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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共相怨害喻 

—陀羅尼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13/2555-a13_001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歡迎大家收看正覺教團在法界衛

星所製播的一系列弘法節目。這個節

目，是正覺教團為了普遍利益廣大的

學人，而在法界衛星定時播出，同時

也會在網路上面同步播出。在這個系

列之前，已經製播了好些關於三乘菩

提的節目；已經播出過的內容，各位

可以上正覺的網站，就可以查到完整

的影音內容。  

目前我們這個系列，預計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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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的第一個部分叫作《佛典故事》，

第二個部分則是講述  平實導師的《起

信論講記》。《佛典故事》的部分主

要側重的地方，也就是希望對於許多

廣大的初機學佛人，希望透過故事的

方式，來告訴大家  佛陀的教誨，並且

從中引生大家對於學佛的興趣；所以

這個部分《佛典故事》的內容，會偏

向於比較淺顯而容易理解。在《起信

論講記》的部分，就會依據  平實導師

書上的內容，再稍微深入一些。那接

下來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佛典故事》

的第一集。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的這個故事叫

作〈共相怨害喻〉，這個故事是取材

自《百喻經》的卷四；我先把這個經

文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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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一人，共他相嗔，愁憂不樂。

有人問言：「汝今何故，愁悴如

是？」即答之言：「有人毀我，力

不能報。不知何方可得報之，是以

愁耳。」有人語言：「唯有毘陀羅

呪可以害彼。但有一患，未及害

彼，反自害己。」其人聞已便大歡

喜：「願但教我！雖當自害，要望

傷彼。」
１ 

這一段的經文，簡單地解釋就是

說：從前有一個人，跟他人因為一些

事情產生了不愉快，所以導致相互瞋

恨的結果；因為這個瞋的關係，因為

生氣的關係悶在心裡，所以就以至於

愁憂不樂。後來有另外一個人就問他

                                                                                    
１
《百喻經》卷四，《大正藏》冊四，頁 553，下

27—頁 554，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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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今天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看

起來這麼憂愁、這麼憔悴呢？」這個

故事的主角就回答說：「因為有人毀

謗我，所以我很生氣。但是以我目前

的力量不能夠報復他，所以我一直在

想，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夠狠狠地予以

報復，所以我一直在發愁。」聽到這

個話的人就跟他講說：「我知道有一

個叫作毘陀羅咒的東西可以辦到。這

個毘陀羅咒可以傷害對方，但是用這

個毘陀羅咒有一個禍患，就是它在還

沒有傷害對方之前，就會先害到自

己。」這個故事的主角聽了之後，不

僅沒有心生畏懼，反而覺得很高興；

因為他這些日子以來，念茲在茲的就

是如何能夠報復對方，所以即便是要

先傷害自己，他也在所不惜。所以他

就很高興地說：「請你教我（願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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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我知道你講的這個事情會

傷害到我自己，但是我心心念念的就

是要能夠傷害對方；如果能夠傷害對

方的話，再怎麼樣傷害到自己也在所

不惜。」  

這是這一篇的佛典故事，聽了之

後，各位也許會覺得匪夷所思，怎麼

會有這樣的心行呢？實際上，我們每

一個人都有這樣的心行，請各位細細

地聽下去就會知道了。  

首先，我們要來看看在故事裡

面，有談到所謂的咒─陀羅尼─這件

事情，雖然故事裡面說的是「毘陀羅

咒」〔編案：咒有時也翻譯為陀羅尼〕；我

們先根據「陀羅尼」這三個字來跟大

家說明，陀羅尼在佛法裡面講的是所

謂的總持，它的意思就是：「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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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一義之中，持一切法、持一切

文、持一切義。」這有一點像是可以

比喻成——好像是我們掌握了其中的

精要的這些道理、或者精要的文句、

或者精要的義理之後，倚之我們就能

夠掌握更深廣的名相、或是義理、或

是文詞。比方說，在《大智度論》裡

面就談到：什麼叫作陀羅尼呢？龍樹

菩薩告訴我們：陀羅尼就是「能持」

跟「能遮」的意思。能持就是陀羅尼

可以持種種善法令不失壞；遮就是要

遮止種種的惡心、惡行而令它不生。

這個就是在《大智度論》裡面談到的

陀羅尼的意思。  

各位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一定

免不了的會想到，這麼多、這麼多勝

妙的佛法，怎麼可能用簡單的一句，

或是簡單的一段，或是簡單的一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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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夠總持所有佛法呢？種種善法

有這麼多，你又怎麼能夠說，所謂的

持種種善法令不失壞，又要遮止種種

的惡行而令它不生呢？這個道理，我

們不妨用世間法的方式來告訴大家。

請大家想想看，我們在世間學習知識

的時候，是不是都在用類似的方法？

比方說，我們最簡單、最簡單的，當

我們以前在小學（剛進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教我們，我們要演算乘法

的時候，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背誦、

記誦所謂的「九九乘法表」；當我們

把這個九九乘法表把它背起來之後，

以後我們碰到乘法的題目的時候，就

很容易按照九九乘法表來依樣畫葫

蘆，就能把這個事情給解決了。那麼

這個九九乘法表，其實如果按照現在

一般人學習數學的眼光來看，它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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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一種記誦的方式，幫你省去了

反覆累加的過程，使你能夠直接靠記

憶力，就把它適當的結果給提取出

來，這樣子就方便你作運算。那麼，

這樣子一個方式，您想想看，我們在

作任何的算術的時候，凡是碰到乘法

的時候，都可以從九九乘法表裡面把

它掌握得清清楚楚。所以從這個意義

上來說，九九乘法表對於我們學習算

術來講，也就是一種的「總持」。  

又比方說，我們現在經過政府的

宣導之後，現在人們為了要對治燒燙

傷這些意外的時候，我們常常會宣導

民眾們要注意，比方說要遵循「沖、

脫、泡、蓋、送」這個五個字的訣竅，

遵守這個五個字的訣竅，這五個字每

一個字都代表了一道的手續。比方說

「沖」，就是當發生燒燙傷的第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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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定要趕緊去沖冷水，最好能夠

沖足夠的時間。「脫」就是必須要在

這個沖冷水，或者浸泡冷水的時候，

想辦法把纏縛在燒燙傷部位的這個衣

物，把它用不傷皮膚的方式，把它給

脫下來。以此類推，所以每一個字代

表了就是一道的手續。那麼這一道道

的手續，經過政府的大力宣傳之後，

現在甚至連小學生也都能夠朗朗上

口。所以表示說，凡是人碰到有燒燙

傷的這個情況的時候，第一個就會想

到了這個五個字的口訣；以至於說，

你就可以正確地按照這個口訣去作，

然後避免燒燙傷的進一步傷害。這個

口訣其實也就是代表著，它把燒燙傷

在送醫之前所該作的事情，用簡單的

口訣讓大家容易記誦，藉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把先期處理燒燙傷的知識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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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學起來。所以，從這個部分來講「沖

脫泡蓋送」，它其實也是處理燒燙傷

的一種總持。  

所以從這樣來說，我們就可以看

到，總持這件事情在我們世間的學習

方式來說，它就是一種記憶的方式；

最起碼在這裡舉的例子來說，比方說

我們舉「九九乘法表」，舉「沖脫泡

蓋送」，這個都是所謂的口訣，就是

幫助大家的記憶。所以對於總持、對

於陀羅尼這件事情的最基礎、最入門

的瞭解，就是它是一種記憶的方法。  

那剛才是說我們在世間學習知識

的方法而舉例來說，現在我們再從比

較接近佛法一點的這個世間的方式來

說說看。比方說，我們都曾經聽到過

這樣的說法，就是我們如果能夠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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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幾個原則的話，那將有助於我們能

夠減輕煩惱。什麼原則呢？那就是：

「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這四個步驟就描述了當我們面對煩

惱、在煩惱生起的時候，特別是不順

遂的事情在我們的眼前現起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要先勇敢不要逃避而去面

對它；然後接受這個境界存在的事

實，因為它畢竟都已經現行在眼前

了；接下來要問自己說，該作的理性

處理是什麼事情？先把你的情緒擺一

邊，先在理性的層次把該作的事情作

完之後，接下來就可以想辦法把它放

下而不要罣礙。這個是許多人常常接

受到所謂的佛法的觀念，好像儼然佛

法就只是「面對、接受、處理、放下」

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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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卻要跟大家說的是，雖

然說這四個詞的口訣：面對它、接受

它、處理它、放下它，確實當我們在運

用這個方式的時候，無形中可以幫助我

們對治了世間的不少的麻煩事情；所以

若從這個方面來說，這個也是一種的總

持，也是一種的陀羅尼。可是我們卻要

附帶的提醒大家，所謂的面對它、接受

它、處理它、放下它，全部都是落在世

間法、世間的境界裡面去談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要正確地跟大家講說，所

謂的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它所講求的是所謂的對治性障的方

法。這個方法在我們面對一般的麻煩事

情，一般的煩惱的時候，這個方法確實

有它的用處在；不過，只要各位真的練

習過了，真的瞭解它的意涵之後，您就

會曉得光是靠這四個面向，而要能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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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有的煩惱，那常常是力有未逮的。

因為這裡面所謂的面對它、接受它、處

理它、放下它，都只是在事情表面的層

次在處理，沒有辦法深入到事情的核

心；這個所謂的核心就是煩惱的本源，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只能說這個部

分它沒有觸及到煩惱的核心，所以當然

不能夠真成為對治煩惱、導致解脫的一

個有效的方法。所以我們才會跟大家

說，我們把這個方法，把它歸類成是世

間用來對治性障的方法。  

但是，佛陀所講的解脫道就不只

如此了，如果你有確實按照  佛陀講的

解脫道一步一步修習的話，那麼  佛陀

所教的這個解脫道，就能夠讓我們真

正徹底的解脫煩惱。所以在這個部

分，我們說：學佛，雖然說您一開始

學佛的時候，也許對於這種面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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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理、放下這樣子的一個處事原

則，覺得聽起來還不錯，還挺受用的；

不過我們要鼓勵大家，瞭解這個還不

是佛法！真正佛法的解脫道，有更

多、更深入、更勝妙的道理等著大家

去學，希望大家真正要學佛的話，一

定要超越這四個面向的層次。  

回過頭來講陀羅尼，這個部分如

果按照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

下它這四個世間法的程序，確實它也

是像一種總持一樣，可以讓我們對治

一般的狀況。另外，當然還有人講說（也

有人喊出說）「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又有人講說「我們只要隨時保持著念

念覺知，不要被境界牽著鼻子走」。

像這些說法也是一樣，聽起來都是勉

勵大家，在煩惱生起的時候要對治自

己的心行；當你常常把這些個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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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記起來的時候，就會時時地提醒

自己。所以，以至於說你在面對煩惱

的時候，你也會在煩惱剛要生起的時

候，你也許就會警醒自己說：「哎！

我不能再繼續生起煩惱了。」所以，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這類型的說

法，其實也可以算是（在世間法來說）對

治性障的一種陀羅尼；因為你只要持

著它，就能夠有效地來幫你在一般的

狀況，避免你再次的陷入煩惱之中。  

所以講來講去，這個世間、這些

世間的法，包括我們剛剛講的九九乘

法表，燒燙傷的處理，或者是面對它、

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或者是不

怕念起、只怕覺遲，這些世間的方法，

其實它的本質都是一種記憶的方法；

或者另外一種理解的方式，就是它都

是一種口訣，透過這個口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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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掌握到你接下來應該要怎麼作比

較好。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深入去看

的話，我們會發現到，我們從小到大

的學習過程裡面，我們總是一遍又一

遍的運用陀羅尼的方式，來幫助我們

學習。如果各位對這一點有所懷疑的

話，你不妨回想看看，當我們在經過

任何一次的考試的時候，我們在考前

複習的時候，總有一些方式（我們會發

展出符合自己的這個方式）來記憶；比方

說，如果是考地理的知識，我們都往

往會想出各式各樣符合自己記憶方法

的口訣出來，幫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能夠回想起複雜的地理知識，那也就

是一種陀羅尼了。  

所以，回過頭來就是告訴大家，

正因為我們在世間法上學習是這樣

子，這也表示說，我們人在學習的過



三乘菩提之佛典故事（一） 

17 

程中，對於架構知識的體系，確實就

是一層、一層、一層的方式去架構的。

下層的知識架構完成之後，我們要能

夠掌握已經架構好的知識領域的話，

一定是用我們所熟悉的方式，把它用

某一個方式組織起來，比方說用口訣

的方式，比方說用概念的方式。當你

把這個複雜的知識，一層的知識把它

形成一個統合的口訣，或是形成一個

統合的概念的時候，這個就表示你正

在用陀羅尼的概念。  

所以，照這個概念來講，我們再

回頭來看看《大智度論》裡面講的，

為什麼陀羅尼能持種種善法令不失

壞，能遮種種惡心、惡行而令不生呢？

這並不是說《大智度論》（龍樹菩薩的

意思並不是）說，唯一一種的陀羅尼就

一定有這樣的功效，不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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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講的是說：當我們要令善法

不失壞的時候，我們針對我們現在想

要持的那些善法，我們就必然會有自

己相應的陀羅尼在。同樣地，佛在教

導弟子的時候，要持哪些善法，持哪

一類的善法；乃至於說，持許多類的

善法的時候，也都會有相應的陀羅尼

來教導弟子們。這個主要就是引領眾

生學習諸善法，一定是透過這樣的方

式去學習的。所以，依照這樣講來，

這個既然是我們學習一切法的方式，

所以諸位現在對於陀羅尼最原始的，

所謂於一法、一文、一義之中，持一

切的法、一切的文、一切的義，是不

是就不再陌生了呢？因為這個就是我

們學習知識的方法。  

照這樣來講，各位也許會覺得：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明明是學習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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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知識的一個記誦的法門，也是我們

學習的方式，那為什麼在故事裡面又

特別提到毘陀羅咒這件事情呢？」我

們在這裡就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講的是——陀羅尼

（咒）它是一種總持，它是一種的記憶

方法；可是這種記憶方法，你既可以

用在正的地方，當然你也可以把不好

的事的這些方法，用某一個方式把它

記起來。所以陀羅尼的本身，它只是

一種的方法，它是中性的，它並無關

善惡。但是各位卻在這一節裡面，看

到  龍樹菩薩說陀羅尼是要持種種善

法令不失壞，遮種種惡心、惡行而令

不生，卻是把陀羅尼只講到善的地

方，那是因為我們如果在佛法裡面講

陀羅尼，當然講的就是善法，當然講

的就是有利於大家修行的清淨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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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離開了佛法的範圍，在世間法

的範圍的時候，世間人當然就有善、

有惡；既然陀羅尼是一個中性的記憶

的方法，所以它到最後，當這個方法

發揮出來的時候，也就有善、也有惡。

〔編案：依附於善法或惡法的中性法，當然也

就或善、或惡了。〕  

所以，在故事裡面的毘陀羅咒，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毘陀羅咒它的

目的是要害人的，所以既然是要害

人，它當然就不是善法；並且它除了

害人之外，還會害到自己。害人害己

的法怎麼可能會是善法呢？所以這個

故事裡面講的毘陀羅咒，跟我們在佛

法裡面講的咒——陀羅尼，完全相

反，完全不一樣。那麼針對陀羅尼這

件事情，它牽扯到的還有一些其他狀

況，比方說在《般若經》裡面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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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五百陀羅尼，或者是在  彌勒菩

薩說的《瑜伽師地論》裡面，也有談

到菩薩應該具有的妙陀羅尼；這些陀

羅尼都是有關佛法的修證，對大家的

道業都是有所幫助的。  

那我們在接下來幾集裡面再來跟

大家談，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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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五百陀羅尼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13/2556-a13_002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要繼續跟大家講的佛典

故事，是接續我們之前談到的〈共相

怨害喻〉。如果您忘記了這個故事內

容的話，可以簡單地提醒您，這個就

是：有一個人為了要報復另一個人的

毀謗，所以他一直心心念念要報復對

方；另外一個人就跟他講說「有個毘

陀羅咒可以傷害對方，但是這個毘陀

羅咒有一個禍患，就是它還沒有傷害

到對方之前，會先害到自己」；這個

人聽了之後，不僅不畏懼，反而心裡

覺得很歡喜而跟這個人說「我只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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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傷害對方，其他在所不惜」。這就

是我們藉這個故事來給大家講述的起

源。〔編案：指講述「陀羅尼」的義理。〕 

在給大家講的時候、在上一講次

我們有跟大家提到了這個故事裡面，

出現了一個關鍵字叫作毘陀羅咒。那

在毘陀羅咒這幾個字裡面，我們從（咒）

陀羅尼這三個字跟大家講起，所以我

們上次有跟大家講說，陀羅尼就是總

持的意思，就是於一文、一法、一義當

中，持一切的文、一切的法、一切的義。

這個比喻，我們上次曾經從世間學習

的角度來跟大家講，這是世間的眾生

學習一切法會掌握的方法。另外一種

的比喻，就是說總持就好像是一串的

粽子，這有好多個粽子的時候，其實

它們都綁在一起，當你把核心的這個

繩結把它提起來的時候，你相對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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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粽子都給提起來了。所以陀

羅尼講起來，也像是你掌握了中間的

這個關鍵之後、提起來之後，就可以

把相對應的法、或是文、或是義把它

給提起來了。  

那今天我們要繼續來告訴大家，

在《大般若經》裡面談到的陀羅尼有

更深入的陀羅尼義。比方說在《般若

經》裡面談到的，有所謂的五百陀羅

尼，這個五百陀羅尼有好些個（有五百

種）不同的陀羅尼，比方說有所謂的聞

持陀羅尼。所謂的聞持陀羅尼，就是聽

聞諸法而不會忘失；這個方式，很顯然

地跟我們前一個講次所講的陀羅尼入

門的意思是一致的，它就是一種記憶的

方式。也就是說，當你聽聞了親教師或

者善知識講了許多的法之後，你自己

發展了一套記憶的方式，使得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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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了親教師或者是善知識講的內容

之後，你都不會忘記；這個我們在前

面〔編案：前一講次〕也舉過一個比喻：

就比方說大家以前在考試的時候，如

果是考文科的歷史、地理，那都有許

多要記憶的事情，有許多的考生就會

為了這個事情，發展了自己的一套記

誦的方式，這個也就是聞持陀羅尼的

意思。只不過這裡的聞持陀羅尼一定

是對於佛法而言，不是在講世間法；

也就是說，聽聞了種種佛法，而想辦

法發展了一套記憶的方式，使它不會

忘失，這個叫聞持陀羅尼。  

接下來，還有一種叫作分別陀羅

尼。這個分別陀羅尼的意思又再更進

一步，主要講的就是分別了知諸法，

或是分別了知眾生的心行；那麼這個

分別的部分，如果以分別了知諸法的



五百陀羅尼 

26 

這個意思來講，很顯然它講到的是你

找到了一些關鍵的方式，使得你很容

易在聽親教師或是善知識講解新的法

義的時候，你很容易用自己的方式去

理解它；能把新聽到的這些佛法，把

它分門別類地吸收，然後歸入自己的

「知識體系」。換句話說，就是在聽聞

的時候，很容易就能夠上手，然後把

這些知識內化成自己的「知識體系」

的一部分。這個部分顯然它所談到的，

就不再只是記憶的方法而已，因為它還

得要有善於分別的妙用。所以，這個部

分說的分別陀羅尼，顯然就是一種理解

的方法──理解吸收的方法。這個部

分，也顯然比前面講的記憶的方法要來

得更為深入，因為它涉及了你對於之前

所吸收到的法義，能夠作有效的瞭

解；並且依這個瞭解，讓你能夠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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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聽聞到的法義能夠分別無礙。當

然這個部分，在前後法義銜接的部分，

是需要花一些心力的；所以掌握了分別

的陀羅尼，它的境界其實比聞持更加地

深入。  

接下來，下一個提到了所謂的音

聲陀羅尼。音聲陀羅尼是什麼樣的音

聲能夠總持呢？其實它不是在總持所

有的「音聲」，音聲陀羅尼講到的意

思其實是「聞諸言音」——就是聽到

了別人說什麼樣的話，或是發出什麼

樣的聲音，都不會因而特別的高興，

也不會因而特別的生氣；也就是聽到

他人所發出的音聲能不喜、不瞋，這

個叫作音聲陀羅尼。所以這個陀羅尼

跟它字面上的意思，稍微有一點差

別，實際上它談到的就是一種忍辱

行。音聲陀羅尼所牽涉到的就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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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夠行忍辱的方法」，這個部分當

然就是說，你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去達到忍辱行。  

比方說，對於音聲陀羅尼這件事

情，你也可以循著 佛陀在《優婆塞戒經》

裡面的開示；佛陀說當聽到別人罵你的

時候，你應該要仔細地思惟（就是指這個

音聲）：當別人罵你的時候，比方說罵一

句話的時候，這一句話在你聽到的那個

瞬間，其實每一個字它的字音，都是分

別到達你的聽覺系統的；所以說這個音

聲本身都是一個、一個的，它是單一個

別存在的狀況。那麼到底是誰把這些音

聲給連貫起來，才形成這些音聲統合的

內涵跟意思，以至於要因此而生氣了

呢？那當然就是我們自己的妄心嘛！所

以，如果能夠認知到音聲彼此之間它的

關聯性，以及妄心把這些音聲連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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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性的話，我們就曉得實際上聽到

別人的音聲，會因而喜或是因而瞋，全

部都是我們自己後續的虛妄心行而已。

常常這樣觀察的話，我們對於別人的毀

謗，當然也就不容易生氣起來了，這個

也就是其中的一種音聲陀羅尼。 

那麼再接下來還有其他的，比方

說寂滅陀羅尼。這個寂滅陀羅尼所講

到的，就是說我們如何在行住坐臥的

觀 行 裡 面 ， 能 夠 適 當 地 把 我 們 對

於——我們真心所自在擁有的寂滅的

那些性質，在我們的行住坐臥中，將

它能夠透過觀行，而能一一的體現。

能夠這樣作的話，常常這樣作的話，

我們就會使得我們的妄心，越來就越

能夠隨順著真心的層次，越來就越不

會執著境界，而達到了我們所談到的

寂滅的這些狀態。所以，寂滅陀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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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陀羅尼的方式，又跟前面所講的

聞持、分別、音聲又是再更進一步，

並且有再更深入一點的法義的內涵。  

當然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陀羅

尼，比方說隨地觀陀羅尼、威德陀羅尼

等等等等許多的陀羅尼；乃至於說到最

後，總數乃至於有五百項的陀羅尼這麼

多，當然我們就不一一介紹了。可是，

從剛才講述的過程中，各位可以發現，

從我們上一次講的最原始的陀羅尼的意

思，只是單純的一種記憶方法，到最後

它逐漸地深入演進，所以有分別陀羅

尼，這是一種理解的方式；音聲陀羅尼，

變成一個忍辱的方式；寂滅陀羅尼，變

成一個觀行的方式等等；那你就會發現

陀羅尼的意思，其實已經超過了原始的

記憶方式。所以我們在佛法裡面，才會

講說陀羅尼其實講的最正確的描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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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它是一個總持。你從簡單的概

念，或是簡單的聞持，用它來幫你駕馭

更複雜的概念或是更複雜的聞持。 

附帶要提的就是，在《大智度論》

裡面，龍樹菩薩曾特別針對陀羅尼有

開示，他說：  

譬如人渴，得一掬水則足，不須瓶

器持水；若供大眾人民，則須瓶甕

持水。菩薩為一切眾生故，須陀羅

尼持諸功德。
２

 

龍樹菩薩告訴我們說：聲聞人如

果口渴的話，他只要兩手掬（把這個水

用兩手環捧叫掬）一掬水來喝就夠了，就

足以解渴了，不需要特別去拿、不一

                                                                                    
２《大智度論》卷二十八，《大正藏》冊二十五，

頁 269，中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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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特別用什麼瓶子來持水。什麼叫

作聲聞人呢？我們給大家作一個最簡

單、最簡單的定義，聲聞人就是隨 佛

修學，但是只注重在自己解脫的人。

換句話說，當他修證解脫道之後，他

不會想要再修菩薩道，所以當他修得

解脫果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到最後成阿羅漢之後，那麼他接下來

就是等著要入無餘涅槃去了。一旦他

入無餘涅槃之後，三界裡面再也見不

到他的身心，就唯獨真心在無餘涅槃

的境界裡面「解脫自在」了。〔編案：

無餘涅槃的「境界」中實無十八界法，故無

有阿羅漢能覺知自己住於無餘涅槃中；唯有

明心之菩薩，現觀如來藏所住之「無境界」

境界、之「無所得」境界，始得謂真正的解

脫自在。〕這就是我們給大家下的最簡

單的聲聞人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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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菩薩跟聲聞人又有什麼不一樣

呢？菩薩從字面的意思來看，就是覺

有情。換句話說，菩薩是從來不會棄

捨有情的，菩薩會為了一切眾生，會

為了一切的有情，所以生生世世地自

度度他；自己想辦法精進道業，同時

在精進道業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為著

眾生著想：要怎麼樣來幫助周圍的眾

生，讓周圍的眾生跟自己一樣，也能

夠解脫成就、將來成佛；這就是菩薩。

所以，談到聲聞跟菩薩這兩種人，很

大的區別就是：聲聞最主要就是為了

自己解脫，而菩薩不僅自己解脫，更

心心念念的為著廣大的眾生的解脫在

修行、在度人。  

按照這樣的道理來說，龍樹菩薩

為什麼繼續又把陀羅尼這件事情比喻

成好像是裝水的容器呢？這是因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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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人渴的時候，只要用自己的雙手去

掬水，就能夠解自己的渴；可是如果

你要解其他人的渴的時候，顯然你需

要更有效的方式。菩薩就不像聲聞人

這樣子了，菩薩不是只為了自己解渴

而已，更是為了一切的眾生也要解

渴，所以菩薩就需要瓶器來持水，甚

至需要瓶甕持水，乃至需要更大的方

式來為眾生解渴；所以，用這樣方式，

就是用來比喻說聲聞人因為只要求自

己解脫，所以他學到的法夠自己解脫

就可以了；既然只要夠自己解脫的

話，表示說他所學到的法不會太複雜。 

從另外一個方式也可以看到的，聲

聞人從證初果開始，如果不退轉的話，

那麼七返人天就可以證阿羅漢了；這樣

子的一個時間，雖然不管七返人天算起

來到底是人間的多少年，總是七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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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就已經放在那邊了。而菩薩呢，

如果大家稍微有點印象的話，大家應該

會知道：菩薩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的修

行；光是這一個「劫」，這個劫所代表

的時間，就遠遠大於七返人天的過程

了，何況是無量無數的劫呢？所以我們

說菩薩成佛三大阿僧祇劫，那個時間跟

聲聞人比起來，可以說是長得無法想像

的久遠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呢？那表示說菩薩要學的法是非常非常

多的。 

簡單來講就是：菩薩學的就是要學

我們的真心如來藏裡面的一切種智〔編

案：就是要具足了知如來藏所含藏的一切種

子〕，既然是一切種智，當然就是無量

無邊〔編案：因為如來藏所含藏的種子無量無

邊故〕，這個就是為什麼菩薩成佛要花

這麼長的時間。然而菩薩要成佛、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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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要自度度人，要面對這麼多、這

麼多的法，要上求佛道、下化有情，當

然在廣修六度萬行的同時，就得要面對

許許多多不同的法。那麼，學這一些法

都需要有效的方式，讓菩薩可以在既有

的法學了之後，能夠有效地再繼續學新

的法進去；所以在菩薩修學的過程中，

陀羅尼是特別、特別的重要。聲聞人因

為學習的解脫的方法，非常的單純而且

簡單，所以聲聞人不需要有特別的陀羅

尼；而菩薩就特別講究陀羅尼，如果用

世間人所能夠理解的方式來說，正因為

菩薩要學非常多的法，所以菩薩學法的

時候，特別講究得要有階段的目標；每

一個階段的目標，都得要有循序漸進的

方法，這些階段目標跟循序漸進的方

法，它的內涵都可以用陀羅尼來表示。

所以  龍樹菩薩才講說：菩薩特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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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需要重視陀羅尼。 

另外，在《大智度論》裡面也有

談到，從陀羅尼開始，有帶出另外一

種比較特別的陀羅尼。我們來看看《大

智度論》裡面  龍樹菩薩怎麼說：  

諸陀羅尼法，皆從分別字語生，四

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

因語有名，因名有義；菩薩若聞

字，因字乃至能了其義。是字，初

「阿」，後「荼」，中有四十。得

是字陀羅尼菩薩，若一切語中聞

「阿」字，即時隨義，所謂一切法

從初來不生相。
３ 

在這一段論裡面，龍樹菩薩提到了特

                                                                                    
３《大智度論》卷四十八，《大正藏》冊二十五，

頁 408，中 11—16。 



五百陀羅尼 

38 

別的一種陀羅尼。龍樹菩薩說：諸陀

羅尼法，皆從分別字語生。因為每一

種（包含聞持陀羅尼、分別陀羅尼、音聲陀

羅尼……等種種的陀羅尼）其實它都有代

表性的名相，所以才說諸陀羅尼法皆

從分別字語生。接下來，下面這一句

就講說：四十二字是一切字的根本。

他說有四十二個字是一切名相的根

本，因為這些字所以才有了語詞，有

了語詞才有了名言，有了名言之後才

有了義理。〔編案：意思是指這四十二字

音是構成一切陀羅尼名相的根本，由這些字

音組成了陀羅尼的名言型式並內含義理。《大

智度論》此段之內容，乃是針對「陀羅尼」

而說這些字音是「根本」，故此四十二字音，

不必然與現今學界研究所說的梵文字母完全

一致；以下所談到四十二字之「根本」，也

是依《大智度論》之論意而說。〕為什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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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十二個字呢？它的意義非常像

是：比方說我們在台灣地區所用到的

注音符號，又或者像英文字母一樣；

拼音的文字系統裡面都有所謂的字

母，由這些字母拼起來之後，就可以

形成所有的字詞。  

在當時的梵語體系裡面，就是有這

四十二個字母的拼音在，從這四十二個

字母演進就可以拼出名相。那當時這些

四十二個字它所包含的範圍，比方說前

面包含說用「阿」，然後用或者「羅」、

「遮」、「波」、「那」等等，這些都

是當時梵語中的根本音。所以  龍樹菩

薩才會說：初「阿」，後「荼」，中有

四十，總共是四十二個根本音。用這四

十二個根本音，如何組成陀羅尼呢？龍

樹菩薩舉的例子是說，比方說「阿」這

個字來講，大家要記住，在當時的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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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系裡面「阿」是第一個根本音；所

以從這個根本的「阿」這個字，我們就

賦予它「阿」這個字，讓它代表一切法

不生這個意思。 

什麼叫一切法不生呢？不管是從

二乘或是從菩薩來講一切法不生，其

實所談到的最根本，得要從所謂的無

生忍談起。無生忍最根本的，就是我

們所認知到的（平常我們所認知到的）妄

心，也就是我們常常覺得很真實的這

個「我」，其實祂的本質是虛妄的，

祂並沒有「我」名，並沒有像我們所

以為的真實性；甚至可以說，從來就

沒有生起「我」這個真實的意義在。

所以，所有你所感知到的，不外乎是

蘊處界的運作而已，這個就是無生忍

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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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無我的這個部分，所察覺

到的一個事實，在聲聞人或是在菩薩

都可以在無生忍方面有所修證，他們

都共同的對於一般世間人所執著的我

相，能夠予以有效的破斥。可是聲聞

人跟菩薩在無生忍這方面有根本的差

別，就是聲聞人最多只有看到蘊處界

的運作，因此破斥了我人虛妄的存

在；可是菩薩就不只是如此，菩薩實

際上是證悟了本心如來藏——證悟了

實相心之後，從實相心的立場，再返

過來看看我們虛妄的這個世間凡夫的

我，所以這個中間的勝妙，遠遠不是

聲聞人所能夠比擬的。  

所以就這個「阿」字門來說，談

到的就是一切法不生，談到的就是無

生忍這個範圍；當然它還有詳細的其

他的意思，我們就留到下一個講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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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大家說。  

今天我們就先上到這裡。  

阿彌陀佛！



三乘菩提之佛典故事（一） 

43 

〈第三集〉菩薩妙陀羅尼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13/2557-a13_003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跟大家講佛典故

事。有一些菩薩也許是今天才剛開始

看到這一集，所以我們先跟大家說

明，我們會說這個部分的內容，主要

是因為我們從一個佛典故事來說的。  

這個佛典故事說到的是：有一個

人他想要學一種咒，這個咒語不僅能

夠傷害他所恨的人，並且也會傷到他

自己；但他對這樣的咒語，不僅心裡

沒有生起懼怕，反而急切地想要得到

這個咒語；他只要能夠傷害對方，即

使會傷到自己也在所不惜。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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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提到「咒」（也叫作陀羅尼）這個

字，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陀羅尼」，

一路給大家講下來。  

上一講次，我們看到從《般若經》

裡面談到了各式各樣的陀羅尼，已經

超越了原本陀羅尼是關於記誦的這個

方式而已，它也有包含說：如何理解、

如何忍辱，乃至於如何能夠觀行諸法

不生的一面。我們上一次有講到，將

這個陀羅尼精簡再精簡到最後的時

候，會收斂到《大智度論》裡面講到

的一種方式。  

《大智度論》裡面有說，從「阿」

開始到最後的「荼」，當時的梵語體系

有四十二個字是根本的字母〔編案：《大

智度論》乃是針對「陀羅尼」而說這些字音

是「根本」，因此這四十二字音不必然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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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學界所普遍認定的梵文字母一致。以下談

到四十二字之「根本」時，亦依《大智度論》

之原意而說〕，從這四十二個根本字，

可以組合成當時的梵語〔編案：陀羅

尼〕。這種的陀羅尼，就是用這四十二

個根本字，來把佛法裡面需要大家常

常關注的義理，把它貫注在裡面。  

比方說，我們上次講的四十二個

字裡面，首先開始的就是「阿」這個

字：當我們把一切法不生、或者是無

生忍所需要知道的義理，跟它所需要

觀行的標的，這些事情全部都把它集

合總結在這個「阿」裡面。那麼一旦

你把它總結在這個「阿」裡面的時候，

因為「阿」這個字在梵語裡面它是一

個根本的字，所以換句話說，當你用

這樣子的方式去把它總結在「阿」這

個字裡面的時候，當你聽人家說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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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聽人家說梵語的時候），你如果聽…

聽…聽…，如果這個人說的話裡面有

說到「阿」這個字，然後你聽到了之

後，因為你之前已經很謹慎、很用功

地把「阿」這個字跟一切法不生的義

理，把它聯結起來了，所以當你聽到

人家講話出現「阿」這個字根的時候，

你就能夠隨時地提醒自己要能夠觀行

一切法不生的狀況。所以，以這樣來

說的話，你就相當於只要能夠跟人家

說話，甚至是自己自言自語的時候，

都能夠因為對「阿」的敏感性〔編案：

這也就是唯識百法裡所說的「作意」〕，所以

你會常常去提醒自己要深入觀察一切

法不生的義理，乃至於說要深入對一

切法不生的種種的境界加以觀行。這

個就是一種修行的方式——透過「阿」

這個字的修行方式。〔編案：這裡所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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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是透過「阿」的單一字音作為誦習法義的

方便法，以下「羅」、「波」兩字音之修持舉例

亦同。至於更深廣的陀羅尼，則是透過四十二字

音的組合，將經文的義理連貫起來，以方便記誦

修持整段經文所蘊含的義理。〕 

那這四十二個字裡面，除了「阿」

這個字，當然  龍樹菩薩也舉了其他的

字的例子，比方說「羅」這個字，它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清淨離垢的

意思。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你在跟人

家交談的時候，聽到「羅」這個字根

的時候，就能夠提醒您要如實去觀行

一切法皆是清淨離垢。  

又譬如說「波」這個字（第三個字

「波」），那就是一切法歸於第一義，第

一義當然就是如來藏的義理。所以當

你在聽到一切人的說話當中，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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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這個字根的時候，那你就要來反

觀：到底目前的境界跟如來藏的關係

是什麼？如何能夠回歸到第一義？  

所以按照這樣的方式，從「阿」

開始總共有四十二個字，每一個字都

是賦與它一種佛法的義理，這個我們

把它叫作字的陀羅尼。這個部分，顯

然從剛才我們談到的五百陀羅尼〔編

案：前一講次所說〕，到現在這個所謂的

字的陀羅尼，很顯然的，這已經是精簡

再精簡的一種學習方式。不過我們要提

醒大家的就是：這個純粹是一種的總

持，它就是一種方法，幫助你學習的方

法。因為，當時以梵語這四十二個字為

〔編案：陀羅尼〕根本字，所以用這四十

二個字；現在你如果想要從這四十二個

字再能夠衍生陀羅尼的話，那恐怕就不

是那麼恰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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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比方說我們現在說的話，

在台灣叫國語，在大陸叫普通話，這

個話裡面並不是以這四十二個字當作

一切字的根本；又比方說，如果是說

英文的人，他更是不見得會以這四十

二個字為一切字的根本。所以當你如

果把這四十二個字─龍樹菩薩講的這

段話─把它當成是一個真理一樣，然

後這個字（每一個字）儼然就變成一個

神聖的字眼，完全都不能改變的話，

顯然這樣你就誤會了陀羅尼的意思。

因為，陀羅尼它就是一種總持的方

法，是要適應當時梵語的情境，所以

才有了這四十二個字。  

如果，按照今天來說的話，你可

能就會按我們今天的國語（或普通話）

的發音方式，來發展另一套的陀羅

尼，這樣子對大家的修行才更有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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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嗎？所以對於  龍樹菩薩在這一

段講的四十二個字，我建議大家不要

把這四十二個字根，當成說這四十二

個字各自有它的神聖，所以說一個字

都不能改！〔龍樹菩薩〕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學佛法是要學它的義理，而不

是學這些字。〔編案：這也是「依義不依語」

的道理。〕  

那除了這個之外，接下來我們再

看看，在《瑜伽師地論》裡面也有談

到陀羅尼，不過在《瑜伽師地論》裡

面這個部分的講法，是  彌勒菩薩專門

為了菩薩而說陀羅尼，其實這個立場

跟  龍樹菩薩是完全一致的。因為之前

的講次裡面，我們曾經跟大家說  龍樹

菩薩有說：聲聞人因為學的法，只是

為了要自己度自己；所以相對來講，

他要解脫的、要學的法就相對單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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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所以聲聞人不需要講求什麼樣

的方法。可是菩薩就不一樣了，菩薩

因為要在三大阿僧祇劫裡面自度度

人，要學的法太多太多了，所以菩薩

一定要有階段的目標，一定要有良好

的方法。所以《瑜伽師地論》在這個

部分也有特別強調；這一部分談到

的，叫作菩薩妙陀羅尼 
４
。菩薩妙陀

羅尼之所以強調菩薩，就是因為這是

菩薩所需要，這是菩薩所特有的。這

一個部分可分成四個部分：一個叫法

陀羅尼，一個叫義陀羅尼，及忍陀羅

                                                                                    
４《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五〈菩提分品 第十七〉：

「云何菩薩妙陀羅尼？當知如是妙陀羅尼，

略有四種：一者、法陀羅尼，二者、義陀羅

尼，三者、咒陀羅尼，四者、能得菩薩忍陀

羅尼。」《大正藏》冊三十，頁 542，下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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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咒陀羅尼；每一個部分，彌勒菩

薩都有特別講說這個就叫菩薩的法陀

羅尼、菩薩的義陀羅尼……，每一個

陀羅尼前面都會冠上菩薩這兩個字，

來強調這個是菩薩所當學的陀羅尼。  

那所謂菩薩的法陀羅尼，就是針

對一切的佛法能夠憶持不忘，這個比

較像是我們前面講的五百陀羅尼裡面

的聞持陀羅尼。  

菩薩的義陀羅尼講到的，是對一

切佛法的義理能夠分辨而不會忘失，

那這個部分也像是前面我們講的分別

陀羅尼；不過這部分的義陀羅尼，就

像我們之前在跟大家解釋分別陀羅尼

跟聞持陀羅尼，顯然義陀羅尼它所牽

涉到的境界，可能就是要比法陀羅尼

更為深入、更為勝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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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叫作菩薩的忍陀羅尼，請

大家注意到這裡面談到的忍陀羅尼，

彌勒菩薩強調的是安住於法的實相，

這個部分跟前面我們講的音聲陀羅尼

有很大的不一樣。因為前面談到的音

聲陀羅尼，主要是對他人的言詞聲音

能夠不喜不瞋；可是這邊的忍，談到

的卻是安住於法的實相。這也就是告

訴大家：所謂的忍這個字，在佛教的

修行裡面，不僅僅是不生氣而已。其

實所謂的生不生氣這個部分，都只叫

作世間忍，或者是眾生忍的範圍裡面。 

那麼安住於法的實相這個部分，

它有更多的部分是在法忍的層次裡

面，這個部分是一般的學佛人比較難

去關注到的點。怎麼說呢？我們說一

般的學佛人，在剛學佛的時候，以大

部分的狀況來說，大家都是希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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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學佛了之後，我們都希望透過佛菩

薩幫我們，希望能夠指點迷津，或者

希望佛菩薩能夠指導看如何能夠讓生

意作得更好，或者能夠讓小孩更聽

話 ， 或 者 能 夠 讓 自 己 運 途 更 順

遂……。甚至也有許多人，在學佛的

過程中，雖然沒有明確地談到說要求

富貴或求什麼的，可是他卻非常重視

「佛」有沒有來給他摩頂，他有沒有見

到「佛」的身像等等，這個叫作感應

的層次。  

有一類型的人就是非常地希求感

應；那麼這一些人可以說是在剛學佛

的時候；在剛開始學佛的人裡面，是

有不少像這類型的人的。那麼這一種

的這個狀況，我們從眾生的根性來說

的話，我們也不能不接受地說：眾生

本質上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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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機前面，聽到了我這樣說明之

後，也希望多少能夠給您一點建議，

那就是說：學佛不是在希求這一些的

事情，學佛其實追求的是無上的解脫

跟無上的菩提；所以您如果用到處希

求的心態去學佛的話，那麼您在學法

的過程中，就會處處（甚至是說常常會）

遭遇到遮障。這也就是說，真正的佛

法是不會跟眾生談希求的這些事情、

談欲求的這些事情；實際上要指導眾

生的，反而是希望眾生透過  佛陀的開

示之後，能夠自己主動地來離開這些

欲求，離開了這些不切實際的妄想，

這個才是學佛人真正要學的。  

所以，學佛所學到的佛法，顯然

跟世間人所期盼的指點迷津、富貴長

壽……這些事情，實際上是背道而馳

的，所以才說佛法背俗。這個部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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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您聽到了這一點，希望您能夠（多少

能夠）把它記在心裡面。換句話說，佛

法的本身是非常清淨的，佛法也不是

跟你談神通的這些事情；佛更不會一

天到晚地在你面前示現給你看，然後

告訴你說：你學得多好、多棒！這些

其實都是著了神鬼道的境界去了。佛

法的本身是很清淨、很單純的，它剛

開始入門的時候，就是要從我們身

體、我們自己的行住坐臥裡面，要從

我們的蘊處界裡面去觀行，然後破除

對我相的執著，接下來再進一步尋求

開悟明心，這個才是真正的佛法。  

所以，如果談到菩薩的忍陀羅尼

這件事情的話，因為  彌勒菩薩講到的

是安住於法的實相，所以對於一切還

沒有開悟的菩薩們來講，您是不會知

道如何安住於法的實相；但是在您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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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開悟明心之前，我們多少也可以

學著如何去行菩薩的忍陀羅尼，這個

您就不妨把我剛才的勸誡把它記在心

裡。真實的佛法不是講神通，不是講

一天到晚指點迷津，也不是講感應，

其實它是很平實的，就是要讓我們解

脫於煩惱，並且將來讓我們開悟明心

用的〔編案：也函蓋了菩薩五十二位階的成

佛之道的修行〕。如果您能夠信受這一

點，也就可以說您有趨向於菩薩的忍

陀羅尼了。  

那當然就是說，另外一個要給大

家的建議，就是因為佛法跟一般人所

認知到的世間法有很大的差別，所以

真正的佛法，絕對不會像一般的世間

法這樣子廣為大眾所歡迎擁戴。因

為，一般的眾生都是具足了貪瞋癡

的，那麼這一些的眾生，大家所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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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就如同大家在演藝圈裡面所看

到的粉絲追逐明星一樣；如果是這樣

子的話，你可以想像到，這樣子所講

的「佛法」，一定不是真正的佛法。〔編

按：因為佛法背俗，真正的佛法講求的是如

何離五欲、離繫縛，不會是一般世間人所喜

歡聽的。〕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真正的菩薩

看到眾生這樣追逐世間法，而不曉得

要來佛法中正確地努力的時候，菩薩

因為不忍於眾生苦的關係，所以一定

會出來呼籲大家、教導大家，要學習

真正的佛法。可是這個時候，總難免

就會碰到原先在世間法上既得利益者

的抵制，所以菩薩常常不得不出來進

行法義辨正。也就是菩薩經常會講出

來（或者寫出來），說哪些人講的法不

對，哪些人講的法有問題，什麼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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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佛法等等。那麼這一類型的法

義辨正，主要的範圍都是在跟大家談

什麼才是真正的佛法，不是在談身、

口、意行。所以這個法義辨正，跟一

般人的守不守口德（有沒有口德）這件

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有許多的學佛人，往往看到

菩薩不忍於眾生苦，而出來法義辨正

的時候，世間人往往都會覺得這個菩

薩沒有「口德」，可能是修行不夠。可

是大家請聽我的勸哦！因為在看這件

事情的時候，你一定要看這個菩薩出

來，他是在作法義辨正呢，還是在隨

便批評人家行為上的過失。如果是後

者的話，你可以說這個人沒有口德；

可是如果是前者的話，法義辨正是無

關對方的行為過失的，他講的純粹是

告訴眾生什麼才是真正正確的佛法；



菩薩妙陀羅尼 

60 

所以他是基於大悲心，才會願意承

擔，然後出來作法義辨正的。對於這

點來說，也請大家要能夠安忍，如果

您能作到這樣的話，我們也說您在這

方面，已經有趨向於菩薩忍陀羅尼了。 

接下來，再來跟大家講的是最後

一個（彌勒菩薩講的最後一個）叫作菩薩

的咒陀羅尼
５
。這個咒陀羅尼講到的部

分，就是菩薩由等持自在而宣說，能

除有情災患之章句，令彼章句皆悉神

驗無所唐捐。這個部分，諸位菩薩看

                                                                                    
５《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五〈菩提分品 第十七〉：

「云何菩薩咒陀羅尼？謂諸菩薩獲得如是等

持自在，由此自在加被，能除有情災患諸咒

章句，令彼章句悉皆神驗；第一神驗無所唐

捐，能除非一種種災患，是名菩薩咒陀羅尼。」

《大正藏》冊三十，頁 542，下 26—頁 543，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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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彌勒菩薩的講法之後，有沒有覺

得很熟悉啊！因為，菩薩的咒陀羅尼

開始講到了能除有情災患，這裡就表

示說，這一類型的陀羅尼，它的目的

是在透過一些方法，能夠有效地幫助

有情解除災患；而這個所謂的方法，

是透過名相跟章句把它串聯起來。比

方說，一句話或是好幾句話把它串聯

起來以後，那這個章句，當你去唸誦

這個章句的時候，它就能夠有所神

驗，能夠除掉有情的災患，然後說無

所唐捐。  

各位不妨先想想看，就是說這一

句  彌勒菩薩的開示（咒陀羅尼的開示）

裡面，請問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項

陀羅尼的本身，也是由名詞跟章句串

聯起來的。然後這些章句是由誰所宣

說的呢？顯然這些章句是由想要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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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情災患的菩薩所宣說；而這些菩

薩又怎麼能夠宣說這些章句呢？是因

為有等持自在的關係。換句話說，菩

薩（如果一個修證有成的菩薩）他具有深

入的定力，然後他由這個定力，也發

起了一些神通的話，那麼他就能透過

這個神通去幫助某一個有情，去解除

他的災患。  

所以，這裡面的意思有幾個義

涵。我們先說菩薩絕對不會為了自己

而去修習這些神通，除非是為了地上

菩薩修持的增上，如果不修、不具足

哪一個神通，你就不能夠過得了〔編

案：不能夠完成那個位階的修證〕；比方說

三地要再往前的修證，那個時候你就

不得不修神通。可是除這個之外，菩

薩都不會為了自己而修持神通；只有

一個狀況，就是為了——特別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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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除有情的災患，所以他會破例再

去修習一些神通。〔編案：三地菩薩除了

應該修證的無生法忍之外，還須加修四禪八

定、四無量心及五神通，具足修證這些法與

次法之後，才能發起三昧樂意生身，方能成

辦三地滿心猶如谷響之現觀。例如平實導師

於《燈影——燈下黑》中開示：【若欲成滿

三地心者，必須親證猶如谷響之現觀，否

則不能成滿三地心；為成滿三地心故，必

須有意成身，方能作此猶如谷響現觀，方

能成辦三地滿心位功德，是故三地菩薩修

完三地之無生法忍慧時，不得不隨順法行

而修證四禪八定、五神通……等。】此諸義

理除了在《燈影——燈下黑》書中有詳細的

開示以外，於《宗通與說通》以及《大乘無

我觀》等書中亦有勝妙的開示，請讀者自行

請閱即可了知。〕  

那另外就是說，這些章句其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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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我們印象中的咒語還挺像的，因

為我們印象中的咒語，也都是持誦了

這些咒語之後，它都有一些的效用；

而這一些效用，顯然就是幫我們解決

困難用的，所以這個部分確實是跟我

們印象中的咒語很像。而這些咒語它

的本質，都是由於菩薩所宣說出來

的，所以真正能夠解除有情災患的，

是菩薩的威神力，而不是章句本身擁

有什麼神奇的力量。我再說一次：咒

語的本身，像這個菩薩咒陀羅尼能夠

神驗，其實是由於菩薩的力量，而不

是由於這個咒語有什麼樣特殊之音聲

的神奇力量。所以如果有人認為說，

一個咒語它的文字、它的寫法或是它

宣說的方式，有什麼特別神奇的大力

量，那顯然就是誤會了咒語的本義了。 

剩下的內容，我們在下一個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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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來跟大家宣說。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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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咒陀羅尼 

─眾生欲求與歷史演進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13/2558-a13_004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繼續講這一個佛典故

事。因為這個佛典故事裡面有特別提

到「咒」（即陀羅尼）這個字，我們覺得

有必要讓大家瞭解陀羅尼的義理，所

以就旁徵博引了一下。我們上次講到

的就是《瑜伽師地論》裡面講到：菩

薩要具有四種的妙陀羅尼，也就是菩

薩的法陀羅尼、菩薩的義陀羅尼、菩

薩的忍陀羅尼，然後最後一個是菩薩

的咒陀羅尼。這每一種陀羅尼，彌勒

菩薩都特別冠上「菩薩」這個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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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菩薩所獨有的。  

我們上次講到菩薩咒陀羅尼，我

們再給大家複習一下。彌勒菩薩說：

「菩薩由等持自在而宣說，能除有情

災患之章句，令彼章句悉皆神驗無所

唐捐。」結果我們上次請大家特別注

意的，就是說菩薩會宣說這樣的章

句，是透過自己的定力與神通的力量，

然後令這些章句能夠在有情對於持誦

這些章句的時候有所神驗。我們上次

有特別提醒大家，這個之所以能夠神

驗，其實是菩薩（宣說這個章句的菩薩）

他的力量，而不是說這些章句的本身

有它不可思議的寫法，或是不可思議

的讀音。因為往往有許多人都誤會了，

他們認為咒語都有一些神奇的力量，

所以有一些人就迷信說，宇宙間有某

一些聲音是最神聖的，那些聲音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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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來的話，就有一些神奇的效應出

現，這個是有一些人迷信的結果。但

是我們看  彌勒菩薩這一段的開示裡

面，很清楚地告訴大家，我們說真正的

這個咒陀羅尼它之所以神驗，是菩薩

的力量，而不是章句的力量。那回過頭

來，再來看看《瑜伽師地論》講到的四

種的陀羅尼。  

我們說在這四種陀羅尼裡面，菩

薩咒陀羅尼是跟我們印象中的咒語最

接近的；比方說，我們印象中的〈大

悲咒〉，那就是屬於菩薩的咒陀羅尼裡

面的一種。至於說其他的菩薩忍陀羅

尼、法陀羅尼跟義陀羅尼都各自有各

自的適用範圍。不過我現在跟大家介

紹一個咒，這個咒它是一個陀羅尼，

可是它卻同時具足了菩薩忍陀羅尼、

菩薩法陀羅尼跟菩薩義陀羅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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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就叫作〈正覺總持咒〉。我們唸一次

給大家聽：  

五陰十八界，涅槃如來藏， 

般若道種智，函蓋一切法。 

一切最勝故，與此相應故， 

二所現影故，三位差別故， 

四所顯示故，如是次第現。 

具足解脫道，及佛菩提道， 

求正覺佛子，一切應受持。 

這個〈總持咒〉很特別的地方，是在

於它裡面所談到的，有實相的法在裡

面，所以如果您能夠至心持誦這個咒

語的話，那您就會有趣向於菩薩的忍

陀羅尼，因為在這裡面包含了實相的

義理。  

至於說法陀羅尼的部分，這個部

分確實也包含了所有一切菩薩所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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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在裡面，而用最精要的字表示出

來。比方說「五陰十八界」就已經函

蓋了一個有情眾生他所面對所有的一

切法，都函蓋在五陰十八界裡面，所

以我們把它叫作法陀羅尼。義陀羅尼

呢，就是從這個咒語裡面可以衍生出

無量的義理；比方說，「五陰十八界」

接下來談到的「涅槃如來藏」，那這個

五陰十八界裡面跟涅槃如來藏的關係

又是如何呢？從這個咒裡面如果能夠

適當地持誦並且瞭解之後，也就能夠

對佛法的義理有深入的瞭解。所以我

們說〈正覺總持咒〉它既是菩薩忍陀

羅尼，也是菩薩法陀羅尼，也是菩薩

的義陀羅尼。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剛才我

們看到的咒陀羅尼是菩薩有等持自在

而宣說，能夠除有情災患。菩薩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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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要這樣作呢？這一點我們也要跟大

家交待清楚。在  佛陀住世弘法的那個

時候，僧團裡面其實是禁止比丘隨意

地展現神通的。比方說，佛陀在摩揭

陀國弘法的時候，有一次就有一個在

家人，當時他居住在這個摩揭陀國裡

面的一個城市（我記得應該是那爛陀城），

這個城是一個很繁榮的城市；這位在

家人他見到這個城裡面有這麼多富足

的人們，所以他就想說，如果佛法在

這個城市能夠傳播開來的話，能夠發

揚開來的話，必定能夠嘉惠許多人。  

所以他後來就去覲見  佛陀，然後

跟  佛陀進言說：如果僧團裡的比丘，

能夠當著城裡面這些人的面前展現神

通的話，必然很快地能夠一傳十、十

傳百、百傳千，那麼全城人應該就可

以很快地接受佛法了；所以他勸請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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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說，是不是要讓僧團的比丘去城裡

面展現神通。佛陀就明確地講說：這

個並不好！為什麼不好呢？佛陀說：

如果一個比丘真的在眾人面前展現神

通，然後信的人看到這個比丘展現神

通之後，會很高興地跟其他人講說：

我今天看到了某某比丘展現了怎麼樣

的神通，真的很厲害、很厲害！可是

這些說法，如果讓原本就不信佛法的

人聽了之後，極有可能他就會說：啊！

你說的這些神通我知道，因為我在哪

一句咒裡面也看過這種的效用，所以

這個比丘顯然就是因為持誦了這個咒

語之後，所以他就具有這個神通了。

佛陀就問了這個在家人說：如果這個

人說這些比丘展現了神通，是因為持

誦了這個咒語；那請問你：這樣是不

是構成了毀謗的過失呢？這個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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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  佛陀說：確實啊！他想了想就說

確實。這個確實就是毀謗了那個比丘

了，因為那個比丘的神通是由於自身

的力量而來的，並不是從哪一句神奇

的咒語而來的；所以如果有人這樣說

的話，那就是毀謗了那個比丘了。  

所以，佛陀接下來就講說：正是因

為如此，所以僧團裡面的比丘不會在

城裡面特意去展現神通。相反地，我們

要向所有城裡面的人展現的神通，其

實就是我們修行解脫的神通；而這個

修行解脫之所以叫作神通，就是因為

所有一切的世間人都難以想像什麼叫

作真實的解脫，更難以觸及哪一種叫

作真實的解脫。所以今天比丘向城裡

面的人展現的，將是所謂的解脫的神

通，這個才是僧團的比丘應該展現的

神通。〔編案：關於這個典故，讀者可參閱《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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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卷十六，（二十四）〈第三分堅固經 第五〉。〕 

所以從這個小故事來看，我們可

以知道，在  佛陀住世的時候，僧團的

比丘是不可以隨便展現神通的；只有

特殊需要的時候，才能夠展現神通。

那另外我們從這個小故事裡面也可以

學到：所謂的神通，當有人說這個比

丘的神通是由某一個咒語而來的時

候，顯然就構成了毀謗那位比丘了。

所以，這個表示什麼？這個就表示

說：真正的神驗，仍然是由有情本身

的神力而來的，如果說是從其他神奇

的咒語或章句而得來的力量的話，那

畢竟就不是那個當事人〔編案：顯現神通

者〕本身所擁有的力量（而是借助於其他

的有情，甚至借助其他鬼神的力量，所展現

的神通，所以才能夠這樣子），〔編案：如果

是這樣的說法〕才會構成毀謗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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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從這個故事裡面就能

瞭解，為什麼人家說佛法——真正我

們在傳播佛法的時候，如果用神通的

話只能度到俗人；因為如果靠展現神

通來度人的時候，往往度到的人都只

想追求神通，就像是佛世時候的提婆

達多一樣，他也是一味地就想要追求

神通，所以最後才會迷失了自己。那

在修行的過程中，我們幾乎是常常看

到追求神通到最後，往往都是給自己

帶來很大很大的麻煩；所以才會說神

通只能度俗人，真正要學佛的話，不

應該去追求神通。  

可是這裡為什麼  彌勒菩薩要說

「菩薩得要有菩薩的咒陀羅尼」呢？

那純粹就是因為有情在剛開始學佛，

畢竟是很難以完全離開所有一切的欲

求跟希望的；所以，如果碰到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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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需要用到這樣的方式幫有情解

除災患，乃至於說度他入門，那菩薩

是可以偶爾用這些方式來幫助眾生

的。再者也是要看菩薩本身的願力，

比方說，如果菩薩的願力是要接引許

多廣大的初機學人，也許對於初機學

人來說——畢竟就是有許多人，會希

望靠著佛菩薩的力量，能夠解除自身

的災患；所以像這種狀況來說，菩薩

就會透過自己神通自在的力量，去宣

說一些章句，讓有緣的有情眾生透過

誦持這樣子的咒陀羅尼，跟這位菩薩

相應，乃至於之後一直追隨著這個菩

薩修習。所以，其實我們如果從更廣

的層面來看，這個畢竟就是菩薩的度

人善巧方便之一。  

那麼講到這裡，我們就開始要把

前面說的兩個方向把它結合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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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上次的講次裡面〔編案：第二集〕，

我們有談到說，在  龍樹菩薩的《大智

度論》裡面，有談到字入門陀羅尼，

就是透過梵語的四十二個根本字〔編

案：《大智度論》的開示乃是針對「陀羅尼」

來說這些字音是「根本」，故此四十二根本

字音，不必然與現今學界對梵文字母的研究

看法完全一致〕，來把佛教的義理攝持

進去；所以用單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

個陀羅尼，就代表了一種的佛教的義

理。那麼從《瑜伽師地論》裡面，我

們提到咒陀羅尼的層次，談到了菩薩

因為要度人方便，所以也會宣說一些

章句，讓持誦這個章句的有情眾生能

夠解除災患。當你把字入門陀羅尼跟

菩薩咒陀羅尼，這兩個的這種陀羅

尼，把它結合起來之後，很顯然就會

產生越來越靠近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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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狀況。所以我們才說慢慢地（特別

是到後來晚期）佛教在印度後來就越來

越衰弱，到後來乃至於完全就被這個

印度教所取代了。  

那個時候（在被印度教取代之後），

印度教由於它的教義的特質使然，所

以印度教裡面本來就有很多的咒語，

當佛教在印度越來越衰亡，乃至於最

後被取代的時候，就會演變成佛教的

陀羅尼跟印度教的（包括坦特羅等等）這

些咒語，逐漸就難以區別了。後世的

眾生往往都會把它們混在一起，這些

混在一起的狀況在當時的印度歷史上

又再往北傳，傳到西藏地區，就形成

西藏地區非常非常多的咒語、真言的

狀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大家

對於咒語（如果我們今天隨便在網路上面去

搜尋一下）─陀羅尼─的意思，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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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維基百科，或是在百度百科上

面，你去搜尋「陀羅尼」，在上面的解

釋往往就會跟你講說：「陀羅尼這個漢

文的意思，就是叫作真言，或者叫作

密語，或者叫作明，或者叫咒，或者

叫總持。」在這裡面種種翻譯的意思

裡面，只有最後一個─總持─是跟它

原來的義理相近的。  

但是，如果你繼續看維基百科，或

是百度百科上面的解釋，它上面會跟你

講說，陀羅尼是佛教裡面佛菩薩、護法

神眾、佛弟子們所通用的一種「音聲語

言」。請注意到這裡的解釋，已經不是

原來陀羅尼的意思了，它已經變成了

「音聲語言」的一種解釋了；這個就是

相當於說，它在告訴大家，凡是這些密

語、這些咒語的本身，它透過這樣的音

聲，透過這樣的語言，去宣說出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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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它就開始具有神奇的力量了。比方

說，對於像總持這個方面來說的話，一

般人解釋就是說：例如四十二個梵文字

母，只要唸誦一個梵音字母，就能通達

甚深的般若波羅蜜門。現在這個，是你

在網路上面可以查到的，關於陀羅尼在

總持方面的解釋。諸位菩薩不知道有沒

有看清楚了，它說這裡面總共有四十二

個梵文字母，你只要唸誦一個梵音字

母，比方說「阿」，就能夠通達甚深的

般若波羅蜜門。如果各位印象猶新的

話，應該會記得當我們在講《大智度論》

的陀羅尼的時候，我們有講到說，字入

門陀羅尼是怎麼來的，這個字入門陀羅

尼是用梵文的根本字，當時用根本的四

十二個梵文字母，每一個字母把它賦予

一個佛教的義理，以至於說你在聽到別

人講梵文的時候，凡是聽到類似的音，



三乘菩提之佛典故事（一） 

81 

你就會透過這個類似的音，幫你提醒、

幫你聯想起所相關的佛教義理，這是一

種善巧方便的總持。可是現在到了後世

的眾生之後，就逐漸演變，反而演變成

說，每一個梵音字母，只要唸誦這梵音

字母，就能夠通達般若波羅蜜門。但其

實剛好相反，當時  龍樹菩薩講的字入

門陀羅尼，其實是你要先知道般若波羅

蜜是什麼意思，先知道一切法不生是什

麼意思；也必須要知道一切法不生，在

你的行住坐臥中如何去觀行；有了這些

基礎的知識之後，再把所有的這些概念

知識，把它跟梵文字母的「阿」連在一

起，然後才能夠在跟人家交談時（聽人

家說話的時候），聽到「阿」這個字，然

後就能夠聯想到般若波羅蜜門。 

所以現代人對於這個解釋，已經

完全扭曲了當時字入門陀羅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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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變成迷信單一一個字母它有什

麼神奇的功效。就像這裡所說的，所

謂的唸誦一個梵音字母，能夠通達甚

深的般若波羅蜜門，這真的是誤會大

了！而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純

粹就是眾生在學習的整個過程中，是

因為自己本身有欲求，然後又不肯好

好地按照  佛所說的經典來學習；加上

之前我說過的歷史的演進，在印度的

佛教衰亡，以至於說被坦特羅的各式

各樣的咒語所取代了，再往北傳到西

藏去之後，更形成了許許多多奇奇怪

怪的咒語。像這些狀況，就造成了後世

的眾生，反而去迷信梵音字母它有什

麼神奇的力量。  

又比方說，你如果再看一般人對

真言的解釋，「真言」——他們對於真

言的解釋就是「功效真實超越時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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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這個部分，如果你把它緊扣在

它是宣說佛法義理的話，那的確是可

以承認。可是，一般人對於真言這部

分的功效，恐怕還是都落在求什麼、

求什麼的立場上，所以也顯然是會扭

曲了原來陀羅尼的原意。  

再來看關於密語的部分，許多人

就說「密語」是佛菩薩為了利益度化

眾生，將祂的無量劫修行的願力功德

總結為一句的密語，教弟子們只要專

心持唸就可以得到不可思議的功德。

這個同樣也是在倒果為因，因為所有

一切的陀羅尼都是為了幫助我們修學

佛法；如果說光是一句密語就能得到

不可思議的功德，那  佛陀為什麼還要

花四十九年，留下這麼多詳細解說的

經典呢？所以，透過這個立場你可以

想像到說，所謂的透過持唸一句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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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得到不可思議的功德，那純粹是

後世的眾生因為自己的欲求使然，而

曲解了原來陀羅尼的意思。比方說

「明」這個字，常常有人覺得說要持

明，持明就是表示說誦唸了什麼咒

語，可以讓身口意得到「淨化」，進而

甚至說能發出光明。可是我們都知道

啊！咒語本身它只是一個音聲而已，

真正要淨化的一定是你要自淨其意，

而不是透過咒語的方式能幫你淨化你

的身口意啊！那要如何自淨其意呢？

當然就要順著  佛陀的教導，好好去修

學解脫。  

最後談到的是說所有一切的咒

語，如果你不是曲解了，是按照陀羅

尼原來的意思，那你誦唸之後會不會

得到諸佛菩薩的祝願和加持呢？這倒

是肯定的。實際上，每一個佛弟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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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好地修學佛法的話，佛菩薩沒有

對哪一個佛弟子會不加持的。所以，

不管你是用陀羅尼來修行也好，或者

認真去讀經典也好，或者是好好地去

接近善知識上課也好，只要你好好地

學佛，佛菩薩都會加持的。所以我們

從整個看來的話，我們特別要叮嚀大

家的是：咒語的本身，按照佛教的方

式來說，陀羅尼就是要幫助大家來學

習佛法義理的。那我們要注意的是，

不要把陀羅尼全部都扭曲成是一個神

奇的章句，或是神奇的發音，或是神

奇的梵文書寫的方式，而希望從這裡

面，只要專心誦唸或是專心書寫，甚

至還有一些人把它刻寫在一個輪子上

面，然後拼命在轉它，就希望說是透

過這樣「轉經輪」，儼然就可以淨化自

己的身口意了；那我要告訴大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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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叫緣木求魚。  

今天我們就先說到這裡。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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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陀羅尼─咒語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13/2559-a13_005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仍然繼續跟大家講「佛

典故事」。我們因為有牽涉到陀羅尼這

件事情，有一些話不能不跟大家交代

清楚，所以我們在陀羅尼方面得花一

些時間說明，然後我們最後再來收攝

到故事的本身。  

我們前面講過，陀羅尼它就是總

持，是幫助眾生學習佛法的一個善巧

方便，所以就有各式各樣的陀羅尼。

那說到了《瑜伽師地論》之中，也有

菩薩的法陀羅尼、菩薩的義陀羅尼、

菩薩的忍陀羅尼，跟菩薩的咒陀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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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我們前面也有跟大家講，「陀羅尼」

在最初的用義，就是要幫助大家學習

佛法的善巧方便；可是後來你可以看

到，在  彌勒菩薩講的菩薩的咒陀羅尼

裡面，已經又加入了一個元素，就是

為了要度眾的方便，難免就是會有菩

薩用自己的力量（譬如透過自己的神通力

量），來宣說了一些章句，讓持誦這些

章句的有情眾生能夠消災解厄，這是

免不了的事情，也是行菩薩道裡面恐

怕必須有的一個狀況。  

正因為這個菩薩的咒陀羅尼的狀

況，再加上歷史上衍生的一些因素，所

以就演變成後代的眾生，往往對於陀羅

尼這些字，或往往迷信於有一些神奇的

聲音，或一些神奇的字的寫法；甚至把

這些字刻在一個可以旋轉的輪筒上

面，說這個叫轉法輪［編案：或稱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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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輪」］，企圖用「轉法輪」的方式來清

淨身口意，其實這已經偏離了陀羅尼原

來的意思。所以，我們在這裡要給大家

說的是，如果您真的志在修行的話，請

您務必要注意到陀羅尼是一個總持；這

個總持它的對象最終都要回歸到佛教

的教義，也就是法義的部分──佛法義

理的部分。  

所以，比方說在《大智度論》裡

面的字入門陀羅尼那個「阿」，那個字

代表了一切法不生，那你要學習這個

「阿」字門的字入門陀羅尼的話，你就

一定要先尋找善知識，先聞聽善知識

的開示，瞭解什麼是一切法不生的義

理；然後，並且也要能夠知道，如何

在你的行住坐臥之間，應如何去觀行

一切法不生的狀況。這些全部都要透

過善知識的開導，然後你本身好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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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等到你把這些義理跟觀行的方

法都學起來了之後，然後你再來找一

個你最容易用到的字，把這個字跟相

應的佛法義理與行門全部連結在一

起，以至於你每一次聽到這個字之

後，就能夠適時地提醒你、彰顯你所

應該修學的義理跟行門，這個才是字

入門陀羅尼的意思。所以，若你對於

這個法志在修行，對於字入門陀羅尼

就應該要掌握住，先學好所該有的佛

法的義理，然後想辦法把它作總結；

按照自己的方式總結了之後，形成一

個有效的陀羅尼，這個才是菩薩道修

學的有效方法。  

當然，如果您志在修行的話，同

樣也要介紹給您〈正覺總持咒〉；這個

〈正覺總持咒〉──因為這個咒太好

了，所以我們仍然要不厭其煩再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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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給大家聽：  

五陰十八界，涅槃如來藏， 

般若道種智，函蓋一切法。 

一切最勝故，與此相應故， 

二所現影故，三位差別故， 

四所顯示故，如是次第現。 

具足解脫道，及佛菩提道， 

求正覺佛子，一切應受持。 

為什麼特別要推薦這個〈總持咒〉

給大家呢？因為這個咒同時符合了  
彌勒菩薩所講的菩薩法陀羅尼、菩薩

義陀羅尼跟菩薩忍陀羅尼；因為這裡

面具足了一切佛法、具足了一切佛法

的義理，並且也具足了我們所應該要

學習的實相法，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

推薦給大家。  

換句話說，如果您志在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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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請您一定要掌握住「陀羅尼」原

來的意思，你在學習陀羅尼的時候，

一定要從法義入手，再把它收攝精

練。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有許多的學佛

人，確實是需要佛菩薩幫他消災解厄

的；甚至我們也不能否認說，也有許

多人希望藉此求通、求得；所以對於

您有這種需求的話，難免您就會對於

一些所謂的（世間人一般所認知的）咒語

真言，比較講求它有沒有應驗了。  

如果是這樣子，我們要先給大家

講幾個希望大家注意的地方：首先，

任何會傷害有情眾生的咒語，絕對不

可以持誦！是不是真的會有這樣的咒

語呢？當然會有。我們說咒語的本

身，如果談到它神驗的特質，一定是

因為當時誦出這個咒語的那個有情眾

生他自身的力量；這個有情眾生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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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菩薩，所宣說的必定都是有益於

眾生；可是，這個咒語我們也不能排

除說，有一些的咒語往往是由一些鬼

神所誦出來的，而那些鬼神是不是真

的能夠像佛菩薩這麼清淨呢？很難

說！所以有些咒語，我們總是很難排

除會有一些是對有情眾生有傷害的狀

況，所以如果您已經知道某一類型的

咒語會傷害有情眾生，無論如何您都

不應該持誦。  

接下來，是要勉勵大家，哪怕您

是希望持誦咒語有佛菩薩能夠保您平

安，可是仍然希望您不要一味地追求

世間的五欲境界。有一些人往往捨本

逐末，反而是說希望透過唸咒語讓佛

菩薩加持他，然後讓他在世間的五欲

能夠更加地享受，這個就是背道而馳

了！如果您用這種方式去持誦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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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宣說的咒語，而要來求世間五欲的

話，那我現在就可以告訴大家，那樣

的持誦咒語絕對沒有效用。在這個基

礎之下，我們還要再勉勵大家，因為

講求消災解厄，講求求通、求得，通

常是說您還沒有瞭解到佛法是如何地

掌握了您所有祕密的關鍵；所以我們

才說，如果您還是這樣子的話，那我

要勉勵您好好地、精進地學佛，從根

本的層次，依照您個人的修行，徹底

掌握您的命運，如果您能夠這樣作，

那麼消災解厄、求通、求得，本來就

是一個自然會有的果報。  

另外，我們也要跟大家講回到故

事的本身，因為這個人他求的是「毘

陀羅咒」，這個咒語是可以害彼的，但

未及害彼反自先害己。所以依照我們

剛才給各位講的，會害人的必定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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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邪咒，所以這個跟我們在佛教裡面

（所有在佛教裡面──正統的佛教、正信的

佛教裡面）的陀羅尼絕對不會害人不

同，所以這裡面說的毘陀羅咒不是佛

教裡面的咒語。不過我們還要叮嚀大

家，假使一個咒語，即使是不害人的，

它僅是為己求達、求通，那是不是表

示這個就一定不是邪咒呢？這個也很

難說，因為大家要有一個觀念：宣說

咒語，是在於宣說的那一個有情眾生

他是不是有神通的力量在，如果他有

神通的力量在，他就可以透過某一些

的章句宣說跟他相應的咒語；然後當

有人來持誦這樣的章句的時候，他就

可以感應到，然後進而去幫這個人作

一些事情。  

現在我們來想像一個狀況：當你

在持誦一個咒語的時候，假設這個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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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也幫助你解決了一些事情；如果這

個咒語真的是佛菩薩所宣說的，那你

應可以想像得到，佛菩薩之所以會幫

助你解決事情，祂最終的目的都是希

望你能夠安心地學佛。所以，佛菩薩

絕對不會因為幫助你處理完這些事情

之後，還會對你有所求，唯一的就是

希望你好好學佛而已；可是如果宣說

這個咒語的並不是真正的佛菩薩而是

其他的鬼神，那我們就要多考量考量

了。因為，如果是鬼神宣說的咒語，

只要宣說的有情他本身有些神通的

話，那麼即便他只是鬼神，也會有它

能應驗的地方；換句話說，這些鬼神

所宣說的咒語，只要你持誦得當，它

一樣會有所神驗。  

可是各位要想想看，當你持誦這

個咒語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個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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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神奇的力量，或是因神奇的書寫

方式而得到神驗，它的力量其實是在

於宣說這個咒語的有情。所以當你持

誦這個咒語的時候，你就相當於請當

時宣說這個章句〔編案：咒語〕的有情，

去幫你解決事情；那麼，這一位背後

的這個有情，如果他本身心不清淨的

話，當他在幫你解決事端的時候，想

當然他的相應對你就會有所求。就如

同世間人請人家幫忙之後，那幫忙你

的人少不了也會對你有所要求，至少

心裡一定會惦記著，當時我是怎麼幫

你的，以後我有發生什麼事情的時

候，你也同樣要助我一臂之力。從這

個世間人都有的心態，你就可以推

知，鬼神他的心意如果不清淨，那麼

你去持誦他所宣說的這個咒語而得到

應驗之後，那想必在未來你也需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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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他一些人情；那麼這個部分你就很

難想像，到底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償還了。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咒」即便不是佛菩薩宣說的，而是一

般鬼神所宣說的咒語，也有它應驗的

時候；可是如果這個鬼神不清淨的

話，那麼你持誦這個咒語，代價是目

前很難想像到的。所以，還是要奉勸

大家小心為上。  

至於這個故事的本身，我們針對

「陀羅尼」給大家講了這麼多，其實這

個部分（這個故事）說跟他人索求一個

「毘陀羅咒」，雖能夠害他，卻也能夠

先害己；那這個「毘陀羅咒」在這個

故事裡面，其實就是我們的「瞋恨」

啊！因為，我們只要瞋恨心生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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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因為我們的習氣使然，所以只

要瞋恨心之所在，我們就想要向對方

來索求相應的回報（ 也 就 是 報 復 的 意

思）。所以瞋恨生起的順序，必然是我

們先在情緒上面起來了──先生氣，

之後這個生氣起來的狀況如果沒有適

當地消解，接下來的心行就是思索報

復。而所有的瞋，我們來想想看，比

方說：以故事裡的這個人來說，他被

對方毀謗之後，這已經是先前的事情

了（先前已發生過的事情）；然後他因為

先前的這個毀謗，把這個瞋恨的心行

留著，然後在心裡面翻攪、翻攪、再

翻攪，到最後形成了報復的心態，並

且久久不能放下。所以請大家想想

看，這個人他的「瞋」是不是害己在

先呢？因為他根本就還沒有對對方展

開實質報復的時候，他的瞋行就已經



陀羅尼－咒語 

100 

在自己的心裡面千迴百轉了！我們知

道所有一切的瞋行，所有一切的生

氣，到最後對於你的身體擺明了就是

一個很大的傷害。甚至之前我還讀到

有一篇統計，說在臺灣的許多人，甚

至每週一定生氣一次；當然這統計數

據，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準確性如何，

但是可想而知的就是，眾生這個瞋行

幾乎是很普遍的。而且所有的瞋行，

您想想看（以這個故事為例子）所有的瞋

行是不是都是會先傷害自己的身體

呢？因為你根本就還沒談到什麼報復

的事情，當你還在醞釀、還在籌措的

時候，這個「瞋」就已經在你的身體

上面留下了許許多多的傷害。  

那這個「瞋」從這方面來看，是

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現象，大家不妨

想想看，所有的眾生不是都自私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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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眾生不是都想盡辦法要追求自己

最大的利益嗎？可是眾生卻一天到晚

生氣，一天到晚對周圍的有情生氣，

而每次有瞋心起來的時候，就是先害

自己，就如同故事裡面所說的「毘陀

羅咒」啊！因為你根本就還沒有讓對

方有所應驗報復，所以你就是先傷到

自己；眾生都是這樣自私自利，可是

卻老是在傷害自己，而自己不知道。  

所以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現象，要真正對自己好的話，那不是

應該永遠都別生氣才是對自己好嗎？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就曉得，

這個瞋行的對治，顯然是修行上的一

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瞋」之所

以這麼厲害，就是因為它會反覆地傷

害自己；而且瞋的傷害不僅在當下，

更會禍延後世！怎麼說呢？我們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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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裡面，佛菩薩屢屢地告誡我們，

就是說「瞋」──比方說有一些形容詞

說，瞋好像火一樣，會燒功德林；那

為什麼會燒功德林？就是瞋會讓你對

於眾生來講，相當於是你要把眾生驅

離，甚至是要危害眾生；那這樣作的

結果，你在當世如果對眾生犯了瞋的

心行，或是甚至有瞋行〔編案：身行、口

行〕實際去作了之後，後世大家再相遇

的時候，這個當時受到你瞋行的這個

眾生，很顯然後世再看到你的時候，

都自然會選擇離你遠一點，甚至就是

老看你不順眼。像這樣的狀況，如果從

菩薩的角度來看，你對眾生犯瞋行之

後，以至於使得眾生後世會遠離你，

乃至於說看你不順眼，那麼你又如何

去教化眾生？如何去度眾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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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就是說，

所有一切的這個福德，中間有包含一

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如果你跟眾生之

間，有所謂瞋的這個行為在過去世發

生過的話，那麼未來世大家相見的時

候，也必然都會興起跟當時的瞋行相

應的果報出來。所以，這個果報顯然

不會是一個可愛的果報啊！因為「瞋」

的本身就是讓人生氣，是一個不可愛

的東西；所以按照因果相應的道理，

它的果報也必然是一個不可愛的、你

所討厭的果報。所以這個不可愛的果

報，在你的未來世對現的時候，無形

中就是會減損你當世的福德。所以佛

菩薩才會反覆地告誡：有志於菩薩道

修行的菩薩們，千萬千萬要戒瞋，因

為瞋的危害太大了！瞋是一個很大的

性障！所以就是說，修行上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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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指標：就是大家要對治瞋。這個瞋

的對治，恰巧就是菩薩六度修行裡面

的其中一個，叫作忍辱度的內容。  

那在前面幾個講次裡面，我們曾

經跟大家說忍辱度的內涵：第一個內

涵，就是所謂的世間忍的層次，而世

間忍有絕大部分，都是在對治瞋！對

治瞋並不容易，因為你想想看，眾生

都是這麼自私自利，可是卻不斷地犯

瞋的心行，來傷害自己而且不肯改過

（也很難改過）。這個就是告訴你，要對

治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同樣的

它得要有一些方法，這個方法，佛菩

薩在忍辱度裡面，有教給我們一些方

法，告訴你碰到逆境的時候，你應該

要怎麼去觀行。  

比方說，我們之前曾經講過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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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裡面就有談到，佛有教導大

家，碰到這些不順耳、甚至是毀謗（人

家對你有毀謗的言詞）的時候，你應該怎

麼樣去觀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教

導，如果你自己在面對的時候，你就

應該實際去作作看；那實際去作作看

的時候，你就有了一些體驗。這個體

驗如果再加上佛菩薩的教導之後，你

就可以想辦法自己來設置一些陀羅

尼——音聲陀羅尼，自己設計自己的

音聲陀羅尼，然後讓自己能夠妥善地

運用佛菩薩的教導，來幫助你對治

瞋。這是一種方式，當然對治瞋的方

法，還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說觀行五

蘊的部分，也是一種對治瞋的方法，

它有種種的方式。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這個故

事裡面，眾生會想要去求那樣的「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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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尼」，而這個陀羅尼還沒害到對方，

就先害了自己；這個其實就顯示了正是

眾生所常犯的瞋行。那要對治這個瞋，

就需要回歸到原本陀羅尼的義理，請大

家從忍辱度裡面修——忍辱度裡面有

好些個善巧方便，當大家在學習忍辱

度這個部分的時候，不要都是在心平

氣和的狀況之下，只聽聞忍辱度而覺

得言之成理就好了；實際上你要把它

變成一個總持、變成一個陀羅尼的

話，你除了要懂之外，更要實際的把

它用用看。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告訴大

家的，除了對義理的瞭解之外，也要

有觀行的方法，當你把義理跟觀行的

方法都掌握了之後，你就可以把它結

合成陀羅尼；一旦你把它結合成陀羅

尼之後，對於你要對治瞋，才會發揮

很有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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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關於〔編案：陀羅尼〕這個

故事，我們就講到這裡為止。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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