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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1.Q1」為資料來源。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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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022-A

大華嚴藏。流出無邊萬行。種種差別。開方便門。以幻修幻。靈光徹耀。六相俱空。

此善財南遊。不思議境界也。有忠上人者。摭是標洎。以筆三昧。遊戲神通。幻出諸

相。如鏡涵像。對現色身。若人如是觀。如是信解。不起于坐。親見德雲比丘。初未

發心。已契文殊室利。屬予為序。予欲無言得乎哉。

滎陽潘興嗣述

No. 1022

繪像(守護天等)

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　頌曰。

覺花初綻覺城東　稽首文殊盡指蒙
底事百城參遍後　石人撫掌笑春風

繪像(文殊)

於是善財　頌曰。

妙高峯頂尋知識　南北東西望何極
德雲遙自別山來　珍重分身千百億

繪像(德雲)

爾時善財　頌曰。

波間化佛坐蓮花　早是重重為撒沙
不用進前求妙悟　只堪此處便歸家

繪像(海雲)

善財漸次　頌曰。

往來空際示全身　出沒縱橫日見真
法法盡歸無住本　了知無佛亦無人

繪像(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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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漸次南行　頌曰。

高踞狻猊閙市間　十千天眾奉慈顏
彌伽頓入圓通理　坐聽流鸎啼亂山

繪像(彌伽)

善財童子漸次南行　頌曰。

解脫門開處處通　謝家舡上釣魚翁
區區十二年方到　千聖從教立下風

繪像(解脫)

善財童子漸次遊行　頌曰。

海幢入定經多日　足下舒光咸迅疾
童子殷勤扣兩端　摩訶般若波羅蜜

繪像(海幢)

善財童子漸次南行　頌曰。

休捨優婆上海隅　園林高踞白芙蕖
分明示我真如性　福不唐捐果不虗

繪像(休捨)

頌曰。

鹿皮為服草為喪　仙子壺中別有秋
執手共君遊賞處　河沙佛剎一時周

繪像(毗目瞿沙)

頌曰。

童子尋求勝熱公　門庭別露一家風
刀山火聚方登眺　頓悟圓明色是空

繪像(勝熱)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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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迅城中慈行女　皮膚紺紫金光聚
毗盧藏殿路分明　童子行行驀直去

繪像(慈行)

頌曰。

善見曾云我後生　恒沙諸佛次修行
但知隨順燈光智　不管傍人論甲庚

繪像(善見)

頌曰。

童子聚沙河渚畔　十千流類相遊翫
文殊受我筭兼書　兩箇五百是一貫

繪像(自在主)

頌曰。

我此宅中唯一器　隨器所欲皆如意
名無盡藏解脫門　休更紛紜求受記

繪像(具足)

頌曰。

五百諸天奏眾音　爭如居士沒絃琴
輕彈一曲無生忍　八面清風爽客襟

繪像(明智)

頌曰。

寶髻慇懃接善財　歸家携手看樓臺
一九香信傳來久　不是音知不肯開

繪像(寶髻)

頌曰。

普眼城中合眾香　纔沾馥郁頓清涼
雖非沉水并龍麝　引得諸天歎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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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像(普眼)

頌曰。

王者威嚴獄吏嗔　刻心劈腹太愁人
逡巡引入無生殿　一曲後薗桃李春

繪像(無厭足王)

頌曰。

妙光城裏大光王　寶座高登道路傍
童子不須頻扣問　釣魚船上謝三郎

繪像(大光王)

頌曰。

奇哉不動優婆夷　神變多能出定時
顧問善財還見否　一輪明月印天池

繪像(不動)

頌曰。

日出東方夜落西　城頭遙望月明時
莫言外道無機巧　峯頂遲遲獨杖梨

繪像(遍行)

頌曰。

長者鬻香方術好　一九能斷諸煩惱
要傳消息也非[交*隹]　文殊手內一枝草

繪像(優鉢羅花)

頌曰。

氣候煙雲觀聚散　海門來往無虗憚
一帆風舉上船來　疾使行人登彼岸

繪像(婆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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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曰。

可樂城中無上勝　善財見已生欣慶
百千居士鎮相隨　一粒靈丹能治病

繪像(無上勝)

頌曰。

師子嚬呻劉䥫磨　今古英豪能幾箇
饒君親見釋迦文　一狀喚來同領過(咄)

繪像(師子嚬呻)

頌曰。

童子虗空尋鳥迹　行行等見婆須蜜
嬉遊同看後園春　千眼頓開千界日

繪像(婆須蜜女)

頌曰。

涅槃般與不般　時地枯蘇纏葛
爭如頓悟圓通　稽首觀音菩薩

繪像(鞞瑟胝羅)

頌曰。

泉溜泠泠鬱密間　嵓花輕襯碧琅玕
觀音大士居中也　童子高高著眼看

繪像(觀自在)

頌曰。

得法初因普勝生　普門疾速久修行
所從來國如相問　看我眉毛有幾莖

繪像(正趣)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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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獨器空王殿　海水掬來因洗面
身長丈六釋迦文　折半破三猶未見

繪像(大天神)

頌曰。

此地君曾種善因　君家寶藏鎮隨身
明明今日重分付　免作途中不了人

繪像(安住主)

頌曰。

身服朱衣戴梵冠　燦然列宿一身攢
風前月下如相見　笑殺曹州謝長官

繪像(珊婆演底)

頌曰。

凉宵月色十分圓　主夜神君說悟緣
去去不須重話會　金剛門外弩雙拳

繪像(普德淨光)

頌曰。

有一夜神名喜目　身出慈雲無數億
隨順根機利有情　底事還他慈忍力

繪像(喜目觀察)

頌曰。

夜神常放白毫光　舒展眉間照十方
非為善財權示現　而今遍界不曾藏

繪像(普救眾生妙德)

頌曰。

念念出生廣大智　塵塵演說無邊義
寂靜音海主夜神　曾得矍曇親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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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像(寂靜音海)

頌曰。

語言音響是聲塵　出得塵來聽即真
有客登門如未曉　黃鸎枝上一聲新

繪像(守護一切城)

頌曰。

金烏西墜月華傾　大地茫茫夢未惺
有一老翁來枕畔　呵呵長笑兩三聲

繪像(開敷一切樹花)

頌曰。

救護眾生主夜神　寶花座上散珠珍
自携瓶去沽村酒　却著衫來作主人

繪像(大願精進力)

頌曰。

如來家國遍娑婆　南北東西見也麼
童子欲知菩薩行　更於前路問瞿波

繪像(妙德圓滿)

頌曰。

童子先登大講堂　宮神百萬首迎將
悠悠漸見瞿波女　喝起泥牛笑一場

繪像(瞿波)

頌曰。

三世如來小廝兒　從吾生育不思議
凉宵對月輕彈指　珍重摩耶大肚皮

繪像(摩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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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曰。

行到天宮三十二　天女慇懃話幽致
善財尋訪不辭勞　大似脚跟不點地

繪像(天主光)

頌曰。

童子行行尋遍友　善知眾藝嗣其後
唱持字母入圓明　別是一家風景秀

繪像(遍友眾藝)

頌曰。

次參賢勝諸三昧　底事元來無向背
多謝叮寧說悟由　不免登途又辭退

繪像(善知眾藝賢勝)

頌曰。

知君解脫名無著　翠竹黃花未消鑠
參尋若不達其源　也是區區枉行脚

繪像(竪固解脫)

頌曰。

只此城中參妙月　善財見已生欣悅
宅中光彩甚光明　童子依前得一橛

繪像(妙月)

頌曰。

無量佛傳無盡藏　無盡藏生無盡相
無住本空無所依　無所得故成無上

繪像(無勝軍)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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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門只在城南　不憚區區獨往參
三昧已聞誠願語　信知諸佛沒虗談

繪像(寂靜)

頌曰。

童女童男骨目新　手中牽固玉騏驎
殷勤來報善財道　彌勒樓前路最親

繪像(德生有德)

頌曰。

遊歷諸方已漸回　忽逢一獲好樓臺
舉頭彌勒輕彈指　頓覺平生眼豁開

繪像(彌勒)

頌曰。

古佛廟前蒙付囑　人間天上尋知識
紫金光臂謝重申　稽首文殊大智力

繪像(再見文殊)

頌曰。

行鼓弄琵琶　還他一會家　木童能無掌
石女解煎茶　雲散天邊月　春來樹上花
善財參遍處　累豆未生芽

繪像(普賢)

余頃閱華嚴。至德生童子。有悳童女品。以清涼疏主李長者諭主義。詳之未諭。反復

深思。忽自有省。作頌曰。

妙意童真末後収　善財到此罷南遊
豁然頓入毗盧藏　悔向他山見比丘

今因延慶老携所畵華嚴變相。及五十二頌相示。因記前頌。筆于卷末。以足其意。

No. 1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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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聖四年閏二月十一日　知洪州張商英筆

集賢校理黃　庭堅一稽首

竘工能畵諸世間　十方三世唯心造
五十三門一關鈕　我與善財同徧參
幻人夢入諸境界　一切學道真規矩
菩提妙德生死心　重重影現大圓鏡

予聞李伯時。畵此變相。而未見也。伯時好學。善楷書小篆。畵為今世道子忠師。未

識伯時而此畫已自得其髣髴。當往從之游。以成此絕技耳。

眉山蘇子由題

紹聖三年九月佛印元老自雲居訪予高安携以相示。

蘇公謂。忠師之筆。髣髴李伯時。此特見其畵耳。予謂忠師非畵也。直欲追善才影

迹。逍遙法界之間耳。後之覽者。不起于座。自於覺城東際。逆覩文殊象王迴旋。平

生際會南求善友。遍歷百城。曠劫之功。一時參畢。所謂開大施門。於末法之時。畵

焉能盡之。

紹聖丙子十月二十日臥龍庵佛印大師(了元)䟦

建長三年四月九日。於知足院草菴。以聖願房之所渡觀良房之唐本。書寫之了。彼

本雖有畵像并經文。依卒爾省略之了。

願以此見聞隨喜之善根。必成彼解行證如如大用矣。四恩為始。遍法界群類。今生

為本。至盡未來際。普蒙知識加護。共入毗盧果海了。

華嚴末葉沙門釋　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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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

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

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

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

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

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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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

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

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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