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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華嚴經•十地品》初地之「承事願」

釋行丹

華嚴專宗研三

提 要

本文主要是對《華嚴經‧十地品》初地之「承事願」進行探討，首先，對「承事」之

義與「承事」對象進行分析，得出承事的對象主要是指諸佛。其次，對「承事願」之兩種

解釋系統做了比較，得出智儼、法藏用攝論來解釋「承事願」，重點在於承事的對象與承事

的目的，即承事的對象主要指諸佛，承事諸佛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恒得敬事聽受正法。而澄

觀以《十地經論》為主來解釋「承事願」這一系統來看，重點放在解釋如何「知世界」，而

不是解釋如何去「承事」。澄觀之所以重點放在世界之重重無盡上，是為更契華嚴法界無盡

緣起之義旨。然后，討論如何承事供養諸佛等問題。最後，說明了實踐「承事願」的重要

意義。

關鍵字：承事願、知世界、初地十願

一、前言

歡喜地，梵語 pramudita-bhūmi，十地之初地，即菩薩修行五十二階位中之第四十一位，

又作極喜地、初歡喜地，略作初地。菩薩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修行階位，經一

大阿僧祇劫之修行，初證真如平等聖性，具證二空之理，能成就自利利他之行，心多生歡

喜，故稱歡喜地。

《華嚴經》云：「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十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
1
〈十地

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80, a29-b1。

http://baike.baidu.com/view/8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5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6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6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6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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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華嚴經》六位行法結構中，係屬菩薩修行的十聖位。菩薩的修行須經歷十住、十

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等四十二個階位。於成就佛果的三大阿僧祇劫中，初地前

完成一大阿僧祇劫，初地到八地前完成第二大阿僧祇劫，八地到成佛完成第三大阿僧祇劫。

十地位菩薩修行的時間比前三賢位要長許多，其修行的殊勝性可從十地菩薩所發的大願來

了解。十地菩薩於初地時所發的十種大願為：供養願、受持願、轉法輪願、修行二利願、

成熟眾生願、承事願、淨土願、不離願、利益願、成正覺願。十願中每一願皆以：｢廣大如

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來做總結與讚歎。又此十無盡句皆與眾

生共，所以十地菩薩所發的大願是建立在成就無盡的眾生上，顯此十地菩薩大願善根無有

窮盡。依這十無盡和十條大願總結，成就殊勝修行所必須依止的十種心，利益心、柔軟心、

隨順心、寂靜心、調伏心、寂滅心、謙下心、潤澤心、不動心、不濁心，以此十心對治十

種障來成就圓滿十種波羅密行。所以，為完成無上之佛果菩提，更須依願起修，依所發十

大願所得之十種心去實踐，修十種信樂行，即信行、悲、慈、施、無疲厭、知經論、知世

法、慚愧、堅固力、供養佛。以此為十種淨治地法，來淨治圓滿十地階位，完成十地果，

通往佛果菩提。

本文主要是對《華嚴經‧十地品》之「承事願」的內容進行探究。「承事願」的內容是：

「願一切世界廣大無量，麁細、亂住、倒住、正住，若入、若行、若去，如帝網差別，十方

無量種種不同，智皆明了，現前知見；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

休息。」筆者首先，對「承事」之義與「承事」對象進行分析。其次，對「承事願」相關

的兩種解釋系統進行比較。然后，討論如何承事供養諸佛等問題。最後，說明了實踐「承

事願」的重要意義。

二、「承事」之義與「承事」對象

「承」：會意字，有兩手敬謹受持之義，2 「承事」有恭敬事奉之義。在佛經典裡對於

「承事」的用法作分析，可以知道「承事」與「供養」大多都是連在一起的，如：

《增壹阿含經》卷 19〈27 等趣四諦品〉：

2 詳見周何等編之《國語活用辭典》，頁 870。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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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比丘，當親近舍利弗比丘，承事供養。
3

《瑜伽師地論》卷九云：

如是於起無諍定、滅盡定、預流果、阿羅漢果，供養承事亦爾。又親於佛所供養承

事，如於佛所如是，於學無學僧所亦爾。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 世主妙嚴品〉：

我念如來昔所行，承事供養無邊佛，如本信心清淨業，以佛威神今悉見。5

《大寶積經》卷 4〈1 無上陀羅尼品〉：

若曾往昔於如來所，承事供養深生信解。6

由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佛經中的「承事」是表示對於佛、佛弟子及證果位的僧人的

供養與侍奉、學習的意思。福報足夠大的能夠有機會見到佛，親於佛所承事供養佛；若見

不到佛，亦可承事供養證得果位者，如初果、阿羅漢果；另可承事供養學、無學位之僧人。

無論承事供養以上說的哪一種，都是為了能夠從其聞到佛法，求得解脫或更求成佛。但在

十地中，「承事供養」的對象主要是指「佛」的。如《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四云：

經於百劫值佛出世，親近承事成熟相續，專心求證獨覺菩提，於蘊善巧於處善巧，

於界善巧於緣起善。7

菩薩善根與智慧之深厚不是一天兩天就有的，能逢佛出世得以親近承事，那是歷經多

劫聽聞佛法逐漸累積而成的。真是如此的不容易，所以只要有佛的地方，皆去親近承事供

養，為的就是在佛身邊能夠聽聞到佛法，長養善根，如此承事諸佛相續不斷，自已的善根

才會慢慢成熟，才可能證入菩提。可看出「承事供養」的對象是指「佛」，又如《瑜伽師地

論》卷七十八云：

世尊！如是諸地幾種殊勝之所安立，善男子，略有八種：一者增上意樂清淨；二者

3 《增壹阿含經》卷 19〈27 等趣四諦品〉，CBETA, T02, no. 125, p. 643, b3-4。
4 《瑜伽師地論》卷 9，CBETA, T30, no. 1579, p. 318, c4-7。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 世主妙嚴品〉，CBETA, T10, no. 279, p. 7, a15-16。
6 《大寶積經》卷 4〈1 無上陀羅尼品〉，CBETA, T11, no. 310, p. 24, a24-25。
7 《瑜伽師地論》卷 34，CBETA, T30, no. 1579, p. 477, c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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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清淨；三者悲清淨；四者到彼岸清淨；五者見佛供養承事清淨；六者成熟有情清

淨；七者生清淨；八者威德清淨。8

《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九云：

復有四法能令積集福智資糧。一者依此正行供養承事諸佛如來。二者聞清淨。三者

思清淨。四者修清淨。9

但從《華嚴經‧十地品》之「承事願」內容的經文來看，此一願似乎找不到與「承事

願」名稱相關聯的字來：

又發大願：願一切世界廣大無量，麁細、亂住、倒住、正住，若入、若行、若去，

如帝網差別，十方無量種種不同，智皆明了，現前知見；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

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10

雖然從經文中找不到「承事願」相關的名字來，但通過上面對「承事」在佛典中的意

義分析可知，歡喜地的「承事願」即為發願盡未來際一切劫數，均能知道佛住處之相狀，

又願往諸佛土，常見諸佛，恆恭敬事奉並聽受正法。其意在勸勉菩薩行者要常供養、侍奉

諸佛，與佛學習，以便度生之用，並以此來積集成佛的福慧資糧。所以，「承事願」的內容

是：諸佛在什麼地方菩薩就要去什麼地方承事供養諸佛，只有先知道佛在哪里，才能夠承

事供養。一切世界是皆是佛所住的地方，廣大無量無邊。而菩薩要了知如此廣大無量的世

界，必須具有佛的智慧。由此可知，「知世界」與「承事」之間是有關聯的。

三、「承事願」之兩種解釋系統

在華嚴宗祖師的注疏裡都將《華嚴經》歡喜地十願中的這一願叫做「知世界願」，如智

儼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云：

六知世界願。謂知一切相乃至正住等及倒住等。乃至如帝網差別真實義相故。如業

8 《瑜伽師地論》卷 78，CBETA, T30, no. 1579, p. 730, b11-21。
9 《瑜伽師地論》卷 79，CBETA, T30, no. 1579, p. 741, b8-10。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82, a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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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作故。真實義相者。唯智能知。餘相者。可現見故。11

法藏於《華嚴經探玄記》云：

第六此經中名知世界願。現前了知世界差別。與攝論不同。會此二說。謂彼承事必

往世界。此知世界必事佛故。
12

但是在註解「知世界願」中，智儼採用了《攝大乘論》中歡喜地十願的說法，故將這

一願叫做「承事願」，並且用攝論中「承事願」的內涵來解釋此一願。到了法藏，他仍依著

智儼的說法解釋。而到了澄觀時，他雖還是用「承事願」這一名稱，不過其解釋完全不是

攝論所說的內涵，而是用了重重無盡的觀念來解釋「承事願」，或者更貼切地說，他是依照

《華嚴經》的經文解釋「知世界」的內涵，而不是用攝論的東西來解釋「承事」的內涵。

所以「承事願」在解釋上有兩種解釋系統，即智儼與法藏一種，澄觀又是一種。

（一）智儼、法藏之解釋系統

華嚴宗的二祖智儼在注疏《華嚴經》歡喜地十願中的「承事願」時，將此一願叫做「知

世界願」，但註疏裏做解釋時，則採用了《攝大乘論》中歡喜地十願的說法，將這一願叫做

「承事願」，並且用攝論中「承事願」的內涵來解釋此一願。如智儼在《大方廣佛華嚴經搜

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3〈22 十地品〉中說：

言十願者：一供養佛願，二護正法願，三攝法上首願，四知眾生心，五名化眾

生，六名知世界，七是淨土，八同心行，九三業不空，十成菩提。依攝論有十願：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六承事願願往諸

佛土常見諸佛恒得敬事聽受正法，......。13

智儼首先提出《華嚴經》中十願之名，然後再列出《攝大乘論》中十願之名及意義。

此一願，在經中名為「知世界願」，而攝論中將這一願則名為「承事願」。智儼用攝論中「六

承事願，願往諸佛土常見諸佛恒得敬事聽受正法」這一句來解釋經中「六名知世界」這一

11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 3，CBETA, T45, no. 1870, p. 563, a22-25。
12 《華嚴經探玄記》卷 11〈22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3, p. 306, b17-20。
13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 3〈22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2, p. 54, a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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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之含義。智儼之所以用攝論解釋初地十願的東西來解釋經中初地十願，因為他認為：「攝

論中的十願與經中的十願意義相同，沒有差異。」又，經中第一願「供養佛願」，在攝論

中叫「供養願」，即「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供養的對象勝緣師則包括佛；而在華嚴經

中第一願「供養佛願」，則只指「佛」。14在「知世界願」中「世界」，依據祖師注疏是指「諸

佛」世界，如：《華嚴經探玄記》卷 11云：

第六此經中名知世界願，現前了知世界差別，與攝論不同。會此二說，謂彼承事必

往世界，此知世界必事佛故。15

所以，由第一「供養佛願」之名和第六「知世界願」之「世界」所指，不難得出「十

地」菩薩所承事供養的對象是指佛。

華嚴宗三祖法藏對初地十願的解釋繼承了二祖智儼的說法。法藏在其《華嚴經探玄記》

卷 11〈22 十地品〉中說：

初名者，願是希求義，地論雲發諸大願者隨心求義故。次顯別名，此論中但釋文不

顯名。古來諸德依義作名，或有順或不順，今依梁攝論具列十名。彼雲：一供養願，

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六承事願，願往諸佛土常見諸佛恒得敬事聽受正

法；......。解雲：此十中，......第六此經中名知世界願，現前了知世界差別，與攝論

不同，會此二說，謂彼承事必往世界，此知世界必事佛故，又不須會，但此經為定，

彼論十願從此經出，更餘處無文故。餘後四願意義，悉同可知。16

法藏指出，對於初地十願，《十地經論》只解釋每一願的意義，並未給每一願立名。古

來諸德依義作名，有的名字讓人感到很順，但有的名字讓人感到不順，此處法藏則依《攝

大乘論》而列出十願之名，其中第六願名為「承事願」。但後面他又標明這第六願在《華嚴

經》中叫「知世界願」，這與攝論立名是不同的。如果融會《華嚴經》與《攝大乘論》二說，

14 《華嚴經探玄記》卷 11〈22 十地品〉「此十中，最初供養願，此經中唯約供佛，攝論通餘勝緣師等」，CBETA,

T35, no. 1733, p. 306, b12-13。
15 《華嚴經探玄記》卷 11〈22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3, p. 306, b17-22。
16 《華嚴經探玄記》卷 11〈22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3, p. 306, a26-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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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將此願解釋為，若承事佛必須去往世界，由是「知世界」必為「承事」佛故，將二說

融會貫通起來。但也不需要將二說融會，但以《華嚴經》為主，因為《攝大乘論》論說的

初地十願本就源自《華嚴經》，而其他經典無初地十願之文。

從智儼與法藏以《攝大乘論》為主來解釋「承事願」這一系統來看，重點在於承事的

對象與承事的目的，即承事的對象主要指諸佛，承事諸佛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恒得敬事聽受

正法。

（二）澄觀之解釋系統

澄觀依《十地經論》將一切世界之相狀可分三大類，列表說明如下：

無餘一切世界者有三種相17

三種相 十地經 十地經論

一切相 廣大無量，麁粗、

細、亂住、倒住、

正住。

廣大無量者，一千世界、二千世界、

三千世界故。細者隨何等世界意識

身故；麁者隨何等世界意色身故。

亂住者非次第住故。倒住者不造舍

宅住故。正住者造舍宅住故。

真實義相 如帝網差別者 真實義相故；如業幻作故。

無量相 十方世界無量差別

入故

無量相故。

依《十地經論》解讀，諸佛住處之相狀可分為「一切相」、「真實義相」與「無量相」

等三類，且又再分別解釋經文於後，如上表，只是其所述之名相需透過智慧方能明瞭，如

論云：「隨入如是世界智皆現前知。」18 所以此應在明能知與所知，若依文義，能知者為

智慧，所知者為經文中之一切世界。此在上表中已明確分為三類，但在解釋「廣」為一千

世界、「大」為二千世界、「無量」為三千世界。「細」為意識身；「麁」為意色身。

17 《十地經論》卷 3，CBETA, T26, no. 1522, p. 139, c7-17。
18 《十地經論》卷 3，CBETA, T26, no. 1522, p. 139,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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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願重在闡明所知與能知。此之「能知」是指智慧；「所知」是指一切世界。發願盡未

來際一切劫數隨入該世界時，皆有智慧明瞭此為佛之住處，如此便能恆恭敬事奉諸佛，並

聽受正法。

按澄觀《華嚴經疏》本文整理「一切世界」三種相解釋如下：

(一)、「一切相」：「麁細、亂住、倒住、正住」為知道小中大千世界，乃至廣大無量世

界之分量相；「麁」指欲界和色界，「細」指無色界，麁細即三界；「亂住」則不依行伍的排

列、「倒住」即覆剎，如地獄；「正住」即仰剎。而《華嚴經》中初地「承事願」內容「若

入、若行、若去」之文，於《十地經論》中確無。澄觀認為「入」、「行」、「去」有兩種含

義：一謂前三類世界，道路往來；二謂順後，即「入」是攝他入己、「行」是往來不住、「去」

是為他所攝。

(二)、「真實義相」：「如帝網差別者」為願知如帝網差別，重重無盡交錯之相。
19
世界

土土同體，不守自性，互相涉入，如業幻作故，即業所作土，亦同於幻，故得涉入，重重

無盡。如此世界有如帝釋天的帝珠互相輝映，但又如世間種種不同，這皆是佛將要出生的

地方，也正是菩薩要去承事供養的地方。

(三)、「無量相」：「十方世界無量差別」為願知周徧十方，又訴說不盡佛住處之相狀。

此一相謂前二相周徧十方，無法說盡，故總結為「無量」。大菩薩藏經說：虛空中世界重數，

多於大千所有微塵，但由業異不相障礙，一處重重尚爾，況復橫周。
20
一處相都不能說清，

何況周徧十方之相，故說相無量。

以上三相之「一切相」是「土」相；「真實義相」是「土」體及性、相相融，土相有無

量差別分量相，性相相融且重重無盡，皆難知，故結前二相之周徧無盡為「無量相」。但「真

實義相」，唯智能知。
21
若有了能知「真實義相」之智，則「一切相」與「無量相」亦可現

見。

澄觀大師在疏文中解釋「承事願」時，首先明確「承事願」內涵，即「承事願，願往

諸佛土，常見諸佛，恒敬事、聽受故。」
22
但他又依據《瑜伽師地論》所說的「願於一切世

界上中示現」一文，認為「承事願」之內涵亦有化生之義。所以澄觀認為經文中所說「知

19 《華嚴經合論》卷 56〈26 十地品〉，CBETA, X4, no. 223, p.382, a10。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5, p. 763, c9-11。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CBETA, T35, no. 1735, p. 763, c12。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品〉，CBETA, T35, no. 1735, p. 763, b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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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知「眾生」之住處與「諸佛」之住處兩層含義，知眾生住處，則可前往化度；知

佛住處，則可前往供養侍奉。
23
在四十卷《華嚴經》中關於「承事」之言，此兩層意義甚是

明顯，如經中偈云：

於一毛端極微中（一切相），出現三世莊嚴剎（真實相），

十方塵剎諸毛端（無量相），我皆深入而嚴淨。

所有未來照世燈，成道轉法悟群有（化生），

究竟佛事示涅槃，我皆往詣而親近（事佛）。24

此兩偈中，前偈明世界三種相狀，即「一切相」、「真實相」、「無量相」；後偈明「承事」

與「化生」，即往親近事奉佛，亦兼化度眾生。

澄觀在其疏文卷十一解釋〈世界成就品〉時提到剎由心異，佛界生界非一非異，疏云

如下：

廣釋所知世界海為宗，然其意趣乃有多種：一令諸菩薩發大信解悟入為趣，謂令知

佛及菩薩大悲行海廣覆無邊盡眾生界，倣而行故，世界無邊悉嚴淨故，眾生無邊悉

化度故。剎由心異，當淨自心及他心故。世界重重無盡無盡，以大行願悉充滿故，

佛界生界非一非異，能正了知成大智故；未能了者，熏成種故。25

這裏指出形成不同所知世界的根源是心有差異故。由此可知，佛世界與眾生世界是非

一非異的。所以有眾生的地方就有佛，佛化生故；但佛又與眾生不同，心異故。因此，菩

薩知道佛的住處即是眾生的住處，所以「承事願」內涵應為：願了知一切諸佛世界，前往

親近事奉供養諸佛，以求佛智，大悲化度無量眾生。

四祖澄觀在解釋初地十願時，對「知世界願」的解說雖還是用「承事願」這一名稱，

不過其解釋完全不是攝論所說的「承事願」內涵，而是運用了重重無盡的觀念，且重點放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58〈26 十地品〉，CBETA, T36, no. 1736, p. 460, c9-11。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47, c10-13。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1〈4 世界成就品〉，CBETA, T35, no. 1735, p. 573, c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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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如何「知世界」，而不是把重點放在解釋如何去「承事」。從澄觀以《十地經論》為

主來解釋「承事願」這一系統來看，其將重點是放在世界之重重無盡上，更能契華嚴法界

無盡緣起之義旨。

四、如何「承事」諸佛

《華嚴經》的菩薩行，一切皆為成就佛道，而如何圓滿佛果，就須依佛之教法而修。

因此，親近諸佛菩薩等善知識，聽聞正法，思維法義，精進修持，是成就佛道的主要因素。

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能夠成行之最初因緣即是初見表智慧的文殊菩薩時，文殊告訴他：

親近供養諸善知識，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緣26

文殊菩薩可以說是善財菩薩所見到的第一位大善知識，因為善財見到文殊後才發起菩

提心。并在文殊的指導下參訪後面的五十二位善知識，然後得入法界，一生成佛。此初見

之文殊表根本智，亦表善知識是令得一切智、發菩提心的主要因緣。

菩薩行者在求佛道的過程中，方向是否正確很關鍵，修行不怕慢，就怕方向錯。方向

一旦錯了，越修離佛道就越遠，猶如煮沙，經百千劫亦不成飯。《華嚴經》云：「佛法無人

說，雖慧莫能了。」27 善知識就如行者的指路人，有了向導，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事半

功倍。又經云：

若諸菩薩成就十法，則能圓滿因陀羅網普智光明菩薩之行。何等為十？所謂：依善

知識故，得廣大勝解故，得清淨欲樂故，集一切福智故，於諸佛所聽聞法故，心恒

不捨三世佛故，同於一切菩薩行故，一切如來所護念故，大悲妙願皆清淨故，能以

智力普斷一切諸生死故。是為十。28

引文中十法前後是有因果關系的，行者依靠善知識能夠於佛法義得到勝解，不僅自得

清凈安樂，亦可積累一切福慧資糧；福慧具足才能見到佛，聽聞佛所說法；聞佛說法信心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2〈39 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333, c1-2。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頂上偈讚品〉，CBETA, T10, no. 279, p. 82, a11。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5〈39 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406, c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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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堅固，故發願恒得親近三世諸佛，常行菩薩行，因此而得一切佛所護念。如此大悲妙

願清凈故，所以能以智力普斷一切生死。

十法中后九法皆因第一法善知識而成就，若成就此十法則可圓滿菩薩行，可見事善知

識不僅是一切智之最初因緣，亦是集聚眾福之行  。故行者應恒親近善知識，事奉善知識，

隨善知識學習，以積聚成佛的福慧資糧。而眾善知識中，諸佛是最大的善知識，所以承事

諸佛的目的是：一、常隨佛學，求一切智；二、以一切智力，大悲度生。前者是上求佛道，

後者為下化眾生；前者是修慧，後者是修福。所以佛道實不出修慧修福。又可說前者事奉

諸佛為求智是為培養能力；後者弘法利生是為承擔如來家業，故名「承事」。

應該如何承事諸佛？經中有很多關於如何事善知識，確極少談到如何承事諸佛。諸佛

是最大的善知識，故行者應以事善知識那樣事奉諸佛。經云：

事善知識，心無癡亂30

事奉善知識應持以一種恭敬心，是對師長般的敬畏心、感恩心，而非癡愛心，情生智

隔故。

又云：

依善知識，事善知識，敬善知識，由善知識見一切智；於善知識不生違逆，於善知

識心無諂誑，於善知識心常隨順；於善知識起慈母想，捨離一切無益法故；於善知

識起慈父想，出生一切諸善法故。31

佛是福慧兩足尊，行者向於菩提道則要積聚福慧資糧，而依善知識則有助於福慧資糧

的積累，可令行者見一切智，捨離一切無益法，出生一切諸善法。故應敬事善知識，於善

知識不生違逆，應心常隨順，無諂誑。於善知識起慈父慈母想，因為父母給了我們生命，

養育我們的肉身，而善知識可增長我們的法身慧命。

又云：

求善知識，不應疲倦；見善知識，勿生厭足；請問善知識，勿憚勞苦；親近善知識，

勿懷退轉；供養善知識，不應休息；受善知識教，不應倒錯；學善知識行，不應疑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2 如來現相品〉，「事善知識具眾福行」，CBETA, T10, no. 279, p. 29, b5。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十行品〉，CBETA, T10, no. 279, p. 104, c12-13。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3〈39 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340, a2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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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聞善知識演說出離門，不應猶豫；見善知識隨順煩惱行，勿生嫌怪；於善知識

所生深信尊敬心，不應變改。32

事善知識則具眾福行，故求善知識、親近善知識、供養善知識、受善知識教、學善知

識行等，不應生疲厭心、厭足心、憚勞苦心、退轉心、疑惑心、嫌怪心等。

已經知道如何來事奉諸佛，可是能夠生得佛世已是不易，能夠親得見佛、事佛豈非更

難。佛在哪里？見不到佛又怎么事奉佛呢？《華嚴經》告訴我們：

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

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

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33

經中說若能承事隨順眾生，則為承事諸佛如來，把眾生當成佛來事奉，這是為什么呢？

菩薩見眾生受苦而起悲心，因大悲心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佛，所以佛是因眾生而成。

由此可知，只要有眾生的地方就會有佛，可是佛是什么樣子的，怎么能知道哪個是眾生，

哪個是佛呢？《華嚴經疏》云：

今以此經心、佛、眾生無差別故。佛證眾生之體，用眾生之用。三、由前生、佛互

相在時，各實非虛，則因果交徹，隨一聖教，全在二心。故眾生心中佛，為佛心中

眾生說法；佛心中眾生，聽眾生心中佛說法。34

心、佛、眾生本無差別，吾人一心本具十法界，諸佛不斷性惡，闡提不斷性善，眾生

在諸佛心中受苦，諸佛在眾生心中證真，故眾生心中佛，為佛心中眾生說法；佛心中眾生，

聽眾生心中佛說法。以諸佛心、眾生心，互攝互融故；佛心、眾生心，一心無二心故。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3〈39 入法界品〉：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7〈39 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421, a4-10。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46, a10-15。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20, a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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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亦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知一切佛

猶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及以己心，

悉皆如響。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3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一：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

即菩提。3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摩宮中偈讚品〉：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

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

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37

以上三段引文都是說明心、佛、眾生本無差別，佛心、眾生心，一心無二心。所以眾

生即佛，佛即是眾生。可是明明看到的就是眾生，怎么是佛呢？「承事願」的內容是「知

世界」，《華嚴經 世界成就品〉云，世界的形成有十種因緣：

諸佛子！略說以十種因緣故，一切世界海已成、現成、當成。何者為十？所謂：如

來神力故，法應如是故，一切眾生行業故，一切菩薩成一切智所得故，一切眾生及

諸菩薩同集善根故，一切菩薩嚴淨國土願力故，一切菩薩成就不退行願故，一切菩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3〈39 入法界品〉，CBETA, T10, no. 279, p. 339, c27-p. 340, a3。
3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CBETA, T48, no. 2008, p. 350, b27-29。
3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摩宮中偈讚品〉，CBETA, T10, no. 279, p. 102, a2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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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清淨勝解自在故，一切如來善根所流及一切諸佛成道時自在勢力故，普賢菩薩自

在願力故。38

經中說世界是由如來神力、菩薩的智願力及眾生的業力而成，換句話說世界是由佛心、

菩薩心及眾生心而成。用心不同，所顯世界不同，用佛心所顯的即是佛的清凈世界，用眾

生心所顯的則是五濁惡世的堪忍世界。所以，若要見到諸佛的世界，若想見到佛，就要用

佛心，而不是眾生心。「知世界」意為知道了眾生的世界在哪里，也就知道了諸佛的世界在

哪里，如此才能見到諸佛。又如《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卷一云：

文殊師利！以如實智斷我語取根，取根斷故身得清淨，身清淨者是無生滅。文殊師

利！無生滅者，不起心意識，不思惟分別，若有分別則成無明。不起此無明則無十

二因緣，無十二因緣即是不生，不生即是道，道是了義，了義是第一義，第一義是

無我義，無我義是不可說義，不可說義是十二因緣義，十二因緣義是法義，法義是

如來義。是故我說，若見十二因緣即是見法，見法即是見佛，如是見無所見。39

佛是平等心，所以見什么都是平等無礙的；眾生心不平等，所以事事彼此差別，相互

障礙。所以，見佛者必是深觀緣起，知無生理，明無我義，證般若空，具平等智。見平等

即是「見無所見，「見無所見」即是見緣起，見緣起即是見法，見法即是見佛。

見佛要承事供養佛，以何來供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

行願品〉云：

菩薩有十種法，具足圓滿，則得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何等為十？一者、以法供

養；二者、修行諸行；三者、平等利樂一切眾生；四者、以慈悲心隨順攝取；五者、

以如來力隨順一切；六者、不捨勸修一切善法；七者、不捨一切菩薩事業；八者、

如說能行，如行能說；九者、長時遍修心無疲厭；十者、常不捨離大菩提心。若諸

菩薩具此十法，則能成就供養如來；非以財寶、飲食、衣服名真供養。40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4 世界成就品〉，CBETA, T10, no. 279, p. 35, a25-b4。
39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卷 1，(CBETA, T12, no. 358, p. 252, c17-26)。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37, c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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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十法，初為法供養，是總；餘九為別，亦皆為法供養。此是說明諸供養中，法

供養為最，故名為真；若能行者，是真供養三世諸佛。

又《妙法蓮華經》卷六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41《維摩詰所說經》所

云：「深觀緣起等，是名最上法之供養。」42等皆說明對佛所說之法能夠常行精進，了知佛

法真實義，即是常隨佛學，才是為真法供養諸佛。

從上面所論述可知，眾生所在之處即是佛所在之處；常行精進佛法即是常隨佛學；承

事供養眾生即是承事供養諸佛如來；而供養當中以法供養為最，以法供養為真供養。若能

如此，才是真的承事諸佛。

五、實踐「承事願」之意義

「承事願」的內涵是能夠知佛處所，承事供養諸佛，常隨佛學，求一切智；以一切智

力廣度無量眾生。簡之言：隨佛學，度眾生。隨佛學可開為「佛學」與「學佛」：所謂「佛

學」是指學習佛法的義理，是从理论上入门；所謂「學佛」即是學佛的行為，是將理論落

实於實踐。「佛學」與「學佛」是不可分的，若將「佛學」與「學佛」分開來，將「佛學」

變成一種學術來研究，而將「學佛」擲於一邊，那佛學只會變成一種高深的學問，學佛者

并不會得到真正的受用。因為「佛學」是佛證悟后對眾生講出來的如何解脫或成佛的指導

方法，是經驗之學，而不是玄談，故與「學佛」分開的「佛學」學術，對於人們來說受用

不大，反而使其增加執著與論諍，與本為去除執著而無論的佛法相違背。也就是為什么常

會出現《起信論》的作者是不是馬鳴菩薩，《楞嚴經》是不是偽經的等與修行無關的論諍，

而研究如何斷惑，如何修止觀，對了斷生死、成佛作祖真正有價值之課題的人少之又少。

「佛學」皆不出戒、定、慧三學，戒是維護身的清凈，慧是維護心的清凈，而定兼護

身心之清浄，三學亦是不可分的，彼此相互增上。「佛學」理論主要在於助慧學的增上，如

「佛學」的根本理論---緣起理論，在掌握了佛法的緣起根本理論后，就會明白大小乘、各

宗派的理論體系都是以緣起理論為基礎而建立發揮的。印順導師告訴我們：要以佛法來研

41 《妙法蓮華經》卷 6〈23 藥王菩薩本事品〉，(CBETA, T09, no. 262, p. 53, b11-12)。
42 《維摩詰所說經》卷 3〈13 法供養品〉，(CBETA, T14, no. 475, p. 556, c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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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佛法。能研究的佛法即是佛法的根本法則，即一實相印或三法印。所以我們學習佛學理

論時一定不能忘了佛法的根本法則，否則就會走偏。所以經中有強調見法即是見佛。

「學佛」主要在於學習佛的因地行，內容即是普賢的「十大行願」：

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

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43

所謂「行願」是將「願」落實於「行」。而普賢的十大行願內容實已包含了歡喜地「承

事願」等十願的所有行，說一「承事願」之行，實是說十願之行。十行願亦可以說是一行

願，因十願皆為學佛因行而定的修行實踐大綱，這十願的內容即是「常隨佛學」之「所學」，

故說十行願即一大行願-------佛因地行愿。十表一切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正是華嚴

無盡法界緣起之義旨。

在《華嚴經 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講的是善財從內行至外行的整個修行歷

程，善財先見到的是文殊菩薩，最後見到的是普賢菩薩，文殊與普賢雖是兩人，實表一個。

文殊表信願；普賢表行願。所以文殊是普賢之文珠；普賢是文殊之普賢。願不離行，行不

離願，二人皆是展現善財修行成佛之因。

有人覺得成佛離我們很是遙遠，其實學佛成佛是不離當下生活的一點一滴，《六祖大師

法寶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中論》云：「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俗諦指世間真理，第一義指出世間真理，若知世間一切諸法

皆緣起而本無自性，生滅皆不可得，則妄心頓息，內心時時處於寂靜，此即是出世間。若

誤以為離開世間另有一出世間，即使修百千劫亦一無所成，反會離佛越來越遠。所以要解

脫、成佛都是離不開現實生活的。在生活中，我們為人處事，要學佛的大慈大悲、大智大

勇的精神。在佛的眼里，眾生即是佛，所以我們也要學習佛的清凈平等之心，一切眾生皆

是善知識，與我們同體不二，所以別人的缺點就是我們本身的不足之處，為此我們應生起

悲憫之心，別人的優點也是我們要學習的，為此我們要起隨喜之心。由生活當中的點點滴

滴去體悟佛法，令身語意行逐漸與佛行相應，慢慢就會進入佛的境界，達到佛的果位，這

4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844, b24-28。
4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CBETA, T48, no. 2008, p. 351, c9-10。
45 《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a2-3。



17

些其實就是對願的實踐。

六、結論

通過對《華嚴經‧十地品》初地之「承事願」的研究可以得知，智儼、法藏用攝論來

解釋「承事願」，重點在於承事的對象與承事的目的，即承事的對象主要指諸佛，承事諸佛

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恒得敬事聽受正法。而澄觀在解釋初地十願時，對「知世界願」的解說

重點放在解釋如何「知世界」，而不是解釋如何去「承事」。澄觀之所以重點放在世界之重

重無盡上，是為更契華嚴法界無盡緣起之義旨。由此了知，《華嚴經》中「知世界願」被稱

為「承事願」，是因為「知世界」與「承事」之間是有關聯的。世界是由如來神力、菩薩智

願力及眾生的業力而成，換句話說，世界是由佛心、菩薩心及眾生心而成。用心不同，所

顯世界不同，用佛心所顯的即是佛的清凈世界，用眾生心所顯的則是五濁惡世的堪忍世界。

所以，若要見到諸佛的世界，若想見到佛，就要用佛心，而不是眾生心。「知世界」意為知

道了眾生的世界在哪里，也就知道了諸佛的世界在哪里，如此才能見到諸佛，從而承事供

養諸佛，常隨佛學，求一切智，以一切智力度無量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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