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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普賢菩薩的十大願暨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之各種解脫法門，

就是告誡修行佛法的人，若欲成

佛，先須發恭敬心、皈依心、不

畏懼心、慈悲心、大行願心，始

能彰顯普賢願海的功德。

《大方廣佛華嚴經》（以

下簡稱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

境界普賢行願品〉（以下簡稱普

賢行願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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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等。」此

段經文可見普賢十大願與淨土法

門殊勝處。不生華藏世界而生極

樂世界，導因於彌陀願重，願接

娑婆世界有緣眾生。彌陀淨土法

門四十八願攝取有情往生淨土，

須備信、願、行三大資糧，彌陀

願重是為總願。普賢十大願乃別

願，也就是說由總願開出十個別

願。凡欲修淨土者，願生極樂

者，需時時發十大行願，令這十

別願成為一總願，乃能往生西方

極樂淨土。〈普賢行願品〉云：

「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　

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

皆捨離……如是一切無復相隨，

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

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

樂世界。」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中之德

雲比丘、解脫長者、鞞瑟胝羅居

士都以念佛法門而得解脫。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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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從文殊師利菩薩所，聞說諸

佛種種勝妙功德：「汝見無邊諸

佛土，去來現在一切佛，亦聞所

轉妙法輪，念力憶持無忘失。」

其「念力、憶持」不離念佛法

門。諸佛法界徧攝徧融，彌陀極

樂、遮那全體，都不離華藏世

界，惟眾生心業不同所見異矣。

佛本恪常不動，是〈普賢行願

品〉迴向極樂之因。處於此法

弱、魔強時代、未證「毘盧性

海」、「處處皆華藏」境地者，

唯求往生極樂是為最穩當。況極

樂世界不在華藏世界之外，念佛

法門不違背華藏世界。行者依普

賢十大願「上求佛道、下化眾

生」慈悲願力，隨心不離，方可

導歸極樂。（以上論述整理自楊

政河《華嚴哲學研究》結歸淨土

之思想。）

筆者基於此華嚴淨土思想之

前提，擬先鋪排《華嚴經》的世

界觀，及德雲比丘等三位善知識

的念佛淨土法門，再探唐朝賢首

宗五位宗祖之華嚴淨土觀。全文

分三部分著墨：一、《華嚴經》

之蓮華藏世界，二、《華嚴經》

之淨土思想與念佛法門，三、唐

朝華嚴宗諸師之淨土思想。

壹、《華嚴經》之蓮華藏世界

毘盧遮那如來的淨土是華

藏莊嚴世界海，《華嚴經．華藏

世界品》普賢菩薩告聽眾言：

「華藏莊嚴世界海，是毘盧遮那

如來，往昔於世界海微塵數劫，

修菩薩行時，─劫中親近世界海

微塵數佛，─佛所淨修世界海微

塵數大願之所嚴淨。」最下層為

須彌山微塵數大願風輪，上持普

光摩尼香水海，香水海內有大蓮

華，內有世界成立。世界外圍環

遶金剛輪山，內有大地，大地上

有不可說微塵數香水海，─香水

海中各有不可說微塵數世界種，

─世界種中有不可說微塵數世

界，建構出華嚴之蓮華藏世界。

最中心的香水海稱為無邊妙華光

明，彰顯中道智悲妙用。從其海

中出大蓮華，上有一普照十分熾

然寶光明世界種。二十重世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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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布列，十重表自利，十重表利

他，個個相距有一佛剎微塵數。

娑婆世界居第十三重，毘盧遮那

佛居此，表利他心切。類此二十

重世界種，十方各有十個，加上

中央世界種合計分布有一百一十

世界種，組成華嚴莊嚴世界海，

如天帝羅網。

果不自生，因業而得，華

嚴世界的安立，係屬眾生業報不

同。報來自於果，華嚴世界中雜

類世界，是說明所攝之眾生處同

境卻異。華藏世界從一切法空理

隨智所現，隱顯自在，圓攝三世

業境，純雜無礙。華藏世界莊嚴

境界能現諸佛，眾生業果乃居娑

婆界，《華嚴經．世主妙嚴品》

云：「佛智入三世悉皆平等，眾

福大海悉已清淨，恒示生諸佛國

土；身遍十方而無來往，一切佛土

莊嚴悉令顯現。」〈菩薩問明品〉

云：「佛神力悉明現娑婆世界中，

三世一切眾生所有法差別、業差

別、世間差別、身差別、根差別、

受生差別、持戒果差別、犯戒果差

別、國土果差別。」《華嚴經．菩

薩問明品》云：

諸佛智自在，三世無所礙，

如是慧境界，平等如虛空。

法界眾生界，究竟無差別，

一切悉了知，此是如來境。

一切世間中，所有諸音聲，

佛智皆隨了，亦無有分別。

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

其性本清淨，開示諸群生。

非業非煩惱，無物無住處，

無照無所行，平等行世間。

一切眾生心，普在三世中，

如來於一念，一切悉明達。

 

二十重華藏世界圖示如下：

華嚴淨土思想暨念佛法門（一）

20妙寶焰界福德相光明佛

13娑婆界毘廬遮那如來

3一切寶嚴界淨光智勝幢佛

2種種香界師子吼光勝照佛
1最勝光界離垢燈佛
世界種名普照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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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華嚴經》之淨土思想與念佛

　　法門

漢譯《華嚴經》有三譯本，

東晉佛馱跋陀羅（西元359─429

年）譯六十《華嚴經》、唐代實

叉難陀（西元652─710年）譯

八十《華嚴經》，以及般若三藏

譯之四十《華嚴經》。賢首法藏

法師（西元643─712年，以下簡

稱法藏）參與實叉難陀八十《華

嚴經》譯場，澄觀法師（西元

738─839年，以下「澄觀」）參

與般若三藏四十《華嚴經》譯

場。四十《華嚴經》記述善財童

子參訪五十三位聖者善知識，入

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成就

普賢行願之經過。

《華嚴經》非是專談淨土

而是兼修淨土的經典。明蓮池

大師（雲棲袾宏，西元1532─

1612年）於《阿彌陀經疏鈔》指

出：「《華嚴經》為帶說勸讚往

生，普賢菩薩以十大願「導歸極

樂」。」可說〈普賢行願品〉為

《華嚴經》導歸西方極樂淨土思

想的依據。《華嚴經．普賢行願

品》云：

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

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

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

失，輔相、大臣、宮城內

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

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

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

導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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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

德具足，所共圍遶。其人自

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

「欲往生極樂世界，唯發

願」，無著（西元四、五世紀，

北印度人）於《攝大乘論》如此

說。為何眾生發願得生極樂？賢

首宗五祖圭峰宗密（西元780─

841年）詮釋為普賢大願王不相

捨離故，「不離」三義：大願王

不離、引導長時、得生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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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阿彌陀佛剎極樂世界

的一日一夜等於娑婆世界釋迦牟

尼佛剎的一劫，眾生具信、行、

願得以往生極樂。蓮池大師叮囑

除信、行外，發願十分重要。極

樂世界是阿彌陀佛因地發四十八

願圓成的，普賢菩薩亦發了十大

願導歸極樂。《阿彌陀經疏鈔問

辯》云：

問：為惡之人，未嘗願生惡

道而自然墮落；則為善亦

爾。念佛者信、行足矣，何

以願為？

答：為善如登，為惡如崩。

登高則難，崩下則易；易故

不願而獲，難故非願不成。

且本師莊嚴淨邦實惟四十八

願，普賢導歸極樂亦以十大

願王。

阿彌陀佛剎之所在，《華嚴

經．華藏世界品》未見明示。澄觀

指出「極樂不離華藏」、「阿彌陀

佛國不離華藏界中」，《華嚴經

行願品疏》（以下簡稱《行願品

疏》）云：「華藏剎海皆遮那境，

無量壽佛去十萬等並未出於剎種

之中，一重之內。」

眾生具足了信、行、願，該

如何往生極樂呢？除了普賢菩

薩發願導歸極樂，《華嚴經．

入法界品》德雲比丘、解脫長

者、鞞瑟胝羅居士教導參訪之善

財童子「念佛法門」。善財首

參之德雲比丘，修持憶念一切

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

教示二十一種念佛法門，即：

智光普照念佛門、令一切眾生

念佛門、令安住力念佛門、令

安住法念佛門、照耀諸方念佛

門、入不可見處念佛門、住

於諸劫念佛門、住一切時念佛

門、住一切剎念佛門、住一切

世念佛門、住一切境念佛門、

住寂滅念佛門、住遠離念佛

門、住廣大念佛門、住微細念

佛門、住莊嚴念佛門、住能事

念佛門、住自在心念佛門、住

自業念佛門、住神變念佛門、

住虛空念佛門。德雲比丘令善

華嚴淨土思想暨念佛法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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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得普門光明三昧觀察正念諸

佛法門。《華嚴哲學研究》提

出：「欲入佛境須先憶念一切

諸佛境界，始顯智慧光明得普

見，證得發心住，承佛力依念

佛功德寄顯發心住。」

善財第五參訪解脫長者。解

脫長者得入、出如來無礙莊嚴解

脫門，如來不來、長者不往得見十

方諸佛。長者常不捨離憶念見佛，

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

見，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

此「心」無漏清淨，隨心念佛，諸

佛現前。解脫長者用唯心門，無來

去唯心觀，知眾生界無量無邊皆

心現。

善財第二十六參善度城鞞瑟

胝羅居士。鞞瑟胝羅得菩薩不般

涅槃際解脫門，了知十方一切世

界諸如來畢竟無有般涅槃者，

唯除欲調伏眾生而示現。鞞瑟

胝羅以佛種無盡三昧，於「一

念智」普知、普見三世一切諸

佛。從初發心、種植善根至成

佛轉妙法輪等修行次第之種種

差別現象，能持、能憶、能觀

察，以一念遍知一切佛平等，

如來、我及一切眾生平等無二

別。普賢願行之虛空界盡、眾生

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

此願乃盡，念念相續，無有間

斷、無有疲厭，諦受此願於一

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能

出離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惟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

佛種無盡。德雲比丘以解、信

具足，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

光明之念佛三昧徧攝一切諸三

昧，解脫長者以一切佛、我皆

如夢、如影，如幻、如響，如

是知、如是憶念，見諸佛皆由

自心，得入、出如來無礙莊嚴

解脫。鞞瑟胝羅以佛種無盡三

昧，得知一切世界諸如來無有

般涅槃者，念念入此三昧，念

念得知一切無量殊勝之事。澄

觀《行願品疏》云：「念佛一

門，諸教欣讚，理致深遠，世

多共行。」極樂世界不在華藏

世界之外，念佛法門不違背華

藏世界。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包含在華藏世界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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