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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該文從比較哲學的方法視角，以對華嚴理事觀的分析為主體，兼與傳統哲學

中的相關範疇加以比較，由此說明華嚴宗的理事觀在與傳統哲學的「體用一如」

觀有著內在邏輯的繼承性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對於傳統哲學體用類關係思想的

超越性，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傳統哲學相關的理論相比，華嚴理事觀達到了

理論建構的最高水準，大大超越了傳統的體用關係論。具體而言，真空觀中對於

色空關係的分析超越了老子哲學中對道體內的有無關係的闡述；理事無礙論的復

雜討論超越了傳統哲學對於體用論一類範疇的關係性的闡述；事事無礙論則是傳

統哲學中的體用論邏輯中沒有討論過的，豐富了傳統哲學中此類範疇的討論內

容。 

關鍵詞：傳統哲學、華嚴哲學、理事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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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哲學」的視角來看，中國佛教哲學自然也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所

以，大凡中國哲學史的通史，都會涉及到佛教（當然也有道教），曾經有人（比

如胡適之先生）寫中國哲學史，涉及到佛教的部分，因為不懂，要停下來先行研

究佛教。有許多研究佛學的學者，其出身就是哲學系研究中國哲學的。因此，對

於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一種思路是比較式的探討，將其與中國傳統思想，特

別是儒道文化加以比較，在比較中分析佛教的殊勝性，對於華嚴宗思想的研究也

可以如此。在這一視角的研究中，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對於華嚴哲學的研究，人

們常常討論其對於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哲學的影響，比如，「華嚴宗的哲學理

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它的思維方式、論證格局，特別是一套常用

範疇，如理事、性相、本末、一多等，長期地影響著唐末以來的思想發展。」1「朱

子理氣論乃受佛學，──尤其華嚴四法界觀之影響而立論。」2本文則從另一個視

角來，以華嚴理事觀為研究對象，與以往的中國本土哲學相比，來探討理事觀對

於本土的哲學來說體現的理論優勢，具體從四個層面展開，第一，先秦以來的體

用類範疇的關係性分析，第二，真空觀涉及的色空關係論對於傳統哲學的有無關

係觀的超越。第三，理事無礙論的精緻呈現對於傳統的體用論一類關係範疇的豐

富，第三，事事無礙論的多重意義對於傳統體用論一類內容的拓展。由此分析，

本文基本的結論是：華嚴理事觀，在中國哲學的體用類範疇的分析層面，達到了

中國哲學的最高水準，遠遠超越了傳統的相關範疇的敘述。至於理事觀對後世儒

道哲學的影響，學界多有討論，本文不再重復。 

一、與理事論相關的傳統哲學範疇及其討論範式 

理事范疇本質上是與體用、本範疇屬於同一類，法藏說：「達塵無生，無性

一味，是體，智照理時，不礙事相宛然，是用。事雖宛然，恒無所有，是故用即

體也，如會百川以歸於海。理雖一味，恒自隨緣，是故體即用也。」「塵空無性是

本，塵相差別是末。」3這一層次的範疇，中國傳統的本土哲學中，除了體用、本

末，還包括道器、形上形下、有無、質用等等，對於這些範疇的關係性分析，在

佛教哲學發展到隋唐之前，本土的儒道哲學都很簡單。這裡舉出幾組代表性的關

係性範疇加以簡要的分析，這一段的敘述，雖無新的資料發現或觀點呈現，卻是

為下文的比較性討論作準備的。 

                                                      
1 方立天：〈試析華嚴宗哲學范疇體系〉，《哲學研究》1985 年第 7 期。 
2 熊琬：《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文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4 頁。 
3 法藏：《華嚴宗義海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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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與器 

道和器，在先秦的本土哲學中，分別討論較多，其中又有對道的討論劉強

多，而討論兩者的關係較少。 

就道器論而言，老子的觀點最有代表性，他達到了他這個時代的哲學的最高

水準，以至於黑格爾在其《哲學史講演錄》也不得不承認其思想的高度。他著力

於對道的分析，人們非常熟知這些分析，對於器的描述，則相對較少，因此，老

子的思想，更主要的是「道」論和「德」論（對道的掌握、運用)，而不是側重討

論「道器關係論」。對於道，老子有許多描述，比如說：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

帝之先。」5 

這類描述比較多，在此不一一列舉。老子論器，相對來說比較少，比如，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6這也涉及到道器關係，無就是指的道。 

但是老子談道器關係相對來說較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7這裡討論了道和萬物的關係，也就是道和

器的關係，道和萬物之間，是體和用的關係，道是萬物的本體，三和萬物之間，

是生成論的關係，三是萬物的直接產生者。 

老子又講，「樸散則為器。」8樸是對於道的另一種表述，樸和器的關係，也

就是道和器的關係，樸通過散而體現在器之中，這勉強可以稱為「道在器中」。

從理事關係來比類，則大致相當於理在事中。但在這裡，沒有更系統的道理相互

關係的討論。 

孔子也談到過道與器，但也是分別地討論，他經常談到道的重要性，比如

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9偶爾

也談到器這個概念，比如說，「君子不器。」10但孔子顯然不是在關注思辨哲學式

的道器論的議題。 

                                                      
4 《老子》（通行本，下同）第 1 章。 
5 《老子》第 4 章。 
6 《老子》第 11 章。 
7 《老子》第 42 章。 
8 《老子》第 28 章。 
9 《論語‧里仁》。 
10《論語‧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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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哲學中，也討論道和器，也涉及到兩者的關係論，但基本上還是在老

子的理解層面上，只是敘述方式有自己的個性。「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

怪，道通為一。」11此處似乎沒有涉及器這個範疇，但是討論的是道器關係，道是

眾器內在的統一性，是為「道通為一」。「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12這是

對老子的「樸散則為器」另一種形式的表達。 

韓非子把老子的道器關係論發展為「道—理—物」的模式，「道者，萬物之

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13理是物的直接依據，而道是物的

終極依據。 

王弼對《老子》的解讀中，突出之點是直接把道解釋為無，進而提出了以無

為本的觀點，開出了進一步的有無觀的討論。 

《易傳》從形而上和形而下角度談道器，形而上者是道，形而下者是器。而

對於上與形下，傳統哲學通過《易》的解釋學，也多有發揮，到了佛教興盛的唐

代之後，宋代儒學對這一對關係性範疇的討論，才更為深入。 

（二）有與無 

有，一般是指事物存在的有，有形、有名、實有，無，與有相對，無形、無

名、虛無等等。先秦時期，老子首先使用這一對概念，魏晉時期，本無、崇有和

獨化為玄學的三種觀點，而與此相聯繫，般若學有本無、心無和即色。僧肇代表

佛教總結這一時期的有無觀，提出不真空的辯證觀點，在隋唐時期，佛教的有無

觀常常表現為「色空」觀，華嚴宗又由色空觀而深化到理事觀。隋唐道教對於有

無觀，結合先秦道家和佛教，也提出了豐富的看法。 

老子首個將其作為哲學問題來探討。他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14這就構成了「無—有—萬物」的關係模式，「萬物」是具體的事物，相當於佛教

講的森羅萬象，而「有」則是整體的作為生成者的存在，無則是終極的本體。 

這樣的觀點，莊子也加以繼承，「事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

無有。」15莊子更深入地闡發了有無關係的復雜性，「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16 

                                                      
11 《莊子‧齊物論》。 
12 《莊子‧馬蹄》。 
13 《解老》。 
14 《老子》第四十章。 
15 《莊子‧庚桑楚》。 
16 《莊子‧齊物論》。 



華嚴理事觀對於中國傳統本土哲學的超越 303 

老子又講有與無相互結合而產生的功用，因為有了無，而使具體的「有」產

生功用，比如，有車之用，有器之用，有室之用。「三十幅以為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埏埴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17

這就形成了「無—有—用」的關係模式，這裡的「有」，是指具體化的個體之存

在。 

到了玄學階段，則以貴無、崇有和獨化論三家對這一關係從各自的立場作出

了不同的表達，從理論邏輯上看，與佛教般若學的本無宗、心無宗和即色論有相

近的邏輯層次。 

（三）體與用 

中國哲學所究的，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個體用問題，但儒學對於何用的討

論，主要在宋代開始的哲學，之所以如此，與佛學的啟發有關，從儒學的源頭上

講，《尚書‧洪範》中「水曰潤下，火曰炎上」，等等，涉及的是實體與功能的

關係，但還不是直接變體用關係論，但接近於後來的體用論中的實體與功能的關

係論。先秦多是體用分說，而《論》《孟》不說體用兩字，荀子提到體用，「萬物

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18這是講物體與功用的關係，也不是哲學

意義上的。漢魏時期，體用成為哲學概念，以王弼為代表，他講，「（萬物）雖貴

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19裴頠的崇有論、郭象的獨化論本質上也是一種

體用關係論，玄學家從體用一如的角度論這一關係。南北朝時期,佛教界對體用更

有豐富的討論，豐富了體用論。 

二、真空觀中的色空關係觀對於傳統有無關係觀的超越 

華嚴宗的觀法中，六觀20和三觀中，第一是都真空觀，即攝境歸心真空觀，

從心法關係上講，這一觀法是觀真心，從理事關係上講，這一觀法是觀理法界。

這一觀法是從色空關係來討論的，色與空是佛教的特有名相，從本土哲學來比

較，相當於有與無這一對範疇，而有與無的關系集中在本體界內討論，老子的哲

學中有此傳統，但相對來說比較簡單，老子的道，意義之一，不是絕對的虛無，

而是包含了有的無，具有這種特性的道，老子稱其為「恍惚」。但是，道體內具

體的有與無的關係，老子沒有更多的討論，這種討論在華嚴宗哲學中，卻是一個

                                                      
17 《老子》第十一章。 
18 《荀子‧富國》。 
19 《老子注》三十八章。 
20 一攝境歸心真空觀，二從心現境妙有觀，三心境祕密圓融觀，四智身影現眾緣觀，五多身入一

境像觀，六主伴互現帝網觀。見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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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思想傳統，華嚴宗人將真觀空涉及的色空關係，分析為四個層面，會色歸

空觀，明空即色觀，空色無礙觀，泯絕無寄觀。每一個層面又有更為詳細的討

論，而這種討論是不容易理解的，所以華嚴宗人在談到這些理論的時候，一再地

說，「思之」。從傳統本土哲學的體用論、有無論等理論討論來說，這種色空觀

從邏輯上講與此有內在聯系，但更有超越。 

（一）會色歸空觀 

從色的角度論色空關係，討論色之性空，稱為會色歸空，以四句的理論展開。 

第一句：「色不即空，以即空故。」21「色不即空」中講的「空」是「斷空」，

色不是這樣的空。「以即空故」中講的「空」是真空，色全體都是真空的體現。 

第二句「色不即空，以即空故」，是從具體的事相比如青顏色和黃顏色的事

相，來說明會色歸空的原理，青黃之色，還有一個色的假相，不能簡單地稱其為

空，所以說青黃之色「不即空」，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青黃之色的體性，無

不是空，所以又講青黃之色「即空」。 

第三句「色不即空，以即空故」則分別從色和空的角度來討論兩者關係，從

空的角度來說，空顯色隱，只有空性，沒有色之相，所以，色不是空。從色之體

性的角度講，色無自性，色之性空，所以講色即空。 

第四句，「色即是空」，這是結論性的概括，從無自性角度說明，諸法無自

性，因而稱其為空，這種即空，是即自性空。 

（二）明空即色觀 

從空的角度論色空關係，討論空的具體體現，空不是孤懸的本體，必定體現

在具體的事法之中。也從四個層面展開這一討論，分為四句。 

第一句，「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空不即色」中講的空，是指斷空，

這種空與色是分離的，不即空。「以空即色故」中講的空，則是真空，與色有著

內在關聯的空，所以講「空即色」。結論是：斷空不即色，真空即色。 

第二句，「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從空與具體的青黃等色的關係來談，

一方面，「空不即色」是說，空與具體的青色、黃色等色相是有區別的，從這個

角度講，空不即色，但另一方面，「空即色」是說，性空之理又是具體體現在青

色、黃色等具體的色相之中，從這個角度講，空即色。這一層面，也要辯證地看

到空與色的「不即」和「相即」的兩層關係。 

                                                      
21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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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從所依和能依關係討論，一方面，「空

不即色」，此空屬於所依，宗密解釋說：「空中無色，無色方是色之所依。」22所

以講，空是所依，不即色。另一方面，「空即色」，因為此空作為所依，「必與

能依作所依」23，宗密解釋說，「無色故，能與色為依。」24所以說，空即色。 

第四句，「空即是色」，這是結論性的概括，此處的空，是真空，真空不是

抽象的存在，它他對於事物的本性的描述，色性無我，這種無我的本性，就是

空。澄觀解釋說：「無我即空以是法空，即法無我，故空是色。」25從這個角度

說，真空不異色，即是色。 

（三）色空無礙觀 

從色空結合的角度論兩者的關係，是對於上面兩層討論的綜合。一方面，色

舉體不異空，色空無礙，另一方面，空舉體不異色，空色無礙。對於這一層關係

的認識，要做到「觀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26，色空無礙，圓融為一味法。

澄觀和宗密等對此都有更為詳細的解釋。 

（四）泯絕無寄觀 

從色空結合的角度論兩者的關係，是對前面三重表達的超越，以泯絕無寄的

方法，不執著於空之即色或不即色，色之即空或不即空，如同禪宗所講的，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起心動念，就不能正確理解這個真空。 

如果純粹在華嚴哲學的視域內討論這一關係，此處的分析似乎沒有什麼新

意，但結合傳統哲學的對比，可以看出華嚴真空觀涉及的色空或有無關係思想的

超越性。一方面，必須提到，老子的哲學中，對於道的描述，也有兩個層面的內

容，第一，道不是純粹的空無，而是包含著的的本體性存在，「道之為物，惟恍

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甚真，其中有信。」27老子用「惚恍」一詞來描述道體的有無統一性。第二，道體

的不可說性，對於體道的把握，是直覺性的。在老子的時代提出這樣的討論，是

非常偉大的。但中國思想史發展到唐代的佛學，對於本體的討論已經非常深入

了，華嚴宗在此分析的真空觀，有三個方面是超越性的，第一，對於真空和斷空

的區別非常明確。老子的無，在後人的解釋中，一不小心，就會被理解為斷空式

                                                      
22 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 
23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24 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 
25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 
26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27 《老子》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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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盡管這不是老子的本意。第二，真空本體之中的色空關係的復雜討論，在以

往的哲學中是沒有的。第三，對於真空之體以泯絕無寄的方法來把握，也深化了

傳統的看法。 

三、理事無礙論的超越 

在華嚴宗的理事觀提出之前，本土哲學的道器、體用、本末這些範疇的討論

似乎都不涉及更多的相互的關係論，而華嚴宗對於理事關係做出了非常複雜的討

論，也對後世的儒家哲學的理氣論、道器論產生了相應的影響。 

在真空觀的基礎上，華嚴宗人進一步討論本體與現象的關係，法藏的思想展

開，常常喜歡以十個方面呈現，理事無礙觀，也有十個方面（十門）的內容，這

種係的復雜性超出一常的的思維能力，所以法藏一再地強調「思之」。 

第一，理遍於事。理是能遍，事是所遍，真性之理整體性地、普遍性地存在

於每一個事相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真性之理具有不可分性，不是說其一部

分體現在事相之中。 

這一層圓融關係，法藏又從「相望」的角度來展開說明，理望事，有四重關

係: 「一、真理與事非異故，真理全體在一事中。二、真理與事非一故，理性恒無

邊際。三、以非一即是非異故，無邊理性全在一塵。四、以非異即是非一故，一

塵理性無有分限。」28法藏由此說明，為什麼理可以普遍地存在於每一事相之中。

他還用四句，從理的角度來回答「無邊理性全遍一塵時，外諸事處為有理性？為

無理性？若塵外有理，則非全體遍一塵！若塵外無理，則非全體遍一切事。義甚

相違」的疑問。 

第二，事遍於理，每一個事相都能整體性地普遍含攝真性之理於自身之中。 

這一層圓融關係，法藏也從「相望」的角度來展開說明，事望理，也有四重

關係: 「一、事法與理非異故，一塵全匝於理性。二、事法與理非一故，不壞於一

塵。三、以非一即非異故，一小塵匝無邊真理。四、以非異即非一故，匝無邊理

而塵不大。」29法藏由此說明，為什麼每一事相可以普遍地含真性之理的整體。 

這兩者從「相遍」的角度討論理事無礙，理遍在事，事遍攝理。 

第三，依理成事。這是說明，理是事相的內在依據，理相沒有自性之體，要

依理而成立，這種依據，構成華嚴宗的性起論的體用關係觀。 

                                                      
28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29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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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事能顯理，真性之理並不是一個孤懸的抽象，沒有事相之顯示，也無

所謂真性之理，在這層關係中，事為虛而理為實。這個虛，也就是「假有」。 

這兩者，從「成顯」的角度討論圓融關係，理成事，事顯理。 

第五，以理奪事，從理的角度看，含攝真性之理的事相形成之後，理顯而事

隱，真理之外沒有任何事相可得。 

第六，事能隱理，從事相的角度看，真理隨緣而成事相，存在的只是事相，

理體則是隱藏的。 

這兩者，從奪隱的角度論圓融無礙，理奪事，事隱理。 

第七，真理即事，從理的角度看，理即事，真理不存在於事相之外，而是整

體性地在事相之中。 

第八，事法即理，因為事法的都是因緣而起，沒有自性，每一事相，其全體

都不離開真性之理。 

這兩者，從「相即」的角度而論圓融，理即事，事即理。 

第九，真理非事，從各自的本質來說，理與事又有不同性質，理不是事，在

理事圓融的背景下，要看到兩者的差異，理真事妄。理實事虛。 

第十，事非理，這是從事的角度談理與事的不同，事為相，理為性，事理之

異，就是相性之異，這種不同，使得事相之間呈現差別性。 

這兩者，從「相非」的角度論圓融關係。 

法藏自己也對這十門的特點加以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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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圓融中也強調理事各自的特點。 

除了法藏之外，華嚴宗其他祖師，像澄觀、宗密等人，對這一議題也有詳細

的討論，體現了華嚴宗對於這一議題思考的繼承性和發展性。 

從傳統的哲學來看，這一議題涉及到體用論，前人對於體用類相關範疇的關

係的思想，有兩點是需要指出的，第一，前人體現出「體用一如」的傾向，第二，

前人更多地是以「體用一如」作為方法，運用於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析，比如說，

王弼的易學之中，突出地體現了這一點。從邏輯上講，華嚴宗人的理事圓融觀，

也是對於「體用一如」以的繼承，但對體用（理事）如何「一如」，華嚴宗人的

                                                      
30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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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更突出的是發展或超越。這一層的思想，深遠地影

響到以後的儒家哲學。這一點，已經有許多學者討論過了。 

四、事事無礙論的超越 

在華嚴宗之前，中國傳統哲學在討論道器、體用、本末論時，甚至佛教哲學

在討論體用、本末論時，似乎是沒有想到要討論器與器（事與事、末與末等）之

間的關係，而華嚴宗將這一層關係作為重要內容來闡述，由理事關係延伸到事事

關係，由理事無礙論證事事無礙，極大地豐富討論的範圍，而且將這一議題指向

現實的思考，體現其普遍和諧的理念，這種理念既是一種願景，也是一定程度上

對於現實合理性的承認，體現其宗教性的政治關懷。 

事事無礙論，是華嚴法界觀中周遍含容觀的內容，「周遍含容觀第三，事事

無礙也。」31「周遍」有周全、普遍的含義，這一層圓融體現了現象界的普遍和諧，

而其內在的依據則是理事圓融。法藏也從十個方面來展開他的分析，由於這層圓

融無礙關係的復雜性，法藏幾乎每談一個方面，都要提醒「思之」。 

第一，理如事。真性之理全體顯現在事相之中，一一差別、大小、變易的事

相，真性之理無不體現。從這個角度說，菩薩看事相時，都只是觀其理。 

第二，事如理。一一事相與理不異，都隨理體那樣普遍廣大，一微塵之事，

也普遍體現在一切事法之中。 

這兩者從「如」的角度，分別從理和事的層面談事事無礙，實際上是首先討

論了理事圓融關係。 

第三，事含理事無礙。基於理事非一非異的中道關係，而分析事事圓融的復

雜關係，分為四類情形：一中一；二、一切中一；三、一中一切；四、一切中一

切。這個「中」，作為關係性詞匯，表示了「含」和「遍」兩種圓融形態，「含」

是含攝，「遍」中融於對方之中。比如說，「一中一切」，從能所角度論，一是

能含，一切是所含，一切是能遍，一是所遍。 

第四，通局無礙。從具體事法的空間遠近狀態來談圓融無礙，「通」是事法

遍一切處，「局」是事法局於一處。一方面，每一事法，不離局部的一處空間（住

於一處而不動），而能普遍地存在其他一切事法之中，另一方面，每一事法雖然

普遍地存在於一切處，而不妨礙其自身仍處於相對的一處而不動。涉及到遠和

近，遍和住的圓融關係。 

                                                      
31 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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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廣狹無礙。從事法的體積之大小來談圓融無礙，一微塵含容廣大的十

方虛空，而一微塵不損壞，廣大虛空世界遍融於一微塵，而微塵不會在體積上顯

現為大。涉及到廣狹、大小之間的圓融無礙。 

第六，遍容無礙。這是更為復雜的一與多之間的圓融關係，是將前面遍和容

兩種情形結合起來，遍是存在於對方之中，容是容攝對方在自身之中，上述分別

討論了這兩種圓融樣式，此處綜合此兩種樣式，從「遍」的角度講，「遍」即「容」，

「遍在一切中時，即復還攝彼一切法全住自一中。」32從「容」的角度論，「容」

即「遍」，容攝它法在自身之中時，不礙自身又遍入他法之中。 

第七，攝入無礙，這也是將遍和容兩種圓融形態綜合起來討論一與多圓融的

類型，融攝其他事法於自身之中時，不礙自身又遍入於他法之中，攝即是入，反

之亦然，入即是攝。 

第八，交涉無礙。這是更為復雜的討論，一與多的關係，不僅僅是遍與容、

攝與入的圓融無礙，而是如宗密所說，「多能攝一入一，即此一亦能攝多入多。」
33此處是從一法的角度論一與多的圓融，法藏將這種復雜的圓融概括為四句：「一

攝一切、一入一切；一切攝一、一切入一；一攝一法、一入一法；一切攝一切、

一切入一切。」34 

第九，相在無礙，相「在」，如宗密所說，「我攝餘法在他法中。他又攝餘

法在我法中。此彼互在。」35此處是從多法的角度論多與一的圓融無礙，法藏也概

括為四句：「攝一入一；攝一切入一；攝一入一切；攝一切入一切。」36 

第十，普融無礙，這是對上述第八和第九兩重圓融關係的綜合，更加復雜。

宗密對這種復雜的關係有所敘述37。 

簡述這些內容，對於華嚴理事觀的研究來說，似無新意，但這種敘述對於討

論華嚴理事觀對傳統哲學中的體用論的超越是必要的。傳統的體用、道器論，除

了分別討論體和用、道和器之外，自然也涉及到相互關係，上一節已經涉及，但

都沒能進一步將其和現象界的相互關係的討論結合起來，都沒有推進到對於現象

世界的圓融關係的討論。對於現象世界的願景的描述，傳統哲學另有專門的討論

範圍，涉及到哲學家們對於理想社會的探討，基本不屬於體用論討論的範圍，而

                                                      
32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33 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 
34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35 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 
36 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 
37 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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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嚴理事觀中，四重法界的分析，可以說重點並不在理事無礙論，雖然這一討

論非常重要，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其目的也許正在於事事無礙的闡述，事事無

礙，既是對於現實世界的某種程度的肯定，如同人間凈土也可以理解為一定程度

上對於現實世界的肯定，但更主要的是對於理想世界的描述，在理想的社會中，

現象世界是圓融無礙的，這是佛教理想之「和」的體現，從這個角度講，事事無

礙，也包含了對於現世的某種批評，因為，現實生活中，並沒有達到圓融無礙，

但應當達到。如何達到呢？在理事觀的理論框架下，途徑就是理事無礙。此內容

已經超出了純理論的探討，實際上進入了宗教的社會政治觀領域。 

結論 

華嚴宗的理事觀是一個嚴密的體系，第一層的理法界和事法界討論，界定了

理和事的不同屬性，在此基礎上討論理事無礙法界，嚴密地分析了理和事的關

係，最終落實在事相間關係的討論，即事事無礙法界。相比較於傳統的道器、本

末、體用等相關範疇的討論，華嚴的理事觀大大地超越了傳統的討論，也影響到

後世哲學的體用觀、道器論等相關理論。這種理論思考的高度和深廣，也印證了

胡適之先生所說，唐代第一流的哲學家，都是佛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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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美論華嚴法界緣起 

東海大學哲學系 教授 

俞懿嫻 

摘 要 

「法界緣起」或名「無盡法界緣起」、「法界無盡緣起」，是華嚴立宗的淵

源。該說突破小乘的「業惑（感）緣起」和「無明緣起」，大乘始教的「阿賴耶

緣起」，大乘終教的「真如緣起」和「如來藏緣起」，使華嚴達到一乘圓別的境

界。華嚴宗依《華嚴經》而立。當代中國哲學家方東美，在他的相關傳世之作《華

嚴宗哲學》、《中國大乘佛學》和《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裏，曾盛讚《華嚴

經》是經王，是廣大賅遍的能詮之教，華嚴宗諸祖疏論則是所詮義理；就佛教的

發展史而言，華嚴宗更可說是中國大乘佛學發展的最高峰。華嚴的宗教境界在透

過「調伏方便界」，使人超脫種種物質界的束縛，由生命界、而心理界，終而進

入充滿智慧的精神界──以華嚴的術語，即是由「器世間」，至「眾生世間」，

終而躋於「正覺世間」。《華嚴經》敘說了佛陀邀集生命世界中的各種生命，精

神世界裏的各種精神主體，召開的一場宇宙會議。其目的在使一切宇宙萬有歸屬

於最高佛智，成就佛性。方東美進而指出，要了解華嚴「法界緣起」之前，先須

知道「緣起論」的分辨與釐清，發端於隋慧遠大師的《大乘義章》。其次，《華

嚴經》的〈如來現相品〉和〈入法界品〉明確昭示了「法界緣起」的理念；而華

嚴初祖帝心尊者杜順大師的「華嚴法界觀」，正淵源於此。從華嚴「法界緣起」

之說，便可了解杜順大師建立「法界三觀」（「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和「周

偏含容觀」）的基礎。方東美對於華嚴「法界緣起」之說的哲學闡釋，深入精到，

值得重視。據此，本文分三部分進行探究：一是慧遠《大乘義章》的緣起論；二

是《華嚴經》與法界緣起；三是杜順的法界緣起觀，以期對方東美之說有初步的

了解。 

關鍵詞：方東美、法界、緣起論、杜順、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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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眾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歟！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述卷第一併序》1 

宇宙緣何而起？萬物因何而生？生命如何去來？不同於一般宗教與神話訴諸

於超自然的造物主，佛教提供了最合理的解答：宇宙萬有皆來自「因緣和合」，

而佛陀的教言，正在演說這緣起因由。是以佛經三藏十二部，無不涉及「緣起」。

「法界緣起」2或名「無盡法界緣起」、「法界無盡緣起」，是華嚴宗（又名法界

宗，屬法性宗）的核心學說。3華嚴宗依《華嚴經》而立，教義精深嚴密，解行並

重。4當代中國哲學家方東美（1899-1977），在他的相關傳世之作《華嚴宗哲學》、

《中國大乘佛學》和《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裏，曾盛讚《華嚴經》是經王，5是

廣大賅遍的能詮之教；而華嚴宗則提供了哲學性的所詮義理，6是中國大乘佛學發

                                                      
1 《大藏經》第三十五冊，頁 503。 
2 方東美認為如何了解佛陀所居的法界？菩薩如何入於法界？眾生本與法界無緣，應如何修持，

方能進入法界？法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器世間、有情世間如何形成？正覺世間又如何成立？針

對這一連串問題，華嚴提出一套完整的宇宙論，也就是「無盡法界緣起」。法界緣起，亦名法性緣

起。方東美援華嚴宗的解釋，法者，緣生有幻義，萬法即法性者，攝緣起以入空義。界者有三

義：一是事法界的界分別義；二是理法界的界性義，即無盡事法同一性義；三是理事無礙和事事

無礙法界的界皆具性分二義。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0 年），頁 116，408；孫智燊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 93 年），頁 468。 
3 從「法界緣起」之說，進而衍生出華嚴著名的「法界三觀」、「四法界」、「十玄」、「五教」、

「六相」等思想，主要依杜順（557-640）、智儼（567-654）、法藏（643-712)、澄觀（737-838）、

宗密（784-841）等五祖所述。關於這些學說的現代著作甚夥，除方東美所著外，可參看李世傑，

《華嚴哲學要義》（台北：佛教出版社，民國 67 年）；李世傑，〈華嚴宗綱要〉，《華嚴學概論》，

張曼濤主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 67 年），頁 155-272；朱世龍，〈華嚴概要〉，《華

嚴學概論》，張曼濤主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 67 年），頁 105-139；楊政河，《華嚴

哲學研究》（台北：慧炬出版社，民國 81 年）；李開濟，〈從哲學智趣看華嚴一乘十玄門〉，《哲

學與文化》，2010 年 12 月，439，頁 23-37 拙作，〈華嚴五教止觀形上哲理探〉，《東海哲學研

究集刊》，第十四輯，2009 年 7 月，頁 171-192；〈華嚴佛學的哲學詮釋──參照懷德海的形上

範疇論〉，《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陳一標主編（台北：華嚴蓮社，2014 年），

頁 293-314 等等。 
4 《華嚴經》（全名《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譯本有三：一是東晉佛馱拔陀羅（亦名覺賢）譯《大方廣

佛華嚴經（六十卷）》，二是唐武則天時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三是唐德宗時

般若三藏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現有英文譯本，參見 Thomas Cleary, The Flower Ornament 

Scripture A Translation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84)。 
5 有關《華嚴經》是「經王」的說法，最著名的可見於《高僧傳》中記載唐朝孫思邈回答唐太宗的

一段話。唐太宗問隱士孫思邈：「佛經以何經為大？」孫曰：「《華嚴經》為諸佛所尊為大。」帝

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六百卷，何不為大，而六十卷《華嚴經》獨得大乎？」孫曰：

「華嚴法界具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華嚴中一門耳。」太宗乃悟，乃受

持華嚴。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144。另見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台北：黎明

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0 年），頁 185，207，254，435。 
6 據方東美的解釋，佛教的經典，包含《華嚴經》在內，從宗教立場而言，即是「能詮之教」。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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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最高峰。7《華嚴經》敘說的是佛陀邀集生命世界中的各種生命，精神世界裏

的各種精神主體，召開的一場宇宙會議（a cosmic conference）。其主要目的便在

使一切萬有歸屬於最高佛智，成就佛性。其宗教境界即在透過「調伏方便界」，

使人超脫種種物質界的束縛，由生命界、而心理界，終而進入充滿智慧的精神界

──以華嚴的術語，即是由「器世間」，至「眾生世間」，終而進入「正覺世間」。
8而華嚴宗的諸多宗義，正在提供對《華嚴經》的各項理趣深刻的哲學詮釋。如此，

華嚴「建立一個世界性宗教」，9「以宗教經驗張顯哲學智慧」，可說是佛教「亦

宗教，亦哲學」的最佳典範。10 

又在緣起論上，華嚴的「法界緣起」突破小乘的「業惑（感）緣起」和「無

明緣起」，大乘始教（法相唯識宗）的「阿賴耶緣起」，大乘終教（《大乘起信論》，

楞伽宗）的「真如緣起」和「如來藏緣起」，使華嚴階升至一乘圓別之境，實具

獨特的價值與重要性。方東美認為要了解華嚴「法界緣起」的意義之前，須先

知道「緣起論」的釐清與分辨，發端於隋淨影慧遠大師（523-592）的《大乘義

章》。其次，《華嚴經》〈如來現相品〉和〈入法界品〉明確昭示了「法界緣起」

的理念；華嚴初祖帝心尊者杜順大師所立「華嚴法界觀」（法界三觀──「真空

觀」、「理事無礙觀」和「周偏含容觀」，四法界觀，十玄門等）正淵源於此。11方

                                                                                                                                                            
言之，這些經典的用意，主要在說明佛教的信條與教義。對於這「能詮之教」的直接研究資料是三

種《華嚴經》的中文譯本；間接研究的資料，主要是根據唐朝李通玄和宋朝戒環的著作。至於「所

詮義理」，則是指華嚴五祖偏向哲學智慧的諸多華嚴研究。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

26-28。 
7 方東美認為，華嚴宗的教義所產生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大乘佛學的發展上，可說是最高峰；雖

然不是最後的，但至少是最高的發展。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181-182。 
8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54；《中國大乘佛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0

年），頁 254；方東美著，孫智燊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冊，頁 452-461。 
9 方東美認為華嚴宗建立在形而上的秩序上，可發展為世界性的宗教。它可貫通各種宗教精神最

美好之處，從知識性、道德性、藝術性等，發展出人的宗教性。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103-104。 
10 民國十年，歐陽竟無應南京高等師範哲學研究會的邀請，發表〈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一文。他

指出西方宗教與佛法不同：「一者崇卑而不平，一者平等無二致﹔一者思想極其錮陋，一者理性極

其自由﹔一者拘苦而昧原，一者宏闊而真證﹔一者屈己以從人，一者勇往以從己。二者之辨，皎

若白黑，而烏可以區區之宗教，與佛法相提並論哉！」同時哲學與佛法也不同：「彼諸哲學家者所

見所知，於地不過此世界，於時不過數十年間，不求多聞，故隘其量，故扃其慧。若夫佛法，則

異乎此。」歐陽漸，〈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 3 卷，第 4 冊（北京：

中華書局，1990 年），頁 292，300。方東美則針對歐陽竟無之說，提出佛學「亦宗教亦哲學」的

論點。他認為佛教與佛學本在追求悟入無上正覺智慧，理當被視為哲學；在宗教修持上，則可達

聖默然的神祕境界，使個人生命精神與宇宙生命精神合一。故而可說佛教既是宗教，亦是哲學。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31；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 70 年），頁 138-139；方東美著，孫智燊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冊，頁 453。事實

上二人說法並非不相容，以其對宗教與哲學各有不同定義之故。 
11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296；《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4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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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美對於華嚴「法界緣起」之說的哲學闡釋，深入精到，值得探究。 

一、慧遠《大乘義章》的緣起論 

在探討華嚴「法界緣起」之前，方東美認為應先了解之前的「緣起論」，並

指出撰有《大乘義章》12的隋淨影寺的慧遠大師（有別於東晉時的廬山慧遠）是中

國佛教史上的關鍵人物。13在《大乘義章》裏，慧遠談及各種緣起論。根據三論宗

和《般若經》的「緣生說」（即「因緣生法」），提出「以因緣空，說相是假」的

論點。14這可見於他在第一卷義聚法「假名義」的解釋：「以一切法，因緣集起，

相假成故。」15又在釋「二無我四義門中分別」說： 

妄想空名眾生空，所依真實，是法自體。法體寂，故名為法空。若就真實

緣起門，說真如體寂，名為法空。緣用寂滅，名眾生空。真體寂者，真實

法界。恒沙佛法，同一體性。互相集成，無別自性，故曰體寂。16 

方東美認為慧遠此說使人跳脫一切因緣法，免入無盡輪迴。17緣空相假的道理，

化解了不同緣起論引起的困惑。18此處慧遠肯定法空與眾生空同一體性，於是提

出「真實緣起」和「法界」的概念，這為他的各種緣起論奠下了基礎。 

詳查《大乘義章》談及的緣起論，明顯有著「轉小入大」的特色。小乘佛教

的基本教義便是「十二因緣緣起」（「無明緣起」）、「三法印」和「四聖諦」。在

第四卷義法聚「十二因緣義」中，慧遠說： 

十二因緣者，從無明乃至老死，其名也。言無明者，闇之心體無慧明

故。…過去世中一切煩惱，有闇惑迷理之義，斯通義故說無明。…無明煩

惱，迷於本際，集起生死，其力最強。從強以名，故說無明。19 

                                                      
12 隋慧遠所撰《大乘義章》，有二十卷傳世。原二十六卷，分教、義、染、淨、雜五法聚，現行本

雜法聚失傳，故僅餘二十卷。該書詳述佛教專用語辭，共計二百二十二門，猶如一部佛學辭典。 
13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393；《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15，372-374，407-408，415；

《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296，493。 
14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393。 
15 隋慧遠，《大乘義章》，大正藏第 44 冊，No.1851，0478b19。 
16 同上注，0486b28。 
17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302-307。 
18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16。 
19 隋慧遠，《大乘義章》，大正藏第 44 冊，0547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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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十二因緣，根本唯心故。經說言十二因緣，唯一心作。唯心作者，謂依妄

心，便有一切色境界起。如依夢心，便有一切夢境界生。即彼心中闇惑之

義，說為無明。集起之義，說之為行。了別之義，說以為識。心與色相，

說為名色。是名色中，隨別不同。離為六入，心觸前境，說為觸支。心能

領納，即說為受。是心染境，即說為愛。心有取執，即名為取。能生後

義，說之為有。相起名生，虛無名滅，滅名老死。……以十二緣同一體

性，互相緣起。故十二緣，皆無自性。無自性故，悉皆空寂。20 

這裡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正是小乘

所說「業惑緣起」的十二支因緣。據慧遠的分析，無明便是「妄心」。虛妄成惑，

強力執有，集苦成業。方東美認為這「十二支因緣」之說，陷人於無明業惑，一

路走向生死輪迴。以愚蠢為知識起點，以煩惱為情緒起點，從而與物質世界交

涉，演出罪惡痛苦、循環無底的人生悲劇。21要想從這生死無明中解脫，唯有瞭

解十二因緣之間的因果關係，逐層回溯到最初的原因，將之消弭。22實則為了解

決無明業惑的問題，佛陀曾為小乘聲聞提出了「三法印」（無常、無我、涅槃）和

「四聖諦」的教義。在《大乘義章》第二卷，慧遠解釋諸行無常、諸受是苦、諸

法無我、涅槃寂滅等內含「三法印」的「四優談那義」，23同時在第三卷他也對「四

諦義」作出解釋： 

苦集滅道，名四聖諦。逼惱名苦，聚積稱集，寂怕名滅，能通曰道。…所

說因緣假有，是其諦相，非是諦實。言體實者，苦集滅道。窮其本性，實

是真實如來藏性。是以經言，於聖諦處說如來藏。24 

人生而苦集，但經過滅苦入道，可達解脫生死的涅槃之境。方東美認為「四聖諦」

正在為痛苦的人生尋求出路，「道行如出」，以「滅道」擺脫生死輪迴。然而小

乘之說畢竟不可取，以其教義主張人性無明閽暗，因而構成了生命痛苦煩惱的大

輪迴，實與儒家的性善論不盡相符。25 

                                                      
20 同上注，0550a14。 
21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303，513。 
22 同上注，頁 512-513。 
23 隋慧遠，《大乘義章》，大正藏第 44 冊，0507b15 
24 同上注，0511a16。 
25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頁 302-303，511，537；《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66，《華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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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慧遠不僅見於此，他引小入大，以聖諦實相為「真實如來藏性」，使「四

諦緣起」轉而為「如來藏緣起」。他說： 

如來藏性體，如一味名為空實。緣起苦集滅道之用，名為有實。如經中說，

自性清淨，不染而染。十二因緣，皆一心作。生死二法，是如來藏法界輪

轉。26 

接著慧遠以「真實如來藏性」等同「自性清淨心」，論及「阿梨耶識」、「佛性」、

「法界緣起」等概念。他說： 

又涅槃中，宣說苦實乃至道實，即是佛性常樂我淨。諦實如此，故稱為

實。…如來藏中，從本已來具二種相：一如實心，所謂真實阿梨耶識神智

性之。以阿梨耶神智性故，與無明合，便起妄智。遠離無明，便為正智。

二如實法，於彼自性清淨心中，備具一切恒沙佛法，如妄心中備具一切諸

虛妄法。以真心中具諸法故，與妄想合，能熏妄心。起種種行，遠離妄

想，便成法界廣大行德。…緣用實者，苦集等相，究竟窮之。實是法界緣

起集用，不染而染，起苦集用，不淨而淨，起滅道用。27 

如此，慧遠的緣起論由小轉大。在第三卷義法聚「八識義」中，他以「藏識」（如

來藏識）、「淨識」、「真如識」界定「阿梨耶識」： 

所言識者，乃是神知之別名也。隨義分別，識乃無量。今據一門，且論八

種。八名是何？一者眼識，二者耳識，三者鼻識，四者舌識，五者身識，六

者意識，七者阿陀那識，八阿梨耶識。…阿梨耶者，一名藏識，如來之藏為

此識故。是以經言，如來之藏名為藏識，以此識中涵含法界，恒沙佛法故名

為藏。…四名淨識，亦名無垢識，體不染故。故經說為自性淨心。…六名真

如識，心之體性無所破故，名之為真。無所立故，說以為如。28 

同時慧遠將「三法印」（無常、無我、不淨）中的「無我」，轉為「涅槃四德」（常

樂我淨）中的「我」，從而提出「佛性緣起」。他說： 

                                                                                                                                                            
哲學》下冊，頁 102。 
26 隋慧遠，《大乘義章》，大正藏第 44 冊，0511a16。 
27 同上注，0511a16。 
28 同上注，0524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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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二種，相狀如何？一法實我，如來藏性，是真是實，性不變異，稱之

為我。又此真心，為妄所依，與妄為體，故說為我。故涅槃云，我者即是

如來之藏，藏是佛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即是我義。二者假名集用之

我，佛性緣起集成我人。29 

闡提有者，有不善性。佛性緣起，為不善故。不善之法，即是佛性。此不

善性，闡提則有，善人無也。善根人有，闡提無者，謂善性也。佛性緣

起，三乘無漏。30 

今先就佛辨其性相，如來佛性。據因以望，得說未來。對因辨果，得為現

在。捨對論之，非三世攝。良以如來體窮真性，悟法本如，非先有染後息

為淨。德同法性，故非三世。又復所得，常不生滅，故非三世。31 

這「佛性」即是「法性」，故「佛性緣起」也可說是「法性緣起」。又在解釋「入

不二義門」中，慧遠說： 

如來藏中，具過無量恒沙佛法。…依真心緣起，集成生死涅槃。用不離

體，體用虛融，名為不二。如經中說，佛性如來，無二無別，如是等

也。…故涅槃云，明與無明，生於二相。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相，

即是實性，如是等也。…就真性所起法中，相別分二。如依佛性緣起，集

成一切行德。32 

於是在第五卷釋「八倒義」時，慧遠明確地提出「三法印」（即「四優談那」）和

「涅槃四德」二而不二之義： 

所言倒者，邪執翻境。…且論八種。八名是何。謂常樂我淨，無常無樂無

我無淨，是其名也。八中前四，迷於生死有為之法，名有為倒。若從所

立，名無為倒。後四迷於涅槃無為，名無為倒。若從所立，名有為倒。前

四如何？生死無常，妄謂是常。生死實苦，妄謂是樂。生死無我，妄謂有

我。生死不淨，妄謂是淨。是名顛倒。…生死我者，有其二種。一者世諦

假名之我，所謂五陰和合為人故。…。二實性之我，我謂佛性。…佛言有

                                                      
29 同上注，0526b21。 
30 同上注，0476a02。 
31 同上注，0476b20。 
32 同上注，0481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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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者所謂如來藏性。生死之中具斯兩義，故名有我，涅槃亦爾。諸法

和合假名為佛，是其假我。佛性顯成法身之體，是其實我，我無我義。33 

這裏慧遠肯定「我」是「實我」、「如來藏性」、「佛性」、「法性」和「法身」，

並主張「四優談那」和「涅槃四德」並非絕對對立的觀點，一切要看「心」是真

是妄。如此，從「無明業惑緣起」、「緣空相假」，到「三法印」、「四聖諦」，

到「阿梨耶緣起」、「如來藏識緣起」、「自性清淨心」、「真如緣起」、「涅

槃四德」，到「佛性緣起」、「法性緣起」和「法身」，慧遠的立場是一貫地「以

小轉大」。他在「緣起論」上的貢獻，誠如方東美所說，化解了「三法印」和「涅

槃四德」之間的對立，開出了絕處逢生的新道路，可說是轉小為大的大宗師。於

是方東美總結道，根據慧遠的《大乘義章》，在華嚴宗「法界緣起」之說出現前，

「緣起論」至少有小乘俱舍成實的「業惑緣起」，大乘法相唯識的「阿賴耶緣起」

和「如來藏識緣起」，以及三論般若空宗的「真如緣起」等三種體系。34 

二、《華嚴經》與法界緣起 

華嚴宗依《華嚴經》而立，其宗思自當淵源於《華嚴經》。35如世所傳，《華

嚴經》有東晉佛馱拔陀羅（亦名覺賢）譯六十卷（共三十四品）、唐武則天時實

叉難陀譯八十卷（共三十九品）、唐德宗時般若三藏譯四十卷（共一品）三種中

譯本，可說各有千秋。六十《華嚴》的第一卷品名是〈世間淨眼品〉，第二品是

〈盧舍那佛品〉，倒數第三品是〈寶王如來性起品〉；八十《華嚴》的第一卷品

名是〈世主妙嚴品〉，第二品是〈如來現相品〉，倒數第三品是〈如如來出現品〉，

這兩部《華嚴》的最後兩品都是〈離世間品〉和〈入法界品〉。唯獨四十《華嚴》

只有一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其內容略同於六十《華嚴》的〈入

法界品〉。方東美認為這些品與法界緣起思想關係最為密切。其共同特色，至少

有以下五項。 

                                                      
33 同上注，0576a14。 
34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56-381，387-388。 
35 又《華嚴經》題有「大方廣」三字，方東美解說這是指佛陀證得真如境界的體相用三大。換言

之，大方廣即大乘境界。大乘教義必須具足境大、行大、果大三者。大乘以法界、眾生心、實

相、性空為境，是為境大；能於一行中修一切行，遍修一切行而能空、無相、無願、迴事向理，

圓成佛果，是為行大；因境大行大，證果亦大。既已達佛果之位，作為鏡智圓明的清淨體，可窮

法界一切相，一心遍緣事理。如此法體即真如，可稱之為「體大」。其次就物質宇宙而言，無窮性

體、稱性而起的功用是「用大」。而這絕對境界開出無漏莊嚴功德，其上迴向菩提智慧光明，以及

永恆真善美價值，是為「相大」。如此體大、用大、相大，便將宇宙中所含藏「真如生滅，互為表

裏」的秘密，揭露出來。這也是華嚴宗發展「真空觀」（詳見後文）的重要理據。方東美，《華嚴

宗哲學》下冊，頁 30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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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詩的語言：方東美接受英國哲學家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偉大的哲學與偉大的詩相契」（philosophy is akin to poetry），以及美國西班牙裔

的哲學詩人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宗教與詩本質相同」(religion and poetry 

are identical in essence)的說法，認為華嚴三經所使用的語言，是詩的、神秘的、

隱喻的、象徵的語言，是文字般若的妙用，以「烘托高尚、優美、幽玄、奧妙的

宗教情緒」。36懷德海在《思想的模式》（Modes of Thought）一書文末，主張哲學

在維持基本、主動、創新的觀念，其性質可說是神秘的。而神秘主義（mysticism）

─也稱「密契主義」─的洞見（insight）直入了不可言說的深度，哲學的目的便是

將神秘主義理性化，使神秘經驗得到理性的協調。於是懷德海說哲學與詩相契，

兩者都在尋求文明的終極美意（the ultimate good sense）。37桑塔耶那則在《釋詩

與宗教》（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一書中主張「當詩介入（intervene）

人生時，被稱做是宗教；而當宗教涉入（supervene）人生時，不過就是詩。」38方

東美取二人之意，說明《華嚴經》所使用的正是詩的語言，以象徵宗教不思議神

祕境界。 

（二）顯法身毘盧遮那：《華嚴》詩的語言旨在表徵最高層次的宗教精神；

八十《華嚴》〈世主妙嚴品〉以「毘盧遮那佛」（亦即六十《華嚴》的盧舍那佛）

表法身真如本體，以文殊師利菩薩表高超智慧，以普賢菩薩表偉大願行。39方東

美說該品所謂的「世主」，便是指色界、無色界、心靈生命之域的宇宙主宰，也

就是佛陀。40如經上說佛陀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道場始成正覺後， 

一念之間，悉包法界。…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又如

虛空普遍一切。…等無差別，演一切法，如布大雲。一一毛端，悉能容受

一切世界，而無障礙。各現無量神通之力，教化調伏一切眾生。41 

                                                      
36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153，225，255；孫智燊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冊，

頁 452-453。 
37 A. N. 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MacMillan Com., 1938), p.174. 
38 George Santayana, 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 

Preface, v. 
39 方東美在《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一書中，舉宋朝戒環所做的比喻：「毗盧遮那佛，此云光

明遍照，在佛為清淨法身，在人為本覺妙性。…文殊師利，此云妙德，在佛為普光大智，在人為

觀察妙心。…普賢者，德無不遍曰普，佑上利下曰賢，在佛為真淨妙行，在人為塵勞業用。」參見

方東美著，孫智燊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冊，頁 453-454，482（轉引自戒環，《華嚴

經要解》）。 
40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19-20；《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39；《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

展》上冊，頁 453。 
41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卷，頁 1-2；《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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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如來從口齒眉間放光，際窮時空，遍及無邊無量的世界海。在佛力精神的感

召之下，除了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法慧普薩，金剛菩薩，無數菩薩摩訶

薩，世間一切草木花果、山河大地、晝夜日月諸神，微塵數的世間主，來自風

輪、水輪、鐵圍山、金山、世界海、世界海裡的世界種、世界種裡的華藏世界、

華藏世界裡的娑婆世界、世界之下的魔鬼夜叉、世界之上的三十三天諸大天王，

通通環繞著如來的菩提寶座，共赴一場「宇宙會議」。在此主持會議的不只是應

機教化眾生的釋迦摩尼（應化身），一位世間教主，且是象徵宇宙真際、遍及一

切的毘盧遮那（法身）。42 

（三）明一真法界：〈世主妙嚴品〉的重要意義，在顯示如來因地所修，智

入三世，身遍十方。一切的一切，含藏眾德，果覺無邊。此時將所有差別境界融

會貫通，得到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整體，便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旁

通互攝---的法界真際，所謂的「一真法界」。這「一真法界」中有一精神主宰，

也就是華嚴宗所闡釋的「真心」，《涅槃經》所說的「佛性」，一旦貫注到宇宙

中，便成為「法身」。方東美提到一位俄國哲學家將「法身」翻譯為宇宙本身（cosmic 

body），也就是透過價值的實現，將精神妙力貫注到森羅萬象之中的主體。就如

〈如來現相品〉中所形容，毘盧遮那佛經由口齒眉間、相輪、足趾、足趺、膝輪

放光，乃至一一毛孔大放光明，遍及一切佛剎土。43於是方東美說「一真法界」實

為宇宙萬法，一切差別世界，人世間一切高尚業用，與過現未三世諸佛一切功德

成就的融合統攝。以人人內具佛性，皆可頓悟圓成。所謂法界圓滿，一往平等，

成平等智。佛陀之為精神太陽，暉麗萬有，而為一切眾生、有情無情，普遍攝

受。其時理性當體啟用，與一往平等的「一真法界」協奏和鳴，共演圓音。44是以

〈如來現相品〉偈云：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

如來一一毛孔中，一切剎塵諸佛坐。 

                                                      
42 佛有三身，法、報、應化。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231-234；其餘詳見《中國哲學精

神及其發展》上冊，頁 455-458。 
43 華嚴七處九會，佛身十處放光。初會阿蘭若法菩提道場，從眾齒放光，表教道遐舒，從佛口生

真佛子。次眉門毫相放光，通表圓證一乘中道。二者亦表「果地覺唯因地心」。二會普光明殿，足

下相輪放光，表信初行本卑居最下，亦表腳踏實地，「倒果為因」。三會忉利天宮，足趾放光，表安

十住，亦表「向前昇進」。四會夜摩天宮，足趺上放光，表依十行，亦表「成就行動，功德圓滿」。

五會兜率天宮，膝輪放光，表屈伸迴向，亦表「向上向下迴向，自在無礙」。六會他化天宮，眉間

放光，表十地十如，正證中道，亦表「解行願普周」。七再會普光明殿，亦眉間放光，表出現中道，

不住生死涅槃兩邊。次口門放光，表佛口生普賢長子，二者亦表「歷練成金剛不壞身」。（八三會普

光明殿，沒有放光）九會近多林，眉間放光，表普該證入法界中道，是為佛身十處放光。轉引摘自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261-270，347，318；《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39-41。 
44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冊，頁 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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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甚深智，普入於法界。能隨三世轉，與世為明導。諸佛同法身，無一

無差別。隨諸眾生意，令見佛色彩。具足一切智，遍知一切法。一切國土

中，一切無不現。 

這皆在說如來在菩提道場，將最高的宗教精神與哲學智慧，以一種特殊的文字表

達，所謂放光說法，作為精神語言的徵兆。同時對差別世界的各個世間主，過現

未三世諸佛，以普遍語言說法。這時天空、大氣、海洋、地表萬物皆成為自然語

言，將佛所說法輾轉傳到宇宙的每一個角落。在佛的精神感召之下，無數大菩薩

受攝開覺。如經上說：「其諸菩薩，身毛孔中，一一各現十世界海微塵數，一切

寶種種色光明。…此諸菩薩悉能遍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由是可

見，〈如來現相品〉旨在烘托整個差別世界如何透過互相攝受，旁通互融，成為

精神統一的和諧體。45須注意的是，方東美指出，「一真法界說」不同於「唯心一

元論」；唯心論將客體世界化成心靈的主觀秩序。而華嚴的「一真法界」本身就

是一個客體，其中包含了物質存在、生命形式和精神狀態，以及中極歸宿。就這

點而言，華嚴實際上是理想實在論（ideal realism）的哲學。46 

（四）立華藏世界：八十《華嚴》初品〈世主妙嚴品〉末，描述在佛神力加

披下，一切萬有成就平等，因而構成統一、和諧又莊嚴的「華藏世界」。47 其後

第五品，即〈華藏世界品〉。方東美引該品中普賢偈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

一塵中見法界」，解釋華嚴深意，在消除一切染淨諸差別法，以一真法界涵蓋三

世，圓裹十方。所有凡聖理事，無不含鎔具足於其中。48這時普賢菩薩說了一個

世界海的故事：在世界海裡有二十重的世界種，其中第十三層就是人所居住，所

謂的娑婆世界，其下又有風輪水輪為支柱，形成無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換言之，

我們的世界不是唯一的，只是世界海裡的一個微塵。在此之外，更有無邊無量的

世界。方東美復引〈華藏世界品〉云：「此一一世界種中一切世界，依種種莊嚴

住，遞相連接，成世界網。於華藏莊嚴世界海，種種差別，周徧建立。」49這無窮

無盡的世界海、世界種、世界網，是華嚴無盡緣起的基礎。當然世界具備種種差

別相，從物質界到心靈界，直到莊嚴的正覺世間。這些世界的精神主宰，不僅是

釋迦摩尼佛，還是純粹光明的毘盧遮那佛。毘盧遮那以其光明提升各種不同層級

的世界，站在宇宙精神價值的頂點上，向下迴向一切生物，有情眾生，尤其是具

                                                      
45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467-469。 
46 同前注，頁 258-259。 
47 如經上說：「其一切世界中，悉有如來，坐於道場。一一世主，……各各入如來解脫門。如於

此華藏世界海，十方盡法界，虛空界。」 
48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18；《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39-41。 
49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卷，頁 39；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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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佛性的人類，作為一切差別生命的平等基礎。50如此佛時以光為因，時以光為

果，使一切物性人性皆成佛性。這佛性可稱「果果」，51人人可得，人人可轉。人

人生命旁通互攝，就如交光相網，相即相入；或如水波盪漾，交波相融。52如此

可說「華藏世界」正如「一真法界」，也是以旁通互攝為基本原理。 

（五）演法界緣起：如前文所言，在華嚴「法界緣起說」之前，已有業惑、

阿賴耶、如來藏等等緣起思想。方東美認為華嚴的緣起說，是修正了「如來藏」

的概念，再根據六十《華嚴》〈如來性起品〉的「性起」──所謂「稱性而起」一

辭而來。就佛教的觀點，一切因緣的起點，就是為達到完滿佛性，而成就一切價

值成就的就是法身。法身佛性可融攝宇宙萬有，滲透貫注到器世間，生命世間和

精神世間。如此從「佛性緣起」、「法性緣起」，便發展出「無盡法界緣起」，

一套宇宙緣起的理論。53其次，方東美認為，要知道「法界緣起」的意義，先須瞭

解八十《華嚴》的〈如來現相品〉和〈入法界品〉。如前所述，〈如來現相品〉

顯示，透過旁通統貫的互攝原理，可將無量差別世界變為平等法界。而「法界」

一辭雖於華嚴三經俯拾可得，唯〈入法界品〉以之入於品名。54〈入法界品〉的主

要內容，便是說善財童子55南行求法，經一百一十餘城，參拜象徵五十三階位次

第的善知識，分別代表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十等覺，以及彌勒、文殊、

普賢等三大菩薩的故事。善財童子歷經五十三參，受到文殊菩薩的智慧灌頂，又

受到普賢菩薩廣大行願的激勵，證入毘盧遮那佛的法身境界及不思議境界，入無

礙解脫之門，得十方清淨眼和善觀察無礙智，使他的精神提升到彌勒菩薩的毘盧

遮那莊嚴藏大樓閣。正如方東美所引經文云： 

                                                      
50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19-320。 
51 所謂「果果」相對於「因因」，前者指結果的結果，後者指原因的原因。所謂「因因」是指在

機械因果作用之上、成佛的原因，也就是最高的智慧。「因因」就一般知識領域是指一切智，如科

學、藝術、文化、經驗的知識。將一切智集中在菩薩的精神生命中，便成菩薩的道種智，也就是

將自然知識轉成道德知識。道種智若圓滿一切行願，便成一切種智，也就是佛智。在華嚴有五周

因果（即所信因周、差別因果周、平等因果周、成行因果周和證入因果周），「因因」以文殊菩薩

為代表，由他分享一切佛智，透過因果作用，成就佛境界，也就是涅槃境界。這不僅是結果，且

稱「果果」。方東美因而認為《華嚴》所講的因果，不是機械物質因果（mechanical-physical 

causation），而是形上道德因果（metaphysical-moral causation）。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

頁 242，270-271，106-109，90-91。 
52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21-322。 
53 同上注，頁 117-118，408-409。 
54 同上注，頁 470-471。 
55 同上注，頁 66；《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卷，頁 332。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觀察善

財以何因緣，而有其名。知此童子，初入胎時，於其宅內，自然而出七寶樓閣，其樓閣下，有七

伏藏。於其藏上，地自開裂，生七寶芽，所謂金銀琉璃玻璃真珠硨磲瑪瑙。…父母親屬及善相

師，共呼此兒名曰善財。」善財童子生於「福城」富有之家，婆羅門相師皆呼其名為「善財童子」。

以金銀珠寶雖為世人所競求，但唯積善根，才是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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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其樓閣，廣博無量，同於虛空。…善財童子於一中見一切處，一切諸處

悉如是見。爾時善財童子，見毘盧遮那莊嚴藏樓閣，為是種種不可思議自

在境界。大生歡喜，踴躍無量。身心柔軟，除一切想、除一切障、滅一切

惑，所見不忘、聞所能憶、所思不亂，入於無礙解脫之門。56 

如此透過善財童子演示的信、解、行、願、證等修行次第，〈入法界品〉猶如一

首宏偉浩瀚的宗教交響曲，將人的生命情感皆妥善安排在最神聖的價值系統裏。 

三、杜順的法界緣起觀 

受到《華嚴經》宗教精神和哲學智慧的感召，華嚴宗的五位祖師：杜順、智

儼、法藏、澄觀和宗密，歷經三個多世紀的時間，發展出體系周密的法界緣起

論。初祖杜順所立的《華嚴法界觀》，該文雖已失傳，但因四祖澄觀所著的《華

嚴法界玄鏡》和五祖宗密的《注華嚴法界觀門》（後文簡稱「澄密二書」）而得以

保存。57誠如方東美所說，杜順深解華嚴「一即一切」的理念，故以崇高智慧表達

圓融無礙的精神，建立「法界三觀」，進而擴延彰顯至「一乘十玄」的最高境界。

如此以無窮法界緣起，說明宇宙為完整和諧的整體，正是華嚴立宗的基礎。58囿

於篇幅，在此僅根據方東美的分析，以杜順和尚之說為本，略言華嚴法界觀如

後。 

（一）法界三觀與四法界 

所謂「法界三觀」便是指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和周徧含容觀。如「澄密二書」

說，真空即「理法界」，周徧含容即「事事無礙法界」，合第二觀與「事法界」，

則為「四法界」。首先「真空觀」，方東美認為，這個觀法是根據《般若經》和

                                                      
56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108-109、472；《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卷，頁 435。 
57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466。此二書與二祖智儼為杜順所記的《華嚴一乘十玄門》，

論及「法界三觀」、「四法界說」，以及「十玄緣起」等，正是華嚴宗立教的基本學說。其餘如智

儼的《華嚴經搜玄記》、三祖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和四祖澄觀《華嚴經疏鈔》、《華嚴經隨疏演

義鈔》等等論述，浩卷繁帙，無一不是大部頭的佛學百科全書。其中言及法界緣起者，亦頗見份

量。澄觀，《華嚴法界玄鏡》，《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儀開蒙》（台

北：大乘精舍印經會，民國 76 年），頁 1-90；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

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儀開蒙》(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民國 76 年)，頁 91-131。 
58 同上注，頁 25，140。方東美認為《華嚴法界觀》雖然是一篇短文，其氣魄已可以籠罩「入法界

品」。他在哲學上開闢的境界，比起懷德海還要廣大。他以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徧含容觀等三

觀，烘托出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等四法界的思想體系，復啟發智儼撰

《華嚴經搜玄記》，繼之以法藏的《探玄記》、澄觀六十卷的《華嚴經疏》和九十卷《華嚴經隨疏

演義鈔》等大書，可謂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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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空宗的中道智慧，從實相般若起觀照般若建立的。眾生因法我兩執，一旦聽

聞緣起性空之理，容易偏執於「斷滅空」。因而想要證得法界性德，必須以觀照

般若化解法我兩執。換言之，一面以上迴向肯定宇宙上層精神領域是「理體」，

另一方面也要以下迴向化解下層現實世界的各種對立。59如依《華嚴法界玄鏡》所

說：「言真空者，非斷滅空，非離色空，即有明空，亦無空相，故名真空。」60如

此真空與有不離，足以調解理想現實的對立，成為統攝最高真善美價值的理體。
61其次，「理事無礙觀」內含兩個重要範疇：一個是理性，一個是事項；猶如近代

歐洲哲學心物主客、事實價值之間的對立。不過「理事無礙觀」消除各種對立的

矛盾性，使成為輔成性，也就是無礙的意思。62其三，「周徧含容觀」，在各種二

元對立發展出相輔相成的關係時，便產生廣大和諧的作用。事事和諧，理理和

諧。在其中事理之間沒有差別與矛盾；無論對理對事，心都不再執著。 

這「法界三觀」又各另有細目。《玄鏡》云：「第一真空觀法，於中略四句

十門。」其中四句是：「一會色歸空觀。二明空即色觀。三空色無礙觀。四泯絕

無寄觀。」63所謂「會色歸空」，也就是說將差別質礙之相，會歸於真空之中。《玄

鏡》的解釋，這是由於「色不即空，以即空故」，64也就是說因為質礙差別之相（如

青黃）不是斷滅空，而是真空的緣故。方東美說這與東晉時般若宗的思想相當符

合：「色不自色，因人名之為色，雖色而非色。」「凡色法必不異空法，故色即

空。」是以「色空二法」雖必然差別不同，但透過上迴向的超越精神，便可以「真

空」點化「色相」，不致落入「析色成空」、「毀心成空」的虛無主義，也不致

成為言色執色的唯物主義。65其次所謂「明空即色」，這是由於「空不即色，以空

即色故」，66也就是說斷滅空不是質礙差別之相的法體，真空才是。方東美則認為

這是理想遷就現實的下迴向，使各種境界能互攝融通。67第三所謂「空色無礙

觀」，意謂質礙差別之相不異於空體，若以般若智慧觀照，則「觀色無不見空，

                                                      
59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33；《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262。 
60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儀開蒙》(台

北：大乘精舍印經會，民國 76 年)，頁 7。 
61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322-324，348。 
62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頁 334-335。 
63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儀開蒙》，

頁 8。 
64 同上注，頁 11。方東美認為此處「即」有二義：一是歸屬的「是」與「不是」，二是關係的連

接辭「就」。後者可說含三種關係：一是對稱蘊涵 (symmetrization)，二是互依關係 (mutual 

relevance)，三是普遍包含（universal encompassing）。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405-406。 
65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390，410-414。 
66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儀開蒙》，

頁 19。 
67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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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味法。」68方東美解釋說這就是將「真空」「妙有」

當作是彼此精神貫注、和諧的領域。猶如《大般若經》說的：「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之意。69最後，「泯絕無寄觀」，是超絕言詮而無所寄託之意。如《玄鏡》

說：「謂此所觀真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法皆不

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迥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是為行境。何

以故？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70方東美對此也別有一番說法，他說

這觀法是在成就佛智後，智慧光明所照之下，無論凡夫、二乘、菩薩、大菩薩，

還是佛十身的祕境，皆一律平等。這圓明無盡果海中，一香一色，無非中道，一

言一句，悉是真詮。如此頭頭任運，法法全現，因該果徹，森然炳列，德用無

窮。這一乘實教所遊歷的妙境，就是「泯絕無寄觀」。71而一切文字般若不免受縛

於文字，唯有做到一塵不染，所謂「生滅法相，寂知之體。神解之用，善照諸

幻。似鏡無痕，分別諸法，而得不動。真如性淨，慧鑒無窮。寂照忘知，虛含萬

象。猶如明鏡，空洞虛豁，了無一切，遇形斯映。而此一念心，猶如虛空，平等

不動」這超絕言詮而無所寄託的境界，才是「泯絕無寄觀」。72撮其要，方東美另

以四句概括真空觀：會色歸空觀為理性的向上迴向，明空即色觀為菩提妙用的下

迴向，空色無礙觀為空色契合融貫無間，泯絕無寄觀為精神點化超絕言詮。73 

再者，「理事無礙觀」下有十門。依「澄密二書」所說，十門即：理徧於事門、

事徧於理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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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理」是普攝周徧的真理，「事」是分

位差別的事法，二者之間有「相攝交融」、「相依互成」、「相奪互害」、「相即相

非」等等關係。普遍真理和差別事項之間，如果彼此相礙，並不足為奇。但若要融洽

交攝，必有賴於華嚴宗的無礙哲學。這無礙有「輾轉」和「交互」二義，也就是說一

種對稱的（symmetrical），如朋友之間關係，不同於父子孫之間非對稱、不可逆轉的

關係。如此輾轉相生、互為因果、更互相應、互相攝入（interpenetration），產生相

依（mutual dependence）、互涉（mutual relevance）、相關（mutual relativity） 等作

用，從而開展出平等性、相互性、互為因緣性這圓融無礙的觀念。74 

                                                      
68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儀開蒙》，

頁 23。 
69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405，413。 
70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儀開蒙》，

頁 25。 
71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422-423。 
72 同上注，頁 426-427。 
73 同上注，頁 354-358，389-392。 
74 同上注，頁 263，27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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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之間既然和諧無礙，杜順接著開展出「周徧含容觀」，也就是所謂的「事

事無礙法界」。其下亦有十門：理如事門、事如理門、事含理事門、通局無礙

門、廣陿無礙門、徧容無礙門、攝入無礙門、交涉無礙門、相在無礙門、普融無

礙門。其基本原則，如《玄鏡》所說：「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真實，體無

不現。是則事無別事，即全理為事。」理既全現事間，無事不在理中，以理為基

礎，自然事事無礙。根據方東美的解釋，這裏前三門偏向於理事之間的交容互

攝，所謂：「理隨事變，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千差涉入而無礙。」75依理

所成諸事，自有其理。因此事法含攝理事，所以說理事互通無礙。後七門更進一

步彰顯「事事無礙法界」，合《玄鏡》與方東美所說：第四通局無礙是說事法與

理，非一非異，即使事法全徧一切，也無礙於理位。第五廣狹無礙是說諸事法與

理，非一非異，廣容十方剎海，無礙於微塵之事。第六徧容無礙是說廣容即是普

遍，使一塵自遍於一切差別法中，這也是一多無礙之意。第七攝入無礙也是說一

多攝入的關係，以一切望於一法，入於一法時，一法入一切內，而一切恆在一法

內。第八交涉無礙則進一步說明一多皆為能入能攝。如《玄鏡》云：「一攝一切，

一入一切。一切攝一，一切入一。一攝一法，一入一法。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

切。同時交參無礙。」。第九相在無礙則是說自己攝法入他法中，他又涉法在我

己中，一多皆為所攝所入。如此法事皆是攝入能所，圓融無盡。如以一能攝入融

於多所攝入，自是第十普融無礙之境。76簡言之，這後七門，分別說明普遍理法

和各別事項之間，打破整體與部分、空間廣狹、本體上的一多、認識上的能所等

二分，同時具備相依、互涉、相容（mutual implication）、互在（mutual immanence）

和互相攝入等關係。這也正是杜順大師解釋「一乘十玄門」裏其中七門的內容。 

（二）一乘十玄 

史傳《華嚴一乘十玄門》杜順所說，智儼所記，在《華嚴法界觀》中已述其中

七門。方東美針對該文提出三項見解：一依慧遠《華嚴義疏》的註疏，有「德相十

玄」之說；二依智儼、法藏的觀點，有所謂「業用十玄」（後文方東美則說智儼還有

「妙用十玄」，法藏另有「涅槃十玄」）；三依澄觀、宗密的發揮，將理事無礙開展

為事事無礙的關係法界，是所謂「世法十玄」。有關「德相十玄」，方東美引《十

玄門》中所說：「今且就此華嚴一部經宗，通明法界緣起，不過自體因之與果。所

言因者，謂方便緣修，體窮位滿，即普賢是也。所言果者，謂自體究竟寂滅圓果，

十佛境界，一即一切。」77這裏「十」即是無窮無盡之意，「十佛境界」也就是指

「無窮無盡法界」。方東美並指出，文中只提到普賢菩薩，實際上文殊菩薩也不可

                                                      
75 同上注，頁 429。 
76 同上注，頁 429-430。 
77 同上注，頁 430-43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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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文殊成就最高智慧，而般若智慧是諸佛母，諸佛成佛即以智慧故。78 

又從前引文可知，方東美指出智儼所謂「法界緣起」即是「法性緣起」、「佛性

緣起」、「德相緣起」，因為「法性」就是「德相」。79接著他說明「十玄」之義：
80（一）同時具足相應門，意謂宇宙萬有無不俱足，一時炳現於「海印三昧」。81此

時無窮事法在無限時空交織下，有一與一切、一與一、一切與一切、一切與一種種

相應。換言之，一切法是相互交替的連續體，相依互存，能融三世，彼此相應而無

先後。（二）因陀羅網境界門，見於〈入法界品〉善財童子進彌勒樓閣，見「帝網陀

珠」82重重交光，珠珠相攝，即事事無礙境界。（三）秘密隱顯俱成門，就緣起言，

事物相互含攝，產生隱顯關係。當一攝一切時，一為能顯，一切為所隱。當一切攝

一時，一為能隱，一切為所顯；相即為顯，相入為所隱；體相即為隱，用相入為

顯；能秘為顯，所秘為隱。如此隱顯存在於表裏正反的關係中，秘藏密收，同時無

礙。（四）微細相容安立門，此處「微細」是指一法能攝時，攝一切餘法於極細微不

可再分，「相容」是說彼此各不壞相，「安立」則是所各住其位，共成緣起。如一毛

孔容無量佛剎，亦芥子納須彌之意。（五）十世隔法異成門，此就時間說，過現未三

世各有過現未三種差別，共成九世復俱納於一世中，而成十世。換言之，在一開放

的時間系統中，使過現未貫串起來，消解時間的差異間隔，產生圓融無礙的妙用。

（六）諸藏純雜具德門，83這是就修行的立場說，從戒定慧、忍辱、持戒、布施、慈

悲喜捨、禪定等種種修行法門，以一理為純，萬行為雜，純雜並持為德。（七）一多

相容不同門，這就互攝關係而言，世界有無窮差別之相，可為某一觀點包容。所謂

一即多，多即一，一中容多，多中攝一。也就是「一多歷然而不混，互相容涉而無

礙」之意。（八）諸法相即自在門，這也是從關係上說，無窮個體可從豐富的關係結

構中發揮各種作用，諸法相互依融，有如金與金色，舉體相即。（九）唯心迴轉善成

                                                      
78 同上注，頁 431。 
79 同上注，頁 443-446。 
80 同上注，頁 458-471。方東美認為智儼的「十玄門」隨後影響到法藏建立緣起相由、法性融通、

各唯心現、如幻不實、大小無定、無限因生、果德圓極、乘通自在、三昧大用、難思解脫共十門

無礙哲學。亦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472。 
81 「海印三昧」，方東美也稱之為「華嚴大定」---將一切差別境界攝入圓融無礙的直覺，所謂「無

窮法印，一時頓現」。入「海印三昧」者，心如平靜大海，波瀾不興。天上雲彩，山河大地均倒影

其上。如此此心清淨，澈如明鏡，反映世間一切，遠離邊見，含容周徧，無所不納。方東美，《華

嚴宗哲學》下冊，頁 443-452。 
82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下冊，頁 460-461。方東美解釋所謂「帝網陀珠」是指帝釋天宮殿所懸

掛的珠網，珠珠相攝，重重交，以無窮智慧輻射一切差別世界。此即在《華嚴經》〈入法界品〉所

述彌勒樓閣因陀羅網的譬喻。澄觀解說：「如天帝殿珠網覆上，一明珠內萬象俱現，珠珠皆爾。此

珠明徹，互相現影，影復現影，而無窮盡。」 
83 同上注，頁 466-467。此門為法藏以「廣狹自在無礙門」取代之。其要義在於一行即一切行，一

行為狹，一切行為廣；一法緣起一切法，一法作用無限為廣，守一法分限為狹。如此有限即無

限，無限亦有限，是為「廣狹自在無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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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意指唯一真心順轉得清淨自性而可為善，一妄心逆轉但隨外境而可為惡。84

（十）託事顯法生解門，是專就「智」來說，一切事法，互為緣起，隨託一事，便能

彰顯一切事法。這裏的「智」不是般若智，而是方便智，其作用在善巧傳法，使人生

解。以「智」照一切理想及差別境界中的「理」以及印證「理」的「事」，所謂「一

華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之意。 

四、結語 

華嚴法界緣起自隋慧遠《大乘義章》提出的「佛性緣起」、「法身」、「法

性緣起」，漸次演繹，至杜順立「法界三觀」、「四法界」、「十玄門」，智儼

載之以「古十玄」，法藏替之以「新十玄」，澄觀、宗密前繼後續，宣說「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之理，85可謂燦然大備。方東美依《華嚴經》察其細詳情，肯定

華嚴境界為最高價值總匯，海印三昧入最高佛智，華嚴哲學為圓融無礙哲學，可

謂既守其母，復得其子。另方東美於論華嚴宗哲學時，旁及中印大小乘佛教和西

方諸多哲學家，且主張佛學皆為「超本體論」，以及當代西方關係邏輯可透視華

嚴法界觀等等，皆為本文所未及，日後當另文探討之。 

 

                                                      
84 同上注，頁 470。此門為法藏以「主伴圓明具德門」取代之。其要義在於以己為主，望他為伴，

或一法為主，一切法為伴；或一身為主，一切身為伴。隨舉一法，便能主伴齊收。這是從他的「妄

盡還源觀」裏的「主伴互現帝網觀」衍生而來的。 
85 同上注，頁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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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理隨緣」的再探討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釋如碩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越建東 

摘 要 

本文之內容，圍繞著「別理隨緣」而展開。「別理隨緣」主要是由宋代天台宗

知禮大師所提出。「別理隨緣」主要意義，在於：就天台化法四教的判教中，「別

教」即有隨緣義，進一步而言，圓教和別教皆具隨緣之義；但是對於華嚴宗判教

來說，只有「圓教」可以有隨緣義，在這裡，牽涉到了天台與華嚴二宗判教上的

問題解讀。知禮大師認為：於湛然大師的著作中，雖然對於「別理隨緣」之義未

明顯呈現，但已具備其義；並且以天台和華嚴二宗之判教二者比較，華嚴宗的隨

緣義只齊於天台宗的別教。 

知禮大師對於「別理隨緣」論題的提出，其文獻出處於其所著述：《十不二門

指要鈔》與《別理隨緣二十問》。但是知禮大師提出的「別理隨緣」義，其文獻依

據在於唐代湛然大師的《法華文句記》、《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止觀大意》、《金

剛錍》。在本文中，將交代「別理隨緣」的文獻依據並簡述其義，再來便是解讀《別

理隨緣二十問》中的「別理隨緣」義。 

最後，將綜合幾位學者之說，並加以分別闡述，學者們對於「別理隨緣」義

的解讀。 

關鍵詞：別教、圓教、別理隨緣、湛然、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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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唐代的荊溪湛然，已提出了「別理隨緣」的構思，但是「別理隨緣」真正

的文獻依據與出處，在於宋代可度大師的《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中。1 

在四明知禮之前與同時的人，都未有察覺，湛然大師早已提出「別理隨緣」

的概念，但是宋代天台山外派，而且受了華嚴宗性起說的影響，2只知道只有「圓

教」可以隨緣，而「別教」不可隨緣；因此知禮大師特別強調：別教也可以隨緣；

也就是：「別教真如之理可以隨緣」。在此，牽涉到幾個問題：1.華嚴宗對教理的判

攝系統，與天台宗不同；2.華嚴宗的義理思路系統，與天台宗不同；3.在天台宗認

為，就華嚴宗的義理思想，雖然有「圓教」的名稱，卻沒有「圓教」的義理與思

想，充其量來說，只是「別教」，為何如此？引文的根據在知禮大師的《天台教與

起信論融會章》。知禮大師認為： 

藏師雖用圓名，而成別義。何者？彼云：真如隨緣作一切法，而真如體性

常不變，却謬引釋論云：無情唯有法性而無佛性，此則名雖在圓，而義成

別。3 

根據了以上所說，知禮大師是否誤讀了華嚴宗的典籍，或者在義理的解釋上，

有特殊涵意，知禮大師意圖凸顯天台學的優異？而「別理隨緣」的提出，引發了

天台宗內另一派學人的爭論，繼而反對四明知禮，如元穎、繼齊、子玄，而此「別

理隨緣」之辯，存在於宋代天台宗內山家派與山外派的論諍，此論諍屬於宋代天

台宗內部的第二次論諍。本文要處理的問題，除了對華嚴義理做解讀外，並且辨

析四明知禮於《別理隨緣二十問》中的論述。最後，就「別理隨緣」這方面來說，

四明知禮對華嚴宗的判教，做了判別：《大乘起信論》為「大乘終教」、唯識宗屬

於「大乘始教」，此二者在天台宗，均屬於「別教」而非 「圓教」，而且知禮大師

批評華嚴宗之「真如隨緣」之說，提出天台宗之本義是「別理隨緣」，即「別教」

可以隨緣，具足一切法。 

                                                 
1 《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卷 2(CBETA, X56, no. 931, p. 471, c10-13 // Z 2:5, p. 214, d17-p. 215, a2 // 

R100, p. 428, b17-p. 429, a2)。 
2 「性起」，不需要其他的主客觀條件，只依自身本來具有的性德，即可生起現起一切諸法。而「緣

起」為依緣而起之意，也就是說萬事萬物的出現，都是互相依靠，無法單獨自立而發生。此說之根

源，源自於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 
3 《四明尊者教行錄‧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卷 2(CBETA, T46, no. 1937, p. 871, c3-13)。 



「別理隨緣」的再探討 331 

一、「別理隨緣」最初文獻依據 

「別理隨緣」是知禮大師《十不二門指要鈔》的一個顯著的論點。為何會產

生如此的論點？原因在於：知禮大師的時代，山外派諸師，受華嚴宗「性起」的

思想極深；而華嚴宗所依的重要論典：《大乘起信論》其中有「真如隨緣」之說，

「性起說」與「真如隨緣說」相互融會之下，造成極大的影響。因此之故，知禮

大師為了顯示天台宗一家的正確宗旨，於是提出「別理隨緣」之說，根據可度大

師的《指要鈔詳解》： 

別理隨緣者：荊溪引用，並在圓教；法智以前及同時人，皆昧荊溪之意，

只知圓教隨緣。則抑今之圓，同彼終教，唯我法智，深究荊溪之意，酌量

其義，中興教門，特於別教，顯立隨緣之說。4 

以上的引文，是說明了「別理隨緣」的學說，原本湛然大師就有提出：別教

與圓教都可以隨緣。但是在知禮大師之前與同時的人都不察覺（這裡應該是指宋

代天台山外派的諸師），因為受了華嚴宗性起說5的影響，只知道只有圓教可以隨

緣，而知禮大師特別強調，別教也可以隨緣；也就是：「別教真如之理可以隨緣」。 

（一）湛然大師所提出的「隨緣」義 

在湛然大師的《止觀大意》、《法華文句記》中，首先出現了「隨緣不變故為

性，不變隨緣故為心」的文句： 

……上根一法者，謂觀不思議境。境為所觀，觀為能觀。所觀者何？謂陰、

界、入不出色、心。色從心造，全體是心。故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

無差別。眾生理具諸佛已成，成之與理莫不性等，謂：一一心中一切心，

一一塵中一切塵，一一心中一切塵，一一塵中一切心，一一塵中一切剎，……

是故能所二非二（三觀名義在纓絡等經。三諦名義在王仁等經）。如是觀時，

名觀心性。隨緣不變故為性，不變隨緣故為心。故涅槃經云：能觀心性名

為上定。……6 

                                                 
4 《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卷 2(CBETA, X56, no. 931, p. 471, c10-13 // Z 2:5, p. 214, d17-p. 215, a2 // 

R100, p. 428, b17-p. 429, a2)。 
5 性起的依據，如註 2，而對此「性起」思想再加以詮釋之根據，出自於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

孔目章》〈卷 4‧性起品明性起章〉(CBETA, T45, no. 1870, p. 580)、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6‧

佛小相光明功德品〉(CBETA, T35, no. 1733, p. 400)、法藏《華嚴經問答》(CBETA, T45, no. 1873, pp. 

598-612)。 
6 《止觀大意》卷 1(CBETA, T46, no. 1914, p.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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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引文，出自於湛然大師的《止觀大意》，引文的意思是：對於上根利智

的人，修習止觀法門，只需要觀「不思議境」即可。上根人欲修止觀時，「所觀」

為外境，此外境為色法、色塵；而「能觀」的主體，是此一念心；而五陰、十二

入、十八界都不出於色法；而此色法的造成，是由於我們的「心」造成的；所以，

「色從心造，全體是心」的概念是為：「色法」是外在的環境與物質現象，吾人能

緣取外境的主體，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緣的客體是外在的色法：色聲

香味觸法。而外境之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全部均是由心所變現所造作，為什麼？

因為色法由心所造，心是能造，色法是所造，也就是說：五陰、十二入、十八界

是所造，能造的是心。 

而「性」與「心」，一個是隨緣不變，為「性」，因為無明無住，隨緣而起之

一切諸法，當體即是法性（真如），所以變而無變、差而無差，因此之故，隨緣之

萬法是真如；7然而另一個則是不變隨緣，為「心」，其義為：法性無住，當體即是

萬法，而萬法皆由心造，故名「不變隨緣為心」。 

就上一段的文句看來，「心」為能造，而外境為所造，但是在湛然大師的《法

華文句記》中，卻說明一件事：不論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均是「無住本」。

而此「無住本」的解釋為「無住、無本」，而無住無本，出自於《維摩詰所說經》，

從鳩摩羅什對《維摩詰所說經》的註解，明確的說，「無住」就是「無本」，就是

「緣起」、「無自性」，就是空性。所以說：從無住、無本，立一切法。8所以，不論

是能觀的「心」、所觀的「色」，均是空性。如此一來，心、色俱是無自性、空性，

所以色即是心、心即是色，能觀即是所觀，均是空性，是為「觀不思議境」。 

在智者大師的《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七，亦有提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此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解釋共有二種，一種是為了解釋「本迹」之義；9而一種

是為了解釋諸法實相遍一切處，而此諸法實相即是「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智者大

師認為：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中，「無住」屬於本，亦即諸法實相，是真諦；「一

切法」是「迹」，屬於俗諦。但是由實相與一切法、真諦俗諦、本迹是不可思議的，

可以即俗而真。10 

所以，對於「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論述，由智者大師的解釋，再經由湛然

大師於《法華文句記》中的解釋，可以來了解湛然大師的「隨緣」義。 

                                                 
7 《法華文句記》卷 7〈釋藥草喻品〉：「無明、實相，俱名無住。今以無相對於差別，專指實相，

名無住本。無住即本名無住本，隨緣不變，理在於斯。」(CBETA, T34, no. 1719, p. 292, b13-16) 
8 《注維摩詰經》卷 6〈7 觀眾生品〉(CBETA, T38, no. 1775, p. 386, b29-c5)。 
9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7(CBETA, T33, no. 1716, p. 764, b11-24)。 
10《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CBETA, T33, no. 1716, p. 794,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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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指出：華嚴宗只是「別教」非圓教 

這裡的「別理」，指涉的是華嚴宗，在天台宗來說，華嚴宗僅是「別教」，根

據《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 

客曰：藏師（法藏大師）製疏（起信論疏）分齊（討論差異和區別）如何？

對曰：賢首立義望於天台，乃是別教一途之說，未是通方別教。何者？別

有教道證道，彼則唯論教道；「別」有四門被機，彼乃只論雙亦，別有自他

橫竪，彼乃獨論自行竪入；別有多義，彼所不云。未是別教通方蓋是一途

之說。客乃難曰：彼疏隨緣不變為宗，天台亦以隨緣不變證於三因體遍，

乃是圓意何言別耶？余曰：藏師雖用圓名，而成別義。何者？彼云：真如

隨緣作一切法，而真如體性常不變，却謬引釋論云：無情唯有法性而無佛

性，此則名雖在圓，而義成別。11 

上面《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引文的解釋，說明了幾件事：1.法藏大師作《起

信論疏》的解釋，是別教一途之說；2.別教雖有教道（教）和證道（觀），但是賢

首只論教道（只有教而無觀）；3.別教有自他橫豎，但是賢首只自行豎入；4.別教

有四門可供眾生入門：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四門被機，但是賢首沒有四

門被機；5.而且，別教有多種意義，賢首則不說明。 

因此之故，雖然法藏大師造《起信論疏》即使用圓教的名，但是其義仍在別

教。為什麼如此說？因為他說：真如隨緣作一切法，而真如之體性常不變，而其

後又引據《大智度論》，說無情唯有法性而沒有佛性，前後矛盾，所以雖然法藏造

起信論疏，立有圓教之名，而只有別教義。天台宗認為，華嚴宗的「真如隨緣」

是「別教」，不僅在於「真如」與「隨緣」的解釋，還牽涉到了「無情有性」的問

題。就上面的引文來說，賢首法藏認為：「無情眾生只有法性而無佛性」，這就有

所區隔而不圓融，所以知禮大師才說賢首華嚴的「真如隨緣」之說其實只有別教。 

二、近代學者對「別理隨緣」的解讀要點 

對於近代學者對「別理隨緣」義的解讀，此處列舉了安藤俊雄的著作《天台

性具思想論》和王志遠的《宋初天台佛學窺豹》二文。以安藤俊雄的解釋來說，

僅把「別理隨緣二十問」一文白話解說，但是「別理隨緣二十問」的內容，有豐

富的義理內涵，並且關聯性甚強，這些地方是安藤俊雄可以再補充的；而王志遠

在他的著作中，有做辨析和解讀，所以此二者並列，可以做一解讀比對。 

                                                 
11 《四明尊者教行錄‧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卷 2(CBETA, T46, no. 1937, p. 871, c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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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藤俊雄對「別理隨緣」的解讀整理大要 

對於《別理隨緣二十問》的引文整理，吾人可參考安藤俊雄的《天台性具思

想論》，將以上的二十個問難，整理成以下四大論點，就可以了解「別理隨緣」的

大要。12 

1. 明白起信論的「真如隨緣」為華嚴宗大乘終教；以其所顯不及華嚴的圓教，當

然也不同於天台圓教。 

2. 若以天台的判教立場則主張：《起信論》於華嚴判為「大乘終教」，在天台屬於

「別教」。 

3. 特明湛然大師《金剛錍》的教學，與《起信論》之說的別異。 

4. 在原理上，雖是論辯華嚴和天台二教學的同異，但是對「性具」、「無住本」的

原理，特予與天台優越性的基礎。 

（二）王志遠對「別理隨緣」的解讀整理大要 

1. 對於《別理隨緣二十問》的序文，王志遠，將以上序文整理成以下幾點：法藏(華

嚴宗)著疏釋《起信論》，專立「真如具不變、隨緣二義」，乃云：「不變即隨緣，

隨緣即不變」；13 

2. 唯識宗只以業相為諸法生起之本，彼之真如，無覺無知，凝然不變，不許隨緣。14 

3. 知禮認為：華嚴宗的主張並沒有錯，但華嚴宗以之「屬乎終教、亦兼頓教」不

妥，故天台宗吸收了這一理論列為別教；15 

就以上三點來說，知禮大師所說的「今家別教」，是對「唯識宗談真如之理，

唯論不變，不說隨緣」來作評論。知禮大師認為：就法藏的《大乘起信論》疏來

說，「真如無覺知，故凝然；凝然故不隨緣，別理既有覺知，驗非凝然；既非凝然，

那不隨緣耶？」。前者「真如無覺知……故不隨緣」，這句說的是唯識宗；後者「別

理……那不隨緣」，這是對華嚴宗的終教（終別教）和天台宗別教的共通處。所以

由以上的序文，知禮大師確立「別教真如有隨緣義」。 

                                                 
12 安藤俊雄著、演培法師譯：《天台性具思想論》，pp. 247-248.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

民國 78 年九月一日天華一版。 
13 王志遠著：《宋初天台佛學窺豹》，p. 241。佛光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初版。 
14 同上註，p .242。 
15 同上註，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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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唯識宗與華嚴宗均被知禮判為別教。16 

唯識宗被判為「始別教」的理由，在於真如凝然不變，此凝然不變的真如不

隨緣。然而為何不隨緣？因為唯識宗的真如，是無為法，沒有任何造業的可能性，

唯識宗認為這是「圓成實性」。而「圓成實性」，「圓」為圓滿，「成」為成就，「實」

為真實義。指「真如」遍滿一切處而無缺減、其體不生不滅而無變異、且真實而

不虛謬，為一切諸法實體實性的真如法性。所以知禮大師認為，唯識宗將真如講

的毫無迴轉的空間，所以將他稱為別教（始別教）。 

那麼為何華嚴宗別教（終別教）？因為華嚴宗特重《大乘起信論》，認為真如

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華嚴宗所依的《大乘起信論》，根本思想是以如來藏

思想為基本理論。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和唯識宗的「圓成實性」不同，它是保持

自身的真常不變，又能隨「染淨緣」起「染淨法」。17而知禮大師認為，還有真如

和妄想，被分為二端，然後必須去妄想才能證得真如，這是無法圓融，不能真如

與妄想相即。 

5. 為達到既吸收華嚴宗的「隨緣不變」理論，又表明本宗性具思想特色，知禮提

出「別理隨緣」的觀點。18 

就以上來說，雖然天台宗別教與華嚴宗的大乘終教(終別教)都談隨緣，但是華

嚴宗的別教（終別教）認為隨緣的只是「真心」，而天台別教卻認為：隨緣的既可

以是「法性」，又可以是「無明」；既可以順推，也可逆推。「隨緣不變故為性，不

變隨緣故為心」，此處的「心」不是「真心」，而是「一念無明法性心」、剎那心、

煩惱心，這就是天台「性具」思想的表現；19 

6. 山外派認為：只有「真心」才能隨緣，認為「隨緣」便是終、頓、圓教。而別

教「真如」不可以隨緣，所以反對知禮講「別理隨緣」。而知禮大師則闡發：「真

如隨緣通於別圓二教」。20 

就以上來說，知禮大師將「隨緣」之義，認為別教與圓教都可以隨緣，但是

以天台宗的基本宗義，「性具思想」則極為重要，就以「性具思想」，來判別是否

為圓教或者是別教。 

王志遠最後則有一結論：他認為： 

                                                 
16 同上註，p. 243。 
17 同上註，p. 243。 
18 同上註，p. 244。 
19 王志遠著：《宋初天台佛學窺豹》，p.245。佛光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初版。 
20 王志遠著：《宋初天台佛學窺豹》，p.245。佛光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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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禮提出「別理隨緣」，在宗教理論上的意義就在於它既繼承了以「不變隨

緣」來解釋世界的產生，又給作為天台宗最高理論的「性具」學說留下了

充分的餘地。21
 

三、知禮《別理隨緣二十問》解說 

《別理隨緣二十問》一文，被收錄於《四明尊者教行錄》中。這部著作的出

現，是由於知禮大師作《十不二門指要鈔》後，天台宗僧繼齊作《十不二門指濫》

抨擊知禮大師的《十不二門指要鈔》中的眾多文義，尤其是=別理隨緣」義；而知

禮大師即作《別理隨緣二十問》來回應。而繼齊屬於天台宗僧，然則思想思路偏

於賢首華嚴，於是知禮大師為正本清源，方作《別理隨緣二十問》與之抗衡。天

台宗僧繼齊認為：真如不變隨緣的原理，是圓教義；既是圓教，方能隨緣與不變

兼顧；但是別教可以隨緣，是否能兼顧不變義？此外，以天台四教來判攝華嚴五

教，是不可能的。以上的這些論題，知禮大師作《別理隨緣二十問》一一反駁。

而《別理隨緣二十問》不僅僅批判宋代天台宗僧繼齊的思想，並且就唯識宗和賢

首華嚴宗的隨緣義也作了一個貞定。此《別理隨緣二十問》可分幾大部分：對於

唯識宗「真如是否隨緣」的部分、賢首華嚴的判教部分、賢首華嚴的隨緣義等等

部分，也給出了回應和貞定。以下的圖示，是宋代天台宗第二次論諍的文獻往返

論辯經過，其中對於「別理隨緣」義有特別的重要性： 

 

  源清──十不二門示珠指(1)          十不二門指要鈔──知禮(3) 

山  宗昱──注法華本跡十不二門(2)                                山 

                                                               

外  繼齊──指  濫(4)                 別理隨緣二十問─知禮(5)     家 

 

派  元穎──徵  決(6)                                            派 

                                      十門析難──淨覺仁岳(8)     

子玄──隨緣撲(7)                  

 

以下根據知禮大師所著《別理隨緣二十問》原文，來一一敘述知禮大師《別

理隨緣二十問》每一問的大意：22 

                                                 
21 王志遠著：《宋初天台佛學窺豹》，p.245。佛光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初版。 
22 《四明尊者教行錄‧別理隨緣二十問》(CBETA, T46, no. 1937, pp. 87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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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識宗為凝然真如不隨緣 

這裡有一個關鍵詞：「凝然真如」，其實「凝然真如」之義，出自於《成唯識

論》，這是唯識宗為了解釋真如，屬於五位百法中的「無為法」，即是「真如無為」，

而此無為法，離開了因緣造作，不生不滅，寂然常住；而有為法，是依因緣造作，

而產生諸法的生滅無常，而一切諸法依著因緣和合則產生，因緣謝滅則滅。所以

唯識宗的真如無法隨緣。故稱為「凝然真如」。 

一問。藏疏既云：唯識宗齊於業相，以為諸法生起之本，故彼真如不說隨

緣。荊溪既立別教真如在迷能生九界，則以真如為生法本，乃永異業相為

生法本，安云別理不隨緣耶？23 

唯識宗認為：業相為諸法生起的根本，所以唯識的真如不說隨緣，湛然大師

既然立別教真如，在迷能生九界，豈有別理不隨緣呢？在《成唯識論》中，說明

了「真如」的意義： 

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位，

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虛妄義。24 

若是要對第一問作分析，牟宗三先生，在知禮大師《別理隨緣二十問》之文

初，有一解說：提倡「凝然真如」的唯識宗、真如隨緣的華嚴宗，以天台判教觀

之，均屬於別教。25 

根據以上，牟宗三先生清楚的標示了幾個重心：唯識宗為阿賴耶系統，為凝

然真如，不能隨緣，但是仍是天台宗的別教，或稱為「始別教」；而《起信論》與

華嚴宗為如來藏真心系統，真如有隨緣之義，但是仍然是天台宗的別教，或稱為

「終別教」。 

                                                 
23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5, a14-18)。 
24 《成唯識論》卷 9 (CBETA, T31, no. 1585, p. 48, a23-26)。 
25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p.1109：「知禮說：『須知：若凝然、若隨緣，但據帶方便義邊，

皆屬別教。』是則別教有兩型態：凝然者不隨緣，唯識宗是也。隨緣者唯真心，《起信論》與華嚴

宗是也。山外諸家，視別理不隨緣非必定非，蓋指唯識宗而言也。唯不知別理亦有隨緣者，而視隨

緣者為圓教，則誤。智者未判及凝然與隨緣，蓋因智者時，《起信論》未大顯故，又因其所理解之

唯識學為真諦之所傳，不甚能分別阿賴耶系統與如來藏真心系統之不同。然無論如何，即使是真心

隨緣者，彼亦不視之為圓教。是則為山外諸家所不知。後來荊溪說別教大抵皆就隨緣者說。然不隨

緣者亦別教也。故吾借用華嚴宗始教終教之『始』、『終』兩字，將別教分為『始別教』與『終別教』，

如是則清楚矣。」台北：台灣學生書局，西元一九九七年五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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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如隨緣或不隨緣均是別教 

所謂的「真如隨緣」義，出自於賢首法藏的主張，此真如不像唯識宗的「凝

然真如」，屬於無為法，而是能夠隨外緣而顯現一切諸法。而所謂的「真如不隨緣」

義，是指上文的「凝然真如」而言。 

而湛然大師認為：真如隨緣或不隨緣，都屬於別教所攝。但是山外派諸師以

為：真如隨緣是為圓教，則是錯誤。而知禮大師於《十不二門指要鈔》中已有明

白的揭示： 

且如《記》（湛然《法華文句記》）文釋阿若文中云：別教亦得云：從無住

本立一切法，無明覆理，能覆所覆俱名無住，但即不即異而分教殊。既許

所覆無住，真如安不隨緣，隨緣仍未即者，為非理具隨緣故也。又云：真

如在迷能生九界。若不隨緣，何能生九？……《輔行》為釋此義，引大論

云，如大池水，象入則濁，珠入則清。當知水為清濁本，珠象為清濁之緣，

據此諸文別理豈不隨緣邪？26
 

在上面的引文，知禮大師認為，他所立的「別理隨緣」，是依據湛然大師在《法

華文句記》、《摩訶止觀輔行》中的看法，並非他自己憑空杜撰。而且就天台別教

之義，無論如何均是「由無住本立一切法」，而此「無住無本」是空性，不論「無

明覆理、能覆所覆」，皆為空性，但是要分是否圓教或是別教的關鍵，在於「即」

與「不即」。所以牟宗三先生認為：山外派反對「別理隨緣」，是因為就唯識宗是

別教，而以「隨緣」為圓教；而山外派的錯誤，在於認為「隨緣」為圓教，不知

別教亦可以「隨緣」。27 

二問。藏疏又云：唯識宗未明業相等，與真如同以一心為源，故說真如無

覺知凝然不變，不許隨緣。荊溪既釋別教根塵一念為迷解本，云理性如來

為善惡本，豈非業相等與真如，同以一心為生法之源耶？既爾，安云別理

不隨緣耶？28 

唯識宗不說業相與真如，因為唯識宗不明業相與真如，同以一心為源，所以

湛然大師批評唯識宗只說真如凝然，不許隨緣，湛然《止觀輔行》，釋此別教義為

根塵，以一念心為迷解之本，謂理性如來為善惡之本，這豈不是業相與真如，同

                                                 
26 《十不二門指要鈔》卷 2(CBETA, T46, no. 1928, p. 715, c3-15)。 
27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p.1110，台北：台灣學生書局，西元一九九七年五月修訂版。 
28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5, a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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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心為諸法生起之源嗎？所以有別理隨緣之義。唯識宗為什麼被判為別教？因

為「凝然真如」的緣故。就唯識宗的「凝然真如」定義，屬於無為法，真如不會

有任何的造作，「凝然真如」是亙古存在、不生不滅、無任何造作。既然如此，無

法隨緣生諸法，所以天台將唯識宗判為別教。 

三問。藏疏既云：唯識宗但說八識生滅，縱轉成四智，亦唯是有為，不得

即理。荊溪既立別理名為佛性，豈是轉八識成四智耶？別理既是佛性，即

隨淨緣，成於果佛，那云不隨緣耶？29 

唯識宗但說八識生滅，縱使轉為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大圓鏡智

四智，亦僅屬有為法的範圍，所以法藏的《大乘起信論》注疏不得即理，也就是

無法入於圓教。而知禮大師根據湛然大師的說法：既然立為別教之理，名為佛性，

這哪裡是轉識成智？別理若隨淨緣，則成果佛，這很明顯的是隨緣義。 

就以上第一問至第三問，是批評唯識宗。重點在於：唯識宗的真如，是凝然

真如，不能隨緣，但是唯識宗在判教上，屬於天台別教。 

（三）華嚴宗亦是別教 

1. 華嚴宗判教僅有「不變隨緣」非圓教 

華嚴宗的判教，以賢首法藏大師所立，根據《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可分為

五：小乘教、大乘始教、終教、頓教、圓教。30最後的華嚴圓教，是為「別教一乘」，

其餘四教皆為「同教一乘」。而「別教一乘」的「別」，意思是有別於小、始、終、

頓等四教。然此別教一乘，在十宗的判攝中，屬於圓融具德宗，而在「四法界」

中，屬於事事無礙法界，並且隨舉一法，即攝一切無盡法門，一一法門，迥異餘

其他四教，所以是華嚴賢首的「圓教」義。但是此「華嚴圓教」為何被判為只齊

於天台的別教呢？知禮大師有所敘述： 

四問。藏疏五教既皆不立理具三千，但就不變隨緣，立終頓圓三教。請子

委陳三教之理、隨緣之相，若無異相，安立三教；若有異相，便請細說。31   

就華嚴五教判釋來說，皆不建立性具三千的理論，只有就「不變隨緣」，而立

終頓圓三教，知禮大師於是請問難的人，就大乘始、終、頓三教之理作出解釋，

                                                 
29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37, p. 875, a25-29)。 
30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CBETA, T45, no. 1866, p. 481)。 
31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5,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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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詳加闡述何謂「隨緣」的道理。 

五問。藏疏圓教，既未談理性本具諸法，與今家圓教得泯齊否？彼圓望今

圓，尚自天殊，安將終教之理與今圓等？32 

華嚴宗在圓教義，都不說性具三千，因此無法和天台圓教等齊，所以若欲將

華嚴宗的大乘終教之理，視為等同天台圓教妙理，是不正確的。 

2. 華嚴不談性具不是圓教 

六問。藏疏不談理具諸法，為知而不談，為不知耶？若知而不談者，則有

隱覆深義之過；若元不知者，則不善談圓，安得與今圓同？彼圓尚不同今

圓，況終教耶？33 

法藏的《起信論》注疏，既然不談性具三千，那麼法藏是知道性具三千諸法

而不願談論？還是不知性具三千的理論？若知道性具思想又不說，則難免墮入隱

覆深義之過。若是不知性具三千之理，則無法完善的建立華嚴圓教理論，既然無

法建立華嚴圓教理論，又如何能完善詮釋大乘終教等其他教義？ 

七問。藏疏既未談理具諸法，是則一理隨緣變作諸法，則非無作；若不成

無作，何得同今圓耶？34 

知禮即以此義評論賢首宗的性起說。他認為只談性起變造諸法，不談性具全

具而變，這樣就不是體用相即，不成無作之行。知禮大師並指明：別教不明性德

本具，唯執真心變作，有從心生法之過。天台圓教先明此心本具三千，方論隨緣

變造，乃是全性起修，作而無作，既非但理變造，自然就和華嚴別教不同。法藏

的注疏既不說性具，只說一理隨緣變作諸法，以不成無作，故不及天台教義。 

3. 必須建立性具三千之義，方能建立圓教義 

從以上第四問到第七問的引文中，我們來做一綜合性的討論與解說。文中一

直出現的「理具」二字，即是天台宗所談的「性具」思想。而「性具」思想始出

於智者大師的《觀音玄義》： 

                                                 
32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37, p. 875, b5-7)。 
33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 (CBETA, T46, no. 1937, p. 875, b8-11)。 
34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37, p. 875, b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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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緣、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惡否？答：具。問：闡提與佛斷何等善

惡？答：闡提斷修善盡，但性善在；佛斷修惡盡，但性惡在。問：性德善

惡，何不可斷？答：性之善惡，但是善惡之法門。性不可改，歷三世無誰

能毀，復不可斷壞。譬如魔雖燒經，何能令性善法門盡？縱令佛燒惡譜，

亦不能令惡法門盡。如秦焚典坑儒，豈能令善惡斷盡耶？35 

以上的引文，大意是說：根據北本《大般涅槃經》，緣因佛性與了因佛性，36具

有性德。而「性德」的意思是指：本來就具備一切的意思。不需要各種經驗的累

積，而是自無始以來，眾生本來就具備的。進一步解釋，即一切諸法與眾生之本

性中，全然具有：善、惡、迷、悟等性質。反之，依修行而得之後天之能力，則

稱修得、修德37之善。 

而此性德本源於何處呢？即是根源於「一念無明法性心」。而「性德」的「性」，

是為「法性」。而一切法皆是法性之得。所以說一切淨善穢惡等等，皆是「性」所

具足一切。38 

而墮入惡道、無善根的眾生，和佛的差別在哪裡？這差別在於：佛不再造作

惡業了，但是性德中的惡法仍具足；斷善根、墮入惡道的眾生，雖然一直造作惡

業，而毫無造作善業，但是本性中的成佛善根，仍然存在。換句話說，不論是造

惡業的眾生，與一直行善度眾生的佛，同樣具足染與淨二性，也同樣有善惡二性。

此性具善與性具惡，同樣適用於眾生與佛。如此一來，眾生與佛，平等無疑，就

先天的性德而言，均是本具善惡。而智者大師還認為：造成斷絕善根的闡提眾生

與佛的區分，不在於先天本具的性德，而在於後天的「修得」方面。如以下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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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佛永無

復惡，以自在故，廣用諸惡法門化度眾生，終日用之終日不染。不染故不起，

那得以闡提為例耶？若闡提能達此善惡，則不復名為一闡提也。39 

                                                 
35 《觀音玄義》卷 1(CBETA, T34, no. 1726, p. 882~p.883)。 
36 《大般涅槃經》卷 28〈11 師子吼菩薩品〉：「世尊！如佛所說，有二因者：正因、緣因。眾生佛

性為是何因？善男子！眾生佛性亦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謂諸眾生；緣因者：謂

六波羅蜜。……緣因者即是了因。」(CBETA, T12, no. 374, p. 530~p. 531) 
37 《菩薩地持經》卷 1〈1 種性品〉：「云何為種性？略說有二：一者、性種性；二者、習種性。性

種性者，是菩薩六入殊勝，展轉相續無始法爾，是名性種性；習種性者：若從先來修善所得，是名

習種性。」(CBETA, T30, no. 1581, p. 888, b2-6) 
38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p.733.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39 《觀音玄義》卷 1(CBETA, T34, no. 1726, p. 882, c16-p. 883,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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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引文的重點，在於：雖然闡提斷絕善根，但是性德中的「善」──有

機會成佛的佛性種子不斷絕，所以透過後天不斷懺悔、造作善法，日後亦可成佛

之一天；佛雖然有惡種子，但是佛能夠「達」於惡──「達」有通達無礙之意，

所以佛能夠於徹觀心中，所知所見境界，對一切善惡諸法悉皆無礙，不為惡法煩

惱染污所染，而所造作的一切，均是為利益眾生，所以佛不會再造作惡業。 

智者大師認為：斷善根的一闡提人，雖然沒有善根，但是根據種子可新熏，

然後再起現行的理論，所以善根可以不斷；而諸佛菩薩斷盡一切煩惱，為度三惡

道或剛強眾生時，必須心中作意起現神通變化，然後以此來度眾生。智者大師認

為不用作意，因為諸佛斷盡一切無明煩惱，內心朗朗清明猶如明鏡，眾生造惡，

在諸佛心中猶如鏡中倒影，自然反映，即可度眾生無礙。若是還要心中作意，顯

現神通變化度眾生，這與外道沒有分別。而真正性具善惡的思想與核心，在於「闡

提不斷性德之善，遇緣善發；佛亦不斷性惡，機緣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

切惡事化眾生」。40 

以上談過了「性具」思想，接下來就得說「十界互具」與「一念三千」。此「十

界互具」與「一念三千」是「性具」思想的基礎。先談「十界互具」。因為「十界

互具」是「一念三千」思想的基礎。從佛法界乃至地獄法界等四聖六凡十界，並

非孤然獨立，而是界界互具，一一皆具十界，這稱為「十界互具」。而「一念三千」，

則是以此介爾之一念心，即具「三千諸法」，這是說：當下的這一念心，圓滿具足

三千世間的一切善惡、染淨諸法。根據知禮大師的《十不二門指要鈔》，認為：「今

釋一念，乃是趣舉根塵和合一剎那心，若陰若惑、若善若惡皆具三千，皆即三諦，

乃十妙之大體，故云咸爾。」41 

而後，根據十界互具、十如是、百界千如、三世間，而成「一念三千」。於「十

界互具」的思想中，凡夫之一念，全具四聖六凡十法界；而聖者如佛，亦具其餘

九法界，而十法界皆不離吾人現前之一念。再進一步說：「理具」即是「性具」，

義即諸法原本之性，即是諸法具有之如實本性，亦即諸法實相。諸法實相可以隨

因緣變化而顯現變造諸現相，此稱為「事造」；而現前介爾一念心又具三千諸法，

                                                 
40 同上註：「若依他人，明闡提斷善盡，為阿梨耶識所熏更能起善，梨耶即是無記無明，善惡依持

為一切種子，闡提不斷無明無記，故還生善；佛斷無記無明盡，無所可熏，故惡不復還生；若欲以

惡化物，但作神通變現度眾生爾。問：若佛地斷惡盡，作神通以惡化物者，此作意方能起惡。如人

畫諸色像非是任運，如明鏡不動，色像自形。可是不可思議理能應惡，若作意者，與外道何異？今

明闡提不斷性德之善，遇緣善發；佛亦不斷性惡，機緣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切惡事化眾生。

以有性惡，故名不斷；無復修惡，名不常。若修性俱盡，則是斷不得，為不斷不常。闡提亦爾，性

善不斷，還生善根。如來性惡不斷，還能起惡，雖起於惡，而是解心無染，通達惡際，即是實際。

能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縛不脫，行於非道通達佛道。闡提染而不達，與此為異也。」(CBETA, 

T34, no. 1726, p. 882, c24-p. 883, a11)。 
41 《十不二門指要鈔》卷 1(CBETA, T46, no. 1928, p. 707, a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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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稱為「理造」，所以三千諸法不論在心外或心內，皆可理造事造，這才能建立完

整的圓教義。 

就以上別理隨緣二十問第四問至第七問的闡釋，吾人作一綜合性的解析：先

由知禮大師的《十不二門指要鈔》中，42看到知禮大師闡釋了《華嚴經》的心造之

義，說到「心佛眾生，三法無差」，再將「心造」分為理和事二者；再從「心造」

談到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皆可以由心變造，如此則產生了心佛眾生三法，皆有理

和事二種造，而造即是具，如此來談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而天台圓教由性具思

想而談心造、變造等等，乃是全體起用，即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五之三所

示「並由理具方有事用」之義。43  

（四）賢首華嚴圓教義不完整 

八問．藏疏圓教，談事事無礙、主伴重重，似今色香中道諸法趣色等義，

與而論之，似今圓教；彼終教不變隨緣得作此說否？若說事事無礙，乃是

彼圓，非終教也，若未得然者。尚望彼圓不及，安齊今圓耶？44 

華嚴圓教說事事無礙，主伴重重的思想，雖與天台的色香中道觀相近，但是

終教的不變隨緣義，是不是作如此說？若終教說事事無礙，就不是終教，若不說，

就不及華嚴的圓教，那又如何和天台的圓教相比？ 

1. 賢首華嚴圓教義與湛然《金剛錍》相違背 

九問。彼終教不變隨緣，與金錍所明不變隨緣，同耶異耶？若異，則非今

圓；若同，金錍明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約此

二義，立無情有佛性也。終教雖立隨緣不變，而云：在有情得名佛性，在

無情但名法性，不名佛性。既分二派，徒云不變，正是變也。既違金錍，

那名圓理？須知權教有名無義，以有佛性之言約解約理說故，約解約理尚

未云遍，非權是何？45 

                                                 
42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28, pp. 708~709)。 
43 《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5：「言心造者，不出二意：一者約理，造即是具；二者約事，不出三世。

三世又三：一者、過造於現過現造當，如無始來及以現在，乃至造於盡未來際一切諸業，不出十界、

百界千如、三千世間；二者、現造於現，即是現在同業所感，逐境心變名之為造，以心有故一切皆

有，以心空故一切皆空。如世一官所見不同，是畏是愛是親是冤；三者、聖人變化所造，亦令眾生

變心所見，並由理具方有事用。」(CBETA, T46, no. 1912, p. 293, a8-17) 
44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5, b15-19)。 
45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37, p. 875, b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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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的終教不變隨緣，與湛然大師的《金剛錍》的不變隨緣，是否同一？若

相同，則《金剛錍》所說：「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依

此二義，來主張無情有佛性。但是在大乘終教，雖主張隨緣不變，但是又說：在

有情名為佛性，在無情名為法性，很顯然地與《金剛錍》相違背，所以不得稱為

圓理。 

在此處，有談到湛然大師的著作《金剛錍》中的「不變隨緣」義。在《金

剛錍》中，湛然大師為了詮釋並確立「無情有性」之說，抨擊別宗，所以提出

的理論。46湛然大師認為：「不變隨緣」與「隨緣不變」二者的解釋，其實在於：

前者乃隨順萬象差別之諸法，而不失真如之自性；後者則不囿於自性，而隨染、

淨之緣各生染、淨之法。根據《金剛錍》中的部分引文，是湛然大師為解釋「無

情有性」之義，而援引了《大乘起信論》中的文句或義理。湛然大師認為：性

之不變，心之隨緣，發揮「無情有性」的思想；再來，將性與心、真如與萬法，

配與不變和隨緣。更舉出譬喻：水雖然有分清濁，但是其性無異，因為仍然是

水；換句話說： 性因迷而變，若能明性，即可出迷，所以其根本原理在性；而

真如與萬法、不變與隨緣，均是諸法實相，唯現相之轉變而成萬法。此外，真

如隨緣即佛性隨緣，而「真如隨緣」之意，是指：具有隨緣作用之真如。真如

理體不變，但是並非永久凝然止滯不動，而是真如具有應外在的因緣而顯現一

切萬象之作用。 

2. 賢首華嚴圓教義有所侷限 

十問。金錍云：「客曰：何故權教不說緣了二因遍耶？余曰：眾生無始計我

我所，從所計示，未應說遍。涅槃經中帶權說實，故得以空譬正，未譬緣

了；若教一向權，則三因俱局。如別初心聞正亦局，藏性理性一切俱然。

所以博地聞無情無。依迷示迷。云能造是，附權立性，云所造非」（上皆金

錍不移一字）。二因不遍，尚云帶權，正局有情的屬別。終教既爾，那執是

圓？47 

華嚴終教侷限有情，不承認非情有緣、了二因佛性，故屬於別教，與承認無

情有三因佛性的天台圓教，是不同的。而就「三因佛性」的解釋，華嚴終教只承

認正因佛性，但是三因佛性是相即互具的。理由何在？在於智者大師，將《涅槃

經》中的三因佛性，組合起來，根據了「十界互具」的理論基礎，組合而成「三

因佛性互具」。智者大師將三種般若：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方便般若配以正因佛

                                                 
46 《金剛錍》卷 1(CBETA, T46, no. 1932, pp. 782~783)。 
47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 (CBETA, T46, no. 1937, p. 875, b29-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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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因佛性、緣因佛性；眾生皆當作佛配以正因佛性，令眾生開佛知見配以了

因佛性，種佛善根從緣起配以緣因佛性；將真性軌配正因佛性；觀照軌配以了因

佛性；資成軌配以緣因佛性；將眾生皆當作佛配以正因佛性，一切智、願配以了

因佛性、緣因佛性。48 

所以，以上智者大師，將涅槃經中的「三因佛性」說，配以各項，使其互融

互具，是為「三因互具」的思想。而湛然大師承繼「三因佛性」的學說，又運用

了智者大師的「十界互具」說法，於是組成了「三因佛性互具」的思想。由三因

佛性互具，所以正因、了因、緣因三佛性可以互具互融，由此互具互融，所以連

無情眾生，草木瓦石等，均具三因佛性，均可成佛。 

3. 賢首法藏教義別理不隨緣 

十一問。藏疏明判賴耶為生法之本，故名分教；則顯真如為生法本，乃名

終教。子今既信別理無住能造諸法，若不隨緣，安能造法耶？49 

法藏之疏明真如為生法之本，故說為終教，但別理若不隨緣，又如何能造諸法？ 

十二問。他宗皆不云無住，子今曲解所依法性可覆為無住，縱子作此曲解，

只如終教真隨妄轉造立諸法，是可覆義否？若不可覆，所造諸法得云一多

相入事事無礙否？若爾，何異彼圓？若不爾者，非覆是何？豈真如理性不

自在耶？當知終教但理以無住故，不可守佛界之性，為妄扼縛，壓作九界，

正當可覆義。稟此教者，雖信真如變造諸法，未知事事當處圓融。以此教

未詮理性頓具諸法故，若稟今圓者，既知性德本具諸法，雖隨無明變造，

乃作而無作，以本具故。事既即理故，法法圓常遍收諸法，無非法界，終

教所詮，既其不爾，那得齊今圓教耶？50 

他宗皆不說一切無住，強曲解所依的法性可覆為無性，在此，雖信真如變造

諸法，但未知事事當處圓融，若望天台圓教的性德本具，無作圓融，他宗可謂遙

不可及。 

4. 牟宗三先生對賢首法藏別教義的回應 

對於以上第八問至第十二問，牟宗三先生作一解釋，並且解釋了華嚴別教之義： 

                                                 
48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CBETA, T33, no. 1716, p. 802~803)。 
49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 (CBETA, T46, no. 1937, p. 875, c8-11)。 
50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5, c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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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進到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系統，此系統不但對於生滅流轉法能詳細

說明，對於清淨法也能清楚地交代，這可以說是很圓滿了。但天台宗仍判

其為大乘別教而非圓教，因為如來藏系統仍然是分析的路子，也就是用超

越的分解說一切法的存在問題。儘管它是超越的分解，但只要用分解的方

式說一切法，就不是圓教，因為對於法的存在問題，一用分解的方式說，

就是個特定的系統；既是一特定的系統，就有一個系統的限定相。所以不

管是阿賴耶系統或如來藏系統，都有其限定相。也正因為既用分解的方式

說，又有系統的限定相，所以天台宗批評大乘別教為「曲徑迂迴，所因處

拙」；既是迂迴、笨拙，自然就不是圓教了。51
 

牟宗三先生認為，華嚴的終別教，對於清淨及污染之法皆有詳細且圓滿的解

說。但此華嚴終別教不是圓教，因為它對一切法的存在的說明仍是分解的方式來

說，於是便成了一個限定而又特定的系統。此分解的方式來說明一切法，具體言

之，可由牟宗三先生的下文來揭示： 

真心系統中的三因佛性，正因佛性是真心即性之空不空但中之理，並不即

具恆沙佛法，而是由其不變隨緣而為性起地具備著恆沙佛法，而緣了二佛

性亦是由隨緣修顯而成，故三因佛性有縱橫非圓伊，而又必須「緣理斷九」

始能滿現而為佛界，因此，佛界非即九界而為佛界。52
 

就以上的引文來說，華嚴終別教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說明一切清淨染污

之法，然而，此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詮釋方式，是以分解的方式來說明。

由於是以分解的方式來說明，「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與無明的關係，就只能是相異

而無法相即，而非當體即是的相即。至此，此「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便只能隨緣

起現一切法，不能圓具一切法。而在成佛的路途上，有著差別的九法界，只能藉

由無明斷除之後才能成佛，無法即九法界而成佛，這即是所謂的「緣理斷九」。是

以華嚴終別教，對一切法的解說，無法圓滿而無盡。 

十三問。終教說真如是本覺，別教說真如是佛性，性非本耶？佛非覺耶？

名義既齊，安得不同？53 

華嚴大乘終教認為真如為本覺，這是將《大乘起信論》中的義理援引進來。「本

覺」的意義是：一切眾生本來具有的覺性，根據《大乘起信論》： 

                                                 
51 牟宗三著：《中國哲學十九講》，p.359~p.360。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 年五月修訂版。 
52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p.1211。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 年五月修訂版。 
53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5, c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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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

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54 

「所」說的「覺義」，不是別的，只是「心體離念」。遠離虛妄分別（念）的

心體，即覺性、如來藏心，也就是眾生心。眾生心有虛妄分別念，即有雜染錯亂

的妄染。覺性是本來如此的，雖從來不與妄染相應，但離念的心體，要離虛妄亂

識，無分別相應心，才能顯發。「離念相」的心體，「等虛空界，無所不遍」，即是

平等「法界」的無二──「一相」。此「一相」是真如心的稱法界性而知。法界是

不二相的，是一相無相的；離妄念的覺性，即稱於平等法界相，無此無彼，不能

不所，無有生滅、增減等差別；這「即是如來」的「平等法身」。 

既然天台別教認為，真如為佛性，性為本、佛為覺，所以華嚴宗的終教、和

天台宗的別教，二教所談的「本覺」和「佛性」意義是相同的。既然意義相同，

哪有不得視為同一的道理？ 

（五）唯識宗無別理隨緣義 

十四問。唯識宗說：真如無覺知，故不能迷，終教談真如，有覺知故能

迷，能迷故能悟，故立隨緣。別理既有覺知，那不能爾耶？若能者，那

不隨緣？55 

在前面第一問的地方，已經解說過了，唯識宗的凝然真如，屬於無為法，所

以唯識說，真如凝然無覺知，所以不會有迷惑的現象；而華嚴宗大乘終教，認為

真如是有覺知，所以能迷惑，因為能迷惑，所以能破迷為悟，所以立隨緣，而別

教之理既然是有覺知，又豈有不隨緣之義？ 

十五問。子云：別理無住能造諸法，只是理能造事，乃偏一之義者。豈非

但有隨緣義無不變義？子元不知，不變則終教分教同詮，隨緣則獨在終教，

故明不變未必隨緣。若說隨緣，必有不變，以是真如性隨緣故，若隨緣時

改變，則不名性也。56 

問難知禮大師的人說：別教義能造作一切諸法，但是這僅僅是就理體而言，

這只是偏一邊而不是究竟說。難道只有隨緣之義而缺少不變之義？而論，不管是

                                                 
54 《大乘起信論》卷 1(CBETA, T32, no. 1666, p. 576, b11-16)。 
55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 (CBETA, T46, no. 1937, p. 875, c28-p. 876, a2)。 
56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37, p. 876, 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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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教或是分教，皆是同詮。但隨緣義唯獨在終教，所以說不變未必具有隨緣，若

說隨緣則必含有不變之義。不論華嚴宗大乘終教或大乘始教，大乘始教為小乘開

始入大乘，然根機未熟者所說之教法。而此教廣說法相，少說法性，未盡大乘法

理，是大乘之初；而大乘終教雖說真如隨緣而生染淨諸法，但其理體本來清淨，

此二教都無法圓融無礙。 

1. 牟宗三先生分析第十五問 

若要將唯識與華嚴涵蓋分析，則牟宗三先生，在第十五問的按語中，有卓然

的見解，並就以此做為解釋： 

就知禮之發問以及駁斥之語脈而觀之，其意似是若說「別理無住能造諸

法」，則只成隨緣義，而喪失不變義。……蓋對方以唯識宗為別教。此別教

之真如理乃凝然真如，本無隨緣義。因此，遂設難云：若如汝(知禮)所說，

別理有隨緣義，則「只是理能造事，乃偏一之義」。「偏一」者，即只成隨

緣義，而無不變義。何以如此？蓋因唯識宗之真如理本不能隨緣造諸法。

如隨緣造諸法，則雖說理能造事，而此時之理已不是理，而成為阿賴耶矣。

是則改變其自性，故隨緣而無不變矣。但知禮說別理是就終教說，本是不

變與隨緣兩義俱備者。如就始教（分教即唯識宗）說，則本無隨緣義，只

有不變義。故云：「不變則終教分教同詮，隨緣則獨在終教」。對方以別教

當分教，故設難云：你若說這種別理有隨緣義，便喪失其不變義，汝何能

說不變隨緣兩義俱備？兩義俱備是今家圓教，汝何說是別教？兩方別理所

指不同，故有此對方之設難。對方之誤一在以賢首所說之分教，為天台之

別教，只知不隨緣者為別教；一在以賢首所說之終教為天台之圓教，而不

知終教雖有不變、隨緣兩義，而不即是圓教也。57
 

唯識宗的真如，屬於「凝然真如」，而此真如凝寂湛然，不隨緣起動。所以

唯識宗之凝然真如，毫無變化、無任何作用，屬於無為法，而且不因薰習而生

諸法。如果此真如隨緣起動，則會落入生滅遷流之有為法。所以唯識宗真如理

無法隨緣造作諸法，所以在華嚴宗判為始教，天台判為始別教。而華嚴宗之真

如，屬如來藏真常心系統，清淨與染污相互對立，雖可以隨緣變現諸法，然無

法圓融相即，所以天台宗判華嚴宗為終別教，而不是圓教。 

 

 

                                                 
57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p.1113~p.1114。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 年五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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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即」義，賢首華嚴不及天台 

十六問。子云：別教云不即，終教說即，為不同者，蓋子迷名，全不究

理。以彼不談性具九界，乃是但理隨緣作九，若斷無明，九界須壞；若

九界即是真如理者（大意與止觀皆以是義釋，即如云初心是後心是等），

何須除九？豈非九界定能障理耶？若謂不然，終教還說九界，皆是法界

一一遍收否？若說。與彼圓何別？若不說者，安稱即耶？況彼圓既未談

性具三千，雖說一一遍收，尚未有遍收，所以若比今圓，不成即義，況

終教耶？58 

根據知禮大師《十不二門指要鈔》，論到「即」的意義，可分有三種：二物

相合「即」：指的是二種相異的物體合而為一而不相離，但是這不是真的「即」

義；背面相翻「即」：如同手背與手掌，兩者互為表裏，雖然手背手掌不同，實

際上同為一手，雖然如此，也非真正天台的「即」義；當體全是之「即」。59 

天台別教所說的「不即」之義，與華嚴大乘終教說的「即」義，也與天台

性具之「即」義有別。華嚴大乘終教不說性具，只是但理，隨緣而造九法界，

不過九法界能障礙真如之理，華嚴終教還說，九法界皆是法界一一遍收，如是

則與華嚴的圓教，沒有區別了嗎？華嚴圓教既不論性具三千，雖說一一遍收，

但未顯示出遍收之義。為此華嚴的終教與圓教，因不論即義，均不及天台圓教。 

十七問。子云：性具九界，不得云差別者，蓋未知理中，自有立一切法義

也。故妙樂云：理則性德緣了等。又若謂性具諸法不名差別者，何故妙經

疏云：若知地具桃李，即識實中有權，解無差別即是差別；若知桃李竪相，

即識權中有實，解差別即無差別。既以地具桃李為權，此權名為差別，豈

非性具九界得稱差別耶？60 

性具的九法界，不說彼此是具有差別，是不正確的。因為不明瞭理中能立一

切法義，就如《妙法蓮華經文句》中，比喻大地具桃李堅相，是名為權，如是於

理中，可以說性具一切諸法，是為性具九法界差別的主體。所以九法界有所差別。

雖然有所差別相，但是依權實二者來分，究竟之實法，還是無差別的，而有差別

相的顯現，乃是在於權法。所以實中有權、權中有實，差別即是無差別。 

                                                 
58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6, a9-17)。 
59 《十不二門指要鈔》卷 1：「當宗學者因此語故迷名失旨，用彼格此陷墜本宗，良由不窮即字之

義故也。應知今家明即永異諸師，以非二物相合，及非背面相翻，直須當體全是方名為即。」(CBETA, 

T46, no. 1928, p. 707, a26-29) 
60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 (CBETA, T46, no. 1937, p. 876, a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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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台與華嚴對「如來藏」的解讀： 

十八問。止觀別教一念心為迷解本，引楞伽理性如來藏為善不善因。子意

謂：此句若證終教，則是隨緣義；若證別教，則非隨緣義者，且今引文略。

彼經具云：七識不流轉，不作苦樂因（無明體空）。如來藏為善不善因，若

生若滅，受苦、樂與因俱（真如成事）。既能為因，又即生滅，此文如何作

不隨緣解耶？若謂不引生滅等文，則非隨緣者，且唯識宗中，可云真如為

善惡因否？又次文以大論池水喻，此如何通？故云：如大池水，象入則濁，

珠入則清；當知池水為清濁本，珠、象以無清濁之緣。今問：池水還隨此

二緣為清濁否？若隨者，如何作不隨緣解耶？61 

《止觀》名別教，以一念心為迷解之本，並舉《楞伽經》的理性如來藏為善、

不善因，次又引《大智度論》的池水譬喻，來作別理隨緣的依據。 

十九問。輔行釋別教發心云：煩惱之中有如來藏，凡夫生盲常與藏俱，而

不知見，故流轉生死，却為藏害。且別教菩薩既見眾生如是故發心，豈可

云真如不隨緣耶？62 

就《摩訶止觀輔行》中，解釋別教的發心，謂眾生心於煩惱之中，具有如來

藏，但是此凡夫生來盲目，無法視之己身之如來藏，也因凡夫對如來藏不知不見，

所以流轉生死之中，若有別教菩薩，見此煩惱眾生而發心救度，豈可說真如不隨

緣？63 

二十問。子云︰「《指要》為破安國師立問故，特立別理隨緣」者，蓋子不

解安國問意，致茲謬說。如彼問云︰「別教真如不隨緣，《起信》真如能隨

緣，未審《起信》為別為圓﹖若別，文且相違。若圓，乖彼藏《疏》。」且

初云隨緣不隨緣者，蓋為泛學者妄謂別教不談隨緣，《起信》乃說隨緣，故

順常情，而為問端。既共知《起信》談于真如隨緣，故定之曰︰「未審此

隨緣義是別是圓﹖」蓋泛學之者不知真如隨緣通于兩教故。茲雙定後，正

難云︰「若謂《起信》是別，且違《論》文。以《論》文一心攝世出世法

及相大，明具無量性功德，是本具千如故；又十住八相是圓教分真，任運

                                                 
61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37, p. 876, a26-b9)。 
62 同上註(CBETA, T46, no. 1937, p. 876, b10-13)。 
63 《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1：「煩惱之中，有如來藏，故云坐中。凡夫生盲，常與藏俱而不知見，

以不見故流轉生死。却為藏害故云所傷；二乘眇目，偏真熱病謂藏為鬼，鬼等四者，譬四住惑。不

知四住，體是珍寶，棄背馳走竛竮辛苦。」(CBETA, T46, no. 1912, p. 174, b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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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應，是圓位故。若定判屬別。則違《論》此文也。若定判屬圓，則乖藏

《疏》。以《疏》不約心具百界為攝世出世法，及無量性功德不約性善性惡

釋之；又十住八相不說分真而辨，乃云是伏見思住，願力神通而作故。若

判屬圓，則違《疏》中此等義故。」子今若執安國定判終教是今圓者，何

故正難云︰「若圓，乖彼藏《疏》﹖」藏《疏》正用終教釋乎《起信》。若

終教是圓者，作圓說之，恰順藏《疏》，那云「若圓乖彼藏《疏》」耶﹖64
 

《指要鈔》立別理隨緣的目地，在於破安國師的立問。而你不懂安國師的立

問，就因此謬說。本問之簡易主旨，是為了釐清《大乘起信論》在判教上，是別

教或是圓教的問題。本問是採取幾個步驟來討論：起初問難之學者認為，別教真

如不能隨緣，但是起信論卻談到真如可以隨緣，那你將《起信論》判為別教還是

圓教？如果將起信論判為別教，則內容不符，因為別教真如不隨緣，若是將起信

論判為圓教，又與法藏注疏所判不合。所以本問在判別的重點上，除了起信論中

的真如是否可以隨緣之外，還要判別起信論屬於天台的別教還是圓教。就本問看

來，知禮大師是引用起信論，來對問難者反難。 

四、結論 

根據以上，吾人可以提出二個提問：  

(一)《大乘起信論》被華嚴宗判入「大乘終教」，而華嚴宗的「大乘終教」能

夠與天台宗的「圓教」相等嗎？ 

(二)唯識宗在判教上是否屬於「別教」？ 

根據知禮大師的《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知禮大師認為： 

客乃難曰：彼疏隨緣不變為宗，天台亦以隨緣不變證於三因體遍，乃是圓

意，何言別耶？余曰：藏師雖用圓名，而成別義。何者？彼云：真如隨緣

作一切法，而真如體性常不變，却謬引釋論云：無情唯有法性而無佛性，

此則名雖在圓，而義成別。客曰：別明凝然為理（此說唯識），今以隨緣真

如而為別理（此說華嚴），此據何文？余返曰：別理隨緣其文稍顯，凝然為

理，出自何文？客曰：此宗講者皆有此言，而未見文疏所出。余曰：盛將

隨緣以凝然二理，簡於性相二宗。此乃出自賢首，天台未見此文。據理，

隨緣未為圓極，彼宗尚自判終教，未及於圓，豈天台之圓同彼之終？須知：

                                                 
64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3(CBETA, T46, no. 1937, p. 876, b14-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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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凝然若隨緣，但據帶方便義邊，皆屬別教。」65 

天台宗承認華嚴宗與唯識宗兩者仍同為別教，不是圓教。由「若凝然若隨緣，

但據帶方便義邊」此句，可以知道知禮大師判華嚴宗亦為別教。 

而華嚴宗解釋「不變隨緣，隨緣不變」，是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來說，即

是真如心。而「不變」的是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不變，意思是：真如本體自

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而「隨緣」的意思，則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忽然起

念，而變現種種諸法，也就是說：外在的一切現象，乃是依真如而現起，而呈現

為各種差異不同的諸法。 

雖然說華嚴宗依據《大乘起信論》而談「性起」思想，但是在唯識宗，真如

僅是「圓成實性」66為一切諸法實相、為所顯之空性；外在諸法的生滅，與真如並

無直接關係，一切只是「識」的變現，所以，真如無法受熏；所以真如只有「不

變」之義，而無「隨緣」之義。 

在華嚴宗，將唯識宗判入「大乘始教」的原因在於：唯識宗只說真如凝然

不變而不說真如隨緣，並且唯識宗廣說法相，少說真如，於是華嚴宗認為唯識

非究竟之說；而華嚴宗之「始教」正相當於天台宗之「通教」，而其「終教」則

相當於天台宗之「別教」。所以知禮大師認為：《大乘起信論》是為「別教」。 

無論是華嚴宗或天台宗，均在判教上，以唯識宗為別教，此說法皆合於天

台宗與華嚴宗之教義。而天台宗更以華嚴宗亦為別教—唯識宗是「始別教」，華

嚴宗是「終別教」。由此也可以知道，山外派諸師之所以認定「別教真如無隨緣

義」，其實是對天台宗「別教」的理解上發生了錯誤。山外派的真正產生的問題，

是在於：不認為「不變隨緣」是別教，即以華嚴為等同天台圓教，這即是知禮

大師所要分判與駁斥的。 

牟宗三先生在談到對華嚴宗的判教時指出： 

華嚴宗以起信論為其理論之依據，「不變隨緣、隨緣不變」是就真如心說。

真如心亦即真如理，真如空理與真常心是一也。……但起信論，以如來

藏自性清淨心為最後依止，故真如心即真如理，真心與空理是一。華嚴

宗即繼承此義而說真實性（真如心）有隨緣與不變二義，因此，遂有「隨

緣不變，不變隨緣」之兩語。故當其說真如或真如理時，實指此真如心

                                                 
65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2： (CBETA, T46, no. 1937, p. 871) 
66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 1：(CBETA, T43, no. 1831, p.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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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也。天台家如此說時，亦如此。67 

根據以上，牟宗三先生的分析指出：華嚴宗依據《大乘起信論》，以「如來藏

自性清淨心」為依止，並且展開了「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義理開展，認為真

如可以隨緣，是「大乘終教」，山外派以為相當天台的圓教；但是知禮大師認為：

「大乘終教」只是天台的別教而已。所以以下牟宗三先生又說： 

但華嚴宗既依起信論以真常心為真實性，則自能說此真實性雖真常不

變，而又隨染淨緣起染淨法。此即所謂如來藏緣起，華嚴宗亦曰性起。

然而唯識宗只講阿賴耶緣起，認為真如空理並不能緣起。因此華嚴宗判

唯識宗為大乘始教，判起信論為大乘終教。終教真實性有隨緣義，而始

教真如理並無隨緣義。始教者相當於天台之通教，但天台只以空宗為通

教，唯識宗仍屬別教，故吾以始別教名之，終教者即天台之別教，但依

天台則當曰終別教。68 

牟宗三先生在此以天台宗之「藏通別圓」化法四教，來和華嚴宗之「小始

終頓圓」五教來做對比，以華嚴宗之「大乘始教」相應於天台宗之「通教」的

形式地位，非真謂唯識為通教，通教只指空宗，唯識仍略高於空宗，故此牟宗

三先生以唯識宗為「始別教」，天台宗亦認為唯識宗為「別教」，亦有「始別教」

之意。 

對於天台宗「別教」義的誤解，山外派又將華嚴宗理解為天台宗的「圓教」。

山外派繼齊以為：「只如真如隨緣之說，圓旨燦然，豈別義乎？」69關於這一點，

山家派的反駁為：雖說《大乘起信論》主張真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其義理雖

然可通於「圓教」，但仍然是「別教」所攝，因「隨緣未為圓極」。法藏判《起信

論》為終教，原亦不誤，「彼宗尚自判終教，未及於圓，豈天台之圓（教）同彼之

終（教）？」70換言之，若以華嚴宗之終教等同於天台宗之圓教，那麼實際上便貶

抑了天台宗的地位。 

                                                 
67 牟宗三著：《佛性與般若》下冊，第三章：天台宗之衰微與中興。p.1104。台灣學生書局，西元

1997 年五月修訂版。 
68 同上註。 
69 《四明仁岳異說叢書》卷 4：「齊曰：夫諸宗各自判教者，由乎所見不同，故盈縮有異，安得以

今四教分齊，收彼五教，祇如真如隨緣之說，圓旨燦然，豈別義乎？析曰：今家四教，判盡東流一

切經論，豈諸宗立教，不得以分齊收耶？如他人四宗，大師以前三教收之，即其例也，所言真如隨

緣，圓旨燦然者，且隨緣之說，尚非彼圓，況今圓乎，此復昧教之甚也。」(CBETA, X56, no. 948, p. 

846, b12-18 // Z 1:95, p. 414, c16-d4 // R95, p. 828, a16-b4) 
70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2：「隨緣未為圓極。彼宗尚自判終教，未及於圓。豈天台之圓同彼之終？

須知：若凝然若隨緣，但據帶方便義邊，皆屬別教。」(CBETA, T46, no. 1937, p. 871, c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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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牟宗三先生做出一個結論： 

因此，知禮說「別理隨緣」乃恰合華嚴宗判教之原義。而山外諸家既不解

自家祖師之判教，亦不解華嚴宗之判教，乃謂唯識宗之真如不隨緣相當於

天台別教，此可不誤，蓋天台視唯識宗意亦為別教故；而起信論之真如隨

緣乃相當于天台之圓教，此則不但大混亂，而且竟以自家之圓教齊彼終教，

真所謂「擠陷本宗」也。71 

根據了知禮大師《別理隨緣二十問》的問世，而後有繼齊、元穎、子玄的反

駁，而之後就產生了仁岳大師的《別理隨緣十門析難書》。從仁岳大師的《別理隨

緣十門析難書》中，看到了繼齊等人對知禮大師的反駁。 

最後，就以上的論述，知禮大師提出了「別理隨緣」，既維護了湛然大師的學

說，也堅持住智者大師的「性具」、「一念無明法性心」的學說，並且透過天台的

判教思想，將華嚴、唯識二宗作了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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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疏鈔的重重英譯法 

Bhikshuni, The Compassion Network 

釋果琴 

摘 要 

繼〈英譯華嚴疏鈔的重重挑戰〉後筆者重申東西翻譯理論必於中英佛經翻譯時

據引導地位。此外，更是介紹英譯華嚴疏鈔時依四法界而行的切實方案。 

此論文整體結構依隨華嚴四法界之序，但著重基源於各法界之實用翻譯法，從詞

彙、句法及語法至諸翻譯理論，藉由詮釋學來探索華嚴大意至體會華嚴重重無礙境

界而接受種種矛盾或多元之意。 

該文還建議實行華嚴四法界翻譯法有幾種方式。基於譯者母語及原典種類等因素，

翻譯過程可於較褊狹之處轉至較寬廣範圍，也就是始於事法界而終於事事無礙法

界，或是從最普遍的片面逐漸進入最細微的角度，也就是始於第四法界而終於第一

法界。 

關鍵詞: 華嚴經、華嚴疏鈔、法界、佛經英譯、翻譯理論、清涼國師、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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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華嚴宗的清涼國師（737-838 CE）所著之代表作《大方廣佛華嚴經疏》1及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2尚未於西方佛學界出世。個人在初步英譯《大方廣

佛華嚴經疏鈔會本》3（華嚴疏鈔）過程中幸會眾多翻譯及詮釋上之挑戰和心得。於

是繼〈英譯華嚴疏鈔的重重挑戰〉4後筆者在此重申東西翻譯理論必於中英佛經翻譯

時據引導地位。此外，更以本文介紹英譯華嚴疏鈔時依四法界而行的切實方案。 

此論文整體結構依隨華嚴四法界之序，但著重基源於各法界之實用翻譯法，從

詞彙、句法及語法至諸翻譯理論，藉由詮釋學來探索華嚴大意至體會華嚴重重無礙

境界而接受種種矛盾或多元之意。本文甚而建議實行四法界翻譯法有幾種方式。基

於譯者母語及原典種類等因素，翻譯過程可於較褊狹之處轉至較寬廣範圍，也就是

始於事法界而終於事事無礙法界，或是從最普遍的片面逐漸進入最細微的角度，也

就是始於第四法界而終於第一法界。 

在提出我認為具有潛能的華嚴疏鈔英譯法前，在此必須先初步設立某些基本定

義。首先，翻譯理論源於歐洲文化，據瑪麗亞‧泰瑪自筘教授所論之： 

……所有的理論皆以前提為基礎—或是數學所稱之公理或公設。針對翻譯理

論而言，目前的前提顯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確，翻譯理論起源本為希臘和

羅馬文化背景中之一小部分，其依據為歐洲文本傳統、基督教的價值觀、由

民族主義觀所主宰的語言和文化標識關係和高層階級所重視的專業技術和知

識。5 

                                                           
1 Chengguan 澄觀, Da Fangguang Fo Huayanjing Shu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Taisho Tripiṭaka 大正新脩

大藏經 T35n1735. Tokyo: Dazang chuban zhushi huishe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88. http://tripitaka.cbeta.or

g/mobile/index.php?index=X07n0234 
2 Chengguan 澄觀, Da Fangguang Fo Huayanjing Suishu Yanyichao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Tai

sho Tripiṭaka 大正新脩大藏經 T36n1736. Tokyo: Dazang chuban zhushi huishe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88. 

http://www.cbeta.org/result/T36/T36n1736.htm 
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上海：華嚴經疏鈔編印會，1944。 
4 Guo Cheen 果琴，“The Fourfold Challenges to Translating the Avatamsaka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

entaries.” 〈英譯華嚴疏鈔的重重挑戰〉《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台

北市華嚴蓮社。(2015) M1-M14。 
5 Maria Tymoczco, “Reconceptualiz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tegrating Non-Western Thought about Transla

tion.” T. Hermans, eds. Translating Others.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6). 14. 本論文內中譯引文，若無

特別加註，皆出於筆者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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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或克服具足歐洲中心主義傾向這一詞，「翻譯理論」，「翻譯理論家」曾

試用它詞，如方法、思想和準則。翻譯學教授張佩瑤對她的大作《漢語翻譯闡釋文

集》之措辭，如「闡釋」，曾多番考量才定下此詞。她解釋道： 

同時，這本文集確實承擔著闡釋的任務。「闡釋」一詞在此所負的也就是其之

普通涵義：「思想之表達，尤其是正式有序的口頭或書面表達。」它也負載著

邁克爾‧弗叩和其他後結構批評家所引用之意義：「闡釋」』顯示講述和文章皆

無法純一不雜，語言存在於思想和權力聯鎖關係中並能規範知識、設立認識

論框架並塑造心態。在文集標題中使用「闡釋」一詞是歷經深思熟慮，考量

其他選擇如《漢語翻譯理論文集》、《漢語翻譯眾理論文集》和《漢語翻譯思想

文集》才取之。其目的是要強調著作是無法在思想真空中貫徹的。6 

個人承認翻譯理論家（其稱呼即為西方學術淵源的影響）張教授的句斟字酌值

得參考。本文的選擇是將「闡釋」所意味等納入「理論」中，但也默認翻譯理論是

西方的觀念，即使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及後結構主義範式曾出現。至於此文對

「西方」的定義則是從歐洲蔓延至北美，尤其是美國，的語言思想之傳送表達。雖

然我曾提出動態可能性翻譯理論，我仍建議譯者多閱讀參考東西方各類理論。這是

我目前唯一能脫離西方科學框架的方式，縱然我受制於其。此外，還請注意到個人

指定的是多項理論，而非單項理論。多項翻譯理論相當重要；重要的並非是一整體

性的翻譯理論。「因有翻譯理論背景，翻譯決策和生產才能有效率，而因從事文本工

作而獲取的信息和策略才能概括歸納。」7  

「佛經中翻英至今尚無任何有任何條理清晰的整體性翻譯理論。」8個人仍堅持

這片空白如不補上則譯者等於是欲遊浩瀚佛國而無地圖引導。畢竟阿布雷特‧紐伯

特也曾斷定：「不付諸實施的理論是空話」，如同「無理論基礎的實施是盲行。」9 

實踐與理論兩者的搏鬥或兩者試達平衡的掙扎是翻譯時的基本議題。本文後

段會再探討，不過基本而言諸此斟酌考量皆再次肯定個人聲言：英譯佛典應有翻

                                                           
6 Martha Cheung,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2. 
7 Margherita Ulrych, “Real-World Criteria in Translation Pedagogy.”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

on 3: New Horizons. Cay Dollerup, ed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251-262, 256. 
8 Guo Cheen 果琴，“The Fourfold Challenges to Translating the Avatamsaka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

entaries,” M4。 
9 Albrecht Neubert, “Translation as Mediation.” Babel.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rriers between Nation

s. Rainer Kölmel, eds.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1989). 5-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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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理論引導之。個人認為中英譯者定要同時探索學習早期漢譯準則及西方翻譯理

論。古今漢譯方針趨於模糊和非系統化，但也因此等原因它們經久不衰、眾所周

知。至此，西方當代的佛典翻譯工作多將精力投入於詞典。佛經翻譯在西方雖然

比較上算是剛起步，辭書的編纂比理論分析更有動量，即使爭論籠罩著詞彙發展

的眾細節。再說，非佛教或以基督教為主的思想學術在西方可能被視為比佛教重

要，起源於西方的思想學術則比起源於東方的重要。筆者無意令諸類術語分化佛

教與非佛教、東方與西方，所以在此澄清一番。非佛教聖典及聖經翻譯理論在翻

譯學中氣壓山河。儘管基督教和佛教也有其緣份，佛教哲學也引出對基督教基本

假設方面的問難。 

鑑往知來，研究梵譯漢的佛典翻譯過程及文本必能有所心得。然而認為梵翻英

的佛典譯本更加信而有證的英譯者應多與漢傳佛學學者切磋琢磨。佛學家辛島靜志

即聲稱，「漢譯佛典儘管非常重要，但是其歷來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過去中

國學學者中很少有人讀佛典。而研究佛教的學者則認為：漢譯佛典不僅難懂，而且

同梵語、巴厘語佛典相比只不過是二手資料而已。同基督教的『自始即有語言』的

傳統相異。」10「梵語寫本的佛典多寫於十一世紀以後，中國東漢、魏晉的漢譯佛

典遠遠早於梵語寫本。現存的初期大乘佛典的梵語寫本，大多數是十一世紀以後寫

成的。」11  

二、以四法界為本的英譯法 

法界這字眼遍布整部華嚴經及清涼國師的華嚴疏鈔，如國師之序立即提此關鍵

字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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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然而華嚴吳專家也確認道，華嚴經「……本身從未個別地或系統性地研討過法界這

名詞或賦予其哲學思想上的定義。」13以上的疏鈔偈誦也僅屬描述而未擬出法界的定

義。西方華嚴學者吉妙露試圖擬定它的定義： 

                                                           
10 Seishi Karashima 辛島靜志，〈關於漢譯佛典的研究—語言，方法及文獻學問題〉《閱藏知津: 漢譯

佛典語言學的研究》香港，香港佛學院，12/13/2015. http://www.buddhism.org.hk/fend/Article.aspx?id=

1565 
11 Ibid. 
12 Chengguan 澄觀, Da Fangguang Fo Huayanjing Shu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Fascicle 1. http://tripitaka.

cbeta.org/mobile/index.php?index=X07n0234_001 
13 Kang-Nam Oh, “Dharmadhatu: An Introduction to Hua-Yen Buddhism”, The Eastern Buddhist 12.2 (197

9): 72 – 91, 72. 

http://www.hydcd.com/cy/htm3/qc6770.htm
http://www.buddhism.org.hk/fend/Article.aspx?id=1565
http://www.buddhism.org.hk/fend/Article.aspx?id=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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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這複合詞可稱為「法的元素」，它為眾生開悟所固有的「因」，也是

「諸法本性」或於悟中所體驗的「法境界」。「法界」與華嚴經的最後一品入法

界品（Gaṇḍavyūha）有著密切關係。原是單本的佛經，入法界這一品被中國佛

教徒公認為華嚴經登峰造極之大成，華嚴經上述品中所描繪的哲學在這品內形

成成佛之道的寓意。它描述善財童子參訪 53位「善知識」（kalyāṇamitra）的征

途。當善財會晤彌勒尊佛時，朝聖之旅抵達戲劇性的高潮。那時，未來尊佛彌

勒菩薩打了個響指，從而打開了他那神奇寶塔的大門。善財童子在入塔的那一

剎那，藉由一系列不可思議並相互滲透的妙境界感受到了包含十方諸國土的重

重無盡法界。14 

也就是說，法界必是「進入」的。如以菩薩道為修行依據，法界則是必經歷的

目的地。15也因此吳教授將法界譯為「the realm of truth」（真理境界）還有華嚴經英

譯專家湯姆斯‧柯瑞裡將法界譯為「the realm of reality」（實際境界）。 

由法界一名詞，清涼國師設定了四法界這獨一無二的哲學範例：1. 事法界、2. 

理法界、3. 理事無礙法界及 4. 事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不時被視為法界緣起

最極致並最圓滿的解釋。」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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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上的譯法 

目前多數佛經英譯人才、資源都專攻詞藻，也是事法界中翻譯具體的一面。佛

經譯者必須了解清涼國師撰著華嚴疏鈔時採用的術語模式。在用詞選擇上清涼國師

的著作中至少有同義詞、縮寫詞、缩合字、字首語、簡寫、不同的代詞和當今已無

法辨別原意的術語及名稱。以下格表是華嚴疏鈔卷一至五的語言模式例子： 

清涼國師 

的語言模式 
華嚴疏鈔 英文 梵文 

較簡易的縮寫詞

──由第一個字

勝天王經、勝天

王般若波羅蜜經   

The Victorious King of Heaven’s 

Prajna Paramita Sūtra 

Pravara-deva-

rāja-pariprcchā  

                                                           
14 Studies in Ch’an and Hua-Yen, Vol. 1. Robert M. Gimello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Honolulu, Kuroda I

nstitute. (1983). 9. 
15 Oh, “Dharmadhātu: An Introduction”, 72. 
16 Imre Hamar, “Chengguan’s Theory of the Four Dharma-Dhatu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

m Hungaricae 51 (1998): 1 - 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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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最後兩三個字

代表名稱 

顯揚、顯揚聖教

論 

Propagating the Holy Teachings 

Sastra 

Prakaranāryavācā

-śāstra 

央掘經、央掘魔

羅經 
The Avgulimālika Sūtra 

Avgulimālika 

Sūtra 

瑜伽、瑜伽論 
Yogacaran, The Discourse on the 

Stages of Yogic Practice 

Yogācārabhūmi-

śāstra   

旨歸、華嚴經旨

歸 

The Return to the Essentials of 

the Huayanjing 
 

清涼國師不僅縮合書名，更是包括標題、人名、列表和事物。 

較不一致的縮合

詞 

大集經、大方等

大集經、大集五

部 

The Sūtra of a Great Collection of 

Mahāvaipulya Texts 

Mahāvaipulya 

mahāsamghāta 

Sūtra 

大品、大品般若

經、摩訶般若波

羅蜜多經 

The Larger Sūtra o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Mahaprajnapara

mita Sūtra 

Pancavimsatisaha

srika-

prajnaparamita-

sūtra 
 法藏、 藏和尚 Fazang  
 處、十二處 The Twelve Locations  
 界、十八界 The Eighteen Realms  

 
六波羅蜜經、大

乘理趣六波羅蜜

多經 

The Mahayana Principles of the 

Six Paramitas Sūtra 
 

 
密跡經、佛入涅

槃密迹金剛力士

哀戀經  

The Sūtra of Vajra Secret Traces 

Knight, The Sūtra on Vajra Secret 

Traces Knight Bemoaning the 

Buddha Entering Nirvana 

 

 起信疏、大乘起

信論疏記會閱 

Commentaries on Bringing forth 

Faith 
 

 

善戒地持、菩薩

地持經、菩薩地

經、地持經、菩

薩戒經 

The Sūtra of Bodhisattva Stages 
Bodhisattva-

bhūmi Sū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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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戒經、受十善

戒經、菩薩善戒

經 

Sūtras about wholesome precepts, 

Receiving the Ten Wholesome 

Precepts Sūtra, Bodhisattvas’ 

Wholesome Precepts Sūtra 

 

 攝論、梁攝論、

攝大乘論 
The Mahāyāna Compendium 

Mahāyānasaṃgra

ha 

 攝論、攝大乘論

釋 

Commentaries on the Mahāyāna 

Compendium 

Mahāyāna-

sajgraha-bhāsya 

 什公、羅什、鳩

摩羅什 
Kumārajīva  

 掌珍、掌珍論、

大乘掌珍論 

The Pearl in the Palm Mahayana 

Treatise 
Hasta-maṇi śāstra 

 莊嚴論、大莊嚴

經論 

The Sastra on the Ornament of 

the Mahayana Sutras 

Mahālaṅkāra-

sūtra-śāstra 

清涼國師以善戒經一詞代表《受十善戒經》、《菩薩善戒經》或任何戒律方面的經典。

攝論則可以同時是《攝大乘論》或《攝大乘論釋》的代詞。這些例子顯示逐字翻譯者容

易譯錯原意。 

不同的音譯和漢

譯詞 

阿毘達磨、阿毘

曇、毘曇、論、

阿毘、對 

Abhidharma, Shastra, treatise, 

commentary, the correct Dharma, 

the supreme Dharma, the 

unparalleled Dharma 

 

 淨名經、維摩詰

經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the Pure 

Names Sūtra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螺髻、螺髻仙

人、尚阇梨  
Immortal with hair in a coil  

 菩提留支、菩提

流支 
Bodhiruci  

 修多羅、修妬

路、素怛纜、經 
Sūtra, text, scripture Sūtra 

某些名詞在唐代即有幾項不同的稱謂。清涼國師並未選擇將經名、人名等統一化。 

乍看似縮寫詞或

確是縮寫詞但難

以確認它意指某

經論、某宗派或

某系列 

唯識 Consciousness-Only  

唯識論 Consciousness Only Śāstra  

緣起經 
The Interdependent Arising Sūtra, 

the Sūtra on Causal Connections 

Pratītyasamutpād

a Sūtra 

緣起、十二因緣 Twelve Causal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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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恐已無法辨

別原意的術語及

名稱 

印法師 Master Yin  

    

同義詞 與記、授記 bestows prediction  

 中華、華夏、中

夏 
central China region  

    

接近同音的異義

詞 

波羅蜜 Perfection Pāramitā  

波羅奈 Varanasi Vārānasī  

波羅提木叉、木

叉、毘木叉 
Moral codes, discipline, ethics Prātimokṣa  

    

同音異義詞 真諦 Paramiti or Paramārtha  
 真諦 truth  
 苑公 Lord Huiyuan   
 遠公 Lord Huiyuan   
    

同數目為首的術

語或列表標題。

如是列表，是否

列出細表、將之

譯為同俗的用詞/

系列（有如三七

為三週或 21）或

腳註名單 

三界 The Three Realms  

三際 
The Three Period of Tim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三論 The Three Śāstras  

三昧 
Samādhi, stat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Samādhi 

三摩跋提 Stages of meditation  Samāpatti  

三七 Three weeks, 21 days  

三賢 
The Stages of the Three Worthy 

Ones  
 

三心 
Three Types of Thoughts, 

thoughts about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雖然個人不敢斷言華嚴疏鈔中的語言模式即是大乘或華嚴典籍中層見疊出的代

表，但我能斬釘截鐵地聲明，欲譯華嚴疏鈔，佛經翻譯人才必須對清涼國師的語言

使用模式有所概念。融會貫通翻譯史及翻譯理論對英譯佛法大有裨益。光是練習不

一定能令譯者理解諸此詞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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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國師為一文人並不特別在意書名、尊稱、事物或概念的用詞在他的文本中

皆是一貫性的。那麼譯者為何要特別在意須將清涼國師的文詞皆統一化？可惜的是

太多直譯者將術語的一貫性視為或錯識為較正確或嚴格的翻譯標準。僅僅考察清涼

國師的詞彙便應洞悉原文和目標語言的術語翻譯能達到完全等效純屬誤解，再說此

謬論不過是過氣格義法另一帶有瑕疵之變式。  

學術翻譯家或許試用冗長頻繁的腳註來表達同義詞、多種定義和研究，但早及

漢朝當代盛行的章句批註即已歷經筆墨官司、道長爭短而被拒之門外。過量強調知

識證明的備註表明的或是譯者之傲慢與不安，所以翻譯人才應努力爭取的是精準與

兩可，本意物化至一詞語和需要詳細附註的多方位想法之平衡點。 

實事求是但也頗帶諷刺的是，「譯者必須忍受模棱兩可的涵義。語言無邏輯

性，所有的文字都是含糊地。」據嵩雅‧特孔寧-康迪特的研究，「……專家和學生

在容忍和處理模棱兩可之義差異顯著。其一差別反映在字典的使用上，也藉此凸顯

了自信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7特孔寧-康迪特的研究指出初學或不安譯者

大肆依賴，甚至過度依賴，雙語詞典（原語至目標語言）。老練的翻譯者則是用字

典來集思廣益、細化源語名詞之涵義或搜索適當的目標術語。珍娜特‧弗雷澤釋此

為，「此類翻譯人才對模糊及不確定的章詞容忍度極高，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願意

讓含義由全文中浮現而不需確定意義，找到確切翻譯後再繼續譯文。此外，文本的

發展，而非限制性的字典詞條，才能促使最妥當的呈現。」18翻譯策略家麗塔‧伊

寧的字典使用質量而非定量研究達到同樣的結論，高級翻譯學生「從不用雙語詞典

來解決融會通曉上的問題」，而一年級的學生則試圖索求於雙語詞典以便解決他們

理解上的困擾。19 

當然，此處的建議並非是譯者應避免使用雙語甚至單語字典，而實是某些翻譯

者過份依賴於詞典。弗雷澤對譯者還有項有趣的心理觀察，她指出信心「……是令

專業翻譯家容忍含糊文詞而不拖延翻譯過程的原因。信心來自於已提到的因素──

接觸廣泛的源語言文本類型、語境化和結構化的運用詞彙──不過還有翻譯上一不

易量化和受教的方面，也就是譯者的個性。」20 

                                                           
17 Janet Fraser, “Professional versus Student Behaviour.”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3: New H

orizons. Cay Dollerup, ed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243-250, 247. 
18 Ibid. 
19 Riitta Jääskeläinen, Tapping the Process: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Cognitive and Effective Factors Involve

d in Translating. Joensuu: University of Joensuu Publications in Humanities. (1989). 188-189. 
20 Fraser, “Professional versus Student Behaviour,”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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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譯者的心理或性格，譯者參考的是直譯、神似模仿原文或改進原文的翻

譯理論，文字選擇取決於譯者對原文基本語言模式的認知而不是僅僅將原語言的固

定定義承載至目標語言。除了詞彙，翻譯的事現象有多種，包括語法、語氣、風

格、語義、措辭、造句、結構及體裁等。本論文除用詞外不個別多加述說及提供例

子，在此僅強調譯者在事法界內有眾多內外現象必須注意觀察。  

依翻譯理論而譯之法 

以翻譯而言，事法界側重於確切的文材物質而理法界則有關指引翻譯方向的基

本原則。指導理論多是值得努力的理想而無法是硬性採納的標準。我強調譯者採用

多重由理中延伸出來的翻譯理論因為與理相等之獨一無二翻譯理論無法成立，實是

翻譯本身就是語言常規，和無言之理截然不同。有些翻譯理論家曾介紹各別的公

式、態度或方法為翻譯理論。比如傅雷，當代著名的法文翻中文譯者即聲稱，「翻譯

是項產品，如模仿繪畫，要維妙維肖在於『神似』而非一味體規畫圓。」21 

在細讀東西方翻譯理論後，個人曾於 Translating Totality in Parts: Chengguan’s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entaries to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介紹過譯者可視為志向的

動態可能性理論。此跨學科模型試圖平衡的是目標語言和佛典原文，一端以尤金‧

奈達動態對等論和弘法大願為主而另一端以與大德高僧交談為主--如果我必須方便指

出兩端──其實本為循環。阿部正雄堅持即使三藏講法主或註解者已入涅槃，讀者

依然能與等促膝談心。「願力」「絕非紙上談兵，而實是生死大事。」 

我主張譯者參考並引用眾多翻譯理論，選擇性地於不同時機應用各別幾項或組

合。由於本文的目標之一是重申引用翻譯理論於英譯佛典的重要性，以下提供的是

依不同翻譯理論(包括無理論的直譯法)而譯的華嚴疏鈔實例：  

原文 對等 動態對等 
東方闡釋如神似

等 
動態可能性 

往復無

際，動靜

一源，含

眾妙而有

餘，超言

思而逈出

Going and returning 

without limits, 

Movement and 

stillness are one 

source. 

Including myriad 

wonders but 

Back and forth 

without limits, 

Movement and 

stillness are of 

one source. 

Accommodating 

a multitude of 

Coming and 

going without 

bounds, 

the source of 

movement and 

stillness is but 

one. 

Going and 

returning without 

bounds, 

the source of 

movement and 

stillness is but 

one. 

                                                           
21 Weihe Zhong, “An Overview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Practice and Theory.” Translation Journal, Volume

 7, No. 2, April 2003. http://translationjournal.net/journal/24chin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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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唯

法界歟。 

extraneous remains, 

Transcending words 

and thoughts to 

stand beyond, 

That alone is the 

Dharma Realm. 

wonders but 

remainder exists, 

That which 

stands out 

transcends words 

and thoughts, 

That can only be 

the Dharma 

Realm. 

A multitude of 

wonders and 

beyond 

embodied, 

it transcends by 

superseding 

words and 

thoughts, 

it can only be the 

Dharma Realm. 

The extraneous 

exists, for it 

contains a 

multitude of 

wonders; 

the outstanding 

soars, for it 

transcends words 

and thoughts -- 

it can only be the 

Dharma Realm.22 

「口欲談

而辭喪，

心將 緣而

慮亡。」 

“The mouth desires 

to speak but words 

die; the heart is 

about to become 

conditions but 

thoughts cease.”  

“The mouth 

wishes to 

converse but 

words die; the 

mind is about to 

exploit 

conditions and 

yet thoughts 

cease.”  

“Wishing to 

speak and yet 

words die. Ready 

to attach to a set 

of circumstances 

but thoughts 

cease.”  

“The mouth 

wishes to 

converse but 

words die; the 

mind is about to 

attach to 

conditions and 

yet thoughts 

cease.”  

第二、別

歎能詮︰

意明此經

詮於法

界，故難

思議。文

有七句，

於中分

四。 

2. A separate 

exclamation that 

can interpret: the 

meaning makes it 

clear that this Sūtra 

interprets the 

Dharma Realm, 

therefore difficult 

to fathom. Among 

the seven lines of 

the text, there are 

four parts. 

2. A separate 

exclamation of 

that which can 

interpret: the 

meaning makes 

it clear that this 

Sūtra interprets 

the Dharma 

Realm, 

therefore 

difficult to 

fathom. Here 

are seven lines 

of the text,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2. A distinct 

explanation in 

praise of the 

Dharma Realm 

interpreted, 

clarifying that 

the entire basis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is Sūtra is 

the Dharma 

Realm, hence 

inconceivable. 

Of the seven 

lines in this 

passage, there 

are four parts.  

2. A praise about 

the Dharma 

Realm’s capacity 

for 

interpretation: 

The idea here is 

that this entire 

Sūtra is hinged 

upon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Dharma Realm, 

which is why the 

Sūtra is 

inconceivable. 

Here are seven 

lines of the text,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22 Guo Cheen, Translating Totality in Parts: Chengguan’s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entaries to the Avata

ṃsaka Sūtr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201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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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說經

時，即始

成正覺

時。然有

兩說，各

是一師之

義，以無

違兩字會

通︰謂菩

提流支，

則以前五

會是初成

即說，以

經初云始

成正覺

故，三天

皆云不起

而昇故。

第六會已

下，是第

二七日後

說，以別

行十地經

初云，婆

伽婆成道

未久，第

二七日

故。 

Explains the time 

when the Sūtra was 

spoken, which was 

at the start of his 

realization of 

Proper 

Enlightenment. But 

there are two 

explanations; each 

is an idea by a 

master. They are 

connected through 

the two words, “no 

contradiction”: as 

Bodhiruci said, the 

first five 

assemblies were 

spoken upon his 

first 

accomplishment. 

The start of the 

Sūtra speaks about 

the initial 

realization of 

Proper 

Enlightenment, 

which is why he 

spoke for three 

days without rising 

and yet ascended. 

The Sixth 

Assembly and 

below were spoken 

two weeks later 

according to the 

start of the Ten 

Grounds Sūtra on 

individual conduct, 

were first spoken, 

the Bhagavan had 

not realized the 

Way for long, 

Explains the 

time when the 

Sūtra was 

spoken, which is 

when the 

Buddha initially 

realized Proper 

Enlightenment. 

But there are 

two 

explanations; 

each is an idea 

from a master. 

They are 

connected 

through the two 

words, “no 

contradiction”: 

According to 

Bodhiruci, the 

first five 

assemblies were 

spoken upon 

first realizing 

[enlightenment]. 

Proper 

Enlightenment 

is realized with 

the initial 

speaking of the 

Sūtra. This is 

why for three 

days he did not 

rise and yet 

ascended. The 

Sixth Assembly 

and below were 

spoken two 

weeks later. 

When the 

individual 

conducts of the 

A clarification 

about this Sūtra’s 

timing, as it was 

spoken when the 

Buddha first 

became 

enlightened. Of 

course there are 

two theories by 

two different 

teachers, though 

they generally 

agree. According 

to Bodhiruci, the 

Buddha had just 

become 

enlightened when 

he taught the 

lessons in this 

Sūtra at the first 

five Avatamsaka 

assemblies. The 

start of this Sūtra 

speaks about the 

Buddha’s earliest 

moments of 

enlightenment 

being the reason 

for his not 

getting up from 

his seat for three 

days yet entering 

heavenly realms. 

Two weeks later 

the Buddha 

spoke at the 

Sixth 

Avatamsaka 

Assembly and so 

on. The start of 

the Ten Stages 

Sūtra about 

A clarification 

about when the 

Sūtra was 

spoken, which 

was the time 

when [the 

Buddha] first 

became 

enlightened. Of 

course there are 

two theories in 

agreement, each 

by a different. 

According to 

Bodhiruci, the 

Buddha spoke at 

the first five 

Avatamsaka 

assemblies upon 

first realizing 

enlightenment. 

The start of the 

Sūtra speaks 

about the 

Buddha’s initial 

realizing of 

enlightenment as 

the reason for his 

not getting up 

from his seat for 

three days yet 

entering the 

heavens. Two 

weeks later he 

spoke at the 

Sixth Assembly 

and on. The start 

of the Ten Stages 

Sūtra on 

individual 

conduct states 

that th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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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it had been 

the second week. 

Ten Grounds 

Sūtra were first 

spoken, the 

Bhagavan had 

not realized the 

Way too long 

yet because it 

was the second 

week. 

personal practice 

claims that the 

Buddha had not 

been enlightened 

for too long 

before he taught, 

paralleling other 

observations 

about the Buddha 

starting his 

Avatamsaka oral 

teachings two 

weeks after his 

enlightenment.  

had not been 

enlightened for 

too long, hence 

the designation 

the second week.  

儘管這些皆是個人刻意偏向某翻譯方向的譯稿，譯者於現實中多是用上幾項翻

譯理論的結合，即使譯者並未自覺到。無論如何此比較性表格應對不同過程及譯者

能勝任之進程提供獨到見解。此外，上述翻譯作品表明的是筆者並不贊同由一翻譯

理論獨撐大局，也就是直譯的常景。 

阿道夫‧堅泰爾發覺到實施理論的後果之一是翻譯應主要為過程而非產品。23此

原因觀察入微，促使個人在本文後段設立了幾種依四法界而翻譯的運用過程，耐人

尋味的是這幾項建議本身或許即是種理論。 

詮釋學上的譯法 

第三法界是理事無礙法界，應用於翻譯，理論和涵義相互交織。佛經翻譯與經

典詮釋常被視為截然不同的學術領域或作業。傳統觀點，也是最簡單的觀點，視翻

譯為載體；好似一方有個實心並清晰可辨的對象如河流一側的岩石，能一成不變地

被移至彼岸。恰恰相反的是詮釋，它傳遞的是有關岩石的各方面，如特點、象徵、

屬性、映射等。 

在為英語人士翻譯和詮釋華嚴疏鈔的個人認為翻譯和詮釋難解難分。譯者必須

深入經藏、詮釋佛法才能充分表達、解釋和翻譯三藏。詮釋學在此的定義是讀取、

表達和解釋含義，或如華嚴專家郝清新所稱，「在研究中文佛教經典時，詮釋學的三

                                                           
23 Adolfo Gentile, “Translation Theory Teaching: Connec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Translation a

nd Interpretation 3: New Horizons. Cay Dollerup, ed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55-

62,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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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含義，表達、解釋和翻譯，皆可兼權尚計。」24郝教授甚而同意翻譯和詮釋實是一

脈相連，他聲稱： 

翻譯其實就是一種詮釋，譯者不僅必須具備翻譯資格，還必須是修行者才能

切實抵達內心世界，接著以外語將之溝通傳輸。他們必須解構再重構佛法，

而重構難如登天。中國和印度語言思維判若天淵，佛教花了幾世紀來成就佛

教「共修語言」。……佛經必須加以解釋和說明，因為幾世紀前佛陀於截然有

異的文化傳統及國家領域所示的教誨有時難以領悟。25 

的確，佛經翻譯人才必須試問自己，「佛陀在此會說些什麼？」或是當譯者發現

華嚴疏鈔中某語句或篇幅有多種解釋法時，他會問道，「清涼國師在此會說些什

麼？」 

令解構和重構佛教教義複雜的是各參與者，或是譯者必須扮演的參與者角色。

果琴的動態可能性理論指出，除了譯者外，作者和未來的讀者也深入參與閱讀、表

達和解釋。譯者更是臆測作者和未來讀者於一解釋性對談中的體驗，而隨之建構、

解構再重構含意。26 

譯本之差異在於譯者對本人、筆者和未來讀者的對談體驗有不同的解釋。以下

圖表是任何動態可能性理論中的參與方，或為譯者所訂之假設，所讀取、表達或詮

釋之意。所指可以是單數或複數、主要或次要、明確地或含蓄地等。這裡各圓圈代

表一種含義而其大小表示含義的份量。 

  

 

 

 

                                                           
24 Imre Hamar, “Hermeneutical Methods in Chengguan’s Commentary to the Avatamsaka-Sutra.” Ars Decor

ativa 23 (2004): 9−16, 10. 
25 Hamar, “Hermeneutical Methods in Chengguan’s Commentary to the Avatamsaka-Sutra,” 10. 
26 Riitta Oittinen, “Victory over Fear: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a Carnavalistic Teaching Tool.” Teaching Tran

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3: New Horizons. Cay Dollerup, ed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

995). 145-152,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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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一致單數至多元複數的詮釋 

一個藍圈可以是簡化或物化的涵義。透過形狀、色調和大小種種限定，解釋者

將所指硬納入某象徵單元中，有如圖 1 左上方的獨立藍色圈。翻譯理論家安德魯‧

賈斯特曼和個人皆視依樣複製涵義為無稽之談，假設跨語言的意義成對等為天方夜

譚，「因為文辭對等（如同絕對式）是不可能的。」27幾個大小相同的氣泡代表文章

句子篇幅中有數項難分伯仲的想法或解釋，如果有此可能。幾個大小不等的氣泡代

表數項不同份量、特點及映射等的想法或解釋。佛陀的教誨多屬於這一類因為他以

八萬四千法門、辯才風格對機而教。在該圖中，各種形式的能指都在一側而各種形

式的所指在另一側。根據不同的讀數、表達或解釋，任何形式的能指都可成為任何

形式的所指，反之亦然。 

文學翻譯教授歐緹能說得好，翻譯者通常都將原文視作權威。「他們縮頭縮腦地

直譯，面對更深入的瞭解裹足不進……除了墨守成規外他們不知道如何顯示對原文

的尊重和忠誠。」28佛教詮釋可能應顯示對佛法的尊重和忠誠，遺憾的是，佛教翻譯

人士常被困於歐緹能所描述的恐懼中。因此，「［……他們必須］接近原文並積極瞭

解它。這種親近佛法的先決條件是無畏……嘗試多種結合細讀、深入、最後再放

下。」29如果不深入原文之佛法、嘗試不同的解釋並試圖以個人修行經歷來重構部分

重點，度眾生之大願無法出離恐懼不安。 

即使後現代解構能提供確認標誌世界的積極解釋，捷克斯‧德里達的文字中心

主義治標不治本。佛教學者大衛‧洛伊作此解釋： 

危險的不僅是我們試圖找到我們意於固定留存的某「意義重大」符號（德里

達所處置的問題），而是我們畫地自限於無數循環概念中，即使我們不清楚那

些該好好掌握以便其等能帶領我們入真心（德里達最終的處境）。只要我們用

語言識別，即使是語言整體，我們仍然在努力挽留自我，這表明我們仍然擔

心害怕應無所住的境界。1 

因此，要解決語言與客觀化器世界之間的二元性，我們必須躬行實踐救度眾生論。 

                                                           
27 Andrew Chesterman, “Teaching Translation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Memes.” Teaching Translation a

nd Interpretation 3: New Horizons. Cay Dollerup, ed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63-

72, 65. 
28 Oittinen, “Victory over Fear: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a Carnavalistic Teaching Tool,” 150. 
29 Ibid. 

http://tw.18dao.net/%E6%88%90%E8%AA%9E%E8%A9%9E%E5%85%B8/%E8%BA%AC%E8%A1%8C%E5%AF%A6%E8%B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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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虛空之可行法 

佛教哲學詮釋不僅認為文字對等無法成立，本質意義的詮釋也是謬論。嚴格而

言，佛教哲學詮釋也是不可能的，例如，如何有可能譯出核心佛教教義如交絡涉

入、重重無盡之虛空呢？本文哲學詮釋學的探討不與其他佛教詮釋學子領域同談並

論。在此，哲學詮釋學暱屬大乘佛法和華嚴事事無礙法界之核心原則，無住之處。

「替代無二元中道式邏輯的是不怕矛盾的自在解脫，因此心性能跳躍於巧合性的對

立──真心無執著時自然如此。我們追求執著事物，但佛教法門要求的是放下［所

以我們必須］持續釜底抽薪的功夫，直到我們放下對所住之處的需求，並發覺無所

住也不賴。」30 

果琴曾於她 2015 華嚴蓮社座談會論文中探討鑽研英譯虛空的挑戰。本文不再詳

談華嚴疏鈔中語言即常規的相對位置與含義，因為翻譯大藏經的任何一部皆需要用

上方便法。在此琢磨的是四法界乃是融會貫通地。事法界是存在的器世界而理法界

是道理原則，這二法界都較容易理解。理事無礙法界可以簡單地被理解為推動器世

界的普遍性法則，它是結合一切對比性物質的基本。這種絕對不是精神上的或物體

上的，唯有精神和物體合而為一才能為之感受。事與理的界線逐漸模糊，以至於它

們之間無界線可言，因此成就第四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意會通曉第三和第四法界

則事事無礙，有如著作、解釋和翻譯皆辯才無礙。 

虛空並無本體或言語，但佛教徒必須通過語言為慣例來學法。因此佛陀的口

述傳承、弟子們編寫的佛典以及眾多註解皆至關重要。詞彙與涵義、過程與產

品、翻譯與詮釋間的無著相繫形成最通暢無礙的文字表達。這是佛教翻譯人才的

任務。 

因此華嚴讀者、翻譯者或詮釋者必須曾沉浸於，至少觸及過，華嚴義海──也

就是無所不容的虛空。唯有精進修行才能達到真空妙有，而較易表達竭盡全力的解

釋或翻譯。 

本文重申佛教翻譯家個人修行的重要性，此外還由融合貫穿、相互暉映的四法

界延伸出務實的教學應用。佛陀和華嚴大德如清涼國師皆是隨宜弘法的例證，因此

華嚴法界發展出來的譯法必也得以不同方式應用於不同譯者和典籍。 

根據譯者的母語及他所翻譯的佛經類型，本文提供以四法界為基礎的各式譯法。譯
                                                           
30 David R. Loy, “Indra’s Postmodern Ne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3, No. 3 (July 1993).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81-510,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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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母語未必是他的出生地或家庭，而是他自認同或最精通的人文語言，當然自有

其他因素能傳染感動譯者所採用的譯法。本文為了說明，選擇母語為譯者的決定性

因素之一。隨著所譯原文的文學或技術性曲風，譯者可由四法界中汪洋浩博的第四

法界開始或由第一法界細節方面的翻譯開始。廣泛至細膩或狹窄至周遍的方法顯然

是易行的步驟，但四法界也屬於級數系列。依照譯者的母語、翻譯文本類型及其他

元素，他可由四法界任何一界起步。 

 偈誦 長文 科判 

1. 譯者母語為 

目標語言 
廣泛深遠 

 
狹隘細膩 

2. 譯者母語為 

原文語言 
狹隘細膩 

 
廣泛深遠 

 科判 長文 偈誦 

圖 2: 四法界翻譯法 

這些程序皆屬大方向的引導，畢竟翻譯不僅是語際溝通的過程。譯者必須決定

他意於圓滿表達某詮釋的過程種種，以便令目標語言文化深感華嚴相互相存的無著

境界。 

三、結論 

本文重申〈英譯華嚴疏鈔的重重挑戰〉所強調的桎轄之桎：譯者應以東西翻譯

理論為引導。居軸處中的更是此文之介紹，包括依循四法界英譯華嚴疏鈔的實行方

案及摘自華嚴疏鈔的具體例子與其習題來演示英譯華嚴疏鈔的重重譯法。視翻譯為

過程或產品的解決方案都適合用於華嚴疏鈔甚而其他佛教經典的翻譯上。銘記本師

的觀機逗教，本文提出運用於翻譯各方位的務實譯法及依循四法界的方便譯法，以

便諸讀者能吸取為他度身定造、得其所哉之諄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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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土地論文獻中的佛身說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 講師 

張凱 

摘 要 

法、報、應的佛三身說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展開與南北朝時代地論學的發

展密切相關。本文試圖通過考察敦煌出土的五部地論文獻《大乘十地論義記》（羽

726R）、《融即相無相論》（BD05755）、《教理集成文獻》（S.613）、《教理集成文獻》

（S.4303）、《法界圖》（P.2832B）中的佛身論述，展現三身思想與地論學的心識說、

判教說、緣集說等特色理論的互動與鑲嵌，揭示地論學人闡釋三身說的特點及其

演變，深化學界對地論思想的理解與認識。 

關鍵詞：地論學、敦煌文獻、三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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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北魏永平年間（508-512），隨著《十地經論》的譯出與傳播，地論學於其後

百年間大興於中土，對爾後隋唐天臺、華嚴等諸宗派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

響。然而，由於除地論學南道派代表人物淨影慧遠的著作外，地論學文獻多已散

佚，學界對地論思想的研究仍欠系統深入。近來年，隨著敦煌出土地論文獻的陸

續整理出版，學界對地論學的研究持續升溫。值得注意的是，法、報、應的佛三

身說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展開與地論學的興起密切相關，因此本文通過重點考

察《大乘十地論義記》（羽 726R）、《融即相無相論》（BD05755）、《教理集成文獻》

（S.613）、《教理集成文獻》（S.4303）、《法界圖》（P.2832B）五部敦煌地論文獻

中的佛身思想，以期揭示地論學關於佛身論述的理論特點與發展演變，深化學界

對地論學的理解與認識。以下大致按五部文獻的成立時間順序依次論說。 

二、《大乘十地論義記》（羽 726R）的法身說 

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文獻《大乘十地論義記》（羽 726R）是北魏菩提流支（？

-508-535-？）譯《入楞伽經》（十卷楞伽）「法身品」的注疏。1根據卷末跋文可知

該文獻寫於西魏大統五年（539），因文中將阿梨耶識表述為「第七阿梨耶識」，與

法上《十地論義疏》中提出的「緣起者第七阿梨耶識」等七識說屬於同一類型，

李相旻據此判定該文獻為地論文獻。2至於著者，李相旻通過對比該文獻與《金剛

仙論》認為該文獻是可追溯至菩提流支周邊的初期地論宗著述，可能即是菩提流

支《入楞伽經疏》（五卷）的一部分。3李子捷也認為該文獻作為現存最古的《入楞

伽經》注釋書，極可能是菩提流支或法上的著作。4由於《入楞伽經‧法身品》主

要論述了法身與五陰不一不異、不生不滅、體備眾德等內容，因此作為該品注釋

的《大乘十地論義記》也主要針對這些內容展開。從邏輯上進行歸納，可將該文

獻中的法身論述大體概括為兩個方面： 

（一）法身的性質。首先，法身是非生因因果、非有非無、寂靜無相的妙有

常住，法身無稱名之體，只是為化物而作名。如文中說： 

                                                             
1 該文獻圖版收錄在《敦煌秘笈》影片冊九（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13 年），李子捷與李相

旻均有錄文（分別見李子捷：《杏雨書屋所蔵敦煌寫本『入楞伽経疏』（擬題、羽 726R）について》，

《南都仏教》98，2013 年；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首爾：CIR 圖書出版，2

013 年）。本文引文采李相旻錄文，個別句讀據文意有所調整。 
2 李相旻：《〈大乘十地論義記〉題解》，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20 頁。 
3 李相旻：《〈大乘十地論義記〉題解》，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21 頁。 
4 李子捷：《杏雨書屋所蔵敦煌写本『入楞伽経疏』（擬題、羽 726R）について》，《南都仏教》98，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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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四種法名世間言說」，此句正釋出於四種之計，妙有常住。四種者，

一是生因，二生因果，三是非有，四非無。此四法是世法。如經。「大慧，

若法離四種法，但有名字」者，明真法身出於四法，為化物作名。如經。「若

墮四法，智者不取」者，法身之中絕言說風聲。如經。5 

從「如是于可知境界非一非異」者以下，至「過諸戲論」等，正明真法身

體，寂靜無相，絕其因果，出於有為無為二境之表，離諸過，為物作名，

非如名所名之法，無如是體，故言「但有名」。何意但有名？無稱名之體者。

何以不生？不生故寂靜無相，常住故不生名字，是故「但有名」。無名下之

體，世間三慧觀所不及，名「過諸戲論」。如經。6 

法身由於非生因因果，因此「不生不滅」。7「不生不滅」即是「非有」，法身不僅

「非有」，也是「非無」： 

明法身非生因因果，言「非有」。為萬行了因了出，本有真如法身，不同虛

空兔角，故言「非無」。8 

「大慧，我說離有無法生住滅，非有非無」釋法身無生因義，非從因生果。

真如之體，本來自體無相常住，非三世所攝，非修成有。要由行人發菩提

心，修十地行，證二無我空，除二障盡，現見真如法身，名為報佛，亦名

方便涅槃，故非生因果。故是「我說離生住滅相」生因，得言「非有」，由

萬行了因，現名「非無」。9 

由此可見，法身非「生因」因果（「非有」），而是萬行「了因」所現（「非無」），

這就涉及到法身與十地修行的關係，即文中所說「若法身不從十地，□□了因現者，

是非作法，即同於虛空兔角等無身。今明真如法身要由行者，備十地行，了出證

現，不同兔角石女兒等無身相。」10「要由十地三慧之解作了因後，方次第證見真

如之理，名如意修行。」11然而，由萬行所現之真如法身實為報佛（方便涅槃），

真如法身之體則是「非修成有」的「無相常住」。正是由於法身同時具有作為本體

                                                             
5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29 頁。 
6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31 頁。 
7 「明真極法身，體非因生，故言不生。體非從因之果，故言不滅。」（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

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32 頁） 
8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29 頁。 
9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41 頁。 
10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28-529 頁。 
11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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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越法身與作為果德的現實報身兩層內涵，法身才具有與五陰不一不異的特

徵。特別是法身與五陰的不異體現了眾生通過十地修行成佛的可能性：「明非離五

陰者，正明五陰眾生，修十地智作了因，除虛妄取相，分別心盡，復無緣動，寂

靜一心，無外境界，是即真法身。」12 

（二）法身與應身的不入不出關係。如文中說： 

「大慧，如是等種種名號，不増不減，眾生皆知，如水中月，不入不出」

者，明娑婆世界及餘世界，依可化眾生同，能化法身一，故三阿僧祇百千

名號無増減。有疑問：聖人應可化眾生時，為有心、為無心？先後一時亦

同不？答：明聖人應可化眾生時，以本十大願力，故無心于應，先後亦同。

若而，何以應之？故言「如水中月」，天上月無心，現影萬川及大小方圓等

器，但水澄浄，有川器之處，影像斯現。但眾生法器澄浄，有感機發法報

二佛，法身自然，形教影像，周遍法界，如水中月，無心而現，以是故言

「如水中月，不入不出，不増不減」。不捨真如法身，別有應身入生死化眾

生，名「不入」。雖真身之外，無別應身可捨，出於生死，以歸真本，名「不

出」。如經。13 

法身以十大願力為本教化眾生，故是無心而應，先後同時，法身與應身相即不捨。

至於應身，「皆能隨眾生機根，現其形色長短大小不同，同說大乘不差，說如實

法。」14 

整體而言，《大乘十地論義記》中的法身闡釋涉及到法身、報身、應身三方面

的理論內涵，指出了獲得法身的修行途徑，其中頻繁出現十地相關內容，在以通

過十地修行可達佛果（法身）這一思想為前提這點上，與本文獻的題目一脈相通。

雖然主要是針對法身的闡釋，但已明確指出作為修行果報的法身實為報身，三身

說的思維模式已經確立與形成。 

三、《融即相無相論》（BD05755）的三身說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 BD05755（奈 55、北 8420）《融即相無相論》主

要討論融即思想，其中涉及五門思想等地論學的特色理論。15關於該文獻的成立時

                                                             
12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30 頁。 
13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34 頁。 
14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39 頁。 
15 關於該文獻的研究，可參考青木隆：《敦煌出土地論宗文獻『融即相無相論』について——資料

の紹介と翻刻》，《東洋の思想と宗教》20，2003 年；昌如：《略述地論學派的「融」思想——以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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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與著者，青木隆認為，文中「法界緣起」的用語在法上疏等文中尚未出現，直

到第三代的靈裕、慧遠才開始使用，因此將本書的成立時代定在北周時期較為妥

當，著者不明。16該文獻的「三教對於三佛論第四」、「三根對於三教論第五」、「釋

三佛有說無說第六」等部分對佛身進行了論述，其中包含了使用「法界體性」用

語的融即思想與五門思想。 

具體而言，「三根對於三教論第五」從體通宗的角度將前六識、第七識、第八

識三根與聲教、行教、圓教三教相對應：「今就體通宗解義，教有三種。其三者何？

一者聲教，對於六識。二者行教，對於七識。三者圓教，對於八識。」17在此基礎

上，「三教對於三佛論第四」又將應佛、報佛、法佛三佛與聲教、行教、圓教三教

相對應：「一者六識對應佛，其教聲。二者七識對報佛，其教行。三者八識對法佛，

其教圓。」18從而將三根、三教、三佛關聯成為一個有機系統。其中，關於將第七

識與報佛的對應，有如下問答： 

問曰：六識是生滅法，應身是可見相，對之無嫌。七識法智心相謝，則真

如不顯。解慧圓滿，方成報身。相惑既除，理自無對，安得七識對報佛？

答曰：一者自分相應報，二者顯見對治報。自分相應報者，初地以上分證

真如，即得行報相應報用。正以分證真如，故行中作解脫不思議用，是故

名為行報相應報用。顯見相應用者，若無最後一慮，不得彰解惑盡。正以

最後一慮，故得彰解滿。解滿邊即是第八識，慮在邊即是有對義。對義屬

於前，滿義屬於後。據修望後，無常不對。據融望修，何時有對。所言者

以無對為對，故《維摩》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無說之說、無19示之

示既得，安說示。無對之對，何故不名為對？生滅法智，後一念心，更不

起第二生。前照法智，對於報佛，後解滿之，對於真如，一法兩顯。常用

故終曰兩顯，常寂故終曰無顯。20 

相對於應佛與法佛，將報佛對應於第七識不容易理解。文中將報佛分為自分相應

報、顯見對治報兩種，用來解釋報身承前啟後的作用及將其對應於第七識的原因，

                                                                                                                                                                                   
煌文獻〈融即相無相論〉為中心》，《佛學研究》，2014 年總第 23 期。青木隆文對《融即相無相論》

進行概述的同時重點論述了其中的兩種判教思想（聲教、行教、圓教；因緣宗、假名宗、教通宗、

相通宗、體通宗）。就第二種判教而言，該文獻繼承了地論宗南道派的思想並進行了獨立展開。昌

如文對《融即相無相論》的「融」思想進行了逐章解讀。 
16 青木隆：《〈融即相無相論〉題解》，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首爾：CIR 圖書出

版，2012 年，第 398 頁。 
17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405 頁。 
18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403 頁。 
19 錄文無「無」，據文意加。 
20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4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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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亦可見「融」是相對于「修」的更高境界。 

「釋三佛有說無說論第六」則通過論述三佛是否說法提出了法、報、應三佛

相即一體的思想： 

問曰：三佛為盡說法，為不說法？答曰：有師解言，唯應佛說法，報佛法

佛不說。又復一解，報佛應佛說法，唯法佛不說。何以得知？報佛說法，

案《華嚴經》，是以知之。今就通宗辨義，小異於前。若以修相望於三佛，

盡皆說法。若以真如望于修相，三佛如來不說。何以得知？三佛體一也。21 

若從通宗的角度言說，由於三佛一體，因此如果從實踐修行（「修相」）的角度看，

三佛皆說法；如果從最終境界（「真如」）的角度看，三佛皆不說法。然而，從融

即的究竟立場看，「云三佛說不說皆是妄情也。所言說者乃是無說之說，所言聞者

乃是不聞之聞。聞者是對心，不聞不聞22是絕相。」23 

此外，文中還結合具體的禪定實踐來論述佛身： 

問曰：有人身在四禪，起初禪處，即便退失四禪定，生於初禪，是何身退也？

答曰：有人解言，正是報身退也。問曰：有人身在欲地，修四禪定，滿足後

時退失四禪定，還作初身，觀于初禪，此是何身也？答曰：身乃無量，略分

為四：一是報身，戒24身，三名定身，四名慧身。今之所明起初禪處生初禪

者，非報身也。何以得知非報身也？欲地常不◇定身，修四禪定來去，來去

百千退◇，乃是定身為作不報身屍。問曰：定身也此粗可寄意，中陰般生般

行般身證轉等世間日，是事為是報身，為是定慧身也？答曰：皆是報身。問

曰：若都是報身者，佛在世一身修道，獲得四沙門果，豈不逕那含果也？若

逕那含果者，報身猶存，欲成果時，捨斯陀含，得那含果，用何生得也？若

欲以報身得者，報身常不異也。答曰：非是報身。何以得知？報不礙道，不

須捨後方始證果也。修相方便雖有相，須◇藥義，戒身相粗，礙於定身。欲

得定，先須捨於前戒相，然後方得證定身也。捨定身，證於慧身。經言生般

轉世等，皆如是也。乃至十一人亦不異也。都非捨報身，此七識為作，修相

無漏，觀行所明，非是報六識也。若作報身，事象萬轍，乃是無枝之枝也。25 

                                                             
21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406-407 頁。 
22 「不聞」疑衍。 
23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408 頁。 
24 錄文為「滅」，據文意改。 
25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415-4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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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法、報、應的三身分類，文中將佛身分為報身、戒身、定身、慧身四種，

並將其與四禪、四沙門果相關聯來論述禪定實踐中的次第捨得過程。 

四、《教理集成文獻》（S.613）的三身說 

英藏敦煌文獻 S.613《教理集成文獻》是西魏或北周時代從「章」形式的論書

中進一步將定義與問答拔萃整理出來，從而集成的佛教教理集成文獻。26西魏·北

周時期很有可能出現了這樣一種傾向，即有意將北魏後半期開始發展起來的以

「章」形式的討論對佛教教理加以集成的方式向提煉更為必須的根本教理這一方

向展開。27該文獻中有「佛三種身」、「三佛益物」等論及佛身的內容。荒牧典俊指

出，「佛三種身」這一章題在池田將則整理的《教理集成文獻》（S.4303）「廣佛三

種身第八」中有詳細論述。依據其中問答的內容，此「佛三種身」是依據《十地

經論》初歡喜地「一切佛者有三種佛，一應身佛，二報身佛，三法身佛」而成的。

隋慧遠《大乘義章》卷十九中也有「三佛義」一章，其論述詳盡，但並未出現如

傳入敦煌的兩部《教理集成文獻》（S.4303、S.603）中將三身佛與體、相、用相對

應的思想。這也表明後者是西魏·北周系佛教的固有思想，不同于東魏‧北齊系統。
28然而，詳細考察淨影慧遠的佛身思想，實有將三身與三大對應的明確論述。29因

此，池田將則的說法並不準確，荒牧典俊依據池田所說認定將法、報、應三身與

體、相、用對應的思想在東魏·北齊系統中並未出現而是西魏·北周系統新思想的判

斷不符合史實。 

在「佛三種身」部分，論述了三身各有身、口、意三業： 

三身各有三業。法身三者，至寂之體以為身，妙相顯彰以為口，澄明內朗

以為意。報身三者，至德之體以為身，義無不彰以為口，明照之慧以為意。

應身三者，形無不在以為身，在無不彰以為口，彰無不實以為意也。30 

此外，該部分中還討論了三身有相無相的問題： 

問曰：若以緣應見應相，亦得緣法緣報見彼二相以不也？答曰：尋名可爾，

                                                             
26 荒牧典俊：《〈教理集成文獻〉（S.613）題解》，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45 頁。 
27 荒牧典俊：《〈教理集成文獻〉（S.613）題解》，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46 頁。 
28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8 頁，注 3。 
29 詳見拙文《論淨影慧遠的佛身思想》，《宗教學研究》，2015 年第 4 期。 
30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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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不然。何以故？但正以至極圓寂，以為法身。寂備眾德，名為報身。

報身31無為而無不為，處世無染，名為應身。應身對機，可論其緣，以睹其

相。語其餘二，自德內實，跡絕化儀，何得為相也？32 

主張應身有相，法身、報身無相。文中又說： 

問曰：若爾，何故說盧舍那以為報相，釋迦以為應相也？答曰：若以緣心

相，應見蓮華藏毘盧舍那、娑婆，然此皆是應相。但應中染相是粗，說為

應相。淨相是細，說以為示報。染淨相融，以示於法也。33 

從「緣心相」的角度看，毘盧舍那佛與釋迦牟尼佛皆是應相，但釋迦牟尼佛的應

相是染是粗，故說為應相；毘盧舍那佛的應相是淨是細，故說為報相。「染淨相融」

即是法相。由此可知，我們通常看作報身的毘盧舍那佛，實際上只是淨細的應身

而已。從本質上看，報身與法身皆是「自德內實，跡絕化儀」，因此無相可言。 

「三佛益物」部分則主要圍繞佛與眾生的關係展開討論： 

法佛化惡眾生，報佛化善眾生，應佛化入道眾生。前二令惡思反，令善起

心，署其根機耳。而此眾生不自覺知。所以然者，此是同體大悲，微細神

通。根機既立，勘能入道，惑障漸闕，真相應心，示其妙執，執成心用，

覺知中益，與情相應，名之為相應。相在見聞，名為粗神通。如此論時，

法先，報中，應後。若據修相，始緣未融，以為應益。入行未窮，名為報

益。契窮真際，名為法益。若據緣起而言，俱無先後。緣照行成，名為應

益。自類行俱，名為報益。自種行，以為法益。34 

文中首先指出三佛益物的物件即所化眾生的差別，據此而論，三佛依次為法、報、

應；若從修行實踐（「修相」）的角度看，三佛依次為應、報、法；若從「緣起」

的角度看，三佛無先後可言。 

五、《教理集成文獻》（S.4303）的三身說 

英藏敦煌文獻 S.4303《教理集成文獻》與 S.613《教理集成文獻》屬於同一性

                                                             
31 「報身」疑衍。 
32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8-59 頁。 
33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59 頁。 
34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續集》，第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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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文獻，由於文中出現三種判教、三種緣集、「法界緣起」的思想，可以斷定該

文獻是東魏‧北齊乃至西魏‧北周時期地論思想的珍貴資料，但具體的成立地點與

年代不明。值得注意的是，兩部《教理集成文獻》的章題及論述內容有一部分相

互對應，可以確定兩者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此外，該文獻與《大乘起信

論》也密切相關。35該文獻中的「廣佛三種身第八」分為章、次明知眾生、次明三

身之因、次明教有隱現、問答五個部分對三身問題進行了論述，篇幅較 S.613《教

理集成文獻》為多。概言之，有以下八項要點： 

 (一)三身與體、相、用的配對： 

三種身者，大聖之軀分也。軀分聚積，故名為身。身雖眾多，據要論三，

謂法報與應。論法，就理以彰體；語報，據德彰相；論應，隨緣辯用。何

者？夫惑情曀理，自異成隔。理非其用，不名為身。若自以情息，於理無

隔，法界緣起，便為自實之體，故以法為身，名◇法身。是故《經》言「法

界藏即法身藏」也。據德彰相者，學地在數，則相別塵◇。若德超外境，

則出數過相，分絕昏頑，圓明獨顯。故以無學果德，以為報身能相也。隨

緣辯用者，大聖積德，本為利他，故能不捨大悲，化無□在。化感相順，故

稱為應。就應跡之能，以彰聖體，故曰應身。此據能所彰當名，故曰應身。

若直語其能，名方便身。36 

此處在對三身內涵的詮釋中將「身」理解為「軀分聚積」，將法、報、應三身分別

闡述為「理以彰體」、「據德彰相」、「隨緣辯用」並進行了詳細解說，可見將三身

對應於體、相、用的思維模式。 

 (二)三身與三種緣集的配對： 

《經》中或復名為緣集，即是積聚之義，身之所以也。據有為緣集，不捨

世間，大用無方，以為應身；無為緣集，不住涅槃，名為報身；自體緣集，

於二不二，名為法身。37 

問曰：依三種緣集說三種身，又依何經？答曰：〈第八地〉中說「十種身緣起

相作」，顯得如來無量尊身，至極之體。〈第十地〉中復說「涅槃界集」，如是

                                                             
35 池田將則：《〈教理集成文獻〉（S.4303）題解》，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05

頁。 
36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3-234 頁。 
37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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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種種界集。以此得知，非是單一無為以為法身，故說三種緣集以為三身。38 

由於「緣集」與「身」皆有「積聚」之義故可等同，《十地經論》「不動地第八」

與「法雲地第十」又有將「身」與「緣起」、「界集」關聯的論說作為依據，故文

中將法、報、應三身分別與自體緣集、無為緣集、有為緣集相對應。 

 (三)三身各有三身： 

爾為三身一一各三。據法論三，三皆是法。就報辨三，三皆是報。據應論

三，三皆是應。就法論者，謂法法、報法、應法。真如自實，為法中之法。

行軌無差，名為報法。化道不改，名為應法。言報中三者，謂報報、法報、

應報。修行成德，報中之報。各修證法，證法為己，名為法報。久修化物，

用能以權，名為應報。就應三者，謂應應、報應、法應。權化改迷，應中

之應。以德示修，名為報應。以理悟證，名為法應。39 

三身之中通過證理、修行、化物的內涵界別各又劃分為法、報、應三種，因此共

有九身，即法法、報法、應法；報報、法報、應報；應應、報應、法應。 

 (四)三身各有三業： 

凡言身者，必有三業。聚積為身，表彰陳說為口，稱量分別以之為意。准

於此義以推，三身各有三業。至寂之體，以為法身身業。寂而踰彰，以為

口業。澄40明內朗，以為意業。萬德無二，為報身身業。德無不彰，名為

口業。照無不周，以為意業。相好之聚，以為應身身業。吐彰陳說，以為

口業。一切種智，以為意業。法身意業，知三種法，法身口業，說三種法。

報身意業，知三種報，報身口業，說三種報。應身意業，知三種應，應身

口業，說三種應。41 

文中將身、口、意分別解釋為「聚積」、「表彰陳說」、「稱量分別」，並對三身三業

的內涵進行了論述。此外，文中還將三身各有三業與三身各有三身關聯起來，認

為三身意業皆知三種三身，三身口業皆說三種三身。值得注意的是，S.613《教理

集成文獻》中也有三身各有三業的相關論述，且論述用語多有雷同或近似之處，

可知兩部文獻的密切關係。 

                                                             
38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8-239 頁。 
39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4-235 頁。 
40 錄文為「證」，據文意及 S.613《教理集成文獻》相應錄文改。 
41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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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佛知眾生差別： 

次明知眾生。法佛知一切眾生與己同體，理處無差。亦知眾生妄情，自異

於理為隔。報佛知眾生行德同異。應佛知眾生可化不可化者，據為體益。

應佛令眾生返迷從正，捨惡業善。報佛能令修道之徒得證同己。法佛一切

冥津，義無所局。42 

從中可見法、報、應三佛分別從「與己同體」、「行德同異」、「可化不可化」三個

不同角度來體知眾生。 

 (六)三身之因： 

次明三身之因。法佛證道為因，報佛以助道為因，應佛不住道為因。又復

報佛由自利而成，應佛由利他而剋，法佛古今平等，無修無得。43 

作為三身之因的證道、助道、不住道作為「同相三道」，在本文獻「廣明三道義第

六」中有詳細論說。若從自利利他的角度看，報身是自利，應身是利他，法身則

是超越自利利他的「無修無得」境界。 

 (七)三教各有三佛： 

次明教有隱顯。三乘教中，以五分法身為法佛。丈六之形，以為報佛。變

為老比丘等，以為應佛。通教之中，實契中道，凝然一慮，以為法佛。萬

德之相，以為報佛。垂跡無方，以為應佛。別教三身，即通教之應。三乘

教中，三佛皆無常。通教之中，應身無常，法報是常。通宗之中，三佛皆

常。此據隨分義目，是以三乘之中，各明三種身。若據與奪為名，三乘教

中，但明實報成道，不明法應二佛。其中雖明五分法身，說行德為法身，

非理實法身。雖明化為老比丘等，此變作非佛，不名為佛。通教之中，但

有報應二佛，不明法佛。雖明凝契中道，理非緣起，境智恒異，法名不覺，

何得稱佛？唯有通宗大乘，乃得具足明於三佛。常無常義，亦復如是。44 

在三乘別教、通教、通宗三種判教中，三乘別教三佛皆無常（不實），由於三乘別

教三佛即是通教應佛，因此通教應佛無常，法、報二佛是常（真實）。通宗三佛皆

                                                             
42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5 頁。 
43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6 頁。 
44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6 頁。 



388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常。三乘別教但明報佛，通教但明報、應二佛，通宗俱明三佛。三教對三佛的認

識有差別，是因為「三教之差，隨器剋別」45，即源自眾生根機的不同。 

 (八)三佛的成立順序： 

問曰：此三種佛，為當一時而成，為有前後？答曰：依三藏解，法佛古今

常湛然，無修無得，體成在先。十地菩薩能化作佛，乃至種性菩薩亦能八

相成道，故知應佛亦在先而成。報佛據自行成滿，要在金剛已後。或復有

說一時而成，或復有說二佛前成，法佛後成。依所承法師所云，中國人解

義不同，隨國土各異，義無並通。然實大乘之義，理無所局，可准教消息。

問曰：何消息？答曰：若依頓教，法佛先成，如向所解。若依漸教，要在

顯時界。據此而言，相見無傷，但非人情所見。46 

關於三佛成立順序，說法頗多。著者依「所承法師」之說，主張根據頓、漸判教

不同，說法亦有差別，即所謂「准教消息」。如前所述，S.613《教理集成文獻》「三

佛益物」部分對三佛先後順序亦有論說。 

六、《法界圖》（P.2832B）的三身說 

法藏敦煌文獻《法界圖》（P.2832B）因被智顗《四教義》、《維摩經玄疏》引用，

故可推定其成立於智顗初獻《維摩經玄疏》的 595 年之前。著者不明，或是師從

曇延、曇遷的攝論學者玄琬之作。該文獻由「六道眾生」、「三乘別教」、「通教大

乘」、「通宗大乘」四章構成，整體來說，是一部將佛教的世界觀和修行階位說整

合起來論述的文獻。47《法界圖》作為地論學第四期的重要文獻，使用了四種緣集

說（三種緣集＋法界緣集），對三身與四種緣集的關係進行了論述。文中於「第七

妙覺地」中論述三身時說： 

佛有三種身：一者法身佛，以法性為體，自體緣集為身。二者報身佛，以

一切種妙智為體，無為緣集為身。三者應身佛，以大悲為體，三十二相八

                                                             
45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43 頁。 
46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7 頁。 
47 青木隆：《〈法界圖〉（P.2832B）題解》，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543 頁。關

於該文獻的研究，可參考青木隆：《敦煌出土地論宗文献『法界図』について——資料の紹介と翻

刻》，《東洋の思想と宗教》13，1996 年。該文認為由於《法界圖》使用四種緣集說和三判教說，

故可判定當與智顗同時代成立，是給予智顗影響的地論學最晚近的文獻之一。此外，該文還對《法

界圖》的異本（S.2734、S.3441）及關聯文獻（S.6316、S.3930、S.4913、P.4718、《法門名義集》）

進行了介紹。 



敦煌出土地論文獻中的佛身說 389 

十種好有為緣集為身。此三種身，圓融不二，即是法界緣集身也。無方大

用，無處不在，一切法皆是，即名法界緣集身也。48 

文中在將三身與三種緣集配對論說的基礎上將三身的「圓融不二」歸於法界緣集，

可知在地論學的緣集思想從三種緣集說發展到四種緣集說後，本文獻對三身與四

種緣集特別是法界緣集的關係進行了補充詮釋。 

七、結語 

考察三身說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展開與傳播，實得力於《十地經論》的譯出傳

播與地論學人的弘揚闡發。49在上述五部地論文獻中，《大乘十地論義記》雖因是

對《入楞伽經‧法身品》的注疏而重點討論了法身，但從中顯見三身說的思維模式。

其餘四部文獻則皆以三身說為主要論述對象。通觀四部文獻可知，地論學人對三

身說的闡發多將三身與三根、三教、三大、三種緣集（後來發展為四種緣集）等

地論學的特色理論進行關聯，同時也注重闡發三身各有三身、三身各有三業、三

身有相無相、所化眾生差別、所知眾生差別、三身之因、三教各有三佛、三佛順

序等理論問題以及佛身與十地的禪定修行等實踐問題。從中既可以看出地論學人

論述三身說的特點，又揭示出地論學人對三身闡釋漸趨條理化與系統化的發展演

變軌跡。這些三身說的相關論述，為爾後隋唐佛教諸宗派佛身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48 青木隆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590-591 頁。 
49 S.4303《教理集成文獻》中說：「問曰：依何經文，說有三佛？答曰：依《十地論》。」（青木隆

等整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第 236 頁）淨影慧遠《大乘義章》卷十九「三佛義」中說：「三

佛之義，出《地經論》，《金剛般若》亦具分別。」（《大正藏》第 44 冊，第 837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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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崔中慧 

摘 要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中，有一批紀年北魏宣武帝延昌年號的《華嚴經》寫本，

初步考察，至少有九件寫本殘片的年代均抄寫於 513 年，但分別於不同日期由不

同的寫經生所抄寫。由於《華嚴經》卷帙龐大，抄寫一部需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與

人力，北魏宣武帝年號的這幾件是現存僅次於北涼時期，保存紀年寫本殘卷最多、

年代日期抄寫最集中的一批，它反映當時《華嚴經》的重要性與在社會上的流傳，

是很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何原因在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元恪會大力推動《華嚴經》

思想？本文首先從北魏宣武帝時期的相關人物探討其歷史背景；其次經由敦煌寫

經題記說明當時敦煌官方寫經組織與寫經生，與龍門石窟的石刻題記銘文之關係，

探討敦煌與洛陽之間佛教發展的相互影響。此外，由寫經與碑刻銘文書法分析，進

一步探究北魏佛經書寫所具南方書風及其成因。 

關鍵詞：華嚴經、敦煌、佛教寫經、北魏、龍門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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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漢文佛教經典的流傳與大藏經的形成，在印刷術還未興起之前屬於寫本時期，

漢文寫本藏經的研究，迄今以方廣錩所著《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較爲系統全面，

然其重點以八至十一世紀區間爲主。1在八世紀前，從三至七世紀是寫本藏經的醞釀

與成熟階段，還未有系統研究，此階段不但是大藏經的源頭，同時也是書籍由書寫

到刻本的重要轉折關鍵，其中錯綜複雜的文化因素還有待探討。以下先從敦煌與吐

魯番出土《華嚴經》的相關寫本為基礎，初步考察其與初期大藏經形成之關係。 

關於《華嚴經》的寫卷，初步考察敦煌藏經洞出土大約有 220 號（件）；而根

據《敦煌學大辭典》共約有 300 號（件），2 這數字還不包括吐魯番出土文獻。3筆

者初步整理敦煌藏經洞與吐魯番所出土的文獻，在西元 550 年以前早期有紀年或

可推測年代的《華嚴經》寫本殘卷共有 12 件，除了年代最早為北涼時期以外，其

次為北魏宣武帝時期的至少有九件。現根據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著錄，

將宣武帝時期有紀年的《華嚴經》以及相關寫本列於附件【表：敦煌吐魯番出土北

涼至北魏《華嚴經》與相關寫卷】。針對敦煌這批寫經，方廣錩說：「進入南北朝，

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北魏永平、延昌年間，由典經師令狐崇哲等人經手，集

中抄寫過一批經典。……」4由於其年代集中在北魏永平、延昌年間，令人矚目也

不禁產生疑問，究竟什麼原因會突然間出現這批寫經？這特殊的現象，是否產生於

某種社會或歷史因素。在探討北魏延昌年間《華嚴經》寫本之前，先來了解宣武帝

時期的佛教背景。 

二、北魏宣武帝時期的佛教發展 

北魏宣武帝元恪（483-515 年）與胡太后均深諳佛理，宣武帝曾宣講《維摩詰

經》，胡太后也能登座宣講佛法，二人推動佛教文化不遺餘力，於佛教之發展有諸

                                                 
1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2 此數字係李海峰根據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的資料，並參照《敦煌學大辭典》，並未

包含散藏於其他國家的數目。參李海峰：〈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及其相關文獻〉，《中國

文化研究》2008年第3期，頁96-102。 
3 敦煌與吐魯番的文獻資料來源包括：（1）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

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2）薄小瑩：《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長春：長春出版社，1990 年）；

（3）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4）王素：《吐

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 1 月）；（5）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

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7 月）；（6）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譯：《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

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4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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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貢獻，其推動佛教文化藝術上的成就，可以從三方面來看： 

（一）積極建立佛教寺、塔、石窟 

延續北涼的佛教發展，北魏定都平城時期國勢已強。在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

影響之下，為北魏遷都洛陽奠定厚實的基礎，至宣武帝時期宗教文化政治皆盛極一

時。根據《北史》中記載，那興盛之狀況是「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建寺立塔開窟造像立碑也達到最興盛，史料記載，僅延昌年間（512－515 年），北

魏各州郡的僧尼寺廟，共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更是不計其數。當時東西

商旅經貿交流頻繁，加上皇室護持提倡，使得佛教僧徒亦絡繹於途，印度與西域來

到洛陽的僧人之多，必須建立寺院來供養外國僧人。《洛陽伽藍記》記載在洛陽永

明寺就是專為胡僧所建，供養外國僧人規模達三千人之多。宣武帝去世以後，胡太

后崇佛更甚於前，除了於龍門石窟開窟造像，洛陽地區所建寺院最著稱乃史籍所載

之永寧寺，其規模與建築堪稱佛教建築史上之最；其他較大之皇家寺院還有瑤光

寺、景明寺以及洛陽龍門伊闕石窟。5 

宣武帝時期於洛陽龍門賓陽三洞的建造時間在 510－520 年左右，塚本善隆指

出：「自北魏遷都洛陽后，龍門造像便一直興盛起來，巔峰期是在宣武（世宗）與

孝明（肅宗）兩朝不到三十年之間（500-527）……此爲北魏洛陽期的黃金時代，

面臨著經濟力充沛與佛教空前的盛世。」6學者考證現存隴東地區石窟與其關係密

切的有涇州南、北石窟寺，也都是此時期開鑿的。由於胡太后出生於涇州，對於故

鄉情誼深厚，宣武帝永平二年（西元 509 年），宣武帝之愛將涇州刺史奚康生，於

涇河北岸開鑿南石窟寺，現存 5 個洞窟。另於 510 年於蒲河、茹河交匯處東岸覆鐘

山下開鑿北石窟寺，皆為隴東重要佛教遺跡。 

（二）佛經翻譯與華嚴思想的開展 

宣武帝在位期間，除了積極與國外僧人合作翻譯佛經。《學佛考訓》卷 6 記

載：「魏宣武帝自講維摩經於式乾殿，7令沙門流支譯論於紫極殿，又別立永明寺、

瑤光寺，凡寺一萬三千，僧二百萬。」8宣武帝邀請負責佛經翻譯的高僧有菩提

流支與勒那摩提。 

                                                 
5《釋氏稽古略》卷 2：「魏世宗宣武帝作瑤光寺未就（516），是歲胡太后建永寧寺，皆在宮側。又

作石窟寺於伊闕口，金像高丈六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高九十丈，上剎復高

十丈，靜夜鈴鐸聲聞十里。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北史）。」（《大正藏》：《釋氏稽古略》，

CBETA,T49,no. 2037, p. 796 a19-24。） 
6 塚本善隆（林保堯，顏娟英譯），《龍門石窟： 北魏佛教研究》(新竹市：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

會，2005 年)，頁 13。 
7 魏晉洛陽宮城北宮七殿之一。 
8《學佛考訓》卷 6（《學佛考訓》，CBETA,J34,no.B295,p.14c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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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菩提流支 

影響北魏時期佛教思想發展的關鍵人物，首推三藏法師菩提流支，9菩提流支

是北印度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 時從蔥嶺來到洛陽，宣武帝特令其於永

寧寺主持佛經翻譯，與七百位外國僧人共同合作翻譯佛經，得到北魏皇室的四事供

養（衣被、飲食、臥具、醫藥）。菩提流支從洛陽到鄴都，翻譯與宣講佛經。翻譯

佛經總計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包括許多重要經論，他與勒那摩提合作翻譯《十

地經論》，這是《華嚴經》〈十地品〉的註釋論書，10北魏宣武帝非常重視並親自參

與筆受。另外合作的有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皆參與其譯場筆受，菩提流支

在中國弘法二十餘年，天平年間（534-537）還在，後不知所終。11 

菩提流支主要弘揚佛學思想中的涅槃與華嚴義學，同時他對淨土思想亦影響

深遠，淨土祖師曇鸞（476－542 年）曾得到其傳授《觀經》之淨土法門修法。當

時曇鸞求法殷切，亟欲尋求解脫大法，到了洛陽，遇見菩提流支，於是便向菩提流

支請示佛教是否有比道家修煉長生還要好的修行方法，菩提流支告訴他，道法怎能

與佛法相比，仙道的長生不死終究不免輪迴，但若依循佛陀教導的《觀經》修行可

以解脫生死，於是便將《觀經》傳授給曇鸞，曇鸞頂受此經法後便將仙經焚之，從

此便依《觀經》修行弘化於當時，頗受北魏孝静帝的重視，賜號「神鸞」，並令曇

鸞住持并州大寺（并州即今之太原，并州大寺學者考證為開化寺），晚年時住在汾

州北山石壁玄中寺。12 

2. 勒那摩提 （寶意） 

另一位在宣武帝時期對於《華嚴經》普及影響頗深的高僧是勒那摩提，勒那摩

提又名寶意，於北魏永平初年（508-511）來到中國。勒那摩提在太極殿翻譯佛經，

菩提流支在紫極殿翻譯佛經。勒那摩提擅長《華嚴經》與《十地經論》，宣武帝請

其宣講華嚴，頗能深入闡釋華嚴精義。據說有一次當他正於高座上宣講《華嚴經》，

忽然一位形似天官的人手持笏板上有勒那摩提名字，對他說天帝要請法師去講華

嚴經，勒那摩提說，現在這場講經法會還未結束，等我講經結束後再去，況且法會

僅我一人也無法進行，還需要有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共同前往才行。之後，當

勒那摩提那場法會結束，見到天官再度來迎請，天官還同時邀請了都講香火、維那、

梵唄等僧眾同赴天帝處去宣講華嚴。不可思議的是，只見勒那摩提當場含笑向大眾

                                                 
9《佛光大辭典》，p5204（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10《十地經論》卷 1：「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

天竺勒那摩提，魏雲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並義學緇儒一十餘人，在太極紫庭譯出

斯論十有餘卷。」（《大正藏》：《十地經論》，CBETA,T26,no. 1522,p.123b1-5。） 
11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T50，no.2060,pp. 428a22-429c5。） 
12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6：（《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T50，no.2060,p. 470b2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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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辭，奄然卒於法座上，其餘幾位都講等僧人也隨之往生。此靈瑞感應事件發生在

延昌時期，在某種程度上不但對於華嚴在北方社會上的普及有影響，也更堅定了宣

武帝對於佛教的信心。 

  根據《續高僧傳》卷 1 記載： 

……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隩，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

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

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

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

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寶意〕乃含笑熙怡告眾

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13 

3. 曇無最 

與勒那摩提同時期弘揚華嚴的僧人還有曇無最（曇謨最或釋曇無最），出生於

河北武安（今河北省邯鄲市），生卒年不詳，自幼即對佛理有不凡悟性，善於禪律，

領導僧徒一千人，擅長宣講《涅槃》與《華嚴》。其道德修為盛名遍及朝野，頗受

當時皇帝重視並勅令住持洛陽融覺寺，被人尊稱為羅漢。菩提流支與其同時代，對

曇謨最禮敬有加，尊稱他為菩薩。菩提流支閱讀曇謨最所寫《大乘義章》之後，讚

嘆其義微妙，於是將此《大乘義章》以胡文書寫流通於西域，西域沙門閱讀曇無最

所寫《大乘義章》莫不對曇謨最恭敬有加，遙向東方漢地禮敬之，並尊稱曇無最是

「東方聖人」、「東土菩薩」。 

  根據《續高僧傳》卷 23 記載：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飡寢玄祕。少稟道化名垂朝野……

〔曇無〕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懌所立，

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

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

善。飜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

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14 

上述曇無最住持的融覺寺是北魏清河王元懌（487-520）所立，規模壯觀，根

                                                 
13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T50,no. 2060,p.429a17-b4。） 
14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23〈曇無最〉（《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T50,no. 2060,pp. 6

24b22-625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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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融覺寺》所記載，寺觀廊宇建築綿延有三里之遙，

而佛殿僧房也超過一里之規模。15 

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曇無最三位宣武帝時期的高僧，分別擅長於翻譯佛經

或弘宣華嚴經典，可推知他們對華嚴經在北魏的普及必定產生具體的影響。 

三、敦煌與吐魯番出土《華嚴經》寫卷 

由前述宣武帝朝的僧人活動與其推展華嚴的影響之下，進而再檢視敦煌藏經

洞出土的《華嚴經》寫卷。由附件【表】所列《華嚴經》殘卷，不同日期、卷號的

殘卷，我們注意到現存北魏有明確紀年（513 年）就有九件，都是在北魏延昌二年

所書寫供養的佛經。可以推測，其他敦煌或吐魯番保存至今的寫本，沒有題記，但

產生於同一時期的可能還有很多，在此，先考察宣武帝時期書寫華嚴的活動或相關

的人物。 

（一）敦煌寫經與洛陽之關係 

探討這幾件《華嚴經》寫本產生的原因，除了受到前述幾位高僧在宣武帝時期

的影響，使得佛教與華嚴思想在北方開展。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一位北魏宣武帝朝

宮廷大將安豐王元延明（484－530 年）。 

據《華嚴經傳記》、《辯正論》所載，元延明博學有文才，負責掌管國家金石碑

碣事務，他與元熙（公元 515 年卒）是宣武帝時的大將，也都是虔誠護持佛法的佛

弟子，二人不但建立道場開齋講經法會，亦曾供養以香汁研墨所書寫的《華嚴經》

一百部，以及金字書寫於素絹的《華嚴經》一部。這些《華嚴經》以珍貴的四寶函

盒裝好放置在櫥櫃中，若於靜夜良辰清齋行道，會見到保存的經典放出五色神光照

耀樓臺，令觀者倍增道心。《華嚴經傳記》卷 5 記載： 

魏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竝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相續。以香

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素書金字華嚴一部。皆五香厨，四寶函盛。靜夜

良辰，清齋行道，每放五色神光，照耀臺宇，眾皆共觀，倍更發心。16 

這是晉譯《華嚴經》自從南方翻譯出來八、九十年之後，早期佛教文獻記載抄

                                                 
15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 4：（《大正藏》：《洛陽伽藍記》，CBETA,T51,no. 2092,p.1017

b8-18。） 
16 《華嚴經傳記》卷 5：（《大正藏》：《華嚴經傳記》，CBETA,T51,no. 2073,p.170c20-24。）；另見

《辯正論》卷 4（《大正藏》：《辯正論》，CBETA, T52,no. 2110,p. 514c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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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華嚴經》部數最多的一次記錄。雖然，現存的敦煌或吐魯番出土《華嚴經》殘

片並沒有直接與元延明抄寫的《華嚴經》有關的題記，但是查考元延明的身份，發

現元延明的妻子馮氏是馮熙的女兒，而馮熙是誰？是北魏洛州刺史馮晉國，至今敦

煌藏經洞出土一件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就是洛州刺史馮晉國所寫經，

卷尾記載一段非常重要的題記 ： 

雜阿毗曇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說。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懼昏流迷於廣文，

乃略微以現約，瞻四有之局見，通三界之差別。以識同至味，名曰《毗曇》。

是以使持節、侍中、駙馬都尉、羽真、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車騎大將軍、

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刺史昌梨王馮晉國，仰感恩遇，撰寫十「一切經」，

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願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

明同三曜。振恩闡以熙寧，協淳氣而養壽。乃作贊曰： 

麗麗毗曇，厥名無比。文約義豐，捴（總）演天地。 

盛尊延剖，聲類斯視。理無不彰，根無不利。 

卷云斯苞．見云亦帝（諦）。諦修後翫，是聰是備。 

大代太和三年歲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於洛州所書成訖。（圖一） 

馮晉國除了供養佛經，另還以自己的家財在各地州鎮建立 72 處佛圖精舍，根

據《魏書‧馮熙傳》記載：「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

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17若從敦煌出現洛陽流傳過來的

479 年洛州刺史馮熙為皇帝供養一切經來看，具有某種程度以供養佛經報答皇恩，

為國運祈福，或對皇帝皇太后祝壽的動機，也就是說，供養佛經除了可討好虔誠信

佛的皇帝與皇太后，也鞏固他們在朝的政治地位。通過元延明與馮晉國這一層家族

與信佛的關係，元延明有可能以其在朝的職務，對當時北魏宮廷收藏佛經產生某種

程度的影響。而元延明供養的一百部《華嚴經》是在那一年所寫？無法得知，但也

許在他任職宣武帝朝時期，遇到某些困難。有學者考察，自 499 年起至 514 年，北

魏歷經了歷史上最頻繁的天災人禍，18據統計，在短短十五年當中就發生十五次的

天災，特別是在北魏延昌元年（512 年），水災旱災頻發，還發生全國飢荒，元延

明甚至以自家財產，賑濟數十戶饑民。這幾年中的飢荒是否與之後敦煌出現的延昌

年寫經有關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確知，這種以供養大藏經、書寫佛經來做功德

                                                 
17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1818。  
18 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滄桑》（2007 年 1 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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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災祈福在五世紀末與六世紀初的北魏宮廷中已蔚為風氣。 

印刷術還未興起之前寫本時期的漢文佛教經典中，由數量龐大的敦煌與吐魯

番出土的佛經寫本可見有三類：一類是正式的官方寫本大藏經「一切經」，通常都

會抄寫正本與副本，這種正式的官方寫經多採用正書或隸書書寫；第二類是佛教信

徒日常個人修行用的「日常用經」；第三類是祈福發願做功德而抄寫流通的「供養

經」，這部分的寫經供養者多，複本也多。19「日常用經」或者爲修功德福報而書寫

的「供養經」，則依個人條件不同而用各種不同書體書寫，有正書、行書、草書或

隸書。 

檢視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到延昌三年（514）《華嚴

經》寫本，由典經師令狐崇哲等人經手，年代集中在北魏永平延昌年間，同時還有

官方寫經生題記：「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禮太寫，典經師令狐崇哲」、「敦煌鎮經生張

顯昌寫，典經師令狐崇哲」、「敦煌鎮經生和常太寫」、敦煌鎮官經生曹法壽書寫《華

嚴經》卷四十一，日本收藏《華嚴經》卷四十七，是由敦煌鎮經生張顯昌寫，典經

師令狐崇哲；另，法圖藏 P.2110《華嚴經》卷卅五，是由敦煌官方寫經生令狐崇哲

所書寫……等等，顯示這些寫卷是出自北魏的官方寫經，這些北魏官方書寫的《華

嚴經》傳達幾項訊息： 

1.《華嚴經》在北魏佛教已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影響所及敦煌地區亦積極抄寫

流通。 

2.敦煌在北魏時期已有正式官方寫經組織，寫經生有專屬的官職。 

3.敦煌北魏官方寫經組織中的成員胡漢融和，有漢人（張顯昌）、粟特人（曹

法壽）、以及最常見的令狐家族寫經生，20其中尤以令狐氏在北魏的官方寫經組織

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21 

4.供養大藏經、書寫佛經做功德消災祈福，在五世紀末與六世紀初的北魏宮廷

中已蔚為風氣。 

文末附件【表】中所列這批 513 年令狐崇哲所監造的敦煌鎮官方寫經中，除了

九件晉譯本《華嚴經》還有一件鳩摩羅什譯的《成實論》。由敦煌官方寫經生劉廣

周抄寫的 S.1547《成實論》卷 14，這是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成實論》寫本，經

                                                 
19 鄭阿財，〈幾件極具深意的敦煌特殊寫經〉，《人乘佛刊》（2007 年 9 月第 12 期），http：//www.zg

s.org.tw/epaperSystem/periodical/9609/epaper6-2-2.htm 
20 孔令梅、杜斗城：〈十六國時期敦煌令狐氏與佛教關係探究〉，《敦煌研究》（2010 年第 5 期），頁

99-104。 
21 孔令梅、杜斗城：〈十六國時期敦煌令狐氏與佛教關係探究〉，頁 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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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與現存的大藏經卷號一致。這批北魏永平到延昌年間的《華嚴經》殘卷，也是

歷史上保存年代最早，年份最集中，卷帙最多的一批《華嚴經》寫本。集中同幾年

抄寫不同的佛經，以及同一部於不同時間抄寫不同卷，方廣錩推測這與敦煌當時進

行抄寫大藏經有關，他指出：「依據敦煌遺書，則官造大藏經的時間似乎還應該提

前。……」22 

前述 479 年洛州刺史馮晉國（馮熙）所寫經《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的卷尾題

記，「…仰感恩遇，撰寫十一切經，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此段

題記說明馮晉國造了十部一切經，每一部有 1464 卷，他書寫供養這些佛經的目的

是為了報答皇帝的恩澤。雖然《魏書》所記載其供養《一切經》的資料是十六部，

在敦煌寫卷的題記所記錄則為十部，二者數字上有出入。但這資料是北魏寫經題記

所記載關於寫「一切經」年代最早的記錄，也是在五世紀下半葉北方已進行造大藏

經的證據。 

以下，進一步以上述寫本為基礎，探討北魏時期的《華嚴經》寫本殘卷初期譯

傳與書寫的軌跡，從寫經書法風格分析宣武帝朝洛陽、敦煌與南方之間的交流關係。 

（二）北魏《華嚴經》寫經與南方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經傳譯逐漸奠定基礎，在五世紀初期中國佛經翻譯主要有

幾個中心，北方佛經翻譯在河西地區以北涼曇無讖為首，在涼州與敦煌；中原以長

安鳩摩羅什譯場最具規模，貢獻卓越；南方則以南朝劉宋文帝都城建康及荊州為中

心。23晉譯六十《華嚴經》是 418 年由佛駄跋陀羅在南方揚州道場寺翻譯出來的，

譯場中參與翻譯者共有一百多位，主要筆受是僧人法業。前後歷時二年，全部翻譯

完後，又再歷時一年將原先胡本與漢譯本前後仔細再次核對。當時的吳郡內史孟

顗、右衛將軍禇叔度為施主檀越。24《華嚴經》於南方翻譯出來之後，先在南朝流

通，當時在南方推動《華嚴經》最大功臣是南朝劉宋擔任荊州刺史劉義宣（415 年

－454 年），是劉宋武帝劉裕的第六個兒子，是初期重要弘揚《華嚴經》的官方人

物，魏道儒指出： 

「…劉宋時期支持弘揚《華嚴經》的重要人物是劉義宣。他曾師事譯經名僧

求那跋陀羅（約 394－468年），446 年劉義宣出鎮荊州時，攜其同行。劉義

                                                 
22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7。 
23 船山徹，《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 ： 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東京都千代田区 ： 岩

波書店，2013 年 12 月），頁 32。 
24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9 (《大正藏》：《出三藏記集》，CBETA,T55,no. 2145,pp. 60c29-6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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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鼓勵求那跋陀羅宣講《華嚴》，使該經傳播到京城以外地區。」25 

此外，南朝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60-494）曾抄經三十六部，其中也包括《華

嚴經》，26此批宮廷出來的寫經必定也是書法精良之作。在高僧與帝王共同推展之

下，《華嚴經》在南朝的寫本很快也就流向北方。 

現存有年代可考最早的《華嚴經》寫本殘卷出土於吐魯番，是北涼王且渠安周

（且亦作沮）的寫經或供養的佛經，且渠安周寫經中有《持世經》、《十住毘婆沙論》

與《佛華嚴經卷第廿八》。（圖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持世經》（圖三）與《佛

華嚴經卷第廿八》殘片都是南方書法風格的寫卷。27 

根據日本中村不折收錄於《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中村不折說明如下： 

《華嚴經》第廿八。長一尺七寸，存字 22行，今隸書，鄯善出土，後款:涼

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廿紙。此經書體今隸中混有行體。以上二卷（另一

件為十住論）均為且渠安周供養經，年號雖未書寫，但可推定其年代。28 

中村不折推斷這件殘片應屬北涼高昌且渠安周時期無疑，並定義其書法為「今

隸書、今隸中混有行體」，而實際上這件殘片具有南方王系書風的正書（楷書）略

有行書意味。這是北涼宮廷的寫經生為且渠安周書寫供養的佛經，該寫經生可能臨

摹某件《華嚴經》寫本所抄寫的，也許是根據從南朝傳過來的某個寫本。在北涼的

基礎上，北魏官方進行監造佛教經典，勢必會網羅中原或南方傳來的《華嚴經》寫

本，傳抄並流通到敦煌。宣武帝時，北魏雖然雄踞北方，其對於南方的覬覦從未停

歇，趁著南朝齊蕭寶卷（483－501 年）昏庸荒淫之際，宣武帝自 500 年開始南伐，

到了 508 年北魏佔領了揚州、荊州、益州等地。 

（三）書法分析 

初期漢傳佛教的基礎主要奠定在漢文佛教典籍的傳譯，佛經的翻譯與書寫流

通是佛教文化宣傳最重要的一環。兩漢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書法發展的高峰，開始產

                                                 
25 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 1 月），頁 68。 
26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5：「從華嚴經至貧女為國王夫人，凡三十六部，並齊竟陵文宣王

所抄，凡抄字在經題上者皆文宣所抄也。」（《大正藏》：《出三藏記集》，CBETA，T55，no. 2145，

p.38a16-18。） 
27 參閱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六期(2013 年 1

2 月)，頁 217-261。此文中筆者考證北涼的官方典型寫經書法風格是北涼體，而關於北涼出現南方

風格寫經的原因，文內有詳述，此略。 
28 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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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許多書法家與多種不同的書法風格，也是隸書向正書（楷書）轉變的關鍵階段。 

東漢末年時，隸、草、楷、行各種書體皆已發展完備，而其演變的過程基本上

雖然是：隸書→章草→行書→楷書，而實際上，各個書體之間並非單向一直線發展，

其間有許多交叉縱橫的演變與相互激盪。如吐峪溝出土紀年 296 年《諸佛要集經》

殘片為典型的西晉正書，是從鍾繇書風傳統發展而來，鍾繇的正書也是初期佛經書

寫採用的書體。29其後，王羲之（303-361）沿襲鍾繇傳統另創一格，王系書風成為

主流。30  隨著歷史的演進，王系書風在佛教寫經書法發展的影響也逐漸出現。南

方佛教寫經體富含王系書風影響。31  我們從敦煌吐魯番屬於魏晉南北朝的寫卷或

石刻中，可見楷書在逐步轉化，其轉化的主要原因正如裘錫圭於《文字學概要》中

提到：「鍾王楷書脫胎於行書，作為碑刻上的正體來用，結體和筆法都有不夠莊嚴

穩重的地方。南北朝時人已經為了這個原因，對鍾王楷書作了一些改造。不過直到

唐初的歐陽詢，才較好地完成了這項改造工作。」32 

雖然裘錫圭指出鍾王楷書的演變是到了唐初歐陽詢才改造成典型的唐楷，而

我們知道，歐陽詢的楷法與結構是源於魏碑，而北魏楷書書體發展成熟的例子可以

從敦煌佛教寫經中發現。例如敦煌北魏寫經，471 年法藏編號 P.4506 的北魏皇興

五年《金光明經》寫本，池田溫指出是：「已經完全普及了王羲之的那種圓熟的書

法風格。」；33同時，479 年的馮熙寫經也呈現南方王系書風影響。馮熙這份寫本

S.996《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是敦煌現存此部佛經有紀年最早的殘卷，擔任洛

州刺史的馮熙在為皇帝祈福的動機之下，必定是選擇了宮廷藏的最佳寫本為範本

來恭敬虔誠地抄寫。即使馮熙的寫本並非《華嚴經》，但從馮熙的書法中已經明顯

看出北魏楷書已步向成熟，除了呈現隸書過渡到魏楷風格，並融合南方王系書風的

意味，為清楚說明此一複雜的演變過程，以下選擇數件從 449 年至 506 年之間寫

經與碑刻書法來比較其軌跡。 

筆者選擇分析的佛經範例，包括有 449 年《持世第一》、（圖三）506 年《大般

                                                 
29 關於初期佛經寫本所採用的書體例如以 296 年《諸佛要集經》的正書（楷書）為例，其與書法史

上的書法家書法風格之關係源頭，請參閱崔中慧，〈流沙墨韻──敦煌吐魯番佛教寫經書法探秘〉，

《藝術學》28（臺北：國立藝術大學，2012 年）。 
30 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頁 190，「王羲之的書法師承，大致的綫索是：少學衛夫人，

得正書的技法。十餘歲至二十歲，改師叔父王廙，得眾體之技法。二十歲以後，師師之所師，正書、

行書宗尚鍾繇，草書效法張芝。」 
31 王菡薇、陶小軍合著，《敦煌南朝寫本書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2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15。關於正書（楷書）

的形成，另請參崔中慧，〈絲路上的「書道」─揭開書法史上楷書起始之謎〉，《典藏讀天下》(2013

年 7 月)，頁 48-55。崔中慧，〈流沙墨韻—敦煌吐魯番佛教書法探祕〉，《藝術學》第 28 期，(2012

年 5 月)，頁 9-50。 
33 池田溫著，（張銘心、郝鐵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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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經》、（圖四）S.996《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圖一）495 年《牛橛造像記》。

（圖五）選擇字例以正書（楷書）成熟所發展出的筆劃或部首為例，包括：「一」

橫畫、「人」或「大」、「心」、「戈」、「為」等等，其中選了兩件有紀年的石刻為標

尺，分別作為北涼與北魏時期的範例，來比較北涼到北魏之間的書法軌跡。（圖九）

首先要注意的是石刻書法的銘刻與紙張的書寫是不同的，即使同一個書法家書寫

在宣紙上的字跡，與他直接書丹上石，石刻工匠用刀刻的筆鋒還是與原來的毛筆書

跡不同，所以必須透過刀鋒看筆鋒。34  經過排比，圖九所示的書跡明顯傳達了幾

個訊息： 

1.首先，是 449 年的南方風格寫經已出現在北方，南方王系書風開始浸潤北涼

寫經書法； 

2.其次，從字體結構與部首「心」、「戈」書寫的特徵，可見 479 年北魏馮晉

國書寫《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已是發展成熟的楷書。 

3.比較龍門石窟 495 年《牛橛造像記》的「人」字撇與捺的書法筆勢，與 449

年《持世第一》的「大」字撇與捺書寫很像，還有「心」部首寫法與《且渠安周造

寺功德碑》結構也類似，「咸」的結構也類似《持世第一》的「歲」字。 

4.通過這部份的書跡脈絡，展現佛教寫經書法從北涼開始即已經不斷融合南方

秀逸之風，北涼書法中已開始轉型，到了北魏已發展成熟，此發展可見於法藏編號

P.4506 的北魏皇興五年（471 年）的《金光明經》寫本，還有 479 年馮晉國的《雜

阿毗曇心經》卷第六。 

仔細觀察 513 年令狐家族監造的一批佛經中，具有獨特的令狐氏族書法風格，

可以發現，令狐家族的北魏書風，充滿了令狐氏族少數民族野逸瀟灑的筆墨趣味，

除了字體慣性的右向上欹側，橫畫入筆時筆鋒鋒芒也特別突出，在撇畫與捺筆的書

寫也比較奔放。（圖七、圖八）為了探討敦煌令狐氏族寫經組織的書法風格來源，

再比對幾件寫經與石刻進一步比較，於圖九中包括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

六、495 年《牛橛造像記》、506 年《大般涅槃經》、與 513 年令狐崇哲的《華嚴經》。

單字或部首範例有：「一」橫畫、「人」或「大」、「心」、「戈」、「為」、「佛」、「有」、

「戈」、以及常見詞「一切」。（圖十二）從圖十二的比較來看，令狐崇哲的《華嚴

經》顯然就是追隨 479 年馮晉國《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與 506 年《大般涅槃經》

的書法風格。令狐崇哲的書法，雖然極力認真抄寫，在模仿之中，掩蓋不了一股瀟

                                                 
34 啓功，《論書絕句》（趙仁珪注釋本）（三二），詩云：「題記龍門字勢雄，就中猶屬始平公。

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又「余非謂石刻必不可臨，惟心目能辨刀與毫者，始足以言

臨刻本，否則見口技演員學百禽之語，遂謂其人之語言本來如此，不亦堪發大噱乎！」（北京：生

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2 年 10 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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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率性而不拘，與 506 年譙良顒的書法《大般涅槃經》比較，《大般涅槃經》的書

寫則顯得沉穩蘊藉而矜持。從書跡的筆墨之間，也透露出寫經生南北方的性格不

同，漢人與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 

以上以敦煌《華嚴經》寫本為基礎，梳理《華嚴經》書寫流傳的軌跡，追溯南

方譯場傳譯出來的寫本為源頭，有可能南朝寫本傳到中原，寫經生依據南朝本抄寫

複本，傳抄而流通傳入敦煌或吐魯番。由北魏洛州刺史馮熙的寫經流傳到敦煌，說

明敦煌與洛陽之間的經典與文化有著密切交流的關係。依年代排序幾件紀年之敦

煌寫經來比較書法風格，觀察馮熙 479 年北魏的寫經書法實蘊含南方書風影響。

例如 506 年荊州竹林寺譙良顒的南朝寫經《大般涅槃經》，與 495 年的魏碑石刻《牛

橛造像記》比較，並比對 513 年令狐崇哲書寫的《華嚴經》，可以觀察到字體的筆

法與結構之一脈相承。從寫經的書法軌跡中，也清楚顯示宣武帝年間敦煌令狐氏族

所寫《華嚴經》已充滿了南北書風交融的痕跡。 

四、初期《華嚴經》寫本與一切經之關係 

在寫本流傳的歷史過程中，有幾位抄寫供養《華嚴經》值得注意，一是南朝齊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曾抄經三十六部，另一是北魏宮廷大將元延明曾抄寫流通一百

部華嚴經。同時馮熙作為宮廷大臣抄寫一切經來報答皇恩，說明當時北魏針對大藏

經做全面的抄寫的官方活動。方廣錩曾推測 :「敦煌鎮官經生所寫大藏經的發現，

說明北魏敦煌佛教信仰甚為興盛，起碼在河西一帶，抄經已經成為官方的事業。也

說明當時佛教在社會上佔據重要地位。」35  

而這種抄寫與流通佛經的現象，也反映在《華嚴經》寫本南北流通的文化交流

上，或可追溯至北涼。筆者於 2013 年發表〈吐魯番出土北涼沮渠安周供養《佛華

嚴經》研究〉，探討《華嚴經》在南方於五世紀翻譯出來以後不久，北涼宮廷寫經

僧道養即已抄寫並流傳至吐魯番。36  另外，由北涼石碑石塔銘刻文字，與佛經殘

卷比較研究，考證北涼宮廷有幾位官方寫經生，當時國家佛經翻譯與佛教書寫文化

是有組織有系統在發展的。37  從北涼的佛教寫經書法風格分析，探討所謂「北涼

體」與北涼寫經生，並說明這一階段書法風格濃厚的胡風墨韻，是書法史上西域僧

                                                 
35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8。 
36 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六期（2013 年 12

月），頁 217-261。 
37 崔中慧，〈由《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與官方組織〉，（收錄於王三慶，

鄭阿財主編，《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出版，20

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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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留下空前絕後的珍貴書跡。38 根據北涼的寫經與石塔刻經，筆者 2014 年發表

〈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一文，探討早期《華嚴經》

寫本於吐魯番流通的情況，通過北涼時期的碑刻、石塔與寫經殘片書法比較，說明

在五世纪初期自東晉佛陀跋陀羅翻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後，北方很快即開始

抄寫流通。39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涼王且渠安周已開始供養佛教寫經，北涼宮廷寫經生也

參與書寫供養佛經，北涼寫經生所抄寫的佛經中，收集了南北不同佛經翻譯譯場所

出佛經，除了上述南方所出晉譯《華嚴經》出現在北涼，也有鳩摩羅什譯場翻譯出

來的不同佛經，北涼供養與抄寫的經典涵蓋了經、律、論。此現象或可說明北涼官

方已開始進行系統收集中原與南方傳來的佛經並抄寫複本，不排除北涼已具初期

寫本時期大藏經形成階段。40 

五、小結 

本文首先由佛教與歷史文獻探討宣武帝時期推動華嚴思想主要的三位僧人菩

提流支、勒那摩提與曇摩最，對初期華嚴思想的弘揚奠基有重要的貢獻。通過敦煌

藏經洞出土北魏宣武帝時期的《華嚴經》寫卷，首先探討《華嚴經》寫卷的傳布歷

史背景，與經典書寫傳布的地理軌跡。並從北魏《華嚴經》寫卷與石刻所呈現的書

跡脈絡，說明北魏佛教寫經體在洛陽與敦煌之間的交流關係。同時，根據北魏馮熙

寫經題記出現「一切經」，以及供養多部佛經的記載，反映了當時宮廷收藏與流通

佛教藏經的政策，推測北魏官方有計劃地進行編纂「一切經」，也就是大藏經。而

此活動或許在北涼時期已有初步的展開。由北魏宣武帝時期這批敦煌官方寫經，反

映了北魏時期正書（楷書）書體發展更臻完備，在字形結體四方的方塊結構或楷書

筆法的成熟，都為後來印刷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38 崔中慧，〈墨影胡韻－北涼時期宮廷佛教書法〉，《九州學林學報》， No.35, May 2015，香港城市

大學。 
39 崔中慧，〈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收錄於陳一標主編，《201

4年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華嚴蓮社，2014年10月），頁23-48。 
40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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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敦煌吐魯番出土北涼至北魏《華嚴經》與相關寫卷 

 

 收藏地/編號 寫卷名稱 朝代 年號 寫經者/供養者 

455 

以前 

日本中村不折收

藏 013 

（日本書道博物館） 

佛華嚴經卷第廿八 

北涼 

（鄯善縣吐

峪溝出土） 

承平十三年前 北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 

511   成實論卷十四  永平四年七月  

512 S.1547 
成實論卷十四 

 

 

延昌元年八月 

用紙廿八張。 

延昌元年（512）歲次壬

辰八月五日，敦煌鎮官

經生劉廣周所寫論訖。 

典經師 令狐崇哲 

校經道人 洪儁 

513 
北圖 

（散 648/新 672） 
華嚴經卷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四月

十七日 

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禮太

寫, 典經師令狐崇哲. 

513 北京故宮 華嚴經卷四十一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四月

十五日 

敦煌鎮經生曹法壽寫 , 

典經師令狐崇哲 

513 法圖 P.2110 華嚴經卷卅五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六月

廿三日 
敦煌鎮經生師令狐崇哲 

513  大智度論卷三十二  延昌二年六月  

513 延昌二年六月； 大樓炭經卷七    

513 S.9141 華嚴經卷第三十九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

十五日 

敦煌鎮官經生師令狐崇

哲寫 

513 
大谷圖 

（散 105/餘乙 23） 
華嚴經卷四十七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

十八日 

敦煌鎮經生張顯昌寫 , 

典經師令狐崇哲 

513 S.2067 華嚴經卷十六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

十九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禮太寫 

513 
敦煌秘笈番號四

（李盛鐸:散 193） 
華嚴經卷廿四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八月

廿七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崇哲 

513 國圖新 067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第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   

513 

日本三井文庫北

三井 051（025-14-

2） 

三井八郎右衛門 

華嚴經卷四十六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 敦煌鎮經生和常太寫 

514  
大方等陀羅尼經卷

一 

北魏宣武帝 延昌三年四月 

 
 

514  成實論卷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三年六月  

514  大品經卷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三年七月  

522 S.2724 華嚴經卷第三 北魏孝明帝 正光三年 比丘法定寫 

523 

中 村 不 折 收 藏

023 

（日本書道博物館） 

華嚴經卷第廿九 

南朝梁武帝

（鄯善縣吐

峪溝） 

普通四年四月 梁正法無盡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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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圖版】 

 

 

圖一. S.996,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卷尾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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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S.996,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局部放大 

圖版來源：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IDP International Database Project) 

 
  

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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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北涼 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卷第廿八》，紙本墨書，鄯善出土，

長一尺七寸，存字 22 行。 444－460 年，日本書道博物館收藏。 

 
 

圖三. 且渠安周所供養《持世經》第一，紙本墨書，（247 x 219 mm） 

圖片來源：《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舊蔵禹域墨書集成》V.1,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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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S.81, 506 CE《大般涅槃經》譙良顒寫 

圖 版 來 源 ： 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IDP International 

Database Project)

 
 

 

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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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北魏龍門石窟 495 年《牛橛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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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北涼至北魏佛教寫經書法風格軌跡 

 
 

 

 

 

 

 

 

 

圖版來源：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IDP International Database Project) 

 

圖七 S.2067· 513 年令狐禮太書寫《華嚴經卷

第十六》 

圖八 S.9141· 513 年令狐崇哲書寫《華嚴

經卷第卅九》 

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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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479 年至 513 年之間北魏寫經書法軌跡與令狐氏族書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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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及相關經典的考證1 

──以黑水城、拜寺溝方塔文獻為主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摘 要 

《圓覺經》是一部能體現中國佛教重視圓覺妙有思想的經典，主要一切眾生

都有圓覺妙心，本應當成佛，但只是被妄念、愛欲、貪欲等無明所遮，在六道之

中輪回不止。若能清淨本心，以心為本源，去除貪欲、愛欲等，就能達到解脫。

由於宗密的弘揚，使《圓覺經》成為後世僧界研習佛法的重要經典之一，相關注

疏和道場禮懺等對後世也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從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圓覺經》、拜

寺溝方塔存漢文《圓覺經略疏》與懺儀、《圓覺經》的翻譯年代、《圓覺經》及其

相關經典的流傳四個部分對《圓覺經》及相關經典進行了考證。首先對英藏黑水

城文獻中西夏文《圓覺經》進行譯文整理，糾正刊佈者的錯誤，確定上述五個編

號的西夏文殘經皆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因為過於殘缺，我們目前尚無法還

原西夏文《圓覺經》科文的真實狀況，但可以確定西夏文殘經為《圓覺經》科文

正宗分的內容。然後對拜寺溝方塔中殘存漢文《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道場懺□》

進行錄文考證，恢復了《圓覺經略疏》的版式，與《大正藏》進行比對，可以確

定他們基本一致，僅個別詞存在差異。《圓覺經道場懺□》應是西夏境內流行的略

本，其內容受到宗密撰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的影響。文章還借助宗密之前撰

疏僧人和參與《圓覺經》證義僧人的活動年代，考證了《圓覺經》翻譯年代與道

詮法師的記載是相符合的。 

關鍵詞：西夏文《圓覺經》、漢文本《圓覺經略疏》、《圓覺道場禮□》、拜寺溝方塔  

                         
1 本論文得到 2018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的資助，批准號 2018VJX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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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以下簡稱《圓覺經》），又稱《大方廣圓覺陀羅

尼》、《修多羅了義》、《秘密王三昧》、《如來決定境界》、《如來藏自性差別》。《圓

覺經》是唐北印度罽賓人沙門佛陀多羅（唐云：覺救）在東都洛陽白馬寺翻譯完

成。後有唐圭峰宗密宣揚《圓覺經》教義，先後撰有《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大

方廣圓覺經大疏鈔科》、《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大方廣圓覺經略疏》、《大方廣圓

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注》、《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之鈔》、《大方廣圓覺經

略疏科》《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等多種著作，對推動《圓覺經》的弘揚和傳播具有

積極意義。《圓覺經》的流行與華嚴五祖宗密的提倡有很大的關係，也成為華嚴宗、

禪宗和天臺宗信仰的重要經典之一。《圓覺經》科文、《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

道場禮□》等也流傳到西夏，在黑水城和西夏方塔中得以保存，《圓覺經》及其科

文還被翻譯成西夏文，為瞭解西夏佛經流傳、西夏與周邊政權的宗教文化交往提

供了豐富的資料。 

一、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圓覺經》 

1914 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率領的考察隊在第三次中亞探險時也來到黑水城地

區，對黑水城進行發掘，獲得一定數量的文獻，這批文獻在數量和完整程度上雖

遠不及俄國人科茲洛夫藏品，但因與科茲洛夫的藏品出自同一地方，可與俄藏黑

水城文獻相互補充和綴合。斯坦因所獲文獻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目前已出版

了《英藏黑水城文獻》（1－5 冊），2整理編號達到 4 千多，通過梳理英藏黑水城西

夏文文獻，發現其中遺存幾個編號的西夏文《圓覺經》殘葉。刊佈者對這幾個編

號的殘經或沒有定名或定名錯誤，通過重新解讀翻譯這些西夏文殘經，可以確定

他們為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翻譯的《圓覺經》的科文或科判。下面分別對西夏文

殘經進行錄文並翻譯如下： 

(一)Or.12380-2294RV（K.K.II.0282.ddd）殘經存左右兩頁，以圖表形式出現，

刊佈者將其定名為「佛經科文」，分析殘經圖版，上下單欄，滿行為 12 字，上半

部分保存較好，下半部分殘缺嚴重，還可以確定殘經左右兩面曾有粘連，因為右

面殘經右下角的兩行字為倒字，與左面左下角兩行字相同。將西夏文殘經錄文並

翻譯如下： 

右面： 

 

 

                         
2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英藏黑水城文獻》（冊 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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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面： 

 

 

 

 

 

 

 

 

 

 

 

 

 

 

 

解讀 Or.12380-2294RV（K.K.II.0282.ddd）殘經，比對《大正藏》，可以確定殘

經下部分為大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圓覺經》的相應內容，上部分則以表格的

形式對《圓覺經》進行解釋科文提綱，這兩部分內容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稱殘經

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其中殘葉經文部分翻譯如下： 

……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云何無明？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

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譬

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花，病者妄執，由妄執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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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花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善

男子，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

如眾空花。3 

科文或科判提綱翻譯如下： 

初問 

二釋三 

初害非為害 

二彼如相說二 

初法 

□□二 

初昔□正喻 

二□顛倒非 

三過□緣□說 

三意悟 

二本□□顯三 

 

(二)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存 2 折頁，其中 1 殘葉 4 行，滿行

12 字，以圖表形式出現；另 1 殘葉 3 行，上下單欄，行 15 字，殘經上有 2764 號，

刊佈者將殘經定名為「十二宮吉祥頌」，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如下： 

                         
3（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3 中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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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面： 

 

 

 

 

 

 

 

 

 

 

     左面： 

 

 

 

 

 

 

 

解讀 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可以確定殘經右面內容為大唐

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經文，上面表格為解釋經文

的科文提綱，此殘經應該定名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其中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

世眾生，問于如來修行漸次、思惟住持乃至假說種種方便。4 

科文或科判提綱翻譯如下： 

初舉法請 

初釋標請 

左面殘葉內容翻譯如下： 

                         
4（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4 中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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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解脫 

《十二宮吉祥頌（贊）》 

最上（妙）導師、人天供養處，禮敬佛，今皆…… 

但是，從 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左面內容和殘經版式判定，

它與右面殘葉應該不屬於同一部經，所以刊佈者定為一個編號欠妥，換句話，

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是由《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和《十二宮吉

祥贊》兩部分組成。 

 

(三)Or.12380-2762（K.K.II.0254.n）殘經存 1 頁，以圖表形式出現，殘經上有

2762 號，刊佈者將其定名為「十二宮吉祥頌」，滿行 12 字，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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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Or.12380-2762（K.K.II.0254.n）殘經，可以確定其殘頁右面內容為大唐

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經文內容，左面為科文提綱，

殘葉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

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

善男子！此虛妄心……5 

科文或科判提綱內容為： 

二觀行（成就）（二）   

初戒定（三） 

二觀慧(二) 

初科分(二觀) 

初明二空觀(疏二) 

初我空(二) 

初觀身無我(疏二) 

 

 

 

 

 

 

 

 

 

(四)Or.12380-0384（K.K.II.0285.jjj）殘經存 1 頁，滿行 12 字，以圖表形式出

現，刊佈者將其定名為「佛經」，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如下： 

 

 

 

 

 

                         
5（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4 中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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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Or.12380-0384（K.K.II.0285.jjj）殘經，可以確定其右面殘頁內容為大唐

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經文內容，左面內容為科文

提綱，其殘葉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若能了此心  然後求圓覺 

於是，彌勒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

白佛言：大悲世尊，廣為菩薩開秘密藏，令諸大眾深悟輪回分別邪正，能

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於大涅槃生決定信，無復重隨輪轉境界起迴圈

見。世尊，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6 

科文或科判提綱翻譯如下： 

初請問文名三 

初進問威儀 

 

 

 

 

 

 

 

                         
6（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6 上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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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r.12380-0399（K.K.II.0285.a.i）殘經存 1 頁，以圖表形式出現，上下皆殘，

刊佈者將其定名為「佛經」，下面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如下： 

 

 

 

 

 

 

解讀 Or.12380-0399（K.K.II.0285.a.i）殘經，可以確定其內容為大唐罽賓三藏

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科文，只是上面內容殘缺，僅剩下經

文部分，其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

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回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

如是。7 

 

通 過 上 述 解 讀 ， 刊 佈 者 在 刊 佈 英 藏 黑 水 城 西 夏 文

Or.12380-2294RV(K.K.II.0282.ddd) 、 Or.12380-2764RV （ K.K.II.0277.ff ）、

Or.12380-2762（K.K.II.0254.n）、Or.12380-0384（K.K.II.0285.jjj）和 Or.12380-0399

（K.K.II.0285.a.i）殘經時或錯誤定名或沒有定名，但根據解讀內容和殘經版式等

判斷，這些編號的殘經可以確定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因為內容過於殘缺，

黑水城殘存《圓覺經》科文或科判並不完整，儘管如此，從而也可以確定，在西

夏時期應該存在《圓覺經》漢文本和西夏文本，西夏僧人繼承漢族僧人的講經傳

統，也根據《圓覺經》經文內容制定科文或科判以解釋或講解佛經。 

                         
7（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5 下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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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寺溝方塔存漢文《圓覺經略疏》與懺儀 

為弘揚《圓覺經》的頓悟圓覺本心，永斷無明，讓世人或後人更好瞭解經文

思想和修習方法，唐宗密撰《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道

場修證儀》等七部注疏，積極推動了《圓覺經》的流行。宗密的著作也傳至西夏，

在寧夏賀蘭山拜寺溝方塔中存有漢文《圓覺經略疏》（卷下，刻本蝴蝶裝，N21·016

【F034】）和《圓覺道場禮□》（【F038】，寫本卷軸裝）。 

(一)拜寺溝方塔存《圓覺經略疏》 

《拜寺溝西夏方塔》中對漢文刻經《圓覺經略疏》進行刊佈，內容為《圓覺

經略疏》（卷下），編號為 F034-1～7，刻本蝴蝶裝，除 F034-2 右面外，其他編號

的殘經基本上是上半部分保存，下半部分殘缺嚴重，上欄線為單欄，下、左、右

欄線為雙欄，殘經中有《略疏下》字樣，經文為陰文，疏文為陽文，根據殘經內

容和《大正藏》內容比較，可以 確定殘經滿行為 18 字，還原殘經版式。根據圖

版將殘經錄文如下： 

F034-1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

文為陽文，顏色正常，□表示殘缺一個字，以下同） 

二一問斷輪回世尊若諸□□□□□□□□ 

□如來大寂滅大涅槃也8□□□□□□□□ 

義體深用廣故如海也雲何當□□□□□□ 

前章雲先斷無始輪回根本故今□□□□□ 

諸輪回前雲種種取捨皆是輪回□□□□□ 

幾種姓既一切皆是輪回之□□□□□□□ 

二問修悲智修佛菩提幾等□門□□□□□ 

   略疏下   柳信忠一片 

願學故即從假入空成大□□□勞當設□□ 

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眾生無□□故從□□ 

空出9假成大悲或病既多方藥□□無方□□ 

少湯添水恐落愛見大悲故□□□二□□□ 

唯10願不舍救世大悲令諸修□□□□□□□ 

                         
8《大正藏》內容為「大般涅槃」，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

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0 中欄 28。 
9 《大正藏》內容為「入」，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0 下欄 11。 
10 《大正藏》內容為「惟」，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0 下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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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眾生慧目即能照也□□□□□□□□□ 

鏡即所照也心淨如□□□□□□□□□□ 

F034-2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上下皆有殘損，由兩片綴合在一

起，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無上知見無□□□ 

□□□□□□□□華雙開菩提涅槃是無□ 

義下三唱□□□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 

□□□□□□□□告彌勒菩薩言善哉善哉 

□□□□□□□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請問 

□□□□□□□□之意本清淨之輪回無差 

□□□□□□□諸菩薩清淨慧□□□□□ 

略疏下       三 

末世眾生永斷輪回心悟實相□□□□□□ 

無生本來清淨眾生未悟□□□□□□□□ 

故是輪轉11今悟實相了心無生心□□□ 

永絕如是忍可名無生忍上皆贊□□□ 

當為汝說許也時彌勒菩薩奉教□□□ 

眾默然而聽次下正說長行□□□□□ 

二答修悲智前中二一推□□□□□□ 

F034-3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

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令知初中又二一示所斷二勸令斷初□□□ 

指愛為本二欲助成因三輾轉更依四起□□ 

報初中二初貪欲以標指善男子一□□□□ 

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有輪□□□ 

所貪五欲標指能貪之愛是輪□□□□□□ 

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 

因緣故有生死又涅槃雲因愛□□□□□□ 

    略疏下 

若離於12愛何憂何怖又佛□□□□□□□□ 

盡即13滅故知生死貪愛為本先□□□□□□ 

                         
11 《大正藏》內容為「回」，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0 下欄 28。 
12 《大正藏》內容為「貪」，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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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等謂由於五欲引起愛心能□□□□□□ 

絕言種種者或天屬□□□□□□□□□□ 

恩知得惠齎等或任運生愛即自身□□□□ 

味六親等或因敬成愛因恩成愛或因愛□□ 

恩之與愛應成四句謂因非愛等又所貪之□ 

F034-4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

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眾多故能貪之□□□□貪與愛□□□□□ 

貪非愛等若對治揀14境則有順有乖若□□□ 

心則皆為過患又唯就愛復有其三□□□□ 

禽荒色荒及名利等二善愛謂□□□□□□ 

等三法愛謂樂著名義及貪聖□□□□□□ 

下雲法愛不存心漸次可成就□□□□□□ 

愛何由生後約受生以結定□□□□□□□ 

        略疏下 

性卵生胎生化生皆□□□□□□□□□□ 

知輪回愛為根本卵等四生則□□□□□□ 

伽釋眾生雲思業為因穀胎濕染□□□□□ 

起為生若以四生配六道者天及地獄□□□ 

通胎化謂鬼子及地行羅刹是胎餘□□□□ 

畜各四人具四者毗舍佉母卵生三十二□□ 

則常人濕則捺15女化則16劫初畜具四者金□□ 

F034-5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

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龍余獸皆胎餘鳥皆卵然著地飛空若水□□ 

微細蠢動或卵胎或濕化不可具分品類□□ 

淫欲而17正性命者淫謂耽染愛著□□□□□ 

                                                                        
13 《大正藏》內容為「則」，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14 《大正藏》內容為「簡」，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15 《大正藏》內容為「奈」，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1 中欄 02。 
16 《大正藏》內容為「為」，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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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淫縱使化生亦依業染若18□約□□□□ 

者俱舍雲六受欲交抱執手笑視□□□□□ 

同四王界余諸異類卵濕胎形□□□□□□ 

分析受性稟命莫不由之既□□□□□□□ 

    略疏下 

愛故雲愛為根本二欲助成□□□□□□□ 

助發愛性心也即愛之種子是□□□□□□ 

續由外塵欲牽起愛心亦由愛心□□□□□ 

欲故造業造業故受報由此生死不□□□□ 

雲眾生所以久流轉者皆由著欲故□□□□ 

於心則無復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 

名涅槃三輾轉更依欲因愛生命因欲□□□ 

F034-6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

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鬼因□□□□□□□□□□□□□□ 

是惡道因於彼□□□生□□□□□□□□ 

惡道不造惡因於離惡法門深生愛樂□□□ 

善比由愛欲故造惡今知欲可厭□□□□□ 

十善也復現天人樂報也花嚴雲□□□□□ 

人天受生因判雲樂報粗相言□□□□□□ 

苦天上五衰地居斫截殘害□□□□□□□ 

略疏下 

於天鬼畜中開出修□即成19□□□動業□□ 

又知諸愛可厭惡棄愛樂舍還□□□□□□ 

愛惡愛善俱未免苦棄彼愛心樂修□□□□ 

即四禪八定而不知樂舍之心還同□□□□ 

還茲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上二□□□□ 

正二報也由於□□修得□□□□□□□□ 

總結皆輪回□□□□□□□□□□□□□ 

F034-7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

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17 《大正藏》內容沒有「而」，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

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中欄 02。 
18 《大正藏》內容為「但」，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1 中欄 02。 
19《大正藏》內容為「戒」，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冊 39，號 1795，頁 551 下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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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道不□□□□□□□□□□□□□□ 

愛發潤備矣然十惡業一向須□□□□□□ 

但除其病第二勸斷文三初正勸□□□□□ 

脫生死免諸輪回先斷貪欲及□□□□□□ 

死皆由貪愛故欲脫生死先斷此□□□□□ 

論雲夫事起必由其心報應必□□□□□□ 

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 

     略疏下 

者喻其至切二通妨恐有難雲□□□□□□ 

亦有貪愛亦受生邪故下通雲善□□□□□ 

化示現世間非愛為本但以慈悲令□□□□ 

諸貪欲而入生死菩薩示現受生□□□□□ 

以大悲益人為利欲行教化□□□□□□□ 

夫同事利物故□□□□□□□□□□□□ 

《拜寺溝西夏方塔》中刊佈的漢文刻經《圓覺經略疏》是卷下內容，應該出

自同一部經典，即是同一刊印經典的殘存內容，七個殘葉中 F034-1～5 的內容可以

綴合銜接，從 550 頁中欄 25 到 551 頁中欄 25 之間的內容。F034-6～7 內容可以綴

合銜接，從 551 頁下欄 10 到 552 頁上欄 16 的內容。但 F034-5～6 之間的內容不能

綴合銜接，缺少從 551 頁中欄 25 到 551 頁下欄 10 之間的內容。從《拜寺溝西夏

方塔》中漢文刻經《圓覺經略疏》（卷下）錄文內容與《大正藏》相應內容比較，

它們基本相同，僅有個別地方用詞略有差異，參見注釋說明。 

(二)《圓覺道場禮□》 

寫本卷軸裝，編號為 F038，存一紙，24 行，字數不等，根據刊佈彩色圖版和

刊佈者綴合後圖版錄文如下：（……表示不知殘缺字數） 

圓覺道場禮□一本 

南無大慈大悲大20神通大光藏現 

淨土以應圓機我……毗盧遮那 

處（云云）我今稽首禮願……法 

中（下皆列此云云）南無大方廣…… 

藏于諸眾生覺地……諸 

佛處（同前）南無身相……礙 

同說圓覺經者百千……恒河沙諸佛 

處（同前云云）南無具大慈悲……誓願盡未來 

                         
20 《大正藏》內容為「入」，參見（唐）宗密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卍新續藏》冊 74，

號 1475，頁 387 中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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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圓覺經者，……諸佛處同…… 

南無東方滿月世界十二上願藥師琉璃 

光佛處（同前云云）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四十八上願 

阿彌陀佛處（同前云云）南無遍十方界盡虛 

空界微塵刹土……三世長智……內 

廣大智願主……不可說佛刹微 

塵數一切諸佛處……大慈大悲 

娑婆世界隨機赴……億 

影像色身我本師釋迦牟尼…… 

如幻智惠出谷向…… 

言教救標夢想苦……入法性（此八拜先了同前云云）南無十……釋迦 

牟尼佛哀湣覆護…… 

長此世及後身及……不舍……常想標受願……普共諸眾…… 

   

通過考證和比對上述殘經內容，可以確定漢文本《圓覺道場禮□》內容與《圓

覺道場修證廣懺文》（卷二）中「四禮敬三寶」、《圓覺道場禮懺禪觀法事》（卷三）

中「真言贊佛」、「贊智慧波羅蜜」和《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八）中「歎

佛」21等接近，但不完全相同。由此可判斷，拜寺溝方塔出土《圓覺道場禮□》是

西夏人根據當時法事活動實際情況或自身誦經的需要而摘抄的禮懺簡本。 

三、《圓覺經》的翻譯年代 

《圓覺經》最早收錄在《開元釋教錄》和《續古今譯經圖紀》之中，二者記

載內容基本一致。《開元釋教錄》卷九記載：「沙門佛陀多羅，唐云：覺救，北印

度罽賓人也，于東都白馬寺譯《圓覺了義經》一部。此經近出，不委何年，且弘

道為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22《續古今譯經圖紀》卷一

載：「沙門佛陀多羅，唐云：覺救，北印度罽賓人也，于東都白馬寺，譯《大方廣

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此經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為懷，務甄詐妄，但

                         
21 （唐）宗密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卍新續藏》冊 74，號 1475。 
22 （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卷 9），《大正藏》冊 55，號 2154，頁 564 下欄、頁 565 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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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23《圓覺經》的譯者佛陀羅多在《宋高僧傳》卷二

《唐洛京白馬寺覺救傳》中有載：「釋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

齎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

委何年，且隆道為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跡，莫

究其終。大和中圭峯密公著《疏》、《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

為《鈔》，演暢幽邃。今東京、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24 

智昇雖然較早記錄了佛陀多羅和他所譯《圓覺經》，但沒有明確記載《圓覺經》

翻譯的時間，這並不意味著《圓覺經》翻譯時間沒有任何記載，可以通過一些零

散記載，分析《圓覺經》翻譯的年代。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記載：「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開

元釋教目錄》云：『沙門佛陀多羅，唐言：覺救，北印度罽賓人也，于東都白馬寺

譯《圓覺經》一部，不載年月。』《續古今譯經圖紀》及《貞元目錄》亦同。北都

藏海寺道詮法師《疏》又云：『羯濕彌羅三藏法師佛陀多羅，以長壽二年，龍集癸

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于白馬寺傳譯兩卷，總二十八紙。其度語、筆授、證義、

潤文諸德，具如別錄。』」25 

宗密在自己作品中轉述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記載，提供了《圓覺經》

翻譯時間為長壽二年（693），相同的資訊在《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卷上之四）中

有載：「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又云：「羯濕彌羅三藏法師佛陀多羅，長壽二

年，龍集癸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于白馬寺翻譯，四月八日畢，其度語、筆受、

證義，諸德具如別錄。」26另外，之後完成的《圓覺經集注》、《圓覺經近釋》、《圓

覺經要解》等都延續了宗密的記載。而在《佛祖統紀》（卷三十九）有「（唐高宗

永徽六年）罽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27的記載。 

這些材料告訴我們，《圓覺經》有在長壽二年（693）和永徽六年（655）翻譯完

成兩種說法，與佛陀多羅一起譯經的還有度語、筆授、證義、潤文諸位高僧大德。

可以說，在藏海寺道詮法師撰寫《疏》之前，《圓覺經》漢譯本已經流行，一些高僧

大德也《圓覺經》注疏，在宗密撰寫注疏之前已經有多個版本的注疏流傳了。 

那我們在此基礎上，分別從參與《圓覺經》翻譯的其他高僧大德和宗密之

前《圓覺經》注疏等情況入手，判斷《圓覺經》翻譯完成年代，可與道詮法師

                         
23 （唐）智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卷 1），《大正藏》冊 55，號 2152，頁 369 上欄 03。  
24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27。 
25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28

中欄 07。 
26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卷上），《卍新續藏》冊 9，號 243，頁 335 上欄 02。 
27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39），《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367 上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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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佛祖統紀》的記載相互印證。 

(一)惟愨法師撰《疏》年代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夾頌集解講義》記載：「罽賓國三藏法師佛陀多羅

奉詔譯。西蜀復庵暉禪師曰：『譯師也，梵語佛陀多羅；此云：覺救，罽賓者，即

北印度也。由西域有五印度，此覺救三藏，乃是北印度罽賓人也。初于東都白馬

寺譯此經，不載年月，譯之一字，乃是度語之稱。又譯者易也，大抵變易以成華

言。』……佛法初自西來，乃用北方之官翻之，自此佛經鹹稱譯也。唐圭峯定慧

禪師宗密，述《疏》、《鈔》、《科節》疏主也。圭峯即終南之別山，定慧禪師，即

唐宣宗追諡之號。此經前後造疏解者，有京報國寺惟愨法師；先天寺悟實禪師；

薦福寺堅志禪師；北京道詮法師。今圭峰定慧禪師，皆曾備討，各有所長，愨邈

經文，簡而可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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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開拓，性相諸論，迢然不幹，故圭峯之疏，俱不依也。」28 

《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一）也載：「宗密為沙彌時，於彼州，因赴齋請，

到府吏任灌家，行經之次，把著此《圓覺》之卷，讀之兩三紙，已來不覺身心喜

躍，無可比喻。自此躭玩，乃至如今，不知前世曾習，不知有何因緣，但覺躭樂

徹於心髓。訪尋章疏及諸講說匠伯，數年不倦，前後遇上都報國寺惟愨法師《疏》

一卷，先天寺悟實禪師《疏》兩卷，薦福寺堅志法師《疏》四卷，北都藏海寺道

詮法師《疏》三卷，皆反復研味，難互有得失，皆未盡經之宗趣分齊。」29 

上述記載告訴我們，在宗密之前已存在四種《圓覺經》注疏，即都報國寺惟

愨法師《疏》一卷，先天寺悟實禪師《疏》兩卷，薦福寺堅志法師《疏》四卷，

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三卷。這說明在惟愨、悟實、堅志和道詮注疏之前，《圓

覺經》已經流傳開來。 

檢索查閱這幾位僧人，我們僅知報國寺惟愨的一些活動。《宋高僧傳》卷二《唐

廣州制止寺極量傳》中記載了釋極量，即般剌蜜帝，于神龍元年（705）翻譯出《大

佛頂如來密因修正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部十卷），後「會本國王怒其擅

出經本遣人追攝。泛舶西歸，後因南使入京，經遂流布，有惟愨法師、資中沇公，

各著《疏》解之。」30 

《宋高僧傳》卷六《唐京師崇福寺惟愨傳一（慧震、弘沇）》也載：「釋惟愨，

俗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本馮翊人，官居上黨，為潞人也。九歲割愛，冠年納

                         
28 （宋）周琪述：《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卍新續藏》冊 10，號 253，頁 239 下欄 22、23。 
29 （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1），《卍新續藏》冊 9，號 245，頁 748 上欄 12。 
30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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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乃辭渭陽，尋師隸業，或經筵首席，或論集前驅，或參問禪宗，或附麗律

匠，其志淵曠，欲皆吞納之。年臨不惑，尚住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未飯

之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銓，預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

部，留家供養，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開題一卷。』愨坐居第四，舒經見富樓

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理玄，發願撰《疏》，疏通經義……起大曆元年丙午

也，……勒成三卷，自謂從淺智中衍出矣，於今盛行。一說《楞嚴經》，初是荊州

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後因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愨遇之，著《疏》

解之。」31 

這些內容主要講述惟愨撰寫《首楞嚴經疏》的情況，沒有提及撰寫《圓覺經

疏》之事，但可以確定惟愨在 40 歲左右來至京師，大曆元年（766）年左右惟愨

撰《首楞嚴經疏》（6 卷）及《大佛頂經玄贊》（3 卷）等。 

另外，《楞嚴經圓通疏序》記載了「（惟愨）自唐天寶十年（751），西京惟愨

法師始作疏解，相沿至今，凡十數名家。」32《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卷一）

還載：「崇福寺惟愨法師疏（愨公于至德初年（756－758，共三年），得房相家筆

受經函，發願撰疏，計十一年始下筆，勒成三卷，目為《玄贊》。文義幽頤，盛行

西北，實此經疏解之祖也。」33《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四）也記載：「近聞江淮

間，亦有疏行，不知如何？惟愨者是《佛頂疏》主，悟實者，少小出家，曾稟荷

澤之教，高節志道，戒行冰潔，久在東都，恩命追入內，住先天寺，八十六歲方

終，焚得舍利數百粒。堅志者，實之弟子。」34 

從上述零散記載，我們並不能得知惟愨等具體生卒年代，有關他撰《疏》年

代的記載也有抵牾之處，但可以大致透露出惟愨法師主要在唐玄宗至代宗時期從

事撰疏弘法活動。 

(二)僧人復禮、懷素弘法年代 

除了佛陀多羅翻譯《圓覺經》外，還應有其他高僧參與翻譯活動，《圓覺經大

疏釋義鈔》卷四記載：「《疏》具如別錄者，復不知是何圖錄，悉待尋勘。有釋云：

證義大德，是京兆皇甫氏、範氏沙門復禮、懷素。又指度語、筆授云：在白馬寺

《譯經圖記》。此等悉難信用，謂證義、筆授等，何得半在此記、半在彼圖，乍可

不知，不得妄生異說。堅志法師《疏》說：譯主年月，並與藏海《疏》同，唯云：

                         
31（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113。 
32（元）惟則會解、（明）傳燈疏：《楞嚴經圓通疏》（卷上），《卍新續藏》冊 12，號 281，頁

689 上欄 05。 
33（明）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卍新續藏》冊 13，號 287，頁 503 中

欄 23。 
34（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5，頁 537 下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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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三藏羯濕彌羅，為異耳。余又于豐德寺難經中見一本《圓覺經》，年多，蟲食

悉已破爛，經末兩三紙，才可識辨。後云：貞觀二十一年歲次丁未七月乙酉朔十

五日己亥，在潭州寶雲道場譯了，翻語沙門羅睺曇揵，執筆弟子姜，道俗證義大

德智晞注，紘慧今寶證道脈，然未詳真虛，或恐前已曾譯，但緣不能聞奏，故滯

於南方，不入此中之藏。不然者，即是詐謬也。」35 

這一記載透露出，《圓覺經》的證義大德有京兆皇甫氏、範氏沙門復禮、懷素

等。復禮即皇甫氏、懷素即範氏，在文獻中皆有記載。 

《開元釋教錄》（卷九）記載：「沙門釋懷素，俗姓範氏，京兆人，世襲冠冕。

貞觀十九年出家，師奘法師為弟子。而立，性聰敏，專尋經論，進具之後，偏隸

毗尼，依道成律師學《四分律》。不淹時序，而為上首，先居弘濟，後住太原，學

侶雲奔，教授無輟，以先德所集多不依文，率己私見，妄生增減，遂乃撿尋律藏，

抄出《戒心羯磨》，但取成文，非妄穿鑿，可謂嗣徽迦葉，繼軌波離而已焉。又別

撰《四分記》、《鈔》兼經論疏記等五十餘卷，行於代。」36 

《宋高僧傳》（卷十四）之《唐京師恒濟寺懷素傳》記載：「釋懷素，姓範氏，

其先南陽人。曾祖岳，高宗時為絳州曲沃縣丞。祖徽，延州廣武縣令。父強，右

武衛長史，乃為京兆人也。母李氏夢雲雷震駭而娠焉……幼而聰黠，器度寬然……

年及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

回，誓求為師。雲與龍而同物，星將月以共光，俱懸釋氏之天，悉麗著明之象。

初尋經論，不費光陰。受具已來，專攻律部。有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五，律

宗師，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鹹推其鄉導，著疏十卷，別是命家。見接素公，知

成律匠……咸亨元年發起勇心，別述《開四分律記》。至上元三年丙子歸京，奉詔

住西太原寺，傍聽道成律師講，不輟緝綴。永淳元年，十軸畢功，一家新立，彈

糾古疏，十有六失焉，新義半千百條也。傅翼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

砰輷而無遠不聞。所化翕然，所傳多矣。復著《俱舍論疏》一十五卷，《遺教經疏》

二卷，《鈔》三卷，《新疏拾遺鈔》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

戒本》各一卷。日誦《金剛經》三十卷，講《大律》已疏計五十余遍，其餘書經

畫像，不可勝數。於本寺別院忽示疾，力且爾然，告秀章曰：『餘律行多缺，一報

將終。』時空中有天樂瀏亮，奄然而逝，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三。」37 

可見，有關懷素的記載還是比較籠統，他精通律典和撰寫疏文，世壽 74 歲，

僧臘 53 年，生卒年代並不得知，但根據文中出現年號，可以推斷懷素生於唐貞觀

                         
35 （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5，頁 537 中欄 23。 
36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 9），《大正藏》冊 55，號 2154，頁 564 下欄 19。 
37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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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如按照貞觀十九（645）懷素十歲算，那他生於貞觀九年（635）左右，卒

年大概在中宗在位時期，主要活動在唐高宗、中宗、睿宗、武后時期，那麼懷素

若為《圓覺經》證義也就在這段時期。 

下面我們再考證一下復禮弘法情況，主要材料列舉如下：《宋高僧傳》（卷十

七）之《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記載：「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

家，住興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工賦詠，善於著述，

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皆敕召

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

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為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

禮之義學，時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作《真妄頌》

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

郎之米粒矣。余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為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

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

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38 

《新譯大乘起信論序》記載：「此論東傳總經二譯，初本即西印度三藏法師波

羅末陀，此云：真諦。以梁武帝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

寺，共揚州沙門智愷所譯。此本即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齎梵文至此，又於

西京慈恩塔內獲舊梵本，與義學沙門荊州弘景崇福法藏等，以大周聖曆三年歲次

癸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醜，於授記寺，與《花嚴經》相次而譯，沙門復禮筆受，

開為兩卷。」39 

《華嚴經探玄記》（卷一）記載：「今大唐永隆元年三月，內有天竺三藏地婆

訶羅，唐言：日照，有此一品梵本，法藏親共校勘至此闕文，奉敕與沙門道成、

復禮等譯出補之。」4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三）記載：「二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藏地婆訶

羅，此云：日照，于西京大原寺譯出《入法界品》內兩處脫文，……大德道成律

師、薄塵法師、大乘基法師等同譯，復禮法師潤文，依六十卷本為定。三證聖元

年，於闐三藏實叉難陀，此云：喜學，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

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大德義淨三藏、弘景禪師、圓

測法師、神英法師、法寶法師、賢首法師等同譯，復禮法師綴文。」41 

                         
38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412。 
39 （唐）實叉難陀譯：《大乘起信論》（卷上），《大正藏》冊 32，號 1667，頁 583 中欄 23。 
40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號 1733，頁 122 下欄 09。 
4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號 1735，頁 517 下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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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一卷）記載：「今此第三，證聖元年，于闐

國三藏實叉難陀，此云：喜學，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

頌，通舊總翻四萬五千頌，合成漢本卷八十軸，義淨等六大德同譯，復禮法師綴

文。」42 

《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記載：「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

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於東都大遍空寺與菩提流志重譯，沙門復禮綴文，法

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43 

《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載：「沙門地婆訶羅，唐言：日照，中印度人，

洞明八藏，博曉四含，戒行清高，學業優贍，尤工咒術，兼洞五明，志在利生，

來游此國。以天皇儀鳳初至天后垂拱末，于兩京東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譯《方

廣大莊嚴經》一部（二十二卷）、《大乘密嚴經》一部（三卷）、《大乘顯識經》一

部（二卷）、《證契大乘經》一部（二卷）、《大方廣佛花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一卷）、《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一卷）、《大

方廣師子吼經》（一卷）、《大乘百福相經》（一卷）、《大乘百福莊嚴相經》（一卷）、

《大乘四法經》（一卷）、《菩薩修行四法經》（一卷）、《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羅尼

經》（一卷）、《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一卷）、《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一卷）、

《造塔功德經》（一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一部》（二卷）、《大

乘廣五蘊論》（一卷），凡一十八部合三十四卷，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沙門慧智

證梵語，敕召名德十人助其法化，沙門道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辯、明恂、

懷度等證義，沙門思玄、復禮等綴文筆受。」44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三）記載：「敕于魏國東寺(後改為大周東寺)翻經，

以永昌元年己醜至天授二年辛卯，總出經六部，沙門威陀、惠智等譯語，沙門處

一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德威、慧儼、法明、弘景等證義。」45 

凡此種種，不再一一羅列，總體可以看出復禮參與譯經活動主要集中在唐高

宗、中宗、睿宗和武后時期，與法藏、實叉難陀、地婆訶羅等一起譯經，復禮主

要擔任綴文和筆受的任務。我們再結合上述對懷素法師的考證，懷素、復禮生活

年代相當，要早於撰《圓覺經疏》的惟愨法師的生活年代。那麼，我們認為，作

為《圓覺經》的證義大德有京兆皇甫氏、範氏沙門復禮、懷素應與經文翻譯同時，

可以確定《圓覺經》翻譯時間應該在唐高宗至武后時期。道詮法師所記長壽二年

                         
42 （唐）澄觀撰：《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1 卷），《大正藏》冊 36，號 1738，頁 710

中欄 18。 
43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39），《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370 中欄 06。 
44 （唐）智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1 卷），《大正藏》冊 55，號 2152，頁 368 中欄 28。 
45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13），《大正藏》冊 55，號 2157，頁 865 下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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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和《佛祖統紀》（卷三十九）所記永徽六年（655）年都在這個時間段裡，

但再結合懷素“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三

藏方西域回，誓求為師”的記載推測，若貞觀十九年（645）懷素十歲，那他生於

貞觀九年（635）左右，及至永徽六年（655）也就 20 歲左右，與他主要的弘法時

間不太一致。而與道詮所記《圓覺經》翻譯于長壽二年（693）的時間是相符合的，

又與後來惟愨法師為《圓覺經》撰《疏》的時間也相契合。由於宗密的弘傳，《圓

覺經》及其相關注疏不僅傳入西夏，而且也流傳到四川一帶，在大足寶頂石窟的

第 29 窟即根據《圓覺經》內容于北宋慶曆四年（1044）鑿刻的“圓覺洞”，屬於圓

覺經經變相。46 

四、《圓覺經》及其相關經典的流傳 

西夏文獻中不僅存有西夏文刻本《圓覺經》科文或科判，而且還存宗密述漢

文刻本《圓覺經略疏》（卷下）以及寫本《圓覺經道場禮□》等內容，說明西夏時

期《圓覺經》和《圓覺經道場禮□》等非常流行的，那《圓覺經》何時從哪裡傳入

西夏境內的？ 

(一)《圓覺經》傳入西夏 

《圓覺經》在武后時期於洛陽翻譯成漢文，之後隨著注疏不斷完成，此經開

始在中原地區流傳，及至唐開元年間《圓覺經》已經被收錄《開元釋教錄》之中，

《開元釋教錄略出》卷二記載：「《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北涼沙門法眾于高昌

郡譯；《僧伽吒經》四卷，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力莊嚴三昧經》三卷，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唐罽賓沙門佛陀多

羅譯。上四經十二卷同帙，計一百八十一紙（帙號『可』字）。」47 

《圓覺經》的漢譯本向西傳入河西走廊，在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中有保存，

編號為 S.4644p、S.4644b、P.3024V，數量不多，為寫本。向東傳入遼朝，在《房

山石經》（遼金刻經）（第十二冊）中得以保存，與《大方等陀羅尼經》（4 卷）、《僧

伽吒經》（4 卷）、《力莊嚴三昧經》（3 卷）同帙，「覆」字函，皆為遼天祚乾統七

年（1107）刻石。 

而在《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記載：「《大方等陀羅尼經》（4

卷），又名《方等枟特陀羅尼經》、《方等陀羅尼經》，北涼沙門法眾于高昌郡譯；《僧

伽吒經》（4 卷），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力莊嚴三昧經》（3 卷），隋天

                         
46 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義新探索》，《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 
47 （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略出》（卷 2），《大正藏》冊 55，號 2155，頁 732 上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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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1 卷），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

譯。4 經 12 卷同帙，帙號為『使』。」48童瑋先生從《開寶藏》現存的兩個復刻本

和再刻本《高麗大藏經目錄》和《趙城金藏簡目》推斷，《開寶藏》的內容完全是

以《開元釋教錄略出》為底本，以千字文編次，自天字起到英字止共 480 帙，入

經 1081 部 5057 卷。而《開元釋教錄略出》的入經總數則為 1078 部，5048 卷。對

其中的差異童瑋先生有一定考證。49 

根據這些情況，我們認為，西夏時期，《圓覺經》、科文、《圓覺經略疏》等傳

入可能與遼和宋有關，西夏不僅六次向宋王朝請賜佛經，以此為底本翻譯從西夏

文；50而且西夏和遼關係密切，繼遷、元昊和乾順與遼聯姻，促進政治、經濟、文

化的交往。51《圓覺經》的漢文本傳入西夏，被翻譯成西夏，以漢文本和西夏文本

兩種形式流傳。英藏西夏文《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和漢本本宗密《圓覺經略疏》

存在正說明這一點。但英藏西夏文《圓覺經》科文過於殘缺，我們尚無法判定翻

譯成西夏的時間。 

(二)《圓覺經》科文 

西夏不僅傳入《圓覺經》、科文和宗密《圓覺經略疏》，而且也繼承了漢地科

文或科判佛經的傳統。三分科經是把佛經分為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這種方法

源于東晉道安（314～385），科分佛經即分析章段，為了方便解釋經論而將內容分

成數段，再以精簡扼要之文字標示各部分之內容，便於容易研究和瞭解經文意思。 

《佛學大辭典》載：「科文，釋經論，分科其文句之段落者，是由秦之道安為

始，知一經之大意不可缺。文句一曰：『古講師俱敷弘義理不分章段，若純用此意，

後生殆不識起盡。又佛說貫散，集者隨義立品……天親作論以七功德分序品，五

示現分方便品，其餘品各有處分。昔河西憑，江東瑤，取此意節目經文，末代尤

煩，光宅轉細。……曇鸞云：細科煙揚，雜礪塵飛。蓋若過若不及也。』」52 

西夏僧人在講經時借鑒漢地科文經文的方法，西夏文《圓覺經》科文或科判

形式在黑水城文獻中得以保存。《圓覺經》主要以十二個菩薩與世尊的問答，宣說

「圓覺」妙理和修行方法，結構非常清晰明瞭，基本上以每個菩薩分一章共十二

章。其科文方法在宗密法師《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有記載：「此

                         
48 童瑋編著：《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頁 56。 
49 參見童瑋編著：《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3-7。 
50 崔紅芬：《西夏文〈聖曜母陀羅尼經〉考略》,《敦煌研究》2015 年第 2 期。 
51 崔紅芬：《俄藏黑水城〈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考論》, 《遼金史論集》輯 14，2016 年。 
52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 年，頁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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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正釋經文，總分三分，謂序、正、流通。序中證信便是發起，謂佛入大光明藏

與一切佛同住眾生清淨覺地，現諸淨土菩薩主伴皆入三昧，同一佛境，以表因果

無異凡聖同源，顯發此經旨趣如是。然證信序諸經皆同，是阿難請問，佛令置之，

亦為斷疑、息諍及異邪故。然雖具六成就，今隨文便均於廣略。總分為三：一信

聞時主，二說處依真，三同體法眾。」53「自下大文，第二正宗分中，有十一菩薩，

相次請問法門，節節佛答，總十一段，束之為二：初一問答，令信解真正，成本

起因，後十問答，令依解修行，隨根證入。此乃前頓信解，後漸修證也，亦可初

一信，次五解，次四行，後一證。」54「大文第三流通分，謂正宗之分，法義已周，

欲使廣益他方，遠沾來世流傳，通泰輾轉無窮，故有此分，都無人傳是不流，流

則不住不滯，傳之遇其障，難是不通，通則不壅不塞。文五：一慶聞深法，請問

流通。二贊許佇聽，交感流通。三依問宣說，內護流通。四稟命加衛，外護流通。

五時眾受持，總結流通。」55 故此宗密在《圓覺經大疏》卷上之四這樣講道：「二

釋本文者，一卷總分三分：第一序分，第二正宗分，第三流通分。三分之興，彌

天高判，冥符西域，今古同遵。所以三者？夫聖人設教，必有其漸，將示微言，

先敘由致，故初有序分。由致既彰，當根受法，故次演正宗。正宗既陳，務於輾

轉利濟，非但益於當會，復令末世流傳，永曜法燈，明明無盡，故結以流通。」56 

宗密雖然對於《圓覺經》經文進行科文或科判，那麼西夏文《圓覺經》到底

是如何科文，因為西夏文《圓覺經》殘存內容非常有限，我們很難做出具體的考

證，但根據西夏文殘經的內容，可以確定，殘存部分屬於正宗分的內容，包括文

殊菩薩章、普眼菩薩章、彌勒菩薩章和金剛菩薩章的內容。上文已對西夏文《圓

覺經》科文提綱做了簡單的翻譯，在此不再贅述。 

(三)《圓覺經道場禮□》的流傳 

宗密撰寫的《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共十八卷即《圓覺道場禮懺禪觀等法事》（卷

第一）、《圓覺道場修證廣懺文》（卷第二）、《圓覺道場禮懺禪觀法事》（卷第三）、

《圓覺道場禮懺禪觀法事》（卷第四）、《圓覺道場禪觀法事禮懺文》（卷第五）、《圓

覺道場禪觀法事禮懺文》（卷第六）、《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七）、《圓

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八）、《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九）、

《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十）、《圓覺道場修證廣儀》（卷第十一）、《圓

覺道場修證廣文》（卷第十二）、《圓覺道場修證廣禮贊文》（卷第十三）、《圓覺道

                         
53（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大正藏》冊 39，第 1795 號，頁

528 中欄 07。 
54 （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卷上之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3，頁 342 下欄 14。 
55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下之 2），《大正藏》冊 39，號 1795，

頁 574 中欄 28。 
56 （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卷上之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3，頁 337 上欄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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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禮懺禪觀等法事》（卷第十四）、《圓覺道場禮懺禪觀等法事》（卷第十五）、《圓

覺道場修證禮懺廣文》（卷第十六）、《圓覺道場禪觀修證廣文》（卷第十七）、《圓

覺道場修證禮懺文》（卷第十八）。這十八卷文廣義繁，視為廣本，不便末學修學

和法會上操作。雖然後來宗密著有《圓覺經禮懺略本》（四卷）、《圓覺經道場六時

禮》（一卷），但無法找到原文進步比對。 

及至宋代華嚴宗傳人淨源法師在宗密廣本基礎上，略彼廣本以為一卷十門之

章，名為《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被視為略本，收錄在《卍新續藏》（第 74 冊，

第 1476 號）之中。 

但將拜寺溝方塔中出土的《圓覺道場禮□》與淨源法師的略本進行比對，發現

二者差距還是比較大的。由此我們確定，西夏時期境內曾流傳《圓覺道場禮□》與

宗密撰寫的《圓覺經道場修正儀》相關內容接近。宗密的《圓覺經道場修正儀》

全本在西夏時期應該流傳，因為宗密的《圓覺經道場修正儀》的儀式繁複，所以

西夏人根據宗密廣本，結合自己實際需要輯錄出一個簡易誦讀或便於操作使用的

簡略本，可以說西夏境內既流傳著宗密廣本，也流行西夏人輯錄的略本，可能西

夏境內流傳的略本還不止一個版本。在拜寺溝方塔中存在的漢文本《圓覺道場禮□》

正是西夏人輯錄的略本之一，以抄本形式出現，可認為是信眾中流行的略本。再

結合《圓覺道場禮□》殘經抄本中多處使用「云云」、 「下皆例此，云云」、 「同

前云云」等詞語，正是這種表現方式充分體現了西夏人對一些程式化內容的省略，

反映出西夏人對於《圓覺經》或禮懺內容是比較熟悉的，也說明《圓覺經》禮懺

儀在當時十分流行，也深受信眾的喜愛。 

《圓覺道場禮□》是流行的圓覺懺法簡本，《嘉興藏經》中有《華嚴經海印道

場九會諸佛儀》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是西夏一行

法師所撰，後宋普瑞補注。另外，索羅寧介紹了在蘇州西園寺發現的《華嚴經入

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懺法，由支那國光明普照寺沙門惠開

集，有「洪武二十年」（1387）和「正統八年」（1443）兩個題記，但據學者考證，

懺本內容實際上屬於元代，是一行慧覺的另一部著作。索羅寧把《華嚴經入不思

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與《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諸佛儀》進行比

較，認為二者內容有不少接近之處。57我們把拜寺溝方塔中出土的《圓覺道場禮□》

與《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諸佛

儀》等懺本進行比較，儘管《圓覺道場禮□》內容過於簡單，但與後二者中「直言

贊佛」的內容有一定相似性，而與《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

念誦儀》出入較大。因在《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

                         
57 索羅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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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第四

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冊 3），2015 年，頁 Z-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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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神靈數量增多，增加的神靈不僅限於佛教，而且是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各類神靈。 

本人曾對僧人慧覺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題記

中所涉人物進行考證，認為，一行慧覺（？～1313 年）涼州人，俗姓楊，西夏高

官的後代，生活在西夏晚期到元皇慶年間，受家庭影響，慧覺在蒙古國時期出家

為僧，精通顯宗和密宗，先修密宗，後跟隨龍川大師修學華嚴，融會華嚴圓融之

旨。他的活動範圍涉及西北、洛陽和大都等地。慧覺一生致力於弘揚佛法，傳承

華嚴思想，在至元七年（1270）以後，輯錄完成和刊印了《華嚴懺儀》。雖然《華

嚴懺儀》未收錄在元代編訂的佛經目錄中，但它在元代曾多次被刊印，散施於西

夏故地等多處流行。58如此看來，《圓覺道場禮□》在西夏時期流行，而《華嚴懺儀》

等在元代才由慧覺輯錄完成，可以說慧覺在輯錄《華嚴懺儀》、《華嚴經海印道場

九會諸佛儀》和《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時，他十

分熟悉流行的華嚴經典、宗密疏鈔和懺法等，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密撰述《圓

覺經道場修證儀》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分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圓覺經》、拜寺溝方塔存漢文《圓覺經

略疏》與懺儀、《圓覺經》的翻譯年代、《圓覺經》及其相關經典的流傳四個部分對

《圓覺經》及相關經典進行了考證和分析。首先對英藏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文《圓覺

經》進行考證，糾正刊佈者的不足和錯誤，確定上述五個編號的西夏文殘經皆為《圓

覺經》科文或科判，因為過於殘缺，我們目前尚無法還原西夏文《圓覺經》科文的

真實狀況，但可以確定西夏文殘經為《圓覺經》科文正宗分的內容。然後對拜寺溝

方塔中殘存漢文《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道場懺□》進行錄文考證，恢復了《圓

覺經略疏》的版式，與《大正藏》進行比對，可以確定他們基本一致，僅個別詞存

在差異。《圓覺經道場懺□》應是西夏境內流行的略本，其內容受到宗密撰述《圓覺

經道場修證儀》的影響。文章還借助宗密之前撰疏僧人和參與《圓覺經》證義僧人

的活動年代，考證了《圓覺經》翻譯年代與道詮法師的記載是相符合的。《圓覺經》

是一部能體現中國佛教重視圓覺妙有思想的經典，主要一切眾生都有圓覺妙心，本

應當成佛，但只是被妄念、愛欲、貪欲等無明所遮，在六道之中輪回不止。若能清

淨本心，以心為本源，去除貪欲、愛欲等，就能達到解脫。宗密基於對《圓覺經》

的理解而撰寫疏鈔，融入了宗密對禪和華嚴思想的領悟以及對《圓覺經》、《華嚴經》

的思考，由於宗密的弘揚，使《圓覺經》成為後世僧界研習佛法的重要經典之一，

《圓覺經》為大乘圓頓之理，對華嚴、禪宗和天臺都產生很大影響，宗密所撰的《圓

覺經道場修證儀》對中國佛教禮儀也產生深遠影響。 

                         
58 崔紅芬：《僧人「慧覺」考略——兼談西夏的華嚴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4 期；

《〈華嚴懺儀〉題記及相關問題探析》,載王頌主編《佛教與亞洲人民的共同命運》，宗教文化出

版社，2015 年，頁 43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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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入法界品〉經變圖像發展探究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助理教授 

陳俊吉 

摘 要 

《華嚴經》在中國佛教史發展上是極重要的經本之一，並且產生相關佛教藝

術造像體系，其中耳熟能詳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便是依據《華嚴經》的〈入

法界品〉而來。但「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名稱卻是宋代才開始普遍使用，並

且有完善的造像體系，至於宋代以前「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原型為何？如何

流變與發展？是個佛教藝術史上重要的議題，但甚為可惜，學界至今對此區塊尚

未有效觸及，相關專論探討也甚少，這將是引起筆者好奇與探究的原因。筆者將

利用古籍文獻資料、近人研究成果，以及相關作品作為依據，進行考證釐清此議

題。經過本文分析探討後發現，〈入法界品〉產生善財童子參訪的圖像，濫觴於唐

代，但該類圖像要如何稱呼？目前學界對此也不統一，故本文考訂將其稱為「入

法界品圖」，認為此稱名較為適切，並且與宋代發展出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有所區別。早在盛唐的時候，依據〈入法界品〉已經產生善財童獨自參訪的造像，

但還沒有產生善財童子參訪諸位善知識的畫面。到了中唐時「入法界品圖」才有

較為完整的內容出現，此時「入法界品圖」主要依附在華嚴經變中，但晚唐、五

代時逐漸沒落，「入法界品圖」卻以獨立之姿態漸展露頭角，由「入法界品圖」轉

為「獨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開啟北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新格局。 

關鍵詞：入法界品圖、華嚴經變、五十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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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唐五代時期關於善財童子的造像藝術發展，有一類乃依據大本《華嚴經》中

的〈入法界品〉為本，描繪出善財童子參訪諸善友歷程的故事畫。〈入法界品〉中

善財童子一共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共計參訪 54 回，其中第 1 回與第 53 回皆為

文殊菩薩，第 51 回一次參訪二人（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至於參訪次數如何計

算，唐代判教已有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會（參）之說，其計算方式有所出入，

北宋中後期開始以釋惟白禪師（生卒年不詳）五十三參為主要通說，延續至今，

但其計算方式與今日略有出入，而完整獨立的「五十三參圖」也在北宋時才普遍

盛行。1 

在北宋「五十三參圖」獨立之前的唐五代樣貌為何？有何特色？如何產生？

等議題扣人心弦使人相當好奇，此成為本篇論文所要討論的議題核心。在初唐時

長安一帶為華嚴學派的重要地域本營，華嚴的教義繁複且多思辨，如何將《六十

華嚴》轉換為經變畫，實乃不易之事，故華嚴造像表現上常用象徵意味的具體佛

會圖案來表現之。2華嚴祖師釋智儼（602-668 年）曾於 628 年創造出〈蓮華藏世界

海圖〉的華嚴經變。3據推測此種畫面極可能是由「華嚴藏海」與「七處八會」所

組成的模式。4華嚴經變中「華嚴藏海」與「七處八會」，二者為《六十華嚴》中重

要的哲理意涵，前者表達華嚴宇宙觀的宏偉無盡世界，後者展現出整部《六十華

嚴》的說法處展開的佛會。但對於《六十華嚴》的內容並非單純僅僅前述二項而

已，還有十住、十行、十迴向……等的華嚴抽象教義，以及經中重要的尊像如毘

盧遮那佛（盧舍那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善財童子……等，有時這些尊像會

抽離出來成為造像體系，例如單幅毘盧遮那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等造像；

乃至造像尊像的結合，例如毘盧遮那佛與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構成的「華嚴三聖」，

單幅文殊菩薩配置善財童子為眷屬的造像。5這些造像雖然來自華嚴系統中，但無

法準確稱為「華嚴經變」，但仍屬於「華嚴造像」的範疇，因凡與華嚴系統有關的

                                                      
1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55-392。 
2 例如《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中於各佛會中闡述十住、十地、十信……等，佛教理論形而神

上的精神內涵，實在難以透過繪畫表現完整的傳達其思想，故在華嚴經變中《六十華嚴》以八場佛

會表現出「七處八會」的思惟，《八十華嚴》的「七處九會」則以九場佛會表現之。 
3 《華嚴經傳記》中又記載：「時年二十七…（中略）…藻思多能，造〈蓮華藏世界圖〉一鋪，蓋

葱河之左，古今未聞者也。」《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 51，第 2073 號，頁 163 下。 
4 陳俊吉，〈「華嚴藏海圖」與「七處八會圖」的獨立發展至結合探究〉，頁 82-94。 
5 早在北齊《華嚴經碑》、《華嚴八會碑》在碑額已經出現「華嚴三聖」造像。至於唐代五台山文

殊信仰所發展出的「文殊五尊像」，如〈新樣文殊墨線粉本〉中就配有善財童子為眷屬的造像體系。

陳俊吉，〈北齊華造像的開展：以華嚴三聖與七處八會為例〉，頁 1-23。陳俊吉，〈五代敦煌新

樣文殊中善財童子的繪畫探究〉，頁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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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在廣義面而言皆為「華嚴造像」。6至於「華嚴經變」中的「經變」通常乃專

指將一部經的全部，或者經節部分重要內容抽出以圖案的方式表現，而「華嚴經

變」通常是以整部華嚴的變相圖為主軸，此乃「七處八會圖」（此為《六十華嚴》，

如《八十華嚴》則為「七處九會」），至於重要經節部分所構成的經變圖，如「十

地品圖」、「華嚴藏海圖」……等，只能算是《華嚴經》該品的經變，不宜以具有

全體經文意涵思惟的「華嚴經變」來稱呼。但是唐五代時一個完整的華嚴經變，

除了以「七處九會」為主體外，有時還會加入其他部分經品的經變組合構成才顯

得較為完整，如華嚴經變會加入「華嚴藏海圖」，以及有些造像表現會增加配置依

據〈入法界品〉而來的圖像。7 

至於出自〈入法界品〉為主題的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圖像，要如何的稱呼？

歷代發展與當今學界並不統一，在唐五代時期中國並未有明確的相關記載，宋代

開始才漸多，其主要的稱呼有：「善財善知識圖」、「善財童子參知識圖」、「善財統

參歷圖」、「佛國禪師指南」、「五十五知識像」、「五十三善知識」、「善財童子五十

三參像」、「華嚴海會善知識曼荼羅」……等。8至於日本於十一世紀起有：「善財童

子之知識圖」、「善知識曼荼羅」、「華嚴善知識曼荼羅」、「善財童子參歷圖」、「善

知識圖」、「善財童子繪卷」……等。9上述中國與日本的這些稱謂乃指獨立畫面或

造像系統的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之完整展現，並不依附在華嚴經變中。對於唐

五代時期，所出現相關此類型造像藝術主要有三種：第一類，依附華嚴經變中的

善財童子參訪圖；或者第二類，獨立未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圖；乃至第三類，獨

立且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圖，對此學界的稱謂說法不一。段文傑、王惠民等人都

將其泛稱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10如以造像圖像的發展脈絡與語彙來看，以現

代所熟悉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語彙來稱呼，即出現一個問題，那會使人直接

聯想到完整獨立的善財童子參訪圖像，然而此圖像在宋代時才普遍成熟的運用，

唐五代仍在發展的歷程，許多參訪圖像並不完備，如此語彙是否適切尚有探討空

間。況且「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語彙普遍運用，乃北宋才開始大量運用，因此

用此語彙來稱呼之，是否適切仍有疑問？11韓國人海住將敦煌石窟依附在華嚴經變

壁畫中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歷程畫面，稱呼為「善財童子求法圖」。12對於此語

                                                      
6 關於「華嚴經變」與「華嚴造像」的議題詳參，陳俊吉，〈淺析中國華嚴造像體系：兼論善財童

子的造像系譜〉，頁 4-6。 
7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頁 135-169。 
8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76-385。 
9 小林達朗，〈善財童子歴参図研究史料（稿）〉，頁 59、61。 
10 敦煌莫高窟第 12 窟的〈華嚴經變〉下方有善財童子參訪內容的四屏風畫，段文傑稱此為「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段文傑，《莫高窟第九窟、第一二窟（晚唐）》，頁 208-209、234。另外，王

惠民則泛稱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王惠民，〈華嚴圖像研究論著目錄〉，頁 156-157。 
11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76-378。 
12 海住，〈莫高窟華嚴變相的考察〉，頁 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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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使用並無不可，海住所指的「善財童子求法圖」為第一類，至於第二類與第三

類要如何稱呼？海住並未注意到此問題。日本小林達朗將第二類稱為「善財童子

善知識圖」，將第三類稱為「善財童子歷參圖」。13但二者名稱極為相似，且於十一

世紀的獨立完整參訪善知識的作品亦有此名稱，容易使人誤認混淆。 

從上論述可知，凡廣義而言只要描繪出善財童子參訪的母題，無論是否完整

與獨立，都可以稱為「善財童子參訪圖」。但本文研究為了使各類型造像藝術有效

的識別，於權宜之下筆者斗膽將宋代迄今所呈現獨立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歷程，

稱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較為普遍）；獨立但未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歷程，

稱為「簡化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至於唐五代時期此類作品不論那一類型（第一

類至第三類）仍在發展階段，有相當多的變化，其依據的經典主要為〈入法界品〉

所產生的經變畫，因此筆者將其稱為「入法界品圖」，即將第一類稱為：「華嚴經

變中的入法界品圖」；第二類稱為：「獨立發展中的入法界品圖」，第三類稱為：「獨

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以作區別。 

「入法界品圖」此造像藝術於唐五代的發展歷程為何？是個重要的議題，但

甚為可惜，學界至今對此區塊尚未有效觸及，也未見專論探討，這將是引起筆者

好奇與探究的原因，將透過文獻史料以及相關作品，探究該類圖像可能發展的面

貌。 

二、盛唐華嚴造像中的善財童子萌芽 

中國今日僅存唐代時期的「入法界品圖」，最早為中唐時期的作品，而敦煌此

種作品的影響源頭主要來自於中原關中地區，因此長安、洛陽地區的該類圖像發

展應早於敦煌地區。那盛唐時是否在京畿一帶出現有「入法界品圖」，目前並沒有

相關實物的案例可以佐證，且中文古籍文獻中也未發現明確的相關史料，使得今

日考據上有所限度，但甚為有幸於唐代時，日本派出遣唐使學習唐朝文化，並保

留部分相關的文獻史料，從此可略窺一二。14 

孝德天皇（596-654 年，645-654 年在位）開始學中國設立年號，進行政治改

                                                      
13 繪製約於 742 年東大寺六經櫥櫃的第一櫥櫃屬於華嚴宗經廚，櫥櫃上出現繪製善財童子與善知

識的畫面，並非完整的五十三參內容，小林達朗將其稱為「善財童子善知識圖」。至於十世紀末至

十一世紀初日本洛陽本願寺出現善財童子五十餘幅的參訪圖，則稱為「善財童子參歷圖」。小林達

朗，〈善財童子歴参図研究史料（稿）〉，頁 59。 
14 唐代時日本國派遣唐使，最早一次於舒明二年（630 年），第二次於白雉四年（652 年），主要

至長安、洛陽學習初唐的藝術文化，另在朝鮮半島也間接傳入初唐文化，使得日本飛鳥晚期的佛

教造像藝術，有些已經展現初唐造像色彩。岡田健，〈初唐樣式と飛鳥時代後期の彫刻〉，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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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隔年大化二年（646 年），頒發新詔書仿效大唐的典章制度，並且有計劃性的

派遣大量學習者來唐代學習。15元明天皇（661-721 年，707-715 年在位）遷都平城

京（奈良），平城成為新都城，並且仿長安城建造，聖武天皇（701-756 年，724-749

年在位）於天平十三年（741 年）下詔於各國之國都建國分寺（國分寺分為：金光

明寺、天王護國之寺屬於比丘眾寺院，法華滅罪之寺屬於比丘尼之寺院），天平十

五年（743 年）下詔於平城京建立東大寺，此寺成為總國分寺。16所建的東大寺便

製造大佛，具有天皇為大佛的象徵，大佛的佛力遍滿四方（國分寺），具有濃厚護

國思想的佛教政治思惟。17 

天平勝寶四年（752 年）為已經退位的聖武天皇舉行大佛開眼日子，但此時大

佛細部尚未修飾完畢（直到 757 年佛體工程才完畢），但卻在 4 月 9 日這天聚集一

萬名的和尚提早舉行開眼法會，這與聖武天皇患病祈福有密切關係。18為了大佛開

眼便準備許多供養物資，此時已經預先設計好的六宗櫥櫃也陸續完成，此寺當時

雖為日本華嚴宗寺院，但是也典藏其他宗派典籍，製造完成的六個櫥櫃便存放各

宗典籍安奉於大殿中。19依據《正倉院文書》的〈橱子繪像并畫師目錄〉記載，除

第一個櫃子擺放華嚴宗典籍外，另外五個櫃子，擺放其他五宗的典籍，依序為法

相宗、三論宗、律宗、薩婆多（俱舍宗）、成實宗，各宗櫥櫃扉內外門扉扇上描繪

16 尊的尊像，乃各宗的祖師、佛菩薩、弟子……等相關圖像，但這些櫃子因東大

寺曾經大火，今已不存。20關於華嚴宗櫥櫃的繪畫內容是如此記載的： 

第一櫥子（華嚴宗），判大稻村。梵天、普莊嚴童子、普賢菩薩、文殊菩薩、

善財童子、帝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主夜神、海幢比丘、賢慧菩薩（僧）、

馬鳴菩薩（僧）、主晝神、多聞天王、持國天王。21 

關於此櫥櫃的重要繪畫總指導為判大稻村（又稱為：秦稻村生，生卒年不詳），與

弓削大成（生卒年不詳）交替，領數名工匠分工合作而成。22判大稻村、弓削大成

因表現卓著而獲得天皇賜姓，此櫃的圖像樣式粉本來源，與當時大量留唐學生，

所帶回的唐風樣式影響下所繪製有關。23各櫥櫃皆繪製扉頁共 12 版，每扇一圖，

                                                      
15 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新編）》，頁 43-45。 
16 新井和臣，《大和路（東大寺）》，頁 50-51。 
17 上原昭一、鈴木嘉吉，《日本美術全集：第 4 卷 天平の美術 南都七大寺》，頁 140。 
18 王秀雄，《日本美術史》上冊，頁 104-105。 
19 松浦正昭，〈正倉院宝物六宗厨子繪の復原（上）〉，頁 26-27。 
20 石田茂作，《奈良時代文化雜攷》，頁 146。 
21 同上註，頁 145。 
22 平田寬，〈上代の画師‧画工〉，頁 185。 
23 大村西崖稿，大村文夫編，《廣日本繪畫史》，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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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每扉至少描繪一尊特定尊像人物，而當時製作櫥櫃彩繪可說相當嚴謹，大體

上是申請紙張，起樣打稿製作小樣，當完成後才在櫥櫃進行彩繪，先打底（白粉），

而後運用色彩暈染、填色，最後使用金箔裝飾。24而當時所描繪的彩色圖像樣式今

已不存無法得知，在繪製於建曆二年（1212 年）京都淨瑠璃寺中的〈浄瑠璃寺吉

祥天橱子繪〉（圖 1－圖 3），畫面中造型與用色是復古奈良時期的作品。25〈浄瑠

璃寺吉祥天橱子繪〉的彩繪，傳承於東大寺戒壇院中繪於天平勝寶七年（755 年）

的〈漆金銀繪佛龕扉畫〉（圖 4－6），故其彩繪樣式可以作為參考的資料。26在東大

寺戒壇院的〈漆金銀繪佛龕扉畫〉作為安奉華嚴宗的經櫥，畫面尊像造型可以作

為此時期繪畫的參考，原本安奉在東大寺大殿中的六經櫥櫃，人物造型應該類似

〈漆金銀繪佛龕扉畫〉此種造型，具有濃厚的唐風遺存。〈漆金銀繪佛龕扉畫〉現

在僅殘存二扇，正反面都有繪製一尊圖像，櫃子的繪畫表現使用黑漆，上方再繪

製泥金銀為主的表現。27〈漆金銀繪佛龕扉畫〉與東大寺大殿中六經櫥櫃在繪畫造

型上，皆屬於同時代（奈良時期）作品，有相似的時代風格，但在形式表現上卻

有所差異，前者以色彩描繪，後者卻是以黑漆描金銀泥的方式。 

   

圖 1 「辯才天女神與眷屬」，

出自〈浄瑠璃寺吉祥天橱子

繪〉龕內正壁龕，佚名繪，木

板敷彩，10.3×62.3cm，建曆二

年（1212 年），〔日本〕東京

藝術大學美術館藏。 
說明：中央主尊為辯才天女

神，四隅四尊為其眷屬。28 

圖 2 「廣目天、增長天」，出

自〈浄瑠璃寺吉祥天橱子繪〉左

側面扉裏，佚名繪，木板敷彩，

各扉 10.3×24.8cm，建曆二年

（1212 年），〔日本〕東京藝術

大學美術館藏。 

說明：右幅為廣目天、左幅為增

長天。 

圖 3 「梵天、帝釋天」，出

自〈浄瑠璃寺吉祥天橱子繪〉

正面扉裏，佚名繪，木板敷彩，

各扉 10.3×30.7cm，建曆二年

（1212 年），〔日本〕東京藝

術大學美術館藏。 

說明：右幅為梵天、左幅為帝

釋天。 

                                                      
24 松浦正昭，〈正倉院宝物六宗厨子繪の復原（上）〉，頁 28-30。 
25 田軍、蘇冰等編，《日本傳統藝術（卷五）肖像 佛畫》，頁 81。 
26 小路田泰直監修，《史料集公と私の構造（別巻）：稿本日本帝国美術略史》，頁 66。 
27 奈良国立博物館編，《平成七年正倉院展目錄》，頁 42。 
28 每日新聞社、「重要文化財」委員会事務局編集，《重要文化財 7：絵画 I》，彩圖說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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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華嚴宗第一櫃描繪的神祇，並不全然出自《華嚴經》中，例如馬鳴與賢

慧菩薩，皆為大乘佛教論師，其中馬鳴（梵語：Aśvaghoṣa，100-160 年，印度僧

人）為禪宗西天二十八祖，是印度五大論師之一，著《大乘起信論》。29至於所謂

賢慧菩薩所指的人物為何？在唐王勃（650-676 年）撰，北宋釋慧悟（生卒年不詳）

註的《釋迦如來成道記註》，在「十支宏闡」的條目中描寫印度諸佛弟子造論分十

項的事蹟，其中有段註釋云：「五分別名數支，即《雜集論》無著、師子覺、賢慧

等三菩薩造。」 30所謂《雜集論》，全名為《大乘阿毘達磨集論》（梵語：

Mahāyānābhidharma-samuccaya）為瑜伽行唯識學派的重要論書，此書為無著（梵

語：Asaṅga，310-390 年，印度僧人）、師子覺（梵語：Buddhasiṅha，生卒年不詳，

無著之弟子，印度僧人）、安慧（梵語：Sthiramati，475-555 年，印度伐臘毘國僧

人）所作，唐釋玄奘（602-664 年）於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翻譯此經。31安慧為世

親（梵語：Vasubandhu，400-480 年，印度僧人）的弟子。32可以得知文中「賢慧」

                                                      
29 在中國古代把西天十二祖認為是馬鳴尊者，也為祖師也是西天華嚴初祖，是首此因緣配上鳴尊

者，但以東大寺第一櫃繪製時，華嚴宗西天祖師說尚未成熟，應該此處馬鳴尊者不具華嚴祖師的

意圖。《嘉興藏》冊 15，第 5 號，頁 643 上。 
30《釋迦如來成道記註》，《卍續藏》冊 75，第 1509 號，頁 10 下。 
31 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冊 1，頁 818-819。 
32 屬於唯識學派的論師之一，主要著作有：《大乘中觀論釋》、《唯識三十頌釋論》、《倶捨實

義釋》……等。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冊 3，頁 2405-2406。塚本善隆，《望月

仏教大辞典》卷六，附錄頁 31。 

   

圖 4 「力士」，出自〈漆金

銀繪佛龕扉畫〉第一塊扉版正

面，佚名繪，木板敷彩，

109.5×23.2cm，天平勝寶七年

（755 年），〔日本〕奈良東

大寺南倉藏。 

說明：右幅為線描圖、左幅為

扉畫原貌。 

圖 5 「神將」，出自〈漆金

銀繪佛龕扉畫〉第一塊扉版反

面，佚名繪，木板敷彩，

109.5×23.2cm，天平勝寶七年

（755 年），〔日本〕奈良東

大寺南倉藏。 

說明：右幅為線描圖、左幅為

扉畫原貌。 

圖 6 「神將」，出自〈漆

金銀繪佛龕扉畫〉第二塊扉

版反面，佚名繪，木板敷

彩，109.2×24.2cm，天平勝

寶七年（755 年），〔日本〕

奈良東大寺南倉藏。 

說明：右幅為線描圖、左幅

為扉畫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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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慧」實則同一人，只是譯名上的差異。而梵天、帝釋、增長天王、廣目天

王、多聞天王、持國天王是屬於大乘經典經常出現的護法神，也非《華嚴經》中

特殊身分之神祇。第一櫃中所剩餘神祇才與《華嚴經》密切有關，但也並非全都

出自〈入法界品〉中，如普莊嚴童子，出自於《六十華嚴》的〈盧舍那佛品〉中，

為愛見善慧王第二子，但在初唐末期所譯《八十華嚴》的〈毘盧遮那品〉則譯稱

為「大威光太子」。33「主晝神」出自《六十華嚴》的〈世間淨眼品〉，以及《八十

華嚴》的〈世主妙嚴品〉皆有收錄。34因此與〈入法界品〉善財童子直接參訪有關

的即文殊菩薩（第 1 回與第 53 回參訪，今日普遍第 1 回不列參，第 53 回即第五

十二參）、海幢比丘（第七回，今日普遍列為第六參）、普賢菩薩（第 54 回，今日

普遍列為第五十三參）。35此櫃究竟使用《六十華嚴》還是《八十華嚴》為依據，

目前上述資料看來應為《六十華嚴》的可能性較大，因為普莊嚴童子乃出自《六

十華嚴》中的獨特用語。但是也不可忽略《八十華嚴》的影響，因為此時東大寺

所建的大佛，便有參考《八十華嚴》中蓮華藏世界的思惟。36或許可以說東大寺此

六經櫥櫃的繪畫，是以《六十華嚴》為主要，並且參考《八十華嚴》所結合完成

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的〈入法界品〉中關於善

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是有所闕文，直到釋法藏（643-712 年）於永隆元年（680

年）時校對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才填補《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

中〈入法界品〉的缺憾。所以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圖像在此之前不可能

出現，也說明初唐晚期時，對於原本〈入法界品〉的闕文已經有所重視，並在因

緣際會下才補齊缺憾，對其參訪歷程才有較完整的認識，故其影響力應在初唐晚

期以後。 

此外，從第一櫃中的繪畫也透露出〈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的參訪造像藝術，

此時的發展並不完備，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而日本此時的佛教藝術表現主要受

中國所傳入的造像藝術影響，主要源自於長安與洛陽一帶，如此時的平安城與寺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第 278 號，頁 417 上-418 上。《大方廣佛華嚴經》，《大

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54 下-57 下。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第 278 號，頁 396 中-418 上。《大方廣佛華嚴經》，《大

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13 下。 
35 陳俊吉，〈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頁 378-392。。 
36 日本學界有些學者認為東大寺的大佛為盧舍那佛，其蓮臺的蓮瓣線刻圖案為大千世界化佛展

現，大佛與蓮臺為一體性的建造，其思想來源有《八十華嚴》第一會盧舍那佛的蓮華藏世界，以及

與《梵網經》的盧舍那佛坐千葉蓮臺上有關。至於蓮臺的蓮瓣線刻圖案，以當時的大東寺為日本華

嚴宗的本寺來看，應有受《八十華嚴》之影響。奈良六大寺大観刊行会編，《奈良六大寺大観補訂

版第十卷：東大寺二》，解說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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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造，皆仿自中國長安。37而《八十華嚴》譯出的時間為 699 年，此櫃所描繪的

時間為 752 年，內容為《六十華嚴》為主，並且參考《八十華嚴》的綜合體，可

推知在此之前長安、洛陽一帶已經出現善財童子的參訪圖像，但此種圖像仍處於

發展階段並不完備，善財童子僅為《六十華嚴》中的諸大菩薩像之一，其尊格特

質（參訪表現）不顯明，因此與普莊嚴童子、四大天王、主夜神……等放置一處。 

東大寺第一華嚴櫥櫃中，每扉畫面中的諸尊像，出現許多與《六十華嚴》相

關的神祇造像，屬於華嚴造像藝術體系，在〈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

識，與正倉院第一櫥櫃中描繪的主要神祇相對應部分，為文殊菩薩、普賢菩薩、

海幢比丘此三尊，而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在《六十華嚴》中也非僅在〈入法界品〉

中出現，經文其餘卷中也經常出現，所以實際與〈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善

知識有關的對象僅海幢比丘。但每扉畫面的特質通常是以單尊為主體，從〈浄瑠

璃寺吉祥天橱子繪〉（圖 1－圖 3）與〈漆金銀繪佛龕扉畫〉（圖 4－圖 6）便可看

出，且各尊具有獨立性特質，因此推論東大寺第一華嚴櫥櫃中善財童子與海幢比

丘，屬於獨立的個體，並未展現出善財童子參訪海幢比丘的意圖。故櫥櫃中描繪

善財童子、主夜神、海幢比丘……等尊像，乃《華嚴經》中眾多尊像的代表性人

物而已，反映其本身為華嚴經櫥櫃的特質，對於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意圖還

在醞釀中，並無法有效的彰顯出來，此種現象透露出初唐至盛唐早期時京畿一帶

的善財童子造像可能即是如此。 

在高宗主政期間，於上元元年（674 年）即施行《華嚴經》，高宗便以彌勒佛

王的姿態統治，此年高宗改稱「天皇」，武則天改稱為「天后」，高宗駕崩後不久，

武則天便改國名為周，建國前她便利用《華嚴經》佛王傳統思想治國，並且結合

《彌勒下生成佛經》信仰，改朝前兩年（688 年）封稱為「聖母神皇」，具有女轉

輪聖王思惟，在登位前即公告十二個新字，其中「曌」便具有《華嚴經》中「毘

盧遮那佛」的「大日遍照」之意，登基後不久便自名「武曌」。38武則天掌握實權

後，薛懷義（？-694 年）策畫偽造《大雲經疏》，武則天於 690 年即位後，在洛陽

城內的天堂內設立彌勒佛大佛乾漆像，而長安、洛陽的彌勒大佛設置，與各州設

立大雲寺（具有分國寺的象徵），具展現彌勒佛王即當今聖上為轉輪聖王的意圖。
39其使用《華嚴經》的佛王思想，結合《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彌勒下生經》的彌

勒佛王為轉輪聖王，統治大周子民的形貌出現。40武則天對於《華嚴經》乃相當推

                                                      
37 田澤坦、大崗實編，《圖說日本美術史（概說）》，頁 31-32。 
38 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頁 233-240。 
39 宮治昭，〈巨大仏の源流：弥勒と毘廬舍那〉，頁 180。 
40 古正美指出武則天在登基前，已使用彌勒佛王的傳統，於登基後於 694-694 年間受到印度僧人

菩提流志（梵語：Dharmaruci，572-727 年，南天竺僧人，692 年抵達洛陽）影響，改為觀音佛王

的傳統，695 年正月又改回《華嚴經》的彌勒佛王傳統，但隔月便又停用，但對於《華嚴經》的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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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遣使至于闐求《華嚴經》梵本，並且下詔翻譯《八十華嚴》，於 699 年譯出，

此有其政治統治的意圖與宗教情感思惟。 

釋法藏為協助《八十華嚴》的翻譯工作，當《八十華嚴》譯出後，華嚴經變

由《六十華嚴》的七處八會轉向七處九會發展，在盛唐當時的武則天與中宗皇帝，

對於釋法藏可說相當禮遇，使得華嚴教法廣為流傳，也帶動華嚴經變的傳佈。在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中就記載，在唐中宗協助下於景龍二

年（708 年）後產生「於是乎像圖七處數越萬家。」41反映出七處九會的圖像廣為

傳佈，甚為可惜的是，當時京畿一帶所製作的華嚴經變一幅也沒有留下。現在盛

唐時的僅存之作，為盛唐晚期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一例，此窟中央塔柱壁畫繪製華

嚴經變，在變中有七處九會，於塔柱龕內頂部描繪上下兩排各四佛會，仍可見到

七處八會的影響，塔柱龕內北壁隅繪製一佛會即為第九會「逝多林園會」（圖 7、

圖 8）。此幅畫面使用關中地區所傳入，較早期的七處九會模式之一，與中唐時敦

煌遺存較成熟「七處九會」有所出入，主要有二：其一，中唐現存的「七處九會」

在垂直壁面多為「九宮格」式構圖排列，佛會彼此並未分離；其二，中唐的「七

處九會」每一會，皆中央為佛，兩側為諸菩薩與眷屬圍繞的說法圖畫面，皆以坐

姿展現。42而第 44 窟的龕頂八會與此相同，但北壁隅的「逝多林園會」畫面中人

物卻都是站姿，並描繪出善財童子向佛會中文殊菩薩請法的畫面，這是中唐（乃

至晚唐、五代）華嚴經變未出現的情況。在第 44 窟的「逝多林園會」反映出〈入

法界品〉中善財童子的角色越趨重要，透露出善財童子已經具有參訪諸善知識的

意圖，但以文殊菩薩為代表，因文殊菩薩為首位指引善財南參的導師。 

  

圖 7 〈莫高窟第 44 窟中心塔柱〉，石窟開鑿，盛唐，

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 

圖 8 「逝多林園會」出自〈莫高窟第

44 窟中心塔柱〉，石窟開鑿，盛唐，敦

煌莫高窟第 44 窟。 

                                                                                                                                                            
勒佛王傳統似乎並未斷絕，後來又遣使求《八十華嚴》梵本，以及下詔翻譯。古正美，《從天王傳

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頁 262-266。 
41《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冊 50，第 2054 號，頁 284 中。 
42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頁 13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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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華嚴》中〈入法界品〉的善財童子參訪內容，在釋法藏的協助下於 680

年已經完整，當《八十華嚴》翻譯時善財童子參訪內容也還是有所闕文，釋法藏

也以《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內容補之。可見初唐晚期《六十華嚴》與《八

十華嚴》中〈入法界品〉善財童子闕文之處，已經填補完畢，使其有利於轉換為

經變圖的條件。盛唐時是否由初唐善財童子與諸位善知識的單尊造像，更進一步

發展出具有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入法界品圖」，目前雖然並無盛唐時期相關史

料與畫作的證據線索，但從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華嚴經變中「逝多林園會」，展

現出善財童子參訪文殊菩薩具有故事畫的情況來看，此時已經發展出善財童子參

訪善知識的意圖，以首參文殊菩薩表示，但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較完善的體

系則尚未出現，故此時「入法界品圖」應該仍在萌芽階段。 

三、中唐華嚴經變中入法界品圖的融入 

當盛唐時〈入法界品〉中參訪善知識的善財童子圖像，在日本東大寺華嚴宗

櫥櫃，呈現出獨立形貌與略帶有參訪的意圖，中國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卻展現出善

財童子於佛會中，參問文殊菩薩的故事內容，兩者聯繫起來可知〈入法界品〉中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意圖日益彰顯。在中唐時莫高窟第 471 窟中的〈華嚴經變〉，

並未配置「入法界品圖」，但此時的第 159、231、237、472 窟，卻都有配置之，

顯然「入法界品圖」並非〈華嚴經變〉的必要成分，成為可有可無的情況。但此

時「入法界品圖」已經有一定的基礎規模，此種圖像不可能忽然憑空而生之，應

該有其發展脈絡，而敦煌此種經變圖又源自於中原京畿一帶，故在中唐以前京畿

一帶應該有「入法界品圖」的圖像，推知最遲於盛唐晚期時即有之。 

中唐時華嚴造像的「入法界品圖」已經漸趨完善，許多華嚴經變便加入「入

法界品圖」的圖像，而釋澄觀（738-839 年）本身曾繪製華嚴經變，又對華嚴經變

與華嚴教義進行解說製作〈華嚴剎海變相讚〉、《華嚴七處九會頌釋章》、《入法界

品十八問答》……等。至於釋澄觀所繪製或所指導製作的華嚴經變究竟為何？並

無相關實務的作品傳世，但筆者推知此時的華嚴經變把「入法界品圖」納入其中，

釋澄觀本身應該是位關鍵性的角色，首先，此時敦煌所見的華嚴經變都配有「入

法界品圖」為主，此種圖像無可諱言來自於唐代京畿一帶，故應該與華嚴宗推展

此新圖像有密切關係，此時華嚴宗祖師除了釋澄觀以外，很難想到有第二位才華

洋溢的學僧，可以製作出來。43其二，釋澄觀強調〈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的

重要，乃普賢行的展現，並且融入禪宗思惟認為是「漸證法界」的展現，其所作

的〈華嚴剎海變相讚〉中：「執象或亡象，取空空外求，斯人皷識浪，浩劫只冥搜，

                                                      
43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頁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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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象見無象，萬象歸毛頭，圓機覩一葉，法界知春秋。」44其內容並無描述華嚴經

變的特色，幾乎都是教理的展現，並且融合許多禪宗當下即證，一切有相即皆無

相的思惟。而參訪善友本為禪宗所重視，調和禪法的釋澄觀，對於〈入法界品〉

善財童子有所器重，並且參與《四十華嚴》翻譯，撰寫的論述中許多都提及〈入

法界品〉的善財童子參訪。在釋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十五云：

「如來自入師子頻申三昧，即果法界，令諸大眾頓證法界。善財歷位漸證法界，

漸頓該羅，本末融會，皆證法界，故受之以〈入法界品〉。」45善財童子參訪「漸

頓」乃受禪宗影響之判教思惟，強調參訪善友的重要性。「入法界品圖」為證入法

界的修持歷程顯得格外有其意義，故其極可能將此併入於華嚴經變中。其三，釋

澄觀的弟子釋嗣肇（生卒年不詳），曾在長安雲華寺大雄寶殿繪製華嚴經變，劉禹

錫也曾書寫〈毘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其中「清淨不染華中蓮，捧持世界百億

千」指的便是華嚴經變中的「華嚴藏海圖」；「大雄九會化諸天」指的便是華嚴經

變中的「七處九會圖」；至於最末四句「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

綃素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極可能便是描述「入法界品圖」，闡述善財童子

參訪諸善知識，從自始至終都不憑靠外緣（攀緣），最後終證入法界，乃自性圓滿

而證入。46故推知中唐釋澄觀系統的華嚴經變圖，已經把「入法界品圖」納入其中，

雖然如此敦煌所發現此時的「入法界品圖」還是一種概念性參訪的圖像表述，僅

描繪出部分的參訪次數，並無完整的表現出善財童子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的畫

面，其造像藝術仍在發展中，雖然如此但畫面也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式樣。 

「入法界品圖」的出現使得華嚴經變畫面更加的完整與繁複，而此時有些「入

法界品圖」也可成為獨立造像體系，不須依附於華嚴經變中。此種情況透露出自盛

唐晚期至中唐時，逐漸發展出獨立「入法界品圖」，而後於中唐併入於華嚴經變中，

但有些「入法界品圖」仍獨立發展。中唐此時所發展的「入法界品圖」，是否有把善

財童子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都繪出的完整畫面？筆者認為已經有初步的雛形，但還

尚未完整的成熟發展，因為中唐時敦煌莫高窟所遺存「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

圖」，其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尊像畫面，大都約 20－30 位參訪之間為主。 

而中國七處九會的系統於《八十華嚴》譯出後不久便開始展露，盛唐初期時

賢首宗三祖釋法藏，已經發展出成熟的「七處九會圖」，此圖像包含「華嚴藏海」

的內容。在盛唐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華嚴經變，便發現有「七處九會圖」與「華

嚴藏海」的構成（圖 7、圖 8）。到了中唐時許多華嚴經變中，還要加入「入法界

品圖」的現象，使其經變表現模式更加成熟與完整。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卍續藏》冊 58，第 1015 號，頁 555 中。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 36，第 1736 號，頁 112 中。 
46 《圓宗文類》，《卍續藏》冊 58，第 1015 號，頁 555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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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唐五代華嚴經變中入法界品圖的分離 

中唐時期獨立系譜的「入法界品圖」，反映出善財童子的菩薩行最後證入法

界的歷程。關於獨立系譜的「入法界品圖」在中唐時推測應該有之，但目前並無

相關實證，所見到的都是併入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圖」，反映出當華嚴經變

中出現「入法界品圖」時，獨立系譜華嚴造像的「入法界品圖」較為沒落。 

此種情況到了晚唐五代時似乎有所改觀，華嚴宗第五祖釋宗密（780-841 年），

延續著釋澄觀的判教體系發展，釋宗密本身除了為華嚴宗的祖師外，也是禪宗的

祖師，對於禪法相當重視，故產生禪化的華嚴學。此時的「入法界品圖」較中唐

的表現更加的成熟，但敦煌此時所發現的華嚴經變，計有第 9、12、85、127、138、

144、156、196、232 窟，但畫面中出現「入法界品圖」為第 9、12、85、156、232

窟，計共五窟，未繪製「入法界品圖」的共有四窟，顯然入法界品圖在華嚴經變

有逐漸退化的趨勢。到了五代時更為顯明，敦煌地區所繪製的華嚴經變，幾乎都

不配置「入法界品圖」，例如第 6、45、61、98、108、146、261 窟。但北宋初時

曹氏歸義軍所開鑿的大型洞窟，莫高窟第 55窟於窟頂北披華嚴經變中卻配置有「入

法界品圖」，且繪製相當完整，故可知雖然五代時有退化的情況，但「入法界品圖」

配置並未消失，且畫面表現漸趨完備。 

敦煌石窟中表現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畫面中，所繪製善財童子參訪善

知識或尋訪善知識的畫面，在晚唐已經有一定的規模形式，例如莫高窟第 9 窟一

共繪製 73 小幅參訪內容，遠超出〈入法界品〉中所記載參訪一共 54 尊善知識的

數量；第 12 窟繪製 33 小幅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或尋訪善知識的畫面；第 85 窟中

壁畫局部崩壞現存 41 幅，以崩壞的面積推算，至少約 10 幅，所以整幅畫面接近

〈入法界品〉記載參訪善知識的數量。47整體而言上述「入法界品圖」的參訪或尋

訪善知識的表現，在晚唐時已經發展出一定規模與表現。 

而現今所發現敦煌唐五代時期，華嚴經變配置「入法界品圖」有減少的趨

勢，並非「入法界品圖」的重要性下降，從上述可以了解到華嚴宗、禪宗此時

皆器重善財童子參訪善友的部分，不太可能忽略此部分的重要性。此外中唐時

《四十華嚴》譯出，此經以善財童子參訪的母題貫穿，從舊有的《六十華嚴》

與《八十華嚴》單獨顯立出來，善財童子的參訪此時已經成為獨立系統的母題。

此種現象，反映出自晚唐開始華嚴造像中逐漸發展成熟的「入法界品圖」，不須

依附在華嚴經變中，也可以獨自成為繪畫的題材，到了五代時期獨立的「入法

界品圖」發展，應該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甚為可惜中國現今並未發現或遺存

                                                      
47 關於上述數量乃筆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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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時「入法界品圖」的作品與相關紀錄，但當時日本（相對於中國五

代至北宋初）卻保留些重要文獻可以視為參考，於日本永觀二年（西元 984 年）

所撰《三寶繪詞》中便記載日本法華寺舉行華嚴法會，使用木質材料，製作出

七至八寸的小人偶，穿著華麗錦緞製成的衣服，一共製作五十餘尊作為法會供

養用。48顯然是出自《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展現，

其已經把經典所記載的善知識皆完整呈現出來。另在日本洛陽誓願寺，於十世

紀末至十一世紀初時，舉行佛事曾掛置五十餘幅的《善財童子歷參圖》，每日給

予誦經讚揚，而善知識中的第 2 回（第一參）功德雲比丘（德雲比丘），教導善

財童子念佛三昧法門，藉由甚深念佛三昧神力加持，使得信仰者得以獲阿彌陀

佛救脫，並往生西方極樂世界。49將彌陀信仰與善財童子結合，在五代吳越國統

治時期，錢弘佐（928-947 年，941-947 年在位）在位期間，於近杭州西湖邊的

資延寺彌陀龕，就出現華嚴與淨土的結合，並且出現善財童子的造像，此乃《四

十華嚴》中善財童子視為普賢行的代表實踐者，而此經文最後的《普賢菩薩行

願品》強調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將普賢行與阿彌陀淨土信仰結合以後，確保必

定往生有著莫大關係（圖 9）。50而日本的佛教在中古時受中國影響甚深，日本

此時所出現獨立「入法界品圖」即可能是受中國影響之產物，故可推知於晚唐

時獨立「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應有其一定完整規模的可能性，最遲於五代時

已經有較高的完整性發展。 

 

圖 9 〈彌陀龕〉，佚名雕，石材雕刻，五代吳越國天福七年（942 年），浙江杭州慈雲嶺資延寺

彌陀龕造像。 

                                                      
48 源為憲編，《三寶繪詞》，收錄仏書刊行会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冊 111，頁 449。 
49 釋昌好，《洛陽誓願寺緣起》，收錄仏書刊行会編撰，《大日本仏教全書》冊 117，頁 350。 
50 關於此議題並非本文探論重點暫略，待他日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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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依據〈入法界品〉所產生的圖像，此類作品目前誕生何時中國文獻史料並未

有明確的文獻記載，但在日本 752 年記載的〈櫥子繪像並畫師目錄〉，已經有描繪

善財童子與數尊善知識的圖像。而中國發現最早的相關遺例為中唐時期，莫高窟

第 159、231、237 窟……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敦煌地區所發現善財童子參

訪歷程的畫面，仍依附於華嚴經變中，並未成為獨立的題材，且關於善財童子參

訪五十四位善知識的內容並未完整的表現出來。至於完整的善財童子參訪圖像何

時誕生？目前並不清楚，但日本的文獻記載，於十世紀末期日本已經出現完整的

「善財童子歷參圖」。而日本佛教的系統源自於中國佛教，因此推知最遲於晚唐、

五代時，中國已經出現獨立且完整造像的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之造像藝術。目前

中國遺存唐五代善財童子參訪圖像的地區，僅存敦煌莫高窟壁畫，但並未發現獨

立造像系統的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畫面，而這類圖像仍依附在華嚴經變中。 

從本文探討「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情況，可大體上窺知其發展之流變，此處

將以上論述作總結製作出簡表「唐五代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模式與類型簡表」（表 1）

以方便判讀。在唐代所出現的「入法界品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類型：首先為

「獨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此種造像類型萌芽的端倪出現於盛唐時，已經產生依

據〈入法界品〉出現獨尊的善財童子造像，其參訪善知識的意圖還未顯明，且諸

位善知識的造像也不多，此時為「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到了中唐時《四十華

嚴》的譯出，使〈入法界品〉中的善財童子有獨立母題，使得「獨立發展中的入

法界品圖」漸趨完善，但並未展現出完整參訪諸善知識的全面性，且此時的造像

主要依附於華嚴經變中，到了晚唐、五代時才擺脫華嚴經變的依附，發展出參訪

諸善友母題的特色也愈趨成熟與全面，故最遲於五代時已經出現「獨立完整的入

法界品圖」。而北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另一種「入法界品圖」的類型，為依附在華嚴經變中所展現，初唐時已有華

嚴經變，此時經變畫依據《六十華嚴》而來，其內容主要是「七處八會」與「華

嚴藏海」圖的結合。當初唐晚期譯出《八十華嚴》以後，此時的華嚴經變內容成

為「七處九會」與「華嚴藏海」圖的結合。而「七處九會」大多以九場佛會來展

現，而有些於「七處九會」中會出現善財童子身影，例如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華

嚴經變於「七處九會」的第九會中，便出現善財童子於佛會中請益文殊菩薩如何

實踐菩薩道。菩薩給予南參指示的故事畫，此受到「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之

影響。到中唐時，華嚴四祖釋澄觀的提倡與重視，使得華嚴教法與禪法結合，善

財童子參訪善友為明心見性的重要指標，也是普賢行的一種具體實踐，故許多華

嚴經變中加入「入法界品圖」，但此時的「入法界品圖」仍在發展中，並無展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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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諸善知識的全面性。而此種「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圖」，在晚唐、五代時於

華嚴經變中有退化的趨勢，主要是以「入法界品」與「七處九會」圖所構成的華

嚴經變為主。此情況並非「入法界品圖」的重要性消失，而是發展出「獨立完整

的入法界品圖」，其不再依附於華嚴經變中，成為一種新造像的母題。 

表 1 唐五代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模式與類型簡表 

  類型 

 時間 

華嚴造像中 

「入法界品圖」 
華嚴經變中的構成模式 

備

註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代 

系譜 Ⅰ 獨立「入法界品圖」 Ⅱ-Ⅰ 繁複式華嚴經變 Ⅱ-Ⅱ 簡化式華嚴經變 

2013.01.17，陳俊吉繪圖製表。 

說明： 

◎本圖表以簡要標示，故並非完整。 

◎在盛唐時期華嚴造像中「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已出現獨立善財童子參訪造像，但參訪仍十

分稚趣，此外華嚴經變中某些七處九會的模式受其影響（以虛線表示），例如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第九會，便出現佛會中善財童子參訪文殊菩薩的情況，此時並非所有華嚴經變中的七

處九會皆有此展現。 

◎盛唐華嚴造像中「善財童子獨自參訪造像」，在中唐時逐漸轉換（以實線表示）為「獨立發展

中的入法界品圖」，但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還未十分完備，直到晚唐、五代時才漸趨完備，

出現「獨立完整的入法界品圖」，即圖表中Ⅰ式。 

◎中唐時有些華嚴經變加入「入法界品圖」開始成為主流，但此種情況到了晚唐、五代時有逐漸

退化的趨勢，此時的華嚴經變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其一即較少見的Ⅱ-Ⅰ，繁複式華嚴經變，為

「七處九會」、「華嚴藏海」、「入法界品」等三圖所構成；其二為較常見的Ⅱ-Ⅱ，簡化式

華嚴經變，為「七處九會」與「華嚴藏海」圖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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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蓮社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圖像探討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教授 

陳清香 

摘 要 

自漢晉之際，華嚴經卷載入中土譯成漢文以來，華嚴思想便開始流傳南北，

但依經典的內容情節而創作圖像的風氣，比之其他入華的大乘經典，卻是較晚登

場的。與華嚴經或華嚴思想相關的圖像題材，自現存所遺的五世紀以下的諸多華

嚴相關圖像文物歸納之，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作品，在佛藝史上，雖屬晚期，

但內容卻最為豐富多樣。   

本文討論華嚴蓮社一樓外牆上的浮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風格特徵，先追

溯其圖像的原始經典依據，再提現存亞洲南北各地的善財參訪圖遺跡，並逐一分

析華嚴蓮社善財參訪圖的人物造型、山水、花木、樓閣、船隻、建物等的背景構

圖。最後並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傳承與創新」為子題，舉出宋代所創作的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的遺品圖像為例，而與之加以比對，以探討不同時地

的創作風格特色與差異，而確認華嚴蓮社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是繼承傳統的題

材創作，圖像表現卻是超越了傳統，是二十一世紀的卓越之作。 

關鍵詞：入法界品、善財五十三參、華嚴蓮社、華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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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去年 4 月筆者應邀出席〈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一進一樓大廳

當欲爬樓梯上樓時，轉身走向一樓左側外牆時，赫然發現整個牆面布滿了一格格

的浮雕框格，而最前面以楷書字體直式書寫「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 

而民國 100 年，筆者撰寫〈從臺灣佛寺供像藝術圖譜看華嚴思想的傳承〉一

文1時，曾詳細的瀏覽了華嚴蓮社的每一樓層的供像，加以拍照，在「戰後佛教道

場的華嚴相關圖像」一節中，第一小節，便是介紹華嚴蓮社供奉於二樓的盧舍那

佛、四樓的華嚴三聖等，但當時善財五十三參圖尚未誕生。又記得幾年前，筆者

應邀前來蓮社發表〈從泰縣光孝寺到台北華嚴蓮社的華嚴法脈傳承〉一文2時，此

浮雕作品應已落成，但筆者未曾注意到。 

此次筆者仔細巡禮了每一框格的浮雕，深覺每格在主角善知識者與善財童子

的面容姿勢服飾等，均各具特色，尤其是背景的布局設計，55 幅中未有雷同者，

此創作於當代的浮雕作品，其藝術價值，可以被肯定。 

回顧自漢晉之際，華嚴經卷載入中土譯成漢文以來，華嚴思想便開始流傳南

北，但依經典的內容情節而創作圖像的風氣，比之其他入華的大乘經典，卻是較

晚登場的。與華嚴經或華嚴思想相關的圖像題材，自現存所遺的五世紀以下的文

物圖像歸納之，可分盧舍那佛、法界人中相、十方佛觀、三世佛觀、華嚴三聖、

七處九會圖、毗盧遮那佛、文殊變、普賢變、三大士相、華藏世界海、因陀螺網

圖、善財禮觀音、善財童子參訪圖等等。其中善財童子參訪的題財，在佛藝史上，

雖屬晚 期，但內容卻最為豐富多樣。   

因此本文進一步就華嚴蓮社的善財參訪圖的題材，追索其圖像法義源流，並

舉十一世紀時的遺品圖像，加以比對，以探討不同時地的創作風格特色與差異。 

二、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載的善財五十三參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故事情節，最早在四至五世紀之際，十六國時代西秦

聖堅所譯的散本的華嚴經之一《佛說羅摩伽經》3，內已有所記載，經中所敘述善

                                                      
1 陳清香〈從臺灣佛寺供像藝術圖譜看華嚴思想的傳承〉一文，刊於《華嚴學報》創刊號，民國

100 年 4 月出刊。 
2 〈從泰縣光孝寺到台北華嚴蓮社的華嚴法脈傳承〉一文，發表於民國 101 年 4 月「華嚴蓮社一甲

子慶──紀念成一長老圓寂周年慶華嚴學術研討會」，華嚴蓮社主辦。 
3 西秦沙門聖堅所譯《佛說羅摩伽經》卷上、卷中、卷下，刊於《大藏經》第十冊，頁 85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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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者，雖只有 12 位，但卻為參訪故事的流傳，開啟了端緒。 

其後東晉時佛駄跋陀羅將在于闐龜茲已結輯成大本的華嚴經，載來東土，譯

成漢文華嚴經(其後稱六十華嚴)，此經的第 44－60 卷內容為〈入法界品〉。而後唐

代實叉難陀譯的的《八十華嚴》、般若所譯的《四十華嚴》，與地婆訶羅譯的《大

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等，均載有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故事，其中以《八十

華嚴》本，最為流通。 

依《八十華嚴》〈入法界品〉所載，善財童子首次出現在福城的文殊會上： 

「爾時，福城人聞文殊師利童子在莊嚴幢娑羅林中大塔廟處，無量大眾從

其城出，來詣其所。時，有優婆塞，名曰：大智，與五百優婆塞眷屬俱，

所謂：須達多優婆塞……如是等五百優婆塞俱，來詣文殊師利童子所，頂

禮其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復有五百優婆夷，所謂：大慧優婆夷……

如是等五百優婆夷，來詣文殊師利童子所，頂禮其足，右遶三匝，退坐一

面。復有五百童子，所謂：善財童子、……」4 

而文殊觀察善財童子，知其生平： 

「知此童子初入胎時，於其宅內自然而出七寶樓閣，其樓閣下有七伏藏，

於其藏上，地自開裂，生七寶芽，所謂：金、銀、瑠璃、玻瓈、真珠、硨

磲、碼碯。善財童子處胎十月然後誕生，形體肢分端正具足；其七大藏，

縱廣高下各滿七肘，從地涌出，光明照耀。復於宅中自然而有五百寶器，

種種諸物自然盈滿。所謂：金剛器中盛一切香，於香器中盛種種衣，美玉

器中盛滿種種上味飲食，摩尼器中盛滿種種殊異珍寶，金器盛銀，銀器盛

金，金銀器中盛滿瑠璃及摩尼寶，玻瓈器中盛滿硨磲，硨磲器中盛滿玻瓈，

碼碯器中盛滿真珠，真珠器中盛滿碼碯，火摩尼器中盛滿水摩尼，水摩尼

器中盛滿火摩尼……。如是等五百寶器，自然出現。又雨眾寶及諸財物，

一切庫藏悉令充滿。以此事故，父母親屬及善相師共呼此兒，名曰：善財。

又知此童子，已曾供養過去諸佛，深種善根，信解廣大，常樂親近諸善知

識，身、語、意業皆無過失，淨菩薩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清淨

猶如虛空，迴向菩提無所障礙。」5 

善財向文殊請益菩薩行，文殊菩薩也以偈頌回答，是為善財五十三參的第一

                                                      
4 見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二〈入法界品〉三十九之三，《大正藏》第十冊，頁 332 上。 
5 見同上註，頁 33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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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殊又介紹善財再去請益善知識者德雲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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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圓滿？德雲比丘當為汝說。」6 

善財因此很歡喜雀躍的前往參訪，是為五十三參的第二參。 

善財第三參是：「海門國的海雲比丘」 

第四參是「楞伽道邊的海岸聚落，名為善住的比丘。」 

第五參是：「達里鼻荼，自在城的彌伽長者。」 

第六參是住林的解脫長者。 

第七參至閻浮提畔，摩利伽羅國土的海幢比丘。 

第八參海潮普莊嚴園林中的休舍優婆夷。 

第九參那羅素的毘目瞿沙仙人。 

第十參伊沙那的勝熱婆羅門。 

第十一參師子奮迅城的慈行童女。 

第十二參三眼國土的善見比丘。 

第十三參名聞國土；於河渚中的自在主童子， 

第十四參海住大城的具足優婆夷， 

第十五參大興城的明智居士。 

第十六參為師子宮城的法寶髻長者法寶髻。 

第十七參藤根國土，普門城，普眼長者， 

第十八參多羅幢大城；無厭足王，。 

第十九參妙光城，大光王。 

第二十參安住王都，不動優婆夷。 

第二十一參無量都薩羅大城，名遍行的出家外道。 

第二十二參廣大國土的鬻香長者，名：優鉢羅華。 

第二十三參樓閣大城，名曰婆施羅的船師。 

第二十四參可樂有城的無上勝長者。 

第二十五參輸那國土迦陵迦林城的師子頻申比丘尼比丘尼。 

第二十六參險難國土寶莊嚴城中的婆須蜜多女。 

第二十七參善度城的鞞瑟胝羅居士。 

第二十八參南方補怛洛迦山的觀自在菩薩。 

第二十九參正趣菩薩。 

                                                      
6 見同上註，頁 33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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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參墮羅鉢底城的大天神。 

第三十一參摩竭提國菩提場中的安住地神。 

第三十二參摩竭提國迦毘羅城的婆珊婆演底主夜神。 

第三十三參普德淨光主夜神。 

第三十四參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所。 

第三十五參普救眾生妙德主夜神。 

第三十六參寂靜音海主夜神。 

第三十七參守護一切城主夜神。 

第三十八參開敷一切樹華主夜神。 

第三十九參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眾生主夜神。 

第四十參嵐毘尼園林妙德圓滿神。 

第四十一參釋種瞿波女。 

第四十二參摩耶夫人。 

第四十三參天主光天女。 

第四十四參遍友童子。 

第四十五參善知識眾藝童子。 

第四十六參賢勝優婆夷。 

第四十七參堅固解脫長者。 

第四十八參妙月長者。 

第四十九參無勝軍長者。 

第五十參最寂淨婆羅門。 

第五十一參妙意華門城德生童子有徳童女。 

第五十二參彌勒菩薩。 

第五十三參普賢菩薩。 

三、亞洲佛藝史上善財參訪圖 

善財童子參訪的圖像，既屬於於華嚴經所載的情節之一，則在唐代或已創作

於長安、洛陽兩京的寺院壁畫中，因「華嚴經變」是寺壁常見的內容7，但圖像遺

物未存。而敦煌莫高窟在現存的 480 窟中，計有 30 餘幅華嚴經變相。創作時代約

為唐末五代至宋代之間。內中或有善財參訪的題材，例如莫高窟 85 窟的唐代壁畫

華嚴經變，即附有善財參訪圖8，便是一例。 

只是敦煌壁畫中的善財參訪圖，尚未出現將善財童子每次參訪善知識的情

                                                      
7 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兩京寺觀畫壁〉。 
8 如莫高窟 85 窟見殷博莫高窟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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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以一參一圖的形式表現的遺物，此種一圖一參而多達 53 圖以上並列，或呈連

環布局的圖像，以表善財童子的連續參訪善知識者，其實際的創作遺例，卻在九

世紀時便已經誕生了，只是實例不在中土。 

位於印度尼西亞中爪哇日惹的婆羅浮屠（Borobudur）佛塔，建造於九世紀的

中葉，卻將(華嚴經入法界品)的善財參訪情節，遍布表現於佛塔塔身第一層至第四

層之間。其中第一層主壁計有 128 幅善財參訪圖，第二層主壁計有 88 幅，第三層

廻廊與主壁計有 88 幅，第四曾迴廊計有 72 幅，總計 376 幅善財童子參訪圖浮雕。

圖像造形豐富而多變，引人入勝9，以眾多連續浮雕圖像形式表現善財參訪善知識

的遺品，其創作年代早於中國與日本。 

中土到了宋代，善財參訪圖，有以版畫形式表現出比較完備的連續格式，代

表作品如惟白所撰〈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10文中的插圖，以及以浮雕形式表現

的重慶大足石窟北山多寶塔內的善財五十三參圖，以及安岳石窟華嚴洞內左右

壁，在重簷歇山式的樓閣間隔，亦以高浮雕形式刻善財五十三參圖。元代以後此

種連續並列畫更行普遍。 

而流傳日本的華嚴圖像，就文獻所載，早期如依源為憲所撰的〈三寶繪〉一

文11所述，在法華寺內的華嚴會圖中，善財參訪了五十餘位善知識者，那是約在八

世紀時代的造像。 

而就奈良東大寺而言，早期依凝然所撰的〈華嚴宗經論章疏目錄〉一文所載，

文中提到「善知識圖二卷」、「佛國禪師述文殊指南圖讚一卷」、「善財參問圖相經

一卷」、「善財知識一卷」等，而知已傳圖像。而現存以〈華嚴海會善知識曼陀羅〉

一圖最顯著，圖中在主尊毗盧遮那佛的左右及下方，繪有五十四方閣的善財參訪

圖，被認定為明代作品。 

再者，京都誓願寺藏有「誓願寺緣起繪」圖像。而寺內曾掛有三幅善財童子

參訪的善知識圖，即「第二十四參無上勝長者」、第「第二十九彌伽大士」、「第二

十八參觀自在菩薩」等。 

在絹本設色遺品中，屬於平安時代，約為十二世紀所繪的善財童子參訪群組

圖，以一圖繪一位善知識者，從「華嚴五十五所繪」的名稱推測原始必是 55 幅

圖。若統計善財童子參訪圖現存的這套同組遺作，東大寺尚藏有 10 幅，根津美

術館藏有 6 幅，藤田美術館藏有一幅，奈良國立博物館藏有二幅（包括一幅尺度

                                                      
9 參見陳清香(《華嚴經入法界品》在印尼日惹婆羅浮屠的浮雕表現)一文，《華嚴學報》第三期，

頁 219-262，民國 101 年 9 月出刊。 
10 宋惟白述〈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見《大正藏》第 45 卷，頁 793-806。 
11 成立於永觀二年〈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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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者），總計 20 幅，一般稱為額裝本「善財童子繪」。 

而同屬於平安時代所繪，但以紙本彩色繪作的不同尺寸的善財童子參訪圖，

東大寺、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尚藏有多幅。 

至於鐮倉時代的作品，則如藏於京都高山寺的「春和夜神像」，與藏於「東京

國立博物館」的「善財童子繪」等。其中「春和夜神像」的主題，其實是入法界

品所述的「婆珊婆演底主夜神」，亦即善財所參的第三十二位善知識者。而「善財

童子繪」則是一圖一善知識者的群組圖，包括館內尚藏的「第十二參善見比丘」、

「第十三參自在主童子」、「第二十四無上勝長者」、「第二十五師子頻身尼」、「第

二十六參婆虛密多女」等五幅。 

而繼鐮倉至南北朝的十四世紀時代，其遺品更是散見於各財團收藏家中，就

風格圖像而言，推測原稿必是由宋代流傳過去，而宋代的稿本最具代表者，即宋

惟白所撰〈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文中的插圖。 

案，惟白，即佛國禪師，俗姓冉，北宋時廣西靜江（桂林）人，汴京法雲寺

圓通法秀（1027－1090）的法嗣。法秀禪師與李公麟、黃庭堅交遊甚深，接受英

宗之女越國大長公主與駙馬張敦禮之聘請，入主開封法雲寺，佛國惟白原駐錫泗

州（江蘇）龜寺，亦因之同入法雲寺，位列第三代住持。惟白曾受詔入宮，受英

宗、徽宗之推崇，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撰建中靖國燈錄三十卷進呈皇帝，

帝為之撰序，晚年移居駐錫明州天童寺，並示寂該寺。惟白所撰此文殊指南圖讚

文之前，由中書舍人張商英撰序，其序文如下： 

「華嚴性海納香水之百川。法界義天森寶光之萬像。極佛陀之真智。盡含

識之靈源。故世主妙嚴文殊結集。龍宮誦出。雞嶺傳來。繼踵流通普聞華

夏。李長者合論四十軸。觀國師疏鈔一百卷。龍樹尊者二十萬偈。佛國禪

師五十四讚。四家之說學者所宗。若乃撮大經之要樞。舉法界之綱目。標

知識之儀相。述善財之悟門。人境交參事理俱顯。則意詳文簡。其圖讚乎。

信受奉行為之序引」12 

由於法雲寺是汴京三大禪宗叢林之一，又從序文所載，可知惟白禪師在當時

是聲望極高，學行備受讚譽的。序文之後的行文內容，敘述善財童子的五十三詣，

每一詣在簡要文字敘述之後，便列出八行的七言律詩的讚詞，文詞典雅，詩意盎

然。而在讚詞之間，便插上以描繪善財參訪的插圖，總計 53 詣 53 圖，再加上佛

國禪師最後的總結讚詞與插圖，故計 54 幅，只是最後一幅不是善財參訪圖，而是

                                                      
12 見〈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大藏經》第四十五冊，頁 79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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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國禪師圖。 

惟白禪師的這篇〈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問世後，不久便相繼出現摹刻本，

流傳於南宋的國都杭州，且更流傳至日本。由於惟白禪師晚年駐錫的明州，即寧

波，當時與日本交流頻繁，因此推測於十二、三世紀之際，便有可能由此港口流

入日本。 

而現藏大阪市立美術館的一件屬於紙本墨畫的善財參訪圖摺本卷，是南宋時

代民間出版的坊刻本，此本圖讚首頁第一行曰： 

「臨安府眾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賈官人在宅印造」 

此標出了印製人的身分賈官人，印製地點臨安，即杭州。接著第二三行續刻

善財參訪的地點與善知識者，而後便以上圖下讚祠的框格為頁，其文字內容與參

訪圖像，一如《大藏經》第四十五冊所刊的文本。  

在日本尚存有與此相同的圖讚畫冊，如存於東京藝術大學、奈良天理大學等

的版本，而藏於大谷大學圖書館的版本，其畫冊中尚留下了「高山之寺十無盡院」

的朱文重廓長方形印。這些版本的圖像架構，直接影響了流傳於日本的「善財童

子歷參圖」的創作。  

此圖版經常被展出，例如去年 4 月即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與「鳥獸戲畫」

的特展主題展出13。而宋代模刻本傳入日本後，其畫風構圖對日本產生深遠的影

響，尤其是鐮倉至南北朝時代的十四世紀。 

其次南宋大足石窟寶頂山多寶塔內亦保留了南宋時代的浮雕風格。 

四、華嚴蓮社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華嚴蓮社創建於民國 44 年，原是二層樓的木造建築，南亭長老擔任第一任住

持，改建為五層樓鋼筋水泥建築，其後法嗣裔孫成一長老繼位，成立董事會，開

創華嚴專宗研究所，今日董事長由賢度法師擔任， 

華嚴蓮社於民國 85 年 1 月發行的《萬行》刊物第 133 期，改版成新版第 1 期，

在諸多分欄中開闢了〈成佛之路，入法界會〉欄14，由賢度法師主筆，內容介紹善

                                                      
13 京都高山寺的至寶鳥獸戲畫特別展，2015 年 4 月，東京國立博物館。 
14 見《萬行》雜誌，第 133 期（改版後第 1 期)頁 8，民國 85 年 1 月 10 日出刊，財團法人台北市

華嚴蓮社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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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童子的參訪過程，首次刊登善財童子向文殊師利菩薩請益的白話文敘述，文中

並加畫插圖，由洪伯村作畫。其後第 2 期（原第 134 期），再撰文介紹善財參訪德

雲比丘，並附插圖，以後每個月續刊一文一圖，洪伯村共畫了八期。改版第 9 期

（原第 141 期），介紹第 9 參，插圖改由鄭淵展接手，版面構式由丁巧南編排15。 

民國 85 年度共計出刊 12 期，其中第 9 期至第 12 期的插圖，由鄭淵展作

畫。到了次年，即 1997 年，《萬行》第 145 期，即新版第 13 期，此期的〈入

法界會〉欄，插圖未署畫人名諱，次期亦然，至第 15 期便正式署上吳國光作

畫16，直到 1998 年的 8 月發行 31 期（原 163 期）止，到第 32 期（原 164 期）

起，再請回鄭淵展作畫17，直到 2000 年 8 月發行的第五十五期（原 187 期）止。 

以上是蓮社對善財童子參訪事蹟所創作的第一階段的圖像，亦即以連續期刊

的方式表現。 

民國 89 年五月，蓮社總結五十五期〈入法界會〉的內容，重新出刊單行本，

以「華嚴經入法界品，成佛之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為書名，賢度法師

為編著撰文者，內容從「成佛之路，入法界會」為起始，接著進入第一參「文殊

師利菩薩的啟蒙」，第二參德雲比丘，直到第五十三參「普賢菩薩的印證」止。每

一參文之前後，均以彩色圖為輔，圖景延續到參文內文，繪圖設計由鄭淵展、林

淑美列名18，編排設計為張尚元。全書在銅版紙頁數 154，厚度超過 1 公分的書冊，

以十開精裝加厚封面的版面，於發行第一刷後，民國 91 年元月再印第二刷19，一

共印出兩千本，謂多已結緣完。 

此單行本畫冊的出刊，是蓮社對善才參訪事蹟所作的第二階段的圖像表現。

至於第三階段，則是將單行畫冊本中所印出的每一參，單取圖像而不加文字敘述，

以電子檔為製作模板，當蓮社六十周年慶的前一年全棟整修時，將善財參訪圖以

浮雕立體的方式表現在一樓的外牆上，分格成直式三格，橫陳 18 行，再加最後僅

一格的一行，共計 55 框格圖，由泓元國際建築設計工程公司發包，材質為烤漆板，

而起首的標題即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至民國 100 年 5 月 30 日正式完工。

此一樓外牆框格圖的取材、人物姿態、景物布局、即是本文所討論的核心。 

                                                      
15 見《萬行》雜誌，第 141 期（改版後第 9 期）頁 13，民國 85 年 9 月 10 日出刊，財團法人台北市華

嚴蓮社發行。 
16 見《萬行》雜誌，第 147 期（改版後第 15 期）頁 23，1997 年 4 月 10 日出刊，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

蓮社發行。 
17 見《萬行》雜誌，第 164 期（改版後第 32 期）頁 20，1998 年 9 月 10 日出刊，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

蓮社發行。 
18 依賢度法師以電子信來告曰，請一位電腦繪圖的鄭淵展先生畫五十三參、其中大部分的佛菩 薩像由

美編 林淑美小姐繪製。 
19 見華嚴學海系列﹙8﹚《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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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於一樓左側外壁牆面的善財參訪圖，以菱線分隔成上下三格，左右 19 格

的框格，最內側第一行的三格，上中下三格浮雕主題分別為文殊菩薩、德雲比丘、

海雲比丘，其中最上一格，框中右側為文殊，端身正坐於蓮花寶座之上，頭上髮

髻高聳，面部端嚴微側轉向正中，上身以天衣斜披右肩，胸前掛瓔珞，兩上臂鑲

臂釧，腕間圈玉環，雙手伸向前方，面向以跪姿請益的善財童子及聽法大眾。文

殊的後腦泛出光芒，光芒中出現重簷歇山頂的亭閣及席地躺臥的嬰兒。畫框左側

下端，為覆缽寶塔覆頂的樓閣，前為以善財為首的請法大眾。 

此畫面描述了文殊菩薩，到了福城東，依止於一處名稱為「普聞無量佛剎」

的莊嚴幢娑羅林， 當時無量大眾從城出，來到菩薩前，包括五佰優婆塞、五百優

婆夷、五百童子等，其中為首的童子，便是善財。 

圖中表現善財童子，在初入胎時，於其宅內自然而出七寶樓閣。而處胎十月

誕生時，形體肢分端正具足，其七大藏縱廣高下各滿七肘，從地涌出，光明照耀。 

 

第二框格是描繪第二參德雲比丘，那是善財辭退文殊菩薩後「南行，向勝樂

國，登妙峯山，於其山上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察求覓，渴仰欲見德

雲比丘」20。經過了七日，善財見到德雲比丘在別山上徐步經行。 

在框格中，刻劃叢叢山岩聳立，古木蒼松為祥雲撩繞，以表示妙峰山景致。

在群山的背景下，右側為德雲比丘，身著偏袒右肩的袍服，雙腿半跏自在的坐於

岩石上，微側面對著善財，右手上舉，左手置腹前，表現說法的神情。左側的善

財則雙膝跪地，雙手合十上舉，一付虔誠請益的姿態。 

                                                      
20 見〈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大藏經》第 10 冊，頁 33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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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框格所描繪的是善財參海門國的海雲比丘，畫面中，以波濤海水為背景，

海雲與善財以半身相表示之。因反應了海雲所述： 

「善男子！我住此海門國十有二年，常以大海為其境界。所謂：思惟大海

廣大無量，思惟大海甚深難測，思惟大海漸次深廣，思惟大海無量眾寶奇

妙莊嚴，思惟大海積無量水，思惟大海水色不同不可思議，思惟大海無量

眾生之所住處，思惟大海容受種種大身眾生，思惟大海能受大雲所雨之雨，

思惟大海無增無減。」21 

 

第四框格，為參善住比丘。畫面中左側山峰突起，山谷中朵朵祥雲，山谷下

                                                      
21 見《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大藏經》第 10 冊，頁 33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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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濤洶湧起伏。右側善住比丘坐在雲端，左側騰龍張口吐舌。 

善住背後雲端為化佛與修行者。善財則遠遠的立在雲端，雙手合十請益，不

敢靠近。此反應了經文中所描述： 

「此比丘於虛空中來往經行，無數諸天恭敬圍遶，散諸天華，作天妓樂，幡

幢繒綺悉各無數，遍滿虛空以為供養；諸大龍王，於虛空中興不思議沈水香

雲，震雷激電以為供養；緊那羅王奏眾樂音，如法讚美以為供養；摩睺羅伽

王以不思議極微細衣，於虛空中周迴布設，心生歡喜，以為供養；阿脩羅王

興不思議摩尼寶雲，無量光明種種莊嚴，遍滿虛空以為供養；迦樓羅王作童

子形，無量采女之所圍遶，究竟成就無殺害心，於虛空中合掌供養；不思議

數諸羅剎王，無量羅剎之所圍遶，其形長大，甚可怖畏，見善住比丘慈心自

在，曲躬合掌瞻仰供養；不思議數諸夜叉王，各各悉有自眾圍遶，四面周匝

恭敬守護；不思議數諸梵天王，於虛空中曲躬合掌，以人間法稱揚讚歎；不

思議數諸淨居天，於虛空中與宮殿俱，恭敬合掌發弘誓願。」22 

第五參的彌伽長者，畫面背景為一幢幢的高大層樓寶剎，前為樹枝交插，彌

伽長者與善財站立於前。此一改前述被參者的坐姿勢態。 

第六參解脫長者，畫面背景亦為雲朵，及立在雲端的化佛，解脫長者亦呈立姿。 

第七參海幢比丘，以坐姿呈現，身體各部份湧出十四類智慧相。 

第八參休捨優婆夷，以端莊挺拔華麗的跏趺坐之姿，面對圍在四周的聽法信

眾，畫面表現出左右對稱的格局。 

第九參毗目瞿沙仙人，此畫中善財與仙人二人身形十分接近，仙人右手撫摸

著善財的頭額，左手握住善財的右手，以示嘉許， 

第十參勝熱婆羅門，畫面中，山岩中處處是火焰，勝熱婆羅門腦後一圈光芒，

頂上毛髮直豎上衝，雙腿外張散坐於石頭上，身有四臂，身前二臂，右臂胸前上

舉，左臂腹前伸，身後二臂外張，各握一火把。善財乘雲朵於空中。而善財也從

中聽受其法。 

第十一參慈行童女，其畫面以左右對稱隔間，正中三角尖狀屋頂，拱形門扉

法屋宇為背景，以四位高舉雙手的背後形象，與兩位屋前前行的童子，是人物較

多的布局。 

                                                      
22 見同上註〈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大藏經》第 10 冊，頁 336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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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文曰： 

「善財入已，見毘盧遮那藏殿，玻瓈為地，瑠璃為柱，金剛為壁，閻浮檀

金以為垣牆，百千光明而為窓牖，阿僧祇摩尼寶而莊校之，寶藏摩尼鏡周

匝莊嚴，以世間最上摩尼寶而為莊飾，無數寶網羅覆其上，百千金鈴出妙

音聲，有如是等不可思議眾寶嚴飾。其慈行童女，皮膚金色，眼紺紫色，

髮紺青色，以梵音聲而演說法。」23 

第十二參善見比丘，畫面中，善見比丘以佛面出現，頂上肉髻，項有圓光，

直立於畫框中，右手上舉，身四周圍著請益聽法人，均乘著雲朵，                                                                                                                                                                                                                                                                   

第十三參自在主童子，在遠山近溪間，自在主童子倘佯其間，善財亦參訪至此。 

第十四參具足優婆夷的畫面，是以其坐姿為中心主位，浮漂在水面上，水面

岸邊是一創三重屋簷的樓閣。 

（以下暫略） 

五、華嚴蓮社善財五十三參圖的風格特色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框格圖是以單行本《成佛之路》圖冊插畫為原本而創作的，

但成品的浮雕參訪圖是不同於《成佛之路》圖冊。一者 .平面與立體的表現差距，

二者，.單一色相則與彩色畫面的不同感受，三者. 浮雕僅圖而無文，原單行本是

圖文並茂。 

例如《成佛之路》畫本的第 23 參婆施羅船師，以航行海上的船隻為背景，船

夫頭戴斗笠，赤膊上身，但兩肩披肩帶，雙手按住駕駛船隻的圓輪之上，下身著

短褲，裸雙足，立於甲板之上，善財與數位信眾，坐在甲板上，雙手合十的對船

夫請益，畫中人物衣著表現了亮麗的色彩24。同樣的場景人物構圖，移成浮雕後，

人物突出，場景依舊，只是色彩消失。 

雖如此，浮雕的善財五十三參圖，在整體表現上，仍有其特色，以下分析之： 

（一）結構布局 

五十餘幅畫面，每幅均有華麗的場景布局為背景，眾多的人物布列其間。以

人物而言，在 55 幅框圖中，多數是以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者為主體，善財為陪襯，

                                                      
23 見《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六，《大藏經》第 10 冊，頁 348 中。 
24 見華嚴學海系列﹙8﹚《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頁 63，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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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景物為背景，而此善知識者與善財等人物主軸，在框圖中，或僅二位，或多

至近十位，若再加上浮 懸於空中的化佛，或聽法的聖眾等，則人數達到三、四十

位之多。以背景景觀而言，多數是人物的陪襯，少數或將景物布滿框圖，而人物

布於角寓邊緣，但整體視之，形成空間高廣壯闊，比之歷史上的五十三參圖像，

更為生動。 

（二）建築物外觀多樣形態的背景 

在外框圖中，以建築物外觀為善財參訪背景者，計有 21 幅，分別為第一參文

殊、第五參彌伽、第八參休捨、第十一慈行、第十三參自在主童子、第十四參具

足優婆夷、第十五參明智居士、第十六參法寶髻長者、第二十六參婆須密多、第

二十七參鞞瑟胝羅居士、第三十一參安住地神、第三十三參、第三十七參守護一

切城增長威力夜神、第三十八參開敷一切樹華主夜神、第四十參妙德圓滿神、第

四十三參天主光天女、第四十六參賢勝優婆夷、第四十八參月妙長者、第四十九

參無勝軍長者、第五十一參德生童子、有德童女、第五十二參彌勒菩薩等。 

此 21 幅中，所描繪的建築物，就體量而言，大型者，或為高層多簷的樓閣建

築、或為橫向多開間數的殿宇建築，均高大壯闊弘偉。小形者，或單間單簷的民

居形建築、或懸浮於半空中的雲端建築。就建物外型而言，或源於印度的佛塔闍

堵波式的圓頂建築，多有塔剎。或源於中國古代的殿堂式樣，有廡殿頂式、歇山

頂式，及懸山、硬山的兩坡式，其屋脊多為筆直，亦有呈現脊尾起翹者等。而建

物表面的裝飾，除中印式樣外，亦有源自西亞伊斯蘭的拱形建築，或希臘式的柱

頭裝飾。就建物刻劃的視距而言，多數是以平面直視的眼光造景，少數浮懸半空

中，以高遠仰視的視距刻畫之，亦有以半俯瞰的視距，屋宇位於主參聖者的足下。

以下舉例： 

如位於第二行第五參彌伽長者，其背景建築物，為一幢幢長方塊形的多層高

樓建築，聳立於高空中，彷如當代的大都會景觀一般。只是其中三幢高樓平頂之

上所加建物，或為覆缽式佛塔，或為鐘形佛塔上加二層相輪塔剎。 

如位於第四行的第十一參德行童女，框內的背景建築物，正中建物，採平視

或仰角視距的角度，但兩旁左右正間及次間，採平視或半俯瞰視，故可見到屋頂。

全棟橫向面共計 12 根方柱，屋頂左右各有五簷頂，故正面橫向為十一開間式。正

中屋的屋頂下，另有四根圓柱，其屋頂呈三角形，猶如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中的

歇山面，或稱唐博風式的殿宇，此應為整棟殿宇的抱廈。但歇山面正中上端，一

尊結跏趺坐的主尊佛，正坐上端，下端五件飾物，類似五尊化佛。此報廈屋頂下

的前二根柱子，柱前立獅子，是傳統明清宮殿必要的常設。但正中央門的拱形門

卻是西亞回教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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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參具足優婆夷，居於畫面正中，浮於水波之上，背後建物圍牆之上，

為三層左右橫向九開間以上的長簷，長簷尾端作燕尾起翹，故亦是宮殿建築的

表徵。 

又如第五十二參彌勒菩薩，框景中，最下端顯出第一進山門，連接外牆，第

二進進入主殿，彌勒坐其中，外有圍欄環繞，第三進高層樓閣。其屋簷涵蓋了廡

殿頂、歇山頂、懸山頂，尤其主殿左側殿宇，正脊末端，赫然出現了沿用鴟尾的

起翹勾欄，此同樣的表現了明清宮殿與寺觀的殿宇院落布局與裝飾。 

表現佛塔者，如第三十一參安住地神，其背景正中建物，為五層方形建物，

每層正中均為圓拱形的入口門，最上層頂上為覆缽形的佛塔，塔頂立塔剎。主建

正前方為鳥居形的牌樓，是一平面遠視的角度刻劃。 

而懸在空中的覆缽塔，則如第八參休拾優婆夷，兩具覆缽塔分別乘著帶狀流

雲，浮於婆羅門身後兩側。第二十七參鞞瑟胝樓居士，覆缽塔刻畫於畫面正中的

石階之上，寶塔正中尚刻跏趺坐禪定化佛。 

第十六參法寶髻長者，畫面右側聳立著一幢七層塔樓，此種被稱為「樓閣塔」

披斜坡屋簷，垂脊簷角微微的作弧形起翹，表現了漢式建築的美感。 

而第四十六參賢勝優婆夷，所居的房舍，其單簷而簡單陳設，是表現了平民

的居家生活。第十七參普眼長者、十八參無厭足王與二十二參優婆羅華長者等畫

框的畫面，均處於室內的陳設，亦同樣的表現常民居家生活。 

（三）山水樹木雲朵自然景觀的背景 

非以建築物為背景者，多描繪浮雕了雲朵、山岩、樹枝、流水、波濤等自然

界景觀，如第二參德雲比丘，刻劃山岩、松樹、雲影，第四參的山岳、雲影、波

濤等，均十分生動。其他如第七參、第八參、第十二參、第二十八參、第二十九

參、第三十參第三十三參、第三十四參、第三十五參、第三十七參、第四十三參、

第四十七參、第五十參、第五十二參、第五十三參等，所刻畫空間雲影，或單以

帶狀流雲、捲圈雲朵，或載以寶塔、蓮座，或為化佛、菩薩、聖者、善材等所乘

坐，均悠游自在的飛翔於天際，展現了空間無限的高層法界。 

第十參、第十三參、第二十一參、第二十五參、最後的如來會上等畫框的山

岩，所畫或近景山石文路、或遠景山脈走勢等，均極為壯闊。 

而第二參、第五參、第八參、第九參、第十六參、第二十四參、第二十五參、

第二十九參、第三十五參、第三十六參、第四十參、第四十四參、第四十五參、

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參、第四十八參等，所畫的樹木枝葉，或以畫幅中央碩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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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株樹幹向上直升再向兩旁伸展，或以畫幅旁側枝葉伸向中央。其中第四十七參

堅固解脫長者，整個畫面為三棵大樹枝葉與地面的一片花海所占滿，善財與長者，

似乎成為畫框的邊緣點綴，而樹葉花海則呈現圖案布局，是生氣盎然。 

（四）人物姿態衣著 

善才童子五十三參圖，其主旨為描寫善財童子參訪拜見了五十三位善知識的

修行過程，而此五十三位的身分參差有別，除菩薩外，尚有佛教修行的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神、地主神、外道、童男、童女、船夫、婆羅門等，

這些具老少不同身分的善知識者，其表現在畫框中，自是風格迭異。 

1. 佛菩薩像 

首先，就佛像而言，以入法界品所載情節，佛並非其中角色，但畫框中表現

佛陀形象者並不多，僅有最後一幅如來會上即是以佛為主尊，畫中如來顏面在項

上圓光的襯托下，其頂上突起的肉髻，螺狀髮文，圓滿端莊的五官，眉心白毫，

微側右向的臉頰，均清晰可見。如來雙腿結跏趺坐於岩石座上，身著偏袒右肩的

袍服，右手上舉作手印，左手腹前定印，面對著成排的聲聞弟子以法印說法。其

次，作佛面形像的被參訪者，如第十二參善見比丘像，也是現如來像。 

就菩薩像者，有文殊、普賢、彌勒、觀自在，其中文殊現於第一參與五十三

參之後的再見文殊菩薩，計有二框。普賢則表現在第五十三參，彌勒菩薩表現於

第五十二參，觀自在菩薩表現在第二十八參。此四位菩薩，均是頭上髮髻高聳，

髮間、耳下、胸前、上臂等，均鑲有飾物，或披風帽，姿勢均呈結跏趺坐。身上

著服，以上身裸露，披天衣，下著裙裳。 

其中普賢菩薩的寶座是置於大象背上，身著偏袒右肩衣，其右手伸向前方，

撫摸著雙手合十立於象尾的善財童子，而第一參的文殊菩薩則身著偏袒左肩衣，

胸前掛瓔珞項圈，兩手臂掛環釧，一如普賢，只是未刻劃坐騎。而再見文殊框中，

文殊只有側部顏面，以及一隻撫摸善財的右手，身子的其他部位，均略而不現。 

觀自在菩薩以頭梳高髮髻，再披頭巾，垂及兩肩，上身穿兩肩覆蓋的通肩衣，

外披天衣，束腰蓮花寶座，置於岩石之上，其背後為竹林，面對著跪地合十請益

的善財，是以右手持竹葉向前，左手按胸面對之。比對於傳統手持楊柳枝的觀音，

是一創意的持物。而善財與觀自在之間的空間畫面，刻以三尊跏趺坐菩薩，最前

端者手上持蓮，三菩薩或是聽眾，此是填補空隙畫面的新布局。 

至於彌勒菩薩，表現的是兜率天宮說法的場景，全幅布滿了宮殿與雲朵，中

心位置安排三間殿閣，每間彌勒以跏趺坐其間，身旁再刻善財請益圖。殿宇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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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牆外，再安排列隊聽法的眾菩薩於雲朵間隙中，全景以鳥瞰的視距安置人物景

物，穿插其間，視雲端景致。是遠承北魏時代的兜率天宮說法圖，而更創新意的

圖像。 

2. 比丘聲聞像 

入法界品經文中所載，善財拜訪了五位比丘、一位比丘尼，而畫框中所表現

的比丘、比丘尼，亦以光頭無髮，偏袒右肩，空手赤足 的形像為主，姿勢有跏趺、

自在坐等，是標準的聲聞相。只有第十二參的善見比丘是現佛的形像。在比丘像

中，亦有老少之別，如德雲比丘，頭部身子，光潔無紋，是年青比丘。而善住比

丘、海僮比丘，均鬚眉濃密，肩膀手臂肌肉起突，是中年比丘的表現。 

3. 優婆塞、優婆夷、長者、居士、大王： 

如休舍優婆夷、具足優婆夷等，以頭蓄長髮，身著一般常服為基準，而頭覆

冠飾者，如法寶髻長者，或手中加上手杖，儒優缽羅華長者。或披頭巾，著寬鬆

袍服，倚坐高椅雙手交叉於圓桌之上，如無上勝長者。至於稱王者，則頭上加戴

冠帽、項有圓光、身掛飾物者，如大光王、無厭足王等。 

4. 天神、地神、主夜神 

善財共參訪了十一位天神，即第三十參大天神、第三十一參安住地神、第三

十二參婆珊婆演底主夜神、第三十三參普德淨光主夜神、第三十四參喜目觀察眾

生主夜神、第三十五參普救眾生妙德主夜神、第三十六參寂靜音海主夜神、第三

十七參守護一切城主夜神、第三十八參開敷一切樹華主夜神、第三十九參大願精

進力救護一切眾生主夜神、第四十參妙德圓滿神等。 

其中除大天神現出四臂、安住地神表現從地湧出百千億阿僧祉寶藏之外，主

夜神共同的特徵是表現了以暗夜為背景的光明，在外形上，一般頭不頂寶冠，胸

前省略瓔珞，身上穿戴飾物不多，有別於菩薩裝，但為顯示其觀察守護如來與菩

薩的渡眾，是為護法神，但也具備了解脫神力法門，因此也在項上加上圓形頭光，

或身上四周，泛出放射性的光芒，且時而現出多臂。 

5. 其他，如童男童女、船夫、摩耶夫人等，莫不各具特色。 

（五）動物 

如第四十九參的無勝軍長者，在畫面中，以一匹馬現於正中，左側善財童子

貯立其前，右側為馬所拖曳的馬車，與長者，馬匹塑作十分傳神。第四參善住比

丘，畫框中浮在雲間的驣龍 ，生動有活力，第七參、第三十二參等亦有龍。 



480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六、善財五十三參圖的傳承與創新 

華嚴蓮社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浮雕，繼承自宋以來，漢式圖像的表現手法，

又加入了當代的創作元素，表現了二十一世紀的新風格。 

以下舉數幅比對北宋惟白〈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中的插圖，以見其傳承。 

(一) 第一參文殊菩薩，惟白本文殊騎獅子，身旁四周有隨從侍者比丘，獅旁有御

獅人遷薑繩，結構與敦煌莫高窟的文殊變相似。而華嚴蓮社的第一參，文殊

呈坐姿，其腦後幻出善財初生情景，此表現了當代作者的創意。 

惟白本 

(二) 第二參德雲比丘，古今二本畫面，均表現了妙峰山的陡峻山岩，但惟白本帶

有中國傳統山水畫的韻致，蓮社本則以浮雕凸顯群峰中，二位主角勻稱的肌

膚，十分突出。 

惟白本 

(三) 第三參海雲比丘，二本畫面，背景均表現了海門國海上的壯闊場景，而惟白

本中的海雲比丘，其坐墊與靠背坐倚，保留了宋代高僧祖師像的風格。 



華嚴蓮社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的圖像探討 481 

(四) 第四參楞伽道旁的善住比丘，二本均強調善住的神通，且在空中，惟白本以

左右手中的日輪與月輪呈現之，蓮社本則波濤與雲間的騰龍以現活力。 

(五) 第五參彌家長者，以達里茶國為背景，二本差距大，惟白本似為室內陳社，

而蓮社本則為戶外，背景一棟棟的高樓大廈，似是二十一世紀的天空。 

(六) 第六參住林城的解脫長者，惟白本從長者身上以放射性光芒現出十方佛剎

土，但蓮社本的十方佛是現在雲端。 

(七) 第七參摩利伽國的海幢比丘，主要彰顯三昧定中所現的百千相，惟白本以比

丘惟中心，全身四周現出不同身分的人物像。但蓮社本則亦將百千相圍繞在

海同幢四週，似有一脈相承的痕蹟，只是多了雲間的龍。 

(八) 第八參海潮處園林的休捨優婆夷，惟白本表惟白本表現園林堂閣的莊嚴華

麗，而蓮社本則堂閣較少，但二者相同處，在於左右對稱的布局，是亦為一

脈相承者。 

(九) 第九參毗目瞿沙仙人，惟白本表現了仙人側身執手現十方佛剎的情景，而蓮

社本則卻著眼於仙人對善財的嘉許，應經文所稱「毗目仙人，即申右手，摩

善財頂，執善財手仙」25 。 

(十) 第十參伊沙那聚落的勝熱婆羅門，強調處於五熱炙身，上刀山投火聚時，所

修的法門，惟白本的婆羅門浮在半空中的火海，蓮社本則坐在岩石上，二本

畫面中，均將婆羅門置身於火堆火山之中，是亦應經文曰：「盛熱修諸苦行，

求一切智，四面火聚，猶如大山，中有刀山，高峻無極，登彼山上，投身入

火。」26 

(十一) 第十一參師子奮迅城的慈行童女，惟白本以華麗的重簷屋脊，花木岩石為

飾的欄杆階梯，側身描繪師子宮殿，是宋代殿宇的格局。而蓮社本的毗盧遮

那殿，是重重屋頂壘疊架高，中央呈三角錐狀的歇山面的形式，脫離了漢式

宮扉的裝飾語彙，二本風格迥異。 

(十二) 第十二參三眼國善見比丘，焦點在於善見比丘，惟白本描繪成全身放光，

手托金輪，但頂上無髮，釋宋式的聲聞相。蓮社本則應經文所載： 

「壯年美貌，端正可喜。其髮紺青右旋不亂，頂有肉髻，皮膚金色，頸文

三道，額廣平正，眼目修廣如青蓮華，脣口丹潔如頻婆果，胸標卍字，七

                                                      
25 見《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六，《大藏經》第 10 冊，頁 345 下。 
26 見同上註頁 34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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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平滿，其臂纖長，其指網縵，手足掌中有金剛輪。」27 

   儼然與佛像無異，是善財所參的善知識者中，唯一獻佛陀法相者。 

(十三) 第十三參名聞河渚自在主童子，其背景處於一遍沙場，十千童子共戲其中，

善財從其悟入工巧神通法門。惟白本刻意表現諸童子的個別巧藝，蓮社本則

以沙河為特殊景觀。 

(十四) 第十四參海住城見足優婆夷，惟白本以悠遊於雲朵與欄杆階梯的女居士，

為善財參訪對象，蓮社本則聚焦於「處於寶座，盛年好色，端正可喜，素服

垂髮，身無瓔珞，其身色相威德光明，除佛菩薩餘無能及。」28而腹前置一小

圓缽的優婆夷，而以橫向壯闊的殿宇屋頂為稱托。此參主旨在於以一小器生

出美味飲食，以滿足眾生。 

(十五) 第十五參，大興城的明智居士，二本皆表現住在高臺上的明智居士，而善

財處在臺下，仰額視空中諸寶繽紛而下的情景，惟白本的善財已爬上高臺，

蓮社本則善財未上高臺。 

(十六) 第十六參師子城寶髻長者，主旨在於以重疊的妙閣，而見十法界眾生，施

十種寶，惟白本刻畫了江南庭園的另一景，蓮社本則浮雕了七層高的樓閣。 

(十七) 第十七參藤根國普眼長者，主旨在於對有病眾生的療治，惟白本的畫面表

現調香與調藥，蓮社本則展現了傳統的藥鋪，有「再世華陀」的匾額。 

(十八) 第十八參多羅幢國無饜足王，主旨在於表現犯殺盜邪淫等五逆十惡的眾生

的罰治。惟白本的畫面猶如宋代的地獄變相，蓮社本近乎監獄的犯人受刑情

景。 

(十九) 第十九參妙光城大光王，主旨顯現以國王的身分修菩薩大慈幢法門，惟白

本以宋式帝王坐在皇宮龍椅的場景入畫，蓮社本則以大光王 入三昧定時，「城

內外六種震動，諸寶地、寶牆、寶堂、寶殿、臺觀、樓閣、階砌、戶牖，如

是一切咸出妙音，悉向於王曲躬敬禮。」29的情景。 

(二十) 第二十參安住城不動優婆夷，惟白本以宋代官宦之家貴婦的盛裝儀容呈現

之，善財瞻禮時即得清涼，因而五體投地頂禮之。而蓮社本聚焦於表現不動

優婆夷的發心、得法門與現神通，即所謂「我得菩薩求一切法無厭足莊嚴門，

                                                      
27 見《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六，《大藏經》第 10 冊，頁 349 下。 
28 見同上註，〈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六，《大藏經》第 10 冊，頁 351 下。 
29 見同上註，〈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七，《大藏經》第 10 冊，頁 35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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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一切法平等地總持門，現不思議自在神變」30的形象。 

除以上二十例之外，第 23 參婆施羅船師、第 28 參觀世音、第 43 參摩耶夫人

等亦各具特色，主題鮮明。 

綜上所述，善財參訪圖是佛教華嚴圖像中，最具人物與景觀變化的場景題材

者，而華嚴蓮社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是繼承傳統的題材創作，而圖像表現卻是

超越了傳統。尤其所表現的眾多人物，涵蓋著菩薩聲聞護法等文不同身分、異層

年齡的男女老少，而場景更是遍及山岩、大海、溪流、雲間、樹林、樓閣、宮殿、

民居等，在所有佛教藝術的題材中，其牽涉人物層級的豐富度與遠近景觀變化的

多樣度，展望古今，實無出其右者。 

                                                      
30 見同上註，〈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七，《大藏經》第 10 冊，頁 35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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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地區柳本尊一系佛教造像體系中的華嚴題材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米德昉 

摘 要 

川渝地區「柳本尊」一系佛教是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具有濃鬱地方化

特色的佛教教派。該教由晚唐時期居士柳本尊創始，南宋僧人趙智鳳發揚光大，趙

後無復繼者。此系佛教以「設像」作爲主要「行道」方式，建立了一套顯密雜糅、

多宗兼弘的造像體系。其中以毗盧本尊爲核心的華嚴類造像是其主體，與表達密

祕、淨土、禪宗乃至儒家思想爲主的造像相並置、組合，闡釋了該教特殊的教義思

想與信仰 意涵。 

關鍵詞：柳本尊一系佛教、造像體系、華嚴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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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本尊」一系佛教是唐宋間川渝地區出現的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

非典型、具有濃鬱地方化特色的佛教教派1。該教派由晚唐、五代四川籍居士柳本

尊（柳居直）創始，柳氏圓寂後一度衰落。迨至南宋淳熙年間，大足僧人趙智鳳祖

述本尊，嫡傳法脈，在昌（大足）、普（安嶽）等地廣建佛寺，設像行道，其後法

統遂絕，無復繼者。 

「柳本尊」一系佛教有著自己特定的佈教道場，以石窟寺爲主要形制，開創

了有別傳統的造像體系。石窟寺營建主要在南宋時期，分佈於重慶大足區及與之

毗鄰的四川安嶽縣，其中以大足寶頂大、小佛灣石窟寺遺存為其主體。造像內容

以各類尊像、經變、故事、佛塔等為主，尤以華嚴三聖、柳本尊「十煉圖」內容為

突出。題材眾多，顯密雜糅，禪教兼融，所謂「凡釋典所載無不備列」。 

華嚴類造像在其造像體系中佔有了很大比重，形式上有華嚴經變、華嚴三

聖、毗盧單尊、三身佛等，其中以華嚴三聖像分佈爲多。在特徵上具程式化，往

往毗盧佛頭戴有柳本尊坐像的花冠，雙手於胸前結抱拳印，龕壁多題刻有「假使

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語與「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願詞等。 

從現有窟寺造像看，該教在教判上可謂顯密兼弘、闡教合一，博眾宗之

長，成一家體系。在教義踐行上既倡心性修行，又宣黎庶教化。趙智鳳時期，

該教派以特定的造像體系極力弘傳教旨，這些造像在功能與意涵上無不賦予濃

重的教派色彩。由此而言，作爲此系佛教造像體系中的華嚴類造像，其要職就

不僅是傳達單純的華嚴思想，而是兼具了象徵、揭示本教派教旨的作用，其中

尤以後者爲重。 

一、柳本尊一系佛教史實及其造像體系述略 

(一)柳本尊佛教史實簡述 

柳本尊（柳居士），名居直，「唐瑜伽部主總持王」，其事蹟文獻未見著

錄。唯大足寶頂小佛灣南宋「華嚴導師」釋祖覺撰《唐柳本尊傳》碑和大足、安

岳「柳本尊十煉圖」題記，簡要記述了其身世和弘教事蹟。根據以上碑記得知：

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柳本尊生於四川嘉州（今樂山市），畢生精務密法，以

居士身份「專持大輪五部咒救度眾生」。因數致神異，人不敢稱其名，遂號「柳

本尊」。 

                                                        
1 該教派的定名問題，尚眾說紛紜，無有公論，至今學界有「柳本尊教派」、「柳氏教派」、「本尊

教派」、「川密」等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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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黃巢離亂導致民間饑饉相仍，「居士憫焉」，遂在廣漢、成都、彌濛一帶

建道場，以燒指、剜目、割耳、斷臂等苦行為民解厄除苦、祛惑斷妄。「蜀人德

之」，被奉爲毗盧佛化身，「四方道俗雲集座下，授其法者益眾」。因聲望較著，

贏得蜀主賞識，為其道場賜額「大輪院」。天福七年（942）柳氏歿2，門人袁承貴、

楊直京等秉承其教，繼續弘法數十年。迨至宋熙寧間，神宗爲本尊教道場敇賜

「壽聖院」額。紹興十年（1140），「右承奉郎前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王直

清與「安養居士眉山」張岷造訪壽聖院，時院事已由僧尼主之，見柳本尊墓淹沒於

「榛莽之間」，乃命僧尼為本尊「建塔於墓之上，架屋以覆之」。顯然紹興時本尊

教已衰落。 

總攬碑銘所記柳氏事蹟，概略不詳外，充滿靈異與奇幻，且生卒年多有矛盾

處。柳氏所傳「瑜伽本尊教」，重金剛界五部密法3，屬瑜伽密教。但其燒身、舍

臂等做法與唐密有別，具有其特殊性。因資料缺略，關於柳本尊教法思想、行持

儀軌、傳承淵源等真實情況甚為不明，若加推斷，或受到四川地區弘密僧人洪照

一系的影響4。柳本尊時期在成都一帶多處建有道場，這些道場基本由其追隨者施

資或舍宅而建，考其形制應以木構寺院式佈局爲主。遺憾今均已蕩然無存，連柳

氏之墓亦無痕跡可尋。當年柳本尊與其門徒在這些道場是如何佈道的？有無造

像？有怎樣的造像？……諸多疑問在今天依然迷霧重重。 

南宋時期，正當柳本尊教法幾近沒落之時，淳熙至淳佑間大足僧人趙智鳳在

川東大足、安嶽一帶開窟造像、興建道場，發弘誓以振本尊教法。根據宋人席存

著銘文記述，趙智鳳於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生於大足米糧裡，五歲出家，年十

六「西往彌牟，復回山修建本尊殿，傳授柳本尊法旨」5。自此趙氏在大足寶頂清

苦七十餘年「普施法水，禦災捍患，德洽遠近，莫不皈依」。趙智鳳後，本尊法統

遂絕，無有繼者。  

趙智鳳赴彌牟之時柳本尊已滅度二百餘載，其教已慘淡衰落，趙何以深得教

旨？並立誓皈依之、發揚之？個中究竟劉氏未在碑文說明，也無史籍可查。記錄

趙智鳳最早的文獻爲成書於南宋寶慶三年（1227）王象之撰《輿地紀勝》，該書卷

161「景物」條記載： 

                                                        
2 據陳明光先生考證，此「天福」應爲「天復」。參陳明光《〈宋刻〈唐柳本尊傳碑〉校補〉文中

「天福」紀年的考察與辨正——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煉圖」題記「天福」年號的由來探

疑》，《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2-28 頁。 
3 魏崴《古代四川地區密宗造像的發展及成因》，《四川文物》2002 年第 4 期，第 32-35 頁。 
4 黃陽興《中晚唐時期四川地區的密教信仰》，《宗教學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108-112 頁。 
5 席存著銘文原刻於小佛灣七佛壁，現僅存“承直郎”三字，乾隆《大足縣志》有全文記載，見故宫博物院

《四川府州县志第 11 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69 页。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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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峰山，在大足縣東三十里，有龕岩，道者趙智鳳修行之所。6 

僅此寥寥數語。其餘殘存於大足寶頂宋人題寫銘記中也未見有關趙智鳳實質性內

容。唯寶頂大、小佛灣石窟寺，以其宏大、豐繁的造像遺存見證了趙智鳳當年傳

教的輝煌。寶頂是趙氏化畢生精力營建的弘法主道場，其餘尚有四川安嶽華嚴洞、

毗盧洞、茗山寺等分道場以及分佈於大足與安嶽各地的十餘處大大小小石窟寺，

可以想見南宋時在趙智鳳的經營下本尊教之盛況。僅就寶頂山的弘教而言，其聲

勢之大、信徒之眾、影響之著，堪與峨眉並譽，以致蜀人有「上朝峨眉，下朝寶

頂」之讚7。 

與柳本尊傳教不同的是，趙智鳳並未以自殘肢體式的「苦行」去行化救病，而

是采以「設像行道」之法持教度人。趙氏歸納出一套特殊的造像體系──顯密雜

糅、禪教合一，博眾宗之長，集諸家之理，寓宗教性與世俗性於一體。在對造像

的選擇與佈局上，通過特定的空間組合與意義重構，既傳達本尊教之深奧的教義

內涵，又以通俗的「追孝」式說理，教化大眾。這種圖像式的闡釋是趙智鳳對本尊

教的進一步創新與發展，彰顯了其作爲一個宗教領袖的過人之處。 

柳本尊一系佛教在趙智鳳的光大下，得到了具有個案意義的發展。因其地方

化等特色以及在教義理論、修行實踐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含混性與複雜性，學界難

以對其做出一個統一、完善的解釋。呂建福認為趙智鳳試圖弘揚柳本尊遺教，

「但從其密教造像和大足造像的整個佈局及其內容來看，趙智鳳並沒有得到密宗

遺法的傳授」8。丹麥索羅森（Henrik H.Sorensen）認為「趙智鳳及其追隨者的密教，

並不是一個清晰和獨立的佛教類型」，具有「不確定的傳播、地方性、無宗派、非

正統、有經典基礎」等特點9。不論怎樣，柳、趙二氏所倡宣的佛教思想與實踐方

式值得學界的深思與探究。 

(二)柳本尊佛教造像體系 

南宋時期，柳本尊佛教在趙智鳳的引領下開創了有別傳統的造像體系，趙氏

及其門人通過營建大小不等的石窟寺作爲傳法道場。這些石窟寺主要分佈于重慶

大足區及與之毗鄰的四川安嶽縣，其中以大足寶頂石窟寺遺存為其主體，另有十

                                                        
6 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4357-4378 頁。 
7 語見（清）史彰撰《重開寶頂碑記》，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

慶出版社，1999 年，第 219 頁。 
8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 440 頁。 
9 索倫森《密教與四川大足石刻藝術》，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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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4-3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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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處附屬石窟寺分佈於大足寶頂大佛灣周邊和安嶽等地。造像內容以各類尊像、

經變、千佛、故事等為主，尤以華嚴三聖、頌揚柳本尊的「十煉圖」內容為突出。

題材眾多，所謂「凡釋典所載無不備列」。 

寶頂石窟寺由趙智鳳一手經營，開鑿於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間（1174-1252）。

以大、小佛灣爲中心，周邊方圓 2.5 公里區域分佈有十餘處佛塔及附屬造像龕。

大佛灣整體呈「n」字形半環構造，崖壁開龕造像，綿延 500 米（圖 1）。內容包

括各類經變（華嚴變、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觀經變、地獄變等）、華嚴三聖、十

二圓覺、涅槃像、降誕像、孔雀明王、千手觀音、廣大寶樓閣、牧牛圖、鎖六耗

圖、六道輪迴、柳本尊十鍊圖、十大明王、護法等，是柳趙教派石窟寺中題材最

爲豐繁、規模最爲宏大者。小佛灣位於大佛灣東南 300 米處聖壽院內，現存有經

目塔（大藏塔）、七佛壁、本尊殿、毗盧庵等，造像題材有父母恩重變、報恩變、

華嚴三聖、柳本尊十鍊圖、千佛、十大明王、護法等。寶頂石窟寺周邊分佈有 16

處造像，題材主要爲華嚴三聖，其餘有毗盧佛、三身佛、二佛、護法神等。 

 

圖 1  寶頂石窟寺大佛灣平面圖 

寶頂山是造像最爲集中區，其他較有規模的是安嶽華嚴洞、毗盧洞、茗山寺

等。華嚴洞位於安嶽石羊鎮，佔地 136 平方米，是柳氏佛教開鑿的石窟中規模最大

的一座洞窟。窟內主體造像爲正壁華嚴三聖，兩側壁各五菩薩，眾菩薩上方附有七

處九會等內容，十菩薩結合正壁文殊與普賢，形成十二圓覺格局。毗盧洞位於安嶽

石羊鎮，主要造像有反映柳本尊行道的十鍊圖、毗盧三身等。茗山寺位於安嶽頂新

鄉，現存有毗盧佛、觀音、大勢至、文殊、護法神等題材。另有一塔現已傾圮10。 

                                                        
10 西南民族大學石窟藝術研究所《四川安嶽縣茗山寺石窟調查簡報》，《四川文物》2015 年第 3

期，第 23-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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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幾處主要石窟寺外，尚有十餘處以華嚴三聖、三身佛及柳本尊及其眷

屬像爲主的窟龕分佈於大足中敖鎮、龍石鎮、金山鎮及安嶽雙龍街鄉、林鳳鎮、

龍台鎮、高升鎮、石鼓鄉等地。 

另外還建有一些佛塔，如寶頂石窟寺的大藏塔（經目塔）、轉法輪塔（俗稱「倒

塔」）、安嶽雙龍街鄉的經目塔、茗山寺塔（已倒塌）等，一般塔身有佛、菩薩、

祖師等尊像，個別題刻大量經名。 

梳理上述石窟寺造像，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內容繁雜，涉密教、華嚴、

淨土、禪宗等派，更有自創者（十鍊圖、本尊像），重毗盧佛、華嚴三聖、三身

佛、十鍊圖、本尊像、十二圓覺、千佛等題材。第二，注重佛、菩薩組合，不表

現弟子。第三，凡毗盧佛頂部多有柳本尊像，柳本尊則頂部有毗盧佛像，以示柳

本尊爲毗盧佛化身。第四、造像附有大量題記，內容主要爲經文、經目、偈語

等，無供養人、工匠、年代等方面信息，題記中夾雜大量俗字，個別為傳世字書、

寫本、碑銘等文獻所不見。第五，作風上尊像飽滿豐韻，富有唐韻，又不乏標新

立異處，如佛、菩薩大膽採用半身形象、佛肉髻不顯、頂有毫光、不表現身光、

菩薩均外著袈裟等，表現故事的畫面充滿現實感，大量採用生活中的素材及其場

景等。 

二、柳本尊一系佛教造像中的華嚴題材 

華嚴類題材在柳本尊佛教造像體系中佔有很大比例，主要以華嚴經變、華嚴

三聖、三身佛、毗盧佛尊像、十二圓覺等為主，其中以華嚴三聖數量最多。 

(一)華嚴經變 

整個造像體系中，華嚴經變僅有一鋪，此即寶頂大佛灣第 14 窟造像。第 14 窟

造於南宋淳熙至淳祐間（1174-1252），又稱「毗盧道場」，平頂，平面呈半圓形，

佔地约 20 平方米。清康熙間因「猛風拔木」該窟左壁毀損嚴重，造像基本不存。 

窟內造像（圖 2）：正壁爲一八面轉輪藏，高 5.4 米，呈高浮雕形式，外顯

五面，與後壁、地面及窟頂相接。整體分基座、亭帳、天宮閣三層。基座呈倒

錐形山石，祥雲繚繞，一蟠龍環繞其間，並有四位力士（其中一身已毀），每位

正奮力順時針向推轉藏輪。亭帳外側各面轉角處立八棱亭柱，上雕蟠龍，帳內

每面爲龕形，造坐佛，正面向爲本窟主尊毗盧遮那，趺坐，戴冠，著僧祇支、

垂領袈裟，結毗盧印，嘴角發出毫光左右沿兩頰延伸而上。左右兩側面亭帳內

趺坐佛均不戴冠，左側者結毗盧印，右側者左手禪定印，右手說法印。上部爲

九座二層式天宮閣，每層內有一身趺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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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輪藏右側壁以弧形轉至南壁，壁間爲四組以華嚴三聖與部分供養菩薩等組

成的說法場面。各組造像並非截然獨立，而是相互借用鄰組文殊或普賢，巧妙形

成三聖組合。茲從內到外依次描述之：第一組，主尊毗盧佛趺坐於須彌蓮臺，結

毗盧印，戴冠，頭頂上方一小坐佛。左右爲文殊、普賢二聖，立姿，戴冠，內飾

瓔珞，外著袈裟。下方四身供養菩薩相對合十或立或跪。第二組，主尊形姿與第

一組同，趺坐於須彌蓮臺，雙手揚掌，右側趺坐文殊與左側與第一組中的普賢形

成二脅侍。主尊頭頂上方有趺坐小佛及樓閣祥雲等，下方佛座處一跪拜菩薩，面

朝壁，背對觀眾，其左右各一菩薩合十相對而立。第三組，主尊形姿與前組類

似，趺坐於須彌蓮座，左手結禪定印，右手說法印，右側趺坐普賢與第二組文殊

形成二脅侍。主尊頭頂上方祥雲間一組小型一佛二菩薩組合。下方立二供養菩

薩。第四組，處於南壁（窟門左壁），主尊手毀，似結轉法輪印，右側文殊與第三

組普賢形成脅侍組合。佛座兩側分別立一菩薩，下方跪一菩薩，面朝壁，背對觀

眾，左右各立一身天王。上方祥雲間有樓閣、趺坐佛及一身善財，合十站立。四

組畫面中文殊與普賢蓮座下方均有各自坐騎青獅和白象。 

窟左壁損毀，主要造像不存，推斷應該與右壁對稱，仍爲四組華嚴三聖組合

造像。現僅存南壁一組，造像格局與窟門左臂基本對稱，主尊趺坐於須彌蓮座，

結毗盧印，左側爲普賢，右側文殊不存。佛座左右分別立一身供養菩薩，下方並

排跪二身菩薩，面朝壁，左右立二天王。上方祥雲間有趺坐佛、樓閣並善財一

身。窟門上部爲二身飛天。 

 

圖 2  第 14 窟內部造像展開示意圖 

窟外造像（圖 3）：窟門楣處題刻「毗盧道場」（「朝散郎知重慶軍府事姚［宍］

恭書」），門楹對聯一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下方石獅二。

兩側壁造像呈對稱格局，上部分別爲八個圓龕，內一身趺坐佛，共 16 身（左壁殘損

嚴重）。下方爲四天王，左右各二，作半身（左側毗鄰門楹處一身天王應爲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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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 14 窟外兩側壁造像示意圖 

分析第 14 窟造像，儘管左壁處殘損，但根據所存造像佈局，可以推斷其內容

應爲《大方廣佛華嚴經》（實叉難陀譯）「七處九會」場面。這是目前學界的公認，

且有詳細考證，茲不做贅述11。 

《八十華嚴》三十九品章，七處九會說。「七處」指人間三處（菩提道場、普

光明殿、給孤獨園）、天上四處（忉利天、兜率天、夜摩天、他化自在天），在此

七處毗盧遮那佛與諸大菩薩共演法九次（其中普光明殿三次），稱之「九會」。七

處九會是華嚴經變表現的基本主題。莫高窟現存三十鋪華嚴變，最早者爲盛唐時

期作品，之後中晚唐、五代、宋描繪較多。內容以表現七處九會之九鋪小型說法

圖爲主，九宮格式分三層三列式擺佈，畫面中央下方繪一半圓形大海，上有一朵

大蓮花，象徵蓮華藏世界海（圖 4、5）12。每會在形式上沒有很明顯的特徵，往往

中央爲第三會，其下方爲第一會，此二鋪位置相對固定，其餘較自由，但一般將

天上諸會置於畫面上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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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95 頁。陳清香

《大足石窟中的華嚴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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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8-296 頁。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

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7-54 頁。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寶頂大佛灣第 14 號窟調查報告》，大足石刻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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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141 頁。 
12 潘亮文《敦煌石窟華嚴經變作品的再思考——以唐代為中心》，《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

第1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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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莫高窟第 231 窟華嚴經變  中唐           圖 5   莫高窟第 12 窟華嚴經變  晚唐 

與敦煌華嚴經變相比，寶頂第 14 窟依然以九鋪說法圖表現了七處九會之內

容，很明顯，這種構思來自唐宋時期對華嚴經意圖像化表達的固定範式。所不同

的是，後者乃非平面的繪畫，而是立體的造像，其藉助石窟三維結構，創造出一

種虛擬而又不乏真實感的宗教空間。在參照敦煌華嚴經變的基礎上，可對第 14 窟

造像內容做出辨識：正壁轉輪藏基座部分象徵了蓮華藏海，結合上部天宮樓閣，

此即第三忉利天會。右壁從內到外第一組爲一會菩提道場；第二組主尊上方樓閣

中有匾額書「兜率宮」，此會應爲五會兜率天；第三組主尊上方爲三聖說法圖，右

側有一身跪拜童子，應爲善財，表現的是《入法界品》，故此會爲九會給孤獨園；

南壁窟門東西側二組主尊頭頂皆有樓閣，可比定爲天上之會，分別爲四會夜摩

天、六會他化自在天（圖 6）。 

(二)華嚴三聖 

三聖信仰在佛教中比较普遍，三聖者即一佛二菩薩組合，如西方三聖、華嚴

三聖、東方三聖等，石窟、寺院、石碑等凡有造像處，幾乎無不有三聖之影子
13。華嚴三聖，即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佛與二上首大菩薩文殊、普賢的組合，是體

現華嚴圓融義學的主要尊神。澄觀在《三聖圓融觀門》中云：「三聖者：本師毗盧

遮那如來，普賢、文殊二大菩薩是也。」14宗密《圓覺經大疏》闡釋道：「文殊表

解，普賢表行，行解同體，即是毗羅遮那，是為三聖故。」15 

                                                        
13 釋見脈《佛教三聖信仰模式研究》，2010 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宗教學博士學位論文。 
14 澄觀《三聖圓融觀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71 頁上。 
15 宗密《圓覺經大疏》，《卍新纂續藏經》第 9 冊，第 341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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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三聖題材在柳趙教派造像中佔據了絕大多數，主要分佈於寶頂大佛灣周

邊佛祖岩、松林坡、三塊碑、楊家坡、廣大山、仁功山和安嶽林鳳鎮塔坡、高升

鄉大佛寺等。從目前所存造像情況看，往往以毗盧、文殊、普賢三聖爲主，單獨

成龕。毗盧戴寶冠、腕釧，著僧祇支、垂領袈裟，結毗盧印，一般頂有柳本尊坐

像，個別爲火焰寶珠、日輪等。文殊與普賢脅侍左右，皆戴化佛冠，胸飾瓔珞，

著僧祇支、垂領袈裟。一般文殊執經冊、普賢執如意。三聖有趺坐、半身和站立

三種形姿。在龕壁多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

語、「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願文或各類經名等題鐫，有的配有千佛佛或護法等造

像（圖 6、7、8），詳見下表。 

   

 圖 6 大足寶頂佛祖岩華嚴三聖  南宋                圖 7  安嶽林鳳鎮塔坡華嚴三聖  南宋 

 

圖 8 毗盧佛頂柳本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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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柳本尊佛教造像中的華嚴三聖 

序

號 
地點 年代 造像特徵 題記 

1 寶頂大佛灣 

南宋 

三聖爲立像，主尊螺髻，

不戴冠，頂有兩道光芒，

著僧祇支、垂領袈裟，手

結願印。文殊與普賢均戴

花冠，著垂領袈裟，文殊

手托法身塔，普賢托舍利

塔。龕壁爲千佛。 

 

2 寶頂佛祖岩 

主尊戴花冠、腕釧，著僧

祇支、垂領袈裟，結毗盧

印，頂有柳本尊坐像。文

殊與普賢脅侍左右，皆戴

化佛冠，胸飾瓔珞，著僧

祇支、垂領袈裟。文殊執

貝葉經冊、普賢執如意。 

主尊前一單層小塔，塔基

為八面方台，正面左起橫

刻「佛日光輝，法輪常

轉」，塔身四面各作一佛，

並有佛名。 

1.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

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

提心。（主尊左側壁） 

2.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

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

自受。（主尊右側壁） 

3. 家家孝養二親，/處處皈

依三寶。（文殊左側壁） 

4. 湛湛清天不可欺，不

□□□□□□，/善惡到頭終有

報，只掙□□□□□。（普賢右

側壁） 

5. 欲得不□□□□，/莫謗如

來正法輪。（左壁） 

6. 《大藏佛說守護大千國

土經》/金罡寶山一寸地、

一樹叢林、一錢物、一禽

獸、一應用等名立華

/四千會，每會轉大藏經一

遍，戒定永充寶山香燈

心逆九十六種天魔

外道鬼怪精靈，妄起貪謀

妒盜心 /□正信遵依經

戒同護 持者，現受吉

祥富貴長壽果，若 /□

立受不祥貧窮短命報生遭

王法，死入阿鼻百劫

/八部梵釋四王、蘇羅藥叉

護法、護道天神、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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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八大、六通 /日

夜巡察護守施行，伏請十

方三世九十九億恒河洹沙

一切諸佛菩薩 。（龕

右壁外端） 

7. 無一□不歸華藏。（龕前

案台右側） 

8.古跡佛祖岩（龕頂） 

3 寶頂三塊碑 

主尊爲胸像，作風與佛祖

岩同。左右文殊與普賢爲

後期補塑。 

1.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

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

提心。（主尊左側壁） 

2. 假使百千劫， /所作

□□□，/因緣□遇時，/□□□自

受。（主尊右側壁） 

4 寶頂松林坡 

三聖爲半身姿，作風與佛

祖岩同，造像胸以下殘。

主尊雙手毀。文殊胸下

殘，普賢僅存頭部。 

1. □□□□□，□□我頂上旋，

/□□□□□，□□失菩提□。（主

尊左側壁） 

2. □□□□□，所作業不忘，

/□□□□□，果報還自受。（主

尊右側壁） 

3. □□□順（左壁） 

4. 國泰民□（右壁） 

5 寶頂楊家坡 
主尊與文殊僅存殘體，右

側普賢半身執如意。 
業不忘（右壁） 

6 寶頂廣大山 

三聖爲半身姿，作風與佛

祖岩同，主尊頂爲火焰寶

珠，非柳本尊，右側普賢

殘損。 

1. □□熱鐵/□，□我頂□/□，

終不□此苦，退/□□提心。

（低壇正面左側） 

2. 大藏/佛言/ （低壇

正面右側） 

3.古跡廣大山（龕頂） 

7 寶頂仁功山 

三聖僅存主尊，二脅侍已

風化不清。主尊半身，作

風與佛祖岩同，手毀，冠

中央爲日輪，發出兩道光

芒延伸之龕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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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嶽高升鎮

大佛寺 

三聖趺坐，雙手均毀，形

姿同佛祖岩。文殊與普賢

均戴化佛冠，文殊冠化佛

7 尊，普賢冠化佛五尊。

三聖左右分別一護法，武

士裝束。 

1. □□佛說大毗盧□□成佛

加持神變經 

2. □□依寶大毗盧菴教□□

金幢□ 

左壁： 

3.大藏詣佛供養經 

4.佛日光輝，法輪常轉 

右壁： 

5. □□護國菩薩經 

6. 大藏詣佛供養經 

7.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9 
安嶽林鳳鎮

塔坡 

三聖趺坐，形姿同佛祖

岩。文殊戴化佛冠，左手

執經冊，右手扶膝。普賢

像毀，存殘體，後期有補。

龕壁有小圓龕，內爲千

佛，二十餘尊。 

 

10 
安嶽高升鎮

雷神洞 
 

三聖趺坐於方形佛床，後

期經過補塑改動較大。龕

正壁毗盧佛兩側位置分

別刻一組赴會人物立於

雲端。左壁刻雷公、電母

一組群像，右壁刻風伯、

雨師一組群像。 

1.佛日光輝/法輪常轉（佛

床左沿） 

2.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

床右沿） 

3. □大藏佛說增長人天福

德除諳□□天功經（佛床左

沿） 

4.古跡天功山（龕頂） 

11 
安嶽白塔寺

鄉大佛寺 
 

三聖趺坐於長方形佛床，

後期有改動，毗盧冠內有

柳本尊像。殘存龕壁刻五

圓龕，內分別為小佛四尊

並一身維摩詰，部分有佛

名題記。 

 

(三) 三身佛 

大乘教理主張佛具三身，一者法身毗盧遮那，謂法與教；二者報身盧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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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現成；三者化身釋迦牟尼，隨機現起16。其實三身者皆由毗盧遮那所化，並

無本質之別。 

三身佛也是柳趙教派石窟寺中一大題材，其組合相對靈活，一般毗盧居中，

左側盧舍那、右側釋迦，毗盧雙手於胸前結印，有戴冠與不戴冠兩種形制。三身

佛多配置以其他造像，如千佛、世俗弟子、護法等，還有成爲十二圓覺造像的主

尊。比較特殊的一種組合是盧舍那被柳本尊所替代，形成毗盧、柳本尊、釋迦

「三身」。 

1、大足寶頂菩薩屋、菩薩堡、中敖板昌溝、高坪玄頂村三身佛 

菩薩堡位於大佛灣西南約 3 公里處，龕開於一獨立巨石。造像分兩層，上層

爲三身佛，均作半身，螺髻，著垂領袈裟。中間毗盧雙手於胸前結印，不戴冠，

形體較之左右略大。肩部兩側壁留存「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

退失菩提心」題記；左側盧舍那結禪定式印，雙手覆蓋經帕，袈裟覆右肩；右側

釋迦，雙手托鉢。下方三護法神，均半身，中間體格較大，眉骨隆凸，厚唇闊

口。著鎧甲長袍，左手持一桃形物，右手握長劍。左側一身似力士狀，頭頂作山

石形，身右側題刻「山神眾」；右側者形姿與左側者略同，頭頂作樹杆狀，身左側

題刻「樹神眾」。另外龕左側題刻「□護大千國土經」經目。根據造像風格及其題

記推斷該龕開於趙智鳳營建大佛灣時期（圖 9）。菩薩屋位於大佛灣西南約 5.5 公

里處，與菩薩堡直線距離約 300 米，亦開於一獨立巨石。二者造像形制與內容類

似，屬同期開鑿。只是菩薩屋造像因石體開裂加上風化嚴重，保存不若前者。 

板昌溝三身佛造像位於中敖鎮雙溪村，開鑿於山腰一獨立石堡的南面，周邊

未有其他造像。三身佛均為半身，體量相當，頭布螺髻，著僧祇支、垂領袈裟。

中間毗盧雙手置於胸前作印，左側盧舍那胸以下殘毀，右側釋迦左手於胸前托

缽，右手曲肘上舉。 

高坪鄉玄頂村三身佛龕造像分上下二層，格局類似菩薩屋與菩薩堡。現下層

造像已毀，僅存三個淺龕。上層即爲三身佛，皆跏趺坐，毗盧不戴冠，頂有 V 字

形光芒，雙手結印。左側盧舍那結定印，右側釋迦左手扶膝，右臂上揚，手殘。

三佛均腕戴手鐲（圖 10）。 

                                                        
16 關於三身《華嚴經》有描述，《世間淨眼品》雲：「佛身清淨常寂然，普照十方諸世界，寂滅無

相無照現，見佛身相如浮雲。一切眾生莫能測，如來法身禪境界，無量方便難思議，是智慧光照

法門。」《盧舍那佛品》雲：「教化無邊眾生海，盧舍那佛成正覺。放大光明照十方，諸毛孔出化

身雲，隨眾生器而開化，令得方便清淨道。」《入法界品》：「若見眾生形容醜陋，我為說法，令得

無上清淨法身；若見眾生色相麁惡，我為說法，令得如來微妙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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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足寶頂菩薩堡三身佛  南宋        圖 10  大足高坪玄頂村三身佛  南宋 

2、安嶽毗盧溝與寶石庵三身佛 

安嶽龍台鎮毗盧溝與石鼓鄉寶石庵兩處三身佛均屬柳趙教派造像遺存，二者

雖遭後期改動，但主體特徵尚爲喪失。 

毗盧溝造像現存三龕，其中第三號龕爲三身佛，龕內主尊均跏趺坐，著垂領

袈裟，其中毗盧像高約 3 米，戴冠，雙手與胸前結印，冠內有柳本尊像；左側盧

舍那螺髻，結定印；右側釋迦螺髻，左手扶膝，右手施說法印。三尊兩側分別侍

立一身長髮齊眉的世俗弟子（圖 11）。寶石庵共 3 龕，第三龕爲三身佛，龕高

5.25 米、寬 6.7 米、深 2.3 米。現存造像後期改動明顯，從痕跡推斷三佛原來特

徵與毗盧溝做法類似。所不同者該龕正壁毗盧左右分別造三身小佛，趺坐於圓

龕，左右側壁分別再造一身，共八身，每個小佛有佛名題記。三佛左右分別有一

身長髮齊眉的世俗弟子和著鎧甲護法（圖 12）。 

     

  圖 11 安嶽龍台鎮毗盧溝三身佛  南宋          圖 12 安嶽石鼓鄉寶石庵三身佛  南宋 

3、以毗盧、柳本尊、釋迦爲組合的特殊「三身」造像 

以毗盧、柳本尊、釋迦爲主的組合造像在柳趙教派造像體系中表達的仍然是

佛「三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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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頂小佛灣第 4 號龕，正壁造像自上而下分爲三部分：上面一派小佛爲過去

七佛。中部爲毗盧、柳本尊、釋迦三尊，毗盧居中，半身，體量較之左爲大，手

結毗盧印，不戴冠。左側爲柳本尊，趺坐，居士裝，右手指向毗盧。右側釋迦，

趺坐，定印。毗盧兩側龕壁有四則題記，左側上部爲「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下

部爲「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右側上部爲「佛日

光輝，法輪常轉」，下部爲「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

受」（圖 13）。毗盧三尊下部爲不動明王，遊戲座狀，兜鍪鎧甲，右手執劍，左右

各三身鬼族眷屬。 

安嶽毗盧洞第 2 窟的案例與寶頂小佛灣略有不同，窟內正壁以毗盧、柳本

尊、釋迦爲主尊，三尊皆趺坐，毗盧居中，戴冠，飾瓔珞，雙手舉起外揚；左側

柳本尊，著袈裟，不戴冠，捲髮，左臂不存，右手舉於胸前；右側釋迦左手定

印，右手說法印。三尊兩側各一身俗裝脅侍。洞楣題刻「寶嚴」二字，左右對聯一

幅：「惟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圖 14） 

        

 圖 13  寶頂小佛灣第 4 龕造像  南宋           圖 14  安嶽毗盧洞第 2 窟造像  南宋 

上述組合中柳本尊在形象上保持了世俗特徵，從其取代盧舍那而言，在地位

上無疑被等同於佛尊。這一點與柳趙教派將柳本尊崇爲毗盧佛的化身的主張契

合，安嶽毗盧洞柳本尊十鍊圖中有記： 

大藏佛言：本尊是毗盧遮那佛，觀見/眾生受大苦惱，于大唐大中九年六/

月十五日于嘉州龍遊縣玉津鎮天/池壩顯法身，出現世間，修諸苦行，轉/

大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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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奇異的配置在佛教造像中沒有先例，出現於柳趙教派造像體系中，折射出該

教派在教義思想上所具有的獨特性。 

(四) 毗盧尊像 

突出毗盧單尊性格的造像主要分佈在寶頂大佛灣、小佛灣、珠始山、龍頭

山、岩灣、四川安嶽茗山寺等處。毗盧形姿以趺坐（個別站立）或顯半身爲主，有

戴冠與不戴冠者，戴冠者頂有柳本尊坐像，雙手結毗盧印。一般沒有文殊與普賢

二脅侍，個別配置了護法。 

1、寶頂大、小佛灣毗盧佛 

大佛灣第 27 龕，高 3.88 米、寬 3.6 米、身 0.84 米，造像爲毗盧單尊（又被稱

之「柳本尊正覺像」17），作胸像，高 3 米，面部後期有改動，戴冠、著垂領袈裟，

雙手於胸前結印，寶冠內有柳本尊趺坐像，並放出兩道光芒伸向龕頂（圖 15）。 

小佛灣第 9 窟「毗盧庵」，由石條砌成，內外四壁均有造像18。正壁爲主尊毗

盧佛，趺坐於一圓形龕，戴冠（內有柳本尊像），著僧祇支、垂領袈裟，雙手與胸

前結印。主尊上部左右各一小圓龕，內分別爲文殊與普賢。因二聖體量過小，與

主尊形成明顯差距，故該壁旨在突出毗盧單尊（圖 16）。毗盧身側及上方龕壁題

有「各發無上菩提心，願入毗盧法性海」和「本者根本，尊者最尊」之偈語。窟左

右壁爲四方佛、菩薩、柳本尊十鍊圖、明王等造像。 

        

            圖 15  寶頂大佛灣毗盧像  南宋           圖 16 寶頂小佛灣毗盧像  南宋 

                                                        
17 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內容總錄》，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年，

第 235 頁。 
18 該窟具體造像可參前揭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內容總錄》，第 504-5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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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寶頂珠始山、龍頭山、岩灣毗盧佛 

珠始山造像，龕口呈方形，高 3.65、宽 5.50、深 3.35 米，龕內造像 9 身，毗

盧及左右各四身護法。毗盧爲半身像，高 2.70 米。不戴冠，螺髮，著僧祇支、垂

領袈裟，雙手風化，從殘痕龕應於胸前結印。左右爲八大護法，作風與內容同於

寶頂大佛灣 2 號龕護法造像。龕壁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題記（圖 17）。 

龍頭山共有 8 龕造像，其中第 1、3 號龕爲毗盧尊像。第 1 龕，毗盧半身，高

1.89 米，不戴冠，著僧祇支、垂領袈裟，腕戴鐲，雙手於胸前結印。左右各一身

護法立像，殘損嚴重，僅存痕跡。位於主尊佛像身前方台正面題刻銘文，多有漫

漶，曰：「不……六種外……精靈/妄起貪愛……/盜心侵犯一毫一……/仰天龍八部

六通……/大聖者護戒大力……/□施行令犯……/一發苦……/……」19第 3 龕，圓

形，左側殘毀甚重，主尊爲胸像，頭毀，後世以水泥補塑，可辨著垂領袈裟，雙

手不現（圖 18）。 

岩灣毗盧造像，主尊高 1.0 米，跏趺坐，不戴冠，螺發，著僧祇支、垂領袈

裟，腕戴鐲，左手置腹前結定印，右手舉胸前結說法印。佛座一方案，覆帷幔，

上置鉢形器物。方案左右各有一立像，風化嚴重，似供養人，左側者懷抱一小

兒。該龕似由柳趙教派信徒所造。 

       

          圖 17  寶頂珠始山造像  南宋                     圖 18  寶頂龍頭山造像  南宋 

3、安嶽茗山寺石窟毗盧佛 

茗山寺石窟位於四川安嶽縣石羊鎮頂新鄉民樂村附近的虎頭山巔，也屬於

柳趙教派分道場之一，現存窟龕 12 座。第 5 號龕爲弧形淺龕，高 6.1 米，寬 4

米，內造毗盧佛單尊立像，像高 4.7 米。毗盧戴冠（內有柳本尊像），腕戴镯，

                                                        
19 鄧啓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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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 年大足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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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僧祇支、垂領袈裟，雙手於胸前結印（圖 19）20。 

               

a                                           b  

圖 19  安嶽茗山寺毗盧佛 南宋 

(五) 圓覺造像 

《圓覺經》全稱《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唐佛陀多羅譯），共一卷，以

文殊、普賢等十二上首菩薩問詢，如來作答形式闡釋了大乘教法之圓覺妙理與觀

行法門。《圓覺經》因華嚴五祖圭峯宗密的推崇而盛行於唐宋之際。宗密認爲該經

「深達義趣」，「具法性、法相、破相三宗經論，南北頓漸兩宗禪門，又分同華嚴

圓教」，「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21，遂廣爲疏解「誓

傳是經」。緣於宗密的傳弘，該經被後世學者納入華嚴體系。 

有宋之時，《圓覺經》在西南川渝地區頗受道俗青睞，南宋潼川（今四川三臺

縣）沙門居簡在《圓覺經集註‧序》中言：「圭峯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

廣博浩繁之中，略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於戲盛

哉。」22與此同時，以《圓覺經》爲文本的變相也出現於各地寺觀，如安嶽華嚴洞、

大足寶頂圓覺洞、陳家岩第 1 窟等。緣於這種深厚的傳播基礎，圓覺變相也被柳

趙教派納入其造像體系，安嶽華嚴洞與寶頂圓覺洞即是代表。 

1、安嶽華嚴洞造像 

安嶽華嚴洞位於石羊鎮華嚴洞村箱蓋山，因其主尊爲華嚴三聖而得名。洞窟

                                                        
20 西南民族大學石窟藝術研究所《四川安嶽縣茗山寺石窟調查簡報》，《四川文物》2015 年第 3

期，第 23-31 頁。 
21 《圓覺經大疏》，《卍新纂續藏經》第 9 冊，第 323 頁下。 
22 《卍新纂續藏經》第 10 冊，第 437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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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爲平頂，平面呈長方形，高 6.2 米，寬 11.1 米，深 11.3 米。正壁主尊爲華嚴

三聖，毗盧居中，趺坐於須彌蓮座，戴冠，內有柳本尊像，著僧祇支、垂領袈

裟，手結毗盧印。左側普賢，左手執貝葉，右手扶膝，騎白象；右側文殊，右手

執如意，左手安膝，騎青獅。二菩薩均戴花冠，飾瓔珞，外著袈裟。三聖兩側各

立一侍者。左右壁各五菩薩，衣飾與文殊、普賢基本相同，皆跏趺或遊戲坐於平

臺，手執蓮蕾、寶珠、貝葉、佛塔等法器。眾菩薩頭頂上部表現了天宮、佛塔等

建築，附以說法、禮拜、赴會等內容，在窟門附近左右壁有善財形象出現，故這

裏或刻畫了華嚴七處九會之場面（圖 20）。 

2、大足寶頂圓覺洞造像 

大足寶頂大佛灣圓覺洞形制與安嶽華嚴洞類似，窟高 6.02 米，寬 9.55 米，深

12.13 米。窟門較小，並有甬道。石窟正壁爲三身佛，皆趺坐須彌蓮座，著僧祇

支、垂領袈裟。毗盧居中，戴冠，雙手於胸前結印，左側盧舍那結定印，右側釋

迦雙手捧鉢。三佛頭頂皆有化佛，其中毗盧頂部爲柳本尊像。三佛兩側分別立一

侍者，左側者，著僧衣，頭髮齊眉，雙手合十；右側者爲世俗裝，戴冠，著長

袍，持笏。石窟兩側壁爲十二菩薩，左右各六，趺坐姿爲主，個別遊戲坐，著裝

相同，均戴冠、胸飾瓔珞，外著垂領袈裟。其中最裏面位置左右相對者爲文殊與

普賢，身邊有各自坐騎，眾菩薩頭頂上方爲一些化現人物。石窟前方中央，一跪

拜菩薩，合十，面向三佛，作問道狀。對於此身菩薩，學界理解爲十二菩薩化

身，象徵依次向佛問道情景（圖 21）。 

 

圖 20 安嶽華嚴洞造像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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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大足寶頂圓覺洞造像 南宋 

三、華嚴造像在柳本尊一系佛教中的意義 

如前文所述，柳氏一教造像顯密雜糅、禪教兼融，題材之豐，種類之多（達

三十餘種），如此紛繁複雜的內容，沒有那個宗派堪與相比。也正是這一點，學

界在分析寶頂大佛灣星羅棋佈的造像時，似乎失去方向感，困惑於對其「主

題」、「中心」、「統屬」等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這並非意味着沒有答

案可尋，其實在趙智鳳時期不光重各類尊像或經變的製作，同時崇奉代表「法

寶」的經典。不同於傳統教派的是其所尊者非個別幾部經典，而是整個十二部藏

經。可以看到在寶頂石窟造像中所留下的經文題記，均以「大藏經云……」或「大

藏佛說（言）……」等爲起首，以示正統。其中圓覺洞甬道壁題有「南無大般若

經，南無大寶積經、南無大華嚴經、南無大涅槃經」四大部經名。而更著者有寶

頂小佛灣大藏塔（經目塔）與安嶽雙龍街鄉報國寺經目塔，塔身題刻了大藏經

名。其中寶頂小佛灣塔身雖有風化，但能辯識的經名多達 510 種，2135 卷23。

刻寫經名或經文在佛教中是較爲普遍的事，旨在對佛經的梳理與載錄，以防後

世亡佚或失傳。北京房山、河北响堂山、安嶽臥佛院等刻經即是例證。但是柳

氏佛教在象徵佛陀「法身」的塔上題刻經名，其意義就不僅僅爲了經名的保存，

而在於體現對三藏的崇敬與信仰。對於此，寶頂大佛灣護法神龕「華嚴大齋八万

□千會，每會轉大藏經一遍」、小佛灣大藏塔「普爲四恩，看轉大藏」、小佛灣

七佛壁「欲知妙藥，十二部經爲藥」等題記更能說明這種敬仰的存在。 

在造像上多宗兼弘，經典上大藏爲重，不立一宗，集諸宗之長；不偏一

經，博眾經之要。柳趙教派所走的是一條打破宗派界限，促進融合統一的教改

                                                        
23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大足寶頂山小佛灣祖師法

身經目塔勘查報告》，《文物》199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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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看似如此，但這恰恰又成爲其立「宗」之大要。趙智鳳的抱負在於通過大

膽的重組與改革，注入佛教以新的生機與活力，以振會昌法難後長期的萎靡與

氣餒。 

趙智鳳充滿氣魄與力度的改革中，「設像行道」無疑成爲最方便「法門」。「像」

的設立，在功能上既注重宗教性（教義思想的表達），又突出世俗性（平民大眾的

教育），道俗並舉，二者兼顧是其最明顯的表徵。在圖像的捨取中華嚴類題材佔

據了最重份量，其因主要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毗盧遮那佛爲弘教本尊。此系佛教雖多宗雜糅、顯密均弘，但以毗

盧遮那佛爲皈依本尊，所謂「各發無上菩提心，願入毗盧法性海」。《唐柳本尊傳》

碑和《柳本尊十鍊圖》題記顯示，教主柳本尊乃毗盧「托俗」之身，顯凡相於世間

修諸苦行，轉大法輪。在毗盧和柳本尊造像中，往往柳本尊頂有毗盧像，毗盧佛

頂有柳本尊像，以示柳本尊與毗盧佛異體而同質，是法身與人格化的統一。趙智

鳳時期廣造毗盧佛尊像，一方面體現了該教以「法身」毗盧佛爲「本尊」的教義理

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教主柳本尊的崇奉。 

第二，以大乘菩薩道爲修行宗旨。在造像格局上打破佛、弟子、菩薩、力

士、天王由裏到外的傳統配置，而是以佛與菩薩的組合爲其主體。在主尊的脅侍

中不見阿難、迦葉等弟子形象，《華嚴變》、《觀經變》、《涅槃變》、《十二圓

覺變》等即是例證，更新奇者連《涅槃變》中也沒有弟子出現，暗示了如來神變「非

諸聲聞所能知見，唯諸菩薩乃能覩見」24的大乘境界，這一點無疑與華嚴教旨相契

合。突出菩薩，尤重文殊與普賢是柳趙教派造像獨特處之一，凸顯了該教派以

「菩薩萬行」的大乘道爲修行旨歸的基本思想。華嚴三聖或文殊與普賢造像的流

行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 

第三，以法身常住爲信解理念。佛現三身，唯法身永存不滅，「能攝藏一切

之法」。分析寶頂小佛灣大藏塔與安嶽報國寺經目塔，這裏塔是佛身的象徵，經

名是佛法的代表，二者結合是「佛」與「法」的高度統一，體現了「一切佛法皆依

法身，以法身為上首故。法身常住為一切佛法性」的精神25。另有三身佛尊，突出

的是居於中央的毗盧遮那，仍然揭示了「法身常住」，佛法永恆的真理。 

柳本尊佛教在造像上重華嚴類題材，無疑從華嚴義學汲取很多營養以資本宗，

這是以毗盧與文殊、普賢三聖爲主的華嚴類造像流行的主要因素。但華嚴造像在這

裏所體現的已非典型的華嚴學意涵，而是與表達密祕、淨土、禪宗乃至儒家思想爲

主的造像相並置，在一種特殊的空間組合中被賦予新的意義與功能。不僅華嚴類造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大正藏》第 9 冊，第 679 頁中。 
25 《攝大乘論釋》，《大正藏》第 31 冊，第 236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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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288&B=T&V=09&S=0278&J=44&P=&500025.htm%230_2%230_2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288&B=T&V=09&S=0278&J=44&P=&500025.htm%230_2%230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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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如此，其他原本被歸結於某宗的造像同樣發生角色與身份的轉變。該教「拿來」

眾像「改造」爲自己的圖像體系，以「設像」作爲本教「行道」的首要法寶。 

結 語 

宋代理學的發展帶給佛教的變化是具有宗派理論個性的時代已經結束，內部

走向融合並兼弘各家學說成為一大特點26。兩宋時期的大足地區，民間道俗信眾

史無前例地出現對宗教的狂熱崇信，各地興起開窟造像之風，至南宋臻於鼎盛。

大足境內現存的 75 處唐至清代時期石窟遺蹟中，僅宋代所造者數量幾乎佔去一

半。總攬之，大足石窟造像具有兩大特點：其一，以體現釋道儒精神爲主的三教

合一題材造像普遍出現；其二，以體現柳本尊一系教義思想的造像普遍出現。這

兩大體系造像從內容、規模、數量、格調、作風等方面合而論之，堪稱僅有。 

柳本尊佛教在這樣一種具有濃鬱信仰氣氛的土地上滋生而起，然而受宋代三

教合一思想的影響，所走的依然是一條「博採眾長」的融合道路。不同的是，趙氏

建立了一套以毗盧本尊爲核心、多宗兼弘的造像體系，通過營建以寶頂爲主的佛

教道場作爲修行和弘法的主要陣地。 

該系佛教在造像上重華嚴類題材，這與本地流行華嚴信仰不無關聯。在其之

前大足與安嶽兩地已有多處反映華嚴宗的造像案例27。如大足石篆山北宋第 5 窟

文殊與普賢造像，大足北山南宋第 136 窟（轉輪經藏窟），多寶塔內南宋五十三

參造像、華嚴三聖、毗盧佛、三身佛等。兩宋時期華嚴造像在大足安嶽地區流佈

反映了華嚴信仰的存在，趙智鳳將華嚴造像引入柳趙教派，顯然與當時華嚴思想

深入民間有關。 

備註： 

項目資助：重慶市社科規劃一般項目「宋代川渝地區的『柳本尊』信仰及其石窟藝

術研究」（2018YBYS165）。 

                                                        
26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12 頁。 
27 相關成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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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63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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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95 頁。孫修身《四川地區文殊菩薩信仰述論》，《敦煌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73-97 頁。陳

明光，《大足多寶塔外部造像勘察簡報》、陳清香《大足石窟中的華嚴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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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113、

278-296 頁。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

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7-54 頁。米德昉《大足多寶塔宋代五

十三參造像》，發表於 2015 年臺北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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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太康國小 教師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博士 

吳新欽 

摘 要 

佛教透過書法傳播佛法，書法藉由佛教廣為留存，佛教與書法自來關係緊密。

諦觀清末民初是一個革命和反革命、新文化和舊文化交相傾軋的混亂時代，更是

人心在幻滅邊緣渴望佛語書法慰藉的年代。清末民初的大德如何護持佛法，經由

佛語書法度化眾生，給這個時代帶來希望，值得剖析挖掘。本文即是以文本分析

法，從學者角度對康有為所寫佛語書法中夾帶之人際關係所作的探討。冀望能在

前行研究側重康有為崇尚華嚴，以仁為本體的博愛哲學與華嚴宗思想密切相關，

華嚴宗支援其普度眾生之救世情懷……等等探究之外，探索康有為佛語書法裡華

嚴思維的傳播，以另闢重層觀照之功。 

首先，篩選出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的〈蒙難有感詩〉、〈甲子六月得青島舊提

督樓〉、〈一切覺悟即究竟〉、〈華嚴〉四幅佛語書法，並指明其根基於帖學、發揚

於碑學之書藝特點以及傾向理事無礙、周遍含容的華嚴思維。 

其次，探究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之佛語書法中呈現親人、日本友人的人際關

係，以確認其傳播華嚴思維之面向。 

最後，將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之佛語書法置於同時代梁啟超〈憨山德清《行

書六言偈語》跋〉、弘一大師《華嚴集聯三百》，以及歷代諸如敦煌北魏 S.2067〈華

嚴經卷第十六〉、南宋張即之〈華嚴經〉等不同身分所寫，有關華嚴之佛語書法網

絡中做思考，進而突顯康有為以學者身分將華嚴思維的佛語融入生活之中，用書

法積極入世、化度眾生之功德。 

關鍵詞：康有為、書法、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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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書法和佛教結合曾衍生出「寫經體」的莊敬美和「碑體」的樸重美，高僧

書法的率性美。1佛教的寫經、抄經、刻經、造像題記及有關佛寺的碑、銘、志、

記對書法藝術具有保存和傳播之功2，以書法書寫佛經、佛語，有祈福、求平安，

廣被佛法之功德。康有為與佛教有緣，亦曾寫過多幅佛語書法3，不過有關康有

為書法之探討，或於書學淵源4、書法美學思想5，或於碑派書風6、書法教育7……

等；而關於康有為與佛教的探究，或談大同學說的援佛入儒8、佛學思想影響其

復興運動9，或說相容儒學與佛教並蓄的「孔教」10、以仁為本體的博愛哲學與

佛教的「能仁」，尤其是華嚴宗的思想密切相關11……等，上述兩方面皆未觸及

康有為之佛語書法。誠如王亞民所言：「人們弘論書家，縱談書藝，言必稱魏晉

『鍾、王』，盛唐『虞、歐、顏、柳』，宋元『蘇、黃、米、蔡』及趙孟頫，明

代董其昌，清時鄭燮、石濤，而對清末民初，或者說對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諸多

傑出書家知之不多，遑論對他們的藝術成就的理解和感知了。」12 因此，筆者

乃不揣淺陋，探討康有為以學者13身分將華嚴思維的佛語融入生活之中，用書法

                                                 
1 張檿弓，《漢傳佛文化演生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年。 
2 田光烈，《佛法與書法：佛學對中國傳統書法藝術之影響及追求》，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3 年 3 月。 
3 如〈丁巳夏五、六月間，蒙難避地美森院即事〉、〈戊戌輪舟中絕筆書及戊午跋後〉、〈磐陀石上再

來身〉等。詳參拙著，〈清末民初之佛語書法研究〉第三章，臺中：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博士論文，2015 年。 
4 陳翠，〈康有為書論與書藝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37-142。 
5 劉兆彬，〈康有為書法美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 年，頁 343。 
6 李建宇，〈康有為書法思想與藝術實踐的錯位〉，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0。郭

建黨，〈碑學風氣下的不同取向－沈曾植康有為書法比較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3

年，頁 26-27。 
7 董家鴻，〈論康有為的書法教育活動〉，《中華書道》，第 78 期，2012 年 11 月。 
8 林正珍，〈論康有為援佛入儒的大同學說〉，《宗教哲學》，第 3 卷，第 2 期，1997 年 4 月。 
9 陳炯彰，〈清末民初佛學思想復興運動研究取樣：以康有為譚嗣同及章太炎為中心的探討〉，《國

立中山大學學報》，第 4 期，1998 年 6 月。 
10 陳廣芬，〈康有為的宗教信仰與變法運動〉，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11 魏義霞，〈孔教與佛教—康有為梁啟超宗教思想比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2014 年。 
12 王亞民，〈出版前言〉，載張子康等編，《二十世紀書法經典‧康有為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

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13 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長素，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晚年別署天遊化人。著

有《大同書》、《廣藝舟雙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孟子微》、

《禮運注》、《中庸注》、《論語注》、《物質救國論》等著作，是極其博雅的「大師型」學者。見梅可

望，《古今人物的感情世界：華夏一百六十年指標人物心態管窺》，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2 年，頁 12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gkeFL/record?r1=9&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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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入世、化度眾生之功德，只是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14 

二、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之佛語書法特色 

（一）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之佛語書法 

康有為書寫過多幅佛語書法，當中以〈蒙難有感詩〉、〈甲子六月得青島舊提

督樓〉、〈一切覺悟即究竟〉、〈華嚴〉四幅為有關華嚴之佛語書法。 

1、〈蒙難有感詩〉 

康有為所書〈蒙難有感詩〉，作於丁巳年（1917），見圖 01，行書立軸。文字

為「華嚴國土時時現，大地光明無語言。只是眾生同一氣，要將怨憫塞乾坤。」

落款：「丁巳蒙難書此遣興，南海康有爲。」鈐印：陰文「康有為印」，陽文「維

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 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三十萬裡」。 

2、〈甲子六月得青島舊提督樓〉 

康有為所書〈甲子六月得青島舊提督樓〉，作於甲子年（1924），見圖 02，行

書立軸。康有為有詩：「截海為塘山作堤，茂林峻嶺樹如薺。節樓舊日莊嚴地，今

落吾家可隱棲。」15但與書法文字「截海為塘山作堤，茂林峻嶺樹如薺。節樓舊日

華嚴地，今作吾家可隱棲。」有出入。 

3、〈一切覺悟即究竟〉 

康有為所書〈一切覺悟即究竟〉，見圖 03，未註明書寫年代16，行書，尺寸不

明。文字為「一切覺悟即究竟，地獄天宮皆為佛土。」落款：「圓覺經眾經？？之

言，同薇女為入世□善□寫與遊存山人。」 

4、〈華嚴〉 

康有為所書〈華嚴〉，見圖 04，未註明書寫年代17，行書，鏡心，紙本，尺寸

61×124cm。文字「華嚴」落款：「矢田君，康有為」。鈐印：陰文「康有為印」，

陽文「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 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三十萬裡」。 

                                                 
14 本文在筆者博士畢業論文基礎上作增刪。 
15 《康有為全集》，第 12 冊，頁 378。 
16 康有為另有同一作品書於辛酉春（1921），見網址：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71480374/，

2016 年 6 月 1 日檢索。 
17 由鈴印「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 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三十萬裡」可知，此作書寫年代

必晚於 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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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佛語書法的藝術特點 

1、根基於帖學、發揚於碑學 

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之佛語書法凝煉、端莊，和康有為早年在帖學下過功夫

有關。18由「館閣體」書法之法制森嚴，運筆不苟，不難領略〈蒙難有感詩〉如「華」

字、「現」字、「要」字之舒朗裡有凝煉，〈華嚴〉兩字之雄放中仍寓端莊。 

品讀康有為佛語書法之雄強渾重書風，實導源於康有為之碑學。翰林編修院

張鼎華「帖皆翻本，不如學碑」19的提醒，康有為變法失敗流亡海外十六年，遊遍

亞、歐、美、非各洲，以其廣博學識加上開闊胸襟，推碑派書法邁向高峰。《廣藝

舟雙楫》繼《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及《藝舟雙楫》之後，總結碑學理論

和實踐，從而使碑學成為有系統理論的一個流派，並在書法史上占據應有地位。

康氏稱碑刻有「十美」即「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意志奇

逸、精神飛動、天趣酣足、骨氣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美」20，打破館閣體的成

規21，鎖定漢魏雄強一路雄強、剛健的新力量22，「壯美」的審美理想23，及至晚年

                                                 
18「吾十一齡，侍先祖教授公（諱贊修，字述之）。於連州官舍，含飴袴棗，暇輒弄筆。先祖始教

以臨《樂毅論》及歐、趙書，課之頗嚴。然性懶鈍，家無佳拓，久之不能工也。將冠，學于朱九江

先生（諱次琦，號子襄）。先生為當世大儒，余事尤工筆劄，其執筆主平腕豎鋒，虛拳實指，蓋得

之謝蘭生先生，為黎山人二樵之傳也。於是始學執筆，手強甚，晝作勢，夜畫被，數月乃少自然。

得北宋拓《醴泉銘》臨之（銘為潘木君先生鐸贈九江先生者，潘公時罷晉撫，于役河南，盡以所藏

書籍碑版七千卷為贈，用蔡邕贈王粲例也。前輩風流盛德如此，附記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少

有入處，仍苦凋疏。後見陳闌甫京卿，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步趨耳。習之，

果茂密，乃知陳京卿得力在此也。因並取《圭峰》《處恭公》《玄秘塔》《顏家廟》臨之，乃少解結

構，蓋雖小道，非得其法，無由入也。間及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帖模之，姜堯章最稱張芝、

索靖、皇象章草，以時人罕及，因力學之。自是流觀諸帖，又隳蘇、米窩臼中，稍矯之乙太傅《宣

示》《戎輅》《薦季直》諸帖，取其拙厚，實皆宋、明鉤刻，不過為邢侗、王寵奴隸耳。時張延秋編

修相謂帖皆翻本，不如學碑，吾引白石氈裘之說難之，蓋溺舊說如此。少讀《說文》，嘗作篆、隸，

苦蓋山及陽冰之無味，問九江先生，稱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粵城，苦難得。壬午入京師，

乃大購焉，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頗遠於俗，於是翻然知帖學

之非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述學第二十三，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室選編點校，《歷代書

法論文選》下冊，頁 851-853。 
19 「時張延秋編修相謂帖皆翻本，不如學碑，吾引白石氈裘之說難之，蓋溺舊說如此。少讀《說

文》，嘗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九江先生，稱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粵城，

苦難得。壬午入京師，乃大購焉，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頗遠

於俗，於是翻然知帖學之非矣。」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述學第二十三》，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

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852。 
20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16 宗，第 16，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室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

下冊，頁 86。 
21 董家鴻，〈論康有為的書法教育活動〉，《中華書道》，第 78 期，2012 年 11 月。 
22 李建宇，〈康有為書法思想與藝術實踐的錯位〉，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0。 
23 劉兆彬，〈康有為書法美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 年，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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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去鋒芒而趨於碑帖之調和24，其書法從碑刻中汲取營養，縱橫奇宕，筆畫平長，

內緊外鬆，轉折多圓，具有大氣磅礡、縱肆奇逸的藝術風格。〈蒙難有感詩〉、〈甲

子六月得青島舊提督樓〉、〈一切覺悟即究竟〉、〈華嚴〉之雄健奔放、渾重峻厚，

當作如是觀。  

2.以佛語喻書 

康有為之《廣藝舟雙楫》為其書學力作，在書法理論上自有導源於公羊學「維

新」、「託古改制」理念、棄帖尊碑、尊崇北碑、溯源兩漢等意涵。餘美玲指出： 

康氏所以能創立如此全面而完整之理論體系，實和其公羊學思想息息相

關。康氏公羊學講「維新」、「託古改制」之理念，正如「廣藝舟雙楫」中

「求變」、「以復古為創新」之模式一致，康氏首先復唐之古以棄閣帖之失

真；次則復魏晉六朝之古，以彌補唐拓之壞亂，再則復漢之古，以申明其

原委，終至於復篆籀之古，以度越前人，開創新局。而「傳衛」、「幹祿」

二篇，前者一如康氏在駁斥劉歆偽造古文，試圖從根挖起，置敵於萬劫不

復之地；後者則或有「通經致用」之遺意！因此「廣藝舟雙楫」之思想底

子，正是康氏政治哲學的縮影，亦可說是康氏「通經致用」（通公羊之經致

書學之用）之實驗。25 

張建華亦認為「康有為為求改良維新而作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

《新學偽經考》中已涉及秦漢間篆書等書法問題。康有為是以研究金石書法來申

張其今文學說的，他還在《新學偽經考》中從理論上證明瞭書體變化的必然性。……

康有為還進一步將古文學與今文學的概念引伸到書法藝術上去。也就是說，帖學

為古文學，而碑學為今文學。康有為以今文學抨擊古文學之『偽』，那麼碑學自然

高於帖學了。與阮元、包世臣一樣，康有為也尊碑抑貼；但是，他的碑學理論的

思想基礎卻建立在今文經學之上，這是與清中期阮元、包世臣最明顯的不同。」26

上述餘美玲、張建華所言說明瞭康有為書學受學術素養之影響。 

此外，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行文中亦不乏以佛語喻書之線索。如康氏說

「《爨寶子碑》端樸若古佛之容」27、言「書若人然，須備筋骨血肉，血濃骨老，

筋藏肉瑩，加之姿態奇逸，可謂美也。吾愛米友仁書，殆亦散僧入聖者，求之北

                                                 
24 郭建黨，〈碑學風氣下的不同取向－沈曾植康有為書法比較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

文，2013 年，頁 26-27。 
25 余美玲，〈康有為書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年。 
26 張建華，〈康有為與古典書法美學終結〉，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 年，頁 60-61。 
27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碑評第十八》，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

冊，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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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六十人造像》、《李超》，亦可以當之。」28談其「觀《經石峪》及《太祖文皇

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有天下而不與，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氣

韻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絕，豈暇為金剛怒目邪？」29述說「吾嘗謂篆法之有鄧

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鑒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

廣大神力功德，以為教化主，天下有識者，當自知之也。」30 

康有為是一學者，從公羊學「維新」、「託古改制」之理念，到《廣藝舟雙楫》

「求變」、「以復古為創新」之一致模式，他於《廣藝舟雙楫》中除由《佛本行經》：

「尊者闍黎，教我何書？」談到六十四種書，更說「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繁，非

獨中土有蟲籀繆填之殊，芝英倒薤之異，其製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不能自

已也。 」31以作其書學勢變論述之資外，「古佛之容」、「散僧入聖」、「為金剛怒目」

與禪家之有六祖慧能，皆是以佛語喻書。試觀就連否定康有為書法者也說「這就

是『偶像崇拜』造成的荒謬！如今叫『名人效應』，總之這虛假的閃耀著靈光的迷

霧太像峨嵋山上的『佛光』了……」32，則康有為之學術素養影響到其書法理論、

佛語書法的書寫當不無可能。若此，則康有為佛語書法中夾帶佛教思維，並呈現

在其人際關係中，應於其書法大氣磅礡、縱肆奇逸之風格外再三致意。 

（三）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佛語書法的佛學傾向 

論者以為康有為「在大聲疾呼立孔教為國教的同時，『宗教思想特盛』的康有

為對佛教推崇有加。在眾多的佛教流派中，康有為特別崇尚禪宗33和華嚴宗，他對

佛教的取捨和詮釋是對佛教內容的轉換，具有鮮明的近代特徵，同時引領了近代

                                                 
28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餘論第十九》，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

冊，頁 835。 
29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榜書第二十四》，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

下冊，頁 855。 
30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分第六》，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

頁 790。 
31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原書第一》，載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

頁 749-750。 
32 劉啟林，《古今書法要論》，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200。 
33「康有為對禪宗極其推崇，對禪宗的創始人—六祖慧能給予了極高的地位和評價：『達摩如儒之

劉歆，六祖如鄭康成』。『佛學之有六祖，儒教之有朱子，耶教之有路德，皆托古』。或者比喻為

東漢經學巨擘鄭玄，或者比喻為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或者比喻為基督教的馬丁‧路德，具體說法

不同，對六祖的頂禮膜拜卻溢於言表。進而言之，康有為之所以極力推崇六祖，是因為他認為六

祖創立的禪宗對中國哲學，尤其是對唐代文化和宋明理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唐代文學到宋明理

學，都顯示了禪宗無比的威力，至於近代所傳佛教實質上還是六祖所創的禪宗一派。康有為對此

津津樂道，故而每每聲稱：唐、宋兩代皆六祖派。宋儒之學，皆本禪學。今日所傳佛法皆六祖學。

禪宗最大的特色是直指本心，對禪宗的重視和崇尚使康有為所講的佛教與孟子的良知、良心以及

莊子的養心之學相互印證，在即心即佛中彰顯心的力量。康有為歷來推崇心學，禪宗便成為其中

的重要組成部分。」參魏義霞，〈康有為對佛教的推崇選擇和內容轉換〉，《大理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7 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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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風尚。」34崇尚華嚴方面，康有為曾跋普超和尚血書《華嚴經》：「華嚴海藏

出諸天，流血書經有後先。無量化身來護法，珍藏石室萬千年。」35又曾有詩句「華

嚴國土時時見，大地光明無語言。只是眾生同一氣，要將悲憫塞乾坤。」36與「華

嚴國土吾能現，獨睨神州有所思。」37足見康有為確有崇尚華嚴宗傾向。 

華嚴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界」之思維。王耘針對華巖「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以法藏：「問：一人修行一切人皆成佛，其義雲何？答︰此約緣起之

人說故。一人即一切人，一切人即一人故，修言亦爾，一修一切修，一切修一修，

故同雲也。問︰現一人修而餘不修，亦一人非余人，何得為雲也？答︰汝所見但

是遍計耳。不關緣起之法不足言也。」38的問答為例，指出此「兩問兩答，實乃一

問一答：問者所秉持的是經驗的遍計所執的邏輯；答者所回應的是超驗的華嚴之

『起』的邏輯。……法藏的意思很清楚，張三不是李四，李四不是王五，人有甲

乙丙丁，地有東西南北，時有過去、現在、將來，這一切都是經驗性的分類結果，

不是華嚴的講法。……華嚴的講法不反經驗，但超越經驗，華嚴的講法是在經驗

之上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華嚴謂此超驗之世界為法界。」39 

康有為曾說：「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為帝王而故為士

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眾生親，為易於援救，故日日以救世為

心，刻刻以救世為事，捨身命而為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

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康氏此舉動實出於其不忍之心。 

康有為亦自稱：「予非不樂生也，予出而偶有見焉，父子而不相養也，兄弟而

不相恤也，窮民終歲勤動而無以為衣食也。僻鄉之中，老翁無衣，孺子無裳，牛

宮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飽糠覆也。彼豈非與我為天生之人哉，而

觀其生平，曾牛馬之不若。予哀其同為人而至斯極也，以為天之故阨斯人耶！」40

〈不忍雜誌‧序〉之「不忍」即有我佛之慈悲胸懷。《不忍》於民國二年（1913）

2 月創刊，屬於月刊，廣智書局發行。康有為的學生陳遜宜、麥鼎華、康思貫等先

後編輯。同年十一月出版第 8 冊後，民國二年（1913）九月不忍雜誌因親喪不能

執筆而停刊。41民國七年（1918 年）續出第九、十冊合刊，由女婿潘其旋編輯。《不

忍》發刊詞創刊宗旨：「睹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

                                                 
34 魏義霞，〈康有為對佛教的推崇選擇和內容轉換〉，2012 年 7 月。 
35 康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11 集，頁 84。 
36 康有為，〈示任甫〉，載康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12 集，頁 172。 
37 康有為，〈將去日本，示從亡諸子梁任甫、韓樹園、徐君勉、羅孝高、羅伯雅、梁元理〉，載康

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12 集，頁 194。 
38 法藏，《華嚴經問答》，載《大正藏》，第 45 冊，頁 600。 
39 王耘，《隋唐佛教各宗與美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8 月，頁 81-82。 
40 康有為，〈不忍篇〉，載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2 月，頁 15。 
41 康文佩編，《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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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人心之墮落，吾不能忍也；嗟紀綱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

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睹政黨之爭

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亡，吾不能忍也。」康

有為在辛亥革命後自己創辦、自任主編、專登康氏一人著述的《不忍》雜誌，或

有其其他意圖，但從知識階層參與維護國家命運的角度視之，如康有為在〈致沈

子培書〉中說自己「……遇廚者之殺魚，不忍其苦而放生，乃持齋焉。以三生無

量世為可信，而今者之來，乃偶然示現也。以曾誓大願不忍眾生之痛，而特來此

濁世，則不能避痛苦，以自求之而非人與之也。」42 

觀諸史實，張商英（1043-1122）作論護法駁斥韓愈、歐陽修等人對佛教的觀

點時說「佛法雖亡，於我何益？」43易言之，佛法設若不亡，或許於我輩尚有益處，

慈悲者何至於忍見佛法亡滅？何至於忍見民生多艱、國土淪喪……呢？此或亦可

說明康有為之「不忍」。康有為《不忍》雜誌之作為，較之歐陽修作《新唐書》刪

去《舊唐書》中二千餘條佛法事蹟及士大夫與高僧晚往還之言論44，顯然更貼近佛

陀之慈悲。胡秋原談弘一法師和曼殊上人時說：「一切偉大的宗教家哲學家事業家

皆出於不忍人之心。保此不忍之心，除不可忍之事，勿令流氓騙子得志，才是我

們應有的志氣。」45胡秋原此語可為康有為〈不忍雜誌‧序〉之「不忍」背後之佛

教思維作註腳。 

「華嚴宗對於康有為的重要意義在於：如果說禪宗使康有為關注心學的話，

那麼，華嚴宗則支援了他普度眾生、博愛濟眾的救世情懷。」46康有為這種佛語書

法中夾帶華嚴佛教思維之傳播現象應多所留意。 

（四）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佛語書法的人際關係 

1.親人方面 

康有為曾書〈一切覺悟即究竟〉，陳翠談到此〈佛語軸〉之書法藝術，但未言

及此圓覺經等言語的訊息，與書贈康同薇之人際關係。47 

                                                 
42 康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10 集，頁 466。 
43 張商英，《護法論》，見《大正藏》，第 52 冊，頁 646。 
44 印光法師，〈林文忠公行輿日課發隱〉，《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下，《雜著》，出自釋廣定輯，《印

光大師全集》第二冊，臺北：佛教出版社，1991 年，頁 1341。 
45 胡秋原，〈序－兩法師〉，出自劉心皇，《弘一法師新傳：從藝術家李叔同到高僧弘一法師》，臺

北市：聯亞出版社，1995 年 5 月，頁 15。 
46 魏義霞，〈康有為對佛教的推崇選擇和內容轉換〉，《大理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7 期，2012 年

7 月，頁 11。 
47 該〈佛語軸〉未載明書寫年代，見陳翠，〈康有為書論與書藝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

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74。或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北京：大地出版社，

1989 年，頁 129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gkeFL/record?r1=9&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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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常透過與康同薇、康同璧之書信，關切家居生活。一八九○年二月十

六日之信：「祖母安否？病後想未有發也，可為我請安。」48一八九○年三月二十

三日之信：「得薇、璧來一書，今久不得書矣。此間寄還港澳十八書，而澳中雲不

收，則我寄還香港家中之書除津帶者不計三封收乎？祖母安否？至念！何日遷還

澳也。49」一八九○年十二月二日之信：「九月廿二日稟收，知祖母以下各人安好，

為慰。次鸞舅竟逝，為之傷痛舉哀。籲嗟！汝外氏遂盡,惟汝母耳，益吾感動。惟

祖母必然想法勸請之來，因香港省城震動，今歲吾必不能歸港。而祖母老矣，吾

每念之，又不得見……」50足見康有為與康同薇、康同璧之間的親情。 

方東美曾說：「宗教是不能盲目傳播的；盲目傳播不會產生效果。一定要有很

高度的學問修養、很高度的智慧、很高度的心靈狀態，才能產生密切的心靈接觸。

這一點尤其是在中國社會，因為中國社會從商、周以來，在封建社會裡面掌握政

權的都是知識階層。這條路如果打不通，一定要產生許多莫須有的阻力。……在

衰世裏面，知識階級可以產生很大的覺悟。為什麼呢？因為知識階級在一個衰退

的時代裏，所感受的痛苦、所感受外來的刺激、所感受種種的憂患，超過一切其

他的人。」51苦痛的生命體驗是親近佛法的因緣，方東美此意雖不為康氏而發，但

適可為康氏書寫〈一切覺悟即究竟〉在親人生活與佛教上的體會了。 

2.友人方面 

康有為曾書〈華嚴〉，書贈矢田君，矢田君乃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

（1879-?）。亦曾任東亞同文書院第七任校長、偽滿洲國參議府參議。1925 年 10

月參與過歡送佛教代表太虛等赴日。52 

一九一七年康有為所書〈丁巳夏五、六月間，蒙難避地美森院即事〉之落款：「木

堂先生屬  丁巳六月蒙難避地美使館作  康有為」。木堂先生即犬養毅（1855-1932），

為日本政治家，康氏之日本友人。光緒二十五年（1899）九月二十二日時康有為四

十二歲，康有為母親在香港生病，康有為從加拿大乘船經日本欲往香港探病，途經

日本，受到山縣有朋新內閣政府的刁難，之後能上岸即是經犬養毅等人力爭。康有

為書贈矢田七太郎〈華嚴〉，當與康氏與日本友人分享從政落寞之意有關。 

                                                 
48 康有為，〈與同薇、同璧書〉，出自康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5 集， 

頁 166。 
49 康有為，〈與同薇、同璧書〉，出自康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5 集， 

頁 173。 
50 康有為，〈與同薇、同璧書〉，出自康有為撰，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5 集， 

頁 327。 
51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 11 月，頁 7、13-14。 
52 塵空，〈民國佛教年紀〉，《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86 冊，臺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 年 10

月，頁 16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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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佛語書法之比勘 

（一）由梁啟超、弘一大師的學者與僧伽角度來看 

1.梁啟超方面 

梁啟超(1873-1929）一生勤力筆耕，著作豐富，後人編有《飲冰室合集》四十

冊，影響深遠，是清末民初以社會為對象做歷史研究的學者53，辛酉年（1921）梁

氏曾書〈憨山德清《行書六言偈語》跋〉，見圖 05，跋語文字為「憨山大師以法事

因緣讁戌吾粵，中興曹溪，晚歲雖一度踰嶺，入衡廬諸嶽弘法，然卒歸示寂於曹

溪，蓋師與吾鄉勝緣深矣。遺墨傳世已少，得此竊自憙。辛酉正月，啟超記。」 

梁啟超早年隨康有為參與政治改革，戊戌事敗後亦流亡，晚年則潛心著述、

教學。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時梁啟超四十六歲，此年著述甚豐，涵蓋金石跋、書跋、

書籍跋、通史，但也因費力過久積嘔血病在身。是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

啟超遂行歐遊計畫。54一九二○年時梁啟超四十八歲，全力從事教育事業，著述有

《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55、〈老子哲學〉、〈孔子〉、〈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

〈印度史跡與佛教之關係〉、〈佛教之初輸入〉、〈翻譯文學與佛典〉、〈佛教與西域〉、

〈佛典之翻譯〉、〈讀異部宗輪論述記〉、〈說四阿含〉、〈說「六足」發智〉、〈說大

毗婆沙〉、〈讀修行道地經〉、〈那先比丘經書〉56。一九二一年時梁啟超四十九歲，

應天津南開大學之聘，主講中國文化史。此年著述《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

法》。57 

梁啟超「條理滿足之理就是華嚴宗主伴重重十方齊唱之理；庶物調和之理就

是華嚴宗事理無礙相即相入之理；勢力不滅之理就是華嚴宗性海圓滿不增減之

理。58」可見梁氏對華嚴知之不淺。 

憨山德清（1546-1623），乃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憨山的思想特徵為「融合」，

以一句「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判三

                                                 
53 鄭樑生，《史學方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頁 188。 
54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859。 
5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896。 
56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927。 
57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927。 
58 嚴珂，〈梁啟超佛學思想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頁 9。又梁啟超：「一

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在於乙現象中，彼此因果，互相聯屬也。二曰庶物調和

之理，謂凡百現象恒相諧相接，未有突如其來與他現象無交涉者也。三曰勢力不滅之理，謂凡現

象中所有之力常不增不減也。」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 7

月，頁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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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三教的功能在憨山眼裏是整體的統一。憨山宣講三教一理，主張「教三道一」，

即宗教為儒、釋、道三家，但道理是一個：「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為用」。以「一

心」為貫穿三教關係的價值判斷，認為三教之異是在唯一「真心」的融攝之下的

緣起變現。59 

值得說明的是德清早年因仰慕華嚴宗清涼澄觀法師，自字澄印，由華嚴宗入

道。萬曆九年（1581），神宗慈聖太后派人至五臺山設祈儲道場並修造舍利塔，他

和妙峰共建無遮會為道場回向。萬曆十年（1582）在五臺山講《華嚴玄談》，聽眾

近萬人，又曾據《清涼疏鈔》撰成《華嚴經綱要》八十卷，可知德清於華嚴用力

之深。 

因此，梁啟超書〈憨山德清《行書六言偈語》跋〉除了同鄉因緣、得大師遺

墨之喜外，當不無與康有為同為學者，潛心著述透過佛語書法抒發對華嚴領會之

意。 

2. 弘一法師方面 

律宗第十一代宗師弘一法師性格堅強、突出，沒有凡俗之見，淡泊名利、不

憤世嫉俗，心情坦蕩，出家前一心教育，出家後獻身佛道，胸中從無一個「我」

字，在多采多姿的生命中，表現的是平淡。60令人對弘一法師興起「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仰慕之情61，足見弘一法師是一信受如來之教

法，奉行其道之僧伽。 

民國十八年（1929）弘一法師五十歲，四月，返溫州，途經福州，在鼓山湧

泉寺藏經樓發現《華嚴經》與《華嚴經疏論纂要》刻本，歎為稀有，發願刊印。621930

年夏曆庚午，弘一法師編寫成《華嚴集聯三百》一書，次年辛未，並撰書前《序

說》及《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附於卷後，在滬印行，見圖 06。 

弘一法師出身天津商宦、多才多藝，感國事日非、寄情藝場後留學，家道中

落後看破世事而出家。若說弘一法師的佛學思想體系「是以華嚴為境，……也就

是說，他研究的是華嚴……。」63則弘一法師編寫《華嚴集聯三百》當亦有透過佛

語書法抒發對華嚴領悟之心。 

                                                 
59 劉瑩，〈憨山德清三教會通思想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 年。 
60 陳慧劍，《悲欣交集－弘一大師李叔同的前世今生》，西安：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

頁 6。 
61 陳慧劍，《悲欣交集－弘一大師李叔同的前世今生》，頁 1。 
62 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與遺墨》，頁 116。 
63 林子青，《白雲深處－禪僧：林子青傳記文學集》，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10 月，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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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敦煌寫卷、南宋張即之的中下階層和文人來說 

1.敦煌寫卷方面 

敦煌 S.2067〈華嚴經卷第十六〉，見圖 07，寫於延昌二年（513），抄寫者為

經生令狐永太。敦煌寫經書手很少名人64，敦煌寫本的書寫人身分也有別於主流

書法的名家，他們的大都名不見經傳。敦煌文書抄寫者的身分，有書手、官吏、

經生、學子、僧侶、道士和民眾，書手為經過專業訓練的書吏，「此種文書，無

論書法、行款、點校，皆極精細。65」；但經生「非士大夫階級，其書法品格自來

評價不高，被視為書匠之作；實則工整潔淨的風格，亦有其優點。66」觀之敦煌

S.2067〈華嚴經卷第十六〉寫卷，工整潔淨的風格當不無透過佛語書法抒發對華

嚴領悟之虔誠。 

2.張即之〈華嚴經〉方面 

「唐末以下的佛教主流，幾乎被禪宗獨佔的，到了宋代，雖有天臺、華嚴、

律等宗門的復興，亦均不及禪宗的隆盛。67」談及華嚴的復興，「入宋以後，華嚴

宗在經過唐末五代時期短暫衰微以後出現了復興的局面，其中也有不少宋代華嚴

學僧有兼習戒律學，如淨源、觀復注疏《遺教經論》以及淨源、普觀對某些戒律

問題的探討等。68」 

綜言之，南宋也是內憂外患的時代，異族入侵、皇帝腐敗懦弱、屈膝苟和。

後來雖皇帝欲收復失地，奈何良將不再，面對國家日益殘破，南宋文人內心是矛

盾複雜的。面對生活不如意，心裡的絕望與沮喪，就有接近佛教、遁避塵世之念。

張即之致仕歸裡後寫下的大量的中楷佛經69，或許即是如此。 

張即之書寫多幅〈華嚴經〉佛語書法，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五〉為

例，見圖 08，雖無直接書贈對象，但流傳過程中有柯九思（1312-1365）、乾隆帝、

王鼎（1768-1844）、何瑗玉（19 世紀）、完顏景賢（19 世紀）、葉恭綽（1880-1968?）

鑒藏過；扉頁有王鼎、綿億（18－19 世紀）題跋；冊末有王世懋（1536-1588）、

姚世鈺（1695-1749）、崇恩（19 世紀）題跋70，難道這不是張即之書寫〈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第六十五〉佛語書法的一種傳播？ 

                                                 
64 敦煌較有名之書家，漢代有張芝，晉代有索靖，張芝被譽為一代草聖，索靖亦擅章草與草書。 
65 林聰明：《敦煌文書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年，頁 115。 
66 同前註，頁 156。 
67 聖嚴法師譯，《中國佛教史概說》，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12 月，頁 168-169。 
68 劉因燦、郭文，〈宋代華嚴宗戒律思想述論〉，《船山學刊》第 4 期，2013 年。 
69 羅俊，〈南宋四明地區士流書風的家族性－以張孝祥、張即之為例〉，浙江：中國美術學院碩士

論文，2015 年，頁 16。 
70 詳見雅昌拍賣網站，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17110552/，2016 年 2 月 1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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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有為書寫有關華嚴佛語書法比勘之意義 

華嚴講十玄、六相，不管是古十玄或新十玄，不論是總、別、同、異、成、

壞六相，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圓融境界當為基本教理。康有為出身世代為儒之

家，二十五歲起吸收西學。光緒十四年〈上清帝第一書〉失敗後，為國事屢次上

書至第七書，終至戊戌變法挫敗後逃亡海外。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有其學者的一面，

亦和弘一法師處在同時代，與張即之、敦煌經生同在歷史洪流中。面對事象、理

性，「用毛筆建立一處心靈角落71」，讓心靈經由「靜、淨、敬72」而得以沉澱下來。

杜忠誥亦肯定書法中的佛學成分，他指出： 

佛家說三世因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世人多不肯相信。只說一世因果，

也未必真有多少人信。今且看毛筆的書寫，當你心情寧靜時，運筆閒閒而

來，字裡行間自然呈現一種祥靜平和之氣；當你心情煩躁時，運筆荒率，

提按無節，畫幅間必然呈現一種粗浮雜亂的感覺，有再好的本領都著不上

力。或先靜而後躁，或先躁而後靜，則筆端亦必隨著內心情緒活動之起伏

變化（因），而如實顯現出或祥靜或浮動的影像（果）。如寫楷書的捺筆時，

收筆處本應在用力下按後，順勢緩緩提收，方能筆力中含，遒勁有神。你

說：「我偏不信邪」，而飛快地向右甩出，則收筆處必然不是開叉，便是虛

浮不實。你在哪裡不信「邪」，「邪」立刻就在那裡跑出來。這不就是「當

下報」嗎？直叫你觸目驚心，猛然深省。所以學毛筆字就是讓你沒脾氣。

弘一大師李叔同在未出家前，表現就很傑出，他將心力往哪個方面投注，

便都很快地在那個方面呈現出豐碩的成果，不論音樂、繪畫、戲劇、書法

或篆刻等，莫不如此。三十九歲出家以後，對於過去一切俗世中的種種營

為表現，一概放下，唯獨書法沒有放棄。從而，他可借助於書寫一些佛教

經文，或有益世道人心之先賢嘉言，與眾生結緣，方便化導。這固然是他

沒有放棄書法的理由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在實際書寫時，隨著筆鋒在時

序中的推移，由紙與筆的摩擦而傳導至主體心靈所引生的深刻自覺與反省

中，極有助於平日靜定功夫之修持與長進。而這也正是書洗藝術創作活動

在淨化人心，陶養情性方面，最具美育功能的價值所在。特別是在當前一

切以功利為導向的工商業社會裡，書法藝術更是人類心靈環保的一劑無上

妙方。73 

畢竟「寫經比念經更能幫助心的安定，注意力集中則不易散亂、妄想，專心一意

                                                 
71 奚淞：《心與手：寫心經•畫觀音》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1 月，頁 84。 
72 同前註，頁 6-7。 
73

 杜忠誥：〈試論書法藝術實踐中的用筆〉，《書友》，96 期，1995 年 2 月。 



522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寫經，寫著寫著就入定了74」而且「抄經的目的雖是藉著宗教儀式淨化心靈，以修

行的方式實踐六波羅蜜，但從實用的功能看，抄經除自省修持之外，亦是弘傳佛

法，甚至可以將功德已迴向眾生做為佈施。75」康有為佛語書法之傳播華嚴思維當

是如此。 

四、結語 

本文從學者角度檢視康有為，不只從公羊學「維新」、「託古改制」之理念，

影響到《廣藝舟雙楫》「求變」、「以復古為創新」，其《廣藝舟雙楫》中由《佛本

行經》：「尊者闍黎，教我何書？」談到六十四種書，更說「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

繁，非獨中土有蟲籀繆填之殊，芝英倒薤之異，其製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

不能自已也。 」以作其書學勢變論述之資的佛學研究素養外，亦順便帶出「古佛

之容」、「散僧入聖」、「為金剛怒目」之以佛語喻書，且更以其根基於帖學，發揚

於碑學之書法藝術，於佛語書法中夾帶華嚴宗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圓融觀；有

與親人－女兒康同璧、友人－矢田七太郎之人際傳播面向，而此人際傳播面向適

可說明清末民初衰頹佛教中，康有為以學者身分將華嚴思維的佛語融入生活之

中，用書法積極入世、化度眾生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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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圖 

（一）圖 01   康有為，〈蒙難有感詩〉 

 

圖 01  康有為，〈蒙難有感詩〉。出處：ISSUU - September 2014 Paintings by Gianguan 

Auctions《中華瑰寶秋季拍賣會拍賣圖錄》，紐約：貞觀國際拍賣公司，2014 年 9

月 14 日，頁 18。網址：

http://issuu.com/hongkongauctiongallery/docs/september_2014_paintings?e=1062986/8

978281，2015 年 8 月 3 日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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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 02  康有為，〈甲子六月得青島舊提督樓〉 

圖 02  康有為，〈甲子六月得青島舊提督樓〉，出處：劉守安主編，《全彩中國書

法藝術史》，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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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 03  康有為，〈一切覺悟即究竟〉 

 

圖 03  康有為，〈一切覺悟即究竟〉，出處：如常主編，《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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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 04  康有為，〈華嚴〉 

  

 

 

圖 04  康有為，〈華嚴〉，2010-11-17 第 12 期中國書畫精品拍賣會，北京保利國際

拍賣有限公司。出處：〈雅昌藝術品拍賣網〉，2015 年 4 月 30 日檢索，網址：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7023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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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 05  梁啟超，〈憨山德清《行書六言偈語》跋〉 

                   （筆者按：局部放大） 

 

圖 05  梁啟超，〈憨山德清《行書六言偈語》跋〉，出處：連艾華編，《明清近代

高僧書法展》，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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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 06  弘一法師，《華嚴集聯三百》 

 

 
 

圖 06  弘一法師，《華嚴集聯三百》，出處：弘一法師，《華嚴集聯三百》，北京：

華夏出版社，1992-1994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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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圖 07  S.2067〈華嚴經卷第十六〉 

 

 

圖 07  S.2067〈華嚴經卷第十六〉，出處：國際敦煌項目 IDP 網站，

http://idp.nlc.gov.cn/，2016 年 6 月 1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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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圖 08  張即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五〉 

 

圖 08  張即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五〉，出處：雅昌拍賣網站，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17110552/，2016 年 2 月 1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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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網天珠：華嚴詩性精神譾論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 教授 

張勇 

摘 要 

《華嚴經》是眾經之中最富詩性精神的一部偉大著作，這不僅表現為其精美

絕倫的「《華嚴》萬偈」，更表現為其圓融無礙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具有整

體自足、互融互攝、重重無盡等特性。華嚴宗的圓融精神對唐代以後的詩歌創作

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薰陶出其鏡花水月般、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審美趣味，

這種審美趣味也成為唐代以後中國詩人的自覺追求。不僅如此，「華嚴法界」互容

互攝、重重無盡的圓融精神還深刻影響了唐代以後的詩學理論，意境、韻味、活

法等理論都是在其影響之下而發生、發展、成熟的。 

關鍵詞：華嚴宗、詩性、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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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素有「眾經之王」的美譽，同時也是眾經之中最富詩性精神的一

部偉大著作。方東美先生稱其為「由隱喻的、詩的、象徵性的語言所形成的精神

意境」1。這種「精神意境」是詩性的。華嚴的詩性精神絕不僅僅表現為「俱爛漫

而有文，悉精純而靡雜」的「《華嚴》萬偈」2，這只是外在的表現，其詩性精神更

表現為其內在的精神氣質。清代詩論家王士禛說：「淋漓大筆千年在，字字華嚴法

界來。」3沈德潛也說：「海外何愁瘴癘深，華嚴法界入高吟。」4王、沈二人之語

都是讚揚蘇軾的，但其中所折射的「華嚴法界」與詩的緊密聯繫卻有著十分普遍

的意義。那麼，「華嚴法界」的詩性精神到底是什麼呢？它對中國古代詩歌創作與

詩學理論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一、「華嚴法界」的詩性特質 

「法界」是《華嚴經》的核心範疇，「法界緣起」是華嚴學的核心理論，因此

「法界」在華嚴宗那裡又常稱為「華嚴法界」。華嚴宗初祖杜順大師（557-640）把

「華嚴法界」之觀法分為三種，即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以此三觀

「融萬象之色相，全一真之明性」，從而進入「華嚴法界」5。四祖澄觀大師（738-839）

在杜順「華嚴三觀」基礎之上提出「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

事事無礙法界6。事法界指有差別、有分齊的萬有諸法；理法界指諸法平等一如、

無有差別的同一理性；理事無礙法界指事中含理、理由事顯、理事相即相入圓融

無礙的境界；事事無礙法界意謂一切諸法既各守自性、各住自位、互不妨礙，又

相即相入、互融互攝、重重無盡。「四法界」中，「事事無礙法界」被認為「是最

能代表華嚴宗理論特徵的學說，其意義為佛的殊勝境界、宇宙的最高層次、觀法

的最後目標和真如本覺」7。這是一種高度的圓融精神，也是華嚴詩性特質的集中

體現。 

華嚴宗人常以「十玄六相」，即「十玄門」與「六相圓融」來闡釋「事事無礙

法界」。所謂「六相」，是指總別、同異、成壞三對六相。「總相」指整體，「別相」

指組成整體的部分，「同相」指組成整體的各部分的同一，「異相」指各部分的差

別，「成相」指各部分都是組成整體的必備條件，「壞相」指各部分在整體中保持

                                                      
1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第 230 頁。 
2 法眼，《宗門十規論》，《卍新續藏》第 63 冊，第 38 頁中。 
3 王士禛，《帶經堂集》卷 23《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 
4 沈德潛，《歸愚詩鈔》卷 6《書東坡集後》。 
5 裴休，《注華嚴法界觀門序》，《大正藏》第 45 冊，第 683 頁中。 
6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卷上，《大正藏》第 45 冊，第 672 下。 
7 方立天，《華嚴宗的現象圓融論》，《文史哲》，199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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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獨立。「六相圓融」是要求人們從總別、同異、成壞三方面看待一切事物，認

識每一事物都處於總別相即、同異相即、成壞相即的圓融狀態之中。 

「十玄門」有新舊之分。華嚴三祖法藏大師（643-712）「新十玄」曰：「同時

具足相應門」「廣狹自在無礙門」「一多相容不同門」「諸法相即自在門」「隱密顯

了俱成門」「微細相容安立門」「因陀羅網法界門」「托事顯法生解門」「十世隔法

異成門」「主伴圓明具德門」8。此「十玄門」，從時間、空間、數量、形態等方面

說明「事事無礙法界」，說明事物與事物之間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之關係。 

在以上「十玄門」中，「因陀羅網法界門」尤富詩意。「因陀羅網」，又作天帝

網、帝網，為莊嚴帝釋天宮殿之網。杜順大師解釋說： 

帝釋天珠網者,即號因陀羅網也。然此帝網，皆以寶成，以寶明徹，遞相影

現，涉入重重，於一珠中同時頓現，隨一即爾，竟無去來也。今且向西南

邊取一珠驗之，即此一珠能頓現一切珠影，此一珠既爾，餘一一亦然。既

一一珠一時頓現一切珠，既爾餘一一亦然。如是重重無有邊際，即此重重

無邊際珠影，皆在一珠中炳然顯現，餘皆不妨。9 

「因陀羅網」的特點是目目相聯、珠珠互映，由此而決定「因陀羅網境界」的特

點：一多相即、重重無盡。《華嚴經》以此喻顯事事無礙圓融之法門。 

「圓融無礙」是「華嚴法界」的根本精神。此詞在華嚴宗典籍之中隨處可見。

如法藏《華嚴經旨歸》：「法界圓通，緣無不契。……隨有一處即有一切，無礙圓

融，無盡自在。」10又如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若圓融無礙，則即

一即多，即有即無。」11「圓融無礙」表現為理與事、一與多、依與正、人與法、

此與彼、深與淺、廣與狹、因與果等諸多因素間的相即相入、和合無礙。析而言

之，這種圓融精神具有如下特性。 

第一，整體性。華嚴宗認為，整個宇宙就是一張圓滿自足、重重無盡的大網，

網上因緣和合而起的每一事物都同時圓滿具足而又彼此互相照應。澄觀說：「若不

差別不能遍也，圓則不要差別而能周遍，能周遍之法一一圓融。」12此處「周遍」

即指完整的、統一的華嚴世界。 

                                                      
8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第 35 冊，第 123 頁上。 
9 杜順，《華嚴五教止觀》，《大正藏》第 45 冊，第 513 頁上。 
10 《大正藏》，第 45 冊，第 596 頁下。 
11 《大正藏》，第 36 冊，第 194 頁中。 
12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9，《大正藏》第 36 冊，第 221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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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互融互攝。華嚴宗認為，法界因緣而起，諸法之間相即相入，彼此圓

融。諸法間的互融互攝表現在很多方面。就空間而言，有「一多互攝」：「一」指

個別事物，「多」指眾多事物，一事物與眾多事物之間相容相攝、自在無礙，法藏

所謂「圓融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13；「廣狹互容」：廣可入狹，狹可容廣，

廣狹互融互攝，法藏所謂「芥子納於須彌」「海水納於毛孔」14。就時間而言，過

去、現在、未來三世涵容互攝、同時具足，《華嚴經》所謂「過去一切劫，安置未

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15「華嚴法界」中，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

壁壘完全打破，三世之間涵容互攝。以上，時間與空間互融互攝，從而熔鑄成時

空一如的華嚴境界。 

第三，重重無盡。杜順《華嚴五教止觀》解釋「因陀羅網境界」說：「多法互

入猶如帝網天珠重重無盡之境界」；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解釋「事事無

礙」也說：「一一更互相容相攝，各具重重無盡境界」16。世間萬法猶如帝網之珠，

雖珠珠獨立，但又珠珠互映，任何一珠中都有重重無盡的其他珠影。 

現代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論包括詩歌在內的中國藝術說：「空寂中生氣流

行，鳶飛魚躍，是中國人藝術心靈與宇宙意象『兩鏡相入』互攝互映的華嚴境界。」
17藝術境界是創作主體與對象多重融攝的結晶，這一獨立自足、超曠空靈的境界即

是「華嚴境界」。這種互容互攝、重重無盡的圓融精神正是「華嚴法界」詩性特質

的集中體現。 

二、華嚴詩境 

華嚴學自身的詩性氣質決定了其與詩歌創作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據蘇軾《送

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載，錢塘有位法號思聰的僧人，十五歲開始學寫詩，後讀

《華嚴經》，遂「入法界海慧」，從此詩藝「日進不止」。那麼，思聰到底從《華嚴

經》中得到了什麼啟示呢？蘇軾回答說：「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
18「以一含萬」指的正是華嚴的圓融精神。思聰能把這種「圓融無礙」的華嚴精神

貫徹到詩歌創作之中，因此而「日進不止」。 

華嚴宗產生於初唐，流行於盛唐，其立宗經典《華嚴經》以及杜順、法藏、

澄觀等歷代大師的著作都對當時詩壇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如果要用一句話來

                                                      
13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4，《大正藏》第 45 冊，第 503 頁上。 
14 法藏，《華嚴策林》，《大正藏》第 45 冊，第 597 頁下。 
15 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卷 43，《大正藏》第 9 冊，第 674 頁中。 
16 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第 45 冊，638 頁上。 
17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85 頁。 
18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 1 冊），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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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這一巨大影響的話，那就是：「博大圓融」的華嚴精神薰陶了「氣象雄渾」的

盛唐氣象19。關於華嚴學的博大圓融，有研究者說：「此宗所奉的根本經典《華嚴

經》，把世界描述為無窮無盡、恢宏廓大的圓滿境界。其中以『法界』為總相，統

攝萬有，而萬有又各自獨存，『圓融自在』。這一思想，頗能表現盛唐時期整個國

家博大雄渾和涵容萬象的氣勢。」20正是在華嚴宗興盛的盛唐時期，詩壇擺脫了初

唐詩歌的「六朝錦色」而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

昌齡、賀知章、李白、李頎、崔顥、崔國輔、儲光羲、祖詠、王翰、王之渙、杜

甫等，眾多巨星相繼登上詩壇，真如李白所謂「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21。 

來看一些盛唐詩句： 

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秋夜獨坐》） 

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李白《玉階怨》） 

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常建《宿王昌齡隱居》） 

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孟浩然《遊精思觀回王白雲在後》） 

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劉慎虛《缺題》） 

以上詩句，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所表達的思想與意境也各不相同，卻有著大致

相同的藝術特徵，即嚴羽所謂的「興趣」。他說：「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

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

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22「興趣」的基本內涵為「透徹玲瓏，不可

湊泊」，即一種鏡花水月般圓融無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審美趣味。關於「興趣」

形成的原因，明人陸時雍在《詩鏡總論》中說：「盛唐人寄趣在有無之間。」23「有

無之間」指的正是「圓融無礙」「卷舒自在」的華嚴精神，陸氏此語恰切地指出了

華嚴學對盛唐詩歌的影響。 

再以王維為例說明華嚴圓融精神之於詩歌創作的影響。王維素有「詩佛」之

稱，其詩受佛教影響很深，這已是常識。但過去學界多關注禪宗之於王維詩的影

響，而不太關注華嚴宗的影響。清代才子金聖歎在評價王維詩時說：「先生一生學

佛，深入旋陀羅尼法門，故能有如此精深曲暢之文。」24他指出王維詩「精深曲暢」

                                                      
19 南宋嚴羽推崇盛唐詩，將其特徵概括為「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這種「雄壯」「渾厚」（合稱「雄渾」）的藝術特徵被明清詩論家稱為「盛唐氣象」。 
20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歷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30 頁。 
21 《古風五十九首》其一。 
22 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上），上海古籍出版，2012 年，第 157 頁。 
23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417 頁。 
24 金聖歎，《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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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點，並說這一特點是受「旋陀羅尼法門」的影響。「旋陀羅尼」為法華三陀羅

尼之一。吉藏《法華義疏》卷十曰：「旋陀羅尼，於法門中圓滿具足，出沒無礙。」

「旋陀羅尼法門」的特點是「圓滿自足，出沒無礙」，這種「圓融無礙」精神是天

臺宗與華嚴宗所共有的。金聖歎拈出這一佛教術語意在表明王維詩受佛教「圓融

無礙」精神的影響，這是千真萬確的，但如果把這一影響完全歸於天臺則有失片

面，因為華嚴宗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王維與華嚴宗學人有著密切的交往，這

已經得到學界的證明。25 

華嚴「圓融無礙」的詩性精神對唐代藝術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詩歌上，還表現

在繪畫、書法等藝術形式上。繪畫方面，如五代畫家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見

下圖）： 

 

該圖描繪南唐中主李璟與其弟景遂、景達、景過會棋的情景。頭戴高帽，手

端瓷杯，居中而坐的觀棋者為李璟，對弈者為齊王景達與江王景過。該圖的重點

並不在四人會棋，而在卷中央的一扇巨型屏風。此屏風表現的是白居易《偶眠》

詩意26，這是第一重屏。在這扇屏風之中，又有一扇山水小屏風，這是第二重屏。

由於屏中有屏，故稱重屏。在這幅圖中，過去與現在、刹那與永恆互融互攝、重

重無盡，這是典型的華嚴境界。 

關於唐代藝術的特徵，劉綱紀先生說：「『圓融無礙』、『卷舒自在』又確實是

唐代文藝的韻味、風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它華貴而雍容，飄逸而沉著，清新而

熱烈，的確有一種無障無礙，流轉如意，自在自得的美。」27這種概括是十分準確

的，劉先生把這一特徵歸因於華嚴學的影響也是很有見地的。但他接著又說：「在

                                                      
25 陳允吉，《王維與華嚴宗詩僧道光》，《復旦學報》，1981 年第 3 期。 
26 白居易《偶眠》，「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

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 
27 劉綱紀，《唐代華嚴宗與美學》，《東方叢刊》，1992 年第 2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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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前沒有這種美，在唐之後也再不能看到了。」此話值得商磋，因為受華嚴學

影響很深的宋代文藝也不乏這種圓融之美。 

宋代文壇上，受華嚴影響最深者當數蘇軾。上文所引王士禛、沈德潛語，都

認為蘇軾詩「字字皆從華嚴法界來」。蘇軾在介紹自己的寫作經驗時也說：「吾文

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

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28這

種「隨物賦形」的氣質正是華嚴「圓融無礙」精神的表徵。明末清初大學者錢謙

益在評論蘇軾文時說：「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以為古今未有其體，茫然未得其涯

涘也。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歎

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則事理法界，開遮湧現，

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又何自而窺其淺

深，議其工拙乎？」29錢氏認為蘇文「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之圓融精神來源於《華

嚴經》，真可謂肯綮之談！ 

宋代以後，「華嚴境」及其核心特徵「圓融無礙」更成為詩人反覆歌詠的對象。

如南宋張鎡《陳子西投贈長句走筆次韻奉酬》一詩： 

……請君直道當下語，莫擬世俗紛華蟲。古人規繩亦謝去，豈不自己光圓

融？大千沙界大千海，置之足上升天宮。到頭只是舊時我，不妨自就聲律

籠。若能言下便領得，老夫衣缽當傳公。30 

又如元代學者金履祥《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 

圓融無際大無餘，萬象森然本不臒。百聖淵源端有在，六經芳潤幾曾枯。

人於心上知涵處，古在書中非遠圖。會到一源惟太極，包羲原不與今殊。31 

近代學者沈曾植在為黃濬詩集題辭時也說： 

有所悟者，能入；有所證者，能出。歐蘇悟入從韓，證出者，不在韓，亦

不背韓也，如此而後有宋詩。作者清才窅思，悟處極多，此後皆證分矣。

發菩提心，行菩薩行，字字華嚴法界來，豈不快哉！32 

                                                      
28 《蘇軾文集》（第 5 冊），中華書局，1986 年，第 2069 頁。 
29 錢謙益，《初學集》卷 83《讀蘇長公文》。 
30 張鎡，《南湖集》卷 3，《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389 冊），商務印書館,2005 年，第 184 頁。 
31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 l，《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397 冊），第 568 頁。 
32 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書店，1998 年，第 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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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華嚴法界」的影響一直貫穿于唐代以後的中國詩壇，「圓

融無礙」的華嚴精神一直是中國詩人的自學追求。 

三、華嚴境界的詩學意義 

「華嚴法界」互容互攝、重重無盡的圓融精神，不但深刻影響了唐代以後的

詩歌創作，而且深刻影響了唐代以後的詩學理論。意境、韻味、活法等理論都是

在華嚴思想影響之下而發生、發展、成熟的。 

（一）華嚴境與意境 

意境是中國古代詩論的核心範疇，它濫觴於魏晉，成熟於中唐。詩僧皎然是

中唐意境理論最傑出的代表。雖然受資料限制，皎然的宗派歸屬問題至今撲朔迷

離33，但在他思想之中以華嚴宗為代表的「圓融無礙」精神卻是非常明顯的。在皎

然詩文集中，多次出現華嚴的核心意象「帝網」，如「以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

如懸帝網，不出正念」等34。「帝網天珠」的「圓融無礙」「重重無盡」思想深刻影

響了皎然的意境理論。 

皎然意境理論集中體現在其詩論著作《詩式》之中。關於意境的兩大要素情

與景之間的關係，皎然提出「詩情緣境發」命題，強調詩「情」因「境」而起，

並通過創設、描繪「境」來表達。他又說「緣境不盡曰情」，再次強調「情」與「境」

不可分，並提出「情」要有不盡之餘味。皎然所謂「境」，不是客觀外境，而是主

客相融相攝而形成的能夠表達特定思想感情的生活環境或精神狀態。如《詩式》

說：「靜，非如松風不動，林狖未鳴，乃謂意中之靜；遠，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

山，乃謂意中之遠。」35 「意中之靜」與「意中之遠」，清楚地把意境與常境區別

開來，同時說明瞭意境情景交融的特徵。 

受華嚴境界「重重無盡」思想的影響，皎然意境理論提出「文外之旨」「采奇

於象外」等著名命題。在《詩式》中，皎然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

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36「兩重意以

上」，指詩歌應當在語言文字之外包含更豐富、更深刻的意蘊，這些都屬於「文外

之旨」，能使讀者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進而「采奇於象外」。這是詩

的最高境界，也是重重無盡的華嚴境界。 

                                                      
33 關於皎然的宗派歸屬問題，可參見張勇《貝葉與楊花：中國禪學的詩性精神》（中華書局，2006

年）第四章第三節。 
34 皎然，《晝上人集》卷 9《蘇州支硎山報恩寺法華院故大和尚碑》，《四部叢刊初編》本。 
3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2 年，第 242 頁。 
36 《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 2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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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是一個充滿了人的宇宙意識和生命情調的詩意空間，是一個鳶飛魚躍的

空靈動盪的世界，情景互融互攝、意象虛實相生是其總體特徵，而「四深」則是

其具體表現。皎然《詩式》說：「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意度盤礴，由深於作用；

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用事不直，由深於義類。」37「氣象氤氳」「意度盤礴」「用

律不滯」「用事不直」，這些所體現出的都是華嚴「圓融無礙」的精神氣質。 

自幼學詩於皎然的中唐大詩人劉禹錫，也把華嚴「圓融無礙」思想運用於詩

歌理論而提出「境生象外」命題。其《董氏武陵集紀》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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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境生象外」，指出意境

「象外之象」的特點；「非有的然之姿」，指出意境的多層次性。 

唐以後，意境理論繼續向前發展，在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圓融無礙」的華

嚴精神一直貫穿於其中。如明人王廷相說：「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

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是也。」39王氏以「水中之月」比喻

詩歌意象的圓融性，此喻來源於《華嚴經》：「譬如淨滿月，普現一切水。影像雖

無量，本月未曾二。」40此喻被永嘉玄覺《證道歌》提煉為精美的詩句：「一性圓

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成為華嚴

「理事圓融」要旨的經典表述。 

王廷相以華嚴喻詩，絕不僅限於借用其名相，更重要的是融入其精神。他論

作詩之「四務」說：「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練句也。意者，詩之神氣，

貴圓融而忌暗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

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41「運意」「定格」「結篇」「練

句」，這是創設意境最為重要的四個方面，要做到「貴圓融而忌暗滯」「貴高古而

忌蕪亂」「貴貫通而忌支離」「貴委曲而忌直率」，這「四貴」「四忌」歸根結底就

是兩個字「圓融」。 

（二）華嚴境與「韻味」 

以「韻味」論詩始於晚唐詩論家司空圖。他所謂「韻味」具有以下特點：一

是「思與境偕」42；二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前者強調創作主客體間的相互

                                                      
37 《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 224 頁。 
38 劉禹錫著，瞿蛻園校點：《劉禹錫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35 頁。 
39 王廷相《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見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匯選》卷 236，《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469 冊），第 442 頁。 
40 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卷 14，《大正藏》第 9 冊，第 486 頁下。 
41 王廷相《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469 冊），第 442 頁。 
42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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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攝，後者強調詩歌意象的重重無盡。關於後者，他又說：「戴容州云：『詩家之

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豈容易可譚哉！」43藍田之玉，晶瑩剔透，在日光的照耀下似乎泛出淡淡的輕煙，

若有若無，可望而不可即。這與詩境的有無相生、虛實相融，即「象外之象」「景

外之景」正相似。這種具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詩，超越某種具體的詩味，

而給人以咀嚼不盡的醇美享受。這就是「韻味」。 

與司空圖一樣，北宋詩論家范溫也以華嚴境界論「韻」。范溫的詩論著作《潛

溪詩眼》宋以後散佚，今傳《說郛》本僅三則，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輯佚》輯得

29 則。范溫深通佛教，提倡以「以佛喻詩」，他說：「學者要先以識為主，如禪家

所謂正法眼者。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他這裡所說的「禪」，並不特指禪宗，

而是佛教的代名詞。范溫論「韻」體現出濃鬱的華嚴智慧。 

且以文章言之，有巧麗、有雄麗、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穩、

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則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備焉，不足以

為韻，眾善皆備而露才用長，亦不足以為韻。必也備眾善而自韜晦，行於

簡易閑淡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觀於世俗，若出尋常。至於識者遇之，

則暗然心服，油然神會。測之而益深，究之而益來，其是之謂矣。44 

范溫所謂「韻」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備眾善」。他列舉了「巧麗」「雄麗」

等十種品質，認為只有這十種品質全部具備才能稱為「韻」，缺一不可。二是「自

韜晦」，即不「露才用長」，而在「簡易閑淡」之中給人以「深遠無窮之味」。「韻」，

其實就是一種整體圓融之美。范溫把「韻」看作是詩歌的「極致」，以及論詩的最

高標準。 

（三）華嚴境與「活法」 

「活法」概念是由北宋詩論家呂本中提出的。呂氏很喜歡《華嚴經》，也愛以

「華嚴境」說詩。劉克莊《江西詩派序》載：「紫薇公（呂本中）尤推重信民。其

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唯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

談禪，而紫薇與信民皆尚禪學。」45由呂本中以「華嚴境」推崇汪信民可以看出華

嚴思想對他的影響。 

呂本中把華嚴圓融精神運用於詩論而提出「活法」概念。他說： 

                                                      
43 司空圖，《與極浦書》。 
44 范溫，《潛溪詩眼》，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1980 年，第 316 頁。 
45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95，《四部叢刊初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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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

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活法

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46 

「活法」就是「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表現為一種「流轉圓美如彈丸」般

的圓融之美。 

在呂本中詩論中，「活法」與「圓成」是一對同等內涵的概念。他在《別後寄

舍弟三十韻》中說：「筆頭傳活法，胸次即圓成。」47「活」與「圓」所表達的都

是圓融無礙的精神。這一思想來源於華嚴宗。如法藏論「圓音」說：「鎔融無礙名

作圓音。若彼一音不即一切，但是一音非是梵音。以彼一音即多音故，融通無礙

名一梵音。」48「圓音」為圓融無礙的美妙之音，它超越具體聲音的大小、虛實、

真假之別，而具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華嚴精神。呂本中關於「活」「圓」

的理論與此是完全一致的。 

                                                      
46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95 引呂本中《夏均父集序》。 
47 呂本中，《東萊先生詩集》卷 6，《四部叢刊續編》本。 
48 法藏，《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卷下，《大正藏》第 45 卷，第 621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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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華嚴宗對唐人詩歌創作的影響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 副教授 

桑寶靖 

摘 要 

華嚴宗是在唐代興起並盛行的具有鮮明個性的中國佛教宗派，與唐代其他佛

教諸派相比，華嚴宗為帝王所扶持，且更多地吸收中土傳統思想和學術內容，從

而也更充分地體現了中土傳統思維的性格，更容易為文人所接受，如王維、岑參、

白居易、劉禹錫、孟郊等詩人，研習華嚴義理並和華嚴名僧多有交誼，華嚴宗「法

界緣起」、「圓融無礙」等觀念及其所用來表達宗義的形象、事典、情境等都對

唐人的詩歌內容、意境、表現方法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華嚴宗、唐代、文人、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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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華嚴宗是唐代高僧法藏創立的中國佛教宗派，根據所依典籍《華嚴經》立名，

也因法藏號賢首國師，又稱賢首宗。其法系勘定為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

密五祖傳承。 

錢穆曾指出： 

兩晉、南北朝時代的高僧，若論其內心精神，我們不妨徑叫他們是一種「變

相的新儒家」。他們研尋佛法，無非是想把他來代替儒家，做人生最高真理

之指導。他們還是宗教的意味淺，而教育的意味深。個人出世的要求淡，而

為大眾救濟的要求濃……此後印度佛教便在中國文化園地上生根結果，完全

成為一種中國化的佛教，在中國開創了許多印度原來沒有的新宗派。……又

如隋、唐之際的華嚴宗，此亦中國自創。……華嚴所謂「理事無礙，事事無

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這些理論都已把中國人傳統觀念所看重

的現實人生，融入了佛教教義，這些全都是中國化的佛教了。1 

這裏指出，華嚴宗是具有豐富理論內涵、且又有機融合了外來教理和本土思

想而自成宗義體系的宗派，是外來佛教在中土環境中被改造、發展並作出獨特發

揮的產物，因而具有鮮明的思想、學術的特色。正因為其根植於外來思想，並根

據本土環境加以改造而生長完善，能夠在本土環境中發展出新的宗義體系，並把

它融入到中土思想、文化的主流之中，成為其有機構成部分，因此在諸多佛教宗

派中具有豐富的價值和意義。 

華嚴宗有獨立、複雜的判教體系。判教是中土學人根據自身理解重新組織教

理體系的方法，乃是自宗宗義的一種具體體現形式，華嚴宗把這種終極的教法稱

為「圓教」。牟宗三就華嚴「圓教」評論說： 

而佛教所以提出圓教的觀念，就是針對前面大小乘各種不同的系統所說的，其

目的，其目的在於說明大小乘各個系統何以不是圓教，並由此透出圓教的意

義。……但是圓有兩個意義，一方面是指般若的圓通無礙，另一面則是指華嚴

宗所說的圓滿無盡，主伴俱足。照華嚴宗所說的圓，不但是圓通(或圓融)無礙，

而且也是圓滿無盡。所以它的圓具有圓通和圓滿兩層意思。2 

                                                             
1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149。 
2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牟宗三文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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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提出圓教的觀念，實際上表明自身是超越大、小乘所有其他教派的至

高無上的教法，即是從根本上超越了外來佛教教理的，最為圓滿具足、沒有任何

內在矛盾的自創的思想體系。 

在內容上，華嚴宗具有濃厚的人世性格。它不注重教理的探討，也不局限於

義學沙門研討的經院學問，因此更受到朝廷的重視和尊崇，也能與世俗生活聯繫

緊密，更容易為知識階層所接受。如華嚴宗的創始人法藏，他活躍在長安各大寺

廟，積極配合了武曌利用佛教篡權的活動，武後稱帝後，法藏更直接參與了許多

朝廷政治事務。他也是中、睿二宗的菩薩戒師，朝官和後宮之中也多有其俗弟子。

法藏支派弟子澄觀為德宗和太子禮遇甚重，而澄觀的弟子宗密，一身兼承華嚴與

禪，在禪宗大盛的形勢下開禪、教合流的先河，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華嚴宗義理論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它的「法界緣起」、「理事圓融」的觀念。

這些觀念不僅在宇宙觀和方法論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也成為後來形成新儒學的

主要理論淵源之一。 

世親曾解釋「法界緣起」義說： 

由聖法因義，說為法界，以一切聖法緣此生故。此中界者，即是因義、無

我等義，如理應知。3 

後來，法藏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揮： 

界亦有三義：一是因義，依生聖道故，《攝論》雲：「法界者，謂是一切

淨法因故。」又《中邊論》雲：「聖法因為義故，是故說法界。」聖法依

此境生，此中因義是界義；二是性義，謂是諸法所依性故，此經上文雲「法

界法性，辯亦然故」也；三是分齊義，謂諸緣起相不雜故。4 

這裏指出「法界」為宇宙萬法，有為無為，千差萬別，均依法性而存在。法藏又

以極其細密的方法說明「法界」的「緣起」關係：  

一多緣起理妙成，壞住自法常不作，唯智境界非事識，以此方便會一乘。5 

                                                                                                                                                                                   
頁 275-276。 
3 《辯中邊論》卷一，《大正藏》冊 31，頁 465。 
4 《華嚴經探玄記》卷一八，《大正藏》冊 35，頁 440。 
5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大正藏》冊 45 ，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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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指出諸法都是生聖法之因，相互依恃，相即相入，圓融無礙，這樣就構成了

真正的無盡的佛的境界。後來澄觀在此基礎上又發揮為「四法界」的緣起說，即

事法界（現象世界，五蘊、十八界所體現的世界）、理法界（相對於事法界，指

恒常如如的本體制理）、理事無礙法界（事法界和理法界相即相入，相互融攝）、

事事無礙法界（萬法分殊，大小互融），實際上就把宇宙萬有理解為圓融互攝的

統一相，也就是佛法境界的體現。 

唐君毅指出： 

華嚴法界觀，亦即華嚴之宇宙觀也。然此宇宙觀即宇宙唯心觀， 此宇宙唯

心觀，非如天臺之重觀心而可說其重在觀宇宙或觀境。然華嚴之觀境，又

非如唯識宗之觀境之非外，以破外境之執，而是觀外境是一真法界之顯現，

一心之顯現。心之所以異於境，在心之能攝。6 

這裏指出華嚴宗法界觀的本質所在，破外境之執，一心之顯現，是極為微妙的華

嚴境界。 

在法藏的華嚴宗教義體系中，由「法界緣起」進一步闡發出「圓融無礙」的

觀念，如他所說： 

法界者，是總相也，包事包理，及無障礙，皆可軌持，具於性分。緣起者，

稱體之大用也。7 

萬法皆為緣起所生，法界與因果緣起諸法是相即不二、圓融無礙，諸法緣起歸於

法界，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因此，華嚴宗義以「法界緣起」為理論核心，以「圓

融無礙」為其最高理想和境界。 

澄觀在《華嚴經行願品疏》中說： 

唯歸一無障礙法界，而舉一全收，隨門說異耳。故總即法界，別即事等；

同即法界無違，異(即)事理相反；成則同辦(按，一原作「辯」)法界，壞

則各住事等。故無礙重重，無盡無盡。8 

                                                             
6 唐君毅，《略說中國佛教教理之發展》，《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1，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 年，頁 18-19。 
7 《大華嚴經略策》，《大正藏》冊 36，頁 702。 
8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一，《卍新纂續藏經》冊 5，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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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認為統攝宇宙萬有的法界雖有不同的「隨門說異」（法藏、杜順、澄觀等的

法界觀念不盡相同），但表現為總、別、同、異、成、壞六個方面，以此界為本

體的緣起世界是重重無盡和圓融無礙的。所以，無限的宇宙、雖存在千差萬別的

事物和現象，然而它們之間同時又存在著彼此和諧會通、圓融無礙的關係。 

實際上，《華嚴經》在闡發教理時，還常用教義、理事、境智、行位、因果、

依正、體用、人法、逆順、感應「十對」名目，來說明種類繁多、形態各異的宇

宙萬物之間的圓融無礙關係。智儼受此啟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創立十玄

說，是為「古十玄」；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中重新加以修訂，成為「新十玄」。

法藏的「新十玄」，描寫述了毗盧遮那佛悟境中映現的圓融無礙的世界：宇宙萬

物，不論時日前後、空間距離、形態分別、均相即相入，互為因緣，重重無礙，

是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統一體。這種「圓融無礙」的觀念落實到修持上，便是眾

生修習悟得無盡緣起的真義，感得佛果，使一切眾生自性無礙而皆與佛陀融通。

到了五祖宗密，則站在更高的立場上提出了「真心緣起」的主張： 

此雲堅實心，亦雲貞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

以不覺故，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

目為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為真如。都是如來藏。9 

宗密的時代，「儒學復古」思潮正在興起，禪宗多派並興，因此不論是內部還是

外部，佛教都面臨巨大的挑戰。宗密注意到佛教發展的新動向，站在更高的立場

上，在華嚴圓教觀「法界緣起」的基礎上統合禪宗「明心見性」的觀念，主張內

心的覺醒。在學術視野上，宗密更是表現出巨大的魄力，把儒、道二教納入到體

系之中： 

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

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

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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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以懲惡揚善，且要以佛教為尊，在更高的層次上

促進了佛教與儒、道的交流。宗密吸納更多的儒、道理論觀點到體系內部來，為

華嚴宗的發展輸入了新的活力，特別是他在思想上主張的「真心」觀念，形成了

統攝真、俗的理論體系，更易於為信眾所接受。 

                                                             
9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大正藏》冊 48，頁 401。 
10 《原人論序》，《大正藏》冊 45，頁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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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作為較後出的宗派，又是在佛教已經實現「中國化」的環境下形成的，

兼之智儼、法藏、宗密等都是精兼內、外學的通人，他們發揮的宗義一方面有可

能吸收其他宗派的思想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夠更多地吸收中土傳統思想和學術內

容，從而也更充分地體現了中土傳統思維的性格。特別是作為華嚴宗義核心觀念

的「法界緣起」、「理事圓融」的思想，不僅促進了佛教思想中的佛性理論的發

展，更是中國人在中國傳統思想土壤上接受外來宗教後在思想理論上的重大發

揮，同時也在文學、藝術等領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與影響。 

二 

唐代是中國佛教大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文學受佛教影響較為顯著的時期。

在唐代，佛教得到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佛寺林立，名僧輩出，宗派大興，勢力迅

速擴張。華嚴宗作為中國佛教諸派最後的一個體系龐大而又縝密的理論性宗派，

博諸家之所長，其理論水準達到了中國佛教各派的最高峰11；且華嚴宗形成於統一

王朝的興盛階段，又值武則天專權的特殊時期，與現實政治結合得更加緊密，理

論內容也更富現實色彩。特別是其「法界緣起」、「理事圓融」的觀念逐漸成為

有唐一代流行的佛教思潮，不僅許多具有影響力的華嚴高僧都活躍在唐代，而且

華嚴觀念、理論得到了佛教信眾的廣泛信奉和支持。 

法藏為創華嚴一派，努力勘補《華嚴經》，弘揚教法，為宗門的開創、弘傳

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昔者敦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智儼付藏，

藏為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綱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

《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綱，

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師子為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

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12 

實際上杜順、智儼始，均已開始致力於自宗的理論創造，而智儼曾撰成《華

嚴經搜玄記》，成就「立教分宗」之功。唐代政治昌明、經濟繁榮，帝王又亟於

利用宗教以維護政權，給予佛教發展以支持與護佑，而有唐一代，宗門林立，華

嚴一系亦需判據勢力，自立門庭。法藏積極結交社會權貴，攀附武後，順利完成

了創教活動。《宋高僧傳》記曰： 

                                                             
11 參見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臺北：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頁 181。 
12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五《法藏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89。 



論華嚴宗對唐人詩歌創作的影響 551 

昨請敷演微言，闡揚秘賾。初譯之曰，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以標

異。斯乃如來降跡，用符九會之文；豈聯庸虛，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

懾於杯雲.其為帝王所重，實稱非虛。所以華嚴一宗付授澄觀，推藏為第三祖

也。著般若心經疏，為時所貴，天下流行。復號康藏國師是歟。13 

武則天「以釋氏開革命之階」，法藏為其所推尊，華嚴學也是武後所熱衷的，並

獲得了朝廷的有力支持。後法藏被授予賢首國師稱號，亦積極應對，以輔武後政

權，在朝野獲得崇高威望。武周覆滅後，法藏仍受尊崇，晚年曾參與朝廷權爭，

以功為授三品爵位，因堅辭不授而轉其弟子寶藏。除奉旨講經外，法藏還為朝廷

承法事，如垂拱三年（687）於西明寺立壇祈雨；神功元年（697）為討伐契丹建

道場行道；長安四年（704）奉詔到鳳翔法門寺迎佛舍利等等。法藏於先天元年（712）

圓寂，閻朝隱奉朝廷之命為其撰寫碑銘。法藏作為一代宗主，保持對朝廷恭順的

姿態，也體現了華嚴宗派的性格。法藏支派弟子澄觀，在德、順、憲、穆、敬宗

各朝亦授禮重，曾被授予「清涼國師」尊號，到唐穆宗、唐敬宗時，再被封大照

國師，唐文宗時又加封大統國師。澄觀的弟子宗密，曾屢次被詔入內殿問法，賜

紫方袍，敕號大德，朝臣仕庶歸信者甚眾，寂滅後追諡為「定慧禪師」。因此，

華嚴宗的創立與弘揚是以朝廷支持為基礎的。 

從武后到睿宗，統治階級這樣提倡、支持華嚴一派，是華嚴宗理論發展、勢

力擴張的結果，也是朝廷出於思想統治的需要。特別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唐

王朝已急劇地走下坡路，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統治階級乞靈於佛教以得到精神

安慰與支持，而華嚴宗義中的「法界緣起」、「理事圓融」的觀念更成為融貫佛

境與世俗社會的方便法門，倚為鞏固統治、麻痹群眾的助力；而以法藏為首的華

嚴宗人也著意為統治者粉飾太平，不僅廣泛參與王朝重大的社會政治活動，並不

斷完善理論創造，最終形成了體系龐大而又縝密的理論體系。在這種情勢下，可

以說是實現了華嚴一派借助人王之力以弘揚宗義的理想。華嚴宗得到以帝王為代

表的整個統治階級的保護和支持，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迅速擴

展了勢力。 

在唐代，思想、文化迎來了發展的高潮，佛教的興盛也是這個高潮的一部分。

唐代形成的佛教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立宗典據、傳承系統和理論體系，各派間相

互鬥爭，以及佛學與其它學說、宗教的相互鬥爭，又進一步促進了佛學理論的發

展。而當時統治思想領域的儒家經學章句已經僵化，正在尋求出路。這樣，佛典

的精妙的義理，龐大的理論體系，就更吸引了苦於儒經章句束縛的文化人。華嚴

宗融諸家之長，建立起嚴密系統的學說體系，並不斷吸收中土傳統思想和學術內

                                                             
13 ［宋］贊寧，《宋髙僧傳》卷五《法藏傳》，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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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教理上有很大的發揮，不斷取得重大發展。華嚴宗的「法界」觀念，既指

「佛法界」，又指「事物界」；「法界」可以被人格化，是獨立於意識的客觀實

體，那就是「法身」，它遍在於一切事物之中，成為事物最普遍的共性，所以，

「法界」既是現象界，又是本體界，既是輪回世界，又是解脫世界，也是無礙的

圓融世界，而這一世界既是現實世界，又是理想世界。文人創作講求現實與想像

的結合，要把現實世界中的領悟融入到文學創作中去，這就使得華嚴宗宣揚的「法

界緣起」與「理事圓融」的觀念深入到文人的意識之中。他們接受華嚴宗義的影

響，已不是表面地掇拾故事，玩賞概念，而能在宇宙觀、人生觀、認識論等根本

方面理解與體味。如裴休曾為宗密作碑銘說： 

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14 

宗密是華嚴宗的重要傳人，他本人兼祧華嚴與禪，活躍於叢林內外，他與韓愈、

裴休、白居易、劉禹錫等朝臣文士交誼深厚，故而其理論主張在文士中廣有影響。

裴休這裏贊其「一心而貫諸法」，乃是對宗密能夠站在更高的立場上，對全部佛

教義理重新進行批判和審視的肯定，而「顯真體而融事理」則是他對華嚴義理「圓

融無礙」觀念的讚歎與領悟了。裴休還曾作《注華嚴法界觀門序》，其中有對「法

界」的討論： 

法界者，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

真之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

間，而相不可睹；晃晃與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15 

裴休以文人的筆觸描繪佛國富貴圓融的氣象，構造出以盧舍那佛為教主的佛國，

即「華藏世界」，是一個廣袤無際的世界群，而這一佛國又融通萬法，把現實的

眾生和超越的彼岸世界融攝而一。如此形容佛國之大，是其他宗派不曾有的。華

嚴宗派理論通過文人體驗與理解，用富於個性的文字表現出來，展現了華嚴宗的

獨特魅力，而這些文字表述頁已經具有文學創作的意味了。 

另外，文人喜讀華嚴經典，又多與僧侶交遊，切磋義理，這也同樣影響了詩

歌創作。王維晟名於唐代詩壇而又以奉佛著稱，早年受華嚴宗影響頗多，他曾與

華嚴宗詩僧道光交遊唱和16，往來密切，並為其作塔銘，曰： 

                                                             
14 〈圭峰禪師碑銘〉，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卷七四三，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頁 8665。 
15 《注華嚴法界觀門序》，《大正藏》4 冊 5，頁 683。 
16 參閱陳允吉《王維與華嚴宗詩僧道光》，復旦學報，1981 年第 3 期，52-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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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盡謂窮性海而矣，焉足知恒沙德用，法界真有哉！17 

「性海」是《華嚴經》用得極多的一個哲學概念，其要義是強調如來法身之境，體

現真如之理性深廣如海18，這裏用華嚴宗義評說道光修正佛道的行境與旨歸，達如

來法身之境，從而成就佛果。實際上王維與禪僧交往頗多，但這並影響他對華嚴宗

派理論的熱忱，而且唐代禪宗與華嚴及其它多種佛教宗派並興，再加之中唐「儒學

復古」思潮的興起，彼此借鑒融合，也是發展的趨勢。華嚴宗迎合了社會思想的發

展趨勢，宣導「緣起」、「圓融」的觀念，並且可以把理想與現實緊密結合，使得

其觀念與文學乃至詩歌創作相通相融，這也是為文人所熱愛主要的原因。 

宗密明確地表明禪、教一致的立場，他統合華嚴「理事圓融」的意旨與禪宗

「明心見性」說，成為簡便的修行法門，也使文人得以更自由地接受、理解。且

宗密廣交權貴，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在文人中影響極大。白居易傾心釋教，他與

宗密交誼深厚，如其〈贈草堂宗密上人〉： 

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為法法能。口藏宣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盡離

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 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只是重高僧。19 

在這首詩裏，白居易表達了對宗密的敬仰讚歎之情。宗密兼祧華嚴與禪，能

夠站在更高的立場上，更為包容地發展了華嚴理念，並積極援儒、道於佛說之中。

詩中說「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為法法能」，便是對宗密以華嚴教理統攝中國

傳統學術做出了肯定，更表明了宗密積極統合學術的性格和二人間的文字因緣。 

韓愈本以辟佛著稱，但在唐代社會風氣之下，他也經常出入寺院，結交僧侶，

這也應與他在朝權爭鬥中的失落及其在心性上肯定儒釋的統合有關。韓愈與華嚴

四祖澄觀往來密切，有〈送僧澄觀〉詩： 

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賓士。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鬥麗止者誰。

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眾佛尤恢奇。越商胡賈脫身罪，珪璧滿船寧計資。

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20 

                                                             
17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二

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459-460，。 
18 參閱張海沙著，《初盛唐佛教禪學與詩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11。 
19［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473。 
20［唐］韓愈著，楊義、蔣業偉譯，《韓昌黎全集》卷七，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年，

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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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讚歎澄觀佛法高妙，欽羨之情溢於言表，展現了他與澄觀不同尋常的交誼。

韓愈詩歌好用奇字險語，詩中以險拗的詞句塑造了澄觀與信眾往來，佈施說法的

恢弘場面，流露出對華嚴高僧的恭信與讚賞，同時也說明了他對佛教的排斥並非

堅持一貫的。 

實際上從文學領域看，唐代有不少文人如王維、裴休、崔致遠、韓愈、白居

易、劉禹錫、孟郊、許渾、溫庭筠、等熟悉華嚴典籍，廣結華嚴僧徒，研習華嚴

學說。許多文人在思想上出入儒釋，甚至在行動上也周流儒釋，而且唐代佛教派

別雖多，但隨著儒釋道三教合流，文士對待佛教眾多派別的態度是廣結善緣，轉

益多師，為己所用。另外，唐代的一些僧人，實際是披著袈裟的文人，這些僧人

中也有很多出於華嚴一派。例如澄觀，雅好篇章，與李吉甫、韓愈等朝臣往來緊

密；宗密，學養兼修內外，與裴休、白居易、劉禹錫、蕭俛、溫造等文壇名流頗

多交誼。這些現象表明華嚴勢力侵入文學領域的普遍。而華嚴宗義中「法界緣起」、

「理事圓融」的觀念，更是在現實生活和思想層面上為文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

因此華嚴宗義不僅侵染了文人的思想，更影響了文人的文學創作，在文人的作品

中有著多姿多彩的展現。 

三 

華嚴宗「法界緣起」的觀念帶有強烈的思辨性，稱性而起萬法，而「圓融無

礙」又表現為「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因而佛與眾生融通；特別是華嚴宗

在中唐後更多表現出一種統合儒道的觀念，又多受禪宗啟發，宗密更是提出了「真

心緣起」的觀念，強調本性的自我覺悟，這種更為簡便易行的理論也就更為文士

所樂於研習。隨著佛教宗派的爭鬥以及唐代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趨勢，宗教信

仰也普遍地淡化，很多文人對華嚴宗義的接受很難說是出於虔誠的宗教心態，這

種「緣起」、「圓融」的觀念在文士之中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宗教思想，而成為一

種心靈的安慰和寄託，成為一種意識和思維方式。詩本是主觀情志對客觀世界感

應的產物，而現實與理想之間又是不可調和的，所以很多詩人便在詩歌之中表達

對相互依恃、相互融攝，事事無礙華嚴義理的理解與體悟來獲得精神上的依託於

慰藉了。 

王維有「詩佛」之稱，早期與華嚴僧人接觸頗多，他不僅與華嚴高僧道光交

誼深厚，而且常與華嚴宗大居士釋元崇討論佛理，時常「抗論彌日，鉤深索隱」21，

可知其對《華嚴經》精辯的理論頗有心得。他在為道光寫作的詩序中闡發自己對

                                                             
21 〈唐金陵中山元崇傳〉，［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一七，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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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理論的理解： 

心舍於有無，眼界於色空，皆幻也。離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過於色

空有無之際。故目可塵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嘗物。物方酌

我於無垠之域，亦已殆矣。……道無不在，物何足忘？故歌之詠之者，吾

愈見其嘿也。22 

王維認為，依照華嚴所講「法界緣起」的觀念看待一切自然現象，雖然本質

上屬虛空，但萬法分殊，一多即相，大小互容，人與這些自然現象接觸，能夠翻

然發悟，領會到攝他同己之道。這裏王維借品評道光因花發詠之詩，表達出通過

自然界千變萬化的各種形象，體味其間蘊含的「一切聖法緣此生故」的華嚴理念。

這種理趣也融入了王維的詩歌創作之中，如這首〈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

二首〉：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睹陰界，何方置我人。礙有固為主，趣空

寧舍賓。洗心拒懸解，悟道正速津。因愛果病生，從貪始覺貧。色聲非彼

妄，浮幻即悟真。四達竟何遣，萬殊安可塵……23 

王維晚年抱恙寫下這首詩，感歎人因貪妄不能辨法界法性，一直貪迷誤執、浮幻

當真，不能達到相圓相融的佛境。《華嚴經》 還常用 「一」 表示個體、部分，

也用「微塵」表示微小的個體，更有「於一微塵中，見無量佛國，須彌金剛圍，

世間不迫迮。於一微塵中，見有三惡道，天人阿脩羅，各各受業報」之論斷。24在

裴休解釋華嚴法界時說「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睹；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

不可分」25，詩中由病聯想到因，闡發了體悟到的華嚴理念。再如這首〈胡居士臥

病遺米因贈〉： 

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生熟休咎。……26 

《華嚴經》云「一切十方國土中，地水火風四大界」，「知其根性不可說，知其

解欲不可說」。「四大」指地水火風合和而成的世界，「根性」指佛性，實際上

                                                             
22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一九，

頁 358。 
23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三，頁 31-32。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六，《大正藏》冊 9，頁 564。 
25 《注華嚴法界觀門序》，《大正藏》冊 45，頁 683。 
26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三，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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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總相的世界，一切皆有佛性。詩人贈胡居士米食，並借此機緣與之探討佛

家義理、互勉勸誡。王維巧妙地在詩歌之中將對華嚴義理的理解融入生活場景，

表達自己的虔敬心態，既是勸人又為自勸，成為以佛理入詩歌的代表。 

孟郊過從往來的僧人眾多，也與華嚴僧人頗有交誼，他在貞元間曾赴終南山

拜謁華嚴寺，留有〈登華嚴寺樓望終南山贈林校書兄弟〉等詩作，表達了他對華

嚴宗派的恭信。在〈題林校書華嚴寺書窗〉一詩中，孟郊表達了自身的感悟： 

隱詠不誇俗，問禪徒淨居。翻將白雲字，寄向青蓮書。擬古投松坐，就明

開紙疏。昭昭南山景，獨與心相如。27 

唐人有習業山林的風尚，詩中述說詩人靜居山寺，談佛論道，對佛理頗有體會。

詩的尾聯說「昭昭南山景，獨與心相如」，「如」就是實相，指宇宙萬有的本體，

澄觀 《華嚴法界玄鏡》中把這種特殊認識論概括為「事如理融，遍攝無礙，交參

自在」28，也就是華嚴宗宣導的事物的本體是交滲互徹，無礙圓融的觀念。孟郊在

詩歌之中把終南山景與華嚴「事理無礙」的觀念巧妙融合，化為「昭昭南山景，

獨與心相如」的意象，表達出詩人對華嚴宗思辨哲學的體悟。這裏將情感體驗與

客觀事物情狀相契合，也是華嚴「圓融精神」的體現。 

白居易作為詩人的同時，也是虔誠的佛教居士，他禮佛、敬僧、讀經、參禪，

無所不為。唐代華嚴宗大興，他本人的佛教立場也是「不立門限，通學禪教各家」
29，又喜讀《華嚴經》，與當時的華嚴高僧宗密往來頻繁，華嚴宗派思想對他的詩

歌創作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詩歌之中也多有展現，如這首〈雲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徐，高意猶未已。山僧年九十，清淨

老不死。自雲手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

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30 

《大方廣佛華嚴經》曰：「見其園中有一大樹，名為：滿月，形如樓閣，放

大光明照一由旬；見一葉樹，名為：普覆，其形如蓋，放毘瑠璃紺青光明；見一

華樹，名曰：華藏……」31在無所障礙、諸法圓融的佛鏡中，寶樹璀璨。詩中通過

描寫寺院中一株亭亭玉立的梧桐樹，關聯華嚴宗「能長一切眾善根芽」的無礙佛

                                                             
27 ［唐］孟郊撰，《孟東野詩集》卷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85 頁。 
28 《華嚴法界玄鏡》卷二，《大正藏》冊 45，頁 680。 
29 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版，頁 289 。 
30 ［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卷一，頁 4。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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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體悟華嚴宗義「皆本一心而貫諸法」、「一切凡聖皆從佛性而得生長」的理

趣，表達對其「一多緣起理妙成」的感悟與體驗。這是詩人在遊覽寺院的閒適之

中借客觀景物闡發自身對華嚴觀念理解，並結合「包事包理，及無障礙」的理念，

製造情境，並巧妙化為詩思，以小見大、由淺入深地探究人生哲理，表達了詩人

不忮不求、傲岸孤直的人生追求，真正實踐了「一切凡聖皆從佛性而得生長」的

華嚴綜觀。再如這首〈中隱〉詩：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

留司官。……32 

嚴宗曾用「須彌入芥子」指稱法界的廣大而不可思議，無所不包而又大小無礙，

表達出事事無礙之理。如果人能超越事物之間的大小、優劣，即能處處圓融，事

事無礙，交融互涉，各適其性。白居易謫遷洛陽，實際上是與白居易「兼濟之志」

相違的，但借助「圓融無礙」的華嚴觀念，他把自己比喻為「中隱」，並評論「大

隱」雖享名祿之實，但卻有枉道徇物之憂；「小隱」雖能潔身自好而又太困窘落

寞，顯然，在小隱與大隱間找到一條折衷之路即為「中隱」，就可以超越優劣之

分，達到理事圓融的境界了。這裏，借助華嚴理念表達詩人跨越坎坷，獨善其身

的人生追求，表達了詩人對華嚴「包事包理，及無障礙」的觀念的贊同。 

晚唐溫庭筠遍訪名山古刹，寄住山門，他受親受宗密教誨33，華嚴義理在他的

思想與創作上留下了深刻印記。如這首〈宿輝公精舍〉： 

禪房無外物，清話此宵同。林彩水煙裏，澗聲山月中。橡霜諸壑霧，杉火

一爐空。擁揭寒更澈，心知覺路通。34 

詩中借杉火灰飛煙滅，寄寓諸法虛妄、一切皆空的佛家理念，承繼宗密「故妄念

本寂，塵境本空」的觀點。35詩的結尾說「心知覺路通」，這裏的「心知」實際上

就是強調心為萬法之緣，是自性清淨、隨緣不變、離性離相的絕對，「心知覺路

通」表達了在體證了萬象虛妄，如杉火爐灰的般若智後，一切歸之於寂滅的理念，

也就是宗密所說的「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36。所以，

這裏表現了溫庭筠對宗密融合了禪宗「明心見性」說的華嚴圓教理念的認同。 

                                                             
32 ［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卷二二，頁 331。 
33 參閱〈重遊圭峰宗密禪師精廬〉，陳貽焮，《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五七一，冊 4，北京：文化藝

術出版社，2001 年，頁 190。 
34 陳貽焮，《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五七五，冊 4，頁 216。 
35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大正藏》冊 48，頁 402。 
36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大正藏》冊 48，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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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曾說：「『宗教感情』本是社會的產物」。37華嚴宗宣導的「法界緣起」、

「圓融無礙」的觀念，主張宇宙萬法為圓融互攝的統一總相，是重重無盡佛的境

界。這些觀念在唐代文士間的流行，歸根結底，是因為更多地吸收了中土傳統的

思想和學術內容，體現了當時的思想潮流，因此，思想敏銳的詩人們也就自然與

之契合了。唐詩中出現了許多表現華嚴宗思想、觀念的詩歌，也是順理成章的。 

四 

唐人創作講求詩歌中的旨趣與情境，如嚴羽所說： 

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

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38 

寫景、狀物、述情、敘理，要達到意、境的交融，才能使文學作品在情感和形象

兩個方面創造出美學價值，並使得客觀世界和主觀情感相交融，從而創造出完整

統一、獨立生動的文學作品，這實際上也就是文學作品要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

藝術創作境界。 

華嚴宗「法界緣起」主張事法界與現象世界的互相依恃、相互融攝，與文學

創作中的情感與形象、客觀與主觀、真實與想像的交融也就有了相通之處。法藏

說： 

心境融通門者，即彼絕理事之無礙境，與彼泯止觀之無礙心。二而不二，

故不礙心境， 而冥然一味。不二而二，故不壞一味， 而心、境兩分也。39 

這裏講「法界緣起」所達到的佛的境界，通過重重無盡「理事圓融」的精神

融入到心境論領域，這樣華嚴宗義的內容、認識的方法，就與文學創作有了更多

的融通之處。因為文學就是客觀現實在人的心靈主體上反應的產物，華嚴宗對這

種「心境融通」、「無礙境」、「無礙心」關係的思考更具美學價值，正如黑格

爾所說「最接近藝術而比藝術高一級的領域就是宗教」40，所以「圓融無礙」、「心

境融通」的華嚴義理與詩歌的創作相契合，影響了詩人如何認識客觀、反映現實

的根本原則和方法，促進了詩歌以新的角度去審美、構思。 

王維從二十九歲左右開始師事道光禪師直至其圓寂，時年十載，對華嚴義理

                                                             
37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 5。 
38 ［宋］嚴羽《滄浪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6-7。 
39 ［唐］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大正藏》，冊 45，頁 654。 
40 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卷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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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深刻獨到的體會。他把華嚴「一心而貫諸法」的佛理融入到詩歌創作中去，

華嚴宗宣導「圓融無礙」理念的體悟在他的詩歌之中便形成一種廓徹廣遠、杳邃

包容的意趣。王維作為盛唐田園山水詩派的傑出代表，詩歌多描寫幽秘深隱的山

水風光，華嚴「靈明廓徹、廣大虛寂」的法界觀念，在他的筆下不僅形成了超曠

綿密、散緩清雅的詩思，又與湖光山色交融，更塑造了澄澹綿密、杳渺輝映的詩

境，同時也創造出「一多緣起總妙成」的情、境交融的藝術境界。如其〈書事〉： 

輕陰閣小雨，深院晝庸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41 

雨天獨坐，詩人靜靜觀看雨中的蒼苔，翠色隨雨霧融攝，仿佛人與苔色混融為一，

不禁悠然入神，渾然忘我。蒼苔「欲上人衣」並非實境，而是詩人的主觀意念的

表現，更是華嚴「無盡緣起」的幻覺。詩中融客觀自然之境與主觀幻想之境合二

為一，實際上也就是肯定了千差萬別的宇宙萬法「事事無礙」、「理事無礙」的

觀念。蒼苔、人衣自然融合，沒有物我分別與執著，是真如佛性與詩人心性的融

合與統攝，這也是真正的相圓相融的佛的境界。王維在詩中融華嚴理念與詩思為

一體，體悟華嚴「法界緣起」之意，創造了物我殊融、天衣無縫的詩情與超然物

外，凝斂疏澹的意境。 

再如這首〈北垞〉：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遙迄南端水，明滅青林端。42 

詩中描寫山中雜樹相映、明滅斑斕的景色。湖水、青林無邊無際，容括萬有，

正是華嚴所說「諸法所依性故」，若隱若現，變幻不定，但都包融在法界之中。

一切眾生自性皆與佛不異，因此垞、水、樹、闌交相輝映，圓融互攝為一，自生

自滅，呈現出「寂滅無相無照現」的華嚴世界。全詩通過對湖水、雜樹等景物的

描寫，在表達華嚴理趣的同時，能夠將華嚴無盡緣起的真義與玲瓏清雅的山景相

融，製造出綿邈恬淡、佛趣悠然的詩情。這裏客觀形象和詩人的主觀想像相結合，

山水風光也在詩人的筆下顯現出一種交融、幽深、空靈的旨趣。 

岑參幼年失怙，從兄受業，唐開元末至天寶初，他往來京洛，尋機出仕，到

長安後又一度隱居終南高冠草堂，與僧人過從甚密。岑參〈題華嚴寺瑕公禪房〉

詩中說「東豁草堂路，往來行自熟」，說明華嚴寺離岑參的草堂別業非常之近，

他受華嚴思想侵染，便表現在詩歌之中，如其〈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題惠淨上人幽

居寄兵部楊郎中〉詩曰： 

                                                             
41 ［唐］王維著，楊文生編著《王維詩集箋注》，頁 763。 
42 ［唐］王維著，楊文生編著《王維詩集箋注》卷三，頁 354 頁。 



560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青衣誰開鑿， 獨在水中央。浮舟一躋攀， 側徑沿穹蒼。絕頂訪老僧， 豁

然登上方。諸嶺一何小，三江奔茫茫。蘭若向西開，峨眉正相當。猿鳥樂

鐘磬， 松蘿泛天香。江雲入袈裟， 山月吐繩床。早知清淨理， 久乃機心

忘……43 

詩中寫詩人沿山中小路登頂訪僧，山巔佛寺景色幽奇，浮舟、江水、蘭若、猿

鳥皆為萬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詩人因此而悟得執我相故，唯有破除我執，獲

得清淨，才能使得心不再輾轉於妄念煩惱。正如宗密所主張「真心緣起」，以禪宗

「心性」觀念融入華嚴「法界緣起」之中，以心悟法，也就更加簡潔明晰，便於人

們實踐了。岑參歷經滄桑，他感慨自己心為形役，奔走仕途，如今人老事怠，更加

希望在華嚴無礙的世界裏保持自心的無執無求，從而獲得精神的徹底解脫。 

劉禹錫是在中唐詩壇有著突出貢獻的詩人，他自幼就與僧人交往，後因「永貞

革新」失敗而被貶，更是結交了眾多僧侶。他與華嚴宗高僧宗密、嗣肇、圓皎、道

准等關係緊密，對華嚴教理研習頗多，他認為華嚴義理「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

極性自圓」44，實際上就是肯定華嚴義理中眾生皆有佛性，且具有覺悟性，是不即

不離、圓融無礙的正道觀念。劉禹錫的詩歌多情思濃烈、諷托幽遠，而他對華嚴宗

宣導的眾生本性本自具足、萬法緣起的觀念的領悟，表現在詩歌創作中，就使得他

的詩歌別有一種豁達而杳遠的意境，如這首〈和李相公平泉潭上喜見初月〉： 

家山見初月，林壑悄無塵。幽境此何夕，清光如為人。潭空破鏡入，風動

翠蛾嚬。會向瑣窗望，追思伊洛濱。45 

詩中描寫與友人同遊，四外空寂，林壑靜默，新月脫塵而澄淨，風拂潭波而流翠，

正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的超然世界。詩人正是用自己的「真心」

來體味外物的「真性」，使得心與境依互而存，達到空靈通透，互融互攝，無執

無破的境界。詩中結合對「圓融無礙」理念的深刻體悟，融佛理於詩思，展現了

一個清幽而無所執著的超然世界，營造了寧靜澹遠、瀟灑愜適的情境。中唐時期

的詩人開始注重對詩歌意境的探討，劉禹錫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曾提出

「境生於象外」46、「因定而得境」47等觀點，這些都與華嚴宗主張的「轉成能見

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的觀點有契合之處。因此，劉禹錫詩歌意境中的表現與

                                                             
43 吳相洲選注《高適岑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15。 
44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贊〉，[唐]劉禹錫撰，《劉禹錫集》卷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頁 46。 
45 [唐]劉禹錫撰，《劉禹錫集》，卷三七，頁 369。 
46 〈董氏武陵集紀〉，［唐］劉禹錫撰，《劉禹錫集》卷一九，頁 172。 
47 〈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唐］劉禹錫撰，《劉禹錫集》卷二九，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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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展現了他對華嚴宗義理的接受與理解。 

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後，一度頹然消沉，用調和儒釋的方法來確立自己的人

生態度和生活方式，華嚴觀念更給予他人生的啟發，這既是他「獨善其身」的手

段，也成為他筆下營造超然世外，泯滅紛爭詩情的方法。如這首〈負冬日〉： 

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

心與虛空俱。48 

他本有兼濟之志，但仕途挫折，他的人生理想遭受巨大打擊，便到佛理中尋求安

慰。他既不願放棄世俗生活，同時又想保持心境的曠達、精神的灑脫，「相即相

入，相互融攝」的華嚴理念正好平衡了現實生活中貴與賤、喧囂與冷落的矛盾，

化解了現實與理想的對立衝突。詩中表現出詩人以「圓融」觀念的支持在挫折之

中不為羈絆所困，能夠斷除妄念，達到不懼不餒的境界，同時也營造了進退超然，

悠曠恬適的詩情。 

唐人在創作的實踐上，把對華嚴宗義的體悟融入詩歌，「法界緣起」、「圓

融無礙」等觀念容括了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催融了佛家理念與詩歌情境的交合，

創造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格，對後世的詩歌創作發揮了相當的影響。 

五 

華嚴宗為了宣說宗教義理，往往用一些生動的形象、事蹟、情境、比喻、誇

等手段來達到解說宗義、吸引信眾的目的。而這些獨特的形象、事典、情境甚至

一些隱語、比喻等修辭方法，也就體現出超越而華美的風格，特別是隨著華嚴宗

的流傳，《華嚴經》的等宗派典籍被廣為誦讀，也就對文人詩歌以至一般創作產

生相當大的影響。因此，華嚴宗用來宣揚信仰的事物形象、場景、情境等也轉化

為詩人筆下的創作素材，成為表達情感、營造詩情的手段。 

唐人詩歌之中出現了許多華嚴宗用來解說義理的比喻、事典。如王維的〈韋

侍郎山居〉： 

幸忝君子顧，遂陪塵外蹤。閑花滿岩穀，瀑水映杉松。啼鳥忽臨澗，歸雲

時抱峰。良遊盛簪紱，繼跡多夔龍。詎枉青門道，故聞長樂鐘。清晨去朝

                                                             
48  ［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卷十一，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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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車馬何從容。49 

《華嚴經》講「了知諸法性寂滅，如鳥飛空，無有跡」50，是說空中的飛鳥迅

速消逝容易使人聯想世界萬物的「虛空寂滅」。詩中的「啼鳥」，倏忽而飛，倏

忽而止，隨心率意，無拘無束，無跡可尋，更映襯出閑花滿穀、潭水清澈的清幽

境地，表達了倶寂即念念皆佛，無一念而非佛心的華嚴理念，體現了詩人淵泊無

為，澹然寧澈的心境與精神追求，營造了充滿了佛理佛趣的詩情。 

韓愈與華嚴僧侶往來，並有意無意間接受其理念，也助華嚴事典來營造詩情。

如這首〈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蠢，古言

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升昆侖顛。長風飄襟

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一塵集豪端。遨嬉未雲幾，下已億萬年……51 

這首詩表達了詩人遭遇仕途坎坷後的落寞和無奈。輔王政之道不可實現，詩

人幻想遨遊於仙界擺脫污濁的世事。詩中說「下視禹九州，一塵集豪端」，「一

塵」用《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於一塵中普現一切世間境界」典52，比喻塵世的渺

小，用來表明自己對人世的不懈，以緩解忿鬱之情。韓愈詩歌好用奇字險語，這

裏有別於傳統事典而選用佛教典故，迎合了他「尚奇」之好，另外，也表明了當

時在佛家諸派中華嚴思想對文人的巨大影響力。 

華嚴宗一些用來說明義理的典型形象、情境也常被詩人運用到詩歌中。如盧

綸的〈題悟真寺〉： 

萬峰交掩一峰開，曉色常從天上來。似到西方諸佛國，蓮花影裏數樓臺。53 

悟真寺在終南山北麓，終南山是唐代的佛教名山，各派僧侶眾多，更是華嚴

宗的發祥地，講經論法蔚然成風。盧綸連年應試不第，在長安南的終南山暫為居

住，因境遇窘迫，倚佛法以獲解脫，與各宗派僧侶往來，自然熟悉論證詳密的華

嚴經典。詩中巧用譬喻，把連綿起伏的中南山峰比作佛國「蓮花」，想像神妙，

尤顯奇美。在佛教對「蓮花」的審美中，最典型的當屬《華嚴經》「華藏世界品」

                                                             
49［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三，頁 36。 
50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華嚴經合論》卷七八，《卍新纂續藏經》第 4 冊，頁 530。 
51［唐］韓愈著，楊義 蔣業偉譯，《韓昌黎全集》卷五，頁 193。 
5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〇，《大正藏》冊 10，頁 322。 
53 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二六八，冊 2，頁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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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蓮華藏世界」，其中「有大蓮華，名種種光明蕊香幢」，在這莊嚴的蓮花

世界中，「四方均平，清淨堅固」，54一一法中，互影交光，緣起集成，才成就廣

大圓滿、美輪美奐、及無障礙的佛的世界。 

 孟郊一生沉為下僚，多與僧徒相遊，他依照自身對華嚴義理的理解和心靈的

感悟，塑造了和祥豔美的華嚴世界，如其〈憩淮上觀公法堂〉： 

動覺日月短，靜知歲時長。自悲道路人，暫到空閒堂。孤獨讓清晝，紗中

斂輝光。高僧積素行，事外無剛強。我有崖下桂，願為爐中香。不惜青翠

姿，為君揚芬芳。淮水色不汙，沛流徒渾黃。且將琉璃意，淨綴芙蓉章。

明日還獨行，羈愁來舊腸。55 

孟郊詩歌好用險崛之詞，這裏用香麗的詞藻和奇美想像來讚美觀公、及法

堂內外的景象，幻想置身於香淨莊嚴的華藏世界。詩人發揮想像，以虔誠莊嚴

的宗教場景為基礎幻想香煙繚繞的華藏世界，正如《華嚴經》所說：「又善男

子，然此香時，一一香中出無量香，遍至十方一切法界，一切諸佛眾會道場，

或為香宮、或為香殿。」56這裏以法堂燃香的情境契合華嚴世界香芬淨謐、統攝

萬物的特徵，融詩人的玄想、現實場景、華嚴觀念三者為一，營造了超然而圓

融的詩歌情境。 

華嚴宗中用來表達思想、觀念的比喻，也成為唐人詩歌中表理敘事、寄情達

意的手段。如白居易的〈新磨鏡〉： 

衰容常晚櫛，秋鏡偶新磨。一與清光對，方知白髮多。鬢毛從幻化，心地

付頭陀。任意渾成雪，其如似夢何？57 

《大方廣佛華嚴經》云 ：「菩提心者，則為淨鏡，顯現一切諸法門故」58，以鏡

來喻指心性本質光明 ，清淨如鏡，照徹萬像。詩中描寫詩人攬鏡自照，表面寫觀

察鏡中容顏變化，實際上借用華嚴鏡喻來映射詩人心靈的覺悟，應破除我執，認

識到世間一切法皆虛幻的本質，才能獲得解脫。詩中巧妙地把華嚴鏡喻與現實生

活中的「照鏡」結合在一起，表達了對自己曾執著的所謂「鏡中之相」的認識，

同時也把心境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在詩情的塑造上更為生動自然。 

                                                             
5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大正藏》冊 10， 頁 39. 
55 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三六九，冊 2，1833 頁， 
56 〈入法界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六，《大正藏》冊 10，頁 355。 
57 [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卷一四，頁 185。 
5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九，《大正藏》冊 9，頁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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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認為「藝術只是宗教意識的一個方面」59，別林斯說「詩人用形象來思

考，他不證明真理，卻顯示真理」60。唐代華嚴宗得到極大地發揚，其宗教理念與

思維方式越來越貼近中土傳統的思想性格，特別是在發展過程中強調對個體主觀

性的肯定，這就與現實的生活更加接近了。而肯定主觀個體，表現現實生活是詩

的職責，這樣華嚴理念就與詩歌契合在一起，使得詩歌的表現更為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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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華嚴經教的身體概念譬喻與文化特殊性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周玟觀 

摘 要 

語言學家觀察古代「同源詞」，對原始語言社群進行「語言古生物學」研究，

發現早期人類的生活經驗、文化與特徵。其以南島語為例，在 95 個「同源詞」中，

屬於詞彙化的 18 組動作，五種感官動詞中只有「看」與「吃」，而且其詞性多屬

行為動詞，而非意願或靜態動詞，語言學家認為這也顯示早期人類對外顯行為的

掌握遠超過「內省行為」。這些行為動詞詞義可視為作為詞彙的「原型義」，文明

的演進，文化的遞嬗，詞彙意義也產生了延伸、擴張的現象。1980 年代，Lakoff & 

Johnson 等譬喻語言學者採取轉喻與譬喻的觀點解釋詞義類聚與詞彙延伸現象。同

時，主張轉喻、隱喻乃至內心聯想都基於人類肉體經驗，從而產生抽象的概念。

學者聚焦身體詞彙的考察，將隱喻從語言技術表達層，重新回歸日常生活乃至思

維的基本認知層，發現身體認知與抽象思維間具有成系統的譬喻對應關係，譬喻

語言學者將之稱為「概念譬喻。其中，以身體作為來源域的概念譬喻常為類型之

大宗，其目標域亦常指涉重要的抽象思維。 

本文選擇「理解是見」與「思維是食物」兩個概念譬喻，這兩組概念譬喻既

源於古老的同源詞，同時又與各別的語言文化密切相關。「理解是見」喻及其相關

譬喻如「見解是光」喻，學者研究指出其為「視力與知識的強烈連結」，「視覺範

域」與「智慧範域」共享許多共有的特性。「思維是食物」則以思考歷程與食物品

嘗與消化等過程有相近的認知模式，故以「品嚐」「反覆咀嚼」或「囫圇吞棗」等

詞彙表達思想的概念。學者譬喻語言學的理論應用於漢語研究，一方面希望得到

概念譬喻的實際驗證，一方面也希望能找到各文化的影響因素；前者反映隱喻的

生理共性，後者反映隱喻的文化殊性。以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前者的成果較為

豐碩，後者在例證與深度上都略顯不足，可能的原因是對文化背後思想的考鏡源

流付之闕如。 

筆者嘗試以概念譬喻為經，擇選中國傳統思想文獻為緯，考察思想文本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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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譬喻，企望可以得知文化如何造成不同的映射，形成不同的創意延伸與創意組

合。本文擇選《華嚴經》八十卷譯本為研究文本，發現基於身體視覺詞彙如「見」、

「觀」、味覺詞彙「飲」、「食」與「味」等，都以帶有文化特徵的方式映射到智慧

範域與思想範域。而且，透過內涵的分析，此智慧與思想範域的意義指涉又非一

般知識範疇可牢籠，而是反映了佛法思維、華嚴修學的特徵。因此，透過對華嚴

經教的身體概念譬喻分析，不僅可以證明概念譬喻的共通性，也可以明瞭文化造

成的特殊映射例證。 

關鍵詞：概念隱喻、知如見、思想是食物、八十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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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經的傳入，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諸多的影響，自不在話下。傳譯的載體是語

言，從語言現象觀察變化之發生，也素為學者所重視。從梵翻華，不只是語言的

翻譯而已，往往還帶來了新的詞彙與意義，學者留心探索佛經特殊的語言風格、

專有的詞彙意義，亦已有豐富的成果。本文的切入點，不在佛經專有名詞，而著

眼於普通詞彙的類聚與語義延伸現象，透過隱喻的視角，觀察佛教傳入對於漢語

詞彙的影響，可能不只限於產生新詞彙，還包括原有的詞彙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

響，而產生了詞義的延伸與擴展。 

此議題研究取徑於譬喻語言學者對於語義延伸的觀察與主張。1980 年代，

Lakoff & Johnson 等譬喻語言學者採取轉喻（metonymys）與譬喻（metaphors）的

觀點解釋詞彙類聚與語義延伸現象。1同時，主張轉喻、隱喻乃至內心聯想多以人

類肉體經驗為基礎，從而延伸出抽象的概念。學者聚焦身體詞彙的考察，對於隱

喻的理解，自語言表達層下探思維認知層，發現身體認知與抽象思維間具有成系

統的譬喻對應關係，譬喻語言學者將之稱為「概念譬喻」（conceptual metaphor）。

其中，源於身體來源域（source domain）的概念譬喻相關不僅為類型範例之大宗，

其目標域（target domain）亦常指涉重要的抽象思維。譬喻語言學者觀察詞彙，聚

焦於人類自身的生理與經驗為基礎，主張語言的詞彙的原型義多與身體域相關，

譬喻的來源域重要基礎在於身體域。2除此之外，當代語言學者古代同源詞研究成

果，也提供類近的佐證。語言學家研究原始語言社群，觀察古代「同源詞」、進行

「語言古生物學」（linguistic paleontology）研究，發現早期人類的生活經驗、文化

與特徵。以南島語的觀察統計為例，95 個「同源詞」中，屬於詞彙化的 18 組動作，

五種感官動詞中只有「看」與「吃」，同時，多半是行為動詞，而非意願或靜態動

詞，顯示早期人類對「外顯行為」的掌握遠超過「內省行為」。3這些行為動詞詞義

作為語彙的「原型義」（prototypical meaning），經歷了人類文明的演進，文化的遞

嬗，詞彙意義也產生了延伸、擴張與類聚等現象。基礎詞彙成為觀察不同思想文

化的立基點。 

從上述古代「同源詞」研究發現，「看」與「吃」的行為動詞，顯然是人類生

存所需的兩個主要行為動詞，依譬喻語言學者所論，此兩組視覺與味覺的感官動

詞詞義所延伸出來的譬喻概念，也成為語言系統中的兩個重要基礎「概念譬喻」

                                                      
1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1980a.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譯本：考周世箴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 
2 Johnson, Mark: 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 何大安：〈從語言看原始南島民族的生活文化和特徵〉，《歷史月刊》199 期，頁 41-45，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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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metaphor），與觀看有關的是「理解是看見」概念譬喻；與飲食有關的是

「思想是食物」等概念譬喻。概念譬喻的形成，除了以生理為共性之外，地域、

民情風俗等文化因素是造成殊性的主因。同一組概念譬喻中，雖然有一些類近的

源於生理因素的語義延伸，4也同時存在不同文化而推動的創意延伸與創意組合。

換言之，若要更仔細的比較分析文化所造成的差異性，除了作不同語系的語言比

較，如一般常作的英漢語特定概念譬喻的比較，還應當要深入同一語系中不同學

派、不同文本，做適當的比較，才有可能得出比較細緻的文化差異性，並正確理

解創意延伸出的特殊譬喻之意義何在。 

因此本文之作，一方面是要說明從常用普通詞彙研究佛教對中國思想文化的

影響，另一方面要藉由華嚴經典為例，證明各別思想對於譬喻建構與詞彙延伸有

其影響力。以下，首先說明本於「看」與「吃」的兩組源於生理的概念譬喻，並

討論中古漢語在兩組概念譬喻中，源於文化因素影響的特殊詞彙表現；接著兩節

以八十《華嚴》為文本，分別就「詞彙」、「篇章」兩個層面，探討其中視覺與飲

食的概念譬喻與語義延伸現象，從中觀察其文化特殊性。 

二、兩組身體概念譬喻 

本節旨在說明身體概念譬喻如何造成語義延伸。首先，通說「概念譬喻」的

運作方式，藉此觀察語義延伸的語言現象，其次，別舉漢語中與視覺與味覺相關

的兩組概念譬喻──「知如見」與「思想是食物」，並由語例中呈現在佛教傳來前，

漢語原已存在的詞彙類聚與語義延伸現象。 

（一）通說 

看與吃，原先只是單純的行為動詞，在今日的詞典中已衍生具有繁複的詞義

意涵，此一字多詞的現象是如何衍化滋生的？譬喻語言學者主張轉喻和隱喻是詞

義類聚和語義延伸等語言現象的主因。他們並提出其運作機制的兩個主要原動

力，一是生理性，一是文化性，前者造成了隱喻的普遍性，後者造成了隱喻的差

異性。此處的隱喻並非文學上的修辭法，並非著眼於語言表達層面，而是從思維、

認知層切入。Lakoff 等學者提出「概念隱喻」（concept metaphor）的說法，指出譬

喻的形成是是以一個具體的來源域（經驗範疇）去理解另一個抽象的目標域。其

                                                      
4 「語義延伸」（semantic extension）在此指一字多義的現象，認知語言學者提出轉喻（metonymy）

與隱喻（metaphor）是認知範疇擴展的主要途徑與語義延伸的重要手段。參見 Lakoff, George & J

ohnson, Mark, 1980a. Metaphors We Live By,pp37-40. 周世箴：《語言學與詩歌詮釋》（臺北市：晨

星出版公司，2003 年 3 月）頁 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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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義如安可思的定義說： 

概念喻連結兩個概念領域（conceptual domains）：來源域（source domain）

和目標域（target domain）。一個概念領域是跟語意相關的本質、特性和功

能之集合。來源的領域通常由具體概念（concrete concept）組成，例如金錢；

而目標域則牽涉到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例如時間。一般而言，概

念隱喻會以大寫字母寫成簡短的公式 X IS（A）Y，而 X表示目標域，Y表

示來源領域。5 

例如「我花費了一下午的時間去看電影」一句，「花費」從金錢的來源域，映射

（mapping）到時間的目標域，「花費」原來在金錢來源域中的語義是使用、付出

金錢之義，當他映射到時間的目標域後，詞義改變為運用時間。此為語義延伸的

現象。 

概念譬喻的另一個特色是系統性，以「人生是旅程」為例，作為來源域的旅

行經驗範疇與人生經驗範疇間有成系統的「概念對應」（conceptual orrespondence）。

旅行經驗範疇中旅行者、旅程的出發點與終點，乃至其中有旅行攜帶的行李、經

歷的困難、選擇的方向、走過的歷程，都會映射到人生經驗範疇的目標域中。此

系統的對應，以易理解、具相同經驗的旅行概念來理解抽象的人生概念。因此，

人生的主角如同旅行者，有旅程出發的出生，旅程結束的死亡，其中經歷的危難

險阻、攜走同行的人生旅伴、生命方向的選擇與目標……等人生種種概念，都可

藉由來源域的旅行相關詞彙作映射的譬喻表達。詞彙走過映射後就產生語義延

伸，如「繼續『走』著寂寞的創作之旅」6一句中，「走」從「走路」的原型義7延

伸為「經歷」。Lakoff 等人指出語言中系統地存在許多「概念隱喻」，如上文兩類

概念譬喻即可寫為「時間是金錢」（TIME IS MONEY）與「人生是旅行」（LIFE IS 

A JOURNEY）的公式。概念隱喻中的來源域，指的是個別經驗的完全形態，基本

的經驗範疇是個別經驗的完全形態，每個基本範域均是個別經驗的完全形態，其

中一個主要的經驗完形源頭，即是我們的身體。8 

                                                      
5 安可思：〈概念隱喻〉，收入蘇以文、畢永峨主編：《語言與認知》，頁 62-64。 
6「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 （簡稱「研究院語料庫」(Sinica Corpus)）。查詢日期：2016 年 1

月 10 日。 
7 走的原初義應為跑，但譬喻語言學者所指的原型義和原初義不同。走的原初義已消失，其核心原

初義已是走路之義。 
8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1980a. Metaphors We Live By,pp117-118.此身體包括知覺機

制、心智能力、情感構造等，中文的身體譬喻研究，參考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身體與譬喻：

語言與認知的重要介面》（臺北市：文鶴出版社，2001 年），其書中指出其因：「因為我們很早就認

識我們的身體，所以將它投射到外界事物上是很自然及便利的。而且以人的角度來看事情，對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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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身體作為譬喻來源域的共同的、重要的源頭，本文在擇選概念譬喻類型

時，首先考量的是建立在身體基礎上的譬喻類型，限於篇幅於時間，在身體繁多

的譬喻類型中，先選擇資訊主要擷取來源的視覺與民生大事的飲食作為主要探討

對象。以下分別論說其要義。 

（二）別解 

據學者對於身體譬喻的研究，視覺與味覺各有相關的概念譬喻形成，且成系

統的形成與想法、思維、知識、智慧範疇形成映射關係，相關的感官詞彙也在這

個系統脈絡中發展出語義延伸的現象。以下先說明源於視覺經驗範域的「知如見」

概念譬喻及其語義延伸現象。 

1.「知如見」概念譬喻與語義延伸 

「知如見」喻，又作「理解是看見」（UNDERSTANDING IS SEEING），是一

組從英漢語語料中普遍可見的概念譬喻，如：I see what you’re saying.（我明白你

的話）、It looks different from my point of view.（我的觀點不同）、What is your 

outlook?（你的觀點（看法）是什麼？）9。以生理視覺作為來源域，理解思考作為

目標域，「see」、「look」與「outlook」則從來源域映射到目標域。研究者指透過映

射的過程，肉體視覺詞彙的 seeing（看╱見）可以規律性、系統的獲得 knowing

（知）與 understanding （了解╱理解）的意義。換言之，在這組概念譬喻中，源

於視覺經驗域的詞彙有系統映射到智慧範域中。視覺的譬喻映射普遍存在於語言

中，「理解是見」及其相關譬喻「見解是光」（IDEAS ARE LIGHT-SOURCES）的

譬喻往上溯源，不論中西方，都可以找到古老的隱喻源頭，西方文化可追溯其源

至柏拉圖的「洞喻」（Plato's Cave Allegory）；中國儒道的思想文獻中，也存在許多

與之相關的「知如見」喻。 

佛教傳入，為了翻譯與闡釋經書，原有的視覺詞彙也隨之產生語義延伸，加

上中古漢語雙音化的變化發展，我們可以從佛經論注疏中發現許多與視覺相關的

雙音詞彙，如正見、邪見、觀念、觀想等。這些舊字新詞組合，反映出詞彙語義

延伸受到佛教文化影響的一面。 

2.「思想是食物」概念譬喻與語義延伸 

「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是另一組普遍於英漢語語料中概念譬

喻，如： 

                                                                                                                                                            
數人來說在意義的理解上很容易引起共鳴。」頁 14。 
9 此處的三個例子，是 Lakoff 等人討論日常語言中概念譬喻例證時提出的語例，參見 Lakoff, Geor

ge &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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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food for thought.（那是思想的食糧。） 

Let that idea jell for a while.（讓那個觀念凝固一下 〔讓那個觀念成型〕。） 

That idea has been fermenting for years.（那念頭╱想法發酵 〔醞釀〕多年。） 

We don’t neet to spoon-feed our students.（我們不必用湯匙餵學生 〔採用填

鴨式教育〕。） 

I just can’t swallow that claim.（那個說法叫我嚥不下去 〔無法接受〕。） 

There are too many facts here for me to digest the mall.（這麼多事實我無法全

部消化 〔處理〕。） 

這些語料從 Metaphor We Live By 一書的語例轉錄過來，但在順序上作了更動。這

個更動會讓我們比較的清楚看出概念譬喻的系統性所指之意。蘇以文的「思想是

食物」的相關研究也是企圖清楚地說明概念譬喻中具有的系統性。在筆者先前的

研究中發現，飲食作為人日常生活主要的活動，也自然而然形成一組意象基模，

從處理食物到飲食過程（口吃→咀嚼→吞嚥→消化→吸收轉化→排廢），乃至身體

產生的味覺感受，如美味與否、飢飽與否等身體感伴隨而來。因此，在面對抽象

不易理解或溝通表達的「觀念」、「思想」時，首先將觀念與思想「實體化」，成為

一容器內容物，結合了「管道譬喻」形成複合譬喻，那麼思想與觀念就成為可以

進入心靈之物。 

從詞彙系統來看，漢字因為有形義組合的特色，漢字的部件或部首往往帶有

特定的意義，其相關字詞、詞彙群都可反映類近的飲食知識系統，而成系統的映

射到思想範疇中。如「食」延伸出食祿、「飲」延伸出飲恨、「品」延伸出對人物

的品評分類、味延伸出對抽象思想的品味體會義。飲食詞彙在中國古代思想文獻

中，也早有相關具有思想意涵的譬喻映射，如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莊子「庖

丁解牛」與「糟粕」之喻。由此，證明飲食系統和思想兩個範疇域之間具有系統

對映的關係。10 

佛教傳入帶來的詞彙延伸，如食有食欲、食時（正食之時，日出到午前）、二

食、四時之詞彙，飲食欲、飲光、飲樹之詞；品有品目（佛經品目）、品具之詞；

味有味欲、味道、味塵、味微、味界、味塵等詞。從專有名詞的角度來看，他們

都特屬於佛教傳譯而來的專有詞彙，但從構詞的原型與衍生的角度來看，可以視

為「思想是食物」的概念譬喻下語義延伸的現象。 

                                                      
10 Su, I-W. 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as Evidenced in Chinese. BIBLID, 18,2000, 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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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從身體詞彙作為觀察點，確實可以得知概念譬喻在語義延伸的過

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看出文化差異帶來的影響。以下，就以華嚴經教作

為文本，觀察視覺、味覺詞彙在華嚴經教中出現的情形，檢證其概念隱喻的映射

與語義延伸現象，並檢證華嚴經教獨特的思想特質透過詞彙的映射、語義的延伸

如何改變吾人的經驗範域。 

以下兩節，即分別討論華嚴經教中與視覺與味覺相關的兩組概念譬喻。 

三、華嚴經教中的「知如見」譬喻特色 

如何觀察文本，並從抉發屬於華嚴經教特色的「知如見」譬喻特色？下文將

從詞彙與篇章兩個語言層面觀察並分析其運作方式與特色。 

（一）詞彙層面的語義延伸 

首先，從詞彙層面觀察華嚴經中「知如見」概念譬喻的運作情形。我們採取了

兩類詞彙組作為語料庫搜尋的關鍵詞。11一是視覺的外部器官──目、眼；一是視

覺動詞。首先，著眼於視覺的外部器官—眼與目。華嚴經的語料顯示兩種詞彙現象，

一是新興的眼多於目（491 次），證實一般所謂佛經中有較多詞彙更替現象；一是在

語義延伸上，眼的詞彙有許多新的組合。除了佛經常見的「五眼」──「佛眼」、「慧

眼」、「法眼」、「天眼」與「慧眼」，另有諸多與眼組合的專有名詞，如「雨華妙眼」、

「勇猛香眼」、「華燈焰眼」、「妙色勝眼」、「金剛密眼」、「清淨眼」、「離塵淨眼」、「焰

眼」、「喜眼」、「金剛眼」、「無邊淨華眼」、「阿脩羅眼」、「樹王眼」、「光焰眼」、「光

明眼」、「智日眼」、「寂靜光明眼」、「光明照耀眼」、「智眼」……等。這些未見於古

漢語的詞彙或指以某種特質為名的菩薩專名、或指視覺能力；或是以局部代全體的

換喻的形式，或是詞義產生延伸的譬喻形式。以局部代全體的轉喻為例，何以選擇

特定的器官作代替全體，考量的主因往往是其功能取向。此一視覺能力的表述，在

佛經、華嚴經中，又非指一般肉眼能力，而是具有智慧的象徵。  

其次，以視覺動詞作為關鍵詞。根據之前以上古、中古漢語語料庫進行視覺

動詞的搜尋與分析經驗，視覺動詞有其作為檢索關鍵詞的實作困難，過多的標的

可能會見林不見樹，但過少的標的也可能有見樹不見林之憾。故解決的辦法以《古

辭辨》所列四十餘種視覺動詞為初篩，再依詞頻高低與組合現象篩出既具有有「知

如見」譬喻特性，又帶有思想意義的詞彙。以 CBEAT 電子佛典12中八十《華嚴》

                                                      
11 視覺關鍵詞的擇選，既要避免見樹不見林，又要避免見林不見樹，在先前的研究分析中，發現

這兩組關鍵詞有其效力，參考拙著：《觀念與味道—中國思想文獻中的概念譬喻管窺》（臺北：萬卷

樓圖書公司，2016 年 1 月），頁 52-53。 
12 詞彙搜尋採用 CBEAT 電子佛典 2014 版，中華佛典電子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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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語料庫，經初篩與檢視後，其中高頻動詞有見（3046 次）、觀（1289 次）13、察

（606 次）示（1307 次）念（1965 次）。瞻（113 次）眷（207 次）諦（179 次）。

其中見除了看見原型義外，還有正見（16 次）、邪見（55 次）等詞彙組合，觀有

普觀（150 次）、觀察（600 次）等已結合成固定常用的詞彙組合。在這些詞彙中，

從譬喻語言學的觀點分析，都可視為「知如見」的譬喻詞彙類聚，其譬喻現象即

視覺動詞從「（生理）視覺範域」成系統的對應、映射到「（抽象）智慧範域」。

Sweetser, Eve 研究印歐語感知動詞（perception verbs）時，即指出「知如見」概念

譬喻的運作特色，其言： 

此譬喻大致是建立在於視力與知識的強烈連結，及視覺範域與智慧範域所

共有的特性—集中心智及視覺的注意於監聽心智及視覺的刺激—上的。14 

從學者的分析解讀中，我們大體可以這樣來看待華嚴經中的由視覺動詞組合而成

的詞彙組，他們不只是肉體的視覺，而是映射到智慧範域的心智視覺。我們對照

筆者整理中國傳統思想文獻中的「知如見概念譬喻映射表」來看： 

類型 來源域 映射運作 目標域 

視覺範域 
詞彙從來源域映射到目標域

的情形 

智慧範域 

行為範域 

類型一 

肉體的視覺 

Physical sight 

觀看的能力品質/智力的能力

判斷 

知識、洞察力 

Knowledge, intellection 

類型二 

觀看的能力角度/理解的能力

角度 

例：觀點、目光焦點、回顧 

心智視覺 

Mental vision 

類型三 視覺的操作 
看的方式/監視、監察、監督、

盯、看 
行為中的控制義 

                                                      
13「觀」字作為佛教思想的重要關鍵字，並非華嚴獨擅。根據佛教學者的研究漢語的「觀」字相當

於梵文的 vipaśyanā，來自動詞字根（觀看）之陰性名詞，加上接頭音節 vi-（分辨、辨明）。vipaś

yanā（insight; insight meditation; clear-seeing; seeingdeeply）字面的意思大致為觀看、觀察。如果

將 vipaśyanā 放在禪修的脈絡，其作用主要就在於強化心態的觀察品質，而非僅止於依賴信念、概

念、或推理。蔡耀明：《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12 年 4 月），頁

171。 學者將「觀」解讀為「洞察禪修」，可見佛教視覺詞彙背後承載的佛教文化意涵。如果把學

者的哲學解讀，從隱喻上來分析，所謂字面上的意思大致為觀看、觀察，說文字的表面意，指的是

來源域，放在禪修的脈絡則是強化心態的觀察品質，是洞察禪修，所指的則是智慧範域，但又強調

其不是一般的信念或概念，其必須特別強調者，則在於佛教文化下的詞彙解讀，有其特殊思想意涵，

無法以一般或其他的智慧範域解釋同等視之。 
14 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000、曹逢甫等：《身體與譬喻》，頁 2

3、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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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表檢視華嚴經中的視覺譬喻現象，幾乎沒有類型三的譬喻現象，而多集中於

類型一與類型二。類型一如佛眼、慧眼等五眼詞彙、或是正見、邪見等，這和其

他佛經的知如見譬喻類型相仿；類型二則有「觀察」一詞大量出現，是值得進一

步注意的。因此以下我們擇選「觀察」一詞作進一步的篇章分析。 

（二）篇章層面的語境分析 

「觀察」一詞中，《說文》言：「觀，諦視也」、「諦，審也」、「察，覆也」，觀

察二字同收錄在目動詞中，有透過視覺經驗以詳審、明辨所見對象之義。觀察二

字連用早見於先秦典籍，《周禮．地官》有「巡問而觀察之」15一語，為觀訪民情、

考察民意，透過對百姓生活的觀察作為施政參考。後唐宋諸道下設觀察使之職，

稱各道道員為「觀察」，其詞性從動詞轉為專有名詞，特指特定官職。在其他文本

中，觀察兩字雖尚未形成約定俗成的固定詞彙，但在某些典籍中，卻已有高度思

想化的語義表現，以《易傳》為其代表，有兩段話值得注意，其言曰：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16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17 

《易傳》中的兩段文字中的觀與察，已不是單純的視覺動詞，在篇章中上下文脈

形成的語義關係中，觀與察，表示透過對外在世界的審視明辨，乃至於能體察時

變，而可以達成化成天下之效，故學者將此仰觀俯察之義，視為象徵中國傳統儒

家思想天人交感的人文特質展現。18 

到了中古之後，「觀察」一詞已組合成詞，但其意義又與先秦儒家的觀察義不

同，或言「觀察風俗」（《北史》）、「觀察事勢」「觀察形勢」（《晉書》19，從先秦到

中古「觀察 」，在文本觀看察看的原義延伸為帶有文化意涵的詞彙，而且與時移

易、隨時而產生詞義的變化。20 

                                                      
15〔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9 年影印 

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卷 14，頁 213。 
16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頁 165。 
17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頁 62。 
18 戴璉璋：〈關於人文的省思〉，《政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14。 
19 以上語例在該史書中皆有多處出現，根據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索所得。 
20 如語言學者蘇以文言：「是否所有的隱喻……都是基於我們的經驗，而所以是全體人類一致的

嗎？那也不盡然。在每一個文化裡，都會有這個文化所重視或偏愛使用的隱喻，是別的文化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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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與察兩字的詞彙組合現象來看，「觀察」兩字雖已見於漢語系統，但在佛

經中是否完全同義？是值得繼續探查處。是故本文初步嘗試擇選兩段經文，依其

上下文意作篇章分析。 

佛子！菩薩摩訶薩第三地善清淨已，欲入第四焰慧地，當修行十法明門。

何等為十？所謂觀察眾生界、觀察法界、觀察世界、觀察虛空界、觀察識

界、觀察欲界、觀察色界、觀察無色界、觀察廣心信解界、觀察大心信解

界。菩薩以此十法明門，得入第四焰慧地。21 

於時，善財普攝諸根，一心求見普賢菩薩，起大精進，心無退轉。即以普

眼觀察十方一切諸佛、諸菩薩眾所見境界，皆作得見普賢之想；以智慧眼

觀普賢道，其心廣大猶如虛空，大悲堅固猶如金剛，願盡未來常得隨逐普

賢菩薩，念念隨順，修普賢行，成就智慧，入如來境，住普賢地。22 

第一段擇自《華嚴經》卷三十六之「焰慧品」，焰慧品為十地品之第四位。十地

指登地菩薩次第修行的重要法門，經文言：「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十地究竟

修行成就，得一切智」，23顯見其重要性。「觀察」的詞彙在第四焰慧地的修行主

要方法──十法明門中，貫穿十法皆以觀察某某為句式。一般而解，理解此經文，

因為「觀察」二字通俗易懂，明白易解，似不勞多作解釋，只需消解此十法明門

是觀察眾生等十種面向即是。第二段以《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欲求見普

賢菩薩一段經文為例，文中「觀察」一詞，似乎也不易特別引起詮釋者、解經者

的注意。 

然而，就第一段而言，同卷經文有另一處出現「觀察」一詞，其言： 

佛子！菩薩住此焰慧地，所有身見為首，我、人、眾生、壽命、蘊、界、

處所起執著、出沒，思惟，觀察，治故，我所故，財物故，著處故，於如

是等一切皆離。24 

依據經文，此「觀察」似乎與執著諸法皆當捨離，則此「觀察」當作何解？再者，

                                                                                                                                                            
社群所沒有的。舉例來說，傳統的中國社會一般相當重視的一個隱喻是：沈默是金。而這也在某一

程度上反映了這個語言社群的思維模式。這樣的思維模式，和西方社會所強調主動積極的想法，可

謂大相逕庭。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們所使用的隱喻，並不只是隱喻而已。其背後所代表的，可以

是某一個語言社群或文化的行為或思維模式。」參見氏著：《隱喻與認知》，頁 12。 
21〔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卷 36，《大正藏》冊 10，頁 189c。 
22〔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80，《大正藏》冊 10，頁 440a。 
23〔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卷３４，《大正藏》冊 10，頁 108a。 
24〔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卷 36，《大正藏》冊 10，頁 1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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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除了「觀察十方」一句有「觀察」一詞外，整段文句其實與視覺詞彙相

關者頗多，如「普眼」、「智慧眼」、「求見普賢菩薩」、「所見境界」與「得見普賢

想」等。根據上文以來的與視覺相關的「思如見」概念隱喻的分析，「觀察」一

詞，似乎不能以中國當時出現的觀察風俗、觀察情勢的語義來解讀，更不可能將

儒家思想脈絡下的「仰觀俯察」，觀察天文地理後衍生出的人文化成義移置於此。

而第二段文中屢屢出現的視覺詞彙也可說是源於身體域的「知如見」隱喻表達。 

以上述兩段從《華嚴經》摘出的篇章文句，順著「知如見」的概念隱喻應該

如何解讀？從上文「知如見」的概念隱域分析，大體可知不論是「觀察」一詞，

或是「普眼」、「智慧眼」皆非純粹肉體視覺經驗域之原義，而已透過這些視覺器

官、動作詞彙映射到智慧範域，延伸為心智視覺之義涵，但同為心智視覺之義，

儒家之仰觀俯察與華嚴之觀察有何不同？則不能限於概念隱喻理論（CMT）所言，

此處擬就 Fauconnie 學者提出的心理空間（mental space）理論，25釐清篇章上下文

脈間出現的心理空間，並據以分析心理空間之間交互融合產生的新語義。隱喻為

何要作篇章分析？如何分析？何以要作篇章分析？張榮興的研究指出其必要性，

其言： 

由於語言的意義並非完全附著在語言的形式上，而是會隨著語境的上下文

建構而成，因此能夠將意義的建構過程加以呈現出來是閱讀教學的一項重

要議題，也是理解篇章弦外之意的主要方法。26 

繼雷可夫念譬喻理論之後，Fauconnie 等學者提出「心理空間」的理論，主張在篇

章之中，上下文脈之間，隱喻運作時，透過空間建構詞可以建構出一個以上的心

理空間，是真實空間相對應，涵蓋時間心理空間（time spaces）、空間心理空間（space 

spaces） 、活動範圍心理空間（domain space）及假設心理空間（hypothetical spaces）

等。（Fauconnier 199:29-34）之間的互相整合產生了新的心理空間、形成新的概念。

這也是我們在理解視覺詞彙具有詞義延伸現象後，還必須從篇章語境中理解視覺

隱喻詞彙，方能有助於深入理解。 

上文所引第一段「焰慧地」的「觀察」，可作下列心理空間的分析表示： 

 

                                                      
25 Fauconnier, Gilles.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

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

l blending and the mindʼs hidden complexities. Basic Books, 2008. 目前似無中譯，中文的理論引

介主要可參考張榮興相關研究，其研究多於「理論背景」一節說明心理空間、框架等理論的扼要說

明。 
26 張榮興：〈華語篇章中的攝取角度〉，《華語文教學研究》 5.2:47-67,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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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空間Ⅰ 

（視覺經驗範域） 

輸入空間Ⅱ 

（智慧範域） 
類屬空間 融合空間 

能觀察者 

所觀察對象 

能修法者 

所修之法者 

 

能/所 透過對十組對象

的仔細明辨的 思

維，作為修行的方

法，可以證入菩薩

焰慧地。 

在這一段中，觀察作為視覺的隱喻，已映射至智慧範域中，其隱喻分析中的重點

有二，一是「觀察」一語，在輸入空間Ⅰ、Ⅱ中的關建性，即類屬空間應該指的是

視覺的能所與思維的能所之共通性。二是在所觀察的境界中，此段經文指出十個

範圍作所觀察/思維的對象，而成就十明法門，即可入菩薩焰慧地，焰慧地一語

所帶入的菩薩十地修行，亦可作為一心理空間，在此語境之下，「觀察」一詞已

延展出具有修行意義的新語意。如果我們拿儒家的仰觀俯察與之對比，那麼能有

所的類屬空間是相同的，但是所觀察/思維的對象，儒家透過天文地理的物象觀

察而得到人文化成的人文實踐結果，與此處華嚴所言透過眾生、法界、乃至廣心

信解界與大心信解界的觀察是不同的，所觀對象亦可視為一組心理空間的運作。

仰觀俯察、天地化育、人文化成，是儒家義的實踐方法；觀察眾生乃至觀察大心

信解界，則是華嚴義的實踐方法，都不宜只從語詞表面義解讀，他們雖共同從視

覺經驗範域而來，映射至智慧範域，但在心理空間的分析中，其實質內涵已非同

一語義。 

至於第二段善財童子歷經參訪善知識，至文殊菩薩後求見普賢菩薩一段。依

據經文，可分出兩個主要心理空間。可作下列心理空間的分析表示： 

輸入空間Ⅰ 輸入空間Ⅱ 類屬空間 融合空間 

善財（求見者） 

普賢（普賢） 

觀察十方諸佛菩

薩所見 

十方諸佛菩薩（能

見者） 

普賢（所見境界） 

能/所 

 

善財求見普賢菩

薩的心，廣大如見

一切佛菩薩所見

皆為普賢，表達一

心追隨修習普賢

修法的意願。 

輸入空間Ⅰ是經文敘事脈絡下，善財遍參諸善知識，於文殊菩薩之後，求見普賢菩

薩。以「求見」二字帶出善財渴望面見善知識的心理空間。輸入空間Ⅱ是十方一

切諸佛菩薩所見的境界。但此一心理空間因為是放在善財以「普眼觀察」、「皆作

得見普賢之想」的語境下，所以語義並非實指十方菩薩所見境界之實際內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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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財以「普眼觀察」的心理空間。因此，文中的「觀察」也不能只作一般語詞

「仔細察看」來解釋，而是帶有智慧觀想的意味 

最後，我們要討論比較的是，兩段經文中的「觀察」同有智慧之義，但放在

語境之中，還是可以比較出兩段經文中「觀察」用語的差異。前一段描述焰慧地

修行法經文是置放在菩薩修行位次中，觀察眾生乃至觀察廣心信解界、大心信解

異。就能觀面強調出修行的方法，所觀面則是強調修法的對象、種類與範疇；後

一段描述善財求見普賢菩薩，是置放在善財五十三參，行至求見普賢菩薩的修學

之旅中，喻其求見之心切。就能觀面強調善財的渴慕之情，就所觀面而言，強調

普賢之境界廣大。兩者雖同使用視覺詞彙「觀察」，但其內涵實有不同。故第一段

經文後有「思惟、觀察……於如是等一切皆離」之語，實因此段強調觀察作為修

行之方法，故強調其執著於修法之法。 

四、華嚴經教中的「思想是食物」譬喻特色 

本節將繼續從詞彙與篇章兩個語言層面觀察、分析「思想是食物」概念譬喻

在華嚴經教中運作的方式與特色。 

（一）詞彙層面的語義延伸 

就詞彙層面而言，若依循「知如見」中的兩類詞彙──外部器官與感官動詞

作為關鍵詞，經搜尋結果可發現，作為飲食外部器官的「口」與「舌」並沒有「思

想是食物」譬喻類型的換喻或譬喻義衍生。「口」、「舌」在經文中的譬喻延伸多作

言談、言說的譬喻，如「惡口」、「兩舌」的言說貶義隱喻，或「妙舌根」、「廣長

舌」的言說讚揚義隱喻。在經文中與「思想是食物」相關的詞彙主要是與飲食與

味覺動詞及其動詞名詞化後的詞彙。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一方面其與其他語言一

樣，表現出飲食知識域與思想知識域兩者之間成系統的對應，另一方面也有華嚴

經自身特殊的創意詞彙組合。 

首先，說明系統性。觀察這些飲食與味覺相關詞彙，同時也可發現此喻的用

詞取與第飲食過程成系統性的映射，非單一詞彙相關而已。從入口的動作「飲」、

「食」、「吞」，乃至之後的消化歷程，在華嚴經中皆出現從飲食域映射到思想域的

隱喻現象。徵引數例如下，如： 

見佛聞法勤修行，如飲甘露心歡喜。（卷 17，〈梵行品〉） 

善男子！譬如有人，飲甘露漿，一切諸物不能為害。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

飲菩提心甘露法漿，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以具廣大悲願力故。（卷 78，〈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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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品〉） 

譬如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

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為諸行煩

惱身過，到於無為究竟智處。（卷 52，〈如來出現品〉） 

善知識者是佛法器，譬如大海吞納眾流。（卷 77，〈入法界品〉） 

譬人吞服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當出；供養十力諸功德，滅惑必至金剛智。（卷

52，〈如來出現品〉） 

由此可見飲食入身喻如思想入心，兩域之間有著系統的對應關係。其中，食字也

有從動詞轉為名詞化用法，如： 

當願眾生，心無染著，絕世貪愛。若飯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

充滿。（卷 14，〈淨行品〉）。 

願一切眾生得智慧食，心無障礙，了知食性，無所貪著，但樂法喜出離之

食。（卷 25，〈十迴向品〉） 

食，從食用轉為食物之義，再映射到思想域中，指稱佛法如食物。至於「味」字

亦是有動詞與轉詞性為名詞用法的情形。動詞用法如： 

一一音中具一切音，悉演妙法，聽者心悅，經無量劫玩味不忘。（卷 48，〈如

來十身相海品〉） 

此菩薩聞過去諸佛菩薩所有功德，聞已不著，了達非有，不起分別，不貪

不味，亦不求取，無所依倚……此菩薩聞未來諸佛之所修行，了達非有，

不取於相，不別樂往生諸佛國土，不味不著。（卷 21，〈十無盡藏品〉） 

菩薩不自為故求一切智，不貪生死諸欲快樂，不隨想倒、見倒、心倒、諸

結、隨眠、愛見力轉，不起眾生種種樂想，亦不味著諸禪定樂，非有障礙、

疲厭、退轉住於生死。（卷 75，〈入法界品〉） 

文中「味」作動詞，各有襃貶義延伸。文中的「味」皆是從飲食域映射至思想域：

與「玩」結合的偏向襃義，玩有遊玩、玩賞之義，與之結合，意義則偏向對佛法

思想的體會。而與「著」組合的味著，著有附著、固著義，故味著連詞，延伸有

思想固著、停滯之義，故後兩段引文多加否定詞「不」字。此外，「味」轉為名詞

file:///C:/Users/Wenkuan2015/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89&B=T&V=10&S=0279&J=25&P=&7308248.htm%230_0
file:///C:/Users/Wenkuan2015/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89&B=T&V=10&S=0279&J=25&P=&7308248.htm%230_0
file:///C:/Users/Wenkuan2015/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89&B=T&V=10&S=0279&J=25&P=&7308248.htm%230_0
file:///C:/Users/Wenkuan2015/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89&B=T&V=10&S=0279&J=25&P=&7308248.htm%23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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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比動詞性用法更大量的出現在經文中，如： 

當願眾生：疾悟諸佛，一味之法。（卷 14，〈淨行品〉） 

復次，佛子！譬如大雲雨一味水，隨其所雨，無量差別。如來出現亦復如

是，雨於大悲一味法水，隨宜說法，無量差別。……佛子！譬如大雲雨一

味水，隨諸眾生善根異故，所起宮殿種種不同。如來大悲一味法雨，隨眾

生器而有差別。（卷 50，〈如來出現品〉） 

佛演妙音無障礙，普遍十方諸國土，以法滋味益群生，勇猛能知此方便。（卷

2，〈世主妙嚴品〉） 

說一切有悉皆如夢，說諸欲樂無有滋味，令諸眾生離煩惱縛（卷 63，〈入法

界品〉） 

其中「一味」、「法味」都是以食物指佛法思想，滋味中為中性義，隨上下文義而

可指向佛法思想或一般世俗想法。 

其次，說明創意詞彙組合。飲食味覺詞頻較高且具有語義延伸現象者，有飲

（71 次）、食（98 次）與味（126 次）等三個核心字。27本文說明其出現於佛經或

華嚴經的創意詞彙組合，即在原漢語語言詞彙系統中屬於新增加的詞彙組合。以

「食」為例，有「智慧食」、「上妙食」、「柔軟食」、「天食」、「人食」等，詞彙的

結合，是以食物的品質或種類，來譬喻思想的品質或類別。以「味」為例，有「一

味」、「無味」、「三昧味」、「（佛）上味」、「（佛/妙）法味」、「無量法味」、「解脫妙

法味」、「解脫味」、「上好味」、「滋味」、「智味」。此外，如以眼命名，經文中也有

以「味」命名的菩薩，如「華果光味主林神」、「柔軟勝味主稼神」、「普持光味主

海神」等。 

以上諸例，不論是個別字詞或組合詞彙，皆可見飲食知識域與思想知識域兩

者之間成系統的對應，呈現利用具體的飲食經驗來理解抽象的佛法思維概念的概

念隱喻。 

（二）篇章層面的語境分析 

從詞彙層面來看，「思想是食物」的隱喻，是存在於華嚴經中的一個普遍概念

                                                      
27 基本飲食關鍵字，參考《釋名．釋飲食》中〈釋飲食篇〉解釋了「飲」、「食」、「啜」、「飡」、「吮」、

「嗽」、「含」、「咀」、「嚼」與李煒〈《史記》飲食動詞分析〉歸納《史記》有「食」、「飯」、「餐」

（飧）、「餔」、「餬」、「嘗」、「嘰」、「饟」、「饋」、「啗」（啖、餤）、「吞」、「飲」、「嚼」、「服」、「啐」、

「啑」、「唶」、「吮」、「饗」、「酺」、「醵」、「醳」、「啜」等飲食相關動詞為準，另加味覺動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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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可知佛經中以身體具體經驗作為溝通表達佛法義理思想的思維方式。但是

其用於文中的意義，仍是要透過結合上下文語境的訊息，才能真正理解其取譬之

意與篇章意旨。首先，以卷 34，〈十地品〉一段經偈為例： 

上妙無垢智，無邊分別辯，宣暢深美言，第一義相應。 

念持清淨行，十力集功德，辯才分別義，說此最勝地。 

定戒集正心，離我慢邪見，此眾無疑念，唯願聞善說！ 

如渴思冷水，如飢念美食，如病憶良藥，如蜂貪好蜜； 

我等亦如是，願聞甘露法！善哉廣大智，願說入諸地， 

成十力無礙，善逝一切行！ 

這一段經文中，出現「飢念美食」，依 CMT 理論，可推其為「思想是食物」概念

譬喻的運作。但必須從篇章的上下文脈中，得知其以「食物」、「醫療」、「昆蟲」

等不同的來源域的知識，取譬其「希求」、「渴望」與「求取」等諸意義，來說明

我等眾生對佛法的渴慕。從篇章語境中，我們才能釐清其取譬角度，理解其意義

建構的過程，而能真正明白譬喻在文中產生的作用，而較正確理解篇章文義。 

其次，以「滋味」為例，我們舉兩段經文作比較，兩段同出自〈法界品〉，第

一段經文言： 

善財童子聞善知識教，潤澤其心，正念思惟諸菩薩行，向海岸國。自憶往

世不修禮敬，即時發意勤力而行；復憶往世身心不淨，即時發意專自治潔；

復憶往世作諸惡業，即時發意專自防斷；復憶往世起諸妄想，即時發意恒

正思惟；復憶往世所修諸行但為自身，即時發意令心廣大普及含識；復憶

往世追求欲境常自損耗，無有滋味，即時發即時發意修行佛法長養諸根以

自安隱；復憶往世起邪思念顛倒相應，即時發意生正見心起菩薩願；復憶

往世日夜劬勞作諸惡事，即時發意起大精進成就佛法；復憶往世受五趣生

於自他身皆無利益，即時發意願以其身饒益眾生成就佛法承事一切諸善知

識。如是思惟，生大歡喜。復觀此身是生、老、病、死眾苦之宅，願盡未

來劫，修菩薩道教化眾生。（卷 77，〈入法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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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言 

善男子！我諸梵天多著邪見，皆悉自謂是自在者、是能作者，於世間中我

是最勝。見婆羅門五熱炙身，於自宮殿心不樂著，於諸禪定不得滋味，皆

共來詣婆羅門所。時，婆羅門以神通力示大苦行為我說法，能令我等，滅

一切見，除一切慢，住於大慈，行於大悲，起廣大心，發菩提意，常見諸

佛，恒聞妙法，於一切處心無所礙。（卷 64，〈入法界品〉） 

第一段的「滋味」置放在善財求訪善知識的語境中，有兩個心理空間的對比，一

是往昔「欲境」的生存空間，一是善知識教授的佛法學習空間，「滋味」在此雖然

是說過去「欲境」之中無有滋味，但在語境中則融合出佛法的習學才有滋味義。

第二段的「滋味」則諸梵天人向善財自陳過往學習經驗，諸梵天的學習心理空間

中，「不得滋味」一詞，是指習禪不得力，無法得力。兩相比較，可知從語境與心

理空間中，方可得到語義與隱喻較精確的建構過程，而正確理解之。 

綜上所述，不論是「味」或「滋味」，在華嚴經中都從飲食域的詞彙，延伸、

映射至思想域，詞彙在語境中產生豐富的意義，而且與述敘者的身心體驗有緊密

的相關性。 

五、結論 

本篇論文以華嚴經教的視覺與味覺隱喻分析，其所得之結果，或可向兩類讀

者提供些許想法如下： 

首先，對譬喻語言學的研究者而言，本文證明思想與文化的確影響語義延伸。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民族或社群的共同生活習慣、價值觀、理念或思維方式，在

認知運作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譬喻語言學者提到： 

所謂的「直接肉身體驗」（direct physical experience）不僅僅是與身體有關

而已；更重要的是，每項經驗都在一個具文化前提的廣闊背景之下發

生。……文化預設（cultrual assumptions）、價值以及態度，並非可由我們自

由選擇要不要套在經驗之上的概念外罩。更正確點說，所有的經驗都由文

化貫穿，我們藉著文化由經驗呈現這樣的方式來體驗我們的「世界」。28 

                                                      
28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1980a.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ap.12, pp.56-60. 譯文參見周世箴：〈中譯導讀〉，收入《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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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同一用語區，如漢語，也會因為時代不同、思想流派不同，即使是同一詞彙，

其意義也有所不同。因此，以 CMT 理論分析，得到二域之間具有映射關係的確是

不足的，仍需借由心理空間理論（BT）理論的進一步分析，研究上才能有所突破。

同一用語區，同一詞彙的語義延伸比較，在詞義的探析上確有其意義。29 

第二，是對研讀/研究佛經的讀者而言。這些普通的詞彙，很容易以一般的理

解的字義、詞義去解讀，但經過隱喻運作的分析，可得知這些普通用語與詞彙都

經歷了語義延伸，帶有特殊文化與思想的意義，不能以普通的詞義加以理解。 

  

                                                                                                                                                            
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6 年），頁 57。 
29 譬喻語言學者亦注意到漢語因文化上的特殊性造成的特殊譬喻展現，故其言：「文化實質差異所

引起的效應也是眾所周知的，可以決定哪些譬喻在某一文化中較占優勢，而這些譬喻又如何在語

言、禮儀，以及象徵的相互作用中創意表述（elaborated）。歸結而言，是否真有普遍譬喻存在的問

題是一個實證性問題，只有通過跨文化研究才能有定論。對漢語思維和語言中的概念譬喻所作的研

究已有一些出色的成果，包括以漢語中口、舌、齒、唇、面，和其他身體部位的案例研究，以及古

代中國哲學與宗教中有關心智的譬喻概念研究。研究顯示，即使中英兩種語言都共有的基本譬喻（b

asic metaphor），其在漢語中映射細節上的創意延伸（a far more extensive set of submappings）仍

然多於英語。與英語相比，此一更具創意表述映射（more elaborate mapping）使得漢語概念在某

些情形，擁有更豐富多彩、更具體入微的譬喻概念化。」參見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作者（Johan）致中文版序」，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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