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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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子品。 

我們上一次看到優波離尊者。佛陀他生下來對世間的榮華富貴就不是那麼感興趣。阿私

陀仙人在他出生的時候，也曾經預言他沒有做轉輪聖王就會出家。淨飯王很擔心太子出

家，於是給他找來一些美女、也建了華麗的宮殿，無非想用人間的享樂留住太子。優波

離尊者是釋迦族的剃髮師，常常跟王族們在一起。有一次太子覺得悶，想到外面走走。

淨飯王也不敢拒絕他，就叫人把他要經過的道路全都打掃乾淨，閒雜人等全都支開，他

想這樣子應該不會有問題才是。 

「車匿」，就是後來的優波離尊者，他跟隨太子去了東西南北門。太子在四個城門看到了

生老病死，覺得人活著實在是太沒有意思了。他在返回宮中的路上，遇到一個天人化現

的比丘，穿衣搭袍看起來很莊嚴、自在的樣子。太子就問車匿：「這是什麼人？」車匿也

不知道。太子就說：「你上去問問。」車匿上前一問：「你是什麼人？」「出家人。」「出家

人做什麼？」「解脫生老病死的煩惱。」太子一聽，眼睛就亮起來，因為他一直以來覺得

生老病死的人生實在沒甚麼意思。於是，太子就想要問這個出家人怎麼樣出家、怎麼樣

修道。沒想到，這個天人一下子就不見了，錯失機會的太子只好悶悶不樂地回宮。 

這時宮裡來了相師，跟淨飯王講：「如果七天之內太子不出家的話，就會接你轉輪王的聖

位。」於是，淨飯王派了軍隊把太子住的東宮團團圍住，並且派美女去服侍他。太子覺

得很悶，不知道要如何是好。突然之間他在路上碰到的那個比丘又出現了，這個比丘是

淨居天的天人，他知道太子出家的因緣到了，特地現身來點化他。天人就問：「你還記得

你往昔發的願嗎？你如果還想要繼續出家修道的話，我來幫助你。」於是他叫車匿牽一匹



馬，之後車匿跟從太子、出家、修道、甚至後來佛成道後怎麼樣降伏魔跟外道，他全部

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佛陀一生的事情，他全都清清楚楚。 

優波離尊者為什麼會變成持戒第一？因為他生生世世發願要持身、持心，所一成就持律

第一。我再把上次講的故事稍微複習一下。大家會發現各個經典記載印度的故事有一點

點出入，因為印度人不太注重歷史；雖然有一點點出入，但我們抓到重點就可以了。 

 

上次的故事是這樣的。有兩個比丘在深山老林裡修行，有一天有一個比丘外出托缽，另

外一個就在茅蓬裡打坐，坐著坐著不知不覺睡過去了。這時在山上有一個砍柴女看到茅

蓬，門也沒有鎖，接著她看到有個比丘相貌很好看。於是她婬心發作，躺在他身上，雖

然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是這個比丘的精液流出來。等比丘醒來之後，覺得自己好像犯

了婬戒，心裡很不安。這時，托缽的比丘回來了，他就如是如是的把事情告訴他的同參。

碰巧那個婬女又出現了，托缽的比丘要抓她，婬女拔腿就跑，不小心掉到深澗裡就跌死

了。所以托缽的比丘覺得自己好像犯了殺戒，但是他們都不敢去問佛，於是，兩個人就

去問持律最精嚴的優波離尊者。 

上回我問了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有人來請問你：「哎呀！怎麼辦啊？我犯了殺戒了。」你

會怎麼告訴他？「懺悔啦！尤其受菩薩戒的佛弟子，必須要懺悔到見光見華才可以滅罪。」

是不是會這樣子跟前來請問的家講，對不對？回過頭來是我們自己的話，如果犯了五戒，

人家跟你說：「你犯了根本重戒了。必須要懺到見光見華，或者是夢裡邊看到佛來給你摩

頂或是有異香。」那你會怎麼樣？拜懺的時候大概會全神貫注在「到底有沒有佛來給我

摩頂」，有沒有異香等等瑞相，反而沒法子一心禮佛。 

維摩居士就跟他說：「優波離，你這樣跟他們講，你是重增這兩個比丘的罪。」你同意維

摩居士的說法嗎？但是我們如果犯罪的時候，不都是說要懺悔嗎？我們請注意經文，兩

位比丘以為自己犯了婬戒、犯了殺戒，不敢問佛，經文怎麼說呢？說：「我等犯律，誠以

為恥」，他們兩個有沒有懺悔的心？有，他們覺得自己做了很大的錯事，所以他們有懺

悔心，覺得自己做錯事情。 

這就好像有一個人看到影子，他來跟你講：「我看到鬼了。」於是你斬釘截鐵的跟他講：



「沒錯！你見鬼了。」你想他會怎麼樣？肯定會更加害怕。道理是一樣的，如果你跟他

講：「你就是犯了根本重戒了，你要懺悔，必須要看到有佛菩薩來摩頂，這樣子才算你

的罪已經懺除乾淨。」請問，殺人有沒有罪？肯定有罪。殺蟑螂有沒有罪？有。殺蚊子

有沒有罪？有。開始學佛時，碰到這個問題可能就猶豫了，殺人肯定有罪，可是殺老鼠、

殺螞蟻好像就有點討論的空間。是嗎？ 

現在我們來討論問題。記得剛剛學佛時，很巧的我跟我妹妹兩人，一個住南部，一個住

北部，我們不約而同的開始學佛。每一次回老家，如果看到門口有一桶活蹦亂跳的魚蝦，

我們兩個就會一個騎摩托車，一個拿著裝魚蝦的桶子，騎到溪邊把魚蝦給放生了。我爸

爸對我們兩個的行為萬分不同意，老覺得這兩個腦筋是怎麼啦？爸爸認為動物生下來就

是要給人類吃的，兩個幹嘛一看到家裡有活的魚蝦，二話不說就拿去放生。即便蟑螂螞

蟻也是，他看我們不打蚊子，拿塑膠袋把蟑螂抓住，小心翼翼的拿到外面去放。萬分不

理解。我想請問的是：有人吃活跳蝦，覺得喜滋滋、很美味；有人一看到就覺得心驚膽

跳。同樣一個事件，有人覺得非常歡喜，有人覺得非常害怕。所以問題的應該不是蚊子

或魚蝦，重點應該是我們的心態，對不對？所以有罪與否是在心態。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請問，罪在佛法裡面能懺除嗎？這也是唐太宗問玄奘大師的問題。你覺得

在佛法裡邊對於犯錯，能除罪嗎？可以。為什麼唐太宗會問玄奘大師這個問題？唐太宗

為了搶王位，把他親哥哥和弟弟殺了。這個事情在他心裡面一直是一個揮之不去的疙瘩，

他心裡很難過。他很尊重玄奘大師，所以請問大師除罪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第一個，如果罪性是實有的話，所謂的實有就是恒常存在，那我們懺悔有

沒有用？沒有用，因為它永遠都在，永遠都沒有辦法把它除掉。因此罪性是實有的假設

成立嗎？不成立。第二個，罪性本空。我們還沒有信佛之前，我們殺蟑螂；信佛以後，

就不再做殺生的事情。我們不明白道理之前，做了殺生，沒受戒，心態上沒有所謂罪的

問題；後來明白道理，跟自己打契約「以後都不做了。」所以它本來是空的，後來也是

空的，既然是空的，需不需要懺悔？不需要懺悔。因為它是空的，所以它既沒有裡面，

也沒有外面，沒有中間，你到處都找不到它。如果罪性是實有的，那就不需要懺悔，因

為懺悔也沒有用。那罪本來是空的，需不需要懺悔？也不需要懺悔。 

 



這麼說起來，請問，我們犯戒需不需要懺悔？就剛剛的說法如果罪是實有的，那任你怎

麼懺悔也懺不掉，因此就不需要懺悔了；假如罪本來就是空的，那你也不需要懺悔，因

為它本來就沒有。就好像這個門造成了所謂的門內和門外，如果沒有這個房子，是不是

就沒有所謂的屋子裡、屋子外、屋子中間？同理可證，原本我們殺生，後來我們不再殺

生，學佛以後就不再做犯戒的事情。它本來沒有，後來也沒有，就像這個房子，本來沒

有內、外跟中間。佛教導我們，眾生的自性本來是清淨無染的，可是今天倫落人身，就

已經是在因果的裡面，我們千萬要注意---因果絲毫不爽。 

再回過去看，唐太宗問玄奘大師，他殺了他哥哥跟弟弟，這個罪能不能除呢？請問，他

有沒有覺得心裡頭做錯事情？有。那按照維摩居士的說法：「應該要直接懺除他的罪，不

要再擾他的心。」鳩摩羅什法師的說法是，犯戒的人、犯法的人，他心裡很不安，已經

覺得害怕了；如果你還用罪相，（就像我剛剛說的，有一個人看到影子不知道那是什麼，

你就告訴他是鬼，那他的心就開始擾亂了。你如果告訴他：「哎呀！沒事啦，根本是虛幻

的東西，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他是不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所以鳩摩羅什法師說：「你

應該要直接告訴他，我們的佛性本來就是清淨無染的，那個只是我們一時沒有察覺、一

時不覺產生的幻境，直接把幻境消除就完事了。」所以說，不需要再擾他的心，就直接

懺除他的罪即可。 

 

維摩詰居士說：「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這個門拿掉，就恢復平坦的大地，

沒有房子。跟我們一樣，把這個幻境一拿掉，心的罪相一除的時候，就恢復本來的清淨。

所以他的結論，佛說的話「心垢故眾生垢。」什麼是污垢？煩惱、罪相就是污垢。如果

我們見罪，心自然就生垢；心如果清淨的話，自然就會清淨。 

回到我剛剛的問題，如果我們犯了戒，比如五戒裡面的飲酒戒，你出去吃飯，好像知道

菜裡面有加酒，要不要懺悔？喝酒了要不要懺悔？要。因為你已經受了五戒，要懺悔。

「法師，你剛剛不是說，如果罪性實有的話，懺悔也沒有用；罪性本來就是空的，也不

需要懺悔。既然這樣子，我就不需要懺悔了。」道理是不是這樣講？不對。為什麼不對？

來看：我們所有的相是來自於攀緣，我們往外攀緣，所以「看到那個跑車，我也想要努

力賺錢去買輛跑車；看到那個豪宅，我也想要買一棟豪宅。」這都是向外攀緣，所有的

妄想來自於攀緣。所有的攀緣來自於我執，因為有我的關係，所以想要這個、想要那個，

就開始有了五欲，於是就產生了顛倒妄想，這個就是垢。 

請問我們現在還有沒有我執？有啊。因此你我都在因果法裡面，犯罪需不需要懺悔？需

要懺悔。但是我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我們原來是清淨本然的，我們原來是明明白白、

清清淨淨的。也就是六祖大師講的「何其自性本自清淨」，我們本就是清淨的，只要透

過懺悔、改過，我們肯定就可以恢復清淨。罪相是一個幻像，不是實有的。所以我們做

錯事情要懺悔，要知道透過懺悔、改過，可以恢復自己本來的風光。 

接下來「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我們跟佛一樣，真心是徧一切處，所以不在內、

不在外、不在中間，如果有內外就有對待。在大乘法裡面，出世間法是沒有對待的。所

以維摩詰居士說罪垢也是一樣，諸法也是一樣，不出於如。我們來看「心垢故眾生垢，

心淨故眾生淨」，因為垢淨是對待的，佛性是絕待的、是實有的，是不垢不淨的，《心

經》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這個陳述的是我們佛性原來的樣子。所以心不在內、

不在外、不在中間，心是空相，是無相。這個地方大家要注意，所謂的無相，千萬不要

落到頑空裡面，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還是要吃飯，還是要睡覺，還要生活，但是不要被



人事物所轉，這個就是所謂的「心是空相」。 

我再講一次，我們現在還要借假修真，我們還有五蘊身心，每天還是需要工作、吃飯、

生活，在面對日常生活的人事物的時候，只要我們的心不要被境界所轉，這個就是所謂

的心是空相。不是說現在就把自己放在深山老林裡面，通通不跟人來往，我就沒有所謂

的相，不是這個意思。 

維摩詰居士說，世間的法跟我們清淨真心一樣「不出於如」。如，什麼意思？古德講就

是不動；不動，就是何其自性本不動搖，我們的自性本來就是如如不動。維摩詰居士又

說，罪相是有的，但是罪性是沒有的。維摩居士反過來問優波離尊者：「假設有一個人

透過修行已經解脫了，還有垢嗎？」那我現在也來問問大家，假設我們透過修行已經解

脫了，心相得解脫，還有垢嗎？已經解脫了，就清淨了；已經解脫了，就跟我們最原本、

最原始的性一樣，是清淨的。所以優波離尊者也說，已經沒有染污了，已經恢復清淨了。 

 

優波離尊者面對那兩個來問他的比丘，他給出的答案是分別罪相。我們如果研讀戒律的

本子也會發現講究的是開遮持犯，它會告訴我們這麼做犯的是輕罪、那麼做犯的是重罪；

又犯輕罪該怎麼懺悔，犯根本罪該怎麼辦等等。優波離尊者持戒第一，他就一一分別罪

相來跟兩位比丘講，該如何才能除罪，「作法羯摩」就是要如法。 

什麼叫做如法？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夏天的時候，是不是偶爾會有螞蟻爬進屋子來？

或者一不小心，把螞蟻沖到下水道裡去了。你會很緊張害怕來問法師，法師會告訴你說：

「你責心懺就好了，就是參加大悲懺或者跟佛菩薩懺悔，就好了，因為是無心的嘛。」

如果說他人的過錯呢？法師可能會跟你講：「如果下次碰到這個情形，你找一個同戒的

人來懺悔。」知道同戒的意思嗎？假設你是受菩薩戒，就去找一個也受菩薩戒的人跟他

發露；如果你是受五戒的，就去找受五戒的人跟他講：「我犯了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很

不應該，我以後不要再做了。」在小乘裡明明白白告訴戒子有應該要怎麼做，這些方法

就叫「作法羯摩」，透過作法羯摩就可以滅罪。 

維摩居士怎麼說呢？大家請看，維摩居士說，這個罪本來沒有相，罪性本來是清淨的、

是如如的，剛剛講如如，所以罪性是不動的、是清淨的。「何其自性本自清淨」，既然



是這樣子的話，就沒有所謂的垢跟淨的問題。僧肇法師講：「無罪而見罪就顛倒了。」

為什麼？見罪就還有一個「我」。回過來問問我們自己，如果做錯事情，需不需要懺悔？

需要懺悔，因為我們還有「我」。在因果法裡面絲毫不爽，我們還需要懺悔，但是要明

白自性本自清淨。 

接下來維摩居士就告訴優波離尊者說：「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

請問大家宇宙萬法本來就是生生滅滅的，這個說的是相還是性？相，相就有生滅。他又

說：「如夢，如焰」，好像那個火焰一樣，好像夢一樣。「如水中月，如鏡中像」，這

個是妄想，也是生滅的。所以罪相，跟我們人的相、跟花的相、跟這個房子有一個相是

一樣的，凡是相就有生滅。但是說到佛性，有沒有生滅？沒有生滅。那人人有沒有佛性？

有，我們都有佛性，我們都是清淨本然的。明白我們有清淨佛性，只要把罪相消除了，

就可以恢復本自清淨。維摩居士說如果能這樣子解的話，才叫「善解戒律」。所以我們

做錯事情還是要懺悔，但是要明白：每一個人的佛性都跟佛是無二無別的。好，這個是

維摩居士跟優波離尊者的故事。請問，有問題嗎？ 

我們接下來看羅睺羅。羅睺羅是誰？佛的兒子。佛的十大弟子有所謂的持戒第一，頭陀

第一，羅睺羅是什麼第一啊？密行第一。他怎麼成就他的密行第一？羅睺羅是佛的兒子，

當時佛要出家的時候，他的太太說：「你要給我一個孩子才可以出家。」太子就指著她

的肚子，指腹成孕。佛就出家去，苦修了六年。可是耶輸陀羅懷孕了，當時的人就認為

她不清淨。因為她的先生去修道，她怎麼可能懷孕？可見是跟其他的男人有染。 

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經典記載，有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就是羅睺羅在往昔的時候也

喜歡修道。有一天他正要打坐用功，有一隻老鼠跑出來跳舞給他看。這個修行人很生氣，

企圖把老鼠趕走，老鼠趕快跑回洞裡，修行人就用木頭把洞口堵起來，再回去安靜的打

坐。結果他一坐就坐了六天，也忘了洞裡那隻老鼠，老鼠在洞裡沒吃沒喝。等他一起坐，

想起了那隻老鼠，趕快去把牠放出來。這隻老鼠還跟他叩了三個頭，但是很生氣的說：

「我一定要報這個仇」。因此他在媽媽的肚子裡面六待了六年。「羅睺羅」翻譯成中文

的意思叫「覆障」，蓋住，就是蓋住了就沒智慧的意思。 

另外一個說法是，羅睺羅往昔是個國王，有使者要覲見，結果他讓人家等了六天。從這

個公案，我們必須明白因果，做事情要小心。因為他讓人家等了六天，所以他在媽媽肚

子裡等了六年才出世。不過也因為他知道自己是覆障、蓋住智慧，所以他修行就特別的

謹慎小心，也很少說話，就默默的去檢討自己的過失。他的名字就叫做覆障，所以他就

特別從這個地方下手去修，也不障礙人家修道。處處非常的低調，韜光養晦，所以成就

了他密行第一。 

他十五歲出家，是沙彌。他在王宮出生，從小養尊處優，因為還小，在僧團裡面就有一

點調皮。他是個沙彌，有一個小茅房。有一次，有個從外面來掛單的比丘住在他的茅房。

羅睺羅回去的時候，發現他的缽在茅房外面，覺得很奇怪：「怎麼好端端的被拿到外面？」

他就敲門，一個他不認識的比丘說：「我沒地方住，所以我就住這間。」那天羅睺羅就

沒有房間住了。這時候剛好下了大雨，糟糕了，晚上要去睡哪裡？想來想去，只有一個

地方可以去──「廁所」，所以他就跑到廁所去。 

以前的廁所不像現在的廁所，那個廁所很「香」的。因為廁所沒有沖水設備，就很邋遢

的。剛開始他覺得很不舒服，後來他安靜下來，心想：自己在僧團裡調皮，跟廁所裡的

蟲差不多；牠們以前也沒有清淨自身的身口意，所以今天就要住在人家都不喜歡的糞坑

裡面。他這麼一想，就跟糞坑裡面的蟲講法：「你們要改過，要不然一直都待在這裡面，



當人見人厭的畜生。」說著說著就入了無諍三昧，打坐成道了。這是羅睺羅成道的一個

因緣。師父說，這也就是所謂的他的密行。 

另外有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你們說，佛陀需不需要吃飯？需要。為甚麼呢？他已經成

就他的道業了，事實上他需不需要吃飯？我們供飯、供水果在這個地方，佛需不需要我

們供東西啊？不需要。那佛的這些弟子已經成了阿羅漢果了，他們需要托缽嗎？不需要，

如果證了四果阿羅漢就不需要托缽。他們為什麼每天還要去托缽呢？是要給我們種福田。 

在佛滅度兩百多年，有一個婆羅門，他是一個大慈善家。不論哪個宗教的人，只要上他

家要求食宿，他都照單供應。因為他這麼樣誠心，就感得羅睺羅現身。那天羅睺羅到的

時候已經是下午，過午不食。隔天早晨，這個婆羅門就非常恭敬的拿著牛奶煮的粥供養

尊者，結果尊者吃了一口就放下來了。這婆羅門一看心裡有點難過，說：「是不是我煮

得不好吃？還是尊者這一路走來走太累了，吃不下？」後來尊者就慢慢一口一口把粥吃

完了，吃完以後他說：「我已經兩百多年沒有吃人間的飲食了，不知道現在的牛奶粥都

不如佛在世的水那樣有營養、補身體。」那時才距離佛滅度兩百年，現在已經是幾千年

了，可以推知我們的東西營養度更是沒有了。這是題外話。 

 

佛跟羅睺羅說：「維摩居士生病了，你去探探病。」羅睺羅說：「不行，我沒有資格。」

話說如果悉達多太子沒有出家的話，就會成為金輪王，就會統理東西南北四大部洲。羅

睺羅如果沒有出家的話，會接王位，就會變成鐵輪王，會管南瞻部洲。所以維摩詰居士

就問他：「你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出家有什麼功德？有什麼利益？」 

現在請問大家：出家有沒有功德？大家都說有。我們現在來看，世間法的功德，有工作

是一個功德？有工作就有錢、有職位，這個就叫有利益。出家是不是要名利？出家不是

要這個，出家是出世間法，是超越有錢、做官，所以出家超越名聞利養，這個就是出家

的功德。有沒有功德其實是相對的。剛剛我問大家出家有沒有功德，大家都說有功德。

的確，佛陀講了一部經叫做《佛說出家功德經》可見出家有功德對不對？《佛說出家功

德經》裡就是講一個王子出家的故事。這個王子是誰呢？鞞羅羨那王子。 

 



 

有一次，佛陀跟阿難托缽乞食時看到有個王子。佛陀對阿難講：「這個人七天之內就會

死。可是他如果及時出家的話，就可以免於墮地獄的難。」阿難很慈悲，一聽就很想幫

忙這個人，所以阿難到了王子的家。王子是很樂施好善的人，他看到阿難來了很歡喜，

就請阿難進來並且跟他請法：「您每天都在佛陀的身邊，一定聽聞了很多佛法，可不可

以分享一些給我？」阿難默不作聲。王子再三的請法，於是阿難就跟他講：「你七天之

後就會死了，如果出家的話，就不會墮到地獄去。」這個王子非常相信佛陀和阿難說的

話，可是他很好玩，一天到晚都是跟宮娥采女在一起。於是他跟阿難尊者商量：「我可

不可以第一到第六天繼續玩，第七才去出家？」阿難說：「好，第七天我來接你。」 

六天，他就盡情地享樂。到了第七天，他就到佛陀處請求出家。大家有沒有受過八關齋

戒？有。八關齋戒受的就是相似出家人法。王子第七天出家，因為他怕死了會墮到地獄

去，所以這一整天他就非常努力的持戒、持清淨戒，結果他死了以後就上到四天王天。

他因為守一天清淨的出家戒就有這麼殊勝的功德，並且他不是一生在四天王而已，二十

劫都在天山。由此可知一日一夜守清淨的戒，有沒有功德？有。所以佛才會說《佛說出

家功德經》。 

維摩詰居士就問羅睺羅：「出家有沒有功德？」羅睺羅跟佛陀說：「我就如法為他講出

家的功德、出家的利益。」為什麼要說出家的功德？僧肇法師講，因為悉達多太子捨轉

輪王王位，他的兒子羅睺羅也是捨了轉輪王位，因為捨的都是很重的東西，所以維摩詰

居士問他說：「有利乎？」有沒有利益，有沒有功德？問法就是從這樣子來的。維摩詰

居士就過來跟我說：「羅睺羅啊，不應該說出家有功德。」「為什麼？」摩詰居士說：

「沒有功德、沒有利益這是出家。」 

你們剛剛說出家有功德，可是維摩居士說「無利無功德」？是不是佛說的不對啊？我們

來看到底出家有沒有功德。如果沒有功德，佛為什麼要說《出家功德經》呢？我們知道，

梁武帝曾經問達摩祖師：「我一生造寺度僧不可勝數，有什麼功德？」達摩祖師跟他講：

「並無功德。」梁武帝問他「為什麼沒有功德？」達摩祖師說：「這個是人天的小果。」

所以小乘說有功德、有福因，這是有漏的因，如影隨形，不是真的。也就是說這個福享

完了，就沒有了。所以出家有沒有功德？目前有，但是它會有盡的時候。所以鳩摩羅什



法師說，現在是有，但是希望我們藉著現前有，能夠修到最後那個無利無功德的涅槃。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呢？他就說：「出家有功德，但是執著有功德的時候，這個心還是

染著無明污垢，就沒有辦法的到解脫。」因此我們的心是要保持持平、保持清淨。 

請問，下一次有辦八關齋戒的時候，要不要受啊？要。還是要藉著世間的東西來修成我

們將來無利無功德的涅槃。好，現在是講這個有功德之城，希望能夠入到無利之境。所

謂無利之境，就是無利無功德、清淨本然，沒有對待的涅槃。所以今天是一個方便，我

們希望能夠修到最後那一個真實的地方。這個就是維摩居士講的無利無功德。 

 

我們繼續來看，「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說的是什麼？如果我們的心已

經沒有你跟我的對待了，你我是一體的話，那有沒有你跟我？沒有。出家沒有你跟我，

自然沒有中間了。我們如果是同體的，你我同體，就沒有你我之分、沒有自他之別，所

以出家就沒有彼、沒有此、沒有中間。既然沒有彼此，有沒有所謂的正見跟邪見？有沒

有生死跟涅槃？沒有。所以就離六十二見這個邪見，處於涅槃。其實他說涅槃還是一個

對待。 

我覺得僧肇法師說的比較深刻，大家看紫色的部分，他說：上面是講出家的道理，下面

是講出家的事情，所以「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這個是在講它的道理，因為我們沒

有你我了，自他已經是一體了，生死跟涅槃已經是一體了、不二了。這個講的是義理，

下面講的是出家的事情。藉著這個「無事事耳」，雖然是出家人的事情，但是最主要還

是希望我們能把圓融到「事事無礙」這個部分。我們現在還在修行的過程當中，還會有

垢淨的取捨。 

智者跟聖者要過著清淨的出家生活，不要惱亂別人，要遠離眾惡跟降伏外道等等，出於

污泥，不要染、不要有能所等等分別，這叫做「真出家」。我們一般所謂的善，還是落

在善惡的對待裡面。真正的道法是沒有對待的。事情看起來好像真的。事實上，宇宙萬

法都是虛幻不實的，出家要明白這個道理。等一下我們要看什麼是外表出家，什麼是維

摩居士所謂的真出家。我們先把這個道理明白。出家人法，就是要遠離雜惡、遠離外道、

超越假名、出淤泥，沒有能所、沒有所受、沒有能受這一些。 



 

接下來維摩居士告訴各位長者子，還記得我在第一堂課講到長者的條件，第一個一定要

有錢，然後要有威望。所以維摩居士就告訴這些長者子：「現在佛出世，機會難得。你

們何不趕快出家？」你看這些長者子怎麼回答。如果我跟各位說：「大家，機會難得，

明年萬佛聖城要傳出家戒，你們趕快報名。你會不會去報名？」這些長者子也是這樣子

講：「我聽說沒有父母同意，不能出家。」是不是這樣？ 

我當初申請出家的時候，被要求要有父母同意書。我爸爸是捨不得的。面試的時候，法

師問：「爸爸媽媽有沒有同意啊？」「爸爸不太同意。」法師問：「可不可以溝通溝通

讓他同意啊？」「我盡力看看。」我就跟我爸爸講，他說：「等你弟弟妹妹成家立業再

說。」我又回去跟法師講，法師問：「那妳妹妹有沒有男朋友？」「沒有啊。」法師講：

「那因緣如此，你就先出家吧。」照理講，我們是要有父母親同意書；如果有結婚的人

想出家，需要有另外一半的同意書。道理上是能得到家人的祝福是最好的事情；但是有

時有個別情況。 

接下來我們看什麼是出家。維摩詰居士說：「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

是不是穿上這套制服、把頭髮剃了，就是出家？這個是出世俗的家。師父說出家有三種，

一個是出煩惱無明的家。我們最終希望的是出三界的家。請問，在座的各位能出家嗎？

可以，最少我們希望能出煩惱無明的家。我們希望在座的各位，這一期生命終了的時候，

相約都可以出三界的家，這個是希望能夠達到的目標。上人曾說：「出家是最徹底的布

施。」因為我們把心跟身全部布施給法界的眾生，所以出家是最徹底的布施，你我都可

以做得到出煩惱無明的家，出三界的家。 

維摩居士講：「白衣如果能夠發無上菩提心，這就是具足出家的條件。」所以真出家是

什麼？發菩提心。這個我們努力就能做到。如果現在還沒有因緣可以把頭髮剃了，穿上

出家的衣服，那維摩居士說發菩提心也是出家。接下來什麼叫俗善？ 

僧肇法師說：「俗善雖善，猶雜不善。」誰能回答他？（楊果瑜：有目的的善。）果瑜

的意思是說，比如我們就拿比爾蓋茲來講，他成立一個基金會，專門找人研發治療瘧疾

的疫苗。讓落後國家的孩子人人都能因接種疫苗，能預防小兒麻痺症或是瘧疾。避免很

多落後國家的小孩子可能不到五歲就會死了，可是他們如果接受口服疫苗或是接種疫苗，



就可以避免死亡。因此他們成立基金會，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們夫妻倆把賺來的錢很大

一部分拿去做慈善。這個是所謂的俗善。 

「俗善雖善，猶雜不善」嗎？有沒有雜到不善？我們中國人說「為善不欲人知，謂之陰

德。」有沒有道理？有道理。這個俗善，他做好事情，有很多的名聲。猶雜不善，會有

善惡夾雜在裡面，有沒有可能？如果執著不去，心裡不免喜歡人家去讚美他。按照世間

法來講，沒有什麼過錯；但是按照修心養性來講，還是染污、還是有垢。 

林伯邑：假設他做好事情不讓人家知道，就不是俗善了？ 

近育師：你已經心存不讓人家知道，就已經善惡夾雜了。 

師父常常會這樣問：做功課要不要迴向啊？（眾答：要。）師父說：「要迴向也是執著，

不迴向也是執著。」我們如果越修心越細時，就可以觀察我們的起心動念。要做到清淨、

持平，這個就是我們修行的目標。如果還有一絲絲：「我要去掃廁所，專門就找人家沒

看見的時候去掃。」那還是有執著。你要專門讓人家看見去做好事情，這也是執著。你

專門挑人家沒看見的時候，還是一個執著。所以要行所無事，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能

這樣就所謂的心如止水。這個心的微細造作，是我們清淨一點的時候，才比較容易觀察

得到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阿難尊者。阿難尊者叫阿難陀，可是我們經常叫阿難。難陀是佛陀的

弟弟，孫陀羅難陀。阿難陀，是提婆達多的弟弟，是佛的堂弟。阿難是多聞第一，他怎

樣成就他的多聞第一？在往昔的時候，他是一個沙彌。比丘要專心誦經、打坐，其他一

些雜事就交給沙彌來做。所以往昔的阿難沙彌要執勞服役，還得要辛勤去做這些雜務。

教導他的比丘非常的嚴格，他每天除了要走很長的路下山托缽。教導他的比丘還要求他

背經、背戒；可是沙彌托缽來回一走要四五個小時，就沒有時間背經、背戒。他沒有背

經、背戒，又會被比丘罵，所以沙彌就起煩惱了。 

有一天，他又下山去托缽，煩惱心起。長者就問他：「小師父，你看起來好像有煩惱。」

於是，沙彌就把他的難處告訴這位長者。長者聽完就說：「我成就你。」這個長者就每

天供養飯菜，因此沙彌就不用走這麼長的路，就有時間去背經、背戒，所以他很快成道

了。 



這個是佛陀跟阿難的本生故事，請問哪一個是現今的佛陀？哪一個是阿難？沙彌是佛陀，

還是長者是佛陀？長者是佛陀，他成就了阿難背經、背戒。阿難是起煩惱的沙彌，所以

阿難從宿世就是「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心。」他一直就喜歡背經、背戒，也因此只要

經文經過耳根，他通通都記得。此外阿難在僧團裡面是最和藹的，大家最喜歡親近他。 

佛陀成道以後回到母國，去度化佛陀的堂兄弟。於是，七個王子就跟隨佛出家了，羅睺

羅當時十五歲也出家了。佛陀的媽媽摩耶夫人生下他就往生了，陀佛是由他的姨母把他

養大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有一天帶了五百個宮女請求出家。第一次佛陀不答應，

第二次還是搖頭，第三次阿難就跟佛陀請求，說：「姨母已經這麼樣誠懇請求出家，您

就答應她。」佛陀就說：「正法千年，如果度女人出家，正法會減少五百年。」聽起來

很傷心，好像正法不住世都是女人的錯。 

「如果行八敬法，正法還得千年。」師父就說：「如果我們女生可以按照正法努力修行，

正法還會永遠下去。」所以端看我們要不要努力修行，不是男人女人的問題，是我們的

心願不願意向道。如果男生不願意向道，法也很快就會滅。所以不是男生跟女生，是我

們每一個人要有正氣，願意來護持正法，讓它可以長久住世。但女生要對阿難尊者特別

的感謝。 

阿難尊者相貌長得特別好。「阿難」翻譯成中文叫「慶喜」，因為他出生的時候，佛成

道了。他們國家跟鄰國打仗也打贏了，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所以叫慶喜。 

佛陀 55 歲時，由於年紀大了，需要侍者。很多弟子毛遂自薦，願意服侍佛陀。比如憍陳

尊者，佛陀就說：「不行啊，你都比我老了，還要服侍我？」另外的人也要求，佛陀說：

「不行，你度化眾生的緣是在某一個國家，你也不適合。」這個也不適合，那個也不適

合，總之不適合。那誰適合？就是阿難。為什麼他想要阿難做侍者？因為阿難有女人緣。

所以佛陀要把他帶在身邊，以保護他的道行。 

尊者就跟阿難講：「佛陀年紀已經大了，他需要人照顧他的生活，你就發發心來當他的

侍者。」阿難開了三個條件：第一個，無論佛陀的新衣或是舊衣，我都不穿。第二個，

如果有信眾請佛陀去應供，我不跟著去侍奉佛陀。第三個，是去見佛的時間我就去，不

是見佛的時間我不去。三個條件都答應，我才當侍者。你們說佛陀會不會答應？佛陀答

應了。 

現在問問大家，為什麼阿難尊者要開這些條件？他說不論佛陀的衣服新的、舊的，他都

不穿。信眾如果要供養佛陀，他不去侍奉佛陀。阿難尊者是什麼心態呢？（居士回答：

阿難長得像佛，因為佛陀三十二相好，阿難有三十，所以他怕人家誤會。）他講得有沒

有道理？阿難尊者要保護佛法。他怕人家起譏嫌，說他當佛的侍者是為了衣和食。你看

第三個條件，不是去見佛陀的時機，他就不會去。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在佛陀的身邊。該

侍奉佛陀的時候，他就去；不是侍奉佛陀的時機，他不會去；他的分際拿捏得很恰當。

這個很不簡單，這個真的是要智慧。所以佛陀非常讚歎阿難尊者這點。 

今天的問題非常有趣，維摩居士問羅睺羅：「出家有什麼功德？」明明就設了陷阱給他。

羅睺羅說出家有什麼什麼功德。維摩居士就說：「出家是無為法，無利無功德。」就是

設一個燙手山芋讓他接。 



維摩詰居士對阿難說：「阿難，

為什麼早上你拿著缽站在這個

地方？」早上不是托缽乞食的時

間，對不對？因為佛制中午是佛

吃飯的時間，早上是天人食。這

裡有沒有疑問，過午不食，不是

早午齋嗎？這裡明明說晨朝持

缽不對啊？因為不是吃飯的時

間啊！大家有沒有心裡曾經犯嘀

咕：師父的教法是日中一食才對

的，你們某某山頭吃早餐是不對

的。有沒有這樣犯嘀咕？人家沒

有不對啊，千萬不可以批評人家，

早上用粥叫做小食，正食是在中

午的時間。每一個道場的道風不一樣，都對的，沒有不對。 

早上用粥叫做小食，正食或者叫大食，是在中午的時間，是有按照佛的戒律。佛的戒律，

中午就是佛制的吃飯時間，晚上大家在家裡頭如果要吃晚飯，就不要弄到叮叮噹噹很大

聲。道理上因為下午到傍晚是畜生道吃的時間，以後就是餓鬼道，因為他們聽到煮食的

聲音或者聞到味道，可是吃不到會難過，這是慈悲心。假設說一定要吃的話，那就簡單

一點。沒有關係，因為我們還是凡人色身，但是就不要弄得很豪華，大肆煎煮油炸這樣

子就不好。 

維摩居士問阿難：「你早上拿著缽幹什麼？」阿難說：「世尊他生了個小病，要用牛奶

來治病，或者要喝點有營養的東西。」維摩居士就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阿難，

你千萬不要再說了。」「為什麼？」維摩居士說：「佛是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

會，他眾善奉行，諸惡已經斷盡了，會有什麼病啊？你不要這樣誹謗他了。你小聲一點，

趕快離開，如果讓外道聽到你這樣子說，這樣子人家會批評。」你想人家會批評什麼？

外道肯定會說：「佛都已經成就道業了還生病，要怎麼救我們啊？」是不是？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轉輪聖王跟佛比，福德那麼小都不會生病，你怎麼可以這樣誹謗

世尊說他生病呢，這會讓人家起譏嫌的。第二個，人家會說，他自己都會生病，怎麼樣

教我們解脫、離苦得樂？人家會譏嫌。「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佛的

弟子，人家批評師父，我們身為弟子的會覺得很不好意思、會覺得羞愧。 

所以他就說「仁可密速去」，你偷偷的離開。「勿使人聞」，不要讓人家聽到、人家看

到。是不是很戲劇性？佛的法身已經成就了，他不是像我們凡夫外道是欲染所生的色身。

佛不是欲染所生的，他無漏了，當然就不會有病，因為已經成就金剛不壞身了。維摩居

士這樣講有沒有錯？沒有錯。可是空中的聲音就跟阿難說：「阿難！如居士言」，阿難，

真的像居士所說的，「但為佛出於五濁惡世」，佛雖然成就金剛不壞之身，但是他為了

救度眾生慈悲現身在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他示現來這個地方唯一大事

因緣，就是希望度脫我們眾生都能成佛。 

按照空中這個說法，兩個問題，第一個，這個聲音是誰說的？佛變現說的，對不對？第

二個問題，他叫他可不可以拿牛奶回去嗎？可以，不要緊，你趕快拿牛奶回去給佛。這

是什麼道理？如果佛示現在世間，他是一個不需要吃飯，不需要睡覺，也不會生病的人

的話，我們會覺得他本來就跟我們不同，我們無論如何時不能成佛的。可是佛示現跟我

們一模一樣，也是入胎、出胎、出家，他透過出家才解脫；我們也會覺得自己也可以出

家了道，我們修行也可以成佛。對不對？他是要告訴我們這個道理。如果按照這個觀念

去思維的話，佛會不會示現生病？會。這個牛奶能不能喝？能喝。他為了要度化五濁惡

世的眾生，所以示現生病。這是阿難尊者跟維摩詰居士中間的故事。 

我們講了十大弟子的故事了，除了十大弟子以外，還有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

稱述維摩詰所言」，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跟維摩居士交手的故事，他們也都有沒有資格去

探病的理由。第二品是講〈方便品〉，〈方便品〉是教化在家居士；第三品〈弟子品〉，

是教導聲聞阿羅漢。還記得這兩品有什麼差別嗎？ 

維摩居士告訴在家居士不要喜歡色身，當樂佛身。因為我們凡夫最注重的是身體，常常

要養生啊，要上健身房、養生課程。我們最寶貴的就是我們這個身體，所以維摩居士說：

「當樂佛身」。告訴聲聞弟子的是有無對待法，應該要把自己提升起來，明白有無不二，

所以兩者中間的差別是這樣。好，我們把〈弟子品〉完成了，請問有什麼問題嗎？沒有

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