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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論文集 

《五教止觀》「華嚴三昧門」之探究 

釋開慈 

一、前言 

《五教止觀》為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所作。杜順和尚除著重於觀門的實踐外並

將佛教各種經論中的教義，分為五個層次，作為修行者觀行實踐的次第。第一為法

有我無門－小乘教，第二為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第三為事理圓融門－大乘終

教，第四為語觀雙絕門－大乘頓教，第五為華嚴三昧門－一乘圓教。不僅由此而開

顯出五教之觀門，亦為後來法藏大師立五教判思想淵源之所在。 

本文將以「華嚴三昧門」為探討的範圍，然要入此華嚴三昧，非由見法界緣起

不可，從見法界一大緣起中，知諸法從緣，法法彼此融通無礙，互為緣起，重重無

盡。 

緣起法是佛法的核心思想，其理論散見於各經文中，今杜順和尚為何以法界緣

起來彰顯華嚴教義為最圓融自在，並判之為一乘圓教，其理由何在？又眾人只知華

嚴含藏有豐富的義理內涵，鮮少人以它做為觀行實踐的指標，而杜順和尚卻以他個

人親証實踐的立場，明示華嚴觀行法門的下手處。這些原因觸動了我探究本文的動

機。 

今試圖從華嚴三昧門的論文中理出華嚴圓融自在義及華嚴觀法特色的根據。至

於論證的方法與進路，將以華嚴三昧門中所闡釋的法界緣起為主。 

文章的結構分為五個段落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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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前言：將交待本文研究的動機。 

第二為作者生平略述及作者爭議的整理。 

第三為略述華嚴三昧義，引舊譯《華嚴經》及《華嚴探玄記》等，略述其義。 

第四為華嚴三昧的內涵，分成二點來論述。先從見緣起法中來建構華嚴的觀法，

進而再闡明華嚴圓融自在之義。 

第五為結論。 

二、作者 

(一)生平略傳 

杜順和尚(Ａ．Ｄ五五七－六四○)本名法順，俗姓杜，因此後人又稱之為杜順，

雍州萬年縣人(即現在陜西省境內)，生於南北朝時代陳武帝永定二年。幼年時常於

宅後的塚上，為小孩們說法。生性柔善，不曾思念惡事，能夠刻苦。十八歲時，投

禮因聖寺魏珍禪師出家，專修禪觀，通達禪旨。亦專攻華嚴，以讀誦《普賢行願品》

為早晚課。 

師以神僧而聞名，行蹤每到之處，多有許多奇瑞，如行化到慶州時勸民設齋會，

以五百人之齋食，卻足以供千人之份；又能感化惡人向善，如師曾將一雙道履放置

在街道門口中，經三日而不失，有人問其原因，師說：「我從無量劫來，未曾盜人

一錢。」群盜聞知，皆惕然悔過。師亦遊方參學，當時北方地論宗的學說已在盛行，

因此雖自禪學下手，然廣學博文乃自然之事。又因不滿當時的學風，便將他自己體

證到華嚴經的玄旨，著成《五教止觀》，以示其悟入法界的觀門：更著有《法界觀

門》，將華嚴經的思想歸納整理為三觀，因此可以說是一位新教學的創說者，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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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實踐的宗教家，德行極高，深受唐太宗的信任。貞觀六年（六三二）太宗賜號

「帝心」，貞觀十四年（六四○），圓寂於南郊義善寺，享年八十四。 

（二）作者爭議 

《五教止觀》作者問題，歷來有所爭論，而在日本學界中就有好幾個不同的說

法，如：結城令聞之（華嚴五教止觀撰述者論考）一文中就否定《五教止觀》是杜

順所作，認為是法藏大師《遊心法界記》的前身作品。
1
鈴木宗忠亦持懷疑的看法。 

再反觀國內近代學者的看法，如牟宗三先生對於作者問題就採存而不論。而方

東美先生則認為是杜順和尚所作。方先生從《五教止觀》的佛理上去論證時說： 

「倘若我們從華嚴宗的發展，到法藏大師的話，那麼我們可以說，華嚴宗的第

一個大宗師幾乎不能夠瞭解。所以在過去都認為從唐代到宋代，華嚴宗的大宗師是

法藏，其實在思想的創獲這方面看，應當從法藏追溯到杜順大師。因為華嚴宗裏面

的判教方法｜所謂五教的教判，從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頓教、大乘圓教的判教

辦法，都是根據杜順大師在這篇小文章裏面所提出來，然後再展開來的。」
2 

本文將採用方先生的看法，正如方先生所說： 

「……因為我們從他的一篇簡短的文章裏面（即五教止觀）能把華嚴宗體大思

精的思想體系，一開始教和盤托出來。因此我們必須先從杜順大師的華嚴五教止觀

說起，然後再說到他的華嚴法界觀。」
3 

 

                                                 
1
宗教研究新第七卷第二號七三－九三。  

2
見方東美：《華嚴宗哲學》，頁三○二。  

3
同2，頁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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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略述華嚴三昧義 

華嚴三昧者，為佛華嚴三昧之略稱。又名華嚴定、佛華三昧。如在《華嚴經》

〈賢首品〉中說到菩薩行的功德殊勝，實際是三昧的境界。並舉了佛的「海印三昧」

和普賢的「華嚴三昧」，由此華嚴宗的觀法也就歸結於這二種三昧。今分別從釋名、

體性、業用、位地、出處略述其義。 

（一）釋名 

以普賢菩薩的因行來莊嚴佛的果德，故名佛華嚴。 

如《華嚴探玄記》卷十七云： 

以因行花、嚴感果相，令顯著故。
4 

（二）體性 

以無限絕待的大願大行為其體。 

如《華嚴探玄記》卷十七云： 

法界行門心海為體，以等持廣大，以無限量故。
5 

（三）業用 

以華嚴三昧定中，緣理觀法，安詳而起，說因行莊嚴果德之法，及顯示華嚴之

行，即為此三昧之作用。如《華嚴探玄記》卷十七云： 

                                                 
4
見《大正藏》冊三五，四二一ａ。  

5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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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說花嚴法故，顯示花嚴行故。
6 

（四）位地 

即華嚴三昧能得的位地，共有四種。 

1. 若攝始歸終：在菩薩第十地法雲地方得。 

2. 若攝終歸始：在信位滿心時得 

3. 若始終無礙：遍一切位可得。 

4. 若操超絕始終：總不依位。
7 

（五）出處 

1.表普賢菩薩所入的禪定境界。 

如舊譯《華嚴經》卷三六（離世間品）云：普賢菩薩正受三昧，其三昧名佛華

嚴。 

2.又在《華嚴經》卷六（賢首品）說： 

不可思議莊嚴剎，恭敬供養一切佛，光明莊嚴難思議，教化眾生無有量，智慧

自在不思議，說法教化得自在，施戒忍辱精進禪，方便智慧諸功德，一切自在難思

議。華嚴三昧勢力故。
8 

                                                 
6
同4。  

7
見《大正藏》冊三五，頁四二一ａ。  

8
見《大正藏》冊九．頁六三一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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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又在《華嚴遊心法界記》亦有說到此三昧的解釋： 

華者；菩薩萬行也。何者？ 

以華有生實之用，行有感果之能，雖復內外兩殊，生威力有相似。今即以法託

事，故名華也。 

嚴者；行成果滿契合相應，垢障永消，證理圓潔。隨用讚德，德故稱曰嚴也。 

三昧者；理智無二，交徹鎔融，彼此俱亡，能所斯絕，故云三昧也。 

亦可華即嚴   以理智無礙故。 

華嚴即三昧   以行融離見故。 

亦可華即嚴，以一行頓修一切行故。 

華嚴即三昧，一行即多而不礙一多故。
9 

如上所說等等，皆以「行」來說華嚴三昧。 

又若相對於海印三昧而言，海印三昧是約果立名，此華嚴三昧是從因立名，但

因果本來無別，故此二者係一體之兩用。如《妄盡還源觀》所說： 

所謂自性淨圓明之體有二用，一是海印森羅常住之用
10
，此即海印三昧；二是

法界圓明自在之用
11
，此即華嚴三昧。

12 

因此，華嚴三昧可說是統攝法界，包羅一切佛法之大三昧。 

                                                 
9
見《大正藏》冊九．頁四三四ｃ。  

10
見《大正藏》冊四五．頁六四六ｂ。  

11
謂入於海印三昧，寂照真如本性，妄盡心澄，眾德並現。見《佛光大辭典》．頁二三四二ｂ。  

12
謂入於華嚴三昧，寂照法界本體，眾德具足，圓融無礙。見《佛光大辭典》．頁二三四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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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嚴三昧門的內涵 

華嚴三昧門，是一乘圓教的止觀，主要是以闡發法界緣起為主，從見緣起法中

入法界緣起，並由此來彰顯華嚴圓融無礙的內涵及華嚴觀法的特色所在。因此可以

說要入此三昧門仍不離開緣起法。
13 

緣起法是佛法的核心思想，更是釋尊正覺的內容所在，從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

從印度佛教到中國佛教，幾乎全部的佛教，都是以緣起法為中心。 

然在佛法流傳的過程中，亦也會依時代的不同而對緣起說展現出不同的風貌，

如原始佛教時代的探索十二因緣說，至部派佛教以過去業來感果的業感緣起說，進

而由於般若經時代引進以龍樹系統為主的空觀形式和內容，及瑜伽學派（唯識宗）

以賴耶持種，待緣而起現行的賴耶緣起說，和《大乘起信論》為解決成佛問題能夠

有所依據的如來藏緣起說，以及華嚴宗由如來藏緣起進一步即提升為法界緣起說等

等。因此，法界緣起在華嚴宗即已被普遍採用，從初祖杜順和尚至五祖宗密所展現

的思想特質，皆不離此為中心。 

今在本文中將分由二方面來論述，先從見緣起法中來建構華嚴圓教的觀法特

色，其次由遮情、表德中所見的緣起法來顯示華嚴的圓融自在義。 

（一）從見緣起法中建構華嚴觀法的特色 

今藉由法說及譬喻說明如下： 

1.法說－由不須方便中直顯 

如《五教止觀》云： 

                                                 
13
見《大正藏》四五．頁六三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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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直見色等諸法從緣，即是法界緣起也，不必更須前方便也。
14 

文中一開始便以諸法從緣的理論，將法界緣起呈現出來，說：若能見到色法乃

至一切萬法，皆是依緣而生起，那就不須仗方便而能見到法界緣起。即所謂「任舉

一法，即知緣起、即知一切法」。 

法的本身就是那麼直接了當，當下就是緣起，不須仗任何的方便，即可見得。

這也正展現出華嚴觀法的特色，直接以一切諸法來作為觀行的下手處。 

亦如圖所示： 

    直見色等諸法  從  緣  即是法界緣起        

不須方便                      入華嚴三昧 

    任舉一法    即知緣起   即知一切法 

2 喻說： 

如看到一支筆時，即知筆是依很多因緣條件而構成的，而筆所依的因緣，又各

各依很多因緣而有，故知從緣起法中顯出法法的相互依存性，及緣起的重重互入，

所以在任舉一法的同時，即已攝盡一切法。誠如《五教止觀》所說： 

明多法互入，猶如帝網天珠重重無盡。……然帝釋天珠網者，即號因陀羅網也。

然此帝網皆以寶成，以寶明徹遞相影現，涉入重重，於一珠中同時頓現，隨一即爾，

竟無去來也。今且向西南邊取一顆珠驗之，即此一珠能頓現一切珠影，此珠既爾，

餘一一亦然。既一一珠一時頓現一切既爾，餘一一亦然，如是重重無有邊際。
15 

所以，當見到色等諸法的同時，即已見到法界緣起，亦如同我們看到一珠中同

                                                 
14
見《大正藏》冊四五，頁五一二ｂ。  

15
同13，頁五一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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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頓現一切珠一樣，是同時頓現而沒有前後次第的。因此，在不須方便中，即已將

華嚴的觀法展現無遺。 

亦即所謂的： 

           依緣而生起        

   見色等諸法           入法界緣起 

           不須方便（頓現） 

3 問答 

又，今有一問說：華嚴的觀法，那麼的直接了當，任舉一法，即是觀行的當下，

即得入緣起法界，然云何見呢？如《五教止觀》所說： 

云何見色等諸法，即得入大緣起法界耶？ 

答曰： 

以色等諸事，本真實亡詮，即妄心不及也……………是故見眼耳等事，即入法

界緣起中也，以從緣生，非自性故即由無性得成幻有，是故性相渾融，全收一際，

所以見法即入大緣起法界中也。
16 

首先，我們先釐出問題的核心點： 

見色等諸法的「見」義及入大緣起法界的「入」義。 

(1) 見色等諸法的「見」義。 

 今舉文中所出現的詞語為例： 

                                                 
16
見《大正藏》冊四五，頁五一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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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見。妄心不及也。無以生滅心行，說實相法。 

 由以上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見的基本義涵： 

 A見到一切法皆從緣生的見。 

 B是離妄心顛倒的見。 

 C離我法二執的見。 

 D是徹見諸法實相的見。 

 E見到一切法如如。 

 D是唯証相應所體現的見。 

 再以簡表表之如下： 
      直見      見到一切諸法皆從緣 

 

             離妄心顛倒的見 

   見   妄心不及也 

             離我法二執的見    皆是唯証相應所體現的見 

 

             徹見諸法實相的見 

      離生滅心行 

             見到一切法如如 

經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對見做個歸結：此「見」非凡夫見色等諸法而執為

實有的見，而是見到色法乃至眼耳鼻舌身意等一切諸法存在的同時亦見到諸法的緣

生無自性，至此才可以說，「見」是相應於空性、契入於實踐所展現的行境，也由

此才可以見到宇宙萬法的性（空性）、相（色法等）渾融，全收一際而沒有區別。

亦即是 
       諸法存在      同時頓現          緣生無自性 

 

 

       幻有事相   渾融而全收一際       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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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大緣起法界的「入」義 

 如《五教止觀》所說： 

問：法既如是，智復如何？ 

答：智順於法，一際緣成，冥契無間，頓現不無先後。
17 

由此得知：此「入」是指能入法界之「智」，而緣起法界則是指所入之理。然

此智與上述所詮之見並非是對立的，而是透過「見」所推演出來的「智」，亦即是

杜順和尚在「華嚴三昧門」中所言之觀，此「觀」字是見色等諸法的「智眼」，非

凡夫俗見之「觀」，誠如楊政河先生所說： 

此「觀」非凡夫俗見之觀，世俗以目觀物，即以感官觀物，其所得為感。亦非

通常所言之以心觀物，即以心思物，然實際之物，非心所能思，心所能思者為實際

物之性，或其所依之理。故華嚴之「觀」，是以心觀心，了了分明，如印印物，離

能絕所，稱契於法，一無分別。
18 

因此，要悟入法界緣起，必須要具備智眼，才能徹見到相應於空性的見，也就

是一切諸法的實相，方可契入。而此法界緣起，是佛的親証境界，唯圓具佛眼者方

能了知，非餘智境界所及也。如《華嚴經》所說： 

普眼
19
境界清淨身，我今演說人諦聽

20 

因此，經由「緣起法」的論述中，可以得到結論：宇宙萬事萬物都是華嚴觀行

                                                 
17
見《大正藏》冊四五，頁五一三ｂ。  

18
見楊政和《華嚴哲學研究》，頁三二七。  

19
普眼：乃菩薩行德淨勝所具十種眼之一，《華嚴經疏》卷五十三〈《大正藏》三五，頁九○一ｂ）云：「一切智眼即

是普眼，非但見法界重重，亦乃法界即眼故，為普門故。」謂行德淨勝之菩薩，能以平等法門見法界，故普見平等真

法；此眼相當於五眼中之佛眼。 
20
見《大正藏》冊九，頁四○九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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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下，然此觀是建構於自心實証而所徹悟，才得契入於法界緣起。雖是唯佛與佛

乃能究竟的境界，但下手處卻在人人垂手可得的事事物物當中，這也正開顯出華嚴

觀法的特色，不是法的問題，而是人的執著、妄想不肯放下的原因啊。 

（二）從遮情表德中闡明華嚴圓融自在之義 

佛以無量方便力，為眾生開演種種法門，令一切眾生解粘去縛。今初祖杜順和

尚也不例外，除了以善巧方便為我人開啟入「華嚴三昧門」的次第外，同時亦從遮

情、表德二門中，開顯出華嚴圓融自在之義。如《五教止觀》所說： 

但法界緣起，惑者難階。若先不濯垢心，無以登其正覺。故大智論云：「如人

鼻下有糞臭，沉麝等香亦為臭也。」……故須先打計執，然後方入圓明。如不得直

入法界緣起者，宜可從始至終一一徵問，致令斷惑盡迷，除法絕言，見性生解，方

為得意耳。
21 

既知如此，要以何種方便入呢？其方法有三： 

1.徵令見盡－今引《五教止觀》所說： 

如指事問云何者是眼，如巳前小乘中六種簡之；若入一切諸法，但名門中收，

無有一法非名者。復須責其所以知眼等是名。如是展轉，責其所以，令其亡言絕解。

22 

眾生不得入法界緣起者，皆因未斷惑去執，因此在徵令見盡中，指事徵問，何

者是眼時，我們先從「法有我無門」－小乘教所說的六種（一、名，二、事，三、

相，四、體，五、用，六、因）一一簡別分析如下： 

                                                 
21
同9，頁五一二ｂ。  

22
同9，頁五一二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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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眼根、口中是說言者是。 

(2) 事：名下所詮一念相應如幻者是。 

(3) 體：堅、濕、蝡、動、色、香、味、觸。 

(4) 相：眼如香華、亦如蒲桃埵。 

(5) 用：發生眼識者是也。 

(6) 因：賴耶識根種子。 

是知，眼者，本為我人的內五根之一，更為我人所執為我所有的。今透過六種

層層的分析，找不到所謂的眼睛可得，眼等諸事，皆依眾緣和合而有，但名門中收。

因此，它只是一個符號，假名安立而巳。能體悟到緣生無性，即可以破除我人的執

著，証得「人我空」。此可說是屬於小乘教破我執之觀法。此為第一方便徵令見盡

也。又小乘教之「法有我無門」，我執雖破，但是仍然承認「法」是實有的，是存

在的。所以應更進一步，把法執破除，才能到達亡言絕解的境地。 

這將由第二方便示法令思中來論述。 

示法令思，此法有二門。 

剝顛倒心：如《五教止觀》所說 

剝顛倒心既盡，如指事以色香味觸等，奪其妄計，令知倒惑，所有執取，不順

於法，即是意識無始妄見薰習所成。……若能覺知此執，即是緣起，當處無生。
23 

顛倒心者，是指我人無始以來對自性見的執著、分別，也因此無始以來我人的

                                                 
23
見《大正藏》冊四五，頁五一二ｃ。  



佛學論文集八 《五教止觀》「華嚴三昧門」之探究 釋開慈 

- 14 - 

知見，往往與緣起無自性的道理相違背。今以色、香、味、觸等事相來說，一切皆

因緣所生，實無自性，而我人卻執為實有，妄起分別。是故，應先從顛倒心予以剝

奪，令知倒惑，而這些顛倒迷惑，皆由第六意識，從無始無明分別妄見薰習所成，

因此，若能覺知此所執之色等諸法，皆緣生無性，便可証得無生。由此亦可進入大

乘始教所証得的人法二空觀。 

2.示法斷執：如《五教止觀》云： 

若先不識妄心示法，反成倒惑；若不示法令見，迷心還著於空。所以先剝妄心，

後乃示法令見。
24 

如前所說，既然知道色等諸法，皆是妄心顛倒所執，故知緣起法相，本性是空，

又性空故能依他而起，故不落斷空（空即不空，離空邊空），如果性空不是緣起，

而在緣起法外另有性空，則此空便是斷滅空。因此為了令迷人不執著在此斷滅空

上，所以應先識緣起法後，再依法實踐修持，在修行中斷除法執，是謂示法斷執。 

3.顯法離言絕解：從遮情、表德二門中來見緣起法。 

(1) 遮情：是指揀除情執而言，故能離一切，從「超情離見」的四問中否定緣

起。 

如《五教止觀》云： 

A 問：緣起是有耶？ 

答：不也。即空故，緣起之法無性即空。 

B 問：是無耶？ 

答：不也。即有故，以緣起之法即由無始得有故也。 

                                                 
24
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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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問：亦有亦無耶？ 

答：不也。空有圓融，一無二故，緣起之法空有一際，無二相故也。如金與

莊嚴具思之。 

D 問：非有非無耶？ 

答：不也。不礙兩存故，以緣起之法空互奪，同時成也。 

E 問：定是無耶？ 

答：不也。空有互融兩不存故，緣起之法空奪有盡，唯空而非有，有奪空盡，

唯有而非空。相奪同時，兩相雙泯。
25 

是故，一遮一切都遮，無論是眾生的所見、所聞、所觸、所感、所思到的一切

諸法，透過如上一層一層的給與否定、遮除。如此，吾人才能「超情離見」，泯除

種種的知見情執，直接由行境來相應於緣起空性之理。如《維摩經》所云： 

言語道斷，心行處滅。
26 

(2) 表德：直顯一法界之德，即是一切，由四問中肯定緣起。如《五教止觀》

所說： 

A 問：緣起是有耶？ 

答：是也。幻有不無故。 

B 問：是無耶？ 

答：是也。無性即空故也。 

C 問：亦有亦無耶？ 

答：是也。不礙兩存故。 

D 問：非有非無耶？ 

                                                 
25
同13。  

26
見《大正藏》冊一四，五四○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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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也。互奪雙泯故。
27 

因此，從有從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只要是能夠表達出來的，一一都可以

稱之為緣起，因為緣起法是不離開這些而叫緣起。這也是表德中所彰顯法界之德即

是一切之所在。 

是故，從遮情、表德中得知，一切法無非緣起。以緣起故，一切皆有（緣生）；

以緣起故，一切皆無（無性）；以緣起故，亦有亦無（因緣生無性，故一切法無，

無性任緣，故一切法有）；以緣起故，是非有非無（緣生無性故非有，無性任緣故

非無）；乃至說一說不一，說非一非不一，說多說不多，……皆不離「離四句即四

句」，在在說明了法法之間的相互依存、互攝互入的特質。 

如是遮情與表德自在圓融、隱顯不同、竟無障礙，皆由緣起自在之因啊！若能

如是者，方能見緣起之法也，因為緣起法，圓融一際，遮表同時，是稱法而見的，

若是有前後別見者，則是顛倒見，非正見也，便不稱於法了。 

五、結論 

「華嚴三昧」是一乘圓教之止觀，亦需要依靠實踐觀法去修行，才可如願獲得

的。誠如《搜玄記》卷一所說：「若約行門，即得華嚴三昧。」這是大乘圓教的觀

法。是故，經由本文的探究，可以理出以下具體的結論： 

（一）今由徹見到緣起法，而入法界緣起，才能進入「華嚴三昧門」。這即展

現出華嚴特有的至極觀行，直接以一切觀法作為觀門，也是杜順和尚個人思想修行

的特色的展現。 

 

                                                 
27
見《大正藏》冊四五，頁五一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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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 

    因此，以緣起法來      華嚴觀法。 

              展現 

（二）再從法的究竟義來看，華嚴是舉一法攝一切法，因緣起無性而展現出法

法之相互依存，重重互入的無礙性，任舉一法，都是緣起法，亦即是一個法界。因

此，如前文中的遮情、表德所顯示的緣起法，就是彰顯華嚴最圓融自在義之體現，

這也是初袓杜順和尚判「華嚴三昧門」為五教當中最圓最究竟的理由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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