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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宗教的實踐，是人類文明演化過程中，必然形成的現象。從警覺到世間所面

臨的種種危機，到厭棄人類的生老病死，所產生人們對宇宙人生意義的探討。而

宗教的實踐無非是追求一個更完善的境界，沒有染污、戰爭、病痛的一個真實情

境。 

從佛教人人皆有佛性的立場，提出各方的淨土，尤以西方的極樂世界，東方

的藥師淨土及十方的清淨世界，而《華嚴經》更廣泛的提出「華藏世界海」，他

含藏了一切清淨及染污的世界，他所代表的意義是一個大菩薩修行的萬行，所證

悟的果報，而所謂的萬行即是救度眾生的種種行為，佛教之宗教實踐絕非是自身

解脫之事，對菩薩而言他是發揮了同體大非之情。因而佛菩薩所嚴淨的世界是為

眾生而設，是為眾生而努力，對於實踐與證果的可能性即是筆者所要研究一個主

題「華藏世界海」。華藏世界是圓融無礙的表徵，他更是遍於一切的空間，在今

日現實的生活中所呈現的是五濁惡世的娑婆世界，這亦反應出眾生心是污濁的，

若要華藏的清淨現存於此界中，唯有努力實踐佛陀所覺悟的真理，即可達至完善

的境界，達到一個沒有染污、戰爭、病痛的一個真實圓滿的—華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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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要了解「華藏世界海」，不能不提到《大方廣佛華嚴經》。尤以唐代實叉難陀

譯的八十卷《華嚴經》，又稱《新華嚴》。收於《大正藏》第十冊，總成七處，九

會，三十九品。而在第一會第五中〈華藏世界品〉有很清楚的介紹毘盧遮那佛所

嚴淨的華藏世界海之莊嚴相及其構造。在其他譯本並未很詳細的說明，更無獨立

的一品，而在資料上尋得「華藏世界圖」亦是依照《八十華嚴》之內文繪製而成。

但今所尋得之華藏世界圖，例如收錄於《續藏經》的〈華嚴懸談會會玄記〉卷十

三，由蒼山再光寺比丘普瑞所集，此中引圖顯視華藏之相，但此圖經筆者對照過，

在圖表及文字上的表達並未完整與明了，另一同於此經之〈華嚴吞海集〉亦有一

圖，與上圖略同。因此想利用傳統的說法再對照原經文作一詳細的補充，祈望整

個華藏世界淨土的構造能更清楚的展現在讀者面前。 

除此之中，對於華藏世界海的構造在《梵網經》、《大悲經》、《大智度論》及

外道小乘《涅槃論》中等所記載內容皆有不同的說法。本論文均就新譯的《八十

華嚴．華藏世界品》中對「華藏世界海」的文字記載作一初探，再引其它經論資

料之說法來確立華藏世界的真實性。希望能以此論文作為深入華嚴法門之切入

點，此亦為本論文之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之方法 

本文的內容偏重於資料的整理，以經文對照華藏世界圖的構造。重新將世界

圖之文字做更加詳盡的補充，對於艱澀經文的理解方式是採歷代祖師對此品的著

疏，加上現代科學的宇宙觀來解決，除經文的對照外，筆者亦參考電視

DISCOVERY 頻道所做一系列的宇宙天文 VCD 節目，例如「宇宙之旅」、「星際

探巡」、「慧星撞擊」、「登陸火星」、「探訪外星人」、「星球的誕生」、「蒼芎尋奇」

等節目中所用 3D 電腦動畫所模疑成的「宇宙觀」。這些現代科技的資料無疑是

佛法的一大旁證，也是筆者模擬華藏世界的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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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華藏世界品〉簡介 

第一節  諸家譯本之比對檢討 

於漢譯藏經中，記載《華嚴經》的譯本可說有三： 

（1）是東晉．佛馱跋陀羅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三十四品．六十卷（西元 420

年譯出，略稱《六十華嚴》）。 

（2）唐．實叉難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三十九品．八十卷（西元 699 年譯

出，略稱《八十華嚴》）。 

（3）唐．般若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品．四十卷（西元 798 年譯出略稱《四

十華嚴》）。 

以上三種中的《四十華嚴經》，相當於其他二種《華嚴經》的最後一章，〈入

法界品〉的部分。而有關本文之題〈華藏世界品〉則是依於唐．實叉難陀譯的《八

十華嚴經．華藏世界品》共三卷，其他二種的《華嚴經》並無成立單一的〈華藏

世界品〉。可以說記載最為詳盡有關華藏世界海之情境唯有在《八十華嚴》中可

尋得。而《六十華嚴》談及有關世界海則是於〈盧舍那佛品〉，亦可說他是合併

了《八十華嚴》中的〈如來現相品〉、〈普賢三昧品〉。〈世界成就品〉、〈華藏世界

品〉及〈毘盧遮那品〉而成的。 

根據日本學者木村清孝所著的〈中國華嚴思想史〉中更介紹了《藏譯華嚴》

共四十五品。並指出現存的完整梵文本，則僅有《六十華嚴》、《八十華嚴》、《藏

譯華嚴》中的〈十地品〉和〈入法界品〉的部分。而論及有關華藏世界之部分在

此經是分成五個品數。並提出另有《大慈恩寺華嚴梵本》，此於華嚴二祖智儼和

尚所著的《孔目章》中有記載著其整部經的品名，而談及有關世界海則與《藏譯

華嚴經》相同亦有五品，但遺憾的是此經不可考。今則就現在所的資料則將《六

十華嚴》、《八十華嚴》、《藏譯華嚴》及《慈恩華嚴》對照華藏世界品僅共參考，

如下表： 

《六十華嚴》 《八十華嚴》 《藏譯華嚴》 《慈恩華嚴》 

盧舍那佛品 華藏世界品 蓮華藏莊嚴世界海清

淨功德海照明品 

淨世界海功德海光

明品 

世界海輪圍莊嚴海說

品 

世界輪圍莊嚴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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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地莊嚴說品 說世界海莊嚴地品 

國土性處說品 觀世界性處品 

世界性安住說品 觀世界處安住音聲

品 

四種譯本之品名對照，《慈恩華嚴》因經文不可考，於此不做說明。對於《藏

譯華嚴》筆者對文字上能力所不及，因此只就漢譯之《八十華嚴》、《六十華嚴》

略作說明。〈華藏世界品〉之內文是單就毘盧遮那佛的依報作來說，說他的成立、

構造，在經文中亦很清楚的列出世界海的一百一十一個世界種名、香水海及佛名

等等。而再以《六十華嚴》加以對照，此則無單成立華藏世界一品，他是合數品

而成，因此在文字上的說明，就略簡多了。因此基於以上的原由，在本文的引用

上，則就以《八十華嚴經》作為主要參考的文獻。 

第二節  前人研究此品的文獻報告 

華嚴宗祖師對「華藏世界」有做說明者，以二祖智嚴的《搜玄記》、三祖法

藏的《探玄記》、更為詳細的是四祖澄觀的《華嚴經疏鈔》，前二者是以《六十華

嚴．盧舍那佛品》作為解釋，後一是以《八十華嚴．華藏世界品》。本文只以《探

玄記》及《華嚴經疏鈔》略作述說。而近代學者因資料有限，僅以林崇安教授的

宇宙觀略作介紹： 

一、祖師 

（1） 法藏之《華嚴經探玄記》 

法藏是為華嚴宗第三代祖師，依《六十華嚴經》著《探玄記》，凡二十卷，

又稱《華嚴探玄記》、《華嚴經疏》、《探玄》，收於《大正藏》第三十五冊。

本書乃法藏模仿其師智儼之《華嚴經搜玄記》所作，敘述舊譯《六十華嚴經》

之大要，並解釋經文之義，旨在闡述華嚴宗之中心教義。而對本文所提的世

界海，是依附在《六十華嚴經．盧舍那佛品》中提出。法藏在《探玄記》中

云： 

「然此本師佛攝化境界，諸教所說分齊不同。若小乘中，但有此一娑婆世

界，若三乘有二，一、化身化境，謂此娑婆等。二、他受用身化境，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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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圓滿淨土 1等。若約一乘，十佛化境蓮華藏莊嚴世界海有三種：一、蓮

華臺藏世界雖遍法界，對地上菩薩機，現在增減，寄在色頂，唯說一界。

二、即此遍法界之華藏，說十顯無盡，即無盡個華藏，一一皆遍法界。三、

樹形等雜類世界，一一皆有蓮華藏，並似彼界，悉遍法界，各各有十無盡

無盡也。」2

文中提出盧舍那佛所嚴淨的世界化分為三類，亦因願力與業力的差別，雖有

三類不同的世界，但其與蓮華藏世界的關係仍然是不離不即的。 

 

（2） 澄觀之《華嚴經疏鈔》 

澄觀是為華嚴宗四祖，他於《八十華嚴經》疏鈔有詳細解說〈華藏世界品〉

的內容，並分為三段以解說此品：一、明華藏因果自體，二、明藏海安布莊

嚴，三、明所持差網剎別。澄觀於疏中表示：「一乘十佛之境，大小無礙，

淨穢相融。且依一相說有邊表，實則一重，橫尋無邊，況復重重，塵含法界。」
3

並提出十事以顯華藏世界的成立相狀：「應有十事，一、所依風輪。二、風

持香海。三、海出蓮華。四、華持剎海。五、繞臺輪山。六、臺面寶地。七、

地有香海。八、海間香河。九、河間樹等。十 、總結多嚴」。4然於一切之

境，於疏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5

二、近代學者 

所強調的是萬法唯心，心淨即處處皆是

莊嚴之華藏，心染即處處為五濁惡世。 

林崇安《佛教的生命觀與宇宙觀》 

現任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教授，雖身為科學家，但對於佛經頗有研

究並有著書，如《佛教教理的探討》、《佛教因明的探討》、《西藏佛教的探討》、《佛

法與現代科學》等論書。主張依據經論由聞、思、修深入大小顯密佛法。於《佛

教的生命觀與宇宙觀》一書中，歸納了佛陀對生命流轉與宇宙變遷的看法，一方

面配合今日科學的研究結果，略加詮釋，其中提出對「華嚴世界海」之介紹，以

                                                 

1 所謂「十八圓滿淨土」，《華嚴疏鈔》卷十七解釋：「十八具足：一、顯色圓滿。二、形色圓滿。

三、分量圓滿。四、方所圓滿。五、因圓滿。六、果圓滿。七、主。八、輔翼。九、眷屬。十、

任持。十一、事業。十二攝益。十三、無畏。十四、住處。十五、路。十六、乘。十七、門。

十八、依持圓滿」。 
2 《華嚴經探玄記》卷一，頁 197-198。 
3 《華嚴經疏鈔》卷十七，頁 8。 
4 《華嚴經疏鈔》卷十七，頁 8。 
5 《華嚴經疏鈔》卷十七，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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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角度詮釋，認為經中所說之「香水海」亦即是星際中之稀薄氣體；「蓮華」、

「世界種」代表在其內迴旋的星系。華藏世界海是毘盧遮那佛所宣講的宇宙觀，

小到一微塵，大至遍虛空，都了了分明，而今我人唯能以現量的物體來，考證佛

經中的說法，但亦非常的有限，林崇安教授以科學的經驗來確實佛說的現象界，

但他也確信，唯有以積極的實踐修行廣大行願，是能成就佛果了知一切現象界的

變化。 

第三節  本品在《華嚴經》中之地位及價值 

《華嚴經》的開始就是在解說毘盧遮那佛始成正覺時的依正二報的莊嚴妙

境，單以〈華藏世界品〉於四祖澄觀華嚴疏鈔中說：「別顯本師依報，具三世間，

融攝無盡為宗，令諸菩薩發生信解，成就行願為趣」
6
。如果我們仔細體察，自然

會發現它就是彰顯「一真法界」的究竟解脫妙境。因為該經是佛陀在剎塵的因地

行願，以及經恒河沙數的修行過程中所得來的果位境界；如果應用淨土宗的名言

來說的話，就是「果地覺為因地心」。譬如普賢菩薩在講述佛功德時便說：「剎塵

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
7

 

所以華嚴

學者便有所謂「因位可說，果位不可說」的立論。然而如果不說的話，又如何啟

迪眾生產生正信呢？因此就必須要隨機渡化，方便說教，廣度群倫，才能真正獲

得弘法利生的效果。所以雖不可說，仍然還要方便說之，使眾生了解佛境界的殊

勝，然後引發向上修學，見賢思齊。 

                                                 

6 《大正藏》第三五冊，頁 579 上。 

7 《大正藏》第十冊，頁 84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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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華藏世界品〉之世界結構分析 

第一節  三千大千世界之構造 

《華嚴經》有云：三千大千世是以「無量因緣乃能得成」。他舉出十種成就

世界的因緣，如下： 

「諸佛子！略說以十種因緣故，一切世界海已成、現成、當成。何者為十？

所謂：如來神力故，法應如是故，一切眾生行業故，一切菩薩成一切智所

得故，一切眾生及諸菩薩同集善根故，一切菩薩嚴淨國土故，一切菩薩成

就不退行願故，一切菩薩清淨勝解自在故，一切如來善根所流及一切諸佛

成道時自在勢力故，普賢菩薩自在願力。」8

又云： 

 

「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非少因緣成，以無量因緣乃能得成，所謂興

大雲雨，因大雨故起四風輪。何等為四？一名為曰持，能持大水，二名曰

漸消，漸消大水，三名曰起，起諸處所，四名莊嚴，莊嚴三千大千世界眾

生業報，如是四種皆眾生業報及諸菩薩善根所起。佛子！如是等無量因

緣，乃成三千大千世界。」9

以此經文的說法，此世界的成就，是以菩薩的願力及眾生之業力而感得的。

所謂的「三千」之數，是集合了小千、中千、大千而成，在佛教一般的說法此世

界是以須彌山為中山，周圍環繞有四大洲及九山八海，稱為一小世界，乃自色界

之初禪天至大地底下之風輪，其間包托日、月、須彌山、四天王、三十三天、夜

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世天等。此一小世界以一千為集，而

形成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集成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集成大千世

界，此大千世界因由小、中、大三種千世界所集成，故稱三千大千世界。在《長

阿含經》有云： 

 

「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如是千世界中，有千日月，

                                                 

8 《大正藏》第十冊，頁 35 上-35 下。 
9 《大正藏》第九冊，頁 61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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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須彌山王，四千天下，四千大海，四千惡道，千閻羅王，千四天下，千

忉利天，至千梵天，是為小千世界。爾所小千千世界，為是中千世界，爾

所中千千世界，是為大千世界。其中須彌四洲、日、月乃至梵天，各有萬

億，通名一佛剎」。10

《俱舍論．分別世品第三之四》云： 

 

「四大洲日月，蘇迷盧欲天。梵世各一千，名一小千界。此小千千倍，說

名一中千此千倍大千，皆同一成壞。論曰：千四大洲乃至梵世。如是總說

為一小千。千倍小千名一中千界。千中千界總名一大千。」11

《金光明經》云： 

 

「是諸人王，手擎香鑪，供養經時，其香遍布，於一念頃，遍至三千大千

世界，百億日月，百億大海，百億須彌山，百億大銕圍山，小銕圍山，及

諸山王，百億四天下，百億四天王，百億三十三天，乃至百億非想非非想

天。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三十三天，一切龍、鬼、乾闥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候羅伽宮殿，虛空悉滿。」12

《華嚴經》云： 

 

「爾時，世尊從兩足輪下，放百億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洲，

百億大海輪圍山，百億須彌六欲。乃至百億色究竟天，其中所有悉皆明

現」。13

從以上經文所介紹的三千大千世界可知，宇宙的範圍並非吾人之肉眼所能徹

見，所以，依照佛教對宇宙空間的觀念，世界是沒有邊際的，佛典中也常說「十

方微塵世界」、「十方恒沙世界」，其數是難以計算的，因為他是一重復一重的出

現虛空中，依持風輪、水輪等而安住，如經云： 

 

「佛子！譬如有四風輪依虛空住能持水輪。何等為四？所謂：安住、不動、

常住、堅固，是名為四。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令不散壞。是故說大地

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虛空雖無所依，能令三

                                                 

10 《大正藏》第一冊，頁 114 下。 
11 《大正藏》第二十九冊，頁 61 上。 
12 《大正藏》第十六冊，頁 342 下-343 上。 
13 《大正藏》第十冊，頁 6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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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14

以科學的立場來說，科技是有限的，因此所窺知的世界亦是有限的。例如於

《佛光大辭典》中說：「據正確推定，所謂三千世界實則為十億個小世界，而三

千大千世界實為千百億個世界，與一般泛稱無限世界、宇宙全體之模糊概念實有

差距」對於此句話，在《佛教科學觀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一書中可以找

到解答： 

 

「佛教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個佛國土，包括千的三次方的太陽系，相等於

天文學中的一座星雲。它把一千個太陽系稱為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

稱做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稱做大千世界。《阿彌陀經》介紹西方極

樂世界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就是說極樂世界距

這地球相隔了十萬億座星雲。從前天文學界也有人假定宇宙是有窮的，可

是這個假定終被高度的天文望遠鏡中越來越多的新發現所否定了。宇宙的

廣漠無窮成為佛教和天文學家一致的竟見。」15

從以上的引文來看，唯物論的科學家，都證實了世界的無量無邊，願以佛經

所記載的文獻作為探求真理之所依。一位覺者－佛，能清清楚楚的知道這空間的

一切，小至微塵，大到盡法界遍虛空。此也說明，唯以真理－佛法，的力行實踐，

使能證悟世間的真相，絕非以人的知識、科技的精密就能了知一切的真相的。 

 

在本文提出三千大千世界的成立，是以證實娑婆世界成立於華藏世界海之

內，這在下文中會作說明。一個世界種的成立也是從無數個三千大千界所組合而

成，雖不能以吾人的眼睛所窺知，借助科學家的證實、佛法的體悟，了知世間的

真相是指日可待的。 

第二節  華藏莊嚴世界海之構造 

「蓮華藏世界海」可以說是一切淨土的總集。他是毘盧遮那如來往昔於世界

海微塵數劫修菩薩行時，親近微塵數佛，於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塵數大願之

所嚴淨。而在大小乘各各說法不一，一乘不滿足其淨、穢不二的說法，更建立別

教特有的佛土，在《五教章》云：「十佛境界所依有二：一、國土海圓融自在當

                                                 

14 《大正藏》第九冊，頁 614 上。 
15 林崇安教授著《佛教的生命觀與宇宙觀》慧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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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說」
16

（一）、蓮華藏世界海  具足主伴，通因陀羅等，十佛境界。 

，這是不可說的方面，然在因分可說方面看，世界海有三類，如下： 

（二）、十重世界海    世界性，世界海乃至世界相，人民至輪王世界。 

（三）、無量雜類世界  無量種種形世界。 

蓮華藏世界並不是淨穢不二的一相孤門的淨土，而是主伴具足，通於因陀羅

網重重的國土，一切諸教諸佛國土，皆屬於蓮華藏世界。智儼並說三生成佛即證

入生、解行身、見聞生。毘盧教主是證果海位屬證入生，解行既滿，證得佛果菩

提，即成就窮極圓滿之妙果。此亦是華嚴行者所歸向的理想淨土。 

在《華嚴經．華藏世界品》中，說明毘盧遮那佛無盡法界的妙莊嚴境時，也

就是在敘述華嚴世界海的各各形狀，此世界為須彌山微塵數之風輪所持，其最底

之風輪稱為平等住，最上之風輪，稱為殊勝威光藏。最上之風輪能持香水海，其

中有一大蓮華，稱為種種光明蘂香幢。蓮華藏世界即在此大蓮華之中，周圍有金

鋼輪山圍繞，其內大地皆由金剛所成，堅固不壞，清淨平坦，無有高下，尚有世

界海微塵數之莊嚴。又此大地中亦有不可說微塵數之香水海，一一香水海之周圍

有四天下，及微塵數之香水河，諸河中間之地，悉以妙寶莊嚴，分布如天帝網。

一一香水海中亦有不可說微塵數之世界種，一一世界種復有不可說微塵數之世

界。蓮華藏世界中央之香水海稱為無邊妙華光，由海中出大蓮華，其上有稱為普

照十方之世界種。其中有二十重不可說微塵數之世界布列於其間。以此中央世界

種為中心，共有一一一個世界種，羅列成如網之圍罩，而構成世界網；各皆以眾

寶莊嚴，佛則出現於其中，眾生亦充滿其間。由此可窺其構造之莊嚴，及其廣大

無邊。如下所舉之經文以作為對照：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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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塵數，大願之

所嚴淨。諸佛子！此華藏莊嚴世界海，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所持……。』」17

「諸佛子！彼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最在上者，名殊勝威光藏，能持普光

摩尼，莊嚴香水海，此香水海有大蓮華，名種種光明蕊香幢，華藏莊嚴住

在其中，四方均平，清淨堅固。金剛輪山，周匝圍遶，地海眾樹，各有區

 

                                                 

16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89 中。 
17 《大正藏》第十冊，頁 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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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18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此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

在華藏莊嚴世界海中，如天帝網，分布而住。諸佛子！此最中央香水海，

名無邊妙華光，以現一切菩薩形，摩尼王幢為底，出大蓮華，名一切香摩

尼王莊嚴。有世界種，而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以一切莊嚴具

為體。』」

 

19

以十種風輪之力依持著香水海，生大蓮華，而華藏世界即成立在花的中央。

此一構造以現今最高的科技皆是無法窺知。但林崇安教授於《佛教的生命觀與宇

宙觀》一書中，對經文所提，「香水海」即是代表著星際間的稀薄氣體，「蓮華」

及「世界種」代表在其內迴旋的星系。現今的天文學家更是一再的發現更多的銀

河系，其實這是能夠於佛法相呼應的。但在經文中所表世界海之相狀的解說，疏

鈔云：「約事可爾，何因剎海相狀如斯，略舉二因，一約眾生，如來藏識，即是

香海，依無住本，是謂風輪，亦妄想風。於此海中有因果相，恆沙性德，即是正

因之華。世出世間未來果法，皆悉含攝，故名為藏。二約諸佛謂以大願風，持大

悲海，生無邊行華。含藏二利染淨果法，重疊無礙。」

 

20

引文云：一約眾生之業，二約諸佛之大願。而在華藏世界中他能含藏一切的

因果之相，此則香水海的深廣之因。諸佛的大願形成一股的風輪，在因位時行菩

薩之萬行，此為正因之華，莊嚴其世界，故名為華藏。此二說唯有以親身的體悟，

絕非現今高科技所能測知，佛法唯有以普賢行以成就圓滿之因華，而每個眾生終

將成證毘盧遮佛的境界來融攝蓮華藏世界海，使這個世界在整個大幻化的莊嚴中

圓滿成證海印三昧。 

 

第三節  二十重莊嚴世界之構造 

在這個「世界種」中，上下有二十重世界，十重表自利，十種表利他，個個

相距有一佛剎微塵數。如下所標： 

（一）「最勝光遍照華藏世界」，依眾寶摩尼華而住，佛號「離垢燈」。 

（二）「種 種香蓮華妙莊嚴華藏世界」，依寶蓮華網而住，佛號「師子光勝照」。 

                                                 

18 《大正藏》第十冊，頁 39 中。 
19 《大正藏》第十冊，頁 42 中。 
20 《華嚴經疏鈔》卷十七，頁 1-2。 



 

- 12 - 

（三）「一切寶莊嚴普照光華藏世界」，依種種寶瓔珞而住，佛號「淨光智勝幢」。 

（四）「種種光明華莊嚴華藏世界」，依眾色金剛尸羅幢海住，佛號「金剛光明無

量精進力善出現」。 

（五）「普放妙華光華藏世界」，依一切樹莊嚴寶輪網海住，佛號「香光喜力海」。 

（六）「淨妙光明華藏世界種」，依金剛宮殿海住，佛號「普光自在」。 

（七）「眾華焰莊嚴華藏世界」，依一切寶色焰海住，佛號「歡喜海功德名稱自在

光」。 

（八）「出生威力地華藏世界」，依種種寶色蓮華座虛空海住，佛號「廣大名稱智

海幢」。 

（九）「出妙音聲華藏世界」，依恒出一切妙音聲莊嚴雲摩尼王海住，佛號「清淨

月光相無能摧伏」。 

（十）「金剛幢華藏世界」，依一切莊嚴寶師子座摩尼海住，佛號「一切法海最勝

王」。 

（十一）「恒出現帝青寶光明華藏世界」，依種種殊異華海住，佛號「無量功德海」。 

（十二）「光明照耀華藏世界」，依華旋香水海住，佛號「超釋梵」。 

（十三）「娑婆華藏世界」，依種種色風輪所持蓮華網而住，佛號「毘盧遮那如來

世尊」。 

（十四）「寂靜離塵光華藏世界」，依種種寶衣海住，佛號「遍法界勝音」。 

（十五）「眾妙光明燈華藏世界」，依淨華網海住，佛號「不可摧伏力普照幢」。 

（十六）「清淨光遍照華藏世界」，依種種香焰蓮華海住，佛號「清淨日功德眼」。 

（十七）「寶莊嚴華藏世界」，依光明藏摩尼藏海住，佛號「無礙智光明遍照十方」。 

（十八）「離塵華藏世界」，依眾妙華師子座海住，佛號「無量方便最勝幢」。 

（十九）「清淨光普照華藏世界」，依無量色香焰須彌山海住，佛號「普照法界虛

空光」。 

（二十）「妙寶焰華藏世界」，依一切諸天形摩尼王海住，佛號「福德相光明」。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就在第十三重，為毘盧遮那佛所居之地，以此表示利他心

切。在其最下重中，又有佛剎微塵數世界，周匝圍繞。次上重中則有三佛剎微塵

數世界，周匝圍繞，一重增一，至最上二十重，有二十佛剎微塵數世界圍繞，如

是周旋，通中心十一個世界種，各有二十重，上下相去，遠近相近。在這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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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種之外圍，到輪圍山處，復有一百個世界種，各方又各有十個世界種，於中

布列，並隨方循列而住，如天帝網，分布而住，其總數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諸世

界種，聚於種種蕊香幢大蓮華之上，諸香水海，各出蓮華，諸世界種，各各而住

於這個大蓮華之上寓華而住。 

有關華藏世界海的安立，這是屬於眾生業報不同故，且果不自生，惟從業報

之因而得。然則報皆依於果，其中雜類世界，是說明所攝的眾生，雖同住一處，

而處境各異。在華藏世界中，即在說明所攝的眾生，雖同住一處，而處境各異。

在華藏世界中，即在說明諸佛之所行處，是遍於法界有情眾生。此行既遍，則所

依果位亦遍。所以華藏世界，圓攝三世業境，純雜無礙。所有莊嚴境界，能現諸

佛業，眾生三世所行業，行業因果總在其中，或過去業，現未來中，或未來業，

現過去中，或現在業，現過去未來中。如百千明鏡俱懸，四面前後，影像互徹。

因法界之體性並無時間限制，而妄計三世法，以頓現無時法中。《華嚴經》〈普賢

行願品〉云：「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不可

說佛剎極微塵數廣大佛剎。」
21

就此普賢廣大世界觀而論，既然「一一極微，悉有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廣大

佛剎。」則具有一多無礙，大小相融二義。一一極微中，具有廣大佛剎之數，同

於不可說佛剎微塵之多，此為一多無礙也。又一一極徵中，具有不可說極微塵數

者，則為廣大佛剎，此為大小相融也。如此可知華藏世界觀，非庸常者所能構想

刻劃，必如普賢宏深之願力，廣大之悟境，始能達於微妙之化境。今有附圖表一

紙，是為二十重莊嚴華藏世界，在圖表的文字上略作更為詳盡的補充，以共參考。 

此即顯示普賢心境上的世界觀，佛剎圓融觀，所

謂橫世界、豎世界、仰世界、覆世界、剎剎塵塵、種種世界，乃至盡虛空中所有

世界，以普賢窮盡法界智慧觀之不可盡。因每一佛剎悉由極微積成，其極微，當

不可以數計，其積成十方三世一切佛剎之極微數，更不可以計算。因此更不可算

數所謂十方三世一切佛剎之極微塵中，一一極微，悉有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廣大

佛剎。 

第四節  小結 

〈華藏世界品〉所敘述的華藏世界海，是一特殊的結構，為其他經典所不曾

說過的。這是一個佛所證悟的境界，對佛而言，他沒有時間、空間的等等的限制，

法界與佛是遍一切處，互攝互融，時間、空間更是融攝於此。雖說華藏世界海有

二十重佛剎有不可說的佛剎微塵世界，有各種形狀為不同的眾生所依住，而這些

                                                 

21 《大正藏\》第十冊，頁 84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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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眾生的分別心所構成的。世尊將所證悟的華藏世界宣告世人，其目的即是希

望我們認清原本的清淨心亦是蓮華中所含藏的一顆清淨種子，這是佛的悲願所要

嚴淨的道場，而不論是佛與眾生皆是生存於華藏世界中，是生存於同一個沒有分

別的一真法界中。 

第四章  〈華藏世界品〉之思想概要 

第一節  華藏莊嚴世界架構的意含 

蓮華藏莊嚴世界，在《華藏世界品》中有說是毘盧遮那佛所發願嚴淨的道場，

因此此蓮華藏世界的整個構造，以海的深廣而托引出整個宇宙的空間。以蓮華代

表清淨，以世界種顯示種種的差別業力。因此世界的形成並非是無中生有的，其

每一個構造皆是有其意義的存在，亦可說華藏的莊嚴，皆是一種表法。「法」表

示佛在因地修行的行門，行種種難行的苦行，才能有這樣種種的莊嚴。 

蓮華藏世界的架構，形成一個重重無礙的境界。其意是表顯無分別的世界，

無染、淨的種種區別，是佛的德行所展現出的不可形容的世界。蓮華具種種德行，

他所表的法是清淨之意，更顯示一位菩薩於因位中的修行法門。此是大乘佛教所

強調的菩薩道之行逕，亦是大乘佛法修行的要領，以利他為中心，菩薩發願救度

眾生的種種因行，皆可以蓮華的清淨表示之。 

華嚴所談的世界是圓融的世界，舉一塵而盡宇宙，舉一毫而盡世界，一一之

法，都是絕對的東西，全法界可以收在一一的現象之中，如經所云：「華藏世界

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22，疏亦云：「…圓融無礙，則即一即多，即有即無，

有是無家之有，無是有家之無，多是即一之多，一是即多之一。有無，即事理無

礙，一多兼事事無礙。由此重重。故華藏剎，一一塵中，皆見法界。」
23

華嚴宗以四重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來說明，

法界的現象。圓融無礙的法界觀裡，宇宙萬物無分彼此，無有對立，無有差別，

所以說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諸法相即相入，重重無盡，這即是圓融的世界。而圓融的

世界，人與人是無礙、人與自然無礙、人也能與萬物無礙而達至圓融。這亦是整

個華嚴法界的中心思想。 

                                                 

22 《大正藏》第十冊，頁 39 中。 
23 《華嚴經疏鈔》卷十六，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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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平等的；一切法皆互入互即，既是互即，則各自獨立又相融，圓通又無礙。 

宇宙智慧，烘托出一個無窮的世界海，在這個世界海中，更包含著無窮數量

的世界種。在無窮數量的世界種裡面，上下又各有二十重，而其中的第十三重就

是人類所居的娑婆世界。這個娑婆世界，已經受到精神光明的照射，即被點化成

金色的莊嚴世界，亦即蓮華藏世界。由於森羅萬象都受到精神智慧的光明遍照，

便把一切的差別世界，提昇到最高正覺世間的一真法界，變成為一個理想的客觀

世界。 

第二節  華藏世界淨土義 

所謂「淨土」，廣義的來說，是諸佛菩薩的願力、悲力，為眾生所建構，以

救度眾生脫離生死輪迴、教化見性成佛的地方。而在上文已說明了「蓮華藏世界」

是毗盧遮那佛所發願嚴淨的清淨世界淨土，也就是說現在吾人所居之地亦是「華

藏世界」而他就在二十重華藏世界的第十三重，其中的一個小小世界名為「娑婆」

－穢土。同樣都是一個空間的物體，為何有淨與穢之別呢？此一問題在《華嚴經》

與各各大乘經典有多處提到，是由於「心」的作用。如《華嚴經．華藏世界品》：

「眾生身各異，隨心分別起」
24
、「一一心念中，出生無量剎」

25
，《華嚴經，如來

現相品》：「一一心念中，普觀一切法，安住真如地，了達諸法海」
26
、《華嚴經．

光明覺品》：「以彼智慧心，破諸煩惱障」
27
，《維摩結經》更提倡唯心淨土的思想，

經云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28

佛與眾生二者，是全然不同的境界，但又維繫著一體的關係。在吾人的感觀

中他是成現對立的兩種不同境界，這是由於心的作用而感得的不同的依報。〈華

藏世界品〉中的兩首偈中即知：「世尊往昔於諸有，微塵佛所修淨業，故獲種種

寶光明，華藏莊嚴世界海」

。以上的引文在在的

說明，淨與穢皆在於「心」。 

29
這是佛的境界：「或有剎土中，險惡不平坦，由眾生

煩惱，於彼如是見」
30

在二祖智儼所著的《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十種淨土章〉對淨土有此

這是眾生的業報。於此而承顯出淨與穢之別。 

                                                 

24 《大正藏》第十冊，頁 51 下。 
25 《大正藏》第十冊，頁 52 上。 
26 《大正藏》第十冊，頁 31 中。 
27 《大正藏》第十冊，頁 63 上。 
28 《大正藏》第十四冊，頁 538 下。 
29 《大正藏》第十冊，頁 39 中。 
30 《大正藏》第十冊，頁 5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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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一乘淨土，依淨有十：爲此娑婆世界中，諸四天下，教化一切。一有種

種身，二有種種名，三有種種處所，四有種種形色，及有種種長短，五有種種壽

命，六有種種諸有及以諸人，七有種種諸根，八有種種生處，九有種種業，十有

種種果報。如是種種不同，衆生所見亦異。問：欲明淨土，何故乃辨衆生分齊不

同？答：佛土自融，與法界等，無别可别。何以故？由是佛土，稱法界故。若欲

取别，知其分齊依衆生心，業行增減，定水昇沉，清濁差别，印成佛土，亦差别

也。故文殊師利歎土深異，寄彼衆生，成土相貌也。問：一乘淨土，大小多少染

淨差別，云何得知分齊同異？答：一乘淨土，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具如《地論》

廣釋。」
31

此說明了華嚴淨土的種種差別相，唯眾生心，業行增減，定水昇沉，清濁差

別，此即印成佛土差別，無別可別。華嚴之淨土即成立於「一心」，在《大乘起

信論》云：「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

如境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32
《華

嚴經》更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照」
33

第三節  華嚴淨土實踐法 

。 

在華嚴行門中，淨土法門於《華嚴經》中也是被視為重要的修行路徑。如在

〈十地品〉、〈入法界品〉中有多處提及念佛求往生之行門；而更加直接提出往生

淨土的是〈普賢行願品〉，於此處是以修行十條大願而導歸西方極樂世界，如經

云：「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

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其人自見生蓮花中，蒙佛授記。」
34
然而引

文中提到極樂世界，是以修持普賢十大願而導引此處，這在華藏世界的關係又是

如何安立呢？此一問題於經中未有很明確的提出解釋，澄觀大師於《貞元普賢行

願品疏》卷六中，針對普賢十大願導歸極樂之說法，加以註釋，表示願生極樂，

略有四意：「一、有緣故、彌陀願重，遍接娑婆界人。二、欲使眾生歸憑情一故，

但聞十方皆妙，彼此融通，初心茫茫，無所依托，故方便引之，使歸憑之情專一。

三、不離華藏故，華藏世界橫豎交絡成世界網，故知極樂不離華藏。四、即本師

故，阿彌陀佛，觀自在，皆表本師毘盧遮那之德，阿彌陀即不離本尊遮那。以為

修行之玄樞，與華嚴一經之幽鍵，並主張極樂不離華藏，彌陀即本師」
35

                                                 

31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543 下。 

引文中

32 《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 577 中。 
33 《大正藏》第十冊，頁 102 上。 
34 《大正藏》第十冊，頁 846 下。 
35 《卍續藏》第七冊，頁 49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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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迴向彌陀淨土的四點說明，除與彌陀的深願，他要遍接娑婆世界的有緣眾生，

只有機緣成熟，彼此能夠融，便能借助彌陀佛的力量前往西方。除此之外對極樂

不離華藏、華藏不離極樂之說，也說明，在華嚴的行門中，他是能互相包容、圓

融、無礙，經云：「若有能修普賢行，入於菩薩勝智海，能於一切微塵中，普現

其身淨眾剎。」
36

在提倡淨土法門中，以念佛的名號最被廣為推崇，在《華嚴經．入法界品》

中，善財童子遍參善知識，其中如德雲比丘、解脫長者、脾瑟胝羅居士，俱以念

佛一門而得解脫。最終以普賢十大願王之力行實踐，迴向淨土。《華嚴經》中所

提之念佛則兼俱兩者之特色，一多相入、主伴交融，即自即他，亦普亦專，「一

多相入」即一佛入多佛，多佛入一佛。「主伴交融」即如一切世界有主。在極樂

世界，阿彌陀佛是主，觀音、勢至、海會眾是伴，論主則伴在其中，說伴則主在

其中，彼此交融，主伴不二。「即自即他」。若從釋迦牟尼是自佛的立場來看，則

阿彌陀佛和毘盧遮那是他佛，但於《華嚴經》中所說，釋迦即是毘盧即是彌陀，

念自佛即是念他佛。「亦專亦普」就是說念一佛等於念一切佛，華嚴念佛法門的

特色，更以融貫六位因果。今以四種念佛以貫全經： 

在諸多談及淨土的修持法，皆強調以繫念佛的名號，借助佛的

願力來接引，此是強調他力。在此一引文中，以普賢行的修持，是能清淨一切的

微塵空間，此更強調的是「自力」，而於此，便能隨願遍遊華藏界。 

（一）念佛法身，即身常寂光中；（二）念佛功德，也就實報莊嚴；（三）最

勝方便，持名念佛；（四）念念普賢行願，導歸佛國淨土。
37

第四節  小結 

 

最高的正覺世間－一真法界，是最為理想的世間。人與人無礙、人與自然無

礙、人與一切萬物皆圓融自在，此即是華嚴最圓滿的境界，亦是華嚴行者追求淨

土的最高理想。如此證得清淨法身，達到不生不滅的永恆自在。又能順應眾生根

機，隨緣度化於十方國土，以圓滿菩薩的大行，以此之德，而能莊嚴其佛國淨土。 

                                                 

36 《大正藏》第十冊，頁 41 下。 
37 四種念佛之義，請參考《卍藏經》第一○四冊《華嚴念佛三昧論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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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宇宙中一切世界各是依據一切可能之因緣而安住，任何因緣都可能形成一個

世界，在同樣的空間裡面具有無限的世界，其彼此相附依住，卻又獨立的成就。

從三千到大千整個「華藏世界」的生成，不外顯示世間的無常，以及不可思議的

業力的作用。佛陀作如此一個宇宙的揭發，一方面教導眾生以無量的胸襟看待一

切，不要拘泥於短暫的一生一世；一方面指出廣大的菩提大道，要去承事十方諸

佛，並度化無盡的眾生。 

佛陀能以佛眼遍觀法界，對浩瀚無邊的宇宙一覽無遺，而這是曾經從十方諸

佛學習佛法，並歷遊佛剎，以普賢行願累積福德及智慧資糧，終於證得佛智。佛

陀所經歷的這個過程，也是任一眾生成佛所必須經歷的過程。由於眾生生命的無

限延讀，只要發起廣大的行願，積極的實踐，終必可以達成佛果，而親臨「華藏

世界」之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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