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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善巧方便雖是承自原始佛教的一個概念，不過到了初期大乘佛教思

想運動中，圍繞這個概念展開的有關思想成為了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思

想，成為了大乘菩薩思想中不可分割的重要組成成份。本文簡略地考察

了以善巧方便思想作為主題的經典，並以《維摩詰經》第二品為例，對

維摩詰菩薩基於善巧方便智的菩薩學行的內涵及所涉及的方面進行了

新的考察，我們對《維摩詰經》善巧方便智的特徵、功能做了新的闡釋，

重點是指出此經典中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二者之間乃是一體二面、一體

二用之關係，所以那種把基於善巧方便智的菩薩人間思想實踐解釋為

「肯定現實」的闡釋方法對於此思想之本質不免有所委屈。最後，本文

提出在善巧方便智思想之地基上構建人間佛教理論的一種擬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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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nd Chapter of Vimalakirtinirdeśa Sūtra 

and Humanism Buddhism 
 

Cheng, Gong-rang ∗ 
   

ABSTRACT: 

Although Upāyakauśalya （ or Upāyakauśalyajñāna ） is a concept 
originating from Primitive Buddhism, thoughts surrounding this concept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and overwhelming in the first stage of intellectual 
move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ecisive 
ingredient of the thought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t the beginning, this 
article mak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texts which centered on the thought of 
Upāyakauśalya, and then I try to illustrate the spectrums which, included in 
second chapter of Vimalakirtinirdeśa Sūtra, relate to Upāyakauśalya as well 
as those miracle act and behavior of Vimalakirti Bodhisattva, a center role in 
that text. My essential purpose is to show the special character and function 
of this kind of Upāyakauśalyajñāna, by pointing out that Upāyakauśalya and 
prajñā is the same one thing with different face and same one substance with 
different function. Therefore, it carries with a special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 in itself and so that the current apprehension telling us Vimalakirti 
Sūtra is a kind of text which concerned with human being’s real life is not 
accurate. At last, however, the author intends to outline the idea of 
Humanism Buddhism founding on the base of Upāyakauśalyajñ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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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善巧方便」思想為主題的大乘佛教經典 

方便（upāya）的概念，或者善巧方便（upāyakauśalya）的概念，在

佛教文獻中淵源悠久。無論南傳或北傳佛教文獻都大量提到「方便」，

也提到「善巧方便」。釋迦牟尼佛被認為在其教學生涯中非常重視使用

這種善巧方便。不過，嚴格地說，或者大部分學者都能同意，善巧方便

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主題以及一個重要的佛教哲學話題，應當是在初期

大乘佛教思想與實踐之展開過程中。其標記便是，在初期大乘佛教思想

實踐中那些有關善巧方便的話題逐步發展成為經典結集的一個主題，乃

至以這種主題為核心逐步發展為一部經典，或者在一部規模更大的大乘

經典中此主題之討論被編列為一個專章。1 

                                                 
1 關於「善巧方便」思想究竟始於原始佛教、還是始於大乘佛教的問題，學者

們之間還有不同的意見。Asaf Federman 曾在他的著作中臚列學者的下述意見： 
Pye (2003, p. 119): “The way in which the term [upaya] comes to prominence in 

the Mahāyāna reflects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Buddhism which are themselves 
generally reckoned to be of central importance.”（「方便」在大乘中變得顯著的那

方式，反映出早期佛教的諸特徵，而彼等自身總是被估為特別重要。） 
Gombrich (1996, p. 17): “It is true that the term translated 'skill in means' 

upaya-kausalya,is post-canonical, but the exercise of the skill to which it refers, the 
ability to adapt one's message to the audience, is of enormous importance in the 
Pālicanon.”（確實，譯為「善巧方便」的那個詞 upaya-kausalya 是後聖典的，

但是此字之運用，那種使自己的資訊適應聽眾的能力，在巴利聖典中極為重

要。） 
Schroeder (2000, p. 562): “An obvious example of ‘skillful means’ in the pre- 

Mahāyāna Pāli canon is found in the Majjhima Nikäya. In a famous section of this 
text, the Buddha of this text, the Buddha describes his teachings as ‘rafts’ that are 
used to ferry sentient beings across the turbulent waters of sarpsāra, and say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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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善巧方便在大乘佛教經典中的語源學的研究，以及以善巧方便

思想作為核心展開的大乘佛教思想的研究，已有一些學者做過可貴的探

索，並已取得可觀的成果，此處不予贅述。2本文的主要目標，則是關於

                                                                                                                   
one should refrain from seeing his teachings as more than helpful devices.”（在前

大乘的巴利聖典中一個關於「善巧方便」的明顯的例證，見於《中部》中。

在此，佛陀描述他的教訓為經常用來擺渡眾生的「筏」，他說人們僅應視之為

有用的工具而已。） 
Hick (2004, par. 4, p. 137): “It [the concept of upay] first appears in this broader 

sense in the Buddha's parable of the raft in the Majjhima Nikäya.”（寬泛而言，此

概念「方便」首先出現在《中部》之筏喻中。） 
而 Asaf Federman 自 己 的 意 見 則 是 : “The compound skillful means— 

upäyakausalya in Sanskrit or upäya kusala in Pāli—is not entirely a Mahāyāna 
creation; however, in Mahāyāna sūtras it has become widely used and has been 
charged with a special and novel meaning. The Mahāyāna interpretation adds anew 
and crucial layer to the pedagogical meaning of skillful means.”（複合詞善巧方便

並非全然為大乘創造，不過在大乘經典中，它被廣泛地接受且擁有了特殊及

嶄新的意義。大乘的解釋給此詞之教學法的意思增添了新的關鍵的層面。）

在 Asaf Federman 看來，在原始佛教聖典中，upäyakausalya 只有教學法的意義，

無其他意義；而在大乘經典中──尤其是在《法華經》及《善巧方便經》中──

它則被賦予解釋學的意義，善巧方便成為一種解釋學的工具（hermeneutical 
device）。參見 pp. 125-126。 

2 關於善巧方便思想的專題性的研究，筆者目前所見，主要有以下幾項： 
（1）Michael Pye, Skilful Means: A concept in Mahayana Buddh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 
（2）Mark Tatz, The skill in Means Sutra, M. Banarsidass, 1994; 
（3）John Schroeder, “Nāgārjuna and the Doctrine of ‘Skillful Mean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0, No. 4 (October 2000): 559-583;  
（4）Asaf Federman, “Literal Means and Hidden Meanings: A New analysis of 

Skilful Mean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9, No.2 (2009):12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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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第二品善巧方便思想之特質及其與人間佛教思想關聯性的

探究。 

為方便討論，茲先列出以善巧方便作為經名（品名）的主要幾部大

乘佛教經典如下： 

1、《大寶積經》卷第一百六之《大寶積經大乘方便會》，東晉天竺

居士竺難提譯。此經之異譯本，尚有二種，即（1）《慧上菩薩問大善權

                                                                                                                   
（5）Susan Goodson Fatherree, Upaya process, the Lotus Sutra, and Soka 

practitioners: Manifesting Potetional Enlightenment Here and Now, Temple 
University, 2007. 

（6）還有，日本學者日下俊文以方便善巧作為研究主題，分別討論了《大

品般若經》、《小品般若經》及《大智度論》中的有關思想。參日下俊文，〈方

便思想的展開（一）──以《小品般若經》為中心〉（《西山學報》28 號，1980
年 7 月 20 日）、〈方便思想的展開（二）──以《大品般若》方便思想的展開

為中心〉（《西山學報》29 號，1981 年 7 月 20 日）、〈方便思想的展開（三）

──以《大智度論》為中心》（《西山學報〉31 號，1983 年 3 月 30 日）。 
上述諸研究中，Michael Pye 的著作是最早給予善巧方便問題以深度關注及

專題討論的著作，他對於此字在佛教文獻語源上的率先討論尤其具有意義。

Mark Tatz 的著作是對《大寶積經》中《善巧方便經》的翻譯與研究，在著作

前言部分作者回顧了 Michael Pye 在這樣課題上的工作，並主要以《善巧方便

經》為中心，就此理念在大乘佛教經典中的展開，作了頗為細緻的描述。John 
Schroeder 所做的相關研究不僅是龍樹研究中一個視域的突破，也是關於善巧

方便思想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Asaf Federman 的著作側重從解釋學視角展開

「善巧方便」概念的思想史意義的分析，他尤其指出雖然這個概念在原始佛

教聖典中已經存在，但其意義在大乘經典中已完全不同。同以上幾位學者似

乎不同，Susan Goodson Fatherree 的著作不僅顯示理論上的興趣，還特別關注

與善巧方便思想觀念有關的佛教的現實運作問題。日下俊文的研究總體而言

基本表現出作者相當純粹的文獻學的工作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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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及（2）《佛說大方廣善巧方便經》，

北宋時印度來華譯經僧施護譯。 

2、《妙法蓮華經》之第二品，即《方便品》，後秦龜茲國三藏法師

鳩摩羅什譯。此品之異譯有：（1）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正法華經》

之第二品《善權品》；及（2）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共笈多譯《添品妙法

蓮華經》之第二品《方便品》。 

3、在《般若經》中，情況則甚為複雜： 

（1）在小品般若經中： 

①唐玄奘所譯《大般若經》第四、第五兩會，均無此品名； 

②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道行般若經》，其中第四品名《摩

訶般若波羅蜜漚惒拘舍羅勸助品》，「漚惒拘舍羅」者，即是「善

巧方便」之音譯； 

③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大明度經》，其中第五品名《變謀明慧

品》，變謀明慧，即是「善巧方便」； 

④秦天竺沙門曇摩蜱共竺佛念譯《摩訶般若鈔經》，其中第四品

為《善權品》； 

⑤後秦龜茲國三藏鳩摩羅什譯《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其中無此

品名； 

⑥北宋西天譯經三藏施護譯《佛說佛母出生三法藏般若波羅蜜多

經》，其中第 20 品名為《善巧方便品》； 

⑦北宋西天譯經三藏法賢譯《佛說佛母寶德藏般若波羅蜜經》，

其中第 20 品名為《善解方便品》。 

有關文獻所對應的現存梵文本為《八千頌般若》（Ast 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之第 20 品，品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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ūpāyakauśalyamīmāmsāparivartah ，即《思考善巧方便品》。3 

（2）在中品般若經中： 

①唐玄奘所譯《大般若經》第 2、第 3 兩會中，《大般若經》第

二分第六十八品，名為《巧便品》；第三分第二十三品，亦名

為《巧便品》； 

②西晉于闐國三藏無羅叉譯《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其中第七十

品，名為《漚惒品》，漚惒，同漚和，即「方便」； 

③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光讚經》，無此品名； 

④後秦龜茲國三藏鳩摩羅什譯《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其中第 69

品，名為《方便品》。 

現存梵本二萬五千頌（Pañcavim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中，V，頁 50-69，為其對應部分。 

（3）在上品般若經中： 

①玄奘所譯《大般若經》第 1 會，其中第五十品，名為《巧方便

品》。 

4、鳩摩羅什所譯《維摩詰經》第二品，名為《方便品》。異譯本有：

（1）吳月氏優婆塞支謙譯《佛說維摩詰經》之第二品，即《善權品》；

及（2）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說無垢稱經》之第二品，名《顯不思議

方便善巧品》。 

二、維摩詰菩薩毗耶離大城示現之根本與基礎是
善巧方便智 

                                                 
3 參見 Vaidya 校勘本，As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With Haribhadra’s Commentary 

Called Ālok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pp. 496-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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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第一品描寫佛陀在毗耶離大城蓭羅衛夫人園林中，與

八千比丘僧團及二萬五千位菩薩在一起。其中關於三萬二千位以神通著

稱的菩薩，經文中描寫其品德，共用了 46 個短語。4其中第 15 個短語是： 

【梵文】 

dānadamaniyamasamyamaśīlaksāntivīryadhyānaprajñopāyaniryātaih  5 

【支謙】其所布施、調意、自損、戒、忍、精進、一心、智慧、善

權已下。6 

【羅什】布施、持戒、忍辱、精進、禪定、智慧及方便力無不具足。7 

【玄奘】皆獲第一布施、調伏、寂靜、尸羅、安忍、正勤、靜慮、

般若、方便善巧、妙願、力、智波羅蜜多。8 

【新譯】已成辦布施、調伏、抑制、自律、戒律、安忍、精進、禪

那、般若、方便。 

比較可知，現存梵本此短語列出菩薩成就的十種品德，支謙本列出

九種，羅什本列出七種，玄奘本列出十二種。藏文本則列出十三種品德：

布施、調伏、抑制、自律、戒律、安忍、精進、禪那、般若、方便、誓

願、力、智慧。大體而言，可以看出：羅什譯本所列最少，支謙本與現

存梵本基本一致，玄奘本與藏文本基本一致（二本不僅所列數目基本一

                                                 
4 此據現存梵本而言，三種漢譯及藏譯因傳本及解讀等問題，並不完全一致。 
5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校訂，《梵文維摩經》（東京：大

正大學出版會，2006 年），頁 1。 
6 《佛說維摩詰經》，《大正藏》冊 14，No. 474，頁 519 上。 
7 《維摩詰所說經》，《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37 上。 
8 《說無垢稱經》，《大正藏》冊 14，No. 476，頁 55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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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且文中都有「波羅蜜多」之字）。9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羅什傳本

所列菩薩七種品德，實際上就是「六種波羅蜜多」再加上「善巧方便」，

而這個本子波羅蜜多的數目與名目，則與《大寶積經》所謂「七寶」的

說法以及早期大乘佛教《善巧方便經》的結集動向驚人地一致。
 10 

                                                 
9 關於上述對勘可參考以下的研究： 

河口慧海，《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東京：世界文庫刊行會，1928 年），

頁 5。河口的譯文中漏掉了「禪那」。 
Lamotte 的譯文，此處譯為「佈施、持戒、安忍、精進、禪那、般若、善巧

方便、誓願、力、智慧」，並指為即是十種波羅蜜多，不過 Lamotte 這裡改動

了藏文原文。參見 Lamotte,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trans. by Sara Boin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76), p. 2。 

Thurman 的譯文亦然，見 Thurman trans.,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 

還有一位日本學者長尾雅人的翻譯，則把調伏、抑制、自律三項解釋為「戒

律」。見長尾雅人譯，《維摩經》，《大乘佛典》卷 7（東京：中央公論社，1992
年），頁 8。 

10 如果我們在波羅蜜多思想發展之視野下專題地追溯大乘佛教中善巧方便觀念

的演進，以下幾個材料需要特別注意：1、《增一阿含經》中已經明確列出六

度的名目，如其《序品第一》中有：「菩薩發意趣大乘，如來說此種種別。人

尊說六度無極：布施、持戒、忍、精進，禪、智慧力如月初，逮度無極覩諸

法。」（《增一阿含經》，《大正藏》冊 2，No. 125，頁 549 上）2、《佛本行集

經》第四品《上託兜率品》提出「一百八法明門」，其中有：「檀度是法明門，

念念成就相好，莊嚴佛土，教化慳貪諸眾生故。戒度是法明門，遠離惡道諸

難，教化破戒諸眾生故。忍度是法明門，捨一切瞋恚、我慢、諂曲、調戲，

教化如是諸惡眾生故。精進度是法明門，悉得一切諸善法，教化懈怠諸眾生

故。禪度是法明門，成就一切禪定及諸神通，教化散亂諸眾生故。智度是法

明門，斷無明黑暗及著諸見，教化愚癡諸眾生故。方便是法明門，隨眾生所

見威儀而示現教化，成就一切諸佛法故。」（《佛本行集經》，《大正藏》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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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0，頁 682 上）此譯文雖於「方便」明法門中，未見置有「度」字，但

已將「方便」與「六度」並列敘述，值得注意。3、在《大寶積經中》出現「七

寶」的說法：「菩薩大士以七寶現於世時，自然道寶現於世間。何謂為七？一

曰施度無極寶，戒、忍、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便度無極寶，出現於世，

度濟一切。」（《大寶集經密跡金剛力士會》，《大正藏》冊 11，No. 310，頁

78 中）4、而《大寶積經》中之《大乘方便會》則是首次以經的形式出現的

大乘《善巧方便經》，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是把善巧方便正式提升為一個波羅蜜

多。於此，我們或可推論：六種波羅蜜多說應當是延續較早的佛教傳統而來，

而善巧方便是否成為第七種波羅蜜多，善巧方便與般若二者之間的關係如何

處置，以及是否將六種波羅蜜多發展為包括善巧方便在內的更多的波羅蜜多

的思想體系等等，大體上從一個側面反映了從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向大乘佛

教過渡的思想動向，而在這種思想動向中，對於善巧方便性質的理解、善巧

方便地位的提升、善巧方便與般若的關係等，便成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課題

及發展線索。 
日本學者神林隆淨曾以波羅蜜多主題作為討論菩薩思想的主線之一，在其著

作《菩薩思想的研究》（臺北：華宇出版社，1984 年）中，已勾稽佛教文獻中

的主要有關資料：1、南傳佛教中明示十波羅蜜的，有《行狀》（cāriyapitaka）、

《佛種姓經》、《本生因緣故事》，其中以《行狀》為最早，所舉十波羅蜜為：

布施、持戒、出離、智慧、精進、堪忍、真實、決定、慈憫、捨。（頁 15-16）

2、說一切有部主張談四波羅蜜多，《毗婆沙論》卷一百七八說四種波羅蜜多

為：施波羅蜜多、戒波羅蜜多、精進波羅蜜多、般若波羅蜜多。同處記有外

國師與迦濕彌羅師在這個問題上的爭論：外國師主張有六波羅蜜多，謂於前

四，加忍、靜慮。迦濕彌羅國諸論師則認為，後二波羅蜜多即前四所攝，謂

忍攝在戒中，靜慮攝在般若。（同段文獻還記有另外一種六波羅蜜多說，神林

隆淨似未及列舉：「復有別說六波羅蜜多：謂於前四，加聞及忍。若時菩薩能

遍受持如來所說十二分教，齊此聞波羅蜜多名為圓滿。若時菩薩自稱忍辱，

被羯利王割截支體，曾無一念忿恨之心，反以慈言誓饒益彼，齊此忍波羅蜜

多名為圓滿。」）（頁 68）3、《增一阿含經》類似於《般若經》，其中有六波

羅蜜說。（頁 93）4、《大事》（Mahāvastu Avadānam）第三卷說到布施、持戒、

忍辱、禪定、智慧五度，還沒有六度的名稱，但其所列與南傳十度不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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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此次大法會的三萬二千個菩薩都已成就善巧方便，而此種善巧

方便的德目，則是與我們通常因諸多大乘經典的流傳而耳熟能詳的六種

波羅蜜多並列的。 

《維摩詰經》第一品第 2 段還描寫與佛陀一起的大比丘僧團八千位

比丘之品德如下： 

【梵文】 

sarvair arhadbhih ksīnāśravair nihkleśair vaśībhūtaih suvimuktacittaih  

suvimuktaprajñair ājāneyair mahānāgaih  krtakrtyaih kr takaran īyair 

apahrtabhārair anuprāptasvakārthaih  pariksīn abhavasamyojanaih 

samyagājñāsuvimuktacittaih  sarvacetovaśiparamapāramiprāptair 11 

這一段關於八千比丘品德的描寫，在現存梵本及藏文本裡存在，但

在三種傳世漢譯裡都沒有。12 

                                                                                                                   
北傳的六度說或者十度說的基礎。（頁 144-145）5、《般若經》有統攝六波羅

蜜為一般若波羅蜜的趨向。（頁 534）最後，神林隆淨在結論中說：「菩薩為

得無上菩提，而這樣重視般若，但在普遍救度一切眾生的場合也需要方便善

巧。藉著般若與方便二個菩薩的行目以實現上求菩提與下化眾生的兩大理

想。」（頁 534）神林隆淨採取思想史研究進路，徹底改變了另一位學者 Har 
Dayal 根據西元 3-4 世紀印度十進位數學計算方法的發明，來解釋從六種波羅

蜜多發展至十種波羅蜜多的研究進路（參見其著作，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p. 167），並且在這個研究的結束，作者已經領

悟：在上述演進過程中，圍繞善巧方便思想的開展，應當具有某種特殊的地

位與意義，雖然他並未認真地專題地進一步思考有關的課題。 
11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校訂，《梵文維摩經》（東京：大

正大學出版會，2006 年），頁 1。 
12 指傳世漢譯本而言，不過在龍藏方字函第 142 號所錄《維摩詰所說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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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譯】 

所有這些比丘，都是阿羅漢，已經消除漏泄，無有煩惱，成就自在，

心已善巧解脫，智已善巧解脫，出身高貴，13如同大龍，已完成事

業，已作所當作，已捨棄負擔，已獲得利己，已消除有結，因正確

敕命心已善巧解脫，已獲得一切思想自由之最高完成。 

不難看到，在有關大比丘品德之描寫中，很醒目地沒有出現類似於

「善巧方便」這樣的東西。所以善巧方便首先是菩薩所特有而聲聞弟子

則不具備的一種品質。這是《維摩詰經》第一品有關文獻透露給我們的

關於善巧方便問題的基本資訊。 

維摩詰菩薩在經中第二品隆重出場，在其出場的第一段，經文連續

使用 22 個短語來描述這位菩薩的品德： 

【梵文】 

pūrvajinakrtādhikārah, avaropitakuśalamūlah , bahubuddhaparyupāsitah , 

pratilabdhaksāntikah , labdhapratibhānah , mahābhijñāvikrīditah , 

dhāran īpratilabdhah, vaiśāradyaprāptah, nihatamārapratyarthikah, 

gambhīradharmanayasupravist ah , prajñāpāramitānirjātah , 

                                                                                                                   
則有這段梵文的譯文。林純瑜博士曾研究此問題，並已出版《龍藏‧維摩詰

所說經考》（臺北：法鼓文化事業，2001 年），他逐句對比了龍藏方字函第 142
號所錄《維摩詰所說經》與該經藏文傳本的同異，認為乃是以羅什譯本為底

本，據藏譯本進行了相當規模的修改與補正。筆者承匿名審稿人之一告知此

項資訊，謹錄於此，竭誠致謝！又所涉及的這段梵文的漢譯已見於玄奘所譯

《大般若波羅蜜多經》中，參見《大正藏》冊 5-7，No. 220，頁 1 中、783
下、313 下、427 中、676 下、763 中、857 上、918 下、921 上。 

13 參考 Lamotte 的譯法：of noble birth（ājāneya）。Lamotte,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trans. by Sara Boin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76),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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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āyakauśalyagatimgatah , pratibhānasamanvāgatah , 

satvāśayacaritakuśalah , indriyaparāparajñānaniryātah , 

yathāpratyarhadharmadeśakah , krtaniścayah krtaśrama iha mahāyāne, 

suparīksitakarmakārī, buddheryāpathapratist hitah , 

sāgaravarabuddhyanupravist ah , sarvabuddhastutastomitapraśamsitah , 

sarvaśakrabrahmalokapālanamaskrtah  14 

【新譯】 

他對於往世的勝利者已經盡力，已經種植善根，侍奉過諸佛，已經

獲得安忍，已經獲得辯才，用大神通遊戲，已經獲得陀羅尼，已經

獲得無畏，已經摧破魔羅怨敵，善巧領會深法之旨趣，由般若波羅

蜜多生出，通達善巧方便，具足弘大誓願，15精通眾生意念及行為，

已經成辦根優劣智，能解說如所相宜的法，在大乘中已作決定、已

作努力，做善巧思量的職業，已經確立佛陀之威儀，已經深入如海

的殊勝覺智，一切諸佛都讚揚、稱頌、讚歎，一切天帝釋、梵王、

護世都敬重。 

其中，upāyakauśalyagatimgatah ，「通達善巧方便」，在 22 個短語中

排在第 12 句。於此人們可能會問：「通達善巧方便」既然只是維摩詰菩

薩所具備的 22 種品德中的一種，其在菩薩的諸德中並未見到有特別殊

                                                 
14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校訂，《梵文維摩經》（東京：大

正大學出版會，2006 年），頁 15。 
15 此處梵本作 pratibhānasamanvāgatah，與上文 labdhapratibhānah重複。支謙此處

譯為「博入諸道令得所願」，羅什譯為「大願成就」，玄奘譯為「大願成滿」，

則三譯均讀為 mahāpran idhānasamanvāgatah，藏文本同三種漢譯。今據以改

正。參見 Lamotte 的譯文，同註 13，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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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之處，則《維摩詰經》所展示的維摩詰菩薩在印度毗耶離大城所示現

一切救度眾生的菩薩行與善巧方便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呢？ 

我們回答這個問題：雖然此處善巧方便只是菩薩 22 種品德之一，

但善巧方便之特殊重要性並不因與其他 21 德平列而至於湮沒。試看第

二品第一段上引文獻之後接著的一句，也是本段的最後一句： 

【梵文】 

sa satvaparipākāyopāyakauśalyena vaiśālyām mahānagaryām 
prativasati sma /16 

【羅什】欲度人故，以善方便，居毘耶離。17 

【新譯】他，為了成熟眾生，以善巧方便，住在毘耶離大城中。 

這是《維摩詰經》第二品中一個關鍵的句子，也可以說是我們理解

《維摩詰經》善巧方便思想的一個關鍵的句子。句中 upāyakauśalyena，

為依主釋複合詞，表示對格關係，譯為「善巧方便」，意思是：精通方

法或者策略。這個複合詞末尾採用具格（第 3 格），在句中修飾動詞

prativasati（居住），表示動作之工具，意思是維摩詰菩薩以「善巧方便」

為工具，居住於毗耶離大城中。 

句中 satvaparipākāya，也是表示對格關係的依主釋複合詞，意思是

「成熟眾生」。這個複合詞末尾採用於格（第 4 格），在句中也修飾動詞

prativasati，表示動作之目的及目標。故維摩詰菩薩示現於毗耶離大城之

目的及目標，非為其他，乃為「成熟眾生」。 

所以這句話是說維摩詰菩薩以善巧方便為工具，居住在毗耶離大城

                                                 
16 同註 14，頁 15。 
17 《維摩詰所說經》，《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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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生存與生活之目的則是使一切眾生都成熟起來。維摩詰菩薩雖有

二十二種殊勝的品德，但其在毗耶離大城示現的旨在救度眾生的一切菩

薩行，則主要地是依靠其善巧方便之德。因此善巧方便是維摩詰菩薩毗

耶離示現得以實現的根本與基礎。 

還有第二品第 6 段結束時的一句： 

【梵文】 

iti hi vimalakīrtir licchavir evam 

apramān opāyakauśalajñānasamanvāgato vaiśālyām mahānagaryām 

prativasati sma / 

【羅什】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量方便，饒益眾生。18 

【新譯】離車維摩詰，就這樣具足無量善巧方便智，曾住在毘耶離

大城中。 

此句中出現 upāyakauśalajñāna 之說法。這個複合詞可以作為持業釋

複合詞來解釋，表示同位格關係，upāyakauśala 即是 jñāna，譯為「善巧

方便智」。這就告訴我們：所謂「善巧方便」即是智慧，是菩薩的一種

特別的智慧。19在此複合詞前面還有一個修飾性的形容詞短語 apramāna

                                                 
18 同上註，頁 539 上。 
19（1）此處短語 apramān opāyakauśalajñānasamanvāgato，見於現存《維摩經》梵

本中，與此經藏文本亦無出入，關於此點，可參考 Lamotte 譯此短語為「具

足巨大的善巧方便智」（gifted with an immense knowledge of skill in means），

Lamotte 甚至根據藏文及漢語譯文，推測出了這個短語的梵文，與現在發現的

梵本用語分毫不差（Lamotte，同註 13，p. 32）。日本學者河口慧海據藏文本

此處譯為「具足成為無量方便善巧智」，也可資證（河口慧海，《漢藏對照‧

國譯維摩經》[東京：世界文庫刊行會，1928 年]，頁 46）。羅什譯此短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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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是等無量方便」，未譯出 jñāna，支謙譯為「不可稱說善權方便」，也未

譯出此字。玄奘的譯文是「以如是等不可思議無量善巧方便慧門」，譯出了此

字，不過多出個「門」字。我們在對照此經梵本與古代三種漢譯時，發現支

謙及羅什的譯文略字未譯的現象，可謂比比皆是，故此處二人略去「智慧」

（jñāna）之機會極高，我們不應覺得奇怪。本句現存梵本之獨特價值，在於

它告訴我們「善巧方便乃是一種智慧」這樣一個事實。玄奘此處的譯文是「善

巧方便慧門」，不是「善巧方便之慧門」，也不是「善巧方便及慧門」，證明玄

奘極可能也是把這個複合詞解讀為同位格的持業釋的，玄奘弟子窺基解釋此

句時提到「此之善巧，皆方便慧。復名門者，此能出生諸福慧故。」（窺基，

《說污垢稱經疏》，《大正藏》冊 38，No. 1782，頁 1038 下）其中「方便慧」

的用語，正是讀為同位格的持業釋。吾人對於梵本佛典個別語彙的讀法，自

必須服從語法學的原則，同時也必須參考經文總體的理路。《維摩經》此品經

文以「不可思議善巧方便」（acintyopāyakauśalya）作為品題，表示這品的中

心思想乃是顯示維摩詰菩薩不可思議的善巧方便之德，其中第一段總敘維摩

詰諸德，並標明他「以善巧方便」居於毘耶離大城，救度眾生；第 2-6 段描

寫維摩詰以「無量善巧方便智」在毘耶離救度世人；第 7-13 段寫維摩詰「以

善巧方便」示現疾病。據此則此品中出現的「善巧方便」與「善巧方便智」

兩種表述方式所傳達之內容理應完全一致，吾人因此據經文理路，把這個複

合詞解讀為同位格的持業釋複合詞。 
（2）承本文匿名審稿人之一示知《法華經》之《譬喻品》亦有「善巧方便

智」之用例（參蔣忠新編注，《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梵文《妙法蓮華經》寫本》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年]，頁 73）： 
evam eva śāriputra tathagato arhan samyaksambuddhas 
tathāgatajñāanabalavaiśāradyasamanvāgatah sthāpayitvā 
tathāgatajñānabalavaiśāradyam upāyakauśalyaajñānena 
ādīptajīrnnapatalaśarananiveśanasadrśāt traidhātukāt sattvānām 
niskāsanahetos trīni yānāny upadarśayati /yad uta śrāvakayānam 
pratyekabuddhayānam bodhisattvayānam iti// 

這段話大意為：如來、應供、正等覺者，爲了從如同火宅的三界使眾生們

脫離出來，遂捨其智慧、力量、無畏，而以善巧方便智，開示三乘，亦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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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聲聞乘、獨覺乘以及菩薩乘。羅什譯文：「如來亦復如是，雖有力、無所畏

而不用之，但以智慧、方便，於三界火宅拔濟眾生，為說三乘，聲聞、辟支

佛、佛乘。」（《妙法蓮華經》，《大正藏》冊 9，No. 262，頁 13 中）竺法護譯

文：「如是，舍利弗！如來正覺，以力、無畏建立眾德，善權方便修勇猛慧，

覩見三界然熾之宅，欲以救濟眾生諸難，故現聲聞、緣覺、菩薩之道。」（《正

法華經》，《大正藏》冊 9，No. 263，頁 75 下）隋闍那崛多共笈多譯文：「如

來亦復如是，雖有力、無所畏而不用之，但以智慧、方便，於三界火宅拔濟

眾生，為說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添品妙法蓮華經》，《大正藏》

冊 9，No. 264，頁 145 上）以上三譯雖然可能傾向採用並列複合詞方式解讀

Upāyakauśalajñānena 一短語（「智慧、方便」），但他們都未譯出前半句中的

jñāna 一字，顯示三位譯者很可能都曾面對過前後兩個短語中均出現 jñāna 一

字的窘境。 
事實上，《法華經》此段經文前後兩個短語中 jñāna 一字之所指，分別是「善

巧方便」標指的智慧，即通常稱之為「權智」者（後者）；另一個則是指善巧

方便智以外的智慧，乃通常稱之為「實智」者（前者），且其主體部份應當即

是「般若」。如果這樣理解，則不僅《法華經》這兩句經文之間無任何矛盾，

而且符合經文的哲學理路（般若波羅蜜多是能緣真理的智慧，它的主要功能

是「自覺」，方便波羅蜜多則是以一切眾生作為對象的智慧，其主要功能乃是

「覺他」，在《法華經》中它尤其是施設三乘教法乃至開顯一乘教法的智慧），

且與《維摩詰經》方便品的用法相互證成，而最後，這兩部經文中有關「善

巧方便智」的用法，複與初期大乘佛教思想運動中「方便」提升為「方便波

羅蜜多」的動向遙相呼應。至於善巧方便是智慧之一點，乃隋唐諸家論師共

成之義理，如窺基言：「般若有三：一生空無分別慧，二法空無分別慧，三俱

空無分別慧；方便善巧有二種：謂迴向方便善巧，拔濟方便善巧。願有二種：

謂求菩提願，利樂他巧願。力有二種：謂思擇力，修習力。智有二種：謂受

用法樂，成熟有情智。此五皆以慧為其性。或第八願，以欲、勝解及信為性，

並慧為性。」（窺基，《說無垢稱經疏》，《大正藏》冊 38，No. 1782，頁 1010
上）據此則般若、方便善巧等五種波羅蜜多，都以慧心所為自體。 

（3）其實，《法華經》中類似的用法不勝枚舉，今複舉此經第二品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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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量），表示維摩詰菩薩已經具備無量的善巧方便智。從這個短語可

以推想，維摩詰菩薩在毗耶離大城憑藉善巧方便智所展開的成熟眾生的

菩薩行不過是其菩薩生涯中無量善巧方便智之一小部分功能顯示而已。 

三、《維摩詰經》第二品善巧方便智思想實踐之特 
殊示範意義：關於「維摩詰 35 句」的解說 

《維摩詰經》第二品中的維摩詰菩薩是在一定的歷史時間、一定的

地域空間，在人類世界示現其菩薩生涯的一位菩薩，他可謂一位真正名

副其實的「人中的菩薩」。作為一位大菩薩，維摩詰的思想實踐與其他

菩薩的工作應無本質的區別；但作為生活在特定歷史時空中的「人中的

菩薩」，維摩詰的思想與實踐就特別具備「人間性」這一特殊彩色。正

是因此，我們說《維摩詰經》第二品即《方便善巧品》所展示的維摩詰

菩薩善巧方便智思想及實踐，對於我們當今人類的現實生活，尤其對於

在當今人類社會中正在宣導與推進的人間佛教，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便品》中與上引經文涵義相當的兩個說法，以資參證。一個例子是頌文： 

upāyakauśalyu mametadagram 
bhāsāmi dharma bahu yena loke/ 
tahim tahim lagna pramocayāmi 
trīnī ca yānāny upadarśayāmi//（第二品，第 21 頌） 

另外一個例子：śāriputra tathāgatā arhantah samyaksambuddhā upāyakauśalyena 
tad ekam buddhayānam triyānanirdeśena nirdiśanti。這兩個說法中雖都只提到

「upāyakauśalya」，但是內容與（2）中所引段落頗一致，第一例大意是：薄

伽梵以善巧方便，演說三乘法；第二例大意是：薄伽梵以善巧方便，通過三

乘而演說一乘。這二例也足證（3）中的「善巧方便」與（2）中的「善巧方便

智」涵義絕對一致。（參見蔣忠新編注，《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梵文《妙法蓮華

經》寫本》[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年]，頁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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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第 2 品第 2-6 段一共用五段話，來敘述維摩詰菩薩在

印度毗耶離大城菩薩生涯中憑藉善巧方便智所展開的各種成熟眾生的

活動。我們可以稱之為「維摩詰 35 句」。 

以下依據鳩摩羅什的譯文為基礎，參照現存梵本，對於維摩詰 35

句的涵義，試加簡略解說。文本編號為作者所擬，「梵文」指日本大正

大學出版《梵文維摩經》第二章第 2-6 段的原典，頁碼為 15-17；羅什譯

文，根據《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39 上。二者不再一一加注。 

（1） 

【羅什】資財無量，攝諸貧民。 

【梵文】aksayabhogo daridrānāthasatvasamgrahāya/ 

解說：維摩詰擁有無盡的資財，這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其目標

是「攝受窮人以及無有依靠者」。此句說明菩薩應當如何對待「資財」，

及與貧窮者的相處之道。 

（2） 

【羅什】奉戒清淨，攝諸毀禁。 

【梵文】pariśuddhaśīlo duh śīlasamgrahāya/ 

解說：śīlo 可以譯為「戒律」，也可以譯為「品行」。擁有清淨戒律

（或品行）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其目標是「攝受一切戒律（或品行）

惡劣的人們」。此句顯示菩薩應當如何對待品行，及與品行惡劣者的相

處之道。 

（3） 

【羅什】以忍、調行，攝諸恚、怒。 

【梵文】ksamadamaprāpto dust apradust avyāpannakrudhacittān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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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vānām samgrah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忍」是指 ks ama，忍耐之意；「調」是指 dama，

自我克制之意。獲得忍耐、克制是菩薩善巧方便智之體現，其目標則是

「攝受那些擁有噁心、歹心、殺心、怒心的眾生」，羅什這句譯得較簡

略。此句顯示菩薩如何對待忍耐、克制，及與憤怒者的相處之道。 

（4） 

【羅什】以大精進，攝諸懈怠。 

【梵文】uttaptavīryah kusīdānām satvānām samgrah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大精進」，現存梵本是「勇猛精進」。菩薩擁有

勇猛的精進，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其目標則是攝受那些對於揚善抑

惡覺得懈怠的眾生。此句顯示菩薩如何對待精進，及與懈怠者的相處之

道。 

（5） 

【羅什】一心禪寂，攝諸亂意。 

【梵文】dhyānasmrtisamādhisthito vibhrāntacittānām satvānām 

samgrahāya/ 

解說：菩薩住於禪那、正念、三摩地，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其

目標則是攝受亂心的眾生。此句顯示菩薩如何對待禪定，及與亂心者的

相處之道。 

（6） 

【羅什】以決定慧，攝諸無智。 

【梵文】prajñāniścayaprāpto duhprajñānām satvānām samgrahāya/ 

羅什譯文中「慧」，是指 prajñā（般若），菩薩已經獲得對於般若慧

的決定，這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其目標則是攝受一切擁有惡慧的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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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句顯示菩薩如何對待般若，及其與無知者的相處之道。 

（7） 

【羅什】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律行。 

【梵文】avadātavastradhārī śraman aīryāpathasampannah/ 

解說：白衣（avadātavastra）與沙門（śraman a）相對，是指過世俗

生活者。他顯示世俗人士之外形，而持有沙門的行儀，這是其善巧方便

智之體現。此句說明菩薩的世俗生活之道。20 

（8） 

【羅什】雖處居家，不著三界。 

【梵文】gr havāsasthitah  kāmadhāturūpadhātvārūpyadhātvasamsr st ah / 

解說：菩薩居家，卻不與三界相混雜，這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

此句說明菩薩的居家之道。 

                                                 
20 Lamotte 解釋此句時寫到：「在《維摩詰經》中，經常地提到這種『迂回的方

式』，或者說就一般而言的菩薩及就特殊而言的維摩詰菩薩的行為的矛盾性。」

（同註 13，p. 29）他認為此處可以以菩薩相連、相應地實踐善巧方便及智慧

二者來解釋。通過前者，菩薩使自己接近這個世界，並且增加計謀去轉變眾

生；通過後者，他則超越這個世界，以最高的完美的覺悟為目標。（同註 13，

前言，p. LVIII。）Lamotte 觀察到菩薩生活中的「矛盾性」，不過他的解釋卻

很難讓人釋疑。因為這幾段話明明是說「菩薩以善巧方便成熟一切眾生」，故

其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善巧方便的導引下進行的。這不是說善巧方便與般若

沒有關係，而是說經文的這個地方確實不是討論二者關係的場合。所以如果

如 Lamotte 那樣，在此處引進二者的關係，來處理菩薩生活中的「矛盾」之

難題，則對於善巧方便性質的理解必然就會發生偏差——例如即如 Lamotte
那樣——只是把它視為指向世間的，而化解其生活「矛盾性」的那超越的一

面，則要有待於般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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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羅什】示有妻、子，常修梵行。 

【梵文】bhāryāputradārāmś ca samdarśayati, sadā ca brahmacārī/ 

解說：羅什譯「妻」，梵文為 bhāryā；羅什譯「子」，現存梵文為

putradāra，意思是「兒子及女兒」。菩薩示現有妻子兒女，而總是實行梵

行，這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此句說明菩薩與妻子兒女相處之道。 

（10） 

【羅什】現有眷屬，常樂遠離。 

【梵文】parivāraparivrtaś ca bhavati, sadā ca vivekacārī/ 

解說：羅什譯文「眷屬」，梵文為 parivāra，指僕從人員。羅什譯文

「遠離」，梵文為 viveka，意思是「獨處」。一個菩薩如此擁有僕役，是

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此句顯示菩薩與僕從相處之道。 

（11） 

【羅什】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 

【梵文】ābharan avibhūsitaś ca samdr śyate, sadā ca 

laksan aparicchinnah/ 

解說：本句現存梵本文意不確，日本校勘本根據羅什、玄奘漢譯及

藏文本，建議改 laksan aparicchinnah 為 laksan aparicchannah 。21Lamotte 的

《 維 摩 詰 經 》 譯 文 此 處 根 據 藏 文 本 推 測 梵 文 為

laksan ānuvyañjanasamanvāgata，22譯為漢語是：「具足相、好」。其中「相」

指佛三十二種大人相，「好」指佛八十種微妙細相。他所作的修訂頗印

                                                 
21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校訂，《梵文維摩經》（東京：大

正大學出版會，2006 年），頁 16。 
22 參見 Lamotte 的譯文，同註 13，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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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羅什的譯文。一個菩薩雖然佩戴裝飾品，但是總是以佛之諸相、諸好

莊嚴其身。菩薩如此擁有裝飾品，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此句顯示菩

薩對待裝飾品或奢侈品的態度。 

（12） 

【羅什】雖復飲、食，而以禪悅為味。 

【梵文】annapānabhojanajīvah  samdr śyate, sadā ca dhyānāhārah / 

解說：羅什譯文「飲」為 pāna，指飲料；「食」為 anna，指食物。

一個菩薩雖然以食物、飲料為生，但總是以禪定修養作為其真正食物，

此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顯示菩薩對待食物之道。 

（13） 

【羅什】若至博弈戲處，輒以度人。 

【梵文】sarvadyūtakaraśālāsu ca samdr śyate, dyūtakrīd āsaktacittāmś ca 

satvān paripācayati, sadā cāpramādacārī/ 

解說：羅什譯文「博弈戲處」，參考梵文，是指「賭博者的住處」。

這句話後半段羅什譯文較簡略，參考現存梵文，意思是「他使心好賭博、

遊戲的眾生成熟，而他自己總是不放逸」。菩薩幫助喜好賭博、遊戲的人

群，是其善巧方便智之體現。此句揭示菩薩與賭博者、遊戲者相處之道。 

（14） 

【羅什】受諸異道，不毀正信。 

【梵文】sarvapāsan d apratyesakaś ca, buddhe cābhedyāśayah/ 

解說：羅什譯文「異道」，梵文是 pāsan d a，佛教指稱佛教外的宗教、

哲學。菩薩對於其他宗教與哲學能夠接受，但對於佛陀則擁有不可破壞

的信仰。此種對待「異道」的措置方式是菩薩善巧方便智之體現，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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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與其他宗教信仰者的相處之道。 

（15） 

【羅什】雖明世典，常樂佛法。 

【梵文】sarvalaukikalokottaraśāstravidhijñaś ca, sadā ca 

dharmārāmaratiratah / 

解說：此句羅什譯文中「世典」，現存梵文則是「世間、出世間的

論書」，藏文本亦然。23根據羅什的譯文，似乎易把「佛法」與「世典」

對立起來，這樣也就很容易把「佛法」理解為「出世間的」。而據現存

梵本及藏文翻譯，則是把「佛法」與「世典、出世間的論典」對舉，這

樣也就不易產生「佛法是世間學問之對立面」的構想。精通一切世間、

出世間的經典，卻又總是歡愉于法苑，是菩薩善巧方便智之體現。此句

揭示菩薩在佛法與一切世間、出世間理論間的善巧處置之道。 

（16） 

【羅什】一切見敬，為供養中最。 

【梵文】sarvasamgan ikāsu ca samdr śyate, sarvatra cāgrapūjitah / 

解說：此句羅什譯文中「一切見敬」一句表意不確，參照現存梵文，

是指菩薩示現在一切群眾集會的場所，而且他到處都被人們最高地禮

敬。此句顯示菩薩對待「群眾集會」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的群己生

活之道。 

（17） 

【羅什】執持正法，攝諸長、幼。 

【梵文】dharmavādī ca vrddhamadhyadahrasahāyakaś ca 

                                                 
23 參見 Lamotte 的譯文，同註 13，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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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ānuvartanāya/ 

解說：此句羅什譯文「執持正法」一句，參照現存梵文，意思是「是

一個說法者」。菩薩是一個說法者，然而是老中青各種年齡的人群的伴

侶，以便隨順世間。此句揭示菩薩對待「說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

薩的說法之道。 

（18） 

【羅什】一切治生諧偶，雖獲俗利不以喜悅。 

【梵文】sarvavyavahārodyuktaś ca na ca lābhabhogābhilāsi/ 

解說：羅什譯文中「治生」，梵文是 vyavahāra，意思是營生、經營。

菩薩致力於一切營生，然而不以所得及財富為樂。此句揭示菩薩對待治

生事業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的治生之道。 

（19） 

【羅什】遊諸四衢，饒益眾生。 

【梵文】sarvacatvaraśrngātakesu ca samdrśyate sarvasatvavainayikatāyai/ 

解說：羅什譯文中「四衢」，指四條道路彙集之地，也就是指繁華

的鬧市口。菩薩為了調伏一切眾生，也顯示在繁華的鬧市口，此是菩薩

處置「繁華集市」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對待鬧市——人流彙集、人

群眾多的地方——之道。 

（20） 

【羅什】入治政法，救護一切。 

【梵文】rājakāryānupravist aś ca satvāraksāyai/ 

解說：羅什譯文中「政法」，梵文為 rājakārya，意思是「王事」，指

政治事務。菩薩為了保護眾生而參與王事，此句揭示菩薩處置政治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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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的從政之道。 

（21） 

【羅什】入講論處，導以大乘。 

【梵文】sarvadharmaśravan asāmkathyesu ca samdr śyate 

hīnayānavicchandanāya mahāyāne samādāpanatayā/ 

解說：羅什譯文中「講論處」，指沙門講論教法之處。現存梵本及

藏文本此句後面的部分有兩個短語：一個是「使其脫離小乘」，一個是

「激發大乘」，羅什譯出後半意思，未譯前半意思。24不知是因所見底本

有異，還是因其不欲過於刺激聲聞乘學者，因而省略了前半句沒有譯

出？此事甚不易言。此句顯示菩薩處置教內討論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

薩對待教內分歧之道。 

（22） 

【羅什】入諸學堂，誘開童蒙。 

【梵文】sarvalipiśālāsu copasamkrāmati dārakaparipāc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學堂」，梵文是 lipiśāla，指「書法場所」。羅什譯

文中「誘開」，梵文是 paripācana, 指「成熟」。此句揭示菩薩處理兒童教

育問題之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的兒童教育之道。 

（23） 

【羅什】入諸婬舍，示欲之過。 

【梵文】sarvagan ikākulāni ca praviśati kāmadosasamdarś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婬舍」，梵文是 ga�ikākulāni，指「妓女之家」。

菩薩為了向其揭示欲望之過失，因而進入妓女之家。此句顯示菩薩對待

                                                 
24 參見 Lamotte 的譯文，同註 13，p. 30。 



 

                            《維摩詰經》之《方便品》與人間佛教思想 

 
 

 175 

那些被社會認為不道德或者卑賤的人群、救度他們的善巧方便智，體現

菩薩與低賤人群相處之道。 

（24） 

【羅什】入諸酒肆，能立其志。 

【梵文】sarvakallavālagrhāni ca praviśati smrtisamprajanyopasthāp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酒肆」，梵文為 kallavālagrhān i，意思是「賣酒

者的家」。菩薩進入這些地方，意在幫助他們建立正念與正知。此句亦

顯示菩薩對待那些被社會認為不道德或者卑賤的職業人群的善巧方便

智，體現菩薩與低賤職業者的相處之道。 

（25） 

【羅什】若在長者，長者中尊，為說勝法。 

【梵文】śrest hisu ca śrest hisammatah  śrest hadharmārocanatāyai/ 

解說：羅什譯文中「長者」，梵文是 śrest hi，指「首領」。菩薩在諸

首領中，則為首領所尊重，這樣就使其喜歡殊勝佛法。此句顯示菩薩與

「首領」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首領相處之道。 

（26） 

【羅什】若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 

【梵文】grhapatisu ca grhapatisammatah sarvagrāhodgrahaparicched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居士」，梵文為 gr hapati，指「家主」。菩薩在

諸家主中，則為家主所尊重，這樣就使其切斷一切執取與貪著。此句顯

示菩薩與「家主」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家主相處之道。 

（27） 

【羅什】若在剎利，剎利中尊，教以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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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ksatriyesu ca ksatriyasammatah ksāntisauratyabalapratisthāp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剎利」，梵文為 ksatriya，指「田主」，是印度四種

姓中之第二種姓，乃是貴族種姓。此句揭示菩薩與剎利種姓相處的善巧

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剎利種姓相處之道。 

（28） 

【羅什】若在婆羅門，婆羅門中尊，除其我慢。 

【梵文】brāhmanesu ca brāhmanasammato mānamadadarpanirghāt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婆羅門」，梵文為 brāhman a，乃與梵天（brahma）

有關者，即指天神之祭司，是祭司種姓。此句揭示菩薩與婆羅門祭祀種

姓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婆羅門種姓相處之道。 

（29） 

【羅什】若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 

【梵文】āmātyesu cāmātyasammatah sarvarājakāryasahadharmaniyoj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大臣」，梵文為 āmātya，意思是指「宰臣」。此

句揭示菩薩與宰臣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大臣相處之道。 

（30） 

【羅什】若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 

【梵文】kumāresu ca kumārasammato rājabhogaiśvaryābhilāsavinivart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王子」，梵文為 kumāra，意思是王子、少年。

此句說明菩薩在諸王子當中，則為王子所尊重，以便使其脫離對於國王

之財富及權力的貪求。漢語譯文中「示以忠孝」之語乃是意譯。此句揭

示菩薩與王子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王子相處之道。 

（31） 

【羅什】若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政宮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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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antahpuresu ca kāñcukīryasammatah strīkumārikāparipāc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內官」，現存梵文為 antah pura，意思是「內宮」。

此句揭示菩薩與內宮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內宮相處之道。 

（32） 

【羅什】若在庶民，庶民中尊，令興福力。 

【梵文】prākr tajanānuvartakaś ca sāmānyapunyaviśist ādhyālamb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庶民」，梵文為 prākr tajana，意思是「普通人」。

參照梵文，此句後半句可以譯為「使其特別注意普通的功德」。 句中

sāmānyapunya，是指一般的、普通的功德，羅什譯文中未譯出此意。此

句揭示菩薩與普通人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庸眾相處之道。 

（33） 

【羅什】若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 

【梵文】brahmasu ca brahmasammato viśesajñānasamdarśanāya/ 

解說：現存梵本此句及下一句的語序與三種漢譯本的語序正好相

反，今根據羅什漢譯本語序解說。羅什譯文中「梵天」，梵文是 brahman，

乃色界初禪天之一，菩薩在梵天中則為其所尊重，以便向其揭示「特殊

智」。此句顯示菩薩與梵天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梵天相處之

道。 

（34） 

【羅什】若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 

【梵文】śakresu ca śakrasammata aiśvaryānityatvasam darś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帝釋」，梵文是 śakra，是三十三天神之主。菩

薩在帝釋中則為帝釋所尊重，以便向其揭示富貴之無常性。此句顯示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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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與帝釋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帝釋相處之道。 

（35） 

【羅什】若在護世，護世中尊，護諸眾生。 

【梵文】lokapālesu ca lokapālasammatah  sarvasatvaparipālanāya/ 

解說：羅什譯文中「護世」，梵文為 lokapāla，指四大天王。菩薩在

四大天王中則為其所尊重，以便使其保護一切眾生。此句揭示菩薩與四

大天王相處的善巧方便智，體現菩薩與四大天王相處之道。 

我們把「維摩詰 35 句」所涉及的生活主題予以歸類，就可以清晰

了解維摩詰菩薩人間生涯的基本狀態： 

文中句數 生 活 主 題 主題歸類 

（2） 菩薩如何對待戒律 宗教生活 

（3） 菩薩如何對待忍辱 宗教生活 

（4） 菩薩如何對待精進 宗教生活 

（5） 菩薩如何對待禪定 宗教生活 

（6） 菩薩如何對待般若 宗教生活 

（7） 菩薩如何對待世俗生活 家庭生活 

（8） 菩薩如何對待居家生活 家庭生活 

（9） 菩薩如何對待妻子兒女 家庭生活 

（10） 菩薩如何對待僕役 個人生活 

（11） 菩薩如何對待裝飾品 個人生活 

（12） 菩薩如何對待飲食 個人生活 

（14） 菩薩如何對待其他宗教、哲學 文化生活 

（15） 菩薩如何對待世間、出世間經典 文化生活 

（1） 菩薩如何對待及使用資財 經濟生活 

（18） 菩薩如何對待治生事業 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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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菩薩如何做一個說法者 宣教生活 

（21） 菩薩如何對待教內法義爭論 宣教生活 

（13） 菩薩如何對待賭博、遊戲者 社會生活 

（16） 菩薩如何對待群眾團體、集會 社會生活 

（19） 菩薩如何對待繁華集市 社會生活 

（22） 菩薩如何對待兒童教育 社會生活 

（23） 菩薩如何對待社會低賤群體（妓女） 社會生活 

（24） 菩薩如何對待社會低賤職業（賣酒處） 社會生活 

（25） 菩薩如何對待「長者」 社會生活 

（26） 菩薩如何對待「家主」 社會生活 

（32） 菩薩如何對待普通民眾 社會生活 

（28） 菩薩如何對待「婆羅門」 社會生活 

（20） 菩薩如何參與政事 政治生活 

（27） 菩薩如何對待「刹利」 政治生活 

（29） 菩薩如何對待大臣 政治生活 

（30） 菩薩如何對待王子 政治生活 

（31） 菩薩如何對待內宮 政治生活 

（33） 菩薩如何對待梵天 其他神祗 

（34） 菩薩如何對待帝釋天 其他神祗 

（35） 菩薩如何對待四大天王 其他神祗 

從以上的主題歸類可見，維摩詰 35 句涵蓋有政治生活、經濟生活、

家庭生活、個人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宣教生活等諸多生活層面，

維摩詰菩薩在其日常生活的所有這些層面，都以善巧方便智作為工具，

成熟一切有關的眾生。 

我們看到，作為一位「人中的菩薩」，維摩詰 35 句所展示的其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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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毗耶離大城中所經驗的人生之種種場景，方方面面，就其所涉入之領

域、所遭遇之問題、所面臨之環境以及所處置之方式而言，與吾人今天

的現實生活環境相較，其間竟幾乎一致。由於維摩詰菩薩以人中的菩薩

的身份示現，而且以白衣居士的方式展示人間性，所以他在毗耶離大城

的人生經驗也就為其後所有的佛教徒——包括在家佛教徒在內——學

習、實踐佛法樹立了一個真正的模型與榜樣。維摩詰菩薩善巧方便智思

想與實踐對於人間佛教的指導意義，尤其是對於當代佛教徒現實人生的

活生生的示範意義即在於此。 

四、關於《維摩詰經》思想主旨的一個誤讀 
日本學者中村元先生曾以「現實生活的肯定——《維摩詰經》」為

題，來解析《維摩詰經》的思想。他在書中分別以「在家佛教的運動」、

「在世俗生活裡實現」、「對傳統的、保守的佛教的批判」等三個小節，

展開其所理解的《維摩詰經》思想主旨與特色的評析。 

其中，關於「在世俗生活裡實現」的問題，中村元寫到： 

《維摩經》的中心思想，若用一句話來說，正如此章標題所示（筆

者按：即指「現實生活的肯定——《維摩詰經》」一語），就是「肯定現

實生活」，即使在大乘經典當中，也是特別有名的特色，並且在中國與

日本從以前就受到重視。 

我們大家都在迷的世界裡輪回，而在彼岸，則有涅槃之理想境地。

如果善於思考，那麼此輪回及涅槃二者就並非固定，以本質而言它們是

空，因其為空，才能達成其目的。任何事物本質上都不異。如果這樣考

慮，那麼我們的現實的日常生活，不就作為那本來的理想境地而顯示出

來嗎。理想的境地，並不離開我們迷的生存而存在。那麼，即使一般認

為這個世間是不愉快的，但離開這個世間並沒有另外所謂的理想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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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理想的境地作為目標的活動、「空的實踐」這樣的東西，就成為

慈悲行。而那，是通過現實的人間生活使其實現。如果將此立場貫徹到

底，則甚至否定出家的生活，成為在在家的、世俗的生活裡實現佛教理

想那樣的活動，而那就是在《維摩詰經》裡面所說的東西。25 

中村元先生透過《維摩詰經》，也許還有其他一系列初期大乘佛教

經典，觀察到在大乘佛教初期曾有由在家佛教徒所主導的佛教思想與運

動，而在這樣的佛教思想與運動中必然存在對傳統佛教即聲聞弟子佛教

及出家僧侶佛教展開一定程度的批判的動向，凡此等等判斷與理解都是

切實的，是無論從《維摩詰經》經文本身還是從其他一些大乘經典的內

容與資訊，都可以找到切實佐證的。問題是中村元先生對於此種大乘佛

教運動的思想本質的認識及判斷：在家人的佛教運動是否一定就是「在

世俗生活裡實現」佛教理想的佛教？而在「世俗生活裡實現」佛教理想

的佛教是否一定就是對於「現實生活」「肯定」的佛教呢？中村元先生

此處對於《維摩詰經》思想主旨與特色的闡發是否切合該經典的本意

呢？我們需要更嚴肅、更精確地思考這個問題：如果說《維摩詰經》的

思想就是「現實生活的肯定」，而它所代表的大乘佛教思想與運動的主

旨是「在世俗生活裡實現佛教的理想」，那麼包括《維摩詰經》在內的

大乘佛教運動就是對於原始佛教相當徹底的反動，而原始佛教的思想特

色也就可以用「現實生活的否定」來予以概括，如此地話則我們就根本

不可能從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的演進中尋找到一個一貫的、連續的、共

通的精神，而如果這種一貫的、連續的、共通的精神缺位地話，那麼包

括《維摩詰經》在內諸多大乘佛教經典理念的合法性也就自然會遭到顛

覆性的質疑。 

                                                 
25 中村元，《維摩經 勝鬘經》（東京：東京書籍，2003 年），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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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覺得，中村元先生以「現實生活的肯定」一語來描述或概括

《維摩詰經》思想特色的做法，是可以繼續討論與商榷的。前述「維摩

詰 35 句」，維摩詰菩薩在善巧方便智之支配、引導下，展開其人間生活，

而其人間生活的具體方面則大都以「成熟一切眾生」作為目標。以「使

一切眾生成熟」作為唯一目標的在善巧方便智指引下的菩薩的人間生

活，怎麼可以簡單地稱之為「世俗生活」或者「現實生活」呢？大概大

家都能同意，即便我們不做定義，人們還是有一致的看法：所謂「世俗

生活」，或者「現實生活」，基本上是指人們利己性的生活，是指人們隨

從業力與欲望的日常生活。 

由於菩薩在展開其成熟一切眾生的人間生活實踐時，都要由善巧方

便智作為工具，所以對於維摩詰菩薩所示現的這種大乘佛教人間性的理

解，一定要基於對於善巧方便智的性質的正確地理解。反過來說，如果

我們錯解或者不能精確理解善巧方便智之性質，想當然地例如把它覺解

為僅僅是應對現實生活的某種技巧或者策略，如此一來基於善巧方便智

的菩薩人間生活的超越指向也就自然而然被朝「世俗化」的向度消解了。 

《維摩詰經》中關於善巧方便智的性質，有一段討論，其要點是說

明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二者密不可分。這段話見於《維摩詰經》梵本第

4 品第 16 段，我們試把這段話的現存梵本與三種漢譯加以對勘，以便準

確把握其意義。梵文文獻前的序號由筆者編制，漢譯文獻依據《大正藏》

的收錄，但已重新標點。 

【梵文】 

①tatra katamo bandhah, katamo moksah / 

②anupāyād bhavagatiparigraho bodhisatvasya bandhah, upāyād 

bhavagatigamanam moks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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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anupāyād dhyānasamādhyāsvādanatā bodhisatvasya bandhah, upāyena 

dhyānasamādhyāsvādanatā moksah / 

④anupāyasamgr hītā prajñā bandhah, upāyasamgr hītā prajñā moksah / 

⑤prajñayāsamgr hīta upāyo bandhanam, prajñāsamgr hīta upāyo 

moksah /26 

【支謙】 

何謂縛？何謂解？菩薩禪、定以縛諸我，以道縛我，縛者；菩薩以

善權生五道，解。彼受菩薩無權執智，縛；行權執智，解。智不執

權，縛；智而執權，解。
27
 

【羅什】 

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便生，是菩薩解。又

無方便慧，縛；有方便慧，解。無慧方便，縛；有慧方便，解。
28
 

【玄奘】 

又，妙吉祥！何等名為菩薩繫縛，何等名為菩薩解脫？若諸菩薩味

著所修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是則名為菩薩繫縛；若諸菩薩以

巧方便，攝諸有、生，無所貪著，是則名為菩薩解脫。若無方便善

攝妙慧，是名繫縛；若有方便善攝妙慧，是名解脫。
29
 

【新譯】 

那麼這裡何為繫縛，何為解脫呢？沒有方便而接受生存之趨向，是

                                                 
26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校訂，《梵文維摩經》（東京：大

正大學出版會，2006 年），頁 51。 
27《佛說維摩詰經》，《大正藏》冊 14，No. 474，頁 525 中。 
28《維摩詰所說經》，《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45 上。 
29《說無垢稱經》，《大正藏》冊 14，No. 476，頁 56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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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之繫縛；因方便而前往生存之趨向，是菩薩之解脫。沒有方便

而享受禪那、三摩地，是菩薩之繫縛；因方便享受禪那、三摩地，

是菩薩之解脫。不為方便所支配的智慧，是菩薩之繫縛；為方便所

支配的智慧，是菩薩之解脫。不為智慧所支配的方便，是菩薩之繫

縛；為智慧所支配的方便，是菩薩之解脫。 

由諸本對勘可知：此段經文現存梵本共有五句，其第一句與三種漢

譯相同；第 2 句、第 3 句，在三種漢譯裡，似乎是一句；第 4 句，也與

三種漢譯相同；第 5 句，支謙譯文、羅什譯文同，玄奘譯文則缺文。現

存梵本中這段文獻與藏文譯本基本相同。30 

這五句話中第一句是提出問題：何為菩薩之繫縛，何為菩薩之解

脫？第 2 句說：菩薩無方便而托生是繫縛，有方便而托生是解脫；第 3

句話說：菩薩無方便而修持禪定是繫縛，有方便而修持禪定是解脫；第

4 句話說：菩薩不為方便支配的般若是繫縛，為方便支配的般若是解脫；

第 5 句話說：菩薩不為般若所支配的方便是繫縛，為般若所支配的方便

是解脫。第 2、3 二句說明：無論在菩薩托生中，還是在菩薩禪定中，

善巧方便智都是一種特別重要的智慧，它使得菩薩在托生活動及禪定活

動中都不會偏離正確的方向——救度眾生、成就無上正等菩提之偉大目

標。根據第 2 句言，善巧方便智將保證菩薩的托生不偏離正確的方向，

則善巧方便智就絕非指那些為現實生存服務的技巧或者權謀。根據第 3

句言，善巧方便智將保證菩薩的禪定修持不偏離正確的方向，那麼其涵

義應當就是指它使得菩薩能夠脫離單純的禪定享受、且使菩薩不致忘記

最高的菩提這一偉大目標。第 4、5 二句，則從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二

者之間的關係的角度，來透視在實際運作中菩薩之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

                                                 
30 參見 Lamotte 的譯文，同註 13，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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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間那種密不可分的關係。由這兩句說明來看，則與其說善巧方便智

與般若慧是兩種不同的東西，還不如說二者是同一個東西的二種不同的

面相：無論是般若慧或是善巧方便智都導向成就最高的菩提，只是二者

在實現這一宏偉目標時所擔負的分工職責有所不同而已。31 

                                                 
31 Tatz 教授也注意到善巧方便與般若的關係這一傳統佛教教理史上的特殊的研

究難題。他說：「長老迦葉波，在《善巧方便經》67 中，把善巧方便與般若

聯繫起來，以之為菩薩努力的互補的領域。同樣的對等的表達，在《般若波

羅蜜經》及其他諸多經典中也有。而在《善巧方便經》106-107 中，則相反，

提到方便善巧是『般若波羅蜜的產物』，或者是『般若波羅蜜靈智的產物』。

經文中這樣一段，還有以『善巧方便波羅蜜多』這樣的說法出現的經文自己

的標題，看上去都暗示六種波羅蜜，其中包括了般若波羅蜜，邏輯上優先於

善巧方便波羅蜜多。」（Mark Tatz, The skill in Means Sutra, M. Banarsidass, 1994, 
p. 12）Tatz 這裡指出《善巧方便經》中包含了兩種相反的傾向，即（1）視善

巧方便智與般若慧相等、相補，（2）是認為般若在邏輯上優先於善巧方便。

我們覺得可以承認在此經典中如他所指出的這樣兩種傾向，不過該經典編者

的主導目標，則應認為是凸顯善巧方便之地位，使其與般若相等、相應、相

補，由此而化解因大乘勃興而引起的一系列的教理詮釋上的難題，而非強調

般若之於善巧方便的「邏輯上的優先」。關於此點，經文中的表現有： 
（1）經文：「複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行於方便，行施之時具六波羅蜜。

何等為六？善男子！菩薩行方便時，若見乞兒，除慳惜心，具足大施，是名

檀波羅蜜。自持禁戒，施持戒者，見破戒人，勸令持戒，勸持戒已，然後給

施，是名尸波羅蜜。自除瞋恚，行於慈愍，心無穢濁，利益眾生，等心而施，

是名羼提波羅蜜。若施飲食湯藥，即時具足身心精進，去來進止屈伸俯仰，

是名毘梨耶波羅蜜。若行施已，其心得定，歡喜悅預，專念不亂，是名禪波

羅蜜。如是施已，分別諸法：施者是誰？誰為受者？誰受報者？如是觀已，

無有一法名為施者、若受施人及受報者，是名般若波羅蜜。善男子！是名菩

薩摩訶薩行於方便，具六波羅蜜。」（《大寶積經大乘方便會》，《大正藏》冊

11，No. 310，頁 594 下）由此段經文可知：《善巧方便經》編訂時，需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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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維摩詰經》中的善巧方便智，不是與般若慧脫離、與般若慧

全然無關的善巧方便智；同樣，《維摩詰經》亦不承認，有與善巧方便

智脫離、與善巧方便智全然無關的所謂般若慧。我們正是據此認為：《維

摩詰經》中的般若慧與善巧方便智相輔相成、並舉並重、不相偏離、交

相輝映。32在其有關「般若為佛菩薩母，善巧方便是佛菩薩父」的說法

                                                                                                                   
對業已成立的「六波羅蜜」之概念，故經文認為善巧方便智之特殊性在於，

菩薩以之而行時，則于一布施行為中，即具足六種波羅蜜。 
（2）經文中引有頌文：「菩薩所行，不可思議；無上智慧，及以方便。」

此頌文是明確地將無上智慧（般若慧）與方便並列。（同上引經，頁 596 中） 
（3）經文中說：「於道左右以板椑之者，智慧、方便也。」（同上引經，頁

599 上）此亦智慧與方便並舉之辭。 
（4）經文最後關於此經之標題，說到：「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當

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佛告阿難：是經名為『方便波羅蜜』，亦名『轉方便品』，

亦名『說方便調伏』。如是奉持。」（同上引經，頁 607 中）說明「方便波羅

蜜」之稱呼，是此經的一個經名，這是將「方便」正式提升為「方便波羅蜜」。 
（5）我們在《大寶積經》中還可以找到一個旁證，說明有關的經文的旨趣，

乃是要把善巧方便提到與般若等同等的地位，此即有關「七寶」的說法：「如

是，大聖！菩薩大士以七寶現於世時，自然道寶現於世間。何謂為七？一曰

施度無極寶，戒、忍、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便度無極寶，出現於世，

度濟一切。」（《大寶積經密跡金剛力士會》，《大正藏》冊 11，No. 310，頁

78 中）根據以上文獻，吾人覺得應當確認《善巧方便經》中並不存在般若對

於善巧方便「邏輯上優先」的傾向，相反，有關經文的編輯正是反映出試圖

克服這樣的想法、因而視善巧方便為第七度無極，從而使之與般若對等的思

想傾向。 
32 光宅法雲在解釋《法華經》之《方便品》時，主張此品以「二智」開宗，所

謂「二智」，即實智與方便智。此是明確確認有「方便智」之概念，而關於二

智之間的關係，光宅說：「此方便智即實智義，實智即有方便智義。何以知之？

智慧本以鑒照為義，然方便智若不洞鑒三乘人根性者，云何得說法化物？故

知方便智舉體是鑒照，即是智慧之義。此方便智亦即是實智義者，實智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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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述思想更是被推向頂峰。《維摩詰經》梵本第 7 品的讚頌佛菩薩

偈中，開頭第一頌就是這一著名頌文： 

【梵文】prajñāpāramitā mātā bodhisatvāna mārisa/ 

pitā copāyakauśalyam yato jāyanti nāyakāh //33 

【支謙】母智度無極，父為權方便； 

菩薩由是生，得佛一切見。34 

【羅什】智度菩薩母，方便以為父； 

一切眾導師，無不由是生。35 

【玄奘】慧度菩薩母，善方便為父； 

世間真導師，無不由此生。36 

【新譯】朋友們啊！般若波羅蜜多是菩薩們的母親， 

善巧方便是菩薩們的父親，導師們由此出生。 

                                                                                                                   
無虛審諦之義。我此方便智亦即是實有，既是實有，方便智即是實義。復言

實智即是方便智者，然方便者以善巧為義，此實智說一因一果之理，言天下

深妙幽微難知之理，然深廣難知之理，而實智能照，此即是善巧之義，即方

便。問：若爾者，雖有二智，即今使渾然無分耶？解釋者言：今逐強立名，

取別於通，且明方便與智慧別者。」（《妙法蓮華經義記》，《大正藏》冊 33，

No. 1715，頁 593 中）光宅此解已經指出方便智與實智二者之間雖各有特徵、

各有功能而究其實際難分難解的複雜及密切的關係。此解可以作為我們理解

《維摩經》中般若慧與方便智關係的一個參證。 
33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校訂，《梵文維摩經》（東京：大

正大學出版會，2006 年），頁 79。 
34 《佛說維摩詰經》，《大正藏》冊 14，No. 474，頁 529 下。 
35 《維摩詰所說經》，《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49 中。 
36 《說無垢稱經》，《大正藏》冊 14，No. 476，頁 57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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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對勘：除宋譯「得佛一切見」一句譯文表意不甚清楚以外，此

頌文之現存梵本、其他二種漢譯及藏文譯本37的意思都十分明確：無論

對於諸菩薩而言，還是對於諸佛而言，般若都是其母，善巧方便則是其

父。 

我們知道父母雙親在子女孕育之事中具有絕對的主導作用，《維摩

詰經》此頌以般若為諸佛菩薩之母，以善巧方便為諸佛菩薩之父，意在

揭示的就是般若及善巧方便二者在佛菩薩的諸德中所具有的那種特別

突出的地位：二者在孕育諸佛菩薩中具有絕對的主導作用，非其他諸德

所可替代。我們知道在子女孕育之事中父母雙方缺一不可，《維摩詰經》

此頌取譬父母，來形容般若及善巧方便，就意在揭示在諸佛菩薩之孕育

中般若及善巧方便二者缺一不可。最後，我們知道在孕育子女之事中，

父母雙方各自所承擔的職責分工有所不同，所以《維摩詰經》這個取譬，

也意在揭示般若與善巧方便在孕育諸佛菩薩中所具有的不同職責分工

性。 

所以《維摩詰經》中的善巧方便智是與般若慧完全不可脫離、完全

難以區分的智慧，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一起，是一切諸佛及菩薩的孕育

之源。惟其如此，所以若僅以「現實生活的肯定」來讀解以善巧方便智

所主導的維摩詰菩薩之人間性，似乎就顯得過於表面而不切實，甚至可

以說完全沒有理會經文內涵的那種深湛與奧妙。 

五、人間佛教是善巧方便智與般若慧交相輝映的
佛教 

由於《維摩詰經》是講述菩薩思想實踐的經典，而且是主角示現為

                                                 
37 參考 Lamotte 的譯文，同註 13，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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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的菩薩的一部大乘經典，所以我們今日推動踐行人間佛教，這部經

典也就自然應當被視為人間佛教一部有重要指導意義的經典。38關於《維

摩詰經》與人間佛教關係的探討，今後還可以從諸多角度來施行，本文

以其主旨所限，不擬過於展開，我們根據前文對於《維摩詰經》善巧方

便思想的解讀，得出一個結論：如果說《維摩詰經》所展示的維摩詰菩

                                                 
38 從人間佛教與《維摩詰經》相互交涉的角度討論此經典，並以其作為人間佛

教的重要理論資源之一，此思路已不乏高僧大德及學者之提出及參與。於中，

我們擬特別提出二十世紀漢傳佛教三位高僧有關的著作與工作：（1）太虛大

師有《維摩詰所說不可思議解脫經釋會紀聞》（民國十一年九月在北京己未講

經會講），《維摩詰經別記》（民國十三年七月在泰縣光孝寺講），及《維摩經

意大綱》（民國十五年九月在星洲講）三種有關的著作，均收於《太虛大師全

書》（臺北：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70 年）中，足見大師對此經重視

的程度。（2）聖嚴法師著有《修行在紅塵：維摩經六講》，其中提到：「現在

我們的法鼓山，正在提倡心靈環保，正在倡導建設人間淨土的理念。我們的

理論依據，便是出於《維摩經‧佛國品第一》所說：『若菩薩欲得淨土，當凈

其心，隨其心凈則佛土凈。』本經在大乘佛教的聖典中非常重要，例如鼓勵

在家居士修學清淨莊嚴的菩薩道，卻未忽略出家比丘的清淨律儀；鼓勵菩薩

宜入世，宜處於眾生群中，但又主張離欲不貪著。《六祖壇經》所說『佛法在

世間，不離世間覺』的思想，實與本經有密切的關係。本經從基本的五乘共

法人天十善道，通過三乘共法的解脫道，提升至大乘不共法的佛道。」（釋聖

嚴，《修行在紅塵：維摩經六講》[臺北：法鼓文化，1997 年]，頁 9-10）（3）

星雲大師是當代漢傳佛教中推進落實人間佛教不遺餘力且其成就特別卓越的

一位人間佛教導師，在其所著《人間佛教論文集》中有〈人間佛教的藍圖〉

一文，是以《維摩詰經》之《佛道品》作為根據，分別從眷屬、朋友、飲食、

衣服、居住、交通、教育、娛樂、資用、修行等諸多方面，展示人間佛教之

基本生活藍圖，這是迄今可以讀到的當代人間佛教行者關於《維摩詰經》思

想的創造性轉型的闡釋。參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藍圖〉，《人間佛教論文

集（下）》（臺北：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年），頁 32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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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的善巧方便智理論與實踐可以看成是人間佛教的一個「範型」地話，

我們就覺得人間佛教在其學理證成中應當特別關注善巧方便智與般若

慧之內在關係，人間佛教應當是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並重並舉、交相輝

映的佛教。 

前文業已指出中村元先生從「現實生活的肯定」之角度對於《維摩

詰經》的解讀有在「世俗化」層面定位《維摩詰經》思想的傾向。事實

上這樣的意識並非中村元先生一人所有。自從二十世紀初期太虛大師提

出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理想以來，一方面經由大醒、慈航、印順、星

雲、聖嚴、證嚴、昭慧等許多高僧大德、佛教學者及社會大眾前赴後繼

的努力，使得人間佛教如今已經遠遠不是停留在太虛大師當年僅僅流於

「口號」的狀態，可以說已經樹大根深、枝繁葉茂；可是問題的另一面

是，關於人間佛教的「世俗化」的指責的聲浪，或許自太虛大師在世的

時代，自從梁漱溟先生堅持佛教「專談現世生活以外的事，不談現世生

活」的偏至的立場，激烈批評太虛大師倡導人生佛教是「糟蹋佛教」的

論辯開始，39就從來沒有停止過。 

筆者認為，之所以造成這樣奇怪的情形，內中原因固然十分複雜，

但或許太虛大師當年以「人乘」連接「佛乘」、人圓佛成的關於人間佛

教的思想架構，已經使得人間佛教的理論運作走在一個雖然十分契機、

卻未必十分契理的學理思考的軌道上。關於人間佛教理論證成的問題注

定備受爭議，筆者於此僅想提議：或許人間佛教之學理證成可以重新思

索對於大乘佛教有著特殊意義的善巧方便智之思想旨趣，可以考慮回歸

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並舉並重、交相輝映之菩薩學行思想傳統。筆者認

                                                 
39 有關此問題的詳細研究參見拙文：〈記太虛大師與梁漱溟先生關於人生佛教問

題的爭辯〉，此文是 2001 年著者參加佛光山「人間佛教研討會」論文，後收

入拙著《華梵之間》（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年），頁 16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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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巧方便智與般若慧之內在的統一不僅是全部佛法的思想基礎，是大

乘菩薩學行的思想基礎，也是人間佛教之真正的思想基礎，而建基於此

一思想磐石上的佛教就不但不是僅僅「肯定現實生活」的世俗化的佛

教，而且也不致給社會人士世俗化佛教的外觀與印象，它是與教主釋迦

牟尼一脈相承的佛教，是出家眾與在家眾可以無諍的佛教，是改造人

間、淨化人生的佛教，是積累無邊福德、智慧資糧的佛教，是以大菩提

作為唯一目標的佛教，是在「傳統」與「現代」之嬗變中一以貫之的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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