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4000 講經堂 

《⽂殊師利遊戲經》 

 

宗薩欽哲仁波切 

2020 年 6 ⽉ 5 ⽇ 

 

《⽂殊師利遊戲經》（亦稱《⼤莊嚴法⾨經》）中講述，有⼀名為勝⾦⾊光明德之名

伎與⼀⾧者⼦同乘⾺⾞，於前往園林嬉戲途中，偶遇⽂殊師利。⽂殊觀此⼥⼦宿世善

根堪受教化，遂以神通⼒⾝放光芒，並以種種瓔珞莊嚴⾃⾝。⾦⾊⼥⾒⽂殊法相莊

嚴，⼼⽣歡喜⽽向⽂殊請法，⽂殊於是為其宣講菩提⼼奧義。⾦⾊⼥聞已⼼⽣智慧，

隨後於阿闍世王等眾⼈⾯前，與⽂殊詳談清淨煩惱之法⾨。後⾧者⼦於世尊處聽聞正

法⽽⽣了悟。經中所⽰皆為⼤乘教理，尤其著重諸法平等與空性之義理。 

 

請前往84000雲端藏經閣在線上閱讀或下載《⽂殊師利遊戲經》的英⽂翻譯。 

 

願聽聞者吉祥！ 

 

以下編輯過的開⽰⽂稿，按照視頻段落分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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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00:03): 

爹雅他  嗡 牟尼 牟尼 瑪哈牟尼耶 梭哈。皈依佛。 

南無 ⽂殊師利耶 咕瑪拉雅 佛陀雅 菩提薩埵雅 摩訶薩埵雅 瑪哈嘎嚕尼嘎雅。 

[念誦祈禱⽂] 

 

(00:27): 

⾸先，我要向所有的聽眾問好，並且表達我的喜悅與感激。我也想特別表揚並感謝過

去⼗年⼀直努⼒不懈的譯者們。這次講課⼀部分是為了慶祝【⼋萬四千 • 佛典傳譯】

計劃成⽴⼗週年。總之，我要說的是，我打從內⼼感激所有的譯者和投⼊了⼤量時間

與精⼒於⾏政管理⼯作的⼈員，以及所有讓這個項⽬能夠成⽴的慷慨贊助者。我們也

將發布⼀個新的動畫⽚，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在這裡要做的，其實是表達我的喜悅。能夠將這些經⽂以很多不同的語⾔呈現，實

在是太不可思議了。我就是想表達這份喜悅。我當然沒辦法逐字地討論所有的佛經。 

 

(03:11): 

為了慶祝我們的⼗週年，我們來稍微不完整地探討⼀下《⽂殊師利遊戲經》。這部經

叫做《⽂殊師利遊戲》。 

 

(03:37): 

我認為譯者延斯·爾蘭·布拉維格（Jens Erland Braarvig）翻譯得相當好。從經名，到所

有⼈物的名稱，還有當然經⽂本⾝。請細細品讀延斯的翻譯。延斯，謝謝你翻譯這部

經。我希望你健康⾧壽，並且翻譯出更多經⽂——不僅僅是這輩⼦，未來很多很多輩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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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告訴你們：依照很多班智達以及過往的⼤師所⾔，佛經是不可能被輪迴的有染

凡夫理解的。所以很顯然我沒辦法去解釋這部經。只不過是因為這部經有⼀部論著，

⽽因為我有些許的福德讓我以前稍微研讀過論著，在那些學習的基礎上，我在這裡僅

僅是通過分享經⽂的部分內容來表達我的喜悅，做為我們慶祝的⼀部分。 

 

(05:55): 

我希望我們翻譯佛語的⼯作會啟發⼤家對於佛陀教法的興趣，因為我常覺得如果佛陀

的教法被歸類為⽼套的、或與我們無關的，那就太可惜了。如果被視為博物館的收藏

品⼀樣，那就實在太不幸了。⽽我認為這種態度⼀般純粹出⾃於無知，是因為真的不

知道，也不投⼊任何精⼒去聽聞或思考，沒有真的去細讀這些教法。特別是在當下，

這些教法更是和我們息息相關。你知道，這個世界就是被⼀個東西逼瘋的，那東西叫

做：「⼆元對⽴」。 

 

(07:24): 

你可以看到⼆元這個東西——「⿊」與「⽩」、「對」與「錯」、「左」與「右」—

—真的讓我們⽀離破碎。⽽且在過程中我們變得越來越沒安全感，變得越來越物質

化。我們更多是向外⽽不是向內尋求解決⽅案，但解決⽅案就在你的內⼼。⽽且解決

⽅案其實很簡單明瞭。就在這裡，就在當下，⽽且免費的。但是因為我們學會散亂，

我們現在就被⼆元這個東西，被物質主義所糾纏——反正就是糾纏不清。因此也就有

很多的不滿。有好多焦慮、好深的疏離感、好多疑慮、好強的不安全感、好多不確定

性。⽽且更糟糕的是，我們對於⾃⼰的存在毫無認知。 

 

(09:34):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算你只是在智識的層⾯投⼊⼀點點時間和精⼒去討論這些教

法、經⽂、或論著的內容——其實這些是很有實際依據的，你知道嗎。是你可以去體

驗的。所以這樣的努⼒很值得。 

 

我必須告訴你們：這是⼀部⼤乘經典。⼀般來說，我認為在學習任何智慧傳承時，不

管你在做什麼，你都真的必須要有⼀顆⾮常⾮常開闊的⼼。你必須如此。你必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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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變成⼀塊空⽩的畫布：譬如，如果⼀個中國⼈要去研讀柏拉圖或蘇格拉底所

教導的東西，那個中國學⽣必須真的清除⾃⼰很多的偏⾒和先⼊為主的結論。這樣你

才能真的欣賞蘇格拉底或柏拉圖所教的東西，對嗎？同樣的道理。很多現代⼈——當

我說「現代⼈」時，我主要說的是那些受過很多現代教育的⼈，⽽現代教育主要就是

西⽅式的教育。我在這裡只是想說，當你去研究這些經⽂時，我想要你保持⾮常開闊

的⼼胸。我希望你去嘗試⽤不同的⾓度、不同的視⾓，或者⾄少告訴⾃⼰，你在使⽤

舊的⾓度或舊的⼯具。⾄少有⼀種願意跳出思維框架的動機。這樣做是會有幫助的。 

 

我之所以強調需要跳出現有的思維框架，是因為很顯然我們知道⾃⼰的問題——我在

說的不是氣候變化或政治的拉鋸戰這種⼤問題，⽽是我們⽇常⽣活中所⾯對的問題—

—這些問題通通出⾃於⼆元對⽴的分別念，這點應該很明顯。 

 

⼀旦你有「好」與「壞」，那就已經有想要變得多「好」，並且不想要變得多「壞」

的掙扎了，對嗎？「美」與「醜」、「⿊」與「⽩」、「左」與「右」。所有的⼀

切。⼀旦你有⼆元，你就有掙扎。 

 

那麼我們在這裡到底想要怎樣呢？佛經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最根本的問題是：「為什

麼要學習這些東西呢？」我們為什麼要學習？我們為什麼要學習任何東西——數學、

地理、經濟學？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想要有滿⾜感，我們想要得到快樂，對嗎？對，

我們想要被滿⾜。這是我們所想要的。我們想要歡樂。我們想要快樂。歸根究底，這

就是我們想要的。 

 

(14:34): 

佛經並沒有否定這些；這些經⽂並沒有說你不應該歡樂。我再次地強調這點，是因為

似乎很多⼈出於對佛教哲學的無知⽽認為：「哦，要做佛教徒的話，你必須去⼭洞

裡。你必須成為和尚或尼姑。」你會發現這部經是⼀位⼈⼈愛慕的名伎與⼀位菩薩之

間的對談。從這篇經⽂你也會發現，佛法之道，尤其是⼤乘之道，並不落⼊對於⾒

地、業⾏、態度及修⾏的⼆元極端之中。當你閱讀這部經的時候，我想要你真的以⼀

顆開闊的⼼去讀。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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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已經是佛教徒的⼈，已經把佛陀之道視為⾃⾝的修道之⼈，尤其是已經把菩薩

道視為⾃⾝的修道之⼈，你不僅僅應該要有開闊的⼼，你也絕對應該去聽聞與思維，

並且抱持著令所有眾⽣——不只是⾃⼰——覺醒的發⼼去討論這些課題。當我們說

「覺醒」時，我們不是在說某種奇特的覺醒境界。我們在說的，是讓我們從這場因為

⾃⼰的⼆元思維⽽產⽣且糾纏⾃⾝的噩夢中覺醒。 

 

在經⽂中，這種解脫與覺醒的境界，是可以於此刻、此處就證得的，無需去到別處。

就像從噩夢中甦醒⼀樣。當你從噩夢中醒來，你並沒有去到那裡。你就在這裡，躺

著。你只不過是從噩夢中醒來了⽽已。⽽當你從噩夢中醒來，你做了什麼樣的噩夢就

不重要了。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在做噩夢時——譬如你夢到從懸崖墜落——當你在做

噩夢時，如果你知道這只是⼀場夢，並不是真的在發⽣，那麼你就已經體驗到這種覺

醒的境界了。你若已經體驗到這種解脫的感覺，基本上你就不會慌張。特別是如果你

對於這只是⼀場夢有徹底的醒悟的話，它就只不過是⼀場噩夢。你其實就會順其⾃

然。你甚⾄會去操控它。 

 

(19:20): 

同樣的，我們具備所有的素材、擁有所有的配件，具備覺醒的潛能，無需去往別處。

這部經的名稱——它有⼀個⽐較⾧的全稱，但為了便於溝通，我就叫這部經《⽂殊師

利遊戲經》，好嗎？這裡挺有趣的。 

 

⾸先，「經」就像是精要訣竅的匯集，也就是忠告。忠告，或者精要訣竅的匯集。還

有⼀些別的含義，但我們就先滿⾜於這層含義。經⽂全名還有⼀個字是「Arya」，意

思是「聖」。這挺有趣的，因為這部經為什麼被稱作「聖」呢？我認為有很多原因。 

 

(21:17): 

⾸先，這部經的內容基本上就是⼀條道路，或說⼀個技巧、⼀套指⽰，帶領我們超越

⼆元。你知道「聖」，Phagpa（藏），Arya（梵），有「超越」的含義。超越正常的

情況或姿態。這是因為這部經的課題有關如何超越。真的想要深⼊且詳細理解這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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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請你們⾃⾏閱讀經⽂。如我之前所說的，我只不過是分享我的喜悅，然後選出

⼀些我覺得⾃⼰明⽩的重點來分享。 

 

(22:42): 

所以經⽂的內容跟超越正常的「⼆元世界」有關。因此才加上「聖」這個字。然後經

名⾮常⾮常有趣：「遊戲」。這很有意思，因為這是⼀齣戲，⼀場遊戲。是戲，也是

遊戲。這有不太嚴肅的含義。再次強調，我們在討論的是：事情並不是⼆元對⽴的，

不是像我們這種⼆元對⽴的⼈所認為的那樣，事情其實是無⼆的。正因為事情是無⼆

的，我們可以使⽤⼆元對⽴的⽅式，因為這都無所謂，因為這就像我之前說的噩夢⼀

樣。因為⼀旦你知道⾃⼰在做噩夢，譬如說你從懸崖墜落，然後在噩夢中你在墜落的

時候突然明⽩：哦，這只是⼀場夢！ 

 

(24:18): 

然後你會怎樣呢？你就從當中清醒了。這也是⼀種遊戲。因為其實你沒有真的墜落，

所以你也不能真的停⽌墜落，你明⽩嗎？你不能結束它，因為墜落那件事不曾真的存

在。或者，你可以更加瘋狂地說：哦，既然這只是⼀場夢，既然我不會墜機，既然我

不會死，那我們就飄⼀飄吧，我們去看看別的景⾊。然後你可能決定去⾶翔。這些可

能性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不管如何，這都沒有真的在發⽣，對吧？ 

 

所以才說「遊戲」（藏⽂ rolpa）——遊戲，戲。從另⼀個⾓度你可以說，這是⽂殊師

利在玩的遊戲。或說這是⼀場釋迦牟尼佛出⾃他的慈悲、⼒量與加持⽽玩的遊戲。我

們有這齣戲，有⼀個舞台，有⼀齣名伎與⽂殊領銜主演的戲，另外還有⼀個⾦主的兒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看或觀賞這齣戲、這個遊戲，然後從中學習我們每⼀個⼈是如

何在欺騙⾃⼰的。我們⾃⼰把⾃⼰糾纏住了。看看我們是如何時刻把⾃⼰陷⼊更深的

困境，我們是怎樣都學不會如何不沾惹上⿇煩。這⼀切我們都能從這齣戲當中學習

到。你可以從很多不同⾓度去研究這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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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00:01): 

這是⼀部⼤乘佛經。 

 

 [停頓] 

 

當我們說到「⼤」——「Mahā」這個字的含義是宏偉、浩瀚、巨⼤。這是梵⽂字的含

義。但我認為很重要的⼀點是，不應該把這個字詮釋為某種⾼低分別，因為我們並不

是真的在說有⼀個⽐較好，或⽐較快、或⽐較偉⼤的東西，⽽是在討論⼀種態度，⼀

種以⾮常開放的姿態做為動⼒的態度，所以我們才⽤「⼤」這個字。⽽之所以會有開

放的態度是因為有開放且不可思議的發⼼。⽽之所以會有宏偉的發⼼是因為有更宏偉

的⾒地。我認為從很多⽅⾯去審視這部經是很重要的。甚⾄是它的敘述⽅式、場景設

置，所有的⼀切。 

 

(01:53) 

當然，我必須說這類經⽂的讀者也得記得這是⼀個古⽼的⽂本，是⼀部經典的佛經。

我們在討論的不是去年最暢銷的書籍。我們所在討論的經⽂，它的微⼩細節，它的語

⾔、⾵格，都是相當古⽼的。 

 

(02:32) 

這就是不可思議之處。雖然它這麼古⽼，有約 2500 年了……. 就算假設只有 500 年的話

我們都會覺得匪夷所思，竟然當時的⼈們有著最開放也最進步的法⾨。從很多⽅⾯來

說，我們變得好落後，尤其是在內在的思維⽅⾯。當然我們在研發智慧型⼿機、抗⽣

素等等⽅⾯變得很先進，但如果是討論內⼼、意識、或實相的話，我們已變得很狹

隘。在這裡我要再次請求與懇請⼤家，真的要以很開放的⽅式去看待這部經，也記得

裡⾯的細節來⾃古⽼的印度⽂化。所以當你在讀這類經⽂時，不要很輕易就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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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是某種童話故事或過於詩意的（表達⽅式）等等。但我必須說，當中的確有很

多詩意的地⽅，⽽且詩意是很重要的。詩意是——就是，你要如何對現在還沒辦法消

化或欣賞實話的⼈，從頭說起實話？你要如何跟他們對話？要跟這些⼈對話，如果你

真的覺得你必說不可——假設你真的很在乎這些⼈，如果你真的很在乎你愛的⼈，⽽

你知道要讓這個⼈去理解事實很困難，更不⽤說去⾯對事實了——那你要怎麼跟他

說？你看，就是在這種時候詩意、故事、譬喻變得相當重要。 

 

(05:51) 

總之，我必須再次提醒你們，我沒辦法給你們關於任何⼀部經的完整解釋，包括這⼀

部。我只不過是跟你們分享我所能夠把握的，或者我能夠概述的，⽽我能夠⼤概理解

的是⾮常⾮常微⼩的，⾮常有限的。 

 

(06:40)  

好，所以這個故事的場景。⾸先，我們會想：「哦，為什麼這在經藏裡⾯呢？為什麼

在《⽢珠爾》裡⾯呢？為什麼不是在論藏裡呢？」因為說到底，在講解這整個教法和

回答問題的畢竟是⽂殊和其他幾個⼈物，⽽不是佛陀本⼈。⾄少經⽂的開場是如此，

對吧？ 

 

(07:17)  

但是有很多佛經都是這樣的。譬如《⼼經》雖然是觀⾳與舍利弗之間的對話，他們的

對話是被佛陀所觸發的，或說是佛陀的加持。當時佛陀在禪定中通過他的神通⼒——

我們可以很粗俗地說，佛陀「設計」了那場舍利弗與觀⾳之間的對話。同樣地，你可

以說佛陀這時與很多⽐丘及菩薩們在靈鷲⼭上，所以是透過他的加持。所以，是的，

你可以說是⼀種「設計」。 

 

(08:25) 

當佛陀與弟⼦們在靈鷲⼭上時，在附近的王舍城有⼀位美麗的名伎。你注意到了嗎？

這位名伎是其中⼀個主⾓，她以美貌出名，⽽因為她過去世的功德與福報，她⾮常的

美妙。基本上，有好多⼈仰慕她、愛慕她，為她傾倒。⽽且她有⼀種能讓⼈快樂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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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感到撫慰。她說話輕聲細語。她總是⾯帶笑容。她讓所有⼈感到⼼平氣

和。 所有的王⼦、商⼈、⾦主們都想要跟她在⼀起。 

 

(10:19) 

然後上威德，⼀位⾦主的兒⼦，請她陪伴。所以她上路時，好像是坐著華麗的⾺轎⾞

——城鎮上有好多⼈都聚集在⼀起，就為了能夠看到她⼀眼。就在此時，⽂殊師利剛

好做完禪修。他從禪定中出來時，思考了⼀下，然後想著：好，今天他應該去利益誰

呢？他應該使誰（的機緣）成熟？他應該教導誰？⽂殊思考著就發覺應該是這位名

伎。我想是他的遍知⼒，讓他看到這位名伎正坐著⾺⾞。這⼀點很重要：當他在觀看

這個三千⼤千世界時，在看誰需要被調伏，誰需要被解脫，誰需要被教導，在看他今

天應該去利益誰的時候，他發現這位名伎的時機成熟了，這位名伎有能⼒成為承載功

德的器⽫。這位名伎是⼀個有福報的⼈。基本上，這位名伎有這個福德。 

 

(13:15) 

發覺到這⼀點後，⽂殊便將⾃⼰化⾝為相當莊嚴的⼈。不只是⾮常英俊、莊嚴的⼈，

⽽且還奇蹟似的化現出美妙的⾐裳。他穿上後，再配戴上各種珠寶，有⼀整套⾐服。

然後⽂殊就去到那位名伎剛好要經過的地⽅。在她的⾺⾞和護送她的⾞隊接近⽂殊的

所在地時，她隊伍的燦爛與華麗，還有她⾃⼰的氣場等等，在相⽐之下都暗淡了。 

 

(15:03): 

當她看到這個不可思議、像王⼦般的⽂殊時，她徹底被⽂殊的氣場吸引了，她⼼裡

想：「哦，我要去勾引這個男⼈，這太美妙了。」不僅此⽽已：「我還要跟這個男⼈

要他的⾐服。」她想要⽂殊那件⾮常⾮常特別的⾐服。她⼀這麽想，有⼀位叫多聞天

王的護法天王就明⽩這位名伎在想什麼，於是他把⾃⼰假扮成⼈類，然後他告訴名

伎：「妳跟這個男⼈最好⼩⼼⼀點，最好不要黏上他，因為這個男⼈對享樂不太在

乎，他根本什麼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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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 

這其實讓這位名伎更加好奇了，因為你要知道她從來沒有被拒絕過。所有⼈都想要擁

有她。突然居然有這位多聞天王所化現的男⼦跟她說：你知道嗎，那是⼀個很特別的

男⼈，他⼀無所求，⼀無所需。她接著問多聞天王：「這是誰？這個男⼈是誰？他叫

什麼名字？」多聞天王說：「哦，這是⼀位⼤菩薩。他的名字是⽂殊童⼦。」

[milestone 1.5] 

 

(17:39): 

然後名伎問道：「什麼是菩薩？菩薩是神嗎？菩薩是⿓族嗎？菩薩是羅剎嗎？」 

 

多聞天王說：「不，都不是。菩薩既不是神，也不是⿓族，更不是羅剎。完全不是這

樣的。不是帝釋天，不是梵天，不是任何國王。菩薩，是滿⾜眾⽣⼼願的⼈。他們之

所以被稱作菩薩，是因為你想要什麼，他們就給予什麼。沒有任何東西是菩薩不會給

的。」 

 

(19:10) 

說到這裡，這位⼥⼦就想：「那他肯定會把那件⾐服給我。」因為她真的很想要那件

⾐服。因此她從⾺⾞上下來，⾛向⽂殊，便跟他要了那件⾐服。 

 

⽂殊回答說：「好，可以。但有⼀個條件：妳必須要⼊菩提。如果妳成為菩薩，或說

如果妳踏上菩提之道——如果妳這麼做，我就把我的⾐服給妳。」 

 

接著她問：「哦，好啊，但到底什麼是菩提啊？什麼是『菩提』？我要怎麼做？什麼

是菩提？」然後⽂殊看著她，說道：「妳就是菩提。」 

 

(20:09) 

你看，我之前就是想要告訴你們這些：這個故事，這種設計或對話。還有這些⼈物—

—其中⼀個⼈物是⼀位名伎，對嗎？這是⼀個代表了欲界的典範⼈物，也就是感官上

的享樂、慾望、伎⼥、⾳樂，⾺⾞，財富——所有⼈都貪著的⼀位美麗⼥⼦。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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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位名伎也如同很多社會裡……當時的印度和現在很多社會還是這麽認為：名伎

是被瞧不起的，是妓⼥，是被鄙視的。這並不是很榮譽的⼀份⼯作，對吧？不像教授

或醫⽣或護⼠。是有點被瞧不起的。但這點很重要：這個眾⽣，這個⼥⼦，這位美麗

的名伎，⽤很粗俗的話來說，她最初只是想跟⽂殊交往。⽽且她還想要他的⾐服，那

件美麗的⾐服。 

 

(22:15) 

所以她靠近⽂殊，然後⽂殊跟她說：「好，我給你，但是妳得⼊菩提道。」她就問：

「什麼是菩提道？」然後⽂殊簡短地解釋了菩提。這是最精要的教法之⼀。他先簡短

地解釋了什麼是菩提。⾸先，他說菩提是不可⾔喻的、不可被書寫的。菩提沒有具體

的、有形的蘊體。菩提無法被操縱，因為菩提不是⼀個元素。菩提跟主體或對象無

關，等等。最後⽂殊說：「但是，菩提即是妳，妳即是菩提。」接著⽂殊還說：「所

以，這位妹妹」——⽂殊⽤的詞是「妹妹」——「這位妹妹，妳為何不受菩薩戒呢？

如果妳受菩薩戒的話……」或者說：「妳為什麼不發起菩提⼼呢？如果妳發菩提⼼，

我就把⾐服給妳。」 

 

(23:52): 

然後這位名伎就有點訝異地說：「我不太明⽩你在說什麼。」所以她就問：「我怎麼

會有菩提，或者我怎麼會是菩提呢？」接著⽂殊回答道：「有⼀個了不起的如來——

妹妹，這是證悟者的意思——有⼀位現在活著的如來，⼀位證悟者，他的名字叫做釋

迦牟尼。⽽這位如來說，⾊相的平等，⼀切的平等性，便是菩提。因此，名伎妹妹，

我視妳為菩提，也稱呼妳為菩提。」 

 

(25:08): 

接著⽂殊繼續說道：「妹妹，聽好了：妳看看⾃⼰的⾝體，妳的感官意識，看看妳的

五蘊，看看你的感知（根）與感知的對象（塵）。仔細地觀察它們，無偏⾒或先⼊為

主的觀點去審視它們。妳能找到任何實體、獨⽴、確實存在的本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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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殊這麼⼀說…… 對我來說這是經⽂的另⼀個重點：[藏⽂][milestone 1.19]。當她聽

到這句話時，因為她的福德——⼀次⼜⼀次的，⼤乘經典和論著裡告訴我們，無⼆的

真諦只能夠被有慧根、有業緣、有福報聽到「無⼆」⼀詞的⼈所理解。我們⼀次⼜⼀

次地被這麽教導。所以這裡的重點是，這並不只是智識上的東西——不是說你讀很多

很多書，或辯論很多很多個⼩時，或問很多很多問題，就能夠理解無⼆或這裡所說的

平等。在這裡，這位名伎因為有福報，所以她有能⼒，所以她對無⼆有感覺、有慧

根，所以才會對這個題⽬感興趣。她很受啟發，變得很感興趣，很好奇。然後就有⼀

段很⾧的對話，這也就是這部經主要內容的開始。 

 

(27:50): 

接著這位名伎和⽂殊之間就來來回回說了很多。⽂殊問的是這類的問題：「妳覺得

呢？什麼是⾊？什麼是受？什麼是識？當妳說『⾊』的時候，妳指的是什麼？」 

 

她的答案是：這些都是⼀般的假設，我們為了迎合慣例所以設的標籤，所以把⾊、想

等等做了歸類。是我們想像出來的，是我們編造出來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實體，

沒有任何可以從⾊、受等等中獨⽴出來⽽且真正存在的東西。每⼀個蘊，⽐如⾊或

受，都沒有真正存在的物質，沒有獨⽴存在的個體。並不是說是空虛的或不存在的，

好像它們不在⼀樣。它們還是存在！就像幻象⼀般，如同海市蜃樓。它們會顯現，但

同時它們也不存在。⽽且不僅此⽽已，不只是⾊、受等等，就連⾝體的概念都如同海

市蜃樓，如同幻象。 

 

(30:17): 

因此⽂殊說：「這位妹妹，我說妳就是菩提。」接著有⼀段很⾧的討論，關於「我」

的概念。什麼是「我」？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不是嗎？⾃我，我，我的。⾃我，我們

⾃⼰。這是什麼？ 

 

有⼀段很⾧的討論，更像是⼀段解構⾃我的對話：「我」不是有情，「我」不是靈

魂，「我」不是⼀個⼈。基本上，沒有⼀個真正存在的個體或物質是你可以稱作

「我」的。但是做為⼀個幻象，做為⼀個蜃景，⼀個假設的幻覺，的確有「我」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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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也就是我們所執著的，會產⽣希望、恐懼等等⼀切的那個東西。這個解構或分析

的法⾨，也就是這段名伎與⽂殊之間的對話，是⾮常深⼊的話題。 

 

(32:11) 

譬如說，當我們談及「我」，我們也在討論感知，譬如感官（根）與感官的對象

（塵）。譬如眼、⽿、⿐——這些都是我們⼼理世界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去審

視它，這個眼識、⽿識，所有的感官與感官之對象，它們⾮男亦⾮⼥。這裡他們有討

論到性別。什麼是性別？這就是我之前的意思——雖然這是兩千多年前發⽣的對話，

他們就已經這麽進步了，⽽我們今天還是對於性別沒有⾜夠的討論，仍然落⼊存在或

不存在的極端中。 

 

(33:52) 

經過⼀段很⾧的討論，這位名伎徹底被這個無⼆或⼤平等的實相說服了，⽽且⼼⽣喜

悅、快樂、虔誠、以及謙遜⼼。於是她向⽂殊做了禮拜。她在⽂殊⾜前皈依了佛、

法、僧，並且⽣起菩提⼼。她對⽂殊說：「⽂殊師利，我，⼀名伎⼥，也希望跟隨您

的腳步。我也想要對眾⽣發起慈⼼、關懷與悲⼼。」 

 

(35:36) 

還有，我特別說這⼀點是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最重要的⼀點：[藏⽂][milestone 1.51]。

記得這場對話的開端是她要了那件⾐服，然後⽂殊說：「好，但是妳得受菩薩戒」？

然後隨後她便問：「什麼是菩提？」⽂殊回答：「妳就是菩提。」然後這就引發了關

於菩提的討論，也就是所有顯現的和合事物——譬如靈魂、有情、⿊、⽩、藍、⾼、

矮、所有這些多樣化的和合物、這些無量無邊看似⼆元的現象——其實它們都是無⼆

的。⽽這就是菩提，對嗎？所以甚⾄菩提本⾝也是幻象。⽽且是不可⾔喻的，這⼀切

是不能被書寫的。 

 

(37:03) 

被這個實相感化後，這位名伎便拜於⽂殊⾜前並且皈依了佛——教導這個實相的導

師；皈依了法——實相本⾝；皈依了僧——接受這個實相的群體。然後她還受了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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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很重要的是，她說：「我要受菩薩戒，因為我想要延續…」我想要扶持，延續，

或者說……假設有⼀個很重要的家族⾎統，⼀個很有威望、很富有，或許是貴族家

庭。假設是⼀個有國王皇后的皇室家族。如果沒有⼩孩的話，就繼承不下去了，沒有

傳承了，對嗎？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很深刻，因為她的意思是：她現在徹底被菩提所說

服了，但為了保證佛的後嗣、法的後嗣、僧的後嗣不間斷，為了保證這個傳承與家族

會延續下去，為了這個佛法僧的家族能夠延續——她是為此⽽受菩薩戒，她是為此⽽

希望發菩提⼼。 

 

(39:41): 

你明⽩這裡的美妙之處嗎？我們在討論無⼆——沒有存在，沒有⾁體，不像我們所認

為的那樣，徹底地無⼆元，對嗎？⽽無⼆的實相是唯⼀能夠消除眾⽣痛苦的實相。你

現在明⽩了嗎？你可以說這算是⼀種悖論。有⼀種痛苦、焦慮、煎熬的幻象，讓我們

都很困擾。我們需要從中覺醒。⽽要從中覺醒的唯⼀⽅法，就是存續佛法僧的傳承，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位名伎決定皈依和發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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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00:00) 

無⼆，或者實相，或這裡說的菩提——你實證它的話，你就會從這場造成所有痛苦與

折磨的噩夢與幻象中甦醒。我對這部經的理解是，這部經最重要的⼀點就是告訴我

說：當我們談及「道」時，我們總是在說某種問題對吧？有⼀個問題，有⼀個在經歷

問題的⼈，然後當然有想要脫離問題的願望，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然後才有解藥，或

者某種對治這個問題的⽅法。 

 

(01:35): 

我認為我們讀這部經時，需要特別留意的⼀點就是⽂殊所說的：「你即是菩提。」這

有幾種理解⽅式。⾸先，尤其對我們現代⼈來說，當我們嚴重地被⼆元分別念所轟炸

時，尤其是宗教界的⼀些道德分別念……就譬如說：「我是個問題」或者「我有⼀個

問題。」或者更糟糕的：「我⾃⼰就是問題」，⽽且我……這個態度就是「我注定沒

救了，因為我就是問題。」 

 

(02:50): 

但在這裡，⽂殊以這句特別的話要表達的是：妳，這位名伎……其實這只不過是⼀個

譬喻，不是嗎？其實我們都是菩提。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問題。我們其實是解決⽅案，

如果你必須⽤問題和解決⽅案這種字眼來討論問題的話，我們其實也是解決⽅案。 

 

(03:36): 

當然，如同所有這類的經⽂⼀樣……就像我之前說的，要去討論如何從不存在的痛苦

當中解脫出來，是很具挑戰性的。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但我們之前提到從噩夢中

醒來。⼀旦說到從噩夢中醒來，就有⼀種危險，就是認為你在噩夢中所夢到的，是存

在的。但並⾮如此。噩夢不管有多糟糕，說到底還是夢。也就是說，你睡下去之前、

你醒來之後、你在做夢時，⼀直以來所發⽣的⼀切，都是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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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0): 

回到我想要表達的重點：是的，那個幻象的層⾯，那個不是真實存在的層⾯，它有條

有序，它很恐怖，它讓⼈很累，很疲憊，但同時它並不真的存在。這本⾝，這個噩夢

本⾝，就是答案。如果噩夢並不是夢的話，如果它存在的話，那我們就有問題了。 

 

(05:42): 

我是這麽理解名伎與⽂殊之間主要的對話內容。甚⾄有⼀段對話，是那位名伎說：[藏

⽂][milestone 1.54]，「煩惱即菩提之種⼦。」 

 

當你理解煩惱的時候，當你理解瞋恨⼼和貪欲，那就是我們所謂的「菩提」。瞋恨、

貪欲，它們都是菩提的種⼦。我們在這裡討論的真的是最⾼層次的⼤乘教法。 

 

(06:48): 

接下來名伎就說，因為染污並不真的存在，因為染污就如同幻象，如同海市蜃樓，如

同噩夢⼀般，因此沒什麼好怕的。沒有任何需要畏懼的。沒有任何能讓我們氣餒的。

她給了很多很好的例⼦，⽐如說樹枝，像乾枯的葉⼦與樹幹。⽕焰才不怕它們呢。⽽

且樹枝和乾枯的樹⽊與葉⼦越多，⽕就越旺。 

 

(07:51): 

當然，我⼀直在反覆強調，這個教法⼀直在勝義的⾒地與世俗的⾒地之間來回交替。

所以它很⼤程度在強調我們不應該被捆綁著，不應該被搶劫、被劫持，或被染污所誘

惑，儘管從勝義的⾒地來說它們並不存在。不被不存在的染污所逮捕——這本⾝就是

解脫。 

 

(08:46): 

這部經進⾏到後⾯，這位名伎居然想要成為⽐丘尼——她想成為尼姑。她請⽰⽂殊，

說她想做尼姑，然後⽂殊很不可思議地說：剃頭髮並不是出離。剃度並不代表成為⽐

丘尼了。⼀個真正的⽐丘尼，是發願要斷除眾⽣內⼼的染污之繩索。這才是⽐丘尼，

這才是真正的⽐丘尼。穿著紅⾊、⿈袍、或橙⿈⾊的袍⼦，不等於⽐丘尼。⼀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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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不僅僅是為⾃⼰⽽修持⽐丘尼之清淨戒律的⼈，⽽是會以⽅便的戒律去解脫眾⽣的

⼈，⽽且不會遺棄那些持戒不清淨和破戒的⼈。⽂殊接著還說，⾃⼰⼀個⼈去偏遠地

區閉關，譬如說⼭上或林間，那不是⽐丘尼，也不是出離者。⼀個會真的跟有染污的

眾⽣往來，⽽且真⼼希望使他們從染污中解脫的⼈，那才是⽐丘尼。等等。 

 

(11:45): 

過了⼀會，⽂殊說：「好，妹妹，現在妳應該坐上妳的⾺⾞去找上威德。」就是那位

⾦主的兒⼦。所以其實⽂殊把名伎送到那個請她陪伴的男⼦那裡。很多⼈很驚訝，⼀

位出離者，這位名伎，怎麼可以跟⼀個男⼈在⼀起呢。這之後有幾個段落，記載著名

伎與上威德之間的互動。上威德原本想要跟她享樂。有⼀段很美妙的故事：當他想要

躺在她的懷中⼊睡時，他突然嗅到腐⾁、膿、與⾎的腥味，這促使他看到腐爛、無

常、和合事物⾮實質存在的實相。 

 

(13:40): 

總⽽⾔之——要把整部經在很短的時間內說完真的很困難。上威德最後也聽聞了很多

教法，然後在⽂末，釋迦牟尼佛敘述了在場所有的菩薩們與⼀些弟⼦們的過去輩⼦。 

 

如同很多⼤乘經典，這部經常被⼤師們引⽤。這部⽂殊經的很多部分常在論著中被引

⽤。所以對於想要特別研究世俗諦和勝義諦之議題、空性的議題，以及空性和菩提

⼼、悲⼼之間的關係，還有六度波羅蜜的⼈——我認為感興趣的⼈就算只是翻翻這部

經，都可以得到很多深⼊理解的⾓度和洞⾒。所以我⾮常⿎勵⼤家這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