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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華嚴經》歷來被稱為「經中之王」，澄觀大師《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說:

「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1但筆者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真正的特色不

是在義理的發微，而在行持的實踐。如「普賢十大行願」就是如此，不但廣讚諸佛

無盡功德，更修無上供養，作廣大佛事，度無邊有情眾生等。

眾所周知，普賢菩薩是大乘佛教行願的象徵，是實踐菩薩道的行為典範。身為

菩薩道的行持者，需要深入研究經典之義理，並於現實生活中實踐之。其實，普賢

十大行願不但是《華嚴經》的濃縮精華，更是由華嚴無盡圓融理論開展出的具體實

踐之道，是人人可以躬行履踐的修持之路。普賢十大行願以其豐富的義理內涵，引

導眾生入於不退轉地，趣向究竟的解脫道，是故若能以虔誠之心行供養，便具有基

本的四攝、六度了，在此基礎上，再行圓融無礙的觀行供養，乃至不惜身命廣行供

養，如此一層一層地提升境界，以因陀羅網觀法來助成「四無盡境」的供養，通理

達觀時，進入最關鍵的法供養，此時唯有以無漏般若智慧觀照才能完成清淨、圓滿

的供養。在此修行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不能以人天果報為目標，必須步步昇進，

直至圓滿佛果。本文寫作的動機與目的是：廣修供養內容之所在，是菩薩道寬廣無

邊的悲心關懷，「隨百千億無量眾生心之所樂，悉令歡喜，以大慈悲救護一切，承

事供養三世諸佛；」2此乃不忍見眾生受苦之因。而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修學、繼

承可貴的菩薩精神。所以，筆者以「廣修供養」這一法門為研究題材。《大智度論》

言：「布施非即是福，但能破慳貪，開善法門；善根名為福。如針導綖縫衣，縫非

針也。」3

如上經文所說，行者所獲之殊勝正報與依報皆從「廣修供養」而來，而且自己

1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 CBETA, X05, no. 229, p. 242, b16。
2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CBETA, T10, no. 279, p. 154, a25-27。

3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0， CBETA, T25, no. 1509, p. 282, a29-b2。



2

能破除慳貪煩惱，因為慳貪4會障礙我們的道心，「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5，也

就是說一障即一切障，「一念起惡，法身即隨惡現。」6一成即一切成，「是故一念

起一施時，即具十度。」7又智者大師言：「一念起心，具一切法。」8所以《華嚴經》

最後將所有「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大乘菩薩道的修行，會歸於普賢菩薩的十大

願王。

正因如此，行者欲成佛道必經之路，非捨慳貪煩惱、開三善門不可。因為唯受

持此門才能積聚福慧而成就。通過修持「供養行願」而成就各人的福報。由此可知，

「供養」對於修學佛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藉由身、口、意三業的修持供

養而淨化身、心，遠離惡道，這亦是學佛之人「求佛大智，修行大捨」的願行表現。

不但自己能斷除煩惱、傲慢、慳貪之心，培養善根、福德，待因緣成熟進而趣向究

竟解脫之道。

由此可見，「廣修供養」是佛陀教化眾生、宣揚教義所開設的善巧方便法門，

人人皆可行；福德與智慧是成佛過程中的必備條件，而「廣修供養」是積累福報與

智慧的方式之一，諸佛菩薩希望眾生通過供養之修持來脫離生死流轉之苦。

由此也可得知，供養於我們現實生活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修持法門，因為廣

修供養是證入無上正等菩提的要素之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云：「復次，善現！

若諸菩薩以勝意樂，欲證無上正等菩提，常應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真淨善友」。

9 就世間法來說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修行亦是如此，因為凡夫業障深重、

妄念重重，能夠接近、供養善友，並聽聞、學習佛法，必須具有相當大的福報才行。

由此可知，廣修供養者能疾得福德與智慧，能摧破一切障礙山，能入一切智廣

大願海，圓滿一切如來願。由上種種因素，助成了筆者欲以廣修供養為主題來探討

華嚴菩薩的觀、修進程，此即本文的研究動機。

4 明株宏校、正莊廣還，《淨土資糧全集》卷 1：「檀波羅蜜，檀那，秦言布施。若內有信心，外有

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為檀布施。」， CBETA, X61, no. 1162, p. 536,

a6-8 。
5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CBETA, T36, no. 1736, p. 21,

c23。
6 明·雜華林、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2：，CBETA, X45, no. 764, p. 435, c12-13。
7 唐·慧范，《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 11，CBETA, X03, no. 221, p. 783, b6-7。
8 隋·智者，《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卷 1，CBETA, X55, no. 913, p. 688, c23。
9 唐·玄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64，CBETA, T07, no. 220, p. 910, b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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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云：「汝從無量大劫海，親近、承事善知識，為利群生求正法。」10

如何「為利群生求正法」圓滿菩提願心，即本文主要研究之目的。

《四十華嚴》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11又菩薩發願

供養，故「我知法界無限，普入一切諸佛國土，恭敬供養諸如來故。」12就是說廣修

供養中，發「恭敬供養」的菩提心是最重要的，「廣修供養」位列「普賢十大行願」

中第三願，「供養」是一種從思想到行為皆充滿恭敬與殷重心的行為，從廣義來講，

「廣修供養」可以納入「佈施波羅蜜」的範疇，而論究其實質，則不等同於「佈施」，

其所包含的是更深廣的意涵。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依唐般若所譯《四十華嚴•普賢行願品》最後一品之「廣修供養」經文為

研究範圍，並結合澄觀大師和宗密大師合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

鈔》來研究，輔以當代學者相關論述等研究成果作為主要參考依據，以期從經典的

探討中，找到菩薩修行供養的含義。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大方廣佛華嚴經.

入法界品》經文的詮釋為主，並採用文獻分析法、橫向比對法，闡述《華嚴經.普賢

行願品》中「廣修供養」的真實意涵。先以不同版本之經文以經解經，再以澄觀的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與《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等祖師論著詮釋義理，再

輔以論及供養的《法華經》及《十地經論》、《攝大乘論釋》、《盂蘭盆經疏新記》、

《成唯識論》等相關內容進行詮釋，最後再參考妙真法師、繼夢法師、泰安法師及

近現代學者如楊政河、黃智海與川田熊太郎等之研究成果，以期層層深入，從不同

角度理解「廣修供養」之經文義涵。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本文以《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為主要研究範圍，目

前討論「廣修供養」法門文章不多，筆者將本文引用資料分類如下：

10 東晉．佛陀跋陀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CBETA, T10, no. 293, p. 766, a12-13。
11 唐．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CBETA, T10, no. 293, p. 825, a7-8。
12 唐．澄觀，《華嚴綱要》卷 71，CBETA, X09, no. 240, p. 222,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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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賢十大願王、普賢行願供養相關研究

表 1: 普賢十大願王、普賢行願供養

書籍 作者 時間

《普賢行願品輯要疏》 諦閑大師 1927 台中蓮社

《普賢行願品疏節錄》 徐文蔚 1912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

界普賢行願品講錄》 太虛大師 1930 台北華嚴蓮社印經會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親聞記》 慈舟法師 1942 基隆布正道山海會寺

《普賢行願品頌疏》 周叔迦 1960 南京金陵刻經處

《大方廣佛·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

行願品論》 釋默如 1963 台北法雲精舍

《普賢菩薩十大行願的提要》

沈家楨講述、

潘維疆記錄

1982

台北慧炬出版社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講錄》 會性法師 1985 屏東普門講堂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講記》 演培法師 1987 台北天華出版社

《普賢行願品述義》 釋智諭撰 1992 台北西蓮淨苑

《普賢菩薩行願品白話解釋》

妙真法師鑒定、

黃智海演述 1993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普賢十大願王修持法要》 釋繼夢 1994 新店圓明

《學佛者的信念》 濟群法師 1996 北京民族

《普賢十願講話》 竺摩法師講著 2003 三慧講堂印經會

《普賢行願品的觀修原理》 濟群法師 2004 蘇州定慧講堂

《普賢行願品淺釋》 宣化法師 2008 宗教文化

《普賢十願講話》 泰安法師 2008 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 廣超法師講述、 2009 上海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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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普賢行願品講記》 果逸居士筆錄

《大願王：《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釋

論》

堪布竹清嘉措

仁波切著、

妙融法師藏譯中 2010 台北眾生文化

《華嚴學講義》 賢度法師 2010 台北華嚴蓮社

《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

淨空法師講、

邱淑貞居士記 2011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語譯》 歐陽鐘裕 2013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普賢行願品講記》 道源長老 1977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二、期刊、論文的相關研究

表 2: 期刊

期刊 作者 時間 期刊名稱

〈『供養諸佛』考〉 石井修道 2002 《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

紀要》

《華嚴經》「普賢圓行」的實踐理

論與方法》

曾瓊瑤 2004 台北華嚴蓮社《大專學生佛

學研究所論文集（十四）》

〈普賢行願的一項考察〉 釋天恩 2004 台北華嚴蓮社《大專學生佛

學研究所論文集（十四）》

表 3: 碩士論文

論文 作者 出版年 出版者

華嚴經中普賢菩薩之研究 柯惠馨 2005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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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十大行願研究 廖麗娟 200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漢傳佛教音樂供養與供養儀式之研究 黃寂珮 200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善財五十三參會歸普賢菩薩十大行願 釋海印 2009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

華嚴經發願思想之研究 賴玉梅 2014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

《華嚴經·普賢行願思想概要》
釋圓照

1993
台北華嚴蓮社《大專學生佛

學研究所論文集（四）》

以上諸篇期刊、論文，從史料知識的基礎上，頗有理論深度與廣度，對於普賢

行願所要彰顯的不思議境菩提心，及普賢行願的核心所在——願，多所論述。而與

供養相關之論述及文獻，大致可分為藏經資料與個人專書兩部分：

一、藏經資料

在南北傳的眾多經典中，以漢譯本來說，《華嚴經》、《華嚴經疏鈔》、《華

嚴經探玄記》、《貞元疏》、《法華經》、《十地經論》、《大智度論》等，對「廣

修供養」所涉及的面向，如財供養、法供養等，皆有不同程度的闡述。在《華嚴經》

中，有關菩薩「廣修供養」的部分，義理深廣，尤其是普賢行願供養的特色中，即

有對象無量、 境界無限、時間無間等，但未詳述。因此，筆者擬就《華嚴經》中來

探討此一論題。

二、現代專書

宋代淨源的《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釋智諭的《普賢行願品述義》、楊維中

的《華嚴經·入法界品》、楊政河的《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釋竺摩的《普賢十願

講話》、釋默如的《大方廣佛華嚴·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論》、黃智海與妙

真法師的《普賢菩薩行願品白話解釋》等，主要是對於供養意義、種類、對象、修

持等作說明，同時亦就華嚴祖師的立場進行解釋，進一步分析供養行意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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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獻資料整理方面，筆者主要是從相關書籍、期刊、學術論文、佛經典

籍、佛教辭典、網路資料等方面著手，具體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從與供養相關之經典與文獻資料來理解供養的意義，主要是對比其它經

典與《華嚴經》中「廣修供養」之差異。

（二）修行者自利及利他供養對於因陀羅網觀法的運用。

（三）實踐法供養之成就的現實意義。

此本文特別強調行諸供養時，應以法供養為上，也就是說唯有以法供養、以諸

如來的教義為供養才是究竟的報佛恩。因為唯有如佛所教而修行，才能究竟成就佛

道。因此，筆者希望藉由層層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使讀者更進一步瞭解「廣修供養」

法門的意義，並彰顯其新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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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經典中的「廣修供養」

首先了解「廣修供養」在諸經論中的解釋。《華嚴經》說：

言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

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遶，我以普賢行願力故，

起深信解。13

廣大無邊的諸佛世界，就時間說，有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一切諸佛，就空

間來說，則有盡法界、遍虛空的十方一切諸佛。如此無量、無邊的諸佛、菩薩，行

者若能起甚深信解，就稱之為「廣」；若能將身、語、意，化為具體的行動以供養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則稱為「修」。又《普賢菩薩行願品白話解釋》中說：「廣」

字就是廣大無限之分，「修」是搜羅種種寶貴、珍奇的物品來裝飾成供養的種種物

品。「供」是「供獻」、「供奉」之意。「養」即「孝養」之意。（「孝養」是子

女孝養父母般，不僅供養，還含「恭敬」意）14簡單說，「供養」就是莊嚴佛菩薩，

或供給所需者。《普賢十願講話》云：廣是廣大，修是修設，即是修設廣大供品、

供具，上供十方三寶，下供一切眾生。學佛是希望福、慧具足，因此須親近、奉事、

供養三寶及憐憫、愛惜一切眾生，給施以實惠之因，亦即以恭敬、慈悲、平等心，

用飲食、衣服、醫藥、資財、讚歎語、柔軟語，乃至受持、修行妙法等等，向上廣

修供養，奉養三寶、父母、師長等，向下則常做布施，布施與平輩及一切眾生。此

則一為報四重恩德，二為捨慳貪、吝嗇，三為增福德、智慧。

由上所說，可知「廣修供養」即是在播種善根種子，累積福德和智慧。此二者

均是成就佛道之重要資糧。又由於供養來自內在之佛心，不管是有緣或無緣眾生，

均給予恭敬、平等之供養。此則須透過供養的行持方得以圓滿。〈尋找善知識〉言：

13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CBETA, T10, no. 293, p. 844, c24-27。
14 黃智海、妙真法師（1993），《普賢菩薩行願品白話解釋》，台北：佛陀教育基金，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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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智、無德無菩提，如海佛法亦成無。」15因福德與智慧乃行菩薩道之第一要件，

而「廣修供養」所展現之境界，即是一切萬法顯示其如實之真理，行者藉由供養而

了解萬物的本性。此即無有可執著之物，亦無得、失之念，其唯在意如何度化眾生，

令眾生去惡向善，培養善根功德，轉化個人慳貪之念等，而菩薩道行者為度化眾生，

甚至連失去生命亦在所不惜，此即廣修供養之內涵所在。

第一節 「供養」之類別

供養，梵語 pjan，是指將自己的心意，敬奉給佛、法、僧三寶，以累積功德的

行為，意即以上妙之諸供養具而為供養，初以身體行為為主，後亦包含純粹的精神

性的觀想，通過身、語、意的行為，向佛、法、僧以及眾生，表現真誠的態度來虔

誠敬奉、供養，故有身分供養、心分供養之區別。

行者該如何供養，又該以何物作為供養呢？供養非僅止於提供物質上之所需，

法上之開導，精神上之支持、安撫，以及危難之救脫等等，皆包含在供養之範疇中。

總而言之，所供之物，不外乎財供養與法供養二者。如《菩薩善戒經.攝取品》云：

「菩薩摩訶薩攝取諸眾生有二因緣:○1 、財施，○2 、法施。以財施故破於貧窮，以

法施故破於邪見。」16《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二法品》有更詳細之論述，論云：

供養云何?答:供養有二種:一、財供養。二、法供養。財供養云何?答:以可

意 ……，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具，於他有情能惠、能施、能隨惠

施……，是謂財供養。法供養云何?答:以素呾纜，或毘奈耶，或阿毘達磨，

或親教語，或軌範語，或傳授藏，或餘隨一可信者，語於他有情……，是謂

法供養。如是二種總名供養。17

15 陳琪瑛(2012)，《尋找善知識》，台北：法鼓山文化，03頁。
16 宋．罽賓求那跋摩譯，《菩薩善戒經》卷 9，CBETA, T30, no. 1582, p. 1008, a1-3。
17 唐．法師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 2，CBETA, T26, no. 1536, p. 372, a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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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釋之:

一、「財供養」：《大乘義章》云：「以己財事而為供養，名財物供養。財有

三種:一、資具供養，謂衣、食等。二、敬具供養，謂香、華等。三、嚴具供養，謂

餘一切寶莊嚴等。」18一般對於諸佛之供養有十事：1、香，2、花，3、燈，4、塗，

5、果，6、茶，7、食，8、寶，9、珠，10、衣。而以普賢行願力之故，即使僅一香、

一華，亦得稱理成就，如《國清百錄》曰：「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一一諸佛

土，無量香莊嚴。」19而修行者以大慈悲心隨緣施捨，以飲食、衣服、醫藥等物惠施

他人，亦名為財供養。

二、「法供養」：《金光明經文句.釋壽量品》云：「供養有二義:一、財供養可

解。二、法供養。佛說百千法門，隨而修學名法供養。」20法供養又名至處道供養，

如《大乘義章》云：「供行順果名至處道供養。佛果是其所至之處，供養之行能至

彼處，名至處道。此至處道供養，《維摩經》中名法供養，《地論》之中名行供養。」

21又《佛說維摩詰經·法供養品》云：「法之供養，勝諸供養……。若聞如是等經，

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

之供養。」22上之引文謂佛說百千法門，眾生依佛所說教法，信、解、修行，長養法

身，乃至不捨菩薩業，不離菩提心，守護大法，並以之施與眾生。如眾生在迷，法

師以慈悲心，說正法為眾生開覺路，此即稱為法供養。隨而用法布施，即是以法供

養法界。而凡廣修供養者，對於財、法二施，緣性起修，一字、一句皆周遍法界。

又《華嚴經》云：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

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

18 隨．慧遠撰，《大乘義章》卷14，CBETA, T44, no. 1851, p. 742, b7-9。

19 隋．灌頂撰，《國清百錄》卷1，CBETA, T46, no. 1934, p. 794, a23-25。

20 隋．智者，《金光明經文句》卷 2，CBETA, T39, no. 1785, p. 54, c4-5。

21 隨．慧遠撰，《大乘義章》卷14，CBETA, T44, no. 1851, p. 742, b15-18。

22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3，CBETA, T14, no. 475, p. 556, 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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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優婆

尼沙陀分亦不及一。23

為什麼法的供養比物質的供養更加重要？因物質的供養一般人較易做到，而法

的供養則須更進一步的將法在我們的身、心當中去實踐，當淨化己之身、心後，才

能真正實際的去利益眾生，這才是信佛、學佛目的所在。為什麼呢？《華嚴經》云:

「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修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

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24行者以佛法真正的淨化身、心後，去利益、攝受、

成熟眾生，再將此法之功德，用來供養諸佛如來，如此則諸佛如來皆大歡喜。亦即

若以如須彌山高之香、花、燈、塗、果等種種物，持久而無限莊嚴的供養，尚不及

七種供養(法供養)的一微塵數，因唯有此甚深法意，方能紹隆佛種，令正法永不滅，

如此才是真供養，才是廣大、最勝、最上的供養。

諸經中的供養，可分為七種不同類別，以下略明之:

1、二種供養

(1)《十住毘婆沙論.入初地品》說：「供養有二種：○1 、善聽大乘正法，若廣、

若略。○2 、四事供養，恭敬禮侍等。」25正法指真正之法，亦即佛陀所說之教法，

又稱白法、淨法，或妙法，凡契當於佛法正理之法，皆稱正法，或是佛陀入滅後，

教法住世，依之修行即能證果，此皆稱為正法。又《攝大乘論釋.釋智差別勝相品》

云：「大乘正法名大法，於大法中聞慧名念，思慧名慧，修慧名行。」26

(2)《盂蘭盆經疏新記》云：「衣、食為外財，身命為內財。」27又《金光明最

勝王經疏.分別三身品》云：「供養有二：一、內供養即請法之儀。二、外供養即表

成當果。」外供養指以香、花、塗、香、螺貝、衣服、幢、幡等物作供養。

(3)《法華經指掌疏》云：「供養者，外修四事，內致一心。不達三輪體空，名

23 唐．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CBETA, T10, no. 293, p. 845, a4-11。

24 CBETA, T10, no. 293, p. 845, a5-8。

25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卷 1，CBETA, T26, no. 1521, p. 23,c10-12。
26 世親、陳真諦，《攝大乘論釋》卷 15，CBETA, T31, no. 1595, p. 263, c22-24。
27 唐．宗密述、宋．元照記，《盂蘭盆經疏新記》卷 1，CBETA, X21, no. 372, p. 464,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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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供養。如達體空，名理供養。」28三輪體空謂施者、受者、施物三者皆悉本空，此

可摧破執著之相。

(4)《十地經論》云：「供養諸佛，如說修行者有二種:一、利養供養。二、修

行供養。」29利養供養謂財物等之奉施；修行供養謂修行信戒行等，或者修行正法供

養如來，如是供養能拔除我慢等過。

(5)《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云：「供養有二門：一、契本源自性供養。二、藉

密法助緣供養。此中亦有二種：一、寶錯供養。二、呪印供養，皆依密法。又前即

觀念性起供養，此即緣起新成供養。」30

2、三種供養

(1)《十地經論》云：「一切供養者有三種供養：一、利養供養，謂衣服、臥具

等。二、恭敬供養，謂香、花、幡、蓋等。三、行供養，謂修行信戒行等。」31《解

深密經疏》亦同此說。

(2)《大毘盧遮那經供養次第法疏.供養儀式品》云：「所謂供養有三：○1 外供

養，謂香、華、飲食及燃燈莊嚴道場等也。○2 行供養，謂如說奉行及禮拜、持戒等

也。○3 理供養，謂心住法體無外攀緣也。」32

(3)《十地經論》云：「供養者有三種：一、恭敬供養，謂讚歎等顯佛功德故。

二、尊重供養，謂禮拜等。三、奉施供養，謂花、香、塗香、末香、幡蓋等。」33

3、三業供養

供養雖有種種不同方式，然不離於三業供養，說明如下：

(1)《金光明經科註》云：「三業供養：恭敬是身、歡喜是意、讚歎是口。」34三

28 清．通理述，《法華經指掌疏》卷 1，CBETA, X33, no. 631, p. 492, a24-b1。

29 後魏．天親造、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卷 3，CBETA, T26, no. 1522, p. 143, a22-23。

30 禮懺部，《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 1，CBETA, X74, no. 1470, p. 140, b13-15。

31 後魏．天親、菩提流支，《十地經論》卷 3，CBETA, T26, no. 1522, p. 138, b13-15。

32 唐．不可思議撰，《大毘盧遮那經供養次第法疏》卷 2 ，CBETA, T39, no. 1797, p. 798, c25-28。

33 後魏．天親、菩提流支，《十地經論》卷 3，CBETA, T26, no. 1522, p. 143, c14-16。

34 明．受汰集，《金光明經科註》卷 2，CBETA, X20, no. 362, p. 559,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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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供養，簡單來說，身供養，即以恭敬態度，或以身禮拜供養佛；意供養，即所做

為心生歡喜，能起心恭敬；口供養，謂從樂意表達出來之讚歎，即是以口讚歎佛德。

(2)《法華經義記.序品》云：「三業供養，「恭敬」即身業、「尊重」即意業、

「讚歎」即口業，在口則譽揚聖德，意地則尊重如來，涉身則恭敬於佛。」35

(3)《十住毘婆沙論.助念佛三昧品》云：「供養，名心意清淨，恭敬歡喜念佛，

有無量功德，以種種讚歎名口供養，敬禮華香等名身供養。」36

(4)《法華義疏.常不輕菩薩品》云：「菩薩用三業破病弘經，一者身業禮拜，二

口業讚嘆。所以身敬者，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是當來佛，今欲敬於當來佛，故禮

拜之。口嘆亦爾，以皆有佛性，當得成佛，故歎當佛也。身、口既有敬嘆，必經意

地……。」37

4、四種供養

(1)《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眾金剛三昧大儀軌分》云：「四

種供養：一者、身業禮拜；二者、語業稱讚真實妙理；三者、意業觀想法界之內皆

成供養；四者、手結金剛印。」38

(2)《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云：「於瑜伽教中有四

種供養：所謂菩提心供養、資糧供養、法供養、羯磨供養。」39

(3)《四分律疏飾宗義記》云：「四種供養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也。」

40

(4)《法華經義記.方便品》云：「四種供養:……明軟善供養，第二……起塔供

養，第三……造像供養，第四……三業供養也。」41

35 梁．法雲撰，《法華經義記》卷 1，CBETA, T33, no. 1715, p. 582, b5-7。

36 後秦．龍樹、鳩摩羅什，《十住毘婆沙論》卷 12，CBETA, T26, no. 1521, p. 88, c6-8。

37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11，CBETA, T34, no. 1721, p. 616, c19-23。

38 宋．法賢譯，《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卷 2，CBETA, T08, no. 244,p. 795, a11-13。

39 唐．不空譯，《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卷 2，CBETA, T19, no. 1003, p. 614,

b25-27。

40 唐．定賓作，《四分律疏飾宗義記》卷 5，CBETA, X42, no. 733, p. 124, a16-17 。

41 梁．法雲撰，《法華經義記》卷 3，CBETA, T33, no. 1715, p. 607, 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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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日經義釋》云：「供養略有四種：一是供養香、華 (及塗香、燈等乃至

飲食，此是世間供養也，但以物獻也)；二者合掌(謂禮敬也，此是印也)；三慈悲；

四運心，謂想香、華滿法界。」42

(6)《蘇悉地羯羅經.供養次第法品》：「有四供養，遍通諸部，一切處用。一謂

合掌；二以閼伽；三用真言及慕捺囉；四但運心。」43

5、四事供養

《盂蘭盆經疏孝衡鈔》云：「四事者：《阿含經》云：飲食、衣服、臥具、醫

藥……。物華四事：謂房舍、衣服、飯食、湯藥也。」44此指供給資養佛、僧等日常

生活所需之四事，即是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房舍等。由此可知，一般來說，

四事供養就是以財物供養，但唐朝實叉難陀大師所譯《大乘四法經》中，則有不同

之說法。

供養佛時應何所為？文殊答言：應以四事：一、為薩婆若；二、為度一切眾

生；三、為不斷三寶種；四、為攝諸佛剎功德莊嚴。是為菩薩以四事故，供

養如來。45

6、五種供養、六種供養

(1)唐朝智周所撰《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云：

通論有五種供養：一、身業，承迎禮拜是﹔二、口業，稱揚謙謝是﹔三、

意業，尊重孝敬心是﹔四、事物，即七寶百物是﹔五、法供養，即受持、

讀誦、如法修行是。46

42 唐．一行述記，《大日經義釋》卷 11，CBETA, X23, no. 438, p. 455, a8-10。

43 唐．輸迦婆羅譯，《蘇悉地羯羅經》卷 2，CBETA, T18, no. 893a, p. 615, c4-6。

44 宋．遇榮鈔，《盂蘭盆經疏孝衡鈔》卷 1，CBETA, X21, no. 375, p. 523, b10-11。

45 唐．地婆訶羅譯，《大乘四法經》卷1，CBETA, T17, no. 774, p. 709, a28-b2。

46 唐．法藏撰，《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卷 4，CBETA, X38, no. 687, p. 456, a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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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毘盧遮那五字真言修習儀軌》云：「獻塗香、花鬘、燒香、飲食、燈明……

而以供養。」47五種供養又稱五供，其表法是供養塗香表持戒；花鬘表布施；燒香表

精進；飲食表禪定；燈明表智慧等五種供養；另加閼伽即成六種供養，閼伽指淨水，

表忍辱意。

(3)《仁王般若經疏.受持品》云：「六種供養事……而供養之。初六事者:一、

幡；二、華；三、燈；四、玉箱；五、玉巾；六、七寶案。」48

7、十種供養

（1）《法華文句記.釋法師品》云：「十種供養」者：一、華；二、香；三、

瓔珞；四、末香；五、塗香；六、燒香；七、旛蓋；八、衣服；九、妓樂；十、合

掌。」49

（2）《菩薩地持經.供養習近無量品》說：「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

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

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污供養；十、至處道供養。」50隋朝

慧遠法師所撰之《大乘義章》有更進一步之解釋：

○1 「所供差別，於佛色身而設供養，名身供養；供佛靈廟，名支提供養。依《僧

祇律》，有舍利者名為塔婆，無舍利者說為支提。《地持論》中通名支提。」51身供

養即指佛在世時，親自供養真實的諸佛色身；支提供養所說，就是供養為佛所建造

之佛塔等。

○2 「約就時處分別，門別雖二，隨事分三：一、現前供養，面對佛身及與支提

而設供養。二、不現前供養，於不現前佛及支提廣設供養。三、共現前、不現前供

養，現前供養佛及支提，并供不現佛及支提。」52現前供養就是供養顯現在自己眼前

47 唐．不空譯，《毘盧遮那五字真言修習儀軌》卷 1，CBETA, T18, no. 861, p. 189, a11-12。

48 隋．吉藏撰，《仁王般若經疏》卷 3，CBETA, T33, no. 1707, p. 356, a10-12。

49 唐．湛然述，《法華文句記》卷 8，CBETA, T34, no. 1719, p. 306, a10-12。

50 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卷 7 ，CBETA, T30, no. 1581, p. 925, c4-8。

51 CBETA, T30, no. 1581, p. 925, c4-9。

52 隨．慧遠，《大乘義章》卷 14，CBETA, T44, no. 1851, p. 742, a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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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身與佛塔。不現前供養，即指佛身與佛塔，不現在眼前，而自己對此不現前的

一切諸佛與佛塔作如來想，普遍為三世一切諸佛與十方一切佛塔而施設供養。共現

前、不現前供養，謂現前并不現前之佛及支提，普皆供養。

○3 「就其供人分別，門別雖二，隨事分三:一、自作供養，自身供養佛及支提。

二、他作供養，有小財物，不依懈怠，教化施作。三、自他供養，彼此同為。」53自

作供養就是菩薩想供養佛陀或佛塔時，唯是自己親力親為，而不假手他人。《法華

義疏.藥王菩薩本事品》云：「他作供養，有少財不敢懈怠，教他施作供養。」54唐

代釋道世撰之《法苑珠林》云：「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

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眾生，

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為，是名他作供養。」55他作供養不是因為懈怠、

懶惰、放逸而讓親友、傭人等代為，而是教導眾人施作供養。若菩薩稍有可供物，

但貧苦少福的有情沒財力可為供養，菩薩布施財物與他，並教導以此物供佛與佛塔，

將來多受安樂，然己卻無可供之物，此名他作供養。《大乘義章》、《法苑珠林》

二者之他作供養釋義似稍有不同。

○4 《法華義疏.藥王菩薩本事品》云：「心、事分別，以己財事而為供養，名

財供養，有三：一、資具，謂衣、食等；二、敬具供養，謂華、香等；三、莊嚴具，

謂一切寶物等。次以殊勝心供養名勝供養。」56又云：「就行分別，行離過失名無染

供養，無染有二：一、心無染，離一切過；二、財無染，離非法財也。供養之行順

果，名至處道供養。」57

綜上所述，可知供養實不離財供養與法供養之二大範疇，而內容開展出來可達

十種之多，故財供養又稱外供養或奉施供養等，指供養之事、物有形象，是可以看

得到、摸得到的一種供養，又財供養分二則有衣、食、香、華等外財及身命、心及

53 CBETA, T44, no. 1851, p. 742, b1-4。

54 隨．古藏，《法華義疏》卷 11，CBETA, T34, no. 1721, p. 621, a17-18。

55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41，CBETA, T53, no. 2122, p. 605, b27-c2。

56 隨．古藏，《法華義疏》卷 11 ，CBETA, T34, no. 1721, p. 621, a21-24。

57 CBETA, T34, no. 1721, p. 621, a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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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法之儀等內財；分三有：一、資具供養，又稱四事供養、利養供養，謂衣、食等

物資之供養；二、敬具供養，又稱奉施供養、世間供養，謂華、香等供養具之供養，

廣義亦含身之供養；三、嚴具供養，謂一切寶物等。以其未達三輪體空，故稱事供

養。

而法供養又稱內供養、勝供養、修行供養或至處道供養等，其內容包含有身命、

意業、口業之供養，是屬精神上或心念之法，如奉行、持戒之行供養；有身業禮拜、

合掌及意業之尊重供養；有口業讚歎佛德之恭敬供養，其亦指證入真實之理或達三

輪體空之淨修，故又名理供養。

第二節 《華嚴經》的「廣修供養」

諸經闡述各式各樣之供養，但其本質不離財、法這兩種，即澄觀祖師所述之「利

養、正行，具二供養。」58其亦稱為財、法，內、外，或事、理之供養。《華嚴經》

中的供養，從空間與時間來講是重重無盡的，其供養之心量亦如虛空般無垠，似大

海般無邊。供養含有對上之敬意，包括父母、師長，及對下之供養，即愛護、悲憫

一切眾生。對上、對下一律皆以真誠、恭敬、慈悲、平等之心供養，當下自得福德

和智慧，兩者具足方能圓滿菩薩道。但在眾多對象中，佛教徒仍是以供養三寶為主

要之對象。

《普賢行願疏》中，將三種供養之法列舉如下：(一)財供養，即指以世間之財寶、

香花等供養諸佛菩薩；(二)法供養，指發起菩提心，依佛所說教法，而行自利、利

他之二利來勤修、度化眾生，以令善根增長之方式供養佛；(三)觀行供養，謂行周

遍含融觀、事事無礙觀等華嚴觀行，觀一切萬法皆是平等不二，以此供養諸佛。此

外，唐朝澄觀所撰述之《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說：「供養有三：一、衣等利

58 唐．澄觀選，《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 ，CBETA, T35, no. 1735, p. 768, b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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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二、香等敬養；三、戒等行供養。」59

由此可知，菩薩道的修行，從實踐「供養」開始，其不僅可除去「慳貪」習性，

還能長養慈悲心，並積累修道所需之福、慧資糧。而財供養及法供養中，以法供養

為最勝。然法供養雖最為殊勝，還是應以財供養為基礎，隨分、隨力而為，若一毛

不拔，則表「慳貪」習性仍重；又雖有能力行法供養，亦須修財供養，「法供養」

方有圓滿之期。而「廣修供養」，非狹隘地專指供養如來而言，而是廣義地指供養

一切眾生。因修供養之目的，即是欲種植福田，求佛之道。此是行菩薩道之入門基

礎，因此門能出生成佛之道。福田有三:

(一)敬田：指佛、法、僧三寶。因三寶是世間明燈，引領濁苦罪業眾生，遠離貪、

瞋、癡等煩惱，漸漸趨向解脫之門。若無三寶之加持，則世人恐將永世沉淪於聲、

色、貨、利之物欲苦海中而不能自拔。

(二)恩田:指父母、師長的養育、教誨之恩。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父母給與了我

們生命，而師長則是施與行人慧命，故父母、師長之恩不能不報。以「萬行孝為先」

60，知恩報恩，此乃做人之根本道理。

(三)悲田:指慈悲、濟度，拔眾生之苦，為其帶來歡樂。世人常說利己、利人，

而修學佛道，無非「上求、下化」二者，故上求佛道之第一步，即是要能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有此念念為眾生，慈悲濟世之胸懷，方能圓成佛道。而成佛之目的，無

非是為度無量無邊之迷苦眾生脫離苦海。若無眾生，則何以成就佛道？因此幫助眾

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即是成就己之道業，故眾生是成就菩提道業之「增上緣」，

能勤耕悲田，利益眾生，即是種植莫大之福田。

而財供養與法供養又各包含什麼樣的內容呢？以下廣明。

一、財供養的意義

「財供養」分兩種：外財與內財，外財就是指以身外之物，如金錢、財寶等，

59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 》卷 34，CBETA, L132, no. 1557, p. 11, a1-2。

60 清．元說、超宣等編，《百癡禪師語錄》卷 23，CBETA, J28, no. B202, p. 121,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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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誠、恭敬之心來供養三寶及眾生，此稱外財供養。相反的，以自己之生命來供

獻，願意為需要者犧牲而在所不惜即內供養，此又稱事供養、或事供，是指以所有

諸供養具而為供養，事供養為「理供養」之對稱，「理供養」是說各種事相皆由因

緣而生，雖有，但非實。如《華嚴經》云：

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為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

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然種

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

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為供養。61

以最殊勝、美妙之花雲、鬘雲、音樂雲、天衣服雲及傘蓋雲等供品，一一供養

諸佛如來，並以天種種香、燒香、塗香、末香等，又燃種種的燈，如酥油燈、香油

燈等，所有的供品堆積如須彌山一般高，悉如數供養海會諸佛菩薩。此乃依諸佛和

普賢菩薩之願力，及深心信解自心普賢本來具足如此妙用，故能行此廣大供養。以

上妙諸多供品而獻供佛寶；以四事供養僧寶，即以僧眾日常之生活用品為主，如飲

食、衣服、醫藥、臥具等。然世間人財力、物力皆有限，怎可能供養百萬億位佛菩

薩？這即是教導我們，供養時不要只侷限於目前之一尊佛，而是要透過攝心觀想，

而達無盡供養之目的。如：此食偏十方，屬一念中，悉皆普照一切法界，一定要發

廣大供養之心，如此修持，不僅只供養佛菩薩，亦願一切有情、無情皆納受供養，

此即觀行法。

眾所周知，寺院中每天晚課都進行蒙山施食，葫蘆裡只裝有七粒米，但以心觀

想「此食遍十方」，能令一切佛子、有情、孤魂皆獲此供，可見觀想供養之力量有

多麼重要。而以如上所說種種所供之物外，《華嚴經》特別強調法供養，因財供養

屬於世間有漏法，只能延命壽生，不夠理想亦不夠圓滿，法供養卻相反，可令吾人

之智慧進昇，此即純潔無染之無漏法。由於供養中，如來最重視法供養，故菩薩為

求法，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所云：

61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 ，CBETA, T10, no. 293, p. 844, c28-p. 845,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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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法故，於內、外物無不能捨，國土、人民、摩尼七寶、象馬、輦輿、眾

寶、瓔珞、嚴身之具、妻妾、男女、肢節、手足，舉身施與，無所愛惜。62

世間財寶，非常人說捨就能捨，如行者信心不夠堅固，則很難做到，但菩薩以

化生為事業，以非身外之物為財寶。此即「心」之財寶。因此，《華嚴經行願品疏

鈔》強調供養者，須先了解法供養，如此則得成就供養如來。而「非以世間財寶、

飲食名為供養也。」63因為佛曾說：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法能令眾生凈化、脫離輪

迴，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所云：「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

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無量劫住。」64

由上可知法供養之微妙作用，而法供養是什麼？為何佛、菩薩這般重視法供養？

以下筆者藉由法供養開展，以令大眾看到供養法之殊妙處。由於「如說修行出生諸

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65以下說明此意。

二、法供養的意義

法供養，「法」66指認識之標準、規範、法則等。梵文字根來自 dha，意思為持、

保持、任持不失，印順法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發展》中說：法--達磨 dharma，

是眾生的歸依處，是佛引導人類趣向最終解脫的理想與目標。又《佛法概論》中法

62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 ，CBETA, T09, no. 278, p. 551, c8-11。

63 東晋·佛陀羅，《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2, b18-19。

64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 ，CBETA, T09, no. 278, p. 551, c14-16。

65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CBETA, T10, no. 293, p. 845, a12-13。
66 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2〈十地品 22〉：「法謂軌持」(CBETA, T35, no. 1733, p. 334, c22)

宗處元，《摩訶止觀義例隨釋》卷 4：「法謂軌持。性謂不改。只是三千實相之法。上為十方諸佛

之所軌持。下為一切眾生之所軌持。始終無改。故名為性。」(CBETA, X56, no. 923, p. 173, b24-c2 // Z

2:4, p. 453, d18-p. 454, a2 // R99, p. 906, b18-p. 907, a2)

唐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1：「法謂軌持。軌謂軌範可生物解。持謂住持不捨自相。一體有無

對。二自性差別對。三有為無為對。四先陳後說對。前唯有體。後亦通無。瑜伽論五十二。說意不

壞法現前。無亦名法。今者相分必有。似無名無。前是共相。後是自相。前唯有為。後通無為。前

唱者名持。後唱者名軌。合有四對名為軌持。」(CBETA, T43, no. 1830, p. 239, c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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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類：○1、文義法；○2、意境法 ；○3、（學佛者所）歸依（的）法。67簡單說，

法就是指佛陀所說之教示，或指道德之法則，或為一切萬法之代稱，意譯為法。法

是指依佛所說教法修菩薩行，度化、引導眾生令他們從顛倒妄想中，斷除有漏之根

而到達涅槃彼岸，故《藥師經疏》說：「受持、讀誦、宣說、開解，名法供養。」68

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云：「我以廣大勝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

以普賢行願力，普遍供養諸如來。」69「勝解」，謂於所緣境決定印持不可引轉，於

前財供養中，具此勝解而為供養，即是法供養，其分為七種。

筆者將諸經中提到的供養歸納於財、法二個範圍內，列表如下:

表 1: 財、法二供養表

67 印順導師全集（2016-4-30），《佛法概論》，

http://www.mahabodhi.org/files/yinshun/read/database=yinshun&book=a08&block=4&innercode=0.html
68《藥師經疏》卷 1，CBETA, T85, no. 2767, p. 320, b16-17。

69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CBETA, T10, no. 293, p. 847, a14-15。

諸經之供養 財供養 法供養

1、《十住毘婆沙

論》二種供養

○1 四事供養恭、敬、禮侍等；○2

外供養等；外修四事，內致一心，

不達三輪體空；○3 財供養又稱事、

外供養，指事物有形象，可以看得

到、摸得到。此指以香、花、飲食

等四事供養。

○1 善於聽聞大乘正法，

或廣或略；○2 內供養達

體空；○3 法供養或稱理、

內供養，指無形相，看不

見、摸不到的東西。它屬

於精神上，是心念之法。

此指證入真實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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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說修行供養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

《智度論》云：「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修行，不名為智者。故

如說行方得佛法，不以口言而可清淨也。」又如《大法句經》云：「雖誦千

言，不行何益；不如一聞，勤修得益。雖誦千言，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

2、《大毘盧遮那

經供養次第法

疏》三種供養

○1 香、華、飲食及燃燈莊嚴道場

等；○2 如說奉行及禮拜、持戒等；

○3 心住法體，無外攀緣

也。

3、《十住毘婆沙

論》三業供養

○1 以種種讚歎名口供養；○2 敬禮

華香等名身供養。

○3 心意清淨。

4、《盂蘭盆經疏

孝衡鈔》

四種供養

○1 身業禮拜；○2 語業稱讚真實妙

理；○4 手結金剛印。

○3 意業觀想法界之內皆

成供養。

5、《增壹阿含經》

四事供養

指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

醫藥等。

6、《梵網經菩薩

戒本疏》

五種供養

○1 身業承迎禮拜是﹔○2 口業稱

揚謙謝是﹔○3 事物，即七寶百物

是﹔

○4 意業尊重、孝、敬心

是；○5 法供養即受持、

讀誦、如法修行是。

7、《菩薩地持經》

十種供養

○1 身供養；○2 支提供養；○3 現

前供養；○4 不現前供養；○5 財物

供養；○6 自作供養；○7 他作供養；

○8 勝供養；○9 不染污供

養；○10 至處道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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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滅意。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得度。雖誦千言，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欣樂奉修。雖誦千言，我心不滅；不如一句，捨憍慢逸。雖誦千

言，求名愈著；不如一說，棄執離著。雖誦千言，不欲捨罪；不如一聞，去

離生死。雖言千言，色情愈固；不如一解，心境忘懷。雖誦千言，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絕離三界；雖誦千言，不存悲、智；不如一聽，自、他兩利。」

又，〈文殊章〉云：「如說修行，如行而說；若不能爾，是亦不能利樂眾生，

自疾不能救等。」又云：「善男子！如來從修行中來，若能修行，是則成就

供養如來。」70

這是說我們要了解佛所講的道理，依教奉行，做所應做；不應做的，亦絕不違

犯。「依照佛、菩薩的教訓，修正我們錯誤的想法和看法、錯誤的說法、做法，這

叫如說修行供養。」71而「說」跟「行」兩者，能說到做到才是真功夫，故如說修行

方得佛法，不以言說而可得清淨。正如《大法句經》所言:說而不行，如何得到利益？

雖誦千言，不如一聞勤修得益。可見「行」對佛子來說有多麼地重要，就像要將米

變成飯，一定得經煮的過程，同樣道理，想要利益眾生，一定要按聞、思、修的方

法去實行才能獲得真實利益，這就是末法時代，修行佛道者多但成就者少的原因，

因為說來容易做來難，說法的人多，但行法的人少，而如來是通過修行成就的，故

修行者能說能行、如行能說，則是成就供養如來。

2、利益眾生供養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利益眾生供養』，如〈十地品〉云：『所修善根，

皆為救護一切眾生。』又云：『諸佛出世本為利樂一切眾生故』，所以利益名真供

養。」72利益就是幫助眾生，使眾生得到最大的利益。利益眾生簡單來說，所修善根，

皆為救護一切眾生，不論做什麼皆能帶給眾生快樂，又不違背佛陀的教誨，這才是

真供養。

70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2, a8-22。

71 淨空（2011），《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台北：佛陀教育其金會，44頁。

72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2, a2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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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攝受眾生供養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

「攝受眾生供養」者，彼名以慈悲心，隨順攝取。又云：「諸佛出世，為以

慈悲攝眾生故。」如淨名居士，「以善方便，居毗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

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懈怠；以禪定

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乃至「入諸酒肆，能立其志」等。又，「一切菩薩，

皆以普門示現等，皆為攝取一切眾生安置佛道故。 73

這是以慈悲心為懷，隨順攝取的意思，可知諸佛出世，都是以慈悲攝眾生。《淨

名經》說，以善巧方便之六度法門來調伏眾生 ，也就是將佛所教導的傳授給眾生，

並攝受、引導他們一起修行，而攝、受之間，師、生關係是非常親密的，不僅以語

言傳授，而且更以身行，做好榜樣給眾生學習，這叫攝受眾生供養。

4、代眾生苦供養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說：「代眾生苦供養者，以代眾生上契佛意故。」74代是

代替，代眾生苦就是眾生有苦，我能代受之，此即為供養於眾生。75

5、勤修善根供養

澄觀大師之《華嚴經行願品疏鈔》說：「勤修善根供養者，彼云:不捨勤修一切

善法，若不勤修一切善法，是亦不能利樂一切眾生。」76因為不勤修一切善法，就不

能利樂一切眾生。然何為「善法」？《雜阿含經》說：「善身業、口業、意業，是

73 CBETA, X05, no. 229, p. 272, b1-7。
74 CBETA, X05, no. 229, p. 272, b7-8。

75 釋默如(1963)，《大方廣佛華嚴經論》，台北：法雲精舍， 75頁。

76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2, b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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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善法。」77而善根的「根」，是能夠增長的意思。善根有哪些？《雜阿含經》說：

「無貪、無恚、無癡，是名三善根」78宋朝世友尊者所造《眾事分阿毘曇論.五法品》

中亦同此說。簡單講，信、(精)進、(正)念、定、慧，這五個善根是最根本的。增長

信心，增長精進，增長正念，增長我們的禪定、智慧，這就是勤修善根。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論》中說明：善根者，一切善法由之而生，此為

抽長善法華果之根也。善根之體為何？大乘百法中，指無貪、無瞋、無癡之三善根，

一切善法緣之而生。79因此可說，一切法皆從三業而生，勤修善三業即是供養如來。

6、不捨菩薩業供養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不捨菩薩業供養者，彼名不捨一切菩薩事業，何以

故？若捨菩薩所修事業，是亦不能利樂眾生故。」80然何為菩薩業？《大方廣佛華嚴

經隨疏演義鈔·十迴向品》云：「菩薩常作佛事，故是菩薩業。」81《大方廣佛華嚴

經.離世間品》云：「一切菩薩業，同種善根故。」82《法華經句解》說：「上求、

下化是菩薩業。」83《佛地經論》云：「息眾生諸苦惱故，利樂有情是菩薩業。」84《大

寶積經》亦云：

菩薩業者有二十法，若有菩薩不成就此二十法者，則不能得坐於道場。何等

二十？一者離慳心，二者修布施，三者離熱惱，四者修淨戒，五者離瞋恚，

六者修忍辱，七者離懈怠，八者大精進，九者離亂心，十者念慧修無依定，

十一者修甚深忍，十二者具足般若波羅蜜，十三者行無相行，十四者行空行，

77 CBETA, T02, no. 99, p. 94, b19。

78 CBETA, T02, no. 99, p. 94, b20-21。

79 釋默如(1963)，《大方廣佛華嚴經論》，台北：法雲精舍，76-77頁。

80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 ，CBETA, X05, no. 229, p. 272, b10-12 。

81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8 ，CBETA, T36, no. 1736, p. 378, a12-13。

82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6 ，CBETA, T10, no. 279, p. 297, b4-5。

83 宋．聞達，《法華經句解》卷2，CBETA, X30, no. 604, p. 499, a7-8。

84 唐．親光、玄奘，《佛地經論》卷 2，CBETA, T26, no. 1530, p. 300,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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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者行無願行，十六者成無願境界，十七者不捨一切眾生，十八者修行大

悲，十九者不念聲聞、緣覺之乘，二十者心樂成就如來智慧。是名菩薩摩訶

薩二十種業。85

又云：「有四事為菩薩業。何謂為四？○1 其慧曉了所入志性，○2 普見眾生根

原所歸，○3 分別一切諸趣所由應病與藥，○4 明識一切徑路所行令得寂寞不懷瞋恚；

是為四事菩薩所行自在道業。」86菩薩事業即是教化眾生，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簡單講，菩薩業即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利樂有情眾生就是菩薩的事業，若離菩

薩所修事業，是不能利樂眾生。此外菩薩業亦以善根為基礎，87不離菩薩業就是供養

如來。

7、不離菩提心供養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

不離菩提心供養者，彼名常不捨離大菩提心。〈離世間品〉中有十種退失善

根法，所謂捨菩提心，凡所修善，魔所攝持。前章又云:「若暫捨菩提心者，

是亦不能利樂眾生，何以故?善男子！夫為菩薩，為欲利樂諸眾生，故勤求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無眾生，一切菩薩不成正覺。88

菩提心是成佛的根本，漢語翻成覺悟，覺悟就是佛，相反的就是迷、無明。假

如行菩薩道失去菩提心，所修之一切善法皆名為魔業。姚秦時代鳩摩羅什大師所譯

之《十住經》說：「若無菩薩心，聞是法門不能信解、受持，何況以身修習、能成

85 唐．菩提流志，《大寶積經》卷 88，CBETA, T11, no. 310, p. 506, a5-15。

86《大寶積經》卷 118，CBETA, T11, no. 310, p. 671, b2-6。
87 釋默如(1963)，《大方廣佛華嚴經論》，台北：法雲精舍， 77頁。

88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2, b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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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89可知，菩提心為一切諸佛之種子，如〈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云:

「從初發心，修菩薩行，超生死輪，成大願海，具勝神通，得勝自在。」90《又《大

智度論.序品》說:

菩薩從初發心，作誓願：當令一切眾生得歡樂，常為一切，不自惜身；若惜

身者，於諸善法不能成辦。91

由上諸引文可知，發菩提心的重要性，行菩薩道時，若遇逆境或不如意，一定

要堅持，永不放棄當時的初發心，這即是供養如來，因為離開菩提心，所作的一切

皆不能成就。

而此七行即是普賢行，亦由此出生諸佛，於此生起勝解而廣修供養，即是普賢

行願之供養。

第三節 供養與佈施的區別

供養與布施對一般人來說，是耳熟能詳的觀念，兩者都是「給予」的意思。既

然兩者出發點相同，為何名稱不同?原因在於供養的本質是以尊重、恭敬、真誠之心，

供養對象主要為如來，如稍加擴大，亦可說是供養三寶，若再擴大，還包含供養父、

母、師長，乃至供養一切眾生，如演培法師《普賢行願品講記》所說：「供養的對

象雖說是多方面的，但在眾多的對象中，仍以供養如來為主要的對象。不過如將供

養對象的範圍，稍擴大一點，亦可說是供養三寶。設若再將範圍予以擴大，還要供

養自己的父母、師長，甚至還要供養一切眾生。因此，這裡所講的言廣修供養，不

應局限在供養如來，而應擴大到供養一切眾生。」「第一敬田：敬是恭敬的意思。

89 姚秦．鳩摩羅什，《十住經》卷 4，CBETA, T10, no. 286, p. 532, c12-14。

90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1 ，CBETA, T10, no. 293, p. 710, a18-19。

91龍樹造、 后秦．鳩摩羅什，《大智度論》卷 15，CBETA, T25, no. 1509, p. 173, a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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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要對象雖是佛，而實包含三寶在內。……第二恩田：恩是恩德的意思。這主要

對象雖是父母，而實包含師長在內。……第三悲田：悲是慈悲，亦即含有一種同情

憐憫的意思。這主要的對象，當然是一切眾生。……」。92經中常說的三種福田有敬

田、恩田、悲田。《阿毘達磨發智論》中提到：

云何供養恭敬，答如有一類，於佛法僧。親教軌範，及餘隨一有智尊重同梵

行者，施設供養恭敬而住。若於是處，有供養及恭敬，是謂供養恭敬。93

如上所說，以尊重恭敬之態度，給予他人利益之行為叫「供養恭敬」。而「佈

施」則是對眾生起「慈悲憐憫心」，因悲憫眾生之苦，而欲令他們離苦得樂，所表

現的「給予」行為叫「布施」。一是尊重恭敬心，一是憐憫心，或有種「嗟來食」

之意味，佈對象施主要是眾生。此為「供養」與「佈施」之差別，當然，兩者獲得

之功德也有差異。

不論是世間還是出世間法，恭敬心都是非常重要的。恭敬是為人的基本態度。

猶如五十三參中，善財童子向善知識求法時，「善財往詣，頂禮其足，遶無數匝，

恭敬合掌」94。離開時，「生愛敬心，頂禮其足，遶無數匝，慇懃瞻仰，辭退南行。」

95恭敬、合掌、禮拜，沒有一法不恭敬，這是行者的根本禮儀，乃至〈普賢十大願王〉

中，普賢菩薩教導的第一願就是禮敬諸佛，而經中所列的一心敬禮、一心恭敬96、一

心奉請等都是。如《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中：「一心奉請，南無十身初滿，正覺

始成，不離閻浮，而昇天上。無盡身雲，本尊毗盧遮那佛。……」97又《大乘理趣六

波羅蜜多經·〈布施波羅蜜多品〉》云：「時慈氏菩薩摩訶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整

理衣服偏袒右肩，長跪合掌一心恭敬，而白佛言……。」98等。自古以來，「禮」，

對於文化的延續與社會安定發揮了極大作用。唐朝道宣律師所撰之《四分律含注戒

92 演培法師（2006），《普賢行願品講記》，高雄：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會，104-107頁。
93 迦多衍尼子造、唐．玄奘奉，《阿毘達磨發智論》卷 2，CBETA, T26, no. 1544, p. 923, a22-27。

94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 ，CBETA, T10, no. 293, p. 684, a17-18。
95 CBETA, T10, no. 293, p. 698, b28-29。
96 唐．般若，《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4 ，CBETA, T08, no. 261, p. 881, c14-16。
97 宗．凈源，《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CBETA, X74, no. 1473, p. 370, b19-21。
98 唐．般若，《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4，CBETA, T08, no. 261, p. 881, c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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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疏行宗記》云:「禮者，理也。事行合於正理也」，99即是指「正正當當的行事態

度」。《論語》云：「不學禮，無以立也。」100不學禮，不但在人群中難以立足，

且不合體制的行為，也被社會排斥，不能行之久遠。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101在追求廣博的學識之前，必須先學禮，才能合乎中道，可見學禮之重要

性，即是先學做人再學做事，這就說明修行要從心地上下功夫，所以《禪宗直指》

提出「心能觀萬物，又能返照自心靈也。」102時時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知善、知

惡，起了惡念，馬上要覺察返照；如果對自己心中起了善、惡念都不清楚，自然無

法修正身、口、意三業之行為。《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云：「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言了心即佛者，經云如心佛亦爾」。103我

們的心地善良、慈悲、柔軟，藉由行為顯現出真誠、平等、無有分別來做財佈施、

法佈施以及無畏佈施。《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說:「普賢菩薩的布施叫供養。普賢

布施的心真誠、清凈、廣大、平等，這樣的心修布施，叫做供養，沒有這種心叫布

施。」因此〈普賢菩薩十大行願〉不說「佈施」而稱「供養」。104因為眾生的自性

本來是佛，因此能以極真誠、極恭敬之心而供養，就可稱為普賢菩薩。而一般人對

於佈施是如何定義的呢？筆者簡單說明如下:

一、佈施的定義

佈施，又名檀，即梵語 dāna 的簡稱，又作旦那、柁那、拖那。意譯為佈施、

施捨之義，漢、梵並稱，又可稱為檀施、檀信。其引申義則為施主之稱，表此人行

施，能破慳吝、嫉妒，越貧窮海，故又稱檀越。如宋朝法雲大師所編之《翻譯名義

99 唐．道宣，《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卷1，CBETA, X39, no. 714, p. 734, c3-4。
100 宗．希麟集，《續一切經音義》卷 8，CBETA, T54, no. 2129, p. 969, c7。
101 宗．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4，CBETA, T54, no. 2131, p. 1124, c3。
102 明．石成金，《禪宗直指》卷 1，CBETA, X63, no. 1258, p. 772, c8-9 // Z 2:17, p. 491, a17-18 // R112, p.

981, a17-18。

103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6 ，CBETA, T36, no. 1736, p. 670, b29-c2。
104 淨空（1992），《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財團法人佛陀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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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所說：「稱檀越者，檀即施也。此人行施，越貧窮海。」105施者以財施、法施、

無畏施為主，佈施對象以眾生為主，佈施除能捨「慳貪」習性之外，還能長養慈悲

心，並累積種種福、德資糧，而種世間福田，其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

三、貧窮田。106由此可見，供養與佈施皆含有「給予」之義，但是兩者有何差異？

以下說明之。

二、供養與佈施之同異

供養就是修福，亦即植種德本。一般來說，布施是對平輩，或對下而說；對上

則言供養。雖如此，兩者之間若嚴格區分，則在於用「心」之不同。以真誠、清淨、

平等、廣大之心來修布施稱為「供養」；若沒有這份存心即是「布施」。換句話說，

布施的心量不夠清淨、真誠，無法離開自我的觀念，「我執」仍在，不能達到「三

輪體空」的境界，所以所修的福報仍小；而供養的心量大，能「無相」布施，因此

所修福報相對也大，所謂「量大福大」。以下，筆者略釋供養與布施之異同。

（一）供養與布施相同之處

初期教團所受之供養以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等為主，稱為四事供養。而以

恭敬供養、讚歎供養、禮拜供養等精神之崇敬態度亦稱為供養。

佈施，在部派佛教中，有部指出，佈施雖然廣大，但若沒有厭離生死，則所行

的佈施則不得非擇滅。如玄奘大師所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云：

問:由何善法諸修行者於諸惡趣得非擇滅?答:或由佈施……。由佈施者。

有雖十二年開門大施而於惡趣不得非擇滅。如吠邏摩屈路羅等由彼不能厭

105 宗．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1，CBETA, T54, no. 2131, p. 1073, b6-7。
106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sQFjAAahUKEwiy5-O9_JHJAhXHl5QKHTbxDSk&url=https%3A%2F%2Fzh.wikipedia.org%2Fzh-tw%2F%25E5%25B8%2583%25E6%2596%25BD&usg=AFQjCNHp1dMhRO7wQ2LO6r4mu7xVJtrMMg&sig2=W40ljlIOxxWOT2MqK9HZ8A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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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故。107

可見部派佛教教理與初期大乘是很不同的。由上可知，法供養明顯帶有「洗清

罪業、除去煩惱」的修行性質,而布施則帶有「厭離生死」的態度，這也是屬於一種

修行的性質，兩者皆有自利、利他成分，具體說來，供養與布施到底有何相同之處?

1、能供養與能布施

在初期大乘的代表經論《大智度論》中，強調菩薩行佈施時，要起般若智慧觀

照，做到施者、受者與所施之物，此三輪相不存於心之「三輪體空」。如《大智度

論.六度相攝品》云:

菩薩佈施時，常觀一切有為作法虛誑不堅固，如幻、如夢。施眾生時，不見

有益、無益。何以故？是佈施物，非定是樂因緣……又此財物有為相故，念

念生滅無常，生苦因緣。復次，此財物入諸法實相畢竟空中，不分別有利、

無利，是故菩薩於受者不求恩分，於佈施不望果報；設求報，若彼不報，則

生怨恨。菩薩作是念：「諸法畢竟空故，我無所與；若求果報，當求畢竟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佈施相。」是故不見有益，以畢竟空故；亦不見無

益。108

可見初期大乘的「佈施」思想已非常鮮明地帶著「般若空觀」的性質了。正如

宗密大師《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所云：

離相施物是法,施者、受者是人，今皆不見，則離二執，名為二空，二空皆離，

即「三輪體空」。「輪」者喻也，如車輪內虛，方能運轉。故老子云：「當

其無有車之用，三事體空，能招佛果；三事體實，即墮世間。」斯則以無相

107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32，CBETA, T27, no. 1545, p. 164, c30-p. 165, a5。

108 龍樹造、后秦·鳩摩羅什，《大智度論》卷 80 ，CBETA, T25, no. 1509, p. 624, b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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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摧三有相，超出世間也。109

當布施時著重施者、受者、施物三者皆空，強調般若空性智慧的時候，就已帶

有「法布施」的性質了。而供養，事實上也是強調「法供養」這一部分。因此，不

管是「布施」或「供養」，都要求「能布施」、「能供養」的人，自己修行之水平

要達到平等、清靜的程度，事實上，兩者皆屬法布施與法供養之範疇了。從這點來

說，能供養與能布施是相同的。

2、所供養與所布施

(1)所布施

a、布施的種類

《菩薩善戒經.序品》言：「在家菩薩修集二施:○1 法施，○2 財施；《出家菩薩

修集》四施:○1 筆施。○2 墨施。○3 經施。○4 說法施。」110《菩薩善戒經》說在家

菩薩有法、財二施；出家菩薩布施有四:筆施，布施筆給發心書寫經典之人，幫助他

完成善願；墨施，布施好墨給發心書寫經典之人，幫助他成就善舉；經施，印經或

請經送人，便利讀誦、受持；說法施，演說佛法，使人聽後能引發信心、了解經義、

舉行教法、證得聖果。

b、布施物

佛法、飲食、房舍、燈燭、香花等

c、布施對象

○1 施客人: 居住本地的異鄉人；○2 施病人:身染疾病之人；○3 施行人:出外旅

遊之人。○4 施侍者:照護病人之醫護人員；○5 施園林:布施園林、樹木與寺院；○6

施常住:布施錢財或田地，供僧寶使用，令僧眾無虞匱乏；○7 隨時施:隨著天氣和季

節的變化(風寒或火熱)而布施適當之衣服和飲食。

109 唐·宗密、宗·子璿，《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卷 5，CBETA, J31, no. B269, p. 708, c21-26。
110 劉宋·求那跋摩，《菩薩善戒經》卷 1 ，CBETA, T30, no. 1582, p. 960, c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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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供養

供養物之種類、供養方法與供養對象等，分類不同，上文已敘述，此不贅述。

而所布施之內容與所供養基本上是一樣的。接著說兩者的不同之處。

(二)供養與布施的不同之處

雖然供養與布施的能、所之內容大同小異，然供養與布施是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的，主要是於供養之態度遠比布施來的恭敬許多，以下說明之:

1、恭敬供養

印光大師教導說:「佛法從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就有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就

有十分利益。」111「恭敬」指自謙而尊重、禮敬他人，恭敬通於身、口、意三業的

表現。《十地經論》說：「一切恭敬者有三種恭敬:一、給侍恭敬。二、迎送恭敬。

三、修行恭敬。」112《十住毘婆沙論·淨地品》云：「恭敬，名念其功德，尊重其人。」

113此是就意業而言；恭敬名尊重禮拜，迎來送往，合掌親侍，乃指身業而言。以小

乘法教化眾生，名為供養；以辟支佛法教化眾生，名為奉給；以大乘法教化眾生，

名為恭敬。此以口業之說法教化而名恭敬。簡單來講，恭敬供養就是恭敬陳白、禮

拜、迎請、合掌、唱讚、五支遍禮、右旋圍繞等。譬如叢林早、晚課中，皆須禮佛、

讚佛、念佛、繞佛、合掌，這就是對佛陀作恭敬供養。而《入法界品》中，藉由善

財童子面見善知識、問法及離開時，對於善知識恭敬供養之態度，是大眾應學習的。

善財即至其所，以身投地，頂禮其足，良久乃起，以尊重心白言：聖者！我

是善財！我是善財！114……善財童子！禮最勝足，遶無數匝，慇懃瞻仰，一

111 考古變今用-- 廣欽老和尚．修行修行考題（考古題）道證法師講述，（2016/4/3）

http://book853.com/wap.aspx?nid=1185&p=17&cp=2&cid=59
112 天親，《十地經論》卷 3，CBETA, T26, no. 1522, p. 138, b16-17。
113 龍樹，《十住毘婆沙論》卷 2 ，CBETA, T26, no. 1521, p. 29, a25-26。
114 唐．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 ，CBETA, T10, no. 293, p. 727, c1-3。

http://book853.com/wap.aspx?nid=1185&p=17&cp=2&cid=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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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戀慕，辭退而去。115……善財童子！見師子頻申比丘尼……身心柔軟，五

體投地，恭敬頂禮，合掌念言：「我當右遶此比丘尼經於無數百千萬匝等。116

由此可知，恭敬供養即是待人接物的禮數，尊敬之態度，從社會角度看，恭敬

供養即是風度、禮貌、人格教育良好、真誠純厚之人。恭敬是為人之基本道德。孔

子強調為人先學禮，因人有禮行為即端莊、守法度、敬同事、盡孝悌，敬父母、愛

兄弟，尊禮儀、講節約，懂廉恥、不驕奢，不違紀、不亂行等。恭敬是彼此謙讓，

使人喜愛、尊重等，何況出家弟子，更須恭敬的修持，因恭敬是清凈、慈悲、威儀、

道風、原則等，恭敬能破除我慢心、於諸惡苦惱等一切障礙悉能忍受。如《華嚴經

行願品疏》所云：「由心恭敬，運於身口，而遍禮故。除我慢障，起敬信善。」117

另據玄奘大師所譯《大唐西域記》云：「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

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踞，七、手膝踞

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118又《西方要決釋疑通規》云：「若恭敬修，

此復有五:一、恭敬有緣聖人……。二、敬有緣像教……。三，敬有緣善知識……。

四者，敬同緣伴……。五、敬三寶。」119 又《華嚴經》云：「若有眾生，恭敬、供

養、尊重、禮拜，乃至見聞，皆悉不虛，畢定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120

以上所說恭敬供養，是指以身、口、意三業藉由唱誦、讚歎，思惟、修習，真

誠、恭敬禮拜，菩薩藉由對眾生之教化，以此方便修習而發菩提心，調伏眾生脫離

苦惱。又另有恭敬供養之緣由, 是隨長幼之序作敬禮、迎送、合掌等，恭敬供養換

一種方式，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叢林，法師與法師之間通過合掌、問訊等，或者跟

師長談話時跪下、合掌、聆聽、不頂嘴，這是基本佛門規矩。而以《大方廣如來不

思議境界經》角度看，恭敬供養不只停留在有漏之世間法上，恭敬供養亦能超越生

死。

115 CBETA, T10, no. 293, p. 728, a29-b1。
116 CBETA, T10, no. 293, p. 730, a23-29。
117 唐·澄觀，《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CBETA, X05, no. 227, p. 193, a13-14 。
118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 2，CBETA, T51, no. 2087, p. 877, c12-15。
119《西方要決科註》卷 2，CBETA, T47, no. 1964, p. 109, c12-24。
120 東晉·佛陀跋陀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CBETA, T09, no. 278, p. 469, b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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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彼諸佛隨心所樂尊重之處，生大淨信。想佛形像，作彼如來真實之身，恭

敬尊重如現前見，上下諦觀一心不亂。往空閑處端坐思惟，如佛現前，一手

量許，心常繫念，不令忘失；若暫忘失，復應往觀。如是觀時，生極尊重恭

敬之心……，若福德者，即見如來現在其前。121

如上所說，恭敬供養能帶給行者身端正，心無雜念的善報，能生大凈信，所到

之處，悉皆攝受。以下論述《十地經論》所說之三種恭敬：

（1）給侍恭敬

給侍就是服務的意義，以眾生為中心，為他人服務、貢獻。在台灣，有很多社

會福利機構幫助需要之人，尤其慈濟特別突出，義工們不辭辛勞的付出、給侍，點

點滴滴都是願令一切眾生滅除煩惱；除了布施財物，證嚴法師認為財物不能帶給眾

生圓滿、快樂，因而提倡教化眾生，先供給所需，再講經說法度化眾生，可說其一

生所作行施，皆為眾生而不求果報，佛曾說過，眾生快樂就是我的快樂，普賢菩薩

的願心永無疲厭，如《華嚴經》云：

菩薩出世與諸眾生為大利益……；如船師，於生死海度眾生故……；如船舫，

運度眾生達彼岸故；如橋梁，能度眾生越生死故……；如須彌，勝智善根超

出深廣生死海故。122

如上所說，菩薩出世是為眾生，當眾生生煩惱病、自私自利病、執迷不悟、迷

失方向時，似父母、船師般給予鼓勵、安慰、照顧，教導眾生度過苦海及難關。

（2）迎送恭敬

121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卷1，CBETA, T10, no. 301, p. 911, a26-b9。
122 唐．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 ，CBETA, T10, no. 293, p. 684, c9-23。



36

清代續法法師所述《四十二章經疏鈔》說：「迎送拜揖謂之禮。」123以禮待人，

表現出一種真誠之態度。又《大方廣佛華嚴經.賢首品》說：「以昔曾於道路中，塗

香散華布衣服，迎送如來令蹈上……。」124以示尊重、恭敬的迎送之禮。

真誠恭敬禮拜，不斷地讚歎菩薩對眾生之教化，迎接聖賢來臨，攝照納受供養。

如《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請佛儀》所讚頌之:「一心奉請華藏世界外，十方無盡法界

剎海內，如是等億佛剎微塵數諸佛，道場一切海眾，惟願不捨慈悲，降臨道場，受

我供養。」125《傳戒正範》云：

香花迎，香花請，弟子(某甲)等，一心奉請觀音勢至，文殊普賢，清淨海眾，

諸大菩薩。律藏會上，優波離尊者。西天東土，歷代祖師。傳南山宗，諸大

律師，中興律祖，慧雲馨公大和尚。惟願不違本誓，慈光攝照，證盟受戒。126

可知迎請佛菩薩光臨法會，證明供養，表示誠懇、尊重，如迎請儀式，事畢大

眾亦同樣歡喜表白，謝恩貴客來臨，依法念誦畢，歌讚送聖天，方出道場。如唐朝

法全法師所集之《供養護世八天法》云:

事畢發願已，後結本方尊，各誦本真言，送聖護方天，依法念誦畢，歌讚發

願已，解界送聖天，方出道場外。127

（3）修行恭敬

澄觀大師《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說:「修行恭敬」即敬順佛故。128「修行」指依

照經典的教誨認真去做，這叫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為，把行為修正過來，然而

「正」的標準是什麼?佛在經上所有的教誨就是正的標準，也就是佛的想法、看法、

做法決定正確，我們依循佛的教法，將自己的思想、見解拋棄, 依照佛的想法、看

123 清．續法，《四十二章經疏鈔》卷 3，CBETA, X37, no. 671, p. 701, b12。
124 東晉．陀跋陀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 ，CBETA, T10, no. 279, p. 77, b4-5。
125《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請佛儀》卷 1，CBETA, X74, no. 1469, p. 135, b17-19。
126 清．讀體，《傳戒正範》卷 4，CBETA, X60, no. 1128, p. 660, c7-11 。
127 唐．法全，《供養護世八天法》卷 1，CBETA, T21, no. 1295, p. 382, a1-4。
128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 ，CBETA, T35, no. 1735, p. 762,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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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修正我們的觀點、行為，這叫修行。修行是從起心動念、待人接物之處修，當

我們的心非常精進、真誠、清凈時，此即是修行恭敬。佛法如海，筆者試舉修持十

種法中之一例來敬順佛。

所謂恭敬尊重諸善知識修行法；常為諸天之所覺悟修行法；於諸佛所，常懷

慚愧修行法；哀愍眾生，不捨生死修行法；事必究竟，心無變動修行法；專

念隨逐，發大乘心，諸菩薩眾精勤修學修行法；遠離邪見，勤求正道修行法；

摧破眾魔及煩惱業修行法；知諸眾生根性勝劣而為說法，令住佛地修行法；

安住無邊廣大法界，除滅煩惱，令身清淨修行法。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其

中，則得如來無上修行法。129

十種修行法，闡釋修行恭敬即是觀察自己，恒常安住正念，遠離顛倒妄想及我

慢，念念哀憫眾生而發菩提心，引導眾生破除無明網，達到安住彼岸家。然修行法

從何來?修行是靠平日修持，一點、一滴所累積的，尤其親近善知識時，應不忘求方

便法，以聞、思、修三慧之次第門，精勤修學，消除煩惱，遠離邪見，勤求正道，

發大悲心，為眾生不惜生命等，令一切眾生都能安住清淨如來家，這就是敬順佛意。

2、無畏施

《正法念處經.觀天品》云：「何者復是無畏布施？凡有幾種無畏布施？無畏布

施，凡有三種：一者救命，施其無畏；二者妻子為他拘執，方便救攝，施其無畏；

三者防護畏失物者，施其無畏。」130無畏施，又稱無畏捨、梵語 abhaya-dna，即拔

濟種種之怖畏。簡單講，無畏施就是眾生身痛苦、心不安，恐懼、害怕的時候，幫

助他消除恐懼，這一類的佈施稱為無畏施。此無畏施即救度眾生，為其祛除種種怖

畏之意。而觀世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中能施無畏，故有「施無畏者」之稱。如姚秦時

代鳩摩羅什大師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說：

129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CBETA, T10, no. 279, p. 307, c1-10。
130 元魏，《正法念處經》卷 43，CBETA, T17, no. 721, p. 258, c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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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滅諸有苦，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或漂流

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

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131

由上所說，觀音以種種之威力方便，拔濟獅子、虎、狼、水、火、惡獸、刀、

盜賊等諸怖畏，施以安慰、保護眾生，即是無畏施。

下表略述供養與布施之異

表 2： 供養與布施

供養 布施

定義 虔誠、清凈、勇猛、恭敬之心。

心量廣大

救濟或結善緣而發起憐憫心，

心量狹小

對象 三寶與眾生為主 眾生為主

恭敬供養 修行的態度誠懇，對上最恭敬的

奉獻。

救度眾生，消除恐懼，保護安

全

果報 功德無量，修成佛道 人天福報，功德未滿

由此可見供養勝於佈施，不是因為福慧與修行有差異，而是因為佈施之願求不

同，佈施以救濟、憐憫眾生為修行根本動機；供養以對上或對下，一心誠懇、恭敬

奉獻為動機，此是兩者截然不同之處。而這只不過是人們世俗智慧分別之結果，實

際上並無差別。以上列舉七種，總名之為法供養，初如說行，屬自利又屬自覺，次

三則對眾生者，屬利他，亦名覺他，後三從佛法上實際進行者，雙屬自、他二利，

又當於覺滿，勉強做如此區分。

131 姚秦．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卷 7，CBETA, T09, no. 262, p. 57, c16-p. 58,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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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無限的廣修供養願

在《華嚴經》中，「廣修供養」遠比「供養」二字的意涵要豐富、深廣得多，

而修行供養則是為了成就「佈施」。如《大乘莊嚴經論.功德品》說：「諸菩薩為成

就六度，故於諸地中決定應作六事；一者必應供養，此為成就檀度，若不長時供養

則檀度不得圓滿。. . . . . .」
132
檀度，即檀波羅蜜。檀為施與之義，波羅蜜則是為度

之義，謂施與布施是從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行法之一。而「廣修供養」，是說

諸佛如來為最上之福田，因此吾人當生起正信，以上妙之財、法等行供養，如以最

勝、無量之華鬘、塗香、貲財、眾具，以及勤修種種善根菩提妙法而來供養，如是

則名「廣修供養」。由此可知欲「廣修供養」，必須先圓滿佈施度。

第一節 「廣修供養」在普賢十大行願中之地位

如果說普賢行願是整部《華嚴經》的修行重點，那麼，「廣修供養」在《普賢

十大行願》中的地位又如何呢？首先，廣修供養必須聚集以十大願王為體的十種行

門，亦即須具足修行十種不同內容的供養才能顯發其功德。列表如下：

表 1：十種大願

132 唐．無著、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卷 12，CBETA, T31, no. 1604, p. 652, b24-26。

普
賢
十
大
行
願

自利

1、禮敬諸佛（供養諸佛）

2、稱讚如來（供養諸佛）

3、廣修供養（自利利他，一願通十願）

4、懺悔業障（如說修行供養）

5、隨喜功德（利益眾生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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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學講義》云：以上的十種殊勝行願中的前面四願，是偏重於個人自己的

修持功夫；第五至第八願，是由充實自己而擴展到其他眾生，第九與第十願，是著

重於利他為主的修法，所以十大願王是修一切菩薩行的總歸納，是菩薩行願的一個

最高的究極目的。133而「廣修供養」，則是十願之中，唯一包含自利與利他之願。

若從修行階位來講，「廣修供養」屬十地之初地--歡喜地的修行重點，歡喜地

的菩薩已證得真理，斷了我執與法執而證得二空，故能夠成就無上的自利與利他之

行。而初地之聖位，是為成佛之要道，如《華嚴經疏·〈5 花嚴藏世界品〉》所說：

「唯識論第九云:一、極喜地，初獲聖性，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大喜故。解云：

此有三義，一、得位；二、證理；三、成行，皆初獲得，故生歡喜也。」134綜上所

述，此地名「歡喜地」的原因有三：(一)由無漏無分別智，斷除了煩惱、所知二障

分別種子的凡性，最初獲得無漏無分別智的聖性；(二)具足證得人、法二空所顯的

真如實理； (三)能夠利益自己和其他一切有情眾生，由此三因，菩薩心生歡喜，是

故此地菩薩是佈施波羅蜜多圓滿之位。

以上略明供養與布施的不同含義，若以普賢行願力來修供養，則能達到盡虛空、

遍法界、重重無盡的「廣修供養」境界，而「廣修供養」不僅有布施波羅蜜的同教

一乘意涵，更有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華嚴別教一乘意涵，具體表現為：(一)

廣修供養的對象是無量的；(二)廣修供養的時間是無盡的；(三)廣修供養的境界是無

限的。以下分別論述之：

133 賢度（1994）《華嚴學講義》，台北: 財團法人華嚴蓮社，351頁。
134《華嚴經疏》卷 1，CBETA, T85, no. 2755, p. 228, b12-15。

由自而他 6、請轉法輪（不捨菩薩業供養）

7、請佛住世（不離菩提心供養）

8、常隨佛學（勤修善根供養）

利他 9、恒順眾生（攝受眾生供養）

10、普皆迴向（代眾生苦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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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三種無限量的廣大供養

一、廣修供養的對象無量

世上所有福報都絕非憑空而得，須廣種供養之因，方能得此福報現前之果，故

佛教中將所供養之對象喻為「福田」， 因為「田」能生長一切萬物；而「福田」則

能生出一切世、出世間之福報與善法，故就布施供養對象之不同，可分為敬田、恩

田與悲田三種。《瑜伽師地論》云：「佛、法、僧寶，名最微妙。」135因三寶功德

巍巍無比；福德猶如大海；智慧等於虛空，可尊、可貴，故名之為寶。而一切眾生，

由煩惱業障，沉淪苦海，生死無窮；故三寶出世，作大船師，截愛流，超昇彼岸，

利樂眾生，無有休息。此恩重難報，故供養對象中，以佛、法、僧三寶為尊、為勝，

故供養三寶，等同於供養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故是最吉祥的，

供養佛、法、僧三寶，稱為供養「敬田」。

《過去現在因果經》云：「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最；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

田。」136佛弟子中，天眼第一之阿那律尊者，過去生曾為貧農，因遭逢饑荒，生活

艱困。有一次，見一獨覺聖者出外乞食，然卻空缽而返，遂忍下自身之飢渴，而將

僅有之粗米飯供養聖者，以此供養之功德，使其九十一劫不受貧窮之苦，最終隨佛

出家修行，得證聖果。當知供養獨覺聖者，尚獲此勝福，可知世間有情眾生若以恭

敬之心供養於佛，則可獲最上富貴、吉祥之福德。137

廣修供養之對象除三寶外，還有父母、師長及其他有情眾生。孝養父母、尊敬

師長，則稱為供養「恩田」。《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云：「假使有人，左肩

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繞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

135 唐．彌勒、玄奘奉，《瑜伽師地論》卷 13，CBETA, T30, no. 1579, p. 345, c25。
136 劉宋．天竺、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 4，CBETA, T03, no. 189, p. 647, b23-24。
137 顯密文庫，2016/4/2）《普賢十大行願(十一)》，

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newsid=33441

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newsid=33441


42

報父母深恩」138；而師長則是啟人智慧，開導為人、處事之理，其恩不亞於父母。

因父母、師長於我們有教養之深恩，故侍奉父母，供養師長，獲福亦無量。

而於一般眾生，乃至鰥寡孤獨、癈疾者，心生憫愍而施與財物、予以安慰，使

其生活無虞、心情愉悅，進而為其解說佛法，令其歡喜學佛修行，此即供養「悲田」。

如佛世時，有條狗因盜人食物，被打斷腿棄置於荒野，飢乏將死，臨命終前，幸蒙

舍利弗尊者慈悲，給予飲食充飢，並為之說法令得歡喜，其即以此歡喜心及善根往

生為人，後隨舍利弗出家修行得道，此人即是七歲出家便證阿羅漢果位的均提沙彌。

139故《普賢行願品》云：「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140因一切眾生

皆有佛性，皆當作佛，故供養一切眾生，即是與一切眾生結善緣，此亦是供養未來

佛。

田，能生長芽苗百物，故供養敬田、恩田、悲田，猶如植福於良田，必能締結

香甜之美果，令供養者獲福無量。故菩薩發廣大願，於佛法僧三寶、父母、師長乃

至一切眾生，悉以恭敬心、報恩心與大慈悲心，承事供養、愍念布施，此即「廣修

供養」的具體行持。因篇幅有限，本文僅例舉供養三寶以作說明。首先，簡單說明

什麼是三寶，及行供養之原因。

1、供養佛

三寶之首是「佛」，而「佛」是「佛陀」之簡稱，梵語 為Buddha，意譯是「覺

者」、「智者」，故《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佛寶，約覺知義。」141說明佛是

具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人，能夠如實地覺照而徹見一切法之性相，依實理起

修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之人，是智慧和德行圓滿的覺悟者、大聖者；是三界（欲

界、色界、無色界）的導師；是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的慈父，同時又

是一位開創者，是「天、人世界」中，教化眾生的教主。《行願品疏鈔》云:「若無

138 南宗．思覺集，《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卷 5：(CBETA, ZW08, no. 68, p. 215, a14-p. 216, a3)。
139 中台世界，（2016/4/2），《均提沙彌的故事》，

http://www.ctworld.org.tw/sutra_stories/story346.htm
140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 ，CBETA, T10, no. 293, p. 846, a12。
141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CBETA, X05, no. 229, p. 236, c8。

http://www.ctworld.org.tw/sutra_stories/story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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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寶即無人說法」142，所以三寶中佛寶最為殊勝，《行願品疏鈔》云：「天上天下

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143

世尊成道後，為何要講經說法四十九年？眾所周知，佛之所以發廣大願，莫不

是為悲憫眾生之苦，指引眾生透過不斷的修行以拔除現前之苦，並以脫離六道輪迴

為最終目的，故佛於眾生，恩重如須彌，若無佛，世間就沒有了光明。因此有情眾

生願頭面禮足地向佛學習、發心修持，並廣修種種的供養，以此來表達能捨離於一

切的學佛信願，同時亦發願同佛一般生起度化眾生之心，希望以生生世世之所修、

所學，來報答佛的無盡恩德。

過去有釋迦牟尼等佛，未來有彌勒佛，現在是無佛時代，行者當供養何人？應

孝順父、母，奉侍師長，進而恭敬一切眾生，因人人皆是未來佛，彼此謙恭，道德

相向，此是真實之平等。佛法不離於世間法，修行之人，不僅要對諸佛、菩薩及同

類禮敬、供養，對牛、羊、犬、豬等諸有情，亦應心懷慈悲，以戒殺、放生為重。

何以故？以一切眾生皆具佛性，當來必當成佛，此行亦是恭敬供養未來之一切諸佛。

而另一供養法，即行者凡有所受用，先觀想供養諸佛後再行享用，此法可增進

心住於法、住於菩提。因供養不侷限於金、銀、財寶，在現實生活中，若見、聞遭

遇不幸者，將念佛或持咒之功德迴向，祝願其離苦得樂，此是結成法緣，亦是廣修

供養法之一。吾人若能時時以此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心來行供養，是則名為廣修

供養。

2、供養法

《四分律行事鈔簡正記》云：「佛亦有師，所謂法也。是故如來，常恭敬法. . . . . . 。

我所得法，因此成佛，當還依法。爾時諸佛，皆以法為師。」144故知三世諸佛都依

法而住，然何謂法也?「法」，梵文 dharma，意譯為「軌則」，指認識之標準、規

範、法則、道理、教理、教說、真理、善行等普遍不變之真實道理。法之定義雖多，

總而言之，泛指宇宙萬有，即宇宙生命之真實狀況，亦即世間的森羅萬象，大至高

142 CBETA, X05, no. 229, p. 236, a8-9。
143 CBETA, X05, no. 229, p. 236, c8。
144 後唐．景霄纂，《四分律行事鈔簡正記》卷 7，CBETA, X43, no. 737, p. 175, b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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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洋，小到微塵、砂粒，乃至人、我的精神、思想、觀念、見解等，都可稱為

「法」。而本文所論述者，則專指三寶中之法寶--「佛法」145而言，亦即指如來所說

之真實諦理，包括三藏十二部之教理、行法及經卷等一切教法，眾生依此修行，則

能由邪歸正，從迷到悟，進而由悟至覺。法得之不易，如《翻譯名義集》云：「晉、

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遠

碧天唯冷結，砂河遮日力疲殫，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146由此可知

諸佛所說之妙法，珍貴如世之財寶，故云法寶。又《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若

無法寶即無由生解」147，是故聞法之際，吾人應當生起珍重、稀有之感恩心，故若

能以敬慎之心聞法，則不僅能與尊貴無比的佛法相應，當下之清淨心亦即是佛性之

顯現，再進一步以淨念相繼，勿令間斷。

因諸佛所說之妙法，是眾生修行所依之軌則，故《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法

寶，約軌持義」148；《維摩經略疏.入不二法門品》亦云：「可軌之法，名為法寶。」

149如來涅槃後，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大阿羅漢，為使佛陀之教法不致散失，舉行了

首次的經典結集，之後又經過了數次的結集，才逐步完成現行的三藏十二部教典。

然如來雖廣說種種法，但眾生還是須通過如理、如法的修行，才能達到究竟的解脫。

如《法苑珠林》云：「雖誦千言，不行何益?不如一聞，勤修得益。」150《大般涅槃

經》亦云：

善男子！汝今應當如是憶持：若有眾生成就具足無量功德，乃能信是大乘

經典，信已受持。其餘眾生有樂法者，若能廣為解說此經，其人聞已，過

去無量阿僧祇劫所作惡業皆悉除滅。151

由此可見，佛法的奧妙在於無論佛在世或入涅槃，佛的法身理體常住不變，佛

145 星雲（1999），《佛光教科書》，台北：佛光山，117頁。
146 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7，CBETA, T54, no. 2131, p. 1178, a8-11。
147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CBETA, X05, no. 229, p. 236, a9 。
148 CBETA, X05, no. 229, p. 236, c8 。
149 隨．智者、湛然，《維摩經略疏》卷 9 ，CBETA, T38, no. 1778, p. 693, c4。
150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 48，CBETA, T53, no. 2122, p. 652, b18-19。
151 北涼．曇無讖，《大般涅槃經》卷 6 ，CBETA, T12, no. 375, p. 639, c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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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平等普被眾生，無論何等根機，只要依教行持皆能蒙受法益，如《大般涅槃經》

云:「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常住不變。」152

然時逢末法，人心不古，無論在家居士還是出家沙門，若能以法為師、依法修

行，則不僅可莊嚴自己，亦能教化有緣眾生一起脫離苦海，趣涅槃彼岸。因此《天

界覺浪盛禪師全錄》云:「三世諸佛，皆以法為師，而得成道。」153由此可知吾人若

能依法修行，不僅可長養法身慧命，尚可將我人混濁染污之煩惱心，昇華為清淨平

和的智慧心，從而遠離生、老、病、死之束縛，達到解脫自在之境地。

3、供養僧

據《南山鈔》，構成僧伽有兩個條件：一、「理和」：遵循佛教教義，以涅槃

解脫為目的；二、「事和」，有六個方面：戒和同修、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口和

無諍、義和同悅、利和同均。《盂蘭盆經疏孝衡鈔》云：「僧伽，此云眾和合。謂

若眾而不和，如羣商羣吏，及軍眾等，不名僧寶。若和而不眾154，如二人同心之類，

亦非僧寶。眾而和合，為福之因，方名僧寶。」155又《法苑珠林》云：

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

親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

為僧也。156

僧是出家修行佛道之人，以出離俗世、捨棄雜染、斷除煩惱為基本要務；又其

續佛慧命，弘揚佛法，替佛開導、教化眾生，以報國王、父母、師友、檀越之恩，

並培植福德以資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六道眾生，是住持正法、度化眾生之人，故

被尊為「三寶」之一，謂之「僧寶」。因佛之教法甚深微妙，若無僧宣講，普通人

152 CBETA, T12, no. 374, p. 401, c3-4。
153 明．大盛、大成、大然，《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 24，CBETA, J34, no. B311, p. 731, b3-6。
154 宗．遇榮，《盂蘭盆經疏孝衡鈔》卷 2：「佛教以四人和合成眾。故二人雖和。亦非眾矣。」，

CBETA, X21,no. 375, p. 551, a12-13。
155 CBETA, X21, no. 375, p. 551, a1-4。
156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 19，CBETA, T53, no. 2122, p. 422, c28-p. 42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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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看懂，更別說依法修行，如《法苑珠林》云：「法不自弘，弘之在人。」157《華

嚴經行願品疏鈔》亦云：「若無僧寶即無人傳教」158又云：「三寶中，僧寶為勝，

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在即法在，人亡即法亡，故僧寶勝也。」159所以《究竟

一乘寶性論.僧寶品》云：「菩薩僧寶功德無量，是故應供。」160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由佛說法，由法生解，由僧傳教令得聽聞，由此

三恩方成慧悟。」161又《維摩經略疏.入不二法門品》云：「佛即法、僧，法即佛、

僧，僧即佛、法。」162由以上引文可以知，「佛」、「法」、「僧」三者實為一體，

本質上無差別。因佛、法、僧三者，都是令眾生得度的重要因緣，缺一不可。佛是

為福德、智慧圓滿之聖者，其所宣說的佛法，能使眾生走向覺醒之道，而僧伽乃紹

隆佛種，弘範三界之人。因此，供養三寶，不僅能獲得大福報，同時亦植下出世之

種子，有因緣聽聞佛法，依三寶之教化而修行，仰仗三寶之加持，終將離生死纏縛

之苦而證得涅槃解脫之樂。因此，三寶為眾生恭敬供養之主要對象，若能虔誠供養

必將得大福報。

通過以上對「佛」、「法」、「僧」三寶的簡略闡述，可以得知三寶是佛法教

學的主體，三者實為一體，相即相入，如《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佛則是法，

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163因此供養不要有對象的限制164，如供養

佛時，心裡不要只想著供養某佛，而應觀想供養盡虛空、遍法界的無量諸佛，如《不

空罥索神變真言經》所說：「供養十方三世一切佛剎九十九殑伽沙俱胝那庾多百千

如來應正等覺」。165

「供養十方三世166一切佛剎九十九殑伽沙俱胝那庾多百千如來應正等覺」，此從時

157 CBETA, T53, no. 2122, p. 423, a25。
158 唐．澄觀、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CBETA, X05, no. 229, p. 236, a9-10。
159 CBETA, X05, no. 229, p. 237, b19-21。
160 後魏．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2，CBETA, T31, no. 1611, p. 825, b2-3。
161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CBETA, X05, no. 229, p. 236, a10-11。
162 隋、唐．智者、湛然，《維摩經略疏》卷9 ，CBETA, T38, no. 1778, p. 693, b23。
163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CBETA, X05, no. 229, p. 237, a18-19。
164 楊政河（1980），《華嚴經教哲學研究》，台北：慧炬，316頁。
165 唐．菩提流志，《不空罥索神變真言經》卷 25，CBETA, T20, no. 1092, p. 370, b4-5。
166 宗．戒環，《楞嚴經要解》卷 8：十方三世「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

下為界。過去、末來、現在為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CBETA, X11, no. 270, p. 818, c12-13 // Z 1:17,

p. 384, a6-7 // R17, p. 767, 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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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空間與數量上來講，即重重無盡、無有間斷、無有限量地供養過去、現在、未

來，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佛，修供養時若能如此觀想，那所獲之功德，也就無窮

無盡，此即華嚴之觀行供養。

二、廣修供養的境界無限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云：

言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

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遶，我以普賢行願

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為供養。所謂：華雲、

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

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然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

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為供養。167

引文是廣修供養的意涵，即以無量的供養具來供養無量的諸佛菩薩。初發心供

養之行者，雖種了成佛的種子，然尚未成熟，需經長時之薰修，直至供養圓滿，才

能建構出「平等性」的華藏世界，此即是境界無限。

無邊色相圓滿光明，徧周法界等無差別，演一切法如布大雲，一一毛端悉能

容受一切世界而無障礙。各現無量神通之力，教化調伏一切眾生，身徧十方

而無來往，智入諸相了法空寂，三世諸佛所有神變，於光明中靡不咸覩，一

切佛土不思議劫，所有莊嚴悉令顯現。168

167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CBETA, T10, no. 293, p. 844, c24-28-p.

845, a4。
168 唐．澄觀疏、明．德清提契，《華嚴綱要》卷 1，CBETA, X08, no. 240, p. 490, a2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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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指釋迦牟尼佛，「三」際已斷，垢習已除，為了利益眾生，而「幻化」

出「無邊色相」，同時將應化的諸多角色，「圓滿光明」、「相好周圓」地建構出

「平等性」的法藏世界。能「無邊色相圓滿光明，遍周法界，等無差別」的是佛的

「相」好莊嚴身；佛以四弘誓願為身，為了眾生，「演一切法，如布大雲」是「願

身演法」，以「願力身」「演」一切「法」，目的在「雨大法雨，斷一切疑」，讓

佛子體會「一一毛端，悉能容受一切世界」的境界，只有心量大、願力大，才能毫

無障礙的顯現無量神通之力以教化、調伏一切眾生；如此身遍十方，而無來往；又

因「智入諸相，了法空寂」，所以「三世諸佛所有神變，於光明中靡不咸覩」，智

身窮性，成就一切幻化、緣起諸相，「一切佛土不思議劫所有莊嚴，悉令顯現。」

有此願力身，「化身自在」，自然「於大眾會，能現無邊作用差別，一切皆自在了。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

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遶。169

心之所遊履攀緣者，謂之境，故所供之境旨在說明我們的心性包含十方三世，

無量無邊，如經所云：「心包太虛，量周沙界。」所以我們要極盡法界之量地發起

廣大願力，切莫畫地為牢，將心量侷限在狹小的範圍裡，因為十方三世諸佛菩薩，

盡在己之一念心性中，是可供養生福的廣大福田，為何不周遍法界地廣行供養呢？

所以吾人應放大自己之心量而廣修供養，遍供十方三世一切之諸佛菩薩。另也可解

釋為「供養」是賢，「遍」供一切佛菩薩是普，由普賢供養行就能趣入法界，這是

以全法界心、全法界物，供養全法界境，所以能趨入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

眾所周知，由於無明覆蓋我們清凈本性，從而生起染汙執著等煩惱，將原本光

明圓滿、遍周法界之心變成了狹隘之心。因此我們做任何事時，都應該像普賢菩薩

那樣發廣大誓願，才能成就究竟圓滿的境界。又如執「大乘非佛說」之人，只尊崇

小乘精神，卻不肯學大乘，發大心廣度有情，這就是自築藩籬，境界有限，無法體

認普賢大願之精神，因此佛子需廣修十大行願以擴大心量。

169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 ，CBETA, T10, no. 293, p. 844, c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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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修供養的時間無間

由前可知，我們要對所供養之境界發廣大心願，然後勇猛精進的修行，時刻保

持正念，永無退心及懈怠，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云:

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供乃

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

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170

此經文每一願之末，普賢菩薩必定強調：「念念相續，無有間斷」，由此可見

「無有間斷」是功夫，若一早醒來，發起悲心行菩薩道，到了吃早餐時，想想行菩

薩道實不容易，還是過幾年再修吧！這樣一退心，就有了間斷；或者這星期心存正

念到寺聽經聞法，下星期禁不住又跟朋友去唱KTV了，這又如何能念念相續，無有

間斷呢？《大方廣佛華嚴經.十行品》說：「菩薩於不可說劫，見不可說佛出興於世，

一一佛所，承事供養，皆悉盡於不可說劫，心無厭足」，171可見修行要做到毫不間

斷，無有疲厭，是很不容易，若非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次，將助人離苦得樂之志願

擺在第一，是很難達到的。

佛子！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諸供養具，於無量無數不可說不可說劫，淨心尊

重、恭敬供養一切諸佛，恒不退轉，無有休息；172

170 CBETA, T10, no. 293, p. 845, a14-18。
171 東晉．佛陀跋陀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 ，CBETA, T10, no. 279, p. 106, a2-4。
172 CBETA, T10, no. 279, p. 128, a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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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應先熟記十大願，然後思維該如何身體力行，如何以三業來廣行供養，

如此則可慢慢於行、住、坐、臥，動、靜之中，與此大願相應，漸漸就會自然而然

的身行、口行、意行了。

第二節 廣修供養的財法二利

佛出現世間，即是欲使人得「現生樂、來生樂、究竟解脫樂」，唯小乘聲聞，

方偏於「逮得己利」，重於獲得個人之解脫。大乘行人切勿落入聲聞窠臼，忘失菩

提心、忘失利他之行。利他，才是大乘不共的特色，也才更合乎於佛陀的精神所在，

大乘之學佛者，須發廣大道心，立誓願，希證菩提，成就佛果。佛法說福、慧雙修，

斷除有漏煩惱方能獲得道果，故欲實現理想，則一定要著手進行，而實際之行就從

廣修供養開始，當福、慧具足之時，即是圓滿了第一階段的佛道境界。然何是廣修

供養法門？廣是不分界限；廣修即隨時、隨地修此供養。供養，是供給、資養之意，

亦即供給所需。在法義上，是指培養、增長吾人之福德與智慧，亦即修行之意。因

此，廣修供養法門，即表法門無量誓願學。以恭敬、無分別之心，誓學無量諸法門

就是廣修供養。

而依據澄觀祖師之言，廣修供養分為兩種，即財供養與法供養，兩種供養中，

以法供養為最，法供養是指讚歎、弘通正法，財供養則是以金錢或物品，對佛、法、

僧三寶做供養。總括來講，廣修供養可破除吾人之慳貪煩惱，而法供養可真正幫助

自、他開悟，證果。財供養只能幫助缺乏物質生活之人，暫離苦之逼迫，卻無法提

昇自、他至成佛之境界，因此須行法供養，依教修行，方能自利、利他，圓滿成就。

說明如下:

一、自利與利他



51

在佛法中，小乘行人著重於斷煩惱、了生死，著重在己身、心之調治，而忽略

了積極的利他之行，因此稱之為自利行。而大乘道則「以大悲為上首」173，菩薩修

學佛法是為了眾生，著重於利他之行，然而要利益眾生，首先自己須修治悟入，否

則「未能自度，焉能度人?」會如《徑中徑又徑》所說：「未能自度而先度人，自他

俱溺！」174如不解、不行、不修，不得佛法，既無智慧又無能力，如何利他呢！所

以為度一切眾生，一定要廣學戒、定、慧三學及六波羅蜜等，菩薩是從利他之行中

完成自利。又《成唯識論述記》云：「心淨眾生淨」175；《楞嚴經講錄》亦說：「隨

其心淨，則國土淨。」176啟示學佛者應先從淨化自己做起，再進而擴展到國土和其

他眾生，因此無論大乘或小乘行人，都以此為主要修行內容。談到利他，首先應明

白「利」的意義，利是利益、利樂，是離虛妄，離醜惡，離貧乏，離苦痛而得真實、

美善、豐富、安樂。自利與利他，就是使自己與他人，皆得到上述的利益與安樂。

而利他供養一般來說有兩大類：一是指物質的利他，此即財供養：如見貧寒之人而

給與衣食的救濟，見人有疾而給以醫藥治療，又如鋪橋造路等，或以自己的體力或

生命來救助人等。二是精神的利他，此即指法供養：如愚昧之人授之以知識，憂苦

者給與安慰，怯弱的人給以勉勵；以一切文化事業，使人心趨向上、趨向光明、趨

向中道、趨向正常、趨向安穩。這不但是出世法的化導，也以世間正法來化導，使

人養成健全人格，提高德性智能，以為出世法之階梯。由此可知法供養比財供養來

的究竟。分別說明如下:

二、財、法供養之利益

（一）、財供養的利益

173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 75，CBETA, T05, no. 220, p. 424, c19-20。
174 清．張師誠，《徑中徑又徑》卷 3，CBETA, X62, no. 1185, p. 390, b19-20 。
175 唐．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9，CBETA, T43, no. 1830, p. 548, b23。
176 明．乘時，《楞嚴經講錄》卷 5，CBETA, X15, no. 299, p. 79,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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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以華、鬘等諸供養具長時供養佛、菩薩等三寶。《華嚴經》曾說，以「一

切村營、城邑、山澤、林藪、妻子、眷屬，及以王位」177為供養，而除了以上所說

的種種供養具之外，現在社會上的潮流就是以金錢作為供養，而眾生還有其他

種種的供養方式，如護持蓋寺廟，讓眾生有修行的地方；護持、雕塑佛像，讓眾生

有個可依靠之相來禮佛、拜佛、懺悔等；又如舉辦齋僧活動，培養恭敬心及增長善

根，以捨去貪、瞋、癡等；又如做慈善救助，攝受眾生接近佛法，以及鼓勵、安慰

貧困眾生度過難關等等。

眾所周知，人生中很難以割捨的就是自己的身體，但修行者則一切悉皆能捨，

如《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說:「頭、目、耳、鼻、脣、舌、牙、齒、

手、足、皮、肉、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脂膏、筋脈、一切肢分，內外所

有悉皆能捨。」178然修行人若欲行此供養，需先具備超強之定力為基礎方能做到；

另有較易做到者，即供養體力以服務眾生等等。

但無論財供養其數如何之大、之多，亦不及一念修法供養所得之功德，因為財

供養是有漏之因，雖高如須彌，深如大海，亦有窮盡之一天；而法供養則為無漏行，

是稱性而修，盡虛空、遍法界，無窮、無盡的；又財供養僅能資養四大之色身，雖

能獲世間短暫之福報，卻無法徹底拔除眾生苦之根源；《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入法界

品》云：「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179，即以法供養法身佛，即是供養十方三世

一切諸佛，就是真正的廣修供養，能增長吾人之法身慧命，獲出世之佛果菩提，如

此修行，則不只今生今世得脫苦惱，未來亦有成佛之可能性，所以行者行法供養，

則得成就供養諸如來。因此，諸供養中以法供養的功德最大。然法身無身，其以戒、

定、慧之法為身，以六波羅蜜之法為身，以慈、悲、喜、捨之法為身，因此學人須

勤修戒、定、慧，修六波羅蜜，修慈、悲、喜、捨，也就是以修戒、定、慧，六波

羅蜜，慈、悲、喜、捨之行來供養佛菩薩。《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中，廣說供養之

利益如下:

177 CBETA, T10, no. 293, p. 767, a14-15。
178 CBETA, T10, no. 293, p. 767, a1 a15-18。
179 唐．澄觀選，《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6，CBETA, T35, no. 1735, p. 924, 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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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嬉常受悅，獻笑佛憐憫，奏歌得法音，供舞得神通，奉瓶得寶瓶，進

寶獲覺分，亦感寶莊嚴。由供莊嚴樹，得莊嚴覺樹，奉幢得雨寶，能遍濟

貧乏，供幡超勝幡，獻鈴眾歸敬，奉瓔獲嚴具，進鬘得寶冠，上華得佛容。

180

《地藏經》中亦講「捨一得萬報」181，由上引文，可確信一切之供養，皆可獲

廣大之果報。

上文顯示一一供養皆獲勝報，指一般凡夫希求果報，執著於人、我的供養，所

以筆者稱此為世間的供養，此類供養只能得到有漏的人天福報，而人天福報一旦享

盡即又墮落六道輪迴。正因如此，筆者強調必須以普賢願力，無所執著、又無所礙

的供養，才能夠超越世間的有漏煩惱，此即出世間供養。天台宗常說三輪體空，即

是施者、受者、施物三者當體皆空，也就是不住於相而行供養，「如達體空，名理

供養。」182一心清淨，能使行者越過生死海，與眾生同登涅槃彼岸。以這樣的心態

供養，於自己日常生活中，可以享有隨緣不執著的解脫及不企求的快樂。因為廣修

供養者本無所求，故亦不曾失去什麼，縱有所得，也視為是意外的幸福。此即普賢

願力、真空妙有具體表現的菩薩行。以下說明法供養之利。

（二）法供養之利

菩薩為人、為法捨我忘軀，不舍棄任一眾生以求自、他之解脫以趨向圓成佛道。

而菩薩在因地發心，利他的最終結果是一起提升的積極作用，彼此互相成就，亦即

自、他兩利。若僅自利而沒有利他則不能成佛，因「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

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183普賢菩薩告訴大眾說：「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然而什麼是法供養呢?《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中作如是說：「諸供養中，

法供養勝。云何為法供養？……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

180 唐．澄觀、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3，CBETA, X05, no. 229, p. 271, a14-19。
181 唐．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 2，CBETA, T13, no. 412, p. 787, a13。
182 清．通理，《法華經指掌疏》卷 1，CBETA, X33, no. 631, p. 492, b1。
183 CBETA, T10, no. 293, p. 846, a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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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184意思是說聽到如此深

經，要能信解、受持、讀誦，並為眾生分析解說，這樣才是護法，才叫法供養。此

是第一層法供養之義；第二層指「如說修行」，即依據佛的教導進行實修，如普賢

菩薩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中說：「所謂如說修行供

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

養、不離菩提心供養。」185此七種法供養，令末法眾生得以依循。「法供養最」不

單指此七條，而是指在「供養具」中，將七菩提分法融入供養具之中，此供養才最

為殊勝。

此七種法供養互貫、互通。法界中若無佛，則無佛所教之法，即無能行法供養。

因此佛子應以無比讚歎、無比虔誠、無比尊敬、無比深信、無比感恩、無比清淨之

心，生生世世以無量無邊之珍寶、寶蓋、幢幡、金剛寶座、宮殿、香花等諸莊嚴具

來供養佛。如金剛幢菩薩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十迴向品》的「不壞回向」中所說：

「佛子！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諸供養具，於無量、無數，不可說、不可說劫，淨心

尊重、恭敬供養一切諸佛，恒不退轉，無有休息……。」186

能讓供養者堅持、勇猛、不退轉的唯一方法，就是受持如說修行供養，即行者

能解、能行，說到做到，腳踏實地的去修行，心、口、行為合一才是正道。可知「說、

行」兩者十分重要。若思維不善，表達之語言亦不正，行為即跟著偏差。因此，如

是說、如是行是個緊密的過程。能解不能行，或能行不能解，都非如說修行供養，

只有親身體驗之修行人，才能以其所得告訴後學，一如《華嚴經.〈行願品疏鈔〉》

中所云：「《法句經》言:『雖誦千言，不行何益?不如一聞，勤修得益。』」187又〈述

千品〉云：

雖誦千言，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

義，聞行可度；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188

184 姚秦．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卷 3，CBETA, T14, no. 475, p. 556, b18-c6。
185 CBETA, T10, no. 293, p. 845, a5-8。
186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CBETA, T10, no. 279, p. 128, a18-21。
187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CBETA, X05, no. 229, p. 241, b19-20。
188 法救撰，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CBETA, T04, no. 210, p. 564, b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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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警示佛子，雖能背誦千句佛偈，但若不解經中義理，依之修行，此千句佛

偈，於吾人又有何益?徒增憍慢之心罷了。如阿難尊者博學強記，然無實地之修行體

驗，因緣和合之下，遇摩登伽女則戒體險毀，因此世尊告誡其歷劫修慧，不如一日

學道。歷劫修慧仍是吾人之分別心，須待分別心盡，心行處滅方是道。此即告訴行

者須老老實實地修行，減少分別心，滅盡即得法，得法後即能行真正之法供養。如

《成實論.眾法品》說：

能生正智者，所有佛法皆為涅槃，是故能生正智。又佛法中有真智果，如從

聞慧生思慧，從思慧生修慧，故名佛法能生正智。189

如說修行名為智者，因為智者的正行發生於內在，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

臥中，懂得如何運用真理來調伏、淨化自己的身心來普度群生，如理的聞(法)、思(解)、

修(行)，就是對佛最好的供養。聞慧，指學習所聽聞的佛法，清楚、明白佛法義理，

而非盲目修行，尤其身荷如來家業之人，一定要清楚自己如何行才能自利、利他，

這才是對佛最好的供養。因此，聞慧是菩薩行的資糧，如《發菩提心經論.〈禪那波

羅蜜品〉》云:

云何聞慧?如所聞法心常愛樂。復作是念，無礙解脫等諸佛法，要因多聞而得

成就。作是念已，於一切求法時轉加精勤，日夜常樂聽法無有厭足，是名聞

慧。190

此文是說多聞法能得成就。因此佛子需精勤修行。佛教至今已有二五六 0年歷

史了，其是從「如是我聞」而來。《華嚴經》亦不例外，如〈世主妙嚴品〉說：「龍

樹菩薩往龍宮，見此大不思議經，有其三本，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誦得，

189 姚秦．訶梨跋摩、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卷 1，CBETA, T32, no. 1646, p. 244, a1-4。
190天親菩薩、 後秦．鳩摩羅什譯，《發菩提心經論》卷 1，CBETA, T32, no. 1659, p. 514, a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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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於世故。」191《華嚴經》能流傳到今天，皆由龍樹菩薩從龍宮誦念而來，可見

聞慧之重要性。

《發菩提心經論》接著說明思慧，即是觀察、思念，明瞭萬法的實相等。

云何思慧?思念觀察一切有為法如實相。所謂無常、苦、空、無我、不淨，念

念生滅不久敗壞。而諸眾生憂、悲、苦、惱、憎、愛所繫，但為貪、恚、癡

火所然，增長後世苦惱大聚，無有實性猶如幻化，見如是已，於一切有為法

即生厭離，轉加精勤趣佛智慧，思惟如來智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有大勢

力無能勝者，能至無畏、安隱大城不復轉還，能救無量苦惱眾生，如是知見

佛無量智，見有為法無量苦惱，志願進求無上大乘，是名思慧。192

此中說有為法的實相皆是無常、苦、空、無我，令諸眾生明瞭一切法無有實性。

猶如幻化，見如是已，捨離執著心、妄見、顛倒想，而住如來境。此即能救無量之

苦惱眾生，見佛之無量智，見有為法之無量苦惱。因而志願進求無上大乘。思慧就

是一再思惟所聞、所見之理，決定明瞭，消化法意，證入甚深法性，作如是思惟而

得成就。經過聞、思的步驟，最後的階段就是修慧，這是指實行，將所聞、所思用

到實際修行中才是真正的供養如來，如《華嚴經行願品疏鈔》說：

如說修行，如行而說；若不能爾，是亦不能利樂眾生，自疾不能救等。又云：

「善男子！如來從修行中來，若能修行，是則成就供養如來。193

綜上之說、行合一，及雖誦千言，不行何用，可知唯有以透過修行才能自度、

度他，是則能成就供養如來。如不能如說而行，如行而說，則不能利樂眾生。因「如

來」是從修行中來，能修行，即是成就供養如來。而修行者若想如說修行供養如來，

須修習聞、思、修方能成就，尤其末法時代更為重要。

191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CBETA, T35, no. 1735, p. 523, a14-16。
192 天親菩薩、後秦．鳩摩羅什譯，《發菩提心經論》卷 2，CBETA, T32, no. 1659, p. 514, a11-20。
193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2, 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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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佛法稱為「聞慧」，「思」是明瞭之意，「修」是改正錯誤，一般講「破

迷開悟」，一明了後，迷就沒了。從斷迷的面向叫「修」，從覺悟的面向叫「思慧」，

及「聞」合稱三慧，它是一個完整的過程，也即是「正智」從聞開始，從聽說、讀

誦以及吸收知識，並且觀照、思惟，將知識落實到日常的生活中，讓我們「如說能

行、如行而能說」。經過三慧的修持，能轉化苦、放下集，而後能滅，修行得道，

這過程一開始靠語言和文字。但通達正智後，則三慧只是方便法，智者需超越，以

成就真正的供養如來。

七種供養中之二是利益眾生供養，學佛修行的兩大宗旨，一是自利，二是利他，

所以行者所修之一切善根，皆為利樂眾生。因此能利益眾生就是培養自己的菩提心

和慈悲心。

攝受眾生供養是第三，《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攝受眾生供養者，彼名以

慈悲心隨順攝取。又云：諸佛出世為以慈悲攝眾生。」194要如何慈悲攝受眾生呢？

就是要以善巧方便，如用財物攝受貧苦眾生，並規勸眾人，不做一切不好之事；以

忍辱來調正所行；以大精進攝受懈怠；以禪定攝受癡亂；以智慧攝受愚癡；並勸導

眾生立廣大志願等等，所以菩薩是以種種法門攝受一切眾生，將眾生安置於安穩之

處。藉由此門，行者成就六波羅蜜等。

「代眾生苦供養」的利益法。世間眾生的苦是無盡的，有八難、三苦，有生、

老、病、死苦，有欲望得不到等種種之苦，行者要如何代眾生苦供養？一般而言，

大家希望自己能離苦得樂，得到解脫，所以事實上，代眾生苦是指發起菩提心，了

解眾生種種之苦，進而以同理心，慈悲、哀愍眾生不得出離之苦，教化眾生，令其

離苦得樂。所以，代眾生苦，實際上是瞭解眾生的苦，然後以種種的善巧方便幫助

眾生離苦。眾生的苦，有物質的、有心理的、有環境的，如有人貧窮，有人失業，

有人的身、心受到虐待，有人心裡不安穩等，倘能拔濟眾生苦惱、滿足眾生心願等。

此行者一定具有菩提心，因為菩提心似利刀，能斬一切煩惱首、能斷一切貧窮苦、

194 CBETA, X05, no. 229, p. 272,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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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大施會，充滿一切眾生心，而且菩提心能出生一切菩薩行輪，十方三世一切如

來皆從菩提心而出生。由此可見，「代眾生苦供養」可增強行者的菩提心。

「勤修善根供養」就是勤修一切善法；〈普賢行願品〉所說的法供養，都是為

利益眾生。若不修行一切善法則不能利樂一切眾生。一切善法包括世、出世間法，

世間法如生活上之困難、痛苦等，出世間法就是要引導眾生出離世間的種種煩惱、

痛苦，對世間一切緣起、緣滅的真相能真實了知，不為世間相所困。因此勤修一切

善根，一為自利，二為眾生，亦即上求、下化之意。此是行者行供養的目的。

行者若捨離菩薩業，眾生就無法得到利樂，如人生沒了夢想、未來、目標等。

因此，大乘佛法非常重視行菩薩道利樂眾生。因利益眾生是行者的家業，若行者以

堅持不懈的菩薩業來供養佛，則行者能成就自信、堅定心、增長慈悲心等，不論行

菩薩道中面臨何等困境，行者都能義無反顧，勇猛直前。

第七是「不離菩提心供養」。如上所述，菩提心是佛子的根本，不能遠離、亦

不能退失，《華嚴經.離世間品》中提到十種退失善根法，若退失菩提心，則所修之

一切善業，亦為魔所攝持。因為捨去菩提心，則無法利樂眾生，因此為利樂諸眾生，

菩薩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子亦應瞭解，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成正覺。

因此，以法供養才能成就供養如來，所以供養並不僅是世間的財寶或飲食而已，真

正重要的是以法供養來利樂一切眾生。這七個法供養，一方面是利樂自己，一方面

是修如來之因，所以此七個法供養，佛子常須正念思惟，常應如是修持。

菩提心是菩薩的根本，菩薩一心向佛，是為成就佛道及饒益眾生，所以菩提心

的第一義是既要出離，又要不離五濁惡世，因尚有眾生未發出離心；二是要行一切

善法，只要是功德事，即使芝麻小事也要去做，要積集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而

惡事則是一點也不能做。三是大悲心。學佛者常說、行發心。因此禮佛三拜時，第

一拜要當願眾生，未發菩提心者令發；第二拜時，當願眾生，已發菩提心者令增長；

第三拜，當願眾生，已增長菩提心者，盡速成熟菩提心。因此佛子須時時提醒自己，

切勿忘失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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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嚴經》殊勝的「廣修供養」

此章「殊勝的廣修供養」，將更進一一步，揭示普賢行願的威神力，

行者悟入法性後，因「諸法不自生，待緣故。不從他生，諸緣自無性故。

不共生，智及修行體空無自性，無合散性故，不無因生，要待覺悟修行

方顯。」195故從出世間角度看，諸法無自生；但自世間角度來說，一切

法必有因緣，因為一切法皆緣起而無自性，故是空；雖是空，但不是斷

空，因為一切法確有緣起之色，但因緣起無自性，故是真空。此真空，

以虛無故，水火不能災，利刀不能傷，生死不能變。

以虛無故，水火不能災，利刃不能傷，生死不能變，言空而有

大空神用，言有而無形相可得，廣而不張，小而不縮，為利益

未明，而幻生名也。在名無名故，所知者如響，見諸如來體如

光影，教化眾生如焰，興大願如風，行慈悲如雲降雨，以虛空

智含容萬法與其同體。而無厭捨一切眾生，對現色身，一念遍

周，而無作者。196

大乘佛學的精要，即擴大空性，遍於諸法、了知真如，以圓滿之大

悲心，發大菩提心，勤修利他，證悟實際理。此不外乎自利和利他兩行，

亦即是普賢行之「廣修供養」也。要成就殊勝的廣修供養,必須運用普賢

行願力進入殊勝的因陀羅網觀才能達到。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在華嚴境界，是將一切眾生敬如一切諸佛去廣修供養的，

195 唐．李通玄撰，《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2，CBETA, T36, no. 1741, p. 1025, c13-16。
196《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 2，CBETA, T36, no. 1741, p. 1025, c23-p. 1026,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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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197,故此普賢一位攝一切

位。

其次，唯有運用「普賢行願力」，方能達到盡虛空、遍法界地去廣

修供養。因為唯有普賢菩薩，才是相應於法界的，而一切諸法無不從法

界流出,亦無不還歸於此法界，故此，「廣修供養」亦是法界一法，亦不

例外。也就是說，十忍是普賢行願之相，普賢行願是體，帝網無盡觀是

普賢行願之用。

第一節 普賢行願力——「廣修供養」之體

為何「普賢普賢行願力」才是「廣修供養」之體呢？因為普賢既是

相應於法界，而行願力則是真心起用，可以達到在一念之間廣修供養，

此中具備華嚴三觀力用，所以，唯有運用普賢行願力，才能達到盡虛空，

遍法界地去供養，如此方能稱為廣修，否則，心量打不開，無法進入與

法界的對話之中，那麼，這種供養仍然是有遺漏的

一、「普賢行願力」的定義

修學《華嚴》之人於「普賢行願力」皆耳熟能詳，但真正瞭解它之

含義者恐怕並不多，先來看《華嚴經行願品疏》對於「普賢」二字定義

云：

1、「普賢」的定義

197 唐·澄觀述，《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2：(CBETA, X05, no. 227, p. 73, b14-15 // Z 1:7, p. 261, a8-9 // R7,

p. 521, 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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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云三曼多普也，䟦陀羅賢也，乃有多義:一、體性周遍曰普，

隨緣成德曰賢，此約自體，故《理趣般若》云:一切眾生皆如來

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又曲濟無遺曰普，隣極亞聖198賢，此約

諸位普賢。以俱發普賢心，三賢十聖199皆普賢故。又德周法界曰

普，至順調善曰賢，此約當位普賢，普賢正是等覺位故。200

「普賢」梵語為三曼多䟦陀羅，澄觀大師有以下之幾種解釋：

（1）從自體上來講，一切眾生本來是普賢，體性周遍曰「普」，

隨緣成德稱「賢」。《般若經》說一切眾生本來皆能成佛，所以普賢菩

薩之名是由自性所變現出來的；

（2）起心動念都為眾生、為佛法，如此不斷地修學。因為佛法與

十大願王息息相關，每一願都含攝一切願，即任何一行中皆具足一切行

門。「一行一切行，一得一切得。」201這個修行方法，可說是所有菩薩

行中最殊勝的，真正的成佛之道。諸位普賢是從初發心一直到十地法雲

地共五十個位次，也就是要修五十個階位，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

向、十地；

（3）德周法界就是普，《華嚴經要解》云:「若欲成就如來無盡功

198 宋．道亭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義苑疏》卷 5：「三賢名位隣極亞聖」，CBETA, X58, no. 995,
p. 218, b22 。三賢：（大乘之十住、十行、十回向三位；小乘三賢位，又作外凡位。即修有漏善根

（即解脫分）之階位。(1)五停心觀位。(2)別相念住位。(3)總相念住位。
199 隋．智者-灌頂記，《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 4：「三賢即地前三十心，十聖即十地菩薩。」，CBETA,
T33, no. 1705, p. 275, c22-23。
200 唐．澄觀述，《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2，CBETA, X05, no. 227, p. 73, b13-18 。

清．通理述，《法華經指掌疏》卷 7：「此云普賢。悲華經云:我誓於穢惡世界，行菩薩道，使得嚴

淨，我行要當勝諸菩薩。寶藏佛言:以是因緣，今改汝字，名為普賢。據此則普賢之名應具二義:一者、

穢惡世界，使得嚴淨。是普化眾生，皆令成賢。二者、我行要當勝諸菩薩，是普超同倫，獨讓我賢。」

CBETA, X33, no. 631, p. 691, a16-21 。
20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3，CBETA, T35, no. 1735, p. 756, b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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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應修十種廣大行願。」202隨順善法、調柔不違背法性以達到究竟圓

滿，此約當位普賢，也就是等覺普賢。而在疏鈔中，澄觀大師更以十普

來解釋，「普」字云：

一所求普。謂要求證一切如來平等所證故。二所化普。一毛端

處有多眾生皆化盡故。三所斷普。無有一惑而不斷故。四所行

事行普。無有一行而不行故。五所行理行普。即上事行。皆徹

理源性具足故。六無礙行普。上二交徹故。七融通行普。隨一

一行融攝無盡故。八所起用普。用無不能無不周故。九所行處

普。上之八門。遍帝網剎而修行故。十所行時普。窮三際時念

劫圓融。無竟期故。上之十行參而不雜。涉入重重故。203

以十普來代表無盡、無量、無窮之普，此便是華嚴往往以一，以十

代表一切的慣常用法，然而，此中十普，足以代表普賢之相應於法界的

特殊性質。可以說，當位普賢寄位等覺，而位後普賢則與佛無二無別，

而位前普賢呢，則是等覺位前一切菩薩位的普賢，也就是說，普賢一位

攝一切位，這就是一與一切不即不離、不一不異的關係，如此攝入重重，

方能達到因陀羅網的帝網無盡之觀法，以觀法成就「廣修供養」一願的

修行，此是普賢法門絕不同於三乘教法與圓教一乘教法之處，因為它可

以有次第，但也可以越過次第，在一念之中遍游動界虛空界，成就修行。

《華嚴經》明示一切佛法皆歸於毗盧遮那如來及文殊、普賢兩大菩

薩，三人並稱為「華嚴三聖」。其中普賢菩薩代表一切菩薩所起萬行，

202 宋．戒環集，《華嚴經要解》卷 1，CBETA, X08, no. 238, p. 468, a24-b1。
20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8，CBETA, T35, no. 1735, p. 870, a5-15。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6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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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澄觀祖師《大華嚴經略策》中說:「他經皆說普賢行願」204，這就是普

賢菩薩之涵意。那應該如何行普賢行願力呢？

2 、普賢行願的定義

在「殊勝的廣修供養」之擴展中，悉以普賢行願力，起深信解，了

解要發廣大願，這個願要實地踐行，直到力量出來。因為願是一定要實

踐的，每位菩薩所發之行願雖各不同，但有一共同點，就是廣發上求無

上佛道，下化無量眾生之大願，此即包含普賢行願力在內，故《菩提心

論口筆》云:「普賢法身遍一切，能為世間自在主，無始、無終、無生滅，

相性常住等虛空。」205換言之，當觀想供養時，所有十方世界一切諸佛

菩薩，一切眾生之前，都有我在恭敬供養，這就是普賢行願的威神力，

也就是我們的自性普賢，如來的大威神力，憑藉著普賢威神力的加持，

行者將一步步進入如來之境界。

然此供養之觀想是否為吾人的幻想？確實如此，修行是幻想，是「藉

假修真」。就是凡夫色身就是無明煩惱、我慢、貪瞋妄想等，而如來玄

妙之理，能照破無明煩惱、我慢等，而修得成佛，是故玄妙消息點鐵成

金。也就是藉由幻想修成威神力之用，因為行願力也是幻想，所以我們

要「起深信解」，明白幻想非錯，因萬法本無自性，不生、不滅，當教

理通達時，此幻想即非幻想，而是無量之功德。倘若修行者對教理迷糊

不清，又怎可能悟道，修成佛果?此不僅很難修行，甚至會走入魔道。

相反地，若能明白義理，則不論修持何種法門，則門門都是正道、都是

普賢行。而成佛後，則繼續修道後普賢，因成佛並不代表就此結束，而

204 唐．澄觀述，《大華嚴經略策》卷 1，CBETA, T36, no. 1737, p. 706, b27-28。
205 唐·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卷 4，CBETA, T18, no. 866, p. 250, b29-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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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始廣行無邊之德行，普賢的行願是依於「法界理體」，以「行願力」

故，所行無礙，普遍供養諸如來。也就是從法界理體所流出之願行，也

將流入到法界體性中，因此一切行都是普賢行、普賢境。普賢行是德用，

普賢境則是法界之本體，故經云:「一切皆從普賢菩薩行願所生」206，此

即是體、用無二。

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常勤利樂一切眾生，與諸眾生為不請友，

常勤守護無歸向者，不捨世間入殊勝智，從諸佛教境界而生，

護持如來所有正法，起大誓願不斷佛種，從行願力，生如來家，

專求如來一切智智。207

文中特別強調「行願力」三個字，即是「普賢行願力」之意，若行

者以「普賢行願力」而為供養，就能生如來家，不捨世間而利樂一切眾

生，當不自求解脫，因厭離世間而入般涅般。故菩薩從行願力所生，不

斷發起普賢願，上求佛道，弘揚正法，廣度眾生，如此實現廣大行願即

是普賢之供養。

那麼，要入普賢行願，到底要具足何種樣的條件呢？就要修持十忍

法門。此如普賢行願前方便。

第二節 十忍勝法門——廣修供養之相

206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CBETA, T10, no. 293, p. 661, c7-8。
207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CBETA, T10, no. 293, p. 661, c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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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綱要》中說，普賢菩薩修持十種忍，勝進果滿，即能於一切

佛法無礙、無盡。208而運用普賢願力，進入因陀羅網觀就容易了，此因

陀羅網觀彼此互攝，重重無盡，故此，在一念觀想之間，即能達到盡虛

空、遍法界地去廣修供養。而若要成就普賢行願力，則需先行修習十忍

法門，下面，就詳細剖明如下

(一)音聲忍--《華嚴綱要．十忍品》說：「聞諸佛所說之法，不驚、

不怖、不畏，深信悟解，愛樂趣向，專心憶念修習安住，是名菩薩摩訶

薩第一音聲忍。」209菩薩深信佛所說的一切教法，悟解一切法由因緣和

合而生，亦因緣散而滅，故「一切法寂靜，亦無散失。」210因此，我們

所看到的萬物之現象，皆是由幻想而生，如此深知萬法之本性，行者就

能從不驚、不怖而到修習安住。

(二)順忍--《華嚴綱要．十忍品》云：「於諸法思惟觀察，平等無

違，隨順了知，令心清淨，正住修習趣入成就，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順

忍。」211藉由澄觀祖師所列舉的四種止觀，思惟觀察，平等無違，隨順

了知一切行而順於諸法，止惑不生，令心清淨，正住修習而趣入成就。

(三)無生法忍--《華嚴綱要．十忍品》云：「若無生則無滅，若無滅

則無盡……。若無作則無願，若無願則無住，若無住則無去、無來。」

212此即是說一切法不自生，都是在因緣條件具足之下而產生，所以說不

生，而緣起法是無自性的，因為無自性，所以不自生，既然不自生何有

滅可言，故無滅等成無生義，故《大智度論》云：「觀一切世間空，心

208 唐·澄觀疏、明·德清提挈，《華嚴綱要》卷 44，CBETA, X08, no. 240, p. 885, b11-20 。
209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CBETA, T10, no. 279, p. 232, b12-15。
210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97，CBETA, T07, no. 220, p. 529, b25-26。
211《華嚴綱要》卷 44，CBETA, X08, no. 240, p. 886, a12-14。
21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9 十忍品〉，CBETA, T10, no. 279, p. 232, b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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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著，住諸法實相中，不復染世間。」213 換言之，無生忍即是要了解

諸法本來無生，亦無有滅，諦審認可，而妄念不起也。

(四)如幻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忍品》云：「菩薩摩訶薩知一

切法，皆悉如幻，從因緣起，於一法中解多法，於多法中解一法。」214此

謂菩薩觀一切法悉從因緣和合而生，因六根接觸六塵所產生之一切現

象，皆猶如幻化而不實，故行人無所執著。

(五)如焰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忍品》云：「菩薩摩訶薩知一切

世間同於陽焰……。非一色、非種種色，亦非無色，但隨世間言說顯示。

菩薩如是如實觀察，了知諸法，現證一切，令得圓滿，是名菩薩摩訶薩

第五如焰忍。」215此謂世間一切境界猶如陽焰，無有方所，非內、非外，

非有、非無，非斷、非常，非一色、非種種色，亦非無色，無有真實，

但隨世間語言而顯示，故菩薩如實觀察，了知諸法，現證一切，而得圓

滿。

(六)如夢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忍品》云：

菩薩摩訶薩知一切世間如夢。譬如夢，非世間、非離世間……。

而有示現。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知一切世間悉同於夢，無有

變異故，如夢自性故，如夢執著故，如夢性離故，如夢本性故，

如夢所現故，如夢無差別故，如夢想分別故，如夢覺時故，是

213 後秦．龍樹-鳩摩羅什，《大智度論》卷 27，CBETA, T25, no. 1509, p. 262, a18-20。
214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CBETA, T10, no. 279, p. 232, b27-29。
215 CBETA, T10, no. 279, p. 232, c29-p. 233,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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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菩薩摩訶薩第六如夢忍。216

菩薩知一切世間如夢，非世間、非離世間而有所示現；觀一切世間，

了諸妄心悉皆如夢境而無有差別，是故無有執著。

(七)如響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忍品》云：

菩薩摩訶薩聞佛說法，觀諸法性，修學成就，到於彼岸；知一

切音聲，悉同於響……；雖了此聲非內、非外，非內、外出，

而能示現善巧名句，成就演說。譬如谷響，從緣所起，而與法

性無有相違，令諸眾生隨類各解而得修學……。菩薩摩訶薩亦

復如是，入無分別界，成就善巧隨類之音，於無邊世界中恒轉

法輪……；妙音平等，隨類各解，悉以智慧而能了達，是名菩

薩摩訶薩第七如響忍。217

菩薩觀如來說法音聲、語言，悉同於響。雖非內、非外，非內、外

出，而能示現善巧名句，成就演說。譬如谷響，從緣所起，而與法性無

有違背，無去亦無來，雖其體空，然示現而彰其相有，欲令諸眾生隨類

得解而修學，故菩薩雖知聲無起而普現音聲，雖知無可說而廣演諸法。

(八)如影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忍品》云：

菩薩摩訶薩……。雖常行一切佛法，而能辦一切世間事，不隨

世間流，亦不住法流……，能知自身及以他身，一切皆是智之

216 CBETA, T10, no. 279, p. 233, a6-14。
217 CBETA, T10, no. 279, p. 233, a15-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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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不作二解，謂自、他別，而於自國土、於他國土，各各

差別，一時普現……，於無二法中分別二相，善巧方便，通達

無礙，是名菩薩摩訶薩第八如影忍。218

菩薩了達色身是由五蘊積聚而成，本無實體，非於世間生，非於世

間歿；非是世間亦非出世間，故常行一切佛法而能成辦一切世間事；其

不隨世間流，亦不住法流，於無二法中，分別二想，善巧方便，通達無

礙。菩薩成就此忍，雖不往詣十方國土，然亦不離此，亦不到於彼，如

影普現，所行無礙，如似水清而影現一般。

(九)如化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忍品》云：

菩薩摩訶薩知一切世間皆悉如化……。菩薩摩訶薩如是安住如化

忍時，悉能滿足一切諸佛菩提之道，利益眾生。是名：菩薩摩訶

薩第九如化忍。219

菩薩了知世間一切如化，能以善巧方便，行於世間而修菩薩道，了

知世法，分身往化；其不著世間亦不取自身，故於世、於身皆無所分別；

不住世間亦不離世間；不住於法亦不離於法；以本願力故，不棄捨任一

眾生界；亦知諸法性無來、無去，雖無所有而滿足佛法，了法如化，非

有、非無而安住於如化忍，故能滿足一切諸佛菩提之道而利益眾生。

(十)如空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忍品》云：

218 CBETA, T10, no. 279, p. 233, b3-23。
219 CBETA, T10, no. 279, p. 233, c1-29。



69

菩薩摩訶薩了一切法界猶如虛空，以無相故；一切世界猶如虛

空，以無起故；一切法猶如虛空，以無二故；一切眾生行猶如

虛空，無所行故；一切佛猶如虛空，無分別故；一切佛力猶如

虛空，無差別故；一切禪定猶如虛空，三際平等故；所說一切

法猶如虛空，不可言說故；一切佛身猶如虛空，無著、無礙故。

菩薩如是，以如虛空方便，了一切法皆無所有……。220

菩薩了達世間、出世間種種諸法，悉如虛空，無有色相，一切法猶

如虛空般無二，一切佛身猶如虛空般無著、無礙，菩薩以如虛空之方便，

了知一切法皆無所有。

綜上所述，前三忍一般稱為三法忍，而後之幻、焰、響等之七種譬喻，

則顯示一切法之性空。「幻」一般指假相，以佛教立場言，萬法皆由因

緣和合而生，也由因緣離散而滅，故一切事相皆無實體性。

供養倘若從事相上來講，就是以香、花、燈、塗等諸供養具而為供

養，這些供養具「如雲、如須彌山王、如大海水」，這些形容詞是比喻

修行法門的自在，廣大無窮，不受拘束，無所障礙和不執著，也沒有色

相、對象之分別。若從理體上說，此供養不是有漏的供養，而是超越世

間的供養，何以故？以普賢行願力供養故。而修行就是供養，因唯有透

過修行才能供養我們的自性大海，這就是普賢行願力的供養。普賢的行

願力廣大，這樣的行法稱為因陀羅網，而因陀羅網又該如何觀想呢？

220 CBETA, T10, no. 279, p. 234, a12-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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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帝網無盡觀——觀修供養之用

「帝網無盡」又稱因陀羅網，這是《華嚴經》中最高的修行境界。

一、帝網無盡觀之釋義

賢度法師在《華嚴學講義》說:「由一切互攝，重重無盡，故森羅萬象一

一互相顯發，重重無盡，如因陀羅網，帝釋天宮殿中寶珠之網，珠珠互

相輝映，有此現象，故取為喻。」221

此乃一大法界緣起，而這個緣起既稱性又徧事，為理、事交相涉入，帝

網無盡之境界。如經云:「普入一切法界門，悉見十方諸剎海，亦見其中

劫成壞，而心畢竟無分別。」222又《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中云:

眾緣假合所成的如幻、假有之法，這是之諸因緣所生法，對於圓

成實性，是我、法二空後所顯現的真如，真如廣大無限，遍滿一

切處，其體常住於三世而無所轉變，其實它是一切法的真實體。223

《華嚴經探玄記》亦云：「一名即一切名，一切名入一名而不壞、

不礙，攝一切法界盡，因陀羅網名也。」224這是如來藏稱不增、不減的

221 賢度法師（2012），《華嚴學講義》，台北：華嚴蓮社，181頁。
222 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2，CBETA, T10, no. 279, p. 392, c4-6。
223 楊政河（1980），《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台北：慧炬，488頁。
224 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4，CBETA, T35, no. 1733, p. 171, a7-9。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華葉一一微塵中，各現無邊剎海。剎海之中，復有微

塵。彼諸塵內，復有剎海。如是重重不可窮盡，非是心識思量境界。如天帝殿珠網覆上，一明珠

內萬像俱現，珠珠皆爾，此珠明徹互相現影，影復現影，而無窮盡。下云:如因陀羅網世界等，亦

如鏡燈重重交光。」，CBETA, T35, no. 1735, p. 515, b27-c4。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如天帝殿珠網覆上，一明珠內萬像，俱現諸

珠盡，然又互相現，影影復現，影重重無盡故。千光萬色雖重重交映，而歷歷區分，亦如兩鏡互

照，重重涉入，傳曜相寫，遞出無窮。」，CBETA, T36, no. 1736, p. 10, b25-c2。



71

特性。帝網無盡觀之修行方式，其注重心理、意識上的運作。因觀想，

對修持佛法或供養者而言，皆非常重要，因為必須依正念而思惟，抉擇

所觀境界之生、滅相是真，還是妄，並加以對治、破除。由此可見，觀

行之重要性，那麼在廣修供養中，應如何作因陀羅網觀？然《華嚴普賢

行願修證儀》云：

盡虛空，徧法界，塵塵剎剎，帝網無盡三寶前，各有帝網無盡自

身，每一一身，各出帝網無盡供具。所謂香、華、灯燭、衣服、

飲食、幢幡、傘盖、瓔珞雲等，所出供具，各供養帝網無盡三寶，

每一一三寶前，各有帝網無盡身供養。225

帝網無盡觀即是觀想盡虛空、遍法界、塵塵剎剎，帝網無盡的三寶

前，各有帝網無盡的自身，每一一身各出帝網無盡之供具，如香、華、

燈燭、衣服、飲食、幢、旛、傘蓋，瓔珞雲、樓閣雲等。每一一身所出

之供具，各供養帝網無盡之三寶，盡未來際而無有休歇，念念相續而無

有間斷，身、語、意業亦無有疲厭。

《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所說者是一真無礙法界，因「法性本空寂，

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226又《大乘起信論》云：「一

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

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227故三世間、四法界，一切染、淨

諸法，未有一法出此法界外。而虛空，法界，塵塵，帝網無盡等即指緣

起之諸法，雖有所現，乃是幻有，了達此幻有為因緣之有，有而不有，

225 宋．淨源，《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CBETA, X74, no. 1472, p. 369, a24-28 。
226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CBETA, T35, no. 1735, p. 514, a25-26。
227 梁．馬鳴、真諦，《大乘起信論》卷 1，CBETA, T32, no. 1666, p. 576, a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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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為智者，若迷却此心，而妄認四大為身，執以為實者，即是迷。因

此假持幻有之緣起法，空無實體，故此觀空之心即是為慧，因有是因緣

而有，而空為因緣空，故若執自性為空，即住於空，若執自性為有，即

住於有，皆非有智慧之人。

而《華嚴普賢行願修證議》是以本宗圓融法界、無盡緣起思想為基

礎而來修習普賢菩薩之十大行願。依其說，圓教之修行，略分為二：一、

是了悟毗盧法界，二、是修行普賢行海。毗盧法界即是一真無礙法界，

亦即吾人之一心，其中本具足三世間、四法界，一切染、淨之諸法。現

既了悟一心本來具足無數相好、無盡神通功德，便須稱自家之毗盧法界，

修本有之普賢行海，令無盡之功用得以速疾現前。於中又有帝網無盡觀、

無障礙法界觀二門。帝網無盡觀是觀想遍法界帝網無盡的三寶前，各有

帝網無盡的自身，每一一身各禮敬帝網無盡的三寶，乃至供養、懺悔、

發願、持誦等。無障礙法界觀則是觀想一切染淨之諸法，皆是重重無盡

的法界，全此全彼，互無障礙，此即修習普賢觀行之境界。故《華嚴普

賢行願修證儀》云:

帝網無盡一心也。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妄不知無盡法界是自

身心，

於中本具帝網無盡色心功德，即與毗盧遮那身心齊等，却將自家

無障礙

佛之身心，顛倒執為雜染眾生。228

因此，若欲求成就究竟佛果，切須悟此毗盧法界，了悟無障礙法界

於自身、心，此中本具十蓮華藏微塵數相好、帝網無盡神通功德，與十

228 宋．淨源，《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CBETA, X74, no. 1472, p. 369, 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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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諸佛無二、無別，故須常稱自家的毘盧法界，修本有之普賢行海，令

無盡的功用得以速疾現前。

在普賢行願力的前提下，依觀修供養，觀窮盡一切之時間與空間，

見十方三世，重重無盡之佛與菩薩，如在目前。而能供之我，則化成無

量剎塵身，又觀想所供之物清淨、勝妙，量如虛空，盡未來際劫廣修供

養。因此《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又云:「願此香、花、雲，徧滿蓮花藏

世界，帝網剎土中，以普賢願力故，悉成法供養。」229《華嚴經行願品

疏》又云：「法供養，通十法行修行，最勝修行，通於萬行，依觀供養，

正是修行。」230

以上所闡述行十種忍和觀因陀羅網，兩者對於廣修供養而言，是十

分關鍵的因素，因為不僅供養，行者行任何一法也是如此，若欲通於萬

行無礙，達到最殊勝的境界，當觀此法行持供養。那行者應觀什麼法？

供養者，須藉由因陀羅觀、十種忍才能破除執迷、偏見、無明等，且識

得一切法本來的面目，是清淨、不生不滅之體。其實一真無礙大法界心，

於中本具三世間、四法界。一切染淨諸法，未有一法出此法界。如此體

會諸法的實相而「令眾生翻妄歸真，了達色身山河大地等，全是一味妙

明真心。」231如此之觀行才能消滅虛妄、顛倒、分別執著之心，當下真

心徧圓，含褁十方而無有障礙，這是出世間行法境界，是最勝供養修行，

可說行者供養如缺此兩者即落有漏法，最高只能得到二乘或者人天的福

報而已。

供養，即(好）是積集福慧資糧之首要行持。藉由廣修一切供養，以捨去

自心慳貪的煩惱；由於能布施，自然就長養了恭敬心、慈悲心與平等心，

229 宋．淨源，《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CBETA, X74, no. 1472, p. 366, c13-14。
230 唐．澄觀，《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CBETA, X05, no. 227, p. 193, c12-13 。
231 宋．淨源，《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CBETA, X74, no. 1472, p. 368, c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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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除慢心、瞋心；視一切眾生為自己累世的親眷，對於有緣、無緣、

緣深、緣淺的眾生，皆能恭敬供養，此即是了達了因果之理，故能怯除

貪、瞋、癡、慢等煩惱，啟發智慧，進而不執著自己所修之一切供養，

回歸這念清淨的自性，此則是供養自性如來，為供養之極致。

經云：「一切諸佛皆修供養」232可知修行學佛，欲效法如來因地之

行持，成就如來的果德，當在日用中依循諸佛之行持，廣修供養；進而

發廣大願心，化導一切眾生，以恭敬心、慈悲心、平等心廣修供養、修

善積福，以怯除內心的貪、瞋、癡等煩惱，而遠離一切災厄，令家庭安

樂、社會祥和，乃至圓成佛道。如此而行，無有疲厭，即與普賢菩薩「廣

修供養」的行願相應，當下即入菩薩位。

那麼，帝網無盡觀的觀法究竟如何呢？究其實，一不出華嚴三觀之所彰

帝網無盡觀事實上就是華嚴三觀233，華嚴三觀究其實，不出第一觀

真空觀所彰。故此，三觀既是有次第的三觀，也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一

念心觀，當這個一念，正與法界相應之際，就成就普賢願力，自然能夠

達到以帝網無盡的觀法成就普賢殊勝無比的廣修供養。也即（普賢行願

品）所謂：「我於一念見三世」234的念劫圓融觀，此是華嚴別教一乘之

觀法，即包含了諸教乘心觀，甚至天台的一念三千與空，假中三觀，更

是將進入華嚴無盡緣起之事實直接帶到行者現實修行層面上來，美其名

曰：「周偏含容」。

232 唐．澄觀、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1, a8 。
233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0：「杜順和尚法界觀中。總有三觀。一真空絕相

觀。二事理無礙觀。三周遍含容觀。」(CBETA, T36, no. 1736, p. 71, c4-6)
234 唐．澄觀、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CBETA, X05, no. 229, p. 316, c9 // Z

1:7, p. 493, c9 // R7, p. 986,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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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所謂的「普賢願力」，其實，無非是一個觀法的修行力用，

而此觀法，正是人普賢與法普賢的完美結合所呈現的，也就是說「普賢

願力」就是行願相資，行願如一，在一念心觀中統統具備，沒有二法遺

漏，因為它相應於法界，也就沒有一法不包括，如是，成就「廣修供養」。

由上可知，所謂廣修供養，即是所做的一切無非是供養，因為供養

有法供養、物資供養、勞動供養、護持供養等等，所以供養可說是包含

了學人所有的一切行動。當然，一般人修持供養時，往往只想到物資之

供養，此是較狹隘之觀點，正因如此，筆者希望藉由廣修供養法門，將

之融入日常生活中，透過廣修供養之行持，祈願大眾能提升品質，自利、

利他，而達到真正之圓滿。

因科學不斷之發展，社會環境之競爭亦日益激烈，人們的生活品質不斷

地提升，欲望也一天比一天高，故正適合修此廣修供養法門來對治。因

此法門，不僅能使修持者體會到人生之價值和意義，更能培養恭敬，以

他人為中心之品德，而這是每位普賢行者之職責所在，因當今世代，正

面臨著社會道德行為每況愈下之局面。從筆者之觀點來看，現世社會是

否有養而不教之狀況？因失去了根本之品質，故人於遭遇困難時，難免

心中恍惚、迷茫不定，找不到可依靠的光明方向，亦不知培植福德，故

一旦福報用盡，即開始了地獄般灰暗之生活。

而實際上，佛與眾生、地獄等都不外乎世法，皆「從行願力，生如來家」

235，故筆者希望藉由弘傳廣大之如說修行供養，祈願構建具普賢特色之

完美社會。而如說修行供養是怎樣的一個法門？又如何更新社會呢？

235 唐．澄觀、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64, a21-22 。

唐．澄觀，《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2：「生如來家，有其四位:一約菩提心家，初住發心，即名為

生，生解家故。二約聖教家，是第四住，名生貴住，從於聖教而得生故。三約理家。初地證如為得

生故。四約無生忍家，八地已上方為生故。今約行願為因，生家為果，義通四種。」，CBETA, X05,

no. 227, p. 75, a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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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云：「如說行出生諸佛故。」236從這來看，

佛法不是只用來演說，而是需要躬身實踐的，佛也是依法修學而得成者，

如法修行就能成佛，每個人依法修行皆可生如來家。

而末法時代，聞、思、修對佛教徒來說益形重要，因此《大乘本生

心地觀經淺註》云:「聞生信，必能解義，念念之間，觀察自照，悟明真

如。」237因為「聞生信不退菩提」238。由此得見，修學任一法門，皆是

從三學入，因此《華嚴經行願品疏》云：「行持十法行就是修行最勝故。」

239《法華經玄贊要集》亦云：「十法行，前八為聞慧，第九思慧，第十

修慧。」240唐朝良賁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觀如來品》亦云：

「前八為聞，後二思、修，謂即三慧。」241由此可看出，十法行即三慧

之學。《華嚴經行願品疏》所說之十法行，筆者舉例如下：

（一）書寫--流傳世間之佛法是佛所說，而佛滅後則由多聞聖弟子

結集，是經由口、耳相傳後所記錄下來的，雖佛法沒具體形相可言，然

通過佛、僧之演說傳達，可使聽聞者體會到佛法之妙旨而心生喜悅，進

而恭敬受持、供養，並代代相傳，使他人亦得法喜與解脫。書寫經典，

使「佛法 」有具體之形相，此是保存、弘演佛法的方法之一，所以在

「法」之修學中，書寫者能以尊重、恭敬之心，鼓勵他人書寫或適應眾

生之需要而助印、流通，此亦不離施他之範疇。如《妙法蓮華經．法師

品》云:

236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CBETA, X05, no. 229, p. 274, b3-5 。
237 清．來丹，《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註》卷 3，CBETA, X20, no. 367, p. 972, c9-10 。
238 唐．慧沼撰，《法華玄贊義決》卷 1，CBETA, T34, no. 1724, p. 858, c23-24。
239 唐．澄觀，《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CBETA, X05, no. 227, p. 187, a1-5 。
240 唐．栖復，《法華經玄贊要集》卷 9，CBETA, X34, no. 638, p. 389, b8-9 。
241 唐．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 2， CBETA, T33, no. 1709, p. 459, 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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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滅度之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

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若復有人……，書寫妙法

華經，乃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種供養--華、香、瓔珞、

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

242

透過一字、一句之抄寫，既能令法流注於己之心中，又能使法寶得

以流通利益他人，此即護持正法，又《摩訶止觀》云：「云何寫經？謂

令眾生修八正道，破虛妄等。」243所以書寫經典之功德難量。尤於科技

發達之現代，電子佛經廣為流通，全世界皆可見聞到大乘經典，這是拜

現代科技之賜，亦是吾人之福報，俾於有心學佛者精進用功之用。

(二)供養--有人常以香、華放置佛經之處或塔寺中，敬重供養，除表

示了對佛、法之尊重外，亦能引發佛弟子恭敬書寫、讀、誦經文之心。

(三)轉施--佛法深奧，而眾生根機有異，不易了解佛法之玄妙，所以

上根利智之人，將所體會、理解、領悟之佛法記錄、流傳下來，便於他

人研讀，希望後人能於此基礎上深入佛法，如華嚴之祖師大德--法藏、

澄觀、李通玄等，依自解協助後學者深入了解《華嚴經》之義理，其功

德難量。

(四)聽聞--聞法之人要以恭敬之心聆聽，因自己對法義未能明了，故

有人開導，皆應生恭敬心，如此方能深入經藏。如文殊師利菩薩教導善

財童子時，善財:「聞是語已，心生歡喜，踴躍無量，於彼比丘深生渴仰，

242 姚秦．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卷 4，CBETA, T09, no. 262, p. 30, c7-13。
243 隋．智者，《摩訶止觀》卷 3，CBETA, T46, no. 1911, p. 31,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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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殊師利慇懃戀慕，頂禮雙足，遶無數匝，悲泣流淚。」244可知聞法

者，須如是敬重善知識，方能得法之益，故《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

趣分述讚》言：「聞生信也，信受奉行生智也。」245

又現今很多寺院為適應眾生之根機而舉辦各式各樣之法會，幫眾生

消災、拔度、做佛事等，後藉由開示以接引眾生，令佛弟子們體會學習

佛法是最大之幸福，從而對佛法產生興趣，此即適應社會潮流之善巧方

便。

(五)披讀--有人常披覽教法，對文而讀，因此於經義十分熟捻，如《淨

名經關中釋抄》云：「披讀經文一覽能誦，研味句義即自解說。」246由

披讀經教而發起淨信，故《法華經玄贊要集》云：「披讀諸經，說阿羅

漢，有聖慧眼，於自解脫，能自證知。」247

(六)受持--聽聞、披讀之後，堅定地受持經典，正念觀察，慇懃渴

仰，心無厭足，於日日中，常溫習經典法義，領受教法，憶持不忘，思

惟修習，能讀、能解，「如法誦念，恒不忘失即得成就。」248故《華嚴

經》說：

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

能持……，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

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249

244 東晉．佛陀跋陀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CBETA, T10, no. 293, p. 679, b18-21。
245 唐．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 1，CBETA, T33, no. 1695, p. 27, c17-19。
246 唐．道液，《淨名經關中釋抄》卷 1，CBETA, T85, no. 2778, p. 510, b24-25。
247 唐．棲復，《法華經玄贊要集》卷 5，CBETA, X34, no. 638, p. 268, a17-18 。
248 唐．菩提流志，《不空罥索神變真言經》卷 5，CBETA, T20, no. 1092, p. 251, a1。
249 唐． 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CBETA, T10, no. 293, p. 846, c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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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若行者能於聽聞十大願王就能斷除疑念，徹底相信佛法

而受持讀誦時，於一念中就能成就一切行願，獲得無量無邊之福德，且

能拔濟眾生永遠出離輪迴之苦，而得往生華藏世界。

(七)開示--書寫、聽聞、受持之過程中，對於教法的理解非常深厚

之後，若僅自利而未能利他則不能成佛，將墮於二乘，如《法華經義記》

說：「二乘必不成佛」。250《華嚴經》亦言：「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

不能成無上正覺。」251因佛與眾生是一體，無法分割的，度化眾生是佛

出世之本懷，而為了報答諸佛之恩德，慈悲、憐憫眾生，應機開示，令

眾生通過修持佛法而得拔除煩惱，淨化身心，現世得幸福，未來世獲解

脫，故《華嚴經》說：「受持讀誦，廣為人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餘

無知者。」252此亦方是真正之供養佛。

(八)諷誦--行者通過前七種之行持，於佛經已能背誦，對法義之理解

亦有把握，從自己閱讀到為他人演說，因有深刻之信解，故能於佛法產

生堅固之信心，故能離惡向善，勇往直前而不退轉，如《大方廣佛華嚴

經》說:「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253

(九)思惟--行者能否成就，須看是否經最重要之思惟階段，因透過思

惟，方能悟入佛法之真實義理，進而淨化身心，立志實踐佛菩薩之行願。

(十)修習--依教奉行，有了方法，最後一步即是修習，依聞、思之所

得，帶領身心進行實際體驗。順修思念觀察，於日常生活中法隨法行，

將所學之義理實地踐行。當面對煩惱、障礙時，行十法行，因其是最勝

250 梁．法雲，《法華經義記》卷 4，CBETA, T33, no. 1715, p. 611, c25-26。
251 唐． 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CBETA, T10, no. 293, p. 846, a21-22。
252 CBETA, T10, no. 293, p. 846, c23-24。
253 CBETA, T10, no. 293, p. 846, b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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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無盡之因，能令眾生深入法義，心無顛倒、散亂，能行自利、利他之

大願而獲福無量，最終得證無餘涅槃。

由此可見，不論南傳或北傳佛教，對修行者而言，於聞、思、修之根本

絕不能等閒視之，因從聞、思、修而契入正法，是證道之必經路徑。尤

於末法時代，欲進修佛法，安頓身心，更應親近善知識、多聞正法、如

理思惟、法隨法行，依教法、理法、行法、果法，次第修習三慧、六度、

普賢十大願等，故印順法師說：「大乘教典所說明的十法行，都被三慧

所含攝。」254因為凡所有相皆理，是能現之性，它隨緣現相，事是它所

現的境界相，一切法本來是無礙之體。此性體無礙，故是真實相之法。

行者修持若能證得事事無礙之境界，則稱為法身菩薩，如普賢菩薩、觀

世音菩薩等，諸位菩薩有名稱之異，是隨緣所現相之緣由，亦似隨眾生

的根機而有四萬八千法，如有十行法、十大願王、供養之法等，其實一

切法即是一法，萬法歸一，它是無人相、無眾生相，亦無壽者相，是一

心、真如，也就是法界確實是我自心相、身相，事有理無，相有性無，

如此明白的觀行，就能止息妄念。假如心量太小，分別執著太重，是不

能契入的真正原因。所以要修普賢十大願，要學普賢菩薩行，「是故若

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255同樣的，行者通過廣修供養即

行無有障礙，也就是行十法行中任一法，其餘九法接悉具足，因此華嚴

宗說一行就是十行，十行就是一行，隨便舉哪一種都是依照十法行修十

大願王，那就無有障礙了。不論順、逆境界，待人接物沒有障礙了，理

事融通；如有障礙，表示十法行未圓滿，故行者一定要發大願，如普賢

254 印順法師，2016-3-27，《華雨集.〈大乘「念法」法門〉》

http://hk.plm.org.cn/gnews/2009310/2009310111795.html。
255 唐．宋慧覺、普瑞，《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 2，CBETA, X74, no. 1470, p. 150, c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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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一般「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又云:心如工畫師。」256行者從這個方

面觀行，把自己錯誤的觀念修正過來，即是圓滿普賢行願。華嚴最高的

精華就是圓融無礙、深廣無際、一多相融、事事無礙，圓滿普賢行願不

是用嘴巴得來的，所以一定要落實普賢的十願，把普賢的願變成自己的

本願，這才是真正的供養，真正的普賢行。

《華嚴經》亦云：

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

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

修十種廣大行願。257

《華嚴經》說:若欲成就如來之功德，應修十種大願，行者通過所聞、

觀察和了解，行此法之因陀羅網觀想，能令行者淨化身心，了脫生死，

求究竟佛果，悟毗盧法界。故經云:

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

滅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

一切惡業，皆得銷除……；若生人天能遠離一切惡友、解脫一切

煩惱；臨命終時，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

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

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剎極

256 元．懷則述，《淨土境觀要門》卷 1，CBETA, T47, no. 1971, p. 290, a18-19。
257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CBETA, T10, no. 293, p. 844, b21-24。



82

微塵數世界眾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盡於未來

劫海，廣能利益一切眾生。258

由以上引文可看出，法、行，「法」指十大行願，「行」即是書寫

乃至修習十行也，十種都是修十大願王。「深信心」就是堅固不退地信

自、信他。《楞嚴經講錄》說：「成佛以信為根本也。」259佛法講信心，

就是要相信自己。信自即理三寶，為因；信他，即事三寶，為緣。《華

嚴普賢行願修證儀》言：「深信者，觀智力也。此是自因，亦是普賢法

力為緣。」260而《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云：「信則信自、信他，信因、

信果，信事、信理。」261信此十大行願之法寶，念念執持不忘，乃至書

寫超越餘行，能如《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所言之：「速能除滅五無間

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遠離一切惡友、解脫一切煩惱，臨命終時，一

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

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功德如是之大。筆者將

行持十種廣大行願所獲之功德利益列表如下:

附表 1--十大願王斷證表

十大願名稱 斷除惑障 所證

禮敬諸佛 斷除七慢262、九慢263、十慢等障 獲得尊貴自在之身，圓滿八萬四

258 CBETA, T10, no. 293, p. 846, b22-c22。
259 明．乘時，《楞嚴經講錄》卷 8，CBETA, X15, no. 299, p. 103, c1 。
260 宋．凈源，《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卷 1，CBETA, X74, no. 1473, p. 371, a21-22 。
261 明．知旭、清．達默，《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卷 1，CBETA, X22, no. 430, p. 827, c22。
262 明．智旭，《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卷 6：「七種慢者:一慢。謂不敬等類，藐視劣類。二過慢。謂

於等類妄視為劣，及於勝類妄視為等。三慢過慢。謂於勝類反視為劣。四我慢。謂妄執有我而生貢

高。五增上慢。謂少有所得，自謂滿足，如妄認四禪為四果等。六卑劣慢。謂自實甚劣，妄謂少

劣，或雖知彼勝，不肯起敬。七邪慢。謂自實無德，妄謂有德也。」，CBETA, X51, no. 824, p. 376,a15-21 。



83

千相好莊嚴

稱讚如來 斷除口四重障 獲得四無礙辯264，舌相遍覆，具

足十種圓音265

廣修供養 除慳貪障 諸聖喜悅，所修供養功能者，福

足增盛，獲得攝、授二種成就。

懺悔業障 斷除四障266十障267， 成就世、出世間一切功德，獲得

妙好依報、正報。

隨喜功德 斷除不樂他榮，嫉妒等障， 獲得不可稱量之福，起平等善，

得大眷屬，一切功德皆悉圓滿。

請轉法輪 斷除違法、謗法等障， 起慈善根，獲得多聞聰慧，不共

功德等

請佛住世 斷除憎佛、謗佛、害佛，及憎嫉菩

薩、善知識，不樂住世之障

得金剛不壞、長壽之身

263 唐．實叉難陀-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第 51卷-第 80卷)》卷 58：「九慢者，（1）我勝

慢類；（2）我等慢類；（3）我劣慢類；（4）有勝我慢類；（5）有等我慢類；（6）有劣我慢類；

（7）無勝我慢類；（8）無等慢類；（9）無劣我慢；」，CBETA, L133, no. 1557, p. 244, a1-13。
264 唐、明．澄觀、德清提契，《華嚴綱要》卷 38：「以無量善巧智起四無礙辯，用菩薩言辭而演說

法，此菩薩常隨四無礙智轉，無暫捨離。何等為四?所謂:法無礙智、義無礙智、辭無礙智、樂說無

礙智。」，CBETA, X08, no. 240, p. 827, c15-17 。唐．菩提流志，《大寶積經》卷 84：「所謂義無

礙、法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CBETA, T11, no. 310, p. 485, c16-17。唐．宗密，《圓覺經大

疏釋義鈔》卷 1：「四無礙辨者:一、法無礙辨，謂諸法自體。二、義無礙辨，謂法上之義。三、

詞無礙辨，謂得彼方言，依彼詞句為他說故。四、樂說無礙辨，於上三種智中，隨他所喜，種種

義語樂說無盡故。」，CBETA, X09, no. 245, p. 483, a12-15 。
265 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1：「若直就華嚴宗，即具十種圓音，方顯如來語業智是意業

者。謂:一智(華嚴云:一心一智慧。又云無師智、自然智、無礙智)；二智(如理、如量)；三智(一切智、

道種智、一切種智)；四智(圓鏡等智)；五智(加清淨法界智)；十智(如《華嚴．出現品》)此上諸智，

一、多相即，真、俗互融，空、有無違，故名為妙，亦名無礙也。」，CBETA, X09, no. 245,p. 483, a19-23。
266 唐．菩提流志，《大乘義章》卷 1：「除四障者:一者緣相。謂無明地對除彼故，說果為淨。二者 因

相。謂無漏業，以有此業，能招變易不得自在，對治彼故，說佛真我。三者生相。謂意生身是苦法

故，不得真樂，對治彼故，說果為樂。四者壞相。謂變易死，不得真常。」，CBETA, T44, no.1851, p.

475, a16-21。陳·天親、真諦，《佛性論》卷 2：「四障者:一、憎背大乘。二、身見計執。三、怖畏生

死。四、不樂觀利益他事。初障闡提。二障外道。三障聲聞。四障獨覺。」，CBETA,T31, no. 1610, p.

797, a26-28。
267 唐、明．澄觀、德清提契，《華嚴綱要》卷 34〈十地品第二十六〉：「十障者:一、凡夫我相障。

二、邪行障。三、闇鈍障。四、解法慢障。五、身淨慢障。六、微細煩惱障。七、細相習障。八、

無相有加行障。九、不能善利益眾生障。十、於諸法中不得自在障。」，CBETA, X08, no. 240, p. 736,c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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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隨佛學 斷除違佛及諸善知識，不能積集功

德，無志修集自、他俱利等障。

獲得佛及菩薩無盡功德

恆順眾生 斷除眾生種種性，或怨、或親，或

順或逆，不能隨順；佛不喜悅，違

佛等障。

獲得廣大善知識為眷屬

普皆回向 斷除狹劣不發菩提心障， 得十度圓滿，獲十身果268。

（資料來源：宗·凈源，《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卷 1，CBETA, X74, no. 1470, p. 139,

b2-10）。

以上《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所言之十種大願，所證得之一真無礙大法界心非

憑空而來，其亦不離聞、思、修三慧，其所得之智慧由「修」而來，但亦非糊塗地

修習，而是要由「思」而來，對法義作深刻之思惟、抉擇，方可作為觀察之所緣；

而思慧，又從「聞所成慧」得來。「聞」指從佛聞、從弟子聞、從經中聞。聞、思、

修三慧就是十法行，依佛、菩薩之開示而修習，是三慧之修學歷程，特別是普賢十

大願，更非從聞、思、修入手不可。269《華嚴綱要》言：「聞已能生信，彼亦當成

佛，若有於現在，能信此佛法，亦當成正覺，說法無所畏。」270由此可見，由近善

友才得聞正法，由聞生信、慧，令行者更堅固相信，了知生死是大苦，涅槃是至樂。

是故筆者希望透過三慧之供養法門，傳達與每一人，祈願大眾於生活中實踐，

以共建幸福、美滿之世界。

268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7：「以十度之因成十身

果。如來十身：（一）施

度即相好莊嚴身，（二）戒獲意生身以遍至故，（三）忍獲威勢身，（四）進策萬行故成菩提，

（五）禪獲福德無等，（六）顯法身，（七）成化身，（八）亦成願身，（九）還成力持，（十）

亦成智身，後一總淨十身。」，CBETA, T36, no. 1736, p. 677, b28-c5。
269 印順法師（2012），《成佛之道（增註本）－現證由修得》

http://yinshun-edu.org.tw/zh-hant/Master_yinshun/y42_05_50?page=1http://yinshun-edu.org.tw/zh-hant/Master_y

inshun/y42_05_50?page=1
270 唐·澄觀疏、明.德清提挈，《華嚴綱要》卷 34，CBETA, X08, no. 240, p. 621, a16-18 。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L7I65yO3LAhUCm5QKHfD7BFIQFggaMAA&url=http://yinshun-edu.org.tw/zh-hant/Master_yinshun/y42_05_50?page=1&usg=AFQjCNHuNVdoB4WkEADNNxWURUAzPCNa3g&sig2=0bjMu7D2K7i7OTqVRt7u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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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廣修供養法門，廣修即隨時、隨地修；供養，是供給、資養之意，在法義上，

指培養、增長吾人之福德與智慧，亦即修行之意，故供養是積集福慧資糧之首要行

持，藉由廣修供養，捨除吾人之慳貪、慢心、瞋心等煩惱，長養恭敬、慈悲與平等

心，故廣修供養法門中，有「法門無量誓願學」之意涵在內。

而供養實離不開財與法之二大範疇，財供養又稱外供養或奉施供養等，又分衣、

食、香、華等外財，及心、身命及請法之儀等之內財，以其未達三輪體空，故稱為

事供養。法供養又稱內供養、勝供養、修行供養或至處道供養等，其內容有身命、

意業、口業之供養，屬心念或精神上之供養法，如奉行、持戒之行供養，身業禮拜、

合掌及意業之尊重供養，及口業讚歎佛德之恭敬供養等，其亦指證入真實之理或達

三輪體空之淨修，故又名為理供養。

財供養無論其數量如何之多，亦不及一念法供養之功德，因財供養為有漏之因，

法供養則是無漏之行，其稱性而修，盡虛空、遍法界，重重無盡，故諸供養中，以

法供養之功德為最，而依法修行即是行

法供養，其內容有: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

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此七行即是為普賢行，亦

由此而出生諸佛；經中說「供養眾生即供養佛，令眾生歡喜即令佛歡喜」，於此生

勝解而廣修供養，即是行普賢行願之供養，是故得成就供養諸如來；然而法身無身，

其以戒、定、慧，以三十七助菩提法，以六波羅蜜，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以慈、悲、喜、捨之法為身，故學人應以三學、四攝、四無量等心來供養諸佛菩薩，

而於身、命、財無所悋惜。

又菩提心為菩薩修一切諸法之根本，行菩薩道之人，於遭逢違緣障礙時，永不

棄捨初心即是供養如來，是故諸經之王的《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

是為魔事。」因離菩提心所作之一切善業皆不得圓滿成就佛道，故《華嚴普賢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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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證議》將圓教之修行分為二：一是了悟毗盧法界，二是修行普賢行海。毗盧法界

即是一真無礙法界，吾人能了悟己之一心本具無數相好、神通功德，便須稱自家之

毗盧法界，修本有之普賢行海，而於中有帝網無盡、無障礙法界觀之二門。帝網無

盡觀，是觀想遍法界帝網無盡三寶前，各有帝網無盡之自身在禮敬帝網無盡之三寶。

無障礙法界觀則是觀想一切染、淨之諸法，皆重重無盡，全此、全彼而互無障礙，

故行者若欲成就如來殊妙之功德門，則應修普賢十種之廣大行願，以上求佛道，下

化眾生。十大行願為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請轉法輪、

五者請佛住世、六者常隨佛學，此六支主要為上求佛道；七者懺悔業障，此一支是

為修己；八者隨喜功德、九者恒順眾生及十者普皆回向則是為下化眾生。

十大行願除了自己上求佛道之外，更要為眾生，代眾生上求佛道，是修己亦代

眾生修；下化眾生則是須普皆回向，無我地修菩提心。而此中之廣修供養願則是自

利、利他，一願通十願，因其具體之表現為：(一)對象無量；(二) 時間無盡；(三) 境

界無限，故「廣修供養」不僅有布施波羅蜜之同教一乘意涵，亦有「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之華嚴別教一乘之意涵，因此佛子於行事之時，皆應如普賢菩薩般地廣修

十大行願以擴大己之心量，並修持音聲忍、順忍、無生忍、如幻忍、如焰忍、如夢

忍、如響忍、如影忍、如化忍、如空忍之十忍，認可了義之正見與安住於正觀中，

以行法供養，藉由廣修供養之法門，依之行持，依教修行，以世間正法來化導群生

養成健全之人格，提高德性智能以為出世法之階梯，證悟實際理體並將之融入日常

生活中，以提升生命之品質，並祈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塗，共入

毗盧性海。」究竟成就圓滿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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