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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釋題

1. 《大方廣佛華嚴經》 (Mahā-vaipulya-buddhâvataṃsaka-sutra)

1.)    名稱

• Mahā：音譯「摩訶」，解大乘

• vaipulya：方等、方廣之意

• buddhâ：佛陀、佛

• âvataṃsaka：指如王冠、耳環等裝飾物，引申莊嚴、華美之意

• sutra：經，佛所說者



2.)    來歷

• 傳說佛滅後 500 年，龍樹菩薩入龍宮看經後默寫而出，相傳全經有十萬

首頌

3.)    主旨

• 悉達多太子成佛後首次講法，描述成佛後所見的世界，即成佛以後的世
界觀

• 借毘盧遮那佛 (Vairocana) 說明佛果

• 借十地說明成佛的經過

• 借善財童子的經歷說明成佛的因緣



4.) 「華藏莊嚴世界海」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

言：諸佛子！此華藏莊嚴世界海，是毘盧遮那如來往昔於世界海微塵數

劫修菩薩行時，一一劫中親近世界海微塵數佛，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

塵數大願之所嚴淨。諸佛子！此華藏莊嚴世界海，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

所持。其最下風輪名平等住，能持其上一切寶焰熾然莊嚴。次上風輪名

出生種種寶莊嚴，能持其上淨光照耀摩尼王幢。次上風輪名寶威德，能

持其上一切寶鈴。次上風輪名平等焰，能持其上日光明相摩尼王輪。次

上風輪名種種普莊嚴，能持其上光明輪華。次上風輪名普清淨，能持其

上一切華焰師子座。次上風輪名聲遍十方，能持其上一切珠王幢。次上

風輪名一切寶光明，能持其上一切摩尼王樹華。次上風輪名速疾普持，

能持其上一切香摩尼須彌雲。次上風輪名種種宮殿遊行，能持其上一切

寶色香臺雲。[……]



諸佛子！彼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最在上

者名殊勝威光藏，能持普光摩尼莊嚴香

水海。此香水海有大蓮華名種種光明蘂

香幢。華藏莊嚴世界海住在其中，四方

均平，清淨堅固。金剛輪山，周匝圍遶

。地海眾樹，各有區別。是時，普賢菩

薩欲重宣其義，承佛神力，觀察十方而

說頌言：世尊往昔於諸有，微塵佛所修

淨業，故獲種種寶光明，華藏莊嚴世界

海。廣大悲雲遍一切，捨身無量等剎

塵，以昔劫海修行力，今此世界無諸垢。」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二、意涵

1.)   毘盧遮那佛的放光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六》：「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

之所念，即於面門眾齒之間放佛剎

微塵數光明。所謂眾寶華徧照光明，

出種種音莊嚴法界光明，垂布微妙

雲光明，十方佛坐道場現神變光明，一切寶焰雲蓋光明，充滿法界無礙

光明，徧莊嚴一切佛剎光明，逈建立清淨金剛寶幢光明，普莊嚴菩薩眾

會道場光明，妙音稱揚一切佛名號光明，如是等佛剎微塵數一一復有佛

剎微塵數光明以為眷屬。其光悉具眾妙寶色，普照十方各一億佛剎微塵

數世界海。彼世界海諸菩薩眾於光明中各得見此華藏莊嚴世界海。」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十》：「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

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 見其樓閣，廣博無量，同於

虛空。阿僧祇寶以為其地，阿僧祇宮殿，阿僧祇門闥，阿僧祇窗牖，阿

僧祇階陛，阿僧祇欄楯，阿僧祇道路，皆七寶成。阿僧祇旛，阿僧祇幢，

阿僧祇蓋，周迴間列。阿僧祇眾寶瓔珞，阿僧祇真珠瓔珞，阿僧祇赤真

珠瓔珞，阿僧祇師子珠瓔珞，處處垂下。阿僧祇半月，阿僧祇繒帶，阿

僧祇寶網，以為嚴飾。[……] 又見其中有無量百千諸妙樓閣，一一嚴

飾，悉如上說。廣博嚴麗，皆同虛空，不相障礙，亦無雜亂。善財童子

於一處中見一切處，一切諸處悉如是見。」

2.)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十》：「時文殊師利遙伸右手，

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作如是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若離信根，

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

以為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為善知識之所攝護，不為如來之所憶念

[……] 於是善財思惟觀察，一心願見文殊師利，及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無有違逆。」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十》：「善男子! 我莊嚴佛土，

以大悲心，救護眾生，教化成就。供養諸佛，事善知識，為求正法，弘

宣護持。一切內外，悉皆能捨，乃至身命，亦無所吝。一切劫海，說其

因緣，劫海可盡，此無有盡。[……] 善男子! 我所求法，皆為救護一切

眾生。一心思惟，願諸眾生得聞是法。願以智光普照世間，願為開示出

世間智，願令眾生悉得安樂，願普稱讚一切諸佛所有功德。我如是等往

昔因緣，於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海，說不可盡。」



三、解釋

1.)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 [唐] 智儼．《華嚴一乘十玄門》：「明一乘緣起自體法界義者。不同大

乘二乘緣起。但能離執常斷諸過等。此宗不爾。一即一切無過不離。無法

不同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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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 法藏．《華嚴金師子章》：「即此

情盡體露之法，混成一塊。繁興大用，

起必全真；萬象紛然，參而不雜。一切

即一，皆同無性；一即一切，因果歷然。

力用相收，卷舒自在，名一乘圓教。」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2.)   六相圓融

• [唐]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問：何者是總相? 答：

舍是。問：此但椽等諸緣，何者是舍耶? 答：椽即是舍。何以故? 為椽

全自獨能作舍故。若離於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時，即得舍矣。問：若

椽全自獨作舍者，未有瓦等，亦應作舍? 答：未有瓦等時，不是椽，故

不作，非謂是椽而不能作。今言椽能作者，但論椽能作，不說非椽作。」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 [唐]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椽等諸緣和同作舍，不

相違故，皆名舍緣，非作餘物，故名同相也。[……] 異相者，椽等諸緣，

隨自形類相望差別故。[……] 成相者，由此諸緣，舍義成故；由成舍故，

椽等名緣。若不爾者，二俱不成。今現得成，故知成相互成之耳。[……] 

壞相者，椽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

• [唐]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四》：「總即一舍，別即諸緣；

同即互不相違，異即諸緣各別；成即諸緣辦果，壞即各住自法。別為頌

曰：一即具多名總相，多即非一是別相；多類自同成於總，各體別異現

於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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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事事無礙法界

• [唐] 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卷一》：「若性相不存，則為理法界；

不礙事相宛然，是事法界。」

• [唐] 澄觀．《華嚴經行願品疏．

卷一》：「於此無障礙法界，開

為事理二門。色心等相，謂之事

也；體性空寂，謂之理也。事理

相融，即無有障礙。故於法界略

分三種：一、事法界；二、理法

界；三、無障礙法界。無礙有二

，則分四種法界，謂事理無礙法

界、事事無礙法界。」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四、討論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

「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寶光

現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刹自在。」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

「華藏世界海，法界等無別。莊嚴極清淨，

安住於虛空。此世界海中，刹種難思議。一

一皆自在，各各無雜亂。」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一》：「我已成就大悲法門光

明之行，教化成熟一切眾生。 [……] 我行大悲法門光明行時，發

弘 誓願，名曰：攝取一切眾生，欲令一切離險道恐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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