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永明延壽「華嚴禪」思想之研究 

   

釋稻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二年級 

 

摘要 

 

    永明延壽是唐末五代的禪僧，以肩負會歸天臺、華嚴、禪宗、唯識等諸宗派

為志業，融合儒、釋、道三家為己任。其華嚴禪思想繼承了宗密的禪教合一理路，

倡導禪教一致的思想，將禪宗與華嚴宗融合，推舉為圓頓的華嚴禪思想，而不再

只是拘限於小、始、終、頓、圓五教的頓教次第。永明延壽的重要著作為《宗鏡

錄》，全書一百卷，共約八十餘萬字，分為標宗章、問答章、引證章。本文主要

以標宗章的「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作為論究永明延壽對華嚴禪的歸趣，

以闡明其對華嚴宗與禪宗的禪教一致思想。本文以永明延壽的華嚴觀及永明延壽

對華嚴與禪的融通思想二個面向，做為本研究內容的論述。 

     

    永明延壽所謂的「宗鏡」意為「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乃出自《楞伽

經》的「佛語心為宗」，以揭示華嚴的教理猶如宗鏡一樣，皆統攝於一心之中，

而相應於萬法之教，其主要說明一心俱足法界緣起，而一切法界盡歸一心

所統攝。永明延壽立足於法眼宗，立以「頓悟知宗」為理，立以「圓修辦事」

為事，會通華嚴宗思想，以「性宗圓教」建構出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理事圓融

的禪教一致理路，闡明禪教融合的華嚴禪思想。  

 

 

 

 

關鍵字：永明延壽、華嚴禪、《宗鏡錄》、宗密、禪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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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ngming Yanshou was a Chan monk during the late Tang through early Song 

dynasties. He attempted to synthesize the diverse teachings of the various schools such 

as Tiantai, Huayan, Zen and Consciousness-only. Besides, he also regarde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his mission. Zongmi's idea of 

integrating meditation practices (Chan) and doctrinal teachings, which Yongming 

Yanshou advocated, made quite an impact on Yanshou’s concept of Huayan Chan. 

Through unifying both teachings of Chan and Huayan, he recommended the concept of 

complete and immediate teachings instead of the five teachings of Huayan: the teaching 

of the lesser vehicle, the elementary teaching of the greater vehicle, the final teaching 

of the greater vehicle, the immediate teaching of the greater vehicle and the complete 

teaching of the one vehicle. 

Yongming Yanshou's significant work is  Zongjing Lu (Records of the Source 

Mirror), which consists of one hundred volumes with more than 800,000 words .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Yanshou’s Huauan Chan as well as expound his thought on unifying 

Chan and Huayan teachings based on his notion of “Zong Jing” in Zongjing Lu : “the 

one, all-encompassing, universal mind is the zong—the central, unifying source of 

Buddhist teaching; the myriad dharmas of phenomenal existence are the mirror, or 

reflections of the mind 

This paper refers to two aspects: one is Yongming Yanshou's viewpoint of Huayan, 

and the other is his thought on integrating Huayan and Chan. Yongming Yanshou 's 

so-called "Zong Jing" implies that “the one universal mind is Zong; the myriad 

phenomenal existence are Jing (mirror) or reflections of the mind.” When reading the 

Buddha’s essential teaching of Mind-only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Yanshou obtained 

such realization so as to express that the teachings of Huayan School, similar to J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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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described above, also show that the one, all-encompassing, universal mind, the 

mirror, reflects all of Dharmadhatu—all of Dharmadhatu come from mind 

 Yongming Yanshou is one of the patriarchs of Fayan School. He regarded 

“sudden enlightenment” as the principle and single-minded practice with all methods 

as the worldly matter of cultivation. Besides, through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teachings 

of Huayan School, not only did he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Chan and 

doctrine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dharma-nature school and the Perfect Teaching, but 

he also advocated Huayan Chan with the teachings of integrating Chan and Huayan 

teaching.   

 

 

 

 

Keywords: Yongming Yanshou, Huayan Chan,  Zongjing Lu , Zongmi,  

          the unification of Chan and doc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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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永明延壽（西元 904～975 年）為唐末五代的禪僧，正值五代十國爭戰分裂

時期，佛教各家宗派紛立，而分爭不斷。因此，永明延壽肩負起佛教內部統合的

使命，以會歸天臺、華嚴、禪宗、唯識等諸宗派為志業，著寫百卷《宗鏡錄》。

由於唐朝、五代、北宋時期，陸續出現習禪的華嚴宗徒與習華嚴的禪師相互參究，

所以永明延壽除了繼承隋唐之「判教」思想外，並很自然地將華嚴思想與禪融合

而成華嚴禪思想。因此，永明延壽無疑是五代宋初，中國佛教最重要的華嚴禪師，

而其著作《宗鏡錄》更是華嚴禪的重要依據。永明延壽在禪教合一的思想中，以

《宗鏡錄》融合了諸家學說為論述，本文認為在其諸多論說中，以華嚴宗與禪的

結合為最具研究意義的議題，而目前研究文獻大多以禪淨合一的面相，對永明延

壽的思想加以探討論述，所以本文選取永明延壽的華嚴禪為研究主題，藉此闡明

永明延壽在禪教合一的思想理路，以釐清華嚴禪的思想脈絡。本文藉由「華嚴禪」

的思想研究說明有關永明延壽如何在「禪教合一」的思想下，以「一心」統合禪宗

與華嚴宗的思想理路，其思想架構及特色為何？藉此闡明永明延壽的禪教合一理

論，以利於現代行禪者的修習理路。 

 

本文以永明延壽的華嚴禪思想為主題，選以《宗鏡錄》為研究範圍。《宗鏡錄》

全書一百卷，共約八十餘萬字，分為標宗章、問答章、引證章。本文主要以標宗

章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作為論究永明延壽對華嚴禪的歸趣，以闡

明其對華嚴宗與禪宗的禪教一致思想。本文除一、前言外，繼以二、永明延壽的

華嚴觀；三、永明延壽對華嚴與禪的融通思想；四、結論做為永明延壽的華嚴禪

論述內容。 

 

 

二、永明延壽的華嚴觀 

 
    永明延壽所處的時代為五代十國的動亂分立後，北宋皇朝剛剛統一中國，此

時他除了面對社會需要休養生息外，同時也面對著佛教內部的宗派分歧，以及禪

宗正由興盛逐漸衰微的情形。永明延壽肩負著時代的使命，除了繼承法眼宗創立

者清涼文益三界唯心的思想外，又深受宗密「禪教一致」的思想影響，因而廣泛且

深入的攝取佛教理論。永明延壽在這樣「判教」思想的修習歷程中，繼承了宗密的

禪教判釋理論，將華嚴思想與禪融合而成獨樹一幟的華嚴禪思想，那麼永明延壽

深受華嚴宗甚麼樣的影響？其華嚴思想架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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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心的法界緣起觀  

    

   《華嚴經》是印度大乘佛教經典，其中心內容是從「法性本性」的觀念出發，

強調諸法平等無差別，宣揚無盡法界緣起論。《華嚴經》在強調人類的本質相同

下，說明相即相入，圓融無礙，無形中以平等一義，消除了社會不平等的概念。

華嚴宗的判教思想，建立在法藏（西元 638-715）對於中國判教的脈絡下，重新對

於佛經提出新的判教理論，所以奠定了往後華嚴宗在中國的發展基礎。方立天認

為「法藏創立華嚴宗著重於自然現象立論，強調一切清淨本然，萬物互為因果，

重重無盡，從而更多的肯定現實的價值，也就是通過宇宙論的哲學論證，客觀上

為現存社會秩序服務。」1又法藏所倡導的人人皆有佛性、性起學說、妄盡還源

觀……等思想，所以無論是華嚴經或華嚴宗的思想皆與禪宗有很大的共通，對華

嚴禪的發展有莫大的啟發。澄觀（西元 738-839）時期已開始將禪宗列入判教體

系的一部份，因而調和了華嚴宗與禪宗之判教理論，並且將禪宗列為頓教。到了

宗密（西元 784-841）更是以「禪教一致」的理論，讓禪宗在判教上躍進了一大步，

打破了原本只以印度經論為判教的立場。宗密將禪宗判為三教三宗，如《禪源諸

詮集都序》中言：「教三種者，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顯示

真心即性教。」；2「禪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宗，三直顯心性宗。」
3 最後又總結出「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須先約三種佛教證三宗禪心，然後禪教

雙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皆佛，無一念而非佛心，雙忘即句句皆禪，無一句而

非禪教。」4由以上可見得華嚴祖師在修習禪宗的基礎上，直接將禪宗納入判教的

行列，無形當中提升了禪宗在判教的地位，同時也揭開了華嚴禪的序幕。 

 

    永明延壽受到宗密「禪教一致」的思想影響，在「判教」脈絡下，撰寫百卷的

《宗鏡錄》一書，此書內容主要以心性思想，會通禪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

宗等四家學說，因此統合了隋唐的諸宗立論，為永明延壽最具代表性的佛學著作，

也是了解永明延壽的「華嚴禪」思想最重要的著作。如《宗鏡錄》卷 94： 

 

總一佛乘之真訓，可謂舉一字而攝無邊教誨，立一理而收無盡真詮，一一

標宗，同龍宮之遍覽，重重引證。若鷲嶺之親聞，善令面雲立雪之人，坐

參知識，遂使究理探玄之者，盡入圓宗。5 

 

永明延壽除了在《宗鏡錄》的問答章中，以問答的方式羅列了有關於天台、賢首、

慈恩等宗的教理，更於引證章中引證了大乘經一百二十本，諸祖法語一百二十本，

 
1方立天，《法藏》（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頁 233。 
2《禪源諸詮集都序》，CBETA, T48, no. 2015, p. 402b18-20。 

3《禪源諸詮集都序》，CBETA , T48, no. 2015, p. 402b17-18。 

4《禪源諸詮集都序》，CBETA , T48, no. 2015, p. 407b1-4。 

5《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924a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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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集六十本，總計三百種微言。6如此的問答與引證方式證明其禪教一致，不單

單只是統合諸教之分歧外，更重要的是闡明《宗鏡錄》所倡導的禪教思想與三藏

十二部經典的佛說及祖師論典的論說是無二無別，因此才能達到佛法一致性的融

通，如《宗鏡錄》卷 24：「此宗鏡內，則無有一法而非佛事」7又《宗鏡錄》卷 1：

「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8田青青認為「永明延壽對宗密

分宗判教的隨順圓融並不意味著無立場的盲從，而是以祖佛經教為理據，一一加

以揀同別異，並立足於心宗本位，對真如佛性體相進行全面闡釋，以期後學行有

所依，不作歧路之哭。」9所以永明延壽的禪教思想能達到一致性的原因，在於以

「一心」融攝萬法的核心思想，如《宗鏡錄》卷 1： 

 

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

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義，撮略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

稱之曰錄。分為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為歸趣，次申問答，用去

疑情，後引真詮，成其圓信，以茲妙善。10  

 

《宗鏡錄》在序中，首先道明經論為理論的核心，修行的方針。對於文中

以問答與引證的方式，皆舉以一心為宗，而相應於萬法如鏡，說明華嚴的

教理猶如宗鏡一樣，皆統攝於一心之中，而相應於萬法之教。對於所謂「宗

鏡」意為「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乃出自《楞伽經》的「佛語心為宗」之

說。11其「一心」的相關論述，如潘桂明認為「舉一心為宗」，表明《宗鏡錄》的

核心是有關「一心」的闡述，通過闡述「一心」而達到融合禪教的目的。」12又

道榮認為「《宗鏡錄》全書在詮釋『一心』處，引用《華嚴經》及賢首宗的

理論最多。」13鄧克銘則認為「依宗密之說，法界之總類雖多，但最完美或

最完整之型態即是『一真法界』，而此法界之本體不外乎『一心』，從而法

界可說是本覺心體之客觀呈現。」14 

 

   永明延壽認為一心俱足法界緣起，而一切法界盡歸一心所統攝，如《宗

 
6《宗鏡錄》卷 94：「大乘經一百二十本。諸祖語一百二十本。賢聖集六十本。都三百本之微

言。」，CBETA, T48, no. 2016, p. 924a18-19。 

7《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550c22-23。 

8《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418b6。  

9田青青，《永明延壽心學研究》（四川：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0 年），頁 113。 

10《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417a19-24。 
11《宗鏡錄》卷 57：「楞伽經云：一切諸度門，佛心為第一。又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 

  CBETA, T48, no. 2016, p. 742c24-26。 

12潘桂明，〈永明延壽的融合思想及其影響〉，收入《佛學研究》第 3 期（1994 年 6 月），頁 117。 
13道榮，〈永明延壽與《宗鏡錄》〉，《永明延壽大師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 

  頁 63。  
14鄧克銘，《華嚴思想之心與法界》（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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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錄》卷 1：  

 

清淨法界者，一切如來真實自體，無始時來，自性清淨，具足種種

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無生無滅，猶如虛空，遍一切有情，

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非有非無，離一切相，一切分別，

一切名言，皆不能得。唯是清淨聖智所證，二空無我所顯，真如為

其自性，諸聖分證，諸佛圓證。此清淨法界，即真如妙心，為諸佛

果海之源，作群生實際之地。此皆是立宗之異名，非別有體，或言

宗者，尊也，以心為宗。 15 

 

永明延壽以清淨的法界緣起立論，說明自性的真如本性為清淨法界，具足

一切萬法的緣起現象，同時也將一切萬法統攝於真如妙心。洪修平認為「法

界緣起論作為華嚴哲學的本體論，代表中國佛教真心本覺思想的成熟型態，

顯示了中國佛教（除禪宗外）最具本土化的理論特徵。從此，以一心真如

生起萬法的思想成為中國佛教界的共識，基本結束了佛法東流以來諸說分

呈的局面」。16永明延壽說明如來真實自體為自性清淨，因清淨而開展出無

生無滅，盡虛空遍法界，一切有情平等，所共同成就的「十方界極微塵數

性相功德」。如此清淨法界為不一不異，非有非無，離一切名相的分別，為

人法二空，無我無我所，以真如自性為諸菩薩所分證，為諸佛之圓證。龍

樹依《般若經》論述「清淨」涵蓋一切無量無邊的名字，從而更加融通了

清淨法界的無盡緣起論，如《大智度論》卷 63：「『清淨』有種種名字，或

名『如』、『法性』、『實際』，或名『般若波羅蜜』，或名『道』，或名『無生

無滅』、『空』、『無相』、『無作』、『無知無得』，或名『畢竟空』等，如是等

無量無邊名字。」。17以一心俱足諸法界而言，清淨法界即真如妙心，所以

清淨法界為心宗之異名。鄧克銘認為「華嚴經教系由佛之大覺智海所流出，

華嚴經為佛所自述，頓顯其無上圓融之教義時，『法界』一詞除了具有一一

各別法（現象）之法性空義外，更具有一種超越或包含一切個別現象之整

體、普遍的意義。」18 

 

 

（二）華嚴圓教思想的確立  

 

    永明延壽提出清淨法界即妙明真心，為諸佛證果之本源，為眾生之因，

所以此清淨法界為心宗之異名，與真如妙心不二。永明延壽在清淨法界為

 
15《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417c13-21。 
16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歷程》（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113。 
17《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p. 507a18-21。  
18鄧克銘，《華嚴思想之心與法界》（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年），頁 44～45。 



8 
 

心宗的異名基礎上，更進一步說明法界與一心之關係，如《宗鏡錄》卷 4：  

 

以此十法界，因理事四法界性相，即入真俗融通，遰出無窮，成重

重無盡法界，然是全一心之法界，全法界之一心。隨有力無力而立

一立多，因相資相攝而或隱或顯。如一空遍森羅之物像，似一水收

萬疊之波瀾，入宗鏡中，坦然顯現。 19 

 

以上引文說明依十法界而言，因理事的四法界性相，皆為真俗融通，而依

次出深遠無窮的境界，成為重重無盡的法界，可說是「全一心之法界，全

法界之一心」。隨心力所呈現一或多的境界，因為相資融、相含攝而或隱蔽

或顯明。猶如一空周遍森羅萬象，一水盡收萬疊波瀾，說明一心皆能含容

萬象，攝入於心宗而又能坦然呈現於法界。永明延壽藉由華嚴宗的法界觀

說明法界與一心的相即相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無盡，圓融無礙，

所以由清淨自性所開展出的四法界，亦為一心所統攝與開展。  

 

    永明延壽說明了華嚴禪的禪教一致思想，在「一心」的思想架構下，

建構出理事圓融的法界緣起觀，同時也確立了華嚴觀思想，如《宗鏡錄》

卷 6：  

 

以華嚴之實教，總攝群經，標無盡之圓宗，能該萬法，可謂周遍無

礙，自在融通，方顯我心，能成宗鏡。 20 

 

總說永明延壽的一心思想以華嚴為實教，而統攝群經，表明了無盡的圓教

宗旨，能含概萬法，可以說是「周遍無礙，自在融通」，也因此才能顯明自

心，以此成就宗鏡。同時也說明《宗鏡錄》所闡發的是一乘教，為不可思

議法門，更為圓融無盡之宗旨，不同於三乘之教說。如《宗鏡錄》卷 13： 

 

 此宗鏡錄，是一乘別教，不思議門，圓融無盡之宗，不同三乘教中所說。 

       如上一多無礙之義，不可以意解情思，作限量之見。21 

 

永明延壽認為《宗鏡錄》如同華嚴的圓教思想一或多皆融通無礙，不該為意識

所理解想像，而陷入有限之見解。因此，永明延壽更進一步運用華嚴的五教說明

《宗鏡錄》的一心為圓教的華嚴思想，含概了五教的圓滿存在意義。《宗鏡錄》

卷 29： 

 
19《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435c25-436a2。 

20《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448c20-24。 

21《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487a27-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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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諸教中，皆說萬法一心，而淺深有異，今約五教，略而辯之。一愚人法

聲聞教：假說一心，謂世出世間染淨等法，皆由心造業之所感故。若推徵，

則一心之義不成，以立前境，故云假說；二大乘權教：明異熟賴耶以為一

心，三界萬法唯識變故；三終教：說如來藏以為一心，識境諸法皆如夢故；

四頓教：泯絕染淨以說一心，為破諸數假名故；五圓教：總該萬有以為一

心，事理本末無別異故。如上所說，前淺後深，淺不至深，深必該淺，所

以宗鏡雖備引五教一心證明，唯指歸圓教一心。22 

 

華嚴宗人為表明自宗在佛教中的地位，依自宗的義理，將佛陀所說之法分別判為

五教十宗，稱為華嚴宗的教相判釋。五教是依佛陀所說法的法義深淺分為五個層

次，如《華嚴經探玄記》卷 1：「以義分教，教類有五。此就義分，非約時事，一

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初小乘可知。」23永明延壽依

華嚴宗的教相判釋基礎下，認為萬法總歸一心，依深淺有所不同，而略說：一、

愚人法聲聞教，假說一心為所謂世間出世間的染淨等法，皆由心造業之所感招的

緣故。若推測其徵，則一心的法義不成，因假施設前境，所以為假說。二、大乘

權教24為闡明異熟賴耶25為一心，說明三界萬法皆唯識的三能變所示現。三、終教

說明如來藏的佛性而為一心，因心識與境界所相應諸法皆如夢之緣故。四、頓教

以泯絕染淨而說一心，為破諸數假名之緣故。五、圓教總概萬有以為一心，因理

事本末無有差異之緣故。如以上所說，由前面淺至後面深，淺無法達到深，深必

能概括淺，所以《宗鏡錄》雖然具備引五教為一心之證明，但只有指歸於圓教一

心。由永明延壽所依華嚴宗的五教分次，可以了解其圓教一心所指為華嚴宗一心

思想，因為五教中只有華嚴的圓教思想才能代表一心的周遍含容及五教之間的圓

滿無礙。 

 

    永明延壽的華嚴觀在「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的理念下，揭開了華嚴宗

與禪宗的禪教合一理路，闡明一心俱足法界緣起，而一切法界盡歸一心所統

攝。永明延壽延續著宗密的「絕對真心」一說，將一心與法界的緣起觀做進一步

的連結。首先確立清淨法界為心宗的異名之說，再進一步說明法界與一心之

 
22《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584b1-12。 

23《華嚴經探玄記》，CBETA 2022.Q1, T35, no. 1733, p. 115c4-6。 

24權教、實教之並稱。權教，又作方便教，意為權謀之教，即佛隨順眾生意，以方便權謀所施設   

 之教門；實教，又作真實教，意為真實究竟之教，即佛隨自意內證之實義而發揮之教法。釋慈  

 怡，《佛光大辭典》（臺北：佛光出版社，1988 年），頁 6895。 

25《華嚴經探玄記》卷 13：「異熟賴耶正是報體故云示生老死體。又釋種子識為彼因故云如來藏

賴耶體也。又釋為生死性故。謂此識體復能隨順攝持餘支種子。令得成就能所引生故云隨順攝

取等也。」，CBETA , T35, no. 1733, p. 346a2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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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相即相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全一心之法界，全法界之一心」。

永明延壽以禪宗的心學為核心，以華嚴宗的法界觀，一多無礙，互融互攝，建立

起無盡緣起的法界觀。禪宗重於心為一切本源，對於世間現象的變化而言，

永明延壽為繼宗密之後，再次以析辨融通的禪教方式，由華嚴圓教總說：「萬有

以為一心，事理本末無別異」，建立起圓教一心的華嚴思想。 

 

 

三、永明延壽對於華嚴與禪的融通思想 

 

    永明延壽對於入宋以來，狂禪之現象充斥著宗門，而感嘆言：「深嗟末世狂

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黃業力所牽，更教撥

無因果」26，因此招集天台、慈恩、賢首三宗之僧人，廣收博覽古聖賢之著書，

如遇相互質疑，則以「一心為宗」平息，而著成《宗鏡錄》。永明延壽藉此提出

心性思想的修行理路，將禪門偏執的行徑，導向「華嚴禪」的禪教判釋理路。這

樣的心性思想理路，如何將華嚴思想與禪宗進行融通，而導向禪教合一？本文藉

由探討永明延壽「一心為宗」的思想，從百卷《宗鏡錄》中，了解有關於華嚴思想

與禪宗所會通的建構理論，以利於本研究進一步釐析永明延壽對於華嚴宗與禪宗

會歸的融合理論。 

     

 

（一）禪教一致的圓頓思想 

 

    永明延壽受到宗密「禪教一致」的思想影響，對於立足於法眼宗的角度而言，

從禪宗會通華嚴宗思想，而達成禪教融合的華嚴禪。華嚴禪有別於一般的禪法，

其原因在於永明延壽以華嚴經為教理，以達摩禪法為宗旨，將華嚴禪法一舉推為

最上一乘圓教，對於華嚴宗將禪宗判為頓教，將華嚴宗判為圓教的判教下，永明

延壽可說是更進一步在宗密的禪教會通思想下，建構了華嚴禪的圓融一致思想。

如《宗鏡錄》卷 1： 

 

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圓淨，玄宗妙旨，舉意全

彰。……妙體無私，圓光匪外，無邊義海。咸歸顧眄之中，萬像形容，盡

入照臨之內，論體則妙符至理，約事則深契正緣。然雖標法界之總門，須

辯一乘之別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重即入之門，唯種智而

妙達，但以根羸靡鑒，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具用

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

無波之水，曾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

 
26《萬善同歸集》，CBETA , T48, no. 2017, p. 993b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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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今則細明總別，廣辯異同，研一法之根元，

搜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27 

 

由以上內容可以看出永明延壽深入禪宗的精髓，引用華嚴宗的思想，論述了一乘

法界的無盡圓融，重重無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周遍含容思想。引文中也以

自心的體用譬喻水與波之關係，說明真妄二心為「體用相成，性相互顯」，真心

不離妄心，真妄為體用不二。在這裡我們必須了解到華嚴宗的判教思想不同於《華

嚴經》的思想，華嚴宗的思想不是站在緣起「性空」的角度，把現象世界視為由

心所幻化，進而否定它的存在。法藏的法界觀以「性起」的思想肯定事物存在的

本質有其無盡緣起的意義，舉以《攝大乘論本》的法界等流觀說明多聞薰習由法

界等流而起。28又《成唯識論證義》：「此聞之熏是極清淨，法界等流之體性故；

法界即是如來法身。」29說明法界是由無盡之法而生，由此無量性功德的法界，

順應眾生之根機，藉由如來之教法平等流出萬有的真如本性。而永明延壽卻是以

自心的體用為一法的根源，統攝諸法緣起的始末稱之為宗鏡。如此心性思想的論

說將禪宗推展為含容法界的圓融思想，也因此建構了華嚴禪的思想體系，而呂澂

先生認為： 

延壽關於禪教一致思想来自宗密，因而他就從「頓悟」、「圓修」

上立論。 頓為南宗所特别提倡，圓則指《華嚴》教而言，以南宗的頓

悟和《華嚴》的圓修結合起来， 就成了延壽全部議論的基礎。30 

 

    華嚴禪的建構是依據宗密的禪教一致思想下，以心性立論，將華嚴宗的圓教

思想，以法界無盡緣起觀，契入一心的圓頓禪法。 正如永明延壽所言：「宗鏡略

有二意： 一為頓悟知宗， 二為圓修辦事。」31，說明頓悟當下，了知佛語心為

宗，以心為本源，真如不二，性相如如，而教說法界平等，無盡緣起，圓融無礙。

因此，永明延壽言：「今《宗鏡》所論，非是法相立有，亦非破相歸空，但約性

宗圓教以明正理， 即以真如不變, 不礙隨緣是其圓義。」32總括出永明延壽的華

嚴禪思想以立「頓悟知宗」為理，以立「圓修辦事」為事，闡明了華嚴禪的思想

以「性宗圓教」建構出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理事圓融的禪教一致理路。如《宗

 

27《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416a18-c1。 

28《攝大乘論本》卷 1：「一切種子異熟果識為雜染因，復為出世能對治彼淨心種子？又出世心 

  昔未曾習，故彼熏習決定應無，既無熏習從何種生？是故應答：從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 

  子所生。」，CBETA, T31, no. 1594, p. 136b29-c4。 
29《成唯識論證義》，CBETA, X50, no. 822, p. 864b11-14。 
30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北京 : 中華書局，1979 年），頁 253。 

31《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653b19-20。 

32《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440a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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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錄》卷 36： 

 

故知若不直了自心，豈成圓頓?隨他妄學，終不成真。此《宗鏡錄》，是圓

頓門，即之於心，了之無際，更無前後，萬法同時。……以此教法，本從

世尊一真心體流出，亦只是凡聖所依一心真體隨緣流出，展轉遍一切處、

一切眾生身心之中。33 

 

永明延壽對於華嚴與禪宗思想的融合，強調直了自心，才能成就一乘圓頓法門。

從圓頓的佛性思想而言，眾生本俱如來藏性，所以原本從世尊一真的心體所流出

的，也是凡聖所依止一心真體的隨緣流出，因而輾轉遍一切處、一切眾生的身心

之中。圓頓法門即在於心，而了然無際，更無前後之別，萬法是同時一體全現。

因此，永明延壽藉由一心將南宗禪的頓悟與華嚴宗融合為圓頓的華嚴禪。 

 

    石井修道博士認為「永明延壽的教禪一致論，有關於頓漸論方面與宗

密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宗密高度評價荷澤禪而重視頓悟漸修，但永明

延壽卻推舉「頓悟頓修」或「頓悟圓修」為至上。」34又冉雲華認為「宗密

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將『頓』分為『逐機頓』和『化儀頓』，『逐機頓』

是專為根基良好的信徒，所說的一種頓悟的教義；『化儀頓』則是佛陀本人

專為其親傳弟子所說的教義。」35因此，永明延壽如何立足在禪宗的基礎上，

吸收了宗密的華嚴禪思想，建構禪教融合的理路？如《宗鏡錄》卷 36：  

 

禪原集云：頓門有二，一逐機頓；二化儀頓。一逐機頓者，遇凡夫上

根利智，直示真法，聞即頓悟，全同佛果。如華嚴中，初發心時，即

得阿耨菩提，圓覺中，觀行即成佛；二化儀頓者，謂佛初成道，為宿

世緣熟上根之流，一時頓說性相事理，眾生萬惑。菩薩萬行，賢聖地

位，諸佛萬德，因該果海，初心即得菩提，果徹因原，位滿猶同菩薩。

此唯華嚴一經，名為頓教。其中所說諸法，是全一心之諸法，一心是

全諸法之一心，性相圓融，一多自在。36 

 

永明延壽論述宗密的頓門有逐機頓與化儀頓。一、逐機頓者，是凡夫上根

的利智者所修，為直示真實法，因聽聞即能頓悟，而等同佛果。如《華嚴

經》中，初發心時，即成等正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圓覺經》中，

觀行即成佛。二、化儀頓者，所謂初成佛道，宿世因緣成熟的善根之流。

 
33《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627b15-28。 

34石井修道，《宗密と延壽》，《鎌田茂雄博士古希紀念論集》（《華嚴學論集》， 1997 年），  

 頁  451-466。  
35冉雲華，《宗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88。 
36《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627a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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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頓說性相之理事，眾生會產生萬般困惑。菩薩的萬行；聖賢的地位；

諸佛的萬德，他們的因曩括果海，所以初發心即得菩提。他們的果貫通因

緣，所以位滿猶同菩薩，這就是華嚴經所稱的頓教，而其中所說諸法皆為

「全一心之諸法，全諸法之一心」，性相融通圓成，立一或立多皆自在無礙。

在此說明《宗鏡錄》所指「全一心之法界，全法界之一心」為永明延壽繼

承著宗密的禪教一致的理論而來，而有關於「頓悟頓修」或「頓悟圓修」

方面，卻不同於宗密所認為的「頓悟漸修」，如《宗鏡錄》卷 36：「頓悟頓

修，正當宗鏡，如華嚴宗，取悟如日照，即解悟證悟，皆悉頓也。」37永明

延壽說明「頓悟頓修」即是宗鏡，如華嚴宗所言證悟如同日照，因性相無

礙，遍及一切處，悟的當下，即解即證，悉皆為頓。因此，華嚴宗的圓修

即是頓悟即是頓修，當下即是宗鏡，為一多相即相入，再次說明華嚴與禪

在「頓悟頓修」上的融合，也不出乎於宗鏡之外。永明延壽對禪與教之間，

如何分別？如《宗鏡錄》卷 34：  

 

此論見性明心，不廣分宗判教，單提直入，頓悟圓修，亦不離筌罤而

求解脫，終不執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華嚴，即示一心廣大之

文。若依宗，即達磨，直顯眾生心性之旨。38 

 

永明延壽在《宗鏡錄》中，「以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鏡」的理論，闡述明心

見性不在於分宗判教，而是單提直入的切中要領，其所強調的頓悟圓修，

也不偏離獲取佛道的途徑而求解脫，但最終仍不執著於文字而迷失原本的宗旨。

永明延壽認為若言依教理則是華嚴，揭示一心廣大之文；若言依宗則是達摩禪

法，直顯眾生心性之要旨。因此，總結出永明延壽對於華嚴與禪宗的融合，為

達摩禪法的直指人心之頓悟與華嚴的一心廣大之教，在性相不二下，成就頓悟圓

修之宗鏡。潘桂明認為「延壽論『宗』和『教』，從禪教一致入手，全力闡述達

摩禪與華嚴宗的融合，所謂『禪尊達摩，教尊賢首』。這一圓融的關鍵，就在於

華嚴宗所倡的『一真法界』和所示的『一心廣大之文』」。39 

 

    永明延壽的華嚴禪思想相較於宗密以「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須先約三種佛

教證三宗禪心」為會通之下，兩者差別在於宗密著重於判教理論，以三教悟三宗

強調「由教入禪」，而永明延壽認為以先悟宗鏡，了知性相俱心下，於圓修時

即能理事無差別。如《宗鏡錄》卷 37：「是以先悟宗鏡，然後圓修。理行無

差，方為契當。」40永明延壽的華嚴禪以立心性為法要，以性相融通說明理事不

二的無盡圓融思想，在禪與教的圓頓思想是沒有次第的差別，而且圓與頓是同時

 
37《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626c24-26。 

38《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614a14-17。 

39潘桂明，〈永明延壽的融合思想及其影響〉，《佛學研究》第 0 期（1994 年 6 月），頁 118。 
40《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635b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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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沒有前後差別，因此華嚴禪為直觀不二的法界緣起思想下，所建構出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的無盡圓融觀，如《宗鏡錄》：「理是心之性，事是心之相，性相

俱心，所以一切無礙。」 41以上清楚說明宗密與永明延壽在禪教一致的立足點不

同，前者以教融合禪；後者以禪融合教，但結果皆達到禪教合一的證成。 

 

 

（二）禪教合一的理事觀 

 

    永明延壽的華嚴觀以圓教一心為核心，強調頓悟圓修的禪教合一，融合了華

嚴與禪宗思想，說明一切萬法的運行，必寓含了「理」和「事」的融通，如《萬

善同歸集》卷1：「若欲萬行齊興，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閡，其道在中。」42麻

天祥認為「延壽提出事理、行道諸範籌，而這些即佛學中謂之的法。『萬法唯心』

既是整個佛教的基本理論，也是延壽標出的命題。他由理事相資、二諦恒立中道

常明的辯證思維中得出『一心具萬行』 , 『一心兼事理』的結論。」43，又任繼

愈認為「華嚴宗取消了客觀的物質性，留下了主觀（心），它和唯物主義反映論

是根本對立的。」44永明延壽繼承了宗密的禪教合一思想，對於理事圓融觀方面，

如何在超越理事無礙觀下，將華嚴禪進一步推舉為事事無礙觀。如《宗鏡錄》卷

35： 

 

華嚴四觀者，此約一心真如法界，就理事行布圓融，成四種法界。對此法

界，為四種觀門，此四觀門。法本如是，故依法而觀，故名為觀。一事觀，

謂迷悟因果，染淨歷然。二理觀，謂我法俱空，平等一相。三理事無礙觀，

謂彼此相遍，隱顯成奪，同時無礙。四事事無礙觀，謂觀事法以理融故，

相即相入，重重無盡。若依此一心無礙之觀，念念即是華嚴法界，念念即

是毘盧遮那法界。經云，若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

法疾得現前。45 

 

華嚴宗以十玄門與六相圓融並稱「十玄六相」46為構成法界緣起的根本內容。引

 
41《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482c22-23。 

42《萬善同歸集》，CBETA, T48, no. 2017, p. 958a28-29。 

43麻天祥，〈永明延壽與宋代禪宗的綜合〉，《世界宗教研究》第 4 期（1996 年 12 月），頁 12。 

44任繼愈，《華嚴宗哲學思想略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頁。 

45《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621b12-22。 

46《華雨集（四）》：「「十玄」為：「同時具足相應門」，「一多相容不同門」，「諸法相即自在門」，

「因陀羅網境界門」，「微細相容安立門」，「秘密隱顯俱成門」，「廣狹自在無礙門」，「十世隔法異

成門」，「主伴圓明具德門」，「託事顯法生解門」。「然此十門，隨一門中即攝餘門無不皆盡，應以

六相方便而會通之。」「六相」為：總、別、同、異、成、壞。「總相者，一含多德故。別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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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事事無礙觀，謂觀事法以理融故，相即相入，重重無盡。」說明由十玄

門對於現象與現象之間的相即相入，而闡明四法界中事事無礙法界之相，猶如因

陀螺網般結合，以一多無礙而周遍含容，呈現法界緣起之深義。鄧克銘認為「如

此的論述如《探玄記》47、《華嚴五教止觀》48皆詳舉因陀螺網譬喻華嚴三昧、海

印三昧、周遍含容觀（事事無礙觀）、法界緣起等，均具有共同的理論基礎，顯

示華嚴思想之不同於般若空觀。」49永明延壽對於華嚴與禪融合在四法界觀方面，

說明一心真如法界是以法界為一心所觀的理事觀，先以一心融攝理事，圓融無礙，

而事相之間則以理加以融通，而成就四法界之相。孔維勤認為「永明延壽之『理

事』觀，其『事理具在一心』、『觀心知理事』，首先以『明心見性』指出『一

心』，其『理性』『事法』『如相』，更融『理事無礙』而『事事無礙』」，50

如《宗鏡錄》卷 13： 

 

今約周遍含容觀中事事無礙者，如法界觀序云：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

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礙，大小相含，則能

施為隱顯，神用不測矣。51 

 

心為一切法之本源，心為修習一切法之下手處，如〈梵行品〉云：「知一切法真

實之性，具足慧身，不由他悟。」52永明延壽對於華嚴與禪宗的結合，在四法界

的理事圓頓思想下，依華嚴法界之周遍含容觀，說明事事無礙的法界觀法，依理

觀事則隨事，而一體全觀。依事觀理則隨理，而融通諸事，強調「一多無礙，大

小相含」說明理事融通為事事無礙的頓悟圓修。因此，永明延壽對於華嚴與禪的

融合並不只是局限於判教思想的理事無礙觀，而是更進一步以華嚴的一心廣大之

教說，直顯眾生之心性，以頓悟圓修闡明性相俱心之事事無礙。另外，對於「一

多無礙」如何成就「大小相含」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事事無礙觀，如《宗

鏡錄》卷 13： 

  

 

多德非一故；別依止總，滿彼總故。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同成一總相故。異相者，多義相望

各各異故。成相者，由此諸義，緣起成故。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動故。」依上因門六義、

十玄、六相，顯示圓融無礙法界緣起。」，CBETA , Y28, no. 28, p. 310a12-311a7。 

47《華嚴經探玄記》卷 1：「以因陀羅網參互影而重重，錠光玻黎照塵方而隱隱一即多而無礙，

多即一而圓通。」，CBETA, T35, no. 1733, p. 107a28-b1。 
48《華嚴五教止觀》：「境界者，即法，明多法互入猶如帝網天珠重重無盡之境界也，清淨身

者，即明前諸法同時即入終始難原緣起集成見心無寄也，然帝釋天珠網者，即號因陀羅網

也。」，CBETA, T45, no. 1867, p. 513a24-28。 

49鄧克銘，《華嚴思想之心與法界》（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2。 
50孔維勤，〈宋釋永明延壽之理事觀〉，《華崗佛學學報》第 08 期（1985 年 10 月），頁 416。  

51《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484a5-9。 

5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49c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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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相依，互為本末，通有四義：一相成義，則一多俱立，以互相持，有

力俱存也；二相害義，形奪兩亡，以相依故，各無性也；三互存義，以此

持彼，不壞彼而在此，彼持此亦爾。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

四互泯義，以此持彼，彼相盡而唯此，以彼持此，此相盡而唯彼。經云：

知一即多多即一，又由彼此相成，資攝無礙，是故得有大小即入，一多相

容，遠近互持，主伴融攝，致使塵塵現而無盡，等帝網以參差，故得事事

顯而無窮，若定光而隱映。53 

                  

法藏以「因果緣起，理實法界」概括為《華嚴經》的宗趣，以「因果」為緣起的

萬相，以「理實」為法界的本體。因此，法藏藉由理事無礙、一多無礙來闡述華

嚴的思想對於本體與萬相之間的圓融無礙。永明延壽藉由華嚴宗的一多四義包括：

一、相成義；二、相害義；三、互存義；四、互泯義說明一與多兩者相依，而互

為本末的周遍含容觀。以性相無礙，相資相攝，呈現「一多相容，遠近互攝，主

伴融攝」，成就如因陀羅網般「一即多多即一」的事事無礙。永明延壽對於華嚴

與禪的融合以一心融攝諸法，達到究竟的頓悟圓修，說明華嚴禪的一心圓頓思想

為理事融通，由理融通事相，而隨緣無礙，所以華嚴禪所重視的並非只是一多相

融的理事無礙，還含概著藉由理融通各個事相間的差別相，而達到事事無礙的法

界總相。 

 

    永明延壽在華嚴與禪的融通思想上，以一心將理、事統攝在內，達到主客的

統一，就此一心的真如自性以外，無有法界可言，董群認為「對於宗密華嚴禪的

立場，延壽完全繼承下來，當然也和法眼宗的傳統相關，但也不可否定宗密的影

響。」54永明延壽以「性宗圓教」思想說明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的頓悟圓修理路，

所以其華嚴禪的思想，最終以一心廣大之教，直顯眾生清淨自心所俱的性相不二。

永明延壽以直了自心的圓頓思想，由理事無礙的性相融通，進而推舉到理事不二

的周遍含容觀，又以「一多無礙，大小相含」，而達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的無盡圓融。魏道儒認為「就佛教內部而言，晚唐五代產生的禪宗各派，大都聯

繫『心』以『理事』關係立論，建造自己的禪法體系。永明延壽傳承了宗密建立

在『一心』基礎上的『四法界』說，把『心』、『理』、『事』三範疇擺在突出

位置，強調三者之間的聯繫無論在佛教史還是中國哲學史上都有重要影響。」55

因此，永明延壽將四法界統攝於一心，以一心俱足四法界。 

 

 

 
53《宗鏡錄》，CBETA , T48, no. 2016, p. 486b14-24。 
54董群，《延壽對宗密禪教融合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70。 
55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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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永明延壽的華嚴禪思想以禪宗「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為宗旨的論說下，同時以心性論結合華嚴教法。永明延壽在禪教會通上，

以萬法唯心闡明現象世界的法界緣起，皆由一心所統攝，一心由法界緣起而彰顯

現象世界，更藉由一心與四法界的理、事觀，具體說明華嚴禪在頓悟圓修的理事

圓融思想。從永明延壽的華嚴禪思想所引述一真法界的緣起觀，到理事圓融的頓

悟圓修，無不說明華嚴禪以頓悟為「理」，圓修為「事」，除達到理事無礙外，

更進一步以「理」消融「事」上的差別相，而達到事事無礙。因此，其華嚴禪思

想同為周遍含容，一多相即相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無盡法界緣起。楊曾文

認為「永明延壽是最早提出『明心』這個概念的。在他那裡，『明心』與『見性』、

『明宗』、『達性』是一個意思，都是體悟自性（佛性、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認識佛在自心。他認為禪僧不僅應修持『理行』，還應修持種種『事行』，但同

時發揮華嚴宗『圓融』頓教思想，認為一旦領悟真如自性，便可當即覺悟解脫，

『悟心成祖』、『一念成佛』。56永明延壽在《宗鏡錄》說明「智者了達其性無

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57因此，延壽將大乘的空、有二宗，以一心加以融

合為中道義，如《金剛經》以無住為宗，《維摩經》以不思議為宗，《華嚴經》以

法界為宗，《涅槃經》以佛性為宗，皆為一心。58永明延壽依中道不二的理念，將

華嚴與禪做一心與法界的禪教融合，更在宗密的判教基礎下，將禪宗由頓教提升

為無盡圓融的圓頓教門。如郭延成認為「延壽眼中的『中道』，正如宗密在對空、

性二宗進行辨析時所說：『一真心體，為中道第一義諦。』」59  

 

    永明延壽身為禪宗法眼文益的再傳弟子，又繼承宗密判教的禪教合一思想，

隨著華嚴宗的判教思想，華嚴禪同樣是以圓教的究竟圓滿觀法，來展現證悟者之

心理及一切法的事相關係。華嚴經的思想在般若空觀方面與禪宗有共同立論處，

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多相融」、……等的緣起性空思想，而對於中國

祖師判教後的華嚴宗思想，除了說明一切事物本空寂外，更闡明圓教包容了小、

始、終、頓四教的圓滿存在意義。鄧克明認為「華嚴之法界觀非僅是一種總相的

呈現，同時也是一種分別的活動，華嚴經中之法界因具有此雙重而統一之性格，

故能成為一種修學上的方法即所謂之「法界觀」，透過對一切現象或存在之宏觀

與微觀，而掌握一切法之本質，似可說法界觀不僅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實踐活

 
56楊曾文，〈永明延壽的心性論〉，《中華佛學學報》第 13 期（2000 年 5 月），頁 458。 
57《宗鏡錄》，CBETA, T48, no. 2016, p. 427b27-28。 

58《宗鏡錄》卷 2：「維摩經以不思議為宗。金剛經以無住為宗。華嚴經以法界為宗。涅槃經以佛

性為宗。任立千途。皆是一心之別義。」，CBETA, T48, no. 2016, p. 427c9-12。 
59郭延成，《永明延壽『一心』與中觀思想的交涉》（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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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60永明延壽的華嚴禪在華嚴經學與華嚴宗學的雙重影響下，終究以「舉一

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的心性立論，發展成為華嚴宗「一心廣大」的頓悟圓修思

想，彰顯了禪法應用在世間與出世間的圓融無礙。華嚴禪對於行禪者在面對法界

的一切現象本質上，除了啟著蕩相遣執，以達到消融自心的二元對立作用外，更

是啟著融通一切差別相的作用，而建構出一多無礙的周遍含容觀，猶如因陀羅網

般的無盡緣起法界，而這無盡緣起的法界也由一心所融攝，即所謂「全一心之法

界，全法界之一心」。胡順萍認為「由一心而達無礙之境，時非由外力，乃眾生

可具有之，其中除是『法爾』之必然，肯定『心』之神妙作用外，二之行願與三

之信解則皆須仰賴眾生之修行，此則是延壽思想中種實踐之特色。」61所以永明

延壽的華嚴禪法不失為當代行禪者面對現實世間的殊勝禪法。 

                                     

                             

       

       

       

       

       

       

       

       

       

       

       

       

       

       

       

       

       

       

       

       

      

                                                                                                                                                                                                                                                                                                                                                                                                                                                                                                                                                                                                                                                                                                                                                                                                                                                                                                                                                                                                                                                                                                                                                                                                                                                                                                                                                                                                                                                                                                                                                                                                                                                                                                                                                                                                                                                                                                                                                                                                                                                                                                                                                                                                                                                                                                                                                                                                                                                                                                                                                                   

 
60鄧克銘，《華嚴思想之心與法界》（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0。 
61胡順萍，《永明延壽一心思想之內涵要義與理論建構》（臺北：萬卷樓，2004 年），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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