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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類的淡化與《華嚴經》的建構
——《華嚴經·入法界品》本事研究
呂昂
南京大學哲學系 研究生三年級

摘 要

本事是十二分教之一，是講述佛弟子前生之事的文體。
《華嚴經》中共有十四
則本事故事，集中在入法界品中。考察這十四則本事可以發現，其與普遍的本生
頗有不同：首先，結構比較複雜，呼應人物和過去事數量都較多；其次，意圖比
較模糊，前世與今世的聯繫更多是修飾性的，本生的特徵淡化了。從中可見作為
大乘初期經典的《華嚴經》對本生類文體應用原則的改變，本生類開始淡化其本
有的神化、解釋、傳播作用，而成為義理的一種補充說明。以〈入法界品〉本事
為基礎，也可以探尋《華嚴經》之建構。因為本生本身具有的傳承意涵和〈入法
界品〉本事本身的傳播特徵，流通分應該包含本事乃至五十三參在內。
〈十迴向品〉
的略說本生不僅體現了本生的淡化，與〈入法界品〉本事聯合考察，也能看出有
其他五十三參寄位劃分的可能。事實上，本生的淡化與其大乘義理的凸顯是密切
相關的。本生中，尤其是〈入法界品〉本事中所體現的深刻內涵是對華嚴義理的
另一角度展現，與華嚴理趣息息相關。

關鍵字：華嚴經、本生、本事、入法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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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生」梵语为 jataka，音译作「阇多伽」
、
「阇陀伽」
、
「社得迦」
，意译作「本
起」
、「本缘」、「本生谭」、「本生谈」。
「所謂本生經類，是一種極其模糊的稱呼。」1 干澙龍祥先生的論斷並無誇張
之處。
「本生」是釋尊出世前印度的傳統文體之一。也是佛經所劃分的「九分教」
2

或「十二分教」3

之一。但從歷史上看，無論「九分教」還是「十二分教」
，都

是關於佛經體裁、形式做出的分類。而這些分類並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一段經文
完全可以具有多個「分教」的特徵。而且各「分教」的定義，也是隨著佛教發展
不斷發生變化的，不同經論中的解讀大相徑庭。其中最易為混淆的，應屬本生、
本事、因緣、譬喻這四分教。4
何謂佛本生？《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言：
「本生雲何。謂諸經中宣說過去所
經生事。如熊鹿等諸本生經。如佛因提婆達多說五百本生事等。」5 印順認為：
「「過
去所經生事」
，是通于佛及弟子的。」6弟子可以包括除佛以外的人物，可印順沒有
明確說明此處的佛是特稱還是全稱，但從佛本生的內容看，確實有燃燈佛等佛出
現。因此，本文以廣義理解本生，即釋迦牟尼佛、其他佛菩薩及佛弟子前生種種
有教化意義的故事。本文所使用的「本事」7概念，亦包括在本生之內，即弟子本
生。
「本生以外的，佛弟子等過去世的故事，就是本事。」8「除佛本生，余说一切
前际之事名为本事。」9
本生一直都不是當代大乘佛教哲學研究的重點，但本生經在大乘傳播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在大藏經本緣部中，大多數本生故事都屬於大乘。在中土
較為盛行的大乘經典中，本生的數量雖不多，但也佔有一席之地。在諸多大乘經
典之中，
《華嚴經》比較特殊。雖然所有大乘經典中的本生都有變化發展，但與《法

干潟龍祥，《本生経類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3。
九分教為「修多羅」
、
「祇夜」
、
「記說」
、
「伽陀」
、
「優陀那」
、
「本事」
、
「本生」
、
「方廣」
、
「未曾有
法」
。
3
十二分教為九分教加上「因緣」、
「譬喻」
、「論議」
。
4
可參見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依淳法師：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
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T27, no. 1545, p. 660, a24-26。
6
釋印順，《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 第 14 卷》
，頁 459。
7 事實上，“本事”的定義有多種。“本事”梵語為 iti-vrttaka 或 ity-uktaka。若為 iti-vrttaka，則其
定義與本生基本相同；若為 ity-uktaka，則為“如是言說”之意，如巴厘經典中的“如是語經”。
但在漢傳佛教中，按諸大德的理解，“本事”多數指弟子本生。
8
水野弘元，《佛教要語的基礎知識》
，頁 8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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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瑜伽師地論義演(第 33 卷-第 40 卷)》卷 33：
「」(CBETA, A121, no. 1565, p. 37, b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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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經》等經典對本生的「正統」用法相比，
《華嚴經》的本生可以說是「淡化」了。
這種淡化不只體現在內容結構等表面，而且直指本生所成立的根本基礎，即輪回
思想。而這與《華嚴經》的整體結構與其意圖宣說的核心義理也密切相關的。鑒
於此，本文擬對《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本事做一考察。

二、《華嚴經·入法界品》本事的特色
本生本來是格式、結構和內容都相對固定，比較簡單的佛教文體。但果然「若
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10 《華嚴經•入法界品》的本事故事無論是結構的複
雜性還是內容的隱喻性都到了令人驚歎的程度。
〈入法界品〉中共有十四則本事故
事，現整理列表如下：
序號

名稱11

1

寶髻長者本
事奏樂染香
供佛發願緣
12

緣起
善財童子
請問種何
善根致此
清淨眾
會。
善財童子
請問不動
優婆夷所
得諸門境
界。
善財童子
請問修何
善根致此
自在境
界。

內容

目的

排位

寶髻長者前世供養無邊光明
法界普莊嚴王如來，發願遠離 說明供
貧苦，常見諸佛，恒聞正法， 養發願
以此因緣得今世清淨眾會福
功德。
報。

15

不動優婆夷前世為電授王王
女，深夜於虛空見脩臂佛莊嚴
法相，聞法發心，無數劫不
變，得證今日境界。

解釋所
證境界
之由
來。

19

婆須蜜多女前世為長者妻善
說明供
慧，見佛神力，隨丈夫往詣佛
養發願
所，以一寶錢為供養，聞文殊
功德。
菩薩說法而發心。

25

說明前
世因
緣。

30

說明何

31

2

不動優婆夷
本事王女見
佛發心修道
緣13

3

婆須蜜多女
本事長者妻
善慧供佛聞
法發心緣14

4

安住地神本
事於妙眼佛
所得法緣15

自說。

安住地神于莊嚴劫妙眼佛所
得不可壞智慧藏法門。

5

婆珊婆演底

善財童子

婆珊婆演底主夜神前世為王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X05, no. 229, p. 242, b16。
按本事通常的命名規則命名，即：「今世人物名稱」+「本事」+「過去世人物名稱」+「過去世
行為」+「緣」。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54, a23-b2。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58, c15-p. 359, b22。
14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66, a6-17。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68, c21-p. 369, a6。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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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夜神本事
王夫人法慧
月供佛發心
緣16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夫人法慧月，為淨月夜神接引 時發心
見一切法雷音王如來發心供
解脫。
養。法慧月無數劫後轉世為長
者女妙慧光明，受淨月夜神轉
世之清淨眼夜神接引見妙眼
如來得解脫。

6

喜目觀察眾
生主夜神本
事王寶女見
佛發心緣17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前世為
轉輪聖王（文殊前世）寶女，
說明何
為普賢菩薩所化夜神接引見
時發心
德海佛發心，以此因緣百千世
解脫。
見佛，於妙燈功德幢佛所，得
大勢力普喜幢菩薩解脫。

7

普救眾生妙
德夜神本事
妙德眼童女
修補蓮華座
像緣18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修何
行。

普救眾生妙德夜神前世為妙
德眼童女，應普賢菩薩所勸修
補蓮華座像始發心，後轉世見
妙德幢佛供養得解脫。後轉世
多次供養諸佛，聞法解脫。

說明何
時發心
解脫，
修何
行。

34

8

寂靜音海主
夜神本事菩
提樹神見佛
發心緣19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寂靜音海主夜神前世為菩提
說明何
樹神，聞不退轉法界音如來說
時發心
法而發心，後於無數劫中修菩
解脫。
薩行。

35

9

守護一切城
增長威力主
夜神本事法
輪化光比丘
尼護持正法
緣20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守護一切城增長威力主夜神
前世為清淨日光明面王（普賢 說明何
前世）女法輪化光比丘尼，佛 時發心
涅槃後隨父王護持正法，後累 解脫。
世供養諸佛，親近佛法。

36

10

開敷一切樹
華主夜神本
事寶光童女
信知功德緣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開敷一切樹華主夜神前世為
說明何
寶光童女，信知毘盧遮那佛前 時發心
世一切法音圓滿蓋王功德。22 解脫。

37

21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70, c25-p. 371, b22。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75, c11-p. 378, a2。
18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79, b7-p. 383, a5。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86, a19-p. 387, b15。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89, a3-p. 390, a23。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92, a8-p. 395, c29。
22
此處做一辨析。一般而言，一則本生故事中如果出現佛的前生，就應該稱之為「佛前生身份+本
生」
。這種命名方式源於《六度集經》
。但是為了大乘佛教開始流傳多佛信仰，出現了其他佛的本
生故事，這時命名規則就出現了問題。是將其他佛的本生故事命名為本事？還是命名為「某佛本
生某某緣」？好在其他佛的前生往往與釋迦牟尼佛一起出現，因此直接以釋迦牟尼佛前生名號命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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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願精進力
救護一切眾
生夜神本事
善伏太子救
罪人佈施緣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眾生夜
神前世為善伏太子，願以自身 說明何
換取對罪人的寬恕，後佈施供 時發心
佛出家，命終後轉世供養無數 解脫。
佛。

38

12

妙德圓滿神
本事淨光乳
母供佛緣24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妙德圓滿神前世為淨光乳
說明何
母，照看佛母喜光夫人生育自 時發心
在功德幢佛，歡喜得解脫。
解脫。

39

13

瞿波釋種女
本事具足妙
德童女供佛
緣25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釋女瞿波前世為具足妙德童
女，夢中見如來，以此見太
說明何
子，太子願修習佛法，童女願
時發心
意相陪。供養佛，得觀一切菩
解脫。
薩三昧海微細境界解脫門，後
轉世供養無數佛。

40

14

摩耶夫人本
事慈德道場
神發願為母
緣26

善財童子
請問何時
發心解
脫。

摩耶夫人前世為慈德道場
說明何
神，見毘盧遮那前世轉輪王神 時發心
通歡喜，發願世世為其母。
解脫。

41

11

23

從列表中可以看出，這十四則本事都是應善財童子參學而說，有其內在的一
致性。雖然這些本事具足本生的一切特徵，但與普遍的本生相比，其特色非常明
顯。尤其體現在基本連續的後十一則本事上。
首先，這些本事大多數結構比較複雜。當然，一切本生總的結構並無太大差
異。雖然漢譯佛本生不如巴厘本生27 結構那麼分明，但基本由現在事（緣起）
、過
去事（本生主體）
、呼應（現在人物與過去人物的對應關係）三部分組成，而且現
在事與呼應常常省略。本生結構的複雜與否主要體現在兩點：
第一，呼應人物的數量。依此可分為單呼應本生28 與多呼應本生29 。依呼應

名即可。而此處尤為尷尬，毘盧遮那佛是釋迦牟尼佛法身，很難取捨各種命名方式。因此本文索
性與上下文保持一致，以五十三參之主角命名。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98, b23-p. 400, c13。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404, b25-c22。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408, a4-p. 412, c9。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417, a10-b7。
27
指《南傳大藏經》小部中的 547 則本生，結構為：1、現在事；2、過去事；3、偈頌；4、釋義；
5、呼應。
28
過去事中只有一個人物與今世對應，如《六度集經》第一篇〈菩薩本生〉。
29
過去事中有多個人物與今世對應，如《六度集經》第五篇〈乾夷王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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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視角不同，可以把一則故事看做多篇本生。以《生經》第一篇〈佛說那賴
經〉30 為例，以佛為主體就應該稱之為「那賴仙人本生」
，以比丘為主體就應該稱
之為「方跡王本事比丘不忘愛欲緣」。但通常把此類多呼應本生當做一則本生處
理，命名的優先度為釋迦牟尼佛>主要人物>其他佛31 。
〈入法界品〉十四則本事中，
第 6、7、9、10、11、13、14 則都是多呼應本生，如果以《四十華嚴》為准，第
12 則也是。
第二，過去事的數量。大多數本生只有一件過去事，即單重本生32 。與之相
對應，就有多重本生33 。多重本生又分為兩種，並列與嵌套。所謂並列，指的是
多件過去事之間的聯繫並不比諸件過去事與現在事之間的聯繫更密切，而且內容
極其相似甚至相同。事實上，並列多重本生完全可以拆為單重本生，只不過覺得
這樣做沒有必要罷了。如《長阿含經》中的「天帝釋本生」34 ，完全可拆為三則
本生。35 所謂嵌套，指的是多件過去事之間的邏輯關係更為直接，如《六度集經》
第三篇的「貧人本生」36 。〈入法界品〉十四則本事中，第 8、9、11、13 則是並
列多重本生，第 5 則是嵌套多重本生。第 6、7 則是嵌套兼並列多重本生。第 2，4、
12、14 則雖然沒有明確指出過去事中的身份，但從廣義上講，也是多重本生。
綜合此兩點中進行的統計可以發現，
〈入法界品〉的本事多數確實屬於本生中
比較複雜的。不僅如此，當把〈入法界品〉的本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時候，就
會發現這些本事之間還有複雜的關係。有些本事的呼應人物涉及到其他本事的主
角37 ，而且，文殊、普賢等菩薩也以種種身份不斷出現。
其次，
〈入法界品〉中本事的意圖比較模糊。這與其他本生不大相同。大體說
來，本生的意圖可以歸納為三種：
第一，是為了凸顯今生成佛之殊勝的。這類本生主要集中在四阿含中，如《長

《生經》，T03, no. 154, p. 70, a15-c26。
即本生中有釋迦牟尼佛出現即以釋迦牟尼佛前世身份命名；無釋迦牟尼佛則以主要人物前世身
份命名；人物重要性幾乎相同，若其中有其他佛，則以其他佛前世身份命名。
32
過去事只有一件，為單獨之事，即過去事中並無過去事，亦非多件過去事之集合。如《六度集
經》第一篇〈菩薩本生〉
。
33
過去事有多件。
34
《長阿含經》，T01, no. 1, p. 141, a22-p. 144, a12。
35
其內容分別為：佛前世為天帝釋，與阿須倫王戰鬥，因忍辱/柔軟/慈悲品行生擒阿須倫王。
36
內容為：佛前世為貧人，捨身喂魚，轉生為魚王，又捨身救乾旱饑民，轉生為王子，求佛解除
乾旱。三件過去事層層相扣。
3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0〈39 入法界品〉
：
「時王妃圓滿面者，寂靜音海夜神是，今所住處去此
不遠。」(CBETA, T10, no. 279, p. 382, b5-7)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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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中的「大典尊本生」38 、《中阿含經》中的「善眼大師本生」39 、《雜阿
含經》中的「轉輪聖王本生」40 、
《增一阿含經》中的「地主王本生」41 。這類本
生的特點是重點在於今生。之所以要提到前世，是為了要襯托今世。雖然每一則
本生都用濃墨重彩描繪前世人物之偉岸高貴，但最後一定要強調前世說法不究竟
今世究竟，前世境界不圓滿今世圓滿。進而言之，這一類本生的根本要義在於「輪
回是苦」上，只有成佛才是最終的解脫。所以後面也往往加有「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42 一類的文字。
第二，是為了解釋所發生的現實狀況的。這類本生四阿含與本緣部中都有一
些，但以律部本生為主。如《雜阿含經》中大目犍連見鬼道眾生，佛言其所見不
虛，並為弟子們解說諸鬼道眾生之前生。43 又如提婆達多害佛，暴志比丘尼謗佛，
流離王滅釋種等事，均有本生說明。又如僧團中一些比丘行為不如法，是由於前
生習氣不除；一些比丘或居士福報大，是由於前生所作功德。對此，佛也講本生
以闡述因果，告誡諸弟子。進而言之，此類本生的根本要義在於「因果不虛」上。
之所以發生今世的狀況，與前生造業息息相關。
第三，是為了宣說菩薩行的。此類本生數量最多，主要集中在本緣部及各類
大乘經典中。這類本生基本是佛本生，描繪佛在因地時行種種難行苦行。如《六
度集經》
、
《菩薩本緣經》
、
《菩薩本行經》中的大部分本生。又如《法華經》
「常不
輕菩薩本生」44 一類。這類本生極力讚歎菩薩行的殊勝，根本要義在於「利益眾
生」上，所以重點在於前世。佛果固然也很重要，但一定是由累世菩薩行的實踐
而最終達成。
總覽以上之分類，《華嚴經》作為大乘經典，〈入法界品〉的本事的意圖按道
理應該以第三種為主。但事實上，三種意圖都有存在，但都不很明顯。以第一種
凸顯果報殊勝意圖而言，每一則本事確實都有描繪今生之神通福報，但並不是重
點。以第二種解釋意圖而言，除了第 1、3 則本事是簡潔明快的解釋福報以外，其
他本事不僅因果線錯綜複雜，重點也完全不在於解釋上。以第三種宣說意圖而言，

38
39
40
41
42
43
44

《長阿含經》
，T01, no. 1, p. 30, b10-p. 36, b22。
《中阿含經》
，T01, no. 26, p. 429, b7-c19。
《雜阿含經》
，T02, no. 99, p. 67, c4-p. 68, b28。
《增一阿含經》，T02, no. 125, p. 609, b21-p. 611, a20。
《長阿含經》
，T01, no. 1, p. 34, a25-26。
共有類似本事三十二則，見《雜阿含經》
，T02, no. 99, p. 135, a8-p. 139, a15。
《妙法蓮華經》，T09, no. 262, p. 50, b24-p. 51, 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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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中的菩薩行都很平淡。第 11 則本事中，善伏太子救罪人算得上其中最難行的
了，但也只是達到了普遍本生中菩薩行的一般程度而已。
〈入法界品〉每一則本事
的字裡行間都是華嚴之莊嚴富貴，但背後卻分明是雲淡風輕，頗有一些為了說本
生而說本生的味道。如第 4 則安住地神本事，只言我在妙眼佛處得此法門，只言
我供養諸佛未曾捨棄此法門，僅此而已。45 這樣的陳述從內容邏輯上看，前世與
今世的聯繫更多是修飾性的。這裡本生的使用僅是展示時間與輪回本身而已，每
一世的故事本身和相互之間的關聯被明顯的淡化了。

三、〈入法界品〉本事與《華嚴經》的結構
〈入法界品〉的本事字數上只占《華嚴經》的極小部分，也並非提綱挈領或
轉折性的經義，表面上看來與《華嚴經》的整體結構沒什麼關係。但以本生的傳
播作用與《華嚴經》所體現的全息理趣而言，至少可以從兩角度進行探討：一是
〈入法界品〉本事與流通分的科判；二是五十三參之寄位的判斷。
（一）〈入法界品〉本事與流通分
流通分為三分科經之末。三分科經源于道安法師，印度亦有三分科經之說46 。
道安法師將佛教經典的結構分為三部分：
「序分」
，
「正宗分」和「流通分」
。
《華嚴
經》並非一時一地所集成，因此其三分結構並不明顯，古來有所爭議。楊維中先
生曾依各代高僧注疏做過一番梳理：

依照傳統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來科判八十卷《華嚴經》，
一般以初品〈世主妙嚴品〉為「序分」，〈如來現相品〉（六十卷《華嚴》名
為〈盧舍那佛品〉）以下為「正宗分」。關於流通分古來有多種說法，北魏
慧光以〈入法界品〉為流通分，隋代慧遠以〈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以下為
流通分，隋代靈裕以〈入法界品〉最後的偈頌作為流通分，而法藏則認為
此經沒有流通分……澄觀認為隋代慧遠的判釋最為合理。4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39 入法界品〉
：
「善男子！乃往古世，過須彌山微塵數劫，有劫名：
莊嚴，世界名：月幢，佛號：妙眼，於彼佛所得此法門。善男子！我於此法門，若入若出修習增
長，常見諸佛未曾捨離，始從初得乃至賢劫，於其中間，值遇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如來、應、
正等覺，悉皆承事，恭敬供養；亦見彼佛詣菩提座，現大神力；亦見彼佛所有一切功德善根。」
(CBETA, T10, no. 279, p. 368, c28-p. 369, a6)
46
《佛地經論》卷 1：
「一教起因緣分。二聖教所說分。三依教奉行分。」(CBETA, T26, no. 1530, p.
291, c2-3)
47
楊維中，《經典詮釋與中國佛學》，頁 114-1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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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可以看出，雖然意見不一，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如果以三分科判，流通
分應出自於〈入法界品〉。《佛學大辭典》對流通分的定義如下：

于諸經之終以所說之法，付屬弟子。使流通於遐代。謂為流通分。48

可見，流通分的重點在於囑咐弟子將佛法代代相傳。而這層意義正是本生初
創的重要目的之一。上文已提及，本生最初的意圖是為凸顯成佛之圓滿殊勝，佛
自然希望弟子能世代相傳這樣的圓滿法門。《增一阿含經》在序品中就有一則本
事，名為優多羅本事長壽王奉持法緣49 。言阿難將此經付授優多羅，大迦葉詢問
原因，阿難言優多羅前世曾為諸佛傳此法。當優多羅為轉輪聖王之子時，也將聖
王法傳承下來。類似的故事亦見於《中阿含經》
「大天王本生」50與《增一阿含經》
「大天王本生」51，言佛前世為大天王，得法雖不究竟但也傳八萬四千王，今世的
究竟法自然更應該永世相傳。在〈入法界品〉本事中，對法門傳承之意的強調更
是比比皆是。

此世界中，有如是等佛剎微塵數劫，一切如來於中出現；我皆承事，恭敬
供養；彼諸如來所說正法，我皆憶念，乃至不忘一文一句。52

我於彼時，或為天王，或為龍王……或為童男身，或為童女身，悉以種種
諸供養具，供養於彼一切如來，亦聞其佛所說諸法。從此命終，還即於此
世界中生，經佛剎微塵數劫修菩薩行53

善男子！如是等須彌山微塵數如來，……我皆尊重，親近供養，聽聞受持所
說妙法；亦於彼一切諸如來所，出家學道，護持法教，……從是已來，於

48
49
50
51
52
53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頁 896。
《增一阿含經》卷 1，T02, no. 125, p. 551, a27-p. 552, c7。
《中阿含經》
，T01, no. 26, p. 511, c23-p. 515, b1。
《增一阿含經》，T02, no. 125, p. 806, c21-p. 810, b19。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82, c25-28。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86,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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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剎微塵數劫，所有諸佛出興於世；我皆供養，修行其法。

54

不僅如此，
〈入法界品〉本事還往往列舉極多佛名。縱使在輪回中輪轉無數次，
但應護持此法不令斷絕之意蘊非常明顯。事實上，這種流通已非下貫的時間線，
而是如毗盧遮那，光芒從一點而出遍照虛空，複歸於一。55 而此法門，也應如此
永不消亡。
此外，也應該注意本生本身的傳播作用。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本生以其通
俗易懂的特性成為僧人向下層民眾宣法的首選，擔任起普及佛教的作用。雖然〈入
法界品〉本事比較複雜，隱喻極多，但與整本《華嚴經》相比，依然算得上是其
中最易懂的部分。而且〈入法界品〉本事無論是今世人物還是前世人物，都以女
性為主。完全沒有本生所通常強調的發願為男身的故事情節。這與女性信眾不斷
增多，地位不斷提升也不無關係。因此，從本事的角度可以判斷，流通分應該包
括五十三參在內。以這方面而言，慧遠的判釋確實是最有道理的。

（二）〈十迴向品〉本生與五十三參寄位
嚴格意義上，或者說廣泛意義上來講，似乎不能說《華嚴經》中沒有佛本生。
如〈十迴向品〉言：

佛子！菩薩摩訶薩能以所愛妻子佈施，猶如往昔須達拏太子、現莊嚴王菩
薩，及餘無量諸菩薩等。56

「須達拏太子」應指「須大拏太子本生」
，故事講述佛前世為須大拏太子，施
捨國家重寶白象給人，大臣不滿，太子被流放入山。在山中太子又把兒子施捨給
惡梵志，天帝來相試，太子也肯施捨妻子，終無懊悔。後一家團聚歸國，得道成
佛。此則本生故事流傳很廣，見於《六度集經》
、
《太子須大拏經》
、
《菩薩本行經》、
《菩薩本緣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
事》。但此處是以略說本生的形式出現的。
所謂略說本生，是與一般的詳說本生相對而言的。略說本生往往只有一兩句
54
55
56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390, a14-21。
關於華嚴本事體現的時間觀，下節將詳細論述。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153, a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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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甚至只提本生之名，不及內容。如果對略說本生出現的原因做一分類，那麼
大概有三種。其一，此本生的廣說版本還沒有出現和完善，如《增一阿含經》中
的「菩薩本生」57 。其二，此本生的廣說版本眾所周知，如《摩訶僧祇律》中的
「略說水獺本生」58 。其三，是詳說本生的一個附屬說明，只是強調千百世都是
如此，沒有必要廣說，如《雜阿含經》中的「轉輪聖王本生」59 。這裡的須大拏
太子本生屬於第二種，但〈十迴向品〉在這一部分還有不少其他的略說本生。如
「六牙象王菩薩」60 指「象王本生」61，「大丈夫迦屍國王」62 指「迦屍王本生」
63

，
「一切施王菩薩」64 指「一切施王本生」65。以上本生與須大拏太子本生一樣，

都能夠被確定為第二種略說本生。但〈十迴向品〉中提到的更多人物並不能確定，
如「寶髻王菩薩」66 、「歡喜行菩薩」67 、「莊嚴王菩薩」68 。這就出現了兩種可
能性，一是這些本生確實屬於第二種略說本生，但詳說本生已經失傳了。二是這
些本生屬於不成立或還未成立的第一種略說本生。69 失傳倒也罷了，但如果是第
二種可能，就頗值得玩味。
所謂「十回向」的次第，即是十回向心，是菩薩生起大悲心普度眾生的十階
位。與「十信」、「十住」、「十行」、「十地」、「等覺」相比，是最為強調回向世間
的階位，也應該是本生最恰當的使用之處。但此處卻只是以略說本生一提即過，
甚至以不成立的略說本生來修飾。這裡，本生的淡化甚至體現為了「非本生化」，

《增壹阿含經》卷 14〈24 高幢品〉
：「世尊告曰：「昔我未成道時，曾為菩薩，有鴿投我，我尚
不惜身命，救彼鴿厄。況我今日已成如來，能捨此小兒令汝食噉？」(CBETA, T02, no. 125, p. 616,
b8-11)
58
《摩訶僧祇律》卷 8：「爾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佛言。雲何世尊。是優波難陀欺彼摩訶羅比
丘。佛語諸比丘。是優波難陀不但今日欺彼比丘。過去世時已曾欺彼。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
答言曾爾。過去世時南方國土。有無垢河河中有二水獺。一者能入深。二者入淺。時入深水者。
捕得一鯉魚。如生經中廣說。」(CBETA, T22, no. 1425, p. 291, c7-14)
59
《雜阿含經》卷 10：
「佛告比丘：「我自憶宿命，長夜修福，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曾於七年
中，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世。七劫壞時生光音天，七劫成時還生梵世，空宮殿中作大
梵王，無勝、無上，領千世界。從是已後，復三十六反，作天帝釋。復百千反，作轉輪聖王，領
四天下，正法治化，七寶具足，」(CBETA, T02, no. 99, p. 67, c16-23)
60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145, b13。
61
《六度集經》
，T03, no. 152, p. 17, a19-b29。
62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146, a1-2。
63
《菩薩本行經》，T03, no. 155, p. 119, b11-12
64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146, c13。
65
《四分律》
，T22, no. 1428, p. 854, a23-b23。
66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144, b6-7。
67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144, c5。
68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153, a22-23。
69
第一種略說本生成立的前提是後世相對應的詳說本生的出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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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令人有些詫異。也許上文引文「及餘無量諸菩薩等」是一個很好的解釋。在
輪回中，無數菩薩行過此菩薩行，那麼略說本生，新造本生，就都是為了淡化對
某個個體的執著。
《華嚴經》在〈十迴向品〉中使用了大量的略說本生。那麼，按華嚴的全息
理趣而言，五十三參對應菩薩五十二階位，
〈入法界品〉本事也應該集中在十回向
位上。但按澄觀所言，似乎並非如此：

約位則文殊一人表信位。以信未成位。故但一人。餘四十人各以十人寄一
位。二從德雲至慈行寄十住位。三善見至徧行寄十行位。四鬻香長者至安
住地神寄十向位。五婆珊夜神至瞿波寄十地位。摩耶至天主光等十一人寄
等覺位。彌勒普賢寄妙覺位。70

若按此種寄位劃分，十回向階位只有 2 則本事，十地階位卻有 9 則。因此，
有可能以德雲至慈行寄十信位。依次下推，婆珊夜神至瞿波就可寄十向位。當然，
以本事的角度作推理只是一個孤證。而且「十地」集中以本事的方式表現也不是
不可理解，因為「地」能生功德。無論是本事的複雜，還是意圖的模糊，都可以
解讀為生成了無量無邊的功德。

四、本生的內涵與《華嚴經》的義理
佛本生在佛經中的地位比較特殊。一般看來，它的思辨性，邏輯性，深刻性
不及其他佛經，但文學性，故事性，情節性又在其他佛經之上。但本生絕非單純
的「佛教文學」，淺顯的「佛教故事」，它是建立在佛教獨有世界觀的基礎上，內
蘊著深刻哲理的明珠。在此，可以借華嚴義理重新理解一下本生的深刻內涵，尤
其是《華嚴經》中的本生。而事實上也只有這樣的理解，才能在深層的邏輯中達
成圓滿。
本生本身是基於佛教輪回時空觀而成的文體，漢譯佛本生有千餘篇，但在「無
始有終」的時間長河中，記載的不過是其中的滄海一粟罷了。
「有終」指的是成佛，
但一端展開的無限與兩端展開的無限都是無限。在世尊成佛之前這無限的輪回
中，也就有了無限的本生，也就有了無限的可能。以此，便能推論出一些大乘佛
70

《華嚴綱要》
，X09, no. 240, p. 148, a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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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核心的觀點。
首先，以無限的可能作為推論前提，意味著每一個人，乃至每一個生物現在
過去直至將來所有可能的狀態都是佛陀曾經的狀態。所以，人人皆可成佛。而且
在無限的時間中，人人必將成佛。授記也只有在這一基礎上解說才通達。若只因
供佛發心，便必可成佛，世間焉有是理。佛所授記的，並非某種具體之行為，而
是存在本身。以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眾生夜神本事善伏太子救罪人佈施緣為例：

佛子！彼諸罪人，我所救者，即拘留孫等賢劫千佛，及百萬阿僧祇諸大菩
薩——於無量精進力名稱功德慧如來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今於
十方國土，行菩薩道，修習增長此菩提，教化眾生，令生善根解脫者是。
時勝光王，今薩遮尼乾子大論師是。時王宮人及諸眷屬，即彼尼乾六萬弟
子——與師俱來，建大論幢，共佛論議，悉降伏之，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記者是。此諸人等，皆當作佛，國土莊嚴、劫數、名號，各各有異。71

善伏太子所救罪人已成千佛，自己如今卻尚未成佛。外道論師尼乾子
（nirgrantha）及其弟子卻已經被授記成佛。這與普遍的本生授記相比，邏輯似乎
有些混亂，但這正是華嚴義理的暗示。罪人可成佛，外道可成佛，善伏太子亦當
為佛。
《法華經》中，釋尊連提婆達多也授記做佛。72 於無量輪回中，凡是存在的，
總有一善言善行，總有一智慧萌芽，經累劫可成熟，而這便是成佛之種。
其次，釋尊經歷無限輪回而成佛，而無限可以切割為多個無限，意味著釋尊
在無限的輪回前早已成佛。
「無始有終」也就是「無始無終」
。
「有終」是脫離生死
苦海，但這種脫離是覺悟、是了知真相，而不是與世俗斷然割裂，歸於寂滅。
「無
終」在實踐上代表了無盡的菩薩行，在本體上代表了可以推衍變化為一切穢一切
淨，一切惡一切善，重重不休又根本為一的佛性本身。以此佛性，可包容一切存
在。正如摩耶夫人本事慈德道場神發願為母緣所言：
「過去、現在十方世界無量諸
佛將成佛時，皆於臍中放大光明，來照我身及我所住宮殿屋宅；彼最後生，我悉

71
72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400, a12-21。
《妙法蓮華經》卷 4〈12 提婆達多品〉
：
「提婆達多卻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號曰[1]天王如來、
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禦丈夫、天人師、佛、世尊。」(CBETA, T09,
no. 262, p. 35,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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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母。」73 白淨王，摩耶夫人不僅是釋尊父母，亦是佛之理體毗盧遮那佛父母，
乃至一切佛父母。因為一切佛本是一佛，一切存在本是一佛，
「融三世間而為佛身」
74

，世間無一物不是毗盧遮那的顯現。眾生乃至草木瓦礫，皆內蘊在毗盧遮那之

中，本就是佛，悟則解脫，不假外求。
最後，既然前世輪回沒有起點，那麼所有因果終究不可能完全斷絕。如「小
兒本生」75 （流離王滅釋種）所言，釋迦牟尼已然成佛，亦不免因業報頭痛三日。
所謂不昧因果，義理正在於此。一切因緣成熟時，此心了然不動，安然承受。無
論割肉剜眼，於其心並無增減。因果輪回，歷歷在前，不虛不實。
「三法輾轉，因
果同時」
，時間性的桎梏在此被完全打破。如《央掘魔羅經》所言：
「現生一切生，
故名為本生。」76 現時生起一切生命、現象、因緣，所以稱之為「本生」
。時間線
的方向被完全打破，盡在圓融之中，本生、授記也本是一體。若在這無限之中心
心執念輪回實有，恐怕真的要在生死大海中輪轉不得脫身了。華嚴本事複雜的結
構與善惡的轉化也在暗示輪回本身的虛幻，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77 ，一旦打破，
一切如是而已。如「海印三昧」所描繪的狀態：
言海印者。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象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
止息海水澄清無象不現。起信論雲。無量功德藏法性真如海。所以名為海
印三昧也。經雲。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謂一心也。是心
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唯依妄念而有差別。
若離妄念唯一真如。故言海印三昧也。78

如能認識到我心以至於外境也無非是海印三昧的顯現，亦與佛性不即不離。
那麼，一切煩惱惡念都融化在潔淨無瑕之性海中，這五濁惡世也就變成釋迦牟尼
之淨土。最真實的善包容了一切。存在即是存在，輪回只是假像。而本生在此也
最徹底的淡化了，在時空的圓融中消弭了一切意義，歸於佛之理體本身。

五、結論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 279, p. 417, b5-7。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36, no. 1736, p. 4, a22。
75
《六度集經》
，T03, no. 152, p. 35, b23-p. 36, a28。
76
《央掘魔羅經》，T02, no. 120, p. 528, b10-11。
77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T35, no. 1732, p. 18, c27-28。
78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T45, no. 1876, p. 637, b21-28。
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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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入法界品〉的本事與普遍的本生相比，特色非常明顯，主要體現在結
構複雜與意圖模糊上。
第二，〈入法界品〉的本事可以支撐《華嚴經》流通分包含五十三參的判定。
第三，
〈十迴向品〉的本生也體現了《華嚴經》建構中對本生的淡化，與〈入
法界品〉之本事結合考察，可以支撐五十三參寄位的其他可能。
第四，本生雖看似淺顯，但其所蘊含的義理同樣深刻。本生的淡化是指其喪
失特徵的過程，也是其接近了義法的過程。本就無生，何來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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