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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隋唐時代，有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557-640）的《華嚴法界觀門》（簡稱《法

界觀》），北宋‧夷門山廣智本嵩禪師於《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說到：「深

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而後代對此偈頌有著不同之看法，有認為「會得法界觀，

參禪了一半」，但元代‧琮湛禪師於《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中，則認為「深明

杜順旨，好喫趙州茶」。由此看來，反映了禪師們對華嚴法界觀有著不同看法。然

不論如何，皆在在顯示了華嚴法界觀與禪宗彼此之間有著密切關係。 

本論文試圖藉由《法界觀》來切入，探討華嚴與禪宗之關係。首先，對《法

界觀》做一簡單說明，此乃針對法界觀之三觀，來說明三觀各具十門，因此而成

三觀三十門之特色，以呈現華嚴溥融無礙重重無盡法界。其次，則藉用廣智禪師

《法界觀門頌》及琮湛禪師《註法界觀門頌》來說明法界觀與禪之關係。最後，

主要列舉臨濟宗歷代禪師（如南嶽懷讓、馬祖道一、黃檗希運、臨濟義玄，乃至

大慧宗杲等）來做說明，以顯示其如何活用禪觀。 

關鍵詞：法界觀、禪、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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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於隋唐時代，有華嚴宗初祖杜順禪師（557-640）《華嚴法界觀門》（以下簡稱

《法界觀》），北宋‧夷門山廣智本嵩禪師於《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簡稱《法界

觀門頌》）提到： 

深明杜順旨 何必趙州茶 1 

而元代（或金代）2‧琮湛禪師《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以下簡稱《註法界觀門

頌》）對此頌加以解釋云： 

通明妙觀玄網，何必參禪問道？此頌帝心禪師（指杜順和尚）集斯觀旨（指

《法界觀》），撮華嚴之玄要，束為三重；設法界之妙門，通為一觀。諸經

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雖言諗老（指趙州禪師）直截，難比溥融無礙

也。3 

又如琮湛於《註法界觀門頌》〈序〉所說： 

疑根截斷，南泉謾指庭花；觀智孤明，諗老休言啜茗。4 

從上述的引文，由廣智禪師的拈頌及琮湛禪師的解釋中，透顯了杜順和尚的《法

界觀》之特色，乃是「諸經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的，而此反襯了趙州和尚

的「趙州茶」（指「趙州禪」）雖然直接了當，以一杯茶來接引三種根機（上、中、

下根），但卻難以跟華嚴法界觀之溥融無礙媲美。何以如此？乃因《法界觀》攝華

嚴之玄要，以真空、理事無礙、周遍含容等三重來表達之；而此三觀（真空觀、

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實乃一觀也，稱之為法界觀，亦即是從三種不同面相

來表達法界觀。5 

                                                      
1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1) 
2 宋 本嵩述頌;(金)琮湛集解（年代不詳）。[中華藏 No. 1894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5/cd/a3.html（2016/07/18 瀏覽）。又

如《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時正大元年歲次甲申仲冬望日記。」(CBETA, T45, no. 1885, p. 692, 

c8) ，大元年歲，即公元 1224 年，是金代大哀宗年號。 
3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1-15)。 
4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1 (CBETA, T45, no. 1885, p. 692, c2-3)。 
5 《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夷門雲：觀心無二，法界無三，就義淺深，說有前後，如一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5/cd/a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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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略可知，《法界觀》之三觀含攝了整部《華嚴經》的教理及觀法，且是

「諸經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的。基於此，而言「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或言「觀智孤明，諗老休言啜茗」，此在在顯示了趙州禪難與法界觀媲美。但若從

另一角度來看，正好也呈現出「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誠如琮湛禪師評述當

時對法界觀的看法，而感慨地說道： 

噫！嘗聞有語云：若人會得法界觀，參禪了一半。宗湛以此評之，應云：

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6 

藉由琮湛的評述，顯示了深明法界觀，非只是參禪了一半而已，而是好喫趙州茶。

由此也顯示了禪宗與法界觀之密切關係。本論文即是呼應此話題而來，將琮湛禪

師所說的「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稍作調整為「深明法界觀，好喫趙州茶」，

因為所謂「杜順旨」，實乃指《法界觀》之意。因此，本論文嘗試藉由《法界觀》

之三觀與禪宗做一連結，探討其彼此之關係。 

本論文所要處理的，是華嚴法界觀與禪宗之關係，而副標題雖言：「深明法界

觀 好喫趙州茶」，主要是藉由趙州茶來象徵禪宗，重點不在於討論趙州茶（趙州

禪）。依筆者之研究，華嚴法界觀之三觀與禪宗有極密切之關係，或可說禪宗只要

能用語言所表達出來的，可說實不外乎法界觀之三觀，且此在歷代諸禪師語錄中，

也常可以看到其對法界觀之運用。 

若就禪宗所破斥執著而言，可說不外乎《法界觀》之真空觀，尤其是真空觀

的「泯絕無寄觀」；若就禪宗所要表顯意境或妙用而言，可說不外乎《法界觀》之

理事無礙觀（理事無礙法界）、周遍含容觀（事事無礙法界）。 

二、法界觀簡介 

有關《法界觀》，據說為華嚴初祖杜順和尚之作，7目前此文獻主要保留在法藏

《華嚴勸發菩提心章》中，及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等

註疏中，並未有單獨行本。法藏《華嚴勸發菩提心章》乃是對《法界觀》內容之

                                                                                                                                                            
明珠初見珠體絕相，喻真空觀也，直觀理體故。次觀珠隨緣現像非一非異，喻理事無閡觀也。後見

珠中所現異像青𠁅黃処，珠体无二，妍醜亦然。珠体无彼此，色像即珠，何曽有異。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互遍互容，喻事〃无礙観也三[(共-八+隹)*見]一心爛然，可見」(CBETA, D38, no. 8898, p. 

5, a10-11)。 
6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5-17)。 
7 在學術界中，亦有學者懷疑《法界觀》非杜順之作品，而可能是法藏所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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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8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及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是對《法界觀》所做的

註疏。 

《法界觀》主要是以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等三觀來切入。有關

《法界觀》之第一「真空觀」，是以四句十門方式來論述真空觀。所謂的四句，是

指會色歸空觀、明空即色觀、空色無礙觀、泯絕無寄觀。9亦可以「空、有、亦空

亦有、非空非有」模式表達之，如下所示： 

真空觀 四句 

會色歸空觀 空 

明空即色觀 有 

空色無礙觀 亦空亦有 

泯絕無寄觀 非空非有 

於《法界觀》之「真空觀」中，首先，以「會色歸空觀」來顯示「色即空」

之道理，遮除對空、色之不當的理解；其次，以「明空即色觀」顯示「空即色」

之道理，遮除對空、色之不當的理解；然後，再以「空色無礙觀」雙破對空、色

之執著，顯示「解終趣行」；最後，以「泯絕無寄觀」破除一切所有施設之執著，

顯示「行起解絕」，而以「行境」表達之。藉由「真空觀」之四句模式運用，可看

出施設真空觀，主要在於遍破所有一切之執取，由此而襯托出「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之行境。 

《法界觀》之第二「理事無礙觀」，基本上，可說在「真空觀」的基礎上，進

而來論述理與事之關係，彼此是圓融無礙的。換言之，若從修學循序漸進的角度

來看，藉由真空觀之遮情顯理，以泯除種種顛倒妄想執著，唯當妄盡理顯，方能

了知「超情離見」之理事關係，乃是彼此相遍、相成、相奪、相即、相非之圓融

無礙的。此理事無礙觀亦以十門來論述，如下所述10： 

一、理遍於事門 

二、事遍於理門 
相遍 鎔融 

                                                      
8 本論文對華嚴三觀之論述，僅作一簡要之說明，詳參《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第一章第一節，及

第三章第一節（台北華嚴蓮社出版，1996 年，9 月）。另，參〈天台三觀與華嚴三觀〉，《華梵人文

學報‧天台專刊》，華梵大學出版，2013。 
9 《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CBETA, T45, no. 1878, p. 652, b14-c22)。本文為引文之方便，直就法藏

《華嚴發菩提心章》來引述之，以下亦同。 
10 如《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第二、理事無礙觀者，謂理事鎔融存亡逆順，通有十門。一、理

遍於事門，…十、事法非理門，謂全理之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舉體全

理而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義，非濕故。」(CBETA, T45, no. 1878, p. 652, c28-p. 

653,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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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理成事門 

四、事能顯理門 
相成 順 

五、以理奪事門 

六、事能隱理門 
相奪 逆 

七、真理即事門 

八、事法即理門 
相即 亡 

九、真理非事門 

十、事法非理門 
相非 存 

而此十門之關係，是理事彼此鎔融存亡逆順無礙的，且彼此同時頓起，如其

云： 

此上十義，同一緣起，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理，有

顯有隱，有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深思，令觀明現。

是謂理事圓融無礙觀也。11 

此以十門對理事關係之論述，可說發揮至極致，且以「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

時頓起」來表達之，隨舉一門，餘九門與之同時相應。 

最後，有關《法界觀》之第三「周遍含容觀」，以十門來論述，如下所述12： 

一、理如事門 

二、事如理門 

三、事含理事門 

四、通局無礙門 

五、廣狹無礙門 

六、遍容無礙門 

七、攝入無礙門 

八、交涉無礙門 

九、相在無礙門 

十、普融無礙門 

而此十門，可說是以循序漸進方式來進入觀法，以顯示諸法互遍互攝重重無盡。

                                                      
11 《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CBETA, T45, no. 1878, p. 653, c12-15)。 
12 如《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第三、周遍含容觀者，謂事如理融，遍攝無礙，交參自在。略辨

十門：一、理如事門，…十、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

普融無礙，準前思之。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令現在前也。」(CBETA, T45, 

no. 1878, p. 653, c16-p. 654, 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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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前三門（理如事門、事如理門、事含理事門）為基礎，來說明事如理之

遍一切、攝一切。進而以第四通局無礙門、第五廣狹無礙門，來說明一法之遍一

切、攝一切，而不壞自身。接著，以第六遍容無礙門、第七攝入無礙門，來說明

一對一切之「遍與容」，或一切對一之「攝與入」，是同時的。再以第八「交涉無

礙門」，來顯示一對一切及一切對一之遍容、攝入是同時的。且以第九「相在無礙

門」，說明一法攝一切又入一法之關係。最後的第十「普融無礙門」，則是將交涉

無礙門、相在無礙門結合一起觀之，以彰顯示諸法互遍互攝重重無盡，如其云： 

十、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

普融無礙，準前思之。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令現

在前也。13 

此是以普融無礙來說明一與一切之間的關係，是同時頓顯的，且彼此圓融無礙；

一法如此，一切法亦復如此。彼此同時互遍互攝，形成重重無盡之法界。 

因此，藉由《法界觀》之三觀，可得知「真空觀」著眼於破斥上；而「理事

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可說著重於表顯上。 

三、法界觀與禪 

有關本節所論述的法界觀與禪之關係，本論文主要藉用廣智禪師《法界觀門

頌》及琮湛禪師《註法界觀門頌》來說明之，因為此兩部著作是以禪宗拈頌方式

來註解《法界觀》，頗具有其代表性。廣智禪師除了《法界觀門頌》外，亦撰有《華

嚴法界觀門通玄記》，14而此著做乃是對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之註疏，本論文

亦列入參考之。 

對於《法界觀》之三觀，廣智禪師認為三觀實乃一觀，如《華嚴法界觀門通

玄記》云： 

觀心無二，法界無三，就義淺深，說有前後。如一明珠，初見珠體絕相，

喻真空觀也，直觀理體故。次觀珠隨緣現像，非一非異，喻理事無閡觀也。

                                                      
13 《華嚴發菩提心章》卷 1 (CBETA, T45, no. 1878, p. 654, a25-28)。 
14 有關《華嚴法界觀通玄記》，收錄於台灣國圖本《華嚴法界觀門通玄記》(CBETA, D38, no. 8898)，

而此份資料並不完整。另可參考日本立正大學藏明刻本《華嚴法界觀門通玄記》。王頌《華嚴法界

觀校釋研究》中，已有校正本（《華嚴法界觀校釋研究》，p.p103-195，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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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見珠中所現異像，青𠁅黃處，珠體無二，妍醜亦然，珠體無彼此，色像

即珠，何曽有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互遍互容，喻事〃無礙観也。三[(共

-八+隹)*見] 【觀】一心，爛然可見。15 

此說明了雖就「義」之淺深，將《法界觀》分成三觀，似有前後淺深之差別，而

實乃三觀一心，因「觀心無二，法界無三」。只因為切入角度之不同，而呈現三觀，

若直觀理體，則稱為真空觀；若觀理與事之關係，則稱為理事無礙觀；若就事事

觀之，則稱為事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而《法界觀》之三觀實含攝了整部《華嚴經》的教理及觀法，且是「諸經詮

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的，如《註法界觀門頌》云： 

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通明妙觀玄網，何必參禪問道。此頌帝心禪      

師集斯觀旨，撮華嚴之玄要，束為三重；設法界之妙門，通為一觀。諸經

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雖言諗老直截，難比溥融無礙也。16 

此說明了「撮華嚴之玄要，束為三重；設法界之妙門，通為一觀」，以此顯示華嚴

之特色，實乃「諸經詮量不到，禪宗提唱莫及」，所謂「深明杜順旨，何必趙州茶」、

「通明妙觀玄網，何必參禪問道」，甚至認為「雖言諗老直截，難比溥融無礙也」，

若由此來看，似乎說明了趙州禪（象徵禪法）難以和法界觀媲美。但若從另一角

度來看，正好也呈現了「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誠如琮湛禪師評述當時對法

界觀的看法，而感慨地說道： 

噫！嘗聞有語云：若人會得法界觀，參禪了一半。宗湛以此評之，應云：

深明杜順旨，好喫趙州茶。17 

但無論對法界觀和禪的評價如何，此在在皆顯示了禪與法界觀之間的關係。本論

文藉用廣智禪師《法界觀門頌》及琮湛禪師《註法界觀門頌》來說明法界觀與禪

                                                      
15 《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 (CBETA, D38, no. 8898, p. 5, a10-11)。另可參王頌《華嚴法界觀

校釋研究》〈法界觀通玄記〉校釋， p.p138-139）。 

此外，廣智亦以一心來說明法界觀，如《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夷門云：言法界者，所

觀三重妙境，但是一心。問：既是一心何名法界[前-刖+合]【觀】？此有二意：一者一心有[車*丸]、

持故，名之為法。二者有性、分故，復立界名。謂此真心不変自体曰持，隨緣成徳曰[車*丸]，成

事差別曰分，体空同一曰性。故知法界即是心之義用」(CBETA, D38, no. 8898, p. 5, a4-5)。 
16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1-15)。 
17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b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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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先將其關係，略表如下： 

《法界觀》 《法界觀門頌》 

真空觀 
題目分明 

好箇入路 

理事無礙觀 
山高不礙雲舒卷 

天靜何妨鶴往來 

周遍含容觀 
幢網珠光無向背            

自他光影一時周 

此是廣智對《法界觀》三觀所做的拈頌，頗能貼近法界觀所要表達之涵義。顯示

真空觀是「題目分明，好箇入路」，而理事無礙觀是「山高不礙雲舒卷，天靜何妨

鶴往來」，周遍含容觀乃是「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此外，其對於

三觀一一再細說之，如下表所示： 

真空觀 《法界觀門頌》 《註法界觀門頌》18 

一、會色歸空觀  
鎔瓶盆釵釧為一金 

變乳酪酥醍作一味 
融會緣生幻色歸於真空矣 

二、明空即色觀  
密移一步 

大地逢春 
此辨真空不異幻色也 

三、空色無礙觀 

大海從魚躍 

長空任鳥飛 

 

色空同一味 

笑殺杜禪和 

 

 

空是真空不礙幻色 

色是幻色不礙真空 

 

我衲僧門下，佛魔並掃，光

影齊亡，纔有少分相應。況

更說色說空、說一說異，是

好笑也。19 

四、泯絕無寄觀 

混然寂照寒宵永 

明暗圓融未兆前 

 

心若死灰 

口宜掛壁 

 

到此，聖凡情盡，境智俱冥。

如死灰遇煩惱薪而不能然，

豈可言思而能到也。…令解

心如灰，不可以心思也。非

言所及，使辨口似壁，不可

以口議也。20 

                                                      
18 有關琮湛之說明，由於文長，只摘錄其中部分，其出處不另標示，以下亦同。 
19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色空同一味，笑殺杜禪和 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此頌空色

無礙，蹤跡未亡，無寄人前，堪悲堪笑，達士可耳。只如杜撰禪和笑箇甚麼？乃云：我衲僧門下，

佛魔並掃，光影齊亡，纔有少分相應。況更說色說空、說一說異，是好笑也。」(CBETA, T45, no. 1885, 

p. 700, b25-c1)。 
20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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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廣智與琮湛對《法界觀》真空觀之拈頌及說明，有諸多精彩之處，由於

篇幅之關係，以「冺絕無寄觀」來做說明。 

廣智對真空觀「冺絕無寄觀」所作之著語，如《法界觀門頌》云： 

心若死灰 口宜掛壁 21 

又拈頌云： 

境空智亦寂 照體露堂堂  

熱即普天熱  涼時匝地涼  

無心未徹在  有意轉乖張  

要會終南旨  春來日漸長 22 

琮湛之解釋，如《註法界觀門頌》卷 2： 

心若死灰口宜掛壁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心者無寄觀心也。到此，      

聖凡情盡，境智俱冥。如死灰遇煩惱薪而不能然，豈可言思而能到也。《觀》

中拂跡，文云：「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令解心如灰，不可以心思也；非

言所及，使辨口似壁，不可以口議也。23 

又如《註法界觀門頌》對「境空智亦寂」之解釋： 

境空智亦寂 不居明暗室，懶坐正偏床。此頌妙絕能所對待，正顯無寄也。24 

此等在在說明了真空觀乃泯除能所之對待，臻於境空、智寂，無論是以「心若死

灰」、「口宜掛壁」所作之形容，無非是對能所之泯除，而達到所謂的「冺絕無寄」。

如《華嚴法界觀門通玄記》：「逈絕无寄者，令覌心孤朗，絕其蹤跡，都无寄托，

冥合真界也。此則境智両亡，一味方顕」。25此即以境、智雙亡之「冺絕無寄觀」，

來顯示真空。 

                                                      
21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1)。 
22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7-p. 701, a10)。 
23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1-16)。 
24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0, c17-18)。 
25 《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卷 1 (CBETA, D38, no. 8898, p. 21,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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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理事無礙觀之義涵，廣智以「山高不礙雲舒卷，天靜何妨鶴往來」來表

達理事無礙，且針對理事無礙觀之十門，一一加以頌之。如下所示： 

理事無礙觀 《法界觀門頌》 《註法界觀門頌》 

一、理遍於事門 
功盡忘依處 

轉身覺路玄 

一真不變之理，妙能隨

緣遍於千差事法。 

二、事遍於理門 
影現建化門頭 

身遊實際理地 

以千差事法各各全遍

一真之理。 

三、依理成事門 

隨緣成妙有 

大用獨全彰 

 

披毛戴角者 

方是箇中人  

斫倒那邊無影樹 

却來火裏又抽枝26 

此頌隨緣人也。謂自古

賢聖了證真理，由悲故

迴入塵勞，由智故方便

利物。宗門中，喚作異

類中人也。丹霞云：戴

角披毛異類身。是此意

也。27 

四、事能顯理門 

乾坤盡是黃金骨 

萬有全彰淨妙身 

青嶂白雲 

誰人分上 

然宗門中，以青山為

體，白雲為用，即此體

用阿誰分上。要會麼，

萬里江山無異路，一天

風月盡吾家。28 

五、以理奪事門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摩竭掩室 

毘耶杜口 

以一真不變之理，奪盡

千差事法也。 

六、事能隱理門 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事為能隱，理為所隱 

七、真理即事門 
隨流雖得妙 

入海水波潛 

成此門不變即隨緣義

也。 

八、事法即理門 
元從恁麼來 

却須恁麼去 
成此門成事即體空義。 

九、真理非事門 
水底金烏天上日 

眼中童子面前人 

於非異處，辨非一也。

隨緣非有之法身，恒不

異事而全理。顯示自他

俱存理事雙全矣。 

十、事法非理門 
月篩松影高低樹 

日照池心上下天 

舉體全理，即事相宛

然。此則寂滅非有之眾

生，恒不異理而全事。 

                                                      
26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8-9)。 
27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9-12)。 
28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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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有關廣智與琮湛對《法界觀》理事無礙觀之拈頌及說明，有諸多精

彩之處，亦由於篇幅之關係，以第三「依理成事門」來做說明。 

理事無礙觀之「依理成事門」中，主要在於說明聖者證悟後，再入世間之情

形，所謂： 

披毛戴角者，方是箇中人。斫倒那邊無影樹，却來火裏又抽枝。29 

又如《註法界觀門頌》云： 

此頌隨緣人也。謂自古賢聖了證真理，由悲故迴入塵勞，由智故方便利物。 

宗門中，喚作異類中人也。丹霞云：戴角披毛異類身。是此意也。30 

諸如此類，就禪宗來說，以「異類中人」來顯示「依理成事門」，如以「披毛戴角

者，方是箇中人」來表達之，或如丹霞禪師所說：「戴角披毛異類身」，而禪師也

往往以水牯牛暗示之。31此與廣智對周遍含容觀所拈頌的「窮得根源妙，隨流任算

沙」32，有異曲同工之妙。 

                                                      
29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8-9)。 
30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CBETA, T45, no. 1885, p. 702, a9-12)。 
31 如《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 3：「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

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拶著便動，捺著便轉。溈

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

喚作溈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著，管取分疎不下。」(CBETA, T48, no. 2003, p. 165, 

a9-16)。 

又如《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卷 4：「復舉南泉巡堂，次牽頭水牯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臂一

下，泉便休。少頃，趙州將艸二束放於首座面前，座無對。師云：南泉異類中人，要渠頭角完備。

趙州重添艸料，圖佗氣概驚群父子首尾相扶，可惜散不著處。若是通方首座何不對眾表明，且道表

箇甚麼？滿堂雲水俱有分，將來此處作私情。」(CBETA, J35, no. B343, p. 828, a14-19)。 

又如《撫州曹山元證禪師語錄》卷 1：「三種墮……所以南泉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

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中行。如今須向異中，道取異中事。夫語中無語，始得若是。

南泉病時，有人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泉曰：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某甲擬隨

和尚去，還得麼？泉曰：若隨我，含一莖草來。揀曰：這箇是沙門轉身語。所以道：汝擬近銜一莖

草來親近渠，是呼為無漏始堪供養渠。」(CBETA, T47, no. 1987A, p. 533, c5-24)。 

又如《宏智禪師廣錄》卷 3：「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去，不免官家苗稅。

擬向溪西去，不免官家苗稅。爭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

處關防不得。為什麼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CBETA, T48, no. 2001, p. 32, a1-5)。 
32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窮得根源妙，隨流任算沙。隨流方得妙，住岸却迷人。此頌

窮究觀門，精妙解達，理事圓通，似枝枝而得本，如派派而逢源，何妨演教度生，豈礙分別名相。

或逢上士，直指圓融之心；遇中下流，曲示行布之教。隨流得妙，從他入海算沙；徹法深根，就彼

尋枝摘葉。運三觀無礙之智，盡䈇群機；與同體一極之悲，皆歸溥融之玄道。」(CBETA, T45, no.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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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周遍含容觀，廣智禪師頌云：「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33以

因陀羅網來顯示華嚴重重無盡法界，且對周遍含容觀之十門，亦一一加以拈頌之，

如下所示： 

周遍含容觀 《法界觀門頌》 《註法界觀門頌》 

一、理如事門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此頌所如千差事法。 

二、事如理門  
法依圓成 

還同圓遍 

諸事法與理非異，故能隨理

而圓遍也。 

三、事含理事門  
網珠千影相 

盡在一珠中 

前所遍之一事，到此便為能

含。 

四、通局無礙門  
法界華嚴大道場 

纖毫不動一齊彰 

不動一位而遍在一切位中

也。 

五、廣狹無礙門  
華藏世界所有塵 

一一塵中見法界 

此頌帝心禪師廣狹相參之妙

句。 

六、遍容無礙門  
唯一堅密身 

一切塵中見 
遍即容容即遍。故曰無礙。 

七、攝入無礙門  
十方所有佛 

盡入一毛孔 

正攝即入，正入即攝，故曰

無礙也。 

八、交涉無礙門 
諸佛法身入我性 

我性還共如來合 

交互關涉無有罣礙，成一多

兩重主法。 

九、相在無礙門  
一聲遍入諸人耳 

諸人耳在一聲中 

……故得凡聖混融因果交

徹，全主為伴，互各相在矣。 

十、溥融無礙門  

混然無內外 

和融上下平 

主伴兩無差  聖凡共一家 

虛空用有際  纖芥體無涯 

窮得根源妙  隨流任算沙 

深明杜順旨  何必趙州茶 

 

 

此頌主伴難分，凡聖體一，

唯顯混融無礙玄寂獨存。 

於此十門中，主要舉第十「溥融無礙門」說明之，所謂： 

                                                                                                                                                            
p. 707, b3-10)。 
33 如《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周遍含容觀第三 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義

曰：一一事法如理融通，包遍自在。約差別事法，論其體用而顯玄也。」(CBETA, T45, no. 1885, p. 

704, 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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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伴兩無差  聖凡共一家 

虛空用有際  纖芥體無涯 

窮得根源妙  隨流任算沙 

深明杜順旨  何必趙州茶。34 

此用以說明主伴無別，聖凡共一家，如琮湛所釋「此頌主伴難分，凡聖體一，唯

顯混融無礙玄寂獨存」。另以「纖芥體無涯」來說明一塵稱理無有邊涯，或毛孔容

受彼諸剎等。又如「窮得根源妙，隨流任算沙」、「隨流方得妙，住岸却迷人」。無

不在說明隨緣度眾生，如琮湛所釋： 

此頌窮究觀門，精妙解達理事圓通，似枝枝而得本，如派派而逢源，何妨

演教度生？豈礙分別名相？或逢上士，直指圓融之心；遇中下流，曲示行

布之教。隨流得妙。從他入海算沙。徹法深根。就彼尋枝摘葉。運三觀無

礙之智。盡䈇群機。與同體一極之悲。皆歸溥融之玄道。35 

從上述之探討，藉由廣智禪師對《法界觀》之拈頌，以及琮湛之解釋，可看

出禪與華嚴法界觀之密切關係。 

四、禪觀之活用 

有關法界觀、禪法等之運用，於歷代禪師身上處處可見，本論文主要列舉臨

濟宗來做說明，分述如下。 

南嶽懷讓禪師於面見慧能大師時，師徒之間，36有如下之問答，如《景德傳燈

錄》〈南嶽懷讓禪師傳〉云： 

祖問：什麼處來？ 

曰：嵩山來。 

祖曰：什麼物恁麼來？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祖曰：還可修證否？ 

                                                      
34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CBETA, T45, no. 1885, p. 707, a23-b11)。 
35 《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 (CBETA, T45, no. 1885, p. 707, a28-b10)。 
36 《景德傳燈錄》卷 5：「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

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

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啟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CBETA, T51, no. 2076, p. 240, c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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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37 

此中的「說似一物即不中」，類似《法界觀》之真空觀的「泯絕無寄觀」，所謂： 

第四、泯絕無寄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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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逈絕無寄。非言所及，

非解所到，是謂行境。何以故？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38 

為何「說似一物即不中」？乃因為「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之故，而所有的生心

動念皆乖法體，失其正念。所以，《法界觀》稱此為「行境」。一切雖空，但並非

空無一物，所以云： 

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 

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39 

又云： 

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      

宜慎辭哉。40 

此說明了隨順因緣而有種種法，如「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雖有種種，但並

非世間之生滅相，所謂「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亦即強調一切法雖從心生，

但實無所生，且法亦無所住；若能如是通達心地，則所作無礙。此所呈現，猶如

《法界觀》之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馬祖道一禪師認為於法無所求、不可得，則能理事無礙，如《景德傳燈錄》〈馬

祖道一禪師傳〉卷 6： 

                                                      
37 《景德傳燈錄》卷 5 (CBETA, T51, no. 2076, p. 240, c11-15)。 

又如《古尊宿語錄》卷 1：「六祖問：什麼處來？師云：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什麼物與麼來？

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云：某甲有箇會處。祖云：作麼生？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 

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污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

如是，吾亦如是。」(CBETA, X68, no. 1315, p. 3, a7-12 // Z 2:23, p. 79, c18-d5 // R118, p. 158, a18-b5)。 
38 《華嚴法界玄鏡》卷 1 (CBETA, T45, no. 1883, p. 675, a24-28)。 
39 《景德傳燈錄》卷 5(CBETA, T51, no. 2076, p. 241, a6-7)。 
40 《景德傳燈錄》卷 5 (CBETA, T51, no. 2076, p. 241, a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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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

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

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

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

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

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

生即不生41 

此顯示一切皆空，所以說一切唯心。雖言唯心，而實「心不自心，因色故有」。由

此可知，心與色之關係，乃是彼此相互依存，生即不生。若能如是了解，則心色

無礙，即事即理都無所礙，所謂「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

即不生」。而所謂的「即心即佛」，亦不可執取之，因為只是黃葉止啼而已，如《景

德傳燈錄》卷 6： 

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 

師云：為止小兒啼。 

僧云：啼止時如何？ 

師云：非心非佛。42 

此顯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乃彼此無障無礙。若能如是通達，則一切無礙，如

《景德傳燈錄》卷 6： 

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 

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

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

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

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

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43 

此明若能泯除一切種種情見，達到逈絕無寄，則智慧自然現前，具足妙用。泯除

一切情見，逈絕無寄，此如《法界觀》之真空觀，而智慧現前具足妙用，則如理

事無礙、事事無礙。其他類似於真空之運用，不勝枚舉，如《景德傳燈錄》卷 6： 

                                                      
41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46, a9-20)。 
42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46, a21-22)。 
43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50, a17-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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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

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

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

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

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44 

又如《景德傳燈錄》卷 6： 

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

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

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

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45 

若能離一切有、無等之執著，則能去住無礙，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

而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且亦能應病與藥。 

同樣地，黃檗希運禪師本身亦強調動念即乖法體，此即是違背真空無礙之理，

如《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師謂休曰：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

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

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縱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46 

此真空之理，亦即是離相無盡之行，如《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

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

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

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47 

由此可知，真空之理與無盡之行有著密切之關係，互為表裡，若就表法而言，象

                                                      
44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50, b10-18)。 
45 《景德傳燈錄》卷 6 (CBETA, T51, no. 2076, p. 250, c13-23)。 
46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79, c18-22)。 
47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80, a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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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著文殊與普賢。而此真空之理、無盡之行，乃至諸菩薩的大慈大智等，皆人人

本具足，皆不離一心。又如《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云： 

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

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

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長短得

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

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秖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

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

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

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48 

由引文可知，一心即是真空無礙之理，亦是離相無盡之行，且眾生諸佛無差別，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絕諸思議，默契而已。故言：「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

但能無心，便是究竟」。由此可知，黃檗對一心、無心之強調，類似於《法界觀》

之真空觀，且亦含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同樣地，《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也說道：「如來所說皆為化人，如將黃葉為金，止小兒啼。」49 

禪宗到了黃檗的弟子臨濟義玄時，開創了臨濟宗，其不僅繼承乃師之禪法，

且可說更上一層，強調於法須具真正見解，有此正知正見，則能於法起深信心，

而於法自在無礙，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

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秖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

示人處，秖要爾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

處？病在不自信處。爾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

換，不得自由。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50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若是真正學道人，不求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正見解圓明      

                                                      
48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80, b1-14)。 
49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 1  (CBETA, T48, no. 2012A, p. 383, c4-15)。 
50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a2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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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始了畢。51 

又云： 

爾欲得識祖佛麼？秖爾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

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莫錯！諸禪德，此時不遇，萬劫千

生輪回三界，徇好境掇去，驢牛肚裏生。52 

又云： 

爾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爾一念心上清淨光，是爾屋裏法身佛；爾一      

念心上無分別光，是爾屋裏報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爾屋裏化身

佛。此三種身是爾即今目前聽法底人，秖為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53 

此等在在強調學道須有真正見解，若具此真正見解，則能歇得念念馳求之心，便

與祖佛不別，具足法、報、化身，隨處解脫，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秖為情

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

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

隨處解脫。54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問：「如何是真正見解？」師云：爾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

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毘盧遮那法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

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却入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

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

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

                                                      
51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8, b22-24)。 
52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b7-12)。 
53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b16-21)。 
54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b29-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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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解。55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道流！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入毘盧遮那國土、入解脫國土、入神通國土、

入清淨國土、入法界、入穢入淨、入凡入聖、入餓鬼畜生，處處討覓尋皆，不

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56 

此說明若具真正見解，便能入無生法界，遊華藏世界海，入毘盧遮那國土。由此

可知，空無生與華藏世界之關係，乃是一法兩面，因空無生，所以入華藏；雖入

華藏，亦是空無生。具如此真正見解，乃能不為一切所惑。如《鎮州臨濟慧照禪

師語錄》云： 

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無事是貴

人，但莫造作，秖是平常。57 

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手段方法上，臨濟禪師顯得較為激烈，如《鎮州臨濟慧照

禪師語錄》云： 

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 

師云：爾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

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爾秖麼認他閑名為實，大錯了也。設有，

皆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

佛依。爾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58 

又云： 

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

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秖為道流不

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

                                                      
55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8, b25-c4)。 
56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501, b14-19)。 
57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c26-28)。 
58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9, c14-20)。 



278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任運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59 

又云： 

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蒺藜夌

刺枯骨上覓什麼汁？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求什麼物？爾諸方言：「道有

修、有證。」莫錯，設有修得者，皆是生死業。爾言六度萬行齊修，我見

皆是造業。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獄業；求菩薩亦是造業；看經、看教亦

是造業。60 

如此等方法之運用，亦是一種善巧方便，破其種種之執著，而臨濟禪師於所接引

之眾生，實乃觀其根機而接引之，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云： 

師晚參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

人境俱不奪。61 

又如《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 

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 

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 

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不奪； 

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62 

至於奪境或奪法，或境法具奪，或境法俱不奪，或顯示全體大用，皆視眾生之根

機而定，此也顯示了臨濟禪法之靈活性。不論於奪或顯上，與《法界觀》之真空

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大慧宗杲禪師，其與華嚴之關係頗密切，如《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3：

「山僧於此忽然打失布袋，方入華嚴境界」63，此說明了華嚴境界乃是禪師所證悟

                                                      
59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c9-15)。 
60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9, b5-11)。 
61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497, a22-23)。 
62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 1 (CBETA, T47, no. 1985, p. 501, b3-8)。 
63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3 (CBETA, M059, no. 1540, p. 918, a20-b1)。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3：「妙喜立僧數年後，因來虎丘度夏，看《華嚴經》，一日至金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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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境界。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5 云： 

……老漢（指大慧宗杲本人）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

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

八不動地。為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

既至此以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

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指大慧宗杲）

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指大慧宗杲之師）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

方知真善知識不欺我，真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得。」64 

大慧宗杲所謂的「打失布袋」，乃是《華嚴經‧十地品》第八地菩薩所達之心意識

皆不現前，65亦類似於《法界觀》之真空觀。其自述（約四十歲）於虎丘閱讀《華

嚴經》，而領悟了其師湛堂文準曾為他所說之法。由此可知，《華嚴經》對大慧宗

杲有著深切之啟發。66若從證悟所做的表法上來看，實亦不外乎華嚴，如《大慧普

覺禪師語錄》卷 15： 

                                                                                                                                                            
說菩薩住第八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

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覺寤。既覺寤已，所作皆息。菩

薩亦爾，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已，

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山僧於此忽然打失布袋，方入華嚴境界。自此舌本瀾飜橫說竪說，更不依倚一

箇元字脚。」(CBETA, M059, no. 1540, p. 918, a13-b1)。 
64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5 (CBETA, T47, no. 1998A, p. 875, b26-c17)。 

此約宗杲四十歲時如《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卷 1：「二年戊申，師四十歲居虎丘，按：為錢子虛普

說，曰余昔請益湛堂殃崛摩羅持佛語救產難因緣，湛堂雖設方便，余實不曉，後因在虎丘看《華嚴

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行菩

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

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

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

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

所作皆息。菩薩亦尒，見眾生身在四流中，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

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

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CBETA, 

J01, no. A042, p. 797, c3-22)。 
6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22 十地品〉：「入不動地，名為深行菩薩，一切世間所不能測，離一

切相，離一切想、一切貪著，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深大遠離而現在前。譬如比丘，得於神通，

心得自在，次第乃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皆悉盡滅。菩薩亦如是，菩薩住是地，諸勤方

便身口意行，皆悉息滅，住大遠離。如人夢中欲渡深水，發大精進，施大方便，未渡之間，忽然便

覺，諸方便事，皆悉放捨。菩薩亦如是，從初已來，發大精進，廣修道行，至不動地，一切皆捨，

不行二心，諸所憶想，不復現前。譬如生梵世者，欲界煩惱不現在前。菩薩亦如是，住不動地，一

切心、意、識，不現在前，乃至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前，何況當生諸世間心？」(CBETA, 

T09, no. 278, p. 564, b16-c1)。 
66 有關大慧宗杲與華嚴之關係，另以專文撰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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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盧遮那及諸大菩薩，七處九會，咸集其所，互為主伴，一一交參，現大

神變。乃至善財不離自所住處入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

剎微塵數世界。……當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

普賢等，與諸佛等。……。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夜來州前石師子。無端𨁝跳撞入陳四公酒樓。咬破湘山

祖師鼻孔。杜順和尚忍痛不禁。出來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

覓醫人。灸猪左膊上。67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云： 

久云：插一枝草建梵剎，破妄想塵出經卷，饒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

有事。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梵剎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出。頓漸偏

圓權實半滿，一一分明。種種法門種種方便、種種智慧種種因果、種種殊

勝種種行願種種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

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乃至過現

未來微塵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

定，無異無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修如是行，成如是事，滿如是願，

獲如是福。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

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不異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

法門一時頓證，無量功德遍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互相攝入互為

主伴。68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無非以帝網交光互為主伴來顯示之，此乃華嚴之所擅長也。

若能於此信得及，則成佛不假修治。因此，不論對於破執或表法上，在在可以看

出大慧宗杲與華嚴之密切關係。 

雖然如此，大慧宗杲亦相當強調，於法不能執取之，乃至泯絕一切言說，如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 

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一微塵遍法界之

內。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放身命處。69 

                                                      
67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5 (CBETA, T47, no. 1998A, p. 877, c7-p. 878, a20)。 
68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8 (CBETA, T47, no. 1998A, p. 842, b9-25)。 
69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 (CBETA, T47, no. 1998A, p. 818, a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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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8： 

恁麼恁麼，理隨事變； 

不恁麼不恁麼，事得理融； 

恁麼中不恁麼，寬廓非外； 

不恁麼中却恁麼，寂寥非內。 

寂寥非內也，觀法界於一塵之中； 

寬廓非外也，見一塵遍法界之內。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

清淨。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

本分事。直須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直下便揑到這裏，直得三

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𢱢處。更說甚麼內，說甚麼外，說甚麼理，

說甚麼事，說甚麼法界，說甚麼一塵。70 

雖以理、事、內、外，乃至以法界、微塵等來說明，大慧宗杲認為這只是教乘極

則而已，若住於此，也只是住草庵罷了。甚至談論心性，實乃不得已之事，有時

反成了障礙，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妙喜（案：指宗杲）盡力說，只說得到這裏，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

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怛怛，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

言語上，……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

本性，事不獲已，說箇心，說箇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

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瓶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

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

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

大似掉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為可憐愍者。71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是箇英

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猻家具，察鬼神茶

飯。蓋爾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

                                                      
7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8 (CBETA, T47, no. 1998A, p. 841, b11-21)。 
71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CBETA, T47, no. 1998A, p. 880, b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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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

脚跟下黑漫漫，依前只是箇漆桶。72 

由此可知，大慧宗杲所強調的，在於「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而於事不得已之下，

才道心性甚麼的。同樣地，面對業力、道力，亦皆須一起放下，如《大慧普覺禪

師語錄》云： 

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

且那箇是業力熟處是？那箇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

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釋迦

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這

箇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皆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

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73 

此以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來說明只有迷悟之別，所謂「道力、業力本無定度，

但看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若迷，則業力勝，觸途成滯，處處染著。

若不迷，則道力勝，一為無量，無量為一，不動道場遍十方界，於一毛端現寶王

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然不論業力或道力，亦不可分別取著，因為業力、道力，

皆是假名施設而已。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云：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咄）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

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

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

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

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真說。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即是舜元。

舜元即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

陝府鐵牛滿口苦。74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云： 

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

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萬百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回避無門。求生不得，

                                                      
72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 (CBETA, T47, no. 1998A, p. 880, b25-c2)。 
73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CBETA, T47, no. 1998A, p. 901, a28-c6)。 
74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 (CBETA, T47, no. 1998A, p. 902, b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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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

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摶量。

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

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

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

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箇好

底消息。75 

此中所顯示的種種「不可得」，乃是破斥種種之執著，類似於法界觀之真空觀的泯

絕無寄觀，但若執著空寂反又成病。76 

面對教、禪之破立問題，對大慧宗杲禪師而言，乃破立無礙，如此之態度，

無非要禪者具慧眼，能透金剛圈，又能吞栗棘蓬。而顯示見性之人，說「是」亦

得，說「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於是非，至於「破」或「立」，也不過是因

緣如此而已。由於眾生惡業障重心識紛飛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續

不斷，而有種種取著，所以施設種種對治。諸如此類，不可勝數。77 

大慧宗杲所強調的，在於能透金剛圈、吞栗棘蓬，而金剛圈、栗棘蓬，乃至

機鋒等，也只不過是手段之運用而已，78重點在於須親證親悟始得，如此才能通透

                                                      
75《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 (CBETA, T47, no. 1998A, p. 901, c21-p. 902, a6)。 
76《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近世叢林有一種邪禪，執病為藥，自不曾有證悟處，而以悟為建

立，以悟為接引之詞，以悟為落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自己既不曾有證悟之處，亦不信他人有

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喚作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逐日噇却兩頓飯事，事不理會，一向嘴

盧都地打坐。謂之休去歇去，纔涉語言，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兒孫邊事，將這黑山下鬼窟裏底為

極則，亦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以己之愚，返愚他人。釋迦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

叫求人不聞。此輩名為可憐愍者。有一種士大夫，末上被這般雜毒入在心識中，縱遇真正善知識，

與說本分話，返以為非。此輩正如世之所謂虎鬼者，不獨被伊害却性命，又返為之用，殊不知覺，

除非夙有願力。」(CBETA, T47, no. 1998A, p. 901, c6-21)。 
77 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6：「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

若是箇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猻家具，察鬼神茶飯。蓋爾不能一

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

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CBETA, T47, no. 1998A, p. 880, b25-c3)。 

又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疎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

上，只度得箇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箇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箇屠兒。看他這三箇成佛

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為他保任而

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

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

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

真心任遍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CBETA, T47, no. 1998A, p. 900, c24-p. 901, 

a9)。 
78 教理、機鋒之運用，猶如國之兵器，不得已而用之，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師乃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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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大事，敵得了生死業力。 

至於曹洞宗之禪法，與華嚴亦有密切關係，由於篇幅所限，不再申論，僅舉

宏智正覺禪師略明之。如宏智正覺禪師所提倡默照禪，以強調靜坐默究為入手處，

用以對治垢染，而其所要彰顯的，無非是華嚴法界之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如《宏

智禪師廣錄》卷 6： 

真實做處，唯靜坐默究，深有所詣。外不被因緣流轉，其心虛則容，其照

妙則準；內無攀緣之思，廓然獨存而不昏，靈然絕待而自得。得處不屬情，

須豁蕩了無依倚。卓卓自神，始得不隨垢相。箇處歇得。淨淨而明，明而

通，便能順應，還來對事，事事無礙。……似白牯貍奴恁麼去，喚作十成

底漢。所以道：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79 

藉由靜坐默究而不為內外所牽動，於得處不屬情，須豁蕩了無依倚，始得不隨垢

相，能淨明而通，便能順應而事事無礙。又如《宏智禪師廣錄》云： 

田地虛曠，是從來本所有者。當在淨治揩磨，去諸妄緣幻習。自到清白圜

明之處，空空無像，卓卓不倚。唯廓照本真，遺外境界。所以道：了了見，

無一物。箇田地是生滅不到。……古人道：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無心道

也休。……是須恁麼參究。80 

又云： 

衲僧家，枯寒心念，休歇餘緣，一味揩磨此一片田地。直是誅鉏盡草莾，

四至界畔，了無一毫許污染。靈而明，廓而瑩，照徹體前。直得光滑淨潔，

著不得一塵。便與牽轉牛鼻來，自然頭角崢嶸地。異類中行履，了不犯人      

                                                                                                                                                            
云：假使大地草木盡末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

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

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

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遍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

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

不著，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氂繫念三塗業

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

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

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CBETA, T47, no. 1998A, p. 811, c18-p. 812, a8)。 
79 《宏智禪師廣錄》卷 6 (CBETA, T48, no. 2001, p. 73, c14-24)。 
80 《宏智禪師廣錄》卷 6(CBETA, T48, no. 2001, p. 73, c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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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稼。騰騰任運，任運騰騰，無收繫安排處，便是耕破劫空田地底。却恁      

麼來，歷歷不昧，處處現成，一念萬年，初無住相。所以道。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萠。既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81 

又云： 

田地穩密密處，活計冷湫湫時。便見劫空無毫髮許作緣累，無絲糝許作障

翳。虛極而光，淨圜而耀。歷歷有亘萬古不昏昧底一段事，若點頭知有，

不隨生滅，不住斷常。要變應則與萬象森羅同其化，要寂住則與二儀蓋載

同其道。出沒卷舒，一切在我。本色漢須恁麼收放始得。82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其所用功夫，在於靜坐默究；其所要彰顯的，不外乎《法

界觀》之理事無礙、周遍含容，如《宏智禪師廣錄》： 

入寺上堂云：古人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今日覺上座。

意要普請諸人入門。還有得入者麼。若也入得。便向普光法堂上相見，可

謂尊賓和合，理事圓融。且作麼生相見，還會麼？幢網寶珠無向背。自他

光影一時周。83 

此引文中，所言「尊賓和合，理事圓融」、「幢網寶珠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

等，84無不是顯示華嚴法界。 

五、結語 

若以破除執著而言，種種的破執而至逈絕無寄，此可以「真空觀」來表達之；

若就種種呈現而言，此可對應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因此，可以看出禪師們

不論在破執或施設上，可說不外乎《法界觀》之三觀。於破種種知見之執著後，

禪師們似較著眼以「心」來表達之，而《法界觀》則以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來呈現之。 

                                                      
81 《宏智禪師廣錄》卷 6 (CBETA, T48, no. 2001, p. 74, a5-13)。 
82 《宏智禪師廣錄》卷 6 (CBETA, T48, no. 2001, p. 76, a20-26)。 
83 《宏智禪師廣錄》卷 1 (CBETA, T48, no. 2001, p. 2, a3-8)。 
84 宏智正覺所言「幢網寶珠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此乃是引自廣智禪師對《法界觀》「周遍

含容觀」之拈頌，如《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卷 2：「周遍含容觀第三 幢網珠光無向背，自他

光影一時周。」(CBETA, T45, no. 1885, p. 704, a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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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教、禪之相對上來看，雖然禪宗對經教有種種之破斥，但此乃在於破除

對經教之執著，破除落於心意識等知見，破除於心外求法，破除逞機鋒口舌，破

除談玄說妙，破除傳玄傳妙，破除探玄探妙，而強調親證親悟始得。85如此之破斥，

皆可視為真空觀之運用。 

禪宗對教理（解）的破斥而強調親證親悟始得，可對應於《法界觀》「真空觀」

之逈絕無寄觀，所謂「行起解絕」。而禪宗所要表達的悟境妙用不思議等，可對應

於《法界觀》之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因此，禪宗不論在破斥或表顯上，可

嘗試與《法界觀》作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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