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經》
「善知識」譬喻之研究

郭翠蘭
一、前言
譬喻是佛陀說法時常用的方式之一，以漢譯《中阿含經》為例，經中使用譬
喻的經典有一百多經，用了七百個譬喻，以喻為經名的有十四經，有此可見世尊
對譬喻的重視1，然而自阿含以來的各經典，都可以見到譬喻的表現方式。婆羅門
居士就會讚美世尊是「善喻善證」者2，而弟子們遇到難題時，也會請求世尊「說
喻」3。
本文所探究的《華嚴經》在佛教經典中，除了以義理深廣而被喻為「經王」
之外，也以其優美的文字、典雅的詞藻而深深吸引著喜好文學的人士。若提到佛
教經典的譬喻文學，就不得不注意到《華嚴經》譬喻的用例，因為《華嚴經》的
譬喻極為豐富，可以很深刻地從多種角度讓讀者體會到其比喻主題的意思；例如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中，對「菩提心」即有一百一十八種譬喻的用法4，由此
可見一個佛教概念可用各種不同性質的素材作為譬喻，而且譬喻素材豐富廣博，
幾乎宇宙間所有事物皆可入喻，而每個譬喻又都可以有二個以上不同的譬喻5。
「善知識」是指「正直而有德行，能化導利益人的善友」
，又稱「善友」
、
「真
6
友」等 。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依止善知識可以增長善法，乃至能成就佛道7，
那是出世正見生起的要因；如經云：「以二因緣能生正見，一從他聞法，二自正
憶念」8；善知識既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為了令眾生發起景仰、親近之意，佛典中
就對善知識用了相當多的譬喻，在《華嚴經》中，自然也有許多善知識精采的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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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釋純因《漢譯〈中阿含經〉譬喻基礎研究》
，中華佛研所畢業論文，P.1。
《中阿含經卷四，
《大》1,446C.,參考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論文，民國七十九年，P.1。
《雜阿含經》卷三四，
《大》2,96,P.248A，參考前註。
可參考：田上太秀〈菩提心の─八喻─《華嚴經》
〉
《釋尊の譬喻と說話》
（五）
，P.214 參考前
註。
參考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民國七十九年，P.439。
《望月佛教大辭典》
，東京，世界聖典刊行協會，昭和五十九年， P.2988；
《佛光大辭典》
，高
雄，佛光出版社， P.4884。
《增》44~10《大》2,768C.：
「我亦由善知識成無上偏正覺，已成道果，度脫眾生不可稱計」
。
長 8《大》1,50A.另有「二因二緣而生正見，云何為二？一者從他聞，二者正思惟。」
《中含》
《大》 1,79A.另見於《增含》
《大》2,578A、
《毗婆沙》
《大》27,2B. 等。這顯示了正見需要有
他人為助緣，從善知識聞法方得生起，由此可見善知識在修學佛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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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筆者即以《華嚴經》對「善知識」的譬喻為研究主題，文中先略分類佛教經
典善知識的譬喻，接著再進一步探討《華嚴經》善知識譬喻的用例，從中推論譬
喻的特色；其讀者能藉此對佛典的譬喻文學及《華嚴經》善知識的譬喻能有更深
刻的認識。
二、佛典中善知識的譬喻
譬喻在佛典中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為它有許多良好的功效。譬喻有「以此
喻彼」的功能，一些抽象的佛法觀念、修行境界及修行方法，常因有了善巧的譬
喻，而能更進一步地掌握其意義；在使用譬喻時，聽者也知道所用的只是譬喻，
可以避免執著於文字，或如禪宗所說的「死於句下」的毛病；而且譬喻可以幫助
聯想，令人對說法的內容有更深刻的記憶9，此外，譬喻還可以使人集中精神，引
起學習動機10；如此可以令說法者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總而言之，譬喻雖不是
佛法論議本身，但它仍有上述許多功效11，所以在佛教經典中還是扮演了頗重要
的角色。
在《佛教比喻例話辭典》中，把佛典中對「善知識」的譬喻歸為天文、氣象、
山水、草木、人天、動物、器物與建造物，共計八類12，列舉出了三十二種譬喻，
本文以這些資料為基礎，加上筆者另外找到的譬喻，增添為七十五種譬喻13，由
下列圖表即可見所用的譬喻大都是現實具體的人或物等，呈現出佛典譬喻文學多
采多姿的風貌14：（附表一）
這裡值得一提的是在《佛教比喻例話辭典》有關「善知識」的譬喻中，並沒
有列入「眼」、「手」的譬喻，筆者認為：由《十住斷結經》的「善知識眼」1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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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釋純因《漢譯〈中阿含經〉譬喻之基礎研究》
，中華佛研所畢業論文（尚未發表）。
此說法參見：石上善應〈原始佛教における譬喻の文學性〉
（《特集イシド文學特質》東洋學研
究所，一一卷三號）參考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民國七十九年，P.20。
《大智度論》卷四四，《大》25,380.C.「譬喻可以解義，因譬喻心則樂者，如人從生端政，加
以嚴飾，益其光榮。」
《大智度論》卷三十五，
《大》 25,320A.又云：
「譬喻為莊嚴論議，令人
信著故。以五情所見，以喻意識，令其得悟，譬如登樓得梯則易上。」
參考森章司編，《佛教比喻例話辭典》東京，東京堂，一九八七年，P.91~293。
其中筆者增添的譬喻共計四十三種，有：閑靜地、潮、嚴父、長子、養育守護者、親教師、大
師、軌範師、瑜伽師、伴侶、示道者、善導、濟客、威猛將、商主、燈、鍊真金、得王印、蓋、
羂索、金剛劍、摩尼鏡、淨摩尼、如意珠、最勝藥、莊嚴具、妙瓔絡、大船、一切智門、關鑰、
法園苑、大路、道、橋梁、眼、智慧眼、明淨眼、手、大明咒、陀羅尼、功德藏、無盡藏、止
觀。
有關佛典中對善知識譬喻的引文詳見附錄。
《十住斷結經》卷七，
《大》10,309,1018A17.：
「如是行者，為應法律應無所生，得開眼目，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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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的「善知識手」16可以推論「眼」和「手」也是對善
知識的一種譬喻；如此一來，譬喻「善知識」的用法除辭典中天文、氣象、山水
等八種分類之外，「肢體」的「眼」和「手」應該也可以歸類為對「善知識」譬
喻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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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天文地理
氣象
山水
草木
人

6
7

動物
器物、建造物

8
9

肢體
其他

佛典中善知識的譬喻
日、月、日月、天、閑靜地
雲
雪山、須彌山、山、大海、潮
蓮華、根芽、樹
慈母、慈父、嚴父、父母、乳母、長子、養育守
護者、良醫、教師、親教師、導師、大師、軌範
師、瑜伽師、伴侶、示道者、善導、船師、濟客、
勇將、大猛將、威猛將、大商王、商主、沐浴人
龍王、鷹
助道之具、賢德瓶、炬、燈、鍊真金、得王印、
蓋、索、金剛劍、摩尼鏡、淨摩尼、如意珠、最
勝藥、莊嚴具、妙瓔珞、牢船、大船、一切智門、
門戶、關鑰、法園苑、大路、道、橋梁、猛火
眼、智慧眼、明淨眼、手
大明咒、陀羅尼、功德藏、無盡藏、止觀

另外相對於「善知識」的「惡知識」之譬喻在佛典中則較少，目前筆者所找
到的只有十一種；以動物為譬喻有犬、猪、羊17、惡狗、暴牛、惡馬、狂醉象，
共七種，此外還有以廁、姦道、賊冠18及月19為例的例子；可見佛教經典對惡知識
的譬喻著墨不多20，這可能和佛典譬喻的用法有關；站在為了令眾生「信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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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寤，慧眼清靜永無塵曀，獲種姓眼，得佛淨眼、慧眼無外，議眼深遠、法眼常定，善知識
眼以為營護，道眼甚深」
。
筆者曾對《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的「善知識手」與「惡知識手」另立專題研究，推論「手」
是對「善知識」與「惡知識」隱喻的用法。發表於第六屆佛學論文聯合發表會。
「若有人愛犬、豬、羊心不遠離，犬、豬隨逐亦不相離……親惡知識者亦復如是，共相追逐終
以無善。」
《出曜經》卷二十二，《大》4,212,727C~26.。
「非好則離者，斯是弊友，遠之如捨廁，如避惡狗、奔逸暴牛，如離惡馬、狂醉之象，如避姦
盜賊冠，是故說非好則離也。」
《出曜經》卷一二，《大》4,212,678A,2~5。
「近惡自陷溺者，如復有人親近惡友，但有日損不至究竟，猶若半月，日有闇冥，無有大明，
親近惡友亦復如是，日損善根、增益惡法，是故說日：近惡自陷溺也。」
《出曜經》卷二二，
《大》4,212,728A,28~728B,2.「當觀惡知識猶如月也，……如向盡月，日日稍減，宮殿亦減，
光明亦減，形色亦減，日日盡去。」
，
《中阿含經》
《大》 1,660A~B。
佛教經論不僅對惡知識的譬喻著墨不多，而且所用的譬喻大都是動物，而且是動物中給人印
象較不好的動物，如犬、豬等，還特別說明其處於「狂醉」
、
「惡」或、
「暴」狀態以調惡知識
的劣行，誡學道人對之應採取捨離的態度，不可親近。除了動物之外，還用了廁、姦道賊冠和
月為喻，廁所的不淨及姦道、賊冠喻為惡知識易於理解，但譬喻為月亮較為特別，月亮可說
是人類相當熟悉且親切的自然界現象，神話、詩歌亦大多賦予月亮良好的形象，但此處卻以
月亮的漸缺來譬喻惡知識的損害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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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立場21，或許佛典會對善知識用各種譬喻大大的加以讚嘆，因此關於善知識
的譬喻就很豐富；而相對於彼的惡知識情形正好相反，只須以譬喻交代其惡劣的
行為，讓學人對之捨離即可，這樣一來佛典中隊惡知識的譬喻就自然較少了。
三、《華嚴經》譬喻「善知識」的特色
若自附錄中摘取出《華嚴經》對善知識的譬喻，可以發現在佛教經典對善知
識的譬喻中，
《華嚴經》所佔的份量最多，共計七十一個，出現在其他佛典而《華
嚴經》沒有使用來譬喻善知識的，只有四種方法，那是《正法唸處經》的「樹」
22
、
《中阿含經》的「沐浴人」23、
「鷹」24、和《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的「手」
25

。既然《華嚴經》對善知識的譬喻是所有經典中所佔份量最多的，到底這些譬
喻在《華嚴經》中呈現了什麼樣的特色？那就需要對這些譬喻加以進一步分析和
討論了，筆者認為《華嚴經》對善知識的譬喻有下列數點特色：
（一）譬喻素材以人及器物為主
「譬喻」的用法具有很大的彈性，無論是現實的事物，或是虛構的想像，都
可以作為佛典譬喻的素材，因此譬喻的表現手法十分豐富26，也賦予了經典更多
樣化的面貌、更寬廣的空間，就筆者所搜集的資料中，《華嚴經》對「善知識」
譬喻素材之豐富就很令人驚歎了。
由於《華嚴經》對「善知識」譬喻的素材十分豐富，所以進一步分類，本文
21

22

23

24
25

26

《大智度論》卷四十四，
《大》 25,380.C.「譬喻可以解義，因譬喻心則樂者，如人從生端正，
加以嚴飾，亦其光榮。」《大智度論》卷三五，《大》25,320A.又云：
「譬喻為莊嚴論議，令人
信著故。以五情所見，以喻意識，令其得悟，譬如登樓得梯則易上。」
《正法念處經》卷五十五，
《大》17,322A,15~17.「善友堅固，遠離諸過，他不能壞，如樹移根，
長而深入，堅固善住，不得傾轉，風不能壞」
《中阿含經》卷十五，《大》 1,26,519A,23~27.「猶如王及大臣有沐人常使洗浴，……成就善
知識為沐浴人者，便能捨惡修習於善。」
《法句經》卷上，《大》4,210,566B,2~4.「如鷹將群，避羅高翔，明人導世，度脫邪眾」。
「善知識手」之漢譯經文如下：
「復次金剛摧！菩薩夢中在須彌山頂，此人不退轉，是見初地
五地，彼有少功德，親近惡友，因緣姦詐，無信親近善知識，今應修不姦詐，多修信解，如是
趣向。若夢在須彌山，當知上六住，夢住須彌山是七地，夢四顧望是八地，夢坐者是九地，夢
山動是十地。此初地乃至見五地，勤進、修善心，在善知識手是魔業。」見《大》11,87A。經
文中的「勤進、修善心，在善知識手是魔業」
，經過對照藏本，試譯為「從初地至第七地等等，
或是非常精進、或是意樂圓滿、或是在善知識手，或將因魔業而覺知」見《台北版西藏大藏
經》
（九）64/448（5）
：
「sa dang ponas sa bdun pa’I bar dag gisni mngon par brtson pa’am-bsam
pa phun sum tshogs pa,am-dge ba’I bshes gnyen gyi lag tuson pa’am-bdud kyi las kyis mthong
bar’gyuro」
。
譬喻的方法有很多，如《大智度論》卷十，
《大》 25,134B.「譬喻法，以小喻大」同論卷五四，
《大》 25,448B.又云：「以麤喻細，以定事明不定」，卷九十一，《大》 25,704A：
「以明了事
故說譬喻，取其小許相似處為喻。」卷三十五，
《大》25,320B：
「譬喻有二種，一者，假以為
喻，二者，實事為喻。」

4

的圖表分類為「天文」
、
「氣象」
、
「山水」
、
「草木」
、
「人」
、
「動物」
、
「器物與建造
物」及「肢體」，從圖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分類中的項目。這些類別中，佔份
量最多的，應是「人」和「器物與建造物」這二類，分別有「24」和「25」個項
目，佔了全部譬喻七分之五，這或許是因為「人」和「器物與建造物」是最普遍
的、最熟悉、最易引起聽者共鳴的譬喻素材吧！尤其是慈母、嚴父、教師、日、
燈、絹索、藥、門、路、橋等，更是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人和物品，這樣子的譬
喻素材顯然可以令讀者在感覺親切之餘，自然地接受經文所要表達的意思。
而且《華嚴經》對善知識所用的譬喻大都是世間教被尊重的部分；如父母、
良醫、教師、船師、勇將等，或具有威德力的大自然現象；如日、月、山、海等，
或利益眾生的器物；如燈、絹索、藥、船、門、路、橋等；由此可得知《華嚴經》
對善知是相當重視，所以在選擇譬喻素材時，會以讀者心目中較尊重的對象為主，
以便達到勸誡學人親近善知識的效果。
（二）譬喻方法以「直喻」為主
在漢譯佛典中，譯為「譬喻」的梵語可分為三類27：
（一） upāma（aupamya）
，
是一般性的類推、比較或比喻，為修辭學上的一種方法；
（二）drstanta, 是實例、
寓言或諷寓，可用來作為例證，也是因明三支中的「喻」
；
（三） avadana,本為英
雄的行為、偉業，後來成為佛經十二分教的其中一種，譯為「喻」或「阿波陀那」
。
筆者認為《華嚴經》對善知識的譬喻，應該是屬於第一類的用法。 Upama 譯
為「譬、喻、譬喻、比喻、喻則、近譬喻」等，依Ｍ.Ｍonier＝Willams 所編 SanskritEnglish-Dictionary 之解釋為：「 comparison,equality,similarity,simile.」28，意思是
「類似、比較、相等、直喻」等，upama 有兩種使用情形29，一種是廣泛地用於
一般的比喻，另一種則是相當於「直喻」（simile）的用法。
所謂的「直喻」即是「明喻」30，凡具備「喻體」、「喻詞」及「喻依」的譬
27

28
29

30

見《岩波佛教辭典》
， P681，譬喻；參見《佛教語大辭典》
， P1132.，划可大致歸納為此三類：
1.upamā;aupamya; upam āna,2.drstānta,3.avadana,其他譬喻」的等均屬特例。參考釋純因《漢譯
〈中阿含經〉譬喻基礎研究》
，中華佛研所畢業論文。
Sanskrit＝English＝Dictionary,P.203.
《佛教．印度思想辭典》
，P357~358。參考釋純因《漢譯〈中阿含經〉譬喻基礎研究》
，中華佛
研所畢業論文。
《佛教．印度思想辭典》對「直喻」的解釋如下：要構成「直喻」需要四種元素；第一是「比
較的主題」
，第二是「比較的基準」
，第三是「共通屬性」
，第四是「比喻指示語」
；舉例來說，
「善知識如良醫，能治煩惱諸病故。」
，
「善知識」是「比較的主題」
，也就是描寫的對象；
「良
醫」是「比較的基準」
，也就是描寫之對象所比較的東西；
「能治病」是「共通屬性」
，為兩者
共同具有的特質，「如」是「比喻指示語」
；具備了上述四種要素就是完整的 upamā。見《佛
教．印度思想辭典》，P.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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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就稱為「明喻」31。
「喻體是所要說明的事物主體，
「喻依」是用來說明此一主
體的另一事物，「喻詞」是聯結喻體和喻依的語詞。如「善知是如良醫，能治煩
惱諸病故」32。，「善知識」是喻體，「如」是喻詞，「良醫」是喻依，「能治煩惱
諸病故」則是喻體和喻依的共同特質；由於「善知識如良醫」具備「喻體」
、
「喻
詞」和「喻依」三個元素，所以是「明喻」。
其次，與「直喻」一樣常被使用的譬喻方法是「隱喻」
（rupaka）
，
「隱喻」也
把「喻體」和「喻依」同等看待，但不將「喻詞」直接表達來，僅由「是」
「為」
代替，所以稱為「隱喻」；例如「善知識者則為慈父」 33、「善知識者是智慧眼」
34
等譬喻，即是以「慈父」、「智慧眼」來「隱喻」善知識的用法。
由此觀之，《華嚴經》對善知識譬喻的用法，是很善巧的大別為「直喻」和
「隱喻」二類35，有的譬喻是單用「直喻」和「隱喻」的表現手法，有的則同一
個譬喻有「直喻」和「隱喻」的用法出現，現分別舉一如下：
（1）但用「直喻」者：「善知識者照明法界，譬如盛日照四天下」。36
（2）單用「隱喻」者：「善知識者福德根芽」37。
（3）同一個譬喻有「直喻」和「直喻」：
a.「直喻」：「善知識者……如慈父，廣大利益故」38。
b.「隱喻」：「善知識者則為慈父，以無量事益眾生故。」39
統計這些譬喻方法的結果，可以發現《華嚴經》譬喻善知識的用法中，但用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譬喻是一種「借此喻彼」的修辭法，由「喻體」
、
「喻詞」
、
「喻依」三者配合而成，……由於喻
體、喻詞有時可以省略或改變，所以譬喻也就可分為明喻、隱喻、略喻、借喻、假喻五種。見
黃慶萱《修辭學》
，三民書局，民國八一六版， P.227~331。
《佛教．印度思想辭典》 P.358.則
指出：除了「隱喻」之外，在文學中還有「否認」（ apahnuti）、「凌駕」（vyatireka）、
「出現」
（ vidnavanā）
、「混亂」
（bhrantimat）等比喻的表現手法。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B,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787,759A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9~10。
現列表說明「明喻」和「隱喻」如下：
明喻
隱喻
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
喻體
善知識
善知識
X
聯結喻體或喻依的語詞
喻詞
如
用來說明此一主體的另一事物
喻依
良醫
良醫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
「善知識……
普照法界如日日迴耀」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B,26~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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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喻」的譬喻共有四十三種40，所佔份量最多，單用「隱喻」的譬喻也不少，
總共有十八種41；而同一個譬喻有「直喻」和「隱喻」者則有八種42，份量較少。
由此可以推論「直喻」的方式是《華嚴經》譬喻善知識最常見的用法，其次是「隱
喻」的用法，同一個譬喻有「直喻」和「隱喻」者則最少。
不過這種一個譬喻有「直喻」和「隱喻」的用例也顯示了一個問題，如上文
所示；實叉難陀的《八十華嚴》以「慈父」直喻「善知識」
，佛馱跋陀羅譯的《六
十華嚴》以「慈父」直喻「善知識」，這表示了有可能二位譯者在復合語的情況
下判分「直喻」和「隱喻」的不同43。
（三）賦予善知識悲智雙運的特質
如前所述，《華嚴經》對善知識相當重視，所用的譬喻大都是世間較被尊重
的身分、具威德力量的大自然現象、或利益眾生的器物；其用意會許是想加強學
人親近善知識的意識吧！這些譬喻又可分為二類；有的只是針對善知識本身高尚
的德行而言，有的則推崇善知識對眾生護念不捨的情形，《華嚴經》對善知識這
種譬喻方式，可說是賦予了善知識「悲智雙運」的特質。
《華嚴經》中的善知識不但於「一切法中不執著」44，具有「不染世法」45的
智慧；而且能夠為眾生「治療一切惱患」46，具有「攝眾生入佛智」47、
「超度諸
有流」48的悲懷；具有「悲智雙運」的特質。
雖說佛門所謂的善知識旨在引導學人修學佛法，提到善知識時，必會強詷其
如：日、月、日月、天、地、雪山、須彌山、山、海、蓮華、嚴父、父母、乳母、長子、教師、
軌範師、瑜伽師、伴侶、善導、濟客、大猛將、威猛將、大商主、商主、龍王、賢德瓶、猛火、
得王印、絹索、金剛劍、摩尼鏡、淨摩尼、如意珠、最勝藥、莊嚴具、妙瓔絡、門戶、關鑰、
大路、明淨眼、陀羅尼、無盡藏、止觀。
41
如：雲、潮、根牙、養育守護、大師、示道者、助道之具、炬、燈、蓋、牢船、一切智門、法
園苑、道、眼、智慧眼、大明咒、功德藏。
42
如：慈母、慈父、良醫、導師、船師、勇將、大船、橋梁。
43
這些資料被引用於釋自範《〈阿毗達磨俱舍論明瞭義釋．序分〉之研究》
，中華佛研所畢業論文，
P39~40。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
《大》10,293,812A,9~10.「善知識者，是智慧眼，一切法中不執
著故」。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 10,279,422A,18~19.「善知識者不染世法，譬如華蓮華不
著於水。」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9,278,769BB,19~20。
「善知識……不染世間
如水蓮華。」
4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9,278,769A6.「善知識者則為良醫，療治一切煩惱患故」
。
4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
《大》10,293,812A,22~23.「善知識者猶如絹索，能攝眾生入佛智
故」
。
4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
《大》10,293,812A,4~5.「善知識者，猶如橋梁，能令超度諸有流
故」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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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接引的形象；但是能夠身為善知識者當然也具有凡人所不及的智慧；因為「不
染世法」的智慧是善知識度生的基本條件，有智慧的善知識方才具有「攝眾生入
佛智」的能力；由此可以得知，《華嚴經》雖然出現許多譬喻善知識慈悲度重生
的用例，卻也對善知識的智慧充滿讚歎之意！種種譬喻皆賦予了善知識「悲智雙
運」的特質。
（四）缺乏同時譬喻「善知識」與「惡知識」的用例
就筆者找到的資料中，在佛典有同時具譬喻善知識與惡知識的例子，一個是
著名的「盈缺月喻」；世尊以月的淨分（初一到十五）譬喻善知識能增長善法，
以月之黑分（十五以後）譬喻惡知識損減道業，這個「盈缺月喻」在《雜阿含經》
卷四49、《中阿含》卷三七50和《增一阿含》51都有提到；在大乘經典，如《出曜
經》卷二二52、《華嚴經》卷七七53和《大涅槃經》卷二五54中亦出現，可見世尊
的這個「盈缺月喻」幾乎可說是善知識與惡知識的定型譬喻55。
另外在《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出現了「善知識手」與「惡知識手」的用
法，筆者推論文中是指以「手」隱喻「善知識」與「惡知識」
；
「手」雖然不是善
知識與惡知識的定型譬喻，但是「手」和「月」一樣具有正反二種特質56，它可
以有慈悲濟世的功能，也同時具有造惡惑眾的力量，因此「手」在譬喻善知識的
同時，也可以用來譬喻惡知識；而且由《十住斷結經》的「善知識眼」57、
《俱舍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雜阿含經》卷四，
《大》2,99,25C,19~21.云和善男子（善知識）其譬如月？佛告婆羅門：譬如
明月淨分，光明色澤日月增明，乃至月滿一切圓淨如是……戒增施增聞增慧增，日夜增長……
《雜阿含經》卷四，
《大》2,99,25C,8~14.云何不善男子（惡知識）如月？佛告婆羅明門：如月
黑分，光明益失，色亦失，所係亦失，日夜消減，乃至不現……於戒聞施正見，悉皆忘失，日
夜消滅……。
《中阿含經》卷三十七，《大》 1,26,660B1~2.當觀善知識猶如月……猶如月初生，少壯明淨，
日日增長。《中阿含經》卷三十七，《大》 1,26,660A17~26.當觀惡知識猶如月也，……如向盡
月，曰曰稍減，宮殿亦減，光明亦減，形色亦減，曰曰盡去……此惡知識教滅善法猶如月盡。
《增一阿含經》
《大》2,125,584C,2885A,5.猶如月初生持，隨所經過日夜，光明漸增，稍稍盛滿，
便於十五日，具足圓滿……若善知識，經歷日夜，增益信戒聞施智慧……此善知識所趣，猶
月盛滿。《增一阿含舍》
《大》2,125,584C,21~28.月末之分，晝夜周旋，但有其無損……若惡知
識，經歷晝夜，漸無有信、無有戒、有聞……是惡知識者，猶如月末之月。
《出曜經》卷二十二，《大》4,212,728A,28~728B,5。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七，
《大》 10,279,422A19~20.：
「善知識者增長白法，譬如白月色圓
滿。」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
《大》10,293.814A13.「因善知識者長白法，譬如白月
色圓滿。」文中僅以「白月」譬喻善知識，沒有譬喻惡知識。
《大涅槃經》卷二十五，《大》12,511A.：「如空中月從初一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識者亦復
如是，令諸學人遠離惡法、增長善法。」
見釋惠敏〈《月喻經》的研究－以《瑜伽師地論》有關部份為主〉
《中華佛學學報 第二期》P.146。
佛典中出現不少這種「具二種正反性質的譬喻」
，參見拙作〈《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善知
識手」與「惡知識手」之譬義〉
，發表於第六屆佛學論文發表會。
《十住斷結經》卷七，《大》10,309,1018A17.：
「如是行者，為應法律應無所生，得開眼目，霍
然大寤，慧眼清淨永無塵曀，獲種姓眼，，很佛淨眼、慧眼無外，議眼深遠、法眼常定，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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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正法教手」58和《華嚴經》以「手」59等譬喻菩薩心，以「手」譬喻信、
施、自在、大願等60來看，可見佛典中有著以具體的肢體來譬喻某個概念的用法。
如此一來，
「善知識手」一詞就可以解釋為：
「善知識」如同「手」一般，可以拔
濟眾生出離生死苦海、可以廣惠施、可以防護一切、可以攝受眾生等等。在佛典
中雖然尚未找到有關「手」劣行的證據，但可以推論「惡知識手」可以理解為：
「惡知識」如同「手」一般，可以把眾生推入死海、可以惑害眾生、可以破壞眾
生慧命等等，在這種情形下，「惡知識手」四個字就可以達到教誡學人應捨離惡
知識的效果了！
除此之外，「牛」、「象」及「馬」在佛典中可以說是佛陀的異稱，如《阿毗
達磨俱舍論》卷一八即讚歎世尊為「牛王」61，
《長阿含經》卷一稱譽世尊的「善
62
調」
「如象」 ；並譬喻「佛行」是「馬行周天下」63；而《出曜經》卷一二也出
現以「牛」
、
「象」及「馬」為譬喻的用例，不同的是這些動物是處在「奔逸暴」
、
「惡」或「狂醉」的狀態；因此「奔逸暴牛」
、
「惡馬」
、
「狂醉之象」可以用來譬
喻「弊友」64。
《雜阿含經》卷三三中對「馬」的譬喻也很值得注意；「良馬八德喻」是以
良馬的八種善德譬喻比丘精進修行的八種善行65，
「惡馬八態喻」則是以惡馬八種
難以控御的惡行譬喻比丘的惡行66。同樣的牛，
「牛王」可以是世尊，
「奔逸暴牛」
67
則是弊友 ，可見「牛」也可以同時譬喻正反二種性質的主題；
「象」也是如此。
由此觀之，「牛」、「象」及「馬」可以用來同時譬喻具有對立關係的善知識與惡

識眼以為營護，道眼甚深……」
。
見《阿毗達磨俱舍論》卷一，
《大》29,1558,1a,18~21.拔眾生出生死泥者，由彼生死是諸眾生沉
溺處故、難可出故；所以譬泥。眾生於中淪沒無救，世尊譏愍，隨受所應正法教手拔濟令出。
59
「菩提心者猶如善手，防護一切諸度身故」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八，
《大》10,430b,2~3）
。
60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七，
《大》10,279,146A,24~146B,18.以信為手，起饒益行，往返周
旋，勤修正法，願得寶手，以手為施，所行不空，具菩薩道，常舒其手，擬將廣惠……成就施
手，周給十……得寶手已，各相尊敬，生福田想，以種種寶，更相供養……又令皆得寶手、華
手、香手、衣手、蓋手、華鬘手、末香手、莊嚴具手、無邊手、無量手、普手，得是手已，以
神通力，常勤往詣一切佛土，能以一手，遍摩一切諸佛世界。以自在手，持諸眾生，得妙相
手，故無量光，能以一手普覆眾生成於如來……以大願手，普覆眾生，願一切眾生，志常樂求
無上菩提，出生一切功德大海。
61
「讚彼佛曰：天地此界多聞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林遍無等。」
《阿
毗達磨俱舍論》卷一八，
《大》29,1558,95B。
62
《長阿含經》卷一：
「如象善調，隨意所之，大眾如是，隨教而還」《大》1,1,10A,25。
63
《長阿含經》卷一：
「馬行周天下」
《大》1,1,5A,10。
64
「非好則離者，斯是弊友，遠之如捨廁，如避惡狗、奔逸狂牛，如離惡馬、狂醉之象，如避姦
道、賊冠，是故說非好則離也。」《出曜經》卷十二，《大》4,212,678A,2。
65
《雜阿含經》卷三十三，《大》2,99,235B23C.26。
66
《雜阿含經》卷三十三，《大》2,99,235A~B。
67
「弊友」是惡知識，世尊則是善知識（如《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云：
「諸佛世尊是善知識，
增長一切諸佛法故。」
）《大》？。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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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
除此之外，
「雲」也是同時譬喻善知識與惡知識的用例。
《華嚴經》卷六八的
68
「善知識一切法雲」 ，即是以「一切法雲」來譬喻「善知識」
，而《出曜經》卷
一三則有以「雲」譬喻惡比丘的用例69；如此一來，佛典中用來同時譬喻善知識
與惡知識的除了「盈缺月喻」及「手」之外，尚有「雲」以及「牛」
、
「象」及「馬」
這三種動物。
在《華嚴經》七十一個對善知識譬喻的用例中，有以「白月」譬喻善知識增
長的善法70、以「一切法雲」來譬喻善知識71的用例，卻沒在《華嚴經》以「月」
與「雲」譬喻惡知識的用法；但在《阿含經》及《出曜經》出現了以「月」與「雲」
譬喻惡知識的用法。由此觀之，在《華嚴經》之中並沒有哪一個譬喻在譬喻善知
識的同時，也可以譬喻惡知識的例子，筆者認為這點應該也可以算是《華嚴經》
譬喻善知識的一個特色吧！
四、結論
綜合上述討論，對於《華嚴經》譬喻善知識的分析、整理和討論，筆者達成
初步的結論如下：
《佛教比喻例話辭典》把佛典中對「善知識」的譬喻歸為天文、氣象、山水、
草木、人天、動物、器物與建造物，共計八類，它列舉出了三十二種譬喻，本文
以這些資料為基礎，加上另外找到的譬喻，增添為七十五種譬喻；但在辭典中並
沒有列入「眼」
、
「手」的譬喻。筆者認為：由《十住斷結經》的「善知識眼」和
《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的「善知識手」可以推論「眼」和「手」也是對善知
識的一種譬喻；如此一來，「肢體」的「眼」和「手」應該也可以歸類為對「善
知識」譬喻的用法。
佛教經典對善知識的譬喻中，《華嚴經》所佔的份量最多，共計七十一個，
出現在其他佛典而《華嚴經》沒有使用來譬喻善知識的，只有四種用法，筆者分
析這七十一個《華嚴經》譬喻善知識的結果，歸納《華嚴經》出譬喻「善知識」
68
69

70

7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3~24。
「汝等比丘與惡智相應，永離善法，實非沙門，自稱為沙門，外視法服，似如沙門，如來復說
此偈：如離實不離，袈裟除不除，持缽寶不持，非俗非沙門，種雲而無雨」
《出曜經》卷十三，
《大》4,212,680C.20~25。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 10,279,422A,19~20：
「善知識增長白法，譬如白月光
色圓滿。」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
《大》 10,293,814A13.「因善知識增長白法，譬
如白月漸次圓滿。」文中僅以「白月」譬喻善知識，沒有譬喻惡知識。
「善知識一切法雲」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
《大》10,279,366C,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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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幾點特色：
第一點，譬喻的素材以人及器物為主：《華嚴經》對「善知識」譬喻素材十
分豐富，最常使用的素材是「人」及「器物與建造物」這二類，這或許是因為「人」
及「器物與建造物」最為普遍、最熟悉、最易引起它人共鳴的譬喻素材吧！而且
《華嚴經》對善知識所用的譬喻大都是世間教被尊重的身份、具威德力量的大自
然現象、或利益眾生的器物；由此可以得知《華嚴經》對善知識相當重視，所以
在選擇譬喻素材時，會以世間較尊重的對象為主，以便達到勸誡學人親近善知識
的效果。
第二點，譬喻的方法以直喻為主：《華嚴經》對善知識的譬喻，應該都是屬
於 upama 的用法。其用例可大別為「直喻」和「隱喻」兩類；有的譬喻是單用
「直喻」和「隱喻」的表現手法，有的則是同一個譬喻「直喻」和「隱喻」的用
法出現；《華嚴經》譬喻善知識的用法中，單用「直喻」的譬喻共有四十三種，
單用「隱喻」的譬喻有十八種；而同一譬喻有「直喻」和「隱喻」者則有八種，
由此可見「直喻」的方式是《華嚴經》譬喻善知識最常見的用法，其次是「隱喻」
的用法，同一個譬喻有「直喻」和「隱喻」者則最少。
第三點，賦予善知識悲智雙運的特質：《華嚴經》對善知識相當重視，所用
的譬喻又可大別為二類；有的只是針對善知識本身高尚的德行而言，有的則推崇
善知識對眾生護念不捨的情形，《華嚴經》對善知識的這種譬喻方式，可說是賦
予了善知識「悲智雙運」的特質。
第四點，沒有同時譬喻「惡知識」的用例：在佛典有譬喻善知識的同時，也
可以譬喻惡知識的例子有六個，一個是著名的「盈缺月喻」；那幾乎可說是善知
識與惡知識的定型譬喻，此外還有「手」
、
「雲」以及「牛」
、
「象」及「馬」這三
種動物；但是，在《華嚴經》七十一個對善知識譬喻的用例中，「月」及「雲」
僅在經中譬喻善知識，而在其他經典中才有以之譬喻惡知識的用法，如此一來，
在《華嚴經》中，就沒有同時譬喻善知識與惡知識的例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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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佛典中善知識的譬喻】
（1）天文：
1 曰：
○
「善知識者照明法界，譬如盛曰照四天下」72。
「善知識……如日示正道」73。
2 月：
○
「善知識……如月轉淨輪」74。
「當觀善知識猶如月也，……善法具足如十五日月」75。
「善知識……長白淨法如月盛滿」76。
「善知識者增長白法，譬如白月光色圓滿」77。
3 曰月：
○
「善知識者，猶如曰月，能為照明甚深法故」78。
4 天：
○
「善知識……如天灑甘露」79。
5 閑靜地：
○
「善知識者，如閑靜地，能靜其心修習道故」80。
（2）氣象：
1 雲：
○
「善知識一切法雲」81。
（3）山水：
1 雲山：
○
「善知識者長諸善根，譬如雪山長諸藥草」82。
2 須彌山：
○
「善知識者出過世法，如須彌山出於大海」83。
3 山：
○
「善知識……如山不動搖」84。
4 大海：
○
「善知識者世佛法器，譬如大海吞納眾流。」85。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 10,279,422A,20~21，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 9,278,769B,21.：
「善知識……普照法界如曰迴耀」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3。
《中阿含經》卷三十七，《大》1,26,660A29~60B,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B,20~21。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 10,279,422A,19~20，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
《大》 10,293,814a13.「因善知識增長白法，譬如白月漸次圓滿」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83,812B,27~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22~2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3~24。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 10,279,422A,14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
9,278,769B,16~17「善知識，隨順其教增長善根，如依雪山出眾藥草。」；《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七十七，
《大》 10,279,421B,30~421C,1「善知識者……如雪山，增長一切智之藥故。」
《大
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
《大》 10,293,812A,27「善知識，猶如雪山，增長一切種智藥故。」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9,218,769A7~8「知識者則為雪山，長養明淨智慧藥故」
。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10,279,422,17~18，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9,278,769B19.「善知識……超出世間如海須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4。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10,279,422A,14~15，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9,278,769B,17~18「善知識……為佛法器如海吞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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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識者是功德處，譬如大海出生眾寶」86。
「善知識不受諸惡，譬如大海不宿死屍」87。
「善知識……如海無增減」88。
5 潮：
○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潮，令我滿足大悲水故」89。
（4）草木：
1 蓮華：
○
「善知識者不染世法，譬如蓮華不著於水」90。
2 根芽：
○
「善知識者福德根芽」91。
3 樹：
○
「善友堅固，遠離諸過，他不能壞，如樹移根，長而深入，堅牢善住，
不可傾轉，風不能壞」92。
（5）人：
1 慈母：
○
「善知識者則為慈母，生佛家故」93。
「善知識者，猶如慈母，出身一切佛種性故」94。
「善知識……長菩薩身如母養子」95。
2 慈父：
○
「善知識者……如慈父，廣大利益故」96。

「善知識者則為慈父，以無量事益眾生故」97。
3 嚴父：
○
「善知識者，猶如嚴父，廣大利益親付囑故」98。
4 父母：
○
「善知識者長菩薩身，譬如父母養育兒子」99。
「因善知識增長大願，譬如父母養育嬰兒」100。
5 乳母：
○
「善知識者，猶如乳母，守護不令作惡法故」101。
6 長子：
○
「善知識者，猶如長子，能紹佛種使不斷故」102。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10,279,422A15~16，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9,278,769B,18「善知識……生諸勝德如海出寶」。
87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10,279,422A,18~19，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9,278,769B,20「善知識……不沒諸惡如海死屍」。
8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4.。
8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20~21。
90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 10,279,422A,18~19，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
《大》 9,278,769B,190.「善知識……不染世間如水蓮華」
。
9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6。
92
《正法念處經》卷五十五，
《大》17,721,322A15~17。
9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1~2。
94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1~22，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七，
《大》10,279,421B,25~26。
「善知識者如慈母，出生佛種故」。
9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B,22。
9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b,26~27。
9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2。
9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2。
9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2A,21~22。
10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4A,15~16。
101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 10,293,812A,24~25，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
七，
《大》 10,279,421B,27「善知識者……如乳母，守護不令作惡故」
。
10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5~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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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養育守護（者）
○
：「善知識者則為養育守護，不為一切惡故」103。
8 良醫：
○
「善知識者……如良醫，能治煩惱諸病故」104。
「善知識者則為良醫，療治一切煩惱諸患故」105。
「善知識者，猶如良醫，能於飲食知節量故」106。
9 教師：
○
「善知識者……如教師，是其菩薩所學故」107。
10 親教師：
○
「善知識者，如親教師，能為懺除五犯罪故」108。
11 導師：
○
「善知識者，智海導師」109。
「善知識……如大導師」110。
「善知識者則為導師，教化令至彼岸道故」111。
12 大師：
○
「善知識者則為大師，教化令學菩薩戒故」112。
13 軌範師：
○
「善知識者，如軌範師，能以善語而誨示故」113。
「善知識者，如軌範師，能為分別微細智故」114。
14 瑜伽師：
○
「善知識者，如瑜伽師，能令趣入相應行故」115。
15 伴侶：：
○
「善知識者，猶如伴侶，住阿蘭若不捨離故」116。
16 示道者：
○
「善知識者，為示道者，引詣如來集會所故」117。
17 善導：
○
「善知識者……如善導，能示波羅蜜道故」118。
18 船師：
○
「善知識者……如船師，今到智慧寶洲故」119。
「善知識者，猶如船師，令度生死大瀑流故」120。
「善知識者則為船師，令至一切智法寶洲故」121。
19 濟客：
○
「善知識者……如濟客，令出生死瀑流故」122。
20 勇將：
○
「善知識者，猶如勇將，殄除一切諸恐怖故」123。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3~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B,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79,812A,1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B,28~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5~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1C,27~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28~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1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1C,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B,28~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C,2~3。
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8，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
《大》10,279,425C,25「善知識……如船師濟度」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10~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C,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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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識者則為勇將，防護一切恐怖故」124。
21 大猛將：
○
「善知識……猶如大猛將」125。
22 威猛將：
○
「善知識者，如威猛將，摧伏一切諸魔軍故」126。
23 大商主：
○
「善知識……如大商主」127。
24 商主：
○
「善知識者，猶如商主，令到一切智慧寶洲故」128。
25 沐浴人：
○
「猶如王及大臣有沐浴人常使洗浴，……成就善知識為沐浴人者，
便能捨惡修習善129」。
（6）動物：
1 龍王：
○
「於善知識生龍王想」130。
2 鷹：
○
「如鷹將群，避羅高翔，明人導世，度脫邪眾」131。

（7）器物、建造物：
1 助道之具：
○
「善知識者至一切智助道之具」132。
2 賢德瓶：
○
「善知識者，如賢德瓶，圓滿諸佛智功德故」133。
3 炬：
○
「善知識者，無盡智炬」134。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炬，令我得生十力光故」135。
4 燈：
○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燈，令我得見夷險道故」136。
5 猛火：
○
「善知識者淨菩提心，譬如猛火能鍊真金」137。
6 得王印：
○
「善知識者，如得王印，於一切法無障礙故」138。
7 蓋：
○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蓋，令我得生大慈涼故」139。
8 羂索：
○
「善知識者，猶如羂索，能攝眾生入佛智故」140。
9 金剛劍：
○
「善知識者，如今剛劍，能截煩惱及隨眠故」141。
10 摩尼鏡：
○
「善知識者，如摩尼鏡，令現前證宿住智故」142。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6~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5C,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3A,29~813B,1。
《中阿含經》卷十五，《大》1,26,519A23~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1C,26
《法句經》卷上，《大》4,210,566B,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7~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6~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5~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1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15~1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七，《大》10,279,422A,16~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3~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17~1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2~2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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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淨摩尼：
○
「善知識者，如淨摩尼，能清一切垢濁心故」143。
12 如意珠：
○
「善知識者，如如意珠，能令所願皆圓滿故」144。
13 最勝藥：
○
「善知識者，如最勝藥，能除眾生諸惑病故」145。
14 莊嚴具：
○
「善知識者，如莊嚴具，莊嚴一切淨法身故」146。
15 妙瓔絡：
○
「善知識者，如妙瓔絡，莊嚴發心諸佛子故」147。
16 勞船：
○
「善知識者則為勞船，悉令至度生死海故」148。
17 大船：
○
「善知識者，猶如大船，超過生死至彼岸故」149。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船，令我得至智寶洲故」150。
18 一切智門：
○
「善知識者一切智門」151。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船，令我得入真實道故」152。
19 門戶：
○
「善知識者，猶如門戶，少欲知足所行道故」153。
20 觀鑰：
○
「善知識者，猶如觀鑰，能開一切解脫門故」154。
21 法園苑：
○
「善知識者，為法園苑，世諸菩薩愛樂處故」155。
22 大路：
○
「善知識者，猶如大路，行佛智行所行處故」156。
23 道：
○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道，令我得入涅槃城故」157。
24 橋梁：
○
「善知識者，猶如橋梁，能令超度諸有流故」158。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橋，令我得度險惡處故」159。
25 鍊真金：
○
「善知識……淨菩薩心如鍊真金」160。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7~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29.8~12B,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17~1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3~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4~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A9~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8~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11~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C,26~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9~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19~2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25~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1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4~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八，《大》9,278,769B,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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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肢體：
1 眼：
○
「善知識眼以為營護」161。
「善知識者，則是趣向一切智眼，令我得見法性門故」162。
2 智慧眼：
○
「善知識者，是智慧眼，一切法中不執著故」163。
3 明淨眼：
○
「善知識者，如明淨眼，能示眾生夷險道故」164。
4 手：
○
「善知識手」165。

（9）其他：
1 大明咒：
○
「善知識者，為大明咒，能除一切諸苦厄故」166。
2 陀羅尼：
○
「善知識者，如陀羅尼，能持修學諸眾生故」167。
3 功德藏：
○
「善知識者，諸功德藏」168。
4 無盡藏：
○
「善知識者，如無盡藏，充滿眾生種種願故」169。
5 止觀：
○
「善知識者，猶如止觀，息滅一且渇愛法故」17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十住斷結經》卷七，《大》10,309,1018A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四，《大》10,279,345B,19~2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9~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13~14。
《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
《大》11,87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A,27~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14~1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六十八，《大》10,279,366B,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18~1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三，《大》10,293,812B,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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