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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研究 
—以《華嚴經‧入法界品》為中心 

 

趙太極＊
1

提要：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一年級 

古德曾言：「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而且《華嚴經》素有「經王」之

美譽，其中所蘊含「事事圓融無礙」的深邃義理，向來更是飲譽中國、獨步教界。

以《八十華嚴》而論，《華嚴經‧入法界品》竟然有二十品之多，佔了全經的四

分之一，因此不容小覷。換句話說，想要一窺華嚴全貌，必須釐清＜入法界品＞

的深層意涵，才能洞觀全經。 到底＜入法界品＞在《華嚴經》的重要性如何？

華嚴所強調的「菩提心」與其他經中所言的「菩提心」差異何在？善財童子五十

三參的親身經歷在《華嚴經》所要彰顯的精神與實踐內涵為何？善知識與菩提

心、普賢行願等內容，為何屢屢出現在＜入法界品＞的經文之中？是否透露了些

許華嚴的微言大義？ 

《華嚴經‧入法界品》生動活潑地描述善財童子捨棄人間福報、為法忘軀的

事蹟，其鮮明形象深植人心，透過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的親身經歷，為後人作了

一個完美的示範，將佛法修學的次第與實踐內涵朗然呈顯。筆者擬透過對《華嚴

經‧入法界品》全文文本的梳理，直接從《大正藏》原典加以探討分析為主要進

路，輔以研求華嚴宗四祖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的演義，藉以闡明善財童子

五十三參之次第與內涵；本文擬就「善財本迹略述」、「善知識」與「菩提心」、「會

歸普賢行願」等項內容，分節梳理文脈、闡揚其義理內涵，以期釐清全文要旨，

如實契入華嚴＜入法界品＞的核心真實義，結證所有一切信、解、行、證之細流，

終將會歸普賢行願，趣入華嚴重重無盡的普賢願海，方得以究竟成就，成佛之道，

捨此無他。 

關鍵字： 

  入法界品、善財、菩提心、善知識、普賢行願 

                                                      
1
＊作者—趙太極，現就讀於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佛學組一年級，現任南華大學《世界宗教學

刊》助理編輯。本文緣起於 2010 年 7 月間，參加華嚴蓮社所舉辦的日文論文閱讀暑假密集班，

見賢思齊，如今因緣成熟，才有此華嚴初探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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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古德曾言：「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誠哉斯言，一旦著手研究「華嚴

學」，遊心於華嚴重重無盡的深邃義海，當有此感；尤其《華嚴經》素有「經王」

之美譽，所描述的是佛菩薩所自內證的無量無盡、事事圓融無礙的義理，三際一

如、頓時朗現，揭示了不可思議、廣大圓滿的佛智境界。   

綜觀學術界針對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為題，撰述專文探討者為數不少，

如：方東美以純熟的哲學思辨切中華嚴精蘊、2楊政河汲古引今地彰顯華嚴奧旨、3

桑大鵬以表章數據整理出經文脈絡…4等，均對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義理內涵有

相當程度的闡揚及學術貢獻；將善財參訪過程的場域加以分類撰述其內容者亦有

之，例如陳琪瑛所發表的＜善財參訪的自然之場＞ 5與＜善財參訪的城市之場

＞6

基於上述的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觀照，筆者擬透過對《華嚴經‧入法界品》

全文文本的梳理，直接從《大正藏》原典加以探討分析為主要進路，輔以研求華

嚴宗四祖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的演義及相關學術論著，藉以闡明善財童子

五十三參之次第與內涵。如前所述，筆者已說明本文論述的重點與脈絡及進路，

，透過哲思的詮釋，也引領我們進入了華嚴的無限想像空間。雖然學術界已

有相當多有關「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討論，但仍然有更核心的議題未被深度挖

掘，譬如：對於《華嚴經》中所描繪的善財童子遍訪五十三位善知識的事蹟，為

何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所詮釋的內容要如此布局？為何善財在福城拜見文

殊後，經文殊指點去勝樂國妙峰山親近德雲比丘，之後就一直鍥而不捨地參訪善

知識，為何是五十三位善知識，而不是其他數目？＜入法界品＞為何在《華嚴經》

中佔有非常重要的關鍵位置？＜入法界品＞的出場次序，是否也蘊含些許玄機？

還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親身經歷在《華嚴經》所要彰顯的精神與實踐內涵為

何？善知識與菩提心、普賢行願等內容，為何屢屢出現在＜入法界品＞的經文之

中？《華嚴經》的編撰者是否想藉此善財的事蹟透露華嚴的微言大義？以上種種

頗具深度的義理，大多尚未被完全揭顯，因此筆者希冀撰寫本文加以深研而透顯

其義。 

                                                      
2 參閱方東美：＜效法善財童子生命體驗精神去實現人性崇高化的理想＞，《華嚴宗哲學》下冊，

（台北：黎明文化，1992 年），頁 71-111。 
3 參閱楊政河：＜華嚴經宗教實踐的理論根據與行證法門＞，《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台北：

慧炬出版社，1982 年），頁 22-271。 
4 參閱桑大鹏：＜華嚴經宗教實踐的理論根據與行證法門＞，《三種華嚴及其經典闡釋研究》，（中

國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2-271。 
5 陳琪瑛：＜善財參訪的自然之場＞，《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第 13 集，（台灣：華嚴蓮社，2003

年），頁 77-116。 
6 陳琪瑛：＜善財參訪的城市之場＞，《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第 14 集，（台灣：華嚴蓮社，2004

年），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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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擬就善財本迹略述、善知識與菩提心、會歸普賢行願等項內容，分節梳理文

脈、闡揚其義理內涵，以期釐清全文要旨，如實契入華嚴＜入法界品＞的核心真

實義。  

二、善財童子本迹略述 

善財童子既然是《華嚴經‧入法界品》的靈魂人物，我們不妨先來研究一下

他的出生來歷與因緣，俾利全文的理解。《華嚴經‧入法界品》中有言：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知福城人悉已來集，隨其心樂現自在身，威光赫奕蔽

諸大眾；以自在大慈令彼清涼，以自在大悲起說法心，以自在智慧知其心

樂，以廣大辯才將為說法。復於是時，觀察善財以何因緣而有其名？7

如上引文所述，＜入法界品＞的序曲緣起於文殊在福城說法時，在施放威光、遍

灑清涼、悲心自在之餘，心生一念：觀察

 

善財以何因緣而有其名？接著，文殊菩

薩便對大眾開示道： 

知此童子初入胎時，於其宅內自然而出七寶樓閣，其樓閣下有七伏藏，於

其藏上，地自開裂，生七寶芽，所謂：金、銀、瑠璃、玻瓈、真珠、硨磲、

碼碯。善財童子處胎十月然後誕生，形體肢分端正具足；其七大藏，縱廣

高下各滿七肘，從地涌出，光明照耀。8

文殊知道這童子剛入母胎時，家中就自然湧出七寶所建的樓閣。樓閣下面埋藏著

七種珍寶，就在珍寶的上方，地面自然開裂，長出七寶的根芽。這七寶就是金、

銀、琉璃、玻璃、真珠、硨磲、瑪瑙。善財童子經過懷胎十月之後誕生，全身及

四肢都端正而圓滿。地下的七種寶藏也在此時湧出，高寬各有七個手肘的長度，

光明照耀。 

 

經上又進一步的描述善財童子出生時，善財的種種的住宅自然地生長出奇珍

異寶，經言： 

復於宅中自然而有五百寶器，種種諸物自然盈滿。所謂：金剛器中盛一切

香，於香器中盛種種衣，美玉器中盛滿種種上味飲食，摩尼器中盛滿種種

殊異珍寶，金器盛銀，銀器盛金，金銀器中盛滿瑠璃及摩尼寶，玻瓈器中

盛滿硨磲，硨磲器中盛滿玻瓈，碼碯器中盛滿真珠，真珠器中盛滿碼碯，

                                                      
7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32b。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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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摩尼器中盛滿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滿火摩尼……。如是等五百寶器，

自然出現。又雨眾寶及諸財物，一切庫藏悉令充滿。以此事故，父母親屬

及善相師共呼此兒，名曰：善財。9

在他的家中，也自然地出現五百種寶物所製的容器，上面裝滿了各種寶物。像是

金剛器中盛滿了各種香；香器中盛滿了各種衣服；美玉器中盛滿了各種珍味的飲

食；寶珠器中盛滿了各種奇珍異寶；金器中盛滿了銀子；銀器中盛滿了金子；金

銀器中盛滿了琉璃及寶珠；玻璃器中盛滿了硨渠；硨渠器中盛滿了玻璃；碼瑙器

中盛滿了真珠；真珠器中盛滿了碼瑙；火摩尼器中盛滿了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

滿了火摩尼。像這樣的五百種寶器，都自然出現。天上又落下種種寶物及一切的

財物，裝滿了所有的倉庫。就因為這些因素，父母親眷們及相命師，才都稱這小

孩叫善財。 

 

接著，文殊又一一道出善財的非凡事蹟，經上說： 

又知此童子，已曾供養過去諸佛，深種善根，信解廣大，常樂親近諸善知

識，身、語、意業皆無過失，淨菩薩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清淨

猶如虛空，迴向菩提無所障礙。
10

如上引文指出，又因為知道這小孩在過去世中，曾經供養過諸佛，已深植善根，

信力及悟解力都十分廣大。他常常樂於親近善知識，身語意三業都清淨無過失。

他清淨修行菩薩道，追求佛的一切智，是成就佛法的法器。他的心念清淨，猶如

虛空。將所有的修行成就，都迴向覺悟之道，而毫無障礙。   

 

根據楊政河的研究指出，＜入法界品＞是華嚴經的最後一品；在八十卷的《華

嚴經》中，這一品就佔了二十一卷。而且在它前面的三十八品，合佔五十九卷經

文，也就是（佛陀）從放光集眾，舉果勸發眾生去修行，要歷經五位行門，證得

等覺與妙覺位，最後終於達到能夠和光同塵，一塵都絲毫不染，進而解說修行利

生的常道，這當然是從凡夫位開始造修而成就如來無上菩提道上的真實示範。到

了最後的一品＜入法界品＞是捨去言論，依法奉行，直接掃蕩心意識的滯頓行

迹，回復到本來就具有的神妙智用；這可說是華嚴經的扼要，其實也就是至道的

淵源。所以古德認為「入法界品」以前的經文可譬喻如「百川」，而本品猶如「大

海」，其間的源流與體用是相同的，可以融歸於「一真法界」之中，這也可說是

華嚴教海的最高臻極處。
11

                                                      
9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32b。 

 

10 同上。 
11 參閱楊政河：＜華嚴經宗教實踐的理論根據與行證法門＞，《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台北：                 

慧炬出版社，1982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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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嘗言，「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也嘗言，「讀萬卷書，不如走千里路」；

又言，「百聞不如一見」。以上所言，在在強調力行實踐的重要性。如果善財不具

足文殊所讚譽的「又知此童子，已曾供養過去諸佛，深種善根，信解廣大，常樂

親近諸善知識，身、語、意業皆無過失，淨菩薩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

清淨猶如虛空，迴向菩提無所障礙」
12

善財可以說是入法界品的主角，而入法界品又是總歸妙理後，進入宗教實踐

層面的最關鍵所在，因此若無文殊的大智起妙用，無以通透觀察出善財本迹；而

經文中宛然若存的善財童子，若無過去世的勤修菩提、廣積福慧資糧，又怎能巧

遇文殊呢？因此，筆者認為整部《華嚴經》被譽為高度的文學作品，良有以也！

寓教化於經典中人物的鋪陳與栩栩如生般的劇情高潮迭起於經典文本之中，而善

財在文殊點撥下廣參善知識、誓證菩提的宗教實現歷程，其鮮明活絡的角色亦躍

然於紙上。 

之根器，縱遇善知識指授心要，也難成大

器，於一世間圓成普賢果位。  

到底為何善財會熱衷於真理實踐呢？追溯其源，應歸諸於文殊的大智啟迪，

如經上言：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如是觀察善財童子已，安慰開諭，而為演說一切佛法。

所謂：說一切佛積集法，說一切佛相續法，說一切佛次第法，說一切佛眾

會清淨法，說一切佛法輪化導法，說一切佛色身相好法，說一切佛法身成

就法，說一切佛言辭辯才法，說一切佛光明照耀法，說一切佛平等無二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為善財童子及諸大眾說此法已，慇懃勸諭，增長勢力，

令其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令憶念過去善根；作是事已，即

於其處，復為眾生隨宜說法，然後而去。13

如上引文所論述的重點在於，文殊的大智觀察、觀機逗教，對於與會者勤加安慰、

開導勸諭，並且為大眾演說一切佛法。說一切佛積集法、相續法、次第法、眾會

清淨法、法輪化導法、色身相好法、法身成就法、言辭辯才法、光明照耀法、平

等無二法。在那時，文殊師利童子為

 

善財童子及諸大眾說此法後，不斷地慇懃勸

諭，使得眾人增長勢力，令其歡喜，令眾人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令眾

人憶念過去的善根；文殊作了這些事後，又在福城為眾生隨緣方便說法，然後而

去。由於文殊菩薩於久遠劫早已成佛，為七佛之師，上述無非象徵著探求、實踐

真理的第一步，應以智慧為首要具備條件，否則盲修瞎練、妄作聖解，如何成就？ 

                                                      
12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32b。 

13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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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殊的大加持之下，善財自發性地一心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文殊

跟前讚頌一番之後，文殊師利菩薩如象王迴觀善財童子，作如是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欲親近諸善知識，

問菩薩行，修菩薩道。善男子！親近供養諸善知識，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緣，

是故於此勿生疲厭。14

文殊諄諄教誨善財說：親近供養諸

 

善知識，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緣，是故於此勿生

疲厭。善財的根器非凡，文殊尚且再三叮嚀，更何況吾人去佛日遠，業身障重。

善財在聆聽文殊開示後，便誠心向文殊請示修學菩薩道的種種行門，如經言： 

善財白言：「唯願聖者廣為我說，菩薩應云何學菩薩行？應云何修菩薩行？

應云何趣菩薩行？應云何行菩薩行？應云何淨菩薩行？應云何入菩薩

行？應云何成就菩薩行？應云何隨順菩薩行？應云何憶念菩薩行？應云

何增廣菩薩行？應云何令普賢行速得圓滿？」
15

如上引文所述，善財向文殊請教如何學、修、趣入、行、淨、入、成就、隨順、

憶念、增廣菩薩行，次第分明地請教，最後則叩問如何速得圓滿普賢行。文殊師

利菩薩則為

 

善財童子而說頌，如經上所言： 

善哉功德藏，能來至我所，發起大悲心，勤求無上覺。 

已發廣大願，除滅眾生苦，普為諸世間，修行菩薩行。 

若有諸菩薩，不厭生死苦，則具普賢道，一切無能壞。 

福光福威力，福處福淨海；汝為諸眾生，願修普賢行。 

汝見無邊際，十方一切佛，皆悉聽聞法，受持不忘失。 

汝於十方界，普見無量佛， 成就諸願海，具足菩薩行。  

若入方便海，安住佛菩提，能隨導師學，當成一切智。 

汝遍一切剎，微塵等諸劫，修行普賢行，成就菩提道。 

汝於無量剎，無邊諸劫海，修行普賢行，成滿諸大願。 

此無量眾生，聞汝願歡喜，皆發菩提意，願學普賢乘。16

上引雖是對善財所作的開示與勉勵，筆者則認為此段文殊開示甚為重要，可視之

為契入普賢行願的根本口訣，唯有發起大悲心，勤求無上覺，再發廣大願，除滅

眾生苦，進而普為諸世間，修行菩薩行，若有諸菩薩，不厭生死苦，則具普賢道，

 

                                                      
14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33b。 

15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33c。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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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無能壞……。此處已為菩提心、善知識及普賢行願預留伏筆，說明修學的次

第應以大悲為根本，勤求無上覺，再發廣大願，如此依序而修，方能成就佛果。 

三、菩提心 

《華嚴經‧梵行品》上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知一切法真實之性，具

足慧身，不由他悟。」17

善

， 由於可見發菩提心甚為重要。如上節所述，修學的

次第應以大悲為根本，勤求無上覺，再發廣大願。由於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中，

於＜入法界品＞伊始， 財童子從文殊師利所聽聞佛具足無量功德，遂一心勤求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此可見行者因為有了同體大悲的感悟後，再至誠發菩提

心，乃修學菩薩道的起始點；遍覽＜入法界品＞文本，不難發現每當善財要參訪

新的善知識之前，必當先自白已發了菩提心，再虛心地向善知識請益法要，由此

益證菩提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說，去除菩提心的內涵，《華嚴經‧入法界品》

只不過是一部華麗的文學作品罷了，與宗教實踐及提升靈性的層面無甚關涉。 

對於菩提心的意義，在《佛光大辭典》上有言：「菩提心，梵語 bodhi-citta。

全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作無上正真道意、無上菩提心、……即求無上菩

提之心。菩提心為一切諸佛之種子，淨法長養之良田，若發起此心勤行精進，當

得速成無上菩提……。」
18

筆者擬直接從＜入法界品＞文本切入，了解經意，再行比較分析。如經言： 

從上引文所述及菩提心之意涵，尚不能突顯華嚴菩提

心的獨到之處，筆者進一步深入思惟＜入法界品＞所提到的菩提心跟其他經典所

提到的菩提心，是否有差別？若有差別，差別何在？是不二不異，還是存在著特

殊意涵？  

善男子！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田，

能長眾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

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 菩提心者，則為妙寶，能令一切心

歡喜故；菩提心者，如大施會，充滿一切眾生心故；菩提心者，則為尊勝，

諸眾生心無與等故；菩提心者，猶如伏藏，能攝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

如因陀羅網，能伏煩惱阿脩羅故；菩提心者，如婆樓那風，能動一切所應

化故；菩提心者，如因陀羅火，能燒一切諸惑習故；菩提心者，如佛支提，

一切世間應供養故。19

                                                      
17 《華嚴經‧梵行品》卷 8，《大正藏》冊 9，頁 449c。 

 

18  參見《佛光大辭典》, p5200。 
19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78，《大正藏》冊 10，頁 429b-4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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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譬喻，多達兩百多個，譬喻菩提心如：種子、良田、大地、淨水、妙寶、

大施會、尊勝、伏藏、因陀羅網、婆樓那風、因陀羅火、佛支提……，巧妙縱橫，

無非說明菩提心的殊勝之所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上續言：  

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無量功德；舉要言之，應知悉與一切佛法諸

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諸菩薩行，三世如來從菩提心而出生

故。是故，善男子！若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則已出生無量功德，

普能攝取一切智道。20

從上引文得知此處強調，

 

菩提心能夠出生一切諸菩薩行，三世如來皆從菩提心而

出生；易言之，若缺乏菩提心，則一切諸菩薩行無以成，更遑論成佛。 

精研華嚴義理的華嚴四祖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中，更進一

步析論： 

疏。五因大等者。謂發菩提心即十信發心。起解即十住。行即十行。願即

十向。證即十地。精勤匪懈通策於前。以成諸位。
21

上引文雖寥寥數語，卻已透顯了華嚴的次第與菩提心之間的關涉，發菩提心即具

足信（十信）、解（十住）、行（ 十行）、願（ 十向）、證（十地），加上不斷地參

訪善知識，精勤不懈，通策於前，即成諸位；筆者個人認為，華嚴所揭顯的菩提

心與眾不同之處正在於此，強調發起菩提心的剎那即具果地的因（種子），若依

此次第而修，即能漸增實踐位階，地地增上，以臻等覺、妙覺，圓滿菩提心即成

就佛果。 

 

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對於，菩提心如何漸趨圓滿，有著更進一步的闡

明，經言：  

所謂：欲了知妙世界即是麁世界，麁世界即是妙世界；仰世界即是覆世界，

覆世界即是仰世界；小世界即是大世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廣世界即是

狹世界，狹世界即是廣世界；一世界即是不可說世界，不可說世界即是一

世界；不可說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不可說世界；穢世界即是淨世界，

淨世界即是穢世界。欲知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別性；一切世界中，一毛

端一體性。欲知一世界中出生一切世界，欲知一切世界無體性。欲以一念

                                                      
20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78，《大正藏》冊 10，頁 430c。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6，《大正藏》冊 36，頁 1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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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盡知一切廣大世界而無障礙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22

上述重點在於：「欲知一世界中出生一切世界，欲知一切世界無體性；欲以一念

心盡知一切廣大世界而無障礙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也就是說，如果

發菩提心則能洞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的廣大無礙境界；甚至可

以說，不發菩提心就無法體證華嚴自內證境界，也無法圓滿普賢行願，更無法圓

成實證佛智。由此可見，菩提心乃是一切修學、成就的關鍵所在。 

經上不厭其煩地闡明菩提心的重要性，以強化思惟，利於實踐，經言： 

善男子！如人護身，先護命根。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護持佛法，亦當先

護菩提之心。善男子！譬如有人，命根若斷，不能利益父母、宗親。菩薩

摩訶薩亦復如是，捨菩提心，不能利益一切眾生，不能成就諸佛功德。23

上引文提到了「護持佛法，亦當先護菩提之心」及「捨

 

菩提心，不能利益一切眾

生，不能成就諸佛功德」的觀念，益見菩提心的可貴與重要性。                       

澄觀言：「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為魔業。」24

菩

又言：「第三法界因果分明

顯示。亦有十義五對。一無等境。此有二位。一在纏性淨法界。為所信境。二出

纏最清淨法界為所證境。二無等心此亦二義。一大 提心。為普賢行本故。二信

悲智等隨行起故。三無等行。此亦二義。一差別行。各別修故。二普賢行。一即

一切故。四無等位。此亦二義。一行布位。比證別故。二圓融位。一證一切證故。

五無等果。此亦二義。一修生果。今始成故。二修顯果本自具故。」25續言：「種

智證於實際即是菩提。」26 菩終言：「發 提心即見大道。」27

四、善知識  

從以上澄觀所言，彰

顯了「無等境、無等心、無等行、無等位、無等果」五對十義的奧旨，華嚴精蘊，

呼之欲出，了了分明。 

如上兩節申論得知，大悲心及菩提心的重要性，同時也令人了解所謂的修行

者，若無大智當前導，藉以生起大悲心，繼而發起菩提心，斷無成就之可能，猶

如田地無播種種子，必無結果之可能性；進一步而言，空有悲心願力，而無善知

識引導開示，也恐徒耗心力、事倍功半，甚或老牛耕錯田，瞎忙一場。 

                                                      
22《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17，《大正藏》冊 10，頁 89b。  
23《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78，《大正藏》冊 10，頁 433c。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頁 517c。                                                           
25 同上。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29，頁 716c。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9，《大正藏》冊 35，頁 87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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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善知識？澄觀於《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中言： 

言善知識者。謂能令於未知善法令知。未識惡法令識。或二字並通。識約

明解知約決了。真為揀似。然知識有五。一知識世間善惡因果。而令修斷。

二厭世樂而欣涅槃。三有悲心相心修度。四以無相慧令物修行。五令無障

礙修滿普賢行。此五前前非真真唯第五人能行。此是人善友。若約法友。

教理行果皆善友也。後善男子求善知識下誡勸。隨順是勸。餘皆為誡。設

有實過尚取法亡非。況權實多端生熟難測。28

據上引文所言，所謂善知識者，就是能令於未知善法令知，未識惡法令識；或者

二字並通，則具有「識約明解」、「知約決了」 、「真為揀似」的義涵。至於知識的

種類則分為五種：一、知識世間善惡因果而令修斷；二、厭世樂而欣涅槃；三、

有悲心相心修度，四、以無相慧令物修行，五、令無障礙修滿普賢行。此五前前

非真，真唯第五人能行，此是人善友；若就法友而言，教理行果皆是善友。後善

男子求善知識下誡勸，隨順是勸，餘皆為誡，設有實過尚取法亡非，況權實多端

生熟難測。細心體會澄觀所言，真善知識唯有「令無障礙修滿普賢行」者，準此

而觀，善財童子恰如其分地扮演了一個非常稱職而典範的善知識，藉由他的示

範，引領整個法界眾生圓滿普賢行而趣入華嚴世界。 

 

誠如方東美所言：「現在假使說我們已經仔細研讀過華嚴經，尤其是已經經

翻閱華嚴經的最後一章＜入法界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自然就

會知道，在入法界品裡面的善財童子，就是一位真正嚮往追求哲學智慧的人。可

是善財童子他也曉得並不能夠憑藉那顆赤裸裸的心靈，就能夠接觸這個極為駁雜

的世界，他必須先取得智慧才能承當。」
29

方東美接著又說：「當時文殊師利就像象王一樣，迴觀善財，便令善財童子

獲得根本智，當他受到文殊菩薩的精神感召之後——因為文殊菩薩是般若空宗思

想的最高代表——在他以為，或許文殊菩薩一下子就會使他到達到無一所有處

境、非想非非想處的妙境裡面去。但是文殊只是摸一摸他的頭之後就說，你要想

追尋很高的智慧與理想，那麼你就必須接觸現實世界裡面的各種行動綱領，與實

踐力行的各項法則才可以。這些綱領與法則，並不是理論，而是一種實際體證境

界，使得能彰顯染淨融通、生佛平等的圓融境界。」

 此處直指欲提升心靈境界，必先具足

智慧，才能承當一切聖行。 

30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5，《大正藏》冊 35，頁 915c。 

 於此，更深入說明真理的

實證必須接受檢驗，才能得到真實受用，也才禁得起考驗。   

29 參閱方東美：＜效法善財童子生命體驗精神去實現人性崇高化的理想＞，《華嚴宗哲學》下冊，

（台北：黎明文化，1992 年），頁 88。 
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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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入法界品》上的事蹟說明了，自從善財得到文殊的教導後，首先

到可樂國參訪功德雲比丘，接受念佛三昧門的教誨；繼而參訪諸多菩薩、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童子、童女、夜天、天女、婆羅門、長者、醫師、船

師、國王、仙人、佛母、王妃、地神、樹神等，領受種種法門與教導，終謁普賢

菩薩道場，證入一真法界。由此可見，若欲解脫生死，必須借助善知識的功德與

悲智，才不至誤入歧途。 

穿插在＜入法界品＞各卷中，處處俯拾可見強調善知識的重要性及其殊勝，

這是菩薩度生特有的悲懷，唯恐眾生誤入繭網、不得解脫，略舉數處以佐證上論，

如經中所言，譬喻如下： 

爾時，善財童子蒙善知識力，依善知識教，念善知識語，於善知識深心愛

樂，作是念言：「因善知識，令我見佛；因善知識，令我聞法。善知識者

是我師傅，示導於我諸佛法故；善知識者是我眼目，令我見佛如虛空故；

善知識者是我津濟，令我得入諸佛如來蓮華池故。」31

上引文說到，善知識者是我師傅、眼目、津濟等譬喻，藉以說明若缺乏善知識的

引導則如眼盲，既無師傅教導，也無舟筏可到達解脫的彼岸。接著，經文上又言： 

 

善財童子因善知識教，不顧身命，不著財寶，不樂人眾，不耽五欲，不戀

眷屬，不重王位；唯願化度一切眾生，唯願嚴淨諸佛國土，唯願供養一切

諸佛，唯願證知諸法實性，唯願修集一切菩薩大功德海，唯願修行一切功

德終無退轉，唯願恒於一切劫中以大願力修菩薩行，唯願普入一切諸佛眾

會道場，唯願入一三昧門普現一切三昧門自在神力，唯願於佛一毛孔中見

一切佛心無厭足，唯願得一切法智慧光明能持一切諸佛法藏，專求此等一

切諸佛菩薩功德。32

如上引文則描述善財童子因為受到

 

善知識的教導，不但不顧身命、不著財寶、不

樂人眾、不耽五欲、不戀眷屬，、不重王位，更加發願化度一切眾生、嚴淨諸佛

國土、供養一切諸佛、證知諸法實性、……唯願得一切法智慧光明能持一切諸佛

法藏，專求此等一切諸佛菩薩功德。經中續闡其義，再言： 

善知識者，是成就修行諸菩薩道因，是成就修行波羅蜜道因，是成就修行

攝眾生道因，是成就修行普入法界無障礙道因，是成就修行令一切眾生除

惡慧道因，是成就修行令一切眾生離憍慢道因，是成就修行令一切眾生滅

煩惱道因，是成就修行令一切眾生捨諸見道因，是成就修行令一切眾生拔

                                                      
31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4，《大正藏》冊 10，頁 343a。  

32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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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惡刺道因，是成就修行令一切眾生至一切智城道因。何以故？於善知

識處，得一切善法故；依善知識力，得一切智道故。善知識者，難見難遇 。33

上引文主要說明善知識的可貴之處在於，「於

 

善知識處，得一切善法故；依善知

識力，得一切智道故。善知識者，難見難遇。」可見能遇到善知識引導，必然是

累生多劫的善因緣積聚所成。 

根據《華嚴經‧探玄記》卷十八記載，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具有八義，即：

善知識為軌範、為勝行之緣、破見慢、離細魔、寄成行、寄顯位、顯深廣、顯緣

起。34此外，其參訪諸善知識係表示因果漸證之先後順序，其中，「初遇文殊以

後至第四十一人，表示寄位修行之相，即寄十信行及三賢、十聖之位。其後十一

人表示會緣入實之相，即總會前述階位差別之緣，而同入於實相之理，指親證妙

覺。其次遇第五十三位之彌勒菩薩，表示攝德成因之相，即攝此會緣入實之德，

而為一生補處之正因。其次再遇文殊菩薩，表示智照無二之相，即初遇文殊菩薩

為「信智」之表徵，第五十四次之參訪又再遇文殊，為「證智」之表徵。至此，

即表示善財遍求法門之結果已與本智相應，冥合而無二，已離能、所的分別之相，

得以照體而獨立。最後遇普賢菩薩，表示顯因廣大之相，即既已達智證無二，故

言亡慮絕，觸物皆道，法法全真，依正渾融，重重無盡，舉一法即是圓因，一切

諸法莫不如此，是即普賢廣大之境界。」35

澄觀於《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上有言： 

 

涅槃十八云。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即名丈夫。一近善知識。二聽聞正法。

三思惟其義。四如說修行。又四相品具四相故。名為丈夫。又云。雖是女

人能信自身有佛性者。即是丈夫故。男子不信即是女人。36

如上引文所述，親近善知識才能稱得上是丈夫，也才具格得以聽聞正法、思惟其

義，再進入到修行的次第。至於要如何承事善知識，甚至普事一切

 

善知識，經中

明言： 

善男子！汝不應修一善、照一法、行一行、發一願、得一記、住一忍，生

究竟想；不應以限量心，行於六度，住於十地，淨佛國土，事善知識。何

以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應種無量諸善根，應集無量菩提具，應修無量

菩提因，應學無量巧迴向，應化無量眾生界，應知無量眾生心，應知無量

                                                      
33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361b。 

34 參見《佛光大辭典》，p4888。 
35 同上。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8，《大正藏》冊 35，頁 7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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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根，……應普知一切世，應普行一切法，應普淨一切剎，應普滿一切

願，應普供一切佛，應普同一切菩薩願，應普事一切善知識。37

如上引文得知，藉由善知識的教導，可以讓行者的心量擴展得如虛空般廣大，不

以小小成就而沾沾自喜，應在善知識的引導下廣修普賢行，若能如此思惟，則能

更加重視與珍愛善知識，如經上所言：「善男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

人難得。若能發心，是人則能求菩薩行，值遇

 

善知識恒無厭足，親近善知識恒無

勞倦，供養善知識恒不疲懈，給侍善知識不生憂慼，求覓善知識終不退轉，愛念

善知識終不放捨，承事善知識無暫休息，瞻仰善知識無時憩止，行善知識教未曾

怠惰，稟善知識心無有誤失。」
38

根據楊政河的研究指出：「對於這五十三位善知識，就是入道五位中的行相；

因為在入法界品以前的三十八品經，僅僅解說其法理，恐怕後代學者會迷失不知

修行法則，所以文殊菩薩便想令善財童子透過這五十三參的教、理、行、果，信、

解、行、證的典範，讓後代眾生能夠有所依循，才安立這五十三參，以成一百一

十重的因果法門。其中五十即代表五位因果，每位各具十波羅蜜。另外三人是為

了說明法界體，才安立文殊為法身佛的根本智，普賢為差別智，彌勒佛是集文殊

與普賢行中的無作果，也就是五位中的智行因果；並且就以這三法來作為形成這

一個法界體用的自在無礙門，遍於與五位中五十個菩薩以為因果。如此在五位上

五十重波羅蜜皆有因果，那麼五十善知識中一中有二，五十中有百，通遍法界中

本來就是常行十波羅蜜，才形成一百一十。至於文殊、普賢與彌勒佛果，這三人

代表一真法界無功用行中的大用自在門。」 

 

39

如上所論，可從澄觀所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上言，可體會到更深層的

義理，澄觀言： 

 

且依古德配為五相。謂初四十一人名寄位修行相。寄四十一人依人求解顯

修行故。二從摩耶下九會。十一人明會緣入實相。即會前住等。成普別兩

行契證法界故。初得幻智後得幻住。該於中間如幻之緣。入一實故。三慈

氏一人名攝德成因相。會前二門之德。並為證入之因故。故法門名三世不

忘念。則攝法無遺。四後文殊名智照無二相。謂行圓究竟朗悟在懷。照前

行等唯一圓智。更無前後明昧等殊故。五普賢一人名顯因廣大相。始覺同

本圓覺現前。稱周法界無不包含故。其後四相亦得稱為寄位。前三義同等

覺故。摩耶慈氏並入重玄門。文殊表菩薩地盡心無初相。普賢義同妙覺。

                                                      
37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77，《大正藏》冊 10，頁 420b。 
38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5，《大正藏》冊 10，頁 352c。 
39 參閱楊政河：＜華嚴經宗教實踐的理論根據與行證法門＞，《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台北：         

慧炬出版社，1982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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纔見普賢便等佛故。40

根據如上引文所述，澄觀闡明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位階，從首位德雲比丘至第四

十一位摩耶夫人都稱之為「寄位修行相」，彰顯修行必須「依人求解」，不能憑空

想像。其次從摩耶下九會等十一人則闡明「會緣入實相，即會前住」等實踐綱領，

以成普行、別行而契證法界。最初得幻智後得幻住，該於中間如幻之緣，因為入

一實的緣故。至於談到第三，慈氏（彌勒）一人則名之為「攝德成因相」， 以會

通前二門之德，並為證入之因。因此，這個法門又名「三世不忘念」，則攝法無

遺。第四，後面提到文殊則名之為「智照無二相」，主要是描述文殊行圓究竟、

朗悟在懷的境界。依照前行等唯一憑藉圓智，更無前後明昧等差別。第五，普賢

一人則名之為「顯因廣大相」，始覺同本圓覺現前，稱周法界無不包含。其後四

相亦得稱為「寄位」。前三義同等覺故，摩耶慈氏並入「重玄門」，文殊表「菩薩

地盡心無初相」，普賢義同「妙覺」，才見普賢便等佛。   

 

如果從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對象中，加以分門別類地探求深義、闡明其理，

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澄觀言： 

八法界人類。於中有二。先明類別。謂知識雖多不出二十類。一菩薩。二

比丘。三尼。四優婆塞。五優婆夷。六童男。七童女。八天。九天女。十

外道。十一婆羅門。十二長者。十三先生。十四醫人。十五船師。十六國

王。十七仙人。十八佛母。十九佛妃。二十諸神。二顯義相有四。一約果

攝化。並是如來海印所現。二約因成行。皆是菩薩隨力現形。三約義顯法。

總是緣起法界之人法。四約相辨異。不出菩薩五生所收。一息苦生。如良

醫等。二隨類生。如外道等。三勝生。如善見比丘等。四增上生。如無厭

足王等。五最後生。如慈氏等。通即前四。各具五生可知。於中菩薩有六。

三處現身。一初文殊信位劣故。唯顯一人。二中間漸進現於二人。謂大悲

正趣。三位後成滿顯於三人。謂彌勒等。
41

澄觀指出，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裡屬於法界人類之中的類別，不外乎二十類，分

別為：一菩薩、二比丘、三尼、四優婆塞、五優婆夷、六童男、七童女、八天、

九天女、十外道、十一婆羅門、十二長者、十三先生、十四醫人、十五船師、十

六國王、十七仙人、十八佛母、十九佛妃、二十諸神。至於參訪法界人類所突顯

的義相則分為四項，分別為：一、約果攝化，並是如來海印所現；二、約因成行，

皆是菩薩隨力現形；三、約義顯法，總是緣起法界之人法。；四、約相辨異，不

出菩薩五生的範圍，有哪五種呢？一、息苦生，如良醫等；二、隨類生，如外道

等；三、勝生，如善見比丘等；四增上生，如無厭足王等；五最後生，如慈氏等。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5，《大正藏》冊 35，頁 915c。 
4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5，《大正藏》冊 35，頁 9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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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即前四，各具五生可知，於中菩薩共有六。三處現身：一初文殊信位劣故，唯

顯一人；二中間漸進現於二人，謂大悲正趣；三位後成滿顯於三人，謂彌勒等。 

再者，澄觀以法界事義析論，通貫入法界品分為十門，澄觀言： 

九法界事義者。通下諸位總有十門。一正報法界。二依報法界。三現相。

四表義。五言說。六義理。七業用。八說往因。九結自分。十推勝進。此

十門法界同一緣起互融無礙。42

如上引文所述，依法界事義而言，貫通以下諸位，總共可區分為十門：一、正報

法界，二、依報法界，三、現相，四、表義，五、言說，六、義理，七、業用，

八、說往因，九、結自分，十、推勝進。這十門法界同一緣起，互融無礙。誠如

賢度的研究指出，「華嚴教理的中心思想，是由佛海印定中所表現的法界無盡緣

起，而此法界緣起的究竟，乃是事事無礙法界，此為華嚴最高境界，乃一大法界

緣起，然此緣，乃稱性而遍事者，理事六相涉入之『因陀羅網境界也』。因陀羅

網境界，又作因陀羅微細境界，華嚴十玄門之一。」

 

43

若就＜入法界品＞文本的內容而言，可將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分位歸類，澄

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言： 

 

十隨文釋。依五相中。今當第一寄位修行相分五。初文殊一人寄十信。信

未成位故但一人。餘四十人寄十住等位。各有十。謂二從德雲至慈行寄十

住位。三善見至遍行寄十行。四鬻香長者至安住地神寄十向。五婆珊夜神

至瞿波寄十地。44

十隨文釋，依五相中，今當第一寄位修行相分五：初文殊一人寄十信，因為信未

成位，所以只列一人，其餘四十人寄十住等位，各有十人，分別為：從德雲至慈

行寄十住位，善見至遍行寄十行，鬻香長者至安住地神寄十向，婆珊夜神至瞿波

寄十地。以上已將善財所參訪的對象，被依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而

定位，令人藉由善財參訪善知識的事蹟，了解佛法修行的次第與實踐內涵。 

 

澄觀更直指善財、文殊、彌勒、普賢三者巧妙的關係，疏言： 

菩薩善根不遇如來智慧日光。翳死無疑通證前義。後我願滿下結會三聖。

言俱見我者亦有三意。一俱助化故。二善財表行。文殊信智。成正覺時俱

                                                      
4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5，《大正藏》冊 35，頁 915c。 
43
參閱賢度法師：＜華嚴哲學思想＞，《華嚴學講義》，（台北：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2010

年），頁 165。 
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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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此故。三者文殊古佛善財當佛。慈氏現佛。三世圓融浩然大均。故云俱

見。45

上言已明白指出，若能圓滿普賢行願，則能三際一如、當下證道，文殊古佛、

 

善

財當佛、慈氏現佛均同時成正覺，此處又一明證，若不能具體實踐普賢行願、進

而圓滿普賢行願，則成佛之事不過是紙上談兵、畫餅充飢、煮沙成飯的空談而已。

由此可見，所有一切信、解、行、證之細流，終將會歸普賢行願，趣入華嚴重重

無盡的普賢願海，方得以究竟成就，成佛之道，捨此無他。 

五、會歸普賢行願 

日本學者龜川教信於其所著的《華嚴學》一書中如是說： 

解釋普賢之字義，智儼說：「行周法界曰普，體順調善稱賢。」法藏稟承

其說：「德周法界曰普，用順成善稱賢。」澄觀、宗密亦大體襲依此說，

所以得知在教學上之解釋為一貫而且一致。此是自利利他稱讚圓滿大菩薩

行表現的善吉之名，所以其行能夠涵蓋極廣大的內容。46

龜川教信又言，在＜離世間品＞中揭示十種普賢心，與十種普賢行願法相互

照應時，住於大慈、大悲等菩薩利他心之大行。應以一切無所有之空為根基才能

獲得通達，此即是諸佛如來最大誓願授記法。能與此同一歸趣者，應「同號皆名

普賢」，必是獲得廣大無盡功德者。這在＜離世間品＞中說有二千行法，以真正

菩薩之行法，為了具備普賢之德，善住於無所有之心，修持波羅蜜行。法藏解釋

此品名，要以四法說明：「一 、離世間之妄執，二、緣起世間成為無自性故，三、

在世間而不為世間所攝，四、佛果究竟即一切世界而不著於世間。」普賢行是善

巧於一切行而泯滅其行跡，所以普賢行能現示其登堂正正之普賢行，解說廣大有

行而吉祥之普賢行，乃是華嚴深深內藏之空觀，要是看走了這一點，那可斷定是

真正不懂華嚴矣。

 

47

誠如蕭振士言：在＜入法界品＞中，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描述一位追求佛

道的人不畏艱難，歷經五十三次的參學，方能入於佛道。這中間先安排文殊師利

來到人間傳法，文殊代表智慧，也就是說明學佛要先具備智慧。安排普賢在最後

現身，則說明一切佛道都必須以願行的實踐才稱得上圓滿。

 

48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60，《大正藏》冊 35，頁 955b。 

因此，若無華嚴普

賢行願為最終依歸，就華嚴與其他經教作比較而言，便不能呈顯出殊特之處。 

46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台灣：佛光文化，1997 年），頁 178。 
47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台灣：佛光文化，1997 年），頁 181。 
48 蕭振士：《華嚴經易讀。入法界品(上)》（台灣：大千出版社，2005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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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嚴經．離世間品》中提到，菩薩必須發十種普賢心，能夠迅速得到成

就普賢善巧智，經言： 

佛子！菩薩摩訶薩發十種普賢心。何等為十？所謂：發大慈心，救護一切

眾生故；發大悲心，代一切眾生受苦故；發一切施心，悉捨所有故；發念

一切智為首心，樂求一切佛法故；發功德莊嚴心，學一切菩薩行故；發如

金剛心，一切處受生不忘失故；發如海心，一切白淨法悉流入故；發如大

山王心，一切惡言皆忍受故；發安隱心，施一切眾生無怖畏故；發般若波

羅蜜究竟心，巧觀一切法無所有故。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心，疾得成

就普賢善巧智。49

據上引文所述，主要是勸行者（佛子）要承當菩薩，必須發十種普賢心，哪十種

呢？即：一、發大慈心，二、發

 

大悲心，三、發一切施心，四、發念一切智為首

心，五、發功德莊嚴心，六、發如金剛心，七、發如海心，八、發如大山王心，

九、發安隱心，十、發般若波羅蜜究竟心。如果諸菩薩能夠安住此心，則能迅速

得到成就普賢善巧智。龜川教信的研究也指出，「《探玄記》有十種普賢行：『一、

達時劫，二、知世界，三、識根器，四、了因果，五、洞理性，六、鑑事相，七、

常在定，八、恆起悲，九、現神通，十、常寂滅。』又此十種之中各各具有十門，

辨明百門普賢行，由此則了知普賢行是何等的廣大了。」50

如前所述，已闡明發菩提心與善知識的重要性，但是最終還是要會歸普賢行

願，才能獲得究竟成就，證諸經言： 

從《探玄記》的「十

種普賢行」去闡揚《華嚴經．離世間品》中所談到的「發十種普賢心」，則更能

透顯普賢行的實踐內涵。 

善財童子親近佛剎微塵數諸善知識所得善根、智慧光明，比見普賢菩薩所

得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乃至算數譬

諭亦不能及是。善財童子從初發心，乃至得見普賢菩薩，於其中間所入一

切諸佛剎海，今於普賢一毛孔中一念所入諸佛剎海，過前不可說不可說佛

剎微塵數倍；如一毛孔，一切毛孔悉亦如是。51

如上所敘述，善財童子親近佛剎微塵數諸

 

善知識所得善根、智慧光明，比見

普賢菩薩所得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乃至算

數譬諭亦不能及是。此處已透顯若只是參訪善知識，其所得的善根與智慧光明是

極其有限的；反之，善財童子從初發心，乃至得見普賢菩薩，於其中間所入一切

                                                      
49 《華嚴經．離世間品》卷 53，《大正藏》冊 10，頁 332b。 
50 龜川教信著；印海譯：《華嚴學》（台灣：佛光文化，1997 年），頁 181。 
51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80，《大正藏》冊 10，頁 4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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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剎海，今於普賢一毛孔中一念所入諸佛剎海，過前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

倍，如一毛孔，一切毛孔悉亦如是。由此可得經證：唯有會歸普賢行願，才能發

揮不可思議的佛智威力。 

如上已敘明會歸普賢行願的重要性，再來亦可由＜入法界品＞原典中了解到

當時善財童子尚未證入普賢願海之中前，猶須經過一番學習領悟，經言： 

善財童子於普賢菩薩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

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

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亦不能知佛海次第、

佛海藏、佛海差別、佛海普入、佛海生、佛海滅所有邊際；亦不能知菩薩

眾海次第、菩薩眾海藏、菩薩眾海差別、菩薩眾海普入、菩薩眾海集、菩

薩眾海散所有邊際；亦不能知入眾生界、知眾生根、教化調伏諸眾生智、

菩薩所住甚深自在、菩薩所入諸地諸道，如是等海所有邊際。52

據上引文所述，描繪了善財童子的窘境，善財處於普賢菩薩毛孔剎中，「行一步，

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

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

亦不能知佛海次第、佛海藏、佛海差別、佛海普入、佛海生、佛海滅所有邊際；

亦不能知菩薩眾海次第、菩薩眾海藏、菩薩眾海差別、菩薩眾海普入、菩薩眾海

集、菩薩眾海散所有邊際；亦不能知入眾生界、知眾生根、教化調伏諸眾生智、

菩薩所住甚深自在、菩薩所入諸地諸道，如是等海所有邊際。」此處說明善財再

位契入普賢願海之中，猶不能起神通妙用。 

 

雖然善財未圓滿佛果，但是「善財童子於普賢菩薩毛孔剎中，或於一剎經於

一劫如是而行，乃至或有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如是而行，亦不於此剎

沒、於彼剎現，念念周遍無邊剎海，教化眾生，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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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剎等、行等、正覺等、神通等、法輪等、辯才等、言

辭等、音聲等、力無畏等、佛所住等、大慈悲等、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

此處經證更加說明，一個行者在尚未成就之前，必須非常精勤，甚至念念將菩提

心周遍無邊剎海，教化眾生，使令趨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迨至菩提心漸趨圓

滿，剎那會歸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自得不可思議神力，如經言： 

                                                      
52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80，《大正藏》冊 10，頁 442b。 
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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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54

如上引文所述，善財既已依次第修行而得契入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自然具足與普

賢等，與諸佛等，能夠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同時也具有不可思議解脫自在等神力。           

 

華嚴義海廣大深邃、無有邊際，若欲了知普賢的內證境界，可由經文中盡窺

全貌，如經言：「善哉佛子！如汝所言，若此菩薩摩訶薩同一切佛，以何義故不

名為：佛？乃至不能捨菩薩道？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已能修習去、來、今世一切

菩薩種種行願，入智境界，則名為：佛；於如來所修菩薩行無有休息，說名：菩

薩。如來諸力皆悉已入，則名：十力；雖成十力，行普賢行而無休息，說名：菩

薩。知一切法而能演說，名：一切智；雖能演說一切諸法，於一一法善巧思惟未

嘗止息，說名：菩薩。知一切法無有二相，是則說名：悟一切法；於二、不二一

切諸法差別之道善巧觀察，展轉增勝無有休息，說名：菩薩。」55

已能明見普眼境界，說名：普眼；雖能證得普眼境界，念念增長未曾休息，

說名：菩薩。於一切法悉能明照，離諸闇障，名：無礙見；常勤憶念無礙

見者，說名：菩薩。已得諸佛智慧之眼，是則說名：覺一切法；觀諸如來

正覺智眼而不放逸，說名：菩薩。住佛所住，與佛無二，說名：與佛無二

住者；為佛攝受，修諸智慧，說名：菩薩。常觀一切世間實際，是則說名：

住實際者；雖常觀察諸法實際，而不證入亦不捨離，說名：菩薩。不來不

去，無同無異，此等分別悉皆永息，是則說名：休息願者；廣大修習，圓

滿不退，則名：未息普賢願者。了知法界無有邊際，一切諸法一相無相，

是則說名：究竟法界捨菩薩道；雖知法界無有邊際，而知一切種種異相，

起大悲心度諸眾生，盡未來際無有疲厭，是則說名：普賢菩薩。

由上可見，菩

薩無有休息，修證位階與內涵的分際是相當分明的。接著，再從經證徹底了知普

賢願海的內涵，經言： 

56

上段引文已清楚地展列了菩薩的次第與內涵，不但層次分明，而且析論通透，可

將上述歸納為：一、「菩薩」：已能明見普眼境界，證得普眼境界；或者於一切法

悉能明照，離諸闇障；或者已得諸佛智慧之眼而不放逸；或者住佛所住，與佛無

二，為佛攝受，修諸智慧；或者雖常觀察諸法實際，而不證入亦不捨離者。二、

「休息願者」：不來不去，無同無異，此等分別悉皆永息。三、「未息普賢願者」：

廣大修習，圓滿不退。四、「究竟法界捨菩薩道」了知法界無有邊際，一切諸法

一相無相。五、「普賢菩薩」：雖知法界無有邊際，而知一切種種異相，起大悲心

度諸眾生，盡未來際無有疲厭。 

 

                                                      
54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80，《大正藏》冊 10，頁 442a-b。 

55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7，《大正藏》冊 10，頁 228b。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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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入法界品》上言：「善男子！毘盧遮那如來，於過去世，如是修

行菩薩行時，見諸眾生——不修功德，無有智慧，著我、我所，無明翳障，不正

思惟，入諸邪見，不識因果，順煩惱業，墮於生死險難深坑，具受種種無量諸

苦。——起大悲心，具修一切波羅蜜行，為諸眾生稱揚讚歎堅固善根，令其安住

遠離生死、貧窮之苦，勤修福智助道之法；為說種種諸因果門，為說業報不相違

反，為說於法證入之處，為說一切眾生欲解，及說一切受生國土，令其不斷一切

佛種，令其守護一切佛教，令其捨離一切諸惡；又為稱讚趣一切智助道之法，令

諸眾生心生歡喜，令行法施普攝一切，令其發起一切智行，令其修學諸大菩薩波

羅蜜道，令其增長成一切智諸善根海，令其滿足一切聖財，令其得入佛自在門，

令其攝取無量方便，令其觀見如來威德，令其安住菩薩智慧。」57

六、結語 

以上所言，不

啻為普賢行願的實踐綱領與實踐內涵。 

披覽《華嚴經‧入法界品》全文，不難發現貫穿＜入法界品＞整體的三大主

軸，即是主角——善財童子，透過濃郁的文學筆觸描寫了善財為法決絕的種種勝

行，為的是什麼？所為何來？不外乎生起大悲心後，為了解脫生死的纏縛，為了

圓滿菩薩道，進而能夠成就究竟圓滿的佛果，因此不惜千辛萬苦與生死的考驗，

想透過參訪善知識的教導獲得成就，而成就與否的關鍵則在於菩提心。 

如果發菩提心則能洞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的廣大無礙境界；

甚至可以說，不發菩提心就無法體證華嚴自內證境界，也無法圓滿普賢行願，更

無法圓成實證佛智。由此可見，菩提心乃是一切修學、成就的關鍵所在。華嚴的

次第與菩提心之間的關涉何在？若發菩提心即具足信（十信）、解（十住）、行（十

行）、願（ 十向）、證（十地），加上不斷地參訪善知識，精勤不懈，通策於前，

即成諸位，華嚴所揭顯的菩提心與眾不同之處正在於此，強調發起菩提心的剎那

即具果地的因（種子），若依此次第而修，即能漸增實踐位階，地地增上，以臻

等覺、妙覺，圓滿菩提心即成就佛果。 

大悲心及菩提心固然重要，但修行者若無大智當前導，藉以生起大悲心，繼

而發起菩提心，斷無成就之可能，猶如田地無播種種子，必無結果之可能性；進

一步而言，空有悲心願力，而無真善知識引導會歸普賢行願，也恐徒耗心力、事

倍功半，甚或老牛耕錯田，瞎忙一場。 

因此，善財、善知識、菩提心、普賢行願四者，構成＜入法界品＞的靈魂要

素，掌握了這四大元素，也就能洞悉＜入法界品＞的精蘊，甚至通透整部《華嚴

經》所暢演的自內證境界的核心，回首咀嚼八十華嚴的前六十品，更能領略整部

                                                      
57 《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72，《大正藏》冊 10，頁 3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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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巧妙布局、寓深奧佛學義理於文學之中，盡闡華嚴玄微妙旨之處，真實領悟

所有一切信、解、行、證之細流，終將會歸普賢行願，趣入華嚴重重無盡的普賢

願海，方得以究竟成就，成佛之道，捨此無他。 

綜結上論，《華嚴經》透過各品詳盡地描述了整個法界的殊勝莊嚴，使行者

依淨信而發菩提心，終入佛海，由初信入十信，乃至遞經十住、十行、十迴向、

十地，而入於法界不可思議境，進而成就圓滿佛道。如《華嚴經》中所言：「若

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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