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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論文集 

試論華嚴精神的藝術形式之建構 

陳琪瑛 

一、前言 

佛教藝術中，以禪宗藝術最具特色，吳汝均先生以佛經中的「游戲三昧」
1
一

詞，作為禪的美學情調。但「游戲三昧」是高超而抽象的精神，如何將此一高超而

抽象的精神落實至藝術作品？創作者如何創作出具有禪的精神的作品？我們不能

以高超的精神作為標準，因為高超的精神與實際的藝術創作作品之間會有很大的落

差，而日本禪藝大師久松真一提出禪藝的七個特質：無軌則、無錯綜、無位、無心、

無底、無障礙、無動蕩，有了這些特質，有助於確定禪宗藝術的形式，而不是只是

空談抽象的玄理精神。 

《華嚴經》就文學角度而言，是一部含有豐富文藝內涵的作品，是鋪寫事事無

礙、無盡緣起的佛境界，但事事無礙、無盡緣起的佛境界如何落實至藝術作品？也

就是說，一個高超、玄妙的佛境界如何展現為人世間的藝術作品？如何由高妙的精

神轉化為藝術形式？這是本文亟待探討的主題。 

華嚴二祖智儼大師立了十種玄妙之門
2
，說明佛境界深奧難測的理則。本文將

以十玄門為依據，而將十玄的玄理以藝術的角度轉化為藝術形式，希望在佛教藝術

中，除目前多位學者已由禪宗的精神開出佛教美學之外，更能藉由華嚴廣大無礙的

精神，開展出佛教藝術美學中更廣大的層面。 

                                                 
1
詳見吳汝均〈游戲三昧：禪的美學情調〉，登載於《國際佛學研究》第二期，頁二○一~二四四。  

2
十玄門有「原十玄」與「新十玄」之別：原十玄是指杜順所創，智儼撰述者；新十玄是指法藏易定，澄觀述說者。此

所錄為新十玄門。十玄門義理部分，參考：(一)《華嚴經疏論纂要》，頁二二三。(二)慧潤〈華嚴哲學的現代意義〉，

收錄於《華嚴思想論集》，頁七三一。(三)一玄〈讀「華嚴經」記〉，收錄於《華嚴典籍研究》，頁一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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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 

事事無礙的富貴氣象是《華嚴經》的特色。為了描摩解說事事交融互攝、萬法

互入無礙的玄妙境界，華嚴祖師特立十種玄妙之門，以說明事事無礙、深奧難測的

理則。然而事事如何無礙，以展現其富貴氣象？乃至轉化為藝術形式？下即藉由智

儼大師所開的十種玄妙之門，作為開展華嚴美學的理論結構：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約總）－－廣大和諧、富貴莊嚴 

十方三世一切緣起諸法，在華嚴境界中，是同時圓滿具足，相互順逆無礙，相

即相入，成一大緣起，無前後始終之別，法界收攝在萬有之中，萬有也相互攝入，

貫徹時空，故為十玄門的總說，餘皆不離此門。因此，法界境相圓融無礙，展現廣

大和諧之美： 

如來深境界，其量等虛空，一切眾生入，而實無所入。 

如來深境界，所有勝妙因，億劫長宣說，亦復不能盡。 

隨其心智慧，誘進咸令益，如是度眾生，諸佛之境界。 

世間諸國土，一切皆隨入，智身無有色，非彼所能見。 

諸佛智自在，三世無所礙，如是慧境界，平等如虛空。 

法界眾生界，究竟無差別，一切悉了知，此是如來境。 

非識所能識，亦非心境界，其性本清淨，開示諸群生。 

非業非煩惱，無物無住處，無照無所行，平等行世間。 

一切眾生心，普在三世中，如來於一念，一切悉明達。 

                      ﹝〈菩薩問明品〉‧第十之四﹞ 

佛境甚深，一切法界同時具足相應，億劫宣說，亦復不盡，因而如來境界呈現

出此段經文般的事事無礙的圓善大美。於此，將「同時具足相應門」轉化為「廣大

和諧、富貴莊嚴」的藝術形式，此亦即經題「大、方、廣、佛、華、嚴」的藝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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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藝術造型中，密宗壇城圖（或曼陀羅）是很好的事例，因為它能以藝術品表

現出廣大和諧、富貴莊嚴的法界圖像。 

此為總原理，同時具足下之九玄門，也就是說，此門亦可分別體現在下之九條，

所以，在此僅作一總攝性的說明。 

（二）廣狹自在無礙門（約空）－－空間運用 

華嚴富貴大海如何事事無礙？此門從空間性的廣狹相即、自在無礙，來暢明華

嚴境界的寬朗無礙：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一蓮華，其華廣大，盡十方際，以不可說葉、不可說寶、

不可說香而為莊嚴……（十定品） 

現象界事物有很多障礙，如小中不能容大，此門以「事如理遍故廣，不壞事相

故狹」（澄觀疏），打破空間障礙，轉化三度空間為五度、八度……，乃至不可說

不可說。超越了空間的概念，以明華嚴境界的豐富無盡： 

又善男子，彼妙光明入我身來時，我身形量雖不逾本，然其實已超諸世間。所

以者何？我身爾時，量同虛空，悉能容受十方菩薩，受生莊嚴諸宮殿故。（〈入法

界品〉‧第三九之十七） 

此門的藝術轉化是一空間運用的問題。空間如何運轉流暢？運轉巧妙？舉一實

例而言，譬如敦煌許多石窟，由矮小的洞口進入洞內時，剎那間會覺得洞內寬廣，

此即運用了對比的手法，以門徑的狹小，反襯室內空間的廣大，在巧妙的建築設計

之後，營造出廣大的空間感。又如中國林園在空間上的安排，更結合了時間的序列

活動，使中國林園有時空交錯之感，此部份將於「十世隔法異成門」一併敘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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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多相容不同門（約用）－－八面玲瓏 

就空間來講，華嚴境界是廣狹無礙；就萬有的作用來講，華嚴境界是一遍於多

時，多能含一；多遍於一時，一能容多。一與多，二體雖不同，但力用舒攝互相容

入，並不壞其自相，一與多是並存不悖。澄觀大師有一非常文學性的比喻，「一室

千燈，光光涉入，舒己遍入一切法中，即攝一切令入己內。舒攝同時，無障無礙。」

華嚴境界的事事無礙，也在作用上顯其富貴氣象： 

此菩薩摩訶薩，能入三千大千世界微塵數三千大千世界。於一一世界現三千大

千世界微塵數身，一一身放三千大千世界微塵數光……是諸世界，亦悉來入菩薩之

身。（〈十定品〉‧第二七之一） 

展現在藝術作品上，則一件藝術作品具有八面玲瓏的作用，譬如一首巧詩，橫

讀、縱讀皆可，正所謂「橫看成嶺側成峰，遠近高低各不同」，抽象畫亦具有此一

作用，從不同角度觀賞有不同的感受。在傳統佛教繪畫的表現中，則常以曲線帶出

另一度空間的作用，使一幅圖像具有多重景象的美感。 

（四）諸法相即自在門（約體）－－氣流通 

因為一多相容，所以「此容彼，彼便即此。由此遍彼，此便即彼，故有相即門。」

（疏）此門是從有體無體來講。彼便即此，是恆攝彼同此，令彼一切即是此之體，

廢彼而其無體。如金與金色，不相捨離。經云： 

華藏世界所塵，一一塵中見法界；寶光現佛如雲集，此是如來剎自在。（〈華

藏世界品〉‧第五之一） 

此門說明華嚴富貴大海，是任取一滴，都具足百川味，猶如一花一世界，一葉

一如來，所以，一景、一物、或一處中，都呈現諸法相即自在的境相之美。此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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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即為一氣流通的藝術形式，亟契合禪藝的風格，如日本畫家相阿彌的禪畫〈山

水〉，就以破墨手法帶出河水、雲霧，和山與山的相連，畫面雖顯風雨的流動，卻

不見水滴的痕跡，就在這諸法相即的關係中，使畫面呈現一氣流通的美感意境。 

（五）祕密隱顯俱成門（約緣）－－烘雲托月 

互相攝入，則互有隱顯。「攝他他可見，故有相入門；攝他他無體，故有相即

門。攝他他雖存而不可見，故有隱顯門。」（疏）是以，部分的開顯並不表示其它

部分的毀滅，而是其它無窮面同時隱隱成立，隱顯不相妨礙。在中國畫裏，雲霧的

畫法是由山色的留白處，烘托出來的，也就是說，山水畫不著墨的地方，卻常是襯

顯雲霧繚繞之處，以此門來說，就是在開顯山色樹叢的同時，雲霧煙霞也同時成立

了。澄觀言，弦月初上，雖只見一彎月鉤，但明暗已在此同時一體成立，而此喻在

義理適恰的呈顯時，意境也被烘托出來，相當的漂亮。 

而此門在經文中則顯得深具戲劇性： 

爾時世尊，不離一切菩提樹下及須彌山頂，而向於彼夜摩天宮寶莊嚴殿。（〈升

夜摩天宮〉‧第十九） 

在戲劇性之中，多處隱顯同時，更見華嚴事事無礙的富貴氣象： 

十方一切處，皆謂佛在此。或見在人間，或見在天宮，如來普安住，一切諸國

土。（〈夜摩天宮偈讚品〉‧第二十） 

此門就美學角度而言，即轉化為烘雲托月的藝術形式，亦如日本畫家相阿彌的

〈山水〉，此畫是描摩一場風雨天，一個人匆匆走上獨木橋，趕著回家，看似畫風

雨山水，實則烘托趕路回家的人，畫面雖不以人為主角，但卻在自然景象中隱含了

人文的世界，正是祕密隱顯而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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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微細相容安立門（約相）－－重重相攝 

此門是從相的立場來看事事無礙法界。華嚴境界中的法界萬有，是隨舉一法即

能普攝一切；而所攝的一切法，任舉一法也是普攝一切。如此重重相攝至不可思議，

同時齊現的存在相，即是此門。此門將華嚴甚深玄妙的境相之美，充份表現出來。

如古德云：「納須彌於芥子，於微塵見大千」，亦如經云： 

一毛孔中悉明見，不思議數無量佛；一切毛孔皆如是，普禮一切世間燈。（〈十

迴向品〉‧第二五之十一） 

微細相容安立門如何在藝術領域中展開？一件小事物如何呈現出大景象？在

中國藝術中，有一球中含無數個球，一塔中有無數座塔，玄妙精緻，此種飾品，正

是領悟了重重相攝的藝術形式，而開展出與芥子納須彌有異曲同工之妙的藝術品。

一般傳統的佛教道場，常以兩面以上的鏡子交參，以表現重重相攝的境相，而王夫

之認為，一般美學意境是透過情、景交融後形成，而《華嚴經》不以情景為媒介，

而以明鏡相入，卻因此而成就了不思議的華嚴境界： 

不以情，不以景，《華嚴》有兩鏡相入義。
3 

楊英風先生的一份作品，也是利用了鏡子的反射作用，使大自然界在三重不同

造型的鏡相前交光互攝，形成重重相攝的琉璃世界。 

（七）因陀羅網境界門（約喻）－－彼此呼應 

為表示互攝重重，同時齊顯的存在相，此門以譬喻說明法界萬有在作用上的無

盡緣起，此喻本身就相當富有美感： 

                                                 
3
王夫之，《唐詩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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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界海大輪圍山內所有大地，……摩尼為輪，眾寶為藏，一切眾生種種形狀

諸摩尼寶以為間錯，散諸寶末，布以蓮華，香藏摩尼分置其間，諸莊嚴具充滿如雲，

三世一切諸佛國土所有莊嚴而為校飾，摩尼妙寶以為其網，普現如來所有境界，如

天帝網於中布列……（〈華藏品〉‧第五之一） 

所謂天帝網即是因陀羅網： 

忉利天王帝釋宮殿，張網覆上，懸網飾殿，彼網皆以寶珠作之，每目懸珠，光

明赫赫，照燭明朗，珠玉無量，出算數表，網珠玲玲，各現珠影，一珠之中，現諸

珠影，珠珠皆爾，互相影現，無所隱覆，了了分明，相貌朗然，此是一重。各各影

現珠中，所現一切珠影，亦現珠珠影像形體，此是二重。各各影現，二重所現諸影

之中，亦現一切……如是交映，重重影現，隱映互彰，重重無盡。
4 

因陀羅網上珠玉無量，網珠玲玲，光明赫赫，而珠珠盡皆如此，又互相現影，

影復現影，一重、二重……乃至無數重，重重無盡，千光萬色，交映生輝，華嚴富

貴大海以此喻呈展，將其無盡重重的嚴麗境相，幾可說是淋漓道出。 

此門可開出「彼此呼應」的藝術形式。一般文學理論對文章的結構都會提出各

段之間要能彼此呼應，而宗教建築上多有相互呼應的極佳例證，如普陀宗乘之廟的

圓頂，運用螺旋對稱的彼此呼應而表現出莊嚴和諧之美。 

（八）託事顯法生解門（約智）－－象徵藝術 

既然法界如帝網珠，任舉一法，即是一切，故有「託事顯法」之門。因為最深

的道理，往往是在最平凡的事物中顯現出來，亦如英國詩人華茲華司言：「一朵微

小的花對於我，可以喚起不能用淚表出來的那麼深的思想。」
5
華嚴境界的甚深玄

                                                 
4
凝然大師的《五教章通路記》轉引自文化哲研所碩士論文《華嚴清淨心之研究》，陳英善著，頁四五。  

5
宗白華，《美從何處尋》，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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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也借種種表法彰顯，而這些表法又都透露出華嚴特顯的富貴氣象： 

……諸菩薩眾，以從超過三界法所生，離諸煩惱行所生，周遍無礙心所生，甚

深方便法所生，堅固清淨行所增長：（並列多因）……於一切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

切華帳，無生法忍所生一切衣……（一因一果）無著善根，無生善根，所生一切寶

蓮華雲，一切堅固香雲，一切無邊色華雲……（一因多果）。（〈升兜率天宮品〉‧

第二三之一） 

在文學藝術中，常以象徵手法來表達不可言喻的深沉感情與思想，佛教的經典

或道場建築設計中，也會託象徵性的事物來表達法意。譬如佛經表「清淨」之意，

常以「蓮華」為藝術表法： 

普賢菩薩功德智慧具足莊嚴，猶如蓮華，不著三界一切塵垢。（〈入法界品〉‧

第三十九之十九） 

比喻廣大無量，則以「須彌山」為藝術表法： 

悉以上妙諸供養具而為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樂雲、天傘蓋雲、天衣

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量如須彌山王。（〈行願品〉） 

佛經中的許多藝術表法具有意義，已為大眾的共識，其他較不熟稔的藝術表

法，則常因為表相的美麗而忽略了其中的蘊意。例如各種的香、蕊、華、鬘……等

等美好事物，也都是蘊有深意： 

智慧為眾橤，戒品為香潔……菩薩德如華，常發菩提分；菩薩願如鬘，恆繫眾

生首。（〈離世間品〉‧第三八之八） 

這些藝術表法就理上而言，就是託事以顯法；就美學的角度詮釋，即是象徵的

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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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世隔法異成門（約時）－－時空交錯 

十世者，除過去、現在、未來三世外，每一世又含容過現未三際，合為九世，

此九世總不離當前的一念，總成一世，前九為別，一念為總，總別相合故名十世。

三世的區分名為隔法。十世隔法「互相在，即是異成。如一夕之夢，經於數世等。」

（疏）十世長短，相即相入，所以只要一念靈明，就可透脫三際。經云： 

彼一一普賢身中，皆現三世一切境界：一切佛剎、一切眾生、一切佛出現、一

切菩薩眾，及聞一切眾生言音、一切佛言音、一切如來所轉法輪、一切菩薩所成諸

行、一切如來遊戲神通。（〈入法界品〉‧第三九之十九） 

華嚴境界超越時空分限，於一念間，三世境界同時頓現，而三世中又各含有三

世，彷若畫中還有畫，無盡的境相，令人目不暇己含容萬相：一切佛剎、如來、菩

薩、眾生、佛轉法輪、菩薩成道諸行、如來遊戲神通……交生輝映，繁榮富麗，自

然具足大美，不可勝數。 

由此門可開展出時空交錯的藝術形式，中國的園林建築，即常利用時間序列展

開空間節奏的變化，在移步換景中，視點不斷的移動變更，流動的空間是多向的，

時間是可逆的，時間變化的複雜性，導致空間變化的複雜性，因此，園林建築的變

化就更為豐富多彩，
6
而這正是時空交錯的藝術形式的具體展現。 

（十）主伴圓明具德門（約境）－－主伴襯托 

法界萬有，既然隨舉一法，即可連帶緣起，隨舉之法是主，緣起為伴，所以就

有了主與伴的關係。若能圓明了知，則凡觀一法，即能具足一切德相。澄觀疏云： 

以此圓教，理無孤起，必攝眷屬。如現相品：佛眉間出勝音菩薩，與無量諸眷

                                                 
6
余東升，《中西建築美學比較研究》，頁一六五~一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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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俱出，即人眷屬。佛放眉間光明，無量百千億光明以為眷屬，即光明眷屬：故隨

一一皆有眷屬，眷屬即伴，故證主伴。 

華嚴境界之所以富麗重重，嚴飾無盡，因為在佛境界中，「法無孤起，必攝眷

屬」，只要任舉一法為主，其它一切諸法皆隨伴於此，無論何法為主，必然互收主

伴，所以，法法互相交徹，重重無盡： 

其最後三昧，名受一切智勝職，此三昧現在前時，有大寶蓮華忽然出現，其華

廣大，量等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數蓮華以為眷屬。（〈十地

品〉‧第二十六之六） 

有主有從是一般藝術創作的規律，主從分明才能有重點、有中心，使主景更加

突出、醒目，使次景各得其所，主次之間彼此呼應、連貫、相得益彰，而組成空間

藝術的整體之美。
7
主伴襯托的藝術形式，如印度佛陀伽耶式寶塔的「塔」與「簷」，

若以塔的造型為主景，則寶塔之簷則為烘托的次景；反之，若視覺焦點以寶塔之簷

為主景，則塔的造型則為烘托的次景。此即法藏「六相圓融」理論中以「舍」、「椽」、

「瓦」等物說明「一切緣起法，不成則已，成則相即相融」
8
的道理。 

三、結論 

曾思考著，如何替《華嚴經》配幅適合其精神的圖像或藝術品？但是世間的事

物都是事法界的東西，哪有一件藝術品能表現華嚴事事無礙的境界！之後，讀到法

藏解說「六相圓融」理論的時候，即舉事法界的屋舍為例，來說明圓融無礙之理，

且其〈金師子章〉也以金獅子為例，可見在事相中也能體現華嚴精神。更進而思索

著，藝術品當如何體現華嚴精神？有何軌則可尋？ 

                                                 
7
《中國園林建築研究》，頁一○一~一○四。  

8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  



佛學論文集八 試論華嚴精神的藝術形式之建議 陳琪瑛 

- 11 - 
 

本文依照十玄門的約總、約空、約用、約體、約緣、約相、約喻、約智、約時、

約境，分別開出符合華嚴藝術的形式－－廣大和諧、富貴莊嚴；空間運用；八面玲

瓏；一氣流通；烘雲托月；重重相攝；彼此呼應；象徵藝術；時空交錯；主伴襯托。

而這十種藝術形式可資為藝術創作的參考標準和軌則，或作為鑑賞藝術品是否符應

華嚴精神的標準。 

就美學體系而言，此工作是開展華嚴藝術的風格問題，也可說是作為華嚴藝術

的創作或品鑑的標準，而這是一項新的嘗試。 


	試論華嚴精神的藝術形式之建構
	一、前言
	二、正文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約總）－－廣大和諧、富貴莊嚴
	（二）廣狹自在無礙門（約空）－－空間運用
	（三）一多相容不同門（約用）－－八面玲瓏
	（四）諸法相即自在門（約體）－－氣流通
	（五）祕密隱顯俱成門（約緣）－－烘雲托月
	（六）微細相容安立門（約相）－－重重相攝
	（七）因陀羅網境界門（約喻）－－彼此呼應
	（八）託事顯法生解門（約智）－－象徵藝術
	（九）十世隔法異成門（約時）－－時空交錯
	（十）主伴圓明具德門（約境）－－主伴襯托

	三、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