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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育法師 2020年 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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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繼續來研究《佛說

維摩詰經》。 

 

在講〈菩薩品〉之前，再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凡夫著在「有」上，因為我們經常抓著

外面的房子、財富、享樂等等。凡夫的毛病是著在「有」上面，所以佛就要對治我們這

個毛病。就跟我們說，這一切都是幻化的、虛幻的，你不要把它當做是實有的。對二乘

人來講，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我執了，可是又著到「空」上面。因此，佛菩薩要教導他們，



應該要去做所有的好事，破二乘人的「空」。跟二乘人講有、植諸善本，有眾生可度化。

現在我們在〈菩薩品〉，對菩薩來講，菩薩了解空，也了解有。那維摩居士現在要教導

菩薩什麼道理呢？「空」「有」是不二的，大家先把這個概念放到腦子裡面。 

我們在上一個禮拜講了兩位菩薩，今天我們繼續講兩位菩薩。〈菩薩品〉很短，今天我

們會把〈菩薩品〉圓滿。 

 

第一位是持世菩薩。佛菩薩的名號跟他因地的修行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們看持世菩薩的

名號，持，就是保持、維持；世，世間。如果上網去搜尋資料，明白持世菩薩他可以執

持什麼？執持世間的財寶。所以有一個說法，如果持持世菩薩的真言、持他的名號，可

以保我們生活無虞，擁有很多的財寶；所以有人特別喜歡持世菩薩。持世菩薩特別喜歡

安靜修心。今天這個故事非常精彩，我們來看。 

佛要持世菩薩代表他去探望維摩居士的病。持世菩薩就說：「我沒有資格。」為什麼沒

有資格？這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我們如果對魔很害怕的時候，我們發現魔就會現很

可怕的樣子來嚇唬我們。但是菩薩的恐懼心沒有了，等一下看看這個魔會現什麼樣子來

誘惑他。持世菩薩就說：「我有一次住在靜室，在那地方安靜的修行，結果魔王波旬帶

了一萬兩千個天女……」 

魔王波旬住在哪裡？魔宮在哪裡？在天上。能住在天上的，基本上都要修十善才能在天

上。所以魔王有沒有福德？有，他是有福德的人。魔王帶了一萬兩千個天女，可是他不

是現一個魔王的樣子，他現的是玉皇大帝、帝釋的樣子。玉皇大帝在天界裡是非常好樂

佛法的。注意，我剛剛說一件事情，我們如果著在什麼上面，魔就會從我們這個弱點言

下手。現在言歸正傳，魔王就化成玉皇大帝的樣子，帶了一萬兩千個天女來了。經文非

常生動，它說「鼓樂絃歌」，我們大概還可以想象，不僅天樂從天而降，五色祥雲種種

祥瑞也跟著出現了。於是魔王就帶著一萬兩千個天女，來了以後還跟持世菩薩恭敬頂禮。 

 

 



我們想想自己，如果有一天帝釋來跟我們恭敬禮拜，心裡會什麼樣的感受？一定很開心

啊！「我的修行一定有某種程度，感得天人都來跟我頂禮。」所以我們就可以模擬那個

情景，大概持世菩薩心裡頭有一點點覺得法喜，心想「我修行應該修得不錯啊。」 

 

我們先岔出去一下。看一下魔王。魔王翻成華語就是「殺」的意思。殺什麼？殺我們的

功德法財，我們的法身慧命。魔王就是要來阻止我們修行，讓我們修行不要成功；魔王

另外還有一個翻譯叫「惡中惡」。 

鳩摩羅什法師說，惡分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如果人家對我們不好，然後我們以牙還

牙，這是最淺的惡。第二個，如果人家不侵犯我們，我們卻無緣無故加害於人，這個是

第二個惡。第三大惡，有人來恭敬供養，不報恩反而加以逆害。一如佛菩薩大慈悲，你

卻要把他們的功德法財、法身慧命殺掉，這個叫做惡中惡，說的就是魔王波旬。釋迦牟

尼佛在樹下快要成道的時候，魔王不要人脫離他的統治範圍。剛剛講，魔王是住在欲界

的最頂天，現在有人要出三界了，他當然就不想有人脫離他的統治範圍，因此魔王就來

擾亂他。 

魔王先派他三個漂亮的女兒去擾動釋迦牟尼佛成道。釋迦牟尼佛不為所動，把漂亮的魔

女變成一個個快死的時候那種骷髏的形狀，這些魔女就敗逃了。魔王不死心，自己就帶

著些毒蜈蚣、毒蛇親自來對付釋迦牟尼佛。因為釋迦牟尼佛心清淨，不為所動；所以魔

王最後就說：「我現在奈何不了你，但是等到你入涅槃以後，我就叫我的魔子魔孫穿上

袈裟，吃你的飯，破壞你的戒律。」佛一聽黯然掉淚了。 

上個禮拜我們〈菩薩品〉第一個介紹的是彌勒菩薩，彌勒菩薩住在哪裡？兜率內院。兜

率內院在欲界天的第幾天？第四天。剛剛說魔王住在第幾天？最頂天、第六天。我要問

大家一個問題：彌勒菩薩都是菩薩了，怎麼會住第四天而已？魔王都住在第六天他化自

在天，是不是魔王的道行、修行比彌勒菩薩還要來的高？你覺得呢？（有人問是不是福

報不一樣？）你的意思說彌勒菩薩的福報比較小？沒有魔王多？可是彌勒菩薩已經是補

處菩薩，龍華三會的時候要帶領我們成佛。那他怎麼會住在比魔王他化自在天還要低的

天呢？ 



釋迦牟尼佛是不是也示現在我們這個世界？那麼他的福報不夠嗎？他示現在娑婆世界是

來度化我們眾生的。彌勒菩薩也是一樣，他示現在兜率宮來度化欲界天所有的眾生。但

是他能不能自由到他想要去的天界、或是國土？可以。魔王有沒有福報或者修行神通力

可以到任何一個佛淨土？沒有。因此彌勒菩薩是有修行、有福德，他示現在兜率內院。

他可以到阿鼻地獄去度化眾生，可是他還是非常的解脫自在。他可以到其他的佛國土，

他還是非常的解脫自在。可是魔王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不是彌勒菩薩住在第四天兜

率內院，他的修行就比魔王波旬要來得差，不是這個意思。剛剛講魔王波旬在佛快要成

道的時候去擾亂他。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我看過有一些人或是有一些書上寫：「如果我修行不小心的話，會

走火入魔。」你們會不會擔心自己走錯路，然後就變成魔子魔孫了？（有人說：還差很

遠，還沒有到那個程度。）就很像牧羊犬，牠在牧場裡面，那個羊隻如果跑出牧羊範圍

的時候，牧羊犬就會把牠兜回來。現在我們沒有修行，所以魔王不會對我們怎樣。會不

會哪一天我們真的很精進修行的時候，害怕自己就著魔了，會嗎？有沒有看過人被魔附

身，心裡頭就覺得很害怕？心想：我不修行還不打緊，一修行還引魔上身。有沒有這樣

擔心或是想法？沒有。很好。 

提醒大家，師父曾經講過有兩個保命咒、有兩個修行需要注意的事情。第一個，就是保

持正念；我們如果凡事都按照道德去做，就不會出岔錯。第二個，如果有一天我們修行

有消息了，注意，我們碰到逆境的時候，很容易產生警覺心；但是我們修行有消息、有

境界的時候，常常就會沾沾自喜：「哎呀！我現在可以看三世因果了。」不免心裡就會

起貢高、歡喜心。所以古德說，如果對勝境、修行有好的境界都能保持警惕不執著，就

不會受魔所誘惑。因為逆境我們容易察覺，可是順境的時候，我們就容易掉到境界裡面

去。所以這個是我們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地方。 

再回來，魔王波旬帶著一萬兩千個天女來找持世菩薩。持世菩薩不在定裡面，沒有止觀，

所以就說：「玉皇大帝、善來憍尸迦！您來得正好。」憍尸迦，是玉皇大帝梵語的名字。

持世菩薩於是就劈頭蓋腦跟玉皇大帝侃侃而談，說：「您雖然修了十善生到天界去，但

是要知道，天福享盡的時候就會墮落。所以不要沉溺在這個五欲的娛樂裡面，您應該要

求善法。『身命財』，身體是會敗壞的，生命是會有終了的，財產更是不能把握。您應



該用這個無常、有限的生命來換堅固的法財、法身慧命。」持世菩薩就這樣子滔滔不絕

地講。 

這個是很需要我們注意的地方，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身體也會敗壞。「財有五家」，

這是什麼意思？跟大家講一個故事。以前有一個國王，他非常的仁慈，可是他從來沒有

出宮去巡視百姓。有一天，他的宰相就跟他說：「國王，您應該出去看看老百姓到底是

怎麼樣生活。」國王答應了，隔天就出去了。他看到老百姓豐衣足食，在首都裡面有好

多富有的人，住的都是豪宅，開的都是名車。一方面國王很高興，一方面很生氣。高興

什麼呢？他國土裡面的人都豐衣足食。不高興的是什麼？這麼多大富長者，他們都沒有

把錢拿來貢獻給國家。於是國王回去以後就下了一道命令，命令所有的億萬富翁要公佈

他們的財產，把他們的財產充公作為軍事費用。 

其中一個億萬富翁就到皇宮去覲見國王，說：「我有三千萬的私人財產，我有億萬是屬

於公財。」這國王一聽就很生氣，他想：「這個人一定是個狡猾的人，說他只有三千萬

的私財，就怕他的錢被充公。」就命令他交代清楚。大富長者就說：「因為我聽聞佛法，

我每天就是念佛，除此之外，我照著佛的教導行樂善好施，去幫助應該幫助的人，我每

天心裡非常的平靜。另外我有幾十億的財產，我知道這幾十億是公財，因此每天都很恐

懼，恐懼什麼？五家之財。」財有哪五家？什麼情況發生，財產會從億萬變成零？發生

火災、水災、被盜賊搶去。還有哪兩個？（有人回答：政府。）政府，現在國王要把它

徵收了，錢就沒有了。（有人回答：小孩子。）對，孩子如果把它瓜分掉了、花掉了，

也就沒有了。 

富翁繼續說道：「所以我每天對著這幾十億的財產提心吊膽。現在好了，國王您要把它

拿走作為國家的軍費，我最高興不過了。現在把把它給國家，就放心了。」這國王一聽

這個大富長者聽佛的教誨，就可以這樣做，每天過著非常平靜的生活。他身為一個國王，

富有天下，可是卻是一個道道地地最富有的窮人，因為他心裡沒有愛樂，沒有法財。因

此他就決定要學大富長者，樂善好施，開始聽聞佛法，照佛的教誨去做。 

當持世菩薩把這一番道理告訴魔王變現的帝釋，那麼魔王就說：「菩薩，請您接受這一

萬兩千個天女，她們可以幫您掃掃地啦、洗洗衣服啦、抹抹桌子啦。」這裡說「可備掃

灑」，我們中國從《維摩詰經》翻譯出來以後，凡是要送人家丫鬟，就會說：「我送您



可備掃灑。」丫鬟就是這個意思。魔王要送他一萬兩千個天女，結果持世菩薩就說：「哎

呀！不可以，我是出家人，你不要拿不清淨的法給我。」 

結果話還沒說完，維摩居士就來了，說：「那個不是玉皇大帝，是魔王。」於是對魔王

說：「他是和尚，不能接受一萬兩千個天女；我是在家居士，統統給我。」 

魔王知道自己的伎倆被識破了，他是欲界最頂天天王，也有神通的，於是打算腳底抹油

──一走了之。哪知道維摩居士的功力比他高，就把魔王定住不讓他走。接下來聽到天

空說，你們猜猜看是誰的聲音？經文說，突然天空就有聲音來：「波旬，你就把一萬兩

千個天女給維摩居士，這樣子才可以脫身。」經文這個地方描寫得最栩栩如生。因為魔

王知道維摩居士比他的功力還好，把他定住不能走，所以心裡害怕。「俛仰而與」，俛，

就是低頭，這魔王就把頭低下來想想看；仰，就抬頭，抬頭又捨不得，「一萬兩千個天

女是我的，可是他的功力又比我高，被定住了沒辦法，我要脫身，只有把一萬兩千個天

女給他。」一萬兩千個天女就歸屬維摩居士了。 



維摩居士就變成一萬兩千個天女的老闆，他就下了第一道命令，說：「妳們現在應該要

修行，要幫助所有人修行，自利利他。你們從此以後要發菩提心，不要盡情的去享受五

欲之樂。」這些天女也非常有善根，就問：「請問，什麼叫做法樂？」維摩居士就告訴

她們：「要信佛、聽法、供養僧，要非常的好樂三寶。」 

信佛，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我們叫自己佛教徒，我們是不是真的信佛？信佛，應該是

佛教給我們的道理，我們要非常的好樂、信受。我們要回過來琢磨琢磨，反思一下：「我

們真的是照佛所說的去做，照師父所說的法去修行嗎？」佛告訴我們：「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都沒有差別應該就是平等平等。我們真的有這樣子去做嗎？ 

維摩居士告訴這些天女：「要離五欲，要看我們這個五蘊身心好像怨死賊，不要執著四

大、六入這些等等的，要信三寳，要好好維護我們這個菩提心，要能夠度化眾生。」也

告訴她們六度，怎麼成就相好，就是要培福培慧。 

 

這個地方「佛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剛剛我說，維摩居士告訴天女應該要植福培

慧來修相好。在《大乘百福莊嚴經》裡就說：「每修一百個福，才能夠莊嚴一個相好。」

我們看，什麼叫做一福？比如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都是盲人，你能夠把三千世界的盲人

都治好了，讓他們恢復光明，這樣就修到一福。要百福才會成就一個相好，所以大家就

可以知道佛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他的八十隨形好、三十二相會成就，容不容易？

不容易的。維摩居士告訴我們要盡力去修福慧來成就我們的相好。 

我們在一開始就說，佛菩薩教導這些權教的菩薩，讓他們知道「空」，知道「有」，又

希望他們把程度提升上來。「空」和「有」是不二的，這樣子他的心就會平等。所以他

說跟大乘的同學一起學的，跟小乘的也可以跟他們相處，一點都沒有妨礙。他告訴天女，

這個叫做法樂。 

 

 



剛剛說那個魔王把一萬兩千個天女給維摩居士的時候，是很捨不得，是沒辦法才給他的。

維摩居士教化天女的時候，魔王也沒走遠，就等在旁邊，等他教完了，魔王就對一萬兩

千個天女說：「我欲與汝俱還天宮。」我想要帶妳們大家回天宮去。你如果是天女，要

不要回去？這些天女不回去了，就說：「我們跟維摩居士學那個法樂，已經不喜歡天宮

的五欲之樂。天宮的五欲之樂對我們來講味同嚼蠟，不想要了。我們現在想要學佛法，

要開始去發掘出世間的法樂。」你們看這一萬兩千個天女善根深不深厚？很深厚啊！才

跟她們講這麼一席話，馬上就拋棄了五欲之樂，要學佛的教法。 

結果你知道魔王怎麼說？那些天女不想跟他回去了，於是就轉過頭就跟維摩居士講：「你

是菩薩了。菩薩的精神是人家想要什麼，你統統都要給人家，這個才叫做菩薩，所以我

現在要把天女要回去。」故事非常的出神入化，維摩居士的本意其實就是要教化這些天

女，他不是真要一萬兩千個天女幫他抹抹桌子、洗洗衣服，可備灑掃，不是。他已經把

她們教化好了，維摩居士就跟魔王說：「我已經捨了這些天女了，你可以帶領她們回天

宮去了。」 

這些天女怎麼說？就最後一次問維摩居士：「現在我們要回天宮了、要回魔宮了，那個

地方有無盡的五欲之樂，我們要怎麼來保持自己？」這些天女問的是修行問題。維摩居

士就說：「諸姊！有一個法門叫無盡燈，我現在要告訴妳們無盡燈的法門。」 

我們常常在坊間的期刊雜誌、或者書籍上面

都會看到這三個字：「無盡燈」，就是從《維

摩經》〈菩薩品〉出來的。什麼是無盡燈？

就說：「我們每一個人好像一盞燈，現在我

們把心燈點亮了，我們就拿心燈去傳給千千

萬萬的燈，這樣子世界就會通明了。我們先

把心燈點亮了。妳們每一會個天女都發無上

菩提心了，心燈已經點明了，妳們就去影響

教化天上的諸天子、天女，就讓他們的心燈

也能點亮、都能發無上菩提心，這個叫做無

盡燈法門。」 



這個持世菩薩薩就說：因為我曾經跟維摩居士有這一段故事，所以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

代表佛陀去探病。好，無盡燈法門跟持世菩薩的故事就到這個地方。我們接下來看〈菩

薩品〉的最後一個。最後一個是善德長者子，光看名字就覺得這個人修行真的是具足福

德、善德，這個名字非常好。那他跟維摩居士的故事是什麼呢？ 

佛陀叫善德長者子代表他去探望維摩居士的病，他就說：「我不可以。」發生什麼故事

呢？他說：「我曾經在我的父舍開無遮大會……」，就是在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房子開了

無遮大會。 

 

什麼叫做無遮大會？左邊這個圖是印度曲女城，一提到曲女城大家應該都會有印象──

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的時候在曲女城辯論，打敗了所有論師；從此印度十八國的國王對

玄奘大師非常佩服，佛法於是就弘揚開來了。這裡是曲女城無遮大會的遺址。我們看「無

遮大會」這四個字，遮是遮止；無遮，完全沒有遮止。 

僧肇法師講：「凡是天下有需要任何東西的，都可以來這個大會去取。」所以你看，善

德長者子開了無遮大會，供養一切的沙門、婆羅門、出家人，外道、貧窮、下賤、孤獨、

乞丐。凡是有任何需要的，全部都可以去那個地方取，這個叫做無遮大會。有幾天呢？

有七天。這個法傳到中國來，從誰開始呢？梁武帝。從梁武帝開始，我們中國就有無遮

大會。 

這個非常有趣，維摩居士特別等到七天布施圓滿了，才來告訴善德長者子說這個叫做財

施。我們說布施有三種，哪三種？有財施、法施、無畏施。在〈普賢行願品〉裡說，「諸

供養中法供養最」；所以現在就要講法施之會，他就要講這個事情。為什麼法施比財施

還要來的重要？因為財施有限，沒有辦法普及到整個全天下。 

善德長者子就問：「什麼叫做法施會？」整個這一段經文的重點就是這幾句了。維摩居

士說：「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大家來看這幾句，

「無前無後」就是沒有時間的先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剛剛沒有時間的限制，接

下來是沒有空間的限制。怎麼樣可以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的限制，可以普周三界所有的

眾生，唯有發無上菩提心才可以。假設我有一千萬加幣，我現在要把它布施給需要的人，



是不是一千萬只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得到幫助？如果我們發一個慈悲喜捨廣大菩提心的時

候，整個宇宙十法界都會感受到我們沒有限量的慈悲心。唯有發無上菩提心，才能夠普

遍的幫助到十法界的眾生。 

 

善德長者子聽了維摩居士講的這句話，他非常有善根，就問：「可不可以詳細說明是什

麼意思？」底下就是在說明「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剛剛我講了，大家有一

個概念，下面就很容易懂了。就是發了廣大菩提心，也就是說沒有自他的分別，就可以

慈無量、悲無量、喜無量、捨無量，整個十方三界統統都包含在菩提心裡面。所以菩提

心一發起來，整個全天下都會得到利益。 

接下來講六度，因為時間的關係，加上從第二品開始都有講，我們就不再花時間講六度、

四攝、三解脫。但是要跟大家一起來看鳩摩羅什法師講這個忍辱──我個人覺得其他的

六度，全部適用這樣子的一個說法。法師說什麼呢？他說：「初行忍」，我們一開始練

習忍辱的時候，就會先告訴自己：「我們要忍，就會得到利益。」那個是我們強忍。他

又說：我們如果這樣子「習行」，練習久了，不斷的練習，接下來就會到達一個境界，

就會「忘我而忍」；如果我們把自己忘掉了，忍，就不再會是一個強忍，不會再是一個

痛苦了，這是第二步。接下來就是即我無我，就沒有所謂的受苦者，這麼一來就沒有不

能忍的事了。我們把它運用到布施、持戒、等等的五度也一樣。所有的法門一開始練習

都是勉強。 

現在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因為無遮大會講的是布施，請問：布施是六度之首，為什麼布

施是放在六度的第一度呢？為什麼精進不是第一度？為什麼禪定不是第一度？那禪定不

能讓我們成佛嗎？忍辱不能讓我們成佛嗎？ 

法布施是在修無我，那忍辱也是在修無我，無我才能安忍下來。有我就很難忍，沒有我

心裡就會平順，就不會有所謂的忍。會不會覺得布施是我們第一步？因為我們從來就是

有，無始劫來，我們就是越多越好，我們一直就抓外面的，要名車、房子要比人家大、

學問要比人家高，我們一直在抓外面的。因此第一步就先叫我們捨，所以會把布施放在

第一個。 



 

我以前聽過一個故事，我們台灣是五院制，跟美國不一樣，美國是行政、立法、司法。

台灣還有監察院和考試院，五院院長的地位是平等的。監察院的院長後來學佛了，開始

先學布施。比如有一個地方大地震，就要募款去賑災，於是他就想應該要出錢出力。因

為他是院長，衣櫃子裡面最多的是領帶。於是他就想把他的領帶拿出去義賣，他有幾百

條領帶，首先他就看，哪一條他最不喜歡，就先把它拿出來。 

我們剛開始都是這樣練習，先把我不需要的、不喜歡的捐出去。就像鳩摩羅什法師講的

一樣，練習久了就會告訴自己：「這好像不對啊，我不喜歡的才給別人，應該是我最喜

歡的給別人，這個才是有工夫嘛。」慢慢練習久了，「我」就會比較淡薄了。所以鳩摩

羅什法師告訴我們這個方法，六度都可以這樣子用。我們初初勉強，久而就會自然。我

們發一個廣大的、平等的心，布施是無分別，無遮大會是無分別的布施、平等的布施。

我們有這個概念，底下所有的經文就不難懂了。 

 

第二個概念，菩薩知道「有」、知道「空」；維摩居士就是要教導他們「空有」是不二

的。所以教化眾生的時候，不要著在空上面，要空有無二。度化眾生可是沒有度眾生之

相，跟《金剛經》講得一樣。所以底下的經文：「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不要著在

「有」跟「無」的上面，「空」跟「有」的上面，兩個是一樣的。菩薩可以來示現生死，

可是有沒有被生死所侷限呢？沒有，因為「生死」跟「涅槃」是一樣的，「空」跟「有」

是一樣的。維摩居士要告訴善德長者子這樣的道理。 

接下來問大家一個問題，「於六念中，起思念法」，要常常有這六念，哪六念？大家看：

念佛、念法、念僧、念施，施就是布施；念戒、念天。我的問題是，剛剛不是說天福盡

了會墮落，為什麼佛陀還叫我們念天呢？念佛，沒問題，念法、念僧，念三寶，叫我們

好樂三寶。念戒、念布施也應該，為什麼念天呢？是不是覺得很奇怪，不是說天福會享

盡，那個不是不究竟的嗎？ 

 



天有護法善神，他會保護世界，所以我們要時常思念天的恩德，這是一個說法。我一開

始說魔王波旬他怎樣生到天界去？最少要修十善。其實念天也告訴我們說，我們要持戒

修善才能生天。所以我們要時常檢點我們內外的思想行為，因此念天的意思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常常有這個六念。 

 

維摩居士告訴善德長者子這些的道理，最後所有人都發了阿耨三藐三菩提心了。善德長

者子就把身上的瓔珞、最寶貴的、價值連城的瓔珞要送給維摩居士。維摩居士要不要收？

不肯收。善德長者子非常誠心的說：「希望您能接受我這個供養。」因為他誠心十足，

所以維摩居士就收了瓔珞，他把它分作兩份，一份就給了法會裡面的乞丐、最下乞人；

一份就奉獻給難勝如來。 

請問大家，為什麼一份是給最低賤的乞丐，一份是給最高貴的如來？為什麼經文是這樣

子安排？為什麼維摩居士做這樣子供養？是不是要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就是告訴我們平

等平等，沒有所謂的貴賤，沒有所謂最低賤的乞人跟最高貴的如來，他告訴我們就是平



等平等的道理。所以經文裡面的安排都是有用意的。說：「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

施主如果是平等的心來布施給最下的乞丐的話，「瓔珞猶如如來福田之相」，就好像如

來的福田跟供養最高貴的如來是一樣一樣的。因為心平等的關係，所以等心平等、具足

法施。這就是善德長者子跟維摩居士的故事。  

 

請問，有問題嗎？林柏邑的問題是說：「在《四十二章經》講布施給一個貧人，不如布

施給一個受三皈的人；布施給五個受三皈的人，不如布施給一個受五戒的人；布施給五

個受五戒的人，不如布施給一個受菩薩戒的人。那不是有差別嗎？為什麼維摩居士告訴

我們是平等平等？」很好的問題。我們初初學佛的時候，心有沒有差別？有，所以他就

會告訴我們應該要這樣子做。等到我們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就要破我們這些差別相，

他就要把我們這些不平衡的心把它去掉，叫我們心平如水。所以對不同根基的人，講的

就是不同的法。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接下來要看對聯。因為過年要到了，有人請求對對聯，所以我就花

一點時間跟大家講對聯。 



第一個最基本的規則就是，上聯如果是兩個字，下聯也要兩個字；上聯如果是五個字，

下聯就有五個字，這個叫對聯。上聯如果是七個字，下聯就一定要七個字。好，大家看

「有彌勒肚皮千金易化」。幾個字？九個字。下聯就一定九個字，「無維摩手段滴水難

消」，這是第一個規則。 

第二規則，就是詞性要相對。什麼叫詞性相對？上聯是不是「有」？下面就要對一個「無」，

就是動詞對動詞。但是它的意義又要相對，這個「有」就要對「無」，「無」是沒有。

所以上面如果是一個「天」的話，下面要對「地」。這個是我們五觀堂的對聯： 

(上聯)有彌勒肚皮，千金易化。 

(下聯)無維摩手段，滴水難消。 

大家來看，彌勒是一個人的名字，下聯也是一個名字；「有彌勒肚皮」，下聯就是「無

維摩手段」；如果沒有維摩居士的本領的話，「滴水難消」。好，最後一個字，大家請

注意。我記得我小的時候，過年了，媽媽會差遣我，去五金行買對聯。錢給了我，都會

交代我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問好哪一個是貼右邊，哪一個是貼左邊。」因為那時候還

沒上學，常常買了，跳個水溝就忘記哪一邊是要貼哪一邊了。後來等到自己學了以後，

我才知道如果最後一個字是念第三聲、第四聲的仄聲字，一定是貼在右手聯、就是上聯。 

接下來我們要看，上聯，「有小便，宜」，你要對什麼？這有兩個讀法，有小便，不是

要對大號嗎？但是還另外有個讀法，有小便，宜（音：片）你要對什麼？有一個非常經

典的對法，得大解脫，大解也可以說上大號。但是另外一個比較有水準的「得大解，脫」，

所以這個就對的很好。這不是廁所聯啊。 

 

在歷史上，有幾個對聯非常高竿的，其中一個就是清朝的紀曉嵐。乾隆皇帝年紀很大了，

有一次就開了一個千叟宴，邀請了全天下 80 歲以上的人一起來參加這個宴會。就有點像

我們敬老節，那個 90 歲就坐在一個區域。他看到有一個年紀最大的就問他：「你幾歲啊？」

老人家告訴他知道了。他就想要考考紀曉嵐，於是就說了上聯：「花甲重開」，花甲幾

歲啊？60 歲。「外加三七歲月」，外加三七二十一了。請問：這個老人家幾歲？第一個，



紀曉嵐從這個上聯一定要知道老人家幾歲，然後才能夠對下聯，所以他就對：「古稀雙

興，內多一個春秋」。古稀幾歲？70。所以幾歲啊？141 歲。 

有一天，紀曉嵐的老師想要請紀曉嵐去吃飯，飯局上他請了陪客，父子兩個人都是戊子

年舉人。爸爸在那一年考上舉人，兒子也在那一年考上舉人，現在父子兩人作陪吃飯，

他的老師就跟紀曉嵐說：「我現在要出一個上聯，你如果能夠對出下聯的話，我就把我

價值一千兩黃金的古硯台送給你；你如果對不出來的話，你就讓我罰三杯酒。」紀曉嵐

就說：「好啊！」 

老師當下出了上聯：「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父親是戊子年的舉人，兒子也是

戊子年的舉人，所以父親跟兒子都是戊子年的舉人。紀曉嵐想了一想，他對了下聯。他

的老師是戶部尚書，按照我們現在相當於財政部的部長，那時候的名字叫大司徒。紀曉

嵐是戶部的侍郎，當時的官名叫小司徒。所以他就對上：「師司徒，徒司徒，師徒司徒」。

老師是司徒，我是司徒，所以師父跟徒弟都是司徒。對得很好。 

接下來另外一個對對聯的高手是宋朝的蘇東坡。宋朝的蘇東坡跟誰最要好啊？跟佛印禪

師最要好。每一次蘇東坡吃飯，佛印禪師就莫名其妙的蹦出來。 

有一次蘇東坡就想：「我這一次跟黃庭堅就不在陸地上吃飯，我們划船划到湖中間去，

他怎麼肯定不會從水裡面蹦出來。」所以他們特地僱了一艘船，划到西湖的中間。蘇東

坡是詩人，他的學生黃庭堅也是詩人，對著西湖的美景蘇東坡的詩性大發，他就跟黃庭

堅講：「趁佛印不在，我現在心情愉快無比。現在我們各自要說對聯，前面兩句是要對

著西湖的美景，要對景說前面兩句，最後兩句後面都要一個『哉』。」 

蘇東坡就先說：「浮雲撥開 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浮雲撥開，明月出來，

西湖十景裡頭有一個明月。第三句跟第四句都有個「哉」。西湖另外一景就是荷花很多，

黃庭堅就說了：「蓮萍撥開，游魚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那些魚就非常快樂，

在荷花從裡游來游去。沒想到兩個人正聊得愉快的時候，佛印就從船艙底下出來了，佛

印劈頭就說：「船板撥開，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我在裡面憋很久了，終

於可以出來了。 

 

現在要來考考大家，「大大肚能容萬物，微微笑看破群生。」你們說是觀音堂、是彌勒

殿、是祖師殿、還是四王殿裡的對聯？彌勒菩薩，所以是四王殿。「無量光照江山千古

秀，清淨土顯花木四時春。」這個是在說哪個佛？阿彌陀佛。「千處祈求千處應，萬里

無雲萬里天。」觀音菩薩。 

我剛剛已經講了對聯的規則了，來，1 要對什麼？ 

1. 静坐常思己過        a. 佛在性中莫遠求  



2. 心有靈犀一點通      b. 平安勝過一切福 

3. 世上雖有千般好      c. 閒談莫論人非 

静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 

心有靈犀一點通──＞佛在性中莫遠求。 

世上雖有千般好──＞平安勝過一切福。 

接下來看一下，我妹妹寄給我這個影片，先問一下大家，「受人點滴，當湧泉相報」，

英文怎麼翻譯？受人點滴，人家給你一點點，你要回報人家很多很多，我們中國人講究

的是「投桃報李」，英文怎麼翻譯？我們來看這個翻譯。 

 

「受人點滴」，你給我一點點，翻譯成英語，「You 滴答滴答 me」。  

「當湧泉相報」翻譯成英語，「I 嘩啦嘩啦 you」。 

這個對不對呢？那個「滴答滴答」是連詞，下面「嘩啦嘩啦」也是連詞，這樣就對啊！ 

不是的，還有一個規則，上聯有的字，下聯不可以出現，注意這個規則，上聯有的，下

聯不可以出現。所以來看這個： 

（上聯）我愛的人，名花有主。 

（下聯）愛我的人，慘不忍睹。 

有沒有對？沒有，上聯有的字，下面的聯不能出現。 

橫幅是「命苦」。 

「小偷偷偷偷東西」，請問怎麼念？小偷、偷偷、偷東西，這個大家回去想一想，要怎

麼對這個。小偷是一個名詞，偷偷摸摸的是一個副詞，偷是一個動詞。所以你對的時候，

小偷下面就要對一個名詞；偷偷摸摸的也要有個副詞；偷東西一個動詞再一個名詞。 

 



這個上聯：「無苦無憂真極樂」  這個我會寫給果彩。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上聯：「靜泉山上山泉靜」。你看，從左邊讀過來跟從右邊讀過來

要一模一樣，所以這個難度高一點。 

接下來是庚子鼠年，這個鼠歲的對

聯報佳音。第一個是下聯，為什麼

我說是下聯呢？因為它的是第一

聲跟第二聲，所以我要徵的是上

聯。「靈鼠迎春春色好」，你看最

後字是第三聲；「雨順風調鼠歲

豐」，你們問這個不是第一聲嗎？

用廣東話或是台灣話去唸，它是收音很短的。什麼叫收音很短的？比如說那個白色的白，

廣東話怎麼唸？是不是收音很短？那個竹子的竹，廣東話怎麼說？那個收音很短，我們

把它叫做入聲字。這個是比較少數的。 

最後一個，你看，它是一個小吃店，他賣什麼？「海鮮野味茅臺酒  豬肝瘦肉白切雞」，

橫幅是「日日如此」，就是我每天都賣這個。我把它改成：「豆干海帶黑白切  餛飩烏

龍拉雜麵」。因為「黑白」跟「拉雜」，拉雜是馬來西亞的麵，我把它作一個諧音，因

為「黑白」也是一個諧音，就是「豆干」跟「海帶」一個是白的，一個是黑的。「餛飩」

跟「烏龍」雜成的一個麵。 

我要大家創作的一個就是：你的日常是什麼？橫幅是「天天如此」。上下聯你都做，我

不是出上聯來徵下聯，或是出下聯來徵上聯，是上下聯都做，你可以是上聯 5 個字，下

聯 5 個字；上聯 7 個字，下聯 7 個字；或者是你想要寫 11 個字都可以；或是你要創作 6

個字、6 個字都可以。就是你的日常，你想要做的是什麼。 

這個是我的： 

U 凸伊媚兒  得過且過 

福德嚴淨土  念茲在茲 



你可以讀出第一個是什麼？「U 凸伊媚兒  得過且過」，我對的下聯是：「福德嚴淨土  念

茲在茲」。我的建議，在對對聯的時候，你不要第一個想到說：我要名詞對名詞，我要

顏色對顏色，我要數目字對數目字。先不要想到這個，你先把你的意念、整個大意先想

出來，想出來以後這個字再做最後的調整。最後字調整的時候，再把上聯後面是仄聲字，

最後一個字平聲字放在下聯。 

如果你全部做好了還有時間的話，你再做一個比較高竿的調整，什麼調整啊？這個就是

中國字會讓你的音讀起來比較有韻味，我們所說的抑揚頓挫的地方，就是你儘量讓二、

四、六、八的字聲音相反的，這樣子你兩個連唸起來會有聲音上面的起伏。比如說，豆

干，「干」是平聲；海帶，「帶」是第四聲；餛飩，「飩」是第四聲，「豆干」是平聲，

對一個「餛飩」第四聲就會好聽，所以我不要把「海帶」放在第一個，知道我說的意思

嗎？我的上聯如果是「海帶豆干黑白切」就比「豆干海帶黑白切」不好。我再更講究一

點的是第二個字、第四個字，它的聲音是平仄相反的。請問，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我再講一次，就拿上聯的第二個字，如果我們要聲音聽起來好聽的話，下聯的第二個字

聲音平仄是相反的；也就是說上聯的第二個字如果是一、二聲的話，下聯的第二個字是

三、四聲。知道我在說什麼嗎？跟最後一個字是一樣的。上聯的最後一個字是「切」，

它如果是一、二聲的話，最好下聯的最後一個字是三、四聲，讓它相反，這樣聽起來就

會好聽。知道我說的意思了？ 

所以最最基本的要求是上聯的字跟下聯的字數要一樣，上聯如果是 5 個字，下聯就要 5

個字；上聯如果 7 個字，下聯就 7 個字。這是第一個最基本的。第二個就是上聯的最後

一個字是三、四聲收尾，下聯的最後一個字就一、二聲收尾，大家注意這個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有沒有問題？還有沒有對聯上面的問題？沒有我們就要結束了。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