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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澤大學佛教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高等研究院 客座研究員 

   胡 建明（法音） 

摘 要 

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最初使用“淨土”一詞的應該是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 

三藏，而將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國土説成“淨土”的，無疑是淨土宗祖曇鸞法師。曇

鸞之後，阿彌陀佛信仰風靡中夏，於是，“淨土”一詞，便可直接連想為西方淨土，

而談西方淨土，即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這已成為中國佛教為中心，包括日本、

朝鮮半島、越南等漢字文化圏內的佛教界中所共通的固定概念了。但是，若依諸

經論，其槪念範疇其實不僅限於此。衆所周知，除彌陀的西方淨土之外，尚有東

方藥師琉璃光如來淨土、彌勒的兜率淨土、東方阿閦佛淨土以及《華嚴經》所説

的毘盧遮那佛的蓮華藏淨土等佛國世界。 

本論擬在論及《華嚴經》以及天竺馬鳴、龍樹、世親諸祖的淨土觀之後，重

點針對唐代華嚴宗諸祖的彌陀淨土觀展開探討，特別是以智儼、法藏、澄觀、宗

密為中心，傍及新羅元曉、海東華嚴初祖義湘両法師，來深入討論華嚴宗列祖的

彌陀淨土觀及其思想特徴。 

毋庸諱言，華嚴（《華嚴經》、華嚴宗）在佛教中是極富哲學性的、頗具理論

化的、主張自力的思想之一，而淨土（淨土三經、淨土宗）則是宗教性、信仰性

極強、主張他力的思想。因此乍看起來，両者之間似有相當大的思想對蹠與主張

差異，但其實從佛教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華嚴教家雖在教義上依持《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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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本宗典籍，而在信仰方面往往多有吸収彌陀淨土思想的傾向。同様，淨

土宗人也廣泛接受華嚴哲學思想來強化自宗的教義。 

華嚴宗列祖，本著華嚴融合主義精神、從圓融無礙思想立場出發，不僅融合

淨土，而且相容了唯識、天臺、禪、律、密等諸宗的思想。這在法藏、澄觀、宗

密等宗祖的思想中，都得以充分體現。華嚴的思想，也為諸宗所接受，特別是今

日以禪宗為主流的中國佛教，依然隨處可見華嚴思想的真髄。可以説是華嚴思想

開啓了中國佛教相容並蓄、博大精深的格局與歴史進程。大哉，華嚴，偉哉，華

嚴！ 

成一老和尚所開創的華嚴蓮社，以專弘華嚴，兼修淨土為宗旨，正是發揚和

光大了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 

鑒於本次研討會所定的議題範圍以及篇幅等的原因，筆者在這一拙論中，意

在著重探討唐代華嚴列祖是如何理解和吸収西方淨土思想的問題，至於淨土宗人

如何對華嚴思想攝取的問題等，今後有機縁再作深究。 

關鍵字：華嚴宗列祖  彌陀淨土觀 智儼 法藏 澄觀 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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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最初使用“淨土”一詞的應該是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三藏，

而將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國土說成“淨土”的，無疑是淨土宗祖曇鸞法師。曇鸞之後，

阿彌陀佛信仰風靡中夏，於是，“淨土”一詞，便可直接連想為西方淨土，而談西方

淨土，即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這已成為中國佛教為中心，包括日本、朝鮮半島、

越南等漢字文化圈內的佛教界中所共通的固定概念了。但是，若依諸種經論，其

概念範疇其實不僅限於此。衆所周知，除彌陀的西方淨土之外，尚有東方藥師琉

璃光如來淨土、彌勒的兜率淨土、東方阿閦佛淨土，以及《華嚴經》所說的毘盧

遮那佛的蓮華藏淨土等佛國世界。 

本論擬在論及《華嚴經》以及天竺馬鳴、龍樹、世親諸祖的淨土觀之後，重

點針對唐代華嚴宗諸祖的彌陀淨土觀展開探討，特別是以智儼、法藏、澄觀、宗

密為中心，傍及新羅元曉、海東華嚴初祖義湘両法師，來深入討論華嚴宗列祖的

彌陀淨土觀及其思想特徵。 

二、《華嚴經》以及天竺馬鳴、龍樹、世親諸祖的淨土觀 

（一）《華嚴經》中的遮那淨土和彌陀淨土之比較 
  眾所周知，除藏譯完本《華嚴經》之外，漢譯《華嚴經》有三種譯本，一為

東晉佛馱跋陀羅所譯的六十卷本（舊譯、七處八會、418 年譯出。*括弧內為筆者

添加語，以下同）；二為唐代實叉難陀所譯的八十卷本(新譯、七處九會、695 年譯

出)；三為唐代般若所譯的四十卷本（貞元經、八十卷中最後的《入法界品》之異

譯本、796 年譯出）。縱觀此三種譯本，唯有四十卷本《華嚴經》中的〈入不思議

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以下簡稱〈普賢行願品〉）明確地涉及到了西方彌陀淨土

的內容 1。而在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中雖然也散見“念佛三昧”、“本願”、“往生”“阿

彌陀佛”、“無量壽”、“無量光”等字眼和用語，但其實未必就是專門用來宣說彌陀

                                                 
1 《大正藏》冊 10，no.293,頁 848 上有普賢十大行願，最後的“普皆迴向願”的重頌偈曰：願我臨於

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

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界。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沉溺諸眾生，速往無

量光佛刹。並在《普賢行願品》中（頁 846 下）：又複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刹那，一切諸根悉皆

散壞，一切親屬悉皆舍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中略）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

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中略）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

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

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比晉

譯晚了 380 餘年的四十卷本，增加了前兩個完譯本所沒有的彌陀極樂信仰，這顯然是譯者般若有意

識地構想所致。也反映了由於當時彌陀淨土的興隆，便有了增添此宗教內容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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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世界的內容，而大都則具有流動性、多義性的內涵。當然，《華嚴經》中所描

寫的遮那華藏淨土，與彌陀西方極樂淨土也有一定的同通之處，但是兩者之間還

是有著甚多的相異之處。 

   如論其相同之處，筆者以為可以概括為如下兩點： 

  (1)遮那蓮華藏淨土的建立和彌陀西方極樂淨土的建立，都是由於成佛之前的本

修菩薩勤修廣大願行而所成就。 

   如晉譯《華嚴經》卷第三〈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中說： 

 

普賢菩薩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海諸佛悉現。彼諸如來各各讚言：善哉，

善哉，善男子，汝乃能入此三昧正受，皆是盧舍那佛本願力故。2 

    

同卷中又說： 

 

諸佛子，當知此蓮華藏世界海，是盧舍那佛，本修菩薩行時，於阿僧祗世

界微塵數劫之所嚴淨。於一一劫，恭敬供養世界微塵等如來，一一佛所淨

修世界海微塵數願行。3 

 

由此可見，蓮華藏淨土是盧舍那佛（八十《華嚴經》將此佛譯為毗盧遮那佛）在

無量劫以前累修願行所成就的佛國世界。這實與彌陀的西方極樂淨土相一致。 

    如《無量壽經》卷上云：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無量不可思議無央數劫，錠光如來興出於世，教

化度脫無量眾生。（中略）時有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尋發無上正真道

意。棄國捐王，行作沙門，號曰法藏，高才勇哲與世超異，詣世自在王如

來所，（中略）於是世自在王如來即為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刹土天人之善惡

之麤妙，應其心願，悉現與之。時彼比丘聞佛所說，嚴淨國土皆悉覩見，

起發無上殊勝之願。（中略）時法藏比丘攝取二百一十億諸佛妙土清淨之行，

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稽首禮足，遶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世尊，我

已攝取莊嚴佛土清淨之行。佛告比丘：汝今可說宜知是時，發起悅可一切

                                                 
2 《大正藏》冊 9，no.278,頁 408 中。 
3 《大正藏》冊 9，no.278,頁 4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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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菩薩聞已，修行此法，緣致滿足無量大願。比丘白佛：唯垂聽察，

如我所願，當具說之。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中

略）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第一第二第三法

忍，於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轉者，不取正覺。4 

 

    可見，阿彌陀佛淨土世界乃為其前身法藏菩薩所發四十八大願而得成就。這

與上述盧舍那佛在做菩薩時為建立華藏世界海而所行大願一致。 

  (2)蓮華藏淨土和西方極樂淨土都是以眾寶嚴飾莊嚴而成的佛國世界（其他佛國

淨土亦複如是）。 

  正如日本學者藤田宏逹的大著《原始凈土思想の研究》5中所說的那樣，凈土

经典以外的大乘佛典之中，對凈土世界的景象也有甚多而且共通的描寫。因此佛

國淨土並非只是淨土宗經典所特有的槪念。如《般若經》、《法華經》等大乘經典

皆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渲染佛國世界的莊嚴景象，當然《華嚴經》更不例外。在藤

田的〈華嚴經における類例〉一節中，藤田指出，在《華嚴經》〈入法界品〉里，

善財（Sudhana）童子五十三参之求道過程中所参訪的很多地方，就和西方極樂凈

土世界所描寫的景象十分相似。6 

    筆者在讀《華嚴經》時，也很有同感，如在六十《華嚴經》卷第二〈世間淨

眼品第一之二〉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爾時於佛師子之座，一切妙華摩尼寶輪高臺樓觀，莊嚴具足。（中略）如是

等一一佛世界微塵數等大菩薩眾，設諸供養，散眾妙華，充滿虛空，燒諸

雜香，氣過騰雲，普現一切眾寶圓光，又放無量淨日光明，作眾伎樂諸微

妙音。雜種寶樹，枝葉華實，一切光明，猶若雲起，雨無量寶。 

 

    這段佛國世界的描寫與《法華經》中的〈如來壽量品〉中的“我此土安穩，天

人常充滿。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眾生所遊樂。諸天擊天鼓，

常作眾伎樂。雨曼陀羅華，散佛及大眾。”7所描寫的景象極為相似。另在《華嚴經》

卷第三〈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中也描寫道： 

                                                 
4 《大正藏》冊 12，no.360,頁 266 下～269 中。 
5  藤田宏逹著（1970，岩波書店）《原始凈土思想の研究》。 
6  参考《原始凈土思想の研究》第 5 章〈極樂世界の槪念〉頁 482～486。 
7 《大正藏》冊 9，no.262 頁 4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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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大地處，有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香水海，眾寶莊嚴，一切象摩尼寶王，以

為其岸。寶王羅網，彌覆其上。眾寶色水，盈滿其中。一切眾華，皆悉開

敷。細末旃檀以香其水，常出如來妙音不絕。眾香次第，普熏十方。雜寶

階道，真珠欄楯。眾寶潮浪出妙音聲。恒沙佛刹微塵數等寶華樓閣，周匝

圍遶。無量佛刹微塵等眾寶華城，以周其外。十大千世界微塵數華，一一

蓮華，各十由旬，開敷鮮茂，遍佈水上，其香普熏一切世界，十佛國土微

塵數香樹，以為莊嚴。8 

 

而在淨土經典的《佛說阿彌陀經》中則描寫道： 

 

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

國，   名為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

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頗梨合成。上有樓閣，亦以

金銀、琉璃、頗梨、車渠、赤珠、馬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

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弗，極樂國土，

成就如是功德莊嚴。9 

 

另在《觀無量壽經》中也有相同的內容： 

 

極樂國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寶所成。其寶柔軟，從如意珠王生。

分為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寶色。黃金為渠，渠下皆以雜色金剛以為底沙。

一一水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花，一一蓮花團圓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

水流注華間尋樹上下，其聲微妙。（下略）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願力

所成。10 

 

綜上所述，可知在眾寶莊嚴這一點上，蓮華藏淨土和極樂淨土基本上一致。 

    

 

                                                 
8 《大正藏》冊 9，no.278,頁 413 中。 
9 《大正藏》冊 12，no.366,頁 346 下～347 上。 
10 《大正藏》冊 12，no.365,頁 342 中～34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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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者不同之處也可概括為如下兩點 11： 

  (1)兩淨土的方位、數量不同。蓮華藏淨土遍及無量微塵數佛土，十方十佛土重

重無盡、周遍無餘。而極樂淨土則在娑婆世界之西，相距十萬億佛國土，唯阿彌

陀一佛在彼說法。 

   《華嚴經》卷二〈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一〉以及卷第三〈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

中描寫十方蓮華藏世界海時說： 

 

爾時，蓮華藏莊嚴世界海東，次有世界海，名淨蓮華勝光莊嚴。中有佛刹，

名眾寶金剛藏，佛號法水覺虛空法王，於彼如來大眾海中，有菩薩名觀勝

法妙清淨王，為佛光明所開發已，與世界海塵數菩薩眷屬圍遶，來向佛所。

充滿十方一切虛空，興十種寶色光明華雲，悉皆彌覆充滿虛空。十種妙寶

須彌山雲，十種日輪雲，十種寶華雲，十種妙寶樓閣藏雲，十種華樹雲，

十種妙香現眾色雲，十種一切妙音聲雲，如是一切悉皆彌覆充滿虛空，來

詣佛所，供養恭敬禮拜已。在於東方雜華光藏師子座上，結跏趺坐。此世

界海南，（中略）此世界海西，（中略）此世界海北，（中略）此世界海東南

方，（中略）此世界海西南方，（中略）此世界海西北方，（中略）此世界海

東北方,(中略)。 此世界海下方（中略），此世界海上方，次有世界海，名

雜寶光海莊嚴，中有佛刹，名樂行清淨，佛號無礙功德稱離闇光王。12 

 

同卷第三〈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二〉中描寫蓮華藏世界海時說： 

 

佛子當知，有須彌山微塵等風輪，持此蓮華藏莊嚴世界海。最下風輪名曰

平等，彼持一切寶光明地；（中略）最上風輪名勝藏，持一切香水海，彼香

水海中，有大蓮華，名香幢光明莊嚴。持此蓮華藏莊嚴世界海。此世界海

邊有金剛山，周匝圍遶。13 

 

                                                 
11 若論兩淨土不同之處，尚有佛身説（遮那：法身、舍那：報身、阿彌陀：應身〔據天台智顗之

説，日本天台在論應身中，又有勝、劣之别〕）以及佛土觀（①世界海淨土，即遮那：法性净土、

舍那：實報淨土；②國土海淨土，即阿彌陀淨土等。阿彌陀：報化淨土〔智儼、法藏將彌陀的安養

國土定性為通化土的報土，而道綽、善導則主張的是報非化〕）之不同，限於本文篇幅以及其義理

上頗為繁瑣等原因，在此權且割愛不叙，容今後以專題詳論之。 
12 《大正藏》冊 9，no.278,頁 405 下～407 上。 
13 《大正藏》冊 9，no.278,頁 412 上～中。 

回目錄頁



194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由上述可知，蓮華藏淨土遍及十方，而此十方諸國土由十種風輪重重相持一切香

水海世界。而與之相比較，淨土經典在敘述西方極樂國土的位置時，大致有如下

的記述。《無量壽經》卷上說： 

法藏菩薩今已成佛，現在西方，去此十萬億刹，其佛世界，名為安樂。14 

 

同樣在《佛說阿彌陀經》中也有此記述：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名為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

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15 

由上可知，彌陀的極樂國土在我等所住娑婆世界之西去十萬億佛刹，雖然遙遠，

方位則十分明確。在這一點上兩淨土很不一樣。 

  (2)兩淨土在實踐上不盡相同。蓮華藏淨土的證入是以菩薩行為根本，而彌陀淨

土的往生的要因是眾生依彌陀本願，力行具足十念和稱名念佛。 

    如上所述，蓮華藏淨土乃是“盧舍那佛本願力”、即“ 盧舍那佛，本修菩薩行時，

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塵數願行”而成的佛國世界，其證入的根本在於無量劫中的

菩薩行願，而彌陀的極樂淨土乃法藏菩薩的四十八大願所成就，眾生只要深信彌

陀本願之力，發願、欣求往生彼土，不退轉修行具足十念和一心稱名念佛，臨命

終時，阿彌陀佛攜眾聖來迎，決定往生無疑。從這個意義上來言，娑婆世界的眾

生，與其他世界的眾生相比較而言，與極樂國土因緣最深，最容易往生。因此《佛

說阿彌陀經》中說： 

 

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

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

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16 

 

另在《觀無量壽經》中也說： 

 

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

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後見金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

                                                 
14 《大正藏》冊 12，no.360,頁 270 上。 
15 《大正藏》冊 12，no.366,頁 342 下。 
16 《大正藏》冊 12，no.366,頁 347 中。 

回目錄頁



綜述華嚴宗列祖之彌陀淨土觀──以智儼、法藏、澄觀、宗密為中心  195 
 
 

 
 

即得往生極樂世界。17 

 

 

    以上，通過《華嚴經》中的遮那淨土和彌陀淨土之比較，可知兩淨土之間的

異同所在了。接下來，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印度馬鳴、龍樹、天親諸菩薩的淨土觀。 

（二）天竺馬鳴、龍樹、世親諸祖的淨土觀 
  關於中國華嚴宗的法統，歷來就有五祖說和七祖說等 18，而日本中世紀鐮倉

時代中期的奈良東大寺凝然（1240-1321）的《華嚴五教章通路記》卷二中，立十

祖說 19，即普賢、文殊二菩薩、印度馬鳴、龍樹、世親三祖師、中國杜順、智儼、

法藏、澄觀、宗密五祖師。宋代淨源的七祖說也立馬鳴為華嚴之祖，皆緣於馬鳴

造《大乘起信論》（以下簡稱《起信論》）之故。至於《起信論》的真偽與否或印

度撰還是中國撰的問題，在學術界雖有爭議，然本論意於此且擱下，不予論之。

此論中確實有論及到彌陀極樂淨土，內容如下： 

 

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

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

護信心。（中略）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

有退。20 

 

由上文可知，馬鳴所主張的念佛，是適合於初學，以此念佛方便門來攝護信心。

而龍樹菩薩在《十住毗婆沙論》卷五〈易行品〉中也論道： 

 

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

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

之。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

                                                 
17 《大正藏》冊 12，no.365,頁 346 上。 
18  參考拙著《宗密思想綜合研究》（2013）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258～280。 
19 《大正藏》冊 72，no.2339,頁 297 上～中：今立十祖，以為大準。夫法界身雲，毗盧遮那如來者，

是開法大師，一乘教主也。海會上首，四依菩薩，以為傳法弘教祖師，謂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

馬鳴菩薩、龍樹菩薩、世親菩薩、帝心尊者、雲華尊者、賢首菩薩、清涼大師、圭峰大師也。 
20 《大正藏》冊 32，no.1666,頁 58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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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21 

 

由上文可知，馬鳴和龍樹雖然也認可念佛方便門，但將念佛門作為怯弱下劣者之

初學法門，是信方便之易行門而已，而非大人志幹（菩薩道）難行能行、永不退

轉之勝法。但是到了世親造《十地經論》時，淨土思想有了飛躍性的展開。世親

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中論道： 

 

修五念門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五念門？一者

禮拜門，二者讚歎門，三者作願門，四者觀察門，五者迴向門。云何禮拜？

身業禮拜，阿彌陀佛應正遍知，為生彼國土故；云何讚歎？口業讚歎，稱

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云何作願？

心常作願，一心專念，畢竟往生安樂國土，欲如實修行奢摩他故；云何觀

察？智慧觀察，正念觀彼，欲如實修行毗婆舍那故；（中略）云何廻向？不

捨一切苦惱眾生，心常作願廻向為首，成就大悲心故。22 

 

世親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也稱為《往生論》或《淨土論》，其中五念門的思想

內容如下： 

 

身業口業意業智業方便智業，隨順法門故。複有五種門，漸次成就五種功

德應知。何者五門？一者近門，二者大會眾門，三者宅門，四者屋門，五

者園林遊戲地門。此五種門，初四種門，成就入功德，第五門成就出功德。

入第一門者，以禮拜阿彌陀佛，為生彼國故，得生安樂世界，是名入第一

門；入第二門者，以讚歎阿彌陀佛，隨順名義，稱如來名，依如來光明想

修行故，得入大會眾數，是名入第二門；入第三門者，以一心專念，作願

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昧行故，得入蓮華藏世界，是名入第三門；入第四

門者，以專念觀察彼妙莊嚴，修毗婆舍那故，得到彼處，受用種種法味樂，

是名入第四門；出第五門，以大慈悲，觀察一切苦惱眾生，亦應化身，迴

入生死園煩惱林中，遊戲神通，至教化地，以本願力迴向故，是名出第五

門。菩薩入四種門，自利行成就應知，菩薩出第五門，利益他迴向行成就

                                                 
21 《大正藏》冊 26，no.1521,頁 41 上～中。 
22 《大正藏》冊 26，no.1524,頁 23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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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知。菩薩如是修五行，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23 

 

以上是世親的極樂淨土往生因與往生實踐法的五念門，從中可以得知世親已經將

念佛法門作為菩薩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殊勝法門，比起馬

鳴、龍樹之說，有了飛躍性的思想展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親將“入第三門” （宅

門），即相當於五念門的“作願門”，說成“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

昧行故，得入蓮華藏世界”，這顯然是將華藏淨土與極樂淨土一視同仁，這種將兩

淨土融合一致的觀點，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開了後來澄觀的遮那與彌陀一體、

華藏與極樂不二的思想先路。 

三、唐代華嚴宗諸祖的彌陀淨土觀 

    以上，筆者將《華嚴經》中所說的華藏淨土和淨土三部經內所宣揚的極樂淨

土作了比較論述，指出了兩者之間的同異。也較為簡略地闡述了印度馬鳴、龍樹、

世親三祖師的淨土觀，下面將著重論述唐代華嚴宗五祖師的彌陀淨土觀，其中由

於杜順的事蹟甚是不明，只能簡述，智儼以下，欲詳說之。 

（一）杜順、智儼 
    杜順（557-640）由於事蹟隱晦不明，將他作為中國華嚴宗初祖，在當今學術

界中尚有異論，但本論為了論述上的方便猶依照通說（五祖說）而論之。而且關

於杜順的《法界觀門》，也有些學者懷疑並非杜順真撰。24杜順的事蹟在唐道宣的

《續高僧傳》、法藏的《華嚴經傳記》等中有所記載，但是都沒有涉及到關於彌陀

淨土信仰方面的內容，但是到了宋代志磐所撰集的《佛祖統紀》（1269 成書）卷第

二十九中，卻有如下的記載： 

 

師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25 

 

志磐的這段文字究竟依據何在，不得而知，杜順所著《五悔文》也沒有得以流傳

下來，其內容也無從得知。不過，單就上述文字來看，杜順儼然成了一位宣揚彌

陀淨土的高僧，神僧杜順的神異傳說一直在民間廣為流傳，因此這段文字或許也

                                                 
23 《大正藏》冊 26，no.1524,頁 233 上。 
24 參考《華嚴研究 第 1 輯》（2012）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頁 67～69 石井公成〈華嚴宗觀行

文獻的真偽及其產生年代〉的相關內容。 
25《大正藏》冊 49，no.2035,頁 2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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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一種傳說而已？不過，筆者認為，彌陀淨土的信仰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便在

中原廣為流行，況且上述世親的關於彌陀淨土的五念門，杜順也一定有所了知，

從法門觀行的實踐立場上來言，杜順修十六觀行及念佛三昧，勸人常念阿彌陀佛，

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而且，從其弟子智儼的“七門往生義”以及“一乘十淨土說”

的淨土觀來看，也應該與杜順的信仰有著一定的思想關聯。 

    石井公成認為智儼（602-668）才是真正的華嚴初祖 26，這是因為不僅智儼存

有大量關於《華嚴經》以及華嚴思想的著述，而且在其門下有賢首國師法藏和海

東華嚴初祖義湘兩大高弟，實對華嚴宗的建立有偉大貢獻。據其弟子法藏的《華

嚴經傳記》卷第三中記載： 

 

（智儼）告門人曰：吾此幻軀，從緣無性。今當暫往淨方，後遊蓮華藏世

界。汝等隨我，亦同此志。俄至十月二十九日夜，神色如常，右脅而臥，

終於清淨寺焉。春秋六十七矣。時有業淨方者，其夜聞空中香樂，從西方

而來，須臾還返，以為大福德人也。往生之驗，明晨詢問，果知其應也。27 

 

智儼於總章元年（668）年十月二十九日，圓寂於長安清淨寺。在上述的內容中，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智儼臨終前告門人，自己當下先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世界，然

後再遊心遮那的蓮華藏世界，而且勸誡弟子們也能隨他同懷此志。為何深懷《華

嚴經》信仰，而且對毗盧性海、華藏玄門有深厚造詣和觀行的智儼，往生之際要

分成彌陀淨土和華藏淨土先後兩個往生的過程呢？筆者認為，一者是智儼應受到

道綽（562-645）、以及同時代善導（613-681）淨土思想的一定影響，尤其是智儼

的觀行與善導的“五正行”有很大的相似性 28。二者是智儼的最終目的乃是往生蓮華

藏世界，暫往指方立相的彌陀西方淨土只是意在由方便門入，得不退轉，然後出

方便門可直入華嚴一乘，遊心真實法界，因為從華嚴一乘的立場而言，阿彌陀佛

土也屬世界海攝，與蓮華藏世界海相即相融，故往生極樂之後即可遊於蓮華藏世

界。於此足可見智儼作為華嚴行者，其信仰之敦實，其修行之嚴謹。並且當時有

志於西方淨土者，還如實應驗了智儼的往生事蹟。在這裡可聯想到上述杜順每勸

人念佛，求生西方之事，兩者之間傳承著共通的信仰理念。 

    接下來，繼續針對智儼的“七門往生義”和“一乘十淨土說”等來進行探討。 
                                                 
26  石井公成〈華嚴宗觀行文獻的真偽及其產生年代〉，頁 67。 
27 《大正藏》冊 51，no.2073,頁 163 下～164 上。 
28  参考小林實玄〈唐代の淨土教と智儼《孔目章》の論意〉（1980）《真宗研究》第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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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儼的淨土義可以從他的《華嚴經內章門等離孔目章》（以下簡稱《孔目章》）

卷四〈壽命品內明往生義〉中所說的“七門往生義”得以詳知。智儼的“七門往生義”

是由六十《華嚴經》卷第二十六〈壽命品〉的經文中得到啟發 29。具體七門可概

括為①往生意②往生所信境③往生因緣④往生驗生法⑤往生業行⑥往生人位分齊

⑦往生業行迴轉不同。 

  ①往生意：智儼認為娑婆世界的眾生為下劣濡根，容易退轉，為慈悲攝取故，

開念佛往生方便之門。這與馬鳴、龍樹的觀點一樣。智儼指出此岸眾生往生處有

彌陀的西方極樂淨土和彌勒的兜率淨土兩處，前者為斷煩惱的眾生所住，後者則

為尚未斷盡者所住。文曰： 

    初明往生意者，為欲防退，娑婆世界雜惡之處，中下濡根，於緣多退。佛引

往生，淨土緣強，唯進無退，故制往生。往生有二處，一是西方，二生彌勒處。

若欲斷煩惱者，引生西方，不斷煩惱者，引生彌勒佛前。何以故？西方是異界故，

須伏斷惑。彌勒處是回界故，不假斷惑，業成即往生。30 

可見，智儼將西方和兜率兩處淨土的區別放在異界與回界、斷惑與未斷惑兩個不

同點上。後來中國淨土宗所主張的“帶業往生說”，其實只適合於彌勒淨土，因為往

生之後，尚可在兜率天宮修行淨業，並將來可隨彌勒下生時回到娑婆國土，度化

無量眾生。日本淨土真宗所提出的“惡人正機說”，則完全忽視淨土行者的業行，唯

重視彌陀的“他力本願”，這與智儼的西方淨土觀大為迥異，當然與中國傳統淨土宗

的念佛往生觀也有雲泥之別，清代楊文會居士對此甚有微詞。 

    ②往生所信境：所信境即指信仰的極樂國土。智儼將往生西方分為一乘和三

乘之不同。其文曰： 

     第二往生所信境，謂阿彌陀佛國，一乘三乘不同。若依一乘，阿彌陀土，屬

世界海攝。何以故？為近引初機成信，教境真實佛國圓融，不可說故；若依三乘，

西方淨土是實報處，通成四土：一法性土，二事淨土，三實報土，四化淨土。化

者，是報化也，非化身化 31 

這在智儼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以下簡稱《搜玄記》）卷第一

下也有類似的說明： 

    凡依三乘，淨土有四種：一性，二報，三事，四化，可知。若依此部一乘，

                                                 
29 《大正藏》冊 9，no.278,頁 578 下：佛子，如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刹一劫，於安樂世界阿彌陀

佛刹為一日一夜。安樂世界一劫，於聖服幢世界金剛佛刹為一日一夜。 
30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6 下。 
31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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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二種：謂世界海及國土海。或十種如下瞿夷說。32 

    ③往生因緣：往生因緣在三乘較為繁雜，而在一乘圓教則為一切因，因為諸

教即成往生。其文曰： 

     圓教一切因，何以故？諸教皆成往生故。33 

    ④往生驗生法：則通用一切修行之法。如在道場供奉彌陀尊像，禮拜、稱念、

懺悔、觀行，乃至盂蘭盆會、灌頂、追善供養等十門修行法（一作道場門、二作

七日法門、三依十六觀九品門、四依盂蘭盆法門、五依往生經門、六觀其煗觸門、

七依彌勒發問經門、八驗中陰生門、九依灌頂法門、十盡其一切門），這些無非皆

是往生之善因。《孔目章》卷第四： 

    安置道場，建彌陀佛像，幡燈散華，洗浴燒香，禮佛行道，念阿彌陀佛一日

乃至七日驗得往生。（中略）建立黃幡，及示佛像，並作灌頂法，若未終若終時已

終竟，如法成就。（下略）34 

    ⑤往生業行：智儼認為一切正、助業行，皆為往生之業行。其文曰： 

     第五往生業行者，總說正、助一切業行，皆為往生業行。35 

然善導則與智儼不同，善導將讀誦、觀察、禮拜、讚歎供養的四行作為往生之助

業，只有稱名才能作為往生之正定業。 

    ⑥往生人位分齊：智儼認為如十解之前的信位，以十善業作為正修者，則為

教家的直接教化物件，即“正所為之位”。因為此位有防退失、退滅、廢退的三退，

而十解以上則無，此說當屬終教。如依初教，則為十迴向之下的對象，即“所為之

位”，其上則得不退。其文曰： 

    第六往生人位分齊者，大位為其十解已前。信位之中，成十善法。正修行者，

是其教家正所為之位。何以故？為此位中防退失故，及退滅故，並廢退故。十解

已上，無上三退，教即不為。何以故？十迴向已去，得不退故。36 

然若依頓教、圓教，則為信位終心，自分已還，即所為法。雖與終教無有大別，

理致則不同。其文曰： 

    若約頓教及圓教，在信位終心，自分已還，是所為位。頓教及圓教，雖無相

遲疾異，而約終教，辨其見聞，約成多少，仍理自不同，宜可準之！此依《觀經》

                                                 
32 《大正藏》冊 35，no.1732,頁 23 中。 
33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6 下。 
34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7 上。 
35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7 中。 
36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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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生文，準即可知。37 

    ⑦往生業行迴轉不同：智儼認為在往生西方淨土仍以不退心，迴向眾生，廣

修利他之行。其文曰： 

     第七往生業行迴轉不同者，其往生業縱使此土人天正善根、三乘正善根，求

生十方淨土。正善根等，迴生西方，竝成助行因。若論正生，彼因即簡三界苦集

因，無分別智，為正行因。發願求生為勝方便。臨終樂欲生為次因緣，即是正勝

欲。臨終時善知識行及解者，為親增上宿世善根。大準依經，成多善根。準現生

中一生所為，相續大善根多少等者，即為正因。非別時意。降斯已下，是別時意。

今生西方，至彼得不退，雖有前後，仍取不退，以為大宗。從此已後，輾轉增勝，

生無邊佛土，至普賢界，還來入彼蓮華藏世界海，成起化之用。此據極終入宅之

言。若依《觀經》上品上生，聞妙法已，即悟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事諸佛，

遍十方界，於諸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本國，得無量百千陀羅尼門。此據初始，

近至之言，又依《往生論》有二種漸次相資法，一因一果。因者有五門，畢竟得

生安樂國土，見阿彌陀佛。（以下智儼所引“五門”略，參照注 21）38 

如上即為〈壽命品內明往生義〉中所說的“七門往生義”，由此可見智儼淨土觀之端

倪。接下來，再探討一下智儼所說的“一乘十淨土說”。《孔目章》卷第一中說： 

    依小乘義，無別淨土。依三乘義，有別淨土。略準有四：一化淨土，謂化現

諸方所有淨土；二事淨土，謂諸法淨土眾寶所成；三實報淨土，謂諸理行等所成，

謂三空為門，諸度等為出入路；四法性淨土，所謂真如，謂以無住本立一切法。

一乘淨土依準有十，為此娑婆世界中諸四天下，教化一切。（中略）如是種種不同，

眾生所見亦異。39 

同樣，在上述的《搜玄記》卷第一中也有相同的記述。（注釋 29）由此可見，

智儼所說的淨土是以三乘與一乘來加以區分，智儼認為小乘（聲聞、緣覺），不

得淨土 40，而三乘可立四種淨土，一乘則立十種淨土，如《孔目章》中所說。或

立世界海和國土海二種淨土，如《搜玄記》中所說。十種淨土即為上文《華嚴經》

所說十種風輪所成就的十方佛國蓮華藏世界海，智儼在《孔目章》中也有說明 41。

                                                 
37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7 中。 
38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77 下。 
39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41 上。 
40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41 中：答小乘無淨土，所以得知，凡生淨土，須有業習，小乘厭

其色心，樂其無餘，因何得淨土？ 
41 《大正藏》冊 45，no.1870,頁 541 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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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分量，準其十佛，即可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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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三乘的四種淨土，《孔目章》和《搜玄記》的順序相反，這是因為《搜玄記》

中所說的淨土是從深到淺，從體到用來配列的，在意義上與《孔目章》中所說無

異。智儼的淨土觀如上所述。若欲詳說之，則當與淨土諸經論一一對照而論，限

於本論之篇幅，就此打住了，有待今後再論之以詳。  

（二）法藏 
    賢首國師法藏（643-712）生逢大唐盛世，是華嚴思想的集大成者，為中國華

嚴宗的實際創始者。無論在對華嚴思想的闡發上，還是在自宗五教判的確立上，

較其師智儼，皆有出藍之譽。但就其淨土觀而言，卻無多發揮，只是繼承師說而

已。 

    如在其《華嚴經探玄記》（以下簡稱《探玄記》）卷第三對蓮華藏世界，立十

門來解說，在其中第一門明世界種類時說道： 

 

小乘唯有一類，娑婆世界無別淨土。三乘中有二。一約佛自性處有三：一

法性土，二實德土，謂妙行等。三色相土，謂勝寶等。後二為自受用土。

此三非是攝化處，故此中不辨也。二約佛攝化處亦有三：一化身土，此有

二：一染，謂此娑婆等，此約釋迦。二淨，謂餘方化土，此約餘佛。二變

染土，謂足指案地等。三他受用土，謂十八圓滿等。42 

 

如上可知，法藏分別就小乘、三乘、一乘來論述淨土有無建立的問題。定小乘無

淨土，而將三乘二分為佛自性住處和佛攝化住處，而各說三種，合之為六種淨土。

即一法性土，則相同於《孔目章》中的法性土。二實德土，三色相土，此二土與

智儼所說的實報土相當。四化身土，分為染淨，淨與化淨土無異。五變染土，則

與化身土的染相同。六他自受用土，此與事淨土無別。可見，法藏只是將智儼的

四種淨土為基調，以六種淨土加以展開而已，並無新的內容可言。又《探玄記》

卷第三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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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十八圓滿淨土等。若約一乘十佛

                                                                                                                                               
闊狹分量不同，三乘所明淨土，與世界海亦別不同。若世界海即在時中，同彼眾生見聞處，說諸佛

淨土不同，所謂不同故也。上件所錄三乘淨土異相，唯簡愚法小乘。 
42 《大正藏》冊 35，no.1733,頁 15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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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境，蓮華藏莊嚴海有三種。43 

 

法藏在上述中，僅僅說蓮華藏世界，而沒有直接言及彌陀的極樂淨土。而關於蓮

華藏世界，從一乘的立場而言，可分為①蓮華臺藏世界②遍法界蓮華藏世界③樹

形等雜類世界三種。法藏將①判定為同教一乘，②、③判屬為別教一乘。44另外，

法藏在《探玄記》第十五卷中，對漸教的染淨土的分別時說道： 

 

一約漸教，謂娑婆等局為地前，為化佛土故，安養等通為地上，為報佛

土故。45 

 

法藏與智儼一樣，將彌陀的安養國土定性為通化土的報土，這與道綽、善導所主

張的彌陀淨土“是報非化”的思想有所不同。此外，法藏認為十住十行十迴向的三賢

以及初地至十地的十聖因仍處菩薩因位，故只能住於果報佛土，唯斷盡煩惱的佛

一人堪住淨土。46在這裡，法藏的見解是依據了智儼“往生所信境”的觀點，將三賢

十聖的生所名為淨土，而將初地以前和三聚眾生之共生之處，則不名淨土。以上，

大概是法藏的淨土觀，法藏本著華嚴別教一乘的立場出發，在淨土思想上也較為

偏重於遮那的蓮華藏世界海佛國淨土。 

（三）澄觀、宗密 
    華嚴四祖清涼澄觀（738-839），一生著述甚豐，其主著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以下簡稱《華嚴經疏》）六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以下簡稱《演

義鈔》）九十卷、《三聖圓融觀門》一卷、《華嚴法界玄鏡》二卷等。關於澄觀的淨

土觀，在其著述中多有論及。 

    如關於念佛法門，在《演義鈔》卷第八十五中說道： 

 

然古人已有五門。云：一稱名往生念佛門、二觀像滅罪念佛門、三攝境唯

                                                 
43 《大正藏》冊 35，no.1733,頁 162 下。 
44 《大正藏》冊 35，no.1733,頁 162 下：（《探玄記》卷第三）一蓮華臺藏世界，雖遍法界，對地上

菩薩機現有增減，寄在色頂，唯說一界；二即此遍法界之華藏，說十顯無盡，即無盡箇華藏，一一

皆遍法界；三樹形等雜類世界，一一皆有蓮華藏，竝似彼界，悉遍法界，各各有十，無盡無盡。此

三中初一約同教一乘辨，後二約別教顯耳。 
45 《大正藏》冊 35，no.1733,頁 390 下。 
46 《大正藏》冊 35，no.1733,頁 158 下：《探玄記》卷第三：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中

略）三賢菩薩生處名為淨土，於中亦有四果二乘等。如阿彌陀土，生彼皆住正定等，堪任已還。輕

毛退位三聚眾共生之處，不名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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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佛門、四心境無礙念佛門、五緣起圓通念佛門。此之五門，初二名局。

又但稱名亦闕念義，第五一門名則盡善。及其釋義，但事理無礙，故今改

之。故初一門兼攝前二，此中第五方是性起圓通事事無礙義故。疏若約十

身，下即第三別約十身，言各二門者。初二即願身：初門願生兜率天宮，

後門願周法界；（中略三之十八門）十九二十二門即相好莊嚴身，前門應化

相好，後門華藏刹中相好。第二十一門該於十身。47 

 

澄觀所言“古人已有五門”即是指上面已經提到的世親菩薩《淨土論》中的五念門。

但是澄觀除第一稱名、第二觀像二門對世親有所承襲之外，另外三門皆以華嚴的

唯心、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法界觀來展開念佛法門。澄觀認為，初之二門，名

之為局，但以稱名有欠念佛之義，至第五門方成性起圓通事事無礙之義。並配以

十身，各立前後二門，合成二十門，至最後第二十門總該十身，方真顯念佛三昧。

在二十門中的初門中，澄觀主張前門願生彌勒的兜率天宮，這與上面二祖智儼暫

先往生彌陀極樂世界，然後遊心蓮華藏世界海的觀點不盡一致。由此可見，澄觀

的華嚴思想中已深受法相唯識、天台、禪等宗派思想的影響，在其思想軌跡上也

體現出了與智儼思想有著非連續性的一面。在《演義鈔》卷第八十八中，澄觀又

說： 

 

西方阿彌陀佛當念彼佛，不得欠戒一心專念。若一晝夜、若七日七夜、過

七日已後，見阿彌陀佛。於覺不見，於夢中見之。譬如夢中所見，不知晝、

不知夜，亦不知內、不見外，不用在冥中，故不見不用，有所蔽疑，故不

見。如是跋陀和菩薩，心當如是念。48 

 

澄觀的如上之文是佛對跋陀和所開示的內容，意為常修念佛三昧，一切時中常憶

念西方阿彌陀佛。不過，對於澄觀來言，論及西方淨土，無非是將之作為事事無

礙法界觀的前奏曲而已，作為華嚴四祖的澄觀，是以居高臨下俯視的眼光來看待

西方淨土義的。如在《演義鈔》卷第四中，澄觀說道： 

 

大意明餘淨土中，佛是證無生際者，今生娑婆是化現耳。故云：在餘淨土

                                                 
47 《大正藏》冊 36，no.1736,頁 667 中～下。 
48 《大正藏》冊 36，no.1736,頁 67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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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疏言約引攝說者，不言嚴淨華藏及周法界帝網之刹。不言此身周滿法界，

而言在於東方等。明是隨宜引攝娑婆雜惡眾生，令修淨土之行耳。49 

由上可知，澄觀認為餘淨土（華藏世界以外）只是為了引攝娑婆頑劣雜惡（信根

怯弱、為貪瞋癡等毒、常思退卻）眾生而所設的方便之行，因佛證無生，周遍法

界帝網之刹，但因慈悲眾生故，化現於世。東方淨土如是，西方淨土亦複如是。

在《演義鈔》卷第九十中，澄觀又說： 

 

彼（法處）比丘悉皆攝受，攝已滿足五劫，思惟修習，便向彼佛發四十八

願，發願已後，經多劫修行成就功德乃至成佛。後阿難問：此法處比丘成

佛，為過去耶？未來耶？為今現在？佛告阿難，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彼

有世界，名曰極樂，法處比丘在彼成佛，號無量壽。今現在說法。然後廣

說其土莊嚴。釋曰：既如來說他昔因今果，何得判為即本師耶？50 

 

上文中的“法處比丘”，即應為法藏比丘。澄觀在此文中介紹了《無量壽經》中法藏

比丘在因位時所發四十八願，累劫修行得以成就功德乃至成佛，阿彌陀佛今現在

西方極樂世界說法等，但澄觀並沒有太重視四十八願，也未將阿彌陀視為本師。

這種觀點，在《演義鈔》卷第三十七中也有提出： 

 

一佛佛相望者，如云阿彌陀佛有四十八願能攝眾生，餘則不能；禮於此佛

滅罪則多，禮於餘佛滅罪即少。不知諸佛行願功德無不平等，隨根隨緣。

說有優劣，故為顛倒。51 

 

可見，澄觀並不將彌陀西方極樂看成至高無比的淨土世界，而且四十八願對眾生

的攝取能力也絕非獨特無二，而主張佛佛行願平等，無有高下。如妄執一端，是

名顛倒之見。雖然澄觀在對四十華嚴〈普賢行願品〉的注釋中，也十分讚揚彌陀

淨土的功德利益，但是這只能將之作為事事無礙、重重無盡的蓮華藏世界往生論

的一個環節而已。澄觀的真正目的是在於游心蓮華藏世界，並以此華藏世界海融

會彼極樂國土，以本師遮那融通他佛彌陀。如《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十中說： 

 
                                                 
49 《大正藏》冊 36，no.1736,頁 31 下。 
50 《大正藏》冊 36，no.1736,頁 698 上～中。 
51 《大正藏》冊 36，no.1736,頁 2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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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華藏而生極樂，略有四意：一有緣故、二欲使眾生歸憑情一故、三不

離華藏故、四即本師故。52 

 

由此可知，澄觀將不生華藏往生西方的理由，列為四點，①與此土眾生有緣②讓

此土眾生信心專一③因極樂不離華藏（西方只在十方之內）④彌陀與本師遮那不

二相即故。另在《華嚴經疏》卷六十中也有同樣的觀點： 

 

此廣列諸佛皆互相遍。（中略）此諸佛皆遮那之身（中略）又無量壽佛、月

覺如來，皆遍十方，豈容隔此？（中略）況華藏刹海皆遮那化境，無量壽

等未出刹種之中，豈非是此佛耶？《法華》、《央掘》並說十方分身，故知

法藏別緣十六王子皆方便說。以理推之，皆是如來海印所現。53 

 

總而言之，澄觀站在華嚴一乘的立場上，以圓融無礙的主張，將彌陀與遮那一體

（乃至一切諸佛），視極樂與華藏不二（乃至一切諸佛世界），諸經方便說示，理

致無二。一切念佛三昧，也無不與海印三昧交相輝映，在重重無盡法界之中。這

便是清涼大師澄觀的淨土義，遠承世親“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昧

行故，得入蓮華藏世界”之祖意，而另開了新路。接下來，探討一下其弟子五祖圭

峰宗密的淨土觀。 

    宗密（780-841）的淨土觀，基本上是繼承和發揚了其師清涼澄觀的思想理路。

如上述清涼澄觀在《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十中解釋四十《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的頌“願我臨於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時，

用了“一有緣故、二欲使眾生歸憑情一故、三不離華藏故、四即本師故”四意加以解

釋，而宗密在其《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以下簡稱《別行疏》）卷

第七中作了更詳盡的說明： 

    《鈔》略有四意者，一彌陀願重偏接娑婆世界入；二但聞十方皆妙，此彼融

通。初心忙忙（通“茫”），無所依託，故方便引之；三極樂去此但有十萬億佛土，

華藏中所有佛刹，皆微塵數，故不離也；（中略）故知阿彌陀佛國，不離華藏世界

中也；四即此第三十五偈讚品云：或有見佛，無量壽觀、自在等共圍繞，乃至賢

首如來、阿閦、釋迦等彼竝判，云讚本尊遮那之德也。54 
                                                 
52 《卍續藏經》冊 7，頁 770 上。 
53 《大正藏》冊 35，no.1735,頁 962 中。 
54 《卍續藏經》冊 7，頁 997 下～9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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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可知，宗密的極樂不離華藏、彌陀等與遮那不二的解釋，與清涼澄觀同出一

轍。另宗密在《別行疏》卷第五中有如下說： 

 

九下品下生，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應墮惡道受苦無窮，臨終苦逼不遑念佛。

但稱名號，令聲不絕，具足十念，命終之後，見金蓮華，一念往生。滿十

二劫，華開得聞諸方實相，徐滅罪行，發無上道意。是即九品往生，各各

須具多種功德，方得往生也。55 

 

宗密援引了《觀無量壽經》中的九品往生說，來論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此處

宗密沒有深入用華嚴的教說加以論證，可見，宗密與澄觀的華嚴一乘圓教（別教）

相比較，更注重《圓覺經》的頓教大乘思想 56。在他的“教禪一致”的理論與實踐中，

還是以“人間成佛論”為中心，因此對西方淨土的思想取捨與澄觀有所不同 57。值得

引起關注的是，宗密在《別行疏》卷四中，論及到四種念佛，即稱名念、觀像念、

觀想念、實相念。58另外，宗密的思想深受《起信論》影響，故在宗密的著述中，

對《起信論》的西方淨土觀也偶有言及，如在《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中說道： 

 

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

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59 

 

可見，宗密在強調修禪的同時，也十分留意念佛法門，開了後來永明延壽（904-975）

禪師所主張禪淨雙修的先河。 

    如上綜述了唐代列祖的彌陀淨土觀，接下來再來窺探一下新羅元曉和海東華

嚴初祖義湘的彌陀淨土觀。 

四、新羅元曉、海東華嚴初祖義湘的彌陀淨土觀 

    眾所周知，朝鮮半島的佛教，有著深厚的華嚴思想傳統。特別是新羅元曉和

                                                 
55 《卍續藏經》冊 7，頁 968 下。 
56 《大正藏》冊 39，no.1795,《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注》頁 575 中，說道：是經（《圓覺》）

名為頓教大乘，頓機眾生従此開悟，亦攝漸修一切群品。宗是頓教，事具漸門。既頓漸俱收，則遲

速皆益。 
57  参考拙著《宗密思想綜合研究》第五章〈宗密的修持踐行思想〉，頁 203～246。 
58 《卍續藏經》冊 7，頁 914 上～下。 
59 《大正藏》冊 48，no.2015，頁 39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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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東華嚴初祖義湘的貢獻最大。義湘入唐後，在終南山至相寺智儼門下求法，得

師親傳，與法藏同學。但是日本東大寺凝然在其著述中，關於海東華嚴，只提到

了元曉和傳日本華嚴的審祥。60  

（一）元曉 
    元曉（617-686）一生的著述甚多，現傳世有三十三種三十卷。其中關於《起

信論》的有八部十四卷，關於《華嚴經》有七部十五卷。另有關淨土方面的著述

有《兩卷無量壽經宗要》一卷、《阿彌陀經疏》一卷、《遊心安樂道》一卷、《彌陀

證性偈》一篇等。 

    元曉的淨土義，主要可概括為①四種淨土門②淨土往生因③具足十念三個方

面的主張。先來看看元曉的四種淨土門之說。 

① 四種淨土門：元曉在其《阿彌陀經疏》中說： 

 

此清淨有二種：一者器世間清淨、二者眾生世間清淨，乃至廣說故。然入

此清淨，有其四門：一圓滿門，唯佛如來，得入此門，如《本業經》說；

二一向門，八地已上菩薩得入此門，如《攝大乘論》說；三純淨門，唯有

第三極歡喜地已上菩薩得入此門，如《解深密經》說；四正定聚門，唯無

退者得入此門，無邪定聚及不定聚，如兩卷經說。61 

 

由上可知，元曉的四門淨土是依大乘經論所說為依據，並由佛地到八地以上菩薩、

第三極歡喜地以上菩薩，此三門以《華嚴》的十地來作為標準，第四門則以唯無

退者為準，以兩卷《無量壽經》為依據。元曉在解說四種淨土門之後，將能往生

淨土的原因分為正因和助因兩種。並依《觀無量壽經》十六觀及世親《往生論》

之五門行而闡明淨土之要。即依《觀經》之經意闡述了三輩因： 

    上輩之因，說有五句。一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此顯發起正因方便；二者發

菩提心，是明正因；三者專念彼佛，是明修觀；四者作諸功德，是明起行，此觀

及行為助滿業；五者願生彼國。此一是願，前四是行，行願和合乃得生故。中輩

之中，說有四句:一者雖不能作沙門，當發無上菩提之心，是明正因；二者專念彼

佛；三者多少修善。此觀及行為助滿業;四者願生彼國，前行此願，和合為因也。

                                                 
60 《大正藏》冊 72，no.2339,页 297 上～中，凝然的《華嚴五教章通路記》卷二說:大日本国興降

花嚴，明辨僧正，以為始祖。最初講弘，新羅學生審祥禪師，專有其功。（中略）日本智憬大德云：

新羅元曉法師，飛龍之花，讚於青丘。云云 
61 《大正藏》冊 37，no.1759, 頁 34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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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輩之內，說二種人，二人之中，各有三句。初人三者：一者假使不能作諸功德，

當發無上菩提之心，是明正因；二者乃至十念，專念彼佛，是助滿業；三者願生

彼國，此願前行和合為因，是明不定性人也。第二人中有三句者：一者聞甚深法，

歡喜信樂，此句兼顯發心正因，但為異前人舉而深信耳；二者乃至一念，念於彼

佛，是助滿業。為顯前人無深信，故必須十念。此人有深信故，未必具足十念；

三者以至誠心，願生彼國，此願前行和合為因。此就菩薩種性人也，經說如是。62 

在上文中，元曉分別解說了上輩（上品生）、中輩（中品生）、下輩（下品生）之

往生因。接下來，論述一下元曉所說的往生二種因，即正因和助因。 

② 淨土往生因：元曉在其《兩卷無量壽經宗要》說道： 

 

先明正因，後顯助因。（《觀經》）經所言正因，謂菩提心，言發無上菩提心

者，不顧世有富樂，及與三乘涅槃，一向志願三身菩提，是名無上菩提之

心。（中略）次明諸因，助因多種。今且明下輩十念。此經中說，下輩十念，

一言之內，含有二義：為顯了義及隱密義。隱密義者，望第三純淨土果。

以說下輩十念功德，此如《彌勒發問經言》。（下略）63 

 

由上可知，元曉將往生正因，定為發無上菩提之心，摒棄求人天福報者及三乘求

涅槃者。而對往生助因，一下輩十念為對象，元曉的《兩卷無量壽經宗要》中說

了隱密十念和顯了十念。隱密十念則依據《彌勒發問經》所說。 

③ 具足十念：其隱密十念義如下： 

 

一者，於一切眾生常生慈心，於一切眾生不毀其行，若毀其行，終不往生；

二者，於一切眾生，深起悲心，除殘害意；三者，發護法心，不惜身命，

於一切法，不生誹謗；四者，於忍辱中，生決定心；五者，深心清淨，不

染利養；六者，發一切種智心，日日常念，無有廢忘；七者，於一切眾生

發尊重心，除我慢意，謙下言說；八者，於世談話，不生味著心；九者，

近於覺意，深起種種善根因緣，遠離憒鬧散亂之心；十者正念觀佛，除去

諸根。解云：如是十念，既非凡夫，當之初地以上菩薩，乃能具足十念。

於純淨土，為下輩因，是為隱密義之十念。64 

                                                 
62 《大正藏》冊 37，no.1757, 頁 128 中～下。 
63 《大正藏》冊 37，no.1747, 頁 128 下～129 下。 
64 《大正藏》冊 37，no.1759, 頁 12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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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顯了十念義，則如下所述： 

    言顯了義十念相者，望第四對淨土而說，如《觀經》言：下品下生者，或有

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為說妙法，教令念佛，

若不能念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佛。稱佛名

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罪，命終之後，即得往生。（中略）此是顯了十念

相也。65 

綜觀元曉的十念淨土觀，可知有《觀無量壽經》的十念，即具足十念中的顯了

十念，適合於下品下生的眾生，可以稱名而得往生。而《彌勒發問經》所說十念，

即隱密十念，以初地以上菩薩所能具足。而《無量壽經》的十念，則皆包含了顯

了和隱密兩種十念，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言，元曉的十念義說，較為重視《無量

壽經》的內容和思想。 

   （二）義湘 
    新羅義湘（625-702）於唐龍朔元年（661）入唐，隨智儼學習華嚴。總章元年

（668）七月十五日（師智儼圓寂前三個月）著《華嚴一乘法界圖》，得師印可。

於咸亨二年（671）歸新羅，成為海東華嚴初祖，建立浮石寺等華嚴十刹，悟真等

十大弟子承其法脈。義湘在思想上依持《華嚴經》，但是信仰方面有著濃厚的淨土

思想，尤其對彌陀和觀音的信奉極為真摯。義湘曾著有《阿彌陀經義記》一卷，

可惜今已不存。但是，可以從他歸海東以後的事蹟中得以了知對淨土信仰的情形。

如在唐高宗儀鳳元年（新羅文武王十六年，676）初建浮石寺時，建立了阿彌陀佛

尊像一軀，並在東海洛山白花道場安奉觀音尊像一軀，從中可窺知其淨土觀之一

二。據浮石寺的《圓融國師碑》所記： 

 

本師釋迦，以靈鷲山為七寶淨土，常安住也。是寺者，義湘師遠遊西華，

傳炷智儼後，還而所創也。像殿內唯造阿彌陀佛像，無補處，亦不立影塔。

弟子問之，湘師曰：師智儼云，一乘阿彌陀，無入涅槃，以十萬（億？）

淨土為體，無生滅相。故《華嚴經》〈入法界品〉云：或見阿彌陀觀世音菩

薩，灌頂受記者，充諸法界，補處補闕也。佛不涅槃，無有闕時故無有補

處，不立影塔，此一乘深旨也。儼師以此傳湘師，湘師傳法嗣於國師。66 

 

                                                 
65 《大正藏》冊 37，no.1759, 頁 129 上～中。 
66 《朝鮮金石總覽》卷上，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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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可知，義湘歸國之後，依智儼的一乘教義，在華嚴根本道場浮石寺佛殿內

唯奉立阿彌陀尊像供養，而不立《華嚴經》本尊毗盧遮那佛，可以推想智儼的至

相寺或許也是如此，從中足可見智儼的彌陀信仰對義湘的影響之大。從觀行的角

度來看，淨土法門的十六觀行，以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於娑婆國土眾生最為契

機，天台智者大師也提倡作如是觀。智儼、義湘的觀行，到了百年之後的宗密時

依舊倍加崇尚 67。據說，浮石寺佛殿的南面有無量壽堂，但是阿彌陀像卻安置於

佛殿的東面。為此，無寄撰寫的《釋迦如來行跡頌》卷下有記： 

 

昔新羅義湘祖師，專求安養，平生坐不背西，其門徒中，有一犯罪比丘，

依法擯之，離群而去，遊行他界。仰慕其師，造像負行。師聞之，召來告

曰：汝若實憶我者，我一生來，坐不背西，像亦應爾。於是令像背西而坐，

像自迴身，向西而坐。師乃善之，赦罪還攝。是故求西應仰效之。68 

 

由此可見，義湘一生“坐不背西”，對彌陀的信仰相當強烈與真摯。同時，義湘對淨

土三聖之一的觀世音菩薩的信仰也極為誠切。歸國之後，在江原道襄陽郡的東海

岸創建了洛山寺，供奉觀音尊像。洛山之名，顧名思義即是義湘追慕古印度觀世

音菩薩的住處寶陀洛伽山，故以之名，亦稱之為“小白華”，即白衣觀音之所在處。

義湘在《白花道場發願文》中吐露了他對觀世音菩薩的誠摯信仰： 

 

稽首歸依，觀彼本師觀音大聖大圓鏡智，亦觀弟子性淨本覺（下闕）所有

本師，水月莊嚴，無盡相好。亦有弟子，空華身相，有漏形骸，依正淨穢

苦樂不同。（下闕）今以觀音鏡中，弟子之身歸命頂禮，弟子（於？）鏡中

觀音大聖，發誠願語，冀蒙加被。惟願弟子生生世世，稱觀世音以為本師，

如菩薩頂戴彌陀，我亦頂戴觀音大聖。69 

 

由“如菩薩頂戴彌陀，我亦頂戴觀音大聖”一句可以看到義湘的彌陀淨土信仰，實在

不遜色于淨土宗行者。義湘作為海東華嚴初祖，對今天的韓國佛教依然影響巨大，

其“一乘阿彌陀”的信仰雖然源自其師智儼，但是將之如實踐行，大化於海東者，唯

義湘一人耳！比較而言，同門法弟賢首法藏唯棲心於華嚴一乘教義之中，對於彌

                                                 
67  參考拙著《宗密思想綜合研究》第五章〈宗密的修持踐行思想〉，頁 203～246。 
68 《韓國佛教全書》第 6 冊，頁 571 上～573 下。 
69 《韓國佛教全書》第 6 冊，頁 53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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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淨土信仰與實踐則顯得不甚積極。在這一點上，說其遜色於法兄義湘，恐不以

為過吧。 

五、結語 

   以上，本論先就《華嚴經》中的遮那淨土和彌陀淨土作了比較性的研究，並對

印度三祖師馬鳴、龍樹、世親的彌陀淨土觀也作了較為簡要的說明，然後較為重

點地對唐代華嚴五祖師的彌陀淨土觀作了分析，尤其是對智儼、澄觀等的彌陀淨

土觀作了較為深入的評述，最後對新羅元曉、義湘的淨土信仰作了概說，以此闡

明華嚴宗列祖在信仰《華嚴經》蓮華藏世界的同時，對彌陀淨土也有著深深的關

注乃至誠真的欣求。當然，本論所涉及的範圍很廣，限於篇幅，也只能停留在綜

述的程度上，若欲一一作出詳論的話，只能有待於今後了。 

毋庸諱言，華嚴（《華嚴經》、華嚴宗）在佛教中是極富哲學性的、頗具理論

化的、主張自力的思想之一，而淨土（淨土三經、淨土宗）則是宗教性、信仰性

極強、主張他力的思想。因此乍看起來，両者之間似有相當大的思想對蹠與主張

差異，但其實從佛教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華嚴教家雖在教義上依持《華嚴經》

為中心的本宗典籍，而在信仰方面往往多有吸收彌陀淨土思想的傾向。同樣，淨

土宗人也廣泛接受華嚴哲學思想來強化自宗的教義。 

華嚴宗列祖，本著華嚴融合主義精神、從圓融無礙思想立場出發，不僅融合

淨土，而且相融了唯識、天台、禪、律、密等諸宗的思想。這在智儼、法藏、澄

觀、宗密等宗祖的思想中，都得以充分體現。華嚴的思想，也為諸宗所接受，特

別是今日以禪宗為主流的中國佛教，依然隨處可見華嚴思想的真髓。可以說是華

嚴思想開啓了中國佛教兼容並蓄、博大精深的格局與歴史進程。大哉，華嚴，偉

哉，華嚴！大哉，法界，偉哉，法界！ 

成一老和尚所開創的華嚴蓮社，以專弘華嚴，兼修淨土為宗旨，以示現方便

多門，開顯真如法界之無盡為其修行理念，正是發揚和光大了中國佛教的優良傳

統。 

鑒於本次研討會所定的議題範圍以及篇幅等的原因，筆者在這一拙論中，意

在著重探討唐代華嚴列祖是如何理解和吸收西方淨土思想的問題，至於淨土宗人

如何對華嚴思想攝取的問題等，也指望在今後有機緣再作深究。 

 

2014 年 5 月 15 日於東京玲瓏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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