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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覺林菩薩偈》新詮 

──從傳統判教與當代影藝詮釋 

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  助理教授 

李治華 

摘 要 

《華嚴經．覺林菩薩偈》共十頌二百字，在傳統的弘通上，華嚴宗引《大乘起

信論》真妄和合之真心而詮釋〈覺林菩薩偈〉，而在流通普及的《地藏菩薩本願經》

中，於地藏經文之前常先附錄〈覺林菩薩偈〉，另「一切唯心造」的四句偈，被稱

為「破地獄偈」，亦用於水陸法會、施食儀軌中。〈覺林菩薩偈〉在當代影藝上屢受

青睞，如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劇團的《華嚴經之心如工畫師》舞台劇，陳浩峰、

郭蘅祈、黃帥……等人紛紛唱頌〈覺林菩薩偈〉，又有林夕填詞的〈十方一念〉相

關歌曲。 

本文從華嚴宗的小、始、終、頓、圓的「五教判」進路，由淺及深詮釋〈覺林

菩薩偈〉十頌，並將十頌歸類為俗有真空、唯識變現、覺心自在等「法空、唯識、

真心」三大教理系統，搭配迪士尼神幻覺醒類型的經典電影《阿拉丁》、《黑魔女》、

《冰雪奇緣》，展現〈覺林菩薩偈〉與電影互詮的觀影模式，亦有助於開擴通經致

用的佛教現代藝文視野。 

關鍵詞：華嚴經、覺林菩薩偈、華嚴五教判、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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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中有〈如來林菩薩偈〉，1 在

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夜摩宮中偈讚品》中，即為著名的〈覺林菩薩偈〉，2 兩

譯本都是十偈二百字。華嚴宗法藏（643-712）依晉譯本、澄觀（738-839）依唐譯

本，皆引《大乘起信論》真妄和合之真心而詮釋偈文，澄觀解釋精詳，搭配《起信

論》的「一心二門」：「覺林」意為「照心本末」，前五偈為「約喻顯法」，其中前二

偈「約事」說，為「真妄依持」，重在以無差別的「真如門」攝一切法，後三偈「約

心」說，為「心境依持」，重在「生滅門」；後五偈為「法合成觀」，配合前五偈，

最後歸結「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以法合成就教觀。3 澄觀對全偈的科判，

略如下表： 

〈覺林菩薩偈〉澄觀科判表解：前五偈與後五偈相合 

約

喻

顯

法 

． 

一

心 

約 真 

事 如 

． 門 

真  

妄 

依 

持    

             

譬如工畫師 法

合

成

觀 

心如工畫師 

分布諸彩色 
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 

無法而不造。 

虛妄取異相，大種無差別。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 

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 

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 

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 

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 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 

亦不離大種，而有色可得。 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 

約 生 

心 滅 

． 門 

心 

境 

依 

持    

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  

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 

彼心恆不住，無量難思議， 

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備註 偈文前後對應，以左右同格或線條連接表示。 

                                                 
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65, c14-p. 466, a6。 
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102, a9-b1。 
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1, no. 1557, p. 125, b6-p. 133, b1。「觀」是指依「教」

起觀，觀照教理，法水入心，以如實照見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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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並未特加注重〈覺林菩薩偈〉，大體以《起信論》真妄和合之真心作為

詮釋，這在華嚴五教判中屬於終教為主，而《華嚴經》與華嚴宗的特色則在圓教。 

不知何時起，在流通普及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中，於地藏經文之前常先附錄

〈覺林菩薩偈〉，這大大增加了〈覺林菩薩偈〉的知名度，如當代力弘《華嚴經》

的高僧夢參（1915-2017）就說：「覺林菩薩偈頌，（我）以前講《華嚴經》沒有什

麼注意，現在唸《地藏經》時就開始注意了。」4 

為何《地藏經》之前會附錄〈覺林菩薩偈〉？當然，〈覺林菩薩偈〉的理觀正

可扼要補充《地藏經》的側重事修。不過，若就歷史典故看，則可追溯到法藏《華

嚴經傳記》與澄觀轉引中的記載故事：唐睿宗文明元年（684），有王明幹，平生不

修善行，死後至地獄門前，遇見地藏菩薩，教其誦一行偈：「若人欲求知，三世一

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菩薩謂之：「誦得此偈，能排地獄。」王氏面

見閻羅王之時，即誦此偈，聲所至處，受苦之人皆得解脫。王氏死後三日蘇醒，憶

持詢問，方知此偈出自晉譯《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澄觀指出此偈在唐

譯即：「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兩偈： 

大意是同，意明地獄皆由心造，了心造佛，地獄自空耳。既一偈之功能破地

獄，何況一卷、一品、一部之玄微，願思此言，勉夫傳誦。5  

唐譯「唯心偈」後世即傳為「破地獄偈」。「破地獄偈」之稱最早見於北宋蘇軾

（1037-1101）記載，6 南宋時業已運用於水陸法會、施食儀軌之中。7 

筆者發現〈覺林菩薩偈〉的次第，亦可循序搭配華嚴宗的小乘教、始教（含空

性、唯識）、終教（如來藏）、頓教、圓教的「五教判」進路，由淺及深詮釋經義。

如同短短二百六十字玄奘（602-664）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心經》為般若

經類的心（心髓）經，而〈覺林菩薩偈〉二百字的偈頌，在華嚴五教的配釋下，即

                                                 
4 佛弟子文庫，http://fodizi.net/qt/mengcanlaoheshang/14500.html (2020/02/28)。 
5 法藏，《華嚴經傳記》，CBETA, T51, no. 2073, p. 167, a18-29；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

鈔》，CBETA, T36, no. 1736, p. 116, b18-c4。 
6 《蘇東坡集 下》– 422/〈書破地獄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近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

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經典文

庫，http://writesprite.com/68885 (2020/02/28)。 
7 宗曉（1151-1214）編《施食通覽》：蘇軾〈施餓鬼食文〉「鬼趣多餓仁者當念濟之……又誦《般若

心經》三卷、〈破地獄偈〉三徧」(CBETA, X57, no. 961, p. 112, c10-16)；志磬（約 1269）撰《法界

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我今奉宣華嚴會中覺林菩薩所說〈破地獄偈〉，及為持誦〈破地獄真言〉，

能使一切地獄受苦囚徒，永脫幽區，轉生善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

心造。』」(CBETA, X74, no. 1497, p. 807, a12-16) 

http://fodizi.net/qt/mengcanlaoheshang/14500.html
http://writesprite.com/6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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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扼要總攝《大藏經》的教觀精華，或堪謂為「大藏心經」，尤其〈覺林菩薩偈〉

以彰顯「唯心」為主旨，更是十足談心的「心」經。 

筆者注意到〈覺林菩薩偈〉的總攝性質，乃基於研讀《楞嚴經》的啟發，《起

信論》與《楞嚴經》是如來藏思想集大成式的經論，在華嚴五教判中皆是正唯終教，

兼於頓圓，《楞嚴經》內容更加豐富，素被譽為以如來藏真心為根本而總攝大藏精

華，筆者誦〈覺林菩薩偈〉亦略有類同讀《楞嚴經》之感，8 然而〈覺林菩薩偈〉

的十頌偈文更能發揮以少攝多、以簡馭繁的教觀總持之效。 

另〈覺林菩薩偈〉在當代影藝上屢受青睞，如知名音樂人郭蘅祈、黃帥……等

人紛紛演唱〈覺林菩薩偈〉。9 

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劇團於 2007、2008 年上演的《華嚴經之心如工畫師》

舞台劇：10 

2008年《華嚴經 2.0 之心如工畫師》載譽重演，主題「心如工畫師」出自

《華嚴經》中〈覺林菩薩偈〉，把「心」譬喻為畫師，「世界」譬喻為畫，帶

領觀眾思考「心」 和「世界」的關係。結合了佛教哲理與多媒體和現代舞

台藝術，進行一次藝術與宗教互動的實驗，藉著演繹佛在說法中使用的色

光，誦悉梵文字母及發起廣大的心靈願力，從而開展出宗教藝術的撼動力及

無盡的啟發性。11 

本劇難能可貴以高僧一行禪師的文本為基礎，演出開始時螢幕顯現一筆一畫

逐漸完成的國畫，舞台使用圓形、鈴聲、水紋、字體擴散、鏡面組合、眾燈升降、

光線投射、高處佛首、眾人唱誦應和、身體經行舞動、一人始終禪坐……等等方式，

表現佛境界、華藏世界、海印三昧、唯心、圓融、自在、莊嚴的華嚴意象。導演胡

恩威說： 

                                                 
8 《楞嚴經》具有總攝大藏的特質，如《楞嚴經》解門（前三卷半）的主要脈絡，與華嚴法界三觀

大略亦可對應，見李治華，〈《楞嚴經》與華嚴法界觀門之關涉〉，收入《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上冊》（臺北：華嚴蓮社，2019 年），頁 196。 
9 郭蘅祈，〈覺林菩薩偈〉，《祈菩行 Buddha Activity》，2017，郭蘅祈頻道，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hcTUY3t2gHY (2020/02/28)；黃帥，〈覺林菩薩偈〉，騰迅視頻，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4U7xXJ76Nwc (2020/02/28)。 
10 《華嚴經之心如工畫師》，舞台劇精華片段，進念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7e

VGs9hFk (2020/02/28)。 
11 進念二十面體，《華嚴經 3.0 之普賢行願品》新聞稿，http://www.zuni.org.hk/new/zuni/web/uploa

d/press/4259hys-press%20release-28-6-13.pdf(2020/02/28)。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hcTUY3t2gHY%26fbclid%3DIwAR1JH-IZ4YCejbmP_dJEuMXxZgvh8hkz6FxUJS6dSw1dp_IP4KVhskPtjfI&h=AT1aQScIJ2UU1Mwgkt7W1wbTZ0iEoZ4k_A9hU-hZf-hJt9dBQ1sXDPbyDXIf0fyYoXxYCMeG5ulPW9R0c2aqptCOQjwA8hCtM5kKDU8wLmxnMJH1vfZYJqiXonFQIf7uY7sn76Ei05QihPQfXw9U4RuZbEQJEKv9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hcTUY3t2gHY%26fbclid%3DIwAR1JH-IZ4YCejbmP_dJEuMXxZgvh8hkz6FxUJS6dSw1dp_IP4KVhskPtjfI&h=AT1aQScIJ2UU1Mwgkt7W1wbTZ0iEoZ4k_A9hU-hZf-hJt9dBQ1sXDPbyDXIf0fyYoXxYCMeG5ulPW9R0c2aqptCOQjwA8hCtM5kKDU8wLmxnMJH1vfZYJqiXonFQIf7uY7sn76Ei05QihPQfXw9U4RuZbEQJEKv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U7xXJ76Nw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U7xXJ76Nw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7eVGs9hF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7eVGs9h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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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是以傳統畫法呈現佛法和經書，但現在有了多媒體，就可以採用科技

作「經變圖」的概念。12 

舞台劇中又含陳浩峰悠揚唱誦的〈覺林菩薩偈〉，13 以及知名作詞人林夕填詞、

于逸堯譜曲的〈十方一念〉的歌曲，14 歌詞流暢傳達華嚴意境，筆者略將歌詞與華

嚴經文對照如下表： 

十方一念 《華嚴經》、〈覺林菩薩偈〉 

十方一念 黑暗光明 如畫裝飾眼睛 
可對應晉譯《華嚴經》第一品〈世間淨

眼品〉，開佛眼頓見世界一切。 

唯心可造 喜惡陰晴 直到清靜 「一切唯心造」 

蓮花千瓣 鋪滿生命 泥污不沾背影 

無碍無垢 以大悲之心覺醒 
〈華藏世界品〉，蓮花清淨莊嚴的世界。 

成住究竟壞空  

業報 留證 

了身 了心 了境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

生，無法而不造。」、「若人知心行，普

造諸世間。」、「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

心。」世間無常苦空，以五蘊業報身留

證佛法。 

無量眾生 未竟 佛性 人性  

隨順 渡化怨聲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

心，體性皆無盡。」眾生皆有佛性，度

眾成佛。 

如來處 就是經 無來處 亦是經 

菩提果 由人種 渡亂世 入佛境 
「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 

大方廣佛 普照光明 在沙粒上禪定 

如〈華藏世界品〉：「華藏世界所有塵，

一一塵中見法界，寶光現佛如雲集，此

是如來剎自在。」15 

肉身不住 色相歸零 滅却宿命 「身不住」、「無色」 

萬千廣厦 歌舞昇平 人間虚戀布景 「分布諸彩色，虛妄取異相。」 

雲累成雨 雨幻作雪后忘形 「大種無差別」 

                                                 
12 中央社報導，〈藝術與宗教交會 光和多媒體演出華嚴經〉，2008.8.29，薄荷草天空網站，http://b

log.udn.com/alvinlais/2176890 (2020/02/28)。 
13 華嚴經 (2.0 版本) 主題曲《心如工畫師》，進念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7eVG

s9hFk (2020/02/28)。 
14 〈十方一念〉亦於《2017 華嚴經：清淨之行》中陳浩峰主唱，進念網站，https://www.youtube.c

om/watch?v=4pQW-2GQkGM (2020/02/28)。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39, b28-c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A9%E6%8F%90%E6%9E%9C/146958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5%E5%AE%9A/209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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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一念 《華嚴經》、〈覺林菩薩偈〉 

（重覆：成住……入佛境） 

菩提花 由人領 寂自性 自在境 「自在作佛事」 

筆者長期擔任《人生雜誌》「電影與人生」專欄作家，秉持「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的精神，從電影談佛法，尤其注重將「佛教經典」與「經典電影」

對照解讀，佛法統攝「世出世法」，而電影多屬世間法，筆者是就兩者之間某些

精神相通、架構相類的共同之處，予以適度對照、互相呼應，擴展通經致用、活

用經典的視野。筆者在電影專欄中撰有〈《阿拉丁》──從中東神話體驗《華嚴

經》心如工畫師〉16，依照〈覺林菩薩偈〉十頌的次序，將偈文與《阿拉丁》互

詮。筆者另曾發表〈《黑魔女》──體驗《法華經．普門品》本性具足萬法〉17、

〈《冰雪奇緣》──踏入真空妙有之境〉18，《阿拉丁》、《黑魔女》、《冰雪奇緣》

三部電影叫好叫座，都是迪士尼神幻覺醒類型的經典電影，非常適合搭配〈覺林

菩薩偈〉互詮，後文即將〈覺林菩薩偈〉再與《黑魔女》、《冰雪奇緣》兩部電影

對照解讀，同時嘗試從中發掘、展示出觀影的佛法思維模式。先略為介紹兩部電

影系列： 

2014、2019 年真人版電影《黑魔女：沉睡魔咒》（Maleficent）、《黑魔女 2》，

改拍自迪士尼 1959 年的動畫電影《睡美人》，以劇中大反派梅菲瑟為主角，顛覆傳

統，重新演繹《睡美人》的童話故事。《黑魔女》片中彰顯人性的善惡，以及人文

與自然之間的戰爭與和平。 

2013、2019 年，迪士尼推出動畫音樂電影《冰雪奇緣》（Frozen）、《冰雪奇緣

2》。《冰雪奇緣》描繪兩公主姊妹情深、共同成長的故事，姊姊艾莎在妹妹安娜的

幫助下，學會以真愛控制變現冰雪的能力，造福人民。 

以下將從華嚴五教與節錄修訂筆者兩篇電影評析以詮釋〈覺林菩薩偈〉。華嚴

五教博大精深，本文不遑多論，唯重在偈文的配比與探討。 

  

                                                 
16 李治華，〈《阿拉丁》──從中東神話體驗《華嚴經》心如工畫師〉，《人生雜誌》第 431 期（2

019 年 7 月），頁 108-112。 
17 李治華，〈《黑魔女》──體驗《法華經．普門品》本性具足萬法〉，《人生雜誌》第 437 期（2020

年 1 月），頁 84-88。 
18 李治華，〈《冰雪奇緣》──踏入真空妙有之境〉，《人生雜誌》第 439 期（2020 年 3 月），頁

88-92。本篇將《冰雪奇緣》搭配《金剛經》的無住生心，《心經》的揭諦咒、觀心自在，《華嚴經》

的阿字般若法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80%A7/250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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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俗有真空 

（一）小乘的惑業緣起 

［晉］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 

   虛妄取異色，四大無差別。 

［唐］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 

   虛妄取異相，大種無差別。 

覺林首偈可對應到小乘的「惑業緣起」，人生萬象（譬如彩色）乃惑業執取而

有，皆由基本元素的組合而產生種種差別，亦如彩畫千差萬別，只由幾種基本顏料

組成。小乘的「析空觀」19，將一般的現象事物，分解成為基本存在要素，如把鐘

錶拆成零件，證明鐘錶不實在，只有基本元素是實存的。「自我」同樣是「五蘊」

諸法組成，所以「我空法有」。 

「大種」是指物質的基礎元素，所謂「地、水、火、風」四大種類，也可引申

為各種基本的存在要素，澄觀依據《起信論》的法義，將「大種無差別」引申為「大

種即喻真如，謂心體離念，即是如來平等法身。」20 大種即指萬法最終的統一本體

──如來藏真心。 

（二）始教的緣起性空 

［晉］四大非彩色，彩色非四大， 

   不離四大體，而別有彩色。 

［唐］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 

   亦不離大種，而有色可得。 

彩畫（繽紛的世界）由何而來？從大種（物質的基礎元素）來？地、水、火、

風四大種的性質分別是堅、濕、煖、動，只是觸覺的對象，並不涉及顏色，色彩是

視覺的對象，而在青、黃、赤、白的顏色中，本也沒有堅、濕、煖、動的存在。顏

色與大種不同屬性，為何眼觀大種卻有顏色顯現？ 

這對應到空宗的「體空觀」：推尋現象事物（果）的來源（因），果與因之間並

不完全相稱，果的存在並不完全來自因，因到果之間有變化產生，這變化從何而

來？在一切現象中找不到來處的真憑實據，只是隨順業力幻現，緣起（因果）本身

不實在──緣起性空。 

析空觀是將一般存在事物（不實在）還原成基本要素（實在），體空觀反其道

                                                 
19 天台宗稱藏教（對應華嚴五教之小乘）的空觀為「析空觀」，通教（對應空始教）為「體空觀」。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322, a16-17。澄觀所釋，乃據《大乘起

信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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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b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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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基本要素如何組成一般事物？發現基本要素並不足以組成一般事物，變化就

是幻化，推而廣之，世界原本都只如夢幻泡影，基本元素亦空，一切法空。 

［晉］心非彩畫色，彩畫色非心， 

   離心無畫色，離畫色無心。 

［唐］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 

   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 

同前體空觀，繼續追究彩畫（繽紛的世界）由何而來？從大種（物質的基礎元

素）來？不是。從心中來？同理亦非。心中原無彩畫，遇境逢緣，卻能繪出彩畫，

繪出的彩畫雖然已成物質，之中並無心的存在，但彩畫的產生卻也不能離心而有。

不自物來，非來自心。法藏依晉譯「離心無畫色，離畫色無心」，心境不即不離，

即已指出：「從心變故，境不離心。能變境故，心不離境。是故雖不即不離，而要

唯是識，非唯境也。」21 心境緣起互依，然以心為能造，唐譯則明言：「然不離於

心，有彩畫可得。」 

（三）俗有真空的觀影模式 

眾生都是工畫師，面對相同的人、事、物，雖然這「大種無差別」，遇境逢緣，

卻各自「虛妄取異相」，千差萬別的妄想，紛紛「分布諸彩色」，彩繪自己的人生大

夢，世界實無固定自性： 

《黑魔女》中，黑魔女為精靈王國的統治者，陶醉於愛情的幸福中，卻被人類

男友欺騙傷害，之後內心冷漠、恐懼、怨恨，冥冥中感招到美麗的精靈森林忽然下

雪，變得陰森恐怖，這正是「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同樣面對人類與精靈，人

類男友後來成為人間國王，卻想控制一切，以詐欺、仇恨、武力，要消滅精靈王國；

而年輕的公主、王子邂逅之後，追求真愛，一心讓兩國和諧相處。 

《冰雪奇緣》中，艾莎有變現冰雪的神奇力量，但不知如何操控能力，在誤傷

妹妹安娜後，封印能力，與人隔絕，內心惶恐孤獨，同時感招冰封世界；而安娜即

使在冰天雪地中依然熱情，追求真愛。 

三、唯識變現 

（一）始教的賴耶緣起 

                                                 
21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215, c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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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譯 唐譯 

彼心不常住，無量難思議， 

顯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彼心恆不住，無量難思議， 

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猶如工畫師，不能知畫心， 

當知一切法，其性亦如是。 

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 

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 

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 

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 

在唯識宗中最根本的心識是阿賴耶識（藏識），剎那生滅，含藏無量的萬法種

子（潛能），深沉微細難知，遇境逢緣，種子起現行，顯示一切色相，悉是心的變

現，外境離心無體，失去了主體，彼此「以無體故，無可相知」22，如無明大夢中，

物不知心，物不知物，乃至剎那生滅的心，亦非真體，亦不能真知自心、真實知物，

各各不相知。 

（二）唯識變現的觀影模式 

眾生的心識活動不停，無量無度攀緣貪求，難以思議地變現一切，活在大夢中

卻不知是夢，夢中世界分裂為我、人、眾生、萬物，各各貌似獨立，以滿足自我的

種種意欲需求，竟遺忘了原為一體而互不相知，眾生一直因迷惑貪欲而被困於夢境

之中。從萬法唯識解讀電影： 

《黑魔女》中，黑魔女原是純真美善的精靈仙子，擁有強大神力，常張開雙翼

凌空高飛、遨遊精靈森林，這象徵我們純真無染、自由自在的「天真童心」。但黑

魔女慘遭人類男友下藥迷昏後割走雙翅而性情大變，黑化成為冷漠傲嬌的黑魔女，

這表示我們在充滿貪婪的社會染缸之中成長，因被欺騙、受傷害，而引發恐懼、悲

傷、痛苦、冷漠、報復的「黑暗之心」。壞男友因取得黑魔女的雙翼而當上國王，

黑魔女詛咒國王的小公主於十六歲時，會因觸碰紡織機的針尖而永遠沉睡，除非真

愛之吻才能喚醒公主，只因黑魔女不相信真愛存在，這個詛咒反映出了黑魔女失去

了真愛，其實是她自己內心的真愛沉睡了，她需要真愛來融化自己冰冷的「寒心」。

「黑」魔女救了一隻「黑」烏鴉，不時將牠變為人，這鳥人平易近人、忠誠可靠，

正是黑魔女需要的心靈夥伴──「溫暖的心」。壞男友則可視為是自己向外追求功

成名就的「名利心」所化現，為了名韁利鎖不惜犧牲自己的純真自由，心為物役。 

《冰雪奇緣》中，艾莎因長期壓抑、冰封內心，在逃離現實後，變化出小時候

堆的雪人，並賦予這「雪寶」生命，雪寶天真浪漫，其實就是被艾莎壓抑的「初心」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322, c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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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化現。雪寶是開心果，冰雪之身卻嚮往日光浴與溫暖的擁抱；雪寶經歷生死危

難與固態、液態、氣態的轉換，卻依然天真浪漫、無我無私。雪寶代表我們內在本

具的純真童心、歡喜心。 

四、覺心自在 

（一）終教：如來藏緣起 

［晉］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唐］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 

   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 

〈覺林菩薩偈〉全偈大體前半部重在心之流轉生死，後半則在還滅涅槃。如心

造諸世間與五蘊（色、受、想、行、識），心同樣能造佛（智正覺世間，佛之淨妙

五蘊），亦造眾生，心、佛及眾生的體性唯一，「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澄觀更以

天台性具思想詮釋之。不過，煩惱眾生終能成佛，煩惱有盡，唯佛與心卻如金剛不

壞，永無窮盡。大乘終（終極真實）教講心的體性就是常住真心（佛性、如來藏），

是萬法（如波）的本體（如水），波會生滅，水的本身卻一直存在，不生不滅。 

（二）頓教：明心見性 

［晉］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 

   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真佛。 

［唐］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 

   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 

在終教之後，頓教不依地位漸次來說修行階段，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頓教

亦順禪宗頓悟「見性成佛」之說。頓教一念不生，頓悟萬法唯心造，明本心、見佛

性，如禪宗代表人物六祖惠能的大悟之語，23 亦略可對應〈覺林菩薩偈〉： 

惠能悟境 覺林菩薩偈 

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 

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 心中無彩畫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 

 

                                                 
2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49, a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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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圓教：一真法界 

［晉］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 

   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 

［唐］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 

   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 

自在（梵語 īśvara），表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一切無礙。身心無住，自在

作佛事，從「緣起性空」的立場便可如此說，如《心經》開頭便是「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24《華嚴經》、華嚴宗廣談佛菩薩的「自

在」境界，經 CBETA 檢索「自在」，晉譯出現 1446 次，唐譯 1012 次，晉譯《華

嚴經．入法界品》：「顯現自在力，演說圓滿經，無量諸眾生，悉授菩提記。」25 

此偈亦為華嚴宗引證華嚴為圓教的重要經據。《華嚴經．十地品》第八地有「十

自在」之說： 

佛子！此菩薩遠離一切身想分別，住於平等。此菩薩知眾生身、國土身、業

報身、聲聞身、獨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此菩薩知

諸眾生心之所樂，能以眾生身作自身，亦作國土身、業報身，乃至虛空

身。……佛子！菩薩成就如是身智已，得命自在、心自在、財自在、業自在、

生自在、願自在、解自在、如意自在、智自在、法自在。得此十自在故，則

為不思議智者、無量智者、廣大智者、無能壞智者。26 

若以華嚴深義解釋自在，身心自在作佛事，這是證悟真心的無功用道（未曾有），

不刻意起念，如明鏡現物，是圓融無礙自在的佛境界。 

［晉］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 

   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 

［唐］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此偈是總結。佛知見就是了知萬法都是圓融無礙自在的真心所造，圓融的真心

就是「一真法界」27，是統一法界的真實法。 

〈覺林菩薩偈〉以「唯心」總結，智儼（602-668）承杜順（557-640）說而撰的

「十玄門」亦有「唯心迴轉善成門」： 

                                                 
2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CBETA, T08, no. 251, p. 848, c7-8。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750, b6-8。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00, a19-b18。 
27 澄觀、宗密歸結四法界以「一真（心）法界｣總攝，也就是以唯心緣起為立足點而開展真心的各

層面相，「一真（心）法界｣亦稱「一真無礙法界」。可參考李治華，〈《楞嚴經》與華嚴法界觀門之

關涉〉，《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冊》，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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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唯心迴轉善成門者，此約心說。所言「唯心迴轉」者，前諸義教門

等，竝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惡隨心所轉，故云「迴轉

善成」。心外無別境，故言「唯心」。若順轉即名涅槃，故經云：「心造諸如

來。」若逆轉即是生死，故云：「三界虛妄，唯一心作。」……若論如來藏

性真實淨心說者，此物不動本處，體應十方，性恒常轉，縱移到他方，而

常不動本處。此即緣起自在力，然非是變化幻術所為。是故雖復七處九會，

而不離寂滅道場。28 

此唯心門引用了《華嚴經》中最著名兩處講唯心之文，「心造諸如來」即晉譯〈如

來林菩薩偈〉，對應唐譯即〈覺林菩薩偈〉「一切唯心造」，雖然晉譯此處是從成佛

來說，但〈如來林菩薩偈〉全文顯然也是唯心思想。「三界虛妄，唯一心作。」則

出自晉譯〈十地品〉第六地，唐譯為「三界所有，唯是一心。」29 唯心門是就「如

來藏性清淨真心」、「真實淨心說」，事物展現「緣起自在力」，如《華嚴經》的七

處九會不離寂滅道場，十玄中的「唯心門」無疑屬於華嚴圓教觀點，但須強調出

此如來藏真心本身是圓融無礙自在的，否則恐與終教層次說的如來藏真心本體混

而難分，所以後來法藏（638-715）就強調圓教的「唯心」是「性起」、「自在」，不

同三乘。30 

同樣是杜順說的《華嚴五教止觀》中，從頭到尾也都涉及「如來藏」。在《華

嚴五教止觀》圓教的「華嚴三昧門」中長行最後引： 

《華嚴經．性起品》云：「為饒益眾生，令悉開解故，以非喻為喻，顯現真

實義。如是微密法，無量劫難聞，精進智慧者，乃聞如來藏。」31  

一般常以「圓融無礙」形容圓教，如代表圓觀的「華嚴三昧門」中強調「遮表圓融

無礙皆由緣起自在故也。」32 此處以「自在」攝收圓融無礙，又以華嚴經文說「如

                                                 
28 《華嚴一乘十玄門》，CBETA, T45, no. 1868, p. 518, b16-c5。 
29 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三界虛妄，但是[9]心作」(CBETA, T09, no. 278, p. 558, c10)  

[9]（一）＋心【宋】【元】【明】【聖】。唐譯「三界所有，唯是一心。」(CBETA, T10, no. 279, p. 194, 

a14) 
30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九者唯心迴轉善成門：此上諸義，唯是一如來藏，為自性清淨心轉也。

但性起具德故，異三乘耳。然一心亦具足十種德，如〈性起品〉中說十心義等者，即其事也。所以

說十者，欲顯無盡故，如是自在具足無窮種種德耳。此上諸義門，悉是此心自在作用，更無餘物名

唯心轉等。宜思釋之。」(CBETA, T45, no. 1866, p. 507, a8-15) 
31 《華嚴五教止觀》， CBETA, T45, no. 1867, p. 513, c7-9。經文出處：《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631, a23-27。 
32 《華嚴五教止觀》，CBETA, T45, no. 1867, p. 512, 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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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藏」為真實微密智慧之法，作為圓觀的壓軸。而如來藏實即一心，這與〈覺林菩

薩偈〉最後二偈「自在」、「唯心」若合符節。 

「自在」、「唯心」之詞，雖然觸及圓教，但並不專屬圓教，不過若從華嚴經宗

的圓教立場詮釋，「唯心．自在」亦為具有總持分量、主體特色的圓教點睛之詞，

正可與華嚴宗常用來形容法界「圓融．無礙」之詞對觀。 

在〈覺林菩薩偈〉之後，若為加強〈覺林菩薩偈〉「自在作佛事」的圓觀與事

修，可再補充唐譯四十卷《華嚴經．普賢十大願王》中偈文的前十二頌，即可總攝

十大願王，以作為〈覺林菩薩偈〉進階的圓觀事理。澄觀指出十大願王是「華嚴關

鍵、修行樞機」33，十大願王是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

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迴向：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清淨身語意，一切遍禮盡無餘。 

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剎塵身，一一遍禮剎塵佛。 

於一塵中塵數佛，各處菩薩眾會中，無盡法界塵亦然，深信諸佛皆充滿。 

…… 

所有「禮」「讚」「供養」福，「請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諸善

根，「迴向」「眾生」及「佛道」。34 

以上十二頌從禮敬諸佛開始，以第二、三頌充分顯示圓教特色，兩偈相應於華嚴宗

著名的「十玄門」中重重無盡映現的「因陀羅網境界門」、貫通大小空間的「廣狹

無礙自在門」、小空間容納無量諸相的「微細相容安立門」等事事無礙境界。第十

二頌則總攝十大願王。 

若以〈覺林菩薩偈〉與〈普賢十大願王偈（前十二頌）〉各自的主要層面，對

比於華嚴宗著名的「法界三觀」、「四法界」，〈覺林菩薩偈〉以真空觀、理事無礙觀

或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為主，〈普賢十大願王偈〉則以周遍含容觀或事法界、事

事無礙法界為主。結合覺林、普賢頌文，即可更完善地以《華嚴經》二十二偈，總

攝佛法教觀精華，亦可作為學習華嚴教觀的善巧方便。 

（四）覺心自在的觀影模式 

心如工畫師，能夠變現世間萬法，也能造佛、造眾生，看破放下，才能明心見

                                                 
33 澄觀疏、宗密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澄觀疏）今此一經即彼四十卷中第四十也。……而為

華嚴關鍵、修行樞機，文約義豐，功高益廣，能簡能易，唯遠唯深，可讚可傳，可行可寶。」 (CBETA, 

X05, no. 229, p. 256, a22-b1)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47, 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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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出佛心。心不為自身所困，身也不被心的意欲控制，心不控制、不攀緣，行

動反而才能如理如法，身心自由自在，如轉輪聖王或道在平常日用中，都是「自在

作佛事」的意象。 

《黑魔女》中，黑魔女暗中注視著可愛的小公主，小公主成長的同時，黑魔女

的愛心又在滋長萌芽。公主十六歲時昏睡不醒後，黑魔女傷心之餘，不經意地親吻

了公主的額頭，公主竟然醒了，黑魔女終於找回自己失去已久的「真愛之心」（對

應：心自在）。黑魔女在公主的幫助下找回翅膀，高飛雲霄（對應：身自在）。這表

示黑魔女經歷內心黑暗面的禁錮之後，重新找回失落的真愛，重獲自由。在關愛小

公主後，尋回內在真愛，魔法森林又亮麗起來（對應：境自在）！人類王國與精靈

王國終能和諧相處（對應：圓融無礙）。 

《冰雪奇緣》的主題曲〈Let It Go〉，掀起全球傳唱旋風，「Let it go」這句話

在歌曲中穿插出現十二次，有中譯者配合歌曲情境，「Let it go」十二次意譯竟皆

不同：不再躲、不再怕、不管他、不害怕、放寬心、向前進、向前衝、不後悔、不

沉溺、不在意、算了吧、忘了吧。〈Let It Go〉整首歌曲的精髓，正呼應於《心經》

〈揭帝咒〉的精神，就是不斷走出，經歷而超越，「心無罣礙、無有恐怖、遠離顛

倒」，開顯真心（對應：心自在）！《冰雪奇緣》首集，艾莎學會以真心使用超能

力，轉化冰風暴成為冰雪樂園（對應：境自在），續集主題曲〈Show Yourself〉，配

合劇情展現轉化地、水、火、風四大精靈（象徵：色）的阻礙成為助力，呈顯「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轉換能力；同樣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恐懼、

壓抑、隔絕，轉化成為歡喜、自在、和諧的感受；保守、僵固、安於舒適圈的想法，

轉化成為積極、開放、進入未知的追尋；首集在海上倉惶逃走的場景，在續集中轉

化成為不斷衝向黑海風浪的大無畏行動；冰封心識深處的悲傷記憶，轉化重生為雪

寶的天真浪漫。當體會到物質與精神的元素「五蘊皆空」，即能轉化五蘊的負能量，

成為光明的正能量，「度一切苦厄」，開顯真心與喜悅自在（對應：無礙自在）。35 

觀影模式中，應用佛教語彙，不是混同世間法與佛法，而是就佛法與世間法有

所共通之處，將佛教語彙作廣義的延伸，應用於世間法，在佛法與世間法之間建構

「類佛法」、「共世間法」，以善巧地接引、觀看世間。 

                                                 
3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心無罣礙，無罣礙

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即說咒曰：揭帝（走）、揭帝（走）、般羅揭帝（走度彼岸）、般

羅僧揭帝（眾走度彼岸）、菩提（覺悟）、僧莎訶（圓滿）。」(CBETA, T08, no. 251, p. 848, c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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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從《地藏經》、《起信論》、《楞嚴經》、華嚴五教、三大教理系統、華嚴三昧

門、十玄門、普賢十大願王、當代影藝，開闡〈覺林菩薩偈〉的特色與重要價值： 

1.〈覺林菩薩偈〉十頌附錄於地藏經文之前流通，以唯心之理補充《地藏

經》的側重事修，「一切唯心造」之四句「破地獄偈」亦用於水陸法會、施食儀

軌之中。 

2. 華嚴宗以《起信論》真妄和合的真心詮釋〈覺林菩薩偈〉，《起信論》與《楞

嚴經》是如來藏思想集大成式的經論，《楞嚴經》素被稱譽以如來藏真心為根本而

總攝大藏，〈覺林菩薩偈〉更以短短十頌二百字即可扼要統攝大藏教觀精華，且全

偈歸結「一切唯心造」，或堪稱為「大藏心經」。 

3.〈覺林菩薩偈〉十頌可循序搭配華嚴宗的小、始（空性、唯識）、終（如來

藏）、頓、圓的五教判進路詮釋。 

4.〈覺林菩薩偈〉大體十頌的前半部重在心之流轉生死，後半則在還滅涅槃。

十頌亦可循序歸類為俗有真空、唯識變現、覺心自在等三類法義，大體可對應「法

空、唯識、真心」三大教理系統。 

5.〈覺林菩薩偈〉的「自在」、「唯心」之詞，雖然觸及圓教，但並不專屬圓教。

不過，若從華嚴經宗的圓教立場詮釋，如本文引用了《華嚴經》，以及華嚴宗初祖

至五祖的論述，《華嚴五教止觀．華嚴三昧門》、「十玄門」、「一真法界」等等，闡

釋「自在」與「唯心」，「唯心．自在」是具有總持分量、主體特色的圓教點睛之詞，

正可與華嚴宗常用來形容法界「圓融．無礙」之詞對觀。 

6. 在〈覺林菩薩偈〉之後，若為加強華嚴圓觀與事修，可添補在修學華嚴上

備受強調的唐譯四十卷《華嚴經》中的〈普賢十大願王〉，以十大願王偈頌的前十

二頌總攝十大願王，作為〈覺林菩薩偈〉進階的圓觀事理。 

7.若以〈覺林菩薩偈〉與〈普賢十大願王偈（前十二頌）〉的主要層面，對比於

華嚴宗著名的「法界三觀」、「四法界」，〈覺林菩薩偈〉以真空觀、理事無礙觀或理

法界、理事無礙法界為主，〈普賢十大願王偈〉則以周遍含容觀或事法界、事事無

礙法界為主。結合覺林、普賢頌文，可更完善地以《華嚴經》二十二偈，總攝佛法

教觀精華，亦可作為修學華嚴教觀的善巧方便。 



154 2021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覺林菩薩偈〉在當代影藝上屢受青睞，如陳浩峰、郭蘅祈、黃帥……等人

紛紛唱頌〈覺林菩薩偈〉。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劇團的《華嚴經之心如工畫師》

舞台劇與林夕填詞〈十方一念〉歌曲尤為佳作。 

9.筆者曾以電影《阿拉丁》搭配〈覺林菩薩偈〉互詮，本文再以《黑魔女》、

《冰雪奇緣》進行詮釋，這三部電影都是迪士尼神幻覺醒類型的經典電影，藉此嘗

試展現「俗有真空」、「唯識變現」、「覺心自在」的觀影模式。 

10.本文以佛經與當代影藝互詮，嘗試運用「佛法在世間」的精神詮解電影，

亦有助於開擴通經致用、活用經典的佛教現代藝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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