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摩詰所說經講義 
 

 
 

鄭石岩 撰 

 

 



 

 



  目錄 

目錄  

  

  

序言………………………………………………………… 01 

第一講 維摩詰經的旨趣  ……………………………… 03 

第二講 參契心中的佛國—佛國品第一  ……………… 13 

第三講 人間修行的典範—方便品第二  ……………… 19 

第四講 從聲聞到摩訶般若—弟子品第三  …………… 23 

第五講  從覺醒到菩提的開展—菩薩品第四  ………… 31 

第六講  真空妙有的人生—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 37 

第七講  不思議解脫境界—不思議品第六  …………… 41 

第八講  眾生皆具菩提法性—觀眾生品第七  ………… 45 

第九講  入佛境界的心法與行持—佛道品第八  ……… 51 

第十講  菩薩行於不二法門—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 57 

第十一講  活出功德妙香的人生—香積佛品第十  …… 63 

第十二講  菩薩的功德善行—菩薩行品第十一    …… 67 

第十三講  契入妙喜的如來法界—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73 

第十四講  法供養帶來殊勝人生—法供養品第十三 …… 77 

第十五講  佛陀的囑咐和叮嚀—囑累品第十四   ……… 81 





  序言   1 

序言 
 

我喜歡讀《維摩詰所說經》，時間是在中年時期，到了壯年

讀起來就更有味道了。至於進入老年，回想過去行持的經驗，讀

起來就更有味道，更覺得「自己幸運，能及時讀到它。」這部經

給了我許多啟示，帶來寬闊的人生態度，啟發許多生活和工作的

智慧。更重要的是：它給了我生命的意義，看出永恆的存在和無

量壽的真諦。 

 

這部經旨在教導大家怎麼去看人生，指引我們如何活得歡喜

有活力，啓發每個人看出永恆存在的希望。它能夠帶來生活的智

慧，啟蒙美好的人生態度，從而實現慈悲喜捨的菩薩行持。 

 

在生命過程中，每個人免不了遇上難題，碰上種種困境，遭

遇突如其來的衝創，帶來鬱抑和委屈的心情。如果能好好讀這部

經典，會覺得那些不幸只是成長的機緣，進而看清事實，猛然有

所覺悟，看出它的光明面和意義。 

 

這部經能帶來豐富的智慧，啟迪人生觀和宇宙觀。好好讀

它，了解它，你會看出生命的曙光和希望。孕育彈性思考和安忍

的心境，走向光明正向的人生。於是，我虔誠地推荐你讀《維摩

詰所說經》。 

 

為了大家容易閱讀這部經，特地整理出綱要幫助你一目了

然，看出佛法心要和脈絡，從中領會圓通幸福的人生，並契悟如

來的法藏。 

 

 

鄭石岩 寫於 20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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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講  維摩詰經的旨趣 

一、本經的宗旨即唯心淨土（佛國品） 
1.〈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2.寶積問佛〈什麼是菩薩淨土之行？〉佛言：〈眾生之類是 

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

伏眾生而取佛土.....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

故。〉 

3.〈直心是菩薩淨土、深心、菩提心（六度）、四無量心、 

四攝法、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 

 

二、唯心淨土對佛教的影響深厚 
1.天台、華嚴、禪宗、淨土諸宗均受本經的啟發。重點在依 

佛智慧，隨其方便，成就眾生，無染無著，故隨其心淨，

一切功德淨，成就佛土淨。 

2.本經所說不二法門；世間出世間不二，在修持上，更是各 

宗所推崇。蓋能在生活中保持佛慧，從而服務、化導、攝

受眾生。自心淨土與如來法界相應感，與十方佛界亦相連

線應感。 

 

三、巧妙指陳佛性的不可思議（不二法門） 
1.指陳佛性不可思議；文殊菩薩與維摩詰討論到佛性時說 

〈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是為不二法門。〉文殊菩薩反問維摩詰如何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菩薩解釋道：〈善哉！善

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2.契會如來秘密之藏（《大般涅槃經》）：無所言說一切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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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障礙，惟般若智慧自然流露，現化導眾生之佛土。 

四、讀誦修持此經，觀想參契，得其法要，實踐於日 
常生活之中，乃知入如來法界之殊勝 
1. 佛與大菩薩，聲聞弟子，乃至天人阿修羅，共聚一會，讀

者有如參與其中，感同身受，啟蒙尤著。 

2. 一方面以佛神力現莊嚴國土，二方面透過維摩詰居士與文

殊菩薩，乃至在場佛弟子，相互交談討論。關鍵之處由佛

開示，令參與此會者，得大開悟，而能圓滿其行果於人生。 

3.讓每個人都明瞭修持的法要、智慧，從而開啟菩薩行。 

4.佛特別指出，讀此經而思修之，即得正等覺，於世間出 

世間皆得圓滿。 

 

五、現代人亟需讀此經以消彌其煩惱和痛苦 
1.資訊時代的特殊環境：多元而無國界，網路世界有如新叢 

林。網路生活往往產生人際互動上的困難、倫理上的失落。 

2.快速的社會變遷和經濟生活的壓力，帶來諸多心靈的困擾。 

3.高度競爭的生活環境，對心靈生活的傷害。 

4.抱負水準的提高，滋生許多挫折感和困難。 

5.性格上的偏差，導致種種痛苦。 

若能閱讀此經，則能開啟智慧，看清人生真相，而有所覺悟，

成就覺有情的菩薩人生，進而入如來不思議法界。 

 

六、本經的主要內容 
1.佛國品第一，說此法會的源起，指陳如來淨土之行，說出 

〈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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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便品第二，說維摩詰居士雖深植善本，久成佛道，但能 

活潑隨緣生活於世間，隨機化導。又以身疾為題化導群

生，廣說如來法要。 

3. 弟子品第三，佛遣大弟子們去探維摩詰的病，但都以自己

慧淺而不敢前往。 

4.菩薩品第四，佛又遣彌勒、光嚴童子等菩薩去探病問候， 

他們都說自己修持不够深厚而推辭。 

5.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由文殊領諸佛弟子去探病，在見面 

時，談及病的緣起，並說菩薩為眾生病，如何慰喻有疾菩

薩，從而說菩薩的行持。 

6.不思議品第六，維摩詰居士現神通向須彌燈王佛借椅，從 

不可思議之行，而說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7.觀眾生品第七，討論到如何看待眾生（如夢如幻），於是 

話題轉到如何行慈、悲、喜、捨。又於天女散花而談到無

染執，故現解脫相，無增上慢，無淫怒痴，乃至無相。 

8.佛道品第八，文殊菩薩與維摩詰談怎麼通達佛道時說：〈菩 

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並述及什麼是如來種，即

〈塵勞之儔為如來種〉、〈一切煩惱為如來種〉以佛法轉煩

惱與障碍，即得正等覺。 

9.入不二法門品第九，由三十一位菩薩說不二法門，文殊菩 

薩指出精要離諸問答而入不二法門，而維摩詰則默然無

言，兩位的表現，乃真入不二之門。 

10.香積佛品第十，維摩詰居士遣化身菩薩到香積國取回香 

飯，眾長者及天人皆聞香而至，說香積佛及釋迦牟尼佛

的法化。並說娑婆世界成就菩薩行的方法。大家聽了這

些對話，百千天人皆發正等覺，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11.菩薩行品第十一，維摩詰居士以神力，將大眾并師子之 

座移至佛所，並說及飯香的法力。於是佛陀為大眾說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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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以不同因緣作佛事，並說到總持法門：〈盡無盡解脫門〉

旨在說明〈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12.見阿閦佛品第十二，說維摩詰由妙喜國沒而來生此，並 

移妙喜國入此土，此土則不增減，見其殊勝，見不動佛

之莊嚴。又舍利弗秉報佛陀：若佛滅後，聞是經者，信

解，修行，解說者，為已得法寶之藏。 

13.法供養品第十三，釋提桓因白佛言：聞此不可思議大法 

自在神通，又能解行並重，則能避眾惡，諸佛所護念，

我當供養給事，為聽法而共到其所。佛言〈受持讀誦供

養此經者，則為供養去來今佛。〉〈當於法供養為上為最〉。 

14.囑累品第十四，佛陀囑咐彌勒菩薩等，當護持此經，不 

輕新學菩薩，以神力流布。四大天王白佛言，當護持讀

頌書寫，擁護其人。並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

又說〈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經，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如是受持。〉 

 

七、本經就佛法之義理而言，陳現了佛國的大覺能仁 
，超越世間出世間。一方面看到佛與菩薩弟子乃
至天人的妙智互動，表現出佛法無邊，不可思議
之境。另一方面又看到語言對談之中，現不可思
議的解脫境界。活潑陳現不二法門，和本經的妙
諦。 
 

八、本經的經題 
1.本經以維摩詰居士之名為經題，旨在以他的行持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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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廣大的佛子，從中學習，契會菩薩行，令大智本行皆得

圓滿，在人生中成就福德莊嚴和智慧莊嚴。 

2.從佛的教化，到與諸大菩薩乃至聲聞眾的討論佛法中，指 

引大家生活的智慧，生命的態度，進一步修持，契會佛國

之殊妙，得大自在，入如來法界。 

3.維摩詰是佛陀時代毘耶離城中大長者，社經地位高，好善 

樂施，修持佛法。家庭成員中，夫人叫無垢，兒子叫善思，

女兒叫月上。《善思童子經》《月上女經》，即在闡述他們

全家人的智慧。他們是佛化家庭的楷模。 

 

九、維摩詰的佛化家庭 
1.維摩詰的家庭是佛化家庭。夫人名無垢，依《月上女經》 

的記載，其為人賢慧，心地仁厚，相好端莊，形貌姝美，

修持認真，樂善好施，救濟貧苦，做到行佛所行，受到高

度敬重。 

2.其子名善思童子，依《善思童子經》記載，善思童子少年 

結婚，與妻同讚嘆佛世尊。有一天佛率弟子經過家門，善

思童子從樓閣下來迎接，偈讚：〈世尊住智中，最勝者住

此，利益眾生故，願受我蓮華。〉佛陀接受所供養蓮華，

歡喜踴躍，並說：〈我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薩，願與世

尊一樣宣講佛法，度化眾生。〉 

舍利弗在旁問： 

〈你要說什麼法呢？〉 

善思答： 

〈我說的法指超越佛法僧的法。它與諸法同一法界，但沒

有名相，無性狀可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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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羅那在一旁就說： 

〈你有這樣的智慧真難得，你出生未久，年紀還輕真是難

得。〉 

善思說： 

〈諸法究竟不可得，我本無生，所謂生即無生，又法從本

來，皆離言說相。〉 

富羅那大加讚美，佛陀亦肯定他說： 

〈你以何義求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思答： 

〈這是你知道的，我以無所求，去求無滯法；覺悟諸眾生，

亦無覺悟者；若能如是知，是名為智者。〉 

阿難亦加入談話問： 

〈你於無證無得法中，內心沒有不安驚怖嗎？〉 

善思說： 

〈有沒有驚怖，那就看他通不通達空。不通達空就有驚

怖，通達空而知諸法幻有，自無不安驚怖。〉 

佛印證說： 

〈不錯，妄執諸法實有，必然會有驚怖；能體認諸法不可

得，那就近於菩提。當知，這就是趣於無上菩提的正道。

善思！你要常思念此道。我還在菩薩行時，亦是如是思

念。〉 

善思歡喜地說： 

〈大聖所說，我當歡喜信受。〉 

3.維摩詰女兒名月上，依《月上女經》所載，她長得美麗聰 

明，當地青年競所愛慕，人人想取為妻。紛紛到維摩詰家

求親，維摩詰為此事紛擾。月上女安慰父親道：〈這是小

事一件，你老人家不用担心，這些人沒辦法傷害我。我以

慈悲待人，以智慧生活；別人決不會欺負我的。〉於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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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父親，請傳話全城的人，七日後到城裡來，月上要選夫

婿。請告訴他們〈你們想要與月上姑娘成親，要好好莊嚴

自己，掃除街巷，布散香花，燃供末香。〉欲得月上姑娘

的青年，競相布置，並請左右鄰居大家一起清掃布置，好

得月上的青睞。 

七天很快就到了，全城變得美而潔淨。月上坐在七尺高的

車上，使一般年青人無法貼近。她手執蓮華對大家說：〈你

們看我微妙清淨身，光潔明曜，不是欲心生所現，是修清

淨梵行所得，是由廣行布施所現。我已沒有欲心，請不要

為我動欲念。你們過去可能做我父親，我可能做過你母

親，不要有此欲念。如果你們想脫離這些欲念，請跟我一

起到佛陀那裡，皈依大覺世尊，可拔除無始罪業。〉 

眾青年受到感召，同去歸依佛世尊者，有八萬四千人。 

當他們到佛陀精舍時，遇上舍利弗。 

他們互問道：〈你要到那裡去？〉 

舍利弗表明入毘耶離城，月上則說：〈我同你一樣〉 

舍利弗說：〈你出城我進城，怎麼會一樣呢？〉 

月上說：〈尊者足下，依於何處？〉 

舍利弗說：〈我今足下當然依於虛空。〉 

月上說：〈虛空界不起分別，所以我說如尊者舍利弗。〉 

月上帶著這些年青，歸依了佛，接觸到空性，契會到如來

法界。 

4. 由上可知維摩詰這個佛化家庭，是多麼有智慧，真能做到

雖行於空而殖眾德本，雖行無相而現色身，雖行無作而度

化眾生。這部經以維摩詰居士之名為題，顯現在家菩薩的

修持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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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經的譯者 
1.本經譯本有七種，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經本，是姚秦鳩 

摩羅什（公元 344－413 年）所譯《維摩詰所說經》。 

2.羅什祖籍印度（天竺），生於西域龜兹國（新疆庫車），七 

歲隨母出家，先學小乘，後改學大乘，博覽經書，參學名

宿，飽學智慧名滿西域。前秦苻堅急欲延攬，後因苻堅被

殺，羅什留涼州十六、七年。弘始三年，姚興攻破涼州，

挻到長安，尊為國師，開始譯經授徒。道生，僧肇等均出

其門徒。 

3.羅什的譯本，義理清楚，文字順暢易懂，自古以來授持此 

經者，以羅什譯本居多。本次講經當以此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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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國就在你心中 
1.佛所到的地方，說佛法的地方，以及佛子虔心修持戒定慧 

三學處，及至虔心供養三寶之地都是佛國。 

2.佛子將佛法用於生活，現智慧莊嚴和福德莊嚴便是佛國。 

3.時時依聞思修用功，現慈悲喜捨，即是佛國。因此，能依 

佛性，現覺有情之菩薩行即是佛國。 

5. 本經記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菩薩等聚會說

法，當下即是佛國。參加此次法會者有文殊菩薩、彌勒

菩薩等三萬二千人，復有諸天、八部眾等大眾參加。 

二、佛國大菩薩們的性德 
1.大智本行、悉皆成就。 

2.建立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紹隆三寶。 

3.心常安住，無碍解脫，念定總持，辯才無碍。 

4.六度具足，能隨順轉法輪。 

三、佛國大菩薩的相好莊嚴 
1.功德智慧以修其心，故相好莊嚴。 

2.名稱高遠，踰於須彌。 

3.深信堅固猶若金剛。 

4.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如十力、無畏、十八不共法。 

四、菩薩德行智慧能起大用 
1.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深入緣起，斷諸邪見；超越有無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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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復餘習。 

2.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 

3.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生，見聞者無不蒙益，一切功德 

悉皆具足。 

 

五、佛陀的莊嚴殊勝 
（一）寶積與五百長者子參與法會 

1.各以其蓋供養佛，佛以威神力，合諸寶蓋為一， 

三千大千世界種種山河，諸佛說法，均現於中。 

2.寶積等長者子，見如來神力，對所現廣長之相有 

所領悟。又見佛相莊嚴，佛的慈悲喜捨妙法，故以

偈頌讚嘆。 

（二）寶積的讚嘆，表示對佛陀的歸依 

1.佛相莊嚴，身語意業悉莊嚴。 

2.神變演法，說不二法法門及於第一義諦。 

3.法王自在，以因緣而生無量法。 

4.無我無造作，三轉法輪常清淨。 

5.示現三寶利群生，度老病死大醫生。 

6.今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悉見世間諸 

所有。 

7.我今稽首三界尊，淨心觀佛靡不欣。 

8.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得解。 

9.稽首世間大導師，瞬間已到於彼岸。 

10.悉知眾生來去相，不著世間如蓮華；達諸法相無 

罣碍，稽首如空無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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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寶積感動而請法 
（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 

（二）佛肯定寶積所問，並告以： 

1.〈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 

2.〈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取佛 

土....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 

3.〈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碍， 

若於虛空，終不能成。〉 

4.〈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 

國者非於空也。〉 

 

七、在空有不二中實現佛國，入於佛國，佛說： 
1. 直心、深心、菩提心是菩薩淨土。 

2. 六度是菩薩淨土。 

3. 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慈悲喜捨）。 

4. 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是菩薩淨土。 

5. 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

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 

6. 迴向心是菩薩淨土。 

7. 十善是菩薩淨土（不殺、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

綺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瞋恚、不慳貪、不愚癡）。 

8.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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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的澄清 
（一）舍利弗問佛〈世尊本為菩薩時，佛土意豈不淨？〉佛

告以〈眾生罪故，不見如來國土嚴淨〉在一旁的梵王

螺髻也說〈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不淨。〉 

（二）〈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

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

嘆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 

（三）舍利弗見之說〈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

土嚴淨悉現。〉 

（四）佛告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若人心淨，便見

此土功德莊嚴。〉 

九、法會諸眾皆開悟契會佛國淨土 
1. 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 

2. 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3. 求聲聞者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知有為法悉皆無常，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 

4. 八千比丘漏盡意解。 

5. 菩薩（覺有情）為調伏眾生，利益眾生，不起於染著， 

而取佛土。這是真正的佛國，入佛國淨土之要在此，而

非空而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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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人間修行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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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摩詰居士其人 
1. 維摩詰是佛陀時代的居士，住在毘耶離城，資財無量，

是一位悲智雙運的菩薩，攝諸貧民，教化無智，欲度人

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 

2. 〈己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碍，

遊戲神通，逮諸總持；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

大願成就。〉 

3. 〈明了眾生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

已純淑，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 

4. 〈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 

5. 佛陀諸大弟子，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神通第一的大目

犍連、苦行第一的大迦葉、解空第一須菩提、說法第一

的富羅那彌多羅尼子.....都受過他的啟發。受到弟子、

釋、梵、世主所敬。 

二、行持心要 
1. 〈逮諸總持，獲無所畏〉。 

2. 〈入深法門，善於智度〉。 

3. 〈資財無量，攝諸貧民〉。 

4. 〈奉戒清淨，攝諸毀禁〉。 

5. 〈以忍調行，攝諸恚怒〉。 

6. 〈以大精進，攝諸懈怠〉。 

7. 〈一心禪寂，攝諸亂意〉。 

8. 〈以決定慧，攝諸無智〉。 

三、生活威儀 
1. 〈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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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

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樂。〉 

2. 〈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

明世典，常樂佛法。〉  

3. 〈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

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 

4. 〈入治正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眾；入諸學

堂，誘開童蒙；入諸淫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

其志。〉 

5. 在不同階層人士中受到尊重，並隨緣教化〈長者維摩詰

以無量方便饒益眾生。〉方便示說正法，除其我慢，示

以忠孝，令興福力，護諸眾生。 

四、生命的究竟義 
1. 〈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 

強、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

〈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病者，如應說法〉 

2. 〈諸仁者！如此之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 

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燄，從渴愛生〉；〈是

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不實，

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 

3. 〈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 

法身即《涅槃經》中所說無量壽也。 

五、找回自己的佛身 
（一）佛身在那裡： 

1. 〈從無量功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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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 

3. 〈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 

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 

4. 〈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 

5. 〈從三十七道品生〉。 

6. 〈從止觀生〉。 

7. 〈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 

8. 〈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 

9. 〈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 

10. 〈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 

（二）在無常的生命中覺悟和行持 

1. 要在福德莊嚴和智慧莊嚴中得圓通。 

2. 〈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六、結語 
1. 方便品旨在標示修持的典範，做為修持者的參照，從而 

開展自己的行佛之路。 

2. 這品經前半段在說維摩詰的行持、心要和他的行誼。後 

半段在陳述以病示法，說當樂佛身，找回無量壽的妙行。



 

 

 

 

第四講  

從聲聞到摩訶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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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聲聞到大乘 
1. 聲聞為佛小乘法弟子，聞佛之聲教，悟四諦之理，斷見 

思之惑，而入於涅槃者。 

2. 大乘者由聲聞之修持，進而開展摩訶般若，見如來法性， 

而開啟了福德莊嚴和智慧莊嚴，成為普度眾生的覺有情

菩薩。 

3. 維摩詰經主要在於開啟摩訶般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以實現前一品經所說〈當樂佛身〉之目標。 

二、本品經的緣起 
1. 維摩詰因以身疾，世尊大慈，故派弟子們前去慰問。弟

子們都說自己不堪慰問維摩詰。他們各自認為，還沒有

足够的智慧，去慰問寢疾於床的維摩詰，並說明理由。

最後，佛陀就請大菩薩文殊領隊一起去慰問。在交談中

說起正法心要，說不可思議如來法性。 

2. 本品經有十位聲聞弟子，各自說明自己不堪去慰問維摩

詰的理由。當知慰問時賓主一定會談到生命的無常，怎

麼看待病痛，生命的歸依處和生活的智慧等等，他們自

認智慧尚未完全開啟，故不堪去慰問。 

3. 這品經透過十位大弟子的回顧，談起他們與維摩詰交手

談論佛法，啟悟大菩薩智慧的經過。這其中可以看出摩

訶般若的義涵。這能帶給學佛者入大乘之門的要津。 

三、十大弟子敘說與維摩詰談論佛法往事 
（一）與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談宴坐 

1. 昔於林中宴坐樹下，維摩詰來謂我言： 

<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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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

心不住內亦不住外；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

道品；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若能如是坐，佛所

印可。> 

2. <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 

不任詣彼問疾。> 

 

（二）與神通第一的大目犍連談說法 

1.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城為居士說法，維摩詰來謂我 

言，夫說法者，當如法說： 

〈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 

〈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 

〈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法相如是，豈可說乎？> 

2.〈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 

大悲心讚於佛法，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

法。〉 

3. <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 

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三）與苦行第一的大迦葉談平等心 

1.大迦葉昔於於貧里而乞食，時維摩詰謂我言： 

〈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

這是不平等心，你要〈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 

。〈為不食、不受而受彼食〉 

。〈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食味不分別〉 



26    第四講  從聲聞到摩訶般若 

。〈知諸法如幻，無自性，無他性〉 

。〈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 

。〈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 

為正入佛道〉 

2.〈聞說是語，得未曾有，辯才智慧如是，誰不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四）與解空第一的須菩提談諸法平等 

1. 往昔，須菩提入到維摩詰處乞食，盛滿飯謂我言：

〈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不滅癡愛，起於解脫；

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非凡夫，非離

凡夫；非聖人，非不聖人；於一切法，而離諸法

相，乃可取食。〉汝與一切眾生無有異，乃可取

食。 

2. 須菩提便置缽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取缽勿懼。

一切諸法都是幻化之相，汝今不應有懼。〉〈故

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

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

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 

3. 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五）與說法第一的富羅那談說法 

1. 一日於樹下為諸新比丘說法。維摩詰來謂我言〈先

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不對機、不契緣

的說法，反而造成障礙。他入於三昧〈令此比丘

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眾德本，迴向阿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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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2. 因其說法，諸比丘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

轉，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六）與論議第一的摩訶迦旃延說不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 

1. 有一次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敷演其義，謂無

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 時維

摩詰來謂我言：〈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

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

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

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

義。〉 

2. 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七）與天眼第一的阿那律說不二相 

1. 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問我：〈你用天眼看到

什麼？〉 我說：〈我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

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時維摩詰謂我言：

〈天眼所見，若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

即是無為，不應有見。〉 又說〈有佛世尊，得

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 

2. 於是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

不任詣彼問疾。 

 

（八）與持戒第一的優波離說持戒 

1. 有二比丘犯律行，誠以為恥，不敢問佛。特來問

我，願解疑悔，我即為其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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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 

〈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 

〈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

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 

2. 此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九）與密行第一的羅睺羅說出家 

1. 有一次一位長者子問我〈你是佛子，捨轉輪聖王

位，出家為道，有何等利？〉我即為其說出家功

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說：〈不應說出家功德

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夫

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 如

是才能離眾雜惡，做到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

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隨禪定，離眾過。若

能如是，是真出家。〉 

2. 維摩詰又對長者子言：〈汝於正法中，宜共出家。〉 

長者子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維摩詰說：〈汝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 

3. 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十）與多聞第一的阿難說佛身無疾，但現色身度化眾生 

1. 昔者世尊身小疾，當用牛乳，至大婆羅門家，持

缽乞牛乳。維摩詰來謂我言：〈止止！阿難！莫

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

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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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莫使外道聞此麤言批評佛自疾不能救，

而如何能救諸病人。又說 

〈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 

〈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

如此之身，當有何疾？〉我實懷慚愧。 

2. 時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所言：但為佛出五

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

勿慚。〉 

3. 其智慧辯才若此，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四、結語 
1. 佛的十大弟子，在修行之中，都受到維摩詰的提示，開

啓了摩訶般若的大智大慧。 

2. 這十個佛法命題，是學佛行佛的要津，是從小乘修持自

我解脫，到成就大菩薩的無上法門。 

 

 

 

 

 

 

 

 

 

 

 



30    第四講  從聲聞到摩訶般若 

 



 

 

 

 

第五講   

從覺醒到菩提的開展 
菩薩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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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品經的緣起 
1. 佛的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敘述維摩詰智慧，

都說自己不任詣彼問疾。 

2. 於是佛轉而向幾位已修菩薩道的弟子，請他們去慰問。

相繼徵詢彌勒菩薩、光嚴童子、持世菩薩、長者子善德

〈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他們也各說出本緣，說自己的智

慧不足以去慰問維摩詰。 

二、與彌勒菩薩說不退轉地之行 
1. 有一天彌勒菩薩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法。維摩

詰來對他說，你得到佛的授記，是授記過去、現在、或

未來成佛？如果是過去，它已不存在。若是現在，現在

無住。如果是未來，未來則未至。又倘若所授記的是無

生，無生是正位，已入於正位何必授記。又若所授記的

是如，則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眾生亦應授記。〈是故彌

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者。〉於是〈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 

2. 什麼是菩提： 

維摩詰接著說〈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

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離是菩

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

無貪著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無為是菩提，無

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行故。〉〈善寂是菩提，性

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

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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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 

三、與光嚴童子論道場 
1. 有一次我從毗耶離大城出，維摩詰方入城。我作禮問：〈居

士從何所來？〉答曰：〈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

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

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

道場，無錯謬故。〉接著說 

〈六度是道場〉 

〈四無量心是道場〉 

〈四攝是道場〉 

〈三十七道品是道場〉 

〈四諦是道場〉 

又說 

〈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 

〈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 

〈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 

2. 〈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

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 

3. 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

不任詣彼問疾。 

 

四、與持世菩薩說法樂 
1. 昔我住於靜室，魔波旬化作帝釋，帶萬二千天女鼓樂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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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來詣我所。欲將萬二千天女給我，可備掃灑。我言：

〈無以此非法之物給我沙門釋子〉。時維摩詰來謂我〈其

非帝釋也，是魔來嬈汝〉隨即語魔，把諸女給我。時魔

想隱去而不能，故將天女給予維摩詰。 

2. 維摩詰教以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並告以汝等已

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天女問〈何謂法樂？〉答曰：

〈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樂

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樂行三脫門。〉此

外，樂六度之法，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 

3. 波旬告天女俱還天宮，天女告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

樂，不復樂五欲樂〉魔說：〈居士可捨此女？〉曰：〈我

已捨矣，汝便將去。〉天女問維摩詰：〈我等如何在魔

宮修行，不復五欲之樂〉曰：〈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

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

終不盡･･･隨所說法，而自增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 

4. 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隨魔還宮。維摩詰有如

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五、與長者子善德說法施 
1. 過去我在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

外道。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他說：〈大施會不

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法施會者，無前無後，

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法施會者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

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

〈以攝貪、瞋、癡、慢、疑、邪見而起六度。〉〈不捨

有為法，而起於無相；示現受生，而起於無作；護持正



  第五講  從覺醒到菩提的開展    35 

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知一切眾生

心念，如應說法〉〈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

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起一切善業。〉

〈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會〉 

2. 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我稽首禮

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值百千以上之。他分作二分，一

分供養難勝如來，一分施會中最下乞人，說〈施主等心

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於大

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  

3. 聞其所說，眾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

彼問疾。 

 

六、結語 
1. 這些初發心菩薩，未具大智大慧，詣維摩詰問疾。最後

佛請文殊菩薩，帶領佛子一起去問疾。 

2. 大菩薩已得圓通，智慧已開，菩提心已現，故有精彩的

對話。指引行者菩提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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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真空妙有的人生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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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殊問疾的緣起 
1. 佛陀的五百大弟子以及上述四位菩薩，都說出自己的因

緣，自認不適合去慰問維摩詰之病。 

2. 佛最後請大菩薩文殊師利，去慰問維摩詰。文殊說〈彼

上人者，難為詶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

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

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 

3. 〈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

四天王，咸作是念：兩人共談，必說妙法。〉於是共入

毗耶離大城。 

4. 維摩詰知文殊與眾俱來，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

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 

二、兩位大士寒暄慰問 
1. 維摩詰說〈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則說：〈來

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 

2. 致問之後，文殊問道：〈居士是疾，何所因起？〉維摩詰

說〈從癡有愛，則有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

〈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又說〈於諸

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菩薩為眾生病病；

眾生病癒，菩薩亦癒。 

3. 文殊問〈何以此室空無侍者？〉維摩詰答：〈諸佛國土，

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為空？〉答：〈以空空。〉

文殊又問：〈空當以何求？〉答：〈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4. 文殊問〈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答曰：〈我病無形相。〉

又問〈四大之中你以何大為病？〉答曰：〈非地水火風

四大，亦不離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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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何慰問有疾菩薩 
1. 文殊問〈云何慰問有疾菩薩？〉答曰：〈說身無常、苦、

空、無我〉。〈憶所修福，會於清淨，勿生憂惱，常起精

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

令其歡喜。〉 

2. 文殊問〈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答曰：〈應作是念，

今我此病，皆從妄想、顛倒、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

病者？〉又〈應作是念，緣起緣滅，起時不言我起，滅

時不言我滅。〉 

3. 〈顛倒者即是大患，我應離之。云何離之？離我我所。〉 

4. 〈我及涅槃，此二皆空。得是平等，無有餘病。〉〈有

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以是取證。〉 

 

四、何謂病本，如何超越 
1. 維摩詰言：〈從有攀緣，則為病本。〉 

〈云何斷攀緣？若無所得則無攀緣。〉 

〈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即內見外見。〉 

〈是故菩薩不應起縛。貪瞋癡慢疑邪見是無慧方便縛。 

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有慧方便解。〉 

〈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 

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

慧。〉 

2. 〈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 

伏心〉如是則能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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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什麼是菩薩行 
維摩詰說： 

1. 〈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 

2. 〈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 

3.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以是義故 

4. 〈雖行於空，而殖眾德本，是菩薩行。〉 

5. 〈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 

6. 〈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 

7. 〈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 

8. 〈雖行六波羅蜜，而徧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 

9. 〈雖行三十七道品，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 

10. 〈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 

菩薩行。〉 

 

六、維摩詰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皆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七、結語 
1. 菩薩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雖行無相而度化眾生。雖行

無作而現受身，是修行之心要。 

2. 如是，菩薩雖病不病，雖處無常、苦、空、無我，但在

五陰身中現常、樂、我、淨。 

3. 菩薩為眾生病，眾生病癒菩薩亦病癒，其慈悲心遍。 

4. 菩薩的人生，行於真空妙有，成就覺有情的人生。



 

 

 

 

第七講    

不思議解脫境界 
不思議品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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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品經的緣起 
1. 請比丘及菩薩乃至諸天，一起來到維摩詰舍宅，開始寒

喧交談，致問候之意，終於談到如何成就菩薩道。 

2. 此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就分心想到〈當以何

坐？〉維摩詰知其義便問〈仁者為法而來，或為床座而

來？〉曰：〈為法而來。〉 

3. 維摩詰說〈夫求法者, 不貪軀命，何況床座？〉於是接

著說起法的本質。 

二、法的本質 
（一）〈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

非有欲色無色之求。〉法是不可思議的。他說： 

1. 〈法無戲論〉（無苦、斷、證、修的一定答案）  

2. 〈法名寂滅〉 

3. 〈法名無染〉 

4. 〈法無行處〉 

5. 〈法無取捨〉 

（二）法名無相。〈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 

無所求。〉 

（三）法名不可思議：境界不可思議、智慧不可思議、言教

不可思議。當修定慧等持，入於三昧時，諸佛菩薩，

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三、現不可思議境界 
（一） 維摩詰問文殊〈何等佛土有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

座？〉文殊答：〈有世界名須彌相，佛號須彌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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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現在。〉於是維摩詰以神通力，即時彼彿送來三萬

二千高廣師子之座。於是大眾就座。神通菩薩能上

座，新發意菩薩則坐不上去，經向須彌燈王如來作

禮，始能上座。 

（二）從須彌相世界，遣送諸多師子座，室內不增不減，仍

然廣博。毗耶離城無所妨礙，真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三）住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菩薩 

1. 〈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

過恆沙世界，其中眾生不知不覺。〉 

2. 〈能演七日以為一劫，促一劫以為七日。令樂久

住者得住其中，令不樂久住者可度。〉 

3. 菩薩能於一毛孔，令皆見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

宿，普使見之。 

4. 能以神通現佛身，現辟支佛身，現帝釋身，現梵

王身，現世主身。 

5. 〈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

窮劫不盡。〉 

（四）眾生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是由於沒有

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 

 

四、求法者的心如次 
（一） 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 

1. 非有境入之求。 

2. 非有欲界、色界、無色界之求。 

（二） 求法者要： 

1.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不著四諦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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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名無染，若染於法，則為染著，非求法也。 

3. 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 

4. 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 

5. 法無著處，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 

（三）古德所言〈欲言言又止，林下好商量〉言語道斷，故

淨空大師說：〈依梵網菩薩心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安住常寂光淨土。〉 

 

五、信解此不可思議法門的功德 
1. 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應生大欣慶，頂受此法。 

2. 信解此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 

3. 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眾生，磨煉試之，令其堅固。令

透過修持不可思議解脫境界，轉識成智，成就覺有情的

菩薩行持。 

 

六、結語 
1. 修持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必須定慧等持，從而現三昧

力。這個修持能令行者解開我執，從種種情染執著中解

脫出來。霎時有〈探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之覺悟。 

2. 依定慧等持，James Austin （神經科學家） 依神經科

學的研究稱為宇宙心 （Universal Mind）。 

3. 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即入如來法界，亦不離此當下世界，

是覺者的菩提心，是菩薩所行的摩訶般若。 



 

 

 

 

第八講   

眾生皆具菩提法性 
觀眾生品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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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眾生 
1. 文殊問維摩詰〈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答曰：〈譬如幻師，

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熱時燄，

空中雲，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不久住，如入夢所

見已寤。〉 

2. 視人生如夢如戲如旅，那就要做個好夢，不要做惡夢；

演一齣好戲，不要演出壞戲；作個豐富歡喜的旅行，不

要做個痛苦的旅行。那就是要行菩薩道，展現慈悲喜捨

這顆佛心，流露此光明菩提法性。 

3. 菩薩當為眾生說法，眾生皆具菩提性，只欠覺者的啟發。 

 

二、菩薩為眾生說如斯法勸行菩薩道 
（一）眾生要生活的好，就得行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古德稱

之曰是古佛的心。 

（二）眾生當行於慈，即真實慈。維摩詰說： 

1.〈行寂滅慈，無所生故。〉 

2.〈行不熱慈，無煩惱故。〉 

3.行無諍慈、不壞慈、清淨慈、無邊慈。 

4.行菩薩慈，行如來慈，行佛之慈。 

5.行六度萬行之慈，並以方便，安樂得佛樂。 

（三）眾生當行於悲，維摩詰說： 

〈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 

（四）眾生所行之喜，維摩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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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饒益，歡喜無悔。〉 

 

（五）眾生所行之捨，維摩詰說： 

〈所作福祐，無所希望。〉 

（六）如是斯為覺有情的菩薩，菩薩觀眾生如此。 

三、菩薩當何所依持 
（一）文殊問維摩詰〈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曰： 

〈當依如來功德之力。〉又問 

〈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當何所除？曰：

〈當依度脫一切眾生，除其煩惱。〉又問 

〈當何所行？〉曰 

〈當行正念。正念者不生不滅，亦即不善不生，善 

法不滅。〉 

（二）善不善的根本在哪裡 

1. 善不善的根源在身，身生欲貪，衍生虛妄分別，

產生顛倒。 

2. 要想除顛倒想，就得明無住。故云〈從無住本，

立一切法〉故《金剛經》說〈應無所住〉 

四、舍利弗與天女對話談〈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法要 
（一）說分別心： 

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間所說法，現其身而

散天華。華至諸菩薩身上，即皆墮落；至諸聲聞弟

子便著不落。舍利弗去華，謂此華不如法。天女曰： 

1. 〈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此華無所分別，是仁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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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別心。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   

法。〉 

2. 〈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又

曰： 

3. 〈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

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分別心、執著、情染，

是佛性開啟的障礙。 

（二）說解脫相 

舍利弗問天女，你在此室多久，答曰〈我到此室，

如耆年解脫。〉接著舍利弗默然。天女又問〈何故

大智而默〉舍利弗說：〈解脫者無所言說。〉天女曰：

〈言說文字，乃至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說：

〈難道不斷淫怒痴也是解脫相嗎？〉天女曰：〈佛為

增上慢人，說離淫怒痴為解脫相，若為無增上慢者，

佛說淫怒痴性即是解脫。〉舍利弗信服地說善哉！

善哉！ 

（三）三乘的修持 

舍利弗問〈汝於三乘，為何志求？〉天女曰：〈以聲

聞法化眾生，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我為辟

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我為大乘。〉又曰：〈我入

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 

〈我止此室十有二年，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 

1. 常以金色光照。 

2. 不為諸垢所惱。 

3. 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 

4. 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 

5. 常作天人第一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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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周窮濟乏。 

7. 十方無量諸佛，上人念時，即皆為來。 

8. 此室為諸天嚴飾宮殿。〉 

 

（四）性別角色與如來法性 

舍利弗問〈汝何不轉女身？〉天女曰：〈一切諸法無

有定相，云何乃問此問。〉於是天女以神通力，將

自己變為舍利弗，把舍利弗變為天女。要求舍利弗

轉為男身，舍利弗不知所措。於是天女說：〈如舍利

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雖現女身，而非女也，

是故佛說一切法非男非女。〉 

（五）人生此沒，當生何所 

舍利弗問〈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女曰：〈佛化

所生，吾如彼生。〉又問：〈你不想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嗎 ？〉天女曰：〈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

者。〉又問〈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怎麼

說呢？〉天女曰：〈是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

謂菩提有去來今。〉故云〈以無所得故而得〉。 

（六）維摩詰說法 

〈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游戲菩薩神

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

意能現，教化眾生。〉 

五、結語 
1. 當觀眾如幻人，如境中像，水中月。生活在識裡，就陷

於有所住之中，故難以開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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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品經過天女與舍利弗的對話，開啟每個人心中的菩提

自性。從分別心和執著中解脫出來，能成就世間和出世

間的莊嚴路，是為不二法門。 

3. 從菩提自性或稱為佛性的開啟而言，能令眾生活在當

下，並稱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開悟者解脫自在，執迷

者被境界所困。眾生在生活中，要決志開啟自己的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否則痛苦煩惱將死纏不已。 



 

 

 

 

第九講     

入佛境界的心法與行持 
佛道品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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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達佛道的心要 
（一）吾人從聞思修開始學佛，依佛法僧三寶和信心，從戒

定慧三學中實現覺性。然而如何才能真正通達則是最

核心的課題。通達者自在；通達者能啟發別人，隨緣

教化。通達者無有障礙。通達者真正無住、解脫、得

正等覺。 

（二）文殊問維摩詰：〈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答說：〈菩薩

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不拘泥、不受限於成見

偏見，能起大智慧，作智慧調適，這才是通達佛道。 

（三）許多人學佛，不能通達，拘泥於其中，產生種種障礙，

當引以為戒。 

 

二、通達佛道的因素（歸納維摩詰所說如次） 
（一）所到之處保持覺心 

〈菩薩行於五無間，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罪

垢；至於畜生，無有憍慢；至於餓鬼，具足功德。〉 

（二）所行之事，離諸情染，出於智慧 

〈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

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罣礙；示行愚痴，而以

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

而常念定；示行愚痴，而通達世出世間慧；示行煩

惱而心常清淨。〉 

（三）所處境遇，能順佛慧 



 第九講  入佛境界的心法與行持   53 

〈示入於魔，而順佛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為

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

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 

（四）於逆境中能佛光普照，正向持心 

〈示入贏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

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現於訥鈍，

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

眾生。〉 

（五）〈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三、什麼是如來種 
（一）透過如來的種子，開花結果，得正等覺，行菩薩道化

導一切有情。 

（二）什麼是如來種呢？維摩詰以此問於文殊菩薩。他說生

活中所面對的一切煩惱和遭遇都是如來種子。 

1. 〈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嗔痴為種，四顛

倒為種，五蓋為種，六入為種，七識為種，八邪

為種，九惱處為種，十不善為種。〉 

2. 〈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

乃生蓮華。〉 

3. 以是義故〈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如植

種於空，終不得生。〉 

（三）煩惱為如來種是真理 

大迦葉讚嘆說：〈誠如所言，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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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

身聞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四）由此可知，日常生活中的林林總總，都能啟發道心，

而為如來種。這時，有普現色身菩薩問維摩詰：〈居

士父母親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僮僕，象馬

車集皆何所在？〉意思是說如果生活中林林總總都是

如來種，那麼你的生活周遭是何情景呢？ 

 

四、生活中展現如來法性 
（一）維摩詰說其生活智慧 

〈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

是生。法喜以為妻，慈悲以為女，善心誠實男，畢

竟空寂舍。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道品善知識，

由是成正覺。諸度法等侶，四攝為伎女，歌詠誦法

言，以此為音樂。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

淨妙華，解脫智慧果。〉 

（二）生活情懷 

1.〈八解之浴池，浴此無垢人。〉 

2.〈四禪為床座，以為自覺音。〉 

3.〈覺知眾魔事，而示隨真行。〉 

4.〈無數億眾生，俱來請菩薩。〉 

5.〈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 

（三）救苦救難 

1.〈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草藥。〉 

2.〈劫中有饑饉，現身做飲食。〉 

3.〈劫中有刀兵，為之起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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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 

5.〈我心憍慢者，為現大力士。〉 

6.〈其有恐懼眾，居前而慰安。〉 

7.〈或現離淨欲，為五通仙人。〉 

8.〈見須供事者，現為作僮僕。〉 

9.〈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道。〉 

10.〈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 

五、結語 
1. 聞如是法，即發菩提心，是修持通達之要。 

2. 通達佛法要不拘泥、不僵化、能活用，有創意智慧。 

3. 生活中的煩惱難題，都是開啟如來智慧的種子（如來種）。 

4. 修持之要，在於生活和工作中展現通達的如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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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菩薩行於不二法門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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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二法是什麼 
（一）二法就是起分別心，從而產生分別識，在第七識有了

二法的執著時，就會起種種分別心、情染、煩惱，從

而帶來許多困擾、障礙和痛苦： 

1. 對立性的態度，形成暴力和敵意。 

2. 分別貴賤高下，而有了壓抑、無助、悲傷，甚至

造成憂鬱和痛苦。 

3. 在分別心中，驅迫自己去追求和競爭，產生壓力，

懼怕失敗，形成種種焦慮症狀。 

4. 由於二法帶來眾苦煎迫，種種煩惱襲上心頭，種

種邪惡從中衍生，甚至導致性格異常。 

5. 二法所帶來的分別心，破壞了慈悲喜捨，扭曲了

原本和樂的生活。 

6. 人類的戰爭、人禍，乃至社會失調、夫妻離異、

個人身心的疾病，都來自二法。 

（二）這部經在談到「通達佛道」時，指出如來種，以及在

生活和工作成就覺有情的菩薩道時，自然要面對「分

別心」所造成的內在撕裂（二法）。於是入不二法門

就成為核心課題。 

（三）維摩詰謂眾菩薩說：〈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

樂說之。〉於是有三十一位菩薩說出造成不二的因子

並提出不二的法門。 

（四）佛法所謂不二，就是無生法忍，就是自在和清淨，從

而產生智慧的關鍵。 

二、起分別心造成二法的矛盾因素 
1. 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即得無生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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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我所為二；若無有我，則無我所。 

3. 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

取無捨，無作無行。 

4. 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不起分別。 

5. 動、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 

6. 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則入於平等。 

7. 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則不起分別心。 

8. 善、不善為二；不起分別執著，入無相際而得通達。 

9. 罪、福為二；以金剛慧決了此相，則無二。 

10. 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平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

著於相，亦不住無相。 

11. 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諸淨慧

而無所礙者。 

12. 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

入不出，則不起分別想。 

13. 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

生不滅。 

14. 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 

15. 我、無我為二；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 

16. 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於其中平等無二。 

17. 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復起二。 

18. 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故不起分別。 

19. 眼、色為二；若不貪、不恚、不痴，安住其中則不二。 

20. 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以智慧性見之則不二。 

21. 空、無相為二；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此三解脫

門為同一解脫門，故不二。 

22. 佛、法、僧為二；三寶皆無為相，故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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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身、身滅為二；見身空相者，不起分別相。 

24. 身、口、意為二；三業本無作相，故不二。 

25. 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故不二。 

26. 從我起二為二；不起二法則實有識，故不二。 

27. 有所得相為二；若實所得，則實取捨，故名不二。 

28. 闇與名為二；如入滅受想定，則無闇無明為不二。 

29. 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本無缚則入不二。 

30. 正道、邪惡不二；入正道不起分別對立，是則不二。 

31. 實、不實為二；以慧眼見之，慧眼不二相。 

 

三、不起心動念產生分別執著，而直接面對真實是為如來 
1. 就事相而言，了了分明，以回應問題是實法。就事相的

分別心、情染心、執著而言，則起二法。二法造成諸多

困擾，煩惱和貪嗔癡慢疑。超越二法，入於實相，即所

為如如。它包含了如所從來的真實和無所從來的佛性。

不二者如如之境。 

2. 就本質而言，一切色相都源於識，故萬法唯識。唯若進

一步觀之，一切識都來自如來法性，故現象界，五蘊色

身乃至山河大地都同屬於如來法性，故不二也。 

3. 善惡、貴賤、好壞、得失是二，但以正眼觀之都能找出

佛智，利益有情眾生。 

四、默然無言之義 
1. 默然者不起二、不二心，以真心深心去接觸林林總總事

相，故曰〈直心是道場〉、〈深心是道場〉。 

2. 通達佛道於種種境、種種行、種種處，都能以不二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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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佛慧，發覺察覺悟心，那就是通達，通達者無二。 

3. 以不二法，看世間一切事都是如來種，都是開啟如來慧

性的機緣。 

4. 於是，眾菩薩回過來要文殊說說他對不二法門的看法。

文殊菩薩說：〈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5. 接著，文殊向維摩詰：〈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

門。〉此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6. 這時，文殊菩薩讚嘆說：〈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

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五、結語 
1. 說不二法門時，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2. 現代人分別心太重，對立敵意強，焦慮壓力大乃至沮喪

而不可支，真該重視此入不二法門的智慧。 

3. 契合不二法門者，即入如來不可思議解脫境界，位於常

寂光淨土。其心與生活既是在世間又在出世間，是真不

二法門。 

4. 不入二門之真實處，即是佛性菩提所在。它言語道斷，

非語言能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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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這品經的情境 
1. 文殊詣維摩詰問疾，引來佛大弟子及五千菩薩等聽佛法

對談。瞬間即到中午，舍利弗正想著〈此諸菩薩當於何

食？〉維摩詰知其心意，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

〈上方世界，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

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最為第一。〉 

2. 彼土唯有清淨大菩薩眾，無有聲聞，辟支佛。其國〈以

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

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坐共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

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3. 維摩詰以神力，遣化菩薩，至彼眾香國，代向香積佛問

候致意。並說〈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

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4. 眾香國大士們見化菩薩來，歎未曾有。香積佛告訴他們，

在娑婆世界有菩薩維摩詰，住不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

法，故遣化菩薩來，願得香飯，施作佛事。 

5.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缽盛滿香飯，與化菩薩〉彼土

九百萬菩薩，經彼佛同意一同來到娑婆世界欲詣釋迦牟

尼佛。 

6. 維摩詰以神力，化現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

薩皆坐其上。維摩詰以香飯供養一切大眾，其香普薰毗

耶離城。所供應香飯〈四海有竭，此飯無盡〉 

7. 化菩薩告大眾，飯香是無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

見功德具足。食此飯者皆身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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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積佛的說法以功德妙香來傳遞 
1. 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答曰〈我

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

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2. 眾香菩薩問〈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曰：〈此土

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法，以調伏之。〉略

以邪行的果報，貪瞋痴慢疑邪見的報應，以若干種法調

伏眾生。 

3. 眾香菩薩讚未曾有，〈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

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

無量大悲生是佛土。〉 

三、此土菩薩大悲攝眾生的方法 
（一）維摩詰言〈此土菩薩，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

劫行。〉 

（二）此娑婆世界菩薩有十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 

1. 以布施攝貧窮。 

2. 以淨戒攝毀禁。 

3. 以忍辱攝瞋恚。 

4. 以精進攝懈怠。 

5. 以禪定攝亂意。 

6. 以智慧攝愚痴。 

7. 說除難法度八難。 

8. 以大乘度樂小乘。 

9. 以善根濟無德。 

10. 以四攝成就眾生。 

（三）此土菩薩以四食資益眾生，粗摶食〈段食〉觸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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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食，識食，以此四食表現飯香。 

四、成就八法生於淨土，成就功德妙香 
（一）眾香菩薩問：〈此土菩薩成就幾法，得生於淨土？〉

維摩詰說〈菩薩成就八法，生於淨土。〉 

（二）菩薩成就之八法 

1. 饒益眾生而不望報。 

2. 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 

3. 等心眾生謙下無礙。 

4. 於諸菩薩視之如佛。 

5. 所未聞經聞之不疑。 

6. 不與聲聞而相違背。 

7. 不嫉彼供，不高已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 

8. 當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 

五、結語 
1. 維摩詰說是法已，百千天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2. 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3. 菩薩的行持功德，就是無盡的妙香。我們時時刻刻都生

活在五分法身香裡，法喜充滿，智慧無盡，人生充實有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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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尊說法的因緣 
1. 世尊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

作金色。〈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大眾恭敬圍遶，發意

欲來，故先為此瑞應。〉 

2. 維摩詰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

所，稽首佛足，一心合掌。舍利弗讚歎是不可思議。 

3. 四處溢聞香氣，佛告大眾〈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

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 

4.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住當久如？〉答說：〈至此飯消。〉

又說〈聲聞入正位然後飯消；已入正位，得心解脫，然

後飯消；未發大乘意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者至無生忍

乃消；已得無生忍者至一生補處乃消。〉 

5. 此飯為上味良藥，〈滅除一切煩惱毒，然後消。〉於是阿

難嘆未曾有，如此香飯，竟能作佛事。於是，佛為大眾

解釋，無量佛土，依種種因緣作佛事。 

 

二、無量佛土依不同因緣作佛事，菩薩應如是行之 
（一）契機應緣引入律行作佛事： 

1. 有以佛光明而作佛事。 

2. 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3.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 

4. 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 

5. 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 

6. 有以飯食而作佛事。 

7. 有以園林台觀而作佛事。 

8.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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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 

10. 有以虛空而作佛事。 

（二）諸所施為無非佛事： 

1. 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

如是等喻而作佛事。 

2. 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 

3. 有以清淨佛土、無所無示而作佛事。 

（三）離諸煩惱疲勞為佛事： 

1. 消除八萬四千煩惱，去除塵勞，諸佛以此法作佛

事。 

2. 引入一切諸佛法門為佛事。 

（四）為教化眾生，現不同佛土而作佛事。 

（五）以佛性德而作佛事： 

1. 諸佛智慧以戒定慧，十力、十八不共法，說法教

化為佛事。 

2. 以佛智慧佛事不可稱量為佛事。 

3. 〈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

才不可思議。〉為佛事。 

（六）菩薩所作佛事，一切功德不可稱量。於是世尊以維摩

詰所現神力和所做佛事，勉勵諸眾行菩薩道，而能辦

種種之佛事。 

 

三、眾香世界菩薩請法 
（一）眾香世界菩薩讚歎不可思議。 

〈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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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國。〉 

（二）於是請世尊賜教佛法，佛告以：〈有盡無盡解脫法門，

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

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四、菩薩功德妙行的心法 
（一）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菩薩行持的心法，即所

謂真空妙有也。 

（二）何謂不盡有為： 

1. 在世間法上，不使到極點，如佛果禪師所說： 

勢不可使盡，使盡則禍必至； 

福不可以受盡，受盡則緣必孤； 

話不可以說盡，說盡則人必易； 

規矩不可以行盡，行盡則人必繁。 

2. 在菩薩行上應努力行持， 

（不盡有為即不捨有為法） 

。慈悲喜捨，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 

。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 

。護持正法，種諸善根，志常安住，方便迴向。 

。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慧。 

。諸波羅密，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 

。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 

。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 

。起神通慧，引導眾生。 

。得念總持，所聞不忘。 

。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得佛威儀。 

。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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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不住無為： 

1. 〈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

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 

2. 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 

3. 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 

4. 觀於空，而不捨大悲。 

5. 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 

6. 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 

7. 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 

8. 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 

9. 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 

10. 觀諸法虛妄，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 

 

（四）圓滿法現前： 

1. 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 

2. 其要領是： 

。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 

。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 

。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 

五 結語 
1. 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香，散

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 

2. 稽首佛足，讚歎釋迦牟尼佛，乃能以此善行方便。 

3. 眾香國菩薩，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按：此乃三昧神力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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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契入如來法界的因緣 
1. 從生活的生住異滅，談聲聞乘的修持，進而談到菩提自

性；回過頭來再來看眾生，再從眾生的慧性覺悟到〈菩

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 

2. 於是談到佛道，說入佛境界的心法，以及菩薩道的要義。

進而說如來不思議解脫境界。 

3. 為踏入如來法界，進而說入不二法門，讓世間與出世間

整合為一，令識與智完全整合。 

4. 進一步就是成就功德妙香，這是由行持菩薩心法，所現

的光明性，並整理出菩薩行品，談如何作種種佛事，生

活在〈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之中。是真空妙有之修行。 

5. 此品因修行實踐，得見阿閦佛，現妙喜世界。又如何證

入這個殊勝如來法界，便是這品經的旨趣。 

 

二、說如來法性 
（一） 在菴羅樹園，佛與維摩詰相會。談到菩薩功德妙香，

成為識食的一部分，最後談到作佛事和〈不盡有為，

不住無為〉的大慈大悲行動。 

（二） 茲佛問維摩詰〈如何觀於如來？〉答曰： 

1. 我觀如來不住三際（超越時間空間） 

2. 如來法性超越於色受想行識五蘊，乃至十八界（即 

六入、六觸、六塵）。故〈不著此岸，不著彼岸；

不以智知，不以識識。〉 

3. 〈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 

4. 〈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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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來法界無生無滅；淨觀得見妙喜如來佛土 
1. 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 

對曰：〈一切法無沒生也〉又曰〈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

生不長諸惡。〉（盡者捨也） 

2. 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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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菩薩為化導眾生來生此土，

惟其無生無沒。 

3. 眾皆想知妙喜國無動如來世界。維摩詰以三昧神通力，

現妙喜國。〈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不減；於是世

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眾皆見妙喜世界，其莊嚴殊

勝不可言喻。 

4. 釋迦牟尼佛於是說〈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

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見。〉佛

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 

5. 眾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 

 

四、願使一切眾生得入此清淨佛土,妙喜世界 
1. 於是舍利弗發願〈願使一切眾生得此妙喜清淨佛土，如

無動佛。〉 

2. 〈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

現在，若佛滅後，聞是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

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 

3. 讀誦解義修行者： 

〈當知則為供養於佛。〉 

〈其室即有如來。〉 

〈聞是經隨喜者，斯人即為趣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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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人說者，當知此人即是

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五、結語 
1. 見阿閦佛，即入於妙喜的世界。此世界菩薩清淨圓滿無

缺，其性德是從修持、覺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所現。 

2. 娑婆世界與妙喜世界，本來無二，惟眾生心存情染執著，

生種種煩惱障礙，故見不到妙喜世界。茲從此經透過佛

世尊與維摩詰居士的啓發，吾人當法眼普開，行於菩薩

眾德，則見妙喜如來法界，即在當下



 

 

 

 

第十四講  

法供養帶來殊勝人生 
法供養品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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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供養福慧無量 
1.在場的釋提桓因白佛言：〈我聞是不可思議決定實相經 

典，必當信解受持修行。〉並做到： 

1. 必得是法不疑。 

2. 趣開諸善之門，為諸佛之所護念。 

3. 修治菩提，安處道場，當為作護。 

2.佛告以〈善哉！善哉！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受持讀誦供養是

經者，則為供養去來今佛。〉又說： 

3.〈諸佛菩提，皆從此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 

緣，福不可量。〉〈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

讀誦修行，福不可盡。〉 

二、法供養之意涵略以： 
1. 法供養者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 

2. 不退轉而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入大慈悲，

離眾魔事及諸邪見。 

3. 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空、無相、

無作、無起。 

4. 坐於道場而轉法輪。 

5. 能令眾生入佛法藏，說眾菩薩所行之道。 

6. 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讚。 

7. 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得常樂我淨。 

8. 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 

9. 於佛法行於四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 

10. 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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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尊以法供養為例告諸大眾 
1. 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有佛藥王如來，時有轉輪聖王名

寶蓋，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並告千子供養藥王如

來。 

2. 其中有一王子名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

藥王如來告以法供養之殊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

是之法，得柔順忍。〉 

3. 月蓋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並說我當行法供

養，守護正法。佛知其深心，而予授記。月蓋見法清淨，

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習善法，精進成就。 

4. 時王寶蓋即寶燄如來，其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月蓋比丘

則我身是。 

 

四、結語 
（一）〈當知法供養，為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比。〉簡

要言之，法供養者即是以聞思修為法要，以信解行證

為歷程，以佛一切法為菩提心。從中行持、護持、弘

化，進而開悟圓通，得大自在，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二）法供養開啓了福德莊嚴和智慧莊嚴，成就世間出世間

的不二，理與事不二，識與智不二，從而入於如來法

界，行於妙喜國，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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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  

佛陀的囑咐和叮嚀 
囑累品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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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尊在此法會上的囑付 
1. 知之一字眾妙之門，正知正見，是學佛行佛之要，故世

尊對彌勒菩薩及諸大眾說： 

〈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

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 

2. 〈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

羅剎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於大法。若使不

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 

3. 佛特別囑付彌勒菩薩，蓋因其已授記成佛。彌勒菩薩代

表著未來佛。將帶領娑婆世界眾生，成就正等覺。 

二、囑付親近供養久修菩薩 
1. 新學菩薩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不能決定於甚深

法〉，〈對於深經驚怖生疑，不能隨順〉。其〈雖信解深法，

猶自毀傷，不能得無生法忍〉。他們〈輕慢新學和取相分

別〉。 

2. 〈久修菩薩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於如是無染無著

甚深經典，無有恐畏，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

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菩薩〉。 

3. 彌勒菩薩聞已，白佛言〈我當遠於如斯之惡，奉持如來

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又說： 

4. 〈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其手得如

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為他廣說。〉 

三、眾菩薩皆擁護流布此經 
1.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於如來滅後，於十方國

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後當開導諸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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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令得是經〉。 

2. 四大天王白佛言，將擁護持經、讀誦解說者、及聽法者。 

3. 阿難白佛言〈我已受持，當廣宣流布。〉 

四、囑付經名 
1. 〈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經，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

是受持。〉 

2.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

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

奉行。 

五、結語 
1. 這部經教給我們正信，生命的光明希望和第一義諦。 

2. 透過佛如來本體世界（如來法界）的示現，從而表現修

行的方法，菩提自性的開啓，從而入於不可思議解脫境

界。 

3. 這本經說明了眾生的執者，和情染是無明障礙的根源，

指出佛道的真理，並提出入不二法門的善巧。 

4. 透過本經，每個人在不同因緣情境中，覺悟人生的歷程，

回歸如來的本體世界，讓世間出世間法融入不二，得大

自在，入妙善佛國。 

5. 這部經一方面指引個人覺醒成就，另一方面則在提示法

供養，讓每個人都能成就正等正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