尚未達中道不二
之諦理。唯有終教闡述中道諦理，暢談法性；頓教直辨真實本性，不妄不變；圓
教該攝一真法界，自在無礙。此終、頓、圓三教分別呈顯於《楞嚴經勢至念佛圓
通章》裡，如經文所云的三處，即可分別比配三教：
一、「二憶念深，母子歷生，不相違遠」，屬於終教範疇。因為佛與眾生彼
此憶念，漸漸憶念深時，感應道交，俟眾生往生極樂淨土後繼續修學，因此終
必成佛。
二、「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不假方便」，則屬於頓教範疇。因為以心念佛而

52

清．釋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卷 1，CBETA, X16, p. 378, b4-12。

316

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證入無生法忍，這種不假借任何方便而自得心開的情況，如同單刀直入，窮徹心
源，一念起處，了不可得，故知佛即心、心即佛，因此疾成佛道。
三、「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則屬於圓教的範疇。因為了知心、
佛及眾生，三無差別，53因此染淨圓通，法界齊等。
續法依上述終、頓、圓三教各自能夠顯發《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的教義，
指出該經是一部如海水般深廣而無窮盡，其理深玄、幽遠的經典，不可以淺近視
之。從續法的語意來推斷，該經是「契經藏攝」
，是「菩薩藏攝」
，是「大乘所攝」，
是終、頓、圓「三教攝」，從權實深淺來判經，雖與《首楞嚴經》的大乘性格若合
符節，可是他獨立抽出《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來撰寫疏鈔的用意，應可證明
清代華嚴念佛思想的復興，這對淨土法門在當時已成強弩之末的無力狀況而言，
補以一劑強心藥，既可藉華嚴思想深化淨土法門，亦可藉淨土法門弘傳華嚴思想，
二者相得益彰。近代淨土學人常有認為淨土一門可以含蓋其餘宗派，乃至佛陀的
教說，例如印光大師曾云：
「淨土法門，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一切法門，無
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華嚴歸宗，在於求生淨土，文
殊、普賢通皆發願往生。此其為何如人，此其事為何如事。」54成為淨土法門之極
談。因此，我們由這個取向感受到近代的淨土思想義理是走著一條華嚴宗的路線，
而且它屬真常唯心系一派，如來藏、佛性等思想有相當程度內化在淨土法門的教
學裡，這是我們了解近代淨土教學發展，所須致意之處。
另外，前文「二、『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不假方便』，則屬於頓教範疇。」
仍須要做一些說明，這裡的「頓教」義跟善導在其《觀經四帖疏》判定《觀經》
的教法為頓教，亦有連帶關係。因為續法雖以華嚴學者的身分以及華嚴宗的義理
來闡述淨土教理，但他是以善導系的「稱名念佛」的主張作為依歸，因此提出善
導的說法來加以比配，是有其需要的。
善導認為《觀經》的教法屬於頓教，此法能讓眾生疾速成佛，例如他在《觀
。。。 。。
經四帖疏》的「歸三寶偈」云：「我依菩薩藏，頓教一乘海，說偈歸三寶，與佛心
相應。」55因為能夠速疾成佛，所以稱為「頓教」；又因一切眾生皆得以此乘而成
佛，故稱一乘。善導另外指出：「此經二藏之中何藏攝？二教之中何教收？答曰：
53

《六十華嚴》云：
「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
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心造諸如來。」
（東晉．佛
馱跋陀羅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
〈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16〉
，CBETA, T09, p. 465, c26-p. 466,
a6）
。
54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印光大師全集》（台北：佛教書局，1991 年 4 月），第二冊，
〈淨土聖賢
錄序〉，頁 1170。
55
唐．釋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CBETA, T37, p. 246, 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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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此《觀經》菩薩藏收，頓教攝。」56如來一代聖教分為二種法藏，一是聲聞藏，
一是菩薩藏。前者是小乘教，後者是大乘教，慧遠、吉藏便是依此而設立教判。
善導明示《觀經》的念佛法門是屬菩薩藏，且是大乘教法中的頓教。

四、結論
《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的教理與教法屬於「終、頓、圓」三教，這即是
續法所表明的「今此經者，屬後三教」。然而，從續法沿用華嚴宗五教判的說法，
可以得知他認為《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的稱名念佛法門，是通於「頓教」跟
「圓教」，這也就得出前文所指出的，他衡定念佛法門是「大小並收，利鈍均攝；
事理圓融，性相無礙」的一貫見解。當然，他把持名念佛法門判釋得很高超，用
華嚴宗既有的成說來詮釋，認為持名念佛法門幾乎等同於圓教。不過，幾乎等同
仍不是全同，因為依澄觀的見解，他認為「圓教」中的「別教一乘」跟「同教一
乘」中的「別」是「不共」
「終教」跟「頓教」的；而「同」是同於「終教」跟「頓
教」的。因此，續法如果是依澄觀的見解來詮釋《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
，則他
認為該章同於「圓教」，是指「同教一乘」的「圓教」，而非「別教一乘」的「圓
教」，這雖是不得不加以分疏的一項重要觀點，但是，續法說：「念佛一法，攝盡
一切法矣。」57他以華嚴的圓教思想，主張念佛法門攝盡佛教一切法門，這又是我
們不得不致意之處。

56
57

唐．釋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CBETA, T37, p.247a。
清．釋續法：
《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卷 2，CBETA, X16, p. 391,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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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萬廣真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
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

教授
韓煥忠

摘 要
吹萬廣真站在禪宗立場上，運用禪宗的思維方式，對《華嚴經》展開了提綱
挈領式的禪學解讀。他認為，《華嚴經》就是對毗盧遮那法身，即釋迦妙性的集
中展現。吹萬廣真從《世主妙嚴品》的品名中體會到，使世界成就其奇妙莊嚴的
關鍵，就是眾生「本無無住」的當下之心。吹萬廣真對《普賢三昧品》、《世界
成就品》、《華藏世界品》三品經文的解讀，意在闡明毗盧遮那如來的無量妙德
就在因地菩薩的心行之中，蓮華藏世界海的無量莊嚴就在現實生活的世界之中，
因此具有強烈的直指當下此心的禪學意味。吹萬廣真引用《易傳》之說對「觀察
十方」加以解釋，無形中將《華嚴經》置入了《周易》等儒家經典的思想話語體
系之中，具有將《華嚴經》的義理境界歸結於眾生當下一念的強烈思想傾向。《如
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菩薩問明品》、《淨行品》、《賢
首品》六品經文屬於十信位，意在勸導眾生對佛果境界產生堅定的信心，從而展
開真實的修行。吹萬廣真通過對這六品經文的禪學解讀，將高遠的佛果納入眾生
心中，將神奇的修行置入平時的修持，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華嚴經》的實踐品格。
《華嚴經》中有關世尊不離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的描述事涉神奇，亦非普通信眾
所能理解。吹萬廣真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依據，從法身遍在的角度上對此
展開解釋，這也是他運用直指本心顯示佛性的禪學解讀方法的一貫體現。吹萬廣
真對《華嚴經》修行次位的解讀，也是直指本心。他非常重視信心，認為真實無
妄的佛教信心是眾生於「無量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的結果，其具體內容，就是
「直信自心分別之性乃根本不動智佛也」，只要具足了這種信心，那麼就意味著
在發心修行之初已與諸佛如來無所差別，雖然從修行次位上有十住、十行、十回
向、十地與十一地的不同，但無不是自心所具「根本不動智佛」，即真實信心在
一時、一念、一法、一行上的顯現。廣真對「心無所著」的強調和重視，實際上
具有將「無住為本」的禪宗精神貫注在《華嚴經》十行之中的意味，菩薩修行回
向法門的關鍵就是無所執著。廣真將《十地品》的經文看成了諸大菩薩一時頓悟
實際理諦或佛性的證明。吹萬廣真首先對十一地各品經文的生起緣由進行了詮
釋。他認為，《華嚴經》是對佛果境界的全面展現，其中智行二法始終是全經的

320

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眼目所在。《離世間品》以普慧菩薩雲興二百問、普賢菩薩瓶泄兩千酬為主要內
容，若有受持之者，其人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廣真看來，客觀世界雖無
不同，但主觀境界卻是自有高下，或喜或憂，關鍵就在內心迷悟的境界差異。吹
萬廣真將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看成了歷境觀心、悟明自性的過程，經過吹萬廣真
的禪學解讀，消除了五十三參的神異色彩，從而具備了修行實踐的可能性。普賢
廣大行願正是眾生煩惱無量無邊的體現，因此切實修行普賢廣大行願的依據和方
法就在眾生自心。或者說，眾生只要能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悟明心地，便是對
普賢行願的忠實踐履。我們還可以從經文的科判上，以及對《周易》的經常引用
上，明顯體會到廣真對《華嚴經》的理解受到了李通玄華嚴思想的深刻影響。吹
萬廣真將禪宗的「教外別傳」的「明心見性」之論，作為一種宗旨和詮釋方法貫
徹到對《華嚴經》每一品經文的理解和體會之中，形成了對《華嚴經》的禪學解
讀，從而極大地增強了《華嚴經》各品經文在心性修養方面的實踐性品格。
關鍵詞：吹萬廣真、《華嚴經》、禪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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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貫別傳》的最後部分，吹萬廣真站在禪宗立場上，運用禪宗的思維方
式，對《華嚴經》展開了提綱挈領式的禪學解讀，為人們理解這部中國佛教的重
要經典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據至善所撰《吹萬禪師行狀》云，吹萬廣真(1582-1639)，俗家為宜賓李氏，少
好參禪，十五歲時曾登少峨峰參浩山老禪師，問以了脫生死之方，返裡後刻苦鑽研
《大慧宗杲語錄》、《正法眼藏》等禪宗著作，時時參究「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
的話頭，並受到遊方禪僧及本郡月明老和尚啟發，為祖母服喪兩年之後，見兩位胞
弟已長大成人，遂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癸丑七月初一日，禮本郡月明老和尚出家
並受具足戒，月明老和尚教其參究「不用音聲與色身，將何喚作本來人」。廣真拂
袖而出，獨自於佛子山結茅苦參，三年後下山諮稟，月明老和尚拉起廣真之手，還
掩廣真之口。廣真於是乎豁然大悟道：「縱是奇特，終亦尋常。」月明老和尚付之
以臨濟正宗，記其為大慧宗杲下十四世裔孫。本郡翠屏寺請其為知藏師，廣真隨宜
說法，授徒四人。他返回故里，為母說法之後，雲遊於吳越閩粵等地，於萬曆四十
六年(1618)戊午春，曾說法於瀟湘湖東禪院，未幾溯江而上，住持蜀渝忠州（今屬
重慶市忠縣）聚雲寺，道望雅著，法席甚盛，於崇禎十二年(1639)己卯秋七月三十
日入滅，世壽五十八歲，僧臘三十。廣真著作等身，有《一貫別傳》5 卷、《文字
禪那》5 卷、《楞嚴夢釋》20 卷、《正錄》20 卷等。1
吹萬廣真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就是將「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作為最
主要的解讀原則，貫徹到對《華嚴經》的全部詮釋之中。

一、總說
至善所撰《吹萬禪師行狀》還透露出，吹萬廣真對《華嚴經》非常感興趣，
特別是讀到毗目仙人執善財手，一須臾間，歷過佛剎微塵數世界時，他對事事無
礙法界之義獲得了真切的體驗，由此得以深入禪宗五宗的堂奧，透悟了歷代祖師
的公案。因此，他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便具有了暢敘自己內心體悟的意味。
在吹萬廣真看來，一部《華嚴經》，就是對毗盧遮那法身，即釋迦妙性的集
中展現。廣真指出，此毗盧法身，釋迦妙性，就圓滿地具足於每一位眾生的自心
之中。由於眾生煩惱無邊，心念無際，分別無窮，妄想無盡，故而才有了諸佛法
界無邊，現相菩薩無際，文殊妙觀察無窮，普賢應化法門無盡，其中善財、普賢、
文殊等，都不過是表法的符號而已，「《入法界品》之善財，乃自性之覺體，文
殊、普賢及五十餘員善知識，乃性中所得之心法，斯則全因是果，全體是用也。

1

參見至善：《吹萬禪師行狀》，《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29 冊，第 554-5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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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主妙嚴》至《離世間》，品品中之毗盧遮那，乃如來藏身之覺體，文殊、
普賢及信、住、行、向、地之諸菩薩，乃華藏世界之本根，斯則全果是因，全
用是體也。故知心性覺圓，則藏身與法界全彰；智行具足，則文殊與普賢共命，
所謂『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也。」 2學者們瞭解到善財、文殊、普賢等諸
菩薩及五十三員善知識等為自心圓滿具足的覺悟之因，就是「明自本心」；學
者瞭解到毗盧遮那為自性圓滿具足的覺悟之果，就是「見自本性」。不過令人
感到遺憾的是，眾生對自心本性往往習焉不察，熟視無睹，時常處於「日用而
不知」的狀態，因此雖然本自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但仍然不免流浪於生死的苦
海之中。
很顯然，吹萬廣真將《華嚴經》視為自心本性的展現，雖然也立足於對《華
嚴經》本文的理解，但其所領悟到的，主要還是《華嚴經》的「言外之意」，因
此其「教外別傳」的色彩至為突出，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禪學解讀。

二、《世主妙嚴品》
《世主妙嚴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一品，以長達五卷的篇幅展現
了廣大無邊的蓮華藏世界海中，處處有國王供養如來說法的奇妙景象。
吹萬廣真從品名中體會到，使世界成就其奇妙莊嚴的關鍵，就是眾生「本無
無住」的當下之心。廣真以「有而不有，無而不無」的「體」為「主」，認為「不
有而有，不無而無」的「用」依從於此「體」或「主」，佛是眾生之主，眾生是
世界之主，世界是太空之主，佛、眾生、世界、太空四者依次迭為體用。遵照「用
因體立，體以用現」的法則，作為「體」的「世界」就存在或顯現於作為「用」
的「太空」之中。同樣道理，作為「體」的「諸佛」也不能脫離作為「用」的「眾
生」。廣真更進一步將太空、世界、諸佛、眾生統統視為「用」，追問其「共有
所主之者」，即共同的「體」。在廣真看來，此「體」作用極為奇妙：「一聲落
地，威音之那畔已來；一息成氤，華藏之前境俱布。所以天得之而上，地得之而
下，四維得之而為經緯表裡，二儀得之而為升降迴圈，萬物得之而為生為殺，鬼
神得之而為吉為凶，在佛得之而為天中之天、聖中之聖矣。」3世界因此「體」變
得如此奇妙莊嚴，故稱「世主妙嚴」，「蓋此世界中，天龍八部等，類類皆得此
妙而解脫，皆得此妙而蓋嚴。顯大威德，示大神變者，此也；入聖降凡，弘音廣
贊者，亦此也。由世而現，即世間之主也；住世而尊，即世間之尊也。妙嚴之稱，

2
3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79 頁中-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79 頁下。

吹萬廣真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

323

豈徒然哉！」4最後，廣真引用《維摩詰經》對「善不善孰為本」的系列追問，得
出了「共有所主之者」就是「無住則無本」，即「無住本」的結論。
我們知道，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是偶然間聽聞《金剛經》中的一句「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而開悟的。在中國佛教特別是極其重視心性的禪宗語境裡，「無住本」
實際上已經成為眾生當下之心的代名詞。如此以來，吹萬廣真就從《世主妙嚴品》
的經文中領悟到了佛祖「教外別傳」的旨趣。

三、《普賢三昧》《世界成就》《華藏世界》
《普賢三昧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品》分別是唐譯八十卷《華
嚴經》的第三、四、五品。《普賢三昧品》講普賢菩薩入出佛三昧，諸佛菩薩同
聲讚頌。《世界成就品》講普賢以佛神力，為道場海眾諸菩薩說世界海等事，分
別顯示十方刹土形相及成因。《華藏世界品》講普賢演說毗盧遮那往昔修行所嚴
淨的華藏世界海無量妙寶莊嚴功德，乃至世界海中一切世界莊嚴及佛號等。這三
品經文深刻揭示了諸佛世界皆以深宏願力和艱卓修行而得以成就的奧秘。
如果將這三品經文連接起來，那麼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者，普賢菩薩作為
尚在因地修行的菩薩，如何能知道毗盧遮那如來所證知的果地境界？二者，諸佛
世界海與毗盧遮那如來華藏世界海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對於第一個問題，吹萬
廣真以體用一如、因果不二加以解釋。在他看來，毗盧遮那如來為體，普賢菩薩
為用，毗盧遮那如來正是從無量劫前通過修普賢行才得以成就佛果的，因此毗盧
遮那如來所具有的種種三昧、種種正受、種種光明，普賢菩薩都是應當知道的。
經文有云：「承佛神力，入於三昧，此三昧名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廣
真從中獲得了「化母之機，春象之錦，已盡漏泄」的感受，表明他對《華嚴經》
因賅果海、果徹因源、因果不二的道理獲得了切身體會，因此才會對普賢菩薩說
法「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發出「此非萬行之長子，孰能於斯善簡
眾法也」的由衷讚歎。對於第二個問題，廣真則運用佛性與迷悟的辨正關係加以
解釋。他說：「眾生眾生者，即非眾生，是名眾生。迷去真如成儱侗，佛法不是
鮮魚，那怕爛卻。悟來佛性是顢頇，又隔一重關。這裡會得，何妨華藏與眾生不
同！如或未然，依舊天堂與地獄相對。古德云：『身在海中休覓水，日行嶺上莫
尋山。鶯啼燕語皆相似，莫問前三與後三。』」5很顯然，這是運用禪宗的語言闡
詮釋諸佛世界海與蓮華藏世界海不一不異的道理。
吹萬廣真對這三品經文的解讀，意在闡明毗盧遮那如來的無量妙德就在因地
4
5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79 頁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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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心行之中，蓮華藏世界海的無量莊嚴就在現實生活的世界之中，因此具有
強烈的直指當下此心的禪學意味。

四、毗盧遮那品
《毗盧遮那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六品，主要敘說大威光往昔之
世修菩薩行時，曾承事供養勝雲如來、波羅蜜善眼莊嚴王如來、最勝功德海如來、
名稱普聞蓮華眼幢如來等。由於經文中未能明確將大威光菩薩與毗盧遮那如來的
關係，因此李通玄長者《新華嚴經合論》（將唐譯八十卷《華嚴經》與李通玄長
者《新華嚴經論》匯合編輯成書）曾懷疑這一品經文未能全部傳入中國。但在吹
萬廣真看來，《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的毗盧遮那如來就是勝音世界的威光太子。
按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的禪學解讀原則，廣真指出，「毗盧全身是世界，遮那
妙性是光明。以妙性映全身，則遍體無不照矣。以光明耀世界，則種種無不徹
矣。……前所云遮那者，遍照也。吾人行住坐臥視聽言動，何常不在遍照？只恐
才移淨瓶來，又道古佛過去遠。」6就是說，人們應從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動之中，
體會到無時不在起作用的佛性。

五、觀察十方
《華嚴經》常說到諸位菩薩「觀察十方」，對於其間深義，吹萬廣真引用《易
傳》之說對此加以解釋。他說：「十者，滿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蓋一、三、五、七、九，天之陽數也，陽
以生之。二、四、六、八、十，地之陰數也，陰以成之。故云天數五，地數五。
又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7換言之，在廣真看來，「十」意味著陰陽的和合與
萬物的化育。他進一步推論，佛教經典所說的根、身、世界、百億須彌、百億日
月、百億四天下等，也都是如此生成的。他據此指出，「經之八部天、龍、夜叉、
波羅蜜門及信、住、行、向、定、忍，所有諸佛菩薩，皆以十數而表之者，亦此
義也。所以一念觀察十方俱遍，性固有之矣。」8由於萬物都是天地陰陽和合而成，
其本身就是十數的存在形式，因此可以在一念之間對十方展開周到、普遍的觀察，
這些都是本性所具有的。廣真此論，無形中將《華嚴經》置入了《周易》等儒家
經典的思想話語體系之中，具有將《華嚴經》的義理境界歸結於眾生當下一念的
強烈思想傾向。

6
7
8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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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來名號》《四聖諦》《光明覺》《菩薩問明》《淨行》《賢首》六品
《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菩薩問明品》、《淨行
品》、《賢首品》六品分別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品，屬於初會普光明殿的內容，其中前三品講如來正報，後三品說依法起修。
吹萬廣真一一將其置入當下眾生本心自性的禪學語境之中。廣真指出，十方
諸佛，名號眾多，亦因眾生而得成就。一般認為，十方諸佛高高在上，與眾生形
同天壤，廣真強調諸佛不離眾生，意在引發眾生的自信。廣真認為，種種無明、
煩惱、顛倒、妄想就是眾生的苦諦、集諦，「若在這裡拽轉頭來，即如來之道諦、
如來之滅諦，所謂貪瞋運菩提正路、癡愛成解脫真源也。」9在概括四聖諦的同時，
又對如來不離眾生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光明覺品》中，蒙佛光照，文殊復現百
億文殊、百億賢首等菩薩、百億不動等智佛。在廣真看來，這是如來為了增強眾
生擔荷如來家業的自信心和使命感，故而將自己無量劫來的因地修證盡行披露，
眾生應「直信自心分別之性是法界性中根本，不動智等佛、金色等世界云是自心
無染之理，文殊是自心善簡擇妙慧，覺首、目首等菩薩是隨信心中理智現前之義。
通十者，正顯圓滿無欠之根信也。」10換言之，華嚴海會雲集的諸佛菩薩所象徵的
真理和智慧，圓滿無缺地具足於眾生當下的信心之中。廣真概括《菩薩問明品》
云：「文殊十問，通身是病通身藥；覺首主答，遍界全真遍界塵。」11廣真概括《淨
行品》云：「智首菩薩一百一十問者，為成十信之行，自呈無染之者也；文殊說
其一百四十淨願之門者，欲令眾生便於生死海中，所有見聞覺知，一切諸行，悉
皆清淨，得入普賢行願也。」12而廣真對《賢首品》的解讀尤其具有直指眾生當下
本心的意味，在他看來，所謂「賢首」，就是最初對佛、文殊、普賢的果地之行
成就信心的人，「然妙慧出三業之源，智理隨一心之變。無我無文殊，無我無賢
首，遮那豈外乎日用哉！無邊剎海之聖眾，十世古今之儀範，總歸遮那本具之事
業耳。弟吾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似乎達之矣。若即情達本，即想會心，夫何
遠之有！」13其言下之意，最高佛果就存在於眾生的情想之中，修行的關鍵就是在
日常事為中明心見性，因此他對李長者「能隨緣自在者，即此毗盧遮那也」的說
法極為欣賞。
按照華嚴宗的科判，《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菩

9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下。
11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下。
12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下。
13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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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問明品》、《淨行品》、《賢首品》六品經文屬於十信位，意在勸導眾生對佛
果境界產生堅定的信心，從而展開真實的修行。吹萬廣真通過對這六品經文的禪
學解讀，將高遠的佛果納入眾生心中，將神奇的修行置入平時的修持，從而極大
地提升了《華嚴經》的實踐品格。

七、有勝三昧名方網等頌
《華嚴經》中的一些描述，跡涉神奇。如其謂菩薩處方網三昧中，「或東入
而西出，乃至餘方入而餘方出，或眼根入而色塵出，乃至意根入而法塵出，或童
子入而壯年出，乃至天身入而龍身出，或一毛孔入而一切毛孔出，乃至一微臣中
入而一切塵中，或佛光明入而於河海出，乃至天宮殿中入，而於空中出。」14對於
普通信眾而言，這些神奇的描述都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最終的結果，便是高推聖
境，謂己無分，不免要將《華嚴經》束之高閣了。
吹萬廣真在解讀此類經文時，特別強調領會其言教之外所傳遞的含義。他指
出，這個被稱為「方網」的「正定」，乃是「森羅萬象眾生世界」的本體，只不
過「吾人日用而不知」罷了，經文所謂的「菩薩入定出定」，並不是要出入這種
禪定，只是表明，無論出或者入，實際上都是在這種禪定之中，「所以定之在東
而東，在西而西，在方而方，在隅而隅，在天而天，在地而地，」15具體到個體身
上，就是其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各具功能：意識專注於六根，產生感觸，
此即「一可以散於六，一為無量也」；六根獲得感觸，又都統攝於意識，此即「六
可以入於一，無量為一也」。意識與六根的關係，可以說是「無入也，無出也，
而無不入也，而無不出也」。推而廣之，「我既如是，則人亦如是，根身如是，
則世界亦如是，眾生如是，則諸佛亦如是。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哉。』本自不可思議，何必思議乎。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
定時』也。」16換言之，在廣真看來，他所謂落入「森羅萬象眾生世界」的那個「定
體」，也就是我們的意識，而所謂修行，就是使其由潛在的「日用而不知」，變
而為顯在的自覺。
吹萬廣真所說的意識，實即此心，因此他的這番詮釋，也就是「直指本心」，
而他從經文中所理解到的言外之意，自然也是一種「教外別傳」。經過廣真的解
讀，《華嚴經》中原來還充滿神秘意味的「方網三昧」也就變成任何人都可以修
持的此心的隨緣任運了。

14
15
16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0 頁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上。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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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爾時世尊不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
《華嚴經》中有關世尊不離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的描述事涉神奇，亦非普通
信眾所能理解。吹萬廣真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依據，從法身遍在的角度上
對此展開解釋，這也是他運用直指本心顯示佛性的禪學解讀方法的一貫體現。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吹萬廣真於此引據的不是佛教經論，而是《周易》、《皇
極經世》等儒家典籍。《周易》有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皇極經世》有云：「至於人，則得
天地之全，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
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
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與天地參矣。」又云：
「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
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17廣真通過對儒家典籍的引據，
將遮那如來法身遍在的觀念轉化為人心的靈明遍及萬物的思想。他進一步指出：
「吾人一身，渾是一個華藏世界，菩提在此，須彌在此，何升何離！若夫身心蕩
然，光明朗徹，帝心之所以遙見也。真空不二，妙有全彰，天性之所以佛來也。
有則不立一塵，無則橫遍十方，此妙勝殿也。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此師子
之座也。遮那之身故如是乎，信者自取，勿生狐疑始得。」18廣真既以自身為華藏
世界，那麼《華嚴經》有關不動菩提樹下而升須彌的描述，就如同自心不動而遍
知全身一樣，不僅祛除了其上所蒙的神秘色彩，而且具有了心靈修持的實踐品格。
吹萬廣真引據《周易》、《皇極經世》等儒家典籍解讀《華嚴經》，從而使
《華嚴經》的義理內涵與儒家的思想觀念實現了水乳交融，也在某種意義上證明
瞭禪宗與中國固有思想觀念之間的親緣屬性。

九、法慧菩薩說十住法
吹萬廣真對《華嚴經》修行次位的解讀，也是直指本心。他非常重視信心，
認為真實無妄的佛教信心是眾生於「無量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的結果，其具體
內容，就是「直信自心分別之性乃根本不動智佛也」，只要具足了這種信心，那
麼就意味著在發心修行之初已與諸佛如來無所差別，雖然從修行次位上有十住、
十行、十回向、十地與十一地的不同，但無不是自心所具「根本不動智佛」，即
真實信心在一時、一念、一法、一行上的顯現。因此，在他看來，「十住位中雲
17
18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上。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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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菩薩，則同一慧也。所來之世界，則同一華也，所事之如來，則同一月也。」
他以「住」為「不變」義，即自心本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因事得名，以理
成位」，而發心、治地、修行、生貴、具足方便、正心、不退、童真、法王子、
灌頂等則為「法中之事」的「名位」，自心本性歷此十位而不變，故稱「十住」。
19
很顯然，廣真在這裡對《華嚴經》主張的「發心究竟二不別」，做出了「即心即
佛」的禪學詮釋。

十、《十行品》
《十行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二十一品經文，主要講述菩薩所修習的
十種利他之行。在吹萬廣真看來，《華嚴經》所宣導的「十行」是「於身無所取，於
法無所修，於生無所度，於佛無所證」的「無功用之行」，此與孔子所說的「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都是「法性固有之理」的體現。他指出，人與己具有一致
性，因此無己、無人就是對己對人的最好的成就，「菩薩於此歡喜饒益，則外無違逆，
內無屈撓，彼此心無癡亂矣。夫如是，則能現行於一切法中而無所著，故號難得之行
也。此難得之行，即至善之法也，真實之行也」20廣真此處對「心無所著」的強調和
重視，實際上具有將「無住為本」的禪宗精神貫注在《華嚴經》十行之中的意味。

十一、《十回向品》
《十回向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二十五品經文，主要講述菩薩以
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的法門。在吹萬廣真看來，菩薩修行回向法門的關鍵就是無
所執著。元代高僧萬松行秀曾經說：「巍堂磊落，皆大丈夫相，干戈林裡拱身直
過，荊棘叢中擺手便行，腳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
無金屑，豈不是安樂快活底漢！」21廣真特為拈出，認為如果能切實體會古德的這
幾句話，就可以下湯鍋入火海救護眾生了。其言下之意謂，既不畏懼干戈林、荊
棘叢這樣的逆境，也不搞五色線、十字關之類的神秘把戲，既不擺出深入眾生之
中的花架子，也不裝出真理在握的面孔，時時以自家的真面目為人處世，就是對
眾生的真正救護。因此他說：「眾生無苦惱，則道諦不生矣；菩薩絕有情，則悲
智不發矣。所以全俗是真，白雲影裡怪石露；全真是俗，綠水光中枯木青。金剛
幢由是而持也，亦由是而回真入俗利生也。」22也就是說，廣真理解的回向或者對
眾生的救護實際上就是真俗不二或者理事圓融的體現。正是由於菩薩在救護眾生
19
20
21
22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中-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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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無所執著，「故能圓融真俗，起興大願，以成悲智而不偏於靜亂矣。」23菩薩
必須救護眾生，始能成就利他覺他之功德，而廣真特別強調菩薩回向必須具備無
所執著的特徵，進一步強化了禪宗無住為本的原則在一切修行中的指導意義。

十二、《十地品》
《十地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二十六品經文，主要講述十地菩薩
的修業。吹萬廣真認為此品經文是頓說實際理諦。如其謂「實際理諦」云：「地
者，實際理諦也。世界未形，而此理已具；根身未相，而此性先端。世出世法，
無不在此心地中流出也。」24在廣真看來，十地就是具足佛性的眾生心地，故而必
須在各位大菩薩顯示出真切的信心之後，並且獲得毗盧遮那世尊放光印可之後，
才能對之進行解說和詮釋。其謂此品經文為頓教云，「蓋心法至此而極等，功業
至此而會融，所以三十七品助道之法，一時現前矣。然此地非權乘之地有漸次，
乃如來一乘之地無漸次也。一可以散為十，而十可以攝於一者也。」25廣真在這裡
將《十地品》的經文看成了諸大菩薩一時頓悟實際理諦或佛性的證明。

十三、十一地《十定品》至《如來出現》
十一地即等覺地，菩薩修行，歷經十地而至於此地，智行與佛齊等，故稱等
覺。吹萬廣真認為，唐譯八十卷《華嚴經》從第二十七品《十定品》至三十七品
《如來出現品》，共十一品經文，是對十一地法門的開示和宣說。
吹萬廣真首先對各品經文的生起緣由進行了詮釋。他認為，《華嚴經》是對
佛果境界的全面展現，其中智行二法始終是全經的眼目所在。「若有普賢無文殊，
則功行盡成有漏。若有文殊無普賢，則寂定皆屬二乘。故智行相融於覺體，乃名
為佛也。」26具體講，賢首說十信，是對文殊之智的發揮；法慧說十住，是對普賢
之行的顯現；功德林說十行，是智行合一的結果；金剛幢說十回向，是菩薩智行
合一在利生中的體現；而金剛藏說十地之法，則是菩薩智行合一修行圓滿的證明。
前此諸品，皆是諸大菩薩承佛神力而說妙法，至十一地，佛自說十定之名，而由
普賢說十定之用。廣真認為，這種分工一方面是由根本智的體用有別造成的，「蓋
以佛自說顯根本智之體也，普賢說者顯差別智之用也」27另一方面，「自《世主妙

23
24
25
26
27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1 頁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上。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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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品》至十地如來，但只放光，未曾出語，此表初發心人，從實信起，漸進五位
修持，只得如來之法光，未得見自本性，面禮真如佛也。至於等覺位，則我之自
性與如來之性相接，故於此品，聊露一線也。」28也是菩薩修行成就的肯定。菩薩
因修禪定獲得神通，是以《十定品》之後，即有《神通品》。既得神通，便能忍
受世間煩惱，故於《神通品》後，次以《十忍品》。忍者，即如如不動之意，意
謂能堅持長劫修行。《阿僧祇品》由心王菩薩發問而如來親說，《壽量品》、《菩
薩住處品》又令心王菩薩說，「總謂初發心時，不知心由性生，一向背性緣法，
到這裡本無一法可得，攝心歸性，則性為妙明，心為妙慧，全心是性，全性是心，
依前只是舊時人也。」29心之妙慧，周遍無窮，由此顯佛法之不思議，故次以《佛
不思議法品》。至此已屬佛的妙覺境界，因此普賢復說《如來十身相海品》，如
來自說《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普賢又說《普賢行品》。在廣真看來，這三品
經文旨在明示如來十身由行智合一而得以成就，因此接下來的《如來出現品》，
就以文殊與普賢的問答為主要內容，意在展現如來始終具有廣大的行願和智慧。
這無異於宣稱，所謂如來境界，就是智行合一最為圓滿成就所達到的一種狀態。
吹萬廣真接著從禪學的立場上敘說了他對如上諸品的看法。他引趙州之言
說：「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卻作一莖草用。建立在我，掃
蕩亦在我。我說法即諸佛說法，諸佛說法即我說法。說即有若干，不說即無若干。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30意在引導人們自信其心，自尊自性，不為經典言教所縛，
而能為我所用。對此他又做了進一步的闡明：「縱你遮那有無量之功德，文殊有
無邊之妙慧，普賢有廣大之行願，不免雲門、南泉、文喜三箇老漢，打的打，趕
的趕，拂的拂，一時擯出。何以故？只謂這裡容你閑佛閑菩薩不得。咦，要得種
種光明遍照，除是有殺佛殺祖的手段，便有擔荷分。」31其殺活自在，縱橫自如，
較之趙州禪師，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四、《離世間品》
《離世間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第三十八品經文，以普慧菩薩雲興二
百問、普賢菩薩瓶泄兩千酬為主要內容，若有受持之者，其人疾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吹萬廣真引《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意謂一念若
悟，世法即是佛法。但眾生不悟，執著佛法誤做世法，是以古德感慨：「盡大地
是塵勞門，把手拽不出。」他們對於世間諸法具有終極的解脫意義更是無法理解，
28
29
30
31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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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古德再次感慨：「盡大地是塵勞門，把手拽不入。」很顯然，如果眾生明白
了塵勞即是解脫的意義，那麼也就不必麻煩古德這麼辛苦的拽出拽入了。廣真指
出：「要知離於世間者，正如春雨及時，農者披簑頂笠，謳歌以耨之；行者滑石
濫泥，顛沛以蹈之。冬雪嚴寒，乘興者泛舟鼓枻，優遊以適之；凍餒者含霜忍冽，
慘切以當之。是皆同一界也，一時也，而其境各有所不同也。離世間不離世間，
當於此一決。」32也就是說，在廣真看來，客觀世界雖無不同，但主觀境界卻是自
有高下，或喜或憂，關鍵就在內心迷悟的境界差異。

十五、《入法界品》
《入法界品》是唐譯八十卷《華嚴經》的第三十九品，主要講述善財童子五
十三參的故事，也是貞元譯四十卷《華嚴經》的基本內容。吹萬廣真將善財童子
的五十三參看成了歷境觀心、悟明自性的過程。
首先，在吹萬廣真看來，善財童子、佛菩薩及諸善知識均為心性的象徵。他
指出：「善財乃一念性起之心，此心才動，故號童子。文殊者，大智也，智有三，
謂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品中之釋迦牟尼者，乃毗盧遮那之化身，
本覺明妙也。華藏之毗盧遮那者，乃釋迦牟尼之法身，性覺妙明也。遮那而釋迦
者，無極而太極也。夫如是，則知舍那之全身為釋迦之法界，釋迦之全身為文殊
之法界，文殊之全身又為善財童子之法界也。」33這裡講善財童子視為依據法界本
性而生起的最初一念之心，將文殊視為此一念初心追求的世間及出世間的智慧，
將釋迦牟尼視為智慧圓滿的人格化體現，而將毗盧遮那視為初心追求的終極目
標。在這品經文中，現身祇園的佛不再是毗盧遮那，而是釋迦摩尼，廣真認為這
是「依空而現有」。文殊菩薩辭別釋迦牟尼，來到人間，廣真認為這是「從定而
發慧」。善財童子來禮文殊，由此發軔五十三參，廣真認為這意味著「最初淨信
之智」。至於善財所要參訪的五十三位善知識，「乃普賢之行門。隱而修之，為
善財之心法。顯而證之，為五位之法位。俱在南方，何也？易以離居南，離中虛
又為心故。必虛其心而參之，得成心法也。」34經過此一番解讀，廣真將《入法界
品》的經文置入了明心見性的禪學語境之中。
其次，在吹萬廣真看來，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一個悟明自心的升進過程。
他指出，「心法五位，總不離眾生根本煩惱相應心所。故執心虛明，純是智慧，
名幹慧地者，即始參之文殊也。」35五位佛法，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
32
33
34
35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下。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2 頁下-183 頁上。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3 頁上。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3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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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法門，代表著全部的佛法，都是因眾生具有貪瞋癡等根本煩惱，其心雖有執
著，但卻有謙虛好學的智慧，由於此時對佛法尚無證悟，故而稱之為「幹慧地」。
這就是說，善財童子初參文殊之時，也是具足各種煩惱的，只是一念向善之心的
指引之下，才有了後來五十三參的壯舉。而善財童子每參一位善知識，其境界即
提升一次。如善財童子參訪勝熱婆羅門，在刀山火聚中獲得清涼，這是「入其煩
惱，轉其逆境，而證菩提，乃安住無為，得無遺失之戒心住」的體現。善財童子
參訪自在主童子，從其所修書數算印等技能中，「即得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慧門，
可見詩書六藝亦有成佛之種子，此中心中發明如淨琉璃之治地住也。」36善財童子
參訪婆施羅船師，意味著只有在入生死海中才能獲得佛法海中的寶物。經過五十
三參，善財童子在彌勒的指點下，再次參訪文殊。廣真認為，此時善財童子的修
行已經達到等覺之位，獲得了金剛心中初幹慧地。廣真引古德（青原惟信）禪語
解釋善財童子的這一參訪過程：「我當初未曾出家時，但見山是山，水是水。出
家後遍參知識，有個趣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到於今，休息之際，山
還是山，水還是水也。」37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善財童子帶著他在參訪過程中所獲
得的豐富內容重新回到了出發點。
最後，在吹萬廣真看來，佛教修行的終極目標，就是在日常的舉動云為中體
現出佛法的精神來。善財童子在彌勒的指導再參文殊，文殊指導善財童子修普賢
行。廣真認為，這是文殊引導善財童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登上妙覺果海，成就
最高佛果。廣真理解的普賢行，就是「修行人念念是道，息息是真，舉動則萬境
皆如，放下則全真獨露。永嘉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風
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能如是，則無賢不普，無普不賢也。玄沙云：『盡
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雙眼，盡十方世界在沙門眼裡。』諸人若透得沙門眼，便可入
得普賢身，知得毛孔事。」38所謂普賢行，就是將佛教的精神和宗旨貫徹到時時、
處處、事事之中。
在《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所修的法門往往事涉神奇，很難成為
實際修行的指南，經過吹萬廣真的禪學解讀，消除了其上的神異色彩，從而具備
了修行實踐的可能性。

十六、《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宋元以降，有人將貞元譯四十卷《華嚴經》的最後一卷附錄於唐譯八十卷《華

36
37
38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3 頁上。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3 頁中。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3 頁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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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之後，亦以《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為品名，並逐漸確定為唐譯
八十卷《華嚴經》的流通慣例。該卷經文以普賢菩薩講說十大行願為主要內容。
吹萬廣真認為，普賢廣大行願正是眾生煩惱無量無邊的體現。他先引古德之言云：
「覺得心放，便是工夫。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
瞿顏可師。」他認為，「只此數語，即懶安之牧牛，妙喜之拽轉，正受之認得五
陰主人也。蓋吾人之煩惱業識無量無邊，從劫至劫，有不可說不可說者。若在這
裡認得的，識得破，便可於一毛孔中現佛剎微塵數世界，一念念中放佛剎微塵數
妙光。禮敬在此，稱讚在此，供養在此，懺悔在此，隨喜在此，轉法在此，佛住
在此，佛學在此，恆順在此，回向在此也。」39這就意味著，切實修行普賢廣大行
願的依據和方法就在眾生自心。或者說，眾生只要能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悟明
心地，便是對普賢行願的忠實踐履。
我們還可以從經文的科判上，以及對《周易》的經常引用上，明顯體會到廣
真對《華嚴經》的理解受到了李通玄華嚴思想的深刻影響。吹萬廣真將禪宗的「教
外別傳」的「明心見性」之論，作為一種宗旨和詮釋方法貫徹到對《華嚴經》每
一品經文的理解和體會之中，形成了對《華嚴經》的禪學解讀，從而極大地增強
了《華嚴經》各品經文在心性修養方面的實踐性品格。

39

廣真：《一貫別傳》卷五，《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 40 冊，第 183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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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居士對華嚴思想的接受
——以蘇軾、張商英為觀察核心
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

摘

副教授
黃惠菁

要

《華嚴經》乃華嚴宗的重要典籍，向有眾經之王的美譽。華嚴宗正是據此大
乘經典建構了四法界、十玄無礙、六相圓融等思想體系。它以法界緣起作為主要
教義，以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思想闡釋法界緣起的意義；透過理、事關係的論
證，闡明「圓融無礙」的勝境。宋代文士與叢林關係向來密切，文士接受佛教思
想的洗滌，廣為吸收各法門思想，自許為居士。居士佛教發達，居士信仰的具體
表現，或結交僧友，或施捨佛門，或抄經刊布，或研析經論，或以禪入詩，或為
寺院題記，或為經論作序及為法師作塔銘。而宋代佛教信仰風氣日盛，除了得利
於政局與社會經濟相對穩定外，主要也是建立在僧侶的積極推動與士大夫躬身實
踐的基礎上。蘇軾及護法大臣張商英兩人皆是虔誠的佛教徒，不論在政界或教界
甚至文學藝術領域，均有極大的影響力，乃當代指標性人物。兩人佛學造詣精到，
對各法門思想皆有交涉，其中，有關《華嚴經》的參究、吸收亦極其深刻。兩人
或藉由支持宣講，或藉由研究發明，乃至心得創作，表達個人對法界緣起、平等
無二及萬法圓融無礙等相關思想的興趣，充分反映出個人對華嚴的理解與悟入。
透過宋代史傳、方志、佛教經論及作家詩文的整理及研究，洵然可以了解到華嚴
思想對宋代居士的影響。
關鍵詞：居士、華嚴、蘇軾、張商英

336

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前言
《華嚴經》是一部描繪、闡揚佛的境界的大乘經典，向有眾經之王的美譽，
而以《華嚴經》作為宗經的華嚴宗，正是據此大乘經典建構了四法界、十玄無礙、
六相圓融等思想體系。華嚴宗雖是以《華嚴經》作為立教的依據，但是，它對《華
嚴經》也作了創造性的解釋與發揮，從而創立了具有濃厚法界思想的學說。它以
法界緣起作為主要教義，以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思想闡釋法界緣起的意義；透
過對理事關係和事事關係論證，闡明「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即為華嚴理想境
界，尤其是「事事無礙法界」反映的正是「現象圓融」，所謂「無礙鎔融，盧舍那
之妙境」1，這種勝境，實際上也是華嚴宗思想中最高境界之美。
《華嚴經》為華嚴宗的主要經典，其中語及法界事理圓融部分，對士大夫立
身處世有很大的啟發，特別受到宋代居士的青睞。如王安石除著《維摩詰經註》
三卷，
《楞嚴經解》十卷外，又著《華嚴經解》
；2蔣之奇亦撰《華嚴經解》三十篇；
3
傳聞歐陽修晚年亦從投子修顒禪師讀《華嚴經》
，觀看《華嚴》
，未終而逝；4周敦
頤曾與常總禪師討論華嚴理法界、事法界；5程顥亦曾觀《華嚴合論》；6楊傑嘗作
〈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敍〉及〈義苑後序〉
；陳瓘早年留心內典，特愛《華嚴經》，
號華嚴居士；7護法宰相張商英更與克勤禪師劇談《華嚴》旨要；8陳師道亦曾因佈
施寺院而買《華嚴經》一部；9吳則禮〈閑居〉詩則稱：「大部《華嚴經》，字字要

（唐）釋法藏述：《華嚴經旨歸》，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45，No.1871，頁 589c。
〈跋王氏華嚴經解〉
，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3
月）卷 66，頁 2060。
3
（宋）釋曉瑩集：
《羅湖野錄》卷下：
「樞密蔣公頴叔。與圓通秀禪師為方外友。公平日雖究心宗。
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3，No.1577，
頁 394a。
4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下（歐陽修）：「穎州因頴守極。道修顒禪師德業。……借華
嚴經。讀至八卷乃安坐而逝。」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6，No.1607，頁 594b。
5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下（周敦頤）：「又嘗與總論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於理事
交徹，冷然獨會。」見《卍新纂續藏經》，CBETA，X86，No.1607，頁 600b。
6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下（周敦頤）：「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華
嚴合論，却說得分曉。」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6，No.1607，頁 600b。
7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下（周敦頤）：「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
見《卍新纂續藏經》，CBETA，X86，No.1607，頁 601b。
8
（宋）釋曉瑩集：
《羅湖野錄》卷上：
「時張無盡公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圜悟艤舟謁
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3，No.1577，
頁 377c。
9
〈華嚴證明疏〉
：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嚴大師宗永買《大方廣福華嚴經》一部八
十一策并櫃二隻。」見（宋）陳師道撰：
《後山集》卷 17，
《欽定四庫全書》本，
「中國哲學書電子
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99&page=3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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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觀」
；10李綱更傳聞精通《易》與《華嚴》二經11等等。至於廣為接觸佛經的蘇軾，
亦是不例外，取覽其詩歌，更可發現其對華嚴法界思想的喜愛與信仰。12他對《華
嚴經》參究頗深，不論援義發明，或取其典故，信手拈來，俱為深刻。雖然宋代
佛教發展以禪宗最為興盛，並與各宗各派相互融攝，但居士對華嚴的接受，顯然
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二、北宋居士佛教概況
根據《維摩詰經》中提及「居士」身份：
「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中
為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
『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
所說。』」13可知其所指本是一般在家學佛的平民百姓。慧遠繼而解釋，認為「居
士有二」：「一廣積資財，居財之士，名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
士。」14其後智顗亦言：
「居士者，多積賄貨，居業豐盈，以此為名也。」15由上可
知，廣義而言，居士泛指在家修道的佛教徒；狹義上，則指在家信徒中，較具經
濟基礎或社會地位的人，因為他們具有影響力，通指官僚士大夫等上層階級。本
文所指，正是這些士大夫居士。
自佛教傳入東漢後，奠基於魏、晉，至唐、宋而愈盛，而其於不同歷史階段，
則有不同特點。由於北宋政府大多維護佛教，朝臣、文士亦予以支持與贊助，加
以緇褐論述傳道，不遺餘力，卒使北宋尚佛風氣日熾，佛徒日眾，佛寺日增，高
僧大德不計其數。正因為這股風氣所熾，佛教對宋代社會的影響，輒比前代更為
深刻與寬廣，其中奉佛的士大夫亦較前朝為多。清人彭際清所編的《居士傳》
，含
專傳、合傳及附傳，一共收錄 312 人，其中宋代計有 83 位，超出唐代甚多。16這
些官僚士大夫卒成為北宋居士佛教的主體核心，對於宋代居士文化的發展有深遠
的影響。

（宋）吳則禮撰：《北湖集》卷 1，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宋人集乙編》 https：//ctext.org/l
ibrary.pl？if=gb&file=82621&page=74
11
（清）彭際清述：
《居士傳》卷 29（李伯紀傳）
：
「則發憤求出世法。研佛書。聞伯紀通易、華嚴
二經。」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8，No.1646，頁 235b。
12
以上參見周裕鍇撰：《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第二章『文字禪』的闡釋學語境：宋代士大夫的禪
悅傾向」
「第一節參禪學佛與文化整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
13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14，
No.0475，頁 540a。
14
（隋）沙門慧遠撰：
《維摩義記》卷 1，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38，No.1776，頁 441b。
15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弟子灌頂記：
《觀音義疏》卷上，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34，No.1728，
頁 934c。
16
（清）彭際清述：
《居士傳》
，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8，No.1846，頁 182b-182c。
《居
士傳》卷 20 至 34 乃所收宋代居士，共 83 位。而同書唐人僅三十多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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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佛教所以在宋代特別繁榮發達，潘桂明先生嘗研究指出其中深刻原因。
所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則嘗記載：
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山曰：
「相公口氣逼人，
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一日謂
山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要作胡笳十八拍不成 ，夜坐間已就。」
山呵呵大笑。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
「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
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荊
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
「何謂也?」文定曰：
「儒門淡薄，收拾不住。
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几嘆賞曰，達人
之論也。 17
說明宋代文士在全面投入政治的參與後，其中精神的壓力、心理的苦悶，無法從
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得到平衡，而佛教的心性思辨、修行止觀的特色，一新士大夫
耳目，因此向其靠攏，可謂自然不過。以北宋政治為例，黨爭傾軋，國是屢變，
做為參政主體的士大夫，處於權力角力的漩流中，其一生命運輒與政治錯綜糾葛。
許多士大夫在貶居窮處時，不僅得應對生活的困境，更需重整精神，突破思想困
境，才能具備生存的動力。以蘇軾為例，
《宋史》本傳記載：「自為舉子至出入侍
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
不使安於朝廷之上。」18誠為如此，因此「鬱憏無聊之甚，轉而逃入于禪。斯亦
通人之蔽也。」19蘇軾人生態度的擇處，正反映了許多宋代官僚士大夫與佛教交
涉的某種必然性。而其他如富弼、張方平、歐陽脩、王安石及黃庭堅等人，亦不
例外。
北宋士大夫、居士接近佛教，傳播佛教，除了政治的促因外，也與當時藝文
界與僧人交遊互動頻繁有關。文士與禪僧交遊，或詩文相酬，或道藝交流，或論
辨心性，或體證禪悟。《叢林盛事》曾記述：
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斑
斑見諸禪書。楊無為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
（宋）釋道謙編：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47，No.1998，
頁 954c。
18
（元）脫脫撰：
《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
（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5 月，再版）
，卷 338，列
傳第 97〈蘇軾傳〉
，頁 10817。
19
（清）黃宗義輯：《宋元學案》卷 99〈蘇氏蜀學案〉
，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
org/library.pl?if=gb&file=23361&page=3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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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玅喜
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20
文中引述楊億和廣慧元璉禪師、李遵勗和谷隱藴聰禪師以及石霜楚圓禪師之交游；21
以及之後楊傑和白雲守端禪師、張商英和兜率從悅禪師的互動，均強調「非苟然
者也」
。乃至南宋高宗朝的張九成和李邴、呂本中等人和當時聲譽日隆的大慧宗杲
的往來密切，直是「登堂入室」
，可謂「方外道友」
。上述士大夫，個個位極人臣，
不論是政治界或思想圈，皆有舉足輕重地位。諸人與禪僧間的密集交結，正說明
當時風氣之盛。
居士與叢林間的交游，留下大量的詩文酬唱，相與論道，形成居士文化的雅
化。禪僧中精通文藝者，亦不在少數，例如明教契嵩、辨才元淨、佛印了元及覺
範惠洪等。這些禪僧往往「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22僧
俗唱和，互相溝通禪思，成就禪趣，蔚為風氣。即使早年曾經排佛的歐陽脩也與
禪師往來密切，其游歷廬山時，亦曾拜望圓通居訥禪師，作〈贈廬山僧居訥〉詩。
甚者，宋初排佛甚堅的李覯，也留下不少有關寺院的文記，如〈修梓山寺殿記〉、
〈新城院記〉、〈承天院羅漢閣記〉等。23
除了詩文唱和，宋代士大夫、居士林的佛學造詣亦頗精深，不乏專注於佛學
著述，表現不凡者。士大夫為佛經作注疏，乃至為僧人語錄作序者，比比皆是。
例如楊億，與廣慧遊從日密。遂嗣其法。翼護法門，多著洪力。曾致書李維勉，
述及遇見廣慧法師後，一切混沌遂轉清明：
「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
弗疑。如忘忽記，如夢忽覺。平昔礙膺之物，爆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然現
前。繼紹之緣其在是矣。」24緣此，屢奉詔編製大藏目錄，校勘《景德傳燈錄》。
又如駙馬李遵勗，得心法於谷隱禪師，與楊億及慈明禪師為法門好友。嘗與達觀
禪師處之，朝夕咨參，乃至廢寢忘食。進而勅編《廣燈錄》
，獻予仁宗，仁宗賜「天
聖」二字並序。又如黃庭堅則曾為翠嚴可真、雲居元祐、大溈慕喆、翠嚴文悅及
福州西禪暹老等禪師語錄作序；25張商英亦著作頗豐，包括：《宗禪辯》、《法華經
20

（宋）釋道融撰：《叢林盛事》
，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6，No.1611，頁 694b。

21

石霜楚圓禪師與李遵勗交游甚深，由石霜楚圓禪師留下的語錄中，有大量贈予李氏的偈頌，可

見一斑。
（宋）釋慧南重編：
《石霜楚圓禪師語錄》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69，No.1338，
頁 194b。
22
〈仲殊〉，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 72，頁 2301。
23
見羅凌、王作新撰：
〈宋代居士文化特點探微〉
，
《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29 卷第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99。
24
（清）彭際清述：《居士傳》
，見《卍新纂續藏經》X88，No.1646，頁 218b。
25
（宋）黃庭堅撰：《豫章黃先生文集》卷 16，見《四部叢刊初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8346&pag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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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論》
、
《護法論》及《續清涼傳》
；南宋龍舒居士王日休，亦嘗校輯《佛說大阿彌
陀經》
，歷三年始成，又著《龍舒淨土文》十卷。總體而言，北宋居士對佛學的投
入，不僅僅是信仰，也充滿理性的思考態度。在身居要職下，其所展示的佛學修
養別為凸出，其中猶有深刻的思辨精神，洵為如此，許多居士後來便成為當代護
法的主要力量。

三、北宋華嚴思想的發展
華嚴初祖法順，嘗依《華嚴經》而立，提出「華嚴三觀」，所謂真空觀、理事
無礙觀及周遍含融觀。之後，華嚴三祖法藏將世界本體和事物本質概括為「理」，
將代表現象世界的個別事物概括為「事」，「理」為諸法之體，「事」乃一體之用，
「理」為全體，
「事」為別相。法界理事雖二分，但一體的最高境界是「圓融無礙」。
後來四祖澄觀將法藏的法界緣起思想系統化，進而提出「四法界」之說：
「然法界
之相要唯有三，然總具四種。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
礙法界。」26
四祖澄觀的「事事無礙法界」相當於初祖杜順的「周遍含融觀」
，謂世間萬事、
萬物為同一理體的隨緣顯現，故在本體上相同，相即相入，圓融無礙，重重無盡。
法界緣起，無盡圓融，一切對立，得到消解，便能自在無礙。從社會學的層面來
看，華嚴宗這種「事事無礙」的論點，正反映了人類渴望消除痛苦、追求理想以
及協調自我與他人、個體與社會相互關係的深刻思想。27如果再從哲學美學的角度
觀察，由華嚴宗的「事事無礙」論所建構的華嚴境界，雖是一種宗教理想，是佛
陀的境界，但也凸出地表現為一種人生境界的美學，反映出人類的願望，如何從
人生痛苦的逆境中解脫出來，追求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建立一種理想的、圓融和
諧的人生境界。28
儘管唐代的智儼、法藏創立了獨特的華嚴思想體系，而澄觀和宗密可能也具
備了宗派意識，29但是在唐代並沒有形成真正的華嚴宗教團。一直到宋代，在禪宗

（唐）釋澄觀述：《華嚴法界玄鏡》卷上，見《大正新脩大藏經》，CBETA，T45，No.1883，頁
672c。
27
參考方立天撰：〈華嚴宗的現象圓融論〉，見《文史哲》1998 年第 5 期，頁 71。
28
皮朝綱撰：〈華嚴境界與中國美學〉
，見《普門學報》第 13 期，2003 年 1 月，頁 8。
29
宗密在《圓覺經略疏之鈔》卷 3 中嘗云：
「此師是華嚴宗主，即康藏和尚也。姓康，名法藏，為
帝師，敕諡號賢首大師。當今天下所傳《華嚴》新舊二疏，皆出大師，門下皆宗承大師義門。」見
《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09，No.0248，頁 849b。
《圓覺經略疏之鈔》卷八又稱「姓杜名法順，
是華嚴宗源之師，即文殊化身也。」見《卍新纂續藏經》，CBETA，X09，No.0248，頁 899c。在
《注華嚴法界觀門》中宗密又稱：「京終南山釋杜順集。姓杜，名法順。唐初時行化，神異極多，
傳中有證。驗知是文殊菩薩應現身也。是《華嚴》新舊二疎初之祖師，儼尊者為二祖，康藏國師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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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台宗的刺激下，才產生了華嚴宗。但此時的華嚴宗所展示的思想特色，其實
是「華嚴禪」30，是宗密所創立融合華嚴宗與荷澤宗的思想體系，將華嚴理事觀與
荷澤心識觀緊密結合下的思想產物，而「理事無礙」、「圓融無盡」乃是其思想核
心。這條思想路線雖由宗密創始，但因受安史之亂動盪、寺院沒落、武宗滅佛和
典籍散佚等因素影響，傳承中斷，直到宋初，朝鮮半島攜入我華嚴典籍，華嚴信
仰始得復甦。31
入宋後，華嚴教觀的中心逐漸往江南遷移。從靈光洪敏開始，江南華嚴教之
宗由長水子璿開其端，而其門下即為晉水淨源。子璿本身即是融會華嚴與禪的代
表人物，而淨源被稱為華嚴宗的「中興教主」32：「住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杭之
祥符、湖之寶閣、秀之善住。左丞蒲公守杭，尊其道，以慧因院易禪為教。」33他
師承長水子璿，修習《楞嚴經》
、
《圓覺經》及《大乘起信論》等經論，表現殊出，
誠如《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所稱：
「初見華嚴承遷，次見橫海明覃，後見長水子璿，
盡得華嚴奧旨，聲譽籍甚。」34淨源收集整理華嚴典籍，修訂重校唐代華嚴文獻，
重新刊刻唐代華嚴祖師典籍，針對唐代華嚴教典、特別是法藏、澄觀、宗密等祖
師著作進行疏釋，並以華嚴教義解釋其他佛教典籍。35曾旼〈宋杭州南山慧因教院
三祖。」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45，No.1884，頁 684c。雖是如此，但是澄觀、宗密所
說的華嚴宗的含義是指尊崇《華嚴經》
，以華嚴為「宗趣」
（宗旨）的人，其「宗」的含義與後世所
說的宗派有明顯不同。宗密的提法對淨源具有啟發意義，但是從思想史的外部環境來看，作為宗派
譜系「五祖說」的提出，完全是淨源在禪宗的刺激下獨創的，所以宗密的觀點僅可視為宋代淨源的
「七祖說」的伏筆。王頌撰：
〈從日本華嚴宗的兩大派別反觀 中國華嚴思想史〉，見《世界宗教研
究》2005 年第 4 期，頁 12。
30
據王頌〈十一世紀中國北方廣泛流行的華嚴禪典籍與人物〉研究指出，
「華嚴禪」此一概念名稱
並未見諸古籍，最早探討華嚴與禪的關係者為日本學者吉津宜英教授《華嚴禪思想史的研究》，而
高峰了州《華嚴與禪的通路》則是代表作。見《世界宗教文化》2018 年第 4 期，頁 100。董群亦曾
對「華嚴禪」概念進行過系統分析，梳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而言，華嚴禪是宗密所代表的
以真心為基礎，內融禪宗之頓漸兩宗、佛教之禪教兩家。外融佛教和儒道兩教的整合性的思想體系。
這一體系的最核心的融合內容，是華嚴宗和荷澤禪的融合，宗密以荷澤思想釋華嚴，又以華嚴思想
釋荷澤禪，視兩者為完全合一；狹義而言，華嚴禪體現出融華嚴理事方法論，理事分析和理事無礙、
事事無礙的方法入禪的禪法。」
〈論華嚴禪在佛學和理學之間的中介作用〉
，見《中國哲學史》2000
年第 2 期，頁 35。
31
以上內容主要依據王頌撰：〈十一世紀中國北方廣泛流行的華嚴禪典籍與人物〉，見《世界宗教
文化》2018 年第 4 期，頁 100。
32
（明）李翥撰、（清）丁丙補：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 3〈晉水法師〉，見《中國佛寺
史志彙刊》
，CBETA，GA020，No.0017，頁 38a。
33
（宋）釋元敬、元復同述：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77，No.1526，
頁 586c。
34
（宋）釋元敬、元復同述：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77，No.1526，
頁 586c。
35
據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等相關記載，淨源撰著成果包括華嚴文獻類，修證禮懺類、經論
疏釋類等，相關之著作有 19 種，收錄在義天所錄《圓宗文類》淨源短篇之著作有 4 種，但從傳記
所載錄著作與現存藏經目錄比對，發現有不少著述已失佚，現在尚有保存的著作僅有 13 種，仍有
見存之著述序文有 13 篇，參見陳永革撰：
〈論晉水淨源與北宋的華嚴中興〉
，見《吳越佛教》
（第五
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 3 月）
、釋法幢撰：
〈華嚴中興教主淨源所撰懺儀之略探〉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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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水法師碑〉曾簡要記述了北宋華嚴的紛雜情形，及淨源如何闡釋華嚴，推原其
本過程：
圓融一宗，經觀論章與其疏記鈔解，凡數百萬言。名義既多，科條亦博，
有終身不能卒業者。故近世總持者，罕能該徧。講《雜華》者，則曰清涼
教；講《圓覺經》者，則曰圭峰教。宗途離析，未有統紀。法師於是推原
其本，則教宗雖始於賢首，法義實出於《起信》
。乃以馬鳴大士為始祖，龍
樹、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圭峰以次列之。七祖既立，由是賢首宗裔，
皆出一本。又離合五教以為十，皆清涼、圭峰之遺意。其發明之，則自法
師始焉。36
文中淨源弘闡華嚴教觀，具有鮮明的本宗意識。並且推原其本，推崇法藏「賢首
教」
。除上，他還提出新的傳法世系，確立了華嚴傳承祖師譜系，創立「華嚴五祖」
說，在杜順、智儼、法藏三祖外，立澄觀、宗密為五祖；37又將馬鳴、龍樹置於杜
順之前，而有所謂「華嚴七祖」說。
對於淨源的弘法成就，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嘗贊曰：
「法界無盡，一心洞明。
奮厥餘力，詮釋群經。作式垂範，聿有駿聲。慕法者眾，海國揚舲。」38可見淨源
在北宋華嚴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而其影響與貢獻亦如學者所歸結：
其一，建立了永久弘揚華嚴宗的基地慧因寺。其二，終生致力於華嚴典籍
的收集和整理。其三，提出華嚴宗新的傳法世系。其四，以華嚴教義解釋
其他較流行的佛教典籍，促動華嚴學在整個佛學的運行。39
由此可知，不論是建立華嚴祖庭或整理華嚴教典、詮釋華嚴教義，乃至創設華嚴
祖譜，淨源在振興華嚴偉業上，均有不凡的成就。

專學生佛學論文集》（臺北：華嚴專宗學院，2011 年），頁 236。
36
（明）李翥撰、（清）丁丙補：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 8，見《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CBETA，GA020，No.0017，頁 148a。
37
（明）李翥撰、
（清）丁丙補：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 6 記述：
「賢首教者，世傳《華
嚴經》之學始於帝心杜順，次尊者智儼，次賢首國師法藏，次清涼國師澄觀，次圭峰禪師宗密。帝
心有《法界觀》
、尊者有《搜玄記》
、賢首有《探玄記》皆釋晉經而已。至清涼為唐經作疏，而證聖、
正元之二譯始備。圭峯復為清涼作講義，源師因以五師為華嚴五祖。以其判教自賢首始，故謂之賢
首教。」此為「五祖」之說，見《中國佛寺史志彙刊》GA020，No.0017，頁 76a。
38
（宋）釋元敬、元復同述：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77，No.1526，
頁 586c。
39
魏道儒撰：《中國華嚴宗通史》
（蘇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5 月）
，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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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南方的淨源在華嚴思想闡揚上，發揮最大影響力外，北方也出現了將禪
與華嚴融合為一體，大力弘揚華嚴思想的本嵩。
本嵩又稱廣智大師，生卒年不詳，有關他個人的史傳資料鮮少：
師本京人也。始聽華嚴大經深通玄奧，終歷諸祖禪林洞明宗旨。於神宗元
豐六年甲子，罷參隱嵩。少間無盡居士響師德，於元祐戊辰歲，謹率群賢
邀師入京，請講此觀。被禪、教二種學徒，造《通玄記》三卷。剖文析義，
映古奪今；述七字經題并三十觀門頌。紀綱經觀節要，顯出禪門眼目。40
文中指本嵩元豐六年歸隱嵩山宣講華嚴經教。元祐三年(1088)宰相張商英，廣邀群
賢達，禮請本嵩到京師宣講華嚴，將華嚴觀法與禪法相互融通。本嵩在開封，除
了講經說法外，亦致力著述工作。包括《通玄記》以及《華嚴七經題法界觀三十
門頌》兩部。《通玄記》有三卷，其中解釋、分析文義、相當詳盡精彩；至於《華
嚴七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
，主要是闡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題的旨趣，以及華
嚴法界三觀，即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融觀，其對大眾宣講華嚴法界觀時，
則是以禪釋教，以教釋禪，提綱契領，將華嚴觀法與禪法互為詮釋的運用，使聽
者明瞭觀法。
雖然北宋時期，華嚴學者的活動大多偏重在南方，然對於華嚴觀法的弘傳仍
不餘遺力。而本嵩在北方的活動，就顯得較為突出。自唐人宗密將禪法融於華嚴
後，華嚴禪的思想逐漸地廣泛的運用，發展至宋代，華嚴禪的發展趨於更成熟、
穩定的狀態。而本嵩將華嚴與禪相互融合，可謂是北宋華嚴代表人物之一。但是
根據《三十門頌》禪教並修法則來看，本嵩雖亦主張禪教可互釋，但是有關華嚴
法界觀部分，本嵩認為「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通明妙觀玄網，何必參禪問
道。」41強調華嚴本身即為修行法門，無需再假藉禪門教法。換言之，本嵩以禪詮
釋華嚴，援禪入華嚴，但並不想徹底以禪替代、消解華嚴。此點與宋代華嚴諸家，
欲將華嚴融於「禪教」
，或於各經典之中做詮釋的立場而言，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
子，可見本嵩隱隱間存在著強烈的華嚴意識。42

（宋）釋本嵩撰：
《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卷上，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45，
No.1885，頁 692c。
41
（宋）釋本嵩撰：
《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卷下，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45，
No.1885，頁 707b。
42
參考王頌撰：
〈十一世紀中國北方廣泛流行的華嚴禪典籍與人物〉
，見《世界宗教文化》2018 年
第 4 期，頁 101；陳文華撰：
〈《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之略探〉
，見《全國佛學論文 24 屆
(2013)論文集》
，網址：https://docs.google.com/a/ddbc.edu.tw/viewer?a=v&pid=sites&srcid=ZGRiYy5l
ZHUudHd8Y29uZmVyZW5jZXxneDo5YjBiMmI3NzRlNjU2OD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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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蘇軾對華嚴的接受
從許多筆記小記及經藏、史傳的記載中，可知宋代士大夫頗愛《華嚴經》
，43認
為「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
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44廣涉佛教經典的蘇軾，也不例外地接受了
華嚴思想的影響。
蘇軾(1036-1101)一生親炙佛教，參禪問道，學界夙知。45但詩人思想並不止於
禪宗，包括華嚴或天臺，乃至淨土的接受，都是有迹可尋的。46其佛學思想或緣於
家世背景、抑或僧友往來等等，47但主要還是來自其大量接觸佛教經典。從其作品
的引用與含括中，發現詩人不止喜讀禪宗燈史、語錄，對《維摩詰經》
、
《楞嚴經》
和《華嚴經》等，也極為熟悉。
《華嚴經》體系雄闊，義海宏贍，卷帙浩繁，流通最廣的，乃是唐代于闐實
叉難陀的譯本，共八十卷三十九品，近七十萬字。48傳蘇軾曾有意抄寫此經，可惜
未能如願。據李之儀記載：「（蘇軾）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
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49許是手抄念想一直未
能遂願，所以當蘇軾得知孫元忠為其父手書《華嚴經》一事時，特發出讚語，並
指出其中的抄寫之功：

例如（宋）葉夢得撰：
《避暑錄話》卷上載歐陽脩晚年從問顒華嚴：
「顒使觀《華嚴》
，讀未終而
薨。」見《欽定四庫全書》本，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
911&page=29 除上，其餘可參考「前言」所述。
44
（明）朱時恩輯：
《居士分燈錄》卷上，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6，No.1607，頁 576b。
45
據蕭麗華先生根據馮應榴《蘇軾詩集合注》的注文資料，統計東坡詩與佛經的關係，發現東坡
凡用《大毘婆娑論》2 次、
《大般若涅槃經》10 次、
《景德傳燈錄》144 次、
《六祖壇經》2 次、《心
經》3 次、
《四十二章經》4 次、
《法苑珠林》10 次、
《法華經》38 次、
《金光明經》2 次、
《金剛經》
17 次、
《阿彌陀經》9 次、
《高僧傳》22 次、
《智度論》3 次、
《華嚴經》25 次、
《圓覺經》18 次、
《楞
嚴經》113 次、
《維摩詰經》78 次。見《從王維到蘇軾──詩歌與禪學交會的黃金時代》
（天津：天
津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 月）
，頁 207。以上統計數據尚不包括蘇軾的散文。
46
〈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
（之一）
，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
《蘇軾文集》卷 49，頁 1412。
47
可參閱梁銀林撰：《蘇軾與佛學》，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 3 月，頁 6-52。
48
《華嚴經》在中國有三個漢譯本：分別為「六十華嚴」：（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十卷。又稱
《舊華嚴》
、
《晉經》
。收於大正藏第九冊。
「八十華嚴」
：
（唐）于闐（新疆）實叉難陀譯，八十卷。
又稱《新華嚴》
、《唐經》
。收於大正藏第十冊。總成七處，九會，三十九品。此譯本品目完備，文
筆流暢，因此在中國受到歡迎。
「四十華嚴」
：（唐）般若譯，四十卷。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
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略稱《普賢行願品》
，為該經《入法界品》的全譯本。因在貞元十二年
譯出，故又稱《貞元經》
。收於大正藏第十冊。自實叉難陀譯出八十卷《華嚴經》後，後人遂多取
此卷本。如宗密所著《華嚴經疏》、
《華嚴大疏鈔》
。蓋八十卷本文義最為暢通，故依據者眾。
49
〈跋東坡書多心經〉
，見（宋）李之儀撰：《姑溪居士前集》卷 38，
《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
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001&page=5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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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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
始若一。 50
雖然蘇軾卒未能抄寫竟書，但事實上，其對於《華嚴經》的參究還是頗深，
尤其是對法界緣起思想感到高度興趣。在〈和子由四首‧送春〉一詩中，他充分傳
達了個人對華嚴法界思想的喜愛與接受：
夢里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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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施注云：「《華嚴經‧法界觀》，清涼澄觀禪師述，以明華嚴品中法界大旨。」52蘇詩
中所稱的《法界觀》，其實是指五祖宗密所作的《註華嚴法界觀門》，是闡述華嚴
宗圓融法界無盡緣起的觀法的重要典籍。其中為了對應「四法界」
，而有所謂的「三
重觀法」——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依這種觀法，萬法都是一真法
界的體現，諸緣依恃，相互具足，平等無二。這實際上是佛教宇宙觀融合了中國
傳統的『天人合一』和『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的觀念的產物。」53蓋其
時蘇軾在密州任上，而子由在齊州，當下北宋朝廷新舊黨爭，氣氛詭譎，新法如
火如荼展開，年近四十的蘇軾已然經歷了親人生死變故，加以宦海浮沈，對人生
早有一層體悟。因此在感傷青春虛度、逝去之時，想要取資華嚴法界觀的思想來
泯除是非，忘懷得失，希冀在精神上得到最大的平衡。
其實，在華嚴宗人的思想裡，所有事物都是一真法界的體現，諸緣依侍，相
互具足而平等。蘇軾感悟良深，故在〈南都妙峰亭〉一詩中，特別寫道：
「孤雲抱
54
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 一旦明白法界緣起後，萬有之
法在真如法界雖現出種種差別，但本體卻無分別；一切對立消解，知其一即知一
切。當「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55時，便能「心量廣大，遍周法界」56，所
以作者也就能心安理得，任性逍遙。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 69，頁 2208。
見（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卷 13，頁 628。
52
見（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卷 13，頁 628。
53
孫昌武撰：〈蘇軾與佛教〉，見《文學遺產》1994 年第 1 期，頁 67。
54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 25，頁 1325。
55
（唐）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10，No.0279，
頁 168c。
56
（元）釋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見《大正新脩大藏經》，CBETA，T48，No.2008，頁
350b。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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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豐二年，蘇軾得知友人劉行甫手寫《華嚴經》，立刻給予高度的肯定：
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床聽夜雨。玉笙哀怨不逢人，但見香煙橫碧縷。
謳吟思歸出無計，坐想蟋蟀空房語。明朝開鎖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
銀山動地君不看，獨愛清香生雪霧。別來聚散如宿昔，城郭空存鶴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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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勝乳。千金買斷顧渚春，似與越人降日註。57
隨著生活境遇的轉變，蘇軾對佛理的融通、體悟也就益為深刻。詩中四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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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蘇
軾已認識到無所不容的法界乃是「心」的造作，這項觀點正反映出禪宗與華嚴的
合流，也說明蘇軾對華嚴「法界」大義已有較深入的理解和感悟。
華嚴的圓融觀與禪悟思惟的交涉由來已久，自從五祖宗密一身兼傳荷澤禪與
華嚴後，許多祖師均是以華嚴緣起真如法界的體性，統合禪教。因此，蘇軾的禪
觀中，融入華嚴法界觀念也就不足為奇。58《華嚴經‧升夜摩天宮品》曾載覺林菩薩
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59即是說明法界唯
心所造。蘇軾的〈地獄變相偈〉就反映了同樣的思想：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
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
言，地獄自破碎。60
這首偈詩作元豐六年黃州之時。蘇軾認為地獄之苦，亦惟心所造，一念清淨，便
能解脫。這種體悟也同時反映在〈水陸法像贊‧下八位‧一切地獄眾〉：「汝一念起，
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61
兩首偈詩均是以華嚴法界觀來說明心造地獄，此與《六祖壇經》也曾說到天堂地
獄唯在心念，洵為同理：

〈送劉寺丞赴餘姚〉
，見（宋）蘇軾撰、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卷 18，頁
952。
58
孫昌武先生認為蘇軾的禪觀融入華嚴法界觀念乃其特色，見《禪思與詩情》（增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2006 年 8 月）頁 458-463。
59
（唐）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10，No.0279，
頁 102b。
60
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 22，頁 644。
61
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 22，頁 63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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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
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
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62
所謂「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
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銷
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63也是一樣的道理。蘇軾在偈中將華嚴真一法界思想與
禪宗自性內照，即心即佛結合，破除世人對地獄的恐懼。
總理蘇軾的作品，輒能發現有不少是對華嚴圓融或禪宗啟悟思想的體悟，例
如〈題東林總長老〉（溪聲便是廣長舌）、〈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及〈瀑
布亭〉
（廬山煙雨浙江潮）等幾首為世人熟知的詩歌，均具備華嚴大千世界的悟入。
南宋施元之註解蘇詩〈題西林壁〉時，曾引《華嚴經》云：「於一塵中，大小剎種
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各轉法輪。」64宇宙世間雖有這些大
大小小的無數差，但在華嚴圓融的思想裡，所有大小相得無礙，諸法互具，時空
互融，而蘇軾正本於如此的認識，了解到世間無情萬有，雖有遠近高低相對存在，
但本體依然是不變的。就像〈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
首座，方受請為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為他時語錄中第一
問〉一詩所云：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65
詩中亦採用了華嚴法界「因陀羅網」的概念，一珠現珠珠，珠珠映照，彼此互為
隱顯，代表萬物之間的相即相入，重重無盡。其中境界直如永嘉禪師所云：
一切圓通一切性，一法便捨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66

（元）釋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見《大正新脩大藏經》，CBETA，T48，No.2008，頁
354c。
63
（元）釋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見《大正新脩大藏經》，CBETA，T48，No.2008，頁
350b、352b。
64
（宋）蘇軾著、
（宋）施元之註：
《蘇詩施註》卷 21，
《欽定四庫全書》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435&page=73
65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 45，頁 2423。
66
（宋）釋子昇錄、釋如祐錄：《禪門諸祖師偈頌》卷 1，見《卍新纂續藏經》，CBETA，X66，
No.1298，頁 732b。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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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將曹溪一滴水帶到西江，讓它成為「十八灘」漲水之源，暗示著佛法的無窮
無盡。67其中理路正與法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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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相通。蓋一即一切，一切在一。一與一切，一切
與一，重重包含，萬物融通。這種萬法平等觀，使得蘇軾的思想更為圓融自在。
晚年他出知潁州時，也作詩點出：
「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69作者不僅寫出
真相，還寫出變相；東坡本是一，風吹水動，身影搖晃，水中東坡便「散為百」，
風平水靜後，影像又「復在茲」，回復一個東坡。「一是一切，一切是一」。正體
現了華嚴法界隨緣而生萬法、萬法復又歸於一真法界的思想。70蘇軾以影像的成
滅分合之妙，表露萬物含融的平等觀，這般奇想，與法藏《華嚴金獅子章》中用
立於上下十方的鏡中金獅子影像無盡，來指示諸法界含容無盡，兩者間是有密切
關係的。71
蘇軾作品中所呈現的華嚴學說、思辨方式，詩人或在立意上，與《華嚴》接
近，或在內容上具有佛家三昧。蓋因詩歌本身並非純粹的世諦文字，因此，不僅
具有哲理的深度，也多了生活的情味。而有關蘇詩與華嚴之間聯結，王士禛在〈古
夫于亭雜錄〉中即言，蘇軾得於《華嚴》者，主要為詩歌：「慶曆文章宰相才，晚
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年在，字字《華嚴》法界來。」72之後，服膺漁洋詩學
的翁方綱，也持相同的見解：
「世以蘇詩目奔放，三藏法界標華嚴。倒垂銀河注滄
73
海，變眩百怪包洪纖。」 、「華嚴圓頓義安歸，眼界空花浩昨非。拈向鬢絲禪榻
畔，柳橋烟重泥斜暉。」74另外，詩學家方東樹也認為蘇詩的說理方式「全從華嚴
來」。75可知，學者們對於蘇詩不論是思想的反映或思辨的內容，得助於《華嚴》
處，是有相當的共識。

蕭麗華撰：
〈佛經偈頌對東坡詩的影響〉
，見《第四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
中興大學，2003 年 12 月，頁 577。
68
（唐）釋法藏述：
《華嚴發菩提心章》
，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45，No.1878，頁 654a。
69
〈泛穎〉，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卷 34，頁 1794。
70
張君梅撰：
〈
《佛教文選》王維和蘇軾禪詩比較-禪機與境界〉
，
《人間福報》電子報，2007 年 7 月
8 日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3922
71
孫昌武撰：〈蘇軾與佛教〉，見《文學遺產》1994 年第 1 期，頁 68。
72
〈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于卷後〉，見（清）王士禛撰，李毓芙、牟通、
李茂肅整理：《漁洋山人精華錄集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頁 641。
73
〈次答冶亭、閬峰二學士論詩之作〉
，見（清）翁方綱撰：
《復初齋詩集》卷 32，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第 145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頁 657。
74
〈石濤畫坡公別歲送春二首〉其二，見（清）翁方綱撰：
《復初齋詩集》卷 51，「中國哲學書電
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9635&page=47
75
見（清）方東樹撰、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1 月）卷 12，
頁 29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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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張商英對華嚴的接受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一生與佛教界交遊極廣泛，其對象不限於一
宗一派，被視為北宋護法有功的重要居士。
元祐六年(1091)張商英與江西兜率從悅遊，參禪論道，尊其為師，得其認可，
成為南岳下十四世、兜率從悅禪師的法嗣，自此，他與叢林長老間的聯繫更為緊
密，更堅定其外護之志。身為佛教外護，張商英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著書立說，
完成《護法論》，表達其護法之誠。護法之論中，張商英多引用佛經，發抒教義，
以作辯解。以《華嚴經》為例，從各方資料來看，張商英接觸華嚴思想可能早於
元祐時期：
「至元祐戊申歲。無盡居士張商英漕江左，出按壽陽。因齋戒至謁，於
破屋之下散帙間，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卷。疾讀數紙，疑情頓釋。」76依《嘉泰普
燈錄》記載，元祐三年(1088)77，張商英78以這次巧合機緣對照張商英〈太原府壽
陽方山李長者造論所昭化院記〉所言，更能確認其研讀華嚴已有一段時間：
夫華嚴之為教也，其佛與一乘菩薩之事乎？始終一念也，今昔一時也，因果
一佛也，凡聖一性也，十方一剎也，三界一體也，正像末一法也，初中後一
際也。當處現前，不涉情解，以十信為入佛之始，以十地為成佛之終。……
至於一字含萬法而普徧一切，其汪洋浩博，非長者孰能判其教、抉其微乎?79
文中抉發《華嚴》旨要，切中要義。又據《雲臥紀譚》記載，張商英曾向大洪報
恩禪師徵詰禪教之要：「無盡因謂之曰，華嚴註釋，古人各有所長。如題目七字，
大清涼得之妙矣，始成正覺。李長者所具，勦絕佛智，既無盡無量，信乎名句，
文字所不能詮。」80顯見張商英見到李通玄《華嚴修行決疑論》之前，即對華嚴註
釋相當熟悉，因此，見到李氏之作，始疑情頓釋，心領神會。
除了昭化院之奇遇外，元祐三年另有一事，也反映張商英對華嚴經教的關注。
按《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引》記載，這一年張商英因聽聞本嵩在嵩山宣講華嚴
經教事，立即率領群賢，邀請本嵩入京，請講「法界觀」：

（宋）釋正受編：
《嘉泰普燈錄》卷 24，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79，No.1559，頁 436b。
《嘉泰普燈錄》言「戊申」，元祐朝並無「戊申」
，但有「戊辰」或「壬申」
，據黃啟江考證，其
時張商英在漕江左前，曾出使河北，應於此時至方山，故時間宜作「戊辰」
，即元祐三年（1088）
。
詳見黃啟江撰：〈張商英護法的歷史意義〉
，《中華佛學學報》第 9 期，1996 年 7 月，頁 145。
78
（宋）釋正受編：
《嘉泰普燈錄》卷 24，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79，No.1559，頁 436b。
79
（宋）張商英撰：〈太原府壽陽方山李長者造論所昭化院記〉，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8 月）
，冊 102，卷 2231，頁 182-184。
80
（宋）釋曉瑩錄：《雲臥紀譚》卷下，見《卍新纂續藏經》
，CBETA，X86，No.1610，頁 678c。
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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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本京人也。始聽華嚴大經，深通玄奧，終歷諸祖禪林，洞明宗旨。於神
宗元豐六年甲子罷參隱嵩。少間無盡居士響師德，於元祐戊辰歲，謹率群
賢邀師入京，請講此觀，被禪教二種學徒，造《通玄記》三卷。剖文析義，
映古奪今。述七字經題并三十觀門頌，紀綱經，觀節要，顯出禪門眼目。
天覺群賢皆展卷而時時聽之，大異其辯耳，乃輒出疏帖，強請出世住開封
夷門大剎。又奏特賜廣智大師佳號。81
記述中提及本嵩在開封除了宣講華嚴經教外，也致力於相關著作，分別完成《通
玄記》和《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兩部，成果斐然。書中剖析文義，鞭
辟入裡，又能提綱挈領，相互融通。本嵩宣講期間，張商英和群賢均前往聽講，
對於本嵩的論辯能力，相當折服。誠為如此，張商英乃強請本嵩安住於開封的夷
門大剎講法，並上奏朝廷，賜封為「廣智大師」。
雖然有上述的因緣，顯見張商英接觸華嚴思想甚早，然其對華嚴義理的討論，
仍是晚年罷相與當時圓悟克勤的一段激辯，最為人津津樂道。政和年間，圓悟克
勤出川游峽南，知張商英寓居在荊南，於是艤舟謁之。張商英其時在教界聲望甚
隆，圓悟克勤來訪，兩人遂以華嚴要旨辯論禪機，十分精彩：
圜悟曰：
「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
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
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無盡於是不覺促榻。圜悟遂問曰：「到此
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
「同矣。」圜悟曰：
「且得沒交涉！」
公色為之慍。圜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
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
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旦，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圜
悟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圜悟笑曰：「不然。正是
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
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
『事事無礙，如意
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無盡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82
圓悟克勤縱論華嚴「無礙圓融」
，吸引張商英的興趣，
「不覺促榻」
。兩人繼而再深
入問答，進一步討論「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及「事事無礙法界」

（宋）釋本嵩述、釋琮湛註：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上，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
T45，No.1885，頁 692c。
82
（元）釋覺岸編：
《釋氏稽古略》卷 4，見《大正新脩大藏經》
，CBETA，T49，No.2037，頁 882a。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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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義，設問到達何種層次，才能說禪？一問一答中，圓悟克勤透過否定、點化，
最後使張商英口服心服。
「四法界」是澄觀大師將法藏大師的法界緣起思想系化之
後所提出的說法，其中「理」為本體，
「事」為現象，任何現象乃是隨緣理體的產
物，因此理事無礙是本體與現象的圓融無礙境界，如同水與波的關係；但更高境
界乃是「事事無礙」
，每一事相具足理體，法法平等，相互涵攝，事事圓融，達到
周遍含容，是波與波的關係。83而張商英原先主張只要到達「理事無礙法界」層次，
即可說禪，卻遭圓悟克勤否定，指出只有到了「事事無礙法界」
，法界量已滅，才
好說禪，圓悟並舉出「乾屎橛」、「麻三斤」等禪門公案以印己說。這一段回環往
復的問答，十分精彩，最後張商英深深折服於圓悟克勤的解說，忍不住由衷感佩
道：
「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儘管圓悟克勤此次問答主要是勘驗張商英的禪悟
境界，但從其引說華嚴法界觀導入問題，可見圓悟克勤也了解到張商英對華嚴思
想的接觸，是有一定的程度。

六、結語
華嚴宗正是據《華嚴經》建構了四法界、十玄無礙、六相圓融等思想體系，
整個論述系統表述的其實就是一種圓融無礙、平等無二的思想；是一種「用於出
世間、了生死之瑜伽實踐的工具」84。這種理事圓融的無礙關係，其實就是「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
，強調本體世界與現象世界的統一性；換言之，當「法界緣起」，
無論事、理，宇宙的萬事萬物，作為整體的部分存在，均處於交融、交徹之中。
居士佛教所以在宋代特別繁榮發達，與文士參與政治後，處於權力角力的漩
流中，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精神壓力、心理苦悶，無法從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得到
平衡有很大的關係。而佛教的心性思辨、修行止觀的特色，一新士大夫耳目，足
以安頓其精神，因此不由自主向其靠攏。許多居士在貶居窮處時，藉由信仰、佛
學義理的引領，重整精神，突破思想困境，卒能具備生存的動力。
除了政治的促因外，北宋士大夫親近佛教，也與當時藝文界與僧人交遊互動
頻繁有關。文士與禪僧交遊，居士與叢林互動，留下大量的詩文酬唱，相與論道，
形成居士文化的雅化。僧俗唱和，互相溝通禪思，成就禪趣，蔚為風氣。除了詩
文唱和，宋代士大夫、居士林的佛學造詣亦頗深，不乏專注於佛學著述，表現不
凡者。北宋居士對佛學的投入，不僅僅是信仰，在身居要職下，其所展示的佛學
修養別為凸出，其中猶有深刻的思辨精神，洵為如此，許多居士後來便成為當代
護法的主導力量。
83
84

參考羅凌撰：
《無盡居士張商英研究》
，四川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 3 月，頁 69。
陳兵撰：〈中國佛教的圓融精神及其當代意義〉，
《中華文化論壇》2004 年第 3 期，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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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一生廣涉佛教經典，也深刻地接受了華嚴思想。他對《華嚴經》參究頗
深，尤其是對法界緣起思想感到高度興趣，作品中反映華嚴法界思想者，清晰可
見，足知華嚴學說對他的影響。
「本來中唐的宗密就一身而兼祧華嚴與荷澤（南宗
禪神會一系）二宗，其論著即兼容禪與華嚴思想。華嚴構想一圓融無礙的宇宙體
系，禪則發明人的主觀心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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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代表了一時思想潮流。」85
檢視蘇軾詩歌，可以發現，有些作品不論在立意上，與《華嚴》接近，或在
內容上，均具有佛家三昧特色，雖然詩歌本身一般並非純粹的世諦文字，但其中
對生命的悟識與人生境界的追求，借資於《華嚴》法界思想處，則是不爭的事實。
張商英一生與佛教界交游極廣泛，其對象不限於一宗一派，被視為北宋護法
有功的重要居士。元祐年間，他曾率領群賢，邀請本嵩入京，請講「法界觀」
；也
曾因齋戒至方山昭化院，因緣看到李通玄所著的《華嚴修行決疑論》四卷，疑情
頓釋，立即「移文令廢淫祀，置長者像為民祈福」
，顯見其對華嚴註釋的熟悉。至
於晚年，與圓悟克勤以華嚴要旨辯論禪機，兩人回環往復的問答，十分精彩。圓
悟克勤勘驗張商英的禪悟境界，但從其自華嚴法界觀引入問題，可見其時張商英
對華嚴思想的接觸已非泛泛。
蘇軾與張商英的佛學造詣皆十分精到，對各法門思想亦皆有交涉，其中，有
關《華嚴經》的參究、吸收亦極其深刻。兩人或藉由交遊互動，或支持宣講，或
研究發明，乃至心得創作，表達個人對法界緣起、平等無二及萬法圓融無礙等相
關思想的興趣，充分反映出個人對華嚴的理解與悟入，洵為北宋居士文化對華嚴
接受模式的兩種代表。

引用文獻
（一）古籍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3 月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 10 月
（宋）宋太祖等撰、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8 月
（元）脫脫撰：《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5 月，再版

85

孫昌武撰：〈蘇軾與佛教〉，見《文學遺產》1994 年第 1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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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金時期華嚴教主手印造像初探：
兼論佛門問訊手印意涵
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

教師
陳俊吉

摘 要
中國佛教宗派甚多，其中華嚴宗自隋唐開宗以來便在歷史上占有極大的影響
力，此宗依據《華嚴經》進行判教立宗，該經由釋迦牟尼佛於定中示現法身毘盧
遮那佛（盧舍那佛）宣講毘盧性海教法，故稱為「華嚴教主」。
在北朝時已經發展出華嚴教主造像，佛身當時並未有獨特手印表現。而唐代
時期華嚴教主以說法印或禪定印為主，此時也還未發展出獨特的手印表現。宋遼
金時期，中國地域南北分治，使得文化、政治、經濟……等產生差異，而佛教義
理與造像上也有所分別，在當時北方重視華嚴與密法，南方偏重禪宗、天臺，與
淨土信仰。從相關實物遺存例證來看，當時南北二地都有相關華嚴造像，但對於
華嚴詮釋與造像藝術的思維上卻有所異同之處。
宋遼金時期關於華嚴教主的手印，經過本文探討後發現，除延續傳統以外，
亦有開創部分，而當時華嚴教法與密法聯繫甚深，使其手印多變。大體上可以分
為說法印、智拳印、毘盧印、華嚴佛光三昧印、菩提圓滿具足印，其中說法印與
智拳印乃延續唐代而來，後三者為中土獨創的特殊手印，且與唐代手印有別。
此外，今日佛門中的問訊儀式，究竟如何誕生並不可考，極可能在明中葉以
後才產生，但從結法界定印，到舉至眉間前成毘盧印的情況來看，其源頭與宋遼
金時期華嚴教主手印有著密切關係。雖然宋遼金時期的華嚴造像離今日甚遠，但
相關手印卻轉換為佛教禮佛行儀中的問訊傳承下來，為中土獨特的佛門禮儀。
關鍵詞：毘盧印、最上菩提印、華嚴佛光三昧印、菩提圓滿具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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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經》主尊佛為華嚴教主，在晉譯《六十華嚴》稱為盧舍那佛；唐譯《八
十華嚴》與《四十華嚴》稱為毘盧遮那佛，在梵語的結構來看毘盧遮那佛（梵語：
Vairocana 或 Vairoca）與盧舍那佛（梵語：Rocana），盧舍那佛只是少了連接詞，
二者並無不同。盧舍那佛與毘盧遮那佛屬同體異名。唐代時稱華嚴教主，慣用盧
舍那佛，例如唐代高宗（628-683 年）
、武后（624-705 年）出資開鑿龍門石窟奉先
寺主尊盧舍那大佛。後受到天台宗判教三身佛之影響，把毘盧遮那佛視為法身佛，
盧舍那佛為報身佛、釋迦牟尼佛為應身佛。但唐代天台宗九祖釋湛然（711-782 年），
對於智顗大師之說頗不以為然。1至於法相宗視毘盧遮那為「自性身」
，盧舍那為「受
2
用身」，釋迦為「變化身」。 雖然在唐代華嚴宗以外諸派已使用佛有三身之說。但
在華嚴宗在「一乘教法」下主張十身，以圓滿具足的毘盧遮那法身佛為教主，並
且統攝法身、報身、化身三身，謂此三尊實乃同一佛身。3在華嚴的觀點，為融三
身於一即釋迦佛，徹見十身俱足於一即盧舍那佛（毘盧遮那佛）。4在敦煌 44 窟，
為盛唐時期的華嚴洞窟，格局為中央塔柱式，龕內塑造三身佛便是此理。
毘盧遮那佛，又漢譯為：吠嚧遮那佛、毘樓遮那佛、毘盧折那佛，略稱為：盧
舍那、盧遮那、遮那，意譯：遍一切處、遍照、淨滿、廣博嚴淨、光明遍照、大日
遍照，唐密中視毘盧遮那佛與「大日如來」同體異名。唐密主要依據二部大法經典

1

曹郁美，
《
《華嚴經》
「毘盧遮那佛」之研究》
（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頁 124-126。
2
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第 4 冊（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年）
，頁
3859。
3
在唐代釋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中云：「佛起布德垂化攝生，諸宗分齊不同。若依小
乘，實佛報身，生在王宮，臨菩提樹成佛，攝生化用及德，皆在其中。若依三乘，法身無方充遍法
性，報身成就在色究竟處，化身示現在菩提樹，化用及德皆悉不離，此之三位。若一乘義，所有功
德，皆不離二種十佛：一行境十佛，謂無著佛等，如離世間品說；二解境十佛，謂第八地三世間中
佛身眾生身等。」說明小乘視釋迦如來，為佛傳之釋迦佛；三乘教法（聲聞、圓覺、菩薩）
，把修
行視為有級別之分，而佛的三身也有所區別，法身遍處法界，不可得見，報身佛顯現於色究竟天，
又名摩醯首羅天，為色界天中的最高天；報身佛是化現於娑婆世界中。而華嚴宗推出一乘教法，強
調一行境十佛，以毘盧遮那法身佛為十身具足之教主，在《六十華嚴》卷四十二中〈離世間品〉所
說的十佛之身即：「知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見佛。何等為十？所謂：無著佛，安住世間成正覺故；願
佛，出生故；業報佛，信故；持佛，隨順故；涅槃佛，永度故；法界佛，無處不至故；心佛，安住
故；三昧佛，無量無著故；性佛，決定故；如意佛，普覆故。」另在《六十華嚴》卷二十六，〈十
地品〉中八地菩薩作十身如下：
「報身作己身乃至虛空身，若於己身作眾生身、國土身、業報身、
聲聞身、辟支佛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
〔唐〕釋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
雜孔目》卷二，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5 冊，頁 559 下-560 上。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
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六、四十二，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
年）
，頁 565 中、663 中。
4
〔日〕亀川教信，《華厳學》
（京都：百華苑，1935 年），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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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日經》與《金剛頂經》，教主就是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
。唐密盛行使得密
教的毘盧遮那佛，與《華嚴經》的盧舍那佛產生混淆，將毘盧遮那佛與盧舍那佛被
視為兩尊不同的佛，加上天臺教法的法、報、化三身之說盛行，使得二者分化。
中國佛教造像藝術在世界佛教文化史具有重要地位，其中關於華嚴造像體系
內容繁雜，隨著時代發展不斷流變，相關造像尚有甚多問題尚待梳理探究。故本
文著重於宋遼金時期華嚴教主毘盧遮那佛的手印造像探究，釐清此時期華嚴教主
各類型手印與所傳達思想內涵，並且釐清各手印的流變與發展歷程。本研究將以
此時期各地域相關造像實例為考察對象，並輔以相關文獻與史料考證，以釐清所
探究問題意識。
華嚴教主造像在北朝時已經發展出來，北齊時將華嚴教主兩側配置文殊與普
賢菩薩脅侍構成「華嚴三聖」。關於北齊的華嚴教主造像風格主要分為兩種造形：
其一，法界人中像，於佛身衣身上繪製法界觀等各項圖案；其二，為一般佛像貌，
此外貌與釋迦佛並無異。在當時此二種造像並未重視華嚴教主的手印運用，而發
展出獨特的變化。唐五代時華嚴教主也延續此二種造像發展，雖然手印較北朝來
的多變化，但也還未有獨特的專屬手印表現，主要延續傳統以說法印為主，以及
部分禪定印、降魔印……等。
宋遼金時期關於華嚴教主的手印，除了唐五代說法印等的延續外，究竟還出
現那些具有時代意涵的獨特手印，本文將對這些獨特手印進行探討，探究其形成
的地域關係，與手印本身意涵。
此外，今日佛門中的問訊儀式，究竟如何誕生並不可考，但從放掌的法界定
印，到舉至眉間成毘盧印的情況來看，此與宋遼金時期華嚴教主的某些手印相似，
故筆者將試著解讀二者關聯，並嘗試探究其手印表現內涵與密意。

二、華嚴教主華嚴佛光三昧印
宋遼金西廈時期，華嚴教主教出現一種獨特造型與手印，頭戴寶冠，亦有部
分案例不戴寶冠（不戴冠非標準版）
，教主將雙手舉起於胸外兩側，捻蓮花指，或
一手仰掌向上，一手覆掌向下。
目前發現最早且有明確紀年的造像為北宋乾興元年（1022 年）所刻，杭州飛
來峰石窟第 5 窟〈盧舍那佛會〉
（圖 1）
，主尊中盧舍那佛（毘盧遮那佛）配戴寶冠，
雙手舉至胸外兩側，一指與拇指相捻，其餘三指自然伸展的手印。此手印代表為
何？據真鍋俊照指出，此種手印的姿勢代表盧舍那佛的「華嚴佛光三昧」為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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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三昧印，此造型極可能源自於唐代，此手印表示盧舍那佛入「海印三昧」
。5但
目前並未發現唐代該類造像實證，難以準確斷定唐代是否有此類手印造像。至於，
日本的「華嚴佛光三昧印」說法源自於日本僧人明惠（1173-1232 年）所著《華嚴
佛光三昧觀秘密寶藏》中，據考此造像可能源於北宋版本傳入而來。6「海印三昧」
為入一真法界中，此時內在與外在所有現象皆為同體，圓融真理。7表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十方一切法界於一心，大放佛光照徹法界。
杭州飛來峰盧舍那佛戴寶冠造像，此造型可溯源至北朝時中國已經開始製作，
此種佛像一般而言便會戴寶冠為常態，但有時卻不加之。賴鵬舉認為敦煌 435 窟，
北魏時期（386-557 年）的白衣佛戴有寶冠，此佛即為盧舍那佛。8但林保堯認為西魏
（534-556 年）以後的白衣佛不再出現，西魏以前的白衣佛應該和禪修思想有關。9在
宋、遼、金皆可發現戴冠華嚴教主相關造像，例如北宋杭州飛來峰石窟的〈盧舍
那佛會〉，主尊中盧舍那佛頭頂戴冠。10四川安岳茗山寺第 5 窟，此窟僅刻單尊大
佛，為於北宋時所刻〈毘盧遮那佛〉
（圖 2）
，此佛也戴高冠。在此時北方遼金地域
的盧舍那佛，也不乏出現戴寶冠造像，例如 1993-1996 年對遼寧朝陽北塔地宮進行
考古挖掘，出土遼代〈木質銀棺三佛圖〉
（圖 3）
，其中一尊戴冠的毘盧遮那佛，便
雙手當胸結智拳印，其造型與唐密金剛頂體系的大日如來無異。故宋遼此種戴冠
毘盧遮那佛造型，來自唐密戴冠大日如來之影響。
此外，中國南方還有另一種戴冠毘盧遮那佛與釋迦佛的混合。在「釋迦三尊」
原為《法華經》體系，即釋迦如來、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所組成，與《華嚴經》
體系「華嚴三聖」的盧舍那佛（毘盧遮那佛）
、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的組成十分相
似，可說異名同體。唐代以後禪宗的盛行更是對《圓覺經》推崇備至，加深禪宗
毘盧遮那佛與釋迦佛同體示現變異的認知，南宋所造〈釋迦三尊像〉
（圖 4）
，畫面
主尊佛為雙手結印頭戴寶冠，故稱此釋迦佛為「寶冠釋迦」，而此種「寶冠釋迦」
造型並影響日本鐮倉時代許多禪寺的佛造像。11
由上述推論宋代出現戴冠的毘盧遮那佛，除部分為唐密與華嚴密法結合外，
5

〔日〕真鍋俊照，
〈華厳経変相図の成立〉
，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7 巻，第 1 号（東京：日本
印度學佛教學會，2008 年 12 月）
，頁 75。
6
〔日〕石田尚豊，〈華厳海会善知識図〉，
《日本の美術：華厳経絵》第 270 号（東京：至文堂，
1988 年 11 月）
，頁 39-40。
7
李世傑，《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2 年）
，頁 61-72。
8
賴鵬舉，《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頁 49。
9
林保堯編輯，
《敦煌藝術圖典》
（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5 年二刷）
，頁 31。
10
此龕刻有榜題云：
「弟子胡承德伏為四恩三有，命石工鎸，盧舍那佛會一十七身，所其來往觀瞻，
同生淨土，時大宋乾興□□四月日記。」而宋真宗（968-1022 年）的乾興年號，在 1022 年開始使
用，使用未滿一年，真宗即駕崩，故文中□□的闕字，應為「元年」
。高念華主編，
《飛來峰造像》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
，頁 59。
11
梅沢惠對日本神奈川建長寺所藏，南宋時所繪〈釋迦三尊像〉進行解說，收錄〔日〕神奈川県
立歴史博物館編集，《宋元仏画》（橫浜：神奈川県立歴史博物館，2007 年）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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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華嚴密法，與禪宗的結合。至於，北方遼金地區佛教以密法（主要唐密的延
續）和華嚴為主，故戴冠的華嚴毘盧遮那佛與密法大日如來同體。此外，亦有些
毘盧遮那佛造像將戴冠省略，而雙手向外呈現華嚴佛光三昧印，例如宋代四川大
足寶頂山法輪塔第二層的一尊佛像（圖 5）。
杭州飛來峰第 5 窟的中盧舍那佛，身著通肩袈裟，衣紋貼體，似曹衣出水，身上
並未描繪任何的法界人中像。但在大理國、遼、金時期的毘盧舍那佛，出現身著袈裟，
頭頂上未戴寶冠，但佛身上繪製法界人中像的情況。例如大理國張勝溫（生卒年不
詳，約生活於 1163 年－1189 年）繪〈梵像卷〉中的「毘盧遮那佛」便是如此。遼
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遼代〈木質銀棺三佛圖〉中的主尊「毘盧遮那佛」亦復如是。舊
金山博物館藏遼代的〈盧舍那法界人中像〉也是。北宋紹聖三至四年（1096-1097 年）
繪製，山西高平開化寺壁畫中〈華嚴教主與華嚴十菩薩〉也是此種造型。
松本榮一考證認為此種佛身上繪製法界圖像，最早於于闐一帶製作，東傳至
東土耳其斯坦，而後抵達敦煌地區，此種造像在中國主要出現於唐代之前，應該
與《華嚴經》密切有關。12石田尚豊考據此種盧舍那佛身上繪製法界圖像，早在西
元 500 年前，中國即有此種造像。13但北魏以前至唐代時期，關於「法界人中像」
問題學界爭論甚多，主要分為兩派，一派依據《華嚴經》認為是為盧舍那佛法界
觀，另一派依據《法華經》認為是宇宙主的釋迦佛。但到宋遼時期所出現的法界
人中像，基本上乃依據《華嚴經》詮釋華嚴教主並無爭論，但此種在佛衣身上繪
製人中像的佛像，從宋代開始逐漸退流行，明清的佛像，佛衣幾乎不繪製法界圖
像，與一般佛像身披袈裟並無差異。應該與宋代禪法與淨土盛行，相對而言華嚴
教法式微，使得華嚴教主法身觀門沒落有關。14而遼金、西夏、大理國對於華嚴與
密法的契重，使得華嚴法界人中像的教主造像，得以流傳在該地域，並且發現相
關案例。至於，北宋山西高平開化寺的華嚴法界人中像，其地理位置位處晉南，
以地域環境而言而言必受晉北五台山佛教，與遼土的佛教影響，而五台山與遼土
當時都是崇尚密法與華嚴教法之地，故出現人中像也就不足為奇。
將宋、遼、金、大理國各地華嚴教主的「華嚴佛光三昧印」比較，仍有地域性的
差異，宋代浙江飛來峰第 5 窟與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卷〉中毘盧遮那佛，皆為雙手蓮
花指，掌心向上，向外。至於遼代的造像與晉南開化寺的毘盧遮那佛，卻不捻蓮花指，
而一掌心向上，一掌心向下呈現。為何會產生此二種造像差異，遼代華嚴佛光三昧印
是否還具其它意涵，所產生的差異目前情況不明，待將來進一步探討。
12

〔日〕松本榮一，
《燉煌畫の硏究》圖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硏究所，1937 年）
，頁 291-314。
〔日〕石田尚豊，《日本の美術：華厳経絵》通巻 700 号（東京：至文堂，1988 年 11 月）
，頁
19-20。
14
李玉珉，《佛陀形影》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年）
，頁 6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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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嚴教主智拳印到毘盧印
華嚴宗教主與唐密教主本質上是同體異名，華嚴貫稱毘盧遮那佛，密宗則稱
大日如來，在唐五代時二者大體上並不混用，在造型表現異有差異，華嚴宗教主
以佛貌，身著袈裟，手印一般以說法印為主；唐密教主以菩薩貌，頭戴寶冠，身
著菩薩裝，在胎藏界則以明確定印表現，而金剛界則以智拳印呈現。
到了宋、遼、金、西夏時期，唐密教法在遼、金、西夏顯得較宋土相對盛行，
而當時《金剛頂經》較《大日經》興盛，大日如來的手印主要以金剛界智拳印呈
現，至於華嚴教主的手印在宋土部分智拳印，反而北方遼金地域的華嚴教主卻常
使用智拳印。所謂智拳印在唐代不空（705-774 年）所譯《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瑜
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云：
「智拳印所謂，中小名握栂，頭指柱大背，金剛拳
乃成，右握左頭指，一節面當心，是名智拳印。」15清代咫觀（生卒年不詳，同治
年間人）
《水陸道場法輪寶懺》云：
「手作大智拳印，以二手作拳，左手頭指初分，
16
平入右拳內，握之起立成印。」 智拳印蘊含理智不二，生佛一如的深邃，又稱為
大智拳印、菩提最上契、金剛拳印、大日法界印、能滅無明黑暗印。17
在黑水城出土遼、金、廈時期佛教遺書中，相關華嚴教主畫像，除 TK114〈大
方廣佛華嚴經變相〉殘本未見主尊華嚴教主外，其餘 TK61（圖 6）
、TK72、TK98
（圖 7）、Дx8270、TK142、TK243（圖 8）、TK246 經變皆有之，但畫面中華嚴教
主的手印與髮式卻略有差異，詳參「黑水城出土遺書中華嚴教主造像簡表」
（表 1）。
表1

黑水城出土遺書中華嚴教主造像簡表

次序
1
2
3
4
5

刻本
西夏
西夏
西夏
西夏
金

6

金

7

金

作品名稱
TK72〈入法界品變相〉
TK61〈入法界品變相〉
TK98〈入法界品變相〉
Дx8270〈華嚴三聖版畫〉
TK142〈入法界品變相〉
TK243〈入法界品扉頁圖
毘盧遮那佛〉
TK246〈梵行品扉頁圖毘
盧遮那佛〉

手印
二式：智拳印，右手伸直食指
一式：智拳印，右手不伸直食指
二式：智拳印，右手伸直食指
一式：智拳印，右手不伸直食指
二式：智拳印，右手伸直食指

髮式
螺髮
寶冠
螺髮
螺髮
寶冠

三式：智拳印（毘盧印）

戴冠

三式：智拳印（毘盧印）

螺髮

年代
1161 年
1189 年
1196 年

上表中將黑水城出土華嚴教主手印，依其類型不同細分三類。其中第一式手
15

〔唐〕不空譯，
《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卷一，收錄《大正新脩大藏
經》第 19 冊，頁 322 中-下。
16
〔唐〕咫觀編，《水陸道場法輪寶懺》卷九，收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74 冊（東京：國
書刊行會，1975-1989 年）
，頁 1010 下。
17
全佛編輯部，
《佛教的手印》
（臺北：全佛文化，2000 年）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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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左手伸食指，其餘指握掌，食指入右手拳中，右手的食指不伸直，右手上左
手下，契合唐代金剛界密法大日如來手印。整體而言，宋、遼、金各地均有發現
華嚴教主持此手印，應受密法大日如來印契之影響。第二式手印與智拳印十分相
像，但右手的食指卻伸直，這是智拳印演變而來，在宋、遼、金時期開始出現。
至於，第三式手印出現乃第二式脫變而來，此種將兩手食指並豎，食指尖相合，
右手其餘指，押覆左手，在清代《造像量度經》云：「如來部主毘嚧（盧）如來，
白色，手印二拳收胸前，左拳入右拳內把之，而二巨指並竪，二食指尖相依。謂
之最上菩提印。」18此手印稱最上菩提印，一般俗稱毘盧印，這種手印在宋、遼、
金各地均有發現華嚴教主持此手印，例如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中的金代大日如來
便是如此。大致可知，當時中國北方毘盧印延續密法體系，主要流傳於遼、金、
西夏。而當智拳印轉換為毘盧印時，可能其意涵也跟著轉變，二者都表示具無上
智慧內涵，但毘盧印又名最上菩提印還具有發無上菩提密意顯得十分特殊。
而黑水城遺書中刻印華嚴教主，螺髻上分為戴五方佛冠與不戴冠區別，若華
嚴教主，頭戴寶冠，手結毘盧印，身著袈裟佛裝，外貌與大日如來無異，難分軒
輊，全盤受密法大日如來影響。而華嚴教主展現出戴冠的毘盧遮那佛，在宋土出
現主要延續《圓覺經》與《華嚴經》融合，《圓覺經》說明大乘圓頓之理，以及如
何禪觀行實踐之法。而不戴高冠華嚴教主，保存唐五代以來華嚴教主佛造像的傳
統，而手結毘盧印卻受密法大日如來之影響，乃華嚴教主融合大日如來的特質。
但不管如何，二者造像卻將密教金剛界大日如來，與華嚴教主毘盧遮那佛合一，
為此時代華嚴密法造像特色。至於北方遼金時期出戴冠的毘盧遮那佛，則反映出
華嚴與密法的融合思想。
而當時南方宋土的智拳印發展，亦發現宋土華嚴教主毘盧遮那佛、密法教主
大日如來結此手印，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鑄造〈青銅鎏金大日如來塑像〉
（圖 9）。另外在四川地區，南宋妙高山第 3 窟華嚴三聖像，主尊華嚴教主結此手
印，但雙手位置相反，呈現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的情況，此與儒家禮法以左為尊
可能有密切關係，為四川一帶造像地域性的獨特表現（圖 10）。
至於，北方毘盧印在宋土華嚴教主毘盧遮那佛、密法教主大日如來，目前尚
未發現結此手印案例，可能當時宋土並不流行此類手印用於教主身上，但卻在其
他的佛教藝術像中卻有發現之，相關案例也不多。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宋人
畫如來說法圖〉（11），此幅曾為北宋晚期宮廷內府收藏，畫面中釋迦如來端坐蓮
臺上說法，身旁站立二位弟子阿難與迦葉尊者，其中站立佛左側的迦葉尊者便雙
手當胸結毘盧印，尊者在此時期手印多以抱拳印展現，迦葉尊者因過去福德因緣

18

〔清〕工布查不解說，《造像量度經》，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1 冊，頁 94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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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手掌放紫金光之光芒，故手抱拳，慈憫眾生，不受耀眼光芒刺激。抱拳乃慈
悲表現，和毘盧提印的發菩提心具有某些相契之處。此外，抱拳動作與毘盧印外
型上，十分相似，只差前者雙手不豎起食指，但後者卻豎起之。而宋代關於迦葉
尊者持此手印的造像也不多見，北宋徽宗時期該作品年代較相關黑水城遺書來的
早，究竟宋土自行發展出手印，還是受北方異國影響，相關史料缺乏，尚待釐清。
而四川地區也有發現神僧造型，雙手當胸結毘盧印的情況，例如南宋陳家岩第 1
號窟，中的僧人便是如此，該石窟主要由三身佛、華嚴七處九會、五十三參、十
二圓覺所構成，以華嚴為主體故畫面出現與華嚴教法有關毘盧印並不會感到意外，
可能表現僧人入毘盧性海之中（圖 12）
。但該窟毘盧印左右手，與北方遼金時期毘
盧印左右手相反，反映南方四川禮法以左為尊的傳統。

四、華嚴教主抱掌菩提圓滿具足印
宋遼金時期，在宋土雖然至今未發現華嚴教主手結毘盧印案例，但卻出現相
似的抱拳手式，乃雙手當胸，一手抱拳，另一手四指併攏，壓疊於拳上方，二大
拇指豎直相靠，此手印名稱為何，史料並未載明，且現存唐五代的華嚴教主教與
密教教主造像，也尚未發現此種手印。
華嚴教主頭戴寶冠雙手當胸結此手印時，在宋土南方四川地區所發現幾乎清
一色，皆左手在上包覆右手掌拳，例如四川重慶一帶：大足佛灣第 29 窟的圓覺洞、
四川安岳茗山寺第 5 窟（圖 2）、小佛灣第 8 號龕（圖 13）、大佛灣 14 號毘盧洞、
安岳華嚴洞窟（圖 14）……等。至於，中原地區與江南地區佛結此手印的佛造像
並不多見，例如 1965 年溫州白象塔出土的一尊北宋〈背屏式磚雕佛坐像〉
（圖 15），
雙手結此印，但塑像並未刻銘文榜題準確闡釋佛尊身分，且該尊佛像並未戴寶冠。
該類手印名稱為何？古籍文獻並未載明，胡文和曾經對寶頂山第 14 窟進行探
討，認為此手印，可能與「說法印」有關。19但筆者對此說「說法印」尚有存疑。筆
者認為華嚴教主結該手印與古代中國抱拳禮相似，關於抱拳禮為古代賓主相見時常用
的揖禮之一，古代漢人尚左，故抱拳禮應該左手在上握右手，契合《道德經》三十一
章所云：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具有以文壓制武力，勇不滋亂，武不犯禁，
止戈為武的意涵。所以華嚴教主以左手在上，右手在下，以契合傳統儒家禮法。
但從唐宋代時期的遺例來看該手印一般都左手上包右手拳，除了運用在華嚴
教主外，有時也在羅漢尊者、天王力士、侍者…等造像用之。遼代重熙七年建造
（1308 年）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殿內塑遼塑 29 尊，其中迦葉尊者便手結此印
19

胡文和，
〈大足寶頂「毘盧道場」和「圓覺道場」圖像內容、源流新探索：破譯「六代祖師傳密
印」謎底〉
，《法鼓佛學學報》第 2 期（臺北：法鼓佛教研修學院，2008 年月 8 月）
，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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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北宋中葉繪製的山西高平開化寺壁畫，北壁佛說法圖中兩側諸弟子，各
有一尊弟子結此手印。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卷〉中的「戌博迦尊者」便是手持此
印（圖 17）
。溫州白象塔出土的北宋〈迦葉立像〉亦復如此。山西太原晉祠聖母廟
中的宋代泥塑女官史也是如此，皆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左手包覆右拳印。但也
有部分呈像相反情況，出現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的情況，例如 1956 年蘇州虎丘雲
嚴寺塔出土宋代〈浮雕佛像石函〉四面皆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其中弟子阿
難皆合掌，迦葉尊者皆反抱拳。1965 年溫州白象塔出土的宋代〈磚雕天王像〉也
是如此，原本天王握拳的左手持一物至胸前置物架上今佚失。
或許宋代時期雖然尚左以左上右下的抱拳禮為主體，但亦出現部分反抱拳的
情況，或許當時還未嚴格區分，但明清時期確有嚴格區別，以正抱拳為吉拜，多
用見面問禮，反抱拳则表凶拜多用于吊丧。佛教之間有時使用正抱拳禮，例如遼
寧省博物館藏（傳北宋）張激繪，〈白蓮社圖卷〉，繪畫風格應為明代之作，畫面
中一位僧侶便手持此印。此外，正抱拳亦是道教叩拜禮的一種，與道友見面時一
種禮儀，左手抱右手意為懲惡揚善、負陰抱陽。
至於，宋代的華嚴教主持此手印，從造像流變而言由世俗正抱拳禮借用而來，
該手印在世俗上具有以文壓武，乃儒家「仁智」的表現，與佛門的「悲智」相契，
因此被佛教使用。佛教在運用上應該賦予更深的意涵，但相關文獻史料並無直接
史料闡述此義理。在唐密手印的義理上，印相握拳四指，以大拇指壓指中節側方，
常為胎藏部印母，稱為胎拳，或稱蓮花拳，多指未敷之蓮花。20未敷之蓮花表示眾
生涵藏未開敷的菩提心，使眾生得以發起始發菩提之種。21左手宛如已敷開蓮花，
包覆在左手拳上，表示證悟果德，福德圓滿，為清靜無染的自在解脫。而此蓮花
的意涵也契合華嚴教意，象徵華嚴圓滿的世界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華嚴藏
海世界觀，而華嚴世界由大悲入，發菩提心起，最後證入法界同毘盧遮那佛身，
入華嚴性海的思維。在大足石窟中，南宋開窟小佛灣第 5 窟，毘盧遮那佛當胸結
此印，頭戴高冠，身放放大光芒，兩側刻對聯「各發無上菩提心，願入毘盧法性
海」此對聯可映證之。
關於，此抱掌印乃中土引自儒家禮法而來，為宋代自創新格，並未載明如何
稱呼，以「各發無上菩提心，願入毘盧法性海」來看，菩提初發至圓滿具足義理，
故筆者暫將此稱為「菩提圓滿具足印」
。而該手印因中土所創，故有別天竺傳統上
以右為尊的傳統，從遼、金、西夏的華嚴教主的智拳印即可看出右上左下，但宋
土的儒家禮法以左為天、陽、男子；右手為地、陰、女子的思維，故左手在上右
手在下，有違唐密傳統。
20
21

吉布，
《藏密圖文百科 1000 問》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頁 397-398。
〔日〕秋山正美，《仏像の印相をたずねて》
（東京：文進堂，1973 年）
，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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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西廈時期在政權地域的南北分隔，使得華嚴教主的手印呈現分化現象，
北方採用毘盧印，宋土採用菩提圓滿具足印，但到了元明大一統時代，南北佛教
的交流，地域的二元造像分割現象顯然已經破除。明代時南宋的菩提圓滿具足印
已經消失，受到北方菩提印影響，轉換相似的手印，便將二手的食指豎起相起，
使得明清時期毘盧印產生兩種形式：其一，延續傳統遼金體系，左手下握拳，右
手上抱左手拳掌，二手伸食指相捻的傳統，文後為方便論述將其稱為正毘盧印。
其二，改造為右手下握拳，左手上抱右手拳掌，二手伸食指相捻，與前者手印相
反，文後為方便論述將其稱為反毘盧印。在明代南北佛造像使用毘盧印，可發現
正毘盧印與反毘盧印在大江南北並存的情況，例如山西明代洪洞廣勝上寺毘盧殿
中毘盧遮那佛為正毘盧印；山西大同上華嚴寺大雄寶殿中大日如來手印結反毘盧
印；山西平遙雙林寺大雄寶殿中毘盧遮那佛手印為反毘盧印；山西隰縣小西天大
雄寶殿中毘盧遮那佛手印為反毘盧印；山西平遙鎮國寺大雄寶殿中毘盧遮那佛手
印為正毘盧印。

五、東土佛門問訊禮意涵探討
問訊為佛教敬禮法之一，具有問候安好之意，而大智度論卷十，載有二種問
訊法，若言是否少惱少患，稱為問訊身；若言安樂否，稱為問訊心。至後世之問
訊，僅為合掌低頭。現在佛門對師長或同道問訊，一般而言合十，微點頭，口誦
「阿彌陀佛」。
此外，漢傳佛教還有一種問訊大禮，在禮佛三拜，或請法時使用，其動作如
下：首先，向上站立，雙手合十當胸。其次，身子向前彎 30~45 度，表虔敬領受
佛恩教誨，順勢左掌握右掌，於腹前方結為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禪定印。接著，
起身回正時將定印舉起，順勢二手掌背向外，掌心向內，左手在前，右手在內，
食指與拇指豎起，雙手食指尖相捻，雙手大拇指尖相捻，呈三角型，餘三指平放
合攏，將食指尖舉至眉心間。最後，雙手收回，當胸合十。將此四個動作連貫起
來稱為問訊。而該禮儀在南傳、藏傳、韓日佛教並未見之，顯然形成年代較晚，
應該在明清之際，因為日本遣唐、遣宋僧使來華學習文化歸國，並未見到此禮儀。
明代佛教對韓國影響甚深，但今日韓國宗門未見該問訊禮。明末清初隱元隆琦
（1592-1673 年）赴日傳法，開創黃檗宗，但也未見到此問訊禮，從傳宋代李公麟
（1049-1106 年）所繪〈維摩演教圖〉，此幅應為明代中期之作，畫面中聽法菩薩
不乏手結此反毘盧印的情況，由此推論漢傳佛門問訊禮極最早可能在明中葉才形
成，究竟何地域產生目前情況不明？如何傳播推廣也不清楚？此處暫略，待他日
在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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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該問訊儀式，究竟如何誕生並不可考，但從法界定印，與舉至眉間豎起
食指相捻的手印來看，二者可能和華嚴、密法、儒家禮法有關，會通形成獨特的
手印。在法界定印方面，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與漢傳佛教打坐時慣用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有別，早在隋代天台宗智顗（539-598 年）述《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又
名童蒙止觀、小止觀）該書對於中國禪法影響甚深，其中定印指出：「次當安手，
以左手掌置右手上，重累手相對，頓置左脚上，牽來近身，當心而安。」22宋代禪
人坐禪也多同此印，宋以禪宗為主，禪定印常以左手壓右手，表示以左手禪定壓
制右手妄想。此現象也反映出中國隋、唐、宋、明禮教上以左為尊上大位，右為
卑下位模式，故左上右下。而佛教密法中承襲印度文化，卻呈現相反以右為尊，
傳悉達多由摩耶夫人右脅而生便可得知，胎金二藏大日如來本尊皆右手在上，左
手下在下，其法界定印，表法界本性智，發菩提心方便之法。問訊儀式的法界定
印，可能密法胎藏大日如來有關，也契顯教釋迦如來於定中所展現華嚴世界。
至於，舉起眉前，豎起食指、拇指相捻，其餘指平放合攏，左手在前，右
手在後交疊，其手印與儒家的作揖禮相似，但豎起的食指卻又類似毘盧印，故
該手印應該是結合世俗作揖禮與反毘盧印而來。而華嚴教主的毘盧印，源於唐
密金剛界大日如來智拳印，表一切無上智，當轉換為毘盧印時，著重於發無上
菩提的意涵。由此可知問訊的定印，與舉至眉前的毘盧印，與密法中金胎二藏
大日如來本尊印有密切關係，蘊含入法界本體自性第一智發菩提心，故成就無
上菩提。也契合宋代華嚴教主抱掌菩提圓滿具足印，傳達佛果初發至佛果圓滿
入毘盧性海的密意。
為何問訊時雙手會舉至眉間，此與華嚴密法可能有密切關係，華嚴七處九會
皆由教主放光說法，光中示現種種不思意境，第一會中放齒光、眉間光；第二會
足輪光；第三會足趾光；第四會足趺光；第五會足膝光；第六會眉間白毫光；第
七會眉間光、口光；第八會不放光；第九會白毫光。第一會中放眉間光闡釋華藏
世界由此光嚴淨；第六會中放眉間白毫光，表入十地真如之境，圓滿果德，故白
毫放果光，身上毛孔也放出一一光明。第七會眉間光表佛陀果行智德二業圓滿，
得莊嚴報身自在。第九會放白毫光，光名「普照三世法界門」
，頓諸法界，普照一
切世界海。毘盧印舉至眉間祈本身三密合一，毘盧遮那眉間放光加持，表發菩提
心，圓滿十地，入佛果功德，證入毘盧性海，普照華藏世界不可思議的意涵。

六、小結
宋遼金西夏時期是中國一個特殊時代，政權的南北分化，各國君主對於佛教

22

〔隋〕智顗述，《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一，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頁 46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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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崇佛，並給予一定尊重。北方的佛教以密法、華嚴為主；宋土的佛教以禪
宗、淨土為主力，但有些地域仍有相關華嚴教法弘傳。
使得此時期的華嚴教主造像多元，在手印方面除了傳統說法印的延續外，又
有出現些獨特的手印，主要如下：第一，智拳印，此印為唐密的大日如來印契移
用，主要流傳於北方。第二，毘盧印，又稱最上菩提印，該印由智拳印演變而來，
似乎北方形成時間較南方早，為中國本土化開創獨特手印。在北方為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的正毘盧印，源於印度文化以右為尊的傳統。第三，華嚴教主抱掌菩提
圓滿具足印，主要流傳在宋土四川大足一帶，使用作揖的抱拳禮轉換而來，該手
印象徵佛果初發至佛果圓滿入毘盧性海的表徵，為中土獨特手印，但該手印元明
時期受到北方正毘盧印影響，後代轉換為反毘盧印。第四，華嚴佛光三昧印，其
出現似乎也與華嚴密法有關，亦為中國本土化手印，象徵華嚴教主大放的世界觀，
該手印在宋土浙江、山西，大理國，遼國等處皆有發現，其佛身分為一般佛身與
法界人中像二種。
今日佛門的禮佛中的問訊禮儀，可能形成於明中葉後，究竟於何地域產生，
目前史料欠缺情況不明，但從問訊動作分解，法界定印與華嚴、密法胎藏界有關，
表本性真如自有，發菩提心。問訊放在眉間處的反毘盧印，則借用儒家作揖禮結
合毘盧印而成，象徵成就無上菩提的圓滿，入華藏世界，此與華嚴、密法金剛界
有關。

圖 1 〈盧舍那佛會〉
，石刻浮雕，146×150cm， 圖 2 〈毘盧遮那佛〉
，石刻，北宋，四川安岳
北宋乾興元年（1022 年刻）
，杭州飛來峰石窟第 茗山寺第 5 窟。
5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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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木質銀棺三佛圖〉
，銀質部分鎏金，遼，1993-1996 年對遼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

圖 4 〈釋迦三尊像〉
，絹本設色，133.3× 圖 5 〈毘盧遮那佛〉
，石雕，宋代，四川大足
83.3cm，南宋，
〔日本〕神奈川建長寺藏。 寶頂山法輪塔第二層的一尊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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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TK61〈入法界品變相〉部分，西夏
刻本，1189 年，黑水城文獻。

圖 7 TK98〈入法界品變相〉部分，西夏刻本，
1196 年，黑水城文獻

圖 8 TK243〈入法界品扉頁圖毗盧遮那
佛〉部分，金刻本，黑水城文獻

圖 9 〈青銅鎏金大日如來塑像〉，青銅鑄造
，宋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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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華嚴三聖像〉
，石雕，南宋，妙高山第 3 窟。

圖 12

〈華嚴造像〉，石雕，南宋，陳家岩第 1 號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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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宋人畫如來說
法圖〉部分，北宋，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毘盧遮那佛〉
，石雕，宋，
安岳石窟毘盧洞第 8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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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華嚴三聖造像〉
，石雕，宋，安岳石窟華嚴洞。

圖 16 〈迦葉尊者像〉
，泥塑，遼代重熙七年
建造（1308 年）
，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

圖 15 〈背屏式磚雕佛坐像〉
，
磚塑雕刻，北宋，溫州白象塔出
土。

圖 17 「戌博迦尊者」部分，出自〈梵像卷〉，
紙本設色，張勝溫，大理國，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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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華嚴傳承史料中的靈驗敘事及隱喻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周玟觀

摘 要
本文旨在研究明清華嚴傳承史料中的靈驗敘事，其敘事的主題與蘊藏其內的
隱喻思維。近年公開出版之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如《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
等書，為研究者對華嚴宗的源流傳承帶來新的認識。相關的學術、思想意義已有
前人多作發明。本文則專就此類華嚴傳燈錄性質中的人物生平、從學、講說華嚴，
乃至臨終報盡的記錄中，涉及神異、夢感、瑞應等靈驗的敘事，就其敘事類型、
結構、乃至隱喻思維，進行探索與分析。期能進一步理解此類敘事與一般應驗錄
的異同，及此類撰述之風格特色。
此類傳承史料的著作中，對於華嚴傳承人物的記錄，除了一般人物生平的據
實記載外，與一般史傳人物不同的是，往往錄有神力之說、變異之談，這類記錄
筆法，類近於佛教靈驗錄、應驗錄之類作品。過去視此類作品類如志怪之作，變
異之談。明胡應麟《筆叢》中提到「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
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
；胡適則說此類作品「大抵記
經像之顯，明應驗之實有，以震聳世俗，使生敬信之心」
，指出應驗記之類的作品
之通俗應世之作用。
然而，今所見明清之際兩部關於華嚴教家的史傳之錄，編纂者用心於「博稽
傳記、旁羅碑版」
，除了具有譜牒性的史傳作用，可能還帶有「願覽斯編者，人人
興起，奮欲置身其間，毋徒作譜牒觀」之書寫心理。因此，對於這些帶有神力、
夢感、瑞應等本於據實史筆的書寫筆法，應有進一步的梳理。本文擬從譬喻語言
學的隱喻結構與心理空間等研究視角，探求分析其書寫策略與心理。
關鍵詞：賢首宗乘、賢首傳燈錄、譬喻語言學、心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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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輕舟一釣竿，鈎頭香餌未曾殘。
直須入海深撈摝，莫滯蘆花淺水灘。
憨山德清〈閱華嚴經十地品夢中偶成〉1

一、前言
人類學者對於宗教信仰的功能分析，認為有兩個層面可以留意，一是信仰者
透過經教的觀念與義理詮釋，獲得人生諸多問題的解答；一是透過具體的宗教儀
式，獲得與超自然的互動與連結。如李亦園在〈宗教的社會責任〉一文中說：
人類的宗教信仰可包含兩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較屬於觀念的層
次，那就是探尋如生死問題、人生意義、宇宙存在的終極關係，以及倫理
道德社會正義等相關的問題；第二層次則是較具體的層次，那就是涉及我
們信仰的超自然對象如神明、上帝等等以及其與信仰者相關互動關係。……
屬於觀念層次的終極意義、終極關懷追尋上，在無文字的社會中，可以藉
傳說傳說、神話、口語文學甚至是符咒等形式，而在文明社會則更藉教義、
經典、誡律種種，用以導引、解答、滿足人們對人生、宇宙、存在與道德
意義等問題的困惑。……但宗教信仰的另一層次，有關超自然存在的一面
卻也是不可或缺的，人類藉超自然存在的信仰一方面可以滿足個人的心理
需要，另一方面又可以藉以整合社會群體，……然而超自然神靈滿足人類
個人的需要方面，又可分別為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只是對崇拜的超自然
對象默默禱告、祈求，請求賜予平安福祉，而不敢有什麼太具體的要求或
請話，這種信仰形態一般稱為「宗教態度」
。另一種則帶有強迫性或交換性
態度，那就是要求信仰的超自然對象給予某些具體的滿足，有時甚至進行
若干手段或法術以強迫超自然給予所需目的，有時則以禮品、犧牲、供奉
企圖交換信仰對象的賜予，這種信仰態度與行為，一般稱為「巫術態度」
或「巫術行為」(magical attitude or magical behavior)2。
由此來看，佛教文獻中，屬於觀念層面的作品，各宗的經疏屬之；屬於具體層面
的作品，則可從感應記、靈驗錄等作品見之。本文題目所謂「靈驗敘事及隱喻」，
即發想於此一層面的探求。所謂「靈驗」敘事，指信仰者「向佛、菩薩，祈禱；
或念佛、誦經、造經、造像之後，出現感通、靈異等神異經驗的記述。」3經疏之
憨山德清：《華嚴經十地品夢中偶成》，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卍續藏》冊 73，第 1456 號，
頁 807a。
2
李亦園：
《宗教與神話》
（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15-117。
3
鄭阿財：
《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 年）
，頁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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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靈驗之記相較，兩者評價似乎高下立判。舉明清之際晦山戒顯禪師4為例，
他為友人所編的感應記序言中提到感應文類所受到的批評：
「聾於儒說者，詆為報
5
應之書，溺於枯禪者，黜為人天之果。」 而晦山個人的兩部傳世之作，
《禪門鍛鍊
說》與《現果隨錄》在後世研究者眼中，高下優劣也判若雲泥。6不過，晦山戒顯
對於感應之文的功能作用，卻有三根各有受用之語，其言：
指歸心地，融會宗乘。通三世以明因果，列百門以資脩證。下者束身寡過，
中士積行冲神，上上根人憩息無為之宅，泳遊玅覺之淵，無脩而脩，真脩乃
脩，忘善而善，大善斯名。不難斷惑證真，超佛軼祖，推此志也。葛子直以
廣長徧攝，豈弟為中下說法而已哉。讀斯集者，幸趣寶所，無滯化成矣。7
根據下、中士、上上根人等三根根器識見的差別，面對相同的報應文類，而產生
不同的作用。足見晦山認為應驗錄等感應之書、三世因果之錄，與心性之學有其
相契處，只是隨著讀者根性、根器高下，而有不同的受用。
以華嚴部類而言，華嚴的經疏作品與義理研究可謂豐碩，相對而言與華嚴相
關的靈驗書寫，收錄於藏經的，僅有唐（法藏弟子）惠英撰、胡幽貞刊纂的《大
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1 卷8，晚明雲棲袾宏輯錄為《華嚴經感應略記》1 卷9、清
弘璧輯《華嚴感應緣起傳》10與清周克復纂《華嚴經持驗記》11。近年由中研院文
哲所整理出版的《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兩部關於華嚴的傳承史料，12提供
了自初祖杜順(557-640)、智儼(600-668)、法藏(643-712)澄觀(738-838)迄於明清，
賢首宗南方系與北地寶通系的華嚴譜系傳記。中國的僧傳，筆法有取於正史，文

晦山戒顯(1610-1672)。本名王瀚，字願雲，號晦山，太倉州（今江蘇太倉）太原人。甲申(1644)
明亡，出家為僧，嗣法靈隱寺具德弘禮(1600-1667)，4為明清臨濟三峰派禪師。
5
清．晦山戒顯：
〈太上感應篇廣疏序〉
，
《靈隱晦山顯和尚全集》
（京都大學藏寫本）卷 12，頁 13。
6
晦山戒顯的兩部著作：
《禪門鍛鍊說》與《現果隨錄》
，前者評價為禪門長者應再讀三讀之作（聖
嚴法師語），而後者卻被史學家視為記錄「民間善報惡報的小事，根本不是治佛教史或世俗史需要
誦讀的書」詳細的比較討論，晦山著作的討論，參拙著〈爐鞴與兵法——晦山戒顯《禪門鍛鍊說》
的兩種概念譬喻探析〉
，2018 第七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聖嚴基金會，2018
年 6 月、〈晦山戒顯《現果隨錄》的性命觀〉
，2018 經學與文化研討會，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主
辦，2018 年 12 月 7 日。
7
清．晦山戒顯：〈太上感應篇廣疏序〉
，《靈隱晦山顯和尚全集》卷 12 頁 13。
8
唐．惠英撰、胡幽貞刊纂《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大正藏》冊 51，第 2074 號。
9
明．雲棲袾宏輯錄《華嚴經感應略記》，
《卍續藏》
，冊 77，第 1532 號。
10
清．弘璧輯《華嚴感應緣起傳》《卍續藏》，冊 77，第 1533 號。
11
清．周克復纂《華嚴經持驗記》《卍續藏》，冊 77，第 1534 號。
12
清．西懷了悳、興宗祖旺、景林心露等原作，廖肇亨主編、簡凱廷點校《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
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年）
，為簡便故，
以下引用時，直接標出各別書名與頁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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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補於正史，已為學者言明。13此外，從比較宗教學角度來說，僧聖猶如西方宗教
傳統中的「聖傳」，14聖傳之所以為聖傳，編纂者採編其人其事、譜系留名者，必
有「異」於常人之聖，此異，或為行誼優異，或為事蹟神異，其中神異事蹟的敘
事，可視為靈驗敘事。此類敘事，既有補於華嚴靈驗敘事，亦因其作為僧傳、聖
傳，復有別於一般靈驗記的書寫，可作為一有趣之比較。是以本文就此聖傳中與
感應、神異有關的敘事擷出（摘出）討論，以期了解其神異、靈驗敘事之意義。
僧傳的「神異」， 慧皎《高僧傳》的十科類目中，有「神異」一類，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從比較宗教學的眼光將高僧傳的理想典型分為「苦行」
、
「術士」與「學
者」三類，其中「術士」一類與神異之事較為相關。于君方藉此分析比丘尼傳時，
有進一步深入的分析與討論，與術士有關的，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施行方術與
創造奇蹟，一類是神聖的魄力。前者又分為兩種傳記故事的形態，一種是傳主自
己經歷某種奇蹟，又可分為面臨生死攸關的時刻，以及臨死之時。另一種是擅
於創造奇蹟的能力，另一類是修習禪法時，在禪定境界中看到異象的記錄。15由
此可見，所謂僧人神異敘事本不限於被歸為十科中神異一科，也不限於術士一種
人物類型，而可以就其敘事時間與發生的類型加以區分。
以下，本文嘗試從時間敘事與空間隱喻兩個角度，分析《賢首宗乘》與《賢首
傳燈錄》等華嚴宗列入譜系的僧人傳記中的神異靈驗記載，用以探求此類敘事的特
色與隱喻意義，期望在此討論中，可以了解華嚴聖傳中出現神異靈驗敘事的深意。

二、神聖的生命時刻及其敘事
神異之事的出現，往往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由特定的事件所引發，此類的神
異之事，讓此一片頃成為「神聖的時刻」。相對於史傳中的據實書寫，僧傳中神
異記事所出現的時刻，實有別於世俗現世生活，而為「神聖時刻」。其中兩個重
要的時間點，一是出生與死亡之際，象徵了僧人一期生命的開始與結束；一是住
世時間，僧人一期生命的歷程發展中，或因自行的禪修觀想之功，或因化眾的益
他之行而有神變靈驗之事。以下，就其感應神異事蹟出現的「神聖時刻」，依其

參考黃敬家：
〈中國僧傳對傳統史傳敘事方法的運用——以《宋高僧傳》為例〉
，
《臺北大學中文
學報》6，2009 年 3 月，頁 85-114。
14
「聖傳」可成為一比較宗教的討論議題，李豐楙、劉苑如指出聖傳的詮釋研究可以「重新理解
宗教史上模範人物(role models)的新內容、新意義」
，參見李豐楙、廖肇亨編：《聖傳與詩禪——中
國文學與宗教論集．導言（一）》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文哲研究所，2007 年）
，頁 5-6。
15
于君方：
〈比丘尼何以神聖？〉
，收入李豐楙、廖肇亨編：
《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文哲研究所，2007 年）
，頁 169-19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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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於世的一期生命，劃分為入世、出世與離世三個時段，這三個時間有一些特
定的模式出現。

（一）入世之神聖時刻
「出生」的神話，在文本中兩種敘事類型，常常是托於僧母之夢，或是夢見
吞日光、明珠等帶有光明性的物體，或是夢見異人（特別常見的梵僧）入夢。
母氏夢吞日光而孕，以貞觀十七年癸卯(643)暢月旁死魄而生。
（三祖賢首法
16
藏大師(643-712)）
法師名法詵，姓孫氏。母夢吞明珠，遂黜魚惡葷，誕彌厥月，生有異表。
（錢
塘法詵法師(718-778)）17
先是母□氏，嘗夢梵僧坐其前，異光滿室，因而有娠，即屏葷羶。一夕，
夢神人曰：「是子非常，當為法器。」以是不逆其志。（第十世晉水淨源法
師(1011-1088)）18
法師名大同，字一雲，別峰其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簪纓之族。父
友樵，母陳氏，娠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何來？曰：「崑崙
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既而，聞房中兒啼聲，笑曰：
「兒豈適來浮圖耶？」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詞章之
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纘宗家學屬之。（第二十世別峰大同法師
(1289-1370)）19
母袁氏夢一僧謂曰：「我說法人也，偶來此地暫寓一宿。」母難之，驚覺，
忽有娠。師生而穎異，七歲入學，讀書百行，十二歲五經皆遍。與群兒戲，
共呼為借居和尚。師問之母，告其故，師忻然曰：「吾可以返本還源矣。」
即求出家，遂依大覺寺智宏為弟子。（蘊璞如愚）20
此外，如無極悟勤(1500-1584)法師，「生時群雞皆鳴，家人以為異徵」、 21一江真
澧法師「母湯氏，感異夢，有天香芝草之瑞，而師生」、 22憨山德清(1546-1623)

16
17
18
19
20
21
22

《賢首宗乘》卷 1，頁 124。
《賢首宗乘》卷 2，頁 151。
《賢首宗乘》卷 3，頁 163。
《賢首宗乘》卷 4，頁 193。
《賢首宗乘》卷 4，頁 197。
《賢首宗乘》卷 5，頁 215。
《賢首宗乘》卷 5，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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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洪氏，夢自在大士抱送而生」
，23耶溪志若(1555-1617)，母病，日夜悲泣以守
之。母臨危，囑曰：「汝宿僧也。」言訖而逝，師以母之遺命，禮會稽華嚴寺性
賢和尚出家」
。24這些出生神話敘事，說明了僧人出生之非常。其中有兩類的主要
敘事類型，一是僧人之母夢吞某明物，或是日光，或是明珠；一是僧人之母或家
人夢見僧人到訪。這兩個類型，都說明了傳主之出生，有其殊於常人的神聖性。

（二）住世之神聖時刻
相對於入世與離世之片刻（片頃），僧人住世的一段，即其一期生命的長度，
但其神聖時刻的出現，往往有特定的事件、場合與模式。以下皆為「自行」與「化
他」兩個類型，列舉其例，以明其敘事梗概。
1.自行習修
若將這些住世階段的神異敘事依事件類型，依照修行之自利、利他兩個層面
來區分，在自行習修方面，神聖的片刻出現於三種時間，一是求學受持華嚴經教，
一是讀誦經典時，一是入定修觀時身心所感。
（1）受持讀誦
從微密大師受具足戒，即依之習賢首教，修普賢懺以祈智慧。忽夜夢梵僧
授一貝葉，中有梵書，歷歷如熟習者。後聞大師講《華嚴法界玄鏡》
，頓會
25
幽旨。（慧開空朗(1623-1676)）
學行勤苦，自小師事雲華儼大師，專業《華嚴》
，偏誦〈性起〉一品三卷為
常課，新譯名〈如來出現品〉
。每於靜夜，洗漱焚香，坐於繩床，惟誦斯品。
忽一夜正誦時，有十餘菩薩從地湧出，坐蓮華臺，身相金色，光明赫然，
或從臺而下，合掌跪聽，誦畢，便沒而不現也。（崇福寺慧招）26
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
、菩薩戒、
《起信論》
。心以靜銑，智與經冥。
一夕夢乘大艑，直截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鳶戾，懷襄上
濟，峰竦竦而忽高，雲溶溶而在下。既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
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華焉。
（錢塘法詵
27
法師(718-778)）

23
24
25
26
27

《賢首宗乘》卷 5，頁 222。
《賢首宗乘》卷 5，頁 238。
《賢首宗乘》卷 7，頁 272。
《賢首宗乘》卷 2，頁 150-151。
《賢首宗乘》卷 2，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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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觀得境
嘗習華嚴觀，一夕入觀，聞空中聲曰：
「和吞山水，少會風雲。」從是有契
入，覺行住坐臥，了無一物為障礙，無一念為起滅，身心蕩然。為人演說，
言如湧泉，皆契法界深義。因於嶺頭建大閣，閣下為海，水出大蓮花，花
上坐毘盧遮那滿月像。每對佛入觀，五七日方起，人皆以「華嚴菩薩」稱
之。（清涼正順）
自行習修的兩類事蹟，反應了傳主求學、成學乃至自我修行歷程中的重要轉折，
或是驗證其學之精。
2.化他益眾
化他益眾方的類型中，神聖片刻之出現，往往伴隨於兩類的事件，一是著疏
與演法時，一是濟眾化俗時。
（1）著疏演法
在此類型中，少數的例子是著疏時的瑞應，如：
至德宗建中四年(7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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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
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為四科，理無不包。（清涼澄觀大師
(738-838)）28
偶一虎當途，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為擇棲止處否？」即以
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長者乃於龕著論。每夕口吐
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
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撤器而去。（方山李通玄長者(635-730)）29
為數最多的是講經時的瑞相靈應，略舉數例，以見其書法，如：
師於雲華寺講《華嚴經》
，賢首至中夜，忽見神光來燭庭宇，賢首歎曰：
「當有
異人，發弘大教。」及明，就寺敬禮，自是服膺，深入無盡。
（二祖智儼）30

28
29
30

《賢首宗乘》卷 2，頁 140。
《賢首宗乘》卷 2，頁 151。
《賢首宗乘》卷 1，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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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雲華寺講，有光明現從口出，須臾成蓋，眾所具瞻。延載元年(694)，
講至〈十地品〉
，香風四合，瑞霧五彩，崇朝不散，縈空射人，又感天華糝
空如霰。後於佛授記寺，譯新經畢，眾請藏敷演，下元日序題入文，洎臘
月望前三日晚，講至華藏海震動之說，講室及寺院歘然震吼，聽眾稻麻，
歎未曾有。……大帝永隆年中，雍州長安縣人郭神亮者，修淨行，暴終。
諸天引詣知足天宮，禮敬慈氏，有一菩薩讓之云：「何不受持《華嚴》？」
亮以無人講為辭。曰：「有人見講，何得言無？」及甦，委說眾驗。藏之弘
轉妙輪，人天咸慶矣（三祖賢首法藏(643-712)）31
大曆二年(767)，於常州龍興寺講經，才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縷，漸明
漸大，縈旋杳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覩。前後講《大經》十遍，撰《義記》
十二卷。（錢塘法詵法師(718-778)）32
師以《華嚴》為業，手鈔全經，日誦四帙為課。既客居，徒眾解散，獨止
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
「吾為天龍講耳。」龕前叢桂既枯，
而花隨採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33
一日講《楞嚴經》
，感金甲神現身，遂集《楞嚴纂要注》十卷。誦《金剛經》，
會中放白光輪，囷久而不散。（妙觀定法師）34
嘉靖甲申(1524)於本山講《華嚴懸談》，期訖，赴澡浴池會祈光，見龍池放五
色圓光，攝身如鏡中現像，尋又湧現多寶佛塔，由是謁晉王，建塔七層。35
（2）濟世化俗
濟世之舉，或為人治病，或為眾祈雨、治患等解決俗世生活問題之舉。治病
靈驗，初祖傳記中即有法順與唐太宗的問答：
唐太宗詔而問之曰：「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愈之？」師對曰：「聖德御
宇，微恙奚憂？但頒大赦，聖躬自安。」帝從之，疾果瘳，因錫號曰「帝
心大師」。（初祖帝心法師大師(557-640)）36
而祈雨、獲泉等解決地方困阨
31
32
33
34
35
36

《賢首宗乘》卷 1，頁 125。
《賢首宗乘》卷 2，頁 151
《賢首宗乘》卷 3，頁 176。
《賢首宗乘》卷 4，頁 205。
《賢首宗乘》卷 4，頁 218。
《賢首宗乘》卷 1，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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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二年(1223)冬夜中，有僧詣師，求講《華嚴法界觀》
。天明，且出門，見
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碗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磚瓦上皆持去，
文士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講學者患之。一日巖石間出一泉，
甘美異常，眾謂純孝之報也。
（南陽法雲法師(1164-1227)37）
隆慶辛未(1571)，乞食梵村，愛其山水，結茅三楹居之。山多虎，師祝之，
虎不傷人；歲大旱，師禱之，雨即隨注。居民異之，相與肩材木、荷鋤钁，
不日而成蘭若。（蓮池袾宏法師(1535-1615)）。
住世一段的神異瑞應敘事，雖看似繁多，但歸納其敘事事件與情節始末，多為自行、
化他兩類類型，或是透過修行上自我用功而感召，或是因為化他益眾之事而顯現。

（三）離世之神聖時刻
相對於入世作為生命的起點，離世則是生命的結束。作為結束，離世作為神
聖的一刻，往往也是僧傳書寫的重點。簡筆如「『滅』於某年」、「『歿』於某寺」
與「逝」等字帶過，或是「示寂」、「示滅」、「棄世」、「脫化」以示意，或是「說
偈告寂」、「預知時至」、「面西而逝」、「端坐而化」書寫其死亡。但更多的情形，
夾帶了夢境、瑞相，乃至豐富的敘事情節，我們從以下的例子可見：
及總章元年(668)，師告門人曰：
「昨夢般若臺傾，法門幢倒，我將暫住淨方。」
遂趺坐而化也。弟子賢首傳其道。（二祖智儼）38
示寂於康熙乙未(1715)年正月三十日。更異者，中庭羅漢松一株，碣傳支公
手植，周十餘圍，長約百尋，師示寂前一夕，忽瘁，見聞驚嘆以為神。
（隱
山照瑞(1649-1715)）
臨終之日，靈几上有龍瑞，五彩飛光燭庭宇，移時乃歇，停三日，化火自
焚，門人拾舍利建塔藏之。（清涼正順）
居天禧三十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過午不食，夜則危坐，以苦誦喪明。
忽夢梵僧，迎居內院，空中散花，因示疾。是年春二月廿七日，誦不輟，
俄頃，辭眾而化，世壽八十八。龕留三七日，容貌紅潤如生，闍維舍利無
數，建塔於張家山。趙孟頫為記。（天禧寺雲巖法師(1235-1322)）39

37
38
39

《賢首宗乘》卷 3，頁 177。
《賢首宗乘》卷 1，頁 123。
《賢首宗乘》卷 3，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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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1584)九月，命梓人造龕，促其期曰：
「宜速成，緩無及矣。」前三日，有
孤雁集方丈，師撫之點頭曰：
「爾來乎！」雁去而師滅，師原無疾，獨覺氣漸微
弱。至重九日，尚坐繩床聽誦晚課，聞願生西方句，泊然而化。40
離世，作為一期生命結束的最後時間點，僧傳的死亡顯然與史傳中強調的個人性
格或是悲劇意識的面向有所不同，41事前的預知時至、死時的安然自在、知所去處，
或是菩薩的天光天樂，乃至死後舍利分布，塑造了此一時刻的神聖性。
綜上所舉之僧人入、住、離世諸般生命事件，其中出生、修學、利眾與死亡
等事件，即使不是僧人，作為一個善良的士人，賢德的君子，也可能會展現如是
的生命歷程。然而，穿插其中的神異敘事，讓平凡的生命事件，演出神異的場景，
即帶有神聖性，成為神聖的時刻，此一神聖時刻，也讓僧人的生命具有轉凡成聖
的象徵。僧人的生命就不只是凡人的生命，而是「聖化的生命」
，一如伊里亞德在
《神聖與世俗》中所言：
盡管造成這種生命聖化的手段是多種多樣，但是其結果卻總是相同的：生
命生活在一個兩重化的境界中，它自然地作為人類的存在；同時，它又分
享著一種超越人類的生命，即宇宙的或者是諸神的生命。42
以下，我們嘗試進一步探討這些神異敘事所開展出的神聖空間的意義與隱喻。

三、神聖的心理空間及其隱喻
從時間的縱軸來說，神聖的敘事，在常人凡俗，從生迄死的生命史長河，激
起奇幻而神聖的水花；而從空間的橫軸而言，神異靈驗之事發生之際，也會讓常
人感知的現實的空間，轉變為猶如浸身劇場，搬演一齣眩目而神聖的戲碼。以下，
即借譬喻語言學者的「心理空間」概念，用以解讀隱藏在文本字裏行間的概念結
構，及其心智認知運作系統。

（一）出生神話中的兩個來源譬喻
隱喻，本為修辭學上重要的修辭手段。晚近譬喻語言學者，不滿於譬喻僅從

《賢首宗乘》卷 5，頁 217。
參考羅維，
〈司馬遷的死亡情結與悲劇意識——《史記》人物傳記的死亡敘事分析〉
，
《船山學刊》
2006 年第 4 期（復總第 62 期）
，頁 105-107。
42
羅馬尼亞．米爾恰．伊利亞德著，王建光譯：
《神聖與世俗》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年），
頁 95。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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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表達層，依其喻體喻依之有無排例，分為明喻、隱喻等作法。嘗試結合認知
科學與語言分析，提出異說，認為隱喻可以從人類認知層面，分析語言背後的概
念系統與心智結構，提出概念譬喻理論。而所謂的「心理空間理論」
，是繼雷可夫
提出譬喻理論之後，Fauconnie 等學者提出「心理空間」(mental space)的理論，據
以分析心理空間之間交互融合產生的新語義。43主張在篇章之中，上下文脈之間，
隱喻運作時，透過空間建構詞可以建構出一個以上的心理空間，是真實空間相對
應，涵蓋時間心理空間(time spaces)、空間心理空間(space spaces)、活動範圍心理
空間(domain space)及假設心理空間(hypothetical spaces)等。(Fauconnier 199:29-34)
之間的互相整合產生了新的心理空間、形成新的概念。
以僧人出生神話為例，上文已發現出生神話的敘事，乃是用以證明僧人出生
之非常，其中包括兩類的敘事模式，一是僧母吞食某光明之物，一是僧母或家人
或夢或見特殊人物來訪。在不同的傳僧中，雖然有不同的敘事文字與內容，但從
隱喻的角度分析，兩種類型的敘事模式，其隱含的隱喻適為兩組概念系統，一組
本於容器基模，一組源自路徑、旅行基模。
從心理空間的角度來看，這兩類的敘事分別透過夢與異見，建構了一個以真
實世界為基礎的特殊心理空間，兩者之者具有隱喻的關係，在於兩個空間之間具
有類近性質的空間語意項，其運作方式如下表所示：
輸入空間一
出生現實空間

類屬空間

輸入空間二
夢/異見空間

融合空間
（新語義）

僧母
懷孕

容器基模
容受

僧母
吞光明之物

僧人之於世間，如光明
之物降世。

僧人
投胎

路徑、旅行基模
進入新旅程

異僧
入室（門）

僧人生於世間，是不同
期（修學/神聖）生命旅
程之一站。

由上可見，兩種類型的出生神話，一者譬喻映射的角度，偏向於生身之母，身體
概念譬喻理（CMT 理論）參考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梁玉玲等譯，《女人、火與危險事
物——範疇所揭示之心智的奧秘》（台北：桂冠，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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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融合空間理論（BT 理論）
參考 Fauconnier, Gilles.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Fauconnier, Gilles, and Swectscr, Eve.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Basic Books, 200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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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容器，以同樣具有容受意象的吞食光明之物，象徵該僧人降生於世，如同神
聖光明之物；一者譬喻映的角度，偏向僧人自身的生命歷程，藉由母夢見異僧來
室之類的情節，以同樣具有旅行、路徑基模的進入僧人原生之家，甚至登堂入室，
象徵僧人此次降生於此，乃是僧人不同世的旅程之一，甚至伴以異光異相、或者
如別峰大同法師傳中，直接出現於現實時空中的振錫而來的「龐眉僧」
，笑問初生
之兒「兒豈適來浮圖耶？」44都是屬於這一類以旅行基模為類型空間的隱喻，用以
證明僧人之出生所具的神聖性。
不過，相對於神聖死亡的敘事，神聖出生在同書的比例上相較為少，這裏或
許可以說出生神話與僧人傳主的此生修行較沒有具體、直接相關性，但僧人如何
可以預知時至，可以讓令人無奈、畏懼的死亡現場，化身為神聖場域，僧人所展
現的，或是自在幽默，或是無所憂懼，或是知所去處45的自信，其神聖性直接來自
於僧人此世修持的展現，這或許也是出生與死亡神話在比例上懸殊之因。

（二）夢境、感應與入觀——三種心理空間建構詞
除了出生神話中的僧母之「夢」
，作為神聖心理空間的建構詞，
「觀」與「感」
及其相關詞彙，如「入觀」、「冥感」、「感得」，也經常作為建構詞，帶出神異敘
事。三者之間同樣建構的神聖心理空間，但仍有略有類型與意義上的差別。
三者之中，
「夢」的比例最高，僧人有夢，從《高僧傳》等開始就有相關的記
錄。學者的研究或指出其神聖性，46或指出其與修行之間的關係。47傳中之夢，其
內容多有情節性、故事性；第二組建構詞為「感」與「感應」，如感得天花天樂、
地震、感得菩薩放光之類，多為身心所剎那感受之異相；第三類，
「觀」
、
「入觀」，
其內容亦多是入觀後身心之感。
三組之中，就僧人的修持來說，前兩組「夢」組與「感」組偏於被動，即僧
人非主動求夢，或主動求感；而「觀」組則在行持上有更強的修持主動性。

《賢首宗乘》卷 4，頁 193。
僧人知其死後去處，其去處是西方極樂佛土，或是某某天宮，為另一可以探討的主題，當另撰
文處理。
46
梁麗玲：
《歷代僧傳「感通夢」的書寫與特色》
，
《臺大佛學研究》30 期，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
佛學研究中心，2015 年 12 月，頁 65-104，其言：
「傳主遇到瓶頸、困難、疑惑時，透過虔誠祈請
進而感得諸佛菩薩、神人、僧侶於夢中透露訊息，提供解決之方或指點迷津，促使僧侶生命產生聖
化效果。」
。
47
僧人夢之研究，參見廖肇亨：
〈僧人說夢──晚明叢林夢論試析〉
，
《中邊、詩禪、夢戲──明末
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
，頁 435-466、徐聖心，
〈夢即佛法──徹庸周理《雲山夢語摘要》研究〉
，
《臺大佛學研究》
，第 18 期，2009 年 12 月，頁 33-74。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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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從神聖的生命時刻的歸類，僧傳中出現神異靈驗敘事的類型，與其出生——
生命的開始、死亡——生命的結束，以及一期生命中自行化他的修行歷程有關，
與個人壽命、利祿福祉等，一般靈驗記常見母題所有不同。靈驗記作品中，靈驗
的出現與作用，或持誦經典、或修行善行，轉惡為善，或造像祈福，而獲得增添
年壽、獲官祿利養或是消災除厄等，多為被動地蒙受庇祐。若對照前言中提到人
類學者對於宗教信仰的功能分析，信仰與超自然神靈的連結中的兩種態度，一是
「一種只是對崇拜的超自然對象默默禱告、祈求，請求賜予平安福祉，而不敢有
什麼太具體的要求或請求」
，一是「帶有強迫性或交換性態度，那就是要求信仰的
超自然對象給予某些具體的滿足，有時甚至進行若干手段或法術以強迫超自然給
予所需目的，有時則以禮品、犧牲、供奉企圖交換信仰對象的賜予」等近於巫術
態度或行為48，檢諸佛教中的靈驗、感應類作品，或近於此類宗教態度，而在價值
與意義上受到質疑。
然而，《賢首宗乘》等華嚴僧傳中所傳達的神異時刻，或也可說是僧人與佛、
菩薩等聖境，即人類學家所謂與超自然冥感相應時刻，他們畢竟上述的「巫術態
度」或「巫術行為」有所不同。僧傳的編纂者在據實書寫、「遣虛存實」49的編纂
態度下，仍保留於傳記資料中的大獲感通、應現攝化的、現象，雖可說與靈驗記
等一樣具有宣教、輔教的作用，但細究編纂者用心於博稽、旁羅之際，對於心目
中的理想讀者，想宣傳的教義與理念，乃至其書寫策略與期望特定讀者的閱讀啟
發，如潘耒為《賢首宗乘》作序時說：「願覽斯編者，人人興起，奮欲置身其間，
毋徒作譜牒觀」
，由此可知，編纂者為依其世代為華嚴僧人編纂傳記，有一譜牒的
作用，然而又不滿於僅作為譜牒之用，更有舉以為表式，作為後人典範之意。何
以神異之事足成典範，透過本文的敘事與隱喻類型的分析，可知神異靈驗之敘事，
其意義證明了僧人之不凡的、神聖的出身與成就，或是證明僧人之身份不凡，用
以啟而生信；或是證明僧人之成就超凡，用以啟而效尤；或是證明僧人作為凡聖
同居土之間的溝通橋梁，透過僧人可知佛境界之實存、佛菩薩，乃華嚴無礙境界
的存在。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頁 115-117。
《賢首宗乘．體例》第八條即言：「遣虛存實。原稿附載人王、鬼神、宰官、居士、四眾人等，
今惟收現長者身、行菩薩行李玄通一人，列於諸祖旁出，取其雅合三例，造論精微故也。其餘如烏
茶王、樊玄智、孫思邈、鄧元爽、裴公美，乃至善妙神女，此等於《華嚴》海會獲大感通，願為外
護，或應現攝化，不拘傳持正宗之列，慮龐雜不倫，並削之」，見《賢首宗乘．緣起》
，頁 99。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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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Imagination:
Huayan Buddhism and Postmodern Ethic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merican University
Jin Y. Park

Abstract
Since its arrival in Western academia, Buddhism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a lack of
ethics. The ambiguity of ethical agents(no-self), the ambiguity of moral
categories(emptiness), and the worldview of non-conflict(Huayan Four-fold Worldview)
are some of major objections Western scholars make in their claim that Buddhism does
not have an ethics. Contrary to this evaluation, I propose that not only does Buddhism
offer an ethical paradigm, Buddhist approaches to ethics could be more viable in our
time, given the diversity that contemporary society faces.
In this paper, I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ethics based on Huayan Buddhism.
Huayan Buddhism is known for its attention to phenomena. Criticizing earlier
Buddhism‘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noumenal level of our existence, Huayan Buddhism
brings attention back to the reality of our existence. The fourfold worldview of Huayan
Buddhism is an effort to show how the diversity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lens of Buddhism. Huayan emphasis on diverse phenomena also
makes Huayan Buddhism relevant to our time whe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have been
important factors in understanding and survival of our societies.
Employing the Huayan Buddhism of Dushun（杜順 557-640） and Chengguan
（澄觀 738-839）, and also Korean Hwaŏm Budhdism of Ŭisang（義湘, 625-702）, I
propose Huayan-Postmodern ethics and highlight the function of imagination in our
ethical practice.
Ethical imagination is the idea of fundamental ethical training and deliberation
being anchore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s. Normative
ethics, or ethics based 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 premised on the idea that rational and
logical thinking will lead to fair judgment of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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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imagination proposes that the affective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our efforts to live with other beings. Huayan Buddhism clarifies
how the Buddhist teachings of wisdom（ 智慧） and compassion（ 慈悲） let us
embody the qualiti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both self-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In this context, Dushun and Chengguan explain how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our existence helps us overcome the conflicts that inevitably exist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where beings have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bodies.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that we practice with Huayan Buddhism reflects a new
dimension of ethics that is needed for the multicultural and global community we live in
today. Diverse groups lead their liv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with differing
values. An effort to unify their differences will result in disaster, since homogeneity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suppression and violence. Ethical imagination calls for us to
cultivate our capacity for empathy, which is a capacity that Huayan teaching requires of
each of us, in order to live in the diversity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and overcome the
conflicts that arise from this reality.
Keywords: Ethics, Fourfold worldview, diversity, wisdom, 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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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thics possible in Buddhism? Since its arrival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Buddhism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a lack of ethics. Is it possible that a religious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2500 years lacks ethical dimensions? What would be the
nature of Buddhist ethics? I propose that Buddhist ethics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Buddhist worldview and it is much relevant to today‘s world. I will discuss this proposal
by using Huayan Buddhism and the idea of ethical imagination.

1. Buddhism in the West
Buddhist ethics is a relatively new field in the Western Buddhist scholarship. At the
earlier stage of Western Buddhist scholarship, ethics and Buddhism were considered an
odd couple.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suspicion.
First, modern Western ethical theory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rational ethical agents.
The subject as a rational being is a key element for ethical deliberation in Kant‘s moral
theory. Buddhism makes claims for a non-self. Buddhist non-self does not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self; it claims that the idea of the self is only provisional, and the self
exists only at the conventional level. Still, a question arose: without a clear concept of
the self, how are we to define the ethical agent?
Second issue that raised doubts about Buddhism‘s position on ethics is related to
the Buddhist idea of dependent co-arising and emptiness. Ethics is considered almost a
synonym for moral judgment of right and wrong. From a normative ethics perspective,
decid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good and evil is understood as a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ethics. From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no thing or being is an independent
entity; things exist through a contribution of diverse factors: Things are empty. If
everything is empty, how does one make moral decisions of right and wrong or good
and bad?
Third, in the context of Huayan Buddhism, the fourfold worldview indicates that
there should not be conflicts among phenomena. If there are no conflicts among
phenomena（事事無礙）, why is ethics needed at all?
The ambiguity of ethical agents, the ambiguity of moral categories, and the
worldview of non-conflict are some of major objections Western scholars raise in their
claim that Buddhism does not have an ethics. They even claim that Buddhism needs to
demonstrate a clearer ethical paradigm if the tradition is to survive in the West.
Contrary to these evaluations, I propose that not only does Buddhism offe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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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paradigm, Buddhist approaches to ethics could be more viable in our time, given
the diversity that contemporary society fac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nking about ethics with Buddhism in general and Huayan
Buddhism in particular is to rethink the meaning of ethics.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ethics began as a practical dimension of philosophy. The goal was to find a
way to live with other people without conflict. Aristotle used the expression eudemonia,
or human flourishing, to explain the goal of ethics.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normative ethics became a dominant form of
ethics. Normative ethics deals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moral rules that have direct
impacts on the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human actions. It is a product of modern
society, in which each nation-state needs to find the best way to create institutions and
control the individuals in those institutions. Normative ethics could be an efficient way
to improve the functioning of a society, through its regulatory power over the members
of institutions, including nation-states.
One critical limit of normative ethics is that, like any rules and regulations, ethical
laws have authors. Rules are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creators, who in most
cases occupy central positions in society. The power and the rules go togeth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ormative rules can easily function as a constraint on marginalized
groups. If our time is to support diversity and different cultures as it claims to be,
Buddhist approaches to ethics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in envisioning ethics in our time.

2. Ethics from the Ground-up
Ethics is a practical branch of philosophy. Ethics in any time period should reflect
the dominant issues and question of the time. I will therefore begin outlining some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2-1. The Digital Age and Its Implications
One of the most visible aspects of our daily existence is the use of digital
equipments and cyberspace. Cyberspace has rapidly become reality, with a strong
impact on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encounter others, and understand the events
happening around us.
Michael Hauben(1973–2001), the inventor of the term ―netizen,‖ envisioned a
future for the internet as a contributor to democratic society. He and Ronda Haub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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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book Netizens: 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Usenet and the Internet (1997) titled
the last chapter ―The Computer as a Democratizer.‖ There they wrote, ―This is an
exciting time because the democratic ideas of some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are
becoming practical. James Mill wrote that for government to serve the people, it must
be watched over by the people utilizing an uncensored press.‖1 Hauben envisioned a
future in which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al and political realms of their existence.
Since Hauben published this book in 1997, a lot has happened.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our lives has earned mixed evaluations. Some have argued, and the evidence
supports them, that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have motivated a new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engagement.2 Others have revealed worries in recent years that
people‘s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et creates a life of disconnection instead of connection,3
and that life with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is more fragmented and lonelier4 seen
only from behind the superficial relationships of virtual friendship.
Like any other era, the digital age in which we live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our lives. But one thing is clear: It makes us realize the diverse views about
life. It exposes us different lifestyles,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conflicting opinions. The
world is not one; or, if it is one, the one is many. We will get back to this idea shortly.

2-2. The Posthuman and Its Implications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defines our time is ―posthuman.‖ Though much less
known than cyberspace, the internet, or the digital age, the posthuman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as a self-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ways human beings exist on earth with other
beings as well as other humans. The idea of the posthuman is a proposal to think and
rethink about humans without relying on the image of them as standing a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Rosi Braidotti, a Dutch feminist philosopher, says, ―Posthuman theory is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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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tool to help us re-think the basic unit of reference for the human in the biogenetic age known as ‗anthropocene,‘ the historical moment when the Human has
become a geological force capable of affecting all life on this planet.‖ 5
The posthuman view critically challenges the human-centered worldview, or
anthropocentrism, not only about its delusion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environment, but also about the logic behind it that perpetuates itself in
various formats in our lives. The desire to place humans at the center of earthly life at
the expense of non-human beings is justified by a logic shared by various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Western
marginalization of the non-West, and the degradation of the have-nots in capitalist
society. All of these rely on the logic of ―me versus them,‖ in which the self and others
are clearly distinguish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s understood hierarchically.
The questions to ask are at least three: First, can we as individuals exist so
independently without relying on others for the basic needs of our existence? Second,
can the world we live in today be properly understood through the dualistic attitude and
hierarchical valuation that are embedded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mentioned above? Third, can ethics in our time properly play its role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the diverse reality of our society? Buddhist ethics can help u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as such Buddhist ethics can make a pair with postmodern
approaches to ethics.

3. Postmodern Conditions
What I mean by ―the postmodern‖ in postmodern approaches to ethics refers not so
much to a theory as to the reality we live in today. Our daily encounter with cyberspace
introduces us to ever more diverse lifestyles and opinions from our neighbors, societies,
and global community. When we see the picture of the three-year-old Syrian boy Alan
Kurdi‘s dead body on the beach—drowned during a boat journey in the family‘s long
struggle to escape Syria—on the screen of our computer, smartphone, or iPad, how do
we react? Before we think about what is right or wrong, we might ask how we came to
this point. Is whatever we are doing in this life more important than saving a hum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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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s life? When we see a picture of Aisha, an 18-year-old Afghan woman whose
nose and ears were sliced off by the Taliban because she had run away from abusive inlaws, we might ask how we can allow a human being to be treated in this manner. When
we see millions of people marching in the Women‘s March, we feel the power of
people. These are scenes of life, parts of life that we might not have been exposed to if
we did not live in a world of fast-moving information.
Since at least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various issues and ways of living have
challenged the universalized ways of assessing values a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The women‘s movement has demanded that women‘s lives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as
an auxiliary to men‘s lives, but as having their own sets of values and meanings.
Socially marginalized groups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such as African Americans, Asians,
and Latin Americans, have raised their voices against white-centered social values.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sexuality have rapidly become a part of discourse about one‘s
identity and its position in our society. Animal studies,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studies of religion in society all tell us that our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diverse values and groups. This is the reality of our time,
which I identify as ―the postmodern.‖
Jean 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 a French philosopher who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postmodern philosophy, defined the postmodern as ―incredulity toward
metanarratives.‖ 6 For Lyotard, the modern ―designate[s] any science that legitimates
itself with reference to meta-discourse‖ or ―grand narrative (le grand récit),‖ such as
emancipation, freedom, or peace. As it is, these ideas cannot be proven wrong. The
question we need to ask, as member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living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is in whose name these great ideas—emancipation, freedom, or peace—have
been understood and executed.
In his 1991 opinio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Whose Culture Is It,
Anyway?‖ the historian Henry Louis Gates, Jr., challenged the ideas of Donald Kagan,
then dean of Yale College, who encouraged incoming students to be defenders of
Western cultural heritage. A Harvard humanities professor, Gates pointed out that this
seemingly harmless statement reveals itself as a problematic message if we are sensitive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constituency of our society and culture. As Gates tells us, t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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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that we are proud of is for some members of our society the culture that allowed
slavery and discrimination. This is a good reminder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e diversity
which is the ecology of our existence today. Life is not homogeneous and engaging with
diversity is not an optional element in our life anymore.
Huayan Buddhism is especially relevant to our time. The fourfold worldview of
Huayan Buddhism is an effort to show how the diversity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lens of Buddhism. The fourfold worldview and Huayan emphasis
on the diverse reality can shed lights on the world of diversity in which we live.

4. Huayan Buddhist Alternative to Ethics
Huayan Buddhism has been well-known for its emphasis on phenomena. Francis
H. Cook, a scholar of Huayan Buddhism, claims that one of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Huayan Buddhism is that phenomenal diversity regained respectability in Huayan
teaching, after it had been marginalized in the Mahāyāna Buddhist schools preceding
Huayan Buddhism. In this context, Cook evaluates characteristics of Huayan Buddhism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which he considers as distinguishing the school from
Indian Buddhism:
First of all, it is a universe in which phenomena have been not only restored to a
measure of respectability, but indeed, have become important, valuable, and
lovely. Second, to accept such a worldview would entail a radical overhaul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Buddhist concepts such as emptiness and
dependent origination. Finally, it would have meant that many of the important
dogmas of Indian Buddhism would have to be abandoned, such as the belief in
gradual self-purific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umenal and phenomenal
orders, and the distinctions of the stages of progress. 7
If Huayan Buddhism shares with Mādhyamika Buddhism in its understanding of
noumenon as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emptiness, Huayan Buddhism diverges from
Mādhyamika Buddhism in that it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noumenon‘s manifestation in
each phenomenon. The Huayan Fourfold worldview exactly meant to do that job. First
conceptualized by Dushun（杜順 557-640）, and later systematized by Chenggu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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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 738-840）, the fourfold worldview has been known as a culmination of Huayan
Buddhist emphasis on phemonena. The paradigm neatly theorizes the Huayan 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dependent co-arising, as explained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 or the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ities.
The fourfold worldview includes: the reality realm of phenomena（ 事
法界 shifajie）, the reality realm of noumenon（理法界 lifajie）, the reality realm of
the non-interference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理事無礙法界 lishi wuai
fajie）, and the reality realm of the non-interference among phenomena（事事無礙
法界 shishi wuai fajie）.
The ―reality realm of phenomena‖ designates the world of concrete reality in which
diverse particularities co-exist. The ―reality realm of noumenon,‖ the second layer of the
vision, conceptualizes an overarching principle which encompasses the diversity that is
present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in the third level, since each and every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commonly shares noumen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 is understood as non-interfering. As an extension of the third level, all the
particular phenomena in the world, being illustrations of noumenon, are understood as
existing without obstructing one another. This fourth level of ―the reality realm of noninterference among phenomena‖(or ―the reality realm of mutually non-interfering
phenomena‖) has been promoted as a culmination of Huayan Buddhist philosophy, the
hallmark by which Huayan Buddhism claims the superiority of Huayan thought over
other Buddhist schools, as the tradition identifies itself as the ―complete teaching‖ or
―perfect teaching‖（圓敎 yuanjiao）.
The four layers of the fourfold worldview of Huayan Buddhism have too often
been cited without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significant ramifications the vision entails.
Seemingly simple on its surface level, a close look at the paradigm evokes questions
that do not seem clearly articulated by the major thinkers of Huayan Buddhism during
its inceptive period. One such issue is the idea of non-obstruction. The world is full of
conflicts and why does Huayan Buddhism want to emphasize the non-obstruction and
how would Huayan Buddhism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in the world? On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that the fourth level of unobstructed interpenetration among phenomena is
the world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se who have attained enlightenment. This
explanation, from my perspective, falls far short to be satisfactory. If the ultimate
message of Huayan Buddhism is only for the enlightened being, what would the
tradition tell us, the majority, who are not enlightened? If Huaya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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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the state of the enlightened being only,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think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Huayan Buddhism to ethics for our time.
The above problem occurs when we blindly apply the idea of ―non-obstruction‖ to
Huayan Buddhism. I would approach the Huayan fourfold worldview from a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non-obstruction thesis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uayan
proposa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al identity.
Fazang（法藏 643-712）, to whom the Huayan hermeneutic devices have been
attributed, expounds on the issue in detail in his Wujiao zhang（五敎章 Treatise on the
Five Teaching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Huayan statements tells us that ―a particle of dust
contains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logic is counterintuitive to us who are familiar with
seeing beings in the world not in a relational but individualistic way. How can a
smallest unit in the world, ―a particle of dust,‖ can contain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Fazang explains this rel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an example of the numbers one
through ten. Imagine that the entire numeric system has only ten numbers and try to
think how each number attain its identity. Pick one number. Say the number 3. How
does the number 3 functions as the number 3 in the numeric system? Number 3 is not
number 1, 2, or 4, 5, 6, through 10. Then, 3 is 3, because it is not oth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the rest nine numbers, 3 cannot function as 3. Our familiar and
individualistic way of thinking claims that t 3 is 3 in exclusion of the other nine
numbers. Buddhism approaches the issue differently. 3 is 3 not by excluding the nine
numbers but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nine numbers. 3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nine numb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within the 3, all other numbers are there. Fazang
calls this relationality of the identity as ―mutual identity‖（相卽）. By the same logic,
our existence is always already related to others; my existence is already indebted to
various beings we meet and environment in which I live. 8
The first Patriarch of Korean Huayan Buddhism Ŭisang（義湘, 625-702） used a
diagram to explain the Huayan idea of the interconnected of things. Using 210 Chinese
characters, Ŭisang draw a diagram known as the ―Ocean Seal Chart‖（海印圖 Haeindo）
which represents interconnectedness of all beings, and he states: ―One is many,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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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one. … A particle of dust contains the entire universe.（一中多多中一 …… 一微
塵中含十方）.”9
As I said before, if the world is one, this one is many. The one attains its identity
through the many, and vice versa. Because there is the one, the many become possible,
and since the one attains its identity by being accepted by the many, the one becomes
the many. The one and the many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but cannot be separated,
which is called mutual identity. The one and the many are separate concepts but their
identities are established by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side. Both Fazang and Ŭisang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our identity is a relational identity and we are all indebted to
others for our existence. How does this awareness help us understand the Huayan claim
of non-obstruction among phenomena?
Let us go back to the idea of the Huayan Fourfold Worldview and examine its
evolution from Dushun to Chengguan. The foundation of the Huayan fourfold
worldview is already well developed in Dushun‘s Fajie guan（法界觀 Contemplation
of the Realm of Reality）, whose existence is known about only through its appearance
in the commentaries by Huayan scholars after him. In this essay, Dushun identifies three
types of contemplation in relation to practicing the realm of reality in Huayan
Buddhism. They are: (1) contemplation of true emptiness（真空觀 zhenkong guan）;
(2) contemplation of non-obstruction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理事無礙觀
lishi wuai guan）; and (3) contempla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inclusion（周遍含容觀
zhoubian hanrong guan）.10 The Huayan fourfold worldview is Chengguan‘s reworking
of this threefold contemplation of Dushun. To reiterate them, the fourfold worldview
consists of: (1) the realm of phenomena; (2) the realm of noumenon; (3) the realm of
non-interference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 and (4) the realm of noninterference among phenomena. Even though the fourfold worldview is a reiteration of
Dushun‘s Threefold Contemplation, there exist delicate differences between Dushun‘s
original proposal and Chengguan‘s interpretation. These differences have rarely been
addressed; however, they merit our attention for u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fourfold worldview. As Dushun emphasizes, in presen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 Huayan Buddhism underscores t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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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contemplation.‖ Whether contemplation is related to noumenon, to
phenomena, o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Dushun‘s paradigm, the basic
position requires one to understand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 of the fragmented world of
actuality; only then, one is able to perceive the underlying meaning-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reality.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ultimate reality exists in separation from
the fragmented world of actuality. Nor does it claim that authen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m of reality is available only to the enlightened mind. Instead, Dushun contends that
contemplation is the mode through which one encounters the objective reality without
being disturbed by subjectivity. That should be the case in all three tiers of his Threefold
Contemplation of noumenon (empti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 and of the phenomena. In this sense, Dushun‘s paradigm is soteriologically
oriented in its basic nature. When Chengguan reformulates this ―contemplation‖ about
the realms of reality into a paradigm of the fourfold realm of realities, the paradigm
asserts itself as a fact; it is postulated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the subject‘s relation to
the factual world. The dismissal of the subjective posi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is a path to universalize the given paradigm or mode of thinking. The implic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lation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into the
reality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is signific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shun‘s
paradigm of ―contemplation‖ of the threefold realm of reality, the non-interference
either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a or among phenomena is an awareness
obtained through the subject‘s mental cultivation so as to be able to realize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reality, whereas, from Chengguan‘s paradigm of the fourfold
worldview, the non-interference becomes factual reality itself.
The fourth level of non-interference of phenomena cannot denote that conflicts do
not exist amongst each phenomenon. In fact, Chengguan himself acknowledges this. In
his Huayan fajie xuanjing（華嚴法界玄鏡 Mirror of the Mysteries of the Universe of
the Huayan）, Chengguan states: ―phenomena basically obstruct each other, being
different in size and so forth.‖11 Chengguan, further states, ―if we see only in terms of
phenomena, then they obstruct one another; if we see only in terms of noumenon, there
is nothing which can mutually obstruct. Now in this case, merging phenomena by
noumenon, phenomena are therefore without obstruction—therefore it says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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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a, in conformity with noumenon, merge.‖12 We then go back to our primary
question. If the non-obstruction applies only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noumenon, how
do we resolve conflicts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we live. Chengguan responds:
―contemplating phenomena involves compassion [in addition to wisdom] whereas
contemplation of noumenon is [related to] wisdom.‖13
Wisdom and compassion are known as two wings of Buddhism. Compassion as an
encounter with one‘s existential reality is not far removed from the compassion arising
from one‘s awareness of the suffering in life. Compassion arises when loving-kindness
（metta） meets the suffering of beings. And loving-kindness is the general attitude of
kindness and caring arising from one‘s realization that existential reality is always
already a differential notion without a substantial entity on which to ground it.
Suffering, the first noble truth of Buddhism, is not an individualized pain or feeling of
discomfort, but the pain which has universal cause in the sense that it applies to the
basic structure of existence, not to incidents occurring in isolation. An individual
incident could serve as an occasion to enable one to understand suffering, but, as it is, it
is not the foundation of the suffering per se.
Allow me for a moment to borrow what modern Japanese thinker Nishida Kitarō
identifies a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which, it seems to me, has a
strong affinity with the structure of Buddhist compassion that I am trying to articulate
here. In his discussion of religion and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Nishida challenges some
of the familiar concepts of religion. To put it briefly, religion, for Nishida, is not about
subjective belief because religious faith contains ―something objective, some absolute
fact of the self.‖ 14 Religion, for Nishida, is not about morality because morality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whereas religion is about the ―absolute overturning of values.‖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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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hida contends that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arises when an individual realizes the
absolute contradictory self-identity, whereas moral values emerge when one erases such
ambiguity in one‘s existence. Religion, for Nishida, is not about mysterious experiences
because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emerges when one ―becomes aware of the bottomless
self-contradiction of one‘s own self,‖ which cannot, in any mysterious way, be resolved.
And religion is not about peace of mind; instead,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rises,
according to Nishida, when an individual realizes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Enlightenment understood in this context does not mean ―to see anything objectively.‖
Instead, for Nishida, it is ―an ultimate seeing of the bottomless nothingness of the self
that is simultaneously a seeing of the fountainhead of sin and evil.‖16
Like Nishida‘s religious worldview, Buddhist compassion cannot be fully
explicated if we approach it as a subjective emotion or a mystical experience or an
activity which ensues from the practitioner‘s peace of mind. Nor can it be understood as
an individual‘s moral capacity which enables the individual to exercise ethical
obligation. Instead, compassion comes to pass when an individual realizes the ultimate
absurdity of existence itself. Absurdity, in this case, does not need to be understood in a
negative sense. To use the Huayan Buddhist terminology, compassion arises when one
realizes the inexhaustibility of the context of each incidence as one considers the
dependently arising nature of being. Huayan Buddhism‘s emphasis on the noumenal
world, in this context, is an apt preparation for the practitioner to become awakened to
the existential reali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exercise of compassion on the
phenomenal level.
When Huayan Buddhism repeatedly employs the counterintuitive expression
that in a particle of dust is included the entire world, the statement, obviously, is to
be understood symbolically. That is, the existence of each entity is always in the net
of excess which defies the existing referential system of the subject. This excess is
called, in Huayan Buddhism, the inexhaustibility（重重無盡 chongchong wujin）
of the realm of reality. This inexhaustibility of context is the reality of each entity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like each jewel in Indra‘s net. From the Huayan perspective,
it does have an ethical implication. Ethics, in this case, is not just related to moral
laws or moral obligatio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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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point to note is that the impossibility of offering a clear structure of
conflicts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does not negate or dismiss the conflicts themselves;
instead, the subject is required to approach the phenomenal conflict from a perspectiv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a commonsense logic. This is what Chengguan indicates with
his statement that with wisdom alone, the phenomenal world, which is charged with
conflicts, cannot be fully understood; the activation of one‘s compassion, in addition to
wisdom, is required.
Ethical imagination is the idea of fundamental ethical training and deliberation
being anchore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s. Normative
ethics, or ethics based 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 premised on the idea that rational and
logical thinking will lead to fair judgment of situations.
Ethical imagination proposes that the affective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our efforts to live with other beings. Self-understanding can be
deceptive, for instance if it fails to let one see the self‘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Huayan Buddhism clarifies how the Buddhist teachings of wisdom（ 智 慧 ） and
compassion（慈悲） let us embody the qualiti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both self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In this context, Dushun and Chengguan
explain how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our existence helps us overcome the
conflicts that inevitably exist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where beings have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bodies.
Imagination is a formative power. Li Tongxuan teaches us that with the
awareness of Buddhahood in each of us, each practitioner should invest in the
imagination of being the Buddha as she or he is. Imagination, in this case, is not
fantasy but the capacity to go beyond one‘s reality and to lead oneself to a
desired state.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that we practice with Huayan Buddhism reflects a new
dimension of ethics that is needed for the multicultural and global community we live in
today. Diverse groups lead their liv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with differing
values. An effort to unify their differences will result in disaster, since homogeneity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suppression and violence. Ethical imagination calls for us to
cultivate our capacity for empathy, which is a capacity that Huayan teaching requires of
each of us, in order to live in the diversity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and overcome the
conflicts that arise from this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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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uayan Buddhism and Postmodern Ethics
How, then, do we define ethics? What are the elements that enable us to practice
ethics in our time, as we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the diverse lives and species,
lifestyles, and views in life?
The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er Andrè Comte-Sponville made a good
distinc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ethics. In many cases, we use these two expressions
interchangeably; however, I‘d like to present Comte-Sponville‘s distinction, since I feel
that his definition of ethics catches some of the nuance that I wanted to convey with the
proposal of ethical imagination. Comte-Sponville says that morality bases itself on
transcendence and deals with Good and Evil in their absolute sense, whereas ethics
understands life in context and defines good and bad in relation to particular situations.
Morality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should I do?‖ while ethics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live. We follow morality with a sense of duty, whereas we exercise
ethics because of our love. As such, morality leads us to saintliness, whereas ethics
leads us to wisdom.17
Earlier I proposed that ethics in our time should begin from the ground up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our lived experience. From that premise,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e following for Huayan Buddhist approach to ethics.
First, I propose an awareness of rel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dependence. Our
society and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est has led us to think of ourselves
as rational,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beings. When facing the ideas of rel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dependence, people tend to think that interdependence defines
individuals as having no autonomy. Having autonomy, however, does not require
individual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period, the idea of human autonomy
emphasized that human beings have the capacity to make moral choices free from any
transcendental or governmental influences. We have passed the stage of declaring
autonomy as a human capacity. We have proven that capacity for over three centuries
and arrived at a point we critically evaluate anthropocentrism. Autonomy in our time
should not be a declaration of individualism, but should mean that we make choices free
from our biases, self-centered views, and attachments to privileges. Buddhist practice
highligh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s, which is a call for each being to liberate
17

André Comte-Sponville, Valeur et vérité; Etudes cyn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4, pp. 191-192.

Ethical Imagination: Huayan Buddhism and Postmodern Ethics

405

themselves from self-centered bias, the very obstacle that blocks our autonomy as
beings. Additionally, the postmodern emphasis on small discourses and diversity is an
indicator that all, not some, autonomous lives are worth our attention.
The second point I will emphasize is the call to exercise our affective capacity in
our ethics. Rational capacity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our moral discourse and our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s in separation from other species. We have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of that approach in the form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its impact on various
types of discrimination. Even though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dependence of
beings in theory and thinking, physically, we see ourselves as separate from others;
through our habit. We constantly encounter conflicts with others as try to put ourselves
ahea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In this context, Buddhism calls for ―compassion,‖ a
capacity to feel others‘ suffering as if it is one‘s own. I call this ethical imagination,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others beyond the physical and logical separateness. If we are to
embrace diverse lifestyles and viewpoints, values will collide. When that happens, our
practice has often been that the values of those who have power suppress the contending
values. The end result is what Miranda Fricker calls ―hermeneutical injustice.‖18 This is
a situation that occurs when ―the larger community, a power or numerical majority,
refuses to allow the experiences of a person or community to be described fairly.‖19
Women‘s experience in patriarchal society has long been experiencing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So have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marginalized b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of their times. What is needed in such a situation is to understand others
through their suffering and pain, as we discussed in the case of animal suffering. In her
famous report on the trial of Adolf Eichmann, a high officer in Nazi organizations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ending millions of Jewish people to death camps, Hannah Arendt
states that she was stunned by Eichmann‘s ―incapacity … to think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mebody else.‖ 20 Envisioning ourselves as living together with others requires
ethical imagination as much as ethical reasoning.
The third call I‘d like to propose is a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of ethics. Ethics is a
practical branch of philosophy, after all. By ethical ―imagination,‖ I mean the affective
18

Miranda Fricker,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Owen Flanagan, The Geography of Morals: Varieties of Moral Possi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38.
20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63,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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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of ethics, which also means a change of attitude and approaches. This selftransformation occurs through a participatory exercise of ethics. This is especially
relevant to our digital age, though not limited to virtual reality. We all participate in the
digital space, clicking ―Like,‖ reading news. What do we mean by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of The Participatory Condi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articipation is not just ―a set of practices.‖ It is ―the promise and expectation that one
can be actively involved with others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at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onds, communities, systems of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politics and culture.‖21 We might not want to think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on
and decision is made with the idea of changing ourselves and the society and
community we live in. However, ethics in our time should be centered in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through which we believe that we can change others and ourselves（selftransformation） so that we can move, even slowly, toward a better place to live for
everybody.
I will conclude this article with a question of responsibility. Some might wonder
where the call for responsibility comes from in the Buddhist-Postmodern world, as it
denies any form of transcendental anchoring of our existence or values. I would respond
using Derrida: ―To be… means … to inherit.‖22 Inheritance here does not mean that we
as individuals have received something which we will make use of in the future.
Instead, Derrida says, ―the being of what we are is first of all inheritance, whether we
like it or know it or not.‖ The Buddhist idea of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postmodern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al identity tell us that our existence is not an isolated event but
instead i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inheritance we received from nature, our society, other
people, and more.
Won Buddhism, a modern Korean Buddhism, explains this inheritance and
indebtedness of our existence through its doctrine of ―four beneficences‖（四恩）: our
existence is indebted to nature(the benefic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our existence is
indebted to those who make our existence possible biologically(the beneficence of
parents); our existence is indebted to our people(the beneficence of our siblings and
community); and our existence is indebted to our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the
21

Darin Barney, et. Al. The Participatory Condition in the Digital A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 viii.
22

Jacques Derrida, Translated by Peggy Kamut.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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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cence of law). The four beneficences of our existence of Won Buddhism aptly
point us to why we need to be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 ecology, other beings, and
our communities.
And again, as Derrida says, ―There is no inheritance without a call to
responsibility.23‖ The nature we inherited is not only for human beings, but for all of the
beings living on earth; this society and culture we inherited is not exclusively for
privileged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or the privileged gender and social class. We are all
in there.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also a privilege to take care of our inheritance.

23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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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是釋迦牟尼在人世間創立的，闡揚四諦、十二緣起、性空、平等、無我
等思想，努力探討世人生存、生活和生死等問題。法界緣起是佛教的基礎理論之
一，其思想依據主要是緣起相由、法性融通、唯心所現、大小無定等；其內容包
括四法界、六相圓融和十玄無礙等。法界緣起從不同側面闡釋了理事圓融和事事
無礙的思想，揭示了人、自然和社會本是互具互存的發展規律。然而現代科技給
人類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諸多煩惱。一些人受利益的驅使，形
成以自我為中心，以人類為中心的觀念，人、自然、社會間友善、平等、互相尊
重的關係被打破，出現了諸多不和諧、不穩定的因素。為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
人與社會間和善、平等等圓融無礙的發展目標，需要建設當代和諧社會，即建設
人間淨土。法界緣起觀為探討社會、自然和人類間的良性發展提供了很好啟示。
倡導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思潮和主流，也是當代人踐行佛陀本
懷的努力方向。佛教理論和佛教界諸多實踐努力為創建和諧社會、恢復人與自然、
人與人之間和諧美好關係的提供了諸多借鑒。
關鍵詞： 法界緣起、人間淨土、事事無礙、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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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釋迦牟尼在人世間創立的，佛教的弘化救度也是在人間實現的。佛教
闡揚四諦、十二緣起、性空、平等、無我等思想，努力探討世人生存、生活和生
死的問題。隋唐之際，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各大宗派逐漸形成和發展，其中華嚴
宗以《華嚴經》為主要經典，華嚴經的主要思想是法界緣起或無盡緣起，以緣起
相由、法性融通、唯心所現、大小無定等作為主要依據。法界緣起的思想揭示了
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是互為因果、互具互存，彼此不能孤立存在，大小互融無礙的，
對於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具有很好的啟示作用，也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體
現。人間佛教和人間淨土的概念最初由太虛大師提出，經大陸和臺灣諸位高僧大
德的闡釋弘傳和實踐活動，人間佛教已成為當今佛教發展的主流。人間佛教的最
終目的是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界、人與社會和睦友善、共存共榮的和諧平等的
目標。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物質生活財富到達了前所
未有的階段。現代文明給人類生活、生產、工作帶了極大利益和方便的同時，也
給人類帶了全球性或地域性的問題，各類惡性疾病發病率不斷攀升，人與人關係
冷漠，生態環境得到空前的破壞，社會不和諧因素大大增多。如何解決現實存在
的諸多問題備受社會各階層有識之士的重視和關注。理淨法師《〈華嚴金師子章〉
略考》對其版本形成、注釋、思想大意和社會價值進行考略，認為《華嚴金師子
章》對當時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我們今天的政
治、文化、科技、哲學和社會發展都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1鄯愛紅的
《佛教的生態倫理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文章認為，佛教由對生命的關切擴展至對
生命所依存的環境的關切，從而形成了注重宇宙整體的相互關聯、珍惜生命、愛
護環境等生態倫理思想。這些思想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有著許多契合之處。吸收
佛教生態倫理思想中有價值的因素，對之進行合理改造，最終實現可持續生存與
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南。2陳紅兵從佛教生態哲學的角度，闡釋了佛
教生態價值觀、德性論、存在論和提倡素食、節儉惜福等生態環保實踐等。3本文
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嘗試探討華嚴法界緣起理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指導作用。

一、法界緣起觀的闡釋
法界緣起是《華嚴經》的基本思想，主要包含四法界、六相圓融和十玄無礙
等，它們從不同側面闡釋了宇宙世界和宇宙人生理事圓融和事事無礙的道理。

（一）華嚴四法界觀

1
2
3

理淨：
《〈華嚴金師子章〉略考》，
《佛學研究》2017 年第 1 期，頁 216。
鄯愛紅：《佛教的生態倫理思想與可持續發展》，
《齊魯學刊》2007 年第 3 期，頁 125。
陳紅兵：《佛教生態哲學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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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的「法」指萬法，指十界三千的一切現象，「界」是謂差別、境界、分界
等。
「法界」
，又稱「法性」、「實相」
，是佛教的專業術語，具有諸多含義。而華嚴
四法界，即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和四事事無礙法界。四法界強
調了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諸法因緣和合而生，因緣離散而滅，揭示宇宙間一切
的存在都具有相對性、依賴性，互為條件性的。
四法界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和重重無盡的關係正是解釋了宇宙萬事萬物間
性相圓融、無障無礙、互相包容和性空緣起的法界緣起思想。
《華嚴法界玄鏡》講
了四法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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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宇宙萬法各有差別之相，不能混淆，但真如平等的理體又為萬法所依，理體
事相，互融互具，無礙通達，諸法互攝，重重無盡，不相妨礙。
《大方廣佛華嚴經
隨疏演義鈔》也闡述了四法界的內容：
今但取一門總意，亦即泯絕無寄。又欲令四門成四種法界故。初門即事，
次門即理，三即事理無礙，四即事事無礙。故第三事理無礙觀中，《疏文》
分三：初總標，二一理遍於事下。別釋，三上之十事下。總結，今初，言
十對皆無礙者。謂一教義無礙，二事理無礙，三行位無礙，乃至十應感無
礙。今且約事理者，事理是所詮法中之總故。又諸處多明理事無礙故，為
成四法界故。5
四法界中事法界即現象世界，現象世界之事物皆有差別，各有分齊不同。理
法界則闡明一切有差別的現象實際上是理性本體的示現，其特點是同一無差別的。
事物現象的差異性和理性本體的無差別性之間是相即相入、互為依存的圓融關係，
也就是任何事物的本身存在都是性與相的完整統一。在瞭解一切事物現象和本質
是同一根源之後，推之於一切事物，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是處在相互融攝，互為因
緣的關係之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無盡，大小相融的遍攝無礙。
事事無礙法界是《華嚴經》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也是世間萬事萬物和諧發
展的保證。《緣起經》講道：「云何名緣起初？謂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
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
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起愁歎苦憂惱，是名為純大苦蘊集，如是名

（唐）澄觀述：《華嚴法界玄鏡》（卷上）
，《大正藏》冊 45，號 1883，頁 672 下欄 21。
（唐）澄觀述：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0，
《大正藏》冊 36，號 1736，頁 71 下欄 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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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緣起初義。」6《雜阿含經》也講：
「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
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
苦滅。」7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則充分表現出世
間萬事萬物的相生相滅都是互為條件，互為因果的。
《大華嚴經略策》闡釋了《華嚴經》的本質：
「此經以法界緣起、理實因果不
思議為宗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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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實者，別語理也。因果者，別明事也。此經宗，明修
六位之圓因，契十身之滿果，一一皆同理實，皆是法界大緣起門。」8
華嚴法界緣起的本質是緣起和融通，四法界觀所闡釋的是一即一切、萬物互
為因緣。四法界依「三觀」而來，
「法界三觀」即是真空觀第一、理事無礙觀第二、
周遍含容觀第三，是人們認識宇宙間萬事萬物由表現到本質的過程，也就是觀察
一切事物由表現到本質的四個不同層次。
法界緣起是以法界為體，以緣起為用，體用互為因果，世間的一切都不能孤
立存在，互為因果，互為條件，圓融一體。法界緣起觀揭示了一切事情的現象和
本質，一切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散而滅的「性空緣起」「如幻不實」「大
小無定」思想。法界緣起由法界三觀發展而來，是認識宇宙世界存在的方式，突
出了萬事萬物的本體與現象，現象與現象間相互融攝的關係，揭示了宇宙萬事萬
物的差異，也突出了彼此間互相依存、互相包含的無窮無盡的關係。
人、自然、社會是宇宙間互具互存，互惠互利的整體，他們雖有不同，各顯
差異，呈現了事相的豐富多彩，但他們彼此間又是平等無差別的，誰都無法單獨
存在和發展，彼此間互為條件，互為因果，事事無礙。

（二）十玄無礙與六相圓融
華嚴法界緣起觀還包括六相圓融和十玄無礙等內容，六相圓融和十玄無礙從
不同角度進一步闡釋法界緣起思想。《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闡釋：「第十義理分
齊者有四門：一、三性同異義，二、緣起因門六義法，三、十玄緣起無礙法，四、
六相圓融義。」9其中六相圓融，又稱六相緣起。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載：
「（六
（唐）玄奘譯：《緣起經》，《大正藏》冊 2，號 124，頁 547 中欄 17。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號 99，頁 66 下欄 25。
8
（唐）澄觀述：《大華嚴經略策》，
《大正藏》冊 36，號 1737，頁 702 上欄 02。
9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4，《大正藏》冊 45，號 1866，頁 499 上欄 09。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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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謂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總相者，一舍多德故。別相者，
多德非一故。別依比總，滿彼總故。同相者，多義不相違，同成一總故。異相者，
多義相望，各各異故。成相者，由此諸緣起成故。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
動故。」10
六相指事物的六種形相和不同個體，總、別二相是緣起的體德，同、異二相
是緣起的異相，成、壞二相是緣起的義用，一切諸法具足此六相。六相既同時存
在於一切事物之中，又同時表現在每一事物之上，既有相反的，又是相輔相成的，
相互圓融，法法塵塵無礙自在，即是六相圓融。
六相圓融表明世間萬事萬物存在整體與個體、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圓融關係，
彼此間互為因緣，互為因果。六相圓融，與十玄無礙說，總稱「十玄六相」。
十玄無礙也稱十玄緣起，表示華嚴四種法界，彼此互相關聯、互相攝入而又
周遍圓融，也說明整個宇宙世界視為諸多事物現象的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相互依存關係。《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講道：
「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法界即事法界矣。」斯即總意，別
亦具十玄門：一既真理，與一切法而共相應，攝理無遺，即是諸門、諸法，
同時具足。二事既如理能包，亦如理廣遍，而不壞狹相故。有廣狹純雜無
礙門，又性常平等故純，普攝諸法故雜。三理既遍在一切多事故，令一事
隨理遍一切中，遍理全在一事，則一切隨理，在一事中故。有一多相容門。
四真理既不離諸法，則一事即是真理，真理即是一切事故，是故此一即彼
一切事，一切即一，反上可知故，有相即自在門。五由真理在事各全非分
故，正在此時彼說為隱，正在彼時此即為隱故，有隱顯門。六真理既普攝
諸法，帶彼能依之事，頓在一中故，有微細門。七此全攝理故，能現一切。
彼全攝理同此頓現。此現彼時，彼能現所現，俱現此中。彼現此時，此能
現所現，亦現彼中。如是重重無盡故，有帝網門，以真如畢竟無盡故。八
即事同理故，隨舉一事，即真法門，故有托事門。九以真如遍在晝夜日月
年劫，皆全在故。在日之時，不異在劫故。有十世異成門，況時因法有，
法融時不融耶。十此事即理時，不礙與餘一切恒相應故，有主伴門，故一
理融通十門具矣。11
十玄無礙可總攝一切緣起法，從十個方面說明事事無礙之相，說明萬物與萬
物、萬物與人、人與人、人與萬物之間都是互為條件、互相包含、相即相入、圓
10
11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4，《大正藏》冊 45，號 1866，頁 499 上欄 09。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
《大正藏》冊 35，號 1735，頁 509 中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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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無礙等複雜而又統一的關係。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將四法界、六相、十玄關
係進行詮釋：
（四種法界）謂一真之理，全成有相之事，即十法界聖凡依正因果等事。
由事攬理成，故理不礙事。理能隨緣，故事即理。如全波即水，全水即波，
不相妨礙，故為理事無礙法界……故理既遍而事亦遍，是以一塵一毛能含
無盡之事。由事事即理，故一一事法，隨理而融通。是以一塵一毛，不但
能含，亦能隨理而遍，故一一塵毛由此含遍之力。故一塵一毛，一一皆能
含能遍能攝能容。故重重重重無障無礙，以六相圓融，具顯十重玄門，故
成事事無礙法界。正是今經所說，法界深玄妙極於此。12
澄觀法師以大海與波濤、一塵一毛比喻宇宙間個體與整體的關係，不論無數
個體間、整體間及個體與整體都是互為因果、互為依存的理圓融和事事融合的關
係。正所謂微塵非小，能容十刹；刹海非大，潛入一塵的大能容小，小能攝大之
重重無盡「因陀羅網法界」。
總之，法界緣起觀包含四法界、六相圓融和十玄無礙的主要內容，突出了萬
事萬物之理事圓融、非一非異的關係，及彼此間互為因緣，互為因果的關係。法
界緣起觀揭示了宇宙發展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既相互獨立，又互為因果
的圓融無礙的關係，即體現了華嚴思想所表示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內涵。宇
宙間人、社會、自然的關係正如法界緣起觀所闡釋的關係，華嚴法界緣起觀對於
當下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關係具有積極啟示作用。如果把宇宙空
間視為一個整體，那空間的萬事萬物，如人類、動物界和植物界等都是不同個體，
個體與個體、整體與整體、個體與整體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係。
若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個體與整體、個體與個體間就會失去平衡，彼此間產生不
協調的關係，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生存就會失去平衡，社會也就出現不和諧因素。
法界緣起觀既肯定世界存在及其價值，也體現了佛教是關注人、自然和社會的宗
教。理事圓融和事事無礙的「和諧」的法界緣起思想為我們探討人與人、人與自
然、人與社會的關係，為建立和諧人間淨土的實踐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二、人間淨土思想及現實問題的存在
（一）太虛大師人間淨土建設
20 世紀 20、30 年代，太虛大師針對佛教內部的問題和西方文化的衝擊等現實
12

（唐）澄觀疏義：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卷 60，
《卍新續藏》冊 9，號 240，頁 127 上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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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契理契機地對佛教進行三大革命，進而提出了貼近人生、改善人生和關注社
會的「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極大促進了清末民國衰微佛教的振興。
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以服務社會為宗旨。如何關注現實人生？如何使現實
生活中的芸芸眾生得以解脫？如何改變「死的佛教」或「鬼的佛教」為積極入
世的佛教？如何提高世人對於佛教的信心等？這都是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
想的內涵。
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的思想來源於經典，並在在大陸、臺灣等地都得到
踐行和發展。
《增壹阿含經》說：
「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13佛世尊出
生、成道、教化皆在人間，人間佛教是要面對現實，解決人類的問題。既要關注
人生的痛苦和苦難的根源之所在，又要解決現實人生面臨的問題，人間佛教的宗
旨是淨化自身和利益眾生，其目的是莊嚴國土和利樂有情。以此，實現人、社會、
自然和諧發展，最終建成人間淨土。
人間佛教的特點是以人為本，以人們道德的樹立，社會的改良和人類的進步
為前提，太虛大師曾說：
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
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
佛教。人間佛教由世人在世間完成和實現，人間淨土是人間佛教的最終目
標。人間淨土即是人生善的環境，是世人利用佛教思想採取自度自救的
措施。 14
人間佛教是世人利用佛教的思想採取自度自救的措施，以佛教改良社會，使
現實社會變得和善美好，最終目標是人間淨土的建設。人間淨土思想是太虛大師
人間佛教建設的一部分，太虛大師講道：
「故餘覺佛法上所明淨土之義，不必定在
人間以外，即人間亦可改造成淨土。雖世人有煩惱生死、痛苦鬥爭等危險，但若
有適當方法而改造，固可在人間建設淨土也。」15
淨土是大乘佛教徒和信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終極目標。佛典中的淨土是殊
勝美好清淨莊嚴國土，有西方極樂淨土、東方琉璃光淨土和兜率天淨土等諸多淨
土，淨土被描繪成一個衣食無憂、沒有戰亂與災難、處處和諧、美妙殊勝的極樂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26，
《大正藏》冊 2，號 125，頁 694 上欄 02。
釋太虛：《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見《太虛大師全書》（冊 25）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54。
15
釋太虛：
《新中國建設與新佛教》
，見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冊 197）
，北京：全
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 年，頁 426。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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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追求如此美妙的淨土則成為每個佛教徒和信眾生前所願。為此，世人希望
按佛經的要求發願勤修和念誦佛名，死後往生虛幻殊勝美妙的淨土。太虛大師對
淨土也有描述：
佛學所謂的淨土，意指一種良好之社會，或優美之世界……在佛典中所謂
淨土，是與我們現所居穢土比對而言，我們所居之土，因有許多穢惡充滿，
為五汙惡世之土。若時代不好，多生變亂，名劫濁；知見不正，易起邪說，
名見濁；所求不遂，煩擾惱害，名煩惱濁；人及動物，善少惡多，名眾生
濁；百年難期，生命短促命，名命濁。此土具此五濁，人生多行惡行，故
非淨土。16
實際上，太虛大師對於淨土的描述就是人間淨土的建設目標，追求往生淨土
是世人渴求一種美好生活的願望，這種願望來源於世人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種種弊
端和諸多不如意。對治五濁，實現良好的社會就是人間淨土。太虛大師認為：
近之修淨土行者，多以此土非淨，必須脫離此惡濁之世，而另求往生一良
好之淨土……然偏觀一切事物無不從眾緣時時變化，而推原來事物之變化，
其出發點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即人人皆已有
創造淨土的本能，人人能發造成此淨土之勝願，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間可
造成為淨土，固無須離開此齷齪之社會而另求一清淨之社會也。質言之，
今此人間雖非良好莊嚴，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其修集許多淨善的因
緣，逐步進行，久之久之，此濁惡之人間便可一變而為莊嚴之淨土；不必
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故名為人間淨土。17
五濁惡土的存在即是人類痛苦的存在，誰都不願忍受下去，設法解決痛苦，
以求達到解脫境界，這種解脫境界的實現就佛教來說是涅槃，也就是人間淨土。
人間淨土不是自然成就的，也不是神靈創造的，是由世人等有情類發起好心，發
正當思想，採取各種合理的行為，作出種種的善業，才能使人們生活美滿，離苦
得樂，把濁惡人間變為美好社會即是人間淨土。
作為一代高僧的太虛大師所提倡要建設人間淨土，其根本方法是以世人皈依
佛法僧三寶為前提，以具有佛法僧三寶之性德為基礎，以不殺生、不盜竊、不邪
釋太虛：
《創造人間淨土》
，見《太虛大師全書》
（冊 25）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48-349。
17
釋太虛：
《創造人間淨土》
，見《太虛大師全書》
（冊 25）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50-35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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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癡、不嗔恚、不邪見為修行準則，
依佛教十善等法修行，與三乘賢聖僧為友，去除貪嗔癡，提倡弘傳佛教、教化眾
生、昌明德禮、改良陋習、減弭兵刑、寬裕生計、慈幼安老等，以此具備建設人
間淨土的因緣，才能將惡濁世界變為善淨人間。太虛大師講道：
吾人既達佛、法、僧德，實為人間本具成分，欲令生髮增長，轉惡濁人間
進為善淨人間，須歸依已獲成就之佛、法、僧，僧為勝增上緣，攝護不退，
而奉佛等先覺為師，依佛十善等法而行，與三乘賢聖僧為友，即為造成人
間淨土之因緣也。故吾人建設人間淨土，當了知本具佛、法、僧之性德，
而以歸依佛、法、僧為根本。18
在當時背景下，太虛大師不僅提出佛教要關注現實人生，關注社會發展，而
且還宣導世人信仰佛教，信仰三寶，發好心，遵守五戒十善，勤修八正道，改善
生活環境，建設人間淨土。太虛大師選取不同國家和不同寺院，希望人們修學佛
法，建立示範寺院、十善村、五戒村和三皈村等，並制訂相關設想和實施方案，
可通過持誦密教陀羅尼，懺罪護法，以求降魔除怨，息災增福、和平安寧，施財
救濟，逢凶化吉等，以此推行人間淨土的建設。實現人間淨土，不僅要做好人，
除了世俗政府建立相應的政策和法規以外，還要將佛教的道德精神融貫到社會政
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不同領域。
太虛大師非常有遠見提出了人間佛教和建設人間淨土的思想，並認為佛教的
發展要適應當代社會發展和變革需求，《建設適應時代之中國佛教》講道：「佛法
之流行於世間，以眾生世界為依止，故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國之
政教，既有時代之變遷，而佛教亦隨之而一變其往時之習慣，始能適應社會而生
存發達。」19
太虛大師生活在天災洊臻、鄰國侵逼、兵匪擾害、生計窮促、侈欲增強、舊
德淪喪、風俗淫亂、知識泯棼、土地瓜割、人物沙散、意見衝突、能力脆弱等經
濟力量不充、社會事業不振、人民思想激變和國家政治混亂的時代，他能鑒於此
契理契機提出了能夠真顯佛教本來面目的人間淨土的建設，使世人能夠安居樂業，
生有所養，老有所依。然而，我們生活的時代也存在一些不和諧因素和麵臨所要
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釋太虛：
《創造人間淨土》
，見《太虛大師全書》
（冊 25）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23-324。
19
釋太虛：
《建設適應時代之中國佛教》
，
《太虛大師全書》
（冊 19）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6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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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實社會面臨的問題與產生原因
1.現實社會存在諸多問題
我們生活的時代與上世紀，乃至佛陀時代相比已大不同，現代人們對於生活
品質和生存品質也大大提高，人間佛教所面臨的問題也有所不同。
第一，環境問題加劇。民國初期環境問題不是迫切問題，然而我們生活的
時代，人類物質生活日益豐富，人們對於生存環境、工作環境和人文環境也有
較高的要求、關注。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處於高速發展時期，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
是長期以經濟建設為導向，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長，某些企業追
求利益的最大化，人類在過度追求物質享受，物欲和貪欲的無限膨脹，也帶來了
諸多生態問題，溫室氣體過度排放，氣候變暖，霧霾嚴重；對礦產、能源等大自
然進行掠奪式利用，污水亂排偷排現象嚴重，地下水污染嚴重；亂砍亂伐，森林
減少，土地沙化，物種減少；農業灌溉不合理和農藥過度濫用，造成水資源的浪
費、污染和農作物、果蔬農藥殘留超標。這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致使使得人與
自然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嚴重污染致使很多惡性腫瘤和流行性疾病高發，威脅人
類生存品質和健康，有些人因為疾病導致生活水準下降。生態問題是民生之痛，
更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重大阻礙。
第二，道德淪喪，諸多問題凸顯。各地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貧富差距逐漸拉
大，城鄉差距加大，由於過度強調經濟發展，使得社會上形成了唯金錢至上的價
值觀念，傳統文化遭到破壞，道德倫理敗壞，信仰危機、精神空虛，社會浮躁，
社會大眾精神層面的建構缺失，急功近利，心理扭曲，致使社會價值觀錯位，腐
敗滋生，攀比之風盛行；坑蒙拐騙等問題屢有發生；錢權、權色、錢色交易變本
加厲，不勞而獲寄生的傾向嚴重；人與人之間關係冷漠與仇視，家庭問題不斷出
現，嚴重影響到人際關間關係的和睦、社會的安定等。
同樣由於道德的缺失，人們沒有了道德底線，食品安全問題更是屢見不鮮。
餐飲問題也十分嚴重，污染的農產品、地溝油的使用、轉基因食品、食品添加劑
的大量超標使用等，人身健康受到威脅。
第三，受到極端宗教勢力的影響，國際恐怖組織和民族分裂力量在一些地區
十分活躍，局部矛盾和衝突不止，人們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生活環境也遭到極大
破壞，嚴重影響當地社會安定，制約經濟的發展。
如何解決現實社會中人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實現人與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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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和諧社會的根源
當今社會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主要根源是人心不淨，是過分以人類為中心
造成的。人、自然和社會應處在互相依存，互為因果的因陀羅網（天帝網、帝網）
之中，有因有緣世間集，只有認識到法界緣起，才能證得三菩提。如果人與人、
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存在問題，那人、自然、社會間就不能做到事事無礙。
太虛大師講道：
所謂一草一木，以至一行星，一太陽，皆為無量數因緣關係集和而成，其
發動處為人等有請之心的力量。以心的力量即為各種的思想知識等等，及
其發揮為各種學術，造成各種事業，積之既久，因滿果熟，即成一優美良
善之社會，或一清淨莊嚴之國土。20
大師認為上至天空星曜，下至人間草木，都是處在因緣無礙的關係之中，
只有以心的力量成就各種事業，經過長久努力，才能將社會變為清淨和善的人
間淨土。
現實社會生活中不和諧因素都是由於我執心和貪嗔癡三毒之火造成的，是世
人苦惱的根源，使得身心不能清淨自在。我執是以「我」為中心，以「人類」為
中心，過度膨脹自我，認為人類可征服自然界，控制社會，使其為自我所用，
「我」
即私己及由私己所發的貪欲和忿爭等。如《過去現在因果經》所講：「一切造善
惡，皆從心想生；是故真出家，皆以心為本。」21如果每個人都以自我為根本，用
其所有的手段、工具謀求縱有我而制服他物的目的，那世間一切則不會和諧發展。
作為人都有享樂和佔有的欲望，一個希望欲樂和佔有欲了得到滿足，還會有
其他的欲樂出現，並無休止地將這種欲望擴展到不能實現的境地上去，接踵而至
欲望又會不斷出現，這種持續不斷的欲望正是苦惱的根本原因，生老病死是苦，
求不得是苦，愛別離是苦，怨惜是苦。
這些苦楚源於心不淨，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對於「心」有所闡釋：
「若事法界，則分別念慮之心，差別塵境之法，十八界等當體不生，名之為淨。
何者？法界淨穢，皆由自心。心穢則穢，心淨則淨。」22 心穢則汙濁生，心淨是
國土淨的前提。《金剛經纂要刊定記》也載：
釋太虛：
《創造人間淨土》
，見《太虛大師全書》
（冊 25）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49。
2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 4，《大正藏》冊 3，號 189，頁 645 上欄 21。
22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下，
《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5 上欄
16-2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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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華嚴是圓極一乘，亦以此心為一真法界之體。故彼疏說：
「統四法界為一
真法界，謂寂寥虛曠、沖深包博、總該萬有，即是一心，體絕有無、相非
生滅。」乃至雲：
「諸佛證此妙覺圓明，現成菩提為物開示」等。然此一心
有性有相，相則凡聖迷悟、因果染淨等異；性則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然
此性相不即不離，以相不離性故。只向同處異，性不離相故。只於異處同，
性不即相故。未始有差別，相不即性故。未嘗不殊異，蓋緣性相一味。所
以同異兩存，其猶一水波濕，性相同異可知。然此靈心本非一切，能為一
切，心之名字亦由此立。今雲淨者，但約畢竟空義，非是揀染名淨，以但
唯一心，貫通染淨故。23
心染則社會就有出現汙濁之事，心淨則社會也會變得清淨。汙濁雜染的世間
是因貪嗔癡的意念決定的。心的染淨決定了法界緣起染淨，法界緣起也有了染法
緣起和淨法緣起之別。染法緣起，也是煩惱緣起，是因貪嗔癡無明心所造成，染
法界緣起以人類為中心，不能理解世間萬物是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的；離染才能
得淨，淨法緣起是覺悟的境界，遠離我執和貪癡欲念，達到六相圓融和十玄無礙
的境界。緣聚而生，緣盡而無，揭示了宇宙間一切存在都是相對的，彼此具有依
賴性和條件性，法界緣起是對治個人主義（利己主義）
、人類中心的思想，任何一
種事物或個人都不是主宰者，不是唯一的永恆的、絕對的，都需要依賴他者。法
界緣起構成佛教和諧倫理的基石，也是社會和諧的基礎。

三、從法界緣起觀到人間淨土的實踐
心不淨是苦惱的根源，也是宇宙間存在自然、社會和人際關係不和諧的根源。
人心不淨，莊嚴國土和利樂有情就無法實現。人間佛教應契理契機，應對現實，
以四諦、緣起、平等、慈悲和無我等理論為對治染心、貪嗔和無明提供了很好的
參考和借鑒。將佛教理論與現實社會發展相適應既是佛教服務社會的表現，也是
積極踐行人間佛教的體現。

（一）心淨是人間淨土實踐的前提
心是宇宙萬有之根本，心性周遍，虛徹靈通，散之則應萬事，斂之而成一念。
《觀心十法界圖》中間是「心」字，十法界分為四聖與六凡，四聖是指佛、菩薩、
緣覺、聲聞四種聖者的果位，乃聖者之悟界；六凡則指天、人、阿修羅、畜生、
餓鬼及地獄等六界，為凡夫之迷界，因為癡迷無知而輪回六道世界。凡夫在六道
中輪回，一切業障都是由心所造，即十界唯心，萬法唯心。
23

（宋）子璿錄：《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 1，《大正藏》冊 33，號 1702，頁 171 下欄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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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世界萬物皆由心造，那若想淨化世界，必須要從救人心做起。只要心安
定下來，就能去除雜念。心解脫，即是讓內心的煩惱徹底消除，滅除貪嗔癡欲望，
才能到達智慧境界。《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載：「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
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24
《雜阿含經》講道：「長夜心貪欲所染，瞋恚、愚癡所染，心惱故眾生惱，心淨
故眾生淨。」25心淨眾生淨，心經國土淨。般若譯《華嚴經》記載：
一切寶蓮華藏座上，起等虛空界廣大心、拔一切現前執著心、集一切德無
染心、淨一切刹無想心、了一切法歡喜心、觀一切境無礙心、入一切方周
遍心、行一切行無障心、淨一切智境界妙行自在心、觀一切菩薩道場莊嚴
清淨明瞭心、深入一切如來法海廣大心、調伏成熟一切眾生周遍心、淨一
切佛剎無量心、了一切眾會如影心、住一切劫無盡心、究竟如來力無所畏
不共佛法無退轉心。26
一切惡業、善業都是由心造，心淨與不淨還能造成人生觀和生態觀的改變。
使心離垢，即能獲得自在，增長智慧，去除我執心和貪嗔癡心，廣修德行，在日
常生活和工作中就能獲得無想心、歡喜心、無礙心、無障心和明瞭心等，了知法
界緣起和無我，身心清淨能夠減少貪欲，克制物質享受的追求，提高世人道德修
養和自控力，如理正思維，透過事物現象的觀察，真正體悟理性的思考，通達染
淨緣起觀，瞭解因果的必然與普遍性，以此減少對生存的環境的破壞，通過各個
方面協調努力，改善我們的生存環境，而不是消極適應和避讓。
為了應對社會問題，臺灣的聖嚴法師作出了很好的嘗試，他認為：
「每一個人
的存在，是與國家、民族、整個人類，甚至與全宇宙的存在密切相關的。我們的
肉體雖然只有短短幾十年的壽命，卻都與歷史的生命和社會的生命結合在一起，
永遠不會、也不可能脫離宇宙時空的整體生命。」27聖嚴法師的思想和闡釋中包含
了法界事事無礙思想。於是聖嚴法師從現世社會存在問題的根源入手，提出以「心
靈環保」為根本的淨化眾生的心靈的「四種環保」理念，即心靈環保、生活環保、
禮儀環保和自然環保。「四種環保」涉及社會各個方面，但核心是「心靈環保」。
聖嚴法師認為：「『心靈環保』的意思是指對環境衛生的保護，以及人類生存
空間的維護。」 28因為環境的污染是由人造成的，「心靈環保」應該包含兩個方面
24
25
26
27
28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
《大正藏》冊 14，號 475，頁 538 上欄。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0，
《大正藏》冊 2，號 99，頁 69 下欄 15。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
《大正藏》冊 10，號 293，頁 838 上欄 20。
聖嚴：
《法鼓山的核心主軸：心靈環保》，聖嚴教育基金會，2016 年，頁 5。
聖嚴：
《法鼓山的核心主軸：心靈環保》，聖嚴教育基金會，2016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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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一是指物質環境的保護；二是污染的根源來自「心靈」
。在物質污染和心
靈污染兩個方面中，聖嚴法師更是強調「心靈」的作用，
「心靈」的清潔才是治理
物質污染的根本。擅長「調心」、「 治心」 的佛教思想在對治人心貪欲進而解
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社會等問題上具有天然獨特的優勢。
「心靈環保」是希望世人以平等心看待一切，瞭解佛教因果關係和因緣關係，
認識「法界緣起」或 「緣起性空」 的思想，改變以人類為中心的觀念，就能建
立起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相互依存的和諧關係，少欲知足，人人能保持心理平衡
和人格穩定，以慈悲心包容他人，以智慧處理事情，珍愛天然資源，存利他心，
以此達到自理自他的目的，完成心淨→個體淨→群體淨→社會淨→國土淨的目標。
所以《心靈環保自序》中講道：
若想救世界，必須要從救人心做起，如果人的思想觀念不能淨化，要使得
社會風氣淨化，是非常難的。心靈的淨化，便是理性與感性的調和，智慧
與慈悲的配合，勇敢放下自私的成見，勤於承擔責任及義務，奉獻出自己，
成就給大眾，關懷社會，包容他人。唯有如此，人間淨土的實現，才不會
僅是空洞的理想。29
佛教法界緣起觀最能體現人與人、社會、自然及各種物間的相互依存的共生
互動關係。社會安定需要人與人關係和睦、人對自然合理開發利用，保護好人類
賴以生存的環境。要做到人、社會、自然事事無礙，必須管好自己的心，克制貪
癡欲望，遵守自然發展規律和法律法規，最終實現和樂清淨社會，即和諧的人間
淨土。正如《雜阿含經》所說：「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諸煩惱永
盡，是名涅槃。」30只有人的貪欲、瞋恚、愚癡之心被克制，才能達到事事無礙的
境界，最終實現和諧的人間淨土。

（二）慈悲平等是人間淨土實踐的基礎
法界緣起的基礎是「眾生平等，萬物皆有佛性」和「無情有性」的生命平等
觀，「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31則充分說明世間的山川、草木、
大地、瓦石、蟲鳥等都是平等的。只有樹立眾生平等思想，才能尊重生命，發慈
悲心，敬畏生命，愛護生靈，保護生命，禁止濫殺等，慈悲是和諧思想的核心，
和諧是悲智雙運之所向。佛教以智導行，以智化情，而成慈悲。要實現人、社會、

聖嚴：
《心靈環保自序》
，法鼓全集光碟版「第三輯第五冊」 。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35，
《大正藏》冊 2，號 99，頁 126 中欄 03。
31
《禦選語錄》，《卍新纂續藏經》冊 68，第 1319 號，頁 611 上欄。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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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和諧應該從管好自己的「心」開始，多一分人與人平等、人與自然平等之
心，少一分利益之爭心，社會就能變得和諧穩定。
在現實生活中，可以通過佛教眾生平等的宣說不斷提升人們對保護生態環境
的認知，去除貪嗔心和我執心，認識到環境與我們的生活和社會息息相關。以「法
界緣起」思想讓人們認識一切萬物皆由因緣合而生，因緣散而滅，改變人們對世
界整體性的認識，人與人平等，人與動植物皆是平等，是相互依存，共俱共生的，
人不能勝天，人也不能擺脫世間的一切而獨立生存。
宣揚法界緣起觀，以「業報因緣說」的善惡因果報應和六道輪回等思想，勸
說人們止惡行善，作出正確抉擇，人類要知福、惜福、培福、種福，建立人與自
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良性循環關係，制止人對自然無節制索取的惡性循
環，更好地珍惜大自然為人類提供的一切。
聖嚴法師的「生活環保」和「自然環保」有著緊密聯繫，
「生活環保」是指人
的生活態度，要求人的生活要整潔、簡樸和節約，不要浪費各類資源；要安寧、
平靜和清淨的生活，不要奢華和喧鬧。而「自然環保」主要強調保護自然環境，
愛護動植物，珍惜地下的自然資源，樹立自然環境保護的理念，珍愛我們賴以生
存的環境和社會。聖嚴法師指出：
「山河、大地、陽光、空氣、水和我們生存的空
間，都是自然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沒有土地讓我們生存、活動。從佛教
的觀點而言，不論地面、地下、空中、水中、城市或山林，無一處不是眾生的家
園。」以此提升世人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防止對生態的進一步破壞和惡化，使
人類有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綠色的山川大地和優美的生活生存環境。

（三）教育和法制是實踐人間淨土的關鍵
淨慧老和尚也曾說：
「人類的存在與整個山河大地的存在分不開，而且是要協
調和諧地存在，只有人與自然和諧地存在，人類才能生存；一旦不和諧，人類的
生存就會出現危機。」32然而人類對生態環境、大自然破壞的惡果已經顯現，我們
正遭受霧霾空氣的困擾，面臨水源污染和水資源的短缺，物種減少，森林消失，
沙漠化程度加劇，以及極端惡略天氣和各類惡性疾病的危害。如何使世人與自然
恢復和諧，如何使世人與社會和諧相處？需通過佛教教育、世俗教育和國家
法製作為保證。
創建人間淨土需要人來完成，但如何創建？太虛大師認為，一是須用政治的
力量為實際施設，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即以實業解決世人衣食住行等問題；以

32

淨慧：《生活禪鑰》，上海：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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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造思想，推動社會進步；以藝術提高世人思想修養和健全身心；以道德為
教育根本，以此增進德操、涵養、誠意和正心。二是應依佛法的精神為究竟歸
趣，佛教將宇宙人生貫通為一，創建人間淨土，以大乘佛教菩薩行提升世人得
到進步。 33
太虛大師論及的依政治力量和佛法精神是相輔相成，通過國家干 預和教
育以推動社會進步和提升人們道德修養。
近些年來，環境問題備受關注，已經被提升到國家層面，宗教界也積極行動
起來，積極發揮寺院、道觀的示範作用。
《發揮宗教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一
文中也講道：
「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關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來，
必須全民動員投身生態文明建設。宗教界參加生態文明建設，有信仰基礎，有歷
史傳統，有自覺意識，有社會公信，可以發揮獨特作用，是一支重要力量。」 34
一般來說，寺院、道觀的環境都比較優美和安靜，能為社會上環境保護
和生態建設起到一定的榜樣示範作用。所以宗教界在建設生態文明和和諧社
會中起著不可小視的力量。很多寺院積極行動起來，以寺院和佛學院為基地，
通過佛學院教育、夏令營、佛經宣講、寺院宣傳冊和居士教育等不同層次、不同
管道的教育，提升僧眾、居士等生態保護意識，並能身體力行；提倡文明敬香，
引導合理放生，或變放生為護生，珍愛生命、珍愛生靈，珍愛我們賴以生存的環
境，使僧眾認識到良好生態環境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使得他們自覺主動從事
熱愛環境、珍惜環境的活動之中，從身邊事情做起，以一人影響多人，多人影響
更多的人，到達保護生態環境的目標。並積極引導僧眾以六和敬的態度對待社會、
家庭和人際關係，使社會清淨，家庭和睦。
臺灣聖嚴法師在「四種環保」基礎上，又提出「心五四運動」 35和「心
六倫」 36等，並通過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和大關懷教育等三大教育，將
惜福感恩和提升倫理道德的理念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和親自實踐， 力求淨化人
心，淨化社會，提升人品，以健康的心態面對自然、社會和人群，改善環境、安
定人心和安定社會，力爭建設美好的生存環境、生態環境和和諧的人際社會。
大陸出台了各類法律法規，以保護環境，懲治對環境違法行為，約束民眾行
參見釋太虛：《創造人間淨土》，見《太虛大師全書》（冊 25），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52-353。
34
王作安：《發揮宗教界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中國宗教》2013 年第 7 期。
35
「心 五四 運 動」即 四安 —安 心、安 身、安 家、安 業；四 要 — 需 要、想 要、能要、改要 ；
四它 — 面對 它、接 受它、處理 它、放 下它；四 感 — 感恩、感 謝、感化、感 動；四 福 — 知 福、
惜福 、 培福 、 種福 。
36
「心 六倫 」 即家 庭 倫理 、生 活 倫理 、 校園 倫 理、 自然 倫 理、 職 場倫 理 和族 群倫 理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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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民眾的倫理道德，提倡誠實、守信的社會倫理教育。
《中國二十一世紀議
程》規定了學校學生新的道德原則，將水土等自然資源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生物
多樣性保護、荒漠化防治、保護大氣層、固體廢物的無害化管理列入國家保護之
中，把建立資源節約型經濟體系，將水、土、礦、森林、草原、生物、海洋等各
種自然資源管理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建立自然資源核算體系，運用市
場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手段，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實行資源保護、利用
與增殖並重的政策。通過學校教育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
十八大提出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
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國家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重
要地位，加以重視。十九大又提出了「美麗中國的舉措」、「國土綠化行動」、「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等，環境與和諧發展問題
依然備受關注。國家強大、社會和諧穩定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物質充裕、技術
進步上，而且體現在文明、健康、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之上。目前國家所提倡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
善」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儘管我們的教育和具體
實施過程中還存在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正朝著建設和諧社會的方向努力邁進。
若人人遵守五戒十善，奉行誠實、守信、恪守規矩，那和諧、溫馨和美好的社會
就能實現。
綜上所述，本文首先闡釋了《華嚴經》法界緣起觀包含四法界、六相圓融和
十玄無礙基本內涵，法界緣起理論主要突出了萬事萬物之理事圓融、非一非異的
關係，及彼此間互為因緣，互為因果的關係。然後論述宇宙間人、自然、社會本
應是互俱互存，社會清淨自在的，然而現代科技給人類生活、生產帶了極大方便
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了全球性或地域性的問題，惡性疾病的高發，道德淪喪，生
態環境的破壞，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人間佛教的發展面臨新問題和挑戰。最後
探討了佛教理論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應對出現的諸多問題，從法界緣起觀出
發，認識到世間人、自然和社會相互依存關係，以教育和法制的手段提升人的素
質和道德修養，克制人類私欲和無明，樹立眾生平等生命觀，破除以自我為中心
的我執心裡，滅除貪欲，增長智慧，不斷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環境，重新建立人
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間和諧良好關係，變染法界變為淨法界，做到人心和
善、家庭和樂、人際和順、社會和睦、世界和平等，逐漸實現美好和諧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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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華嚴經疏鈔編印始末
─以徐蔚如(1878-1937)的問題發現為中心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副教授
闞正宗

摘 要
繼宋代淨源(1011-1088)錄疏注經以後，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有僧妙明
釐經入疏，釐疏入鈔，是為《華嚴經疏鈔會本》，刻版流通，版存武林（杭州）昭
慶寺，世稱「昭慶本」。熹宗天啟年間(1621-1627)，嘉興葉祺胤（生卒年不詳），
重校昭慶本刊刻。清《龍藏》即以此本為底本。民國徐蔚如評此版本為「刪節不
全，會合不當」
，其生前原欲鳩集同道蔣維喬(1873-1958)、李圓淨(1894-1950)、黃
幼希(1883-1958)等人重訂，但終因他的病逝而推遲。
1937 年始由蔣、李、黃三人在應慈法師(1873-1965)領導，於上海成立「華嚴
經疏鈔編印會」
，以恢復澄觀原本。1995 年 8 月，華嚴蓮社成立「華嚴編藏會」有
意重編。在此基礎上，華嚴蓮社參考內外典籍查尋出處，以新式標點符號重新標
明註釋整編成《新修華嚴經疏鈔》
。本文旨在探討徐蔚如發現「金陵刻經處」流通
本《華嚴經疏鈔會本》問題後一連串之發展，並最終完成大陸民國《華嚴經疏鈔》
及臺灣《新修華嚴經疏鈔》的歷史過程。
關鍵詞：徐蔚如、華嚴經疏鈔、應慈、金陵刻經處、葉祺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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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漢譯《華嚴經》依年代所譯分《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四十華嚴》。《六
十華嚴》譯者佛陀跋陀羅(359-429)，譯出的時間約在 418 年至 420 年間，或說 421
年。最初有五十卷，後經校訂成為六十卷，此即《六十華嚴》
。為最古老的舊譯本，
因為是翻譯於晉代，故又稱晉譯。
《八十華嚴》為實叉難陀(652-710)所譯，翻譯時間大約在 695 年至 699 年之
間。本經較《六十華嚴經》還大部，共有八十卷，因此稱《八十華嚴》。因為是新
的譯本，故稱「新譯」
，又因是在唐代所譯，也稱「唐譯」
。後清涼澄觀國師(738-839)
作《華嚴經疏演義鈔》八十卷以釋之。
以上三種華嚴譯本，文義最為周備的是唐譯的《八十華嚴》，《六十華嚴》次
之，而貞元所譯，僅不過是〈法界品〉一品而已，並非一部完整經典。
「賢首大師
依六十華嚴建立一宗的綱領，對於八十華嚴讀疏解尚未完功，清涼大師乃承其遺
志，以八十華嚴發揮一宗的要旨。」1
但由於唐代的經典，一般只靠手抄，經重複抄寫，錯誤便不能免，經唐武宗
會昌法難之後，各經典幾於覆滅而盡。及至宋代，《華嚴疏鈔》方從高麗國回傳，
明代因收入大藏經中。現存的別行原本疏鈔，僅有明本，明本中的南藏本初鈔頗
經刪節，2原來《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原來別行，
到了宋代，晉水淨源(1011-1088)方以疏配經，編為一百二十卷，稱為《華嚴經疏
注》。明嘉靖年間妙明和尚將《疏》、《鈔》會為一處，因《疏》、《鈔》卷數龐大，
致使前後文不連貫、大段刪略，3「致依據此本編會的金陵流通本，文多闕略」4。
民國徐蔚如(1878-1937)發現流通版本中有「釐會不當」、「刪節不全」兩大問題，
而倡議重編《華嚴經疏鈔》會本。
當代論及《華嚴經疏鈔》版本等相關議題之論文，華人圈有陳永革之〈論民
國時期(1912-1949)華嚴宗的弘傳及其影響〉
（2013 年第二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
會）
，以及侯坤宏〈蔣維喬與《華嚴經疏鈔》〉
（2018 第七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
會）。海外則有日本中嶋隆蔵，〈嘉興続蔵所収『大方広仏華厳経疏演義鈔』の較
刻と葉祺胤〉
（《禅学研究の諸相：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大東出版
社，2003）。
1
2
3
4

持松，
〈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
，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1943 年 1 月 1 日）
，7 版。
聶雲臺，〈因緣具足〉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合刊（1943 年 1 月 1 日）
，17 版。
持松，
〈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合刊，7 版。
聶雲臺，〈因緣具足〉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合刊，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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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革氏著眼於大陸民國時期，緇素對於華嚴經論等之刊行流通，進而帶動
「華嚴宗」的復興，侯坤宏氏則以蔣維喬為中心，討論民國《華嚴經疏鈔》編印
經過，並涉及編印會重要人物，雖少部分涉及徐蔚如與華嚴典籍之刊刻，但未能
述及源頭晚明葉祺胤會集之版本。中嶋隆蔵則考證葉祺胤會集本，釐清清代《龍
藏》版本來源，及其刊印過程。
本文在上述三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之上，探究大陸民國《華嚴經疏鈔》版本及
其重編始末，並兼論該疏鈔對 1995 年臺北華嚴蓮社重新編修《華嚴經疏鈔》會本，
2004 年完成《新修華嚴經疏鈔》的歷史過程。

二、清涼國師與疏鈔演義
（一）清涼國師學思歷程
清涼澄觀，「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5有說「越州山陰人」，6開
元戊寅即唐玄宗開元 26(738)年生。「天寶七(748)年出家，至肅宗二(757)年丁酉受
具，是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7但《華嚴玄談會玄記》說：
「年九歲禮本州寶林寺
8
禪德體真大師為師」。 《釋氏稽古略》則記為:「年十一，依今應天山寶林寺霈禪
師出家」。9根據史載，澄觀從學歷程如下：
肅宗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依曇一隷南山律，詣金陵玄 璧
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於江表師之力也。代宗大曆中，於瓦棺寺傳起
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溫習華嚴，覆尋三論，僅二十
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又謁牛頭山忠
禪師、徑山欽禪師、洛陽亡名禪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
宗玄理，以至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
韋、五明、祕呪儀軌篇頌書蹤，一皆博綜。大曆十一年，禮文殊於五臺，
往峨眉拜普賢，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10
大約從肅宗乾元年間(758-761)開始他的參學之旅，如上所述，他無論是內典或外
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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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 41，T49，N‧2036，0601a04。
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3，T49，N‧2037，0821b02。
7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 41，T49，N‧2036，0601a04。
8
元‧普瑞，《華嚴玄談會玄記》卷 41，X08，N‧0236，0093a16。
9
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3，T49，N‧2037，0821b02。
10
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3，T49，N‧2037，0821b02。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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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書，靡不該洽。」11還從「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詵
禪師。」12大曆 3(768)年代宗詔入宮，「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
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
經過了十多年的多方學習，至大曆 11(776)年，回到五臺山大華嚴寺專修大乘
懺法。與此同時澄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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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華嚴之義。」13澄觀出家後，遍學當時流行的
佛教各宗學及禪宗。在律宗方面從學南山律的曇一 (692-771)，還在乾元年間
(758-760)從潤州棲霞寺的醴律法師學相部律，接著承常照禪師受菩薩戒。其次，
追隨有天台六祖之稱的荊溪湛然(711-782)外，還拜蘇州流水寺的玄璧與成都的慧
量二師學習，特別是前者傳承關河的三論，而致使三論宗一時復興。另外，當時
形成一大影響力的禪宗，他分別從學慧宗(683-769)、法欽(714-792)的牛頭宗，無
名(722-793)的荷澤宗，甚至慧雲的北宗。14
在華嚴學方面他的師承是法藏—慧苑—法詵(718-778)，另外，在大曆年間
(766-779)於瓦棺寺跟不具名學《起信論》
、
《涅槃經》
，並在受持新羅元曉的《起信
論疏》
，除了通曉儒家經學外，還精通印度五明，當然也不能忽視他從學於在唐代
十分活躍的密教不空三藏(705-774)。15無論如何，澄觀從律學、禪法、三論、天台
止觀、儒學、天竺悉曇、密咒等十餘年，最後回歸華嚴義學。

（二）撰《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唐武則天證聖元(695)年以晉譯華嚴（六十華嚴）未備，遣使至于闐國求其梵
本，並迎請精通梵學者，終得實叉難陀持梵本來華。據〈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
經序〉載：
摩竭陀國，肇興妙會之緣；普光法堂，爰敷寂滅之理。緬惟奧義，譯在晉
朝；時逾六代，年將四百。然圓一部之典，纔獲三萬餘言，唯啟半珠，未
窺全寶。朕聞其梵本，先在于闐國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覩百千之
妙頌，乃披十萬之正文。粵以證聖元年，歲次乙未，月旅沽洗，朔惟戊申，
以其十四日辛酉，於大遍空寺，親受筆削，敬譯斯經。16

11
12
13
14
15
16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 41，T49，N‧2036，0601a04。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 41，T49，N‧2036，0601a04。
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3，T49，N‧2037，0821b02。
日‧吉津宜英，《華嚴禪の思想史的研究》
（東京：大東出版社，1985）
，頁 219。
日‧吉津宜英，《華嚴禪の思想史的研究》
，頁 219。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T10，N‧0279，0001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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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詔請實叉難陀入大遍空寺，時「大德義淨三藏、弘景禪師、圓測法師、神英
法師、法寶法師、賢首法師等同譯。」17凡經五年，於聖曆 2(699)年十月八日譯畢，
比晉譯多九千頌，「計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18稱為
《八十華嚴》或新經、唐經。與舊譯相較，其文辭流暢，義理周圓，七處九會，
根據〈賢首傳〉載：
今大周于闐所進，逾四萬頌，於第一會所說，華嚴世界舊譯闕略，講解無由，
今文並具，燦然可領，其十定一會，舊經有問無答，今本照然具備，是以前
有七處八會，今七處九會，雖望百千而未備，然四萬之理，亦無遣。19
澄觀稱《八十華嚴》為「自晉譯微言則雙童現瑞，唐翻至教則甘露呈祥。」20華嚴
義學自此而完備。
《八十華嚴》於唐武后證聖元(695)年譯出後，法藏即撰《新譯華嚴經略疏》，
寫到第十九卷而圓寂，史稱：
「吾祖賢首國師，開宗判教，經窮一代，義絕百家，解
釋唐則天聖后朝，所譯華嚴，至十九卷，大願未終，奄然真寂。」21史載：
「清涼既
22
宗賢首，及疏華嚴，則引用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一念三千之文。」 弟子慧苑雖「禮
華嚴法藏為師，陶神練性，未幾深達法義，號上首門人也。有勤無惰內外該通，華嚴
一宗尤成精博。」23但「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說，滅後百年而得澄觀。」24
由於慧苑所撰《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和法藏所說不同。
「偶師遷化，師之門徒，
雖高甲宗一慧苑慧英等輩，續其餘藁，皆不繫先古，清涼遽發慨然之歎。故別製
新經疏二十卷（或開為四十卷），隨經演義鈔四十卷（或開六十卷或開八十卷），
其疏鈔皆不違先師之意。」25故可知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和《大方廣佛華
嚴經隨疏演義鈔》，是為斥慧苑異說、回歸賢首大義而作。
澄觀十多年雖遍學內外典，但最終回歸華嚴大義，至建中 4(783)年下筆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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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26 史載：
「當興元元年為始，舊疏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T35，N‧1735，0517c21。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T35，N‧1735，0517c21。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卷 1，T51，N‧2073，0153b17。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T35，N‧1735，0517c21。
宋‧智肱，《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卷 1，X74，N‧1471，0360c09。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41，T49，N‧2035，0292c12。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 6，T50，N‧2061，0739a07。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29，T49，N‧2035，0293a06。
宋‧智肱，《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卷 1，X74，N‧1471，0360c09。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 41，T49，N‧2036，0601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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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賢首得旨，遂宗承之，經前開十門談玄，釋文以四分分科，至貞元三年告就，
疏成二十卷。」27前後四年至貞元 3(787)年，完成《華嚴經疏》二十卷，即是現行
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德宗貞元 7(791)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請師於崇福寺講新疏。28「後又為僧
睿等百餘講者，造隨疏演義鈔四十卷」，29即是現行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
鈔》，故有華嚴疏主之稱。唐貞元 11(795)年十一月，史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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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貞元 12(796)年四月澄觀奉召至長安，
「與罽賓般若三藏，譯烏荼國所進華嚴經」
，31
即南印度烏荼國進貢之《華嚴經》後分梵本譯本，德宗「詔罽賓三藏般若等，於長
安崇福寺譯烏荼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邃、澄觀潤文證義。」32貞元 14(798)
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33《華嚴經》四十卷新譯
完成，亦題名《大方廣佛華嚴經》
，世稱《四十華嚴》。
後德宗詔令澄觀作疏解釋，於終南山草堂寺撰成《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十卷。
次(797)年四月，為德宗皇帝講經，被授以「清涼法師教授和上」稱號。元和 5(810)
年，唐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
「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加號大統清涼國師。」34
澄觀門下弟子雖百餘人，但「學者計弘法三十八人，造堂奧者僧睿、宗密」，35其
中繼承其法統者為宗密。
澄觀歷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各朝，皆廣受尊敬。史稱：
「師生歷九朝，為七
帝門師。」36文宗開成 3(838)年三月圓寂，年一百零二歲。後世尊為華嚴宗四祖。
澄觀一生著作計有：
「隨文手鑑一百卷，華嚴綱要三卷，法界玄鏡一卷，鏡燈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卷 1，X77，N‧1530，0622c24。
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3，T49，N‧2037，0821b02。
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卷 1，X77，N‧1530，0622c24。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41，T49，N‧2035，0380a02。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29，T49，N‧2035，0293b03。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41，T49，N‧2035，0380a09。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41，T49，N‧2035，0380a22。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29，T49，N‧2035，0293b03。
宋‧宗鑑，《釋門正統》卷 8，X75，N‧1513，0358c02。
宋‧祖琇，《興隆編年通論》卷 25，X75，N‧1512，0232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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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關脈三十餘部，華嚴七處
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一卷，大經了義備要三卷，唐聖誕晨對御談經文，兼一
家祖述，詩表牋章，總八十餘卷。」37
後世對澄觀的評價是「藏沒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為一念
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38宋代道通禪師在《華嚴經吞海集序》中說：「伏以
華嚴之為教也，朝宗眾經，清涼之為疏也。貫暎前古，不有穎達，孰能發明。」39
將清涼澄觀於華嚴宗之地位，比擬於荊溪湛然(711-782)在天台宗之地位。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原來別行，到了宋代，晉
水淨源(1011-1088)方以疏配經，編為一百二十卷，稱為《華嚴經疏注》
。史載：
「
（淨源）
後謁長水璿法師，盡得華嚴奧旨，四方宿學，推為義龍。……以慧因院，易禪為教，
請師居之，道風大振，師筆力遒勁，合華嚴證聖、正元二疏為一，以便觀覧。」40

三、徐蔚如與《華嚴經疏鈔會本》
清末民國以降，佛教在內憂外患中積極向前，為重振佛教，刊刻經典流通為
一大要事，被譽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的楊仁山(1837-1911)於 1866 年首創
「金陵刻經處」
。民國成立後，復有「北京刻經處」
、
「天津刻經處」之成立，其中
「天津刻經處」創始人之一的徐蔚如居士，因見「金陵刻經處」流通《華嚴經疏
鈔》版本舛訛實多，而欲重新校訂出版，遂糾合同志戮力以赴，然事未成，居士
齎志以歿，其生平據同參道友之一的蔣維喬(1873-1958)為傳所述如下：41
徐蔚如(1878-1937)，號藏一，浙江海鹽人，自幼由賢母倪太夫人親自授讀，
18 歲應童子試，以第一名入邑庠；年 21，遭父喪，倪太夫人絕糧五日，幾以身
殉，親戚中有學佛者，勵蔚如以學佛，於是閱大藏經，深入經藏，畢生以弘揚
佛法為己任。後應秋試不第，而諸舅京師為官，促之北上，納為部郎。抵京後，
循例到部，兼旅京浙學堂教席。旋奉派為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及資政院政府
特派員。
辛亥(1911)革命成功後，攜眷南歸，寄寓滬上，值各省組織省議會，被選為第
一屆省議員，雖受浙江都督朱价人（生卒年不詳）所器重，委辦《之江日報》
，但
不采其直言所諫，適黨禁嚴厲，省議會無形停頓，遂歸故里，潛心於佛典。訪諦
37
38
39
40
41

宋‧智肱，《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卷 1，X74，N‧1471，0360c09。
宋‧本覺，《釋氏通鑑》卷 8，X76，N‧1516，0092c19。
宋‧道通，《華嚴經吞海集》卷，X08，N‧0239，0470a10。
明‧明河，《補續高僧傳》卷 2，X77，N‧1524，0380b16。
蔣維喬，〈徐蔚如居士傳〉，
《佛學半月刊》第 167 期（1938 年 10 月 16 日）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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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法師(1858-1932)於觀宗講寺，禮舍利於阿育王山，南朝普陀，謁印光法師
(1862-1940)，攜其文稿歸，為之精選刊行。復函南京詢楊仁山刻經未完功德，翌
年，仁山法眷朗宛卿攜其手訂《大藏經輯要目錄》來滬，乃與歐陽石芝（生卒年
不詳）、狄楚青(1873-1939)諸居士計議，謀竣其業。
1914 年，再度入京，授財政部會計司長；1918 年夏，與在京同志請諦閑法師
北上講《圓覺經》
，法會圓滿時與蔣維喬皈依受戒。從政之暇，惟以繼楊仁山之志，
校刊經典為職志，受邀加入「北京刻經處」
，負校刊之責，後復與周志輔昆仲創立
「天津刻經處」，十餘年間所刻大部經典近二千卷。
民國 8 年，徐蔚如與印光法師(1862-1940)，合訂唐代貞元元(785)年之《四十華
嚴》
，於揚州「江北刻經處」印行，而「北京刻經處」
、
「天津刻經處」則先後刊行憨
山德清(1546-1623)《華嚴綱要》(1921)、智儼《華嚴搜玄記》(1924)，以及法藏《華
嚴探玄記》(1926)。42可見徐蔚如對華嚴經論熟悉的程度，難有出其右者。
徐蔚如一生以淨土為依歸，後因見楊仁山所刊《華嚴經疏鈔》
，依據清代《龍藏》
原本，脫訛甚多，欲以《高麗藏》校訂之，尚未竣事，竟於 1937 年歿，享壽 60。

（一）徐蔚如對《華嚴經疏鈔》版本的看法
民國以後，
「金陵刻經處」所流通的《華嚴經疏鈔》版本，乃是得之於《龍藏》，
而《龍藏》版本之來源為晚明嘉興葉祺胤（生卒年不詳）據南北藏校刊武林昭慶
寺藏本後的版本（詳後）。
徐蔚如曾感嘆說：
「歷代祖師窮畢生之力，造為經疏，自隋唐以迄明清，已不
勝牧乳加水之嘆。近十餘年來，各處所出印刷品，亦頗不少。比較可采者，百無
一二。餘皆疵病百出，甚則邪知邪見，貽誤眾生。」43可見徐蔚如並不滿意民國時
期佛經的刊刻流通，當然也包括金陵刻經處所流通的《華嚴經疏鈔》版本。關於
歷朝歷代佛典入藏問題，徐蔚如認為：
唐代四五次之審定主之者，皆法門龍象，對六朝以來譯本之疑偽，復淘汰
殆盡，其別擇可謂至精。而於支那撰述，尤不輕予入藏。會昌之厄，藏外
之書悉成灰燼。……趙宋初年始次第來自海外，慈雲大師藉王冀公之力疏
請，以智祖著述編入正藏。而他宗無聞金元之亂，台宗典籍之已入藏者，
僅佚少數，而他宗要典又悉歸佚失，擇入藏之效可覩矣。44
陳永革，
〈論民國時期(1912-1949)華嚴宗的弘傳及其影響〉
，
《2013 年第二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頁 11-12。
43
徐蔚如，
〈徐蔚如居士論編印佛經書二件〉
，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 25 期（1930 年 6 月）
，頁 8。
44
徐蔚如，〈徐蔚如居士論編印佛經書二件〉，《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 25 期，頁 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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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典入藏嚴格，對於中國祖師之撰述尤不輕易入藏，會昌法難(840-846)後各
宗經典散失，再經過金元之亂，天台宗佚失較少，宋代將智者大師著作入藏，其
他宗派的典籍散失嚴重，故宋藏所收他宗要典恐多不足。
宋元明清頒布大藏主其事者，皆不能具體甄采，非有人聲請，即亦置之。
而僧徒之聲請，但知各尊其師，都無遠見。明藏主於中官，清藏主於旗員，
尤多缺點，今即就清藏論之（世稱龍藏）。寶華山諸祖之著述，誠宜入藏，
而唐之道宣、宋之元照二大律師之作，何反見遺？賢宗長水之疏，誠亦可
采，而二祖智儼、三祖法藏之作詎可屏棄（四祖清涼疏鈔雖已入藏，竟至
刪節不通，尤為怪事）……。45
徐蔚如因讀清涼國師《華嚴經疏鈔》
，比對各種版本，不僅發現其中問題進而釐清
歷朝歷代佛典入藏之大要，舉出所不足之處。而更重要者為解決《華嚴經疏鈔》
訛誤過多之問題。

（二）問題之發現
徐蔚如發現「金陵刻經處流通」《華嚴經疏鈔》的問題後，「乃時與蔣竹莊、
李圓淨、黃幼希諸居士往復函磋，或躬就商討，興願重治」，46未及重治而徐蔚如
歿，此一班志同道合者遂於民國 28 年成立「華嚴經疏鈔編印會」，其目的即為完
成徐蔚如遺志，將《華嚴經》、《疏》
、《鈔》三者合編而成《華嚴經疏鈔會本》，以
解決民國金陵流通本「刪節不全，會合不當」之問題。徐蔚如居士在給李圓淨
(1894-1950)函時表示：
我國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法，華嚴清涼疏鈔於宋時始由高麗歸來，明代入
藏。華嚴懸談會合甚精當，悉與科文合，弟疑出自圭峰，但無可考，似出
唐代，因宋時已有多人釋之，續藏中有兩種。至疏鈔會本，據密藏大師藏
佚經書目，是明嘉靖間比丘妙明所編，密藏是紫柏之師，或云是弟子，眼
界甚高，斥其應合不合應分不分，然實不敢妄加筆削也。清藏始改用此本
入藏，而科文只有首卷。47
宋代《華嚴經疏鈔》等典籍從高麗回傳，史載：「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
徐蔚如，〈徐蔚如居士論編印佛經書二件〉，《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 25 期，頁 8-9。
持松，
〈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
，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7 版。楊仁山於〈等
不等觀雜錄〉卷二「華嚴疏鈔」條下說明曰：「以四分科經，發揮精詳，後人得通華嚴奧旨，賴有
此書也。」《楊仁山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14），頁 345。
47
〈徐蔚如居士遺札節錄•致李圓淨居士書〉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5 版。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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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
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48晚明妙明法師將《疏》
、
《鈔》彙整，嘉靖間與
紫柏真可(1543-1603)一同主持《嘉興藏》開雕的密藏道開（生卒年不詳）評論曰：
嘉靖間有妙明法師，憫念講席學人愚昧，乃以清涼疏鈔釐經入疏釐疏入鈔。
經疏鈔科科段段釐開會入成書，如儒家經書集註相似。今南北講席咸宗之
甚至將經疏鈔一併講解，無分源派根葉，殊失清涼老師作述之意。蓋疏以
疏經，經明而疏為賸語；鈔以鈔疏。疏明而鈔為賸語。是要之鈔以明疏，
疏以釋經，經以載道得意則經且為長語也，况疏鈔乎？今不分經疏鈔，一
併講解，是大可笑。即儒生家師資訓詁，亦只會明註疏，以解經書本文，
未有併註疏而講解之者也。或謂鈔不可入疏，而疏不可不入經，不知疏既
可以入經，鈔何獨不可以入疏乎？入疏者，入鈔之漸也。入疏之見，猶夫
入鈔之見也。其愚一，其過同，第大小淺深差等耳。或又謂華嚴疏鈔，既
不應釐入。然圓覺略疏、法華、楞嚴要解會解諸書，作者已自釐入，亦將
析而出之乎。予曰：子又何愚之甚也。49
密藏道開認為妙明法師「今所會，起止配合，率多牽強」
，大表不滿。會合後的《華
嚴經疏鈔》版存武林（杭州）昭慶寺。天啟初年(1621-1627)，嘉興葉祺胤（生卒
年不詳），以昭慶版為底本，以《南藏》別行本校定重刻，「清龍藏及今金陵刻經
處流通本皆仍之」
。50
可是，葉祺胤所根據的《南藏》別行本校定亦有問題，因為《南藏》疏鈔「不
知為何人橫加刪節，鈔文刪去尤多，或僅有母科而無子科，或僅有子科而無母科，
或僅存後數科而缺前數科，且有刪去大段，以致文氣不貫者，龍藏及今之流通本，
悉沿其訛。」51也就是說，在民國 31 年《華嚴經疏鈔》未完成編印之前，所流通
者皆是「會合不當」之版本。

（三）葉祺胤會合版本
葉祺胤為浙江嘉興長水鄉平林人士，明史、地方志皆無其記載，僅在崇禎及
光緒《嘉興縣志》有「葉祺胤，訓導，所著學庸臆說」簡單幾句帶過。52據日本當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十）》
，T49，N‧.2035，0206a18，CBETA，2014。
明‧密藏，《大藏經補編‧藏逸經書標目》卷 1，B14n0084_001，0440a11。
50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51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52
日‧中嶋隆蔵，
〈嘉興続蔵所収『大方広仏華厳経疏演義鈔』の較刻と葉祺胤〉，
《禅学研究の諸
相：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大東出版社，2003）
，頁 200。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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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學者中嶋隆蔵(1942-)的研究，葉祺胤於明天啟 6(1626)年在「百死一生」中完成
《華嚴經疏鈔》的會合，其經過如下：53
萬曆 46(1618)年，葉祺胤閱覽杜順的《法界觀門》後，翌年及檢棗柏（李通玄，
635-730）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
，即對清涼國師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
產生渴仰，並有刊刻廣泛流傳之念。
天啟 2(1622)年，葉祺胤生日當天，來到福州東塔巡禮，禮拜清涼大師之像，
祈願刊刻事業成功，流傳後世於無窮。同年，他懇請其師湛然和尚(1561-1626)代
擬「募疏」
，正式進行募刻工作。而橫在他面前急需要解決的是經費與版本的問題。
葉祺胤確認明代敕版的南北兩藏收錄有清涼澄觀的《華嚴經》註釋，即《經》
與《疏》的別本單疏本，以及《經》與《鈔》的別本單鈔本，並見到宋晉水淨源
《經》與《疏》120 卷的會合本，惟會合本第一卷至八十卷的經題闕如，進而目睹
武林昭慶寺所藏的經本後，詳加檢討的結果，採用了嘉靖年間(1522-1566)妙明法
師於《疏》下錄《鈔》
，彙《經》
、
《疏》
、
《鈔》於一本的《華嚴經疏鈔》刊刻流通。
但葉祺胤在第九卷加上「懸談」，又示以「科段」，這又與其他的版本面目有異。
葉祺胤釐清《疏》、《鈔》間內容異同之前，他採取的方針是以武林昭慶寺本
為底本，對勘南北兩藏，於嚴密校訂「文字誵譌」、「句字錯誤」之上，根據武林
昭慶寺本原有的「科段」分《經》，適切配合與之相應的《疏》與《鈔》，以構成
各段之一致，疏通前後段落之脈絡，行與行之間、事項與事項之間的關係，目的
是為求閱讀玩味之便。而《嘉興續藏》所收錄的葉祺胤校訂本是細字雙行，他在
校語時常出現「方冊」語「舊方冊」之言，這正好證明武林昭慶寺藏有《大方廣
佛華嚴經疏鈔》
。
葉祺胤募刻《華嚴經疏鈔》
，自 1622 年至 1626 年以四年的時間完成，對一位
在家居士而言並非易事，而其間，他的養子葉繼照(1606-1625)在辛苦勸募中，於
第三年因過勞而病逝，得年僅 20 歲，隔年葉祺胤也在病中始完成募刊工作。

四、「華嚴疏鈔編印會」之成立
（一）徐蔚如的努力
民國年間，徐蔚如發現《華嚴經疏鈔》流通本問題後，亟思重訂，蔣維喬的
出現，讓重訂露出短暫的曙光：
日‧中嶋隆蔵，
〈嘉興続蔵所収『大方広仏華厳経疏演義鈔』の較刻と葉祺胤〉，
《禅学研究の諸
相：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頁 200-20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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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民國十六七年間，息影滬上，曾往清涼寺，聽應慈法師講華嚴，因習聞
蔚如之說，致書詢之。既而蔚如報以書，擬從事編會，約相助為理，余欣
然允之。彼此商榷體例，決定第一步工作，先彙集各本，校定經文。不料
蔚如既以刻經處積壓稿件過多，未能著手，余亦以生活環境突變，不得不
重操教讀生涯，遂成畫餅。54
民國 16、7 年間，徐蔚如與蔣維喬已開始討論會編《華嚴經疏鈔》之事，但彼此
多忙而未能實現。到了民國 25 年，李圓淨(1894-1950)、黃幼希(1883-1958)在誦讀
《華嚴經》時，又想起徐蔚如對《華嚴經疏鈔》的看法：
民國二十五年冬，李居士圓淨，與黃居士幼希，卜鄰於莫干山，圓淨讀誦
華嚴，幼希為言曾聞蔚如對於華嚴疏鈔，多有創見，囑圓淨郵書叩問之。
蔚如嘗謂當今知華嚴疏鈔知必須重編重印者，當世已無幾人，得圓淨書，
乃大喜。因將東瀛御井寺所藏清涼華嚴科文十卷，郵致圓淨，囑其整理，
已為重編疏鈔之先導。蓋此科文中土久佚，得此可以訂疏鈔之闕失也。民
國二十六年五月，蔚如由津南下，入山訪黃李二君，詳論重行編會之法。
蔚如返津後，適遭戰亂，已盛暑中，終日奔馳，救濟難民，過於勞乏，不
久示寂。55
民國 26 年「七七事變」爆發，徐蔚如於「天津戰事正烈時，眼見婦孺流離道路，
惻然心痛，乃與津門諸居士籌辦婦孺臨時救濟院，酷暑中終日奔走，致患腹瀉，
病五日即不起」
，7 月 10 日病逝於天津寓所。56
徐蔚如病逝後，蔣維喬亟欲獲得其點勘《華嚴經疏鈔》手稿，
「亟函季上，查
57
詢底稿，則因戰亂中其家屢屢遷居，而此稿已蕩然無存矣」。 所幸，徐蔚如已先
將日本御井寺所藏清涼《華嚴經疏科文》十卷交給李圓淨，抗戰中，圓淨「在山
中雖遭亂離，已將科文表解全部編成。當撰稿時，山中左右鄰居，均被兵匪劫掠，
而李君之宅無恙」。58
民國 27 年 4 月，李圓淨、黃幼希從莫干山到上海，「幼希復假得藏本，據以
覆勘科文，多所更正，付諸剞劂，遂決定重編疏鈔」。59《華嚴經疏科文》於抗戰
54
55
56
57
58
59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蔣維喬，〈徐蔚如居士傳〉，
《佛學半月刊》第 167 期，頁 3。
蔣維喬，〈徐蔚如居士傳〉，
《佛學半月刊》第 167 期，頁 3。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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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版，可說是徐蔚如居士對《華嚴經疏鈔》重編最大的貢獻。翌年 5 月，
「華嚴
疏鈔編印會」於上海成立，正是當代中國佛教史上一大盛事。

（二）「華嚴疏鈔編印會」成立與出版
決定重編疏鈔後，蔣維喬「約合同人，組織華嚴疏鈔編印會，適華嚴座主應
慈法師蒞滬，宣講六十華嚴，乃公推法師為理事長」。60
民國 28 年 5 月 18 日，推應慈法師(1873-1965)主其事，於上海「功德林蔬食
處」集會，公推應慈、蔣竹莊（維喬，1873-1958）為主席，蔣在報告中談到編印
會成立之緣起，略陳二點：
一在十餘年前，徐蔚如居士讀疏鈔時，發現錯誤甚多，即收集各種刻本，
參互校對，日有所得，因是佛教徒皆知疏鈔有重治之必要。二在八一三以
前，徐蔚如居士自天津南下，特赴莫干山，訪黃幼希、李圓淨居士，共同
商榷先編科文表解，李居士即著手整理。雖經兵火，未曾稍輟。繼出山赴
滬。黃居士又假得藏本，覆校付刊，今已成書，益覺編印疏鈔之不可緩。適
值應慈法師蒞滬，講演四十華嚴，聞之此事，竭力贊助，本會遂得成立。61
成立當天列名發起人並當任理監事者有：理事長應慈法師；副理事長朱超願、葉
玉甫、蔣竹莊；常務理事、月晴、僧曇、關綗之、李耆卿、范古農、黃幼希、李
圓淨、費慧茂、孟望渠、錢重知、徐春榮。62
在編印會成立前，相關人員已商談過五次，第一次七人：應慈、法度、蔣維
喬、范古農、黃幼希、李圓淨、費慧茂；第二、三、四次三人：蔣維喬、黃幼希、
費慧茂；第五次四人：蔣維喬、黃幼希、李圓淨、費慧茂。編印會成立的同年元
月，首先出版《華嚴經疏科文》
，成立後接著第一步工作「先校勘各本，臚列異同，
補正譌脫」
，其次「考證異同，決定應從何本，而以他本異文擇要列入校勘記，並
將現行本釐會失當之處加以改定，點正句讀」。63
「華嚴疏鈔編印會」成立後，由「幼希主持編會，圓淨計畫校讎，廣及其他藏本
及流通本，參稽異同，考證得失」
，終於在民國「三十年冬，全稿竟克完成」
。64然而
其中辛苦的過程頗不為人知，有預事者謂：「自著手編印科文表解以致排印疏鈔，

60
61
62
63
64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4 版。
〈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4 版。
〈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4 版。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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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的五年光陰裏頭，助手們雖然有所調動，總維持著五六個人的合作，不動聲
息地埋頭苦幹。所據的本子不下幾十種，如大正藏等，竟覆校至二次三次的。」65
雖然民國 30 年底編排完成，然而付梓因物價波動、紙張昂貴，面臨新的問題。
只好「會眾集議，紙價昂貴，如欲印行，所收之款，相差甚鉅，不若先付排版，
製成紙型，以俟後圖。」66
乃先向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兩家接洽，均以物價漲落不定，不肯接受需
時一年以上之印件。於是復託國光書局、百宋鑄字印刷局，開列價單及預
印樣張來，開會集議結果，百宋價格較廉，字樣亦清楚，遂決定與百宋訂
立合同，承接此項工作。67
民國 31 年 3 月 8 日，正式與百宋訂約。68發排後至同年 6 月，
「忽遇新舊幣以二折
一，即僅排版紙型之費用，亦屬不敷。且以前認願款項者，久不見有經本印出，
亦復懷疑。百宋方面，又以新法幣之折合，及物價上漲之影響，要求加價」
，編印
會乃於 10 月召開會議，
「決定募集鉅款，預購紙張及材料，將全書印成」
，於是任
69
務編組，以普賢十大願王分十組，每組承募兩萬元。
募款十分順利，民國 33 年 3 月間，編印會在抗戰物價飛騰、百物齊漲中宣布：
「全書四十冊，除已出三十五冊外，尚有五冊約兩個月內可以出齊」70最終於民國
33 年 10 月全部告竣。71「華嚴疏鈔編印會」自民國 28 年 5 月於上海成立後，「期
以三年完成其事，工作繁重，又值多故之秋，寒暑六易，始克就緒」，原本預計三
年完成，但過程波折不斷，淪陷區上海因戰事而有許多不確定性，騰飛的物價導
致元募款經費的短缺，只好透過募款因應，然「六載以來，海上諸大德固多翼贊，
俾有遵循，而實際主持會務者唯竹老一人，總司編定之責者唯妙老一人」，72雖然
「華嚴疏鈔編印會」成立之初陣容龐大，但實際負責會務僅蔣維喬（竹老）與黃
幼希（妙老）
。73由於負最後責任僅二人，加上前述因素，從三年延至六年，也是
可以想見。

聶雲臺，〈因緣俱足〉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3 版。
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0 版。
67
〈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4-15 版。
68
侯坤宏，〈蔣維喬與《華嚴經疏鈔》〉，
《2018 第七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D1-17。
69
〈華嚴疏鈔編印會事務報告〉
，《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第 15 版。
70
〈華嚴疏鈔編印會出書通告〉
，
《覺有情半月刊》第 121、122 期合刊（1944 年 4 月 1 日），頁 20。
71
侯坤宏，〈蔣維喬與《華嚴經疏鈔》〉，
《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D1-22。
72
李圓淨，
〈重編華嚴疏鈔跋重編華嚴疏鈔跋〉
，
《覺有情半月刊》第 125、126 期合刊（1944 年 11
月 1 日），第 10 版。
73
侯坤宏，〈蔣維喬與《華嚴經疏鈔》〉，
《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D1-22。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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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嚴蓮社重修《華嚴經疏鈔》會本
民國 33 年歲末，南亭和尚(1900-1982)得知《華嚴經疏鈔》會本出版，謂「華
嚴疏鈔編印會」：「雖在汪偽政府之下，工作近數年之久，卒告成功。由百宋書局
印行─連史紙，十六開，四十厚冊，書成後，我亦買了一部。」741949 年 4 月，南
亭和尚偕智老來臺，也將此《華嚴經疏鈔》會本攜來。
南亭和尚主持華嚴蓮社期間，每每開講華嚴大經，
「慨歎華嚴經疏鈔會本之難
讀。於習講大經之後，參考書鈔會本，亦嘗苦其頭緒紛繁，難究其極，乃時興重
修之念」
，75而此一願望在南亭和尚有生之年並未實現。
成一和尚賡續師公南亭未竟之志，於 1995 年 8 月成立「華嚴編藏會」
，76 1996
年提出有關計劃，決定重修會本：
商諸蓮社住持賢度法師，承期滿心贊同，遂乃延聘知識大德，以負其專責，
幸得高明道、許洋主兩位教授發心成就。並由賢度住持，徵召華嚴專宗學
院第三屆研究所畢業生，釋心觀、釋修德、釋自莊、釋體成、釋慧學、釋
體信等十數人，組成「新修華嚴經疏鈔整編會」，參與工作，助成此事。77
由於大陸民國《華嚴經疏鈔》會本所引之經、論等諸典籍繁多，且多未註明出處。
「開始先行修訂華嚴疏鈔，經兩年餘之集體審閱，並加新式標點符號、分章分段，
蒐查引文出處，編定索引、目錄等工作。」78除參考多種藏經及內外典籍查尋出處，
標明註釋外，華嚴蓮社並以不同字體顯示科判層次。1998 年 6 月間完成《新修華
嚴經疏鈔》第一冊之出版，2004 年 7 月 1 日，《新修華嚴經疏鈔》20 冊完成出版
工作。79
華嚴蓮社《新修華嚴經疏鈔》之出版，在大陸民國「華嚴疏鈔編印會」編修
《修華嚴經疏鈔》會本之基礎上往前推進，距民國 28 年「華嚴疏鈔編印會」之成
立，已逾一甲子有餘，兩造一脈相承，嘉惠後學，可謂功不唐捐。

南亭，
《南亭和尚全集（十二）
．南亭和尚自傳》
（臺北：華嚴蓮社，1994）
，頁 136。
成一，
《新修華嚴經疏鈔（一）．新修華嚴經疏鈔序》
（臺北：華嚴蓮社，2001）
，頁 3。
76
〈新修華嚴經疏鈔〉
，
（http://www.huayenc‧llege.‧rg/shu_cha‧_ad/shu_cha‧_main_page.php，2018.12.5
瀏覽）。
77
成一，
《新修華嚴經疏鈔（一）．新修華嚴經疏鈔序》
，頁 3。
78
成一，
《新修華嚴經疏鈔（一）．新修華嚴經疏鈔序》
，頁 3。
79
〈新修華嚴經疏鈔〉
，
（http://www.huayenc‧llege.‧rg/shu_cha‧_ad/shu_cha‧_main_page.php，2018.12.5
瀏覽）。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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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清涼澄觀先於興元元年至貞元 3 年間(784-787)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略稱
《大疏》）六十卷，是為解釋唐譯《八十華嚴》而作。德宗貞元 7(791)年之後，又
為弟子僧睿等百餘人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八十卷，解釋疏文，而博
得「華嚴疏主」之譽。而澄觀之作《大疏》和《演義鈔》，乃是為破斥慧苑異說，
進而崇興華嚴，回歸賢首大義。原來別行的《大疏》
、
《演義鈔》
，宋代晉水淨源方
錄《疏》以配《經》，編為一百二十卷《華嚴經疏注》。
民國初年徐蔚如居士，因見「金陵刻經處」流通《華嚴經疏鈔》版本舛訛實
多，而欲重新校訂出版，遂鳩合同志戮力以赴，然事未成，1937 年居士齎志以歿。
「金陵刻經處」流通之《華嚴經疏鈔》版本，乃是得之於《龍藏》，而《龍藏》版
本之來源為晚明嘉興葉祺胤據《南北藏》校刊武林昭慶寺藏本後之版本。從當代
日本學者中嶋隆蔵的研究得知，1626 年葉祺胤於「百死一生」中完成《華嚴經疏
鈔》的會合併刊行，此一版本就是收入清《龍藏》之版本。
徐蔚如歿後，以蔣維喬、李圓淨、黃幼希三人為核心，1938 年推應慈法師組
織領導「華嚴疏鈔編印會」，原擬三年完成，然因抗戰局勢多變，復又物價騰貴，
最終六年完成。1949 年 5 月，華嚴蓮社開山南亭和尚攜此《華嚴經疏鈔》來臺，
多年來欲重修，以解決其「頭緒紛繁，難究其極」之苦。
1995 年 8 月，華嚴蓮社在董事長成一法師的運作下成立「華嚴編藏會」
，參考
多種藏經及內外典籍查尋出處，標明註釋，加上新式標點符號及章段，並以不同
字體顯示科判層次，2004 年重修完成，凡二十冊名為《新修華嚴經疏鈔》
，成為目
前最為方便研究與閱讀之疏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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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新儒家的華嚴思想探析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副教授
姚彬彬

摘 要
華嚴學本為近代佛教思潮之一重要構成部分，若章太炎、康有為、譚嗣同等
啟蒙思想家們，皆頗受華嚴思想的感召。但自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一系傾向理性
主義的唯識學研究興起後，華嚴、天臺等中國傳統宗派的學說頗受衝擊。但如果
我們更加全面地考察近代思想學說的幾大流派，會發現近代華嚴學的思想史學統
於晚近新儒學中獲得發展。在晚近新儒家中，深受華嚴學影響和啟發，並給予華
嚴學極高評價的學者頗不乏人，故以馬一浮、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的華嚴學
思想為視角，考察華嚴學在新儒學領域的發展和流變。要之，新儒家對於華嚴學
的理解，可以說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進路，他們對華嚴學進行的「創造性
詮釋」，其中蘊含了挺立中國文化慧命於世界哲學之林的歷史使命感。
關鍵詞：華嚴學、新儒學、佛學復興、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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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學本為近代佛教思潮之一重要構成部分，自「教尊賢首」的楊文會居士
始，若章太炎、康有為、譚嗣同等啟蒙思想家們，皆頗受華嚴思想的感召，其中
特別是曾在金陵刻經處就學於楊文會的譚嗣同，其所撰寫的「維新運動的聖經」
《仁
學》一書，正是以華嚴法界觀為其理論框架。但自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一系的唯
識學研究興起，特別是在 1920 年代後，日本《大乘起信論》辨偽研究被梁啟超介
紹至中國，支那內學院一系的學者若王恩洋、呂澂等以之為契機，立足於奘傳唯
識，深入展開對《起信》義理的批判，甚至認為其「非佛說」，因之，以華嚴為首
的深受《起信》影響的宗派亦受到支那內學院一系學者的強烈攻擊。歐陽竟無甚
至提出「自天臺、賢首等宗興盛而後，佛法之光愈晦。」1 內學院一系的這種佛學
態度對當時的佛教知識界影響頗大，故我們現在凡提及「近代佛教復興」這一歷
史現象，首先想到的多是頗投契於當時大舉傳入中國的西方理性主義的法相唯識
學的發展，而深受近代早期啟蒙思想家推崇的華嚴學則頗少有人論及。2——實則，
如果我們更加全面地考察近代思想學說的幾大流派，會發現近代華嚴學的思想史
學統於晚近新儒學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在晚近新儒家中，深受華嚴學影響
和啟發，並給予華嚴學極高評價的學者頗不乏人，因之，從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
「近代佛學復興」這一思想史命題的角度出發，本文以下將對晚近新儒家的華嚴
思想加以探討。

一、馬一浮與華嚴學
馬一浮 (1883-1967)，為近代新儒家之奠基人，被學界尊為新儒家中最具傳統
本色且承接宋明儒學最醇正的學者。其學術之體大思精，學問之淵深廣博，在當
時的學界中已有盛譽。馬一浮對儒佛皆有甚深造詣，亦以佛學命家，後來成為弘
一大師的李叔同的出家因緣，便頗受他的影響和促成。
就馬一浮傳世著作來看，所涉佛學範圍極廣，於傳統的各宗派皆有所造，尤
以深通華嚴知名，時人謂之「深達華嚴旨趣」3。——馬氏所提出的「六藝賅攝一
切學術」
，欲以儒家「六藝」來涵蓋古今中外一切學術的體系設想，便依據華嚴大
師賢首法藏「小、始、終、頓、圓」的判教，將佛教亦納入儒家六藝的範疇。他
認為，儒佛兩家「同本異跡」；由於一心之「本」無異，屬於「跡門」的經典著作
1

歐陽竟無：
《唯識抉擇談》
，見黃夏年編：
《歐陽竟無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90 頁。
2
有代表性的論述若陳榮捷先生謂「20 世紀佛教唯識學的發展就等於是佛教思想的發展」，「華嚴
宗在哲學上所作的努力對當代佛教的哲學貢獻不多」云云，見其《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
文殊出版社，1987 年，121，129 頁。
3
馬一浮：《答某上座》中所引來書，見滕復編：《馬一浮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出版社，1995 年，5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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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詩》、《書》、《易》等則可融攝佛教的相應教理。「《詩》次風雅頌正變得失，
各系其德，自彼教言之，即是彰依正之勝劣也。
《書》敘帝王伯虞夏商周各以其人，
自彼教言之，即是示行位之分圓也。《春秋》實兼《詩》、《書》二教，推見至隱，
撥亂反正，因行事，加王心，自彼教言之，即是攝末歸本，破邪顯正，即俗明真，
舉事成理也，終頓之義，亦可略攝於此。」4而關於《易》
，馬氏則認為「自佛氏言
之，則曰變易者其相也，不易者其性也。故《易》實攝佛氏圓頓教義。」5——而
「六藝」在馬一浮看來，又可統攝於一心，他說「一切道術皆統攝於六藝，而六
藝實統攝於一心，即一心之全體大用也。」6 這種「心生萬法」的理論模式，顯然
頗可見華嚴「法界緣起」學說的影子。——關於儒家之心性學說可會通於華嚴法
界，馬一浮亦曾明確指出：
學者須知，此實理者，無乎不在。不是離心而別有，所謂總賅萬有，不出一
心。在華嚴以法界緣起不思議為宗，恰與此相應。7
馬氏亦曾以華嚴四法界之說來解說其「六藝」體系，他指出：
佛氏華嚴宗有四法界之說：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
四、事事無礙法界。孔門六藝之學，實具此四法界。雖欲異之，而不可得，
先儒只是不說耳。8
馬一浮認為古今中外一切事事物物，皆備於理事的這四種關係中，
「事物古今
有變易，理則盡未來無變易，於事中見理，即是於變易中見不易。若捨理而言事，
則是滯於偏曲，離事而言理，則是索之杳冥。須知一理該貫萬事，變易元是不易，
始是聖人一貫之學。」9
馬一浮對於華嚴學的吸納，亦可見於對於《易經》的解說上，他認為「《易》
多言貞，貞者，正也……華嚴謂之一真法界，與《易》同旨。」10他在《太極圖說
贅言》一文中，復以華嚴法界緣起之說來解說太極圖的奧義，他說：

4

馬一浮：《與蔣再唐論儒佛義》，見劉夢溪編：《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河北：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6 年，670 頁。
5
馬一浮：《論語大義七（易教下）》，見滕復編：《馬一浮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出版社，1995 年，205 頁。
6
馬一浮：《論六藝統攝於一心》
，同上書，23 頁。
7
馬一浮：《太極圖說贅言》，同上書，509-510 頁。
8
馬一浮：《舉六藝明統類是始條理之事》，同上書，30 頁。
9
同上，30 頁。
10
馬一浮：《擬浙江大學校歌》
，同上書，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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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即法界，陰陽即緣起，生陰生陽，乃顯現義。生生為易，故非斷非常。……
又法界有四種義：一、事法界，界是分義，一一差別有分齊故。二、理法界，
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無礙法界，具性分義，性分無礙故。
四、事事無礙法界。一切分齊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易》教
所顯如此。《太極圖說》所示，正屬後二義也。11
不僅如此，在馬一浮看來，華嚴宗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圓融」
義，亦通於《易》理，他指出：
已知法界緣起一多相，即更須明六相一相義，然後於《太極圖說》，方可洞
然無疑。六相者，總、別、同、異、成、壞也。一含多德為總相，多德非一
為別相。總為別之所依，離總無別；亦為別之所成，離別無總。同相者，多
義不相違，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望，各各異故；成相者，由此諸緣和
合成故；壞相者，諸緣各住自位，不相到故。六相同時而具。在《太極圖說》
所顯《易》教義中，前二義顯（總、別義顯）
，後二義隱（成、壞義隱）
。此
亦學者當所知也。12
《易》與《華嚴》互詮的思想路數，在中國華嚴學的歷史上淵源有自，唐代
大居士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中便不乏類似的說法，這種解經方法影響到了澄
觀、宗密等正統華嚴宗人的《華嚴經》注疏的寫作13。馬一浮借華嚴義理說明《易》
，
顯然應受到了他們學說的啟發。
與重視華嚴哲學的態度相契應，馬一浮對當時已被內學院一系定性為「偽經」
的《大乘起信論》亦推重有加，他認為「《起信論》一心二門，與橫渠心統性情之
說相似」14。——橫渠即宋儒張載，其學說認為性善情惡，而統攝於一心。而《起
信論》則認為一心同時開出作為淨法的真如門與染法的生滅門，馬一浮則認為二
者的模式顯然是類似的。他明確指出：
要知《起信論》一心二門方是橫渠本旨，性是心真如門，情是心生滅門。心
體即真如，離心無別有性，故曰唯一真如。15

11

馬一浮：《太極圖說贅言》，同上書，510 頁。
同上。
13
參見魏道儒：
《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4
馬一浮：《涵養致知與止觀》，見滕復編：《馬一浮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
社，1995 年，93-94 頁。
15
馬一浮：《示張立民》
，同上書，379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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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論，可見馬一浮以華嚴哲學幾乎處處可通於儒家，這種態度從他本人
承接宋明儒的學術路數上看，顯然與宋代理學中華嚴哲學的成分有關。宋儒程、
朱提出的 「理一分殊」、「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的觀點，與華嚴宗「理事
無礙」
、
「一多相容」
、
「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的觀點，有直接的思想淵源關係。——
不過，宋儒對於佛家，總體來講採取的是「辟佛」，也就是批判的態度。而在馬
一浮的思想中，華嚴與儒學則體現出融合無間的一致性。如其弟子曾記錄其所
言的：
先生嘗謂《華嚴》以文殊表智，普賢表行，猶《中庸》言智仁勇三達德，以
大舜表智，顏子表仁，子路表勇。勇者所以行仁智也，證文殊智者必修普賢
行，普賢萬行悉是悲心，悲心即仁，運之則智也。如來念念不捨眾生，故謂
「能仁」……盡性者本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聖人無己，靡所不已，不見有
眾生可捨，亦不見有眾生可度，蓋莫非自己性分內事也。16
這種圓融儒佛的思想態度，乃是晚近新儒家不同於他們的先輩宋明儒者的一
個明顯取向，茲後的新儒家們亦多深入研究佛學並頗有所造，馬一浮當是一個重
要的開風氣者。

二、熊十力與華嚴學
熊十力(1885-1968)，為近代新儒家中影響後世思想界之最大者，他平生以「體
用不二」、「翕辟成變」立宗，將佛家唯識義理統歸於《易》，開創其「新唯識論」
體系，後來居於港臺地區號稱「第二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諸氏
皆其門人。1920-1922 年間，熊十力曾在支那內學院師從歐陽竟無學習佛學。後赴
北大任教，講授唯識，在隨後的數年中，漸對佛教傳統唯識學體系發生不滿而欲
以修正之。1932 年，出版代表其哲學體系形成的《新唯識論》。《新唯識論》問世
後，在當時的佛學界曾產生熱烈爭論。
在關於圍繞熊氏《新唯識論》的論爭中，太虛大師當時已敏銳地察覺到，熊
氏的思想體系及其針對奘傳唯識進行批判的理論風格，頗近於華嚴學，他指出：
頃熊君之論出，本禪宗而尚宋明儒學，斟酌性、台、賢、密、孔、孟、老、
莊、而隱摭及數論、進化論、創化論之義，殆成一新賢首學。17

16
17

馬一浮：《示語一》，同上書，384 頁。
太虛：
《略評〈新唯識論〉》，見《太虛大師全書》
，據印順文教基金會光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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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太虛大師看來，熊十力既然不滿於唯識學系統，自然應與中國傳統的
「如來藏」一系華嚴、天臺諸宗義理有所契合。孟令兵指出：
（《新唯識論》哲學體系中）本體必須是能動的、具有生化機能的，用熊氏
的話說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只有這樣才能當下轉化、顯現為萬用，此之
「轉化」當然不是通常的含義，而是法爾如是、自然而然的「恆轉」，「即」
之為言，於中乃得體現，同時本體還要本具純善而真實的特性。在中印佛學
諸宗派中具備這種哲學思想特徵者，或許只有中國的華嚴宗最符合熊氏的理
論期望，所以，熊氏體用相即的思想能夠處處顯現出與華嚴法界緣起思想若
合符節，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18
按照孟氏的意見，熊氏平生所常言的「吾學貴在見體」
，在其著作中，其「體」
或表述為法界、一真法界、性海、真如、真心、本心等，這些都是華嚴宗所慣用
的與法界具有等同意義的名相。
《新唯識論》中規定本體的如下諸義：
「（一）本體
是備萬理、含萬德、肇萬化，法爾清淨本然。
（二）本體是絕待的，若有所待，便
不名為一切行的本體了。
（三）本體是幽隱的，無形相的，即是沒有空間性的。
（四）
本體是恆久的，無始無終的，即是沒有時間性的。
（五）本體是全的，圓滿無缺的，
不可剖割的。
（六）本體是顯現為無量無邊的功用，即所謂一切行的，所以說是變
易的，然而本體雖顯現為萬殊的功用或一切行，畢竟不曾改移他的自性。他的自
性，恆是清淨的、剛健的、無滯礙的，所以說是不變易的。」19——熊氏新唯識體
系中的本體論特徵，幾乎皆與華嚴法界緣起或性起說的義理一一對應。
不僅如此，熊十力在其著作中，對於華嚴哲學亦屢有佳評。首先，在華嚴、
天臺這些中土諸宗的理論來源上，他不同意內學院一系學者將之歸諉為承襲「偽
經偽論」的看法，他指出這些宗派的義理，仍不出於空、有二宗之範圍：
佛家自小迄大，只分空有兩輪。小宗不及大宗，小有不及大有，故吾只扼住
大乘而談也。雖中土自創之宗，如天臺、華嚴等，其淵源所自能外於大有大
空乎？20
而熊氏對於華嚴體系，則往往出以激賞的態度述之：

18

孟令兵：
《論熊十力哲學體系中的華嚴宗思想特徵》
，見《中國文化論壇》2004 年 3 期，124 頁。
熊十力：《新唯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313 頁。
20
熊十力：《新唯識論問答》，見《熊十力全集（卷八）》，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9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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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順之法界玄境，理事圓融。龍樹無著兩家，於此似都未及詳……此須大著
眼孔，能於空有二家學各會其總要，然後知理事圓融之旨。要至中土杜順諸
師圓融理事（理即法性，事即法相），然後玄旨暢發無餘矣。……言即於一
微塵中而不壞此一微塵之相，卻即此已是全法界也。此義深微，學者宜忘懷
體之。於一塵如是，一切法亦爾。略舉此門，已足會意。誰有智者玩心高明，
而於此等妙義，乃不能契入耶？……覺其中自有許多勝義，甚可推崇。21
並與馬一浮一樣，熊十力亦以華嚴義理可通於儒家，他說「華嚴四法界歸於
事事無礙。到此，與吾儒無二致。會通四子、六經，便見此意。」亦認為《華嚴
經》義理可通於《易》：
（《華嚴經》）此經於現前所見的一一事物，皆說為神，就是泛神論的意思。
又示人以廣大的行願，可以接近入世的思想。佛家演變殊繁，此經卻別具特
色。……與儒家的大易，有可以融會貫通的地方。22
對於與華嚴學相關的《起信論》問題，熊十力雖亦接受該書非為印度人撰述
的意見，但絕不同意就此便將其義理價值全然抹殺的態度，他曾批評依據「本覺」
與「本寂」劃分中印佛教並據以批判《起信論》的呂澂說：
偽論如《起信》
，其中理，是否無本於梵方大乘，尤復難言。此等考據問題，
力且不欲深論。但性覺與性寂相反之云，力竊未敢苟同。般若實相，豈是寂
而不覺者耶？……吾以為性覺、性寂，實不可分。言性覺，而寂在其中矣。
言性寂，而覺在其中矣。性體原是真寂真覺，易言之，即覺即寂，即寂即覺。
二亡，則不見性也。主性覺，而惡言性寂，是以亂識為自性也。主性寂，而
惡言性覺，是以無明為自性也。即曰非無明，亦是枯寂之寂，墮斷見也。何
可曰性覺與性寂相反耶？23
晚年的熊十力在所撰寫的《原儒》中，在闡述其宇宙論的四句義時仍說：
「一
為無量，無量為一，全中有分，分分是全。」24這顯然仍脫胎於華嚴「一入一切，
一切入一」的法界緣起世界觀。——熊十力傾向華嚴等中國佛教宗派的思想態度，
21

熊十力：《十力語要·與湯錫予》，見《熊十力全集（卷四）》，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235-236 頁。
22
熊十力：《新唯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408 頁。
23
呂澂、熊十力：《辯佛學根本問題：呂澂、熊十力往復函稿》，見《中國哲學》第 11 輯，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年，172 頁。
24
熊十力：《原儒》，見《熊十力全集（卷六）》，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3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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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諸氏所繼承，牟、唐後來皆深究佛學，並對華嚴、天臺
諸宗的義理大加推崇和闡發。

三、方東美與華嚴學
方東美(1899-1977)，為新儒家中廣泛涉獵西學並頗具詩人的浪漫情懷者。他
早年遊心於中西哲學諸學派，最終融匯百家而歸於中國文化本位，以《易》
「生生
不息」的哲學精神為基礎建構起他的本體哲學架構。方東美認為，在佛教哲學中，
華嚴宗以其「理事圓融」的本體論和「內具聖德」的人性論，典型地體現了中國
大乘佛家的哲學智慧，乃是印度的佛學思想與中國哲學完美交融的產物 25。1975
年 9 月至 1976 年 6 月間，方東美在臺灣輔仁大學主講「華嚴宗哲學」，系統闡發
其華嚴學思想，於逝後由其學生整理成書。
方東美認為，佛學亦宗教，亦哲學，而對於佛學而已，
「人一體悟到極其深微
的奧妙處，那便是超越語言文字，超越一切思想理路的最高的宇宙真理……華嚴
宗的佛教思想，更可充分地表現出這種特色。」26 ——《華嚴經》歷來被華嚴宗
人尊為「經中之王」，是「如日出先照高山」的「稱法本教」，乃佛陀成道後直抒
本懷的根本教法。方東美亦認為「佛陀一旦成道，自證無無上聖智，即先說《華
嚴》
，宣示廣大悉修圓融無礙之究竟真理，並持續不斷，以迄最後《法華》與《大
涅槃》時止。若佛陀弟子與聞者在精神上能相契等，則其說法實不啻一字不說，
蓋毋須費辭也」27，故以華嚴為佛教最高和最究竟之學。
在《華嚴宗哲學》一書中，方東美通過梳理中國佛教哲學的發展歷程而總結
華嚴宗產生的意義，他認為中國早期大小乘佛學中，依據印度小乘佛學的「業惑
緣起論」發展出一套不徹底的唯實論或唯心論，
「經過如此演變以後，到了大乘始
教的佛學裡面，再把印度的空宗，也就是般若中觀的思想引進來。然後便針對那
一套因果迴圈的主張，重新透過方便般若的觀照，文字般若的給予假名，……勢
必還要攝相歸性來談空。這樣子一來，便從原始的成實論，半邊唯實論、半邊唯
心論，才漸漸引導出以這個大乘空宗的佛學為媒介，而成立了法相唯識學的主張，
即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的中道觀。」——但這樣問題仍然未解決，方東美繼又指
出：
「小乘佛學到法相唯識這一系統，都認為整個的世界可以把它展現在時間之流
裡面，然後便可以看它的生滅變化。……整個宇宙都不斷地在生滅變化中，只是
無常。假使這個宇宙只是無常，那麼宇宙另一方面所謂『常』或永恆性我們又將

25
26
27

方東美：《生生之德》
，臺北：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311 頁。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臺北：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2 頁。
方東美：《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
，臺北：成均出版社，1984 年，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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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去安排呢？」28——由此而引出《大般涅槃經》中的「涅槃佛性」與唯識學系
統中的「如來藏」來解決此宇宙之「常」的問題。而在涅槃、唯識各派之間，如
來藏又有染淨、與阿賴耶同位異位的爭議，這些問題匯出了《大乘起信論》的出
現來解決。
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成書問題，方東美亦認為其文字「從頭到尾一氣呵成
沒有翻譯的痕跡」29，為中國人的撰述應無疑問，但與眾多新儒家的看法一致，方
東美亦未因此而減少對《起信》義理的推崇，他指出：
《涅槃經》和如來藏系的經典，在理論上雖是完全對立的：——一個契入
永恆；一個著重生滅變化。一個傾向完美；一個在裡面尚存留有污濁與罪
惡……設法要把他們調和或折衷，其結果就產生了《大乘起信論》
。……《大
乘起信論》
，就是要肯定佛法具有兩種法門：一個是永恆不變的法門，它那
裡的最根本範疇，就是真如，從真如裡面顯現出來的本性是空性，所表現
出來的相是具有偉大的生發作用。而事實上面，他的本身、本性不變，是
永恆的，就是《起信論》中的「心真如門」，這是《涅槃經》的中心思想；
至於第二方面，是說明宇宙是怎麼樣子來的，人生的出發點在什麼地方，
在其變化過程裡面，它並不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這第二個法門……是「心
生滅門」了。……這是體用兼備的思想體系。所以《大乘起信論》雖然是
一部偽書，但這一部偽書卻把中國從北魏以來，一直到梁陳時代，以及隋
唐時代，這一個長時期裡面，中國大乘佛學衝突的理論，給予一個旁通統
貫的調和。30
然在方東美看來，《起信論》之「一心二門」說尚有「體用對立」的問題，尚
未圓滿盡善，至華嚴宗的「法界緣起」出現，才真正是「二而不二，即體即用，
無所不賅的形上學體系」，他指出：
（華嚴宗法界緣起）不僅籠罩一切理性的世界，而且可以說明這個理法界才
真正能夠說明一切世俗界的事實構成。然後才能形成事事無礙法界，成立一
個廣大無邊的、和諧的哲學體系。希望能透過這一觀點，把從前佛學上面所
講的十二支緣起論的小乘佛學，原始佛教的缺點給修正過來。如此也能將對
所謂賴耶緣起，如來藏藏識緣起，那一派理論對立的矛盾性，都給一一剷除
掉，然後《大乘起信論》裡面體用對立的狀態，所迫切需要那種橋樑，也把
28
29
30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臺北：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388 頁。
同上，398 頁。
同上，4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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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建設起來，最後可以建議一個「二而不二、不二而二」的「即體即用、即
用即體」無所不賅的形而上學的體系。31
以上方東美通過回顧中國佛教哲學的邏輯歷程而闡發華嚴宗哲學出現的重大
意義，毋庸諱言，方氏的闡述不乏主觀之處，但這種「六經注我」的做法，是哲
學的，而非史學的，乃是建構其華嚴哲學合理性的一種努力。
方東美之所以如此推崇華嚴哲學，在於他對《華嚴》
「華藏世界」宇宙觀的獨
特理解，他認為這種宇宙構造「是引用隱喻的語言，根據詩意幻想奔放馳騁，以
及高度的詩韻幻想，而流露出這麼一個結構」 32——這種帶有詩人氣質的理解方
式，顯然亦是方東美的「詩哲」人格氣質之流露。進而，方氏認為這種宇宙觀的
奧妙在於：
雖是從器世界出發，但他不停滯在物質上面，在其領域中，它也可以講物理，
也可以講化學，但不論是物理或化學，它33是「基礎科學」
。以這個基礎科學，
便可以發現宇宙裡面更新奇的現象，生命的現象……所以在這裡面有所謂生
命的創新，心靈的創新，證明這一個宇宙是一個創造的秩序。34
顯然，在方東美看來，華嚴哲學乃是一個可涵蓋世間一切學術的圓滿體系，
這種體系優於現有的一切哲學，若以華嚴哲學為視野，來「判斷精神生命的價值，
然後不僅僅是產生知識，再把它化作智慧；不僅僅是智慧，更要把這一種智慧融
貫到我們生命的核心裡面去，所謂精神中心裡面，把哲學智慧、宗教熱誠，融貫
起來產生一個大的思想體系」35——這種利用東方智慧來統攝世間學術的體系構
想，亦是晚近新儒家多有的文化致思方向，若馬一浮的「六藝統攝論」
、牟宗三的
「二層存有論」皆作出了類似努力，體現了他們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慧命於世界哲
學之林的民族自尊意識。——由於將這種文化意識援入其華嚴學研究，使方東美
的華嚴哲學更具有時代特徵，可謂是晚近新儒家中華嚴思想的典型代表。

四、唐君毅與華嚴學
唐君毅(1909-1978)，是 「第二代新儒家」中與牟宗三齊名的代表人物，早年
頗受梁啟超、梁漱溟、熊十力學術的影響，平生以道德理想主義貫穿始終，1977
31
32
33
34
35

同上，413 頁。
同上，120 頁。
筆者按：此「它」指華嚴哲學。
同上，125 頁。
同上，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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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以「一心通三界九境」為宗旨，熔中西印
哲學系統於一爐，最終歸於心靈和生命的超越之境，是為其晚年定論。勞思光先
生認為，唐君毅的思想體系乃是一種「華嚴哲學」
，華嚴學在其思想體系的形成中
具有關鍵的作用。
唐君毅在其哲學史巨著《中國哲學原論》中給予華嚴哲學極高的評價，對
於華嚴哲學的探討，亦佔據該書的《原道篇》、《原性篇》中的很大篇幅。唐君
毅認為：
華嚴宗本其四法界、十玄、六相之論，以展示「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
無礙，相即相入」
，如因陀羅網重之無際；
「微細相容，主伴無盡，十十法門，
各攝法界」，而以之成觀，則可以拓學人之心量，以致廣大；由華嚴之教觀
以通於禪，以直契一念之中「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之靈知，則可以導人於
極高明。36
在《原道篇》第十一章中，唐君毅對華嚴宗的思想淵源作了系統疏理，認為
是由地論宗之相州南道一系與南方般若學思想合流，以慧光為其開祖，歷經傳承
至智儼，又承杜順弘華嚴。若向上推究印度佛教的淵源，則又可歸於西北印的彌
勒、無著、世親一派。法藏則華嚴宗真正意義上的開創人，他「上承杜順言五教
止觀、智儼所敷之十玄、六相、與同別二教之義，又取《起信論》之義，以通《華
嚴》
。」在經其後澄觀、宗密師徒繼之弘揚，華嚴宗始蔚為大觀。——而法藏之華
嚴學說的意義在於「融通此般若與法相唯識二大宗，乃中國佛學思想中昔所未有，
而為法藏之一思想上之創造。」——以上內容，張雲江先生在其有關研究中述之
頗詳37，這裡不再贅述。歸根結底，在以華嚴宗哲學為佛教哲學發展最高頂點之方
面上，唐君毅與方東美的意見是一致的，他指出：
華嚴宗之精神，即在緊扣佛在自證境界中，只證此自性清淨之法界起心，為
第一義，以立教。由此而在觀工夫上，即必然為由諸法之相攝相入之法界緣
起，以求佛所自證之唯一之真心……此直接契入之所以可能，則在吾人眾生
之真心，原即佛所證之真心；心佛眾生，乃三無差別。38
華嚴宗之義理模式亦參與建構了唐君毅「心通九境」的哲學系統，「心通九
36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181 頁。
參見張雲江的碩士、博士畢業論文《心通九境——唐君毅與華嚴宗》(2005)、《大乘佛學的融攝
與超越——論唐君毅對中國佛教思想的哲學詮釋》(2008)。
3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
，172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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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得之於華嚴法界觀及華嚴宗判教方法的影響，據說這是唐君毅本人也承認
的。39——所謂「心通九境」，乃唐氏借用《起信論》中之體、相、用三分，以明
心靈觀照的客觀物件和心靈自身的主觀活動。不同的體、相、用三觀相應於客觀、
主觀、超主客觀三界，以此展示出心靈活動的九種境界，九境依次是：萬物散殊
境，依類成化境，功能序運境，感覺互攝境，觀照淩虛境，道德實踐境，歸向一
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 ——這其中類於華嚴「萬法唯心造」之法界緣
起的圓融模式之處，無疑亦甚為明顯。

五、結論
上述諸新儒家之華嚴思想，他們或以華嚴哲學為借鑒而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
（如馬一浮、熊十力、唐君毅）
，或逕以華嚴寄託自己最高的哲學理想（如方東美）
。
晚近的新儒學界之所以如此推重佛教華嚴，當非偶然，其深層原因，應結合華嚴
哲學的理論性格和晚近思想文化背景進行探尋。
吾人回顧近代佛教文化的復興的緣起，當以楊仁山主持的金陵刻經處的開創
為一重要起點，楊仁山對華嚴的闡發弘唱，在晚清啟蒙思想者中，無論是維新派
人士譚嗣同，還是革命派人士章太炎，均受到其重要影響。這種現象，揭示了華
嚴哲學與近代啟蒙思想間應具有某些相契應的成分。——從譚嗣同的《仁學》思想
來看，華嚴學「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之理念，引發其視群體如自我，視世界如己
身的擔當情懷，構成其人生救世理想之基石；章太炎則由《華嚴經》發揚的菩薩救
世諸行，寄託其嚮往中的完美道德人格，並開出其平等自由之社會理想。40——華
嚴學之所以投契於近代早期「新學家」們的革命理想，應如杜繼文先生指出的：
第一，現實即理想，理想入現實，將彼岸的淨土落實到此岸的濁土。時空的
相即相入，成為通向「人間淨土」構想的理論橋樑之一。第二，一即一切，
一切入一，把個人責任同民族的安危緊密結合起來，從而深化了「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的社會呼喚。41
要而言之，作為近代思想啟蒙文化環境下出現的華嚴學，體現出一種能夠契
合時代的理想主義色彩，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還是「一
即一切，一切入一」的華嚴教理，皆被賦予了契合於自由平等理念的入世意義。
39

參見單波：《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學的精神空間》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266 頁。
參見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錄》，見《章太炎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145 頁。
41
見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之杜繼文《序言》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40

晚近新儒家的華嚴思想探析

457

如果說早期啟蒙思想家章太炎、譚嗣同是將華嚴學理解為一種變革社會的理
想主義，新儒家對於華嚴學的理解，可以說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進路，他
們對華嚴學進行的「創造性詮釋」
，其中蘊含了挺立中國文化慧命於世界哲學之林
的歷史使命感。——我們可否認為，如果說唯識學的復興，與晚近啟蒙文化中的
理性主義遙相呼應；則華嚴學則對應的是啟蒙文化中的理想主義，華嚴與唯識，
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構成「近代佛學復興」的重要兩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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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古代華嚴典籍的傳來與刊行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its dissemination in Ancient Korea
韓國國立順天大學南道文化研究所

研究員
郭磊

摘 要
五世紀初期江南地區翻譯的《華嚴經》對中國佛教乃至東亞地區的漢文佛教
圈（韓國、日本）産生了重要的影響。七世紀由智儼以及法藏確立了華嚴教學的
傳播，這也促成了韓半島華嚴學的發展，各種有關華嚴的著作相繼傳入韓半島。
隨著三種版本的《華嚴經》傳入韓半島，相關論述也隨之而來。北魏僧人靈
辯編撰的《華嚴經論》也在其中。因為靈辯的著作是對智儼、法藏之前華嚴思想
的理解，所以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書原有一百卷，但是現在傳世的只有收藏在韓
國和日本的各六卷，以及敦煌文獻中的一些短篇。新羅之後是高麗時代，由義天
主導的藏經刊印過程中收錄了各種《華嚴經論》並廣爲流傳，可知華嚴學在高麗
佛教所占比重。
高麗之後是崇儒抑佛的朝鮮時代，一邊是士大夫崇尚儒教，一邊是僧侶積極
的刊印佛教經典。特別是 1681 年，一艘滿載經典的商船遭遇颱風漂泊到韓半島
全羅道，以此契機柏庵性聰、桂坡聖能等浮休系僧人對其中的華嚴典籍進行了收
集並在日後大量刊行流通。
關鍵詞：華嚴經、新羅、靈辯、華嚴經論、嘉興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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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韓半島的佛教傳入是在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分權的時代，佛教傳入三國
的的路線各有不同。最先傳入佛教的是地理位置是與中國最接近的高句麗，在前
秦建元八年（372 年，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前秦符堅王派僧侶順道帶來佛像和
經典。百濟是在比高句麗晚十二年的東晉太元九年（384 年，百濟枕流王元年）
由西域僧侶摩羅難陀經東晉而傳入。新羅的王室雖然願意接受佛敎，但是因爲貴
族勢力的反對導致佛教的傳來一直被排斥，一直到新羅法興王統治時代（在位：
514-540，中國的南北朝時代），有一位大臣異次頓，他爲了讓衆人接受佛教，不
惜以身殉敎，以此爲契機，新羅貴族階層接受了佛教。
有唐以來，新羅派遣了衆多的求法僧渡海西行入唐求法。總的來看可以大致
分爲兩個階段，分別是求法的興起和興盛階段。1在興起階段(502-589)共計有十四
名僧人前來學習求法，而在興盛階段(590-907)則有一百八十名左右的學僧。這一
階段又可細分為四個階段：➀隋建國到滅亡(589-618)的二十七年中有求法僧四
人。新羅三人，高句麗一人。➁唐高祖到武則天時期(618-704)，八十七年中有四
十一人。新羅三十八人，高句麗兩人，百濟一人。➂唐順宗(705-805)的百年間有
新羅三十八人。➃唐憲宗到哀帝(806-907)的百年間新羅僧侶有九十七人。
當時唐都長安流行的各種佛教思想和流派，即律學、淨土、華嚴、法華、唯
識、天臺、密敎等各宗派佛典都藉由新羅求法僧而傳入新羅。雖然在三國時代佛
教正式傳入之前，佛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傳入韓半島，但三國時代的佛教正式傳
入代表著佛教得到了統治階級的認可。只有得到上層的認可，才可能開宗立派、
擴建寺院、流通經典。所以說韓半島三國時代佛敎的正式傳入代表著中國化的佛
教思想與韓半島本土思想的融合。
五世紀初期江南地區翻譯的《華嚴經》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的漢文佛教圈産
生了重要的影響。七世紀由智儼以及法藏確立了華嚴教學的傳播，這也促成了韓
半島華嚴學的發展。而新羅在滅掉高句麗和百濟政權後一統海東，在統一新羅時
代華嚴宗佔有非常大的比重。
華嚴學和華嚴信仰對於新羅佛教以及社會的發展所産生的影響不容忽視。新
羅僧人義相(625-702)入唐求法，在華嚴宗二祖智儼(602-668)門下學習，歸國後在
新羅廣宏華嚴，門下弟子輩出，在他之後有衆多的華嚴學人傳法弘道。義相被後
人尊爲海東華嚴初祖，新羅的華嚴學自此發端。新羅之後是高麗時代，由義天主
1

陳景富，《中韓佛教關係一千年》，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頁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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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藏經刊印過程中收錄了北魏靈辯的《華嚴經論》並廣爲流傳，可知華嚴學在
高麗佛教所占比重。高麗之後是崇儒抑佛的朝鮮時代，這個時代反而刊印了大量
的華嚴典籍，決定性契機是以柏庵性聰、桂坡聖能等浮休系僧人對《嘉興大藏經》
中華嚴經疏的收集和刊行。

二、《華嚴經》傳入海東
（一）六十華嚴的傳來
在韓國古代三國時期，新羅因爲地理上的原因，相比高句麗、百濟來說其佛
教傳入時期是比較晚的。但後來者居上，因爲新羅與唐朝一直保持密切的往來，
並在最後藉助唐朝的力量統一了三國，各種佛教思想都得以傳播，並展開其本土
化的發展過程。
新羅中古時代(514-654)的高僧按照求法的時間先後分別有圓光、安弘、慈藏
等人。其中圓光是入陳求法，主要是與占察法會有關。安弘則是入隋求法，後來
返回新羅提出了「新羅佛國土說」。因為相關史料的闕失，對於他們二人詳細的
求法經歷無從得知，所以無法得知兩人與是否接觸到華嚴類經典。只能從相對記
錄比較多的慈藏來探討相關內容。
慈藏入唐之後的活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慈藏入唐後，先前往五臺山
參拜。然後才到達長安，前往空觀寺從法常(567-645)那裡處求得菩薩戒並留下奉
事師長。法常是當時遠近聞名的高僧，皇帝甚至「下勅令為皇儲受菩薩戒，禮敬
之極眾所傾心。貞觀九年(635)又奉敕召，入爲皇后戒師。因即敕補兼知空觀寺上
座，撫接客舊妙識物心，弘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
述，及學成返國皆為法匠。」2
第二，從 638 年到 640 年間，得到唐太宗特別厚待的慈藏入住光德坊之勝光
別院。道俗為求受戒蜂擁而至，「從受戒者日有千計」。唐太宗對其善待有加或是
基於政治目的，這應該與慈藏的新羅貴族出身及地位有關。
第三，640 年到 642 年，慈藏「性樂棲靜，啟勅入山……往還三夏常在此
山。」慈藏在終南山雲際寺東邊茅棚自修時應該有可能與同在雲際寺的道宣有所
交流。3
第四，642 年到 643 年，慈藏「將事東蕃，辭下雲際。」他結束了山中的修
2
3

《續高僧傳》(T50) 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
[韓]南東信，〈元曉的教判觀及其在佛教史上的位置〉，
《韓國史論》20，1988年，頁7。

462

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行，重新返回到長安城，「既而入京，蒙敕慰問，賜絹二百匹用充衣服。貞觀十
七本國請還，啓敕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雜彩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
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集，並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雕
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並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爲福利者，賫還本國。」這次亦得到
了皇室的厚待，連東宮都對其善待有加。並且還請得藏經一部帶回新羅。
此處可以做一個推測，即在慈藏帶回的藏經中包含有〈六十華嚴〉。也就是
在 643 年新羅已經可能有〈六十華嚴〉在流傳。如果以上推測不能成立，那麽新
羅至少在義相入唐求法返回新羅的含亨元年(670)傳入六十華嚴。

（二）八十華嚴的傳來
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在唐武后證聖元年(695)於東都大內遍空寺重新翻譯《華
嚴經》，共計三十九品共八十卷，四萬五千偈頌，史稱「新譯」或「唐譯」。雖然
史料中沒有記載〈八十華嚴〉傳入新羅的確切時期，但是由此來推算新羅〈八十
華嚴〉的傳來時期應該是在長安漢譯之後，大概八世紀初左右的事情。
在景德王四年(745)新羅僧人緣起抄寫了八十華嚴。 4 同時在八世紀中葉活躍
的僧人表員著有《華嚴經文義要訣問答》，此書是對〈八十華嚴〉的注釋。此
外，在高麗僧人均如(923-973)撰述的《釋華嚴旨歸章圓通鈔》中提到，新羅義相
的弟子悟真曾向大唐了源和尚請教〈八十華嚴〉品數的記錄。5綜合以上，最晚在
八世紀中葉〈八十華嚴〉已經傳入新羅並得以流傳。

（三）四十華嚴的傳來
〈四十華嚴〉又稱貞元新經，大約是在昭聖王元年(799)年左右由僧人梵修帶
回。6史料中寫道梵修「求得新譯後分華嚴經」，考慮到〈八十華嚴〉在八世紀初
就已經傳入新羅，所以他帶回的應該是〈四十華嚴〉。
由上可知，從六世紀開始到八世紀末，三種版本的《華嚴經》陸續傳入新
羅，一方面說明新羅與唐的往來非常的密切，另一方面也說明瞭佛教在新羅的發
展之迅速。中國的華嚴思想傳入海東後，有衆多的僧人對《華嚴經》撰寫了注釋
書，使得華嚴宗成爲韓國佛教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宗派。

4

[韓]李基白，〈新發現新羅景德王代華嚴經寫經〉
，《歷史學報》83，1979 年，頁 133。
《韓國佛教全書》卷四，頁 120。
6
《三國遺事》卷四，勝詮骷髏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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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嚴經論的流通及刊行
（一）靈辯著《華嚴經論》的流通
靈辯的《華嚴經論》原有一百卷，是對六十卷本《華嚴經》的注釋，對於瞭
解智儼以及法藏以前的華嚴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靈辯是北魏時期的僧人，活躍
在山西太原一帶，一生以講《華嚴經》和《大品般若經》而被後人所知。其最重
要的著作《華嚴經論》一百卷在中國華嚴宗乃至新羅、日本華嚴宗的成立方面發
揮了巨大作用。可惜此書在中國散佚已久，只在法藏、澄觀等華嚴學人的《華嚴
經》注疏以及敦煌寫本殘留片羽。7
七世紀初，靈辯的《華嚴經論》就傳到新羅，八世紀上半葉又由與新羅華嚴
宗僧人審詳、慈訓等人傳到古代日本。上世紀中葉，《華嚴經論》中的六卷在日
本被發現，引起學者們的關注。但傳到日本的《華嚴經論》只有五十卷（或說六
十五卷）8。日本華嚴宗在平安時代衰落以後，另五十卷《華嚴經論》沒有傳到日
本。現在只有前半部分的六卷，即第 3、10、14、16、17、18 卷在日本。這些奈
良、平安時代的寫本殘卷發現於日本的華嚴寺和聖語藏。
2003 年又有六卷在韓國被發現，這些新發現雖然不足，但勝於全無。研究這部
分注疏可以幫助我們把握北魏時期中國佛教思想的全貌，還可以彌補隋唐之前《華
嚴經》注釋方面的空白，從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華嚴學的發展。9
韓國古代自新羅時代傳入靈辯的《華嚴經論》之後，一直到高麗時代百卷全
本的《華嚴經論》一直有流通的記錄。義天在元佑五年（1090 年）編撰的《新編
諸宗敎藏總錄》中提到過靈辯的《華嚴經論》 10，這說明當時的高麗佛教界還很
重視此論。至少在 1090 年以前《華嚴經論》還在韓半島流通，不過之後的流通
情況不明。一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此六卷出現在松廣寺，但此書後來的行踪不
明，或毀於戰火。2003 年，此六卷的手抄本在首爾大學奎章閣被研究者發現，使
我們可以一窺《華嚴經論》後半部之一斑。奎章閣收藏有編號為「奎 27780」的
《華嚴經論》一册，手抄本，內容從卷 51-56，共 113 頁。《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
合目錄》中記錄到此書的撰寫年代和地點不詳。11
7

[日]石井公成，《敦煌寫本中的靈辯「華嚴經論」斷簡》
，《華嚴學論集》
，1997 年，大藏出版社。
《奉寫章疏集傳目錄》云：
「華嚴經論五十卷，一千二百七十五張，欠第二十一、二十九。」
（
《大
日本古文書》卷 12，519）
，據此則有五十卷。而「經疏奉請賬」278 頁云：
「華嚴經論一部，六十五
卷，右五十部，二百五十卷，審詳師。」
（
《大日本古文書》卷 17，117）
，據此則有六十五卷。
9
張文良，〈靈辯與《華嚴經論》〉
，2006，佛教本土化與晉陽文化嬗變學術研討會。
10
《新編諸宗敎藏總錄》卷一（大正藏 55，頁 1166），「論一百卷，靈辨述」。
11
首爾大學校奎章閣，《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合目錄》
，198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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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韓國全南松廣寺在日本殖民時期(1910-1945)收藏的木板刊本《華嚴經
論》12來看，兩者內容完全一致，松廣寺版本也是一册，收錄了卷 51 至 56。於是
可以斷定奎章閣版本是以松廣寺版本爲底本抄寫的。只是松廣寺本《華嚴經論》
中沒有刊記等內容，所以無法確定此書的開板和印刷時間。

（二）朝鮮時代華嚴學之盛行
在韓國佛教歷史上，華嚴學被認可作爲統合的僧侶敎育科目是在朝鮮後期
(1637-1897)。在朝鮮前期的宗派佛敎時期，禪宗、敎宗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修行體
系甚少交流。1406 年（太宗 6）把 11 個宗派縮減成 7 個，到了 1424 年（世宗
6）則統合爲禪宗、敎宗兩大宗派。禪宗選用《傳燈錄》和《禪門拈頌》為應試
教材，敎宗則以《華嚴經》和《十地經論》為敎材。13
在禪宗、敎宗兩派分立的情况下，明宗時代文定王后給予佛教很大支持，曾
任命虛應普雨(1515-1565)爲判禪宗事都大禪師，守眞爲判敎宗事都大師，得以把
佛教的命脈維持到朝鮮中期。1552 年（明宗 7）在禪科合格的淸虛休靜作爲禪宗
傳法師，又被任命爲判大華嚴宗事兼判大曹溪宗事，並賜號紫法號國一都大禪師
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者。 14 即禪師淸虛休靜同時兼任禪宗和敎宗的判
事。從這裡我們可以得知，第一，從休靜的謚號可知當時禪宗是指曹溪宗，敎宗
是指華嚴宗。第二，在休靜的弘法時期，禪敎兩宗統合成爲單一宗團。朝鮮前期
華嚴宗已經是敎宗之代表，隨著禪師休靜被任命爲禪敎判事，可以說華嚴宗被禪
宗所統合。15
雖然華嚴學被放到禪宗的體系之中，但是其教學的本質似乎並沒有發生變
化。休靜也沒有排斥敎學，而是在瞭解禪旨的前提之下方便引用敎學之內容。他
在解釋《禪家龜鑒》第 5 句的「禪是佛心，敎是佛語」時說道：「禪敎之源者 世
尊也 禪敎之派者 迦葉阿難也 以無言至於無言者 禪也 以有言至於無言者 敎也 乃
至心是禪法也 語是敎法也」。16
12

[日]佐藤泰順，《關於靈辯的「華嚴經論」新發現六卷的解說》
，《宇井伯壽博士還曆紀念文集印
度哲學與佛教諸問題》
，1951 年，岩波書店。
13
李能和，〈敎林結果乃於雜花〉
，《朝鮮佛敎通史》 下編（新文館，1918）
，頁43-55。
14
《霽月堂大師集》，〈淸虛大師行跡〉（《韓國佛敎全書》8，頁253），「壬子榜禪科出身 初行洛山
住持 次行禪宗傳法師 次行判大華嚴宗事兼判大曺溪宗事 賜紫都大禪師禪敎都揔攝扶宗樹敎受登
階號」（《韓國佛敎全書》8，頁120）。
《鞭羊堂集》，〈蓬萊山雲水庵鐘峰影堂記〉，
「以禪宗大選 判
曺溪華嚴兩宗事 賜紫法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者」
。
15
禪敎統合並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定的演變過程。因為17世紀的雪松演初(1616-1690)
在〈梁山通度寺雪松堂演初大禪師碑文〉（智冠 編，《韓國高僧碑文總集》，伽山佛敎文化硏究院，
2000，頁258）中寫道：「休靜之道 分而為二派焉 有曰惟政 應祥 雙彥 釋霽 卽敎派也 有曰彥機 義
諶 雪霽 志安 卽禪派也」。
16
《禪家龜鑒》（
《韓國佛敎全書》7，頁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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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虛休靜的門派中，對於華嚴敎學有關心的門派是逍遙太能(1562-1649)的逍
遙派，他的孫輩弟子醉如三遇(1622-1684)在大芚寺講述華嚴宗旨，經常是數百人
雲集，聽其講法後開悟的人也不在少數。17
淸虛系的另一個門派是鞭羊派，也對華嚴敎學非常重視。鞭羊彥機(15811644)曾提出徑截門‧圓頓門‧念佛門之三門修學，並對作爲華嚴學之修行方法的
圓頓門寫道：「圓頓門工未，返照一靈心性，本自淸淨，元無煩惱。」 18鞭羊彥機
認爲敎學是針對中下根機的修行方法。19他的弟子楓潭義諶(1592-1665)說道：
「鞭羊
常以華嚴圓覺諸家注疏汗漫且多殘缺，欲删潤而未果，至是執師手而托之。」20 叮
囑弟子們不要惰於修習教學。繼承了鞭羊彥機思想的楓潭義諶「日把華嚴等經數百
十卷，正其差謬，著其音釋。然後，三乘奧義，煥然複明。」21他的弟子霜峰淨源
(1627-1709)、月潭雪霽(1631-1704)、月渚道安(1638-1715)等人以華嚴敎學而出名。
霜峰淨源曾在曦陽山鳳岩寺針對圭峰宗密(780-841)的《禪源諸詮集都序》以及普
照知訥的《法集別行錄節要並入私記》撰寫了科文，並整理了《華嚴經》的科目。
「造都序節要科文於曦陽之鳳岩寺，尤精華嚴大經，經有四科，逸其三，師緣文究
義，遂定三科，俾讀者不迷其旨。後得唐本參較，乃無差違，學者驚服，以爲淸涼
轉世云。」22 月潭雪霽「諸經肯綮，融會貫通，尤愛華嚴拈頌，口不撤誦，大開後
學迷途。」23月渚道安跟隨楓潭義諶學習淸虛休靜的密意，然後入妙香山講習並鑽
研華嚴大義。24月渚道安的弟子雪岩秋鵬(1651-1706)在妙香山跟隨其學習，在繼承
了道安的衣鉢之後南下湖南等地，在大興寺、澄光寺等寺院開壇講法。25
浮休系對於華嚴學的關心也不遜於淸虛系。浮休善修的弟子碧岩覺性認爲禪

17

〈海南大興寺醉如堂三愚大師碑文〉（智冠 編，前書，頁274），「嘗於大芚之上院樓 演說華嚴
宗旨 聽講者數百人」;〈海南大興寺華岳堂文信大師碑文〉（智冠 編，前書，頁288），「醉如三
愚禪師 集大眾 講華嚴宗旨 師在樓板下竊聽之 立地頓悟」
。
18
〈禪敎源流尋劍說〉，
《鞭羊堂集》（
《韓國佛敎全書》8，頁257）
。
19
〈上高城〉
，《鞭羊堂集》（
《韓國佛敎全書》8，頁262），
「歎曰 奇哉 一切眾生皆具如來智慧 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欲示宅中寶藏 垂言敎立義理 而四十九年 東說西說 慈雲廣布 法雨遐沾 於是
䏊騃枯槁 咸蒙其澤而滋榮 此中才下根 承言會意者 是謂敎門也」
。
20
〈寧邊普賢寺楓潭堂義諶大師碑文〉
（智冠 編，前書，頁218）
。
21
〈淮陽表訓寺楓潭堂義諶大禪師碑文〉
（智冠 編，前書，頁222）
。
22
〈聞慶鳳岩寺霜峰堂淨源禪師碑文〉
（智冠 編，前書，頁282）
。
23
〈樂安澄光寺月潭堂雪霽大師碑文〉
（智冠 編，前書，頁304）
。
24
〈海南大興寺月渚堂道安大師碑文〉（智冠 編，前書，頁318），「初從天信長老受戒 叅楓潭
盡得西山密傳 甲辰入妙香山 講究華嚴大義 世稱華嚴宗主」;《月渚堂大師集》（《韓國佛敎全書》
9，頁121）
，「恒留意華嚴法界 仿佛淸涼國師 常勸人念佛往生 依俙廬山遠公 遍遊名山住錫之場 屢
設華嚴海會 或上堂 或示眾 禪也敎也 儒焉釋焉。」
25
〈樂安澄光寺雪岩堂秋鵬大禪師碑文〉
（智冠 編，前書，頁340）
，「遠近緇白 聞聲坌集 師從而
說法 辭辨縱橫甚晰 詣講座者 日累百人 法席之盛 近世所未有也」;〈海南大興寺雪岩堂秋鵬大禪
師碑文〉
（智冠 編，前書，頁346）
，
「（道）安公深加器異 授以淸虛衣缽 俾為人天敎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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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不二，「非離敎而別有禪也 非離禪而別有敎也」，所以禪敎同源。26繼承了這一
敎學思想的慕雲震言(1622-1703)被尊稱為華嚴宗主。他「晩歲樂華嚴為要說 手不
停披……南北學者 承風而至 蒙琢磨者 常不下百指 逮丙寅秋 以公山遠公之請 居
於雲浮精舍 大開毗盧藏海 重闡華嚴法會……夫末季之大揚華嚴於東國者 實自先
師彈舌之功 眞可謂法海之智揖 釋門之關鍵也」。27慕雲震言著有《華嚴品目問目
貫節圖》一書流傳於世。
17 世紀末澄光寺講院敎科目的刊印事業名聲在外，其中心人物是柏庵性聰。
而他正是浮休系翠微守初(1590-1668)的弟子，據傳他繼承了高麗時代在松廣寺駐錫
的普照知訥(1158-1210)的遺風。281635 年柏庵性聰(1631-1700)在順天松廣寺刊印了
淸涼澄觀《華嚴經疏》加以注釋的晉水淨源(1011-1088)的《華嚴經疏注》以及菩提
流支（5-6 世紀）翻譯的《十地經論》，這些都值得注意。《華嚴經疏注》有可能是
在高麗時代從宋朝傳入的木版本29，或是根據 1564 年刊行的歸眞寺本作爲底本而
再次板刻。《十地經論》是高麗大藏經版本再次雕刻的。考慮到當時這兩種經典的
木版在松廣寺被再次雕刻並出版流通，可知隨著十七世紀的講院敎育之發展，講院
的僧侶數也隨之增加，自然就需要大量的印刷來提供相應的課本。
爲什麽是在松廣寺呢？應該是當時以松廣寺爲中心形成了韓半島南部地區的
講院敎育體系。首次對履曆課程、履曆科目進行體系化討論的是咏月淸學(15701654)，他是淸虛休靜的弟子，也曾跟隨浮休善修學習，晚年居住在離松廣寺不遠
的樂安澄光寺廣興教化。30所以對 1635 年松廣寺刊印華嚴典籍的盛況多少會有耳
聞，此外他的弟子們因為經常往來於松廣寺，所以也會受到影響。
柏庵性聰在熟悉了松廣寺的講院敎育後，把普照知訥的著作也引入到講院的
科目中並出版相關教材，對於講院教育的全國普及起到非常大的貢獻。由他主導
並刊印的佛書總計有 187 卷 115 册，其中與履曆科目有關的佛書有 182 卷 113
冊，其中有《華嚴疏鈔》90 卷 80 册，此書對於朝鮮後期華嚴學的盛行起到了決
定性的的作用。
柏庵性聰所刊印的《華嚴疏鈔》是根據嘉興大藏經而翻刻的。 311681 年漂流
26

《大覺登階集》（《韓國佛敎全書》8，頁325），〈禪敎說贈勒上士序〉，「心口雖二 理則一源……
非離敎而別有禪也 非離禪而別有敎也」。
27
〈慕雲大老行跡〉
，《華嚴品目問目貫節圖》（《韓國佛敎全書》8，頁377）
。
28
柏庵性聰在1678年負責建立了〈松廣寺事迹碑〉和〈普照國師甘露塔碑〉，並繼承了普照遺風。
金龍泰 ，〈 浮休系의 系派认识과 普照遗风 〉， 《普照思想》 （ 普照思想硏究院 ，2006）， 頁315359。
29
此木板在1423年送往日本。參考世宗22卷，5年(1423) 12月25日（壬申）第一條。
30
〈詠月大師原始要終行狀〉，
《詠月堂大師文集》
（《韓國佛敎全書》8，頁235-236）
。
31
李富華，何梅共著，《漢文佛敎大藏經硏究》（北京：宗敎文化出版社，2003）
，頁59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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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羅道荏子島的中國商船上載有嘉興大藏經，這套藏經的編撰從明代開始一直
到清朝經過了約 120 餘年的時間。船上這套經典本來是要運往日本，但是在途中
遭遇颱風而漂流到荏子島。柏庵性聰專門整理了嘉興大藏經中與履曆科目有關的
佛書並予以刊印。當時翻刻的這套《華嚴疏鈔》是明朝葉祺胤把單獨流通的《華
嚴經》以及淸涼澄觀的《華嚴懸談》、《華嚴經疏》、《華嚴疏鈔》等會編在一起，
共計 90 卷 80 冊。32 「今者幸獲唐本，乃是兼會疏鈔。淸涼國老之手澤尙新，平
林居士之輯編流布。」這樣一來方便了讀者，不需要單獨去找疏和鈔，而是在一
套中就可以全覽。
1691 年性聰在仙岩寺召開了華嚴大會，而刊印《華嚴疏鈔》的消息則轉播
到全國各地。聽到這一消息的月潭雪霽前往澄光寺學習華嚴學，爲培養後學打
下了基礎。柏庵性聰最初從漂流船上收集的《華嚴疏鈔》並不是全卷本，雖然
四處奔走收集了衆本，但還是缺少了按照千字文順序排列的天字卷到皇字卷 80
册中的洪字卷。後經月渚道安及其弟子雪岩秋鵬等人的努力，收集到並得以刊
印流通。
辛酉載大經巨舶 自無何 漂泊於荏島江幹 曹溪柏庵獲此經 使門人登梓 而唯
洪字一卷 失於風濤 齋未刊勒 香山雪岩禪師 素以斯典為遊心之場 亦寶玩而
惜之曰 眞雪山童子之半珠也 切欲得補其缺而全之 因赴燕 使再三購求而不
可得者 有禩矣 會我月渚大師 獲鈔本於南中 乃與同志蕫役剞劂 不閱月而竣
事 配為全寶……庚辰孟秋上浣虛靜法宗謹跋。33
另外，與《華嚴疏鈔》的刊印一樣，對華嚴學盛行産生很大影響的佛書還有
《華嚴懸談會玄記》（40 卷 20 冊）。此書也是在荏子島漂流船所載的典籍中，被
浮休系的桂坡聖能（生平不詳）收集起來並於 1695 年在智異山雙溪寺刊行。
由上可知，在朝鮮前期敎宗被統合成華嚴宗後，朝鮮中期華嚴宗又被禪宗併
入，而隨著松廣寺相繼刊印了《華嚴經疏注》和《十地經論》並流通，充分地形
成了華嚴學成長的土壤，然後隨著《華嚴疏鈔》的刊行，使得華嚴學得以大肆流
行開來。

四、結語
後漢以來《華嚴經》的別行本在中國陸續譯出，但其傳弘還不見興盛。一直
32
33

〈重刊華嚴經會編疏鈔落成慶懴疏〉
，《柏庵集》（
《韓國佛敎全書》8，頁469）
。
〈華嚴經後跋〉
，《虛靜集》（
《韓國佛敎全書》9，頁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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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東晉義熙十四年(418)，佛陀跋陀羅譯出本經六十卷，此經才受到漢地佛教學
人的重視，傳誦、講習乃至疏釋的情形也流行起來。繼而傳播到一海之隔的新
羅，西元 643 年左右新羅已有〈六十華嚴〉流傳，最晚在八世紀中葉〈八十華
嚴〉已經傳入新羅並得以流傳。〈四十華嚴〉大約是在昭聖王元年（799 年）左右
由僧人梵修帶回。從六世紀開始到八世紀末，三種版本的《華嚴經》陸續傳入新
羅，使得華嚴宗成爲韓國佛教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宗派。
歷經新羅、高麗時代的傳播和發展，華嚴學得以在以崇儒抑佛的朝鮮時代盛
行的契機是一艘滿載佛典的商船漂流到韓半島的全羅道，而柏庵性聰、桂坡聖能
等浮休系僧人對華嚴典籍的收集和刊行，則延續了海東華嚴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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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有兩千多年歷史的關係，其中越南佛教與中國佛教也有一千多年的關係
與發展。佛教傳過中國、越南、日本等國家，越南在歷史中也接收到中國影響的
佛教。越南從宗藩的時代到之後獨立的階段，越南與中國的差別越來越大。在佛
教方面，越南朝廷慢慢受到中國傳入的影響。李朝、陳朝以後已是國家獨立的階
段，一方面李朝、陳朝致力佛教的本土化、一方面與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很深。
陳朝華嚴思想是一個發展很高的階段。後黎朝以後漸漸比不上以前的佛教史和佛
教文化。本論文研究陳朝的華嚴思想，是一個在越南歷史上最發展的佛教史。
關鍵詞：越南華嚴、越南臨濟宗、越南竹林禪派、法螺禪師、陳仁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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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國外到越南佛教華嚴思想的探究
中國學者已出版很多有關華嚴宗的作品，包括歷史、思想、書籍、版本等
等。日本、台灣、韓國與世界上有很多學者也研究、公佈出版有關華嚴的作品。
其中西方學者 Steve Odin 針對西方哲學與華嚴思想論述。GRMA C.C CHANG 也深
入華嚴思想。D.T.SUZUKI 也對華嚴思想有很多發表，以後編輯出版。另外還有中
國研究者研究華嚴宗。中國學者在很多角度都有論述，包括：華嚴思想、華嚴文
化、唐代華嚴研究、宋代華嚴思想與以後的歷史，例如：王頌的《宋代華嚴思想
研究》、王居恭的《華嚴經及華嚴宗漫談》、魏道儒的《中國華嚴宗通史》、陳垣
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等研究。另外還有賴永海主編的《中國佛教通史》、
鐮田茂雄的《中國佛教通史》，對於歷史、文學、書籍、版本等也有很多論述。
台灣華嚴專宗每年都有舉辦研討會，會後有出版的成書，針對世界上研究華
嚴思想很有意思。世界上的研究華嚴宗越來越有成績，還有，學界越來越關心華
嚴思想、宗派、歷史、建築、奉祀、宗教學。當然，研究佛教史不是簡單的事，
特別是研究一千多年的華嚴歷史。
越南幾百年前已有收到從中國轉進的佛教書籍。當時的書籍，至今沒有存
在，且還有經過戰爭，天災、人禍，因此，研究越南文化和越南佛教史是不簡單
的事。但在文學、歷史、碑文等方面都有記載或者有關的內容，因此看越南佛教
史、佛教思想要與國外文化相關、比較才可以慢慢接近越南之前的文化。
從中國與國外研究華嚴宗內涵，可以 回溯 越南的李朝(1010-1225)、陳朝
(1225-1400)時代的佛教史。至今越南學者針對越南的歷史上編輯《越南佛教
史》，或者論述越南佛教史，但華嚴史的內涵思想，傳承都寂寞無蹤。華嚴宗從
什麼時代轉過越南？至今只有一本書研究到越南陳朝碑文而論述陳朝華嚴思想、
華嚴文化。那本書內容因此依靠華嚴經與碑文而論述華嚴思想，而還沒用功在研
究華嚴宗歷史，中國華嚴宗與越南的比較。
歷史方面，可以看到中國佛教書籍很早就傳到越南。在十世紀以前，越南還
是中國宗藩，中國僧人來往越南很順利。僧人能從越南去中國或者中國來越南傳
教。從東吳朝代士夑管理越南，當時越南有牟子寫的《理惑論》。牟子的《理惑
論》是越南最重要的佛教作品。從此，以後還有很多印度僧人來越南，例如：康
僧會在建初寺翻譯《六度集經》1。以後康僧會到中國還翻譯很多佛經。《歷代三

1

《開元釋教錄》記載吳赤鳥十年(247)在交州翻譯六度集經等部。

越南陳朝(1225-1400)華嚴思想論述

471

寶記》記載，康僧會在中國翻譯十四部，二十九卷經與注。到五世紀，《大藏
經》有記載很多僧人從愛州（今越南─清化省）到中國，或者在愛州有佛教發
展。在歷史上，中國越南的僧人來往傳教、翻譯經典很繁鬧。幾百世紀，中國僧
人來越南或者越南僧人到中國都有大藏經記載。至十世紀以前越南書籍很少記載
越南歷史，特別是越南佛教史。
十世紀左右，越南走向獨立，丁朝建立大越國，之後是黎桓建立黎朝。黎桓
向宋朝請《大藏經》。從此，越南官方正式收有《大藏經》。藏經傳到越南影響到
越南文化，特別是李朝、陳朝的佛教。李朝佛教文化是越南歷史上發展很高的階
段。陳朝曾有兩次與元軍戰爭，但戰爭後，越南大越國繼續向元朝申請《大藏
經》。因此，每次收到中國傳來的《大藏經》，都讓越南佛教史的發展向上成長。
根據越南書籍，可以看到越南有幾次收到中國傳來的《大藏經》或其他佛教
書籍：
宋史記載宋朝真宗皇帝景德四年(1007)已送交州佛教書籍。宋史記載：「乙
亥，交州來貢，賜黎龍廷九經及佛氏書。」2當時史書沒有記載寄給越南的
是《大藏經》還是一般的佛經。但越南黎朝黎龍廷(1005-1009)在寧平省長
安的建立很多經幢。至今很多經幢的版本很難考，《大正大藏經》、《中華大
藏經》、《高麗大藏經》都沒有記載越南經幢版本。《安南志略》還記載黎桓
的時間，1005 年，也受到宋朝頒給《大藏經》3。以後《大越史記全書》與
《宋史》的記載在 1007 年的宋朝頒給大越《大藏經》的相同。
以上內容依靠《宋史》、《大越史記全書》、《安南志略》等書籍記載宋朝頒
給大越的《大藏經》。這事與當時華人來往的生意、避難帶來書籍針對越南
大越國佛教史上，佛教史文化影響甚大，影響到李朝、陳朝與越南以後幾
百年的文化。
李朝皇帝繼續申請《大藏經》。《安南志略》第十二卷記載 1010 年十二月，
李太祖請宋朝頒給《大藏經》。1014 年、1018 年越南李朝繼續向中國申請
《大藏經》。宋朝都同意把《大藏經》頒給大越。《大越史記全書》也與
《安南志略》有相同的內容。

史／正史／宋史／本紀 凡四十七卷／卷七 本紀第七／真宗 趙恆 二／景德四年(P.132)..[底
本：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56^1941199235^807^^^70
2020200001000700010005^101@@292048385
3
《安南志略》，第十九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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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 年，陳仁宗向元朝要賜給《大藏經》。越南很多書籍記載陳朝收到的
《大藏經》，例如：《大越史記全書》、《青梅圓通塔碑》、《聖燈錄》等資
料。這次，元朝《大藏經》針對越南大越國陳朝影響甚大。之後，到黎朝
或者阮朝都沒有記載越南申請中國的《大藏經》。申請書記後，陳朝重刻、
重寫。這事對陳朝佛教文化有很大的影響。陳朝 1362 年的法螺禪師舍利塔
的碑文《青梅圓通塔碑》記載內容：「興隆十九年辛亥、奉詔續刊大藏經
板。師命寶剎主其事。四月於超類寺住持講傳燈錄。」
還有：「大慶元年甲寅太上皇即位，於超類寺鑄佛像三尊，皆高十七尺。及
建佛殿、閣、藏、僧堂凡三十三所，師皆命名，佛寺扁曰蘃香殿，太上皇
親洒宸翰以賜之。英宗賜大藏經五百函以為其寺常住。」
青梅碑文都是記載陳朝對《大藏經》刻板與印送。

「 大慶八年辛酉、寫大藏經後跋。先是英宗與太后及宮嬪等刺血寫大藏經
五千餘卷既畢。」
「開祐元年己巳七月、印大藏經一部。」
《青梅圓通塔碑》記載當時陳朝的竹林禪派的活動，特別是法螺與他的弟子們，
其中有陳英宗皇帝擁護刊刻經板與流傳全國。除了刊刻，還有用血寫經書。竹林
禪派與信眾或刻板、或寫本，使《大藏經》廣播、流傳。陳朝佛教文化因此得到
發展。國家皇帝、官員與人民都對佛教都鼓勵，擁護，捐錢。法螺禪師建立宗
派，成為朝廷與宗派合在一起、統一體制、國家與宗教的體制。佛教就是國教，
國家以佛教為主。
《安南志略》第十二卷記載李朝申請中華《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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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朝華嚴思想從書籍的論述
陳朝的資料，今存在很少。陳英宗時代，佛教發展，國師指導信眾重刻經板
與寫經書。但一千年過去，陳朝只能留下碑文與幾本經書。但書籍用紙不能保存
那麼長的時間，因此書籍都是後人重刻而印出流傳。例如《青梅圓通塔碑》是一
個國家承認的寶物，年代 1362 年，但到後黎朝景興年(1765)性廣禪師是臨濟宗派
的高僧編輯與其他幾本書成為《三祖實錄》。《三祖實錄》保存陳朝當時竹林禪派
三位祖師的語錄、實錄，也是他們身份與當時的佛教史。《三祖實錄》也是越南
重要的佛教書籍。經過陳朝佛教史可以看到當時的宗派、思想。
三祖實錄─1765 年

青梅圓通塔碑─1362 年

越南佛教史書都認為越南陳朝佛教史是臨濟宗派的竹林禪派。竹林禪派是越
南陳朝創立的宗派。陳仁宗(1258-1308)、法螺禪師(1284-1330)與玄光尊者(12541334)是陳朝竹林禪派三位祖師。陳仁宗是皇帝也是第一祖；法螺禪師是仁宗弟
子，他是竹林禪派的第二祖師；玄光祖師是竹林禪派三祖。阮郎編寫《越南佛教
史論》、黎孟撻《越南佛教史》等越南佛教書籍都沒提到李朝、陳朝的華嚴宗的
影響。越南學者至今還沒有人研究到中國當時的佛教對越南佛教有什麼的影響。
特別是宋朝到元朝的華嚴宗與臨濟宗，禪、凈、密關係與對社會影響。例如陳太
宗是越南陳朝第一皇帝，至今他有《六時慚愧科儀》的作品。越南學者還沒比較
越南陳朝的慚愧思想比較唐宋以後的慚愧文學、佛教史的慚愧思想。因此大部分
都認為《六時慚愧科儀》是越南創建的作品。
以上引文以說明李朝、陳朝受到中國佛教史的影響。越南的華嚴宗派的思想
也不出以上的脈絡。華嚴宗如何影響越南，可以透過李朝、陳朝當時的史料來還
原。當時的碑文至今還存在，此外尚有歷史書籍以及佛教書籍。碑文可以保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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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當時的年代及其內容。佛教書籍包括當時禪師的作品、以後收集的作品；歷
史書籍，都是由歷代史官編輯，補充而成，因此，歷史書籍不是單一階段的內容
與觀點。
《禪苑集英》是到陳朝的幾百年越南佛教史。這本書介紹越南佛教宗派與越
南佛教和政治、經濟、文化關係。本書也介紹越南各地的廟宇以及僧人的修行。
本書也介紹越南佛經的收集與經常誦唸的經典。直到陳朝，根據《禪苑集英》記
載的越南陳朝的佛經有華嚴宗派的書籍，例如：《華嚴經》、《法華經》、《圓覺
經》、《仁王護國經》、《涅槃經》、《維摩經》等佛經。陳朝經書有很多佛經是華嚴
宗常用的經典，也有禪宗、淨土宗、密宗相互引用。陳朝僧人在語錄，詩歌與文
章可以看到他們受到中國禪宗影響，特別是臨濟宗的語錄。其中引文有趙州、臨
濟、雪竇語錄等禪師。慧忠上士是陳仁宗的業師，他的語錄中引文也有《華嚴經》
：
「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4
《仁王護國經》，是華嚴宗的經典。從李朝，《仁王護國經》已是國家的經
典，常常在國家典禮使用。李朝每次皇子登基時，就設立「仁王會」。仁王會是
僧人設立法壇，依靠《仁王護國經》為主。到陳朝，《仁王護國經》還是陳朝重
要的佛經。
陳朝已經過幾百年，時間很長，木板、書籍都無法留存至今。但陳朝的書籍
可以重刻，以後重印，還在廟宇保存。因此要研究陳朝的書籍並不容易。國家圖
書館、研究院圖書館與很多廟宇的圖書館都有佛教書籍。筆者好幾年在廟宇研
究，因緣而看到陳朝書籍傳去越南南方的廟宇，但不是陳朝的版本，而是重刻、
重印的版本。越南南方的天氣與越南北方有差別，因此書籍的保存狀態較好。
《新編刊大佛頂首楞嚴經無上神咒卷上》這本書至今只有一本，很薄，只有
幾十頁。書有序文提到中國唐代翻譯人與越南陳朝重刻內容：
大唐中天竺三藏法師譯梵本
第一本書：《大越陳朝西天竺沙門菩提室利 翻梵義》
第一竹林調御凈般刺密帝惠覺皇王調御金佛潤文
竹林坛下室靈山住持沙門寶剎筆校

4

《陳朝上士語錄》，漢喃研究院編號：A.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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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室利是唐代中天竺三藏法師僧人。《大藏經》傳來越南，好像有他的翻
譯版。因此看到陳朝保留菩提室利翻譯《楞嚴經》，但到越南後《楞嚴經》還受
到越南人陳仁宗皇帝「潤色」與他的弟子寶剎筆校。以上內容包括大唐的中天竺
翻譯人。但最重要的是在越南的翻譯梵義。本經的內容似乎是在越南處理的。還
有越南竹林禪派的第一祖有潤文。他的弟子是寶剎筆校。根據該版本，筆者認為
越南在陳朝時本經很流行。《大佛頂首楞嚴經》是華嚴宗基本的佛經。因此認為
在書籍，在陳朝的佛教活動都有華嚴思想的影像。
第二本書是《重刊竺林第二密想諸品經卷一》內容有提到竺林第二祖法螺尊
者與他的眾弟子們一起刊刻經書。那本書不是佛經而是越南佛教傳統的佛教信
仰，內容關乎民間信仰。本書內容也有提到華嚴經「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陳朝版本《竺林第二密想諸品經》有關華嚴經

三、陳朝竹林禪派法螺禪師(1284-1330)與宏傳法華經思想
以上介紹到陳朝的書籍，但除此之外尚有碑文、詩歌等等，都需要考察清
楚，特別是詩歌與文章。但陳朝華嚴經與華嚴思想是陳朝的特點。陳朝的華嚴思
想特別在法螺禪師時弘揚華嚴經與華嚴世界觀。法螺禪師(1284-1330)是海陽省南
策縣人，至今是海陽省市附近。陳仁宗經過海陽省，看到法螺，就把他收為弟
子。法螺禪師一生修道，之後仁宗傳給他第二禪派祖師的地位。1299 年陳仁宗出
家，統一國內宗教，成為一個宗派，是為竹林禪派。陳仁宗讓位成為太上皇，自
稱調御金佛。1308 年陳仁宗圓寂，法螺擔任全國的法派，掌握大越國最高的地
位。法螺禪師是越南陳朝大越國竹林禪派第二祖。
根據《青梅圓通塔碑》記載，法螺禪師在北越發揮華嚴思想。可以看到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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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北越的各個地方，例如：海陽省、北寧省、南定省、太平省與他的弟子從義安
省以北。但，依靠《青梅圓通塔碑》可以看到法螺禪師的活動主要在海陽省、北
寧省、太平省與南定省。
年

《青梅圓通塔碑》記載法螺禪師講華嚴經

附註

1310 年

七月、奉詔赴仁宗盂蘭大齋，陞堂講華嚴大旨

1321 年

大慶八年辛酉、上品懷寧侯請師 鑄千手大悲一
尊，及求受菩提心戒。奉詔為昭慈皇太妃安法
號，寫大藏經後跋。先是英宗與太后及宮嬪等刺
血寫大藏經五千餘卷既畢。至是，太上皇詔師跋
其後。國父上宰請就靈山崇嚴寺授在家菩薩戒，
及授□□□□王出家菩薩戒。顯靈延光寺住持鶖子請
就其寺講華嚴經十地品。

- 鑄千手大悲一
尊。
- 講華嚴經十地
品

1322 年

大慶九年壬戌、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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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日、
太上皇詔撰參禪指要，仍加賜號明覺。創壺天、
真樂等庵。是年欲鑄佛像一千軀。保慈皇太后及
寶惠國母、寶雲公主、司徒文惠王、威惠王、戴
王冠上位彰仁侯、上位 具威侯 、上品懷寧鄭中
子、右弼段公汝諧、上品大僚班鄧誠等，皆隨喜
贊成之。義住普光寺僧澄照主其【知】事。檢校
司徒文惠王請師就安隆第講首楞經，刊四分律，
删補抄板印施凡五千餘本。

- 要法螺禪師
講：盡講華嚴
經九會。
- 講華嚴第二
會。
- 講首楞經

1323 年

大慶十年癸亥，九月、司徒文惠王及威惠王請就
超類報恩寺授菩薩戒及灌頂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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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金剛場陀
羅尼經科註，刊板印行，定涅盤大經科疏，定法
華經科疏，定楞伽四卷科疏及撰衍義，定般若心
經科疏及撰註，定法事科文及度門助成集。

很多活動：
- 灌頂、講華嚴
經 第 二 、 第
三、第五會。
- 定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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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青梅圓通塔碑》記載法螺禪師講華嚴經

附註

1324 年

開泰元年甲子年二月、奉昭慈皇太妃内旨就建昌
府講華嚴第六會。三月十五日、奉詔授昭慈皇太
妃出家菩薩戒。又赴義住普光寺入慶讃道場點眼
會，乃前所鑄千佛像。六月、造漆布阿彌陀功德
二部各三尊。十二月、寶惠國母請就養福第講華
嚴第七會。是月起造彌勒丈六大像模。

- 講第六會、
- 講華嚴第七會
- 鑄千佛像、三
尊
- 造彌勒丈六大
像

1325 年

開泰二年乙丑正月初一日、寶惠國母請就養福第
講金剛經拈頌。奉詔於大内資福寺講雪竇錄。三
月、佐聖太師及華陽公主請就天光寺講華嚴第八
會。奉保慈皇太后旨於瓊林院講華嚴第九會及設
禮千佛會七畫夜。於瓊林院建瓦塔石塔二座。九
月初一日、奉詔於大内資福寺講圓覺經。

- 講第八會、第
九會
- 講圓覺經、金
剛經、雪竇錄等

1328 年

開泰五年戊辰三月、保慈皇太后，寶惠國母請師 編輯仁王護國儀
於瓊林院集十方僧設轉藏大齋十日夜，奉薦英宗 軌
皇帝及國考興讓大王。太上皇駕幸其寺，師奏請
禁軍拽彌勒大像就殿基，尋上寶座裝金。九月、
太上皇詔師編仁王護國儀軌以便内修。

1330 年

開祐二年庚午、師四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安樂 講 華 嚴 經 第 一
堅德大師及施主麗寶公主請就安樂藏院重講華嚴 會、第二會
經第一、第二會。

以上很清楚地展現法螺禪師的活動。他不是一個人，而與陳朝各地大官，信
眾、弟子與他一起舉辦。法螺禪師不只是講《華嚴經》九會，還有講《雪竇
錄》、《金剛經》、《圓覺經》與編輯很多科儀。法螺禪師建塔、鑄鐘、建佛像與立
壇收弟子等等。在陳朝的佛教史上法螺禪師甚大。陳朝末年，竹林禪派衰落，以
後陳朝滅亡。明朝廷派軍隊到越南，以後黎朝統一國家，獨尊儒教，竹林禪派與
越南佛教信仰、陳朝的佛教、華嚴思想的文化慢慢衰落。

四、結論
越南有兩千年多佛教史，但到陳朝才是發展最高的時代。升到最高的地位，
也很快就衰落。陳朝是佛教的時代。甚至很多越南學者認為陳朝的朝廷與佛教容
易成為一個體制，就是竹林禪派體制。太上皇、皇帝、大官都是佛子。他們或出
家，或在家修行。佛教發展引起各地建立佛寺，鑄鐘、建廟宇等等讓國家經濟、
文化越來越落後。最後陳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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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宗弟子是法螺禪師，他是竹林禪派的第二祖。法螺繼承越南歷史上的大
藏經，佛教歷代傳來，受到越南本土化的影響，也受到中國傳過來的影響。每個
越南朝廷都有收到中國傳過來的《大藏經》。除了透過官方傳來以外，還有移民
或者避難、戰爭等等方面。越南大越國因此成為國家佛教，發展鼎盛。
法螺禪師與陳朝以前的佛教史，是越南佛教發展的時代，以後衰落，且與儒
教對峙，之後各個朝代的的佛教也無法和陳朝以前相比。陳朝華嚴思想，或者是
華嚴宗派思想，或者是臨濟宗使用華嚴經、華嚴思想，都讓越南文化、陳朝佛教
文化有一段很發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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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a-yen School of Mahayana Buddhism is much respected in the modern
world owing to its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Hua-yen thrived in Tang dynasty (618–907
CE) in China and influenced other schools of Mahayana such as Zen or Chan Buddhism
in China, Hwaeom in Korea and Kegon in Japa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of
transmitting the teachings of any religion is the inclusion of them in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poetry. On the other hand, in many Buddhist traditions, the
enthusiasm of understanding certain phenomena is recorded by many Buddhist monks
in the form of poetry or verse. The present paper expects to analyze some poetry
written by Buddhist monks of the Hua-yen, Zen and Kegon traditions and discuss the
Buddhist teachings included in them. According to Venerable Qíjǐ, a Chinese Buddhist
monk, “Poetry is meditation for Confucians” 詩為儒者禪, meaning poetry is similar to
meditation. This line further indicates the concentration, continuous practice,
visualization, pleasure, etc., related to both meditation and writing/enjoying poetry.
Looking back at the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a group of monks cum poets known as
“poet-monks” could be seen, and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an attempt to study their poem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Hua-yen tradition of Buddhism. The “poet-monks” were not
very popular as poets but a small recognition of their poetic talents came late with the
translations of them in English. Most of the Zen Buddhist poems remain anonymous,
but the content of them proves that the authors might have been Buddhist monks. The
themes of poems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re detachment, impermanenc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emptiness, and understanding yourself. The study on these
selected poetry proves that even if the poems are usually short, they present some basic
teachings of the Hua-yen Buddhist teachings quite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
anonymous Chinese poe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Entering the forest,
he does not disturb a blade of 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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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ing the water,
he does not make a ripple
clearly brings in the Hua-yen teaching of emptiness and the Bodhisatva-path as
described in the Daśabhūmika Sūtra. The Chinese monks were into a lot of travelling
and associated with nature a lot that their poetry always had associations to them. The
above poem is symbolical of the affectionate, disciplined and the concentrated view and
behavior of a Bodhisatva who does not even harm the peace of nature. An emptiness
pervades throughout the poem created by the melancholic tone of it and it refers to the
emptiness and the well-concentrated view of the practitioners of Buddhism. The poem
is rich in visual imagery and the brevity of the poem by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Haiku,
the message conveyed in the poem can easily be transferred to the reader.
Parting is beauty’s creation.
Parting’s beauty is not in the substanceless gold of morning
nor in the woodless black silk of night nor in deathless immortal life,
nor is it in the unfading blue flower of heaven.
Love, if it were not for parting I would not be able to live again in a
smile having once died in tears.
Oh, parting.
Beauty is parting’s creation. (Parting is Beauty’s Creation)
The above poem by Manhae Han Yong-un a great Buddhist monk in Korea of the
Hua-yen Buddhism addresses the themes of suffering, separation, impermanenc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ffe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par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 poet to look at it 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 similar poem written by him on the same theme of separation makes the reader
understand love is not selfish and it is focused on one person. In the “Silence of Lov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oems by the poet, he says,
As we dread parting when we meet, so,
we promise to meet again when we part.
Though my love is gone, I am not parted from love;
an untiring love-song envelops the silence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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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is concealed by th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al
love and the feeling is not restricted to sexual love focusing on an individual.
The following poem, by a Zen Buddhism monk brings out the teachings of
impermanence and metaphorically brings out that teaching by presenting the settlement
of dew which is soon gone to oblivion.
when the dew settles there
(not just on the blossoms,
not just in spring and fall,
but always)—sooner or later,
isn’t it bitter, doesn’t it grieve?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that the poet-monks of the Hua-yen thought have brought
to light through these poems, necessarily leads one to an array of experiences and to
look at them in a Buddhist point of view and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Through the study, the researcher expects to bring to notice that these poems can
be introduced to high school literature syllabi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poems are
abundant in meaning as well as literary techniques. The study also promotes, “Buddh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reading poems with a Buddhist message. These poems, with their
deep philosophical meanings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work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qualitative approach was used and the poem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a random
search for the Hua-yen Buddhist poems and a poem by an anonymous poet (Entering
the forest), two poems by Manhae Han Yong-un (1879-1944) (Parting is Beauty’s
Creation and As we dread parting when we meet) , one poem by each of the following
poets: Lingche (746-816) (At Dong Lin Monastery: in Answer to Governor Wei Dan),
Qiji (864-937) (White Hair) and Lingyi (727-762) (Poem Inscribed in a Monks’ Lodge
on Leaving Yifeng Monastery) were used for the present study. The poets belong to
different eras but they all have focused on Hua-yen Buddhist philosophy in its various
forms in Zen and Kegon Buddhism. The texts related to the Hua-yen Buddhism were
also rea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in the lines of these poems. Moreover,
web articles, research articles and blogs were referred to in collecting data for the
research.
Keywords: Hua-yen, Buddhism, poetry, themes, philosophy, poet-mo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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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Hua-yen Buddhism has been emerg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m of
Buddhism in the present world. It was first developed during the China’s Sui T’ang
dynasty (618–907 CE) as a branch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was soon popular in
Korea and Japan and even today the Hua-yen practice and beliefs of Buddhism are
apparent in the said countries as well as some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has been
introduced when Chinese Buddhism was at its peak with other Buddhist schools such as
San-lun (Mādhyamika), Fa-hsiang (Yogācāra), Ch’an (meditative practice), T’ien-t’ai
(Lotus Sūtra sect), Pure Land and Hua-yen (Avataṃsaka-Sūtra sect) (Odin, 1982 p 9).
The major teachings of Mahayana such as emptiness, concept of bodhisattva, and
representation only have so well been intermingled with some fundamental Chinese
beliefs such as cosmic harmony, the essential rightness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the
intrinsic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in developing Hua-yen Buddhism. In China, this
syncretic harmonization between pattern characteristic of Hua-yen speculative
philosophy climaxed in the work of Fa-tsang (643-712), the Third Patriarch and grand
systematizer of the Hua-yen sect as well as its true founder in the view of many scholars
(ibid. p9). In Hua-yen Buddhism, everything is interrelated and it “represents a
microcosmic–macrocosmic model of reality wherein each dharma or event becomes a
living mirror of the totality, reflecting all other dharmas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like”
(ibid. p 16). This is explained through a series of similes and metaphors, among which
the most popular is the “Celestial Lord Indra’s Net”. The metaphor depicts that the
dharmadhātu or “the non-obstructed dharma-field of all-merging suchness, a cosmic
web of interrelationships or universal matrix of intercausation” to the colossal net
altogether covering the Lord Indra’s Palace and the entire universe. The jewels in each
intersection of the net reflects each and every other jewel there, thus emphasizing the
interconnectivity.
Kegon which means the “Flower Ornament” in Japanese is a translation from
Sanskrit avatamsaka. The sect took its name after the main text of the School,
Avatamsaka Sutra which is preserved both in Tibet and China and deals with the
Buddha Vairocana. It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from China during the Nara period in
710 – 784. It has become a part and parcel of Hua-yen Buddhism and thus no longer
considered a separate Buddhist school practicing a different doctrine. Kegon Buddhism
was brought to Japan by two pupils of Fa-tsang named Chen-hsiang and Tao-hsü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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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uthern Indian called Bodhisena. The doctrine of Kegon Buddhism identifies the
harmony of all beings and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verything (Britannica, 1998).
Zen Buddhist history emphasizes that the founder of Zen was none other than
Sākyamuni Buddha himself who spread his message through 28 patriarchs from India to
South East Asia in an unbroken line. The 28th Indian patriarch known as Bodhidhamma
is believed to have brought the “Awakened Mind” to China and became the first Ch’sn
patriarch by transmitting it through a further unbroken line of disciples (Dumoulin,
2005 p xiii). The teachings, “reality is all One: everything is Buddha and the manyness
of reality” (Glassman, 2003 p xi) are considered core in Zen. These two ways of looking
at reality are essential in understanding the utmost reality and attaining the Buddhahood.
Just as the Gauthama Buddha and his contemporary disciples who attained the
ultimate bliss of Nibbana have expressed their joys in the lines of poetry, the
practitioners of Hua-yen, Kegon and Zen Buddhism have also come up with beautiful
and simple poetry in express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y.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nalyze some selected poetry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s in a
Buddhist literary perspective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exposing them as master work
of literature to a wider readership of the world who is interested in both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Research Problem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poetry written by the Hua-yen, Zen and
Kegon poet monks to explore the Buddhist teachings included in them and their use of
poetic techniques. The paper also would analyze these poetry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ir themes and imagery to the entire readership of the world. The
analysis is done using the Buddhist critical theory by looking at the poems in a Buddhist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expects to prove or disprove whether these poems could be
included in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to study on the Hua-yen Buddhism and its main
teachings, how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poetry written by Hua-yen, Zen and
Kegon Buddhist poet monks, study the poems written by such poet monks with their
themes and techniques used, analyze the poems in Buddhist critical approach, evaluate
the poems to see whether they can be included in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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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research proves to be novel in its approach as a published work dealt
with an analysis of poetry written by the Hua-yen, Kegon and Zen poet monks could not
be found.

Methodology
The current research falls under the categor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library research in finding data. Books, web articles and journals were used as the
main sources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Literature Review
One interesting feature with the Hua-yen Buddhist School is that most of the
monks have written poems based on the Buddhist teaching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uch teachings. Buddhist literature has not been lack of poetry
and even the Buddha as well as the arahant monks and nuns have preached verses of
jubilance in various occasions. The verses carry similar themes and imagery drawn from
nature. Even if they are generally short, upon analysis, references to in depth Buddhist
teachings could unmistakably be found in them. The monks practicing Hua-yen
tradition have also produced poems on various occasions based on various themes in
accord with the Buddhist teachings and most of them have now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se poems have gained their popularity only after the translations were done
as the readership of the whole world including the Buddhists as well as non-Buddhist
now have access to them.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mainstream English literature, too the ideas related to
Hua-yen tradition could be seen. For instance, William Blake the pre-Romantic poet
writes,
The world of imagination is the world of Eternity; it is the divine bosom into
which we shall go after death of the vegetable body. This world of Imagination is
infinite and eternal, whereas the world of generation is finite and temporal. There
exist in that eternal world the permanent realities of everything which we see
reflected in the vegetable glass of nature. All things are comprehended in their
Eternal Forms in…the vine of eternity, the Human Imagination (1970 p 639).
Blake here explains the “true source of the atemporal envisagement in the
archetypal imagination, i.e., the creative and purposeful image-making facul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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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ersonal unconscious at the depths of the psyche” (Odin, 1982 p 182). Blake’s
views find similarities with the Ocean-Seal-Samādhi explained in the Hua-yen
Buddhism when to which the Buddhas absorbed, see all dharmas both near and far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ithout obstruction” (ibid. p xiv). Thus writes Blake in
“Auguries of Innocence”,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Buddhist poetry” is not a very popular topic for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literature as most of the English poems are related to Christianity. As the name suggests,
Buddhist poetry deals with the doctrine preached by the Buddha, and the authors range
from the monks to the lay devotees. The first composition of Buddhist poetry dates back
to the Great Enlightenment of the Buddha and they could be found in the scriptures such
as the Dhammapada.
Verse 153: I, who have been seeking the builder of this house (body), failing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Bodhi nana or Sabbannuta nana) which would enable me
to find him, have wandered through innumerable births in samsara. To be born
again and again is, indeed, dukkha!
Verse 154: Oh house-builder! You are seen, you shall build no house (for me)
again. All your rafters are broken, your roof-tree is destroyed. My mind has
reached the unconditioned (i.e., Nibbana); the end of craving (Arahatta Phala)
has been attained1.

1

Anekajatisamsaram - sandhavissam anibbisam

gahakaram gavesanto- dukkha jati punappunam.
Gahakaraka ditthosi - puna geham na kahasi
sabba te phasuka bhagga - gahakotam visankhatam
visankharagatam cittam - tanhanam khayamajjh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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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ttas in Buddhist literature which are mostly in the form of prose, carry
certain verses briefing the gist of the sutra and that has served as a memory device for
the Dhamma preachers and students in remembering the themes of the particular suttas.
In the context of Theravada Buddhism, it was written only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and
until then it was passed down to generations from memory. Other than the verses in the
Dhammapada, the Thēra - Thērī gātā in the Pali canon are well embraced by the
Buddhists all over the world not only for their beauty in the simple lines, but also for the
great Buddhist philosophy included in them. Buddhist poetry written in Sanskrit have
been poplar in the Buddhist world owing to the inspiring imagery used in them.
Asvagosa is one of the well-known Sanskrit poets who wrote Buddhist poems in
Sanskrit and some of his work is translated to Chinese too (Nariman et all, 1972 p 40).
His verses were simple, inspiring and enlightening as many key Buddhist teachings are
included in them such as impermanence, non-self, isolation, etc.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genre of Buddhist poetry could be seen thorough out the
world in the Buddhist countries or where Buddhism is popular. For instance, in
countries like Japan, China, Tibet, and Korea monks are into writing Buddhist poetry as
a way of expression.

Discussion
The common imagery shared in the poems of the poet monks belonging to the
Hua-yen, Zen and Kegon traditions include crooked pines, clouds, mountain pinnacles,
willows with sentiments, moonlight, wooden boats, etc., which are so common i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dscape. The poet monks have been so close to nature that
almost all the imagery used in their poems are drawn from nature. Buddhism is a
religion or a philosophy that is close to nature and the Gauthama Buddha himself has
appreciated life close to nature. The similes and metaphors drawn from nature are
immense in the Buddhist suttas so are they in the paeans of the arahant monks and nuns
who were contemporary to the Gauthama Buddha. Likewise, the poet monks whose
poems have been the content of this research paper have widely used the imagery from
nature showing their appreciation of it and the life close to nature. The poems show the
extremely inspiring literary talent of the poet monks who led simple lives with
fundamental needs in accord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se poets have been
recognized much only after their poem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uch later in the
19th century or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ua-yen Buddhism in the Lines of Selected Poetry

487

A collection of poems recorded in “A Full Load of Moonlight” translated by Mary
M. Y. Fung and David Lunde (2014) is worthy to be studied here. The poems are said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both Zen monks and Chinese Buddhist lay poets. The poems are
important for their brevity and the mastery of the poets to present Buddhist teachings
through such a small poem. For instance the following poem is said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Lingyi (727-762), a Zen monk upon leaving his monastery. Outwardly, the poem is
simple and written with similes taken from nature which is an incorporative teaching of
Zen Buddhism. The analysis of the poem shows how various key Buddhist teachings are
wonderfully included in the poem.
The lotus in the pond can’t choose when to open;
mountain streams ebb and flow by chance.
If I am supposed to determine my own comings and goings,
can I return when it’s not returning time?
The poem is significant in another way, that it uses similes from nature and which
are also recurrent in Buddhist literature. Lotus is a significant simile in almost all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commonest simile for the Enlightenment in all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Theravada
Buddhist literature records that the Buddha saw the world as a pond of lotus when He
first looked at it just after His attainment of the Buddhahood. Some lotuses are mature
enough to be blossomed but sans sunshine, they will not blossom and just like that even
if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mature enough in their merit to understand the Dhamma,
until the Buddha preaches the Dhamma their merit is not fruitful. Being grown in
muddy water, the lotus stands out of it symbolizing the purity of the enlightened mind
and also breaking free from the sufferings of samsāra. Further, it is symbolical of the
non-attachment to the worldly factors. The "Great Sutra of 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Maha Saddharma-pundarika Sutra is perhaps more
than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the lotus flower bears in Buddhism in
relation to the key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 metaphor in the first line of this poem
brings this memory of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to us and also it brings out the teaching of
the anatta (non-self) in Buddhism. Likewise, the mountain streams are also beyond their
control as they flow ‘By chance’” Then the poet turns towards himself and contemplates
on the non-self-nature of his own life and convinces himself that he cannot decide his
“own comings and goings” so he cannot return when it is not the time to retur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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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erence to “comings and goings” is ambiguous that it means the worldly journeys
as well as the cyclic samsāric births of the beings. The poet is referring to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too and shows his non-self-nature in deciding his births to come.
Moreover,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Hua-yen Buddhism is presented here with the
comparison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poet’s life too.
Another Zen monk named Decheng (? - 860) writes in his poem titled, “Boatman
Monk” about his quenched self by taking wonderful metaphors.
A thousand-foot fishing line hangs straight down.
One wave moves, ten thousand follow.
The night is still, the water cold, the bait untouched.
The empty boat carries home a full load of moonlight.
The fishing lines are the challenges the humans have to overcome in their journey
towards Nibbana or they are the defilements of our mind. The waves that flow in their
thousands could be the endless and the dangerous samsāra. This particular night is quiet,
soothing and the baits have not attracted a single fish so he is safe. The baits here could
be the grasping of the Māra and the poet monk has not been foolish in being a victim.
The empty boat is metaphoric of his mind that is devoid of kleshas or the emptiness that
he experiences and the full load of moonlight is metaphoric of the ultimate bliss of
nibbana. The poem bears similarities to the verses of the Elder Monks and Nuns on
their jubilance over the attainment of Nibbana. In Āasivisopama Sutta, Alagaddūpama
(Water Snake Simile) Suttas of the Majjhima Nikaya in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the
Diamond Suttas in Mahayana and in many other suttas the Buddha has taken the simile
of a raft to refer to the Dhamma and explains that the Dhamma is for the purpose of
crossing over, and not for the purpose of holding onto. Here, the poet monk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is simile of the Buddha and uses the same to refer to his mind that is
free from clinging.
Another Zen Buddhist poet, Qiji (864-937) contemplates a gray hair in his poem
titles, “White Hair” and advices the readership not to be saddened by the strand of white
hair as growing old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Thus, the poet refers to the Buddhist
teaching on the Dukka, the first noble truth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preached by th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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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dye or pluck it—
let it cover your head.
Although there's no remedy for its turning white,
black can withstand autumn no better.
Pillowed on it, one quietly listens to cicadas;
letting it down, idly one watches the flowing stream.
Growing old is unavoidable in this floating life,
but most people grieve because of you, white hair.
This poem bears similarities to the popular English poem “Finding a Long Gray
Hair2” by Jane Kenyon when she understands the nature of life and old age. The poet
takes the role of a maid and contemplates that old age is common to everyone when she
finds her own gray hair in the pail and thinks she too was added to many a woman who
had previously lived in the same house. Thus, a more or less the same idea has been
presented by the two poets taking a similar metaphor for the old 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em contains a great Hua-yen Buddhist message of interconnectedness of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Lingche’s (746-816) poem “At Dong Lin Monastery: in Answer to Governor Wei
Dan3” also deals with the old age and the poet has included a great Hua-yen philosophy
in the few lines of poetry with rich sarcasm. The first line exposes the high standard of
mental power the poet monk has achieved and the carefree life he spends in the woods
in his old age. He says his “mind is not bothered by worldly affairs” and he only needs a

I scrub the long floorboards
in the kitchen, repeating
the motions of other women
who have lived in this house.
And when I find a long gray hair
floating in the pail,
I feel my life added to theirs.
3

In old age my mind is not bothered by worldly affairs.
A hempen robe and sitting mat will do for me.
Everyone I meet praises retirement from office,
but do you see any of them down here in the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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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pen robe and sitting ma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forest monk vividly
brings out his “alpecca” (moderate) life which is a key teaching of the Hua-yen
Buddhism. The poet monk is sarcastic in the final two lines when he says “everyone” he
meets appreciates spending a life of freedom from worldly affairs but he cannot see
anyone who has actually come to the woods in search of that freedom. The poem
celebrates the beauty of the life of a monk in the forest with fundamentals and it also
expresse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oet of his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social criticism
that even if people talk about having freedom which is a key teaching in Buddhism to be
happy, they are not actually practicing the teaching. Thus, they are fated to work like
machines in the competitive world. The poem reminds the reader of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written by the American poet Robert Frost and this is a
poem that has been mostly anthologized around the world in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There the speaker of the poem, bewitched by the natural beauty he happens to see on his
way back home from a long journey yearns to enjoy beauty but hi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make him quicken his journey. Thus he ends the poem,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The poem expresses the sad situation of the modern man that he has become a
victim in the modern rat race despite his want of getting rid of the competitiveness. The
same idea is expressed by Lingche in the above poem discussed.
The following anonymous Chinese poem too presents the Buddhist teachings in a
gist.
Entering the forest,
he does not disturb a blade of grass
Entering the water,
he does not make a ripple
This clearly brings in the Hua-yen teaching of emptiness and the Bodhisatva-path as
mainly described in the Daśabhūmika Sūtra. The Chinese monks were into a lot of
travelling and associated with nature a lot that their poetry always had associa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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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The above poem is symbolical of the affectionate, disciplined and the concentrated
view and behavior of a Bodhisatva who does not even harm the peace of nature. An
emptiness pervades throughout the poem created by the melancholic tone of it and it
refers to the emptiness and the well-concentrated view of the practitioners of Buddhism.
The poem is rich in visual imagery and the brevity of the poem by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Haiku, the message conveyed in the poem can easily be transferred to the reader.
Nature is a core teaching in Hua-yen Buddhism with its acceptance if one strand
(of Indra’s net) of the interdependence is disturbed, the entire web is shaken. This
ecological worldview of Kegon and Hua-yen Buddhism is discussed by Francis H.
Cook in his essay “The Jewel Net of Indra” (qtd in Callicott and McRae, 2014 p 255).
Only very recently has the word “ecology” begun to appear in our discussion,
reflecting the arising of a remarkable new consciousness of how all things live in
inter-dependence…The ecological approach….views existence as a vast web of
interdependencies in which if one strand is disturbed, the whole web is shaken.
Cook thus furthers his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cosmic ecology” of Hua-yen Buddhism. The metaphor of “Indra’s Net” depicts a
“cosmic web of dynamic causal interrelationships” where at every joint in the lattice
work there is a sparkling jewel reflecting all the other jewels in the net, countless in
number. “In the pattern of interconnectivity depicted by Indra’s Net, each and every
event in nature arises through an interfusion of the many and the one, thus being likened
to a shining jewel that both contains and pervades the whole universe as a microcosmic
of the macrocosm” (ibid. p255). This interconnection which has been compared to the
Enlightenment or th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a-nature too by certain Zen
masters such as Dogen Kigen Zenshi (1200-1253):
The real aspect [dharmatd] is all things. . .this wind and this rain, this sequence of
daily living. . .this study and practice, this evergreen pine and ever unbreakable
bamboo." (Shob.-Shohd-jisso) (Narain, 1985)
The frequent references to nature by the Hua-yen, Kegon and Zen monks show that
nature and its religious value were always connected to their minds. The poems written
by them thus show how they have expressed the philosophy in connection with natural
objects thereby radicalizing their ordinary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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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key's cries from the
mountaintops,
Echoing mysteriously in the
valley:
I listen only to the preaching of this sutra.
Here, Dogen has compared the monkey’s cries to the sutras in the Dhamma with
many implications. Monkey is a part of nature and his “mysterious” cry letting the
monk know the sound goes beyond its meaning. The intermittent sound of the monkeys,
according to a critic (p123) is a remembrance for him of the “Buddha-nature which is
eternally rising and perishing, moment-by-moment”. The reference to echo also is
indicative of the emptiness and extreme quietness of the surrounding. The eco is a result
of the contact of ear, sound, vińńana and surface and this phenomena reminds us of the
dependent co-arising, which is another key Buddhist teaching. Thus, the sutra the monk
is listening to through the shout of the monkey is about the interdependence of nature,
impermanence, and the dependent co-arising.
The interdependence of nature and the beings is also presented in another poem by
Dagon:
As I listened,
I became
The sound of rain
On the eaves.
The poet says he himself is the rain by the end and this experience goes beyond the
mer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He has achieved a deep concentration on the rain to the
extreme of understanding he himself is rain, and this experience is akin to understand
the Buddha-nature within his own self. This poems bear a direct similarity between the
nature poetry abundant in English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ones by the Romantics.
William Wordsworth (1770 –1850), the father of Romantics once talks about an
experience,
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
In such a jocund company:
I gazed—and gazed—but little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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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alth the show to me had brought:
bringing out the sameness of himself and nature.
Parting is beauty’s creation.
Parting’s beauty is not in the substanceless gold of morning
nor in the woodless black silk of night nor in deathless immortal life,
nor is it in the unfading blue flower of heaven.
Love, if it were not for parting I would not be able to live again in a
smile having once died in tears.
Oh, parting.
Beauty is parting’s creation. (Parting is Beauty’s Creation)
The above poem by Manhae Han Yong-un, a great Buddhist monk in Korea of the
Hua-yen Buddhism addresses the themes of suffering, separation, impermanenc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ffe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par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
poet to look at it 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 similar poem written by him on the same
theme of separation makes the reader understand love is not selfish and it is focused on
one person. In the “Silence of Lov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oems by the poet, he says,
As we dread parting when we meet, so,
we promise to meet again when we part.
Though my love is gone, I am not parted from love;
an untiring love-song envelops the silence of love.
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is concealed by th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al
love and the feeling is not restricted to sexual love focusing on an individual.
The following poem, by a Zen Buddhism monk brings out the teachings of
impermanence and metaphorically brings out that teaching by presenting the settlement
of dew which is soon gone to oblivion.
when the dew settles there
(not just on the blossoms,
not just in spring and fall,
but always)—sooner or later,
isn’t it bitter, doesn’t it gr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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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e experiences that the poet-monks of the Hua-yen thought have brought
to light through these poems, necessarily leads one to an array of experiences and to
look at them in a Buddhist point of view and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onks and the practitioners of
Hua-yen, Kegon and Zen have been fond of presenting the philosophy they believe
in through poetry. The beauty of the emptiness or the quenching nature of their
minds are thus apparent through the beautiful and simple poetry they have
composed, yet the simplicity of them have been drowned out by the deep philosophy
ingrained in them. The impermanence, dependent co-arising, emptiness,
interconnection of the entire universe are some key themes recurrently employed in
the poems discussed. Most of the poems bear similarities to the popular English
poetry that has recurrently been used in the poetry anthologies around the world.
Moreover, the themes that the poet monks have dealt with are quite common in
English poems written in many countries. The analyses in the discussion section
evidence that just as the Buddhist critical approach could be employed in analyzing
the above poems, that could be applied in analyzing the popular English poems that
carry themes that are relevant to Buddhist teachings such as impermanence,
tranquility, nature, interconnectivity, brotherhood, freedom and happiness of mind,
etc. In examining the poems, the poet monks have employed the techniques of
similes, metaphors, symbols and sound techniques to match the idea present ed.
Thus, the discussed poems as well as many other such poems composed by the Huayen, Kegon and Zen practitioners can be well included in the mainstream English
literary journals as poetry with deep philoso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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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ddhism branched out into its various sects as Theravada, Mahayana, Zen,
Tibetan, Hua Yen, etc., broadening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has spread its basic
principles which arise from a common source all over the world. Hua Yen, a branch of
Mahayana Buddhism originated in China during Tang Dynasty has now been spread
worldwide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China. Beat generation is a group of American
Buddhist poets whose writing evidences the reach of Hua Yen Buddhism in the world.
Beat generation poets like Allen Ginsberg, Gary Snyder, Phillip Whalen, Jack Kerouac,
Michael McClure, etc,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Zen and Hua Yan Mahayana
Buddhisms, the principles of which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ir poetry to a large scal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analyses a selection of poems by the above poe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Hua Yen Buddhism, what Hua Yen
Buddhist principles they have included and those principles will be compared with
Theravāda Buddhism. The current study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qualitative genre of
research for which the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above poets and Hua Yen and
Theravāda Buddhist can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oncepts of the sects of
Buddhism under concern are quite similar and the Beat poetry shows the effective
spread of Hua Yen Buddhism in the world.
Keywords: Beat poetry, Hua Yen Buddhism, Mahayana Buddhism, Theravāda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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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Buddha’s Dhamma which has six supreme characteristics as (1) well
expounded (2) could be self-realized, (3) yielding immediate results (4) is worthy of
invitation, “Come and see”, (5) is worthy of being perpetually borne in mind and (6)
could be realized by the wise individually, has fascinated the modern world beyond
borders of its native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proving its Supreme power. Once
restricted to the East, it was known as an eastern religion of which by now people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seek refuge in understanding its practical value and flexible
adaptation in various cultural contexts. The great and noble mission of the Buddha
initiated with the turning of the Dhamma wheel which was later shouldered by His
disciples and the followers, is still being continued in the modern global world,
confirming its presence in almost every nook and corner of the world. This further
confirms Akālika nature of the Buddha’s Dhamma which is well expounded and being
noble at the beginning, middle and the end, cannot be limited to a specific time perio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ddhist practitioners, both professional and lay, emigra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Wallace,34) By now an
unprecedented growth of interest in Buddhism by non-Asian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the world. Buddhism branched out into its various sects as
Theravada, Mahayana, Zen, Tibetan, Hua Yen, etc., broadening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has spread its basic principles which arise from a common source all over
the world. Hua Yen, a branch of Mahayana Buddhism originated in China during Tang
Dynasty has now been spread worldwide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China. Beat
generation is a group of American Buddhist poets whose writing evidences the reach of
Hua Yen Buddhism in the world. Beat generation poets like Allen Ginsberg, Gary
Snyder, Phillip Whalen, Jack Kerouac, Michael McClure, etc,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Zen and Hua Yen Mahayana Buddhisms, the principles of which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ir poetry to a large scal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analyses a selection of poems by the above poe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Hua Yen Buddhism, what Hua Yen
Buddhist principles they have included and those principles will be compared with
Theravāda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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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current study are;
To examine Hua Yen influence on American society
To analyse how Hua Yen Buddhism has influenced Beat Poetry
To compare Hua Yen concepts in poems with Theravāda perspective

Methodology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as a library research collecting data from Beat poetry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ts like Allen Ginsberg, Gary Snyder, Phillip Whalen,
Jack Kerouac and Michael McClure who are pioneers of the Beat movement. First, the
collected poems were textually analysed studying Hua Yen concepts in them. Then the
concepts were analysed referring them to the Theravada Buddhist canon. The research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n analyzing the data qualitative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have been employed.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once influenced by the Greek spirituality which has
changed in the modern times to be the impact of the eastern philosophy. “By this time, it
has been to a saturating point, so that the profounder spirits in the West have begun to
feel what it lacks, just at a time when the more progressive elements in the East have
begun to sense its strength. …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spirit of Zen has begun to
permeate the vanguards of western thinkers is bound to affect the East in the long
run.”(pg.37) Likewise, the influence of Zen Buddhism in the West has been felt by the
Americans more rigidly than other nations. This influence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laim
of Thomas Merton, an ardent follower of Zen Buddhism who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for the rigid establishment of Buddhism in America.
… But in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need to recover authentic sense experience,
western Zen has become identified with a spirit of improvis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 with a sort of moral anarchy that forgets how much tough
discipline and what severe traditional mores are presupposed by the Zen of Japan
and China…(pg.37)
In this manner, according to scholars Zen Buddhism has done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American society. In spite of early reach of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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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traces back to the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which
was held as an adjunct to the Chicago World’s Fair of 1893. While this summit opened
avenues for the Eastern religions in America, “the most popular Buddhist at the
parliament was Anagarika Dharmapala” (Coleman,2001,P.58) who became a great
source in attracting people to Theravada Buddhism. However, the Japanese RinZai
master Soyen Shaku who also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mad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years ahead. His student, D.T. Suzuki whom Rick Field
introduces as “first patriarch of American Zen” (cited in Coleman, ibid) contributed
massively in popularizing Zen Buddhism in the West especially in America. The
Americans had no broad experience of Buddhism till the World War II and the time
subsequent to this period greatly changed the American culture which was rejected by
the Beats increasing their interest in Buddhism. The dawn of this interest of the Beats
was spurred by the encounter of D.T Suzuki at a series of lectures at the Colombia
University in early 1950s. Accordingly, the pioneer Beats known as Zen Beats include
Allen Ginsberg, Gary Snyder and Jack Kerouac who made revolutionary alterations to
conventional American culture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Zen Buddhism in their writing.
Thus the Beats were highly influenced by Zen Buddhism which is a sector in
Mahayana Buddhism although Theravāda has a slight influence in them.

Beats and Huayan Buddhism in Research
““Beat” and its several cognates, “Beatnik”, “Beat-i-tude”, “Beat Generation”,
“Beat” by group of writers who similarly utilized the term to describe both their literary
styles and styles of life.”(Elkholy, 2012,1) Elkholy further suggests that as beat is used
to both literary style and a life style, Beat with an uppercase B could be used to be
referred to the group of writers and the beat with the lowercase b for the literary style,
the same will be follow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oo. The Beats have made vast changes in
American culture consequently spreading to the whole world. “Beat writers introduced
Americans and their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to new beginnings, new mythologies and
new frameworks for self-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spontaneous and dynamic modes of
expression that came to mark both the beat literary style and the beat way of
life.”(ibid,2). At an interview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1948 Jack Kerouac claims
publicly;
We are beat, man. Beat means beatific, it means you get the beat, it means
something. I invented it. We love everything, rock and roll, Zen, apple 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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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ower- we dig it all. We are in the vanguard of the new religion.(Gold,
2002,p.80)
In fact, the initiative steps and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conventional demeanor
that they had taken in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world. Another reason
for the fascination of the world on them is in parallel to changing the course of
American culture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s their inspiration in the Eastern religions
especially in Buddhism. Accordingly the beat has been researched by the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world.
David Halberstam, identifies Beat a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because they
esteem people who perceive differently even prison inmates, because they thought
inmates embodied the essence of freedom from the system.(1993,P.300) Another scholar
of Beat, Allen Matusow, a historian, mentions that the beat as the forerunners of the
Hippie Movement as the Beats had deviant tastes in literature, music, language, drugs
and religion. They were alienated from American values because they rejected
materialism, hygiene, sexual repression and lived in voluntary poverty.(1984,P.287)
Howard Prothero, commends the Beats as literary innovators in addition to being
spiritual protesters who should be viewed as minor characters in the drama of American
religion.(1991,P.208) Likewise many critics in 1950 negatively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the Beats in the American culture. Ernest Hemingway, F. Scott Fitzgerald, Gertrude
Stein, Pablo Picasso and Salvador Dali were just a few of the writers and artists who
introduced Beats as the “Lost Generation” because they expatriated to Pari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Beats endeavor to capture the “real America” what they mean by the real is
the underclass Americans like the poor, the powerless,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the
hustler.
Engaging in a research on the Zen Buddhist concepts of Gary Snyder’s Surapeepan
Chatraporn(2009,53) mentions that Snyder’s short poems reflect fundamental Zen
Buddhist concepts of emptiness, impermanence, non-duality, the interpenet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of all existence, Buddha’s nature as well as mindfulnes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daily manual work. It is concluded in the study that
Snyder creates a new kind of poetry with new ethics, aesthetics, and thus signals a new
direction in American poetry through the configuration of Eastern ethics and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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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Allen Ginsberg’s poetry, poetics or cultural activism; Jack Kerouac’s prose,
poetry and his method of composition; Gary Snyder’s environmental and
Buddhist consciousness and bioregional ethos, or the opening made by the Beats
for Eastern spirituality in the west are of intrinsic value and will be for
generations…(ibid)
It is evident from the above review that the Beat has been widely researched into in
terms of the poetic style, poetic devices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Zen Buddhism. Beats
being a great Buddhist movement in the west, their Zen and Hua Yen perspectives have
been constantly studied. However, hardly any research regarding Theravāda Buddhism
in their poetry has not been traced.

Hua Yen Buddhism
Hua Yen Buddhism is a sect of Zen Buddhism which developed especiall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618-907).This tradition of Buddhism known as Huayan in
China is known as Huaὁm in Korea and as Kegon in Japan.(Gale, 2005).This tradition is
called the “round” or “all embracing” doctrine which means “syncretic harmonization
pattern” of metaphysical thought which unifies all fundamental teachings of different
sects of Buddhism.” (Odin, 1995,9 ) The term Hua Yen means “Flower Garl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school of Hua Yen Buddhism is based on the Hua Yen Sutra known as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in Sanskrit.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presents concrete and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whole career of Bodhisattava 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Hua Yen
Buddhism like śūnyatā which means emptiness, dharmadhātu, mindfulness, interconnectivity, causality and ecological principles.
The Jeweled Net of Indra, is the most popular metaphor of Hua Yen Buddhism. It
illustrates the interpenetration, inter-causality and inter-connectivity of all entities in the
world. The realm of the god Indra is a vast net that stretches infinitely in all directions.
In each eye of the net is a single brilliant, perfect jewel. Each jewel also reflects every
other jewel, infinite in number, and each of the reflected images of the jewels bears the
image of all the other jewels. Whatever happens to one jewel affects them all. Likewise
it shows interbeing and inter connectivity which refers to a teaching that all of existence
is a vast nexus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constantly changing, in which 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Furthermore Huayan Buddhism 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of dharmadhatu arises in interdependency.

Spread of Hua Yen Buddhism in the World and its Impact on Beat Poetry

503

Another major concern Hua yen Buddhism is environment. Hua yen philosophy
concer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major teaching. Every entity in the environment
is interconnected that any harm to the chain will ruin the system.
Accordingly, Hua Yen Buddhism and Beat Generation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not been researched much. Even though there are few research on selected
Beat Poets and Hua Yen Buddhism, an extended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Hua Yen
Buddhism on Beat poetr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ravada perspective into such
research is rare to be traced.

Discussion
The above literature survey bears evidence that the beat poetry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opular Buddhist movement in America. Not only that this movement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new Buddhists in the West to embrace Buddhism. The Beat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Americans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Mahayana, Zen and
Hua Yen Buddhisms by now. Many Americans and the Beats admire Hua Yen Buddhism
for its emphasis on interconnectedness, ecological principles, impermanence, Kamma,
causality, emptiness, totality and dependent origination.
Allen Ginsberg (1926-1997), is one of the leading notables of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the counter culture movements in America. Basically influenced by Tibetan
Buddhism and his Buddhist associates, Ginsberg becomes a true follower of Zen
Buddhism. Ginsberg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Zen Buddhism since his young age.
When he entered Columbia University as a student in 1940s, he began close friendships
with William S. Burroughs, Neal Cassady, and Jack Kerouac, all them later becam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Beat movement. This influence of Buddhism he received through
the friendships of the above poets develops when he joins Beat movement. October 7,
1955 has been hailed as the birth of the Beat Generation, where Ginsberg did the first
public reading of "Howl," a poem that garnered worldwide attention. Not only that,
Ginsberg had the association of D.T. Suzuki who disseminated Zen Buddhism in
America. Suzuki who also started lecturing at Colombia University was much
influential on Ginsberg’s Buddhist life.
Later on, h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Zen Buddhism in 1960s and 1970s under gurus
and Zen masters. Thus it is clear that Ginsberg i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Zen Buddhism
in different ways and seems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Hua Yen Buddhism through his
friends who are followers of this sect of 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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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sudden death of the father, Ginsberg
writes about impermanence of life in “Father Death Blues”. He tries to make up his
mind by seeing the unavoidable nature of death which affects everyone regardless of
age. Taking a Buddhist approach to the poem, he realizes that the transitory nature of
life and the only relief for impermanence lies in Buddhism for he says;
Buddha Death, I wake with you
Dharma Death, your mind is new
Sangha Death, we’ll work it through
Suffering is what was born
Ignorance made me forlorn
Tearful truths I cannot scorn
Taking Pali and Sanskrit words lik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Ginsberg
finds solace to his forlornness created out of born ignorance of reality of impermanence.
According to Theravada Buddhism separation from the loved ones creates dukkha.
Suffering and ignorance are inherent human traits that someone at the death of the loved
ones is subjected to. He is enlightened to the reality by the Buddha, guided by the
Dhamma and buoyed by the Sangha.
The Buddha highly admires peace of mind as a key factor leading to enlightenment.
The mind devoid of defilements results in wholesome deeds and words. Meditation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many benefits in spiritual path, is the best means for peaceful
mind. The poem, “Five A.M.” showcases many of Ginsberg’s personal beliefs as well as
the ideals of the beat generation like the opposition to western religions, search of inner
peace, consciousnes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etc.
Buddha’s a help, promises ordinary mind no nirvana
Coffee, alcohol, cocaine, mushrooms, marijuana, laughing gas?
Ginsberg makes a reference to drug usage of an average person in sought of the
inner peace. In contrast he admires true inner peace tha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Buddhism. Nirvana in Theravāda Buddhism, the ultimate goal of Buddhism is the true
inner peace and the most elevated position that a person could achieve.
Gary Snyder (1930) who is introduced as the cultural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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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 (Takahashi, 2002, 314) is another leading Beat poet who uses Buddhist literary
forms and infuses them with new life by drawing upon the material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Snyder’s learning of Buddhism formally starts with his joining the first Zen
institute in America in October 1952. He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s Asian Language Program, where he learned Japanese and Chinese. There he
joined the Beats movement by reading his first poem, "Berry Feast" at San Francisco's
Six Gallery reading, along with Allen Ginsberg in 1955. In 1956, he having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the Zen Institute of America to study Zen Buddhism, he broadened his
knowledge on Zen Buddhism. The influence of Hua Yen Buddhism on his clear in the
way he refers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vatamsaka Sutra in his writing and he further
mentions that Zen was ‘founded on Avatamsaka, and the net-network of things’.(Ibid,
124) He furthers this idea asserting the link between Zen and Avatamsaka and
describing the latter as ‘the intellectual statement of Zen’(ibid). Accordingly, Snyder h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ua Yen Buddhism specially by its ecological principles which is
shown in his writing.
Snyder also has discussed temporariness of entities in a number of poems and in
“Piute Creek”, he mentions;
All that junk that goes with being human
Drops away, hard rock wavers
Even the heavy present seems to fail
This bubble of a heart
The Buddha has compared life to a bubble (170, Dhammapada) that can vanish at
any moment. Snyder adopting that idea into his poetry excellently instructs the reader
on the brevity of life. Transience known as “Anicca” in Pali, is the bedrock in Buddhist
teaching. All the entities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are subjected to impermanence. The
beings are getting old, falling ill and finally perishing leading them to suffering. The
Buddha emphasizes that impermanence is inherent to any existing being. The Buddha
had taught of three forms of transience as compounded, constructed and fabricated. The
Buddha has not stopped by just showing the true nature of impermanence but also has
shown the practical path to boot out transience. The Buddha expounds that Nirvana, the
ultimate goal in Buddhism is the only escape from transience. Thus Buddhism
introduces such an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transience that makes it unable to talk about
transience without referring to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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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em “Go Round”, Snyder discusses the suffering of cycle of rebirth.
According to Buddhism birth is suffering. Following extract clearly explains how one
suffers at birth and thereafter throughout birth cycle.
Arms shielding my face
Knees drawn up
Falling through flicker
Of womb after womb, thro ugh worlds,
Only begging, Mother, must I be born again?
Posing a rhetorical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extract the poet most effectively
conveys the dreadfulness of samsara.
The poet tries to create harmony with nature in his ecological poems. He aims at
creating inner harmony in correspond to the external harmony which is a main goal of
Hua Yen Buddhism.
Lay down these words
Before your mind like rocks.
placed solid, by hands
In choice of place, set
Before the body of the mind
in space and time
Solidity of bark, leaf, or wall
riprap of things:
Cobble of milky way,
straying planets,
These poems, people,
lost ponies with
Dragging saddles
and rocky sure-foot trails
In the above extract from “Riprap”, by depicting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hese
binary oppositions: body and mind “before the body of the mind”: solidity “solidity of
bark, leaf or wall” and changeability “all chang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the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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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s the Zen concept of non-duality in which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as all
elements are complementary to one another.
In the poem, “Avocado”, Snyder incorporates a Buddhist phenomenon in a
remarkable manner. The Gauthama Buddha, once enlightened equalizes the human
world to a pond of lotus where some lotuses can be seen born in the water, grown up in
the water, and thriven while submerged in the water, without rising out of the water;
some lotuses are born in the water, grown up in the water, and stood up at an even level
with the water; and the others are born in the water and grown up in the water, but
would rise up from the water and stand up in the water without being soiled by the
water.(26,MN). The Buddha applies this to human nature as the human beings are also
of different nature like born with keen faculties and dull faculties, having different
levels of paňňa and merit to realize the Dhamma.
This nature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nature of the Dhamma with the simile of
Avocado as;
The Dharma is like an Avocado!
Some parts so ripe you can’t believe it,
But it’s good.
And other places hard and green
Without much flavor, Pleasing those who like their eggs well cooked.
“The avocado” consists of both the ripe soft part and the hard green part, making
the avocado appealing to different people of different tastes and so does the Dharma.
This “Pure and smooth” seed embedded in the center is the Buddhist nature inherent in
all beings. However, this original pure nature has been enveloped and long buried
underneath greed, anger, attachment, lust, ignorance and other defilements, making it
difficult or almost impossible for humans to gain this awareness and realize their
potentiality for awakening “Almost nobody ever splits it open / Or ever tries to see / If it
will grow.
Snyder in his poem, “Smokey the Bear Sutra” instructs people to liv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harmony inculcating compassion to every living spec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Sun Buddha are attributed to Smokey
the Bear, a character cre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Snyder playfully
explains that Smokey the Bear will enlighten those who are dedicated to protect the

508

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woodlands and waterways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The idea he has derived from
Mahayana Buddhism but at the end of the poem he says that those who recite the poem
would accumulate merit. Spreading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are sublime
because they are the right or ideal way of conduct towards living beings. In many
Theravāda Buddhist sutras including Meththanisamsa and Ma Punya Bai, the Buddha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inculcating loving kindness that can help in spiritual and
worldly enhancement of people. The poem goes;
Now those who recite this Sutra and then try to put it in practice will accumulate
merit as countless as the sands of Arizona and Nevada.
Will help save the planet Earth from total oil slick.
Will enter the age of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Will win the tender love and caresses of men, women, and beasts.
Will always have ripe blackberries to eat and a sunny spot under a pine tree to sit at.
AND IN THE END WILL WIN HIGHEST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Theravāda Buddhism it is said that reciting dhamma is a good way of
accumulating merit. Accumulation of merit will relieve one from the birth cycle and if
reborn will be born in a better place.
Kamma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all Buddhisms; another main focus of
Theravāda Buddhism. In Theravāda Buddhism Kamma simply means action in English;
any kind of intentional action whether mental, verbal or physical is regarded as Kamma.
The Buddha in Culla Kamma Vibhangha Sutta (MN, 135) explains that beings are
owners of Kamma, heirs of Kamma and they have Kamma as their progenitor. Various
differences that beings are born with are results of their own actions done in the cycle of
saṁsᾱra.
The first verse of Dhammapada, “Manopubbangama dhamma”(Dhammapada,PTS)
also well illustrates the true nature of kamma equalizing it to a wheel of a cart that
follows the hoofs of the ox that is yoked to the cart. The cart-wheel, along with the
heavy load of the cart, keeps following the draught oxen. As the animal is bound to this
heavy load, cannot leave it. The load is similar to the actions that people have done
throughout saṁsᾱra and the results of these actions follow them like the cart.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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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ddhism the functioning of kamma is only under the Buddha’s perception and it is
beyond the purview of the common people. A study of behaviour of people in the
society shows that may be due to their ignorance of the true nature of kamma , people
engage in various types of akusala kammas and not only that 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way of increasing the power of kusala kamma that they have committed by constant
concentration of them. Accordingly, Snyder also contemplates on kamma in the way life
flows. In “Four Poems for Robin”, Snyder contemplates on and commemorates his love
life as a young man. While the poet sometimes becomes happy and sometimes regrets to
lose his teenage love and finally, agreeing with the Theravāda concept of Kamma
assumes that life has become its nature according to Kamma.
And may never now know
If I am a fool
Or have done what my
karma demands.
In this manner, the poet tries to make up his mind without repenting over the past
according to Buddhism.
He further discusses the true nature of Karma in the poem, "See or go blind!"
emphasizing on the rare opportunity of being born as a human.“How rare to be born a
human being! /Wash him off with cedar-bark and milkweed”. Conveying the Theravāda
view of Kamma as that one would be reborn based on the kamma incurred in the
previous birth. The human beings who are blessed to be born as humans should extend
compassion to all beings.
Meaning: compassion.
Agents : man and beast, beasts
Got the Buddha-nature
All but
Coyote
Snyder asks humans to learn to develop compassion to the all beings and animals
as they all are inter-connected according to Hua Yen Indra’s jewel net and that is named
as a Buddhis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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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Whalen (1923-2002) like other Beat poets received Zen expos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then finally he became a Zen monk. Majority of his poems
also are based on Zen Buddhism and they can be analysed from a Theravāda perspective.
Whalen directly quoting from the Buddha in his poem,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impermanence as;
BUDDHA: "All the constituents of being are
Transitory: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diligence."
Accordingly, impermanence which stands as one of the major concepts in
Theravāda, a similar attention to it has been given by Beats in their poetry.
Jack Kerouac (1922-1969),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poet is another literary
iconoclast who has espoused Beat generation. Born on the 12th March, 1922,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Jack Kerouac begins his writing career in the 1940s and his ad lib talent
in writing credited him as one of the greatest Beats. As his companion Beats, Kerouac
also has fused Buddhism into his writing which opened out Buddhism to the world.
The poem, “How to Meditate” is a reveal of tranquility gained through Buddhist
meditation. The poet understands that the peace of mind that one could achieve through
Buddhist meditation cannot be gained from anything else.
but the mind
blank, serene, thoughtless. When a thought
comes a-springing from afar with its heldforth figure of image, you spoof it out,
In this manner while explaining the way to meditate, the poet emphasizes on the
benefits of meditating. In Theravāda, Dhana, Sila and Bhavana are the three types of
merit that a person by engaging in them can accumulate merit.
In the poem named “2nd Chorus Mexico City Blues”, Kerouac includes some major
teachings in Buddhism like Kamma, Nirvana and rebirth which are major concepts in
Hua Yen and Theravāda Buddhisms.
But his Karma,
Unknown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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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end –
Which is Nirvana
Wild Men
Who Kill
Have Karmas
Of ill
Good Men
Who Love
Have Karmas
Of dove
Those who engage in wholesome deeds from mind, body and words, accumulate
merit whereas those who engage in unwholesome deeds collecting ill kamma get the
cycle of Sansara prolonged. When a person reaches Nirvana he/she ends up
accumulation of Kamma.
In “Bowery Blues”, Kerouac assumes himself to be a Bodhisattva according to
Mahayana tradition but in Theravāda a Boddhisathva is somebody who is preparing for
Buddhahood throughout the cycle of births.
Then it's goodbye
Sangsara
For me
Besides
Girls aren't as good
As they look
And Samadhi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
Michael McClure(1932) is a poet, essayist, and playwright associated with the Beat
Generation. He also has proven his learning of Zen Buddhism and Hua Yen Buddhism
in hi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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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lure uses images from Indra’s Net in Hua Yen Buddhism as a metaphor for the
universe being made up of a net of infinite size ;
This is all a string of pearls
with reflections of reflections in the opulent
glimmering surface of endless flaws
making a surface
for the fingertips to touch
while remembering perfumes.
These are shadows of the wisps
of nothingness
Each jewel of the net reflects the images of each as such the entities of the world
are interconnected close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extract from “Grafting twelve”. He
expands the same idea in the poem “ Mysteriosos”.
INSPIRATION,
and the reflections, and counter-reflections, of energy.
Sow bugs sleeping in cold owl burrows
dream destinies
AND FIRE
The reflections and counter-reflections mentioned here evoke images of “The
Jewel in Indra’s Net”, in which everything is reflections of the godhead in each other.
This is directly interconnectedness and interdependency in Hua Yen Buddhism.

Conclusion
In spite of various criticisms received by the Beats, the current study finds that they
are the main force th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Buddhism in the West especially
attention of the Americans. On the other hand, Buddhist touch in their poetry has given
them more recognition. Moreover, the way they have taken in Zen Buddhism and Hua
Yen into their poetry is remarkably praise worthy and that step has broadened the
avenues of scholars for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attraction of people to Buddhism. The
above discussion evidences that Beat Poetry has been a quick vehicle in propagation of
Hua Yen Buddhism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beyond limits of China, the nativ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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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Hue Yen concepts in the Beat poetry is a novel approach that furthers access
to Buddhism far and wide.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Zen
Buddhism, many of the Buddhist concepts that they have assimilated into their poetry
can be analysed from a Theravāda Buddhist perspective. The concepts that the Beat
poets have used in their poetry are common to all the sects of Buddhism. Finally the
study evidences that whatever the sect of Buddhism that the Beat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Beat poetry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as Buddhist poetry that has fascinate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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