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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觀眾，各位道友，⼤家好！今天我們來向各位介紹「⼤⽅
廣佛華嚴經普賢⾏願品」這⼀部經，這部經是佛教界⼤家都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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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的經，它差不多跟法華經的觀世⾳菩薩普⾨品同樣的受到廣⼤群
眾的愛好。這部經它在整個華嚴經當中屬於四⼗卷華嚴的最後⼀
卷，它主要是說明普賢菩薩的⼗⼤⾏願。我們的修⾏⼤部分以普賢
菩薩的⼗⼤⾏願作為最基本的⼀個指導原則，所以這部經對於我們
的修⾏來說非常的重要。我們在沒有介紹這部經的內容以前，我想
先介紹⼀下我們中國所流傳的⼤華嚴經。

流傳在我們中國的⼤華嚴經⼀共有三部，第⼀部是在東晉義熙
年間由⼀位⽀法嶺法師到遮拘槃國去請來的，華嚴經的前分有三萬
六千偈，當時遮拘槃國的國王是⼀位⼤乘佛教的信者，他宮裡⾯收
藏了許多⼤乘經典，華嚴經被他當成國寶⼀樣不肯流傳，但是因為
我們中國當時在國際上也是⼀個很⼤的國家，所以我們的使者和我
們的法師去請經時，他很⾼興就給了我們，還介紹了⼀位翻譯經⽂
的法師就是佛陀跋馱羅尊者同時來翻譯，把它從梵⽂翻譯成我們中
⽂。當時參加翻譯經典的有慧嚴、法業等⼤師，還有政府的官員護
法，經過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時間在東晉義熙⼗四年的時候把它翻
譯出來的。這部經⼀共有六⼗卷所以我們叫它「六⼗華嚴」，因為
它是在晉朝時翻譯出來的，所以又叫「晉經」，這是我國流傳的第
⼀部華嚴經。

第⼆部是八⼗卷「華嚴經」，這是在唐朝武則天皇帝的時候翻
譯過來的，這部經是女皇武則天她派使臣到西域于闐國去請到的，
于闐國國王也是⼀位佛教徒，聽說⼤唐的皇帝喜歡佛法，他非常歡
喜，於是把這部經介紹給我們，並且介紹⼀位法師實叉難陀尊者前
來幫忙翻譯，是在聖曆年間翻譯出來的。當時參加翻譯的有華嚴宗
的三祖法藏法師、賢⾸國師等這些當時的⼤法師，據說當時参加譯
經的有兩千多⼈，譯經場中⼈才濟濟，所以這部經翻得特別好。武
則天皇后每天都到譯經場去贊助，這是第⼆部經。這部經所翻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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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共是八⼗卷，因為這樣⼦所以⼤家就稱它「八⼗華嚴」。這部
經比較完整所以我們⼤家都很喜歡讀這部經。

第三部經就是「四⼗華嚴」這部經也是在唐朝，唐朝德宗皇帝
的時候翻過來的，德宗皇帝也是⼀個佛教徒，當時南印度有⼀個烏
茶國的國王，聽說唐朝的皇帝信佛，他就非常歡喜，特別⾃⼰⽤⼿
⼯寫出⼀部「四⼗華嚴經」來為德宗皇帝作壽、進貢來了。德宗皇
帝看了以後非常歡喜，就詔請當時在中國的⼀位般若三藏法師把它
翻出來，當時參加翻譯的有我們華嚴宗的第四祖清涼澄觀國師等在
座幫忙，所以這部經也是翻譯得非常美好。那麼我們現在要介紹的
普賢⾏願品，就是四⼗卷華嚴經的最後⼀卷，它是以⼗⼤願王為
主，待會我們來給各位詳細的分别介紹⼗⼤願王。

在沒有講經⽂以前，今天我想先把「⼤⽅廣佛華嚴經」的經題
和翻譯這部經典的⼈的歷史來跟各位作個介紹，⼀部經的名稱它就
代表了這部經的最主要的意義。佛教經典的定名有三種⽅式：⼀種
是以⼀個⼈來命名，比如說「阿彌陀經」︔有的單以⼀個法來定名
的，比如說「般若⼼經」︔有的就是以⼈、法和譬喻這三種合起來
作為⼀部經的名稱，就像我們現在所要介紹的「⼤⽅廣佛華嚴
經」。這部經名⼀共七個字，「⼤⽅廣」這三個字是說這部經它主
要的法理，「佛」就是證悟這法理的⼈，「華嚴」就是譬喻，就是
怎樣證悟佛法⽽能夠成佛，所謂它的⼀個譬喻就是這七個字分成三
段，因此我們華嚴經這個名稱就是集合了法、⼈、喻這三個重要的
條件⽽合成的。所以「⼤⽅廣」這是⼀個法則就是我們的⼼法，佛
法者所謂是⼼法也，所謂「明⼼⾒性」。這個⼤⽅廣就是說我們的
⼼，我們的⼼⼀般⼈都知道是⾎液循環的⾁團⼼︔還有⼀種就是想
東想西的妄想⼼，現在所說的這個⼼不是這兩種，⽽是這個⼼的⼀
個性，也就是真⼼，也就是⼀真法界⼼。這個真⼼的⼼體是超越時
間和空間的，所以在佛經裡所說，就是在時間上說，所謂超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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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在空間上來說它超過⼗⽅，這個⼼體之⼤，沒有時間性的限
制，也沒有空間性的限制，所以說我們的⼼體是這樣的⼤，所以叫
做⼤。比⽅說我們這個⼼宅⼤的情況，比⽅說我們到過美洲到過美
國、到過紐約或者沒有去過，聽⼈講過，可是我們⼼⼀想到美國、
想到紐約，美國、紐約那個境界就會在我們⼼裡顯現，所以這就表
⽰我們的⼼是無遠弗屆的，所以它是超越空間的，那麼我們沒有到
過太空但是我們從⼤眾傳播媒體上我們知道，噢！可以登陸⽉球，
可以到太空，我們的⼼⾺上也到了太空、到了⽉球去了，甚至時間
空間都不會約束我們的⼼體，所以我們的⼼體是這樣的⼤。

第⼆個字是「⽅」，⽅就是我們⼼的⼀個相，我們的⼼在佛經
上說它是具⾜⼀切的功德，所有⼀切世間的⽂明，⼀切⼈類⽣活的
傾向，都在我們⼼裡⾯顯現，比如說⼈類最初是飲⾎茹⽑，穴居野
處，慢慢的⽂明進步到今天⽂明的世界，這都是⼼的⼀種形象的改
變。第三⼤就是「⽤」，「⽤」就是⼼有很⼤的功⽤，它的功能很
⼤的，⼈類⽂明的進步，從穴居野處到今天⼀切⽣活科學化了，
衣、食、住、⾏通通都是所謂最⾼的⽂明，那些都是我們的⼼⼒。
⼼的⼒量把它進化出來的，所以⼼有這樣的功能，所以叫做⼼的⽤
也⼤。「佛」印度話是佛陀，中國話叫覺者，就是⼤覺⼤悟的⼀個
聖⼈，他證悟了⼼的體、相、⽤三⼤意義，所以他成佛。「華嚴」
的華就是代表修⾏，嚴就是代表佛果，所以我們要修萬德莊嚴的因
花來莊嚴我們至⾼無上的佛果，所以叫做「⼤⽅廣佛華嚴」。這個
「經」是⼀個通題，所有的經，所有的佛書都叫做經，這個經什麼
意思呢︖就是所謂的⼀種常道，過去諸佛就是這麼說，現在的諸佛
也這麼說，未來諸佛也這麼說，是不變的⼀個常道，所以「經」含
有⼀個線的意思，把所有佛說的話都把它貫串在經裡⾯，所以叫做
經。「⼤⽅廣佛華嚴經」的經題就做這樣的介紹。上⾯我們講過這
部經的經題之後，下⾯我們繼續講翻譯這部經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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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經是在唐朝德宗皇帝時代，由南印度烏茶國的國王把它送
來唐朝進貢的，他所說的是「四⼗華嚴經」，德宗皇帝得到這部經
後，非常的歡喜，⾺上就請到⼀位當時在我們國家遊化的罽賓國的
⼀位印度三藏法師，叫般若。般若三藏法師精通「經」、「律」、
「論」三藏，皇帝就請他來做翻譯⼯作，所以這個「⼈題」就叫做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唐」就是唐朝。「罽賓國」就是
當時北印度的⼀個國家名稱。那麼「三藏」呢︖就是「經」、
「律」、「論」三藏，所有的佛經我們把它分成三⼤類：⼀部分是
經，⼀部分是戒律，⼀部分是論典，若能深通三藏，就稱他為三藏
法師。「般若」是這位法師的名字，他的印度名字叫做般若，翻成
我們中國話就是「智慧」。「奉詔譯」，「奉詔」就是奉德宗皇帝
的詔命做翻譯⼯作，「譯」就是變的意思，把梵⽂變成我們中國的
中⽂。是這部經翻譯經典的⼈題。

現在我們開始講正⽂。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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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普賢⾏願品最初開始的⼀段⽂字，⼀般的佛經都有所謂序
分、正宗分、流通分這三分，我們這部經也可以把它分成三分來
講，不過因為它是接住四⼗卷華嚴的第三⼗卷後⾯來說的，所以六
種成就的序分這裡沒有，不過這幾句經⽂我們也可把它當作序分來
解釋。然後說：「若欲成就此功德⾨應修⼗種廣⼤⾏願，何等為
⼗︖……」這下⾯的經⽂就可以說是正宗分，到後⾯所謂：「如來
讚⾔善哉！善哉……。」後⾯這⼀段經⽂就是流通分。我們現在按
照三分的順序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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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爾時」，就是指普賢菩薩接
受善財童⼦參訪請法，普賢菩薩就向善財童⼦稱讚佛果的功德，因
為善財童⼦從參訪⽂殊師利菩薩開始中間經過了五⼗⼆位善知識，
普賢菩薩是第五⼗三位已經參訪到最成功的階段，現在就是普賢菩
薩要說佛果的功德，告訴他怎樣來修佛果的功德，佛果的功德是很
多的，所謂依報莊嚴、正報莊嚴、神通三昧等等很多的功德，普賢
菩薩⼀⼜氣在這⼀段稱讚的經⽂裡⾯就講了九⼗七⾸偈，四句⼀
偈，說了九⼗七⾸偈，但是在他來說，他還是認為沒有說完。「普
賢菩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就是他說這九⼗七⾸偈稱歎如來殊勝
的功德，稱歎以後，最後⼀偈他說：眾⽣⼼量可數知，⼤海中的⽔
可以把它飲盡，虛空可以量⼀量它有多遠，風可以把它抓住，但是
無能盡說佛功德。這⼀偈說完以後，他就告訴這些當時在座的菩薩
以及善財童⼦說：「善男⼦！如來的功德太多了，假使⼗⽅⼀切的
諸佛。」⼗⽅就是說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的⼗⽅世界的諸
佛，這許多佛⽤不可說不可說的佛剎極微塵數劫的長時間。不可
說，不可說是佛經上⼀百⼆⼗⼆個⼤數⽬字之⼀，最後的⼀個⼤數
⽬。「佛剎極微塵數」就是說所有這許多的佛剎把它磨為微塵，⼀
個微塵⼀⾸偈，⽤這麼長的時間去相續不斷的去說佛陀的功德也沒
有辦法說得盡的，所以說不可窮盡。但是佛有這麼⼤的功德我們修
學佛法的⼈⼀定要把它修成功。

上⾯我們介紹了這部經它的序分，現在要開始講這部經它的正
宗分。

「若欲成就此功德⾨，應修⼗種廣⼤⾏願。何等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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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聖！云何禮敬，乃⾄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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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就是正宗分的第⼀段，說明普賢⾏願⼀共有⼗條，⼗條
普賢⾏願都是修學佛法者必修的功課，因此，普賢菩薩告訴善財童
⼦以及在座的許多⼤菩薩說，假定我們要把佛陀佛果上所有的功德
都完全修練成功，應該怎麼做呢︖就是要修⾏⼗⼤願王。因此，我
們這個⼗⼤願王是⼀個非常重要的修⾏法⾨。這⼀段的意思就是普
賢菩薩對善財童⼦介紹了⼗⼤願的主題以後，告訴善財童⼦應該怎
樣修，善財童⼦接受了普賢菩薩的介紹以後他就請問普賢菩薩說，
⼤聖啊！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修禮敬諸佛乃至於到普皆迴向⼗願王
呢︖普賢菩薩就告訴他應該怎麼的修法。

「普賢菩薩，告善財⾔：善男⼦！⾔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虛

空界，⼗⽅三世，⼀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賢⾏願

⼒故，深⼼信解，如對⽬前。悉以清淨⾝語意業，常修禮敬。⼀⼀

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偏禮不可說

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

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乃⾄眾⽣界盡，眾⽣業盡，眾⽣煩

惱盡，我禮乃盡；⽽眾⽣界乃⾄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

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語意業，無有疲厭。」

這段經⽂⼀共分四個段落第⼀個章段就是說明禮敬諸佛的⼀種
態度，能禮的⼈是⼀種什麼樣的態度︖所禮的對象是那些︖譬如說
要談到禮敬諸佛，不只是禮⼀尊佛，⽽是要禮⼀切的佛，所以說盡
虛空遍法界⼗⽅三世⼀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都要以普賢⾏願
的⼒量。我們現在是修學佛法的佛弟⼦，我們要效法普賢菩薩那種
願⼒、那種⼒量來深⼼信解，相信我們⾯對所有⼗⽅三世佛剎微塵
數的許多佛，並且以清淨的身業禮拜，語業讚歎，意業觀想，三業
清淨來禮敬，這才算達到禮敬的⽬的，是常久禮敬，不是今天拜了
就好了，要天天拜，所以「⼀⼀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
微塵數身……。」這個就是來擴⼤我們禮拜的影響。我們要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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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我的身體能夠遍到⼗⽅⼀切諸佛的座前，⼗⽅⼀切諸佛的座前
都有我的身形在那裡拜佛，⽽我⼀⼀的身體能遍禮到不可說不可說
佛剎極微塵數佛，這是把拜佛的境界擴⼤，因為這是⼀種華嚴圓
教，圓教講的是⼀修⼀切修、⼀證⼀切證。我們拜佛也是這樣，拜
⼀尊佛就是拜⼀切佛，⼀切佛都在我們⼼裡⾯，我們都以⼀種非常
誠懇的⼼去拜⼀切的佛，⽽且這個拜佛不是說拜⼀下就好的，要長
時間的拜。怎麼樣長時間呢︖我們佛教主張有四種無盡，所謂虛空
無盡，眾⽣無盡，眾⽣的業無盡，眾⽣的煩惱無盡。所以我們要拜
佛⼀直拜到虛空有盡，我們的願就盡，虛空無盡我的願就沒有盡。
換句話說，虛空無盡我的拜佛就沒有盡期，眾⽣無盡，眾⽣的煩惱
無盡也是⼀樣的。這四種無盡就是說我們拜佛是永遠的，無限期的
要拜下去。在拜的時候要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不是拜⼀下⼦就不
拜的，每⼀個⼼⼀念⼀念的拜下去，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才能夠
達到禮敬諸佛的⽬的，也能完成禮敬諸佛的功德。

⼗⼤願王當中的第⼆⼤願是「稱讚如來」。

「復次，善男⼦！⾔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三

世，⼀切剎⼟，所有極微；⼀⼀塵中，皆有⼀切世間極微塵數佛；

⼀⼀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繞。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各

以出過辯才天⼥微妙⾆根，⼀⼀⾆根，出無盡⾳聲海；⼀⼀⾳聲，

出⼀切⾔辭海；稱揚讚歎，⼀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

斷，盡於法界，無不周遍。如是虛空界盡，眾⽣界盡，眾⽣業盡，

眾⽣煩惱盡，我讚乃盡；⽽虛空界乃⾄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

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就是普賢菩薩招呼善財童⼦，告訴他我所要說
的「稱讚如來」這個⼤願要怎麼說呢︖⾸先說「如來」這兩個字，
「如來」，就是成了佛，我們修⾏成了佛就叫做如來。證得了諸法
的真理，就叫做「如」︔成了佛以後要度眾⽣，度眾⽣就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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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如者是⼀個靜態，度化眾⽣要到六道三界去，所以「來」
是⼀個動相，⼀動⼀靜就叫如來。如來是佛法的⼗種統號之⼀，上
⾯所說的⼀切諸佛的佛是指佛陀。稱讚如來者，稱就是稱揚，諸佛
如來有很多功德，就像普賢菩薩以九⼗七⾸偈語也沒有辦法把佛陀
的功德稱揚讚歎說完，但是，我們學佛的⼈還是要常常稱揚讚歎如
來的功德，為什麼呢︖因為稱揚讚歎如來的功德⼀⽅⾯是對已成佛
的諸佛如來不忘他的恩德，崇念他的種種功德︔另⼀⽅⾯我們要效
法諸佛如來，向他們學習所以要稱揚讚歎。那要怎樣稱揚讚歎呢︖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三世⼀切剎⼟，這是諸佛如來所在的地
⽅︔所有極微⼀⼀塵中，皆有⼀切世間極微塵數佛︔⼀⼀佛所，皆
有菩薩海會圍繞，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各以出過辯才天女
微妙⾆根，⼀⼀⾆根，出無盡⾳聲海︔⼀⼀⾳聲，出⼀切⾔辭海︔
稱揚讚歎⼀切如來諸功德海。就是要這樣⼦的來稱讚，說所有的許
多佛世界當中、極微塵數的佛世界當中，⼀⼀世界中所有的佛我們
都要稱讚，不但是稱揚讚歎這許多佛的功德，同時佛座下還有許多
的菩薩海會圍繞。「海會」就是圍繞在這些佛左右的那些菩薩們、
修學佛法的佛弟⼦⼤眾，我們也要稱揚讚歎，因為既然發⼼學彿，
不管他是⼤菩薩或者是剛發⼼的菩薩，甚至於剛剛發⼼修⾏的⼈，
我們都要稱讚，因為他發了⼼就是佛了。所以我們要以⼀種甚深勝
解現前知⾒，就是對於彿的功德我們有⼀種深切的了解，他的功德
是值得我們稱揚讚歎的，我們要以⼀種超過辯才天女的微妙⾆根來
讚歎如來功德。道是說天上有⼀種天女叫辯才天，她的⾆根叫出來
的聲⾳非常的美妙，所以要效法她那⼀種⾆根來吟出「無盡的⾳聲
海，⼀⼀⾳聲，出⼀切⾔辭海。」把所有可以稱揚讚歎佛功德的這
些辭句都說出來，這樣⼦做還要窮未來際，相續不斷。未來的時間
到什麼時候為⽌呢︖時間沒有窮盡的，我的稱揚讚歎的修⾏⽅法也
不間斷，乃至到「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我身也不斷的禮敬，嘴也
不斷的稱揚讚，意也不斷的來觀想佛的功德。所以沒有間斷，像這
樣⼦，虛空界盡，眾⽣界盡，眾⽣業盡，眾⽣煩惱盡，我的讚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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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盡了。如果反過來說，這四樣事情都沒有窮盡，那我的讚歎也沒
有窮盡的時候，像這樣我念念不斷，不間斷的來讚歎，⼀直沒有盡
期的稱揚讚歎下去，這種修⾏是⼀種最⼤的修⾏。

「復次，善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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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菩薩海會圍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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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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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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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

分、算分、數分、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何以故？以諸

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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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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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三⼤願王，叫做供養願。廣修供養這⼀段經⽂比較長，
我們不⼀句⼀句的去解釋它。⾸先我們說「供養」的意義。

第⼀、我們供養誰︖就是供養諸佛。這上⾯說的是供養諸佛，
廣修供養，除了供養佛，還要供佛法，供養弘揚佛法的僧，就是供
養三寶。所以我們修供養的時候都是以三寶為供養對象，最後在八
福⽥中叫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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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我們要供養⽗母。佛法僧三寶是滋長我們的法身，⽗母
是滋長我們的⾊身，沒有⽗母就沒有我們這個身體，所以我們要供
養⽗母，這個是⼀種八福⽥中的恩⽥。

第三種供養⼀切眾⽣。眾⽣是未來的佛，所以我們供養眾⽣，
也等於供養佛⼀樣，這是⼀種悲⽥。眾⽣如果⽣活環境不⾜時，我
們來幫助他，這是⼀種慈悲⼼的發揮。供養有些什麼作⽤呢︖修供
養，長久供養可以治我們⼈的慳貪⽑病，⼈都有⼀種貪⼼，只希望
向裡邊拿，不喜歡拿出去，我們修供養就會拿出去，發布施⼼。慳
就是有錢不肯拿出去，貪就是想貪別⼈的東西，我們修供養就可以
治這種⽑病。第⼆、就是增長我們的福德。我們⼀個⼈如果苦惱沒
有福德，我們常常修供養，福德就會增長。第三、救濟貧窮。⼈要
有同情⼼，貧窮的⼈要救濟。第四種、是除我執。世間的⼀切萬
物、資財、滋養⽣命的東西，應該是⼤家彼此互通有無，我們多餘
的應該布施給別⼈，不要⼀定說這東西是我的就堅持不捨，那就變
成⼀種慳貪了。普通修供養品是修⾹、花、燈、塗、果。塗⾹就是
⼀種⾹⽔或者是⾹油，熱帶氣候身上的汗⽔所發出的氣味我們去拜
佛不恭敬，洗淨身體塗塗⾹⽔再去供佛這也是⼀種供養。「果」就
是我們普通所說的⽔果供養，上⾹、獻花、⽔果，這就是常⽤的供
養，如果還有就是加上⼗種供養。加什麼呢︖加茶我們喝的茶葉可
以供養佛，還有飲食也可以供養佛，還有珠寶也可以，還有衣服也
可以供養佛，合起來就有⼗種的供養。什麼叫做如雲⼀樣，那就表
⽰⾃然的意思，就是表⽰多的意思，這個供養的範圍是沒有限制
的，⼗⽅諸佛都要供養。還要特別強調的是經上說的，⼀切的供
養，比不上法供養，所謂法供養就是我們弘揚佛法、教化眾⽣，讓
⼤家都知道佛法，都知道依法來修⾏，這是最好的供養。我們曉得
供養有這麼⼤的功德，所以我們也要無限期的修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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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善男⼦！⾔懺悔業障者：菩薩⾃念：我於過去，無始劫

中，由貪瞋癡，發⾝⼝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

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

塵剎，⼀切諸佛菩薩眾前，誠⼼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切

功德。如是虛空界盡，眾⽣界盡，眾⽣業盡，眾⽣煩惱盡，我懺乃

盡；⽽虛空界乃⾄眾⽣煩惱不可盡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

相續，無有間斷；⾝語意業，無有疲厭。」

「懺悔」是我們修習佛法的⼈⼤家都知道的，因為我們常常遇
到不如意時或者身⼼不⼤舒適的時候，常常都會說業障重，⼈都是
有業障的，像蓮池⼤師曾經說過兩句話，他說：「我們眾⽣業不重
就不會⽣到娑婆來，願不切就不能⽣到西⽅極樂世界去。」這是⼀
點都不錯的，所以普賢菩薩的⼗⼤願王當中的第四⼤願就是懺悔業
障。「菩薩⾃念」這個菩薩，不⼀定指普賢菩薩他⾃⼰，他也是和
我們⼀起修習佛法的，發了菩提⼼的，修學佛法的⼈都可以叫菩
薩。修學佛法的菩薩，他⾃⼰⼼裡要常常唸，在過去無始劫當中，
因為有貪瞋痴的煩惱，所以來發動身、⼜、意三業來造惡業，身業
作殺、盜、淫，⼜業是妄⾔、綺語、兩⾆、惡⼜，意業就是貪、
瞋、痴，有了這許多的煩惱就作了惡業，有了這無量無邊的惡業，
就會有報應、受惡報。所以說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
受，我們過去無始劫來的惡業造了太多，今天我們幸⽽遇到佛法，
知道懺悔的⽅法，所以我們現在要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剎⼀
切諸佛菩薩眾前，要在諸佛菩薩聖眾前誠⼼懺悔，以後不再造，並
且恆常時的安住在諸佛的淨戒當中，修⼀切的功德。這樣⼦⼀直無
盡期的懺悔下去，時時懺悔，身⼼時時保持清淨，絶不會有惡業纏
身，沒有惡業福德就產⽣了。所以修懺悔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再來說懺悔的意義，所謂「懺」者，懺諸既往︔「悔」
者，悔改將來。這是定義，就是把過去我們所起的過錯把它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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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懺悔掉以後就清淨，清淨以後就保持永遠的清淨，將來不要再
造惡業。懺悔的⽅法有⼀種叫事懺，有⼀種叫理懺。「事懺」就是
我要供起佛像、點起⾹、花來實際供養，如何運作懺悔的經⽂來
拜、來念、來觀想這是⼀種懺悔的⽅法。「事懺」有事相的懺、理
敬的懺，也有理敬的懺、觀想的懺。有四句話說：「若慾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罪業如霜露，慧⽇能消溶。」只要我們內⼼的慧⽇⼀
出來，罪業就通通的消除掉了，因為罪性是空的。另⼀種叫做發露
懺，發露懺就是把我們所犯的罪向⼤眾宣佈，我今天不⼩⼼犯了殺
戒或者我不⼩⼼說了妄語，我向⼤眾來表⽰懺悔，這是⼀種發露懺
悔。譬如說，隨便拿⼈家的東西，假如認為是知⼰朋友沒有關係，
不過，不與⽽取都叫做盜，凡是⼈家沒有同意你拿⾛了，就是犯了
盜戒。所以這個也要注意的，依照佛經的說法，依照這幾種的⽅法
不斷的懺悔，我們罪業天天懺、時時懺，不讓惡業惡念產⽣，那麼
罪業就不會⽣起來，罪業時時消，福德就時時長。所以懺悔是非常
重要的⼀個修⾏，我希望我們各位同道，能夠時時刻刻，至少每天
早晚拜佛的時候不要忘記懺悔！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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