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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華嚴經》是一部述說信、解、行、證成佛階位過程，記載佛種

種功德點滴，及佛菩薩種種境界內涵，以佛法性體(毘盧遮那佛)起源，

由體相用(三身)，展開佛身上十種果德特色，以理來展開分別差異的人

事物變化，在華嚴海會上，呈現十身的果德境界。 所以，華嚴佛身觀以

體開展十身圓滿相用，由「十」為基準，延伸千百億化身佛，甚至無窮

盡身。因此，華嚴以「十」代表圓滿的一個無盡數，涵攝一切諸法義

理，意味著「一即十，十即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佛「一身

即十身」，「十身即一身」，印證華嚴「十佛身」含攝了佛法真義，表

現悲、智、願、行的運用，歸結整部《大方廣佛華嚴經》，可說是華嚴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圓融無盡法義的思想特色。 本論文研究對佛的

〝身〞詮釋，採用《華嚴經》內容解義為主要研究進路，從第一章至第

四章，全都是在對佛〝身〞議題討論，以不同層面層次切入，作各種不

同佛之身果德說明。 從十佛身研究，可激起身心向圓滿完善境界邁進，

且提昇精神情操領域與增進修行的階層，藉由十佛身變現及經典中的廣

大圓融，可以讓我們向善看齊，向好看齊，心胸變得無限寬廣，使研究

者與閱讀者身心靈的淨化受益良多。 關鍵詞：毘盧遮那佛、十佛身、理

事無礙、一身即十身、一即一切、圓融、無盡法、無窮盡身。  

摘要

(英) 

Research on the Meaning of Avatamsaka Sutra’s Ten Buddha-Bodies Abstract 

The Avatamsaka Sutra is the Mahayana text that explores the stages of becoming 

Buddha by the ways of faith, understanding, practice and witness. It describes all 

kinds of Buddha virtues and the variety cultivation of Bodhisattvas realms. 

Originating in the Dharma-Body of Buddha(Vairocana), the “essence”, 

“form” and “function”(Three Bodies) will expand ten resulting merits. It 

also explores the resulting realms of Ten Bodies in a Huayan meeting by 

expanding principles to discriminate the change of human and things. 

Consequently, the concept of Buddha-Bodies is extended from the “essence” to 

satisfactory “form”, “function” and from the “Ten” to a hundred million 

Buddha incarnatings, even to infinite ones. Therefore, the “Ten” symbolizes an 

endless number which contains all Buddha dharma. It also signifies the “ One is 

Ten and Ten is One,” “One is All and All is One” and ”One Buddha-Body 

is Ten Buddha-Bodies,”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dharma truth comprised by 

“Ten Buddha- Bodies” and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arity, wisdom, vow and 

practice. In conclusion, the Ta Fang Kuang Fo Hua Yen Ching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penetrating philosophy of the unobstructed Huayan teaching. The research 

of this essay is clarified on Buddha-Bodies by major ways of explaining the 

contents of Avatamsaka Sutra. The theme of Buddha-Bodies is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from first chapter to fourth and explicated the different resulting merits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The study of Ten Bodies inspires us to approach the 

perfect realms, upgrade the spiritual sentiment and promote the practicing levels. 

Through the reveals of Ten Buddha-Bodies and the scriptures of vast 

interpenetration, not only we can keep abreast of righteousness and goodness but 

open our unlimited minds. It will be a great benefit to the purification of bodies, 

minds and souls for research workers and readers. Keywords: Vairocana；Ten 

Buddha-Bodies；unobstructed .principles； One body is Ten bodies；One is 

All；interpenetration；infinite dharma；infinite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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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檔

日期 
2009/02/09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3905156 2008.9.1 11:14 61.31.142.246 new 01 493905156 2008.9.1 11:17 

61.31.142.246 new 02 493905156 2008.9.1 11:18 61.31.142.246 new 03 

493905156 2008.9.1 11:19 61.31.142.246 new 04 493905156 2008.9.1 11:33 

61.31.142.246 new 05 493905156 2008.9.1 11:48 61.31.142.246 new 06 

493905156 2008.9.1 11:58 61.31.142.246 new 07 493905156 2008.9.1 12:16 

61.31.142.246 new 08 493905156 2008.9.1 12:20 61.31.142.246 new 09 

493905156 2008.9.1 12:24 61.31.142.246 new 10 

異動

記錄 

C 493905156 Y2008.M9.D1 12:29 61.31.142.246 M 493905156 Y2008.M9.D1 

12:32 61.31.142.246 M 493905156 Y2008.M9.D1 12:36 61.31.142.246 M 

493905156 Y2008.M9.D1 12:36 61.31.142.246 M reli2791 Y2008.M9.D1 12:37 

61.31.142.246 M 030540 Y2008.M9.D1 15:13 140.136.209.52 M 030386 

Y2008.M12.D3 17:54 140.136.208.35 M reli2791 Y2009.M2.D9 13:42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0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0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0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0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4:20 140.136.129.39 I 030540 Y2009.M2.D9 15:01 

140.136.2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