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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維摩詰經》是闡揚大乘菩薩之實踐道。是一部方等大乘經

典，同時也是小乘與大乘佛教之間的橋樑。宣揚大乘佛教思想，讚揚大乘

「菩薩行」為真正佛教精神。在人間淨土「菩薩」適應於修行思想實踐與

教導眾生如何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尤其是在人間佛教，當代社會

發展中，佛教已經不是過去的那種山林，已經走進了都市化佛教。我們如

何以佛教的「緣起空性」思想和平等心理對待社會；又如何以都市文化的

心態和理念接受佛教思想，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好寶貴的經驗。 

 

【關鍵字】 維摩詰、菩薩、菩薩行、菩提心、菩薩道。 

 

一、前言 

     

   《維摩詰經》中的說法者主要有釋迦牟尼佛和維摩詰居士，一位是在世

間示現成佛，一位則是以居士身助佛弘化的大覺者，同住佛威儀。透過其

與文殊師利等共論佛法之方式。同時以「出世」及「入世」的修行法門，

向世人展現，宣揚大乘佛教真理，「菩薩行」修持的思想是說明於般若之及

「緣起空性」思想實相來體證諸法的妙用的，它是融匯般若系統與人間佛

教的橋梁。《維摩詰經》正是以「菩薩行」思想架構了修持成就大乘菩提心

的思想。不過，此書的自利利他思想，對於現代社會發展的價值觀所形成

的生活生態有何意義？這種思想概念，能否融入追求自己的利益為成功標

準主軸的社會，且能產生正面的效果呢？由義理的開展及修行法門的實踐

方面，論述《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修行如何帶領眾生於修學境界上

層層轉進，何跟社會適應。因此，今本文試著以《維摩詰經》中的「菩薩

行」為主，主要釐清對於「菩薩行」修心思想正確觀念及其現代社會的意

涵作方面所探討，闡揚大乘菩薩之實踐道對現代社會有重要的影響，使教

學者與受教者在修學境界俱能提升，展現人生活動的靈動性。 

 

 二、《維摩詰經》的「菩薩行」意思及來源 

 

（一）菩薩的意思 

 

    所謂「菩薩」就是佛陀的候補者，而且佛陀的前生或過去世就稱為「菩

薩」，「菩薩」於巴利聖典中不只是釋迦牟尼未成佛之前，而還指的是毘婆

屍佛(Vippasī)，未成佛之前1，那麼「菩薩」一般的意思即釋尊於因位修菩

                                                      
1
 Mahāpadāna-Suttanata，《大本經》D.ii.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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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行時之名，或者追隨菩提，以及普度眾生者2。「菩薩」在經中還有同義

字即是「摩訶薩埵」(Mahā satta)，mahā，意譯作大；satta，乃有情、眾

生之義，摩訶薩埵即大有情、大眾生3。Har Dayal 很詳細的解釋分析，而

引用很多不同學者的看法，他說“Bodhi” 意思是“Enlightenment＂(證悟)，

可是“Satta＂各有很多學者們給予定義，最後他的結論說 “Satta in Pāli 

bodhisatta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heroic being，spiritual warrior”
4，而

Bodhisattva 與 Mahā-sattva(great Being) 常是併用的。 

 

    因此，何謂「菩薩行」？就是富有慈悲心及犧牲與寬恕的精神，幫助

眾生離苦得樂，達到解脫的境界。菩薩行是「成佛」所必經的歷程，菩薩

的「慈悲誓願」與「智慧行證」，是彰顯大乘佛教積極入世的實踐精神。菩

薩無量劫以來，行六度波羅蜜，已累積無量福德善根，早有能力可入無餘

涅槃，因眾生苦業未斷盡，在三界中生死沉淪，菩薩即不捨眾生，願意留

在人間度化眾生離苦得樂，行慈、悲、喜、捨，隨其所應利益一切眾生5。

「菩薩」，在於捨己為群，無厭倦的憐憫眾生、饒益眾生，盡力於「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的事業。 

 

（二）「菩薩」思想的來源 

 

    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6 印順法師的看法「菩薩」一詞是

佛滅幾百年後才使用這詞的，而印順法師舉例子說，在一座佛塔的記載佛

傳，採用「世尊」一詞，不採用「菩薩」。其實雖然記載為「世尊」，也不

代表於佛陀時代或佛陀之前沒有使用「菩薩」一詞，因為記載的人可能要

尊稱人，應該採用他最高的地位來稱呼，而表示尊敬的。若以「菩薩」為

隨追菩提者，或是候補佛位者的意思來講，那時代多數人在追隨解脫，應

該有人把某個詞來使用的，於《小部‧那羅迦經》記載到阿私陀仙人到天

堂去禪坐遇到天人們很興奮就發問，天人們說我們「菩薩」已經到了人間

出生以後就要於於鹿野苑之初轉法輪，阿私陀仙人知道就下來到人間，遇

到王子然後預言未來王子會證得一切智，知道涅槃7。從經中的記載筆者認

為「菩薩」這詞應該在佛陀時代之前已經使用了。 

                                                      
2
 Sv.ii.427 “Bodhisatto ti paṇḍitasatto bujjhanakasatto. Bodhisavkhātesu vā catūsu maggesu 

sattoāsatto laggamānaso ti Bodhisatto.” 及 G. P. Malalasekera ,1974, 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Names,“Bodhisatta”頁 322。 
3
 PTS.Dic. p.526: “Mahant”, Mahāsatta "the great being" or a Bodhisatta VvA 137 (v. l. 

SS.bodhisatta). [Cp. BSk. mahāsattva, e. g. Jtm 32]。 
4
 Har Dayal,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Motilal 

Banarsidass,1978,firstedition, 1932, p.4-9. 
5
 木村泰賢著，張曼濤主編，〈菩薩論〉《彌勒淨土與菩薩行研究》，收入《現代佛教學術

叢刊》69 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頁 175-176。 
6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1991，頁 126-133。 

7
《那羅迦經》，(Sn.131-1369) ，《漢譯南傳‧小部》第 27 冊，頁 19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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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各部巴利聖典都有記載「菩薩」一詞，而且僧團的傳統制度不任

意改經典，以及於阿育王時代傳到其他地方，是比婆爾訶特(Bharhut)佛塔

還早，所以「菩薩」這詞應該在婆爾訶特(Bharhut)佛塔之前已經具有了。

那麼當比丘們聽到佛陀說如何修法的情況而成佛，一定會懷疑「菩薩」是

什麼 ?但是，也沒有記載說比丘問過這個問題，所以在那時代「菩薩」應

該是一個普遍名稱，巴利三藏少見「菩薩」這一詞，也許是因為弟子們對

佛陀尊敬，所以就不採用其來稱呼任何人，如佛陀的九號，只有佛陀才可

準用的。 

 

三、《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思想 

 

   （一）《維摩詰經》對「菩薩行」的定義 

 

    維摩詰對「菩薩行」的定義可從〈文殊師利問疾品〉，他回答文殊師利

「有疾菩薩雲何調伏其心？」8的答話中看出，維摩詰言： 

 

「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

生,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

己所修治為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

薩之謂也。」9 

 

    首先，說明「菩薩」是要為自己與有疾的眾生調伏其心，使不再煩惱

於生、老、病、死之苦。也就是說自己證悟了，也要幫助他人證悟空性，

免於對生、老、病、死、苦還有恐懼，這樣一步一步的調伏其心，目的就

是為了能夠斷盡生、老、病、死之苦。若不如此，則自己所修、所對治的

方法都是沒有智慧、沒有利益的行門。證得般若實相智慧。《維摩詰經》所

說的「菩薩行」，專為論破二乘人的觀念，是從大乘的「空觀」導出。 

 

    不調伏心者是愚人，調伏心者是聲聞，大乘行者本無名相，言不調則

同愚人，言調伏則同聲聞，二者俱離乃是菩薩行。10有疾菩薩應該像這樣調

伏其心，依止自性清淨心，本來就不住於調伏與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才是

菩薩行。在於生死當中不造作染汙的行為，住於涅槃當中卻不永遠滅度，

在生死中輪迴，卻不與染汙的行為相應，這是菩薩行。菩薩行非垢行、非

                                                      
8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4 下。 

9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5 上。 

10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7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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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行；非凡夫行，非聖賢行；過魔、降魔；以上皆說明「中道」義。11 

  

   「菩薩」可現觀「般若空性」不生不滅、不來不去，諸法無生；菩薩雖

現觀緣起法全是虛妄，而入諸邪見中攝受眾生，但不起貪愛執著，樂於遠

離法而不攀緣。菩薩因為要度眾生故不入無餘涅槃，如果離開三界就沒有

菩薩行可修，菩薩行於三界中不壞任何一法，二乘人是壞掉一切法去入無

餘涅槃。菩薩於「般若空」中，植種德本從不停息，在無相當中，具足萬

相；從無作性中，現身應現有作；從無起性，起一切善行，如是才是菩薩

行。 

 

（二）《維摩詰經》的「菩薩行」理念 

 

   《維摩詰經》菩薩行的理念，其中有一項最偉大的特質，就是「眾人不

請友而安之」，不必請求，他就會把眾人當作朋友，設法幫助，讓大眾可以

安樂於正法之中。這是大乘「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偉大

利他精神。探討《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的理念，分為三點闡述：一、不

捨世間眾生，入生死無所畏懼。二、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三、願力成就，

隨緣示現。 

 

  1.不捨世間眾生，入生死無所畏懼 

 

   「菩薩」如何不捨世間眾生，入生死無所畏懼，於人間行慈、悲、喜、

捨呢？菩薩觀「般若空」成就，發願：「我當為眾生說如是法」，即是真慈

也。12能夠現觀般若空的真實相，而不被世間五欲影響，這樣遊戲人間，利

樂眾生。以下探討《維摩詰經》有那些不捨世間眾生的具體表現，以及菩

薩行慈、悲、喜、捨的記述。 

 

 a.〈菩薩品〉，維摩詰對善德的開導： 

 

    善德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

乞人。維摩詰入會中去對他說，應當作法佈施的聚會，何用是做這種財施

的聚會呢？維摩詰告訴善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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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671 上。 

12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7 中。 

13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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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佈施的聚會，一時可以供養一切眾生，就是把正確的佛法告訴大眾，

教導眾生發菩提心；應由慈無量心，以度眾生得無上道；以悲無量心，救

度眾生出離苦海；以喜無量心，護持正法；以捨無量心，攝受眾生證悟般

若智慧。 

 

 b.〈文殊師利問疾品〉 

 

    文殊師利來探病，問維摩詰的疾病是從什麼原因生起的？這個病有多

久了？又應該如何把這個病滅掉呢？維摩詰言： 

 

「從癡有愛；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

滅。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

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

若子病癒，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

菩薩病，眾生病癒，菩薩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病者，

以大悲起。」14 

  

    「菩薩」本來可以不在人間出生就不會有病，是為了救護眾生而出生

在人間，既然是生在人間，就當然與眾生一樣會生病。眾生有貪愛是從愚

癡來，維摩詰說，因為眾生有病，所以他也就病了；如果一切眾生病滅，

則他的病亦即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癒，

父母亦愈。菩薩亦如是，對於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

癒，菩薩亦病癒；菩薩的病因，是因為大悲心生起。維摩詰示疾，目的在

為眾生說「無生法」，與文殊師利巧妙的演說一場無生戲，如此觀機逗教為

眾生說法，即是具有「慈、悲、喜、捨」之心的緣故。 

 

 c.〈觀眾生品〉，文殊與維摩詰的問答： 

 

    文殊師利問：「何謂為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

之」。 

 

「何謂為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 

「何謂為捨？」答曰：「所作福祐，無所悕望。」15 

 

    慈是以法施，給予一切眾生最究竟的快樂；悲是具有偉大的憐憫心，

                                                      
14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4 中。 

15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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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把自己所作的功德與一切眾生共用，以救拔眾生之疾苦；對眾生有所饒

益，不求回報、歡喜無悔是為喜；不論做了什麼利益眾生的事，從來不期

待他人回報就是捨。菩薩就是如此生生世世不離眾生，入生死無所畏懼的

在人間利樂眾生。 

 

d.〈香積佛品〉，十事善法： 

 

    釋迦牟尼佛及諸不思議菩薩們，何以要在娑婆世界度眾生呢？因為娑

婆世界有十事善法可做，這是其他諸佛國淨土所沒有的。何謂十事善法？

經雲： 

 

「以佈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

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

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為十。」16 

 

    諸佛國土清淨莊嚴，眾生皆悉成就無量功德智慧，唯有娑婆世界，到

處可見貪、瞋、癡、慢、疑的人們，貧窮、毀禁、懈怠、亂意、不正見，

故充滿機會可攝受眾生。以佈施救濟貧窮，以清淨戒來感化毀禁戒者，以

忍辱來化除貪瞋癡者，以精進來激勵懈怠者，以禪定來攝妄念紛飛者，以

無上智慧來開導愚癡眾生，說免除八難之法來度化處於八難中的人，以大

乘佛法來度脫小乘行者，以諸善根來濟化無德者，以四攝法（佈施、愛語、

利行、同事）來成就一切眾生，邁向佛菩提道。 

 

 2.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不盡有為與不住為法，具有什麼樣的理念內涵呢？首先探討何謂「有

盡」？何謂「無盡」？有為法雖然虛幻不實，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為法雖

真實不虛，住之則慧心不明。是以菩薩應該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不盡有

為，無凡夫礙，不住無為，無二乘礙。17有為法，是世間法，不離入世精神；

無為法是出世間法，超脫三界，是指「涅槃」的境界。佛告諸菩薩： 

 

「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

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何謂不盡有為？謂不

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

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18 

                                                      
16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53 上。 

17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715 中。 

18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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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應以大慈說法讓眾生有法樂，以大悲心救拔眾生之苦，應發四弘

誓願：（1）眾生無邊誓願度，拔眾生之苦果；（2）煩惱無盡誓願斷，拔煩

惱之苦因；（3）法門無量誓願學，與成佛之樂因；（4）佛道無上誓願成，

與成佛之樂果。 綜之，必須要發一切「信、願、行」之大慈大悲心，且須

牢記不可忘。19以慈悲為首要根本，然後隨順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

同事）度化眾生，護持正法，不惜生命，是為有盡無盡解脫法門。 

 

    無為之觀行，能不入無餘涅槃，永處生死，名為不住無為。空無相無

作，三乘共行，而造觀不同：「二乘空觀唯在無我；大乘空觀，無法不在。」
20。菩薩度眾生的本願未滿，依然留在人間積極的遍植褔田、繼續修學禪定

與智慧，住於自性清淨涅槃永不滅度，如是修行是名菩薩不住無為。佛說

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三種用意：（１）教導不盡有為法。（２）教

導「不住無為」法。（３）教導菩薩應要實踐「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法。

菩薩行，將不盡有為，不住無為，實踐到淋漓盡致，不僅不求入無餘涅槃

安住，還得在三界六道中度化眾生。 

  

 3. 願力成就，隨緣示現 

 

   《維摩詰經》一開始在〈佛國品〉就介紹了：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

寶積菩薩、文殊師利菩薩等三萬二千菩薩都是具有大慈悲心，「眾人不請，

友而安之」的菩薩特質。而且他們都已經是願力成就的菩薩，如雲： 

 

「菩薩三萬二千，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

總持，辯才不斷，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

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不退轉，善解法相，知眾

生根，蓋諸大眾得無所畏。」21 

 

    菩薩的修證，是包含二乘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修證般若與一切種智；

從因地初發心就一直是以菩薩行為目標，所以是修大智本行。這三萬二千

位菩薩們對於大智本行已經成就了，並且具有諸佛的威神力，為守護法城，

護持正法，都能夠獅子吼破邪顯正。這些菩薩都有主動救護眾生的心願，

眾人不請即設法幫助，讓眾生安住於正法之中。這些菩薩身心清淨，永離

五欲的纒縛，心常安住於不可思議解脫中，念力、定力、佛法的要旨、以

方便力無不具足，皆已得無生法忍的智慧，能堪受無生、無我的真實相，

                                                      
19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715 下。 

20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408 下。 

21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3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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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無取無得心相永滅。22這些菩薩煩惱已斷，身、口、意三業悉已清淨，

為諸佛所護念的佛子。23他們為護持大乘佛法，如師子吼摧邪顯正，慈悲的

主動去救度眾生，興隆佛、法、僧三寶，使佛法永不斷絕。這些願力成就

的菩薩。 

 

    「菩薩」，是佛教理想人格的展現，大乘佛教的經論都有層出不窮的闡

釋，然「菩薩行」的意涵不是經教文字所能夠展現盡致，因為那是具體實

踐的精神。大乘佛教視禪定入無餘涅槃有如入地獄，入地獄還有出離再輪

迴的機會，入無餘涅槃就是灰身泯智，出離三界永不再來人間世界。《維摩

詰經》強調要視生死中事如遊園中事，如此自在無礙，才能夠行菩薩道；

這是學佛者永恆嚮往和追求的理想目標，必須不斷地學習犠牲自我，無限

期地去服務一切眾生，在過程中，不斷的獲取深妙智慧。 

 

四、《維摩詰經》中的「菩薩行」修行思想 

 

    學佛者最終之目的無非就是為了成佛（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然在

未成佛之前，必須經過許多修學階段。在無數層級的修學佛法中，更有諸

多學習之法門，如一發心學菩薩道的修行者，一定要發四弘誓願，啟發他

修學佛的心願。位菩薩行者，就是要依他所發成佛悲願，在無量劫中，依

願起修，因而逐漸完成艱辛成就佛果道業的歷程。在菩薩誓願修學無數修

行法門中，依照初學者根性之深淺，修行入手處，也有無量的差別不同。

如有「自力」與「他力」差別，因而形成「菩薩」如何修學實踐 。 

 

（一 ）《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對修學實踐 

 

   1．以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維摩詰如何以無量方便饒益眾生呢？他導以正法，救護人民令無偏枉；

進入學堂，開導童蒙；維摩詰如同一般凡夫俗子進入妓院，為說淫欲之過；

進去酒館，教導他們遠離醉生夢死，重新立志做人。維摩詰在欲行禪，五

欲不沾身，以如是等觀機逗教，隨彼所須而饒益眾生。如雲： 

 

「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

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

                                                      
22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29 中。 

23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30 冊，頁 55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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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志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24 

 

《注維摩詰經》有如是說： 

 

「天竺多諸異道，各言己勝。故其國別立論堂，欲辯其優劣，欲明

己道者則聲鼓集眾詣堂求論，勝者為師，負者為資。淨名既升此堂

攝伏外道，然後導以大乘為其師也。」25 

 

    維摩詰遊戲人間饒益眾生，其實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為眾生說大乘法，

他遊戲與三昧同時具備，是菩薩行的具體表現。 

 

   2．現身有疾廣為說法 

 

    摩詰以示疾的方法引來大眾前往問病，以此示疾因緣廣為眾生說法，

也引來了文殊菩薩率領諸大菩薩及佛弟子們來與他對話，他藉此機會提出

種種關於疾病的問題對大眾教導「空觀」的大乘佛法。維摩詰說因為眾生

有疾，所以他也有疾，如果眾生病好，他也就沒有病了；眾生陷溺在種種

的迷執與錯誤的知見裡，引生種種顛倒的行為，這就是眾生的疾病，也是

維摩詰所要救度的主要原因。維摩詰要醫治眾生的病當然不會是生理方面

的病，而是精神層面的，連根拔起的方法就是傳授可以究竟解縛的「不二

法門」，讓眾生親證空性本來無生的事實，即能夠明白疾病的根源本在「執

著」。維摩詰療治眾生病，開導的處方很多，其中以不二法門最為後世所稱

道。以下針對病的本源，引文論述之：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 

 

「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

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

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

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26 

 

    菩薩有疾，應該怎樣安住自心？應該探究病因，都是因為前世有種種

妄想顛倒、種種煩惱，因此才會出生今生的色身及這些病，而病、色身與

心，都不是真實法，那到底是誰生病了？由於四大假合故方便說為色身，

如果不是有四大暫時的和合，就不會有這個色身，而此四大皆不能作主故

不是主人，色身也不是真我。那是誰在受這個病的痛苦？病的生起，都是

                                                      
24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39 上。 

25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39 下。 

26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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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執著有我，所以不要對自我生起執著，既然知道病的根本由來，就應

除掉我想與眾生想。色身是因緣所生之法，瞭解一切法如幻象，「人、我」

等諸法也就滅盡了；故一切法都是緣生、緣滅、妄想顛倒煩惱等都是從前

世的無明而來的。27  

 

    綜之，凡有三種法：（１）觀無常而厭色身者是聲聞法，（２）執著色

身而不觀無常者是凡夫法，（３）觀無常而不厭色身者是菩薩法。今維摩詰

在此為探病者說的是菩薩法。28菩薩應如何去慰問開導生病的人？（１）應

說色身無常，不要說厭離色身。（２）說色身有很多苦，但不要說去入無餘

涅槃是快樂的事。（３）說色身非真實我的道理，去教導眾生，（４）應說

色身本是空寂，但非畢竟寂滅。此段文在《注維摩詰經》，道生提示說： 

 

「既無能為宰，我身何有耶？若不有身，戀復從何生乎？所言空寂

明無實耳，非謂無也」。29 

 

    這也解釋了「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

所可見者更不可見」30的深層義理。維摩詰為大家說色身無常，如幻如夢，

不值得珍惜之後，接著說「法身」就是佛身，應該樂於追求。經雲： 

 

「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

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佈施、持戒、忍辱、柔和、勤

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如是無量清

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

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31 

 

   在此，僧肇說： 

 

「法身者虛空身也，無生而無不生，無形而無不形，超三界之表，

絕有心之境。」32 

 

   傳燈說： 

 

                                                      
27

 吳汝鈞，《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99。 
28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74 下。 

29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75 上。 

30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4 中。 

31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39 中。 

32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4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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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身。法身為本有，報身為修成，即經

文所說的從無量功德生是也。應身為現起，譬如水銀和真金，能塗

諸色像。」33 

 

    法身微妙無形無相，如何相應呢？上述經文，即是維摩詰告訴大家的

方法──應斷一切眾生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一席演說，令

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為了救度眾生而入生死苦海，

有生死，即有病，若眾生能夠遠離疾病，則菩薩就不需要到人間來應現一

個會生死的色身。維摩詰示現有疾菩薩，藉著眾人探病的機緣點化他們，

也是一種 「他力」，展現出大慈悲心的菩薩行者，如是積極的在實踐菩薩

行。 

  

（二）《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對修學實踐的指導 

 

   「菩薩行」之思想是所開示的意義，最主要在講授利他的「菩提心」。

我們可以說，利他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乘的根本，如果沒有利

他的「菩提心」的話，就不算真正進入「大乘」，也沒有辦法得到「大乘」

的名字。維摩詰菩薩是他自己一生主要修持利他的「菩提心」，他同時也希

望所有的人也能夠修持利他的「菩提心」，這樣子才算「大乘」的教導。所

以在《維摩詰經》的菩薩行的修行思想最主要開示的就是發「菩提心」；行

「菩薩道」。 

 

   1.發「菩提心」 

 

    謂發「菩提心」。首先要瞭解「菩薩」的行，這裡所謂的「行」，指的

是菩薩的修持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見」的部份，一個是「修」的部份，

這裡所謂的「菩薩行」的「行」，也就是菩薩的「見」跟「修」是合一為基

礎。然後，次第來進入「正修」，就是修持的部份。做到「正修」的部份。

如果沒有「正見」，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到正確的修持的部份。 

 

   「菩薩行」的圓滿不只是我發願為了一切眾生，要讓大家成就佛道。同

時，自己本身也發願開始要進入「大乘」的修持，自己不斷精進行持，就

是發「菩提心」。「願、行菩提心」 兩種成就，可以說是進入或修持「菩提

心」証入空性。「菩薩行」是只有空的部分，同時還有慈悲的部分。也就是

慈悲跟空性無二的修持，這樣的一個「勝義菩提心」的修持方法。古德雲：

「修行不發菩提心，猶如耕田不下種」34。以下根據各品《維摩詰經》簡單

                                                      
33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629 下。 

34
 《大莊嚴論經》，《大正藏》4 冊，頁 31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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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說菩薩如何發「菩提心」。 

 

（1）〈佛國品〉云： 

 

     「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35  

 

   「菩提心」是菩薩的清淨佛土，發願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將來成佛時，

一定會有眾多實踐大乘佛道的眾生來生到他的佛國。因為以實相心作為真

實淨土的緣故，所以菩薩成佛的時候，大乘種性的眾生為了修學更深妙的

大乘佛法，而願往生其國。 

 

 （2）〈方便品〉云： 

 

    「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36  

 

    想要證得永遠不壞的佛身，斷除一切眾生的煩惱病及色身之病，都應

當要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故僧肇曰：「發無上心豈唯自除病，亦濟群生病」。
37 萬法雖多，「性相」而已，以「法身」而言，眾生即佛，佛即眾生也。眾

生苦果之身，從貪欲、散亂、愚癡、繫縛、無記之所生，若知樂是苦因，

迷為染本，即可離生死苦海；從迷而悟，從染而淨，則眼、耳、鼻、舌、

身、意皆為淨土；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38  

 

 （3）〈弟子品〉云： 

 

    維摩詰言： 

 

「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

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39」  

 

    維摩詰告訴諸長者子，於正法中，宜共出家，因為佛世難值遇，諸長

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40 維摩詰回答他們說，

只要發起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就是出家了，就是受具足戒。維摩詰認為出

                                                      
35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38 上。 
36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39 中。 
37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43 下。 
38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630 
39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1 下。 

40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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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非指穿僧衣顯現出家相；離開六十二種外道見，心無繫著、無擾亂、無

我與我所、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此，才是真出家。41 雖為白衣，能發

無上道心，心即超三界，形雖有繫，仍是真出家，即是受具足戒。於是三

十二位長者子皆發了菩提心，願成無上正等正覺。 

 

（4）〈菩薩品〉云： 

 

「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

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

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

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

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

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

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

菩提，名字空故。」42  

 

    此中，皆是說明「無上菩提」的義理，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須

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如如之心，即是真實；

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43《維摩詰經》是解說教理的經典，禪

宗的教外別傳則直指佛心44， 離經教文字，諸言語所不能及，就是直觀眾

生自身本有之「佛性」，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以直了成佛的境界。無上菩

提的證得，必須要先識此心，見此本是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自在如如之

心，才是真實的菩提心。 

 

    真如的本來面目及體驗；禪宗的證悟過程，與《維摩詰經》之不二法

門，有異曲同音之妙；因此，《維摩詰經》也被中國歷來的禪者所愛好。45 其

中所說的「自性」，即是「真如、佛性」，即是「般若智慧」，即是「菩提心」。 

 

  僧肇認為： 

 

「菩提，道之極者，秦無言以譯之。菩提者，是正覺無相之真智，微

妙無相不可為有，大包天地而罔寄，曲濟群惑而無私，無知而無不知， 

無為而無不為。」
46
  

                                                      
41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58 下。 

42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14 冊，頁 542 上。 

4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48 冊，頁 348 下 

44
《禪宗正脈》，《大正藏》85 冊，頁 381 上。 

45
 袴谷憲昭，〈「維摩經」批判〉《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6 卷 01 期，（1987.12）：12。 

4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38 冊，頁 36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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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燈說：「菩提無相，必寂滅諸相分別乃能得也；菩提離諸塵緣，必絕

對待，乃能得也；菩提永無六十二見邪執，必斷諸見，乃能得也」。47  

 

    由此可知，菩提無念、捨諸見、離諸妄想、離貪著。菩提與真如相順，

必於如理不逆，乃能得；菩提即是法性，必常住法性，乃能得；菩提無能

所，必離根、塵、觸，乃能得；菩提平等，猶若虛空，必平等乃能得48。 傳

燈又說： 

 

   「菩提體如明鏡，照諸眾生心行，無不了了。煩惱即菩提，與煩惱習氣

本相離故；六處本空，何有形色？菩提之稱，原是假名，必了名空，乃能

得也」
49
。斷煩惱障與所知障。

50
  

 

 2.行「菩薩道」 

 

    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要學一切法門，其中最主要的菩薩行就是

六度（六波羅蜜）。可以確定維摩詰的哲思理論基本上是依據大乘佛教六波

羅蜜的思想理論而架構的。因此為了解如何修持「菩薩道」的思想，應先

了解六波羅蜜的基本，又《大智度論》有關於菩薩行的論說，是以大乘般

若經系的菩提心與般若空慧來開展。因此，六度的內容非常深廣，本文僅

略說幾個重要觀念提供。 

 

    布施波羅蜜主要的定義，是布施者給於他人具利益的事或物，共有三

種布施的向度，即物質性的財布施、保護性的無畏施與給於佛法教導的法

布施。51布施並非以拔除眾生的貧窮為主要的目的，而是一種「不佔有」態

度的修行，是出於清靜的願望想幫助他人。而布施的施予所積聚的功德是

一種利人且利己的行為。52《大智度論》則以種樹而得蔭、華、果來比喻布

施所累積的功德： 

 

     「如人求蔭故種樹，或求華或求果故種樹，布施求報亦復如是。」53 

 

   何謂持戒波羅蜜，在《大智度論．卷十三》的定義： 

                                                      
47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651 下。 

48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652 上。 

49
《維摩經無我疏》，《卍續藏》19 冊，頁 652 中。 

50
《佛地經論》，《大正藏》26 冊，頁 322 下。 

51
 張澄基《岡波巴大師全集選譯》，頁 135。 

52
 達賴，《邁向解脫之路》，頁 122-125。 

53
《大智度論．卷十一》，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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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名為戒相？答曰:惡止不更作是名戒相。若心生，若口言，若

從他受，息身、口惡，是為戒相。」54 

 

    戒的目的是將人的身心導入道德的正軌，讓人身心安頓，達到真正的

身心自在。55持戒波羅蜜依菩薩戒共有三種不同戒律的組合，第一類是清淨

戒（或別解脫戒），第二類是努力向善法行為的攝善法戒，第三類為有關利

益有情眾生的饒益有情戒。56這三類的分類是從防止行為自利、具備德行到

對眾生承諾的他利。所以持戒是以一種慈悲的心理狀態來修持的方法，主

要的目的是，在任何一種情況都以不傷害他人為信念，不但維護自身免於

造作負面的行為，也保護他人不為負面行為的傷害。57 

 

    關於忍辱波羅蜜的意義，《大智度論》將忍辱波羅蜜分為生忍與法忍二

種，再將法忍依心法分成法忍和無生法忍： 

 

忍辱有二種：一為生忍，一為法忍。菩薩行生忍得無量福德；行法

忍得無量智慧；福德、智慧二是具足故，得如所願。善心有兩種：

有粗，有細；粗名忍辱，細名禪定。未得禪定心樂，能遮眾惡，是

名忍辱；58 

 

云何名為生忍？答曰：有二種，眾生來向菩薩，一者恭敬供養，二

者瞋罵打害；爾時菩薩其心能忍，不愛敬養眾生，不瞋加惡眾生，

是名生忍。59 

 

法忍者，於內六情不著，於外六塵不受，能於此二不作分別。何以

故？內相如外，外相如內，俱不可得故，一相故，因緣合故，其實

空故，一切法相常清淨故。如是觀諸法，心信不轉，是名法忍。法

有二種：心法，非心法。菩薩於此二法，能忍不動，是名法忍。60 

 

    依從岡波巴的解釋，第一種生忍是從平日生活中所萃練出來，不為他

人傷害所動的「耐怨害忍」。而法忍是能夠體悟一切事物緣起性空的道理，

經由自我克制、疏通、調適，在心理上所引發對貪嗔痴的見解，所以能自

                                                      
54
《大智度論．卷十三》，頁 480。 

55
《岡波巴大師全集選譯》，頁 147。 

 
57
《邁向解脫之路》，頁 125-126。 

58
《大智度論．卷十四》，頁 526。 

59
《大智度論．卷十四》，頁 527。 

60
《大智度論．卷十五》，頁 54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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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承受一切的痛苦，也稱為「安受苦忍」，又修行時必須具備極大的耐心克

服一切的困難，察覺並理解佛法的甚深妙法，謂之「諦察法忍」。61因此忍

辱是一種以慈悲建設心理的修持法，使之能面對一切傷害忍耐自制，以保

護我們不會因憤怒瞋恨喪失判斷力，讓我們在菩提路上的修持呈現果斷勇

敢的決心。62 

 

    精進波羅蜜稱為喜悅的堅忍或勤勉，所呈現於外是一種樂好善行的行

為且能努力以赴，達成目標。在《大智度論》謂之：「於事必能，啟發無難，

志意堅強，心無疲倦，所作究竟。」63 

 

  通常分為身精進與心精進二種精進以對治懈怠的心；64大凡勤修外事的

布施、持戒等行善的行為是為身精進；而內自專精，如從事忍辱、禪定、

智慧等修行以去惡，斷貪瞋癡等內在的煩惱是為心精進。65這是根緣於因習

性的存在，我們很容易因煩惱而作出一些不善且負面的行為，讓自己陷入

困境之中，而無所適從造成懈怠的心。所以精進波羅蜜主要的目的是，當

面對痛苦與困難的時候，以歡喜的力量，不退讓和消沉，努力不懈怠的心

精進善法成辦善事。66 

 

 關於禪定波羅蜜，《大智度論》在〈釋初品中禪波羅蜜〉談到欲求心的

安定，必須具備禪定的修持，「不亂不味故，應具足禪波羅蜜」，又說禪定

的修持是獲得智慧的途徑，「菩薩身雖遠離眾生，心常不捨，靜處求定，獲

得實智慧以度一切」。67達賴則解釋，禪定波羅蜜的主要功能，是經由禪修

控制自己的心靈，讓心識不被煩惱所左右而選擇往善處前行的方法。他又

解釋慈悲與智慧在禪修中相互增長的狀況；心靈因禪修的修持在不斷成長

的過程中，慈悲的力量會逐漸增強，且也能生起智慧降伏一切煩惱。68 

 

 關於般若波羅蜜，達賴依心靈建設的層面，比較禪定波羅蜜與般若波

羅蜜的修持，認為禪定波羅蜜偏向心理狀態的發展，相對著般若波羅蜜則

是屬於現象分析的能力，是透過智慧的發展來分析現象本質，其最主要的

目的是能夠幫助大乘修行者，在修持菩提心的過程中能安全到達目的地。

因為般若波羅蜜主要是對治愚癡的心，是經由分析明白自己因無明的煩惱，

而對現象界有了錯誤的認知，是一種認識實相的智慧門，且必須與六波羅

                                                      
61

 參閱 www.fgs.org.tw，普門學報第四期，星雲大師論文集。 
62
《邁向解脫之路》，頁 126-129。 

63
《大智度論．卷十六》，頁 577。 

64
《邁向解脫之路》，頁 130。 

65
《大智度論．卷十六》，頁 595-597。 

66
《大智度論．卷十六》，頁 578-580。 

67
《大智度論．卷十七》，頁 607。 

68
《大圓滿》，頁 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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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菩提道的修持相配合，才能真正力行自利利他的菩薩行。開展了行持

菩薩道思想，修正了自己種種的惡行，也利益了他人。但依《維摩詰經》

中的「菩薩行」修行的看法，發「菩提心」的利他，還是不究竟的，必須

行「菩提道」與般若波羅蜜相互配合，才能真正自利利他。 

 

     因此, 從上面論述本文希望能從生活上實際的案例來分析理解，以理

解於實際的生活中， 從培養高尚的品德，長養慈悲心，多積集福德、智慧

資糧，自利利他。「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所謂「人間佛教」，是瞭解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以「正見為導、淨心第一、利他為上」的菩薩精神，

及時「把握人身修菩薩六度萬行」，這才是人間佛教的真義。 

 

六、《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修心思想對於現代社會的實踐

意涵 

 

    物質與權力地位的獲得，是人類本能中最直接的幸福感，而二十一世

是創造人類歷史上物質最豐盛的時代。因此,現代所產生的社會面向，究竟

為目前的生活環境建立何種社會景象？筆者對時代社會發展的影響，來探

討相對於《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所倡導自利利他的修心思想究竟有

何相衝突處？或者有何對治處？ 

 

 （一）現代社會的價值觀 

 

    今天是 二十一世紀，媒體配合科技的發展，任何的資訊隨時隨地都可

出現在社會任何一個角落，無論是電子媒體、網路媒體、視聽媒體等，相

對著也讓社會大眾在平等自由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資訊功能。個人各家

都透過各種行銷策略 。人類總是追求著明日會更好的「好生活」（Good 

Life），美國哲學家羅逖（Richard Rorty）曾說： 

 

「好生活的標準，就是欲望的實現、自我的擴張、對新感性新品味

的追求，探索愈來愈多的可能性」。69 

 

    利用人類這種渴望建立一個理想化的自我心態，是最有效行銷策略。

因此，我們每日，始終都感覺自己擁有的不足，總是有新的必需品被需要。

雖然因消費過度社會形成一種負債的風氣，但消費者也始終認為這是因生

                                                      
69

 詹偉雄，《美學經濟．台灣社會變遷的 60 個微型觀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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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準的問題，迫使他們無奈的接納。70本文試從網路的活動來探討對現代

人生活的魔力；如何讓年輕運用適合，將人類的慾望與部分教育發方面附

加價值結合，而建立了現今的社會價值觀。 

 

    從以上網路的時代，簡潔又能挑起人類內心的渴望，是最能讓人印象

深刻，因此，在文化發展的時代中，個人的形象也必須藉由生活的魔力。

為了獲得更多好的生活，將物質的需求與人類基本渴求的；親情、愛情、

歡樂、邁向成功相結合，如有更好的生活與成功的象徵相結合的，不斷提

醒我們「什麼」是人類理想生活方式。因此，一心以追求富裕的生活為主

要的目的，以擁有物質為快樂、成功及自我滿足的唯一途徑。71從另一面向

而言，物質生活的豐富，是社會生活實質的改善，也代表了，一個國家社

會國民生活是否幸福快樂的指數。以《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的立場，對

於物質豐盛的社會生活，是採取反對的立場或者是鼓勵的立場呢？ 

 

    若從《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主要目的，「成佛利益眾生」通達所佛性

即智慧波若面向來看，能讓眾生擁有不慮物質需求的生活，也是菩薩道的

一種。72而思考促進經濟繁榮的方法，是否也是菩薩行應做的事？還是我們

應基於經濟的繁榮更增添我們貪嗔癡的心，而認為應回歸自然的生活方法？

若是應該行之，在不違背菩薩道的精神下，該如何使眾生不是以貪的心態，

來追求經濟的價值呢？若依《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所論述，很難看出菩

薩者會採取何種態度。但是若依菩薩行相互互動的問題，菩薩會入世在處

理人與人利益的問題。然而，從目前的社會生活，文化發展、物質的時代，

生活的欲求，似乎是抗拒不了的。因此物質已成為生存意義的一部分，生

命的價值是以有福報、權力、地位等來滿足與享受各種慾望的實現。這樣

的社會價值觀，所造就的社會生活型態是如何？人類是以何種心態來適應

目前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該如何成就菩提心成就菩薩道？ 

 

（二）物質生活下的現實人生 

  

    現今全球化的工作環境，因資訊的發達，網路連接了全球的知識資料

庫，每一個人都能輕易得到或快速學會想學會的知識和工作技能， 學習新

知的效能。生活方式使我們心無法安定下來，知識和技能的高汰換率，努

力讓自己激烈競爭的環境，為了各自利益的最大化，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跟

大家努力，人際關係已變成只是利益關係的交換。然而為了擁有理想生活

與追求個人的特質，我們自己壓榨的時間與體力，因時代的變遷所應該有

                                                      
70

 巴森，《從黎明到衰頹》，頁 1293。 
71
 參閱 http://life.fhl.net 柯志明，《曠野雜誌》。 

72
《學集》：「《華嚴經》云：菩提心者，如毘沙門，能斷一切貧窮苦故。《菩提道燈》抉微》，

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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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應之道，使我們以為追求富裕，享有一切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但我

們也不願意否認，對物質慾望的追求，也是我們努力工作的一部分原因，

追求個人生活的利益更是成功的目標。因此，我們從文化發展所建立的世

界，來認識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從中建立了我們所欲尋找的價值觀，而又

從此價值觀追求個人的成功。然而又從努力追求個人利益的過程中，使我

們人性中妒忌、憤怒、虛榮、盲目的弱點。但我們也不能迴避追求生活是

人類基本的需求，因此，我們應該持何種理念來面對種種的問題。 

 

    我們也不可否認，科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結合所帶動的消費社會，確

實使物質生活有了更多的便利與滿足，但為了商機與追求個人利益，一切

的事物都成為獲利的工具，贏得利益作準備。人類自古以來，為了個國家

的私利而引發的戰爭，對宗教來說：為了引導真理，離苦得樂等而分裂很

多宗教。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只剩下利益的交易，一切的所行所為都有其利

益的意涵，遠離利益，一切與人為善的作為都是無意義的。  

    

    因此，生活價值就是以追求個體化的利益為前提；依馬克斯．韋柏的

看法，工作成為生活中不可或缺的要素與道德感，是經馬丁．路德與喀爾

文教派改革才有的。73本文認為從這種理念所形成的結果是一體兩面的，一

方面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經由自己的努力，得到認同、尊重以及地位，成

就追求生命的幸福感，但另一方面日以繼夜的為工作付出所代表的光榮感，

可能是對生活更加的空虛與恐懼，因此也較易有不滿和沮喪的情緒出現。74

現今的環境，追求物質的生活與參予創造物質的工作是環環相扣的，若落

掉這個環節，社會的價值在何處呢？人生追尋成功的目的為了什麼？ 然而

對於物質文明的進步，大乘佛教是否持反對的態度呢？從專為教誨古代印

度國王的「時輪金剛」法，75以及《阿彌陀經》所描述阿彌佗佛的極樂世界

中「無有眾苦，但受諸樂，應可以了解佛教並未反對物質文明的進步。而

《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修心以無量方便饒益眾生、悲智雙運。從以

上的觀點，我們比較能確定的是，佛教認為生處在何種時代，都有煩惱心

的問題，想脫離煩惱必須從心靈的自覺努力起，並非從物質而得。筆者認

為佛陀的教理對物質需求的議論，強調的是人類為了追求物質享受，耗盡

一生的心力，不但無法解決煩惱本質的問題，還可能因努力追求物質的生

活，造下了更多惡業，增添更多的煩惱。因此本文認為，在物質極度發展

的社會架構中，雖然社會的價值，已經被消費至上物質萬能的思考方式所

佔領，但人類也從物質的時代，建立了平等的人權與追求個人心靈的自由。

因此《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所倡導在慈、悲、喜、拾中，所建立的

                                                      
73

 參閱迪爾克．克斯勒，《馬克思．韋伯生平．著述及影響》。 
74

 參閱《窮得有品味》，頁 82-84。 
75

 參閱麥可．羅區，《當和尚遇到鑽石》，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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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利利他的理想人格，在當今社會現實生活下，能將其所建立的理想人格，

融入任何時代環境變遷的社會，不在於固守傳統的生活方式，如以目前社

會價值觀的問題，我們除了審思，對於極度追求物質所產生的問題，並非

要排斥文化或物質的進步的社會，而是應該思考著如何將菩薩行的修心思

想的智慧，運用於生活上，建立真正自利利他的成功人格特質。從修行面

向而言，這是一條長遠的旅程，但教育本身就是滴水的效果。本文只以一

個文本的實例，希望驗證《維摩詰經》菩薩行的修心思想，實踐於實際生

活上的效能，在實踐面上論證上有所不足。但本文始終抱持著美好的品德

是共人類所需的，若能從其角度將宗教的精神與實際的生活結合，才是人

類共同的需要。 

 

六、結論 

 

（一）本文回顧總結 

 

    前文已對《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修心思想做了解析，以下謹將

此〈菩薩行〉的要點，做一簡要歸納來結論。 

 

    大乘佛教的菩薩道，以六波羅蜜的修持法，將利他的心願付諸於行動，

而遠離了只求個人利益的善行。然而佛教的哲理除了顯於外相行動，更著

重於改善心靈和意識的活動；因此常常聽到「修心養性是學佛主要目的」

的言論。然而什麼是修心呢？或許從日常生活人際間互動所產生的情緒問

題，是理解修心問題最容易的方法；因為負面情緒的反應是生活中最常發

生的狀況。如面對令人不悅的事，我們可能會採取據理力爭，以強烈情緒

反應對之，或者將不悅之心裡中，讓負面的情緒折磨著自己的心靈。為了

解決這樣的情況，在《維摩詰經》的菩薩行修心提供了一些如何正視負面

情緒問題的理性思考法。以及思考著憤怒的對象，與我們一樣都是為了追

求快樂和求解脫痛苦，我們實無正當的理由對其發怒；另外也提出發菩提

心，行菩提道等對治負面情緒的態度。雖然正面的思考能對情境產生正面

的感覺，但去除負面的情緒非輕易而能做到的。如果用利己的思考角度，

是無法接納所謂的眾生和我們一樣，都是為了追求快樂和求解脫痛苦，我

們實無正當的理由對其發怒的觀念，但這也正是《維摩詰經》的「菩薩行」

修持中最基本的地方。 

 

（二） 探討發現與期望 

 

   1.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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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維摩詰經》的理論，「菩薩行」修心思想是不圓滿的，然而「菩薩

行」對於修持菩提道的發展重要性。《維摩詰經》以平等心和自他相換修持

的理論為橋樑，建立了架構空性發展。本文也從實際的心態來探討菩薩行

的修心，但究竟以「菩提心」運用於實際的生活還是困難重重；一則我們

已經習慣對現象界的存有的肯定，對無自性的緣起論是令人害怕的；二則

可能「空性」的體悟不深，無法在剎那間提起意念，而失去面對問題的真

相與處理問題的時機。雖然，達倒提議若無法認識大悲心，無彷專注於行

菩提道。但是現今多變、又時代不同生活越來越發展，環境條件更複雜，

不管出家人還是在家都被影響，佛陀的教理跟行道的人完全一樣。《維摩詰

經》的「菩薩行」修心理論，這種思想能提供給現代人的心靈、生活有多

少助益？ 

 

    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發展的結構相對也產生重大的變化，文化造就

了現今社會的價值觀，人們追求自己存在的意志、優勢的地位相對增強，

對於他人的成就也易產生嫉妒的心。這種狀況經常是顯而易見。因此，《維

摩詰經》的「菩薩行」修心教義思想對於實際的社會生活，是完全不相干

的。若是運用於實際的生活，會是何種面貌呢？筆者認為《維摩詰經》講

求在人間成佛，對於其主要的精神，「菩薩」修行思想應該與實際的生活融

和，不要讓大眾誤以為出家的人與在家的生活是兩種極端：世俗的生活是

務實，而出家的生活則是離世的。大環境對於心智的潛移默化，各種大環

境的潛移默化也是非常關鍵的。另外，教育功能也有大的效能；好的教育

立足點是可以改變人類的心靈，能發揮與跨越個人能力，創造更美好的生

活。然而人類窮一輩子的精力都希望能祈求有一個轉化逆境為順境的方法，

因此除了安定的物質生活需求，心靈的提升也是相當重要的。但是，自古

以來社會世俗的觀念與人性根本的問題，讓這兩者的需求是分開的，而使

生命的問題易趨複雜。因此，本文藉由《維摩詰經》中的「菩薩行」修心

議題，發現出一個兩面的理論思想。  

  

  2．期望 

 

    筆者期望漢傳研究可再進一步深入探討大乘佛教之「菩薩」思想，尤

其針對漢傳佛典部分，由於學生係於外籍，對於漢文的掌握度尚不夠精準

與細膩，尤其在古文的閱讀與理解上，確實未如台灣本土精通於漢語佛典

者。漢傳佛教係是大乘佛教重要支派，其佛典浩瀚且豐富，對於期望近一

步澄清與確認必然有很大的著力點與助益。 

 

   《維摩詰經》的宗旨不僅是在解決人生的疑惑，破除虛妄的偏執，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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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間法的寶典，是一本成佛之道的修行手冊。此經可以讓吾人落實於生

活應用，從研究轉向實修之路，豐富人生，滋潤心靈，達到身、心、靈的

自在解脫。這跟中國大乘思想應當在推進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中樹立

自己的新的形象。這是學生的誠摯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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