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贤行愿义理(二)
释继尊法师■本期特约
2、 华严经普贤行愿的重要性
1.普贤行愿
大乘佛学的精要，大略可以概括为三项：
第 1、 扩大空性，遍於诸法
第 2、 了知真如，证悟实际理谛
第 3、 发大菩提心，勤修利他，以圆满大悲心。
在 这三种精要中，其实这不外乎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以达觉行
圆满而成无上菩提，进而还可绍隆佛种。然而在这万派竞流的大乘佛
法中，我们发现华严经里面所含 摄的意境与理路，是最为圆融，最
为透彻，可谓为文文契意，句句铭心，因此便能深受中国的佛学者与
哲学者所珍爱。因为在浩瀚的教海中，该经是开显如来秘密境 界，
其广大精微可说是『言一令万，字包千训』，处处都在彰显一多无
碍、大小相融、互偏相资、旁通融贯、物物圆成，重重无尽的事事无
碍法界的绰论。这是由於 圆证性相融通，赅摄万德，悟入真常绝对
的境界，开显无漏庄严功德。
当然，在大乘佛学中，尤其最为切要的还是在於『行解并进』，因为
如果祗知解理而不去修行，就犹如有目而无足，是无法行走的，所以
目足要能并用，也就是唯有 从修行中才能取得实际的受用。如果祗
是专讲而不去修行，就好像说食数宝，其结果是『终日数他宝，自无
半分毫』。可是我们一谈到修行，就必须要具备『见 地』、『修
证』与『行愿』三部份。
所谓『见地』，就是对於『佛理』的参究、解证。一般人所以在修行
工夫上做不好，就是因为佛理不通。因此凡是对於修行有关的学问，
都应该要给予透彻的认识。 所以对於见地一项，简单地说，就是对
於佛理的确实认识。而且见地一定要正，所谓做得正，行得正，也就
是正知正见。譬如在佛果位上的镜智圆明，本识清净，那
便可以
证穷法界里面的一切性相，则一念心中便可以遍缘事理。

1

其次谈到『修证』，所谓『修证』， 就是要如实的知理、识理，才
能如法去奉行，这就是知行合一的一种表现。它是属於从事上去磨练
的功夫，以使得理事获得配合，然後才能从实际心地中去作次第验
证的工夫，以达到去除惑障，显发真智的境界。当然在修证上，最根
本的便是修习禅定。对於修定方面，可以说是佛法与外道的共法，不
过诸佛常在定中，澄洁清 净，思虑迥脱，如有机缘召感，则如尘影
映入水中，自然幻现印象。至於佛法所不共外道的是慧，因为佛通一
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他能贯彻万法因缘理事，而 通达於一切
诸法无下圆融於一体。这便是王阳明先生所说：「知之至极处便是
行，行之笃实处便是知。」所以佛教就在能依教奉行，必会有豁然贯
通的一日。可见知 行合一始可获得真智慧。
至於谈到『行愿』，这是由修行者所发出来的甚深坚固的大菩提心
愿。倘若我们就大乘菩萨的六度万行来看，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行愿
为主，并以修证与贝地为辅。 所以省庵大师在『发菩提心文』中
说：『尝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立，则
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 纵经
尘劫，依然还在轮迥，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因此要想圆满成
就佛果，就必须由深心发愿，广度有情众生。诸佛随顺机感现身说
法，旨在利生，当然其循 循善诱，就是为了避免众生迂迥而滞事
功，早满其行愿。其实就以三者来说，应该是互为因果。因为行愿未
到，是由於对佛理的认识不够透彻所致。所谓有是理，必 具有是
事；同样有是事，必具有是理。理由事显，事依理成，事理能无碍，
才能事事无碍。因此有人便认为知其事不明其理，是智慧不足；知其
理而不了解其事，是 经验不够，或者是修证不到。然而一切的行愿
当中，尤以普贤菩萨的行愿最为广大，而且是最具有圆顿妙行的弘
愿，这是本文要阐论题的主要目的。
然而在华严经的最後一品经『普贤行愿品』，这品经，其实并不是佛
陀所亲囗宣说的，而是当释迦牟尼佛在海印三昧中所彰显的诸种甚深
微妙的法门之後，普贤菩萨 便深深地觉得对佛陀所实际修行的法
门，实在是太尊贵、太圆融、太微妙了，於是他便在佛陀的感召之
下，代佛宣扬佛理，讴歌称叹佛陀的功德是无量无边。於是他 便告
诸菩萨大众说：『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
刹极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
大行愿。』对於这十种 广大行愿，其实就是成就如来功德的法门，
而普贤菩萨所以要提出这十大行愿，就是盼望後进的学佛众生，都能
拳拳服膺，时时奉行。因为『行』是属於实践方面， 而『愿』是属
於理想方面，如果只有行而没有愿，那 不论你如何勤行，其结果总
是浮泛而无所归宿；同样的，如果只有愿而没有行，那 不论你发怎
样的大愿， 结果仍然是陷於空谈而无法实现。所以在佛法领域必须
行愿相资，才能造就善果，获取广大福德智慧，进而证得无上正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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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圆满菩提。
更进一步说，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入法界品』中的最後一卷经，
『入法界品』是阐述善财童子的求道记，俗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因
为当文殊菩萨在福城东边的婆 罗林中大塔庙处，讲述普照法界时，
就是以善财童子为上首，当他深受了文殊菩萨的教诲之後，便恭敬作
礼，很诚恳地请问法要，因而顿悟初心。虽然他获得了根本 智，可
是对於差别智尚未达到圆融无碍之境，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去修菩萨
行，他就请教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开导他，应该发心到各地方去参
访善知识，而且要很 虚心的跟他们去学习与讨教。
於是善财童子就开始南行，翻山越岭去到各处行脚游学，经过了一百
一十余城，访问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最後他见到了大庄严园的昆卢
遮那楼阁，遇见弥勒菩萨从 他方来。弹指一声，楼阁门开了。善财
便随即进入，看见一一楼阁中，具有一切诸妙楼阁，一一楼阁中，皆
有弥勒菩萨，一一菩萨前，皆有善财，一一善财，皆悉合 掌回顾。
一善财之身，偏入一切善财内，一切善财身，皆摄归一善财身内，互
偏互融，互摄互入。如灯镜交光，重重无尽。善财童子当下便证得一
切境界庄严藏解脱 门，并且能够领略了无边无际的所谓『一真法
界』无障碍的自在境界。
然後弥勒菩萨再嘱咐他，还要回到文殊菩萨那里去请问应该如何修学
菩萨行。文殊菩萨对於他的见地、修证一一印证之後，然後告诉他
说：你的法解部份已经普周， 可是行愿方面尚未圆满，因此你必须
还要到普贤菩萨那里去修学普贤行愿法门。於是善财童子便前往普贤
菩萨那里，去接受普贤菩萨的教诲。这可以说是华严经的一 个最後
总结。
所以道源长老在讲经时就说：普贤行愿品是全部华严经的提要，倘若
没有此品，那 研究华严经的学者，将不容易获得其纲要；而且在行
愿品中，又能够摄受那些尚 未成熟而且具有圆顿大根的众生，如果
没有此品，那 摄机一定不广，如此华严的圆教法门也就很难称其为
圆教了。另外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普贤行愿品是以十大愿 王来导归
极乐，倘若没有此品，那 末法时代的众生，便没有办法『一同登华
藏玄门，共入 卢性海』由此可知，普贤十大行愿，真是字字珠玑，
语语精辟，确实是 极为重要。
2. 华严三圣圆融观中所彰显的法门
通常在佛教的领域中，称修西方极乐净土的，为『西方三圣』，即阿
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称修东方药师净土的为『东方三
圣』，即药师琉璃光佛、日 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而在华严
经中，也有所谓『华严三圣』，即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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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也就是说由释迦牟尼佛在成正觉後，便聚集过去一切诸 佛的精
神光明，而形成一尊大佛叫 卢遮那佛；而华严的『华』字，就是代
表普贤菩萨所具有的大行因华；而『严』字，就是代表文殊菩萨所具
有的大智慧利剑，去 斩断烦恼众障，才能严饰菩提佛果。当然，普
贤因华，不单指地上菩萨的一切修行，凡是一切有情众生所积的善业
华报，没有不总纳在普贤大行愿海之中，然後以此 总结而成普贤三
昧，以庄严 卢遮那佛的圆满果德。而且遮那的圆满果德是普现一切
色身，不论有缘无缘，一切众生无不总纳於佛果所摄受的大慈门中，
以此而总结 成的诸佛福慧，来庄严一切众生的普贤愿行。
因此，一般在解说华严经名的含义时，就说：它是以文殊的大智，去
运普贤的大行，由两者来庄严 卢遮那佛 清净法身 果上的体大、
相大、用大。因为文殊菩 萨，向来就以智慧的锐利闻名，所以在佛
法领域中，举他代表智慧，唯有大智慧为前导，才能启信，所以称文
殊是代表智慧与信仰统一的象徵。经中又说：『般若为 诸佛之
母』。所以文殊被誉为『七佛之师』，因为他在过去生中，曾经做过
七尊佛的老师，而且他还发愿要做三世诸佛的老师。像善财童子就是
受到文殊的教化，然 後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才会有这 大的成
就。所以文殊菩萨就是一切菩萨的上首菩萨，因为唯有他才能使信仰
与智慧打成一片。假定智慧离开信仰，那 智慧就 容易落於错误的
思想上去；甚至落於顽空或断灭空的窠臼中去；因此唯有在智慧的指
导下，其心思才可以纯洁清净，有向上向善的信仰。而且智慧的殊胜
作用，在於 探求真理，离开了智慧便不能追求真理，所以信仰与智
慧是要打成一片。这二者都在文殊菩萨身上充份的表露出来。
同样的，普贤菩萨也是一切菩萨中的上首菩萨，因为他的最大德行，
就是要修广大行愿，所以称为大行普贤菩萨。换言之，他就是脚踏实
地的去修去做，而且含有愿 心；其广大而普遍的修一切行愿，就是
他所发的十大愿王。他首先树立一个崇高的目标，以及坚定的志愿，
然後再本著自己所立的愿心去如法实践与修行，自然就会 有成功的
一天。在佛法中，便常以大海来譬喻『愿』，而以高山来譬喻
『行』，这就是所谓『行山愿海』。对於辽阔广大而深邃的愿海，惟
有以崇高卓绝的坚毅行 山，才能将它填满。所以我们从普贤菩萨所
发的十大行愿中便可看出，他确实是统一了大行大愿，而且表露出其
实际的利益和真正的效用。
印顺导师说：『文殊的大智、普贤的大行，各得佛陀的一体，而实不
相离而相成的。甚深智为方便，广行自他兼济行，叫摄导万行。因了
万行的修集，使智慧更明 净，叫庄严般若。知，所以能行；行，所
以能知；愈知愈行，达於知行的合一，而且究竟，释迦的大雄表示
他。佛陀，从知一方面说，可以叫正偏知：从行一方面 说，可以叫
大慈悲：或者综合的叫明行足，两足尊。但这只是究竟的智行，离了
文殊普贤的德性，就难於说明。所以，只要依因位的大智大行，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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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究竟性，就 得了。因此一个是深具大智大慧的文殊，一个是深
具大行大愿的普贤，以文殊的大智慧与普贤的大行愿，在佛陀的身上
统一起来，如果说佛陀具有大智慧，那是文殊 具有的大智慧之故；
如果说佛陀具有大行悲愿的话，就是指普贤所具有的广大行愿之故。
所以二圣各得佛陀的一体，而且不相舍离，所以才能达到究竟圆满。
另外，在华严宗的四祖澄观大师，在他所著的『三圣圆融观』中，也
特别强调其特殊德性。所谓三圣，就是以文殊与普贤二圣代表因分，
释迦文佛代表果分，因为因 果不二，所以三圣自然圆融无碍。譬如
他说：『窃以大圣文殊师利，表乎真智；普贤菩萨，旌乎真理；二法
混融，即表 卢遮那之自体也。理包万行，事括千门，广 喻太虚，
周齐罔极。』
因此澄观大师便首先说明二圣法门所代表的相对融通的法则，然後再
说明三圣相 融彰显，成为圆融无碍的道理。在二圣法门中，他分三
对来说明：能信所信 一对：普贤菩萨是所信的法界，譬如在理趣般
若经中便说：『一切众生皆如来藏，普贤 菩萨自体偏故。』因为一
切众生皆具有成佛的本性，就有如在如来藏中藏看如来，这是由於在
普贤菩萨的法体中所偏具，自然能彰现的缘故。因此在华严经的初
会， 普贤菩萨即入如来藏身三昧中，这就是表示在菩提道场中，惟
有依靠普贤菩萨的行愿，才能证人，所以普贤菩萨便成为华严经初会
的会首，其理由在此。
而 文殊菩萨代表能信的心体，譬如在佛名经中便说：『一切诸佛，
皆因文殊而发心者。』文殊菩萨是往昔已成佛果者，然而由於他的悲
深愿弘，便发大菩提心，生生世 世要示现为後世诸佛的老师。所以
他可以说是代表引发信心的象徵，这就是为何善财童子一见文殊，便
立刻证入根本智，而发起广大信心，要去修学菩萨行愿的最主 要原
因，所以经上说：『信圆果满』，其理在此。解行一对：普贤菩萨代
表所起的万行，而文殊师利代表由真智而起解佛理，因为唯有通达事
理的万行，才能穷究於 诸种方便法门。而这也就是禅宗五祖弘忍大
师为何要对慧能大师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
本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师、佛。』祖坛经行由第一 '这也是弥勒菩
萨要对善财童子说：『汝先得见诸善知识，闻菩萨行，皆是文殊威
力。』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要以文殊大智才能起解普贤大行的缘故。
一对：普贤菩 萨代表所证的法界，因此善财童子一入其身，便能证
得三世平等身。在他的一毛孔中，能示现广大而没有边际的法界，这
就是因为他能称具法界性的缘故。而且普贤 菩萨的身相犹如虚空，
所以祗要能够见到普贤，就能立刻获得波罗密多的般若智，因此普贤
菩萨代表著能依理而阐发本自佛智的意思。
至於文殊菩萨是代表能证悟的大智，因为文殊师利在众多的经典中所
说的法门，都是为了彰显般若空慧的意旨。世上的一切万理，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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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的智慧大海中所流出， 所以一见到文殊之後，方能见到普贤；
这就是表示有了如量真智之後，才能证悟理体。因此古德都认为，文
殊菩萨是已经通达智用无二相；他所以不愿意显现身相， 是表示他
具有极深的智慧，而且已经达到心境两亡、信解双绝的缘故。虽然在
理上分体用，智上分权实，但是祗要我们能彰显文殊的智慧，便可以
证穷普贤的体用。
了解了二圣的法门，是可以互相圆融，而毫无障碍，那 我们便
可以因文殊的大智，而引起信心，进而可以由此而产生深解佛理。因
为有信无解，便会增长无明；同 样有解无信，反会增长邪见；唯有
信解兼具之後，才能了彻本源，而通达於极深的智慧领域。倘若我们
能够运用极深的智慧，来返观察照我们的心源，便知成佛的根 本并
不异於初心，所以华严经净行品说：『初发心时，即成正觉，成就慧
身，不由他悟。』其理由在此。
倘若我们能应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法门，来开显我们本自的佛性智慧，
那 您将会发现，它并不远离智慧本体。所以我们说文殊菩萨是代表
信、智、照三方面，并无二相。对於信、智、照虽分而为三事，但是
只祗能够融通，便能自在圆融。
现在我们再看看普贤菩萨。倘若普贤的理体末获实行，那 佛理便终
究无法显现，所以我们必须要依体起行。而且在我们如法奉行时，就
必须针对著体性去行，因为 唯有由修行才能证理，这也就是说，理
无行外之理。同样，透过佛理的指引，才能显现修行的途径，所以行
也无理外之行。那 我们若能由其所证的理去如法修行， 便没有不
圆满具足的。这就是一证一切证，即体即用，即用显体的功效。如此
由普贤菩萨的理、行、体，便能三事涉入，重重相融，自然能够彰显
华严无尽法界缘起 的思想。
最後，再由这二圣法门所各自具足的三事，互相的融摄；因为有了智
信，才知有法界。而且要讲信仰问题，倘若找不出为何要信仰的理由
来作为根据时，那 这种信 仰便成为迷信；也就是能信与所信要合
一，如此我们才能凭藉著所信解的佛理，去如法奉行。而且惟有当你
透过悟解而通达於佛理时，才能真正起行，那 这个信就 不异於解
了。这就是解行不二的道理。另外智慧的产生是由佛理所彰显出来的
妙用，祗要我们能够体验佛理，便能成就神妙智慧；而且还可以透过
返观察照的工夫， 去验证一下到底你所了解的有没有错误，这就是
理智不二。所以经上说：『无有加外智，能证於如；亦无智外如，为
智所入。』至於即体的妙用为智，即用的本体为 理，体用不二。如
此说来，那 文殊菩萨的三事，便能相互形成融通隐隐的关系；其
实，这也正是令普贤菩萨的三事，能够涉入重重，而以其心境上的佛
刹圆融观来 穷尽法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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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整部华严经来讲，那 文殊普贤这二位上首菩萨的融通隐隐与
涉入重重，便形成『一真法界』无障碍解脱境界，即所谓『举一全
收』。对於二圣的法门，既然 能够融通自在、涉入重重，那 普贤
的因圆便能成就佛果菩提，进而离言绝相。如此自然能够彰显如同果
海所炳现的境界，便可以称其名为光明偏照的 卢遮那佛。 另外又
因为本经中特别强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祗要我们能够了然
於心，那 念念因圆，便可以念念果满，所以在』如来出现品『中
说：』菩萨应知自心， 念念常有佛成正觉。倘若我们真能达到这个
境界，或者能与它相应，那 触目对境，便可常见三圣及十方诸菩
萨，彰显在你的眼前；也就是所谓的大智圆满，大果现 前，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因为此心已炳现在『一真法界』无障碍的解脱境界
中。
3. 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中的重要地位
文殊菩萨是以他的智慧锐利见称，所以才称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而普
贤菩萨是以其广大行愿闻名，所以才称为大行普贤菩萨。『探玄记』
卷十八说：『普贤当法界门 是所入，文殊当般若门是能入门也；普
贤三昧自在，文殊般若自在；普贤明广大之义，文殊明甚深之义。』
这是指普贤的特色。如果我们再从其德号来看他在佛法中 的地位
时，譬如『探玄记』卷二说：『德周法界曰普，至顺调善曰贤』。而
三论宗的祖师嘉祥吉藏大师，在其『法华义疏』中便解释为：『化无
不周曰普，邻极亚圣 称贤。』前句是说明他在普度众生的功德上，
是没有不普偏圆满的，因为从菩萨初发心要普度一切众生，然而众生
是无限云的，所以他所要度化的众生也是无限量 的；在他长期的教
化中，大体上都已化度，所以说他『化无不周』。後句是说明他已经
证悟到十地以後的等觉之位，为等觉菩萨，与妙觉佛位相邻而居，只
差一级而 已；如果再往前跨进一步，就可以成就佛果菩提，与佛平
等 r 区满相处，犹中国的孟子，且有亚圣的雅号。
如果我们从字源学的观点来看，普贤的梵语为『三瞒多曼陀南』中译
偏吉，其意义就是『无所不在的光』或『无处不有的慈』。对於这个
卒词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 到西元第二世纪的『法有我无宗』所撰
集的『百缘经』和『普曜经』，它们称之为『贤善』和『普竖法身』
都具有偏吉祥或圆满的意义 。甚至有些经典，将普贤 译为偏吉，
实际只是翻译不同，因为偏就是普，吉就是贤，偏吉就是普遍吉祥的
意思。就普贤琶得法身来说，就是法身普贤吉祥；就普贤大行大愿来
说，就是行愿的 普遍吉祥。行愿的偏吉，是属於因中一切菩萨的行
德；法身的偏吉，是属於果上一切诸佛的理德。若田若果，若事若
理，没有不是普遍吉祥的。
另外在传说中，甚至有人还认为普贤菩萨早於乔达摩佛和观世音菩
萨，说他在远古时代就与燃灯佛是合而为一。还有人更认为普贤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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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两个著名的『普』和 『贤』字的缩语，『普』是普遍没有遗漏
的意思，认为在佛法中具足所有的各种高深玄妙道理，普贤菩萨他完
全透彻明白，没有一些不清楚的；而且他又能将所修的 十大行愿的
功德，完全回向於有情众生，令一切众生都能往生极乐世界，以待花
开见佛，成就佛果菩提。这种救度众生、怜悯众生的心是极为普遍
的。由於他所发的 愿心，所修的功德，均能令一切尽虚空、偏法界
的众生蒙受重大的利益，所以才称之为『普』。
而且清凉国师的华严疏钞就以十义来发挥『普』义，以显无尽：
一、所求普，要勤求一切如来所证故；
二、所化普，一毛端起，有多众生，偏周法界，无边无尽，皆尽化
故；
三、断障普，一念瞠心，百万障门，如是等过八万尘劳，犹加尘沙，
皆悉断
一断一切断，无不断故；
四、事行普，八万度门，无边行海，无不行故：
五、理行普，随所修行，深入 无际，彻理原故；
六、无碍行普，事理二行交彻故；
七、融通行普，随一一行，摄一切故；
八、所起大用普，无有一用不周偏故；
九、所行处普，上之八门，偏帝网刹而修行故；
十、修行时普，穷三际时，念念圆融，无竟期故。
上之十普，参而不杂，涉入重重，善财入於普贤毛孔，一毛功德，即
不可尽。从这一段话中，更可以看出『普』义的殊胜了，也可由此了
知其总赅万行，随一一行，皆能称法界性，偏周於行布圆融法门。
由於普贤菩萨是以他的大愿行而著名，所以凡是有心修学普贤行愿的
人，就应该效法其行愿法门去精进参学，祗要我们恭读下列偈句，便
可了然於心：
一、普贤慈不可陈，圣凡悉使证圆因；
一心不住超诸位，十愿导归继能仁。
三乘咸令契果觉，群萌速得脱烦尘，
恪遵大士清明诲，决定即生达本真。
二、普贤愿海实难陈，众生无尽愿无边；
化生七宝得授记，华藏会上闻法献。
行布圆融齐普周，接引凡流任优游；
象驾瓶泻二千酬，莲开万德一时圆。
三、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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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礼刹尘佛。
於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
无尽法界尘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大忏悔文】
这些都是从普贤的大愿行中所出生的威神之力，所谓全体起用，全用
归体，因赅果海，果彻因源的大悲愿行。虽然华严经中，除普肾菩萨
外，尚有诸众菩萨，像文殊 菩萨、法慧菩萨、功德林菩萨、金刚幢
菩萨、金刚藏菩萨等，都是经中各诸会的会首，初会与八会，普贤菩
萨在这二会中都是 卢遮那佛的代言人，藉著他的意志与 行愿的指
引，在初会中，『普贤三昧』一品正显示佛华严的全体大用，经由普
贤菩萨而入一切诸佛 卢藏身三昧。这三昧依於法界称性偏周一切刹
尘，普身示现，逐 渐达到全智、全慧与大能的境地，它能透露佛陀
极抽象的那种形而上的教理，教诸众生，不舍尘劳，繁兴大用，随说
『世界成就品』。甚至在诸众菩萨及天人的大会 前，他还一一描述
无穷数的庄严世界及十方国士的形成原因。 华严世界品第四 也就
是先陈述如来的依报，再总说刹海的源由。为了美化及净化三千大千
世界，普 贤菩萨便叙述 卢遮那佛在过去世中，因为修持善行所完
成的无数刹海、严净、安布成立、无尽庄严、量等虚空、尘含法界的
功德，以示净秽诸刹，一切唯心。不过 唯有深入普贤愿海者，才能
一切处无非是佛土，一切时无非是佛事；於一修中起一切修，於一行
中起一切行；即绝对而即相对境界，即相对而即绝对境界 华严世界
品第五 。对於依报的庄严是有其由来的，有如源远而流长，根深而
果茂的，所以说他往昔为太子时的层层阅历，是具备甚多修持胜因，
才能严净佛刹尘海；然後举 人显法，总明所信的因果
卢遮那品
第六 。
再者，我们看出，从十定品、十通品、十忍品 华严经第廿七品到廿
九品 ，这三品是在十地圆满後，即将成正觉的十地更胜进一位，就
是等觉位。等觉位者，等是 相似，因此位所作，皆似佛果，故名等
觉；觉是佛果胜智。等觉法门是量同法界，要想彰显它的胜妙境界，
必须先要说明十定。定是离於沈掉，专注一境，持心不 散，能定能
住，所以叫做定。而它又必须具足穷尽诸法本源，才能通达於智慧的
根本。根据十定的作用，才能量周法界，自然还要有十通品。通是妙
用难测，自在无 碍，缘境无壅名通，通是智用。因为定、通实在是
难以思维，那是属於智慧的极致；因为智慧的层次是玄奥宏广，所以
必须受之以十忍品。因此在这里普眼菩萨就间
卢遮那佛，到底普
贤菩萨如何发展他的三昧法门？於是普贤菩萨就阐释『十种三昧妙
法、十种无所不在的超自然力，以及藉著佛法来克服所有幻象时所要
达成的十 种忍。』这是从十信满心开始，而位位升进，以通达到成
佛果位，再为利益众生修行所施设的方便法门，自然必须依据修行层
次而设立忍名。等到全体的会众，都想 了解在佛刹土中所具有应化
身的各种动态，为何说它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时，普贤菩萨便在十身相
海品 华严经第三十四品 中，描述佛陀法身的特徵，就像无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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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粒子那样，是不可用算数来计算的；因为佛的身相普周於三千大千
世界，皆由大智慧所摄化而感召正报有十种身，即：菩提身、愿身、
化身、力持身、相好身、威 势身、意生身、福德身、智身、法身，
总计有十莲华藏世界海微尘数相庄严，所以才称十身相海。而且其一
一相用，都是偏周法界；对於它的甚深广大，实在是难以 一一具
陈，因此经中便特别说明佛陀九十七种大人相的主要特徵，以彰显佛
刹士中的万德庄严。
随後普贤菩萨为了让所有与会众生，都能解脱轮回的束缚，便在普贤
行品 华严经第三十六品 中，广陈普贤行法，普贤菩萨认为，如果
要想获得佛陀的十种智，就 必须要修行十法，具备十净、十大智及
十观照，其中以十十代表无尽；也就是说进行十个阶段的优越而细腻
的沉思，然後才能融通佛法果海的妙德智慧，使得与会的 海众，均
能同行於如来道上。所以当普贤菩萨在阐述普贤行门时，便有由十方
刹尘的菩萨，而且与普贤菩萨同名，均从普胜世界、普幢自在佛所，
来到这个佛刹士作 证，以表诠佛陀与普贤行门是体用一如、理智悲
愿都能圆满具足，才能随缘自在，而升进於极位。而且由十方刹土来
的这些同名菩萨的作证，更可以彰显出佛陀与普 贤行门是偏满於一
切处，与十方同道，是无二无别。
然後，如来性起妙德菩萨 他是文殊菩萨的异号 ，便启请 卢遮那
佛，演说如来出现的大教法。如来便於口中放大光明，而人於普贤菩
萨的口中，暗示他，希望他 能够对大众详尽解说如来出现品 华严
经第三十七品 。普贤菩萨在佛陀放光遍照的暗示下，便说明佛陀如
何在十无量百千万亿的阿僧祗劫中，以无量的善行为根 基，才能顺
利彰显其菩提心愿，最後以无量阿僧只法门圆满才证悟成佛。这些都
是以无量缘、无量事，方能成就所谓千种万象的出现；如说有十种无
量利行之 相……。至音声第十杳说：如果欲以正法教化众生，先布
身云，弥覆法界；示现种种光明电光，出生无量三昧雷声；从无碍悲
心，起大智风轮，然後於法身云，广施 法雨；所谓对坐道场菩萨，
施法界无差别法雨；乃至为求独觉乘者，而深知缘起，远离空有二
边，不坏解脱法雨。为求声闻乘者，雨以智慧剑，断烦恼冤法雨。真
是 举不胜举，其实这些都是在说明祗要我们的自性如来，能够功德
圆满，那 本具智慧自然能立即顿现，这些都是无作无限的自在利
行。
当会众听後，大为赞扬，这时十方刹尘如来，同名普贤；来为作证。
复作是言：『今此会中，十方刹尘菩萨，得一切菩萨神通三昧，我皆
与之授记，一生当得菩提。 又有刹尘众生发菩提心者，我亦与之授
记，当来经不可说刹尘数劫，皆得成佛，号殊胜境界。』普贤菩萨为
了让会众均能记得佛陀所说演教化的训诫，便唱起偈来， 以表现圆
融广利，便可以总赅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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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到达性起圆融的境界之後，接著就是华严经里面的最重要的离世间
品 华严经第三十八品 。方师东美先生认为要想了解离世间品或读
懂离世间品，必须要具有很 高的哲学智慧，因为它是从所行布到达
圆融的状态，在学术的领域上应该作一个总的结论。於是在整个一真
法界里面彰显於华严世界前面的，就是一尊大佛 ─
卢遮那佛。於
是就有一位普慧大菩萨站出来，他要从哲学的理解上一层一层的提出
两百个根本哲学问题，所谓『云兴二百问』。然後普贤菩萨便从佛华
庄严三昧 中，变成如来佛的化身，使面对著普慧菩萨所提出来的这
两百个根本哲学问题，一一地依据各种必要的层次一层一层的分析，
再根据他自己所具有的创造生命的实际 行动，一层一层的说明，一
层一层的指点解决的方法，从不同的立场与方针，而提出二千项的基
本范畴。这就叫做『普慧云兴二百问，普贤瓶泻二千酬』。
所以方师东美先生便说：离世间品是一篇大文章，在这篇大文章里
面，普贤菩萨几乎把华严经在了解分析世界时，所须要具备的一切哲
学上面的根本范畴，都一一提 出来了，并且还能把一切深微奥妙不
可言说、不可思议的境界，都透过最高的光明，而通通的给照射才彰
显出来。而且方老师还说：假使要研读华严经的话，是不能 不读离
世间品；要是不能研读离世间品，那 华严经的宗教精神便会落空，
而且哲学的智慧也就无从表达出来。当然这些都是因为普贤菩萨能充
份发挥他最高的行动 创造力，他能把人类生命的黑暗面、痛苦面一
一地给予点化，而提升到人类精神生命最高的结晶。也就是说在成就
佛果菩提的大道上，已经达到最高的境地，然後普 贤菩萨再从根本
哲学的问题上，给予二千种极详尽的解答。因此凡是真正能对於这二
百种问题给予详尽解答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可以成就为真正的
佛了。
因为在目前的世界上，确实存在著无量数的问题，正等待著人们去解
决；华严哲学虽然不是科学，但是它可以了解一切科学上面的重要问
题与理论。假使我们只是从 理论本身来看它时，那只是一种假设，
这个假设一定要给予证明。所以不了解的人会发现，华严宗在宗教方
面的说法与哲学智慧的表现方式，好像是一种虚妄的幻 想，其实并
不尽然；因为它绝不是凭空的假设，而是有其实际修证的体验，才能
达成实际圆满的成就，而这些均由普贤菩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他在入 法界品 华严经第三十九品 里面，更能彰显出
普贤行愿的独特角色。因为在这一品里面， 卢遮那佛入於『师子频
申三昧』，便放出偏照一切的光芒，获得会中十 位菩萨的歌颂赞
美，普贤菩萨便承受佛威力，开示十种入『师子频申三昧』的法门，
有不可说佛刹微尘劫法句，皆是如来智慧境界，也是欲令诸菩萨都能
安住於师子 频申的广大三昧，然後再演说普贤菩萨的行愿法门。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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