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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华严》三字以上孤立?文研究
———以房山石经为例

释贤超　魏庆彬　张敏丽　范中义

　　摘　要　探究 《华严经》的形成历史以及华严宗的思想演变，需要校勘精准的 《六十华

严》文本。我们对十五种版本的 《六十华严》进行了全面校勘，统计出了２１１条三字以上?
文，其中包含１３２条孤立?文，７９条非孤立?文。重点对房山石经版 《六十华严》的２１条孤
立?文进行逐一研究，并分析孤立?文的

!

生原因，对该版本的刻造过程和版本价值给出

判断。

关键词　华严经　六十华严　房山石经　孤立?文

引　言

一、研究背景

《六十华严》是指东
!

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六十

卷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①为了区
"

於唐代实叉

难陀翻译的八十卷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前者称

为 “旧译”或 《六十华严》，後者称为 “新译”

或 《八十华严》。通常认为，《六十华严》的经文

#

容不及 《八十华严》完整。在 《八十华严》流

行之後，《六十华严》的宗教地位和受重视程度大

不如从前。管如此，《六十华严》仍然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一方面，《六十华严》反

映了华严经形成的早期样貌；另一方面，智俨、

法藏开创的华严宗所依据的根本经典便是 《六十

华严》，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所注释的也是

《六十华严》。

除此之外，《六十华严》还是房山石经早期刻

经中篇幅最长且具特殊意义的一部经典。②从
$

琬

亲作的两篇题记中可知，这部经的开刻时间应不

晚於贞观二年 （６２８年），完成时间是贞观八年

（６３４年）。③
$

琬对於此经极为重视，他在贞观二

年 （６２８年）的题记中写道：

$

琬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及好施檀越，

就此山顶刊 《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冀於旷劫济

度苍生，一切道俗同登正觉。

 作者单位为北京龙泉寺藏经办公室。

① 《六十华严》的分卷方式?非一成不变，一些

较早的版本如赵城金藏、福州藏、高丽藏初雕，都

是按照五十卷划分的。

② 房山石经版 《六十华严》位於石经山第八洞，

现存１７７石。２０００年，华夏出版社据拓片影印出版

《房山石经》，《六十华严》收
"

於第一
#

２３０至５６３

页。参：任盓略述房山石经概癋及其价值 〔Ｊ〕

佛教文化，１９８９（１）：３２－３７又，
$

炳章房山云

居寺石经 〔Ｊ〕法音，１９８６（１）：１９－２６

③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

经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Ｍ〕北京：书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８７：１—２

１



　　他在贞观八年 （６３４年）的题记写道：

今於此山镌凿 《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

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慧灯常照；万代之後，

法炬
%

明。……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

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需要指出的是，
$

琬亲自主持刻造的这部

《华严经》即是 《六十华严》。 《八十华严》翻译

完成於圣二年 （６９９年）， 《四十华严》翻译完

成於贞元十四年 （７９８年），这两部 《华严经》
$

琬都不可能遇到。①

以上事实都显示出房山石经版 《六十华严》

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通过对房山石经版 《六

十华严》的文本研究，也有助於深入认识房山石

经的版本学价值。

探究 《华严经》的形成历史以及华严宗的思

想演变，需要校勘精准的 《六十华严》文本。我

们对十五种版本的 《六十华严》进行了全面的校

勘，并详细记
%

了版本之间的?文情癋。根据

《六十华严》校勘成果，我们统计出了所有三字以

上的?文，?分为孤立?文和非孤立?文两类，

然後针对房山石经中的孤立?文进行研究。

（二）版本来源

表６－１　 《六十华严》十五种版本概癋

版　本 来　源

【辽】契丹藏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县
木塔辽代秘藏 〔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９１：２０—７９

【金】 赵 城

金藏

赵城金藏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２００８

【福】崇宁藏

与毗卢藏

日 本
& #

厅 图 书 陵 （ｈｔｔｐ：／／
ｄｂｓｉｄｏｋｅｉｏａｃｊｐ／ｋａｎｓｅｋｉ／Ｔ＿ ｂｉｂ＿
ｂｏｄｙｐｈｐ？ｎｏ＝００７０７５）

【思】思溪藏
中 华 古 籍 资 源 库 （ｈｔｔｐ：／／
ｍｙｌｉｂｎｌｃｃｎ／ｗｅｂ／ｇｕｅｓｔ／ｓｈａｎｂｅｎｊｉａｏｊｕａｎ）

【碛】碛砂藏
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 影印宋碛砂藏
经民国廿二年

【洪】 洪 武

南藏
四川省佛教协会洪武南藏１９９９

续表

版　本 来　源

【明】 永 乐

北藏

永乐 北 藏 〔Ｍ〕 北 京：瞃 装 书
局，２０００

【南】 永 乐

南藏

山 东 省 图 书 馆 佛 经 数 据 库

１２４１３３５２１５８：８０５６／ｍａｒｋｂｏｏｋ／

【径】嘉兴藏

（径山藏）

嘉兴 藏 〔Ｍ〕 北 京：民 族 出 版
社，２００５

【清】乾隆藏
精缩新版乾隆大藏经 〔Ｍ〕台北：传
正有限公司，１９９７

【初】高丽藏

初雕

韩国 高 丽 大 藏 经 研 究 所 （ｈｔｔｐ：／／
ｋｂｓｕｔｒａｒｅｋｒ）

【再】高丽藏

再雕

韩国 高 丽 大 藏 经 研 究 所 （ｈｔｔｐ：／／
ｋｂｓｕｔｒａｒｅｋｒ）

【房】 房 山

石经

房山石经 〔Ｍ〕北京：华夏出版
社，２０００

【日金】日本

金 刚 寺 古

写经

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古写经资

料库

【日七】日本

七寺古写经

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古写经资

料库

《六十华严》校勘工作使用上述十五种版本，

以 《大正藏》的校勘记格式记
%

?文，并以图片

方式保存了?文的原始出处。

（三）术语
&

明

１孤立?文：在Ｎ个版本比对中，针对某处

的
#

容，Ｎ－１个版本都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一个

版本与前者不一致，则称为 “孤立?文”。孤立?

文的数量多少表示的是这一版本於其他所有版本

与
'

不同的程度。

孤立?文的数量是评价某一版本校勘价值的

指标。假定一个版本的孤立?文数
(

０，便意味著

这个版本不会贡献任何新的校勘记，因
(

在每个

出校勘记的地方都至少存在其他一个版本跟它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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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房山石经另有 《八十华严》２方，
'

容为第

一卷，属于唐代刻经，具体年代不详。（
$

炳章房山

云居寺石经 〔Ｊ〕法音，１９８６（１）：１９—２６）另有

《四十华严》，则刊刻于明朝天
(

三年 （１６２３年）。



用字是一致的。如果这个版本不能贡献新的校勘

记，那
)

这个版本也就
*

有足
+

的校勘价值。有

孤立?文的版本，意味著这个版本不可被其他版

本替代。孤立?文数越多，校勘价值也就越高。

２非孤立?文：在 Ｎ个版本比对中，针对某

处的
#

容，至多有Ｎ－２个版本是完全一致的，至

少存在两个版本与前者不一致，这种情癋称之为

“非孤立?文”。

３三字以上?文：在版本比对中，出现连续

三字以上 （包括三字）的?文，不足三字或不是

连续三字的则不计算在
#

。

４三字以上孤立?文：针对某一版本而言，

其?文与其他所有版本?文的差?都在三字以上，

则称之
(

三字以上孤立?文。如果这一版本只与

其他某一些版本的差?在三字以上，而与其他另

一些版本的差?少於三字，则不作统计。

（四）研究思路

之所以将三字以上?文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考

虑单字或两字的?文，是因为大藏经在雕造过程

中偶然性的用字失误以及习惯性的用字差?通常

是以单字或两字?文的形式出现的。偶然性的用

字失误的随机性较大。习惯性的用字差?出现频

率过高，严格统计的话过於繁琐，而且这种差?

跟当时的汉字使用规范有关，与大藏经的雕造

过程和源流演变关联较小。

相比之下，三字以上?文出现偶然性的用字

失误和习惯性的用字差?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在

基本排除上述两方面因素後，三字以上?文的形

成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版面处理上的失

误，这在大藏经的版式行款发生转
,

的时候容易

出现，从中可以分析所依据底本的行款特点。二

是经过有意确认的文本差?，这对该版本的源流

追溯具有鲜明的指示作用。

诸多版本中，某一版本的孤立?文是该版本

区
"

於其他版本的独特标记，而三字以上的孤立

?文，对於追溯版本形成过程和还原经文原貌无

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工作方法

一是对 《六十华严》总共７８８４条校勘记进行

梳理，筛选出三字以上?文的校勘记 ２１１条。

二是将此２１１条校勘记分为孤立?文和非孤立?文

两类，统计各个版本孤立?文和非孤立?文的比例。

三是选定某一版本 （本次以房山石经本 《六十华

严》
(

研究对象），核对其?文
#

容，与其他版本

的?文进行对比研究。

本文只涉及到孤立?文的研究成果，关於非

孤立?文的研究，将另行作文发布。

二、三字以上?文统计

经统计，在 ２１１条三字以上?文中，有 １３２

条是孤立?文，７９条是非孤立?文。所有三字以

上孤立?文和非孤立?文的校勘记原文都列在本

文附
%

之中。如图６－１所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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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　 《六十华严》三字以上?文统计

孤立?文所占比例较高。就孤立?文来看，

十五个版本的孤立?文分?如图６－２。①

在刻本大藏经中，房山石经、福州藏、高丽

藏再雕、赵城金藏和思溪藏存在较多孤立?文。②

这可以解释为：这几部大藏经基本上都是其所在

３

《六十华严》三字以上孤立?文研究

①

②

其中有一条?文 （附
"

二中的编号
)

１）同

时属於赵城金藏和高丽藏再雕，在图表中各计算一

次；而在统计总数时则只计算一次。

赵城金藏５０卷本中仅存２６卷，房山石经有

不少碑文已经损坏或漫漶不清，它们的孤立?文的

原始数量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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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　各版本孤立?文数量统计

地域大藏经雕造的肇始者。由於其工作的开创性，

缺少成熟经验作为参考，导致存在较多的编辑失

误，所以体现为早期的大藏经往往具有较多的孤

立?文。① 而这些问题在後续的大藏经雕造中被逐

步发现?解
-

，比如从碛砂藏到乾隆藏，在版式

行款保持基本稳定 （每行１７字）和版本继承关

相对单纯的情癋下，再出现三字以上孤立?文的

可能性便大大降低了。

日本古写经的孤立?文也相当多，特
"

是字

数在１３—２０字之间的脱，文或衍文相当多，应该

是抄写过程中漏掉一行文字所致，反映出被抄写

对象的行款信息。其中金刚寺本的１７字脱，文出

现６次，１６字、１８字、２０字脱，文各有一次，七

寺本的１３字脱，文１次，１４字脱，文出现３次，

１６字脱，文４次，１７字脱，文９次，１７字衍文３

次，１８字脱，文１次，２０字脱，文４次，２０字衍

文１次，２４字脱，文１次，３４字衍文１次，３５字

衍文１次，４７字衍文１次，５１字脱，文１次。这

.

明古写经的抄写底本的行款以每行１７字居多。

这类脱，文衍文的数量较多，还出现了脱，衍多

行的情癋，反应出写本的严谨性一般不如刻本。

三、房山石经三字以上的孤立?文

房山石经有２１条三字以上的孤立?文。其中

脱，文为１０条，衍文为２条，讹文为９条。以下

逐一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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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３　房山石经三字以上的孤立?文分类统计

（一）脱　文

１普现十方无量
/

教化度脱，一切
!

若能度

脱，一切
!

②则得无量自在力。（卷六）

校勘记：

教化度脱，一切
'

若能度脱，一切
'

【金】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再】【日金 （甲）】 －【房】

各版本?文：

【房】……若光庄严难思议，则出无量宝莲

华。若出无量宝莲华，一一华坐无量佛。普现十

方无量
/

，则得无量自在力。若得无量自在力，

则能严
0

诸佛
/

，解
.

甚深微妙法，不可思议
'

欢喜。……

【金】【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再】【日金 （甲）】……若光庄严难

思议，则出无量宝莲华。若出无量宝莲华，一一

华坐无量佛。普现十方无量
/

，教化度脱，一切

'

。若能度脱，一切
'

，则得无量自在力。若得

无量自在力，则能严
0

诸佛
/

，解
.

甚深微妙法，

不可思议
'

欢喜。……

按：与诸本相较，房山石经缺少 “教化度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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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契丹藏和高丽藏初雕虽然也属於早期大藏

经，但是它们中的 《六十华严》保存篇幅相当有限

（契丹藏为１卷，高丽藏初雕为６卷有馀），所以统

计出来的?文数量偏少，因而不具有代表性。

该位置小标宋体字表示脱文，下同。



一切
'

若能度脱，一切
'

”十四字。本经卷九：

“供养一切佛，度脱，
'

生故，无量自在力，种种

能示现。”又，八十华严卷一四：“……若不思议

光庄严，其光则出诸莲华。其光若出诸莲华，则

无量佛坐华上；示现十方靡不遍，悉能调伏诸
'

生。若能如是调
'

生，则现无量神通力。若现无

量神通力，则住不可思议土，演
.

不可思议法，

令不思议
'

欢喜……”且 “普现十方无量
/

”与

“则得无量自在力”并无明显的因果关系，房山石

经此处应是出现了脱，文。

２如法门至一切道无量无边善根向如如善

根亦尔 （卷二十）

校勘记：

向如如善根 【金】【福】【思】【碛】【洪】

【明】【南】【径】【清】【再】【日七】 －【房】

各版本?文：

【房】……向如法门至一切道，无量无边善

根亦尔；向
'

生解了诸法，如性如善根亦尔；

向一切法自性无有自性，如相如善根亦

尔；……

【金】【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再】【日七】……向如法门至一切

道，无量无边善根向，如如善根亦尔；向
'

生解了诸法，如性如善根亦尔；向一切法自性

无有自性，如相如善根亦尔；……

按：与诸本相较，房山石经缺少 “向如如

善根”六字。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八云：

“‘无量无边善根向’者，明行
1

如理，谓称如

而成向。”又云：“‘善根向’者，谓明以同

如普
1

之善根，随?门而成向。”又云： “一、

‘如如’者，标举如理，谓如彼真如。二、‘善根

亦尔’者，举善同如。”对 “向如如善根”都

有所引用，可知唐代通行版本中应具有此六字。

所以房山石经在此应是发生了脱，文。

３或以垢国为
0"

国为垢 （卷二七）

校勘记：

0

国为垢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日七】 －【房】

各版本?文：

【房】……或以狭国为广，广国为狭。或以垢

国为
0

，如是一切世界皆有神力……

【福】【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再】 【日七】……或以狭国为广，广国为

狭。或以垢国为
0

，
"

国为垢。如是一切世界皆

有神力……

按：与诸本相较，房山石经缺少 “
2

国为垢”

四字。上句云：“或以狭国为广，广国为狭。”按

理此处句式亦当同。又， 《八十华严》此句作：

“垢世界作
0

世界，
0

世界作垢世界。”不过根据

大正藏校勘记，高丽藏再雕版姚秦鸠摩罗什所译

《十住经》卷四作 “或以狭国为广、广国为狭、或

以垢国为
0

”，与房山石经版 《六十华严》一致，

而福州藏、思溪藏、普宁藏、径山藏的 《十住经》

则作 “或以狭国为广、广国为狭，或以垢国为
0

、

0

国为垢”，与其他版本 《六十华严》一致。《十

住经》的翻译时间略早於 《六十华严》，但彼此相

隔不远，而且 《六十华严·十地品》的翻译明显

参考过 《十住经》。那
)

高丽藏再雕版 《十住经》

与房山石经版 《六十华严》同时缺少 “
0

国为

垢”四字，就很难完全用巧合解释了。此处缺少

的四字很有可能反映的是早期经文的原貌，而後

人增加 “
2

国为垢”四字使经文更为通顺也是有

可能的。

４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名一不可思议转 （卷二

九）

校勘记：

不可思议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日金】【日七】 －【房】

各版本?文：

【房】……不可称不可称名一不可称转。不可

称转不可称转名一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名一不可

思议转。不可思议转不可思议转名一不可

量。……

【福】【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再】【日金】【日七】……不可称不可称名

一不可称转。不可称转不可称转名一不可思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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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名一不可思议转。不可思议转

不可思议转名一不可量。……

按：与诸本相较，房山石经缺少 “不可思议”

四字。据前後文，上文云：“不可称转不可称转名

一不可思议。”又，下文云：“不可思议转不可思

议转名一不可量。”此四字应是房山石经脱，文。

第１、２、４条脱，文可能是由於疏忽所导致

的。第３条虽然看似脱，文，但不影响文意表达，

或是早期译本特征。下面第 ５—１０条，应该也是

类似情癋。

５菩萨摩诃萨如是精勤修习念知 （卷十）

校勘记：

摩诃萨 【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再】【日七】 －【房】

按：此段上下文多处有：“佛子！菩萨摩诃萨

……”，然下文亦有： “佛子！菩萨复安住十法

……”则用 “菩萨”字。

６菩萨摩诃萨满诸愿已 （卷十）

校勘记：

摩诃萨 【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再】【日七 （甲）】 －【房】

按：上下文：“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悉能满

足一切诸愿；菩萨摩诃萨满诸愿已，……”然下

文亦有：“佛子！云何菩萨摩诃萨随其所应而化
'

生？此菩萨知诸
'

生所宜方便……”则用 “菩

萨”字。

７菩萨摩诃萨住此陀罗尼故一切诸佛降甘露

法雨此菩萨 （卷四三）

校勘记：

摩诃萨 【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再】【日金】【日七】 －【房】

按：此段及前後段于 “菩萨摩诃萨坐道场时”

皆用 “菩萨摩诃萨”，他处则 “菩萨”“菩萨摩诃

萨”杂用。

８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卷四

六）

校勘记：

阿耨多罗三藐三 【辽】【福】【碛】【洪】【明】

【南】【径】【清】【再】【日金】【日七】 －【房】

按：两处皆通。上下文：“善哉！善哉！善男

子！乃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若

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则
(

守护一切

佛性……”

９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卷四

七）

校勘记：

阿耨多罗三藐三 【金】 【福】 【思】 【碛】

【洪】【明】【南】【径】【清】【再】【日金】【日

七】 －【房】

按：两处皆通。上下文：“时，彼仙人告大
'

言：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得一切

智，
0

一切佛功德之地。”

１０菩萨摩诃萨应一向求无量善根 （卷五八）

校勘记：

摩诃萨 【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初】【再】【日金】【日七】 －【房】

按：本段文字 “菩萨”“菩萨摩诃萨”杂用。

第５—１０条中，“菩萨摩诃萨”五字，房山石

经有四处省作 “菩萨”；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十字，房山石经有两处省作 “菩提心”，但在

六十华严里，这两个词都是存在的。石经看似脱，

文，结合上下文来看，并不影响文意。这应该也

是早期译本的特征。

（二）衍　文

１１一切劫可尽法印无穷已 （此後有衍）如

是知
'

生无量无有边 （卷四三）

校勘记：

已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日金 （甲）】 【日七 （甲）】

＋（菩萨如是知是则等正觉）【房】

各版本?文：

【房】……悉能分
"

知，一切诸法印。一切劫

可尽，法印无穷已。菩¨ł如是知，是��等正觉。①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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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知
'

生，无量无有边。彼一
'

生有，无量百

千万。……

【福】【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再】【日金】【日七】……悉能分
"

知，一

切诸法印。一切劫可尽，法印无穷已。如是知
'

生，无 量 无 有 边。彼 一
'

生 有，无 量 百 千

万。……

按：与诸本相较，房山石经多出两句 “菩萨

如是知，是则等正觉”十字。 《八十华严》卷五

九本句作 “经无量劫数，究竟不可尽。菩萨知
'

生，广大无有边”，?无与 “是则等正觉”含义

接近的语句。此十字应是衍误。

１２住法界者 （此後有衍）了知
'

生非实有

者 （卷五八）

校勘记：

住法界者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初】 【再】 ＋ （之所住处）

【房】

各版本?文：

【房】……此是解空无相愿者之所住处，离
3

妄者之所住处。住法界者之所住·ƒ；了知
'

生非

实有者；知不生者；知一切世间无所著者；方便

分
"

一切
'

生者……

【福】【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初】 【再】……此是解空无相愿者之所住

处，离
3

妄者之所住处。住法界者；了知
'

生非

实有者；知不生者；知一切世间无所著者；方便

分
"

一切
'

生者……

按：与诸本相较，房山石经多出 “之所住处”

四字。下文云： “了知
'

生非实有者；知不生者；

知一切世间无所著者；方便分
"

一切
'

生者；一

切无所依者；离一切相者；知一切法无自性者；

不
3

妄取一切业者；了知一切心意识相者。”此承

上省文，不必另著 “之所住处”字。又， 《八十

华严》作： “是了法界无差
"

者之所住处。”所

以，两处皆通。

（三）讹　文

１３一切十方一切四天下
4

兜率陀天王
&

摩尼

宝。① 殿上
.

如是法往为作证亦复如是 （卷二二）

校勘记：

摩尼宝 【金】【福】【思】【碛】【洪】【明】

【南】【径】【清】【再】 ＝一切宝庄严 【房】

按：两处皆通。

１４第四地诸佛子闻
.

如是地行义深妙无有量

心皆大欢喜 （卷二四）

校勘记：

第四地 【福】 【思】 【再】 【日七 （甲）】 ＝

第四
5

地 【碛】 ＝第四瞝慧地 【洪】【明】【南】

【径】【清】 ＝炎地第四 【房】

按：此为 《十地品》下的小标题，四处皆通。

１５胜萨?名号 （卷四）

校勘记：

萨?名号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日金】【日七】 ＝名号

萨? 【房】

按：上下文：“若菩萨摩诃萨安住此法，则得

善男子十种名号。何等
(

十？所谓：菩萨名号，

菩提智身故；摩诃萨名号，住大乘故；第一萨?

名号，最第一无间道法故；胜萨?名号，觉胜菩

提故。……”故知房山石经误倒。

１６应摄取者而摄取之应罚者罚应治者治

（卷四九）

校勘记：

应罚者罚应治者治 【福】 【思】 【碛】 【洪】

【明】【南】 【径】 【清】 【再】 【日金】 【日七】

＝应罚治者而罚治之 【房】

按：两处皆通。又，《八十华严》作：“可治

者治，可摄者摄，罚其罪恶。”

１７有须弥寂
$

眼如来应供等正觉等五百如来

出兴于世 （卷五一）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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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

等正觉 【金】【福】【碛】【洪】【明】【南】

【径】【清】【再】【日七】 ＝正遍知 【房】

按： “等正觉”字是。又，西秦圣坚 《佛
.

罗摩伽经》卷二：“彼世界中，有五百亿佛，出兴

於世，成等正觉，十号具足。”又， 《八十华严》

作：“有五百佛於中出现。其第一佛名须弥幢寂
$

妙眼如来应正等觉。”

１８尔时善财硈睵寂
!

音夜天以偈颂曰 （卷

五三）

校勘记：

硈睵寂
$

音夜天以偈颂 【福】 【思】 【碛】

【洪】【明】【南】 【径】 【清】 【初】 【再】 【日

七】 ＝以偈硈寂
$

音夜天 【房】

按：两处皆通。又， 《八十华严》作： “尔

时，善财童子一心观察寂
$

音海主夜神身而
.

颂言。”

１９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菩萨

学菩萨行修菩萨道 （卷五四）

校勘记：

云何菩萨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初】【再】【日金】 ＝而未知

菩萨云何 【房】

各版本?文：

【房】尔时，善财头面敬礼彼夜天足，?无数

匝，恭敬合掌於一面住。白言：“天神，我已先发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

行、修菩萨道、趣萨婆若？唯愿天神为我解
.

。”

【福】【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初】【再】【日金】尔时，善财头面敬礼彼

夜天足，?无数匝，恭敬合掌於一面住。白言：

“天神，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菩

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趣萨婆若？唯愿天神为

我解
.

。”

按：此处善财童子发问，本经卷四六、四七、

四八、四九、五、五一、五三、五六、五七、

五八於 “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下皆

言 “而未知菩萨云何”，如卷五一：“大圣，我已

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

菩萨行修菩萨道。”卷五六：“大圣，我已先发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行生死中

而无所染。”房山石经作 “而未知菩萨云何”，与

他处句式一致。其他诸本改作 “云何菩萨”，以意

省
6

，但与他处句式不合。

２０今於善知识而起自己心 （卷五五）

校勘记：

善知识 【福】【碛】【洪】【明】【南】【径】

【清】【再】 ＝知识所 【房】

按：两处皆通。上文云：“恭敬合掌，一心谛

观，於善知识得十种心。”又， 《八十华严》作：

“今於善知识，而起自己心。”

２１消竭无量爱欲之海 （卷五八）

校勘记：

爱欲之 【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初】【再】【日金】【日七】 ＝诸爱

欲 【房】

按：两处皆通。又，《八十华严》作：“应涸

无量爱欲海。”

就以上９处讹文来看，房山石经部分文字与

其他诸本有明显不同，但文义仍通，应该?非衍

误，而是隋末唐初北方地区 《六十华严》的文本

特点。

四、结　论

通过对房山石经版 《六十华严》三字以上孤

立?文的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就脱文来看，房山石经存在较多脱文，

一些脱文明显是由疏忽所致，
.

明房山石经的雕

刻、校勘过程中存在一定疏漏，就版本质量而言，

石经本不宜高估。当然，这也是早期大藏经雕刻

过程中的常见情形。另外，还有部分脱文并不影

响上下文义的理解，这应该是隋末唐初北方地区

《六十华严》的文本特点。

（二）就衍文和讹文来看，房山石经与後世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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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版本有一定差
"

，但是
7

大多数都不是明显

的讹误，① 而是版本原有的文本差?，同样体现了

隋末唐初北方地区 《六十华严》的文本特点。虽

然後人一直在对 《六十华严》进行文本上的完善，

单就这２１条?文而言，房山石经依然具有很高的

版本价值。

以上是以房山石经
(

例，对 《六十华严》的

三字以上孤立?文进行的研究。对於高丽藏再雕、

福州藏、赵城金藏、思溪藏这些版本中的孤立?

文，以上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可以更清楚地认

识不同版本的版本特征和价值。

附
!

一　房山石经
《六十华严》的２５字孤立?文

（一）校勘记

〔时善…本愿〕３５５９字 【福】 【思】 【碛】

【洪】【明】 【南】 【径】 【清】 【再】 ＝尔时有

〔漫漶，约２５字〕【房】

按：房山石经 《六十华严》有一大段孤立?

文，约２５字。与其他版本相较，其他版本此处则

(

３５５９字。２５字开头三字
(

“尔时有”，其後２０

馀字至卷五七结束，漫漶不可识。３５５９字开头
(

“时善财童子敬受其教”，其後文字至卷五七结束。

两处?文字数、
#

容皆相差甚远，可以肯定并非

石经本的漏刻，更可能是早期译本翻译时的省简，

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二）各版本?文

【房】……诸大菩萨具大悲藏教化
'

生心无厌

足得自在法一一毛孔现一切佛自在神力我当云何

能知能
.

彼功德行摩耶夫人告善财童子言善男子

於此世界三十三天有王名正念彼天有女汝诣彼问

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尔时有② （漫漶，约

２５字）

【福】【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再】……诸大菩萨具大悲藏教化
'

生心无

厌足得自在法一一毛孔现一切佛自在神力我当云

何能知能
.

彼功德行摩耶夫人告善财童子言善男

子於此世界三十三天有王名正念王有童女名天主

光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 〔时善财

童子敬受其教头面作礼?无数匝恋慕瞻仰却行而

退遂往天
&

见彼童女礼足围?合掌前住白言圣者

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

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诱诲愿
(

我
.

天

女答言善男子我得菩萨解脱名无碍念清
0

庄严善

男子我念过去有最胜劫名青莲华我於彼劫中供养

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彼诸如来从初出家我皆瞻奉守

护供养造僧伽蓝营办什物又彼诸佛从
(

菩萨住母

胎时诞生之时行七步时大师子吼时住童子位在
&

中时向菩提树成正觉时转正法轮现佛神变教化调

伏
'

生之时如是一切诸所作事从初发心乃至法尽

我皆明忆无有遗馀常现在前念持不忘又忆过去劫

名善地我於彼供养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又过去劫

名
(

妙德我於彼供养一佛世界微尘等诸佛如来又

劫名无所得我於彼供养八十四亿百千那由他诸佛

如来又劫名善光我於彼供养阎浮提微尘等诸佛如

来又劫名无量光我於彼供养二十恒河沙等诸佛如

来又劫名精进德我於彼供养一恒河沙等诸佛如来

又劫名善悲我於彼供养八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又

劫名胜?我於彼供养六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又劫

名妙月我於彼供养七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善男子

如是忆念恒河沙劫我常不诸佛如来应正等觉从

彼一切诸如来所闻此无碍念清
0

庄严菩萨解脱受

持修行恒不间断随顺趣入如是先劫所有如来从初

菩萨乃至法尽一切神变我以
0

严解脱之力皆随忆

９

《六十华严》三字以上孤立?文研究

①

②

房山石经 《六十华严》另有一处约２５字的

?文，其他诸本此处则作 ３５５９字。
'

容明显不同，

应该也是早期译本的特征。情癋复杂，未及纳入统

计，详见附
"

一 《房山石经 ＜六十华严 ＞的２５字孤

立?文》

该位置黑体字表示?文，下同。



念明了现前持而顺行曾无懈废善男子我唯知此无

碍念清
0

解脱如诸菩萨摩诃萨出生死夜朗然明彻

永离矼冥未
8

胮寐心无诸盖身行轻安於诸法性清

0

觉了成就十力开悟群生而我云何能知能
.

彼功

德行善男子迦?罗城有童子师名曰遍友汝诣彼问

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时善财童子以闻法故

身心遍
9

不思议善根流派增广头面敬礼天主光足

?无数匝恋仰辞去从天
&

下渐向彼城至遍友所礼

足围?合掌恭敬於一面立白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

萨道我闻圣者善能诱诲愿
(

我
.

遍友答言善男子

此有童子名善知
'

艺学菩萨字智汝可问之当
(

汝

.

尔时善财即至其所头顶礼敬於一面立白言圣者

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

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诱诲愿
(

我
.

时

彼童子告善财言善男子我得菩萨解脱名善知
'

艺

我恒唱持入此解脱根本之字唱阿字时入般若波罗

蜜门名菩萨威德各
"

境界唱罗字时入般若波罗蜜

门名平等一味最上无边唱波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

名法界无?相唱者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普轮断

差
"

唱多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得无依无上唱逻

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离依止无垢唱荼字时入般

若波罗蜜门名不退转之行唱婆字时入般若波罗蜜

门名金刚场唱荼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曰普轮唱

沙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
(

海藏唱他字时入般若

波罗蜜门名普生安住唱那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

圆满光唱那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差
"

积聚唱史

吒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普光明息诸烦恼唱迦字

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差
"

一味唱娑字时入般若波

罗蜜门名霈然法雨唱摩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大

流湍激
':

齐峙唱伽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普上

安立唱娑他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真如藏遍平等

唱社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入世间海清
0

唱室者

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一切诸佛正念庄严唱鮙字

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观察圆满法聚唱奢字时入般

若波罗蜜门名一切诸佛教授轮光唱?字时入般若

波罗蜜门名
0

修因地现前智藏唱叉字时入般若波

罗蜜门名息诸业海藏
;

唱娑多字时入般若波罗蜜

门名蠲诸惑障开
0

光明唱壤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

名作世间了悟因唱颇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智慧

轮断生死唱婆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一切
&

殿具

足庄严唱车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修行戒藏各
"

圆满唱娑摩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随十方现见诸

佛唱诃娑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观察一切无缘
'

生方便摄受令生海藏唱诃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

修行趣入一切功德海唱伽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

持一切法云坚固海藏唱吒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

十方诸佛随愿现前唱籋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不

动字轮聚集诸亿字唱娑颇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

化
'

生究竟处唱娑迦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诸地

满足无著无碍解脱光明轮遍照唱釺字时入般若波

罗蜜门名宣
.

一切佛法境界唱多娑字时入般若波

罗蜜门名一切
3

空法雷遍吼唱?字时入般若波罗

蜜门名晓诸迷识无我明灯唱陀字时入般若波罗蜜

门名一切法轮出生之藏善男子我唱如是入诸解脱

根本字时此四十二般若波罗蜜门
(

首入无量无数

般若波罗蜜门善男子我唯知此善知
'

艺菩萨解脱

如诸菩萨摩诃萨能於一切世出世间善巧之法以智

通达到於彼岸殊方?艺咸综无遗文字算数
;

其深

解医药鮌术善？？
'

病有诸
'

生鬼魅所持怨憎鮌诅

恶星变怪死癛奔逐癫痫羸？？种种诸疾咸能救之使

得痊愈又善
"

知金玉珠贝珊瑚?璃摩尼砗磲鸡萨

罗等一切宝藏出生之处品类不同价直多少村营乡

邑大小都城
&

殿苑园砶泉薮泽凡是一切人
'

所居

菩萨咸能随方摄护又善观察天文地理人相吉凶鸟

兽音声云霞气候年丰俭国土安危如是世间所有

技艺莫不该练尽其源本又能分
"

出世之法正名辩

义观察体相随顺修行智入其中无疑无碍无愚?无

顽钝无忧恼无沈
*

无不现证而我云何能知能
.

彼

功德行善男子此摩竭提国有一聚落彼中有城名婆

稰那有优婆夷号曰贤胜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萨

行修菩萨道时善财童子头面敬礼
'

艺之足?无数

匝恋仰辞去向聚落城至贤胜所礼足围?合掌恭敬

於一面立白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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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

能诱诲愿
(

我
.

贤胜答言善男子我得菩萨法门名

无依处道场既自开解复
(

人
.

又得无尽三昧非彼

三昧法有尽无尽以能出生一切智性眼无尽故又能

出生一切智性耳无尽故又能出生一切智性鼻无尽

故又能出生一切智性舌无尽故又能出生一切智性

身无尽故又能出生一切智性意无尽故又能出生一

切智性种种慧明无尽故又能出生一切智性周遍神

通无尽故又能出生一切智性如海波涛无量功德皆

无尽故又能出生一切智性遍世间光无尽故善男子

我唯知此无依处道场法门如诸菩萨摩诃萨一切无

著功德行而我云何尽能知
.

善男子南方有城名
(

沃田彼有长者名坚固解脱汝可往问云何菩萨学菩

萨行修菩萨道尔时善财礼贤胜足?无数匝恋慕瞻

仰辞退南行到於彼城诣长者所礼足围?合掌恭敬

於一面立白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

能诱诲愿
(

我
.

长者答言善男子我得菩萨解脱名

无著清
0

念我自得是解脱已来法愿充满於十方佛

所无复希求善男子我唯知此
0

念解脱如诸菩萨摩

诃萨获无所畏大师子吼安住高广福慧之聚而我云

何能知能
.

彼功德行善男子即此城中有一长者名

(

妙月其长者宅常有光明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

萨行修菩萨道时善财童子礼坚固足?无数匝辞退

而行向妙月所礼足围?合掌恭敬於一面立白言圣

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

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诱诲愿
(

我
.

妙月答言善男子我得菩萨解脱名
0

智光明善男子

我唯知此智光解脱如诸菩萨摩诃萨证得无量解脱

法门而我云何能知能
.

彼功德行善男子於此南方

有城名出生彼有长者名无胜军汝诣彼问云何菩萨

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是时善财礼妙月足?无数匝恋

仰辞去渐向彼城至长者所礼足围?合掌恭敬於一

面立白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

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诱

诲愿
(

我
.

长者答言善男子我得菩萨解脱名无尽

相我以证此菩萨解脱见无量佛得无尽藏善男子我

唯知此无尽相解脱如诸菩萨摩诃萨得无限智无碍

辩才而我云何能知能
.

彼功德行善男子於此城南

有一聚落名之
(

法彼聚落中有婆罗门名尸?最胜

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时善财童子

礼无胜军足?无数匝恋仰辞去渐次南行诣彼聚落

见尸?最胜礼足围?合掌恭敬於一面立白言圣者

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

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诱诲愿
(

我
.

婆

罗门答言善男子我得菩萨法门名诚愿语过去现在

未来菩萨以是语故乃至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

有退转无已退无现退无当退善男子我以住於诚愿

语故随意所作莫不成满善男子我唯知此诚语法门

如诸菩萨摩诃萨与诚愿语行止无违言必以诚未曾

3

妄无量功德因之出生而我云何能知能
.

善男子

於此南方有城名妙意华门彼有童子名曰德生复有

童女名
(

有德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

道时善财童子於法尊重礼婆罗门足?无数匝恋仰

而去渐次南行至於彼城见童子童女顶礼其足围?

毕已於前合掌而作是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唯

愿慈哀
(

我宣
.

时童子童女告善财言善男子我等

证得菩萨解脱名
(

幻住以斯
0

智观诸世间皆幻住

因缘生故一切
'

生皆幻住业烦恼所起故一切法皆

幻住无明有爱等展转缘生故一切三界皆幻住颠倒

智所生故一切
'

生生灭生老死忧悲苦恼皆幻住
3

妄分
"

所生故一切国土皆幻住想倒心倒见倒无明

所现故一切声闻辟支佛皆幻住智断分
"

所成故一

切菩萨皆幻住能自调伏教化
'

生殊胜智心及诸行

愿之所成故一切菩萨
'

会变化调伏诸所施
(

皆幻

住愿及智所摄成故善男子幻境自性不可思议善男

子我等二人但能知此菩萨解脱如诸菩萨摩诃萨善

入无边诸事幻网彼功德行我等云何能知能
.

时童

子童女
.

自解脱已诸善根力不思议故令善财身柔

软光泽自
.

本愿〕

（三）石经图版

房山石经 《六十华严》图版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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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　 《房山石经》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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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二　 《六十华严》

三字以上孤立?文汇总

一、【辽】契丹藏的孤立?文

（一）辽脱

无

（二）辽衍

无

（三）辽讹

无

二、【金】赵城金藏的孤立?文

（一）金脱

无

（二）金衍

１佛子一切诸佛有十种最胜力大力无量力大

功德力尊重力不退转力坚固力不可坏力一切世间

不能思议力一切
'

生不能坏力①大力那罗延幢佛所

住法何等
(

十 （卷三一）

校勘记：力 【再】 ＋ （大力佛子诸佛世尊有

十种）【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 ＋（是
(

十佛子诸佛世尊有十种）【金】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唐法藏 《华严经

探玄记》卷一五：“第八大段十种最胜力下答第八

佛神力问。於中有一百门。谓初列十门是总标。

下十门
"

释。一一总门具十
"

门，及一一
"

门摄

十总门，故成百门。何以知者。以标中云十种最

胜力大力无量力乃至佛所住法
(

一句标。故知十

种之言，贯下九力，各有十也。後何等
(

十之言，

通徵前十力各十之义。但以义同，故亦通以十门

通释前十。是故结中各唯结初。以此十种皆是大

力那罗延等也。以大力
(

总，馀九摄在大力中。

故有十种大力。初力用过劣，名最胜力。二当体

广能，名
(

大力。三多门业用。四大福胜用。五

威德特尊。如外道见佛，违自先制，不觉起礼等。

六所作不屈。七能坏魔军。八不
(

他所坏。九业

用超世表也。十举世无能破。言大力那罗延幢等

者，结归初总。那罗延者，此云坚牢。即帝释力

士之名，举近
(

癋佛所住之力。”又，八十华严译

作： “佛子！诸佛世尊有十种力。何等
(

十？所

谓：广大力、最上力、无量力、大威德力、难获

力、不退力、坚固力、不可坏力、一切世间不思

议力、一切
'

生无能动力。是
(

十。佛子！诸佛

世尊有十种大那罗延幢勇健法。何者
(

十？”

（三）金讹

２无量庄严超出一切
'

生境界 （卷十四）

校勘记：无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 ＝令一切
'

生无 【金】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３满足阿僧癨诸如来力 （卷十四）

校勘记：满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 ＝令一切
'

生满 【金】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４清
0

信心供养导师 （卷十四）

校勘记：清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 ＝令一切
'

生清 【金】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５受持守护一切佛法 （卷十四）

校勘记：受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 ＝令一切
'

生受 【金】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６未至大海多用功力入海以风无复艰碍 （卷

二十六）

校勘记：入海已风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日七

（甲）】 ＝若入海已但随风去 【金】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又，姚秦鸠摩罗

什译 《十住经》卷三：“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得

大海，多用功力、或以手力；若至大海，不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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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以风力而去。若本功力，於大海中一日之

行，於百千岁不能得及。”又，八十华严译作：

“未至於海，多用功力；若至海已，但随风去，不

假人力以至大海。”

７消灭无量邪想水故菩提心者则
!

风轮坏散

一切诸障盖故 （卷五九）

校勘记： 〔消灭…盖故〕二十四字 【再】

【房】 ＝消灭无量邪想水故菩提心者则
(

地轮生长

一切诸善法故菩提心者则
(

水轮润益一切诸善法

故菩提心者则
(

火轮烧灭一切诸恶法故菩提心者

则
(

风轮坏散一切诸障盖故 【金】 ＝消灭无量邪

想水故菩提心者则
(

大风轮坏散一切诸障盖故

【福】【碛】【洪】【明】【南】【径】【清】

按：“消灭无量邪想水故菩提心者则
(

风轮坏

散一切诸障盖故”字是。又，八十华严译作：“菩

提心者，如善持鮌，能除一切颠倒毒故；菩提心

者，犹如疾风，能卷一切诸障雾故。”

三、【福】福州藏的孤立?文

（一）福脱

８若能度脱一切
"

则得无量自在力 （卷六）

校勘记：若能度脱一切
'

【金】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日金

（甲）】 －【福】

按：有此七字是。此承上句，【福】本阙文。

９随叶如来离三垢诸吉祥中最无上 （卷七）

校勘记：随叶如来离三垢诸吉祥中最无上

【金】【思】【碛】【洪】【明】【南】【径】【清】

【再】【房】【日金 （甲）】【日七 （甲）】 －【福】

按：有此十四字是。【福】本阙文。

１０彼佛曾来入此处是故此地最吉祥 （卷七）

校勘记：彼佛曾来入此处是故此地最吉祥

【金】【思】【碛】【洪】【明】【南】【径】【清】

【再】【房】【日金 （甲）】【日七 （甲）】 －【福】

按：有此十四字。【福】本阙文。

１１〔一切…萨行〕二百九十四字 （卷二一）

校勘记：〔一切…萨行〕二百九十四字 【金】

【思】【碛】【洪】【明】【南】【径】【清】【再】

【房】 －【福】

按：〔一切…萨行〕二百九十四字是， 【福】

本阙文。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八：“第二偈

颂中。有五十一颂。分三。”

１２令一切
'

生清
0

平等故向令一切
"

生除

灭恚 （卷二二）

校勘记：故向令一切
'

生 【金】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

【福】

按：“故向令一切
'

生”字是。又，八十华

严译作：“
(

成就一切
'

生故向；
(

令一切
'

生

皆心
0

不动故向。”

１３天婆罗 驮香天坚固香 （卷二二）

校勘记：天婆罗葽驮香 【金】 【思】 【碛】

【洪】【明】【径】【清】【再】 －【福】 ＝天婆罗

<

驮香 【南】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１４称树高广有师子座其座上有佛号一切智王

如来 （卷二七）

校勘记：高广有师子座其座上有佛号一切智

王如 【思】【碛】【洪】【明】【南】【径】【清】

【再】【房】【日七 （甲）】 －【福】

按： “高广有师子座其座上有佛号一切智王

如”字是。姚秦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四：

“称树高广，有师子座，其座上有佛号一切智王如

来。”又，八十华严译作：“称树形量，有师子座，

座上有佛，号一切智通王。”

１５菩萨摩诃萨常乐寂
#

法深入真实地究竟住

法界 （卷二八）

校勘记：菩萨摩诃萨常乐寂
$

法深入真实地

究竟住法界 【金】【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七 （甲）】 －【福】

按：“菩萨摩诃萨常乐寂
$

法深入真实地究竟

住法界”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五：

“第五菩萨摩诃萨下十颂，颂如焰忍。”又，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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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译作：“如是得善巧，寂灭无戏论，住於无碍

地，普现大威力。”

１６是
!

第十事示现处胎 （卷四二）

校勘记：是
(

第十事示现处胎 【思】 【碛】

【洪】【明】【南】【径】【清】【再】 －【福】

按： “是
(

第十事示现处胎”字是。上文云

“是
(

第九事示现处胎” “是
(

第八事示现处胎”

“是
(

第七事示现处胎”“是
(

第六事示现处胎”。

（二）福衍

无

（三）福讹

１７诸佛圣福田能灭烦恼患 （卷五）

校勘记：能灭烦恼患 【金】【思】【碛】【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日金

（甲）】 ＝
'

生故有? 【福】

按：“能灭烦恼患”是。八十华严译作：“佛

福田如是，灭诸烦恼患。”作 “
'

生故有?”者，

涉上文 “
'

生故有?”而误。

１８尔所一切诸大劫中 （卷二二）

校勘记：大劫中 【金】 【思】 【碛】 【洪】

【明】【南】 【径】 【清】 【再】 【房】 ＝
.

大劫

【福】

按： “大劫中”字是。又，八十华严译作

“一切世间种种劫”。

１９专念寂灭法其心未曾离 （卷二八）

校勘记：其心未曾离 【金】【碛】【洪】【明】

【南】【径】【清】【再】【日七 （甲）】 ＝心未曾

远离 【福】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八十华严译作

“专念於佛法，未尝有散动”。

２０园林华果等 （卷二八）

校勘记：华果等 【金】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房】【日七 （甲）】 ＝

悉
3

妄 【福】

按： “华果等”字是。八十华严译作 “园林

华果等”。

２１功德具陀罗尼门智陀罗尼门智具陀罗尼门

诸愿陀罗尼门分
"

诸愿陀罗尼门 （卷四八）

校勘记：智陀罗尼门智具陀罗尼门诸愿陀罗

尼门分 【金】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再】【房】【日金 （甲）】 ＝智 【福】

按：“智陀罗尼门智具陀罗尼门诸愿陀罗尼门

分”字是。八十华严译作 “福德助道具陀罗尼门、

智慧陀罗尼门、智慧助道具陀罗尼门、诸愿陀罗

尼门、分
"

诸愿陀罗尼门”。

四、【思】思溪藏的孤立?文

（一）思脱

２２〔悉见…数等〕五二八字 （卷三）

校勘记： 〔悉见…数等〕五二八字 【金】

【福】【碛】【洪】【明】【径】【清】【再】【日金

（甲）】【日七 （甲）】 －【思】

按：【思】本脱页。

２３〔界香…诸世〕六一二字 （卷四六）

校勘记： 〔界香…诸世〕六一二字 【辽】

【福】【碛】【洪】【明】【南】【径】【清】【再】

【房】【日金 （甲）】【日七 （甲）】 －【思】

按：有 〔界香…诸世〕六一二字是。 【思】

本脱页。（页六行行十七字，计脱六页。）

（二）思衍

２４身之要用牙齿
(

最己所宝重
'

所睵惜而能

惠施诸乞求者 （卷十七）

校勘记：求 【金】 【福】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 ＋（〔著众…修习〕六百

一十三字）【思】

按：“求”字是。〔著众…修习〕六百一十三

字，
(

本经卷第十九
#

容重出，【思】本误衍。

（三）思讹

２５安住法界等无量一切菩萨清
0

智慧广
$

诸

法 （卷二二）

校勘记：智慧广
.

【金】 【福】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房】 ＝无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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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按：“智慧广
.

”字是。又，八十华严译作：

“安住法界无量平等
(

一切菩萨广
.

诸法清
0

智。”

２６〔灰或…菩萨〕五百一十三字 （卷四九）

校勘记：〔灰或…菩萨〕五百一十三字 【福】

【碛】【洪】【明】【南】【径】【清】【再】【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 〔生不…菩萨〕

六百一十一字 【思】

按：〔灰或…菩萨〕五百一十三字是。 【思】

本版面错乱，其 〔生不…菩萨〕六百一十一字
(

本经卷五五
#

容。

五、【碛】碛砂藏的孤立?文

（一）碛脱

无

（二）碛衍

无

（三）碛讹

无

六、【洪】洪武南藏的孤立?文

（一）洪脱

无

（二）洪衍

２７所有言语
=

犷苦恶自坏其身亦坏於他如是

等语皆悉离 （卷二四）

校勘记：恶 【金】 【福】 【思】 【碛】 【明】

【南】【径】【清】【再】【日七 （甲）】 ＋（令他

恼不以慢令他怖畏恼热不忧不喜）【洪】

按：“恶”字是。姚秦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

卷一：“所有言语
=

？苦恶，令他恼又以慢令

他怖畏恼热不爱不喜，自坏其身亦坏於他，如是

等语皆悉离。”据此，则当有 “令他恼”等

字。而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引 《十地经论》

云： “经曰：离於恶口，所有语言侵恼语，粗犷

语，不爱语，不乐语，不善自坏身亦坏他人语。

如是等语，皆悉离。”又云：“《论》经中有十

六语，此中有四语。一
=

犷者，是损他语。能令

他故。二苦者，是苦他语也。三恶者，是鄙恶

语。四自坏坏他者，已有同意乐事，自身失坏，

令他失坏故。馀语如 《论》。”则 《探玄记》所据

本固作四语，无 “令他恼”等字。

（三）洪讹

无

七、【明】永乐北藏的孤立?文

（一）明脱

２８〔
"

生未曾散乱……令一切
"

〕八五○字

（卷十六）

校勘记： 〔
'

生 切
'

〕八五○字 【福】

【思】【碛】【洪】【南】【径】【清】【房】【再】

－【明】

按：〔
'

生切
'

〕八五○字是。【明】本

脱页。

（二）明衍

无

（三）明讹

无

八、【南】永乐南藏的孤立?文

（一）南脱

无

（二）南衍

无

（三）南讹

无

九、【径】嘉兴藏的孤立?文

（一）径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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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径衍

无

（三）径讹

无

十、【清】乾隆藏的孤立?文

（一）清脱

无

（二）清衍

无

（三）清讹

无

十一、【初】高丽藏初雕的孤立?文

（一）初脱

无

（二）初衍

无

（三）初讹

２９尔时善财白圆满妙德林天言 （卷五六）

校勘记：圆满妙德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房】 ＝妙德圆满

【初】

按：当作 “妙德圆满”字是。本经卷五五：

“善男子，此阎浮提有一园林名流弥尼，彼有天名

妙德圆满。”“渐渐?行至彼林中，周遍推求妙德

圆满林天。”又，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二

：“名妙德圆满林天者，谓善妙之德
#

备，发愿

守护此林故以
(

名也。”

十二、【再】高丽藏再雕的孤立?文

（一）再脱

３０普於十方界演
.

无上法 （卷一）

校勘记：法 【再】 ＋ （所从诸世界） 【福】

【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无 “所从诸世界”字是。参 “一切诸世

间奇特未曾有”条。

此外，序号 １的?文同时属於 “金衍”和

“再脱”，这眧不再重列出。

（二）再衍

３１若彼智慧常在前身口意业无错谬 （卷六）

校勘记：若彼智慧常在前身口意业无错谬

【再】 －【金】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房】【日金 （甲）】

按：有此十四字是。依上下句式，此句
(

复

述上句。又，八十华严译作： “则以智慧
(

先导，

身语意业恒无失。若以智慧
(

先导，身语意业恒

无失。”

３２
-

定了知一切菩萨愿行
%

定了知神力自在

变化住持
-

定了知一切如来成就十力 （卷三七）

校勘记：
-

定了知 【再】 － 【福】 【思】

【碛】【洪】【明】【径】【清】【房】 ＋（一切菩

萨愿行）【南】【日金 （甲）】【日金 （丙）】

按：“
-

定了知”字是。上文云：“
-

定了知

一切菩萨愿行。”下句云：“
-

定了知一切如来成

就十力。”又，八十华严译作：“知一切菩萨愿行

自在住持变化；知一切如来具足十力成等正觉。”

３３尔时善财童子往诣寂
$

音夜天所 （卷五

三）

校勘记：尔时善财童子 【再】 －【福】【思】

【碛】【洪】【明】【径】【清】【日七 （甲）】

按：“尔时善财童子”字是。八十华严译作：

“尔时，善财童子於普救
'

生妙德夜神所，闻菩萨

普现一切世间调伏
'

生解脱门，了知信解，自在

安住，而往寂
$

音海夜神所。”

３４尔时摩耶夫人告善财童子言 （卷五七）

校勘记：尔时摩耶夫人告善财童子言 【再】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日金 （甲）】【日七 （甲）】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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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讹

３５佛一毛中皆悉现 （卷一）

校勘记：皆悉现 【再】 ＝悉皆见 【金】【福】

【思】【碛】【洪】【明】【径】【清】【房】【日金

（甲）】【日七 （甲）】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３６愿时
(

敷演如来性起法何等如来身清
0

妙

音声云何如来心及无量境界何等如来行及诸佛菩

提修习何等法速成等正觉云何转法轮清
0

妙胜法

（卷三三）

校勘记：何等如来行及诸佛菩提修习何等法

速成等正觉 【再】 ＝修习何等法速成等正觉何等

如来行及诸佛菩提 【福】【思】【碛】【洪】【明】

【南】【径】 【清】 ＝云何如来行及诸佛菩提 【日

金 （甲）】 ＝何等如来行及诸佛菩提 【日金

（乙）】【日金 （丙）】【日七 （甲）】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又，唐法藏 《华

严经探玄记》卷一六：“就正请中，初二句请初总

门。二次句
"

请身业。三次句语业。四次句意业。

五次句所知境。六次句所行行。七次句示所得果。

有本此中更有二句，谓修习等。八次二句所转法

轮。”又，八十华严译作： “菩萨云何随顺入，诸

佛如来出兴世？云何身语心境界，及所行处愿皆

.

？云何诸佛成正觉？云何如来转法轮？”

３７以法界
3

空界等一切供养恭敬供养一切世

界诸佛 （卷四二）

校勘记：供养恭敬 【再】 ＝恭敬供养 【福】

【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供养恭敬”可通，不必改动。此句当读

作：“以法界
3

空界等一切供养，恭敬供养一切世

界诸佛。”又，八十华严译作：“以大神力兴起种

种诸供养具，名殊胜可乐，遍法界、
3

空界，一

切世界供养诸佛。”

３８於此世界三十三天有王名正念王有女名天

主光 （卷五七）

校勘记：三十三天有王名正念王有女名天主

光 【再】 ＝中忉利天上有天名正念彼天有女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日金 （甲）】【日七 （甲）】

按：“三十三天有王名正念王有女名天主光”

字是。又，八十华严译作： “於此世界三十三天，

有王名正念，其王有女名天主光。”

十三、【房】房山石经的孤立?文

（一）房山脱

３９教化度脱一切
"

若能度脱一切
"

（卷六）

校勘记：教化度脱一切
'

若能度脱一切
'

【金】【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日金 （甲）】 －【房】

按：“教化度脱一切
'

若能度脱一切
'

”字

是。本经卷九：“供养一切佛，度脱
'

生故，无量

自在力，种种能示现。”又，八十华严卷一四：

“……若不思议光庄严，其光则出诸莲华。其光若

出诸莲华，则无量佛坐华上；示现十方靡不遍，

悉能调伏诸
'

生。若能如是调
'

生，则现无量神

通力。若现无量神通力，则住不可思议土，演
.

不可思议法，令不思议
'

欢喜……”

４０菩萨摩诃萨如是精勤修习念知 （卷十）

校勘记：摩诃萨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日七 （甲）】 －

【房】

按：此段上下文多处有：“佛子！菩萨摩诃萨

……”，然下文亦有： “佛子！菩萨复安住十法

……”则用 “菩萨”字。

４１菩萨摩诃萨满诸愿已 （卷十）

校勘记：摩诃萨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日七】 －【房】

按：上下文：“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悉能满

足一切诸愿；菩萨摩诃萨满诸愿已，……”然下

文亦有：“佛子！云何菩萨摩诃萨随其所应而化
'

生？此菩萨知诸
'

生所宜方便……”则用 “菩

萨”字。

４２如法门至一切道无量无边善根向如如善

根亦尔 （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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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向如如善根 【金】 【福】 【思】

【碛】【洪】【明】 【南】 【径】 【清】 【再】 【日

七】 －【房】

按： “向如如善根”字是。唐法藏 《华严

经探玄记》卷八：“无量无边善根向者。明行
1

如理。谓称如而成向。”又云： “善根向者。

谓明以同如普
1

之善根。随?门而成向。”又

云：“一如如者。标举如理。谓如彼真如。二善根

亦尔者。举善同如。”

４３或以垢国
(0&

国
!

垢 （卷二七）

校勘记：
0

国
(

垢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日七】 －【房】

按：“
0

国
(

垢”字是。上句云：“或以狭国

(

广广国
(

狭。”又，八十华严译作：“垢世界作

0

世界，
0

世界作垢世界。”又，姚秦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四：“或以狭国
(

广、广国
(

狭，或

以垢国
(0

。”

４４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名一不可思议转 （卷

二九）

校勘记：不可思议 【福】 【思】 【碛】 【洪】

【明】【南】 【径】 【清】 【再】 【日金】 【日七】

－【房】

按：“不可思议”字是。上文云：“不可称转

不可称转名一不可思议。”又，下文云：“不可思

议转不可思议转名一不可量。”

４５菩萨摩诃萨住此陀罗尼故一切诸佛降甘露

法雨此菩萨 （卷四三）

校勘记：摩诃萨 【福】 【思】 【碛】 【洪】

【明】【南】 【径】 【清】 【再】 【日金】 【日七】

－【房】

按：此段及前後段于 “菩萨摩诃萨坐道场时”

皆用 “菩萨摩诃萨”，他处则 “菩萨”“菩萨摩诃

萨”杂用。

４６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卷

四六）

校勘记：阿耨多罗三藐三 【辽】 【福】 【碛】

【洪】【明】【南】【径】【清】【再】【日金】【日

七】 －【房】

按：上下文：“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发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若有能发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则
(

守护一切佛性……”

４７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卷

四七）

校勘记：阿耨多罗三藐三 【金】 【福】 【思】

【碛】【洪】【明】 【南】 【径】 【清】 【再】 【日

金】【日七】 －【房】

按：上下文：“时，彼仙人告大
'

言：若有能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得一切智，
0

一切

佛功德之地。”

４８菩萨摩诃萨应一向求无量善根 （卷五八）

校勘记：摩诃萨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初】【再】【日金】【日

七】 －【房】

按：本段文字 “菩萨”“菩萨摩诃萨”杂用。

（二）房山衍

４９一切劫可尽法印无穷已如是知
'

生无量无

有边 （卷四三）

校勘记：已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日金】【日七】＋（菩

萨如是知是则等正觉）【房】

按：“已”字是。八十华严译作：“经无量劫

数，究竟不可尽。菩萨知
'

生，广大无有边。”

５０住法界者 （卷五八）

校勘记：者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初】 【再】 ＋ （之所住处）

【房】

按：两处皆通。下文云： “了知
'

生非实有

者；知不生者；知一切世间无所著者；方便分
"

一切
'

生者；一切无所依者；离一切相者；知一

切法无自性者；不
3

妄取一切业者；了知一切心

意识相者。”此承上省文，不必另著 “之所住处”

字。又，八十华严译作：“是了法界无差
"

者之所

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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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山讹

５１一切十方一切四天下
4

兜率陀天王
&

摩尼

宝殿上
.

如是法往
(

作证亦复如是 （卷二二）

校勘记：摩尼宝 【金】 【福】 【思】 【碛】

【洪】【明】【南】【径】【清】【再】 ＝一切宝庄

严 【房】

按：两处皆通。又，八十华严译作：“十方所

有一切世界兜率天
&

宝庄严殿诸菩萨
'

来
(

作证，

亦复如是。”

５２第四地诸佛子闻
.

如是地行义深妙无有量

心皆大欢喜 （卷二四）

校勘记：第四地 【福】 【思】 【再】 【日七

（甲）】 ＝第四
5

地 【碛】 ＝第四瞝慧地 【洪】

【明】【南】【径】【清】 ＝炎地第四 【房】

按：此
(

《十地品》下的小标题，四处皆通。

５３胜萨?名号 （卷四○）

校勘记：萨?名号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日金 （甲）】【日

七 （甲）】＝名号萨? 【房】

按：“萨?名号”字是。上文云 “菩萨名号”

“摩诃萨名号”。下文云 “第一萨?名号” “胜萨

?名号”“无比萨?名号”。

５４应摄取者而摄取之应罚者罚应治者治

（卷四九）

校勘记：应罚者罚应治者治 【福】 【思】

【碛】【洪】【明】 【南】 【径】 【清】 【再】 【日

金】【日七】＝应罚治者而罚治之 【房】

按：两处皆通。八十华严译作： “可治者治，

可摄者摄，罚其罪恶。”

５５有须弥寂
$

眼如来应供等正觉等五百如来

出兴于世 （卷五一）

校勘记：等正觉 【金】 【福】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日七】＝正遍知

【房】

按： “等正觉”字是。西秦圣坚 《佛
.

罗摩

伽经》卷二： “彼世界中，有五百亿佛，出兴於

世，成等正觉，十号具足。”又，八十华严译作：

“有五百佛於中出现。其第一佛名须弥幢寂
$

妙眼

如来应正等觉。”

５６尔时善财硈睵寂
#

音夜天以偈颂曰 （卷

五三）

校勘记：硈睵寂
$

音夜天以偈颂 【福】 【思】

【碛】【洪】【明】【南】【径】【清】【初】【再】

【日七】＝以偈硈寂
$

音夜天 【房】

按：两处皆通。八十华严译作：“尔时，善财

童子一心观察寂
$

音海主夜神身而
.

颂言。”

５７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菩萨

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趣萨婆若 （卷五四）

校勘记：云何菩萨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初】【再】【日金】＝而

未知菩萨云何 【房】

按：当有 “而未知菩萨云何”字是。此处善

财童子发问，本经卷四六、四七、四八、四九、

五、五一、五三、五六、五七、五八于 “我已

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下皆言 “而未知菩

萨云何”，如卷五一：“大圣，我已先发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

道。”卷五六：“大圣，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行生死中而无所染。”

又，八十华严译作：“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得一

切智？”

５８今於善知识而起自己心 （卷五五）

校勘记：善知识 【福】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 ＝知识所 【房】

按：两处皆通。上文云：“恭敬合掌，一心谛

观，於善知识得十种心。”又，八十华严译作：

“今於善知识，而起自己心。”

５９消竭无量爱欲之海 （卷五八）

校勘记：爱欲之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初】【再】【日金】【日

七】＝诸爱欲 【房】

按：两处皆通。又，八十华严译作：“应涸无

量爱欲海。”

０２

石经研究 （第三辑）



十四、【日金】日本金刚寺

古写经的孤立?文

（一）【日金】脱

６０一切世界悉无成败而能出生世成败智一切

诸法无有造者而能出生业报智慧 （卷三）

校勘记：而能出生世成败智一切诸法无有造

者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再】 【房】 【日金 （乙）】 【日七 （甲）】

－【日金 （甲）】

６１生恶家障生边地障生恶人中障生天贫穷障

生诸龙夜叉乾闼婆 （卷三三）

校勘记：家障生边地障生恶人中障生天贫穷

障生诸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日金 （甲）】 【日金

（丙）】【日七 （甲）】 －【日金 （乙）】

６２十方现在佛及已般涅?无尽功德藏闻名欢

喜者彼得何等利哀愍分
'$

（卷三三）

校勘记：无尽功德藏闻名欢喜者彼得何等利

哀愍分
".

【福】【思】【碛】【洪】【明】【南】

【径】 【清】 【再】 【房】 【日金 （甲）】 【日金

（丙）】【日七 （甲）】 －【日金 （乙）】

６３能令修习善根善知识能令究竟诸波罗蜜善

知识能令分
"

解
.

一切法善知识 （卷三六）

校勘记：根善知识能令究竟诸波罗蜜善知识

能令 【福】【思】【碛】【洪】【明】【南】【房】

【径】【清】【再】【日金 （丙）】 －【日金 （甲）】

６４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十种无著若菩萨摩诃

萨安住此法则能速转一切
'

想 （卷三七）

校勘记：子是
(

菩萨摩诃萨十种无著若菩萨

摩诃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金 （丙）】 －【日金 （甲）】

６５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通自在何等
!

十所

谓一切世界示现身一身境界通自在 （卷三九）

校勘记：摩诃萨有十种通自在何等
(

十所谓

一切 【金】【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再】【日七 （甲）】 －【日金 （甲）】

６６於一切世界示现水火风
>

成败不令
'

生有

恐怖心神力自在一切世界水火风
(

坏时悉能住持

一切
'

生资生之具神力自在 （卷三九）

校勘记：有恐怖心神力自在一切世界水火风

>

坏 【金】【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七 （甲）】 －【日金 （甲）】

６７一切智力自在一切智人智觉悟故大悲力自

在不一切
"

生故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十种力自

在 （卷三九）

校勘记：觉悟故大悲力自在不一切
'

生故

佛子 【金】【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再】【房】【日七 （甲）】 －【日金

（甲）】

６８〔佛子……大智〕二四九字 （卷四一）

校勘记： 〔佛子…大智〕二四九字 【福】

【思】【碛】【洪】【明】【南】【清】【再】【房】

－【日金 （甲）】

６９菩萨摩诃萨住兜率天知欲界天子不识苦故

不乐闻法 （卷四二）

校勘记：萨摩诃萨住兜率天知欲界天子不识

苦故 【福】【思】【碛】【洪】【明】【南】【清】

【再】【房】【日七 （甲）】 －【日金 （甲）】

（二）【日金】衍

７０安立
'

生菩萨律仪睵大乘戒出生大悲功德

之藏
.

一切有皆悉如梦 （卷四七）

校勘记：有 【福】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日七 （甲）】 【日七

（乙）】 ＋（仪睵大乘戒出生大悲功德之藏
.

一切

有）【日金 （甲）】

７１何等
(

胜法何等
(

无著 （卷三六）

校勘记：法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房】【日金 （丙）】 ＋

（何等法）【日金 （甲）】

７２九光明王幢第十普智王 （卷五二）

校勘记：王 【福】 【碛】 【洪】 【明】 【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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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再】【房】【日七 （甲）】 ＋（未离乐五阴

非乐生乐想）【日金 （甲）】

７３亦无有生者亦无有灭者如是诸如来及一切

境界 （卷三四）

校勘记：者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房】【日七 （甲）】 ＋

（如是诸如来境界不可量一切非一切法界无穷尽）

【日金 （甲）】

（三）【日金】讹

７４所
.

苦灭谛者 （卷四）

校勘记：苦灭谛者 【金】福】 【思】 【碛】

【洪】【明】【径】【清】【再】【日七 （甲）】 ＝

苦集灭者谛 【日金 （甲）】

７５巴连弗邑有菩萨住处名金灯僧伽蓝过去诸

菩萨常於中住 （卷二九）

校勘记：巴连弗邑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日金 （乙）】 ＝

色莲弗？【日金 （甲）】 ＝巴连佛邑 【日七 （甲）】

７６佛子乃至一菩萨成无上道言佛造者无有是处

（卷三三）

校勘记：成无上道言佛造者 【再】 【日七

（甲）】 ＝不於佛所曾种善根能得如来少分智慧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成无上道言佛言佛造者 【日金 （甲）】

７７所谓灭恶饶益长养善法 （卷三四）

校勘记：灭恶饶益 【金】【再】【日七 （甲）】

＝除灭
'

恶 【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 ＝除灭
'

怨饶益 【日金 （甲）】

按：“灭恶饶益”字是。下文云 “普照饶益”

“大慈饶益”“大悲饶益”“正法饶益”。

７８三名火珠光明大宝 （卷三五）

校勘记：火珠光明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初】 【再】 【日金

（乙）】【日七 （甲）】 ＝大光明珠 【日金 （甲）】

７９以法界
3

空界等一切供养恭敬 （卷四二）

校勘记：等一切 【福】 【思】 【碛】 【洪】

【明】【南】【清】【再】【房】【日七 （甲）】 ＝

一切等 【日金 （甲）】

８０妙色莲花生世间诸荣乐唯求无上道 （卷

五六）

校勘记：妙色莲花生世间诸荣乐 【福】 【碛】

【洪】【明】【南】【径】【清】【再】【房】 ＝世

间诸荣乐妙色莲花生 【日金 （甲）】

８１应放心城普照光明知一切
'

生诸根欲性结

业习气诸垢
0

故 （卷五七）

校勘记：应放心 【福】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房】【日七 （甲）】 ＝

放心应 【日金 （甲）】

十五、【日七】日本七寺

古写经的孤立?文

（一）【日七】脱

８２香水洗塔菩提树因是得成
&

香光 （卷七）

校勘记：香水洗塔菩提树因是得成
0

香光

【金】【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 －【日七 （甲）】

８３求大乘者犹
!

易能信是法
!

甚难 （卷七）

校勘记：求大乘者犹
(

易能信是法
(

甚难

【金】【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 －【日七 （甲）】

８４天人师悉现一切严
&)

须弥山王顶帝释妙

胜殿 （卷七）

校勘记：天人师悉现一切严
0/

须弥山王顶

帝释妙胜殿 【金】【福】【思】【碛】【洪】【明】

【南】【径】【清】【再】【房】【日金 （甲）】 －

【日七 （甲）】

８５发胜妙心离疑网地灭恶清
&

常依如来

（卷一三）

校勘记：发胜妙心离疑网地灭恶清
0

常依如

来 【金】 【福】 【思】 【洪】 【明】 【南】径】

【清】【再】【房】 －【日七 （甲）】

８６身坏命终生於善处是菩萨於诸禅定解脱三

昧能入能出而不随生 （卷二四）

２２

石经研究 （第三辑）



校勘记：於善处是菩萨於诸禅定解脱三昧能

入能 【福】【碛】【洪】【明】【南】【径】【清】

【再】 －【日七 （甲）】

８７随一切垢
&

悉能如实知解知世如梦不取
*

妄相 （卷二八）

校勘记：随一切垢
0

悉能如实知解知世如梦

不取
3

妄相 【金】【福】【碛】【洪】【明】【南】

【径】【清】【再】 －【日七 （甲）】

８８於彼一一妙色中出不可
$&

光明於彼
0

妙

光明中出不可
.

师子座 （卷二九）

校勘记：於彼一一妙色中出不可
.0

光明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再】【房】【日金 （甲）】 －【日七 （甲）】

８９如来有大人相名一切法界海云普照十方诸

如来座及一切法界法轮法海悉能示现一切相云如

来有大人相名普示现云如来右髀
"

宝庄严放於妙

法种种香光随顺安住出诸音声一切宝王以
(

庄严

於念念中悉能示现心王海云 （卷三二）

校勘记： 〔一切…音声〕五十一字 【福】

【思】【碛】【洪】【明】【南】【径】【清】【再】

【房】【日金 （乙）】 －【日七 （甲）】

９０菩萨摩诃萨取此微尘展转更种乃至八十彼

一一微尘生果悉与一切世界微尘数等菩萨摩诃萨

业报清
0

肉眼悉分
"

见 （卷三二）校勘记：悉与

一切世界微尘数等菩萨摩诃萨业报 【福】 【思】

【碛】【洪】【明】【南】【径】【清】【再】【日金

（乙）】【日金 （丙）】 －【日七 （甲）】

９１生邪见惑起邪
*

妄
!

缚所缚流转生死远如

来道
!

如是等诸
'

生故如来应供等正觉出兴于世

（卷三三）

校勘记：起邪
3

妄
(

缚所缚流转生死远如来

道
(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 【房】 【日金 （甲）】 【日金 （乙）】

【日金 （丙）】 －【日七 （甲）】

９２又第二士夫随算知量数於亿无数劫算量空

可尽如来诸功德不可得穷尽 （卷三四）

校勘记：於亿无数劫算量空可尽如来诸功德

不可得穷尽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金 （甲）】 －【日七 （甲）】

９３
(

一生补处菩萨雨清
0

普照大法云雨
!

得

记菩萨雨如来庄严大法云雨 （卷三四）

校勘记：照大法云雨
(

得记菩萨雨如来庄严

大法 【金】【福】【思】【碛】【洪】【明】【南】

【径】 【清】 【再】 【日金 （甲）】 【日金 （乙）】

－【日七 （甲）】

９４见此经卷在微尘
#

作如是念云何如此广大

经卷在微尘
+

而不饶益
'

生耶 （卷三五）

校勘记：作如是念云何如此广大经卷在微尘

#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初】 【再】 【房】 【日金 （甲）】 【日金

（乙）】 －【日七 （甲）】

９５何等
!

十所谓一切法即是一法一法即是一

切法 （卷三九）

校勘记：等
(

十所谓一切法即是一法一法即

是 【金】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日金 （甲）】 【日金

（乙）】 －【日七 （甲）】

９６菩萨本修行业心无染著皆悉清
&

威仪具足

故一切
"

生乐见无厌 （卷四）

校勘记：无染著皆悉清
0

威仪具足故一切
'

生乐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金 （甲）】 －【日七 （甲）】

９７观味是患还来受生明了法解斯陀含故乃至

须臾不乐三界不著受生专求尽漏明了法解阿那含

故 （卷四二）

校勘记：解斯陀含故乃至须臾不乐三界不著

受生专求尽漏明了法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９８是
(

第七所示现事菩萨摩诃萨於兜率天临

命终时天楼阁中放大光明名
0

庄严 （卷四二）

校勘记：现事菩萨摩诃萨於兜率天临命终时

天楼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金 （甲）】 －【日七 （甲）】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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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十种事故现童子地佛

子菩萨摩诃萨现童子地已 （卷四三）

校勘记：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十种事故现童

子地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 －【日七 （甲）】

１００佛子如来应供等正觉转如是十行等无量

行法轮 （卷四三）

校勘记：等无量行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１０１佛子如来应供等正觉清
&

法轮因十种白

0

法故 （卷四三）

校勘记：佛子如来应供等正觉清
0

法轮 【福】

【思】【碛】【洪】【明】【南】【径】【清】【再】

【房】【日金 （甲）】 －【日七 （甲）】

１０２观察善逝智普照於一切遍观
'

生行种种

妙功德 （卷四三）

校勘记：於一切 【福】 【南】 【再】 【日七

（甲）】 ＋（萨婆若光明照生死昏夜）【碛】【洪】

【明】【径】【清】 ＝一切法 【日金 （甲）】

１０３诸大声闻虽处癨洹不
?

如来自在神变譬

如盲人至大宝洲行住坐
,

不见
"

宝 （卷四四）

校勘记：神变譬如盲人至大宝洲行住坐
@

不

见
'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金 （甲）】 －【日七 （甲）】

１０４谓文殊师利此诸比丘皆新出家欲见仁者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即
(

显现菩萨自在 （卷四五）

校勘记：此诸比丘皆新出家欲见仁者尔时文

殊师利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再】【房】 －【日七 （甲）】

１０５云何正念菩萨道云何缘於菩萨境界道云

何增广菩萨道云何菩萨具普贤行 （卷四六）

校勘记：云何缘於菩萨境界道云何增广菩萨

道 【福】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房】 －【日七 （甲）】

１０６复过一万劫有劫名离忧世界名离垢胜有

须弥寂
#

眼如来应供等正觉等五百如来出兴于世

（卷五一）

校勘记：劫有劫名离忧世界名离垢胜有须弥

寂
$

【福】【思】【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 －【日七 （甲）】

１０７无量无数劫或有佛兴世演
$

深妙法饶益

一切
"

（卷五三）

校勘记：无量无数劫或有佛兴世演
.

深妙法

饶益一切
'

【福】【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 －【日七 （甲）】

１０８种种安住种种庄严种种清
&

种种劫种种

如来出兴于世种种三世种种国土种种法界种种诸

道种种入法界 （卷五三）

校勘记： （种种…诸道）三十五字 【福】

【碛】【洪】【明】【南】【径】【清】【再】【房】

－【日七 （甲）】

１０９尔时善财童子如是经?百一十城 （卷六

○）

校勘记：尔时善财童子如是 【福】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

【日七 （甲）】

１１０何当会遇面奉慈
-

作是念时文殊师利
.

伸右手过百一十由旬至普门城摩善财顶而作是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若离信根忧悔心
/

功行不具退失

精勤於少功德便以
!

足於一善根心生住著不善发

起菩萨行愿不
!

善知识之所摄护不
!

如来之所忆

念是等皆悉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所行

如是所住若周遍知若种种知若尽原底若渐趣入若

解
$

若分
'

若证知若获得皆悉不能是时文殊师利

!

善财童子示教诲已慰谕令其欢喜踊跃令得成就

阿僧癨法门得无量大智光明无量菩萨陀罗尼无量

大愿无量三昧无量神通无量智慧皆已成就复令得

入普贤所行道场之
+

既置善财自所住已文殊师利

还摄不现 （卷六○）

校勘记：（何当…不现）二百五十二字 【福】

【碛】【洪】【明】【南】【径】【清】【再】【房】

－【日七 （甲）】

４２

石经研究 （第三辑）



（二）【日七】衍

１１１即於东北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

坐 （卷四）

校勘记：坐 【金】 【福】 【思】 【碛】 【洪】

【明】【径】【清】【再】【房】【日金 （甲）】 ＋

（於东北方化作莲华藏师子之座结跏趺坐） 【日七

（甲）】

１１２一切莫能知 （卷一四）

校勘记：知 【金】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房】 ＋（如来等

正觉功德难思议诸佛功德藏一切莫能知） 【日七

（甲）】

１１３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第二无碍天眼智明

（卷二八）

校勘记：明 【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房】 ＋〔佛子菩萨摩诃

萨忆宿命事或自或他悉能见如业境界如所回转悉

能观见佛子是
(

菩萨摩诃萨第二无碍天眼知明〕

四十七字 【日七 （甲）】

１１４庄严慧世界一劫於镜光明世界月佛
/(

一日一夜 （卷二九）

校勘记：劫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日金 （甲）】 【日金

（乙）】 ＋〔於镜光明佛
/(

一日一夜庄严慧世界

一劫於镜光明界世觉月佛
/(

一日一夜一劫〕三

十五字 【日七 （甲）】

１１５佛子是
(

一切诸佛十种常法 （卷三）

校勘记：佛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日金 （甲）】 【日金

（乙）】 ＋（化
'

生已示现涅?佛境诸界无有边际

佛）【日七 （甲）】

１１６难陀跋难陀龙王所住渊池流入大海复悉

过前 （卷三五）

校勘记：复 【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初】【再】【日金 （乙）】 ＋（前难陀跋

难陀龙王所住渊池流入大海复）【日七 （甲）】

１１７修习普贤愿得成无上道 （卷四六）

校勘记：道 【福】 【碛】 【洪】 【明】 【南】

【径】【清】 【再】 【房】 ＋ （普有甘露法令
'

住

佛道）【日七 （甲）】

１１８得
3

空等念佛三昧门 （卷四六）

校勘记：等 【福】 【碛】 【洪】 【明】 【南】

【径】【清】 【再】 【房】 ＋ （见一切
'

生诸业如

镜中像得自在念佛三昧门见一切庄严法界诸佛充

满得
3

空等）【日七 （甲）】

（三）【日七】讹

１１９慧眼清
0

等观三世 （卷一）

校勘记：慧眼 【金】【福】【思】【碛】【洪】

【明】【径】 【清】 【初】 【房】 ＝眼慧
0

【日七

（甲）】

１２０如来法身禅境界 （卷一）

校勘记：身禅境 【金】 【思】 【碛】 【洪】

【明】【径】 【清】 【初】 【再】 【房】 ＝禅境身

【日七 （甲）】

１２１一切菩萨得善利 （卷三）

１校勘记：得善利 【金】 【福】 【思】 【碛】

【洪】 【明】 【径】 【清】 【再】 【房】 【日金

（甲）】 ＝善利行 【日七 （甲）】

１２２是无碍解脱智慧不离通达诸法如实智无

行行慧 （卷二四）

校勘记：解脱智慧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再】 ＝智慧解脱 【日七

（甲）】

１２３菩萨住是地能以柔软心勤行於精进得百

千三昧 （卷二四）

校勘记：於精进 【福】 【思】 【碛】 【洪】

【明】【南】 【径】 【清】 【再】 【房】 ＝精进於

【日七 （甲）】

１２４十地诸佛力功德无穷尽如须弥山王集一

切天
'

（卷二七）

校勘记：无穷尽 【福】 【思】 【碛】 【洪】

【明】【南】 【径】 【清】 【再】 【房】 ＝穷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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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七 （甲）】

１２５菩萨摩诃萨於佛涅?後能於念念中分布

诸舍利 （卷三三）

校勘记：分布诸舍利 【南】 【日金 （乙）】

【日金 （丙）】 ＝令布诸舍利 【日金 （甲）】 ＝
-

定智能知 【日七 （甲）】

１２６示现种种身出生无量音 （卷四三）

校勘记：生无量 【福】 【思】 【碛】 【洪】

【明】【南】【清】【再】【房】【日金 （甲）】 ＝

无量生 【日七 （甲）】

１２７普
.'

生音不起
*

妄想 （卷四三）

校勘记：
3

妄想 【福】 【思】 【碛】 【洪】

【明】【南】【清】【再】【房】【日金 （甲）】 ＝

相空妄 【日七 （甲）】

１２８於一毛孔中放演
0

光明 （卷四三）

校勘记：毛孔中 【福】 【思】 【碛】 【洪】

【明】【南】【清】【再】【房】【日金 （甲）】 ＝

切毛孔 【日七 （甲）】

１２９不本座如应化度觉城
'

生已?行南方

（卷四五）

校勘记：应化度 【福】 【思】 【碛】 【洪】

【明】【南】 【清】 【再】 【房】 ＝来化应 【日七

（甲）】

１３０於尔所劫不生愚矼心 （卷四九）

校勘记：於尔所 【福】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房】【日金 （甲）】 ＝

求? 【日七 （甲）】

１３１於一切佛法乃至一句一味不生疑惑 （卷

四九）

校勘记：法乃至 【福】 【碛】 【洪】 【明】

【南】【径】【清】【再】【房】【日金 （甲）】 ＝

妄想无 【日七 （甲）】

１３２境界云何何等方便
!

何等行 （卷五三）

校勘记：何等行 【福】 【碛】 【洪】 【明】

【南】【径】 【清】 【再】 【房】 ＝等行所 【日七

（甲）】

附
!

三　 《六十华严》

三字以上非孤立?文汇总

卷三

１有依水轮住坚固

校勘记：住坚固 【金】 【福】 【思】 【碛】

【洪】【明】 【径】 【清】 【再】 ＝坚固住 【日金

（甲）】【日七 （甲）】

卷四

２或称能仁或称解脱王或称智慧王或称明行

足或称善誓或称能寂灭或称大慈或称大悲

校勘记： 〔或称…大悲〕三十六字 【金】

【再】 【日金 （甲）】 【日七 （甲）】 － 【福】

【思】【碛】【洪】【明】【径】【清】【房】

按：有此三十六字是。唐澄观 《大方广佛华

严经疏》卷一三：“南方唯二，旧经则具，乃是新

本脱漏，准前後例不应独此便略。”据此，则本经

应有此八句。

卷五

３
(

知色受想行识欲界色界无色界矼爱断诸

烦恼耶

校勘记：色受想行识欲界色界无色界矼爱

【金】【思】【碛】【洪】【明】【南】【径】【清】

【再】 【日金 （甲）】 ＝色色受受想想行行识识欲

界欲界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界矼矼爱爱 【福】【房】

按：“色受想行识欲界色界无色界矼爱”是，

【福】【房】本重文。

４若知色受想行识欲界色界无色界矼爱断诸

烦恼者

校勘记： 〔若知……恼者〕二十一字 【金】

【思】【碛】【洪】【明】【南】【径】【清】【再】

－【福】【房】【日金 （甲）】

按：有此二十一字是，【福】【房】本阙文。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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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５普现十方无量
/

教化度脱一切
'

校勘记：
'

【金】 【福】 【明】 【南】 【径】

【清】【再】 【日金 （甲）】 ＋ 〔若出…切众〕二

十八字 【思】【碛】【洪】

按：“
'

”字是。【思】【碛】诸本衍文。

卷八

６知
'

生非真实知
'

生无所有

校勘记：有 【再】 【日金 （甲）】 【日七

（甲）】 ＋（知
'

生无自性） 【福】 【思】 【碛】

【洪】【明】【南】【径】【清】

按：当有 “知
'

生无自性”六字是，否则不

足 “十法”。

７闻十种法应当修行何等
!

十

校勘记：闻十种法应当修行何等
(

十 【金】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再】 －【日金 （甲）】【日七 （甲）】

８一切
"

生种种性无量无边不可数悉欲了达

分
'

知菩萨因此初发心

校勘记： 〔一切……发心〕二十八字 【金】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有此二十八字是。八十华严有此句，译

作：“
'

生诸界各差
"

，一切世间无有量，欲悉了

知其体性，菩萨以此初发心。”

９当知?齿和合则
(

梵行

校勘记：行 【金】【再】【房】 ＋（
(

口业是

梵行耶）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日金 （甲）】【日七 （甲）】

按：“行”字是。上文：“
(

身是梵行耶？乃

至戒是梵行耶？”此问已涵盖身、身业、口、口

业、意、意业、佛、法、僧、戒十问，故以下皆

依次作答，无须另行发问。

卷九

１０初发心菩萨摩诃萨不齐限欲知尔所世界
'

生种种欲乐故

校勘记：摩诃萨 【金】【再】 －【福】 【思】

【碛】【洪】【明】【南】【径】【清】【房】【日金

（甲）】【日七 （甲）】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下文有云：“初发

心菩萨摩诃萨不
(

齐限，知尔所世界劫数成败故

发菩提心。”

卷十

１１十者得大涅?无有差
'

校勘记：十者得大涅?无有差
"

【再】【日七

（甲）】 －【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

按：“十者得大涅?无有差
"

”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五：“十得果平等，上利他。”

１２是
(

菩萨行十种法

校勘记：菩萨 【再】【房】 【日七 （甲）】 ＋

（摩诃萨）【福】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

按：“菩萨”字是。此句在本段结尾，据上下

文例，每段末句皆径作 “是
(

菩萨”云云，此亦

当同。

１３一者生大庄严心无忧睮

校勘记：一者 【再】【房】 【日七 （甲）】 ＋

（心无疲
A

二者）【福】 【思】 【碛】 【洪】 【明】

【南】【径】【清】

按：“一者”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卷五：“一大誓严心，不虑不成，故无忧也。”又，

八十华严译作：“一者，心无疲厌；二者，具大庄

严。”（八十华严所述一至十，
#

容皆与六十华严

有?）。【福】【思】诸本有?者，盖据此改。

１４一切诸世间奇特未曾有

校勘记：有 【再】 【房】 ＋ （须夜摩天王）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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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有”字是。自 “普放
0

光明”至 “清

0

修梵行”，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判
(

五句

颂：初一颂此品放光事；次二颂前品中事，於中

初一半颂此界，下半颂类馀十方；次三颂此品中

事，即十方处通颂显示；次一颂不离觉树而至夜

摩等文。据此，则本经无误。若于此句後补数句，

则多出一颂不成五句。又，八十华严自 “普放
0

光明”至 “清
0

修梵行”，与所补一颂相合，

【福】【思】诸本盖据此改。

１５硈睵十如来
'

生皆悉闻

校勘记：闻 【再】 【房】 ＋ （一切处咸?）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 “闻”字是。参 “一切诸世间奇特未曾

有”条。

１６彼诸上人等清
0

修梵行

校勘记：等 【再】 【房】 ＋ （各於其佛所）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无 “各於其佛所”字是。参 “一切诸世

间奇特未曾有”条。

卷十九

１７令一切
'

生逮得贤善摩诃衍心

校勘记：贤善 【福】【再】 ＝普贤菩萨 【金】

【思】【碛】 【洪】 【南】 【径】 【清】 ＝＝普贤

【日金 （丙）】

按： “贤善”字是。此句言摩诃衍心，与

“普贤菩萨”无涉。又，八十华严译作：“
(

令一

切
'

生悉入摩诃衍故向。”

１８令一切
'

生得无量禅智慧分
"

满足诸通

校勘记：禅 【金】 【福】 【思】 【碛】 【再】

【房】 ＋（波罗蜜） 【洪】 【明】 【南】 【径】

【清】【日金 （丙）】【日七 （甲）】

按：当有 “波罗蜜”字是。上句云： “令一

切
'

生，满足诸佛尸波罗蜜，平等清
0

；令一具

切
'

生，大精进波罗蜜，未曾懈怠；令一切
'

生，

得大羼提波罗蜜。”

　　１９业缘不违报报缘不违业

校勘记：缘不违业 【金】 【福】 【再】 【房】

【日七 （甲）】 ＝不违业缘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

按：“缘不违业”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

记》卷八：“五业所感果，则缘报不违。”又，八

十华严译作：“业不违报，报不违业。”

卷二十

２０得佛无量无边满足自在神力

校勘记：足 【金】【福】 【再】 【房】 【日七

（甲）】 ＋ （胜众生法示现一切得佛无量无边满

足）【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下文云：“得一切

佛无量无边满足胜
'

生法示现一切
'

生萨婆若十

力等觉。”则此处不当再有 “胜
'

生法”句。又，

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八：“四得佛圆法。谓

超出
'

生。故云胜。而即赴机。故云示现一

切也。”

２１以此无缚无著解脱心善根於一身
#

悉能容

受无量诸身

校勘记：心 【金】 【再】 ＋ （究竟此无缚无

著解脱心）【福】【思】【碛】【洪】【明】【南】

【径】【清】

按：“心”字是。上下文皆言 “以此无缚无著

解脱心善根”，此亦当同。

卷二一

２２不妄取一切佛及佛法不妄取调伏不调伏
'

生不妄取善根及向

校勘记：法 【金】【洪】【明】【南】【径】【清】

【再】 ＋（不妄取善根及向）【福】【思】【碛】

按：“法”字是。下句云 “不妄取调伏不调伏

'

生，不妄取善根及向”，此处不当重出。又，

八十华严译作：“不分
"

若佛、若一切佛法，不分

"

若调伏
'

生、若不调伏
'

生，不分
"

若善根、

若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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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如一世界乃至
3

空法界等一切世界尽未来

劫
!

一
"

生修菩萨行

校勘记：等一切世界尽未来劫
(

一
'

生修菩

萨行 【金】【洪】【明】【南】【径】【清】【再】

【房】 －【福】【思】【碛】

按： “等一切世界尽未来劫
(

一
'

生修菩萨

行”字是。下句云： “
(

一切
'

生亦复如是。”

又，八十华严译作：“如於一世界，尽法界、
3

空

界、一切世界皆亦如是；如
(

一
'

生，
(

一切
'

生亦复如是。”

２４如我行梵行令一切
'

生皆悉安住此诸梵行

校勘记：如我行梵行 【再】 【房】 － 【金】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 “如我行梵行”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

探玄记》卷八：“自下自化他行十二句。初一。举

自例也。”又，八十华严译作：“菩萨摩诃萨若能

(

己修行如是清
0

梵行，则能普
(

一切
'

生，令

一切
'

生皆得安住。”

卷二二

２５令一切
"

生於一切世界尽未来劫

校勘记：令一切
'

生 【金】 【再】 － 【福】

【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 “令一切
'

生”字是。上文云 “令一切

'

生随顺真实得不坏心”。

２６令一切
'

生除灭恚

校勘记：恚 【金】【再】 ＋（故向） 【福】

【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又，上文云：“长

养善根故向，严
0

佛
/

故向，令一切
'

生清

0

平等故向。”又，八十华严译作：“
(

令一切

'

生皆心
0

不动故向。” 【福】 【思】诸本有

“故向”字，盖据此改。

２７令一切
'

生具足平等甚深佛法

校勘记：法 【金】 【福】 【思】 【碛】 【洪】

【南】【再】【房】 ＋（故向）【明】【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又，八十华严译

作：“
(

令一切
'

生皆入甚深佛法故向。”

２８令一切
'

生具足平等不可坏清
0

功德力

校勘记：功德力 【金】 【再】 ＝功德故向

令一切
'

生力不可坏故向 【福】 【思】 【碛】

【洪】【明】【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又，八十华严译

作：“
(

令一切
'

生皆得无能过清
0

功德故向，

(

令一切
'

生皆得不可坏清
0

福力故向。”

卷二三

２９菩萨住欢喜地

校勘记：萨 【金】【福】【再】【房】 ＋（摩

诃萨）【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萨”字是。姚秦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

卷一： “诸佛子！菩萨住欢喜地。”又，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一引 《十地经论》曰：“如

经，诸佛子，菩萨如是安住菩萨欢喜地，发诸大

愿，起如是大方便，如是大行，以十愿门
(

首。”

又，八十华严译作 “菩萨住欢喜地”。

卷二四

３０离於妄语常真实语谛语随语乃至梦中尚不

妄语何癋故作

校勘记：语 【金】 【福】 【思】 【碛】 【再】

【房】【日七 （甲）】 ＋（不作增恶）【洪】【明】

【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姚秦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一：“离於妄语，常真语、实语、谛

语、随语，不作憎恶妄语；乃至梦中尚不妄语，

何癋故作妄语？”据此，则有 “不作憎恶”字。而

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引 《十地经论》则云：

“经曰：离於妄语，常作实语、谛语、时事，是菩

萨乃至梦中不起覆见、忍见，无心欲作诳他语，

何癋故妄语？”据此，则无 “不作憎恶”字。又，

八十华严译作：“菩萨常作实语、真语、时语，乃

至梦中亦不忍作覆藏之语，无心欲作，何癋故

犯！”亦无 “不作憎恶”义。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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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五

３１灭除心恶垢名尸波

校勘记：名尸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 －【金】【福】【思】

按：“名尸波罗蜜”字是。又，上句云：“於

一一念中能具菩提法所谓施戒等十种波罗蜜。”

“如是诸菩萨所修之福德皆与诸
'

生名檀波罗蜜。”

又，下文云：“能解如实
.

名智波罗蜜。”又，姚

秦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 “灭除心恶垢，

名尸波罗蜜。”

３２不
(

六尘伤羼提波罗蜜

校勘记：羼提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房】 －【金】【福】【思】

按：“羼提波罗蜜”字是。
.

同上。又，姚秦

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 “不
(

六尘伤，羼

提波罗蜜。”

３３能起转胜法精进波罗蜜

校勘记：精进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 －【金】【福】【思】

按：“精进波罗蜜”字是。
.

同上。又，姚秦

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 “能起转胜法，精

进波罗蜜。”

３４於是道不动名禅波罗蜜

校勘记：名禅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 －【金】【福】【思】

按：“名禅波罗蜜”字是。
.

同上。又，姚秦

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 “於是道不动，名

禅波罗蜜。”

３５无生忍照明般若波罗蜜

校勘记：般若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房】 －【金】【福】【思】

按：“般若波罗蜜”字是。
.

同上。又，姚秦

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 “无生忍是名，般

若波罗蜜。”

　　３６向於佛道方便波罗蜜

校勘记：方便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房】 －【金】【福】【思】

按：“方便波罗蜜”字是。
.

同上。又，姚秦

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向佛道名，方便

波罗蜜。”

３７求於转胜法名愿波罗蜜

校勘记：名愿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 －【金】【福】【思】

按：“名愿波罗蜜”字是。
.

同上。又，姚秦

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求於转胜法，名愿

波罗蜜。”

３８无有能坏者名力波罗蜜

校勘记：名力波罗蜜 【碛】【洪】【明】【南】

【径】【清】【再】【房】 －【金】【福】【思】

按：“名愿波罗蜜”字是。
.

同上。又，姚秦

鸠摩罗什译 《十住经》卷三：“无有能坏者，名力

波罗蜜。”

卷二六

３９离诸功用心但在於智业观十方世界成坏及

与住

校勘记：离诸功用心但在於智业观十方世界

成坏及兴住 【金】【碛】【洪】【明】【南】【径】

【清】【再】【房】【日七 （甲）】 －【福】【思】

按：有 “离诸功用心但在於智业观十方世界

成坏及兴住”字是。【福】【思】本阙文。又，八

十华严译作 “心无功用任智力悉知国土成坏住”。

卷二七

４０一切佛行性法及诸
'

生皆悉同无相一切法

空故若欲得佛智应离诸想念

校勘记：故 【福】【思】 【再】 【房】 【日七

（甲）】 ＋（一切佛法等入在於第一寂灭义趣中悉

皆无有相）【碛】【洪】【明】【南】【径】【清】

按：“故”字是。上文云：“一切法空寂先来

无性相同若如
3

空大师亦如是得入第一义微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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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随诸法性相示佛大神力。”又，唐法藏 《华严

经探玄记》卷一四云 “四有十八颂明天女乐硈

供” “次三睵佛法身平等德”。又，八十华严译

作：“所作利益
'

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与无

相无差
"

，入於究竟皆无相。若有欲得如来智，

应离一切妄分
"

。”又，姚秦鸠摩罗什译 《十住

经》卷四：“诸佛所行性，一切诸
'

生，皆在是性

中，相可相同相。一切诸法等，入在於第一，寂

灭义趣中，悉皆无有相。若欲得佛智，应离诸

想念。”

卷二八

４１知一切法非第一义

校勘记：义 【金】【福】【再】【日七 （甲）】

＋（知一切法非不第一义）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

按：当有 “知一切法非不第一义”字是。上

句云：“知一切法非作知一切法非不作。”下句云：

“知一切法非出知一切法非不出。”又，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五：“先正证法，略辨五十

门，明远离二边，不著中道。相性俱泯，有无双

遣。”又，八十华严译作： “非第一义、非不第

一义。”

４２知一切法非方便非不方便

校勘记：便 【金】【福】【再】【日七 （甲）】

＋（知一切法）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

按：当有 “知一切法”字是。上句云 “知一

切法不具足色知一切法非不具足色”“知一切法不

出生死知一切法非不出生死”“知一切法非
3

妄知

一切法非不
3

妄”。

４３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入离
3

妄法界

校勘记：是 【金】【福】【再】【日七 （甲）】

＋（入离
3

妄音声菩萨摩诃萨如是） 【碛】 【洪】

【明】【南】【径】【清】

按：“是”字是。八十华严译作：“菩萨摩诃

萨亦复如是，入无分
"

界。”

４４何等
(

菩萨摩诃萨第十如
3

空忍佛子此菩

萨解一切法界犹如
3

空以无性故

校勘记：萨 【金】【福】【再】【日七 （甲）】

＋（摩诃萨） 【思】 【碛】 【洪】 【明】 【南】

【径】【清】

按：“菩萨”字是。上文云：“何等
(

菩萨摩

诃萨顺忍？佛子！此菩萨随顺寂
$

。” “何等
(

菩

萨摩诃萨无生法忍？佛子！此菩萨不见有法生。”

“何等
(

菩萨摩诃萨第九如化忍佛子此菩萨知一切

世间皆悉如化。”“何等
(

菩萨摩诃萨如电忍佛子

此菩萨不生世间不死世间。”皆上言 “何等
(

”，

下言 “此菩萨”，此处亦当同。

４５觉悟如幻际於彼无所著

校勘记：於彼无所著 【金】【福】【再】 【房】

【日七 （甲）】 －【碛】【洪】【明】【南】【径】【清】

按：有 “於彼无所著”字是。唐法藏 《华严

经探玄记》卷一五：“第四观察诸世间下十颂，颂

如幻忍。初二颂前略
.

。次四颂广
.

中喻合。後

四颂忍行成立。第五菩萨摩诃萨下十颂，颂如焰

忍。”又，八十华严译作：“入於如幻际，於彼无

依著。”

４６菩萨摩诃萨常乐寂
$

法深入真实地究竟住

法界

校勘记：界 【金】【福】【再】【日七 （甲）】 ＋

（於彼无所著）【碛】【洪】【明】【南】【径】【清】

按： “界”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卷一五：“第五菩萨摩诃萨下十颂，颂如焰忍。初

二颂法
.

。”参 “觉悟如幻际於彼无所著”条。

４７明见一切世不起
*

妄倒

校勘记：不起
3

妄倒 【金】 【再】 【日七

（甲）】 ＝不
3

妄颠倒 【福】 【碛】 【洪】 【明】

【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

卷二九

４８不可言
.

微尘中悉有不可
$"

生

校勘记：不可
.'

生 【福】【思】【碛】【洪】

１３

《六十华严》三字以上孤立?文研究



【明】 【南】 【径】 【清】 【再】 ＝
'

生不可
.

【房】【日金 （甲）】【日七 （甲）】

按：两处皆通。日本两种写本惟此处皆与房

山石经同，他处则与诸刻本同。大略可见此两种

写本所依据的底本或与房山石经
(

同一系统，而

经过了後人的校改。

４９成就智宝不可
$

深入法界不可
$

校勘记：成就智宝不可
.

深入法界不可
.

【碛】【洪】【明】【南】【径】【清】【再】【房】

【日金 （甲）】【日七 （甲）】 －【福】【思】

按：“成就智宝不可
.

深入法界不可
.

”字

是。八十华严译作：“成就智宝不可
.

，深入法界

不可
.

。”

５０於彼一一佛
/

中各有贤首不可
$

贤首如来

世界中复有佛
/

不可
.

校勘记：
.

【福】【思】【再】【日金 （甲）】

【日七 （甲）】 ＋（彼此修习不可说一念开悟不可

说）【碛】【洪】【明】【南】【径】【清】

按：“
.

”字是。八十华严译作：“一一莲华

世界中，贤首如来不可
.

。乃至法界悉周遍，其

中所有诸微尘。”

卷三一

５１有无量化魔王军
'

悉与一切
'

生数等杂恶

形色甚可怖畏能发狂乱悉能恐怖一切世间

校勘记：畏 【金】 【再】 ＋ （
'

生见者）

【福】【思】【碛】【洪】【明】【南】【径】【清】

按：“畏”字是。下文云：“如是等
'

充满
3

空法界等一切世界杂恶形色甚可怖畏能发狂乱能

令一切
'

生怖畏。”

５２一切功德宝所起之身一切法佛法起如如法

身自然寂
$

校勘记：一切功德宝所起之身一切法佛法起

如如 【金】 【再】 － 【福】 【思】 【碛】 【洪】

【明】【南】【径】【清】

按： “一切功德宝所起之身一切法佛法起如

如”字是。八十华严译作： “从一切功德宝所生

身、具一切诸佛法真如身、本性寂
$

无障碍身。”

卷三二

５３普照一切十方世界睵佛功德因缘所起

校勘记：界 【思】 【再】 【日金 （乙）】 【日

七 （甲）】 ＋（过去时）【福】【碛】【洪】【明】

【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又，唐法藏 《华

严经探玄记》卷一五： “睵佛等略出往因。”又，

八十华严译作：“光照十方一切法界，於中普现种

种神变，硈睵如来往昔所行智慧功德。”

卷三四

５４佛子雨如是等十种无量无边大法云雨充满

法界

校勘记：子 【金】 【再】 【日金 （甲）】 【日

金 （乙）】 【日七 （甲）】 ＋ （诸佛如来随众生

心）【福】【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按：“子”字是。本句自可通，不必另著 “诸

佛如来”字。又，八十华严译作：“佛子！诸佛如

来随
'

生心，雨如是等广大法雨，充满一切无边

世界。”【福】【思】诸本，盖据此改。

卷三五

５５於一佛身中此法皆悉现是故
.

菩提无量无

有边

校勘记：佛身中 【初】 【再】 【日金 （乙）】

【日七 （甲）】 ＝如来身 【福】【思】【碛】【洪】

【明】【南】【径】【清】

按： “佛身中”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

记》卷一引此句亦云： “三世一切劫，佛
/

及诸

法。诸根心心法，一切
3

妄法。於一佛身中，此

法皆悉现。”又，八十华严译作 “如是数等身皆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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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七

５６知僧智不可坏

校勘记：知僧智不可坏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福】 【思】 【碛】 【日金

（甲）】【日金 （丙）】

按：“知僧智不可坏”字是。上文云：“知佛

智不可坏，知法智不可坏。”又，唐法藏 《华严经

探玄记》卷一七：“知三宝等约
0

法。”

５７所谓依善知识行菩萨行

校勘记：谓 【再】 【房】 【日金 （乙）】 【日

金 （丙）】【日七 （甲）】 ＋（依供养一切诸佛行

菩萨行依调伏一切
'

生行菩萨行） 【福】 【思】

【碛】【洪】【明】【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上文云 “菩萨摩

诃萨有十种依止”。又，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卷一七：“二有十种依止者。前显行深入。今辨所

皏缘。於中一依善友教授。二依多闻熏力。三依

善住处资缘不乏。四依悲力。五深证大行。六依

满本愿力。七依本菩提心。八依佛果。是所求

故。”又，八十华严译作：“所谓依止供养一切诸

佛，行菩萨行。依止调伏一切
'

生，行菩萨行。

依止亲近一切善友，行菩萨行。”

５８
-

定了知一切
'

生善不善行悉分
'

入一切

"

生业报

校勘记：悉分
"

入一切
'

生业报 【福】 【思】

【碛】 【洪】 【明】 【径】 【清】 【再】 － 【南】

【日金 （甲）】【日金 （丙）】

卷三八

５９增上自在增上智慧

校勘记：慧 【金】 【再】 【日金 （乙）】 【日

七 （甲）】 ＋（增上功德） 【福】 【碛】 【洪】

【明】【南】【径】【清】 ＝惠 【日金 （甲）】

按：“慧”字是。上文云：“菩萨摩诃萨成就

增上功德天，增上功德人，增上功德色，增上功

德力；增上眷属，增上欲，增上王法。”继言 “增

上自在，增上智慧”，本自可通。又，八十华严译

作：“自在增上功德、福德增上功德、智慧增上功

德。”【福】【碛】诸本，盖据此补。

卷三九

６０摩
B

罗伽帝释梵王

校勘记：伽 【金】 【福】 【思】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迦四王 【碛】

【洪】 ＝伽四王 【明】【南】【径】【清】

按：“伽”字是。本经皆作 “摩
B

罗伽”（５０

处），不作 “摩
B

罗迦”（０处）。又，八十华严译

作 “摩
B

罗伽释梵”。

卷四

６１学一切学持一切戒

校勘记：学一切 【再】 【日金 （甲）】 【日七

（甲）】 －【福】【碛】【洪】【明】【南】【径】【清】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又，本经卷四三：

“出生功德道，善学一切学。”

卷四二

６２恶心布施持戒者是
!

魔业

校勘记：是
(

魔业 【洪】 【南】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 【福】 【思】

【碛】【明】【径】【清】

按：“是
(

魔业”是。前後末句皆谓 “是
(

魔

业”，此亦当同。又，八十华严译作：“恶心布施，

心持戒，恶性人，远懈怠者，轻慢乱意，讥

嫌恶慧，是
(

魔业。”

卷四三

６３得授菩提记安住广大心得佛无尽藏觉悟一

切法

校勘记：得授菩提记安住广大心得佛无尽藏

觉悟一切法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福】【碛】【洪】【明】【南】【径】【清】

按：有 “得授菩提记安住广大心得佛无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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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一切法”字是。八十华严译作： “得授菩提

记，安住广大心，皉藏无穷尽，觉悟一切法。”

又，西
!

竺法护译 《度世品经》卷六： “授
-

当

至道，由住广大心。得佛无尽藏，觉成一切智。”

６４世智常自在?戏诸神通一切法境界自在无

障碍身愿行自在智慧亦自在无量亿自在示现於

一切

校勘记：碍 【福】【再】【房】【日金 （甲）】

【日七 （甲）】 ＋（身愿行自在?戏诸神通一切法

境界自在无障碍）【碛】【洪】【明】【南】【径】

【清】

按：“碍”字是。【碛】 【洪】诸本衍文。上

句云：“?戏诸神通，一切法境界，自在无障碍。”

下句云： “身愿行自在。”又，八十华严译作：

“世智皆自在，妙用无障碍，
'

生一切
/

，及以种

种法。身愿与境界，智慧神通等，示现於世间，

无量百千亿。”

６５观察善逝智普照於一切遍观
'

生行种种妙

功德

校勘记：切 【福】【南】【再】【日七 （甲）】

＋（萨婆若光明照生死昏夜） 【碛】 【洪】 【明】

【径】【清】 ＋（法）【日金 （甲）】

按： “切”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卷一七：“六观察善逝智下十三颂前因圆果满究竟

位中五百门行。”又，八十华严译作：“所行及观

察，普照如来境。遍观
'

生行，奋迅及哮吼。”

卷四四

６６如来行如来智境界如来持如来力如来无畏

如来三昧如来住如来胜妙功德如来身如来智如来

法一切天人无能知

校勘记：如来法 【洪】【南】【初】【再】 －

【福】【思】【碛】【明】【径】【清】【房】【日金

（甲）】【日七 （甲）】

按： “如来法”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

记》卷一八： “又有经本，此中更有一句名 ‘如

来法’，或是剩来，或是结上诸句。”则其所据本

无 “如来法”字，亦可知有他本有 “如来法”

字。又，八十华严译作： “如来境界、如来智行、

如来加持、如来力、如来无畏、如来三昧、如来

所住、如来自在、如来身、如来智，一切世间诸

天及人无能通达。”

６７知一切世界种种形色以微细境界现广佛
)

以广佛
)

现微细境界於一念中住一切佛住得一切

佛住持智身

校勘记：界现广佛
/

以广佛
/

现微细境界於

一念 【洪】【明】【南】【径】【清】【初】【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 【福】

【思】【碛】

按： “界现广佛
/

以广佛
/

现微细境界於一

念”字是。八十华严译作： “见一切世界种种形

相。於微细境现广大
/

，於广大境现微细
/

。於

一佛所一念之顷得一切佛威神所加。”

６８菩萨充满一切方网

校勘记：方网 【洪】【明】【南】【径】【清】

【初】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十方微细 【福】【思】【碛】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唐法藏 《华严经

探玄记》卷一八：“八不见菩萨充满一切十方等。”

又，八十华严译作 “菩萨身遍十方”。

６９如来
&

境界甚深圆满智实智大龙王度脱一

切
"

校勘记：如来
0

境界甚深圆满智实智大龙王

度脱一切
'

【碛】【洪】【明】【南】【径】【清】

【初】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福】【思】

按：“如来
0

境界甚深圆满智实智大龙王度脱

一切
'

”字是。八十华严译作：“如来智圆满，境

界亦清
0

，譬如大龙王，普济诸群生。”

卷四六

７０尔时善财童子一心正念善知识教

校勘记：尔时善财童子 【辽】 【金】 【再】

【房】 【日金 （甲）】 【日七 （甲）】 －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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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碛】【洪】【明】【南】【径】【清】

按：有 “尔时善财童子”字是。唐法藏 《华

严经探玄记》卷一八： “第二 ‘尔时善财’下，

明依教趣求中。”又，八十华严译作：“尔时善财

童子一心思惟善知识教。”

卷四七

７１念善知识然智宝灯明
0

慧光

校勘记：然智宝灯 【金】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房】 【甲】 【日金

（甲）】【日七 （甲）】 【日七 （乙）】 ＝示实智灯

【福】【思】

按：无从按断，不作改动。八十华严译作：

“善知识者，则是趣向一切智炬，令我得生十力

光故。”

卷四八

７２世间法陀罗尼门世界起陀罗尼门世界灭陀

罗尼门

校勘记：门 【金】【福】【再】【日金 （甲）】

＋（出世间法陀罗尼门）【碛】【洪】【明】【南】

【径】【清】【房】

按： “门”字是。八十华严译作 “世间法陀

罗尼门、世界成陀罗尼门、世界坏陀罗尼门”。

卷四九

７３不可思议妙宝网

校勘记：不可思议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日金 （甲）】 【日七 （甲）】 －

【福】【思】【碛】【房】

按：“不可思议”字是。下句云：“不可思议

金铃网、不可思议香网、不可思议华网、不可思

议衣网罗覆其上。”又，八十华严译作：“其城复

有无数摩尼网。”

卷五一

７４或作马王象王狗王阿罗王海神王形

校勘记：王 【金】【福】【再】【日七 （甲）】

＋（师子兽王）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按：“王”字是。西秦圣坚 《佛
.

罗摩伽经》

卷二：“或作象王形、马王形，或作小象形、鼋鼍

鮛形、阿罗王形、海神龙王形，或作狗王蚊虻

形，现如是等种种类形。”又，八十华严译作：

“鱼王、马王、龟王、象王、阿罗王及以海神。”

７５悉转正法轮

校勘记：轮 【金】【福】【再】【日七 （甲）】

＋（相好自庄严犹若普贤身随应受化者显现无量

身）【碛】【洪】【明】【南】【径】【清】

按： “轮”字是。唐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卷一九：“四末後六颂明业用广大。初一神通广。

次三智慧广。後二所见广。”又，“相好自庄严犹

若普贤身随应受化者显现无量身”此四句见於本

经卷五二中善财
C

喜目观察
'

生夜天偈。又，八

十华严译作：“成道演妙法。”

卷五三

７６此法门者最
!

广大一切佛境界故

校勘记：此法门者最
(

广大一切佛境界故

【初】【再】 【房】 【日七 （甲）】 －【福】 【思】

【碛】【洪】【明】【南】【径】【清】

按：“此法门者最
(

广大一切佛境界故”字

是。八十华严译作：“此解脱广大，周遍一切如来

境故。”

卷五四

７７恭敬供养彼一切诸如来闻法悉受持逮得此

法门广度一切
"

究竟到彼岸转
/

尘等劫诸佛兴出

世我亦悉诣彼恭敬而供养

校勘记：广度一切
'

究竟到彼岸 【思】 【碛】

【洪】 【明】 【南】 【径】 【清】 【再】 － 【福】

【初】【日金 （甲）】

按： “广度一切
'

究竟到彼岸”字是。上文

云：“彼诸如来，我悉恭敬供养，闻法受持。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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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守护佛法。於彼诸佛所，种种方便入此甚

深妙德自在音声法门，以种种方便化
'

生海。复

次，佛子！复有佛
/

微尘等劫中诸佛出世，我亦

皆悉恭敬供养。”

卷五八

７８远离
'

苦积功德聚

校勘记：积功德聚 【金】【再】【房】 ＝积集

功德 【福】【碛】【洪】【明】【南】【径】【清】

按：“积功德聚”字是。本经卷六：“长养

善根，积功德聚。”

卷六

７９尔时善财童子如是经?百一十城到普门城

边思惟而住观察十方一心专求文殊师利

校勘记： 〔尔时…十方〕二十七字 【碛】

【洪】【明】【南】【径】【清】【再】 ＝经百一十

城到普门国 【福】【日七 （甲）】

按：〔尔时…十方〕二十七字是。八十华严译

作：“尔时，善财童子依弥勒菩萨摩诃萨教，渐次

而行，经由一百一十馀城已，到普门国苏摩那城，

住其门所，思惟文殊师利，随顺观察，周旋求觅，

希欲奉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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