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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記菩提彌勒菩薩

•即心道場光嚴童子

•如何修行持世菩薩

•等心法施長者子善
德居士

菩薩品第四

主角

場景—毗耶離菴羅樹園

劇情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
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
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
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
釋。

持世菩薩能雨下無量財寶，住持世間安穏豐饒，
因此名之為持世，誦其真言，更能獲致無量財寶，
積聚如山。《聖持世陀羅尼經》：「如果有眾生，
在夜半時分，依法志心稱誦持世菩薩名號，七日
內便會獲得大財喜，功德成就具足。」持世(世=
時間)—時時刻刻維持內心的不亂

佛教的財寶本尊－持世菩薩

什曰。釋是佛弟子。知其不疑故作釋形來也。
持世不作意觀他心故不見也。 肇曰。憍尸迦帝
釋姓也。 生曰--帝釋是佛弟子。常宗有道。故以其
狀使持世不覺也。持世跡在沙門。而沙門以化人為體。
彼有非法必致教矣。可得因之有女事惑焉



1.波旬首先派遣自己的三個女兒前往迷惑太子
2.魔王自恃神通，親自率領眾魔軍、毒蟲、
怪獸，命令魔軍箭矛齊發。3.魔王波旬對佛
說：在末法時期，我將令我的徒子徒孫混入
僧團，披你的袈裟，壞你的佛法！佛陀黯然。

• 問題 1 : 魔王波旬欲界六天他化自
在天天主，彌勒菩薩乃第四天兜率
天天主，為甚麼魔王高過彌勒菩薩
呢？

• 問題 2 : 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
著魔。修行走火入魔怎麼辦？

什曰。波旬秦言殺者。常欲斷人慧命故名殺者。亦名為
惡中惡。惡有三種。一曰惡。二曰大惡。三曰惡中惡。
若以惡加己還以惡報。是名為惡。若人不侵己。無故加
害。是名大惡。若人來供養恭敬。不念報恩而反害之。
是名惡中惡。惡中惡魔王。惡最甚也。諸佛常欲令眾生
安隱。而反壞亂故言甚也。肇曰。波旬秦言或名殺者或
名極惡。斷人善根因名殺者。違佛亂僧罪莫之大故名極
惡也

魔王波旬

敦煌壁畫菩薩、天女

問題 1 :魔王波旬欲界六天他化自在
天天主，彌勒菩薩乃第四天兜率天天
主，為甚麼魔王高過彌勒菩薩呢？
問題 2 :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著
魔。修行走火入魔怎麼辦？

「魔」在古時是寫成「磨」，就是磨難、折磨
的意思。梁武帝改从



• 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
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

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

• 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
可備掃灑。

• 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
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

• 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
釋也。是為魔來嬈固汝耳。

肇曰。堅法。三堅法。身命財寶也。若忘身命棄財
寶去封累而修道者。必獲無極之身無窮之命無盡之
財也。此三天地焚而不燒。劫數終而不盡。故名堅
法。以天帝樂著五欲不慮無常故勸修堅法也。
生曰。以求善本事也。身既無常。便應運使為善。
命既危脆。便應盡以行道。財有五家。便應用為施
與。此皆無常所不能壞。謂之堅法也
堅法—堅固之法，不死之法，成佛之法

生曰。因其不覺故復可得託語。以明魔不能隱於己
也。斯則力能制之矣。將欲使魔懼有不得不與之迹。
固者非虛焉

他是魔王
波旬，不
是玉帝

菩薩

憍屍迦是帝釋的
梵文發音



• 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
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

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

• 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
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

•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
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

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

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

五欲樂也。

• 天女即問。何謂法樂。

魔王波旬是欲界的老大(欲界最高天他化
自在天--他有神通，把其他天的快樂都可
以轉移到他這個天這邊來)有人修行要離
開欲界，魔王就會干擾

老兄！天女

都給我吧

肇曰。以持世未覺故發其狀也。將化諸女故現從其索。
我為白衣。應受此女。曷為以與沙門釋子乎。



•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
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
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

信三寶

信戒--離五欲
(財色名食睡)

五欲四大六入善
惡必察何樂如之

將護無上道心令
無差失--依《華
嚴經》淨行品修

自利利他、法身
慧命來自善知識

肇曰。信而後悅莫若三寶也



• 明心見性得空無相
無作三解脫門

• 二乘以偏空為真涅
槃故曰非時

三脫門

• 什曰。我學大乘。彼亦如是。
是名同學。所習不同名不同
學。處同則樂。處異亦夷。
其心平等無增減也。

非同學
• 什曰。是上所說之餘

一切善法也。

• 肇曰。法樂無量。

無量道品

什曰。如羼提比丘《賢愚經‧羼提
波梨品》。雖割截身體心愈欣樂
恬然無變。法中生樂類如此也





§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
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

不復樂五欲樂也。

§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
是為菩薩。

§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
生得法願具足。

§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

§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

蘇軾在病中受到友人照顧，滿心感謝，
寫下這樣的詩句：「為公分作『無盡
燈』，照破十方昏暗鎖。」

魔女問：「要如何在污濁欲樂之中而不受
污染？」
維摩詰居士回答：「要以佛法點亮無盡燈。
一盞心燈可以點亮無數黯淡的心地，回去
之後，趕快把心燈傳出去。」

我們可以
回家了吧！

一切東西可以布施給別人
的，才叫作菩薩。你怎麼
占有我這些眷屬呢?



• 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
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
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
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
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
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爾時天女。
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
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
詣彼問疾。

無盡燈法門

我不是他的
對手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
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
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
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
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
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
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

•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

古印度曲女城無遮大會遺址--
戒日王在此設無遮大會，五印十八
國王列席，玄奘大師立《真唯識量
颂》，經十八日無人可破，群王歸
依，佛法遂興。

肇曰。天竺大施會法，於父舍開四門。立高幢告天
下。諸有所須皆詣其舍。於七日中傾家而施。以求
梵福。時淨名以其俗施既滿將進以法施。故先譏其
所設，以明為施之殊也。

生曰。財是有限之物。施從此出。理自不得普而等

公子！諸供養
中法供養最

善德顧名思義，這菩薩的境界
是修一切善的



• 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
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
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
於捨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羅波
羅蜜。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
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
波羅蜜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什曰。財施不能一時周則
有前後。若法施之會一時普至。若一起慈心。
則十方同緣。施中之等莫先於此。故曰無前

後也---無分別施即是法施
以攝慳貪 起檀波羅蜜

以化犯戒 起尸羅波羅蜜

以無我法
起羼提波
羅蜜

什曰。初行忍時則為我求福。習行
既深則忘我而忍。復次若能即我無
我則無受苦者。無受苦者故能無事
不忍。若以無我行忍則其福無盡。
譬如水中生火無能滅盡者也

以離身心
相起毘梨
耶波羅蜜

肇曰。精進之相起于身心。而云離
身心相者。其唯無相精進乎

以菩提相
起禪波羅
蜜

什曰--梵本中。菩提相亦名寂滅相。
當為此相起禪也。肇曰。菩提之相
無定無亂。以此起禪。禪亦同相

以一切智

起般若波
羅蜜

肇曰。在佛名一切智。在菩薩名般

若。因果異名也。然一切智以無相
為相。以此起般若。般若亦無相。

因果雖異名其相不殊也

•欲令彼我
俱持正法。
喜以之生
也

• 肇曰。小捨捨於
怨親。大捨捨於
萬有捨萬有者正
智之性也。故行
捨心以攝智慧。

•悲本所念
在苦欲拔

•為求佛道。
一人出世
天下蒙慶

慈心
大悲
心

喜心捨心



• 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
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
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
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
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

無分別施即是法施

空

無相

無作

•肇曰。存眾生則乖空義。存空義
則捨眾生。

•善通法相。虛空其懷。終日化眾
生終日不乖空也

•肇曰。即有而無。故能起無相。
即無而有。故能不捨。

•不捨故萬法兼備。起無故美惡
齊旨也

•肇曰。作謂造作生死也。為彼受
生者非作生而受生也。

•是以大士受生常起無作

護持正法
起方便力

什曰。無方便慧則取相。取
相則壞正法。有方便慧則無
取相。無取相則是持正法

以度眾生
起四攝法

肇曰。非方便無以護正法。
非四攝無以濟群生

於六念中。

起思念法

肇曰。念佛法僧施戒天六念

也(問題 :為甚麼要念天呢?)

於六和敬

起質直心
(見和同
解、戒和

同行、利
和同均…)

肇曰。以慈心起身口意業為

三也。四若得重養與人共之。
五持戒清淨。六修漏盡慧。

非直心無以具六法。非六法

無以和群眾。群眾不和非敬
順之道也

正行善法

起於淨命

肇曰。凡所行善不以邪心為

命

心淨歡喜

起近賢聖。
不憎惡人

起調伏心

肇曰。近聖生淨喜。見惡無

憎心
菩薩為教化眾生而示現有生死,生
死即非生死,一無所作,受無所受



•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
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
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
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
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
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
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
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
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
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

什曰。出家則能深入
佛法具行淨戒。

肇曰。聞不能行非多聞也

肇曰。忿競生乎眾聚。

無諍出乎空閑也

肇曰。佛慧深遠。非定不趣

什曰--當為兼解眾縛
起修行地。不應自為
而修行也。

什曰。一切善法分為二業。

謂福德慧明業也。六度中前
三度屬福德。後三度屬慧明。

二業具足必至佛道。譬如兩

輪能有所至。福德業則致相
好淨土諸果報也。慧明業得

一切智業者也

肇曰。大乘萬行分為

二業。以智為行標故
別立智業。諸行隨從
故總立德業。凡所修

立非一業所成。而眾
經修相淨土繫以德業。

知念說法繫以智業。
此蓋取其功用之所多
耳。未始相無也

曰。決定審理謂之智，造心

分別謂之慧。上決眾生念定
諸法相然後說法。故繫之以
智。今造心分別法相令入一

門。故繫之以慧也。別本云。
智業慧業。什曰。二業中慧

明勝。故有二種分別。內自
見法名為慧。外為眾生知其
心相決定不疑而為說法名為
智也

肇曰--一切智慧即智業也。一切善法即德業也。
助佛道法大乘諸無漏法也。智德二業非有漏之
所成。成之者必由助佛道法也。

觀法性如虛空,則處處是空閒處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
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
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
百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願必納
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
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
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
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
障蔽。時維摩詰。現神變已作是言。若施主
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
分別。等于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
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
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
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肇曰。上直進以法施。未等致施之
心。故施極上窮下。明施心平等



圖上方虛空繪一方台，佛坐於蓮花座上
為眾菩薩說法,

維摩詰上方有
四師子座浮雲
而來(三萬二千
師子座令隨文
殊而來的弟子,
天人就座)

維摩詰坐於毘
耶離城中一寶
帳內,手持麈尾,
仰面鎖眉,啟唇
露齒,作辯論狀.

左側繪維摩詰以威神力
掌擎大眾見佛

右側月蓋王子於佛前獻七寶

說般若波羅密—六度的根本(諸佛之母)



對聯

•有彌勒肚皮,千金易化

無維摩手段,滴水難消

得大解，脫

有小便，宜

五湖四海皆春色(徵下聯)



•花甲重開，外加三七歲月
•古稀雙興，內多一個春秋

•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
•師司徒，徒司徒，師徒司徒

•浮雲撥開，明月出來；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蓮萍撥開，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船板撥開，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乾隆皇帝

紀曉嵐

141歲

乾隆千叟宴

蘇東坡黃庭堅佛印



•大大肚能容萬物 微微笑看破群生

•無量光照江山千古秀 清淨土顯花木四時春

•千處祈求千處應 萬里無雲萬里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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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殿

閒談莫論人非

佛在性中莫遠求

平安勝過一切福





You 滴答滴答 me
I 嘩啦嘩啦 you

•小偷偷偷偷東西

上聯--無苦無憂真極樂

靜泉山上山泉靜



下聯：鼠歲報佳音

上聯：靈鼠迎春春色好

上聯：雨顺風調鼠歲豐

2020庚子(鼠年)徵對聯



U 凸伊媚兒 得過且過

福德嚴淨土 念茲在茲

豆干海帶黑白切

餛飩烏龍拉雜麵

創作題目---你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