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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據大乘大藏經系統來説，《華嚴經》1的重要内容是說佛陀出世是爲了教導衆

生見佛知見，爲了安樂衆生。所以佛陀出示非常重要，這是真理，是法音，是一

切法。爲了衆生的關愛因此，在成道之後，第一件事情佛陀要做是宣說《華嚴經》

讓衆生瞭解華藏世界-在《華嚴經》提出三世諸佛已證悟的世界。 

《華嚴經》或《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一部大乘經典，在文學價值思想，經涵

藏淵深的意義，超越世俗的知識，所以只有上跟菩薩，大乘種子的凡人或發堅固

的菩提心才能領會這部經的精髓。在《華嚴經》，佛陀用善巧方便的方式引導行

者2在世間的每個角落都可以學習的場所，以世俗世間來精華人生，在世俗裏找到

自己的本來面目或佛性，自利利他。在《華嚴經》，佛陀提出從切實的生活學習

證悟的過程，善財童子為代表人物。透過五十三參求善知識的歷經，文殊菩薩代

表智慧圓滿與普賢菩薩代表行願具足引導善財童子完成求菩薩行。經過時幾年求

學，善財被訓練成一位能夠利益一切衆生的童子。其中，發菩提心與親進善知識

學習是善財童子重要成就菩薩道的原素。 

華嚴以帶來給人生華的法界，使人找到自己永恆不壞的真善美。行者以「隨

緣不變，不變隨緣 」的精神來成就人生的生活，我們才容易進入佛的華藏世界。

除此以外，《華嚴經》是一把鑰匙打開涅槃的門，是一座橋鏈到諸佛的妙光世界。

覺悟到這一點，禪師贊嘆說「這座山，小溪，深林等竟象，如果我們以不貪，嗔，

痴，無分別的眼光來開，這些竟象都是涅槃。涅槃不是在某個原型的地方，涅槃

就在我們自己的當下」3 

華嚴就是本心，佛性智見，真如等，它隨時都在但我們被無明覆蓋還沒看

到。因此，想世界清净，衆生充滿快樂，我們一定要跟善財童子學習「入法界」。 

關鍵字：善知識，菩提心，入法界，善財童子 

                                                      
1 CBETA《大正藏》，第 10 冊 no.0279。 
2
 修菩薩道的人。 

3
 釋清慈，《越南禪師》，頁 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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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華嚴經》漢譯之形成 

第一節、經名之意義 

《華嚴經》是一部大乘經典顯現出佛陀修行的高深果德因緣。《華嚴經》

全名稱《大方廣佛華嚴經》，或稱《大方廣佛會經》，亦稱《雜華經》、《不思議

解脫經》。 

在〈普門學報〉, 論文《華嚴經》的形成、漢譯、基本思想及其修行論意

義，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楊維中，很仔細解説經名的意涵「佛法周邊一切時，

一切處；佛法包含一切萬事萬物，無處不至」。4 

《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題包含了諸多涵義： 

「大」就是「周遍」、「包含」 的意思。所謂「周遍」是指佛法周遍一切

時、一切處，「時」指時間，「處」指空間。所謂 「包含」，是指佛法總攝

一切，包容一切，即任何事物都在佛心中顯現，沒有一事、一物、一位眾

生能夠在佛心之外。 

「方」是「方正」的意思，指此經所講的義理不偏不倚，真正正 確。 

「方廣」也可以合起來講，指「十二分教」中的「方廣分」。此處的「方

廣」是大乘的 代稱，與「方等」的含義相同。「大」本來與「方廣」的涵

義相同，此經題在「方廣」之前 加上「大」字，表示此經既「大」又「方

廣」。也就是說，此經總說「一心法界」之體用， 廣大無邊，因而稱之為       

「大方廣」。「華」字與「花」字相同，以「花」作莊嚴，就稱之為 「華

嚴」。而「華嚴」與「佛」又構成因果關係，「華嚴」是「因」，「佛」是「果」，

菩 薩修習「四攝」、「十度」是「因」，最後成佛是「果」。此經為釋迦成

佛後第一次說法， 在菩提場等處，藉普賢、文殊諸大菩薩顯示佛陀之「因」、

                                                      
4 楊維中，〈《華嚴經》的形成、漢譯、基本思想及其修行論意義〉。《普門學報》26，高雄：普

門學報社，頁 8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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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果德」如雜華般莊嚴， 其所說法廣大圓滿、無盡無礙。 

總體而言，「大方廣」是指所證之法，「佛」為能證之人， 也就是證得「大

方廣」之理的佛，「華嚴」二字是對佛的比喻。因位之萬行如「華」，以此 

「華」莊嚴果地。此經除了毘盧遮那佛之外，文殊師利菩薩、普賢菩薩、

金剛藏菩薩以及善 財童子是其中最為重要、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形象。

文殊菩薩象徵般若智慧，普賢菩薩象徵菩薩行。 

從「華嚴三聖」的角度解釋《華嚴經》的經題，則是以文殊菩薩的大智，

去運普賢 的大行，由兩者來莊嚴毘盧遮那佛的清淨法身。而〈十地品〉

中出面為會眾演說十地之法的 金剛藏菩薩是菩薩修行中所證之智的象徵

與化身。〈入法界品〉所塑造的善財童子則象徵著 以文殊的大智慧，運用

普賢行，來證入法界，成就佛果。5 

 

「大」 不是對小的意思，所謂大是大用或縂體；大是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一真法界，亦為真心、自性、是佛性或禪宗常稱為本來面目。佛陀證道之後，明

瞭萬事之縂體、理。大是縂體，從縂體上分為時間，時間不斷變移；空間，空間

皆常變化，它們互相作用、影響到一切萬物。 

「方」是正方。「方」還是「大相」，是自性本體智慧德行圓滿。 

「廣」是寬廣，是指宇宙的時間、空間，萬物的生存，萬事的運作，一切變

化都不離宇宙之外。「廣」是大用，覆蓋周邊的一切法界。 

「佛」是果大，佛陀之簡稱，意思是覺或智。佛陀是永恆的法身，或從縂體

上產生出報身，應化身。此為如來不動的出現，變化無窮無盡之利益。 

「華」是因大，代表一切法。「華」有兩個意思，一者菩薩的六度波波羅密：

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此六波波羅互相幫助互相影響，二者為莊嚴一

                                                      
5〈《華嚴經》的形成、漢譯、基本思想及其修行論意義〉，〈普門學報〉第 26 期 / 2005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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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學佛的人要培養德行才是真正的莊嚴相。 

「嚴」代表智慧，真正的智慧。  

總之，《華嚴經》的經名雖然只限制在幾個字，但已涵蓋很深奧的意思，

佛陀在《華嚴經》是宇宙之縂體，即毗盧遮那佛的法身。佛陀的德行與智慧覆蓋

整個宇宙的萬事萬物，以這樣的福德莊嚴佛土，引導衆生向真善美的徑路前進。 

第二節、 佛說《華嚴經》時期： 

華嚴法會是一場深奧稀有的説法，《華嚴經》是由毗盧遮那佛的報身在說法，

毗盧遮那佛之報身是迦牟尼佛的本寄，是佛的福德智慧身。佛陀容易教化衆生是

因爲他的話語、行動、工作皆從智慧與慈悲發出。在這樣的基礎上，華嚴開發出

新的見解，我也是佛的法身之一，因爲我在學習與行持佛法，思考報身，依佛的

報身修行讓自己的報身更生長。 

華嚴的精神讓我們有一種新鮮瞭解佛陀的概念，跟其他經有所不同就在於不界限

或固定在任何形式，展開我們寬廣的眼綫。佛是佛慧，佛慧照到同女，同女即佛，

佛照到長者，長者即佛。我們執著在於如果見佛的三十二相好即能看到佛陀，此

是一種錯誤，因爲一位轉輪聖王也有這些相好，《經剛經》曰： 

若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來6 

因此，生身佛雖不存在但法身佛永恆存在，有許多人一直接承佛陀，形成佛

教從不斷的流轉到現在，利益一切衆生。 

《華嚴經》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7，通於宇宙，以宇宙當成法界。毗

                                                      
6
 《金剛經》，T08 no.0235_001，0752a16。 

7
 《華嚴經探玄記》， T35 no.1733_001,0111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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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遮那佛的報身在蓮花藏世界教化諸菩薩，釋迦牟尼佛是化身在娑婆世界隨從衆

生，以種種善巧方便教化衆生。佛為隨衆生根基差別而顯現種種身來度化衆生。 

毗盧遮那佛譯為普光明照，是智慧光明，雖然看不見但普照處處不到。 

毗盧遮那佛代表佛陀的十身，一般的觀念認爲上帝造成人類與宇宙，佛身《華

嚴經》的觀念有所不同，智者大師譬喻像蓮花在大池，有些還在泥土下還沒盛出

水面，有些正在水面生長但還沒開花，有的在含在花苞裏。換句話説，五蘊發展

到最高的毗盧遮那就影響到萬事萬物。 

《華嚴經》的十種佛身： 

1、 衆生身：即五蘊身，佛陀也從五蘊身修行證成正果，但佛陀不被五蘊身控制，

衆生因為無名覆蓋執著五蘊身，所以不斷受到種種煩惱，一直在生死苦海輪轉不

能到彼岸。 

2、 國土身：從五蘊身上為基礎，產生出生活的存在，國土身是指山河大地，萬

事萬物。依華嚴的精神來説，看山河嵩高，看河水流動，小鳥飛翔，佛像的莊嚴

等使人發菩提心，這是無情説法，或毗盧遮那身給這些景相一種佛力吸引他們進

入佛道。因此，在行者的眼光裏，山河大地一切都是莊嚴都是佛。 

3、 業身：佛陀以 80 相好莊嚴其身。 

4、 聲聞身：從衆生身了知人生不恆常，因此需求找常恆的願望，捨棄世間生活

進入佛門 

5、 緣覺身：觀緣起生滅，一切都不脫離緣起真理，看到緣起即看到正法，看到

佛。 

6、 菩薩身：實現菩薩道教化衆生讓他們脫離苦海。 

7、 如來身：此身不需要出現在衆生的生活裏求度他們，也不要在深林隱身修行

如緣覺，也不用在團體生活精進修行如聲聞，因爲如來身「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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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個身教化一切衆生而不用舉身動心。 

8、 智身：在修行的過程中，依照修行的階段而應用不同的身來修行，直到成就

如來身。這時如如不動但仍無處不在求度一切衆生，因此如來不用血肉身或語言

等來教化而用般若智慧來求度衆生。 

9、 法身：如來智照到哪就把那裏的一切法變成佛的法身，到這佛的法身概念比

原始佛教的概念越廣大越深奧了。 

10、 虛空身：常寂光世界或毗盧遮那身。 

《華嚴經》結合上面的十身成為真善美的佛陀也就是毗盧遮那佛的縂體，結

合真理與智慧，影響九種身下面，從聖者、凡夫甚至所有有情無情的衆生。 

《華嚴經》的眾會：十種法身是十種會衆來參加華嚴海會。這些人已經善良，

心意都充滿了佛法，在無量劫以前已種下諸善根，已供養無量無數佛，因此現世

對大乘佛法的教理有大的因緣。華嚴的眾會皆為菩薩初發心，所以可以説《華嚴

經》是屬於別教。 

《華嚴經》的時間觀： 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之後 21 天就說「最初成道，於三

七日說《華嚴經》」8。華嚴屬於微妙的世界所以時間沒有分為過去，現在，未來

很清楚，它們組成一個綿長的現在，過去與未來融合在綿掌的現在裏。 

《華嚴經》的空間觀：華嚴的空間不是被分成山高、深林、河、海、黑 、亮、

有形或無形的區分。空間由宇宙的萬事萬物相容相攝而構成「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 

華嚴的宇宙觀：華嚴的時空是屬於心理程式超越我與我所，只單純造成法界

比一般的世界不同。法界不離世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解」9，但它不是「一」。

如果還沒達到菩薩生活的心靈世界，就好像科學研究家，他們學術很淵博，他們

                                                      
8
 《天台山方外志》，GA088，no. 0089_007, 0250a03。 

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T48n2008_001，0351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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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研究方面，沒有正真進入修行領悟。佛教有一句話：「飲水自領暖知」。因

此，除了有深廣的研究意外，我們要實踐佛法的教理才能進入佛法海的世界。這

也是《華嚴經.入法界品》的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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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華嚴經》之出處與翻譯 

第一節、《華嚴經》出處 

佛教的典籍一直到第三次結集才真正被寫成文字流轉在世間。《華嚴經》屬

於「一乘圓頓」，罕見流傳。釋迦牟尼佛入涅槃後 600 年，龍樹菩薩出世的時期

才外流到世間。 

《華嚴經》從宇田國中亞區逆轉到印度（龍樹菩薩時期），劇觀如《中國佛

教記載》佛滅度後，《華嚴經》在印度失流，後來龍樹菩薩流轉這部。經龍樹菩

薩還造《大不可思議論 》一百千首偈頌解説這部經。 

据印度佛教史，《華嚴經》在龍樹菩薩之前已經有了，馬鳴菩薩在龍樹時期

之前已開展華嚴思想，後來由龍樹菩薩宣揚。《華嚴經》有三部10 

第一部：《大華嚴》由毗盧遮那佛的法身選。 

第二部：《中華嚴》由毗盧遮那佛的報身選。 

第三部：《小華嚴》由釋迦牟尼佛選。 

此三部經都藏在龍宮，因爲大與中華嚴重量太大，龍樹菩薩沒辦法帶回來所

以只能帶一百千首偈頌的《小華嚴》，後來選寫成 45 千首偈頌流傳在人間。 

「佛陀」的概念在《華嚴經》與其他大乘經典和原始佛教有所不同。  

對佛經而言，如果我們以「一般的知識」來研究是不能深入瞭解佛法深奧的教理，

因此佛陀以般若佛智與堅固的信心才能看到萬法性空的真相。 

第二節、《華嚴經》之譯經 

据智净和尚的《華嚴經大綱》11有四版譯經： 

1、 三藏法師佛陀[駄]跋陀羅12，東晉義熙（405 年－419 年）14 年，在楊州道塲

寺，譯六十華嚴，60 卷。 

                                                      
10
 釋智廣，《華嚴經注解》，胡志明市出版社，1990。 

11
 釋智净,《華嚴經大綱》，宗教出版社，1992 年。 

12
 佛陀[駄]跋陀羅、佛度跋陀羅、佛大跋陀、跋陀婆羅（359-429），漢譯爲覺賢，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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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藏地婆訶羅
13
，漢譯日照法師，永隆唐朝（680），譯八十華嚴, 80 卷。 

3、 三藏 Siksananda 14 唐武周 （695）譯新譯華嚴或八十華嚴 80 卷。 

4、 般若法師15（prajna）, 貞元唐德宗（785 年正月—805 年八月）譯 81 卷，加

進「普賢行願品」零一品，或《四十華嚴》。 

5、 其他作者的注解：《華嚴經》發展在中國，後來在本過成立了華嚴宗。初祖

杜順法師（557-640），但到了第二祖智嚴法師（602-668）才正式成立華嚴宗。 

《華嚴經》總共有 81 卷，分成 40 品九會七處。 

1、 第一會：菩提道場 

佛陀對聼眾說涅槃安樂的境界（佛境界），此境界以無量無數秒法來莊嚴佛土，

毗盧遮那佛萬德圓滿正在坐在經剛寶座上。 

2、 第二會：普光明殿 

佛坐在蓮花臺在普光明殿，十方的菩薩都來參與，佛用實證的智慧 (普光明)

來説法。這是證道的聖人境界，只有同行，同情，同業的人才瞭解，佛在普光明

殿講說十信。 

3、 第三會：忉利天 

佛陀不離菩提樹，但能到須彌山的諦釋宮殿，諦釋王裝皇宮殿恭請如來，他

與諸天說贊嘆佛陀的偈頌，佛陀登坐講說十住。 

4、 第四會：摩夜天宮, 佛陀到摩天宮講十行。 

5、 第五會：兜率天宮，佛陀在兜率天宮講十回向。 

6、 第六會：他化天宮 

                                                      
13
 地婆訶羅（梵語 Divākara；613 年－687 年），意譯日照，中印度人，唐朝佛教高僧。 

14
 Siksananda( 655-970), 將《八十華嚴》入中國翻漢譯的高僧。 

15
 般若法師，唐代翻經唐僧，又稱般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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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他化自在天宮摩尼寳殿裏，十方菩薩皆聚集，那時由金剛藏菩薩的威

德，進入大智慧光明三昧，受到佛陀贊嘆，金剛藏菩薩出定後跟大眾說十地。 

7、 第七會：普光明殿 

在普光明殿，普眼菩薩問佛陀普賢菩薩已修的三昧，佛陀叫普眼菩薩自己問普

賢菩薩，這時大衆非常渴望看到普賢菩薩用神力出現在大衆面前講說十大三昧16
。 

8、 第八會：普光明，佛陀說圓融法「有」與「空」都消滅，證得正等正覺果位。 

9、 第九會：逝多林給孤獨園 

佛陀跟五百位大菩薩文殊，普賢以及大聲聞與無量世主等聚集。佛顯現諸

神通，諸法門，諸三昧，文殊菩薩說偈贊嘆，諸菩薩得無數大悲法門，利樂一切

十方衆生。 

上面的九會在描述佛陀從發心修行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果位的過程，透過心

靈層面上的路徑，佛陀已説法度化衆生無分別。經過九座法座但從不離菩提道場，

是不離真心而説法。在佛法無窮無盡的精神上來看，佛法的壽命存在長恆在法身

永恆不變。佛陀爲了方便入涅槃，但其實他仍顯現在我們每個人的心念裏頭。 

佛身充滿於法界    普現一切眾生前， 

隨緣赴感靡不周    而恒處此菩提座。17 

第三節、華嚴宗的宗旨 

華嚴宗以《華嚴經》思想為宗旨「一切唯心造與一心真如法界緣起」意

爲一切法皆從真心本覺生。《華嚴經》主張以心為主題，心外無所存在，或「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 」 ，重要的是找出心靈與物質之間都有同一體的密切關係

「佛心及衆生心無差別」。毗盧遮那佛行成法界性「法界重重緣起」。這個法界

也在世間相之外就能找到解脫在其他地方。 

                                                      
16
《華嚴經.十定品》，T10n0279_040，0212c05。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_006 ，0029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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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這個世間，行者分別真妄，滅除一切顛倒妄想令心清净，這是解

脫，這也是華嚴世界。上面是大概介紹《華嚴經》的經名，經的出處，漢譯以

及華嚴宗的宗旨，讓行者對這部經有根本的瞭解以方便可以進一步研究《華嚴

經．入法界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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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華嚴經．如法界品》的三個要點 

想研究《華嚴經.如法界品》之前，筆者先介紹〈入法界品〉的三位為重

要的人物，一者、文殊菩薩，二者、普賢菩薩，三者、善財童子。五十三位善

知識都有他們的重要性，但上面的三位在開示，悟入，印證的方面有重要的角

色。換句話説，這三位代表智慧（大智文殊菩薩），願力（普賢菩薩），發大菩

提心（善財同子）「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利弗！云何名諸佛

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18。在這樣的

精神上，《華嚴經》以智慧觀察一切對象，透過佛力的大悲心願使行者到達解脫

彼岸，成就一切智。 

第一節、文殊菩薩：智慧 

文殊菩薩即大智文殊菩薩，是一位統領智慧教化衆生的菩薩，如來不可思議

的智慧，文殊菩薩都能領會，因此，我們可以說文殊菩薩代表釋迦牟尼佛的大覺，

文殊菩薩以化身來出現在世間。從經文裏我們可以看到哪段有提到五相，無言，

不可思議就有文殊菩薩出現攝受全部智慧與精神。例如，維摩詰生病時，佛陀叫

舍利佛去看病，但舍利佛拒絕因爲他不夠智慧跟維摩論壇無相不可思議。因此，

文殊菩薩替舍利佛來看維摩的病情。 

 

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利與大眾俱來，吾將立空室合座為一座，以疾

而臥。」文殊師利既入其舍，見其室空，除去所有，更寢一床。維摩詰言：

「勞乎，文殊師利！不面在昔，辱來相見。」19 

 

文殊菩薩騎獅子，手拿金剛寳劍，代表般若智慧，能砍斷所有微細的煩惱漏惑。 

文殊菩薩，號法王子，意為法王的兒子有智慧不可思議，可以明瞭與保護無

                                                      
18
《妙法蓮華經》，T09n0262_001，0007a15。 

19
《佛說維摩詰經》，T14n0474_001，0525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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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無量的如來法寶家產。文殊菩薩是佛母，因爲智慧生出佛果。在《佛教聖典》

20 智慧生出如來，如果有人尋找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的根源，那誰是佛母。 

〈入法界品〉有提到文殊菩薩度化衆生入法界, 優秀的弟子代表是善財同子。

從文殊菩薩學習，善財可以入法界，亦從這品我們能看到《華嚴經》意義。文殊

菩薩出世爲了開善財童子的菩提心，引導他如法界的因緣。所有文殊菩薩作有不

可思議的意思，菩薩的智慧照在哪裏，那裏變成佛界，誰受到菩薩引導，未來都

深入佛慧。文殊菩薩是佛陀的化身，出現爲了開示善財童子入法界。從基本的智

慧，善財善財慢慢成就後得智慧。在〈入法界品〉中，彌勒菩薩對善財童子說「汝

先所見諸善知識，聞菩薩行，入解脫門，滿足大願，皆是文殊威神之力，文殊師

利於一切處鹹得究竟」。21 

第二節、普賢菩薩：行願 

普賢菩薩是一位代表菩薩修行度化眾生的行願，在本願裏已包含普賢的

智慧，行持，本體。因此，所有菩薩入法界都從普賢菩薩的一般的生活出發與

誓願。善財童子求學五十位多善知識的目的是想統一自己和普賢成了一體，最

後受到普賢菩薩印證修行因地，知見，本願，以及神通等一切佛法都從普賢菩

薩發出。因此，在修行菩薩道，普賢菩薩從一發心到圓滿菩提，他一直跟隨行

者。換句話説：行菩薩時，首先要發願到圓滿理想爲止。 

本願是佛教術語從普賢菩薩大行願流出，這個行願是從堅固的信心所以有

堅固的性質。修大乘的行者，以普賢的「四大弘願」22為縂願以及每個人都要立

自己的行願。例如東方阿閦佛23的二十四誓願，西方阿彌陀佛的四十八誓願，阿

                                                      
20 林郁《佛教聖典》，布拉格文創社，2016 年。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0279_079, 0439a20。 

22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23
 阿閦佛（梵語： Akshobhya），又名不動佛、無動佛、阿閦鞞佛、阿芻鞞耶佛、惡乞芻毗也

佛、不恚佛、無怒佛、無嗔恚佛、金刚不动佛以及寶幢如來稱號，五方如來之中的東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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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尊者發「五濁惡世誓先入」24 ，地藏王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衆生易度

方證菩提」，普賢的本願是求度友情與無情衆生，他的行願在凡夫的生活中實

現，引導衆生捨離世間法進入實現出世間的解脫。 

《華嚴經》主張以心行道，不被妄想支配所以菩薩的行爲是不可思議的，

從成《華嚴經》代表如來的智慧與正修行的意義全顯示在《華嚴經．普賢品》，

發願更讓人勇猛堅固超越一切困難與煩惱。普賢菩薩坐在白象有意思以猛烈的

力量莊嚴身心，令法界更加安然自在。只有菩薩才能扛得起普賢菩薩的工作。

想修行普賢菩薩的行願，行者一定要經過三乘教。從凡行者修三業清净，離貪

嗔痴，使無明滅，智慧顯。從人生中圓滿人承教，天承教，行者繼續圓滿三承

教聲聞，緣覺，菩薩。我們修聲聞緣覺以展養道德，知識然後入世實行菩薩道

利益衆生。從這個觀點我們知道佛教的教育首先教導衆生德行，後來才教導衆

生開展智慧。菩薩成就圓滿這兩個要點後才深入世間求度衆生，才不會被世俗

的阻礙。孔子有句話說「得勝過才是君子，才勝過德是小人」25。佛陀被稱尊為

兩足尊是因爲能圓滿福德與智慧所以受到人間的恭敬，是天人的導師。從普賢

菩薩本願，行者已充實菩薩的福德與智慧，進入世間度化衆生，透過利益衆生

的過程，行者有機會加强自己的行願，隨被外景所迷惑干擾但永遠不會退志。 

就三乘教，菩薩開始入法界，不透過文字，直接從心教化。善財童子在最

後一次到菩提道場，普賢菩薩贊嘆童子的功德，善財受到普賢菩薩的印證，自

己與普賢菩薩不易，普賢菩薩的心轉化為童子的心，善財的心已證得跟普賢菩

薩同願同行。轉化衆生從内心，支配事情亦從内心，以心轉物，以心使工作成

就的力量稱爲無作妙力。這是《華嚴經》的重要内容，已證得心靈之後，智慧

與心識的力量。《華嚴經》代表大乘佛教的教育，圓滿衆生兩方面「智」與

「行」。 

                                                      
24
《諸經日誦集要》J19，no.B044_003，0166c03。 

25
 陳磊，《資治通鑑》中華書局，p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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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善財同子：大菩提心 

善財童子不辭千辛萬苦，爬高山，飄大海，闖王宮，進民窟，上刀山，下

火海，參拜了五十三位善知識者。善財經歷一百一十城，前後參訪了五十三位善

知識，故稱五十三參。善財童子代表菩提智覺或菩提心，菩提心是重要的因素在

佛陀教化衆生方面，菩提心是重要的對象讓佛陀顯示在世間啓發每個人的覺悟性。 

《華嚴經．普門品》以一百多個譬喻來描述菩提心，菩提心如種子生出萬法、

如好肥養清净的法、如大風、如日光照亮整個宇宙、如國王超越二乘、如花園、

如祖先、如大雪山養智慧藥樹、如妙山生出一切功德、如虛空無邊、如蓮花隨在

泥土但不染等。26 

這段經文讓我們知道菩提心對衆生覺悟的價值，成就佛法最勝的功德，產

生菩薩的道行，菩提心是十方諸佛之母，因此，菩提心不止有盛大的功能以外，

它還是人類生活的脈絡，這顆心在每個人都平等。 

善財童子在文殊菩薩開啓之後已發菩提心，在文殊菩薩指導之下，善財游行

求學善知識實行菩薩行的方式。文殊菩薩贊嘆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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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是時，文殊師利宣說此法，示教利喜，令善財童子成就阿僧祇法門，具

足無量大智光明，令得菩薩無邊際陀羅尼、無邊際願、無邊際三昧、無邊

際神通、無邊際智，令入普賢行道場，及置善財自所住處；文殊師利還攝

不現28」。 

                                                      
26
《妙法蓮華經．御製觀世音普門品經序》，T09，no.0262_007。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0279_080, p0335a23。 

28
 同上，p0439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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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梵文 Bodhicittotpàda，anuhatraỳam sàmyyaksambodhau cittam utpàdam，

無上正等正覺心，求解脫心，善財的菩提心已成熟所以文殊菩薩在福城第一次聼

法就能脫離俗世心開啓了覺悟心。每個人都有菩提心但爲了無明覆蓋不能顯現。

菩提心陰藏在藏識，一旦無明被消除自然佛性顯現，即沒有貪嗔痴三毒，沒有煩

惱執著，光明照耀，成就一切種智。 

善財童子已領會菩薩的真善美之經驗，準備向心靈歸向佛陀。好像種子已埋

久在泥土裏，時期到了自然發芽生長。覺悟的好苗子是從大慈悲心，安樂心，利

益心，愛愍心，無礙心，廣大心，無邊心，無染心，氫净心以及智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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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大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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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發心修佛道之後，善財以求證佛智，佛的十力，四無威，然後入法界求度衆，

成就一切種智，轉輪聖王生為目標修行。善財經過跟 53 位善知識艱苦求道的過

程，他莊嚴藏樓閣，聼彌勒佛廣講菩提心的意義與重要性，因此善財更加明瞭菩

薩的行與願，後來受到普賢菩薩印證。這時，善財成爲化身悲與智的一位菩薩。

善財童子已圓滿兩方面「上求佛道，下化衆生」。 

《華嚴經》提出覺悟心有如下的要點：道德行爲，親近佛與善知識，清净心與

慈悲心。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0279_078,p0429b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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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特別注重菩提心與覺悟的可能性。透過「信」，「行」，「願」，

它決定菩薩的事業。我們可以看到覺悟自心的價值是切實的因素與決定人

生的所有領域，表現過佛教的慈悲與智慧或換句話說哪裏有菩提心，哪裏

就有菩薩示現，有法身佛，有般若帶來人生與宇宙更完美。華嚴世界是覺

悟者理想的世界，是心靈花園，法身是綠竹。般若是黃花，一切都是真空

妙有，報身盧捨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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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華嚴經．入法界品 》的内容 

 

第一節、 入法界 

（一） 法界的定義 

在狹小的範圍，法界只界限在每個法，寬廣的範圍，法界只無限的空間。 

法界是萬法的本體，雖無形，不生不滅但能生出萬現象互相助緣，不互相阻礙，

一切都有固定的循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因此，法界包含真諦與俗諦，本

體與現象，性與相兩方面，他們互相相攝如水與波瀾般。 

法界亦法身或法性，法相，意爲萬法的真實理性，清净，平等。法界又是如

來藏，無處不在，本來就有，我們不能用覺觀或想象就能看到。《經剛經》「如來

者無所至去無所從來，故名如來」。30 

法界是萬事的源頭，大不外，小不裏，所以法界是宇宙的中心，同時也是人

的心，隨法門，法界有不同的名稱：真如，真心，真空普盧遮那, 本來面目，如

意珠，涅槃佛性。 

《華嚴經》有四種法界： 

1. 事法界：宇宙各種事物皆由因緣而生，各有其區別與界限，世俗認識之特徵，

則以事物之差別性或具特殊性之事物，作為認識之對象，此稱情計之境，雖有而

非實，不屬佛智範圍。 

2、 理法界：指平等之本體界。理，為理性；界，為性之義。即宇宙之一切萬物，

本體皆為真如，平等而無差別。故宗密之註華嚴法界觀門謂，理法界，即無盡事

法，同一理性之義。此現象之共性，皆為空性；理，即是本心、佛性、真如。然

達此境界尚未顯真如妙用，故並不完全。 

3、理事無礙法界：指現象界與本體界具有一體不二之關係。即本體（理）無自

性，須藉事而顯發；而一切萬象，則皆為真如理體之隨緣變現。此即理由事顯，

                                                      
3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T25n1511_003，0795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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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攬理成，由此顯出理與事互融無礙之法界。據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上所載，如來

藏隨緣成阿賴耶識，此即理徹於事；亦可依他緣起無性同如，此即事徹於理。然

尚非佛智之最高認識。 

4、事事無礙法界：指現象界本身之絕對不可思議。即一切諸法皆有體有用，雖

各隨因緣而起，各守其自性，事與事看似互為相對，然多緣互為相應以成就一緣，

且一緣亦徧助多緣。以其力用互相交涉，自在無礙而無盡，故稱事事無礙重重無

盡。又作無盡法界。31 

當我們完全深入瞭解宇宙萬事無常無我以及我們必須以般若智慧來看世間

的萬事才可以明瞭事事無礙法界的教理，我們的心才可以融合這個世界。行者要

瞭解四種法界才能自由自在走進世界，看草木皆是佛法，心融入如法界。 

〈入法界品〉是《華嚴經》最重要的一品，主角是善財童子，有堅固的理想

與願意為佛教奉獻。善財不管千辛萬苦到處尋找善知識，跟不同的人在社會學習，

從上智上根的人到底層社會的人學習32，願早點證得正等正覺來求度衆生。〈入法

界品〉就是進入充滿慈悲與智慧的境界，入毘盧遮那法身，證一心真如無障礙法

界，出離外在的世俗差別假相，深入内在的體性平等無差別相，我和人，心與竟

雖二即一，一而不二。 

（二） 〈入法界品〉的内容 

首先善財童子看到佛塔在沙羅雙樹就發啓佛陀的概念，這是善財童子的初發

菩提心，是初學佛的人的基礎要點學。世身稱贊三寶，看到佛塔就發起修行解脫，

求度衆生的信念。 

爾時文殊師利童子。知福城人悉已來集。普遍觀察。隨其心樂。即以神

力。現自在身。威光赫奕。蔽諸大眾。以大慈力。令其眾會。皆得安隱

                                                      
31
 佛光大辭典 (慈怡法師主編)。 

32
 五十三位善知識的身份，有菩薩五人、比丘五人、比丘尼一人、優婆塞一人、優婆夷五人、

童男四人、童女二人、天一人、天女一人、外道一人、婆羅門一人、長者九人、博士一人、醫

師一人、船師一人、國王二人、仙人一人、佛母一人、佛妃一人，以及諸神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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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快樂。以大悲力。起說法心。普遍成就。33 

 

文殊菩薩往南方到東門福城市止步，安住在沙羅雙樹的莊嚴道場，在那有

一座高大的古塔，是佛陀無量劫常在這安住教化衆生的場所。這也是佛陀修行菩

薩行的地方，這也是諸天，人，神供養的地方。福城的人民已集合完畢，在許多

人來聼法，文殊菩薩發現中眾會上有一位相貌端正聰明伶俐—善財童子。 

文殊觀察知道善財累劫以來以供養過去諸佛，種下善根，有堅固的信心，智

慧無邊。善財常親近善知識，身口意清净，童子行菩薩道，求一切智，成就法器，

心性清净如虛空。文殊知道未來一定成爲一位菩薩度化無數衆生。善財請文殊菩

薩教導他如何修菩薩道與如何行菩薩行。如何到菩薩已到的地方以及菩薩已做過

的事情。 

菩薩勸善財童子，發菩提心已難，今汝已發菩提心，如果行者想成就一切

種智，一定要尋找善知識，遇到善知識要跟著他們學習不要懶惰。 

 

諸仁者！若有眾生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為希有；若發心已，

又能如是精進方便集諸佛法，倍為希有；又能如是求菩薩道，又能如是

淨菩薩行，又能如是事善知識，又能如是如救頭然，又能如是順知識教，

又能如是堅固修行，又能如是集菩提分，又能如是不求一切名聞利養，

又能如是不捨菩薩純一之心，又能如是不樂家宅、不著欲樂、不戀父母

親戚知識，但樂追求菩薩伴侶，又能如是不顧身命，唯願勤修一切智道，

應知展轉倍更難得34 

 

童子見到文殊菩薩代表根本智，要進入佛道一定要有智慧，因此，首先童子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0293_004, p0677b24。 

34
 同上，p0429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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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文殊菩薩(智慧)。在文殊教導之下，童子的菩提心更堅固，發心到處尋找善

知識。 

德雲比丘經過漫步經行時，他的德行高重如山高告訴我們初心學佛需要依著

高深德重的和尚學習，道德以外的智慧是沒有價值的。離開德雲比丘之後，童子

到海雲比丘參學，在這他教童子坐在海岸觀察衆生，即觀照衆生在苦海中，在六

道輪回，看清世間的苦，入世後不被世俗阻礙，到了天住比丘學無礙法，脫離凡

夫的分別心。這是隱身在寺院修行，心身安定，智慧與得行圓滿，成就了三個要

點才勇敢入世度化衆生。 

童子繼續參學迷伽室利和解脫長老，遇到迷伽室利在市場（即世間），在寺

院修學要出來世間實現這些教理才理事圓融，透過觀察世間衆生根基差別而用不

同的法門來教化他們，使他們容易深入佛道得到解脫。迷伽室利教童子所有世間

的經驗然後勸他跟解脫長老學捨棄世間法的法門。長者富有因累積福德，但不執

著財產（智慧），做主財產，不被財產控制。《楞嚴經如來說》「心能轉物即同如

來」35。被物轉為無明，能轉物為如來。修行者的心地不被外物所感動，自性即

如如，如如之性即如來，心能自在不被外物所惑動，即是如來；心不能轉物，被

物所轉，即是眾生。解脫有含義捨棄一切但獲得一切的意思。 

作者 Andve Gide 說：拒絕即承認，在捨身的過程就是成就圓融，所有您拒絕皆

永遠在您生根與存在，所有您一直挖緊就慢慢從你手中流失，您捨棄一切，通通

都會回來在您。36 

善財童子的師父從來沒有一個人留他，他們都勸他學習的道路還長還更高所

以讓他多跟善知識學習。這是大乘佛教的思想。教化衆生讓他們一天比一天進步，

不需要他們為我們報答或服從我們，從此我們自己也得到自在覺脫。長老受記後，

依照長老的教導善財繼續跟海 trang 比丘學習，比丘代表菩薩入世度生，在世間

                                                      
35《楞嚴經如說》，X13, no.0286_002, 0398a16。 
36
 釋智净，《華嚴經大綱》，宗教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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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的榜樣。善財到海幢 比丘正在入定，善財堅持站在那等待，但又等待童子

更入定，在六個月後就證悟，海幢比丘練習童子修禪，這是以心見心的禪法，達

嘛祖師九年向墻壁打坐吸打動了慧可禪師，雖然天氣雪滿天但他毫無了知一心求

學禪。 

在求道的過程中，童子除了跟凡行高深的比丘學習外，童子還跟居士在家迷

伽室利（商人），長者解脫（錢財富有）但仍然融通自在，帶來給衆生許多利益。

上面的人物，《華嚴經》提出説明佛教的精神不是消極，極端而常帶來給衆生利

益，甚至不分別階級性別的平等。修舎優婆夷直到仙人 毗目瞿沙仙人學六度法

門和勝婆羅門。那時童子的平等心已提升所以超越過外道的偏見，跟誰學習都無

所謂，這點跟《法華經》有所不同，舍利佛說女人有五種障礙不能成佛的因素”

佛陀提出龍女一刹那轉身成佛已消除女人不能成佛的觀念，《法華經》與《華嚴

經》之間的關係。《法華經》透過《華嚴經》解釋更加清楚。 

離開修舎優婆夷後又跟毗目瞿沙仙人學習，跟外道一起生活，這些人道德與

智慧高勝過于人外道也有人明知37 

智廣和尚說：當我們已成長，我們需要學外面的知識讓我們瞭解的世界更寬

廣，懂得世俗的知識，外道的教法，使我們更有正確的見解38 

勝熱菠蘿們教童子爬到刀山，跳入火坑以成就菩薩道。善財正在猶豫但周旁

有許多先神勸導，善財不礙痛苦，成就菩薩道。善財以成就基礎菩薩道如發菩提

心，依靠如來以清净五蘊身，入世即入衆生身，跟著德雲比丘，成就聲聞身繼續

跟海雲比丘學習，從道到世俗跟迷伽室利, 解脫長者學習，然後從天住比丘學習

從世俗到道以明瞭道俗不二，自提升自己成爲菩薩比丘。漸漸的童子證得法空，

如夢荒泡影，以布施修捨法，行無行法破除我執成就緣覺身。童子以成就本心的

                                                      
37
 如清長老尼，《菩薩道行》，pp.210。 

38
 釋智廣，《佛教思想》，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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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教在初步修學。 

離開勝熱婆羅門之後，續到慈行童子求學，學習般若法，徹底破除對實在的

迷糊認識，這是積極入世的思想，幫助行者對世間的痛苦不會害怕，一旦這個思

想「真空妙有」已成熟，行者入世設計净土世界。善財繼續跟自在童子求學，他

教童子五經法門，優婆夷具足教童子六度法門讓童子練習以具體的行爲入世求衆

生。善財繼續跟不動優婆夷求學，接下來跟變行外道，到鬻香長者求學。這學習

的過程顯示出當我們遇到動竟 時，一定要住在心不動才不被世間繁雜所污染。

離開鬻香長者之後，童子到了婆施羅船師學習，何時水高何時水底的原則，但其

實那是一位菩薩可以用般若智慧引導衆生脫離生死苦海。 

到此，我們可以看到童子的心靈，智慧，知識都已成就，但要讓他多跟實際

地魔刹，以練習身心，所以童子到了婆須密多女學習 , 以妓女常用美麗的外貌與

邪淫的心來誘惑童子。每一位菩薩在行菩薩道都要練習種種的考驗。其實，如果

我們經歷過多少艱苦，遇到各種各樣的不順的事情，我們才有經驗與方法去對治

它，甚至有辦法避免它發生。爲了被鍛煉過所以他們同情衆生的痛苦，容易開導

與教化衆生。天主教耶穌如果不被釘在十字住子就不會成天主教的教主，悉達多

太子如果不經歷六年苦行，經過多少魔鬼誘惑就不會留給世間的一位度化衆生的

覺悟者。 

離開婆須密多女之後，童子繼續尋找善知識求道花了二十年。頭髮已點白，

身軀已憔悴，但心意如高山，智慧如月亮，最後，童子見到德生同女和有德同男

學習幻住法，徹底捨棄世間進入毗盧遮那樓閣。見到同男有德和同女德生如同見

到自己小的時候一樣，還沒被灰塵染著。善財童子鬍髮白了但仍恭敬合掌禮拜，                                                                                                                                                                                                             

的樣子，證明善財已入深了「平等性智」。無我的精神已使童子提升求道精神最

高。雖然身體外表已老但内心還年輕，只有已去除徹底煩惱，不被五慾外景所染

才可以這樣。這樣的人才可以見到自己小時候的樣子，經中描述見到童女德生，

生出一切德行。有德行的人與幫助別人造福德，這些人在實行菩薩道。就這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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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童子才有機會見到彌勒佛。 

善財經過了生死世界，接觸所有境界之後，善財以文殊智慧的光明照耀到觀

世音菩薩，那時，行者的心非常廣大才能跟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相印。依靠觀世

音菩薩的大慈大悲與文殊菩薩的智慧結合，善財才有機會見到當來佛是彌勒佛。

彌勒佛有如來藏的鑰匙才能打開普盧遮那樓閣的門，讓善財可以進來頂禮法身常

住佛。童子繞了人生世間的一卷，但回來時仍是童子，這證明善財已成就了如來

身「如來者，無所從來，亦無所去，故名如來」39。 

善財已透色瞭解一切法與自身以達到無我的境界，善財已到了樓閣，入觀智，

思維樓閣，說偈贊嘆彌勒佛，彌勒佛與他的眷屬來贊嘆童子的功德。聼完偈頌後,

善財 歡喜不已，涕淚滿面。由於觀想文殊菩薩到，櫻花珠寶滿雙手，散花供養

彌勒佛。接下來，善財對一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之受記的疑問以及提出學修學菩

薩行與行菩薩道德方法。彌勒佛為他回答然後勸他進毗盧遮那樓閣仔細觀菩薩行

與成就無量功德。善財求彌勒菩薩開門，菩薩彈指一聲，門自然開，童子一進去，

門馬上關起來。善財已入法界，這就是修行人要到的要素。 

學習「幻住」法之後，善財以智觀消除身心最後一次，然後思維大樓閣是覺

悟者，圓滿功德智慧者所住之處，誤覺彌勒佛也住在樓閣裏所以用偈頌贊嘆彌勒

佛。 

「彌勒佛從別的地方來」説明善財的誤解, 同時也否認以前善財所學的思想，

這對善財來說是以個打擊，又是一個驚訝，需要滅除見「聞」，「覺」，「知」，善

財以前所學。 

善財已學過幻住法與認出自己的如此的誤覺，所以說偈贊嘆彌勒佛也是幻化

而已。因此，善財不執著在「聞」，「覺」，「知」，達到心不動，文殊智慧出現所

以善財歡喜到流淚，這是覺悟的境界而不是被贊嘆而歡喜。 

「櫻花」與「珠寶」出現在手上顯示覺悟，「櫻花」與「珠寶」是現實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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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剛般若波羅蜜經》，T08，no.0235_001, 0752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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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菩薩勸童子進樓閣觀察學習菩薩行和成就無量功德」 證明彌勒菩薩說菩薩

行也只是語言，想深入瞭解法界必須實證才可以。「善財求開門」請菩薩教方法，

意爲還在外求法。菩薩彈指出聲音，好像林濟和尚，德山和尚打棍子和香嚴和尚

的石頭觸竹的境象一樣，已徹底滅除童子微細妄想，立即入無分別智，進毗盧遮

那或佛性，不回來世間。 

見到彌勒佛與進入毗盧遮那樓閣了，童子完成第一階段，跟見到文殊菩薩第

二階段不同。第一階段童子見到文殊菩薩使用基礎的智慧把佛教理進入自己的生

活與社會。到了第二階段，童子再一次見到文殊菩薩，無漏智慧以本心清净的直

覺就能看到萬物的演變。所以，善財當已安住在佛性上，仍看到一般世間的境界，

世間的萬事萬物。由於有無分別的智慧因此能看出一切都非常莊嚴與平等。 

首先文殊菩薩帶善財去見德雲比丘，最後文殊讓善財入法界見到普賢菩薩。

在此，善財感到自己内心十境界從地獄到佛國一切煩惱都消除了，只剩下一念，

心覆蓋一切，自己無所不在。這是虛空身或童子證得的常寂光世界。 

總結，能進入法界，童子發菩提心，安住如來。接下來，依師出家學，到

處尋找善知識修學，跟不同社會成分的善知識學習色法，心法，行菩薩道的方法。

善財漸漸深入現相世界，心識，跟實際魔刹以驗證自己的修行已達到無我，智慧

發開。雖然這只是理性的瞭解，需要徹底滅除所有智見才能深入法界。諸佛與菩

薩的世界觀是由智慧與功德道德結晶而成，它在一般的生活，是一個充滿生動與

奇妙的實在。從世間界我們找到出世間，入法界就是入一般的生活，在生活找到

解脫，在平常的事物找到高貴的東西。佛陀是偉大的人物，善財跟著佛陀的脚步

接承實現佛陀發啓的真理。 

第二節、 〈入法界品〉的意義 

1、 善財童子求學的精神：善財童子代表菩提智覺或菩提心，對佛陀教化衆生有

重要的角色。菩提心是佛陀出現開示的重要的對象，開啓每個人擁有潛能覺悟的

種子。善財是一位帶著求真理解脫的弟子，雖然常恆但多樣。爲了不想走錯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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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辛苦到處尋找善知識。經過幾十年千辛萬苦學習菩薩道與菩薩行，善財已實

行「聞」，「思」，「修」 三種方法。 

聞，領會善知識的教導的知識；思，領會善知識教導的知識後繼續上路，在

漫長的路程裏，他思考善知識教導，瞭解奧妙的意思；修，在修學的過程中，遇

到艱苦如山高林深種種危險，在都市時，人人往往都分別階級種族，爭奪財產地

位彼此互相傷害等社會景象，善財感到厭煩疲憊，但那時善財轉心禪定關照七情

六欲，不被它之配，把所學的知識對治種種困境與情緒。由於實行熟練「聞」，    

「思」，「修」的方法，善財有了鑰匙打開正法的門。善財體悟到「事理圓融」，

「知行合一」。在修行的過程，善財跟善知識結緣，他們增長童子的知識與智慧，

是善財在修行中的助緣，善知識是第二重要要點在菩提心後。善財童子有巨大的

意志與求學的精神所以能超越所有一切世間的誘惑，勇敢面對所有困境。 

2、 善財童子以謙虛的精神來求學：「誰都可以我師的精神」，善財跟著不同成分

社會學習，部分別階級高貴或低曾都要學習，他們都可以教童子不同領域的知識。

《華嚴經》的善財童子求學的精神跟《法華經》的常不輕菩薩相同，從善財求學

的精神，《華嚴經》提出菩薩入世求度衆生的技巧與方便的理想。 

無執著求學的精神，對我們來説，善知識是一位學習深淵，知識廣大，精通

三藏經典，但對善財來説，那位能在生活提醒指導我們休學都是我們的善知識。

可是，我們要注意要不然很容易被外道同化，所以佛陀教我們「依法不依人」。 

因此，在拜見勝熱婆羅門時，他教善財拔到山頂，跳進火坑，或見到無足國王正

在用種種殘忍的刑罰罰罪人等，遇到這樣的困境，善財爲何不要警惕呢？ 或者 

在婆修密多妓女家時，美貌動人，善財學會離世間的貪欲。 

大乘佛教主張「佛法是不定法」，除了善知識例外，一切方法都按照這樣的

規律經行，因爲每個方法都隱含解脫的真理，此思想超越原始佛教思想，不執著

在固定的法門。善財好像一隻蜜蜂到處飛翔，吸收種種花蕊的蜜，製作成珍貴的

蜂蜜樣。童子知道如何把空門、有門、法性、法相、禪、净土。顯教、密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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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佛教、原始佛教適當融合，所以他對每個法門都很精通。 

善財發菩提心爲了「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為目標，一邊學習一邊度化衆生，

是菩薩道要做的行爲。有時，想學會一個法門，善財要跟好多善知識才學會。 

第三節、求學五十三位善知識的意義 

 

善男子！汝獲善利，汝善得人身，汝善住壽命，汝善值如來出現，汝善見

文殊師利大善知識。汝身是善器，為諸善根之所潤澤。汝為白法之所資持，

所有解欲悉已清淨，已為諸佛共所護念，已為善友共所攝受40 

 

經過幾十年萬辛千苦尋找善知識求學，善財爲了如下的目標： 

1、 入法界的目標：從世間界到入法界，善財經過多少艱苦，由於有堅固的意志

與願力，他終於完成了使命，繼承了佛陀的事業。跟著五十三位善知識學習，善

財已證悟五十三果位從凡到聖，這也是華嚴宗教導佛弟子學佛的路程。 

五十三果位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絕，妙覺，佛。 

2、 智行圓融：善財的第一位師傅為文殊菩薩，代表如來智慧，佛陀的不可思議

的智慧，文殊菩薩都已領會。最後，跟普賢菩薩學習，代表行願圓滿。當「理事

圓融」，「知行合一」，性相無礙，行人才通融自在走進如來家。 

3、 善財有尋找真理的理想，真理是絕對的實體，隨常恆但多樣，如一顆寶珠，

隨本體是一但照出千萬的亮綫，想找到它與抓住它一定要花許多功夫所以善財不

管經過多少艱苦但不退志，因爲找到真理才是他想要的終於目標。 

4、 善知識的重要性：求菩薩道的人，首先要發菩提心，但有了菩提心但沒有人

引導讓菩提心增長，我們也不能入法界所以善知識在行菩薩道有重要的角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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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善財童子跟五十三位善知識求學的過程，華嚴經建立了堅固的教育基礎，從粗

到微細，從語氣，態度、行動甚至微細的般若解脫指智慧。佛教主張解脫在現在

（現前地），依靠佛力行菩薩道（善慧地），常强調以德行為首（法雲地），《華嚴

經》跟諸大乘經典都以智慧指導所有行動與打開菩薩道的方便法門，不固定在某

種模型。强調佛教的「不定法」，同時也很尊重自由意志。因此，他們能有辦法

看出每個人的長處，才能發揮他們的能力。善財學過五十多中智慧才達到一切知，

那是普賢菩薩才能印証善財行菩薩行。從外面的世間學習到進入法界，然後從法

界出來世間度化衆生以驗證自己的證得。 

在世間魔刹才能證明自己修行的能力，因此，佛教教導人們重要在於智慧，

道德品行，解脫的態度與平等行爲。學佛才能看出佛教跟其他宗教有所不同。另

外，佛教主張「無執」的精神，透過回向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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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伍章、結語 

華嚴竟界跟實在的生活鏈接一起，雖然這是疼痛的實在，但行者要以不愉快

的生活來觀察，看到惡罪的境界要找方法對治，警惕自己。因此，當我們面對逆

境、不愉快的環境我們不會退志、厭倦、或失望。學佛的人要保持内心平衡，内

心安樂即充滿慈、悲、喜、捨的内心。當行者達到這樣的心態就能融合一切法「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這就是無分別心，華嚴宗的事事無礙法界的思想（一即一

切），行者那時體入華嚴法界，這就净土，净土就這。 

華嚴境界與實在的生活已帶來給我們很真實生活的概念。佛陀講《華嚴經》

使我們對菩薩行有大概的概念理論，重點也在於每個人我們去實現這個理論才是

正真的修行佛法。我希望每個人都已華嚴的菩薩行實現在實在的生活，願我們一

起同行到華嚴藏世界相逢。 

佛教起源於印度，但今天佛教的葉子和枝條仍然遍布五大洲。根據每個國家的

習俗和習俗，佛教總是 「依賴 」，但佛教的「不變  」 本質永遠不會改變。這三佛

的精神一直在不斷地操縱以拯救眾生。  

通過融入社會生活，改造許多不同領域的所有學科來實踐「習俗不變的不變 」

的精神。行動起來，把宗教帶入生活，為社會服務，所以宗教必須在生活的核心生

活，體驗，正如〈普賢行願品〉所說：為眾生服務是為了提供佛，莊嚴地世界是

佛陀的莊嚴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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