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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代社會倡導一種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它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因為現

代性發生了單一價值的宰制性的流弊，人們對此流弊之加以反省，進而為要去

鬆動這個宰制所轉出的觀點。此一觀點之提倡，有助於被壓迫或被忽視者的解

放，並重新建立其地位。此一思想，大約在 20 世紀 70 年代逐漸興起，相對於

現代性的特色，其可被稱為後現代性。然而在其為了重新讓被忽視或被壓迫的

價值，重新得到尊重與重視，後現代文化多強調解構或者去中心化的方式，以

瓦解傳統價值、顛覆主流文化，其功能在於「批判」與「解放」，使人從既有

的文化或價值體系的窼臼被釋放出來，使人們看見既有傳統中不合理的地方。

然而這種解放思想，並不足以因於解構與顛覆的行動足以建立起新的價值與秩

序。因此當代文化之強調多元價值，實則因無法由其自身之解構的方式定立價

值，遂使多元文化、多元價值常淪為一種空洞口號，竟成一種相對主義乃至懷

疑主義或虛無主義的情調；或者使用多元的口號，以遂使一種恣意妄為，破壞

一切價值的行為，並且自視為英雄的行徑。 

        本文從佛教文化哲學角度以進行論述，目的在於說明佛教思想中其實已含

蘊了一種積極且具有真實內涵的多元文化觀點，此一觀點有別於目前的名為多

元，實為混亂且喪失了人對合理秩序與文化價值的信念，（就佛教而言，這實

在便是末法的危機），而將價值判斷倒向自以為真實其十田金乃是虛妄之物欲

的滿足為判準，人類要不淪為只是一種經濟的動物，或者只講究利害，卻忘失

了原應朝向真理與美善向度的實現要求，成為表面是富裕但內心空洞的生命；

更不用談到佛教最為重視的對於解脫的追求，早已不被置於意識之中。 

        由於佛教思想至深至廣，在此僅藉《華嚴經》及華嚴宗的思想為例，以說

明在此華嚴思想中，的確含蘊了一種多元文化圓融論的觀點。《華嚴經》原本

是以如來成正等正覺的果地境界為說法的主題，但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看，我

們可以解讀出，《華嚴經》境界及華嚴宗的解讀，其實提倡的是一種多元和諧

的文化圓融觀，一切眾生之差別對立，因一切眾生齊向解脫之道行進而得到和

解，在解脫的生命主題與旋律之下，各式各樣眾生齊聲高歌， 多音並存、和諧

齊奏，一切眾生以共同的生命樂章，同時也是解脫之樂章，得到了彼此和解與

寛容，人們在彼此之中見到了佛法身，就在你我與一切眾生的一一毛孔之中。 

關鍵詞： 

華嚴、多元性、現代性、圓融、鏡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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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多元文化的價值與危機 

西方在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開始後，開啟了西方文明進入「現代化」的階

段。隨著西方文明的擴張，現代化浪潮推向世界各地，現代化成為人類文化不

之進展不可逆的方向。但現代化有其功過，從其正面價值而言，現代化建立了

以「理性」能力及以「人」為中心的共識之後，便朝向使人類實現為理性的主

體，並據此以建立合理的生活世界，令知識、政治、信仰等等各方面都能以理

性為判準。然而就其過於強調「工具理性」便形成以經驗科學為唯一的標準，

發展出了一種盲目的科學至上主義，其他的價值諸如道德、宗教等均被化約至

經驗科學，如不能由科學檢證者，則均被排斥；此外，西方以其偏狹的「價值

理性」，以西方文化所信仰的價值為絕對之價值，故在 19 世紀肆意殖民擴張，

強行推銷其所信仰的價值體系，無視其自身文化中的非理性成分，逕將西方與

現代化合而為一，壓迫了尚未現代化的各民族之各種文化，現代化流弊與傷害

一直延續到當代的現在。 

雖然這不是原本現代化中對於理性思維之尊重的本意，但當確認感官經驗

為唯一知識的來源時，現代性被窄化而只餘科技性，只重視經驗世界；或只以

西方之文明為唯一的價值，以之為唯一的真理之時，其逼迫其他地方之文化，

使其自身的傳統價值與民放信心飽受摧殘；「現代化」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的雙重現實果境下，造成人類自身存在的重大危機。此一危機經由兩次世界大

戰後，西方文化進入現代化的新階段，開始反省現代化之中「理性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西方至上主義」等各式各樣的問題，於是發展出所謂的

「後現代思潮」，其特色重視即重視「批判」、「解構」，「去中心化」「多

元」等等，藉由對西方文化的反省與批判，呈現了顛覆傳統，乃至質疑甚或否

定一切既有價值的思想傾向。 

然而，在西方社會而言，由於後現代乃針貶現代化之弊病而發出，故可視

為西方文明現代化過程的新階段，其正面功能在於，可令西方文明反思自己以

往的西方至上主義或白人至上主義的傲慢，（但對於反省過於強調工具理性與

過於重視經驗世界這一點，似乎改變不大）。可是後現代的發展依然有其負面

的影響，這便是由於過於強調多元主義，卻淪為相對主義與懷疑主義，對於一

切價值與體系，不論其為現實存在的，或者思想上的，都抱括不信任的態度，

導致當代思想與價值的混淆。後現代所提倡的多元社會其實是一價值混亂的社

會。 

對東方文明而言，後現代帶來的問題更加嚴重。因為東方社會在現代化的

過程中，傳統文化與精神價值已飽受摧殘，既有社會體系大多瓦解， 但東方社

會既未必完成現代化，建立起以理性為核心的社會體系，卻立即隨著西方文明

的進展一起步入到後現代階段，也跟著強調多元價值與多元文化，於是更難建

立穩定的文化價值體系。於是，常常是將現代化的價值視為口號，骨子裡頭卻

用解構與顛覆的手法，玩弄現代化的價值，諸如理性、自由、平等、法治之類

的，都有一套自由解釋或者任意操作的方法，由此看來東方文明中的危機其實

更為重大。 

當西方文明開始反省狹隘理性所造成的限制及所形成的困境之時，後現代

社會的解構就是一種自我批判的反省，哈伯瑪斯（J. Habermas）說這是「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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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未完成」(“Modernity—an Unfinished Project”)1時，所產生的一種退縮保

守的行為，他主張要由主體性轉為交互主體性的溝通理性之重視，不過這依然

是由外部世界問題的處理以為目的；正如勞思光所言，他還是忽略了主體內在

境界的豐富性。2如果我們將現代性的義涵，轉換由一種更寛廣的視域來觀看之

時，我們是否可由佛家的正智正覺，徹底蕩除遮蔽性的我見，來為「理性」這

個概念重新界定並豐富其內涵，以建立一種更為積極的主體性的智慧，從而思

考如何可以在現代的情境中，就提昇生命的品質與意義的角度，而非只是建立

外界世界的成就，為當代文明之發展，提供根本而具體實現的方針。 

就上述目的而言，我以為佛教的圓融思維，既可以協助我們走出以往「人

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果局，也可作作為建立新人文主義，重新安

立生命的價值與人在世間中之地位與責任，為人間的價值秩序的重建，提出符

合現代生活情境條件的重要依據。 

 

二、《華嚴經》所含蘊的多元圓融觀的線索 

佛教的圓融思想，有其發展的前提，它須先由原始佛教的無我、般若思想

的性空為前提，並藉由對憫念一切眾生之苦的佛性，以及了知性空假名與虛唯

唯識等重要的思想所言及：一切境界皆由眾生之假藉語言符號而施設出吾人生

存之世界；才能進而被彰顯其真切的面貌與價值。換言之，圓融思想，若不以

既有佛教思想的成果為前提時，空談圓融，也常會「橫生障礙」3的。 

在漢傳佛教之中，以「圓融」作為重要判準的是由華嚴宗開始的，而華嚴

宗則是依於《華嚴經》的內容，而得到以「圓融」作為修證乃至生存世界的典

範之啟示。以下便先介紹《華嚴經》可以勾勒「圓融」以為典範的線索，然後，

再就華嚴宗的不同祖師的詮解以為例證，說明華嚴宗對「圓融」思想的開展，

以及其何以可被視為解決當代多元文化之危機的良藥。 

《華嚴經》全名《大方廣佛華嚴經》（Buddhāvataṃsaka-mahāvaipulya-

sūtra）是一部篇幅龐大的經典，現存的只有漢譯的晉譯六十卷本及唐譯的八十

卷本，四十卷本雖亦稱為《華嚴經》，但實際上只為前二本中的最後一品〈入

法界品〉，事實上在印度原只有以〈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Gaṇḍavyūha)之單行本的經典存在，據現代的學者考據，它應是在中亞的于闐

                                                        
。1 這本來是哈伯瑪斯在 1980 年獲得 Adorno 獎時的講題，後來他發展出 12 篇文章合輯為一本

書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welve Lectures”英譯本由 Frecderick Lawrence 所翻

譯。 

2
 勞思光相當肯定哈伯瑪斯對現代性問題的看法，但並不認為他解決了現代性的所有問題，尤其

認為哈伯瑪斯對主體世界的意義是過於忽略。關於勞思光對哈伯瑪斯的意見，可參考以下論

著：勞思光，劉國英編 ，《文化哲學講演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頁 212 至

230。勞思光，劉國英編，《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頁 187 至 218； （勞思光，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

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 65 至 102。 

3 見印順，《妙雲集下篇（7）．無諍之辯．談入世與佛學》（ 台北：正聞，1992），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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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完成，而後傳入中國被翻譯出來。4 目前已不存晉、唐所傳的梵本，而梵本

中也只有保留相當《華嚴經》之部份章節而且在印度為獨立流傳的部份，例如

《佛說十地經》等，5但內容也不十分完整。 

對於《華嚴經》的內容的解析，特別是關於《華嚴經》的敘事模式之分析，

筆者曾發表〈六十卷《華嚴經》「始成正覺」的敘事與詮釋的開展〉一文6，現

僅就經《華嚴經》中的第一品一開始所描述的如來「始成正覺」的覺悟敘事加

以分析。這一品在六十卷本《華嚴經》稱為〈世間淨眼品〉，在八十卷本中稱

為〈世主妙嚴品〉。六十卷本經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其地金剛具足嚴

淨，眾寶雜華以為莊飾，上妙寶輪圓滿清淨，無量妙色種種莊嚴，猶如

大海寶幢幡蓋光明照耀；妙香華鬘，周匝圍遶，七寶羅網彌覆其上，雨

無盡寶顯現自在，諸雜寶樹華葉光茂，佛神力故；令此場地廣博嚴淨，

光明普照，一切奇特妙寶積聚。無量善根莊嚴道場，其菩提樹高顯殊特，

清淨琉璃以為其幹，妙寶枝條莊嚴清淨，寶葉垂布猶如重雲。雜色寶華

間錯其間，如意摩尼以為其果，樹光普照十方世界，種種現化施作佛事，

不可盡極，普現大乘菩薩道教，佛神力故；常出一切眾妙之音，讚揚如

來無量功德，不可思議；師子之座，猶如大海，眾妙寶華而為嚴飾，流

光如雲，周遍普照無數菩薩大海之藏，大音遠震，不可思議。 

如來光明逾摩尼尊，彌覆其上，種種變化施作佛事，一切悉睹無所罣礙；

於一念頃，一切現化充滿法界。如來妙藏無不遍至無量眾寶莊嚴寶臺，

如來處此寶師子座，於一切法成最正覺。了三世法平等智身，普入一切

世間之身，妙音遍至一切世界，不可窮盡，猶如虛空，平等法相智慧行

處；猶如虛空，等心隨順一切眾生。其身遍坐一切道場，悉知一切眾生

所行，智慧日光照除眾冥，悉能顯現諸佛國土。普放三世智海光明照淨

境界，無量光明充滿十方，不壞法雲遍覆一切。以力無畏顯現無量自在

力光，開方便門教化眾生，悉能普現一切眾會；猶如虛空，而無來去。

了達一切無有自性，隨順諸法平等之相。一切光明普現三世諸佛所行諸

                                                        
4 此外，還有藏譯的華嚴經，約為九世紀為耆那密特拉譯出，但晚於漢譯三個版本，且對中國的

華嚴學之開展未有任何影響，故在此略而不論。 

5
 見木村清孝，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台北：東大圖書，1996），頁 1 至 26。 

6 郭朝順，〈 六十卷《華嚴經》「始成正覺」的敘事與詮釋的開展〉， 《臺大佛學研究》第二

十七期，（ 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1 至 52。本文從三點以論述《華嚴經》

的敘事特色： 1.「始成正覺」作為敘事起點; 2. 敘事背景以一念中無量時空共現的法界作為開

展;3.「十十無 盡、交相互入、循環往復」的神通敘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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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世界，猶如大海，不可思議，音聲語言悉能隨順。」7 

上引經文可分為兩大段落，第一大段從「如是我聞」開始，至「 大音遠震，不

可思議」終；第二大段落由「 如來光明逾摩尼尊，彌覆其上」開始，至「 猶如

大海，不可思議，音聲語言悉能隨順。」終。第一大段落說的是，在菩提樹下

成就無上正覺的佛陀，以其覺悟之佛眼觀看其所身處的世間時，原本世間的景

象在佛眼之中，完完全全呈現了全新的景像：大地成了金剛寶鑽所成，整個空

間也瀰漫了奇特的芬芳，其所倚坐的菩提樹也變成了由琉璃所成，布滿妙寶及

如意寶珠，甚至放出了光芒，出現了音聲，其光芒與音聲遠播，無不讚嘆如來

覺悟之殊勝偉大。 

初看這段文字，覺得與一般讚佛功德的說法相當，然而若將之置入此為佛

陀眼中由於覺悟而形成的一種觀照世間之視野的全番轉化的脈絡來理解的話，

也就是由如是我聞的旁觀者的第三人稱的角度，改以從成正覺者之第一人稱的

正覺體悟者的角度，閱讀者如上的敘述，試行以佛眼觀看世間時，則世間無不

清淨莊嚴，無時不遍布著宣稱種種變化之「諸佛事」的光輝與音聲，也就是不

是因為如來之成正等覺世間才變得清淨莊嚴，而是世間本來即是清淨莊嚴，但

藉由「覺悟」的發生，才被窺見這原本的面貌。因此「覺悟」所帶來的轉化，

即是揭露原被遮掩的事實，使人可以如實就世間之本來清淨以觀看世間。所謂

世間之本來清淨，乃因覺悟之慧光而被彰顯，故由此便轉入第二大段的敘事。

故第二大段，一開始：「 如來光明逾摩尼尊，彌覆其上，種種變化施作佛事，

一切悉睹無所罣礙」。接下來的敘述，神變無方、不可思議，故一般閱讀往往

輕易帶過，或者過於執著表面文義，只就事相而觀如來之神通變化，而不能掌

握「覺悟」時之神變，其中含蘊了清淨實相的普遍的道理，這個道理可依經文

分為下列幾個階段以分析之。首先承上文當如來始成正覺之時，其慧光遍布於

上，於慧光之中示現神變如下： 

1.「於一念頃，一切現化充滿法界。如來妙藏無不遍至無量眾寶莊嚴寶臺，

如來處此寶師子座，於一切法成最正覺。」 

                                                        
7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正藏冊 9, 頁 395 上至中； 八十卷本相對應的經文是：「如是我聞：一

時，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上妙寶輪，及眾寶華、

清淨摩尼，以為嚴飾；諸色相海，無邊顯現；摩尼為幢，常放光明，恆出妙音，眾寶羅網，妙

香華纓，周匝垂布；摩尼寶王，變現自在，雨無盡寶及眾妙華分散於地；寶樹行列，枝葉光茂。

佛神力故，令此道場一切莊嚴於中影現。其菩提樹高顯殊特：金剛為身，瑠璃為幹；眾雜妙寶

以為枝條；寶葉扶踈，垂蔭如雲；寶華雜色，分枝布影，復以摩尼而為其果，含輝發焰，與華

間列。其樹周圍咸放光明，於光明中雨摩尼寶，摩尼寶內，有諸菩薩，其眾如雲，俱時出現。

又以如來威神力故，其菩提樹恆出妙音，說種種法，無有盡極。如來所處宮殿樓閣，廣博嚴麗

充遍十方，眾色摩尼之所集成，種種寶華以為莊校；諸莊嚴具流光如雲，從宮殿間萃影成幢。

無邊菩薩道場眾會咸集其所，以能出現諸佛光明不思議音。摩尼寶王而為其網，如來自在神通

之力所有境界皆從中出；一切眾生居處屋宅，皆於此中現其影像。又以諸佛神力所加，一念之

間，悉包法界。其師子座，高廣妙好：摩尼為臺，蓮華為網，清淨妙寶以為其輪，眾色雜華而

作瓔珞。堂榭、樓閣、階砌、戶牖，凡諸物像，備體莊嚴；寶樹枝果，周迴間列。摩尼光雲，

互相照耀；十方諸佛，化現珠玉；一切菩薩髻中妙寶，悉放光明而來瑩燭。復以諸佛威神所持，

演說如來廣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冊 10, no. 0279, 頁 1

至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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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之時如來所現之神變是在「一念頃」的時間剎那發生的，其示現變化的場

域是「充滿法界」，換言之，如來覺悟的菩提道場，依此始成正覺之一剎，一

切世間由一般的世俗世間，剎那被轉化成莊嚴神聖的場域；如來不僅是坐在菩

提樹下成正覺，同時也是坐於一切世間、一切法界之中而成就其圓滿正覺。由

是，我們便當由此立場，來理解此處所謂的神變，它並不是意味一時之間的主

觀經驗，因為若如此，覺悟只是如來一時的錯覺，然而本經所要宣示的是關於

覺的普遍性與真實性，因此此一剎時之全然頓現，即是意謂如來已由世俗分別

對立的視野，轉化為超越世俗的勝義性的覺悟眼光，來觀待一切事物。乃至如

來更明白了一切境地等都有「如來妙藏」遍至其中。但如來妙藏，不只是一種

靜態的原理，而更同時是一種動態的活動，故下一段經文便說： 

2.「了三世法平等智身，普入一切世間之身，妙音遍至一切世界，不可窮

盡，猶如虛空，平等法相智慧行處；猶如虛空，等心隨順一切眾生。其

身遍坐一切道場，悉知一切眾生所行，智慧日光照除眾冥，悉能顯現諸

佛國土。」 

從覺悟者如來的觀點看來，世界不再只是一個與眾生對立或者只是吾人生存的

空間而已，而是世界之中遍布過去現在未來諸佛的「平等智身」，故一切世間

，無時不刻無不皆在宣說如來的妙法，這些智慧言語之所流布，乃至會隨順一

切眾生的差別而宣說，就如諸佛一直以平等無分別心地對待一切眾生，也宛如

諸佛遍在一切處，也以一切處為救度之道場一般，不論眾生各有何等心行，諸

佛皆能以「 智慧日光照除眾冥」，將一切境地轉化使「 悉能顯現諸佛國土」。 

3.「普放三世智海光明照淨境界，無量光明充滿十方，不壞法雲遍覆一切。

以力無畏顯現無量自在力光，開方便門教化眾生，悉能普現一切眾會；

猶如虛空，而無來去。」 

諸佛法身遍坐一切道場，在三世之中，皆未曾去來，這便「 猶如虛空」一般。

諸佛既然常在，故一切世間便一直擁有光明的可能，而此覺悟之光明，既是常

存遍滿十方而沒有局限的，但覺悟之慧光在某一特殊緣起世界的起用 ，則是因

為此一緣起世界的覺者，因其覺悟而與一切諸佛相應，故除自行解脫一切痛苦

與遮蔽，且用其智慧光明施作一切方便法門以教導眾生令一切眾生得無畏，同

能與三世諸佛之法身慧光相應。 

4.「了達一切無有自性，隨順諸法平等之相。一切光明普現三世諸佛所行

諸佛世界，猶如大海，不可思議，音聲語言悉能隨順。」 

然則，覺悟者何以能由之出種種方便，以救度一切眾生？這便因覺悟者充分「 

了達一切無有自性」，故其智慧方能不受任何執見所障覆，而既徹悟性空無我

之真理，覺悟者之慧光便能不以自己個人的主張以作為救度眾生的準則，而是

能夠「隨順諸法平等之相」，如同大海一般廣大而無所限定，隨順一切因緣而

不自作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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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經文之要點，我們可以得到如此之線索：首先本經強調的是在覺

悟的觀點下之視野，而且非由覺悟之觀點，不能理解一切世間之本來清淨。而

世間之本來清淨由於三世諸佛法身遍在一切處，故一切世間皆有其同等之尊貴

與價值，以其皆能有獲得覺悟之可能。而一切諸佛法身時時說法，在特定時空

的覺悟者，即能明白理解諸佛所共說的真理，而此覺悟者亦能因其智慧，方便

隨順眾生施設無量法門，以令眾生得自在無畏解脫。「方便隨順」以救度眾生

之方式，在於覺悟之光乃是了悟一切諸法無自性，故救度者不自作主宰，而是

以隨順眾生之根機及隨順世間之因緣進行合宜之教導與救度，這樣的救度方式，

即以覺悟代替理性之光。「理性」對於佛教而言雖是不違「覺悟」，但不同於

於「覺悟」，因為「理性」乃以世俗諦為核心，但「覺悟」則是須徹入對一切

無明遮蔽的翻轉，故須由「 了達一切無有自性」，才能進而具有「隨順諸法平

等之相」的智慧施設。而其所謂對一切眾生的救度，雖說是欲令眾生成佛，但

不同於要將其他文明同化於同一的價值體系之中，而是要隨順不同眾生之苦，

以令之同能離苦，以此徹底離苦的智慧為解脫之光，以徹底離苦為究竟之果境。 

將此理念用以反省當代之多元價值之問題， 佛教之解脫雖為一定向的價值

方向，但解脫之方法與具體之實現，則是應當隨順方便，以眾生所企求之解脫

離苦而度脫之，因此實際的解脫方法可以是多元的，並依眾生之根機與特殊之

因緣條件而決定之，並非由救度者之主觀意圖及價值判斷來決定。而覺悟解脫

者雖然尊重並隨順眾生，但是解脫離苦乃為驗證的唯一判準，且是訴諸於眾生

自己來驗證之，而非由度脫者強加於眾生之身上。就世俗法而言，覺悟之救度，

不會成為一種宰制的力量；而就出世法而言，一切眾生皆能解脫，乃為最高勝

義之價值的實現；但世俗之離苦，不妨出世價值之實現，而出世解脫之成就，

乃依令一切眾生皆得離苦而完成。由此，我們可以說，覺悟較諸現代化之理性，

具有更廣大深遠且更自在而非宰制性之特色，因其不以一人離苦為目的，而以

引領一切眾生離苦為目標。 

 

三、華嚴宗的圓教與鏡映圓融觀8 

《華嚴經》所描述的釋尊的覺悟經驗，是徹底解蔽的經驗，所謂的「佛」

即是覺性的全幅開展。就「能觀之心」而言，經文描述覺悟者經驗到了破除時

間、空間、內外等種種分別的神奇體驗，但又不是不能分別，而是了了分別而

又平等自在；就「所觀之境」而言，毛孔之微能容納世界之巨大，即在差別對

立之相中，差別者彼此又相入相在。又更進而言之，覺悟者不只在觀照圓滿難

思，覺悟者甚至能夠主動示現諸法相入相在的圓滿境相，這樣的經驗被視為唯

有覺性圓滿者，才能具有的自在不可思議之神變，如此「自在示現」又能「隨

順方便」即是解脫者的覺悟與圓滿救度之能力的表徵。 

唐代所成立的華嚴宗，即是就此經之覺悟經驗為核心論題而開展出來的新

興宗派，它與隋代所開啟的天台宗，並稱中國佛教之雙璧。初祖杜順（557-640）

造《法界觀門》，二祖智儼(602-668)開始則立「一乘十玄門」以表示之，到了

                                                        
8 本小節的內容主要援引筆者另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又略作修改以符本文之主題；見拙作〈從澄

觀「心」與「法界」的鏡映性論佛教的人文主義〉，《正觀》68 期，pp.77-115，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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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法藏(643-712)造《金師子章》將智儼的華嚴思想，言簡意賅地發展成一完

整的華嚴佛學理論系統為武則天（624-705）解釋。其後學四祖澄觀（737-787），

發揮其思想將原本法藏未完成的對新譯八十卷本《華嚴經》之注疏的工作，但

他已開始企圖融攝當時各種流行一時的各個宗派的思想；其後繼者五祖宗密

(784-841)則特別重祖將《華嚴》與禪宗融通為一，提倡禪教一致乃至三教會通

的傾向。 

初祖杜順，由於其生平與作者頗有爭議，五祖宗密開始轉向關注對《圓覺

經》的詮解，故暫且不論。從智儼到澄觀華嚴宗之思想有其一貫性，例如智儼

開始了華嚴的五教判，其判《華嚴經》為別教一乘圓教，並提出一乘十玄門的

理論，以解釋《華嚴經》此一最高圓教經典之內涵。法藏在《金師子章》中說

明華嚴一乘圓教的特色為「繁興大用，起必全真，萬象紛然，參而不雜，一切

即一，一即一切，力用相收，卷舒自在」9。此一特色即與智儼開始所立之十玄

門之「因陀網境界門」相應，法藏為了解釋這個境界，也曾經造一鏡室上下十

方布滿鏡子，中間置一佛像，點上燭光便見到重重無盡的諸佛遍在十方。10十

玄門中的「因陀羅境界門」，將原本的天帝寶珠用人間的鏡子作一替換，但一

樣反映了華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的境界。11 

鏡室或因陀羅境界當然只是一種譬喻12，但此一譬喻的重要性在於它將佛教

的緣起法賦予一新的含義。《華嚴經》對於緣起思想之詮釋的重點，即是承佛

陀之覺悟經驗的開始，緣起世界的意義在《華嚴經》所指是的是，因為有佛陀

的覺性智慧的光照，眾生才能理解自身即是緣起，因而才能明瞭世界也是緣起

的，乃至自我與世界之間亦復為一大緣起之事。故能明了諸法緣起，便是一種

光照的因緣，也就是眾生一明白了諸法緣起，就有機會以正見面對緣起而不再

是顛倒妄執，這看似一小步，但實為令眾生從無知無明於諸法實相的情況中，

開始具有能知、能明的可能性13，以此之故，華嚴祖師特別強調《華嚴經》的

「性起」思想，所謂「性起」即是「從如來真性而起」14，從如來真性而起的

意思，即是一切指出世俗之一切諸緣起，在覺悟的光照的點化之下，開啟了覺

悟解脫之意義與可能性，於是將原本的價值中立的緣起世界，點化為隨時隨處

                                                        
9 法藏，《金師子章》，收於淨源述《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頁 665 上。 

10 見贊寧，《宋高僧傳》卷 5 :「藏乃指鎮殿金獅子為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

》，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為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

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之義。

」 大正藏冊 50，頁 732 上至中。 

11
 法藏《華嚴一乘十玄門》：「今言因陀羅網者，即以帝釋殿網為喻。帝釋殿網為喻者，須先

識此帝網之相，以何為相？猶如眾鏡相照眾鏡之影見一鏡中，如是影中復現眾影，一一影中復

現眾影，即重重現影成其無盡復無盡也。」 ，大正藏冊 45，頁 516 中。 

12 見法藏，《一乘教義分齊章》：「此但從喻異前耳」，大正藏冊 45，頁 506 上。 

13 法藏，《華嚴經海百門》：「然悟之與迷，相待安立，非是先有淨心後有無明，此非二物不

可兩解，但了妄無妄即為淨心。」，大正藏冊 45，頁 636 上。 

14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性起法亦具三義。謂出智義。最勝義。所依義。佛性論如來藏

品云。從自性住來至來至得果故名如來。不改名性。顯用稱起。即如來之性起。又真理名如名

性。顯用名起名來。即如來為性起。」，大正藏冊 35，頁 40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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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修行道場的解脫世界。15在鏡喻之中的佛像與光，便是此一鏡映緣起世界

的特殊內涵，同時也是顯示覺察此內涵的動力之所在。 

對華嚴思想中的鏡映性作了最大發揮的是澄觀，澄觀作《法界玄鏡》一文

以詮釋杜順的《法界觀門》。杜順原訂出華嚴三觀「真空觀、理事無礙觀、週

遍含容觀」，每一門都開出十門，澄觀特別就最後者「週遍含容觀」所開出的

十門之後五門，以鏡為喻加以解釋，因為此一觀法是被認為《華嚴經》與餘經

不共之法門。杜順的三觀是對應澄觀之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與事事無礙法界，

事事無礙法界即是華嚴圓教的境界，也是《華嚴經》如來覺悟境界之描述。至

於週遍含容觀的後五門則是「6 遍容無礙門，7 攝入無礙門，8.交涉無礙門，9.

相在無礙門，10 普融無礙門」 ： 

「此第十門總融前九，近且收三。第八門一望一切，第九門一切望一，

今具此二。以一望一切，有第八門四句；以一切望一，有第九門四句；

其第七門雖不具四句，而是一切攝一中收，故『近收三』。言總收九者，

九門不出一多故。」16 

澄觀從第六門開始便以「鏡映」為例作為解讀，他在第六遍容無礙門中，

以鏡之能照多鏡喻能遍容無礙，第七攝入無礙門與第六門相類，只是從單向的

「能容」概念轉向雙向的「攝入」概念﹣﹣「攝」是主動的能攝，「入」是被

動的所攝﹣﹣，但多強調了不是只有一鏡之能攝，九鏡也是能攝；然後再次進

逼，由第八交涉無礙門及第九相在無礙門分別開出四句，以解釋由一法向一切

法，以及由一切法向一法的不同鏡映關係，而由第十門總結一向一切及一切向

一的圓融鏡映；歸結而言，其實週遍含容觀的十門，談的不外是一多之間的相

入相攝的鏡映性而已。是故前引澄觀之說，我們可以將焦點投注在八、九二門

的鏡映關係來看，因為第十門即是結合此二門，使由一望多且復由多望一，形

此交復巡視的圓滿週全之觀照視域，如此便能完整掌握事事無礙的法界觀。 

第八交涉無礙門（一法望一切）有四句：「一攝一切一入一切，一切攝一

一切入一，一攝一法一入一法，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17澄觀對「多」與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告如來性起妙德菩薩等諸大眾言：『佛子！

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起正法不可思議，所以者何？非少因緣，成等正覺出興于世。佛子！以

十種無量無數百千阿僧祇因緣，成等正覺出興于世。何等為十？一者、發無量菩提之心，不捨

一切眾生。二者、過去無數劫修諸善根正直深心。三者、無量慈悲救護眾生。四者、行無量行

不退大願。五者、積無量功德心無厭足。六者、恭敬供養無量諸佛教化眾生。七者、出生無量

方便智慧。八者、成就無量諸功德藏。九者、具足無量莊嚴智慧。十者、分別演說無量諸法實

義。佛子！如是等十種無量無數百千阿僧祇法門，成等正覺，出興于世。……佛子！是為第一

最勝法門，成等正覺出興于世，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大正藏冊 9，頁 612 中至 613 上。 

16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大正藏冊 45，頁 682 下。 

17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大正藏冊 45，頁 682 上。 澄觀解釋這四句如下： 

「若以十鏡為喻，一鏡為一，九鏡為多。謂初句云『一攝一切、一入一切』者，應云一鏡攝九

鏡，一鏡入九鏡。謂上一鏡為能攝，則九鏡為所攝，而所攝九鏡亦為能攝故，上能攝之一鏡，

却入九鏡之中，云一鏡入九鏡；下三例然。 

第二句云『一切攝一、一切入一』者，應云九鏡攝一鏡，九鏡入一鏡。謂上九鏡為能攝，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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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分別其實並不很嚴密，有時多即指一切，但有時多只是指其餘的個

別者。他在此的意思是說，從一法的角度來看它與多法（或一切法）之間的攝

入關係的話，「攝」是主動性，「入」是被動，但攝與入是同時的，所以當一

攝多（一鏡攝餘鏡之時），此一即同時入於多（即此一鏡即同時也入於多鏡之

中）；以此類推一鏡與多鏡之間的攝入關係時，便開出其餘三種情況：當九鏡

（多）攝一鏡（一）之時，九鏡（多）也同時入於一鏡（一）﹣﹣這是第二句

的情況； 第三句所說的情況是就個別之鏡來說，第一鏡攝第二鏡，第二鏡也入

第一鏡；第四句則是說每個鏡都攝入餘九鏡，所以每一個鏡都同時攝入餘鏡。 

第九相在無礙門（一切望一）的四句：「攝一入一，攝一切入一，攝一入

一切，攝一切入一切」，澄觀在這裡從相反的角度來說，也就是自一切（多）

來說其與一的關係，但四句都省略了作為主詞之「一切」或者「多」： 

 

「第一句者，九鏡攝第一鏡入第二一鏡之中。 

二攝一切入一者，謂九鏡皆攝九鏡入一鏡中。 

三攝一入一切者，九鏡各攝一鏡遍入九鏡之中。 

四攝一切入一切者，九鏡皆攝九鏡各入九鏡之中攝。 

將隨一入彼一中，復攝彼一在此多中等，故名相在。約法一一作者，且

約諸佛望眾生說。總以諸佛為一切是能攝，眾生為所攝所入。 

第一句是從九鏡攝第一鏡而又入於第二鏡的情況說；第二句指每一鏡皆攝九鏡

但同樣又為一鏡所攝，所攝即是入，故說入一鏡中；第三句是說每一鏡都攝一

鏡，但此鏡像又遍入於餘九鏡中；第四句是指每一鏡皆攝九鏡但同時也入於九

鏡之中。澄觀在此將鏡映的活動拆解得相當複雜，其目的乃在對應《華嚴經》

中所說的如來覺悟經驗，因為他將省略的主詞「一切」轉就「一切諸佛」說，

故他接著說： 

第一句者諸佛攝一眾生入一眾生中。 

二者諸佛攝一切眾生入一眾生中。 

三者諸佛身攝一眾生，入一切眾生身毛中。 

四者諸佛各攝一切眾生，入一切眾生中。 

                                                                                                                                                               
鏡是所攝，以所攝一鏡亦為能攝故，上能攝之九鏡，却入所攝一鏡中，云九鏡入一鏡。 

第三句『一攝一法、一入一法』者，應云一鏡攝一鏡，一鏡入一鏡。謂第一一鏡攝第二一鏡，

第一一鏡亦入第二一鏡。 

第四句云『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者，應言十鏡各攝於九鏡，十鏡皆入於九鏡。而所入、

所攝但云九鏡者，留一為攝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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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法相望，一多皆爾。 」18 

澄觀的解讀是將諸佛比喻主要能攝之鏡，而其所攝的對象即指眾生，但佛攝眾

生之同時，也會為眾生所攝，故在眾生身上即可見佛。故第一句的鏡映關係是

佛攝一眾生的鏡映關係又另一眾生所攝，換言之，就此（第二）眾生的角度他

也鏡映了（覺察到）佛如何攝映眾生的情景；第二句話是擴大前句的攝映對象，

由一而為一切，故澄觀指諸佛攝一切眾生的鏡映關係為一個眾生同時鏡映（覺

察）到的；第三句談擴大第一句中的所入範圍，由入一眾生進而為入於一切眾

生的毛孔（指：內外），澄觀說明諸佛攝一眾生的鏡映關係是由為一切眾生，

乃至一切眾生的毛孔中都可以觀照得到的事；第四句則是徹底的擴大，澄觀說

諸佛攝一切眾生，且此事也同時為一切眾生所鏡映。 

澄觀以二門共八句來說明一多之間的鏡映關係，事實上過於煩雜，乃至是

否有其必要性是值得討論，澄觀當然會提出自己的理由19，但就結論而言一多

關係不外就是四種：「一一、一多、多一、多多」；澄觀不過就是就前二再分

出二句；又對後二分出兩句吧了，事實上各多出來的兩句，語義上確實有重覆

的地方，他的說法主要是要就開展歷程，依次逐步擴大以加以次第性的論說而

已。 

不過，澄觀在第九門將諸佛帶入鏡映的解說中，以諸佛為角度說明其與眾

生之間的鏡映，這是特就諸佛之覺悟的立場說此鏡映無礙的關係，特別可以顯

示華嚴宗所重視的「性起」思想的含義，此門說的是諸佛覺悟之鏡如何攝一眾

生又入於一眾生，乃至攝一切眾生而又入於一切眾生的次第開展，而其結果乃

在說明整法界是一由佛覺悟之鏡與覺悟之光所籠罩的遍滿光明的無礙法界之意

象，此意象是同於世尊始成正覺時「圓滿光明，遍周法界，等無差別」的境界，

換言之即是光照出一切眾生即具與如來平等不二的慧光（一般稱之為「佛

性」），使整個眾生界成為一個光光交映的無限光網。 

由此門再回溯第八門來看，第八門是就普遍之「一」，也就是一般的眾生

的角度來說明，由個別眾生向每個個別眾生乃至個別者的普遍化之一切眾生之

間的鏡映關係，這裡顯示的是指一種普遍的、價值中立的鏡映關係；但也不僅

止於是有情眾生具此鏡映性，而是任一法即具此鏡映性，不論其為眾生或非眾

生，為有情或無情眾生。本門可視為第九門由諸佛角度來談鏡映性緣起的基礎，

至於第十門則是第八與第九兩門的綜合。 

                                                        
18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大正藏冊 45，頁 682 中。 

19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問：此一切望一，皆一切在初；則一望一切。何不四句皆一在

初？答：若但一在初，唯有兩句：謂一攝一切一入一切為一句，一攝一法一入一法為兩句耳。

今由相涉，第二句一切是前所攝為能攝故，第三句互一相對，第四句唯一切對，故成四句耳，

故不得四句皆一在初。然正義如前。更有一意：如攝一入一，謂一切正攝一時，即能入一等。

若爾，何異第八？第八一攝一一入一者，一入所攝一中。今趣舉一其一皆入，以正同理廣容，

即同理普遍故。若爾，何異第七？第七但有二句，亦自入所攝一中故。此中一切正攝一亦入，

餘一亦入一切等故。若約十鏡作者，一鏡為一，九鏡為一切。一者九鏡攝一鏡，九鏡亦能入一

鏡；二者九鏡攝九鏡，九鏡入一鏡；三者九鏡攝一鏡，九鏡即入九鏡；四者九鏡攝九鏡，九鏡

亦即入九鏡，為攝一切入一切。雖通，此釋今不取之。亦有云：前第八門是複四句，一攝一一

入一，兩句方成一句故。今一攝一者，但攝其一入我一中。二但攝一切入我一中等。若爾，但

有一攝句耳，亦無入義，故不取之。」 ，大正藏冊 45，頁 682 中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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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澄觀上述的鏡映理論，筆者認為可以化為下面兩個角度來談：一是眾

生與眾生存在緣起鏡映的關係，另一則是佛與眾生也有鏡映之關係。合此二者

即是一切眾生不論其為佛或為眾生皆有鏡映關係，若此鏡映性由凡夫眾生的角

度發動，或者由凡夫的視野觀之，則一切眾生皆為此凡夫性的鏡映；若由覺悟

者佛陀發動，或由佛陀的視野觀之，則一切眾生莫不皆鏡映了佛性。前者是眾

生以世間為分別虛妄的理由，後者是佛以世間清淨真實的原因。然而這雙重角

度皆為真實，且合此雙重視域才為真正圓教之週遍含融及事事無礙的圓融法界

觀。若去除了眾生自以為真實其實為虛妄的角度，佛不能理解眾生之顛倒；若

不存在佛陀觀世間為清淨真實的角度，則眾生無由得到可以覺悟解脫的方向。

前一個方向顯示了佛對眾生的慈悲，後一個向度則顯示覺悟者的智慧。 

此一鏡映關係更可被擴至運用於理解當代的文化問題──每個文化之間常

只觀看到彼此的差異面與對立面，但若從上述覺悟的向度來觀照之時，保握佛

教之慈悲與智慧之精神時，則文化際的寛容與互相理解都是理所當為之事，且

事實上，不同的文化常常映現出彼此的鏡像，正映、側映、倒映等等各種型式

都有。舉例來說，宗教現象在不同文化都存在，不同宗教間以為是對立的，卻

常因為彼此是基於相同的信仰，就如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都是一神信仰，卻彼

此相互衝突；又例如道德要求在善人與惡人之間都存在，但惡人並不以為自己

為惡反將自己的惡行視為善行的實踐。鏡映關係可以說明對立問題，不見得是

源自差異，而是源自對於相似性問題的不同解讀，或者對不同問題的採取了相

似的邏輯與反應。 

筆者認為，能理解此一鏡映性，會更容易理解人世間各種事物的運行法則，

也更容易寛容地對待差異，因為原來人與人之間便是相互鏡映、相互影響、相

互羈絆但也可相互教導、相互學習 。但我們得若要掌握在鏡像之實相，首先便

不能先預認鏡像之真實，而應察解鏡像之可能虛妄，同時也得放下偏見執著，

學習藉著虛妄之鏡像以如實觀看真實。因為究竟之真實是包含各種鏡映的虛妄，

而不是離於虛妄之真實，故不能無視虛妄的存在，而是要揭露虛妄之為虛妄，

斯能理解真實乃鏡像之中的曲映。 

 

四、 華嚴思想解決多元文化危機的方案 

當代的多元文化的危機可視為現代化所衍生的新的處境，依哈伯瑪斯的觀

點，當由現代化的主體性轉向互為主體性的觀念，強調以溝通行動代替由傳統

形上學之由客觀實體或主體性的實體作為一切價值根源的基礎方式，走向後形

上學的思維。20不過，哈伯瑪斯的「交互主體性」概念，改變了以往從單向度的

「理性」思考，而開始留意到雙向的理性溝通之必要性，以此概念作為處理現

代性之過往問題。然而勞思光認為哈伯瑪斯這一點貢獻雖然重要，特別是在社

會哲學上面，但他還是忽略了主體內在境界的豐富性。而華嚴思想的主要特色

則是在此主體境界之發揮，因此我們可將「交互主體性」與與本文所稱的「鏡

映性」可以關連在一起思考，以補哈伯瑪斯之不足處。 

                                                        
20 參見哈伯瑪斯著，曹衛東等譯，《後形上思想》（南京：譯林出版社），頁 29 至 5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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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思想的重點，當然不是直接提供當代多元社會發展的具體的規畫，但

是由華嚴的鏡映理論，可深化主體際之間關係之論述，而且是可以包含「個別

主體」間與「文化主體」間的鏡映互動關係之理解與該當持守的原則，以解決

當代多元價值但實則是價值混亂的危機。 

依華嚴思想而言，當代多元價值的混亂現象，即是由於當代文化的鏡映活

動遠比傳統社會快速，且鏡映之方式多為片面所造成的。這當然是因於當代各

種新式傳播技術的興起，導致一種言談或者現象，可以以極快的速度被播遞到

世界的各個角落，且在傳播的過程中其原來的脈絡常被割裂，造成片斷化及扭

曲的現象，加以接受訊息者與傳播訊息者的目的，未必都是為了真實的理解，

而是為了閱聽者自己本身的意圖，是以任何言談或者思想都會造成扭曲性的鏡

映現象。然則既是鏡映必會有某種程度的擬真與失真，是以本來就不可以只憑

鏡像而求其實相，但若沒有任何鏡像也無法藉以理解實相。於是重點便在於如

何消解鏡映時的扭曲現象，以使實相得能為觀看者所認識。 

一物可以鏡映無限的，因為鏡映的條件可以不斷的累加，也也可以有無限

的組合方式，因此映照的結果便會有無限的差異。面對對無限的每個鏡像，無

法一一消除其曲映的問題以原還出唯一的真實。事實上，覺悟者之觀照萬法，

也不是要求對每一物的理解求得取唯一的真相，而是了解一切諸法間的關係，

既為無窮的鏡映，故面對的鏡像的態度，便須先以了達諸法無自性的無執著方

式，對於所照見之任何鏡像不加以喜惡偏執，不以還原出唯一的真相，而是在

各種各樣的鏡映之中，明白一切映照都有其理由，而由觀看者自身依據自己也

在萬物之中的映照，觀人我相似之處以同情地理解其相異之點。 

我等凡夫眾生，應觀眾生相中的自己，於是一切眾生與我同有煩惱苦楚；

而如來智者，則於眾生相中觀照出佛法身即於眾生相中，於是一切眾生皆具佛

法身而值得尊敬。如不能依上述的方式淨觀，則自己觀眾生時常以自己與眾生

為二為對立，卻不知自己與眾生之對立，常是因於彼此共同欲求相同的事物，

或者相同的邏輯，以此之故才產生各種紛爭；同時也以會為我與佛為對立的存

在，無法相信肯認自己亦有成佛的可能，也有人性與佛 性中的尊貴處。更有甚

者則與此尊貴之價值誓成對立，寧可在地獄稱王，以顛倒妄執為正向的價值，

成為絕大的妄想。 

將此華嚴鏡映思想用以思考當代多元文化問題時，從「個別主體」而言，

面對一切他者，不論其為同一種族或者同一文化，應先觀照我與一切他者，皆

同是眾生，依此共同性建立同理心，以肯定每個個人都有存在的價值與生存的

權利；然後則是應當肯定我與他者，皆願朝向生命良善價值之發展，是故我與

他者之對立，可能是由於對如何為達成實現良善的真正方法，有不同的見解所

造成，但若能齊皆肯定彼此共通的共識時，人我之間未必要敵對，而是可以懷

抱同情的理解，進行真誠的溝通。 

進一步就「文化主體」而言也是同樣的，任一文化主體，不能以絕對的主

宰性的立場籠斷一切，而是願意認同其他文化主體的存在價值且平等對待之，

願與其他一切文化攜手，共謀世間良善價值的逐步實現。如此一來，多元的文

化，即在一彼此尊重，開放心胸、樂於傾聽、願意包容的基礎下，尋求在差異

中的和諧。多元的價值不是各唱各的調，而形成混亂的異音，而是在和諧的共

奏中，交響出圓滿的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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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華嚴思想的文化理想 

傳說中《華嚴經》是為專為大菩薩所說的經典，是一部以佛之果德的角度，

引導菩薩行者，遇向成佛之道的終極教導。法藏即區分本經之內涵為二分： 

「一性海果分，是不可說義。何以故？不與教相應故，則十佛自境界也。

故地論云：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者是也。二緣起因分，則普賢境界也。

此二無二全體遍收。其猶波水」21 

簡單說來，本經即以佛果為依歸，以普賢代表一切菩薩，述說菩薩行乃依於佛

果而導引一切菩薩萬行之經典。對於個人生命或文化發展而言，都應依如上的

義理而行，即將個別生命或者文化生命之發展，都從菩薩行的角度來加以思考

，也從覺悟的立場加以考量。菩薩行可以依不同根機的眾生及不同的差異世界

的因緣而有所調整，但一切菩薩行莫不為了趨向佛果，並成就佛果。由此之故

，當代多元文化之發展，如能改變原本的恣意而為的傾向， 從人我互為鏡映的

關係以發展寛容與慈悲態度，由無執空性的智慧以聆聽一切可能的價值，導引

其趨向真正的離苦解脫；那麼，當代文化的多元性，才可以由於覺悟解脫的視

域，得到真正圓融的發展與融合。如此一來，各種多元文化的差異，將擺脫混

亂的雜音，而將由共同的菩薩行的旋律，形成莊嚴合奏的偉大菩薩行的交響樂

章，世間一切眾生將一起高歌，無止息地破除掃蕩各式各樣的無明與遮蔽，以

此無止息的實踐，呈現生命的永恆之神聖莊嚴價值。 

                                                        
21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45 冊，頁 477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