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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妄盡還源觀》的實踐與融合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釋眾學 

摘要 
 

法藏(643～712AD)撰述《妄盡還源觀》，全名《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將

《華嚴經》劃分為:「顯一體、起二用、示三徧、行四德、入五止、起六觀等六重

觀門，入六種三昧(海印、華嚴、塵含、四攝、寂用、佛果)」；透過修習「華嚴法

界止觀」，妄銷心澄，還心本源。 

 

     基於如此，本文特別引用《華嚴學》「圓教宗旨」、「體」、「相」、「用」、「性

起法界」、「緣起法界」、「帝網無盡禮觀」，以及「法界三重止觀」等理論，在此

基礎上作梳理，融合《還源觀》法義，呈現六重觀門、環環相扣之關係。 

 

    最後提出法藏於暮年特為《還源觀．起六觀門》，專立「佛果無礙三昧」一

名，並連結最後之「六、主伴互現帝網觀」，即圓教「事事無礙法界觀」，托顯法

藏畢生宏願旨趣在連貫前後華嚴一經，作為總結。 

 

關鍵字:事事無礙法界觀、主伴互現帝網觀、華藏帝網淨土、佛果無礙三昧、連貫《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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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宗三祖法藏(643～712AD)著作《妄盡還源觀》，全名《修華嚴奧旨妄盡

還源觀》，簡稱《還源觀》、法藏本，全書一卷，共七千五百字。1其文字簡約，富

含華嚴法界觀哲理，倍受華嚴學人、學者與佛教徒的喜愛，尤其是對於此書中之

唐譯《華嚴經》、華嚴初祖杜順(558～641 AD)《華嚴法界觀門》、二祖智儼(602～

668 AD)《華嚴經搜玄記》、法藏《華嚴經探玄記》、《維摩詰經》、《起信論》等經

典文獻義理，均有研究。其「六重觀門」中，彙集《華嚴經》「法界觀」之總綱

領，2對歷來佛教華嚴學、天台學、禪學、淨土學、律學，頗具關鍵性之影響。  

 

    本文根據《還源觀》原文進行爬梳，此書卷末附註淨源(1011～1088 AD)重校 

，孤山智圓依據中書舍人高郢（740～811AD）〈北塔銘序〉，記錄此書乃「杜順尊

者，抉《華嚴》深旨而撰。」而淨源則依據宰相斐休（797～870 AD）《妙覺塔記 

》：「華疏主，仰賢首《還源》」，3提出華嚴疏主澄觀(738～839AD)依據法藏(賢首)

暮年著作的《還源觀》，撰造諸部華嚴經疏。 

 

     對此，義天(1055～1101 AD)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記載法藏《還源觀》相

關註疏，最初從唐代至宋代，共歷經二次註疏、一次科判，今收錄於《大正藏》

及《卍續藏》，現存二種版本為：澄觀的《華嚴經演義鈔．還源觀》、淨源的《華

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一卷(簡稱淨源本)，以及《華嚴妄盡還源觀科》一卷。4 

 

    於中，筆者發現，目前有關於重新梳理法藏《還源觀》「六重觀門」中之

「法界三重止觀」，尚未完全釐清。基此，本文依據淨源的《還源觀疏鈔補解 

》，進行「法界三重止觀」之比對，如下: 

 

1. 淨源本說「一、照法離緣止，正顯法空。二、觀人寂怕止，兼明人空」，

故筆者認為，法藏本的「前二止」，為「真空止」，是「真空觀」(理法界)

之前行。5
 

2. 淨源本說「理事無礙法，…合辨第一攝境歸心觀、第二從心現境觀。」6故

筆者認為，法藏本的「第二妙有觀」，是「理事無礙法界觀」。 

3. 淨源本說「第三觀」，是「主伴齊現」(主是一，伴是一切)，「第四觀」則

是「悲智重重無盡」。
7
對此，杜順的《華嚴一乘十玄門》，提出「舉一事

攝法無盡，…皆言一切，…一乘。」以此「一乘無盡觀門」之義理，表達

 
1
方立天，《法藏》，頁219。 

2
劉貴傑，《華嚴宗入門》，頁 143。 

3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冊45，第1876號，頁641上10-13。 

4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大正藏》冊 55，第 2184 號，頁 1166 下 7。 

5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大正藏》冊 45，第 994 號，頁 173 下 7。 

6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大正藏》冊45，第994號，頁182上14。 

7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大正藏》冊45，第994號，頁183下2，頁173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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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森羅萬象中，無論是主與伴、悲與智，以及事與事之間，皆是一與一

切、彼此融攝無盡之關係。故筆者認為，此三種觀法，皆是「事事無礙法

界觀」。8 

 

     將《還源觀》與《還源觀疏鈔補解》，配比如表: 

 

《還源觀》與《還源觀疏鈔補解》 補解  

法界六重觀門(法界三重止觀) 入五止門(寂用三昧) 起六觀門(佛果三昧) 法界 

三觀 止觀並行 入五止即起觀之止 起六觀即入止之觀 

真空 

止法 
正觀法空 1.照法清虛離緣止 1.攝境歸心真空觀 

  (得真空理體) 
 

真空 

觀法 
並觀人法二空 2.觀人寂怕絕欲止 

顯一 

體門 

海印炳現三昧 

(餘三昧所依根本定) 

3.性起繁興法爾止 

4.定光顯現無念止 

5.事理玄通非相止 
 

1.攝境歸心真空觀 

2.從心現境妙有觀 

  (依理體起妙用) 
 

理事

法界

止觀 

起二 

用門 

海印森羅常住用 海印三昧 3.心境祕密圓融觀 

4.智身影現眾緣觀 

5.多身入一鏡像觀 

6.主伴互現帝網觀 

事事

無礙 

法界

止觀 

 

法界圓明自在用 華嚴三昧 

示三 

遍門 

一塵普周法界遍 塵含三昧 

一塵出生無盡遍 

一塵含容空有遍 

行四 

德門 

 

隨緣妙用無方德 四攝三昧 

 威儀住持有則德 

柔和質直攝生德 

普代眾生受苦德 

     

    本文即從探討法藏於《還源觀》中，如何以華嚴宗旨的觀點來定義「圓教」 

？對於「法界六重觀門」(法界三重止觀)的詮解內涵是什麼？此六門之間彼此有

何相聯性？法藏為何要將《華嚴經．入法界品》〈第 51 參彌勒章〉「帝網無盡禮

觀」，收入《還源觀》的最後「六、主伴互現帝網觀」，此觀法與於人間證見「 

華藏帝網淨土」，9乃至連貫前後「華嚴一經」有何關連？10反觀當今全球共業新

冠病毒疫情蔓延，苦難頻生，似乎無處是淨土，此中問題在那裏? 

 

    有鑑於此，本文特別引用《華嚴學》「圓教宗旨」、「體」、「相」、「用」、「性

起法界」、「緣起法界」、「帝網無盡禮觀」，以及「法界三重止觀」等理論，在此

基礎上作梳理，融合《還源觀》法義，呈現六重觀門、環環相扣之關係。研究方

法，則以諸部相關佛典文獻，再加以詮釋，以令讀者扼要理解與掌握實踐關鍵。 

 
8
《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冊45，第1868號，頁518下12。 

9
筆者立「華藏帝網淨土」一詞，參考《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313 上 

 28。 
10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冊45，第1876號，頁640下15，頁641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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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照自心」及「法界觀」 

    法藏窮盡一生心力，撰註華嚴諸部經典註解，弘法講經，洞悉了三藏十二

部經典，皆是從還歸心源所宣流露出來。而《華嚴經》，是法藏畢生所推崇的 

，他的宏願，就是將繁瑣的《華嚴經》「法界觀」普及化，讓後代世人扼要理

解與掌握實踐關鍵。於是，法藏到了暮年，淬將「華嚴法界觀」之精髓，融會

於《妄盡還源觀》一書。 

 

     法藏的《還源觀》「法界六重觀門」，即是「顯一體門」、「起二用門」、「示

三徧門」、「行四德門」、「入五止門」、「起六觀門」。11前三門，重在直下「觀照

自心」，及以「華嚴法界觀」，揀除分別妄執。後三門，則先以行四德門，調柔

二乘凡夫的心性，作為修習「法界三重止觀」的前方便；最後二門為「正修法

界三重止觀」。 

 

     基此，筆者以法藏《還源觀》思想為主，首先探討「前三門」之義理，

故不再引註內文。前三門: 

 

(一) 顯一體門 

《還源觀》「顯一體門」 佛位與信滿 無量三昧 

自性清淨圓明體 海印炳現三昧 海印等無量三昧 

 

     法藏《還源觀》「顯一體門」，謂顯示「自性清淨圓明心體」，即是入「海

印炳現三昧」，一剎那間，自性寂照，如海平面圓滿印現整個法界萬象。12對此 

，法藏在另一本《探玄記》著作中，立「海印炳現門」，13提出圓教佛位與十信

滿心皆證此三昧，它是無量三昧所依的總定體，故此三昧德用在何處，即立何種

三昧名，故有無量三昧名，而《還源觀》的「法界六重觀門」亦各依德用立名。

海印，梵語 sāgaramudrā-samādhi。三昧，梵語 samādhi，又名正定。 

 

     人人自心本自具足如來的智德，在聖未曾增加，在凡不曾減少，就事相上看

是凡夫，但其理體與諸佛無二無別，是名自性清淨心。圓教十信菩薩於因地修

行，隨時「觀照自心」，若心離一切妄分別，14還歸本源自心，有大智慧、光明

圓滿遍照法界。此心，另有海印、如來法身、真如法性、蓮華、淨土、佛智、

首楞嚴定等異名。 

 

 
11
方立天，《法藏》，頁 219。 

12
黃連忠，〈華嚴海印三昧的思想特色與修證進路〉，頁107。 

13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119 下 11。 

  劉貴傑，《華嚴宗入門》，頁 143。 
14
李治華，〈《華嚴經》覺林菩薩偈新詮－－從傳統判教與現代影藝詮釋〉，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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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起二用門 

《還源觀》「起二用門」 定體 定相 

海印森羅常住用門 總定體 海印炳現三昧 常寂光淨土 

法界圓明自在用門 別定體 華嚴妙行三昧 實報莊嚴淨土 

 

依據法藏《還源觀》中，定義的「依體起用，名為性起」，以此詮釋此處的 

「起二用門」，是依「一體」起「二用」(「海印森羅常住用」、「法界圓明自在

用」)。15「起二用門」: 

 

1. 「海印森羅常住用」，即是入「海印炳現三昧」。依據《華嚴學講義》「 

性起，實據於海印三昧」，16闡明佛宣說《華嚴經》七處九會之前，必先入

「海印三昧」，此時自性(體)自起「常住用」，雖隨心照鑑法界森羅萬象 

、童男、童女、天龍等種種不同形相，但自性恆常安住不動，故依佛位立

此三昧之名。以下所證入之五種三昧，皆依「海印三昧」(總定體)而開展

出來的「別定體」。 

 

    此中，「性起」唯是「淨緣起」，與它相對是「染緣起」。對此，法藏《 

還源觀》云:「緣起，是待他緣而生起」，而於《華嚴學講義》一書中，將此

「緣起法界」，分為「染緣起」、「淨緣起」，意指等待染、淨緣生無實體的

真如性現起一切法，此中之「真如」，包含一切有情生命眾生、無情草木之「 

法性」。若無明染心有力、淨心無力之時，隨著「染緣起」，衍成「娑婆穢土 

」。若淨心有力、無明染心無力之時，17隨著「淨緣起」，形成「實報莊嚴淨

土」，這是「性起」的成果。 

 

2. 「法界圓明自在用」，即是入「華嚴妙行三昧」(別定體)。華喻佛的萬德，

菩薩未成佛前，初住等四十一位菩薩於因地修習解行，此中隨入一位即含

攝一切位，包含佛果位，悉能依「自性」(體)自起「自在妙用」，此時稱

為入「華嚴三昧」，隨著「淨緣起」，於一布施等十度中，頓現一切行饒

益有情，淨化貪等十蔽，所得的福報、禪定、智慧等功德，如眾華開敷，

莊嚴報身日越增長，呈顯「實報莊嚴淨土」之境相。18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海印三昧」、「華嚴三昧」，二者只是一體二用，

無二無別，19所以「海印三昧」，並非祇有佛證得而已。 

 
15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冊45，第1876號，頁639 中21。 

16
釋賢度，《華嚴學講義》，頁165 - 176。 

17
釋賢度，《華嚴學講義》，頁165 - 176。 

18
十度，謂施、戒、忍、進、定、慧、方便、願、力、智十度。  

 十蔽，謂貪、破戒、瞋恚、懈怠、散亂、愚痴、滯著、退屈、怯弱、昧事十蔽。 
19
方立天，《法藏》，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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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三遍門     

    法藏《還源觀》「示三遍門」:「謂自性(體)自起二用、顯示三遍(一塵普周

法界遍、一塵出生無盡遍、一塵含容空有遍)，皆入塵含十方三昧(別定體)，一

念十世、乃至一微塵之真空理性，含攝整個十方一切世界、如來法身無限、神

變化境等度生事相。」20「示三遍門」:   

 

1. 「一塵普周法界遍門」:「謂『微塵』無實體即『空理』，它隨著無形相的

真如法性現起一切現象而無有障礙；又每一微塵，含攝整個十方法界萬相 

；所以佛的清淨無礙智眼，能在一微塵上，照鑑法界所有理事與因緣。」 

2. 「一塵出生無盡遍門」:「謂微塵無實體即『空理』，故每一微塵的生起，

必依理性而顯現；因真如具有無量性德，所以能依理體法身，幻化無量身 

，入一切法界、教導群生。」 

3. 「一塵含容空有遍門」，謂入此三昧之時，因觀事相即空理，而成大智，

心不住生死；因觀照空理即事相，而成大悲，不滯樂涅槃寂靜；所證的「 

真空理」，能隨著眾生因緣果報機感，生起「妙用」，化身遍往眾生前度生

是「妙有」；此乃基於能所俱泯，融通了空有、理事不二，展開理事無礙

法界、事事無礙法界。 

 

     而二乘根機，則將事法與理法分別為二，不能通達煩惱與涅槃同一空性 

，因此他所住的偏空涅槃，並不是真正的解脫生死。 

 

三、止觀前方便及正修 

     本文依據法藏《還源觀》思想為主，探討「後三門」之義理，故不再引

註內文。後三門: 

 

(一)止觀前方便─行四德門 

    法藏的《還源觀》「行四德門」，謂菩薩的「自性」(體)自起「三遍」，隨著

眾生機緣應感，幻現化身於一切眾生前，展現「四德」(四攝)利生之「妙用」 

，呈顯一與一切、無盡法界緣起之「境相」，這樣就是入「四攝攝生三昧」(別

定體)。行四德門: 

 

     法藏於《還源觀》中，提出「四攝法」，是修習「華嚴法界止觀」的前方

便。而「禪」就是修鍊現前這一念心，在日常生活中求學、職場上，與人相處，

實踐四攝法，謂布施(財、法、無畏)、愛語(親切好話)、利行(對人有利)、同事

(與他人作同樣的事)四種方法，除了自淨三業(身語意)，更能令人從內心生起好

感、歡喜親近，進而感化他人，自發性修學佛道，達到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目

標。 

 
20
釋天契，〈華嚴一乘教義的探究──以法藏為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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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uayencollege.org/files/paper/grad_thesis/24/2405%E9%87%8B%E5%A4%A9%E5%A5%91_%E8%8F%AF%E5%9A%B4%E4%B8%80%E4%B9%98%E6%95%99%E7%BE%A9%E7%9A%84%E6%8E%A2%E7%A9%B6%E2%94%80%E2%94%80%E4%BB%A5%E6%B3%95%E8%97%8F%E7%82%BA%E4%B8%B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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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隨緣妙用無方德」:「謂菩薩隨順視察法界眾生的因緣果報，與煩惱疾

病，遍往眾生界行四攝法，給予治病的佛法藥方是妙用。」 

2. 「威儀住持有則德」:「謂菩薩實踐四威儀(行住坐臥)，恆在定中觀察眾生 

，以身作則，在世間奉持身和同住等六和敬，21又入華嚴法界，普現於群

生前，以四攝法化導眾生，亦能事修六和敬法，證真空理體。」 

3. 「柔和質直攝生德」:「謂菩薩智照真心，柔和質直，言行正直，廣行四

攝法，調柔眾生的心，也能調心成正定，相應真空理。」 

4. 「普代眾生受苦德」:「謂菩薩代眾生受苦，累劫苦行，只為悲救眾生，

遍往十方法界，行四攝法，教授群生修習止觀，進而斷惡修善，相應真空

理。」 

 

(二)正修止觀─入五止門、起六觀門 

   法藏《還源觀》「入五止門」、「起六觀門」，謂入五止時即起觀之止，起六

觀時即入止之觀，它的修證內涵其實就是「華嚴法界止觀」。 

 

     止法與觀法彼此之間是相互資益、增長；這是因為止定，是透過觀照般若 

，來止息緣慮一切粗動的心境，相應「法界三止」。而觀慧，則是以觀照般若 

，來開發般若空慧，達到銷融煩惱，妄念止息，相應「法界三觀」。若祇是修

習止定，沒有觀照真理的智慧，則容易昏沉。若只有觀理，而沒有止定的工夫 

，則心易馳散。所以止法與觀法，如鳥展翅的雙翼，二者是一不是二。是故，

筆者認為，「妄盡還源觀」之特點，是從扼要熏修「華嚴法界止觀」之進路，

達到止觀並行，一念相應定慧，還心本源，頓超成佛。22 

 

入五止門 

  法藏《還源觀》「入五止門」:「謂入五止時，即起六觀之止，皆入寂用

無礙三昧(別定體)；寂是恆於正定中，卻不妨礙饒益一切有情眾生，是自在妙

用之定相。」入五止門:  

 

1. 因法藏本的「照法清虛離緣止」，未立「法界觀名」。故筆者依據法藏本 

、淨源本，詮釋此「離緣止」，謂菩薩修習十信位，入此真空止，即起真

空觀之止，以四攝法利生之時，因照住一切法清淨、虛無實體即空，當能

緣的觀智寂滅、所緣的境亦跟著空寂，此時能所俱泯，證悟法空。故筆者

認為，此門為「真空止」。23
 

 
21
六和敬，謂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 

22
《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第 1509 號，頁 665 上 6。 

23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卍新續藏》冊 58，第 994 號，頁 173 下 7。 



7 

 

2. 因法藏本的「觀人寂怕絕欲止」，未立「法界觀名」。故筆者依據法藏本 

、淨源本，詮解此「絕欲止」，謂菩薩修習十信位，入此真空止，即起真

空觀之止，觀照五蘊(色受想行識)身心緣生假合，沒有永遠不變、存在的

我，自然心生淡泊(怕)，無有希求，而證人空；起真空觀，證悟法空。24而

凡夫因為執著實有一個五蘊、四大假合的身心為我，所以生死輪迴，不得

解脫。故筆者認為，此門為「真空止」。25 

 

    筆者依據法藏本，論及前面得到「真空理體」，證入圓教初住菩薩位。對

此，淨源本，則認為前面因為停止心沉沒於空理的過惡，達到止觀、悲智均能

並用，利生無所停滯之障礙，到此處已經融合了第一真空觀、第二妙有觀，26

渾成「理事無礙法界觀」，此時即起「後三止」(理事無礙法界止)。後三止:  

 

3. 「性起繁興法爾止」:「謂入此止觀，自性自起淨法、神變萬千，行四攝法

度生，又自然回歸心源。」 

4. 「定光顯現無念止」:「謂入此大止妙觀，自性首楞嚴定，無有思慮，而

任運成事，如轉輪聖王的寶珠光網，照明十方法界。」 

5. 「事理玄通非相止」:「謂入此止觀，理體法身無有障礙，隨著眾生身心 

不同，而化現種種變化身相是幻有。」 

 

起六觀門 

  筆者依據法藏、淨源二種《還源觀》版本，進行詮釋「起六觀門」:「謂

起六觀，即入五止之觀，悉皆入佛果無礙三昧(別定體)，頓現禪定解脫、神通

力，次第不礙圓證佛果，此為圓教根機。」27而二乘根機，則屬於次第漸修止

觀，他因偏重自利、了脫三界生死輪迴，所以必須迴轉小乘趣向大乘，實際廣

度群生，積集廣大定慧等功德，證「真空理體」，方入華嚴法界度生。前三觀:  

 

1. 法藏本「攝境歸心真空觀」:「謂起真空觀，即入真空之止(離緣止、絕欲

止)，隨時觀照自心，止心一處，並觀照一切外境唯心所現，頓時一切妄

分別泯然不生，覺悟真空理體，入圓教初住即成正覺。」此處因前面修習

「攝境歸心真空觀」，證得「真空理體」，以下依體起用，已能彰顯「理

體法身」，皆是入「佛果無礙三昧」，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 

2. 因法藏本「從心現境妙有觀」，未立「法界觀名」。故筆者依據法藏本、

淨源本進行比對，闡釋「從心現境妙有觀」，謂前面已證理體(心)，此處

融合了第一真空觀、第二妙有觀，即「理事無礙法界觀」，從理體現起妙

用，法身是以理性為身，其性本空、無形無相，隨著「淨緣」現起「妙用 

 
24
方立天，《法藏》，頁223。 

25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卍新續藏》冊58，第994號，頁183下2，頁173下11。 

26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卍新續藏》冊58，第994號，頁182上14。 

27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卍新續藏》冊 58，第 994 號，頁 184 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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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境)，遍入十方法界，以大悲行十度萬行利生，所得的淨德莊嚴了「 

報身」及「實報淨土」，即理不礙事；所化現的一一事境全由理性而彰顯 

，即事不礙理，即是「理事無礙法界觀」。 

3. 法藏本「心境祕密圓融觀」:「謂遮那佛心清淨，證「心無礙」為「法身 

     」，顯於「外境無礙」為「常寂光淨土」之祕密；此因「華藏世界」有 

     淨有穢，我們住在遮那佛教化區—華 

     藏二十重世界中第十三層的娑婆穢土， 

     而極樂淨土在第十三層的西方，乃至 

     其他佛土也在第十三重；28佛的智體 

     遍觀法界一切眾生心境，隨眾生根機 

     感應，顯化法身(正報)自在出入華藏 

     淨土、眾生穢土(依報)、一一微塵中， 

     故眾生本身(正報)是佛的淨土(依報)， 

     佛現身在眾生身上一毛孔，不會狹窄 

     ，如是依報中現正報，正報中現依報 

    ，依正雙融、會通心境一體。而「華 

     藏」就是眾生自性蓮華、清淨心、淨 

     土；故當我們一念心染即現穢土，一 

     念心淨即現淨土。然此觀法未立「法界 

     觀名」。對此，淨源本提出此觀法是「主伴齊現」(一自身心為正報是主 

     ，身心外一切為依報是伴)，故筆者認為，此觀是「事事無礙法界觀」。 

4. 法藏本的「智身影現眾緣觀」，未立「法界觀名」。故筆者依法藏本，闡

明「智身影現眾緣觀」，謂佛的大圓鏡智(智身)，是無可名狀，湛然寂照

眾生因緣果報不曾間斷，而緣相本空；當度生緣盡，唯存智體永現佛光，

普遍照耀十方一切眾生，連盲人乃至無情草木，也蒙受佛光的益處。對此 

，淨源本，則認為此觀門是「悲智重重無盡」。故筆者認為，此觀法與杜

順《一乘十玄門》「一乘無盡觀門」(一即一切)同一意義，均為「事事無

礙法界觀」。 
 

    法藏《還源觀》，立「後二觀」，皆為「事事無礙法界觀」。後二觀: 

5. 法藏本「多身入一鏡像觀」:「身謂如來法身，多身謂十身，菩薩遍知諸

眾生心之所樂，眼等六根皆可互用，能於一身互用十身，化現種種不同的

眾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身、緣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

身、虛空身，頓現遍滿十方虛空法界度生、無所滯礙；或者於一身入定多

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如多身入一鏡現一切像，無有障礙。」對此，淨

 
28
釋賢度:《華嚴淨土思想與念佛法門》，頁 104。 

 《法界安立圖》，《卍新續藏》冊 57，第 972 號，頁 482 上 1-2。 

 

 

華藏二十重佛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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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本指出此「五、鏡像觀」，相當於華嚴圓教的第八不動地。29因此，筆者

根據《華嚴經．十地品》「第八地」中，論及此地，因為心離一切身的分別 

，安住真如法性之理，成就智身，得心自在等十自在。而八地與九地、十

地皆為大人位，均皆蒙佛授記必當成佛。30
 

 

6. 主伴互現帝網觀   

     法藏「主伴具足說」，源於智儼的《搜玄記》「主伴依正具足說」，闡揚舉

一身心正報為主，身心外一切依報為伴。31法藏依之撰造《探玄記》，建立華嚴

「圓教宗旨」:「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 

，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32凸顯法藏在定義「華嚴圓旨」上之詮

釋特點。  

 

     於中，筆者發現，法藏於暮年特為《還源觀．起六觀門》，專立「佛果無礙

三昧」一名，並擷取了《探玄記》的「圓教宗旨」，與《華嚴經．入法界品》〈第

51 參彌勒章〉的「帝網無盡禮觀」，收入「起六觀門」的最後「六、主伴互現

帝網觀」，即「法界三觀」之「事事無礙法界觀」，托顯法藏畢生宏願旨趣在於連

貫前後「華嚴一經」之修證理路，如《還源觀．起六觀門》云: 

 

       六者、主伴互現帝網觀，以一身為主、一切身為伴，… 

       一一善財童子皆悉合掌在彌勒前，以表法界重重，猶如帝網無盡。 

       此明善財童子，依此華嚴法界之理，修行位極頓證法界；… 

       是事事無礙觀，……十信道圓，一念該於佛地。…… 

       六觀為名，即是佛果無礙三昧。33 

 

     在此段引文中，論述善財童子於圓教十信修行位修習「主伴互現帝網觀」 

，於佛前拜佛，以一自身為主、一一自身合掌、至誠遍禮十方彌勒菩薩等三寶

為伴，筆者發現，它是適合普羅大眾修習的「禮敬諸佛」，這是一種「念佛所

觀境」，直接相應「自性如來功德」(佛地)、「華藏帝網淨土」，也就是相應

「佛果無礙三昧」(次第不礙圓證佛果)。 

 

    對此，續法《阿彌陀經略註》云:「華嚴云:以佛為境界，專念而不息，此

人得見佛。」澄觀《華嚴經疏》，亦認為「無盡禮，入帝網境」。此中，若「禮

敬諸佛」一法圓滿，一念相應定慧，疾銷三業(身語意)殺生等罪障，信滿頓超

五位即成佛，舉目整個十方虛空法界無量諸佛、華藏淨土(華嚴法界)現前，如

 
29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卍新續藏》冊 58，第 994 號，頁 182 上 14。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565 中 24。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大正藏》冊 35，第 1732 號，頁 15 中 4。 

32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 號，頁 115 下 17-20。  

33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冊45，第1876號，頁640中27-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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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釋宮殿的珠網，珠與珠彼此互為主伴，重重相映，和融一體之關係。34 

     將《還源觀》與〈第 51 參彌勒章〉、〈第一願禮敬諸佛〉，35配比如表: 

 

      

     若過去犯殺生等諸惡，必有罪報，如第八賴耶識中庫藏的惡種子遇緣起現

行，疾病等業障現前，障礙修習正道。對此，《演義鈔》論及「淨土相清淨，

約因離諸障蓋。」36所謂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若讀者

希冀修學「主伴互現帝網觀」，可先從每日定課著手，發起信樂學習心，深信

自心本具佛性，觀想眼前當處就是「華藏世界，周遍建立如帝網」(《佛祖統

紀》)，37事修則依序「齋戒沐浴淨衣—香燈果供佛—請佛—發普賢行願—禮佛等

三寶(帝網觀)—懺悔—誦《華嚴經》—念佛—靜坐—證相」，隨文入觀，開發我

 
34
《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卍新續藏》冊74，第1472號，頁369上12。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93，頁 844 中 20。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冊 45，第 1876 號，頁 640 中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頁 435 上 22。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36，第1736號，頁197下14。 

37
《佛祖統紀》，《大正藏》冊49，第2035號，頁313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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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性本具的佛智。於中，因至誠禮敬諸佛等三寶，感得一切諸佛功德力加持，

疾銷業障，證「華藏淨土」，乃至得「佛果無礙三昧」，圓證佛果。 

四、結語 

法藏於暮年特為《還源觀．起六觀門》，專立「佛果無礙三昧」一名，並連

結最後之「六、主伴互現帝網觀」，即圓教「事事無礙法界觀」，托顯法藏畢生

宏願旨趣在於連貫前後「華嚴一經」之修證理路。 

 

     圓教，又名華嚴一乘圓教。華嚴一乘，指唯一成佛之乘法。圓教指一位

含攝一切位之教法。華嚴學人，修證悉皆以依止、相應《華嚴經》「圓教」為

旨趣。然凡夫執有五蘊身心為實我，不得解脫。二乘因偏重自利，次第漸修，

須迴小向大，廣度群生，積集定慧等功德，證真空理，方入華嚴法界度生。 

 

而法藏的《還源觀》，擷取了《探玄記》的「圓旨」，與《華嚴經．入法界

品》〈第 51 參彌勒章〉的「帝網無盡禮觀」，為圓教十信立「主伴互現帝網觀 

」，即「法界三觀」之「事事無礙法界觀」。此觀法是大眾修習的「禮敬諸佛」，

是以一自身為主，一一自身合掌、至誠遍禮十方諸佛等三寶為伴，這是一種「 

念佛所觀境」，筆者發現，它直接相應「自性如來功德」、「華藏帝網淨土」，也

就是相應「佛果無礙三昧」(次第不礙圓證佛果)。 

 

    對此，澄觀《華嚴經疏》云:「無盡禮，入帝網境」，續法《彌陀略註》亦認

為「華嚴云:以佛為境界，專念而不息，此人得見佛。」若「禮敬諸佛」圓滿 

，一念相應定慧，疾銷惑障，徹悟心源，信滿頓超五位即成佛，舉目整個十方

虛空法界無量諸佛、華藏淨土現前，如帝殿珠網，主伴重映，和融一體關係。 

 

     倘若普賢十願中「第一願禮敬諸佛」不圓滿，心、眾生、世界亦不圓滿 

。故須再加修其餘「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

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迴向」九願，淨化三業(身語意)，總破

分別我法二執，入海印三昧，證得三身(法報化)，展現六重觀門、環環相扣之

關係。此觀法普遍佛教界法會、早晚課誦本引用，廣受大眾喜愛。 

 

     反觀當今全球共業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苦難頻生，似乎無處是淨土。而

佛陀自證、演暢《華嚴經》至今，闡揚目前一切眾生本來就在「華藏世界」

中，實無可入的問題。「法界緣起」，有染緣起、有淨緣起，每一事物互連一大

無盡緣起。而「華藏世界」，就是眾生自性蓮華、清淨心、淨土。然個人有別

業，因此，當我們一念心染即現穢土，一念心淨即現淨土。 

 

    綜上所述，此刻我們即可依據「法界緣起」之義理，觀想自己隨時所在

之處就是「華藏佛國淨土」，以至誠、禮敬心修學「主伴互現帝網觀」，履踐四

攝法，奉持不殺等戒律，慈愛有情，而無所悉求，即是「淨心緣起」，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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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報無有三惡八難、當下就是祥和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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