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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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繼續來研究《佛說維摩詰經》。 

上一次我們講十大弟子中的富樓那尊者，維摩詰居士提醒他說法之前應該先要入定，觀

這個人的根性是什麼，如果是大乘根器的人就不要跟他說小乘法。大乘跟小乘有之間最

大的不同點就是發菩提心。上個禮拜得功課是請大家想想菩提心是甚麼，如果查佛學詞

典，菩提心的定義是什麼，答案是要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自己覺悟了，還可以幫助別人

覺悟，然後覺行圓滿。佛學詞典裡的定義我們可以倒背如流，可是底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面，有沒有什麼故事是菩提心的體現？ 



 

我在上上禮拜看到《美國之音》報導一個故事，故事這麼說的：有一個白人女警察，下班

回家，發現有個黑人年輕小伙子竟然坐在她家的客廳吃冰淇淋。她二話不說，馬上拔槍，

對那個人開槍。開槍之後，她突然發現自己走錯了公寓。那個年輕人是坐在自己公寓的客

廳，一面吃冰淇淋、一面看電視。她誤以為是搶匪跑到她家，慘案發生了，於是趕快叫

911，但是很不幸的，年輕人沒有被搶救過來。 

在美國，自從川普總統上任以後，種族之間的對立就越來越尖銳。尤其白人警察跟黑人平

民之間一有糾紛產生時，很容易地種族的情緒就又會被挑起來。到了審判的那天，法庭的

檢察官要求法官判白人女警 28年。死者的弟弟當天代表家屬出庭，年輕黑人的父母親非

常非常傷心，根本沒有辦法面對這個女警、謀殺犯。死者的母親說：「她的兒子每個禮拜

天去教堂做完禮拜以後，下午就會打電話給她，這是她人生最大的享受。現在親情活生生

的被剝奪了，她非常的傷心。」審判那天，大家看看庭外面有很多人在抗議，要求法官伸

張正義，可是法庭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影片） 

'I forgive you' Botham Jean's brother hugs Amber Guyger after she gets 10 years in pri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ESVLQK4hw 

這個故事非常震撼，看完報導我自己也在想，設身處地的話自己有沒有辦法像這個死者

的哥哥那樣，擁有這樣的高度來看待事情。我想我或許也會像在外面抗議的人一般，淹沒

在民族得情緒裡面，可是死者的弟弟對於不能挽回得事情卻作出了異常冷靜的反應。也

是我認為最能夠體現所謂的菩提心的例子。死者的弟弟跟法官說：「如果你問我，我打心

底沒有要誤殺哥哥的她去坐監牢，我是愛她的。如果她真心對這件事情道歉的話，我願意

原諒她。我覺得，每一個人應該回到上帝的身邊，享受上帝的慈愛。」這段話啟動我們內

心裡的慈悲心跟菩提心，他當場要求法官允許他擁抱女警。 

雖然說法院的檢察官要求法庭判這個女警監禁 28年，但是陪審團可以做出兩個決定：第

一個是判這個女警終身監禁，第二個是關 10年。後來，陪審團選擇了後者。消息一傳出

外面的人群就開始鼓譟，說是種族欺壓，因為死者是一個黑人，你們就做出這樣不公不義



的決定。外面的人群情激憤，沒想到審判庭內竟然充滿了慈悲。 

我們想想，死者的弟弟做出了有高度的回應，使令在場所有人的慈悲心都被激發出來。

這就是我們說的，慈悲情懷，也感染到旁邊的人，啟發人人本有菩提心。如果大家去做利

人利己的事情，整個社會就能往善的方面推動。否則，不僅是美國，世界上很多的角落，

常常被有心人士打著民族的旗號製造彼此之間的分裂，社會越來越不和諧。我覺得在生

活中，只要我們把自己的高度稍微提升一點、視野稍微廣一點，那人相、我相、眾生相、

壽者相，自他中間的那個鴻溝可能就縮小一點。這是我們可以好好思維的地方，也同時是

身為佛教徒應該要迴光返照的點。 

這是維摩居士叫富樓那尊者講法時，要入定去觀對方的根基，是大乘根器的就不要給他

穢食；穢食就是小乘的法。 

上個禮拜也講了迦旃延尊者，迦旃延尊者的父親是國王的老師。他的哥哥去外面學成回

來，兄弟兩人在家鄉各自開講，沒想到聽弟弟迦旃延演講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哥哥就吃醋

了。他的爸爸沒有辦法，就把迦旃延尊者送去舅舅阿私陀仙人的地方。阿私陀仙人預言佛

陀不是當轉輪聖王，就是會成道。所以阿私陀仙人在臨死之前交代迦旃延──因為迦旃

延很聰明，學得很快──將來釋迦牟尼佛成道的話要去跟他學。 

有一次，國王貼了告示，說一個古碑上頭有一段外國文字，如果有人解得出來，就重賞。

結果也沒有人可以看懂文字是什麼？迦旃延雖然可以把古碑的文字翻譯出來，可是他卻

不知道意思是什麼。這時他突然想起舅舅吩咐過他的事，就去請問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

佛就把古碑上的問題給出了答案，因此迦旃延跟著佛陀出家了。迦旃延本來就有舅舅教

給他有關婆羅門的義理的根基，加上學習佛的教理之後，他的基礎就非常的厚實，也就能

夠得心應手的常常去教化人。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有一次，他走到河邊，看到一個婦人好像要跳河。於是，他走上前去問這名婦人：「妳怎

麼了？為什麼要輕生？」婦人一聽兩行眼淚不自覺的流出來，他說，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就

給人家當奴僕，主人高興不高興都會打她，衣服破了也沒有新的可以換，覺得人生實在是



苦到了極點，不想再繼續活下去了。今天主人叫她拿瓶子裝水回去，越想越覺得自己身世

堪憐，乾脆跳河自殺算了。 

於是迦旃延尊者就跟她說：「妳可以把貧窮賣掉，這樣子妳就不貧窮了。」她說：「有人要

買貧窮嗎？」迦旃延尊者說：「妳可以把貧窮賣給我。」婦人很驚訝：「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甚至連手上的瓶子都是主人的。」迦旃延尊者就教她：「妳拿著個瓶子去河裡面裝一些水

給我。」這個老婦人說：「真的可以把貧窮賣給

你？」他說：「透過布施，你就可以把貧窮賣給

我。」於是婦人就拿著瓶子到河裡裝了乾淨的水，

很恭敬的倒在迦旃延的缽裡面。迦旃延就把這缽

清淨的水喝了，然後給她祝願，祈求她可以離苦

得樂，之後還給她受三皈，教她念佛。這個婦人

的心裡很平靜，回去不久就死了。因為她布施的

功德，所以生到忉利天。這是迦旃延尊者特別會

用道理，讓人可以歡喜信受。 

另外一個公案，迦旃延有個國王的弟子，這個國王常常聽迦旃延的說法，心裡很是受用，

於是決定王位也不要了，就出家去了。出家以後就在深山裡面修行，指甲也沒有剪，頭髮

沒剃，鬍子也滿臉都是。他在樹下打坐，有一天，鄰國的國王帶了一班的嬪妃出來打獵，

因為走久了有點累，於是國王在樹下休息，不就就睡著了。這些嬪妃無聊就到處走，看到

一個人在樹下，一群人就走過去跟那個修行人講話。國王醒來，發現他的嬪妃統統都不見

了，四處找，發現她們在跟一個長得很邋遢的人講話。國王的醋意油然而生，二話不說就

毒打了那位老修行。 

老修行不是忍辱仙人，瞋恨心馬上就起來了，心想：「我不要修行了，我要還俗去，然後

帶著軍隊和這個國王決一死戰。」他很生氣地跑去找他師父迦旃延尊者，說：「師父，我

要還俗，我要去討回公道。」師父說：「你不要還俗了，你就認了吧！這是往昔的因果，

你以前一定造這個因，現在有這個果。」他一聽就更生氣了：「你這個老師真是糊塗，怎

麼這樣講。無論如何，我就是要還俗去報仇。」 

師父拿他沒辦法，就說：「你執意要還俗，現在天色也黑了，等明天天亮的時候再走吧。」

他晚上睡覺就作夢，夢裡他真的還俗了，帶著十萬大軍跟欺負他的國王打起來，結果輸

了。十萬大軍兵敗如山倒，他自己也被捉了。那個國王說：「好啊，你竟然敢帶兵來跟我

打」，就要把他的頭剁下來。臨刑之前他突然後悔了，說：「我師父叫我不要還俗，我偏偏

不聽他的話。我早聽他的話就好了，今天就不會落到人頭落地的地步。」這麼一想，夢醒

了。幸好是個夢，於是去跟師父講：「我不還俗了，我要繼續修行。」他想如果他真的還

俗去報仇的話，有可能會人頭落地，枉費他曾經出家修行一場。這其實是他的師父迦旃延

尊者跑到他的夢裡邊去教化他的。 



釋迦牟尼佛就告訴迦旃延尊者，現在維摩詰居士生病了，你去探病探病吧。迦旃延尊者就

說：「老師啊，我沒有辦法勝任這個工作。」「為什麼呢？」「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因

為我回憶以前你曾經給出家眾講法，「我即於後，敷演其義」，我就跟在你的後面，複講

而已。大家請注意，佛陀講法，迦旃延尊者就複講；佛陀講什麼，他就講什麼，怎麼會出

差錯呢？ 

佛陀講了「無常、苦、空、無我、寂滅」。在上個禮拜曾經跟大家講，小乘裡面用「三法

印」，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涅槃」。這三印，就像印章來證明說的法到底是

真的佛法還是假的佛法，這三個是辨別的標準。即便是佛所說，但是不符合這三個標準的

話，也不是真理。有人就說：「這是小乘的標準，大乘的標準不是這個，大乘只有實相，

應該叫做一法印。」你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大家先思維一下，小乘人是用三法印，大乘

是用一法印，你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佛陀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涅槃」。剛剛不是說三法印嗎？可是法師你的投影片

上面明明有五個。後來有人又加了一印，也有所謂的四法印；有的時候你會看到五法印。

到底是不是佛所說的跟迦旃延理解的是不是有出入呢？ 



我們先來看「諸行無常」，幾年前我舅舅寄了一張照片給我，這個是小時候的我。我猜大

概是我六七歲的時候，看起來很清秀，還剪個西瓜皮頭。我想，長大以後應該會變成清秀

佳人，結果沒有想到出家了。這是 2011年隨團去歐洲訪問，在英國跟一些小乘的出家人

一起用齋。他們的缽很大，大概我們缽的五倍大。我記得在高中的時候，常常在放學的路

上碰到一些傳教的人，一見面他們會問：「同學同學，妳有沒有信仰、信什麼教？」我說：

「有啊，我信睡覺啊。」當時我很調皮，他們還是會很和藹的說：「同學同學，妳這個禮

拜有沒有空？我們在哪裡哪裡有佈道，妳要不要來參加？」 

我一直都是無神論者，雖然打記憶起我外婆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但是我都覺得為什麼

要信仰宗教？尤其學佛了以後，就不能吃喝玩樂，人生實在很單調乏味。你看，多沒有善

根！萬萬沒想到，自己以後會走上出家的路。你們看，從七歲到長大，我要說的就是遷流

產生了這個變化。這樣子講好想時間有點久，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我們的念頭，一個念頭跟

著一個念頭，惟識學者就叫「念念遷流變異」，就是在一秒鐘的時間裡面，便有無數的念

頭不斷地在轉。難怪佛陀要講「諸行無常」，因為我們的念頭變得太快了。正因為諸行無

常，所以就沒有我可以主宰。小乘人認為娑婆世界有貪瞋癡、有生老病死苦，如果我從三

界解脫出來，出離了三界就不苦了。這是小乘人認為三界如火宅，如果解脫的話，就會離

苦得樂了。 

有人把五蘊的苦加上去成了第四印。關於五蘊，佛陀曾經講一個故事。他說，有五個人共

同買了一個奴婢。第一個人就叫僕人去幫他洗衣服，正當她要拿去洗的時候；第二個人就

命令他說：「妳幫我洗衣服。」她說：「你等一等，因為我要幫第一個人洗衣服，等會兒再

來洗你的衣服。」結果第二個人就生氣了，：說「我叫你洗衣服，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理

由。」二話不說，拿起皮帶就打了女僕人十下，其他四個人也都要求女僕先洗自己的衣服

不果，同樣動手打了女僕。 

佛陀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什麼？我們的五陰眼耳鼻舌身，造就了我們這個色身，諸因緣

和合就產生了煩惱，就很像五個人共同買了僕人，僕人老是被打。五陰熾盛苦就很像我們

常常被生老病死、無量的苦惱一直不斷鞭打的意思一樣。 

說起來，佛教徒說娑婆世界是堪忍世界，有無量諸苦，但我們堪能忍受。以前常聽人說娑

婆苦，即便出家了，打心裡不覺得什麼大苦。經典上說娑婆很苦，但我為甚麼沒有覺得苦。

這會產生一個大問題，如果不覺得這個地方苦的話，就不會想要出離，就沒有動力想要解

脫，去極樂世界。有一天，有個師兄弟跟我分享：「八苦裡有生老病死苦，有怨憎會苦、

求不得苦。」其實最折磨我們的是五陰熾盛苦，在五蘊前面完全沒有辦法做主，也就是當

覺受來的時候就只有被業力推著走的分，這個五陰熾盛苦是箝制我的地方，也是讓我理

解娑婆苦的地方。亦是修行下手處。 

我們已經講了四印，小乘人認為他們能夠解脫苦、正因為他們深刻的明白三界如火宅，所

以他們出離。這是小乘人的方法，他們分析各種的苦，認為只要離開三界就離苦得樂了。

總共有五個印，另外一個是諸法終究會滅的，是空的。這是二乘人的理論，諸法終究會成

住壞空，最後就會變滅。那大乘佛法是怎麼理解的呢？維摩詰居士告訴迦旃延尊者，不應

該是這麼理解的。那應該是怎麼理解？我現在先跟大家說另一個故事有關迦旃延尊者的

故事。 



有一個國家的國王叫文荼王，他非常愛他的皇后。有一天，皇后生病，

不就便死了，國王傷心得沒有辦法治理國家、處理朝政。國王成天悲

傷得不得了，甚至不忍心把皇后埋起來，就讓人把皇后的身體用麻油

泡起來，以免腐敗。他天天看這個尸體流淚，對著屍體說：「妳為什

麼不張開眼睛看我一下？妳的手為什麼不張開來擁抱我？」國王沒有

辦法從傷心裡走出來。文武百官看在眼裡，很是擔心就勸他，文荼王

就跟他們說：「你們勸我不要傷心，最好的辦法是讓皇后活過來。」

有沒有辦法？當然沒有辦法，人已經死了。想來想去，他們想到了迦

旃延尊者，就跟國王說：「佛陀有一個弟子就在附近，聽說他有神通。」

文荼王一聽說迦旃延尊者有神通，眼睛就發亮了，想：「哦，這樣子他一定可以用他的神

通讓我的皇后活過來。」於是國王就去見迦旃延尊者。 

迦旃延尊者從樹上折了一根樹枝，問文荼王：「國王，這根樹枝送給您。您拿回去皇宮，

好好澆水，把它養著，它就會變得很翠綠，最終一棵參天大樹就會長出來了。」文荼王心

想：「說這個人有神通，是不是他腦筋壞掉了？樹枝從樹上折下來，怎麼可能再養成參天

大樹？」國王說：「這個樹枝是不可能再變成活的樹的。」「國王，您的皇后也是這樣子，

她已經死了，不可能再活過來。您是一國之君，您非常愛您的皇后，為什麼不把愛您皇后

的心來愛你全國的老百姓？這樣子您對皇后的愛會永遠都跟這個國家一直不斷的流傳下

去。」文荼王一聽覺得有道理，如果他把愛夫人的心轉為愛他全國的老百姓，全國的老百

姓就會過的很快樂，也會非常的愛戴國王。他的德政一直會不斷地延續下去。這個故事跟

維摩詰居士要講的道理是一樣的。 

大家看，本來說諸行無常，這個是小乘無常的思想。大乘講，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我覺得，

僧肇法師的解釋我很欣賞，他說：「佛陀本來講無常，是說我們一般的凡夫認為所有的事

情是有常的，是我可以掌握的，就好像錢都是我賺來的。因為我出去工作，所以我有錢，

這個全部是實實在在實有的。佛陀為了破我們這個執著，說了無常。」剛剛說諸行無常，

什麼東西都是念念遷流，不斷的變化，沒有一個是恒常不變的。僧肇法師說：「佛陀講無

有常，他不是說有無常的意思。」佛陀是要破我們的執著，所以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佛陀

為了要破我們對常的概念，提出了無常，我們卻抓住不放。本來是抓有，現在又落到抓無，

一樣是執著。所以他說，「諸法本來就沒有生，本來就沒有滅。」因為沒有生，所以沒有

滅，這個就是大乘所說的無常的意思。 



 

接下來講五陰。二乘人說五陰──生、老、病、死。苦，要滅苦，就分析這個苦，用析空

觀把它分析，空了，就得到解脫，出離了苦。 

有一個故事，有一個鬼在深山裡遊蕩，看到一個小和尚。這個鬼好不容易等到一個人，決

定把他吃了。正當那鬼準備要大吃一頓時，那個小和尚嘆了口氣，說：「我離你很遠。」

這鬼很好奇的說：「你說這話什麼意思？」和尚說：「你吃了我，我上西天，你下地獄，所

以我們相差很遠。」這鬼一聽，馬上有所領悟，頂禮了和尚欣欣然離開。這個就是有苦有

解脫，出離了，解脫了就有西天可得。這個是小乘境界。 

另外一個是頑皮鬼的故事。這個頑皮鬼也是在深山裡到處遊蕩，突然看到樹下有一個修

行的老和尚，他的頑皮心就起來了，準備嚇唬嚇唬老和尚。於是頑皮鬼就變成沒有頭的

鬼，走到老和尚面前。老和尚一看，輕描淡寫的說：「真好，沒有頭就不會頭痛。」這個

頑皮鬼覺得很無趣，又變成一個有頭有腳，可是沒有肚子的鬼，心想這次一定可以嚇得

成。他又走到老和尚面前，老和尚一看，又淡淡地說：「啊！好棒啊！沒有肚子就不會肚

子餓！再也不用擔心去哪裡找食物吃，真是好極了，太幸福了！」 

頑皮鬼氣呼呼地想了很久，好，這次變成一個沒有五官的無臉鬼，看你老和尚是怕還是不

怕，於是又走到老和尚面前，只見老和尚輕輕的說：「沒有耳朵，就聽不到煩人的事情；

沒有眼睛，也不會看見人的善惡美醜；沒有鼻子，不會流鼻水；沒有嘴巴，不用辛苦的講

話。這實在是太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了。」 

大家看，這兩個鬼，第一個鬼要吃小和尚，小和尚說，你要是吃了我，以後就相差更遠了，

我上西天，你下地獄。後面這個鬼，老和尚說沒有頭很好，不會頭痛；沒有鼻子，更好，

不會流鼻水；沒有肚子不用煩惱了，不用找東西吃。從自性裡面流露出來的道理是大乘的

法。我們現在來講僧肇法師與鳩摩羅什法師對「五印」的解釋。大家可以看一下，小乘由

於有我，所以要解脫變成無我；但是在大乘，我跟無我是不二的。在小乘法是相對法，在

大乘裡是同一個；你看頑皮鬼，理是同一個，沒有二分，轉過來就是了。 

 



回到剛剛問的問題，請問大家，有沒有大乘跟小乘？有沒有「三法印」跟「一法印」的區

別？第一個問題，在佛陀的時代，有沒有大小乘？在佛陀的時代，沒有所謂的大小乘。佛

陀在一開始的時候講了三法印，只是我們聽法的人，解釋的不同而已。在《阿含經》裡，

佛陀講「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小乘人觀察時間、萬事萬物，的確一直變化不拘的；再

往自身來看，我們一時一刻的念頭一直不斷的在轉、所謂的念念遷流。這是小乘人觀察到

宇宙所有法的相的確是生滅無常的，而身為一個自我是沒有辦法主宰的，面對宇宙萬有

我們絲毫沒有控制的能力。小乘人觀察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經上說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小乘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由於他們觀察到的是現象，

這些宇宙萬有的現象是變化不拘的。一點也沒錯，但是如果我們深究它的根本、它的自

性，法法其實是一樣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濕度跟溫度夠低時，水就會結成冰；但是如果加熱到沸騰，它又

會慢慢變成水蒸氣，變成雲，之後或者凝結成水滴，水滴落下來變成江湖河海。所以說湖

泊、江河的水跟杯子裡的水，甚至我們的小便，其體性是一樣的，但是它的相狀就千差萬

別。這可以說明小乘人看到萬事萬物的差別相狀，相狀是有大小方圓遠近等不同，但是體

性卻都是一樣的。 

迦旃延尊者在聽佛說三法印的時候，他看到的它的相，所以得出了所謂的「諸行無常、諸

法無我」，透過了對貪瞋癡的解脫，就可以涅槃寂靜。但是維摩詰居士要讓他作更深一層

的領悟時，一樣法，要讓他當下轉過來，在諸行無常變化裡面看到它的恒常性。這樣的話，

修行的境界會更深廣。 

 

佛的爸爸有四個兄弟，就是淨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佛陀的爸爸是哪一個？

淨飯王。他們各自有兩個兒子。釋迦牟尼佛的弟弟是難陀，請問，難陀是不是阿難啊？不

是。阿難是他的堂弟，阿難的哥哥是提婆達多，就是常常想要害佛的那個。佛陀在菩提樹

下成道之後，就回到他的國家，講述他所悟到的道理，結果七個王子一聽全部跟著他出家

修道，阿那律尊者也是其中一個。 



「阿那律」，翻譯成中文叫做「無貧」。在久遠劫以前，弗沙佛住世的時候，有一年碰到饑

荒。那時阿那律尊者是一個農夫，非常的貧窮。有一天，他在田裡耕種，看到一位比丘。

這位山上的比丘，每七天化一次緣，一次只化七家。如果七家化不到東西他就回到山上，

七天之後再下山來。因為當時候是饑荒，所那天他空著缽，沒有化到任何東西。當山上的

比丘路過他的農田時，農夫心想：「這個比丘這一次沒有化到飯，要等七天之後才會再下

來化緣，太可憐了，沒有東西吃。」於是，農夫跟比丘講：「不知道法師會不會嫌棄我的

飯？」因為農夫很窮，他的飯是裡頭摻雜了稗子，就是很難吃、很粗的食物。比丘接受了

他誠心的供養，之後就回到山上了。 

農夫供養山上的比丘之後，就繼續在田裡耕種。突然間，跑出一隻兔子，這隻兔子巴著鋤

頭，農夫想把牠推走，結果兔子一跳就跳到他的肩膀上，怎麼樣都拿不下來。農夫心想：

「完蛋了，肩膀怎麼長出一隻兔子來。」他趕緊回去叫他太太把兔子拿下來。拿下來以後，

沒想到是一隻金的兔子。他們就把兔子的一腳剁下來拿去變賣，剁下來的那隻又長出來

了；剁下四隻腳，四隻腳又全部長出來。因為他供養山上的比丘是個辟支佛，辟支佛給他

誠心地祝願，使令他九十一劫都沒有貧窮，不管是生到天上或是到人間都是富貴無窮。所

以尊者「阿那律」翻譯成中文就是「無貧」，意思九十一劫都不貧窮。 

話說佛在菩提樹下成道以後，就回去故鄉迦毘羅城，釋迦王族的七個王子都跟隨他出家

了。一開始阿那律尊者很貪睡，佛陀在講經的時候，他就睡著了。佛陀就吃他說：「咄咄

胡為寐」，咄咄，就是指責他的意思。你為什麼不長進！白天晚上都在睡覺！「螺螄蛤蚌

類」，螺螄蛤蚌就是業障很重的畜生，「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牠們意識不清楚，一

睡就是一千年。佛陀就做了這首偈頌責罵他。阿那律尊者聽到佛陀責罵他，非常的慚愧，

七天七夜眼睛都沒闔起來，日夜不斷的精進，結果七天之後眼睛流出血來，就瞎了。 

有一天，阿那律尊者的衣服破了，他要補衣服。因穿針，他的眼睛看不見，於是他就大聲

說：「誰要修福報？請來幫我穿針縫衣服。」佛陀聽到了，就說：「我要修福報。」阿那律

尊者聽出佛陀的聲音，就說：「您是福慧雙足的人，都已經修成正果了，還需要修福報嗎？」

佛陀說：「沒有人會嫌福報太多。我雖然成道了，我也需要福報。」於是就幫助他穿針。

阿那律尊者聽完這番話非常感動。 



他為什麼後來會有金剛照明三昧？也是他為法忘軀。因為佛陀說他螺螄蛤蚌類，所以他

發勇猛心懺悔，精進的修行，不惜雙目失明，不斷的用功。於是佛陀教他金剛照明三昧這

個法，因此他得到了天眼。 

佛陀告訴阿那律尊者，你去探望探望維摩詰居士的病。他就說：「不行不行。因為我回憶

有一天，在經行的時候，梵王嚴淨住在梵天，（這個地方是欲界天上面色界天，梵王是住

在色界天。）有一萬的梵王因為修清淨梵行的關係，所以都有光明。他們就來問我：你的

天眼可以看多遠？」我就跟他們解釋：「我可以看釋迦牟尼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好像看掌中

的菴摩羅果……」 

我們中國沒有這種果子，所以照著翻譯過來。玄奘大師的西域記提到菴摩羅果，它可以祛

風。 

在印度有一個故事。有一個老婆婆帶著蜜漿和水果要出遠門，走到半路的時候又累又渴，

就把菴摩羅果拿出來吃了。吃了以後還是沒有解渴，就跟旁邊的人家要了一杯水喝。這個

人家說：「很對不起，我們這裡的井是個死井，底下的水沒有再繼續冒起來，所以水很臭、

不乾淨，不知道妳介不介意？」於是拿起一杯水給老婆婆。老婆婆接過水一口就喝下去，

她說：「我從來都沒有喝過這樣甘美的水，請你再給我一杯。」再給她一杯，這一杯喝下

去，還是一樣甘美無比。老婆婆很開心，就說：「可不可以我把我的蜜漿換你的水？」那

個人說：「真的嘛？」於是就跟她換了。 

這個老婆婆辦完事情回家，如是這般的告訴她的家人所發生的事情，並且把換到的水拿

出來給大家看，大家都說：「這麼黑黑黃黃的水？」她說：「我這輩子沒有喝過這麼甘美

的水。」家人說：「真的嗎？看起來那麼髒，聞起來那麼臭。」「真的真的，我喝過的，

無比甘甜。」家人半信半疑，拿起來才在嘴巴沾一口而已，「不行不行，臭死了！」婆婆

不相信，把水拿起來一喝，哎呀！她馬上吐掉了。說：「怎麼會這麼臭呢？奇怪了，我在

那個村子喝的時候泉水甜如甘蜜，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她回想，原來她先吃了菴摩羅

果再喝那杯死的井水，菴摩羅果的餘香還在，所以她喝不到井水的臭味。有這個故事可知

印度的菴摩羅果是非常香甜的。 

阿那律尊者說：「我開這個天眼，可以看到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就像你手上菴摩羅

果一樣的清楚。」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個小千世界，一個中千世界，一個大千世界，說了三

次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不過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說的重點，資料在這裡，大家請自己

看就行。 

維摩詰居士就問阿那律尊者：「佛教你金剛照明三昧，你就開了天眼，那你是有作意看，

還是沒有作意看呢？」大家念《地藏經》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婆羅門女供養一個羅漢，

那個羅漢就問她說：「妳有什麼需求」？婆羅門女就跟他說：「我的媽媽過世了，不知道她

在哪裡？」羅漢是不是要入定作觀？然後回答說：「你的媽媽在地獄裡受苦。」 

維摩詰居士就說：「如果你是需要作意的，那你就跟外道的五通沒有兩樣……」外道修五

通，大家知道是哪五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這些都沒有跳出三

界，凡夫修的也是這樣子。所以維摩詰居士就說：「你的天眼如果是有作意的，那就跟外

道的五通沒有兩樣；如果說沒有作意，那就是無為，應該不會有見。」阿那律尊者他被維



摩詰居士這麼一問，就被問住了。 

佛開的是佛眼，佛眼是無所做，無所做的意思是無所不做；如果有所做，那就有所不做。

有做，既然有做，那就一定有做不到的，會有所限制。佛陀是無所做，所以無所不做。他

什麼都可以，他開了佛眼，什麼都可以看得見。 

阿那律尊者被問住了，想：「原來我開的天眼如果作意的話，就跟外道的五通一樣；如果

沒有作意的話，那我應該看不到看三千大千世界好像看佛手上的菴摩羅果，道理應該是

這樣子。」阿那律尊者很聰明，他馬上問維摩詰居士說：「有真天眼嗎？」維摩居士回答：

「佛是真天眼，他常常在三昧裡面，所以他看到所有東西是不以二相。」 

請問，二相是哪二相？有相跟無相。請問，念佛是有相、是無相？有相。第一個講舍利弗

尊者宴坐的時候，維摩居士跟他說，不一定有個坐的形式才叫打坐。第二個講目犍連尊者

說法，維摩居士就說，說法不可以有人相、我相、眾生相、壽者相；如果有眾生相，那就

是有相。所以念佛可以有相，打坐可以有相，說法也可以有相。 

有一個女人碰到愛因斯坦，劈頭就問愛因斯坦：「你看我幾歲？」有相還是無相？有相。

愛因斯坦說：「我看妳臉上塗了這麼多胭脂，紅紅潤潤的，一點皺紋都沒有，很像 14歲

的女孩。看你笑起來露出的牙齒這麼堅硬，看起來像 18歲。你的頭髮弄的這麼漂亮，看

起來像 19歲。」這個女人一聽就開心的不得了：「你一下子說我 14歲，一下子說我 18

歲，一下子說我 19歲，那我到底是幾歲啊？」愛因斯坦說：「你回去把 14加 18再加 19

歲，那就是你的年齡。」14加 18加 19，就 51歲了。 

這個女人有沒有相？有相。我們應該不要著相，應該無相。我也聽過有人這樣說：「掃廁

所最有功德，因為師父說越髒越臭的，別人不願意去收拾的，你願意去做的話，最有功德。

所以我就專門掃廁所，而且我要等沒有看見的時候，去掃廁所。如果被人家看見，人家就

會以為我要做功德，我不要給人家看見。我就專挑人家看不見的時候去掃廁所。」請問他

有無相嗎？（大家異口同聲說：有相。）他不是就趁著廁所沒有人去掃廁所，也不要讓人

家覺得他想要這個功德，不是無相嗎？（聽眾：因為他有想。） 



有一個人問師父：「請問，誦經一定要迴向嗎？」師父回答說：「迴向是著相，不迴向也

是著相，凡所有相都與道不相應。」是不是？因為你著了一個一定要迴向，那是不是也著

相？你一定不要迴向，那也是著相。所以金剛經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個地方告訴我

們什麼？要超越有相跟無相。 

接下來看優波離尊者。優波離尊者大家知道他持戒第一，除此之外，佛陀一生的行跡，優

波離尊者全部都見證的一清二楚。 

佛陀還沒有出家的時候，有一個侍者叫做「車匿」，大家認識嗎？阿私陀仙人預言說：「佛

陀要不會成了轉輪聖王，要不就會出家修道。」他爸爸就很擔心他出家修道，就給他蓋了

宮殿，讓他享盡快樂。有一次他跟車匿出去，在四個城門口看到了生老病死，有沒有？佛

陀就決定要尋求解脫道。後來被淨飯王禁足了，因為怕太子看到生老病死之後真的要去

出家。當時就有一個大梵天王示現出家的樣子，太子看到了就很歡喜。大梵天王示現的比

丘對他說：「你要真心想修道的話，我就來幫你。」這是佛陀種下出家的因。之後太子叫

車匿牽馬，四大天王托著馬的足就出了城。等等這些佛陀整個一生，車匿都親自看得一清

二楚。 

剛剛說，佛陀成道後就回母國去，有七個王子跟隨他出家。因為車匿一直服侍在佛陀身

邊，這七個王子決定要出家，他們身上有很多珠寶，衣服都很高貴。他們平時乘坐的大象

等等，現在王子們決定要出家了，於是就把這些都留給優波離，就是釋迦族的剃髮師。優

波離想：「這麼富貴的人都放棄一切出家，我為什麼放不下呢？」於是他把王子們給他的

珠寶、衣服全部捨在大樹下，大象也綁在樹下，任誰要就拿走。他說：「我跟你們一起出

家好不好？」於是他就跟王子們一起去了。你猜佛陀是先剃七個王子，還是先剃優波離

呢？為什麼先剃優波離呢？我們現在看看這個影片。 

 

（影片）佛典的故事_優婆離尊者的出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3aSdFBb9A 



這是優波離尊者，時間快到了，先稍微介紹一下優波離尊者，他累世以來都發願持戒，所

以成就持戒第一。佛陀跟優波離尊者說：「你去探病，探望維摩居士。」優波離尊者說：

「我不能夠勝任這件事情。」「為什麼？」他說：「以前有兩個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

問佛……」他們覺得自己犯了戒律。犯了什麼戒律？故事是這樣子的。 

這兩個比丘住在深山裡面，他們結了個茅蓬。那一天，一個人出外托缽，另外一個人就在

茅蓬裡打坐，打坐的比丘不知不覺就睡了過去。有一個砍柴女看到這個比丘生了染心，玷

污了比丘。托缽的比丘回來以後，被玷污的同修就把今天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托缽回來的

比丘；他一聽很生氣，二話不說就追了出去。砍柴女一看到後面有人追她，很心虛，就飛

足狂奔，一失足就掉到山谷裡，死了。那麼這兩個比丘一個認為自己犯了婬欲，另外一個

犯了殺罪。你看經文上說，犯律行以為恥，他們不敢去問佛，所以就問持戒最嚴謹的優波

離尊者。問：「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他們有沒有羞恥心？有，一個覺得自己犯了婬欲，

一個覺得自己犯了殺罪。如果你是戒師，你會怎麼判？叫他們懺悔，對不對？到底是不是

這樣子呢？我們下一次來看。 

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