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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起與華嚴宗的哲學基本問題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教授 

沈順福 

摘 要 

 從華嚴宗來看，體用觀在其哲學理論體系中並沒有特別的地位與作用。它僅

僅是佛教哲學觀察世界的眾多方式中的一種。這種解釋模式以為「體用一對，謂

此經中凡舉一法，必內同真性、外應群機，無有一法體用不具。」萬物皆可以通

過體用得到哲學性解釋。早期佛教之體，大約分為兩類，即空與心。按照般若學

的立場，體即性空。空即萬物之體。現實的萬相無非性體隨緣之用、相。按照唯

識學的立場，萬法唯識，心為識體，識為心用。心與萬物的關係被視為體用關係。

這種解釋模式，十分類似於貝克萊的現象主義，以為存在就是被感知。其中，感

知之心或心的感知活動是存在物的本體（being），現實的存在物便是這種心靈感知

的結果，屬於現象。故，體用關係，大體上揭示了事物存在的本體與現象的關係，

其中體側重於本體，用類似於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將真如、空視為體或事

物的本體。這種存在本體，完全區別於具體之物，甚至不屬於實體。它是徹底的

空無，屬於完全的抽象者。這種徹底的抽象存在的誕生，從中國哲學史來看，無

疑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具體的、形象的本源變成了抽象的、思辨的本原。實體的

載體變成了虛無或無體之體。無體之體與體用之辯屬於純粹的思辨哲學用法。這

種思辨哲學概念的誕生與思維模式的出現，在中國哲學史上是里程碑性的。從此，

中國哲學開始了自己的思辨哲學。從華嚴宗來看，它不僅運用了體用論這樣的思

辨哲學，而且對體用關係做出了自己的獨特的解釋。其中最突出之處在於體的內

涵的豐富化，即，體不僅僅是體，而且內含用，體用合一而為體。體不再是單純

的無體之體，而且包含著隨緣之用。這種新型體用觀，對於早期的單一的體用論

來說，無疑前進了一步。這也為其一即一切的世界觀提供了理論基礎。 

關鍵詞：華嚴宗、體用、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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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華嚴宗的哲學基本問題？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華嚴宗的產生，是兩種不同文化即中國本土文化與印度文化交匯的結果。因

此，華嚴宗面臨的問題顯然是這兩種文化的邏輯發展的結果。一方面，中國本土

哲學，經漢代經學、魏晉玄學的演變，到唐代佛學時期，面臨著哪些問題？另一

方面，印度佛學，尤其是以《華嚴經》為代表的大乘佛學，面臨著哪些問題？這

兩個傳統所帶來的問題，交匯於華嚴宗，並最終匯成了華嚴宗所面臨的問題。 

一、具體的魏晉玄學與唯心的大乘佛學 

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是王弼、嵇康和郭象等。他們以自然人性為本，禮教等

制度文明為末，主張崇本舉末。 

王弼說：「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1萬物以道為本。道，王弼以為：

「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謂也。」2道，從物的角度來說便是物性。故，《老

子》「其大歸也，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3對道

的追求，乃是對人性自然的尋找：「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

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

違自然，乃得其性。」4率性而自然。人性自然是本。 

王弼說：「夫載之以大道，鎭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

事用其誠，則仁徳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

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

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倶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

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

匠也。」5禮教等是子、末。正確的態度是「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

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6 

自漢代以來儒學獨霸、名教至尊。至尊的名教、禮教對人性形成了某種壓迫，

以致於出現禮教為重、人性為輕的現象。禮義制度對人性，不僅僅形成了約束，

而且造成了迫害。鑒於此，王弼提出「貴無論」，以批判禮義制度而享譽於世。但

是事實上，他的真正立場仍然是崇本舉末。 

                                                 
1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 196 頁。 
2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 197 頁。 
3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 196 頁。 
4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 65 頁。 
5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 95 頁。 
6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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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認為，對於人來說，人性是最根本的，而「人性以從欲為歡，……從欲

則得自然」7人性自然是嵇康的追求。同時，他也看到了禮教與人性自然之間的矛

盾與衝突：「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為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

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途，故奔騖而不覺。」8甚至提出「越名教而任

自然」的極端主張。然而，在嵇康的這種貌似於禮義徹底決裂的態度與主張下，

掩蓋著一顆對儒家禮義的篤信與真誠：「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非義不

言。……人皆薄義而重利，……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9仁義忠敬

無不是嵇康崇尚的價值觀。所以，從根本上來看，嵇康還是認可名教的積極意義

的。從他的終極追求與對禮教的某種認可的綜合來看，嵇康的觀點和王弼的基本

一致：崇本舉末，以人性自然為本，禮教制度為末。 

郭象首先贊同《莊子》的任性自然的觀點：「夫與內冥者，游於外也。獨能遊

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

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10聖人能任物之

自然，從而天性自足。 

同時，郭象認為，任性自然之後的名分等，即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可以接納

的：「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向隨。夫順物則名跡斯立，

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向

也，影向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尚

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11他甚至提出：「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

豈真人之所為哉！」12禮義等是天理，因此也是合理合法的。郭象以人性自然為根

本，並以為禮義隨之而來，因此也是合法的。這一立場也是一種崇本舉末論。 

本末論正確地描述了自然人性與禮義道德之間的關係。但是二者的這種關係

依然停留在具體而形象的關係中，即人性是本，禮教是末。可是二者之間並沒有

出現本質性的差異，即本末之間僅僅屬於程度的不同。那麼，它們僅僅是程度的

差異嗎？是否具有質的不同？這便是魏晉玄學所面臨的重要理論問題。後來的體

用論便回應了此類問題。 

華嚴宗以《華嚴經》為經典，是對以《華嚴經》為代表的大乘佛學的繼承。《華

嚴經》有一著名的唯心偈：「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

                                                 
7 夏明釗，《嵇康集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43 頁。 
8 夏明釗，《嵇康集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43 頁。 
9 夏明釗，《嵇康集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05-311 頁。 
10 《莊子注．大宗師》 
11 《莊子注．德充符》 
12 《莊子注．齊物論》 



304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

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13世間一切無非心作。這

是《華嚴經》的基本世界觀。法藏將其總結為：「三界虛妄，唯一心作。」14萬法

唯心作。這種唯心主義的世界觀至少面臨著兩個難題。其一，心作萬相，似乎心

在先，相在後。這種心物分離的立場遭到了天臺宗的批判和糾正。後來的華嚴宗

也逐漸接受了這種共具互融的世界觀。其二，心作萬相，即是緣起。而緣起的問

題是：緣意味著無自性者。既然是無自性者，如何作萬相？故，緣起之空便是性。

此即無性之性。 

針對魏晉玄學與《華嚴經》的雙重文化所帶來的歷史與邏輯問題，華嚴宗以

性起說進行了回應。 

二、從心向性：體用論的產生 

華嚴宗繼承了《華嚴經》的基本立場，將心視作世界存在的根本，並稱之為體。

法藏說：「一體者，謂自性清淨圓明體。然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來，性

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性體遍照，無幽不燭，故曰圓明。

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亦可在聖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

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

之所了。」15法藏將這一心體稱作「自性清淨圓明體」，意指此心本性自足、自性清

淨、遍照圓明。這種自足的心靈是世界萬物存在的根基或載體，此即體。心是體。 

此心體產生兩種形式的顯現或曰「用」，即，「海印森羅常住用」與「法界圓

明自在用」。所謂「海印森羅常住用」，「言海印者，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象

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止息，海水澄清，無象不現。《起信論》云：『無

量功德藏，法性真如海。』所以名為海印三昧也。《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

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謂一心也。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即是一法界

大總相法門體。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唯一真如。故言海印三昧也。《華

嚴經》云：或現童男、童女、形天龍及以阿修羅乃至摩睺羅伽等，隨其所樂悉令

見，眾生形相各不同，行業音聲亦無量。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威神力。依

此義故，名海印三昧也。」16「海印森羅常住用」即心現萬相。它揭示了世界萬物

的形成機制：依心起萬相。世界萬物依心而在。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 9 冊，第 465 頁。 
14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15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7 頁。 
16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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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法界圓明自在用，是華嚴三昧也。謂廣修萬行、稱理成德，普周法界

而證菩提。……良以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何有飾真之行？不從真起此，則真該

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真源，相無不寂。故曰法界圓明自在用也。《華嚴經》云：

嚴淨不可思議刹，供養一切諸如來，放大光明無有邊，度脫眾生亦無限，施戒忍

進及禪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如是一切皆自在，以佛華嚴三昧力。依此義故，名

華嚴三昧也。」17所謂「法界圓明自在用」，又叫作「華嚴三昧」，即盡心修行，證

得菩提。 

「海印森羅常住用」揭示了萬物存在的原理：心生萬相。「法界圓明自在用」

突出了心在證得涅盤中的作用。前者揭示了心的存在論意義。後者強調了心的實

踐論價值。無論是存在論的角度，還是實踐論的視角，它們顯示了心之用。由此，

誕生了體用論，其中心是體，而生兩種用，即現象之物和實踐之行。 

心依此二用而周遍塵世。這便是塵的三種形態，即「一塵普周法界遍」、「一

塵出生無盡遍」、「一塵含容空有遍」。所謂「一塵普周法界遍」，即「塵無自性、

攬真成立。真既無邊，塵亦隨爾。」18塵即現實事物，它本無自性，故而依真如而

得以普遍周在。現實中的萬物都是無自性的。 

所謂「一塵出生無盡遍」，即「塵無自體，起必依真。真如既具恒沙眾德，依真

起用亦復萬差。……當知一塵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

淨、即因即果、即同即異、即一即多、即廣即狹、即情即非情、既三身即十身。何

以故？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法如是故，十身互作自在用故，唯普眼之境界也。如

上事相之中，一一更互相容相攝，各具重重無盡境界也。」19客觀事物既是理，又

是事；既是因，又是果；既是一又是多等等。它是一多、因果、理事等的統一體。 

所謂「一塵含容空有遍」，即「塵無自性即空也，幻相宛然即有也。良由幻色

無體必不異空，真空具德徹於有表。觀色即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

悲而不住涅盤，以色空無二、悲智不殊，方為真實也。」20客觀事物即空即色，這

才是真實、事物的真諦。客觀事物是空性與色有的統一體。 

依心顯現的塵的總和，被稱為法界：「即一小塵緣起，是法；法隨智顯，用有

差別，是界。此法以無性故，則無分齊，融無二相，同於真際，與虛空界等，遍

通一切，隨處顯現，無不明瞭。然此一塵，與一切法，各不相知，亦不相見。何

以故？由各各全是圓滿法界，普攝一切，更無別法界，是故不復更相知相見。……

                                                 
17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7 頁。 
18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7 頁。 
19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8 頁。 
20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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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性相不存，則為理法界；不礙事相宛然，是事法界。合理事無礙，二而無二，

無二即二，是為法界也。」21法界分為理法界與事法界，簡稱理、事。理法界即性

相不存，事法界即事相宛然。「事者心緣色礙等。理者平等真如。」22理即真如、

真諦。事即顯現色相，即現象。什麼是真如、真諦？「如見塵相圓小，幻有現前，

是世諦。了塵無體，幻相蕩盡，是真諦。」23顯現即俗諦。顯現空無自性，便是真

諦。因此，事即俗諦、世諦、顯現、現象，理即真如、真諦、空性。它是事物的

本真，或曰本體。 

從色空角度來說便是色空無二。色即是空：「如見塵從緣成立是色。色無體，

故是空。」24「空即是色。」25色空不礙：「色舉體不異空，全是盡色之空，故即色

不盡而空現。空舉體不異色，全是盡空之色，故即空即色而空不隱也。是故菩薩

觀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味法。」26色非斷空，而是真空。真

空即色空不二。 

理事無礙、色空不二的立場，從思辨哲學的角度探討了萬物存在的本質或基

本原理，即，現實的萬有僅僅是色、事。它的真正本性即真如則是空。且不論空

是否屬於真實者，至少在此，它將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從現實的經驗視域引導至

至超經驗的領域，即真如界。至此，人們的思維領域發生了改變，出現了現實的

經驗界與超經驗的真如界。真如世界、理世界、真諦的出現標誌著人們對世界的

超越性思維的誕生。這對於中國哲學比如玄學來說，無疑是革命性貢獻。 

從印度佛教來看，萬法無自性。可是心生萬相。如果心是空無，則萬相失真。

故，為了化解此種困境，華嚴宗採用了體用論。心是體，其顯現便是用，包括萬

相和修行。當心被視為體時，此心此體便獲得了實體性，故而名性。「不改名性，

顯用稱起，即如來之性起。又，真理名如名性，顯用名起名來，即如來為性起。」
27性即真如，它是不改者（絕對不變者，即如）。起即產生、發生、呈現（來）性

起即真如顯現。故，性起即本體能依與所依，或者說體用相依。《華嚴經》主張萬

相唯心作。華嚴宗依此提出心起、性起。心起即心作萬物。萬物因此而空。空無

自性之真、理依託色、事得以呈現。這便是性起。性起論描述了其基本世界觀：「性

從緣現故名性起。」28性即真如性，它隨緣而現，故名性起。 

                                                 
21 《華嚴經義海百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27 頁。 
22 《華嚴經問答》，《大正藏》第 45 冊，第 598 頁。 
23 《華嚴經義海百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2 頁。 
24 《華嚴經義海百門》，《大正藏》第 45 卷，第 630 頁。 
25 《華嚴發菩提心章》，《大正藏》第 45 卷，第 652 頁。 
26 《華嚴發菩提心章》，《大正藏》第 45 卷，第 652 頁。 
27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28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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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作萬相轉向性起萬相，標誌著其主題的轉變：由心轉向性。印度佛學，

乃至印度哲學的核心主題是心，或者說「自我」。到了中土，思想家們從心轉向

了性，以性來理解心。心作萬相成為性起萬相。心向性的轉變標誌著佛學的中

國化。 

三、佛體名性 

性起不僅導引出理事無礙法界，而且直接指向成佛。 

在法藏看來，《華嚴經》之意乃「一為明諸法無定相故。二唯心現故。三如

幻事故。四如夢現故。五勝通力故。六深定用故。七解脫力故。八因無限故。九

緣起相由故。十法性融通故。」29唯心觀、幻事觀、如夢現等合為一處，即唯心世

界觀。勝通力、深定力、解脫力合為一處，側重於宗教實踐的方式。因無限、緣

起相由、法性融通等，則揭示了華嚴宗的見解：緣起與法性融通，即所謂的法性

緣起、事事無礙。 

「經意」之後，便是「經益」，即《華嚴經》的作用，現為十種：「一見聞

益。二發心益。三起行益。四攝位益。五速證益。六滅障益。七轉利益。八造修

益。九頓得益。十稱性益。」30所謂見聞益者，即「依此普法，見聞如來及此遺法。

所種善根成金剛種，不可破壞，要必成佛。如《性起品》云：『若有得經卷地如

來塔廟禮拜供養，彼眾生等，具足善根滅煩惱患，得賢聖樂。佛子乃至不信、邪

見眾生見聞佛者，彼諸眾生於見聞中所種善根果報不虛，乃至究竟涅盤，斷一切

惡諸不善根，具足善根。佛子於如來所，見聞供養恭敬，所種善根不可言說、不

可為喻。何以故？如來不可思議、過思議故。』」31見聞此法，即得善根，並終究

成佛。成佛是《華嚴宗》帶給眾生的禮物。 

成佛是華嚴宗的目標。能否成佛、如何成佛便是迫切的問題。能否成佛的第

一個要素便是：是否具備成佛的可能性。這也是佛性的第一個內涵：佛性乃成佛

的依據或可能性。 

故，智儼說：「佛性者是一切凡聖因，一切凡聖皆從佛性而得生長。」32佛性

即成佛之可能性，是因。法藏曰：「初一總謂成就諸行能為佛因名如來性。堅心

攝成名守名持。下別顯所成果德。各對辨因故皆云性。性者因故也。一成佛果化

物因。二淨刹因。三佛地業用無盡故云不壞令成彼因故云性。四成量智因。五理

                                                 
29 《華嚴經旨歸》，《大正藏》第 45 冊，第 594 頁。 
30 《華嚴經旨歸》，《大正藏》第 45 冊，第 595 頁。 
31 《華嚴經旨歸》，《大正藏》第 45 冊，第 595 頁。 
32 《華嚴五十要問答》下卷，《大正藏》第 45 冊，第 5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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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因。六身通因。七語辯因。八涅盤因。九菩提因。上二意業也。是名下第三結

名。上來第一明位行竟。」33性即是因。成佛是果。 

佛性的第二個內涵是：它是未來功德果（佛）的規定性。法藏說：「佛性者，

謂覺塵及一切法，從緣無性，名為佛性。經云：『三世佛種，以無性為性。』此但

一切處，隨了無性，即為佛性。不以有情故有，不以無情故無。今獨言有情者，

意在勸人為器也。常於一塵一毛之處，明見一切理事無非如來性，是開發如來性

起功德，名為佛性也。」34佛性乃佛之規定性。譬如，「因位菩薩由佛而成即是佛

性，由菩薩自成即菩薩性也。」35佛性、菩薩性各自分別、各自規定。佛性乃佛的

規定性。 

這種規定性，進一步說來，便是佛的理念。澄觀曰：「體同曰性。相似名種。

故關中云：『如稻自生稻，不生余穀。』此屬性也。『萌幹花粒，其類無差。』此

屬種也。二果種性。關中云：『佛報唯佛，其理不差。』即性義也。『說法度人，

類皆相似。』此種義也。果之種性，緣真理生，故云從緣。故釋此偈云：佛緣理

生。理既無二，是故說一乘耳。」36性即體、種指類。比如，稻子與余穀的差別便

在於性。因此，性乃一物為一物、區別於它物的規定性。佛性是佛之所以為佛的

規定性。這種規定性，用朱熹的話說便是「理」，用柏拉圖的話說便是「理念」（idea）。 

根據印度《瑜伽師地論》的觀點，法藏亦將種性分為兩種：「本性住」與「習

所成」，簡稱本性與習性。所謂「本性」，即「諸菩薩六處殊勝有如是相，從無始

世，輾轉傳來法爾所得。……此中本性，即內六處中意處為殊勝，即攝賴耶識中

本覺解性為性種性。」37本性即眾生第六識即意識所具有的、天生而來的東西。

它的功能是覺解。這種覺解能力是天生的本性。所謂習性，即「先串習善根所

得。」38通過後天的學習而養成的習性。本性與習性合成種性。法藏認為：「《經》

說習故成性。《論》中說為依性起習。良以此二互成緣起無二相故。《經》《論》互

說，義方備足。又《經》說種性在發心後。《論》中種性在發心前。」39本性與習

性是兩種不同的理解角度。經驗的《經》強調習性，由經驗而習得種性，故習性

或發心在先；思辨的《論》強調本性，認為依性起習，本性置先、發心起後。 

習性不離本性：「故無習時亦無彼性。由此亦立無性有情。先無後有非性種

                                                 
33 《華嚴經探玄記》卷 7，《大正藏》第 35 冊，第 253 頁。 
34 《華嚴經義海百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31 頁。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大正藏》第 35 冊，第 39 頁。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第 36 冊，第 55 頁。 
37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38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39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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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此亦不然。以習成處定先有性。愚位未習，故不說性。後起習已，不名無習。

是故習成，後說有性。隨於諸乘串習何行。爾時即說本有彼性。」40習前必有性。

習成而說有性。 

本性與習性的結合總稱種性。本性天生、習性修得。那麼，是不是人人皆可

成佛呢？這涉及到華嚴宗的判教理論。法藏將佛教經典判為五等，小乘教、大乘

始教、大乘終教、大乘頓教和圓教。「若依小乘種性有六種。……於此教中除佛

一人，餘一切眾生皆不說有大菩提性。餘義如小乘論說。」41在小乘教，談不上眾

生成菩提問題，更甭提成佛了。佛即釋迦牟尼佛自個，沒有他人。「或一切皆無，

唯除佛一人。」42後來有三乘教。「始教」主張「就有為無常法中立種性故，即不

能遍一切有情。故五種性中，即有一分無性眾生。」43 「或亦有亦無，如始教說，

以許一分無性故。」44並非一切有情眾生皆有佛性。 

「終教」主張「一切眾生，皆悉有性故。……一切眾生有涅盤性。……我常

宣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45「或一切皆有，唯除草木等。」46「終教」以為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 

「頓教」主張「唯一真如，離言說相，名為種性，而亦不分性、習之異。以

一切法由無二相故，是故諸法無行。」47「或非有非無，如頓教說，以離相故。」
48頓教離絕名相，從而不分性、習之異。 

以《華嚴經》為經典的圓教，「或具前四，如一乘方便處說，或即因具果通三

世間，如圓教說。」49它綜合了前四類經典，「若依圓教，即約性海圓明、法界緣

起、無礙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伴圓融。故說十心以顯無盡，如《離世

間品》及第九地說。又，唯一法界性起，心亦具十德。如《性起品》說。此等

據別教言。若約同教，即攝前諸教所說心識。何以故？是此方便故，從此而流

故。」50圓教乃圓融的世界。從圓教的角度來看，「無有出世功德因故，永不滅度，

由是道理，諸佛利樂有情，功德無有斷盡。」51人皆可以成佛。 

                                                 
40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6 頁。 
41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42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8 頁。 
43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44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8 頁。 
45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6 頁。 
46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8 頁。 
47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48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8 頁。 
49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8 頁。 
50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51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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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性說，不僅有效地消解了各類經典對於成佛、佛性的不同立場之間的矛

盾或對立，而且也使修行成為必要：「諸乘種性皆就習說」52，即聲聞乘、緣覺乘

和菩薩乘種性皆修行而得之種性，即習性。「以《論》說種性，必具性習。既已

有習，必已修行。若已修行，必至堪任。若不從愚夫至堪任已來中間修此串習行

者，更何位修也？以於愚位未修習故。得位已去，具第二住故。是故當知：從愚

位未修，串習行至彼，堪任串習方成，故得性習通融，以為種性。」53從《論》角

度來說，性在習先。習即修行。 

眾生與佛區別在哪兒？答曰：「夫真源莫二，妙旨常均。特由迷悟不同，遂有

眾生及佛。迷真起妄，假號眾生。體妄即真，故稱為佛。迷則全迷真理，離真無

迷。悟則妄本是真，非是新有。迷因無明橫起，似執東為西。悟稱真理而生，如

東本不易。就相假稱生佛，約體故得相收。不見此源，迷由未醒。了斯玄妙，成

佛須臾。」54眾生與佛的區別僅僅在於迷與覺。覺悟即佛，故成佛須臾。其所謂迷

即迷於真諦之不明，如以色為實，尤其是持斷空之論，而非真空。迷於色有、事

幻，也迷於空虛、真玄。覺悟即覺悟真諦，即知真理、真空。覺悟此者，即為佛。 

佛性是佛之性。有了佛性，眾生成佛便有了指望。於是，成佛也成為眾生的

理想或嚮往，並因此與中國古典文化中的成聖、成仙等相並列，構成中國傳統文

化的一大特色。 

四、性起證真 

性是真如，起是顯用。真如是理。理性所起，即是行性。 

法藏說：「佛性有二：一理性，二行性。此二地前，為障所纏，如金在礦。一

大僧祇勤修資糧，及加行力、發本行性，生得初地、初無流智及顯理性。一遍滿

義如金出礦。此中信等是行性，所發初無流法。又如彼金新出沙礦，更須火練，

令其清淨。地法亦爾。初一刹那所生無漏，唯行性力。第二念去，更重新熏，增

益轉盛。況今至此地、滿果位，燒煉純熟，所況如是。」55理依行顯。 

起乃顯現，故理實行需：「既行依理起，即行虛性實。虛盡實現，起唯性起，

乃至果用，唯是真性之用，如金作鐶等。鐶虛金實，唯是金起，思之可見。」56虛

盡實現，便是性起。 

                                                 
52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6 頁。 
53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第 486 頁。 
54 《大華嚴經略策》，《大正藏》第 36 冊，第 704 頁。 
55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314 頁。 
56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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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理虛行之間是統一不離的：「以理性即行性。是故起唯理性起。此與前門

何別者？前約以理奪行說。今約理本具行說。問：理是無為，行是有為。理顯為

法身。行滿為報身。法報不同，為無為異，云何理性即行耶？答：以如來藏中具

足恒沙性功德故。《起信論》中：不空真如有大智慧光明義、遍照法界義等。《涅

盤》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解云：此即無為性中具有有為

功德法故，《如來藏經》模中像等，及《寶性論》真如為種性等皆是此義。」57唯

理性起。 

理不僅有行，而且帶來果。 

故，法藏說：「性有三種，謂理、行、果。起亦有三，謂理性得了因顯現名起。

二、行性由待聞、熏資發生果名起。三果性起者，謂此果性更無別體，即彼理行

兼具修生至果位時，合為果性，應機化用名之為起。是故三位，各性各起，故云

性起。今此文中正辨後一兼辨前二也。」58由於理性而顯了因，即認知能力、認知

活動與認知結果；由於行性之聞、熏而資生之結果；由於果性即理行並兼而達到

的結果。 

理、行、果的關係可以深化為三種形式：第一，「行證理成，即以理為性，行

成為起。此約菩薩位。以凡位有性而無起故。」59理為性，行作為理的顯現，便是

起，此即以行證理。 

第二，「證圓成果，即理行為性，果成為起。此約佛自德。」60理行為本性，

果成為起，理與行成為果位的依據和本原，此即證圓成果。 

第三，「理行圓成之果為性，赴感應機之用為起。是即理行徹至果用故起。唯

性起也。」61果位為性，感應為起。依靠這種果報，吸引眾生徹信篤行，應機而化：

「藉修引至成位名為果性，果性赴感名為性起。」62感應性起，即感應產生直心、

菩提心。法藏認為：性、根、欲及直心合為共體，是相似體，「是心難以是善惡染

淨所依，故名為共。煩惱業是次二也。生是第九，以相生義親，故同處辨。復言，

共者是根、欲、性、直心。此四相似，俱是法器，故名為共也。染者是使心也。

煩惱染淨等者是習行。以習無別體，依染淨殘氣，故舉彼也。依定不定等舉三聚

難。二別釋相似義。言根等次第者，明依根起信等故云次第也。何故依起？以相

似故。云何相似？謂宿習為根，依根起欲，欲必似根。《論》《經》名信。謂深忍

                                                 
57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58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59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60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61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62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35冊，第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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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欲，意與此同，習欲成性，性亦似欲。依性起現行直心，心又似性。但依前後，

定不定時，故有如此次第差別。」63性、根、欲相似。依靠性而其直心、菩提心，

從而產生修行。 

性起即起菩提心，即淨。「問：一切諸法，皆依性立，何故下文性起之法，唯

約淨法不取染耶？答：染淨等法，雖同依真，但違順異故。染屬無明，淨歸性起。

問：染非性起，應離於真？答：以違真故，不得離真。以違真故，不屬真用，如

人顛倒，帶靴為帽。倒即是靴，故不離靴。首帶為帽，非靴所用。當知此中道理

亦爾。以染不離真體故，說眾生即如等也。以不順真用故，非此性起攝。若約留

惑有淨用，亦入性起收。問：眾生及煩惱皆是性起不？答：皆是。何以故？是所

救故、所斷故、所知故。是故一切無非性起。」64染淨之別在於性起。染違真而不

離真，如同顛倒之人的鞋帽。染淨皆是性起。染界性起，為基本世界觀。淨行性

起，乃實踐觀：讓真性呈現。如「是故佛智為性，能成菩薩行等名起。」65因佛性

而起菩薩行。 

結論：性起論的意義 

華嚴宗的性起論，在中國哲學史與佛教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從佛學史的角度來說，性起說取代了心作論與緣起說，佛學界討論的重點從

心——印度人喜歡的主題——轉向了性（這是中國人喜歡的主題），從而實現了佛

學向中國傳統文化的轉變。 

對於性起取代緣起，法藏做了四點解釋： 

其一，「以果海自體，當不可說。不可說性，機感具緣，約緣明起，起已違緣，

而順自性。是故廢緣，但名性起。」66性起即隨機感應而順自性。 

其二，「性體不可說，若說即名起。今就緣說起，起無餘起，還以性為起，故

名性起，不名緣起。」67第二層內涵指性體不可言說，我們只能說性之所起，緣亦

是性之所起。 

其三，「起雖攬緣，緣必無性。無性之理，顯於緣處。是故就顯，但名性起。

                                                 
63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361 頁。 
64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65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10 頁。 
66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67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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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等。」68舊有的緣起說，由於緣無自性，無性可起。故只

能將緣起改為性起。 

其四，「若此所起，似彼緣相，即屬緣起。今明所起，唯據淨用，順證真性，

故屬性起。」69現在所呈現出來的事物，印證了真性，因而是性起。 

法藏的四點解釋，從根本上說，強調了以心起論為主的緣起說的不足與以性

為體的性起說的優勢。或者說，在法藏看來，唯心的緣起論在理論上存在著這樣

或那樣的不足。只有性起論才可以徹底解決上述難題。 

不僅如此。從中國哲學的角度來說，華嚴宗給中國哲學帶來了至少兩個值得

重視的貢獻。其一，（魏晉之前的）中國古典哲學缺少了心的世界觀。華嚴宗等的

唯心世界觀對中國哲學帶來了革命性貢獻。關於這一點，馮友蘭也曾提到過：「『宇

宙的心』的觀念是印度對中國哲學的貢獻。佛教傳入中國以前，中國哲學中只有

『心』，沒有『宇宙的心』。……在本章（即開始講中國佛教的第二十一章）所講

的時期之後，在中國哲學中，不僅有心，而且有『宇宙的心』。」70唯心論的引入

隨後被宋明理學接受，產生了心學。心學的產生實在是佛教唯心論對中國傳統哲

學一大貢獻。 

其二，體用論的形而上學改善了中國古代哲學思維。中國哲學開始從具體的

思維轉向抽象的、超越性思維。這種超越性思維直接影響了宋明理學的思維方式。

從先秦哲學與宋明理學的比較來看，後者顯然是一種革命性進步。這一進步產生

的原因之一，恐怕與隋唐佛學尤其是華嚴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甚至可以

說：華嚴宗的體用論哲學成為宋明理學的基本思維模式。 

  

                                                 
68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69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第 35 冊，第 405 頁。 
70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 月，第 215-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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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宗密的《原人論》看華嚴宗判教觀的發展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 教授 

金陵圖書館 館長 

董群 

摘 要 

 華嚴宗人的判教到宗密階段，在繼承宗門傳統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從判

教的角度看，宗密的《原人論》也是判論之論。傳統的華嚴判教，如果不計慧苑，

僅限於佛教之內，而此論的判教，則涉及三教，將儒道也攝入。同時，此論的判

教體現出斥和通的展開脈絡，斥是對迷執教儒道二教，以及對偏淺之教之人天教、

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和大乘破相教的逐層批評破斥，由此顯示一乘顯性教的殊勝，

通是依一乘顯性教原理，層層會通，顯示出體現三教合一理念的判教觀。此論的

判教，也是忽略頓教的判攝，基於其禪教合一的理念，對於禪的一脈，宗密另有

判攝。 

關鍵詞：宗密、《原人論》、判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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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論》是宗密的作品，有學者認為是晚年之作，也有學者認為非晚年之

作，本文仍然持晚年作品之說，理由早在拙著《原人論全譯》1一書中有所說明。

《原人論》的主要宗旨是討論三教合一，反映了華嚴宗發展過程中的融合趨向和

思考。從判教的角度看，此論何曾不是體現出一種判教觀？本文認為，《原人論》

的判教觀有三大特點，一是包含儒道佛三教，而非純粹的佛教之內，雖然慧苑有

此先例，但宗密的觀點更有其獨特性2，結合了明確的三教關係觀。二是判教過程

中的批判性分析（勘），三是批判基礎上的融合（會），四是頓教缺失的判攝。 

一、包含儒道教的判教 

《原人論》顯示的判教特色之一是將儒道二教納入判攝。 

宗密《原人論》把各種思想判攝為三大部分，六個層次。三大部分即第一迷

執之教，指儒道二教，第二偏淺之教，不了義教，包括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

相教和大乘破相教，第三直顯真源教，了義教，具體指加入了神會之荷澤禪的解

釋的華嚴宗。由此樣形成了六個層次是：儒道教、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

教、大乘破相教和一乘顯性教。其中佛教的五種教相，不包含頓教。 

在華嚴宗的傳統判教內，一般是只限於佛教之內，法藏的五教十宗之判攝，

不論是以義分教的小、始、終、頓、圓五教3，還是以理開宗的十宗4，都是如

此。但在宗密之前的華嚴判教，法藏的弟子慧苑是一個例外，他在對漢傳佛教歷

史上的各種判教逐一梳理之後，提出了他的顯示「正義」的判攝，似乎是依《寶

性論》四種眾生（凡夫、聲聞、辟支佛、初心菩薩）之說，而提出迷真異執教、

真一分半教、真一分滿教、真具分滿教，前三教分別相當於四種眾生，即迷真異

執教相當於凡夫類眾生，真一分半教相當於聲聞、辟支佛類眾生，真一分滿教相

當於初心菩薩，真具分滿教則相當於如來藏根器者。這裡主要簡介討論此一判教

中的異執教，這與本文關於「判教中包含儒道」的主題相關。 

慧苑的迷真異執教，包含了兩類內容，一是印度部分的外道，二是中國傳統

的儒道二教。其特點均是以異因為正道，「謬執異因，將為正道。」5西域外道，

                                                 
1 巴蜀書社，2008 年版。 
2 黃國清已經對於兩者判教觀有所比較。黃國清：《宗密之三教會通思想於中國佛教史上的意義》，

載於《中華佛學學報》第 3 期。 
3 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大乘頓教和一乘圓教。 
4 我法俱有宗、法有我無宗、法無去來宗、現通假實宗、俗妄真實宗、諸法但名宗、一切皆空宗、

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絕宗和圓明俱德宗。 
5 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一，《續藏經》第 3 冊，第 582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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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苑列出十一種「計」，此方異執，總括為老、莊、易三類，而其中的《易》，

他似乎用以指孔子為代表的儒家。 

慧苑的這種概括，在漢傳佛教的宗派中，吉藏的表達更在其前，吉藏在《三

論玄義》中，在破邪的部分，所破邪執之中，包括了天竺異執和震旦眾師，前者

主要批評邪因邪果、無因有果、有因無果、無因無果四類，震旦眾師，即中土的

本土文化類，吉藏從法和人兩個層面批評，法則重在批評老莊，人則重在批評老

子和孔子，比較簡要。 

從吉藏和慧苑的此一類思想陳述的先後來說，也許吾人一時還找不到慧苑吸

取吉藏觀點的直接證據，但不能不說，吉藏的思想對於慧苑來說，有邏輯上的影

響。有一點區別是，吉藏並不是在判教的意義上討論這一議題的。他的判教，根

本、枝末、攝末歸本等三法輪判攝，並不包含儒道教。 

慧苑的這一四教判攝顯然與法藏的五教判攝有所不同，他的觀點受到後來被

尊為華嚴四祖的澄觀的批評，「今判聖教，那參邪說？」6即使要對儒道教有所涉

及，澄觀認為，也應當像本土的傳統那樣，先立儒釋道三教，然後，「儒教中方

辨九流、七經，道教中方論道、德之別，於佛教中方說大小權實。」7他從根本上

是認為，判教應當嚴格在佛教的範圍之內，不應當涉及六師外道和儒道兩教，

「西域六師，此方三教，教主既別，立意不同，方內方外，施設非一。儒道之

旨，不異前聞，今所分判，唯論釋典。」8他還是贊同古德所立的五教判攝。 

從慧苑到宗密將儒道之教納入判教，今人可以找到明確的證據，宗密受到了

慧苑的影響，也受到了澄觀的影響，證據之一就是澄觀的《華嚴經大疏》和《大

鈔》，這是宗密在求師過程中遇到的重要經典，正是遇到了這樣的經典，宗密才

決定拜澄觀為師，他遇到兩部大作時，把激動的心情描述為「渴逢甘露，貧遇摩

尼，騰躍之心，手捧而舞」，並且「忘飡輟寢，夙夜披尋，以疏通經，以鈔釋

疏」，對於他思想發展的影響，「一生餘疑，蕩如瑕翳，曾所習義，於此大通。

外境內心，豁然無隔，誠所謂太陽升而六合朗耀，巨海湛而萬象昭彰。妙德妙智

而頓開，普賢普行而齊現。」「開頓漸禪要，可以此為楷模。傳權實教門，可以

此為軌範。」9宗密對澄觀此兩部大著作有精深的研究，當然會對其中的涉及到的

慧苑的判教觀、澄觀的批評都非常瞭解。對於澄觀之批評慧苑的判教觀，宗密有

所採納，也有所保留。宗密的大量的思想來源於澄觀，並有諸多的發展，在這個

                                                 
6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大正藏》第 35 卷，第 510 頁 b。 
7 澄觀：《大華嚴經疏鈔》卷四，《續藏經》第 5 冊，第 751 頁 b。 
8 澄觀：《華嚴經行願品疏》卷一，《續藏經》第 5 冊，第 53 頁 c。 
9 宗密：《遙稟清涼國師書》，《大正藏》第 39 卷，第 5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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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觀上，宗密的採納是，他贊同澄觀所說，要先分三教，分清內外權實，他

說：「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

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10但他對澄觀的觀點又有所保

留，因而也採納了慧苑的觀點。因此，宗密在《原人論》的判教中，就有了儒道

教的內容。這應當是華嚴判教觀的一種發展。 

二、注重分析批判的判教 

《原人論》顯示的判教特色之二是非常強調批判性，是在細緻分析基礎上的

批判，充分體現了判教之「判」的特點，宗密稱之為「勘」。 

吉藏的破邪顯正體系雖然有批判，但不是其判教的內容。法藏的判教，對所

判的每一種教相，注重敘述其思想特色，而且比較簡要，如果說有批判性，是在

概括了各種判教類型後提出自己的判教，以此種新的判攝體現某種批判性。慧苑

的判教，對於每一具體教相的理論的概括分析，相比於法藏而言，似乎是文字稍

多一些，也有一些批判性的內容，但是非常簡單，比如，對於以孔子為代表的

《易》的思想的概括，「《易》為萬物之始，生於萬物故。」11接著是引用了《周

易》中的兩段原話；對於老子道家的思想概括，「自然為萬物因，則萬物無非自

然。」12接著引《道經》和《德經》中的一兩段話；對於莊子思想的概括，「道為

萬物因，則道無不在故。」13引《大宗師》篇中的一兩句話。批判部分，對於三者

的總括性的批判是這樣的，「豈唯不識如來之藏，抑亦未辨虛無之宗。」14還有一

段證明，「何則？如寧有生生萬物耶？如寧先無有後方生有耶？如寧有所在而無

不在耶？如寧展轉生諸法耶？如寧可傳有可得耶？」15他對於易、老、莊的批判，

依據的是華嚴圓融無礙思想，「道豈同如體相用耶？相即相在耶？主伴隱顯耶？

純雜微細耶？重重無盡耶？同時具足耶？」16其後兩教，大致如此方法展開，先有

教義的分析敘述，再加少許的批判。對於最後的第四種真具分滿教，則以較為詳

細的敘述，實際上是顯現了慧苑對華嚴思想的理解。 

宗密判教中的概括分析以及批判，在華嚴判教中，甚至在整個中國佛教的判

教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但對每一教相的思想概括之精當，而且敘述豐富，

                                                 
10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8 頁 a。 
11 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一，《續藏經》第 3 冊，第 582 頁 a。 
12 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一，《續藏經》第 3 冊，第 582 頁 a。 
13 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一，《續藏經》第 3 冊，第 582 頁 a。 
14 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一，《續藏經》第 3 冊，第 582 頁 a。 
15 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一，《續藏經》第 3 冊，第 582 頁 a。 
16 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一，《續藏經》第 3 冊，第 582 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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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深入。其批判的方式，不像慧苑批判老莊易時那樣，直接以華嚴思想來作為

批判的依據，宗密只是以判教系列中下一層次的教義來批判，由此體現了思想邏

輯的發展性，比如批判儒道，「小乘淺淺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說。」17甚至不需

要用大乘法相教和大乘破相教的觀點。從淺至深，層層破斥，以深破淺。其中更

為有價值的，在於其批判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思想，而不在於其對於某一教相的思

想概括如何。當然，這種概括性描述，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對於儒道教的分析批判為例。儒道教是宗密判教體系中的最低層次，這種

看法肯定是不為儒家和道家道教所能接受的，這是宗教立場的不同。宗密把儒道

教判為「迷執」之教，和慧苑的判攝之迷真異執教的名稱有相近之處。宗密此處

的貢獻之一，是對於儒道思想的精確概括：「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

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貴

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卻歸天地，復其虛無。」18這實際上

把儒道的原人論概括為四種理論，即自然論、大道論、元氣論和天命論，與慧苑

概括的道、自然、易三種理論有所不同，而且，慧苑也不是在「原人」的視野下

討論這些議題的。 

在此概括的基礎上，宗密扼要性地提出總的批評性意見：「外教宗旨，但在

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不備

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之為了。」19接著進行對於四大原

人觀的一一批判，整個的批判過程，體現了佛教對於這類問題思考的廣泛性和深

入性，特別是突出了社會批判和認識論批判，前者以社會現象的各種不公或與儒

道原人論的矛盾來指示其不當之處，後者則涉及人的認識論領域的相關議題，這

是先秦儒道思想中，與佛教相比，是一個較為薄弱的部分。宗密會問：元氣論如

何解釋認識的發生問題？當然，還運用了一些邏輯上的論辯術。應當注意的一點

是，宗密在進行這樣的批判時，非常注重回應歷史上儒道思想家提出過的一些疑

難。比如，王充主張無鬼論，他的著名設問是：「若人死為鬼，則古來之鬼填塞

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宗密以佛教的六道輪回理論來回答：「人死六道，

不必皆為鬼，鬼死復為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20他是在這樣的大文化的視野

來思考這些判教問題。 

 

                                                 
17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9 頁 b。 
18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8 頁 a。 
19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8 頁 b。 
20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8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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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對於人天教的批判，宗密運用了分析身體至各部分的方法（析色明

空），也說明此教以業為人的本原的思想不能解決誰人造業、受報的主體問題。

其中得出的一個觀點非常有意思，「若言死後更有身者，豈有今日身心造罪修

福，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據此，則修福者屈甚，造罪者幸甚，如何神理如此

無道？」21這可以稱為「世際」不公，即現世與來世之間的不公。宗密從批判性判

教的視角，實際是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宗教心理：三報之中現世的報應是最為令人

信服的。 

三、注重會通的判教 

《原人論》顯示的判教特色之三是注重在批判基礎上的會通或融合，宗密稱

此為「會」，與前一特色的結合，就是勘會。 

會通的前提是通過判教中的節節破斥，最終從邏輯上推出一個最為圓滿的

教相，即一乘顯性教，在教門中，這就是指華嚴宗，對於佛經，就是指《華嚴

經》等相關經典。作為宗密在此教所解釋的華嚴宗，一些表達其實是和他對於荷

澤宗的表達是一致的。在這一層意義上，是華嚴禪的最核心的體現。宗密的判

教到了這一步，並不是為了否定其餘諸教的價值，而是以一乘顯性教為本，以

其餘諸教為末，從本至末，節節會通，以本會末，「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之

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22這樣，使整個佛教思想構成一個以本體之教為基礎

的整體和系統。這種會通性，是慧苑的判教似乎沒有呈現出來的。法藏的判教

中也缺乏這樣的特色。 

首先以一乘顯性教會通大乘破相教，即空宗或中國的三論宗一類，其次會通

大乘破相教，再依次會通小乘教、人天因果教和儒道教，對於儒道教的融合，則

分別會通儒道教的四種原人觀，特別是以佛教的業報論之滿業來解釋儒道的自然

論和天命論，造了業因，自然要得果報，這種自然，宗密認為就會通了儒道講的

自然，如果說有命，這種業力就是命，業成難逃，在宗密看來，這就是命。這種

會通，回應了宗密在《原人論序》中提出的三教共利群庶的觀點，「孔、老、釋

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23 

這種會通，在方法上也有《大乘起信論》的影響，依此論中對於如來藏特性

的闡述而展開。《起信論》以心為最高層次的概念，心的實際存在狀態和作用方

                                                 
21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9 頁 a。 
22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8 頁 a。 
23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卷，第 708 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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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又被分析為兩個部分，稱一心開二門，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心真如為心的本

體方面，又叫如來藏，心生滅為心的外在顯現和作用方面，三者分別是心的體、

相、用三種特徵。心真如門體現的特點是心的不生不滅，而心生滅門體現的特點

是心的有生有滅，這兩者不一不異的結合，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有兩種意

義，覺悟和不覺悟。由其覺的意義，使心的本體能離卻一切虛妄之念，離念之

心，如同虛空，具有普遍存在的性質，是一切事物的本質。由其不覺的意義，眾

生因為不覺，而不能了知心真如的本質，產生虛妄之念，從而產生三細六粗。三

細即無明業相、能見相和境界相，六粗即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

業相、系苦相。 

宗密將此理論運用於此處的會通三教的認證中，他講的一乘顯性教的真心，

相當於《起信論》中的心真如門，他在會通大乘破相教階段關於如來藏和阿賴耶

識的闡述，則全同於《起信論》；他在會通大乘法相教階段的分析，則相當於《起

信論》所講三細；他在會通小乘教階段，相當於六粗相中的前四種相；他在會通

人天教階段，相當於六粗相中的後二種相。 

這種會通，是充分考慮到佛教在本土文化環境中與以儒道為代表的傳統的兩

大類本土文化的相互關係，從整個三教關係來說，是在理論上系統地表達了以佛

教為本的三教融於佛教，佛教中諸教融於一乘顯性教的觀點。這個判教體系，以

「原人」為切入點，雖然印度古代也有「原人」的說法，但宗密在他那個時代討

論原人，其實也有本土文化的背景，證據之一就是韓愈曾經寫過《原人》，人生

於天地之間。宗密則站在佛教的立場提出佛教的觀點。這其實體現了佛教發展的

應當具有的開放性視野。 

四、頓教缺失的判教 

《原人論》顯示的判教特色之四是與傳統的五教判攝相比，缺失了頓教。 

法藏和澄觀都主張小始終圓的五教判攝，而宗密在此《原人論》的判教中，

佛教的部分，則沒有頓教。這個頓教，法藏解釋說：「頓者，言說頓絕，理性頓

顯，解行頓成，一念不生，即是佛等。」24澄觀則說：「頓顯絕言，別為一類，離

念機故，即順禪宗。」25其實就是指的禪宗，因為禪宗的南宗最講頓。「即順禪宗

者，達磨以心傳心，正是斯教。」26宗密對這一傳統的觀點當然是知道的，「南宗

                                                 
24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大正藏》第 45 卷，第 481 頁 b。 
25 澄觀：《華嚴經疏》卷二，《大正藏》第 35 卷，第 512 頁 c。 
26 澄觀：《華嚴經疏鈔》卷八，《大正藏》第 36 卷，第 62 頁 b。 



322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禪門正是此教之旨，北宗雖漸調伏，然亦不住名言，皆不出頓教，故云順禪宗

也。」27 

宗密對於禪宗，其實另有一系判攝，即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

禪、如來清淨禪，如果與《原人論》中的判攝相比，則是可以對應的，儒道教、

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教（大乘法相教和大乘破相教）、一乘顯性教。同時，在

宗密的融合論思想中，三教融合只是一部分，他的另一個重要的融合思想是禪

教融合，禪教如何融合？三宗三教之融合是基本模式，三教則是密意依性說相

教、密意破相顯性教和顯示真心即性教，其中密意依性說相教包括人天因果

教、說斷惑滅苦樂教和將識破境教，分別相當於《原人論》中的人天教、小乘教

和大乘法相教，三宗為息妄修心宗、泯絕無寄宗和直顯心性宗。這三種教和三

宗之間，橫向一一融合，縱向又以本融末，這樣構成一個融合的整體。只是在

闡述密意依性說相教和息妄修心宗的融合時，是密意依性說相教中的第三將識

破境教和息妄修心宗相融合。 

所以，這種缺失也是宗密整體性的融合論中禪教融合之理論的需要，如果回

到傳統的五教判攝，禪教融合的闡述在理論上將會有一些障礙。 

結論 

站在判教觀的立場，宗密《原人論》的判教觀有諸多獨特的特點，其包含儒

道的判教體現出對于三教關系的自覺思考，雖然可以說受到了一些慧苑的影響，

但比慧苑的判教思想包含的意義更為豐富。其判教中的批判，也是對於佛教在中

國所受各種批判的總的理論回應，具有在中國文化之三教關系史上的重要價值，

已超出了一般的判教的意義範圍。其判教觀中的會通性，是以佛教為本位融合儒

道，堅持了佛教的立場，但又承認了不同類型的思想的特殊意義。這一判教觀中

對於體現禪宗的頓教的缺失則顯示了宗密對於融合論的整體性思考，也是要給其

禪教合一論留下邏輯空間。這些特點可以看出華嚴宗的判教到宗密時而呈現的發

展特性。 

 

                                                 
27 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上，《續藏經》第 9 冊，第 518 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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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天臺華嚴的止觀思想 

                                                     

台州學院思政部  講師 

趙錠華 

摘 要 

天臺華嚴的圓融思想最初是來源於禪觀的，在中土多用止觀來表述禪觀。止

觀是整個佛法的核心，佛法中許多智慧的見解都需通過止觀來落實下去，並且通

過止觀來顯發最高的覺悟智慧。止觀的含義可結合奢摩他與毗缽舍那來理解，但

對天臺華嚴的圓融止觀，則具有中土之特色。天臺的圓頓止觀思想主要是啟於慧

思大師，全面完善於智者大師。華嚴的禪觀思想，主要啟於杜順大師的法界觀與

五教止觀。 

關鍵詞：天臺、華嚴、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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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華嚴的圓融思想最初是來源於禪觀的，所謂的一念三千，三諦圓融，空

假中三觀，華嚴法界三觀，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華嚴十玄門，六相圓融實質上

均是禪觀中內容。性具與性起的區別，實質也是禪觀中以何為依，存不存在為依，

以何為究竟的問題。因此在天臺華嚴兩者思想的比較，圓融止觀是其核心之一。 

天臺的圓頓止觀思想主要是啟於慧思大師，全面完善于智者大師。應該說後

來天臺宗所傳承是智者大師的圓頓止觀思想。在這裡面慧思大師還是十分特別

的，慧思大師的思想有前後期之分，智者大師主要繼承了慧思大師前期法華三昧

的圓頓思想，而後期慧思大師接觸了如來藏系的思想，表現出來了十分明顯的如

來藏思想傾向。這在其現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華嚴的禪觀思想，主要有杜順大師的法界觀與五教止觀，智儼大師的唯識觀，

法藏大師的妄盡還源觀，清涼國師與宗密大師分別對杜順的法界觀作了注，清涼

國師還有一觀心賦來說明禪觀要點。但主要以杜順大師的法界觀為主。 

第一節 圓融思想的背景──止觀 

天臺華嚴的圓融思想都是以止觀來落實和究竟的，止觀也是整個佛法的核

心，佛法中許多智慧的見解都需通過止觀來落實下去，並且通過止觀來顯發最高

的覺悟智慧。因此止觀對於佛法來說至為關要。 

止觀一詞是中土用來總攝禪觀思想的，而在印土比較嚴謹的分類的說法是奢

摩他與毗缽舍那。奢摩他對應於中土的「止」，毗缽舍那對應於中土的「觀」，但

是在中土止觀的含義則超出了奢摩他和毗缽舍那所限定。 

所謂奢摩他，這在《解深密經》中有嚴格的定義，遺憾的是智者大師當時沒

有看到後來玄奘法師所譯的《解深密經》，《解深密經》中對禪觀進行了十分細緻

的總結。如果智者大師能夠看到的話，對其總攝一切佛法的建構一定會有幫助。

另外是智者大師自己也覺遺憾的是沒見到《楞嚴經》，《楞嚴經》則類似精要的佛

教概論，其中對五陰禪境分析甚詳。智者大師所作的《摩訶止觀》的體例頗似《楞

嚴經》，這也是心有靈犀，未傳先通吧。 

在《解深密經》對奢摩他的解釋為：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所謂契經、應誦、

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菩薩

於此善聽善受、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即於如是善思惟法獨處



略論天臺華嚴的止觀思想 325 

空閒作意思惟，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如是正行多安住

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是名奢摩他，如是菩薩能求奢摩他。」1 

這裡可以如下圖分析： 

 

 

 

  

 

 

 

這裡的大義為大乘的行者在聽聞法義，於此能夠善聽，善受，言善通利，意

善尋思，見善通達，在空閒處不斷的如此思維法義，內心作意思維，行者安住後

得身輕安與心輕安 。這樣稱為能求奢摩他。 

為了能夠更清晰地理解奢摩他的含義，再從奢摩他和毗缽奢那的所緣境來

看，在《解深密經》中，所說為：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如世尊說四種所緣境事：一者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

二者無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三者事邊際所緣境事，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事。

於此四中，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幾是毗缽舍那所緣境事？幾是俱所緣境

事？」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謂無分別影像，一是

毗缽舍那所緣境事，謂有分別影像，二是俱所緣境事，謂事邊際、所作成

辦。」2 

這裡所說無分別影像是奢摩他的所緣境事，所謂的無分別影像是指行者對於

聽聞或所受的教授所知事作意思維，使此所知事起勝解，這樣使所知事相似現前，

成為所知事的同分影像，對此所知事的同分影像，修觀者受取後不再觀察簡擇遍

尋思遍伺察，而只是對此所緣影像，以奢摩他行寂靜其心，令心安住。這在《瑜

伽師地論》中說： 

 

                                                 
1 《大正藏》，第十六冊，《解深密經》，第 698 頁。 
2 《大正藏》，第十六冊，《解深密經》，第 6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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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無分別影像，謂修觀行者，受取如是影像相已。不復觀察簡擇極簡擇

遍尋思遍伺察。然即是九種行相令心安住，謂令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

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一趣等持，彼于爾時成無分別影像所緣。即於如是

所簡簡擇遍尋思遍伺察，是名無分別影像。3 

簡單的來說，所謂的奢摩他，就是在聽聞或所受教授後，不斷思維，在自身

的意識內形成類似於所聞所教授事的影像，並且只是將心寂靜下來，對此影像心

並未進行抉擇分別。這樣在身心達到輕安後，方稱為奢摩他。 

《解深密經》中對毗缽舍那的解釋為： 

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即於如所善思惟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觀察勝

解，舍離心相，即於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義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

遍尋思、周遍伺察，若忍、若樂、若慧、若見、若觀，是名毗缽舍那，如

是菩薩能善毗缽舍那。4 

這裡也可以用圖分析如下： 

 

 

 

 

 

這裡能善毗缽舍那以身心獲得輕安為前提，對奢摩他中心內所形成的影像進

行抉擇，而稱為毗缽舍那。而對於未獲身心輕安的奢摩他和毗缽奢那稱為隨順奢

摩他和隨順毗缽奢那。 

從所緣境事來說，毗缽奢那所緣為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修觀者對上面奢摩

他中的所知事同分影像，觀察審定功德過失，這樣稱為有分別影像。這在《瑜伽

師地論》中詳細解釋為： 

云何有分別影像，謂如有一或聽聞正法，那行，觀察簡擇極簡擇遍尋思遍

伺察。所差別，或阿那波那念，或蘊善巧，或界善巧，或處善巧，或緣起

善巧，或處非處善巧，或下地粗性上地靜性，或苦諦集諦，滅諦道諦。聽

                                                 
3 《大正藏》，第三十冊，《瑜伽師地論》，第 427 頁。 
4 《大正藏》，第十六冊，《解深密經》，第 6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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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正法為所依止，令三摩呬多地作意而起勝解。彼于爾時，于所知事，如

現領受勝解而轉，雖彼所知事非現領受和合現前，亦非所餘彼種類物，然

由三摩呬多地勝解領受相似作意領受，彼所知事相似顯現，功德過失，是

名有分別影像。5 

在中土，講止觀最多的是天臺宗的智者大師。其「止觀」之義在《摩訶止觀》

中立義甚多，智者大師依「釋論云，菩薩依隨經教為作名字，名為法施，立名無

咎」的意趣作了獨特解釋。在《摩訶止觀》中止觀含義，可以分為止義，觀義，

止觀義三種方式解釋的。在第三章釋止觀名與止觀體相中解釋還是較清楚的。 

總的來看止義有四種方式第一種是直說，此跟傳統之「定」差不多，如靜，

法性寂然，邪僻心息，性寂滅，系緣等，主要就是指心念止於一處，心靈達到寧

寂的狀態，更深則是達到法性本體的寂然之態。 

第二種說法，是分為相待止觀和絕待止觀。相待止觀中，止分為止息止，停

止止，非止止。止息止是指「諸惡覺觀，妄念思想寂然休息」；停止止指「緣心諦

理，繫念現前，停止不動」；非止止指「別約諦理論相待，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

明，無明亦非止，非不止無明為不止，法性亦非止，非不止而喚法性為止。 

第三種是最具特色的的「三止」之說： 

一體真止者，諸法從緣生，因緣空無主，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知因緣

假合幻化性虛名為體，攀緣妄想得空即息，空即是真故言體真止。 

二方便隨緣止者，若三乘同以無言說道斷煩惱入真，真則不異，但言煩惱

與習有盡不盡，若二乘體真不須方便止。菩薩入假正應行用，知空非空故

言方便，分別藥病故言隨緣，心安俗諦故名為止，經言動止心常一亦得證

此意也。 

三息二邊分別止者，生死流動涅盤保證，皆是偏行偏用不會中道，今知俗

非俗俗邊寂然，亦不得非俗空邊寂然，名息二邊止。（三止）6 

這裡遵從了空，假，中三層來論述的內在邏輯。 

第四種說法是指奢摩他，也就是通常的止息之意。 

對於觀義與止義相類似亦有四種說法第一種直說，為明，寂而常照，發菩提

心，無發無礙，一念，等主要是心靈的洞明，乃至由寂止帶來的自然的呈現為觀。 

                                                 
5 《大正藏》，第三十冊，第 427 頁。 
6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摩訶止觀》卷三，第 24 頁，a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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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說法是貫穿義，觀達義，對不觀觀義。這與上面「止」意相同。結合

上面止義可以圖示為： 

               止                                    觀 

 

 

 

 

     止息止         停止止          貫穿觀         貫達觀 

 

           非止止                               非觀觀 

 

                  奢摩他               毗婆舍那 

 

 

 

 

第三種是最有特色的「三觀」說法： 

從假入空名二諦觀，此名出瓔珞經所言二諦者，觀假為入空之詮空由詮會。

能所合論故言二諦觀，又會空之日非但見空亦復識假。如雲除發障上顯下

明，由真假顯得是二諦觀。今由假會真何意非二諦觀，又俗是所破真是所

用。若從所破應言俗諦觀，若從所用應言真諦觀，破用合論故言二諦觀。 

從空入假名平等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者，若是入空尚無空可有何假可入，

當知此觀為化眾生，知真非真方便出假故言從空，分別藥病而無差謬故言

入假，平等者望前稱平等也。前觀破假病不用假法但用真法，破一不破一

未為平等。後觀破空病還用假法，破用既均異時相望故言平等也。 

中道第一義觀者，前觀假空是空生死。後觀空空是空涅盤，雙遮二邊，是

名二空觀為方便道得會中道。故言心心寂滅流入薩婆若海，又初觀用空後 

觀用假，是為雙存方便，入中道時能雙照二諦。（三觀）7 

此亦用空，假，中相融的內在邏輯來說明。 

                                                 
7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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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就是指毘婆舍那，止義還可以與其它講法相通： 

諸餘經論或名遠離，或名不住不著無為寂滅，不分別禪定棄除舍等，如是

一切皆是止之異名。8 

觀義也如此： 

餘處或名知見明識眼覺智慧照了鑒達等，如是一切皆是觀之異名。9 

更為奇特是在圓融義上智者大師認為止義與觀義本身相同： 

止亦名觀亦名不止，觀亦名止亦名不觀。10 

智者大師為了規整教法，把止觀與其它教義相通相，如提到： 

止觀等者名為舍相，舍相即是通於法身。11 

今更廣論攝法即為六意，一攝一切理，二攝一切惑，三攝一切智，四攝一

切行，五攝一切位，六攝一切教。此六次第者，有佛無佛理性常住，由迷

理故起生死惑，順理而觀是故論智，解故立行由行故證位，位滿故教他，

事理解行因果自他等次第，皆止觀攝盡也。12 

智者大師實是借止觀之名來統釋諸教法，其有「止觀諸佛之師」13之謂。其在

《摩訶止觀》以圓頓為歸趣，以三止三觀為特色，「實是一諦方便說三」14。 

在華嚴宗也說止觀，法藏也認為止觀兩門共相成助，其在《修華嚴奧旨妄盡

還源觀》中引《起信論》中的止觀思想說到： 

云何更要入止觀兩門耶？答起信雲：若修止者，對治凡夫住著世間。能舍

二乘怯弱之見。若修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之過，遠離凡夫不修善

                                                 
8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22 頁。 
9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22 頁。 
10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22 頁。 
11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22 頁。 
12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29 頁。 
13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3 頁。 
14 《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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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以此義故，止觀兩門共相成助不相舍離。若不修止觀，無由得入菩提

之路。華嚴雲：譬如金翅鳥以左右兩翅鼓揚海水，令其兩辟觀諸龍眾，命

將盡者而搏取之。如來出世亦復如是，以大止妙觀而為兩翅，鼓揚眾生大

愛海水。令其兩辟觀諸眾生，根成熟者而度脫之。依此義故，要修止

觀也。15 

這裡，法藏認為，止可以對治凡夫貪著世間和聲聞緣覺的怯弱之見，而觀可

以對治二乘不起大悲不趣入大乘之過，因此止觀兩門共相成助，止觀需雙修。對

於止與觀，法藏在《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中有五止六觀之說： 

五止：一者照法清虛離緣止；二者觀人寂怕絕欲止；三者性起繁興法爾止；

四者定光顯現無念止；五者事理玄通非相止。 

六觀：一者攝境歸心真空觀；二者從心現境妙有觀；三者心境秘密圓融觀；

四者智身影現眾緣觀；五者多身入一境像觀；六者主伴互現帝網觀。16 

對與如何起止法藏認為依「隨緣妙用無方德；威儀主持有則德；柔和質直攝

生德；普代眾生受苦德」而行，「當相即空，相盡心澄」，從而修止。入此止門，

指「性相具泯體周法界，入無入相名為入」。法藏對於如何修止觀，其認為初可依

借《起信論》中所說： 

問：止觀兩門既為宗要，凡夫初學未解安心，請示迷徒令歸正路。 

答：依起信論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

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

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隨心外念境界，然

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令歸正念，常勤正念唯心識觀一切魔境自

然遠離，凡夫初學邪正未分。魔網入心欺誑行者，又無師匠諮問莫憑，依

四魔功將為正道，日月經久邪見既深，設遇良緣終成難改，沈淪苦海出離

無由。深自察之無令暫替。此義如起信論中說也。17 

這裡起信論中所說止觀，以遣除諸相，系心正念，作唯識觀為要點。可以看

到，華嚴的觀法與唯識觀有著天然的聯繫，與之相對，天臺的觀法則與中觀有天

然的聯繫。 

                                                 
15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39 頁。 
16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37 頁。 
17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第 639-6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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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對於起觀，認為「依前五門即觀之指，而起即止之觀」。因此在華嚴的圓

融止觀中是即止即觀的，如《解深密經》所說的奢摩他與毗缽奢那雙運。在華嚴

中，「理事無礙法如是」，「定慧雙融離分齊」，「一多相即絕前後」，「大用自在無障

礙」，這些原因造就了「即止即觀」的特色。這裡頗似天臺的絕對止觀。 

對於止觀之法，依於以上所說，大略可以將止觀之內容與過程示圖如下： 

 

 

 

第二節  杜順大師的華嚴圓融三昧 

杜順大師是一代奇僧，在華嚴的圓融禪觀上多歸於杜順大師。在華嚴宗現存

的經典所涉及禪觀有： 

杜順大師：《華嚴法界觀門》，《華嚴五教止觀》，《漩洑頌》。 

智儼大師：《華嚴一乘十玄門》，《華嚴五十要問答》（唯識觀，空觀）。 

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華嚴三昧章》，《華嚴遊心法界記》，《華嚴

經探玄記》（唯識觀）。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答順宗心要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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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禪源諸詮集都序敘》為總結禪法和融通禪宗

之作。） 

以上最核心的為法界觀與華嚴五教止觀，兩者實則相通，理上可以整合於法

界觀。但華嚴五教止觀中，對止觀的全體和方便的論述是法界觀所不及，因此，

對於華嚴圓融禪觀應兩者參看。此兩種禪觀，從現記載來看都是歸於杜順大師。 

據華嚴教義：「今且就此華嚴一部經宗，通明法界緣起，不過自體因之與果。」

因此可以「一真法界」總攝華嚴法界觀相：  

 

 

 

 

此一真法界，鎔冶萬有，澄觀稱：「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眾妙而有餘，超

言思而逈出者，其唯法界歟？」18法界觀相，總有三觀：「真空觀第一；理事無礙

觀第二；周遍含容觀第三」。19具體三觀中，真空觀顯「理」。對理的理解是理解華

嚴圓融止觀的前提，理在《說文解字》中：「理，治玉也。」其意為象玉的條理而

治理，引申為條理。這是理字的基本本義。事，乃指事物，事本義一般人能理解。

不過兩者連用後，意義深廣很多。理事連用在先秦較少，《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務事理者也。」魏晉時期，王弼

在《論語釋疑》中說：「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可以一名舉，總

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 在華嚴中，「理」非是簡單的道理，條理之義，

是真如的含義，屬真諦義。或者說，「理者，一真法界之性也」。而「事」是指一

切世間之相，屬俗諦義。清涼國師在《華嚴法界玄鏡》中注為：「真空則理法界。」 

對於「事」，一一事項均可成「事」，在佛教中，主要指「一教義，二理事，

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十感應」等十事

項，「隨一一事皆為三觀所依之正體」。20 

華嚴圓融止觀主要在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即事事無礙觀。理事無礙觀分

為十門，對於這十門，理事無礙觀中開頭有兩句： 

                                                 
18 《大正藏》，第三十五冊，第 503 頁。 
19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72 頁。 
20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72 頁。 

 

一真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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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事鎔融，存亡逆順通有十門。21 

澄觀大師認為，此兩句總攝理事無礙觀： 

似如洪爐鑄眾像，故鎔謂鎔冶，即初銷義。融謂融和，即終成一義。以理

鎔事，事與理和，二而不二，十門無礙其義同故。又此二理事鎔融，別當

相遍，相遍互融故。次存即九十：真理非事，事法非理，二相存故。亡即

七八：真理即事，事法即理，廢己同他，各自泯故。逆即五六：真理奪事，

理逆事也。事能隱理，事逆理故。順即三四：依理成事理順事也，事能顯

理事順理也。故此二句總攝十門。方為事理無礙之義成第二觀。22 

在理事無礙觀的末了還有對本觀的總結： 

此上十義同一緣起；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理，有顯

有隱，有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深思令觀明現，是謂理

事圓融無礙觀。23 

將以上大義可以示圖如下，更為明瞭： 

 理遍於事門； 

事遍於理門； 

依理成事門； 

事能顯理門； 

以理奪事門； 

事能隱理門； 

真理即事門； 

事法即理門； 

真理非事門； 

事法非理門。 

理事無礙觀在《華嚴五教止觀》中對應於事理圓融門，在事理圓融門中說所

的義趣與理事無礙觀相同： 

                                                 
21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76 頁。 
22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76 頁。 
23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79 頁。 

存 

亡 

逆 

順 

鎔融 

同一緣起， 

逆順自在， 

無障無礙， 

同時頓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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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事理兩門圓融一際者，復有二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心真

如門者是理，心生滅者是事。即謂空有二見，自在圓融，隱顯不同，竟無

障礙。24 

為了更能形象的理解理事關係，《華嚴五教止觀》舉波水之喻來揭示理事無礙

的奧秘： 

 

 

 

 

 

 

 

 

 

 

 

 

 

事事無礙觀，也稱為「周遍含容觀」，對於此觀，《華嚴法界觀》總攝為： 

事如理融，遍攝無礙，交參自在。略辯十門。25 

就事來說是彼此相礙的，約理來說則不存相礙，此觀以理融事，事則無礙。

理如同虛空，遍一切處，含一切法，這樣事如理融，遍攝無礙。遍是周遍，攝是

含容。交參即互入。此觀也有十門。在《華嚴三昧》中，認為可以「即於緣起法

上，消息取之」方便入於法界： 

云何方便入法界耶？答言入方便者，即於緣起法上，消息取之。何者？即

此緣起之法即空無性，由無性故幻有方成。然此法者，即全以無性性為其

法也。是故此法即無性而不礙相存也。若不無性，緣起不成。以自性不生

皆從緣故，既全收性盡。性即無為不可分別，隨其大小性無不圓，一切亦

即全性為身，是故全彼為此。即性不礙幻相，所以一具眾多，既彼此全體

                                                 
24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511 頁。 
25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680 頁。 

 

 

 

 

 

 

 

 

 

喻： 

水喻空、喻理，波喻有、喻事。 

                                                    

高下相形

為波 

濕性平等

是水 

波無異水之波， 

即波以明水。 

水無異波之水， 

即水以成波。 

波水一而不礙殊， 

水波殊而不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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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收，不礙彼此差別也。是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故經雲：法同法性，

入諸法故。26 

諸法無盡相融緣起的根本原因是緣起之法即空無自性，因此能夠全體相收而

不礙彼此差別，彼中有此，此中有彼。 

 

 

 

 

 

 

 

 

 

 

 

 

 

 

 

 

 

 

 

                                                 
26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第 5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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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牟宗三詮釋天臺宗五時八教觀對比華嚴宗的反思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 教授 

杜保瑞 

摘 要 

 本文針對牟宗三先生討論天台宗的觀點進行反思，論於般若學時，牟先生認為

般若學是作用的圓而非存有論的圓，筆者以為，般若學講本體，進而本體工夫，其

宇宙論預設在唯識學，或原始佛教世界觀中，不必單獨割裂般若學，從而否定其有

存有論地位。論觀法的切入時，牟先生認為起信論及華嚴宗雖以如來藏生起說萬

法，但是其如來藏是但中之理，不涉及存在，故而無法對現象世界負創生之責，而

別教圓教之間則是表達方式上的有系統相或無系統相之別，筆者以為，牟先生割裂

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關聯，這只是支那內學院的立場而已，並非大乘佛教意旨。又，

有系統相或無系統相實為有宇宙論或有境界論的不同，這與圓別之分也無關係。在

天台圓教的模式中，牟先生以天臺之圓能及九法界而使其具存在的永恆，故有不斷

斷、不斷性惡、性具諸說，於是高於華嚴之緣理斷九，筆者以為，這又是牟先生誤

解佛教成佛境之意旨，以及漠視佛教成住壞空世界觀所致，全以儒家實體論實有論

目的論立場討論佛學問題所致。在七種二諦中，再度申說別圓之別就是表達方式之

別異，筆者也不認同。 

關鍵詞：牟宗三、天台宗、華嚴宗、如來藏、般若、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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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牟宗三先生的《佛性與般若》，這一部大作，分為上下兩冊，下冊，整個談天

臺宗的哲學，這裡面又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談天台宗圓教義理的系統陳述，第

二部分，談天臺宗的故事，也就是它的歷史發展。在第一部分分成了四章，筆者曾

經針對它的第一章，談〈天臺宗之判教〉，做了其中四節的前兩節的討論，第一節

是：〈法華經之性格〉，第二節是〈原初之洞見〉，本文之作，將接著討論它的第三

節：〈五時八教〉，以及第四節：〈七種二諦之差異以及其層層升進〉。還有，這一部

分的第二章，談〈從無住本立一切法〉，這一部分，也有四節，基本上是從天臺宗

相關的著作中，討論「無住本」的觀念，以及「一念三千」的觀念。其實，牟宗三

先生的觀點，可以說貫穿《佛性與般若》，不斷地重複申述。本文要討論的這些章

節中的文字，這裡面的觀點，也可以說，在他的第一冊的部分，也都多少已經涉及

了，只是，牟先生此處是直接以天臺宗文獻的疏解繼續深入討論，當然，觀點也有

一些深入與發展，但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對於牟宗三先生如何談佛教哲學，對各

宗派的義理優劣之評價，以及借此而建立他自己的大乘佛學的詮釋系統，一直是筆

者關切的問題，以下論之。 

二、作用的圓與存有論的圓 

牟宗三先生在談天臺宗「五時八教」的時候，對五時的討論，當說到第四時時，

說這是對般若學的討論，他說： 

般若部中不說藏教，只帶通別二正說圓教，實只是依共般若與不共般若說圓

教也，共般若為通教，通者大乘而共小乘者也，不共般若為別圓教，別圓者

專限於大乘而不共小乘者也，無論共不共，般若實只是共法，通別圓之異不

能只以般若定。……般若之精神為融通與淘汰，融通者，統會歸於大乘，而

融化於實相一相所謂無相也。淘汰者，遣盪相著也。此中之圓教實只是般若

之作用的圓，尚非開權顯實發迹顯本之真實的圓，即一念三千之存有論的

圓。1 

牟先生又說： 

般若本身之圓，只是實相般若，它只是如此，並無交替可言，但此亦並非法

華之圓，因為它只是般若之作用的圓，此可說是共法，教之圓不圓不能只由

般若決定也。般若經中並無智者相應法華而說的圓教，因為它無一切法之根

                                                 
1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台灣學生書局，1982 年 1 月三版，頁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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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解釋故，它可能涉及某種大乘粗圓權妙之教理以表現其實相般若之作

用的圓，但其所涉及者非其自身所能決定。即法華之真圓實妙亦非般若自身

所能決定，是則般若自身之作用的圓不需開，因為它只是如此，但卻需補充，

補充之以真實圓教，使其落實於此真實圓教中方能成為實般若，依此義而

言，只是作用的圓猶屬偏面也。正因其為偏面故，亦須開決，開決之，令其

自身歸于圓實也。作用的圓必須歸於存有論的圓方能落實。2 

智者大師，在談五時的時候，就其中的第四時，說為般若時，而般若的思想，

在通教、別教、圓教中都有，對於圓教的思想，是牟宗三先生最關心的。他認為儒

佛兩家都有圓教的思想，其實是牟宗三先生從佛教的圓教思想，找到談儒家的圓教

思想的原型。佛教哲學中，華嚴宗和天臺宗這兩家，都有圓教的思想，牟先生選擇

的是天臺宗的圓教思想，並且貶抑華嚴宗的圓教思想，這裡涉及很多形上學的討論

以及工夫境界論的討論，雖然牟宗三先生選擇天臺宗的圓教思想，但是最終天臺宗

的圓教，仍然不如儒家的圓教思想，這點最後再說。現在針對天臺宗的圓教思想，

牟先生認為它高於華嚴宗的圓教思想，這個理論的建構，十分複雜，甚至說詭譎可

也。 

唐君毅先生說，華嚴宗是走唯識學之路而發展至極的，天臺宗是走般若學之路

而發展至極的。此說甚有見地。牟先生談天台也是從般若學說起，依據筆者的哲學

基本問題研究法，般若學是佛教哲學的本體論觀點，印度原始佛教進入大乘佛教以

後，從般若學到唯識學，再到如來藏思想，在這個發展的系列中，般若學首出。般

若學的問題意識為何？就修行者主體的認識活動而言，小乘佛教講苦，苦就是對於

變動不居的現象世界的錯誤執著所致，於是要離苦得樂，而有種種苦行之實踐，理

論意義在於不取為樂的執著就不會受到苦果，於是直接行苦行，心中絕不企想任何

欲樂之事。這個理解，到了大乘佛教時，就以般若空性的智慧，作為認識世界實相

的觀點，說明對於現象世界所有感受性的認識，其實都是自己刻意的執著，如果不

去分別、不去執著，生活就能夠走在正法的軌道中，生活就能夠依照事物本來的樣

子，而去進行。配合因果輪迴的佛教生命觀來談時，每一個生命都已經在長時間的

輪迴中，形成了太多太有個性的自我，這些個性，就是對生活世界的偏見，去除這

些偏見就是去除分別心，同時也去除了好惡的執著，這就是般若空性智慧的運用。

在原始佛教中，做苦行的修行者，當他沒有了任何的欲望，也就解脫了所有的束縛，

最終也解脫了輪迴中的生死生命，獲得了阿羅漢的果位，阿羅漢不死不生，就原始

佛教而言這就是入涅盤。但佛學發展到大乘佛教時期，入涅槃的阿羅漢被認為並不

是最高的境界，轉而宣導菩薩道的思想，也就是要去救度眾生，才是更高的生命境

界。這是因為，雖然修行者自己已經具備空性的智慧，而沒有束縛、沒有煩惱、獲

                                                 
2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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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解脫，但是現實世界還有太多的有情眾生，仍然遭受著輪迴業報的痛苦，如果不

去拯救他們，修行者自己的生命並不圓滿。華嚴宗的圓教觀和天臺宗的圓教觀，就

是在說明這一個最終最圓滿的修行者境界，於是依菩提心救度眾生，使一切眾生同

登佛果，這樣的思想也成為了大乘佛教的本體論觀點。那就是生命的意義是在追求

一切有情眾生同登佛果，於是修行者的修行，從解脫執著的般若思想，轉化到救度

眾生的菩提心，所以可以說般若思想跟菩提心思想，都是大乘佛學的本體論觀點。

一個是對錯誤的現象的空性的智慧的正確的認識，一個是對救度眾生的菩提心的

行動意志，這都是本體論的命題觀點。 

牟先生說般若思想是共通、別、圓教是不錯的。通教即般若學本身，別教依天

台指華嚴，圓教乃法華思想，即天台自家所宗者。藏教是原始佛教，只有苦觀及離

苦得樂的解脫觀，尚未有清楚的般若思想。般若是大乘初期創造的思想，自是而後，

歷唯識學及如來藏思想諸經論，般若思想皆存在其中。如來藏思想及《大乘起信論》

思想即華嚴宗之所依，它是由唯識學再發展起來的，唯識學重在說現象之所以是

苦，因此是宇宙論的進路，為了說明生命是苦的原因，設立染性阿賴耶識之托子說，

但是，雖然說明了現象之苦因，卻使得成佛沒保證，關鍵在於作為生命的托子的阿

賴耶識是自身染汙而有，故而後來有如來藏觀念之予以超越。如來藏重在說成佛之

必然性，以如來藏為一切現象及一切有情眾生之生命之托子，這本來就是阿賴耶識

的功能，卻是將染污性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以清淨真如為根本，如來藏的觀念既交

代了清淨真如以為動力而終至成佛的可能，同時也交代了現象世界根本是佛性演

化的宇宙論觀點，其理論的最高型態就是華嚴經的毗盧遮那佛放光而有了世界，現

象世界一一有情皆是清淨如來藏的演化歷程，如《大乘起信論》所言，其以一心開

生滅、真如二門，真如薰習永遠不停，故而最終成佛有其保證。可以說，佛教哲學

自說現象之生起、以及離苦得樂之方法、以及眾生皆成佛之依據的種種問題，至此

圓滿解決。 

以上，筆者嘗試呈現一套前後貫串、一脈相承的佛教哲學體系，有宇宙論、本

體論、工夫論、境界論在其中。而般若學扮演的是本體論及本體工夫的角色功能。

談現象的宇宙論問題是阿賴耶識及如來藏的觀念在處理的。談工夫論的理論有二

系，一是去我執的般若工夫心法，一是救度眾生的菩薩道作為。談境界則是成佛境，

而佛境界遍及世界，故而談境界亦是談整體存在界。就此而言，牟先生所關心的圓

教問題，確實是在處理佛教哲學的極致圓滿的問題。然而，華嚴宗的圓教及天臺宗

的圓教觀卻各有所重，天臺重在談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理想，華嚴重在談佛境界的

圓滿及遍在，故而天臺之圓是圓在五時說的法華時，以三乘一乘為佛之本懷，一切

眾生最終追求皆是成佛之境，眾生成佛，以此為圓。華嚴之圓是圓在佛境遍在又變

現世界而謂之圓，以法界緣起說世界清淨而謂之圓。這其中，般若思想皆不出其外。

而天台更是以般若思想談眾生皆得成佛的理論極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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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宗講藏通別圓，其中通別圓教皆有般若思想，筆者同意。但牟先生說，般

若的圓是作用的圓而非存有論的圓。此說筆者有意見。筆者以為，說般若思想貫通

通別圓教之義，旨在大乘佛教的本體論都是般若思維，只要是談成佛境，其工夫修

行無有不是走般若空性智慧之路者，般若智使主體解脫痛苦、入菩薩位，菩提心使

主體更具智慧，得以救度眾生而終至成佛。可以說般若智是一切智，能放下一切我

執，而加上菩提心才上升至道種智，當救度眾生的智慧圓滿了，便進入得一切種智

而達成佛之境。因此，在道種智及一切種智階段，也無有不是般若智的作用在其間

的，無有不是預設了般若智的充實而能成就的。 

那麼，牟先生所說的作用的圓而非存有論的圓是何意？這其實是好幾個不同

的哲學問題在混淆的，牟先生關心存在世界的保證問題，也因此把圓教問題與這個

問題合而為一，必論至存在的必然與永恆之系統才會是圓教的系統。他對天臺、華

嚴之爭的理解，就是對存在的必然性之保證是否被論及的分判，牟先生主張天臺論

及之，而華嚴卻割裂佛境界之法界與現象界之存在。至於般若學，絕對是不涉及存

在的。所以牟先生說般若是共法，但不涉及系統。系統者討論存在之根源的問題之

系統，此中有唯識學系統、有如來藏系統、有華嚴、天台兩教之系統，但沒有般若

這個系統。系統之圓不圓的問題則是決定於是否論及一切眾生皆可成佛，同時保證

萬法之存在，於是就在唯識、如來藏、天台、華嚴這幾個系統中論究高下。就此而

言，般若學只論去執遣相，作為工夫論的本體價值可也，做為系統則尚構不著，故

而雖與圓教系統的工夫論有關，但自己不涉及存在問題。涉及存在則是存有論，不

涉及存在則是作用而已。此說，筆者反對，並已討論於〈對牟宗三佛教般若學詮釋

之方法論反思〉一文中。簡言之，般若學是佛教本體論，所有大乘系統皆預設之，

不必單獨提為一學派，而批評其不涉及存在，其存在問題就在其它諸系統中。 

至於唯識學，牟先生認為，唯識學涉及存在，但對存在的論述是偶然性出現，

沒有必然性，且其對眾生成佛的必然保證不足，因為它的般若智只是虛懸但中之理，

一切還是存在的種子具不具備而已。此一批評，筆者以為是牟先生佛學義理詮釋中

最準確到位的一說，筆者同意。對於如來藏思想，牟先生以《大乘起信論》的一心

開二門為代表而說之，卻以為此論中負責存在的仍是唯識學的阿賴耶識，而如來藏

的般若智與菩提心，則是隨生滅法而作用起現，成佛是保住了，但現象之升起仍是

阿賴耶識之偶然性作用而已，故現象之存在仍無其必然性，如來藏仍是但中之理而

已，只是有作用，能使心理為一，但真心只隨緣而起，緣起來自無明，如果沒有阿

賴耶識染污識的出現，就沒有無明，因而也就沒有現象存在了，那麼但中之理及真

如之心就作用不到了。此說，真一大誤解矣。佛是永恆，一心開二門之心是佛心，

阿賴耶識無明緣起是真，但心真如的清淨伴隨更為是真，心真如才是真正的存在之

依據，它既恆存，又恆作用，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固然是就作用說，卻並非不涉及

存在。以上深入討論，參見筆者另文〈對牟宗三談楞伽經與起信論的方法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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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華嚴宗，法界緣起說是其圓教的圓滿，圓者圓於成佛者遍在一切，以佛眼

觀之，法界一切有情眾生都是未來能成佛者，因而事事無礙。然而，牟先生卻認為，

此法界之觀法，只是成佛者之自我套套邏輯，與下界眾生無關，佛已成佛，自證一

切皆圓，但現象九界，仍在迷惘之中。此說更是詭譎至極的誤解。此義筆者亦已有

討論，參見〈對牟宗三華嚴宗詮釋的方法論反思〉。簡言之，華嚴宗之法界即是整

體存在界，遍一切現象界而為法界，只是以佛眼觀之之時，現象世界的一切眾生、

一切事理皆是圓融無礙，眾生固有其迷悟升降的個別生命歷程，但總一切歷程在佛

眼觀之皆是最終邁向成佛境界的歷程，此即所謂事理圓融之智慧觀法，即「法界緣

起」之說。此觀法，依成佛境者而說。至於眾生成佛之歷程，少不了因果業報、修

行升階、漸修頓悟諸種種事，故九界眾生尚未成佛。「法界緣起」乃為說明現象世

界存在之根本意義而言者，絕非虛懸一佛境界的本身而已。牟先生的批評意見，直

接是依據天臺宗十法界的世界觀而說者，認為華嚴「緣理斷九」，而天台是「即九

法界而成佛」者。天臺謂成佛者是要救度九界眾生的，此說甚善，但認為華嚴斷九

之說是不對的。以佛與下九界對看而言，則佛世界自與下九界自非同一存有等級，

但華嚴所謂「法界緣起」是說整體存在界以佛眼觀之之時，一切事項圓融無礙，這

並非是說佛自己在活動而捨棄九界眾生，而是說眾生生命歷程皆有其事其理而圓

融無礙，是以佛境界而觀整體存在界，不是只在佛存有者世界的自我活動，更非捨

棄下九界眾生，若真捨棄，又如何能成佛？大乘一入菩薩道位，皆以救度眾生而有

等級境界的差別，最高境界者即是能救度所有眾生者，只更以其眼觀世界時，即有

「法界緣起」之意旨。牟先生以佛自身的套套邏輯說華嚴法界觀，這是牟先生自己

的錯誤的理解。 

對天臺宗，牟先生以為天臺之圓是既能讓一切眾生成佛，又保住世間之存在。

以「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說世間即是成佛道場，而成佛即在一切世間中成之

保之，故而現象世界一切圓滿且又必然，一切眾生必得救度而同登佛國，此天台之

圓教。高於般若學、唯識學、如來藏、華嚴學，只比於儒家而尚不及。這是因為天

臺對於世間存在之發生，仍交給緣起法，若是緣起法，則無發生之必然。若是儒家，

世界之存在交給道德意識，故而有其發生之必然，此佛家之圓尚差一著者也。 

就前說般若思想而言，依筆者的界定，般若是佛教本體論的命題，諸法皆空，

一切現象無有感性的立場，以此為本體，發為本體工夫，則貫起信論、華嚴、天台

諸教系統皆以之為工夫論之宗旨，牟先生謂般若有作用之圓義，卻非存有論之圓

義，意即般若作為本體工夫，是一切圓教系統的本體工夫，作為工夫，故謂之作用，

作為圓教之工夫，故有作用之圓，但論及系統，即是論即存在，則般若學無此意旨

在，故而無存有論之圓，而存有論之圓不圓，又是牟先生列比起信論、華嚴、天台

及佛儒之間的要害關鍵。就牟先生而言，存在的圓不圓要追究的是現象世界的存在

是否保住及是否必然的問題，起信論交給阿賴耶識故只有偶然，華嚴宗交給法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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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故只有佛自己的存有，唯天臺宗交給「無明即法性」及「遍十法界而成佛」，即

謂存在即是實存已存，而眾生必是可受救度而成佛者，故而才真是圓中之圓。至於

般若，只能說是以作用的圓而併入上述諸大乘教義系統中。筆者認為，般若學是起

信論、華嚴、天台諸學的本體論命題及本體工夫論命題，說其涉及作用是對的，但

說其只是作用之圓而非存有論之圓，這就只是在牟先生自己的問題意識及理論立

場上說的事了。就系統之圓不圓而言，就是對於救度眾生是否遍覆、以及現象世界

是否保住而論者，根本上說，這不是佛教的問題意識，這是牟先生自己的問題意識，

所以牟先生在佛教詮釋上犯了問題意識不準確的錯誤，這是拿儒家的問題要求佛

教的答案，以符不符合儒家問題的標準，以論定佛教系統誰家理論圓不圓滿而做的

討論。根本上，現象世界是否必然存在的問題，就不是佛教世界觀的焦點問題，更

不是必須要有的立場，所以根本上牟先生深入論述的圓不圓的問題，以及對賢、台

兩教優劣判斷的意見，可以說都是外道之論，與佛教義理無關，一廂情願之說而已。 

對於般若學不涉及存有論的圓不圓的問題，筆者的立場是，這個討論不是很相

關於佛教哲學基本問題，般若學就是佛教哲學的本體論，至於宇宙論及境界論，可

以有不同學派的不同系統，但般若學的宗旨永遠存在各系統中，說般若學不涉及存

在是一個多餘的說法，至於存在的問題，則確實是在唯識學、起信論、華嚴、天台

諸學中是一重要的核心問題。 

三、觀法的切入 

智者大師五時八教中的八教，是由藏通別圓的化法四教，以及頓漸秘密不定的

化儀四教而說的。其中對藏通別圓的討論，牟先生是以觀法、解脫、佛果三方面說

其內涵。其中解脫就是工夫論問題，佛果就是境界論問題，至於觀法，應該是針對

本體論及宇宙論的問題，參閱牟先生的討論，卻都是般若思想的本體論問題。這也

可以見出，天臺宗的路徑，就是從般若思想進行修心實踐，而提出成佛路徑的學派，

因此天臺分析各派的理論重點，也就會是由般若思想的深淺以分別各家思想的深

淺。 

對於藏教，以四阿含經、具舍論、婆沙論等論之，即原始佛教。對於通教，即

是龍樹之般若學。對於別教，唯識學及大乘起信論者也，一為始別教、一為終別教，

這是把華嚴小始終頓圓的架構平移過來說的。 

其中對於別教之佛果而言，牟先生有一些說法值得討論，參見其言： 

約佛果言，通過還滅後，真常心之全部朗現即是佛。「如來藏恆沙佛法佛性」

一觀念至此始充分證成，而法身常住亦充分證成，「空不空」亦充分證成。

但此一系統是由真心之「不變隨緣隨緣不變」而展示，空不空是由隨緣中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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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還滅而充實。故當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空而不空時，此「空而不空」之中

道只是「但中」之理，須緣修以實之。在此緣修方便上說一切法趣不空。故

此仍權說之別教，非圓教也。即進而依此別教而言法界緣起，如華嚴宗之所

示，那也只是分析的圓教，不開權，不發迹，猶有一隔之權，仍只是別教而

已。3 

不論就始別教之唯識學說，還是就終別教之起信論說，牟先生意思就是，別教

成佛是成了沒錯，但成佛所依據的理是但中之理，亦即不是負擔現象存在之理，成

佛者自成其佛，但現象世界的存在問題被丟下了，現象世界仍是阿賴耶識無明緣起

中事，現象世界的存在不完美，故而別教之佛境界不真圓，只仍別教之圓。即便發

展至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說，只是佛境界自身之圓滿遍在，對下界眾生隔絕捨棄，仍

是分析之圓。 

對於牟先生如此界定天台宗所謂別教諸系的意見，筆者不同意。關鍵是針對存

在的問題。關於存在的問題，牟先生自己有一特別怪異的立場，也就是現象世界的

存在必須有其存在的保證。但是，這根本就不是佛教世界觀的立場，所以牟先生的

批評及論斷十分的詭譎。其理論歸結於天台圓教，下文再談。就唯識學和起信論對

成佛可能性的理論建構而言，起信論固然較唯識學為究竟，但在存在問題上，依牟

先生的理解，起信論對現象世界的存在問題之安立，則仍是阿賴耶識生滅門之作

用，其結果，真如心、法性理隨生命緣起而作用而已，這就造成雖有學佛者看似成

佛，卻不下及現象世界，以致不能使一切眾生必然成佛。意思是說，當存在的問題

仍依無明而起，真如心與法性理的成佛作為，只能是跟在後面追著跑的活動而已，

就算像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說，跑出了佛境界出來，則仍是個別成佛者的自我歷程，

終究與現象世界無關。牟先生這樣割斷現象世界的理解與詮釋，就是依據儒家哲學

的現象實有的根本哲學立場下的思路，為實有而奮戰是牟先生一向戮力的哲學目

標，詮釋佛學是為了高舉儒家而做，於是，非實有就是牟先生始終一貫的說佛態度。

首先，佛教般若學始終不涉及存在，其次，唯識學系統涉及現象世界了，卻不能保

證成佛。如來藏系統涉及成佛，卻顧不及現象世界的存在問題。法界緣起只是佛自

己在手舞足蹈，現象世界還在迷惘受苦中。依據儒家實有論的立場，現象實有，實

有的現象世界經聖人的點化可以成善美的境界，於是實有保住，圓善之境界保住，

這才是儒家的圓教終境。牟先生認為，以上唯識、起信、華嚴的缺點，天臺宗可以

超克。關鍵就在，天台主張成佛及於下九界，既有成佛之完成，又有現象世界整體

存在的保住，故而超越各家。如何超越？關鍵就在說及現象世界的升起，又有主體

的成佛，又及於現象世界的存在而保住之，以此高於各家，故而才是最終的圓滿的

圓教。這個結論是迭經許多轉折討論而達致的，首先，天台與它家都有圓教之說法，

                                                 
3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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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牟先生於文中說，各家皆是分析的圓教，依牟先生，一旦是分析的、分解的就非

究竟的，要非分解的、詭譎的、圓融的才是最終的圓滿之教。此義見下文： 

別教是分解地說。凡分解地說者皆不融，不即，有次第，斷斷，有縱橫，非

圓詮。圓教是詭譎地說。凡詭譎地說者皆融，皆即，皆不次第，皆不斷斷，

皆不縱不橫，故皆為圓詮。4 

以上這一段話，配合前文說別教都是分析的進路之說，讓我們了解到，牟先生

說華嚴別、天台圓的關鍵，竟是語言表述方式上的分解或不分解的差別，天台詭譎

地圓融，華嚴分解而不澈竟。分解而不能澈竟、不分解才達圓融，此一說法，是牟

先在儒學討論上運用的方法，「分別說」說的是抽象的理論建構，「非分別說」說的

是工夫境界論的結果。至於在《佛性與般若》中，牟先生則是主張「有系統相」者

皆不能達到最終圓教境界，「無系統相」者的詭譎圓融才能真正達到最高的圓教境

界。筆者以為，最高圓教與「系統」「不系統」是無關的，與「分析」「不分析」也

是無關的，說到底，根本不是表達方式的問題，若只是表達方式的問題，那就不是

義理的問題，一種義理在分析的、系統的表達之時不圓融，而換成非系統、不分解

的表達就圓融，這恐怕根本就沒有義理，而都是一些詭辭的跳躍而已。此義，於下

節談圓教中申述。 

四、天台圓教的模式 

牟先生說明天台圓教的方式有何特殊性呢？首先，從解脫方面說天台之「不斷

斷」之意旨，其次，從佛果上講「無執的存有論」。講解脫從未成佛的眾生心講，

講佛果從已成佛的佛存有者講，且都是本體宇宙工夫境界論一起講了。參見其言： 

約解脫說，為圓伏、圓信、圓斷、圓行、圓位、圓自在莊嚴、圓建立眾生。

此中即是一「不斷斷」。而此「不斷斷」即預設「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即「一

念無明法性心即具三千世間法」，此是存有論的圓。性德三軌不縱不橫，修

德三軌亦不縱不橫。性修不二，皆具三千，故為無作無量四諦。此是性具系

統，非「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性起系統也。性起系統只是無量，而非無作；

是斷斷，而非不斷斷。「斷斷」有能覆與所覆，故必斷除能覆之無明，始顯

所覆之真心；必斷除九界之差別，始顯佛界之法身。此即荊溪所謂「緣理斷

九」也。不斷斷者，法身必十界互融而為法身，般若解脫亦然。此即是說，

必即三千世間法而為法身、般若與解脫。而三千世間法皆是本具，皆是性德，

無一可改，無一可廢，無一是由作意造作而成，故皆為無作。法性必即無明

                                                 
4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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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法性。無明須斷，此即所謂「解心無染」；而無明中之差別法則不斷，

此即所謂「除病不除法」，即「不斷斷」也。低頭舉手皆成佛道，通達惡際

即是實際，何況二乘行？何況菩薩行？依此而言「性德惡」。「性德惡」者即

性德三千中除佛界外餘九界中一切本具之穢惡法也。此明是在「不斷淫怒

痴」下之詞語，無足驚怪也。此與儒家言性善性惡者異矣。「性德惡」有時

亦言「性惡」，此略詞也。惡是形容法者，非形容性者。「性德惡」即是一念

無明法性心所本具之不可改變之穢惡法。無明無住，無明即法性，如是則法

性心即本具有這些穢惡法而一不可改。故佛界亦有惑業苦三道性相，而三道

即三德，解心無染也，通達惡際即是實際也。法性即無住，法性即無明，如

是，則無明心亦本具有這些穢惡法而一不可改。是故眾生皆在惑業苦之三道

中，此是迷執之三道。佛之解脫是在「不斷斷」中，三道即三德下，解心無

染也，而三千法仍自若也。是故荊溪云:「三千在理，同名無明。三千果成，

咸稱常樂。」（十不二門因果不二門語）。此即「圓斷」，亦曰「不思議斷」。

故「性德惡」是性具系統無作四諦之重要標識，實只是「不斷斷」之變換語

耳。5 

以上講天臺宗的圓教，是從「不斷斷」講起。講「不斷斷」要先從「斷斷」講

起，「斷斷」者，成佛要「斷九界之無明」，而顯佛法身。此說，筆者以為，十分正

常合理。但牟先生有「不斷斷」之說，並以其預設了「一念無明法性心即具三千世

間法」。此一預設，近似存有論的命題，前所說之「斷斷」命題意旨，顯見就是工

夫論旨，也就是說牟先生把工夫論和存有論混在一起討論，而此說所預設的存有論

旨，就是直接肯定現象世界的存在，及其意義上的圓滿，故而要「無明」與「法性」

同屬一體，同時使現象世界具恆久的存在性，這其中便出現了「性德惡」的意旨。

簡言之，眾生所生存的穢惡世界是一必然存在的世界，而成佛的實踐活動就是從這

些在穢惡國土的眾生之實踐做起，所以穢惡國土一個不能少。成佛是眾生成佛，依

唯識學原理，萬法唯識，現象世界一切萬法唯識所變，且為眾生心所具，重點是，

此具為本具，故成佛之時，穢惡之土仍存，沒有因為成佛而穢惡之土就消失了，且

要強調，成佛就是眾生在穢惡國土實踐而成，穢惡國土之眾生可以捨惡成佛，但國

土不壞。以上這樣的理論，可以說是涵蓋了許多不同的哲學問題而擷取其中的一些

特殊意見部分所構成，輾轉跳躍，難以繩約。必須說，牟先生是站在天台高華嚴、

儒學高佛學的先在預設下而做出的討論，且在討論中，不斷創造新概念及新命題，

幾乎就是藉由定義在做論證。問題是，牟先生建立的天台圓教思想，並沒有明確的

哲學基本問題的脈絡，而是把所有表述上看起來符合他的基本立場的新概念及新

命題予以連結而說出的理論體系。 

                                                 
5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46-647。 



對牟宗三詮釋天臺宗五時八教觀對比華嚴宗的反思 347 

以下深入分析。「不斷斷」者，現象世界在成佛前性具本具，雖為穢惡諸法，

但法性仍善，而穢惡國土即由無明之緣而升起者，此穢土與法性卻不二，「法性無

住」「法性即無明」，這套說法在形式上就是一種「理氣合一」的理論，儒家說理即

氣、氣即理，此說乃為避免理氣割裂而設，而牟先生此處又要避免法性與無明割裂

而設，故謂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目的是為建立在認知上穢土固然是因無明而

有，卻仍有法性在其中的意旨。這種理論從形上學說是形上學的一種型態，從境界

論說是成聖境者的視域，但卻不是從工夫論說，否則無從下手。工夫論必是從初級

到高級，必是從低等狀態到高等狀態，故而說工夫論時還得深入實踐主體的存有論

結構再做細分，才能有切題的討論，而這個主體結構的知識細節，就在唯識學到如

來藏的系統中才有深談的，天台為般若學進路，對這個問題是談不深入的。 

又，成佛者的實踐成果和現象國土的存在不是同一個問題，牟先生混淆二者為

一，故而造出奇特詭異的理論。筆者以為，工夫主體在實踐開始的時候，必處於染

心狀態，卻必有真如心為內在動力，且必可心與理合一以為成長的模式，而一旦心

理合一而成佛，現象世界仍是現象世界。自己雖已成佛，眾生卻仍在迷。但是，成

佛者可以持續救度眾生，且一切眾生都有被救度的機會，更有成佛的機會，所以眾

生所處的穢土存在也必然有其存在的條件。雖有存在的條件，這卻與眾生具備成佛

的可能性及必然性不是一回事，不必在成佛必然性的問題上牽出國土存在的永恆

性立場。牟先生幾乎在這件事情上整個攪混在一起，認為成佛者之成佛必是成於穢

土中，並且穢土必須有其存在的永恆性。於是穢土雖自無明而來，但是卻主張無明

與法性是一，如是則穢土與清淨真如理是一。筆者以為，此說混沌不清。牟先生這

種詭譎相融的圓教說，真不如分析地說的能說得清楚，實際上就是：有國土，國土

有六凡四聖的十法界，可以說未成佛前下九界皆穢土，也可以說下六凡界是穢土，

或於六凡中再分淨穢國土，重點是，成佛之時，佛自己已是成佛者境界，這是就佛

性存有者的主體說，至於國土，只要還有下界眾生，就有國土，不論淨穢。而這個

成佛的存有者，對祂來說，國土不是一個存在的必要條件，而只是有情眾生的活動

領域而已，祂自己則是遍在一切國土，臨在一切國土，結緣與救度一切國土之眾生，

但眾生之成佛仍需眾生之自渡，眾生在下九界之各界中流轉生降，但仍有一拾階上

升的歷程，這個上升仍有其結構上的必然性，這一方面說得是所居住國土、所屬於

的國土，二方面說得是所活動的國土。就所活動的國土而言，上四界存有者可以遍

在下六道中活動，上四界嚴格說沒有明確的國土，一切依主體境界而顯現。下六道

眾生則基本上不能跨界活動，至少不能以上四聖界存有者的活動方式來活動。牟先

生批評華嚴法界是證佛者自身的境界，因而與下界無關。又批評如來藏真如緣起是

但中之理，現實世界是另一回事。結果認為如來藏真如心與法性理固得合一，但現

象世界還是被遺棄了。故而提出無明即法性的主張，目的在使法性之真如心和真如

理不隔離於無明緣起的現象世界。此說，立意上有其可說者，但理論上有理解的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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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世界有層層眾生出生、居住、及活動於此，任一眾生皆有如來藏真如心內

在於性中，不論其如何無明薰習而有生滅不已之輪迴歷程，最終仍有真如心以為主

導而促使成佛，這是就人性論及工夫論說。就存有論言，如來藏就是主體的一切，

個別主體的輪迴歷程及現象世界都在其中，今有個別主體的修行成佛，則是去無明

全真如，依唯識學系統說，則是轉識成智，而成佛永遠是個別存有者的事業，成佛

者成佛不影響未成佛者的國土存在與否，未成佛者雖未成佛，不影響其最終有成佛

的可能，這便是由唯識學發展至如來藏思想的理論建樹，亦即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之

立場在如來藏學說中已有恰當的建立。此時沒有如來藏真如理只是但中而抽離現

象的問題，眾生以真如心與真如理合一而成佛之後，一樣是在層層世界中遍在及作

用，穢土仍在，穢土眾生仍在，眾生成佛可能性亦在，只是有某一眾生成佛而已。

追求成佛者之真如心與真如理和生滅歷程都是同一主體中事，從實踐活動說或從

現象流變說，都是此心以為主宰之歷程，不是真如心、真如理作為一獨立的存有在

但中、在隨緣不隨緣，而是主體之心在隨緣不隨緣、在如理不如理、在成佛不成佛，

牟先生割裂真如心與生滅法的思路，正是分解太過的結果。從形上學說，是講一心

及真如、生滅二門，但從現象說，就只有眾生主體與現象世界。有眾生成佛也罷，

無眾生成佛也罷，現象世界還是一樣，世界是依據它自己的成住壞空歷程而流轉不

已，並沒有保住與否的問題與需求，也沒有成佛者成佛之後捨棄現象世界的事情。

說但中之理不是一真實獨立的存有，這只是就唯識學家批評如來藏思想的思路而

言者，本身不必成立，故而不必談論其隨緣不隨緣以致現象存在不存在的問題。只

有眾生心成佛不成佛，以致在染心或在淨心的問題而已，說真如心與真如理與法性

等事時，都是主體的真如心是否如其理而與法性是否合一之事而已，不是心真如隨

緣起現、無緣則不起現的事情。這樣的描述方式好像同一個主體自我分裂為有心真

如和心生滅，其中心真如隨生滅緣起而作用而清淨化之，若無明生滅不緣起，則心

真如即無可作用之事矣，而一旦真如作用，一切淨化而成佛，則留下了無明生滅依

然在穢土中，且視同被真如心捨棄之窘況。此說，真混亂義理矣。而牟先生於它處

也真的是以同體及異體說這件事情，說別教是異體而圓教才同體，其說，筆者也不

同意。 

就佛果的討論言，牟先生討論了法身概念，以及提出「執的存有論」和「無執

的存有論」兩說，參見其言： 

約佛果言，即為法身常住，無有變易，「如來藏恆沙佛法佛性」之圓滿的體

現。如來藏即「一念無明法性心」也，不指真心而言。圓滿體現者必即三千

法而體現之也，因恆沙佛法佛性本具此三千法也；數言三千，實即無量無作

法也，即是恆沙佛法矣。本具三千即是「三千在理，同名無明。」圓滿體現

即是「三千果成，咸稱常樂。」三千在理即是性德三軌，不縱不橫。不縱者，

法身、般若、解脫皆本具故；般若與解脫雖修德亦性德故，而性德是在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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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顯，故雖性而又是修，雖不縱而亦不橫。不橫者，般若與解脫性德，亦修

德故，而修德又是在「不斷斷」下成故，故雖修而又是性，雖不橫而亦不縱。

在因地如此，在果地亦然。此為圓伊，亦曰三德秘密藏。而別教三德，因為

是性起系統，又是「斷斷」，故有縱有橫，不為圓伊。 

復次，總上三點言之，此圓教之特色又在「一切法趣某，是趣不過」之一語，

此即「不但中」，故曰圓中。此語本是《般若經》中表示「般若之作用的圓」

之語。今將表示「般若之作用的圓」之「一切法趣」套於「存有論的圓」中

說。一念三千不只是散列的三千，而且是一切法趣空，趣假，趣中之三千。

又不止此，而且是一切法趣色、趣聲、趣香、趣味、趣觸，固不只趣一念也。

是故得言唯色、唯聲、唯香、唯味、唯觸、唯識、唯智。若在識中，一切都

是迷執。若在智中，一切都是常樂。在識中，是識色不二。在智中，是智色

不二。依前者說執的存有論。依後者，說無執的存有論。此即是圓教下的兩

層存有論，而在一念三千與不斷斷中完成之。別教不能至此也。故佛教必發

展至《法華》圓教始至其極。極者徹底透出兩層存有論之謂也。至此，始極

成無諍＿＿《般若》之無諍與《法華》之無諍合而為一。6 

文中言「圓滿體現者必即三千法而體現之也」即言佛果即在一切現象世界中呈

現，而一切現象世界則是佛性本具，所以成佛之後亦不捨離世界。筆者以為，牟先

生這樣的說法實在錯置了問題。「性具說」謂性中本具三千法，此義可以說是一念

心可能的視域是三千之念，這是人性存有者的染淨狀態問題，但這不是說，三千善

惡諸念必須永恆地存在並呈顯，而只能是說，若未做工夫，則三千善惡諸念皆是可

能，至於工夫論，仍是要去惡向善，以至纖惡必除。智者初講性具思想時，重點在

性具善惡，此說若與原始佛教的「十二因緣」說對比，以及輪迴因果說對比，則眾

生的個性是習氣的結果，因而說性具善惡與習氣我執說似有扞格之處。筆者以為，

論及佛教人性論，還是習氣說是根本教法，性具善惡說，就可能性的狀態而言是可

以說的，就必然性而言是不可以說的。眾生可能性具善惡，這只能是就習氣言而已，

端看個人生命歷程的習染發展而定，諸惡具染亦是可能，但眾生亦同時性具善法，

故有淨因作用，此即進入如來藏說中，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關鍵就是，心真如薰習

永恆不斷，而生滅門的無明薰習到一定清淨程度之後就斷了，這就和智者大師回答

菩薩不斷性惡法門，卻不入惡行中的道理是一樣的7，這就可以說是「不斷斷」的

意思，但其義是說，佛不斷對性惡之理解，以及不斷對在迷之性惡眾生的接觸，卻

自己無染，這並不等於是說現象世界在迷眾生的存在及其國土必須永恆存在。現象

                                                 
6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48。 
7 參見：《觀音玄義》卷上又云「問：闡提不斷性善，還能令修善起。佛不斷性惡，還令修惡起耶？

答：闡提既不達性善，以不達故，還為善所染，修善得起，廣治諸惡。佛雖不斷性惡，而能達於惡，

以達惡故，於惡自在，故不為惡所染，修惡不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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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此起彼滅是佛教世界觀的根本認識，成住壞空之際，只要還有國土與眾生，就

可以有成佛的修行活動，也就有佛與菩薩的救度眾生之行為，因此「不斷斷」之「不

斷」應是不斷救度眾生的心力，不斷與眾生接觸的機緣，不斷與下界眾生互動的願

力，不斷理解惡事的能力，而不是，現象世界的存在永恆不滅，現象不斷而染心斷。 

相較於「性具說」的「不斷斷」，所謂「性起系統」的「斷斷」，是斷去本來不

實的雜染，由心真如作用於無明薰習的一切緣起諸事，是修行者主體自己斷去自己

的惡染，而並不是成佛後斷去與現象世界的接觸及救度，更不是斷去了使現象世界

持續存在的存有論原理。可以說，都是因為牟先生過於關切世界實有的問題，以致

強把「性起說」的「斷斷」系統與「性具說」的「不斷斷」系統對比起來，甚至對

立起來。其實，兩說無須對立，問題根本不同。「性起說」面對工夫論問題，心真

如隨緣作用起現，預設了如來藏的存有論系統，發展於十二因緣緣起、阿賴耶識無

明緣起的改良系統。「性具說」也是面對工夫論問題，不斷性惡才能不受制於惡，

這卻是智者大師自己提出來的人性論命題，智者大師確實是走般若學進路而成一

大教理系統者，這與華嚴宗走唯識學、如來藏系統而成法界緣起說的一大教理系統

者不同。走般若學之路只破不立，對於存有論的問題討論並不精準，牟先生卻以詭

辭說之，企圖高天台於華嚴，當然，依哲學史之史實，實際上華嚴、天台也是彼此

高低的兩造，牟先生只是走了天台之路而已。只是，牟先生更有自己的語言與命題

的創作，導致將天台、華嚴對比的問題更加複雜。 

牟先生又提兩層存有論之說，以「執的存有論」和「無執的存有論」分說之，

依牟先生之意，天台之圓才是「無執的存有論」，別教之圓都只能到達「執的存有

論」。別教只論及識，主要針對一切迷執的討論，圓教論及智，主要對實做工夫之

後的境界作討論。此說筆者不同意，此說牟先生早已運用於程朱、陸王之辯中，對

於以「執的存有論」及「無執的存有論」討論儒家，而高陸王於程朱之說，筆者亦

不同意8。簡述之，各教都有「執的存有論」也都有「無執的存有論」，其實，「執

的存有論」是形上學問題，是本體宇宙論問題，「無執的存有論」是工夫境界論的

問題，這都是學派理論中互相需要且互為推演的問題，牟先生以此架構硬套各家且

分判彼此，這正是牟先生自己分解過度的結果。 

五、七種二諦 

天台講通教無生四諦，別教無量四諦，圓教無作四諦，通教說般若諸法不生，

別教說菩薩道度眾無量，圓教說境界一切作而無作。牟先生依《法華玄義》講七種

二諦，發揮天台之說，卻仍有值得討論之處，其言： 

                                                 
8 參見拙著：《南宋儒學》，台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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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別教之不空上融至圓教之一切法趣不空，則須知別教是分解的展示，故一方

有次第，一方佛性之理又為但中。真空妙有之佛性理為惑所覆，藉緣修方便，

破惑而後顯，此即「緣理斷九」，故佛性理為「但中」也。此亦是權說。既知

是權說，故捨分解的展示而為詭譎的展示，則即歸于「性具」之圓教。此圓教

亦不能由通教之體法入空可直接通至者，光只一心三觀並不能決定圓教之所以

為圓教。此必須經過「如來藏恆沙佛法佛性但中之理」之開決，始可通至此圓

教。由別教融至圓教，不須另有客觀之觀念，只須在《法華》之「開權顯實發

迹顯本」下，另換一表達方式即可，即在「不斷斷」下，在「三道即三德」下，

由分解的展示轉為詭譎的展示，即可。此詭譎的展示不只是般若智之無執無著，

不捨不壞，乃是般若智之作用的圓與不但中佛性理之存有論的圓之合一，因此，

而成為性具系統也。此必須由表達方式之殊特來了解，非是由另一新概念而撐

起也。詞語詞意之不同皆由性具而來。是以圓之所以為圓雖種種說示，最後總

歸于表達方式之殊特。分解說者永不能至。是故凡分解說者皆權說也。開權即

顯實矣。故圓實教為第二序者。不離前三而有圓，不離四味（乳、酪、生酥、

熟酥）而有醍醐，故須由表達方式之殊特而認取之也。9 

牟先生以為，從別教至圓教就是一個表達方式的轉換而已，並不需要有任何的

新知識，此旨，筆者有質疑。其說，別教成佛，乃將無明所惑者去惑顯真即是成佛，

此即緣理斷九，故佛性理為但中。此說之中，成佛既斷九，則佛性理為但中，亦即，

不涉世間。以上是分解地說。若是詭譎地說，則不斷九界而成佛，故為不斷斷，則

其理不但中，且為性具善惡萬法。此即謂萬法實存，成佛即九界，成佛不斷九界，

九界性具，佛性理不但理而具九界。以上，牟先生說只是表達方式之別，不須另有

新觀念，不由另一新概念，只是改分解之表達為詭譎之表達。筆者以為，這並不是

表達方式的差異而已，所謂開權顯實，實在是推翻了別教的說法而另起新說的系

統。就所指別教言，破惑顯真，是成佛的必然格式，成佛是去自性中的九界而證入

佛界，並不是捨棄下九界的眾生，所說「緣理斷九」及「但中之理」說者皆不正確。

至於「不斷斷」及「不但中之理」之說者，是把成佛境界問題和宇宙論的問題混淆

為一而說的存有論，牟先生想說的是，既成佛境矣，又要保住現象世界，既是主體

成佛，又是世界皆實有。 

如果牟先生認為這是表達方式的不同而已，那其實就是無所新說。即便是別

教，成佛本來就沒有捨棄現象世界，至於保住現象世界的說法，則是牟先生個人的

錯誤理解，這絕非佛教的世界觀。就不但中而遍在現象世界而言，別教之佛性理也

不是但中而不遍在，這整個都是錯亂的理解與詮釋。 

如果這種新的表達方式根本就是一套新的學說，那麼正是這一套新的學說可

                                                 
9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頁 67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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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牟先生再度犧牲，這在和儒家學說對比時就可以見到，關鍵就是這一套詭譎的

圓教系統並不具備實存實有性，以及緣起法不依道德意志而起，故而終究是對現象

世界落空的一套佛教哲學，而哲學，就是要為實有而奮戰，故而佛不及儒矣。 

六、小結 

筆者以為，佛教哲學在如來藏緣起說中，在起信論一心二門說中，在華嚴宗法

界緣起說中，就已經把佛教哲學所有的理論漏洞補足而成為圓滿的系統，天台家的

一些論述，正是華嚴教之終頓階段，整個理解不同，思路不同，問題意識不同，強

為高下的結果，就是混亂佛學意旨。牟先生以天台圓勝華嚴別之說，究竟是改變表

達方式而無所新說？還是另一立一套新的佛教教義？這將在他第二章談〈以無住

本立一切法〉中繼續討論。這就另待它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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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與《中論》「緣起性空」哲學思想研究 

──以〈十定品〉及〈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經文為例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副教授 

陳士濱 

摘 要 

歷代著解《華嚴經》大師如澄觀、法藏、智儼……皆廣引《中論》的哲學思想

作註腳，但有關《華嚴經》與《中論》哲學匯通的研究資料仍非常少見。《中論》

的哲學是非常廣泛的，歸納整理起來約有十餘種，若將《華嚴經》與《中論》哲學

思想全部做比對研究，那將會是數十萬之言，故本論僅將《華嚴經》與《中論》「緣

起性空」的哲學思想做分析研究。研究重點將探討《華嚴經》〈十定品〉其中一段經

文：「如日中陽焰，不從雲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於水，非有非無，非善

非惡，非清非濁……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為識所了。」與〈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其中一段經文：「如我音聲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業報成佛亦

復如是，非十方來……此無根本、無有來處」。這幾段經文與《中論》「觀因緣品」之

「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及「觀四諦品」之「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

空」的「緣起性空」哲學是相通的。 

關鍵詞：華嚴經、十方來、中論、眾因緣生法、自生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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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 in Avatamsaka Sutra and 

Madhyamaka-Kārikā— Taking “The Ten 

Concentration” and “Th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s 

Embellishments and Lights” as Examples 

Chen, Shi-bin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Dharma masters of the various dynasties, such as Cheng-kuan(澄觀), Fa-tsang(法藏), 

and Chih-yen(智儼), drew a lot from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inherent in the Madhyamaka-

Kārikā (中論) for their footnotes when they were writing comments for the Avatamsaka 

Sutra. However, research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combined study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the Madhyamaka-Kārikā are still difficult to find. This paper, therefore, aims 

to carry out an analytical study on the philosophical idea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緣起性空 )” inherent in both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the 

Madhyamaka-Kārikā. The focus will be put on a paragraph in “The Ten Concentration(十

定品)”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which reads as: “It is like a mirage in the daytime—it 

does not come from clouds or lakes, it does not rest on land or water, neither exists nor 

does not exists, is not good or bad, not pure or polluted…Through causes and conditions, 

it manifests the appearance of water, as perceived by the consciousness.” Also, the focus 

of study will be on a paragraph in “Th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s Embellishments and 

Lights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which reads as: “Just as my sound does not come from the 

east or from the west, the south, the north, or the intermediate directions or the zenith or 

nadir, in the same way the achievement of buddhahood as a consequence of actions does 

not come from any of the ten directions…This has no basis, it does not come from 

any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above-mentioned two paragraphs from the Avatamsaka 

Sutra is in accord with the meaning of a paragraph from the “pratyaya-parīkṣā nāma 

prathamaṃ prakaraṇam (觀因緣品)” of the Madhyamaka-Kārikā which reads thu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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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self-born, not others-born, not the symbiosis of the self-born and others-born. It is 

born not without origin.” Moreover, it is in accord with the meaning of a paragraph from 

the “ārya-satya—parīkṣā nāma catur-viṃśatitamaṃ prakaraṇam (觀四諦品 )” of the 

Madhyamaka-Kārikā which reads: “yaḥ pratītya-samutpādaḥ śūnyatāṃ tāṃ 

pracakṣmahe” (the dharma that is born out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the dharma of 

emptiness).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the Madhyamaka-Kārikā share a lot in common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y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 

Keywords: Avatamsaka Sutra, Come from the ten directions, Madhyamaka-Kārikā, the 

dharma that is born out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self-born, others-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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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龍樹菩薩（Nāgārjuna，約 150－250），又稱龍猛、龍勝。大約為二、三世紀

頃之人。龍樹之著作極豐，如：《中論頌》、《十二門論》、《空七十論》、《迴諍論》、

《六十頌如理論》、《大乘破有論》、《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大乘二十頌

論》、《菩提資糧論》、《寶行王正論》、《因緣心論頌》、《菩提心離相論》、《福蓋正行

所集經》、《讚法界頌》、《廣大發願頌》等；造論之多，世所罕見，遂有「千部論主」

之美稱。 

龍樹的《中論》有四卷，有印度僧青目（梵名 Piṅgala音譯賓伽羅、賓頭羅伽，

約 250－300）作譯，由姚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約 344－413）漢譯，收於《大

正藏》第三十冊。《中論》梵文共有 448 偈，1漢譯、藏譯或作 445 偈。《中論》梵

文為 madhyamaka（中觀）-kārikā（論頌），故又名為《中觀論》、《正觀論》、《中頌》、

《根本中頌》、《根本中論》、《根本中觀論頌》。 

《中論》的「中」指的是「不落二邊」的真理，並非是「折中」的意思。如《雜阿

含經‧卷十》所云： 

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集」是「招聚」義，能招集三界生死苦果煩惱），則不生世

間「無」見。 

如實正觀世間「滅」（「滅」是「寂滅」義，斷除一切煩惱之苦，可入於涅槃之境界），

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kātyāyana）！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2 

一切法並非「有性」，也並非「無性」，智者應該遠離「有、無」二邊而不執著。

一切法皆是「因緣」所生；既是「因緣」生，所以它並沒有「定性」，既沒有「定性」；

便沒有「實性」；既沒有「實性」，就是一種「無自性」的「空」。只要我們能透徹「一切

法」皆是「緣起」的，它的本質都是「無自性」的，我們便不會去執著一切法為「實有」

或「虛無」；如此即可遠離「有、無」二邊，達到「中道、空性」的實相義。《中論》的

                                                 
1 《中論》梵本自從鳩摩羅什於公元 409 年在長安譯出後，不知何時梵本的《中論》便遺失了。據

學者研究《中論》的梵本應在趙宋時代（公元 1050 年以後）消失。近代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荷德生

（B. H. Hodgson 1800-1894）在尼泊爾收集了很多的梵文聖典，於 1874 年出版《尼泊爾與西藏之語

言、文學與宗教論》一書，內容有收錄梵文原典的月稱《淨明句論》（prasanna-pada），月稱（梵名

Candra-kirti 600-650）是南印度僧人，他的《淨明句論》是《中論》的八大註釋之一，當然內容也

包括了《中論》的原文梵典，這使得《中論》的梵本重現於世。後來比利時佛教學者樸山把它重新

整理，他整理的梵本成為全世界公認《中論》梵文原典的完整本。 
2 詳《雜阿含經》卷 10。CBETA, T02, no. 99, p. 6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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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首，即明「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3的「八不中道」。 

《中論》並非在專門疏解某一經、某一品、某一論，它是依《阿含經》及《般

若經》的深義，發揮其「緣起無自性」的「八不中道義」，用來遮破一切外道、小乘

等的「實在論者」與「虛無論者」的戲論，進而啟發釋尊所說的「緣起中道」義，並以

「般若智」證入「諸法實相」而得解脫涅槃。龍樹《中論》內的哲學非常的精彩，後

人整理《中論》大約有十一種哲學，如「兩難、矛盾律、排中律、無限擴展的謬誤、

循環論證的謬誤、定言論證（三段論法）、假言論證（條件論證）、四句哲理、四句

否定、相待不離的論證、連鎖論證」等。4本論只就「緣起性空」哲學5與《華嚴經》

的思想作研究。如龍樹《中論》的「觀四諦品」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

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6。講「空」則不會墮入「實有論」；言「假名有」則不會墮入

「實無論」，所以「中道」義就是「非實有、非實無」、或說「離有邊、離無邊」之義。

圖解如下： 

 

 

自性空─緣起無自性，故非自性「真實而有」。離「有邊」，不墮「有」。 

假名有─緣生施設有，故非自性「虛無斷滅」。離「無邊」，不墮「無」。 

 

 

 

自性空—無實自性，故非「真實而有」。離「有邊」，不墮「有」。 

假名有—宛然有像，故非「虛無斷滅」。離「無邊」，不墮「無」。 

 

前輩學者研究龍樹《中論》「緣起性空」的著作與專書非常的多，如 T. R.V. Murti

著、郭忠生譯《中觀哲學》、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中觀論頌講記》、《中觀

今論》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佛教中觀哲學》、吳汝鈞著《印度中觀哲學》、《龍

樹中論的哲學解讀》、陳沛然著《佛家哲理通析》、楊惠南《龍樹與中觀哲學》、陳

學仁《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究》、劉宇光譯《緣起與空性》、李潤生《中論析義》

（上、下冊）……等。龍樹的「緣起性空」思想幾乎主導了中國各宗各派的思想，

尤其是「三論宗」與「天台宗」的興起皆從《中論》而獲得開啟，進而獲各宗各派的

                                                 
3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1, b。 
4 這十一種哲學的歸類及詳細論證方式見於陳學仁《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討》。2000、5。台北

佛光文化出版。頁 304-380。 
5 「緣起性空」涉及「眾因緣」及「不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所以可歸納在「四句否定」或「四

句哲理」內。 
6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空義 中道 

緣起法 中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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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近代學者吳汝鈞曾就《中論》思想的重要性而說： 

為何《中論》如此重要，值得我們特別來研習呢？這是因為「中觀學」是「大

乘佛學」的基石，它較「唯識」及「如來藏」兩系統更為重要。不論從歷史方

面還是義理方面來說，「中觀學」都是大乘佛教裡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它在印

度佛學與中國佛學中，都有深遠的影響。而在「中觀學」的文獻中，《中論》

可算是最重要的。所以，就佛學的研究來說，若能夠掌握到《中論》的基本

思想，便足以建立起一個了解「大乘佛學」的良好基礎。此外，如就「哲學」

與「邏輯」的訓練來說，《中論》也是一部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的哲學著作，

透過對它的研習和理解，則對哲學與邏輯思考的訓練，也有一定的幫助。可

以說，無論就佛學研究或是哲學訓練來說，《中論》都是一部極其重要的文

獻。7 

歷代著解《華嚴經》的祖師均大量引用《中論》文句，若據 CBETA 的檢索則

可歸納出引用《中論》最多的文句，其中最多的就是《中論》的「觀四諦品」云：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8及「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9這兩段重複出現超過四十次以上（詳見下節說明），

承如唐‧法藏撰、宋‧承遷註《華嚴經金師子章註》云：「萬法無體，假緣成立，

若無因緣，法即不生。故經云：諸法從緣起，無緣即不起。」
10及《華嚴經》卷 58

所云：「悉知一切從因緣生，如因印故而生印像，如鏡中像、如電、如夢、如響、

如幻，各隨因有。」
11故本論將以《華嚴經》的〈十定品〉及〈如來隨好光明功德

品〉的部份經文為例，進而說明《華嚴經》與《中論》「緣起性空」的哲學思想。 

二、《華嚴經》註疏與《中論》的因緣 

歷代註解《華嚴經》的祖師大德與龍樹《中論》皆有深厚的因緣，從 CBETA

藏經的檢索中可發現註解《華嚴經》的祖師皆廣引《中論》為證，從華嚴初祖唐‧

帝心 杜順大師（557－640）《華嚴五教止觀》12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13開

始。二祖唐‧雲華 智儼大師（62-－668）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

                                                 
7 詳《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台灣商務書局。1999、6 出版。頁 3。 
8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9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a。 
10 詳《華嚴經金師子章註》。CBETA, T45, no. 1881, p. 668, a。 
1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34 入法界品〉。CBETA, T09, no. 278, p. 770, a。 
12 引《中論》文詳見 CBETA, T45, no. 1867, p. 511, a。 
13 引《中論》文詳見 CBETA, D38, no. 8898, p. 6、7、41 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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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三祖唐‧賢首 法藏大師（643－712）的《華嚴經探玄記》。15四祖唐‧清涼 澄觀

大師（737－838）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16、《華

嚴法界玄鏡》、《華嚴經行願品疏》。17五祖唐‧圭峰 宗密大師（780－841）的《註

華嚴法界觀門》。18其餘的還有唐‧慧苑（673－743？）述《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
19宋‧本嵩述 琮湛註《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20宋‧道亭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

章義苑疏》、21宋‧師會、善熹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22元‧普瑞集《華

嚴懸談會玄記》、23遼‧鮮演述《華嚴經談玄抉擇》、24新羅‧表員集《華嚴經文義

要決問答》、25元‧圓覺解《華嚴原人論解》、26明‧德清提挈《華嚴綱要》、27清‧

灌頂 續法集錄《賢首五教儀》28……等。 

其中澄觀大師是引證《中論》最多的一位，引用《中論》作註的內容集中在《華

嚴經》的「世主妙嚴品、四聖諦品、如來光明覺品、菩薩問明品、須彌頂上偈讚品、

梵行品、夜摩宮中偈讚品、十行品、十無盡藏品、十迴向品、十地品、十忍品、入

法界品」……等。底下略舉三則澄觀引用《中論》來註解《華嚴經》的資料（其餘的

經文詮釋方式則移至論文後面當「附錄」供大眾參考）： 

                                                 
14 引《中論》文詳見 CBETA, T35, no. 1732, p. 65, b。 
15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及卷 13〈22 十地品〉。見 CBETA, T35, no. 

1733, p. 168, a 及 p. 351, a。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原為四十卷，今經藏所列的是九十卷，此乃後入將澄觀的《華嚴

經》的《疏》與《鈔》合刊，略稱為《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內容乃以《鈔》的方式再詳細解釋

其《疏》文。 
17 澄觀引用《中論》文是最多的註家，此不再詳舉其出處。 
18 引《中論》文詳見《註華嚴法界觀門》。CBETA, T45, no. 1884, p. 689, a。 
19 引《中論》文集中在《華嚴經》的「須彌頂上偈讚品」及「十地品」。詳見 CBETA, X03, no. 221, 

p. 664, a 及 p. 776, b。 
20 引《中論》文詳見《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CBETA, T45, no. 1885, p. 696, c。 
21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義苑疏》。CBETA, X58, no. 995, p. 202, a、p. 239, a 及

p. 244, c。 
22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CBETA, X58, no. 998, p. 375, b 及 p. 382, c。 
23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懸談會玄記》。CBETA, X08, no. 236, p. 122, a、p. 304, c 及 p. 309, c。 
24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經談玄抉擇》。CBETA, X08, no. 235, p. 66, b。 
25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經文義要決問答》。CBETA, X08, no. 237, p. 428, c。 
26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原人論解》。CBETA, X58, no. 1032, p. 755, a 及 p. 762, a。 
27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綱要》。CBETA, X08, no. 240, p. 603, a、p. 773, a、p. 792, b、p. 794, a、

p. 796, a 及 p. 887, a。 
28 引《中論》文詳見《賢首五教儀》。CBETA, X58, no. 1024, p. 661, a、p. 662, a 及 p. 66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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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經文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 世主

妙嚴品〉云： 

妙焰海大自在天王，得法界、虛空

界寂靜方便力解脫門；自在名稱光

天王，得普觀一切法悉自在解脫  

門；清淨功德眼天王，得知一切法

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無功用

行解脫門。2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6〈1 世主妙嚴

品〉釋云： 

初不生滅略有五義。一就遍計……二就

緣起性。謂法無自體，攬「緣」而起，即

生「無生」，既本「不生」故，無可滅也。

又緣起無性故「不生」；無性緣起故「不

滅」。《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

成。是故不生即不滅，不滅即不生。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5 如來

光明覺品〉云： 

爾時，一切處文殊師利以偈頌曰：

離諸人天樂，常行大慈心……觀身

如實相，一切皆寂滅，離我非我

著，是彼淨妙業。3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

品〉釋云： 

「身實相」者，如《淨名》「觀佛前際不

來」等。又如《法華》「不顛倒」等。《中

論》法品云：「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

斷，無生亦無滅」……又云：「諸佛或說

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

非我」。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10 菩

薩問明品〉云： 

時，寶首菩薩以頌答曰：隨其所行

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

佛之所說。譬如淨明鏡，隨其所對

質，現像各不同，業性亦如是……

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

非我，業性亦如是。3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10 菩薩問

明品〉釋云： 

謂此「業體」以「無性」之法，而為其性。

不失業果之相，而為其性。由「無性」

故，能成業果；由「不壞相」，方顯「真

空」。故《中論》云：「雖空亦不斷，雖有

而不常，業果亦不失，是名佛所說」。 

華嚴宗之「教相判釋」為華嚴三祖賢首法藏所立，他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略稱《華嚴五教》）中將如來一代聖教分別判作「五教十宗」。34澄觀大師在解釋第五

                                                 
29 詳 CBETA, T10, no. 279, p. 5, c。 
30 詳 CBETA, T35, no. 1735, p. 542, b。 
31 詳 CBETA, T09, no. 278, p. 424, a。 
32 詳 CBETA, T35, no. 1735, p. 598, a。 
33 詳 CBETA, T10, no. 279, p. 66, c。 
34 唐‧杜順大師自實踐之觀法上說有「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頓教、圓教」等五個，賢首

法藏則將其教義加以組織而成立「五教」。所謂「五教」乃就所詮法義之深淺，將如來一代所說教相

分為五類，「十宗」則依佛說之義理區別為十種。指（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無宗。（三）法

無去來宗。（四）現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六）諸法但名宗。（七）一切皆空宗。（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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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妄真實宗」時便引《中論》說：「五、俗妄真實宗等者：以世俗是假，假故妄也。

出世為真，真非是假故，是實也。少似《中論》，一半向前。」
35在說明第六「諸法

但名宗」時亦引《中論》說：「六、諸法但名宗者：則顯出世亦假名耳。故云：一切

我法亦如《中論》：若有世間，則有出世間；既無世間，何有出世間等？」
36足見澄

觀大師對《中論》文句精熟的情形。 

若據 CBETA 的檢索則可大略整理出《華嚴經》著疏中引用《中論》最多的文

句，排行第一的是《中論》的「觀四諦品」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

假名，亦是中道義」
37及「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38這兩段文字重複出現超過四十次以上，其餘的都是十餘次，或只出現一次，製表

說明如下： 

《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觀四諦品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41 

觀四諦品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41 

觀法品 
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 

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14 

觀四諦品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 

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12 

觀法品 
若法從緣生，不即不異因 

是故名實相，不斷亦不常 
11 

觀本際品 
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 

生死無有始，亦復無有終 
11 

觀行品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 

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11 

觀涅槃品 
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 

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 
10 

觀顛倒品 猶如幻化人，亦如鏡中像 10 

觀如來品 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論 7 

                                                 
德不空宗。（九）相想俱絕宗。（十）圓明具德宗。 
35 詳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4。CBETA, T36, no. 1736, p. 107, b。 
36 詳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4。CBETA, T36, no. 1736, p. 107, b。 
37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38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a。 



362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戲論破慧眼，是皆不見佛 

觀涅槃品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 

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 
7 

觀因緣品 
如諸法自性，不在於緣中 

以無自性故，他性亦復無 
7 

觀因緣品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 

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6 

觀如來品 
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 

如來滅度後，分別於有無 
6 

觀行品 
如佛經所說，虛誑妄取相 

諸行妄取故，是名為虛誑 
6 

觀四諦品 
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 

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 
5 

觀業品 
雖空亦不斷，雖有亦不常 

業果報不失，是名佛所說 
4 

觀十二因緣品 
眾生癡所覆，為後起三行 

以起是行故，隨行墮六趣 
4 

觀有無品 
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斷 

是故有智者，不應著有無 
4 

觀如來品 
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 

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 
4 

觀苦品 
自作及他作，共作無因作 

如是說諸苦，於果則不然 

4 

 

觀四諦品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 

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 

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 

4 

觀成壞品 
從法不生法，亦不生非法 

從非法不生，法及於非法 
3 

觀邪見品 
我於過去世，為有為是無 

世間常等見，皆依過去世 
3 

觀三相品 
生住滅不成，故無有有為 

有為法無故，何得有無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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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觀如來品 
非陰不離陰，此彼不相在 

如來不有陰，何處有如來 
3 

觀涅槃品 
滅後有無等，有邊等常等 

諸見依涅槃，未來過去世 
3 

觀法品 

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 

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 

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 

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 

2 

觀四諦品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2 

觀如來品 
空則不可說，非空不可說 

共不共叵說，但以假名說 
2 

觀因緣品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2 

觀邪見品 
若世間有邊，云何有後世 

若世間無邊，云何有後世 
2 

觀行品 
諸法有異故，知皆是無性 

無性法亦無，一切法空故 
2 

觀如來品 
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 

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 
2 

觀本住品 
以法知有人，以人知有法 

離法何有人，離人何有法 
2 

觀縛解品 
諸行往來者，常不應往來 

無常亦不應，眾生亦復然 
2 

觀有無品 
若法有定性，非無則是常 

先有而今無，是則為斷滅 
2 

觀如來品 
寂滅相中無，常無常等四 

寂滅相中無，邊無邊等四 
1 

觀法品 
若我是五陰，我即為生滅 

若我異五陰，則非五陰相 
1 

觀四諦品 
汝今實不能，知空空因緣 

及知於空義，是故自生惱 
1 

觀去來品 已去無有去  未去亦無去 1 



364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 

觀合品 
見可見見者，是三各異方 

如是三法異，終無有合時 
1 

觀作作者品 
若墮於無因，則無因無果 

無作無作者，無所用作法 
1 

觀因緣品 
果先於緣中，有無俱不可 

先無為誰緣，先有何用緣 
1 

觀因緣品 
若果非有生，亦復非無生 

亦非有無生，何得言有緣 
1 

觀合品 
異中無異相，不異中亦無 

無有異相故，則無此彼異 
1 

觀時品 
因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 

物尚無所有，何況當有時 
1 

從上面這個表格可知著解《華嚴經》的祖師大量引用《中論》文句的情形。 

三、《中論》四種不生的「緣起性空」義 

「四種不生」的「緣起性空」義是《中論》重要的核心觀念，如「觀因緣品」偈云：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39意思是說：任何事物，

不管是什麼樣的，不管是在那裏的，一定不是由「自身」而生起，也不是由「其他東

西」而生起，亦不由「自、他」兩者的「共生」而生，也不是「無原因」而生。龍樹把

「生」分成四種： 

（一）自生：自己能生起自己，自己可以完全獨立的生起自己。此即「因中有果論」

者，因與果是「一」論者。這是印度六派哲學之一➔「數論學派」

（Sāṃkhya）的因果論主張。 

（二）他生：由不同於「甲物」的其他「乙物」而生起「此物」。此即「因中無果論」者，

因與果是「異」論者。這是印度六派哲學之一➔「勝論師派」（Vaiśeṣika）

的因果論主張。 

（三）共生：「甲物」是由「甲物」以及不同於「甲物」的「乙物」所共同生起，此即「因

中亦有果亦無果論」者，因與果是「一」又同時是「異」論者。這是印

度六派哲學之一➔耆那教派（Jaina）的因果論主張。既然「自生」、「他

                                                 
39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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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不對，那把「自生」與「他生」強湊在一起的理論也是不對的！ 

（四）無因生：「甲物」沒有何原因而生起，即「放棄因果論者」、「偶然論」（yadṛccha）。

➔這是「唯物學派」與「懷疑論」者所主張的，如古印度的「順世外道」

（Lokāyata）的主張即是。 

諸法或萬物若是從「自身」而生的理論，則有多種過失，如《中論》的註解者

青目說： 

「不自生」者，萬物無有從「自體」（而能自）生，必待「眾因」（方能生起）。復次

若（真能）從「自體」生，則一法有二體，一謂（能）生、二謂（所）生者。若

離餘因（而）從「自體」（能）生者，則（必導致）無因無緣。又（若自）生，（則）

更有生，生則無窮。40 

青目的意思是說凡是有關「生起」的原則，必然會有「能生」與「所生」的差

別，既然已經有了「能、所」的差別，怎麼能說事物都是由「自體」而生呢？都是

由「自己生自己」呢？如果能「自己生自己」等於是「無因無緣」而生，這是犯了

「無因生」的過失。「自己」既然能在此時能「生」出「自己」，那麼在任何時後也可

以不斷的「生」出「自己」，這樣就會造成「生生不已」之「無窮生」過失。促使「某

物」成就的「作用因」必須與該物「相異」才可。為什麼呢？如果「因」與「果」是

「同一」的話，那麼誰該當作「因」？誰又當作「果」呢？所以「因」與「果」的性質

不可能是處在完全一樣的情況！ 

「自生」的理論不對，若轉而求一定是「他生」，則仍然有多種過失，青目說： 

自（生）無，故他（生）亦無，何以故？有自（生），故有他（生）。若不從「自

生」，（則）亦不從「他生」。 

既然「自生」不能成立，那「他生」就不能成立，因為所謂的「他」是相對於

「自」而說的，沒有了「自生」，相對的就沒有「他生」。青目解釋說： 

「自性」無，故「他性」亦無。何以故？因「自性」（而）有「他性」，「他性」於

「他」；亦是（一種）自性。若破（了）自性，即破（了）他性，是故不應從他性

（而）生。 

                                                 
40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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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關於「他生論」的定義，細分來說應有二種： 

（1）與「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因」。 

如《中論》云：「若謂緣無果，而從緣中出，是果何不從非緣中而出？」
41例

如：以「石頭」為因，但卻能生出「手機」的果。若以「海水」為因，但卻能生出「電

腦」的果。這種與「結果」完全不同的「因」就是所謂的「他生論」定義。詳細說就

是當一個 3C 零件軟體產生手機時，這個手機卻不存在於 3C 零件軟體之中，甚

至與 3C 零件軟體是完全不相干、完全不一樣的話；那麼這個手機是否也可以從

「不是原因」的「其它事物」所產生？例如從「石頭、海水」中產生手機？但事實

上，手機只能從 3C 零件軟體產生，只能從與手機有相關的 3C 零件軟體中產生，

手機是不可能從「不是原因」的「其它事物」所產生。在龍樹另一著作《十二門論》

中也舉了很多理由去評破「他生」的錯誤，原文如下： 

何故（只）名「泥團」為瓶（之）因？（而）不名「石」為瓶（之）因？ 

何故（只）名「乳」為酪（之）因；（或只名）「縷」為㲲（毛料）因，（而）不名「蒲」

為（㲲之）因？ 

復次，若「因」中先「無果」而果（仍然能）生者，則一一物，應（皆能）生（出）

一切物。 

如「指端」（亦能）生（出）「車馬、飲食」等；如是「縷」不應（不只）但（生）出

㲲，（縷）亦應（能生）出「車馬、飲食」等物。何以故？ 

若無（因）而（仍）能生（果）者，何故「縷」但（只）能生㲲？而不（能）生出

「車馬、飲食」等物？以俱無（指「縷」完全沒有生出「車馬、飲食」的「因」）故。42 

（2）與「結果」雖然有著類似的「因」，但只限於其中「獨立的一種原因」。 

例如：手機是需要「眾多因緣」的「零件組合」才能完成，如果只有「獨立一

種零件」就不可能組合成手機。手機如果只從「獨立」的一個「電池」零件產生，

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他生論」。手機需要「眾多的因緣」及「眾多零件組合」才

能完成，不可能只需「獨立」某一個「零件」，或某一個「軟體」就可完成。所謂只

從「獨立的一個原因」就會產生「結果」，這就是一種「他生論」的定義。如《大寶

積經》云： 

譬如以「器」盛「酪」，及以「繩」等，即便出「酥」。（於一一）諸緣之中（求），

（酥）皆不可得。（但假眾）「和合」力故，酥乃得生…… 

                                                 
41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3, b。 
42 詳《十二門論》。CBETA, T30, no. 1568, p. 16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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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依止「青草、牛糞」及以「棗酪」，而各生蟲。（於獨立）一一（諸緣）之

中（求），蟲不可得。（但假眾）因緣力故，蟲乃得生……。4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云： 

復次善男子！譬如「箜篌」依止「種種因緣和合」而有聲生。是聲因緣，

所謂「槽、頸、繩、棍、絃」等「人功」作意。如是一一（獨立各個）不能

生聲，要「和合」時其聲方起。44 

《大乘密嚴經》云： 

（於）一一（獨立；單一）諸緣內，遍求無有體（故緣起即性空也，即無有體也）。
45 

既然「自生、他生」都不對，那如果將它綜合起來，即「自生＋他生」，把「同

一」與「差異」放在一起的「共生」，這更是嚴重的錯誤。龍樹云：「有無相違故，

一處則無二。」
46
「有」與「無」是兩性「相違」的，怎麼可能在「一處」上能同時存

在「有」與「無」呢？又說：「有無二事共，云何是涅槃？是二（指「有」與「無」）不

同處，如明闇不俱（「光明」與「黑暗」是不可能共存、共具的）」。47
「有」就是一種「非

無」；「無」就是一種「非有」。就如光明與黑暗的關係一樣，明去則闇來；闇來則

明去，所以「有」與「無」是不能「共俱」的，光明與黑暗也是不可能「共俱」。一個

人也不可能是同時「生活」著又同時是「已死亡」的「共生」狀態！ 

最後一種則是放棄「因果」的「無因果論」，這個理論不需作太多解釋，因為

「無因果論」與佛教道義是完全相背離的。 

下面再以二個圖例說明這四生的關係： 

  

                                                 
43 詳《大寶積經》卷 55。CBETA, T11, no. 310, p. 322, b。 
44 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201 卷-第 400 卷）》卷 400〈78 法涌菩薩品〉。CBETA, T06, no. 220, 

p. 1069, b， 
45 詳《大乘密嚴經》卷 1〈1 密嚴會品〉。CBETA, T16, no. 681, p. 726, b。 
46 詳《中論》卷 2〈8 觀作作者品〉。CBETA, T30, no. 1564, p. 12, c。 
47 詳《中論》卷 4〈25 觀涅槃品〉。CBETA, T30, no. 1564, p. 3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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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因中有果論（自己生自己） 

他生因中無果論（他物所生）                有因生 

生（存在） 

      共生因中亦有果亦無果論（自生+他生） 

無因生無因果論（自然存在）               無因生 

 

 

 

 

不自生「自生」指：自己生自己。 

因中「有」果論者、因果是「一」論者。 

「不自生」意為➔因與果是「非一」。 

不他生「他生」指：他物所生。 

因中「無」果論者、因果是「異」論者。 

「不他生」意為➔因與果是「非異」。 

諸法                        不共生「共生」指：自生＋他生。 

因中亦「有果」亦「無果」論者。 

因果亦「一」亦「異」論者。 

「不共生」意為➔因與果不是「亦

一亦異」。 

不是「一」與「異」同時存在。 

不是「光明」與「黑暗」同時存在。 

不無因生「無因生」指：自然原本就存

在。無因果論

者。 

「不無因生」意為➔不是放棄因果

論。這世間不是完

全沒有因果論。 

是故知「無生」，既知「無生」，則必「無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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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以「四種不生」的邏輯推出萬物諸法都是「不生」的理論，既然是「不生」就

一定是「不滅」，這個「不生不滅」或「無生無滅」理論並不是完全不會有任何「作用」

發生；而是說諸法萬物並沒有真實的「被生起」或「被消滅」，所有的「生滅」現象只

是「眾緣聚合」的幻象，由「眾因緣和合」而生起的虛妄「生滅」現象罷了，這在經典

上說的非常多，例舉如下： 

《大般涅槃經》云： 

不從「自生」，不從「他生」，非「自他生」，非「無因生」，是「受」皆從「緣合」

（眾緣和合）而生。48 

《別譯雜阿含經》云： 

色像非「自作」，亦非「他」所造。（乃）「眾緣起」而有，緣離則散滅。49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云： 

非一因、一緣、一善根生，亦不「無因緣生」。「緣合」故生，生而無來。「緣

散」故滅，滅而無去。善男子！汝當如是，如實了知諸佛如來「無來無去」。
50 

《佛說稻芉經》云： 

「名色」牙亦不從「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自他合生」，亦不從「自在

天」（īśara）生，亦不從「時方」（kāla；迦羅。一般佛教認為「時」乃「名言假立」者，

而「勝論外道」或「時論師」則認為「時」乃「真實存在」者）生，亦不從「體」生，亦不

「無因緣」生……從「眾因緣」和合而生。51 

諸法萬物單獨由「自生、他生、共生」都是不能生起作用的，「無因生」更不必

討論。那表示諸法萬物都必須由「眾因緣」方能生起作用，如果缺少「眾因緣」就不

能發生作用，所以諸法萬物本就具有「不生不滅」的本質，如《佛說如幻三摩地無

                                                 
48 詳《大般涅槃經》卷 37〈12 迦葉菩薩品〉。CBETA, T12, no. 374, p. 584, a。 
49 詳《別譯雜阿含經》卷 12。CBETA, T02, no. 100, p. 455, a。 
50 詳《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5〈31 法上菩薩品〉。CBETA, T08, no. 228, p. 674, 

b。 
51 詳《佛說稻芉經》。CBETA, T16, no. 709, p. 81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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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印法門經》所云：「若法（從眾）緣生，即是無生，是故一切法皆悉無生。菩薩若

能如實了知一切法無生，即得成就諸菩薩道。」
52只要是由「眾緣生起」的諸法萬物，

那表示它沒有「獨立的自體性」（無自性、無自體），這個「無自性」就稱作「空性」或「性

空」，53它就具有「不生不滅」的本質，如《中論》「觀四諦品」云：「眾因緣生法，我

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54及「觀因緣品」所說：「不生亦不滅、不常亦

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55 

四、《華嚴經》中不生的「緣起性空」義 

在《中論》上說「緣起法」的自身是「空性」的，即在主觀上雖有形相的生起，

但在客觀上根本沒有一個獨立存在的東西與之相應，這就是「空性」。「緣起」的當下

就是「性空」，就具有「無自性」的特質。與「緣起性空」相似的名詞還有： 

「緣起不起」（如《般若燈論釋》。詳 T30, p. 54c） 

「緣起性空」（如《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詳 T39, p0601c） 

「緣生性空」（如《肇論新疏》。詳 T45, p. 220a、如《宗鏡錄》。詳 T48, p. 916c、如《十二

門論宗致義記》。詳 T42, p. 218, b） 

「因緣生即無生」（如《中觀論疏》。詳 T42, p. 24c） 

「因緣性空寂」（如《大寶積經》。詳 T11, p. 626c） 

《華嚴經》的經文也充滿大量的「緣起、緣生、因緣法」的名詞，例舉如〈賢

首菩薩品〉的偈頌說：「善知緣起得解脫，智慧照明了諸根。若知緣起得解脫，智

慧照明了諸根。」
56如〈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中金剛幢菩薩承佛神力以偈頌曰：

                                                 
52 詳《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CBETA, T12, no. 372, p. 358, b。 
53 「無自性」亦稱作「空性」或「性空」的理論可參閱《大智度論》卷 31〈1 序品〉云：「諸法中皆

無性，何以故？一切有為法，皆從因緣生……如是一切諸法性不可得故，名為性空。」詳 CBETA, 

T25, no. 1509, p. 292, b。又《大智度論》卷 37〈3 習相應品〉云：「若從因緣和合生，是法無自性，

若無自性即是空！」詳 CBETA, T25, no. 1509, p. 331, b。《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云：「眾緣具

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屬眾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詳 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54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與《中論》「觀四諦品」具有相

同的義理如《大智度論》云：「因緣」生法，是名「空相」，亦名「假名」，亦名「中道」。詳《大智度

論》卷 6〈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07, a。《大智度論》又云：若法從「因緣和合」生，

是法無有「定性」；若法無「定性」，即是「畢竟空」寂滅相，離「二邊」故，假名為「中道」。詳《大

智度論》卷 80〈67 無盡方便品〉。CBETA, T25, no. 1509, p. 622, a。另外的《般若燈論釋》亦云：

若言從「緣生」者，亦是「空」之異名。何以故？因「施設」故。世間、出世間法，並是「世諦」所

作，如是「施設名字」，即是「中道」。詳《般若燈論釋》卷 14〈24 觀聖諦品〉。CBETA, T30, no. 1566, 

p. 126, b。 
55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1, c。 
56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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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間從緣起，不離因緣見諸法。」
57又如〈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中介紹菩薩

摩訶薩的「第八如相迴向」時云：「所有諸法皆從緣起，觀甚深法生實智迴向。」
58如

〈入法界品〉中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開示善財童子說：「觀諸世間皆幻住，因緣生

故；一切眾生皆幻住，業煩惱所起故；一切法皆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生故。」

59如〈十定品〉云：「雖知法無起，而示諸因緣。」
60如〈十迴向品〉中介紹「菩薩摩

訶薩第五無盡功德藏迴向」時云：「觀一切法皆從緣起，無有住處。」
61如〈佛不思

議法品〉中介紹一切諸佛皆悉能了知「十種法」，其中第九種即是：「一切諸佛，知

一切法皆從緣起，悉無有餘。」
62如〈普賢菩薩行品〉中普賢菩薩所宣講的偈頌云：

「菩薩一念中，覺悟無量心。了知非一二，非穢亦非淨，亦復非積集，皆從因緣起。」

63及〈十地品〉金剛藏菩薩所說的偈頌云：「觀諸因緣實義空，不壞假名和合用。」

64……等。 

前文由《中論》的「觀四諦品」文總結出諸法萬物必須藉「眾緣」才能生起作用，

若無「眾緣」，就無任何一法可成立，故諸法平等，皆以「無自性」為本體，這個「無

自性」亦稱作「空性」；具有「不生不滅」的本質，如澄觀的《華嚴經疏》所云：「謂

法無自體，攬緣而起，即生無生。既本不生故，無可滅也。又緣起無性故不生，無

性緣起故不滅」。65這種「眾因緣、無自性、空性、不生不滅」同時出現的哲理在《華

嚴經》中也大量的出現，如〈十地品〉中金剛藏菩薩告訴解脫月菩薩，若菩薩修行

獲得第三地時，此時的菩薩能：「觀諸法不生不滅，（乃）眾緣而有。」
66〈佛不思議

法品〉中青蓮華菩薩告訴蓮華藏菩薩說一切諸佛皆有十種的巧妙方便時云：「一切

諸法皆無自性，不生不滅。」
67及「一切諸佛，知一切法不可見……非來、非去，皆

無自性。」
68在〈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則云：「一切諸法，不生、不滅，無有自性。」

69〈入法界品〉普賢菩薩以偈頌曰：「無礙清淨慧，一念知三世，悉從因緣起，而實

                                                 
57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497, a。 
58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525, c。 
5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34 入法界品〉。CBETA, T09, no. 278, p. 767, b。 
6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3〈27 十定品〉。CBETA, T10, no. 279, p. 225, b。 
6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34, b。 
62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28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09, no. 278, p. 597, c。 
63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3〈31 普賢菩薩行品〉。CBETA, T09, no. 278, p. 611, a。 
64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95, b。 
65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6〈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42, b。 
66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2 十地品〉。CBETA, T09, no. 278, p. 552, b。同本異譯的《十住

經》卷 2〈3 明地〉亦云：「是菩薩爾時觀諸法不生不滅，（乃）眾緣而有」。CBETA, T10, no. 286, p. 

508, b。 
67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28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09, no. 278, p. 594, c。 
68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33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10, no. 279, p. 245, c。 
6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51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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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性。」
70〈十迴向品〉在介紹「菩薩摩訶薩真如相迴向」時云：「雖善修正業，而

知業性空。了一切法皆如幻化，知一切法無有自性。」
71……等。 

從所例舉的《華嚴》經文中可知諸法萬物皆「無自體性」，只是隨著「眾因緣和

合」而產生種種作用。以吾人的六根來說，《華嚴經》要我們觀六根皆「無生、無自

性」，六根只是「眾緣和合」的假象，這樣就可達到六根是「空、寂滅、無所有」的境

界。如〈賢首菩薩品〉云：「觀眼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觀耳無

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觀鼻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

觀舌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觀身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

所有……觀意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72 

吾人的「六根」都是由阿賴耶識所變現，73例如「眼根」，《楞嚴經》上說吾人的

眼根是先從外在的光明與黑暗這二種相對的形色開始，74這二種形色不斷的薰習阿

賴耶識，接下來阿賴耶識便發生出能看見東西的「性能」（名為見精，即勝義眼根），這

個「見精」對映外在的種種色塵後便會結成「浮塵眼根」的眼睛。75所以眼睛的形成

需要眾多的因緣，如「阿賴耶識、色塵、勝義根、浮塵根、光明黑暗諸相」……等。

形成眼根後，若要發生看見的功能，據《成唯識論述記》中說需要九種因緣，如云：

「眼識依肉眼，具九緣生。謂空、明、根、境、作意五同小乘，若加根本第八，染

淨第七，分別俱六，能生種子，九依而生」。76但在《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卻提到「眼識」只需四種因緣即可生起作用，如經云：「一、謂眼根攝受色境。二、

由無始取著習氣。三、由彼識自性本性。四、於色境作意」。77所以無論是「眼根、

色塵、眼識」都需要「眾多的因緣」才能產生，或說四緣、五緣、九緣……等，既然

                                                 
7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0〈34 入法界品〉。CBETA, T09, no. 278, p. 787, a。 
7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62, a。 
72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8, c。 
73 這個說法可參閱《大寶積經》卷 110 云：「身之諸大、諸入、諸陰，彼皆是識。諸有色體，眼、

耳、鼻、舌及身，色、聲、香、味、觸等，并無色體，受苦樂心，皆亦是識（所生起之作用也）」。《大

寶積經》又云：「所有色者，眼、耳、鼻、舌及色等諸受，或苦、或樂意等，所有諸色者，是名為識

（所生起之作用也）」。以上兩段經文詳閱 CBETA, T11, no. 310, p. 614, a 及 p. 618, a。 
74 所謂的「光明」與「黑暗」這二種形色仍然不離阿賴識，外在的塵相仍是由阿賴耶識所變現的，

如唐‧如理集《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 云：「眼識要杖他第八識所變色境。」詳 CBETA, X49, no. 815, 

p. 738, b。 
75 上述理論引自《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4 云：「由明暗等二種相形，

於妙圓中，粘湛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眼體如蒲萄朵，浮根四塵流逸

奔色」。詳 CBETA, T19, no. 945, p. 123, b。 
76 詳《成唯識論述記》卷 7。CBETA, T43, no. 1830, p. 476, a。或參閱唐‧玄奘撰，明‧普泰補註《八

識規矩補註‧卷上》云：「九緣七八好相隣：此即九緣生識之義。九緣者，謂：空、明、根、境、

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種子也」。詳 CBETA, T45, no. 1865, p. 469, b。 
77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9〈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70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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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眾因緣」來，那就沒有獨立的「自體性」，78這就如同前文〈賢首菩薩品〉說的

「六根」皆是：「無生、無自性」。79既然是「無自性」就可說「六根」皆「空、寂滅、無

所有」。80如《迴諍論》所云：「若法一切皆因緣生，則一切法，皆無自體。法無自

體，則須因緣。若有自體，何用因緣？若離因緣，則無諸法。若因緣生，則無自體。

以無自體，故得言空。」
81 

《華嚴經》上談「緣起性空」的道理非常的多，底下將舉〈十定品〉與〈如來

隨好光明功德品〉幾段經文內容再作深入的探討。 

五、〈十定品〉中的「緣起性空」義 

大乘佛法由六度波羅蜜開展至十度波羅蜜，這種義理在《華嚴經》中的〈十定

品〉最為明顯，其所討論的「十大定」每一定皆能與十度波羅蜜對應，並以普賢行

為當生成佛的一佛乘觀點。〈十定品〉乃如來自入「剎那際諸佛三昧」，82令普賢菩薩

代說的「十大三昧」之法。83〈十定品〉經文有一段與《中論》「觀因緣品」「諸法不自

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及「觀四諦品」：「未曾有一法，不從

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具有相同的邏輯哲學，如云： 

佛子！如日中「陽焰」，不從「雲」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於「水」。

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濁。不堪飲漱，不可穢污，非有體非無體，非

有味非無味。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為識所了。84 

〈十定品〉這段經文與西晉‧竺法護譯《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是同本

異譯，整理比對後如下表所示：  

                                                 
78 關於眼根是「無生、無自性」的理論，在《持世經》中講得極為清楚，如《持世經》卷 2〈3 十

八性品〉云：「是眼性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堅、自性空故……眼性無有決定相……眼性無處無方，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眼性無決定相，以無事故。眼性事不可得，眾因緣生故……眼性者即

是無性……眼根清淨，色在可見處，意根相應，以三事因緣合，說名為眼性。」詳 CBETA, T14, no. 

482, p. 652, a。 
7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8, c。 
8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8, c。 
81 詳《迴諍論》。CBETA, T32, no. 1631, p. 18, a。 
82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27 十定品〉云：「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

覺，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以一切智自神通力現如來身。」詳 CBETA, T10, no. 279, p. 211, 

a。 
83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27 十定品〉云：「如來告普賢菩薩言：『普賢！汝應為普眼及此會

中諸菩薩眾說十三昧，令得善入，成滿普賢所有行願。諸菩薩摩訶薩說此十大三昧故。』」詳 CBETA, 

T10, no. 279, p. 212, c。 
84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1〈27 十定品〉。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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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竺法護譯《等目菩薩所問三昧

經》卷 1 

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 41 

〈6 等目菩薩大權慧定品〉 〈27 十定品〉 

○壹譬如於晝日時，野馬之河，亦不

由「陰」有；亦不出於彼「泉」；亦不處

於「地」；亦不從「東嵎」來。 

 

○貳亦不有、亦不無；亦不善、亦不

不善；亦不清亦不濁。 

 

○參亦不可飲、亦不可污、亦不有、

亦不無、亦不味、亦不可味。 

 

○肆有形如水之像，「緣」此而興念；

如野馬之河，便有河想之念。 

 

○伍此去想念，而遠於近，而無所

毀；野馬之河，亦不可處。 

 

○陸菩薩亦如是！於諸如來不興，亦

不識如來興，亦不識如來滅，以相想

諸佛有耳！以無相而無想。 

 

○柒是諸族姓子！諸菩薩大士！名曰

「清淨之定」。以此定正受而覺寤，而

不失其定。 

○壹佛子！如日中「陽焰」，不從「雲」

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

於「水」。 

 

○貳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

濁。 

 

○參不堪飲漱，不可穢污，非有體非

無體，非有味非無味。 

 

○肆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為識所

了。 

 

○伍遠望似水而興水想，近之則無，

水想自滅。 

 

○陸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得如

來出興於世及涅槃相。諸佛有相及以

無相，皆是想心之所分別。 

 

○柒佛子！此三昧名為「清淨深心

行」。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入已而

起，起已不失。 

出處：CBETA, T10, no. 288, p. 579, b 出處：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將「陽焰」譯作「野馬」，其實「陽焰」就是指「野

馬」，如《一切經音義》云：「野馬，猶陽炎也。案莊子所謂『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者。注云：鵬之所憑而飛者，乃是遊氣耳，《大論》云：飢渴悶

極，見熱氣，謂為水是也。」
85 

將「雲」字譯作「陰」。據古書的註解「陰」也指「雲塊」的意思，如漢‧董

                                                 
85 詳《一切經音義》卷 9。CBETA, T54, no. 2128, p. 35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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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春秋繁露‧陽尊陰卑》云：「陰，猶沈也。」凌曙注：蔡邕《月令章句》

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文選‧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

山香爐峰〉詩》：「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李善注：陰者，密雲也。」
86 

將「水」譯作「東嵎」。這個「嵎」字古通「隅」，而山、水或海的「彎曲處、

角落處」都叫做「隅」，87所以「東嵎」也可指東邊水流的角落處。  

「陽焰」亦寫作「陽燄」或「陽焱」
88及「陽炎」，這在佛經中是常見的寫法。

「陽焰」指「飄浮的灰塵」在太陽的照射下，遠遠望去就會產生「似水若霧、如

雲似水89
」的自然景象。在佛典中，佛陀常常喝斥眾生在追求「欲樂」就如渴

鹿在追求「陽焰」一般的愚癡，如《妙法聖念處經》云：「貪癡之人，追逐欲

樂，譬如渴鹿，競奔陽炎，而求於水。耽欲亦爾，虛妄不實。」
90又如《楞伽

阿跋多羅寶經》云：「譬如群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趣，

不知非水」，91《父子合集經》云：「增長愚癡染污心，猶如渴鹿奔陽焰」，92及

《正法念處經》云：「惡業持身，妄見食想，猶如渴鹿見陽焰時謂之為水，空

無所有，如旋火輪。」
93 

〈十定品〉上說在太陽下產生「如雲似水」的「陽焰」幻象不是從「雲、

池、陸、水」四樣東西來，以《中論》的哲學邏輯作解說可謂「陽焰」幻象不

是從「水、池、雲」的「自生」來，也不是從「陸」的「他生」來，94既然不是「自

生、他生」，當然「共生、無因生」更不可能。〈十定品〉下面又說「以因緣故

而現水相，為識所了。遠望似水而興水想，近之則無，水想自滅」。經文中所

謂的「因緣」即指「眾因緣」，包括「雲、池、陸、水、妄生水想」
95等諸多的因

                                                 
86 以上說法引自《漢語大辭典》電子版 2.0 的解說。 
87 如《老子化胡經》卷 10 云：「七變之時，生在北方在海嵎」。詳 CBETA, T54, no. 2139, p. 1269, b。

又如《印沙佛文》卷 1 云：「三災彌滅盡，九橫於海嵎」。詳 CBETA, T85, no. 2842, p. 1295, b。 
88 如《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 1 卷-第 12 卷）》卷 2 云：「光炎（音焰，正作焱）。」又云：「火焱

（音焰）。」及卷云 3：「陽焱（音熖）。」以上詳 CBETA, K34, no. 1257, p. 667, b 及 p. 681, a 及 p. 723, 

c。 
89 「如雲似水」句引自明‧太宗朱棣制《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第 1 卷-第 29 卷）》卷

29 之文。詳 CBETA, P178, no. 1611, p. 876, a。 
90 詳《妙法聖念處經》卷 7。CBETA, T17, no. 722, p. 439, c29-p. 440, a。 
91 詳《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一切佛語心品〉。CBETA, T16, no. 670, p. 491, a。 
92 詳《父子合集經》卷 10〈21 光音天授記品〉。CBETA, T11, no. 320, p. 948, c。 
93 詳《正法念處經》卷 17〈4 餓鬼品〉。CBETA, T17, no. 721, p. 100, c。 
94 「陽焰」幻象表面上看起來「似水若霧、如雲似水」，所以此處便將「水、雲、池」作「自生」解。

而「陸」則作「他生」解。 
95 「生起水想的妄念」這個「因緣」可再參見《大方廣佛花嚴經修慈分》云：「不隨心識……如渴鹿

於曠野中，追求陽焰以之為水」及「又如渴鹿，於陽焰中，妄生水想，勤苦奔逐……又如陽焰，水

不可得，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這兩段經文內容的說明。詳 CBETA, T10, no. 306, p. 959, b 及 p. 960, 

c.。另外《大乘密嚴經》卷 2〈4 顯示自作品〉亦云：「又如陽焰乾闥婆城，是諸渴鹿愚幻所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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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形如水之像」
96、「遠望似水」

97與「心中熱渴、98妄生水想」是生起「陽焰」

的主要因緣（親因緣），而「雲、池、陸」只是其中一點助緣而已。當人類的眼

睛在「遠望」他方時，在「雲層、99太陽照射、空氣灰塵、風吹動搖」
100互相交

叉時就容易產生「如雲似水」的自然景象，如果沒了「雲層、太陽照射、空氣

灰塵、風吹動搖、陸地」等這些助緣，那「遠望」他方而「妄生水想」的因緣就

會減到最少，甚至不會發生了。誠如〈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所云：「所有起

法，猶如幻化，電光、水月、鏡中之像，因緣和合，假持諸法。」
101沒有「因

緣和合」就不會發生「電光、水月、鏡中之像」了。  

既然是由「眾因緣」生起的「陽焰」幻象，所以「陽焰」就具有〈十定品〉

中所說「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濁……非有體非無體，非有味非無味」

102的一種「空性」本質。這個道理可從〈十迴向品〉云：「一切諸法因緣生，

體性非有、亦非無，而於因緣及所起，畢竟於中無取著。」
103及〈離世間品〉

云：「演說緣起法，非有亦非無，深解真實義，於彼無所著。」
104與〈佛不思

議法品〉云：「一切諸佛，具足成就細密法身……隨因緣應，一切普現。非實

非虛，平等清淨，非去非來。」
105這三品經文而獲得證明。以下將〈十定品〉

經文作圖表如下：   

                                                 
中無有能造等物，但是凡夫心之變異。」詳 CBETA, T16, no. 681, p. 734, b。 
96 語出《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卷 1〈6 等目菩薩大權慧定品〉文。詳 CBETA, T10, no. 288, p. 579, 

b。 
97 語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1〈27 十定品〉文。詳 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98 如《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10〈10 般若波羅蜜多品〉所云：「如人熱渴，遠見陽焰謂之為

水，馳走尋覓，近之則無」。詳 CBETA, T08, no. 261, p. 913, a。 
99 「雲層」在「遠望」下，也容易產生幻象，如《大智度論》卷 88〈77 六喻品〉所云：「譬如雲霧，

遠視則見，近之則無所見」。詳 BETA, T25, no. 1509, p. 677, b。 
100 所謂的「風吹動搖」之說引自《無所有菩薩經》卷 4 云：「如彼陽焰，動搖似水，而不可飲」。詳

CBETA, T14, no. 485, p. 696, c。 
10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494, b。 
102 上面經文語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1〈27 十定品〉。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103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35, a。 
104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3〈33 離世間品〉。CBETA, T09, no. 278, p. 672, c29-p. 673, a。 
105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28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09, no. 278, p. 59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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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的「緣起性空」義 

在《華嚴經》中只有〈阿僧祇品〉與〈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這兩品是毘盧遮

那佛「無問自說」之經文，此在《華嚴經》是為非常稀有之事，在《新華嚴經論》

中，李通玄解釋說：「〈阿僧祇品〉世間數法，廣大難量，唯佛究竟，不屬五位中因

果門，故是佛自位內法門，還佛自說。〈隨好光明功德品〉則是如來自成因果，後

佛自說法爾之力，恒常福智光明之法門……除此二品經外，諸餘三十八品，皆是五

位之內行相法門。是故佛不自說，總令十信十住十行等當位之內菩薩自說。」
106〈如

來隨好光明功德品〉是闡明「佛果功德」最圓滿、最高峰的究極境界，故佛陀乃「無

問自說」。 

                                                 
106 詳唐‧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 1。CBETA, T36, no. 1739, p. 725, c。 

不
是
有
因
生(

非
有) 

性空 

眾緣而

起 

不
是
無
因
生(
非
無) 

不是單獨從「雲」來 

不是單獨從「池」來 

不是單獨從「陸」來 

不是單獨從「水」來 

陽焰 

不是「無因而生起」 

有形如水之像，緣此而興念。  

遠望似水，而興水想。 

如人熱渴，遠見陽焰，謂之為水  

雲、池、陸、水、心中熱渴、妄生水

想、眼睛遠望、雲層、太陽照射、空氣

灰塵、風吹動搖…… 

 

不是單獨從「妄生水想」來 



378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如來」是人，「隨好」是如來身上所放出的微妙相好「光明」，故稱為「隨好光明」，

凡是經此光明所照耀之處，皆能令眾生轉迷成悟，而得解脫之利益，故稱為「功德」，

所以全名稱為〈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在六十《華嚴》中則稱〈佛小相光明功德

品〉，或簡稱為〈隨好品〉107。〈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在《華嚴經》的「序分、正

宗分、流通分」三分科判中都是位於「正宗分」，內容主要是闡明「修因感果」之次第

程序，顯示「因果不二」的圓融之理，從而利益眾生的不思議威德力。在〈如來隨

好光明功德品〉中有一段經文云： 

諸天子！如我音聲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業報成佛亦復

如是，非十方來……地獄及身非十方來，但由於汝顛倒惡業愚癡纏縛，生地

獄身，此無根本、無有來處……此光明非十方來。諸天子！我天鼓音亦復如

是，非十方來……而此樂具非十方來；我天鼓音亦復如是，非十方來。108 

上述經文與六十《華嚴經》大同小異，整理比對後如下表所示：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十《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 32 

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 48 

〈30 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壹諸天子！如我音聲，不從東方，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諸

天子！ 

○貳業報成佛亦復如是，非十方來。 

 

○參諸天子！猶如汝等昔在地獄，不

從十方來，但以顛倒愚癡纏故，得地

獄身，本無來處。 

 

 

○肆如普照王光明，不從十方來。 

 

 

○伍我天音聲亦復如是，非十方來，

但以三昧善根力故出生如是微妙音

○壹諸天子！如我音聲不從東方來，

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 

 

○貳業報成佛亦復如是，非十方來。 

 

○參諸天子！譬如汝等昔在地獄，地

獄及身非十方來，但由於汝顛倒惡業

愚癡纏縛，生地獄身，此無根本、無

有來處。 

 

○肆諸天子！毘盧遮那菩薩威德力故

放大光明，而此光明非十方來。 

 

○伍諸天子！我天鼓音亦復如是，非

十方來，但以三昧善根力故，般若波

                                                 
107 據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 世主妙嚴品〉云：「從第二會至第七會中〈隨好品〉，名差

別因果」。詳 CBETA, T35, no. 1735, p. 527, b。 
108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8〈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CBETA, T10, no. 279, p. 25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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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般若波羅蜜力故示現如是自在神

力。 

 

○陸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有三十三

天淨妙宮殿種種樂具，不從十方來，

我天音聲亦復如是。 

羅蜜威德力故，出生如是清淨音聲，

示現如是種種自在。 

 

○陸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有三十三

天上妙宮殿種種樂具，而此樂具非十

方來；我天鼓音亦復如是，非十方

來。 

出處：CBETA, T09, no. 278, p. 605, a 出處：CBETA, T10, no. 279, p. 256, a 

經文中舉了「音聲、業報成佛、地獄及身、光明、天鼓音、樂具」六件事情皆

「非十方來」，但也不可能是「無因而生」。這六件事情的生起並不是從十方來，滅時

也不會到十方去，而是在「眾因緣和合」下所生起的作用，「緣合」則生起，「緣滅」

則消逝，沒有「根本」，也沒有真實的「來處、去處」。著解《華嚴經》的澄觀大師也

這樣解釋說： 

何以並言「非十方來」？故今釋云：正由從業，即是從「緣」，無性來即「無來」。

若不從「緣」，則有「定性」，不得「無來」。《中論》云：「若法從緣生，是即無

定性，若無定性者，云何有是法？」即「因緣」故「空義」耳。109 

如果離開「因緣」，那就會變成「有來有去」，如果是從「眾緣生起」，即是「無自

性、無定性」，則是「無來無去」的一種「空義」。 

除了上述六件事的「無來無去、不從十方來」的道理，也適用於其餘的諸法，

如《華嚴經》〈十忍品〉云：「諸天種種食，不從十方來，隨彼所修業，自然食在器。」

110
「不從十方來」與「從眾緣生起」同時出現的道理在其餘經論中隨時可見，如《大

智度論》中云：「諸緣合故有，諸緣離故滅。善男子！諸佛身亦如是，從本業因緣

果報生，生不從十方來，滅時亦不去至十方；但諸緣合故有，諸緣離故滅。」
111在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則詳細的說： 

善男子！又如大海出種種寶，是寶不從東方而來，亦復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

下諸方而來，但是一切眾生所作福業共感報應。是故大海出諸珍寶，是寶一

一從因緣生，亦不無因緣生。因緣和合即有，因緣散滅即無。有亦不從十方

                                                 
10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8〈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CBETA, T36, no. 1736, p. 

610, b。 
11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24 十忍品〉。CBETA, T09, no. 278, p. 583, c。 
111 詳《大智度論》卷 99〈89 曇無竭品〉。CBETA, T25, no. 1509, p. 74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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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無亦不至十方去。諸如來身亦復如是，不從十方來、不至十方去，但以

因緣和合所生，不住因緣法，亦不無因緣生。因緣和合即生，因緣離散即滅。

生亦不從十方來，滅亦不至十方去。112 

在《大威德陀羅尼經》中則舉「聲音」不從「東南西北、上下方」，但從「眾緣和

合」而有，經云：「彼聲不從東方，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不從上方，不

從下方，世尊，聲若可見者應有聚積，佛言童子，是音聲雖不可見，而生耳識覺知

之相，亦起愛憎，聲不可見，但以聞時而生苦樂……一切合集，眾緣合者，彼皆無

實。」
113 

既然「音聲、業報成佛、地獄及身、光明、天鼓音、樂具」這六件事情都沒有

真實的「根本」，也沒有真實的來處、去處，那麼就可通達諸佛如來為何是「無來無

去」及諸法為何是「無生無滅」的境界，甚至決定可得「阿耨菩提」法，如《佛說佛

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中所云：「善男子！汝當如是如實了知諸佛如來無

來無去，若知諸佛無來去故，即住一切法無生無滅。如是知者，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巧方便，決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14 

八十《華嚴經》的〈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另一段經文云： 

諸天子！菩薩知諸業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而共積集，

止住於心；但從顛倒生，無有住處……諸所作業、六趣果報，十方推求悉不

可得……一切諸業亦復如是，雖能出生諸業果報，無來去處……若如是知，

是真實懺悔，一切罪惡悉得清淨。115 

這段經文與六十《華嚴經》整理比對後如下表所示： 

  

                                                 
112 詳《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5〈31 法上菩薩品〉。CBETA, T08, no. 228, p. 674, 

b。 
113 詳《大威德陀羅尼經》卷 4。CBETA, T21, no. 1341, p. 772, c。 
114 詳《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5〈31 法上菩薩品〉。CBETA, T08, no. 228, p. 674, 

b。 
115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8〈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CBETA, T10, no. 279, p. 25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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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十《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 32 

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 48 

〈30 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壹時，諸天子聞是聲已，皆大歡

喜，心意柔軟，問天聲曰：菩薩摩訶

薩云何悔過？ 

 

○貳爾時，天聲以菩薩摩訶薩三昧力

故、天善根力故，答諸天子言：業障

等罪，不從東方，南、西、北方，四

維，上、下來，積聚於心。菩薩摩訶

薩知此業等，因顛倒起，不生疑

惑…… 

 

○參所作諸業，於十方求，悉不可

得…… 

 

○肆諸天子！於意云何，彼諸影像來

入鏡不？ 

答言：不也。 

 

  ○伍諸天子！一切業報亦復如是，無

來去處而能出生善根果報。 

 

  ○陸譬如幻師，能幻人目，當知諸業

亦復如是。若如是知，是名清淨真實

悔過。 

○壹時，諸天子聞是語已，得未曾

有，心大歡喜而問之言：菩薩摩訶薩

云何悔除一切過惡？ 

 

○貳爾時，天鼓以菩薩三昧善根力

故，發聲告言：諸天子！菩薩知諸業

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

下來，而共積集，止住於心；但從顛

倒生，無有住處。菩薩如是決定明

見，無有疑惑…… 

 

○參諸所作業、六趣果報，十方推求

悉不可得…… 

 

○肆諸天子！於汝意云何？彼諸影像

可得說言來入鏡中、從鏡去不？ 

答言：不也。 

 

  ○伍諸天子！一切諸業亦復如是，雖

能出生諸業果報，無來去處。 

 

  ○陸諸天子！譬如幻師幻惑人眼，當

知諸業亦復如是。若如是知，是真實

懺悔，一切罪惡悉得清淨。 

出處：CBETA, T09, no. 278, p. 605, c 出處：CBETA, T10, no. 279, p. 256, c 

經文的意思是在問如何懺悔一切的罪惡？菩薩便回答說「諸罪業」不從「十方」

來，是從「顛倒」所產生；「諸罪業」並沒有真實一定的「住處」；「諸罪業」也不從鏡

中入，亦不從鏡中出；「諸罪業」也沒有真實的「來處、去處」。如果能真樣的「觀修」

的話，那才是名為真實的懺悔，所有一切的罪惡才會獲得清淨。 

從佛法的「真諦、第一義諦」來說，「業力」與「因果」仍然是一種「緣起法」，是

憑藉「眾緣」而生起作用，所以「業力」仍然具有「無常、無我、性空」的本質。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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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所說：「世諦故，分別說有果報，非第一義。第一義中不

可說因緣果報。何以故？是第一義實無有相、無有分別亦無言說。所謂色乃至有漏

無漏法，不生不滅相、不垢不淨，畢竟空、無始空故。」
116

「業力」雖「有」而「性空」，

如《中論》所云：「雖空亦不斷，雖有亦不常，業果報不失，是名佛所說。」
117

「業

力」如同「夢幻」一樣，沒有「常一不變」的「造業者、受報者」及「業因、業果」者，

這是「業力」真實不變的本性。《維摩詰所說經》說：「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

不亡。」
118雖然「無我」，但「業力果報」也不是「斷滅虛無」，所謂的「作、作者」、「受、

受者」、「業報、果報」等，都沒有真實的「自性」可得。「業力」既然非是「真實可得」；

相對的「業力」也不會是「虛無斷滅」。《中論》上也說：「若無罪福報，亦無有涅槃，

諸可有所作，皆空無有果」
119如果沒有了「因果業報」，那麼世出世間的一切法都不

能成立，連「涅槃」的聖道也不可得了！無怪乎唐‧永嘉 玄覺（665－713）大師的

《永嘉證道歌》上說：「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120 

從《中觀》的立場來說，唯有「緣起性空」才能成立真正的「因果業報」論，「因」

與「果」是「非一非異」的，是「無實自性」的。如〈觀因果品〉云：「因果是一者，

是事終不然；因果若異者，是事亦不然」。（白話解釋為「原因」與「結果」一定 100％相同，

那絕不可能的。又「原因」與「結果」一定是完全不同，那也絕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想以「同一、差

異、存在、非存在」等來解釋因果關係，都會碰到無法超越的因難）。又云：「若因果是一，生

及所生一；若因果是異，因則同非因」。121（白話解釋為「原因」與「結果」若是完全「同一」

的，則「能生」的東西，與「被生」的東西便是完全一樣了，那誰當「能生」？誰當「所生」？但若

「原因」與「結果」是完全「別異」的話，則「原因」就會和「不是原因」的東西相同了，那就又回到

「海水」等同於「手機」，「石頭」等同於「電腦」的理論）。「因果」是隨眾生「業感」而有種種

的「生滅變化」，這種種「生滅變化」又是那麼「無常、不可捉摸、無一定法、無一定

則」，「因果業力」本身並無真正的「實體」可得。 

除了《華嚴經》〈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中談到「業力」不從「十方上下來」的道

理外，在《金剛上味陀羅尼經》中佛陀也說「貪瞋癡」時是不從「十方上下來」，如

云：「佛言：文殊師利！言貪欲者，彼貪不從東方而來而染眾生，非南西北上下方

來而染眾生，不從內生而染眾生，不從外來而染眾生。文殊師利！貪欲瞋癡皆是內

心分別故生而見有染淨……若法不生，從本以來不在內外。」
122 

                                                 
116 詳《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78 四攝品〉。CBETA, T08, no. 223, p. 397, b。 
117 詳《中論》卷 3〈17 觀業品〉。CBETA, T30, no. 1564, p. 22, c。 
118 詳《維摩詰所說經》卷 1〈1 佛國品〉。CBETA, T14, no. 475, p. 537, c。 
119 詳《中論》卷 2〈8 觀作作者品〉。CBETA, T30, no. 1564, p. 12, c。 
120 詳《永嘉證道歌》。CBETA, T48, no. 2014, p. 396, c。 
121 詳《中論》卷 3〈20 觀因果品〉。CBETA, T30, no. 1564, p. 27, b。 
122 詳《金剛上味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44, p. 85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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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威德陀羅尼經》中世尊開示說所謂的「分別」亦不從「十方上下來」來，

如云：「所有分別者，彼不從東方來、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來、不從上

方、不從下方來。亦不從方，不從非方，如是如是。若不來者，彼當何處去？如是

既不來者，彼非來相。若無所去，彼來亦不可見。若非去相，彼即無相。是故言一

切諸法無有相耶！」
123 

在《佛說摩訶衍寶嚴經》則舉「燃燈除暗冥」為法義，當「暗冥」被除滅時，也

不會從「十方」離去，如云：「譬如然燈，諸冥悉除，此闇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不

從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而來，亦不至彼。如是迦葉！智慧已生、無智即滅，此

無智者，無所從來、亦無所至。」
124 

在《大威德陀羅尼經》則說「身體和合」所成的「色身」並不是從「十方」來為例，

如云：「謂自身體和合諸骨和合筋依肉血生，凡有生者彼名為色。然彼色者不從東

方來、不從南西北方來。唯因業煩惱果報，故彼無有相。」
125 

既然不從「十方來」，就不會從「十方去」，這樣所有的「五陰、六入、十二處、

十八界」……等諸法就都有具有「無來無去」的性質。如《楞嚴經》所云：「乃至五

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性

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
126 

七、結論 

本論從《華嚴經》〈十定品〉中獲知「陽焰」不從「雲、池、陸、水」中而生，乃

是「眾因緣」而生，既是「緣起」，則必為「性空」的「非有非無」。在大乘佛典中以不

是從「A 來、B 來、C 來、D 來……」的經文方式來闡述「緣起性空」之理非常的多，

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如此聲者，從何所來？為從絃生？為從柱出？為棍有

耶？為檀作乎？……今此聲者虛妄不實，假眾因緣和合而有。」
127如《金剛上味陀

羅尼經》云：「佛言：文殊師利！譬如鑽火有燧（即指「陽遂」➔古代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

銅鏡）、有草、人手、功力（等等之）眾緣具故。先有煙出，然後火生。而火不在（獨

立之）燧（凹面銅鏡）中、（獨立之）鑽中，（亦）非（獨立之）草、手中，（乃）眾緣和合

而生於火。」
128及《十住毘婆沙論》云：「燈炎不在油，亦不從炷出，亦不餘處來，

                                                 
123 詳《大威德陀羅尼經》卷 7。CBETA, T21, no. 1341, p. 788, c。 
124 詳《佛說摩訶衍寶嚴經》。CBETA, T12, no. 351, p. 196, c。 
125 詳《大威德陀羅尼經》卷 15。CBETA, T21, no. 1341, p. 817, a。 
126 詳《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2。CBETA, T19, no. 945, p. 114, a。 
127 詳《大法炬陀羅尼經》卷 5〈10 忍校量品〉。CBETA, T21, no. 1340, p. 683, a。 
128 詳《金剛上味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44, p. 85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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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油炷有。因緣盡則滅，滅時無去處，諸法來去相，皆亦復如是。」
129甚至在《楞

嚴經》中更是到處可見這種講法的「方式」。130足見「緣起性空」並非是《中論》的

專利，而是囊括了所有的大小乘佛典經論。 

《華嚴經》在〈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中二段經文皆云：「音聲、業報成佛、

地獄及身、光明、天鼓音、樂具、業障惡罪」皆「不從十方來」，進而說明其與《中

論》「觀因緣品」「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131有著相同

的哲學邏輯，進而推出所有的諸法都具有「無來無去，不生不滅」的性質，如《華

嚴經》〈入法界品〉云：「了達一切諸法，如夢如幻，如影如像，無來無去，不生不

滅」
132、〈十地品〉云：「菩薩如是觀一切有為法真實相，知諸法無作、無起、無來、

無去。」
133〈十明品〉云：「知一切法悉無有性；知一切法無來、無去。」

134 

據前人的研究成果整理出龍樹《中論》的哲學約有十餘種，135本論只就「緣起

性空」哲學與《華嚴經》〈十定品〉、〈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兩段經文為例，期望將

來能將《中論》的所有哲學與《華嚴經》義理與相關「著疏」作研究比對，進而提

升《中論》在《華嚴經》中的地位，也提醒研究《華嚴經》者不可忽略《中論》的

「緣起性空」般若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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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引用《中論》解《華嚴經》的案例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 世主妙嚴

品〉： 

妙焰海大自在天王，得法界、虛空界

寂靜方便力解脫門；自在名稱光天

王，得普觀一切法悉自在解脫門；清

淨功德眼天王，得知一切法不生、不

滅、不來、不去、無功用行解脫門。 

（CBETA, T10, no. 279, p. 5,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6〈1 世主妙

嚴品〉： 

初不生滅略有五義。一就遍計……二

就緣起性。謂法無自體，攬緣而起，

即生無生。既本不生故，無可滅也。

又緣起無性故不生，無性緣起故不

滅。《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

法得成」。是故不生即不滅，不滅即不

生，為一物也。 

（CBETA, T35, no. 1735, p. 54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

品〉： 

諸佛子！所言苦滅聖諦者，彼離垢世

界中，或名：無等等，或名：普除

盡，或名：離垢，或名：最勝根，或

名：稱會，或名：無資待，或名：滅

惑，或名：最上，或名：畢竟，或

名：破印。 

（CBETA, T10, no. 279, p. 60,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8 四聖

諦品〉： 

今云破印永不生也，道名諸有邊者，

照實即生死可盡也。故《中論》云：

「真法及說者、聽者難得故，是故則生

死非有邊無邊」。 

（CBETA, T35, no. 1735, p. 59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

品〉： 

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言苦聖諦者，

彼攝取世界中，或名：能劫奪，或

名：非善友，或名：多恐怖，或名：

種種戲論，或名：地獄性，或名：非

實義，或名：貪欲擔，或名：深重

根，或名：隨心轉，或名：根本空。 

（CBETA, T10, no. 279, p. 61,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8 四聖

諦品〉： 

根本空者，約性以說，同《淨名》五

受陰洞達空故。集中由妄惑故，愛見

羅剎橫相執取。妄體本空故，無可取

故。《中論》云：「虛誑妄取者，是中

何所取？佛說如是，法欲以示空義」。 

（CBETA, T35, no. 1735, p. 59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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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5 如來光明

覺品〉： 

爾時，一切處文殊師利以偈頌曰：離

諸人天樂，常行大慈心……觀身如實

相，一切皆寂滅，離我非我著，是彼

淨妙業。 

（CBETA, T09, no. 278, p. 42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光明覺

品〉： 

身實相者。如《淨名》「觀佛前際不

來」等。又如《法華》「不顛倒」等。

《中論》法品云：「諸法實相者，心行

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又云：「諸

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

中，無我無非我」。 

（CBETA, T35, no. 1735, p. 598,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9 光明

覺品〉： 

文殊師利菩薩，各於佛所，同時發

聲，說此頌言……佛法微妙難可

量，一切言說莫能及，非是和合非

不合，體性寂滅無諸相。佛身無生

超戲論，非是蘊聚差別法。 

（CBETA, T10, no. 279, p. 64,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

明覺品〉： 

而復謂佛是非有非無，還成戲論。

《中論》云：「戲論破慧眼，是皆不

見佛」。故次遣之。 

（CBETA, T35, no. 1735, p. 59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10 菩薩

問明品〉： 

時，寶首菩薩以頌答曰：隨其所行

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

佛之所說。譬如淨明鏡，隨其所對

質，現像各不同，業性亦如是……

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

非我，業性亦如是。 

（CBETA, T10, no. 279, p. 66,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10 菩

薩問明品〉： 

謂此業體以無性之法，而為其性，

不失業果之相，而為其性。由無性

故，能成業果；由不壞相，方顯真

空。故《中論》云：「雖空亦不斷，

雖有而不常，業果亦不失，是名佛

所說」。不失業果，方顯中道，又如

鏡現穢像，非直不污鏡，淨亦乃由

此。（CBETA, T35, no. 1735, p. 607,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爾時，功德慧菩薩……而說頌言：

諸法無真實，妄取真實相……若得

見於佛，其心無所取，此人則能

見，如佛所知法。 

（CBETA, T10, no. 279, p. 8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7〈14 須

彌頂上偈讚品〉： 

故無所取，何有能見？……故《中

論》云：「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

非，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 

（CBETA, T35, no. 1735, p. 62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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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爾時，真實慧菩薩承佛威力，普觀

十方而說頌言……於實見真實，非

實見不實，如是究竟解，是故名為

佛。 

（CBETA, T10, no. 279, p. 8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7〈14 須

彌頂上偈讚品〉： 

夫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

見非實者，知其即實。故《中論》

云：「一切法真實，一切法非實，亦

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

法」。 

（CBETA, T35, no. 1735, p. 632,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16 梵行

品〉： 

若佛是梵行者，為色是佛耶？受是佛

耶？想是佛耶？行是佛耶？識是佛

耶？為相是佛耶？好是佛耶？神通是

佛耶？業行是佛耶？果報是佛耶？ 

（CBETA, T10, no. 279, p. 8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16 梵

行品〉： 

第七觀「佛」十事，觀於三身……今

一一推徵。若一是佛餘者應非，一一

皆佛則有多佛，和合成佛則無自性。

故《中論》云：「非陰不離陰，此彼

不相在，如來不有陰，何處有如來。

陰合為如來，則無有自性」。進退推

求佛體寂滅。尚非是有豈當是無。

「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諸法性

空中，思惟亦不可」。是知真佛既超

心境，依斯成行行豈相耶？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摩

宮中偈讚品〉： 

爾時，精進林菩薩……而說頌言：諸

法無差別，無有能知者，唯佛與佛

知，智慧究竟故。如金與金色，其性

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 

（CBETA, T10, no. 279, p. 101,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1〈20 夜

摩宮中偈讚品〉： 

法者，可軌之法也。非法者，不可軌

之法也。又法謂有法，非法謂無故。

《中論》釋：「法不生非法」。云有不

生無故，體性無異者，謂同如故。 

（CBETA, T35, no. 1735, p. 65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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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無

盡藏品〉： 

何等為無記法？謂：世間有邊，世間

無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世間非有

邊非無邊；世間有常，世間無常，世

間亦有常亦無常，世間非有常非無

常；如來滅後有，如來滅後無，如來

滅後亦有亦無，如來滅後非有非

無」。 

（CBETA, T10, no. 279, p. 11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4〈22 十

無盡藏品〉： 

外道計以為我故，有邊等諸見。初有

邊四句，約未來世。常等四句，約過

去世。如來有無依涅槃起。故《中

論》〈邪見品〉云：「我於過去世，為

有為是無？世間常等見，皆依過去

世。我於未來世，為作為無作？有邊

等諸見，皆依未來世」。〈涅槃品〉

云：「如來滅後有無等」，依涅槃起」。

我及眾生有無四句，約現在說。 

（CBETA, T35, no. 1735, p. 678,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無盡

藏品〉： 

何者為生死最初際？何者為生死最後

際？是名無記法。 

（CBETA, T10, no. 279, p. 11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4〈22 十無

盡藏品〉： 

第五約生死初後際，唯有二句。問初際

無始，聖教所明……《中論》云：「大聖

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有始，亦

復無有終。若無有始終，中當云何有？

是故於此中，先後共亦無」。既言本際不

可得，亦不應定謂無始無終，況有始終

之見耶？ 

（CBETA, T35, no. 1735, p. 679,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5 十迴向

品〉： 

菩薩如是了達境界，知一切法因緣為

本，見於一切諸佛法身，至一切法離染

實際，解了世間皆如變化，明達眾生唯

是一法、無有二性。 

（CBETA, T10, no. 279, p. 132,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7〈25 十迴

向品〉： 

總中由上觀故，能知因緣。何等因緣？

謂一切法若漏、無漏，為無為等，皆以

因緣而為其本。云何為本？謂因緣故

有，因緣故空；因緣故不有，因緣故不

空；因緣故流轉，因緣故還滅，乃至一

切皆由因緣故。《中論》云：「未曾有一

法，不從因緣生」……由觀因緣得見佛

等，是故因緣為諸法本。 

（CBETA, T35, no. 1735, p. 70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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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5 十迴向

品〉： 

佛子！菩薩摩訶薩如是迴向時……不取

法；不謂生死有分別，不謂涅槃恒寂

靜，不謂如來證佛境界；無有少法，與

法同止。 

（CBETA, T10, no. 279, p. 13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7〈25 十迴

向品〉： 

以緣就實，生死即涅槃故，無妄分別。

以實從緣，涅槃即生死故，非真寂靜

故。《中論》云：「涅槃之實際，及與世

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 

（CBETA, T35, no. 1735, p. 70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

品〉： 

佛子！此菩薩復作是念：諸佛正法，如

是甚深，如是寂靜，如是寂滅，如是

空，如是無相，如是無願，如是無染，

如是無量，如是廣大。 

（CBETA, T10, no. 279, p. 18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

品〉： 

寂靜甚深，謂法體離於妄計實有，故名

寂靜。自是妄計，於中正取，非本不

寂。《中論》云：「虛誑妄取者，是中何

所取」……依自利利他，增上智觀，故

云廣大。 

（CBETA, T35, no. 1735, p. 76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地

品〉： 

菩薩如是隨順觀察緣起之相。佛子！此

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於第一義諦不了

故名：無明……若有作者，則有作事；

若無作者，亦無作事，第一義中俱不可

得。（CBETA, T10, no. 279, p. 19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論云：隨順觀世諦，即入第一義故。俗

為真詮，了俗無性，方見真耳。《中

論》云：「若不知世諦，不得第一義」。

故此觀有六……。 

（CBETA, T35, no. 1735, p. 807,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地

品〉： 

於行迷惑是無明，與無明及心共生是名

色……老壞為死。佛子！此中無明有二

種業，一令眾生迷於所緣，二與行作生

起因。（CBETA, T10, no. 279, p. 19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若唯不離無明有行，則成太即……故論

主引《中論》偈云：「眾因緣生法…是

則不即因，亦復不異因，非斷亦非

常」。（CBETA, T35, no. 1735, p. 80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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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2 十地

品〉： 

如是逆順十種「觀十二因緣法」，所謂：

因緣分次第，心所攝，自助成法，不相

捨離，隨三道行，分別先、後際，三苦

差別，從因緣起，生滅縛，無所有盡

觀。 

（CBETA, T09, no. 278, p. 559,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次句假他遣自。故《中論》云：「如諸法

自性，不在於緣中」也。下二句例

然……但「因緣生果」各有二義……故云

「因不生緣生」故。云不自生……故不他

生……故不共生。 

（CBETA, T35, no. 1735, p. 811,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又《中論》云：「和合即無性，云何和合

生？」次無明滅下逆觀，謂滅，但滅於

繫縛。 

（CBETA, T35, no. 1735, p. 81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9 十忍

品〉： 

佛子！云何為菩薩摩訶薩如幻忍？佛

子！此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皆悉如

幻，從因緣起，於一法中解多法，於多

法中解一法……了達三世平等，成就種

種神通變化。 

（CBETA, T10, no. 279, p. 23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6〈29 十忍

品〉： 

今經云「從因緣起」，能起即第二，所起

即第三……然緣亦從緣故，緣果俱幻。

《中論》云：「譬如幻化人，復作幻化

人」即斯意也。 

（CBETA, T35, no. 1735, p. 85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

品〉： 

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名：寂靜禪

定樂普遊步……悉皆明覩而無取著。

何以故？知諸如來非去，世趣永滅

故；非來，體性無生故；非生，法身

平等故；非滅，無有生相故；非實，

住如幻法故；非妄，利益眾生故；非

遷，超過生死故；非壞，性常不變

故；一相，言語悉離故；無相，性相

本空故。（CBETA, T10, no. 279, p. 37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8〈39 入法

界品〉： 

文有「十非」，大同《中論》「八不」。

謂：「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為四。其

「非實非妄」即是不常，「非遷非壞」即

是不斷。「一相」即非異，「無相」亦非

一。 

（CBETA, T35, no. 1735, p. 94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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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9 十忍

品〉： 

虛空無體性，亦復非斷滅，亦無種種

別，智力亦如是。虛空無初際，亦復

無中後，其量不可得，菩薩智亦然。

如是觀法性，一切如虛空。 

（CBETA, T10, no. 279, p. 237,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若約絕際，妄無妄源。竪無初際，既無

有始，豈得有終？故絕後際。《中論》

云：「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

有始，亦復無有終。若無有始終，中當

云何有？是故於此中，先後共亦無」。 

（CBETA, T36, no. 1736, p. 1,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大智善見者，如理巧安住。無中無有

二，無二亦復無，三界一切空，是則

諸佛見。凡夫無覺解，佛令住正法，

諸法無所住，悟此見自身。 

（CBETA, T10, no. 279, p. 83,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中論》云：「諸佛說空法，為除於有

見。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故知非

有非無也。非有即空，非無即空空也。

經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界

一切空，是則諸佛見」。此即空空也。 

（CBETA, T36, no. 1736, p. 6,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爾時，智慧菩薩承佛威力，普觀十方

而說頌言：…… 有諍說生死，無諍

即涅槃，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 

（CBETA, T10, no. 279, p. 8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若約生死涅槃說者，生死即涅槃，妄徹

真也。涅槃即生死，真徹妄也。故《中

論》云：「生死之實際，即是涅槃際。涅

槃之實際，即是生死際。如是二際者，

無毫釐差別」，即交徹也。此下經云：

「有諍說生死，無諍說涅槃。生死及涅

槃，二俱不可得」。亦俱空俱有，交徹義

也。（CBETA, T36, no. 1736, p. 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9〈36 普賢

行品〉： 

知身無有盡，無生亦無滅，非常非無

常，示現諸世間。除滅諸邪見，開示

於正見，法性無來去，不著我我所。 

（CBETA, T10, no. 279, p. 261,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 

《中論》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

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假

眾緣成，從緣故假，非施權之假，亦是

中道義者。離「斷常」故名為中道，非佛

性中道。若作此解者，雖三句皆空。尚

不成即空，況即假即中，此生滅四諦中

義也。（CBETA, T36, no. 1736, p. 39,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9 十

忍品〉： 

菩薩亦如是，觀察一切法，悉從因

緣起，無生故無滅，無滅故無盡，

無盡故無染。 

（CBETA, T10, no. 279, p. 235,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 

從緣生法，無性即空，非色敗空，不

要析破，故云即空。若約《中論》偈

明四句，初教即「因緣所生法」，此教

即我說即是空。第三亦名為「假名」，

第四亦是「中道義」，故此云「因緣即

空」。（CBETA, T36, no. 1736, p. 4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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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22 十

地品〉： 

知是三業因緣不斷相、乃至如實知

八萬四千煩惱行差別相。是菩薩知

諸業善不善無記相、分別不可分別

相、心伴相、不相離相……知業起

相、受業法差別相。 

（CBETA, T09, no. 278, p. 568,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9： 

三業因緣，故起於三界，是故有一切

法。《中論》〈十二因緣品〉頌云：「眾

生癡所覆，為後起三行，以有此行

故，識受六道身」等，即其義也。 

（CBETA, T36, no. 1736, p. 6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39 入

法界品〉： 

爾所劫中，所見眾生，無一眾生我

不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

曾勸一眾生發於聲聞、辟支佛意。 

（CBETA, T10, no. 279, p. 359,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0： 

無一眾生下，第二會一乘無不有者。

釋成一乘之義。若有一人無智慧性，

即有二乘三乘耳……以諸緣起皆無自

性故，由無性理事方成故。故《中

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

成」。 

（CBETA, T36, no. 1736, p. 73,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5 華藏

世界品〉 

如幻師呪術，能現種種事，眾生業

力故，國土不思議。譬如眾繢像，

畫師之所作，如是一切剎，心畫師

所成。 

（CBETA, T10, no. 279, p. 5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2： 

〈華藏品〉云：如幻師呪術，能現種

種事。眾生業力故，國土不思議，明

知業即喻幻師。又如《中論》偈云：

「譬如幻化人，復作幻化人」。如初幻

化人，是則名為業。幻化人所作，是

名為業果等。 

（CBETA, T36, no. 1736, p. 87,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34 入

法界品〉： 

時，童子、童女告善財言：「善男子！

我等證得菩薩解脫，名為幻住……

一切法皆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

生故；一切三界皆幻住，顛倒智所

生故；一切眾生生滅，生、老、死、

憂悲、苦惱皆幻住，虛妄分別所生

故；一切國土皆幻住，想倒、心倒、

見倒、無明所現故；一切聲聞、辟支

佛皆幻住，智斷分別所成故。 

（CBETA, T09, no. 278, p. 767,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4： 

小乘立「三毒」為生死根本者。《中論》

〈染染者品〉云：「經說貪欲、嗔恚、

愚癡是世間根本」，乃至云「三毒因緣

起於三業，三業因緣起於三行」，是故

有一切法。（中論）〈十二因緣品〉云：

「眾生癡所覆，為後造三行，以有此行

故，識受六道身」，皆是三毒為根本義。

然外道雖立三德，不知是己心之所有

故，又計從冥而起用故，故為邪見。  

（CBETA, T36, no. 1736, p. 10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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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

摩宮中偈讚品〉：  

諸法無來處，亦無能作者，無有所

從生，不可得分別。一切法無來，

是故無有生，以生無有故，滅亦不

可得。一切法無生，亦復無有滅，

若能如是解，斯人見如來。諸法無

生故，自性無所有。  

（CBETA, T10, no. 279, p. 100,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0：經云：「一切法無來，是故無有

生」。以生無有故，滅亦不可得。二

明二義中又緣起無性故者，緣生即無

性也。無性緣起者，無性即緣性也。

前句即因緣故空，此句即無性故有

故。引《中論》「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唯證後句也。三顯無性中。

若無因緣不知無性。 （CBETA, T36, 

no. 1736, p. 15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0：欲明「不生滅」等四含義無盡，

故略舉「八不」，即《中論》宗。論

云：「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

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故《中

論》問云：「不生不滅，已總破一切

法。何故復說此六事耶？答：為成不

生不滅故」。 

（CBETA, T36, no. 1736, p. 15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9 光明

覺品〉： 

一切處文殊師利菩薩，各於佛所，

同時發聲，說此頌言：眾生無智

慧，愛刺所傷毒，為彼求菩提，諸

佛法如是。普見於諸法，二邊皆捨

離，道成永不退，轉此無等輪。 

（CBETA, T10, no. 279, p. 6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0

〈9 光明覺品〉：  

普見於諸法，二邊皆捨離。今應問云

「普見諸法，如何即能離得二邊

故？」今答云：通性相故。唯見「相」

者，即是有邊。唯見「性」者即墮無

邊。性相無礙故離二邊。《中論》

云：「雖空而不斷，雖有而不常」。即

由空有相即，離二邊也。  

（CBETA, T36, no. 1736, p. 225,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5 如來光

明覺品〉： 

諸佛正法不可量，無能分別說其相，

諸佛正法無合散，其性本來常寂滅。

不以陰數為如來，遠離取相真實觀，

得自在力決定見，言語道斷行處滅。

等觀身心無異相，一切內外悉解脫。 

（CBETA, T09, no. 278, p. 424,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0

〈9 光明覺品〉： 

今觀於身，若我即陰等者。即《中論》

〈法品〉中意，論云：「若我即五陰，我

即為生滅。若我異五陰，即非五陰相。

若無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內外我我

所盡滅無有故，諸受即為滅。受滅即身

滅，業煩惱滅，故名之為解脫。「業煩惱

非實，入空戲論滅」。 

（CBETA, T36, no. 1736, p. 22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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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離諸和合相，是名無上覺。現在非和

合，去來亦復然，一切法無相，是則

佛真體。若能如是觀，諸法甚深義，

則見一切佛，法身真實相。 

（CBETA, T10, no. 279, p. 8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6

〈13 升須彌山頂品〉 

言三時者，即《中論》〈去來品〉偈

云：「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去時

亦無去」。翻此則云：已來無有來，未

來亦無來，來時亦無來。謂已來已

滅，不可言來。未來未有，何得言

來？來時不住，已未分之故亦無來。

無去亦然……故《中論》云：「見及所

見者，是三各異方，如是三法異，終

無有合時。異法不可合，非異無可

合」。又《論》云：「見不能有見，非見

亦不見」。 

（CBETA, T36, no. 1736, p. 276,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其性如虛空，故說無有盡。智者說

無盡，此亦無所說，自性無盡故，

得有難思盡。所說無盡中，無眾生

可得。 

（CBETA, T10, no. 279, p. 8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7

〈14 須彌山頂偈讚品〉： 

既如虛空，何有無為之相者？我言「無

盡者」，體無可盡，故如虛空……故《中

論》云：「若有有為法，則有無為法。既

無有為法，何得有無為？」 

（CBETA, T36, no. 1736, p. 28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11 菩薩十

住品〉： 

何等為十？所謂：學一切法無相，

一切法無性，一切法不可修，一切

法無所有，一切法無真實，一切法

如虛空，一切法無自性，一切法如

幻，一切法如夢，一切法如響。何

以故？欲令得不退轉無生法忍故，

有所聞法，即自開解，不由他悟。  

（CBETA, T09, no. 278, p. 445,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8

〈15 十住品〉： 

今經云：「一切」者，各少分一切，又含

餘義，故云「一切」。諸法畢竟無所有，

是空義者經也……《中論》云：「諸佛說

空法，為離諸有見，若復見有空，諸佛

所不化」故，畢竟空耳。 

（CBETA, T36, no. 1736, p. 29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11 菩薩十

住品〉： 

諸佛子！何等是菩薩摩訶薩法王

子住？此菩薩善解十種法。何等

為十？……善解去、來、今，善

解說世諦，善解說第一義諦，是

為十。  

（CBETA, T09, no. 278, p. 44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8

〈15 十住品〉： 

彼文云：詞無礙智，以世智差別說。

樂說無礙智，以第一義智善巧說等。

《中論》云：「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

法」。 

（CBETA, T36, no. 1736, p. 29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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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無

盡藏品〉：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信藏？……

此菩薩於諸佛所一向堅信，知佛智慧

無邊無盡。十方無量諸世界中，一一

各有無量諸佛，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已得、今得、當得，已出世、今

出世、當出世，已入涅槃、今入涅

槃、當入涅槃，彼諸佛智慧不增不

減、不生不滅、不進不退、不近不

遠、無知無捨。 

（CBETA, T10, no. 279, p. 111,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5

〈22 十無盡藏品〉： 

涅槃為起見處，就引《中論》〈邪見

品〉：「我於過去世等」者。偈首之我，

即今世我……次下當釋《中論》〈涅槃

品〉偈云：「滅後有無等，無邊等常

等」。諸見依涅槃未來過去世。 

（CBETA, T36, no. 1736, p. 35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18 菩

薩十無盡藏品〉： 

所謂：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世間

有邊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世

間有常，世間無常，世間有常無

常，世間非有常非無常；如來滅後

如去不受，如來滅後不如去亦不

受，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不受，

如來滅後非如去非不如去亦不

受……何等為生死最初際，何等為

生死最後際。是名無記法。 

（CBETA, T09, no. 278, p. 47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5

〈22 十無盡藏品〉： 

《中論》〈涅槃品〉偈云：「如來滅度

後，不言有與無，亦不言有無非有及

非無」。又云：「涅槃與世間，無有少

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

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

無毫釐差別」……《中論》末後偈

云：「一切法皆空，何有邊無邊？亦邊

亦無邊？非邊非無邊？何者為一異？

何有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

常？諸法不可得，滅一切戲論，無人

亦無我，佛亦無所說」。 

（CBETA, T36, no. 1736, p. 35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

無盡藏品〉： 

去至何所？有幾世界成？有幾世界

壞？世界從何處來，去至何所？何

者為生死最初際？何者為生死最後

際？是名無記法……菩薩摩訶薩第

五多聞藏。 

（CBETA, T10, no. 279, p. 11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5

〈22 十無盡藏品〉： 

謂若許有終必有始，故亦如初地。疏

《中論》云：「大聖之所說」等，即

〈本際品〉偈，此中初偈，引教立

理，顯無始終。 

（CBETA, T36, no. 1736, p. 35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

地品〉： 

此菩薩觀一切法，不生不滅，因緣

而有；見縛先滅，一切欲縛、色

縛、有縛、無明縛皆轉微薄；於無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2

〈26 十地品〉： 

乃是迷於法性，合於法性隨緣而生，

名為性起。以性融相故，一多自在。

然即《中論》〈四諦品〉偈意：「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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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千億那由他劫不積集故，邪

貪、邪瞋及以邪癡，悉得除斷，所

有善根轉更明淨。 

（CBETA, T10, no. 279, p. 188, c） 

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此偈四句……一色一切

色，即因緣故有也。若三乘緣生，但

各各緣生，今是法性緣生。 

（CBETA, T36, no. 1736, p. 49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

地品〉： 

菩薩圓滿五地已，觀法無相亦無

性，無生無成本清淨，無有戲論無

取捨，體相寂滅如幻等，有無不二

離分別，隨順法性如是觀，此智得

成入六地。 

（CBETA, T10, no. 279, p. 195,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9

〈26 十地品〉： 

先釋「無性」，執法有性名之為我，如

地堅性水濕性等，以無我故名性無

生。言非先有今無者，揀斷滅無。

《中論》云：「先有而今無，是則為

斷滅」。故亦非全無。  

（CBETA, T36, no. 1736, p. 550,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26 十

地品〉： 

又知諸業種種相，所謂：善不善無

記相、有表示無表示相、與心同生

不離相、因自性剎那壞而次第集果

不失相、有報無報相……略說乃至

八萬四千，皆如實知。  

（CBETA, T10, no. 279, p. 20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0

〈26 十地品〉： 

然此得，得以持此業，如券持債故。

古經論名「不失法」。《中論》云：「不

失法如券業，如負財物」。然大乘雖

立有得，不許有實，而云熏習成種。  

（CBETA, T36, no. 1736, p. 56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8 十

通品〉： 

佛子！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法智通，

知一切法無有名字、無有種性，無

來、無去，非異、非不異，非種

種、非不種種，非二、非不二，無

我、無比，不生、不滅，不動、不

壞，無實……。 

（CBETA, T10, no. 279, p. 23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4

〈28 十通品〉： 

次先破異，云「異相」互無，故云「不

異」者。此即《中論》〈破合品〉中

意……故云「異相互無，故無

異」……故《中論》云：「異中無異

相，不異中亦無，無有異相故，則無

彼此異」。 

（CBETA, T36, no. 1736, p. 58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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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8〈35 如來

隨好光明功德品〉：  

一切諸佛亦復如是，自說是佛，不

著於我，不著我所。諸天子！如我

音聲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來；業報成佛亦復如是，

非十方來。諸天子！譬如汝等昔在

地獄，地獄及身非十方來，但由於

汝顛倒惡業愚癡纏縛，生地獄身，

此無根本、無有來處。諸天子！毘

盧遮那菩薩威德力故放大光明，而

此光明非十方來。諸天子！我天鼓

音亦復如是，非十方來，但以三昧

善根力故，般若波羅蜜威德力故，

出生如是清淨音聲，示現如是種種

自在。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有三

十三天上妙宮殿種種樂具，而此樂

具非十方來；我天鼓音亦復如是，

非十方來。 

（CBETA, T10, no. 279, p. 25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8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恐有難言：地獄及身，既由惡業，即

從惡業中來。前業報成佛，即從善根

中來。何以並言「非十方來」？故今釋

云：正由從業，即是從緣，無性來即

無來。若不從緣，則有定性，不得無

來。《中論》云：「若法從緣生，是即

無定性，若無定性者，云何有是法？」

即因緣故空義耳。 

（CBETA, T36, no. 1736, p. 610,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8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經言而受其「報」，亦同《淨名》「無我

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疏：

定有即常，定無則斷者，亦《中論》

偈，偈云：「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

斷，是故有智者，不應著有無」。 

（CBETA, T36, no. 1736, p. 61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7〈39 入法

界品〉： 

又決定知一切諸報皆從業起，一切

諸果皆從因起，一切諸業皆從習

起，一切佛興皆從信起，一切化現

諸供養事皆悉從於決定解起，一切

化佛從敬心起，一切佛法從善根

起……知質如像故，知聲如響故，

知境如夢故，知業如幻故。 

（CBETA, T10, no. 279, p. 42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9

〈39 入法界品〉：  

影像隨身，去來無實，隨業六道，實

無往來。《中論》云：「諸行往來者，

常不應往來，無常亦不應往來，眾生

亦復然」。「有無」可知，離一切法見。

（CBETA, T36, no. 1736, p. 69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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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與《圓覺經》的交涉 

──以華嚴宗的詮釋為主 

華梵大學佛教學系  助理教授 

李治華 

摘 要 

本文在「《楞嚴經》與《圓覺經》的交涉——以華嚴宗的詮釋為主」的課題上，

進行初步探究：首先，華嚴宗五祖宗密《圓覺經》疏鈔中約 36 處引用《楞嚴經》，

而這也正是《楞嚴經》的流行契機，本文展現宗密引用《楞嚴經》的方式與特色，

包括：理證、事證、文證；文句少至一詞，多至三、四百字的引述；在解釋引文

上，或引而未釋，或稍作解釋，或特加釋義，或重覆引用，種種方式，不一而足。 

其次，六祖子璿《楞嚴經義疏》中約 33 處引用《圓覺經》，與宗密共引之處

只佔 1/4，子璿有其自己引用的重點課題。進而，本文將兩者引用情形對比如下：

（1）宗密引，子璿未引。（2）宗密引，子璿亦引。（3）宗密與子璿各別重引之文。

（4）宗密、子璿引用《楞嚴經》或《圓覺經》，長引文之處。相較之下，對宗密

而言，《楞嚴經》10 卷，可增釋《圓覺經》內容；對子璿而言，高比例的徵引短短

1 卷的《圓覺經》，特別用以加強重點課題。從對照中充份看出兩經具有相類的經

文、名句與義理，以及兩經之間互參互補的情形。兩經互詮互證，確更能發揮彼

此的微言大義，呈顯出更完整的如來藏理論與實踐風貌。 

關鍵詞：楞嚴經、圓覺經、華嚴宗、宗密、子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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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簡稱圓覺經）1 卷，據宗密（784－841）《圓覺

經大疏》，是於唐‧長壽 2 年（693 年），佛陀多羅所譯。1《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

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簡稱楞嚴經）10 卷，據智昇（730 前後）《續古今譯

經圖紀》，是在唐‧神龍元年（705 年），般剌密諦譯。2 

呂澂（1896－1989）認為「《圓覺經》本是由《起信論》經《楞嚴經》而發展

出來的，它們的議論基本上一樣」3。而日本學界基本上認為，《圓覺經》是以《楞

嚴經》的思想為基礎，同時融合了《起信論》思想而成立，不過吳彥隆考察多方

論點之後，主張「不管就時間點的考據，或是從經典內在的義理關聯來考察，《圓

覺經》並非完全沒有比《楞嚴經》來得早出的可能性」。4《楞嚴經》與《圓覺經》

的出現，在考據上有諸多問題，對此本文存而不論，本文是在於研究兩經流通後

的交涉情形。 

不論如何，《楞嚴經》與《圓覺經》都在初唐時期譯出或出現，兩經的文句與

義理也多有相似之處，《圓覺經》略似於簡化本的《楞嚴經》，如明代天台宗的中

興祖師傳燈（1554－1628）判定這兩部經「名別而義意俱同」： 

若《圓覺》之為經，名雖不同，而圓覺即圓通同詮一理；奢摩他等三名，

同詮一行。但所談名相，出沒不同，廣略有異。蓋非熟《楞嚴》，無以脩《圓

覺》；非熟《圓覺》，無以脩《楞嚴》。學者當以二經相參而看可也。5 

「義」指義理，「意」則指意旨。兩經所示的理與行皆同歸趣，只是論述的角度、

廣略不同，而有互補增益之效，學習之人應當相參而看。傳燈之說，點出兩經的

會通關要。 

《圓覺經》與《楞嚴經》是唐、宋以來天台宗、賢首宗、禪宗等盛行講習的

經典。最早力倡《圓覺經》的是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著有《圓覺經》多部註解，

共約 80 卷，現存有《圓覺經大疏》3 卷、《圓覺經大疏釋義鈔》13 卷、《圓覺經大

疏鈔科》2 卷、《圓覺經略疏》2 卷、《圓覺經略疏科》1 卷、《圓覺經略鈔》6 卷、

《圓覺經壇場修證儀》18 卷。在華嚴宗五教判的判攝中，宗密判《圓覺經》為終

                                                 
1 《圓覺經大疏》，X09, no. 243, p. 335, a5-6。 
2 《續古今譯經圖紀》，T55, no. 2152, p. 371, c27-p. 372, a1。 
3 呂澂，《中國佛學思想概論》，頁 222。 
4 吳彥隆，〈《圓覺經》成立史之研究──以宗密《圓覺》疏為中心〉，頁 17。 
5 傳燈，《楞嚴經圓通疏前茅》, X14, no. 297, p. 685, a15-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8F%B0%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4%B8%A5%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5%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A2%E9%A6%96%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D%E5%B3%B0%E5%AE%97%E5%AF%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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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教，「此經亦依如來藏故；文云：『知幻即離』等，及云：『名為頓教大乘』故」，

又分攝圓教，「但約直顯一真法界之體，及觀中一多無礙等義」，宗密透過《圓覺

經》會合華嚴思想，又以《圓覺經》「義備性相，禪兼頓漸」來統攝佛學教理與頓

漸禪門。6 

《楞嚴經》的流行契機也正是宗密解釋《圓覺經》時經常引用。7唐武宗（814

－846）滅佛運動下導致佛門教理衰落，華嚴宗在北宋時從六祖長水子璿（？－

1038）、七祖晉水淨源（？－1088）邁向中興，子璿一生講《楞嚴經》三十餘遍，

宋真宗（968－1022）賜號「楞嚴大師」，子璿的《楞嚴經義疏注經》20 卷，是《楞

嚴經》現存註疏中的最早之作了，子璿「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盛

行於世」8，判《楞嚴經》「正唯終教，兼於頓圓」9，在《楞嚴經》的諸疏中可謂

華嚴宗的代表作，影響深遠。其實也可說，子璿藉由《楞嚴經》兼述華嚴思想，

別開弘揚華嚴思想的新局面。子璿高徒淨源進而依據宗密《圓覺經壇場修證儀》，

又著有《楞嚴經壇場修證儀》。10 

宗密與子璿相隔約兩百年，但宗密弘揚《圓覺經》與子璿、淨源弘揚《楞嚴

經》，兩者之間具有類似性、延續性，子璿、淨源師徒以華嚴宗思想詮解《楞嚴經》，

延續宗密對於華嚴宗與禪宗、乃至佛教全體的統整發展。宗密原來師從道圓（生

卒 807 年左右）禪師，因《圓覺經》悟入，子璿則從慧覺（生卒 1026 年左右）禪

師處問《楞嚴經》而開悟，宗密與子璿兩者同是禪宗與華嚴宗的傳承祖師，11無怪

乎俱能會通禪教。 

《楞嚴經》、《圓覺經》都與禪宗密切相關，宗密便主張「禪教一致」，在其名

著《禪源諸詮集都序》中也提及《佛頂（楞嚴）經》，尤其宗密「頓悟漸修」的重

要主張，可能便是來自《楞嚴經》，12可惜浩大百卷的《禪源諸詮集》佚失，唯存

「都序」一卷，以致難以更深入探討。延壽（904－975）《宗鏡錄》百卷，詳述禪

宗祖師言論和重要經論宗旨，呈現全部佛法精要，而其全序明顯多用《楞嚴經》

                                                 
6 《圓覺經大疏》，X09, no. 243, p. 324, b6-7；p. 331b3-11。 
7 參見荒木見悟，高正哲譯，〈明代楞嚴經的流行（中）〉，《人生雜誌》124，頁 39。 
8 錢謙益，《楞嚴經蒙鈔》，X13, no. 287, p. 857, c6。 
9 《首楞嚴義疏注經》， T39, no. 1799, p. 824c8-9。 
10 淨源傳承華嚴諸祖的思想，在儀軌的編撰方面，選擇宗密 18 卷的《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將它

刪略為《圓覺經略儀》1 卷，而後再以《圓覺經略儀》為底本，陸續編撰出《普賢行願儀》、《首楞

嚴儀》兩部懺儀。參見釋法幢，〈華嚴中興教主淨源所撰懺儀之略探〉。 
11 子璿是向天台宗山外家別宗華嚴的靈光洪敏法師學習華嚴與楞嚴，又從禪宗慧覺禪師處問楞嚴

而開悟。錢謙益，《楞嚴經解蒙鈔》，X13, no.287, p.857。 
12 參見荒木見悟，〈明代《楞嚴經》的流行（下）〉，頁 33。冉雲華《宗密》，指出：「儘管宗密在禪

學思想和修行方法上，對神會一系非常推崇，但是在一點重要的問題上，卻有明顯的分歧：神會主

張的是『無修』而『頓悟』，宗密卻主張『頓悟漸修』。」（頁 135）冉雲華及黃連忠《宗密的禪學

思想》（頁 137）都針對此點進行深入剖析，但似都未提及「頓悟漸修」正是《楞嚴經》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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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錢謙益（1582－1664）更指出：「《宗鏡錄》一百卷，折衷法門，會歸心要，

多取證於《楞嚴》。所引古釋，即慤、振、沇三家之說也。長水（子璿）疏經，裁

決要義，用《宗鏡》為詮準。」13《楞嚴經》在禪教一致、統攝諸宗的開展上，實

佔有重要地位，宋明以降越益顯著。華嚴宗人弘揚《圓覺》與《楞嚴》這兩部經，

如何影響華嚴宗與禪宗的交涉，自是華嚴宗發展上的重要課題。 

關於宗密對子璿的影響，胡建明綜合考察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在有關《圓

覺經》與《楞嚴經》方面述及：宋代以後的華嚴學者在《圓覺經》的基礎上，更

依《楞嚴經》經意來發展華嚴心性說，教融於禪的傾向就更趨顯著了。子璿力步

宗密和延壽等主張的禪教融合思想之後塵。子璿在《首楞嚴義疏注經》中，尤其

是玄談部份，大量參考了宗密《略疏》，特別是「三、教義分齊」中所說的「五重

本末」體系，以及「四、所被機宜」中所說的「料簡」和「普收」等理論皆是照

搬了宗密的觀點和方法論。子璿在成佛論問題上則具有獨特性，主張無條件的無

情成佛論，卻和天台山家派「色心雙具三千論」相通，並以《楞嚴經》「一切因果、

世界、微塵，因心成體」為經證，以說明真如遍及有情和無情，皆出一心，平等

無二。14 

本文進而探究：（1）華嚴宗五祖宗密《圓覺經》疏鈔中約 36 處引用《楞嚴經》，

而這也正是《楞嚴經》的流行契機，所以展現疏鈔中對《楞嚴經》的引用情形，

在研究《楞嚴經》的開展上有其特殊價值，本文依序羅列疏鈔中對《楞嚴經》的

引用之處並略加解釋，之後歸納宗密引用《楞嚴經》的方式與特色。（2）六祖子

璿《楞嚴經義疏》中約 33 處引用《圓覺經》，本文僅列表對照經文，不加解釋，

否則失之繁瑣冗長，之後與宗密引用情形加以對照，比較兩者引用之間的同異之

處，期有助於更加瞭解《楞嚴經》與《圓覺經》的內容相涉情形，以及子璿弘揚

《楞嚴經》與引用《圓覺經》受宗密影響的程度。 

二、宗密《圓覺經》疏鈔對《楞嚴經》之引用 

宗密先著《圓覺經大疏》，之後精簡成《略疏》，《略疏‧序》中說：「勒成三

卷（大疏），從其易簡，更搜精要（略疏）」15，《略鈔》也是從「大鈔略出」16。 

本文以《略疏》、《略鈔》為主，這是宗密疏鈔中的核心部份，大體上略疏、

鈔與大疏、鈔引用《楞嚴經》之處大同小異，偶有不同之處，本文會加以引用出

                                                 
13 《楞嚴經疏解蒙鈔》，X13, no. 287, p. 503c16-18。 
14 胡建明，《宗密思想綜合研究》，頁 202、262、267、268。 
15 T39, no. 1795, p0524c05. 
16 X09, no.0248, p0821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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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或者附加說明。宗密或稱《楞嚴經》為《佛頂經》，或稱為《首楞嚴》。在宗密

引用《楞嚴經》注釋《圓覺經》方面，底下依《圓覺》疏鈔的次序羅列，共計 36

處。在疏鈔中，宗密原文常是釋義與引經據典交錯進行，本文論述宗密引用《楞

嚴經》的各處，則先列出《圓覺》經文，再列出宗密引用的《楞嚴》經文，有時

會再對照宗密引出與《楞嚴經》相關的經論文句，以助理解，尤其是《起信論》、

華嚴宗義、惟愨之說等等，與本文研究的相關經論為主，之後再統論宗密的釋義。

宗密解釋經句的引證釋義，在其各種疏鈔中常意旨大同，若一一別列，實太重覆，

對此本文採取綜合統論方式。 

1.疏序17「非中非外」 

《大鈔》解釋「非中非外」，引《楞嚴經》徵心之文： 

故佛以神湯內瀉，徵破阿難執心在內。以針治內障，徵破阿難執心潛在根

內，即中間也。以靈膏反熁，徵破阿難執心在外。廣如《佛頂經》及疏，

具在別卷，可檢之。18 

「神湯內瀉」、「針治內障」、「靈膏反熁」為惟愨《楞嚴經玄贊》中的話，19「神

湯內瀉」指心若在身內，神識應能知身內；「針治內障」應指心若潛於眼根之內，

為何「不見眼根」（內障）；「靈膏反熁」是指靈膏在外燻烤，便能治病，外內相通，

心不能只在身外。 

2.疏序「圓覺」 

《略疏‧序》中： 

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

容他。20 

此一小段破題解釋「圓覺」，並未明引《楞嚴》經文，但在《略鈔》的解釋中，「圓

覺」、「彌滿」、「中不容他」都有引用《楞嚴》經文進行闡釋。《略鈔》21 引《圓覺

經》： 

                                                 
17 大疏序與略疏序，大都相同，收尾略異。 
18 X09, no. 245, p. 465a12-15. 
19 《楞嚴經疏解蒙鈔》：「萬松《請益錄》，舉《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乃至失

汝元常，故受輪轉。」唐惟慤法師科此經，名八處徵心。一神湯內瀉。二靈膏返熁。三針治內障。……」

X13, no. 287, p. 857b13-14. 
20 T39, no.1795, p p . 0524a23- 0524a24. 
21 X09, no. 248, p. 0829a22-b02.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862&B=T&V=39&S=1795&J=1&P=&32125.htm%230_23%230_23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862&B=T&V=39&S=1795&J=1&P=&32125.htm%230_23%230_23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862&B=T&V=39&S=1795&J=1&P=&32125.htm%230_23%230_23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862&B=T&V=39&S=1795&J=1&P=&32125.htm%230_23%230_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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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下文云：「證得諸幻，滅影像故，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虗空，覺所顯

發，覺圓明故，顯心清淨。」乃至一切覺。 

並引《楞嚴經》兩文： 

故《首楞嚴》云：「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虗空，一時消殞。」又云：

「寂照含虗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宗密解釋：「圓覺」是總結《圓覺經》所詮釋的教法。萬法虛幻，如夢本空，

以真心為本體，豎窮橫徧，心外無法，一切盡是覺心顯現，故稱「圓覺」。 

3.疏序「彌滿」 

宗密解釋：「彌滿」是即體之相。圓明知覺，是心境俱空，無一塵一念之相，

如此即廓周彌滿法界，無有邊涯，是一味之覺，無不清淨。於真覺境中，無一塵

有體之法，故疏云「中不容他」。《略鈔》22 引《圓覺經》： 

故下文云：「爾時便得無方清淨，乃至一身多身，一世界多世界，盡於虗空，

圓裏三世，一切清淨。」 

並引《楞嚴經》兩文： 

故《佛頂經》云：「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虗空一時消殞」，是知空色俱

絕，故云「不容他」也。……然「中不容他」之言，此是《佛頂經》文勢，

彼云：「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又引華嚴宗義解釋： 

「法界觀」中「真空絕相觀」中之「泯絕無寄觀」：會色歸空，空中必無色。

又因覺性亦非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即空不即空等，非色非空，且生心動念即

失正念，乖背法體。 

「法界觀」中「理事無礙觀」中之「以理奪事門」：事既攬理，遂令事相皆盡，

唯一真理平等，顯現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 

所以《楞嚴經》說「中不容他」。 

                                                 
22 X09, no. 248, p. 0829b22-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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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疏序「越彼大虗」 

《略鈔》23引《楞嚴經》： 

《佛頂》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 

引惟愨言： 

慤云：「《首楞》歎虗空之小，《圓覺》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如

漚），故云越也。」 

宗密解釋：「越彼大虛」之義，若以智觀此空，此空是識所變，這是覺性之中

的一分義；進而，真覺融色，彌徧十方，但太虛卻不能融色，故不徧。 

5.疏序「迷頭」 

《略鈔》24指出「迷頭」典故，出自《楞嚴經》： 

《佛頂經‧第四（卷）》云：「富樓那言：『敢問如來，一切眾生，何因有妄，

自蔽妙明，受此淪溺？』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

前諸事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

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

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佛言：『妙覺

明圓，本覺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

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

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

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

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

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為在？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眾生

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

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 

宗密解釋：佛所化之機，有頓漸二類，故舉《楞嚴經》的「迷頭」與《法華經》

的「捨父」兩喻，皆喻眾生迷失本性，致輪迴生死。觀宗密之意，《楞嚴經》的「狂性

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自屬頓教。 

                                                 
23 X09 ,no. 0248, p . 0830b06-b11. 
24 X09, no. 0248, pp. 0831c21-0832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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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疏序「心本是佛」 

《略鈔》25引《圓覺經》： 

前云「眾生成佛」，今牒而舉之，以答金剛之難，難云：「若諸眾生，本來

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

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

故今敘佛答大意云：「心本是佛」等也。 

引《起信論》： 

《論》云：「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無始時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

故說無始無明。」 

引《楞嚴經》： 

《佛頂》云：「煩惱菩提，二俱無始。」 

宗密解釋：眾生無始已來，即具真心之體，所以說本來是佛；然無始來，妄

念相續，自不知是佛。因為，眾生元來是佛，元來未悟，不是先來成佛，後起無

明等故，所以並無《圓覺經》中金剛藏菩薩問難所指的過失。 

7.經文「圓滿十方」 

《圓覺》經文：「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

諸淨土」，宗密《略疏》對「圓滿十方」述及「隨體圓滿」，《略鈔》26 又引《圓覺

經》： 

下云：「覺性徧滿，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 

並引惟愨之言： 

慤云：「《首楞》歎虗空之小，《圓覺》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 

〔大鈔〕彼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27 

                                                 
25 X09, no. 0248, p. 0834c14-c24. 
26 X09, no. 0248, p p. 0873c24-0874a03. 
27 X09, no. 245, p. 550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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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解釋：「隨體圓滿」是以圓覺為本際，流出真如菩提涅槃等，種種幻化，

皆從其中生。並引《楞嚴經》解釋惟愨所說的海形（覺性如海）、牛跡（虛空如漚）

之喻。 

8.經文「陀羅尼」 

宗密解釋：「陀羅尼」，此云總持。「圓覺」法體為相應空性的無字陀羅尼。《略

鈔》28在多字陀羅尼上舉「一切真言隨求、大佛頂」之類，是祕密藏，含無邊威德

神用。 

9.經文「六塵緣影為自心相」 

引《楞嚴經》： 

〔略疏〕29 《佛頂經》云：「此是前塵分別影事等。」 

〔略鈔〕30 引證《佛頂經》云者，彼經說阿難先被佛推徵心性，在內在外

皆成過失，最後乃云：「世尊今徵我心，我能推求者是為心不？」、「咄哉！

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分別相想，惑汝真性，乃至若分別心離塵無體，

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其誰修證

無生法忍？」 

如引《佛頂》、唯識，證分別心想空無之義，皆同前也。 

宗密解釋：《楞嚴經》指出「分別心」是「離塵無體」，即知「分別心」的體

性只是「前塵分別影事」，既是前塵之影，塵變滅時，心即變滅，滅時既無心，如

龜毛等，誰修法忍？據此，緣影決定是空，「分別心」有眾多過失，證明阿難所認

未是真心，只是妄認緣慮心。若是清淨真心，本無緣影，靈知不昧。大疏、鈔中

引釋《楞嚴》經文略詳，然大同小異，故不覆引。 

10.經文「空實無華」 

《圓覺經》：「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華，病者妄

執。」《略鈔》31 引《楞嚴經》二文： 

《首楞》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又

云：「汝身汝心，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真精妙心中所現物。」 

                                                 
28 X09, no. 0248, p0878c13-14. 
29 T39, no. 1795 ,p. 0533c05-06. 
30 X09 ,no. 0248, p. 0883b03-13. 
31 T39, no. 1795, p. 0534a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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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扣著《楞嚴經》的引文，申論身心亦可別配二喻：華喻配身，月喻配心。

身則但因心迷，當體妄認，如空華但因眼翳，外無別依。心則內根外塵相依而起，

如幻月下因捏目，上因本月相依而生。 

11.經文「無生處故」 

《圓覺經》：「如眾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

故。」《略疏》32引《楞嚴經》： 

故《楞嚴經》云：「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

覺不生迷。」 

引《華嚴經》： 

《華嚴》云：「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宗密解釋：見空華時，空華本無實在的生處，不見之時又何尋滅處？經文引

證皆是無生之理，若決定忍可於心，名無生忍。 

12.經文「漸次修行」 

《圓覺經》：「作何方便，漸次修習。」《大疏》引： 

《首楞》云：「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33 

13.經文「種種幻化」 

《圓覺經》：「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大鈔》： 

慤法師《佛頂疏》中，亦特開一門，尅明真妄十徵答，如別卷引。34 

14.經文「依幻說覺」 

《圓覺經》：「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

如是。」宗密《略鈔》35解釋經文「勢極三重」：初一重拂，對待後兩重；拂有無

                                                 
32 T39, no. 1795, p. 0534b19-26. 
33 X09, no. 243, pp.352, c24- 353a5. 
34 X09, no. 245, p. 586b8-9. 
35 X09, no. 0248 ,p. 0894a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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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然絕起念之門，上智者從此便契覺心，中下之流則不契合，茫然不知終始，

惶悚失其所守。引《楞嚴經》： 

從茫然下，皆「是見、非見」俱非之義，文是《佛頂經》也。因佛推徵諸

物，大眾茫然云云，此所引文是也。 

宗密此處借用《楞嚴經》描寫茫然未悟的情態與文字。大疏、鈔中則未說明。 

15.經文「堅持禁戒」 

《略疏》36：「律儀戒者，謂十無盡（出自《華嚴經》）。取要言之，即唯四重。

此四清淨，則一切枝葉不生。」「枝葉不生」之詞原出《楞嚴經》：「求菩薩道，要

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葉。」37《略鈔》引《楞嚴經》： 

故《佛頂經‧第六（卷）》云（取意用之）：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毗奈耶中，

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云云）。若諸眾

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

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殺墮神道，偷墮邪道）。

彼等諸魔（殺云鬼神，偷云羣邪），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

末法之中，多此魔民（殺云鬼神，偷云妖邪），熾盛世間，廣行貪淫（殺云食

肉），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

先斷淫心，是名如來第一（殺云第二，偷云第三，妄云第四）決定清淨明誨。

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殺云如

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欲隱彌露；偷云如水灌漏巵；大妄語云如刻人糞，

為旃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

根，根本成淫，輪轉三塗，必不能出（殺云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如來涅槃，何路修證（殺云服其身分，皆為彼緣，如食地中百糓，足不離地）？

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殺云身心二途，不服

不食，我是說人真解脫者）。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宗密解釋：《楞嚴經》四戒的文相大多相同，此處依例配記，不同處則加側

注。宗密在解釋「殺盜淫妄」四重戒時，多引楞嚴文義，強調：若欲修無漏觀，

智以戒定為前導，一向絕心誓志的不擬犯此四者，舉心運意所作所為自然一切

清淨。 

                                                 
36 X09, no. 0248, p p. 0895c16-0896a16. 
37 T19, no. 0945, p. 0133a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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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文「假名為心」 

《圓覺經》：「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

為心。」《略疏》38引《楞嚴經》： 

故《首楞》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妙明，不從人得。」 

宗密解釋：若能明了緣心無體，圓覺自現。此處大疏、鈔中未引《楞嚴經》。 

17.經文「無邊虛空」 

《圓覺經》：「無邊虛空，覺所顯發。」引《楞嚴經》： 

〔略疏〕39故《首楞》云：「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銷殞。」 

《首楞》又云：「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

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略鈔〕40疏《首楞》下，二含依他相空，故覺顯（上云滅影像故）。其文即文

殊奉佛敕，判二十五賢聖，各陳證入。二十四人，皆不圓通，唯觀音從耳

門中，反聞於性，而不循聲，故得圓通。其文稍繁，今略撮引云：聞非自

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一、

旋聞普脫，此雖非所引，要之生起文意），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

（云云次五句兼此一句即疏中是也次下云），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二、了喻超

塵，此下亦非所引，本義以其文要，因便書之）。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

根動，要以一機抽，息機皈寂然，諸幻成無性。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

分成六和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塵垢應念消，成圓明淨妙（三、比

幻圓消，此復頓顯圓通，亦非所要）。 

宗密解釋：迷情所覆，則於覺處只見虛空。塵影既銷，則虛空元是覺性。空

有雙絕之後，只存覺心，獨鑑明明，靈知不昧。「空消覺顯」也必須破消能變空相

的心識，心境皆空，方能顯現真實圓明覺性，非空非有，絕待中道。《略鈔》說，

引文只取《楞嚴經》前文「聞非自然生」及後「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等文，

是因經文繁廣而義勢連環，所以只引中間局部，自可牽連前後。另宗密言「二十

四人，皆不圓通」，應是指修行方式與過程上未盡圓通善巧；若從修行結果上說，

在《楞嚴經》中，二十五位聖者皆已證得了圓通境界。 

                                                 
38 T39, no. 1795, p. 0540c26-27. 
39 T39, no. 1795, p. 0542b03-10. 
40 X09, no. 0248, p. 0899a23-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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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此處，大疏、鈔中只有略引上文，「一根既返源」之後，置於經文

「根清淨故」之處才略引，本文不覆引。但大疏、鈔於此又引《楞嚴》「空生大覺」

一段文： 

注「空生大覺中」者，此却是合前之文。謂文殊欲判二十五聖，先標宗說

偈云：「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標湛本源）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發照遺真）迷妄有虗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述相

生故）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從空所生。（喻真生妄）

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妄起即空） 」41 

宗密解釋，今引經證，虛空亦是無，依覺性而妄現。 

18.經文「根清淨故」 

《略鈔》42引《楞嚴經》補充說明六根情狀： 

揀浮根四塵，亦有論云：「眼如蒲桃朵，耳如捲樺皮，鼻如雙爪甲（經云雙垂

爪），舌如偃月刀，身如珠寶光（《佛頂經》云，身如腰鼓顙，意如幽室見）」 

19.經文「覺性遍滿」 

《圓覺經》：「覺性遍滿，清淨不動。」《略疏》43引《楞嚴經》： 

故《首楞》云：「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宗密釋此是「理事無礙法界」。 

20.經文「後起無明」 

《圓覺經》：「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

惱？」《略鈔》44引《楞嚴經》對照《圓覺經》： 

然《佛頂經》富樓那亦有斯難，彼云：若此妙覺，本妙覺明（此云本成佛道）

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此云後起無明），如來今得

                                                 
41 X09, no. 245, p. 611b4-10. 
42 X09, no. 0248, p. 0902a02. 
43 T39, no. 1795, p. 0545c11-12. 
44 X09, no. 0248, p. 0914c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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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空明覺（此云一切如來），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此云何時復生一切煩

惱）？ 

前文諸典無文者，但指古今所疏傳，當代之經論宗教，眾皆傳習者，悉無

此文，非謂都無，《佛頂經》中亦有此問，故如小提堰中水少，碾磑停廢，

亦名無水，非全無水。 

宗密解釋：「將彼對此，昭然可解」。又本成佛道又起無明之問難，之前宗密

說「諸典無文」，此處解釋「無文」是指文少，並非全無，如《佛頂經》中亦有此

問。 

21.經文「種種取捨」 

《圓覺經》：「種種取捨，皆是輪迴。」《略疏》45引《起信論》： 

故《論》云：「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 

引《楞嚴經》：  

《首楞》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宗密解釋：若取若捨，種種不同，皆是顛倒妄心所變現的輪迴之相。 

22.經文「虛空平等法性」 

《圓覺經》：「如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法性。」覺性為虛空的本性，《略

疏》引： 

《佛頂》云：「空生大覺中。」又云：「寂照含虛空。」46 

23.經文「如銷金礦」 

《圓覺經》：「如銷金礦，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為礦。」《大疏》引： 

《佛頂》亦云：「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47 

                                                 
45 T39, no. 1795, p. 0548b12-15. 
46 T39, no. 1795, p. 549a17-18. 
47 X09, no. 243, p. 373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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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經文「恩愛貪欲」 

《圓覺經》：「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 

《略疏》48引《楞嚴經》三經證成「貪愛故有輪迴」： 

《首楞》云：「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以是因緣，故

有生死。」 

大疏、鈔中未加釋義，唯《略鈔》49又說： 

疏《首楞》下二引三經證成，謂證貪愛是輪迴之本。 

《略鈔》中宗密對《楞嚴經》的用語，進行解釋義，另《涅槃》、《佛名》兩

經引文易了，並未解釋： 

「流愛」者謂：無始愛之習氣，任運流注相續不斷。「為種」者：如女人欲

受胎時，必藉男子之種胤。「納想」者：前是分別之愛，此即俱生之愛，俱

生之愛方能助潤於業受生故也。如《俱舍》說，男胎於母如妻想，而忌於

父；女胎於父如夫想，而忌於母。「遘」者：遇也。交遘是種子現行互相資

熏和合之義。「吸引」者：因緣相牽，如礠石吸針。「同業」者：宿所造之

業成熟，今為若人若畜等也，故云：「以是因緣，有生死矣」。餘《涅槃》、

《佛名》，文皆可見。 

25.經文「能捨諸欲」 

《圓覺經》：「若諸末世，一切眾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勤求

如來圓覺境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略疏》50引《楞嚴經》： 

故《首楞》云：「如是貪欲，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

有無二無，無二亦滅，於佛菩提方可希冀。」 

宗密解釋：兩文都是先能「除捨」貪欲，方可「勤求」菩提。如出鑛金之後，

始堪作為器具。大疏鈔未引。 

                                                 
48 T39, no. 1795, p. 0551a13-15. 
49 X09, no. 0248, p. 0918b04-13. 
50 T39, no. 1795 ,p. 0552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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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經文「一者理障」 

《圓覺經》：「一者理障，礙正知見。」《略疏》51解釋：「理障」是根本無明，

不達法界性相，礙正知見。引《起信論》： 

故彼《論》云：「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

然念起名為無明。」 

《略鈔》52引《楞嚴經》證「忽然」的突兀情狀： 

《佛頂》云：「昔本無迷，似有迷覺。」 

宗密解釋：「忽然」一詞是指，無所從來，亦無所因，由不覺起處，更無染法，

能與此為本，所以稱作「忽然」。其實《楞嚴經》另有明文提及「忽然」情狀： 

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

為魑魅無狀狂走。……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

縱未歇狂亦何遺失。53 

《楞嚴經》以演若達多為例，迷與悟都用「忽然」來形容。 

27.經文「漸斷諸障」 

《略疏》54解釋：「漸斷諸障」，理雖頓悟其空，事乃漸除方盡。 

《略鈔》55引《楞嚴經》出處： 

《佛頂》云：「理即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28.經文「覺礙為礙」 

《圓覺經》：「雖斷解礙，猶住見覺。覺礙為礙，而不自在，此名菩薩未入地

者，隨順覺性。」《略鈔》56引《楞嚴經》： 

                                                 
51 T39, no. 1795, p. 0552b18-21. 
52 X09, no .0248, p. 0922b01-08. 
53 T19, no. 0945, p. 0121b11-22. 
54 T39, no. 1795, p. 0553b29. 
55 X09, no. 0248, p. 0924a08-09. 
56 X09, no. 0248, p. 0926b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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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經》云（是彼四善根中頂地之文，亦是地前行相故取為證）：「如登高山，身

入虗空，下有微礙，名為頂地」 

引《唯識三十論》： 

又《唯識論》加行偈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

唯識。」 

宗密解釋：此等文意皆同。「見覺」猶存即如《楞嚴》之「微礙」（彼說地前頂位）。 

29.經文「如標月指」 

《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略

鈔》57引釋： 

故《佛頂》云：「如人以指指月，是人應當看月，不應看指；若復看指，非

唯忘失月輪，抑亦忘指。」 

宗密解釋：標月之指，謂以手指標舉指示月輪，意為傍文照理，勿照於文；

傍指看月，勿看於指。正見舉指，便勿看指，不是且看，後始棄之，如正聞法時，

正看經時，便勿滯情於文字，不是先看後捨，此意隱密。 

30.經文「眾生國土」 

《圓覺經》：「眾生國土，同一法性。」《略鈔》58引《楞嚴經》對照： 

《首楞》亦云：「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經中法性），元明照生所，所立照

性亡。迷妄有虗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今經亦云眾生國

土）。」 

宗密解釋：眾生與國土都本從覺海中起，全同覺海，而覺海亦即法性。 

31.經文「畢竟解脫」 

《圓覺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略疏》59引釋： 

                                                 
57 X09, no. 0248, p. 0927b16- 22. 
58 X09, no. 0248, p. 0928b03-06. 
59 T39, no. 1795, p. 0556b03-05.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67&B=X&V=09&S=0248&J=10&P=&311628.htm%230_3%230_3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67&B=X&V=09&S=0248&J=10&P=&311628.htm%230_3%230_3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67&B=X&V=09&S=0248&J=10&P=&311628.htm%230_2%230_2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ee/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67&B=X&V=09&S=0248&J=10&P=&311628.htm%230_2%230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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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 

宗密解釋：煩惱依識，識性既空，煩惱何縛！ 

32.經文「不加了知」 

《圓覺經》：「住妄想境，不加了知。」《略疏》60引經論： 

《經》說：「非幻成幻」。《論》云：「心不見心。」 

《略鈔》61更明： 

《佛頂》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起信》云：「是故三界虗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 

宗密解釋：境從心現，元是自心。若加了知，即迷現量。但不生情，自然如

鏡照物。 

33.經文「修行實無有二」 

《圓覺經》：「無上妙覺遍諸十方……於諸修行實無有二。」《大疏》徵引： 

故《佛頂》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62 

34.經文「以寂滅力而起至靜」 

《圓覺經》：「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而起至靜，住於清淨，此菩薩者，名先

修禪那，後修奢摩他」。《圓覺經》三觀 25 輪，宗密皆援引惟愨的立名，這段經文，

《大疏》援用惟愨的「寶明空海觀」之名，並解釋此名之義： 

解曰《佛頂》文也，「寶明」是慧，「空海」是定，經云：「同入如來寶明空

海」，今「靈心觀」即本覺明如「寶明」也，後靜觀如「空海」也。63 

「寶明空海觀」之名，原是來自《楞嚴經》的文句，巧妙配合《圓覺經》的

                                                 
60 T39, no.1795, p. 0556c03.宗密於前解釋經文「種種取捨」時，已有引出經論原文。 
61 X09, no.0248, p. 0928c22-23. 
62 X09, no. 243, p. 390b8. 
63 X09, no. 243, p. 396c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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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寂滅力，而起至靜」。《略疏》之說則稍略。 

35.經文「非作得故」 

《圓覺經》：「彼圓覺性，非作得故。」引釋： 

〔略疏〕64歇即菩提，豈從外得？ 

〔略鈔〕65《佛頂》文具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不從人得。」 

宗密解釋，但得妄盡，性自開朗。 

36.「遇善境界」 

《圓覺經》：「遇善境界，得心輕安。」《略疏》66：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墮群邪。故（圓覺經）下文云：「非彼

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 

《略鈔》67 謂「不作聖心」之語是引自《楞嚴經》： 

《佛頂經》中說諸勝相，皆結云「不作聖心」等。今用此語。 

宗密解釋：此處善境界指感應，或見佛像，或見光明等等。《大疏》引文較詳：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68 

歸納宗密引用《楞嚴經》情形： 

略疏、鈔與大疏、鈔對《楞嚴經》的引用情形大同小異，少處不盡相同，本

研究以宗密《圓覺經》疏鈔中的核心部份《略疏》、《略鈔》為主，本文中引用

《略疏》11 處，《略鈔》25 處，補充《大疏》3 處，《大鈔》2 處。先述宗密引用

前賢之說： 

前後造疏解者：京報國寺惟慤法師，先天寺悟實禪師，薦福寺堅志法師，

并北京詮法師，總有其四，皆曾備計，各有其長。慤邈經文，簡而可覽。

                                                 
64 T39, no. 1795, p. 0569a06-07. 
65 X09, no. 0248, p. 0944b01-03. 
66 T39, no. 1795, p. 0572b01-03. 
67 X09, no. 0248, p. 0951c01-03. 
68 X09, no. 245, p. 745c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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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述理性，顯而有宗。詮多專於他詞。志可利於群俗。然圓頓經宗未見開

析，性相諸論迢然不關，故今所為俱不依也。69 

宗密之前疏解《圓覺經》者，有惟愨、悟實、堅志、道詮等四位，注疏皆已

不存，惟愨大概是首位疏解《圓覺經》之人，而在宗密疏鈔中也唯有引用惟愨之

說，宗密指出惟愨的注疏「簡而可覽」，疏鈔中引惟愨之言共約 25 處，70 其中《大

疏》、《大鈔》、《略鈔》，第 4、7 條，共 3 處都引用惟愨「《首楞》歎虗空之小，《圓

覺》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之語，此外，第 1、13、34，引惟愨「八

處徵心」、「真妄十徵」、「寶明空海觀」，都與《楞嚴經》有關。不過，宗密說惟愨

等四位注家之說，缺乏對圓頓、性相之理的開闡。惟愨也是《楞嚴經》的第一位

註家，但其注疏也已不存，從宗密引用其說中只可略窺一斑。錢謙益另指出惟愨

深契華嚴，也影響子璿： 

永明《宗鏡》，引慤公論《楞嚴》六十聖位，深契華嚴圓融法界之旨。人知

長水（子璿）釋《楞嚴》用華嚴宗旨，而不知其原本於慤公也。長水解經

首「一時」，有說法、領法四對。（子璿）《金剛刊定記》云：「此是慤公《楞

嚴》疏意」。故知長水之疏，於（惟愨《楞嚴》疏）《玄贊》採擷多矣。萬

松《錄》，載慤師八處徵心科解尤奇。71  

惟愨論《楞嚴》六十聖位，深契華嚴圓融法界之旨，惟愨同時注解《圓覺經》

與《楞嚴經》，其思想影響宗密與子璿，除宗密徵引 25 處之外，子璿《義疏》及萬

松《錄》等處也都有採用。 

宗密援引《楞嚴經》作為經證，用法包括：理證、事證、文證；文句少至一詞，

多至三、四百字的引述；在解釋引文上，或引而未釋，或稍作解釋，或特加釋義，

或重覆引用，種種方式，不一而足。茲略舉理證、事證、文證及發揮《楞嚴》經文

較為鮮明之處： 

理證：補充說理，如第 1 條，引惟愨「八處徵心」之文，解釋「非中非外」；

第 5 條，引《楞嚴經》「迷頭」之喻，說明眾生迷失本性與頓教狂歇之理；第 9 條，

引「徵心」一段解說「六塵緣影為自心相」；第 11 條，解釋空花無定滅處，因為「無

生處故」，引「此迷無本，性畢竟空」之說；第 17 條，連引多處楞嚴文義，如「十

方虛空一時銷殞」、「寂照含虛空」、「三界若空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

                                                 
69 《圓覺經大疏》，X09, no. 243, p. 335, a11-17。 
70 見鐮田茂雄，《宗密教學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108-111。 
71 《楞嚴經疏解蒙鈔》，X13, no. 287, p. 503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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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空生大覺中」等等，闡釋「無邊虛空，覺所顯發」；第

21 條，引「自心取自心」解釋「種種取捨」；第 26 條，以「昔本無迷，似有迷覺」

的「忽然」情狀闡釋「理障」；第 30 條，引國土及眾生的產生原由，闡明「眾生國

土同一法性」；第 31 條，引「根塵同源」四句解釋「一切煩惱畢竟解脫」；第 32 條，

引「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闡釋「住妄想境，不加了知」。 

事證：補充事類，如第 15 條，宗密在解釋「殺盜淫妄」四重戒時，多引楞嚴

四種清淨明誨之文義；第 18 條，引《楞嚴經》補充說明六根情狀；第 24 條，自謂

引經「證成」，舉《楞嚴經》談入胎之事的因緣，「證貪愛是輪迴之本」；第 25 條，

引「鬼倫、天趣」之事理，闡釋「能捨諸欲」；第 28 條，引「頂地」情狀闡明「入

未地」之「覺礙」；第 36 條，引禪定諸勝相，「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文證：引相似之文，如第 2 條，《圓覺》「證得諸幻，滅影相故……無邊虛空，

覺所顯發」，似於《楞嚴》「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殞」、「寂照含虛空，卻來

觀世間，猶如夢中事」；第 10 條，「譬彼病目，見空中華」，似於「見聞如幻翳，三

界若空華」；第 12、27 條，「漸次修行」、「漸斷諸障」，似於「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第 19 條，「覺性遍滿，清淨不動」，似於「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遍

法界」；第 20、23 條，宗密將兩經的本覺與無明並存的問難會合：「本妙覺明（此云

本成佛道）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此云後起無明），如來今得

妙空明覺（此云一切如來），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此云何時復生一切煩惱）？」；

第 22 條，「如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法性」，似於「空生大覺中」、「寂照含虛

空」；第 29 條，「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似於

「如人以指指月，是人應當看月，不應看指；若復看指，非唯忘失月輪，抑亦忘指。」；

第 33 條，「無上妙覺遍諸十方……於諸修行實無有二」，似於「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第 35 條，「彼圓覺性，非作得故。」似於「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

明心，不從人得。」 

或借用文勢，如第 3 條，宗密自謂其用「不容他」之詞形容「空色俱絕」，是借

用《楞嚴經》「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之文勢；第 14 條，論述「中下之流則不契合，

茫然不知終始，惶悚失其所守」，自謂引用《楞嚴經》描寫茫然未悟的情態與文字。 

發揮《楞嚴》經文：如第 10 條，將「空花」、「第二月」各配「身」、「心」；第

15 條，配比「四種清淨明誨」經文；第 29 條，在指月之辨上，解釋「看指、忘指」，

不是先看後捨，而是正看經時，便勿滯文字，且說「此意隱密」。 

《圓覺經》與《楞嚴經》雷同之處頗多，《圓覺經》略似簡本的《楞嚴經》，在

宗密的《圓覺經》疏鈔中，從多方面大量引用《楞嚴經》，或類似之文或補充事理，

而這也正是後來《楞嚴經》廣為流通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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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璿《楞嚴經義疏》對《圓覺經》之引用 

宗密的《圓覺經》疏鈔中約 36 處引用《楞嚴經》，子璿的《楞嚴經義疏》中

約 33 處引用《圓覺經》，其中有 8 處與宗密交集，只佔 1/4，兩者會合兩經共約 61

處，其中：子璿有 3 處直接引用經文，未標示「圓覺云」之類；有 2 處是引用宗

密的《圓覺疏》，1 次引用《圓覺修證儀》。 

《圓覺經》的內容是佛與 12 位菩薩問答，子璿在《楞嚴經義疏》中高達 33

處對僅只 1 卷的《圓覺經》頻頻引用，甚至有幾處是重覆引用相同的《圓覺》經

文，圓覺第 8 位菩薩以後，則無引用，大概這部份是《圓覺經》較為支節的特有

經義，包括：三觀 25 輪、二種四相、作止任滅四病、三期勤修三觀。本文對於子

璿在《楞嚴經義疏》中 33 處對《圓覺經》引用的不加以一一釋義，否則失之繁瑣

冗長，底下僅列出經文對照表。 

子璿《楞嚴經義疏》引用《圓覺經》之兩經經文對照表 T39, no. 1799 

楞嚴 圓覺 

○1  

三、教義分齊者。 

四、所被機宜者。 

玄談之第三中，仿宗密《圓覺（大）疏》，

引《起信論》「本末五重」配比經文。

第四中，直接依宗密《圓覺（大）疏》，

「略有二種：初料揀，後普收。……」 

（以上文多不錄，p. 825, a8-19） 

○2「殷勤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

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 

如下經文：佛問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

地。 

從初至第四卷半已來，則總明信解真正

為最初方便也。 

如《圓覺經》，此三種義，只在一心。 

如《圓覺經》，「方便隨順，圓攝所歸，

即有三種。」 

《圓覺》中，示三觀，顯諸輪，一一皆

云「悟淨圓覺」。（pp. 830, c23-831, a26） 

○3 約身搖動以辨見。 

下經亦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 

又云：「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

從始洎終念念生滅？」 

《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 

（p. 842, c13-28） 

 

○4 無體如影像 

如下經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 

又云：「無為無起滅，不實如空華。」 

《圓覺》云：「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

菩提涅槃」等。 

（p. 846, 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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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璿《楞嚴經義疏》引用《圓覺經》之兩經經文對照表 T39, no. 1799 

楞嚴 圓覺 

○5「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

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覺

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苟能「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

不辨真實。」斯則「隨順覺性」，云何

更容是非是相於其間哉？（p. 852, 

a23-b5） 

○6「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

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

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

所標指為明月故。」 

《圓覺》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

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

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p. 

847, a11-19） 

○7 「見所緣眚，覺見即眚。」 《圓覺》亦云：「依幻說覺，亦名為幻。」

（p. 856, a11-15） 

○8 「此實見見，云何可立覺聞知見？」 《圓覺經》中「無知覺明」（p. 856, 

a28-b1） 

○9「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迷己為物，觀大觀小。」 

「妄認四大六塵緣影為身心相」（p. 

872, b21-25） 

○10「獲妙本心常住不滅」，何歷僧祇之

有乎？故下文云：「歇即菩提，不從人

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又云：「彈

指超無學。」 

《圓覺》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

離幻即覺，亦無漸次。」（p. 872, b29-c4） 

○11「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

眾。」 

即前獲妙本心得法身也。 

即今悲智二願也。 

即向下問修行方便也。 

依《圓覺（略）疏》，頓教因地總有三

重。初了悟覺性。二發菩提心。後修菩

薩行。謂若不了自心。云何知正道。故

多劫修行非真菩薩。次不發大心無由起

行。故善財先陳已發方問修行。（p. 872, 

c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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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

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

為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  

今經即以常說本性覺體妙明明妙，反而

責之，以辨滿慈解惑之心。解則已知覺

體本妙，無明本空，山河大地如空華

相，夫何致疑？惑則能所妄分，強覺俄

起，三細為本，四輪成界，遂有世界眾

生業果相續。 

 

 

《圓覺》剛藏云：「若諸眾生，本來成

佛」。 

彼云：「何故復有一切無明？」 

彼反難云：「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

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今經無此難

者，意已含故。 

剛藏所問，反覆成難，文聚一處，鉤鎖

相連。如來答釋亦總示云：「世界始終

念念相續，一切對待，皆由分別生死垢

心輪迴妄見，未離妄見而辨覺性，遂令

覺性成諸輪轉，乃至結云，如是分別非

為正問。」 

如彼經云：「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

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

免輪迴無有是處等。」此即責剛藏，不

了圓覺自性絕諸對待，生死涅槃猶如昨

夢，遂引無明生死有為，反復成疑，以

難眾生本來成佛。故佛斥，此正是生死

垢心分別妄見，遂令圓覺成輪轉也。由

是舉喻，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等，斯皆未

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所

陳難剛藏無異。 （pp. 873, c9- 874, a9） 

○13「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

本覺明妙。」 

《圓覺》亦云：「一切覺故，圓覺普照，

寂滅無二。」（p. 874, b19-c8） 

○14「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

如來藏，隨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

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眾生迷悶，

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汝以

分別色空之心，於真覺中而現傾奪，彼

真覺性，隨成色空，互相陵滅。」 

上文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

物，故於是中觀大觀小。」 

《圓覺》亦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

循諸性起。」（p. 879, b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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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緣

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

世語言入佛知見？」 

 

《圓覺經》云：「但諸聲聞所圓境界，

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

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

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

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

寂滅海，終不能至。」（p. 880, b18-26） 

○16「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

滅生俱盡，無功用道。」 

 

如《圓覺》云：「有照有覺，俱名障礙，

是故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

滅。」（p. 882, c7-12） 

○17「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離，

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 

《圓覺》亦云：「遠離為幻，亦復遠離。

離遠離幻，亦復遠離。」  

（pp. 882, c27- 883, a4） 

○18「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

修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

妙理如恒河沙，秖益戲論。」 

不能無心忘照反聞聞性。 

《圓覺》云：「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

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

若免輪迴無有是處。」 

「於無了知，不辨真實。」（p.883, a6-14） 

○19「以湛旋其虛妄滅生，復還元覺，得

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

地修證。」  

 

 

《圓覺》云：「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

澄諸念，覺識煩動淨慧發生，身心客塵

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靜

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

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若能居一切時

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

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則

名為隨順覺性。」 （p. 885, a28-b12） 

○20「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

菩薩乘生大勇猛，決定棄捐諸有為相，

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發業潤

生，誰作誰受？」  

《圓覺》云：「以淨覺心，知覺心性，

及與根塵，皆同幻化。即起諸幻，以除

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眾等。」 

（p. 885, b23-c3） 

○21「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

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  

《圓覺》亦云：「無知覺明，不依諸礙。」 

（p. 888, b12-18） 

○22「是故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死

生，了無所得。」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p. 893, b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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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彈指超無學」  《圓覺》亦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p. 893, b26-c2） 

○24「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

聞盡。」 

《圓覺》云：「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

境界。」 

《圓覺》云：「心如幻者，亦復遠離。」 

○25「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前文云：「空性圓明，成法解脫。」 

《圓覺》云：「遠離為幻，亦復遠離。」 

○26「空覺極圓，空所空滅。」  

前文「解脫法已，俱空不生。」 

《圓覺經》云：「離遠離幻，亦復遠離。」

（以上 p. 903, a21-b15） 

○27「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 《圓覺》云：「無上妙覺，遍諸十方，

出生如來與一切法，同體平等。於諸修

行，實無有二，方便隨順，其數無量。」 

（p. 908, b10-14） 

○28「云何攝心，我名為戒？若諸世界六

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

續。」  

 

《圓覺》云：「一切眾生皆因婬欲而正

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

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p. 912, 

b19-23） 

○29「如是末世清淨比丘，若比丘尼，白

衣檀越，心滅貪婬，持佛淨戒，於道場

中發菩薩願，出入澡浴，六時行道，如

是不寐，經三七日，我自現身，至其人

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道場次第，

儀範周旋。 

如圭峯山《圓覺修證儀》說：「誦呪加

持，發見佛願。佛現身者名為感應，若

見餘境，背於本習，事與願違，即是魔

境，非真感應。又見真應，心得開悟，

煩惱微薄，智慧明淨。若因見佛，愚鈍

宛然煩惱却重，斯皆魔境，非真佛也」

（p. 915, c25-p. 916, a5） 

○30「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

寶月。」 

《圓覺》云：「覺圓明故，顯心清淨。

心清淨故，乃至一世界多世界清淨等。」

（p. 926, b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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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

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

移，憶忘如一。」  

如前文「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

覺。」 

即前文云：「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

因地心。」 

《圓覺》亦云：「於一切時不起妄念。」 

 （p. 948, c7-17） 

○32「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

因次第盡。」  

如前文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

塵垢應念消，成圓明淨妙。」 

《圓覺》云：「知幻即離，離幻即覺，

亦無漸次。」 

○33「我已示汝，劫波巾結，何所不明，

再此詢問？」 

如前文云：「巾體是同，因結成異。」 

又云：「畢竟同中，生畢竟異。」 

又云：「六結同體，結不同時。」 

頓漸悟修，如《圓覺疏》。 

（以上 p. 966, b16-c4） 

 

子璿《楞嚴經義疏》中大量引用《圓覺經》，其中也包括宗密《圓覺疏》及《圓

覺經修證儀》，見第○1 、○11、○29、○33，都屬論理、架構的援引，包括《起信論》「本

末五重」、所被機宜多種、頓教因地三重、感應、頓漸悟修等論述，有其必須參引

宗密之論。宗密、子璿兩者都引《起信論》「本末五重」的架構配比經文，間接形

成了以《起信論》的核心架構，進行了一論二經的對比。72 

此外，子璿《楞嚴經義疏》中引用《圓覺經》，大都是相似文義的引徵補充，

角度或廣略稍異而已，兩經參看更能得益。其中較有特色之處： 

1.兩經的修行法門名稱相同，俱是「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見○2 。宗密、

子璿都有將此三名配合天台三觀詮釋。73 

2.隨順覺性、超越妄想與語言，見○5 、○6 、○12、○15、○18、○19、○31。這方面兩經

                                                 
72 「本末五重」是指《起信論》明染淨諸法，從本至末的五重次序：（1）一心。（2）依一心開二

門：心真如門、心生滅門。（3）依生滅門明二義：覺義、不覺義。（4）依不覺義生三細：業相、能

見相、境界相。（5）依境界相生六粗：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繫苦相。 
73 《圓覺經大疏》：「又此三門與天台三觀(依瓔珞經)，義理則同，意趣則異。同者：一泯相即空觀

也。二起幻即假觀也。二絕待即中觀也。異者：此明行人用心方便，彼則推窮諸法性相……」(X09, 

no.243, p.3943-6)、《首楞嚴義疏注經》：「即天台一心三觀」(T39, no.1799, p.830c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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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有較多的論述，尤其「空花」、「指月」之喻說，相當雷同。 

3.頓漸之說：有關頓教之說，見○10、○23。《楞嚴經》「不歷僧祇獲法身」、「歇即

菩提，不從人得，何藉劬勞修證」、「彈指超無學」，似於《圓覺經》「知幻即離，

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另有關論理次第或漸次深入的論述，見○16、○17。《楞嚴》配《圓覺》：「菩提心

生（有照有覺），生滅心滅，此但生滅（俱名障礙），滅生俱盡（照與照者同時寂

滅），無功用道（常覺不住）」，另「合然俱離，離合俱非」配「遠離為幻，亦復遠

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都是遣之又遣。 

耳根圓通的漸修歷程，見○24、○25、○26。「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

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

空所空滅。」對應《圓覺》「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心如幻者，亦復遠離。

／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都是重重超越。 

4.本覺與無明並存的問難，見○12。《楞嚴經》與《圓覺經》中的問答，大同小

異。 

子璿對《圓覺經》的大量引用，理當有受宗密影響，但宗密引《楞嚴經》之

處，子璿大多並未徵引此處的《圓覺》經文；而子璿援引《圓覺》之處，宗密也

大多未引《楞嚴》，如上述子璿引用特點的前 3 項。可窺，子璿自有其引用的重點

課題。進而探討： 

1.宗密引，子璿未引：宗密引《楞嚴經》解釋《圓覺經》之處，若《圓覺經》

之該處經文為佛法常談，如 7「圓滿十方」、8「陀羅尼」、13「種種幻化，皆生如

來圓覺妙心」、15「堅持禁戒」、19「覺性遍滿，清淨不動」、24「種種恩愛貪欲，

故有輪迴」、26「理障」、12「漸次修習」、27「漸斷諸障」、33「虛空平等法性」，

或不及《楞嚴經》詳盡，如 10「空中花及第二月」、16「妄有緣氣、假名為心」、

28「雖斷解礙，猶住見覺」、31「一切煩惱畢竟解脫」、35「彼圓覺性非作得故」、

36「遇善境界」。這兩類子璿自可不必引《圓覺經》解釋《楞嚴經》。所以，宗密

所引《楞嚴》經文，子璿大多並未在這些《楞嚴》經文之處徵引《圓覺經》。 

2.宗密引，子璿亦引：子璿亦引《圓覺經》之處，大都足稱名句。如 9○9 「六

塵緣影為自心相」；14○7「依幻說覺亦名為幻」；3○30「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

20○12「若諸眾生本來成佛」之問；21○12○18「種種取捨皆是輪迴」；29○6 「修多羅教

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32○5 ○19「住妄想境不加了知」。 

3.重引：宗密與子璿重引之文，大都名句。宗密引 2、3、17，「若有一人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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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銷）殞」； 4、7，慤云：「《首楞》歎虗空之小，《圓覺》

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12、27，「事非頓除，因次第盡」；17、22，「空

生大覺中」、「寂照含虛空」；21、32，「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子璿引○3 「妄認四大為自身相」，○9 「妄認四大六塵緣影為身心相」（未標出

處）； ○5 （未標出處）、○19「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

加了知，○18於無了知不辨真實」、「隨順覺性」，○31「一切時不起妄念」；○8 、○21「無

知覺明」；○10 、○32 「知幻即離，不作方便；○23 離幻即覺，亦無漸次」；○12 、○18 「種

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

○12、○22（未標出處）「生死涅槃猶如昨夢」；○17、○25「遠離為幻亦復遠離」；○17、○26

「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子璿引用《圓覺》卻未明標出處的經文，皆有重引。 

4.長引文：宗密、子璿引用《楞嚴經》或《圓覺經》，長引文之處，多是引用

之文極具特色。如宗密引用之 5「迷頭」之喻，9「徵心」之辨，15 四種「清淨明

誨」，17 耳根圓通，20 本覺與無明之問難。如子璿引用之○12本來成佛與無明之問

難，○15螢火燒山之喻，○19隨順覺性之辨，以及徵引《圓覺疏》及《圓覺經修證儀》

之處。 

四、結語 

《圓覺經》、《楞嚴經》與《起信論》的教理，都屬佛教如來藏真心系統，這

二經一論在漢傳佛教中跨宗派的廣被弘傳，地位特殊，注疏經論時常被互相徵引。

宗密《圓覺經》疏鈔、子璿《楞嚴經義疏》，都用《起信論》的「本末五重」來配

比經文，間接形成以《起信論》的核心架構對照、會通了這一論二經。《起信論》

堪稱如來藏理論的基礎典範，正唯終教，頓圓性質較淡；《楞嚴經》則是如來藏說

的集大成之作，理事兼備，教禪融通，正屬終教，頓圓性質亦顯；《圓覺經》略似

於簡化本的《楞嚴經》，兩經都相應於終頓教，兼於圓教，《圓覺經》立說更加扣

緊行門與頓教，說理簡明扼要，篇幅雖少，卻也有其個別重點的精闢論述。《起信

論》與《圓覺經》各只 1 卷，《起信論》偏重理論，《圓覺經》側重行門，兩書內

容精簡扼要，誠可作為如來藏理論與實踐的入門指導書，《楞嚴經》則深奧難讀，

委曲精盡，將如來藏緣起妙義發揮淋漓盡致，宋明以來倍受推崇。從宗密《圓覺

經》疏鈔中對《楞嚴經》的援引，以及子璿《楞嚴經義疏》中對《圓覺經》與疏

鈔的引用情形，充份看出兩經相似的經文、名句與義理，以及兩經之間互參互補

的情形，兩經互詮，以經解經，以經證經，確更能發揮彼此的微言大義，呈顯出

更完整的如來藏理論與實踐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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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 

略禮懺念誦儀》初探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教授 

索羅寧 

摘 要 

本文章介紹新發現的文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

禮懺念誦儀》，主要說明文本結構，作者問題以及與其他版本的關係。主要結論

是，此文本與元代西夏遺僧一行慧覺華嚴懺儀活動有密切關係。 

關鍵詞：西夏、華嚴、懺儀、一行慧覺、元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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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懺法起源在唐清涼圭峰之宗，後來為華北佛教盛行法門之一，遼西夏以

及元初特別流行在中原各地。元初，因為西夏遺僧影響力較大，不同大藏經收錄

此懺法法本，在《至元勘同總目》可見其例，杭州僧錄管主八曾把依於《華嚴

經》的某種懺法收錄在其所編大藏經中。各種華嚴懺法中，西夏遺僧一行慧覺撰

《華嚴海印道場懺法》早已收到學術界關注。此文獻義學基礎即是所謂華北的華

嚴「圓教」，文中另可見漢傳禪宗和藏傳不同本續之因素、具有顯密並行之特

色。總之，一行慧覺華嚴懺法代表西夏及華北「顯密漢藏圓融」佛教。一行慧覺

的華嚴懺法原始版本為何迄今無以得知，目前所存版本為元代蒼山「再光寺」普

瑞（活躍在 1307－1337 年間）整理，此後收錄在嘉興藏流傳於世。據知，陝西西

安檔案似乎有存《華嚴海印道場懺法》的元代版本，迄今尚未得見，無以得知此

文本來面目為何。無論如何，與華嚴懺法有關的不同資料出現在元代的雲南，其

中心在蒼山、雞足山以及昆明崇聖寺有關係，此法門明清時期在雲南得以流行並

收錄不同藏經中。據一行慧覺的生平考察，其人的活動範圍是華北地區，西安以

及前西夏領土，其佛教思想乃是藏密以及華北思想，如上特色全顯出在其《華嚴

海印道場懺法》文內。1 

此外，蒼山普瑞撰《華嚴懸談會玄記》中另出現遼代高僧圓通法幢（即是道

殿）《鏡心錄》的引文；此本與《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不同：元代已失傳，萬

壽寺僧錄管住八已不知其存否，故編輯大藏無法收錄，也說明雲南流行的華嚴思

想與中原主流不全同。《鏡心錄》今獨存西夏譯本，蒼山普瑞反而知道此書，說

明蒼山一帶流傳的華嚴資料中尚存此本，即是說遼西夏華嚴體系與雲南的華嚴存

在著關係。本文討論的另外一篇華嚴懺法雖然不是在雲南發現，但據其內容特色

並文中陀羅尼的音寫似乎也屬於西夏元初的華北華嚴體系。屬於元代華嚴懺法的

資料今見在《大理叢書》等大全中，與雲南漢藏佛教文獻並行，但據今年出現的

材料而言，可以假設西夏有關的華嚴禪法的流行範圍不限於雲南大理地區，而流

行於全國。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 

前幾年蘇州西園寺發現《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

懺念誦儀》懺法法本。據題記，此法本由「支那國光明普照寺沙門惠開集」。文

中另有「洪武二十年」（1387）和「正統八年」（1443）的兩個題記，說明顯存版

本為明代著作。記載如下：「洪武二十年季夏月吉日於五臺山塔寺因結夏崇鑒

                                                 
1  一行慧覺研究見在：索羅寧「一行慧覺及其《華嚴海印道場懺法》」，《台大佛學研究》23

（2012）；竺沙雅章《宋元佛家文化研究》，東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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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即是說明文本的抄寫的人和時期；第二題記則說：「正統八年孟夏四月十五

日抄錄「燃燈偈」、「正坐思惟」回施續寫記耳僧海因空書筆。」第一題記中的

「五臺山塔寺」與現存五臺山三塔寺不同，疑其為「某一寺院」之簡稱。第二題

記只說明文末「正坐思惟」和「燃燈偈」為候補，原來的版本還是屬於洪武年

間。儘管如此，據學者考證，法本的內容實際屬於元代，並是一行慧覺的另一著

作，文中所見「一行圓通護法國師」有可能指慧覺一人。 

本文試圖考證《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

儀》的作者問題，討論文中陀羅尼對音，並探討其與《華嚴海印道場懺法》及

西夏《圓融懺法》等文獻之關係。總而言之，《略禮懺念誦儀》結構與其他以

「普賢行願品」為範式的儀軌是一樣的，則與晉水凈源、遼圓通法幢、西夏元

一行慧覺的《華嚴海印道場懺法》相當接近，屬於華北遼元時期的普賢懺法文

獻中之一。 

文本介紹： 

文獻的結構如下。下面的凡例不是分準確，因為一部份章節為大章節不部

份，不過如下清單助於瞭解儀軌順序和內容。 

1. 初勸修生信 

2. 次嚴處浴淨 

3. 誦真言 （見下文） 

4. 嘆佛行道 念三皈依 

5. 白沐浴佛發願文 

6. 發願偈 

7. 祝香偈 

8. 浴佛發願回向偈 

9. 奉曼怛辣偈 

10. 廣大發願文 

11. 初攝受風塵 

12. 後截々正躰 

13. 普賢行願經後九頌 

14. 法界七處九會別開十支法事 

15. 奉寶錯 

16. 第二稱讚如來（有二門） 

17. 第三禮敬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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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為諸部眾禮敬三寶 

19. 第四懺悔業障 

20. 十不善業懺悔 

21. 結懺悔滅惡印呪 

22. 第五隨喜功德 

23. 第六請轉法輪 

24. 第七請諸佛住世 

25. 第八常隨佛學 

26. 第九恒順眾生 

27. 第十普皆迴向 

28. 眾等聽說經中午時無常偈 

29. 眾等聽說經中黃昏無常偈  

30. 眾等聽說經中無常偈 

31. 頌金剛手偈 

從上述凡例可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

誦儀》的主要內容給予唐宗密撰《圓覺經道場懺悔》和各種依《普賢行願品》的

懺法。不過更進一步考察顯露，《略禮懺念誦儀》的一部份內容實際與一行慧覺

《華嚴懺法》接近處不少。此處不把一個一個列出，但提到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

例子 （《華嚴懺法》指一行慧覺之作；《普》指《略禮懺念誦儀》）： 

（華嚴懺法）次為諸部眾禮敬三寶 

為梵王帝釋三十三天福德增盛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四大天王龍神八部日月星宿增盛威光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當今皇帝聖壽無窮弘揚正法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皇后貴妃公主太子諸王福延萬葉深信正法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文武官僚天下黎民信樂佛法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師僧知識同會善友十方施主三塗八難願得難障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山神地神海神江神河神樹神晝神夜神空澤神苗稼神飲食神草木神水火風

神主空主藥主城主宅諸神靈等滅罪增福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國界安寧災危殄滅佛事興隆法輪永轉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琰魔羅界十八獄帝三十大王三十三王三十六王十八獄主主命主攝無毒諸

鬼王等願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地府輔王小臣主掌首領執杖公曹獄吏主淨主水主鐵主土主火主天下十類

罪人願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孤魂三類九類十類餓鬼三十六部大力妖魅諸餓鬼等願得離苦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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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傍生住海住水住地住空蛇類魚類鰕類象類馬類三十六億諸畜生等得

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云云。 

（普） 

為梵王、帝釋、三十三天福德增盛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四大天王、龍神八部、日月星宿、增盛威光故［…］ 

為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擁護正法故［…］ 

為文武官僚、常居祿位、天下黎民，信樂佛法故［…］ 

為師僧、知識、同會善友、十方施主，三塗八難願得難障解脫故［…］ 

為山神、地神、海神、江神、河神、樹神、晝神、夜神、空澤神、苗稼

神、飲食神、草木神、水火風神、主空、主藥、主城、主廓、諸神靈祗、

滅罪增福故［…］ 

為國界安寧災危殄滅佛事興隆法輪常轉故 

為焰魔羅界十八獄帝、三十大王、三十六王、[三十六王]十八獄主、主

命、主捨、無毒、鬼王等，願得離苦解脫故。 

為地府輔王小臣主掌首領執杖公曹獄吏主淨主水主鐵主土主火主天下十類

罪人願得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孤魂三類九類十類餓鬼三十六部大力妖魅諸餓鬼等願得離苦解脫

故。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類傍生住海住水住地住空蛇類魚類鰕類象類馬類三十六億諸畜生等得

離苦解脫故。敬禮常住三寶。 

云云。 

上述段落只見在上述連篇文獻，足以證明兩者之間存在直接關係，因為一行

慧覺記載比較仔細可以假設其為母本，而《略禮懺念誦儀》為其略本。不過兩個

儀軌版本之間雷同之處不限於上述之段，其他處也出現心相通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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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音寫 

此外，《略禮懺念誦儀》中未錄《華嚴懺法》中的一部份陀羅尼，如《功德

山陀羅尼》等，只提出其而已。其順序和音寫方法與《華嚴懺法》和遼代的《顯

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中的真言頗為接近。目前尚無法為所有真言提供梵文構擬，

本文限於漢語轉寫，以及初步梵文基本構擬。 

1. 凈法界真言：（普）唵蘭（圓）唵㘕=oṃ ram （林光明構擬）備註：蘭<

㘕 

2. 護身真言：（普）唵齒臨 （圓）唵齒𡄦= oṃ śrūṃ; 臨<𡄦 

3. 凈三業真言：（普）唵 莎鉢斡 秫答 薩哩巴 答哩麻 沙鉢瓦 秫多㰠（普

通咒語，多處出現） 

4. 增上宮殿真言：（普） 唵 八𠷌囉二合 蘭納 葛辢 吽=* oṃ vajra ratna kara 

huṃ （尚未發現） 

5. 普遍法界成大曼怛辢真言：（普）  唵  八𠷌囉二合  拶屹囉  吽 拶 吽 

邦和（cakra «拶屹囉» 音寫多見在《大乘要道密集》、《密咒圓因往生

集》，也許為西夏的音寫） 

6. 普遍法界香水乳海真言：（普） 唵  薩哩巴二合  答哩麻  莎鉢必秫  

哈?= * oṃ sarva dharma svabha ha （尚未發現） 

7. 海中出蓮華座真言：（普） 唵  葛麻辢耶  莎曷=* oṃ kamalaye svahā 

（見在：音寫見在《瑜伽集要施食儀軌》，西夏元明） 

8. 普遍供養印呪：（普） 唵 葛納 三鉢斡 八𠷌囉二合=* oṃ gana sabhava 

vajra （見在《瑜伽集要熖口施食儀》，西夏元） 

請諸佛菩薩賢聖真言：唵 拶 吽 邦和 末葛彎暎［馨］ 巴葛晚 麻曷葛嚕 

禰葛𠹌呤 折和 薩麻 思端 

上述陀羅尼在《華嚴懺法》不得見，因此《略禮懺念誦儀》中有所錄；此外

《大藏全咒》亦未收錄這些資料，應該為《略禮懺念誦儀》獨有的。但是《華嚴

懺法》最多見的《寶錯》陀羅尼在《略禮懺念誦儀》也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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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慧覺記載如下： 

唵 薩㗚末 怛達遏怛  囉得捺  布桚銘  遏薩 摩𠹌囉 悉癹囉捺 薩麻英 吽 

（普）版本比較簡略: 

唵 薩哩末 怛達遏怛 囉納 布桚銘 俄 

（此段落大概可以翻譯為「為一切如來奉獻諸寶」） 

據構擬，一行慧覺保留一些西夏時期的梵文音寫，而《略禮懺念誦儀》則使

用一些元代的音寫（如 ratna 些為 「囉納」和「囉得捺」之不同），並《略禮懺

念誦儀》版本比較傲簡略，但二者的來源是同一個。「奉施寶錯」為一行慧覺

《華嚴懺法》最大特色之一，西巖寺文獻收錄這個咒語足以證明兩個文獻屬於通

一個體系。其他特色包括「va-」寫成為「巴」和「末」之不同，其中「巴」可以

解釋為藏文發音影響等。這些音寫待著更深入研究。 

作者問題 

文本標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

據題記，本懺法是由「支那國光明普照寺寺沙門惠開」集。「支那」（即是梵文

Čina（中國）之音寫）雖然在唐宋代已多見，但其作為地名並與作者的法諱連接

大概出現西夏文的《支那*比丘禪師隨緣集》中。「集」代表該儀軌法本曾在已有

的資料基礎上編纂，即是其為由不同經典和儀軌法本組成的合本。標題後面可見

「華嚴大綱略示真宗」段落，即是說明《華嚴經》主題為「無障礙法界。」此處

文獻引用的是唐玄宗與清涼大師之關於《華嚴經》宗旨之討論，不過文中出現的

語句大部份可見在澄觀所著《大方華嚴經疏》的序中，至於其人是否與唐玄宗有

有面談經的宗趣的事，還待研究，從時間上不是很可能。玄宗在時間為 712－

756，澄觀在 737年出生，其所為「七帝之師」乃是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

宗、敬宗、文宗也。 

此後，文仲介紹「華嚴別圓教」似乎包容「別」和「圓」教為「別圓」之

教，就是與傳統藏通別圓不同，又與三藏、始、終、頓、圓有差別，正宗華嚴文

獻出現不多。儘管如此，這句可見在應縣木塔出土的《圓教四門問答》中，此外

同樣的說法出現在一行慧覺《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禮懺儀》，

即是為西夏元時期的說法，後來蒼山普瑞也接受如此說法；其內容與天臺智者法

華「本圓」和華嚴「別圓」不同。一行慧覺和《略禮懺念誦儀》的文字有些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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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接近，足以證明《略禮懺念誦儀》參考一行慧覺的法本或普瑞對它的注疏。

其中第一句：「依華嚴別圓之教，此十種行願者，是趣入毗盧無盡境界之妙門

也」在兩個文獻是一樣的，並不見於他處。總而言之，第二段落為位介紹建立

「塔城」（「塔場」）即是曼怛辣的儀軌，包括洗頭，裝飾塔城，辦各種供養器

具、佛像，淨化身心、衣服、宮殿。如上的指示雖然不是仔細，但與其他儀軌一

樣，並在黑水城文獻有雷同之處。這些記載大部份可以追朔至一行慧覺的懺法。 

最後西巖寺文中出現「南無如來應化護持正法繞益有情賢聖授記一行圓通護

法國師。」此尊號與《華嚴懺法》「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蘭山雲巖慈恩寺流通

懺法護國一行慧覺法師」雖然與《略禮懺念誦儀》不同，但從上述觀之即可說代

表西夏和元初一行慧覺法師。 

從此觀之，可說《略禮懺念誦儀》是譯本依一行慧覺《華嚴懺法》編的元代

法本，反映西夏華嚴信仰在元代之維持性。考慮蒼山普瑞與遼西夏佛教關係，可

以說西夏華嚴信仰在雲南也有一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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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Ming Gaṇḍavyūha repentance ritual from Xiyan si 西巖寺 

Huayan repentance rituals originate from the late Tang in the works of Chengguan 

and Zongmi. Theses rituals became especially popular in the Liao-Xixia areas during the 

10th -13th centuries. During the Yuan, due to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the monks of the 

Tangut origin, the Huayan repentance rituals once again became popular in China proper, 

and were included into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Buddhist canon.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texts, Huayan Ocean Seal Repentance Ritual by the Tangut monk Yixing Huijue 

reveals specific “universalists paradigm” which tended to incorporate a variety of 

elements of Sinitic and Tibetan origin and is thus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ngut Buddhism 

of the 12th century. 

Another Gaṇḍavyūha repentance ritual wa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Xiyan si.  

Although the colophons state that the text was compos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to date it to the Yuan period. The present paper would inquire into 

the authorship of the texts, into the dhāraṇī transcriptions and would try to trace text’s 

connections with the works of Yixing Huijue and other Tangut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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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譯釋及相關問題考證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摘 要 

編號為 G21.055[10705]西夏文殘經藏甘肅省博物館，它是已故甘肅省博物館研

究院陳炳應先生當年從古舊書刊中發現，後交由甘肅博物館收藏，現刊布在《中

國藏西夏文獻》（第 16 冊）「甘肅編」中，刊布者將 G21.055[10705]殘經為《華嚴

經普賢行願品》，實際上，它是由《普賢行願品疏》序和《普賢行願品》兩部分組

成，經文中有不連續的 16 折頁的西夏文旁邊注有漢字。因《普賢行願品》的內容

與漢文本基本一致，且大家都比較熟悉，故此不做考釋研究。本文僅對其「疏序」

及相關問題進行譯釋考證，通過對疏序用詞的比較可以發現，西夏文譯本並沒有

嚴格按照漢文本進行逐字翻譯，而是在理解漢文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的特點或當

時習俗對一些文字進行了改動，存在一定特色。這既反映了西夏人希望以崇佛頌

經來保佑國祚長久的美好願望，也彰顯國家佛教之興盛。「疏序」在俄藏黑水城漢

文《普賢行願品》（TK-142）中也有保存，為金刻本。它是澄觀所述，澄觀是唐朝

著名高僧，被尊崇為華嚴四祖，參與貞元年間《華嚴經》的翻譯，並為其作疏文

十卷。《普賢行願品》、疏序不僅在唐朝流行，而且也傳入西夏。西夏文《普賢行

願品》疏序（G21.055[10705]）雖版式和靈武出土的元印西夏文《華嚴經》相同，

但其沒有帙號出現，結合經文中西夏字旁邊標注漢字等情況，我們可以確定其為

單刻本或私刻本，不是用來收藏的，而是供信眾習誦佛經所用。 

關鍵詞：甘肅博物館藏、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西夏文譯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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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編號為 G21.055[10705]西夏文殘經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它是已故甘肅省博物館

研究院陳炳應先生當年從古舊書刊中發現，後交由甘肅博物館收藏，未標具體出

土地點。現刊布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6 冊）「甘肅編」中，刊布者將 

G21.055[10705]殘經定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以下簡稱《普賢行願

品》），經折裝，黃麻紙，高 31.7 釐米，寬 12.2 釐米，上下雙欄，欄高 24.4 釐米，

活字版，存經文 64 面，尾殘，約缺 5 面，面 6 行，行 17 字1，經文中有不連續的

16 折頁的西夏文旁邊注有漢字。2實際上，西夏文殘經（G21.055[10705]）是由《普

賢行願品》疏序和《普賢行願品》兩部分組成。《普賢行願品》於貞元年間由般

若、澄觀等翻譯完成，澄觀作疏十卷解釋經文。《普賢行願品》被認為「是華嚴

之關鍵修行之樞機」3，約在晚唐五代時期最後一品單獨流行。 

《普賢行願品》也是西夏時期最為流行的佛經之一，4除國內藏品外，在俄藏

黑水城西夏文和漢文文獻5、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6中也有大量藏品，分為漢文刻

本、西夏文刻本和金刻漢文本等。西夏文本的辨識自聶曆山始，他與日本學者石

濱純太郎先生合作對《普賢行願品》進行解讀和研究。7對《普賢行願品》的正式

著錄見戈爾巴喬娃和克恰諾夫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之第 350 種，8此書中作者

同時又把一個刻本蝴蝶裝西夏文《普賢行願品》誤斷為「西夏文學原著」，名為「到

賢」，這是因為蝴蝶裝刻本首尾皆殘，僅在版口處保留了書題的簡稱「到賢」（實

                                                        
1 筆者按，《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在介紹此經版式時，將經文字數誤定為 16 字，其實滿行應

為 17 字。 
2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頁 32。 
3 道［厄殳］集，《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下），《大正藏》冊 46，第 1955 號，頁 1004 中 5。 
4 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頁 5。 
5 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獻第 92-96 號，西夏特藏 350 號為《普賢行願品》，有刻本蝴蝶裝，第 92-95

號，館冊 777、778、7125、3697、6372、6171、4350、2833、6874 號。有刻本經折裝，第 96 號，

館冊 226、746 號，參見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318-320. 

漢文《普賢行願品》為刻本-經折裝，分甲、乙、丙、丁、戊等版本，共 24 個編號，7 個版本，即

天盛十三年（1161）版（2 個單行印本）、乾祐二十年（1189）版（13 個單印本）、天慶三年（1196）

（5 個單印本）以及大安十一年（1085）版、12 世紀上半期版和 12 世紀中期的版本（各有 1 個單

印本），參見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漢文遺書敘錄》，頁 5。 
6 編號為 or.12380-3084aRV(K.K.ll.0232.cc.)和 or.12380-3084bRV(K.K.ll.0232.cc.)等殘經是《普賢行

願品》，參見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殘葉考釋〉，頁 182-183。另外，崔紅芬在新近

結項的課題中考證另有 Or.12380-2964(K.K.II.0240.bb)、Or.12380-2968RV(K.K.)等 30 多件也為《普

賢行願品》殘經。 
7 聶曆山、石濱純太郎，〈西夏語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Mayra”№2，

國際佛教學研究所，1933 年。又見 Н.А.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т.1, стр.93. 
8 З. И. Горбачё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стр.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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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是「普賢」二字），而編者又誤識西夏「普」字為「到」的緣故。91977 年西

田龍雄在自己著作中指出了這一錯誤，並提及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第 2967 號殘

葉也是《普賢行願品》。101999 年，克恰諾夫對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

分所收藏的全部西夏文《普賢行願品》作出了鑒定，原來誤識定名的「到賢」也

已改正了過來。11崔紅芬曾對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普賢行願品》進行譯釋研究，介

紹和譯釋英藏 or.12380-3084aRV、3084bRV 和 2964 的五紙西夏文佛經殘葉，給予

重新定名，糾正了刊布者的錯誤。12不僅《普賢行願品》流行於西夏，而且其疏序

也隨之傳入，因《普賢行願品》大家比較熟悉，故我們不對其經文進行考釋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首次對甘肅省博物館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

（G21.055[10705]）及相關問題進行譯釋考證，並與俄藏金刻漢文本疏序進行比較

研究。 

二、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譯釋 

在已經刊布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中我們未見到「疏序」存在，俄藏黑

水城漢文文獻中保存一篇金安亮在其亡妣百日之辰所刻《普賢行願品》（TK-142）

有澄觀述疏序，正好可以和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

（G21.055[10705]）進行比較研究。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存 9 折面，

共 50 行，每折 6 行，行 17 字（除標題和偈頌外）。現將西夏文疏序進行錄文對譯

如下（錄文與刊布西夏文保持一致，僅在每行前加注數字，表示行數，便於閱讀）： 

1、  

大方廣佛華嚴 經典 普賢行願品 疏序 

2、  

今朝13真界萬法依始空有繞而相絕言象入 

3、  

而跡無妙有得時不有真空得時不空生滅 

                                                        
9 З. И. Горбачё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стр.60. 
10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冊 3），頁 22。 
11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стр.318-320. 
12 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殘葉釋讀〉，頁 182-183。 
13 漢文本為「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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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時真常緣起得時相照我佛所得真覺妙 

5、  

行塵習閑淨萬化國壽夜寂一虛之中功動 

6、  

萬刹融以相攝 聲光傳以遠照我皇得依虛 

7、  

已明悟大安穩和聖文百王之掩清（淳）風萬14 國 

8、  

之吹玄化解以夢覺天真得以性情因此大 

9、  

虛不有故邊際無照張可不真界不有故虛 

10、  

空等心淨可無明也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典者是義趣窮盡其源流了 

12、  

故廣閑至遠繞攝幽邃思議可不也其源指 

13、  

故情塵經有智海外無妄惑非取重玄不空 

14、  

四句火之莫焚萬法門內皆入二際而不 

 

                                                        
14 漢文本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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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千變動而非多事理相貫雙除性以相 

16、  

融盡可無秦鏡15 所若相照帝珠相同（像）遇攝重 

17、  

重光融歷歷等顯因此頃刻變幾功圓了微塵 

18、  

中佛境見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佛作眾生心 

19、  

中諸佛念念真證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競 

20、  

一毫（昧）善經空界盡亦無窮其定語故真昧 

21、  

而心無萬動然而常寂海湛真智光性空攝（含） 

22、  

星列（羅）法身影心水顯圓音扣非永常善果海 

23、  

念離心以傳萬行照除又齊修漸正（頓）礙無又 

24、  

二入16 四心17 廣教八難頓超而一極高宣二乘 

                                                        
15 「秦鏡」亦作「秦鑒」，相傳秦始皇有一方鏡，能照見人心的善惡。《西京雜記全譯》卷三

「咸陽宮異物」記載：「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洞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

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曆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

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參見《西京雜記全譯》

卷三「咸陽宮異物」，頁 103。） 
16 陳義孝編，《佛學常見辭彙》解釋「二入」即「理入」和「行入」。「理入」是由「理性」著手，

覓求真本，入佛知見；「行入」是由「實踐」著手，實踐修心，磨煉意志。 



444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5、  

聽絕也 其如器者 百城 味聞一道慧依明正 

26、  

南為故方皆南也我益親（友）為故人皆親（友）也三 

27、  

毒與遇三德圓一塵中入一心淨千化以思 

28、  

之不變萬境道于依然文殊之妙智與合初 

29、  

心以顯明普賢之玄門於連別體有未曾其 

30、  

趣失故餘劫中勞苦緣修其門得故一朝時 

31、  

諸佛于等玄矣妙矣廣矣大矣真諦諸佛盡 

32、  

具明藏幽典拔具幽趣慧日升以妄閑慈風 

33、  

扇以夏18 長性相之謀大諸經之光彩成頓正 

34、  

正明于黎明如勝淨於坐除如渡矣然玄寫 

35、  

百千淵關半掩我皇國治德乾坤合光萬方 

                                                                                                                                                                   
17 「四心」即「四無量心」，指慈、悲、喜、舍四種心，佛教四種廣大利他心。 
18 漢文本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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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宅重傳來奉東風陽19 入西天國海渡以實奉 

37、  

南印御書北闕宗界以敬舉明詔曰授真明 

38、  

重譯大句光闡義新增盛 澄觀思顧其然利 

39、  

有明盛時遇譯圓處使詔承幽贊蹈躍戰兢 

40、  

反復愚思露池天落百川味得隨喜 塵華嶽 

41、  

布千丈高為無有大方廣者證所法也佛華 

42、  

嚴者證者人也 虛空極量難體邊際無大也 

43、  

海水飲盡難法門盡無方也塵刹碎算難功 

44、  

量者無廣也覺覺所離萬法之幽邃顯佛也 

45、  

萬行壯麗眾德榮耀華也此行德圓彼十身 

46、  

飾嚴也玄妙貫攝真光彩成經典也總此八20 

                                                        
19 漢文本為「律」。 
20 漢文本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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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字以一部之宏綱為此者盡無法門思故半 

48、  

如渡矣 

49、    

首稽依歸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50、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玄妙之昧祐得 

在西夏文與漢文對譯基礎上，對疏序進行翻譯並添加標點如下： 

今朝真界，萬法依始。繞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跡，妙有得時不有，真空

得時不空；生滅得時真常，緣起得時相照。我佛所得，妙行真覺，閑淨塵習。夜

寂萬化國壽，動功一虛中間；融萬刹以相攝，傳聲光以遠照。我皇依虛已得明悟，

大安和穩。聖文掩（遮）百王，清（淳）風吹萬國；悟玄化以覺夢，得天真以性

情。因此，不有大虛，故不可張無邊之照；不有真界，故無可明淨等虛空心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是窮盡義趣，了其源流。故廣閑至遠，繞攝幽邃，

不可思議也。指其源，故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

莫焚，萬法門內皆入；二際21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相貫雙除，以性融相可

無盡；若秦鏡所相照，同（像）帝珠相遇攝；重重光融，歷歷等顯；因此，暫化

圓功頃刻了，見佛境微塵中。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

真。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竟；一昧善經，空界盡亦無窮，語其定，故真昧而無

心，然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攝（含）性空；星列（羅）法身，影顯心水；

圓音非扣永常善，果海離念以心傳；萬行除照又齊修，漸正（頓）無礙又雙入。

四心22教廣，八難23頓超，而一極宣高，二乘絕聽也。如其器者，百城聞味，一道

依慧，明正為南，故方皆南也。益我為親（友），故人皆親（友）也。遇三毒與三

                                                        
21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二際」，一涅槃際，二生死際，際者界之義。視生死涅槃有

別際者，小乘也。大乘則生死即涅槃，本無際畔，見《華嚴經》（一）。 
22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四心」，慈悲喜舍之四無量心也。 
23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八難」，謂見佛聞法有障難八處也，又名八無暇，謂修道業

無閒暇也。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鬱單越（新作北拘盧洲），以樂報殊勝，而總無苦故也；

五長壽天，色界無色界長壽安穩之處；六聾盲喑啞；七世智辨聰；八佛前佛後，二佛中間無佛法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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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圓，入一塵中一心淨；千化不變之思，萬境自然於道。與文殊之妙智合，以明

顯初心；與普賢之玄門連，未曾有別體。失其趣，故餘劫中修勞苦緣；得其門，

故等諸佛於一朝時。玄矣！妙矣！廣矣！大矣！盡具諸佛真諦，拔具明藏幽典；

升慧日以除妄，扇慈風以長夏；性相之謀大圓，諸經之光彩成；于黎明正明，如

勝淨於坐除，如渡矣。 

然玄寫百千，幽關半掩。我皇治國，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傳來奉。東風

入陽，渡西天國海以實奉；南印御書，北闕宗界以敬舉。明詔曰：授真明，重譯

大句，光闡、增盛新義。澄觀，顧思其然有利，遇明盛時，使譯場詔承幽贊。蹈

躍戰兢，反復愚思，露落天池，隨喜得百川味；塵布華嶽，無有千丈為高。 

大方廣者所證法也；佛華嚴者證人者也。極虛空難量，體無邊際，「大」也；

海水難飲盡，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難算，無功量者，「廣」也；離覺所

覺，顯萬法之幽邃，「佛」也；壯麗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此行德，飾

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成真光彩，「經典」也。 

總此八字，以為一部之宏綱，此者無盡法門，故思半，如渡矣！ 

稽首依歸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昧資之玄妙。 

三、不同版本《普賢行願品疏》序比較 

除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外，在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

文獻中也保存一篇金安亮在其亡妣百日之辰所刻《普賢行願品》（TK-142），金刻

本，經折裝，共 45 折，91 面，每面 6 行，行 15 字，上下雙邊，其中序文 10 折，

澄觀述《普賢行願品疏》序後接《普賢行願品》，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圖版把此篇

疏序添加標點列在下面，以方便與西夏文疏序的比較，同時將黑水城漢文本與《卍

續藏經》收錄《貞元新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并序內容相比較，二者不同之處，

列於注釋之中。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24 

太原府太25 崇福寺沙門 澄觀奉詔述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跡，妙有得之而不有，真

                                                        
2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3），

頁 217-230。 
25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大」字，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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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

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以遐燭。我皇

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于百王，淳風吹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

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26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之心。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27流，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

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28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

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徹而雙亡，以

性融相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

功於頃刻，見佛境于塵毛。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

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如於29無心，

即萬動而恒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扣而長演，

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30而雙入。雖四心被廣，八難頓超，

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

益我為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

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

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杳矣！妙矣！廣矣！大矣！實乃罄31諸佛

之靈府，拔玄根之幽致；昇慧日以廓妄，扇慈風以長春；包性相之洪流，掩群經

之光彩；豈唯明逾朝徹，靜越坐忘而巳耶。然玄籍百千，幽關半掩。我皇御宇，

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

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真經32，光闡大猷33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矚

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抃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合百川之味；

塵培34華嶽，無增萬仞之高。 

「大方廣」所證法也；「佛華嚴」能證人也。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

也；竭滄溟之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

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行

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真光之彩，「經」也。 

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矣。  

                                                        
26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大」字，頁 471。 
27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原」字，頁 471。 
28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原」字，頁 471。 
29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之」字，頁 471。 
30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得」字，頁 471。 
31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聲」字，頁 471。 
32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詮」字，頁 471。 
33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獻」字，頁 471。 
34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陪」字，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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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首皈依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冥資贊玄妙。 

此經南天竺國王手自書寫，梵本進奉大唐皇帝，于貞元十二年六月五日（796）

奉詔，令長安崇福寺內譯，罽賓三藏般若宣梵文，沙門廣濟譯語，沙門圓照筆受，

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沙門道弘、鑒虛潤文，沙門道章、大通校勘、證義，太原

崇福寺沙門澄觀共道邃詳定。 

通過對金刻本、西夏文本和《卍續藏》之《貞元新譯華嚴經行願品疏》序的

比較可知，現存《卍續藏》與金刻本基本一致，僅個別字使用上稍有差異，參見

注釋說明。 

《卍續藏》本為《貞元新譯華嚴經疏》、敕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澄觀述、對疏

文十門內容概述、序文、疏文的順序，而金刻本則為《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

品疏序》、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澄觀奉詔述、序文、對普門品傳譯情況介紹、《普

賢行願品》經文的順序。西夏文本（G21.055[10705]）在格式結構上與金刻漢文本

基本相同，即《大方廣佛華嚴 經典 普賢行願品 疏序》、序文、《普賢行願品》經

文順序。西夏文本和金刻本採用直接疏序文接《普賢行願品》的形式說明《普賢

行願品》的流行，西夏本可能受到金本影響。（參見下列圖表） 

三個版本結構比較圖表： 

西夏文

G21.055[10705] 
金刻本漢文（TK-142） 《卍新續藏》第 227 號 

______ 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澄觀奉

詔述 

敕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

澄觀述 

今 朝 真 界 ， 萬法 依

始……總此八字，以為

一部之宏綱，此者無盡

法門，故思半，如渡

矣！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總

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則

無盡法門，思過半矣。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

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

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

矣。  

稽首依歸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得昧資之玄妙。 

稽首皈依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得冥資贊玄妙。 

稽首皈依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得冥資贊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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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

G21.055[10705] 
金刻本漢文（TK-142） 《卍新續藏》第 227 號 

______ 此經南天竺國王手自書寫，

梵本進奉大唐皇帝，于貞元

十二年六月五日奉詔，令長

安崇福寺內譯，罽賓三藏般

若宣梵文，沙門廣濟譯語，

沙門圓照筆受，沙門智柔、

智通回綴，沙門道弘、鑒虛

潤文，沙門道章、大通校勘、

證義，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

共道邃詳定。 

將釋經義，略啟十門。第

一教起因緣；第二教門權

實；第三所詮義理；第四

辯定所宗；第五修證淺

深；第六彰教體性；第七

部類品會；第八流傳感

通；第九釋經名題；第十

隨文解釋。 

 

《行願品》經文 《行願品》經文 《行願品》疏文 

西夏文本在內容、用詞等方面又與漢文本存在一定的差異。首先，西夏文疏

序沒有出現佛經傳譯的介紹，但從西夏文的翻譯可以看出，西夏文的譯者應該是

瞭解《普賢行願品》的翻譯及疏序創造的經過。西夏文省去這兩部分內容可能與

其譯者對序文某些地方的改變有一定關係。下面舉幾個例子說明西夏文與漢文本

在用詞上的差異。 

第一，西夏文本開始用「 （今朝）」，即「今朝真界，萬法依始」，而未用

漢文「大哉」，即「大哉真界，萬法資始」。「今朝」應當表示西夏，西夏人改為「今

朝」是要表達一定的意思，他們把自己所在國家比作是「偉大極致的一真法界」，

認為萬事萬物都要依靠它方能生起。這一詞語雖然有些狂傲，但也充分表明了西

夏統治者崇佛之誠和民眾信仰之盛。 

第二，漢文本「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

得之而交映」，西夏文則譯為「妙有得時不有，真空得時不空，生滅得時真常，緣

起得時相照」，西夏文直接把漢文「得之而」改譯為「得時」，我認為，詞語這一

微小變化使得內容簡潔明瞭，而且也表達出譯經者對佛教辯證理解，比較符合西

夏人好爽直率的性格。 

第三，漢文「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以遐燭」中「身刹」在西夏文則為「融

萬刹以相攝，傳聲光以遠照」，西夏文用「萬刹」則想顯示西夏境內佛教塔寺之多。

「燭」字則用西夏文「 （照）」表示，「遠照」之意並不比「遐燭」遜色，體現

西夏佛教信仰興盛，佛法弘傳廣遠，彰顯佛光普照世間之意。 

第四，漢文「百城詢友」則用西夏文「百城聞味」，西夏人用「氣味相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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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詢友」更加形象。那麼「百城詢友」的標準是什麼？西夏人認為只有「志趣

相投」才是真正的朋友，可能與西夏生活風俗和判斷敵友的標準有密切關係。 

第五，漢文「扇慈風以長春」，西夏文則改用「扇慈風以長夏」，漢文本「長

春」被西夏譯者改為「長夏」，「夏」應該是指「西夏」，他們認為只要信佛頌經，

就可得到佛陀的關照，在佛陀扇動慈悲的和風之下，才可以保佑國祚長久和人民

昌盛。這也充分體現了西夏佛教信仰的世俗性和功利性。 

第六，漢文「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中的「重譯」西

夏文用「重傳來奉」四個字，我認為西夏文本的「傳」字比漢文本的「譯」字更

貼切，「重傳來奉」更明白無誤表達出《大方廣佛華嚴經》（40 卷）先是由南天竺

國王手自書寫，梵本進奉，後由大唐皇帝于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五日詔令罽賓

三藏般若等諸多僧人翻譯的實際情況。簡單的四個字把金刻本《普賢行願品疏》

序後的幾行附記的內容進行了交代，說明西夏譯經僧人比較瞭解《華嚴經》（40 卷）

傳譯的來龍去脈。 

第七，漢文本「東風入律」中的「律」字在西夏文「東風入陽」中則改為「陽」。

我認為西夏文改為「陽」字說明西夏文本借用了「律呂調陽」的典故。「律呂」是

指給古代音樂定調所用的律管和呂管，共十二根管，將十二根管分為「六陰」和

「六陽」兩組，六根單數的屬陽，叫「六律」，六根偶數屬陰，叫「六呂」。「律呂」

即可以定時間，也可用來調物候的變化，叫做「律呂調陽」。在翻譯《普賢行願品

疏》序時，西夏譯經者應是熟知「律呂調陽」的意思，所以在西夏文本中將「律」

換成「陽」，意思則完全一致。但為什麼西夏人會換成「陽」字，估計和他們生活

的環境和所處的氣候有著某種關係，西夏生活在今寧夏、陝北、甘肅河西走廊等

處日照非常充分，他們對於陽光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會。 

第八，漢文「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中「七字」在西夏文本中改為「八字」，

我們知道漢文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正好是七個字，而這一經名翻譯成西夏文則

是「 《大方廣佛華嚴經典》」則為八個字，這與西夏文使用特

點是有關係的。 

通過上述例證，我們可以知道，西夏文譯本並沒有嚴格按照漢文進行字面對

譯，而是在理解漢文意思的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義特點或党項人的風俗習慣對一

些詞語進行改動，西夏譯經者在比較透徹的理解漢文疏序所要表達的內容基礎

上，將疏序譯成西夏文時，對有些內容進行調整翻譯，以更加符合西夏人的習慣。

鑒於此，在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題後才沒有出現「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澄

觀奉詔述」字樣。西夏譯文的變動也表達出西夏人希求以崇佛誦經來保佑國祚長

久的美好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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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疏》序翻譯 

（一）《普賢行願品疏》序撰寫 

《普賢行願品疏》序是澄觀所述，澄觀唐朝高僧，被尊崇為華嚴四祖。他年

幼出家，及長多處遊學拜師，對律學、禪宗、三論、天臺、華嚴各宗教義都有研

習，又精通經傳、子、史、小學、爾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五明和密咒儀軌

等，之後以弘揚華嚴為主。澄觀曾協助般若翻譯《華嚴經》後四十分，在其翻譯

完成之後，澄觀奉命為單獨流行的《普賢行願品》（一卷）作疏以注經，可見，《普

賢行願品》翻譯完成之後，其注疏也隨後完成，解釋佛經，促進佛經的流行。 

俄藏黑水城金刻本序文提到「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五日奉詔令長安崇福寺

內譯，罽賓三藏般若宣梵文……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共道邃詳定」，但翻譯完成的

時間沒有提及。 

《宋高僧傳》卷五載：「（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

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

卷，觀苦辭，請明年入，敕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

棲岩寺住……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

又詔令造疏，遂于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敕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35這段

記載時間不是很明晰，卻反映出唐德宗聞澄觀名聲，詔其入京師，與般若一起翻

譯《華嚴經》（四十卷），在其翻譯完成之後，又奉命作疏文注釋經文。 

那麼，《普賢行願品》何時翻譯完成？《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記載：「貞

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進奉梵夾，十二年六月五日奉詔于長安崇福寺譯，十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譯畢，進上。」36 

《法界宗五祖略記》也載：「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請師於崇福寺講新疏，

德宗聞其風，遣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問佛法大意。貞元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

尚書李詵，備禮迎師入京，詔同罽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荼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師

承睿旨，於元月五日為始翻譯，帝親預譯場……至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譯就，共四

十卷，進上。是年四月，帝生誕，詔請師於麟德殿，開示新譯《華嚴》宗旨，群臣大

集。師升高坐說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特回明詔，再譯真

詮。觀願多天幸，承旨幽贊，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欽，法門無

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

                                                        
35 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頁 106。 

36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 號，頁 848 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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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形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真光之彩，經

也。總斯經題之七字，乃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

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贊曰：『妙哉言乎，微而且顯，

賜紫衲方袍，禮為教授和尚。』五月遣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詔令造新譯《華嚴》

後分經疏。師奉旨述後分疏十卷，《行願品經別行疏》一卷。貞元十五年，詔受鎮國大

師號，進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入內殿，闡揚大經。」37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載：「今此《花嚴》梵夾，自彼烏茶國主手自書

寫，乘航架海發使獻來，是知法王御曆不貴異貨珠珍，信重大乘以佛法僧而為上

寶，斯乃拯拔淪溺，能證菩提。以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八日，屆于長安進

奉明主。帝覽所奏，深生信焉，文字既殊，事須翻譯。般若三藏即其人焉……十

年三月發趨清涼巡禮五台至於秋首，十一年四月還至上都……聖上尊崇翻經於崇

福，代有今古正統全殊，四國欽風，萬方仰德，是日也爰剏經題名曰：《大方廣佛

花嚴經》卷第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至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進上，

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東都天宮寺沙門廣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門圓

照筆受，保壽寺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成都府正覺寺沙門道弘、章敬寺沙門鑒靈

潤文，大覺寺沙門道章撿勘證義，千福寺沙門大通證禪義，大原府崇福寺沙門澄

觀、千福寺沙門靈邃詳定。」38 

從上述記載可知，《普賢行願品》是在貞元十四年（798）翻譯完成，澄觀隨

即奉詔作疏並於貞元十五年（799）寫完。《普賢行願品》因疏釋經文不僅在唐朝

流行，對以後朝代也產生很多影響。 

（二）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翻譯 

《華嚴經》及《普賢行願品》等傳入西夏並被翻譯成西夏文，從現有出土

資料可知，俄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館冊第 349、321、334、8326、335、339、

318、319、325、332 號）等眾多殘經都提到秉承（尊號「德成國主福盛民正大

明皇帝嵬名」）和其母（尊號「天生全能祿番祐聖正國皇太后梁氏」、「天生全能

祿番式法正國皇太后梁氏」）御譯，可以說《華嚴經》最晚在秉常時期被翻譯成

西夏文。現存明刻本漢文《華嚴懺儀》卷四十二談到「大夏國弘揚華嚴諸師」

弘揚華嚴經疏鈔的具體情況：「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講經律論重譯諸經正趣淨

戒鮮卑真義國師；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傳譯經者救脫三藏魯布智雲國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蘭山雲岩慈恩寺流通懺法護國一行慧覺法師。」39 

                                                        
37 《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義開蒙》，頁 164-166。 
38 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7 號，頁 894 上 10。 
39 慧覺，《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卍續藏》冊 74，第 1470 號，頁 355 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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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合國圖藏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前木刻版畫「西夏譯經圖」、

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敦煌壁畫題記等史料考證對《華嚴懺儀》中魯

布智雲和鮮卑真義國師進行考證，魯布智雲與白智光一起譯經，是秉常時期的

僧人，之前的鮮卑真義應更早些，即在諒祚或元昊時期，可以說西夏華嚴諸師

傳承始於諒祚或元昊時期，並貫穿西夏國祚始終。西夏不僅有帝師印造華嚴疏

鈔，而且國師開示演說疏鈔。40可以確定，《華嚴經》或《普賢行願品》在諒祚、

秉常時翻譯成西夏文，境內漢文本和西夏文本共同流行，疏序大概也在同時翻

譯完成。 

五、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版式 

刊布者將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定為活字本，那麼此西夏

文《普賢行願品》疏序又是何時何地由誰負責印刷的呢？雖宋人畢昇發明泥活字，

元朝王楨創制木活字，造活字印書法，但很難見到宋代活字印刷書籍。學界認為

在黑水城、武威、靈武和銀川等地出土了一些泥、木活字版的西夏文佛經，學者

認為，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泥活字版《維摩詰所說經》（上中下卷）是佛經是現存最

早的泥活字印本。後來，武威新華鄉亥母洞遺址出土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下

卷，經折裝，每折 7 行，行 17 字）為同一版的泥活字印本，41牛達生認為此西夏

文《維摩詰所說經》是西夏後期印本。而拜寺溝方塔出土的九冊西夏文《吉祥遍

至口和本續》（蝴蝶裝，每半頁 10 行，行 22 字）是最早的木活字佛經，為仁孝時

期的印本。此外，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還有《德行集》（蝴蝶裝，每面 7 行，行 14

字）、《大乘百法明鏡集》（經折裝，每折 8 行，行 23 字）等也是木活字印本，活

字印本早在西夏、宋代就已經出現。42 

因刊布者將 G21.055[10705]定為活字版，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 1917 年

在寧夏靈武出土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80 卷），二者之間是否有一定

關聯？靈武出土佛經內容豐富，出土後部分佛經便遭到散失，直至 1929 年大部分

佛經入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另有少數經卷由甘肅、寧夏、日本等有關部門及個人

收藏，現將各家收藏及複刻本加在一起計有近 80 冊，這近 80 冊西夏文佛經為唐

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其版式多為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

也有不同的版本。43 20 世紀 30 年代，羅福萇先生最早提出《華嚴經》為活字版佛

                                                        
40 筆者考證慧覺為西夏遺民，在蒙元時期出家為僧，參見崔紅芬，〈西夏遺僧「慧覺」考略〉，頁

47-57。 
41 史金波，〈千年活字印刷史概說〉，頁 39-44。 
42 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1。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頁 67-68。 
43 靈武出土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的收藏地不同，故此分別刊布在《中國藏西夏文獻》之冊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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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之後日本藤枝晃、西田龍雄及中國王靜如、史金波、牛達生等先生都延續此

說，並從不同方面論證了靈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元印木活字本。 

我們把甘博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靈武出土的西夏文《大

方廣佛華嚴經》、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和俄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進行比對，可知，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刻本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與俄

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刻本蝴蝶裝，行 15 或 16 字，刻本經折裝，行 14 字）和

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經折裝，行 14 字或 15 字）版式不同，而與靈武出土編

號為 B11.064[3.01]西夏文《華嚴經》基本一致，與靈武出土編號為 B11.062[3.15/3.16]

西夏文《華嚴經》版式、字跡不同，將圖版列於下面，以方便比較。 

  

靈武出土 B11.064[3.01] 

木活字《華嚴經》 

靈武出土 B11.062[3.15/3.16] 

泥活字《華嚴經》 

   

甘肅省博物館藏 G21.055[10705]《普賢行願品》 
武威出土《維摩詰經》

G31·029[6725] 

                                                                                                                                                                   
「北京編」、第 13 冊「寧夏編」和第 16 冊「甘肅編」中。藏于日本的見西田龍雄著《西夏文華嚴

經》（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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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先生根據元刊西夏文《華嚴經》殘卷的書跡紙墨並與西夏所刻《掌中珠》

殊（去掉）和《大宗地玄天本論》卷三末載元大德十年松江府僧錄《管主八願文》相

比較，將靈武出土佛經定為元大德河西字（即西夏字）刊本，並認為這批佛經是由管

主八負責刊印的。44 

管主巴元代河西僧人，主持雕印包括河西字大藏經在內的不同文字版大藏

經。河西字大藏經的刻印始於忽必烈時期，成宗即位初年曾一度罷刻河西字藏經

板，《元史》載：「罷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經板。」45既罷則有，成宗罷停河西字大藏

經不久元又在杭州重開雕印，到仁宗時河西字大藏經全部雕印完畢，共 3620 卷。 

日本善福寺所藏元平江路磧沙延聖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末尾有大德

十年（1306）松江府僧錄管主八之發願文，記載了在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

刊刻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經三千六百二十餘卷之事： 

上師、三寶、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諸位覆護之恩，管主八誓報四恩，

流通正教，累年發心，印施漢本大藏經五十餘藏46，四大部經三十餘部，《華

嚴》大經一千餘部，經律論疏鈔五百餘部47，華嚴道場懺儀百餘部，《焰口施

食儀軌》三千餘部，梁皇寶懺、藏經目錄、諸雜不計其數。金銀字書寫《大

華嚴》、《法華》等經，共計百卷。裝嚴佛像，金彩供儀，刊施佛像、圖本，

齋供十萬餘僧，開建傳法講席，日逐自誦《大華嚴經》一百部，心願未周，

欽睹聖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

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

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

有餘部，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48 

《磧砂藏》影印本「遵」字函《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末題記（按照經題

結尾處格式錄文，並添加標點符號）記載了管主八負責刊印佛經事業，所印河西

字大藏經包括《華嚴經》：「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

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

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定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

有餘卷……大德十年丙午臘八日 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 管主八謹題。」49 

                                                        
44 王國維著、彭林整理：《觀堂集林》，頁 519-520。 
45 宋濂等撰，《元史》卷 18，頁 389。 
46 山西崇善寺藏本「踐」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刊記作「漢文大藏經三十餘藏」。 
47 山西崇善寺藏本「踐」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刊記作「經律論疏鈔三百餘部」。 
48 西田龍雄，《西夏語之研究》，卷 2，頁 297-298。王靜如，《西夏研究》（冊 1），頁 5-6。 
49《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6《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 9），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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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卷末題記（按照經題結尾處格式錄

文，並添加標點符號）記載了管主八負責刊印佛經事業： 

上師三寶加持之德 

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 

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

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錠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再發

心，於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施財三百定，仍募緣于杭州路，

刊雕完備，續補天下藏經，悉令圓滿。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

人天。回向西方導師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海眾菩薩。祝延 

皇帝萬歲，太子、諸王福壽千春，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 

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50 

這些經題雖落款不同，但皆有管主八謹題，仔細分析上述題記，可以得知其

表現出不同時候已經進行過的事情：第一，管主八連續多年負責雕刊漢本、河西

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以及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它們的刊

印時間應在大德十一年以前，具體時間在下面論述。第二，管主八施資募緣分續

雕《磧砂藏》經板，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磧砂藏》又稱《延聖院本大藏經》，

最初刊板於南宋平江府陳湖中磧砂延聖院而得名，南宋滅亡，雕刊工作也中止。

到元初大德元年（1297）延聖院又恢復了刊經事業。大德三年（1299）升延聖院

為延聖寺，原來的刊經局也改為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局，形成了分工嚴謹，

由對經、點樣、管經局、提調、掌局、功德主、大檀越一班人組成，並有其他寺

院的高僧大德共同參加。大德十年（1306）大藏經局人員出現變動，出現了管主

八主緣的題記，不到一年時間已經雕刻《磧砂藏》千餘卷經板。第三，管主八再

發心願和施捨財物，從大都弘法寺請取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仍募緣于杭州路，

刊雕完備，以續補天下藏經。另外又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刊印秘密藏

和《大華嚴經》板的時間應該在大德十一年（1307）。 

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影印本「遵」字函《大藏聖教法

寶標目》卷九題記內容極為相近，但二者還是有些差異。《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題

記施寫（大德十年即 1306）要比《聖妙吉祥真實名經》題記施捨（大德十一年即

1307）早一年。在《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末題記沒有提到「新刊《大華嚴經》

板八十一卷」一事，這可以說明大德年間管主八一直負責雕刊佛經，隨著雕刊進

度不同，題記內容也有所不同，但《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50 釋智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585 冊，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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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雕刊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沒有異議，這可以作為元刊刻河西字大藏經的一

個版本。同時上述佛經題記向我們透露出一個資訊，即松江府僧錄管主八負責刊

印的河西字大藏經應是雕版而非活字版佛經。 

從國圖藏品可以瞭解到元印西夏文佛經存不同版本，即大德十一年

B11·049[3.17]西夏文刻本《悲華經卷第九》、B11·050[4.01、4.02]西夏刻本《說一

切有部阿毗達摩順正理論卷第五》、B11·051[di7jian]西夏刻本《經律異相卷十五》
51，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並有「奉大元國天下一統世上獨尊福

智名德俱集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敕，印製一全大藏經流行，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太

后皇后與天壽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B11·052[1.16]西夏文刻本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題記有元皇慶

元年（1312）西夏文發願文。52 B11·055[1.17]西夏文刻本《妙法蓮華經》53，經折

裝，每折 6 行，行 16 字，無帙號。題記有「當今皇帝御印，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

元皇太后御印，正宮皇后御印」，「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元皇太后」指元武宗和仁

宗的母親，即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元史·后妃傳》載：「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名答己，

弘吉剌氏，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裕宗居燕邸及潮河，順宗俱在侍，稍長，世

祖賜女侍郭氏，後乃納後為妃，生武宗及仁宗……五月，武宗既立，即日尊太后

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四年，仁宗即位。延祐二年三月，帝率諸王百官

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
54根據題記記載西夏文《妙法蓮華經》應該在元仁宗延祐二年以後刊印的。 

另外，河西字大藏經散施河西諸多寺院的記載目前也得到證實。在敦煌莫高

窟北區第 159 窟出土西夏文刻本《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有帙號）經末

有一長方形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

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55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 內容為西夏文刻本《大智度本母》（卷第八十七，有帙號）尾題

前有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利塔寺

永遠流通供養」。56 

                                                        
51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5），頁 291-368。 
52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6），頁 3。 
53《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6）定名為《添品妙法蓮華經》有誤，應為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

見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本《妙法蓮華經》研究〉，2013 年 12 月 13-15 日普陀山佛教論壇「紀念鳩

摩羅什大師圓寂 1600 周年暨佛教教育現代化」。 
54 宋濂等撰，《元史》卷 116，頁 2900-2901。 
55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頁 148。 
5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編，《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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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北區第 159 窟 

《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 

  

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大智度論》 

山西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西夏文內容翻譯為「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在

殘葉上方有收藏者標注「西夏文經首殘片，為西夏國王李元昊與野利仁榮所創，

元大德年間松江府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刻之一，非常貴重」內容。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論是標有元刻年代或有管主八壓捺印記的佛經都是

刻本佛經，未見活字記載。王國維在其文章中沒有提及元刊西夏文《華嚴經》為

活字本，從羅福萇最早提出《華嚴經》為活字版佛經以來，學界一直沿用此觀點。

難道靈武出土的西夏文《華嚴經》另有刊印者？ 

學界認為黑水城、武威、靈武、銀川等地出土泥活字和木活字分別有不同特

點，泥活字有字形大小不等，字體肥瘦不同，筆劃粗細不一，印墨有輕有重，經

背透墨深淺不一，有的字放置歪斜，造成印墨半深半淺，有的行格不正，行距寬

窄也不一致。泥活字易掉邊角，還有明顯斷邊現象等諸多特點。57木活字版印本除

                                                        
57 孫壽齡，〈西夏泥活字版佛教〉，《中國文物報》1994 年 3 月 27 日 3 版。牛達生，〈質疑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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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墨色濃淡不勻，字體大小不一，筆劃粗細不一外，更主要的是有挖補重印、捺

印補字，版框欄線多不銜接，版面設計隨意改變，頁碼經名用字混亂、倒字錯字

較多，有隔行竹片印痕等情況，58但是比對武威藏泥活字西夏文《維摩詰經》

（G21.055[10705]）、靈武出土木活字《華嚴經》、元大德十一年、皇慶元年刻本和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等，筆者則傾向于西夏文《普賢行願品》

（G21.055[10705]）為雕版佛經，具體情況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武威藏泥活字西夏文《維摩詰經》

（G21.055[10705]）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 

（G21.055[10705]） 

六、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版本 

國圖藏西夏文《華嚴經》（80 卷）的帙號是「解、資、產、鐵、生、東、江、

山」，在克恰諾夫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經文獻敘錄》中還提到另一套帙號即用

「大、方、廣、佛、華、嚴、經、典」八個字表示八十卷經文。59國圖藏元刊西夏

文《華嚴經》與《磧砂藏》、《普寧藏》版式是一致的，帙號卻不相同，表明西夏

文《華嚴經》有自己的帙號體系。上文中標有大德十一年刻經、皇慶元年（經折

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和有管主八壓捺印記的佛經都有西夏文帙號，而「儀天

興聖仁慈照懿壽元皇太后」御印（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6 字）則沒有帙號，可

見，元代刊刻的西夏文佛經並不是所有的都有帙號，情況也較為複雜。那麼西夏

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與國圖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雖版式、

                                                                                                                                                                   
頁 71-72、83。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1。史金波，〈現存最早的泥活字

印本〉，頁 98-103。 
58 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2-73。孫昌盛，〈西夏印刷業初探〉，頁 40-41。 
59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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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一致，卻沒有出現帙號，屬於何種情況呢？ 

漢文《華嚴經》的帙號是比較複雜的，《磧砂藏》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

祥真實名經》卷末題記載：「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人天……大德十

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60這八十一卷的新刊《大

華嚴經》包括八十卷《華嚴經》和《普賢行願品》一卷，也就是說《普賢行願品》

一卷與八十卷《華嚴經》為同一套帙號。原守屋孝藏氏藏品，現藏於日本京都國

立博物館的泥金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有「杭州路奉溪界峰畫士/沈鏡

湖同男應祥繪畫/華嚴經像八十一卷」，卷尾有題記，由李慧月至元二十八年施經。
61根據李際寧考證，李慧月是入元的西夏遺民，生活的時期在西夏末年到元至元末

年以前，他所施印的漢文佛經主要產生於元代杭州地區，其中相當部分為《普寧

藏》。62元代漢文《普賢行願品》放入八十卷《華嚴經》中，八帙八十一卷，那麼

元刊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是否也存在這種情況，所以在

《普賢行願品》中才沒有出現帙號。 

崇善寺藏《磧砂藏》本《大華嚴經》末函，即「臣」字函中還有元延祐六年

（1319）刊本的唐般若譯《普賢行願品》一卷，每版 30 行，行 17 字，全卷也無

千字文函號。據《宮內省圖書寮一切經目錄》載《崇寧藏》目錄中《普賢行願品》

一卷與《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釋華

嚴經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金獅子章》一卷、《大

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一卷、《孛長者事蹟》一卷的帙號為「頗」字。63 

另在山西省博物館藏《注華嚴法界觀》一卷，無千字文函號，唯見版間折縫

處有小注「合論十三帙法界觀八」一類字樣，表示《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十二

帙及《法界觀》等一帙，共十三帙，「八」是紙次編號；又可認為，《崇寧藏》的

千字文編號實際上止於第 582 函「土」字，因為最後 13 函無千字文函號。64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到底屬於哪一種情況？其沒有

標注帙號，再結合西夏經文旁標注漢字的現象，我們可以理解為單刻本或私刻本，

不是用來收藏的，供信眾誦經和習讀佛經所用，這與《普賢行願品》非常流行有

密切關係： 

《普賢行願品》是西夏剃度番、漢出家僧人所必須誦讀佛經之一，足見西夏

統治者和信眾對《普賢行願品》的重視。《天盛律令》卷十一「為僧道修寺廟門」
                                                        
60《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5，頁 74。 
61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頁 206。 
62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頁 207。 
63 高楠順次郎編，《昭和法寶目錄》（卷 1），頁 790。 
64 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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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番、漢、羌行童中有能曉誦經全部，則量其業行者，中書大人、承旨中當

遣一二□，令如下誦經十一種，使依法誦之。量其行業，能誦之無障礙，則可奏

為出家僧人。番羌所誦經頌：《仁王護國》、《文殊真實名》、《普賢行願品》、《三十

五佛》、《聖佛母》、《守護國吉祥頌》、《觀世音普門品》、《竭陀般若》、《佛頂尊勝

總持》、《無垢淨光》、《金剛般若與頌全》。漢之所誦經頌：《仁王護國》、《普賢行

願品》、《三十五佛》、《守護國吉祥頌》、《佛頂尊勝總持》、《聖佛母》、《大□□》、

《觀世音普門品》、《孔雀經》、《廣大行願頌》、《釋迦贊》。」65 

《普賢行願品》不僅是試經度僧必須考核的內容，而且也是西夏寺院選舉座

主時需要解說的經典之一，《天盛律令》卷十一「為僧道修寺廟門」載：「國境內

番、漢、羌中僧人、道士所屬居士、行童中，及前僧人、道士等中有為座主者時，

能完整解說般若、唯識、中道、百法、華嚴行願等之一部，解前後義，並知常為

法事者，國師及先住座主、別有巧智師傅等，當好好量其行，真知則居士、行童

可入僧人中，衣緋，為座主，勿得官。先前僧人、道士□道士者為僧人，彼等一

律先黃衣者當衣緋而為座主，好者可得官爵。」66 

此外，在西夏佛事活動中，《普賢行願品》常常施捨經文之一，有皇室刊印施

捨的，有一般僧人印施。《普賢行願品》（TK-98）是羅皇太后于天慶三年（1196）

在仁孝去世三周年齋戒法會上刊印施捨的，羅皇后刊印《普賢行願品》的發願文

為：「伏願仁宗皇帝，佛光照體，駕龍軒以游淨方；法味資神，運夔乘而御梵刹。

仍願蘿圖鞏固，長臨萬國之尊；寶曆彌新，永耀閻浮之境。文臣武職，等靈椿以

堅貞；玉葉金枝，並仙桂而欎翠。兆民賀堯天之慶，萬姓享舜日之榮。四生悉運

於慈航，八難咸沾於法雨。含靈抱識，普會真源矣。」67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四十）（TK-88）印施題記載：「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

門守瓊散施此經功德。大安十年（1083，惠宗在位）八月日流通。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普施盡法界，萬類諸含識。依經行願行，廣大無有盡。滅除惡業罪，

速證佛菩提。」68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西夏時期刊印《普賢行願品》或為亡者追福，或是出

於虔誠信仰，或僧童習讀或座主宣講。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

經文旁標注漢字的現象，正說明其被廣大信眾或僧童用來學習和誦讀佛經之用。

                                                        
65 史金波等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頁 404-405。 
66 史金波等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頁 403。 
67 《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頁 372。 
68 《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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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首先對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進行譯

釋，並與《卍續藏》本和黑水城金刻漢文本進行比對研究，可以確定《卍續藏》

與金刻本基本一致，僅個別字使用上稍有差異，《卍續藏》本是序文後接《普賢行

願品疏》（10 卷）。而西夏文本（G21.055[10705]）與金漢文本在格式結構上相同，

即序文後接《普賢行願品》經文。西夏文本與金刻漢文本在用詞等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異，西夏文譯本並沒有嚴格按照漢文進行字面對譯，而是在理解漢文意思的

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義特點或党項人的風俗習慣對一些詞語進行改動，西夏譯經

者在比較透徹的理解漢文疏序所要表達的內容基礎上，對有些內容進行調整翻

譯，以更加符合西夏人的習慣和表達出西夏人希求以崇佛誦經來保佑國祚長久的

美好願望。接下來對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版式、版本等進行考證，並通過

比對西夏文泥活字、木活字等版本，結合元代刊印佛經等材料，筆者傾向于西夏

文本疏序是刊印本，而非活字本，屬於單刻本或私刻本，與當時西夏境內《普賢

行願品》的盛行有密切關係，是供廣大信眾或僧童用來學習和誦讀佛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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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法界緣起論的生態世界觀意義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 教授 

陳紅兵 

摘 要 

生態哲學是在生態環境危機日漸引起世人關注的背景下產生的，是對現代文

明批判反思的產物。生態哲學的構建本身需要吸取多種思想文化資源。佛教哲學

能夠為生態哲學建設提供思想文化資源。法藏法界緣起論關於現象事物之間相互

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構成統一的緣起整體的思想，不僅對現代機械論世界

觀具有批判反思意義，而且與生態世界觀具有多方面的契合，對於我們今天構建

生態世界觀具有啟迪意義。 

法藏法界緣起論思想主要包含三性同異、因門六義、緣起相由、六相圓融、

十玄門五方面。「三性同異」說繼承發展唯識學三性三無性思想，其對遍計所執性

的批判反思對現代實體論觀念具有消解作用。而其中蘊含的性相融通觀念，則為

法界緣起論肯定現實世界的關係性、整體性提供了思想橋樑；「因門六義」說繼承

發展唯識學「種子六義」思想，其中闡述的因果生成論對現代機械決定論具有糾

正意義；「緣起相由」說具體闡述諸緣同體相即相入、異體相即相入的關聯，全面

闡述了諸緣之間以及諸緣內部諸要素之間存在的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

的關係，其中蘊含有類似當代系統論世界觀的思想；「六相圓融」說從總相、別相、

同相、異相、成相、壞相不同方面闡釋整體與部分之間關係，與當代系統論整體

觀相一致；「十玄門」是法界緣起論的核心，其中闡述的全息整體論觀念具有當代

哲學所沒有的思想內涵，對於我們認識人與環境萬物、環境整體的關係具有啟迪

意義。 

法藏法界緣起論從所證佛果高度，融攝般若中觀、賴耶緣起、真如緣起的相

關思想，將現象世界闡釋為十方三世一切事物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

緣起整體，達到了佛教緣起論前所未有的高度，對於我們高屋建瓴，從緣起整體

高度考察生態世界觀的不同論題具有啟迪意義。不過，也正因為其從佛果高度考

察現象世界，相對淡化了現實層面具體的緣起作用和過程，與當代生態世界觀存

在思維向度上的差異，因此，要充分發揮其對生態世界觀的建構價值，需要與當

代生態世界觀進行現實層面的對話與交流。 

關鍵詞：法藏、法界緣起論、生態世界觀、系統論、全息整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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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a-zang’s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world view 

CHEN, Hong-bing 

(Professor,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Ecological philosoph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backdrop of people’s increasingly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risis, was a product of critical reflection on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need to learn from a va-

riety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can provid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it. Fa-zang’s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thoughts which phe-

nomena things form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clusion, not only have the significance of critical reflection on modern 

mechanistic worldview, and have many aspects of fit and enlightenment to ecological 

world view. 

Fa-zang’s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mainly consists of five aspects：

Same and Difference of Three-nature, Six Meanings of Causation; Relations of Phe-

nomena Things; Correlations of Six-Form; Ten Profound Meanings. The “Same and 

Deference of Three-nature” theor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hree-nature and 

three-none-nature thoughts of Cittamatra, and it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parikalpi-

ta-svabha^va has a dispelling function to the concept of modern ontology. And its idea 

of nature-phenomena fusion can provide thought bridge for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which affirm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grality of the real world; The “Six 

Meanings of Causation” thought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Six Meaning of Seed” 

thoughts of Cittamatra, which expounds the causal theory has a correct meaning to 

modern mechanical determinism. And its combining with the idea of principle part or 

subordinate part makes it to the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Relations of 

Phenomena Things” theory elaborates on the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clusion between phenomena things and elements include things, which contain similar 

world views as contemporary system theory. “Correlations of Six-Form” theory eluci-

dat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and part from total form, independent form, same 

form, difference form, achieving form and destructive form, which consistent with the 

http://dict.youdao.com/w/Cittamatra/#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dict.youdao.com/w/Cittamatra/#keyfrom=E2C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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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m of contemporary system theory; The “Ten Profound Meanings” theory is the 

core of the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which elucidates the holographic ho-

lism has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 from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which have enlight-

enmen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the environment as a whole. 

Fa-zang’s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subsumes related thoughts such as 

prajnaparamita Madhyamapratipad, Alaya Dependent Origination, Dharmat Depend-

ent Origin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Buddha phala, and elucidates the world as dependent 

origination entirety which everything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clusion, 

thus reached the unprecedented height of Buddhist dependent origination, thus has en-

lightenment meaning to investigate different topics of ecological world view from the 

height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entirety. But because of its research the world from 

Buddha phala, it dilutes the specific interaction and process in the realistic level rela-

tively, thus has thinking differences from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world view. There-

fore,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world outlook, 

we should mak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world view 

in the realistic level. 

Keywords: Fa-zang, Dharmadhatu Dependent Origination, Ecological world view, 

System theory, Holograph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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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佛教生態思想研究頗注重佛教緣起論的生態世界觀意義。如斯威勒

（Donald K. Swearer）在〈佛教生態哲學研究述評〉一文中即稱：《華嚴經》是最

常用來論證生態思想的大乘佛教經典，其中的因陀羅網喻常被用來論證佛教中事

物相互關聯、重重無盡的世界觀。1實際上，佛教緣起論大多與世界觀沒有太大的

關聯。如原始佛教十二因緣說探討的是人生煩惱痛苦的根源、生成過程及其解脫

方式與途徑；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賴耶緣起論闡釋的是人的心識的不同層次。而佛

教中與生態世界觀關係較密切的緣起論則是在中國佛教中得到充分闡發的，其代

表性理論則是天臺宗的一念三千說和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論。 

法藏的法界緣起論是圍繞宗教修持相關論題闡述的。如法藏《華嚴探玄記》

闡釋十玄門總義「同時具足相應門」時說：「初門中有十義具足：一教義具足，二

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十應感具

足。」2圍繞的主題都與宗教修持相關。而其中涉及的理事、因果、依正、體用、

人法等內容均與世界觀密切相關。我們肯定法界緣起論的世界觀意義，還因為法

界緣起闡述的佛果境界，本身即是佛眼所看到的世界萬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狀態。 

法藏法界緣起論本身包含多方面內涵。《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闡述法界緣

起論的主要義理時說：「第十義理分齊者有四門：一三性同異義，二緣起因門六義

法，三十玄緣起無礙法，四六相圓融義。」3從三性同異、因門六義、十玄門、六

相圓融概括法界緣起論的基本內容。此外，法藏所論述的「緣起相由」也是法界

緣起論的重要方面。 

以下我們在具體論述以上五方面內涵的基礎上，探討法藏法界緣起論與當代

生態文化世界觀的相應，及其對生態世界觀建構的啟迪意義。 

一、「三性同異」對實體論的消融 

「三性同異」說是對唯識學三性三無性觀念的進一步闡發，它既是法界緣起

論成立的思想根據，也是法界緣起論的有機構成要素。三性同異說對遍計所執性

的批判反思，本身對實體論觀念具有消解作用。實體論是現代機械論世界觀的思

想基礎，也是當代生態哲學批判的對象。因此，「三性同異」思想對實體論觀念的

消解本身具有生態世界觀意義。 

法藏三性同異思想是在唯識學三性三無性思想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在唯識學

                                                      
1  Donald K. Swearer, "An Assessment of Buddhist Eco-Philosophy."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99, no. 2 (2006): 123-137. 
2 唐‧法藏，《華嚴探玄記》，《大正藏》冊 35，卷 1，頁 123 中 5-8。 
3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1，頁 499 上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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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性說主要是關於「識性」的論述。具體而言，三性是指遍計所執性、依他

起性、圓成實性。所謂「遍計所執性」是指凡夫虛妄分別，將五蘊、十二處和十

八界執為實有。以現代哲學的說法就是將與認識相關的認識主體、認識對象、所

獲得的認識執著為實體性的存在。在唯識學看來，遍計所執性主要是第六意識和

末那識的虛妄分別；所謂「依他起性」是說心、心所，相分、見分，以及有漏、

無漏種子，均從眾緣而生。按照唯識學的說法，均是唯識變現。如唯識學以識變

說、種子熏習說論述現象世界（包括心理現象）的生起及種子的生成轉化。也正

因為世間萬法因緣和合、唯識所變，因此並不是真實的存在；所謂「圓成實性」

是通過認識到人空、法空而體證到的諸法實性。也即認識到現象事物眾緣所生、

唯識變現，沒有實體性的存在，因而體證到諸法平等的真如本性。唯識三性中，

依他起性是關鍵。遍計所執是執著於緣起所生現象為實體性存在，而圓成實性則

是遠離遍計所執的虛妄分別，從諸法因緣所生，體證諸法平等的真如本性。 

唯識學還從「三無性」角度闡發三性的內涵。三無性是指「相無自性」、「生

無自性」、「勝義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是針對遍計所執性而言的。凡夫執著

因緣所生現象為實有，因而執著有我相、法相。「相無自性」則從其虛妄分別否定

我相、法相的真實存在；所謂「生無自性」是從依他起性而說的。意思是說既然

一切現象從因緣而生，因此緣起性空，沒有自性；所謂「勝義無自性」是就圓成

實性而言的。意思是說一切事物的真如本性是緣起性空所現，本身並不是實體性

存在。唯識學三性三無性思想旨在消解人們認識思維方面的遍計所執性，如是認

識現象事物因緣和合、緣起性空的本性，進而體證涅槃解脫的境界。 

法藏在唯識學三性三無性思想基礎上闡發了「三性同異」說。法藏在《華嚴

一乘教義分齊章》中對「三性同異」作了具體闡述： 

三性各有二義。真中二義者：一不變義，二隨緣義；依他二義者：一似有

義，二無性義；所執中二義者：一情有義，二理無義。由真中不變、依他

無性、所執理無，由此三義故，三性一際同無異也。此則不壞末而常本

也。……又約真如隨緣、依他似有、所執情有，由此三義亦無異也。此則

不動本而常末也。……由此三義與前三義是不一門也。是故真該妄末，妄

徹真源。性相通融，無障無礙。4 

法藏從本末兩方面闡述三性的內涵。圓成實性蘊含不變與隨緣兩方面意義。一方

面，圓成實性體現為現象事物平等無差別的真如本性，另一方面又能隨順因緣變

現千差萬別的現象事物；依他起性蘊含似有與無性兩方面意義。一方面，現象事

                                                      
4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499，上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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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緣而生，沒有自性。另一方面，說現象事物沒有自性或實體性的存在，並沒

有否定其作為假有、假名的存在；遍計所執性蘊含情有有與理無兩方面意義。一

方面，遍計所執性將緣起所生的現象執著為實有，這是「情有」。另一方面，凡夫

執著為實有的現象，究其實而言是虛妄分別而生，因而從理上說是「無」。實際上，

法藏「三性六義」說是將三性劃分為「本三性」與「末三性」兩類。其中，圓成

實性中的「不變」、依他起性中的「無性」、遍計所執性中的「理無」，均是從真如

本性角度說；而圓成實性中的「隨緣」、依他起性中的「似有」、遍計所執性中的

「情有」則是從緣起所生的現象層面說。 

而法藏從本末兩方面闡述三性的內涵，又旨在闡發真如隨緣義，融通本末、

性相兩方面。如上引文所說，既然圓成實性中的「不變」、依他起性中的「無性」、

遍計所執性中的「理無」，是從不同角度對真如本性的闡釋，而圓成實性中的「隨

緣」、依他起性中的「似有」、遍計所執性中的「情有」說的都是緣起所生的現象，

本質上沒有差異。這也就意味著，了悟真如本性無需否定緣起所生的現象。因此，

我們完全可以從新的視角將本末、性相融通起來。這就是引文中所說的「真該妄

末，妄徹真源。性相通融，無障無礙。」 

法藏「三性同異」說是從性相融通的角度對唯識學三性三無性說的進一步發

展。而法藏「三性同異」說對性相的融通，則吸收融合了《大乘起信論》真如緣

起的相關思想。「三性同異」說對唯識學三性說的發展則體現在，唯識學偏重於強

調遍計所執性與圓成實性的對立，強調破除遍計所執性的虛妄分別，通過人法二

空顯現真如本性；「三性同異」說則強調從新的思維視角將真如本性與緣起所生的

現象相融通，認為破除遍計所執性的虛妄分別無需否定因緣所生的現象，而只需

從緣起性空的角度、真如的角度重新認識現象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狀態。這也

使得中國佛教從正面論述現實世界，形成積極、肯定的世界觀成為可能。法藏性

相融通觀念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肯定現實人生、現象世界的人文精神。而其

性相融通的認識思維視角也促進了中國佛教理論思維的升華。 

法藏三性同異說的生態世界觀意義主要體現在對實體論的消解方面。 

三性同異說對實體論的消解，首先根源於唯識學三性說對遍計所執性的批

判。唯識學從遍計所執性闡釋煩惱妄染的根源。因為遍計所執，凡夫將五蘊和合

的身心執著為「自我」，然後以自我為中心對緣起所生的現象虛妄分別、貪求，讓

自身陷入煩惱妄染中不能自拔。唯識學三性說通過揭示現象事物因緣和合、唯識

所現，通過體證人法二空顯現的真如本性，消解遍計所執性的虛妄執著。不過，

唯識學從修行解脫出發，在否定人與現象事物的實體性的同時，關注的主要是人

法二空所顯的真如本性，而對現象世界本身的存在不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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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三性說對實體論的消解具有生態世界觀意義。當代生態文化思潮同樣注

重對現代實體論的批判反思，並將實體論觀念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

視作導致今天生態環境危機的思想根源。在它看來，現代實體論立足於事物個體，

將人與自然萬物均作實體性理解。它傾向於將事物還原為單質的實體，將事物的

存在、性質和變化還原為內在構成要素的性質及要素之間的力學相互作用。在人

與自然萬物的關係上，它將人與自然萬物分離對立起來，從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出

發，認為只有人才具有生命、意識、自主性、能動性，而將自然萬物視作孤立的、

不變的、機械的存在物。而對自然萬物孤立、機械的理解，以及人類中心主義的

立場，必然助長人們從自身物質利慾出發，對自然萬物進行肆意的掠奪，由此導

致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將唯識學對遍計所執性的批判拓展到人與自然的關

係的認識上，對於我們消解關於人與自然萬物的實體性理解，批判立足於人類中

心對物質利慾的貪求，對自然萬物的佔有與掠奪，顯然具有啟迪意義。 

法藏三性同異說同唯識三性說一樣，其主題依然是對遍計所執性的消解，因

而其生態世界觀意義也主要體現在對實體論的批判反思上。所不同的是，法藏三

性同異說的性相融通觀念在消解實體論觀念的同時，突出了認識現象世界的緣起

論、真如論視角。就其生態世界觀意義而言，即肯定了現實世界的關係性、整體

性。首先，三性同異說主張「性相融通，無障無礙」，肯定現象世界的意義，但這

並不意味著對遍計所執性的肯定。其性相融通觀念突出的是從真如本性的視角觀

察現象世界，這一視角本身是與遍計所執性的認識思維方式相對立的。因此，法

藏三性同異說對實體論觀念同樣具有消解作用；其次，法藏性相融通觀念肯定現

象世界的存在，因而其關於現象世界因緣和合、唯識所現的認識，突出了現象世

界的緣起性。從生態世界觀的角度言，即是突出了現實世界的關係性，注重揭示

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環境萬物之間的複雜關聯。同時，法藏性相融通觀念本質上

是從真如本性的高度考察現象世界，由此肯定了現象世界存在的整體性。可見，

三性同異說對實體論的批判反思是建立在肯定現象世界的存在基礎上的，也正是

經由對實體論觀念的消解，顯現現象世界存在的關係性、整體性。也正因為其肯

定現象世界的存在，因而其對實體論的批判更容易與當代生態文化世界觀的關係

論、整體論相契合。這也是法藏三性同異說超越於唯識三性說之所在。而其性相

融通觀念對現實世界的肯定及其中體現的關係論、整體論，也奠定了法界緣起論

世界觀的基調，其具體展開則體現在因門六義、緣起相由、六相圓融、十玄門等

思想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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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門六義」中的因果生成論 

「因門六義」同樣是法界緣起成立的思想根據及其有機組成部分。「因門六義」

源於唯識學的「種子六義」說，關注的是因、緣之間相互依持、相互作用，及其

生成結果的方式與過程。其中蘊含的因果生成論對於近代機械決定論具有糾正意

義。 

「種子六義」是唯識學用來闡釋現象生成原因的學說。唯識學認為阿賴耶識

含藏有種子，條件成熟能夠生起現行，在現實生活中生成果報。所謂「種子」即

阿賴耶識中所具有的不同的「親生自果功能」5。「種子六義」闡述了種子的六方面

特徵：一「剎那滅」，是說種子具有不斷變化、剎那生滅的特徵。沒有變化，就不

會有現象的生成轉化；二「果俱有」，是說種子現行產生結果之後並沒有消滅，而

是與果同在；三「恒隨轉」，是說種子自類相生，始終隨阿賴耶識流轉；四「性決

定」，是說不同性質種子生成善、惡、無記的功能是決定的；五「待眾緣」，是說

種子生現行需要眾多條件的配合；六「引自果」，是說不同種子只能產生自類的果。

「種子六義」通過種子不同情況下的存在狀態、因果相生的決定性、種子與眾緣

的關係闡述種子的六方面特徵，其中蘊含有唯識學關於現象事物生成因緣、法則

的認識。 

法藏「因門六義」是對唯識學「種子六義」的進一步闡發。關於「因門六義」，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闡述說： 

謂一切因皆有六義：一空、有力、不待緣，二空、有力、待緣，三空、無

力、待緣，四有、有力、不待緣，五有、有力、待緣，六有、無力、待緣。……

初者是剎那滅義。何以故？由剎那滅故，即顯無自性，是空也。由此滅故

果法得生，是有力也。然此謝滅非由緣力故，云不待緣也；二者是俱有義。

何以故？由俱有故方有，即顯是不有是空義也。俱故能成有，是有力也。

俱故非孤，是待緣也；三者是待眾緣義。何以故？由無自性，故是空也。

因不生，緣生故，是無力也。即由此義故，是待緣也；四者決定義。何以

故？由自類不改，故是有義。能自不改而生果故，是有力義。然此不改，

非由緣力故，是不待緣義也；五者引自果義。何以故？由引現自果，是有

義。雖待緣方生，然不生緣果，是有力義。即由此故，是待緣義也；六者

是恒隨轉義。何以故？由隨他故，不可無。不能違緣故，無力用。即由此

故，是待緣也。6 

                                                      
5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大正藏》冊 31，卷 2，頁 8 上 6。 
6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2 上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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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因」取代「種子」外，所說的六義與「種子六義」名稱

完全一樣。其所論述的主題也同樣是「因」所具有的六方面特徵，所論述的內容

同樣蘊含「因」的存在狀態、因果決定性、因緣關係等方面內容。不過，與唯識

學種子六義相比較，法藏從空有、有力無力、待緣不待緣闡述「因門六義」的內

涵，相對突出了因緣和合生成現象事物的方面。其所謂「空有」說的是「因」不

同情況下的本性或存在狀態。如「剎那滅」中說，正因為「因」時刻都在生滅變

化，所以說空無自性。「果俱有」、「待眾緣」中說，正因為「因」與果相伴而存在，

要與眾緣和合才能發揮作用，所以說它是「空」。如「決定」、「引自果」、「恒隨轉」

中說，正因為因果關係自類相生，決定不變，所以說它是「有」；其所謂「有力無

力」則顯示的是「因」在不同情況下所表現的力用。如「剎那滅」、「果俱有」、「決

定」、「引自果」突出「因」自身的變化、對因果生成的決定作用，所以說它「有

力」。「待眾緣」、「恒隨轉」突出「因」必須得到眾緣的配合才能發揮作用，所以

說它「無力」；其所謂「待緣不待緣」則說的是「因」在不同情況下與眾緣的關係。

如「剎那滅」、「決定」突出的是「因」的本性、因果決定性，所以說它「不待緣」；

其他數方面則強調其發揮作用必須與眾緣和合，所以說它「待緣」。總體而言，「因

門六義」闡述的是「因」的本性、存在狀態，及其與眾緣相互依持、相互作用，

生成相應事物現象的因果生成論。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還闡述了「因門六義」對之前三乘教法的超越： 

若小乘中法執因相，於此六義，名義俱無。若三乘賴耶識、如來藏法無我

因中，有六義名義，而主伴未具。若一乘普賢圓因中，具足主伴無盡緣起

方究竟也。又由空有義故，有相即門也。由有力無力義故，有相入門也。

由有待緣不待緣義故，有同體異體門也。7 

意思是說，小乘佛教執著於「因」的實體性存在，所以不會說到因門六義。而唯

識學、如來藏系了悟「因」無自性，因此闡述了因門六義，但是卻未能明辨不同

因緣的主伴關係。華嚴一乘圓教明辨不同因緣互為主伴，所以闡發法界無盡緣起，

才是究竟教說。意思是說，森羅萬象的大千世界，眾多事物現象同時存在，互為

因緣。當一種因作為主因時，其他因就作為伴緣，兩者相互依持、相互攝入，共

同發揮作用。而當另一種因作為主因時，情況也是一樣。考慮到不同因緣在不同

情況下的主伴配合，才能領悟法界無盡緣起的內涵。「因門六義」超越於「種子六

義」的地方，就是它沒有局限於具體某一「因」考察其因緣作用，而是考察「一

切因」之間的互為緣起、無盡緣起。 

                                                      
7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3 上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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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藏從空有、有力無力、待緣不待緣考察「因門六義」的內涵，則旨在闡

述因、緣之間相即相入、同體異體，即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關聯。

關於因緣之間相即相入、同體異體的關係，法藏在「緣起相由」十門義中有具體

論述。 

法藏「因門六義」的生態世界觀意義主要體現在其中蘊含的因果生成論上。

因門六義從現象事物生成的「因」的角度探討了事物的因果生成論。從法藏所論

述的「因門六義」當中可以看出，其因果生成論蘊含如下方面內涵：其一，因果

生成論必須通過事物的生滅變化發生作用；其二，「因」在因果生成演化過程中，

本身存在一個由隱伏到顯現的過程。當因果生成尚未開始時，「因」處於隱伏狀態。

只有當條件成熟，因與緣相互作用，生起現行，產生結果時，「因」才逐漸顯現自

身的作用；其三，「因」必須與「緣」共同作用，才能產生果。或者說，因果的生

成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其四，因果之間存在著必然性的規律。即有什麼因就會

產生什麼果；其五，「因」與「緣」之間因力用、有無的不同，存在著相互依持、

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關聯。 

以上五方面主要是從某一具體的因果生成過程揭示因果生成的方式、過程及

法則。在法藏看來，現象世界存在眾多的因緣，不同因緣之間存在著相互依持、

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關係。根據考察角度的不同，不同因緣之間存在主伴的

不同。 

「因門六義」的因果生成論的生態意義主要體現在，其對現代機械論世界觀

的機械決定論具有糾正意義。機械決定論與實體論密切相關。近代機械論世界觀

將事物理解成孤立靜止的實體，從事物之間外在的相互作用理解事物運動變化的

根源，把世界看作受有限的力學規律支配的巨型機器。在牛頓—拉普拉斯機械決

定論體系中，只要知道物體運動的規律和初始條件，就可以根據它當前的狀態推

知它以前的狀態和預測它以後的狀態，也就是說，過去、現在和未來是等價的，

不存在任何生成與演化。而「因門六義」中蘊含的因果生成論雖然肯定因果之間

存在著決定性，有什麼因生什麼果。但是它並沒有機械地理解因果決定性關聯，

而是肯定因果的生成需要因緣之間的配合，只有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因、緣之間的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生成相應的結果。同時，因緣條

件的相互作用，以及條件的差異，也會導致結果一定程度的差異。此外，「因門六

義」主要揭示的是主體內在的生命、精神現象，主要從心識角度闡述現象世界的

生成，以及人與事物之間的關係，因此其因果生成論具有有機生成論特徵，這與

近代機械決定論將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等同於機械相互作用有根本的不同。而

且，「因門六義」沒有從單一的因果關係闡述現象事物的生成，而是將具體的因果

生成納入森羅萬象的大千世界中考察，解釋具體因果生成與法界緣起的整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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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其中也蘊含近代機械決定論乃至當代生態系統自組織演化理論所沒有的視

界。因果生成論論述的內容主要是人的思想行為與環境事物相互依持、相互作用

的關係，其中也包括人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聯，因而本身也蘊含有生態世界

觀的內涵。 

三、「緣起相由」中的系統論 

法藏《華嚴探玄記》在探討法界緣起混融無礙的根據時論及緣起十門義，包

括緣起相由、法性融通、唯心所現、如幻不實、大小無定、無限因生、果德圓極、

勝通自在、三昧大用和難思解脫。而緣起十門中最根本的則是緣起相由。法藏因

此又從十個方面闡釋緣起相由的內涵。總體而言，「緣起相由」從多方面闡述了諸

緣之間以及諸緣內部諸要素之間存在的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關係。「緣

起相由」闡述的義理蘊含有類似生態世界觀的系統論思想。 

「緣起相由」十門義與「因門六義」中闡釋的空有、有力無力、待緣不待緣

思想密切相關。如上節引文中說到由空有義所以有不同因緣之間的相即關係，由

有力無力義有不同因緣之間的相入關係，由待緣不待緣義有同體、異體的關係。

關於不同因緣之間的這些具體關聯，法藏在闡述「緣起相由」內涵時作了具體展

開。 

法藏關於「緣起相由」十門義的闡述，主要包含三層內涵： 

首先，前三門諸緣各異、互遍相資、俱存無礙，總論諸緣體用各別，具有自

身的獨立性，同時諸緣之間又存在相互感應、相互依持的關聯，任何一緣同時具

備這兩個方面，才能構成緣起。《華嚴探玄記》中論述說： 

一諸緣各異義。謂大緣起中諸緣相望要須體用各別，不相和雜方成緣

起。……此即諸緣各各守自一也。二互遍相資義。謂此諸緣要互相遍應方

成緣起。且如一緣遍應多緣，各與彼多全為一故。此一即具多箇一也。若

此一緣不具多一，即資應不遍，不成緣起。此即一一各具一切一也。三俱

存無礙義。謂凡是一緣要具前二，方成緣起。以要住自一，方能遍應。遍

應多緣方是一故。是故唯一、多一自在無礙。8 

關於諸緣之間的互遍相資，法藏突出一緣與諸緣的遍應關係，其中任何一緣都與

一切緣之間存在著普遍的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關聯。「緣起相由」十

                                                      
8 唐‧法藏，《華嚴探玄記》，《大正藏》冊 35，卷 1，頁 124 上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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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當中，前三門是總論，接下來的六門論述異體相即相入、同體相即相入，則是

對總論內涵的具體展開。 

其次，異門相入、異體相即、體用雙融三門，具體論述諸緣之間異體相即相

入的關係。 

四異門相入義。謂諸緣力用互相依持，互形奪故。各有全力、無全力義，緣

起方成。……是故緣起要互相依具力、無力。如闕一緣一切不成，餘亦如是。

是故一能持多，一是有力能攝多。多依於一，多是無力潛入一。……如一持

多依既爾，多持一依亦然。……如一望多，有依有持，全力無力，常全多在

己中，潛己在多中，同時無礙。多望於一當知亦爾。……五異體相即義。謂

諸緣相望、全體形奪，有有體、無體義，緣起方成。以若闕一緣，餘不成起，

起不成故，緣義即壞。得此一緣令一切成起，所起成故，緣義方立。是故一

緣是能起，多緣及果俱是所起。是即多為一成，多是無體。一能作多，一是

有體。……一多既爾，多一亦然。反上思之。如一望多，有有體無體故，能

攝他同己，廢己同他，同時無礙。多望於一，當知亦爾。……六體用雙融義。

謂諸緣起法要力用交涉、全體融合，方成緣起。9 

「異門相入」是說諸緣力用不同，相互依持，相互作用，如是方能構成緣起。比

如其中任何一緣有力，其他緣無力，即形成一能持多、多依於一，一能攝多、多

潛入一的情形。一能持多，意思是說，一是起主導作用的方面，多則是起輔導作

用的方面，一與多共同成就一大緣起；反之，多緣有力，一緣無力，情況也是一

樣；「異體相即」是說諸緣有體、無體不同，相互涵攝。比如一緣起中，其中任何

一緣是能起，多緣及果是所起，則一顯現為有體，多顯現為無體，則一涵攝多，

多即是一。反之，多緣為能起，一緣為所起，則多為有體，一為無體，多涵攝一，

一即是多；「體用雙融」是說緣起法必須具備諸緣體用兩方面的相互依持、相互作

用、相互涵攝才能成立。 

再次，同體相入、同體相即、俱融無礙三門，具體論述一緣內在一與多之間

的相即相入關係。 

七同體相入義。謂前一緣所具多一，與彼一緣，體無別故，名為同體。又

由此一緣應多緣故，有此多一。所應多緣既相即相入，令此多一亦有即入

也。先明相入。謂一緣有力能持多一，多一無力依彼一緣，是故一能攝多，

多便入一。一入多攝，反上應知。……八同體相即義。謂前一緣所具多一，

                                                      
9 唐‧法藏，《華嚴探玄記》，《大正藏》冊 35，卷 1，頁 124 中 2-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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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有體、無體義，故亦相即。以多一無體，由本一成，多即一也。由本

一有體，能作多，令一攝多。如一有多空既爾，多有一空亦然。……九俱

融無礙義。謂亦同前體用雙融，即入自在。10 

「同體相入」是說前面所說的一緣內在蘊含多緣（「多一」），與這一緣同一體，所

以說是同體。因為一緣與多緣相應，所以有內在的多緣。諸緣之間相即相入，因

此內在諸緣也同樣相即相入。所謂「同體相入」，即一緣內在諸緣之間因為力用的

不同，相互依持、相互作用；「同體相即」，即一緣內在諸緣之間因為有體、無體

的不同而相互涵攝。「俱融無礙」則指一緣內在諸緣體用兩方面相互依持、相互作

用、相互涵攝構成緣起。同體相即相入的關係體現了現象事物緣起的多重性或層

次性。 

第十門「同異圓備」則是對前面九門的總括：「十同異圓備義。謂以前九門總

合為一大緣起故。致令多種義門同時具足也。」即貫通異體相即相入、同體相即

相入等義理，闡述法界無盡緣起成立的相關法則。《華嚴探玄記》在這之後，接著

論述緣起相由十門義與「十玄門」義理成立的關係。由此可見「緣起相由」在法

界緣起論中的關鍵地位。 

「緣起相由」十門義以直觀的智慧表述了一種系統論的世界觀。其系統論觀

念體現在如下方面：其一，任何一緣一方面是具有自身獨立性的存在，另一方面

又都與法界一切緣之間存在著整體性的關聯；其二，法藏具體論述了任何一緣與

法界一切緣之間（法藏稱之為「一、一切」、「一多」）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

涵攝的整體性關聯。諸緣之間因為力用、有體無體的不同，相互之間存在著相互

作用、相互依持的關聯。法藏主要考察了一與多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持的關係。

當某一緣起主導作用時，與它相關聯的其他緣則起輔助作用，處於從屬地位；相

反，當其他諸緣起主導作用時，該緣則起輔助作用，處於從屬地位。文中所謂「攝」、

「持」，即起著涵攝、主持的作用；所謂「依」、「潛入」，即發揮輔助作用，處於

從屬的、不顯眼的地位。一與多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依因果生成階段的不同而不同，

另一方面依考察的角度不同而不同。法藏將「異門相入」、「異體相即」分開論述，

前者強調的是一與多之間的功能作用，後者突出的是一與多的地位的顯現或遮

蔽，實際上兩者體現的是體用兩方面，本身是有機關聯，不可分割的；其三，一

方面，每一緣與法界一切緣之間存在著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整體性

關聯，另一方面，任何一緣又是具有自身獨立性的系統整體，任何一緣內部又包

含眾多的要素（「多一」）。該緣與法界一切緣之間存在著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

互涵攝的整體性關聯，也決定了該緣內在諸要素之間同樣存在著一與多之間相互

                                                      
10 唐‧法藏，《華嚴探玄記》，《大正藏》冊 35，卷 1，頁 124 下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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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整體性關聯。一緣與法界整體之間，一緣內在諸要

素之間的關聯構成了法界因緣存在的層次性。 

「緣起相由」闡述的整體論世界觀與當代系統論世界觀非常類似。奧地利理

論生物學家貝塔朗菲在其一般系統論中揭示，系統是「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構成

的結構功能整體」，具有「整體性、關聯性、動態性、有序性、終極性」等方面共

同特徵。11「緣起相由」的整體論與一般系統論關於系統特徵的認識存在一致性：

其一，一般系統論所說的整體性是指生命有機體或生態系統是由系統內在諸要素

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組成的有機整體。「緣起相由」將法界以及任何一事物（「一

緣」）均視作諸緣或要素構成的整體，體現了同樣的整體性；其二，所謂關聯性是

指生命有機體或生態系統與環境事物之間、系統整體與其內在諸要素之間、系統

內在諸要素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緣起相由」揭示諸緣之間相互依持、相互

作用、相互涵攝構成統一的緣起整體。其中任一事物與法界一切事物之間、任何

事物內在諸要素之間存在著一與多之間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關聯。

這不僅與一般系統論揭示的關聯性相一致，而且揭示了一與多之間地位與作用的

相互轉化、一與多之間主導作用與輔助作用的區分，具有更多的辯證因素；其三，

所謂層次性是指系統要素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系統，系統又與環境事物及整體存在

更高層次的相互作用。系統與環境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還會影響到系統內部要

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緣起相由」揭示異體相即相入、同體相即相入的關係也

體現了同樣的層次性。「緣起相由」還揭示了不同層次之間一多關係之間存在一定

的關聯性、對應性。法藏更由此進一步闡述法界緣起論的重重無盡。其所謂「重

重無盡」，本質上說的即是法界存在的層次性；此外，一般系統論所揭示的動態性、

有序性，在「因門六義」的因果生成論中存在相應的內容。 

應該說明的是，一般系統論是生態文化世界觀的重要思想來源及有機組成部

分，「緣起相由」的整體論與一般系統論的類似，也因而具有生態世界觀的意義。

而「緣起相由」所闡述的諸緣之間、諸緣內在諸要素之間存在的一多關係，探討

的主要是生命主體與環境事物之間的係統性關聯，因此，其所闡發的系統論觀念

本身包含生態系統論的內涵。 

 

 

                                                      
11 〔美〕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北京：清華大學出

版社，1987 年，頁 11。 



法藏法界緣起論的生態世界觀意義 479 

四、「六相圓融」中的整體觀 

「六相圓融」說源於世親所著《十地經論》。世親認為，《華嚴經》中每十句

一組的詩偈，其闡述的義理都蘊含有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存

在六相圓融的關聯。12「六相圓融」原本是闡釋華嚴義理之間內在關聯的學說，但

華嚴義理究竟而言闡釋的是法界緣起的內涵，而且法藏曾以金師子與其眼耳鼻舌

身五根之間的關係，以及屋舍與構成屋舍的椽、瓦、板等之間的關係，闡釋「六

相圓融」的內涵；又以六相圓融與「十玄門」相結合闡述法界緣起的內涵，這就

使得「六相圓融」本身蘊含有關於緣起的認識，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六相圓融」

有時也被稱作「六相緣起」。其生態世界觀意義則主要體現在其中蘊含的整體與部

分關係的認識上。 

法藏關於「六相圓融」義理的闡釋，以《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關於屋舍與

椽、瓦、板之間關係的論述最為詳備。關於六相的內涵，法藏說： 

初列名者，謂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總相者，一舍多德

故。別相者，多德非一故。別依止總、滿彼總故；同相者，多義不相違，

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望，各各異故；成相者，由此諸緣起成故。

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動故。13 

總相，是說屋舍具有多方面的內涵。別相，是從其多方面內涵與總相的區別而言。

別相以總相為本，是對總相的充分展開；同相是說多方面的內涵共同成就總相。

異相是說多方面的內涵各不相同；成相是說總相由多方面內涵而得成就。壞相是

說多方面內涵具有自身的獨立性。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對六相的內涵及其內在關聯做了詳細的辨析。關於

總相、別相，文中說： 

問：何者是總相？答：舍是。問：此但椽等諸緣，何者是舍耶？答：椽即

是舍。何以故？為椽全自獨能作舍故。若離於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時，

即得舍矣。問：若椽全自獨作舍者，未有瓦等亦應作舍？答：未有瓦等時，

不是椽，故不作。……何以故？椽是因緣。由未成舍時，無因緣故，非是

椽也。若是椽者，其畢全成。若不全成，不名為椽。 

問：舍既即是椽者，餘板瓦等，應即是椽耶？答：總並是椽。何以故？去

                                                      
12 後魏‧菩提流支等譯，世親撰，《十地經論》，《大正藏》冊 26，卷 1，頁 125 上 2。 
13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7 下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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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椽，即無舍故。所以然者，若無椽即舍壞。舍壞故不名板瓦等。是故板

瓦等即是椽也。若不即椽者，舍即不成，椽瓦等並皆不成。今既並成，故

知相即耳。……是故一切緣起法不成則已，成則相即，鎔融無礙，自在圓

極。 

第二別相者，椽等諸緣別於總故。若不別者，總義不成。由無別時，即無

總故。此義云何？本以別成總，由無別故，總不成也。是故別者，即以總

成別也。問：若總即別者，應不成總耶？答：由總即別故，是故得成總。

如椽即是舍，故名總相，即是椽故，名別相。若不即舍不是椽，若不即椽

不是舍。14 

六相當中，總相、別相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最能體現「六相圓融」整體觀的方面。

法藏也因此對總相、別相做了較詳細的闡述。關於總相，文中提出了「椽即是舍」

的命題。其中蘊含的一個意思即是，屋舍並不是椽等諸緣之外的存在。關於椽、

瓦、板等構成屋舍，這個好理解。那麼沒有瓦、板等，椽能作舍嗎？既然不能，

為什麼說「椽即是舍」呢？法藏在這裡要突出的是，椽、瓦、板等作舍，本身是

一個完整的緣起。離開瓦、板等，椽就只是木條，不成其為椽。說它是椽，就是

因為在緣起整體（「屋舍」）中考察其性質。所以文中說「離因緣故，非是椽也」。 

文中接著又提出了「板瓦等即是椽」的命題。這一命題同樣是從緣起整體的

角度得出的。椽、板瓦等都是因為在屋舍整體中才成其為椽、板瓦。沒有其中任

何一緣，緣起整體就不再存在，其他部分的性質也就無從定義了。因此，說椽與

板瓦等存在「相即」關係，一方面突出的是椽與板瓦等構成緣起總體，從整體中

獲得自身的規定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從「椽」中，即能體現屋舍整體以及板

瓦等其他諸緣。由此可見，法藏從緣起整體的角度考察其構成要素的性質，體現

了鮮明的整體論特徵。 

別相是相對於總相而言的，是對總相的具體展開。沒有別相的具體展開，也

就不成其為總相。文中強調別相以總相為本，因為總的緣故才成其為別。突出總

相與別相的相即關係，旨在強調總相與別相相即不二，別相是總相的有機組成部

分，不能從總相中割裂開來。 

第三同相者，椽等諸緣和同作舍，不相違故，皆名舍緣。非作餘物故，名

同相也。問：此與總相何別耶？答：總相唯望一舍說。今此同相，約椽等

諸緣，雖體各別，成力義齊故，名同相也。 

第四異相者，椽等諸緣隨自形類，相望差別故。問：若異者，應不同耶？

                                                      
14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7 下 20-頁 508 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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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秖由異故，所以同耳。若不異者，椽既丈二，瓦亦應爾。壞本緣法故，

失前齊同成舍義也。今既舍成，同名緣者，當知異也。問：此與別相有何

異耶？答：前別相者，但椽等諸緣別於一舍，故說別相。今異相者，椽等

諸緣迭互相望，各各異相也。15 

同相是從緣起整體中，諸緣對整體的共同成就意義上說的。與總相相比較，「總相」

關注的是緣起整體（「屋舍」），「同相」突出的則是諸緣（「椽等」）雖然體用不同，

但就其共同成就緣起整體而言，具有共同性。 

異相關注的是緣起整體中諸緣之間的差異。關於同相、異相之間的關係，法

藏強調正因為諸緣各各不同，所以能夠共同成就緣起整體。關於異相與別相的差

別，文中說，別相主要是相對於總相而言，突出的是對緣起整體的具體展開。異

相關注的則是諸緣之間的差異。 

第五成相者，由此諸緣，舍義成故。由成舍故，椽等名緣。若不爾者，二

俱不成。今現得成，故知成相，互成之耳。問：現見椽等諸緣各住自法，

本不作舍。何因得有舍義成耶？答：秖由椽等諸緣不作故，舍義得成。所

以然者，若椽作舍去，即失本椽法故，舍義不得成。今由不作故，椽等諸

緣現前故，由此現前故，舍義得成矣。 

第六壞相者，椽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問：現見椽等諸緣作舍成就，

何故乃說本不作耶？答：秖由不作故，舍法得成。若作舍去，不住自法，

有舍義即不成。16 

成相是說緣起整體由諸緣成就。關於成相，法藏突出緣起整體與諸緣之間相互成

就，不僅諸緣成就整體，而且緣起整體也成就諸緣。意思是說，諸緣只有在緣起

整體中才能確定自身的性質。關於諸緣如何能夠成就整體，法藏突出緣起的作用，

而不是諸緣自身的作用。 

壞相是說諸緣分別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在這裡，法藏同樣突出緣起對於整體

的成就。 

從上引文可以看出，法藏「六相圓融」思想主要闡述的是緣起整體及其具體

展開之間的關係。法藏曾以「六相圓融」闡釋「因門六義」、「十玄門」的內涵。

將「因門六義」視作關於「因」的具體展開。將「十玄門」之「同時具足相應門」

視作法界緣起的總相，將其他九門視作「同時具足相應門」的具體展開。應該說，

                                                      
15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8 中 7-23。 
16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3 中 27-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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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圓融」闡述的主要是法界緣起義理之間存在的整體與部分的關係，但其中

體現的整體性思維，對於我們今天認識現象世界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係，依然具

有啟迪意義。而法藏以金師子與其眼耳鼻舌身五根之間、屋舍與構成屋舍的椽、

瓦、板等之間的關係，闡釋「六相圓融」的內涵，也印證了這一點。 

總體而言，「六相圓融」將緣起整體及其具體展開之間的關係概括為整體與部

分的關係。六相中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三組關係，又著重論述

了緣起整體及其具體展開之間相即、相成，以及各部分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所

謂相即，突出的是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相即不二，共同構成統一的緣起

整體。部分是整體的具體展現，並通過整體獲得自身的規定性。離開部分，沒有

所謂的整體。同樣沒有整體，部分也不成其為部分；所謂相成，突出的是部分與

部分（諸緣）之間的協同合作，成就緣起整體。關於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六相圓

融突出的不是部分（諸緣）的自作自為，而是緣起的作用。在這裡，部分（諸緣）

不是獨立自為的存在，而是緣起整體的顯現。 

「六相圓融」的整體觀與當代哲學關於系統整體與部分關係的認識也存在一

致的方面。如當代系統哲學揭示：系統整體中的部分，不能脫離系統整體。一旦

脫離系統整體，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部分了；系統整體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繫，

一旦改變或中斷，系統整體就會喪失原來的性質和功能；部分投入不同的系統整

體，會表現出不同的性質和功能；整體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相加，而是由各部分

按照一定方式構成的有機整體；各部分按照一定方式結成的整體具有各部分所沒

有的性質、功能；部分與整體之間的因果關係並非綫性的因果關聯，各部分之間

的複雜相互作用決定著整體演化的複雜性、隨機性、不平衡性……從中不難看出，

「六相圓融」中所說的「椽即是舍」、「以總成別」，「諸緣和同作舍」，椽舍「互成」

等觀念，或與以上觀念直接相同，或者從中可以推導出以上一些觀念。 

不過，相比較而言，「六相圓融」偏重於從整體的緣起考察部分的性質及其相互

作用，因而突出部分在整體中獲得自身的規定性，突出部分中蘊含的整體性。關於

部分對整體的具體展開，也突出其以整體為本。而關於部分協同作用構成整體，法

藏突出的是緣起及諸緣之間的相互依持、相互作用，而否定部分自身的能動性。就

此而言，「六相圓融」的整體觀與當代系統哲學的整體觀存在思維向度的明顯差異。

具體而言，「六相圓融」是從緣起整體、從關係作用考察部分的性質、存在，是從整

體到局部的思維路向，突出的是整體、關係的意義；而當代系統哲學則是從部分的

能動性，考察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系統整體，走的是從局部到整體的思維路

向，因此，相對而言比較注重部分的性質、功能，以及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具體方

式。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補性。而「六相圓融」對當代系統哲學及生態哲學的啟

迪，則主要體現在其關於整體對於部分的規定性，及整體的構成法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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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玄無礙」的全息整體觀 

「十玄門」也稱「十玄緣起無礙法門」。如果說三性同異、因門六義、緣起相

由、六相圓融是法界緣起論成立的根據，是法界緣起論的有機構成部分的話，十

玄門則是法藏法界緣起論的核心。十玄門是智儼和法藏的首創，在《華嚴經》中

並沒有相關的闡述。不過，其思想淵源是《華嚴經》中描述的「海印三昧」，即佛

教修行證得的最高境界。關於「十玄門」的思想內涵，陳永革教授突出其為華嚴

經義內容結構的總體闡釋，17方立天教授則認為十玄門不僅肯定佛教不同法門的相

互依存、相互滲透、圓融周遍，而且闡述了現象世界眾多事物現象之間相互涵攝、

互為因果、圓融無礙、重重無盡的關聯。18應該說，「十玄門」中蘊含有對三乘教

法的涵攝融通，但其根本內容則是關於現象世界包括人的精神現象之緣起整體的

統觀。「十玄門」關於現象世界的認識與當代哲學存在較大的差異。特別是其中蘊

含的全息整體觀念，當代哲學鮮有論述，也因而對生態哲學世界觀的構建具有啟

迪意義。 

法藏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華嚴探玄記》、《華嚴金師子章》等著作中

對智儼的十玄門說做了繼承和發揮。以下我們結合法藏不同著作中的相關闡述，

論述十玄門的內涵。《華嚴探玄記》中將十玄門的名稱和順序概括如下： 

顯義理分齊者，然義海宏深，微言浩汗，略舉十門，撮其綱要：一同時具

足相應門，二廣狹自在無礙門，三一多相容不同門，四諸法相即自在門，

五隱密顯了俱成門，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七因陀羅網法界門，八託事顯法

生解門，九十世隔法異成門，十主伴圓明具德門。然此十門同一緣起，無

礙圓融。隨有一門，即具一切。19 

第一，「同時具足相應門」。《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說：「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此

上十義同時相應成一緣起，無有前後、始終等別。具足一切自在逆順，參而不雜，成

緣起際。此依海印三昧，炳然同時顯現成矣。」20「同時具足相應門」是對海印三昧

的闡釋。意思是說，以上所說教義、理事、境智、行位、因果、依正、體用、人法、

逆順、應感十方面義理及其所闡述的法界緣起，當下同時具足、呈現，沒有時間先後

差別，十方三世一切事物現象相互依持、相互涵攝、圓融無礙。「同時具足相應門」

是十玄門的總說，體現的是關於法界緣起的總體認識，其他九門則是對它的具體闡釋。 

                                                      
17 陳永革，《法藏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97。 
18 方立天，《法藏評傳》，北京：京華出版社，1995 年，頁 78。 
19 唐‧法藏，《華嚴探玄記》，《大正藏》冊 35，卷 1，頁 123 上 27-中 5。 
20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5 上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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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廣狹自在無礙門」，法藏現存著作中未見具體闡釋。根據澄觀《華嚴

經隨疏演義鈔》21所述，意思是說，廣大佛身、淨土固然遍及於一切，而塵沙、毫

毛同樣能夠涵攝無限。大能入小，小能容大，相互依持、相互涵攝，廣狹無礙。 

第三，「一多相容不同門」。《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說：「隨一門中即具攝

前因果、理事一切法門。……然此一中雖具有多，仍一非即是其多耳。多中一等，

準上思之。……然此一多雖復互相含受、自在無礙，仍體不同也。」22這裡所說的

「一」相當於前面所說的「總相」，或唯一真性。「多」相當於「別相」，或具體的

因緣。所謂「一多相容不同門」，是說一通過多體現出來，因此一中涵攝多，多中

涵攝一。所謂「不同」，即是說，雖然一多相容，但是一與多互不相同，不能混淆。 

第四，「諸法相即自在門」。《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說：「此上諸義，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圓融自在無礙成耳。若約同體門中，即自具足攝一切法也。然

此自一切復自相入，重重無盡故也。……餘異體等門中，亦準思之。」23諸法相即

是說現象事物之間相即相容，自在無礙。諸法相即包含「同體相即」與「異體相

即」兩方面。同體相即是指一內在涵攝一切，而此一切又復涵攝一切，如是重重

無盡。異體相即則是指一與其他現象事物之間的相即關係。如《華嚴金師子章》

中說：「師子諸根、一一毛頭，皆以金收師子盡。諸根諸毛，各攝全體，一一徹遍

師子眼。眼即耳，耳即鼻，鼻即舌，舌即身。諸根相即，體非用外。」24意思是說，

因為師子諸根、一一毛頭，無不是金，因而涵攝師子全體，由是諸根、一一毛頭

相即，眼即耳，耳即鼻，鼻即舌，舌即身…… 

第五，「秘密隱顯俱成門」。《華嚴金師子章》中說：「若看師子，唯師子，無金。

即師子顯金隱，相顯性隱。若看金，唯金，無師子。即金顯師子隱，性顯相隱。若

兩處看，俱隱俱顯，性相同時，隱顯齊現。隱則祕密，顯則顯著。……名祕密隱顯

俱成門。」25是說，因為觀察主體關注的方面不同，事物呈現出自身的不同方面。在

這裡說的是任何事物無不存在性、相兩方面。兩方面同時存在，互為表裡，互為隱

顯。 

第六，「微細相容安立門」。《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說：「此上諸義，於一念中

具足。始終、同時、別時、前後、逆順等一切法門，於一念中，炳然同時齊頭顯現，

無不明了。……一毛孔中無量佛剎，莊嚴清淨，曠然安住。」26突出的是緣起整體於

一念、一毛孔、一微塵中顯現，而一毛孔、一微塵自體相狀宛然安立，不相妨礙。 

                                                      
21 唐‧澄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第 36 冊，卷 2，頁 10 上 7。 
22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5 上 17-25。 
23 唐‧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卷 4，頁 505 上 27-中 22。 
24 參見：宋‧凈源，《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頁 665，中 19-22。 
25 參見凈源：《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頁 665。 
26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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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因陀羅網法界門。《華嚴金師子章》中說：「師子眼耳支節、一一毛處，

各有金師子。一一毛處師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無邊師子。又

復一一毛，帶此無邊師子，還入一毛中。……如是重重無盡，猶天帝網珠，名因

陀羅網境界門。」 27意思是說，師子眼耳支節以及每一根毫毛，都包含有金師子。

所有毫毛包含的金師子，同時涵攝於一根毫毛中，因此所有毫毛中都有無邊師子。

所有毫毛中的無邊師子，涵攝到一根毫毛中。如是重重無盡，就好比帝釋天的珠

網一般，即是因陀羅網法界門。因陀羅網法界門形象地描述了法界無盡緣起的情

狀。 

第八，托事顯法生解門。托事，是說隨舉一事。顯法，是說顯現真如本性。

生解，是說獲得正確的解悟。《華嚴金師子章》中說：「說此師子以表無明，語其

金體具彰真性。……理事合論，況阿賴識令生正解。……名託事顯法生解門。」28

意思是說，有生滅的師子形相，體現的是無明執著。師子的金體，彰顯的是真如

本性。將真如本性與生滅的形相結合起來體悟，就能生起真如隨緣的正確認識。

托事顯法生解門，突出的是通過具體事物顯現真如本性，體悟真如隨緣的真理。 

第九，十世隔法異成門。所謂十世，是說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中，各具過

去、現在、未來三世，共成九世。九世相即相入，不出當下一念。當下一念為總

相，九世為別相，合而為十世。九世一切事物現象相互隔別，而於現前一念中混

融一體，共成同一緣起。法藏《華嚴金師子章》以金師子時時遷謝闡釋十世隔法

異成門。澄觀則以「如一夕之夢，翱翔百年」 29加以形象的說明。十世隔法異成

門是從時間角度說明緣起整體的變遷皆不出當下一念。 

第十，主伴圓明具德門。《華嚴探玄記》闡釋說：「此圓教法，理無孤起，必

眷屬隨生。……又如一方為主，十方為伴。餘方亦爾。是故主主伴伴，各不相見。

主伴伴主，圓明具德。如一事華帶自十義，具此十門，即為一百門。餘教義等，

亦各准之，故成千門。」30意思是說，現象世界是眾多現象事物相互依持、相互作

用、相互涵攝的一大緣起。無論從哪一方面或哪一事物為主進行考察，其他方面

或事物均會作為其輔助，因而具足圓明德性。這也表明，從任何一方面或任何一

事物，都能體現現象事物之間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無盡緣起整體。 

「十玄門」從總、空、用、體、緣、相、喻、智、時、境十方面闡述法界緣

起的內涵。其中一些內涵在「緣起相由」、「六相圓融」中已有具體論述。為論述

方面，在這裡，我們從如下方面概括十玄門的內涵： 

                                                      
27 參見凈源：《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頁 665-666。 
28 參見凈源：《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頁 666。 
29 參見凈源：《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頁 666。 
30 法藏：《華嚴探玄記》，《大正藏》冊 35，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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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從第一門可以看出，「十玄門」闡述的主題是法界緣起整體，闡述的是

十方三世一切事物現象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圓融無礙構成的緣起整

體。其他九門則是從不同方面對這一主題的具體論述。 

第二，性相融通是法界緣起的重要方面。法藏在闡釋華嚴宗趣時，即說「以

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以為其宗」。因果緣起即具體的緣起現象，是「相」；因果緣

起空無自性，即理實法界，是「性」。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一體不二，自在無礙，

即法界緣起。十玄門中一多相容不同門、諸法相即自在門、秘密隱顯俱成門，即

是從體用等不同方面闡釋法界緣起性相融通的內涵。從一定意義上說，性相融通

是法界緣起成立的重要思想基礎，沒有性相融通，就沒有不同於三乘教說的法界

緣起論。 

第三，廣狹自在無礙門、微細相容安立門、十世隔法異成門，則從空間、時

間、微細等不同角度，闡述了任一事物不論其廣狹、微細或當下一念，無不涵攝

法界緣起整體的思想。其中蘊含的全息觀念是十玄門的核心。因陀羅網境界門則

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全息的重重無盡。 

第四，十玄門還揭示了主體自身觀察角度、主體自身的領悟對於認識法界緣

起內涵的意義。如秘密隱顯俱成門從主體觀察角度的不同，闡釋性相的不同呈現

及性相融通的觀念；「托事顯法生解門」闡明主體可以從任一事物領悟真如本性及

性相融通的真理。 

第五，主伴圓明具德門則總結無論從哪一方面或事物為主進行考察，其他方

面或事物均會作為其輔助，因而均能涵攝現象世界眾多事物相互依持、相互作用、

相互涵攝的緣起整體。總結部分突出了十玄門的核心──全息整體觀。 

關於性相融通觀念上文已有相關論述，在這裡，我們主要論述全息整體觀的

內涵及其生態世界觀意義。 

全息整體觀強調現象世界一切事物現象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構

成統一的緣起整體。其中任一事物乃至一微塵、當下一念均涵攝十方三世一切事

物現象構成的緣起整體。當代生態哲學肯定任一事物都與環境萬物存在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的現實關聯，與環境萬物構成統一的生態系統整體。但十玄門中所

闡述的任一事物均涵攝十方三世一切事物現象構成的緣起整體的全息整體觀念，

在當代生態哲學中則鮮見論及。由此可見全息整體觀的獨特性。 

十玄門的全息整體觀對生態世界觀的啟迪意義主要體現在：不僅人與環境萬

物、環境整體存在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整體性關聯，而且人自身涵

攝環境萬物、環境整體。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意識到人與環境萬物、環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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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息息相關具有更真切的意義。它啟迪我們，人自身的本性、存在狀態與環境

萬物、環境整體息息相關；生態系統中某一物種的消失，會影響生態系統本身的

完整性。我們破壞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就是在破壞生態系統整體；人與環境

萬物、環境整體之間的關聯，並不僅僅體現在物質層面的相互依持、相互作用，

還體現在內在精神層面的貫通一體；我們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我們對自然萬

物的傷害，從本質上來說，也是在破壞、傷害人自身本性的完整性；環境的污染

也會污染到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心靈，影響到我們生活的質量、生命的質量；生

物多樣性的保護、生態系統的維護和優化，就是在保護我們自身的生存，提升我

們自身的生存質量。 

以上我們結合法藏法界緣起論的主要方面論述了其中蘊含的生態世界觀意

義。簡要言之，「三性同異」說繼承發展唯識學三性三無性思想，其對遍計所執性

的批判反思對現代實體論觀念具有消解作用。而其中蘊含的性相融通觀念，則為

法界緣起論肯定現實世界的關係性、整體性提供了思想橋樑；「因門六義」說繼承

發展唯識學「種子六義」思想，其中闡述的因果生成論對現代機械決定論具有糾

正意義；「緣起相由」說具體闡述諸緣同體相即相入、異體相即相入的關聯，全面

闡述了諸緣之間以及諸緣內部諸要素之間存在的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

的關係，其中蘊含有類似當代系統論世界觀的思想；「六相圓融」說從總相、別相、

同相、異相、成相、壞相不同方面闡釋整體與部分之間關係，與當代系統論整體

觀相一致；「十玄門」是法界緣起論的核心，其中闡述的全息整體論觀念具有當代

哲學所沒有的思想內涵，對於我們認識人與環境萬物、環境整體的關係具有啟迪

意義。 

法藏法界緣起論從所證佛果高度，融攝般若中觀、賴耶緣起、真如緣起的相

關思想，將現象世界闡釋為十方三世一切事物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相互涵攝的

緣起整體，達到了佛教緣起論前所未有的高度，對於我們高屋建瓴，從緣起整體

高度考察生態世界觀的不同論題具有啟迪意義。不過，也正因為其從佛果高度考

察現象世界，相對淡化了現實層面具體的緣起作用和過程，與當代生態世界觀存

在思維向度上的差異，因此，要充分發揮其對於生態世界觀的建構意義，需要與

當代生態世界觀進行現實層面的對話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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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華嚴疏鈔》的重重挑戰 

TCN 佛教中心 比丘尼 

釋果琴 

摘 要 

翻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主要問題在於為西方讀者，尤其是美國人，

搜尋出一準確、固定和潛藏的含義，而究竟法反於此搜索和呈現中蕩然無遺。力

求避免將意義具體化並試圖以令人理解的方式來傳述《大方廣佛華嚴經》及其疏

鈔的根源，本文所浮現的或許反而是對立式的二分法。或許本譯者的修行即在於

尋找超越這矛盾的方法。至此個人也希望能提供讓讀者各自設法參此公案的譯

稿。 

翻譯清涼國師的疏鈔會本有其獨特的挑戰。會本擁有意圖詮釋一大部佛經的浩繁

知識。因為《華嚴經》和《華嚴疏鈔》的大小，要掌握其內容的詮釋學工具已設

立並將運用於此翻譯。 

以下作者將延著四法界的框架詳細解釋英譯清涼國師疏鈔的四重難題和解決

方案。首先，翻譯上的事法界介紹的是佛經英譯時某些與切實語言要素有關的常

見具體問題。其次，翻譯上的理法界。因為目前並無任何佛經中譯英的系統性翻

譯理論，個人將介紹當面對具體翻譯問題時湧入我腦海中的翻譯準則和理論。三，

理事無礙法界。順著西方詮釋學意於相同中尋求不同的方向，我會提供個人認為

是本質或典型的版本。四，事事無礙法界。在提出《華嚴疏鈔》的骨髓精華後，

在下接著將之解構，然後重構。 

關鍵詞：《華嚴經疏鈔》、《華嚴疏鈔》、四法界、佛經英譯、翻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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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fold Challenges to Translating the 

Avataṃsaka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entaries 

SHI, Guo-cheen 

(TCN Buddhist Center Bhikshuni with Ph.D. fro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 

Abstract 

In translating Chengguan’s masterpiece commentaries to The Huayanjing for an 

English speaking audience to experience and apply his wisdom, the quandary rests in 

retrieving accurate, fixed, and hidden meaning for a western, and particularly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e knowing that the ultimate truth is lost in such a search and presentation. 

The attempt to avoid reifying meaning and the attempt to show in a coherent manner the 

root of The Huayanjing and Chengguan’s commentaries on it may present an 

oppositional dichotomy. Finding a way to transcend this seeming paradox may be my 

practice as the translator. It is now my hope to offer a translation that allows the reader 

to grapple with that conundrum for herself.  

This translation of two commentarial literatures by Chengguan presents another 

unique challenge. The compilation contains an overwhelming quantity of intellectual 

material that is meant to present insights about one of the most voluminous Buddhist 

scriptures. To grapple with the size of The Huayanjing and Chengguan’s commentaries, 

hermeneutical tools had been developed and will be administered with this translation.  

In the following, I will trace the framework of the Four Dharma Realms in 

elaborating on my fourfold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in approaching Chengguan’s 

commentaries. First, the Dharma Realm of Phenomena in translation. I will present 

concrete issues related to specific and tangible linguistic elements that are mostly 

comm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acred texts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Second, 

the Dharma Realm of Noumena in translation. I will present those translation guidelines 

and theories that I hold in mind simultaneously when faced with concrete translation 

issues since no systemic translation theory exists for Buddhist canonical translations 

presently. Third, the Dharma Realm of Phenomena and Noumena. In the western 

hermeneutical search for the same in the differences, I will offer my vers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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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or quintessential. Fourth, the Dharma Realm of Phenomena and Phenomena. 

Having presented the root of Chengguan’s commentaries, I proceed to deconstruct it 

then reconstruct it. 

Keywords: Avatamsaka Sutra, Huayan Commentaries, Dharma Realm,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y, Chines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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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剎塵心念可數知， 

大海中水可飲盡， 

虛空可量風可繫， 

無能盡說佛功德。1 

同樣無能盡說的是清涼國師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2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

疏演義鈔》3 ──此是我於支持國師著作十大願並希望西方人士能發掘及運用到他

的智慧時的一大發現。翻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卷一4主要問題在於為西

方讀者，尤其是美國人，搜尋出一準確、固定和潛藏的含義，而究竟法反於此搜

索和呈現中蕩然無遺。力求避免將意義具體化並試圖以令人理解的方式來傳述《大

方廣佛華嚴經》5及其疏鈔的根源，本文所浮現的或許反而是對立式的二分法。或

許本譯者的修行即在於尋找超越這矛盾的方法。至此個人也希望能提供讓讀者各

自設法參此公案的譯稿。 

翻譯清涼國師的疏鈔會本有其獨特的挑戰因為意圖詮釋一大部佛經的它孕大

含深。《華嚴經》和《華嚴疏鈔》規模龐大，要掌握其內容的詮釋學工具虧已有前

人樹立設置，在此本人也將其運用於《華嚴疏鈔》的英譯上。 

以下作者將延著四法界的框架詳細解釋英譯清涼國師疏鈔的四重難題和解決

方案。首先，翻譯上的事法界介紹的是佛經英譯時某些與切實語言要素有關的常

見具體問題。其次，翻譯上的理法界。因為目前並無任何佛經中譯英的系統性翻

譯理論，個人將介紹當面對具體翻譯問題時湧入我腦海中的翻譯準則和理論。三，

理事無礙法界。順著西方詮釋學意於相同中尋求不同的方向，我會提供個人認為

是本質或典型的版本。四，事事無礙法界。在提出《華嚴疏鈔》的骨髓精華後，

接著將之解構，然後重構。 

 

 

                                                 
1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頁 844 中。 
2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 
3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6。 
4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卷一（上海：華嚴經疏鈔编印會 1944 年）。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 

http://www.hydcd.com/cy/htm5/yd5252.htm
http://www.hydcd.com/cy/htm5/yd52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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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上的挑戰 

中文「沒有語意格、性別、情緒或時態的包袱。中文不被『詞性』所束縛。

同一個字可作為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這方面的自由度充分地顯現於文

學散文中，於古典詩詞中更是過而無不及。」6雖然中文慣性的模糊允許多種詮釋

同時成立，甚至可能勾出某種體會，英譯者常需要決定含意中某一特定的層次，

並加強補充細節。在翻譯《華嚴疏鈔》的長行及偈誦時，這些細節包括語法、句

法和詞彙，當然偈誦的插值發揮遠比長行來的多。 

中文名詞並沒有單數或複數的表明，對象或主體可是單數亦或複數，同時單

數和複數，或依上下文取決輪流。中文語法的靈活性易造成翻譯者的困擾，但它

卻也是華嚴法主要原則之一的完美例證。鏡對鏡，從中看到的是重重無盡的鏡像，

而重重無盡的鏡像又相互交錯呈現於一面鏡中，使一與多循環往復、無窮無盡。

在這裡，任何現象皆可是有關於佛、菩薩、法、法界、理或其他的概念。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中有這麼一句偈頌，「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這

一句並無意讚頌個如神主般的佛及其他均為同伴的佛菩薩，而實在是任何一位佛

菩薩皆可同時承擔兩種角色並頻繁地輪流交替為主或為伴，乍看下似乎是同時具

足雙重身份。 

為了避免馬上進入事事無礙法界的部分，讓我將話題轉回語言的具體形式。

當作者在翻譯清涼國師的《華嚴疏鈔》會本時，個人決定所有單位皆由複數形式

表達，除非唯有單數才能明確表達含意或某句經文直言道出三寶中的某一成員，

如佛陀或包含融入一切的一真法界。 

在某些英文單詞的大小寫上譯者也費了些心思。大寫的佛法（Dharma）指的

是佛陀的教誨，而小寫的佛法（dharma）代表的是種種世俗現象。同樣地，英文

的究竟法（Absolute），如所有現象源頭的法是大寫的，而與理事思想不一定有關

的絕對真理（absolute）則是小寫的。 

中文的句子往往是被動的，缺乏主體、客體、動詞或它們的組合。只要它不

違背原意上多種解釋的可能性，譯者都盡力將一被動性的句子轉換為主動性的句

子。措詞上的選擇涉及到的是下一段所討論的翻譯理論。有時候，整篇翻譯中的

某中文單詞皆翻成同一英文單詞；有時候因不同的前後關係，譯者用幾個同義詞

來表示原詞。個人通常會將我所用的單字記下來，因為清涼國師常以代詞頂替種

                                                 
6 Parker Po-Fei Huang,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e Art of Translation: Voices from the 

Field, ed. Rosanna Warren, 84-97,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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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人物、地點、概念和物體──有時是出於尊重，有時是因為他的簡寫為當代知

識份子所公認是理所當然的措詞。例如，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中他曾提

到遠公與苑公。英譯而言，兩位法師的稱謂乃同音，但清涼國師讚揚的實是淨土

高僧慧遠法師（334－416 CE）而引述的則是法藏法師的弟子慧苑（673?－?CE）

所註之偏差教義。也因如此，這譯本有諸類腳注。另一值得注意之處是國師的疏

鈔有科判的作用，因此文字結構上往往較生澀、不完整並有若干冒號。 

翻譯理論上的挑戰 

佛經中翻英至今尚無任何條理清晰的整體性翻譯理論。每次接觸這譯稿時，

個人面對的挑戰常是要權衡考量恰到好處的東西方翻譯理論，世俗或否。故而我

選擇參考研討由早期從事佛經梵本翻譯的高僧及熟悉翻譯聖典的西方非本質主義

理論家所提供的基本注意事項和準則。這種兼容並蓄的翻譯方式及本身的直覺在

譯者腦海中輾轉議論，時而達成共識，時而唇舌之戰欲罷不休。諸如此類的辯論

在我決定採取某種方式時或許會停止，即便如此，該決定也可能僅是短暫地。 

值得重視的乃是多數源於內亞洲的佛僧對譯經的觀察。即使他們並未發展任

何系統性的翻譯理論，他們善巧方便、因人施教的翻譯與華夏文明之博大精深文

化確實有如珠聯璧合。前人翻譯的大乘佛經也是當今中英譯者所譯，當然最明顯

的差異在於當時是梵轉漢而如今是漢轉英。大德們翻譯的成果顯然流露了他們於

形式及內容、保真度及理解度、出世及在世、歸化和異化等方面的掙扎。 

無論東方或西方，我對有意無意異化文本的直譯主張者皆一概不理。「中式英語」

並無抗衡中英雙語的意向或成熟度。對原文卑躬屈節至某程度時，本質翻譯家可能

會漠視原文和目標語言的歷史性或文化背景。一成不變的譯者會保留原有句子的結

構，但對每項單詞的忠誠和意於保存崇高無上聖法的誠意導致許多英文語法規則被

擯除排斥。遺憾的是，這往往是因為他們的中英文並非完全流利。例如，中文有許

多二字單辭或四字成語，任何對眾琳瑯滿目成語生疏的譯者可能會逐字直譯。諸類

英語翻譯有時不傷大雅，例如將「圓滿」翻譯為圓圓 “round” 和滿滿 “full”。但有

時英文的直譯不僅毫無意義還將原意一筆抹殺，例如將「天真」翻譯為真實的天 

“heavenly true”。猶如現代翻譯理論家朱志瑜所指出，因遵循順從「原文語法甚而直

譯諸字卻未意識到逐字翻譯導致其違背原意。在這兩種語言和文化相互競爭之中，

原文語法贏獲主導權，但於單詞層次上輸給了……〔目標〕文化。」7 

 

                                                 
7 Chu,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Buddhist Terminology”, 39. 

http://chinese.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517/when-are-and-and-other-brackets-used
http://repository.lib.polyu.edu.hk/jspui/handle/10397/4385/browse?type=author&order=ASC&rpp=20&value=Chu%2C+Chi-yu+%28%E6%9C%B1%E5%BF%97%E7%91%9C%29
http://chinese.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517/when-are-and-and-other-brackets-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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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人翻譯時，東方高僧的聲音，如道安法師，會盤桓於腦海中指出梵文和

中文之間的差異也適合用於中文和英文翻譯上。這兩種語言之間的區別包括它們

詞序上常是相反地，此外也形成對比的是風格上中文通常較含蓄模糊，而英文在

表達上必須精確和明確。 

早期佛經翻譯大師彥琮（557－610 CE）除了推動雙語的優勢外，還曾提供一

項匠心獨具、別出一格的指導方針，也就是佛經翻譯者必需修行。彥琮法師列出

的「八備」即是為了栽培凡夫俗子，令等訓練有素以至於譯經時不做出自私自利

的決策。宗教學教授大衛‧查普爾觀察入微，他指出，「佛法是為準備〔修行者〕

能自行詮釋的內在修養過程。」8事實如此，佛經翻譯者常被視為高僧或有所悟的

修行者。 

每當個人修行有所動搖，或是當我畏縮於意圖匿跡隱形的陰影下時，鳩摩羅

什法師（344－413 CE）和譯經大德似乎即以他那辯才無礙之聲作出提醒：翻譯的

重要性在於譯出精髓而非硬性地將原文逐字轉換成另一種語言。鳩摩羅什法師令

人佩服地五體投地，他有勇氣改善原文並時時將他的目標對象掛於眉梢。他弦律

詩韻式的翻譯顧慮到目標文化和語言以至於在中國可謂是家喻戶曉。 

《華嚴疏鈔》中有眾多中國古籍、釋道儒及各家宗派的參考資料、文獻引述

和專用術語。必然佛教在中國要有所進展要採用當代的形而上學思想來解釋某些

艱澀難懂的佛學概念，尤其是當中文並無相同的措詞或理念時。某些現代的評估

者歸咎早期譯者對術語的重要性忽視偏廢，聲稱這即是導致中國佛教改弦易辙的

因。9而個人認為，借用主流文化中的宗教哲學與教派術語在佛法初期遷移階段是

必經之路。當某宗教新來乍到，借用已流通的詞語是一種示善、歸納和教導的方

式；然而，當一教派逐漸成熟和不可避免地被馴化後，澄清專有名詞和概念將強

化該宗派。 

專業術語及它們是否應被歸化或異化等問題皆是翻譯經文的關鍵。於此，玄

奘法師的五種不翻10自然而然地提醒譯者要參照他列出的清單，細查單辭是否應以

音譯。在清涼國師的疏序一開始，他的頭銜「沙門」即必須音譯或以梵文代表，

                                                 
8 Donald S. Jr. Lopez, Buddhist Hermeneutics: A Conference Report, University of Hawai’i: Hawaii, 

1987. Vol. 37, No. 1 （Jan., 1987）, 71-83. 
9 Chu,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Buddhist Terminology”, 39. 
10 1. Secrets: Such as dharani 陀羅尼, Sanskrit ritual speech or incantations, including mantras. 2. 

Polysemy: Such as bhaga （as in The Bhagavad Gita） 薄伽, which means comfortable, flourishing, 

dignity, name, lucky, esteemed. 3. None in China: Such as Jambu tree 閻浮樹, which does not grow in 

China. 4. Deference to the past: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for anuttara-samyak-sambodhi having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as Anouputi 阿耨菩提. 5. To inspire respect and righteousness: Such as prajñā 般若 

instead of “wisdom” （智慧）.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CDUQFjAD&url=http%3A%2F%2Fidiom.wlps.kl.edu.tw%2Findex.php%3Fid%3D5699&ei=1Ci_VKKXE83SoATtvYLYCg&usg=AFQjCNEjq-bFOvXxHFy4NbKIJJzae_eQDQ&bvm=bv.83829542,d.c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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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英文中並無相當於佛教苦行僧的單字。 

道安法師、鳩摩羅什法師及玄奘法師提供的是語義翻譯規則，而西方翻譯理

論家洞悉獨到的見解──如尤金‧奈達提倡翻譯者、作者及讀者三方積極互動，

伊塔馬爾‧埃文-佐哈爾主張探討敏感度、歷史性、文化及其它語境問題，而勞倫

斯‧韋努提透徹觀察到譯者的（非）明顯度。 

西方翻譯理論與理想主義如冰炭相愛，因此要全面性地採用西方翻譯理論是

項挑戰。舉例而言，個人相當欣賞奈達應用於聖經翻譯的動態對等理論，但我也

認為參與者、語言、文字、背景、動機和理解藉著層見疊出的動態交互會衍變演

化。以下是本人所擬的參與者動態可能性圖解，在此設定的理想是某種覺悟或見

解： 

動態可能性理論 

在此的假設是原作者或講經者在某些程度上是開悟的，即使尚未達到佛果。

這些參與者之前的理解、動機、協同作用、歷史、文化背景和複雜因果報應都有

可能會影響其中一位或每一位。當然，個人認為止于至善的翻譯能令諸此一人或

多人更接近佛位。 

以奈達的理論而言，讀者是譯本適宜性的決定者，因此奈達的理論易促進非

自然的自然化翻譯。此外，以一佛經翻譯者而言，我對奈達的本質超然人類觀有

所忌諱，因為佛法認為眾生是不斷變化條件中的綜合體。雖然一切都有改變的可

能，有所超然的是與佛經交會而洞悉的經驗，這必須是應用翻譯理論而獲取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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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大局，埃文－佐哈爾提供了早期佛經翻譯歷史中所缺乏的微觀視角。聚

系統理論建議的是找出歷史性和同時性的模式，以便預期目標文化的文學現象。11

由於翻譯不是發生於文學真空之內的，翻譯不僅能反映目標語言的文學與文化，

還可以成為變革推動力。 

雖然我很佩服佐哈爾的倡導行動主義和韋努提所提議的「條件抗拒和改變，」

他們的掙扎奮鬥似乎錯失了改革之崇高處，如經典有激發源由內心的轉化作用。

雖然我同意於佛經翻譯過程中，某些張力點，如機構聲言，必須是可見的，甚或

是應抵制和改變的；然而韋努提所強調之譯者的可見度與「無我」這佛教理念相

互抵觸。「自我」這傳統語言上屬於真實的理解和應用概念，於瞭解究竟法時無濟

於事。佛經翻譯者嘗試於放棄視為實體的假「我」，尤其是將之錯認為極其重要的

主體。事實上，韋努提聲稱無形翻譯者操控駕御的是言語，以致於這一切等於幻

覺，而這正是佛經翻譯者對原文、目標語言、它們的語境甚至翻譯本身的看法。

在此所設的前提是動態性的，因為當虛幻的自我是知覺者、作家和翻譯家，一切

皆是虛幻的。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韋努提的宣言無法成立，因為如果翻譯者不

過是個幻覺，那麼被操縱的翻譯除了是錯覺外，還有其它可能性嗎？ 

詮釋學上的挑戰 

儘管事事虛無縹緲如海市蜃樓、過眼雲煙，當我們生病時，我們看醫生去。

註解家如清涼國師便是在開藥治病。要將中文佛經翻譯硬塞入西方詮釋學的框框

中是項挑戰，因為西方詮釋學要求的是將一固定的含義從易解一致的文本中搜刮

出來。不同的弊病需要不同的藥物，因此要判定清涼國師治療諸類病疾的唯一根

本處方是項挑戰。 

在建立《華嚴經》此大部經的連貫性，中國高僧清涼國師設定了詮釋學式的

構想來表達和解釋《華嚴經》。詮釋學式的兩大工具包括判教和科判。法藏法師研

發的五教十宗主要是以天台教義為基礎來歸併各宗之法。《華嚴經》各品是按章節

分組，如信解行證、五分和五周因果等。 

不時被認為是道安法師所創，詮釋學式的提綱能展露浮現文本的結構。我同

意哈馬爾所說： 

清涼國師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是代表複雜科判的精心制作之一，在詳

細研查後，國師賦予每段章文一條標題以連貫統一整部經。藉著對這些小

                                                 
11 賀學耘，《翻譯理論綜合案例教學：中西方譯學理論選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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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和文本的結構階層有所認知，讀者能輕而易舉地獲知經文的含義。畢

竟，如果研習者對部分段落缺乏正確的體認，對全文的領悟自然也匱乏不

足。科判等於是以新視野來閱讀和理解大乘佛經。這需要的是層出不窮的

經文解構和重構。對那些還未達到佛經中境界或對那些缺乏洞察這種世界

所必備之信心的眾生，科判能令他們不時感到讀經繁瑣冗長的聯篇累牘戛

然而止。它將文本四分五裂，以便藉著重構本文再次顯示各部分的相關處

和等級。它引入了與經文原有的神話層面所能共存的分析層面。12 

為了證實《華嚴經》的每一品皆是連貫一致地，華嚴眾註解強調此經所說時

的七處八／九會。為了證明《華嚴經》的章節順序並非偶然而是意義斐然的安排，

清涼國師於每品的開端引用了「『來意』這名詞，以介紹此品為何蒞臨某處某會。」
13隨著智儼法師與法藏法師的腳步，清涼國師試圖束住的意風是法界的定義，《華

嚴經》的核心概念。清涼國師更引入四法界的框架來提煉醇化華嚴學說。 

任何概念框架的價值皆有其極限。無論是四法界或基本上就是在尋找缺陷的

西方詮釋學，度眾生並不一定要與連貫性的常規或持續此類感知之系統暗合。因

此，華嚴法門越次超倫地避免了將二元性加入任何發現或遇到的非二元化情形、

解構籌略或空化解構中。 

英譯虛空之挑戰 

在清涼國師的四法界的最後法界，一含一切並入一切，一切含一並入一，一

含一並入一，一切含一切並入一切。如他於《華嚴法界玄鏡》中所述： 

若以十鏡為喻，一鏡為一，九鏡為多。謂初句云：一攝一切一入一切者，應云一

鏡攝九鏡，一鏡入九鏡。謂上一鏡為能攝，則九鏡為所攝，而所攝九鏡亦為能攝

故。上能攝之一鏡，卻入九鏡之中，云一鏡入九鏡。下三例然。第二句云一切攝

一一切入一者，應云九鏡攝一鏡，九鏡入一鏡。謂上九鏡為能攝，則一鏡是所攝，

以所攝一鏡亦為能攝故。上能攝之九鏡，卻入所攝一鏡中，云九鏡入一鏡。第三

句一攝一法一入一法者，應云一鏡攝一鏡一鏡入一鏡，謂第一一鏡攝第二一鏡，

第一一鏡亦入第二一鏡。第四句云，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者，應言十鏡各攝於

九鏡。十鏡皆入於九鏡，而所入所攝但云九鏡者，留一為攝入故。言有本云後二

句入在頭者，云一入一法一攝一法，一切入一切一切攝一切。14 

                                                 
12 Hamar, “Hermeneutical Methods”, 11. 
13 Ibid., 13-14. 
14 唐‧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卷 18，《大正藏》冊 45，頁 6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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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非目的論和非層次的相互依存網中，解構論領著讀者超越突破《華嚴疏

鈔》及其解釋的一切，「因為於這一書頁內，無外乎是全宇宙。」15 

諸形相皆是一體實相之印；你所遇到的一切［包括語言和書籍］皆是真實

的……「眾生」［傳統上所認知的真實］和「實相」［虛空的真實認知］其

實是一體的但有多種名稱。事實上動靜開隱從未曾存在。因為名稱不同，

它們互取互認、互隱互開；因為是一體的，它們互取互認並能隱蔽或開闡

對方。正因為互取互認有兩種真實性，常規與實相，矛盾蕩然無存。16 

因此，後現代解構主義僅能略窺一斑。以傳統語言表達諸此悖論需要重構其

文，但這並不代表二元化的加強而需要的是超然象外。如佛學家與教育家戴爾‧

瑞特所解釋，「在佛學思想範圍內，華嚴悖論的獨特之處即是將修行模式化，將正

式哲學悖論提到最高峰也是華嚴學發展的最高止境。」17《華嚴經》及其眾註解公

然出示矛盾且無意解決之。這十之八九是禪的影響，但同時華嚴「顯然是教義的

形式，因此有分析的空間。」18 

華嚴學說中的種種矛盾乃基於「事事無礙」及「究竟空為觀者顯現，諸事似

是而非地被視為周遍含容、重疊無礙並交互圆融。這種違反時間和空間」19常規順

序的悖論示例於此： 

眾生本性皆無，事事自性皆無，國土形相皆無──一切世界僅有言說而言

說無據可依。此外，依據不著言說。』因此悟道眾生深知萬法皆空、言語

常寂。佛法無增減──佛法與世間法無異，世間法與佛法相同，佛法和世

間法不合不分。20 

這種矛盾也顯示於詮釋學所尋求之獨具一格的含意和「空」中。於「佛認為

語言不足以表達他所發掘之生死真相」和「佛視語言為某種常規」的假設之間，

張力自形流露。21「究竟法的所有陳述必然都是矛盾的，因為在企圖表達時它們即

                                                 
15 David R. Loy, “Indra’s Postmodern Net, ” Buddhisms and Deconstructions, ed. Jin Y. Park（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64. 
16 Cleary, Entry into the Inconceivable, 105-6. 
17 Dale S. W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doxical Language in Hua-Yen Buddh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2.3 （1982）: 325-38, 326. 
18 Ibid. 
19 Ibid., 327. 
20 Cleary, Entry into the Inconceivable, 462. 
21 Jeff Humphries, Reading Emptiness: Buddhism and Literature（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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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月露風雲，不再是原意了。」22清涼國師洋洋灑灑的一段話和它扼要之意促成了

也客體化了真相，從而剝奪了它是究竟法的力量。 

《華嚴經》道：「即使一切眾生於一剎那證無上正等正覺，也同不證無上正等

正覺無異。何以故？無上道無相無無相。」23萬物無相──眾生和佛皆寂滅。24因

此此處翻譯的挑戰在於傳達含意，但也確知諸此涵義不過是一種投影。對本人而

言，翻譯這法門的修行包括認知在溝通含意時，我也將之具體化，從而扭曲了這

意思的究竟意義。然而，或許透過感應或直覺，翻譯者不時能「有所領悟或進入

邏輯或傳統意識無法抵達的境界。」25因此，具體意義和究竟法融為一體──事事

無礙，包括翻譯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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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衛林 

摘 要 

以「境」論詩於唐代詩壇中蔚為一時風尚，自中唐時詩僧皎然專以境說詩，嗣

後唐宋以來說詩者，往往便以佛教「境」的概念說明詩境建構與特徵等問題。唐宋

以境論詩諸家，除提出「取境」、「緣境」等構成詩境方法外，又提到與構成詩境有

關的「造境」概念。對於詩學上的「造境」觀念，現時學者或逕以佛教由心造境之

義詮釋；或以之等同王國維境界說內的「造境」概念。本文分別自詩學上及佛學上

追溯「造境」觀念涵義，並闡明唐宋詩學「造境」概念，不獨關乎佛教境界觀念，

更與天台宗中道實相及《華嚴經》內心造五陰等佛教思想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關鍵詞：造境、象忘、神遇、中道實相、言意之辨、象外之談、心如工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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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詩學上的以境論詩之說 

傳統詩學上多有以佛學上「境」的概念來討論詩歌創作者，而以「境」論詩的

創作主張，又可以向上追溯到中唐甚至盛唐時期。唐代專門以「境」論詩者，大抵

最早的是署名王昌齡的《詩格》，其中在詩學上所舉的「三境」之說，便是一套專

門以境論詩的創作主張： 

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為山

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於心，處身於境，視境於心，

瑩然掌中，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娛樂愁怨，皆張

於意，而處於身，然後馳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張之於意，而思之

於心，則得其真矣。1 

傳世《詩格》是否真屬王昌齡所作，論者雖有不同見解2，然而於中唐貞元二十年

（804）至元和元年（806）時赴中土的日僧空海，在〈書劉希夷集獻納表〉一文內

就曾提到： 

王昌齡《詩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於作者邊偶得此書，古詩格等雖有數

家，近代才子切愛此格。3  

從空海以上的說明當中，可知王昌齡確有《詩格》一卷傳世，而在空海所編撰《文

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中所錄疑為王昌齡所撰的「王氏論文」內4，亦有大量

以境論詩的文學創作主張可見，由此可證在中唐貞元至元和年間，5 這種以佛學上

「境」的概念來論創作的詩論實頗為盛行。 

 

                                                 
1 舊題王昌齡《詩格》卷中「詩有三境」條。據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6 年），頁 149。 
2 舊題王昌齡所作《詩格》，《四庫總目提要》已斥其偽託，故以往論者對此多有保留。然自羅根澤

先生提出偽中有真之說後，近日學者對此又重新評估。或以為《詩格》確為王昌齡所作，或以其真

偽雜糅，或以為實屬偽託。詳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四編第二章所述。 
3 轉引自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附錄一〈弘法大師詩

文選〉，頁 618。 
4 詳傅璇琮、李珍華〈談王昌齡的《詩格》〉，載《唐詩論學叢稿》（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 年）；

及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五章第三節，有關《文鏡秘府論》

南卷〈論文意〉中所錄「王氏論文」與王昌齡《詩格》關係論述。 
5 空海於〈書劉希夷集獻納表〉內自謂撰於弘仁二年（811），其時即唐代元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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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又有專門倡「取境」之說以論詩者，皎然於所著《詩式》「辯體有一十九

字」條內，便提出作詩要「取境」的創作觀念： 

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6 

在《詩式》卷一之內，更有專論「取境」的一條： 

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

得，此高手也。7 

除「取境」之說外，皎然又有作詩須「緣境」之說。《詩式》卷一內便提到有：「緣

境不盡曰情」8。在〈秋日遙和盧使君游何山寺宿湯上人房論涅槃經義〉一詩內，

皎然又提出：「詩情緣境發」9，都是在創作時要求「緣境」的一套作詩觀念。 

此外與皎然同時的權德輿，在〈左武衛冑曹許君集序〉一文中，亦提到作詩要

「意與境會」的主張： 

凡所賦詩，皆意與境會，疏導情性，含寫飛動，得之於靜，故所趣皆遠。10 

權德輿之外，學詩於皎然的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紀〉內，也有文學創作要「境

生於象外」的說法： 

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

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11 

以上所舉不過文壇上以境論詩之較著者，其餘如白居易在〈秋池二首〉其二中之：

「閒中得詩境，此境幽難說」12等一類泛以境說詩者，在盛唐至中唐之際文士間更

可謂比比皆是，故知以境論詩於中唐文壇已蔚為一時風尚。 

                                                 
6 皎然：《詩式》卷一「辯體有一十九字」。據李壯鷹《詩式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6 年），

頁 53。 
7 皎然：《詩式》卷一「取境」。出處同上，頁 30。 
8 皎然：《詩式》卷一「辯體有一十九字」。出處同上，頁 54。 
9 皎然：《杼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本，1992 年），卷 1，頁 7。 
10 《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5 冊，卷 490，頁 5002。 
11 見《劉賓客文集》卷十九〈董氏武陵集紀〉。據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上冊，頁 517。 
12 白居易：〈秋池二首〉之二。據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三冊，卷 22，頁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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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學上的造境之說 

如上所述中唐之際盛行以境論詩，《文鏡秘府論》所錄「王氏論文」，以至皎然、

權德輿、劉禹錫等人競以境論詩，諸家筆下對於詩境的說明，除了提出構成詩境方

法的「取境」、「緣境」等主張之外，同時又提到與構成詩境有關的「造境」觀念。

像呂溫在〈聯句詩序〉中論詩歌創作便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13的說法，此外

皎然在〈奉應顏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樂舞破陣畫洞庭三山歌〉一詩中，描述張

志和下筆時所詣境界，亦有「盼睞方知造境難，象忘神遇非筆端」14之說，同時都提

到創作時「造境」於筆下的問題。 

對於中唐以來詩境學說的闡述和分析，現時學者間的研究多著重在有關「取境」

與「緣境」等詩學觀念之上，相對而言對於詩學上的「造境」問題卻較少進一步加

以探討。對於「造境」一詞的解釋，不少學者就以為是指詩境的創造，中唐以來詩

境學說中所提到的「造境」概念，指的是心識的創造功能，詩人通過藝術想像從心

識中憑空創造出藝術形象來便是「造境」。15 以上這種對於詩學觀念上「造境」涵

義的簡單解釋，固然大有流於望文生義之嫌，故此以往就不乏學者從文學觀念上追

溯源出，希望可以具體說明「造境」概念。由於王國維的意境理論中曾明確提到「造

境」的問題，故此有學者便直接以王氏「造境」觀念解釋中唐詩境說中的「造境」

之說。16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內提出的是：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

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17 

雖然在王國維上述意境理論中直接提出了創作上的「造境」問題，然而王國維的意

境說本深受西方美學思想所影響18，既有別於中唐以來這種與佛教思想有極為密切

                                                 
13 呂溫：〈聯句詩序〉，《呂和叔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述古堂鈔本，

1936 年），卷 1，頁 9。 
14 皎然：《皎然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卷 7，頁 41。 
15 像周裕鍇在《中國禪宗與詩歌》內說明中唐意境理論的「造境」時，便指呂溫「造境」之說，皎

然「盼睞方知造境難，象忘神遇非筆端」等，都屬於在「萬境由心所生，心有造境功能」之下，「通

過藝術想像憑空創造出藝術形象來」的「造境」。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2 年），第 4 章，〈空靈的意境追求〉，頁 133。 
16 如陳良運便以王國維《人間詞話》內所提出的「造境」觀念，解釋皎然等人所提出的「造境」之

說。陳良運：《中國詩學批評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 章，〈標誌詩歌藝術走向

成熟的詩「境」說〉，頁 225。 
17 王國維撰，靳德峻箋證，蒲青補箋：《人間詞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3。 
18 黃保真於《中國文學理論史》內便指王國維「境界說」，尤其「造境」與「寫境」以「理想」與

「寫實」分的說法，「所據以立論的基礎是叔本華的美學。」黃保真等：《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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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詩境觀念19；而王國維意境理論內對於「境」或「境界」的界定，也與皎然

等人詩論中的觀念有根本上的分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內剖析意境問題時便曾

提到：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

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20 

就以上所見，王氏解釋文學創作上所謂「境」或「境界」一詞，同時包括外在景物

與人心中的喜怒哀樂，也就是不單指五識所緣境，同時又兼指意識所緣境，近於佛

家「境」所指六識所緣境界的觀念，然而王氏又進一步以「能寫真景物、真感情，

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來決定境界的有無，則「境」或「境界」的存在與

否，完全決定於詩人能否寫出所謂「真景物、真感情」，而非在於六識能否起見聞

等功能。王氏上述這種意境觀念既與佛教「境」的概念有所出入，而所謂「造境」

與「寫境」之說，亦與佛教一向所提倡的境由心現觀念未合──既然境無不由心所

造，則所謂「寫境」者，亦只不過是寫詩人心中所造之境而已，所以若從佛教思想

的角度來看，王氏「造境」與「寫境」的區分本來就有問題，王氏文學創作理論雖

標榜境界之說，然而在理解「境」的問題上與源出於佛學觀念的中唐詩境理論在本

質上有所分別，以此之故事實上無法以《人間詞話》內造境之說，來解釋中唐詩境

說中的「造境」觀念。 

正如上文所述，中唐時詩僧皎然等人所提倡的詩境說，本來就和佛教思想有著

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有學者便從佛教觀念去說明中唐詩境說的「造境」主張，以

佛教境由心造觀念解釋中唐以來詩學上的造境之說。雖然這種說法現時大多數學

者在說明詩境學說「造境」觀念時多會接受，然而問題是若然「造境」之境皆由心

所造的話，則同樣屬於中唐詩境學說內所提出構成詩境的「取境」或「緣境」所得

詩境，又是否都出於詩人心識所造？21如此一來傳統詩境學說內所提出的「造境」

                                                 
北京出版社，1991 年），第 5 冊，第 4 章，〈辛亥革命前後的文學理論〉，頁 282-295。 
19 關於中唐詩境說與佛教思想關係密切的問題，詳見拙文〈中唐以境論詩之說與佛教思想關係〉所

論述。載鄺健行編：《中國詩歌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1999 年），頁 353-354。 
20 同注 17，頁 7。 
21 現時就不少學者就以為「取境」與「緣境」同樣指一心對於詩歌意境的創造，像張少康、劉三富

等撰《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論皎然詩境說時，便指：「他所說的『取境』實際就是指詩歌意

境的創造。」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上卷，第 12 章，〈皎然、白居易與中唐詩歌理論的發展〉，頁 340-341。此外如羅宗強在《隋唐五代

文學思想史》內對「緣境」解釋時亦謂：「所謂『詩情緣境發』，是說境之造，乃為抒情。」羅宗強：

《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 5 章，〈轉折時期（代宗大曆中至德宗貞元中）文學思想（下）〉，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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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與「取境」和「緣境」兩者究竟又有何分別？22 

為明確將以上三種構成詩境的觀念區分，有學者便主張中唐詩學上「緣境」、

「取境」與「造境」三者的分別，在於「緣境」與「取境」是對外在景物的取捨與

觀照；而「造境」則是在心中憑空創造出藝術形像。23上述這種由外而內，從逐漸

向主觀心性靠攏的角度，由客觀外在景物依次至於主觀心識，去說明「造境」之別

於「取境」與「緣境」，從而闡明「造境」一詞涵義的做法，雖然似乎運用了佛學

境由心造的主張去解釋詩學上的「造境」概念，然而這種解釋從一開始經已與中唐

詩境說「境」的觀念有所牴觸，佛教主張境由識現，在萬法唯識的觀念下，任何境

都不過出於主觀心識變現而有。隋末唐初時吉藏在《大乘玄論》內早就指出： 

《唯識論》云：『唯識無境界』，明山河草木，皆是心想，心外無別法。24  

「山河草木，皆是心想」這種「唯識無境」觀念，對於中唐時以境論詩又深入了解

佛教思想的詩僧皎然等人來說又豈會不知？隋唐以來的佛教觀念中，一向都強調

「離識無境」及「境由心現」，窺基在《成唯識論述記》中就提出：「心、意、識所

緣，皆非離自性」25，及「第八心、第七意、餘六識所緣，皆自心為境。」26 正因

隋唐以來佛教思想中所稱的「境」，已成為專指關乎心識，甚至不過屬於心識所顯

現的一種心理現像，「境」但有內外之分，而無所謂主客之別，以為「造境」特色

在於強調主觀心性的創造作用，即是由心造境的說法，基本上與佛教對於「境」本

身「皆是心想」的觀念可說完全背道而馳。既然所有「境」皆出於一心，便根本不

存在向主觀心性靠攏的問題，判分為外在客觀物色與內在主觀心識情思，然後分別

安插「取境」、「緣境」及「造境」三種構成詩境的方式，由外而內地從客觀依次到

主觀的排列，從而說明「造境」是指主觀心識對詩境的創造這一解釋，恐怕不過出

於現代人內外主客對立觀念的想當然之見，隋唐時的佛教觀念對於「境」的解釋其

實並非如此，亦不足以此說明中唐以來詩學上「造境」觀念的涵義。 

                                                 
22 羅宗強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內便指「（皎然《詩式》）〈辨體〉中的『取境』指『造境』」，

又稱「〈辨體〉中論及的『取境』，則已指『造境』而言，指完整的詩境的創造。」羅宗強：《隋唐

五代文學思想史》，第 5 章，〈轉折時期（代宗大曆中至德宗貞元中）文學思想（下）〉，頁 181。 
23 周裕鍇在《中國禪宗與詩歌》內說明「造境」是「取境」的「進一步向主觀心性靠攏」時就提出：

「主體不僅可對眼前景物取捨、選擇，而且可以通過藝術想像憑空創造出藝術形象來。」周裕鍇：

《中國禪宗與詩歌》，第 4 章，〈空靈的意境追求〉，頁 133。 
24 吉藏：《大乘玄論》，載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

卷，第 1 冊，頁 366。 
25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載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第 2 卷，第 3 冊，頁 96。 
26 同上，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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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佛學觀念上的造境涵義 

從詞義上加以追溯的話，皎然、呂溫等人筆下所提出的「造境」一詞，與中唐

詩境說所提倡的「取境」、「緣境」等詩論術語，同屬隋唐以來在佛教文獻中所習見

的用語。隋代時天台宗的智顗在所撰《摩訶止觀》內解釋「圓頓止觀」思想時，便

提到「造境」的問題： 

圓頓者，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真實。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

無非中道。……純一實相，實相外更無別法。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

名「觀」。雖言初後，無二無別，是名「圓頓止觀」。27 

除智者大師之外，稍後淨影寺慧遠在《大乘義章》內，於解釋十二因緣的「取」支

一項時，亦提到「造境」一詞： 

已有思想追求前境，未能造境身行欲事，是時名「取」。28 

除此以外，初唐時李師政在〈內德論空有篇〉之內，也提及佛教思想中有關「造境」

的概念： 

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

識草。29  

至中唐之時，宗密在《圓覺經大疏》內論境智問題時，也提到有關「造境」的這一

概念： 

真智所造之境，非化身形相之依。30  

綜合以上各項在佛教文獻內的所提到有關「造境」問題的資料所見，可以對佛

教思想中的「造境」概念有以下兩方面的說明： 

一、首先從上述說明中可以清楚得知由心識而「造境」。李師政〈內德論空有

篇〉中「大乘以萬境為識造」的說明，便明確指出佛教思想中由識造境的以上這一

                                                 
27 智顗：《摩訶止觀》，載石峻等編：《中國佛教資料選編》，第 2 卷，第 1 冊，卷 1，頁 4。 
28 慧遠：《大乘義章》（《大正新脩大藏經》本），第 44 卷，諸宗部 1，卷 3 末，頁 549。 
29 道宣：《廣弘明集》（《佛藏要籍選刊》本），卷 14，頁 950。 
30 宗密疏：《大方廣圓覺經大疏》（金陵刻經處刊本），卷 3，頁 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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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另一方面從宗密《圓覺經大疏》「真智所造之境」的說明中，同時亦點出由

智造境的想法。宗密這種說法正與李師政所提出「萬境為識造」的觀點一致，同樣

點出心識有「造境」的功能。上述這種心識造境的觀念，在唐代佛教思想中甚為普

遍。傅奕於武德七年（624）上疏亟言佛法之害，李師政以上所論即用於駁斥傅奕

之說，其中所述概念當為其時較具代表性的佛教觀點，由此推論以上「萬境為識造」

的說法，當為其時所普遍認同的佛教觀念。事實上心識造萬境的這種概念，在佛教

思想中本來就極為普遍。原先在《華嚴經》中就有心識造萬境的說法，實叉難陀譯

《華嚴經》卷十九〈昇夜摩天宮品〉內便提到：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31 

便是借畫師為喻，說明世間一切諸法無不由心所造的道理。32 

二、其次是透過上述各項佛教文獻內的所提到有關「造境」的說明，可以進一

步確認「造境」涵義事實上有別於「緣境」與「取境」等概念。有關「緣境」概念

涵義，圓暉於《俱舍論頌疏》之內，在解釋「緣」一詞意義時便提出： 

「緣」謂攀緣。心、心所法名為「能緣」，境名「所緣」。33 

依圓暉解釋「緣」即「攀緣」，故此「緣境」就是指心識攀緣於境的意思。鳩摩羅

什在注《維摩詰經》「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一句時便指出： 

心有所屬，名為「攀緣」。攀緣取相，是妄動之始，病之根也。34  

另外僧肇在注《維摩詰經》內「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一句的時候也指出： 

所以攀緣，意存有取；所以有取，意存有得。35  

依據以上鳩摩羅什和僧肇的解釋可以知道，「攀緣」就是心意有所屬、有所取。準

                                                 
31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佛藏要籍選刊》本），卷 19，〈昇夜摩天宮品〉，頁 370。 
32 傳世漢譯《華嚴經》，除貞元四十卷本外，通行者有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六十卷本，及唐實叉難陀

譯八十卷本。因本文徵引部份，在內容上晉譯與唐譯完全一致，而唐譯本則遠較晉譯本文辭暢達，

為便解說及闡明問題，是以本文所引悉用唐譯本。 
33 圓暉：《俱舍論頌疏》（《大正新脩大藏經》本），第 41 卷，論疏部 2，卷 2，頁 828。 
34  鳩摩羅什、僧肇及竺道生等注：《注維摩詰所說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民國間刊本，

1990 年），卷 5，〈文殊師利問疾品〉，頁 108。 
35 同上，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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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論，則「攀緣」亦即「取」的意思。除此以外，僧肇在注《維摩詰經》「無取

是菩提，離攀援故」一句時同樣指出： 

情有所取，故攀於前緣。若離攀緣，則無所取。36  

自以上僧肇所注，更加可清晰說明「攀緣」與「取」兩者間的關係──如僧肇所稱

「情有所取」即為「攀緣」，離於攀緣「則無所取」。因為「情」字為「根」字舊譯，

故此依僧肇解釋，根有所取便是「攀緣」，根所取對像即為「境」，由此可知所謂「攀

緣於境」的「緣境」，不過亦即是佛學名相中的「取境」而已。 

至於慧遠在《大乘義章》內所提出，「取」為「已有思想追求前境，未能造境

身行欲事」的一段說明，亦可清楚地闡明「造境」之所以有別於「取境」或「緣境」

的問題。一方面是慧遠在《大乘義章》內這段說明「取」為「已有思想追求前境」，

所謂「已有思想追求」者，即鳩摩羅什注《維摩詰經》的「心有所屬，名為攀緣」

的「攀緣」而已。故此「已有思想追求前境」的「取」，其實也就是指攀緣於境的

「取境」。另一方面，從上述慧遠對「取」的這段說明之內，其中就明確指出「取

境」不過屬於「已有思想追求前境」的階段而已，而「取境」之「未能造境身行欲

事」的解釋，益可證明「取境」或「緣境」不但未能等同於「造境」，而且兩者之

間更有先後之別。 

四、中唐詩學觀念上的造境說涵義與具體要求 

如上所述「造境」一詞本屬隋唐以來佛教學上習用名相，到中唐前後「造境」

觀念於詩學上廣泛運用，以境論詩者往往用以說明詩境的建構，要考見「造境」一

詞於詩學理論上涵義與具體用法，相信就可從詩境說諸家論述當中直接推求。正如

以上提到，中唐時以境說詩者筆下直接提到「造境」一詞的，分別有呂溫和皎然。

呂溫在〈聯句詩序〉中關乎「造境」的說明可進一步徵引如下： 

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怳若有得；

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則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

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迭唱。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

象，造境皆會。亦猶眾壑合注，霈為大川；群山出雲，混成一氣。即宣五色，

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37 

                                                 
36 同上，卷 4，〈菩薩品〉，頁 78。 
37 呂溫：《呂和叔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卷 3，頁 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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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溫在以上〈聯句詩序〉內所述，謂與柳茂直等好友一同聯句賦詩，彼此所寫聯句

配合得渾然無間，至於「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的地步。從

上述「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的一段文字中，正說明了呂溫

認為詩歌創作過程中同時涉及了兩種詩境：其一為眾「象」所源出的風月煙雨等外

境；另一則為藉著「研情比象」後所得出的詩境。從「研情比象，造境皆會」的說

明亦可得悉，後者即為「造境」所獲得的詩境。結合前文對眾「象」的描述，則知

呂溫這段文字所闡述「造境」時「研情比象」所比合的「象」，正是風月煙雨等外

境在進入內心後在心上所了見的眾象。所謂「研情比象」而「造境」者，便是詩人

將這些心上了見的「象」加以組織安排，結合由種種外境所引發的情思，而於筆下

創造出詩境。 

在〈奉應顏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一詩中，皎然在

說明張志和畫藝時，即直接提到與詩境說有關的「造境」一詞，對如何才能「造境」

於筆下一事便有較具體的說明： 

道流跡異人共驚，寄向畫中觀道情，如何萬象自心出，而心澹然無所營？手

援毫，足蹈節，披縑灑墨稱麗絕。石文亂點急管催，雲態徐揮慢歌發。樂縱

酒酣狂更好，攢峰若雨縱橫掃。尺波澶漫意無涯，片嶺崚嶒勢將倒。盼睞方

知造境難，象忘神遇非筆端。昨日幽奇湖上見，今朝舒卷手中看。興餘輕拂

遠天色，曾向峰東海邊識。秋容暮景颯颯容，翻疑是真畫不得。顏公素高山

水意，常恨三山不可至。賞君狂畫忘遠遊，不出軒墀坐蒼翠。38 

皎然於以上一段文字中，在說明張志和能於筆下「造境」時，指出其「盼睞方知

造境難，象忘神遇非筆端」，明確地點出因張志和能夠達至「象忘神遇」的境界，

因而可以「造境」於筆下。皎然以上所提出「造境」時「象忘神遇非筆端」的說

法，所涉及的是傳統哲學上「言意之辨」問題。所謂「象忘」亦即「忘象」，其說

出自王弼。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內分析言意關係時，提出了以下的「忘象」

之說：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

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

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然則忘象者乃

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39 

                                                 
38 皎然：《皎然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卷 7，頁 40 下－41 上。 
39 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周易略例‧明象〉，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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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針對其時的「言意之辨」而提出了上述「忘象者乃得意者也」主張，指出要「得

意」的話，關鍵就在於「忘象」。 

言意之辨的另一重要論述是「象外之談」，三國時荀粲因反對《周易‧繫辭》

「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之說而提出： 

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40 

荀粲以為言與象所可盡的並非「理之微者」，提出言象之外更有深一層的「象外之

意，繫表之言」，其說可謂六朝以來玄學、佛學上盛言「象外之談」的先導。王弼

「忘象」之說與荀粲「象外」之談，兩者雖取捨有別，然而同樣都重視「得意」

問題，後世討論言意之辨，甚至哲學上探求言意以外的精微之意──也就是荀粲

所提出的「理之微者」時，往往便將兩者相提並論。中唐以境論詩諸人，便多有

吸納上述觀念以建構詩境學說，像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紀〉內論詩境問題時所

提出的： 

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

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41 

劉氏論詩為文章之蘊，正因其「精而寡和」與「微而難能」，故此必須一方面求之

於「義得而言喪」；另一方面又須「境生於象外」。所謂「義得而言喪」，正是王弼

要求「忘言」而「得象」，及「忘象」而「得意」，並在「得象」及「得意」後不

存其言與其象的主張。劉氏這一同時兼攝「忘象」與「象外」兩種概念的詩境理論，

正是皎然所提出於「象忘神遇」之下「造境」這一詩境理論的發揮。 

荀粲提出「象外」之說後，象外之談盛行於六朝玄學與佛學思辨之中，主張求

精微之理於象外者頗眾42，將象外之談自哲學思辨引入藝術理論當中的，大概始於

                                                 
頁 609。 
40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魏書‧荀彧傳》引《晉陽秋》所載，卷 10，第

2 冊，頁 319-320。 
41 劉禹錫撰，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19，〈董氏武

陵集紀〉，頁 517。 
42 除其時以「象外之談」見稱於世的竺道生之外，僧衛稱鳩摩羅什「撫玄節於希聲，暢微言於象外」

（《出三藏記集》卷九〈十住經含注序〉）；《肇論》內亦稱「涅槃之道」為「絕言象之徑」，求取涅

槃乃「窮微言之美，極象外之談。」（《肇論》〈涅槃無名論〉），可見求精微之道於象外者，經成一

時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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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宋時的宗炳。宗炳在所撰〈畫山水序〉內便提出： 

夫理絕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

之內。43
 

荀粲以為「蘊而不出」的「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到宗炳畫論中卻認為一切

「旨微於言象之外者」，都可以「意求」與「心取」。其後南齊時謝赫於《古畫品

錄》內便對這一說法進一步發揮： 

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

可謂微妙。44
 

宗炳以「心取」言象之外微旨的說法，本包括不取於形相之意，謝赫論畫進一步指

出若要求精粹微妙於象外，便不能「拘以體物」。這種離於形相以求精微於象外的

觀念，發揮的本來是六朝以來形神之辨內「神妙形粗」的觀念，45 劉禹錫論詩之精

微難能，要在「義得而言喪」與「境生於象外」求取詩境的說法，可謂秉承了六朝

以來這種求精微於象外的觀念。 

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紀〉內所提出「境生於象外」的這種離於形相而於心上

生成的詩境，亦即皎然「象忘神遇」所得的「造境」。從「造境」的透過「象忘」

而獲得詩境的要求中，可見詩境既然必須得之於擺落心上所得境象，亦即「造境」

所得的是物象之外更精微的另一種詩境，由此亦知劉禹錫所追求「境生於象外」的

精微詩境，便是皎然所稱的「造境」。 

依宗炳所論，「旨微於言象之外者」，都可藉著「心取」而得之。宗炳所稱可致

象外微旨的「心取」，到中唐詩境論中便成為了求取象外精微詩境的「造境」時的

「神遇」。宗炳在〈畫山水序〉內便提出： 

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

理得。46  

                                                 
43 宗炳：〈畫山水序〉，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 年），卷 6，頁 130。 
44 謝赫：《古畫品錄》，載吳孟復等編：《中國畫論》（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95 年），卷 1，頁

2。 
45 宗炳：〈明佛論〉，載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 1 卷，頁 233。原文云：「今神妙

形粗，而相與為用。」 
46 同注 43，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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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便是在「心取」之下，達到「應會感神」而「神超理得」的道理。在《明佛論》

內宗炳又提出「神」之所精能玄照萬象，全在於心物相接時能心用止息而已： 

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今以悟空息心，

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47 

宗炳在《明佛論》內所提出的這種因心用止而神明全，乃能目無全牛的說法，要求

忘象而以神照於物，亦即皎然在說明「造境」時所提到的「象忘神遇」而已。「神

遇」之說，其先見於《莊子‧養生主》之內：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砉然嚮然，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

窾，因其固然。48 

〈養生主〉內庖丁之不以目視，在「官知止而神欲行」之下的「神遇」，在《明佛論》

中便是宗炳以庖丁不見全牛之喻，說明須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以照物的「心

取」；亦即皎然在〈奉應顏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一詩內，

描述張志和樂縱酒酣之下，一心「澹然無所營」，卻能「手援毫，足蹈節，披縑灑墨

稱麗絕。石文亂點急管催，雲態徐揮慢歌發」，在莫不中音中造境於筆下的「神遇」。 

如〈養生主〉內所稱，「神遇」要求不但是「不以目視」，更要「官知止而神欲

行」，則「造境」與「取境」的差異更可由此確定。正因在「神遇」時一切感官都

放下不用，從佛教觀念看則是諸根無法緣境，故知「神遇」之際並無「取境」可言。

成玄英在疏〈養生主〉「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一句時就清楚地指出這點： 

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照，

豈用眼以取塵也！49 

成玄英指「率精神以會理」，亦即「神遇」之時要「推心靈以虛照」，所以「豈用眼以

取塵」。「塵」是「境」一詞的舊譯，是以「取塵」亦即「取境」。「神遇」時因要返照

於內而無法「取境」的這一特點，正見諸皎然對張志和在「象忘神遇」之下「造境」，

卻「而心澹然無所營」，「造境」時一心無所攀緣的描述之中。既然「神遇」之下要求

                                                 
47 同注 45，頁 232-233。 
48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養生主〉，卷 2 上，頁 117-119。 
49 同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下成玄英疏，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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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根不取境，則可以斷言由「象忘神遇」而得詩境的「造境」，定然有別於「取境」。 

另一方面，由〈養生主〉所述可知，「神遇」的最大特色就在於止息心識的一

切外緣，全憑其神與物相接。然而最重要的問題是既然諸根一時俱廢，又如何得以

在「象忘」以後，再由「神遇」而至於「造境」？甚至如皎然所稱如張志和一樣，

在「象忘神遇」之下令萬象自心而出，得以「造境」於筆下？在張志和本人筆下，

對這一從「象忘神遇」而抵於「造境」的具體經過就有頗為清楚的描述。張志和所

撰〈濤之靈〉一文內提到善畫鬼之術的吳生，即以此造境於筆下：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

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

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

久之寂然、豁然、儵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鬼虎鬼化，千巧萬拙，一生一

滅，來不可閼，貌不可竭。50 

篇中記述吳生之言，點出之所以能於筆下超詣，至於工侔造化的原因，不在於畫藝

而在「有道」，其道又在於「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

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儵然、恢然」，在從容於茶酒與更深夜闌時，由此「澄

神湛慮」而得以抵於「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境界，令一心「寂然、豁然、儵

然、恢然」，然後「詭怪鬼虎鬼化，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閼，貌不可竭」，由

此而萬象紛呈，得以寫千巧萬拙於筆下。張志和所描述這種在澄神湛慮下達到「喪

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在心中呈現萬象的泝像之道，正是皎然所描述張志和「樂

縱酒酣」之下「象忘神遇」，一心澹然無所營構而又能萬象自心出，從而寫藝境於

筆下的「造境」之法。 

五、詩學造境說與華嚴哲學思想 

上述這種得之於象忘神遇之下的「造境」之法，在道家來說為「心齋」之道。

《莊子‧人間世》在闡明「心齋」之道時，便有要求一心「虛而待物」的「徇耳目

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的說法，51 張志和〈濤之靈〉一文內在抵於「澄神

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然後得見「詭怪鬼虎鬼化，千巧萬拙」的描述，可

說便是對於《莊子》「心齋」之說的發揮。但若針對繪畫而言，皎然所述張志和的

這種在「象忘神遇」之下，以一心於筆下「造境」的說法，在佛教中就有更為直接

                                                 
50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載胡道靜等編：《道藏要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卷下，〈濤之靈〉，第 5 冊，頁 843。 
51 同注 48，〈人間世〉，卷 2 中，頁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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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上文所引《華嚴經》卷十九〈昇夜摩天宮品〉心造萬法的一段，其中對於

繪畫藝術中的因心造境過程，就有頗為具體的描述： 

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然不離於心，有

彩畫可得。彼心恒不住，無量難思議。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譬如工畫

師，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52 

《華嚴經》的這段長偈直接提到繪畫時「造境」的問題，其中提到「心中無彩畫」

而又「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正是皎然對張志和下筆時「如何萬象自心出，

而心澹然無所營」的刻劃；而「彼心恒不住，無量難思議。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

知」，亦與張志和所述吳生因「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而能寫出「詭

怪鬼虎鬼化，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閼，貌不可竭」之作的描述，有異曲同工

之妙。正如前文所述，佛教中「造境」的說法，本來就深受《華嚴經》這段畫師筆

下造一切色相的譬喻影響，皎然以畫師心中一無所營而生起萬象，說明如何在「象

忘神遇」之下「造境」，其說與《華嚴經》畫師譬喻所述在在都見一致。由此可見

皎然所用「造境」一詞，雖然分別涉及王弼「忘象」及《莊子》「神遇」等概念，

然而事實上並未脫離佛教思想中有關「造境」的觀念。 

另一方面，若從佛教觀念上追溯，隋唐以來佛學上「造境」的概念，也與上述《華

嚴經》內這段畫師筆下造一切色相的譬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像上文所提到智顗闡

述天台中道實相思想時，所提出的「初緣實相，造境即中」之說，實際上亦本於這一

觀念而有。智顗在《摩訶止觀》內解釋「圓頓止觀」思想時，提出「圓頓者，初緣實

相，造境即中，無不真實。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之後，在解說

這段時便進一步指出： 

祇觀根塵一念心起，心起即假。假名之心，為迷解本，謂四諦有無量相。三

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心如工畫師，造種種色，心構六道。53 

由以上智顗對「圓頓止觀」何以「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真實」的一段解說可

見，所依據的便正是以上所提到《華嚴經》內「心如工畫師，造種種色」54的譬喻，

以此闡明心造萬境，故「根塵一念心起，心起即假」的道理。所謂「根塵一念心起，

心起即假」者，下文對此闡述為： 

                                                 
52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佛藏要籍選刊》本），卷 19，〈昇夜摩天宮品〉，頁 370。 
53 同注 27，頁 19。 
54 智顗所用為晉譯本《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卷十〈菩薩說偈品〉原文為：「心如

工畫師，畫種種五陰」。蓋智顗用其意，故所稱引者與此稍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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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塵相對，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若根若塵並是法界，並是畢竟空，並

是如來藏，並是中道。55  

其中「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所指的其實即為緣境。在緣境之初一念心起即抵於中

道，所闡述的正是上文所提到「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的說法。由此可見智顗《摩

訶止觀》內「造境」之說，事實上正深受《華嚴經》內心如工畫師，於筆下造一切

色相的譬喻影響。 

正因一向以來藝術創作上有關因心造境的觀念，直接或間接都受到《華嚴

經》內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的觀念影響，故此這種深受華嚴哲學思想影響的

「造境」觀念，進入藝術創作範疇時，往往便出現在詩歌中對於繪畫藝術的描

述，像因以境論詩名世的詩僧皎然，在說明「造境」問題時，便在詩中著意描述

畫師如何以澹然無所營的一心，通過象忘神遇而造境於筆下。上述這種造境觀

念，唐宋間一直流傳於文士之間，比如於蘇軾詩歌創作當中，便不乏與皎然造境

之說相若的描述。蘇軾在〈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詩其一內，也有

這種造境於筆下的具體闡述： 

煩君紙上影，照我胸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澗谷紛

斕斑。我心空無物，斯文何足關。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56 

在這首作品之中，蘇軾點出呈現於筆下色彩繽紛斑斕多姿多采的藝術世界，原建基

於「我心空無物」之上，可見這正是皎然所稱張志和以「澹然無所營」的一心創生

萬象的造境說的發揮。除了在詩中發揮造境於畫家筆下之外，蘇軾在論詩歌創作時

亦有闡述這種造境之說，像在〈送參寥師〉一詩中便提到：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為逐吾輩，文字爭

蔚炳？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

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

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

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更

當請。57 

                                                 
55 同注 53，頁同。 
56 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31，〈書王定

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其一，頁 1639。 
57 同上，卷 17，〈送參寥師〉，頁 90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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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參寥師〉中，蘇軾便提出僧人以「百念已灰冷」與「無厭空且靜」之心，

既「頹然寄淡泊」，又「視身如丘井」，在禪心空寂之下，卻得以寫出「出語便清

警」的妙句，關鍵就在於以「無厭空且靜」之心，在空靜中得以納萬境於方寸之

間，然後詩中才能寫出「真巧非幻影」的妙語。蘇軾論詩歌創作須以百念灰冷如

古井無波之心，然後在心上照見萬象以寫出入妙詩句的藝術創作主張，若從理論

的本質來看，亦不過是深受華嚴哲學思想影響的「造境」觀念，在詩學理論上的

進一步發揮而已。 

六、總結 

本文先後自詩學上及佛學上闡述中唐以來詩境說中的「造境」觀念，分別從

語源上及哲學概念源出上，追溯「造境」一詞的具體涵義，並闡明中唐詩學內「造

境」概念，與《華嚴經》及天台宗等佛教思想間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從中唐以

境論詩諸家，如呂溫、皎然等人筆下所述，探求中唐詩學上的造境說，在詩歌創

作時的具體要求。從而說明中唐詩學觀念內的造境說，既本源於佛教的「造境」

觀念，又關乎道家以至玄學上的忘象及神遇觀念，並且涉及到六朝以來的言意之

辨等問題。並證明中唐詩境說諸家所提出的「造境」，並非指創造一般求之於耳聞

目睹的外境，而是指離於形相之後，於詩人心上所生成的至精至微的詩境，並進

一步指出，這種得之於象忘神遇之下的「造境」之法，事實上深受著華嚴哲學思

想中心造萬境的觀念所影響，而詩歌中所闡述的這種創生藝境的造境理論，又一

直流傳於唐宋詩學觀念當中。闡明詩學觀念中的造境之說，除了有助於理解唐宋

以來詩學中的「造境」概念外，對於探討，尤其有關詩境學說中造境觀念的源出；

以至辨明唐宋詩境觀念與王國維境界說之間的異同；甚至說明唐宋詩境觀念與六

朝玄學、隋唐佛學，甚至華嚴哲學思想之間的密切關係等問題，可說都有極為重

大的意義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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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返俗與修道之旅 

──《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行旅譬喻探義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周玟觀 

摘 要 

本文的旨趣是探討《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訪善知識以求道的故事譬喻

（Metaphor）意義。分別從語言、篇章與注疏詮釋者三個層面切入探討。 

善財童子參學的故事類近朝聖之旅（pilgrimage），朝聖之旅的文本或故事中，

修行者的求道歷程如同行旅者一樣，以俗世生活為離開的出發點，朝向神聖空間為

目的地、求道歷程中種種的身心遭遇則類似於行旅經驗與中途驛站。旅行與求道兩

者之間在文本中形成以旅行作為來源域（Source Domain），求道作為目標域（Target 

Domain）的「人生是旅行」譬喻結構，兩者之間有著概念對應（conceptual 

correspondence）的關係。《華嚴經‧入法界品》的善財童子不戀慕豐厚的俗世家財，

離開家園，來到莊嚴幢娑羅林中大塔廟處向文殊菩薩求法，故事的起點是一個典型

的朝聖之旅。然而，文本著墨極少，真正著墨處是會見聖者後，文殊菩薩指示其續

向南行。善財童子一路求訪善知識，遍學遍參。對象除了少數典型的佛教聖者，多

為俗世人物，善財童子的朝聖之旅似乎轉向了返俗之行。 

從朝聖到返俗，善財童子的修道行旅譬喻實有耐人玩味之處。古德已指出這其

中內含「歷位圓修」之義，近代學者對於善財童子的參訪善知識的義理也已多有闡

述發揮。因此，本文不從闡釋即聖即俗、行布即圓融的華嚴奧旨妙義入手，而是著

眼於「求訪善知識」的語言譬喻。藉由 Lakoff, G & Johnson, M 等認知語言學者提

出的譬喻語言學，指出這個文本奠基於「人生是行旅」的譬喻架構。然而，善財童

子的朝聖與返俗的並融模式，也使得單純以二域模式的解讀，有略嫌不足之處。因

此，本文進一步從 Fauconnier, G. & Turner, M.等學者提出的「多空間模式」（many-

space model），將善財童子朝聖之旅就二重「輸入空間」與「類屬空間」以及最終

形成的「融合空間」（blended space），作較細部的梳理，從而理解《華嚴經‧入法

界品》如何藉由善財童子的俗世參學之旅，形塑一種華嚴風格的修學典範。接續以

清涼澄觀法師的《華嚴疏鈔》為例，檢視融合空間運作機制，從其對整體旅程的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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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與局部旅程的表法釋義，了解解經者對於經文的解讀與詮釋特色。 

綜上所述，透過譬喻的分析方法，理解善財童子訪求善知識作為一個修道之旅

的故事，如何表達抽象的華嚴經教義理，以及後人如何理解與詮釋，在注疏的過程

中增加新的理解義涵。 

關鍵詞：《華嚴經》、善財童子、概念譬喻、心理空間、人生是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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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佔八十卷《華嚴經》四分之一篇幅的壓軸之品──〈入法界品〉，主要是一則

善財童子求法的故事。1善財童子從福城出發，至文殊宣講佛法所在的莊嚴幢娑羅

林，欲聞佛法，請求文殊菩薩開示「解脫門」、「菩提路」、「菩提道」。請示行者當

如何「學菩薩行」、「修菩薩行」、「趣菩薩行」、「行菩薩行」，乃至「成就」、「增廣」

與「圓滿」「解脫門」、「菩提道」。文殊菩薩觀察善財童子內因外緣後，卻答以已發

菩薩心者，若來問如何求「菩薩行」、欲成就一切智智，就應懷著「勿生疲懈」、「勿

生厭足」的心態，「決定求真善知識」2。文殊菩薩並無答以任何具體成就之道，而

是指示南行訪求樂勝國、妙峰山的德雲比丘問學，從此展開善財參訪善知識之旅，

此即後世耳熟能響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3故事。 

一則佛教經典中的故事，自然有其寓意，不論是字詞的，或是敘事成文的，古

德已藉注疏梳理故事中蘊含的華嚴教理；今人研究〈入法界品〉與善財童子故事，

亦已闡述其間的佛法義理。因此，一則求法故事蘊含華嚴教義已無可疑，然而，令

人好奇的，為何一則故事可以傳達、表露華嚴玄深奧妙的義理？以人類認知活動的

角度提問，為何一般的語言文字可以傳達「非共享經驗」（unshared experience）？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求道之旅，如何具體表意、清楚傳達華嚴經教中重重無盡、

圓融無礙等深奧理趣？經文的語句與篇章，如何傳達讓讀者產生對修學的理解、對

義理的了悟？基於如是的問題意識，本文的撰述目的，並非重述善財童子故事中的

義理，而是提出善財童子求法故事的語句與篇章何以可以表達抽象的華嚴經教義

理？而後世的解經者透過什麼方式，建立具體故事與抽象義理間的關連性？本文

欲回答此一問題，先藉 Lakoff, G &Johnson, M 等認知語言學者提出的譬喻語言學

                                                 
1 本文討論以漢語為主，故討論漢譯《華嚴經》文本。《華嚴經》文本的形成自六朝陸續傳譯，始譯

如《十地經》等為部份經文。完整經典有東晉佛馱跋陀羅譯的六十卷《華嚴經》與唐實實叉難陀譯

的八十卷《華嚴經》，後續〈入法界品〉的增補版本傳入，即唐般若譯的四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為《入法界品》的全譯本。本文顧及討論注疏時主要採用清涼澄

觀法師的注疏，故經文討論也以八十卷《華嚴經》為主。至於三個版本的《華嚴經．入法界品》在

譯文所使用的旅行譬喻是否不同，據筆者比對，整體的求法之旅的架構相近，至於細部譬喻的不同，

亦為一可探討之主題，然限於時力與篇幅，暫無法在本文處理，將另文探求。 
2 以上文句摘錄自《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332a-333c。 
3 「五十三參」成為後世成說，是從會數開合與會主數目的討論後漸自形成。自唐法藏提出會數開

合的討論，提出會數有三會、五十二會、五十五會、一百一十會、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會與十

方十方世界微塵數會；會主有五十四人、五十七人二重討論，參見《華嚴經探玄記》，T35, no.1733, 

p450c，後世注疏者陸續有相關討論。然而從流傳於世的圖像，如宋惟白禪師系統五十三參、元五

十三參圓木柱料浮雕、明華嚴海會善知識曼茶羅五十三參、明崇善寺善財五十三參乃至清代流傳明

孤雲居士繪五十三參，數目皆取「五十三」，可見後世以「五十三參」為成說。善財童子圖像流傳

研究參見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書畫藝術學刊》12，頁 37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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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分析此文本奠基於「人生是旅行」的譬喻架構。然而，「人生是旅行」之下

還可分析出「修學是旅程」的譬喻層次，若僅透過來源域與目標域的對應分析，仍

略嫌不足。因此，本文進一步從 Fauconnier, G. & Turner, M.等學者提出的「心理空

間理論」（Mental Space Theory）與「多空間模式」 （many-space model），將善財

童子朝聖之旅就二重「輸入空間」與「類屬空間」以及最終形成的「融合空間」

（blended space），作較細部的梳理。希望藉由分析譬喻的概念、架構與心理運作

中，有一新的理解方式與途徑。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以求佛道的故事，不論是語句中大量出現的旅行的概念

譬喻，或是篇章結構中以「旅行」中的起點、過程與終點作為基本的結構，都與「旅

行」概念有密切的關係。雖然在〈入法界品〉的經文中充滿了各種的譬喻，但「旅

行」譬喻作為其重要且核心的概念，應是無庸置疑的。故本文所討論的譬喻類型，

即以「旅行」譬喻作為主軸，進行語句、篇章與後人詮釋三個層次的分析，探討善

財童子的求法故事的敘事語言與結構為何可以表達出抽象的華嚴經教奧義？後世

的解經者如何將故事與義理兩者進行繫連，建其關聯性。 

二、語句層次的旅行譬喻 

（一）語句蘊含的旅行譬喻 

首先，例舉經文中出現與「旅行」譬喻相關的語句如下： 

菩薩應云何學菩薩行？應云何修菩薩行？應云何趣菩薩行？應云何行菩薩

行？4 

應云何令普賢行速得圓滿？5 

問菩薩行，修菩薩道。6 

修行普賢行，成滿諸大願。7 

已證一切菩薩忍，已入一切菩薩位，已蒙授與具足記，已遊一切菩薩境。8  

見諸眾生失正道，譬如生盲踐畏途，引其令入解脫城，此大導師之住處。見

                                                 
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333c。 
5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333c。 
6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333b。 
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333c。 
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4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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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眾生入魔網，生老病死常逼迫，令其解脫得慰安，此勇健人之住處。9  

不疲不懈，不厭不退，無斷無失，離諸迷惑，不生怯劣、惱悔之心，趣一切

智，入法界門，發廣大心，增長諸度，成就諸佛無上菩提，捨世間趣，入如

來地。10 

出家趣道場，示現佛境界。11 

若依傳統修辭學的譬喻界說，以上例句中只有「見諸眾生失正道，譬如生盲踐畏

途」，是明顯的譬喻，有完整的喻體、喻詞、喻依。但從當代認知譬喻語言學家的

理論考量，上述的例句幾乎全可以視為譬喻的表達。何以如此？簡言之，兩者的差

異在於他們評估語句的切入點不同，傳統修辭學從語言表達層面分析，認為譬喻的

運作是透過語言形式結構上的喻體、喻依與喻詞，依搭配表現的組合又有明喻、暗

喻、略喻借喻等區分12。認知語言學者則從認知層面進行剖析，主張譬喻是以「一

個經驗域的形態格局去理解並建構另一個截然不同經驗域的思維方式」。13兩域之

間以「映射」的方式產生連繫與對應關係，以一般人具體可知可感的概念範疇作為

來源域，映射到抽象不易感知的概念範疇作為目標域。學者以冰山為喻，巧妙的指

出兩派學者的差異處：「如果將譬喻性語言視為一座冰山，那麼修辭派注重的是其

露出水面的表象，有許多不相關聯的山頭、類別依形而定，所以分類繁細。而認知

派注重的則是冰山的水下部分，往往發水表分立的山頭在水下卻有共同的基底。」
14因此，行菩薩行，修菩薩道可以視為譬喻表達的原因，不是指取表面的相似，而

是有取於經驗的對應，概念的映射，是思維層面的理解關係。 

依認知語言學者從思維層面的理解，上述例句，皆可視為「譬喻」表達：「修

菩薩道，行菩薩道」中，「道路」是一般人容易感知的具體概念，映射到較抽象難

感知的菩薩修行歷程；動詞的「行」、「遊」、「捨」、「入」、「趣」則是以具體的身體

肉體經驗，映射到較抽象的修學作為或選擇。那麼「疲厭」「退轉」「精進」何以也

可以視為是「譬喻」？從語言表達層面的確就不易看出，但從思維概念層面則可以

理解，因為在人在一趟道路、路徑行走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積極前進或因困難萌

生退意，返轉不前的心態。因此，上述例句不僅都可以視為譬喻的表達，更可以說

                                                 
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424a。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401c。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404c。 
12 黃慶宣，《修辭學》。 
13 參見周世箴，《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中譯導讀》，頁 69。 
14 對於兩派學者是否絕對扞格，周世箴指出：「但若回到表達的層面，還是要借助表層的語言表達

式，此即修辭學所關注的層面。所以兩者並非全無交集，只是分析語言現象的著眼點不同」，參見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中譯導讀》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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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譬喻來源域都來自同一個「旅行」（Journey）的具體概念，而且是成系統對

應的整體關係。 

「旅行」作為一個具體的概念來源域成系統的跨域映射到一個較為抽象的佛

教修學歷程，其背後有兩個概念的運作是值得關注的，一是歸類於「結構譬喻」的

譬喻類型，一是「動態意象基模」。首先，說明旅行譬喻是「結構譬喻」的意義。

Lakoff & Johnson 將譬喻類型歸類為三種類型：方位譬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

本體譬喻（ontological metaphor）、結構譬喻（structural metaphor）。前兩者依於自

身肉體經驗的原初認知，結構譬喻則較強調原初概念基礎上的系統性對應。前兩類

奠定概念系統的基本面，語言的傳達溝通幾乎依賴著這些上下、進出、物體與實體

等身體經驗的基本概念。除此之外，第三類的「結構譬喻」在觀念、思想的溝通上

卻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15諸如「人生是旅行」、「思想是食物」、「爭辯是戰爭」等

結構譬喻，「結構映射」（structural mapping）的方式成系統的進行譬喻表達。無疑

的，這與人們本能的認知活動特質有關，我們習慣依賴具體、實際的概念，去理解

非眼見耳聞的，抽象的概念。所以華嚴經教的修學歷程，透過人人幾乎有共同感受、

共同具體的旅行經驗、歷程進行表述，則令閱聽者能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的旅行感受去理解華嚴經教所呈顯的「非共享經驗」，經文透過語言文字要達到「開

示悟入」佛知見的目的也就有可能達成。 

其次，說明旅行譬喻的「動覺意象基模」的意義。Lakoff 提出「動覺意象基模」

（Kinesthetic Image Schemes），意象基模作為一種「心象」（mental images）的呈現，

有別於感官感知的心智空間，與動覺有較大的關連，多數是人與環境互動而產生的

經驗結構，而有「容器」、「通道」、「中心－邊緣」與「源－路徑－目標」基模等類

型，與視覺不同，他們都來自於具有概括性、基本的「動覺本質」16。善財童子的旅

行譬喻可說是奠基於其中「源－路徑－目標」 （The SOURCE-PATH-GOAL Schema）

的動覺意象基模，在結構上，源是起點，目的地是終點，路徑則是從起點經過中途

點抵達終點；其基本邏輯則有著從起點到終點，必然要經歷中間不同的空間點，空

間的長度愈長則歷時愈久；譬喻的形式表達則可以是一則事件從開始發生（源），過

程（路徑）到最後狀態（目標/目的）。所以，《華嚴經》以善財童子求法的故事，在

語句上乃至後文所說的篇章結構中，與經教所要傳達的從初發心到最終等覺、妙覺

佛果佛法修學歷程，與動覺意象基模是相契合的。 

                                                 
15 周世箴比較三種類型的數量、內容與差別時指出：「單純肉體經驗的基本概念為數不少，往往僅

止於指涉與量化，在這些作用之外，結構譬喻卻使我們能用一個建構性高的，清楚描繪的概念去建

構另一個概念。」見氏著《語言學與詩歌詮釋》第四章〈當代認知譬喻觀點〉，頁 99-108。 
16 “Mental imagery, as we pointed out above, is not merely visual. And image schemas are kinesthetic in 

nature, that is, they have to do with the sense of spatial locations, movement, shape, etc.”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p4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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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從「結構譬喻」與「動覺意象基模」的角度，說明了旅行為什麼在

善財童子的故事文本中，成為重要而且核心的譬喻概念，也是本文選擇以「旅行」

譬喻作為主要討論對象的主因。了解旅行譬喻在文本中成立的主要原因後，下文要

進一步說明此一「人生是旅行」、「修學是旅行」的層級關係。 

（二）旅行譬喻的三個層級映射關係 

譬喻映射具有層級性，「修學是旅行」可以視作繼承「事件」與「人生是旅行」

兩個「高層映射」（’higher’ mappings）的「低層映射」（’lower’mapping）, 三者形

成具有層級結構的組成。17 

層級 結構譬喻 來源域 目標域 譬域概念 

第一層 事件結構譬喻 空間 

地點（有界空間） 

空間運轉（進出） 

目的地 

行動的障礙 

旅行 

事件 

狀況 

變化 

目的 

困難 

長期有目標的

活動 

事件發生 

狀況是地點 

變化是移動 

目的是目的地 

困難是行動的障礙 

長期有目標的活動是

旅行 

第二層 人生是旅行 空間中的旅行 

起點 

終點 

障礙物 

前進後退 

人生 

出生 

死亡 

困阨 

方向 

人生是空間的旅行 

出生是起點 

死亡是終點 

困阨是障礙物 

方向是進退 

第三層 修學是旅行 旅行者（善財） 

終點（目的） 

歷程 

旅伴 

障礙物 

 

精進退轉休息

（前進方向） 

交通工具 

修行人 

成就佛道 

行菩薩道 

善知識 

困難 

 

修學心態 

 

修學內容 

修行者是旅人 

成佛是終點 

修學菩薩是行路歷程 

善知識是友 

修學歷程中的困難是

障礙物 

修學心態如同旅程中

的前進、後退、停止 

修學內容如同交通工

具 

三個層級的關係，人生是事件的特殊情形；修學是人生的特殊情形，因此下層結構

常常繼承上層結構的映射意義。如修學是旅行中，修學者就如同旅行者一樣，以旅

行者映射修學之人；修學的歷程與心態，喻同旅行的行進方向，有前進、後退或是

休息，因此有「精進」、「退轉」與「休息」之語言表達。 

                                                 
17 Lakoff 在其論文中所舉的例子是以「事件結構」、「有目標的人生是旅行」與「戀愛是旅行」為

例，指出其具有三個層次結構的譬喻。參 Lakoff, 1993 p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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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層級的特色，以及與其他語言文化的關係，據學者研究指出，較高層級的

譬喻映射較為廣泛，常常橫跨不同的國度與文化，都可以看到類近的譬喻結構；較

低層級的譬喻映射較具個別文化性，受到文化限制也較大。18因此在人生是旅行下，

還有人生各種事件而衍生的個別事件的譬喻，如戰爭是旅行，愛情是旅行等。因此，

如果把善財童子的故事置於此譬喻結構來看，其上兩層的事件結構與人生是旅行

的結構，可以讓我們辨識它可以作為一則朝聖、求道之旅的人生事件與故事。至於

最下層的「修學是旅行」的層級結構，其中譬喻與映射的內容則可展現其華嚴修學

特色。換言之，想了解善財童子故事為何具有華嚴特色，必須藉由「修學是旅行」

一層級結構，這些獨特的譬喻可能是基於「人生是旅行」中所使用的譬喻，但在譬

喻的使用與映射中卻有其獨特之處。19 

三、篇章層次的旅行譬喻 

從語句層次的分析，可知善財童子的文本具有「修學是旅行」的結構譬喻。具

體的旅行經驗，映射出抽象的佛法修學概念，讓淺近的譬喻性語言可以傳達「非共

享經驗」的修學概念。至此，約莫可以說已經解釋善財童子的故事為何可以傳達的

華嚴教理。然而，讀者仍有可能繼續產生一個疑問：所有相同或類近的旅行結構譬

喻詞彙、語句的文本，都傳達同一個篇章義旨嗎？以譬喻理論應用於文本分析的學

                                                 
18 Lakoff , 1993, p224. 
19 為什麼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較低層級受到文化因素影響較大，可能同樣使用「人生是旅行」的

譬喻，但是如何更進一步的分析，否則容易見樹而不見林。如鄭艷霞（2012），〈「人生」概念隱喻

的英漢對比研究〉，頁 68-72。作者比較了現代漢語與英語「人生」概念的「概念譬喻」，指出 LIFE 

IS A JOURNET 的概念譬喻同樣出現於英漢語，並指出兩者的差異：英文中將人的一生看作三次旅

行的過程，第一次是的人的出生作為結束母體內的旅行，第二次是人生活在世上的時期，第三次是

人死後開始第三次的旅行。LIFE 所指著重於人生--人的一生，以 life 作為目標域，journey 作為來

源域，將旅行的範疇結構投射到抽象範疇上，而產了一系列的本體對應關係，如旅程—人生，旅行

者—人，起點—出生、障礙—困難、十字路口—選擇，目的—人生目標，終點—死亡等。譬喻的表

達如 He got a head start in life. He 's without direction in his life. I'm at a crossroads in my life. 漢語和

英文一樣，通過「旅行」來概念化「人生」。作者強調漢語較強調「生活」之義，對應為英文 LIFE

中的第二段旅行，譬喻表達如人生畢竟是充滿冒險的，你將永遠不知道前方等待你的是荊棘小徑或

是寬闊大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很大一部份人奔著自己的現狀生活筆直朝前走；有小部分朝

左或者右走，走上了其他的行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為了自己最初的夢想，轉過圈回過頭來向

後走。人生的十字路口，你選擇怎樣走？回頭重新走，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回頭的路值得你這樣做

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該怎麼走？作者最後比較英漢對於人生概念的異同，指出兩者雖同樣有人

生是旅行的譬喻，但存在著細微差別，其說：「英語國家由於信仰的緣故，認為人死後是上天堂，

即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的旅行，而我們漢語則不同，所謂的落葉歸根，入土為安，均表明人死了就

意味著人生的結束，所以盡管源域相同，但內涵卻不盡相同。」作者指出漢語人生是旅行多只現世

一生一期生命，故有落土為安之說，以此作為英漢語的譬喻差異，似乎未考量到同一語言圈，有不

同的宗教與文化思維。從三個層級的概念來看，往更底層層級進行比較與討論，似更能比較出譬喻

語言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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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先指出「語境」的必要性，並嘗試進一步以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等人提出的「融合」、「概念融合」（conceptual blending）、「心理空間」（Mental Space）

（或譯作「心智空間」）提出的「心理空間」理論，20對傳統經典進行分析，21

其成果實有可取。因此，本文分析善財童子故事的語句層面後，嘗試繼續檢視分析

其篇章層面的旅行隱喻，希望對於善財童子故事背後的旅行譬喻有更深入的梳理。 

本節，首先以善財童子向文殊菩薩求法時所述的偈頌為例，透過「心理空間」

理論說明善財求法心態—離世道、求向解脫道，並說明此解脫思維具有普遍性；其

次，從文殊菩薩指示南行，遍參俗世善知識，最後再回到文殊彌勒與普賢菩薩聖者

所在的全篇結構，討論其中「朝聖返俗」的特殊性及其意義 。 

（一）善財童子的朝聖者心理空間 

〈入法界品〉中，文殊菩薩向福城來的善財童子與諸大眾說法，「即於其處，

復為眾生隨宜說法，然後而去」，善財童子聽聞文殊菩薩所說「佛如是種種功德，

一心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文殊師利」而有一段偈語。偈語依其語義暫分為

兩段，前四偈偈語描述自己身處「邪道」的景況，其偈曰： 

三有為城廓，憍慢為垣牆，諸趣為門戶，愛水為池塹。 

愚癡闇所覆，貪恚火熾然，魔王作君主，童蒙依止住。 

貪愛為徽纏，諂誑為轡勒，疑惑蔽其眼，趣入諸邪道。 

慳嫉憍盈故，入於三惡處，或墮諸趣中，生老病死苦。 

這一段偈語，除了運用「人生是旅行」的譬喻，也加入了「人生是建築物」的譬喻，

用以反映善財童子對於自己所處人生境界的看法。 

後有三十偈，則讚頌文殊德性，願求開示「佛道」， 

妙智清淨日，大悲圓滿輪，能竭煩惱海，願賜少觀察！ 

妙智清淨月，大慈無垢輪，一切悉施安，願垂照察我！ 

一切法界王，法寶為先導，遊空無所礙，願垂教敕我！ 

                                                 
20 Fauconnier, Gilles 等人的理論，參考 Fauconnier, Gilles. (1994) Mental spaces :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與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  
21 語言學者張榮興指出「語境」和「意義」的密切關係，指出「某個語言形式的意義和語境的關係，

正如 90 這個數字在不同的語境下會有不同的意義。參考氏著（2008）：〈篇章中的攝取角度〉，《華

語文教學研究》5.2，頁 47-67。  



532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福智大商主，勇猛求菩提，普利諸群生，願垂守護我！ 

身被忍辱甲，手提智慧劍，自在降魔軍，願垂拔濟我！ 

住法須彌頂，定女常恭侍，滅惑阿脩羅，帝釋願觀我！ 

三有凡愚宅，惑業地趣因；仁者悉調伏，如燈示我道！ 

捨離諸惡趣，清淨諸善道；超諸世間者，示我解脫門！ 

世間顛倒執，常樂我淨想；智眼悉能離，開我解脫門！ 

善知邪正道，分別心無怯；一切決了人，示我菩提路！ 

住佛正見地，長佛功德樹，雨佛妙法華，示我菩提道！ 

去來現在佛，處處悉周遍，如日出世間，為我說其道！ 

善知一切業，深達諸乘行；智慧決定人，示我摩訶衍！ 

願輪大悲轂，信軸堅忍鎋，功德寶莊校，令我載此乘！ 

總持廣大箱，慈愍莊嚴蓋，辯才鈴震響，使我載此乘！ 

梵行為茵蓐，三昧為采女，法鼓震妙音，願與我此乘！ 

四攝無盡藏，功德莊嚴寶，慚愧為羈鞅，願與我此乘！ 

常轉布施輪，恒塗淨戒香，忍辱牢莊嚴，令我載此乘！ 

禪定三昧箱，智慧方便軛，調伏不退轉，令我載此乘！ 

大願清淨輪，總持堅固力，智慧所成就，令我載此乘！ 

普行為周校，悲心作徐轉，所向皆無怯，令我載此乘！ 

堅固如金剛，善巧如幻化，一切無障礙，令我載此乘！ 

廣大極清淨，普與眾生樂，虛空法界等，令我載此乘！ 

淨諸業惑輪，斷諸流轉苦，摧魔及外道，令我載此乘！ 

智慧滿十方，莊嚴遍法界，普洽眾生類，令我載此乘！ 

清淨如虛空，愛見悉除滅，利益一切眾，令我載此乘！ 

願力速疾行，定心安隱住，普運諸含識，令我載此乘！ 

如地不傾動，如水普饒益，如是運眾生，令我載此乘！ 

四攝圓滿輪，總持清淨光；如是智慧日，願示我令見！ 

已入法王城，已著智王冠。已繫妙法繒，願能慈顧我！22 

這段偈語傳達善財童子作為求道者的，對於文殊菩薩所行菩薩道、佛道的仰慕渴望，

除了「人生是旅行」、「人生是建築物」外，還具有「修學是戰爭」的概念譬喻。從

「人生是旅行」、「人生是建築物」概念譬喻的對比，可以明顯表示善財童子對於兩

種人生的評價。但整體篇章的旨趣應不是只有評價兩種人生，而還有去彼就此的選

擇意向。這在概念譬喻的語句層次不易看出，但從篇章結構形成的語境，是可以作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332c-033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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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以下，藉用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等人提出的「心理

空間」與「概念融合」等理論分析此篇偈語的意義。 

Fauconnier 等學者界定認知組成的單位並不是前述的兩個「域」（來源域與目

標域）23，而是「心理空間」，譬喻的運作形成新的融合空間，也產生了新的語義，

基本的心理空間融合運作基本框架圖示如下： 

圖：融合空間基本框架運作圖示24 

輸入空間 1（ Input spaceⅠ）與輸入空間 2 （Input space Ⅱ）類近來源域與目標

域，但更強調他們是心理空間的概念，語意項之間不只是定向的來源域向目標域

映射關係，而是「多向性」的運作模式，可以有雙向、多項的投射關係。類屬空

間（generic space）則是摘要兩個輸入空間的共同特徵，提取兩個輸入空間的共同

特徵作綱要式的組織結構，最後融合出一個具有新結構的融合心理空間（blended 

space）。在善財童子的前半段偈語中，以旅行譬喻而言，「貪愛為徽纏，諂誑為轡

勒，疑惑蔽其眼，趣入諸邪道」等語，開啟了「旅行」的認知框架，即輸入空間

1，以旅行所乘的交通工具與道路作為具體隱喻來源，雖然只有交通工具與道路，

但是可以誘導出其他的語意成分，如旅行者以及最初兩句以建築為喻的偈語：「三

有為城廓，憍慢為垣牆，諸趣為門戶，愛水為池塹」則可結合進來成為旅行所經

歷的建築物，指旅行者所處的空間。輸入空間 2，則是善財童子的心理空間，有

                                                 
23 相對於 Lakoff 與 Johnson 的「概念譬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簡稱 CMT）理論框架，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提出的「融合」、「概念融合」（簡稱 BT）則成為另一套理論框架。

兩者互有同異，相關異同比較的討論參見周世箴，《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中譯導讀》頁 89-91。 
24 圖示參考 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2008) Figure 3.6 THE BASIC DIAGRAM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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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所在空間（三有、諸趣）與行為作為（貪愛、諂誑）等語意項，並誘發出原

文中沒有出現的主事者──善財童子。這兩個不同的空間，因為有共同特徵（事

件主角與心態行為）而可以作跨空間的互相映射（cross-space mapping），兩個輸

入空間融合後產生了新的融合空間，也有新的結構產生25。這兩個不同的心理空

間具有事件主角在特定空間從事行為的共同結構，為其類屬空間。當兩個輸入空

間語項進行映射後，並加入了其他語意項，如具有價值判斷的「邪」、「惡」等語

項，最後產生具有新結構的融合空間，即有新的涵義產生：善財童子好像旅行的

人，因為貪愛、諂誑、慳嫉憍盈等心態行為，如同乘坐交通工具，通往生老病死

苦錯誤而痛苦的六道輪迴中。從融合心理空間的語義分析，可以得出這四句偈語

善財童子向文殊求法時，所要表明自己何以要求法，即是因為處於痛苦的生命狀

況中。 

相對而言，後面三十偈，依此分析的分法，輸入空間 1 有旅行者及相關旅行

概念（交通工具、建築物為旅行所經過、前往的空間處所），輸入空間 2 有修道者

（實指文殊菩薩）與其修行行為，兩個不同的心理空間同樣是具有事件主角在特

定空間從事行為的共同特徵，作為類屬空間。輸入空間 1、2 在有共同特徵的結

構關係下，進行跨空間的互相映射，並加入了其他文本中的語意項，如具有價值

判斷的「邪正」、具有教學意義的「開」「示」等語項，最後融合產生具有新結構

的融合空間，表達的意義為善財童子稱讚、讚揚文殊菩薩修行智慧如同交通工具，

大悲如同圓滿輪、大慈如同無垢輪，可以普利群生，善財童子從而生起求法好樂

之心，希望菩薩能「開我解脫門」、「示我菩提道」，開示佛法如何修學，如同指導

引領他前往新的道路與方向。 

從「心理空間」的分析，可以看出同樣以「旅行」作為譬喻來源域，人生、

修學作為目標域，但透過檢視心理融合運作機制，卻可得知篇章語義如何產生，

更明白善財求法這一段偈語的內容要義。再將兩段偈語合併對比，有一個方向選

擇的動詞語意項──「趣」、「住」、「離」傳達了重要的語義，從而有一個結合兩

段偈語的新語義產生，其圖示如下表： 

 

 

                                                 
25  新結構產生的方法有組成、完成與執行擴展三個相互關聯的方法組成。組成是指把不同輸入空

間可產生新關係的成分一起投射到新空間；完成是指背景框架、認知及文化模式的知識，容許組合

成份從輸入空間投射到融合空間而成為一個擁有自身邏輯的結構系統；執行與擴展指人們根據融

合結構自身的邏輯，對新結構進行獨立的認知操作。參考張榮興（201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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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空間 1 輸入空間 2 類屬空間 融合空間 

旅行者 

交通工具 

建築物 

行進方向

（離、趣、

住）行為、作

為 

修道者 

世間/出世間 

生命形態的選擇 

 

事件主角 

行為 

環境 

方向的選擇535 

 

善財童子不滿於自己

的生命情況如同走錯

了邪道，希望能區分

邪正道的文殊菩薩能

開示正確的道路如同

正確的修行方法引領

他離開世間前往成就

佛道之路。 

融合空間產生的新語義是善財童子不滿於自己的生命情況如同走錯了邪道，希望

能區分邪正道的文殊菩薩所有開示，指示其正確的道路如同正確的修行方法，能引

領他離開世間前往成就佛道之路。 

善財童子不戀慕豐厚的俗世家財，離開家園，來到婆羅林向文殊菩薩求法。透

過最初這段偈語的心理空間分析，可知善財童子的求道之旅的目標，就是離開俗世

生活，前往神聖的聖者空間，這是典型的宗教朝聖之旅（pilgrimage）。宗教朝聖之

旅指修行者的求道歷程如同行旅者一樣，有從俗世生活離開的出發點，有神聖空間

的目的地、還有求道歷程中種種的身心遭遇類似於行旅經驗與中途驛站。善財童子

最初向文殊問道的心理，反映出一個普遍的朝聖心理，從心理空間融合出的語義可

以由下表表示。 

輸入空間 1 輸入空間 2 類屬空間 融合空間 

起點 

路徑 

目的地 

出家（世俗空間） 

修學、求道歷程 

道場（神聖空間） 

從某一空間離開前

往某一空間作為旅

程的目的地。 

求道者從某地出發，如

同修學求道的開始，中

間經歷種種的地點，如

同修行的歷程，最後抵

達目的地，即完成修學

目標。 

善財童子表白心跡的偈語，對文殊菩薩的表白求道心意的內容26來看，善財

希望文殊菩薩能完整的告知其應如何修學、趣入，乃至修學增廣與速得圓滿。於

此，或可推測善財童子的最初的心理是希望從福城（世俗空間）來到文殊道場（神

                                                 
26 善財對文殊菩薩表白求道的經文作：「唯願聖者廣為我說，菩薩應云何學菩薩行？應云何修菩薩

行？應云何趣菩薩行？應云何行菩薩行？應云何淨菩薩行？應云何入菩薩行？應云何成就菩薩

行？應云何隨順菩薩行？應云何憶念菩薩行？應云何增廣菩薩行？應云何令普賢行速得圓滿？」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33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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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空間）即可完成、圓滿得道的修學歷程。 

（二）文殊菩薩展示的心理空間 

朝聖之旅的譬喻中，以空間地點代表由俗轉聖的修學方向與目標，善財偈語中

「三有凡愚宅」為「俗世空間」，「清淨法王城」為「神聖空間」，在善財的心理空

間，投射出的文殊是「已入法王城」之人，所以希望藉由問學也能達到自己由俗轉

聖的朝聖目的。然而，文殊卻回答：「若欲成就一切智智，應決定求真善知識。善

男子！求善知識勿生疲懈，見善知識勿生厭足，於善知識所有教誨皆應隨順，於善

知識善巧方便勿見過失。」27並指示其南行： 

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為：勝樂；其國有山，名曰：妙峯；於彼山

中，有一比丘，名曰：德雲。汝可往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菩薩云何修菩

薩行？乃至菩薩云何於普賢行疾得圓滿？德雲比丘當為汝說。28 

德雲比丘為其說「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後，又示其南行訪海雲比丘問

如何學修菩薩行、修菩薩道，此一路訪求，遍學遍參的對象，除了中間觀自在菩薩、

正趣菩薩與最後三位彌勒菩薩、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可說是已證道的聖者外，論其

身份多為俗世人物：如國王、仙人、神祗（天神、地神、夜神）、童子童女、船師

醫生等俗世職業或是正在俗世修行的比丘。換言之，文殊指示的南行之旅，讓善財

童子的朝聖（神聖空間）之旅似乎轉向了返俗（世俗空間）之行。 

令人好奇的是明明處於世俗空間的俗世人物，為何可以成為參學的對象，為何

全都成為華嚴修學的聖者？在〈入法界品〉本會時文殊菩薩有一段話語說： 

佛子！此逝多林一切菩薩，為欲成熟諸眾生故，或時現處種種嚴飾諸宮殿中，

或時示現住自樓閣寶師子座，道場眾會所共圍遶，周遍十方皆令得見，然亦

不離此逝多林如來之所。佛子！此諸菩薩，或時示現無量化身雲，或現其身

獨一無侶。所謂：或現沙門身，或現婆羅門身，或現苦行身，或現充盛身，

或現醫王身，或現商主身，或現淨命身，或現妓樂身，或現奉事諸天身，或

現工巧技術身。往詣一切村營城邑、王都聚落、諸眾生所，隨其所應，以種

種形相、種種威儀、種種音聲、種種言論、種種住處，於一切世間猶如帝網

行菩薩行。或說一切世間工巧事業，或說一切智慧照世明燈，或說一切眾生

業力所莊嚴，或說十方國土建立諸乘位，或說智燈所照一切法境界，教化成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334a。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3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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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切眾生，而亦不離此逝多林如來之所。29 

此為文殊菩薩解釋來此逝多林聞法的諸菩薩眾，指出他們同時既在逝多林中聞法，

又同時於十方應成熟眾生故而示現種種處會。暗示後文善財童子訪求的諸善知識

即為此逝多林中聞法諸菩薩。在此透過文殊菩薩所見，展現一個菩薩示現的心理空

間，有別於一般人認知的心理空間。 

根據心理空間理論（Mental Space Theory）學者提出的「心理空間」說法，文

章語句以某些建構詞建構一個與真實空間相對應的心理空間，或有時間心理空間、

空間心理空間、活動範圍心理空間以及假設心理空間等30。例如 Fauconnier, G

舉：”Len believes that the girl with blue eyes has green eyes” 為例，以圖示說明閱讀

者何以視之為「不矛盾的」（noncontradictory）31
 ： 

 

 

 

 

 

透過「believes」（其他例句中還有 want、in one’s mind 與 in one’s painting）

等作為「心理建構詞」 建立有別於現實空間的「心理空間」。 

所以，從文殊菩薩的角度來說，指示善財童子南行，雖然是讓善財童子從神聖

空間，轉回世俗空間，但世俗空間的人物卻是菩薩（聖者）示現，參訪善知識之旅，

即是世俗空間中的朝聖之旅。如旅程中，善財童子於住林聚落問法於解脫長者時說： 

我聞聖者善能誘誨諸菩薩眾，能以方便闡明所得，示其道路，與其津梁，授

其法門；令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32 

將旅程中的善知識視為聖者，每一段俗世之旅轉化為朝聖的學習之旅，善財童子的

朝聖心理，也轉趨近同文殊菩薩所示之意。 

比較以上兩小節的朝聖心理空間，善財從起點（福城）到終點（文殊），相較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330b。 
30 參考 Fauconnier, Gilles. (1994) Mental spaces :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理論部份的簡要概念說明可參考張榮興、黃慧華〈心理空間理論「梁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頁 683-687。 
31 Fauconnier, Gilles. Mental spaces :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pp.13-14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03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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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殊的指示南行起點（文殊）歷經諸善知識到終點（普賢），兩者最大的差異在

於「歷程」的長度與實質內容。上文說朝聖之旅的融合空間所示之義：「求道者從

某地出發，如同修學求道的開始，中間經歷種種的地點，如同修行的歷程，最後抵

達目的地，即完成修學目標」，參訪善知識的長文敘事，才真正落實了修行歷程的

對映，也可說《華嚴經》在〈入法界品〉中利用長篇幅的善知識參訪敘事，傳達了

行者於人生中真修實鍊的必要性。 

四、注疏層次的旅行譬喻詮釋 

從《華嚴經》的經文語句表達，可以看出旅行概念譬喻的運作傳達修學的概念；

從篇章結構的心理空間，可以看出旅行與修學的兩者的映射融合出具有華嚴修學

特色的朝聖之旅。本節繼續以清涼澄觀法師（737－838 年）的《疏》《鈔》33作為

探討對象，並不在於研究或解讀注疏的內容或詮釋特色，34而是藉後人注解觀察融

合心理空間的新語義的確可以產生，甚至，在有相同結構的語意項對應的情況下，

讀者可以增加新的輸入空間產生新的映射，增加融合心理空間的新語義，而讓詮釋

更為多元豐富。換言之，就心理空間的理論主張而言，讀者可以從輸入空間Ⅰ與輸

入空間Ⅱ，藉由相似的類屬空間進行映射，在融合空間中經過組合擴展等方法而產

生具有新結構的語意。從經文語句、篇章的譬喻分析推測讀者可以得到修學朝聖之

旅的語意，那麼，《華嚴經》的後人註解、注疏，則可以成為吾人觀察心理空間的

融合機制與運作過程。35
 

（一）整體旅程的詮釋──託人進修，以事顯理 

首先，討論澄觀法師對整體旅程的詮釋。澄觀將〈入法界品〉分為本會與末會，

從經文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從善住樓閣出逝多林，往於南方，遊行人間始為末會經文，

澄觀在經文注疏之前，先以十門釋末會義，第一「總顯會意」提出對全會的看法，

                                                 
33 清涼澄觀法師為八十卷的《華嚴經》作註，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No.1735）

與隨疏所作的注解《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 36，No.1736）。本文所引用皆出自

《新修華嚴經疏鈔》（臺北：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2001 年 7 月），此《疏》、《演義鈔》會本依

民國初年上海疏鈔編印會所編《華嚴疏鈔會本》八冊為底本，重新排版、分科段落、加新式標點、

並考據引文出處，增撰注釋，詳列目錄，共二十冊，為今人研究澄觀法師華嚴注解帶來不少便利。

筆者曾於 2014 年 4 月於華嚴蓮社發表論文，獲贈《新修華嚴疏鈔》一套，特此致謝。下文引用時，

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者稱為《疏》，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稱為《演義鈔》，註

腳版本出處則一律簡記為《華嚴疏鈔》之冊數、卷次與頁數。 
34 筆者於本文撰述前，已另文探討唐清涼澄觀對善財童子故事的解讀與詮釋，及其代表的意義。參

見〈《華嚴疏鈔》之善財童子參學義探微〉，《2014 經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頁 25-46。 
35 本文選擇唐清涼澄觀《華嚴注疏》為主要討論對象的原因，一方面承繼前文〈《華嚴疏鈔》之善

財童子參學義探微〉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因為澄觀的《疏》與《演義鈔》不僅有個人的詮釋，也收

羅之前華嚴學者研究意見，是《華嚴經‧入法界品》較完整的注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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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言： 

末會，亦即一部流通。略啟十門，一總顯會意……今初，夫圓滿教海，攝法

無遺：漸、頓該羅，本、末交映，人、法融會，貴在弘通，故非頓，無以顯

圓；非漸，無以階進；非本，無以垂未；非末，無以顯本；非人，無以證法；

非法，無以成人。故前明不異漸之頓，多門而眾人同契；此明不異頓之漸，

一人而歷位圓修。……今託人進修，以軌後徒，使大教弘通，即斯本意。36 

從「總顯會意」對整個善財童子故事的提綱來看，澄觀以「歷位而圓修」概括這趟

旅程的意義，相對於前面經典所闡述的教法頓理，澄觀認為善財童子為主的末會經

文，是屬於藉由人為具體事例呈顯教法之義，有開啟後人效法之用，故判為流通分。 

「歷位圓修」一語，可說是澄觀揭示善財童子求法故事的要旨，這句話從心理

空間理論來觀察，也可視為融合空間的新語義。分析這句話的表面意義，「歷」與

「位」都是與旅行相關的動作詞（經歷）與空間詞（位置），「修」則是修學之義，

澄觀從經文得到的整體「會意」，的確是輸入空間Ⅰ（旅行義）與輸入空間Ⅱ（修

學義）融合所得。然而，又不盡然只有經文所有的旅行語意項與修學語意修，以

「位」來說？，在十門中第六「五相分別」，37《疏》指出： 

六分五相者，若意法師及臺山論，但隨文散釋，更無別配；光統等師，皆配

地位。二皆有理，謂隨一一位，具多法門，豈容凡心不得習求善友之法？故

不配有理。然無位次中不礙位次，顯位是常規，配亦無失，橫豎無礙。且依

古德，配為五相。謂初四十一人名寄位修行相，寄四十一人，依人求解，顯

修行故。……其後四相亦得稱為寄位：前三義同等覺，……文殊表菩薩地盡，

心無初相；普賢義同妙覺，纔見普賢，便等同佛故。38 

所以歷位之「位」指的是以具體空間的位置義隱喻菩薩修學的「位次」，這在善財

的經文敘事中並無實指對應關係，而是澄觀從《華嚴經》前面十住品、十行品、十

迴向品與十地品等經文的判讀中所得菩薩階位，由修學的心理空間觸發，而與旅行

空間中的善知識相對應，而形成新的理解架構。所以澄觀對於善財童子參訪敘事的

解讀，不只說明佛教行者於人生中真修實鍊的必要性，還透過菩薩階位映射進融合

空間中，解讀為由凡夫至成就佛道的完整修學歷程。這個例子也說明融合空間的運

                                                 
36 《華嚴疏鈔》卷 71，頁 213-214。 
37 疏鈔將經文分「寄位修行」、「會緣入實」、「攝德成因」、「智照無二」與「顯因廣大」等五相。 
38 《華嚴疏鈔》卷 71，冊 18，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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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只是經文本文，讀者在進行閱讀的歷程中，一樣可以加入新的框架，觸發新的

語意而增加融合後的新語義。 

（二）局部的表法釋義──名言有寓意，山水皆觸道 

再就個別的旅程經驗為例，澄觀將每個參訪知識的歷程分為「依教趣求」、「見

敬咨問」、「稱讚授法」、「謙己推勝」、「指示後友」與「戀德禮辭」等六個求訪善知

識的次第結構，從心理空間而言，除了原本的旅行框架外，澄觀利用科判的方式，

強化了另一個「教學」框架。所以善知識所處的時空環境是有表法的，善知識的名

言動作也是有表法的。略例兩例如下，首先，舉德雲比丘位於勝樂國妙峰山上徐步

經行為例，《疏》言： 

山有二義：一寂靜不動義，二高出周覽義，以況初住，解心創立依定發慧，

寂然不動，智鑒無遺，徹見果原，下觀萬類，山以表之；登此心頂，便成正

覺，故曰妙峰。友名德雲者，具德如雲。雲有四義，一普遍，二潤澤，三陰

覆，四注雨，以四種德如次配之，一、定，二、福，三、悲，四、智。然此

德義。就事就表，通皆具之。39 

見，則定慧雙遊，為經行徐步。徐即是止，不住亂想故；行即為觀，不住靜

心故。若約事說，即正修習般舟三昧故。 

其次舉海潮普莊嚴園林休捨優婆正為例，《疏》言： 

處名海潮者，但言有處，則猶是前國，顯方便行不離般若故。言海潮者，謂

潮所至處，顯方便就機，不過限故；亦將入生死海以濟物故；能知三世佛法

海故，故上法門名為海藏。園名普莊嚴者，約相，廣有眾嚴故；約表，以生

死為園苑，萬行為莊嚴故。又文、義相隨等，莊嚴總持無漏法故。友名休捨

者，此云意樂，亦云希望，亦云滿願，謂隨眾生意樂希望。得圓滿故。亦能

圓滿性相法故。40 

限於篇幅，暫舉兩例《疏》文為例，由此可以看見澄觀的詮釋中，善財的

旅程中，可說是「名言有寓意，山水皆觸道」。由此可見，當旅行框架結合了教

學框架，再加上澄觀豐厚的佛學義理作為背景知識，對應到修學者的心理空間，

融合出的新詮釋空間，則澄觀宛如一名說道人，將善財童子行旅的歷程詮釋為

                                                 
39 《華嚴疏鈔》卷 71，冊 18，頁 300-301。 
40 《華嚴疏鈔》卷 71，冊 18，頁 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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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道人之旅。他為閱聽者仔細梳通抉發善財求道的故事的種種表法，讓這一趟

參學之旅，點染了深刻的華嚴義理氛圍，所有看似無足可觀的布景、道具，所

有看似不可思議的神變場景，全為華嚴表法，名言文字，皆有寓意；一事一物，

觸法皆道，善財參學善知識之旅在澄觀的詮釋中呈現出特殊的華嚴修學意義。
41 

五、結論 

語言學者強調不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隱喻學習的重要性，強調隱喻是一種能

力（abiliy），在跨語言的學習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42漢譯佛典對於今人言，雖

非異國語言，但在閱讀與理解上仍有一定的困難度。透過本文的討論，希望藉由認

知譬喻的理論分析提供一種閱讀、理解經典的管道與新法。 

探求善財童子求法故事背後的譬喻機制，首先，從語句上發現「人生是旅行」、

「修學是旅行」概念譬喻的存在，了解其敘事語言是建立在「旅行」（人生是旅行）

的譬喻上，抽象的人生與修學概念，透過「旅行」的具體概念加以傳達。其次，善

財童子的經文譬喻，不只是片段或單句的譬喻，通篇是一則由「旅行」框架建構，

透過心理空間理論分析善財的朝聖心理，與文殊菩薩的朝聖解讀，了解《華嚴經》

塑造一則朝聖而返俗的特殊朝聖之旅故事，彰顯行者於世間真修實鍊的必要性。最

後藉由澄觀法師疏鈔的分析為例，了解華嚴祖師在闡釋、解讀經典時產生的的融合

心理空間，注者如何從經典中去發現並掘發經典中隱含的、蘊含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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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多寶塔宋代五十三參造像的考察 

大足石刻研究院 副研究員 

米德昉 

摘 要 

 大足北山多寶塔建於南宋紹興年間，塔內現存五十三參造像 57 龕。根據內

容將這些五十三參造像分為兩類：第一類僅表現了善財「初會文殊」與「末參普

賢」（或「參訪彌勒」）兩個情節；第二類為邢信道施資所造五十餘龕像，內容豐

富。前者通過兩鋪圖像象徵性地表達了南參之事；後者儘管有兩鋪殘缺，但仍是

國內目前所僅存的比較完整的五十三參原構造像。從造像思想而言，作為華嚴圖

像體系的五十三參內容，多寶塔的案例是南宋以來大足地區華嚴信仰在造像上的

一個間接反映。 

關鍵詞：大足、多寶塔、五十三參造像、華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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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the Song Dynasty Statues of 

Sudhanakumara Visiting Fifty-three Kalyanamitra in 

Duobao Pagoda in Dazu 

MI, De-fang 

(The Academy of Dazu Rock Carvings, Chongqing Dazu 402360) 

Abstract 

Duobao pagoda in Dazu was built in Nansong dynasty, and there are fifity-seven 

niches of statues of Sudhanakumara Visiting Fifty-three Kalyanamitras in it.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Sudhanakumara`s pilgrimage,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 

one is only two plots ,and the other is more than fifty plots. Although there are lacked 

two plots, it is the complete and original image of Sudhanakumara`s pilgrimage in 

China. As one of the image system of Avatamsaka, it is reflecting the spread of Huayan 

faith in Nansong dynasty in Dazu district.       

Keywords: Dazu, Duobao pagoda, Statues of Sudhanakumara Visiting Fifty-three 

Kalyanamitras, Huayan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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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足北山多寶塔（又稱「白塔」、「北塔」）建於南宋紹興十七年至二十五年間

（1147－1155）1，為八邊形密簷式磚塔，高約 33 米，外顯 12 級，內作 8 層2，塔

心為八面實心柱，與外壁構成回廊，塔心設聯通上下層間的階梯。塔基岩體開大

龕，造釋迦、多寶二佛倚坐像，二像高 9 米餘。現塔於明清二季及 1997 年曾有過

維修（圖 1）。塔壁內外砌小龕，內嵌石刻造像（部分已毀），目前共計 131 龕3，

其中 57 龕涉及善財五十三參內容。 

       

                   a 外景                   b 示意圖 

圖 1  大足北山南宋多寶塔 

                                                 
1 多寶塔遺存紀年題記最早者為「大宋丁卯（1147）」（塔外第一級西南左龕頂），最晚者為「紹興

廿五（1155）」（塔內第 55 龕供養題記）。關於該塔的創建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始建於晚唐。晚清

張澍曰：「景福壬子歲春正月於龍崗山建永昌寨，碑言：築城牆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又於

宅內西□□□翠壁鑿出金仙。又言，施□□□□迥祿俸以建浮屠。乃知天人諸像並白塔（多寶塔）皆始

於君靖也。」載《嘉慶大足縣誌》（卷一）。塔內光緒年間培修碑記亦言「建自唐朝乾寧，厥後宋之

紹興、明之成化皆已培修」。另一種認為建於宋。傅振倫：「世因以塔肇造於唐季，至南宋而重修也。

塔有石刻，有佛像，有供養人像，有造像記。唐獻征無考，惟南宋紹興，明成化、萬曆，清光緒歷

次修建，有證耳。」參傅振倫《大足南北山石刻之體範》，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

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年，頁 17-22。 
2 多寶塔內外層級對應關係：塔外第一、二級對應塔內第一、二層；塔外第三、四級對應塔內第三

層；塔外第五、六級對應塔內第四層；塔外第七、八級對應塔內第五層；塔外第九、十級對應塔內

第六層；塔外第十一、十二級對應塔內第七、八層。 
3 關於多寶塔的造像龕編號，《大足石刻內容總錄》僅做了塔外第一級與塔內一至七層，共編 80 號，

塔外二至十二級諸龕未做編號。參前揭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究》，頁 433-451。

之後陳明光對塔外龕加以補編，從第十二級至第一級由高到低編為 81-131 號。參陳明光，《大足多

寶塔外部造像勘察簡報》，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88-113。本稿塔內龕採用了《總錄》編號，塔外龕採用了陳

明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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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寶塔五十三參造像的關注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時有學者曾作考察記錄，

但未見相關研究。八十年代隨着《大足石刻內容總錄》（以下簡稱《總錄》）的出

版，漸為學界所知，遺憾的是《總錄》僅公佈了塔內諸龕造像，塔外造像因限於

條件沒有記錄。1996 年黎方銀先生在《大足北山多寶塔內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石刻

圖像》一文中也僅論及塔內 36 龕造像4。 2005 年陳明光先生發表了《大足多寶塔

外部造像勘察簡報》一文5，五十三參塔外部分造像在本次報告中有了詳細的公佈。

之後，一些學者在相關文章中論及多寶塔五十三參造像6，但較為完整、系統的研

究尚未展開。 

另外，多寶塔身除了邢信道施資所造的五十餘龕南參造像外，還存有與之相

對獨立的南參體系造像，即僅表現了善財「初會文殊」與「末參普賢」（或「參訪

彌勒」）兩個情節，象徵性地表達了南參之事。以往的研究僅關注到前者，忽略了

後者。鑒於此，作者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對該造像體系再作整體考察，重點放在

對刑氏造五十三參造像內容的考訂與圖像的分析方面。 

一、多寶塔善財「初會文殊」與「末參普賢」（或「參訪彌勒」）造像 

大足多寶塔內以善財「初會文殊」與「末參普賢」（或「參訪彌勒」）為組合

的造像共有三處，分別位於第 130、126、2、23 號龕。其中第 2 龕內容較之第 1、

23 龕不同，是善財「初會文殊」與「參訪彌勒」的組合。 

（一）「初會文殊」與「末參普賢」組合 

第 130、126 號龕，即塔外部第一層西龕和東龕7，兩龕呈覆鬥狀疊澀頂，均高

115 釐米、寬 82 釐米、深 130 釐米（圖 2）。第 130 龕正壁嵌石雕騎獅文殊，獅背負

蓮座，文殊趺坐其上，戴冠，著袈裟並飾瓔珞，身微側右方，後有橢圓形火焰紋身

光及兩道由頭頂發出的光芒，雙手已殘，執物不明。獅子右向而立，昆侖奴執韁立

於左側，頭毀。獅首右側，立善財，頭毀。畫面左右上角飾浮雕花卉，左側有榜題

框，題記不顯。第 126 龕正壁嵌石雕乘象普賢，象首朝左而立，頭部已毀，背負蓮

座，普賢趺坐其上，側身向左，裝束、背光等與東龕文殊類似，右手殘，左手執經

冊類物，前方善財合掌躬身而立，昆侖奴執韁立於象尾部。在空間上，此龕普賢與

第 130 龕文殊明顯呈對稱結構，結合塔內第 2 龕主尊（釋迦或毗盧），構成三聖組合。 

                                                 
4 黎方銀，《大足北山多寶塔內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石刻圖像》，《敦煌研究》1996 年第 3 期，頁 51-63。 
5 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 李靜傑依據黎方銀、陳明光的報告對多寶塔五十三參造像有一定論述，但對塔記憶體在幾套不同

體系的五十三參造像未做區分說明。參李靜傑，《論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藝術史研究》

第十三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87-331。 
7 《總錄》中將二龕編為一個號（第 1 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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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 126 龕末參普賢     b 第一層平面示意圖     c 第 130 龕初會文殊 

圖 2  第 126、130 龕善財初會文殊與末參普賢造像 

塔內第三層第 23 龕，覆斗疊澀頂，高 114 釐米，寬 61 釐米，深 81 釐米。畫

面中主尊佛趺坐於束腰蓮座，頭部不存，結禪定印，著僧祇支、垂領袈裟，後飾

圓形身光及由頭頂放出的四道光芒。上方左右角分別雕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獅

與象均踩祥雲，二菩薩身側分別立善財童子，合掌，形象有風化。佛座左側立一

身男供養人，右側立兩身女供養人（圖 4）。男供養人像左側附有題記一則，云： 

奉佛信士□於濱舍財建造，祈/□□□安□□，辛未年正月初十立。 

從「辛未年」題記可知此龕造像製作年代為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 

  

a  全圖                            b  局部 

圖 3  第 23 龕善財與文殊、普賢組合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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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會文殊」與「參訪彌勒」組合 

塔內第 2 龕，形制為覆斗疊澀頂，高 220 釐米，寬 149 釐米，深 210 釐米。

龕內三面造像，正壁一圓雕主尊佛，結跏趺坐於束腰蓮座，著僧祇支、垂領袈裟，

衣袂覆座，佛頭已殘損，左手禪定印，右手降魔印。從現狀分析，該像曾經有過

擾動，現在不能確定是否為原構造像。龕左上方嵌碑刻，部分殘，內容為供養人

題記，云：「在城左廂界小東□居住奉佛蔡元志，/□李氏念九娘、男紳新、□梁氏、

惠三娘、□□□/劉保娘、次孫女 /一級內鐫造 /一尊， /齋表慶訖。

/孫榮貴 。」 

左右壁嵌浮雕石刻，左壁一鋪為善財初會文殊圖。文殊立於畫面左側，頭部

已毀，內圓外桃形頭光和橢圓形身光，瓔珞嚴身，左手毀，右手指向前方站立的

善財童子。善財頭、手已毀，圓形素面頭光，側身向文殊所指方向。背景為樓閣

宮闕，象徵著善住樓閣（圖 4）。畫面右上角蓮葉榜題框內題記： 

文殊指善財童子/南行。馮善元命工/鐫裝□□經慶題。 

右壁風化嚴重，畫面中主尊立於蓮台，體態飽滿，頭、手殘毀，內著僧祇支，

外著袈裟，有內圓外桃形頭光和橢圓形身光，背景為樓閣宮闕。左側善財五體投

地。右上方有蓮葉榜題框，原題記不存，現有題記為明代信徒所題，內容與畫面

無關。從主尊胸前沒有瓔珞、體態較之左壁文殊壯碩等特徵看，更似佛尊。鑒於

畫面特徵與塔內第 5 龕善財參訪彌勒（邢信道造）如出一轍（圖 5、6），故此處也

應該是善財拜見彌勒場景。這樣一來，本龕內形成善財「初會文殊」與「參訪彌

勒」的組合。 

       

 圖 4 善財初會文殊（第 2 龕右壁） 圖 5 善財參訪彌勒（第 2 龕左壁）   圖 6 善財參訪彌勒（第 5 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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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以善財與文殊、普賢相結合的造像中，象徵性表達了華嚴「入法界品」

的意涵，類似的案例也見於大足北山轉輪經藏窟（第 136 窟）。但分析這些窟龕整

體造像所表達的主題，顯然並非以善財南參之事為重，而是旨在突出以一佛二菩

薩為主體的「三聖」信仰。善財的配置，使這些造像的華嚴意味更濃、更豐富。 

第 2 龕也僅有兩鋪，所不同的是，其表現的典型是南參主題，可謂是五十三

參的「簡略版」。只是非「初會文殊」與「末參普賢」的組合，而是前者與「參訪

彌勒（佛）」的組合。這種組合另見於大足與安嶽南宋時期華嚴系列造像中，如大

足陳家岩圓覺洞與安嶽華嚴洞，兩窟造像主題為十二圓覺變相，二者左右壁靠近

窟門處均有善財「初會文殊」與「參訪彌勒（佛）」的圖像對置（圖 7）。根據《華

嚴經》所述，善財第五十一次參訪者為「彌勒菩薩」，《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

中，彌勒形象為菩薩。看來善財參彌勒菩薩是契合經旨的。但上文以多寶塔第 2

龕為代表的案例以及下文邢信道造五十三參造像中，善財所參均為彌勒佛而非彌

勒菩薩。 

如果以兩鋪圖像象徵《入法界品》，善財「初會文殊」與「末參普賢」組合是

一種常規性的做法。但上述例證中選擇前者了與參訪彌勒的搭配，且彌勒以佛尊

的形象出現，這是一個頗有意義的改變，或許暗含了對未來佛信仰的意義在裏面。 

    

           a 初會文殊（右壁）              b 參訪彌勒（左壁） 

圖 7  安嶽華嚴洞善財南參圖 

二、多寶塔邢信道鐫五十三參造像 

多寶塔由砌塔道人邢信道施資雕鑿的五十三參造像，一龕一情節，分佈於塔

內第二至六層與塔外第三、五、七級（圖 8）。部分造像風化嚴重，細節模糊，題

記不存。目前所看到的本套造像共有 52 鋪，缺失 2 鋪。大多畫面雕鑿於高近 80cm，

寬 50cm 餘的石板，呈高浮雕，嵌於深近 20cm 的磚砌小龕。畫面附有造像內容及

供養題記，許多已殘損不清，根據題記得知此套造像所依經典為《八十華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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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主邢信道發心為母親王氏所造。周圓暉為參與本次雕刻的主要工匠。 

 

圖 8 多寶塔邢信道造五十三參像分佈平面示意圖 

（圈內數位表示參訪順序，空圈表示其他造像） 

目前有 22 鋪題記明晰，這部分內容確定，本稿不作辨識贅述，僅在文後附表

注明。其餘題記漫漶不清者，依據畫面特徵並結合位置關係等對內容作出辨識如

下（詳見附表）。 

第二層（外顯第二級）只有內部開龕，共有 18 龕，其中第 3、5、6、11、13、

14、16、17、19 龕為南參內容，這幾龕均保存了相對完整的題記，內容確定，如

圖 9 所示表現了第一至六參並初會文殊與第五十二參再會文殊共八個情景（詳見

附表，下文同）。 

                        

 

圖 9  邢信道造五十三參像（第二層部分） 

a 初會文殊（17 龕） b 四參彌伽長者（3 龕） c 再會文殊（52 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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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外顯第三、四級），內開 16 龕，外開 12 龕。其中南參內容共有 20

龕，分佈於塔內第 21、22、24、25、26、27、29、30、31、32、34、35 龕與塔外

第三級第 114、115、117、118、120、121、123、124 龕，有內容題記者為第 22、

24、26、32、34、35 龕及第 117 龕，餘皆殘損。 

第 21 龕，畫面右側一長者遊戲坐於方形台座，左手指向左側拱手而立的善財。

畫面沒有獨特之處，與此龕同處一面相鄰的第 22 龕為第十七參無厭足王，從位置

關係推斷，此處或為第十六參藤根國普眼長者。 

第 25 龕，畫面右上方立一著鎧甲的武士，頭毀，下半身沒於地中，合掌。左

下方立善財，拱手面向武士。經云：「安住地神以足按地，百千億阿僧祇寶藏自然

踴出。」8，畫面地神下方顯現海螺、寶瓶、寶珠類物，個別散發出光芒，應表現

了經文所言「寶藏」從地踴出情景。此處應為第三十參摩揭提國安住地神。 

第 27 龕，畫面右側一長者倚坐於方形台座，身右側雕一棵樹，左手扶膝，右

手於胸前毀，左側立善財，拱手。經云無上勝在可樂城東大莊嚴幢無憂林中說法，

畫面中樹木象徵著無憂林。此處應為第二十三參可樂城無上勝長者。 

第 29 龕，畫面中表現了波濤起伏的海水，水面船蓬中坐一長者，左手指向前

方，右下角立善財。此處為第二十二參樓閣城婆施羅船師。 

第 30 龕，畫面左側立一長者，合掌，其前方一方桌，上置類似香爐的器具若

干，其中一件飄出煙霧狀物。右側立善財，合掌禮拜。此處為第二十一參廣大國

優缽羅華鬻香長者。 

第 31 龕，畫面左側山石上立善財，拱手禮拜狀，前方人物，面向善財行跪禮，

左手作指引狀。右上角顯示一團祥雲，雲中現三足烏太陽。此處應為第二十參無

量都薩羅城遍行外道。經文中不曾描述遍行外道向善財行跪禮，畫面作此處理明

顯有貶低外道的意義。 

第 114 龕，畫面風化嚴重，右側雲台中側身倚坐一女尊，面右，右手作指引

狀，後有樓閣建築。其前方立善財。經云：「善財童子入普莊嚴園，周遍觀察，見

休舍優婆夷坐於妙座。」9此處應為第七參海潮普莊嚴園休舍優婆夷。第 115 龕，

畫面右側一男尊倚坐於樹下石座，右手作指引狀，右側立善財，拱手，仰首矚目

男尊。經云：「善財童子見彼仙人在栴檀樹下敷草而坐。」10畫面背景中的樹即為

旃檀樹。此處應為第八參那羅素國毗目瞿沙仙人。 

                                                 
8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68 下。 
9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43 下。 
10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4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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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8 龕，畫面右側一女尊倚坐於方形台座，籠袖，身後有樓閣宮殿，左側

立善財。人物風化嚴重，題記不清。經云慈行童女「住毗盧遮那藏殿，於龍勝栴

檀足金線網天衣座上而說妙法」11。其身後宮殿即為毗盧遮那藏殿，此處應為第十

參師子奮迅城慈行童女。 

第 120 龕，畫面右側一長者站立，頭毀，圓形頭光，其右側立善財，身體風

化嚴重，二者間雕飾樹木。此處應為第十一參三眼國善見比丘。第 121 龕，畫面

右側二童子狀人物，跪地，似在造立一座塔，人物風化嚴重，細節不詳。善財立

於前方，拱手禮拜狀，題記不清。經云：「善財即詣其所，見此童子，十千童子所

共圍遶，聚沙為戲。」12此處為第十二參自在主童子。 

第 123 龕，畫面左側一女尊倚坐於方形台座，身後宮殿中置有一寶瓶，內出

幾道祥光，女尊右手作指引狀，前方善財面對女尊拱手站立。經云具足優婆夷住

於宅內，「宅中無有衣服、飲食及餘一切資生之物，但於其前置一小器」13，畫面

中寶瓶狀物或指此物。此處應為第十三參海住城具足優婆夷。第 124 龕，畫面右

側一長者趺坐於束腰方形台座，頭戴冠，留小須，左手作指引狀，身後現幾道祥

光，其前方善財拱手面向而立。經云：「善財見彼居士在其城內市四衢道七寶臺上，

處無數寶莊嚴之座。」14此處應為第十四參大興城明智居士。 

第四層（外顯第五、六級），內開 14 龕，外開 8 龕（第五級），塔內第 37、38、

40、42、44、46、48、49 龕與塔外第五級第 106、108、110、112 龕為南參內容，

其中第 37、38、40 龕存內容題記，其餘已風化。 

第 42 龕，畫面右側倚坐一長者，著寬袍，頭毀，左手作指引狀，身後雕一棵

樹，其前方立善財，拱手，頭毀。此處或為第三十七參菩提場如來會中開敷一切

樹華夜神。 

第 44 龕，畫面左側立一女尊，風化嚴重，人物細節不清，前方立善財，上身

殘損。此處應或為第三十六參菩提場如來會中守護一切城增長威力夜神。 

第 46 龕，畫面中央一女尊趺坐於束腰蓮座，著寬袍、披帔，雙手籠袖，頭毀，

兩側分別立男、女侍者一，皆合十。左側供養人前方立善財，拱手。經云：「去此

不遠，有主夜神，名寂靜音海，坐摩尼光幢莊嚴蓮華座，百萬阿僧祇主夜神前後

圍繞。」15畫面結構基本符合經文描述，此處應為第三十五參寂靜音海夜神。 

                                                 
11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48 中。 
12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50 下。 
13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51 中。 
14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52 下。 
15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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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龕，畫面左側一長者倚坐，右手作指引狀，頭毀，從肩著霞帔判斷應為

女尊。前方善財拱手而立，頭亦毀。此處或為第三十四參菩提場如來會中普救眾

生妙德夜神。 

第 49 龕，畫面右側一女尊趺坐於蓮台，蓮台由一尊類似獅子樣的瑞獸背負，

女尊身後示現祥雲。前方立善財。經云：「彼夜神在於如來眾會道場，坐蓮華藏師

子之座，入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於其身上一一毛孔，出無量種變化身雲。」16此處

應為第三十三參摩揭提國喜目觀察眾生夜神。 

第 106 龕，畫面右側一菩薩自在坐於岩石台座，身後有圓形光環，類似水月

觀音樣式，前方立善財，拱手禮拜狀。此處為第二十七參補怛珞珈山觀自在菩薩。 

第 108 龕，畫面右側立一菩薩，飾圓形頭光及舟形身光，菩薩面向前方立善

財，拱手禮拜。經文描述，正趣菩薩從東方來娑婆世界輪圍山頂，以足按地，並

詣觀自在所，為善財開示。17此處或為第二十八參正趣菩薩。 

第 110 龕，畫面風化嚴重，中央一明王形象者似遊戲坐，四臂伸開，其中二

臂向上舉起，另二臂伸向下方，周身佈滿雲水，善財立於其左側，合掌禮拜狀。

題記不存。經云：「大天長舒四手，取四大海水自洗其面，持諸金華以散善財。」
18此處為第二十九參墮羅缽底城大天神。 

第 112 龕，畫面題記不存，中央立一塔，塔右側立一女尊，形象模糊，左側

立善財，頭毀，身體風化嚴重。經云：「鞞瑟胝羅，彼常供養栴檀座佛塔。」19此

處為第二十六參鞞瑟胝羅居士。 

第五層（外顯第七、八級），共 18 龕，內開 10 龕，外開 8 龕，其中第 53、55、

56、59 龕與外壁第七級第 98、100、102、104 龕為南參內容，存題記者為第 56、

59 龕。 

第 53 龕，畫面左側立一男一女二像，男像頭毀，前方立善財，拱手禮拜狀。

該畫面特徵明顯，為第五十參妙意華門城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 

第 55 龕，畫面左側立一女尊，束高髻，著寬袍，左手似執如意，右手作指引

狀，身後有樓閣建築，前方站立善財，合掌，頭毀。此處或為第四十參迦毗羅城

瞿波女。 

                                                 
16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73 中。 
17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67 中。 
18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68 上。 
19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36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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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龕，畫面左側一女尊倚坐，下半身風化，雙手等細節不清，束高髻，右

側立善財，僅存軀幹，形象模糊。此處或為第四十七參沃田城妙月長者。 

第 100 龕，畫面中兩孩童作站立，其中一位執手鼓狀物，另一執蓮蕾狀物，

右上角飾一棵小樹，下方善財站立，拱手禮拜。畫面特徵明顯，此處是第四十四

參迦毗羅城善知眾藝童子。 

第 102 龕，畫面左側一長者倚坐於方形台座，細節模糊，右手作指引狀，其

右側立善財，合掌禮拜。此處應為第四十六參沃田城堅固解脫長者。 

第 104 龕，畫面左側立一女尊，束高髻，著寬袍，身後有光焰。善財立於女

尊前方，合掌禮拜。此處應為第四十八參無勝軍長者。 

第六層（外顯第九、十級），共 17 龕，內開 9 龕，外（第九級）開 8 龕，其

中內第 63、66、67 龕為南參內容。外第 92、94 龕現為空龕，造像不明。 

此三龕中第 66 龕有題記，內容確定。第 63 龕，畫面右側一長者立於蓮台，

頭毀，右手作指引狀，其左側立善財，頭毀，拱手禮拜狀，善財身上不見天衣裝

飾。畫面未見題記，此處或為第三十九藍毗尼園參妙德圓滿夜神。 

第 67 龕，位於中心柱正北壁，龕高 1.15 米，寬 0.57 米，深 0.78 米，畫面中

一主尊跏趺座於束腰蓮台，周圍立九身小像，左右各四身，前方蓮座下部一身，

整體構圖類似第三十五參寂靜海夜神（圖 10-a）。由於此鋪殘損嚴重，人物頭部皆

不存，尤其主尊正面上身及蓮座部位風化厲害，僅存部分衣飾及頭光處兩道飄起

的繒帶，從殘痕判斷應該是一尊菩薩。左右幾身像著俗裝，有男女長幼之不同體

態特徵，皆拱手，應屬供養人。最前面一尊僅存軀體輪廓，看去身材矮小，童子

特徵，側身曲躬，似禮拜狀，與其他幾身像明顯不同（圖 10-b）。該龕有三則殘存

題記，畫面左右上角兩處分別云：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親□生父母/□□□□命工鐫造/□□□□□□門成立。 

十三善知識，伏願□/ 者生於淨土，存者□/□□□□□世世生生長□/ 逢

善友，無諸魔事，/ 莫遇諸邪。小師周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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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全圖                            b  局部 

圖 10 五十三參普賢（第六層 67 龕） 

因題記漫漶較多，造像內容尚不能明確得知，但從「邢信道」、「[五]十三善知

識」等關鍵字看出，此龕應屬邢氏所造五十三參中的一鋪，前方一身殘損的童子

狀像應為善財，中央趺坐主尊為善知識。 

與其他南參畫面題記不同的是，該龕除邢氏題記外，出現另外一個人物「小

師周圓□」的發願詞，從殘存的文字中推斷「小師周圓□」與本次造像關係密切。

此龕造像上部牆體磚面上還有一則「輪車道人周圓暉造」題記，顯然此處周圓暉

即「小師周圓□」，同樣在第一級北面花窗右壁磚面也有「本州西方院砌塔邢先生、

小師周童造」之題，「邢先生」應指邢信道，「周童」應該還是周圓暉。以上資訊

說明，周圓暉是雕刻邢氏五十三參像的主要工匠。 

本龕是諸五十三參造像中唯一有工匠署名的一龕，殘缺的題記流露出總結、

收官之意味，無疑此龕乃是邢信道南參像的結束之作，即表現了善財在佛會中參

訪最後一位善知識普賢菩薩情景。善財由此最終智悲圓滿、行願功成，得「一切

佛剎微塵數三昧法門」。畫面中普賢並沒有乘白象，而是趺坐於蓮座，經云「善財

童子即見普賢菩薩，在如來前眾會之中，坐寶蓮華師子之座」20，說明這樣的設計

是合乎經旨的。 

 

 

                                                 
20 前揭《大正藏》冊 10，卷 68，頁 44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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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十三參造像與宋代大足地區的華嚴信仰 

五十三參故事在獨立城圖像之前，首先出現於華嚴經變中，作為《入法界品》

的體現。考稽文獻，關涉華嚴的經變圖像製作始於七世紀。《華嚴經傳記·法誠（562

－640）傳》載：「（法誠）於寺南嶺造華嚴堂，添潔中外，方就抄寫。其堂瓦及泥，

並用香水，皆誠自踏，莊嚴既畢，乃潔淨圖畫七處八會之像。」21同卷《智儼（602

－668）傳》又記：「（智儼）精練庶事，藻思多能，造蓮華藏世界圖一鋪，蓋蔥河

之左，古今未聞者也。」22這裏「七處八會之像」、「蓮華藏世界圖」應屬較為複雜

的華嚴變，「七處八會」乃六十華嚴所述，至《八十華嚴》增為「七處九會」。法

誠、智儼主要活動於七世紀前期，時於闐實叉難陀尚未譯出《八十華嚴》，說明他

們所繪華嚴圖像文本依據為佛陀跋陀羅所出《六十華嚴》。 

八世紀，作為華嚴主要圖像體系的華嚴經變繪製已屬普遍。張彥遠《歷代名

畫記》卷三《兩京寺觀等畫壁》，記載了會昌法難之後長安與洛陽兩地存留寺觀壁

畫狀況，其中華嚴經變是寺院所繪內容之一。如上都長安懿德寺「三門樓下兩壁

神，中三門東西華嚴變，並妙」23。同卷還記東都洛陽敬愛寺所繪華嚴變，云：「西

禪院北壁華嚴變（張法受描） ……山亭院十輪經變、華嚴經，並武靜藏畫。」24敬

愛寺由唐中宗李賢（705－710 在位）為高宗、武后置，是皇家寺院。其餘文獻亦

記載有關華嚴經變造作之事宜，時間均在唐前期。王昶《金石萃編》卷七十八《大

唐故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載：「今上（唐玄宗）在春宮，幸興聖寺，施錢一千貫

充修理寺，以法師德望崇高，敕補為興聖寺主，法師修葺畢功，不逾旬月，又於

寺內畫華嚴海藏變，造八角浮圖，馬頭空起舍利塔。」唐清涼國師、華嚴宗四祖

澄觀（737－838）曾繪華嚴圖，《宋高僧傳·澄觀傳》載：「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

閣下，畫華藏世界圖相。」25 

上述所記華嚴經變均載於文獻，尚無作品傳世。檢索敦煌石窟中的華嚴經變，

盛唐時期方出現，且僅有一鋪，繪於莫高窟第 44 窟中心柱東向龕內。之後中唐（5

鋪）、晚唐（9 鋪）、五代（7 鋪）、宋（6 鋪）描繪較多。盛唐時期，莫高窟第 148

窟南、北壁龕外的文殊與普賢變中也出現了善財形象。分析前文諸多案例，結合

莫高窟的情況，可以看出，中國寺觀繪製華嚴圖像雖在唐前期，但其盛行是在盛

唐以後。 

                                                 
21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 51，卷 5，頁 171 上。 
22 前揭《大正藏》冊 51，卷 5，頁 163 中。 
23 張彥遠著，俞劍華注，《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年，頁 67。 
24 前揭張彥遠著，俞劍華注，《歷代名畫記》，頁 7 1-73。 
25 贊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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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所記華嚴經變中是否雜以南參內容，不好下定論。敦煌莫高窟 29 鋪不同

時期的華嚴經變，其中包括盛唐在內的 15 鋪穿插有善財參法故事26。一般南參內

容安排在經變左右兩側或下方屏風內，只繪及部分情節，並未完整展現五十三參

內容27。其中場面較多者要屬晚唐第 85 窟華嚴經變，該經變繪於窟頂北披，兩側

配置了十多個南參畫面28。敦煌的華嚴經變較中原出現略晚，據此推斷，其粉本應

該來自長安、洛陽兩京地區。而莫高窟所存華嚴變中大多有善財南參內容，這一

現象似乎可以說明前文所提的早期華嚴經變中可能亦有南參情節繪製。由此或可

推斷，善財南參圖像的造作至少在盛唐之前就已出現，當時依附於華嚴系統圖像

中，並未形成獨立的藝術形式。 

迨至宋季，方出現獨立的具有連環畫格式的五十三參變相，現存較早的為北

宋晚期作品，僅存兩件，藏於日本。其一為忠禪師作《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

相經》，該拓本僅存有 28 鋪圖像，格式為一文（經文、贊）一圖之組合29（圖 11）。

另有惟白禪師所作的《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刊本，從初會文殊到參訪普賢共

53 個畫面，格式為上圖下贊30（圖 12）。 

        

圖 11 《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   圖 12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  

大約在北宋末期南宋初，四川安嶽臥佛院雕鑿有完整的五十三參造像，分佈

於北岩第 24 龕兩側，但風化很嚴重，大多造像細節難辨31。與之略晚的例證，即

是本文所談南宋大足北山多寶塔內五十三參造像，除個別幾鋪造像外，其餘保存

                                                 
26 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敦煌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25-33。 
27 獨立的五十三參圖像在敦煌石窟中僅有一鋪，為元代早期作品。參梁尉英，《莫高窟第 464 窟善

財五十三參變》，《敦煌研究》1996 年第 3 期，頁 43-50。 
28 前揭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 
29 矢代幸雄監修，《大和文華》（第 15 號），東京：佼成出版社，昭和五十一年（1976）。 
30 宋·張尚英，《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大正藏》冊 45，頁 793 中-頁 80 中。 
31 張雪芬，《安嶽臥佛院北岩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浮雕圖像辨識》，《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輯，2014

年，頁 15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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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另有四川武胜石佛寺 1 号龕存三十餘龕五十三參造像32。之後的元、明、清

五十三參圖像製作較多，如元代時，莫高窟第 464 窟前室南北壁繪有此故事，這

是敦煌石窟唯一獨立的善財南參圖33。明代如成都新都龍藏寺、邛崍盤陀寺，以及

張家口附近蔚縣觀音殿所繪等34。 

南宋時期大足地區出現完整或簡略的五十三參造像與當時流行華嚴信仰有

關。除五十三參造像外，當時還出現華嚴變相、華嚴三聖、三身佛、毗盧遮那佛

以及與華嚴緊密相關的十二圓覺造像等，主要分佈於大足北山、寶頂以及周邊諸

地。在此之前的唐、五代時期的石窟中鮮有華嚴類題材，所以從造像情況來看，

華嚴類造像在大足的流行主要是在南宋期間（同樣的變化也出現於與大足接壤的

安嶽諸多石窟造像中35），反映了與之相關的信仰在民間的逐漸興起。 

分析大足華嚴類造像的整體情況，呈現出兩大特點：首先，較之同時期其他

題材造像數量相對偏少，說明當時華嚴信仰並不佔據主導地位；其次，受南宋以

來三教合一思想影響，華嚴造像多與淨土、法華、禪宗、密宗等不同宗派造像並

置，反映了華嚴教義與多宗思想互為融合的時代特性。 

這一點從多寶塔的造像配置中可略見一斑。該塔與塔底多寶、釋迦二佛的結

合，是傳統法華思想的典型表達36。分析塔身造像配置，有五十三參、毗盧單尊、

三身佛、華嚴三聖、西方三聖、藥師經變、釋迦與多寶、千手觀音、如意輪觀音、

不空絹索觀音、孔雀明王等，題材極為豐富，搭配比較自由。雖然善財、毗盧、

三身佛及文殊、普賢等造像的配置是華嚴信仰的直接反映，但因與諸多非華嚴題

材造像「同處一室」，這一信仰不可避免被摻雜進其他各宗的思想，自然難以保持

自身的純潔性了。 

另外，寶頂的華嚴造像又顯現出與多寶塔不同的意涵。其營造非出於個人或

                                                 
32 2012 年新發現的四川武勝石佛寺 1 號龕以水月觀音為主尊，兩側浮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結合

相關文獻和同類圖像可識別出 31 個場景中 16 位善知識的身份。同時，比對造像特徵可知該龕造像

的年代為南宋中晚期。參董華鋒《四川武勝石佛寺 1 號龕造像試探》，口頭發表於「2016 年重慶大

足石刻研究會第七屆年會」。 
33 梁蔚英，《莫高窟第 464 窟善財五十三參變》，《敦煌研究》1996 年第 3 期，頁 43-50。 
34 李靜傑，谷東方，範麗娜，《明代佛寺壁畫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考察──以成都張家口的實例

為中心》， 故宮學刊》2012 年第 1 期，頁 238-292。 
35 胡文和，《四川石窟華嚴經系統變相的研究》，《敦煌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91-95。 
36 《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載，東方寶淨國多寶如來在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

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踴現其前，為作證明。」釋迦牟尼

佛在王舍城說《法華經》時，有七寶塔從地踴出，住在空中，多寶佛身顯於塔內，分半座與釋迦牟

尼佛。自茲，佛教藝術遂有二佛並座之造像，與之結合的大塔稱作多寶塔。參姚秦·鳩摩羅什，《妙

法蓮華經》，《大正藏》冊 9，頁 32 中-頁 3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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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社團信仰之目的，而是由「柳趙教派」37因弘教需要，在教主趙智鳳主持之下

所營建，主要集中於寶頂大佛灣及其周邊。其中大佛灣北崖第 14 龕毗盧道場，以

整窟造像表現了華嚴七處九會的盛況38。第 5 龕位於南崖，與毗盧道場相對，為華

嚴三聖，高達 7 米，是寶頂最大的立姿尊像。另有大量華嚴三聖、毗盧單尊及三

身佛等散佈於寶頂大佛灣周邊（圖 13、14）。趙智鳳在打造「柳趙教派」過程中，

開窟造像成為其弘教最重要的手段。寶頂大、小佛灣作為該派主道場，造像關涉

華嚴、秘密、禪宗、淨土諸宗，所謂「凡釋典所載無不備列」。該派奉柳本尊為

毗盧化身，故華嚴三聖造像數量甚眾，僅寶頂周邊多達 11 處39。但「柳趙教派」

廣造華嚴像，並非在於華嚴本質義學的宣傳，而是藉此弘揚本派諸宗並舉、顯密

兼弘的教旨，因而其意涵更為複雜。 

宋代佛教宗派「突出本派理論個性的時代已經結束」，兼融各家學說成為一

大特點。魏道儒在談及華嚴宗與禪淨教的融合時指出：「兩宋時期，唐代華嚴典

籍能夠被整理出來，唐代華嚴學能夠被發掘出來並且保持一定活力，與三教融合

特別是佛教內部各宗派的融合有直接關係。」40大足華嚴體系造像與密教、禪宗、

淨土等造像的並存反映了此華嚴宗在發展後期的具體表徵41。 

                                                 
37 案：「柳趙教派」，又稱「柳本尊教派」「本尊教派」「川密」等，是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

和信徒群體的佛教教派，根植於川渝地區，帶有濃郁的民間化和地方化特色。該教由晚唐五代時期

四川居士柳居直（柳本尊）創始，柳於川西一帶授徒弘法多年，圓寂後一度由弟子傳法，北宋時期

其教漸趨衰落。迨至南宋淳熙年間，大足僧人趙智鳳承傳柳本尊法脈，在川東昌、普地區開窟造像，

大力弘揚，開創了柳趙教派的興盛局面。宋末因遭趙智鳳的離世與蒙元戰亂，教派受重創，法統遂

絕，無複繼者。大足地區現存佛教造像體系可分兩大類：第一，傳統一類造像體系，從初唐至明清

皆有造作，代表為北山、石門山、石篆山等造像；第二，「柳趙教派」造像體系，由南宋大足僧人

趙智鳳主持而鐫造，主要代表為寶頂大、小佛灣造像，其餘延伸至寶頂山周邊及四川安嶽地區，作

風明顯不同於傳統一系。關於此問題，筆者將在後續研究中探討。 
38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第 14 號窟調查報告》，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2009 年中國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頁 91-141。 
39 鄧啟兵、黎方銀、黃能遷，《大足寶頂山石窟周邊區域宋代造像考察研究》，大足石刻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頁 262-304。 
40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1。 
41 劉因燦，《宋代華嚴思想研究現狀》，《五臺山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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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多寶塔邢氏造五十三參像依據《八十華嚴》所造，以德雲比丘為第一參，至

第五十三參普賢菩薩結束，加上「初會文殊」一景，完整應有 54 鋪，現存 52 鋪，

缺失兩鋪不能確定當初被遺漏還是後來殘毀。但題記中明確說明功德主邢信道為

母親「鐫五十三位善知識」，由此推斷，當初應該是完整的。現在塔內所有龕像基

本完好，且均屬原構，未有後期擾攘；塔外第九級有兩個空龕，第十一級有三個

空龕（案：該級西南面未見開龕，原構如此還是後期改動，其因不詳），這些空龕

原初應有造像，大約在清代時已經漫漶殘毀，1997 年維修時將空龕內壁用白灰抹

平，所以缺失造像有可能出現在這幾個空龕中了。 

從整體佈局看，邢氏造五十三參像由塔內第二層開始，大體按參拜順序，自

下而上，由外至內，同一層呈右旋式排列，但又並非嚴格遵循此規，不少情節所

處位置仍然是混亂的。畫面構圖與內容表現比較簡單，場面人物稀少，除了像第

十二參自在主童子、四十四參眾藝童子及三十五參寂靜海夜神等畫面出現 3-4 個人

物外，餘皆基本由善財與參訪物件兩個人物構成。部分畫面除了增設一些建築、

身光、祥雲等配景外，大多素面，不添加輔助內容。更多圖中善知識形象或男或

女，或坐或立，著裝類似，一手作指引狀，前方立善財，畫面結構程式化之餘多

有雷同，若非題記，難以區別。當然，從供養人或工匠的角度考慮，盡可能簡單、

程式化地去設計畫面，一方面便於造作，另一方面也節省了成本。 

由於一些畫面題記殘缺，彼此間形式結構又十分接近，缺乏明顯的區別特徵，

加上多處佈置混亂，沒有嚴格遵照參訪順序，故在內容辨識上帶來極大的困難。

對於這些畫面，本稿一是採用排除法定斷；二是根據該圖的位置關係（假設該圖

與相鄰的圖按參訪次序佈局）加以判斷。 

圖 13  寶頂菩薩堡龕三身佛及護法 圖 14  寶頂佛祖岩華嚴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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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從造像思想而言，作為華嚴造像體系的五十三參內容，多寶塔的案

例是南宋以來大足地區華嚴信仰在造像上的一個間接反映。儘管這一信仰帶有濃

郁的庶民化色彩，卻折射了華嚴宗在宗派特色愈益淡化、義學研究日加式微時期

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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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多寶塔邢信道施資造五十三參像 

位 置 龕號 內    容 題    記 

塔

內 
第二層 

17 文殊師利童子指善財南行 

○1 文殊師利童子出善/住

樓閣指善財南行。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自備錢鐫/五

十三位善知識，願母/親超

生淨土。 

6 一參德雲比丘 

○1 勝樂國妙峰山德雲比

丘/發心住，得憶念諸佛境

界/普見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自備錢鐫五

十三/善知識，願母超生佛

地。 

3 二參海雲比丘 

○1 海門國海雲比丘住海

城/治□□，得普眼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自備錢募工

鐫五十三位/善知識，願母

生於佛地。 

19 三參善住比丘 

○1 海岸聚[落]善住比丘修

行/住，得究竟無礙法門。 

（邢氏題記殘） 

16 四參彌伽長者 

○1 達裏鼻荼國彌伽長/者

生貴住，得妙音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親王

氏/二娘自備錢鐫五十三位

善/知識，願母親超生佛地。 



大足多寶塔宋代五十三參造像的考察 563 

14 五參解脫長者 

○1 住林□解脫長者具/足方

便住，得無礙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 王 氏 / 願 母 親

□□□□。 

13 六參海幢比丘 

○1 □□□海幢比丘/心住，得

般若光明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王氏二娘謹施。 

塔

外 
第三級 

第 114龕 七參休舍優婆夷  

第 115龕 八參毗目瞿沙仙人  

第 117龕 九參勝熱婆羅門 
○1 伊沙 /□住，得

。 

第 118龕 十參慈行童女 ○1 砌塔 。 

第 120龕 十一參善見比丘  

第 121龕 十二參自在主童子  

第 123龕 十三參具足優婆夷  

第 124龕 十四參明智居士  

塔

內 
第三層 

24 十五參法寶髻長者 

○1 師子宮城寶髻長者/離

癡亂行，得無量福/德藏法

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自備錢募工

鐫/五十三位善知識，願母

親超生佛地謹施。 

21 十六參普眼長者  

22 十七參無厭足王 

○1 多羅幢城無厭足王無

著/行，得如幻解脫法門。 

○2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親王氏

/二娘自備錢募工鐫五十三位

善□/識，願母親超生佛地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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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十八參大光王 

○1 妙光城大光王難得

行，/得隨順世間三昧法

門。 

32 十九參不動優婆夷 

○1 安住王都不動優婆姨

（夷）/善法行，得離摧伏

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自備錢募工

鐫/五十三位善知識，願母

親/超生佛地謹施。 

31 二十參遍行外道  

30 二十一參鬻香長者  

29 二十二參婆施羅船師  

27 二十三參無上勝長者  

34 二十四參師子頻申比丘尼 

○1 迦陵迦城師子頻申比丘/

一切佛回向，得清淨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自備錢募工

鐫/五十三位善知識，願母

親/超生佛地謹施。 

26 二十五參婆須蜜多女 

○1 險難國婆須蜜□女無盡/

功德藏回向，得離貪欲際

/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自備錢鐫五

十三位善知/識，願母親超

生淨土謹施。 

塔

外 
第五級 

第 112龕 二十六參鞞瑟胝羅居士  

第 106龕 二十七參觀自在菩薩  

第 108龕 二十八參正趣菩薩  

第 110龕 二十九參大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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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內 

第三層 25 三十參安住地神  

第四層 

37 三十一參婆珊婆演底夜神 

○1 婆珊婆演底夜□/破眾生

廢暗法門。 

○2 □/塔道人邢信道為□親

王氏二娘造此□□/□功德。 

38 三十二參普德淨光夜神 

○1 普德淨光夜神/普游勇

猛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 

49 三十三參喜目觀察眾生夜神 
○1 生□神 / 力

法門。 

48 三十四參普救眾生妙德夜神  

46 三十五參寂靜音海夜神  

44 
三十六參守護一切城增長威

力夜神 
 

42 三十七參開敷一切樹華夜神 

○1 佛會中 /得喜光

。 

○2 砌 塔 道 人 □□□/ 為 母

。 

40 
三十八參大願精進力救護一

切眾生夜神 

○1 精進力夜神/□□□□□□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施此功德。 

第六層 63 三十九參妙德圓滿夜神  

第五層 55 四十參瞿波女  

—— —— 四十一參摩耶夫人（缺）  

—— —— 四十二參天主光天女（缺）  

第六層 66 四十三參遍友童子師 

○1 迦毗羅城□友童子□□入

無所得故生□□。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施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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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外 
第七級 第 100龕 四十四參善知眾藝童子  

塔

內 
第五層 56 四十五參賢勝優婆夷 

○1 □□優婆夷。 

○2 □塔道人邢信道□/母王

氏二娘□。 

塔

外 
第七級 

第 102龕 四十六參堅固解脫長者  

第 98 龕 四十七參妙月長者  

第 104龕 四十八參無勝軍長者  

塔

內 

第五層 
59 四十九參最寂靜婆羅門 

○1 最寂靜婆羅門得/城悟

解脫法門。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

親王氏二娘施此功德。 

53 五十參德生童子、有德童女  

第二層 

5 五十一參彌勒菩薩 

○1 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善

財得會三世因果。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親王

氏/二娘自備錢鐫五十三位

善/知識，願母親超生佛地。 

11 五十二再會文殊菩薩 

○1 善財童子再會文殊菩

薩之處。 

○2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母/親王

氏二娘自備錢鐫/五十三位善

知識，願母超生/佛地謹施。 

第六層 67 五十三參普賢菩薩 

○1 砌塔道人邢信道□為

/□□□母親□生父母/□□□□命

工鐫造/□□□□□□門成立。 

○2 十三善知識伏願

□/ 者生於淨土，存者

□□□□□□ 世 世 生 生 長

□/ 逢善友，無諸魔事，

/□莫遇諸邪。小師周圓[暉]。 

○3 輪車道人周圓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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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 361 窟的華嚴主尊 

──莫高窟第 361 窟研究之十二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 研究員 

趙曉星 

摘 要 

莫高窟第 361 窟建於吐蕃統治敦煌晚期，是中唐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密教洞窟

之一。主室正龕內彩塑現已不存，缺失主尊的身份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作者

通過洞窟的華嚴主題、華嚴主尊的外形、晚唐洞窟對華嚴主尊的繼承，及華嚴主

尊在唐代莫高窟的流行等四個方面進行了討論。 

從洞窟的主題來看，莫高窟第 361 窟在設計佈局上，有一個潛藏的主題──

華嚴，其壁畫處處暗示著以華嚴教主為主尊。主室正龕，作為全窟視覺的中心，

依據《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繪製的戒律屏風畫，襯托出主尊作為

蓮花臺藏世界教主的身份；又以〈文殊顯現五臺山圖〉和〈普賢顯現聖跡圖〉來

暗示彩塑中存在著「華嚴三聖」，再次強調主尊的華嚴教主特徵。洞窟中的一系

列壁畫都由華嚴這一主題進行統攝，雖然沒有華嚴經變的出現，但華嚴無疑是莫

高窟第 361 窟潛藏的主題。 

從中晚唐敦煌主尊彩塑的外形來看，釋迦、盧舍那、毗盧遮那三身有時即為

一身，既有釋迦外形的毗盧遮那，也有毗盧遮那外形的盧舍那法身。莫高窟第 361

窟的主尊，雖然存在菩薩裝大日如來外形的可能性，但更可能採用著佛裝的釋迦

佛外形，這也是唐代敦煌石窟帶有毗盧遮那性格主尊的常見形式。 

莫高窟第 361 窟這種以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作為主尊的特點，被莫高窟晚唐第

14 窟所繼承。較之第 361 窟，第 14 窟主尊的毗盧遮那性格更為明確，在洞窟的四

壁下部繪製了華嚴諸大菩薩來明確主尊作為毗盧遮那的身份，這又比中唐更進了

一步。 

總之，唐代華嚴教主毗盧遮那逐步成了敦煌密教洞窟的主尊。從盛唐塑繪結

合的華嚴三聖開始，到中唐第 361 窟以潛藏的華嚴主題聯繫全窟，最後到晚唐時

期繪製華嚴教主的眾多眷屬菩薩來明確毗盧遮那的主尊身份。華嚴教主毗盧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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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盛唐到晚唐，在敦煌石窟的營建中逐步確立了自己的主尊地位，不僅成為當時

華嚴信仰流行於敦煌的實物見證，也反映了佛教造像上華嚴教主向密教主尊轉化

的重要過程。 

關鍵詞：莫高窟、第 361 窟、華嚴、主尊、毗盧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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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ve 361 was built in late time of Tibet Occupation in Mogao Grottoes of 

Dunhuang,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soteric caves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main statue does not exist in the niche now. The identity of the main statue is the 

main problem in this paper. The theme of Avatamsaka in the cave, the main statue’s 

shape of Avatamsaka, the inheritance in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main statue of 

Avatamsaka in Tang’s caves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point of the design, Cave 361 has a hidden theme, Avatamsaka. The 

murals implied the main statue is the Buddha of Avatamsaka. The main niche, as the 

center of the cave’s vision, was covered by the paintings of discipline according to 

Brahmajala Sutra, also was painted in Manjusri, Samantabhadra and their worlds. 

These murals all mean the main statue is the lord of Avatamsaka. 

In Tang Dynasty, Buddha sculptures’ shape, Sakyamuni, Vairocana and Vairochana, 

three body sometimes is the same body. The Lord Buddha of Cave 361,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hape of Bodhisattva, but is more likely to be Buddha Sakyamuni’s 

shape. This is the common form of Buddha in Dunhuang Grottoes in Tang Dynasty.  

Cave 14 inherited Cave 361 in Mogao Grottoes, its main statue also Vairochana, 

the Buddha as a leader of Avatamsaka world. Compared with Cave 361, the Buddha’s 

Vairocana character is clearer in Cave 14.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walls in this cave, 

was painted the great bodhisattvas according to Avatamsaka Sutra, to clear the main 

statue as the identity of the Vairocana.  

Keywords: Mogao Grottoes, Cave 361, Avatamsaka, the Main Statue, Vairoc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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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 361 窟（見圖 1）建於吐蕃統治敦煌晚期，是中唐時期最具代表性的

密教洞窟之一。主室正龕為盝頂帳形雙層龕，現在龕內彩塑全部不存。1908 年，

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到敦煌時，記錄了此窟主室「數身彩

塑都是裝在木底座上的，設有被鋸開的和彩繪的小木欄杆。光輪是用彩繪木頭製

成的，其中的兩個都在後部有藏文題識（見筆記本 A-93）」。11914 年，俄國探險

家奧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則記錄「龕內除普賢、文殊以外，尚曾有

五塑像：一佛，兩弟子，兩菩薩，現只剩下一些支撐和菩薩的腿部（三個）」。2通

過上面這些文字，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莫高窟第 361 窟的彩塑是一佛二弟子四菩薩

（最外兩身為文殊和普賢）的組合，那麼其中的主尊是誰，能否確定主尊的身份？

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有關莫高窟第 361 窟的專題研究，主要有臺灣學者郭祐孟〈敦煌吐蕃時期洞

窟的圖像結構——以莫高窟 360 和 361 窟為題〉3和〈敦煌莫高窟第 361 窟之研究〉
4兩篇文章。郭氏的文章中已經提出「正龕三聖圖像結構」的概念，只是認為此龕

主尊佛身份的認定，還要再進一步從龕內壁畫的繪畫題材來商榷。本文則是在他

的基礎上，從第 361 窟的正龕、窟頂與四壁圖像出發，來推定洞窟的主尊。 

 

 

 

 

 

 

 

 

 

                                                        
1 〔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67。 
2 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俄藏敦煌藝術品》6，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5 年，頁 309。 
3 郭祐孟，〈敦煌吐蕃時期洞窟的圖像結構──以莫高窟 360 和 361 窟為題〉，敦煌研究院編《敦

煌吐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 年，頁 126-145。 
4 郭祐孟，〈敦煌莫高窟 361 窟之研究〉，《圓光佛學學報》15，2009 年，頁 143-173。 

圖 1 莫高窟第 361 窟 主室內景 中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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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潛藏的華嚴 

莫高窟第 361 窟是一個設計完善、佈局嚴謹的中唐密教洞窟，窟內所有的壁

畫似乎都統一於一個主題當中。下面筆者將通過主室正龕、窟頂、南北壁、東壁

等四個部分，來分析這個洞窟中潛藏的主題，並據此來推測原來主尊的身份。 

（一）正龕。中唐時期，莫高窟洞窟正龕龕內四披繪畫題材出現了明顯的時

代特徵，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這時於此處繪製瑞像圖，如莫高窟第 231、236、237、

449 等窟，藥師佛也是這時龕內四披大量出現的新題材，如莫高窟第 144、153、

155、191、197、200、222、238、358、369、471 等窟。同樣，莫高窟第 361 窟龕

頂四披出現的「千佛」，也與以往所見的不同。與前代相比，第 361 窟的千佛是

一種新題材，經過比對，此處千佛的手印說明，這些佛像具備金剛界東、西、南、

北四方佛的意義。5這裡的千佛有一定的涵義，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千篇一律的小佛

像。龕內四披千佛（見圖 2）主要由手印不同的四種坐佛組成，坐佛 a 右手為觸地

印，是東方阿閦佛之印；坐佛 b 雙手結定印，為西方無量壽佛之印；坐佛 c 左手

為與願印，為南方寶生佛之印；坐佛 d 右手為施無畏印，為北方不空成就佛之印。

第 361 窟龕頂四披千佛無論其如何排列，都是由這四種坐佛組成。因此，龕頂千

佛帶有四方佛的涵義，那麼龕內的主尊就有可能為金剛界五佛中的中方佛毗盧遮

那。 

 

 

 

 

 

 

 

 

 

 

正龕屏風畫也隱喻了主尊的身份，內層龕的六扇屏風畫所繪的戒律圖，出自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這部經一開始就說：「爾時釋迦牟尼佛，

在第四禪地中摩醯首羅天王宮，與無量大梵天王不可說不可說菩薩眾，說蓮花臺

                                                        
5 金剛界四方佛手印參見仁和寺版《金剛界九會大曼荼羅》，《大正藏・圖像部》冊 1，頁 939-945。 

圖 2 莫高窟第 361 窟 西壁龕頂東披 千佛（局部） 中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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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世界盧舍那佛所說心地法門品。」6《梵網經》中的這句話，強調了來源於蓮花

臺藏世界的盧舍那佛，說明這些內容是源於華嚴的。這句話的意思非常明確，說

明《梵網經・心地品》的內容最初是由盧舍那佛在蓮花臺藏世界所說，而這時釋

迦牟尼又在第四禪地中的摩醯首羅天宮為會眾再次宣說。如果這些屏風畫與彩塑

主尊有直接關係的話，那麼彩塑的主尊為釋迦牟尼或盧舍那佛最為合理。 

外層龕的文殊與普賢屏風畫同樣暗示了主尊的身份，文殊和普賢是華嚴會上

的兩大上首菩薩，毗盧遮那、文殊和普賢被稱為「華嚴三聖」。唐代澄觀大師說：

「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7也

就是說，以文殊和普賢作為脅侍，主尊就有了毗盧遮那的性格，並在組合中隱含

了華嚴之義。這樣一來，無論正龕的主尊以何種面貌出現，其具有毗盧遮那的性

格是毫無疑問的。 

正龕外層龕北側繪文殊顯現與五臺山圖。《古清涼傳》載唐高宗時敕沙門會

賾等檢行五臺山聖跡，繪五臺山圖及小帳並述《略傳》，廣行三輔。8中唐時，吐

蕃遣使請五臺山圖，遂傳至敦煌。此圖雖屬對文殊菩薩聖地的崇拜，但其文獻依

據顯然與華嚴信仰有直接關係。《華嚴經》載：「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

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為說法。」
9唐代，認定清涼山為五臺山的屬華嚴宗大師法藏與澄觀，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

中明確指出「清涼山則是代州五臺山是也」10，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中也

說「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11。同時代的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也說

「曼殊室利云妙吉祥，……華嚴經說在此清涼五臺山。12」所以，北側的這幅五臺

山圖，突顯的五臺聖跡，與華嚴信仰的流行密不可分。 

（二）窟頂。莫高窟第 361 窟窟頂四披（見圖 3）為四方佛的結構，其東、南、

北三方佛座下有相應表示方位的動物，也就是鳥獸座。明確提到鳥獸座問題的經

典，似乎都屬於《金剛頂經》系統，如《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和《金剛頂

經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門義訣》。唐代「開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剛智所譯的《金剛

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稱： 

 

                                                        
6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CBETA, T24, no. 1484, p. 997, b12。 
7 《宋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1, p. 737, b02。 
8 《古清涼傳》，CBETA, T51, no. 2098, p. 1098, b22-c17。 
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590, a03。 
10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391, a15。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59, c06。 
12 《妙法蓮華經玄贊》，CBETA, T34, no. 1723, p. 674,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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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東方如上所說象座，想阿閦鞞佛而坐其上；於其南方如上所說馬座，想

寶生佛而坐其上；於其西方如上所說孔雀座，想阿彌陀佛而坐其上；於其北

方如上所說迦樓羅座，想不空成就佛而坐其上。各於座上又想滿月形，復於

此上想蓮華座，每一一蓮花座上佛坐其中。13 

此窟窟頂藻井井心為十字金剛杵，不能夠明確代表毗盧遮那，能夠代表中方的毗

盧遮那佛很可能是此窟正龕中的主尊。毗盧遮那在圖像中可以以塔或塔瓶（塔為

毗盧遮那的三昧耶形14）來代表，反觀此窟正龕的「塔龕」形式，似乎正與此呼應。 

 

 

 

 

 

 

 

 

 

 

（三）南北壁。窟內所表現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同樣佐證了主尊的身份，南

壁無量壽經變與北壁的藥師經變對稱出現，以最典型的東西方兩種淨土代表了

十方淨土，這是對洞窟涵蓋空間的表達。從時間概念上來看，南壁金剛經變的

主尊為釋迦牟尼佛，是最有代表性的現在佛；北壁彌勒經變的主尊是彌勒佛，

是眾所周知的未來佛；而東壁門上法華塔與塔內的多寶佛是過去世的，可作為

過去佛的代表。這樣一來，東、南、北三壁就組成了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

格局。南北壁與東壁的法華塔共同構成了十方三世的概念，十方三世的造像在

這時也被認為是華嚴造像的主要內容。賴鵬舉總結華嚴思想的造像時說：「另

一種形式則是一側壁為藥師經變，另一側壁為彌陀淨土變，兩淨土一在東方，

一在西方，俱屬十方佛範疇，其含義近於彌勒、彌陀淨土的十方三世佛，這種

組合見於初唐的 220 窟、盛唐 88 窟及中唐的 231、240、360、112、159、202、

359、361、369、471 窟等。」15 

                                                        
13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CBETA, T18, no. 866, p. 227, c02。 
14 參見《金剛界三昧耶曼荼羅圖》，《大正藏・圖像部》冊 1，頁 1029。 
15 賴鵬舉，《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頁 171。 

圖 3 莫高窟第 361 窟 主室窟頂（局部） 中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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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壁（見圖 4）。本窟東壁所繪千手千眼觀音變、千手千缽文殊變和不

空羂索觀音變，亦以華嚴為本源。賴鵬舉《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一書中，提

到了《華嚴經》與密教觀音菩薩的關係。《華嚴經》中說：「於此南方有山，名

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16補怛洛伽山觀音後來成為了所有密教觀音最

初的本體，千手千眼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和如意輪觀音都來自於普陀洛伽山（即

補怛洛迦）觀音。唐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

尼經》中稱釋迦牟尼在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講說此經17，唐菩提流志所譯《不空

羂索神變真言經》中也都提到說法的道場在「補陀洛山」18，《如意輪陀羅尼經》

中則說觀音所住為「補陀落山七寶宮殿」19。這些密教觀音的法門既然來源於《華

嚴經》中的普陀洛伽山觀音的法門，那麼華嚴的主尊毗盧遮那佛自然可以統攝這

些尊格。 

千手千缽文殊，與華嚴的關係更為密切。唐不空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

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稱：「一時釋迦牟尼如來，在摩醯首羅天王宮中於毗楞

伽寶摩尼寶殿中，如來在百寶摩尼寶座上，與共毗盧遮那如來，於金剛性海蓮華

藏會，同說此經。」20《千手千缽大教王經》與正龕的《梵網經》都出自於華嚴無

疑。特別是太虛大師發現，「《梵網經》上卷所說的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

十地的文字，與《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略稱《千缽

經》）之第七卷半到第九卷，所說十發趣等四十心位，文字加詳，而義旨全同《梵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366, c03。 
17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CBETA, T20, no. 1060, p. 106, a08。 
18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CBETA, T20, no. 1092, p. 227, a07。 
19 《如意輪陀羅尼經》，CBETA, T20, no. 1080, p. 189, c15。 
20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CBETA, T20, no. 1177A, p.725, a29。 

圖 4 莫高窟第 361 窟 主室東壁 中唐 



莫高窟第 361 窟的華嚴主尊──莫高窟第 361 窟研究之十二 575 

  

網經・心地品》上卷」。21甚至於有學者認為，千缽文殊的形象是根據《梵網經》

中蓮花臺藏世界改造而成，將盧舍那佛所住蓮花臺藏周遍出千葉（葉上千釋迦），

改造為文殊身上出千手千缽（缽中千釋迦）。22所以，華嚴教主亦可統攝千手千缽

文殊。而有關千手千眼觀音與千手千缽文殊的對應關係，賴鵬舉亦有專門論述，

並進一步認為這兩者皆由毗盧遮那法身而出，同時指出這種對稱關係最早出現於

莫高窟第 361 窟的東壁。23 

此外，在這個洞窟中，對時間與空間似乎特別強調。窟中以東壁的多寶塔代

表過去的時間概念，又帶有更深刻的時間意義。塔內的多寶佛為過去佛，釋迦佛

為現在佛，共處一塔就帶有多寶滅而未滅、釋迦生而不生的永恆意義。由此展開，

三壁中的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概念又可以展開成永恆常在的時間概念。從空

間觀念上來看，窟頂西披為十方佛，而整個窟頂為四方佛，南北兩壁又有西方無

量壽佛與東方藥師佛，方位佛形象清楚，空間上的方位概念全面。這種描繪永恆

的時間與法界無邊空間的想法，似乎都在強調主尊的法身特徵。 

法身是佛的自性常住之身，法身能遍照整個法界，法身遍佈整個宇宙，所以

說法身是一個能代表全部時間與空間的概念。主室的空間中心為藻井內的羯磨

杵，具有法身永恆的特性。主室的視覺空間中心則是正龕的主尊，帶有法身性格

的佛陀，因此這個中心點也就統攝了整個洞窟的時空概念。與此相對應的是，如

果主室缺失的主尊的確為毗盧遮那如來的話，全窟的主尊應是具有法身永恆、統

攝所有時間與空間的特徵，全窟各種圖像的時空概念最後都收於正龕主尊這個中

心點上。 

通過以上的分析，華嚴似乎是莫高窟第 361 窟中一個隱含的主題，這樣的話

主尊最有可能為華嚴教主毗盧遮那或是盧舍那，也有可能是釋迦牟尼。主尊的身

份到底是他們中的哪一位，在這一時期又以什麼樣的外形來表現呢？ 

二、華嚴主尊的外形 

毗盧遮那、盧舍那與釋迦三者之間的關係，原出自《華嚴經》，但因譯音不

同，造成後世各佛教宗派對它有不同的解釋。華嚴宗認為毗盧遮那佛為法身佛，

是蓮華藏世界的教主。天臺宗認為毗盧遮那佛是法身佛，盧舍那佛為報身佛，釋

迦牟尼佛為應化身佛。密宗則認為毗盧遮那佛為至高的唯一法身佛，金剛界的根

本，是密教最大的本尊。因為譯名不同，造成佛教內部不同學派，對這三者之間

                                                        
21 聖嚴法師，《戒律學綱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254。 
22 呂建福，〈千缽文殊的產生及其影響〉，《五臺山研究》3，1994 年，頁 8。 
23 賴鵬舉，《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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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莫高窟第 459 窟 西壁正龕 晚唐 圖 6 榆林窟第 25 窟 正壁  

盧舍那佛 中唐 

的解釋也不盡相同。隋代智者大師稱：「《普賢觀》云：『釋迦牟尼名毗盧遮那

遍一切處。』《華嚴》云：『亦名釋迦亦名舍那等。既知三身即一身。』」24智者

大師這種認為三者即為一身的觀點，在唐代的敦煌石窟造像中非常流行。 

 

 

 

 

 

 

 

 

 

 

 

在晚唐的第 459 窟中，正龕外兩側為文殊與普賢赴會圖，按照澄觀大師的觀

點，主尊必然是具有毗盧遮那性格的。而我們所看到的西壁正龕（見圖 5）的主尊

身著普通佛裝，既沒有後來大日如來菩薩裝的特點，也沒有盧舍那佛的法界眾生

相，仍以最為常見的釋迦佛的外貌出現。加上兩側脅侍阿難和迦葉兩大弟子，第

459 窟主尊更是確定為釋迦牟尼無疑，可以說是具有毗盧遮那性格的釋迦佛。中唐

榆林窟第 25 窟正壁繪製了密教毗盧遮那佛並八大菩薩，主尊為菩薩裝大日如來的

密教形象（見圖 6），但旁邊的榜題卻清楚地書寫「清淨法身盧那舍佛」。在現在

看來，釋迦、盧舍那、毗盧遮那為各自獨立的概念，雖然之間有聯繫，但也有很

明顯的區別，特別是在外形上。但從唐代的敦煌石窟來看，釋迦、盧舍那、毗盧

遮那三身有時即為一身，既有釋迦外形的毗盧遮那佛，也有毗盧遮那外形的盧舍

那法身。在所有關於莫高窟第 361 窟的記錄中，伯希和記錄了「數身彩塑都是裝

在木底座上的，設有被鋸開的和彩繪的小木欄杆。光輪是用彩繪木頭製成的，其

中的兩個都在後部有藏文題識」，奧登保記錄「龕內除普賢、文殊以外，尚曾有

五塑像：一佛，兩弟子，兩菩薩，現只剩下一些支撐和菩薩的腿部（三個）」。

這樣看來，龕內彩塑原應為一鋪七身的組合，內層龕可能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

外層龕為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相鄰的同時代的第 359 窟和第 360 窟均為一鋪七

身的組合（見圖 7、圖 8），第 361 窟龕內的彩塑應與這兩窟相似。第 359 窟和第

360 窟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主尊雖經後代重修，卻都為菩薩裝，這種身形是

                                                        
24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CBETA, T33, no. 1705, p. 271, c14。 

file:///C:/Users/Administrator/Google%20雲端硬碟/02檔案收藏/01工作資料/華嚴蓮社/01四月研討/2015年第四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Google%20雲端硬碟/02檔案收藏/01工作資料/華嚴蓮社/01四月研討/2015年第四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Google%20雲端硬碟/02檔案收藏/01工作資料/華嚴蓮社/01四月研討/Documents%20and%20Settings/hp/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772&B=T&V=33&S=1705&J=4&P=&372083.htm#0_0#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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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莫高窟第 360 窟 西壁正龕 中唐 圖 8 莫高窟第 359 窟 西壁正龕 中唐 

否依照了中唐的原作？如果第 361 窟與這兩個洞窟的主尊一樣的話，那原作是否

也為菩薩裝？ 

 

 

 

 

 

 

 

以毗盧遮那佛（即大日如來）作為主尊，在莫高窟中的確存在，敦煌文獻 P.2991

《報恩吉祥之窟記》云「其龕化成，粉壁斯就，當陽素毗盧像一軀，並八大菩薩，

以充侍衛」，可見確有以大日如來為主尊的。經筆者考證，莫高窟第 233 窟可能

是這件文獻中描寫的「報恩吉祥窟」，營建時代約為晚唐五代時期，主室中心佛

壇上塑一佛二弟子八菩薩組合（見圖 9）。25這些彩塑經清代重修，從現存的情況

來看，作為毗盧像的主尊仍以穿佛裝的佛陀形象出現，與釋迦牟尼佛在外貌上沒

有區別。所以第 361 窟的主尊也可能是以釋迦形象出現的，帶有毗盧遮那性格的

佛像。 

 

 

 

 

 

 

 

三、晚唐的繼承 

莫高窟第 14 窟的主尊（見圖 10）為清代重修，原貌已失。因龕內繪畫為十大

弟子，所以主尊應為釋迦牟尼。郭祐孟認為，此窟的主尊釋迦牟尼具有毗盧遮那

                                                        
25 趙曉星，〈敦煌文獻 P.2991《報恩吉祥之窟記》寫作年代再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待刊。 

圖 9 莫高窟第 233窟 主室 中心佛壇 中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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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並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26莫高窟第 14 窟主室四壁下部晚唐繪菩薩立像

屏風畫共 51 扇，這些屏風畫成為證明洞窟主尊的重要依據。 

 

 

 

 

 

 

 

莫高窟第 14 窟菩薩立像屏風畫位於主室四壁下部，其中東壁 8 扇（門北、門

南各 4 扇），南壁 16 扇，西壁 11 扇，北壁 16 扇，每扇屏風畫外沿高 114cm、寬

45cm，每屏內均有菩薩立像一身。所有屏風畫中菩薩均為站立姿態，頭頂上方施

華蓋、有頭光，腳下踏蓮台，表 1 中除特別注明為「比丘」外貌者，其餘均為菩

薩形。每扇屏風畫內沿一側均有豎式榜題一條，上書菩薩名號，其中有 16 條清晰

可釋讀。 

這 16 身菩薩的榜題保存了菩薩之名，即南無月光菩薩(12)、南無普勝寶勝

菩薩(20)、南無普德海憧菩薩(21)、南無普光照菩薩(22)、南無普寶華幢菩薩

(23)、南無普勝濡音菩薩(24)、南無普淨德炎菩薩(25)、南無普相光明菩薩(26)、

南無大光海月菩薩(27)、南無雲音海藏菩薩(29)、南無德寶勝月菩薩(30)、南無

淨惠光炎菩薩(31)、南無超趣華光菩薩(32)、南無無量智雲菩薩(33)、南無大力

精進金剛菩薩(34)和南無淨雲月幢菩薩(44)。現存佛教經典中，書寫這些菩薩名

稱的只有兩部，即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27（以下簡稱《華嚴經》）

和失譯人的三十卷本《佛說佛名經》28（以下簡稱《佛名經》）。 

莫高窟第 14 窟榜題與佛經中所記諸菩薩名號略有出入，除了一些字在寫法上

的差別外，名號的差別還可以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其具體差別見表 1。如榜題「南

無月光菩薩」(12)，在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中沒有出現，在《佛名經》中

為「南無香炎平等莊嚴月光菩薩」，也與榜題相差較大，但唐實叉難陀譯《華嚴

                                                        
26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體用觀初探──以莫高窟第 14 窟為例看法華密教的開展〉，《圓光佛

學學報》10，2006 年，頁 154-160。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395, b11、p. 404, b18。 
28 《佛說佛名經》，CBETA, T14, no. 441, p. 228, a16、p. 244, a22。 

圖 10 莫高窟第 14 窟 主室內景 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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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卷四十出現了「月光菩薩」之名；榜題「南無普勝寶勝菩薩」(20)，《華嚴經》

和《佛名經》均為「普勝寶光菩薩」；榜題「南無普光照菩薩」(22)，《華嚴經》

為「普慧光照菩薩」，《佛名經》為「普慧光明菩薩」；榜題「南無普勝濡音菩

薩」(24)，《華嚴經》為「普勝軟音菩薩」，《佛名經》與榜題同；榜題「南無普

淨德炎菩薩」(25)，《佛名經》為「南無普德清炎菩薩」，榜題與《華嚴經》大致

相同；「南無淨惠光炎菩薩」(31)，《華嚴經》和《佛名經》均為「淨慧光焰自在

王菩薩」；榜題「南無無量智雲菩薩」(33)，《華嚴經》和《佛名經》均為「無量

智雲日光菩薩」。 

表1：莫高窟第14窟菩薩立像屏風畫榜題、《大方廣佛華嚴經》、《佛說佛名經》對照表 

編

號 
莫高窟第 14 窟榜題 《大方廣佛華嚴經》 《佛說佛名經》 

12 南無月光菩薩 無 南無香炎平等莊嚴月光菩薩 

20 南無普勝寶勝菩薩 普勝寶光菩薩 南無普勝寶光菩薩 

21 南無普德海憧菩薩 普德海幢菩薩 南無普德海幢菩薩 

22 南無普光照菩薩 普慧光照菩薩 普慧光明菩薩 

23 南無普寶華幢菩薩 普寶華幢菩薩 普寶華幢菩薩 

24 南無普勝濡音菩薩 普勝軟音菩薩 普勝濡音菩薩 

25 南無普淨德炎菩薩 普淨德焰菩薩 普德清炎菩薩 

26 南無普相光明菩薩 普相光明菩薩 南無普相光明菩薩 

27 南無大光海月菩薩 大光海月菩薩 南無大光海月菩薩 

29 南無雲音海藏菩薩 雲音海藏菩薩 南無雲音海藏菩薩 

30 南無德寶勝月菩薩 德寶勝月菩薩 南無德寶勝月菩薩 

31 南無淨惠光炎菩薩 淨慧光焰自在王菩薩 南無淨慧光焰自在王菩薩 

32 南無超趣華光菩薩 超趣華光菩薩 南無超趣華光菩薩 

33 南無無量智雲菩薩 無量智雲日光菩薩 南無無量智雲日光菩薩 

34 南無大力精進金剛菩薩 大力精進金剛菩薩 南無大力精進金剛菩薩 

44 南無淨雲月幢菩薩 淨雲月幢菩薩 南無淨雲月幢菩薩 

失譯人的三十卷本《佛名經》，發現於《高麗藏》中，現收入日本《大正藏》

第十四冊。此經在唐代俗稱為《馬頭羅刹佛名經》，多種經錄將其判為偽經而不

收，但至少說明此經在唐代前期已經形成。一般來說，《佛名經》多與懺悔佛事

有關，其性質與功用與《大通方廣經》類似。也就是說，莫高窟第 14 窟的菩薩立

像屏風畫與隋末唐初出現的成排菩薩立像壁畫在功用上近似，可能都與懺悔的法

事有關。而榜題中的「普光照菩薩」之名僅見於《華嚴經》卷四十，與前經文同

為「十佛剎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之一，「月光菩薩」也是《佛名經》中沒有而是

見於唐實叉難陀所譯《華嚴經》的。從榜題的書寫情況來看，這些菩薩的名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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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和《佛名經》都略有出入，但僅見於《華嚴經》的「普光照菩薩」和

「月光菩薩」，以及菩薩們的排序情況說明其應基本出於《華嚴經》，或者突出

作為「華嚴菩薩」的特徵。 

《華嚴經》稱：「與如是等諸菩薩俱，皆是盧舍那佛宿世善友」，並說： 

一切成就功德大海，諸波羅蜜周滿普照，慧眼清淨，等觀三世，於諸三昧具

足明淨；辯才大海深廣無盡，普現諸佛功德光耀；善知一切眾生心行，如應

調伏，以金剛智普照境界；同一法性，覺慧廣大，甚深智境，靡不明達，住

於一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無上智願皆已成滿，具足如來深廣密教，悉得

一切佛所共法，皆同如來行地、德力，一切三昧海門皆得自在，於眾生海如

應示現，隨其所行，善能建立。善入一切諸法之海，回轉總持如來一切功德

法海，充滿其身；遍遊一切佛世界海，出生一切淨土願海，悉得諸佛達未來

際方便智慧；一切如來坐道場者，普能往詣禮事供養，悉得一切普賢願海，

於諸眾生智身滿足。29 

可以看出，《華嚴經》明確指出，這些菩薩是盧舍那佛的「宿世善友」，而後面

大段的論述則是說明這些菩薩與盧舍那佛一樣，普攝一切法界，一切法界充滿其

身。 

那麼，這些菩薩被繪於第 14 窟四壁下部的情況說明，作為盧舍那佛的「宿世

善友」，作為具有盧舍那佛特徵的這些大菩薩，自然是應以盧舍那佛作為主尊的，

這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郭祐孟先生認為第 14 窟主尊具有毗盧遮那性格的觀點。從

現存的敦煌石窟來看，在中唐的洞窟中，僅有榆林窟第 25 窟正壁壁畫的主尊榜題

上書寫了「清淨法身盧那舍佛」，以榜題的形式明確了其作為「法身盧舍那」的

身份，另有第 14 窟主室南壁西起第一鋪經變畫為毗盧遮那並八大菩薩曼荼羅的主

尊為具有毗盧遮那性格的密教大日如來。而更多的毗盧遮那性格的主尊，僅是根

據正龕龕外兩側繪製文殊變與普賢變，引用唐代澄觀大師「況文殊主智，普賢主

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來判定，其依據未免顯得

單薄。第 14 窟菩薩立像屏風畫的出現，為主尊的毗盧遮那性格提供了更為可靠的

確鑿依據。晚唐第 14 窟這種以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作為主尊的特點，正是受到了中

唐第 361 窟的影響。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395, 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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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嚴主尊在唐代莫高窟的流行 

唐代，華嚴三聖的結構在莫高窟的正龕中逐步佔有了主要的地位。初唐時期，

莫高窟出現了騎獅文殊和乘象普賢對稱出現於正龕兩側的形式，如莫高窟第 331

窟，但文殊普賢的形象較小，在洞窟的西壁（正壁）上並不顯眼。直到莫高窟初

唐第 220 窟，較大的文殊像和普賢像對稱出現在正龕龕外兩側，成為西壁正龕外

最重要的圖像之一。盛唐時期，這種在龕外繪製文殊普賢的傳統被繼承下來，進

而成為一種固定形式，如莫高窟第 180 窟和受此影響的第 148 窟，但這時的文殊

普賢變構圖簡單，沒有眾多的眷屬。可以說，盛唐時期文殊普賢圖像已暗示了主

尊的毗盧遮那性格，並在正龕形成「華嚴三聖」的結構，但這種結構對主尊的毗

盧遮那身份並不強調，還沒有將全窟壁畫的內容以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來統攝。值

得注意的是，莫高窟盛唐第 44 窟中心柱正龕內以繪塑結合的方式表現了華嚴九會

（見圖 11）的內容，說明洞窟的主尊為華嚴教主毗盧遮那，只可惜此窟在盛唐未

能完工。這說明，在盛唐的莫高窟，已開始嘗試以華嚴思想為主導來設計營建洞

窟。只是這種方式因敦煌被吐蕃佔領的特殊事件而中斷，未能在後來的中唐時期

繼續下去。 

 

 

 

 

 

 

 

 

 

中唐時期，眷屬眾多的文殊變和普賢變開始出現在正龕兩側，文殊和普賢兩

大華嚴上首菩薩地位被突然抬升，莫高窟洞窟中的華嚴思想忽然得到了強調，這

一時期開始在洞窟中大量繪製華嚴經變，這是華嚴信仰在顯教中的表現。而毗盧

遮那、文殊、普賢三者的結合不僅出現在顯教的華嚴思想中，也出現在盛唐後期

與密教有關的華嚴圖像中。不空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

經》中亦以三者的結合來說明本經的宗本，「說經之根，宗本有三：一者毗盧遮

那法身，本性清淨，出一切法金剛三摩地為宗；二者盧舍那報身，出聖性普賢願

行力為宗；三者千釋迦化現千百億釋迦，顯現聖慧身，流出曼殊室利身作般若母

圖 11 莫高窟第 44 窟 中心柱正面 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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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宗。」30其中，將毗盧遮那、普賢、文殊三者認為是法、報、化三身，說明密教

經典中也將「華嚴三聖」視為一體。這種思想直接影響到莫高窟中晚唐密教洞窟

的營建，如莫高窟第 361 窟，以華嚴為主題統攝全窟壁畫，華嚴教主作為主尊的

身份被突顯出來。但是，這時的華嚴教法仍是潛藏在每鋪壁畫當中的，華嚴教主

毗盧遮那仍只以文殊普賢作為脅侍來標誌。直到莫高窟晚唐第 14 窟，以在四壁下

部描繪盧舍那佛眾多眷屬菩薩的形式來明確主尊作為華嚴教主的身份。需要注意

的是，在敦煌中晚唐的密教代表窟莫高窟第 361 窟和第 14 窟，華嚴教主毗盧遮那

成為了洞窟的主尊，實際上反映的是華嚴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密教造像，窟中的華

嚴思想為密教服務，亦為這時的密教主題所統攝。 

由此，唐代莫高窟的華嚴主尊經歷了一個由文殊普賢隱喻、到由全窟壁畫暗

示，最後由眾多眷屬彰顯的過程，其自身的毗盧遮那性格被不斷的強化，最終毗

盧遮那成為主尊最主要的身份特徵。在這個過程中，盛唐時期顯教的華嚴教主的

塑造因吐蕃的佔領而被中斷，卻促成了華嚴教主毗盧遮那向密教洞窟主尊的方向

發展，最終在莫高窟第 361 窟和第 14 窟中被確定下來。 

五、小結 

通過以上對莫高窟第 361 窟全窟壁畫的分析，可以推測出此窟缺失的主尊很

可能為華嚴教主毗盧遮那，其外形很可能以常見的釋迦佛的外形出現。此窟以華

嚴教主為主尊的特徵，在晚唐第 14 窟中被繼承下來，同時證明了佛教造像上華嚴

教主向密教主尊轉化的重要過程。 

※本文圖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版權歸敦煌研究院所有。 

引用書目：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佛說佛名經》，CBETA, T14, no. 441。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CBETA, T18, no. 866。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CBETA, T20, no. 1060。 

《如意輪陀羅尼經》，CBETA, T20, no. 1080。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CBETA, T20, no. 1092。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CBETA, T20, no. 1177A。 

                                                        
30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CBETA, T20, no. 1177A, p. 730, a19。 



莫高窟第 361 窟的華嚴主尊──莫高窟第 361 窟研究之十二 583 

  

《梵網經》，CBETA, T24, no. 1484。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CBETA, T33, no. 1705。 

《妙法蓮華經玄贊》，CBETA, T34, no. 1723。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宋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1。 

《古清涼傳》，CBETA, T51, no. 298。 

《金剛界三昧耶曼荼羅圖》，《大正藏・圖像部》冊 1。 

〔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甘肅人民

出版社，1993 年。 

呂建福，〈千缽文殊的產生及其影響〉，《五臺山研究》3，1994 年，頁 8。 

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俄藏敦煌藝術品》6，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郭祐孟，〈敦煌吐蕃時期洞窟的圖像結構──以莫高窟 360 和 361 窟為題〉，敦

煌研究院編《敦煌吐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2009 年，頁 126-145。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體用觀初探──以莫高窟第 14 窟為例看法華密教的開

展〉，《圓光佛學學報》10，2006 年，頁 154-160。 

郭祐孟，〈敦煌莫高窟 361 窟之研究〉，《圓光佛學學報》15，2009 年，頁 143-173。 

聖嚴法師，《戒律學綱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 

趙曉星，〈敦煌文獻 P.2991《報恩吉祥之窟記》寫作年代再考〉，《敦煌吐魯番

研究》，待刊。 

賴鵬舉，《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584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華嚴藝術的特徵與米芾書法 585 

華嚴藝術的特徵與米芾書法 

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研究員 

許淳熙 

摘 要 

《華嚴經》向有「經中之王」之譽，原因之一在於其不僅是一部佛教經典，

也是一部哲學巨著、一部科學巨著，同時還是一部文學藝術巨著。華嚴思想為藝

術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營養，並由此形成了奇麗的華嚴藝術。華嚴藝術具有不

同於其它任何藝術的獨特特徵。這些特徵能夠將華嚴藝術與其它各種藝術相區別，

從而成為我們鑒賞華嚴藝術的準則，故屬於華嚴藝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米

芾，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書畫巨匠。考察米芾書論與作品，可以發現在其書法

創作中幾近完美地展示出華嚴藝術之特徵。這些特徵的形成，與米芾平日誦讀華

嚴經，對華嚴思想的深入理解有著莫大的關係。 

本文以探討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及其在米芾書法上的表現為主題。首先，從

華嚴理論出發，歸納出三條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即圓融、含攝、通達；繼而概

述北宋書畫巨匠米芾與《華嚴經》的淵源；最後探討華嚴藝術在米芾書法作品上

的體現。 

關鍵詞：華嚴藝術、圓融、含攝、通達、米芾、書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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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華嚴經》向有「經中之王」乃至「王中之王」之譽，一方面在於其是一部

遍攝一切教法、廣博無量、宣說了義的佛教經典，另一方面則因為《華嚴經》不

僅是一部佛教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哲學巨著、一部科學巨著 1，同時還是一部文學

藝術巨著。這一性質在浩若煙海的佛教經典中堪稱絕無僅有。一直以來，關於華

嚴藝術的探討主要集中於華嚴圖像及梵唄華嚴字母方面，對分佈於各地的華嚴造

像、圖畫等的創作風格2 與華嚴字母唱誦特點 3 進行了眾多的分析，然而對於華嚴

思想是如何體現於藝術作品？或者說華嚴藝術因反映華嚴思想而具有哪些與眾不

同的特徵？則探討得較少。而這些特徵能夠將華嚴藝術與其它各種藝術相區別，

故屬於華嚴藝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 

對於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的分析歸納存在兩條路徑，一條是理論路徑，即從

華嚴理論、華嚴思想出發，解析出最能反映事事無礙處處通達觀念的藝術表現形

式。另一條是面向藝術作品，通過對藝術作品的鑒賞與分析，發現其間所蘊含的

能反映華嚴思想反映事事無礙處處通達觀念的藝術表現方式。事實上，這兩條路

徑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米芾，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書畫巨匠。他不僅在書法上與蘇軾、黃庭堅、

蔡襄並稱「四大家」，同時還是位書畫理論家，留有《書史》、《海岳名言》、《寶晉

英光集》、《畫史》等論著。其書體瀟散奔放，又嚴於法度。考察米芾書論與作品，

可以發現在其書法創作中幾近完美地展示出華嚴藝術之特徵。這些特徵的形成，

與米芾平日誦讀華嚴經，對華嚴思想的深入理解有著莫大的關係。 

本文以探討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及其在米芾書法上的表現為主題。首先，從

華嚴理論出發，歸納出三條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即圓融、含攝、通達；繼而面

向藝術作品，在概述北宋書畫巨匠米芾與《華嚴經》的淵源的基礎上，探討華嚴

藝術在米芾書法作品上的體現。呂澂先生曾在〈華嚴宗（下）──唐代佛家六宗

學說略述之二）中說到：「從思想方面說，華嚴宗和《華嚴經》各有分際，是不應

混同的」4，然而從華嚴藝術的視角看，二者相通，故本文未作刻意區分。 

  

                                                 
1 鐘茂森，〈從華嚴科學說智慧人生〉，網頁 http://www.xuefo.net/nr/article3/25627.html 
2 陳清香，〈風雨愈見粹礪的華嚴真實義——側記 2013 年第四屆華嚴學術研討會〉，網頁 http://hua

yen.cn/huayanzixun/2014-03-27/228.html 
3 單欣，〈《華嚴經》研究綜述〉，頁 109-113。 
4 呂澂，〈華嚴宗（下）——唐代佛家六宗學說略述之二〉，《現代佛學》1954 年 9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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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嚴藝術思想的基本特徵 

《華嚴經》之所以成為一部藝術巨著，一方面由於其體系恢宏、文辭贍博、

氣勢壯闊、妙喻紛呈、機語雋發，充溢著詩意般的奔放馳騁5， 是「由隱喻的、詩

的、象徵的語言所形成的精神意境。」6  在翻譯《華嚴經》的過程中所運用的七

處八會或七處九會的編排結構、體例對中國章回小說的形成與繁榮產生過重要影

響7；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華嚴經》中所蘊含的思想為藝術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

的營養，並由此形成了若干不同於其它任何藝術的獨特特徵。這些基本特徵能通

過對華嚴思想的解析而得出，並成為我們判別一種藝術作品是否屬於華嚴藝術的

準則。這些基本特徵可用「圓融」、「含攝」、「通達」來描繪。 

整個華嚴哲學華嚴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圓融」，從性起緣起、四法界到十玄、

六相無不圍繞「圓融」思想而進行架構。「性起緣起」又稱「無盡緣起」、 「法界

緣起」，說明宇宙之一切現像是依照眾緣和合、融通無礙之方式而生起的。「四法

界」系華嚴經之宇宙觀，認為若從現象與本體視角觀察宇宙，存在事法界，即萬

物之現象界；理法界，即平等之本體界；理事無礙法界，指現象界與本體界具有

互融不二之關係；以及現象與現象之間，也都相融相即的事事無礙法界四個層次。

在這裡通過「事理圓融」、「現象圓融」構築起華嚴哲學對宇宙實相最基本的看法。

法藏之「新十玄」分別從共時關係、廣狹關係、一多關係、隱顯關係、互攝關係、

互映關係、事法關係、依存關係、歷時關係、主伴關係等十個角度說明諸法相即

相入的圓融性，而「六相說」則從總別、同異、成壞三對相狀範疇，來論述現象

的構成及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從而闡明全體與部分、同一與差異、生成與壞

滅的無盡緣起關係。這種圓融無礙的世界觀，反映到藝術上就形成了一種「圓融」

的藝術思想， 成為華嚴藝術的主要特徵。由此觀之，凡屬華嚴藝術，「圓融」的

創作手法在作品中不可或缺。 

《華嚴經》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重重疊疊、層層無盡、廣闊無垠、莊嚴美麗的

世界形態──華藏世界。華藏世界處處有蓮花，每朵蓮花都有成千的花瓣，而每

一個花瓣中又包含有成千朵蓮花。這個花瓣中的成千朵蓮花中的任何一朵，都不

小於這個花瓣所屬的那朵蓮花。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幅相互含攝、大小無別的世

界圖景。構築這一互涉互入、事事無礙、重重無盡、處處通達的華藏世界的最根

本的思維方法，可以簡捷地表達為 「一即多，多即一」。在《華嚴經》中，反復

地談及「一」與「多」的各種情況。比如，諸法的法性是「一」，諸法的相狀是「多」；

                                                 
5 吳言生，〈華嚴帝網印禪心——論《華嚴經》、華嚴宗對禪思禪詩的影響〉。頁 85-91。 
6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頁 230。 
7 黃夏年，〈略論印順法師對《華嚴經》之成立的研究〉。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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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法身是「一」，佛的應化身是「多」；如來的智慧是「一」，如來的智慧方便是

「多」；眾生的心是「一」，心的起用造作是「多」。這類「一」與「多」的關係，

均表現出能從一個存在中反映出所有的東西，而所有的東西能歸結為一個存在之

性質。如《華嚴經 ·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八》所言： 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

切劫入一劫，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剎入一切剎，以一切剎入一剎，而

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法入一切法，以一切法入一法，而不壞其相者之所

住處。是以一眾生入一切眾生，以一切眾生入一眾生，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

是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 

華嚴之「一即多，多即一」或者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思想可分為空間

維度、時間維度兩種情況來考察。 

從空間上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指在一點之中包攝整個世界，整個世界

能歸結為一點。譬如「一粒米」，是從米店買來的，但在這粒米中含攝著許多事物，

像生產米的農家、販米商、將米運到米店的運米人等。農家生產一粒米需要穀種，

田裡播種，種到田裡需要陽光和水，還需要施肥、除草；而這許多的事物以因緣

為媒介，最終表現為米的形式，成為我們的盤中餐。不僅僅是米，任何事物都是

以這樣的關係在空間中成立。從這一觀點來看，可以說在一種東西中包含著所有

的東西，所有的東西亦可歸結為一種東西 8。這種在空間上的「一多」關係反映到

藝術上，就構成了一種「含攝」的藝術思想。 

從時間上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指能從一念之中看到種種演變，而種種

演變則始於一念之中。從一點出發能夠到達所有的位置，而從所有的位置可回歸

於始點。《華嚴經》中有許多的偈頌旨在闡明該思想，如「一切世界入一毛道，

一毛道出不可思議刹」──普賢菩薩行品；「以一國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

──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三；「一念分身遍十方，如船入海因風濟」──十地品第二

十六之五；「 一切十方皆遍往，無邊際劫不休息」──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五，均

反映出一種通達無礙的特性，這種在時間上的「一多」關係反映到藝術上，就構

成了一種「通達」的藝術思想。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圓融」、「含攝」、「通達」這類特徵能夠使華嚴藝

術與其他的藝術得以區分。那麼，追求這類特徵的方式就成為一種藝術創作的手

法，能夠被運用到藝術創作的過程中。這種手法可稱之為華嚴藝術創作手法，然

而華嚴藝術之高超、玄妙的「圓融」、「含攝」、「通達」特徵如何落實至藝術作品？

藝術作品如何展示華嚴藝術特徵？9 如果沒有任何藝術作品能夠反映出華嚴藝術

                                                 
8（日）鐮田茂雄著，黃玉雄節譯，〈《華嚴經》的構成和思想（續）〉，《五臺山研究》2，頁 9-15。 
9 陳琪瑛，〈試論華嚴精神的藝術形式之建構〉，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八）。 

http://tag.blog.sohu.com/Èë·¨½çÆ·µÚÈýÊ®¾ÅÖ®Ê®°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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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那麼這些華嚴藝術特徵就變成了空中樓閣。幸而，我們可從米芾書法作品

中感受到華嚴藝術手法之運用。 

三、米芾與《華嚴經》的淵源 

有宋一代，佛教興盛。禪律、天臺、華嚴等各宗皆從會昌法難、世宗滅佛中

重新興起。宋代是中華傳統文化與佛教深入融合的時期，佛教的影響深入到社會

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其時的文人士大夫均以研讀佛經佛典為修身之道；以尋訪

高僧、叢林問禪為時尚，而米芾更是在其一生中始終與佛教不棄不離。 

北宋畫家蔡肇在米芾往生後曾撰寫《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岳先生墓誌銘》10，

生動傳神地記錄了米芾之生平及由少小直至謝世與佛教結下的緣分。其中記敘：

「少與禪人摩詰遊，詰以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11表明米芾從小就隨

禪師摩詰遊學，深悟佛理。到晚年行將過世之際，安詳無懼，寫下有倫名偈。史

籍中關於米芾坐化的記載頗多，如程俱《北山小集》12卷十六述：「將沒，預告郡

吏以期日，即具棺梓，置便坐，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

期，留偈句，自謂來從眾香國，其歸亦然，畀歸，葬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

民國《襄陽縣誌》13卷六《人物‧耆舊》載：「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

請坐。及期，召郡僚，舉拂示曰：『眾香國中來，眾香國中去。』」眾香國乃《維

摩經·香積佛品》中所述香積如來之淨土，足見米芾視佛教為最終歸宿。 

米芾享壽 57 歲，在這並不算長的生涯中，卻創作了大量的涉及佛教的詩文書

畫作品。像〈方圓庵記〉、〈文殊〉、〈十八羅漢贊〉、〈正六譯（波羅密經）序〉、〈天

衣懷禪師碑贊〉、〈焦山普濟禪院碑贊〉、〈書海月贊跋〉、〈黃龍真贊〉、〈米元章書

山谷大悲證贊帖〉、〈臨化偈〉、〈法華台詩〉、〈跋頭陀寺碑〉、〈明道觀壁記〉、〈多

景樓詩〉等等。其晚年所書之〈私居帖〉，其中有言：「私居杜門，以禪悅為樂。

彥舟去後，不聞左右動靜，鄉風永懷，不能已已。臘寒，比日官況何如？門中上

下均慶！去歲之念，必少弭忘，聞其素屬疾，非小兒五日間忽然不見者，幻法有

如是，不以禪悅，何以為遣？」更是道出了他與佛教如影隨形、切骨入髓的關係。 

                                                 
10 見江蘇鎮江鶴林寺之〈鶴林寺志〉。清道光年間楊棨所修之《京口山水志》卷 6，頁 37 收該文，

名〈米元章墓誌銘〉。 
11 李覺輝，〈試論禪宗思想對米芾書畫藝術獨特成就的影響〉，頁 30-31。 
12 民國二十三年王雲五將《北山小集》40 卷，重版裝幀為 10 冊，刊行於市。 
13 《襄陽縣誌》民國石印本。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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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居帖〉 

米芾自幼勤奮好學，且聰慧善讀，其六歲能背詩百首，八歲學書法，十歲摹

寫碑刻，小獲聲譽。他讀過許多的佛經 14，包括《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

《華嚴經》、《圓覺經》等，精通佛家理念。正因為他佛門底蘊深厚，才能夠與佛

門大德談禪論道，才可能將佛言禪語嫺熟運用、信手拈來。然而哪部佛經對他影

響最大？該問題史上雖無記載，但能夠通過對米芾個性特點與各佛經內容的分析

而推測。 

米芾，性格落拓不羈，是一位不諧流俗、張揚個性而不受禮法束縛的狂狷之

士，世人謂之「米顛」。米芾摯友黃庭堅認為15：「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

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

其詩名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反

映出其「顛」僅為引起世人的注意，而蘊含於「顛」之表像下的是對藝術、對文

學的癡迷。 

與其它佛教經典勝談空無、論述繁複不同，《華嚴經》以法界緣起為基點，以

菩薩行和毗盧遮那崇拜為中心，展開神奇美妙、富麗堂皇、光彩奪目、色澤斑斕

之妙有世界。在《華嚴經》各品中，以《入法界品》文學色彩最為濃厚。渥德爾

《印度佛教史》16 盛稱此品云：「《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17是一本文學佳作，

是一切大乘經中最值得讀的，差不多可以說是唯一一本照實際計畫組織得很均衡

的藝術作品。循序漸進引導讀者向前，而嚴肅的散文風格使人印象深刻地與包孕

                                                 
14 馬建梅，〈佛教對米芾書畫藝術的影響〉，南京航空航太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15 魏平柱，〈米襄陽〉，《襄陽日報》，2014-03-26 
16［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印度佛教史》。商務印書館，2000 年。  
17 即般若三藏所譯之《大方廣佛華嚴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相當於八十華嚴《入法

界品》。 

http://www.artxun.com/tag/50/beike-248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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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整個宇宙及其不可思議本性的景色保持一致。精細的描寫，豐富的比喻，和形

象化的語言，標誌著這是一部藝術作品。」18由米芾灑脫不羈、詩酒山川、好奇求

異、酷好文藝的個性特點，《華嚴經》必定深受米芾喜愛，而從米芾書法創作的特

徵來看，也處處浸潤著華嚴藝術的因數。 

四、華嚴藝術在米芾書法上的體現 

華嚴藝術思想對米芾書法創作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從米芾的書法作品中，

可以看到華嚴藝術的表現方式已被恰到好處地融入到書法創作過程之中，構成米

芾書法的三大基本特徵。 

（一）圓融 

圓者周遍完滿，融者通和無礙。「圓融」，即將不同乃至對立的東西融合在一

起。米芾書法藝術的「圓融」特徵十分突出，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1.筆法墨法圓融 

《海岳名言》中談及的「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之筆法墨法，

只能由「圓融」而獲得。「穩」與「不俗」，「險」與「不怪」，「老」與「不枯」，「潤」

與「不肥」均為對立的兩種狀態，要使這些對立的狀態同時表現出來，需要進行

圓融化處理，即尋找兩者的交集，並加以拓展，使得它們既有共同點，又保留各

自的特性，達到變化中的和諧統一。米芾結字賦形，往往從看似不經意中顯示出

高妙的技巧。露與藏、肥與瘦、疏與密、簡與繁、虛與實、聚與散、正與側、大

與小、輕與重、長與短等變化萬千，又在矛盾對立中見統一。這種「圓融」特徵

在 〈蜀素貼〉、〈清和貼〉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蜀素貼〉系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一，書有米芾詩作八首，分別為五言古詩

〈擬古〉二首、七絕〈吳江垂虹亭作〉二首、七律〈入境寄集賢林舍人〉與〈重

九會郡樓〉各一首、五言古詩〈和林公峴山之作〉一首與七言古詩〈送王渙之彥

舟〉一首。〈蜀素帖〉用筆縱橫揮灑，寫法字字不同，有正有側、或曲或直、亦濃

亦纖，極盡變化之能事。〈擬古〉第一首詩運筆濃鬱含蓄，到了第二首，字形筆劃

轉向肥瘦相間、濃淡有致，現奇險之風。此後則筆法越見流暢灑脫，到第五首詩

〈和林公峴山之作〉，字體更顯纖細，筆勢更見挺拔，充分反映出圓融多種筆法之

特質。 

                                                 
18 馮國棟，〈八十華嚴《入法界品》文學意蘊及其對佛教造型藝術之影響〉，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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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素貼〉 

〈清和帖〉是米芾的精品之一，此貼用筆輕重形成對比，大量運用欹側法，

使各左欹、右側、上欹下側和左欹右側之字形恰到好處地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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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和貼〉 

2.多種風格的圓融 

米芾自敘：「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

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米芾在〈自敘帖〉中曾說：「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

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於歐，乃學

歐。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學之最久。又慕段季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

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鐘方而師師宜官，《劉寬

碑》是也。篆便愛《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

其書壁以沈傳師為主，小字，大不取也。」 歸結米芾學書歷程，可發現其曾取法

於漢、晉、唐、宋一系列大家。有漢之師宜官；晉之二王，唐之顏真卿、柳公權、

歐陽詢、褚遂良、段季展、沈傳師、懷素、羅讓；宋之周越、蘇舜欽、蔡襄等諸

多大家。19 

在轉益多師的過程中，米芾將王羲之的清潤，王獻之的神爽，歐陽詢的險絕，

柳公權的挑剔，顏真卿的雄肆，褚遂良的流轉等各種風格圓融於自己的筆下。我

們往往可以在同一貼中欣賞到米芾書法的風格跨度。〈臨沂使君帖〉為致臨沂使君

書劄，系米芾代表作之一。此帖前兩行為行書，後兩行卻變為連綿大草。第四行

為受信劄者，故與第三行空約一行位置，從而形成了豐富多變的章法。該由行而

草的大跨度，形成了整體章法上的形式對比的豐富性，造就了其作品的精彩絕倫。 

                                                 
19 楊吉平，〈米芾〉，《美術報》，2009-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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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沂使君貼〉 

(二)含攝 

含即蘊含，攝即攝入。「含攝」是事物相互包容的一種狀態，并成為米芾書法

創作的主要特徵之一。米芾有言：「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20 20 世紀

書壇名宿沙孟海注釋說：「指寫大字運筆結體要與寫小字一樣從容，寫小字運筆結

體要與寫大字一樣鋒勢備全」21。即要使大字能有小字的精到，小字也要有大字的

恢弘，使得「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為含攝。 

〈向太后挽詞〉是米芾著名的小楷行書作品，其用筆古雅圓潤，結字寬綽活

潑，堪稱「小字如大字」的典範之作。米芾曾說：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

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22，以至今日米芾的小字作品，並不多

見。 

 

 

 

 

 

〈向太后挽詞〉 

                                                 
20 米芾，《海岳名言》，頁 361。 
21 沙孟海，《沙孟海論書叢稿》，頁 143。 
22 米芾，《海岳名言》，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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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認為要達到「小字如大字」的境界並不困難，但是要讓「大字如小字」

則是一般書家無法突破的瓶頸，其要訣在於結字和用筆。首先，字形布白必須自

然，不能為了讓字形看起來大小一致，而刻意縮放。 

位於鎮江焦山摩崖石刻中的宋刻〈米芾摩崖題名〉展示了「大字如小字」的

風采。其為米芾與甘露寺仲宣法師、金山寺法芝和尚一同觀看〈瘞鶴銘〉留下的

題名石刻。所書內容為「仲宣、法芝、米芾、元佑辛未孟夏觀山樵書。」 

 

 

 

 

 

宋刻〈米芾摩崖題名〉 

（三）通達 

通達，即在進行書法創作時各個方向均可出筆，縱橫揮灑、八面出鋒。米芾

書法創作中的「通達」特徵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 

1.刷字 

米芾稱自己是刷字。何為「刷」？一是指運筆迅捷、勁健、沉著。二是指八

面出鋒。所謂「八面出鋒」是說用筆時各個方向都有起倒提按的動作，筆法各處

都顯露鋒芒。縱觀米芾各時期的作品，無不體現了「刷」字的特點。〈苕溪詩〉貼

中筆筆不同、粗細變化的字跡，是「八面出鋒」筆法恰到好處的詮釋。  

〈苕溪詩帖〉 

http://baike.baidu.com/view/693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67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855.htm


596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倒插筆 

倒插筆，指不按筆順寫字。反映出一種突破秩序的束縛，達到通達無礙境界

的藝術思想。米芾的書法代表作〈研山銘〉，脫離前人書法規則的約束，用筆取勢，

進退裕如。猶如龍躍淵，駿馬得禦，可與王羲之的〈蘭亭序〉並稱為漢字書法雙

璧。當代古書畫鑒定家徐邦達仔細觀摩〈研山銘〉後，認為帖子上的「龍」字，

是倒插筆。23 而米芾全集上有 6 件帶龍字的作品，都是倒插筆。這也成為鑒定米

芾真跡的一個重要方法。 

 

                      〈研山貼〉 

 

                    

                      〈研山貼〉中的龍字 

 

 

 

                                                 
23 唐平，〈文物專家易蘇昊懷念徐邦達：造詣極深記憶力驚人〉，《京華時報》，201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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