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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學 班 及 活 動佛 學 班 及 活 動佛 學 班 及 活 動

本會乃弘揚正法之道場，所有課程費用全免，

歡迎各界人士報讀。本會亦招收會員，

會費每人每年一百港元，

有意加入者請聯絡本會義工。

感謝各位支持！

中國佛教史課程
主 講： 資深講師

班主任： 麥 國 豪 老 師

日 期： 2021年3月21日至11月14日（逢星期日）

（4月4日公眾假期休息）

時 間： 上午 11:00–12:30

地 點： 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主 講： 眾講師

日 期： 2021年5月開始 (逢星期六)

時 間： 下午 2:30–5:30

地 點： 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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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 1. 以上課程或會因應不同情況有所更改或停課，敬請學員留意 !

        2. 上課前兩小時若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該天停課，課程順延至下一堂。

妙華佛學會第34屆佛學初階班
2022 年 3 月 12 日開課，逢星期六 ( 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

課程主任： 胡文德老師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電話：6405 5185

堂  序 課                 題 月 日 導  師

1 佛教的精神簡介 3 12 梁 志 高

2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景及釋尊略傳 19 胡 文 德

3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景及釋尊略傳 26 胡 文 德

4 佛陀時代的文化背景及釋尊略傳 4 2 胡 文 德

5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9 梁 志 賢

       復活節公眾假期 16

6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23 梁 志 賢

7 生命的醒覺與實踐《四聖諦》 30 梁 志 賢

8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5 7 黃 雁 紅

9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14 黃 雁 紅

10 生命的觀察《蘊、處、界》 21 黃 雁 紅

1111 座  談  會 2828 眾 導 師

12 佛教立義的根本《因緣論》 6 4 梁 志 高

13 生命的流轉與還滅《十二緣起》 11 梁 志 賢

14 生命的流轉與還滅《十二緣起》 18 梁 志 賢

15 法理的統一《三法印》 25 梁 志 高

16 法理的統一《三法印》 7 2 梁 志 高

17 三十七菩提分 9 黃 衛 明

18 三十七菩提分 16 黃 衛 明

19 三十七菩提分 23 黃 衛 明

20 凡聖之別《四果、十結》 30 黃 雁 紅

21 凡聖之別《四果、十結》 8 6 黃 雁 紅

22 凡聖之別《四果、十結》 13 黃 雁 紅

2323 座  談  會 2020 眾 導 師

24 業力與輪迴 27 胡 文 德

25 業力與輪迴 9 3 胡 文 德

26 佛教道德的必要條件《三皈、五戒、十善》 10 陳 慧 儀

27 菩薩的精神《四無量心、四攝》 17 陳 慧 儀

28 菩薩的利世行《六波羅密多》 24 陳 慧 儀

       國 慶 公 眾 假 期 10 1

29 菩薩的利世行《六波羅密多》 10 8 陳 慧 儀

30 印順導師 - 人間佛教 15 胡 薄 淑 貞

31 印順導師 - 人間佛教 22 胡 薄 淑 貞

3232 座  談  會 2929 眾 導 師

         結  業  禮 1212



76

妙華佛學會  -  中觀思想課程上課時間表
2022 年 3 月 6 日開始，逢星期日上午 11：00 至 12：30

課程主任： 麥國豪老師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電話：6405 5185

堂  序 課     程     內     容 日     期 講    師

  一、中觀思想的淵源

	 1	 			1. 《阿含經》空義	 3 月 6 日	 王慧儀	 	

	 2	 			2.	部派佛教空義	 3 月 13 日	 王慧儀

	 3	 			3.	般若經空義	 3 月 20 日	 王慧儀

  二、印度中觀思想

	 	 			1.	龍樹開創的前期中觀學	 	

	 4	 	 	甲、 龍樹的生平及著作	 3 月 27 日	 王慧儀

	 5	 	 	乙、《大智度論》之空義

	 	 	 			 i）十八空	 4 月 3 日	 王慧儀

	 6	 			ii）實相、如、法性、實際	 4 月 10 日	 王慧儀

		 	 	 	 	 	 	 	 	 	 	 	 	 	 	 	 	 	 	 	 	復 活 節 假 期 	 4 月 17 日

	 7	 	 iii）般若具足一切法	 4 月 24 日	 王慧儀

																													五 一 勞 動 節 	 5 月 1 日

		 	 	 	 	 	 	 	 	 	 	 	 	 	 	 	 	 	 	 	 	 	佛     誕  5 月 8 日

	 	 	 	丙、《中論》之主要思想

	 8	 	 		 i)	龍樹的思考方法	 5 月 15 日	 趙敬邦

	 9	 	 	 ii)	真俗二諦	 5 月 22 日	 趙敬邦

	 10	 	 	iii)	八不緣起與空、假、中的會通	 5 月 29 日	 趙敬邦

	 11	 	 	iv)	中道之實踐	 6 月 5 日	 趙敬邦

	12-13	 	 		v)	「觀有無品」破自性有、無義	 6月12、19日	 麥國豪

	14-15	 	 	vi)	「觀業品」明作者、受者及	 6 月 26、	

	 	 	 		 					業果如幻義	 7 月 3 日	

	16-17	 	 vii)	「觀法品」對諸法實相的體證	 7月10、17日	 戴燕媚

	18-19									viii)	「觀如來、涅槃品」的正見	 7月24、31日	 戴燕媚
備注：  1. 以上課程或會因應不同情況有所更改或停課，敬請學員留意 !

2. 上課前兩小時正在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該天停課。

妙華佛學會  -  中觀思想課程上課時間表
2022 年 3 月 6 日開始，逢星期日上午 11：00 至 12：30

結   業   禮

續下頁 ⋯⋯

堂  序 課     程     內     容 日     期 講    師

麥國豪

岑寬華

20-21	 丁、《菩提資糧論》有關菩薩道的實踐
	 	 	 	 	( 六度與四無量、福慧修集 )	 8月 7、14日	 岑寬華

	 	 戊、提婆對龍樹中觀學的繼承和發展

	 22	 	 	i)	《四百論》的中觀菩薩行	 8 月 21 日	 岑寬華

	23-24	 	 ii) 	提婆在《四百論》中	 8 月 28、

	 	 	 	 	 	對外道和小乘的破斥	 	9 月 4 日	

	 	 2.	中期中觀學

	 	 甲、清辨的自續中觀

	 25	 	 	i)		清辨對因明的使用	 9 月 11 日	 陳裕皇

	 26	 	 ii)		清辨成立之二諦說	 9 月 18 日	 陳裕皇

	 	 乙、佛護、月稱和寂天的應成中觀

	 27	 i)	佛護的《中論註》所開出的
	 	 			應成中觀主張	 	

	28-29	 ii)	月稱《入中論》要義	 10月2、9日	 陳裕皇

	 30	 iii)	寂天在《入菩薩行論》中
	 	 					對唯識思想的破斥	

	 	 3.	後期中觀學

	 31	 	 	 寂護和蓮華戒的瑜伽行中觀	 10 月 23 日	 黎錦和

  三、藏傳中觀思想簡述

	 32	 1.	寧瑪派的了義大中觀說	 10 月 30 日	 黎錦和

	 33	 2.	薩迦派的中觀思想	 11 月 6 日	 黎錦和

	 34	 3.	迦舉派的中觀思想	 11 月 13 日	 黎錦和

	 35	 4.	覺囊派的他空說	 11 月 20 日	 麥國豪

	 36	 5.	格魯派宗喀巴大士之應成中觀思想	 11 月 27 日	 麥國豪

陳裕皇9 月 25 日

陳裕皇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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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  講 者 月 份
日 期 (星期一晚上)

7:30pm - 9:00pm
3

4

5

6

7

8

9

10

11

7、14、21、28

4、11、25

16、23、30

6、13、20、27

4、11、18、25

1、8、15、22、29

5、19、26

3、10、17、24、31

7、14、21、28

《阿毗達磨俱舍論》

續 講

（朱元鶴居士）

《維摩詰所說經》

（伍松居士）

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話：2570 0443

妙 華 佛 學 會 主 辦

2022《佛家經論選講》
講者 : 朱元鶴、吳潔珠、伍松、戴燕楣等居士

    《雜阿含經》選讀

（戴燕楣居士）

《大乘入道次第論》

續 講

（吳潔珠居士）

課 程 /  講 者 月 份 日 期 (星期四晚上)
7:30pm - 9:00pm

3

4

5

6

7

8

9

10

11

10、17、24、31

7、14、21、28

5、12、19、26

2、9、16、23、30

7、14、21、28

4、11、18、25

1、8、15、22、29

6、13、20、27

3、10、17、24

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話：6405 5185

備注：  1. 以上課程或會因應不同狀況有所更改或停課，敬請學員留意 !

2. 上課前兩小時正在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該天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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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妙法蓮華經》    

之經題(二)
遠參老法師主講

三  開權顯實之妙法

我對你說，你聽到我說妙法，

你將來永遠永遠見佛，在不久自己

也成佛。有這樣的好處，你就要聽

妙法。你如果不聽我說的妙法，你

不會有成佛的可能，你不會將來繼

續見佛、親近佛，你沒有此事。你

能信能解，你就是有福，你就是有

慧。所以聽《法華經》有這樣的好

處。

此經說什麼內容這樣好呢？就

是開權，把權教廢除叫做開除，將

一乘實教表露出來，令你知道有一

乘為真實。你要知道佛出世是為一

乘出世、為眾生一乘佛道出世，不

是為自己的佛道出世。佛自己的佛

道已證得，出世與不出世，那絕無

問題。既然是出世，為何事呢？就

是為眾生。誰是佛所為的眾生呢？

就是你們三乘人，你們三乘人就是

佛注意的。為何事佛會注意三乘

人？因為三乘人從前是一乘菩薩。

從前若是一乘菩薩，為何事現在又

叫做三乘人？三乘是方便人，你們

將一乘菩薩所有功德已經放棄，你

放棄了就完全忘記。你忘記但我沒

有忘記，我就要跟著你。

「為何您一定要跟著我？」你

要知道，此事有如被一條繩綁著，

這條繩的名字叫做願力，被願力綁

著。你從前聽我說一乘法，你跟我

修行一乘菩薩道，親近佛必是聽了

不少的一乘法。你忘記了，我不會

忘記，我時時都記得你，你卻不會

時時記得我。有時你見到我，你見

到我沒有很大問題。為什麼呢？你

見到我，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乘菩

薩，這就沒有很大的好處。因為我

看見你對於一乘已經忘卻久矣，我

就不能提醒你，不能覺悟你，只可

方便對你講三乘。

你們三乘人原是菩薩，這就隱

實施權。我將我的一乘實教隱藏，

我也將你一乘菩薩身份隱藏不講，

就講三乘權教。三乘權教是你無量

劫以來的習慣，成了堅固欲性，我

將就你之所欲方便講一講，令你得

到方便的利益。

今 日 我 亦 知 道 你 能 聽《法華

經》，我就對你講一講，就廢除方

便教。你向來不知道三乘是方便，

我現在詳細為你說三乘是方便，你

就要相信我的話，不要一定執著三

乘為真實；如果執著三乘為真實，

就完全耽擱你的一乘菩薩道，我整

天跟著你也沒有用。

我不是現在才跟著你，無量劫

以前時時都跟著你，但總沒有因緣

為你開其權、顯其實。現在你的機

緣已熟，我就不怕對你說。所以〈方

便品〉裡有一句這樣的話：「今我

喜無畏，於諸大眾中，正直捨方

便，但說無上道。」這句「正直捨

方便」，即是從前委屈對你講，現

在就不委屈了，正直了，捨去方便，

只有對你說一乘。不過我有一個許

可，只有對你說一乘，看你肯不肯

放棄三乘方便。若能肯放棄三乘方

便，知道自己是菩薩，知道佛為菩

薩出世，那你就好好地聽，我就會

對你說一乘。

話雖如此，當其時所說並非說

得不切實，雖然講得切實，那些三

乘聽者是不了了，當然就未有一念

的信心。一念的信心都沒有，即是

態度上覺得未必如此，覺得不是這

樣。佛對你這樣講，你就說不是如

此，這就是反對；即使不算毀謗，

也叫做反對。反對的意見亦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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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便不信就是最主要，我不信。為

什麼我不信？我是得到一個好處。

什麼是我的好處呢？我證得阿羅

漢、我證得辟支佛果、我是不退轉

菩薩，這就是我的好處，我快要成

佛了，這就是我的好處。當其時現

前無佛，菩薩快要成佛。所以聽到

這一番開權顯實的話就不太注重，

不肯接受。

若 不 肯 接 受， 佛 又 有 什 麼 辦

法？佛的辦法有很多，看那個聽者

轉機如何，他怎樣轉機，佛看著他

的心來說法。他的心裡思想很複雜，

但是佛有辦法對付他。當然，佛說

法全都是對著眾生的心來說，佛有

方法對付他，就一直說下去，說到

他相信為止，他肯信就好了。

佛講完〈方便品〉一品很長的

長文，都未有人信；又講偈頌，差

不多講完偈頌，才只有舍利弗一個

人信。因為舍利弗自從信了之後，

就喜歡踴躍，讚歎今日所聞的稀有

之法，又讚歎佛，接受佛所說的法，

將來決定成佛；決定今日就要放棄

方便，什麼果位也好，什麼神通智

慧也好，全都要放棄。這樣就只得

他一個人信，佛就從速即刻為他授

記，說他將來成佛，名叫華光佛，

華光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這是授記將來

成佛的十號；又說到其世界是清淨

琉璃為地，有很多菩薩，正報莊嚴。

舍利弗得授記就歡喜萬分，歡喜上

又加歡喜。

因舍利弗得授記之後，信者就

多了，所有天人、阿修羅、夜叉乃

至乾達婆、迦樓羅、緊那羅，以及

凡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凡在法會裡那些古古怪怪的

人，或不是人，都相信了。

他們有何表示呢？有，他們歡

喜起來，把衣服散在虛空中供佛，

天人散花又散衣，這就是歡喜；又

祝賀舍利弗得授記。此事就令一般

人的信心增多。

但也有一部份未信。未信的又

是誰？就是一千二百阿羅漢未信。

為何他們是阿羅漢又不信？因為他

們證到阿羅漢果，你現在硬說沒有

三乘因果，沒有三乘權教，他們死

都不肯接受你，因此就不信。他們

雖然是不信，佛就不會放棄他們，

不會任由他們不信；佛會看看有什

麼方法令他們生信。

舍利弗這位菩薩就很著急：我

既然是信解了，你們大家都是阿羅

解釋《妙法蓮華經》之經題 (二)

漢，也應該信。你們都不信，我就

很不安樂。我要請佛看看如何令你

們瞭解生信。

佛就許可他：我為你們說個譬

喻，你們就會信。「諸有智者，以

譬喻得解」。佛終於說了一個很長

的譬喻，他們就全都信了。這個妙

法就令他們生信，就如優曇鉢華一

樣，這個經題的名目就是這樣安立。

經題「妙法蓮華」幾個字，「蓮

華」當然是譬喻，這譬喻裡覺得很

簡單，譬喻什麼呢？譬喻尊貴稀有

的意思，「妙法」尊貴稀有，就是

「蓮華」也尊貴稀有，取之這樣譬

喻優曇華的意思。

這 就 不 依 照 我 們 中 國 人 解 釋

「蓮華」二字，「蓮華」二字他們

就當作蓮花來解釋，他們不知道它

是優曇華。聽過別的法師講解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一些，我們現在無謂

去為他來翻一翻，總之「蓮華」二

字都解錯了，他們即使講得十分詳

細也都不中用，根本上已錯了。

四  古今聽妙法者之異同

如 果 我 們 聽 了 妙 法， 與 佛 在

世時三乘人聽了妙法，有何分別？

所說的內容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

之 處。 相 同 之 處 者， 我 們 現 在 知

道從前的經過，與佛在世時的人從

前的經過是一樣。如何知道從前是

一樣？從前在大通智勝佛時代沙

彌那裡聽《法華經》，以後親近四

萬億佛，我們在其中，佛在世時的

三乘人也都在其中，這就是一樣。

所謂大家都是行三百由旬，這也是

一樣，沒有說誰行二百由旬，誰行

二百五十由旬。一律行三百由旬，

一律親近四萬億佛，最初就一律聽

沙彌講八萬四千劫《法華經》。這

個成績就相當高，這就是相同。講

到忘記也是相同，他們三乘人亦是

忘記，我們亦是忘記。

講到不同之處，他們的因緣比

我們好些，他們見到釋迦佛，我們

沒有見到釋迦佛，我們只是讀經，

他們聽見釋迦佛說法，佛為他說法，

他們的信心當然與我們的信心也有

些不同。此事就很難講，是講信心

同不同，不同之處就是信心。另外，

我們的思想智慧福德，都在三乘人

之下，不會追得上他們。他們三乘

人當然是福德智慧，比我們超勝很

多，此事是有不同之處。

如果講到聽法，是一樣的聽，

法是相同一樣的；聽法瞭解方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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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之處，我們只怕跟不上他們，

也有與我們相同的。佛在世時，凡

夫人更多，並非人人都是三乘聖人。

那些天人、阿修羅、鬼道乃至下賤

的人，即使不講下賤的人，優婆塞、

優婆夷、比丘、比丘尼，這些人同

我們差不多，或者比我們更蠢都有。

不過這件事，我以為不必緊張，我

們不是想學他們，他們也不是學我

們。我們可以這樣說，大家都是聽

法，他們是用耳來聽法，我們是用

眼來讀經，用口來說法，也有用耳

來聽，此事是一樣的。

既是一樣，其功能是否一樣？

也是一樣，聞到此經亦即是授記成

佛，這就是一樣。這個授記成佛，

你不要誤會，授記成佛是根據往日

的菩薩道，根據今日的信解，有這

個條件就授記成佛；如果沒有這個

條件，憑什麼授記成佛？聽此法知

道自己是往日的菩薩，知道自己行

三百由旬的路徑，離寶所不遠了，

正是寶所在近。

此外，我們還有不同之處，他

們是有三乘果的人，我們現在就沒

有哪個是三乘果人。他們凡夫有一

部份是發三乘心的人，我們現在並

未有哪一位發三乘心的人，這是不

同的。但這些不重要，同與不同沒

什麼關係。我們滿身邪見、滿身業

障、滿身障礙，這與他們相同，也

有不同，亦沒有問題，只要信心相

同就算好了。我們有三百由旬的資

格，這就是最好，這是最根本的條

件，就不必計較說我們見不到佛、

我們又得不到三乘教的利益、我們

又滿身業障、又生在佛滅之後的

二千多年、種種都是不及佛在世時

的那些大德。此事絕對不成問題，

你別當此事有了不得那樣大的障

礙，這些是障礙自己的，聽妙法是

一樣的就好了。

五  經題易解錯

此經題的道理之廣，在前面的

二十種綱要已講，講到下面的經文，

隨時都會與經題有關係，只是抽出

經裡的精要來立題，立一個這樣的

名目，你若知道經題就知道內容，

知道內容就知道經題。這即是說，

你若不知道經題，當然就不知道內

容，你把經題全都講錯，內容究竟

是講什麼，你當然是懵然；對內容

既然懵然，你又以何意來解經題

呢？ 

從前有一位大德叫做智顗，他

用九十天講這個經題，所謂九旬談

妙。九旬者，即是九十日，也即是

三個月；三個月是否足夠，就不必

計較。他講了三個月，講得相當詳

細；雖然是講得相當詳細，但與經

的內容沒什麼關係，與經題更加沒

什麼關係。他講他的一念三千的論

說，說之不盡。天臺宗講《法華經》

最超出的，就是這一位智顗大師，

得到後人信仰，他的論說相當盛行。

此事大家都跌落水中，大家都是違

背法華，大家都是毀謗法華。此事

大大不利，我們絕對不應該去接受

他這種論說。

這很糊塗，不止他一個人糊塗，

所有凡講《法華經》，無論中國、

無論那一國、無論印度、無論哪一

個時代，皆完全糊塗。往昔很出名

的世親菩薩，是大邪見人，他解釋

《法華經》，那部書名叫做《妙法

蓮華經憂波提舍》，他做夢也夢不

到一個字，他也去解此經，這就很

可憐呀，全都是不能要的。

如果要研究《法華經》，就要

另外從頭開始，新起爐灶，不可以

依照古人那樣講。你即使依照羅什

法師翻譯的《法華經》來講，一字

不 改， 也 是 不 能 正 確 講 解《法華

經》。為什麼呢？羅什法師所譯的

《法華經》，不大純潔，裡面的渣

滓甚多。你要知道那些渣滓，並刪

除它，然後才可以正確講解《法華

經》。不然你依著二十八品來講（本

來是二十七品，沒有二十八品）、

依二十七品來講都不可以，這就一

定要刪除那些不應該講的，然後才

叫做講解《法華經》。

這裡講依經解經，有不妥當之

處。本來應該是依經解經，但經典

要純淨才可以依經解經；經典不純

淨，就不能依經解經，否則便會搞

到亂糟糟。此事對我們生在佛滅度

後的人來說，是一個大大的不幸。

本來此《法華經》是佛教徒最好的

妙藥，此經〈壽量品〉裡有講，佛

要入滅是為何事？皆因擔心後來的

人見到佛在世常住不滅，對於他們

不利，於是佛就要入滅。佛入滅就

有《法華經》在世，有《法華經》

在世，那些眾生就有福，可以依經

作福，這才容易得解脫，即是一服

良藥。無奈人們雖然是讀此經，卻

不能瞭解。若不能瞭解，即使有信，

也不算是信《法華經》，他只是信

其他。這等於吃不到藥，就不能除

病，其病依然如故，這就很危險。

所以我們對於如是的好處，及對於

如是種種的障礙，就應該尊重《法

華經》，才可以解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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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何 謂「經」

現在解釋「經」字，這個「經」

字很普通，凡夫正當的書也叫做經，

外道書籍也叫做經，佛教小乘、大

乘權教亦叫做經，現在是一乘的《妙

法蓮華經》也叫做經。本來此經不

是純淨一乘實教的《妙法蓮華經》，

此經只是志在令你知道有一乘《妙

法蓮華經》，才有此名。

這個「經」字就是講某類事，

看過各種經，就是講看過各種書，

甚至世間上的藥書也稱為經，那些

講地理的書也稱為經，好比《山海

經》是講地理，講種種動物、植物，

也稱為經。所以「經」字很普遍，

並非從前的人所解釋的「經」字。

從前的人解釋「經」字，解作「常」，

常者，是不變故。不知他憑什麼叫

做不變？大概他是憑那個心性不

變的意思而這樣解釋。其實，這個

「經」字是普遍的，不是單單講你

的心性常住不變名之謂常，沒有這

個道理。

現在講經，權教經是叫做經，

實教經也是叫做經，開權顯實經也

是叫做經，究竟這部經屬於何經

呢？此經不屬權不屬實，屬開權顯

實，與顯實有關係故，不可當作一

乘。如果當作一乘經就不正確了。

如何不正確呢？如果我們認定

這部經是一乘《妙法蓮華經》，那

日月燈明佛如何講六十小劫？有的

佛只講三兩句，又這樣簡單這樣容

易；從前大通智勝佛講了八千劫，

也是講此經，又無此理呀！沙彌菩

薩講了八萬四千劫，也無此理。由

此當知，一乘《妙法蓮華經》不同

此經，現在講有一乘《法華經》，

皆 因 讀 此經故知道有一乘《法華

經》，一乘《妙法蓮華經》稱為一

乘實教經。

「蓮華」二字又如何講？這蓮

華又不是優曇華的蓮華，這蓮華乃

是一乘淨土裡的蓮華。一乘淨土裡

佛菩薩的蓮華又怎樣呢？這大寶蓮

華無法講。如果要講，就要等將來，

將來可以見，可以聞，將來就可以

不須講了。這一乘《妙法蓮華經》

就取一乘淨土的蓮華作比喻，不可

以說是取優曇華做譬喻。此事又要

決定了知，如果不了知此事，就很

糊塗了。

註：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

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未經

遠老法師修改，若有

錯漏，以錄音為準。

解釋《妙法蓮華經》之經題 (二)

答曾宏淨居士
印順導師

世間是不徹底、不圓滿的。

佛法流傳在世間，也不離

「諸行無常」，終於要衰滅的，所

以前佛與後佛間，隔著沒有佛法的

時代。現在的佛法，是釋尊成佛而

傳出的。釋尊成佛說法，後人可以

依法修行，究竟解脫，正如「只要

善用這些定律、定理、公式，即可

解決很多⋯⋯問題」。但是，如人

人如此，又怎會出現無師自悟的佛

呢？科學家也是「做過許多的嘗

試、探討，才獲得⋯⋯更精密的結

論」。釋尊在修行時，不急求自證，

而重於為人。如「搏土譬喻」（等）

所說，一切都過去了，然業力所感

的有漏果報雖歸於滅盡，而悲願、

智慧等流因果卻越來越殊勝（等於

科學者嘗試的錯誤與失敗，不只是

錯誤與失敗，也是經驗的累積），

這才能無師自悟，發見正法而化導

人間。佛——過去的菩薩心行，與

聲聞弟子是有點不同的。《雜阿含

經》也說到了菩薩。沒有菩薩，就

沒有佛，又那裡有多聞聖弟子（聲

聞）？如「搏土譬喻」所說，就是

釋尊的「本生」（南傳《本生》共

五四七則）。歸納「本生」的內容，

不外乎六度。菩薩長期修行（六

度）而成佛，修行以般若為先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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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聲聞弟子所公認的。修菩薩行而

成佛，是不容易的「難行道」，所

以《般若經》說：無量數人發心修

行，「難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轉」。

菩薩行不易，所以如來出世，如優

鉢曇華，極為難得！佛法是「向滅

向捨」的，滅是苦集滅，也就是

寂滅（如說「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阿含經》說：有「見滅」

而不是證知的，如見井中有水而沒

有嘗到水一樣。菩薩的無生（寂滅

的別名）忍，如實知而不證，也是

這樣；由於悲願熏心，到究竟時，

才證成佛道。《般若經》的都無所

得，正是離戲論而向於「滅」。《中

論》所說緣起即空（寂），正是聲

聞、緣覺、菩薩——三乘所共的正

觀。初期大乘的菩薩行，與原始

佛法是相通的。西元三世紀起，後

期大乘興起，如來藏、我、自性清

淨心說流行，自稱不共二乘；然修

廣大行而成佛，原則上還是相同的

（祕密佛法，才說「即身成佛」）。

佛法的本質是甚深的，所

以釋尊成佛，有「不欲說

法」的傳說。為時眾說法，如根性

不相當，即使引起信心，也未必能

證入。所以釋尊說法，大抵先說

「端正法」——布施、持戒、修慈

悲等定。如有信解深法可能的，再

說緣起、八正道（綜合就是四諦）

等。能信解而不能證的，使他漸漸

的養成法器，然後能修、能入。所

以，釋尊說法是有方便的。南傳說

佛法宗趣有「吉祥悅意」（世界悉

檀）、「破斥猶疑」（對治悉檀）、

「滿足希求」（為人悉檀）、「顯

揚真義」（第一義悉檀），這就是

編集為四部阿含的理由。「方便」

是不能沒有的，雖說「正直捨方

便，但說無上道」，而又說「更

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大乘

的異方便（建（佛）塔、造佛像、

供養、禮佛、念佛），也就是「易

行道」，是重信的。《雜阿含經》

也有念佛等方便，如念佛；念佛、

法、僧；念佛、法、僧、戒、施、

天——六念。心性怯劣的，如獨處

時，荒涼的旅途中，疾病而瀕臨死

亡邊緣，可依念佛等而心有所安，

不失善念，近於一般的宗教作用。

這是為信強慧弱人說的，如於佛、

法、僧、戒，能修到信慧相應，也

有證果的可能，就是四證淨。大乘

法中，由於菩薩道難行，也就有易

行方便——禮佛、稱念佛名、供養

佛、佛前懺悔、請佛說法、請佛住

世、隨喜佛及聖者等功德（《阿含

二

經》也有「隨喜」）、迴向佛道，

這是以佛為中心的易行方便。依龍

樹《十住毘婆沙論》，易行方便，

可以培養佛弟子的堅定信心，引發

悲願，而趨向菩薩廣大難行的。後

來偏頗發展，以容易修行為容易成

佛，這才越來越偏失了！方便是應

時應機而不能沒有的，偏向的可以

糾正，不合時宜的可以不用；要

有更適合時代的方便（不違背佛

法），佛法才能長在世間。

修行證果，是不限於出家

的。證得初果、二果的在

家弟子，還是有家庭、男女，從事

正常事業的。在家而證三果的，才

遠離淫欲。證得四果阿羅漢的，才

一定出家；也有部派說「有在家阿

羅漢」。在家弟子能證究竟的聖

果，是釋尊時代的事實。佛涅槃

後，弘法以出家的僧伽為中心，這

才漸漸的誤解，以為求解脫非出家

修行不可。佛世的出家弟子，是少

事少業的，每日乞食以後，大都在

僧團中（依戒律而住），聞法、修

習禪慧，比較上容易修證些。但現

在，缺乏適於專修的寺院，有的是

「著了袈裟事更多」。如出家而獨

處修行，依自己的財物而生活，也

不合律制。佛世的出家生活，為自

己的生死而精進修行，當然是大好

事！但如出家眾過多（未必能真實

修行），或寺院過於富有，在一般

世俗心眼中，會引起反感的，這也

是中國佛教教難（如三武一宗）的

部分原因。西元前後，印度傳弘菩

薩的難行道，以悲濟眾生（人類為

主）為先，受到大眾的讚揚，也正

是適應了人心。所以，我尊重原始

「佛法」，又讚歎「大乘佛法」，

因為沒有菩薩行，是沒有佛果的。

我讚揚如實道，也不反對重信的方

便道。如念佛行人，能正信三寶，

兼重施戒，有利於人間（也就有

利於佛教），能於佛法中深植善根

（佛法不是只說今生的）；有的漸

漸的轉入如實道，或修習信、施、

戒——近於六念法門，不也是很好

嗎？但如廢棄如實道，只要一句佛

號，或誤解「易行」的意義，即使

普及到人人如此，無邊興盛，我也

還是不會同情的，因為佛法並不如

此。

我希望佛教的漸漸純正，純正

的佛法，能適應現代而復興！

（轉載自《華雨集》

第五冊 ˙ 二八九至

二九三頁）

三

答曾宏淨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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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記（之三）
淨
業
頌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這是第二個頌文，講戒定慧三

學。我們都希望有個清淨莊嚴的國

土。要有淨土，就要有淨因，有淨

的業因，才會感得淨果淨報。凡事

有業、有報、有因、有果。既然希

望有清淨的果報，就要做清淨的

因，這是有方法做得到，即是要修

行，依我們的身語意，修戒定慧；

而這一頌就是講修戒定慧，即是修

三增上學，亦名三無漏學。學佛雖

然法門無量，但歸納起來，最重要

的就是三無漏學：戒學、定學、慧

學。

「戒以淨身口」，這是講持

戒，人天乘、小乘、大乘都要持

戒，只是所持的戒有淺深不同。如

在《成佛之道》講的人天善法，要

得人身、天身，就要持戒。如五戒

十善，是為了淨三業，主要是淨身

口，所以講「戒以淨身口」。例如

不殺、不盜、不淫，這是身業的淨；

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

語，這是口業的淨（語業的淨）。

人天乘起碼要持這些戒，五戒是根

本戒，即是戒殺盜淫妄；另外加上

一個遮戒，就是不飲酒，因為酒能

亂性，飲了酒可能令人糊糊塗塗，

犯了根本戒也不知道。佛教是以智

慧為主，佛教徒在甚麼時候，都要

保持清醒，所以佛勸弟子連遮戒也

要持。

戒殺盜淫妄是性戒；因為殺盜

淫妄本身，其性質是有罪的，所以

一定要戒；酒本來不是性質有罪，

但會引起犯罪，所以也要禁止，特

別制止叫遮戒。如果一般人受五

戒，都是戒殺盜淫妄酒；在語業方

面詳細一些，分別說，包括兩舌、

惡口、妄言、綺語；這叫「身口七

支」（身三種，口四種）。若要保

持人身，或者想生天，就一定要持

身口七支的戒。

我們受戒，首先要下一個決

心，才可以久持；如果沒決心，不

久就會犯戒。《成佛之道》五乘共

法章說：「克己以利他，堅忍持

淨戒，以己度他情。」我們持戒，

要有克己的心、利他的心，這是持

戒的先決條件，如果不克己是持不

了戒的，例如戒殺素食，要克己才

做得到，如果不克己，聞到葷食很

香，就想吃，口水都流出來，忍不

住了。或看見別人的好東西，就生

起貪愛心，很想佔有，這就不能克

己了。所以我們克制自己的貪愛

心，不要任性，不要放縱自己。

我們還要有利他的心，大家皈

依三寶時，皈依文一開頭就講：

「從今日乃至命終護生。」護生

即愛護眾生，保護眾生，救護眾

生。護生的意思就是克己利他的意

思，尤其是大乘發菩提心的人，他

為何要持戒？就是為了利他；試想

為何要不殺？是不想被殺的眾生受

痛苦；為何要不盜不淫不妄語？也

是不想別人受痛苦。所以我們持戒

是為了想眾生得利益、得安樂，即

是為利他，為利他就要克制自己。

一般人以為損人利己是很開心

的，但學佛人同一般人的想法剛剛

相反，要克己以利他，並且要「堅

忍持淨戒」，持戒要有很堅強的意

志，還要有忍耐的毅力，克己，已

經要忍耐了，明明是聞到很香的食

物，也不想吃，見到很好的東西也

不起愛染心，這就是堅忍。如果能

堅忍，就能修攝自己的身行、語

行，才可以持淨戒。

我們持戒的用心，是「以己度

他情」。佛教講的五戒，是「自通

之法」，是自己想得通的。為何不

殺生？我們將心比心，將人比自

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

「戒以淨身口，定以淨塵欲，   

   慧以淨知見，三學次第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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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欲，應施於人。自己不想受痛

苦，別人也不想受苦，為何要把痛

苦加於別人身上呢？這就很不公道

了；自己不想被人殺，別人或畜生

也不想被殺，所以我們不要加害於

人；自己歡喜的，別人也歡喜，就

應該讓別人也得到利益。能夠「以

己度他情」，就不會傷害眾生，不

會用痛苦來加害眾生。這樣持戒，

是出於護生的心，出於利他的心，

我們為了利他，為了護生，就要克

制自己。這種心不一定要佛陀教你

才懂，你自己也能想得通，所以佛

說的五戒是「自通之法」，應該自

己想得通，是人倫應有的道德，應

盡的本份；我們要保持人身，當然

要有人的德行，所以要受持五戒十

善。

《成佛之道》說：「諸善之根

本，佛說十善業。」一切善法的

根本就是十善業，十善業包括身行

的善，口行的善，意行的善。人天

是善行所感的果報，要保持人天的

善果，就要修十善；不但人天要修

十善，聲聞、緣覺、菩薩都不離十

善，所以《成佛之道》說：「人天

善所依，三乘聖法立。」五戒十

善，是人天必修善法，而且是三乘

聖者的根本，三乘聖者也依十善法

才樹立起來。大家溫習一下《成佛

之道》，是不是覺得要背熟它？

人天的善、人天的戒是最淺、

最簡易的，但也通於三乘，通於聖

者，所以叫「五乘共法」，同三乘

聖者的善是共通的。

至於三乘的戒就深一些，十善

是「七眾所通行」的戒，出家是別

解脫戒，是別別得解脫的。七眾是

包括在家二眾的優婆塞、優婆夷；

出家有五眾，即比丘、比丘尼、沙

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尼。在家

有在家戒，出家有出家戒，每一

類的佛弟子，要受某一類的戒，

如在家受五戒，出家的沙彌受十

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

三百四十八戒，這是各各不同的

戒，各人依著自己的本份去持戒，

就各各得解脫。

三乘人，與人天持戒的動機不

同，在家人持戒多是用「增上生

心」；出家眾持戒，是用出離心，

兩者動機不同。增上生心為動機，

是希望來世比今世好；以「出離心」

為動機，就是志在斷惡修善，得解

脫，在未生惡之前就要預防它。三

乘的戒，主要是防非止惡，雖然未

曾犯，就要預防自己犯過，所以要

淨業頌講記 (之三)

預先受戒，處處留心自己的言行，

預防勝於治療。我們的身體也是一

樣，未曾生病，就要小心預防，不

讓它著涼、中暑，不亂吃東西，不

讓它消化不良，有防患於未然的作

用。

聲聞人是用出離心去持戒，他

們的戒包括世間和出世間的正行，

三乘法主要是修三十七道品，其實

最重要的是八正道，包含了戒定

慧。八正道是：正見、正思惟、正

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正定。正語是不兩舌、不惡言、不

妄語、不綺語。正業是指身行，不

殺、不盜、不淫。正命是指正當的

經濟生活，都是屬於持戒的。以在

家人來講，要有正當的職業，不做

殺、盜、淫、妄的職業，有很多職

業是要揀擇的，如果與殺、盜、淫、

妄有關的職業，佛弟子就要避免，

寧願找另一份職業。至於出家眾，

以佛制來講，托鉢乞食是出家人最

純正的正命；但我們現在中國的出

家人沒有托鉢乞食的風氣，就要盡

量少欲知足，希望勉強合得上乞食

的原意，就算有人供養，都要當自

己是乞食，不要當作應受供養，因

為阿羅漢才是「應供」。

《成佛之道》教我們要特別注

意持戒，要「護心令不犯」，要注

重意業，所以說要「自淨其意」，

未曾做犯戒的事情，心念就要注

意，就要預防，首先要時常照顧自

己念頭，不讓它起一念犯戒的心。

而佛陀則是三不護，不用防護，不

用藏護。但我們凡夫則要防護，自

己做錯了，還不讓人知道，不自動

懺悔就是藏護，說明我們的內心不

夠清淨。如果我們是持戒的人，甚

麼時候都要護心，念念都要防護，

提防著，令它不犯。如果不護心，

不知不覺犯了也不知。所以我們要

提醒自己，保持醒覺，注意意業的

清淨，依八正道中的正語、正業、

正命等來修行，才能做到「三業咸

清淨」。這是屬於中士道應當持的

戒。

大乘是上士道，也是要持戒

的，不過重心點是不同，人天的重

心點在增上生心，聲聞、緣覺的重

心點在出離心，大乘的重心點和動

機，是在「菩提心」，菩提心是以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為根本，所以

特別重視慈悲心。皈依的時候發願

說：「盡形壽護生」，就是為了慈

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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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道》關於大乘的那部

分頌文說：「戒斷於損他，普施

無所畏。」大乘的菩薩戒，是斷

於損他，要戒絕損害他人；「斷」

是斷絕，永遠不讓人受少少的損

失。

普通人則不是這樣，只求自己

得利益，不管他人有損失。佛教徒

不應這樣，尤其是菩薩，以利他為

上，寧願自己受損失，絕對不損害

他人，同時要「普施無所畏」。菩

薩不但要修財施、法施，還要修無

畏施，普遍地布施給眾生一種「無

所畏」。

菩薩時常以慈悲心愛護眾生，

救濟眾生，利益眾生，所以眾生看

到菩薩就很歡喜，有安全感。如果

一個人沒慈悲心，眾生看見他也會

驚怕。佛是最慈悲的，佛經裡有個

故事說：有隻小鳥飛過佛的身影，

是很安定的，但飛過舍利弗的身影

時，有少少震動（驚怕），因為舍

利弗雖然斷了煩惱，但還有一些瞋

的習氣，致令小鳥產生恐懼感；而

佛則不同，甚麼煩惱習氣都斷盡

了，可見佛陀是徹底的慈悲。

行菩薩道的人，就要對眾生

「普施無所畏」，無論在甚麼時候，

都要對眾生大慈大悲，不令眾生有

一點點的畏懼，以無所畏來布施給

眾生，令眾生得安樂。菩薩修的也

是十善戒，菩薩依菩提心、大悲

心、無所得心（般若空慧）這三心

行六度，亦依這三心修十善。菩薩

終日行善，終日救濟眾生，但不住

眾生相，也不住我相。所以《成佛

之道》說：「菩薩之學處，十善

行為本，攝為三聚戒，七眾所通

行。」

菩薩的學處即是菩薩戒，以十

善為根本，詳細來講，可以有很多

條戒，但所有的七眾律儀戒，菩薩

都是以三心去修，不同凡夫以增上

生心去修，不同小乘以出離心去

修，歸納起來「攝為三聚戒」。七

眾都可以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三聚戒是攝律儀戒、攝善法

戒、饒益有情戒。三聚是三大類的

意思，攝律儀戒是七眾的律儀、七

眾的別解脫戒都包括在內，「攝」

是全部包括在內的意思。攝善法戒

是說，菩薩凡有利益，無不興崇，

凡是利益眾生的事，包括一切善

行，菩薩都要做，一切的惡行都要

戒；這即是「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諸惡莫作」等於攝律儀戒，

「眾善奉行」等於攝善法戒。

淨業頌講記 (之三)

菩薩的任務是下化有情，要廣

大利益眾生，所以還有「饒益有情

戒」。有情即是眾生，一有機會就

要利益眾生。利益眾生也要把握機

會，不是想利益就有機會利益的，

失了機會，也很可惜！

如果你自認已發菩提心，就不

可懶惰，不可嫌麻煩，看見別人需

要幫忙時，不要藉詞偷安說自己能

力有限，怕越幫越忙，就不去幫助

人。這就做不到饒益有情，反而變

成犯菩薩戒。

我們有機會供養三寶，利益眾

生，就要馬上實行，機會不可失，

一點一滴都不要浪費，才是行菩薩

道。

三聚淨戒包含了所有戒，我給

大家的菩薩戒文，甚麼戒都包含在

內，能夠這樣持戒，身口七支就不

會犯過，意業也不會犯過。既然身

口意三業都清淨了，不但可以做到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且可

以做到「自淨其意」。

如果一個發菩提心的人，能依

三聚淨戒來受持，做到三業清淨，

已經很好的了；很多人自以為持

戒，但不知不覺中犯了戒也不知，

所以我們要時常反省有沒有無意中

犯了戒？《成佛之道》說：「退失

菩提心，嫉慳與瞋慢，障於利他

行，違失大乘戒。」這幾句說得

非常好，我們要讀熟它，尤其是受

了菩薩戒的人，經常用來反省自己

才不會犯菩薩戒。

甚麼叫犯菩薩戒呢？違失大乘

戒，就是犯菩薩戒，菩薩一定要發

菩提心，如果退失菩提心，就不是

菩薩。菩薩本來是不會老、不會

病、不會死的，但退失菩提心，就

是菩薩死。老，是沒力氣；病，是

沒有工作的幹勁；如果懶惰、懈

怠、放逸，就等於菩薩老、菩薩

病。菩薩是不可以懈怠、放逸、懶

惰，只要振作精神，菩薩就不會有

老、病。不退菩提心，即是菩薩沒

有死。

嫉妒、慳吝、瞋恨、惱害、憤

怒、自高自大，都是犯菩薩戒。嫉

妒是很嚴重的不良情緒，有人說的

人生十最中，其中一條是：人生最

可耻的情緒是嫉妒；看見別人升官

發財，或得到甚麼好處，自己就會

妒忌，不耐他榮，不能忍受別人勝

過自己。其實，各有前因莫羡人，

各人有各人的因緣，我們只可以仰

慕和學習別人的長處。菩薩千萬不

可以嫉妒，嫉妒就是犯菩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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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應該慳吝，如慳財、

慳力，而應當布施，如財施、法

施、無畏施，有甚麼力量都要奉獻

出來；也不可以有瞋惱心，瞋惱心

是會障礙利他行；也不要貢高我

慢，如果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不需

要禮下於人，也是會障礙利他行。

菩薩最重要的工作是利他，而

退失菩提心、嫉妒、慳吝、瞋恨、

驕慢等，全部是妨礙於利他行，能

令人「違失大乘戒」。這些不良的

心理和行為，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犯

了也不知。有些習慣貢高我慢的

人，他是不知自己是貢高我慢；他

慳吝了，也不覺得自己是慳吝；嫉

妒了，也不自覺知。有的人瞋恨心

一起，就不顧後果了，覺得行菩薩

道太難；或者有人打擊他、奚落他，

或遇到逆境，就會不知不覺地退失

菩提心了。

所以我經常說，學佛的人，最

重要的是保護自己的菩提心，同時

也要保護他人的菩提心，即幫助別

人保護他的菩提心，令自己和他人

的菩提心都不退失。我們要愛護眾

生，尤其是愛護初發菩提心的菩

薩，因為新學佛的人，未夠堅強，

如一根草，一株花，長出的嫩芽，

稍微碰一下也折斷，所以新學佛的

菩薩，我們更加要愛護他，不要打

擊他，如果你令他受了少少的刺激

而不學佛，那麼你就有罪過了。這

點要特別注意，慎勿忽略！

持戒可以令身口的七支清淨，

不殺盜淫妄，不兩舌、惡口、妄

言、綺語，做到身口清淨都不算

難，「自淨其意」就比較難，意業

比身業口業更難防護。我們不止注

重身口，還要注重意，因為意是發

動機，是推動身口的，身口有形，

表現於外，發露於外面，你說的

話，大家可以聽得到，你做出來的

行為，大家能看得見，是可見可聞

的，是有形有迹的，但意是在心

裡，不用身口表露，你的意念想甚

麼，即使想些不好的念頭也沒人知

道，所以意淨比身口淨更加困難，

我們更加要小心留意，時時反省，

降伏其心，才能做得到意淨。

「 戒 以 淨 身 口， 定 以 淨 塵

欲」，淨身口七支是戒淨，淨塵欲

就是意淨，意淨也是戒，而不只是

有形相的戒，要淨塵欲才能淨意，

換言之，是要修定。要真真正正意

淨，持戒是不夠力的，要加上修定

才夠力，才能淨意，所以我們要進

一步以修定來淨塵欲。

淨業頌講記 (之三)

《成實論》有一句說得很好，

很合這個意思：「粗罪持戒能遮，

細罪定等能除。」粗顯的罪，身

口表露出來的那些，你能夠依著戒

去持，不殺，不盜，不淫，不妄

語，就可以遮止身口的罪。「遮」

是止息、停止的意思，持戒可以止

息粗顯的罪；但那些微細的罪，單

單是持戒也遮止不了，要修定才能

去除。如一缸水，有很多泥沙，一

攪動就很混濁，映照不出人像；清

的水是可以照人的，如果想照出人

像，就不要攪動它，讓它定下來，

定的時間越長，那些泥沙就會沉在

水底，若想水更清，就放一點白礬

在水中，就會把泥沙凝聚在下面，

水就變清了。

我們修定也是有這個作用，可

清除混濁的妄想，所以「定以淨塵

欲」。有人修定的時候，一坐下來，

就出現很多妄想，不修定的時候，

反而不覺得有這麼多妄想。我們須

知道，不是修定會多妄想，而是我

們平時太散亂，太多妄想自己都不

知道，還以為沒有妄想。當我們打

坐，想靜下來的時候，才知道有那

麼多妄想；就好像一間房子，裡面

有很多塵，如果不是有陽光在門縫

射進來，我們是看不見那些塵在飛

揚；同樣我們定下來，才知道妄想

紛飛，就是這個理由。

所以修定就是要降伏那些妄想

（掉舉），慢慢降伏它，那些塵欲

就會停下來，如水中的泥沙沉在水

底，我們可以隔除掉，剩下的清水

就有用了。我們要「自淨其意」，

一定要下工夫，非修定不可，所以

說，依戒生定，從定發慧。但我們

也不要誤解，以為持了戒，自自然

然就有定生出來；修了定，自自然

然就會生起智慧。這句話不是這個

意思。

所謂三增上學，即是說，你的

戒力增上，可以幫助修定；你的定

力增上，可以幫助你發智慧；是有

一種很大的幫助力，不是自自然然

生定、生慧。《成佛之道》說，無

論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都要

修戒、修定。下士道的人天乘要

「依慈住淨戒，修定最為樂。調

攝於三事，心一境名定」。

修定首先要有慈悲心，也要持

淨戒才可修定；如果沒有慈悲心，

又不持戒，這樣去修定，修了也是

沒用的。有瞋恨的人修了定，有了

神通，就會去報仇，去作惡；不持

戒的人修定，即使修成功，也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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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外道定、邪定。所以佛教徒修

定，一定要依慈悲心來修，還要身

口持戒清淨，這樣修定就最為樂

了。

不持戒的人是很難修定的，因

為犯了殺盜淫妄罪的人，坐下來，

心裡已經有陰影束縛著他、障礙著

他，總想著自己做過甚麼事，這就

很難定下來。所以修定之前，首先

要講持戒和有慈悲心，這是修定的

基礎。如果我們有慈悲心，又能持

戒來修定，這是最安樂、最暢快的

事。

修定首先要「調攝於三事」，

三事是調身、調息、調心。我們要

調校坐姿，身體要保持正確的姿

勢，姿勢不正確會坐出毛病。調息

是調校呼吸，要均衡，要數息。調

心是令心澄淨，「心一境名定」，

心要專注一境，不散亂，不昏沉，

不掉舉，要降伏煩惱，令這個身、

息、心都調順到最安定；由調攝三

事乃至入初禪、二禪、三禪、四

禪，乃至入四無量定，即慈無量、

悲無量、喜無量、捨無量，再高深

一些，有四無色定，不過佛教不主

張修太過高深的定，因為有些天人

只顧享受深妙的定樂，而沒興趣修

學佛法。不斷煩惱，終不得解脫。

修菩薩行的人，應當修慈悲喜

捨。《成佛之道》說：無論甚麼乘，

修定最重要是戒行清淨，「依人向

佛道，戒行為宗要」。尤其是大乘

人，要世世常行菩薩道，一定要在

人間行，一定要持戒，不持戒就會

失落人身。如果墮落三惡道（地

獄、餓鬼、畜生），人身都沒有了，

怎樣行菩薩道？我們要世世常行菩

薩道，就要保持人身，就要持戒。

千萬不要以為菩薩是大乘人，可以

不拘小節。若身口意不清淨，那是

甚麼菩薩？

聲聞、緣覺修定，是講求戒定

相應，持戒和禪定要相依，戒要依

定，定也要依戒，要「密護於根

門，飲食知節量，勤修寤瑜伽，

依正知而住」。不是單單修定就

可以，還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注

意，一個修定的人，平時的起居飲

食，生活習慣都要有規律，要「密

護於根門」，根門是我們的六根門

頭，不可以放縱。普通人，眼貪色，

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就是放

縱六根。修定、修慧的人，六根門

頭都要緊密地防護，不散亂、不縱

容、不放逸，慎勿於根門上起貪瞋

癡。

我們的飲食也要知節量，尤其

是禪修靜坐，不可以過飽，也不可

以太餓。睡覺也要保持清醒，不要

仰臥，要右脇而臥（吉祥臥）。「勤

修寤瑜伽」就是要醒覺，我們睡覺

時也要念佛、念法、念僧、念戒，

睡覺時也不忘修行，不只是念經、

靜坐才算修行，甚麼時候都要「依

正知而住」，自己正在做甚麼都要

知道。普通世人，或不修定的人，

自己正在做甚麼是不知道的，修定

的人，甚麼時候都要保持正知。同

時要「知足心遠離，順於解脫乘」。

修行人要少欲知足，同時要遠

離一切的貪愛。世俗人是有很多貪

愛，貪愛環境，貪愛自我，貪愛眷

屬，貪愛享受，這就不能遠離了。

修行人對環境眷屬通通不貪愛，就

叫遠離。中士道的三乘人修行，是

用出離心，就要「順於解脫乘」，

所以修定的人要離五欲和五蓋。

五欲是五根對五境的貪愛。我

們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對

色、聲、香、味、觸的五境，不貪

愛染著，就能離五欲；否則貪五欲，

就被五欲牽動，就很難得定。

五蓋是貪蓋、瞋蓋、昏沉蓋、

掉舉蓋、疑蓋。蓋者，是遮著的意

思，也有纏縛的意思，遮蓋著人，

令人看不清楚，修定不能成功，好

像用鍋蓋蓋著，漆黑一片，甚麼也

看不見。所以我們修定，必要遠離

五種蓋纏。

我們修定，先要對治昏沉和掉

舉，這是最大的障礙，當然貪、瞋、

疑也要除，但首先要除掉舉和昏

沉蓋，我們一坐下來，很容易就掉

舉，即心高舉和散亂，每每不散亂

就昏沉，不昏沉就掉舉，所以修定

首先要降伏掉舉和昏沉，至於貪、

瞋、疑也要降伏。疑是對佛法僧三

寶的信心不足；修定的人，對於三

寶，對於定，對於四諦法，要有很

強的信心，要相信自己可以修定，

那麼多的聖者，都可以修成功，他

們都是由凡夫修成的，我們現在雖

然是凡夫，只要我們有信心，肯精

進，肯努力，我們必能修得成功。

滅五蓋，離五欲，這是修定的主要

原則。

《成佛之道》講初修定是要修

二種甘露門，甘露是不死之藥，印

度人說，飲了甘露就會不死；中國

人說，吃了仙丹就不死了；其實這

意思是譬喻，不是真的有甘露，不

是真的有仙丹。如果能依這兩門去

修，就可以證涅槃，所以叫「二甘

露門」。

淨業頌講記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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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露門是不淨觀、數息觀。

這是最普通的修定方法，因為眾生

多數是貪欲重，修不淨觀，觀身不

淨可以對治貪欲；大多數人都是散

亂的，心猿意馬，妄想紛飛，所以

用數息來對治散亂，聲聞、緣覺修

定，主要是這二門。

大乘人修定的基本方法，與二

乘人差不多，不過大乘重視止觀相

應，定慧均等，同時重視修一種無

所得的空慧，因為大乘菩薩一切都

無所得，修布施要三輪體空，持

戒、禪定等也一樣，一一行門都與

般若空慧相應。雖然我們未得般若

空慧，也要學習三輪體空，才能到

達禪波羅蜜多。「波羅蜜多」譯成

中文是「事究竟」、「到彼岸」，

即是圓滿成功的意思。

如果不與空慧相應，不得成就

禪波羅蜜多，不算成功。所以定慧

相應之餘，更要修習無所得的空

慧，才與三輪體空相應。眾生散亂

和愛染的習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

清除，要慢慢控制它。好像養小

狗，一開始牠是亂蹦亂跳，只要綁

在柱子上，等到繩子不能再轉動，

小狗也累了，就不會亂跑了。我們

的心也是一樣，那些貪染習氣，散

亂妄想，時時控制得好，久而久

之，散亂和愛染就會減輕，慢慢就

可以消除，所以頌文說：「定以淨

塵欲。」修定的作用，就是淨除

塵欲。

有的人自以為每天多讀經、多

禮佛、多拜懺，就是好修行，但並

沒修定，對於降伏貪染、散亂，是

沒效果的，不能消除塵欲。有的人

皈依或受戒了多年，但他的染垢、

貪欲等壞習氣，卻有增無減，還貢

高我慢，絲毫沒有進步，就太可憐

了。不修定的人是不會反省的，也

不會控制妄想，減輕貪染，一切壞

習氣依然故我。所以每一個學佛

人，一定要修定，不過我們要找位

好老師來指導。

（待續）

《維摩經講義》
編輯緣起

（釋厚觀）

一 印順導師講

     《維摩詰所說經》

在大乘經典中，《維摩經》是

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經典。大家

耳熟能詳的名言，如「心淨佛土

淨」1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

佛智」2 ，「我為法來，非為床

座」3 ，「智度菩薩母，方便以

為父」4 等，都是出自《維摩經》。

《維摩經》中的主要人物維摩

詰長者，是一位在家居士，卻對釋

迦佛的十大聲聞弟子、彌勒菩薩等

出家眾加以問難。修學佛道本應見

佛、聞法，但維摩詰卻對須菩提

說：「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
⋯⋯汝若如是，乃可取食。」5

維摩詰如此說究竟有何深意？經中

說，維摩詰是從阿閦佛的妙喜世界

到娑婆世界幫助釋迦佛弘揚大乘佛

法，6 只是弘法的方式與釋迦佛有

1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

卷 1〈1 佛國品〉（大正 14，538c4-

5）：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

淨，則佛土淨。

2 《維摩詰所說經》卷 2〈8佛道品〉（大

正 14，550b7-8）。

3 《維摩詰所說經》卷 2〈6 不思議品〉

（大正 14，546a7-8）。

4 《維摩詰所說經》卷 2〈8佛道品〉（大

正 14，549c2-3）。

5 《維摩詰所說經》卷 1〈3弟子品〉（大

正 14，540b29-c12）。

6 《維摩詰所說經》卷3〈12見阿閦佛品〉

（大正 14，555b5-7）：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

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
來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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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要如何正確理解這樣的一部經

典，確實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印順導師自 1962 年（民國 51

年）9 月 18 日起，在台北慧日講

堂宣講《維摩經》卷上，7 同年

11 月 25 日 至 12 月 15 日 宣 講 卷

中，8 1963 年（民國 52 年）2 月

17 日宣講卷下，直至圓滿結束；9

當時有大型盤式錄音帶，後來有人

整理成為 97 個 mp3 聲音檔。

據新加坡的能度法師說，曾與

能淨法師合作整理過《維摩經》的

聽講筆記，並交給慧日講堂的法師

後續處理，但後來並未整理成書出

版。慧理法師曾請問印順導師原

因，導師說：「因為有其他法師拿

去運用，就不必再整理出版了。」

由於未見到印順導師出版的

《維摩經講記》，我想若能閱讀能

度法師整理的《維摩經》聽講筆記

也很好，曾到處打聽，也請問過演

培法師的弟子寬嚴法師，寬嚴法師

說曾經搬過幾次家，此聽講筆記下

落不明。後來，筆者閱讀演培法師

的《維摩詰所說經講記》1 0 時，

發現其內容約有百分之七十與印順

導師錄音開示相合，《講記》中的

科判也與導師錄音幾乎一致；不同

的部分是，演培法師多引了〔唐〕

窺基撰《說無垢稱經疏》及〔明〕

傳燈的《維摩經無我疏》等加以解

說。很可能印順導師宣講此經時，

演培法師就在坐下聽講，或是參考

了能度法師與能淨法師整理的聽講

筆記。

7 侯坤宏編著，《印順法師年譜》，頁

207，腳注 743：

 〔1962 年，57 歲 〕9 月 18 日， 慧

日講堂秋季講經法會本日開始，每

晚7時半起，由師宣講《維摩詰經》。

（〈教訊摘要〉，《海潮音》，第 43 卷

9月號（民國51年9月30日），頁2）

8 侯坤宏編著，《印順法師年譜》，頁

208，腳注 747：

 〔1962 年〕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慧日講堂冬季講經法會，由師

續講《維摩詰經》卷中。（〈教訊摘
要〉，《 海 潮 音 》， 第 43 卷 11、

12 月號（民國 51 年 12 月 30 日），

頁 2）

9 侯坤宏編著，《印順法師年譜》，頁

210，腳注 754：

 〔1963 年，58 歲 〕2 月 17 日， 慧

日講堂春季講經法會，每晚 7 時 1

刻起由師續講《維摩詰經》下卷。

（〈教界簡訊〉，《海潮音》，第

44卷2月號（民國52年2月28日），

頁 24）

10 演培法師，《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會，2006

年 1 月新版一刷。

以下就依印順導師錄音中所立的科判，大略敘述《維摩經》的組織架構。

《維摩詰所說經》主要架構

《維摩經講義》編輯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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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秦〕鳩摩羅什譯的《維摩

詰所說經》共有十四品：

〈1 佛國品〉，包含「甲一、

序分」及「甲二、正宗分」的一部

分。由於佛為大眾開示菩薩淨土之

行，因此導師將〈1 佛國品〉的正

宗分部分科判為「乙一、直示得佛

國淨不可思議解脫」。以下〈2 方

便品〉至〈12 見阿閦佛品〉科判為

「乙二、廣明不可思議解脫得佛國

淨」，這幾品也都是屬於「正宗

分」。

「乙二、廣明不可思議解脫得

佛國淨」之下，導師又分成兩科：

「丙一、大士助揚菩薩道」（〈2

方便品〉至〈10 香積佛品〉），因

為文殊菩薩帶領大眾去跟維摩詰長

者問疾，說法的地點是在維摩詰長

者的家裡；說法者主要是維摩詰長

者，說法的內容是幫助釋迦佛宣揚

菩薩道。另一科是「丙二、如來

攝歸佛淨土」（〈11 菩薩行品〉、

〈12 見阿閦佛品〉），大眾問疾之

後，又一起回去見釋迦佛，說法的

地點是在菴羅樹園，討論的主題又

歸結到佛淨土；由於這是談到諸佛

國土的境界、佛的依報正報莊嚴等

問題，所以科判為「如來攝歸佛淨

土」。

在「丙一、大士助揚菩薩道」

之下分成兩科：「丁一、出淨名本

迹以廣稱歎」（〈2 方便品〉前半，

說明維摩詰內在修證的功德及外化

眾生的功德），「丁二、因淨名示

疾而廣教化」（〈2 方便品〉後半

至〈10 香積佛品〉）。

「丁二、因淨名示疾而廣教

化」又分兩科：「戊一、示疾方便

以序起」與「戊二、問疾方便以正

說」，後者是維摩詰助佛揚化的重

心，主要包含了兩大部分：「己一、

遮情執以袪偏滯」（〈2 方便品〉

至〈4 菩薩品〉），及「己二、明

正法以通大道」（〈5 文殊師利問

疾品〉至〈10 香積佛品〉）。

其中，「己一、遮情執以袪偏

滯」以下分三科：〈2方便品〉是「庚

一、折凡染」（去除凡夫的染著），

〈3 弟子品〉是「庚二、呵小著」

（呵斥小乘行者的執著），〈4 菩

薩品〉是「庚三、袪大執」（去除

大乘行者的偏失）。

「己二、明正法以通大道」之

下也分三科：「庚一、因問疾以顯

因行不思議」（〈5 文殊師利問疾

品〉），文殊菩薩帶著大眾去問疾

時，維摩詰長者以神力除去一切家

《維摩經講義》編輯緣起

具及侍者，唯置一床，由於問病的

因緣而討論病之起因、如何滅除，

為何室內空無一物等甚深義，顯發

菩薩的因行不可思議。

「庚二、因借座以顯解脫不思

議」（〈6 不思議品〉至〈9 入不

二法門品〉），這一科之中，分四

大段落：「辛一、安住解脫」（〈6

不思議品〉），「辛二、攝化眾生」

（〈7 觀眾生品〉），「辛三、通

達佛道」（〈8 佛道品〉），「辛四、

契入法界」（〈9入不二法門品〉）。

這四品有密切的關連，〈6 不思議

品〉談菩薩修行能通達真理，「安

住於不思議解脫」之中，還能發揮

不思議解脫之妙用。又菩薩應該

「攝化眾生」，不應只是自己「安

住解脫」，所以接著談〈7 觀眾生

品〉）。除了「下化眾生」之外，

也要「上求佛道」，所以〈8 佛道

品〉談「通達佛道」。而菩薩之所

以能「安住解脫」、「攝化眾生」、

「通達佛道」，其前提必須要能「契

入法界」，所以〈9 入不二法門品〉

接著談菩薩如何契入不二法門。

「庚三、因飯食以顯佛土不思

議」（〈10 香 積 佛 品 〉），大眾

去問疾，與維摩詰長者討論法義甚

久，快中午時舍利弗心念「此諸菩

薩當於何食」，於是維摩詰長者派

遣化菩薩去香積佛國取飯食，因而

討論到淨土與穢土的差異，顯出清

淨國土的不可思議。

以上〈2 方便品〉至〈10 香積

佛品〉是「丙一、大士助揚菩薩

道」的內容；下面的「丙二、如來

攝歸佛淨土」包含兩科：「丁一、

廣明佛土依正莊嚴」（〈11 菩薩行

品〉），談各佛國淨土的依報與正

報的莊嚴；「丁二、別示妙喜依正

清淨」（〈12 見阿閦佛品〉），特

別提到阿閦佛的妙喜淨土中依報與

正報的莊嚴。

最後「甲三、流通分」又分兩

科：「乙一、讚歎流通」（〈13 法

供養品〉），讚歎此經典深妙，若

能如法修學、弘通就是對佛最好的

供養；「乙二、付授流通」（〈14

囑累品〉），付囑彌勒菩薩等人好

好弘通此法門，勿令斷絕。

二            《維摩詰所說經》

 各品大要

〈1 佛國品〉：長者子寶積與

五百長者子各持七寶蓋來供養佛，

佛以威神力將諸寶蓋合成一蓋，並

於寶蓋之下示現十方諸佛淨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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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大眾看到十方佛為眾生說法。寶

積看到此景象，嚮往佛國淨土，因

而請問世尊，菩薩應如何修淨土行

才能成就佛淨土。佛因此為大眾開

示菩薩淨土之行，並說：「若菩

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

淨，則佛土淨。」1 1 舍利弗心中

起疑：「若說『菩薩心淨則國土

淨』，釋尊在修菩薩道時難道心

不清淨嗎？為何我現今所見的娑

婆世界如此不淨？」螺髻梵王對

舍利弗說：「我見釋迦佛土清淨，

譬如自在天宮。」之後，佛以神

力令大眾都見到釋迦佛土清淨莊嚴

以證成梵王所言不虛。這一品中有

幾個問題值得探討：要到什麼程度

才可以稱為「心淨」？釋迦佛土若

是清淨，為何示現不淨的穢土？如

何才能見清淨佛土？菩薩要如何莊

嚴佛淨土？

〈2 方便品〉：「方便」的原

意是，向著某一目標前進，為了達

到目的，所運用的方法都可以稱為

方便。維摩詰長者示現生病，釋迦

佛因此派遣聲聞、菩薩等來看病問

候，維摩詰長者以「示疾」為方便，

助釋迦佛弘揚大乘法，故此品名為

〈方便品〉。聲聞弟子、菩薩等還

沒來之前，當地國王、大臣、人民

等聽說維摩詰長者生病，都先來探

病。既然大家來探病，維摩詰就藉

此機會開示：一般的色身無常，有

生老病死，應破除對色身的執著，

勸大眾發菩提心，追求清淨常住的

法身。

〈3 弟子品〉：釋迦佛命聲聞

十大弟子及五百大弟子去探病，聲

聞弟子都舉出過去的事例，表示曾

受過維摩詰長者的責難，無法代表

佛去問疾。這十大弟子都是大阿羅

漢，在維摩詰看來，有哪些不足之

處，值得探究。

〈4 菩薩品〉：釋迦佛再命彌

勒等四位菩薩去探病，他們也都敘

述過去的因緣，無法代表佛去探

問。經中說，維摩詰曾分別以「授

記、道場、降魔、布施」對四位菩

薩加以問難。其實，菩薩修行得不

退轉，得佛「授記」，至菩提樹下

坐「道場」，「降魔」成道，成道

之後說法行「法施」度眾生，這是

菩薩修行成佛的歷程，維摩詰為何

要加以責難。以「降魔」為例，魔

王為了擾亂菩薩修行，故意要將魔

女送給持世菩薩，持世菩薩說自己

是出家人，不宜接受。這時維摩詰

說：「我是在家人，這些魔女送

給我吧！」接著為魔女說法，大

家皆得法樂，不想再回天宮。維摩

詰則勸魔女回去教化其他天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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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如無盡燈，燈燈相續。由此看

來，「降魔」不只是「不被魔擾亂」

而已，還要「令魔展轉教化」，充

分表顯出大乘「降魔」的特色。

〈5 文殊師利問疾品〉：文殊

師利領受佛的慈命去探病，許多菩

薩、聲聞、天人等同行。文殊菩薩

問維摩詰之病因，維摩詰答：「以

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

眾生病滅，則我病滅。」1 2 此品

提到菩薩應如何慰問曉喻有疾的菩

薩，又菩薩若自己有病，應如何調

伏自己兼調伏眾生，非常值得參

考。

〈6 不思議品〉：舍利弗見維

摩詰室內空無一物，心想大眾當於

何處坐？維摩詰追問：「你是為法

而來，還是為了床座？」舍利弗回

答：「我為法來，非為床座。」1 3

維摩詰便藉機開示，「求法」是求

什麼法？應該怎麼樣才是真正的求

法？維摩詰又現神力，從須彌燈王

佛土借來了三萬二千高廣的師子

座，維摩詰小小的丈室竟然容納得

下，藉此顯發大小相容等種種不思

議事。

〈7 觀眾生品〉：菩薩要度化

眾生，應先了解眾生。若覺得眾生

那麼多、那麼剛強難化，要怎麼度

化呢？若這樣想，就有可能退心欲

早入涅槃。因此維摩詰說：菩薩應

觀眾生如幻化，行真實慈悲喜捨，

幫眾生滅除煩惱。此時有一天女出

來散花，花飄在菩薩身上隨即墮

落，但落在聲聞弟子身上卻無法去

除。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

由此因緣，舍利弗與天女有一段對

論，表顯男女無定相，及大小乘習

氣是否斷盡等問題。

〈8 佛道品〉：菩薩要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上一品談到菩薩應

該如何觀眾生、利益眾生，這一品

緊接著談菩薩要如何通達佛道。維

摩詰說：「若菩薩行於非道，是

為通達佛道。」1 4 從人天法來說，

正見、正語等八正道是「正道」，

邪見、邪語等八邪道是「非道」。

從二乘解脫法來說，趣入涅槃是

「正道」，趣向生死是「非道」。

對菩薩來說，趣向佛道是「正道」，

11 《維摩詰所說經》卷 1〈1佛國品〉（大

正 14，538c4-5）。

12 《維摩詰所說經》卷 2〈5 文殊師利
問疾品〉（大正 14，544b21-22）。

13 《維摩詰所說經》卷 2〈6 不思議品〉

（大正 14，546a7-8）。

14 《維摩詰所說經》卷2〈8佛道品〉（大

正 14，549a1-2）。



38 39

妙華會訊二一年第四季

起凡夫行、依二乘行入涅槃等都是

「非道」；但真正的菩薩行是非凡

夫行，也非二乘行，不但行「正道」

是道，行「非道」而不染著，是為

通達佛道。又修行應該要斷煩惱，

為何此品卻提到「六十二見及一切

煩惱皆是佛種」1 5？為何證得阿羅

漢的大迦葉恨自己已斷盡煩惱無法

再發無上菩提心？1 6 這樣的立場

牽涉到二乘能否回小向大等問題，

值得好好研究。

〈9 入不二法門品〉：三十一

位菩薩各自用言語說明如何入不二

法門，未表達不二法門不可言說。

接著文殊菩薩說「於一切法無言

無說是為入不二法門」，雖說「不

二法門不可言說」，但還是以言語

來表達。最後文殊菩薩請問維摩

詰；維摩詰默然無言，不用言語直

接表達「離言的不二法門」，因而

文殊菩薩讚歎：「善哉！善哉！

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

法門。」1 7

〈10 香積佛品〉：由於快到午

時，舍利弗心念「大眾如何用食」，

因而維摩詰化一菩薩，到香積佛的

眾香世界乞得滿鉢香飯來供大眾用

食。眾香世界的菩薩聽聞香積佛讚

歎釋迦佛於五濁惡世度化眾生而欲

來供養釋迦佛。藉由香飯因緣，談

到淨土與穢土眾生身形、根性等不

同，佛陀教化的方式也隨之有別；

並提到穢土的菩薩大悲堅固，以十

事善法攝化眾生，一世饒益眾生，

勝過淨土百千劫修行。也提到穢土

眾生若想往生淨土，應成就什麼功

德才能往生。

〈11 菩薩行品〉：文殊菩薩、

維摩詰長者及眾香世界的菩薩等，

一起到佛住的菴羅樹園。釋迦佛為

大眾開示：諸佛以各種不同的方便

度化眾生，有的佛土以佛光明而作

佛事，有以香飯而作佛事，有以音

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等；雖然

諸佛的色身、壽命、教化方式、國

土淨穢等看起來有些不同，但其實

佛的功德是平等的。眾香世界的菩

薩要回去之前，請釋迦佛開示；佛

為大眾講說「不盡有為，不住無

為」之解脫法門。此法門凸顯了菩

15 《維摩詰所說經》卷2〈8佛道品〉（大

正 14，549b3-4）。

16 《維摩詰所說經》卷2〈8佛道品〉（大

正 14，549b16-26）。

17 《維摩詰所說經》卷 2〈9 入不二法
門品〉（大正 14，551c23-24）。

18 〔後秦〕僧肇撰，《注維摩詰經》

卷 9〈11 菩 薩 行 品〉（ 大 正 38，

406a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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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不同凡夫也不同二乘的特色，如

僧肇所說：「有為雖偽，捨之則

大業不成；無為雖實，住之則慧

心不明。」1 8 有為善法雖然無常

生滅、不實，但若捨棄的話，成佛

的大業就無法成就；無為法雖然是

真實，但應觀空而不證涅槃，如果

安住於無為涅槃的話，智慧就不能

圓滿，無法成就佛的一切種智。

〈12 見阿閦佛品〉：由於維摩

詰與文殊菩薩回到菴羅樹園欲見釋

迦佛，釋迦佛問維摩詰：「你想

見佛，是要見色身佛還是見法身

佛？」維摩詰因而說到怎樣才是

真正地見佛。舍利弗見維摩詰智慧

深妙，心想必定是從尊貴的地方而

來，因此問維摩詰是從何處歿而生

於此世間。維摩詰答：「諸法如幻，

無沒、無生。」維摩詰從實相回

答不從何處歿也不來此處生；釋迦

佛則從世俗諦對舍利弗說：維摩詰

是從阿閦佛妙喜世界來的。大眾欣

喜，欲見妙喜世界阿閦佛，因此維

摩詰現神足，接妙喜世界到娑婆世

界來。大眾見妙喜世界清淨莊嚴，

希望往生彼國。

〈13 法供養品〉：釋提桓因發

願護法。佛說：聽法、讀誦、思惟、

依法修行，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

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

識，並加以弘通，這樣的「法供養」

勝過「財供養」。

〈14 囑累品〉：佛付囑彌勒於

未來流通經典，並提示應該先認識

眾生的根機：若只是好樂文句美妙

而不探究義理的，或是聽聞甚深經

典而怖畏生疑的，這是新學菩薩；

若能聽聞深法而不怖畏、心淨無

染、如說修行的才是久學菩薩。

三    《維摩經》之版本

  及譯注

《維摩經》的相關研究論文不

少，在此不一一列舉，僅將這次編

輯《維摩經講義》所參考的主要文

獻略述如下。

（一）現存《維摩經》漢譯本：

1、〔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

（大正藏 14 冊，No. 474）。

2、〔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

所說經》（大 正 藏 14 冊，No. 

475）。

3、〔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

（大正藏 14 冊，No. 476）。

（二）梵本《維摩經》：

1、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

《梵藏漢對照『維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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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大學出版會，2004 年。

2、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 ·梵

語佛典研究會編輯，《梵文維

摩經 Vimalakīrtinirdeśa －－ポタ

ラ宮所藏寫本に基づく校訂》，

2006 年。

3、梵本《維摩經》網址（Study 
Group on Buddhist  Sanskri t 
Literature）：http://gretil.sub.
un i -goe t t i ngen .de /g re t i l / 1_
sanskr/4_rellit/buddh/vimkn_
u.htm 

4、Bhiksu  Pasad ika  and  L .M. 
Joshi ed. & trans., Vimalakīrti-
nirdeśasūtra. Tibetan Version, 
Sanskrit Restoration and Hindi 
Translation. Sarnath : Central 
Ins t i tu te  o f  Higher  Tibe tan 
Studies, 1981.

按：依藏譯本還原。

（三）梵本《維摩經》譯注：

1、高橋尚夫、西野翠，《梵文

和譯維摩經》，春秋社，2011

年 1 月。

2、植木雅俊，《梵漢和對照 · 現

代語譯維摩經》，岩波書店，

2011 年 8 月。

3、黃寶生譯注，《梵漢對勘 · 維

摩詰所說經》，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11 年 10 月。

（四）現存《維摩經》藏譯本與其

英譯：

1、Chos nyid tshul khrims, '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台北版·西藏大藏經》
12，AMa，176 . 416/175r1-
435/239v7。台北：南天書局，
1990。

2、Sara Boin,  The Teaching of 
Vimalakirt i(Vimalakīrt inird-
eśa) ,  The Pali  Text  Society, 
London 1976, reprinted 1994.

按： 譯 自 Étienne  Lamotte,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1962) 法
譯本。

3、Robert A.F. Thurman, trans,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University 
Park, PA/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 
reprinted 1991.

（五）羅什譯本英譯：

1、Charles Luk,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Berkeley, CA: 
Shambhala, 1972; repreinted 
Boston: Shambjala, 1990.

2、Bur ton  Watson ,  t r ans ,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維摩經講義》編輯緣起

（六）《維摩經》注釋：

1、〔後秦〕僧肇撰，《注維摩

詰經》（ 大 正 藏 38 冊，No. 

1775）。

2、〔隋〕智顗說，湛然略，《維

摩經略疏》（大正藏 38 冊，

No. 1778）。

3、〔隋〕吉藏造，《淨名玄論》

（大正藏 38 冊，No. 1780）。

4、〔隋〕吉藏撰，《維摩經義疏》

（大正藏 38 冊，No. 1781）。

5、〔唐〕窺基撰，《說無垢稱

經疏》（ 大 正 藏 38 冊，No. 

1782）。

6、〔明〕傳燈著，《維摩經無

我疏》（卍新續藏 19 冊，No. 

0348）。

7、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

《對譯注維摩詰經》，山喜房

佛書林，2000 年 7 月。

8、BDK English Tripitaka 94-II: 
Expository Commentary on the 
Vimalakirti Sutra（維摩經義疏）
Jamie Hubbard/Bukkyo Dendo 
Kyokai America, Inc. 2012。

（七）《維摩經》講記：

演培法師，《維摩詰所說經講

記》，演培法師全集出版委員

會，2006 年 1 月新版一刷。

（八）其他：

1、《維摩經》梵漢藏英譯本對照：

 

2、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

庫：http://ckc.eduhk.hk:8080/
vimala/home

3、高橋尚夫，《維摩經ノート》

Ⅰ、Ⅱ、Ⅲ、Ⅳ、Ⅴ，ノンブル社，
2017-2019 年。

 此書將《維摩經》梵本、藏譯

本及支謙、羅什、玄奘三種漢

譯本分段比對，並加注了各版

本間之差異，並附上若干表格

方便對照。

4、植木雅俊，《梵文維摩經翻

譯語彙典》，法藏館，2019

年。

四 《維摩經講義》

  之編輯

筆者於 2020 年 6 月出版《法

華經講義》與大眾結緣以來，許多

讀者來函索書，更有許多大學、佛

學團體以此為教材開設《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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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也有許多讀者反應，希望《維

摩經講義》也能出版。

由於印順導師宣講的《維摩

經》，錄音品質不佳，還有部分缺

漏，若要重新聽打整理，不但工程

浩大且不完整，而演培法師已經將

導師解說的重要內容記錄於《維摩

詰所說經講記》之中，這部分就不

再重複，僅加注導師錄音時間點供

對照參考，或以「摘要」方式列出

導師開示的重要內容。不過，導師

在宣講此經之前，開示了《維摩

經》之「宗要」；在講說各品正文

之前的「前言」，詳細解釋了品名，

並提示該品的重要思想及前後各品

的關係。這些內容彌足珍貴，因此

決定將「宗要」及「前言」納入講

義之中；這兩部分是先請顯禪法師

幫忙逐字聽打，再由天襄法師與筆

者確認完成。

從印順導師的錄音開示中，得

知許多地方是導師對此經獨到的詮

釋，也有部分是參考了羅什、僧肇

及吉藏等大師的注解。例如導師解

釋「不思議」時，提到了「境不思

議、智不思議、教不思議」等三種

不思議，此說與吉藏撰的《維摩經

義疏》1 9 相合。

綜合各方面的考慮，《維摩經

講義》決定以下面的方式呈現。

首先是〈懸論〉，包含「經題

略釋」、「本經宗要」、「傳譯敘

說」、「內容概述」。其中，「經

題略釋」、「本經宗要」、「傳

譯敘說」是取自印順導師的錄音

開示；「內容概述」則是摘錄自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

源與開展》之〈文殊教典略述〉

（pp.904-906）。

以下各品，先列出印順導師的

「前言」，以【印】標示；其次是

《維摩經》經文，以標楷體顯示；

接著是僧肇撰的《注維摩詰經》，

以【注】標示；吉藏的《維摩經義

疏》則分段放在腳注；重要的法義

或難解的文句，則摘錄演培法師的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附在腳注或

末尾，以【演】標示；印順導師的

解說，有部分內容非常精彩而未收

錄於《維摩詰所說經講記》，我們

盡力聽打還原，附在腳注或放在

《注維摩詰經》之後，以【印】標

示。

現將《維摩經講義》的編輯過

程略述如下。

《維摩經講義》編輯緣起

筆者於福嚴佛學院開設《維

摩經》課程，從 2020 年 9 月起至

2021 年 6 月止，為期一年，上課

的同學有福嚴佛學院與壹同女眾佛

學院的大學部與研究所同學。為了

教學的方便，筆者先將學生分成四

組，並將《維摩經》十四品分配給

各組，再由組長分配給組員編輯講

義，步驟大致如下。

（一）提供底稿電子檔

筆者先提供印順導師對此經的

科判，配合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

說經》的經文電子檔給同學；另外

附上僧肇撰的《注維摩詰經》及吉

藏撰的《維摩經義疏》經文電子

檔，請同學先調整新式標點，並依

《維摩詰所說經》經文、《注維摩

詰經》依序分段編排，吉藏撰的

《維摩經義疏》則分別放在腳注，

編排之後再交給助教顯禪法師及筆

者修訂。

（二）加注異譯本、難解字詞及經

論出處

授課以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

說經》為底本，也請同學加上〔吳〕

支謙譯的《佛說維摩詰經》及〔唐〕

玄奘譯的《說無垢稱經》等異譯本；

特別是各譯本文義有出入時，方便

互相比對。

例如，羅什譯《維摩詰所說

經》云「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

邪見，是菩薩行」2 0 ，而對應的

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則是「若

行一切緣起所行而能遠離見趣所

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2 1 。羅

什譯本是「入諸邪見」，而玄奘譯

本卻是「遠離見趣所行」，二者意

趣不同；比對梵本，則是「緣起

所行，而遠離一切邪見所行，這

是菩薩所行」。2 2 依此例看來，

19 〔隋〕吉藏，《維摩經義疏》卷 4

〈6 不思議品〉（大正 38，961c15-

962a8）。

20 《維摩詰所說經》卷 2〈5 文殊師利
問疾品〉（大正 14，545c3-4）。

21 《說無垢稱經》卷 3〈5問疾品〉（大

正 14，569c2-3）。

22 （1）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

《梵藏漢對照『維摩經』》，p.210

（§4.20 Vkn Ms.32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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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譯本與梵本相合，而與羅什譯

本差異較大。不過，其他地方，也

有羅什譯本與梵本相合而與玄奘譯

本不合的情形，當然也有三版本都

不相合的情況，這要分別說。

另外，僧肇撰的《注維摩詰

經》中，其實除了僧肇之外，還包

含了鳩摩羅什、道生、道融之注

解，許多用字並非大家常見的佛學

術語，且一字多義，故請同學盡量

加注，方便閱讀。

又《注維摩詰經》中有時會出

現一些難解的文句，如「乞人有

三種：一、沙門，二、貴人，三、

下賤」2 3 ，其中沙門與下賤人行

乞還好理解，為何「貴人」也算是

「乞人」，此時會參考大正大學綜

合佛教研究所編的《對譯注維摩詰

經》，補上注釋於腳注提供讀者參

考。2 4

羅什的注解中還常常提到「梵

本云」，因此我們也找出對應的梵

語，並附上黃寶生譯注的《梵漢

對勘·維摩詰所說經》，或植木雅

俊譯《梵漢和對照 ·現代語譯維摩

經》、《梵文維摩經翻譯語彙典》

等加於腳注。

僧肇撰的《注維摩詰經》、吉

藏撰的《維摩經義疏》或演培法師

的《維摩詰所說經講記》中多處引

用了經論及故事，為了希望同學能

更深入掌握其要義，故請同學盡量

加注引用經論之出處，不足之處則

由助教與筆者再修訂、增補。

在聽導師錄音開示時，發現少

數地方演培法師的科判與導師的不

相合，而吉藏撰《維摩經義疏》的

科判也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因此

請同學整理了「印順導師、演培法

師、吉藏大師科判對照表」作為附

錄。

吉藏大師《維摩經義疏》在

「玄義」中以五種方式分判全經

內容，包括了：[1]「時事次第」

（二處四會），[2]「集法前後」，

[3]「三時」（食前說法、食時演

教、食後敷經）， [4]「三章」（室

外說法、室內敷經、還歸室外說

法），[5]「修行次第」（正宗）。

其中，[2]「集法前後」、[5]「修

行次第」可結合〈序〉、〈正宗〉、

〈流通〉。這五種方式中，吉藏並

沒有真正用任何一種貫徹全經。使

用比較多的，包括 [1]「時事次第」

（二處四會），[2]「集法前後」，

[5]「修行次第」三種方式；其中

又以 [5]「修行次第」為最能符合

各品的科判。為了讓科判能完整貫

徹全經，筆者請助教以 [5]「修行

次第」為主，其他方式為輔助，編

排了全經主要架構，再讓同學們依

各品開始的科判依序整理科判對照

表。由於〈01 佛國品〉偈頌後長行

至〈04 菩薩品〉各品品初使用 [1]

「時事次第」（二處四會）敘述，

與 [5]「修行次第」不能完全相符；

此四處的主要大科有稍微做調整。

〈07 觀眾生品〉與〈08 佛道品〉

品初缺一層科判，則參考印順導師

的科判補上。

就這樣，講義平均經過十幾次

修訂才確定「上課用稿」。

（三）課後修訂

確定「上課用稿」之後，通常

在上課數週前就會影印發給同學預

習，再由該組同學上台報告。課堂

中大家熱烈討論，課後再加以數次

修訂，最後才成為定稿。

五  結 語

這次《維摩經講義》的出版，

實在是諸多因緣聚合所成，感恩印

順導師的宣講，印海法師、常覺法

師幫忙錄音，能度法師、能淨法師

整理筆記，演培法師出版《維摩詰

所說經講記》；也非常感謝天襄法

師幫忙確認錄音內容，助教顯禪法

師不厭其煩地校對、確認梵本出

處，以及福嚴佛學院、壹同女眾佛

學院師生共同努力加注難解字詞，

尋找經論出處，還有印順文教基金

會董事們的倡印，及本良法師幫忙

排版，這套《維摩經講義》才得與

大家相見。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

免，還望諸位大德不吝指正！

釋厚觀
2021年6月6日於

福嚴佛學院

《維摩經講義》編輯緣起

23 《注維摩詰經》卷 4〈4菩薩品〉（大

正 38，367c26-28）：

   什曰：「乞人有三種：一、沙門，二、

貴人，三、下賤。隨其所求皆名為

乞人也。」

24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編，《對
譯注維摩詰經》，p.771，注釋：

  「一、沙門，二、貴人，三、下賤」：
「貴人」が何を指すか不明だが、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に「能施沙

門、婆羅門、貧窮、乞人」（大正

八、二七二中）とあり、《維摩經》

の本文も考え合わせるとバラモン

を貴人としたものか。

 yat pratītyasamutpādagocaraś ca 
sarvadṛṣṭivigatagocaraś caayaṃ 
bodhisatvasya gocaraḥ /

 （2）黃寶生譯注，《梵漢對勘維摩
詰所說經》〈4 問疾品〉，p.163：

   緣起所行，而遠離一切邪見所行，

這是菩薩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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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利 弗 與 目 犍 連 原 是 外 道 弟

子，他們的師父離世後，便到處尋

找名師。有一天，舍利弗遇到威儀

具足的馬勝比丘，即生恭敬心，知

道能調教出如此威儀具足的弟子，

這位師父一定很了不起。於是舍利

弗上前請問馬勝比丘的師父是誰？

師父說何法？馬勝比丘回答說：「我

的師父是釋迦牟尼佛。」他並說

了一首偈語：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我佛大沙門，

 常作如是說。」

舍 利 弗 聽 到 此 偈 語， 法 喜 充

滿，馬上回去帶同目犍連及其弟子

略說

因緣所生法
何湘兒

皈依佛陀，跟隨佛陀出家學道，並

證得阿羅漢果。

《雜阿含˙53 經》說，有位婆

羅門問佛陀說何法？佛陀回答說：

「我論因說因。」婆羅門又問佛陀：

「何謂論因說因？」佛陀告訴婆

羅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

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

由此可知，一切法皆眾因緣所

生，因緣法是多麼重要、多麼殊勝，

若能明白因緣的道理，證悟緣起法

則，便能轉凡成聖，解脫自在。

但有些學者認為：世間法，一

切都是因緣所生；而出世間法則不

可用因緣來講，尤其是講到佛性，

就不須講因緣，人人本具佛性，無

因緣可言。

不 過，《妙法蓮華經》 方 便

品卻明確地指出：「佛種從緣起

⋯⋯」由此可知，佛性並非本自具

足，成佛的種子也是緣起的，你若

有緣遇到佛菩薩，或得到善知識教

化，你又能依教奉行，將來修行圓

滿，必定可以成佛，人人都有成佛

的可能性。

而有的人又認為：某些人的心

識裡、種子裡沒有佛性，所以他們

不能成佛。這種講法也不正確，同

樣是錯解因緣法。

小乘人則認為，因緣法可以引

領他們入道，可以滅世間之苦，可

以令他們證涅槃得聖果。所以，他

們覺得因緣法是真實的，是他們最

珍貴的法寶，甚麼都可以空，因緣

法則不空。這是小乘人的因緣觀。

其實這也是法執，他們忘記了因緣

的道理，只是言語、思想及概念。

所以，《中論》第一品觀因緣品就

很清楚地破斥了小乘人的這種講

法，說明「因緣、次第緣、緣緣、

增上緣」這四緣皆不實在。

我們要知道，在世俗諦來說，

世間上任何事物，或自然界任何現

象，我們所見所聞所知的任何一

法，都是無數因緣所造成，一切法

都是因緣而有，宛然而有，不實而

有，如幻而有。既然一切法都是眾

因緣所造成，一切法不實在，造成

一切法的因緣當然也就不實在。

所有一切法，每一法其實都是

很多因緣所造成的果，有其作用，

但它不是具體實在、獨一存在、永

恆不變的果，而是一堆不斷變化之

因緣。所有的果，都是不實在，都

是假名安立，例如，有些叫紙，有

些叫筆，有些叫人⋯⋯安立不同的

名稱，以方便我們日常生活。這就

是所謂的果法。一切法都是眾多因

緣所造成，不是自古以來無緣無故

就有紙、就有筆、就有人⋯⋯所以，

一切法皆不實在。若一切法是實在

的，紙不須靠其他因緣，就可以成

為一張紙；筆不須靠其他因緣，也

可以成為一支筆，但事實卻不然。

世間上所謂的果，皆由很多因緣造

成，只不過是假名為果，而這個果，

仍然是眾多的因緣，這些因緣仍在

變化中，並無實在不變之果，亦無

實在不變之因。聖者見到果，當

下就知道果不實在，沒有實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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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條件，剎那剎那地變化，某

些條件消散了，又增加一些新的條

件。

例如，一張紙這個所謂的果，

是工人用樹木等原材料加工或廢紙

循環再造，由很多條件合成，它只

是一個暫時性的成立，紙這個果並

不實在，隨時都會改變，若在紙上

寫字畫畫，就會變成字畫，紙便成

為字畫之因。果是由因緣造成的，

造成果的因緣既然是不實在，果也

不實在。所以，《十二門論》一開

始就說果不實在，緣也不實在。這

並非否定因緣、否定因果，也並非

說它沒有作用。而所謂的因緣，所

謂的因果，不過是針對眾生來說的

一個方便言語，根本沒有一個實在

固定不變的因，也沒有一個實在固

定不變的果。這一剎那所說的這個

因，下一剎那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

因，它已變成了果。

《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說

得非常好：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

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四句為一頌，前一頌就是佛法

中著名的「三是偈」。印順導師在

《中觀論頌講記》四六一至四六六

頁，對這兩頌作了精辟的解釋：

「 一 切『眾』多『因緣』所

『生』的『法』，『我』佛『說』

他就『是空』的。雖說是空，但並

不是否認一切法。這空無自性的空

法，『亦』說『為是假名』的。因

離戲論的空寂中，空相也是不可得

的。佛所以說緣生法是空，如《智

度論》說：『為可度眾生說是畢

竟空』，目的在使眾生在緣起法

中，離一切自性妄見；以無自性空

的觀門，體證諸法寂滅的實相。所

以一切法空，而不能以為勝義實相

中，有此空相的。這即緣起有的性

空，『亦是中道義』。 經 中 說：

『為菩薩說不可得空』；不可得

空，即空無空相的中道第一義空。

緣起幻有，確實是空無自性的，是

佛的如實說，龍樹不過是詳為開顯

而已。一切的一切，如不能以緣起

假名，說明他是空，就不能寂滅有

無諸相，也不能證悟諸法實相。假

使不知空也是假名的安立，為離一

切妄見的，以為實有空相或空理，

這可以產生兩種不同的倒見：一、

以為有這真實的空性，為萬有的實

體；一轉就會與梵我論合一。二、

以為空是什麼都沒有，即成為謗法

的邪見。明白了因緣生法是空的，

此空也是假名的，才能證悟中道，

不起種種邊邪見。這樣的解說，為

本頌正義。以空為假名的，所以此

空是不礙有的，不執此空為實在的；

這樣的空，才是合於中道的。此說

明空不是邪見，是中道，目的正為

外人的謗空而說。青目說：『眾因

緣生法，我說即是空；空亦復

空，但為引導眾生，故以假名

說（空）；離有無二邊故，名（此

空）為中道』。月稱說：『即此

空，離二邊為中道』。──都重

在顯示空義的無過。

上頌已成立緣生性空的空，是

不礙有的，是不著空的正見；下頌

才說明一切無不是緣生法，所以一

切無不是空的。凡是存在的，無一

不是緣生的。所以說：「未曾有一

法，不從因緣生」。凡是從因緣生

的，無一不是空無自性的。實有的

緣生法，決定沒有的。所以說：「是

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這一頌

與上一頌的意義，是連貫的，不能

把他分開，而斷章取義的。離後頌

而讀前頌，決定會作別解。論主所

以引這兩頌，因外人與論主諍論，

說性空者主張是破壞一切的；論主

才引經證成自己，不特沒有過，而

且這是佛法的精髓，是佛法的真義

所在。

本頌，又可作如此說：因緣生

法，指內外共知共見的因果事實。

外人因為緣生，所以執有；論主卻

從緣生，成立他的性空。所以說：

即是空的。空不是沒有緣起，此空

是不礙緣起的，不過緣起是無自性

的 假 名。 這 樣， 緣 生 而 無 自 性，

所以離常邊、有邊、增益邊；性空

而有假名的，所以離斷邊、無邊、

損減邊；雙離二邊，合於佛法的中

道。這是雙約二諦空有而說的。中

道，形容意義的恰好，並非在性空

略說因緣所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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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外，別有什麼。這樣，假名與

中道，都在空中建立的。一切諸法

寂無自性，所以是空；緣起法的假

名宛然存在，所以是有。這相即無

礙法，從勝義看，是畢竟空性；從

世俗看，雖也空無自性，卻又是假

名的。這樣，所以是中道。《般若

經》說：『觀十二因緣，不生不

滅，如虛空不可盡，是為菩薩

不共中道妙觀』；也就是此意。

性空假名無礙的中道，也就是二諦

無礙的中道。然而，無一法不是緣

生，也就無一法不是性空；依世俗

的因緣生法，通達一切法空，是證

入勝義的正見。觀一切法的空性，

才能離自性見，悟入諸法實相。所

以，觀行的過程，第一要了解因果

緣起，得法住智；再觀此緣起無自

性空，假名寂滅，得涅槃智。依緣

有而悟入性空，悟入性空的當下，

是一切生滅緣起法都泯寂不現的。

因此，在正覺中，不能不所，一切

都不可安立。如從真出俗，觀性空

的假名緣起，見一切如幻緣起法宛

然存在。聖者所見的世俗，與凡人

所見，就大有不同了。《智度論》

略說因緣所生法

說：『般若將入畢竟空，寂諸戲

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化

生』，就是這一修行的歷程。加行

位中，還沒有能現證空寂，沒有離

戲論，只是一種似悟。在加行位中，

確實即有觀空，空不礙有的。但依

此二諦無礙的悟解，即能深入到畢

竟空寂的實證。所以《心經》說：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是故空

中無色』。 觀色空的相即不二，

而到達現證，卻唯是色相泯滅的空

相。《華嚴經》也說：『相與無相

無差別，入於究竟皆無相』。

先作圓融觀而達到絕待，這是悟入

實相的必然經歷。如本頌雖明自性

空與假名有的二諦相即，而真意在

空，這才是指歸正觀悟入的要意所

在，為學者求證的目標所在。末後

無不是空者一句，是怎樣的指出中

論正宗呀！」

印順導師的解釋很深奧，但值

得中觀學者深入學習。我們若能真

正明白這些道理，便能

消除很多執著，達到身

心輕安自在！

一  概 說

《阿含經》是原始佛教的經典，

記錄佛陀在世時所說之法。很多學

者認為，《阿含經》主要是講原始

佛教的法義，很少講關於菩薩的理

論。而彌勒菩薩是大乘菩薩，似乎

不會出現在《阿含經》中。然而，

《阿含經》中畢竟有講述彌勒比丘、

彌勒菩薩。

例 如， 在 四 阿 含 中， 較 早 結

集的《中阿含經》卷十三，就有一

篇《說本經》（大正藏第一冊）講

彌勒比丘；最遲結集的《增一阿含

經》，在序品已出現「彌勒」的字

眼，也有講菩薩；而《增一阿含經》

卷四十四第三經（大正藏第二冊）

竟然是講彌勒菩薩下生，更令人覺

得奇怪的是，第三經與西晉竺法護

《阿含經》
與彌勒菩薩

邵馨梅

譯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下生經》（大

正藏第十四冊）之經文幾乎一樣，

只是在偈頌中有一字不同。

雖然《阿含經》中提到「彌勒

菩薩」的篇幅極少，卻也透露了四

阿含中，後期結集的《阿含經》已

經有初期大乘的思想，而彌勒淨土

的思想，則是很早期的大乘思想。

由此可知，《增一阿含經》不一定是

佛滅後幾十年或一、二百年結集的，

而是在接近大乘時期出現的，起碼

是在佛滅後三、四百年才結集《增

一阿含經》。

二  簡介《說本經》

《說本經》由東晉時期來自罽

賓的高僧瞿曇僧伽提婆所譯。全經

共有幾千字，內容本來非常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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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經文有很多重覆，非常累贅，

令人閱讀起來覺得很沉悶，若撇除

重覆部分，主要內容其實只有三、

四百字。

這篇經文說，佛陀來到波羅奈

鹿野園中。那時候「諸比丘於中食

後，以小因緣集坐講堂⋯⋯」阿

那律尊者講述了自己過去生雖是貧

窮人，但仍能在「災旱、早霜、蟲

蟥，五穀不熟，人民荒儉」，出

家人「乞求難得」之時布施一鉢食

物給一位名叫無患的辟支佛，因此

後世得大福報的事情⋯⋯

佛陀在定中以淨天耳聽到比丘

們在講堂「共論此事」，於是出定

來到講堂，為比丘們說法：「諸比

丘，未來久遠當有人民壽八萬

歲，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

大富樂，多有人民⋯⋯有王名螺

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

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

成就七寶⋯⋯彼當統領此一切地

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

令得安樂⋯⋯布施沙門、梵志、

貧窮、孤獨、遠來乞者⋯⋯彼施

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

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爾時，尊者阿夷哆在眾中

坐。於是，尊者阿夷哆即從坐

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

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

時，可得作王，號名曰螺，為轉

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

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

就七寶⋯⋯」

那時候，在講堂聽佛說法的比

丘眾中，有一位名叫阿夷哆的尊者，

他聽到佛陀描述未來世有轉輪聖王

出世的情境，於是就站起來向釋迦

佛發願將來做這位轉輪聖王。接著，

他把前面釋迦佛說的話一字不漏地

重講一次。

「於是，世尊訶尊者阿夷哆

曰：『汝愚癡人，應更一死，而

求再終。所以者何？謂汝作是

念：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

萬歲時，可得作王，號名曰螺

⋯⋯』」

釋迦佛聽到阿夷哆尊者想做轉

輪聖王之後，便呵斥他是愚癡人。

因為他今生有幸見佛聞法，就應該

精進勇猛修行了生死，把今生作為

最後一生；今生所作已作之後，成

為不受後有的聖者，不再輪迴生死；

但他現在反而卻求取一再的生死，

希望成為轉輪聖王之後剃除鬚髮出

家， 布 施 給 各 方， 然 後 才 成 為 不

受後有的聖者。這豈不是多死了一

生？為何不直接發願做不受後有的

聖者，而發願做轉輪聖王呢？所以，

佛呵斥他是愚癡人。

印度人很崇敬轉輪聖王，但佛

教並不提倡生天，修行的目的不是

為了成為轉輪聖王，而是為了斷除

生死煩惱，轉凡成聖。所以，佛陀

教大家不要再在世上留戀那種所謂

的轉輪聖王境界；與其發願做轉輪

聖王，不如此生精進修行，成為沒

有煩惱、解脫生死的聖者，成為無

上丈夫。

釋 迦 佛 呵 斥 完 阿 夷 哆 尊 者 之

後，又再一字不漏地覆述了阿夷哆

尊者所說之內容。釋迦佛雖然呵斥

他想做轉輪聖王是愚癡，但也授記

他將來做轉輪聖王；然後又再把前

面的內容重覆一次。此部分的經文，

同一內容重覆了四次，可見此經是

多麼累贅。

釋迦佛對阿夷哆說完之後，「佛

告諸比丘：『未來久遠人壽八萬

歲時，當有佛，名彌勒如來⋯⋯

猶如我今已成如來⋯⋯猶如我今

說法⋯⋯猶如我今廣演流布梵行

⋯⋯彼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猶

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

「爾時，尊者彌勒在彼眾中。

於是，尊者彌勒即從坐起，偏袒

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

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

得成佛，名彌勒如來⋯⋯』」

當時講堂中有一位名叫彌勒的

尊者，他聽到釋迦佛講述彌勒如來

的功德之後，馬上站起來，發願將

來成為彌勒如來。然後他又覆述了

釋迦佛所說的彌勒如來成佛後的情

境。

「 於 是， 世 尊 歎 彌 勒 曰：

『善哉！善哉！彌勒！汝發心極

妙，謂領大眾。所以者何？如汝

作是念：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

壽八萬歲時，可得成佛，名彌勒

如來⋯⋯』」接著，釋迦佛又覆述

了彌勒如來成佛後的情境。然後，

釋迦佛為彌勒尊者授記：「汝於未

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佛

⋯⋯」如是內容，亦一共重覆了四

次。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

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

汝取金縷織成衣來。我今欲與彌

勒比丘。』」

阿難尊者即把那件別人供養佛

的用金線織成的金縷衣拿來交給釋

尊。釋迦佛對彌勒比丘說：「汝從

《阿含經》與彌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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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取此金縷織成之衣，施佛、

法、眾。所以者何？彌勒！諸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為世間護，

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於是，尊者彌勒從如來取

金縷織成衣已，施佛、法、眾。」

「時，魔波旬便作是念：『此

沙門瞿曇遊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

園中，彼為弟子因未來說法。我

寧可往而嬈亂之。』」

「魔」有惡之義，凡是誘人墮

落、障礙修行、令人退步、令人不

思上進，都可稱為魔。魔居於天上，

魔王為波旬。很多經論都有講述魔，

以大乘來說，令修學大乘之行者退

墮聲聞乘，便是魔事。如《大智度

論》卷五曰：「奪慧命，壞道法、

功德、善本，是故名為魔。」《般

若經》亦有很多經文講述種種魔事。

當時魔王知道釋迦佛為彌勒比

丘授記，將來在娑婆世界成佛，於

是前來擾亂。魔王來到佛前，說了

三首偈頌讚歎轉輪聖王的境界，說

出轉輪聖王在世時的繁榮安定之美

好世界，似乎在勸人嚮往轉輪聖王

的境界。

佛陀知魔王「欲相嬈亂」，因

此，魔王每說一首偈頌讚歎轉輪聖

王，佛陀也說一首偈頌讚歎彌勒如

來的功德和境界，說出成佛的好處。

佛陀告訴大家，還有比轉輪聖王更

好更高的彌勒境界，希望大家不要

受魔王的誘惑，應像彌勒比丘那樣

發願。佛陀接連用幾首偈頌回應魔

王之後，魔王就知難而退。

「佛說如是。彌勒、阿夷哆、

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這 篇 經 文 雖 然 累 贅， 但 累 贅

之中又讓我們看到佛有大威神力，

佛說法連魔王也無法擾亂；更讓我

們看到彌勒境界比轉輪聖王境界更

莊嚴、更清淨、更殊勝之處。這篇

經既不是彌勒上生經，也不是彌勒

下生經，但類似下生經，因為此經

講述了將來彌勒淨土的情況，也講

出彌勒比丘是當時釋迦佛座下的弟

子，釋迦佛為他授記，將來必定可

以在未來娑婆世界成佛。

我們要知道，印度人流傳經典，

非常虔誠，習慣有文必錄，只要認

為是佛說的，無論多麼累贅，也會

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佛經傳來中

國之後，有些譯者為了保存佛經原

來的神髓，往往不會刪掉一個字，

即使這篇經文某些內容重覆了三、

四次，也會一字不漏地翻譯出來。

因此，我們閱讀經文的時候，可以

跳過重覆的部分而看新的內容，這

樣閱讀的速度便會加快。我們也無

須因為經文的累贅而失去閱讀經文

的興趣，否則便會錯過很多既重要

又精彩的經文，看不到值得我們欣

賞、值得我們學習的經文。

此經亦由瞿曇僧伽提婆所譯。

經文一開始便出現「菩薩」、「彌

勒」的名稱：

「爾時，阿難偏露右肩，右

膝著地，白世尊言：『如來玄鑒，

無事不察，當來、過去、現在三

世皆悉明了；諸過去諸佛姓字、

名號、弟子菩薩翼從多少，皆悉

知之；一劫、百劫，若無數劫，

悉觀察知；亦復知國王、大臣、

人民姓字，斯能分別，如今現在

國界若干，亦復明了；將來久遠

彌勒出現，至真、等正覺。欲聞

其變，弟子翼從佛境豐樂，為經

幾時？』」

阿 難 尊 者 對 釋 尊 說： 如 來 有

高超深遠的洞察力，沒有任何事情

不能觀察，三世的事情如來都觀察

得清清楚楚，連過去所有諸佛的名

號及有多少弟子菩薩跟隨學習、助

佛揚化，如來都全部清楚知道；如

來也清楚知道現在世間的事情，亦

知道遙遠的將來有彌勒出現於世成

佛。我們很想知道將來彌勒佛出現

於世的情境，有多少弟子跟隨彌勒

佛，佛國土如何豐樂，這時期有多

長時間？

「佛告阿難：『汝還就座，

聽我所說，彌勒出現，國土豐樂，

弟子多少。善思念之，執在心

懷。』是時，阿難從佛受教，即

還就座。」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將

來久遠於此國界，當有城郭名曰

雞頭，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

旬，土地豐熟，人民熾盛，街巷

成行⋯⋯』」

釋迦佛在此經描述彌勒佛出現

的世界，好像北俱盧洲那樣富裕。

「時，閻浮地極為平整，如鏡清

明。舉閻浮地內，穀食豐賤，人

民熾盛，多諸珍寶⋯⋯人身之中

無有百八之患，貪欲、瞋恚、愚

癡不大殷勤，人心平均皆同一

意，相見歡悅，善言相向，言辭

一類，無有差別，如彼鬱單曰人，

《阿含經》與彌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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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有異。是時，閻浮地內人民

大小皆同一嚮，無若干之差別也。

彼時男女之類意欲大小便，地自

然開，事訖之後，地復還合。爾

時，閻浮地內自然生粳米，亦無

皮裹，極為香美，食無患苦。所

謂金銀、珍寶、車磲、瑪瑙、真

珠、虎珀，各散在地，無人省錄。

是時，人民手執此寶，自相謂言：

昔者之人由此寶故，各相傷害，

繫閉牢獄，更無數苦惱。如今此

寶與瓦石同流，無人守護 。」

「鬱單曰」即是北俱盧洲，又

譯作「鬱單越」，是四大洲之一，

位於須彌山之北。那裡地平如掌，

人民福報很好，過著美好的生活，

非常安樂，人壽很長，是一個世界

大同的理想國，財產大家共同擁有，

共同使用，人人平等，沒有爭執，

無分彼此，無男女之別，但可惜那

裡沒有佛法。

在彌勒佛出現的世間，雖似北

俱盧洲，但有彌勒佛說法。那時候，

人民生活非常美好，豐衣足食，人

民亦身體健康，沒有一百零八種疾

患，貪、瞋、癡煩惱稀薄，大眾和

平共處，用同一種語言，同北俱盧

洲的語言一樣。人們的身材、相貌

沒有很大的差別。金銀等七寶散在

地上，亦無人貪取。此情此景，五

濁惡世的眾生根本無法想像。相比

之下，現今有些人總是想盡辦法希

望得到金銀珠寶，甚至有人為此鋌

而走險，打家劫舍，惡貫滿盈⋯⋯

而那裡的人民卻拿著這些珍寶

慨歎：往昔的人就是為了爭奪這些

珍寶而互相傷害，因此而被關在牢

獄之中，增添無盡的苦惱；所以，

他們把珍寶視同瓦石一樣，一點也

不貪著，不需要人看守那些珍寶，

也無人撿取那些珍寶。

「爾時，法王出現，名曰蠰

佉，正法治化，七寶成就⋯⋯」

這位名叫蠰佉的法王是轉輪聖王。

「爾時，彼王有大臣，名曰

修梵摩，是王少小同好，王甚愛

敬，又且顏貌端正⋯⋯」

「是時，修梵摩有妻，名曰

梵摩越，玉女中最極為殊妙，如

天帝妃，口作優鉢蓮花香，身作

栴檀香，諸婦人八十四態，永無

復有，亦無疾病亂想之念。爾時，

彌勒菩薩於兜率天，觀察父母不

老、不少，便降神下應，從右脅

生，如我今日右脅生無異，彌勒

菩薩亦復如是。兜率諸天各各唱

令：『彌勒菩薩已降神下。』是

時，修梵摩即與子立字，名曰彌

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

嚴其身，身黃金色。爾時，人壽

極長，無有諸患，皆壽八萬四千

歲，女人年五百歲然後出適。爾

時，彌勒在家未經幾時，便當出

家學道。」

蠰佉轉輪聖王有一位大臣，名

叫修梵摩，他是蠰佉轉輪聖王少年

時的同伴好友。他的夫人名叫梵摩

越，是城裏玉女中最美麗的女子，

如同天帝的妃子那樣殊妙，口出優

鉢蓮花香，身上散發栴檀香，絲毫

沒有一般婦人具有的八十四種媚

態，身心健康清淨。

彌勒菩薩在兜率天觀察到修梵

摩和梵摩越適合做自己在人間的父

母，便入母胎，從母親的右脇而生。

彌勒菩薩下生人間的時代，人民的

壽命皆有八萬四千歲，女子五百歲

才出嫁。彌勒菩薩長大不久，便出

家修行。

「爾時，去雞頭城不遠，有

道樹名曰龍華，高一由旬，廣

五百步。時，彌勒菩薩坐彼樹

下，成無上道果。當其夜半，彌

勒出家，即其夜成無上道。時，

三千大千剎土，六變震動，地神

各各相告曰：『今彌勒已成佛。』

轉至聞四天王宮：『彌勒已成佛

道。』轉轉聞徹三十三天、焰天、

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聲展轉乃至梵天：『彌勒已成佛

道。』爾時，魔名大將以法治化，

聞如來名教音響之聲，歡喜踊

躍，不能自勝，七日七夜不眠不

寐。是時，魔王將欲界無數天人，

至彌勒佛所，恭敬禮拜。」

彌勒菩薩出家後，坐在龍華樹

下成道。彌勒成佛的消息，從人間

展轉傳至天上，名叫大將的魔王便

帶領無數天人來到佛前，恭敬禮拜

彌勒佛。

「彌勒聖尊與諸天漸漸說法

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

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

為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已發

心歡喜，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

習、盡、道，悉與諸天人廣分別

其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天子

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大

將魔王告彼界人民之類曰：汝等

速出家。所以然者，彌勒今日已

度彼岸，亦當度汝等使至彼岸。」

諸天人來到之後，彌勒佛為大

眾說法，從淺至深，先為大眾說布

施、持戒、生天道理，又為大眾解

說欲念是不清淨的，教大眾發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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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離欲向於捨。彌勒佛見大眾法

喜充滿，便為大眾詳細講解諸佛常

說的苦、集、滅、道四聖諦。法會

上的八萬四千天子聽完彌勒佛說法

之後，馬上得到法眼淨，即是達到

見道的境界，得到初果。

「爾時，雞頭城中長者，名

曰善財，聞魔王教令；又聞佛音

響，將八萬四千眾，至彌勒佛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彌

勒漸與說法微妙之論⋯⋯爾時，

座上八萬四千人，諸塵垢盡，得

法眼淨。是時，善財與八萬四千

人等，即前白佛，求索出家，善

修梵行，盡成阿羅漢道。爾時，

彌勒初會八萬四千阿羅漢。」

那時候，雞頭城中有一位名叫

善財的長者，他聽到大將魔王的教

令，又聽到佛的聲音，於是就帶領

八萬四千人前來頂禮彌勒佛。彌勒

佛為他們說法，他們聽法之後，亦

得法眼淨，並出家修行，全部都成

為阿羅漢。彌勒佛初會說法就教化

了八萬四千人成阿羅漢。

「是時，蠰佉王聞彌勒已成

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聞法。

時，彌勒與說法，初善、中善、

竟善，義理深邃。爾時，大王復

於異時立太子，賜剃頭師珍寶，

復以雜寶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

眾生，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盡

成道果，得阿羅漢。」

 蠰佉轉輪聖王聽到彌勒菩薩已

成佛的消息，便前往聽法。彌勒佛

為大王所說之法，義理非常高深精

微。「初善、中善、竟善」，很多

經論譯作「初善、中善、後善」，

不同經論對此之解釋，亦有所不同。

這裡大概是說，彌勒佛無論是初、

中、後期為大王說法，都能令大王

得益，大王初聞彌勒佛說法，法喜

充滿，然後大王依法精進修行，最

後得到道果。所以，大王在某天宣

佈立太子，並把王位傳給太子，賞

賜剃頭師一些珍寶，請剃頭師為其

剃除鬚髮，又把各種寶物賞賜給清

淨的修道人，然後帶領八萬四千眾

生，來到佛前，請求出家。其後，

這八萬四千眾生，精進修行，全部

都成為阿羅漢。

「是時，修梵摩大長者聞彌

勒已成佛道，將八萬四千梵志之

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得阿

羅漢；唯修梵摩一人，斷三結使，

必盡苦際。」

彌勒佛的父親修梵摩大長者，

聽到自己的兒子成佛，就帶領八萬

四千的修行人，來到佛前，請求出

家。後來，這些人除了修梵摩一個

人之外，其他人都成為阿羅漢；但

修梵摩已斷除了三結使，也即是斷

除了身見、戒禁取見、疑見等三種

妨礙解脫的煩惱，將來必定會斷盡

所有煩惱而得解脫。

「是時，佛母梵摩越復將八

萬四千婇女之眾，往至佛所，求

作沙門。是時，諸女人盡得羅漢；

唯有梵摩越一人，斷三結使，成

須陀洹。」

彌勒佛的母親梵摩越又帶領八

萬四千婇女，來到佛前，請求出家。

後來那些女士全部都成為阿羅漢，

只有梵摩越一人斷除三結使，得到

初果須陀洹。

「爾時，諸剎利婦聞彌勒如

來出現世間，成等正覺，數千萬

眾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坐；各各生心，求作沙門，出家

學道。或有越次取證，或有不取

證者。爾時，阿難！其不越次取

證者，盡是奉法之人，患厭一切

世間不可樂想。爾時，彌勒當說

三乘之教。」

幾千萬的王親貴族之女眷屬，

聽到彌勒如來出現於世，也來到佛

前出家學道。由於她們非常精進修

行，有很多人超越了一般的修行速

度，越級證得果位；亦有一些人不

取證。那些不越級取證的人，都是

依法奉行的人，他們厭離世間，認

為世間一切五欲享受，都不能令他

們得安樂。於是，彌勒佛就為不同

程度、不同根性的眾生說三乘教法。

「如我今日弟子之中，大迦

葉者行十二頭陀，過去諸佛所善

修梵行。此人常佐彌勒，勸化人

民。」

此經特別講述了在釋迦佛座下

修苦行的大迦葉尊者，他在過去諸

佛的時代，已經善修梵行；他在彌

勒淨土，也常常輔助彌勒佛弘揚佛

法，教化人民。

「爾時，迦葉去如來不遠，

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

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吾今年已

衰耗，年向八十餘。然今如來有

四大聲聞，堪任遊化，智慧無盡，

眾德具足。云何為四？所謂大迦

葉比丘、君屠鉢漢比丘、賓頭盧

比丘、羅云比丘。汝等四大聲聞

要不般涅槃，須吾法沒盡，然後

乃當般涅槃。大迦葉亦不應般涅

槃，要須彌勒出現世間。所以然

《阿含經》與彌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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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彌勒所化弟子，盡是釋迦文

佛弟子，由我遺化得盡有漏。

摩竭國界毘提村中，大迦葉於彼

山中住。又彌勒如來將無數千人

眾，前後圍遶，往至此山中。遂

蒙佛恩，諸鬼神當與開門，使得

見迦葉禪窟。」

釋迦佛為大眾說法之時，迦葉

尊者正在不遠處禪坐。釋尊就對迦

葉尊者說：我現在年紀老邁，快將

八十歲有餘；幸好如來有四大聲聞

弟子，有智慧有能力幫助我到處去

弘法。你們四位聲聞大弟子，不要

太早入無餘依涅槃，要繼續弘揚佛

法，要等世間完全沒有佛法的時候，

才入涅槃。大迦葉也不應太早入涅

槃，要等彌勒佛出現於世。因為彌

勒佛所教化的弟子，全部都是釋迦

文佛（即是釋迦牟尼佛，只是譯音

不同）的弟子，由於曾受我的教化，

將來彌勒佛出現於世時，便得到漏

盡，斷除所有的煩惱。大迦葉你應

該到摩竭陀國毘提村中找一山洞入

定，將來彌勒佛下生人間時，會帶

領無數大眾，來到你入定的山洞前，

與你相見。諸鬼神亦蒙佛的恩德，

為彌勒佛打開山門，見到迦葉坐禪

入定的山洞。

在釋尊入滅之後，有四位聲聞

大弟子，仍然長期弘法。不同的經

典，所記載的四大聲聞則有所不同。

此經所說的四大聲聞，第一位是迦

葉尊者，他與彌勒佛很有緣，因此

他答應釋尊，在釋尊入滅之後，他

仍留在摩竭陀國毘提村的山中（有

些經典說留在雞足山），一直等彌

勒佛出現於世。

第 二 位 大 聲 聞 是 君 屠鉢 漢 尊

者，他也答應釋尊，在佛法滅盡前

守護佛法，不入涅槃。當阿育王的

孫子要破壞佛教、要毀掉所有寺院

和佛經的時候，君屠鉢漢尊者便出

來保護佛經，令佛經能流傳後世。

第 三 位 大 聲 聞 是 十 六 羅 漢

（十八羅漢）之一的長眉賓頭盧，

生於婆羅門家庭，年少時跟隨佛陀

出家修行，成阿羅漢，曾因愛顯神

通而被佛陀責備。傳說賓頭盧永不

入滅，長住世間護持佛法。因此，

人們稱他為住世阿羅漢。

第四位大聲聞就是羅云，也即

是佛的兒子羅睺羅，他做沙彌的時

候，非常調皮，後經佛陀多次教導，

成為十大弟子中的密行第一，做了

好事也不張揚，彌補了以前的不足，

並且長久護法。羅云和賓頭盧一樣，

都是十六羅漢（十八羅漢）之一。

當時釋迦佛囑咐四大聲聞不要

般涅槃，要等到佛法在世間滅了，

然後才般涅槃。所以，大迦葉尊者

如今仍未般涅槃，他要留身以待，

入定等待彌勒佛出現於世。

「是時，彌勒伸右手指示迦

葉，告諸人民：過去久遠釋迦文

佛弟子，名曰迦葉，今日現在，

頭陀苦行最為第一。是時，諸人

民見已，歎未曾有，無數百千眾

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或復

有眾生，見迦葉身已，此名為最

初之會，九十六億人，皆得阿羅

漢。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所以

然者，悉由受我教訓之所致也。

亦由四事因緣，惠施、仁愛、利

人、等利。爾時，阿難！彌勒如

來當取迦葉僧伽梨著之。是時，

迦葉身體奄然星散。是時，彌勒

復取種種香華，供養迦葉。所以

然者，諸佛世尊有恭敬心於正法

故。彌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得

成無上正真之道。」

彌勒佛見到迦葉尊者，就伸出

右手指向迦葉尊者，很隆重地為大

眾介紹迦葉尊者：「這是過去世很

久遠的時代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

中的苦行第一，他名叫迦葉，如

今他仍健在。」當時，大眾見到迦

葉尊者非常莊嚴，又聽到迦葉尊者

的事跡，皆讚歎迦葉尊者的德行，

是他們從未見過的，確實令人歸順。

無數百千眾生因為得見迦葉尊者的

威儀而得法眼淨。由此可見，迦葉

尊者對大眾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力，

對弘揚正法很有幫助。

釋迦佛說：又有很多眾生，見

到迦葉尊者，這叫做最初之會，共

有九十六億人，全部都得到阿羅漢。

這些人都是我的弟子，全部都是曾

經由我教化過而現在才得成就；也

是由於他們曾作四事供養，廣作布

施，仁慈愛護眾生，利益他人，以

平等心利益所有眾生，而有得度的

因緣。

釋 迦 佛 繼 續 對 阿 難 尊 者 說：

彌勒佛從迦葉尊者那裡取了僧伽梨

（出家人的法服、僧人的大衣）披

在 身 上。 這 時 候， 迦 葉 尊 者 入 定

的身體忽然如星星般分散。然後，

彌勒佛用種種香華供養迦葉尊者。

因為十方三世諸佛對正法都有恭敬

心，而迦葉尊者為護持彌勒佛的正

法而入定等待彌勒佛出現於世，彌

勒佛也是曾受我的正法教化而成就

無上正等正覺。

迦葉尊者的地位雖然比不上佛

《阿含經》與彌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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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但佛陀也很尊敬他。迦葉尊者

從釋迦佛時代，就一直等待彌勒菩

薩成佛，來幫助彌勒佛弘法。因此，

當迦葉尊者入滅時，彌勒佛用種種

香花來供養迦葉尊者。這也表示佛

不會覺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佛，只

受弟子供養，自己不須供養弟子。

如果某位弟子很清淨，對弘揚佛法

又有很大的助益，無論他是甚麼身

份，佛都會很尊重這位弟子。

「阿難當知，彌勒佛第二會

時，有九十四億人，皆是阿羅

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行四事

供養之所致也。又彌勒第三之會

九十二億人，皆是阿羅漢，亦復

是我遺教弟子。」

這 裡 說 的 第 二 會、 第 三 會，

加上前面所說的初會，便是很著名

的龍華三會。彌勒菩薩在龍華樹

下 成 佛， 然 後 三 會 說 法， 初 會 有

九十六億人，第二會有九十四億人，

第三會有九十二億人，這些人都是

阿羅漢，都是釋迦佛的遺教弟子，

都曾跟隨釋迦佛修道。

「爾時，比丘姓號皆名慈氏

弟子，如我今日諸聲聞皆稱釋迦

弟子。爾時，彌勒與諸弟子說法：

汝等比丘，當思惟無常之想、樂

有苦想、計我無我想、實有空想、

色變之想、青瘀之想、腹脹之想、

食不消想、血想、一切世間不可

樂想。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此

十想者，皆是過去釋迦文佛與汝

等說，令得盡有漏，心得解脫。」

釋迦佛時代的聲聞弟子都稱為

釋迦弟子，彌勒佛時代的比丘都叫

慈氏弟子。「彌勒」是音譯，意譯

為「慈氏」，故跟隨彌勒佛修道的

比丘，都稱為「慈氏弟子」。彌勒

如來教弟子修的「十想」，其實是

觀無常、苦、空、無我，以及修不

淨觀等，去除貪欲。

彌勒佛說：在釋迦佛時代修梵

行，奉持正法，供養三寶，修善本，

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受持三皈五

戒、八關齋戒，修建寺廟，聞法後

法喜充滿，發願修十法行，這些各

種各類的釋迦弟子，如今來到我彌

勒佛國土，繼續修行。

接著，彌勒佛說了一首偈重頌

此情景，說偈之後，「眾中諸天、

人民思惟此十想。十一姟（數目

字，古人以一萬萬為姟）人諸塵垢

盡，得法眼淨。」

「彌勒如來千歲之中，眾僧

無有瑕穢。爾時恒以一偈，以為

禁戒：

口意不行惡

身亦無所犯

當除此三行

速脫生死淵

過千歲之後，當有犯戒之人，

遂復立戒。」

在彌勒佛時代，前一千年，出

家人都清淨修行，沒有犯過失，常

以此偈語為戒，身、口、意三業都

不作惡行。彌勒佛告誡弟子：「應

當要斷除貪、瞋、癡三惡行，若

能如此，便能迅速脫離生死之深

淵。」一千年之後，開始有人犯戒，

才定立戒律。

「 彌 勒 如 來 當 壽 八 萬 四 千

歲，般涅槃後，遺法當存八萬

四千歲。所以然者，爾時眾生皆

是利根。其有善男子、善女人，

欲得見彌勒佛，及三會聲聞眾，

及鷄頭城，及見蠰佉王，并四大

藏珍寶者，欲食自然粳米，并著

自然衣裳，身壞命終生天上者，

彼善男子、善女人，當勤加精進，

無生懈怠，亦當供養諸法師承

事，名華、擣香種種供養無令有

失。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阿含經》與彌勒菩薩

釋迦佛最後說：彌勒如來壽命

八萬四千歲，彌勒佛入涅槃之後，

正法亦在世間流傳八萬四千年。這

是因為那時代的眾生都是利根。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想見彌勒佛及

龍華三會的聲聞眾，想見蠰佉轉輪

聖王，將來想往生彌勒佛時代，就

應當勤加精進修行，也要勤修供養。

佛陀囑咐阿難應當如是修學。

「爾時，阿難及諸大會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此經不算太長，但充分表現出

彌勒淨土平等無分別的精神，這是

一個值得人們嚮往的理想國土，要

往生此淨土並不太難。此經也說明

了釋迦佛與彌勒佛很密切的關係，

彌勒佛是釋迦佛指定的接班人，他

將來會在這世間完成釋迦佛未完成

的工作，他接收了釋迦佛的弟子。

釋迦佛的遺教弟子，即使證了阿羅

漢，他們在彌勒佛下生的時候，經

彌勒佛教化，全部都成為大乘菩薩。

此經給大家一個希望，現在大

家只要聽到釋迦牟尼佛的正法，又

發願往生彌勒淨土，將來就有機會

聽聞彌勒佛的正法。祈願在遙遠的

將來，彌勒佛下生人間

的時候，彼此在龍華樹

下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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