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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如來出現品》譬喻說法之研究 
 

 

釋會極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十三屆 

一、緒論 

在原始佛教聖典依文體與內容類別為十二種，稱為十二分教，或譯為十二部

經、十二分聖教。譬喻（ avadāna，apadāna，阿婆陀那、阿波陀那）即是其中之

一，其本意是「英雄行為的故事」1，與因果業報說有關係。在原始佛教來說，

所謂的譬喻是「訓誡式的故事」或簡稱為「故事」，是具有輕鬆的意味。除了avadāna
以外，梵語中的upamā和dṛṣṭānta同樣具有譬喻的意涵，雖然在呈現的風格上稍有

不同，但同樣是做為比況或例證事理上的一種運用方式，所以在佛典漢譯時，都

將之同譯為「譬喻」，因為在漢文的「譬喻」一詞，其詞意與這三類梵語字義皆

有相通之處。
2

所謂「譬喻說法」即是佛陀教化眾生的一種表現方式，「智者皆以譬喻而得

解」，不論是闡明教義或重申事理，為加強善巧解釋，欲令聞法者能明快的通曉

義理，往往得借助譬喻來啟發思想。同時，譬喻也具有一種能引人入勝，提高聞

法者興趣，使其集中精神的作用。尤其《華嚴經》所詮釋的盡是如來果地的成就，

法義甚深難解，因此，經中的譬喻說法自然就有其必要性，而且其所佔的比例遠

超過其他各類經典甚多，可以說是一部兼具佛學與文學的鉅著。 

更由於「譬喻」之應用，是在於達到通俗教化的目的，所以隨著

時代或經典類型的不同，使用在表顯的意義和內容上就有所變化。因此，「譬喻」

的另一則通俗意義，也就是「以了知之法，顯未了知之法」的一種說法方式。在

各部經典中，就不乏運用「法喻合」的方式詮釋義理，使得「譬喻」在表法的呈

現上有了畫龍點睛之妙。 

《華嚴經》是以闡揚菩薩精神為主軸，貫通行布和圓融的無礙修行，這其中

最主要的動力，就是靠菩提心的發起。此經中為詮釋「菩提心」就用了一百一十

八個譬喻來說明，3而「菩提心」所生之功德，以譬喻來說明，也輕易的舉出了

一百零三個表述，4

                                                 
1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二冊，p.307.2-34，1992 年。 

而且每一喻都能夠契合悲心和智慧的內涵，這樣的善巧譬喻，

2參見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博碩士論文，p.13，1990 年.06 月。 
3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CBETA, T10, no. 279, p. 429, b25。 
4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CBETA, T10, no. 279, p. 429, 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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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令人歎為觀止。不但兼具義理的闡揚，亦同時散發出濃郁的文學氣息，在不

可言說的甚深佛果上，增加了許多令人可以想像的空間。 

經中最著名「華嚴三照」5的譬喻，在各宗判教上就多被引用，佐證出如來

一代時教之教化次第，此則便是出自〈如來出現品〉。6此喻說明佛之出世，說

法教化之順序，依次為菩薩、緣覺、聲聞乃至普及一切眾生，雖隨著根機高下而

有先後之序，但是其心平等，沒有分別，唯是隨應眾生之機感而已。又如「無一

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
7

基於此品中所記載的部份經文和譬喻，千百年來一向被各宗學者所引用，乃

至於普遍融入在大乘佛教思想中。因此，筆者想了解此品譬喻說法的運用，是如

何深入人心，以達到善巧教化的目的。 

等名句，亦是出自於〈如

來出現品〉。 

本文是以唐譯八十華嚴為主，研究目的有三： 

一、 從此品之義涵，了解如來出現的意義。 

二、 分別此品中譬喻表法之類型。 

三、 深入探討「如來出現」之譬喻有何特色。 

二、「如來出現」之義涵 

（一）分別「如來」（tathāgata）與「出現」（utpāda、utpatti、sambhava） 

的意義 

「如來」
8

                                                 
5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三冊，p.1265.1-35，1992 年。 

梵文tathāgata，音譯為「多陀阿伽佗」，義譯是「如來」，也

可譯為「如去」。因為tathāgata可以拆解為tathā+āgata或tathā+gata，

tathā是指「如」、「真如」、或「法性」的意思，āgata是「來」義，gata

是「去」義，tathāgata為一複合詞，皆通於這兩個意思，所以可以說「從真如

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譬如日出於閻浮提，先照一切須彌山等諸大山王，次照黑山，次
照高原，然後普照一切大地。……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成就無邊法界智輪，常放無礙智
慧光明，先照菩薩摩訶薩等諸大山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眾生，隨其心器示廣
大智，然後普照一切眾生，乃至邪定亦皆普及，為作未來利益因緣令成熟故。」(CBETA, T10, no. 
279, p. 266, b3) 。 
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2, c5。 
8 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五冊 2276.1-24，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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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或「從真如而去」，本義原是形容一種絕對的真理，其體用自在的不可思

議，進而成為「證得這個真理的人」的代名詞。 

據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中說明所謂「如來」的意義有五項
9

1.就理顯：謂法性名「如」，出障名「來」。 

： 

這完全是從法性的觀點來說。法性也就是真如法身，體實無相，量等虛空，

究竟清淨，本自如如，是菩薩發心趣求菩提之究竟處。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所謂：「真如名為菩薩摩訶薩菩提道，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

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名為菩薩摩訶薩菩提道。」
10

2.唯就行：言無虛妄，故名「如來」。 

其中所說的「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

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等，都是在重申真如本體的性質，可以說也是真如的

異名，是指實相的真際。眾生因無始以來，煩惱覆障，所以真如自性的光明不能

得顯，唯有出此覆障，證此無相真理，方得名為「如來」。 

澄觀此語舉自《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之〈初持瑜伽處菩提品〉如來

十種功德名號隨念功德之一。如《金剛經》所言：「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

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11

在〈如來出現品〉普賢菩薩即用十種特色來形容如來的音聲，「音聲」泛指

如來的「語業」。如經文所示：「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音聲遍至，普遍無

量諸音聲故；應知如來音聲隨其心樂皆令歡喜，說法明了故；應知如來音聲隨其

信解皆令歡喜，心得清涼故；應知如來音聲化不失時，所應聞者無不聞故；應知

如來音聲無生滅，如呼響故；應知如來音聲無主，修習一切業所起故；應知如來

音聲甚深，難可度量故；應知如來音聲無邪曲，法界所生故；應知如來音聲無斷

絕，普入法界故；應知如來音聲無變易，至於究竟故。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

來音聲，非量、非無量，非主、非無主，非示、非無示。

這是就語業清淨之行來說，非但言無虛妄，而

且是稱性而說，以稱如理之性而說如實之語，故名為「如來」。 

12

                                                 
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T35.no.1735. p.0562a22。 

」其中之「如來音聲

無邪曲，法界所生故。」就是唯有如來的性德所顯，方能稱得上是「言無虛妄」。 

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75，CBETA, T05, no. 220, p. 426, b11-14。 
1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CBETA, T08, no. 235, p. 750, b27-28。 
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68, a2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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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來之行並不唯語業的彰顯而已，尚有身業和意業之行兩者，意業之行

因為是屬於智慧的層面，所以可以視同第一點「就理而顯」，也就是從真如實智

所現的思惟。 

另外，身業雖有運作施為，卻也是稱性而為，究竟不失其本來清淨之行。在

《疏鈔》亦舉「無礙行是如來行」、「真如行是如來行」等經句來體會如來的身

行。如經文所示：「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無礙行是如來行，應知真如行是如來

行。佛子！如真如，前際不生，後際不動，現在不起；如來行亦如是，不生、不

動、不起。……佛子！如來、應、正等覺住無礙行，無有住處，而能普為一切眾

生示現所行，令其見已，出過一切諸障礙道。」
13

3.理智合說：第一義諦名「如」，正覺名「來」，正覺第一義諦故名「如來」。 

這是如來身行的不可思議處，

都是稱真如性所起的功德大用。 

什麼是「第一義」呢？《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實際品》有言：「第一義相者，

無作、無為、無生、無相、無說，是名第一義，亦名性空，亦名諸佛道。」
14

無相第一義，無自無他作，因緣本自有，無自無他作。法性本無性，第一

義空如，諸有本有法，三假集假有。無無諦實無，寂滅第一空，諸法因緣

有，有無義如是。有無本自二，譬若牛二角，照解見無二，二諦常不即。

解心見不二，求二不可得，非謂二諦一，非二何可得。於解常自一，於諦

常自二，通達此無二，真入第一義。世諦幻化起，譬如虛空華，如影三手

無，因緣故誑有。幻化見幻化，眾生名幻諦，幻師見幻法，諦實則皆無，

名為諸佛觀，菩薩觀亦然。

又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二諦品》佛說七佛偈云： 

15

筆者列舉這兩則引文，同是出自般若經系，雖然凡是大乘經典都不免講究第

一義的真理，但是在般若經典中，尤其著重再三的、微細的分析這不可說之法，

務求令眾生都能夠解悟這個道理，澄觀也簡明的說：「真如為中道第一義諦。」

 

16

                                                 
1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4, b18-21。 

所以在理上，「第一義諦」是離一切言說戲論，畢竟不可得的。然於不可得而知

之的，就是正覺的般若智慧，此唯是聖智自證的境界。如在《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須菩提問佛：「世尊，說言佛，何義故名佛？」佛告須菩提：「知諸法實義故名

為佛。復次，得諸法實相故名為佛。復次，通達實義故名為佛。復次，如實知一

1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5，CBETA, T08, no. 223, p. 403, a13-15。 
15《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1，CBETA, T08, no. 245, p. 829, a9-26。 
16《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2，CBETA, T36, no. 1736, p. 493,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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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故名為佛。」
17
其中所使用的動詞「知」、「得」、「通達」、「如實知」

等都是般若智慧的現前發用，並非凡夫眾生的虛妄分別識。又〈問相品〉云：「有

佛無佛，相性常住。佛得如實相性故，名為如來。」
18

4.離相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佛就是如來的別號，因此，

正覺此不可得智慧的就叫做「如來」。 

19

上面就理而明法身無相無作，根本是沒有來去之相可得，但是若無有相可見，

則連法身的無相都尚且不立，何得而知本來無相清淨呢？故而從末歸本，以眾生

的輪迴見為生死根本來切入，令眾生開悟自性法身。既然眾生所見的如來，有來

去坐臥，應機化物之度生事業，明明有相有作，有來去之相，又如何說「無所從

來，亦無所去」呢？此語乃出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般若智慧為除遣眾生

迷相執有之病，故從離相的角度來說明眾生應該如何去認識「如來」。 

。 

如其註解所作的說明：「有來去坐臥者，乃如來應身也。無來無去者，法身

也。然如來昔行菩薩道時不受福報，云何至果有去來坐臥之相，使諸眾生供養獲

福？恐有此疑，故告以釋之。謂如來應用示有動作，而法身之體如如不動也。」
20

5.融攝說：謂一如無二如，若理若智、若開若合，無不皆如，故名「如來」。 

所以經中又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無不是要破除眾生迷相執有的心，為

遣相蕩執所作的一番直言。因此澄觀所立的這一項意義說，乃是從相上破執，復

歸於如如之理的一種方式。 

華嚴教義以「一真法界」為宗旨，暢演法界無盡緣起的圓融思想，顯揚華嚴

一乘教說的特色，可以說將佛法的勝義推展到一個圓滿極致的地位，融攝了真俗、

染淨、空有於唯一真如性體，回歸到佛法身的實德展現上，故佛所證入的「海印

三昧」
21

                                                 
1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2，CBETA, T08, no. 223, p. 379, a14-17。 

又名「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應是此融攝義最佳的註解，這有別於

終教「緣起無性，一切皆如」的觀點，而是以佛果位的立場來看待自性本德所呈

顯的境界所言。 

1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4，CBETA, T08, no. 223, p. 325, c11-12。 
19《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 ，CBETA, T08, no. 235, p. 752, b4-5。 
20《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卷 1，明，宗泐‧如玘同註，CBETA, T33, no. 1703, p. 237, b11-16。 
21 法藏於《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解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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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信論云：無量功德藏法性真如海。所以名為

海印三昧也。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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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經云：或現童男童女形天龍及以阿脩羅乃至摩 睺羅伽等，隨其所樂悉令見，眾生形相各不同，

行業音聲亦無量。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威神力。依此義故，名海印三昧也。」CBETA, T45, no. 
1876, p. 637, b21-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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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真性海普能印現一切眾生色身形像，而且是「遠離二邊，住於中道，

出過一切文字言說，知一切眾生心念所行、根性欲樂、煩惱染習；舉要言之，於

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諸法。」
22

但實際上，澄觀在疏中對這一項意義的說法並沒有舉經證的文句來說明，筆

者忖度他不無就整體佛法的圓融觀點做綜合性結論的傾向，一般認為是以法藏所

作的判教觀為藍本的。 

由此可知，一切諸法印現性海之中，雖然了了分

明，但「法」之與「海」畢竟無二無別，性相一如。若開之從相上看，是萬法紛

然，若合之從性上論，則就唯一大海寂然，縱使諸法隱沒不現，而海水湛藍，依

舊是不改本色，這是從「真如性」和「性起法」究竟一如的關係來詮釋「如來」

的意義。如疏中所謂：「如」外無法，「來」亦即如，如是來者，是真「如來」。  

續法集合了法藏的思想，在《賢首五教儀》中就終教所詮的義理，便分析了

「如來藏」和唯識「三性」的論點，以「終」其萬法一如的旨趣。如《密嚴經》

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
23

由此如來藏義，一切眾生皆是平等一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但是真如，

隨緣成立，依他無性，即是圓成，也就是唯有自性常住真心，才是真實的道理。

此真如體，唯是一心，一心真實，本自能知。如《起信論》明自體相云：「從本

以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

以如來藏具不

生滅之理，即所謂「空如來藏」，雖隨無明緣成阿賴耶之事，但自性卻不為所染，

亦不失本具之恆沙性德，唯理以成事，事能顯理，事理融通，二而不二，此亦即

法藏所謂「不變隨緣」義。又由明「不空如來藏」顯真如中道妙理，而不是只以

空為最究竟的說法，所以終教所說的八識是通於如來藏，能夠隨緣而成立萬法，

乃是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非一非異，此亦即法藏「隨緣不變」的義涵。 

24

並且認為終教所詮釋的法義亦具足三諦：「色等即空」是為真諦，「空即色

等」乃為俗諦，「一真心性，非色非空，能空能色」名為中道第一義諦。若就三

性而言：「遍計所執性」雖有情想的作用，但究理而言是空無的，「依他起性」

雖有相可見，但是並無有真實的體性，「圓成實性」則是情無理有，無有相但卻

有實性，這在在都吸收融合了唯識的主張在真如一心當中。簡而言之，以終教來

說：真如自性不變隨緣，是「俗諦」義。染而不染隨緣不變，成「真諦」義。雖

有二義，但並無二體，真俗相融，是二而不二。 

這是通於理智，徹於染淨之說法。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5, a2-5。 

23《大乘密嚴經》，CBETA,T16.0 NO.681.p0746b16。 
24《大乘起信論》，CBETA,T32.NO.1666.p0579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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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澄觀在這一義當中所謂「若理若智、若開若合」來看，也許澄觀是從

終教這一個角度來定義「如來」的也不一定，這個層次，若就華嚴法界觀來說是

屬於「理事無礙」的層面。現代譯者李世傑曾在他所譯的《華嚴思想》這本書的

序中，就整理出日本學者玉城康四郎在「唯心的追究」一文中的論述，分別提到

了智儼、法藏和澄觀他們三人對「華嚴三界唯心」的主張和觀法。他說：「智儼

從阿賴耶識而進到如來藏，最後，三界融沒於唯心，然後連唯心的性也沒有，變

成了法界第一義諦本身。到了法藏的時候，唯心乃變成「理體」或「智體」，而

終於擴散到事事無礙的法界緣起的無盡性本身，所以心即是法界，而法藏乃重視

這個法界妙用無礙的地方，這就是事事無礙論的極點。但至於澄觀時，又以事理

無礙來做事事無礙的依據，認為：觀心性才是千佛同轍的唯一絕對的「一道」，

他非常強調這一點。澄觀借用《起信論》的理論方式，重視「心」的方面，這是

觀修上所需要的方法……。」
25

以上筆者茲就「如來」一義略做分析，通識性的來說，「如來」是佛的十種

德號之一，意義是具有法、報、化三身（廣說十身

《起信論》的理路正是如來藏思想的典型，也是

法藏終教的教義核心，因此，從他的說法看來，正與筆者的想法是不謀而合，誠

如筆者先前所言：佛所證入的「海印三昧」又名「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應

是此融攝義最佳的註解。這才真是屬於圓教的特色：所謂性海圓融，圓具無盡法

性，隨緣起而成無盡法界，相即相入，彼此也不相妨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彼彼法界又交徹自在，如「因陀羅網」一般，既重重無際，而且微細相容，法法

互攝，主伴無盡，十十法門，各攝法界，以此「事事無礙」的最高境界而言「如

來」之義，方可說是達到「融攝」的圓滿極致。 

26
乃至無量身）四智、十力、

四無所畏和十八不共法
27

依澄觀在疏中對「出現」的看法認為： 

的正報莊嚴功德，是理智圓備之智正覺者。因此，「如

來」是指有法之人，於佛德上說，是法、報、化三身乃至十身之通稱。而「出現」

則是依人之法，是得佛果後所顯發的德用，也是應化自在用的一種名稱。「如來」

雖有多重涵義，但是從出現上來講，其十身都有所謂的出現，都可以寄於法、報、

化三身來加以說明，這都是佛的正報莊嚴的展現。 

                                                 
25《華嚴思想》，川田熊太郎‧中村元等著，李世傑譯，台北，法爾出版社，民國 78 年 6 月，第

296~297 頁。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以佛身上十身者：菩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意

生身，即三身中化身攝也。相好身，威勢身，福德身，義通報化。法身即法身，智身義通三身，

局唯報身故。即三是十，即十是三。」CBETA, T36, no. 1736, p. 31, a18-22。 
2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十八不共法。何等十八？一、諸佛身無

失，二、口無失，三、念無失，四、無異相，五、無不定心，六、無不知[14]己捨心，七、欲無

減，八、精進無減，九、念無減，十、慧無減，十一、解脫無減，十二、解脫知見無減，十三、

一切身業隨智慧行，十四、一切口業隨智慧行，十五、一切意業隨智慧行，十六、智慧知見過去

世無閡無障，十七、智慧知見未來世無閡無障，十八、智慧知見現在世無閡無障。」CBETA, T08, 
no. 223, p. 255, c24-p. 256,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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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據法身如來，即指「諸法如義」，以如理常現，所以名之為「出現」。

如經文所謂「普現一切眾生心念、根性樂欲而無所現」
28
，或指佛「體性平等不

增減」
29

若依報身來說，所謂「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故曰如來」

而言等，都是「出現」的涵義。這個出現所指的如來，自然是上述如來

五義中的第一義「就理顯」，謂法性名「如」，出障名「來」而言出現，但是第

四義「離相說」及第五義「融攝說」也是同於就理說，所以此三義是通於法身如

來的出現。 

30
。這是就本性功德

一時頓顯的層面，而說名為出現，如經文中說「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

切眾生成正覺」
31

又若依化身來說，則「乘薩婆若乘來化眾生，故曰如來」

等。此處的出現，則合乎上述如來五義中的第三義「理智合說」

和第五義「融攝說」。 

32
，此則是謂佛順

應眾生而起的機緣大用，一時出現。如經文中有「以本願力現色身，令見如來大

神變」
33
，又說「隨其所能，隨其勢力，於道場菩提樹下師子座上，以種種身成

正覺」
34

如圖所示： 

等，皆是指如來的「出現」。這個部分很簡明的，只有第二義「唯就行」

是化身如來為度眾生所現的出現。 

1.就理顯         法身 

2.唯就行   

3.理智合說  報身 

4.離相說   

5.融攝說  化身 

但是「出現」的梵文原語是否就是如澄觀所解釋的「出現」義呢？若從尋常

的中文詞義來看，「出現」彷彿是原來即已存在，但是隱沒起來，在適當的時機

下才出現的意思，若是以這樣的詞意來看「出現」的譯詞，倒也很符合「眾生皆

有佛性」、「如來藏」的義理。但佛經是透過翻譯的轉換所呈現的學說，其中，

文詞句義的表達與譯者的思想觀念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此「出現」的用語究竟是

傳述什麼樣的訊息，這是必須要先確認的。 

                                                 
2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5, a8。 
2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5, b1。 
30《成實論》卷 1，CBETA, T32, no. 1646, p. 242, a25。 
3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5, a20。 
32《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9，CBETA, T35, no. 1735, p. 872, a4。 
3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5, b9。 
3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5,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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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高崎直道就曾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在他所做的論述當中，他以《六

十華嚴》〈寶王如來性起品〉為中心，比對與此品相同的其他異譯本《如來興顯

經》、《八十華嚴》〈如來出現品〉和西藏譯本等，從這幾本經文所使用的原語，

來解析這個「出現」的真正意涵究竟是指何義。 

「出現」是《八十華嚴》所使用的譯詞，與《如來興顯經》和藏譯本似乎都

是同樣的原語tathāgata-utpatti-sambhava，在《六十華嚴》則譯為「性起」，兩者

所使用的詞意是截然不同，從中文字面上看不出彼此有相等義，高崎直道懷疑是

否是《六十華嚴》的譯者已將教義帶入，而直接意譯這個語詞，因而考察在經中

被翻譯為「性起」一詞的用例。35

就經中所說的「如來出現」，不難看出其主旨是闡揚「成等正覺」的意義，

由毗盧遮那如來展現成佛的果德，而示諸菩薩大眾。「毗盧遮那」梵文 vairocana，
意為「光明遍照」、「遍一切處」或「種種德圓」，係指修行圓滿的菩薩證得真理、

成就佛果時，所具足的智慧功德，就如同太陽的光明一樣，遍一切處，普照十方

無邊世界，能照耀種種法、種種眾生，以此比喻如來智慧光明的廣大德用，這個

無相的廣大德用就是法性身本具的功德，在菩薩修行圓滿時現相彰顯了出來。 

最後他將「如來出現」的定位指向「法身的顯

現」，而此「法身的顯現」又必需透過「成等正覺」的淨化才能顯現出來，兩者

的關係是不可或離。法身即是如來，這從上述就理而顯如來之義已經很明白了，

法身本來不生不滅，無起無作，也不可得而見之，那麼由成正覺的「顯相」而展

開一切度生的事業，就是「出現」的要義了。 

（二）「如來出現」的因緣 

從上述的引述得知「法身的顯現」是必需透過「成等正覺」的淨化才能顯現

出來，在佛經上記述如來每要說法必然都有大因緣才會說，尤其要開顯大教，其

因緣更是無量。就像佛陀說《般若經》是為流行世間廣益群品的緣故。在《法華

經》說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悟入佛知見等。而廣博精深的《華

嚴經》，自然也有其興起大教的緣由，從諸位祖師的觀點一致認為《華嚴經》乃

是「為顯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起正法不可思議。」
36
為什麼呢？誠如法藏在《探玄

記》中引〈如來出現品〉所說「非少因緣成等正覺出興于世，以十種無量無數百

千阿僧祇因緣，成等正覺出興于世。」
37

  

 

                                                 
35
見高崎直道〈華嚴教學與如來藏思想－－「性起」思想在印度的開展〉，收於《華嚴思想》，

pp.305-319。 
36《華嚴經探玄記》卷 1，CBETA,T35.no.1733.p0107,b27。 
37《華嚴經探玄記》卷 1，CBETA,T35.no.1733.p0107,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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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大法所起的因緣中，法藏與澄觀均略舉十義來彰顯它無盡的義涵，澄

觀以「先因後緣各開十義，以顯無盡因。十義者：一、法應爾故，二、酬宿因故，

三、順機感故，四、為教本故，五、顯果德故，六、彰地位故，七、說勝行故，

八、示真法故，九、開因性故，十、利今後故。」
38
而筆者參考法藏所立的十義：

「由法爾故、願力故、機感故、為本故、顯德故、顯位故、開發故、見聞故、成

行故、得果故。」
39

1.因為「法爾如是」的緣故 

發現二人的主張雖略有不同，但互有圓密周延的所在，所以

筆者也就綜合其二人的觀點做以下說明。 

所謂「法爾」就是本來如是的意思，一切諸佛本來就是如此的在無盡的世界

常轉無盡的法輪。如在《華嚴經》〈佛不思議法品〉中說： 

一切諸佛能於一身化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頭，一一頭化現不可說不

可說佛剎微塵數舌，一一舌化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差別音聲——法

界眾生靡不皆聞，一一音聲演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修多羅藏，一一修

多羅藏演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法，一一法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

文字句義；如是演說，盡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盡是劫已，復更演

說，盡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如是次第，乃至盡於一切世界微塵數，

盡一切眾生心念數。未來際劫猶可窮盡，如來化身所轉法輪無有窮盡。
40

如經文所述，從一身之處乃至一毛端這麼微小的地方，在一念中就能周遍那

麼不可思議的業用，何況是一一毛端在念念之中是業用無盡的，而且是不待因緣，

諸佛法爾本然所致。 

 

2.以佛往昔的大悲願力所使然 

此經該於十方，虛空法界等一切世界及諸塵內諸剎土中。同時說此經者，

皆是本師願力所致。41

除了如來本願力的緣故，還有他過去因地修行的行力，才能令此教法稱機顯

現。如在經中說：「十方中所有諸大世界海，佛神通願力處處轉法輪。」

 

42
又云：

「無邊國土一一中，悉入修行經劫海，以諸願力能圓滿，普賢菩薩一切行。」
43

                                                 
3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 T35, no. 1735, p. 503, c14-18。 

或

39《華嚴經探玄記》卷 1，CBETA, T35, no. 1733, p. 107, c9。 
4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7，CBETA, T10, no. 279, p. 249, b6-18。 
41《華嚴經探玄記》卷 1，CBETA,T35.no.1733.p.0108,a20。 
4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CBETA, T10, no. 279, p. 31, a10-11。 
4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CBETA, T10, no. 279, p. 57, c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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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云「無量無數劫此法甚難值，若有得聞者當知本願力。」
44

《華嚴經》中所講的境界，之所以該於十方虛空法界等一切世界、及諸塵內、

諸剎土中，又能同時說此經，此皆是本師的願力所致。這也就是說，是因為佛有

這個願力，要令大眾都能聽聞大法，所以才一時頓演無上大法。 

都是說明因佛的願

力而成就的。 

3.是眾生機感顯現的關係 

謂昔因法爾雖能常遍，約可流傳皆由機感。離機說法無所用故。其猶上有

白月，下資澄潭，潭清影現，機感應生。故兜率偈云：「見佛亦復然，必

假眾善業。」十方諸佛告功德林，言及「諸菩薩眾善根力」故，解脫月云：

「此眾無諸垢，志解悉明潔」等，皆是機感，廣顯機感。
45

如來平等無有改易，是隨應眾生之機感而現身說法。筆者也參考了法藏對機

感的解釋，就法藏的說法，這有三層涵義

  

46

（1）是以佛果的色相和音聲之清淨功德為增上緣，以應眾生的機感而成就攝化

的事業。如〈入法界品〉云：「佛於過去行，得一微妙音，無心於彼此，而

能應一切。」 

： 

（2）以佛果而言，並無有色聲粗相可見，但以佛德平等理智的增上願力，能機

感相應，而現有形相的顯示。 

（3）一切三世諸佛，法身悉是清淨的。唯隨其所應化的不同，而普現勝妙色身，

一切諸如來，本無有說佛法，但隨其所應化而為演說法。 

這三點不論是就現相的意義或說法的意義來說，都是無礙的。因為這是稱法

界性的關係，所以無障礙。如〈現相品〉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

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
47

  

就是最佳的寫照。 

                                                 
4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 CBETA, T10, no. 279, p. 101, a2。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 T35, no. 1735, p. 504, a17-23。 

46《華嚴經探玄記》卷 1，T35.no.1733 p0108b02。 
4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CBETA, T10, no. 279, p. 30,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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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開顯佛法的根本 

甚深妙法不容易令眾生都能接受，所以將必須逐機漸漸的開示末教。最初就

先顯示根本大法給上根的菩薩大眾，繼而延展開來，直致最末的起修方法普示聲

聞緣覺等，故澄觀分為「開漸之本」和「攝末之本」兩方面來說。因此，最初說

此華嚴經法，然後才於鹿野苑等地方，漸說枝末小乘等法。如〈出現品〉云「猶

如日出先照高山」是開漸之本，「如日沒時還照高山」為攝末之本的意思就是如

此，所以說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出，又無不還歸此法界中。 

5.為彰顯佛的自在功德 

此本法中顯佛勝德，令諸菩薩信向證故。不識寶玉不得其用，不知此德安

能仰求。然果德有二：一依果，謂華藏世界海等。二正果，如來十身等，

此二無礙以為佛德。
48

意即彰顯佛果殊勝之功德，欲令諸菩薩起深信心，朝向證得佛果而精進修行。

首先顯示如來的依正二報，依報的果就是「蓮華藏莊嚴世界海」，正報的果就是

如來的十身，此十身並通三世間等等的莊嚴相報。 

 

然依正無礙通有六句：一、依內現依，如塵中剎海；二、正內現正，如毛

孔現佛；三、正內現依；四、依內現正；五、依內現依正；六、正內現正

依。49

澄觀據此依正無礙作了六點說明：一是依報內現依報相，如在微塵內現十方

剎海。二是正報內現正報相，如從一毛孔中現無量諸佛等。三是正報內現依報相，

如於一毛孔中現無量剎等。四是依報內現正報相，如於微塵內現諸佛身等。五依

報內現依正二報，六正報內現正依二報。 

 

（筆者另外參考法藏的《探玄記》，發現澄觀在佛果依正二報的發明上，比

法藏多注入圓融無礙的表現。法藏只提出前四者，澄觀則多加五、六兩點，更強

調其依正無礙、如因陀羅互攝互入的境界。）又唯以依報而言，佛即是剎。或唯

以正報來說，剎即是佛。或是兩者皆俱，或是兩者皆泯，是故隨舉一門即攝一切，

無不含攝皆盡，都是佛的自在功德。 

  

                                                 
48《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 T35, no. 1735, p. 504, b6-10。 
4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 T35, no. 1735, p. 504,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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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表顯菩薩位至佛位的位階 

「為顯菩薩修行佛因，一道至果有階差故。」
50

如澄觀所謂：「夫聖人之大寶曰位，若無此位，行無成故。此亦二種：一行

布門，立位差別故。二圓融門，一位即攝一切位故，一一位滿即至佛故。初地云：

一地之中，具攝一切諸地功德，信該果海，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然此二無礙，

以行布是教相施設，圓融是理性德用，相是即性之相，故行布不礙圓融。性是即

相之性，故圓融不礙行布。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為無量。行布不礙圓融，故無量

為一。無量為一，故融通隱隱。一為無量，故涉入重重。」

此即顯示菩薩位的一切修行

乃是成佛之因，而且每一位階都有其進修次第，位位增上以至於佛。 

51

7.為說殊勝的修行法門 

將圓融無礙的觀法

表露無遺。 

從地位的建立以後，菩薩便須努力的實踐修行才能達到既定的目標，因此如

何修行才能成就，是需要已經成就佛果者的指導，才足以讓人信服，所以佛才出

世說法。修行觀法和上項階位理事融通道理一樣，這可以分為二門： 

（1）次第行布門 

也就是從十信位起修，漸次的修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以後方至佛地，

從微至著，各各階位都有其次第的修法。 

（2）圓融相攝門 

所謂於一位中即攝一切前後諸位，所以若是修得一一位滿皆至佛地。 

8.開示真實之法 

「欲成行位，須解法理，不體理事，行亦非真。故兜率偈云：『不了真實法，

諸佛故興世。』此亦二種。一顯事理無礙法，二顯事事無礙法。」52

9.為欲開發眾生心中的「如來之藏」 

這是華嚴性

起法界的宗旨，也是華嚴法界觀法的特色，為如來一代時教劃下了究竟了義、圓

滿真實的句點，因為華嚴教義是「稱法本教」，如其第四義「為教本故」所明，

以此教為說真實之法是如來出現的主要原因。 

                                                 
5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T35,no.1735,p.504,b16-17。 

51《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T35,no.1735,p.504,b17-27。 
52《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T35,no.1735,p.504,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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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起功德有不可思議的業用，能令諸菩薩依此修學破無明殼，而彰顯性德。

此本有的「如來之藏」因為在纏，所以菩薩或眾生並不知曉，佛才必須以言說顯

示令知本有，然後再教其如何修行才得以顯現。法藏在《探玄記》直捷的以「為

欲開發眾生心中如來之藏性起功德，令諸菩薩依此修學破無明顯性德故。此亦有

二種，一、以言說顯示令知有故。二、教其修行得顯現故。」
53
澄觀則僅含蓄地

表示：「謂上因果理事，皆由眾生性有，若性非金玉，雖琢不成寶器。良以眾生

包性德而為體，依智海以為源，但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今令知心合體，達本情

亡，故談斯經以為顯示。」
54

10.為利益眾生的緣故 

文中並沒有明顯使用「如來之藏」的用語，是很耐

人尋味的。 

如來出現利益的層面很廣，除了現前當機的菩薩以外，以後見聞教法的眾生

也都一樣蒙受其利，如今之見聞者即是。此見聞利益又要引發兩種作用力，一是

令得見聞者都成為堅固的菩提種。二是令見聞者由此發起勝行，證成佛果，所以

如來才出現於世說無上法。 

（三）現相之表法與意趣 

基於以上的十種理由所以如來要出現，在經中的「出現」鋪敘是先以「法身

的顯現」為「出現」拉開序幕，展示成等正覺的果報。此時的法身如來沒有言說

說法，純以現不可思議相來代替言說，所現的五種瑞相究竟代表什麼意思？筆者

茲就經中所述，及參考澄觀的說明，於不可思議處，略窺其奧妙之法，作如下分

析： 

1.表法的實義 

在此品中，如來所展現的相有五個特色： 

（1）現面門光相，以此光明感召十方菩薩雲集 

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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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53
《華嚴經探玄記》卷 1，CBETA,T35.no1733.p.0108,c09。 

這是「光召有緣」的意思。由於與會的諸菩薩眾和一切世間主，心中對於佛的種

種勝妙功德，都同時生起了一些疑惑，這些疑惑總共四十個問題，而世尊他也了

解到，他們想要知道成佛所必須要了解的所有的問題。所以他就在面門眾齒之間，

先放了佛剎微塵數的光明。事實上，這個放光的用意，最主要的動機就是要召集

5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CBETA, T35, no. 1735, p. 504, c9-13。 
55《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 no.0279.p.0026,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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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緣的大眾一起來聽法，這是它放光最主要的意義。而且所放的光是普照十方各

一億佛剎微塵數世界海，有如此的廣大遙遠。因此，凡是感得被此佛光所照耀的

眾生，都能於此光明之中，各得見此華藏莊嚴世界海的種種莊嚴妙相，藉由此一

現相，展現佛自己已經圓滿的因果報相，同時感召大眾一同來觀禮和聽法。 

（2）展現眉間的白毫相光 

「白毫」是佛的莊嚴相之一，以佛的威德力，令此相光發出光明，正表示欲

說大法的人就是已成正覺的佛。經云： 

爾時世尊欲令一切菩薩大眾得於如來無邊境界神通力故，放眉間光。此光

名一切菩薩智光明，普照耀十方藏。其狀猶如寶色燈雲，遍照十方一切佛

剎，其中國土及以眾生，悉令顯現。
56

「放眉間光」在現瑞表法當中的意義，是要透過這個光，讓大眾知道放光的

人正是說法主。此一現相表法，主要展現這位教主所說之法是屬於何等法？如經

疏所言：「眉間者，表離二邊故。於體，不計有無二邊，於義，不著常無常等諸

法相邊，於行，不習苦樂二邊，於道，不住邪正二邊，於人，不執因果二邊，於

教，不說世出世二邊，於諦，不見真俗二邊，於化，不定權實二邊，是故為眾放

眉間光。」

  

57

（3）振動重重如網一般的諸佛剎土 

這表示佛是證得中道實相，遠離兩邊種種計度的差別相。所以佛展

放眉間光，一方面是表示其大願普周，以此光明遍及整個十方世界當中，都可以

展現他所說的法。一方面透過這個眉間光展現這個法是修因順果的。所以此光「右

繞於佛，從足下入。」表示佛法從因到果都是要順佛順法來修的，並且在行上要

依佛教法而修，要履佛所行，也就是依佛所行去實踐才能夠證入的意思。  

此項表法，大有將眾生的一向昏蒙震醒的含義，也是藉以警覺大眾要專注聽

法。在經中有多處提及，佛每欲說法之前，神變放光的動作之一，就是「震動剎

網」或「震動一切佛剎」。其作用是「滅除一切諸惡道苦，隱蔽一切諸魔宮殿，

示一切佛得菩提處，道場眾會莊嚴威德。」
58

故如此〈現相品〉中所示「又普震動諸世界網，一一塵中，現無數佛。隨諸

眾生性欲不同，普雨三世一切諸佛妙法輪雲，顯示如來波羅蜜海。又雨無量諸出

離雲，令諸眾生永度生死。復雨諸佛大願之雲，顯示十方諸世界中。」

 

59

                                                 
56《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 no.0279. p.0029,c05。 

便是有

警覺之意。 

5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T35. no.1735. p.0562,a22。 
58《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0279. p.0206,a08。 
5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0279. p.0029,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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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世界品〉中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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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三世一切諸佛國土，所有莊嚴而為校飾。摩尼妙寶

以為其網，普現如來所有境界，如天帝網於中布列。」
61

（4）在佛的面前出現大蓮花 

佛於此華藏世界海中，

普現十方一切世界極微塵內的所有世界，其相續次第，橫豎交絡猶如帝網。一一

世界中之一一塵中都現有無數佛，佛以其佛力震動剎網，令惡趣休息，國土嚴淨。

讓所有大眾一時得見此莊嚴不思議境界，集中了所有大眾聽法的注意力，並且還

十分仰慕和期待，佛繼而隨諸眾生好樂的不同，雨種種雲而為說不同的法。 

這是表示將要說的法都是佛果的究竟大法，蓮花在佛法中的象徵意義，就是

因與果是同時成就的。經中所言「爾時佛前有大蓮華，忽然出現。其華具有十種

莊嚴，一切蓮華，所不能及。」
62

現「華」所表示的義涵即是經題「佛華嚴」這三個字。「佛」即代表果，「華」

是代表因，用因來莊嚴所有的修行，來莊嚴佛果的成就，所以在如來成就現相時，

有大蓮華出現，所象徵的意義是指修普賢行的成就，成滿了佛依報莊嚴的果德。

因此在佛欲開演大法的時候，他的面前才會有無比莊嚴的大蓮華出現。既顯出佛

法身具備了眾德，又顯其妙用自在的不可思議。不但彰現佛身顯依正無礙，並同

時發出種種音聲，演說一切菩薩所修行法及其願力。如〈十地品〉中所形容「此

三昧現在前時，有大寶蓮華，忽然出生。其華廣大，量等百萬三千大千世界，以

眾妙寶間錯莊嚴，超過一切世間境界。出世善根之所生起，知諸法如幻性，眾行

所成，恒放光明普照法界，非諸天處之所能有。」

 

63

（5）從白毫相中出現大菩薩眾 

 

這是表示佛教的道理是從佛所親宣，如經所述：「此華生已，一念之間，於

如來白毫相中，有菩薩摩訶薩，名一切法勝音，與世界海微塵數諸菩薩眾，俱時

而出右遶如來。」
64

而不僅只有勝音菩薩出現在蓮華台上展現他的莊嚴相，伴隨著他而來的眷屬

還有「世界海微塵數諸菩薩眾」那麼多。這意味著圓教法門必然攝含眷屬，表其

又從華裡面於一念當中現眾，在如來白毫相中有一位菩薩摩

訶薩出現。「白毫」所代表的是顯現佛所說的一切法，是圓滿究極而且是無礙的，

所以菩薩名「一切法勝音」便是此圓滿教法的詮釋。 

                                                 
6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 0279. p.0039,a16。  
61《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0279. p.0040,a03。 
6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0279. P.0029,c05。 

63《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0279. p.0205,a23。 
64《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0279. p.0029,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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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詮是權實無礙的。而且這些菩薩大眾就一一各坐在蓮華鬚上，亦表示其彼此之

間的修行階位，在程度上是有差別的。以教來說，是指說法的內容有權實次第，

此處現眾是普攝十地功德，這一切都是成佛必要的修行，如果沒有建立十地行法，

佛果是不可能這個成就，所以十地的所行也就是佛所行。 

2.意趣的所在 

以上的五種瑞相是如來於出現之時所現的相，畢竟「成等正覺」是一件希有

難得之事，展現其大神變威德之力，自是引人入勝的方法。而其表法所顯示的意

趣，筆者認為不外以下兩點： 

（1）彰顯佛果之殊勝 

《華嚴經》是彰顯一乘圓教佛果之門，而所謂「佛果」則有二種涵意： 

一是指佛的體性功德究竟清淨、無成無壞，周遍含容、無所窒礙，並圓具一切繁

興自在妙用。 

二是言佛為度化眾生，示現自成正覺，而顯露成佛所得的依正二報，殊特莊嚴，

德用無邊之果。 

這種甚深絕妙的境界，唯有成等正覺的佛徹了，其餘一切眾生，若非經佛開

曉，是茫然不解的。所以佛才在「始成正覺」時，現相說法，舉自己所修的五位

因果及所攝化的境界，和顯示他依正二報的莊嚴妙相給眾生知道，為的就是欲令

眾生都能發心依法修學，成就佛果。 

如來現相的部份是屬於第一會菩提場，也就是於始成正覺時，首先示現出來

的如來依正二報。「依報」所現的是「十華藏世界莊嚴海」，這是佛所居的淨土。

「正報」所呈現的是佛的身相和他的智慧成就。而此二者更相互交融，互攝互入，

體用圓備，散放出無盡的光明，重重映現廣大無邊的妙化勝境，普遍的示諸大眾，

佛德因圓果滿的殊勝。 

這所謂的「十華藏世界莊嚴海」和佛的身智二光，彼此之間是如何交徹輝映，

殊變自在的呢？經文又是如何展現的呢？如果我們要讀得懂這部經所述的勝境，

不得不先要有超出一般的思惟模式，才有可能如經中所說的次第，去想像經中所

陳述「無法以想像得」的境界。 

如〈世界成就品〉在顯現出如來身行周遍的功德時說：「遍滿十方虛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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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諸國土，如來神力之所加，處處現前皆可見。」
65

「一一世界海有世界微塵數所依住，或方或圓，或非圓方，無量差別。或如

水漩形，或如山焰形，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皆無量同虛空。如來身行盡周遍，

於一一國土，一一微塵中，悉有如來轉法輪， 徧至一一眾生前，化無失時。」

 

66

又如〈華藏世界品〉中在說明如來悲智圓滿，而報得功德莊嚴周 徧時說：「此

華藏莊嚴世界海，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所持。」

寫

照出佛的身密應化之善巧圓融，不可思議處。 

67
舉其風輪次第共有十二重所

持，其上有無數莊嚴差別。如偈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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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願雲周法界，於一切劫化群生，普賢智地行

悉成，所有莊嚴從此出。」
68

又有「大輪圍山，住日珠王蓮華之上。所有大地，一切皆以金剛所成。三世

一切，諸佛國土，所有莊嚴而為校飾。摩尼妙寶，以為其網。普現如來，所有境

界。如天帝網，於中布列。」

 

69

又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一一海中，皆有世界種安住其中。一一世

界，種復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也是如天帝網，分布而住。為什麼示現佛廣

大無邊嚴淨的世界呢？主要是說明這種種的成就乃是由普賢願力所起，因為欣求

佛果，發無盡大願方得成就此行。而佛身則一一如是充徧法界，身語意業深密遠

達，大願普周不可思議，這都是啟示最初的「因」大。由於發廣大心，發菩提心，

行普賢大願之行，所以才成就如此莊嚴殊勝的佛果。 

 

佛的一切德用示現，並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能耐，而是為了要接引眾生，度

化眾生同證菩提的。「法」雖然本自任運具足，但是需要知法的人將之弘揚，眾

人才會恍然明白，此經於初會中現相所表法的深意，就是要傳達這個主旨。因此

佛以放光、以震動剎網、以現大寶蓮花種種神變，招感了如海一般不可勝數的菩

薩大眾雲集來聞法，這也是佛應機說法的一種善巧表現。 

（2）勸眾生發起信心而修行  

由於這是唯證妙覺者方能了知的果德境界，因此不容易令凡夫眾生普遍信受，

但「信心堅固」卻是首要的修學資糧，因此佛的現相表法，無非也是為了要先建

                                                 
65《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no.0279. p.0035,b25。 
66《華嚴經決疑論》，CBETA,T36.no.1741.p.1012,b15。 
6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 no.0279.p. 0039,a16。 
68《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 no.0279.p.0039,a16。 
6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T10. no.0279.p .0039,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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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聞法者的信心所作的施設。故而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眾生「開示佛

知見」便是首要的步驟，眾生由得聞佛知見故，便自然發起信心，好樂進求佛果，

這也是諸佛菩薩之所願。 

經云：「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

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
70

然所發之趣，第一便是要先「發菩提心」，因為此心是成佛的根本。為欲求

一切種智，欲度一切眾生，利樂一切有情，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故，發菩提心。但

菩提心其實並不容易發，誠如五祖宗密大師所說：「發菩提心者，崇德廣業虛心

外身圓覺之謂也。自非達恢廓之道，稟仁恕之性，懷遠大之志者，其誰能發斯意

焉。」

之所以不能取證的關鍵，除了每個

人的根器受用不同之外，最重要的是：我們眾生的心中，都有一個「疑」覆蓋了

我們的心智，所以才難登佛法的大雅之堂，如來現相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令眾

生明見諸法，無有疑惑，而能發趣修行。 

71
由這句話也可以得知，「發菩提心」非如泛泛之言那般輕率，其中是包含

大智、大悲和大願三者之心，方成菩提之心的。所以若有人能發此心，功德是不

可限量，若廣說則如〈初發心菩薩功德品〉中所宣說：「假使有人，於一念頃，

能過東方阿僧祇世界；念念如是，盡阿僧祇劫，此諸世界無有能得知其邊際。又

第二人，於一念頃，能過前人阿僧祇劫所過世界；如是，亦盡阿僧祇劫。次第展

轉，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佛子！此十方中，凡

有百人，一一如是過諸世界，是諸世界可知邊際；菩薩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所有善根，無有能得知其際者。」
72

但是只要發了菩提心難道就能得聞勝法嗎？聞法了就能信解受持了麼？「發

菩提心」和「信心」之間又是孰先孰後？若準五祖所說「非達恢廓之道」者，不

能發起菩提心，那麼應該是先具足信心，體真達道之後才會發菩提心。否則若對

佛法沒有信心，或有信心卻對正真之道茫然不解，那所發之心必落空談，不能堅

固。因此在修十信位的時候就要不斷的積集善根，培植福德。「此集一切種、一

切智功德菩薩行法門品，若諸眾生，不種善根，不可得聞。」

由已發菩提心開始而修集一切善法，行普

賢行，也就是依序往信、住、行、向以至十地等的歷位修行，以達到究竟成佛的

目標。因此可以明白華嚴教旨「勸發菩提心」的重要，這也是初會菩提場被列為

「舉果勸樂生信分」的意趣所在，佛果的成就端在「發菩提心」的勝因上。 

73
因為「非不聞此

功德法門，而能信解受持讀誦，何況精進如說修行？是故當知，要得聞此集一切

智功德法門，乃能信解受持修習，然後至於一切智地。」
74

                                                 
7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2, c5-7。 

往前推之，廣種善根

71《勸發菩提心文》，CBETA,X58. no.1010. p.0485,c06。 
7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CBETA, T10, no. 279, p. 89, b19-27。 
7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CBETA, T10, no. 279, p. 209, b25。 
7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CBETA, T10, no. 279, p. 209, b25。 



- 20 - 

又是「信心滿足」的前行，這益發顯出「發菩提心」之難得和殊勝處，不達「十

信滿心」入「初發心住」的階位，不能發起堅固不退的菩提心。由此可知「舉果

勸樂生信分」的最終意旨就在於闡揚「發菩提心、行普賢行、大悲普覆一切眾生、

成就佛果菩提」這一個前題上，這也是整部華嚴一貫的精神指標。故佛以現出瑞

相的方式，無說而說無上法門，表彰佛果的殊妙莊嚴，一則示佛無量功德藏，二

則明佛所演之法不虛，誠欲令眾生起信效尤，發趣菩提而為之，這就是法身的顯

現所深具的意義。 

（四）「如來出現」與「如來現相」的融會 

《華嚴經》中對於如來所做的呈現和意義，其實都匯集在前後這兩品經裡面。

在初會菩提場中，如來始成正覺時，承海印三昧之力，佛身不起於座，而一時頓

現華藏莊嚴世界，身剎相融。又同時在不同的地點，對不同的眾生，說不同的法。

除了佛身的神變不可思議，佛所放的光耀目絢麗之外，十方菩薩海眾雲集更是不

可言喻。 

由於佛所成就的依正二報，無量莊嚴的殊勝妙相，那樣廣博無盡，重重交映

的境界，實非凡夫耳目之所到，也非思慮分別能得其究竟，即便是諸菩薩大眾亦

難解其妙，但這卻是佛成正覺之後，先要昭顯以取信眾生，而不假功用所現的表

法方式。所以當中的「現相」乃是清淨法身如來的現相，一般我們稱此法佛的名

號為「毘盧遮那佛」，以「毘盧遮那」為「徧一切處」之意。 

〈如來出現品〉所詮釋的如來相，則是從經由五位修行圓滿而成就的結果，

雖然在經中沒有提及佛的名號，但後來一致稱為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就筆者

所知，同一品經在《六十華嚴》是翻為〈寶王如來性起品〉，在《八十華嚴》則

譯名為〈如來現相品〉，而且在《六十華嚴》中無有「毘盧遮那」一詞，在《八

十華嚴》中則大量使用「毘盧遮那」，「盧舍那」之稱只出現在少數偈頌當中，由

此可知現相的如來既是「盧舍那佛」也是「毘盧遮那佛」，以法身必依報身而能

顯相的緣故，並不是義同而譯詞不同的關係，否則無相的法身如來如何現「面門

相光」和「眉間白毫相光」呢？在後品的「如來出現」指的是盧舍那佛的出現是

毋庸置疑了，那也就是初發心以來，修行已達至極的佛果所做的呈現，亦即如前

所言因「成等正覺」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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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出現品〉全文總共分為十大段，主要就是在敘說如來出現之相。第一

是敘述如來為救濟眾生、發菩提心，乃至隨眾生根器之不同，而說種種法以教化

調伏等十種無量因緣的出現，這是總說。而後則是別說如來的身、口、意業之殊

勝；如來所現的修行菩提、轉法輪、乃至般涅槃等大事蹟，以及為令眾生能見聞、

供養如來而出現之善根功德。總之，凡是如來為度化眾生的所作所為，以及眾生

對如來的見聞供養，都是包括在「如來出現」的意義裡面。 

此品與前一品的〈普賢行品〉互為平等因果，因為有「稱果之因」所以有「如

因之果」，因賅果海，果徹因源。先說因、後說果，在法義上有次第的開顯，這

也是大分「修因契果生解分」的最終成就。又，此品的另一個意義，也是為回答

前面〈佛不思議品〉中，佛出現時，眾菩薩心之所念，75

在《華嚴經》中如來每欲說法之前，必然放光動地先現瑞相，而後受菩薩請

法。在〈如來出現品〉中，佛從眉間白毫放光，此光名「如來出現」。放光的作

用是什麼呢？如經所說即為「顯現如來無量自在，覺悟無數諸菩薩眾，震動一切

十方世界，除滅一切諸惡道苦，映蔽一切諸魔宮殿，顯示一切諸佛如來坐菩提座

成等正覺及以一切道場眾會。」

並回答第二會菩薩所要

問有關佛地的種種問題，也就在這一品經中予以說明。 

76

如來之所以出現，無非是受到眾生的業感所召，故如來起於大悲而出現，也

就是為了度眾生而現身說法。而如來出現之法，乃是總集多因多緣而成就的。此

出現法含有「持軌」的意思，持是不失，軌是正直之道，表示由此出現，別顯如

來功德之圓滿，展現如來智慧度化眾生之自在利行是無有限量，而且秉此正直之

道而行，恆常不失。 

此時大眾見到如來放大光明，都生大歡喜，知

道如來必當演說甚深大法，所以就紛紛的期待著。此光出現後，即於十方盡虛空

法界一切世界，右遶十匝後，入如來性起妙德菩薩的頭頂，「如來性起妙德菩薩」

也就是文殊菩薩，令其向普賢菩薩請問如來出現之法，而展開此品經的序幕。 

如經所言，如來是以無量法而得出現。「非以一緣，非以一事，如來出現而

得成就，以十無量百千阿僧祇事而得成就」77

                                                 
7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佛不思議法品〉：「爾時，大會中有諸菩薩作是念：「諸佛國土云何
不思議？諸佛本願云何不思議？諸佛種性云何不思議？諸佛出現云何不思議？諸佛身云何不思
議？諸佛音聲云何不思議？諸佛智慧云何不思議？諸佛自在云何不思議？諸佛無礙云何不思議？
諸佛解脫云何不思議？」CBETA, T10, no. 279, p. 242, a6-11。 

。這「十」的含意是廣顯無量，又

極盡圓滿的意思，在這無量當中，又有「無量百千阿僧祇事」為因緣。「阿僧祇」

是個數名，指的也是不可數的數字，那也就是表示這個因緣的成事，是多到沒有

辦法想像得到的，表顯如來出現是非常難得、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諸經常見有「百

千萬劫難值遇」的讚歎。但是即使在這麼多不可思量的甚深因緣當中，普賢菩薩

7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2, a19-23。 
7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3, a2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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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告訴我們，有十個緣由能得成就如來出現： 

所謂過去無量攝受一切眾生，菩提心所成故。過去無量清淨殊勝，志樂所

成故。過去無量救護一切眾生，大慈大悲所成故。過去無量相續行願所成

故。過去無量修諸福智，心無厭足所成故。過去無量供養諸佛，教化眾生

所成故。過去無量智慧方便，清淨道所成故。過去無量清淨功德藏所成故。

過去無量莊嚴道智所成故。過去無量通達法義所成故。78

由這些過去十種無量殊勝因緣的成就，如來出現才得以成就，不但說明了成

就佛果的的因地修行有無量，也說明了若沒有過去無量因行的累積，則不能莊嚴

成就無上的佛果，也就不能得成就如來出現的機感大用。 

 

《華嚴經》的說法地點一共有七處九會，在第二會於普光明殿說十信心時，

是以不動智佛為初信之首。其後無礙智佛等共有九位佛，是十信中之次第進修的

表徵。從十信中可以了解，信進修行是不離根本智這個不動的智體。若發起大悲

之願行，去修差別智以成就大慈悲，必然要達到圓滿佛位，那麼本智的自性如來

才會出現，彰顯妙德之周圓，因此在此品名為〈如來出現品〉，也正分別了之前

在初會於菩提場中「出現」的始成正覺者，是毘盧遮那佛出現。此品中「出現」

則是菩薩經由五個階位的進修，已經圓滿行解悲智之功德而得的出現，也就是「盧

舍那佛」出現。 

在此品中，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此光名「如來出現」加持文殊菩薩頂，又

放口光，光名「無礙無畏」入普賢菩薩口，令他二人來說如來出現之法。為什麼

如來不自己宣說此品經，而要透過放光的加持，令文殊和普賢二人來說法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如來所放之光的德相，也就是它所代表的意義。疏中解說如

來由眉間放光是表示自己已是證得中道實相，離有無二邊。「白毫相」是表示如

來所出現之莊嚴身相是性淨無垢，又以法身自性白淨無垢中，而能現自體無依明

淨之本智，能詮諸教之根本教法。 

此光從文殊菩薩之頂入，表佛果之智德是高妙殊勝，唯有妙智之極者方能顯

發宣說，所以欲令文殊菩薩起問佛果之門。再者，放口光加持入於普賢菩薩之口

中，是表示教道必以口傳，而此說是如佛所說，欲令聞者深生敬心，無有疑慮。

之所以加於普賢菩薩，是因為「如來出現」是「普賢行」之果成就，也就是經歷

五位修行之昇進而終成的佛果，所證法界皆由真如理所顯的緣故。因此要藉由他

們二人的問答，來解說如來出現之法門，目的也是為了令後學者容易理解，並非

是如來不能自己說法。如澄觀在其疏中所分析： 

                                                 
7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3,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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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加此菩薩者，如名所顯故。性有二義：一、種性義，因所起故。二、

法性義，若真、若應、皆此生故。亦有釋云，此之妙德即是文殊，說此法

門加性起稱。此釋無違大理，以文殊大智為能顯，普賢法界為所顯，共成

毘盧遮那之出現故，亦是解行滿故，佛出現也。從頂入者，是加持相，妙

智之極方能顯故。79

又如《新華嚴經論》所云： 

 

文殊是如來法身無相，善決正邪，妙慧之果。普賢是如來大智遍周，對現

色身，知根利俗之行果。一切諸佛用此二法而成佛故。80

文殊菩薩（也就是性起妙德菩薩）是表現根本智，普賢菩薩代表的是後得的

差別智，表明從十信開始昇進修行至得佛果位時，根本智及差別智方才齊滿周圓，

悲行圓滿。誠以文殊、普賢二位，是代表成就佛果之理智行門，而這也正是成就

饒益眾生之門，所以如來放光加持令其說法，自有其特殊的意義，以此成就如來

出現度化眾生的目的。 

 

三、〈如來出現品〉譬喻表法分類 

由於文殊菩薩是表現佛法身的根本智，其自體是離言絕相，並不可說，所謂

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凡是可說的都是差別智，所以普賢菩薩所代表的差別

智，81

在經文中，性起妙德菩薩問普賢菩薩：菩薩摩訶薩要如何得知諸佛如來、應、

正等覺的出現之法呢？並且先向普賢菩薩介紹，現在這些希望聽這個出現之法的

菩薩眾會（有無量百千億那由他那麼多），都已經是「久修淨業，念慧成就，到

於究竟大莊嚴岸，具一切佛威儀之行，正念諸佛未曾忘失，大悲觀察一切眾生，

決定了知諸大菩薩神通境界，已得諸佛神力所加，能受一切如來妙法；具如是等

便在不可說中，以譬喻的方式來說明如來出現，和如來出現時同時呈現的

無量利行之相。當然，無量之無量，仍是以十點來說明佛德之深廣，並且藉著譬

喻，也回答第二會菩薩眾所要明白佛的種種不思議行。 

                                                 
7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9，CBETA,T35, no. 1735, p. 872, b5-12。 
80《新華嚴經論》卷 23，CBETA,T36, no. 1739, p. 876, a5-7。 
81「佛法無言，以用世間法託事表之。有言說者，皆是世間法也。無言啟蒙何達？以此義故，用

佛文殊普賢三德互為主伴，以成法則，化利眾生之首。佛收一切果，文殊收一切所行因果法身本

智，普賢收一切因果行身差別智，以此義故，或說文殊普賢為一切諸佛之母，或說文殊普賢小男

長子，三人互體成一法界之體用也。即文殊為始見道初法身本智之門，普賢即為始見道之後行行

之門，佛即二事之中無作體也。故以文殊法身，該此一部之教所說法身本智，備一切眾生初見道。

普賢該此一部之教所說行門差別智，備一切眾生行行之門。」《新華嚴經論》，卷 3，CBETA, T36, 
no. 1739, p. 739, b20-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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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功德，皆已來集。」82表示這些聞法大眾的根器、和他們所修集的功德已堪

聞大法，因此希望普賢菩薩為說「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之法，身相、言音、心

意境界，所行之行，成道轉法輪，乃至示現入般涅槃，見聞親近所生善根；如是

等事。」83

這十個項目若分別配以上述如來出現因緣的話：「如來是以無量法而得出現。

非以一緣，非以一事，如來出現而得成就，以十無量百千阿僧祇事而得成就。」

則總共有十百千阿僧祇事，也就是要說明：一、如來十無量出現，二、如來出現

有十無量身，三、如來出現有十無量音聲，四、如來出現有十無量心，五、如來

出現有十無量境界，六、如來出現有十無量所行之行，七、如來出現有十無量成

正覺，八、如來出現有十無量轉法輪，九、如來出現有十無量入涅槃，十、如來

出現有十無量見聞親近。每一項中又各有十點表述，十十百千、以總顯如來無量

的廣大德用。在華嚴經疏的科文表解中，每一品經文都分總、別加以釋義，乃至

每說一法亦精闢有總說、別說，以下便依順科文中一貫的簡稱，以「總相」、「別

相」來進行分述（詳細則依科文表解圖示於後）： 

 

（一）約總相說 

第一項「如來十無量出現」是總說，也就是主旨，其餘九項則是別說出現以

後所呈現的種種功德。今茲舉「如來十無量出現」中的譬喻，略為探討其所要表

法的意涵，此十喻所立之喻名乃是根據澄觀《華嚴經疏》所引： 

1.大千興造喻
84

此喻為總總喻眾緣。以成出現故。

 

85

以三千大千世界的形成，並不是單以一個因緣，或一件事情就能成就一個三

千大千世界。必然要有無量緣，無量事，方乃得成。這無量因緣就是由興布大雲，

降霔大雨，和四種風輪相續為依而得成就，是由眾生共業及諸菩薩之善根所起，

令於其中一切眾生，各隨所宜而得受用。因為法性如是，而如來出現也是如此，

由於曾於過去佛所，聽聞受持大法雲雨，因此能起如來四種大智風輪，隨眾生之

機感而為說法。 

 

2.法霔大千喻
86

                                                 
8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T10,no. 279, p. 262, c8-25。 

 

8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T10,no. 279, p. 262, c8-25。 

8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3, b13-24。 
8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9，CBETA, T35, no. 1735, p. 873, a27-28。 
8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3, b25-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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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將欲成時，會有大雲降雨，但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受持，只

有大千界堪受。成就如來出現的大法雲雨，即成就佛果的理智二行，廣大深遠，

一切二乘，因為心志狹劣，都不能受持。只有諸大菩薩的心，因為信種堅固，能

夠領納深妙的旨趣，故以此心相續力能夠受持大法。 

3.雲雨無從喻
87

譬如菩薩善根生起時，因為眾生共業的感召，而出現為眾生說法。就如大雲

降雨一般，來無所從，去亦無所至。因此，「法雲、法雨」是指如來若是應眾生

機感而出現，並不是有個固定的方所，能說如來有來去相，因為法身無有生滅，

無有住相，以無生故無從。 

 

4.大雨難知喻
88

譬如大雲要降霔大雨，此大千世界中的一切眾生，沒有人能知到究竟下了多

少滴的雨，如果起心想要算算看，只會使他算得要發狂，仍是沒辦法了知。唯有

這個大千世界的世界主叫「摩醯首羅」，以他過去所修的善根力，即使是一滴雨，

他都是清清楚楚，不會漏失。這是在說明佛果難思議，非是心之所識，故思必發

狂。也可以說，當如來要廣演無量無上的甚深教法的時候，一切眾生，不論是聲

聞或獨覺根性的眾生，他都不能知曉真實的法義。如果強要思量的話，他的心必

會因此而狂亂不已。唯有身為一切世間之主的菩薩摩訶薩，以過去所修覺慧力的

緣故，乃至一文或一句，聽聞法義，皆無不明了。               

 

5.大雨成敗喻
89

譬如大雲降雨之時，有大雲雨名為能滅，能滅火災。有大雲雨名為能起，

能起大水，有大雲雨名為能止，能止大水，有大雲雨名為能成，能成一切

摩尼諸寶。有大雲雨名為分別，分別三千大千世界。 

 

這是譬喻如來出現也是如此，如來教法能滅一切眾生的煩惱，能起一切眾生

的善根，能止一切眾生的見惑障礙，能成就一切的智慧法寶，又善於分別一切眾

生心之所樂。 

6.一雨隨別喻
90

                                                 
8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3, c3-8。 

 

8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3, c8-17。 
8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3, c18-29。 
9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4, a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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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大雲，雨一味水，隨其所雨，無量差別。如來出現，亦復如是。雨於

大悲一味法水，隨宜說法，無量差別。 

這是說明如來所說的教法是只有一法，以平等無我，故說一味。就是以大悲

心說出令眾生能夠圓證菩提佛果之法，但隨眾生根器的無量差別，就隨其所能納

受的程度而說法，或曲說或直說，法如水，平等無我，但隨器方圓而已。 

7.勝處先成喻
91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始成時，先成色界諸天宮殿，次成欲界諸天宮殿，

次成於人及餘眾生諸所住處。 

 

如來出現說法，先對大根機的菩薩說諸行智慧，次對緣覺啟發諸行智慧，再

次對聲聞根機者說善根諸行智慧，依次後對其餘眾生說有為善根諸行智慧，由於

說法無盡的關係，所以能遍化諸乘。雖然對各各根機的眾生說不同的法，但法水

仍然是一味，因各各善根之不同，所以好像所蓋的宮殿就有種種不同，這個譬喻

的表法和第六相是相表裏的，一則表示如來心平等普化一切眾生，二則說明最先

得到聞法利益因緣的是大根機的菩薩，就好像大雨下下來的時候是那些特別高大

的樹木先承接到雨水一樣，這裡譬喻三千大千世界，初始成時，先成色界諸天宮

殿也是一樣的意思。 

8.事別由因喻
92

譬如世界初欲成時，有大水生，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生大蓮華，名如來出

現功德寶莊嚴，遍覆水上，光照十方一切世界。時摩醯首羅、淨居天等，

見是華已，即決定知於此劫中，有爾所佛出興于世。 

 

疏云：「事別由因喻，喻佛成辦大事德，亦是德殊由智喻。」93

9.四輪相依喻

並說明此中

「蓮華」表佛，「遍覆水上」表一切善根功德，「生大蓮華」即是表佛出現的意思，

亦以蓮花根種相連之義，表佛種不斷。「光照十方」即是指佛的智慧，能遍照十

方一切世界，因為由於智慧的殊勝無比，所以才益發顯示出佛德的廣大難量。 

94

如依虛空，起四風輪，能持水輪。何等為四，一名安住，二名常住，三名

 

                                                 
9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4, a5-13。 
9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4, a14-19。 
9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9，CBETA, T35, no. 1735, p. 873, c24-25。 
9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4, c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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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四名堅固。此四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令不散壞。是故

說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雖無所依，能令

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 

這是說如來出現是依無礙慧光明而起佛的四種大智風輪，能持一切眾生善根。

哪四種呢？「所謂普攝眾生皆令歡喜大智風輪，建立正法令諸眾生皆生愛樂大智

風輪，守護一切眾生善根大智風輪，具一切方便通達無漏界大智風輪。」95如疏

云：「以如來出現則成大局。今謂一、未信入者，以四攝普攝示以正理。二、已

信受者建立教法。三、已入法者令其成行。四、已成行者令其得果」96

諸佛世尊以大慈救護一切眾生，以大悲度脫一切眾生。大慈大悲普遍饒益一

切眾生。然此大慈大悲之德用，乃是依於大方便善巧的智慧，大方便善巧的智慧

又依於如來出現才起大德大用，而如來出現則是依於無礙慧光明，此無礙慧光明

則無有所依，無相、無住。 

。 

又，以經中的四輪相依譬喻，來結合如來出現，疏中所說更為簡明。一、以

慈悲合地輪，因大地能厚載山川萬物，表慈悲能普遍饒益一切眾生。二、以方便

善巧合水輪，表說法隨眾生之所宜。三、以出現合風輪，表如來力能持一切。四、

以無礙慧合虛空，如空無為，故平等無礙。97

10.大千饒益喻

此文意主要在表述其展轉相依的關

係，並且也將如來出現所做的因緣行相做了解說。  

98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既成就已，饒益無量種種眾生。所謂水族眾生，得水

饒益。陸地眾生，得地饒益。宮殿眾生，得宮殿饒益。虛空眾生，得虛空

饒益。如來出現，亦復如是。種種饒益無量眾生：所謂見佛生歡喜者，得

歡喜益。住淨戒者，得淨戒益。住諸禪定及無量者，得聖出世大神通益。

住法門光明者，得因果不壞益。住無所有光明者，得一切法不壞益。是故，

說言如來出現饒益一切無量眾生。

 

99

如來出現本來就是為眾生而出現，所謂以悲智為因，眾生為緣，是應眾生機

感而出現，所以必然利益滿足一切眾生。這段經文不但表現了如來慈悲的本懷，

也同時傳頌出如來威德廣大無邊之能力，俱能滿足無量善根分別不同的眾生，皆

予以隨願利益，無一失時。 

 

                                                 
9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4, c16。 
9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9，CBETA, T35, no. 1735, p. 874, b11-18。 
9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9，CBETA, T35, no. 1735, p. 874, b11-18。 
9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4, c25-p. 265, a6。 
9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4,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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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約別相說 

總說的部份，將如來出興於世必須具備的理由和條件，以及他出現的因緣目

的，先作了整體的說明。接著有九項別說，大約可分為三個重點： 

一是就如來本身而言，他的身語意是如何展現？二是如來於世所行之事有哪

些？即出現境界、所出現之行、出現成正覺、轉法輪和涅槃等，這些現相又是如

何？三是能帶給眾生什麼好處？即所謂「出現見聞親近所生善根」。 

普賢菩薩在敘說如來的這些功德時，每一項各舉十個譬喻加以說明，筆者將

這近百個喻說以逆向歸類的方式，重組其中相同的譬喻，但卻喻說不同出現功德

的部份，可以簡要的看出譬喻說法所要表達的深意。 

1.虛空喻 

以虛空的譬喻來作比況的有：如來的身 、語、意業，和如來境界、所行之行、

及成正覺等，在九項如來出現中就佔了六項，可見虛空的性相，用以比況如來的

諸多境界是最合乎如來體性的。 

（1）如來身業 

「譬如虗空徧至一切色非色處，非至非不至。何以故？虛空無身故，如來身

亦復如是。」100

「譬如虛空寬廣，非色而能顯現一切諸色。而彼虛空無有分別，亦無戲論。

如來身亦復如是。」以如來智慧光明普照明於世間，令一切眾生世出世間的所有

善根業行皆得成就，雖然如此，但如來身無有分別，亦無戲論。因為從本已來，

一切執著、一切戲論皆已永斷。此是空無分別喻，以況如來無著無礙身，所行無

礙就如虛空一樣，雖然萬象森羅其中，而虛空遍容一切卻不受一切所礙。 

以虛空周遍喻，比況如來身周遍十方。 

（2）如來語業 

「應知如來音聲有十種無量，何等為十？所謂如虛空界無量，至一切處

故。」101

                                                 
10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6, a9。 

經文中舉出如來有十種音聲，以顯功德無盡之義，如虛空界無量，能遍

至一切處，便是其中之一。如來音聲殊妙，不但能普遍一切處皆得聞之，而且不

論人天種種異類眾生，都能一時齊聞；並且能隨各各眾生心所欲樂，而一一演說

10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0,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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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之法令其信解歡喜，如來音聲遍遠，即使目連的神足通欲窮其邊際亦不可

得。 

（3）如來心 

也就是如來的意業「譬如虛空為一切物所依，而虛空無所依。如來智慧亦復

如是，為一切世間出世間智所依，而如來智無所依。」102

下方至有頂，欲色無色界，一切依虗空，虗空不分別，聲聞與獨覺，菩薩

眾智慧，皆依於佛智，佛智無分別。

意謂所有三乘乃至五乘

之智慧，無不是依佛智而得生起。也就是說眾生本來是顛倒迷執，因依於佛智的

教化而啟發覺悟，所以說如來智慧為一切世間出世間智所依。如偈頌說： 

103

（4）如來境界 

 

如來的境界是怎麼樣的境界呢？經文說「虛空無分量境界，無境界境界是如

來境界。」104

（5）如來所行之行 

此以虛空的境界來形容如來成正覺的境界，自是離言絕相，無能言

喻，既廣大難量卻又不可得。 

「菩薩摩訶薩應知無礙行是如來行，應知真如行是如來行，虛空界無邊際故，

如來行亦如是。」105如疏云：「無礙行者，即理之事行，真如行者，即事之理行。

前即行相，後即行體。又前是即智之悲，後是即悲之智。前即真之俗，後即俗之

真，融而無礙，為如來行。」106

（6）成正覺 

說明如來所行是理事圓融、悲智雙運，應知如虛

空界不能究其邊際的。 

虛空無生故，諸佛菩提亦復如是。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何以故？

菩提無相、無非相、無一、無種種故。107

譬如世界有成敗，而於虛空不增減，一切諸佛出世間，菩提一相恒無相。

 

108

                                                 
10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1, a26。 

 

10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3, a28。 
10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3, c11。 
10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4, b19。 
10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81, b7。 
10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5, a27。 
10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5,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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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摩訶薩欲知如來大涅槃者，當須了知根本自性。109

所謂「成正覺」從勝義的角度來說，也不過只是個假名而已，就如同虛空一

般，求其自性是了不可得。 

 

2.雲雨喻 

（1）如來語業＆如來心 

如來語業包含「說法」和「音聲」而言，說法是智慧的流露，智慧的流露須

要藉由音聲的表達，因此在語業的詮釋上便結合這兩者互為彰顯。 

「從如來大法身雲，大慈悲雲，大不思議雲，雨不思議廣大法雨，令一切眾

生身心清淨。」110

而如來音聲既不從身出，又不從心出，但卻能利益無量眾生。「譬如阿那婆

達多龍王，興大密雲，遍閻浮提普霔甘雨，百穀苗稼皆得生長，江河泉池一切盈

滿。此大雨水不從龍王身心中出，而能種種饒益眾生。」

以雲比喻如來現相，說法則以雨合之，兩者正有因果相續的連

結。如來說法令眾生得解脫，猶如雨水普遍而降，滋養草木令得生長一般。  

111

「譬如摩那斯龍王將欲降雨，未便即降。先起大雲彌覆虛空，凝停七日，待

諸眾生作務究竟。何以故？彼大龍王有慈悲心，不欲惱亂諸眾生故。過七日已，

降微細雨，普潤大地。」

此喻如來歡喜之聲，

如降雨滋榮萬物，猶言隨稱眾生根器需要自得利益增長，眾生也是感得機緣才能

聽聞法音。 

112

「譬如海中有大龍王名大莊嚴，於大海中降雨之時，或降十種莊嚴雨，或百

或千，或百千種莊嚴雨。佛子，水無分別，但以龍王不思議力令其莊嚴。」

說明如來在說法之前，必先以方便成熟眾生，令其心

無驚怖。等到時機成熟，然後才普降甘露法雨，演說甚深微妙善法，漸次的令眾

生滿足如來的智慧，得到無上法味。此漸降成熟喻，喻如來音聲無變的特色，不

論是說何種法，最終都是要導入究竟之地。 

113

「諸佛如來隨眾生心，雨如是等廣大法雨，充滿一切無邊世界。佛子，如來

此

降霔難思的比喻，在呈顯如來音聲無有分別，以佛於甚深法界中，一切皆圓滿清

淨，故能隨眾生根之所宜，出種種言音，皆令歡喜。 

                                                 
10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6, b2。 
11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0, b10。  
11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69, a29。 
1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69, b7。 
11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69, 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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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正等覺，其心平等，於法無恡，但以眾生根欲不同，所雨法雨示有差別。」114

3.大海喻 

如來之心平等的度化眾生，但因眾生根器種種差別，所以所說的法就必須隨順眾

生的需要，而予以濟度，使各各都能得到利益。 

（1）如來心 

「譬如大海，其水潛流四天下地，及八十億諸小洲中，有穿鑿者無不得水。

而彼大海，不作分別我出於水。佛智海水亦復如是，流入一切眾生心中，若諸眾

生觀察境界修習法門，則得智慧清淨明了。而如來智平等無二，無有分別，但隨

眾生心行異故，所得智慧各各不同。」115

（2）成正覺境界 

如來智慧如大海遍佈地底洲中，任穿鑿

者得水取用，水有滌淨之能，不論器物大小、垢穢多寡，水都平等以對。象徵佛

智有清淨之功，能淨除眾生顛倒心垢，凡欲求佛智者，皆隨眾生心器，應現所求，

而佛智平等流入，無有分別。 

「如大海水，皆從龍王心力所起。諸佛如來一切智海亦復如是，皆從如來往

昔大願之所生起。」116

「一切智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言說。」

 

117

4.水喻 

上皆以海水宏深比喻如來

境界乃是願力所致，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1）如來語業 

「譬如眾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水無念慮，亦無分別。如來

言音亦復如是，唯是一味，謂解脫味。隨諸眾生心器異，故無量差別。而無念慮，

亦無差別。」118 水此以眾 一味之喻說明如來語無邪曲聲，所有言說唯是令眾生得

解脫的利益。 

（2）成正覺境界 

                                                 
11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0, b28。 
11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1, b4。 
11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3, c24。 
11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3, c25。 
11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69,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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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眾寶無量，眾生無量，所依大地亦復無量。」119

5.日月喻 

佛智

一念即無窮盡，故如來智海無量可知。 

（1）如來身業 

「譬如日出於閻浮提，無量眾生皆得饒益。所謂破闇作明，變濕令燥，生長

草木，成熟穀稼，廓徹虗空，開敷蓮華，行者見道，居者辦業。何以故？日輪普

放無量光故。」120

「譬如日月隨時出現，大山幽谷普照無私。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普照一切無

有分別，隨諸眾生根欲不同，智慧光明種種有異。」

 

121

「譬如日出，生盲眾生無眼根故，未曾得見。雖未曾見，然為日光之所饒益。

何以故？因此得知晝夜時節，受用種種衣服飲食，令身調適，離眾患故。」

 

122

（2）如來所行之行 

 

「譬如日月獨無等侶，周行虛空利益眾生。不作是念，我從何來，而至何所。

諸佛如來亦復如是，性本寂滅無有分別，示現遊行一切法界，為欲饒益諸眾生故，

作諸佛事無有休息。不生如是戲論分別，我從彼來而向彼去。」123

「譬如日月遊虛空，照臨一切不分別，世尊周行於法界，教化眾生無動念。」

 

124

（3）如來般涅槃 

如來所行不可思議，此以日月無私之德，巧喻如來悲智雙運之行。 

「如日舒光照法界，器壞水漏影隨滅，最勝智日亦如是，眾生無信見涅槃。」125

日光有劃破黑暗的功能，一如如來的智慧能破眾生的無明覆翳一般，但若是

眾生沒有信心，仍然不能得慧光照耀。 

 

                                                 
11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4, a22。 
12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6, a22。 
12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6, b15。 
12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6, b19。 
12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4, c9。 
12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4, c27。 
12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7,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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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寶喻 

（1）如來身業 

「譬如大海有大摩尼寶，名集一切光明毗盧遮那藏，若有眾生觸其光者，悉

同其色。若有見者，眼得清淨，隨彼光明所照之處，雨摩尼寶名為安樂，令諸眾

生離苦調適。」126

「譬如大海有大如意摩尼寶王，名一切世間莊嚴藏，具足成就百萬功德。隨

所住處，令諸眾生災患消除，所願滿足。然此如意摩尼寶王，非少福眾生所能得

見。」上以摩尼寶之利益，比喻佛莊嚴剎土利益眾生之功德。又如

 

寶王能滿眾生

願，形容佛身相好莊嚴，令有福眾生見者，所願滿足。 

（2）如來心 

「譬如大海有四寶珠具無量德，能生海內一切珍寶。……如來應正等覺大智

慧海亦復如是，於中有四大智寶珠，具足無量福智功德。由此能生一切眾生聲聞

獨覺學無學位，及諸菩薩智慧之寶。」此約四智菩提而言，如疏云：「一、大圓

鏡智。以離諸分別，名「無染著」。所緣行相微細難知，不忘不愚一切境界，名

「巧方便」。二、平等性智。觀一切法若為、無為，自他平等，名「善分別」。三、

妙觀察智。此智善觀諸法自相、共相，無礙而轉，故說無量法而不壞法性。無量

法者，即攝觀無量總持定門等。而言說者，雨大法雨，斷一切疑故。四、成所作

智。知機、知時，作所應作故。」127

「有四種大智慧寶具足無量威德光明，此智寶光觸諸菩薩乃至令得如來大智。

何等為四？所謂滅一切散善波浪大智慧寶，除一切法愛大智慧寶，慧光普照大智

慧寶，與如來平等無邊無功用大智慧寶。」

 

128

「譬如大海，有四熾然光明大寶布在其底，性極猛熱，常能飲縮百川所注無

量大水，是故大海無有增減。」

 

129

  

此中所謂四大寶各有名號，一名日藏，二名離

潤，三名火燄光，四名盡無餘。這是比喻佛具有除滅煩惱的威德智慧。由於有前

面所說的四智菩提的成就，所以無智不生。也由於具有此光明智寶，所以無惑不

斷，這兩者都是形容如來應正等覺大智慧海的深廣德用。 

                                                 
12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7, b7。 
12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79, a5。 
12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1, c12。 
12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1,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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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藥王樹喻 

（1）如來身業 

「譬如醫王善知眾藥及諸呪論，閻浮提中諸所有藥，用無不盡。復以宿世諸

善根力、大明呪力，為方便故，眾生見者，病無不愈。」130

（2）如來心 

以佛如大醫王，能延

壽命為喻，喻佛度化眾生的事業無有窮盡。 

「如來智慧大藥王樹，何故得名為無盡根？以究竟無休息故，不斷菩薩行故，

菩薩行即如來性，如來性即菩薩行，是故得名為無盡根。」131

（3）饒益見聞所生善根 

不唯身業具無邊相

好功德，令眾生見之得消病惱，其心意悲愍深切，為不捨眾生故，不斷菩薩行無

有休息。 

雪山有藥名善見，見聞齅觸消眾疾，若有見聞於十力，得勝功德到佛智。
132

眾生由病故輪迴顛倒，如來知見如良藥能除眾病，因此讚嘆若得見佛聞法，

功德自是不可思議，「得勝功德」也就是強調在「依法修行」，就如服藥除病一般，

必能得到佛智的殊勝功德。 

 

以上所歸納的七種譬喻，是筆者認為在此品中提出引用的次數最多，並不是

此品中的譬喻只有這七種。其他是因為譬喻敘述過於冗長，並且著重在因緣次第

的轉進，故不容易歸類。如在「如來音聲」第十相說：「譬如娑竭羅龍王，欲現

龍王大自在力，饒益眾生咸令歡喜，從四天下乃至他化自在天處，興大雲網周匝

彌覆。133

  

…」而後說其雲色相無量差別…又出種種電光…繼而雷聲…繼而涼風…

然後乃降種種諸雨，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像這樣的陳述，如果單立一個「龍王喻」

並不能盡其譬喻的真意，所以難以一言一語概括，才僅蒐列其中較簡要、但寓意

明確的譬喻作為主題。 

                                                 
13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CBETA, T10, no. 279, p. 267, a22。 
13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72, a26。 
13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CBETA, T10, no. 279, p. 278, a14。 
13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69, b29-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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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來出現品〉所用譬喻之特色 

以上為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之十種相，不論總別，其所引用的譬喻格局都是難

以思量的。筆者根據自己的心得，歸納出以下四點特色加以說明。誠如「譬喻」

是利用彼此兩者的相似點，用彼方來說明此方，這個相似的部份，也許是從體性

上說，也許是從相用上說，但不外是以易知來說明難知，以具體來說明抽象，所

以大致上列出以下四點特色： 

（一）華嚴玄義，朗然齊現 

從上所略述的譬喻分類當中，不難發現某些譬喻似乎與它所要詮釋的相，形

容得並不十分貼切；又有些譬喻好像隱含不止一相，似乎一種譬喻就可通喻其他

多相，乍看之下，不免使人有模糊了主旨的感覺。但從澄觀在《華嚴經疏》中的

解析得知「言無量乃是總相，今明有十箇無量，以顯無盡，理實則有百千阿僧祇

數無量，此十無量皆遍十喻。言百千者，古人云，以十無量入中，十喻成百（總），

以後結中十句（別），一一結前百門為千，其中更有別義，方成無量。」134因此，

筆者的疑惑就此得解，無怪乎覺得講如來身的譬喻，看來好像是在形容如來智慧，

講如來涅槃又近似指向如來語業，如來語業卻又通於如來心的喻說…。原來這正

是華嚴表法的不思議處，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其圓融無

礙的意境隨處可見，正如杜順和尚以「十玄門」135

畢竟佛的果德是高勝莫測，聖智難思。雖然我們說法體實相只有一個，但其

「相」、「義」開之卻有萬端，且為了適應不同的根機，對不同社會階層與不同教

育背景的人說法，自需廣開方便，多方譬喻，以使人得到「因譬得解」的效果。 

闡發華嚴要義中所明，已在在

呈顯法界無盡之理趣。「十玄門」分別舉出法界本具的十種現象，彼此互相依存，

互為緣起，而形成重重無礙無盡的法界，其中「因陀羅網境界門」和「託事顯法

生解門」便是善巧譬喻之門，對於一向幽玄莫測的華嚴勝境，古德們便擅以譬喻

來開解。此品中對描述如來的德行亦復如是，不但「能譬喻」的境界廣大難量，

「所譬喻」的寓意亦深遠難思，唯於非喻中略喻少分，令後學者也能夠從中理解

得一二，這也正是其譬喻說法的特色和目的。 

  

                                                 
134《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73, a8-13。 
135《華嚴一乘十玄門》卷 1：「此下明約法以會理者凡十門。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此約相應無先

後說)二者因陀羅網境界門(此約譬說)三者祕密隱顯俱成門(此約緣說)四者微細相容安立門(此約

相說)五者十世隔法異成門(此約世說)六者諸藏純雜具德門(此約行行)七者一多相容不同門(此約

理說)八者諸法相即自在門(此約用說)九者唯心迴轉善成門(此約心說)十者託事顯法生解門(此約

智說)」(CBETA, T45, no. 1868, p. 515, b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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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喻相當，易於領會 

如來的境界對我們來說是無法想像得出的，因為我們誰也沒見過佛！不知道

佛的真相究竟是如何？我們的知識和認識，全來自於長輩的教導、資訊的薰陶、

和現象界的經驗，因此我們無法憑空揣測出佛的具體德相。所以普賢菩薩用種種

已知的大自然景象，取其特性，透過他的說明以闡揚如來的功德。如以「虛空」

譬喻如來的身語意、境界和所行之行等，以「日光」譬喻佛德無私、以「雲雨」

譬喻說法無量，都是容易讓人領會的。 

由於如來果地是超勝一切萬象，遠離一切差別對待，是甚深無上，獨一圓滿，

因此世法的譬喻以虛空、大海、雨水、日光，來比擬如來的性德或德用，其格局

是世間相的至極，引之比擬出世間相可以說是相稱的，所要表達的寓意也非常明

確。 

如經云：「譬如虛空寬廣非色，而能顯現一切諸色，而彼虛空無有分別亦無

戲論。」136

又如說「一切智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言說。」

這是因為虛空以其無相卻能含容萬相的特色，能喻法身無相而遍一切

處，亦如實相之無相無不相。又以虛空既是空無形相，無有邊際可得，正因此故，

方才得「圓滿」之名，得以喻如來法身「遍滿一切處」之義。 

137「譬如眾水，皆同

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138以其大海廣闊深不可測，百川匯入皆同一味，

能涵養水族萬類，利益無盡；能納受大雨不盈不溢；受烈日燥熱亦不乾不涸；如

雨水普潤萬物，隨所受用，等而雨之，這種種特質皆不失喻如來慈悲眾生之德。

又以水性至柔，喻如來無我無住；水性無諍，似如來所行之行無依無著；「如來

廣大智慧日身，放無量光普照耀故。」139

如來功德的體現，大都是從德用上來呈顯，像舉例的這些譬喻，在世間現象

界中，都有著最崇高、最廣大、最無可計量的特性，不可破壞、不可變易，正可

以模擬形容如來境界的深廣無際、不可思議、無作無起、而又遍興利益之德能。 

如日光普照天下，明亮所有幽暗之地，

喻如來智慧能明亮眾生幽暗心地亦復如是，都是很切實的譬喻。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譬喻在在都契合如來性德、如來境界的詮釋，有不違

法性空寂的本義，而現法爾隨順之相的特色。 

                                                 
136《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6, a14-15。 
137《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73, c25-26。 
13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CBETA, T10, no. 279, p. 269, a23。 
13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6,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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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偈頌說：如來境界譬如虛空無際之不可量；十方國土碎為微塵數，亦難量

如來一毛之功德量；如持尺量虛空，求邊際之不可得；如法界雖遍滿遍一切，卻

不可見取為一切；如真如離妄恒寂靜，無生無滅普周遍是諸佛境界；如法性無作

無變易，猶如虛空本清淨來說諸佛性淨之理一樣；因為「法性不在於言論，無說

離說恒寂滅；十力境界性亦然，一切文辭莫能辯。了知諸法性寂滅，如鳥飛空無

有迹，以本願力現色身，令見如來大神變。」140

（三）一音教化，

皆是巧說善喻，深入性德，也襯

托佛德的圓滿無失，令諸菩薩能隨所譬喻，聞即開解。 

141

五教序中說：「華嚴稱根本法輪，不唯為開漸之本，亦且為攝末之本。」

含攝次第 

142文

中指出一代佛教不出「三時」。這「三時」143

（第一）日出先照時。為圓頓大根眾生，轉無上根本法輪。如此品中說：「譬

如日出於閻浮提，先照一切須彌山等諸大山王，…但以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後。

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成就無邊法界智輪，常放無礙智慧光明，先照菩薩

摩訶薩等諸大山王，」

分別是： 

144

（第二）日昇轉照時。為下中上三類眾生，轉依本起末法輪。在此照中含攝

下中上三類眾生，故有三轉，分為初轉、中轉和後轉。依五教儀中所釋「初轉時

者，謂佛初於鹿苑，為鈍根下類眾生，轉小乘法輪，名為隱實教。令彼凡夫外道，

轉凡成聖。華嚴云：次照黑山。如來智輪，次照聲聞緣覺。」

 

145

「中轉時者，謂佛次於中時，為中根一類眾生，轉三乘法輪，名為引攝教。

令彼二乘人等，轉小成大。華嚴云：次照高原，如來智輪，次照決定善根眾生，

隨其心器，示廣大智。」

 

146

「後轉時者，謂佛次於後時，為利根上類眾生，轉大乘法輪，名為融通教。

令彼權教三乘，轉權成實。華嚴云：然後普照一切大地。如來智輪，然後普照一

 

                                                 
14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5, a17-b9。 
141《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敘今古立教者，謂古今諸賢所立教門差別非一，且略敘十家

以為龜鏡。一依菩提流支，依維摩經等，立一音教。謂一切聖教皆是一音、一味、一雨等 霔，

但以眾生根行不同，隨機異解，遂有多種，如克其本，唯是如來一圓音教。故經云，佛以一

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等是也。」(CBETA, T45, no. 1866, p. 480, b9-16)。 
142《賢首五教儀》，CBETA, X58, no. 1024, p. 625, b20-21。 
143《賢首五教儀》，CBETA, X58, no. 1024, p. 625, b20-21。 
144《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6, b3-4。 
145《賢首五教儀開蒙》，CBETA, X58, no. 1025, p. 689, b8-10。 
146《賢首五教儀開蒙》，CBETA, X58, no. 1025, p. 689, b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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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眾生，乃至邪定亦皆普及，為作未來利益因緣，令成熟故。」147

（第三）日沒還照時。為上上根眾生，轉攝末歸本法輪。「令彼偏教五乘人

等，轉偏成圓，所謂或日後分時入，後善是也。故古德義取出現文意說云：如日

沒時，還照高山，如來智輪，最後還照菩薩諸大山王。」

 

148

此三時教判即是依據〈如來出現品〉的譬喻所做的判釋，唯如來的大日智光

「但放光明平等普照，無礙無障，無所分別。譬如日月隨時出現，大山、幽谷普

照無私。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普照一切無有分別，隨諸眾生根欲不同，智慧光明

種種有異。」

 

149

正如在「如來出現」的第七相中所言：「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始成時，先成

色界諸天宮殿，次成欲界諸天宮殿，次成於人及餘眾生諸所住處。佛子！如來出

現亦復如是，先起菩薩諸行智慧，次起緣覺諸行智慧，次起聲聞善根諸行智慧，

次起其餘眾生有為善根諸行智慧。佛子！譬如大雲雨一味水，隨諸眾生善根異故，

所起宮殿種種不同。如來大悲一味法雨，隨眾生器而有差別。」

 

150

「一味水」猶如「一音」之喻，由此可以清楚的了解，佛法縱然有三藏十二

部之浩繁，總不出如來一音所演。又如說明「如來音聲第四相」的殊勝所言：「於

一音中出無量聲，隨諸眾生心樂差別，皆悉遍至，悉令得解。」

 

151強調如來之心

無有高下，如來智慧教化眾生無有偏頗，以顯示如來性德「平等、無分別」的特

質。像這樣的譬喻在經文中比比皆是，但隨眾生的根器、和應機攝化的因緣不同

而現差別。如心器較小，所裝的水量就少；心器較大，能裝的水量就多，容量不

同，但水是一樣的味道，一樣的滿，水並不做取捨容器的分別。在「如來音聲第

六相」即做如是說：「譬如眾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水無念慮亦無分

別。」152

（四）如來藏義，蘊涵其中 

因此筆者認為如來以一音教化眾生，其中已然含攝對諸乘說法的次第，

這從此品中的譬喻就可以見其端倪，也因此成為後來古德們在判釋如來一代時教

的依據。 

《華嚴經》的成佛觀可以說是密合如來藏思想的一個關鍵，如在此品中即說：

「佛子！如來智慧無處不至。何以故？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

                                                 
147《賢首五教儀開蒙》，CBETA, X58, no. 1025, p. 689, b20-23。 
148《賢首五教儀開蒙》，CBETA, X58, no. 1025, p. 689, c3-6。 
14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6, b15-18。 
150《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4, a5-13。 
151《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9, a11-13。 
152《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69, a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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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153

而此品中是如何譬喻說明的呢？在「如來心第十相」中說： 

如來智慧

具足在於眾生身中，因妄想覆蓋，故隱而未顯，這是如來藏說的根本意義。 

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

所謂：書寫大鐵圍山中事，量等大鐵圍山；書寫大地中事，量等大地；書

寫中千世界中事，量等中千世界；書寫小千世界中事，量等小千世界；如

是，若四天下，若大海，若須彌山，若地天宮殿，若欲界空居天宮殿，若

色界宮殿，若無色界宮殿，一一書寫，其量悉等。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

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如一微塵，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智

慧明達，具足成就清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於諸眾生無少利益，即

作是念：『我當以精進力，破彼微塵，出此經卷，令得饒益一切眾生。』

作是念已，即起方便，破彼微塵，出此大經，令諸眾生普得饒益。 

在這則譬喻中所說的「大經卷」即是後來大乘經所謂的「如來藏」，盡此大

經中「所書」即是隱喻「如來智慧」的德用廣大，「微塵」喻「無明」，亦可比擬

為「眾生」。透露出「如來智慧」量等太虛，然全遍於一微塵中，不為有餘；遍

滿三千大千世界，亦不為不足。將如來性德的兼容並蓄、圓滿具足，任運展現出

無量、無際、亦無有盡的功德力，超越有相的對待，而體現圓融無礙的不思議境

界。 

印順法師在《如來藏之研究》中也指出：「眾生身中有如來的如來藏說，在

華嚴的無礙法界中，以象徵的、譬喻的形式，漸漸的開展出來。」154「大乘經中，

主要是《華嚴經》，充分表達了佛身的遍滿，沒有一處沒有法身的。法身無所不

在，那末眾生的身心中，也不能說沒有佛身。《華嚴經．如來出現品》所說：「如

來智慧，無處不至。……如來智慧、無相智慧、無礙智慧，具足在於眾生身中。……

如來智慧在其身內，眾生身中有如來法身（智慧），與佛無異，所以可說眾生有

如來藏了！」155

「如來藏」梵文tathāgata-garbha指隱藏於一切眾生之貪瞋煩惱中的自性清淨

如來法身，這也就是「佛性」的異名。「眾生皆有佛性」是強調人人都能成佛，

只是因為現在無明覆蓋，不覺而輪迴生死流中罷了。在此品中雖無具體出現「如

來藏」名，但實已蘊涵「如來藏」義。而闡述佛性義最廣泛的大乘經典，當數《大

般涅槃經》，其中〈如來性品〉提到佛性的不可思議，連十住菩薩才不過只能知

由此可知，在八十卷的《華嚴經》裡面雖然沒明確的使用如來藏

一詞，但是其所傳述的要旨，卻是昭然顯明的。 

                                                 
153《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72, c4-7。 
154印順著，《如來藏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5 月，39p97。 
155印順著，《如來藏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5 月，39pp.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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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少分而已：「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

耶。」156也就是基於這個原因，所以佛才會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如《法華經》

所謂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而古德釋整部《華嚴經》所詮則「不出信解

行證四門」157，因此也可說此經是為欲令眾生「信解行證佛境界」而施設。誠以

如來境界之不可思議，連聲聞緣覺亦如癡如聾、不見不聞的緣故。因此，如來現

身說法的目的，也就在於令眾生「信」成佛有如此的殊勝利益，藉由譬喻指明「一

切眾生身中，皆含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鼓勵眾生應起

「信」而生上求佛果之心，漸以「解、行、證」而達到究竟的佛地。因此筆者認

為此品譬喻的特色，不僅開顯如來果德，「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亦為日後華嚴

宗以「性起」說 158

五、結論 

弘揚如來教義為建立華嚴宗旨，奠定了相當有力的基礎。 

一切如來諸所作，世間譬喻無能及，為令眾生得悟解，非喻為喻而顯示。

如是微密甚深法，百千萬劫難可聞，精進智慧調伏者，乃得聞此祕奧義。159

從〈如來出現品〉的譬喻中，可以看出如來的出現因緣，若非具有無量因緣

不能得如來出現應機化物。除了上述所引例的總相有十種關於「出現因緣」的譬

喻之外，另有殊勝的身語意三業，秘密難思，一一更有十種譬喻的表法，未能予

以詳述。若總括如來出現時之十種無量利行之相，則共成百種，文言浩繁，誠不

能於此盡書其趣，故另以譬喻表法之類型加以分類，以釐清其中譬喻說法的真實

義涵。 

 

至於「如來出現」譬喻之特色，筆者則著重在華嚴獨具的「十玄」特色、譬

喻的「取材」、和隱含「如來教化次第」及「如來藏義」這四點略試探討。 

「如來藏」思想的盛行約在四世紀左右，綜合印順與日本學者香川孝雄的推

論 160，東晉時，繼《華嚴經》之後譯出的「大方等如來藏經」，可以說是第一部

出現的如來藏經典。161經中以九種譬喻 162

                                                 
156《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p. 411, c28-p. 412, a1。 

說明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筆者對照

157《華嚴經綸貫》，(CBETA, X03, no. 220, p. 567, a20。 
158「性起」是不等待其他因緣，從性而起，一切事物隨順其真實本性而顯現，也即從佛果的境界
來說事物的現起。…「性起」一詞，見於六十卷《華嚴經》的〈寶王如來性起品〉（唐譯八十卷
譯作〈如來出現品〉）。詳見方立天，《法藏》，東大圖書，1991，p.164。 
159《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78, c15。 
160

香川孝雄，《如来蔵経典の成立について》，日本，1956，《印度学仏教学研究》7(4-1)。 
161參見印順著，《如來藏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5 月，39p111。 
162九喻是： 萎變花、巖樹蜜、粳糧、金在不淨、貧家寶藏、菴羅果、金像弊穢物、貧女懷貴子、

開模出金像。詳見《大方等如來藏經》，CBETA, T16, no. 666, p. 457,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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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發現《如來藏經》的「九喻」與〈如來出現品〉所用的「塵含經卷喻」在

喻題表述的運用上，幾乎如出一轍。一樣是「先引譬喻，後有一人（如來）天眼

見之，巧智方便而令得」的模式，示一切眾生有如來藏。由這一點的雷同，不禁

令人聯想到《如來藏經》顯然是受到〈如來出現品〉的啟發，而延展出一個獨立

的思想體系。163

至於大乘經典中提到「眾生皆有佛性」，經常見到使用「金礦」的譬喻來說

明，眾生是礦，佛性是金，只要去礦出金，則可以隨意製作金莊嚴具（指成佛後，

德用自在的比喻）。這充分符合「眾生皆有佛性」的議題，容易讓人明白只要如

法修行就能成佛的道理。但是有關「真金」的譬喻，在「如來出現品」中卻一次

也沒用。為什麼呢？難道「金礦」的譬喻是以後的經典才提出的嗎？筆者認為這

不是重點！佛經中雖然常以「真金」能成就種種金莊嚴具來做譬喻，是以其金性

不變易，比之「佛性」於生死流轉中，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的特性，但金性實不

足以比況成佛後之境界。倒是在〈十地品〉（成佛以前）的經文裡面，每一地菩

薩的修行都以「煉金」為譬喻，來引申地地的勝進修行，使得功德善根能夠轉更

明淨。 

這個巧合不知道是不是同屬一個譯者有關？《六十華嚴》和《大

方等如來藏經》同是東晉時佛陀跋陀羅所翻譯的，雖然如此，但是在《六十華嚴》

中的「塵含經卷喻」卻沒有出現「如來藏」的用語，不過單就這兩者的譬喻來看，

雖然風格一致，其實仔細琢磨，畢竟〈如來出現品〉所引的「塵含經卷喻」在表

法的格局上是勝於《如來藏經》的九喻。因為它不僅達到示眾生有如來藏，而且

以「一微塵之極小中，住書有三千大千世界事之極大經卷」這樣超乎世俗知見的

境界，正是闡揚華嚴「一多無礙」、「普遍含容」的法界觀特色的運用。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譬喻」的使用，也有「權實」或「了義不了義」的區

分。金性雖然不變，但畢竟其初相是細碎不聚又與泥礦混雜（如在凡夫位的眾生

心性散亂與煩惱和合一樣），須要靠提煉加工，去蕪存菁（去除理事二障），才能

顯出金的本色（佛性）。這樣的結構，並不合乎已成就的如來「於無相中現相」、

「於無住處普化群機」的性德妙用，更難吻合「大方廣」的旨趣。故筆者認為這

應該是此品沒有用「真金」來譬喻「如來果德」最主要的原因。 

從以上所舉例各的種譬喻可以讓人明白，佛法要深入人心，不得不透過譬喻

的善巧來加以說明，令主題鮮明活潑，才能躍然於聞法者的心胸，以增加其對法

的記憶而能念持不失。如來出現之法，則在一連串具有磅礡氣勢的譬喻下，呈現

如來慈悲無量、智慧無邊的內德，為度化一切眾生而現相表法，演法無盡。「譬

喻」也是一種比類的方式，以現有可了知之法，比類而顯未了知之法，雖然所喻

非是所說之法，但是在「法」、「喻」的合成之下，則能顯示出法的真實義涵，襯

托出佛法的奧妙處，所以譬喻的善巧，實是佛法的弘揚中不可或缺的助緣。 
                                                 
163
參見印順著，《如來藏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5 月， 39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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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出現因緣之總別相列表＞ 

  總  相 （壹） 
一、出現之法 1.大千興造喻 

 2. 洪霔大雨喻 

 3. 雲雨無從喻 

 4.大雨難知喻 

 5. 大雨成敗喻 

 6. 一雨隨別喻 

 7. 勝處先成喻 

 8. 事別因由喻 

 9. 四輪相依喻 

 10. 大千饒益喻 

 
別  相（玖）  

二、身業 1.虛空周徧愈況周徧十方身 

 2.空無分別喻況無著無礙身 

 3.日光饒益喻喻普入成益身 

 4.日光等照喻喻平等隨應身 

 5.日益生盲喻喻無生潛益身 

 6.月光奇特喻喻佛圓迴等住身 

 7.梵王普現喻喻佛無心普應身 

 8.醫王延壽喻喻佛窮盡後際身 

 9.摩尼利物喻喻佛嚴剎益生身 

 10.寶王滿願喻喻佛相嚴滿願身 

 

 

 三、語業 1.劫盡唱聲喻 

 2.響聲隨緣喻 

 3.天鼓開覺喻 

 4.天女妙聲喻 

 5.梵音及眾喻 

 6眾水一味喻 

 7.降雨滋榮喻 

 8.漸降成熟喻 

 9.降霔難思喻 

 10.徧降種種喻 

 

 

 四、意業 1.虛空無依為依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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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界湛然喻 

 3.大海潛益喻 

 4.大寶出生喻 

 5.珠消海水喻 

 6.虛空含受喻 

 7.藥王生長喻 

 8.劫火燒盡喻 

 9.劫風持壞喻 

 10.塵含經卷喻 

 

 

五、出現境界 1.前二喻喻無縛無脫 

 2.後海水宏深喻喻無量無邊 

 

 

六、所出現之行 1.金翅闢海喻 

 2.日月無思喻 

 

 

七、出現成正覺  

 

 

八、出現轉法輪 1.文字無盡喻 

 2.徧入無住喻 

 

 

九、出現涅槃 1.盈虧不還 

 2.隨緣起盡 

 

 

十、出現見聞親近所生善根 1.少服金剛喻 

 2.少火燒多喻 

 3.藥王徧益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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