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摩詰經》第四講 

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 

近育法師 2019年 9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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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們講到〈方便品〉，第一品〈佛國品〉講的是唯心淨土，講的是第一義諦，第一

義諦實際上不可言說，所以一定是要講世俗諦、要講方便度眾生，所以緊接著第二品就

是〈方便品〉。〈方便品〉，我個人覺得對我們修行而言，架構裏是非常完整的一品，我個

人覺得非常重要。 



方，是方法，就是無量的法門；無量的法門做什麼呢？就是要度化眾生。實際上，從第

一品〈佛國品〉到十四品都是在講淨土，第一品講的是實相，實相是沒有所得，一直要

講到〈方便品〉才有佛法可說，有眾生可度。所以緊接著第二品〈方便品〉，維摩居士就

示現生病，要來度化眾生。 

 

上一次跟大家講過，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讀書人特別喜歡這部《維摩詰經》。因為

魏晉南北朝「清談」非常興盛，從石窟裏各種的畫像就可得知當時《維摩詰經》流行的

程度，莫高窟《維摩詰經》的經變圖高達 68 幅之多。所謂的經變，就是把經文以故事的

方式，用藝術的手法把它呈現出來。這個是莫高窟第 159 窟，中間這幅圖，你們看佛在

蓮花座上面跟諸菩薩說法，下面這個地方有四個師子座，其實是代表著三萬兩千個師子

座，代表有很多的菩薩、國王、佛子、婆羅門、大阿羅漢到方丈室去。當時舍利弗心想：

「這麼多人沒有位子怎麼辦呢？」維摩居士於是就去跟須彌燈王佛借了三萬兩千個師子

座來，可是他的房子也沒有變大。師子座很高，大菩薩一顯神通就坐上去；可是權教的

菩薩跟阿羅漢只能眼睜睜的看

著大菩薩都坐上去了，自己沒有

神通沒能坐上去。在左手邊，維

摩居士運用神通力把眾人送到

佛國去聽法。 

這裏最佳男主角──維摩居士

坐在寶帳裏面。各個朝代詮釋的

都不太一樣，東晉的顧愷之就把

維摩居士畫成比較清瘦，有病容

的樣子，可是在眉宇之間，又有

一股欲言又止的感覺。 

 

 



 

到了唐朝，看這一張圖，他就

變成一個很豐腴的老人，虬髯

看起來神采飛揚；那用什麼呈

現他的病態呢？就在他眉頭那

個地方，眉頭一皺，來呈現他

是生病了。所以每個時期，維

摩居士在畫家筆下所呈現出來

的都不太一樣。來看一個比較

清楚一點的、比較近一點的。 

 

這是中唐 158 窟的部份。因為初唐的國力非常的雄厚，所以人物顯得比氣宇宣昂，畫中

維摩居士顯現出一副要跟文殊師利菩薩滔滔雄辯的樣子。可又因為是示疾，畫家要點出

他生病的樣子，就在他的眉毛中間做了一點工夫。畫家在詮釋經文的時候，各自有不同

的體悟，這是有關維摩詰經的經變圖。 

 

 

首先複習一下──維摩居士住在毘耶離大城，他能成就他的實相的功德，是因為他曾經

供養無量諸佛。在經典裏面說，要有四種清淨行：第一個是要親近善知識，因為他曾經

供養無量諸佛，按照佛的教法去修行，如理思維，法隨法行，因此他深植善本，得了無

生法忍，辯才無礙，有遊戲神通。在鳩摩羅什法師的註解裏面說：「神通是為了要廣其化

功。」是為了要弘法利生的關係。 



有一個公案，有一個人叫堅固。一次，佛遊化到那爛陀寺，堅固居士就向佛陀請求：「請

佛陀派一個弟子大顯神通，讓更多人信仰佛法，就可以廣化一方。」佛陀回答：「我這一

生只願意顯示三種神通裏面的教誡神通。」哪三種神通？神足通、宿命通和教誡神通；

可是佛只願意使用教誡神通。堅固居士再三向佛陀請求，佛陀就跟他說：「我向來都是教

導我的弟子能夠如理思維，如果真的依教修行有所得的話，也要放在心裏不對人講；如

果他發現自己有過失的話，就要懺悔並且努力改過。」這位居士還是不死心。 

佛陀就說，假設一個比丘有神通，一個信仰三寶皈依三寶的人去跟一個不信三寶的人說：

「你知道嗎？我看到一個比丘可以飛天遁地；他可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一蹤就可以

到梵天去。」不信仰佛的人肯定會說：「哦，真的？他一定念一個甚麼咒，才能一蹤就到

梵天上去。」佛陀又說：「如果有一個比丘知道人家心裏在想什麼。不信三寶的人一定會

說：我知道了，一定有一個咒讓他唸一唸，就可以讀得人家心裏在想什麼。」佛陀就問

他：「這樣子是幫助人家來信仰三寶，還是令他們誹謗三寶？」佛陀說：「我向來教導弟

子要老老實實的去思維、去反觀自己有沒有過失，有沒有依照教理去做，這個就是我所

說的教誡神通。」 

這個故事令我們深思一下，我們皈依三寶、學佛，如果真的有那些所謂顯神通的、或是

再來人，我們是會趨之若鶩死心追隨，還是需要迴光返照一下，我們學佛的目的在哪裏？

是不是真的就去參加幾次灌頂法會，就能把累世以來的業障全部消除，這是我們學佛的

目的嗎？我想佛陀在這裏講的很清楚，他向來就是教誡弟子應該要如理思維佛陀的教法。 

維摩居士因為累劫來曾經清淨供養無量的諸佛，所以成就自己的自受用德，他有無生法

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這個「善於智度」，就是說他已經有了實相的功德，現在他要

通達方便來教化眾生，這個是我們上一次講到的地方。 

維摩居士想要方便度化眾生，就住在毘耶離城。他用什麼來度化眾生呢？用六度；這個

是總說用六度來度化眾生。他雖然是一個在家居士，可是他守的是出家人的清淨律儀。

他雖然有家眷，有太太、有一雙兒女，可是他修的是清淨行，他不會執著於世間的情愛。 

剛剛說，他是用六度來度化人，現在要細說他怎麼樣和光同塵。這個地方在莫高窟的壁



畫裏面刻劃得非常精彩，我們來看一下幾張的壁畫。這幅壁畫裏有五個人，好像做討論

的樣子。在印度有個風俗習慣，叫講論處，講論處掛了一個大鼓，任何宗教的人他自己

有什麼想要宣說的，就可以擊大鼓，就很像包青天擊鼓鳴冤這樣，大家就會聚集做辯論。

在右手邊代表的是維摩居士，他好像跟大家宣講一些什麼東西，經文所謂「導以大乘」。 

正因為印度有九十六種外道，哲學思想非常的興盛，維摩居士方便導引大家能夠信受大

乘法。右邊這個看起來好像是賭館，也好像酒肆。 

不過，我比較喜歡下面這一張壁畫，這是中唐的一張壁畫，上面這一張是五代的，我比

較喜歡下面這一張壁畫，它講的是酒館，左下角的這個人一隻腳站起來，金雞獨立，很

顯然就是手舞足蹈的樣子，把酒肆的場景刻劃得出神入化。 

上面那一張是講在學堂，旁邊有朗朗的讀書聲；這個人屁股撅起來，另一個人用小棍子

打他屁股……想當年我的作業是我爸爸幫我做的、我請隔壁的大牛幫我抄作業，結果被



老師發現，下場是處罰……，我們小時候的情景歷歷在目。 

一張張壁畫顯得非常生動，這裏講得是比較屬於我們社會一般階層的人的生活。上酒館

啦、去酒家啦、賭館啦，維摩居士都可以和光同塵，利用同事的機會來教化他們。 

剛剛是講屬於社會比較中下階層的，現在是社會比較上階層的，比如說婆羅門。因為婆

羅門在印度的種姓裏面，可以說是佔盡社會最多的資源，因為祭祀的時候都需要他們。

日子久了他們就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因為都需要他們來引導法事，所以維摩居士就教他

們不要驕傲。在教導國王的時候又是怎樣教導？ 

他也教導梵王、梵天，維摩詰居士教導他們什麼道理呢？勝慧，就是出世間的佛法。可

是教導欲界的帝釋天什麼？無常。為什麼教導玉皇大帝是用無常的道理？色界的梵天天

眾，教導他們是出世間的佛法，是一個勝慧，為什麼呢？因為梵天本身就是清淨，所以

他的欲垢比較輕薄。玉皇大帝是在六欲天，六欲天的愛欲比較重，業就比較深一點，所

以就要跟他們講無常的道理。梵天比較清淨，所以就告訴他們出世間的勝慧。總之，不

管是社會下階層的，或者是上階層的，他都可以觀機逗教。大家有沒有發現，對著是人？ 



接下來他對凡夫會教導什麼法？凡夫最重視的是什麼？是我們的色身。所以接下來他一

定是告訴我們，色身是不可靠的。你看這張壁畫，這個就是去探病的這些人。長者維摩

詰以無量的方便度化眾生，他示現色身有疾病，所以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

王子、官署，無數千人都來探病。無數千人就是剛剛我們說受到他恩惠的這些人，聽說

恩人有病了，所以大家就提著水果、帶著禮物來探病。 

在上一堂課講王玄策出使到西域時，他覺得很好奇「這麼小小的一個地方」，所以就把身

上的笏板拿出來丈量，總共是一丈。後來就把方丈寮叫做方丈室，以後演變為住持就叫

方丈。唐朝的一丈是幾公分？三百公分。現在有數千人來探病，方丈室也沒有變大，人

也沒變小，卻通通都能容得下。上一次我們也說玄奘大師要在壁上面題字，可是題不了

字；他往前走一尺，牆壁就往後退一尺，他怎麼都不能在上面題字。所以他自己說，雖

然經過年代這麼久，大士還是用無著相來教化他。 

因為有數千個人來探病，所以維摩居士就講身體的法，因為凡夫最重視的就是色身，他

首先講「色身不可靠，應該要求佛身」。問題來了，色身不可靠，是不是我們就不要再去

運動了？不要再去吃補了？有病也不要再去看，是不是？他說：「色身如夢幻泡影，色身

不可靠。」維摩詰居士是不是要否定色身的意思？不是。我們千萬要弄明白，色身不可靠，

但不是讓我們糟蹋它，而是要藉著這個身體來求佛身，目的在這裏。他告訴我們色身怎

麼樣不可靠：第一個，色身是無常的。 

在座的各位大概和我一樣有一定年紀了，有沒有人覺得自己身強力壯，色身是可靠的？

沒有。哪天感冒了或者是哪裏發炎了，連動都不能的，這個經驗很多。所以不可信，速

朽之法不可信。「為苦」，有沒有苦啊？三苦、八苦，生老病苦、愛別離苦，我覺得最難

的就是五陰熾盛苦。我們從來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平常時候好好的、佛法都修得好好的，

境界一來的時候，五陰熾盛，沒有辦法控制不了。再加上重病所及的時候，那真正是苦

不堪言。 

「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我不會去依靠這個色身，因為色身在這一段文字

裏面說：它很像泡沫一樣。這整個段落都是在講「空觀」，很像《金剛經》裏面說的：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這是說身體像聚沫一樣。接下來「是身如芭蕉」，芭蕉



雖然一層一層包起來，可是它沒有實質的枝幹。 

老子講了一句話：「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因為有我們

這個色身的關係，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憂患。如果我們沒有身的話，還有什麼憂患？你在

讀老子這段文字的時候，怎麼解讀？是不是我們就手牽手去跳海了？「及吾無身」，如

果沒有這個色身的話，何患之有？是不是這個意思？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故貴以身爲

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如果我們可以色身為天下蒼生，把

天下人視為比我們這個小身來得珍貴的話，就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了。我覺得老子這一

段真正的詮釋了《維摩詰經》，他沒有說我們色身不可靠，如夢幻泡影，所以從此以後

也不要注意飲食，也不要注意運動。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是說我們要適當的去對待這個

身體，但是不要過度的去練身而不練心。重點是練心，不是說身體不要再去照顧。 

接下來我們看無我觀。 

「是身無主，為如地。」接下來是地、火、風、水，是不是四大？說的什麼？先說土地，

土地的主人會換來換去，我們身體也是這樣子，沒有辦法主宰的。這一生我們是人身，

可能沒有做好、沒有注意修行的話，下一生會變成動物的身，那變成動物的身受苦了，

知苦了可能就會努力修行；然後可能變成天人身---是身無主。說到火，它也是沒有自主

性，因為需要加木柴，火才會生起來。沒有自體 

「是身無壽，為如風。」所謂的壽是從始至終都不變的嗎？不是的，它像風一樣，有時

候有、有時候沒有。目的就是在告訴我們這個身是四大為家，是我沒有辦法主宰的。如

果有人不信的話，哪一天牙齒疼的話，您告訴你的牙齒說：「不要再痛了。」能不能主

宰？沒有辦法主宰。 

經文又說「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他又說這個身沒有識，就跟草木瓦礫無二無別的。

我們今天所有的身心都是循業發現，業風所轉。我們面對業風的時候，做主的能力非常

非常的微薄。 

接下來這一段是講我們的身體是不淨的。我們說了身體是無常、身體是苦的，八苦、無

量諸苦。剛剛講的是無我，現在講的是不淨。我們身體九孔常流不淨，這個不需要再講



了，有一個故事是講我們人身真相。來看看這個故事。 

在講這個故事之前，先看看這個壁畫，他跟我們剛剛看的壁畫不太一樣。這個藝術家呈

現的維摩居士的病態，是往後窩了一點；初唐的那個畫他是前傾，看起來就是神采飛揚

跟人家滔滔雄辯一副我對你輸的感覺。接下來看看我們自己有沒有認識人生的真相。 

《佛說譬喻經》裏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犯罪被關到監獄裏，這個人趁著獄卒不注意

的時候逃跑了，可是前腳一跑就被發現了，國王派了大象在後面追。 

這個人很緊張，他拼命地往前跑，希望能找到一棵大樹爬上去，他想大象不會爬樹。可

是他跑了很遠，也沒有看到大樹；他只發現了一口井，於是順著樹藤下到井裏去。他想：

這下子妥當了，大象的屁股那麼大，這個井牠擠不下來，安全了。正在他慶幸自己安全

之際，發現井底下發出呼嚕的聲音，他往下一看，原來是一隻惡龍正在睡覺，牠要是醒

來，自己肯定會死無葬身之地。於是想：完了！應該要往上爬。正這樣想的時候，他又

發現古井的旁邊有五種有毒的動物，毒蝎子、蜈蚣、毒蛇，「哇！現在虎落平陽被犬欺。」

上也不得，下也不得。 



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他聽到上面有聲音傳下來，一看，原來有兩隻老鼠正死命的在啃

咬著樹藤，於是他拚命的搖樹藤，希望把老鼠抖掉，掉到下面給毒龍給吃了，這樣子他

就樂其所哉。正當他努力的搖的時候，發現樹藤有水滴下來，這時精疲力盡的他，嘗試

的用舌頭舔一下，喜出望外，是蜂蜜，太開心了。完全忘記了下面有毒龍，旁邊有蝎子

等，他就盡情的享受蜂蜜的甜美，覺得人生太愜意了。 

佛陀說，這個就是我們人生的真相。你們覺得呢？ 

蜂蜜代表五欲的樂，我們忘情的嚐蜂蜜；忘記了毒龍，毒龍代表的是惡道；旁邊五種有

毒的動物就是五陰熾盛；黑白老鼠，就是黑夜、白天，日夜不斷的在咬那個樹藤，樹藤

是我們的命根，我們要抓住才能活。可是老鼠，日夜不斷的輪轉，一直不斷的咬。這個

是我們人生真實的相貌，但是我們卻沉醉於享受蜂蜜、五欲的快樂而不自知。 

我們凡夫因為沉迷五欲忘記了這些怖畏，所以維摩居士跟我們講：「色身不可靠，當樂佛

身。」佛身從哪裏來？佛身從無量功德智慧生。這個是總說，我們要成就法身，就要集

聚無量的功德智慧。功德智慧從哪裏來呢？從戒定慧，因為戒定慧就可以解脫，有了解



脫就有解脫知見來度化眾生。 

等一下我們馬上講〈弟子品〉。現在是在教化哪一類眾生？是凡夫，要跟凡夫說什麼法？

大家看，「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是不是有善跟不善的對待？要記住這個，

因為馬上要講聲聞、大阿羅漢的教化；凡夫跟聲聞人的教化法是不一樣的。教化凡夫，

佛給的是什麼藥呢？要修一切的善法，從不放逸。我們馬上要看大阿羅漢聲聞人，大家

可以比較一下佛陀給的藥方跟凡夫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弟子品〉。〈弟子品〉這齣戲的地點又回到了毘耶離城，最佳導演是佛跟維

摩居士，劇情演的是維摩居士跟十大弟子的故事，總共有十個故事。 

我們先看為什麼叫做「弟子品」。我很喜歡中國人師生的關係是用弟子來稱呼，師父跟

弟子。因為老師或是佛陀，看我們就像他的孩子一樣，他們就像父親兄長一樣慈悲來照

顧我們、教導我們。有人可能會有一個問題了，佛有菩薩弟子、阿羅漢弟子、在家弟子，

可是我剛剛說十大弟子，好像都是聲聞弟子。為什麼沒有菩薩弟子？因為菩薩常常去度

化眾生，所以他不在佛的身邊。居士更不用說，要照顧家庭，累了還要去看一下電影、

喝一點咖啡，也不會老是在佛陀身邊。 

常常在佛身邊的就是這些聲聞大阿羅漢，所以〈弟子品〉就專門是十大聲聞阿羅漢。這

部《維摩詰經》，智者大師判教的時候是判在方等時。剛剛〈方便品〉是對凡夫講，現在



是講十大弟子的故事，希望十大弟子回小向大，因此智者大師把這部經判為方等時。因

為他認為此經有貶聲聞小乘，讚歎大乘的意味在裏面。 

慧遠大師的看法不一樣，他認為這專門是菩薩藏所攝，這些聲聞也是要回小向大，權教、

漸教也是要真正的成就菩薩的果位，慧遠大師把它判為頓法。也有人認為是無相教，所

謂的無相教，所有教化言說不要對立法，所以沒有講什麼德行、階次，他就是講解脫。 

不過我個人比較喜歡清涼國師的說法。清涼國師說這部《維摩詰經》是五教並談，不管

是天台宗的「藏通別圓」，或是賢首宗的「小始終頓圓」，眾生隨類各得解都得到教化。 

〈弟子品〉是十大弟子跟維摩詰居士的故事，第一個上演的是舍利弗。維摩詰居士「寢

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寢，是睡覺；疾，就是生病。維摩居士他生病躺在床

上，心裏就叨唸：「我都已經病成這樣子，釋迦牟尼佛怎麼不慈悲派人來看看我？」所以

我說佛跟維摩居士就是兩個大導演，他們倆都知道這些聲聞弟子度化時機到了，就共同



導這齣戲。「佛陀，你就派個弟子提個蘋果、拿個補湯來看看我吧。」因為佛陀是大圓鏡

智，維摩居士他一遙想，佛陀馬上就接收到了。 

佛陀就問：「舍利弗，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舍利弗說：「老師，我的程度差他太遠，我不能去啊！」 

佛陀就問：「為什麼差他太遠了呢？」 

舍利弗答：「我以前在樹中宴坐的時候…」 

宴，就是安靜的意思；坐

就是打坐。他為什麼要找

樹林下？為了遠離塵囂。

他絕對不是選擇到菜市場

打坐，會在樹林下靜坐。

要記住這些都是重點啊，

等一下就會知道舍利弗怎

麼樣被教訓了。但是大家

可能有個概念，認為聲聞

小、小乘嘛，但我們連聲

聞的程度都沒有，而且我

們要修大乘的基礎是在小乘，小乘注重戒律，戒律是修行的根基。我們讀〈弟子品〉千

萬不要有鄙夷的想法。舍利弗說我在樹下打坐，維摩詰剛剛好來了，說：「舍利弗，我告

訴你，不是坐在那裏、有模有樣的才叫做靜坐。」 

維摩詰居士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薩了，為什麼說他是八地以上的菩薩？記不記得在〈方

便品〉說：「他曾經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法忍。」無生法忍至少是八地以上

菩薩的境界。果真如此那請問，八地以上菩薩還會生病，還需要睡覺嗎？經文「寢疾于

床」。佛陀都要去睡覺，都要去托缽乞食，都要吃飯，也要吃喝拉撒睡。因為他現在是

示現來這個人世間，當然他也要跟我們人一樣一樣的；如果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大概不

太願意學佛。他一定要示現跟我們普通人一樣，他通過努力，所以能成就道業。我們如

果也走付出同樣的努力，也可以成就道業。 

這裏有很多人學打坐的，請問為什麼要打坐？打坐的目的在哪裏？《摩訶止觀》教導我

們打坐的時候，要先調身，調身以後要調息，調息以後調心。凡夫打坐、聲聞打坐、菩

薩打坐，你想：境界有什麼不一樣？再接下來想：舍利弗是十大弟子裏面智慧第一，他

因地做什麼事情，成就他的智慧第一呢？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學佛就是希望能開智慧，

明白真理。所以我們要來研究一下他怎麼能成就智慧第一的。在還沒有回答之前，我們

先來看一下舍利弗的故事。 

舍利弗的父親是印度南方的大論議師，學問很好。舍利弗的外公，是印度北方摩揭陀國

大論議師。有一天舍利弗的爸爸從印度的南方到了北方，這大論議師跟大論議師碰面，

當然要辯論了一下，結果外公輸了。在印度，辯論輸了就很嚴重，在公案裏面常能看到

論師要是辯論輸了，不是要割頭，要不就做奴隸。外公辯論輸了，他就說：「我把封地

給你，我有個女兒也給你。」這是舍利弗的爸爸和媽媽的因緣。 



有一天舍利弗的媽媽一早起來就跟他爸爸講：「我昨天晚上做一個夢，很奇怪！夢見有

一個人頭上帶著盔甲，手上拿著金剛杵，一手就把很多的山給杵壞了，最後他站在一座

山邊，這到底是什麼含意呢？」這個大論議師也負責解夢，他丈夫就說：「你可能懷孕

了。帶著盔甲、提著金剛杵，表示你肚子裏面的胎兒會很有智慧；拿著金剛杵摧壞了很

多山，就是很多人跟他辯論都辯論不贏他，最後站在那個山邊，有一個人他特別的恭敬，

所以他就皈依他，做他的弟子。」 

還記得在《阿彌陀經》裏，舍利弗的舅舅是誰？那個長爪梵志。本來舅舅跟媽媽辯論的

時候，媽媽都辯論輸。等到他媽媽懷孕以後，他舅舅怎麼樣也辯論不贏她。他就覺得很

羞恥，擔心外甥生出來，自己沒有辦法贏得了他，於是就各處去參學，沒時間剪指甲、

剪頭髮。 

舍利弗八歲的時候，就是他們那個國家---摩揭陀國的辯論冠軍，十六歲全印度冠軍。他

的舅舅回來，發現他自己的爸爸死了，自己的妹妹也死了，所以就要去找自己的外甥，

沒有想到他的外甥跟佛出家了。這一段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 

師父講，這個舍利弗後來碰到佛陀就皈依他了，他在七天裏就通達了諸法實相，把一切

的法藏統統都弄明白了，為什麼？我們先看這個影片。 

（影片）舍利弗遇見馬勝比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Xii1uP1tg&t=77s 

師父說，舍利弗碰到釋迦牟尼佛七天後就通達一切的實相。舍利弗是聲聞弟子中智慧第

一；文殊師利菩薩是菩薩裏面的智慧第一，一個是實教，一個是權教。舍利弗在因地的

時候碰到一位出家人，這位出家人就問他：「你要不要聰明有智慧？」舍利弗就回答：「我

當然想要聰明，想要有智慧。」那個出家人就跟他說：「你從今天開始，每天誦〈大悲咒〉、

〈楞嚴咒〉，乃至於〈十小咒〉、《心經》，你就會開智慧。」所以他就一天兩天，一生兩生，

不間斷的這麼做。他發願生生世世跟著明眼善知識，可以成就智慧、成就般若。 

這個生生世世的師父，你說是誰啊？釋迦牟尼佛。所以他在釋迦牟尼佛諸弟子裏面成就

智慧第一是這麼來的。記得嗎？當時他的師父告訴舍利弗，你就每天誦〈大悲咒〉、〈楞

嚴咒〉，乃至於〈十小咒〉、《心經》就會開智慧。是不是誦這些就會開智慧啊？其實只要

是聖言量都會讓我們開智慧。你們不要執著只讀師父說的這些，其他的經典一概不要。

這又太過與不及了。我認為只要是聖言量，對你契機，都會開智慧的。 

有一次，舍利弗正在樹下打坐，虛空裏面突然有兩個鬼通過，一個叫違害鬼，一個叫覆

害鬼。違害鬼很調皮，就跟同伴講：「我去找樹下那個打坐的人，揍他一拳。」覆害鬼勸

他說：「你不要這樣子做，打擾修行人是會下地獄的。」這個違害鬼不聽，他就一拳狠狠

的揍過去。舍利弗打坐出定了以後，開始頭痛了，他覺得很奇怪：「我是阿羅漢，怎麼也

會生病頭痛？」於是去問他的師父：「為什麼我頭痛啊？」師父說：「這個違害鬼揍你一

拳。違害鬼普通一拳揍過去，須彌山都會碎成兩半；你今天沒有真定力的話，老早就粉

身碎骨了。現在那個違害鬼正在無間地獄裏面受苦。」從這個故事，我們知道舍利弗是真

有功夫真的會打坐。 



 

這裏有維摩居士的六點指示，他說舍利弗那個靜坐不叫坐。 

「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 

 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 

 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 

在〈方便品〉，維摩居士怎麼樣教導諸婆羅門、國王、官署？他的教導跟這個一樣嗎？還

記不記得剛剛我說，維摩居士教導一般凡夫不樂色身，當樂佛身；佛身是從功德智慧來，

要修諸善法，不可以集聚不善法。可是在這個地方，維摩居士告訴舍利弗：「修行不要在

三界現身意，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 

我們就先來看不捨道法。什麼是道法？道法是所修的一切法。現在我們想一想，自己的

功課是什麼？有些人是專修大悲法門的，一天可能就要念一百零八邊〈大悲咒〉，再加上

四十二手眼，再念〈普門品〉，有沒有？有些人是拜佛的。假設你是一個做生意的在家居

士，每天你需要去處理很多繁瑣的事情，有沒有可能忙不過來照顧功課？是不是一般凡

夫做事業就會妨礙道法？我的時間這麼多，沒法子面面俱到，所以對不起了菩薩，我明

天再補了。我還碰過一個同事，她決定要吃素，吃初一十五。可是初一十五如果碰到有

同事請客，她就會去佛前跟菩薩很虔誠的請假：「我今天要去吃飯，我明天再補給你。」

凡夫是這樣子。如果做世間事情，有可能會妨礙道法。 

聲聞呢？聲聞是「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為冤家，」他們覺得娑婆世界色身可厭惡，他

們想要捨離。是不是有一個取跟捨？但是維摩居士告訴舍利弗，不捨道法還要現凡夫事。

意思是要修行，還要跟這所有的眾生和光同俗，在他的心裏頭，沒有所謂的善與惡，道

與俗，做的凡夫事也就是道法，「終日凡夫，終日道法」。維摩詰居士告訴舍利弗，你要

超越有、無。 



還記得嗎？在一開始的時候舍利弗在樹下打坐，他為什麼要在樹下打坐？安靜。所以他

要選擇樹下安靜的地方打坐。你猜菩薩要不要？不需要。我們凡夫呢？好像更需要了。

我們凡夫要找一個地方，還是自己的地方，然後要把東西統統準備好。 

再提醒大家，我們看〈弟子品〉，千萬不要小看聲聞、小乘。我們如果把凡夫的修行打坐，

再把聲聞的修行擺在一起，我們會覺得自己根本沒有批評的資格。只是我們心裏要明白，

聲聞緣覺的境界還是個化城，不是究竟，我們還有一個更高遠的目標要走，那就是成佛。。 

兩個禮拜之後才會我們再繼續《維摩詰經》。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