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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经简介 
 
高观如居士 
 
 
  《华严经》，具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成道后在菩提场等处，藉普贤、文殊诸大菩萨显示佛陀

的因行果德如杂华庄严，广大圆满、无尽无碍妙旨的要典。 
 
  此经汉译本有三种：一、东晋佛驮跋陀罗的译本，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为区别于后来

的唐译本，又称为"旧译《华严》"，或称为《六十华严》。二、唐武周时实叉难陀的译本，题名《大方广

佛华严经》，八十卷，又称为"新译《华严》"，或称为《八十华严》。 
  三、唐贞元中般若的译本，也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卷，它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

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简称为《普贤行愿品》，或称为《四十华严》。 
 
  此经第一译六十卷本，它的梵文原本三万六千偈，是由慧远的弟子支法领从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

得来，于晋义熙十四年（４１８） 
  三月十日在扬州（今南京）道场寺请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出，三藏手执梵本，译为汉语，法业笔受，

慧严、慧观等润文，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为檀越，于元熙二年（４２０） 
  六月十日译竟，刘宋永初二年（４２１）复校完毕（见《出三藏记集》卷九经后记等）。初译出时分

五十卷，后改为六十卷，内分三十四品，总由七处、八会的说法而成。嗣后唐永隆元年（６８０）三月，

天竺三藏地婆诃罗和法藏校勘此经，见所译《入法界缺》内有缺文，因更就梵本译出从摩耶夫人到弥勒菩

萨文一段约八九纸补入（见《华严经探玄记》卷一）。这就成为现行《华严经》六十卷本。此经第二译八

十卷本，它的梵文原本四万五千颂，系唐则天武后遣使从于阗求得，并请来其地三藏法师实叉难陀，于证

圣元年（６９５）三月十四日在洛阳大遍空寺开始翻译，武后亲临译场首题品名，菩提留志、义净同宣梵

本，复礼、法藏等并参与笔受润文，到圣历二年（６９９）十月十八日在佛授记寺译毕（见《开元释教录》

卷九），成八十卷，内分三十九品，总由七处（同旧译）、九会（八会同旧译，新增"普光法堂"一会）的

说法而成。后法藏发见此经《入法界品》中尚有脱文，仍与地婆诃罗校勘梵文，于第八十卷初从弥勒菩萨

后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善知识前中间，补入文殊伸手摩善财顶十五行（《华严经疏》卷三、《华严经略

策》），即为现今流行的《华严经》八十卷本。 
 
  此经第三译四十卷本，它的梵文原本一万六千七百偈（见《贞元释教录》卷十七）系南天竺乌荼国王

亲手书写遣使于贞元十一年（７９５）十一月送赠来唐。翌年六月，唐德宗嘱罽宾三藏般若在长安崇福寺

从事翻译，广济译语，圆照笔受，智柔、智通回缀，道弘、鉴灵润文，道章、大通证义，澄观、灵邃等详

定，至十四年（７９８）二月译毕，成四十卷。其内容系勘同旧新两译《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一品，

但文字上大为增广；尤其是四十卷有普贤十大行愿，和新添的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偈，是前此两译《华严经》

中所未有。以上是汉译此经的三大译本。此外，此经中某一品或一部分传译于中国的为数也不少。公元二

世纪中--后汉支娄迦谶曾于洛阳译出《兜沙经》一卷，当是此经别行本汉译的开始，吴支谦、西晋竺法护、

聂道真乃至南北朝、隋、唐各朝，都有《华严经》的支分别行本译出，在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一中曾列

举有这类别行译本三十五部。今略就现存各本并对照唐译各品会列载如下： 
 
  《佛说兜沙经》一卷（"如来名号品"，"光明觉品"），后汉支娄迦谶译。 
 
  《佛说菩萨本业经》一卷（"净行品"，"十住品"），吴支谦译。 
 
  《诸菩萨求佛本业经》一卷（"净行品"），西晋聂道真译。 
 
  《菩萨十住行道品》一卷（"十住品"），西晋竺法护译。《菩萨十住经》一卷（同上），东晋祇多密

译。 
 
  《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十地品"），西晋竺法护译。《十住经》四卷（同上），后秦鸠摩罗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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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十地经》九卷（同上），唐尸罗达摩译。 
 
  《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三卷（"十定品"），西晋竺法护译。 
 
  《显无边佛土功德经》一卷（"寿量品"），唐玄奘译。 
 
  《佛说校量一切佛刹功德经》一卷（同上），宋法贤译。 
 
  《佛说如来兴显经》四卷（"如来出现品"），西晋竺法护译。 
 
  《度世品经》六卷（"离世间品"），西晋竺法护译。 
 
  《佛说罗摩迦经》三卷（"入法界品"），西秦圣坚译。 
 
  《文殊师利发愿经》一卷（同上），东晋佛驮跋陀罗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一卷（同上），唐地婆诃罗译。 
 
  《佛华严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二卷（"普光法堂会"），隋阇那崛多译。 
 
  《大方广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一卷（同上），唐实叉难陀译。 
 
  《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一卷（别本华严），唐实叉难陀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一卷（同上），唐提云般若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一卷（同上），唐提云般若译。 
 
  《大方广普贤所说经》一卷（同上），唐实叉难陀译。 
 
  至如《华严》三大译本中的唐般若译四十卷《华严》，也同样是全部经中《入法界品》的别行。 
 
  此经的藏文译本，系由印度胜友、天王菩提和中国西藏智军共从梵文译出，并由遍照护加以复校，成

一百十五卷（奈塘目录作一百三十卷，德格目录作一百一十六卷，实为一百一十五卷），内分四十五品，

前四十四品相当于唐译本前三十八品，第四十五品当于唐译本第三十九《入法界品》，又藏译本比汉译本

多出第十一品和第三十二品，其他各品文句上也颇有出入。 
 
  关于此经的梵本，如梁译《摄大乘论释》卷十五说："《华严经》有百千偈，故名'百千经'。"又《华

严经传记》卷一也称，西域传说此《华严大不思议解脱经》有三本：其中上中两本隐而不传，下本有十万

偈，四十八品，现流天竺。５中国佛教此中所说现流天竺的下本有十万偈，和《大智度论》卷一百所说"
《不思议解脱经》有十万偈"，晋译《六十华严经后记》所说"《华严经》梵本凡十万偈"相符，而证明此

经亦名《不思议解脱经》，全本凡十万偈，而《四十华严》乃其中的一部分。如《贞元释教录》卷十七说：

"梵本《大方广佛花严经》总有六夹，共十万偈，大唐已译八十卷当第二夹了，今南天竺国王所进当第三夹

（即般若译《四十华严》梵本），有一万六千七百偈"。又《四十华严经后记》也说此梵本是"南天竺乌荼

国……王手自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亲近逞事佛刹极微尘数善知识行中五十五圣

者善知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再参考世亲《十地经论》与金刚军、坚慧的释论，解释此经《十

地品》，寂天的《大乘集菩萨学论》也引用此经《贤首品》的偈颂等情形来看，可以想见此经的《入法

界》、《十地》乃至其他各品在印度古代已各成一经而分别流行。其中《入法界品》（即《四十华严》）

和《十地品》，且为尼泊尔佛教中古来通常传诵的九部大经之二，因而这两品的梵本在尼泊尔一直保存。

到十九世纪中，这两品梵本随着其他梵典又由尼泊尔更流传到印度、英、法、日本等国，并有所校勘出版。

现行梵文《十地品》有近藤晃曜校刊本（东京，１９３６），《入法界品》有铃木大拙，泉芳璟校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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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１９３４～１９３６），《普贤菩萨行愿赞》有渡边海旭校刊本（１９０２）。至于其他各品的

梵本似都已散佚而未见发现。 
 
  此经的汉译本中，以唐译八十卷本的文义最为畅达，品目也较完备，因而在汉地流传最盛。以下依据

这一译本略述此经的内容：唐译本经系由九会的说法组合而成。第一会，叙佛在菩提场中初成正觉，道场

无量妙宝庄严，金刚座上的遮那佛身万德圆满。十方世界微尘数菩萨乃至金刚力士诸神诸天等各具无量功

德一时云集，各各说颂赞佛，所有的华藏庄严世界海中一切世界也都同样入佛境界（《世主妙严品》第

一）。诸菩萨和一切世间主说颂问佛，佛现瑞相放光说颂，又现诸神变，一切法胜音等菩萨各说颂赞佛

（《如来现相品》第二）。时普贤菩萨入佛三昧，受诸佛赞叹摩顶，从三昧起，十方一切如来放光颂赞普

贤菩萨，一切菩萨也同颂赞（《普贤三昧品》第三）。普贤菩萨以佛神力，向道场海众诸菩萨说世界海等

十事，分别显示十方刹土的形相和它的原因（《世界成就品》第四）。普贤又说毗卢遮那往昔修行所严净

的华藏庄严世界海无量妙宝庄严功德，乃至世界海中一切世界的庄严和诸佛号（《华藏世界品》第五）。

普贤又说这是由于毗卢遮那过去世为大威光太子时供养诸佛广修无量妙行的广大功德庄严成就（《毗卢遮

那品》第六）。 
 
  第二会，叙佛在普光明殿莲华座上，显现神变，十方菩萨都来集会。文殊师利菩萨承佛的威力，向众

菩萨称说佛的名号，由于随应众生各别知见，遂有无量不同的名号如来为众说法（《如来名号品》第七）。

文殊师利又说娑婆世界中苦集灭道四圣谛的种种异名，和十方一切世界无量不同的四圣谛名，都随众生心， 
令得调伏（《四圣谛品》第八）。这时佛两足轮放光，普照十方，各现佛事，文殊师利说颂称扬佛的无边

功德行愿（《光明觉品》第九）。文殊师利菩萨又和觉首等九菩萨反复问答十种甚深佛法明门（《菩萨问

明品》第十）。智首启问，文殊师利答说菩萨身语意业动静语默中为饶益众生应发起的一百四十种的清净

愿行（《净行品》第十一）。文殊师利问，贤首以偈答说菩萨修行的无量殊胜功德，信愿不虚，定慧圆满

成就等事（《贤首品》第十二）。 
 
  第三会，叙佛不离菩提树下，上升须弥山帝释宫殿，帝释庄严宫殿，迎佛入座，并和诸天说颂赞佛

（《升须弥山顶品》第十三）。十方佛世界法慧等菩萨都来集会，各说偈颂称赞佛所修行的无量胜妙功德

（《须弥顶上偈赞品》第十四）。法慧菩萨由于佛的威力，入无量方便三昧，受到诸佛赞叹并摩顶，他出

定广说十住的法门，每住中各有闻、修十法（《十住品》第十五）。这时正念天子来问，法慧向他宣说修

习梵行种种无相观法（《梵行品》第十六）。又天帝释来问，法慧向他宣说菩萨初发菩提心所得的种种无

量功德，发心便能和佛平等，也无所得（《初发心功德品》第十七）。精进慧问初发心菩萨如何修习，法

慧答说十不放逸，得十清静，十佛欢喜，十法安住，十法入地，十法行清净，十种清静愿，十法圆满大愿，

十无尽藏等修行的法门和所应得的成就（《明法品》第十八）。 
 
  第四会，这时佛升向夜摩天宫，夜摩天王庄严殿座迎请如来，说颂赞佛，佛即入座（《升夜摩天宫品》

第十九）。功德林菩萨等微尘数菩萨都来集会，十大菩萨各说偈颂称扬佛周遍法界的行愿功德（《夜摩宫

中偈赞品》第二十）。功德林菩萨由于佛的威力，入善思惟三昧，受到诸佛称赞并摩顶，他出定广说十行

的法门，并一一分别其行相（《十行品》第二十一）。 
  功德林又对诸菩萨说菩萨十无尽藏的一一行相，由此能令一切行者成就无尽大藏（《十无尽藏品》第

二十二）。 
 
  第五会，这时佛又升兜率天，兜率天王庄严殿座迎请如来，说颂赞佛功德，佛即入座（《升兜率天宫

品》第二十三）。金刚幢等十大菩萨和微尘数菩萨从十佛世界来集。各说偈颂称扬佛德（《兜率宫中偈赞

品》第二十四）。金刚幢菩萨由于佛的威力，入智光三昧，受到诸佛称赞并摩顶，他从定起，向诸菩萨广

说十回向法门，并一一分别解说所修行相（《十回向品》第二十五）。 
 
  第六会，叙佛在他化自在天宫摩尼宝殿，诸方世界诸大菩萨都来集会。这时金刚藏菩萨由于佛的威力，

入大智慧光明三昧，受到诸佛称赞并摩顶。他从定起，向众说出十地的名称。 
 
  这时解脱月等诸菩萨请他解说，佛也放光加以神力，金刚藏菩萨便向众演说甚深的十地法门行相

（《十地品》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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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会，佛在普光明殿，普眼菩萨向佛问普贤菩萨三昧所修的妙行，佛教他自请普贤菩萨宣说。这时

大众希望见到普贤菩萨并殷勤顶礼，普贤菩萨才以神力出现，向众广说十大种三昧的高深法门（《十定品》

第二十七）。普贤又向大众说十种神通（《十通品》第二十八）。又向大众说十种法忍（《十忍品》第二

十九）。这时心王菩萨问，佛向他宣说阿僧祇不可说的数量和世间出世问一切诸法不可说说的事理（《阿

僧祇品》第三十）。心王菩萨又向大众宣说诸佛世界的寿量和它们的长短比较（《寿量品》第三十一）。

又向大众宣说十方诸菩萨和他们的眷属的住处并常住说法的地名（《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这时会

中诸菩萨心中希望知道诸佛的国土、本愿、种姓、出现、佛身、音声、智慧、自在、无碍、解脱等不思议

事，佛便加持青莲华藏菩萨向莲花藏菩萨广说佛所住的十不思议法门（《佛不思议法品》第三十三）。普

贤菩萨向诸菩萨演说佛的身相庄严，略说有九十七种大人相，以及十华藏世界海微尘数大人相（《如来十

身相海品》第三十四）。佛向宝手菩萨宣说如来的随好中各有光明，周遍法界，能够拔出地狱的苦，生兜

率天，乃至令证得十地等广大无尽的功德（《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五）。普贤菩萨又向大众演说

佛为解脱众生结缚，瞋心能障百万法门，应当勤修十法，具十清净，十广大智，得十种普入，住十胜妙心，

获十种佛法善巧智（《普贤行品》第三十六）。这时佛从眉间放光，名如来出现光，如来性起妙德菩萨向

佛请问大法，佛又放光入普贤菩萨口，普贤菩萨便广说佛以十无量法出现，以十无量百千阿僧祇事得到成

就。说罢，诸佛称赞并为会众授记，普贤最后说颂劝众受持（《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 
 
  第八会，叙佛在普光明殿，普贤菩萨入佛华藏庄严三昧，从三昧起，普慧菩萨请问菩萨依、菩萨行乃

至佛示般涅槃等二百个问题，普贤菩萨一问十答，分别演说二千法门。诸佛现前赞喜。普贤菩萨再用偈颂

重说菩萨的功德行处（《离世间品》第三十八）。 
 
  第九会，佛在逝多园林，和文殊普贤等五百大菩萨、大声闻并无量世主聚会。佛以大悲入师子频申三

昧，遍照庄严十方世界各有不可说刹尘数菩萨来会，各现神变供养境界。诸大声闻不知不见。十大菩萨说

颂赞佛。普贤菩萨演说这师子频申三昧的十种法句。佛又显现种种神变、种种法门、种种三昧等相，文殊

菩萨说颂称赞，诸菩萨都得到无数大悲法门，从事利乐十方一切众生。文殊菩萨和大众辞佛南行，尊者舍

利弗和六千比丘也承佛神力发心随同南行。他们行到了福城东，在庄严幢娑罗林中大塔庙处说法，这时善

财童子等二千人前来顶礼听法，发菩提心，其中善财童子一心求菩萨道，说颂问教，文殊师利指示他去求

访善知识，善财童子便辗转南行参访了德云比丘乃至弥勒菩萨等五十三位善知识，听受了无数广大甘露法

门，最后见到普贤菩萨，由于普贤的开示，次第得到普贤菩萨诸行愿海，终于证入法界。末了普贤菩萨说

颂称扬佛的功德海相（《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以上是新译经中九会三十九品的内容梗概。 
  在旧译六十卷本中只有八会三十四品。这是由于旧译本缺《十定品》一品，并以《十地品》以下十一

品为第六会而减少一会；又新译本《如来现相品》以下五品在旧译中合为《卢舍那佛品》一品，因而一共

相差一会五品。新旧两译本的品目和分卷对照如下： 
 
  旧译六十卷本                   新译八十卷本 
 
  一、《世间净眼品》（卷一至二）        一、《世主妙严品》（卷一至五） 
 
                         二、《如来现相品》（卷六） 
 
                         三、《普贤三昧品》（卷品） 
 
                         四、《世界成就品》（卷品） 
 
                         五、《华藏世界品》（卷八至十） 
 
  二、《卢舍那佛品》（卷二至四）        六、《毗卢遮那品》（卷十一） 
 
  三、《如来名号品》（卷四）          七、《如来名号品》（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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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谛品》（卷四至五）          八、《四圣谛品》（卷十二） 
 
  五、《如来光明觉品》（卷五）         九、《光明觉品》（卷十三） 
 
  六、《菩萨明难品》（卷五）          十、《菩萨问明品》（卷十三） 
 
  七、《净行品》（卷六）            十一、《净行品》（卷十四） 
 
  八、《贤首品》（卷六至品）          十二、《贤首品》（卷十四至十五） 
 
  九、《佛升须弥顶品》（卷品）         十三、《升须弥山顶品》（卷十六） 
 
  十、《菩萨云集妙胜殿上说偈品》（卷品至八）  十四、《须弥顶上偈赞品》（卷十六） 
 
  十一、《菩萨十住品》（卷八）         十五、《十住品》（卷十六） 
 
  十二、《梵行品》（卷八）           十六、《梵行品》（卷十品） 
 
  十三、《初发心菩萨功德品》（卷九）      十七、《初发心功德品》（卷十品） 
 
  十四、《明法品》（卷十）           十八、《明法品》（卷十八） 
 
  十五、《佛升夜摩天宫自在品》（卷十）     十九、《升夜摩天宫品》（卷十九） 
 
  十六、《夜摩天宫菩萨说偈品》（卷十）     二十、《夜摩宫中偈赞品》（卷十九） 
 
  十七、《功德华聚菩萨十行品》（卷十一至十二） 二一、《十行品》（卷十九至二十） 
 
  十八、《菩萨十无尽藏品》（卷十二）      二二、《十无尽藏品》（卷二十一） 
 
  十九、《如来升兜率天宫一切宝殿品》（卷十三） 二三、《升兜率天宫品》（卷二十二） 
 
  二十、《兜率天宫菩萨云集赞佛品》（卷十四）    二四、《兜率宫中偈赞品》（卷二十三） 
 
  二一、《金刚幢菩萨十回向品》（卷十四至二十二）二五、《十回向品》（卷二十三至三十三） 
 
  二二、《十地品》（卷二十三至二十品）        二六、《十地品》（卷三十四至三十九） 
 
                         二七、《十定品》（卷四十至四十三） 
 
  二三、《十明品》（卷二十八）               二八、《十通品》（卷四十四） 
 
  二四、《十忍品》（卷二十八）               二九、《十忍品》（卷四十四） 
 
  二五、《心王菩萨问阿僧祇品》（卷二十九）     三十、《阿僧祇品》（卷四十五） 
 
  二六、《寿命品》（卷二十九）               三一、《寿量品》（卷四十五） 
 
  二七、《菩萨住处品》（卷二十九）            三二、《诸菩萨住处品》（卷四十五） 
 
  二八、《佛不思议法品》（卷三十至三十一）     三三、《佛不思议法品》（卷四十六至四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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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如来相海品》（卷三十二）             三四、《如来十身相海品》（卷四十八） 
 
  三十、《佛小相光明功德品》（卷三十二）        三五、《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卷四十八） 
 
  三一、《普贤菩萨行品》（卷三十三）           三六、《普贤行品》（卷四十九） 
 
  三二、《宝王如来性起品》（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三七、《如来出现品》（卷五十至五十二） 
 
  三三、《离世间品》（卷三十六至四十三）        三八、《离世间品》（卷五十三至五十九） 
 
  三四、《入法界品》（卷四十四至六十）          三九、《入法界品》（卷六十至八十） 
 
 
  从新译本译出以后，八世纪以来汉地的华严学者大都依据新经讲习疏释。但在新译本出现以前，就连

唐贤首（法藏）的讲疏还都一般依据晋译六十卷本。因此对于本经的文义，在有名的贤首《探玄记》（卷

二）和《文义纲目》中，即依旧译本将全经判为五分：一、教起因缘分（旧《世间净眼品》），这就是全

经的序分。 
  二、拳果劝乐生信分（旧《卢舍那佛品》）显示舍那佛的果德和他过去的因行，劝令生信。三、修因

契果生解分（旧《如来名号品》至《宝王如来性起品》三十品），显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

的因行和所契的佛果，为令生解。四、托法进修成行分（旧《离世间品》），显示依诸菩萨行法，从事进

修，成菩萨行。五、依人入证成德分（旧《入法界品》），显示由于善知识的教导，证入法界，成就果德。

又分科此经的内容为五周因果：一、所信因果（旧《卢舍那佛品》），二、差别因果（旧《如来名号品》

至《菩萨住处品》二十五品是差别因，《佛不思议法品》至《佛小相光明功德品》三品是差别果），三、

平等因果（旧《普贤菩萨行品》是平等因，《宝王如来性起品》是平等果），四、成行因果（旧《离世间

品》），五、证入因果（旧《入法界品》）。嗣后清凉《华严经疏》（卷四），也沿用这五分说和五因果

说来分摄新译八十卷经三十九品的文义。而这样的分科也就成为古今贤首宗师解说此经的通论。 
 
  又古今疏家也同样以序、正宗、流通三分科判此经。即一般都以初品为序分，《卢舍那佛品》（新

《如来现相品》）以下为正宗分。流通分在古时有多种异说：如北魏慧光以《入法界品》为流通分；隋慧

远以《入法界品》内的善财童子以下属流通分；隋灵裕以《入法界品》最后的偈颂为流通分；还有人说以

末后二偈为流通分；还有人说此经还未来尽，因而没有流通分；还有人说以其他的眷属经为此经的流通分；

还有人说此经说法无尽无休，所以没有流通分。唐清凉（澄观）在他撰的《华严经疏》中认为慧远所说最

为合理（《华严经疏》卷四），因而以《法界品》内的善财童子以下为流通分的三分说，也成为后来贤首

宗师解说此经的通论。关于此经的宗趣，古来也有各样不同的见解：如齐昙衍说此经是以无碍法界为宗，

隋灵裕说此经是以甚深法界心境为宗，还有人说此经是以缘起为宗，还有人说此经是以唯识为宗，唐敏

（法敏）、印（？）二师说此经是以因果为宗，隋慧远说此经是以华严三昧为宗，隋达摩笈多说此经是以

观行为宗，还有人说此经是以海印三昧为宗，北魏慧光说此经是以因果理实为宗。唐贤首（法藏）依慧光

说加以充实，即以因果缘起理实法界为此经的宗趣（清凉《华严经疏》卷三），这也成为后来贤首宗师对

于此经的共同见解。 
 
  此经的义理，为古今佛教学人所一致尊重。从南北朝以来，以判教著称的江南三家都将此经判为顿教，

而以其他经典判为渐教或不定教。其时北方七家判教的步调虽参差各不相同，但也以此经判为诸教中最高

的圆教或顿教、真宗、法界宗等。此后隋吉藏立三转法轮，以此经为根本法轮；天台智顗立化仪四教，以

此经列为顿教，又立化法四教，以此经列为别兼圆教；唐窥基立三时教，以此经为中道教；贤首宗师则以

此经判为五教中的一乘圆教，或十宗中的圆明具德宗。都显示此经在佛教中向来被认为是最圆顿的经教。 
 
  关于此经古来传播的情形，相传佛灭度后，此经在印度曾经隐没，后龙树菩萨弘扬大乘，便将它流传

于世。龙树还造出《大不思议论》十万偈以解释此经，现行汉译的《十住毗婆娑论》十六卷，便是该论的

一部分，为此经《十地品》中初二地的解说。在这以后，世亲菩萨也依此经《十地品》造出《十地经论》，

发挥了《华严》的要义，金刚军、坚慧、日成、释慧诸论师又各造出了《十地经论》的解释（日成、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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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释现存有藏文译本），可以想见此经在古代印度曾经部分流行一时。至于全经在当时当地流传的情形不

详。 
 
  从后汉以来，此经的别行本在中国虽陆续译出不少，但它的传弘还不见兴盛。到了东晋佛驮跋陀罗的

六十卷本译出以来，此经才受到汉地佛教学人的重视，对它传诵、讲习乃至疏释的情形也渐行热烈。如最

初参与此经译场的法业，曾亲承佛驮跋陀罗的口义而撰成《义记》二卷；随后刘宋求那跋陀罗曾讲解过此

经多次，北齐玄畅更对此经随章逐句畅加 
 
  疏讲。北魏勒那摩提也曾弘讲此经，又刘谦之精研此经，制《华严论》六百卷。这时菩提流支又译出

了《十地经论》，由于《地论》的弘通，此经更得到相应的发扬，地论师慧光又撰制了此经的《广疏》和

《略疏》（现存一卷），并以此经判为圆教而广为弘敷。又齐大觉寺僧范著有《经疏》五卷，邺中昙遵著

有《经疏》七卷，洛州昙衍著有《经疏》七卷，后魏灵辩著有《经论》一百卷（现存一卷），魏北台智炬

著有《经疏》七卷。嗣后隋相州演空寺灵裕著有《经疏》八卷（现存《文义记》第六卷），《旨归》一卷；

西寺昙迁著有《华严明难品疏》十卷；西京慧藏著有《义疏》十卷；西京洪遵著有《经疏》七卷；净影寺

慧远著有《经疏》七卷，《十地论义记》七卷（现存四卷）；嘉祥寺吉藏著有《游意》一卷（现存）；武

德寺慧觉著有《十地品疏》十卷；唐越州法敏著有《经疏》七卷；终南山智正著有《经疏》二十二卷；慈

恩寺灵辩著有《经疏》十二卷。而南北各地风行讲诵，更促进了华严学的广泛开展。 
 
  随着此经在隋、唐时代的盛行传通，遂有以专弘这一经的教观为主的贤首宗渐次形成。首先是隋杜顺

（法顺）在终南山弘通此经，并著《华严五教止观》一卷（现存）和《华严法界观门》一卷（现存），以

彰此经的玄旨而开一宗的基础。他的弟子至相寺智俨更发展了他的心要，并参照地论师的学说，著有《华

严经搜玄记》九卷（现存），为贤首宗师疏述旧译本经的最早的名著。智俨还宗依经义，著述《华严经孔

目章》四卷（现存），《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现存），《华严一乘十玄门》一卷（现存），《六相章》

一卷（今佚），以显一经的要义。嗣后大成贤首宗的贤首（法藏），更广泛发挥此经的教义，著有《华严

经探玄记》二十卷（现存），为贤首宗疏解旧译本经的重要名著。他还著有《华严经文义纲目》一卷（现

存），《华严经旨归》一卷（现存），《华严八会章》一卷，《华严经翻梵语》一卷，《华严旧经梵语及

音义》一卷等。此外他还依据此经著有关于此宗宗义的名著，如《华严五教章》（现存），《华严义海百

门》（现存）等。他的弟子荷恩寺宗一，也著有《华严经料简》十二卷，《华严经疏》二十卷。此上所有

关于此经的讲习疏解，皆是依晋译《六十华严》而作。 
 
  到了武周时，实叉难陀的《八十华严》译出，法藏以垂暮之年参预了译场笔受，还依据新译《华严经》

著有《开脉义记》一卷（现存），《新经三昧记》一卷，《七处九会颂》一卷，《华严略疏》十二卷，以

显释新经文义。法藏的弟子静法寺慧苑也根据新经著有《续华严经疏刊定记》三十卷（现存），突破师说， 
自抒己见。他并著有《华严经音义》四卷（现存），《华严旋复章》十卷，《九会章》一卷等。后来清凉

（澄观）更大振华严的宗风，纠正慧苑的异见，发挥贤首的正统学说，撰有《华严经玄谈》九卷（现存），

《华严经疏》六十卷（现存），《随疏演义钞》三十卷（现存），为贤首宗师疏释新译本经的最大名著。

此外他还著有《华严经钞科》十卷（现存），《华严经略策》一卷（现存），《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章》

一卷（现存）等。但到了贞元中，澄观又参预了四十卷《华严经》的译出，他又撰著《普贤行愿品别行疏》

六卷（现存），贞元《华严经疏》十卷（现存），以阐述《四十华严》的深义。澄观的弟子圭峰草堂寺宗

密也著有《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六卷（现存），《行愿品疏科》一卷（现存），以显彰澄观的心要。宗

密还著有《新华严合经论》四十卷。以上专弘此经并因而蔚成一宗的法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五师，

世称为华严五祖，为汉地传播《华严经》的主要学匠。 
 
  宗外的名家，有长者李通玄，精研此经，著有《新华严经论》四十卷（现存），发挥了《八十华严》

的新义。他又著有《华严经中卷大意略叙》一卷（现存），《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四卷（现存）等。 
  又天台宗荆溪湛然，也著有《华严经愿行观行骨目》二卷（现存）。又静居撰有《麟德殿讲华严经玄

义》一卷等。 
 
  唐代以后，此经的弘扬讲习仍相当殷盛，各朝的重要注疏有：宋观复的《华严疏钞会解记》十卷，复

庵的《华严纶贯》一卷（现存），戒环的《华严经要解》一卷（现存），通道的《华严经吞海集》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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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华严法相概节》一卷，辽鲜演的《华严经玄谈抉择》六卷（现存），元普瑞的《华严悬谈会

玄记》四十卷（现存），明德清的《华严经纲要》八十卷（现存），善坚的《华严经大意》一卷（现存），

方泽的《华严经合论纂要》三卷（现存），李贽的《华严经合论简要》四卷（现存），清永光的《华严经

纲目贯摄》一卷（现存），《华严三十九品大意》一卷（现存）等。 
 
  以此经的观行讲习为目标的华严宗风，从唐代以来即远播于海外。七世纪中，新罗义湘曾来唐在智俨

门下受学，回国后弘通此经，为朝鲜华严宗初祖。同时元晓在新罗也精研此经，著有《华严经纲目》一卷，

《华严经疏》十卷（现存一卷）。又新罗太贤著有《古迹记》十卷，表圆著有《华严文义要决问答》四卷

（现存），并在该地大为弘通。又八世纪中，此经已在日本书写流传，随后唐僧道璿东渡传讲《华严》，

为日本华严宗初祖，此后此经在该国传弘讲习颇盛。该国有关此经的著作，有宗性的《华严经义钞》四十

卷（现存），凝然的《华严经品释》一卷（现存），《华严经探玄记洞幽钞》一百二十卷（现存），凤潭

的《华严经探玄记玄谈》一卷（现存），兴隆的《华严玄记大略钞》四十九卷（现存），普寂的《华严探

玄记发挥钞》十卷（现存），《探玄记讲要》八卷（现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