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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於「慈悲心」的研究論文不少，但多集中於佛菩薩無我慈悲等義理方面的

討論，本文主要以《華嚴經‧淨行品》為主軸，以凡夫為出發點，探討日常生活

中該如何培養以及實踐慈悲心量。 

修習慈慈之方式，應不離戒定慧三學之原則，本章將進行討論〈淨行品〉如

何以戒為基礎以及以願為修持之修行特色。〈淨行品〉戒之特色，包含守護六根

不攀外境的根律儀特色，也含有饒益有情之菩薩戒，以此提供修行者良好的基礎

訓練。對於本文所關心〈淨行品〉如何修慈悲的問題，法藏表示「隨事轉本所習，

防淨三業，巧成菩薩二利行」，也就是只要隨著對境的當下，藉由「當願眾生」

之願，轉換自己慣有之思考模式，守住身、口、意，使之不貪、不瞋、不癡，便

是在修行自利利他的菩薩行了。如果說一般的讀誦使修行人將法義謹記於心，〈淨

行品〉「當願眾生」之發願特性，正是在對境的當下，不斷重複提起對眾生之慈

悲心念。而神經的可塑性證明心靈對改變腦中思考迴路的力量，透過不斷理事無

礙的發願思維，以期能體證自體無礙之境界。 

從分析弘一大師所抄寫之經典，說明《華嚴經‧淨行品》當可作為修行菩薩

道之入手處。弘一大師個人修學佛法的特色在以戒律作為日常生活的修持，以華

嚴作為修持之教理依據，以念佛做為最終之淨土歸宿。弘一對於《華嚴經》是熟

悉且專精的，特別重視〈普賢行願品〉與〈淨行品〉。本文以分析弘一大師寫經

之方式，推論〈普賢行願品〉對於弘一的意義在於不僅是《華嚴經》的精髓且最

後導歸極樂之目的恰恰與弘一本人的人生目標相符，而〈淨行品〉對於弘一則純

屬修行上之意義，即培養修行者斷我執，起慈悲心。 

    〈淨行品〉重視每個對境當下應提起「當願眾生」之心，以滋養吾人心中「人

與人良善互動之慈悲心」，並在根對境的當下，指導吾人時時皆正知、正念不離

空理知法義，以此奠定佛菩薩大悲心之基礎。 

關鍵字：〈淨行品〉、慈悲、願、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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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本文關心於當社會層面與自我利益間的衝突該如何調和的問題，並認為如何

培養個人的「慈悲」心是一大關鍵。本文嘗試以「實踐」的角度切入，觀察在佛

教修行方法中屬於「日常生活」的修行訓練，且與培養「慈悲」相關之修行方法。

筆者從沙彌階段的訓練過程中，發現《毗尼日用》即是對於即將負起如來家業之

出家者，練習對眾生關懷的著力點，因此認為《華嚴經‧淨行品》具有培養慈悲

心量的實踐可能。本文將以《華嚴經‧淨行品》為主，探討其如何培養慈悲心。

首先探討〈淨行品〉如何培養慈悲心，其次藉由弘一大師寫經為例，說明〈淨行

品〉可作為培養慈悲心的修習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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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淨行品〉培養慈悲心之特色 

 修習慈慈之方式，應不離戒定慧三學之原則，本章將進行討論〈淨行品〉如

何以戒為基礎以及以願為修持之修行特色。 

第一節〈淨行品〉戒之修持 

〈淨行品〉曾以替代聲聞戒與菩薩戒之姿出現於中國歷史上，如孫皓求看沙

門戒1以及法藏求授菩薩戒2。又印度與西藏古德認為〈淨行品〉中所透露的修行

方法還有「防護心念」、「轉化無記業為善業的途徑」等詮釋。3日本學者土橋秀

高認為〈淨行品〉是將聲聞之聖戒蘊恢復為菩薩道之經文。4可以說，〈淨行品〉

戒之特色十分鮮明，當中尤以根律儀與菩薩戒為更甚。 

一、根律儀之特色 

所謂「根律儀」非指針對六根的一項項戒律條文，而是在六根對六境產生六

識而生「觸」的當下，對於可意觸、不可意觸、可不可意觸是否因分別而有執取、

排斥或不正知的心念覺察。凡夫通常因與無明相應，不自覺生起貪、瞋、癡，有

種種造作，而聖者因為與明相應，故能了了分明、任運自如。如《雜阿含‧一一

七○經》云： 

云何律儀？云何不律儀？愚癡無聞凡夫眼見色已，於可念色而起貪著，不

可念色而起瞋恚，於彼次第隨生眾多覺想相續，不見過患；復見過患，不

能除滅。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比丘！是名不律儀。云何律儀？

多聞聖弟子若眼見色，於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

眾多覺想相續住，見色過患；見過患已，能捨離。耳、鼻、舌、身、意亦

復如是。是名律儀。5
 

澄觀於《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解釋根律儀時，舉《維摩詰經》中佛

陀要迦葉前往慰問生病的維摩詰，迦葉向佛陀說因曾被維摩詰指教過，所以可能

無法勝任此任務6，藉以說明根律儀的守持、運用，原經文如下： 

                                                 
1《高僧傳》：「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筆者案：康僧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

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眾

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CBETA, T50, no. 2059, p. 326, a9-16。 
2《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總章元年，西域有三藏梵僧，來至京洛。高宗師事，道俗歸敬。

華嚴藏公猶為童子，頂禮三藏，請受菩薩戒。時眾白三藏言：「此童子誦得華嚴大經，兼解其義。」

三藏驚歎曰：「華嚴一乘是諸佛祕藏，難可遭遇，況通其義。若有人誦得華嚴淨行一品，其人已

得菩薩淨戒具足，不復更受菩薩戒。」CBETA, T51, no. 2074, p. 175, a5-11。 
3 胡慧婷，〈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p.36。 
4 土橋秀高，〈《華厳経浄行品》について──戒律思想のながれから〉，pp.76-81。 
5 《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p. 313, a3-12。 
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云何根律儀？謂如有一能善安住密護根門，防守正念，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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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

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

取揣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

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

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7 

維摩詰告訴迦葉，所謂慈悲心，應平等對待貧富，乃至所接觸的一切，如「所見

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

如何做到平等的慈悲，關鍵在於「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

今則無滅。」當根境識相合和的當下，對於自身所產生的觸受，不僅須正之念正

知，了了分明，還須正思維，知諸法如夢如幻，無自性。而〈淨行品〉正是教導

修行者如何平等慈悲的過一天修行生活，例如從一天生活開始「若著上衣，當願

眾生：獲勝善根，至法彼岸。」8「手執楊枝，當願眾生：皆得妙法，究竟清淨。」
9到出發至村落乞食一路上遇到的景色、人物，都有細細地提醒「見路無塵，當

願眾生：常行大悲，其心潤澤。」10「見端正人，當願眾生：於佛菩薩，常生淨

信。」11乃至得食後，修行者難免會分別好壞，該如何轉念維持正知正念的教導

也照顧到了，如「得柔軟食，當願眾生：大悲所熏，心意柔軟。」12「得麁澁食，

當願眾生：心無染著，絕世貪愛。」13。 

 根律儀指的是最基礎的六根守護，使心念維持對所接觸的人、事、物保持平

等對待的慈悲心，如《瑜伽師地論》云：「云何根律儀？謂即依此尸羅律儀，守

護正念，修常委念，以念防心，行平等位。」14而〈淨行品〉維護的即是修行者

在一天的身口意三業，正念正思維。 

 

二、菩薩戒之特色 

一般所熟悉〈淨行品〉對境發願是以偈子表現之，而其同本異譯《諸菩薩求

佛本業經》則是以長行呈現。〈淨行品〉為修行者一天的修行依準，或許偈頌的

體例較利於記誦，漢譯版本中較多以偈子的方式呈現。15認為〈淨行品〉充滿菩

                                                                                                                                            
廣說。云何名為密護根門？謂防守正念，常委正念，乃至防護意根，及正修行意根律儀等。疏《淨

名》云：『所見色等者，即迦葉章。』」CBETA, T36, no. 1736, p. 265, c29-p. 266, a10。 
7 《維摩詰所說經》，CBETA, T14, no. 475, p. 540, a25-b6。 
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b24-25。 
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b27-28。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c20-22。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1-2。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c15-16。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c16-17。 
14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397, a19-21。 
15 關於偈子或長行的表現形式，孰先孰後，從前人研究的研究顯示，看法不一。土橋高秀認為

偈子先，胡慧婷則認為長行先。土橋秀高，〈《華厳経浄行品》について──戒律思想のながれ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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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的積極精神，大約是每個偈子當中，都有「當願眾生」，如：「菩薩在家，當願

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16相對應的經文在《本業經》則云：「菩薩居家

法，心念言：『十方天下人皆使莫為愛欲所拘繫，悉入虛空法中。』」17 

進一步將兩部經對境發願的句子，拆解其結構，更能看出〈淨行品〉所要彰

明的菩薩精神，如下： 

〈淨行品〉為： 

「○○○○，當願眾生，△△△△，△△△△。」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為： 

「菩薩○○○○，心念言：『十方天下人皆使△△△△，△△△△。』」 

《本業經》中清楚指明所指導的修行者的屬性，是以欲「上求佛道，下化眾

生」的「菩薩」修行者為其教導者。修行者本身不僅正知對境之當下，且還須提

起饒益眾生之心念。 

高明道透過藏文本語詞的對照，發現菩薩「戒」有兩個相對的語詞─śīlaṃ

與 śikṣā。高明道認為「菩薩戒」並非如同聲聞戒應一條條受持戒文之涵義，其

意義除了包含自我訓練之防護也包含不傷害自己與眾生。18回應〈淨行品〉與《本

業經》的指導，菩薩行者當透過守護六根以訓練自己的心念，同時心中不忘十方

所有眾生也能不受煩惱所害，出離生死之海。 

 

 

第二節 〈淨行品〉發願之修持 

一、「發願」與「語言」 

發願屬於語言方式的一種修持方式，筆者想要探討這樣的修持方式，如何幫

助修行者修行。首先，以經典與古德對其的看法進行討論；其次，透過現代研究

找出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聯性，看是否透過持續發願的行為，能改變吾人的行

為，達到修習慈悲心的目的。 

（一）從佛學角度探討 

1.語言無法到達實相 

 對於以解脫為目標的佛學來說，修持任何一個法門，皆是為了體證諸法實

                                                                                                                                            
ら〉，p.73。胡慧婷，〈漢、藏《華嚴經‧淨行品》研究〉，pp.4-6。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4-5。 
17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CBETA, T10, no. 282, p. 451, b21-22。 
18 高明道，〈試論《華嚴經‧離世間品》：「菩薩要培養的應該是多元、豐富的能力，但在法護看

來，這些不同領域的技巧，也許都涵蓋在既不傷害眾生、又能保護自己的大範圍內。」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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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然而諸法實相可以言說否？經中有明確的回答「言語說諸法，不能顯實相， 

平等乃能見，如法佛亦然。」19《維摩經所說經》中更是以生動的對答，來向我

們顯示實相的無以言說，經中維摩詰與三十二位菩薩問答不二法門，當文殊菩薩

問維摩詰時，維摩詰僅「默然」以對。20 

何以不說「實相」？除了眾生有說一法執取一法有實在性的特性，另外一原

因在於語言文字有侷限性，其中最大的過患，莫過於執著於文字意思，忘了語言

文字本身所欲傳達知義理。是故經中一再強調，提醒眾生對於語言文字易起分別

之慣性，「言辭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21希望眾生別

忘了月亮，拘泥於手指之上，22應該學習「文隨於義，義隨於文。」23  

即便實相不可說，佛陀仍說了種種法，於是我們有了浩瀚的經典。我們又該

如何看待這些經典中的語言文字？《華嚴經》云： 

隨諸眾生所安立，種種談論語言道，如其世諦悉欲知，菩薩以此初發心。

一切諸法離言說，性空寂滅無所作，欲悉明達此真義，菩薩以此初發心。
24 

經中為我們顯示，依人類社會的種種需求，語言文字是有其必要性的，經典中的

種種教法，也是為了對治眾生的種種煩惱而演說。然而必須理解的是，諸法實相

是「性空寂滅無所作」，語言文字是無法將其表述的，但是透過語言文字的傳遞，

卻能讓修行者明瞭「何謂」諸法實相，進而能親證、體證之。是故《中論》云：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25 

2.讀誦可為修行之方式 

 依南梁釋慧皎所撰之《高僧傳》將古德修行有成就者，分為十類為之傳記，

此十類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
26相較於其他幾類「誦經」、「經師」、「唱導」是較為偏向於以語言的方式修行，

又「誦經」意思為「吟諷經典」，也就是讀誦經典27；「經師」為「諷詠經音」，

不同於誦經，是用「唱」的方式唱誦經文。28；而「唱導」為「以宣唱法理開導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83, a17-19。 
20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 9〉：「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

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

是真入不二法門。』」，CBETA, T14, no. 475, p. 551, c20-24。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82, a24-26。 
22《大乘入楞伽經》：「如愚見指月，觀指不觀月；計著文字者，不見我真實。」CBETA, T16, no. 

672, p. 620, a15-16。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85, a27-28。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86, a27-b2。 
25 《中論》，CBETA, T30, no. 1564, p. 33, a2-3。 
26 《高僧傳》CBETA, T50, no. 2059。 
27 《高僧傳》，CBETA, T50, no. 2059, p. 409, a19-20。 
28 《高僧傳》，CBETA, T50, no. 2059, p. 415,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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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心也。」29也就是對眾說法之意。由此可知「誦經」與「經師」較更是純粹的

語言方式的修行。 

對於讀誦的語言修行方式，是否能達到修行的功效，印度論師所註解《金剛

經》之《金剛仙論》，有更明確的說明： 

何者三種修行？一者『受』修行，謂從他邊受也；二者『持』修行，內自

誦持不令妄失；三『讀誦』修行，更廣讀眾經，亦名修行。此三種修行皆

攝在聞慧。……依此法門三種修行，得見佛性，決定無疑也。30 

由此可之，廣讀經典以及對經文誦持並憶持不忘，皆必定能得見佛性，可見「受

持讀誦」可視為一重要修行方式。又藍吉富認為「以諷誦為主體而編成的課誦內

容，經懺儀軌，千餘年來更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活動。」31回應〈淨行品〉對境

發願之方式，當修行者面對某環境、某種人、作某動作或是某情境，如「若見城

廓」32、「見歡樂人」33、「若著上衣」34、「妓樂聚會」35，便需讀誦或在內心憶

持此一偈，以此「發願」方式作為修行慈悲心之方式。 

 然而，真的只有讀誦經典就足夠了嗎？讀誦經典與慧解之間又該如何平衡

呢？唐代道宣律師在撰寫《續高僧傳》時，在讀誦篇之末，對此作了嚴謹的回應：

「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無滯，滯則障道。焉有多聞能為道障？」36道宣認

為，能夠障礙悟道的，其實是內心種種的煩惱。之所以能悟道在於內心無所滯礙，

反之內心若有種種貪瞋癡煩惱，便會障礙悟道。怎麼會說多聞37會成為悟道的障

礙呢？換句話說，道宣間接地告訴我們兩件事：第一、內心的煩惱才是障礙悟道

的關鍵；第二、對法的薰習、理解也是悟道的關鍵。 

 

（二）從生物學角度探討 

生物學家對語言的看法指的是，有意義的聲音並且有語法系統，而本文對「語

言」的定義除了指有聲音的意義符號，還包含了或無聲（在內心）的意義符號，

以及藉由具體符號所紀錄之文字。主要目的是想透過探討「語言」，了解對修行

                                                 
29 《高僧傳》，CBETA, T50, no. 2059, p. 417, c7。 
30 《金剛仙論》，CBETA, T25, no. 1512, p. 843, a9-21。 
31 藍吉富，〈諷誦在大乘佛教中的意義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p.450。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22。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a25。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b24。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9。 
36 《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p. 690, c21-23。 
37 由冉雲華〈佛教中「多聞」概念──佛學與學佛問題的展開〉一文透過《阿含》、《律典》、《阿

毗曇》、《般若經》以及中國人的著作對「多聞」的分析，可知「佛教對多聞的看法與評估，……，

即多聞與智慧必須統一。批評多聞的說法，並非反對多聞本身，而是專對只知不行的『狂學』。」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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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既有的行為──有沒有幫助。對於演化生物學家而言，語言與直立行走

一樣，都是演化所產生的本能，語言是表現個人思考的一項媒介，甚至認為沒有

語言也能進行抽象思考。對於語言的討論多集中於語言的運作、生理構造如何成

就語言、語言的機制等。於是本節對語言與行為之間的探討轉到了腦神經科學─

─神經可塑性。為什麼標題仍用「生物學」呢？除了想尋求整篇論文概念上的統

一，另外還有兩個理由：一、討論神經細胞與神經系統時，是以演化論為基礎說

明之。38二、神經可塑性的理論為演化論中的文化演化提出有力的說明。39   

神經可塑性有三個重點：第一、以往認為只有嬰兒的大腦具有可塑性，經實

驗證明成人的大腦也具有神經可塑性，「成人有能力學習且學習的過程反映出突

觸的改變，這個事實顯示大腦在我們一生中都保有早年的若干動態變化與可塑

性。」40第二、以往科學家們相信大腦各部位有相對與生俱來的特定功能，然而

種種的證據顯示當某器官（如眼睛）無法使用，以另一器官代替感知外在環境時

（如耳朵），視力皮質層區會被取代。第三、神經可塑性的關鍵是「專注的心靈

狀態」，神經的可塑除了第二點所說的因外在刺激改變而引起皮質層的變化，也

可因心靈力量的引導而發生變化，如莫山尼克（Michael Merzenich）和詹金斯說：

「被動或不太專注的活動對神經可塑性貢獻極低，只有專注的行為才能引發皮質

功能分布的改變。」41 

由神經可塑性第三個重點，心靈狀態引導可以改變大腦迴路，相關的應用

有：史瓦茲（Jeffrey M. Schwartz）以四階段療法（加入禪定的行為療法）治療

強迫症、皮爾山提尼（John Piacentini）融合認知行為療法與專注法治療妥瑞症

後群、提斯戴爾（John Teasdale）以「禪定的認知療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治療憂鬱症等。42以下舉對強迫症患者的治療方法──四階段療法─

─，說明如何透過引導，使患者改變思考模式。 

強迫症的患者能理解外在環境或是自己身上沒有問題的事實，但是情緒上卻

控制不住的一再重複相同的動作。史瓦茲事先會讓患者看自己的正子斷層掃描

圖，並強調是腦部的失衡導致強迫觀念與行為，接著進行治療。四階段療法的步

驟為：第一步「重新命名」（Relable），清楚覺察強迫症發生時的感覺，以保持理

性；第二步「重新歸因」（Reattribute），強化對症狀的認知，將症狀與患者意志

分開，強調是內在的錯誤訊息；第三步「重新聚焦」（Refocus），當覺察到有強

迫症的狀態時，立即清楚感受並將注意力轉移至有建設性的行為上。當患者重新

                                                 
38 謝伯讓，《大腦簡史：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演化，大腦是否已經超脫自私基因的掌控》，pp.48-84。 
39 「就像莫山尼克所說的：『我們的大腦在細節上非常的不同，在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人都又學習複雜的新技能、新能力，這些都需要很大的大腦改變，……，我們每一個人在

醫生中都學了我們祖先所發展出的技能和能力這些技能和能力隨著文化的發展是越來越精緻，他

是透過大腦的可塑性重新創造文化的歷史。』」Norman Doidge 著，洪蘭譯，《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p.396。 
40 Jeffrey M. Schwartz, Sharon Begley 著，張美惠譯，《重塑大腦》，p.123。 
41 同上註，p.203。 
42 同上註，pp.83、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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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時，腦部的迴路也隨之改變，漸漸地新建立的習慣，將取代近乎自動化的強

迫行為。第四步「重新評價」（Revalue），此為更深一層的重新命名，近一步提

升患者對自我的覺察力──「看清事物的本質」。也就是當一覺察到強迫的行為

出現時，立即「認清」這些錯誤的訊號，不隨之起舞。經實驗證實此四階段認知

行為治療，對針對明確的腦中迴路，改變其異常的化學作用。43 

四階段認知行為治療不僅因醫生的指令而做，也因患者本身「想要改變」，

而願意重新「理解」自己以往的強迫行為或觀念。或許重複的念誦加上經典中的

思考模式，也能像神經可塑性所顯示的，轉變我們慣有的思考路徑，而成為聖者

們的思考方式也說不定，這正是筆者認為〈淨行品〉教導修行人在面對境界時，

引導吾人轉慣性思考路線為正思維的思考路線之修持特色。 

 

二、願之分析 

（一）願的特性 

智儼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註解〈淨行品〉時提出兩種「願」

的說法，第一、行前、行後，44第二、要期誓願、行願、自體無礙願。45法藏對

於「願」的說法只有一種，內容有四：誓願、行願、行後願、自體無礙願。46筆

者將願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分為「未有行動前」、「行動過程中」以及「行動結束」，

以此將智儼與法藏兩人的說法進行比對。由比對的表格中能看出，法藏是進一步

將智儼對「願」的兩種說法進行整合： 

 智儼 法藏 

未有行動前 行前 要期誓願 誓願 

行動過程中 

行後 行願 行願 

1. 與行俱起 

2. 對事發願 

行動結束 
─ ─ 行後願 

─ 自體無礙願 自體無礙願 

                                                 
43 同上註，pp.83-90。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願有二種：一、行前，二、行後。此是行後，亦可

同時由即行故。」CBETA, T35, no. 1732, p. 30, b22-24。 
45《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願有三種：一、要期誓願，二、行願，三、自體無障

礙願。初、未成欲成，二、正成行，三、成已是真願，即六決定及性起等。」CBETA, T35, no. 1732, 

p. 30, c11-13。 
46《華嚴經探玄記》：「但願有四種：一、誓願，謂行前要期等；二、行願，此有二種，一、與行

俱起，二、但對事發願，則此是行以防心不散故；三、行後願，謂以行迴向願得菩提等；四、自

體無礙願，謂大願究竟同法性海，任運成辨一切諸事。此中唯論行願。餘者義通可知。」CBETA, 

T35, no. 1733, p. 184, c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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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儼明確的說明〈淨行品〉的願屬於「行後」，也就是吾人在六根對六境時立即

發願，轉其心念成就其願。47法藏認為此屬「行願」，由偏重「對事發願」，以此

方式防止修行者心不散亂。48初步看來〈淨行品〉的願似乎較著重於「行動過程

中」培養「惦記眾生」的心量，然而《華嚴經》特色在於「藉事顯理，由理行事」，

事實上，「自體無礙願」是從願的體性來說，49所以二、三或四種願之間並不相

斥，彼此含攝互容，「自體無礙願」是契合周遍法界，一願中容攝諸願，同理，「行

願」中也蘊含「自體無礙願」。由此可知，從「事」相上〈淨行品〉願之屬性偏

於行動過程中的「行願」，然而，由「理」上而論，是屬於行動結束後之「自體

無礙願」。 

 

（二）願的類別 

〈淨行品〉中每個偈子皆有四句，句子結構為：「○○○○，當願眾生，△

△△△，△△△△。」例如：「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50

澄觀將句子的結構分為三部分：第一句為願所依事、第二句為願所為境、第三、

四句願境成益。51  

關於如何對境轉念，華嚴宗祖師智儼、法藏、澄觀，各提出十種方法，如下

表所示： 

智儼52 法藏53  澄觀54 

一、會事入理， 

如「菩薩在家」等。 

一、轉事入理勢， 

如初偈轉事「家」，

入「空」理等。 

一、會事同理例， 

如「菩薩在家」，事也；

「性空」，理也。 

二、以因同果， 

如「若在聚會」等。 

四、轉因成果勢， 

如「頂禮佛塔」是行

因，「得道」「無見頂」

是果等。 

五、以因同果例， 

如「正出家時」，願「同

佛出家」等。 

三、以自同他， 

如「見無慚愧」等。 
── ── 

四、以人同法， 

如「見疾病人」等。 

八、轉人同法勢， 

如「見疾病人」等，

七、以人同法例， 

如「見病人」，願「離

                                                 
47《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此是行後，亦可同時由即行故。此總有二意：一、即

轉其見心即成行體，二、轉求異事成彼願事也。」CBETA, T35, no. 1732, p. 30, b23-25。 
48 同註解 38。 
49 賴玉梅，〈《華嚴經》發願思想之研究〉，p. 233。 
5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4-5。 
5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5, b2-4。 
52《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CBETA, T35, no. 1732, p. 30, b25-c4。 
53《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6, a15-b1。 

5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5, c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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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空」是法，以知

「人」「病」，「身」

則是真「空」法故，

何「苦」不「脫」。 

乖諍」等。 

五、以染同淨， 

如「見背恩人」等。 

 

二、轉染成淨勢， 

如「若得五欲」是

染，「功德具足」是

淨等。 

二、處染翻染例， 

如「若得五欲」，染也；

「拔除欲箭」，翻染也。 

六、以世同出世， 

如「在房舍」等。 

五、轉世同出世勢， 

如「在房室」等為

世，「賢聖地」為出

世。 

四、世同出世例， 

如「上升樓閣」，願「升

正法樓」等。 

七、以境成心， 

如「若入僧房」等。 

九、轉境成行勢， 

如「受著袈裟」等，

是境「離三毒」；「心」

「歡喜」是智斷二行

也。 

八、以境成行例， 

如「見涌泉」，願「善

根無盡」等。 

 

八、以體隨用， 

如「見苦行人」等。 
── ── 

九、相似類成， 

如「布施所珍」等。 

三、相似類轉勢， 

如布「施」轉令悉

「捨」「一切」「心無

著」等。 

三、相似類同例， 

如「若有所施」，令「一

切能捨」等。 

十、以實同虛， 

如「若在伎樂」等。 

十、轉虛同實勢， 

如「若在伎樂」為

虛，「法樂」為實。 

── 

── 

六、轉依同正勢， 

如「見城郭」是依報

也，「金剛身」等是

正報也。 

── 

── 

七、轉偽歸真勢， 

如「見仙人」等，以

「仙」非真脫故，轉

「向正真」「究竟解

脫」。 

六、捨偽歸真例， 

如「著瓔珞」，願「到

真實處」等。 

── ── 

九、以妄歸真例， 

如「見婆羅門」，願「離

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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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以近同遠例， 

如「受和尚教」，願「到

無依處」等。 

    三位祖師所提轉念之方法部分為承襲前人之論點，部分為個人看法。所提之

方法中有共同為三人提出，其中或有名詞、意義皆相近；或有名詞相近，意義相

違。或是單一人、二人提出之方法。本文欲在祖師之基準下，重新歸納轉念之邏

輯思維方針，並以法藏所提之名詞為主，以凸顯出對境「轉」念之意。分析如下： 

1.三人共同提出之方法 

(1)名詞、意義皆相近 

智儼 法藏  澄觀 歸納 

一、會事入理 一、轉事入理勢 一、會事同理例 一、轉事入理 

1.所對之境為「事」 

2.因事而思維「理」 

3.由思維理則，跳

脫出事相上的侷

限，而邁向「解脫」 

四、以人同法 八、轉人同法勢 七、以人同法例 二、轉人同法 

1.所對之境為「人」 

2.因人而思維「理」 

3.由思維理則，跳

脫出事相上的侷

限，而邁向「解脫」 

六、以世同出世 五、轉世同出世勢 四、世同出世例 三、轉世為出 

1.「境」與「所成

利益」之間有世間

與出世間的聯想 

2.如動作、空間上

的聯想轉換 

七、以境成心 九、轉境成行勢 八、以境成行例 四、轉境成行 

1.從「境」所蘊含

之意義引發「所成

利益」之修行行為

的聯想 

2.如「僧」→合和 

九、相似類成 三、相似類轉勢 三、相似類同例 五、相似類轉 

1.對「境」之行為



C-14 2016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與「所成利益」之

行為相似 

2. 更進一步說明

該如何做始能有

出世之利益 

 

(2)名詞相近，意義相違 

智儼 法藏  澄觀 歸納 

二、以因同果 四、轉因成果勢 五、以因同果例 六、轉因成果 

1.將「境」類比成

「所成利益」之果 

2.「境」為因行，「所

成利益」為果 

五、以染同淨 

 

二、轉染成淨勢 二、處染翻染例 七、轉染成淨 

1.「境」有染污意 

2.「所成利益」中

有捨「染」成「淨」

之意涵 

a.「轉因成果」的說明 

智儼的「以因同果」，如：「若在聚會，當願眾生，究竟解脫，到如來處。」
55，澄觀的「以因同果例」，如：「正出家時，當願眾生：同佛出家，救護一切。」
56由兩者所舉之偈子來看，皆為將「境」類比成「所成利益」之果。法藏「轉因

成果勢」，偈子為「頂禮佛塔，當願眾生，得道如佛，無能見頂。」57則不同於

前兩人，「境」與「所成利益」之間有因果關係，因為有頂禮佛塔的「因行」，而

有「得道、無見頂」的果報。故筆者保留法藏「轉因成果」之名詞，意義則收入

智儼與澄觀的「類比」與法藏的「因果」之意涵。 

b.「轉染同淨」的說明 

法藏「轉染成淨勢」，如：「若得五欲，當願眾生，捨離貪惑，功德具足。」
58與澄觀「處染翻染例」，如：「若得五欲，當願眾生：拔除欲箭，究竟安隱。」
59從兩人所舉例子可知，所對之「境」皆有有「染」污意，並在「所成利益」捨

「染」成「淨」。智儼「以染同淨」所舉例子為「見背恩人，當願眾生，常見賢

                                                 
5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0, c14-15。 
5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28-29。 
5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2, c4-5。 
5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0, c6-7。 
5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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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不作眾惡。」60，筆者認為智儼的「同淨」指，若所緣「境」為負面意象，

則轉念方式類似於中國成語中的「見不賢而內自省」之意。 

2.單一人或兩人提出之方法 

智儼 法藏  澄觀 歸納 

三、以自同他， 

如「見無慚愧」

等。 

── ── 八、轉自同他 

1.所緣「境」為人 

2.「所成利益」方

法有二：見賢思

齊；見不賢而內自

省 

八、以體隨用， 

如「見苦行人」

等。 

── ── 合併於 

「八、轉自同他」 

十、以實同虛， 

如「若在伎樂」

等。 

十、轉虛同實勢， 

如「若在伎樂」

為虛，「法樂」

為實。 

── 九、轉虛同實 

1.「境」與「所成

利益」有俗諦、真

諦的關係 

── 六、轉依同正勢， 

如「見城郭」

是依報也，「金

剛身」等是正

報也。 

── 合併於 

「一、轉事入理」 

── 七、轉偽歸真勢， 

如「見仙人」

等，以「仙」

非真脫故，轉

「向正真」「究

竟解脫」。 

六、捨偽歸真例， 

如「著瓔珞」，

願「到真實處」

等。 

十、轉偽歸真 

1.所緣之「境」以

世間立場而言，可

說是理想的狀態 

2.「所成利益」更

進一步引導至出

世之層次 

── ── 九、以妄歸真例， 

如「見婆羅

門」，願「離惡」

等。 

合併於 

「八、轉自同他」 

a.「轉自同他」的說明 

                                                 
6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2,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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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儼的「以體隨用」，例子如：「見苦行人，當願眾生，堅固精勤，不退佛道。」
61與澄觀「以妄歸真例」，如「見婆羅門，當願眾生：永持梵行，離一切惡。」62

兩者皆相似於智儼「以自同他」，分別包含了當所緣「境」為「人」時，應提起

類似古人常說的「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之意，故將三者合併為「轉自同

他」，「同」有與其相「同」及「同」理對方之意。 

b.「轉虛同實」的說明 

智儼「以實同虛」及法藏「轉虛同實勢」，同樣表達著「境」與「所成利益」

有俗諦、真諦的關係。然澄觀沒有類似的分類。 

c.「轉事入理」的說明 

法藏「轉依同正勢」，例子如「若見城郭，當願眾生，得金剛身，心不可沮。」
63，以依報、正報的概念來轉念，智儼、澄觀並無類似的轉念模式，故將之納於

「轉事入理」。 

d.「轉偽歸真」的說明 

法藏「轉偽歸真勢」，例子如「若見仙人，當願眾生，向正真道，究竟解脫。」
64與澄觀「捨偽歸真例」，例子如「著瓔珞時，當願眾生：捨諸偽飾，到真實處。」
65以世間立場而言，所緣之「境」可說是屬於理想狀態，然而「所成利益」更進

一步地將菩薩道行者引導至出世間之層次。 

 

 

綜合以上分析，以〈淨行品〉為修習菩薩道依據的行者，當面對外在之順境、

逆境，乃至只是單純地對境，有十種將心念轉換，時時繫念於法上的方式，此十

種方式可依所緣境之不同劃分為對事與對人兩類，如下表： 

所緣境 十種轉換心念方法 

對事 

總 

一、轉事入理 

1.所對之境為「事」 

2.因事而思維「理」 

3.由思維理則，跳脫出事相上的侷限，而邁向「解脫」 

別 
三、轉世為出 

1.「境」與「所成利益」之間有世間與出世間的聯想 

                                                 
61《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2, a7-8。 
6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1, b8-9。 
63《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2, a19-20。 
64《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2, a6-7。 
65《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70, a12-13。 



從《華嚴經‧淨行品》探討慈悲心的培養 C-17 

2.如動作、空間上的聯想轉換 

四、轉境成行 

1.從「境」所蘊含之意義引發「所成利益」之修行行為的聯想 

2.如「僧」→合和 

五、相似類轉 

1.對「境」之行為與「所成利益」之行為相似 

2. 更進一步說明該如何做始能有出世之利益 

六、轉因成果 

1.將「境」類比成「所成利益」之果 

2.「境」為因行，「所成利益」為果 

七、轉染成淨 

1.「境」有染污意 

2.「所成利益」中有捨「染」成「淨」之意涵 

九、轉虛同實 

1.「境」與「所成利益」有俗諦、真諦的關係 

十、轉偽歸真 

1.所緣之「境」以世間立場而言，可說是理想的狀態 

2.「所成利益」更進一步引導至出世之層次 

對人 

總 

二、轉人同法 

1.所對之境為「人」 

2.因人而思維「理」 

3.由思維理則，跳脫出事相上的侷限，而邁向「解脫」 

別 

八、轉自同他 

1.所緣「境」為人 

2.「所成利益」方法有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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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 

或許有人會疑惑，相對於〈淨行品〉一百四十一個偈子，所緣境之多元。《慈

經》的修持較為單純，不論身處何處，所處情況為何，只要心繫念於「願一切有

情快樂與安穩！願他們自得其樂！」即可。究竟〈淨行品〉為何如此指導修行者，

目的又是什麼呢？ 

〈淨行品〉戒之特色，包含守護六根不攀外境的根律儀特色，也含有饒益有

情之菩薩戒，以此提供修行者良好的基礎訓練。對於本文所關心〈淨行品〉如何

修慈悲的問題，法藏表示「隨事轉本所習，防淨三業，巧成菩薩二利行」66。也

就是只要隨著對境的當下，藉由「當願眾生」之願，轉換自己慣有之思考模式，

守住身、口、意，使之不貪、不瞋、不癡，便是在修行自利利他的菩薩行了。如

果說一般的讀誦使修行人將法義謹記於心，〈淨行品〉「當願眾生」之發願特性，

正是在對境的當下，不斷重複提起對眾生之慈悲心念。而神經的可塑性證明心靈

對改變腦中思考迴路的力量，透過不斷理事無礙的發願思維，以期能體證自體無

礙之境界。 

 

 

                                                 
66《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5, c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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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淨行品〉與弘一大師 

本章以弘一大師所抄寫經文為例，說明〈淨行品〉在吾人修道上的重要性。

弘一有關華嚴經思想的相關著述僅有〈《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文67，

在其文中被弘一奉為日常定課的僅有〈普賢行願品〉以及〈淨行品〉。本節將以

分析弘一抄經之方法，說明《華嚴經‧淨行品》當為修行菩薩道之入手處。 

 

第一節 弘一大師之佛學思想 

弘一甫出家即為自己立下四個期許：一、放下萬緣，一心繫佛，不作寺院住

持，不披薙出家徒眾。二、不開大座，當以簡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三、

當過行雲流水之生活，不沽名釣利。四、為僧界樹立風範，老實念佛，以戒為師。
68當中「不沽名釣利」、「以戒為師」為此生奉行之標準，實因當時佛教形象僧人

素質不彰，忙於販懺、趨炎，深感戒律是重建三寶尊嚴的唯一路徑，當由自身做

起，其學戒啟蒙可由自書《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中的跋文得知： 

馬一浮居士貽以《靈峰毘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範》，批翫周環，

悲欣交集，因發學戒之願焉。69 

因嚴守戒律的行儀感動好友夏丏尊，學生豐子愷、劉質平及知識分子等之事蹟，

在此不多贅述。弘一雖以雲水僧自居，然對於常住依止之寺院及修行方面指導的

師父，依據戒律該有的拜師一點也不馬虎。 

弘一一生拜過兩位師父，一位是依止阿闍黎，慶福寺的住持寂山老和尚，另

一位是教授阿闍黎，被尊為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的印光大師。受印光大師的影

響，弘一以持名念佛以達念佛三眛為行門之實踐，每遇讀經、念佛上的疑難，變

通函請示印光大師。70然弘一之淨土修行方法與印光略有不同，一九三六年弘一

為閩南佛學院講述「淨土宗入門初步」提到淨土宗有二種：一是專修，二是兼修。

印光為專修，自己則是兼修。 

淨土宗有二種，一是專修，一是兼修。專修者如印光老法師所教。誦《阿

彌陀經》外，惟念一句阿彌陀佛，念至一心不亂，乃至開悟得通，此專修

法門也。……。兼修者，如前諸祖師，皆是提倡禪淨、或密淨、或教淨等

雙修，俱無不可。此是隨眾生根機，不能局定在一處也。……。余所修者，

                                                 
67 筆者查閱《弘一大師全集》第一冊，「大師佛學論述中有若干篇文章如《華嚴經大意》、《華嚴

疏科分》、《金剛經大意》等，有目無文。提他目錄的著作皆與律典相關，故推測大師關於華嚴的

著作，可能只剩〈《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 
68 陳慧劍，《弘一大師傳》，p.211。 
69 林子清，《弘一大師新譜》，p.158。 
70 陳慧劍，《弘一大師傳》，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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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賢行願品〉為主。以此功德，迴向往生西方，可說教淨雙修。71 

由此可知，弘一之所以重視〈普賢行願品〉，除了〈普賢行願品〉是《華嚴經》

描述普賢願菩薩重重無盡大行最重要的一品，更契合著弘一的人生最終目標──

極樂淨土──。 

除了在淨土思想上以華嚴為兼修外，對弘一來說華嚴與戒律的關係也是密不

可分，《華嚴經》中處處提及佛之大悲心以及菩薩代眾生苦，一乘思想之廣大菩

提心是處處展現，而持戒當以為眾生之心而奉行，如同弘一出家的立願，願以自

身為楷模，為佛教注入一股清流。這可從弘一看護患病的愴痕比丘，並為之取名

「律華」略知一二。 

公為愴標名「律華」，自為義有三解：一、奉持律教，如華開敷，當來能

結聖果。(今開花後結果)。二、敬護律儀，則淨域蓮華，漸以敷榮。(受

持戒律功德，能生極樂淨土，見《觀經》)。三、行依律，教啟華嚴。(如

律行持之時，復依《華嚴經》，發廣大宏願)。72 

 

 

第二節 弘一大師之寫經類別與目的分析 

 弘一的佛學思想以華嚴為主軸，從《華嚴疏鈔》校典，指導後學研讀華嚴之

著手處與進層之方法，三百多幅由三種版本《華嚴經》隨心取之而寫成的對聯，

可知弘一對華嚴思想當有一番見解與體悟。現就寫經之類別、目的討論弘一如何

實踐華嚴精神，首先分析寫經之類別與目的，進一步探討華嚴類別之經典與其書

寫目的相關性，得知學習華嚴之入手為〈淨行品〉，而〈普賢行願品〉則為最終

導歸淨土之目標。 

一、分析寫經類別與目的 

筆者首先依《毫端舍利》、《弘一大師傳》整理弘一一生所書寫之墨寶紀錄，

並對照《弘一大師新譜》補充說明書寫之原因，年代統一以西元方式標記，書中

說明書寫此經之目的摘要於備註欄中。過程中發現三本書所記錄略有差異，當中

兩本有紀錄另一本沒有，或是一本有紀錄，而另兩本沒有，筆者皆列入分析並註

明於備註欄中，73若三本書皆有記載，則不特別標註。如下表： 

 

 

                                                 
71 林子清，《弘一大師新譜》，p.367。 
72 陳慧劍，《弘一大師傳》，p.？。 
73 《毫端舍利》、《弘一大師傳》、《弘一大師新譜》，以下簡稱為《毫》、《傳》、《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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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名 時間 備註 

《楞嚴經‧念佛圓通章》 1918/7/14 
予夏丏尊，願同生安養，聞妙法音，回施

有情，共圓種智。 

《地藏經》一節 1918/9 月 夏丏尊喪父，以為迴向。 

《金剛三昧經》 1920/4/8 書予崔旻飛居士供養。 

《無常經》 1920/4/21 亡母五十九周年冥誕迴向。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1920/5 月 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敬書。 

《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

菩薩戒》 
1920/7/2 同門師兄弘傘法師喪母。願福資亡者。 

《佛說大乘戒經》 1920/7/13 出家二周年，迴向法界眾生。 

《十善業道經》 1920/7/29 地藏菩薩聖誕，迴向法界眾生。 

《增一阿含經》 
1920/8~年

底 
敬寫合輯裝訂。 

《雜阿含》 
1920/8~年

底 
敬寫合輯裝訂。 

《本事經》 
1920/8~年

底 
敬寫合輯裝訂。 

《佛說戒香經》 1921/2~3 月 贈穆藕初居士。 

《佛說五大施經》 1921/2~3 月 贈穆藕初居士。 

《佛說木槵子經》 1921/2~3 月 贈穆藕初居士。 

《佛說十二頭陀經》 1921/3/10 

迴向四恩三有，法界眾生，同離結著，集

諸善本，發大乘心，往生西方，速得無上

正真之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1921/4 月 

安居前手書。…願以有部自利，兼學旁部

以利他。…上報世尊之慈恩。下順眾生之

根器。 

《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 1921/4/21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毫》、《譜》有，《傳》沒有。 

《佛三身讚誦》 1921/4/21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佛一百八名讚》 1921/4/21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廣大發願頌》 1921/4/21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無常經》 1921/8/5 亡父三十七周年忌日，以資冥福。 

《佛說略教誡經》 1921/8/5 亡父三十七周年忌日，以資冥福。 

《增一阿含經》 1921/9 月 以上三經均寫於溫州城下寮關中。 

《別譯雜阿含經》 1921/12 月 以上三經均寫於溫州城下寮關中。 

《佛本事經》二段 1921/12 月 以上三經均寫於溫州城下寮關中。 

《阿彌陀經》 1923/6 月 為杭州西冷印社而書，該社為刻於石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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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紀念。 

《華嚴經淨行品偈》 1924/5 月 

黃涵之影印扶桑本《續藏經》施三衢佛學

會，……，為寫《華嚴經淨行品偈》一卷，

並節錄清涼疏文，以奉居士，而報德焉。 

《佛說八大人覺經》 1924/5 月 贈陳伯衡居士。 

《佛說大乘戒經》 1924/夏 
書中只記載有書寫此經，未有任何說明。 

《毫》有，《譜》、《傳》沒有。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 1924/9 月 
書中只記載有書寫此經，未有任何說明。

《毫》、《傳》有，《譜》沒有。 

《梵網經》 1924/仲冬 手書成，馬一浮居士為題一詩。 

《普賢行願品偈》 1926/5 月 
永寧晚晴院論月敬書。 

《毫》、《傳》有，《譜》沒有 

《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

章》 
1926/7 月 

寄蔡丏因居士，屬其付印流通。自許此經

是此生最精工之作。 

《地藏經‧見聞利益品》 1926 年 寫經及手書佛號贈日本竹內居士 

《梵網經》 1927/7 月 

手書此於杭州吳山常寂光寺，李石曾作文

跋之。 

《傳》、《譜》有，《毫》沒有。 

《圓覺本起章》 1929/9 月 
贈弟子孫選青。 

《傳》有，《毫》、《譜》沒有。 

《大方廣佛華嚴經財首頌

讚》 
1930/4 月 

〈菩薩問明品〉中的一小段。 

《毫》有，《傳》、《譜》沒有。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

議境界普賢行願品觀自在

菩薩章》 

1931/2/5 

先慈歿二十六年，…，願以功德迴向先慈

早證菩提。 

《毫》有，《譜》、《傳》》沒有。 

《佛說五大施經》 1932/2 月 
大莊嚴院沙門勝髻敬書。 

《毫》、《譜》有，《傳》沒有。 

《普賢行願品偈句》 1932/2 月 

聞劉質平學《大悲陀羅尼》、《般若心經》，

即書此，以志隨喜。 

《譜》有，《毫》、《傳》沒有。 

《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 1932/5 月 

為趙伯廄先祖母所寫。《毫》、《譜》皆

明《十地品離垢地》，《傳》明《普賢行

願品》。 

《阿彌陀經》 1932/6/5 
為先父百二十齡誕辰。 

《毫》、《譜》有，《傳》沒有。 

《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1932/12/30 

書此於了識法師受持讀誦。 

《毫》有，《傳》、《譜》沒有。 



從《華嚴經‧淨行品》探討慈悲心的培養 C-23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1933 年 劉質平慈母謝世，冀業障消除，往生安養。 

《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

羅尼》 
1935/2 月 敬書以奉汝晉(李汝晉)居士供養。 

《法華經‧普門品》 1935 年 
由上海費範九居士負責影印。 

《傳》有，《毫》、《譜》沒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936/3/21 為金咨甫逝世迴向，懺其業障。 

《藥師如來功德本願經》 1936/5 月 傳貫法師亡母迴向。 

《阿彌陀經》 1936/5 月 
在鼓浪嶼日光巖為常住寫。 

《傳》、《毫》有，《譜》沒有。 

《僧伽六度經》 1936/秋 

本經原為敦煌寫本，由範成法師取得攝

影，再由大師書寫，刻石於南通狼山僧伽

大聖道場。 

《譜》、《傳》有，《毫》沒有。 

《佛說無量壽經》 1936/12 月 致贈日光巖主人清智上人，以報護法之德。 

《佛說五大施經》 1936/12 月 迴向士惟居士。 

《般若心經》 1936 年 

手書此和墨寶數件，贈廈門名醫黃丙丁博

士。 

《毫》有，《傳》、《譜》沒有。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1937/4 月 
書奉伯麟居士供養。 

《毫》有，《傳》、《譜》沒有。 

《華嚴經‧淨行品》 1937/9 月 

贈夢參法師，報湛山護法之勞(青島湛山寺

倓虛法師派夢參書記持函到夏，請師往之

結夏，安居講律)。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1941 年 
為性常法師掩關而寫，作為紀念。 

《傳》有，《毫》、《譜》沒有。 

《藥師經》 1942 年 自書遺屬後，書此贈妙蓮法師(侍者)供養。 

 

從弘一書寫經文之年序可推知三項意義：學佛的心路歷程、佛學思想的重要

依據、書寫經文之發心所在。74為利於下一步統計分析，筆者依弘一佛學思想將

所書寫之經文分為四類：戒律、念佛、華嚴、其他，以及由備註欄摘要出寫經目

的共有五類：迴向眾生、迴向故者、個人修行、贈人、不明。如下表： 

經名 
佛學 

思想 
寫經目的 備註 

《楞嚴經‧念

佛圓通章》 
念佛 迴向眾生 ─ 

予夏丏尊，願同生安養，聞妙

法音，回施有情，共圓種智。 

                                                 
74 李壁苑，〈弘一大師寫經精神中的苦行意志〉，《弘一大師有關人物論文集》，p.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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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經》一

節 
其他 迴向故者 ─ 夏丏尊喪父，以為迴向。 

《金剛三昧

經》 
其他 贈人 供養 書予崔旻飛居士供養。 

《無常經》 其他 迴向故者 父母 亡母五十九周年冥誕迴向。 

《根本說一切

有部戒經》 
戒律 個人修行 ─ 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敬書。 

《佛說梵網經

菩薩心地品菩

薩戒》 

戒律 迴向故者 ─ 
同門師兄弘傘法師喪母。願福

資亡者。 

《佛說大乘戒

經》 
戒律 迴向眾生 出家 出家二周年，迴向法界眾生。 

《十善業道

經》 
戒律 迴向眾生 

地藏菩薩

聖誕 
地藏菩薩聖誕，迴向法界眾生。 

《增一阿含

經》 
其他 個人修行 ─ 敬寫合輯裝訂。 

《雜阿含》 其他 個人修行 ─ 敬寫合輯裝訂。 

《本事經》 其他 個人修行 ─ 敬寫合輯裝訂。 

《佛說戒香

經》 
戒律 贈人 ─ 贈穆藕初居士。 

《佛說五大施

經》 
戒律 贈人 ─ 贈穆藕初居士。 

《佛說木槵子

經》 
念佛 贈人 ─ 贈穆藕初居士。 

《佛說十二頭

陀經》 
戒律 迴向眾生 ─ 

迴向四恩三有，法界眾生，同

離結著，集諸善本，發大乘心，

往生西方，速得無上正真之道。 

《根本說一切

有部戒經》 
戒律 個人修行 安居前 

安居前手書。…願以有部自

利，兼學旁部以利他。…上報

世尊之慈恩。下順眾生之根器。 

《讚禮地藏菩

薩懺願儀》 
其他 迴向故者 父母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毫》、《譜》有，《傳》沒

有。 

《佛三身讚

誦》 
其他 迴向故者 父母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佛一百八名

讚》 
其他 迴向故者 父母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廣大發願 其他 迴向故者 父母 亡母六十冥誕迴向，往生極樂。 



從《華嚴經‧淨行品》探討慈悲心的培養 C-25 

頌》 

《無常經》 其他 迴向故者 父母 
亡父三十七周年忌日，以資冥

福。 

《佛說略教誡

經》 
戒律 迴向故者 父母 

亡父三十七周年忌日，以資冥

福。 

《增一阿含

經》 
其他 個人修行 ─ 

以上三經均寫於溫州城下寮關

中。 

《別譯雜阿含

經》 
其他 個人修行 ─ 

以上三經均寫於溫州城下寮關

中。 

《佛本事經》

二段 
其他 個人修行 ─ 

以上三經均寫於溫州城下寮關

中。 

《阿彌陀經》 念佛 贈人 ─ 
為杭州西冷印社而書，該社為

刻於石幢，以為紀念。 

《華嚴經‧淨

行品偈》 
華嚴 贈人 報護法恩 

黃涵之影印扶桑本《續藏經》

施三衢佛學會，……，為寫《華

嚴經淨行品偈》一卷，並節錄

清涼疏文，以奉居士，而報德

焉。 

《佛說八大人

覺經》 
其他 贈人 ─ 贈陳伯衡居士。 

《佛說大乘戒

經》 
戒律 個人修行 ─ 

書中只記載有書寫此經，未有

任何說明。 

《毫》有，《譜》、《傳》沒

有。 

《佛說八種長

養功德經》 
戒律 個人修行 ─ 

書中只記載有書寫此經，未有

任何說明。《毫》、《傳》有，

《譜》沒有。 

《梵網經》 戒律 不明 ─ 手書成，馬一浮居士為題一詩。 

《普賢行願品

偈》 
華嚴 個人修行 ─ 

永寧晚晴院論月敬書。 

《毫》、《傳》有，《譜》沒

有 

《華嚴經‧十

迴向品初迴向

章》 

華嚴 贈人 弘揚佛法 

寄蔡丏因居士，屬其付印流

通。自許此經是此生最精工之

作。 

《地藏經‧見

聞利益品》 
其他 贈人 ─ 

寫經及手書佛號贈日本竹內居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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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網經》 戒律 贈人 ─ 

手書此於杭州吳山常寂光寺，

李石曾作文跋之。 

《傳》、《譜》有，《毫》沒

有。 

《圓覺本起

章》 
其他 贈人 ─ 

贈弟子孫選青。 

《傳》有，《毫》、《譜》沒

有。 

《大方廣佛華

嚴經財首頌

讚》 

華嚴 個人修行 ─ 

〈菩薩問明品〉中的一小段。 

《毫》有，《傳》、《譜》沒

有。 

《大方廣佛華

嚴經入不思議

境界普賢行願

品觀自在菩薩

章》 

華嚴 迴向故者 父母 

先慈歿二十六年，…，願以功

德迴向先慈早證菩提。 

《毫》有，《譜》、《傳》》

沒有。 

《佛說五大施

經》 
戒律 個人修行 ─ 

大莊嚴院沙門勝髻敬書。 

《毫》、《譜》有，《傳》沒

有。 

《普賢行願品

偈句》 
華嚴 贈人 隨喜學法 

聞劉質平學《大悲陀羅尼》、

《般若心經》，即書此，以志

隨喜。 

《譜》有，《毫》、《傳》沒

有。 

《華嚴經‧十

地品離垢地》 
華嚴 迴向故者 ─ 

為趙伯廄先祖母所寫。《毫》、

《譜》皆明《十地品離垢地》，

《傳》明《普賢行願品》。 

《阿彌陀經》 念佛 迴向故者 父母 

為先父百二十齡誕辰。 

《毫》、《譜》有，《傳》沒

有。 

《佛頂如來密

因修證了義諸

菩薩萬行首楞

嚴經》 

其他 贈人 
與人受持

讀誦 

書此於了識法師受持讀誦。 

《毫》有，《傳》、《譜》沒

有。 

《般若波羅密

多心經》 
其他 迴向故者 ─ 

劉質平慈母謝世，冀業障消

除，往生安養。 

《千手千眼無

礙大悲心陀羅

尼》 

其他 贈人 ─ 
敬書以奉汝晉(李汝晉)居士供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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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普

門品》 
其他 不明 ─ 

由上海費範九居士負責影印。 

《傳》有，《毫》、《譜》沒

有。 

《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 
其他 迴向故者 ─ 為金咨甫逝世迴向，懺其業障。 

《藥師如來功

德本願經》 
其他 迴向故者 ─ 傳貫法師亡母迴向。 

《阿彌陀經》 念佛 贈人 ─ 

在鼓浪嶼日光巖為常住寫。 

《傳》、《毫》有，《譜》沒

有。 

《僧伽六度

經》 
其他 贈人 ─ 

本經原為敦煌寫本，由範成法

師取得攝影，再由大師書寫，

刻石於南通狼山僧伽大聖道

場。 

《譜》、《傳》有，《毫》沒

有。 

《佛說無量壽

經》 
念佛 贈人 報護法恩 

致贈日光巖主人清智上人，以

報護法之德。 

《佛說五大施

經》 
戒律 迴向故者 ─ 迴向士惟居士。 

《般若心經》 其他 贈人 ─ 

手書此和墨寶數件，贈廈門名

醫黃丙丁博士。 

《毫》有，《傳》、《譜》沒

有。 

《般若波羅密

多心經》 
其他 贈人 ─ 

書奉伯麟居士供養。 

《毫》有，《傳》、《譜》沒

有。 

《華嚴經‧淨

行品》 
華嚴 贈人 報護法恩 

贈夢參法師，報湛山護法之勞

(青島湛山寺倓虛法師派夢參書

記持函到夏，請師往之結夏，

安居講律)。 

《華嚴經‧普

賢行願品》 
華嚴 贈人 法師閉關 

為性常法師掩關而寫，作為紀

念。 

《傳》有，《毫》、《譜》沒

有。 

《藥師經》 其他 贈人 供養 
自書遺屬後，書此贈妙蓮法師

(侍者)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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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表可知弘一一生曾寫過的經文共有五十七經，依其佛學思想可分為：

念佛相關六經、戒律相關十五經、華嚴相關九經、其他二十七經。「其他」此一

類別幾乎佔了一半，或許這也反映了弘一大師雖以戒律、淨土、華嚴為其思想主

軸，然在閉關、整理經藏的過程中，仍是閱讀了各式佛典，堪為博覽群經的一位

法師，大致內容有：佛法中的根本教理，如《雜阿含》；佛陀過去生之故事，如

《本事經》；中國孝道思想相關，如《地藏經》；讚佛偈、《藥師經》；空思想相關

經典，如《心經》、《金剛經》，另外還有《楞嚴經》、《圓覺經》等。值得一提的

是，龔雋認為「在弘一的華嚴思想中，不僅重視《華嚴經》以及華嚴祖師的思想

脈絡，還廣及整個華嚴思想的系統經論，如《楞嚴經》、《起信論》」75，乃至可

能受到楊文會影響依著《起信論》、楞嚴經》、《圓覺經》的思想脈絡依解起行便

可證入一真法界，最後迴向淨土，成就佛道。76然筆者仍將《楞嚴經》與《圓覺

經》劃分為「其他」，原因有三，第一、《楞嚴經》與《起信論》是否屬於華嚴思

想的系統，筆者認為中國各宗多數受兩者的影響，不能說其單屬華嚴思想。第二、

筆者仔細查閱學者所引之原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弘一僅敘述曾閱讀過《楞

嚴經》與《起信論》，並未說明此二為華嚴思想系統。第三、依楊文會見解依此

序閱讀經論，可證一真法界，迴向淨土，成就佛道。筆者認為或許弘一真依循前

人經驗故有涉獵，然仍不足以證實在弘一的思想體系中此三經論各屬哪一思想體

系。由此三理由，筆者將《楞嚴經》與《圓覺經》歸納為「其他」。比例分析表

如圖一所示： 

  

    綜合備註欄所記錄寫經之目的有五類：迴向眾生四經、迴向故者十六經、個人

修行十三經、贈人二十二經、用意不明二經。其中，若書寫時間地點為閉關時期或

沒有出現與任何居士互動之紀錄，則歸為「個人修行」；若三本書中紀錄此經的紀

                                                 
75 龔雋，〈弘一大師「華嚴思想」探究及歸向〉，《弘一大師人格與思想論文集》，p.545。 
76 龔雋，〈弘一大師「華嚴思想」探究及歸向〉，《弘一大師人格與思想論文集》，p.546。 

圖一：弘一大師寫經類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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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出現與居士互動，但未明贈人與否，則為「其他」，如《法華經‧普門品》只記

載「由上海費範九居士負責影印」。比例分析表如圖二所示： 

  

 

二、類別屬「華嚴」與目的屬「贈人」之相關性 

    弘一寫經是經過挑選，必定對經文義理有深刻體會，且所寫經文能使受者

在思想上得以接受，故弘一除了寫好備著送有緣人的對聯，要不必定以能使對

方有所感悟而書寫經典，77在寫經目的中「贈人」所佔的比例最高為 59.46%，共

有二十二部經，所寫類別念佛、戒律、華嚴之次數不相上下，反倒是其他共有

十經，如圖三所示。「贈人」在題跋中有清楚寫明目的有六類，多數未標明原

因，這或許正顯示出這些有清楚目的經典對修習佛法者的重要性，如圖四所示。

雖然以數學的統計來說，有些資料並不明確，但筆者希望透過統計數字的方式

呈現，以推知弘一大師寫經之心路歷程，明瞭對弘一來說如何運用《華嚴經》

修行之思想。 

 

                                                 
77 陳慧劍，〈弘一大師華嚴思想脈絡之尋繹〉，《弘一大師論》，p.138。 

圖二：弘一大師寫經目的百分比 



C-30 2016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前面提到弘一書寫經典之目的有五項：迴向眾生、迴向故者、個人修行、贈

人。在「迴向」方面較偏於心願上的祝福，不論是對象是現世的眾生或已故的家

人、朋友，都是站在希望所有的有情眾生都能成就佛道立場而書寫。「個人修行」

上，大約為弘一在閉關中所抄寫的經典，較屬於個人用功部分。關於「贈人」方

面，筆者認為恰是身為一位寫經者自利利他的綜合表現，既包含了個人修行後的

內化、體悟而選的體裁，也包含了思考該送什麼樣的經典給所贈與的對象，以期

佛法能對對方所啟發之悲心。有次一位弟子向弘一大師問：「世人求字不求法，

圖三：寫經目的「贈人」中之各經類別 

圖四：寫經目的之「贈人」原因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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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予之？」法師說：「吾字即佛法，求吾字及求佛法」。78有關弘一的墨寶分為

佛經之偈送與經典，不論這段對話所指「求字」為何，皆能呼應范古農鼓勵弘一

以書法接引世人，79以及印光大師期許「書經乃欲以凡夫心臟，轉為如來智慧，

比新進士下殿試場，尚須嚴恭寅畏，無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業識心，成如

來藏。于選佛場中，可得狀元。」80，也可說實現弘一初出家之心願：「不開大座，

當以簡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故筆者欲以書寫經典中類別屬於「華嚴」

與目的屬於「贈人」兩者之關聯性，提出華嚴入手修行為〈淨行品〉，最後圓滿

目標為〈普賢行願品〉之看法。 

圖五中書寫經典屬華嚴相關共有九部，其書寫目的：二部為迴向故者、兩部

為個人修行、五部為贈送予人。在弘一書寫五十七部經典當中，華嚴相關經典佔

了九部，比例 15.79%，相對於念佛 10.53%、戒律 26.32%並不算高。值得注意的

是，在書寫九部華嚴相關經典當中，全部有清楚的書寫原因，且目的為贈人的五

部經典中，占了贈人項目中清楚載明原因的一半(請見圖四)，分別為：〈淨行品〉

書寫兩次，贈予黃涵之報答影印《續藏經》與贈予夢參法師護法之恩，〈十迴向

品初章〉贈予蔡丏因居士，並吩咐其付印流通以弘揚佛法，〈普賢行願品〉書寫

兩次，贈予劉質平居士隨喜他修學佛法與贈予將閉關的性常法師。 

 

 

弘一雖未留下華嚴相關著書，但是蔡丏因與他討論華嚴相關問題最多，我們

可從他與蔡丏因往來書信，以及他於《華嚴集聯三百》一書提出研究華嚴的專文

                                                 
78 王秋香，〈記弘一法師書法的啟示〉，《弘一法師‧翰墨因緣》，p.73。 
79 林子青：「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弘一大師新譜》，

p.160。 
80 轉引李璧苑，《毫端舍利─弘一法師出家前後書法風格之比較》，p.180。 

圖五：寫經類別「華嚴」與目的「贈人」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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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窺知一二。弘一每日定課必讀〈普賢行願品〉81，

且認為「〈行願品〉為全經宗趣」82，指導蔡冠洛(即蔡丏因)而作〈華嚴經禮誦日

課〉當中一段儀軌有普賢行願品，〈研習入門次第〉讀誦篇也以〈普賢行願品〉

為主，兼讀〈淨行品〉，可知弘一對〈普賢行願品〉的重視。龔雋認為：「晚清以

來，以華嚴為理境和以西方淨土為實踐的結合，成為中國之事佛教界一個很重要

的潮流。」83弘一本身也認為〈普賢行願品〉之所以重視即因為其願而「引導往

生極樂，乃至成佛」，84是故筆者認為〈普賢行願品〉對弘一的重要性在於以華

嚴為教理背景，得以到達淨土，乃至圓滿佛菩提之目的。弘一認為每日當讀誦〈普

賢行願品〉與〈淨行品〉85，且引清末民初徐文霨：「淨行一品，念念不捨眾生。

夫念念不捨眾生，則我執不破而自破……勝異方便，無以逾此。」86斷我執為佛

法修行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弘一認為念佛至三昧的境界，也能如修禪人一樣破

我執，若無法當生證得念佛三昧，來日往生淨土見佛聞法時，也必定見惑即斷。
87可見弘一發願往生淨土目的其實在於能確保斷我執，而成就「不為自身求安

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之菩提心願。 

 

 

第三節 小結 

修學佛法當解行並重，若無「解」，等同忙修瞎練；若無「行」，如同說食數

寶。在佛學思想與實踐上弘一是「於律、於教(華嚴)、於淨，一以貫之」88，真

實目的便是為了斷破我執、圓滿佛菩提，是以雖鮮少講經說法，在講經時卻總講

〈普賢行願品〉，期望喚醒眾人的菩提心，然而對於接引進階的修行者，弘一又

展現出另一種關懷，如面對夢參法師與黃涵之這樣的修行者、護法時，尤其夢參

法師以弘揚《華嚴經》廣為人知，是以〈淨行品〉相贈，期望對方以此入手而斷

破能所見。是故，筆者推論，對於弘一大師來說，〈普賢行願品〉是由華嚴導歸

極樂，解行一致的經典依據，而〈淨行品〉則為華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由一

事而事事無礙之修行下手處。 

 

 

 

                                                 
81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p.278。 
82 陳慧劍，〈弘一大師華嚴思想脈絡之尋繹〉，《弘一大師論》，p.155。 
83 龔雋，〈弘一大師「華嚴思想」探究及歸向〉，《弘一大師人格與思想論文集》，p.533。 
84 轉引龔雋，〈弘一大師「華嚴思想」探究及歸向〉，《弘一大師人格與思想論文集》，p.547。 
85 陳慧劍，〈弘一大師華嚴思想脈絡之尋繹〉，《弘一大師論》，p.157。 
86 中國佛教協會，《弘一法師》，p.98。 
87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p.232。 
88 轉引自陳慧劍，〈弘一大師華嚴思想脈絡之尋繹〉，《弘一大師論》，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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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理想菩薩行者的修行，智慧與慈悲當均衡地發展，最後佛菩薩「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之「大悲」精神即是由獲得無我智慧後而開展。本文由慈悲的修習之

動力得出，慈悲的基本核心概念為「惦記眾生」，原則上為從有我之慈悲到無我

之慈悲。〈淨行品〉擁有菩薩戒與菩薩誓願之特色，恰可為欲培養菩薩般慈悲心

量的修行者，提供一日常生活的修習著力點。本文藉由弘一大師對〈淨行品〉的

重視，認為《華嚴經‧淨行品》在培養修行者斷我執，以及菩薩道之行者應具有

「悲心」特質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淨行品〉重視每個對境當下應提起「當願眾

生」之心，以滋養吾人心中「人與人良善互動之慈悲心」，並以對境轉念的方法，

指導吾人時時皆正知、正念不離空理知法義，為成就佛菩薩之大悲奠定無我智慧

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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