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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印順法師與《華嚴經》的研究 
——以「方法論」和「修學歷程」為中心 

 
 

黃 夏 年 ∗ 
 

摘要： 

印順法師是當代著名的佛教學者，他的研究方法與治學經歷對我國

的佛學研究頗有啟發的作用。本文對印順法師的佛教研究「初期大乘」

的方法論與他的「修學歷程」做了梳理，認為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華

文聖典」，揭示了漢譯佛教資料在研究早期佛教當中的重要性。他的研

究歷程也對後來的研究者有諸多的啟發，依照經典的發展線索，注意思

想演變的內在邏輯關係，以思想與教義的變化作為研究的基礎，這些都

是符合歷史發展規律的做法，同樣也是研究佛教史及其思想史的一個重

要的參考。此外，本文還對印順法師研究「華嚴法門」的菩薩信仰做了

考察，認為他抓住佛土思想的產生與發展的線索，以毘盧遮那佛的光明

遍照特性為依據，較好地說明了「華嚴法門」的理論演變情況，對這一

領域的研究作出了自己應有的貢獻。 

關鍵詞：印順、佛教研究方法論、修學歷程、華文聖典、華嚴法門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世界宗教研究雜誌社社長、《世界宗教

文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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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v. Yinshun and His Studies of 
Buddhavtamsaka Sutra : 

Focus on the Methodology and the Process of 
Self-realization 

 
Huang, Xia-nian ∗ 

   

ABSTRACT: 

Rev. Yinshun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Buddhist scholar. His research 
method and academic life influence so much on the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is academic methodolo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s Buddhist life. Rev. Yinshun always emphasize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early Buddhist texts which will help the study of early 
Buddhism in India and China. His studies enlightened greatly the later 
scholars. He always emphsizes that one should rely on the trace of Butddhist 
texts, pay closely attention to the inner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regard the 
Buddhist thoughts and doctrines as the bases of the study. His research 
undoubtedly coinci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and society. 
Besides, Rev. Yinshun also inquires into the belief of Buddhavtamsaka. He 
believes this faith is the essential of Buddhism; thus, he contributed so mu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Keywords : Yinshun, Methology of Buddhism, the Process of 
Self-realization, Chinese Buddhist texts, Buddhavtamsaka 

                                                 
∗ Director of World Religious Press, Senior Research Follow of Center of Buddhism 

Studies, CASS,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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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著名佛教學者——印順法師已經離開我們五周年了，但是他生

前所做的佛學研究的貢獻卻一直被人們緬懷，他所提出的那些著名的學

術觀點依然不斷地引起人們的討論，並且在中國大陸還有博士生在撰寫

以研究印順學術成就為主題的博士論文。1筆者幾年前曾經寫過一篇〈略

論印順法師對《華嚴經》之成立的研究〉一文，2概述了印順法師對《華

嚴經》成立的研究成果。指出在他的著作裏，出於研究印度佛教的需要，

對《華嚴經》的成立時間與地點及其相關問題做一些考證，並作出自己

的結論。這個結論就是：《華嚴經》的成立是在南印度開始出現的，經

過不斷地增衍，基本上在北印度完成的。龍樹菩薩對它的形成起到過一

定的作用。印順法師還用《華嚴經》的內容來論證其他佛教問題。如考

證印度古代地理。揭示《華嚴經》裏的「時劫平等，一切都平等不二而

互相涉入」的思想，這對整個世界和諧、國家團結，種族進步，戰爭消

彌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現在，筆者再循著過去的思路，進一步討論印

順法師在《華嚴經》研究方面的成就，對他的學術成果做一些更深入探

討。 

一、印順法師與印度佛教資料 

印順法師對佛教史的分類，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整個印度佛教史

應該分為五期。他說： 

我在《印度之佛教》中，分為五個時期：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

                                                 
1 黃夏年，〈論印順「人間佛教」的「神聖維度」審稿意見〉，《弘法》1 期（2009
年），頁 88-89。 

2 黃夏年，〈略論印順法師對《華嚴經》之成立的研究〉，《玄奘佛學研究》5 期

（2006 年），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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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流；三、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四、

如來為本之菩薩分流；五、如來為本之佛梵一如。這五期中，一、

三、五，表示了聲聞、菩薩、如來為主的，也就是修聲聞行，修

菩薩行，修如來行，有顯著不同特色的三大類型；第二與第四期，

表示了由前期而演化到後期的發展過程。在《說一切有部為主的

論書與論師之研究》（《自序》），又以「佛法」，「大乘佛法」，「秘

密大乘佛法」──三期來統攝印度佛教。「佛法」中，含攝了五

期的初期與二期，也就是一般所說「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

「大乘佛法」中，含攝了五期的第三與第四期，我通常稱之為「初

期大乘」與「後期大乘」。約義理說，「初期大乘」是一切皆空說，

「後期大乘」是萬法唯心說。「秘密大乘佛法」有顯著的特色，

所以別立為一類。三期的分類，正與秘密大乘者的分類相合，如

《攝行炬論》所說的「離欲行」，「地波羅蜜多行」，「具貪行」；《三

理炬論》所說的「諦性義」，「波羅蜜多義」，「廣大密咒義」。因

此，我沒有一般人那樣，統稱後三期為「初期大乘」，「中期大乘」，

「後期大乘」，而在「前期大乘」、「後期大乘」外，把末後的「秘

密大乘」獨立為一期。這是約思想的主流說，如「大乘佛法」時

期，「部派佛教」也還在發展中；「秘密大乘佛法」時期，「大乘

佛法」也還在弘傳，只是已退居旁流了！3 

印順法師所說的「初期大乘」佛教是指大乘佛教開始成立的時代，

這時在義理上的最重要的表現就是「一切皆空」的空義學說開始流行，

正是因為「『初期大乘』的主要教典，可以推定的是：《般若》，《華嚴》

（部分），及思想介於《般若》、《華嚴》間的文殊教典，重于菩薩深廣

                                                 
3 釋印順，《華雨集》冊 4（台北：正聞出版社，1993 年第 1 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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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行，菩薩普入世間的方便，是興起於南方，傳入北方而大成的。」4

由此可見，他認為大乘佛教初傳之時，已經與《華嚴經》有重要的關係

了。 

「初期大乘」佛教的發生地點是在印度，按照學術規範來講，印度

的本土出現的經典是研究這一時期的重要文本和依據。印度的經典是用

梵文寫成的，研究印度佛教，特別是「初期大乘」的佛教，無疑離不開

梵文經典。但是讓學者困惑的是，印度人的時間觀念不強，並沒有像中

國歷代史家忠實記錄歷史的傳統，我們現在所見到的大多數印度歷史都

是用口耳相傳的口述方式保存下來，其中還包含了很多各種傳說，可信

度自然被大打折扣。而且印度梵文佛典或因毀於戰火，或殆於潮濕氣

候，致使大部份佛典未能保存下來，只有在中國，因為佛教徒的信仰和

中外文化交流的需要，中國人把印度的佛教經典翻譯出來，客觀地保存

了這些史料。這些漢譯佛典的翻譯時間與梵文的原典出現的時間相近，

所以漢譯本佛典可以作為最早的印度佛教史資料看待，是研究印度佛教

史的最重要資料來源之一。 

著名梵文學者金克木先生就認為：「若要研究到佛教來源，那還需

要追查原文。不過單獨讀原文不如有譯本參照更好。因為時代相距遙

遠，現在無論印度本國人或外國人往往難以明白瞭解原來的確切涵義；

而譯文可以表示古時譯者和有關的人的理解，距離原著比今日較近。但

是譯本一則有譯者水準和當地人的理解的限制，二則現在發現的原本和

譯者所根據的未必是同一傳本，所以也不能完全依靠」。5雖然金克木先

生對譯本持一定的保留態度，但是他是贊同漢譯本與梵文本「距離原著

                                                 
4 釋印順，《印度佛教思想史》（台北：正聞出版社，1993 年），頁 89-90。 
5 金克木，〈《漢梵對勘金剛經》小引〉，《南亞研究》2 期（1985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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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今日較近」，可以作為研究的參考。對這個問題，許多國內外專家也

指出了它的重要性，如呂澂認為：「學術史上，比較重要的是關於一家

一派之淵源、時代、作者生平、師承授受等等，這類資料，印度保存的

不多，而且極為零碎，倒是漢文、藏文的譯本和撰述裏可供參考的還多

一些。」6印度史學家辛哈和班納吉也說：「不利用中國的歷史資料，要

編一部完整的印度史是不可能的。」7 

事實上，中國的資料確實「為研究古代、中世紀印度及南亞各國政

治、經濟、歷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學、法律、自然科學等的寶貴

資料」。8近兩年在中國大陸掀起的紀念古代高僧法顯、玄奘等活動，就

是因為在他們的著作中記載了大量南亞各國的資料，像法顯的《佛國記》

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等等著作，如今已經成為南亞各國考古與歷史

研究不可缺少的資料與可信本，這在南亞史和印度史的研究中被得到了

充分證明和廣泛引用。9 

印順法師研究印度佛教時，也充分注意到漢譯佛典作為原始資料使

用的重要性。他指出： 

大乘佛法的淵源，大乘初期的開展情形，大乘是否佛說，在佛教

發展史、思想史上，是一個互相關聯的，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

這一問題，近代佛教的研究者，還在初步探究的階段。近代佛教

                                                 
6 呂澂，〈印度佛學源流略講〉，《呂澂佛學論著選集》冊 4（山東：齊魯出版社，

1991 年第 1 版），頁 1901。 
7 辛哈班納吉，《印度通史》（北京：商務出版社，1973 年），頁 31。 
8 宮靜，〈談漢文佛經中的印度哲學史科——兼談印度哲學對中國思想的影

響〉，《南亞研究》4 期（1985 年），頁 52。 
9 關於中國史料在研究南亞佛教與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重要性，還可以參

考筆者撰寫的〈四十年對外國佛教的研究〉，載《佛學研究》創刊號（19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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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不少，但費在巴利文、藏文、梵文聖典的心力太多了！而這

一問題，巴利三藏所能提供的幫助，是微不足道的。梵文大乘經，

保存下來的，雖說不少，然在數量眾多的大乘經中，也顯得殘闕

不全。藏文佛典，重於「秘密大乘佛教」，屬於「大乘佛教」的

聖典，在西元七世紀以後，才開始陸續翻譯出來。這與現存的梵

文大乘經一樣，在長期流傳中，受到後代思想的影響，都或多或

少的有了些變化，不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實態。對於這一問題，

華文的大乘聖典，從後漢支婁迦讖（Lokaraksa），到西晉竺法護

（Dharmaraksa），在西元二、三世紀譯出的，數量不少的大乘經，

是相當早的。再比對西元二、三世紀間，龍樹（Nāgārjuna）論所

引述的大乘經，對「初期大乘」（約自西元前五○年，到西元二

○○年）的多方面發展，成為當時的思想主流，是可以解答這一

問題的主要依據。而且，聲聞乘的經與律，華譯所傳，不是屬於

一派的；在印度大陸傳出大乘的機運中，這些部派的經律，也更

多的露出大乘佛法的端倪。所以，惟有重視華文聖典，研究華文

聖典，對於印度佛教史上，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才能漸漸的

明白出來！10 

英雄所見略同，印順法師的看法與眾多的著名學者的看法是一致

的，這說明中國漢譯佛典在印度佛教研究史上的重要性，得到了各位學

術大家的一致承認，漢譯佛典的史料價值也於此顯出。某著名學術大家

撰文批評中國學者所說的要充分重視漢譯佛典在研究印度佛教史的重

                                                 
10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北：正聞出版社，1994 年第 7 版），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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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認為不利用梵文原典去研究印度佛教史是「膽大妄為之人」，然

而就是他自己所寫的佛教文章裏面，還是引用的漢譯佛典來給自己的文

章做注腳，而沒有使用他所掌握的梵文知識去解讀印度的佛教。印順法

師與各位學術大家的看法，其實正是中國學者應該發揮的學術特長。現

在中國的經濟實力增強，大國地位得到了提高，隨著未來中國政治、經

濟、文化的發展，中國佛教與佛學研究也在世界佛教界和學術界佔有更

重要的地位。作為中國學者，在世界佛教研究論壇上，要顯示出中國學

派的特色，必須要在中國的語境下來詮釋佛教與佛學，也就更有必要結

合傳統的漢藏文資料來進行研究，發揮我之所長，只有這樣做才能在與

外國學者做學術論爭中，取得應有的地位與尊敬。 

二、印順法師「修學歷程」啟示 

印順法師對漢譯佛典重要性的認識並不是一開始就建立的，雖然他

曾經做了不少印度佛教的深入考察，但是他是在得到深刻的教訓之後才

提出了「華文聖典」的重要性之觀點。他研究印度佛教史，在資料的排

比與使用上曾經走過一段彎路。他自述： 

民國三十一年，我在《印度之佛教》中，對這些問題（引者按，

即指上述「華文聖典」的重要性），曾有過論述。我的修學歷程，

是從「三論」，在於「唯識」，進而研究到聲聞的「阿毘達磨」。

那時，我是著重論典的，所以在《印度之佛教》中，以大乘三系

來說明大乘佛教；以龍樹的「性空唯名論」，代表初期大乘。然

不久就理解到，在佛法中，不論是聲聞乘或大乘，都是先有經而

後有論的。經是應機的，以修行為主的。對種種經典，經過整理、

抉擇、會通、解說，發展而成有系統的論義，論是以理解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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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依論義去讀經，可以得到通經的不少方便，然經典的傳出與

發展，不是研究論義所能瞭解的。龍樹論義近於初期大乘經，然

以龍樹論代表初期大乘經，卻是不妥當的。同時，從「佛法」而

演進到「大乘佛法」的主要因素，在《印度之佛教》中，也沒有

好好的說明。我發現了這些缺失，所以沒有再版流通，一直想重

寫而有所修正。由於近十年來的衰病，寫作幾乎停頓，現在本書

脫稿，雖不免疏略，總算完成了多年來未了的心願。11 

眾所周知，佛教經典發展史的順序是先有經後有論的，在佛教三藏

的排序上，也是經、律、論先後的排列。按佛教的說法，因為「經」是

釋迦牟尼生前所說的教法，「律」是佛教僧人與信眾在日常生活中執行

的規定與準則，「論」則是對一些經典的解釋的著作。所以，「經」在佛

教經典中可以看作是佛教典籍的源頭，這不僅因為它是釋迦牟尼所說，

而且還是由於它是「應機」的，亦就是說釋迦牟尼佛在各種場合，應弟

子們的要求而進行的即席開示或發表的演說，它只是針對某一具體情況

而作出的選擇與回答，並不是一個全面的闡述，因此弟子們在轉述佛說

時，都要冠以「如是所聞」四個字，表示這是「我所聽到佛說的話」之

意思。「論」則與「經」不同，他是一些智者或大菩薩們在理解消化了

佛說之後而作出的一些對佛的經說而做的論述，這些論述都是經過「整

理、抉擇、會通、解說，發展而成有系統的論義」，代表了弟子們對佛

說的理解，其中也不排除裏面有後人鎗入了自己的觀點，或者反映了此

時、此地、此情的情況。像佛教史上的千部論主龍樹大師，他的著作都

是明顯地帶有大乘佛教的觀點，亦就是印順法師所說的「初期大乘」的

                                                 
11 同上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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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屬於般若空義的一類學說。 

從佛教理論發展史的角度而言，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統稱小乘佛

教，亦即印順法師所說的印度佛教的「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二、

菩薩傾向之聲聞分流之後」二期之後，進入了大乘佛教時代。早期大乘

佛教理論的最顯著特點之一是講論般若空義的學問，這是從「原始佛教」

和「部派佛教」的空義基礎上發展起來的一種學說。「講空論有」是佛

教的根本學說，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都要講空，空與有是佛教哲學的一

對範疇。但是小乘佛教裏面講空，主要是以身心斷滅的灰身滅智為特點

而展開的，正如《長阿含經》卷七《沙門果經》第八所說：「受四大人

取命終者，地大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皆悉壞敗，

諸根歸空。」12而作為佛教世界觀的理論來看，小乘佛教的空之理論主

要反映在「諸法無我」的人空或我空的觀念上，亦即是說小乘佛教承認

整個世界的「我」是不存在的，這就是空，但是實在的世界還是存在的，

我們所見到的東西還是存在的，這就是有，是實有。 

流行在罽賓地區的說一切有部是以講有而命名，它的最著名觀點就

是「法體恒有」，「三世實有」。但是由於小乘佛教講空的時候，又承認

世界的物質性，於是就給佛教的理論留下了漏洞，受到了一些人的責

難，於是就出現了以講般若為特點的大乘佛教般若空的學說，大乘佛教

在承認我空的基礎上，反對實有，認為不僅作為世界組成的個體之「我」

是不存在的，而且包括整個世界的「法」也是虛幻的，也是不存在的，

世界的本質就是空性，以此空性為緣來看待世界萬物，整個世界難道不

是空的嗎？著名的空宗學者龍樹就提出「眾因緣生法，我說即是無。亦

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不從因緣生。是故一切法，無不

                                                 
12 後秦‧佛陀耶舍、竺佛念譯，《長阿含經》卷 17，《大正藏》冊 1，頁 10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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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者。」13這就是大乘佛教空觀的「緣起性空」的思想，所以大乘佛

教在空有問題上主張「我法兩空」，即不僅要空掉個體的「我」空，而

且還要空掉整個世界萬物，即「法」空。 

印順法師自述他的「修學歷程」，即接觸大乘的學說，是從「三論」，

亦即《中論》、《百論》和《十二門論》開始的。「三論」都是屬於空宗

的根本經典，是以講般若空義而著名的學說，傳到中國以後，曾經一度

在中國南方流行，並且出現了以研習「三論」為特點的學派或宗派。中

國著名的四大翻譯家之一的鳩摩羅什曾經對三論的空宗學說介紹到中

國作出了貢獻，所以他被後人奉為三論宗的創始人。鳩摩羅什是現在新

疆地區龜茲國人，他的思想嬗變過程就是從小乘到大乘，而其中關於空

的思想是他的思想改變的轉捩點。《高僧傳》載： 

蘇摩後為什說《阿耨達經》。什聞陰界諸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

「此經更有何義而皆破壞諸法？」答曰：「眼等諸法非真實有。」

什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核大小，往復移時。什方

知理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不識金

以鍮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論，及《十二

門》等。14 

《阿耨達經》亦名《弘道廣顯三昧經》，或《阿耨達經龍王經》、《阿

耨達請佛經》、《阿耨達龍王所問決諸狐疑清淨品》、《入金剛門定意經》、

《佛道廣顯經》等，是在梁代時已經被翻譯成漢文的一本經典，至今仍

然被藏經收入。譯者是涼州的竺法護。《阿耨達經》一方面堅持小乘的

                                                 
13 龍樹菩薩造，鳩摩羅什譯，《中論》卷 4，《大正藏》冊 30，頁 33 中。 
14 梁‧慧皎，《高僧傳》卷 2，《大正藏》冊 50，頁 33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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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緣不有法」的緣生義，另一方面又認為「善緣斯亦空」之大乘空觀

義。該經云：「緣生彼無生，是不與自然。善緣斯亦空，知空彼無欲。

著緣而無相，脫願寂復寂。」15它的大乘空觀是來自於「心法」的認識，

即認為心生於法，心生於空。「諸法無常，諸法無我，滅盡無為，皆從

心生。」16其實這種思想仍然還是停留在執心為有的不徹底空觀，由是

說明，《阿耨達經》是一部從小乘到大乘空之理論的過渡性著作。17 

龍樹是印度空宗的創始人，他的「性空唯名論」就是三論宗裏所說

的人我空和實有假名的我法兩空之般若空義。這是一種已經較為成熟的

大乘佛教空宗的理論，說它屬於「初期大乘」，正確的理解應該是它是

大乘佛教裏面最早出現的成熟的理論體系。印順法師回顧了他由「三論」

再「唯識」，進而到「阿毘達磨」（梵文的論）的「修學歷程」，卻忽視

了大乘經與大乘論的關係，所以走了一段彎路，但是他很快醒悟到經典

在研究佛教裏面的重要性和首發意義，作為原始資料，經的精讀比起論

來更有重要的意義，而「論」只是通經的「不少方便」，也正因為此，

印順法師意識到「經典的傳出與發展，不是研究論義所能瞭解的」，將

龍樹的學說用來代表「初期大乘經，卻是不妥當的。」 

印順法師自揭的「修學歷程」對初學佛教的人很有指導意義與幫

助。他在這裏提出的是一個如何治學的方法論問題。研究佛教思想史，

尤要注意思想演變的內在邏輯關係，印度佛教思想的發展，是一個漸變

的關係，不管是印順法師提出的五期佛教還是日本學者提出的原始佛

教、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的進路，經典的表達無疑是一個重要的參

                                                 
15 西晉‧竺法護譯，《佛說弘道廣顯三昧經》卷 2，《大正藏》冊 15，頁 497 中。 
16 同上註，頁 496 中。 
17 參閱黃夏年，〈鳩摩羅什與《阿耨達經》——兼談鳩摩羅什從小乘到大乘的發

展理路〉，《人海燈》3 期（2008 年），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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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背景。由於大乘佛教發展的主要線索是從空宗到有宗，已經呈現成熟

理論體系的學說更容易引起學者的重視，相比之下，過渡時期的一些似

為模糊的經典則被人們忽視了，既使是對印度佛教有很深入研究的印順

法師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使他走了一段彎路。其實，這個問題本來

不應該成為問題，因為古人早就談到了這一點了。《高僧傳》說鳩摩羅

什因讀《阿耨達經》產生疑問，方知理有所歸，遂專務方等，從此「受

誦《中》、《百》二論，及《十二門》」之「三論」，成為「三論」的傳人，

在思想上也由小乘進入大乘。《高僧傳》「鳩摩羅什傳」的解讀，重要性

在於提供了一個研究的路徑與範本，印順法師提出的「初期大乘」佛教

經論之間的關係則是將「鳩摩羅什傳」的範例給予了進一步的提升和理

論的總結，並且為後人指明了研究的方向與路徑。 

三、印順法師與「華嚴法門」 

印順法師在區分了初期大乘經與大乘論之後，著重指出了初期大乘

經主要包含了三種類型，一類是講空義的般若經典，另一類就是《華嚴

經》，而介於《般若》與《華嚴》兩經間的文殊教典，亦可以另算一類。 

在印順法師撰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書裏，他指出：

「初期大乘經的傳出，部類非常多，又是長短、淺深不一，要說明初期

大乘的開展過程，非歸納為大類而分別說明不可。」18按照法門的分類，

初期大乘裏面有「華嚴法門」、「般若法門」、「淨土法門」、「文殊師利法

門」和「其他法門」幾種。 

「華嚴法門」，離不開《華嚴經》的內容。印順法師說： 

                                                 
18 同註 10，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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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法門」：《大方廣佛華嚴經》大部的集成，比「上品般若」

遲一些，含有後期大乘的成分。如經名所表示的，這是菩薩萬行，

莊嚴佛功德的聖典；「華藏」是「蓮華藏莊嚴」，流露出「如來藏」

的色彩。初期集出的菩薩行，如菩薩的「本業」——〈淨行品〉，

菩薩的行位——〈十住品〉，約與「下品般若」的集出相近。「華

嚴法門」的佛，是繼承大眾部的，超越的、理想的佛，名為毘盧

遮那 Vairocana。依此而說菩薩行，所以多說法身菩薩行；多在

天上，為天菩薩（及他方菩薩）說；「世主」多數是夜叉 yaks a；

〈入法界品〉的增譯部分，也都是天（神）菩薩；金剛手 Vajrapān i

的地位極高；有帝釋 Indra 特性的普賢 Samantabhadra，比文殊還

重要些。圓融無礙的法門，富於理想、神秘及藝術的氣息。著名

的〈十地品〉，受有北方論義的影響，所以條理嚴密，樹立了「論

經」的典型。19 

大乘佛教的特點是強調菩薩信仰，菩薩行是大乘與小乘的區別之

一。菩薩行不僅要人做菩薩，而且對佛的信仰也得到強化，「華嚴法門」

就是這方面的信仰代表之一。印順法師強調的「華嚴法門」特點是： 

毘盧遮那Vairocana與華藏莊嚴世界海Kusumatalā-garbhā-vyūhâlam 

kārā-lokadhātu-samudra，可說代表了「華嚴法門」的特色。圓滿

的、最清淨的佛與佛土，作為學佛者仰望的理想；然後發心，修

菩薩行；成就不思議的佛功德。這是以佛與佛土為前提的，與「般

若法門」、「文殊法門」的著重菩薩行不同。「淨土法門」也是以

佛與佛土為前提的，但《阿彌陀經》重在念佛往生，《阿閦佛國

                                                 
19 同上註，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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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以阿閦 Aksobhya 菩薩的願行為典範的。所以標舉佛與佛

土，開示菩薩行的，成為「華嚴法門」的特色。著重佛與佛土的

思想，應該是與大乘法門同時展開的，但成為「華嚴法門」那樣，

就不能不說是，要在「般若法門」、「淨土法門」、「文殊法門」的

興盛中，才能完成而出現於佛教界。20 

「標舉佛與佛土，開示菩薩行的，成為『華嚴法門』的特色」，這

句話可說抓住了華嚴信仰主旨。小乘佛教對佛的認識還停留在佛是一個

超人的水準上，認為像佛這樣的人物，眾生是不可能達到他的那個境界

的，所以眾生頂多就只能做一個阿羅漢而已。大乘佛教是在對小乘佛教

反動的基礎上成立的。大乘佛教的擁護者是一些地位不高，權利不大的

「大眾部」人士，為了與小乘抗衡，大乘將佛的信仰強化，佛變得更加

神秘，地位更加突出。將佛抬到了至高的地位，也就對個人的修行也做

了改變，信徒不再以自度為目標，更加強調廣度的意義。印順法師指出： 

大眾部系理想的佛陀觀，是超越而不可知的，也是無所不在，無

所不能，無所不知的。這一理想，在「華嚴法門」中，才完滿的

表達出來。大眾部系的思想，現存的是一鱗半爪，不可能有完整

的理解。不過我以為，這是從「佛涅槃後對佛陀的永恆懷念」經

傳說，推論而存在於信仰中的。但大乘佛法，著重于行者或深或

淺的體驗。重智證的「文殊法門」，一再說觀佛、見佛，是從三

昧中深入而達法界一如的。另有重信願的學流，如《阿彌陀經》

的念佛見佛，發展為《般舟三昧經》那樣的念佛見佛。適應佛像

的流行，觀佛身相，三昧成就而見佛，達到見一切佛，如夜晚的

                                                 
20 同上註，頁 102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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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見滿天的繁星一樣。由於隨心所見，引發了「唯心所現」

的思想。菩薩們見他方佛國，佛說法等，在大乘法會中，每有這

樣的敍述。「華嚴法門」是綜合了而成為最圓滿的佛與佛陀觀。

在華嚴法會中，佛沒有說，而是顯現於大眾之前。來參加法會的

菩薩，天、龍、鬼神——「世主」們，各從自己所體見的佛與佛

土等，而發表為讚歎的偈頌（《入法界品》也是這樣）。這表示了，

大乘的佛陀觀，不僅是信仰的、推論的，而也是從體驗來的。這

不同於大眾系，卻可說完成了大眾部以來的佛與佛國說。21 

「華嚴法門」的毘盧遮那佛是超越了釋迦牟尼佛的佛，22他是佛的

報身或法身，因為光明遍照，清淨圓滿，故又譯為「大日如來」。毘盧

遮那佛信仰作為「華嚴法門」的標誌，其意義很特殊。印順法師依據經

典作了較為詳細的論述。他認為： 

一般部派，大抵以為：釋迦佛在這個世界成佛，是真的現證正覺，

其他的四天下，是以化身示現成佛的。這是不能使人滿意的！這

是自我中心的看法，在其他四天下，難道不能說，只有自己這裏，

才是真實成佛嗎？總不能說都是真實的；如都是示現的，那誰是

真佛呢！這是從佛出現於這個世界的南洲，又說是娑婆教主所引

起的問題。同時，釋迦佛歷劫修行，怎麼會壽長八十，有病，食

馬麥，有人誹毀破壞呢？或解說為宿業的罪報，也不能滿足一般

佛弟子的信仰情操。於是或說「佛身無漏」，也解說為佛的示現。

                                                 
21 同上註，頁 1036。 
22 曾經有人認為毘盧遮那佛因為具有太陽神的化身，很有可能是受到西亞伊朗

地區崇尚光明的瑣羅亞斯德教的影響而反映到佛教內部的。本文不涉及這一

研究成果。僅作一觀點向讀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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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如《長阿含》《大本經》說：「諸佛常法」：佛從右脅誕生，

「地為震動，光明普照」。生下來就自行七步，遍觀四方，說「天

上天下，唯我為尊」！這種稀有事，不是人間所能有的。這就是

佛傳的一部分；部派傳誦集出的「佛本行」（佛傳），有更多的稀

有事，增加了佛的神秘與超越感。這幾項思想彙集起來，邁向於

理想的佛陀觀，主要是大眾部 Mahāsāmghika 系。23 

這是解說了佛崇拜變化的原因。佛陀觀從人演變到神是大乘佛教邁

出的第一步，雖然這看似將佛與人之間的距離拉大了，因為佛高高在

上，接受人間香火禮拜，接受人們祈禱，其神聖性增高，親和性則降低。

但是從另一個角度而言，佛的自身的素質提高了。佛被提高地位，表明

佛教的影響進一步增大，從部落的神或某一地區的神變成了整個世界的

神，佛土影響世界範圍和明顯增大，「三千大千世界」包攝整個宇宙，

使之都成為佛土，所以「進入『大乘佛法』時代，對佛與佛土，漸表示

出不同從來的境界。『下品般若』，與從來所說相同。『中品般若』，在釋

迦『常身」以外，顯現了『於三千大千國土中，其德特尊，光明色像，

威德巍巍，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國土』的尊特身。十方世界的眾生，

都『自念佛獨為我說法，不為餘人』；釋迦佛以十方如恒河沙國土為化

土；恒沙國土以外的十方菩薩來會，代十方佛問候起居，那是外來的影

響眾了。」24 

大乘佛教的佛陀觀建立，是佛教應機的一種必然趨勢。同時佛身說

的成立，給了更多人與佛親證的機會，佛如恒河沙不可數，有無數的化

身，佛不僅僅是一位不可企及的尊神，人人都可以應證佛的化身，得到

                                                 
23 同註 10，頁 1028。 
24 同上註，頁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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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日的普照，淋浴在佛光下面生活，與佛親近，這對把佛教推向人間，

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事實上大乘的佛陀觀的確把佛與人間的距離拉近

了，印順指出，「古代華嚴學者，傳說的華嚴經本很多，但多數是不屬

於人間的。存在於人間而傳下來的，傳說為十萬頌本，三十八（或九）

品。」25這是「初期大乘」信仰被強化的表現，大乘佛教徒對「佛」的

地位提升，有助於大眾部派地位提高，所以「被稱為方廣部 Vetulyaka

的說大空宗 Mahāsuññatāvādin，以為佛是兜率天成佛的，沒有來人間，

也沒有說法，不過是示現色相。人間佛是示現，佛是在兜率天成佛『天

上成佛』，對大乘『十地』所說色究竟天成佛說，是一項有力的啟發。」26 

「華嚴法門」的主尊毘盧遮那佛在無量劫海修功德成正覺，住在蓮

華藏莊嚴世界海，身上諸毛孔是佛的化身，演出無邊契經海。又因毘盧

遮那是化身佛，已獲得了正覺，住在蓮華台藏世界，可以化現千葉百億

大小釋迦佛，為大眾說菩薩心地法門。印順法師專門指出《華嚴經》裏

的「華藏世界」的特點是： 

《華藏世界品》（第五）所敍述的華藏莊嚴世界海，是一特殊的

世界結構，為其他經典所不曾說過的。依《華藏世界品》說：華

藏莊嚴世界海中，有（一）佛剎微塵數的香水海。中央的香水海，

有名為「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的世界種。這一世界種（或譯為

「性」）最下的世界，名「最勝光遍照」，有（一）佛剎微塵數的

世界圍繞著。離最下的世界極遠，有第二世界；這樣安立的世界，

共有二十層。最高層名「妙寶焰」世界，有二十佛剎微塵數世界

圍繞。娑婆世界在第十三層，就是釋迦牟尼，或名毘盧遮那的佛

                                                 
25 同上註，頁 1021。 
26 同上註，頁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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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以「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為中心，十方都有一世界

種；每一世界種，也是二十層，也是有（一）佛剎微塵數世界，

到二十佛剎微塵數佛剎圍繞：這就共有十一世界種。十方的十世

界種，又各有十世界種，分佈於十方。這樣安立的一百十一世界

種，稱為華藏莊嚴世界海，或簡稱華藏世界。依《華嚴經》說：

「如于此華藏世界海，十方盡法界、虛空界，一切世界海中，悉

亦如是」。可見一切世界海，真是多得不可思量！27 

毘盧遮那佛的遍照功能和化身無數的特點，正是大乘佛教所要強調

的特徵之一。蓮華是清淨無染的象徵，是佛的品格之一，也是佛門出世

間的特點。毘盧遮那佛居住的華藏莊嚴世界海，但是它的原型則來自於

世俗的娑婆世界，是婆羅門教的創世神話轉型而出現的。從佛教的世界

理論來看，它走過了「從娑婆世界，華藏世界，到遍法界的一切土」28三

個步驟。印順法師說： 

蓮華化生，成為大乘佛教的一般信仰。梵天王坐在蓮華中，是創

造神話，世界依梵天而成立。華藏世界，就是適應這世俗信仰而

形成的。29 

所有世界的數量，是無限眾多廣大的。然與舊有的三千大千世界

的結構，也有類似處。如娑婆世界，是以一四天下為單位，經小

千、中千、大千，而成三千大千世界。華藏莊嚴世界海，是以娑

婆世界那樣的世界為單位，經一世界種，十世界種，百世界種，

                                                 
27 同上註，頁 1018。 
28 同上註，頁 1034。 
29 同上註，頁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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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三番的組合而成。30 

拓寬的佛土像廣袤的大海，預示著佛法的法力無邊，化土無境，法

身無數，猶如微塵，佛的法力可以抵達世界的任何角落，顯現在不同膚

色與種族之中，這是毘盧遮那佛歷世多劫的修行而成的正果，故《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八說：「此華藏莊嚴世界海，是毘盧遮那如來，往昔於

世界海微塵數劫修菩薩行時，一一劫中，親近世界海微塵數佛，一一佛

所淨修世界海微塵數大願之所嚴淨。」31印順法師敏銳地看到了這一點，

指出釋迦牟尼佛從四天下洲，再到三千大千世界，再到華藏世界熟土，

這「三個層次的佛化」，「表示即現即實的佛陀觀。現在說：與釋迦佛異

名同實的毘盧遮那佛，在娑婆世界成佛，而以華藏莊嚴世界海為化土」，32

「所以華藏莊嚴世界海，是毘盧遮那的化土。其實，一切世界海的一切

國土，也都是毘盧遮那歷劫劫修行所嚴淨的。」33當然，「華嚴法門」的

毘盧遮那佛信仰，同時也受到了大乘佛教的理論影響，特別是法身平

等，諸佛一佛的不二法門和一即一切的一多關係等等思想，都是毘盧遮

那佛信仰的理論淵源。從「初期大乘」的幾種法門來看，「般若法門」

仍然是在小乘空義基礎上發展出來的一種以空的智慧而為特點的信仰

形式，「淨土法門」是以否定眾生生活的世界，要求信眾追求未來的美

好西方世界而形成的一種終極信仰，「文殊師利法門」是以求取智慧，

獲得解脫的提高認識的信仰方式，「華嚴法門」的毘盧遮那佛的信仰則

包容了上述的幾種信仰，他所提出的化身佛的功能和遍照光明的描述，

                                                 
30 同上註。 
3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大正藏》冊 10，頁 39 上。 
32 同註 10，頁 1034。 
3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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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終極的華藏莊嚴世界含攝了其他法門的終極因素，將佛變成了更加

理想中的崇拜偶像。 

四、結論 

印順法師是當代我國佛教研究的著名一大家。他對印度佛教史的研

究可以說達到了一個前所未有的高度，是開一代新風的人物。印順自認

為： 

印度佛教史的流變，我分判為五期：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

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流；三、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四、如來

傾向之菩薩分流；五、如來為本之梵佛一體。印度佛教的先後五

期，從創立到衰滅，正如人的一生，自童年、少年、壯年、老年

到死亡。34 

「初期大乘」正是他所說的印度佛教處在少年與壯年的時期，是一

個蓬勃上升的時代。但是也正是這一時期，一直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不

好釐清的重點，由於這時正是作為轉型時期，不管從歷史還是從理論都

呈現了錯綜複雜的關係，所以百年來一直不斷的有學者在這方面做深入

的研究，取得了一些成果。 

印順法師獨具慧眼，把「初期大乘」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點，

寫作了多本不朽的學術名篇。他的研究方法論很重要，因為他看到了「華

文聖典」的獨特性與作為資料的可靠性，因此才在他的著作中以「華文

聖典」作為研究的基礎，於是較好地揭示「初期大乘」佛教的地位與重

要性。印順法師的「修學歷程」對學者的研究也頗有啟發性，印順法師

                                                 
34 釋印順，《華雨集》冊 5（台北：正聞出版社，1993 年第 1 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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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聖者，他是一位法師，在研究「初期大乘」方面，他走過一段彎路，

但是他很快意識到了，並且改變了方向，最終使他的研究很快上路，最

終拿出了煌煌巨著。就「初期大乘」的佛教理論發展，「華嚴法門」無

疑是一個生長點與創新點，雖然印順法師沒有寫過專門的華嚴學的研究

專著，但是他的確對華嚴學做了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對「初期大乘」時

期的「華嚴法門」做了較好的研究，指出了「華嚴法門」與「般若法門」

和「文殊法門」之間的內在關係，及其相互的影響和發展理路，這種研

究的範式，是符合大乘佛教學術發展史的趨勢，對後人的研究必將起到

重要的參考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印順法師的華嚴學研究將會越來越

受到學人的重視，他的學術成就將給人們帶來無限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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