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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在菩提伽耶金剛座祈願法會期間，有與大家結法緣的行程，所以要跟

大家說法。因為請法者是外國人，這邊又有佛學院的學生，通過翻譯需

要一些時間，所以請大家修安忍，忍耐一下。 

要說的是佛在廣嚴城庵羅樹園裡所說的經典。說佛經的人必須已經獲

得登地的果位，而我不要說是沒有獲得登地的果位，就是一天不吃飯也

會肚子餓，所以我肯定沒有獲得登地的果位。但是佛陀在這部佛經的後

面說，只要講說、聽聞此佛經，甚至持舉此佛經，也有很大的善根功

德。能够聞思，甚至捧起此經典，都比多劫供養多佛的善根還大，這是

佛陀說的。 

因想著善逝的恩德，此經典我沒有能力全部講解，而且也沒有這個時

間，所以我在這裡就是沒頭沒尾地說。 

了義與不了義 

佛陀說的佛經分成了義與不了義兩種，今天所要講的屬於了義經典。

有些人可能認為，了義好，不了義不好，其實不是這樣。各位要知道，

區分了義與不了義是佛教的一個不共特質。一般宗教，尤其是盛行於西

方的宗教，根本沒有提到所謂的了義與不了義。科學家也不會說：「世

界是一個球體，這是了義；世界是平的，這是不了義。」宗教和科學家

們認為，他們宣說的就是了義。因此，有了義與不了義這樣的名詞和說

法，可說是佛教的榮耀，是佛教不共的殊勝處。 

所謂的了義，講通俗一點，就是直截了當地真實說出；所謂的不了

義，就是不直說，而是拐彎抹角地說。可能有人會想，為什麽佛陀不直

說而要拐彎抹角地說呢？像我和一些堪布們對各位說法的時候，是將自

己的所學所知說出，只能這樣，沒有其他方式。但佛陀的說法並不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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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知道的來說，因為佛陀是出於他的悲心和慈心而說法，所以有時候

是拐彎抹角地說，有時候是直截了當地說。 

例如孩子晚上睡不著覺，這時如果母親直接跟小孩說「睡覺時間到

了，你趕快睡吧」，對孩子並沒有幫助。但是如果母親講故事給小孩

聽，用這個間接的方式則可以讓孩子睡著。因此，一切眾生之母佛陀為

眾生說法的時候，有時是了義，有時是不了義。 

我要簡要地說一下不了義是什麽。比如有時候佛陀會說，我在某一世

是一隻猴子，我曾經在某某時候是一個國王，有時曾經是太子……這些

就是不了義的說法。更殊勝的是，佛教裡講的業和因果也屬於不了義。

還有說「這個是善，要做；這個是惡，要斷」，有善惡的取捨，這也是

不了義。說輪迴不好、涅槃是好的，也是不了義。區分顯相與實相，所

講的顯相即屬於不了義。講有些是無、有些是有，區分有無二者，這也

是不了義。 

在西方興盛的宗教，來一個人是這麽說，來兩個人也這麽說，來三個

人還是這麽說，說的內容全部一模一樣。而佛陀說法的時候，因為每一

個化眾的想法、根器、個性都不同，所以佛陀會依照眾生不同的想法和

根器來為他們說法。你們如果不懂，可能會以為佛陀是看什麽人說什麽

話，但不是這樣的，佛陀講不了義是為了引導化眾趣入了義。 

這幾天要講的這部佛經屬於了義的經典。在說了義經典的時候，有人

可能會想，必須上過佛學院才能聽聞了義的佛經，我們這些沒什麽學習

的人會聽不懂、無法瞭解。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佛陀並沒有說了義經

所說的空性是為了那些學習過、上過佛學院的人說的；而是要對那些耳

朵聽聞空性、緣起名詞時，會全身起雞皮疙瘩、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的

人說。我不知道在座大部分人有沒有寒毛竪起，不過我要開始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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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 

在座各位喜歡世尊的教法，對世尊所說的教法有信心，因此我在這裡

說此法。不管是說法者或者聽法者，一開始的動機非常重要。身為說法

者的我不是為了出名或者獲得財富供養等動機而說法。在這邊聽法的人

可能有一些不是佛教徒，因為心裡好奇佛陀說的教法是什麽，所以前來

聽聞，以這樣的動機聞法也可以。還有人想，不知道從這個人口中會說

出什麽樣的話，可能也有人以這樣的動機來聽法。如果是佛教徒，尤其

是大乘佛教徒，則必須以非常廣大的發心來聽聞，應該用這樣的動機來

聽法：我聽聞此法，並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解脫，而是為了利益一切眾

生成佛。因為是大乘經典，所以不只是剛才講的動機，在聞法時，心

胸、想法也必須非常寬廣開闊，否則無法聽進了義經典所說的內容。因

此，請依照剛才所講的動機來聽聞。 

佛國品：講法背景 

這一部經典，從頭到尾的字字句句都有很多含義，值得我們深思。比

如佛陀是在廣嚴城宣講這部經典，即現在的毗舍離；佛說這部經典的時

候，是在一個舞女的屋子裡；佛陀的眷屬包括眾多的阿羅漢、菩薩，他

們都廣聞多學，有許多眷屬獲得了很多的成就。這有很深的含義，即佛

的眷屬不是一般的平庸凡夫，而是見、證達到究竟者。我在這裡不一一

述說他們的名號。在佛陀的眷屬中，也有天、龍、非天以及大鵬金翅鳥

等聞法者。在這裡很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在佛陀的眷屬中，天、

龍、非天的了解、聽聞方式和我們人不一樣。 

當時，離車族有五百位少男少女來到佛的住處。他們每一位手中都拿

著一把傘，每個人都把手中的傘獻給佛陀，繞行佛陀，頂禮後坐下。這

些都是說大乘法的方式。這五百隻傘獻到佛陀手中，經由佛的加持，變

成一把傘。佛陀加持所成的這一把傘下，有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無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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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洲、十方三世諸佛的淨土全都在這把傘下。有人可能會想，這把傘非

常非常大，但其實不是這樣。有的人會想，三千大千世界變得非常非常

小，進入這把傘下，也不是這樣。大的沒有變小，小的也沒有變大，但

是在傘的下面就是具有三千大千世界。 

剛才我跟各位說過，聽聞大乘法的時候，心胸必須非常開闊。像我們

現在念的《普賢行願品》裡就說，一塵中有微塵數量的佛。對一個不相

信的人來說，這只是佛教故事而已。有信心但沒什麼智慧的人則會想，

這是佛有大力量、大神通的緣故，所以能讓一塵中有微塵數佛、能把三

千大千世界全部聚集在傘下，會有這種迷信的想法，其實也不是這樣。

但是對於會想的人，知道大小、多少皆非實有的人，知道這樣的顯現其

實並不困難。 

佛陀加持這五百把傘成為一把傘之後，當時在場者都非常驚奇。當時

一位離車族童子站起來讃歎佛陀。他說，這五百位離車族少男少女供養

佛傘，累積了極廣大的資糧，未來肯定可以成佛。請佛陀告訴我們，他

們成佛的時候，他們的佛土將會是什麽樣。佛陀說他所言甚佳，佛陀非

常歡喜。佛陀說，這五百位離車族童子成佛時，他們的佛土其實就在我

們這個世間。這都是大乘的說法。眾生有業、有煩惱、有異熟的地方，

就是佛土，沒有比這更殊勝、更好的佛淨土了。 

佛陀這麽說的時候，舍利弗心想，我們的釋迦牟尼佛過去行菩提行的

時候，是怎麼了？為什麼有荊棘、土石等不淨物，為什麽我們釋迦牟尼

佛的淨土是這種不清淨的刹土？他心中生起這樣的疑惑。佛陀馬上知道

舍利弗的想法，於是說，那只是自己個人不清淨的相而已，實是佛的淨

土。於此中給予教導。 

在中國，對《維摩詰經》非常敬重。但是中國對有些密續感到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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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怎麼樣的？如果好好學習《維摩詰經》，肯定會非常喜歡密續之

法。 

《維摩詰經》裡會依次出現很多不淨相、淨相的內容。當時由於佛的

加持，在舍利弗等阿羅漢面前出現了一個在娑婆世界很難想到的淨土，

讓他們能實際看到。 

方便品：維摩詰示疾 

在佛陀向他的眷屬說法、顯示變化時，距佛所在不遠處有一大城市，

住著離車族的維摩詰居士。維摩詰的形象、行事方法有很深的含義，值

得我們思維。離車族的維摩詰不是出家人，是一位居士，有很多僕人，

身上穿戴著種種不同的飾物，吃各種不同口味的食物，玩各種游戲，比

如賭博、打麻將之類的。他很忙碌，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的友人有年長

的、年輕的，還有小孩。有時他會去外面逛逛，去喝酒，去商店購物。

因為他有威德、能力和很大的權勢，所以很多人會來找他。有很多商

主、國王、王后、太子、公主、大臣等等會來找他，還有少男少女，甚

至梵天、帝釋天也會來找他。維摩詰就是這樣一個人。 

那時維摩詰生病了——這也是一種大乘的說法，他善巧方便地示現生

病。因為他生病，所以有很多人來探望、問候他：「你的病情如何？有

沒有好一點？」國王、王后、大臣、帝釋天以下都前往問候他的身體狀

况，來了很多人，但是釋迦牟尼佛跟前的眷屬卻沒有人去探病。這時維

摩詰想，釋迦牟尼佛那邊一個人都沒有來，這是為什麽呢？是不是佛陀

不喜愛我？ 

弟子品 

• 舍利弗與維摩詰 

在維摩詰住處不遠處的釋迦牟尼佛以神通知道維摩詰居士心中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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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是讓佛陀最好的弟子舍利弗去探病。佛說：「舍利弗你去探

病。」維摩詰居士應該是一位很重要的大施主，佛命令舍利弗說：「維

摩詰病了，你去看一下。」但是舍利弗說：「我不去。」佛說：「為什

麽你不去呢？」「為什麽我不去呢？有一次我在樹下禪定的時候，維摩

詰居士來到這個地方，說我的禪修方法錯誤。」因為這些都是了義甚深

的教法，所以我也不會說。維摩詰對舍利弗說：「你禪修的方法錯了。

你禪修的時候，不吃、不走，沒有其他威儀；而你在進行其他威儀的時

候，沒有禪修。這是錯的。禪修時，也要有其他的威儀行為。舍利弗，

你在禪修的時候，制止凡庸，禪修時不可以這麽做，必須既不制止凡

庸，同時也必須不散亂。舍利弗，你在禪修的時候，斷煩惱，取涅槃，

這樣是錯誤的。你必須既不斷煩惱，也能住於涅槃之法，必須這樣禪

修。」「那時他對我講了像這些各式各樣的話，我沒法回答他。要去見

這個人，既害羞，又害怕，我不去。」 

• 目犍連與維摩詰 

佛陀說，「舍利弗不去，可以，目犍連你去。」目犍連說：「我也不

去。」目犍連也不是泛泛之輩，他跟佛陀很像，有很多弟子。目犍連

說，有一次他在廣嚴城為一些在家人說法的時候，維摩詰居士來了。維

摩詰說：「你說法的方式全部錯誤，你不可以對白衣的在家居士這麽說

法。法是無法用文字符號講說的，法不可言，不可思，沒有顔色、形

狀。一般來講，法是無可說的。所謂的說法，是虛構、增益、假立的，

實際上沒有說法，連說也沒有。就像說法是增益、虛構般，聞法也同樣

是增益、虛構的，如同一個幻化不實的人在對另一個幻化不實的人說

話。所以目犍連你在為聽法者說法的時候，必須按其根基、想法來為他

們說法，要生起悲心為他們說法，要想著佛恩來說法……」像這樣，維

摩詰居士對目犍連說了很多很多話。維摩詰居士如此宣說時，目犍連的

弟子中有八百位獲得解脫。那時，目犍連失去了勇氣，「所以我不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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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那個人。」 

第二講 

發心廣大 

因為是在接受大乘的法，所以開闊廣大的心很重要。現在所謂心必須

開闊廣大，就是要想：我在這裡說法，各位在這裡聽法，是為了利益等

虛空一切眾生都能獲得佛果位。 

了知諸法實相即獲得菩提果 

所謂獲得佛陀果位或者獲得菩提果，並不是到另一個地方去或者再受

生，並不只是這樣而已。所謂獲得菩提果，指的是能够無誤地如實了知

諸法的真相。無誤了知諸法實相並不只是閱讀、聽聞，然後心中想大概

是這樣的了解，而是自己能够實際體驗的。 

不知道實相會有什麽過患？會有很多痛苦。比如一個人睡覺時，夢見

自己掉落懸崖。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做夢，就會非常害怕、非常痛苦。在

漸漸掉到懸崖下時，如果知道自己在做夢、自己根本不會死，就不會害

怕。慢慢掉下懸崖時，如果知道自己在做夢，並不是真的掉到懸崖，因

此甚至想若能飛起來應該是快樂的，有這樣的感受也不一定。夢見自己

得到很多金錢的時候，如果不知道是夢，自己迷惑錯亂，會産生很多痛

苦。在夢裡得到很多錢財的時候，如果知道是在做夢，想法和做事的方

法就會不同。能够如實了知實相，便能脫離痛苦，這即是所謂的獲得菩

提果。 

但是了知諸法實相並非易事。不容易的原因不是別的，是因為自己有

種種習氣的緣故。將不是真實的想成真實的，不乾淨的想成乾淨的，有

許多如是迷惑錯亂的習氣，因此無法看到實相。實際知道諸法真相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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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困難，有關諸法真相，連聽和懂也是非常困難。一方面說諸法實相是

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確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警告不知道諸法實相，就會産生許多痛苦，遇到許多困難。

就像昨天所說，我們的導師出於悲心告訴我們實相的時候，他用種種不

同的方法來告訴我們。像講諸法實相的這一部了義經中，也用許多不同

的詞語：否定的詞語用最多，用很多「無」字，像說無生、無滅、無

住、無眼等許多無字；但是有時候又用很多「有」字，像說有身、有

智、有相好等很多有字。這非常難講解，就像很難對一個從來沒有吃過

鹽的人描述鹽的味道。諸佛菩薩會怎麽做呢？給那個從來沒有吃過鹽的

人一顆糖，跟他說這不是鹽的味道；再給他辣椒，告訴他不是這個；再

給他花椒，告訴他不是這個......總共給他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東西嚐，告訴

他不是這個、不是那個，全部破除，這是一種說法的方式。 

在《維摩詰經》裡，也會出現空性。如剛剛所說，空性一詞和無生、

無滅等「無」字是很難懂的。大家會誤以為這個「無」是口袋裡沒有錢

的那個無，或者水杯裡沒有水的那個無。想要真正知道什麼是無或者空

性，主要必須具有福德和諸佛菩薩的加持，在這之上進行學習也會有幫

助。 

佛教與其他宗教不同 

現在有很多人說，所有宗教在究竟上都是一樣的。一個政治人物當然

會這樣說，他已經熟練這樣的說法。在宗教方面淵博通達的人也會這麽

說，很多人會這麽想，基督教、回教、印度教和佛教一樣，也都講慈

心、悲心、出離心及信心，這是他們根本不瞭解的說法，這麽說是錯誤

的。 

比如基督徒講出離的時候，是要從不好的魔出離，他們認為不好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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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實有的。而整個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講的出離是，當知道輪迴如

夢如幻、無自性時，即是真正的出離；如果認為要出離的輪迴是真實

的，就無法出離。 

雖然其他宗教也說慈悲心，但那和大乘所說的「究竟的慈悲處是空

性、是實相」完全不同。 

一般而言，印度的吠陀也會講到空性，但是他們完全不講顯空雙運。

龍樹菩薩也說，佛陀說「三界輪迴無自性即是涅槃」。佛陀並沒有說輪

迴是不好的，要斷除，而涅槃是好的，要取得。就像上面所說，我們很

難馬上完全容納甚深的實相，所以佛陀先說「一切有為法皆是無常」，

還有講「只要和煩惱有關的就是苦」。如昨天所說，這些都是不了義。

逐漸講到空性的時候，會先講人我——人我就是想著「我我我……」—

—人我是無實的，這是講到比較小範圍的空性。如果想要知道廣大的空

性，人無我和法無我的空性想全部知道的話，就要聞思修如《維摩詰

經》等經典。 

 

弟子品 

• 迦葉與維摩詰 

我要接著昨天說的內容繼續講下去。先提醒一下，昨天說過維摩詰是

居士，而且是一位很有錢的居士，他生病了。他應該是佛陀的弟子，也

是佛陀的施主。佛陀一一地叫所有的眷屬弟子去維摩詰那裡探病。 

佛說：「迦葉，你去看看維摩詰居士現在情況如何。」迦葉尊者不是

一般人，如果我們見到迦葉尊者，馬上就會想是佛。釋迦牟尼佛圓寂

時，也是把自己的法教交給迦葉尊者。迦葉尊者本身也有很多弟子。釋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10  

  

迦牟尼佛說：「迦葉，你去探病。」迦葉說：「我不去。」為什麽不去

呢？迦葉說，我有一次去托缽時，想要讓窮人累積一些福德，便刻意到

窮人家托缽。維摩詰居士也到了那個地方，維摩詰跟大迦葉說：「大迦

葉，你的慈悲心是偏私的，這樣不行。你不僅要到窮人家托缽，也要到

富人家去，你要到所有眾生家去托缽。托缽是為了他人而去，不是為了

自己而去。對於托缽這件事，不可以有任何執著，不可以說我要去這

邊、不去那邊。要如盲人看東西一樣的去托缽。盲人看不見這是白色、

紅色，是美是醜，他看不到這些，要像這樣來托缽。托缽之後要怎麽樣

呢？進食的時候，不可以有煩惱。」當然是這樣，平常我們也這麼說，

但是維摩詰居士在這裡更進一步地說，也不可以斷煩惱來進食，要不住

輪迴來進食，當然是這樣，這是平常所說的，也要不住涅槃來進食。

「維摩詰居士說了很多各式各樣的話，讓我感到非常驚訝，心想菩薩實

在非常神奇、奇特。他只是居士，連一個居士都有這麽高深的教理和這

樣的勇氣，我很怕去見他。」 

• 須菩提與維摩詰 

平常佛陀說法的對象還有須菩提。佛又叫須菩提去，須菩提也一樣說

不去。須菩提說他為什麽不去呢？有一天他去托缽時，也到維摩詰居士

家托缽。維摩詰很富有，會給很多很好的食物。給了很多很好的食物之

後，須菩提正要進食時，維摩詰居士又說話了：「如果你能够視煩惱之

法與涅槃之法一樣，你就吃。如果你能做到不斷貪嗔痴的煩惱，又不同

貪嗔痴的煩惱在一起，你就吃。如果你能做到既不是聖者又不是凡夫，

你就吃......」像這樣的內容有很多很多，即使要我講，我也不會講，而且

說也說不完。因為是講勝義諦的實相、了義的佛經，所以有些內容很難

馬上理解。 

須菩提還說，維摩詰說：「你跟魔在一起，你跟貪嗔等煩惱為友。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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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等煩惱的體性是空性，須菩提你如果知道空性是什麽，知道空性是煩

惱的體性，就吃。」還有，「如果你能毁謗佛，說種種不好的法，說僧

的種種不是，想辦法不要獲得解脫涅槃，如果能這樣做，你就吃。」這

是無上大乘的說法，如薩迦派所說：「當執著生起，即非正見。」如果

執著佛是好的要恭敬、法是好的要恭敬，就無法住於正見。在座學習經

論的人知道這個內容；沒有學習過經論的外國人，則必須重視這一點。

除了佛教，沒有任何一個宗教這麽說。 

維摩詰居士如此說了種種不同話語之後，怎麽回答他講的這些話呢？

須菩提說：「我不吃了。」把鉢放下，便欲離去。維摩詰居士說：「你

別走，你不要這麼做，趕緊吃吧。我所說的這些全都如夢如幻，有什麽

好訝異的呢？」我把它講得簡短一些。 

• 迦旃延與維摩詰 

還有迦旃延尊者，佛要迦旃延去，迦旃延也說不去。他不去的原因是

什麽？他說，有一天，我正在對一些比丘說法，我說：「一切有為法都

是無常，有漏皆苦，一切法是無我，涅槃寂靜。」我講的是這些非常廣

大的內容，而維摩詰居士卻說：「你這麽說法是錯誤的，你不要這麽

說。你說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這樣說是錯誤的。一切法從本以來就無

生、無自性生、無變，無自性，這才是無常。不要騙人說一切有為法都

是無常。五蘊無自性，沒有體性，是空性的，這才是有漏皆苦的苦的意

思。一切法不是有我，也不是沒有我，這樣說才是一切法無我、皆空。

因為一切法無自性、無生、無滅，所以嗔等煩惱也不會如火般燃燒。既

然沒有燃燒的自性，自然不會有熄滅。涅槃寂靜實際上是說，諸法沒有

自性，既然沒有自性，就沒有燃燒，既然沒有燃燒，就不會有熄滅或寂

靜這回事，自然沒有寂靜。這才是寂靜的意思。」 

我會跳著講，沒有辦法全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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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與維摩詰 

佛陀叫平常和自己在一起的侍者阿難去探病，阿難尊者說「我不

去」。不去的原因是什麽？過去佛陀身體不舒服時，因為生病需要牛

奶，所以阿難去找牛奶。有個地方有一位很大的婆羅門，阿難站在這個

婆羅門的門外，向這個婆羅門索取牛奶。不曉得什麽時候，維摩詰來

了，還頂禮阿難的脚。維摩詰問阿難：「你拿個空鉢在這裡等什麽

呢？」阿難說：「如來生病需要牛奶，我來要牛奶。」維摩詰非常訝

異，說：「你不要這麽說，你不可以這麽說。善逝有金剛身，根本不會

生病。你現在回去，不要跟任何人說這事。如果你跟別人說，別人會譏

笑你們的導師竟然會生病、竟然還有衰弱的時候。不要讓我們上師感到

難堪。如果你這麼說，那些苦行派、耆那教的修行人會到處宣揚，會說

你們的導師連自己的病都沒法救護……」「維摩詰這麽說，讓我感到非

常羞赧，馬上要離開，不再跟這個婆羅門要牛奶了。但是當我即將離去

時，可能是維摩詰的化身在虛空中發出聲音說，如來金剛身雖然不會生

病，可是為了讓有情眾生得以累積福德資糧，還是要向如來獻牛奶，所

以你還是拿牛奶回去吧。於是我就拿牛奶回來了。」 

菩薩品 

• 彌勒與維摩詰 

之後佛要彌勒怙主去探病。我們都知道彌勒怙主是很重要的大人物。

經裡講得非常詳細，我沒有辦法全部都說，我想跟大家說說我自己認為

重要的部分。 

彌勒怙主也說不去。他不去的原因是，有一天他在為一些天子說法的

時候，維摩詰來了。維摩詰問彌勒：「你是不是一來菩薩，下一世就成

佛了呢？」彌勒跟維摩詰說：「是的，釋迦牟尼佛為我授記，下一世將

成正等正覺。」而維摩詰說：「根本無生、無滅、無死。因為生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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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也沒有所謂的一來菩薩。」我為什麽在這邊特別說這個？因為

雖然佛教講有前世和來世，但是讀這些佛經即可知道，說有前世來世是

在世俗名言上承認，但在勝義上並不承認有前世來世。勝義上不說有前

世來世，也不說無前世來世。菩提心如虛空，於此根本無生、住、滅、

變化的法 。 

• 持世與維摩詰 

之後佛讓弟子持世去探病，他也說「我不去」。不去的原因是什麽？

持世是出家人，有一天持世在說法，有魔化現為帝釋天，帶了很多現天

女相的魔女來聽法，但持世不知道他是魔，以為是帝釋天。持世菩薩為

他們說完法後，這個魔所化現的帝釋天就把自己的天女侍者送給持世菩

薩。持世菩薩說：「我是出家人、釋迦之子，不需要這些侍者，請你帶

回去。」這時維摩詰來了，維摩詰馬上說：「他不是帝釋天，他是

魔。」因為維摩詰的威德，魔沒有辦法逃離，這時空中出現聲音說：

「把這些天女全獻給維摩詰。」鄙惡之魔就把天女全獻給維摩詰。維摩

詰讓這些天女生起菩提心，受菩提心戒，並特別地跟這些天女說：「妳

們已經生起菩提心，應當特別地修無上法樂的修持。要怎麽做呢？要樂

於對佛生起信心，樂於聞法，樂於服侍僧眾，樂於恭敬自己的上

師……」如此，說了許多修持無上法樂的方法。後來魔要回自己住處

時，叫這些天女一起回去，天女們說：「不行，你已經把我們獻給維摩

詰了，我們不要回去。」總而言之，她們不願回去。最後維摩詰叫這些

天女跟著魔回去。 

我之所以說這一段是有原因的。維摩詰要天女們一定要回去，但是這

些天女不願意再回到魔城，她們說：「我們已經生起菩提心了，不要再

回到魔城。」維摩詰說：「妳們不要這樣，妳們應該回去修無盡燈的

法。」這些天女們不願意回去的原因是，既然自己已經生起菩提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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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回到魔城，這個法就會衰微。維摩詰說：「妳們不要這麽做，妳們要

回到魔城。就好像一盞油燈可以點燃數百盞油燈，妳們回去魔城調伏一

切魔眾，讓他們生起菩提心，如此做有很大的利益。」 

文殊師利問疾品（1） 

然後佛讓文殊菩薩去。文殊說：「儘管維摩詰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

但是如果佛您加持我，說不定會有一些作為。好，我去！」文殊菩薩說

他要去，在場的人開始騷動，菩薩、大聲聞、帝釋、天子、天女、梵天

等等都很想要聽文殊與維摩詰的對話，於是他們準備跟著一起去。 

第三講 

在佛陀所講的種種不同法當中，今天要講的是《維摩詰經》。如同昨

天所說，《維摩詰經》是了義經。了義經裡有很多深廣的教法，因此大

部分初學者很難馬上能聽懂。像維摩詰對須菩提說：「如果你能不斷煩

惱又不具煩惱，就吃托缽所得的食物。」還有對阿難說：「世尊有金剛

身，所以不會生病。」然後又講，為了讓眾生累積福德資糧，所以應該

獻牛奶給佛陀。這些講的都是非常關鍵的見地與行為，但是這些話會讓

大部分的初學者感到迷惑。 

雙運之見 

不只《維摩詰經》，像我們平常念誦和思維《心經》的時候，會念

「一切法是空」，思維「一切法是空」，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做供燈、供

花、頂禮、懺悔等七支。其實不只是大乘行者，泰國、斯里蘭卡的上座

部行者所念誦的文裡也說許多無我的義理，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樣做托缽

等很多累積資糧的事情。我們初學者雖然不懂，但是如果真正會想的

話，這是佛教，尤其是大乘的不共特質和榮耀。大乘有什麽樣的不共之

處呢？即：基是空性，道是無相，果是無願。所以說無願可發，對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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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期待。《心經》裡也講：「無智，無得，亦無不得。」 

那麼我們為什麽還要在這裡每座念誦兩個小時，要念這麽多的祈願文

呢？印度的寂天菩薩說過：我們都被三苦所逼迫，都想去除痛苦。如果

想去除痛苦，暫時上就不可以捨棄心中想有佛果可獲得的這種對果的痴

惑。像我們現在在念誦的《普賢行願品》裡，有很多我們難以想到的說

法，例如其中的這個發願：過去有無數的佛，願我一刹那間全都可以見

到；現在也有無數的佛，也願我在一刹那間都能够得見。我們的耳朵很

難聽得進去這種話。對於過去佛和現在佛，我們或許還可能呼喚祂來讓

我們見到，但是未來佛根本尚未成佛，却想祂們已成佛，每天在這裡發

許多願，願一刹那間能得見三世一切佛！一方面講「無色、聲、香、

味、觸」，却又說供妙花、伎樂、妙高香囊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

佛教中，特別是在大乘佛法中，說基時二諦雙運，道時二資糧雙運，果

時二身雙運，所以才有這些說法。 

像我們在念誦《普賢行願品》的時候，觀想釋迦牟尼佛在自己面前。

在自己面前可以生起釋迦牟尼佛的原因是，釋迦牟尼佛是無自性的。如

果說釋迦牟尼佛實有自性，那麼祂涅槃到現在，已經有兩千五百年，我

們是不可能請祂到這兒來的。在此之上，我們謹慎地想普賢菩薩在釋迦

牟尼佛前面。因為我們在座許多人都有二執，會想文殊菩薩是智慧之

尊、 觀世音菩薩是悲心之尊、地藏菩薩是財富之尊，普賢菩薩是願望之

尊，要是能在普賢菩薩面前念誦願文，所發的願應該都能成辦。 

我們這樣每天不斷地在祂們兩位面前一再念誦，在念誦即將結束時，

觀想釋迦牟尼佛、普賢菩薩化光融入與己無別。像這樣的修持方法，在

其他宗教別說是講說了，根本連想都不曾想過。其他宗教祈請的神非常

好，非常殊勝，力量非常强大，具有悲心、智慧、力量；而自己非常糟

糕、平凡、非常不好。現在釋迦牟尼佛、普賢菩薩融入自己，就好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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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水，沒有差別，並不是釋迦牟尼佛、普賢菩薩進入我們身上的某一

個地方。這一切之所以如是的原因，是有上面所說的極廣大甚深的雙運

之見。 

如《心經》裡，佛陀說「色即是空」，但並不是講了「色即是空」之

後就不說了，佛馬上接著說「空即是色」。這麽說讓我們感到非常困

惑，這樣的雙運之見很難懂，難懂的主要原因就如昨天所說，因為二執

的習氣非常重的緣故。 

顯空無法雙運，好壞無法雙運，取捨無法雙運，主要是怎麽産生的

呢？主要是因為想是自性實有而產生的。這也有許多原因，一是因為不

知道無自性，二是因為人數多的緣故。比如我們前面的菩提樹——我想

這是樹，你們在座大部分的人也這麼想。如果有些人想這是樹但有些人

想不是，那又是不同的情况。這裡面的人沒有喝醉酒，心也沒有錯亂，

大多數都認為它是樹。因此它真的是樹，因為其他人也說這是樹。另一

個原因是時間，因為今年來它是樹，明年再來的時候它還是樹；十年前

它是樹，十年後還是樹，因此想它是樹是真實的。還有有時候由於使用

的情況，而無法知道無自性。像是天氣很熱的時候，可以坐在樹蔭下乘

涼，它有這樣的用處，這也會讓我們忘記它是無自性的，因此根本無法

想到樹即是空、空即是樹，也就是無法想到顯而空、空而顯。 

但有時候我們凡夫說不定對些許的雙運會有所體會。比如看電影的時

候，雖然看到情節很悲傷時會哭泣，看到恐怖的畫面會害怕，看到讓人

很氣憤的景象也會生氣等等，但是尿急時或想吃東西時，內心深處會

想：「哎呀，這只不過是電影而已，並不是真的。」 

所以真正的我們應該要能想到輪涅所攝的所有一切法就像電影，但是

因為習氣的力量，以致無法做到。因為習氣的力量，使得顯和空是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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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天的景象和晚上做夢的夢境有很大的不同，然後還會喜樂厭苦。

實際情況是，例如做夢時夢見自己屋內有一條蛇，夢中一開始看到蛇的

時候會害怕，等到蛇不見了就不害怕。同樣地，維摩詰居士對須菩提

說，如蛇的煩惱不斷，也不具有。實際上，夢中本來就沒有蛇，既然本

來就沒有蛇，也就沒有之後無蛇的情形。所以請各位在聽聞《維摩詰

經》的時候，要像剛才所舉的例子那樣思維來聽聞，否則你可能會誤

解。 

像現在有很多佛教徒在聞思空性教法的時候，說有關「色即是空」，

心中不會想到後面所說的三種空性，就說色即是空是空空洞洞什麽都沒

有。同樣地，維摩詰居士講煩惱既不斷，也不具有時，如果大部分的人

只聽到不斷煩惱，卻沒有聽到不具煩惱，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文殊師利問疾品（2） 

昨天說到，文殊菩薩說，依靠佛的加持，所以他答應前往看病。天、

龍、藥叉、阿羅漢、菩薩們，都認為有好戲可看，便全部前往維摩詰居

士的家。 

維摩詰居士也具有神通，知道他們要來，就在他們尚未抵達前，加持

自己的房子空無一物，只剩他躺的一張床。這有很深的含義，床座表示

是我們自心的依附處，是心之所依，維摩詰在準備說有關這些的內容。 

文殊菩薩偕同許多眷屬來探望維摩詰居士。文殊師利問：「你的病况

如何？你為什麽生病？你什麽時候可以痊癒？」像我們平常在《普賢行

願品》裡念誦的「虛空無盡，眾生無盡，我的願也無盡」，這在《維摩

詰經》裡也有。維摩詰說，一切眾生煩惱之病不痊癒間，我的病也不會

痊癒，我的病是悲心。大乘經典中有很多這樣的內容，這是非常廣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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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文殊師利問：「咦，你的房子怎麽空空蕩蕩的？你的侍者都到哪

裡去了？」維摩詰回答：「一切佛的淨土全都是空的。」文殊師利問：

「為什麽佛土都是空的？」我們要非常重視這個答覆，維摩詰回答說：

「因為空性而空。」心中想一切法是空性，就是見。所謂見，大乘認為

是不好的。五種煩惱有貪、嗔、痴、疑、見，有見是不好的，說喬達摩

佛已斷除所有的見。維摩詰對剛才問的「你的侍者都到哪裡去了？」做

了回答，他說：「煩惱、魔就是我的侍者。在輪迴中，魔是菩薩最好的

侍者……」他說了很多這類的話，我不曉得怎麽解說，即使要說也說不

完。像有想我的見是不好的見，但是有斷我執的見也不好，這也必須去

除。如同《現觀莊嚴論》所講，沒有任何要去除的，也沒有任何要安置

的。生病也無自性。 

《維摩詰經》始於維摩詰生病。在這裡，對生病做了很多解釋。真正

的病是見——有我見、他見，還有輪迴、涅槃，這也是見。如是說時，

我們可能有這樣的疑問：這些只是口說而已，到底要如何修持？其實修

持的方法有很多，而且是容易修持並且可以修成。關於這些方法，這裡

也講了很多，需要方便與智慧二者。沒有方便的智慧，會生病；有方便

的智慧，不會生病。沒有智慧的方便，會束縛，也就是會生病；有智慧

的方便，不會生病。沒有方便的智慧是什麼情形呢？就是有些人會想，

一切法是空性、無相、無願，於是認為沒有相好、沒有佛淨土、沒有眾

生可成熟，想完全沒有，即是缺乏方便的智慧，那是會生病的。有方便

的智慧是什麽呢？就是生起這樣的想法：有佛的相好，有佛的淨土，有

可利益的眾生。發願獲得相好莊嚴，同時也要思維佛的相好和佛的淨土

都是空性。文殊菩薩與維摩詰有非常多諸如此類廣大的對話。 

不思議品 

這時旁邊的舍利弗心想，這屋裡連椅子都沒有，這麽多大菩薩、阿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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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要坐在哪裡呢？舍利弗心中如此作想的時候，維摩詰居士以神通知道

了舍利弗的想法，就問舍利弗：「你是為了法而來，還是為了座位而

來？追求法的有情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要……」維摩詰在這裡講了許多大

乘不共的法。「追求法的有情不會欲求色、受、想、行、識五蘊，也不

會追求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些是可以理解的，之後就很難懂了。

「欲求法的有情連佛也不貪著，也不貪著法，也不貪著僧。」平常講四

諦的時候會說：要知苦，要斷集，要修道，要現證滅。而這邊卻講，欲

求法的有情不會想要知道苦，也不可以想要斷集。寂天菩薩也講過：有

與無在心中皆不現前（若實無實法，悉不住心前）。之後薩迦派也講：

只要是執著，就不是見（當執著生起，正見已喪失）。這些都是說凡有

所執著，就是不對的。 

接著維摩詰居士又說，想要知苦、斷集、修道、現證滅的人並不想修

持法，他們追求的是戲論，都在追求身心的寂靜，而不是在追求法。意

思是，如同想要逃離嘈雜的城市到寂靜處，那些想知苦斷集的有情只想

要逃離輪迴，到達涅槃的寂靜處，並不想要追求法。 

在開始的時候，我跟各位說過，維摩詰居士加持讓所有椅子、墊子等

等都空掉，那些椅子或坐墊是我們的心所依附之處。舉例來說，就像是

射箭的時候，必須有一個靶。維摩詰居士說，有這些是不行的。 

維摩詰還說，沒有阿賴耶。為什麼呢？平常我們會說，如果此生行

善，來世會有好的異熟果。因為此生行善到來世異熟果之間，此生所行

的善必須有一個儲藏、依附的地方，所以認為要有阿賴耶。這些是見。 

維摩詰居士問文殊菩薩說：「你曾經去過很多地方，你到過很多佛的

淨土。在你去過的這麽多佛土中，你見過最好的座椅是在哪裡？」文殊

師利說：「東方的一個佛淨土裡有很好的寶座，那個座椅有六百八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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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旬那麼大。」維摩詰居士聽到後，心中思維，就把那個東方某佛土的

座椅都搬到他家裡。不只一張椅子，而是搬來了三萬兩千張椅子。這三

萬兩千張椅子來到維摩詰居士家中時，屋內依然有很多空間，這些椅子

沒有變小，維摩詰居士的家也沒有變大。很多初地以上的菩薩坐在椅子

上，然後維摩詰居士說：「舍利弗，你也坐到椅子上。」舍利弗說：

「我沒法坐上去。」維摩詰居士就對舍利弗說：「有辦法的，你向東方

淨土的佛頂禮三次。」因為禮拜三次的福德，讓舍利弗能够坐上椅子。

就像我一再跟各位說的，這些都是大乘的不共教法。一方面說諸法是空

性、無我；另一方面又說，因為頂禮三次累積的福德而證得空性，於是

能坐到如此高廣的椅子上。 

第四講 

釋迦牟尼佛前世的發心 

我們都是釋迦牟尼佛的追隨者。我們不承許導師釋迦牟尼佛像其他宗

教的神或造物主，釋迦牟尼佛過去世和我們一樣是一般的凡夫。祂在身

為凡夫的時候，因為三個原因發了菩提心，多劫後在菩提樹下成正等正

覺。 

一個原因是，凡夫在相續中會生起一個接一個的貪欲，貪欲的數量非

常多，而且歷時長久。在祂是凡夫的時候，聽到貪雖然有非常多且時間

很長，却是可以遠離的。不管我們會不會思維，祂聽到的是非常神奇的

話語。就像我們聽到人可以登陸月球或其他星球時，會感到非常驚訝

般，當時還是凡夫的釋迦牟尼佛聽到貪可以遠離、斷除的時候，也感到

非常驚訝。我們平常要重視並思維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凡夫的相續

中有太多的貪，而且時間非常長久，所以我們可能會懷疑是否真的可以

斷除、遠離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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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原因是，祂知道製造一切困難、一切麻煩、一切問題者，是毫

無根基却想有的想法。如無根基却認為有我的執著，是製造一切麻煩和

困難的最糟糕、最壞者。 

第三個原因是，祂知道輪迴中的一切眾生都有苦。雖然所有宗教都講

苦，但是佛教的說法是不共的。不舒服、不樂的感受是苦苦；樂受是壞

苦，即平常我們感受到的快樂其實是痛苦。凡是有情眾生都不想要苦，

都想斷除苦苦。還有壞苦，有些宗教也想要斷除壞苦，像是吠陀派，他

們也想斷除壞苦。非苦非樂受，亦即捨受，就是行苦。只有大乘佛教要

斷行苦。 

佛陀在凡夫的時候，因為這三個原因，所以先行布施，還有像我們一

樣的發願。發願很重要，發菩提心也很重要。發菩提心是心中這麼想：

一切眾生沒有成佛之前，我不成佛；為了一切眾生成佛，所以我要做某

某事情。 

釋迦牟尼佛有什麽不共之處？祂在發菩提心的時候，發願自己將來在

問題很多、彼此不和與爭鬥的時候成佛。如此發願，發菩提心，行布

施，多劫之後成佛。有時候為了顯示法非常珍貴，說在多劫之後成佛，

有時候又說立刻成佛，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說法，有時候不用講到密咒

乘，在大乘裡也說短時間內成佛。 

佛教真正的目的是要獲得解脫 

我們是釋迦牟尼佛的追隨者，是祂的弟子。我們的目標是獲得解脫，

獲得遍知果位。也有講增上生、決定勝，亦即生善道、解脫的時候，我

們要仔細思維。大部分佛教徒，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佛教徒，雖然口

中說要解脫，但心中想的卻可能是生於善道；想要兩者兼具的人很少，

想要獲得解脫、證遍知佛果的人更少。為什麽要說這個呢？現在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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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為了讓自己內心快樂、晚上睡得好而禪修，這樣沒有辦法真正達到

佛教的目的。其他人讚歎佛教是和平、無傷害的宗教，像這樣稱讃是好

事，但佛教真正的目的並不是只有和平、微笑，佛教真正的目的是要獲

得解脫。 

為了獲得解脫，就像在《維摩詰經》中所說，應該對離一切戲論的空

性進行聞思修。思維空性的時候，並不是說不會有暫時的快樂，是會附

帶産生內心喜悅、快樂、睡得好等等，但是真正的佛教追隨者，不管睡

得好不好，內心快樂不快樂，真正的目的是要不落戲論邊。所謂脫離，

就是要脫離監獄。監獄有很多種，想「有」是一種監獄，想「無」也是

一種監獄。就大乘來說，基督教、回教等許許多多人說有神，那是落入

監獄裡。現在有許多科學家講大爆炸，心想有大爆炸那也是落入監獄

裡。還有對於我們現在看不到的過去世、未來世、遍知果位，如果心想

這些並不存在，那也是落入監獄裡。如果要脫離這所有的監獄，就必須

聽聞維摩詰居士與文殊師利的對話。其他有些宗教也會說沒有「有」，

但是說「無」也沒有的，只有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才說這些。這些都

是大乘的想法、大乘的說法。龍樹菩薩說：「想有生善道，想無入惡

道；想二者都不具有，則獲得解脫。」說「想有會生善道」並不是在讚

歎它，所謂的走是不好的。沒有時間安住，就好像我們帶著行李箱到處

走，這是不好的。每天在一個地方稍微待一下之後，又繼續走，像狗一

樣到處遊走，這是不好的，表示無自主權，因為自己對於去惡道或善道

沒有任何的自主權，沒有自主權，就沒有什麼快樂，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脫離這樣的情况。 

我之所以特別說這些，是因為現在認定佛教是慈、悲、行為高尚、不

傷害、和平，有時候做些禪修，但其實光這些是不够的，佛教徒的想法

必須不落二邊。我講的這一切都是《維摩詰經》裡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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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生品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居士：「一位菩薩應當如何看待有情眾生？」維摩

詰居士的回答是，一位智者、一位菩薩應該視眾生如夢如幻如水中月。

就大乘來說，這個說法非常重要。 

接下來文殊菩薩又問維摩詰居士：「如果菩薩看待眾生如夢如幻如水

中月，那麽如何對眾生生起慈悲心呢？」維摩詰居士回答說，一位菩薩

看眾生如水中月、如陽焰、如幻，這就是真正的慈心和真正的悲心。如

果不這樣，而是認為對眾生生起悲心的菩薩好、眾生不好，有這種地位

的高低是不可以的。我所講的這些非常重要。平常我們說要對一切眾生

生起悲心，這只是口說而已，實際上單單要對一兩位眾生生起悲心也都

很困難，心中不會想到一切眾生的。因為菩薩看待眾生如同水中月，如

夢如幻，所以讓菩薩內心的勇氣增强，不感辛苦，不會退縮。菩薩看待

一位眾生與看待成千上萬的許多眾生是一模一樣的。菩薩幫助一個眾生

一個小時或者幫助成千上萬的有情眾生多劫，無論時間長短或者數量多

少，當這一切都像水中月、像夢、像幻，都無自性時，慈心和悲心會更

大。 

文殊菩薩與維摩詰居士對話的時候，有一位天女聽了很高興，向他們

撒花。這位天女散花的時候，花不留在菩薩身上便掉落地面，但是花却

黏在大聲聞的身上。花黏在舍利弗身上時，他想把花抖掉，却抖不掉。

天女問舍利弗：「你在做什麽？」舍利弗回答：「我是出家僧人，身上

不可以有花朵。」天女對舍利弗說：「你不要這麽說，花並沒有什麽不

適宜，花沒有自性。上座舍利弗你必須去除認為花不適宜的這個分別

念。律或出家要調伏的，是一切的分別念。」這裡天女也有很多這類的

話語。很重要的是天女說：「你看菩薩並不貪著花。菩薩不只不貪戀執

著輪迴，也不貪戀執著涅槃。」天女舉例說：「如果你害怕鬼，鬼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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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你。同樣地，因為你害怕輪迴中色聲香味觸的妙欲法，所以輪迴之

法便能傷害你。」舍利弗對這位天女感到非常驚奇，問說：「妳住在這

裡幾年了？」在回答的對話中，也講了很多關於沒有時間的話。天女還

說，心想有解脫是增上慢，這些全都是大乘的說法，在說要離輪迴與解

脫二邊。 

舍利弗對天女說：「妳對於法實在非常通達，可是妳為什麽會生為女

子？妳其他什麼都好，就是生為女子這一點不好。」天女說：「我已經

在這間房子裡住了很久，從來沒有看見過女子，你在講誰？這個房子裡

根本沒有女子。」這位天女也有很大的神通，平常我們說舍利弗有很高

的智慧，但這位天女加持了舍利弗，使舍利弗有了和天女一模一樣的

身。天女問舍利弗：「你怎麽了？」舍利弗說：「我是男身，怎麽一下

變成了女身？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又繼續說男女的區分是

二執，講了很長的時間。 

我想，想要追求佛法的人應該瞭解這些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呢？在西

方宗教裡，有很強的男女區別。不只是地方習俗，宗教裡也有很多、很

大的男女區別。地方習俗又與宗教不同，在很多信奉佛教的地方，包括

西藏，視女孩卑下，這是不好的地方習俗，而習俗是很難馬上改變的。

在大乘佛教裡，像我們現在在講的《維摩詰經》是了義經，從這個角度

看，就沒有這些。想追求佛法的人去思維這些內容是很重要的。 

第五講 

各位在這裡聽聞大乘經典，今天已經是第五天。在座大部分的人都能

臆測這部經典極為深廣，我沒有能力講解，而且五天之內也不可能說

完。但是為了讓一些不熟悉的人，能熟悉有神奇的佛經之故，所以我在

這個殊勝的聖地講說這部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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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要想，這些話語是在兩千五百年前說的，現在許多學者和會思維

的人也都沒有能力說出比這更好、更殊勝的話語，沒有比這更新的思想

和理路。這一部是了義的甚深經典，如果各位想要學習、想要了知，應

該去閱讀、學習解說佛經的論典，像是龍樹菩薩、彌勒怙主以及無著菩

薩等人撰著的釋論，這些是印度的釋論。漢人也有很多解說佛經的論

著，像是六祖慧能的論著，各位也應該閱讀。日本有像是道元禪師寫的

論著，西藏也有很多講解佛經的論著，這些都有自己不共的特色，全部

都是在說大乘《金剛經》、《維摩詰經》、《心經》等的意旨。 

見地廣大，不落任何一邊 

之前也對各位說過，所謂大乘，其思維、做法、行為都非常廣大。除

了貪心、害心，以及邪見之外，大部分的行為菩薩都會去做。之所以這

樣，是因為見地極為廣大。見地廣大所指之處是不落入任何一邊：有、

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任何一邊都不落入；好、壞、長、短、大、

小等，任何一邊都不落入。 

《維摩詰經》第九品對於「邊」有非常詳細的講解。每一位菩薩都介

紹什麽是邊，都有他們自己的不共之處。有一菩薩說，只要有煩惱和清

淨二者，就是邊；還有一菩薩說，心散亂或者安住不散亂，這也是邊；

善惡是邊，樂、不樂是邊，世間、出世間是邊，我、無我也是邊。 

「色即是空」並不是說色滅了才是空，色本身就是空。如果有可指的

佛法僧，這樣也是邊。大乘所指的見極廣大甚深，必須離一切邊才是

見；斷除一切見即是大乘之見。 

龍樹菩薩之所以非常有名的原因之一，是滅有見、無見等一切見。說

有見的人有一些，說無見也無的人很少，而他是這些全滅除的人，所以

龍樹菩薩非常有名。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26  

  

佛道品 

維摩詰居士問了文殊菩薩很多問題，這裡我試著概括起來說。 

維摩詰問文殊菩薩：「如來的種姓是什麽？」（何等為如來種？）在

印度經常講到種姓，現在也有很多關於種姓的問題，高種姓的婆羅門不

會去低下種姓人的家裡，也不會跟低下種姓的人一起吃飯。這裡說的如

來種是什麽？可以用一比喻來說，像說冰是怎麽來的。文殊師利回答

說，世間所有一切法都是如來種。無明是如來種，愛是如來種，貪是如

來種，嗔是如來種。如果把冰丟掉，就等於把水丟掉，因為冰本身即是

水。同樣的，貪是如來種，嗔也是如來種，在這裡講得非常詳細。 

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我們才說：有煩惱才可以發菩提心；如果沒

有煩惱，是無法發菩提心的。這裡也講了很多例子，比如：在虛空中種

下花的種子，是不會開花的，必須種在有水、土、肥料的地上，才能長

出花朵；蓮花無法開在乾淨、乾燥的地方，它會開在污泥、污水中。如

果我們能夠聽懂這些話語，會有很大的力量，極有威德。大部分宗教都

說貪嗔不好，應該斷除不好的貪嗔，生起不是貪嗔的好心念。之前也講

過，中國有人對密續教法抱持懷疑，但是如果能夠了解剛才講的這些內

容，就不會對密咒、密續的教法持疑了。 

香積佛品 

與維摩詰對話的現場到了上午十一點半，有很多僧眾是過午不食的，

所以十一點四十五分就應該吃午餐了，因此舍利弗想，要吃飯了，怎麽

看不到午餐？舍利弗心中這麽想的時候，維摩詰知道他的想法，於此又

講了很廣，維摩詰居士想辦法去另一個佛土找食物、帶食物來。在另一

尊佛香積如來的淨土裡，完全沒有凡夫，也沒有阿羅漢，全都是登地以

上的大乘菩薩。維摩詰居士變出一個化身到眾香國取食物。當維摩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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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化身到達這個淨土時，香積如來身邊的眷屬見到這個奇怪的化身非

常驚訝，說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香積如來告訴祂的眷屬，這個人來自

娑婆世界。祂們好奇娑婆世界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於是提問。經中描

述了許多娑婆世界是如何、如何，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娑婆世界

樂小法，亦即喜歡低俗、不好、便宜的東西。眾香國的菩薩都感到非常

奇怪，為什麽會有人喜歡不好的東西呢？於是很多菩薩想來看看娑婆世

界，所以維摩詰的化身要把食物帶回時，很多眾香國的菩薩跟著一起

來，祂們帶著食物一起來到廣嚴城。 

最終那些來到娑婆世界的眾香國菩薩對釋迦牟尼佛感到非常訝異，因

為十方有許多佛，而在這麽多佛當中，釋迦牟尼佛竟然來到這麽不好的

地方。這裡的人喜歡不好的東西，這裡有土、石、岩塊、荊棘等很不好

的東西，釋迦牟尼佛卻來到這裡。祂們認為釋迦牟尼佛極為神奇。這裡

蘊含很多意思。我們現在是五濁惡世，煩惱非常重，佛法衰微，有情眾

生的貪、嗔、我慢如火般熾燃，但佛菩薩對如此眾生的慈心、悲心卻更

加强大。 

菩薩行品 

維摩詰居士、文殊師利、迦葉、舍利弗等所有人要把從眾香國帶回維

摩詰居士家中的食物拿去廣嚴城釋迦牟尼佛那裡。他們尚未抵達廣嚴城

釋迦牟尼佛面前之前，就出現了諸多吉兆，像種種光等。阿難問釋迦牟

尼佛：「這是怎麽回事？」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說，維摩詰居士等人要

來這裡。 

釋迦牟尼佛說有關維摩詰居士的情形，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為釋迦

牟尼佛說的內容又多又深廣，儘管阿難平常認為自己多聞，但是聽了佛

說之後，阿難說，在維摩詰面前，他不認為自己博學多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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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文殊師利以及所有眷屬來到釋迦牟尼佛面前，繞佛、頂禮，

然後坐下。 

見阿閦佛品 

當他們坐在佛的面前、見到佛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問維摩詰：「你是

如何看佛的呢？」維摩詰說，他是超越看與不看、見與不見等二執來看

佛；一切法的自性是無生、無滅、無住，在這之中看佛；一切法不落任

何一邊，連中間也沒有，這樣來看佛。總而言之，禪定於空性、不落入

任何一邊即是見佛。平常我們凡夫是看到佛像就說見佛，並不是這樣，

如果能够不落入任何一邊，就是見到佛。 

像這樣講了很多之後，釋迦牟尼佛說，能够宣講、聽聞、持有《維摩

詰經》的福德，勝於供養許多佛的福德等諸多功德利益。 

法供養品 

釋迦牟尼佛如是說時，主要是帝釋天聽了感到非常殊勝和驚奇，於是

承諾要保護《維摩詰經》。 

聞思修與祈請 

我只是簡單介紹這部佛經。這部佛經是了義經，在講了義的內容時，

光是說就已經很難懂了，有很多人想要去實際修持則更為困難。可能也

有人會懷疑，這些只是說說而已，有可能實修嗎？其實這是可以實修

的。瞭解了義經的方法既多又容易，而且是在快樂的情境下瞭解，其中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信心。但是要有信心也很困難，因為我們都自認為自

己會思維，因此認為一定要有原因，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安立證明它成

立的理由，有關原因、理由就必須聞思，要聞思修。 

有些人認為聽聞的時候就是在思維，其實這是錯誤的；聽聞的時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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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並不是思維。有些人以為思維就是修持，這也不對；思維就是思

維，並不是禪修。而禪修的時候，會有不同的理解出現。比如我們經由

讀書或聽聞時所瞭解的，與禪修時所瞭解的會不一樣。經過禪修，你會

有不同於先前的瞭解出現。有些人想，禪修所産生的瞭解是一種體驗。

不可以這麼想，這不是體驗。如此持續修持時，會有體驗出現。有人認

為體驗就是證悟，其實體驗並不是證悟，因為體驗會消失。 

我們說要學習這些理路，很重要。我們都說佛教是追隨道理的，佛教

徒彼此都誇耀佛教很好，但是原因、理由是人的思維方式。許多回教徒

認為他們的教義有道理而佛教沒有道理，他們的想法是那樣，我們一點

辦法也沒有。如果各位是追求大乘法的人，必須對這些道理進行聞思。

除了聞思原因、理由之外，還要祈請，還要供花、供燈、頂禮、朝聖等

等，以累積福德資糧。發願說「今年我完全聽不懂《維摩詰經》，願我

明年能够瞭解得更多」，為此而獻花。 

祈請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能布施、持戒，非常好，但是要持續並不容

易。祈請者有追求的想法：「我要這個！」若有追求的想法，自然就會

來；若祈請，一定可以達成。但是如果祈請「願自己長壽」，是有這樣

的祈請，但不可能因為自己祈請長壽就活到兩三百歲，這是辦不到的。

所有人全都會死，佛陀在兩千五百前就已經斷定、說過「一切有為法都

是無常的」。但是如果我們祈請「願自己能够證得空性的意義」，這樣

的願是能够達成的。縱使你無法完全證得空性義，但是只要稍微證得空

性義，利益也非常大：如果有人稱讃你，你不會非常高興；有人毁謗你

或譏笑你，你也不會非常傷心難過。像這樣，世間八法會減少。 

喜歡釋迦牟尼佛 

這裡有很多在家人問我：到底在家人要如何修持？需不需要修慈心和

悲心？要不要修止？要不要修前行？有很多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些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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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上師前接受了很多灌頂，承諾要修這些法，然後又到其他上師跟

前，希望另一個上師可以讓他不要念誦這麽多自己過去承諾要修的這些

法。在這裡，我只說二句話：(1) 不管你們念不念皈依、持不持咒、要不

要修你的日課，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喜歡釋迦牟尼佛。我不知道各

位能不能生起信心，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信心。我沒有說你一定要成

為佛教徒，首先各位要喜歡釋迦牟尼佛。沒有說喜歡釋迦牟尼佛就一定

要念誦儀軌，當然你要念誦儀軌也可以。喜歡釋迦牟尼佛的時候，也不

需要你從釋迦牟尼佛的頭一直觀想到釋迦牟尼佛的脚，你只要想釋迦牟

尼佛是一個很好的人，思維他說的話是有意義的，這樣就可以。 

也有很多人問我，是不是真的在佛教裡有說紋身會墮入地獄道？如果

你喜歡釋迦牟尼佛，然後把釋迦牟尼佛的像紋在自己身上，這是可以的

——我是對在家人說這些。出家人要念誦、要修持，有很多事要做，這

些話是對在家人說的。 

將釋迦牟尼佛的像放在任何地方，讓你能够見到釋迦牟尼佛，這樣很

好。如果你能够在釋迦牟尼佛的佛像前供花供香，當然很好，但是沒有

也沒關係，你只要喜歡釋迦牟尼佛就可以了。甚至你把釋迦牟尼佛的佛

像供奉在厨房也可以；我可以肯定地跟各位說，也可以把釋迦牟尼佛的

佛像供在厨房。 

對於喜歡釋迦牟尼佛，你可以上午喜歡釋迦牟尼佛一次，中午喜歡一

次，下午喜歡一次，這樣是可以的；或者一個星期喜歡釋迦牟尼佛一次

也可以。你可以在你的臥室裡喜歡釋迦牟尼佛，也可以到佛堂去喜歡釋

迦牟尼佛，甚至在大小便的厠所裡也可以喜歡釋迦牟尼佛。不管你修日

課或者閉關，喜歡釋迦牟尼佛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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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佛法 

這裡來了很多在家人，其中有很多年輕人。我們讓佛陀的教法不要衰

微，讓佛陀的教法不斷興盛。我們要通過講說與修持來護持佛法，肯定

是這樣，這是不用說的。 

請在家人生小孩，盡量多生，能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們要是生了沒法

養，可以送來我這裡，男女都可以，不男不女的也可以。我是說真的，

因為信佛的佛教徒減少很多，請大家增加佛教徒的人數。 

今天講到這裡就全部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