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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今天我們繼續來研究《佛說維

摩詰經》。今天的天氣很不好，大家還可以持續來廟上一起研究經典，很難得；今天的經

文講的是須菩提尊者的乞食，他這一頓飯很不好吃，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耐心的把它研究

通透的話，應該是會非常有收穫。也不枉大家不畏風雨前來聽經。 

 

我們現在是《維摩詰經》的〈弟子品〉，〈弟子品〉我們已經介紹了三位大弟子，還記得是

哪三位嗎？屏幕上的偈誦「舍」是指誰？舍利弗尊者，他是智慧第一。「目通」，神通第一



的是目犍連尊者。我們還講了誰？大迦葉。十大弟子裡，他是修苦行，行頭陀行。今天我

們要看的是「說法那」，「那」是誰？富樓那尊者。「須空」，解空的是須菩提尊者。「旃議」，

迦旃延尊者，他是論議第一。可能我們今天可以介紹三位尊者。 

我們先來講一講須菩提。須菩提尊者生長在婆羅門家，佛有很多弟子幾乎都是婆羅門。我

們在第二品時曾介紹印度的種姓制度，婆羅門是在最上層，他們享有社會上最大的資源，

他們研究經典，也學了很多的法術，所以記得在第二品曾提到維摩詰居士教化各個階層

的人和他們的領導者。提到教化婆羅門的時候，說要折伏他們的驕慢心，因為他們位居種

姓裡的最上層。 

曾經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婆羅門他學了很多數術，所以非常的驕傲。他驕傲到什麼地

步呢？他到每一個地方都拿一張椅子，那張椅子有什麼特別呢？椅子有四隻腳，每一個

腳他都刻一個聖人的像，一隻腳刻了玉皇大帝，一隻刻大梵天王，第三隻腳刻了大阿羅

漢，另外一隻則刻了釋迦牟尼佛；他的意思是說他們都在我屁股下，我比他們高貴、能力

強。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這張椅子都寸步不離。 

有一次，他碰到一個阿羅漢；阿羅漢入定是可以觀的，他觀到這個人不久之後就會墮落。

阿羅漢本來是不管事的，但是他起了慈悲心，想要救拔這個傲慢的婆羅門，於是跟他講不

久之後就會墮落等等。婆羅門聽了很生氣，就破口大罵他。還信誓旦旦的挑戰阿羅漢，要

跟阿羅漢一辯輸贏。跟國王說：「我跟他辯論辯論。」在印度辯論是很嚴肅的一個事情，若

是辯論輸了，要不以頭謝罪，要不就做對方的徒弟。結果，當然是婆羅門輸了，這下他更

生氣了，指著阿羅漢大罵。阿羅漢就說：「你不要這樣，應該要折伏我慢。」婆羅門像發神

經似的要打阿羅漢，可是沒走幾步他就身陷地獄了。婆羅門在種姓最上層，認為自己學問

很高，很驕傲。也正因為他們擁有很多知識、很多的世智辯聰，只要把觀念一轉，也容易

修道，所以佛陀有很多的外道弟子來皈依佛陀。 

講個題外話，幾年前還在美國時，有一次跟同事去矽谷園區，開車進入了 Google你會發

現在柏克萊、在 Google矽谷園區，看到的大部分是印度人的面孔。有人開玩笑說，世界

上頂尖聰明的人就是印度人和中國人，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文化跟歷史都非常的悠久，所



以孕育出的底氣就非常的厚。美國只有兩百年而已，他們就對印度人跟中國人哲學的思

維有些不能理解，為什麼九九乘法表小一小二就可以背出來？學生們數學算的很快？尤

其印度人的數學有他們一套老祖宗流傳下來的演算方式。 

回到主題，須菩提出生在婆羅門家，出生的時候家裡一百零八個倉庫裡頭的財寶全都消

失了，所以他爸爸就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空生」。他爸爸很緊張，就找了一個算命的人

看看這個孩子。這個算命的就說：「你不要緊張，這小孩子又吉又祥。」爸爸一聽小孩子很

吉祥，又幫他取了另外一個名字「善吉」。七天以後，真如算命師說的，家裡的財寶通通

回來了，倉庫裡的穀子全都變成了七寶，所以又取了另一個名字「善現」給他，意思是寶

物又都重新顯現。 

師父說，須菩提是再來人，是青龍佛出來助佛揚化的。大家對須菩提的印象是從哪一部經

典來的？《金剛經》。《金剛經》裡說他得無諍三昧，心裡很平的，跟任何人也沒有爭。佛

陀說，他是第一離欲阿羅漢。證得無諍三昧，就沒有你我，也就不會和人家起爭端，他是

第一離欲阿羅漢。好，我們對須菩提有了空生、善吉、善現的概念了。 

有一天，大家到處都找不到佛陀，不曉得佛陀到哪個地方去了。佛的弟子阿那律尊者天眼

第一，所以就請阿那律尊者找看看佛陀在哪裡。阿那律尊者天眼一觀，發現佛在忉利天為

她的母親說法。多久會回來？三個月後回來。三個月很快到了，大家知道佛陀就要回來

了，都想要第一個去迎接他。須菩提也知道佛要回來了，本來他是在靈鷲山的山洞裡縫衣

服，一聽見老師要回來了，就起身準備去迎接。可是繼之又想，老師是個證悟的人，法身

是無處不在的，不像我們凡夫身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在一起的。這麼一想佛無處不在，他

應該用他所證得的空性的道理去迎接佛陀。於是，他又安靜地坐下來，繼續縫他的衣服。 

有一個蓮華色比丘尼，她也有神通，她搶在大家的前面去迎接佛陀，給佛頂禮後說：「尊

敬的佛陀，我是第一個來迎接您的。」沒想到釋迦牟尼佛說：「須菩提是第一個來迎接我

的人」，因為他理解空性，見空性的人就是見佛。所以須菩提是迎接佛的第一人。 

我們上一回在講大迦葉尊者乞食的時候，說到他專門跟哪一種類的人乞食呢？最窮的人，

對不對？因為他覺得他們這一世會這麼貧窮，就是因為他們往昔沒有做布施，所以特地

跟他們化緣，希望他們因為布施的福報，以後不要再這麼窮苦了。第二個原因，當然富有

的人比較驕傲、比較難教化。須菩提跟他剛好相反，他認為窮人都已經窮得無以為繼，如

果我再跟他們化緣的話，就會增加他們的苦惱，所以他就專門跟有錢人化緣。因為他們有

錢，化這麼一缽飯對他們來講九牛一毛，不會給他們添煩惱。所以他專門跟富有人化緣。

另一方面，他也藉由化緣跟他們講法，讓富人知道現在的富跟貴都是無常的。希望他們以

後也因為這一世的布施，將來也都持續有福報。 

他今天向維摩詰居士化緣，因為維摩詰居士是大富長者，他家特有錢，所以他就去跟維摩

詰居士化緣。維摩詰居士也很恭敬地把他的缽接過來，裝滿了食物，可是他拿著沒有立刻

給須菩提。因為他要是把缽還給須菩提，就不能點撥他了。維摩詰居士跟須菩提說什麼法

呢？他說：「你的外道老師墮落，你也要跟著墮落，這樣子你才能吃這一缽飯。」他又說：

「你可以跟魔手牽手，一起做事情；這樣子你才能吃這一缽飯…等等。」須菩提一聽：「這

一頓飯太難吃，我不吃了。」他連缽都不要了，拔腿就要跑。維摩詰居士說：「等等。」猜



猜看，今天須菩提有沒有吃到飯啊？因此我一開始才跟大家說，今天須菩提尊者這一頓

飯是真的很難吃，如果我們可以細嚼慢咽把它吃下去，今天佛學層次會高一點。 

我們來看這個須菩提到底有沒有吃到這一缽飯。佛陀跟他講：「須菩提你去探探維摩詰居

士的病吧！」須菩提說：「不行、不行。我幾個月前跟維摩居士托缽，我那個缽被他拿去，

就拿不回來了，我不能去問病，因為他跟我說『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 

請問在座各位，「於食等者」，我們看到水餃，看到山東拉麵，或者是看到舊飯、剩菜，有

沒有平等？他說於食等，沒有所謂的好味道跟不好味道的分別，諸法也就會平等；在食物

上面平等，諸法也會平等。看了經文我們也要把這個法拿來量量我們自己，迴光返照一

下；這個不是只有須菩提的事情，我們要看自己，我們有沒有「於食等者，諸法亦等」，

食也是諸法之一，對不對？「諸法等者」，如果諸法都是平等平等，當然吃飯就會平等平

等。記得師父也說過：「看一個人有沒有修行，看他吃飯就知道了，如果吃到好吃的去舀

了三四次，不好吃的就跳過去，就知道這個人到底沒修行。」 

剛剛我說，《金剛經》裡有講到須菩提證得無諍三昧，既然無爭，就是心平等，沒有你我，

也就同體了。既然你我同體，怎麼會在乞食的時候專門跟富有的人乞食，而不去跟貧窮的

人乞食？這豈不就是諸法不平等了？諸法不平等，「於食」也就不平等了。所以維摩居士

就說：「尊者，你如果在食物上面平等，諸法也就會平等；如果對諸法的心是平等的話，

你這個乞食也就會平等的。」聽到這裡，須菩提尊者這頓飯就很難過了。我們剛剛講，他

已經是離欲三昧的人了，怎麼還會被修理到這麼狼狽不堪呢？ 

須菩提是阿羅漢。唯有佛陀是那伽常在定，沒有不定時；阿羅漢入定的時候沒有分別，但

出了定以後就有分別心。再加上證初果的阿羅漢、聖者，他們的定力並沒有說一入定就可

以觀八萬大劫，彼此的程度有不同。總之，佛陀跟八地以上的菩薩是隨時隨地都在定裡

面，沒有不在定中的，這和阿羅漢是不同的。他為什麼會被修理得狼狽不堪？就是因為他

出定沒有把心調伏好，所以就隨著境轉了。 

維摩居士說：「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婬是所有貪裡面最嚴重的，這裡說的就是三毒，貪



瞋癡。他說「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這樣子才可以吃這缽飯。我們凡夫是怎樣？是天天

把貪瞋癡當飯吃。二乘人的程度就高一點，他們認為斷貪瞋癡的煩惱就可以出三界，就可

以證涅槃。所以他們就把貪瞋癡三界當做火宅一樣，避之唯恐不及。維摩居士跟他講不要

斷貪瞋癡。怎麼不斷貪瞋癡呢？因為他已經沒有貪瞋癡可斷了。「亦不與俱」，不是說不斷

貪瞋癡，他還每天都在貪瞋癡裡面打滾，不是這個意思。「知而不隨」，他知道是貪瞋癡，

他知道貪瞋癡是境界是不對的，他知而不隨。這說明他已經解脫貪瞋癡，證到空性了，因

此他可以在貪瞋癡的眾生裡面教化他們，而不為所動「亦不與俱」。 

接下來「不壞於身」，身也就是貪瞋癡的根源，是煩惱的根源。不壞這個煩惱，因為在菩

薩來講，煩惱即菩提。二乘人覺得有煩惱可斷，有涅槃可證；可是對菩薩來講，煩惱就是

菩提，把煩惱一轉過來就是菩提。所以菩薩是面對煩惱，去對治煩惱，而不是消滅煩惱、

斷煩惱，這個概念很重要。二乘人是要把煩惱斷掉，但是大乘裡講，貪瞋癡也就是修行的

下手處，只要把它轉過來，不需要另外去找一個法。當下把它轉過來，它就是成道處。所

以他說不壞身，不需要去滅掉貪瞋癡這個煩惱，把它轉過來就會隨一相，什麼相？就是和

合相，就是實相，這裡說的跟《金剛經》裡面的道理一樣的。 

「不滅癡愛，起於明脫」，為什麼他可以不滅癡，不滅愛呢？我們常聽說男女情愛或者是

婬欲，是綁住我們的一條繩子。因為他已經不滅癡、不滅愛也就是說他沒有被綁住，沒有

被綁住就不需要解開來。如果情愛是一條繩子的話，我們凡夫是緊緊被捆綁住，現在他已

經從癡愛解脫出來，所以他也不需要解開這條繩子了，因為他沒有被綁住。下面說「亦不

解不縛」，因為他沒有被綁住，所以就不需要去解那個繩子了。 

五逆罪是哪五逆？殺父、殺母、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殺阿羅漢。把我們捆綁最嚴重的就

是五逆罪，對小乘來講，犯五逆罪是不通懺悔的。殺父、殺母、殺和尚、出佛身血、破羯

摩轉法輪僧，在小乘裡面是不通懺悔的，在大乘裡都可以懺悔。在小乘裡面凡是犯了五逆

罪，就不能得聖解了，嚴重染污自性就不得解脫了。可是在大乘裡面，即便在這個最嚴重

的罪裡面，能觀到罪性本空，罪相也會消滅。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不要說因為罪性本空，

所以我就亂做，反正一切是空的。不是的，雖然佛法講緣起性空，但是因果絲毫都不爽。

如果要說觀罪性本空，應該是斷了我執的程度，才有資格這樣子說。 

如果我們在懺悔的時候，明白「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也亡。」但是如果犯了極大

的罪業，夜闌人靜時，還會良心不安，代表懺悔還沒清淨。意思是以前曾經做過的罪過，

雖然懺悔了，但是一想起來，心裡還有那一絲波瀾，那是因為我執還沒有空，懺悔還沒懺

清淨。還需要繼續不斷地懺悔，直到可以恢復到清淨本然的佛性。足見這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件事情。因此我們人人應該謹言慎行。 

不要說《維摩詰經》講，因為罪性本空，犯五逆罪把它轉過來，他還是得到了佛性；不是

那麼容易的。因為須菩提解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所以維摩居士想他，再努力一點。

二乘人已經知道苦了、知道要修行了，也知道有一個什麼方法繼續走；但我們凡夫恐怕都

還沒有到那程度，所以我們還要在明白因果裡面好好去下功夫。二乘人是有三界可脫離，

知道娑婆世界是苦的，他要去證得涅槃。他們認為凡夫是染污的，聖人是可證的，是清淨

的，把它二分。所以在二乘人來講，他有凡夫跟聖人之分，有三界和涅槃之別。可是就大

乘一相佛法來講，沒有所謂的苦可離、沒有所謂的聖可證，因為是絕待的，不是相對待的



法。 

在大乘的佛法裡面，講到菩提涅槃，認定它是清淨本然的，本自具足的，因此不需要再另

外找，復性而已。也就在我們的日用平常、在我們的五蘊身心裡面下手，只要可以把煩惱

轉成菩提，便是恢復本性了。這是大乘佛法的概念，不是二分的，是絕待的。請問大家有

沒有問題，沒有的話，我們接下來看。 

 

 

一開始維摩詰居士說：「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請問在座各位，有沒有想要見佛？

有啊，大家來這個地方就是要聞法嘛。如果不見佛、不聞法，是不是就墮落了？凡夫、二

乘人是這樣認為，不見佛、不聞法就是墮落的開始。怎麼維摩居士跟他說：「你不見佛、

不聞法，你的外道六師墮落的話，你也跟著墮落，這樣子你才可以吃這一缽飯。」他的意

思是說，如果還有佛可以見、有法可以聞的話，那就還是落在有跟無上面。所以說無佛可

見，正因無佛可見，所以一切佛都可以見。不聞法，沒有法可以聞，意思是說他的心胸是

開放的，任何的法都可以聞，能這樣的話，工夫肯定就上路了。也就是說他把所有的善惡

等等的二分已經齊等了，把所有的是非跟美醜已經看到最根本的性上面了。就像六祖大

師講的「不思善，不思惡」，因為他看到善惡最根本的那個清淨的心是一樣的。 

這個地方有點難，我們花一點時間再把它琢磨琢磨。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剛剛說佛

陀有很多弟子是從外道來的，印度有所謂的九十六種外道，比較有名的六師外道，有哪些

外道？有斷見跟常見的外道，他們認為一切法是斷滅的；也就是說人死了以後就好像燈

滅掉，人死如燈滅，意思是這一期生命結束了以後什麼都沒有了。既然什麼都沒有了，那

就盡情享樂，這就是所謂的斷見的外道。跟他相反的就是常見外道，他說人死了還是會做

人，狗死了還是會做狗，不管你做好做壞，人死了還是做人，畜生死了還是做畜生。舍利

弗尊者跟目犍連尊者是師兄弟，以前是跟著苦行外道修行，他們認為不斷的受苦，苦盡了

以後就會甘來。其他還有很多，譬如披髮外道、睡釘床的、金雞獨立等各種的外道；另外

還有矯論外道，不管人家說什麼，他就是給模棱兩可的答案，因為他怕說錯了，不能投胎



到最高的梵天。另外一個是定命外道，認為這輩子的苦樂是上輩子註定的，所以接受就好

了，一切由天註定。 

佛陀的弟子之中有很多是從外道來的，經文中維摩詰居士說，這些外道是你的老師，你跟

著他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你的老師如果墮落，你也跟著墮落，這樣

子你才可以吃這一缽飯。鳩摩羅什法師說：「維摩詰居士是希望能夠提醒須菩提，平等的

法。」什麼平等的法呢？就是如來也沒有比較尊貴，這些外道老師也沒有比較卑微，他們

的本性都是一樣的，佛性都是無二無別的。 

在《法華經》裡介紹過提婆達多，他是不是專門跟佛做對的？但是他到地獄裡去，是非受

無盡的痛苦呢，還是甘之如飴呢？經文裡說，提婆達多雖然身陷在地獄裡面，但跟在常寂

光淨土裡面一樣，是無二無別的。常寂光淨土是哪裡？極樂世界。他在地獄裡面和在常寂

光淨土一樣的解脫自在。聖者的示現往往不是我們凡夫所能理解的。 

 

在《華嚴經》裡面，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有幾個精彩的故事，也可以反映出這個道理，先看

第十九參，大家看張圖。這裡有一個審判官，底下是不是有一些拿著鋸子在鋸人？善財童

子依著善知識的指示，到了無厭足大王那裡去。他一到那個地方簡直嚇得不得了，他看到

有人在被審判，審判以後就像包青天劇一樣虎頭鍘伺候，有些人被挖眼睛，有些人被割

頭，他一看。心想：善知識叫我到這個地方來參方，可是這個人簡直就像殺人大魔王一樣，

會不會搞錯了？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審判的法庭結束了，無厭足大王下來看到善財童子

嚇得縮成一小坨了，就拉起他的手，帶他進入宮殿。 

一進到宮殿，善財童子頓時傻眼了，宮殿的莊嚴是他從來沒有看過的。無厭足大王就問

他：「剛才你心裡頭是不是起了疑心了？覺得我簡直像個大魔王，鋸手、挖眼睛，一點慈

悲心都沒有？」無厭足大王接著說：「有一些眾生心性非常的兇惡，所以我就要用這個方

法去調教他們。如果我真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大魔王，我的宮殿就不會這樣子莊嚴。」善財

童子經他這麼一提醒，頓時間恍然大悟。如果一個人德行不夠的話，他沒有辦法去配這樣

的宮殿；宮殿這樣的莊嚴，一定是要有福德匹配，才可以的。 



另外一個故事是婆須密多女。大家有機會可以研讀五十三參，裡頭有很多類似這樣有趣

的故事。這個婆須密多女是一個青樓女子──妓女，她長得很漂亮，很多人去調戲她，講

一些不正經的話。但是她在風塵裡面大作道場，風塵就是她的道場。她定力很深，隨時可

以變化成天人，或任何的變化都可以。她為什麼要化作妓女的樣子，在這種地方呢？唯一

的原因就是要教化有緣的人離欲，教導人「離欲際解脫」。如果只看經文的表面，會覺得

這些人的慈悲心不夠，定力不足。事實上，他們內裡面的工夫很深。維摩居士要告訴我們，

應該要看到眾生最根本的佛性，不要因外在的相而改變我們的想法，給他人貼標籤。他

說，如果我們能把天地齊一、萬物等觀的話，那個修行的境界自然能提升，這樣子的說法

跟莊子的「物我合一論」的說法是很類似的。 

 

維摩居士又說：「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二乘人覺得要先拋棄邪見，才可能出三界證到涅

槃。「住於八難不得無難」，這是同樣的句型。八難：佛前佛後難、盲聾喑啞難，有沒有

北俱盧洲難？僧肇法師作了一個非常經典的註解，他說：「如果我們覺得那就是一個難，

是不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們就拿北俱盧洲來講，北俱盧洲是不是一個很有福報的地方？

怎樣有福報？不用耕種，地上的粳米自己就會生長出來；人的壽命非常的長，身體健康，

不會生病；唯一的缺點是沒有佛法。請問，在座的人有沒有發願要到北俱盧洲去？不要

啊，即便南瞻部洲苦樂參半，但是有佛法可以學，寧願在這個地方，不要去那個很長壽、

不生病的地方。 

僧肇法師說：如果我們見它是一個難，我們就會逃離，不要去那個地方。如果我們能以人

家所謂的難而不為難的時候，就不會被難住了。就以剛才例子來講，北俱盧洲的人一思食

就會有食物來，都不會生病，可是那裡沒有佛法，所以我發願不要去那個地方，那對我而

言是八難之一。但是我如果帶著佛法到那個去，就不以為難了，就不需要逃離了。好，那

個地方衣食無缺，又有佛法可以學，所以就不以為難，我就可以住於這個難裡邊，一切唯

心造。如果我認為它是「難」，我就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相反的，我不認為它是個難，就

可以住在「難」上了。菩薩便是住在難而不以為難，也不把無難當做無難時，就可以無入

而不自得了。意思是在菩薩的份上沒有難和不難的區別，到哪個地方都是一樣的，這就是



所謂的無入而不自得，他到什麼地方都自在。 

「同於煩惱而離清淨」，有煩惱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覺得很討厭、想要逃離，想要清淨？

不夠錢買房子，是不是煩惱？沒有找到好工作，也是覺得很煩惱？當我們悟到煩惱不是

煩惱的時候，就可以住在煩惱裡面。當我們心清淨，可以悟惱非惱，可以把一般人所謂煩

惱的事情把它轉化成非煩惱，這麼一來，就不會被煩惱綁住。換一個角度來講，如果是清

淨的法，可是著在上面，是不是也變成煩惱？ 

上個禮拜我分享那位家長的故事，吃素應該是很輕鬆、很愉快的事情，結果她就用吃素去

衡量家裡的人。好相因為他們沒吃素，所以家裡的氣場就變污濁了，因此女兒的智慧不

開，功課就不好。吃素本來是個清淨的法，但她緊緊抓住二分法：歸咎那些不吃素的人，

都不清淨、都是污濁的。她這樣一想，自己清不清淨啊？她自己就有了垢惱，反倒執著而

被綁住不自知。所以僧肇法師說：「能夠體悟煩惱不是煩惱，雖然在煩惱裡面，也是清淨

的。」這個概念很深奧但也很受用。我們日用平常如果能夠體悟到人家所謂的煩惱，對你

來講不是煩惱，雖然處在那裡面，也是清淨自在的。相反的來講，如果以淨為境，把這個

清淨緊緊抓住，拿這個清淨去度量周遭的人事物：那就是所謂的如果以淨為境，淨也變成

一個煩惱。同於煩惱離清淨法，維摩詰居士的意思是這樣子。 

今天的經文是要告訴我們，能夠跳脫出比較、分別的心，能夠這樣的話，我們的高度會高

一點，心境也會寬一點。接下來邪見人認為「有邪見可以離，有彼岸可以到」，所以就想

要離開邪見，要到彼岸有正見的地方去。但是菩薩是，煩惱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沒

有需要離開所謂的邪見到一個所謂的實相的彼岸去，當下煩惱就是菩提了，當下生死就

是涅槃了。他不需要離開所謂的八難，因為他的眼裡面沒有所謂的難，也沒有所謂的清

淨，全部都是亦如亦如，全部都是平等平等的。在他的眼裡沒有所謂污濁的地方，也沒有

所謂清淨的地方，對他來講都是一樣的。正因為這樣，是不是他到處都很自在啊？他到哪

一個地方都沒有綁住他的，是不是很自在？ 

他說：「施汝者不名福田」，依文解義就是那個供養你的人不叫做福田。小乘人要托缽乞

食。托缽乞食不是就給人種福田嗎？怎麼說供養你的人沒有福田。那以後還能去托缽嗎？

所以我才說須菩提尊者這頓飯真的太艱困了。僧肇法師解釋說，須菩提尊者是不是證得

無諍三昧了？他能做到無諍三昧，就沒有你跟我的分別，就是同體；既然同體，就沒有所

謂的施者與受者，就沒有所謂的福，也沒有所謂的田，這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現

在你告訴人家說：「我跟你說噢，供養三寶的福報很大啊！供養三寶不會墮落三惡道。」

你的意思就是叫人家著相布施嘛，既然有著相、就有貪瞋癡，你不是害人家墮落三惡道

嘛？這個罪名扣上來很嚴重啊。所以須菩提連缽都不要想一走了之。 

他說供養你的人會墮落三惡道。為什麼呢？維摩詰居士說「以五逆相而得解脫」，為什麼

五逆相可以得到解脫？剛剛不是說「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意思是罪性本

來是空的。從另一個角度說，這個五逆罪把它轉過來就是佛性。如果已經證得佛性就不需

要解脫、不需要解縛了，因為沒有縛，所以不需要解；把五逆罪轉過來就變成絕待的佛性，

既然成佛了，就沒有縛了，也不需要解了。從另外一個角度回過來看，五逆罪等於佛性，

五逆罪也沒有低賤，供養佛陀也沒有高貴，彼此是相等的；五逆罪的損害跟供養的利益本

質是一樣的、本性是一樣的，沒有垢跟淨。如果證得這個真理的話，那就如如不動了。所



以說做五逆罪會墮落三惡道，乃因為執著。請問按照經文的意思，供養三寶，著在積聚福

德的境上，會不會墮落？一樣會墮落的。 

又我們都常常一不小心就會犯戒，因此要常常懺悔。透過懺悔罪業，罪業消除了以後就會

清淨，對不對？這個煩惱一轉過來就變成菩提了，他當下本身就是菩提了。如果是這樣子

的話，我們就不會被煩惱綁住，就解脫了。所以轉煩惱會成菩提，五逆罪可以得到解脫，

是一樣的意思。如果被執著綁住，譬如執著供養三寶有福德，被這個思維綁住的話，一樣

會墮到三惡道去，跟五逆罪一樣。所以僧肇法師說：「對十法界如果沒有執著的話，他就

是解脫，他就是佛；如果對十法界有所執著，他就是魔。」所以完全是取決於我們的心有

沒有執著。 

「同善未為得」，我們堅持所有好事情通通都去做，可是並不認為我們是在做好事情，並

不認為我們比人家高一等、這是清淨。「同惡未為失」，我們又可以力行布施、愛語、同

事，可是「未為失」，這樣子我們心境就持平了。講到這個地方，我要問大家，我們現在

還需要不需要做好事情啊？我們現在能不能做五逆的罪？不可以。因為我們還在因果法

裡面，我們還是要植諸德本，做所有的善不以為善，但是不能做染污的事情，因為我法二

執沒有空，我們還是會落入到因果裡面。我們現在能做的是明白因果，植諸善本，所有的

好事情盡力去做，但是不要把善以為是善，認為是理所當然、是本分，應該如此，這樣子

態度才對。 

接下來很嚴重，他說佛跟魔一樣，「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佛魔沒有差別嗎？

維摩詰居士說我們的本性跟魔的本性、佛性都一樣的，跟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

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剛剛講二乘人以為，出佛身血、謗佛謗法，這就不能夠入

賢聖眾數，不能證得，終不能得滅。 

 

但是維摩詰居士說，你如果能夠做這些事情，才可以取食。須菩提尊者聽了這話以後，

「茫然，不識是何言？」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了。所以「便置缽欲出其舍」，我就連缽都



不要了，拔腿就要跑了。你看，太困難了，這頓飯太艱難了、太難吃了。缽在人家手上，

連缽都不要了，就要一走了之。維摩居士說：「等等，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

懼不？」他說，以上所說都是虛妄的，以上純屬虛構，你來拿缽飯去吃吧，不要緊的。爲

什麽？他接下來説：「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既然是幻人說幻法，所以以上純屬虛構，你可

以把這一缽飯拿回去吃了。 

到底是不是純屬虛構呢？我們再回頭看。他就説：「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在衆生裡面而

有怨心，二乘人他出三界，他雖然不愛去度化眾生，他也不敢對衆生有怨心。怎麽這裡還

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難怪他拔腿就跑，不吃了。「於一切眾生而有怨

心」，在佛、八地菩薩的境界裡面，怨心跟慈心是等同的，所以是於一切眾生而有慈心。

二乘人以為謗佛毀法就等於墮落，就沒有辦法出三界，就沒有辦法證涅槃了。但是就八地

以上菩薩來講，這個不見佛，無佛不見；不聞法，無法不聞，到這樣子一個境界，他就可

以取食了。在他的心裡面，慈心怨心是相等的；見佛不見佛是相等的；聞法不聞法是相等

的，這是八地菩薩的境界，他一切沒有執著，所以就解脫，就是佛。我們現在有沒有解脫？

沒有，所以我們還是要見佛，還是要聞法，還是要去師父那邊求一求，還是要來聽經聞法，

每天不斷地熏習，讓自己靠佛近一點，不要離佛太遠。 

故事急轉直下，他就説：故事純屬虛構，你可以吃了，一切諸法是幻化相，語言文字，不

過是相罷了，一切言説不離相。文字其實就包括在語言裡面，智者不會被它所懼，最主要

是順著文字語言去了解它背後的意思。所以就像《楞嚴經》裡說的，文字語言像是指月標，

我們理應順著手指頭要去看月亮，所以順著文字跟語言了解我們人人都有佛性，我們不

要被外面千差萬別的相所迷了，說穿了人人的佛性是一樣的。話再說回來「幻人說幻法」，

沒有覺悟的時候就有分別，那佛法真諦是幫助我們除事相，可是如果一味的執著清淨相

也是垢，也是惱，因此我們需要離開善惡、是非、好醜的分別，達到真正的清淨。就像今

天 Stephine結法緣講的，一落到語言，說清淨，就不清淨了。 

說到吃飯，如果是我們那肯定會：「哎呀，你乾脆一點哪，就把飯拿來給我吃，不要這麼

囉哩叭嗦的。」修道的人，缽在維摩詰居士的手上，他就會思考：「為什麼我們認為的有

難、有邪見，可是對他來講邪見跟正見是一體的兩面呢？怎麼是一體？」一體，只是它呈

現兩個不同的相狀而已。為什麼我認為有娑婆這個染污世界可以出離，有一個清淨的涅

槃可以證得。可是對菩薩來講，難不是一個難？也不會認為無難是一個值得沾沾自喜的

事情，為甚麼菩薩到哪個地方都清淨自在，都可以很自在的跟人家和光同塵。所以修行最

高的人可以看到沒有煩惱可以離，也沒有智慧可以得，這個就是最高境界。 

今天，須菩提有沒有吃到這頓飯啊？有吃到這頓飯，但是道理很深很深，有機會再回來把

它琢磨琢磨。我第一次看也被嚇了一跳，怎麼供養的人沒有福田？供養你的人會墮落三

惡道？那出家人可不慘了。經文來來回回多看幾次、琢磨幾次，終於明白其間的義理，最

主要是告訴我們同體，跟《金剛經》講的意思是無二無別。 

 



接下來看的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佛對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說：「你去探望探望維摩居士的

病。」他說：「不行。」「為什麼不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就說他的故事。富樓那彌多

羅尼子他說：「我以前在大林中一個樹下……」 

什麼是大林？鳩摩羅什法師說，在毘耶離的園林裡面有一個獼猴池，那裡有三個精舍，大

林精舍是其中之一，為什麼叫大林精舍？在經典裡面記載，玄奘法師也說那個地方一整

片看不到底的樹林，自然天成，是非常好的修行的地方。我想，他就是在這個地方為新學

的比丘說法。另外有一個是獼猴池岸精舍，在《阿含經》裡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佛

弘化到那個地方，這猴子很頑皮的把佛的缽搶過去，幹什麼？裝上水果、蜂蜜，供養佛，

所以這個地方叫獼猴池岸精舍。 

富樓那尊者被教化什麼呢？維摩詰居士說：「你在說法之前應該先入定，要去看一看這些

人的根器是什麼再決定跟他講法，你不要向小乘人說大乘法；大乘人你跟他講小乘法。你

要入定觀人的根器然後說法，不要把穢食放在寶器裡面。」意思是不要把小乘、不了義的

法說給寶器──大乘根性的人聽。 

我們先來說說富樓那尊者。富樓那尊者出生的時候，很奇怪的，天上好像下雨似的，下著

寶珠，天降祥瑞。富樓那尊者於過去九十億佛住世的時候，都發願幫佛大轉法輪，因為這

樣子所以他是說法第一。因此師父說，誰若想成為說法第一，那麼你就唸「南無富樓那尊

者」。懿法師下個月就回來了，如果她找你講法，你不要害怕，你就唸「南無富樓那尊者」，

多念幾次。師父說，富樓那尊者就會把智慧辯才加持我們。你說法的時候，大家都會很喜

歡聽你說法，連想要睡覺的人都不想睡覺了。他說富樓那尊者怎樣呢？地獄的人也喜歡

聽他說法，畜生道的也喜歡聽他說法，阿修羅也不生氣、也不鬥爭，刀械放下，一起手牽

手去聽富樓那尊者講法。所以誰想要說法第一，就唸唸「南無富樓那尊者」。他講法，那

個天女都開心的來散花，地下也湧出金蓮。 

這個尊者也很慈悲，他在佛的座下已經得了阿羅漢果，可他發願到輸盧那國去弘法。有人

跟他說：「那個國家的人個性好兇惡啊，你不要去。」佛陀知道他要去，跟他說：「聽說

那個地方的人惡口，很會咒罵人。如果他們罵你，你會怎樣？」富樓那尊者就說：「如果



他們罵我的話，我會告訴自己，還好，他們很慈悲、有智慧，還沒有拿石頭丟我。」佛說：

「如果他們拿石頭丟你，你會怎樣？」那我就想：「他們還好，慈悲、有智慧，還沒有拿

棍子來打我。」「那他如果拿棍子打你呢？」我就安慰自己：「還好，還沒真正把我殺死。」

「如果真的把你殺死了呢？」那我就想：「反正我已經證得了阿羅漢果，這個身體也沒什

麼用了，剛好可以入涅槃。」佛陀說：「這樣子你可以去了。」他到那個地方，果然那裡

的人粗惡無比，於是他就很耐心的、好好跟他們講法。不久之後這裡的人也皈依三寶。因

為他發願到那麼惡劣的地方教化眾生，造了五百個伽藍、五百個寺廟，三個月之後他就證

得三明六通。又因為他發大願的關係，就證入了無餘涅槃。 

富樓那尊者講法，很會觀機逗教。有一次，他看一個做官的因緣到了，就問做官的：「可

不可以治人的心病，讓人家不犯罪案？」官吏回答說：「不能治。」他說：「佛法可以，

佛法很像甘露，我們會教導所有人守五戒、行十善，明白因果，心就不會犯罪了。」碰到

醫生，對醫生說：「你可不可以把人家心裡頭的大病治好？」那麼當醫生的就說我是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辦法治人家心裡的病。他說：「我佛教法如甘露，可以教導人不會

犯心病。」他非常擅長教導農夫：「你應該要種福田，不止是耕你的水田，你耕你的水田，

但是也要養你的福田。怎麼種福田？就要布施，要侍雙親好像上堂佛一樣；對左右鄰居要

慈善相處。」這麼樣很多人得到他的教化。 

有一次，一個外道來挑戰他。執著常見與斷見的這個外道就說：「怎麼證明佛教說的六道

輪迴？有人從地獄回來跟你說，有地獄嗎？有人去了天上回來跟你講，修五戒十善可以

生天嗎？」富樓那尊者說：「我講個道理給你聽，你有沒有看過關在監獄裡的人，他們可

以隨便跑出來嗎？到地獄就很像被關在監獄裡面，怎麼可能他愛出來就出來？當然就沒

有到地獄裡的人回來說：『哎喲，我就是做壞事了，下地獄裡了。』沒有這種事情嘛，你

有沒有聽過從糞坑裡爬出來的人，還會想回到糞坑裡去？沒有。在天上的人看我們人間

就很像糞坑一樣，怎麼會再回糞坑？第二，忉利天一天是我們人間一百年，生到那裡的人

還要安排安排，兩天安排好了，第三天回來你已經三百歲了，已經嗚呼哀哉了，骨頭都化

了，不曉得你到哪裡去了，所以他回來了，你怎麼能知道呢？」說得外道啞口無言，足見

他很會講法的。 



維摩詰居士就說：「你在講法之前應該能夠知道對方的根基是什麼，不要傷了他的根性。

他是一個大根性的人，你要順著他的根性，不要是走大路的，給人家小路、示人家小徑；

佛法像陽光一樣，不要把它當做螢火蟲。」維摩居士說，小乘人在我的看法，他們膚淺得

就很像盲人一樣，不能分別眾生的根性。 

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差別在哪裡？這裡「還得本心」，都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

個詞我們常常看，簡單講就是發菩提心。富樓那尊者就講到這個地方。我有一個功課給大

家，什麼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請不要照念佛學字典的解釋，請想想在你身邊發生

的哪一些故事，你覺得是符合大乘佛法的自覺覺他的行為，很無私的，這個今天回去的功

課。 

接下來是迦旃延尊者，迦旃延尊者是論議第一。「論議第一」和「說法第一」有什麼不同？

在講這個之前，我們先來講一講迦旃延尊者。 

迦旃延尊者也是婆羅門，他的爸爸是國王的老師、就是國師。他有個哥哥，在外地學習回

來後，覺得自己學得很好，於是在家鄉開了講堂，把他學到的理論說給大家聽。他的弟弟



在家裡，也看經典，也在他哥哥對面開了個講堂，好像是跟他哥哥打擂台似的。本來他哥

哥的場人山人海，幾天之後，人潮就到弟弟這個地方來了。哥哥心裡很不是滋味，就跟爸

爸告狀。爸爸說：「不要吵了！」就把迦旃延送到舅舅那個地方去。舅舅是誰呢？就是阿

私陀仙人。 

釋迦牟尼佛剛出生的時候，他爸爸不是找一個算命的嘛？算命就說這個小孩子將來不是

做轉輪聖王，就會做人天的導師，那個算命的就是迦旃延的舅舅。他的舅舅就把他所知道

的道理全部教給迦旃延尊者，他在臨死之前交代他一件事情，他說：「我要死了，將來有

一天，如果你感覺你的學問不足了，也沒有人教你。你記住，有一個人，他是一個大開悟

者，你去找他！」迦旃延尊者很聰明，看過很多書，他舅舅又教他很多東西。 

有一天，波羅奈城有一塊古碑，上面刻了一些字，沒有人認識。所以國王出榜，如果有認

識這文字的就有重賞。結果沒有人可以解開石碑上的文字，迦旃延尊者去了一看，念是可

以把它念出來，可是他不知道什麼意思。他翻譯出來是：「什麼人是王中王？什麼人是聖

中聖？什麼人是愚人？什麼人是智人？」我們先看這四個問題。什麼人是王中王？第六

的天王是王中王。什麼人是聖中聖？這個你我都回答得出來，佛一定是聖中聖。什麼人是

愚人？沉迷於貪瞋癡裡是愚人。什麼人是智人？解脫煩惱的是智者。 

還有四個問題。「什麼人沉迷於生死海？誰逍遙於解脫國中？什麼是離垢穢？什麼是證涅

槃？」迦旃延尊者可以翻譯出來，可是他不知道答案是什麼。突然他想到舅舅交代他的

話，於是他就去找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給他答案，當下覺得眼前這個人就是他要學習

的對象，所以他就跟著佛陀剃髮出家了。 

佛陀叫他去探望維摩詰居士的病，他就說他不可以去，他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是論議第一，富樓那是說法第一，他們是二乘人，說的都是三法印。印，是印章的

印。就像我們去申請畢業證書，或者去政府機構，申請文件完了以後還要蓋章，蓋章就是

做證明、印證。 

 



 

三法印就是佛在初初講法的時候，他跟小乘人講法，不管是不是佛說，只要符合這三個原

則，那就是正法。哪三個原則？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所有的法符合這三個，

即便不是佛說的都是正法。所以這三個就是辨別真佛法跟假佛法的標準，因此叫做三法

印。在《維摩詰經》裡又加上了苦、空，變成了所謂的五法印。問題是，到底有沒有三法

印或五法印呢？大乘的佛法跟小乘的佛法所持的觀點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今天的功課，第一個，回去想一想，在日常生活裡面什麼叫發菩提心？

第二個，就是三法印跟唯一實相到底該如何融通呢？今天就到這個地方。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