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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虛大師的華嚴思想，包括對華嚴宗義的判攝，對華嚴宗史的研究，對華

嚴經典的弘揚以及對華嚴義理的研究等。在他三期三系三級三宗判教體系中，

華嚴宗應屬於第二期、漢文系、大乘不共法、法界圓覺宗。他在各地弘法時，

經常涉及到華嚴宗史，由此形成了對華嚴宗史的系統化瞭解、持續性關注和全

面深入的研究，他曾經系統講述過〈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在華嚴宗與

攝論、地論及唯識的關係以及慧苑判教的合理性，華嚴宗與天台宗的比較，華

嚴宗的殊勝性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創見的看法。他在各種佛事活動中

也經常運用華嚴義理，應該說，太虛大師對於華嚴宗及其義理在近代佛教界的

積累和擴展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可以為華嚴宗的弘揚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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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華嚴專宗學院以「弘揚華嚴大教，培養弘法人才，端正佛學思想，建設人

間淨土」為宗旨，這其中既包含著智光、南亭、成一等歷代老和尚對華嚴專宗

的貢獻，也明顯寓有太虛大師的影響在內。成一老和尚與那個時代眾多青年學

僧一樣曾經是太虛大師的崇拜者，而且曾經有一段與太虛大師在玉佛寺共住的

特殊因緣。1我認為，成一老和尚對華嚴思想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將華嚴思想

納入人間佛教的發展洪流之中。眾所周知，太虛大師並不是華嚴思想的巨擘，

但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佛教思想家，其思想觸及到中國佛教歷史與現狀

的各個方面，在當時及後世都產生了非常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此，探討一下

太虛大師的華嚴思想，對於我們理解華嚴宗的學說及《華嚴經》的義理在近代

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應當是一個不錯的視角。  

正如某些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太虛大師一生學問根底在於唯識法相學說，2

而不在華嚴思想。但太虛大師自述志行，自謂「不為專承一宗徒裔」，3因此他

的思想，是無法界定為某一宗派的。太虛大師早年在西方寺閱藏，對《華嚴經》

就已經產生了極為深切的感受，他在晚年憶及這種感受時，還仍然保持著鮮明

生動的記憶，「旋取閱《華嚴經》，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伸紙飛筆，以似歌

非歌、似偈非偈的詩句隨意抒發，日數十紙，累千萬字。……從此、我以前禪

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

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然以前的記憶力，卻銳減了。又前一月中，眼睛不知

不覺的也變成近視了，此為我蛻脫塵俗而獲得佛法新生命的開始。」4早年的太

虛大師通過對《華嚴經》的系統而深入的閱讀，不僅獲得了異乎尋常的宗教體

驗，而且還使原來學過的各種經教義理得以融會貫通，難怪他會將這次讀經視

為自己獲得佛法新生命的開始。我們認為，太虛大師作為中國佛教現代化的開

創者，其思想具有非常強烈的圓融特色，這種圓融特色應該說就來自于他的華

嚴思想。 

總的來看，太虛大師的華嚴思想，主要包括對華嚴宗史的研究，對華嚴宗

義的判攝，對華嚴經典的弘揚以及對華嚴義理的運用等幾個方面。 

 

                                            
1 卓遵弘、侯坤弘採訪，廖彥博整理，《成一法師訪談錄》，三民書局國史館，   

2 0 0 7年，第 6 5 -6 6頁。  
2 參見霍韜晦： <武昌佛學院的唯識研究——並論太虛大師的法相唯識學 >，

《如實觀的哲學》，香港：法住出版社， 2 0 1 1年，第 3 1 5頁。  
3 太虛，〈優婆塞戒經講錄上〉，《太虛大師全書 ·第八編 ·律釋》。  
4 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九編 ·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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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華嚴宗學的判攝 

太虛大師是如何判攝華嚴宗的呢？或者說，在太虛大師的判教之中，華嚴

宗居於何種地位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先考察一下太虛大師的判

教。一般來說，判教應完成三個任務，即將各種法門統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判定某部經典、教導或法門在佛教中的地位，尋找出適宜當下的經典和教法。

根據太虛大師的自述，他的判教思想大概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轉變。他先是將

佛教分為宗下和教下兩種，後來又主張八宗平等皆為究竟之說，最後形成了三

期三系三級和三宗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成熟的判教思想體系。在宗、教二分的判

教之中，華嚴宗自然是屬於教下一門，在八宗平等論的判教之中，太虛大師自

然亦允華嚴宗學為究竟之說，此皆無多深義，也不易辨明華嚴宗在佛教中的位

置，不必具論，而他的三期三系三級三宗判教思想卻具有很強的創造性，頗有

略加申論之必要。5 

太虛大師的三期三系判教是他對佛教的發展歷史進行的概括。他認為，佛

在世時，佛為法本，法以佛為主，以佛為歸，故佛法皆一味。佛滅度後分作三

期：一、小行大隱時期。初期流行的佛法，為迦葉阿難所結集的三藏，至佛滅

200 至 500 年間，先分上座和大眾兩部，後來更分裂為二十部之多，此期小乘

教法盛行，大乘隱沒不彰，佛弟子們仗佛威德餘勢，能依佛軌範實行，因此斷

惑證果者尚複不少，所以又名之曰正法時期。二、大主小從時期。佛滅六百年，

馬鳴、龍樹、提婆相繼出世，對破一切有部等法執，闡揚大乘畢竟空義，後又

有無著、世親興起，發揮大乘妙有之理，成立阿賴耶，遂使大乘佛法，風行於

世，而小乘教義不得不處於附庸的地位，因此這一期可稱為大小並行時期，或

大主小從時期。三、大行小隱密主顯從時期。佛滅千年之後，空有二宗分立，

遂成空有之諍，大乘盛行達極點，而小乘幾乎沒落，佛法普遍到民間，龍智菩

薩等弘揚密咒，密法發達，故此期可名為密咒盛行時期。佛滅後印度三期流行

的佛教傳播於各地，就成為世界上巴厘文系、漢文系和藏文系三大系的佛教。

依太虛大師此判，華嚴宗應屬於第二期即大主小從時期形成的漢文系佛教宗派。 

太虛大師的三級三宗判教是他對佛教的義理所進行的分類。在他看來，諸

法實相，唯無分別智如如相應，無可建立，本來是無法形之語言的，但為了使

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從教法上顯示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

（亦名大乘特法）的三個層級。五乘共法就是因緣所生法，也就是因果法，此

為一切科學所具有，但佛教特別注重業報因果，六趣凡夫，三乘賢聖，皆可由

業果的原理說明，即便最高無上的佛陀，也不出因果範圍，此理為人、天、聲

                                            
5 參見太虛，〈我怎樣判釋一切佛法〉，《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佛法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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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緣覺和菩薩五乘眾生共同修習，故謂之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就是聲聞、緣

覺、菩薩三種出世聖人知苦斷集，厭離世間，欣求涅槃，依四念處、四正勤以

至八正道而實踐進修的佛法，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就是三乘

共法的標準。大乘不共法或大乘特法則是菩薩所特有，不共於人天二乘的佛法，

其唯一誓願、唯一事業就是以大悲菩提心，法空般若智，遍學一切法門，普渡

一切眾生，嚴淨無量國土，求成無上佛果。大乘不共法或菩薩特法又可分為三

宗，即法性空慧宗，以法空般若為宗；法相唯識宗，給予諸法差別相上一個正

確的瞭解，適當的明白，而其所宗者即是唯識；法界圓覺宗，法界的一切法，

要能圓滿覺知，唯圓覺智，故以圓覺為宗，即天台、賢首所判的圓教，禪、淨、

密等都屬此宗。依太虛大師此判，則華嚴宗屬於大乘不共法或稱菩薩特法中的

法界圓覺宗。 

其實太虛大師還有對佛教還有一種判釋，就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九月

他在世界佛學苑圖書館所講〈世苑圖書館館員之修學方針〉中，將全部佛教分

為「五三共法系」、「小大律藏系」、「法相唯識系」、「般若中論系」、「中

國台賢禪淨系」、「印華日藏密法系」等六大系，華嚴宗屬於「中國台賢禪淨

系」。這種判攝自然具有將華嚴宗置入世界佛教語境之中並使其具有一席之地

的意味。 

二、對華嚴宗史的研究 

太虛大師雖然沒有專門研究華嚴宗史的著作，但他在各地弘揚佛法時，卻

經常涉及到華嚴宗的歷史，由此形成了他對華嚴宗史的系統化瞭解、持續性關

注和全面深入的研究。這一點在他 1920 年講的《佛法宗要論》、1922 年編的《佛

教各宗派源流》以及 1944 年編的《中國佛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民國九年（1920）六月，太虛大師在廣州講經會講《佛法宗要論》，全面系

統的闡述了他對佛教的看法。該論分「緒論」、「純正的佛法」、「應用的佛

法」、「結論」等部分，在「純正的佛法」第三章「大乘」第七節「大乘的教

門派」中對三論、唯識、華嚴、天台等以教理為主的中國佛教宗派進行了簡要

的介紹。他謂華嚴宗依《華嚴經》為宗本而立教義，故名華嚴宗，初祖為杜順，

二祖為智儼，至三祖法藏發揮光大，當代君主贈賢首之名，故又名賢首宗。論

有天親（按，即世親）菩薩所造之《十地論》，唐李棗柏大士（按，即李通玄）

所造之《華嚴合論》，至四祖清涼澄觀國師著有《華嚴經玄談》及《華嚴經疏》、

《華嚴經疏鈔》二書，五祖圭峰宗密禪師著有《圓覺疏》、《圓覺疏鈔》等。太

虛大師還指出，華嚴宗「最精之教義」，就是「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華嚴

宗「所重則在依果顯行，從行證果，自十信乃至等覺妙覺共分五十二位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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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果成就」。6太虛大師對華嚴宗史的這種概括雖然極其簡略，但還是抓住了

華嚴宗史的最主要的幾個關鍵點，如所依經典、祖師傳承、主要論典、基本教

義等，因此可以給人留下一個大致的梗概。當然了，我們說這種簡略主要是由

於講經的題目以及講經的時限造成的，太虛大師對華嚴宗史的瞭解自然是遠不

止此。 

民國十一年（1922），太虛大師創辦了武昌佛學院，為了給學僧們提供適當

的教材，他特地編寫了《佛教各宗派源流》一書。該書第六章「中華之大乘宗

派源流」第十一節即是「華嚴宗之源流」，從宗名、宗史和宗義三個方面對華

嚴宗作了概括性的介紹。就宗名來講，此宗因依《大方廣佛華嚴經》立宗，故

名華嚴宗，其觀門教相至賢首國師法藏時始宏備，故亦名賢首宗；清涼國師澄

觀著八十華嚴之疏鈔最為盛行，故亦名清涼宗；有時也按照該宗的宗旨，而稱

其為法界宗。就宗史來說，此宗遠依馬鳴、龍樹為祖，此土以賢首為高祖，而

上承至相尊者、帝心尊者。帝心尊者杜順居終南山，依六十華嚴精修觀行，制

《華嚴法界觀》及《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傳至相寺智儼禪師；智儼著《六

相章》等，傳賢首國師法藏。法藏著《探玄記》、《大乘起信論義記》及《五教

章》、《金獅子章》等，著述宏多，此宗遂大盛於世；法藏歿後，弟子慧苑變亂

其說，後得清涼國師澄觀遙承其意旨，著疏鈔百餘卷，傳圭峰宗密。故自杜順

至宗密，稱華嚴宗此土之五祖。唐季遭會昌之厄，此宗遺風掃地，入宋有長水

子璿、晉水淨源，保其餘緒，明季有續法、清代有通理等，承流未泯。就宗義

而言，則以三時、五教、十宗為判教，立有四法界、十玄、六相等義。7較兩年

前所講之《佛法宗要論》為詳盡，為有興趣的學僧們指明了深入研究和探索華

嚴宗的門徑。 

民國三十二年（1943）的秋天，太虛大師在漢藏教理院為學僧們講《中國

佛學》，由法舫筆錄成文，即成為系統闡述中國佛學的名作。該書「如來禪演出

賢首教」一節，對華嚴宗的發展演變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太虛大師指出，華嚴

宗所依經論，主要就是《華嚴經》和《起信論》，而以慧光系地論宗與真諦系攝

論宗導其先河，其根本建立則在杜順和智儼。杜順著有《五教止觀》和《法界

觀門》，智儼著有《搜玄記》和《孔目章》。賢首法藏上承杜順與智儼三觀、十

玄、五教、六相之學，更立十宗、三時、十儀。高足慧苑不滿五教之說，作《刊

定記》，另立四教。後至清涼澄觀，全盤接受賢首之說，依八十《華嚴》作《懸

談》及《疏》及《鈔》，統攝一切經論，提綱教海，將唯識、三論、天台、禪宗

等，均融攝于華嚴中。圭峰宗密出身禪宗，雖承傳清涼，但趨重於禪，著《禪

                                            
6 太虛，〈佛乘宗要論 ·純正的佛法〉，《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 ·佛法總學》。 
7 太虚，〈佛教各宗派源流〉，《太虚大师全书 ·第一编 ·佛法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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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都詮序》，力弘《圓覺》。華嚴宗經會昌法難衰落，宋朝雖有長水、淨源諸師

宏揚，但其勢仍微抱殘守缺而已。明清間有續法大師等，仿天台家而有《賢首

五教儀》及《五教開蒙》等著作。華嚴宗學說的要點大略有五重法界、六相圓

融、十玄無礙、性起等，與禪宗的關係非常密切。太虛大師將華嚴與天台加以

比較，指出華嚴是「佛的自證境界到最圓滿者」，法華是「佛的教化之圓滿」，

天台之圓側重於覺他方便之法，賢首之圓側重於自覺究竟之境，因此就佛法的

全體大用來說，必須總攝二宗之圓義，方是智悲具足。太虛大師對天台、賢首

雖不乏讚賞，但對二家立義各據一經、不無自贊究竟不以為然，認為二家所立

斷證位次缺乏經典依據，因此希望今後能從全藏佛教出發作更為根本的研究。8 

在太虛大師諸多涉及華嚴宗史的著作中，相比較而言，以上揭，即他 1943

年所講《中國佛學》最為全面系統和富有創見。在這部書中，他指出了華嚴宗

教義建立於如來禪觀基礎之上，由杜順和智儼根本建立而非通常所謂由賢首創

立，慧苑非議賢首五教而另立四教實有道理，華嚴宗的義理與禪宗的關係比較

緊密等，並對華嚴與天台進行了比較等。太虛大師的這些觀點都足以啟迪後人

對華嚴宗義理進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以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華嚴宗歷代祖

師的思想創造作出恰當的評價。 

三、對華嚴義學的研究 

太虛大師不僅對華嚴宗的歷史有所涉及，對華嚴宗的義學也進行過專門的

研究。他在華嚴宗與攝論、地論、唯識的關係，賢首弟子慧苑四教判教的合理

性，華嚴宗與天台宗的比較，以及華嚴宗的殊勝性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很有

創見的看法，有利於後來的學者和研究者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  

太虛大師認華嚴與地論、攝論同於世親的唯識學。他在〈略說賢首義〉中

指出，從華嚴宗的祖通上看，賢首法藏傳自雲華智儼，雲華智儼傳自帝心杜順，

然而一經深入的考察，就可以發現智儼是從至相寺的智正法師那兒學習《華嚴》

的，而智正乃慧光律師法系下的第五代，慧光既是四分律宗的遠祖，又是少林

寺佛陀扇多禪師的傳承者，他將勒那摩提與菩提流支分別翻譯的《十地經論》

合為一本，開創了地論宗的南道派，並由此引起了佛教界對《華嚴經》的高度

重視。太虛大師由此推出，帝心杜順應當是出自慧光法系而與地論宗極有淵源

的高僧。從這個意義上，太虛大師認為華嚴宗就是由地論宗轉變而成的佛教宗

派。《十地經論》與《攝大乘論》都是世親所造，因此太虛大師認為，真諦之攝

論、慈恩之唯識與賢首之華嚴，三者實際上都出自於世親的唯識學，只不過各

                                            
8 太虛，〈中國佛學〉，《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 ·佛法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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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側重。比較而言，攝論於境行果略均等，唯識多談因分識境，十地論多談行

果，華嚴宗則盛談果分心境。唐以前慧光系的地論宗與真諦系的攝論宗如雙峰

並峙，入唐以後攝論宗被唯識宗吸收，地論宗也被華嚴宗吞併，攝論與地論的

並立變成了唯識與華嚴的對抗。在太虛大師看來，二家「其實則同一世親法流，

不過唯識多談因分，而華嚴多談果分而已。多談果分亦未嘗不即果而明因，多

談因分亦未嘗不即因而明果，得其意者固潛通無際，可於唯識之底得華嚴，亦

可于華嚴之底得唯識，所謂因賅果海、果徹因源也。」9我認為，太虛大師此文

作於民國十三年（1924），其實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因盛弘唯識而與天台宗、

華嚴宗等傳統宗派大起衝突，因此太虛大師的如此持論，除了向賢首學者表明

自己對華嚴宗的推崇之意外，還應當具有調和當時支那內學院與華嚴宗之間聚

訟紛紜的用意，是其為學主張融會貫通的思想體現。  

太虛大師認為弟子慧苑的四教判釋有其合理性，不應被完全抹殺。太虛大

師著有〈論賢首與慧苑之判教〉一文，其主要目的，就在於為埋沒千年的慧苑

判教的合理性略加申辯。在他看來，華嚴宗的判教只在於推尊《華嚴》，而對於

其他經典的概括，反不如賢首弟子慧苑的四教判釋更為準確。慧苑認為賢首五

教乃天台四教加頓教而來，頓教既無言說，不當單立，因此他據《寶性論》立

教：迷真異執教，謂外道等迷於真理廣起異計；真一分半教，謂二乘但證生空

所顯真如；真一分滿教，謂初心菩薩但證二空所顯不變真如；真具分滿教，謂

識如來藏者全顯隨緣不變真如。後來清涼澄觀對慧苑的判教進行了批判，在判

教上恢復了賢首的舊觀。但太虛大師認為，清涼澄觀的批判，未能充分瞭解慧

苑的深心所在，慧苑判教乃據《寶性論》而立，若謂慧苑判教有邪正混雜之嫌，

難道《寶性論》會犯邪正混雜的錯誤嗎？判教本來就不是單純的評判佛經，為

什麼不能包括世間諸教呢？太虛大師亦認可達摩的以心傳心為離於言說之頓，

非言說之可及，因此認為澄觀對華嚴頓教的辯護是無力的。太虛大師對於慧苑

的判教雖然有諸多的回護之辭，但是他也承認慧苑判教對於大乘止立「真一分

滿」不免失之籠統，而其分十玄為德相業用二重反嫌繁滯。10我認為，太虛大

師提出應重新評價慧苑判教的價值，這是一個很有學術意義的觀念，值得肯定，

慧苑的判教確為一家之言，有其合理性；但太虛大師將慧苑判教視為超出賢首

五教的一種判釋，則不免太有會于慧苑之美意而不諒賢首之深心了，從經典解

釋的立場來看，賢首五教對經典的詮釋空間遠比慧苑四教大得多。太虛大師何

以會有此論呢？蓋太虛大師初入佛門，即在諦閑老法師座下聽講天台教義，故

而於四教義頗有契心之處，而其評價賢首五教義，每不能走進賢首語境，故有

                                            
9 太虛，〈略說賢首義〉，《太虛大師全書 ·第七編 ·法界圓覺學》。  
10 太虛，〈論賢首與慧苑之判教〉，《太虛大師全書 ·第七編 ·法界圓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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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的不契之處，也是在所難免的。 

太虛大師認為天台宗與華嚴宗各有殊勝。民國三十二年（1943）他在漢藏

教理院講〈聽講五教儀拾零〉，指出中國判教之風，開創于齊梁，完成于陳隋，

以天台智者集其大成，而華嚴宗既屬後起，故能承其成果，並將唯識宗及空宗

的三時教判，以及正在興起中的禪宗融納進來，對之加以整理和組織，因此中

國佛教的判教，到華嚴宗，特別是清涼澄觀重興的華嚴宗時，發展為最充實完

備的狀態，後來則不過守其成而已。他認為天台宗的殊勝之處在六即判位和十

法成乘：六即判位既保證了聖凡之間高下次位的不相混濫，又闡明了佛性之理

的始終一貫；十法成乘說明天台教義不僅是一種學理，而且可以依之進行實際

的修行。華嚴宗長處在於十儀、十時、十玄、十觀：十時、十儀較天台宗的五

時、四儀為詳細，十觀、十玄，更是此宗的精妙處，非諸宗所能及。天台與華

嚴，兩家都講三觀。太虛認為，天台有析空、體空、次第、一心，比較靈活，

而華嚴每觀都開為十門，較為精詳。兩家都以圓教為最圓滿，天台宗以《法華》

為純圓，判《華嚴》為兼別之圓，而華嚴宗則判《法華》為同圓，《華嚴》為別

圓。在太虛大師看來，從佛果自證法界說《華嚴》為最圓滿，自如來對法界一

切眾生的化他大用上說則《法華》為最圓暢。但太虛大師認為兩家有共同的缺

點，如，將佛法分成四教或五教有時不能切當，每教各有斷證分齊造成因行果

證的不同，特別是關於佛果不同的分判，可能引起對成佛也不究竟的懷疑等。

他認為佛教只可判小乘、大乘，判分五教四教，是兩宗的共過。11太虛大師對

華嚴宗判教為中國判教最完備形態的判斷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對兩家殊勝的分

析也是他研究兩家教理很有心得的表現，但他因見兩家判教有所不足時就主張

僅分大小乘的觀點，則不免有因噎廢食之嫌，既不符合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歷

史實際，也無法解決經典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太虛大師認為，中國的華嚴義學有地論、賢首、棗柏三派，其中以賢首為

最能把握華嚴的特勝，因為《華嚴》乃佛初成道時在妙覺光中頓現的重重無盡

妙嚴境界，由佛智觀之，一切皆為佛境，故眾生皆具如來功德智慧之相，而國

土皆為蓮華藏海莊嚴之剎，此現證境界非身非言，而遍一切即身即言，諸菩薩

所證雖有淺深高下，所說亦有先後廣略，但皆為海印三昧中所現的影像；所謂

果徹因源，因賅果海，就是說一塵、一毛、一剎、一身，莫非六相圓融、十玄

無礙的佛之法界。12我認為，太虛大師對華嚴宗殊勝之處的推崇，是很準確的。 

 

                                            
11 太虛，〈聽講五教儀拾零〉，《太虛大師全書 ·第七編 ·法界圓覺學》。 
12 太虛，〈略說賢首義〉，《太虛大師全書 ·第七編 ·法界圓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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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華嚴義理的運用 

太虛大師對華嚴義學的研究固然具有學術的興趣，但也有實用的目的。他

在各地講經和弘法的時候，就對他抉擇出來的華嚴殊勝之義時常加以運用。此

處略舉數例，以概其餘。 

民國四年（1915）太虛大師于普陀山作〈法界論〉，他在文中說：「以諸法

空無自性，一一相待，一一無待，即一切法，妙一切法。平等不礙差別，是故

常究竟常非究竟，常具德常不具德，乃至常自性性常無自性性，常安立諦常非

安立諦。差別不障平等，是故有說有證與無說無證平等而安立諦非安立諦圓融；

清淨功德與雜染惑業平等，是故漏無漏圓融，純惡業與不動業圓融，是故無間

獄與三禪天平等。如是轉輾乃至圓融平等與不圓融平等亦圓融，而自性性與無

自性性亦無不平等。一具一，一具一切，一切具一，一切具一切；一入一，一

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切入一切；常具、常入，無具、無入；無一、無一切，

無一一、無一切一切，常一一、常一切一切，常一常一切；一一各位，一一交

徹，重重相攝無遺，重重相涉無盡。」13這一大段文字所包含的義理，顯然來

自于從華嚴宗的學說，是對華嚴宗一真法界事事無礙思想的發展和運用。  

民國二十二年（1933）太虛大師在廬山大林寺演說〈倒果覺之下化起因行

之上求〉。他指出，「凡宇宙間一草、一木、一花、一葉，小而至於一毛頭許，

大而至於地球、日輪，皆是由眾多的緣湊成的；既成此一草、一木、一花、一

葉、乃至一毛頭許體相，他的效用，都是影響到全法界而能互攝互融的。知此、

即可見到遍法界的一切事物，皆是諸緣所生而無自性，是即一攝一切、一入一

切的法界緣起之真實義諦。」而人類也是眾多之緣而成，因此，在他看來，宣

說佛法的目的，「就是要各人依此法界緣起之理，推而至於家庭建立，社會建

立，國家建立，乃至日光所照，霜露所墜，空氣所通，皆互有關係恩德。……

此華嚴法界緣起之理，亦即為宇宙人生觀之最完美者。」14即使人悟入華嚴無

盡緣起的無礙境界之中。 

民國三十年（1941）八月太虛大師在重慶舉辦的超度陣亡將士的華嚴法會

演講〈建立人間的永久和平〉。他指出，「宇宙萬有的真實相，既不是唯心，又

不是唯物，更不是心物的綜合體，而是因緣和合生滅相續的事體，分析之乃為

心、為物。此緣生之事體，無始無終，無內無外，一與一切互相攝入，既不落

                                            
13 太虛，〈法界論〉，《太虛大師全書 ·第七編 ·法界圓覺學》。  
14 太虛，〈倒果覺之下化起因行之上求〉，《太虛大師全書‧第七編‧

法界圓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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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又不陷中庸，當即為華嚴的事事無礙法界。」15如果人們能瞭解到這一

點，思想上就不有各種偏執，在行為上自然也就實現了和平。華嚴宗的殊勝義

理在此具有了消除世界大戰的重大意義。 

對華嚴殊勝義理的運用，使太虛大師的思想超越了具體事物的限制，得以

由近及遠、由己及人，乃至將當下個人的任何行為都與法界的終極意義聯繫起

來，從而人們的一切行動都具有了無比莊嚴的意義，也使人們對災難深重的現

實充滿了獲得解脫的期望和信心，這也是太虛大師代表佛教界對苦難現實給出

的一種精神安慰。 

五、對華嚴經典的弘揚 

民國時期佛教界雖然已經引入主題演講、論文撰寫等弘法方式，但對於文

盲半文盲居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而言，傳統的講經說法仍然具有其獨特的效

用。太虛大師作為那個時代公認的具有宣傳天才的高僧大德，在各地弘揚佛法

時曾經講說過許多的經典，有些經典，如《圓覺》、《楞嚴》等，由於圭峰宗密、

長水子璿的疏釋最為有名，所以傳統上被認為是華嚴宗的教典。《華嚴經》屬於

鴻篇巨制，不適於短期講說，但其中《普賢行願品》卻非常流行，太虛大師亦

曾多次講說，〈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講錄〉即是民國十

九年（1930）他在成都佛學社講《普賢行願品》時的記錄。這雖是一篇比較傳

統的講經記錄，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同以往的地方。如，傳統的講經說法，都是

「懸談」加「釋文」，即首先解釋經題、闡明宗旨，然後再隨文疏釋字句，天

台五重玄義、華嚴十門懸談，皆是如此。太虛大師認為，「當時聽者精熟佛典，

故可如此。今則多有初聽佛經者，若先事玄談，則必致茫然莫解！故先解題目，

次釋文義，然後乃開顯其要旨。」又如，他以「諸法實相不可說而說緣起之所

成」為此經之要旨，他列出了因緣之緣起、所緣緣之緣起、等無間緣之緣起、

增上緣之緣起等四種緣起學說，於增上緣之緣起中，又分六大緣起、十二有支

緣起、法界緣起等三種，明顯具有將當時學術界關於唯識的研究成果，融攝其

中的意味。16也就是說，即便是運用比較傳統的弘法方式，太虛大師也是盡可

能照顧到當時聽眾的實際狀況，儘量融入學術研究的成果，這自然非常有利於

擴大《普賢行願品》的影響，增強這品經文對普通大眾乃至佛學界知識份子的

攝受力。 

                                            
15 太虚，〈建立人间的永久和平〉，《太虚大师全书 ·第十五编 ·时论》。  
16 太虛，〈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講錄〉，《太

虛大師全書 ·第七編 ·法界圓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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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歷史的洪流蕩滌了塵世的恩恩怨怨。太虛大師倡导的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

思想已成為海峽兩岸佛教界的共識。成一老和尚自覺地將華嚴的義理和實踐納

入到人間佛教的運行軌道上，無疑是為古老的華嚴宗在將來的發展校正了航

向。在太虛大師的時代，雖然也有人弘揚華嚴宗的思想和學說，但華嚴宗已處

於極度衰落的狀態是毋庸諱言的，如弘一大師在〈佛法宗派大概〉中就說華嚴

宗「宋以後衰，今殆罕有學者，至可惜也。」17太虛大師作為佛教界的領袖人

物，對華嚴宗進行判釋、研究、運用和宣說，對於增加華嚴宗的話語積累，擴

大華嚴宗的現實影響，促進對華嚴宗的相關研究，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也

給後來的華嚴宗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發，如，華嚴思想仍是現代的人們安頓

心靈的精神家園，可以為人類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一些思想借鑒的資源，人們對

華嚴宗的瞭解必須放置在中國佛教整體發展脈絡之中，華嚴宗後學對華嚴宗義

理的發揮和發展必須聯繫當下的社會現實，等等。 

 

 

 

 

 

 

 

 

 

 

 

 

 

 

 

 

 

                                            
17 弘一： <佛法宗派大概 >，《弘一法師演講全集》，臺北：天華出版

社， 1980年，第 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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