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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五祖 

 

  一般新兴宗教的成立，有两大要因，一者出现具备神变及神通力的特异宗教

者，另一者是为了说明其宗教者的宗教体验内容而出现教理的组织者。在隋唐的

新兴宗派即符合这样的原因，例如天台宗的慧文‧慧思与智顗，华严宗的杜顺与

智俨、法藏正属于此类。华严宗的开山祖师，从华严宗的传统上认为是杜顺，然

近年日本学者辈出异论者。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华严宗有宗派意识的成立，是在

后面的时代，最先使用「华严宗」名称者，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是四祖澄观，

因为在他所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四记载：「若华严宗，无障碍法界、曰如。」

1又于《随疏演义钞》卷七载有：「顺华严宗，由行布圆融二互相摄故。」2既然现代

学者对华严开山祖师杜顺有诸多见解，吾人试着从杜顺的传记及他的思想特色加

以探讨。3 

 

一、 初祖杜顺 

 

 （一）生平事迹 

    

杜顺又名法顺（557-640），有关其传记研究资料有《续高僧传》卷二十五4、

《华严经传记》卷三及卷四5、《神僧传》卷六6、《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一7、《释氏

                                                 
1《大正藏》第三五冊，頁五二九中。 

2《大正藏》第三六冊，頁五一下。 

3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五 O-一。 

4《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五三中-四上。 

5《大正藏》第五一冊，頁一六三中，及同冊頁一六六下。 

6《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九八四下-五上。 

7《大正藏》第四九冊，頁五七 O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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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略》卷三8、及《佛祖统纪》卷二十九9等等，根本资料则在道宣所著的《续高

僧传》及法藏的《华严经传记》中。于《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有载： 

 

释法顺，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和，未思沿恶，辞亲远戍，无惮 

辛，十八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珍姓魏氏，志存俭， 

野居成性。10 

 

由引文得悉杜顺十八岁出家，投因圣寺僧人珍禅师，受持定业；而珍禅师在山林

野居，推想他修的是观行。如此师徒二人不仅做学问的研究，且致力于宗教实践。

那么杜顺的宗教实践内容是什么呢？于《华严经传记》卷四介绍樊玄智文记载： 

 

   投神僧杜顺禅师，习诸胜行，顺即令读诵华严为业，劝依此经修普贤行。11 

 

引文中樊玄智师事杜顺，杜顺要他依《华严经》修普贤行，由此推测杜顺亦是普

贤行的实践者，则前面《续高僧传》的引文中所谓「受持定业」的内容，大概就

是普贤行。又因为他常居山林，属于实际修行者，以是得到民众的尊崇，口耳相

传，而知其人德行，后由皇室召见，进入大内，受人尊敬。12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杜顺的出生地在雍州万年县（今陜西长安），在《高僧

传》，雍州地方的实修者非常多，收在《续高僧传》〈感通篇〉的有叉德是雍州醴

泉人13、智则雍州长安人14、通达亦雍州人15、法显雍州扶风人16、还有慧诞17、智

                                                 
8《大正藏》第四九冊，頁八二一上。 

9《大正藏》第四九冊，頁二九二下-三上。 

10《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五三中。 

11《大正藏》第五一冊，頁一六六下。 

12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五四。 

13《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五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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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18、昙遂19等；在〈遗身篇〉有一位普济雍州北山互人20，在其传记中记载：「愿

像教一兴，舍身供养，修普贤行，生贤首国」，所以此人和杜顺、樊玄智一样，同

修普贤行。另在此篇尚有法旷亦雍州咸阳人21，会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22。另外在

〈读通篇〉也有法诚23及空藏24为雍州出身者。这么多雍州人，所以推测以雍州为

中心的地区，有许多实修者，由这样的推测，杜顺的宗教于焉展露头角。因为读

诵《华严经》而产生特异神通的结果，而华严斋会亦不仅囿于僧职人员，也表现

遍及一般人民对《华严经》的信仰。杜顺的宗教是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为基础，借

着他的出现，成立了隋唐新佛教的精华，即华严宗的成立。25 

 

（二）思想及著作 

 

杜顺的著作有《五教止观》、《华严法界观门》、《五悔文》、《十门实相观》、

《会诸别见颂》等作品。其中的《华严法界观门》，是依据《华严经》的法界观，

将《华严经》所说的真理，从实践的立场，做为观门建构组织起来的。由于本书

的出现，在研究华严的潮流上，造成开宗成立华严宗的原动力。在宗密的《注华

严法界观门》的序中有裴休的序文记载如下： 

 

                                                                                                                                            
14《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五五上。 

15《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五五中。 

16《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七 O 下。 

17《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七一中。 

18《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七一。 

19《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七二中-下。 

20《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八 O 下-一上。 

21《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八三中-下。 

22《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八三下-四上。 

23《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八八下-九中。 

24《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八九中-下。 

25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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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此经虽行于世，而罕能通之。有杜顺和尚，叹曰：大哉法界之经也，自 

非登地，何能披其文，见其法哉！吾设其门以示之。于是着法界观，而门 

有三重：一曰真空门，简情妄以显理；二曰理事无碍门，融理事以显用； 

三曰周遍含容门，摄事事以显玄，使其融万象之色相，全一真之明性，然 

后可以入华严之法界矣！26
 

 

引文中，为悟入华严法界，开三重门，显华严的玄妙道理，即为此法界观门的

意义。后经智俨、法藏的补充发展，构成华严宗的「四法界理论」。27而他所著

的《五教止观》，系根据佛教各种经论不同的教义，把止观分为五类，并将《华

严》放在大圆教的最高地位。这一分类后经智俨、法藏的继续发挥，形成华严宗

独特的判教说。 

 

二、华严教学的创始者‧智俨 

 

（一）生平事迹 

    

智俨（602-668），华严宗第二祖，他是承继华严宗开山祖师杜顺的法系，及

产生集华严思想大成者法藏之间完成过渡时期任务的人。诚然，有关华严学的重

要问题，诸如华严五教判或十玄缘起、六相说，或甚而性起‧缘起等，几乎单纯

的原型，全部可在智俨的思想窥见。从这种侧面的观察，了解智俨扮演的角色正

是华严学的创始者。28
 

   研究智俨的根本资料分布于道宣所著的《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及法藏的《华

                                                 
26《大正藏》第四五冊，頁六八六中。 

27 《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五三-四上；見任繼愈，杜繼文著《佛教史》，頁三 O 三。 

28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七九-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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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经传记》卷三。于《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在杜顺传的后面有记载智俨的传记

如下： 

   

   弟子智俨，名贯至相。幼年奉敬，雅遵余度，而神用清越，振绩京皋， 

华严、摄论，寻常讲说。29
 

 

引文中有「名贯至相」，是因为智俨的名声响遍终南山至相寺。他从幼年即奉事

杜顺，而「神用清越」表示其功绩有传播到长安。道宣的《续高僧传》只这样简

单地介绍智俨，探其原因，好像道宣只将智俨视为是杜顺的弟子，而未肯定他是

华严学的创始者一般。吾人再从《华严经传记》卷三推寻智俨的事迹。30
 

智俨法师，天水（甘肃省天水县）人，母亲因做异梦而生下他。幼年时即

显现与众不同的才能，据说会堆土块建塔，集香花造盖；进而聚集同辈小孩，自

己做法师。十二岁投到神僧杜顺的门下，杜顺将他托付给其弟子达法师训诲。其

后有二位梵僧教导智俨学习梵文，后智俨对梵文相当熟练，可从其所集的《孔目

章》卷四之「梵本同异义」31明了。当他十四岁时，正是隋朝灭亡，社会动乱不

安，《华严经传记》叙述彼时的状态为：「隋运将终，人民饥餧。」32智俨虽处在

乱世，亦不改其修道之志。智俨十四岁出家，听闻法常33讲《摄大乘论》；法常

是投昙延法师出家，学习摄论的僧人。智俨的著作多引用《摄大乘论》，即是向

法常学习的结果。其后又向辨法师学习四分、毗昙、成实、十地、地持及涅盘等

等。又在智正34之处听闻《华严经》的讲解，见到慧光所著的《华严经疏》，理

                                                 
29《大正藏》第五 O 冊，頁六五四上。 

30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八 O-一。 

31《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八八上。 

32《大正藏》第五一冊，頁一六三中-下。 

33《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五四 O 下-一上。 

34《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五三六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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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中的别教一乘无尽缘起，另又由一异僧教授六相义，终于开悟，而立教开宗

制作了《华严经疏》，时年二十七岁；此《华严经疏》即《华严经搜玄记》。智俨

常为人解说《华严经》与《摄大乘论》而不厌倦。总章元年（668），他梦见至相

寺般若台倾倒，自知已近入灭之时，而告诉门人说：「吾此幻躯从缘无性，今当

暂往净方，后游莲华藏世界，汝等随我，亦同此志。」35智俨如此深悟自己的身

体缘生无生的自觉，对于仅以观念理解华严思想的人，是很难得的说词，支撑他

的华严背景上，其实是蕴涵着实践的气魄。随即于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终于清净

寺，享年六十七。后世推智俨为华严第二位祖师。36
 

 

（二）著作特色 

 

   关于他的著作，在《华严经传记》有这样的记载： 

 

俨所撰义疏，解诸经论，凡二十余部，皆简略章句，剖曜新奇，故得其门 

寮其寡矣。37 

 

由引文中知悉他的著书以「简略章句，剖曜新奇」著称，即在简洁的文体中，显

出新的解释方法，据此推测他的门人，少有真正理解其精神者。另智俨因为住在

至相寺，所以又被称为至相大师，亦因在云华寺，也被称为云华尊者。弟子有法

藏、义相、怀齐、薄尘及慧晓等人。其中法藏是华严宗第三位祖师，集华严之大

成者；而义相是海东华严的开山祖师。智俨现存的著作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

分齐通智方轨》十卷、《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四卷、《华严五十要问答》、《华

                                                 
35《大正藏》第五一冊，頁一六三下。 

36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八一-二。 

37《大正藏》第五一冊，頁一六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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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一乘十玄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疏》等等。 

 

三、集华严宗之集大成者‧法藏 

 

（一）生平事迹与著作 

   

法藏的研究资料，计有崔致远撰的《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法藏和尚传》

38、阎传隐撰《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39、《宋高僧传》卷五40、《佛

祖统纪》卷二十九41、卷三十九42、《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43、《释氏稽古略》卷

三44等等。45
 

根据《宋高僧传》法藏（643-712）46的出生地在康居国，姓康，字贤首。此

康居国，是初期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亦为古时商业的中心国，经由通商，在此有

印度、伊朗及中国文化彼此交流着；但在公元八世纪左右，佛教衰灭，盛行拜火

教。在閰朝隐所撰的《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法藏和尚传》记载： 

 

 法师俗姓康氏，讳法藏，累代相承为康居国丞相，父谧皇朝赠左侍中。47
 

 

                                                 
38《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二八 O 下-八九。 

39《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二八 O 中-下。 

40《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七三二上-中。 

41《大正藏》第四九冊，頁二九三上。 

42《大正藏》第四九冊，頁三七 O 中。 

43《大正藏》第四九冊，頁五八四上-五下。 

44《大正藏》第四九冊，頁八二一上-中。 

45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一二九。 

46《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七三二上-中。見鎌田茂雄著，《中國佛教史》頁六六四-六六。 

47《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二八 O 中。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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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法藏和尚传》记载： 

 

   俗姓康氏，本康国人，……祖父自康居来朝，庇身辇下，考讳谧皇朝赠左 

卫中郎将。48
 

 

由上面两部文献均陈述，法藏的祖父从康居来朝，赠封左侍中。 

  法藏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出生地不详，幼年在雍州度过，应在长

安出生。十七岁智俨在云华寺讲《华严经》，法藏听闻以后师事智俨。显庆四年

（659），法藏投到智俨门下，时法藏十七岁。总章元年（668）二十六岁时，受

菩萨戒；同年智俨寂灭。咸亨元年（670），武则天皇后建太原寺，法藏受到道成

等之推荐，奉诏进入该寺始被剃度，开始宣讲《华严经》；继而在云华寺讲《华

严经》，据说光明自口中出，须臾成盖，武后听后，命京城十大德授法藏满分戒，

赐号贤首。之后，法藏的生涯几乎致力于经典的翻译及华严宗之弘扬，兹列其事

迹如下： 

永隆元年（680）参加地婆诃罗的译场，校勘〈入法界品〉的梵本，并与道成、

复礼一起翻译。另补齐旧《华严经》的缺文，参与了《大乘密严经》等十余部经

典的翻译。 

证圣元年（695），在实叉难陀开始翻译新《华严经》之时，受命担任笔受。 

圣历二年（699）十月，新《华严经》翻译完成时，奉诏于佛授记寺宣讲，讲到

〈华严世界品〉时，讲堂及寺庙皆一时为之震动，众人皆感叹莫名。时都维那奏

禀皇室时，武则天召法藏上长生殿，向其请教六相十玄法义；法藏以金狮子做譬

喻，据说阐述详尽。 

久视元年（700）于洛阳三阳宫与实叉难陀一起翻译《大乘楞伽经》，接着又于长

                                                 
48《大正藏》第五 O 冊，頁二八一上。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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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清禅寺参与翻译《文殊师利授记经》。 

长安三年（703），出席义净的译场，担任《金光明最胜王经》以下二十部的证义

49。 

长安四年（704），受武后之命，与博陵崔玄暐与文纲等人共同赴岐州法门寺迎接

舍利，并供养于洛阳。 

神龙二年（706），菩提流志欲翻译《大宝积经》，受命成为证义。接着又上奏于

东西两都、吴越及清凉山等五处建立寺庙，均称为华严寺。 

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十四日于大荐福寺示寂，享寿七十。追封赐号鸿胪卿，

赐绢一千二匹，葬于神禾原华严寺南。 

  法藏集华严之大成，亦为唐中宗、睿宗的戒师，为武则天深所器重。后世称

他为华严宗第三位祖师。中宗赐法藏封号为国一法师，世称康藏法师、香象大师、

贤首大师、贤首菩萨等。门人有宏观、文超、华严寺智光、荷恩寺宗一、静法寺

慧苑、经行寺慧英、审祥等等。 

  法藏著作颇丰，现存的计有：《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华严经明法品内立

三宝章》二卷、《华严经问答》二卷、《华严经关脉义记》一卷、《华严经义海百

门》一卷、《华严经旨归》一卷、《华严经文义纲目》一卷、《华严经普贤观行法

门》、《华严经传记》五卷、《华严五教章》四卷、《华严策林》一卷、《华严发菩

提心章》一卷、《华严游心法界记》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金狮子章》一卷、《修

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一卷、《大乘密严经疏》四卷、《入楞伽经心玄义》一卷、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一卷、《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六卷、《十二门论宗致义

记》二卷、《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二卷、《大乘起信论义记》五卷、《大乘起信

                                                 
49

 為譯場上擔任證明梵文文義之職稱。據佛祖統紀卷四三載，天息災（？～1000）主持譯場時，

除譯主之外，另設有八項職稱，各司一項職事，「證義」即其中之一。任此職者，坐於譯主

之左，於譯主宣讀梵文之前，與譯主共同評量該梵文文句之義；又於漢譯之後，核對原梵文

之義，而判定該譯語是否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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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记别记》一卷等等。 

 

  （二）思想特色 

 

   因为法藏集华严教学大成，所以在此欲简略探讨他的思想特质。法藏的思想

通常可称为果法门，是处于佛陀‧华严的立场而展开的，所表现出来的是住于海

印三昧的佛本身自觉的内容。因此他超越了终教50的立场，将华严立于别教。华

严别教的思想为四法界51，是事事无碍法界，所谓事事无碍，是以解说每个一一

现象圆融的观点，在现象的背后所存在的理性已无问题，其表现出来的现实是绝

对的。但是事事无碍非自己可订定的，而是必须经由理事无碍构成媒介；支撑此

一理事圆融的思想则来自空有无碍的观点，这空有无碍即为法藏教学的基础。他

的空有无碍是从杜顺所著的《华严五教止观》为中心来加以思考，在五教止观中

论空观者为第二生即无生门，此门在论空观时，分为无生观与无相观。52所谓「无

生观」在《华严五教止观》中的解释如下： 

 

    法无自性，相由故生，生非实有，是则为空。空无毫末，故曰无生。经云： 

因缘故有，无性空。解云：无性即因缘，因缘即无性。53
 

 

                                                 
50

 為華嚴宗所判釋「五教」之第三。此教含攝楞伽、勝鬘等經及大乘起信、寶性等論所說之義

理。全稱大乘終教。此教之教義，旨在談「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故與主張

「五性各別」而不認為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之大乘始教相較，此教方盡大乘至極之理，故稱為

終教。 

 

51  四法界即事法界（現象界）、理法界（本體界）、理事無礙法界（現象本體相即界）、事事無

礙法界（現象圓融界） 

52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一三五-六 

53《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一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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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生观是因缘所生法，一切存在均为无自性。法藏对此无生观以《中论》〈观

四谛品〉的第十四偈：「以有空义故 一切法得成 若无空义者 一切则不成」54

来说明，即由空性成立者，一切都成立，非由空性成立者，一切都不成立。青目

55对偈颂注释为：「以有空义故，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皆悉成就。」即所有真俗二谛

的世界皆依空性而成就。如《维摩经》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56的意思也和中

论所说的本意一样。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法藏喜好引用中论这个偈语，是因为

他认为一切诸法的根本就是空。57 

  接着无相观如何解释呢？依《华严五教止观》说明如下： 

 

   相即无相也，何以故？法离相故。经云：法离于相，无所缘故。又经云： 

一切法皆空，无有毫末相，空无有分别。58 

 

引文中所谓「空」是离相，诸相皆呈寂灭称为无相。相为形，转而有现象的意味，

所以是离开现象的事物。 

  在智俨所著的《孔目章》卷一载：「何故复说此名无相，诸相寂静故；诸相

者，谓色受等，乃至菩提，诸所戏论真如性中彼相寂灭，故名无相。」59谓感受到

相与色的感觉机关，同样包含着菩提与真如。总之不论是烦恼或菩提，都是实有

的，如果能不执取，离开了诸相便可谓无相。法藏对此种意思的「无相」引用《十

二门论》的观性门之偈语解释：「见有变异相 诸法无有性 无性法亦无 诸法皆

                                                 
54《大正藏》第三 O 冊，頁三三上。 

55
《大正藏》第五五冊，頁七七上。 

56《大正藏》第四五，頁五一四下。 

57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一三六。 

58《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一一上。 

59《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四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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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故」60。法藏认为此偈颂的后半句「无性法亦无 诸法皆空故」，相当于《中论》

〈有无品〉的偈颂：「离自性他性 何得更有法 若有自他性 诸法则得成」61。

如果离开自性与他性，存在如何成立呢？有自性他性时法才得有。中论的根本观

点之一是离开自性的存在，是无存在性的。法藏认为其中「无性法」，只是单指

空，所谓「无性法亦无」，不就相同于「空亦空」吗！无相不仅离杂染诸法，同

样也离真如菩提。因此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龙树所主张离开自性与他性，则何

有存在可言。而法藏也是绝对肯定的这种极为形式论理学的观点。 

    接着法藏将生即无生门的空观，运用在第三的事理无碍观上，开展出华严的

教学。事理无碍观可分为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心真如门为理，心生灭门为事，

欲说明者即为理事的圆融，即空有无二。《五教止观》说明为：「言无二者，缘起

之法似有即空，空即不空，复还成有，有空无二，一际圆融，二见斯亡，空有无

碍。」62法藏所谓的空是不碍有的空，所以空是「常有」；所谓的有是不碍空的有，

所以有也是「常空」，这样相对应地掌握有与空是法藏对空有无二的思想特质，

其实正是贯穿华严教学的原理。 

另外，法藏又将智俨思想中已萌芽的因门六义、十玄缘起、六相、三性等思

想予以整理与组织，并在其所著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展开。法藏说三性

同异义的目的，在于将当时极为兴盛的法相宗教学融入于华严的体系中，并欲将

各家说法统一。但在印度佛教来说，就有护法主张的「有」，与清辨主张的「空」

等不同的立场。智俨对于三性的异相，在其所著的《五十要问答》卷上说明「三

性三无性义」63。法藏的三性说，在其所著之《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卷上说明，

是以二谛中道为宗趣，在初门「示义理」记载：「一约依他起性，明二谛中道，

                                                 
60《大正藏》第三 O 冊，頁一六五上。 

61《大正藏》第三 O 冊，頁二 O 上。 

62《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一一中。 

63《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二四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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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约余二性，三通约三性」64很明显地这是为明白二谛中道而讨论三性，而非为

确立真妄俱融交彻无碍的立场，来明白三性说的。法藏将三性的每一门分为二义，

依真实性的不变、依他起的无性、所执的理无，将三性视为同一时，是为不坏末

而常本。藉由真如随缘，依他似有，所执有情，又形成同一时，不动本而常末。

将不变、无性、理无视为「本」，将随缘、似有、有情视为「末」，而达到融通。

65真如与无明各开有二，在《起信论义记》载：「真如有二义，一不变义、二随缘

义；无明亦有二义：一无体即空义、二有用成事义；此真妄中，各由初义，故成

上真如门也；各由后义故，成此生灭门也。」66此以义记的思考方式，可以理解法

藏三性说各分为二义，达到大乘佛教空观的真理，将众生即涅盘的思想以真与妄

表现出来即为三性同一时，与印度唯识三性说的意思大异其趣。法藏对于真与妄

的关系，结论为真该妄末、妄彻真源、性相通融无障无碍。67 

  如以上所述一般，三性同异义即是要凸显真妄交彻及空有无碍的观点，藉

此三性同异义，使事理无碍有了基础；惟事理无碍的思想在杜顺的「法界观门」

中已经出现，亦于智俨的「十玄门」就已经展开，在此藉三性说打造理论性的

基础，同时藉此一说法，可谓完成了法界缘起形成的理论基石。将此三性同异

义视为是空有的交彻，则「因门六义」即是为缘起相由、相即相入创下理论基

础。因门六义的思想于智俨所著的《孔目章》卷一68、《五十要问答》卷下69、《搜

玄记》卷三下70已有说明。因门六义是将唯识种子六义扩大解释，从终教立场

加以组织开展而成。易言之，就是借着在三性同异义中注入空有无碍，在因门

                                                 
64 《大正藏》第四二冊，頁三五中。 

65《大正藏》第四四冊，頁四九九上。 

66《大正藏》第四四冊，頁二五五下。 

67 《大正藏》第四四冊，頁四九九上。 

68《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四四下。 

69《大正藏》第四五冊，頁五三一中。 

70《大正藏》第三五冊，頁六六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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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义中给与相即相入无尽缘起的根据，而形成华严的法界缘起。法藏以三性同

异义及因门六义的理论，解说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以展开十玄缘起无碍法门。

此十玄缘起无碍法门是承继智俨的「一乘十玄门」，法藏藉由十玄缘起，说明

现象界的圆融。71 

 

四、 融合华严与禅的‧澄观 

 

（一）生平事迹 

  

澄观（738-839）72，十一岁出家，干元年中（758-760）就栖霞寺醴律师学

相部律，就昙一受南山律，后至金陵，从玄璧学习关河的三论，从淮南的法藏学

习海东的《起信论》，接着进任天竺寺法诜门下学习华严大经。以下条列式陈述

其学习佛法及从事佛教事业的历程： 

大历七年（727），从剡溪的慧量研究三论。 

大历十年（775）至苏州，随天台宗湛然学习《摩诃止观》等等。 

大历十一年（776）上五台山，遍礼诸寺感得圣瑞，继而为见普贤菩萨的真容，

赴峨眉山朝山礼拜。从五台山返，住大华严寺，专心一意修方等忏法，诚心忏悔

六根罪障；应寺主贤林之请宣讲《华严经》。 

兴元元年（784）起笔，至贞元三年（787）完成二十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

翌年应寺主贤林之请宣讲新疏。 

贞元七年（791）于崇福寺为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再讲一次。之后，弟子僧叡等为

新疏解释，有《随疏演义钞》四十卷问世。 

贞元十二年（796）受德宗召请入长安，与罽宾三藏般若共同翻译乌茶国王所奉

                                                 
71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一四一-二。 

72《大正藏》第五一冊，頁七三七上-下；第四九冊，頁二九三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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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四十卷《华严经》献给皇上。德宗大为喜悦，赐给紫袍及封他为教授和尚。

再奉诏于终南山草堂寺造《新经疏》十卷，并献给德宗，称此新经疏为《贞元新

译华严经疏》。 

贞元十五年（799）四月，适逢德宗诞辰，澄观入内殿，为其阐扬华严的宗旨。

德宗因圣法而心如获清凉一般，于是赐给澄观清凉国师的封号。继而参与翻译

《守护国界主经》，担任缀文、润笔的工作。顺宗即位后礼遇澄观为国师。 

元和五年（810）对宪宗所提问题，阐述华严法界之意义，而被封为僧统清凉国

师。 

唐开成三年（839）三月圆寂，寿一百二十岁。葬于终南山石室，号为清凉国师

妙觉塔，相国裴休为其撰写碑文。传法弟子一百余人，宗密、僧叡、宝印、寂光

等四人号称其门下四哲。 

 

 （二）传承华严宗法脉缘由 

    

另在此阐明澄观之所以成为华严四祖的由来。澄观生时，法藏已去世二十六

年，他并没有能亲承法藏的传授。原因在于以恢复华严宗正统为己任，他维护和

弘扬法藏的教义。法藏晚年曾为新译八十卷《华严经》作疏，着《新译华严经略

疏》，但只写到第十二卷即去世，他的一位弟子慧苑73，继承师业，作《续华严

经略疏刊定记》十五卷，但是其中所述往往与法藏的旨意相违，如在判教上，慧

苑不同意法藏将顿教列入，而另判四教；慧苑的弟子法诜曾作《刊定记纂释》，

对慧苑的异说进行了指摘，澄观继承法诜，写成《华严经疏》六十卷和《华严经

随疏演义钞》九十卷两部巨着，力破慧苑异说，以恢复法藏的思想，澄观因此才

为后世尊为华严宗第四任祖师。74
 

                                                 
73

《大正藏》第五O冊，頁七三九上。 
74 《華嚴宗五祖論述精華》頁三 O 二-三，財團法人台北華嚴蓮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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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及著作 

   

澄观参学广泛，思想博杂，他将禅宗与天台思想引入华严教法，体现出中唐

以后诸宗相互参透的总趋向。在他所著的《随疏演义钞》中有明确记载：「会南

北二宗之禅门，摄台、衡三观之玄趣。」75而澄观的禅，是承接何种系统的禅尚

有研究的空间。然众所周知的，华严思想与禅之间的流通，在历史上极为古早，

例如《续高僧传》卷十七的仙城慧命所著的《详玄赋》，记有华严的圆融思想；

另外，北宗禅的神秀及普寂的禅亦被称为「华严禅」，和华严的关系深远。76
  

  澄观的现存著书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

义钞》九十卷、《华严经行愿品疏》十卷、《华严经纲要》三卷、《华严法界玄镜》

二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别行疏》一卷、《大华严经略策》一卷、《三

圣圆融观门》一卷、《华严经入法界品十八问答》一卷、《华严心要法门》一卷、

《五蕴观》一卷、《十二因缘观》一卷、《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章》一卷等等。 

 

五、 《圆觉经》的大研究家‧宗密 

    

 （一）生平事迹 

   

宗密（780-841），属于荷泽禅的一派，虽习禅，但他更醉心于《圆觉经》，

因此说他是禅师也好，比起华严，他树立了圆觉的哲学，但是在华严宗方面，仍

推他为五祖。元和二年（807）二十八岁，于遂州大云寺遇道圆法师剃度，接着

在拯律师处受具足戒。三十一岁到襄阳，从一病僧处获澄观的《华严经疏》而喜

                                                 
75《大正藏》第亖六冊，頁一七上。 

76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四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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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望外，以弟子礼致函澄观；向澄观请益数年。元和十一年（816）正月，驻锡

于终南山智炬寺，遍览藏经三年撰《圆觉经科文》二卷。长庆元年（821）正月，

游清凉山，入终南山草堂寺，专心著述。又移居丰德寺撰《华严经纶贯》十五卷；

其后进入草堂寺南圭峰兰若，努力诵经修禅。文宗屡屡向其请示法要，朝廷人士

皈依推崇者颇多，相国裴休尤信宗密接受其教诲。宗密又见禅门之人，每每互相

诽谤而着《禅源诸诠集》，集录诸宗的禅门言论。会昌元年（841）正月六日圆寂

于上都兴塔院。寿六十二。全身奉于圭峯塔内。后宣宗下诏追封为定慧禅师，大

中九年（855），裴休于其碑上撰写铭文。世人称之为圭峯禅师、圭山大师，为华

严宗第五位祖师。宗密一生除了阐述华严教义，还致力于禅学的实践和研究，成

为唐中后期最大的禅宗学者。他合华严、禅为一，同归之为一乘显性教，认为「经

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77，历来祖师「未有讲者毁禅，禅者毁

讲」78，提出以教之三种与禅之三宗对应的理论。裴休指出，宗密的这一思想，

正如《禅源诸诠集都序叙》所记载一般：「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

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

79。 

 

（二）思想及著作 

   

宗密在思想史上具有何种意义呢？日本学者鎌田茂雄博士认为在宗教思想的变

貌过程，不论从禅的立场，或从教的立场，都无法成立教禅一致。澄观的华严思想

上，可见禅的影响，然澄观并未将禅融入华严之中。然而宗密将禅与教放在完全对

等的地位，他为了对禅的三宗创下理论基础，而努力配合教的三宗。于澄观而言，

华严占优位，而宗密则教禅同等。宗密继承荷泽禅是在九世纪初期。这段期间，中

                                                 
77《大正藏》第四八冊，頁四 OO 中.。 
78  同上。 
79《大正藏》第四八冊，頁三九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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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禅飞跃发展，有百丈怀海订「百丈清规」，确立禅院制度，形成禅宗的基础。九世

纪的前半更有黄檗希运、临济义玄、沩山灵佑、天皇道悟、云岩昙晟等辈出，南宗

禅展现全盛时期。在中国禅全盛时代的初期，宗密已形成思想，不仅在华严一教上

采用禅，更积极地提倡教禅一致。但是还是无法适应新时代，宗密死后，会昌法难

废佛，而无继承者。不论是澄观、宗密，在新时代的浪潮冲击下，虽可活用烦琐的

教理与哲学，但时代的人心，已无法从宗教上获得指导原则，或求到宗教的救济，

而变成舍教。宗密的教禅一致，在宗教思想史而言，是过渡的思想，也可说是连系

过去的时代与未来的中间存在。80
 

    宗密之著作计有《圆觉经科文》卷上、《圆觉经略疏钞》十二卷、《金刚般若经

疏论纂要》二卷、《起信论疏注》四卷、《盂兰盆经疏》二卷、《华严经行愿品疏科》

一卷、《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六卷、《禅源诸诠集都序》二卷、《注华严法界观门》一

卷、《注华严法界观科文》一卷、《华严心要法门注》一卷、《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

袭图》一卷、《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等。 

 

                                                 
80 見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五八八-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