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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發願⽂講記

將釋此⽂⼤分為⼆：

華嚴發願⽂

初、懸談分三：

甲、釋⽂題　⽂曰：

這⼀篇⽂章，以華嚴發願⽂五字為題，華嚴發願四個字為別
題，⽂之⼀字為通題，通是通⽤於其他⽂章，別是別限於本⽂。華
嚴⼆字，是⼀部⼤經的名字，具⾜稱為《⼤⽅廣佛華嚴經》是我國
佛教華嚴宗所依崇的⼀部⼤經，總共有八⼗卷。以信、解、⾏、證
四分，暢演轉凡成聖，修⾏成佛的法⾨。⼤⽅廣三個字，是此經所
要宣⽰的⼤法，佛字是佛陀的簡稱，他是親證此⼤法的⼈，華嚴是
譬喻，說明學佛修⾏者，修普賢萬⾏之因華，莊嚴⼀乘無上之佛
果，經之⼀字，也是通題，有貫穿、常道⼆義，經就是線，能貫穿
佛陀⼀⽣所說的諸法真理。經亦可稱為常道，就是亙古不變的真
理。此⼀⼤華嚴經，乃我釋迦世尊⾦⼜親宣的成佛法⾨。原屬梵
⽂，唐代武則天女皇，詔請于闐國實叉難陀尊者，譯為華⽂流通以
來，⼈多歡喜研讀，形成⼀⼤宗派。宗徒滿天下。北宋守遂禪師初
讀此經，深喜其義，乃為⽂發願，⽴志修學，特寫出這篇傳誦千古
的願⽂，以明其志，以堅其⾏，此本⽂之由來。

⼄、釋⼈題　⽂曰：

湖廣鄖陽鳳山蘭惹守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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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是成佛的法⾨，千⽣罕遇，萬劫難逢。守遂禪師，是
⼀位有⼤善根、⼤願⼒的菩薩，他獲得此經以後，如獲至寶。乃於
佛前，作⽂發願，誓願⽣⽣世世，在在處處，讀誦此經，解悟此
經，流通此經，弘揚此經︔並願常得親近毘盧遮那佛、⽂殊菩薩、
普賢菩薩，觀⾳、彌勒諸⼤菩薩、善財童⼦等諸聖賢輩。祈望時常
蒙受，華藏世界諸佛菩薩慈悲攝受，證明功德。並願將此功德，回
向四恩三有，法界眾⽣，同消罪垢，同解冤業，同遊華藏，同證菩
提。

守遂禪師，是湖廣府鄖陽縣⼈，出家於當地的鳳山蘭惹，是位
修道成功的嗣法沙⾨，他是⼤洪山真歇清了禪師的傳法弟⼦，著作
有佛說遺教三經注釋，流⾏於世。禪師可以說是⼀位善根深厚的得
道⾼僧。從他寫的這篇發願⽂中，即可知道他道德⽂章，俱臻上乘
了。

丙、談因緣　⽂曰：

為勸⼤眾修學華嚴⼤法故

這次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篇華嚴發願⽂呢︖說起來有兩⼤
原因：第⼀、因為時間有限，我在這裡不能久留，要趕回台北主持
六⽉⼗九⽇的觀⾳成道⼤法會。算算在這裡的時間，祗有三個星期
好待，三星期祗能講六座經，較長的經⽂，無法講完。這篇願⽂分
六座來講，差不多正好講完，好讓⼤家得⼀個整體的概念。第⼆、
我們蓮社是弘揚華嚴⼤法的，這篇華嚴發願⽂，正是我們修學華嚴
的⼈，所必須要研讀的⼀篇⽂章。因此，我想利⽤這個機會，來和
各位研究⼀下。我們可以藉此知道，過去祖師們怎樣⽤⼼發願，來
修學這⾨華嚴⼤法的。把他們的經驗，當著我們修道學法的幫助。
所以我也來勸請⼤眾，依此⽂意，發願修學華嚴⼤法。以期正確的
⾛上成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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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釋⽂・分三：

I、皈敬偈語。「代序分」⽂曰：

稽⾸華嚴真性海　種種光明遍照尊

普賢萬⾏所莊嚴　⼀切真如法界藏

⿓樹⿓宮親誦憶　實叉于闐闡微⾔

⼀乘圓頓妙法⾨　⾒性成佛真秘典

⼿捧⽬觀⼼⼝誦　當知宿有⼤因緣

⾒聞隨喜發菩提　究竟圓成薩婆若

這第⼀⾸偈，是皈敬三寶。「稽⾸」，是至誠恭敬頂禮的意
思。「華嚴真性海」，是指的法寶。華嚴是⼤經的尊稱︔真性海，
是⼤經所詮⽰的真如法性真理︔海字形容真如法性理體，是豎窮、
橫遍，如⼤海⼀樣的深廣無邊的境界。「種種光明遍照尊」，這是
指的毘盧遮那如來，是指的佛寶。梵語毘盧遮那，譯曰光明遍照。
種種是形容佛果所具的⼀切光明，如阿彌陀佛的無邊光、無量光、
無礙光等⼗⼆種光明，所以稱種種光明。「普賢萬⾏所莊嚴」，普
賢是菩薩眾的代表，這句是說的僧寶。同時也是說明，這種種光明
所莊嚴的佛身，是佛陀在因中修⾏普賢萬⾏的善因，所莊嚴起來
的。「⼀切真如法界藏」，真如隨淨緣成四聖法界︔隨染緣，則成
六凡法界，所以說⼀切真如，這⼀聖凡同具的真如法性，都分別含
藏在⼗法界聖凡的身相中。這⼀句是說的⾃性三寶。

華嚴⼤經，是毘盧遮那如來，成佛道後，三七⽇中，⼀⼜氣所
宣說出來的無上法⾨。但因當時眾⽣，急於求出⽣死苦、得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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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所以這「莊嚴佛⼟，成就眾⽣」的成佛⼤法，反被忽視了。直
至佛滅六百年後，有龍樹菩薩出，始⾃龍宮誦出⼤經，⼤唐盛世傳
至我國。經于闐國三藏沙⾨實叉難陀尊者，譯成華⽂。那就是我們
現在所讀的八⼗卷⼤華嚴經。「龍樹龍宮親誦憶，實叉于闐闡微
⾔」。現在這兩句渴，就是說的這⼀段故事。龍樹是印度的⼤菩
薩，實叉難陀是于闐國的⾼僧。這兩位菩薩、⾼僧，就是作者所要
禮敬的僧寶代表。「⼀乘圓頓妙法⾨，⾒性成佛真秘典」，這是說
明⼤華嚴經的主要內容。佛經的內容，為應眾⽣根機的⾼下程度的
不同，所以有所謂的⼤乘、⼩乘、三乘、⼀乘之分。⼤華嚴經是⼀
乘圓教，是應⾼程度的菩薩根機⽽說的。它直接宣⽰了圓成佛果的
微妙法⾨。它是⼀部提⽰修學佛法的⾏者們，經過依法修⾏，⾒到
⾃性真理，就可以圓滿成功⽽證得無上佛果菩提法要。所以這第⼆
頌，是在稱讚這部法寶，是屬於⼀乘圓頓教的微妙法⾨，⾒性成佛
的真正秘密寶典也。

這第三頌，是讚歎⼤法難遇。能得遇逢此⼤法者，必定是過去
多⽣多劫，在佛法中，種了無漏善根，所以今⽣才能親⼿捧到這⼤
法寶，親眼看到這妙法⾨，親⾃⼼觀⼜誦到此無上法寶——⼤華嚴
經。這種機遇，得來實在不易。以區區成⼀我來說吧：我本是⼀農
家⼩孩，能得出家，已是不易。出家⽽能讀到⼤華嚴經，那簡直是
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但是我竟很⾃然的遇上了。原來我出家後的
第⼀天，我的⾼曾師祖，道如⽼和尚教我讀經，但他拿的不是⾦剛
經，也不是彌陀經，⽽是華嚴發願⽂。並且他希望我⼀天把它背
熟，好像在考驗我的聰明。⽽我呢，又似乎曾念過的，⼀天就把它
念熟背出了。這是我此⽣第⼀次與華嚴結緣。後來我念佛學院，又
修了幾⾨華嚴科的功課，在上海又聽過應慈⽼法師講過華嚴經。到
台灣來以後，又幫師公南⽼⼈創⽴華嚴蓮社︔再聽⽼⼈講華嚴經。
⽼⼈圓寂之後，我也學講此⼤經。想起這都是多⽣多世，結過華嚴
經緣的關係吧！我們應當知道，這都是在過去⽣中，在⼤乘佛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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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過了廣⼤因緣才能得到的福報呀！所以我們⼀定要珍惜它，千萬
不要輕易放過！尤其我們要知道，我們對於⼤乘法寶的成佛法⾨，
不要說是⼿捧⽬觀⼼⼜誦了，就是能夠親眼看到此⼤經，親⽿聽聞
到這⼤經的法義，就應該趕快發起菩提⼼來，隨喜功德，恭敬供
養。當知，這⼀法緣結下之後，這⼀無漏善根種下之後，遲早總是
要圓成薩婆若的⼀切智的！

II、長⾏願⽂。「代正宗分」分五：

(1)禮讚⼤經。(2)供養發 願。(3)正顯願⽂。(4)願學聖賢。(5)回
向功德。今(1)禮讚⼤經。

今(1)禮讚⼤經。⽂曰：

南無毘盧教主。華藏慈尊。演寶偈之⾦⽂。布琅函之⽟軸。麈麈混

⼊。剎剎圓融。⼗兆九萬五千四⼗⼋字。⼀乘圓教。⼤⽅廣佛華嚴

經。若⼈欲了知。三世⼀切佛。應觀法界性。⼀切惟⼼造。

「南無毘盧教主，華藏慈尊」這兩句話，是先禮讚佛寶。我們
應該知道，這部華嚴⼤經，它所要介紹的依報國⼟，也就是佛菩薩
所住的世界，名叫「華藏世界」。這個世界就是毘盧遮那佛說法、
度眾⽣的地⽅，也是此佛依住的地⽅。華嚴經中毘盧遮那如來所感
得的淨⼟，叫「華藏世界」︔如同阿彌陀佛感得的淨⼟，叫「極樂
世界」⼀樣，釋迦牟尼佛感得的淨⼟，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
國語叫「堪忍世界」，意思是此世界眾⽣能忍受⼀切苦難。我們這
個世界是樂少苦多，苦難重重的報⼟。毘盧遮那如來是「華藏世
界」的教主，「華藏世界」則是毘盧遮那如來的化區。「華藏世
界」分無數組，每組都有⼆⼗重。⼆⼗重「華藏世界」是⼀個單
元，⼆⼗重華藏世界的最下⽅是風輪，上⾯是⽔輪，在華嚴經上叫
⾹⽔海。⾹⽔海上⾯是⼤地，⽣有⼀朵⼤蓮花，⼤蓮花⼤到沒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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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可以形容它的⼤，上⾯就有「華藏世界」的世界種，由這世界種
所成的中⼼「華藏世界」，再向⼗⽅世界去分別延伸，每⽅各有⼗
組「華藏世界」，以⼗乘⼗就是⼀百，再加上中間⼗組，總共有⼀
百⼀⼗組華藏世界。每⼀組的華藏世界外，又都有⼗組華藏世界圍
繞，形成重重無盡的華藏世界。也許有⼈要問：毘盧遮那如來怎麼
管得了這麼⼤的地⽅呢︖要知道，因他是法身佛，法身是遍滿⼗⽅
⼀切處的，法身佛的身相比虛空還⼤，它是超空間、超時間的法性
身佛。讀華嚴經必須要了解這⼀基本知識，因它是成佛的法⾨，成
佛是憑證悟到⾃性真如法身，真如法身是理性身。毘盧遮那佛，就
是真如法身的理性佛、教主。世尊，是佛的⼗種通號之⼀。佛為世
出世間眾⽣所尊重故。

「演寶偈之⾦⽂，布琅函之⽟軸」：這是形容佛說法所留下的
珍貴法寶。佛陀成道以後，三七⼆⼗⼀天當中，把他成佛後的依報
國⼟、正報佛身的種種莊嚴都介紹出來，這是因佛悟到眾⽣覺性平
等，⼈⼈都可成佛的偉⼤體悟。他經過了依法修⾏成佛後，證得佛
果的莊嚴，跟我們凡夫的輪迴痛苦業報之身，是不可同⽇⽽語的，
所以趕快把這個比天還⼤的好消息告訴我們。在佛陀以前從來未曾
有⼈告訴過我們，⼈⼈都可以成佛的道理。佛證悟到「萬法因緣
⽣，萬法因緣滅」的真理，⼀切諸法都是真如法界⼼中流出，這種
道理是諸法的真實相，眾⽣⼼中都具備這些諸法的真理。這些諸法
真理，都在眾⽣⾃性⼼中含攝，但是眾⽣被妄想、煩惱，纏覆住他
們的⾃⼼，以致無法去發揮它的功能。但我們的真如⼼，始終是無
⽋無缺，與佛平等的。由於佛說出這些無上正覺的⼤道理，所以我
們尊稱他為「法王」。「演」是演揚，「寶偈」就是佛經。「偈」
在印度梵⽂本，是以四句為⼀偈，這些偈語，都是宣說的無上佛
法，所以叫它寶偈、⾦⽂，故說「演寶偈之⾦⽂」。「布琅函之⽟
軸」：「琅函」是裝置經典的⼀種⼯具，是⽤珍貴的寶⽟，裝飾成
的⼀種盒⼦。珍貴的藏經，除⽤⼤經櫃寶藏外，通常每⼗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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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裝置於⼀隻梓⽊等名貴的⽊材所做的盒⼦內，盒⼦特鑲以珍貴
的珠寶。所以叫它⽟軸者，以前的佛經，都是捲成⼀卷卷的，古代
書籍，在沒有發明裝訂成冊的技術以前，總是似同畫軸⼀樣的處
理，這是形容裝置經典的函盒的莊嚴華麗。

「塵塵混入，剎剎圓融」。這是說這部經典所含的義理。因華
嚴經是陳義⾼遠，境界邊闊，常以無數的數字，表達它的深廣。這
含攝無盡諸法真理的⼤經，祇有以佛剎微塵數的⽂字語⾔來演說
它、分辨它。塵就是微塵，是世界組成的基本單元。剎就是剎⼟，
就是佛國⼟地，本⽂所指，可以說它就是地球。塵剎也代表佛經義
理之豐，含攝之廣，不是千卷萬卷經書講得完的。但這些義理都在
「緣起性空」的基本法性上，它能夠混入、能夠圓融，彼此混融顯
發⽽不妨礙。形容這道理，⽤「理」「事」圓融，來形容它的實
相，所以華嚴經上講四法界，即「理法界」、「事法界」、「理事
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拿這四種法界的基本理性與論
點，來說明萬事萬物的圓融無礙。

「⼗兆九萬五千四⼗八字」，是指八⼗卷華嚴經的字數，但這
個數字，可能是梵⽂版的字數，中⽂版的八⼗卷經，⼤概只有八萬
個字左右。但字數多少關係不⼤，僅表⽰這部⼤經有如此豐富的內
容。「⼀乘圓教」：佛教經典有五乘、三乘、⼤⼩乘及⼀乘之分，
以⼀乘為最⾼級。「⼀」是絶對的「⼀」，不是⼀⼆三四的
「⼀」，它是最⾼層，無限⼤的形容辭，它是圓滿的教義，能攝⼀
切機，顯⼀切理。所以圓教就是⼀切法的總綱，⼀乘圓教就是形容
的「⼤⽅廣佛華嚴經。」這是毗盧遮那如來成道以後，三七⽇中所
講出來的⼀部⼤經。「⼤⽅廣」就是法，什麼法︖就是真性海的
法。真如法界的法，主張眾⽣具有的真如平等的法。「⼤」是說
「無限的⼤」，它超越時間和空間。「⽅」是「⽅位」「軌道」。
「廣」就是它的作⽤，我們的⼼就是這樣。我們的⼼您說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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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得不得了呀！坐在家中，⼼念⼀想，可以回憶歐洲旅⾏的情
況，⾺上巴黎鐵塔在⼼中出現了，甚至想到⽉球、⽊星，甚至其他
銀河系，您說我們的⼼⼤不⼤呢︖「⽅」也可說是⼀定的⽅軌，萬
物皆循其⼀定的⽅軌以運⾏。「廣」就是「作⽤」。您不要看我們
這⼼無形無相，但⼀切⼈類的⽂明進步，都是這⼼去發展出來的，
對不對︖所以佛經上說：「⼼⽣則種種法⽣，⼼滅則種種法減」。
這叫唯⼼論，實際上說「唯識」比較恰當。總之，這⼀切⼈類的⽂
明，也都是這真如⼼造出來的。「佛」就是「覺悟」的意思，覺悟
⼀切真理，覺悟⼈⽣因果的道理。「華嚴」的意思，是指的佛果上
的莊嚴，這種莊嚴是怎樣去成就它的呢︖是憑依法修⾏的功夫，⽤
普賢萬⾏的因花，去莊嚴起來的。⼀種功德譬如⼀朵鮮花，⽤無數
的功德因花，去莊嚴這無上的佛果。佛果的莊嚴，所以叫「萬德莊
嚴」，就是佛菩薩造修萬⾏道德莊嚴起來的。智慧是靠徹悟諸法真
理莊嚴起來的。萬德莊嚴叫福德︔圓滿智慧叫智德，所以佛果就是
無數的福德和圓滿智慧，所莊嚴起來的，所以叫萬德莊嚴的佛果。
這是⼤⽅廣佛華嚴經的略解。就是說每個⼈⾃⼼上，都具備成佛的
條件，只要發起菩提⼼來依法去修⾏，必有成功的⼀天。

⼤⽅廣佛華嚴經，就是我們華嚴宗所宗崇的⼀部⼤經，它的內
容⼤義，就是如此。⽤四句偈，可以概括說明⼤經中萬事萬物的因
果道理。「若⼈欲了知，三世⼀切佛，應觀法界性，⼀切惟⼼
造」。這四句偈，它顯⽰了諸法的最⾼真理。覺悟得此偈的真理，
就是理性佛了。所以地藏經，以此四句偈為破地獄真⾔。

我再告訴⼤家⼀件事，世間萬法的⽣起，都是法界性的作⽤。
所以說「應觀法界性」，不要去求神、拜天，你向你的⾃⼼法界性
去觀察、去參悟，⼼明⽩了，理就通了。所以說「⼀切惟⼼造。」
這個清淨莊嚴、崇⾼無上的佛果，是我們法界⼼因緣⽣起的，這就
是「⼼⽣則種種法⽣，⼼滅則種種法滅」的道理。佛教我們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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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要向外追求，那是追求不到的。這四句偈語，就是諸法真理
的總綱說明。

華嚴靈感記說：唐朝時有⼀位王明幹，是個凡⼈，他沒有修
⾏，也沒有學佛。有⼀天，他忽然⽣了病，昏迷中被兩位使者帶⾛
了。這兩位使者就是陰差或叫鬼使，將他帶到地獄⾨⼜，但他很幸
運，在地獄⾨⼜遇到了⼀位出家⼈。這位出家⼈很慈悲，看到王先
⽣好像是個很善良的⼈，就趨前問他，怎麼會被抓到這裡來的呢︖
王先⽣說他⾃⼰也搞不清楚，好像是⽣了幾天的病，就被抓來此
處。「憑良⼼說，我這⼀⽣從沒做錯什麼事，也沒犯什麼法。」出
家⼈於是看他很真誠，就教他能夠脫離危險地⽅的四句經⽂，這四
句經⽂就是「若⼈欲了知，三世⼀切佛，應觀法界性，⼀切惟⼼
造」。王先⽣因處於⽣死關頭，因此就很快的記住這四句經⽂，並
且⼀直誠懇的念。不多久，這些鬼使，將他帶到閻羅王那邊去了。
閻羅王就問他：「你在世上做什麼善事︖」王先⽣說：「我只是個
普通平凡的⽼百姓，也沒什麼修⾏。」閻羅王說：「你總該有點善
德吧︖」王先⽣就把那位師⽗教他念四句經⽂的事，告訴閻王，並
當場就將那四句偈，念給閻羅王聽，閻羅王⼀聽即說：「你沒有事
了，可以回去了。」王先⽣過了三天以後，躺在床上的屍體，居然
活過來了。正當此時，那些墮在地獄裡的許多罪犯，聽到這四句經
偈的聲⾳後，居然也都得到超度了。佛經真是不可思議啊！以上是
四句偈的由來，因此地藏經把這四句偈，列為破地獄真⾔。曾有位
先⽣問我，地藏經前安著覺林菩薩的偈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說：
就是憑這四句偈能破地獄的意思。這四句偈是華嚴經⼗住品覺林菩
薩說的，它是萬法唯⼼的中⼼思想，也是佛法的中⼼正理。

四句經⽂的意思，看來好像很平常，我們常念它也不覺得稀
奇。但我們假如來觀察⼀下，這世界上能有多少⼈知道這四句偈
呢︖知道答案的⼈，恐怕是很少吧。難怪地獄裡受苦的⼈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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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薩為什麼會被誤會，他是管地獄的鬼官呢︖是因為民間聽地
藏菩薩說過「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度盡，⽅證菩提」的⼤誓
願。並且地藏菩薩常去地獄，救度苦難的眾⽣，⼀般⼈就誤認地藏
菩薩是專司管地獄的官了。甚至更編出「鬼⽉」的故事，說每年農
曆七⽉⼀⽇，是開鬼⾨關的⽇⼦，讓地獄裡眾鬼出去度假⼀個⽉，
接受⼈間供養，直到七⽉三⼗⽇，才再被抓回去關起來。這種「鬼
⽉」的故事，非常無稽、幼稚、好笑。以⼀般常理說，地獄跟⼈間
的牢獄是⼀樣的。我們有沒有聽說過，⼈間監獄裡的犯⼈，有放假
⼀個⽉，讓他們出外受⼈招待的事情︖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是把
地藏菩薩的身份給誤解了。⼀些媒體記者也是語不驚⼈死不休。七
⽉還未到，就在報上渲染鬼⽉，使得⼀般⼈誤以為七⽉不祥，因⽽
編出：不能搬家、不能結婚、⽣⼦、不能出外旅遊、開張營業等訛
傳，甚至說七⽉出⽣的兒⼦就是「鬼兒⼦」的荒謬謠⾔。其實玫府
許多⼤官都是在七⽉過⽣⽇，例如郝柏村院長，就是七⽉過⽣⽇
的。他做到五星上將，⾏政院長，不錯吧！這些不正確的觀念，希
望社會有識之⼠，不要採信。更祈望⼤眾傳媒記者先⽣，不要再渲
染誤導！我們佛教徒，有機會要去加以糾正才好，這也是⼀種功
德，讓⼤家建⽴正知正⾒。不然以訛傳訛，鬼話連天，不但⼈⼼不
安，且會影響國計民⽣，非同⼩可！

華嚴經是⼀部佛說的⼤經，它有很⾼深的佛法真理，我們今天
有機會聽到華嚴經的發願⽂，它也是講華嚴經的道理。在如來出現
品上有⼀段話說明華嚴經的珍貴，和它是不容易聽到的⼤經。佛
曰：「此經珍寶，亦復如是，不入⼀切餘眾⽣⼿，唯除如來法王真
⼦，⽣如來家，種如來相諸善根者。」這段話是說，要聽到這部華
嚴經者，必定是⽣在如來家，種過如來各種善因的真正法王⼦，才
有資格聽講、讀誦到，所以今天我們能聽到這部經，真是千載難
遇，萬劫難逢的。什麼是真⼦呢︖真佛⼦有三個條件：⼀是從佛⼜
⽣，⼆是從法化⽣，三是得佛法分。佛又說：「佛⼦！若無此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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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如是法⾨，不久散滅」！這是說，世間假若沒有具備夠條
件的真佛⼦，那這部華嚴⼤經，不久就要散滅掉了。因為沒有⼈能
懂，⼤法就會⾃然湮滅掉啊。所以，今天在座各位，能聽到這部⼤
經，要深⾃慶幸。因為我們都是具備正信身份條件的真佛⼦，所以
我們有責任把這部佛法弘揚出去，繼續流傳下來，讓佛種不斷。以
上這些話是怎麼說的呢︖何以故呢︖佛陀再加以說明：「⼀切⼆
乘，不聞此經，何況受持、讀誦、書寫，分別解說。」這話是說，
普通凡夫，甚至⼆乘⾏者——即聲聞乘、緣覺乘者的阿羅漢——皆
不會聽聞此經，因⼆乘之⼈，只想個⼈成就羅漢果，只想個⼈出三
界、了⽣死，根本不發菩提⼼、⾏菩薩道、莊嚴佛⼟、成就眾⽣。
所以⼆乘⼈聽不到此經，佛說此經，他們也不願來聽。當初佛說法
華經時，就曾有五千聲聞弟⼦集體退出講場，使佛陀感到無奈。佛
法難聞之說，可以想像。因為他們志不在此，所以不願聽聞華嚴
經，更不必說「受持、讀誦、書寫、分別解說」了。「唯諸菩薩，
乃能如是。是故菩薩摩訶薩聞此法⾨，應⼤歡喜」！這是說只有具
備菩提⼼的⼤菩薩，才夠資格受持華嚴經，讀誦華嚴經，書寫華嚴
經，分別解說華嚴經。所以我們這次講華嚴發願⽂，就是要加強各
位，了解華嚴經的重要性和價值觀。當然，主要的是這篇發願⽂，
它比較簡短易懂，能加深⼤家對學習華嚴經的信⼼。

(2)供養發願。⽂曰：

常願供養常恭敬，七處九會佛菩薩。常願證⼊常宣說，五周四分華

嚴經。常願供養無休歇，九⼗剎塵菩薩眾。常願悟⼊常宣說，⼤⽅

廣佛華嚴經。

以上這⼀段願⽂，是這篇願⽂的第⼆段，它主要的是講：「供
養發願」。修學華嚴⼤法，或任何佛法，發願是第⼀要件。因為它
是學佛重要的推動⼒量。沒有「願」我們學佛會疲懈︔沒有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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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模糊前進的⽅向。發是發起、發動和發展。就是把所修的華嚴
⼤法，以這種⼤修⾏功夫推動起來，不但⾃⼰要起菩提⼼來學習、
實⾏，⽽且也要讓⾃⼰所有的親朋好友，有機會都請他們發起⼼
來，依此華嚴⼤法修⾏起來。要知道，沒有⼀位菩薩，不是靠發願
來推動他修⾏成功的︔也沒有⼀尊佛，不是從發願修⾏⽽成佛的。
譬如：阿彌陀佛，他當初經朋友介紹，皈依在世⾃在王佛座下。出
家後，成為法藏比丘。領悟佛法真理之後，⼀⼜氣發了四⼗八條⼤
願，感得了西⽅極樂世界的莊嚴國⼟⽽成佛。如果沒有發⼤誓願，
持之以恆的修⾏，那能成功︖所以發⼼發願後，就要積極進修，使
之成長成功。願有通願、別願。通願就是我們常念的「眾⽣無邊誓
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別
願就是各個⼈，⾃個兒發的願，地藏菩薩發的願是「眾⽣度盡，⽅
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其它如普賢⼗⼤願、藥師如來發
⼗⼆⼤願，在座各位，⽬前只有發通願，不知有誰還發了別願沒
有︖

從「常願供養常恭敬」，到「⼤⽅廣佛華嚴經」八句經⽂，這
就是發願供養佛僧，求證法界的道理。供養諸佛是普賢⼗⼤願王之
第三⼤願，⼀者禮敬諸佛，⼆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廣修供
養就是布施，也就是對治我們貪⼼的⼀種妙法⾨。我們學佛的⼈，
要想修學佛法成功，就必須修供養，⼀⽅⾯對佛表⽰恭敬、感恩︔
⼀⽅⾯藉這種⾏動，來破除我們慳貪之⼼。修供養是有功德的，能
增長我們的菩提道。供養不但是供養諸佛菩薩，還要供養⽗母、供
養師長、供養我們⼀切親戚朋友，和⼀切需要我們幫助的⼈。⽬前
社會⾯臨⽼⼈缺乏照顧的問題。今天我們護法會會長洪讀先⽣，告
訴我說：他認識⼀位八⼗五歲的⽼太太，就是⼀位可憐的孤獨⽼
⼈。她⽣有五個兒⼦，⼤兒⼦是台⼤法學院院長，⼆兒⼦是⼯程
師，三兒⼦作⽣意，四兒⼦作醫⽣，五兒⼦也是醫⽣。平時所有兒
媳，各忙各的事業、家庭。⽼太太變成孤寡⼀⼈，沒⼈管，沒⼈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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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關懷。社會型態如此，⼤家都對他「愛莫能助」。所以，我們
有⼒量去關懷⽼⼈，也是⼀種功德。照顧需要照顧的⼈，布施需要
布施的⼈，也是⼀種菩薩⾏。供養三寶、⽗母、師長，⼀定要⼼懷
恭敬，因為供養是⼀種布施的⾏為。佛經說：「瞋⼼布施，墮餓鬼
道。」所以布施、供養，必須以慈悲⼼，恭敬為之，才有功德！
「七處九會」上的諸「佛菩薩」，是指華嚴經是在七個地⽅，做九
次聚會演說出來的。第⼀次第⼀會在佛成道的菩提場中，此次會主
是普賢菩薩，⼀共說了⼗⼀卷，六品經。第⼆會在普光明殿，說⼗
信法⾨，有六品經，會主是⽂殊師利菩薩，有四⼗⼀單位的菩薩到
會聽經。第三會在忉利天宮，會主是法慧菩薩，說⼗住法⾨。第四
次集會於夜摩天宮，以功德林菩薩為會主，說⼗⾏法⾨，功德林菩
薩與地藏經上的覺林菩薩是⼀道的。第五次集會在兜率天宮，就是
彌勒菩薩住的地⽅，以⾦剛幢菩薩為會主，說⼗迴向法⾨，計有三
品，⼗⼆卷經⽂。修⾏法⾨⼀共是有五⼗⼆個階位，例如我們教育
層次分幼稚園、⼩學、初中、⾼中、⼤學、碩⼠班、博⼠班等不同
階位⼀樣。前⾯說⼗信位是凡夫位，⼗住、⼗⾏、⼗迴向三⼗個位
⼦是賢⼈位。第六次說法的地⽅，在他化⾃在天宮，是欲界最⾼的
⼀重天，說的是⼗地法⾨。⼗地是聖⼈位⼦，即是說：修到⼗地位
的菩薩，就斷了煩惱，證了真理，證到⼗地圓滿真理時，就到了等
覺菩薩的位⼦了，快要成佛了。

第七會再回到普光明殿，說等、妙覺法⾨。等覺是成佛前的⼀
個階位。這就譬如我們博⼠課程已上完了，但論⽂還沒通過，論⽂
⼀通過就是博⼠了。學佛的論⽂⼀通過，就是妙覺位的佛了。第八
次集會亦在普光明殿，說離世間品⼀品，共七卷經。這是圓融法
⾨。前⾯說的是⼀個⼀個位置的修，⼀個⼀個位置的證，那是⾏布
法⾨。圓融法⾨是⼀修⼀切修，⼀證⼀切證。前⾯七次集會說的是
理論，第八次集會則是偏重講實⾏，這次會主也是普賢菩薩。第九
會，我們⼤家都很熟悉，就是善財童⼦五⼗三參，是從實⾏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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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證，這是個取證的法⾨。以上說的是華嚴經的內容⼤概。由於七
個地⽅，九次集會，每次都有佛、有菩薩的參與，所以叫「七處九
會佛菩薩」。

第⼆個願望是「常願證入常宣說，五周四分華嚴經」。這是說
希望能常常證入，契悟華嚴真理。「入」是深入，即是深入的證悟
到華嚴⼤法的最⾼真理，並為他⼈宣說，使⼤家都能得到華嚴⼤法
的利益。「五周四分」，五周的第⼀周是「所信因果周」，是講佛
果莊嚴，第⼆周分⼆段，第⼀段共三⼗⼀品經，前⾯⼆⼗九品叫
「差別因果周」，後⾯⼆品叫「平等因果周」。差別因果周是列述
學佛過程，要經歷五⼗⼆個位⼦，循序進昇，由凡夫到佛果︔平等
因果周是圓融法⾨，那是圓修圓證的。離世間品是「成⾏因果
周」，後⾯的入法界品，則叫「證入因果周」。這是四分五周的簡
介。華嚴經雖然內容浩瀚，但脈絡分明，條理清楚，很容易去理
解。希望⼤家發⼼研修，以後才能常證入、宣說這無上法寶的⼤華
嚴經。

「常願供養無休歇，九⼗剎塵菩薩眾」。剎塵就是我們所講的
微塵數世界。「九⼗」，⼗就是⼗佛剎微塵數的世界，九就是本位
數不算，在外圍的佛剎微塵數世界。整句就是常常發願，恭敬供
養，整個微塵數世界的⼤菩薩眾。「常願悟入常宣說，⼤⽅廣佛華
嚴經」，這是說我們要常常的契悟，深入華嚴經的義理，以⾃求了
解，並要常常發⼼為他⼈宣說華嚴經的義理，這就是修學華嚴⼤法
的菩薩們，要修⾏的菩薩道。菩薩道的整個內容，就是「上弘佛
道，下化眾⽣」這兩件⼤事。我們華嚴學⼈，要能發願切實做到，
菩薩道⽅能完成。

(3)正顯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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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願弟⼦，⽣⽣世世，在在處處，眼中常⾒，如是經典；⽿中常

聞，如是經典；⼝中常誦，如是經典；⼿中常書，如是經典；⼼中

常悟，如是經典」。

以上這段⽂字很簡單，也很好懂。「如是經典」就是指上⾯所
提到過的「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菩薩弟⼦所集結的⼤華嚴經。
我們發願修學⼤華嚴經法⾨，希望⽿中能常聽聞到華嚴經的名字和
內容︔⼜中也有機會能常讀誦到⼤華嚴經︔⼿中也能常有機會書寫
到⼤華嚴經，以廣流通（這是因為古時候印刷術不發達，所以經書
流通推廣，都要靠動⼿書寫）。⼼中要能常常體悟到⼤華嚴經的道
理。這裡⼀共有五個願望。希望能在我身肢體五處，虔誠切實地做
好修學、弘揚華嚴法⾨。「伏願弟⼦」，這是守遂禪師，很誠懇地
在佛菩薩⾯前乞求發願，希望「⽣⽣世世」都能修學到⼤華嚴經。
因我們在六道中輪迴嘛！所以說「⽣⽣世世」。我們修學佛法，最
低的希望是不要失去⼈身，佛陀告訴我們說：「⼈⽣難得⽽易
失」。所以要多做功德，深種善根以確保⼈身不失。佛陀還曾說過
⼀個比⽅，⼈類眾⽣失去⼈身的機會太多，好似全⼤地的泥⼟那麼
多︔⽽輪迴轉世，再得⼈身的機會，則少得可憐，只有指甲上的泥
⼟那麼⼀點點的少。地球上的泥⼟和指甲上的泥⼟，差別有多⼤
呢︖那麼要如何才能保持⼈身不失呢︖佛陀說有三個條件：第⼀、
就是要皈依三寶，因為皈依三寶以後，就知道能夠修善業、斷煩
惱。第⼆、要修五戒⼗善，五戒就是不殺⽣、不偷盜、不邪淫、不
妄語、不飲酒。⼤妄語就是沒有修⾏⽽裝模作樣，⾃稱本身是某某
宗的某某現代佛等，騙⼈去供養他，說這種⼤妄語的⼈，唯⼀的⼀
條路就是墮落地獄。「⽣⽣世世」是指時間，「在在處處」是指空
間，到那裡都修⾏，連出外旅⾏都帶上佛經、佛像，不忘修⾏。這
樣就能保持道⾏不失，就能保持道業增長，讓我們很順利地⼀步⼀
步向前修去，直到達到成佛的⽬的為⽌。像這樣「⽣⽣世世，在在
處處」的修⾏華嚴經的⼈有沒有呢︖有的！我們華嚴宗的⼆祖智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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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又叫至相尊者，這位祖師是隋朝開皇年代的⼈。他在初祖法
順和尚座下剃度之後，就在放⼤藏經的櫃⼦內，去選擇他要讀的經
典。他毫無⽬的的去摸櫃⼦中的經書，在沒有預設⽴場的選擇，沒
有⽤意的情況下，他抓到了⼤華嚴經。智儼和尚非常⾼興！因為他
知道華嚴經是經中之王，根本法輪。他知道這種機遇，不是隨便可
以得到的。他內⼼⼗分感謝佛祖的慈悲，也了解到⼀定「⽣⽣世
世」發願，才有這種機遇。因此他下定決⼼修學華嚴經，禮拜初祖
杜順和尚為師。他⽼師聽到說他在經櫃中摸到⼤華嚴經，也為他⾼
興地說：「你⼀定是⽣⽣世世看過華嚴經，才能有這種機會。因此
年輕⼈，你們既能有機會修學，不要錯過，要好好的學習啊！」智
儼和尚在⽼師⿎勵讚許之下，非常歡喜地接受了⼤華嚴經。不久，
他又遇到⼀位外國和尚，對智儼和尚說：「你要想得到華嚴經的奧
義，⾸先要注意華嚴經中的〈⼗地品〉，〈⼗地品〉中的六相法
⾨，能把六相法⾨弄明⽩了，那你就可以悟知華嚴經的⼤意了。」
所以智儼和尚得到這份指⽰後，對⼗地品特別發⼼學習。結果，不
到⼆個⽉的時間，就把⼗地品的六相義搞通了。後來他寫了⼀部
《華嚴經搜玄記》，解釋華嚴經。還有《華嚴經⼗玄⾨》等著作。
華嚴宗雖然是初祖法順和尚開創的，但智儼和尚的著作貢獻很⼤，
故被後⼈尊為「華嚴⼆祖」。他為什麼做到這樣成功的呢︖就是⽣
⽣世世、在在處處，常常⾒到華嚴經的結果。三祖賢⾸國師，曾參
與八⼗卷華嚴經的翻譯⼯作。原來東晉時代從天竺傳來的華嚴經，
翻成華⽂只有六⼗卷，經⽂不完全，因為梵⽂只來了三萬六千偈，
與原本⼗萬偈相差很多。賢⾸國師受邀到宮中講華嚴經，把經⽂不
全的情形，告知當時武則天女皇。後經武則天女皇多⽅探訪，聽說
于闐國王珍藏有全部華嚴經，乃遣使者往求請經。于闐國是⼀個⼩
國家，其王聞說⼤唐國王要請經，那敢怠慢，趕緊把全部梵⽂華嚴
經準備好交付來使，並介紹了國內⼀位飽學法師，隨⼤經來中國幫
忙翻譯。這位法師就是實叉難陀尊者。⼤經來後，武則天女皇安排
在洛陽⾏宮中的佛授記寺裡，進⾏翻譯⼯作。當譯經開始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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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相。就是洛陽地區，本已久旱不⾬。開始譯經的當天，忽然天降
⽢霖，武則天女皇也感到非常⾼興，說這是⼤乘法寶帶來的瑞相。
譯經完成後，賢⾸國師受邀講華嚴經。在賢⾸國師開講時，⼤地感
得震動。地動與地震似乎不同，地震會帶來災害，地動則是⼀種祥
瑞之兆，這是八⼗華嚴翻譯時的⼀些傳說。三祖⼀⽣講過三⼗多次
華嚴⼤經，這是「⼜中常誦，如是經典」的代表。至於「⼿中常
書，如是經典」，什麼⼈⼿中常常書寫華嚴經最多呢︖那就是華嚴
宗的第四代祖師，清涼國師。清涼國師⽣就異相，身⾼九尺四⼨，
雙⼿垂下過膝，兩⽿垂肩，⼜中有四⼗顆牙齒，眼睛夜裡可以發
光，晚上看書不⽤點燈。據說清朝乾隆時，編四庫全書的紀曉嵐這
位⼤學者，眼睛夜裡也可發光。清涼國師是浙江會稽⼈，腦筋非常
好，據說⼀天可念⼀萬多字的書，⽽且可以⼀⽬七⾏。他⼗⼀歲出
家，先學參禪。後來到五台山去學華嚴經，⼀⽅⾯寫華嚴經經⽂，
⼀⽅⾯寫華嚴經⼤疏鈔。他的華嚴經註解寫得最多了。「疏」是解
釋經⽂，「鈔」是解釋「疏」的。清涼國師⼀共寫了《華嚴⼤疏》
六⼗卷、《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有九⼗卷，合計⼀百五⼗卷，把華
嚴經的義理，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可算是寫華嚴經最多的⼈了。他
並受到皇帝非常的崇敬，特封他為「全國⼤僧統清涼國師」。四祖
清涼國師活到⼀百零⼆歲，⼀⽣歷經九朝，有七個皇帝拜他為國
師，所謂：「身歷九朝，⽽為七帝⾨師」。臨圓寂時，把弟⼦們召
到⾯前交代遺⾔，其中有兩句名⾔說：「當我在時，你們什麼事都
依賴我，現在我⾛了，你們要⾃⽴了。」原⽂是：「⼤明難破長夜
之昏，慈母難顧身後之⼦。」清涼國師堪稱是「⼿中常書如是經
典」的代表了。至於「⼼中常悟如是經典」的代表，要推華嚴宗的
第⼀代祖師。初祖德號法順，因為他俗姓杜，所以習慣上⼤家稱他
杜順和尚。杜順祖師最初是學禪的，⽽且很有成就，後來轉誦華嚴
⼤經，為什麼說他悟華嚴經為第⼀呢︖他念華嚴經後，寫出了第⼀
部著作，叫《華嚴法界三觀》和《華嚴五教觀⾨》。就是把華嚴經
的義理悟通了，才能寫出這兩部不朽的著作，是華嚴宗開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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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有⼈說他是⽂殊菩薩來轉世，所以說到「⼼中常悟，如是經
典」，要以初祖杜順和尚為榜樣。杜順和尚有很多神蹟的故事，這
在《⾼僧傳》裡有記載著。

華嚴五祖是宗密禪師，他本來是⼀位禪功很深的⼤禪師。後來
讀到清涼國師的《華嚴疏鈔》，由於宗密禪師原本是⼀貢⽣，學問
很好，儒學根基深厚，飽讀經書。後來進京赴考時，遇到道圓禪師
說法，遂出家習禪。以後讀到清涼國師的《疏鈔》後，⼗分佩服，
認為華嚴理論之⾼，沒有第⼆，因此想拜清涼國師為師⽗，⾃⼰寫
信⽑遂⾃薦。清涼國師當時年紀也很⼤了，看到寫信的⼈很誠懇地
想拜他為師，非常⾼興，就寫信要他進京。⾒⾯之後，知其禪講俱
通，因對宗密禪師說：「將來與我同遊華藏性海的，就是您了。」
就因如此機緣，宗密禪師後來成為華嚴宗的五祖︔他寫了很多著
作，主張「禪教合⼀」。過去參禪的⼈看不起講經的⼈，講經的⼈
也看不起參禪的⼈。為什麼呢︖講經的⼈說參禪的⼈不⽴⽂字嘛！
專⾨喜歡說⼤話︔⽽參禪的⼈又譏笑講經的⼈是書呆⼦，兩⽅互相
批評，互不相容。五祖宗密主張，經是佛⼜講出來的，⽽禪是佛⼼
悟出來的，佛⼜與⼼不該有⽭盾，⽽是互相調和，因此主張禪教合
⼀，遂寫了⼀部《禪源諸詮集》⼀百三⼗卷，可惜全書已佚，只留
下⼀篇序⽂。這是華嚴宗的五代祖師，在此順便提出介紹⼀下。

(4)願學聖賢　⽂曰：

願⽣⽣世世。在在處處。常得親近華藏⼀切聖賢。常蒙華藏。⼀切

聖賢。慈悲攝受。如經所說。願悉證明。願如善財菩薩。願如⽂殊

師利菩薩。願如彌勒菩薩。願如普賢菩薩。願如觀世⾳菩薩。願如

毗盧遮那佛。

這是長⾏⽂章中第四⼩段，科⽂叫「願學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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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本是修學聖賢的⼤法，所謂成佛的法⾨，也叫做根本法
輪。華嚴經八⼗卷，從頭到尾，都在說明修學成佛的理論與層次，
由凡夫說到佛果。必須有深厚的善根，廣⼤的因緣，才能夠遇到、
讀誦到、禮拜到，也才能聽講到。所以我們要發起⼀份有的虔誠
⼼，跟隨守遂禪師來發願學習。⼤華嚴法⾨，是由過去許多諸佛、
菩薩，演說弘揚出來的，也是諸佛菩薩成就佛道的⼀個軌跡。我們
想在佛法學習中，從凡夫修到佛果，必須學習前⼈的作法，才能得
到正確的⽅向。「願⽣⽣世世」，就是發恆常⼼。因為學佛不是⼀
⽣⼀世的事情，⽽是要「⽣⽣世世」的學。「在在處處」的學，我
們在凡夫位時，雖然在六道中輪迴，但是若能依法修⾏，或者發願
往⽣淨⼟，那不管是得⼈天果報，或聲聞、緣覺的⼆乘果報，乃至
轉到任何⼀趣，祇要不忘記這個⼤願，記住這個⼤法，並且要依願
認真的修⾏。希望能「常得親近華藏⼀切聖賢」。如⽂殊師利菩
薩，開導善財童⼦，進修華嚴⼤法時⼀樣，他曾說過⼀句重要的
話：「善知識，是成就佛道的第⼀因緣。」「善知識」是修學佛法
有⼤成就的前輩，他對我們修學佛法有很⼤的助⼒。因此，我們要
時時刻刻參訪善知識，不要錯失任何⼀個親近善知識的機會。「華
藏世界的⼀切聖賢」，那是指⽂殊菩薩介紹給善財童⼦的五⼗三位
善知識。有機緣我們也要去參訪的。參完了五⼗三位善知識後，善
財童⼦已經在理性的智慧法⾨，得到相當的證悟。普賢菩薩更以⼗
⼤願王，⿎勵他完成福德⾨的實修，乃是到達佛果的重要途徑。所
以我們在菩提道上，進修當中，要能常蒙善知識的開導、⿎勵和攝
受，道業才能精進不懈。「常得親近華藏⼀切聖賢」，親近⼆字，
「親」者親敬，「近」者是依附，是侍從的意思。我們去投奔⽼
師，希望⽼師能接納我、攝受我，把我當⼀個弟⼦來教導我。華藏
世界包括的範圍很廣，所有⼗⽅佛剎微塵數的世界都在內，所有華
藏世界的聖賢，我都希望他能接納我，教導我。「聖」就是證了聖
道真理的菩薩，「賢」就是修學在⼗住、⼗⾏、⼗迴向位的學⼈，
都是賢⼈。⼗地菩薩、等覺菩薩都是聖⼈。遇到善知識、聖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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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給我們指引、開⽰，我們就要能像善財童⼦⼀般，在⼀⽣當中
完成學佛⼤事，所以親近善知識是非常重要的。

「常蒙華藏，⼀切聖賢，慈悲攝受」，這是希望華藏世界的諸
位善知識、聖賢、菩薩、諸佛。都能夠慈悲攝受我們，接納我們，
教化我們。「攝受」是攝化，接納的意思。就是希望華藏世界諸位
聖賢，能夠以⼤慈悲⼼來安定我們學佛的⼼，來掃除我們學佛道上
的⼀切障礙。諸佛菩薩度化眾⽣，⼤都是以⼤慈⼤悲之⼼來接引
的。但有時遇到剛強、難化的眾⽣，善知識也會⽤各種不同的⽅
法，與以調御，甚至給與折伏。

「如經所說，願悉證明」，諸佛菩薩度化眾⽣、接引眾⽣、攝
受眾⽣的事蹟，在經典中隨處可⾒。這些事例，現在也希望能運⽤
到我們身上來。就是誠懇的希望諸佛菩薩，也能如經上所記載的那
樣慈悲⽅便，來攝化我們、教導我們。「願如善財菩薩」，這是指
出諸佛菩薩度化眾⽣、攝化眾⽣的實際成就例⼦。佛法不尚空談，
⽽是有事、有理、有修、有證的。善財童⼦是華嚴經入法界品的主
角。華嚴經第四分入法界品說：當教主毘盧遮那佛世尊，在普光明
殿說完離世間品，把所有修學佛法的課程、進度，都介紹完畢以
後，佛的上⾸⼤弟⼦⽂殊師利菩薩，率領六千比丘，辭別世尊，⾛
出菩提場，⾛向⼈間，到達福城東際的⼀座⼤塔廟前⾯，展開弘法
⼯作。聽眾當中有福城中頗具名望的長者、居⼠、善信男女、社會
⼤眾，還有五百童⼦，其中有⼀位童⼦名叫善財。此童⼦所以得名
善財，是因他出⽣時，家中突然湧出各種珍寶財物，⽗母親請相師
來占相，相師說：「此兒有⼤福報」。故為之取名善財。有⼤福報
是因，財物忽然現是果，這是因果感招。

善財童⼦聽完⽂殊師利菩薩弘宣佛法的意旨以後，⼼⽣無限喜
悦，對佛法欽慕之⼼到達沸點。弘法⼤會雖已結束，他猶依戀在場
不肯離去。⽂殊師利菩薩看在眼裡，知此⼀童⼦有⼤善根，故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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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開導他，使其發菩提⼼，修學佛法。⿎勵他去參訪諸善知
識，為學佛之⽅便。善財童⼦遵囑⾛向南⽅，經過⼀百⼀⼗個城
市，參訪了五⼗三位⼤善知識。最後參訪彌勒菩薩，進入彌勒樓
閣。彌勒樓閣代表佛法中⼼，善財至此，已然悟入法界。彌勒菩薩
要他再回去拜訪⽂殊菩薩，請⽰法要。⽂殊菩薩不等童⼦回去，⽴
即伸出右⼿，經⼀百⼀⼗城，摸著善財童⼦的頭頂⽽開⽰他說：
「你現在已經圓滿了智慧⾨，但是福德⾨還需進修，你再去參訪普
賢菩薩，普賢菩薩會告訴你，如何再⾏圓修福德。所以後⾯有普賢
⼗⼤願王的開⽰。我們現在流⾏的華嚴經有八⼗卷，最後翻譯過來
的⼀部華嚴經是四⼗卷，實際它就是入法界品的廣譯。我們現在讀
的普賢⾏願品，就是四⼗卷華嚴經的最後⼀品。

第⼆位指出的⼤善知識，是⽂殊師利菩薩，他是善財童⼦的⽼
師，也是三世諸佛的⽼師。⽂殊師利菩薩是位古佛，他的智慧很
⾼，在過去世曾經成過了三次佛。他與觀世⾳菩薩都是早就成了佛
的古德，但為了度眾⽣，不惜⾟苦，再現菩薩身，到娑婆世界來。
⽂殊菩薩代表⼤智慧，普賢菩薩代表⼤⾏願，故結合起來成為毘盧
遮那佛的左右脅⼠。

第三位⼤善知識是彌勒佛，⼈稱歡喜佛，他常以笑臉迎⼈。他
最初學佛，是跟⼀位「慈氏如來」參學的。慈氏如來傳授他的是
「慈⼼三昧」，所以後來他也以慈氏為號，印度梵⽂叫梅呾麗耶、
阿逸多，中國話叫「慈無能勝」。彌勒佛原來與釋迦牟尼佛，是同
時發⼼修學佛法的。但因釋迦牟尼佛比較認真精進，所以釋迦牟尼
佛較彌勒佛提前九⼗⼀劫成佛。這是因彌勒佛是修「慈⾏三昧」，
到處去與⼈結緣的緣故。法華經上說他「棄捨所習誦，廢忘不通
利。」也就是說他不⽤功、貪玩，則是形容過⽕了。實際上他也是
很精進的，只是他以慈悲⼼腸來攝世度⽣，所以後來他也在釋迦佛
法中，助揚法化，乃蒙釋迦牟尼佛授記。彌勒下⽣經說：「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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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億七千萬年，彌勒佛要來娑婆世界成佛。」所以他是娑婆世界，
繼釋迦牟尼佛後的第⼀位候補佛了。彌勒菩薩曾在中國浙江奉化地
⽅顯化過，是以⼀位非常肥胖的和尚⽰相，經常背⼀布袋，把別⼈
布施他的錢放入⼜袋，但從未⾒他打開布袋取錢⽤過，也沒⼈知道
他錢⽤在那兒。那為什麼知道他是彌勒佛來化現的呢︖他臨入滅
時，說了四句偈：「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度世⼈，世⼈
⾃不識。」這是有關彌勒菩薩的⼀些故事。

前⾯說過：⽂殊師利菩薩，也是古佛再來，在我們⼈間，他也
曾現過身。現在把菩薩在我國現身的另⼀故事說⼀說。在華嚴經的
感應故事上說：有兩位外國比丘，來我國朝五台山（五台山是⽂殊
菩薩的道場），這兩位比丘因路不熟，到晚上又迷途了。正擔⼼
時，發現山邊有⼀位比丘尼，坐在繩床上打坐，兩位比丘趨前請求
借住休息，比丘尼以男女不便相處，拒之。但他又指⽰兩位比丘，
往前⾏五⾥多路，那邊有⼀山洞，有比丘在那兒修⾏，可以掛單。
於是兩位外國比丘，依⾔前往，突然發現路途明亮，並順利找到山
洞。回頭忽然看到該比丘尼，正在讀誦華嚴經，⼜中放出祥光，照
耀山間路⾯，甚為明亮。兩位外國比丘感其慈悲幫助，次⽇趨謝，
失其所在。因想那⼀定是⽂殊師利菩薩度⼈的化身無疑。菩薩現化
身度眾⽣的故事，是很多的。傳載華嚴初祖法順和尚，亦⽂殊化
身。可參閱華嚴五祖傳記。以下再介紹普賢菩薩，普賢菩薩他代表
⼤⾏、⼤願，在中國化現的道場，是四川峨眉山，這事蹟在宋朝范
成⼤的著作中有記載。普賢菩薩在峨眉山上，有三千徒眾與他共
修。據說他曾化身為⼀比丘，在四川樂山三江會流的地⽅，開鑿山
岩，塑⼀⼤佛，取其廢⼟⽯，以填江中旋湍，拯救過往的⼤⼩船
隻，免於傾覆。那尊⼤佛就是世界有名的樂山⼤佛。

再來說「觀世⾳菩薩」。觀世⾳菩薩在無量劫前，就已成佛
了，那時他的佛號叫「正法明佛」。他的學佛⽼師，佛號「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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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師傳授他「千⼿千眼無礙⼤悲⼼陀羅尼咒」法⾨。簡
稱「⼤悲咒」。菩薩以⼤悲咒度了很多眾⽣，救了很多⼈的危險、
苦難，所以⼤家都知道，⼤悲咒是很神奇⽽靈驗的。觀世⾳菩薩得
了這法⾨以後，也發⼤願說：「如果有⼈念了⼤悲咒，⼀切所求不
能果遂者，即不成佛。」就如同阿彌陀佛所說：「念了我的名號
者，若不能⽣極樂世界，我即不成佛。」是⼀樣的意思。觀⾳菩薩
⾏化的道場，在浙江普陀山。他的慈悲、靈感，故事很多。讀過觀
世⾳普⾨品的，都很熟悉。他隨時以三⼗⼆種應化身，來度化眾
⽣。觀世⾳菩薩有求必應的偉⼤神⼒，感⼈甚深。這種慈悲精神，
也是我們修學佛法者修學的對象。

再來就是要介紹毗盧遮那佛，華嚴經上曾詳⽰過毗盧遮那佛的
學佛經過。在〈如來出現品〉說：佛當初是位王⼦，後來先後得到
三尊佛的開⽰攝化，成為天王，再由天王進修成佛果。毗盧遮那佛
也就是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所成就的法身佛。釋迦牟尼佛當初學佛
的過程，我們都在佛傳裡讀過了。至於釋迦牟尼佛也不是今⽣才成
佛的，在華嚴經上說，他在多少劫數以前就已經成佛了，所以他也
是古佛再來的。守遂禪師要發願學習聖賢，就舉出經上主要的幾尊
佛、菩薩，來做為他學習的對象。以上是第四段「願學聖賢」。

III、總迴向⽂——代流通分。⽂曰：

「以此稱經功德，以此發願功德，願與四恩三有，法界⼀切眾⽣，

消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罪垢；願與四恩三有，法界⼀

切眾⽣，解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冤業；願與四恩三

有，法界⼀切眾⽣，集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福智。同

遊華藏莊嚴海，共⼊菩提⼤道場。」

守遂禪師最後發願，希望憑此稱經功德、發願功德，把⾃⼰及
盡法界、盡虛空界的眾⽣，所有無始以來的無量罪垢消除掉，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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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冤業解除掉，把他所有的無量福德、智慧，迴向⼀切眾⽣。希望
⼀切眾⽣，也能與他⼀般地修學佛法，完成佛果。

稱經功德，就是第⼀⼩段的禮讚⼤經。供養、發願，就是第⼆
段，第三、正顯願⽂，第四段的願學聖賢，第五段的回向功德。也
就是把稱經功德、發願功德，都迴向給⼀切眾⽣，來共同完成消罪
垢、解冤業、集福智等三件⼤事。「四恩三有」是學佛者的報恩思
想，四恩是⽗母恩、師長恩、國家恩、釋迦教主恩。但新譯的經
書，則所列四恩，也有為⽗母恩、眾⽣恩、國家恩、三寶恩的。
「三有」就是三界眾⽣，為什麼三界眾⽣叫「有」呢︖「有」就是
有後⾯的⽣死。因為眾⽣在未證羅漢果以前，未能了⽣死。「三
有」代表⼀切眾⽣，「四恩」代表有恩於我們的⼈及機構。也就是
把我們所修⾏成就的功德，回向給與⼀切於我們有恩的⼈，和其他
⼀切法界眾⽣等共享。因為如果沒有眾⽣，我們就無佛道可成。因
為沒有眾⽣，修⾏布施等功德，就沒有對象，功德也沒地⽅去做。
所以眾⽣對我們是有恩的，給與「四恩三有」做什麼呢︖第⼀：消
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罪垢。無始以來，眾⽣因⼀念不
覺，無明蒙蔽⽽起惑造業，起諸煩惱，造諸惡業，輪轉⽣死！今天
有了佛法的指導，所以希望把這內⼼的罪垢消除，使內⼼趨向光
明。第⼆是要解除冤業︔因為冤業是最可怕的障礙，不消除，修道
是不能順利進⾏的。什麼是冤業呢︖就是前世或今⽣，所有與他⼈
所結的財物的糾纷、感情的糾葛，尤其是謀財害命等重⼤的冤業，
感報最強烈。這些冤業⼀天不消除，我們在菩薩道上，就⼀天沒法
成功，它會障礙我們修道。譬如今天我們本來要去聽講佛經，突然
之間有了事情發⽣，來障礙我們聽經。其它事業發展上，學業完成
上的障礙，也常會因冤業造成障礙，不能順利成功。所以碰到冤
業，我們要趕快懺悔，把冤業解除掉，什麼理想事功，皆能順利完
成。因此，我們如想平平穩穩⾛向修⾏學佛成功的路程。以上⼆點
很重要！第⼀把⼼裡上的罪垢消除，第⼆把多⽣冤業解除，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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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然後第三，再發願：「願與四恩三有，法界⼀切眾⽣，集無
始以來，所有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的福德和智慧。」以這福德、
智慧⼆種資糧，「共同暢遊於華藏莊嚴海，共同進入到菩提⼤道場
去」。圓滿功德。成就佛果！

當然四恩三有，法界⼀切眾⽣，也是有修福德、智慧的，如果
沒有的話，這個世界國⼟裡，根本就不會有佛法存在。那我們今⽣
也聽不到佛法呀！這是肯定的。今天能夠來聽經、拜佛，主客觀環
境，都是有福慧的，那怕是⼀點福德善根，都會發⽣這種作⽤的。
從前佛在世時，有⼀農夫到靈山求佛度他出家，佛就叫他兩位⼤弟
⼦——舍利弗、⽬犍連，去觀察那⼈善根如何，可否出家︖這⼆位
⼤弟⼦⼀觀察之後，說道：「回稟世尊，此⼈無善根，不能出
家。」佛陀感到奇怪，既然他無善根，怎會跑來找我要求出家呢︖
原來羅漢只能觀到五百世的事，五百世以前的事就觀不到了。所以
釋迦牟尼佛再親⾃觀察，原來此⼈在五百世以前，念過⼀聲「南無
佛」，這⼀聲佛號，成了他得度的善根因緣，因此他還是會修⾏得
道的。所以無量劫以來的福德智慧，不管是那⼀世修的，既然修
了，⽣⽣世世都不會消失掉的，智慧會跟隨你，福德也會跟隨你。
所以我們要把它修集起來，修集起來以後做什麼⽤呢︖「同遊華藏
莊嚴海，共入菩提⼤道場」啊！這兩句話，也是華嚴圓教的修⾏成
就，所謂：「⼀⼈修⾏，即⼀切⼈修⾏，⼀⼈成道，情與無情，同
圓種智！」我們有緣念了華嚴經，我們的功德遲早都會圓滿的，只
要菩提⼼種⼦種下去了，就有成功的希望。華嚴經上說：「初發⼼
時，便成正覺」。學佛最難是初發⼼，發了⼼，就同成佛⼀樣了。
所以經上說：「發⼼畢竟⼆不⼆，如是⼆⼼初⼼難」。今天我們有
緣共同來研究、學習，守遂禪師這篇發願⽂，⾃⼰也來發願，憑此
願⼒，我們也能「同遊華藏莊嚴海，共入菩提⼤道場」。這道場就
是我們成佛的法菩提場。隋煬帝時，規定寺院⼀律叫道場︔講經的
地⽅、參禪的地⽅都叫道場，因它是修道、悟道的地⽅。⽽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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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入證道的道場。「菩提」就是覺悟，就是證悟⼤道的意思。希
望我們有⼀天，都能「同遊華藏莊嚴海，共入菩提⼤道場」。這⼀
次的佛學講座，講到今天剛好圓滿。有勞各位擁護道場，參加聽
講。祝福各位法喜充滿！菩提道成。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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