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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菩薩藏經．羼底波羅蜜多品》要解 
                          釋果相 

 高明道老師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心血

講解此品，無非是希望大家能從中得到法

益，迅速地掌握經文所談的要旨。釋義

時，參考宋法護等譯《佛說大乘菩薩藏正

法經》和藏譯本。描述佛陀教導弟子如何

修行忍辱波羅蜜，從忍辱的定義談到與空

性結合「畢竟之忍」。呈現的方式由舍利

弗提出問題，佛陀談過去世如何修行忍

辱，進而鼓勵弟子躬行實踐。 

佛陀昔修忍辱的因緣                                               

 首先，佛陀為忍辱波羅蜜下一個定

義：第一、要忍受種種的不舒服，如：身

體上的冷、熱、飢、渴，氣候上的風雨、

烈日以及環境上的蛇、蝎、蚊、虻等等的

痛苦。第二、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問題，首

先是語言，假設有人用很粗惡、尖銳的表

達方式，使人的內心產生難受；其次為身

體，可能被人拿棍子打，甚至奪取性命。

以上這些令身心所感到的苦楚，而能夠忍

耐的，就叫做「羼底波羅蜜多」。 

接著，佛陀就說我過去是菩薩的時

候，也是如此修忍辱。舍利弗便好奇問世

尊是如何修的？佛陀就回憶過去行菩薩

道時，有很多的眾生對他詈駡、侮辱、人

身攻擊，各種情況都有。佛陀談他當時的

反應，最初是屬於心態，心態的部分又分

兩個：一是積極要做的事——調伏自己的

內心，二為消極不做的事——不生氣。佛

陀除了心態的調整，緊跟著進行思維。因

為這些駡人或被駡的事是很常見到的，所

以有兩個結論：第一、要捨棄，第二、起

慈悲心。在思惟的過程就是菩薩放棄用駡

回去或生氣，這種方式對付有情，進一步

對所有的眾生起慈悲心。 

再來是第二次的推理，提出大部分的

眾生很容易維持一個駡對方的狀況，這個

因會帶出一個很可怕的果報，假使這輩子

常常駡人，下輩子就會被駡；第二個果報

則是不管生在什麼環境，長相都會很難

看。所以，不管是遭遇的環境或是身體的

相貌都是負面的，這些醜陋的事，自己是

不喜歡、難過的，我怎能造毀駡、訶責的

業呢？這樣的業叫做不相應業，不稱理

業，愚夫之業，是下劣業，非善人業，非

賢聖業。 

第三次的思惟是由於這樣的業會堕

入地獄、鬼道或畜生道中，也可能成為特

別窮的夜叉、餓鬼或人，根本的問題在於

語言的不謹慎，而感得惡趣的果報，但是

自己怎麼會想要去惡道呢？重點就是「不

可以駡人」。佛陀繼續提到第四次的推

理，倘若別人駡我，我就很高興駡回去；

或他們沒駡我，我就駡他們，我與庸俗的

眾生有什麼不同的呢？這些眾生不遵從

道理，但是我恪守道理，因此我不該這樣

做。 

又說，如果菩薩們被其他的眾生所辱

駡時，應當要按照佛陀教的方式思維，先

想自己有辦法忍受。因為可以修得這樣的

忍辱力，所以會獲得無量的妙善根。就好

像一個世界有四大洲，當中塞滿黃金、白

銀、瑪瑙、珊瑚等珍寶，若用這些財寶來

布施，所得功德比不上前面所講修忍辱的

功德。這要善根深厚的人才能修習忍辱，

大多數的人會被困在毀駡、訶責當中，由

於這樣的緣故，無法讓生死的輪轉告一個

段落。 

個人調伏瞋恚的方法 

    因此，佛陀鼓勵弟子們不能懈怠，當

自己踫到語言攻擊的時候，此刻內心是否

可以想到佛、菩提、法、僧，若可這樣思

索是好的；反之，則是不好的。菩薩要有

反省的功夫，假如察覺到自己是生氣的，

要再用其他的方法念佛、念菩提、念法、

念僧。菩薩要不斷思考，想一想自己和凡

夫眾生是同樣的嗎？那些引起我生氣的

人都未曾想到佛、菩提、法、僧，假使我

和他們一樣不思惟的話，又有什麼差別

呢？ 

倘使現在有個人對我生氣，心裏便想

要捨棄眾生，不再行菩薩道，對於佛、菩

提、法和僧都不曾憶念，這是屬於不該做

的事。菩薩進一層的思量，如果別人起瞋

恚心，本身則發脾氣，這是無明、無智，

也沒有忍辱的功夫，並且放棄自己的本

願。假若生起忿怒心就會忘失菩提心，應

當要引導一切的眾生，而且不能放棄所有

的眾生。只要自己對某人生氣，已經談不

上菩薩要度化眾生，何況過去世曾發願，

成佛之後要到處轉法輪。當菩薩發菩提心

的時候，諸佛都感到歡喜，便想到：「這

個善男子一定證得圓滿的佛果位，屆時會

為許多的眾生說法。」現在若起瞋恨心，

諸佛也會知道，本身也會覺得很慚愧。再

提及，東方的佛世界多得像恒河沙，又如

同恒河沙那麼多的佛都在那邊世界說

法，這些佛都清楚我的心在想什麼，不止

是東方，還有南方、西方、北方、四維、

上方、下方，十方都是如此。所以當我發

菩薩願時，諸佛都很讚歎，就說像師子吼

般，但是現在不應淪為發出野干聲。師子

吼是修得忍辱力，而野干聲則為起瞋恚

相。 

菩薩又深入的思考，明瞭世間的眾生

是您先對他有利益，他才會對您好，假使

我也是那個樣子，這和平庸的人沒有分

別。若世間人互為冤家，有好處才成為朋

友，沒有幫助的就彼此殘害，這是一個很

大的過失。菩薩不區別其他眾生是帶給自

己安樂或傷害，就猶如一個人拿南瞻部洲

或整個的三千大千世界塞滿珍寶，那麼多

的東西來送給我，要跟我做朋友。假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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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人拿了利刀、利劍，砍斷我的四

肢，這是非常痛苦的經驗。雖然兩方的表

現截然不同，我對他們的態度是平等無二

的關懷，沒有特別喜歡誰，或討厭誰，只

須思考：我一定要饒益一切的有情，為的

是要圓滿忍辱波羅蜜多。凡夫和聖者所做

的差別在那裏呢？凡夫流轉生死，聖者成

就涅槃。 

菩薩修學正法的階梯 

    所以，世尊繼續教菩薩應該這樣思

惟，在非常長的時間當中，眾生用瓦石、

土塊、刀子、棍子等武器傷害我，在瞬間

便奄奄一息，此時仍要高興的想著：「真

是希有難得！我還有微弱的一口氣。」菩

薩有這樣一個經驗更加用功學習。若有眾

生在刹那把我切成肉醬，但我不會對他起

仇恨心，因為忿恚心可以損害百千大刧所

累積的善業和福報，現在把這些善根都丟

了，還要等多久才能夠繼續修行。如果是

這樣的話，距離成佛就相當的遙遠，所以

我應該被上忍辱的鎧鉀，用堅固力把對方

瞋恨的軍隊給打敗。 

    假如行菩薩道的行者不小心陷入瞋

恨當中，不但過去世所修的功德不見，更

可怕的讓魔有機可趁，那自己要成佛就更

難了。人若一生氣，心就亂了，心亂的人

就會造魔業。所謂的「魔業」就是出家的

菩薩很在乎他的衣、鉢、名聞、利養、恭

敬等等，不能捨棄這些世俗的事務；不喜

歡做出家人該做的事，對於累積善法也不

重視；沒有興趣在阿蘭若修行，更不想成

佛；對世間的聰明下很大的功夫，而忽略

解脫的智慧；對和尚、阿闍梨兩位師父也

不恭敬、尊重。 

    世尊又談到過去世為大仙人時，有惡

魔化作五百個人，很會駡人，不管是白

天、黑夜，或是行、住、坐、臥，或在僧

坊、靜室、村落、阿蘭若，這些化魔一直

用粗惡的語言對我侮辱、漫駡，在五百年

中不曾間斷，雖然我被他們毀謗，但是卻

沒有起過絲亳的憎恨心，而一直用慈悲來

觀照自己。當時我這樣想，若有一個眾生

在身、語、意的行為很嚴謹，對貪、瞋、

痴的習氣本來就不明顯，具有種種善法，

如果我對他很好，這很難說這是不容易做

到，也很難說這樣就可以很快成就佛果

位。但另一位眾生是剛強難化，從來不持

守戒律，具足各樣惡法，假使我一樣對他

很好，這是不容易做到的，這可以幫助我

很快成就正等正覺。倘若此時生起一個忿

恨的念頭，應馬上把這個心調伏，如此才

可以利益、圓滿所有的事情。我過去在因

地時就是這樣修行的。 

    若菩薩忍辱修得很好的話是不會起

瞋心、沒有忿懟、不起怨諍、沒有煩惱，

也會保護自己和別人的身、口、意三業，

懂得用佛法來思惟，對於一些欲望會捨

離。如此便會得到果報是長相莊嚴、身心

清淨、聲音美妙、生在天道或人間等等。

總而言之，如來的十力、四無所畏、十八

不共法等諸多圓滿功德，就是靠修忍辱所

成就的。 

    菩薩應該具體實踐忍辱波羅蜜。假如

別人用語言暴力，但他始終不會報復，因

為他清楚語言如同響聲一樣；若被捶打，

不會報仇，因為身體如影子一般；如果被

生氣，不會復仇，因為心猶如幻化；倘使

被讚歎、毀駡，不會歡喜和生氣，因為自

己很瞭解自己的價值；若有利益、損失，

不會欣慶和悲傷，要調伏自己心，使它安

住在平靜的狀態；不期盼美名，也不會有

惡名，因為菩薩有很大的智慧懂得觀察；

毀謗不會低下，讚美不會高傲，心穩穩的

站住，不受影響；苦的事不會起厭惡的

心，因為苦是眾生都深刻體驗到的；樂的

事不會起執著，因為有為法的樂是因緣和

合所產生的，不會長久；不受世間八法的

染著，維持著內心的平靜；遇到種種的苦

難都能夠忍受，不會讓他人受到這些煩惱

的干擾；對已發起殊勝的菩提心不會退

轉，以三十七道品為資糧圓滿佛果位；即

使別人用殘忍的手段分解我的身體，甚至

砍頭也可以忍耐，為的成就金剛不壞的身

體；切割身上的肉，一定可以承受，為的

是達到佛陀圓滿的身相；不管情況如何惡

化，也不受影響，只有不斷在善業下功

夫。 

菩薩畢竟之忍的實踐 

    菩薩要修行的是「畢竟之忍」，因為

這輩子很自然能夠忍受別人的毀駡，這叫

「俱生之忍」；若是思索：駡人是誰？被

駡的又是誰？這叫「挍計法忍」；用分析

感官的對象的方式，如眼睛是看到形象，

耳朶是聽到聲音，並沒有一個某某人在駡

我，這叫「觀諸處忍」；在五蘊的身體當

中，並沒有一個真實的人存在，這叫「悟

入一切無眾生忍」；駡的聲音只不過是一

連串的音節，這叫「響聲之忍」；不管是

他、是我都是無常，不會永恒的駡，也不

會恒久的忍耐，這叫「悟無常忍」；別人

發狂顛倒，而我冷靜理性，這叫「高下之

忍」；別人無理，我是有理，這叫「相應

不相應忍」；別人在邪道，我在正道，這

叫「二道別忍」；我接受空、無相、無願，

不接受各種見解、覺受、志求；我接受無

造作、斷煩惱、諸善、無罪，不接受造作、

煩惱、不善、有罪；我接受無漏、出世、

清淨、涅槃，不接受有漏、世間、雜染、

生死，以上這些忍耐的方法都叫做「治斷

之忍」，都不是「菩薩畢竟之忍」。 

    如果隨順無自性，見解不會減少，空

性也不會增廣；假設隨順無自性，求願不

會減少，無願的狀態也不會增加；倘若隨

順無自性，各種造作不會減少，無造作的

狀態也不會增廣；假如隨順無自性，煩惱

不會減少，斷煩惱的狀態也不會增加；倘

使隨順無自性，不善不會減少，善的狀態

也不會增廣；如果隨順無自性，有罪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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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無罪的狀態也不會增加；假使隨順

無自性，生死不會減少，涅槃的狀態也不

會增廣；以上這些形態所產生的忍辱，就

叫做「菩薩摩訶薩畢竟之忍」。 

    一切的現象不是靠著單一的條件就

能夠形成，生是一個緣起的過程，需要靠

很多的因素。從空性來說不是現在生，也

不是過去生；沒有一個現象是獨立的生

起，所以也不可能獨立的消滅；一切的法

不是有為，也不是無為；沒有損失，沒有

增加，也沒有長養；沒有興盛，也没有衰

敗；沒有一個造作的人，也沒有一個主導

的人；由於沒有開始，所以也沒有盡頭，

具有這樣的智慧，就叫做「菩薩摩訶薩無

生之忍」。菩薩為了成佛而行菩薩道，如

可成就如此的智慧，即可圓滿忍辱波羅

蜜。這樣精進修行忍辱波羅蜜的菩薩行

者，魔王、魔子都沒有辦法擾亂他的心，

也不會被外道的邪論所摧毀。 

 

 歲末的省思 
林雪紅 

     歲暮冬寒，年關將屆。在台北盆

地，冬天本應是霪雨連綿、寒意逼人的

季節，但今年，自入冬以來，天氣依舊

暖和得像初秋一樣。最令人感恩的是，

竟有連月和煦的陽光普照，照得我這顆

憂鬱冰冷的心逐漸有了回春暖意。不知

從何時開始，輕度卻長年不癒的抑鬱症

就如影隨形地跟著我，雖經多管齊下悉

心調養治療都不見好轉，若遇上季節更

迭，陽光短少時，腦內的松果腺較不能

正常運作，負面情緒生起，很容易就墮

入「季節性憂鬱症」裡。 

    我也曾多次深切地自我剖析與反

省，試圖找出致病的因素，那麼，應該

就是素來的體虛加上心靈的脆弱，導致

慣用負面思維看待人生吧？！在步入中

年後即感覺健康狀況正節節敗退，常常

舊疾未癒，新病又添。纏身的痼疾揮之

不去，病痛的摧折遂產生了身見與執

著，彼時尚未學佛，往往徒自悲嘆，身

苦心亦苦，如同受了第二支箭。「心是散

亂心、行是雜染行」，不是活在悔恨過

去，就是在擔憂未來，瞻前顧後，徒耗

身心能量，難怪會多病。 

    「病中的極苦，正是見法的資糧」，

正因有如此磨難，促使我在年近半百

時，放下萬緣，潛心學佛。六年多來，

每日不斷聽經聞法，如親聆佛陀的教

誡；用心思惟探索經典法義，得嚐甘露

法味，滋潤了為紅塵煩惱所熾燃的身

心。《雜阿含經》裡佛陀教導弟子「現法，

離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涅槃，即身

觀察，緣自覺知。」也就是說思辯、體

驗佛所說法，就自己的身心經驗相印

證，當下，就能遠離各種熱惱苦迫，自

知自證清淨的涅槃之樂。如今，我也稍

能體會到「法藥」確實能療癒相當程度

的憂鬱症；同時修禪定，學習內觀，時

時檢視自我情緒思潮的起伏，念念明

覺，心向於捨，如此持續作「定慧均等」

的練習，那麼，即便是滿腦貪瞋癡、執

取不斷、煩惱無盡的我，也能逐漸鬆脫

層層的束縛，體驗到一些法喜。 

    然而，在閱讀經典，研究義理的過

程，除了感於佛法的浩瀚艱深，也有許

多困惑產生。例如吾人學佛大都是從大

乘佛法、中國禪宗下手，比較會接觸到

歷代祖師、論師之知見，反而忽視了釋

迦牟尼佛之言教。而且大乘經典思想多

談慈愛眾生、與樂拔苦，重視「道」「滅」

涅槃的說明，較少觸及「苦」「集」二諦，

自我身心解脫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自

己都不能自煩惱不安中出離，又遑論利

益他人？因此，應先正確認識佛陀本

懷、核心教導，知見正法，如法修行，

自利自覺後才能利他覺他！另外一個問

題是個人在學佛的過程患了「貪多」的

毛病，囫圇吞棗，在不同的系統理論中

雜學，不明三系在立論方便各有差異，

又欠缺貫通統合的能力，所學的就會在

心裡造成矛盾，落入法執，只會離解脫

越來越遠。 

    由此，我深深感受到亟需一位善知

識來解我疑慮，啟我正見。於是，來到

了交通便捷的法光佛研所，選讀了夙所

景仰的鄭振煌老師的「居士佛教」、「肇

論」等課程。三年下來，從老師處汲取

法乳，理解佛法的整體性及道次第全

貌，由博返約，化繁為簡，總算能消解

困惑，一窺佛法的堂奧。 

    老師長期浸淫經論，體悟佛法心

要；統攝融貫南傳、北傳及藏傳佛教，

建立了縝密嚴謹的思惟。講解經典，闡

述法義，事理圓融，論義精深，殷殷引

導眾生悟入佛知見。除了佛學外，老師

有四十多年入世、多元、全觀的治學經

驗，世學佛學相融，激盪出智慧的火花，

所謂「證教達實性，悲愍巧為說。」上

課時常用宏觀的格局，睿智曠達的胸

懷，道說世出世間無礙的理絡心得，讓

有心親炙佛法的學人領會「佛法在世

間，不離世間覺」的真實義。 

    經云：「善知識如良醫」，能醫治我

們的種種煩惱病苦；「善知識如船師」，

能令我們度越生死瀑流。法光佛研所齊

聚了諸多通達經教，有修有證的教授善

知識。台北法光寺位處都會中心，交通

便利，歷史悠久。寺內庭園景致清幽，

四時花木扶疏，暮鼓晨鐘，梵音清流，

是最優質的學習場所。希望已經或即將

走在修行路上的同參們，共同在這裡學

習佛陀的真實教法、解脫智慧，遠離顛

倒妄想，清淨自在。 

    感謝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點亮了

解脫的明燈，感謝致力於流傳正法的聖

弟子，感謝諸位善知識的教導。願正法

常住世間，願眾生早日見法、得法，離

苦得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