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 

1 

 

華嚴與禪 

禪宗諸祖對華嚴義理之引述與應用 

釋道輔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摘 要 

 

  「禪」，自印度之菩提達摩祖師傳入中土後，經中國歷代祖師悲心濟物、尚德

能仁、糅合融治中華哲理思想以表彰佛學之妙用與究竟，使「印度禪」得能雅俗

共賞，於震旦中土生根、茁壯，進而衍發出「中國禪」，并形成日後臨濟、溈仰、

曹洞、雲門及法眼五家奔流、弘化一方、光吞萬象之氣勢。復因東亞學僧雅好唐

風、遠渡重洋以習學中國文化，「中國禪」也因而遠颺日韓，而於今時在歐美大放

異彩。「中國禪」所呈現廣大恢宏、氣象萬千的漢傳佛教特色，為炎黃子孫濟人接

世之瑰寶。然今學者多専注於天臺教觀對禪門之影響，較少論及華嚴思想對禪門

開展之功用。本文擬探究華嚴思想對禪宗之影響，茲以史料中禪門諸祖之公案語

錄及著作中，其所引述《華嚴經》之思想概念或內容為考察對象，針對本研究主

題進行探討。           

     

關鍵字：華嚴、禪、中國禪、淨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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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禪法之初入中土，並未拘泥於禪坐之証悟之必然，諸如大小乘所主之數息、不

淨、慈悲、因緣及念佛等觀修方法均能克臻見性之功。而禪門祖師為化導群蒙故

而隨方設教—如達摩祖師於《少室六門》所倡之「凝住壁觀」，1 至僧粲《信心銘》

的「念靜」，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所主張的「念佛淨心」，2 乃至弘忍之東山

禪法的「念佛名、令淨心」，3 兼以後人神秀主以「觀心看淨」為入門見性之功，

皆以息心靜慮為主。如印順導師在其《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所明： 

 

弘忍的「東山法門」，繼承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重視達摩禪的「領

宗得意」，所以當時傳禪的情形，如〈傳法寶紀〉所說：「及忍、如、大通

之世，則法門大啟，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淨心。密來自呈，當理與

法。猶遞為秘重，曾不昌言。儻非其人，莫窺其奧」。4 

 

惜哉末代眾生根器淺薄，遂以為習禪乃以靜坐淨心為明心見性之必然。迨至

六祖慧能力主行住坐卧皆是禪，大闡宗風；5 而後「洪州禪」更是將「生活禪」發

揮的淋漓盡致。論及禪門諸祖開宗演教，則多有引證華嚴思想演繹禪法以接眾、

方便示導後進以趨向真如—「華嚴」與「禪」的深厚情誼，在禪門祖師們引經據

典的親切話語中活靈活現地傳達出來。茲就此一脈絡，試引述史料中有關「華嚴

                                                 
1 《少室六門》卷 1：「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俱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

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

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T48, no. 2009, p. 369, c21-25，又卷 1：「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

如牆壁，可以入道。」。T48, no. 2009, p. 370, a25-26 
2 《楞伽師資記》卷 1：「唐朝蘄州雙峯山道信禪師後。其信禪師，再敞禪門，宇內流布，有菩薩

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

夫。……。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

隨佛方便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何以故？念

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不思議佛法等分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悉具無量

功德、無量辨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夫身心方寸、舉足下足，常在

道場；施為舉動，皆是菩提。」。T85, no. 2837, p. 1286, c19-p. 1287, a7。 
3 《楞伽師資記》卷 1：「唐朝蘄州雙峯山幽居寺大師，諱弘忍，承信禪師後。忍傳法，妙法人尊，

時號為東山淨門。……爾坐時平面端身正坐，寬放身心，盡空際遠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初心人攀

緣多，且向心中看一字，證後坐時，若曠野澤中，逈處獨一高山；山上露地坐，四顧遠看，無有邊

畔；坐時滿世界，寬放身心，住佛境界；清淨法身，無有邊畔，其狀亦如是。」。T85, no. 2837, p. 1289, 

b11-p. 1290, a18。 
4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妙雲蘭若，頁 75。 
5《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

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能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

見性。」。T48, no. 2008, p. 350, c26-p. 351, a1。又如卷 1：「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T48, no. 2008, p. 351, c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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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概念或內容，在禪門諸祖之公案語錄或著作中之應用為考察個案，探討

華嚴思想對禪門的影響。 

           

二、華嚴思想與達摩 

（一）達摩與四卷楞伽 

  根據《續高僧傳》中的卷 16〈慧可傳〉所載，達摩是以四卷楞伽印心—「初

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也。』。」，

6 達摩所引用《楞伽經》，當世已有二譯本—宋元嘉二十年（四四三）求那跋陀羅

譯之《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及魏延昌二年（五一三）菩提留支譯之《入楞

伽經》十卷，惟其未引用當時當地之十卷楞伽譯本，而用江南之四卷譯本傳心，

蓋因達摩「初達宋境南越」，7 而譯者跋陀亦為如來藏系之禪師，而流支則重北方

阿賴耶識說。8 

《楞伽》之譯者求那跋陀羅，在《楞伽師資記》中，記述：「魏朝三藏法師菩

提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9 而《古禪訓》中所載：「求那跋陀羅禪師，以

楞伽傳燈，起自南天竺國，名曰南宗；次傳菩提達摩禪師。」，10 且經傳所明跋陀

之譯作頗豐。11 另據《歷代三寶紀》中記載南譙王劉義宣請師講華嚴經，師「自

忖未善宋言心懷愧歎，即專係心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白衣士

持劍擎一人首為其易首，「旦起道義備領宋言，於是就講（華嚴）辯注若流。」。12  

四卷《楞伽》譯出時間為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四四三），達摩請諮跋陀之時間，

依印順導師的判定約為達摩五十五歲（四三五）至九十八歲（四七八）之間；13 而

《華嚴經》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始譯，至宋永初二年方訖（四二二），

                                                 
6《續高僧傳》卷 16。 T50, no. 2060, p. 552, b20-22 
7《續高僧傳》卷 16：「初達宋境南越」。T50, no. 2060, p. 551, b29 
8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妙雲蘭若，頁 14-19。 
9《楞伽師資記》卷 1。 T85, no. 2837, p. 1284, c21-22 
10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妙雲蘭若，頁 17。 
11《歷代三寶紀》卷 10：「沙門求那跋陀羅，七十八部 (一百六十一卷經集喻)」。T49, no. 2034, p. 89, 

a19 
12《歷代三寶紀》卷 10：「文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宋言功德賢；善大乘學，……

帝深崇敬。……勅住祇洹寺，仍請令譯雜阿含等。……復於辛寺又出無憂王等經，前後所翻凡百餘

卷。……譙王嘗請講華嚴經，跋陀自忖未善宋言心懷愧歎；即專係心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

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其前曰：『何故憂耶？』，陀因稽顙具以意對。其人答曰：『無所多

憂！』。即便以劍易於陀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訖因問曰：『得無痛耶？』，陀答：『不痛。』。豁然

便覺心神喜悅；旦起道義備領宋言，於是就講辯注若流。」。T49, no. 2034, p. 92, a14-b12 
13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妙雲蘭若，頁 17。 



華嚴與禪 /釋道輔 

 4 

14 華嚴經譯出在楞伽之前，且為皇族所重，這可自劉宋之南譙王（四一五–四五

四）請跋陀講華嚴經乙事看出。而達摩既親承諮教，其亦可能已自跋陀處領受華

嚴之玄旨與義略，那為何達摩授四卷《楞伽》予授慧可時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

仁者依行自得度也。」？ 

試推究其因如下—華嚴乃佛陀受梵天所請而宣講，明諸佛之果德、法界之圓

妙，蓋非凡夫之心性可管測臆量；而華嚴明菩薩之六度萬行，與禪門之主張禪慧

之一門深入有別；且華嚴之五十二階位因行相涉，理事圓融，主萬法乃唯心所現

之唯識見，以出離心、菩提心及空性見為入道之方便；而楞伽則高唱人法無我為

宗，闡明聖智自覺的如來藏性「究竟顯實」的藏性見，後者與達摩所弘「直顯心

性」的如來藏禪相合，深契達摩印心傳宗之法要。 

（二）達摩「二入四行」之『稱法行』 

「華嚴」與「禪」的理趣相合，吾人亦可於達摩之「二入四行」中略窺堂奧。

「四行」中之第四行的「稱法行」，15 引用《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中維摩詰開

示大目犍連之詞：「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16 

維摩詰的日常生活行儀，如《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以下簡稱〈方〉）所呈

現的丰采，在鳩摩羅什（三四四–四一三）所譯之版本中（譯出時間四○二–四

○六），文字描述如下：17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

生忍；……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

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

                                                 
14《歷代三寶紀》卷 7：「華嚴經五十卷 (義熙十四年於道場寺出，至宋永初二年方訖，或六十卷，

見竺道祖晉世雜錄)」。T49, no. 2034, p. 71, a8 
15 二入為理入與行入，四行為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 

《楞伽師資記》卷 1：「第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為法；理此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

彼。經云：『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

法體無慳於身命，則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三空；不倚著，但為去垢；攝眾生，而無取相，此

為自復地，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度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為稱法行。」。

T85, no. 2837, p. 1285, b6-15 
16 《維摩詰所說經》卷 1〈3 弟子品〉。T14, no. 475, p. 540, a4-5 
17《佛祖統紀》卷 36：「（東晉元帝）元興元年，秦羅什法師，自弘始四年(402)以來，譯遺教經、

維摩詰經、大智度論、成實論等九十八部。」。T49, no. 2035, p. 341, c17-19 

《開元釋教錄》卷 4：「維摩詰所說經三卷 (一名不可思議解脫)，或直云維摩詰經。僧祐錄云：「新

維摩詰經」，弘始八年於大寺出，僧肇筆受、叡製序，第六譯見〈二秦錄〉及〈僧祐錄〉)」。T55, no. 

2154, p. 512, b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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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18  

 

由此觀之，維摩詰的行持已總攝六度之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與智慧，

與華嚴諸地菩薩因行相應。而經中對其處世及待人接物更具體的描述則與《華嚴

經》中的卷 6〈7 淨行品〉19 （以下簡稱〈淨〉）的菩薩心行相應；另者，《華嚴經》

的〈淨行品〉之內文理趣首見於支謙（二二三–二五三）所譯之《菩薩本業經》

的〈願行品〉（以下簡稱〈願〉），20 茲試依經典之譯出時間，比較《菩薩本業經‧

願行品》、《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及《華嚴經‧淨行品》三者如下： 

 

  〈願〉居家奉戒，當願眾生，貪欲意解，入空法中。 

  〈方〉雖處居家，不著三界 

    〈淨〉菩薩在家，當願眾生，捨離家難，入空法中。 

 

〈願〉順教妻子，當願眾生，令出愛獄，無戀慕心。 

〈方〉示有妻子，常修梵行 

    〈淨〉妻子集會，當願眾生，令出愛獄，無戀慕心。 

 

〈願〉身在房室，當願眾生，覺知惡露，無有更樂。 

      〈方〉現有眷屬，常樂遠離 

    〈淨〉若在房室，當願眾生，入賢聖地，永離欲穢。 

 

      〈願〉見端正人，當願眾生，意行質直，愛好道法。 

      〈方〉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 

    〈淨〉見嚴飾人，當願眾生，三十二相，而自莊嚴。 

  

      〈願〉舉飯向口，當願眾生，悉得諸經，諸佛法味。 

      〈方〉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 

                                                 
18 T14, no. 475, p. 539, a8-19, 禪寂＝禪定【聖】（正倉院聖語藏本〈天平寫經〉） 
19 T09, no. 278, p. 430, c2-p. 432, c14 
20《華嚴經傳記》卷 1：「菩薩本業經一卷(或云淨行品經是淨行品)，吳月支國沙門清信士支謙譯」。

T51, no. 2073, p. 155, b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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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若嚥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願〉見人眾聚，當願眾生，功滿得佛，成弟子眾。 

      〈方〉入講論處，導以大乘 

    〈淨〉若在聚會，當願眾生，究竟解脫，到如來處。 

 

〈願〉若見公卿，當願眾生，明於道理，助利天下。 

      〈方〉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 

    〈淨〉若見長者，當願眾生，永離愛欲，深解佛法。 

 

〈願〉見諸臣吏，當願眾生，忠正順善，無固賊心。 

      〈方〉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 

    〈淨〉若見大臣，當願眾生，常得正念，修行眾善。 

 

《華嚴經》的〈淨行品〉之內容首見於支謙（二二三–二五三）所譯之《菩薩

本業經》的〈願行品〉，21 《菩薩本業經》其所闡明的大乘菩薩行持精神與維摩及

華嚴相通。而後期所譯出的《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及《華嚴經‧淨行品》，與

《菩薩本業經‧願行品》相較之，其文字更為優雅流暢、而其所闡述的大乘菩薩

行持更為通俗易解；且易於依教奉行。另者，如〈方便品〉與〈淨行品〉中皆用

第一人稱或祈使語句，較〈願行品〉以第一人稱（參與者）、或間雜第三人稱（旁

觀者）之敍述文句，其文體之親和力與說服力也強化多許。 

跋陀在天竺時即已熟諳《大品華嚴》，於元嘉十二年（四三六）至廣州；22 後

移錫於辛寺譯經，並應南譙王之請為講授《華嚴經》。（華嚴經譯出時間四二二；

                                                 
21《華嚴經傳記》卷 1：「菩薩本業經一卷(或云淨行品經是淨行品)，吳月支國沙門清信士支謙譯」。

T51, no. 2073, p. 155, b12-13 
22《高僧傳》卷 3：「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後遇見阿

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

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元嘉十二年（436）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

遣信迎接。…初住祇洹寺。…頃之眾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

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

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羅、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

名經三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

講華嚴等經。…」。T50, no. 2059, p. 344, a5-b11 

《歷代三寶紀》卷 10：「現在佛名經三卷 (元嘉二十九（453）年正月七日，於荊州為南譙王劉義

宣譯。亦名華敷現在佛名，見始興錄及高僧傳)」。T49, no. 2034, p. 91, 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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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義宣於四三二年受封為南譙王，壽至西元四五四年；元嘉二十三年（四四七），

譙王鎮荊洲，請跋陀俱行，後安師於辛寺。故跋陀為譙王講華嚴時約在西元四四

七年—四五三之間）。23 達摩親炙跋陀之時間推算應約為四三六—四七八之間，24 

因跋陀在天竺已精熟華嚴，故其對達摩之指授應已涵容華嚴之宗旨於其中。且自

達摩之「二入四行」論之『稱法行』中引用《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之文，理

趣與《華嚴經‧淨行品》相通而可得知，達摩與華嚴的旨趣是相合的。另者，我

們可以自達摩的傳人慧可及禪門諸祖的語錄及著作，看到華嚴文句的引用與華嚴

思想流露於字裡行間。是以「華嚴」旨趣對禪門之弘宣流布，實有提攜振發之功。 

 

三、禪門諸祖思想，與華嚴義理相合之應用例說 

（一）二祖慧可答僧粲之問 

  《釋氏稽古略》中記述慧可答覆北齊一居士（即三祖僧粲在俗時）之問：「未

審何名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25 此意趣

與東晉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34 入法界品〉文句理趣

相合，經中解脫長者告善財其所證之「如來無礙莊嚴法門」，曰：「善男子！當知

菩薩皆由己心得諸佛法，修菩薩行，淨一切剎；教化眾生，出諸大願；一切智城，

遊戲神通不思議門；諸佛菩提，一切自在，無礙境界，皆由己心，具甚深智，了

一切法。」。26 此文句後由唐朝罽賓國般若三藏奉詔所譯之《華嚴經》之卷六〈入

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善財童子參訪解脫長者之「如來甚深無礙莊嚴解脫

法門」曰：「善男子！當知自心即是一切佛菩薩法，由知自心即佛法故，則能淨一

切剎，入一切劫。」之義理相通。27 

                                                 
23 劉義宣為劉裕第六子，劉義隆與劉義符之弟。元嘉元年，封竟陵王，432 年竟陵蠻族多，改封南

譙王。（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宋書/卷 68） 

《名僧傳抄》卷 1：「名僧傳第三。求那跋陀(梁言功德賢也)……先自元嘉二十三年（447），譙王鎮

荊洲，請與俱行，安憩辛寺，立殿房。即於寺內，出無憂王經一卷、八吉祥經一卷、過去現在因果

四卷、無量壽一卷、泥洹一卷，凡十三部，合七十三卷。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X77, no. 1523, p. 

351, a5-b3 // Z 2B:7, p. 5, d4-p. 6, a8 // R134, p. 10, b4-p. 11, a8 
24 時達摩約五十六歲（四三六）至九十八歲（四七八）之間 
25《釋氏稽古略》卷 2：「二祖慧可大師尊者，…至北齊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

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

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

『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

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云：『是吾寶也。』，即為剃落，宜名僧粲。」。T49, no. 

2037, p. 803, a9-22 
26 T09, no. 278, p. 695, a7-11 
27 T10, no. 293, p. 688, a17-19 

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fromInner=A002043
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fromInner=A002604
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fromInner=A006488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宋書/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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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祖僧粲之〈信心銘〉 

《信心銘》卷 1：「一即一切，一切即一」，28 其所發微的義理與華嚴理趣相通；

如唐魏國西寺沙門法藏之著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 所明華嚴之旨趣：「四名圓教，

亦名祕密教；謂法界自在具足圓滿，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礙法門，亦華嚴等是

也。」，蓋皆自妙契本真，如如是也。29 

（三）四祖道信之〈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 

道信在文中引用大量大小乘經典如《華嚴經》、《法華經》、《涅槃經》、《維摩詰

經》、《金剛經》、《文殊說般若經》、《普賢觀經》、《法句經》等，乃及老莊思想等

誘進學人歸心向道，其所引用華嚴經文如下：30 

 

花嚴經云：「有一經卷，在微塵中，見三千大千世界事。」 

 

華嚴經云：「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依於如如，不依佛國。」 

 

華嚴經云：「無量劫一念。」 

 

華嚴經云：「不著二法，以無一二故。」 

  

道信運用諸經教，以「理入」詮釋禪法，是禪門承先啟後之重要人物；「達摩

禪」因而演化南方，為日後雙峰山的「東山法門」之弘傳奠下了良好的礎石。 

（四）五祖弘忍之《最上乘論》 

印順導師在其《中國禪宗史》判曰「弘忍『東山法門』，形成中國的禪學主流，

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31 關諸華嚴思想的引用，如弘忍於其《最上乘論》中

引證《十地經》之文義，以答「自心本來清淨」之問；其文曰：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清淨？」。答曰：「十地經云：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

                                                 
28《信心銘》卷 1：「一即一切，一切即一。」。T48, no. 2010, p. 377, a8 
29 T35, no. 1733, p. 111, a24-26 
30《楞伽師資記》卷 1。T85, no. 2837, p. 1286, c21-p. 1289, b10 
31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東山』，從弘忍所住的憑墓山得名。道信（六一九頃──六五一）、弘

忍（六 五二──六七五），同在黃梅弘化，禪門大大的興隆起來，尤其是弘忍的時代。如《傳法寶

紀》說：「既受付囑，令望所歸，裾屨湊門，日增其倍。（二）十餘年間，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

自東夏禪匠傳化，乃莫之過」。妙雲蘭若，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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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為五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

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闇，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為雲

霧所覆。一切眾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為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

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顯現，故知自心本來清淨。」32  

 

另者，文中又引《華嚴經》謂，「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三界虛幻唯是一

心作。』。」，33 文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9〈13 初發心菩薩功德品〉：「知一世

界即是無量無邊世界，知無量無邊世界即是一世界；……；知一世界出生一切世

界，知一切世界猶如虛空。欲於一念知一切世界，悉無有餘故，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34 及卷 37〈26 十地品〉：「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三界所

有，唯是一心。』。」所闡述之概念。35
  

（五）六祖慧能之《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壇經中引用華嚴語辭多處，如六祖多次論及「三身」—清淨法身、圓滿報身、

千百億化身，以此為方便令學人見自法性三身佛。如下文所舉：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

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

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36 

 

其中「清淨法身」一詞首見於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如

卷 9〈13 初發心菩薩功德品〉：「…，清淨法身一，普應一切世。湛然常不動，十

方無不現，…」。37 另者如六祖所舉之須彌、大海之喻則如華嚴所闡述之宇宙觀（即

                                                 
32《最上乘論》卷 1。T48, no. 2011, p. 377, a24-b3 
33 T48, no. 2011, p. 378, b6-7 
3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9〈13 初發心菩薩功德品〉：「知一世界即是無量無邊世界，知無量無邊世

界即是一世界；知無量無邊世界入一世界，知一世界入無量無邊世界；知穢世界即是淨世界，知淨

世界即是穢世界；於一毛孔中悉分別知一切世界，於一切世界中悉分別知一毛孔性；知一世界出生

一切世界，知一切世界猶如虛空，欲於一念知一切世界，悉無有餘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T09, no. 278, p. 450, c17-26 
3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地品〉：「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三界所有，唯是一

心。』。」。T10, no. 279, p. 194, a13-14 
36 T48, no. 2008, p. 354, b12-17 
37 T09, no. 278, p. 455, a14-15。除《佛說出家功德經》（T16, no.707，附東晉錄），《佛說佛名經》（T14, 

no.441）未詳譯出時間，及《六門陀羅尼經論》（世親菩薩造，T21, no.1361），此三經論無法確定

其「清淨法身」一詞是否為首出。 

首見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2 盧舍那佛品〉：「一切三世佛所願，皆得清淨具足滿，佛子饒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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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宇宙觀，然經典所明則以華嚴最為完備。）。其他又如華嚴觀念「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及「一真」之應用：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

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38 

 

（五）祖曰：「…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

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39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40 

 

六祖法脈洪州禪所立之「觸類是道」；見性之人觸類皆真，即心即佛，當體現

成，不假修證，不自外求。如《華嚴經‧淨行品》所揭櫫的： 

 

佛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所礙。41 

 

此一妙用亦如馬祖道一所主張的：「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

理；皆由心之迴轉。」。42 又如《馬祖道一禪師廣錄（四家語錄卷一）》卷 1 云：43 

 

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

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

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玅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

                                                                                                                                               
諸眾生，能自具行清淨道。皆能往詣諸佛所，清淨法身照十方，佛子智海無邊底，普觀諸法寂滅相。」。

T09, no. 278, p. 407, c12-16 
38《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T48, no. 2008, p. 350, b8-11 
39《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T48, no. 2008, p. 348, c10-13 

「一真」。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術語）又名一如，亦曰一實，皆為絕待之真理也。一者無二，

以平等不二之故謂之一；真者離虛妄之義，所謂真如也。」。又，陳義孝編，竺摩法師鑑定，《佛學

常見辭彙》。「唯一真實的意思，與真如同義。」  

「一真一切真」。陳義孝編，竺摩法師鑑定，《佛學常見辭彙》。「一真是指絕對的真理而言，華嚴宗

所謂一真法界，天台宗所謂諸法實相，都是不離自性，站在真如的立場上談性，則一切法的不虛妄

性和不變異性即是真如，故說一真一切真。」 
40 T48, no. 2008, p. 351, c9-10 
41 T10, no. 279, p. 69, c25-27 
42 T51, no. 2076, p. 440, a16-17 
43 X69, no. 1321, p. 3, a13-19 // Z 2:24, p. 406, c7-13 // R119, p. 812, a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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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

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 

 

此一「觸目會道」之法，不假苦思冥想的禪修而代之以無念、無住的頓悟法門，

乃洪州禪法之特色；如越州大珠慧海和尚示眾曰： 

 

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44…。

心真者語默總真，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為迷自性萬惑茲生。45 

 

洪州禪將禪法融入生活之行住坐卧中而發揮到淋漓盡致；又六祖另一法脈石頭

禪的「無心合道」則似源於牛頭宗，而其「即事而真」的理體圓融思想則明顯受

華嚴宗的影響。46 如《宋高僧傳》卷 9 所記載，當世之讚馬祖、石頭二大士云：「自

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47 由此可知曹溪

禪法之盛。另如荷澤宗宗密的「教禪一致」，荷澤宗與華嚴教合一，都是華嚴思想

對禪門影響的公案証例。 

（六）神秀所引證的華嚴思想 

隋朝智者大師（五三九–五九八）之《妙法蓮華經玄義》判曰：「北地禪師，

明二種大乘教。一有相大乘，二無相大乘。有相者，如華嚴、瓔珞、大品等；說

階級十地功德行相也。無相者，如楞伽、思益，真法無詮次；一切眾生即涅槃相

也。」。48 北地禪師，應是指達摩北渡以降，紹襲及弘傳達摩禪法於江北之禪師。

智顗著作《妙法蓮華經玄義》之時，約值禪宗三祖僧璨（五○四/五一二–六○六）

弘法之際。49 如此，「北地禪師」應是泛指達摩之法脈，自慧可弘化於鄴城（河南

省安陽市），50 至僧璨於舒州（今安徽省）皖公山化導，上述等習禪者之通稱。 

                                                 
4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10 菩薩雲集妙勝殿上說偈品〉：「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滅，若能如是

解，諸佛常現前。」。T09, no. 278, p. 442, b12-14 
45 T51, no. 2076, p. 440, c20-p. 443, b5 
46 楊維中，〈佛性與禪悟---南宗禪三系心性思想的區別〉。《哲學雜誌》第三十期，1999 年 10 月 
47 T50, no. 2061, p. 764, a15-16 
48《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T33, no. 1716, p. 801, b21-25 
49《景德傳燈錄》卷 27：「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及隋煬帝請師受

菩薩戒，師為帝立法名號總持；帝乃號師為智者。師常謂：『法華為一乘妙典。…』，遂出玄義。……。

三十餘年晝夜宣演。…」T51, no. 2076, p. 431, c9-p. 433, a3 

故推算智顗作《妙法蓮華經玄義》約莫西元 559—568 之際。 
50 地名規範檢索。DDBC Place Authority Database。中研院歷史地名。漢魏郡也。後魏道武改為相

州，隋為魏郡。武德元年，置相州總管府。四年，廢總管府，仍省零泉縣。六年復置總管府，管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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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復因道信、弘忍於蘄州黃梅雙峰山東山寺大開「東山法門」，今世謂南北

宗之分始於五祖弘忍東山法門之分流—北宗神秀（六○五–七○六）、51 南宗慧能

（六三八–七一三）之弘化一方；52 故有南宗頓、北宗漸之稱。而禪門之有相大

乘教的禪師，如多處引證華嚴文相闡釋禪法的東山法門之後神秀，在宗密於其著

作中《圓覺經大疏釋義鈔》所明神秀〈五方便門〉中的第五「了無異門」曰： 

 

第五了無異自然無礙解脫。依華嚴經，一切無礙人，是無礙道；一道出生

死，是無住道。
53
 

 

另又如永明延壽禪師的《宗鏡錄》卷 98：「神秀和尚云：『一切非情以是心等

現故，染淨隨心；有轉變故，無有餘性。……。經云：『其身周普，等真法界。』。

54 ……。善財觀樓閣時，遍周法界，有情門空，全一閣故。經云：『眾生不違一切

剎。剎不違一切眾生。』。55 雖云有無同時，分相斯在矣。』」，56 皆以華嚴思想解

析禪法接引學人。 

神秀曾受武周則天之請入京弘法，於大足元年（七○一）入京，至神龍二年（七

○六）入滅；而確立華嚴宗的賢首法藏自證聖元年（六九五）至聖曆二年（六九

九）參與《八十華嚴》的譯場，譯畢旋即開講新譯之《華嚴經》（長安元年〈七○

一〉），因此神秀與法藏二者有相互交流之可能。神秀所撰之〈五方便門〉之後三

門，與杜順的《華嚴五教止觀》，及法藏的《華嚴遊心法界記》後三門之次與內容

相合，應是受到華嚴宗師的影響。57 且神秀奉詔入京，賜諡大通禪師，朝野所重，

                                                                                                                                               
洺、黎、衞、邢六州。九年，廢都督府。 
51 人名規範檢索 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

http://dev.ddbc.edu.tw/authority/person/index.php?fromSearch=%25E6%25B1%2582%25E9%2582%25

A3%25E8%25B7%258B%25E9%2599%2580%25E7%25BE%2585 
52《佛祖歷代通載》卷 22：「秀歸河北。……。是以教盛西北；能受正傳於曹溪，是以禪盛東南。

謂之南能北秀，此教禪所由分也。」。T49, no. 2036, p. 720, b22-25 
53《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3。X09, no. 245, p. 533, b21-23 // Z 1:14, p. 278, b4-6 // R14, p. 555, b4-6 
5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 世主妙嚴品〉：「佛如虛空無分別，等真法界無所依，化現周行靡不

至，悉坐道場成正覺。」。T10, no. 279, p. 22, a8-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6 毘盧遮那品〉：「爾時，一切功德山須彌勝雲佛，於其道場大蓮華中

忽然出現，其身周普等真法界。」。T10, no. 279, p. 54, b21-23 
55 T48, no. 2016, p. 943, a24-b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9〈25 十迴向品〉：「佛子！菩薩摩訶薩如是迴向時，得一切功德清淨歡喜

法門，無量功德圓滿莊嚴。如是迴向時，眾生不違一切剎，剎不違一切眾生；……；菩薩行不違一

切智，一切智不違菩薩行。」。T10, no. 279, p. 159, c27-p. 160, a13 
56 T48, no. 2016, p. 943, a24-b6 
57 神秀的「不思議門」，與杜順的「事理圓融門」、法藏的「事理混融門」相應。「明正性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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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故其〈五方便門〉之「教禪一致」亦為世所宗。 

迨至唐玄宗開元年間，荷澤神會數度在滑臺召開無遮大會，尊慧能為禪宗六

祖，斥神秀之後普寂自謂為南宗七祖，59 自此會（七三二）「為天下學道者定其是

非」（神會集二八八）後，曹溪宗門於是大盛焉。60 太虛大師於其《佛教各宗派源

流》書中論曰：「忍祖下旁出大通神秀禪師一支，行於北地，對能祖之宏於南，號

稱南北二宗。然北宗不久亦即消息，唯南宗由南及北，盛行全國，溢及日本、高

麗云。」。61 

（七）牛頭禪的華嚴思想 

「牛頭宗」，尊「華夏之達摩」之美譽的法融為初祖（五九四–六五七），62 弘

化區在長江下游的潤州牛頭山，63 與位處長江中游的東山宗分庭抗禮。法融在其

《絶觀論》中亦見華嚴思想之引證：64 

 

經云：「於一微塵中，具含一切法。」65 

 

法融師事炅法師，「聽三論，及華嚴大品、大集、維摩、法花等諸經。」。66 在

                                                                                                                                               
杜順的「語觀雙絕門」、法藏的「言盡理顯門」相合。「了無異門」，則與杜順的「華嚴三昧門」、法

藏的「法界無礙門」一致。 
58《佛祖歷代通載》卷 13：「舊唐史曰：『則天聞神秀名詔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剏度

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T49, no. 2036, 

p. 589, a1-4 

《景德傳燈錄》卷 4：「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諡大通禪師。…。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為

朝野所重。」。T51, no. 2076, p. 231, b26-29 
59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南宗』」一詞，本與南能北秀無關。『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這一

論名，不正是說明了菩提達摩所傳，就是南宗嗎！所以神會以慧能所傳為南宗，…。」。妙雲蘭若，

頁 86。 
60《圓覺經略疏鈔》卷 4：「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普

寂禪師謬稱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門師，朝臣歸崇，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衝？」。X09, no. 

248, p. 862, c24-p. 863, a2 // Z 1:15, p. 131, b16-18 // R15, p. 261, b16-18 
61 釋太虛，《佛教各宗派源流．第六章 中華之大乘宗派源流》。七葉佛教書舍。 

http://www.book853.com/show.aspx?id=97&cid=63&page=6 
62 人名規範檢索。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俗姓韋，為牛頭宗之開祖。十九歲（612）入

句容茅山，從三論宗僧炅剃度。貞觀十七年（643），於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下別立禪室，潛修禪觀，

淨侶四至，百有餘人。道信聞之，往付所受僧璨之頓教法門。此後，以此山為中心之法系稱為牛頭

宗，至慧忠為止，稱牛頭六祖。法嗣弟子有道綦、道憑與智巖等。 
63 地名規範檢索。DDBC Place Authority Database。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在城南四十里。

因山頂南北雙峰似牛角而得名。自南朝起，牛首山一帶佛教鼎盛，是佛教牛頭禪發祥地。 
64 據釋印順判定《絶觀論》確為法融所作。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妙雲蘭若，頁 113。 
6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37 如來出現品〉：「佛子！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

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如一微塵，

一切微塵皆亦如是。」。T10, no. 279, p. 272, c7-17 
66《弘贊法華傳》卷 3：「釋法融。…。博覽經史，弱冠，遂被經去俗。……。乃依第山豐樂寺大明

http://www.book85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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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求法僧圓珍目錄中記有《華嚴經私記》上下兩卷是屬於牛頭宗之作，67 據

印順導師判定，此亦應是法融之作；因其「遍讀內外典」，68 「牛頭而講經的，似

乎只是法融，後來者都偏重於禪，所以注明『牛頭』的，不是法融著作，就是學

者所記而傳下來的。」。69 

 以江東為中心的牛頭禪，從八世紀初以來，對曹溪南宗就發生重大的影響；70 

然牛頭禪後期有傾向於玄學化的色彩，尤以佛窟學為最。唐代以降，隨著曹溪禪

在江東的盛行，牛頭禪也漸漸融歸於曹溪南宗中。 

另者又如華嚴哲理的相即相入、理事圓融無礙之境用，對禪門的「觀心破相」

有顯發之作用。《少室六門》卷 1：「第二門破相論。問曰：『若復有人，志求佛道，

當修何法，最為省要？』。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最為省要。」。71 如《大

乘無生方便門》卷 1 所載：「《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方廣是心、華嚴是色；心如是

智、色如是惠（慧），是智慧經。」。72  

 

四、結論 

《華嚴經》中的〈淨行品〉之藉事修行煉心、心心念念迴向眾生及佛果菩提，

與《達摩多羅禪經》的「修行四無量三昧」有異曲同工之妙。73 而〈淨行品〉更

確切地將「四無量心」之慈、悲、喜、捨融入日常生活之行住坐卧之中，明確地

指引、開示了「佛法不離世間覺」之修行法門；此與曹溪南宗洪州禪的「觸類是

道而任心」、「平常心是道」生活化的禪法之主張是相合的。 

                                                                                                                                               
法師，聽三論，及華嚴、大品、大集、維摩、法花等諸經。」(CBETA, T51, no. 2067, p. 18, c17-21) 
67 《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卷 1：「華嚴經私記兩卷(上下牛頭)」。T55, no. 2170, 

p. 1095, c11-12 
68《續高僧傳》卷 20：「釋法融。…。年十九，翰林墳典探索將盡。…。炅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

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得名焉。有七藏經畫，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

經史，五醫方圖符。」。T50, no. 2060, p. 603, c17-p. 604, b6 
69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妙雲蘭若，頁 115。 
70 同上，頁 404。 
71 《少室六門》卷之「第二門破相論」。T48, no. 2009, p. 366, c18-20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觀心破相』，是禪者對經中所說的法門，用自己身心去解說。」。妙雲蘭

若，頁 170。 

如《大乘無生方便門》卷 1 引《華嚴經》曰：「《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方廣是心，華嚴是色。」。

T85, no. 2834, p. 1276, a14-15。 

又如《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

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T48, no. 2008, p. 352, b14-17 
72 T85, no. 2834, p. 1276, a14-16。 
73《達摩多羅禪經》卷 2：「修行四無量三昧第十四」。T15, no. 618, p. 319, c5-p. 320, b18 

《華嚴經》與《達摩多羅禪經》的譯者均是佛陀跋陀羅。《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5：「沙門佛陀跋

陀羅。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T55, no. 2157, p. 802, c18 

file:///F:/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237&B=T&V=55&S=2157&J=5&P=&3011237.htm%230_3
file:///F:/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237&B=T&V=55&S=2157&J=5&P=&3011237.htm%230_3
file:///F:/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237&B=T&V=55&S=2157&J=5&P=&3011237.htm%230_3
file:///F:/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237&B=T&V=55&S=2157&J=5&P=&3011237.htm%230_3
file:///F:/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237&B=T&V=55&S=2157&J=5&P=&3011237.htm%230_3
file:///F:/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237&B=T&V=55&S=2157&J=5&P=&3011237.htm%230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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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思想，如上所論及除對禪學的影響外；對中華文化更有不可輕覻的貢獻，

如家喻戶曉的華嚴經中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此一「參學」之風，除了開展了

學佛者的視野與境界，如「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更為中華文教已

固化的習學模式「私塾」體系挹注了活水源頭，不再宥於一人、一時、一地之知

識與教育。此一「活水源頭」進而更與中華文化激盪出璀璨耀目的火花，關於此

成果已有多位先進賢達專文或著書探討，在此不再贅述。 

《華嚴經》是釋迦牟尼佛成道後首次開示，後人記錄而成的經典；經中暢明

諸佛之本懷，顯現華藏世界的依正莊嚴，是以《華嚴經》素有「經中之王」的美

譽。歷代祖師大德多以華嚴文句示眾、惕勵人心，如玉琳國師於其所制定之朝暮

課誦，內文中的「普賢十大願王」、「三皈依」，及發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

八難三途、共入毘盧性海。」之讚唄，及晚課之懺悔文乃節錄自＜普賢行願品＞

之偈頌，74 皆發人深省、勸進菩提願心，至今仍為漢傳佛教之習學者奉為圭臬。「華

嚴」導明之功，猶如唐代清涼澄觀大師（七三八–八三九）歎曰：「若不讀《華嚴

經》，不知佛富貴。」。75 華嚴思想、普賢行願之理事圓融、一多無礙；其義理之

深契法性、自他兩利，誠為世人導航之燭炬、依止之舟楫、去翳之妙方；實乃吾

人自凡夫地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以圓成佛果無上的法寶。 

                                                 
74 早課有「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盧性海。」之祈願。 
75 唐代清涼澄觀法師《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此經稱性備談十身威雄，若不讀華嚴經，不知

佛富貴，為欲顯斯果德，故說華嚴大經十種因緣，皆應一一隨其本因。」。X05, no. 229, p. 242, b15-17 

// Z 1:7, p. 419, b13-15 // R7, p. 837, b13-15 

另如宋永明延壽禪師《心賦注》卷 3：「十地菩薩示受佛職位，如來十號是佛職。不讀華嚴經，焉

知佛富貴？此一真心，可謂富貴，可謂尊極，故云無等等。天爵者，即仁義也。」。 X63, no. 1231, 

p. 125, a8-10 // Z 2:16, p. 43, d17-p. 44, a1 // R111, p. 86, b17-p. 87, a1 



華嚴與禪 /釋道輔 

 16 

【後記】 

 

很感恩此次「華嚴蓮社」所舉辦的「2013 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末學因此

次因緣學習到很多；感謝講評人黃連忠先生的指教，末學謹以為日後研習之針砭。

針對黃先生的指教意見，末學查詢相關文獻、資料加以修正，並對部份意見加以

補充說明。 

 

一、關諸 A.「禪與天台」、或 B.「禪與華嚴」的學術研究，相關網站查詢結果如下：

（先以關鍵字「禪」查詢，再加以進階查詢「天台」或「華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A 八筆 B 七筆 

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A 二二四四筆 B 一四一七筆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A 四筆 B 零筆 

Google 學術搜尋—A 三一三零筆 B 三八八零筆（惟 google 的涉獵範圍過

廣，並未針對研究主題、內容詳加分類，數字僅供參考） 

共計 A 為五三八六筆，B 為五三零四筆，如此則「禪與天台」較「禪與華嚴」

的相關研究為多。 

二、摘要所明之「糅合融治」，黃先生指正應為「融冶」；但末學認為禪宗諸祖只

有「治理」，而非「冶煉」、引用華嚴之經文或義理，故仍維持原文不動。 

三、僧粲的《信心銘》，內文中有「徒勞念靜」之文句，76 且末學文中亦明示此「念

靜」為方便法門；在文中第三點之（二）亦表明僧粲所發微之義理與華嚴之「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之理念相合。 

四、道信之「念佛淨心」，乃方便之前行，與黃先生所主張的「道信以『法界一相，

繫緣法界』建立其禪學理論的核心」之理念並不相悖。 

五、本文所論及之「東山法門」，概以印順導師之《中國禪宗史》所論述弘忍之「東

山法門」為主，本文有明列「弘忍之『東山法門』」。 

六、關諸菩提達摩之師承，《楞伽師資記》記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而《六祖壇經》

中，六祖自述師承，則達摩承須婆蜜多之後，二文皆同主菩提達摩乃「南天竺國

王（子）第三子」之說法。 

                                                 
76 《信心銘》CBETA 電子版，版本記錄: 1.1，完成日期: 2002/11/04，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

會 (CBETA) cbeta@ccbs.ntu.edu.tw。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48, No. 2010 

mailto:cbeta@ccb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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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末學之見，求那跋陀羅三藏應是菩提達摩初來中土所請諮之對象，而為《楞

伽師資記》的作者淨覺記為達摩之師。蓋達摩「初達宋境南越」，77 而求那跋陀羅

於劉宋「元嘉年(元嘉十二年，四三六)，隨船至廣州；宋太祖迎於丹陽郡，譯出楞

伽經，王公道俗請開禪訓。」。78 跋陀、達摩，彼二人時、地相合，79 且以劉宋王

朝之重視佛法、禮遇高僧，兼之以達摩印心之《楞伽經》乃跋陀所譯之四卷楞伽；

是以依淨覺所記「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應是就達摩在中土之情況而論述。且淨

覺並未述及達摩在天竺之傳承；故跋陀極可能是達摩在初抵中土，在語言、文字、

風土人情及對中國之中央、地方政府官員皆不諳識之情況下，請諮相關儀節之對

象；是以淨覺記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此應與六祖慧能所敍述之「達摩師

承（天竺）之須婆蜜多」無甚衝突之處。 

又《楞伽師資記》卷 1：「第二、魏朝三藏法師菩提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三藏

後。其達摩禪師，志闡大乘，泛海吳越遊洛至鄴。...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林

序。」。80 另又如《楞伽師資記》卷 1：「此四行，是達摩禪師親說，餘則弟子曇林

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磨論也。」。81 

淨覺（683-750），唐代禪僧。俗姓韋，為唐中宗庶人之弟。雖受恩澤預將為

侯，卻遁而乞食，入太行山剃髮受具足戒。曾師事北宗禪之神秀，神秀示寂後，

聞東京有玄賾者，即隨從親受指導，律儀周密，深解經典。爾後於太行山靈泉谷

撰楞伽師資記，復住長安大安國寺。（佛光：4713） 

作譯資料 宏智禪師廣錄(T48N2001)，楞伽師資記(T85N2837)82  

曇林，或作曇琳，法林，無臂林。隋代僧，生卒年不詳，為禪宗初祖菩提達

摩之弟子。自北魏元象元年（538）至武定元年（543）期間，為瞿曇般若流支、

毘目智仙、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等諸師之譯經擔任筆受，並撰序文。傳與道林為

                                                 
77 《續高僧傳》卷 16：「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

所止誨以禪教。」。T50, no. 2060, p. 551, b27-c1 
78 《楞伽師資記》卷 1：「第一、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中天竺國人，大乘學時號摩訶衍。元嘉年

隨船至廣州，宋太祖迎於丹陽郡；譯出楞伽經，王公道俗請開禪訓。」。T85, no. 2837, p. 1283, c26-29 
79 達摩親炙跋陀之時間推算應約為四三六—四七八之間，（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妙雲蘭若，頁

17。）時達摩約五十六歲（四三六）至九十八歲（四七八）之間 
80 CBETA, T85, no. 2837, p. 1284, c21-28 
81 CBETA, T85, no. 2837, p. 1285, b15-17 
82 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 人名規範檢索

http://dev.ddbc.edu.tw/authority/person/index.php?fromSearch=%25E6%25B1%2582%25E9%2582%25

A3%25E8%25B7%258B%25E9%2599%2580%25E7%25BE%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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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人。（佛光：6230；佛人：278）。83  

 

                                                 
83 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 人名規範檢索

http://dev.ddbc.edu.tw/authority/person/index.php?fromSearch=%25E6%25B1%2582%25E9%2582%25

A3%25E8%25B7%258B%25E9%2599%2580%25E7%25BE%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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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很感恩此次「華嚴蓮社」所舉辦的「2013 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末學

因此次因緣學習到很多；感謝講評人黃連忠先生的指教，末學謹以為日後研習之

針砭。針對黃先生的指教意見，末學查詢相關文獻、資料加以修正，並對部份意

見加以補充說明。 

 

一、關諸 A.「禪與天台」、或 B.「禪與華嚴」的學術研究，相關網站查詢結果如下：

（先以關鍵字「禪」查詢，再加以進階查詢「天台」或「華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A 八筆 B 七筆 

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A 二二四四筆 B 一四一七筆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A 四筆 B 零筆 

Google 學術搜尋—A 三一三零筆 B 三八八零筆（惟 google 的涉獵範圍過

廣，並未針對研究主題、內容詳加分類，數字僅供參考） 

共計 A 為五三八六筆，B 為五三零四筆，如此則「禪與天台」較「禪與華嚴」

的相關研究為多。 

二、摘要所明之「糅合融治」，黃先生指正應為「融冶」；但末學認為禪宗諸祖只

有「治理」，而非「冶煉」、引用華嚴之經文或義理，故仍維持原文不動。 

三、僧粲的《信心銘》，內文中有「徒勞念靜」之文句，84 且末學文中亦明示此「念

靜」為方便法門；在文中點三之（二）亦表明僧粲所發微之義理與華嚴之「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之理念相合。 

四、道信之「念佛淨心」，乃方便之前行，與黃先生所主張的「道信以『法界一相，

繫緣法界』建立其禪學理論的核心」之理念並不相悖。 

五、本文所論及之「東山法門」，概以印順導師之《中國禪宗史》所論述弘忍之「東

山法門」為主，本文有明列「弘忍之『東山法門』」。 

六、關諸菩提達摩之師承，《楞伽師資記》記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而《六祖壇經》

中，六祖自述師承，則達摩承須婆蜜多之後，二文皆同主菩提達摩乃「南天竺國

王（子）第三子」之說法。 

依末學之見，求那跋陀羅三藏應是菩提達摩初來中土所請諮之對象，而為《楞

伽師資記》的作者淨覺記為達摩之師。蓋達摩「初達宋境南越」，85 而求那跋陀羅

於劉宋「元嘉年(元嘉十二年，四三六)，隨船至廣州；宋太祖迎於丹陽郡，譯出楞

伽經，王公道俗請開禪訓。」。86 跋陀、達摩，彼二人時、地相合，87 且以劉宋王

                                                 
84 《信心銘》CBETA 電子版，版本記錄: 1.1，完成日期: 2002/11/04，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

會 (CBETA) cbeta@ccbs.ntu.edu.tw。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48, No. 2010 
85 《續高僧傳》卷 16：「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

所止誨以禪教。」。T50, no. 2060, p. 551, b27-c1 
86 《楞伽師資記》卷 1：「第一、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中天竺國人，大乘學時號摩訶衍。元嘉年

隨船至廣州，宋太祖迎於丹陽郡；譯出楞伽經，王公道俗請開禪訓。」。T85, no. 2837, p. 1283, c26-29 
87 達摩親炙跋陀之時間推算應約為四三六—四七八之間，（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妙雲蘭若，頁

17。）時達摩約五十六歲（四三六）至九十八歲（四七八）之間 

mailto:cbeta@ccb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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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之重視佛法、禮遇高僧，兼之以達摩印心之《楞伽經》乃跋陀所譯之四卷楞伽；

是以依淨覺所記「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應是就達摩在中土之情況而論述。且淨

覺並未述及達摩在天竺之傳承；故跋陀極可能是達摩在初抵中土，在語言、文字、

風土人情及對中國之中央、地方政府官員皆不諳識之情況下，請諮相關儀節之對

象；是以淨覺記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此應與六祖慧能所敍述之「達摩師

承（天竺）之須婆蜜多」無甚衝突之處。 

又《楞伽師資記》卷 1：「第二、魏朝三藏法師菩提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三藏

後。其達摩禪師，志闡大乘，泛海吳越遊洛至鄴。...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林

序。」。88 另又如《楞伽師資記》卷 1：「此四行，是達摩禪師親說，餘則弟子曇林

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磨論也。」。89 

淨覺（683-750），唐代禪僧。俗姓韋，為唐中宗庶人之弟。雖受恩澤預將為

侯，卻遁而乞食，入太行山剃髮受具足戒。曾師事北宗禪之神秀，神秀示寂後，

聞東京有玄賾者，即隨從親受指導，律儀周密，深解經典。爾後於太行山靈泉谷

撰楞伽師資記，復住長安大安國寺。 （佛光：4713） 

作譯資料 宏智禪師廣錄(T48N2001)，楞伽師資記(T85N2837)90  

曇林，或作曇琳，法林，無臂林。隋代僧，生卒年不詳，為禪宗初祖菩提達

摩之弟子。自北魏元象元年（538）至武定元年（543）期間，為瞿曇般若流支、

毘目智仙、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等諸師之譯經擔任筆受，並撰序文。傳與道林為

同一人。（佛光：6230；佛人：278）。91  

 

 

 

 

 

 

 

 

 

 

 

 

                                                 
88 CBETA, T85, no. 2837, p. 1284, c21-28 
89 CBETA, T85, no. 2837, p. 1285, b15-17 
90 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 人名規範檢索

http://dev.ddbc.edu.tw/authority/person/index.php?fromSearch=%25E6%25B1%2582%25E9%2582%25

A3%25E8%25B7%258B%25E9%2599%2580%25E7%25BE%2585 
91 DDBC 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 人名規範檢索

http://dev.ddbc.edu.tw/authority/person/index.php?fromSearch=%25E6%25B1%2582%25E9%2582%25

A3%25E8%25B7%258B%25E9%2599%2580%25E7%25BE%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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