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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國品第一 

近育法師 2019年 9月 15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 

歡迎大家一起來研究《維摩詰經》。 

 

我們在上一堂曾經講過，《維摩詰經》非常具有文學價值，同時也有很多人把它編成戲劇。

在三大石窟裏面有很多變相圖，以後陸續會在講經的時候跟大家分享。它是大乘佛教文

獻寶冠上面的一顆珍珠，我們現在準備來採珠，它的教理深奧，但也非常值得深究。 

我們在上一次講到〈佛國品〉的序文，如果把它當做戲劇來看，〈佛國品〉是第一品。這

部經總共有十四品。十四品裏，品品都在講淨土，這就是為什麼第一品〈佛國品〉就以佛

國做為品名。在第一品裏，有兩個戲劇的高潮，希望今天都可以講的到。 

有人問：「其他的經典講佛的常隨眾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可是這一部經跟姐妹經《藥師經》

都是大比丘八千人，菩薩三萬多。為什麼它的數字是這麼大？」仔細看，這些大比丘、菩

薩不是常隨眾。我認為，俗話說善一夥，惡一群；有相同嗜好的人會相邀一起去做事。佛

現在在毘耶離城要開演大乘法，好樂佛法的人也是揪團，一起去聽法。有一句話講說：「螞

蟥叮在鷺鷥腳上，你上天來我上天。」你告訴我、我告訴你，就會很多人一塊去聽法。 

上一次講到「六種成就」，這裏還要問大家一個問題：這個地方有八千比丘眾，菩薩有三

萬兩千，接下來是講聲聞比丘的功德還是菩薩的功德？對的！是講菩薩的功德。眾所周

知，意思是菩薩的悲、菩薩的智，聲名遠播，大家都知道。由此可以知道，接下來品品開

演的都是菩薩行，不是聲聞行，不是小乘的教理，是大乘的教理。 

 

 



 

剛剛說有多少菩薩一起來這個法會？三萬兩千。現在大家來看看，有五十二位菩薩來做

代表，你看看認識幾個菩薩。菩薩是以德行來立名的，比如我們很熟悉的觀世音菩薩，她

觀世間的聲音而立名，其他的佛菩薩也是以其德行來立名。 

看看屏幕上第一頁的菩薩，認識幾個？都不認識，因為跟我們娑婆國土好像沒有那麼深

的因緣。我們拿幾個相關的來說一說。比如寶手菩薩，這個手能夠拔眾生的苦，給眾生樂。

寶手菩薩有很多寶藏，他在度化眾生的時候可以用。寶印手菩薩手上有寶印手。接下來是

常舉手菩薩，是不是他一天到晚都把他的手舉得高高的？不是的！常舉手，是要救度眾

生，令眾生不恐怖。接下來你會不會覺得怎麼有菩薩叫常慘哪？很悲慘，是不是？常慘菩

薩，名字覺得很特別，是不是？他常常很悲憫眾生，心心念念想要拔眾生的苦。下面是喜

根菩薩和喜王菩薩，怎麼能夠稱「王」呢？一個說法是因為世間的喜有淨和不淨；另外的

一個說法我覺得非常特別，就是剛說的常慘和喜根，這兩個已經做了不二的修行成功了，

所以才叫喜王菩薩。這個非常符合這部經「不二」的精神，就跟等觀菩薩跟不等觀菩薩概

念上面是一樣的，等跟不等對他來講是平等平等的，沒有分別。 

 

我們再接下來看這一頁屏幕，您認識幾位菩薩了？最後面這兩個是不是？我們先來看一

下香象菩薩和白香象菩薩。在佛教裏面白象、大白象、大白牛，這個都是比較出貴的象徵。



在《涅槃經》裏面有一個譬喻，所謂三獸渡河，經文比喻恆河是十二因緣之河，哪三種獸

要渡河呢？是兔子、馬跟大象。兔子渡河的時候，牠肯定腳踩不到底，腳短踩不到底，所

以浮著渡河。馬呢有的時候有，有的時候沒有。只有大象，不管河流是怎麼樣的，牠肯定

是非常安穩的渡過恆河。這說的什麼意思呢？兔子代表二乘聲聞人，馬是緣覺，他們把煩

惱降伏了，可是習氣還沒有斷，真正能夠解脫自在的只有佛菩薩，那就是大象。這位香象

菩薩，就是他身上經常飄著香；如果按照《涅槃經》的道理，他已經非常靠近正等正覺，

跟佛差不多了，能夠解脫自在了。 

問題來了，彌勒菩薩跟文殊師利菩薩，你覺得為什麼會排在五十二位菩薩的後面？猜猜

看？（近藏法師：彌勒菩薩是接候補佛位的未來佛。文殊師利法王子是七佛之師，所以把

他放在後面。）還有沒有人有什麼樣想法？僧肇法師認為說：「數從小到大，所以兩個大

的就排在後面。」在我們的娑婆國土，我們很認識彌勒菩薩跟文殊師利菩薩，因為有緣；

可是在他方國土可能就不盡然、我覺得這是度化因緣和願力的關係，某一些菩薩跟我們

娑婆世界的眾生特別有緣。所以法師的解釋是說「在餘方為小，在此方為大」，因此把他

們放在後面。我覺得解釋只要通，這個沒什麼很大的一個關係，跟義理沒有大的違背。 

 

 

現在是在毘耶離第一場的初會，有很多揪團來聽法的，有誰呢？有梵王，梵王的數目字有

多少？有一萬。還有釋提桓因、就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有多少數字？一萬二千。你會不

會覺得很奇怪，玉皇大帝不就一個而已嘛，為什麼是一萬二千？ 

在《華嚴經》裏面說： 「諸佛子！此娑婆世界有百億四天下。」在我們這個世界就有百

億四天下，一個天下有一個日月；我們在南瞻部洲，釋提桓因是須彌山的代表，因為他是

地居頂天；梵王是虛空這一部分的代表。一個是地居天，一個是空居天的代表，意思就是

很多的梵王、梵天、梵眾都一塊來聽法。天神釋提桓因是地居天的代表，他們也一起都來

聽法。 

 

 



佛開演每一部經時一定會有護法龍天，有很多的天龍八部一塊到法會上來。要跟大家稍

微提一下，因為大家對天龍八部都很熟悉了。要看的是樂神乾闥婆，很有意思的，僧肇法

師說：「如果帝釋天想要聽音樂的時候，樂神乾闥婆的身體會有不同的感覺出現，所以他

就會知道帝釋需要他。」這有點像打電流過去，他收到訊息──我需要上去參加管弦樂團

的表演了，那種感覺一樣。 

另外一個要講的是夜叉，神是介在天跟人之間，他比人還要好一點，比天的功德又要弱一

點，也就說他的善惡，罪跟福還沒有消盡。你會發現，有一些是發心來護法的，但是也有

一些是作惡的。所以在三壇大戒登比丘壇的時候，和尚就會問要受戒的戒子：「汝是丈夫

否？」你是大丈夫嗎？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你不是比丘尼嘛？要回答：「我是丈夫」這

樣嗎？是！為什麼？比丘尼不是女的嘛？（楊果瑜：德行是丈夫相。）是一個解法；還有

沒有人有其他的想法？ 

記不記得以前懿法師講《藥師經》的時候，也問大家同樣的問題──是不是西方極樂世界

只有男人，沒有女人？是不是女男不平等？不是，那是什麼意思？我們除去了染污，就變

成丈夫；所以女生除掉了我們的習氣、染污的時候，我們就是丈夫相。男生如果還是有染

污的話，他們也沒有丈夫相。所以不關乎男女相，關乎的是心性。當我們的心性已經清淨

無染、解脫了，就是呈現丈夫相。所以不管男眾女眾在登壇的時候，和尚會問：「汝是丈

夫否？」回答說：「我是丈夫！」那當下一定是「我是丈夫！」很誠心，很清淨地受戒嘛。

接下就問：「汝發菩提心否？」當我們回答「已發菩提心」的時候，地行夜叉──在經典

上面說，地行夜叉以財施故，所以他不能飛，只有在地上跑──地行夜叉就會告訴空行夜

叉：「有一個善男子，已經要登壇要受戒了。」他就把這個消息告訴飛行夜叉，飛行夜叉

再報告給自在天魔，說：「有一個善男子，他已經要脫離我們魔子魔孫得掌控，他要到佛

的那一邊，他要修行解脫自在。」那也就是為甚麼比丘翻成華語其中一個意思叫怖魔，令

天魔很害怕，他的眷屬又少了一個人。這是夜叉。 

上一次講《藥師經》的時候，講到十二藥叉，十二藥叉在往昔的時候發願，一定要護持修

《藥師經》的佛弟子。十二藥叉大將、每一個藥叉大將有多少眷屬，還記得嗎？每一個藥

叉大將有七千個眷屬，所以總共有八萬四千個藥叉，他會保護修《藥師經》、藥師咒的佛

弟子。師父說：「皈依的人，就有三十六位的天將無形中保護。」但是我們也可以逆向的

思維，如果我們皈依佛門卻盡做壞事呢？第一、現場馬上就被逮到了。所以皈依和受戒就



好像自己跟自己打一個合同、打一個契約，因此我們應該要盡其所能得按照佛所說的教

理去做。好的，言歸正傳，現在有很多比丘、菩薩、天神、天龍八部都來參加法會了。 

毘耶離城有一個長者子叫寶積，按現代的語言叫做富二代。故事開始要拉開序幕了，聽完

故事你們要告訴我長者要具備什麼條件。 

大家都耳熟能詳給孤獨園長者，他住在舍衛城。有一次，他因為有事情，所以到王舍城去。

看一下圖，王舍城在這個地方，舍衛城在這個地方，他有事到王舍城去。他住在朋友家，

朋友也是長者，所謂善一伙，惡一群，長者就交長者。到了晚上，給孤獨園長者聽到朋友

交代他的太太：「你們趕快去生火，準備上好的飲食，把家裏裏裏外外打掃乾淨，莊嚴起

來。」他覺得很奇怪，這麼晚了叫家裏人準備飲食，家裏要清淨莊嚴，八成是要嫁女兒還

是娶媳婦，再不就是宴請國王大臣了。隔天一早就問朋友。朋友說：「我也沒有要嫁女兒，

也沒有要娶媳婦了，更沒有要請國王大臣，我是要準備供養佛跟比丘僧。」 

他一聽到供養佛，心裏有兩個想法，第一莫名的就開心起來，可是他不知道佛到底是什

麼，比丘僧是什麼意思。朋友說：「佛原來是一個太子，剃髮出家，現在他已經解脫、得

道了，這個叫成佛。什麼叫僧呢？是跟著佛一塊修行解脫道的人，出家眾叫做僧。」他一

聽以後，便迫不及待的要去見佛。朋友說：「你稍安勿躁，我馬上就要供養佛，你很快就

會看到他。」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舒服，因為他一聽到佛的名號，心裏就莫名的祥和，所以就睡得很安

穩。一覺起來，他覺得眼前一片光明，他想天亮了，於是就想到城門外去。走到城外，發

現原來才二更天而已。因為一出城門，天空灰暗，伸手不見五指，他想：一定是碰到天魔、

妖怪了。一害怕，拔腿就要跑回去。 

這時候就聽到一個聲音說：「你不要怕，要繼續往前走。」他問：「賢者是誰？」原來是

守城門的神。城門神就對他說：「你繼續往前走，就會得到很大的利益。」他將信將疑。

天神又説：「世間上一百匹馬，一百兩黃金，一百乘的車馬，都不及你向前走的利益的十

六分之一。」他更覺奇怪，再問：「賢者，你是誰？」「我是守城門的神，我在上一世的

時候，聽到舍利弗跟目犍連講法，當下生了敬信心就生到天了，現在我的責任就是守護這

個城門。」長者一聽就信受了，繼續往前走。城門神就用光明照耀他，從城門一直照到塚

間，原來佛在那個地方經行。 



由於他沒有學佛，一看到佛就像一般人打招呼一樣，「吃飽了沒有？」於是他很自然而然

跟佛問好：「請問，你睡得安不安穩呢？」佛説：「我心裏已經沒有染污，五欲已經解脫

了，所以我的心什麽時候都非常的安穩，自然我就睡得很安穩。」他一聽，覺得非常非常

的歡喜，就跟佛請法：「佛陀，您可不可以到我的國土去傳法，讓更多的人可以像我聞法

這麽樣子快樂自在？」佛陀問他：「你叫什麽名字？」「我叫須達多，可是人家都叫我給

孤獨；因爲我們國中凡是鰥寡孤獨，我都會去幫助他們，所以他們就給我這樣的名號。可

不可以請佛陀到我的國家去教化，讓很多受苦的人可以離苦得樂？」佛陀問他：「舍衛城

有沒有精舍？」他就說沒有。因為王舍城有竹林精舍，也是佛教裏面第一個精舍、可以供

佛陀及弟子們修行和布道。 

去查一下資料，發現竹林精舍總共有十六個院落，每一個院落有六十個房間，七十二個講

堂。哇，七十二個講堂，每一個地方可能都有《維摩詰經》開講，《阿彌陀經》、《金剛

經》，愛聽什麽，就到哪一個講堂去聽法。王舍城已經有竹林精舍。給孤獨長者、須達多

說：「只要佛陀您答應到我們舍衛城去傳法，我會供養所有僧衆的飲食，也會造立精舍給

佛陀跟弟子安心辦道。」所以後來就有祇樹給孤獨園產生。 

好，那麼請問，長者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一定要有錢。對，常常聽人講：「錢不是萬能的，

但沒有錢萬萬不能。」所以大富長者第一個是要有錢，再來要深信佛法、愛樂佛法，還有

喜歡布施。《法華文句》上說：位高，大富，願意幫助別人，所以上歎下皈。到第二品〈方

便品〉，我們就可以看到維摩居士都具備這樣的功德。剛剛說他很愛樂佛法，他在往昔種

了善根。所以我才會說這個富二代寶積，他肯定也是種植善根，所以才會投生到長者家裏

來。因為他的戒德、行淨，這就是長者的條件。 

寶積跟五百個長者子一群人，每一個人都拿著七寶蓋、七寶裝飾成的傘蓋。在《阿彌陀經》

裏有七寶，哪七寶？金、銀、琉璃、玻瓈、硨磲、赤珠、瑪瑙。現在問題來了，寶積長者

子跟維摩詰是哥倆好，可是只有寶積來初會，維摩詰沒有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這裏

是埋下一個伏筆。〈方便品〉第二品就會說：誒，他怎麼沒有來？原來生病了。生病是假

託之詞，後面有一場一場的戲要開演。所以這個地方先埋下伏筆。五百個長者子拿著七寶

蓋來到法會供養佛，佛就把這個寶蓋、五百張的寶蓋用他的神力合成一蓋。 

 



現在我要問大家，佛顯神通幹什麼？他把五百個七寶蓋合成一個寶蓋，而且是覆蓋三千

大千世界。這就像科幻電影一般，江河大海，日月星辰都在裏面，宮殿全部都在寶蓋裏面。

這樣子一現，每一個大眾眼睛瞪大、嘴巴張開。我們看經典加上一點想像力，就會很有趣

了。每一個人看到佛把五百個寶蓋合成一個寶蓋，三千大千世界裏面的江河湖海、宮殿全

部在裏面，十方世界的佛說法也都在寶蓋裏面，所以難怪與會大眾看得會下巴要掉下來

了。想：我怎麼樣也能夠成就這樣神力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要顯神通？師父有兩個例子，我覺得很有趣。有一年，加州因

為一群野驢子破壞農作物，州政府決定用直升機在空中射殺野驢。有人覺得這樣不行，要

想辦法救驢子，所以就去買了驢子回來。跟我們放生一樣，買了魚回來一定要有放生法

會，所以佛殿準備了放生法會。主角當然要牽來，就要去牽驢子。可是驢子怎麼樣都不動，

三個出家眾一個拉前面，一個在後面推，另外一個在旁邊念〈大悲咒〉。結果驢子就像坦

克車一樣站在那裏不動。「我就是不要動，看你們怎麼樣？」怎麼辦？放生法會就要開始，

三個人急得滿頭大汗，有人講：「趕快去拿胡蘿蔔來，胡蘿蔔在前面，牠應該會跟著跑。」

可是廚房已經關門了，拿不到胡蘿蔔，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時師父的高爾夫球

車就來了，只見師父下了車子，到驢子的旁邊摸摸驢子的頭，在牠的大耳朵旁邊也不知道

嘟囔什麼，那隻驢子的腳好像有四個輪子一樣，就開始跟著師父一路走到大殿。這就是神

通妙用！神通妙用的目的就是要教化眾生。 

 

另外一個故事。師父來美國之初度化了好多美國人，還有幾個小沙彌。其中有個小沙彌很

調皮，他覺得住廟上有點無聊。有一天晚上，他決定去外面透透氣。於是換上了在家人的

衣服，戴上了一頂鴨舌帽，從四樓沿著水管爬下去，爬到底下。他想：神不知鬼不覺，我

在上早課之前回來就好了。果然在早課之前，他又神不知鬼不覺的爬回去了，他以為都沒

有人知道。等到白天師父就問了：「你昨天去哪裏？」「沒有啊。」「沒有？」「我不知

道！」「你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裏？你坐在巴士上面。」「哦、哦、不知道。」「誰給

你香菸？」「你怎麼知道？」「那個小姐在你旁邊講話，是誰？」「你為什麼會知道？」

變成了他反問上人：「為什麼會知道？」上人就說：「你問我為什麼會知道，我問你知不

知道？」「我知道。」「就是你知道，所以我知道。」 



證果的聖人，他就是一個大圓鏡智嘛，所以我們心裏在想什麼，他的大圓鏡智就印的一清

二楚。用意是什麼？你說那個人以後會不會再穿上在家人的衣服，戴著鴨舌帽跑出去兜

風啊？ 

師父說：「如果有神通，你可以盡量使用神通來教化眾生；利用神通，有立竿見影的效

果。」就像剛剛說的，當佛把五百張七寶傘蓋合成一蓋，三千大千世界十方諸佛說法都在

裏面顯現，這時大家看得目瞪口呆，瞻仰佛，自然而然也想要得到像佛這樣的一個境界。

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時佛就可以教他們應該要怎麼如法修行。但是師父說：「魔也有神

通。」所以我們修行的人如果沒有定力，很容易就著到魔的圈套裏面，就做了他的眷屬。

這點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說到這個地方，這世上也有很多相似佛法。佛陀教導我們教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們依

照教理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們的行為，修正我們原來的習氣。所以神通是附帶價值，它

並不是目的、目標。所以當我們聽到所謂有神通的在傳法，大家如果趨之若鶩，自己就要

小心了。佛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這些道理，我們反而不想老老實實的照著這個教理慢

慢去修，這是我們要思維的地方。 

回過來經典。剛剛講佛顯了他的神通妙用，寶積一看，忍不住就讚歎佛。接下來整個一長

串的偈頌都是讚佛的偈頌。但是我只抽出其中七個偈子來跟大家一起分享、討論。經文很

長，所以你有時間的話，就泡一杯咖啡跟維摩居士喝咖啡去，我相信應該很有味道。 

 

 

我們先來看一下幾個偈子，第一個是「目淨修廣如青蓮」。佛有九十七個大人相，爲什麽

只用眼睛來包括其他九十六個大人相？你看「目淨」，他的眼睛非常清淨的來由是什麽？

心淨，他的心非常清淨，所以他的目才會很清淨。接下來就説他的心已經很清淨了，顯然

他已經清淨解脫，所以可以度諸禪定。這就很像永嘉大師講的：「行也禪，坐也禪，語默

動靜體安然。」因此他在吃飯的時候，也是在禪定裏面；他生病的時候，也在禪定裏面，

因爲他已經修得自在解脫了。「久積淨業稱無量」，他身口意的清净無量無邊。 

接下來要問大家的，「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諦而不動。」佛已經是解脫自在，爲什

麽還要分別諸法相？我們不是説只有我們這些衆生才有分別意識嗎？爲什麽說佛能善分



別諸法相？後面一句就很重要，「於第一義諦而不動」。我們來看看有四種人，第一、無

法分別，也不知道有第一義諦。第二、能分別，但是知道有第一義諦。這個是凡夫。第三、

不知道分別，但是知道有第一義諦。你説他是大乘還是小乘？小乘的人。因爲他已經沒有

我執了，所以他不會分別；但是他有一個法執，知道有一個第一義諦可以修、可以成就。

只有佛把「分別」換成「了知」，他明明白白的知道衆生的各種根機，所以他可以因材施

教、觀機逗教。可是佛在心裏頭如如不動，了了常明。入世的菩薩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衆生

的根機是什麽，這個就是諸法相。然後去度化眾生，但是理體上他是如如不動的。 

 

 

「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輪，有碾壓，碾碎的意思。碾碎什麼？碾碎眾生

的煩惱。輪，又有運載的意思。車乘就可以載我們，載我們到哪裏？載我們到涅槃的彼岸。 

 

有人問為什麼佛菩薩的眼睛都是半睜半

閉著的？為什麼沒有把它張得大大的？

你覺得為什麼？回去想一想。 

佛的另外一個功德相就是「毀譽不動如

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善於不善對他

來講都是平等的，彼此是平等的，這個不

容易。僧肇法師的註解就說：「截手不慼

捧手不欣，善惡自彼慈覆不二。」截手，

把他的手砍掉了，他一點也不憂戚；你去

讚歎他，一點也不欣喜。善惡是沒有證果

人的分別；對證果的人來講，是不二的，

是一樣的，善與不善對他來講是一樣的。 

 



 

佛以一音而說法，這個地方有三個偈頌，都是在講佛一音說法的。「佛以一音演說法，眾

生隨類各得解。」是人的五蘊身心的時候，聽到的就是人的音聲；是天聞，就同天；是菩

薩聞，就同菩薩。現在因為循業發現，所得到的就是這個報身他所能理解的音聲。佛卻可

以隨順眾生能夠理解的音聲。解，也是這樣子。在《法華經．藥草品》，如果是小草，它

就會得到少的滋潤；小樹、大樹就會各取所需。「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

佛一音演說，可是有的人就會恐畏。恐畏，就會心生恐懼、怖畏，但是得度。有些人就會

歡喜，也是得度。有些人對三界產生厭離，也是得度。所以一音演說法，有些人恐畏、有

些人歡喜、有些人厭離、有些人斷疑生信。這就是佛的神力不共法。 

比如說同樣佛講苦集滅道這四諦，講苦諦，對我們凡夫來講，我們就心生恐畏，有這麼多

苦，所以我應該要修行，然後才能夠得以離苦得樂。可是對二乘人聽這個苦集滅道這四諦

的時候，他的覺受就不一樣，因為他已經沒有我執，所以他聽的時候就很開心，我沒有那

個部分的問題。在四諦裏面有所謂的生滅的四諦，有所謂的無生的四諦，有所謂的無做的

四諦，菩薩當下煩惱，就是菩提。所以佛陀在講一樣的法，但是眾生根基不同得到的也不

一樣，但是共同點是都得到利益。所以是凡夫聽到這個苦諦的時候，我不應該要做惡，要

多做善事。菩薩一聽的時候，因為對他

來講，他是無做的四諦，所以煩惱對他

來講就是菩提，所以他會很歡喜。好，

這是佛的三個一音演說法。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佛知眾生來去相，

善於諸法得解脫。」佛沒有執著，即便

他度化了眾生，就好像沒有度眾生一

樣，如同《金剛經》裏面講得一樣。「不

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對

他來講教化眾生是一點執著都沒有，

好像蓮花一樣，因為他常常是在空寂

行。接下來戲劇高潮來了。 

 



佛是第一男主角，也是導演，他把五百個寶蓋合成一個寶蓋。配角就是寶積長者子，他有

很長串的偈頌讚揚佛的功德。請問：「淨土的因果是什麼？也就是說，我要怎麼做，才能

像佛這樣子有神通妙用？」這講完以後，第二齣戲劇出來了。舍利弗就是聲聞眾的代表，

他就：「欸，既然佛是清淨的，心淨國土淨，為什麼娑婆世界這麼多的染污啊、所謂五濁

惡世啊？是不是佛你不清淨啊，所以你呈現出來的娑婆國土才會不清淨？」他真的是吃

了熊心豹子膽，就這樣子去問他的師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佛很民主，所以弟子可以

challenge（挑戰）他。這是第二個戲劇的高潮。等一下正宗分開始，這就是整個架構。 

 

我們來看，富二代寶積長者子已經讚揚佛的功德了，當場五百個長者發了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心，也就是都發心要成佛了。要記住，現在五百個寶蓋合成

一個寶蓋，得到的利益是五百長者子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等一下那個戲劇完了

以後，你再看那個經文，他們又得到什麼更上一層的利益？記住，現在是發了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 

寶積請問佛，希望得到佛國的淨土，所以他請問因果關係。第二個，希望佛陀跟我們講菩

薩的淨土之行。第一幕開演的戲劇，是為了接下來的十三品做準備。也就是說，我們以後

從〈方便品〉開始，也都是在講菩薩的清淨行。第一品先點出來了。佛陀怎麼回答？他回

答說：「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也就是說，菩薩要成就他清淨的果德，就需要有

眾生。《楞嚴經》裏面講：「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要求佛乘的不生不滅，這是無有是處。」

比如說我們種的是蘋果，收成的一定是蘋果；如果種的是葡萄，收成就是葡萄。現在你想

要得到佛果——清淨、無染、解脫、自在，現在我們種的因就必須要是如此，因果才能夠

相符。 

所以他現在要問：「我怎麼樣成就跟佛無二無別的自在解脫？」當然我們從現在種的因就

必須要是能達到果的那個因。所以想要用生滅心來達到不生滅的佛果，那是無有是處的；

你種不清淨的因，想要達到佛果的清淨無染，這是無有是處的。因此要審諦因地的發心，

我們因地的發心跟我們想要的果地的覺，兩個是不是相等、是不是一樣的。所以一個行者

想要成就佛的果德，就必需要種下成佛的因才行。 

 



接下來看，「菩薩為眾生故而取佛土。」入世菩薩，菩薩一定入世，因為修的是大乘。剛

剛說要成就菩薩的淨土，因呢就在眾生。經經都是這樣講，〈普賢行願品〉也是這樣子，

是以眾生的苦為因，然後修成菩提的果。所以入世的菩薩方便隨順眾生的因緣，這是他成

就淨土的因。現在我要問大家，菩薩隨所教化眾生而取他的佛土。我們說，阿彌陀佛度化

眾生的因緣圓滿了以後，誰會替補他的位置？觀世音菩薩。有人說：「因為觀世音菩薩尋

聲救苦，在經典上她成就的佛土應該會比阿彌陀佛的佛土還要來的莊嚴。」 

他所化眾生的多少，他的國土廣狹莊嚴也會不同。所以「化眾生來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

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

都是方便隨順眾生的因緣來度化眾生，來成就他的佛土，都是以眾生為修行的根機。因此

他說，菩薩取於淨土，都是為了饒益眾生的緣故。打一個譬喻，就好像有人要在空地上造

立一個宮室，絕對沒有問題；可是如果要在虛空中造一個空中閣樓，那是完全不行的。這

是什麼意思？意思是說，沒有空地就不能造宮室；也就是說，沒有成就眾生的話，就不能

莊嚴淨土。沒有空地就不能造宮室，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成就眾生、沒有拔眾生的苦，就

沒有辦法莊嚴自己的清淨國土。 



接下來要講淨土的因，三心和眾行。哪三心呢？「直心是菩薩淨土」，當菩薩直心成就的

時候，也就是菩薩成佛的時候，「不諂眾生來生其國」。請問大家，按照經文的意思，直

心就是道場。直心，就是非常真誠、無偽的心，直心是菩薩的淨土。菩薩成佛的時候，不

諂媚的眾生就會來生到他的國土。看起來的意思好像是，菩薩在成佛的時候，我們在外邊

拎著行李箱一下子就到他的國土去。是這個意思嗎？聽起來又好像怪怪的。 

我認為是：因為菩薩一定是在眾生裏面去成就他的修行，把這一群眾生裏的不直心教化

成直心，這個就是「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把他這個不直的心轉成直的心；轉這個分別的

心，成一個有智慧的心。不諂眾生來生其國，不是從外面跑進去的，是我們本來就是在這

個地方，菩薩把眾生度化、教化他們，而變成良善之國。這就是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深心是菩薩淨土」，深心在《起信論》裏面說：「樂集一切諸善行。」剛剛解釋「直心」

是菩薩的理體的話，現在菩薩就是很喜歡去做各種的好事情。所以菩薩成佛的時候，具足

功德的眾生就會來生其國，菩薩就可以把他們教化成具足功德，做所有好事情的眾生。菩

提心是一個大乘心，就是能夠去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心。菩薩具有大悲心，所以成佛的

時候，大乘的眾生會來生其國。 

講到菩薩行一定是講六度。布施就是能捨；持戒，就是行十善，不會有十惡。忍辱是菩薩

的淨行，菩薩成佛的時候有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請問忍辱跟三十二相莊嚴有什

麼相關啊？修六度是菩薩的因行，在因地的時候他修忍辱。請問，菩薩成佛的時候有三十

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忍辱與三十二相莊嚴有什麼相關性？因果的關係。當我們不忍

辱的時候，眼睛就瞪大，然後手就指過去了，對不對？強忍耐的時候，所有的言辭是從牙

縫間擠出來的，對不對？這個叫忍耐，所以忍辱絕對不是忍耐，忍辱如果是忍耐的話，那

大家都生病了。忍辱有一個解釋叫做「身心易調和」，既然身與心很柔順，很容易調和，

自然就會相好莊嚴。我們現在就把忍辱與忍耐區隔開來，所以菩薩修六度萬行的那個忍

辱不容易。忍辱修成功了，為什麼可以相好莊嚴？這樣子一聽起來就很有道理了。這是菩

薩的三心，萬行之首就是六度。 

接下來還有四無量心、四攝法、方便三十七道品。就有人說：「三十七道品不是小乘修的

嗎？為什麼這個地方講菩薩的因行有三十七道品？」在《大般若經》裏的三十七道品，又

有人稱做三十七助道品，它是般若的重心，是大乘菩薩所應該要行的；所以它是大小乘共

同要修的。這個地方有一個「三十七助道品」的表，感覺它有很多重複的部分。「五根」



那個地方有講精進，「七覺支、七菩提分」也有講精進，「八正道」也是有精進，因此它

是可以個別拿出來修的。是不是重複，我覺得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能不能修成。比如四

正勤，它說：「如果已經有了惡，一定要把它斷掉；沒有的惡，不要讓它生起；已經有的

善，我們要保持，繼續前進；沒有的善，我們就要把它生起。」說起來很簡單。為什麼叫

四正勤？就是要勤勞，要精進去做這個事情，那不就成佛有餘嘛？是不是？它是可以拿

出來個別修的。四神足，四神足修成了就解脫自在；有人又把它叫做四如意足，你就會如

意嘛。比如欲如意足，你就不會受到欲的束縛，就會如意自在了。它就很像一個繩子，把

我們綁住一樣，如果沒有被它綁住，那就如意自在了。所以這個重點是我們有沒有辦法真

的每一個去做到，而不是它有沒有重複。 

「除八難」，哪八難？我們有沒有在八難之一？有啊，佛前佛後。每次看佛經，看到佛說

「善男子鬚髮自落，袈裟披身」，再講兩句就證初果，都覺得實在很羨慕。原因是這位修

行人累世種下的種子已經非常深厚，所以能夠值佛在世。不要說值佛在世，就是可以得到

聖人在旁邊手把手的教導，那絕對就非常的不一樣了。我們也不要去北俱盧洲，北俱盧洲

雖然飲食都不需要擔心，自然就會從地上跑出來，可是沒有佛法。我們在南瞻部洲，又是

在人道，可以說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雖然我們也有佛前佛後難，但是也是很難得的一個

機會，可以讓我們往解脫道那個地方去精進。除八難是菩薩淨土。 



下面是自己守戒、不會去譏笑別人、不守戒、所有的言語能夠饒益眾生等等，這些都是菩

薩的因行。其實我們也知道這個很久了，但是主要是我們有沒有去做。所以能夠把它做得

圓滿，這是比較重要的。剛剛有三心，就是直心、深心和發菩提心，或發大悲心，或是發

大乘心，這是一樣的。這個直心，按照《起信論》講，就是「正念真如」，所以這是個理。

旁邊這個圖有做了一個整理：如果能夠直心，就能夠發心。這個深心，就是把所有的善功

德、善行去實行。如果能夠實行善行，自然心意就會調伏。所以它是從體，然後去用，得

到圓滿了，它的體用兩個合一了。最後就說：因為隨其直心，因為心誠了，所以就可以做

所有的善功德。做了所有的善功德了，也可以迴向去利益眾生；因為利益眾生了，成就眾

生了，所以自己的國土也清淨了。 

 

總結：就是心淨，國土就會成就，國土就會淨，所以「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

淨則佛土淨。」結論就在這個地方。我們從發心開始，然後具足所有的善行，接下來就是

利益眾生，然後又會回到我們身上。所以利益別人，回過頭來是利益自己。 

戲劇第二個張力來了，舍利弗說：「你剛剛說心淨國土淨，這個娑婆世界是你釋迦牟尼佛

的教土，都是五濁惡世啊，是不是你的心不乾淨？」所以他就說：「我世尊本為菩薩時，

你是不是心裏不乾淨，所以你的國土也不乾淨啊？」竟然問他師父這個問題。他的師父就

不疾不徐的告訴他：「你看這個日月，瞎子的人看不到日月的光明，請問是日月的問題，

還是瞎眼人的問題？」舍利弗說：「那是盲者的問題，跟日月沒有關係。」佛就現了神通，

把五百個傘蓋就合成一蓋，裏面的日月山河，江河湖海，十方諸佛在說法全部顯現，大家

都看得目瞪口呆。 

寶積長者子就請問：「怎麼樣能成就這樣的因果？」講完了，舍利弗就直截了當問他師父：

「你的國土是不是不乾淨，所以現在的娑婆世界呈現的是五濁惡世？」結果梵天的天人，

梵就是修清淨行，梵天的螺髻梵王就說：「我現在眼睛所看的，很像自在天宮一樣清淨。」

可是舍利弗看到的是什麼？他看到的都是丘陵、坑坑坎坎、沙漠，污穢充滿。梵王就說：

「仁者心有高下。」是你自己的問題了，我看的好像自在天宮一樣。如果菩薩來看一切眾

生，全部都是平等的。所以他身心清淨，他到哪兒看得都是清淨的。 

 



以前我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就是那個三步一拜法師，有一次師父要去弘法，就帶他一起去

弘法。在三藩市的機場，那裏人來人往，以前大概沒有像現在這樣是禁煙，他就看到有抽

菸的、男男女女勾肩搭背的等等；師父就問他：「你覺得怎麼樣？」「就好像在廁所裏頭，

這些人簡直污穢得不得了。」師父就很慈祥的看他：「我看他們都是很清淨的。」這就像

這個蘇東坡和佛印的故事。大家來看這個影片，蘇東坡和佛印的故事。 

 

（影片）翰林國中國文作者動畫-蘇軾【翰林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W6Xhvf8RcY 

這個故事就是當我們的心是什麼樣的心境，眼睛所看的就是呈現出什麼樣的世界。 

 

接下來，佛就再顯神通，用他的腳趾頭按地，就把這個三千大千世界都裝飾了。我們要說

現在的一指神功也很厲害，三千年前佛腳趾一按，三千大千世界就呈現在眼前。我們現在

手指一按，三千大千世界也在電腦前全部都顯現出來。差別是佛隨時隨現我們沒電就不

現了。「一切大眾歎未曾有。」可見大眾都有看到三千大千世界裝飾的非常莊嚴，為什麼

大眾可以看得見？佛的威神力。 

另外我的一個解釋，按照懿法師上過的八識學，我們裏面沒有種子的話，我們八識是看不

見的，所以我們一定有這個種子才能夠看見。佛顯示的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莊嚴像，不就是

我們自性裏的嗎？就是因為我們自性裏面有，我們才能看得見，也就是我們自性裏面，我

們最終都會顯現，所以我們可以看得見。佛用他的神力讓我們看，我們也可以做到那樣子

一個地步。我們要深信我們的自性跟佛無二無別，所以佛他呈現三千大千世界給我們看

的時候，我們也是看到我們自性裏面的相好莊嚴。現在我們沒有修得，但這些是具足的，

只是我們還沒有修得。 

接下來佛陀告訴舍利弗：「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他說有。所以產生信心了。佛說：「我

已經修證得了，自在解脫，所以我的國土常常都是清淨無染的；為了要度化這些下劣的眾

生，所以我示現我的國土是污穢的，是為了悲憫眾生的緣故。就好像諸天的飲食，因為每

一個人的福德不同的原因，所以飯菜也不同。」就很我們金佛寺今天中午吃的飯，每一個



人的覺受不一樣。為什麼每一個人的覺受不一樣？福德不同。所以有一些人會覺得、今天

的飯菜好不好吃？「好。」福德夠。如果說今天的飯菜，「哎呦！怎麼這麼難吃啊！」福

德不夠。所以以後不可以跟仲法師抱怨，如果跟仲法師講：「今天的菜怎麼這麼難吃，這

麼油啦！」就是福德不夠，就回來自我反省。 

以前我在聖城遇過一個人，他非常珍惜難得有機會到聖城裏做義工。所以她每天一大早

就去廚房忙忙，然後再衝到佛殿去，休息的時間趕快再去弄茶水給大家喝。所以每次午齋

她幾乎都是人家快結齋了，她才進去。她就是把那個湯湯水水拿到飯上拌一拌，就這麼樣

吃。可是我每一次都喜歡在她旁邊吃飯，看她吃的好香，像是吃山珍海味一樣就大口小

口。一次我問她：「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她真的修得一個相好啊，那個隔夜

菜烏黑嘛七的，她也覺得很好吃，這就是她這個人福德飯色。 

每一個人福德飯色有異，不是菜有異，是我們的覺受有異，也就是因為福德的關係。所以

怎麼樣粗糙的飲食，一到他的嘴裏，他覺得簡直就是天廚妙供。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些病

人，為什麼很難伺候？他怎麼都覺得不好吃，因為福德就快要盡了。不一樣的！我們看天

人五衰相現的時候「不樂本座」，一樣的，完全取決於福德。所以像這不要去抱怨了，這

些家庭主婦煮起飯來也比較輕鬆自在了，「對不起，那是你福德的關係，跟我的廚藝完全

無關。」但是也要用心做給人家吃啊！ 

第一個神通變化，就是把五百個寶蓋合成一蓋，覆蓋在三千大千國土上，每一個人都發現

自己坐在寶蓮花上面，都可以看到這個清淨相好莊嚴。現這個嚴淨國土時候，寶積和五百

個長者子都得到無生法忍。在一開始五百個寶蓋合成一寶蓋時，五百個長者子他們得到

什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他現在一看到清淨莊嚴的時候，馬上就得了無生法忍。無

生法忍是八地以上才能無生法忍，是不是很令人羨慕啊？值佛就不一樣，也是自己累世

累劫的善根成熟。我們就要反過來講，為什麼他可以生到長者家變成長者子？一定有他

的福德因緣，所以他的善根一定是植得比較深厚。你看下面，八萬四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所以善根植的不一樣。為什麼「生善根」要用那個「根」？因為我們要把那個

根植得深一點，風雨來就拔不掉、吹不到，植得很深的時候，成熟了以後就很快、臨門一

腳——前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後一步馬上就得了無生法忍。接下來佛就用神足

又把世界恢復如故。 

這個求聲聞乘的三萬兩千人都知道有為法是無常的，就開啟下面的〈方便品〉跟下面的〈

弟子品〉、〈菩薩品〉、〈不思議品〉、〈不二法門品〉等等的大乘菩薩行。所以第一幕

的戲是為了後面幾品來做一個前奏，下面也是品品都在講淨土，以後陸續再講菩薩行。 

請問一下，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