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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為一部中晚期的大乘佛教經典，《藥師經》的佛教思想、信仰晉

宋間開始在漢地流行，隋唐時期其傳學達到一個高潮，此後回轉民間，

雖然在中國佛教的思想、信仰、文化中，一直發揮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但《藥師經》獨具特色而厚博精深的佛教思想的內涵、特質及其意義，

歷史上一直未能得到全幅的彰顯。近現代以來，佛教藥師文化有重新復

興的趨勢。太虛大師在 年的《藥師經》講座中，根據人間佛教理

論、實踐的視角創造性地提出《藥師經》新詮釋方向；而當代中國佛教

的人間佛教建設，正在步入理論及實踐的新反省期及新建設期，《藥師

經》的佛教思想將為當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反思提供經典依據、思想理路

及價值方向。為此，本文先對歷史上《藥師經》漢譯及理解問題作出一

個簡短的介紹，然後重點從六個方面，對《藥師經》佛教思想的內涵、

特質及其當代價值問題，作出了一個多層次的系統性分析和說明。

關鍵詞：
《藥師經》，現法樂、後世樂及究竟樂，善巧方便，人間佛教

程恭讓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程珵 美國南加州大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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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藥師經》的譯本及其理解問題 

依據通行的意見，學界一般認為《藥師經》先後有過五種漢譯：

、收載於《佛說大灌頂神咒經》第十二卷之《佛說灌頂拔除過罪

生死得度經》，傳為東晉帛屍梨密多羅（西元 年）所譯。

、單行本《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五，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西元 年），秣陵鹿野寺比丘慧簡」依經

抄撰」《灌頂經》一卷，一名《藥師琉璃光經》，或名《灌頂拔除過罪生

死得度經》。此本究竟佚失，或即為《灌頂經》所收之第十二卷經，今

難以定論。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西元 年）時，於東都洛水南上林園翻

經館，由達摩笈多重譯之《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一卷。

、唐永徽元年（西元 年），玄奘大師于長安大慈恩寺所譯之《藥

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

、唐中宗神龍三年（西元 年），義淨法師于佛光寺所譯之《藥

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二卷。

以上諸本中，《灌頂經》第十二卷之《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

經》（包括與此卷文字、內容相同的其他今傳單行經，如《房山石經》

第 冊所收編號 的《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隋譯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唐玄奘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這

幾種都是屬於「藥師」系統的同一部《藥師經》；而唐代義淨的譯本，

則是屬於「藥師七佛」系統的另外一部《藥師經》。「藥師七佛」系統的

《藥師經》，完全包涵「藥師」系統《藥師經》的內容，同時還有「七

佛」系統中藥師佛以外其他六佛思想信仰的內容。漢譯中上述兩種系統

的《藥師經》，與此經現存藏文譯本的情況，也是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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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三十年代初，在巴基斯坦的吉爾吉特，曾發現一批 世紀末

至 世紀之間的梵文寫本，其中包括三個寫本的《藥師經》。包括《藥

師經》在內的這些梵本手稿，後來由 加以整理公佈。在由

領銜編輯的 （

）一書中，也將 的校勘本《藥師經》收入，編號為 。

同時，也對原本加以一些新的勘定。 先生在這部《大乘經彙編》

的校勘序言中，關於《藥師經》，寫過下面一段話：

是一部名為《藥師琉璃光經》的大乘經典，我們這兒是根

據 整理編輯的吉爾吉特手稿卷一，加以再校訂的。這看

上去是一部晚期的經典，此經典的主題漸漸由哲學的課題轉向了

世界的事務，諸如妖魔鬼怪及保護人們免遭其害等等。我們在這

裡發現較晚的密教經典的開端。

先生在此敏銳地發現《藥師經》的思想主題存在某種「轉向」。

雖然他不是從兩種哲學範式的轉向，來理解經中的這種「轉向」，而是

由從「哲學的課題」到「世界的事務」的線索，來理解他所謂的「轉向」。

《藥師經》尚有兩種藏文譯本：《各別廣說藥師琉璃光王本願經》（

﹣ ﹣ ﹣ ﹣

﹣ ﹣ ﹣ ﹣ ﹣ ），以及《各別

廣說七尊如來本願大乘經（ ﹣ ﹣ ﹣ ﹣ ﹣

﹣ ﹣ ﹣ ﹣ ﹣ ﹣ ﹣ ﹣ ﹣

），前者相當於玄奘《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譯本，後者則相

當於義淨所譯之《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譯本。感謝本文一位匿名評

審專家的建議，本文定稿補充以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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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教學者上述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我們今天進一步研究《藥師

經》相關的歷史與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撐。

當代國內的一些佛學研究者，對於《藥師經》的著作身份問題，近

期也有頗多的討論，這些討論對於我們深入認識藥師思想信仰的源流，

提供了一些新的有益的線索。

二、《藥師經》佛教思想引領紮根現實人生問題的

大乘基本立場  

研讀《藥師經》思想信仰者，首先對其高度關注現實人生問題的思

想立場，不會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說對於現實人生的濃郁關懷，是

《藥師經》這部大乘佛教經典的獨特思想立場。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經

文開端文殊師利菩薩啟請佛陀開示佛法的這段話，就得以理解：

爾時，曼殊室利法王子，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

著地，向薄伽梵，曲躬合掌，白言：「世尊！惟願演說如是相類

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令諸聞者業障銷除，為欲利樂像

法轉時諸有情故。」

對照梵本，這一段話的原文如下：

這裡特別應該提到以下一些學者的研究：方廣錩，〈藥師佛探源 對「藥師

佛」漢譯佛典的文獻學考察〉，《宗教學研究》 年第 期；方廣錩，〈關於

漢、梵《藥師經》的若干問題〉，《宗教學研究》 年第 期；方廣錩，〈再

談關於漢、梵《藥師經》的若干問題〉，《世界宗教研究》 年第 期；伍

小劼，〈《大灌頂經》研究 以《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為中心〉，上海

師範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論文， 年；楊維中，〈《藥師經》翻譯新考〉，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年第 期；王飛朋，〈《藥師經》

真偽問題新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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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譯如下：

其時，文殊師利法王之子，承受佛之威力，就從座位起身，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向薄伽梵合掌恭敬，對薄伽梵說到：「希望薄

伽梵開示這些如來的名稱，以及他們往昔不同的廣大誓願。我們

聆聽後，就能夠使其一切的業障得以淨化，以便攝受後時、後分

像法流行時候的眾生們。」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這段經文明確提到這部經典思想信仰的時代因

緣，是要考量「後時、後分像法流行時候」（

）的眾生們。 我們知道初期大乘經典，

例如《般若經》、《佛說寶雨經》等，都敘其時代因緣為「後時後分正法

將滅時」。 這裡所謂的「正法滅時」，是指正法的消滅這種情況正在出

所涉及的這句話，隋代的譯文是：「攝受來世正法壞時諸眾生故」，玄奘譯本

是：「為欲利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義淨的譯文是：「願為我等及未來世像法

眾生」，《灌頂經》卷十二中譯為：「願為未來像法眾生」，《佛說灌頂章句拔除

過罪生死得度經》中是：「願為未來像法眾生」，可見，除隋譯之外，其他數

譯皆側重「像法」這一時代因緣的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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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世代；所謂的「像法轉時」，則是指「相似正法」正在流行的世代。

前者對應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及初期大乘的階段，後者對應從初期大

乘到中晚期大乘及其以後的階段。此正如玄奘大師弟子圓測之再傳弟子

新羅僧太賢，在其注疏玄奘譯藥師經時所說：「言像法轉時者……今為

利樂千年之後像法有情發此問也。」佛教經典結集及其思想信仰發展到

中晚期大乘及其以後的階段，社會環境、人類文明與佛陀時代、初期大

乘時代相比，都已經有顯著的改變。《藥師經》一開始就將自己弘化的

時代因緣作了這種明確的界定，是這部經典表現對於現實人生問題強烈

關注精神的重要時代背景。

經中反映及凸顯其現實人生關懷這一思想立場的例子很多。這裡我

們不妨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下面是第一個例子：

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能至心稱名禮讚，恭敬供養

彼如來者，眾苦皆除。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見者歡

喜，利根聰明，安隱少病，無有非人，奪其精氣。

我們知道：在古代印度及古代中國，乃至可以說在古代人類社會發

展的整個歷史進程中，人類的兩性生育、人種繁衍問題，一直是一個十

分重要的問題。而在人類的生育、繁衍活動中，女性所承受的責任和痛

苦，應該說要比男性大得多。這是人類生活的實際問題，它應當成為旨

太賢，《本願藥師經古跡》，《大正藏》冊 ， ，頁 中。

如《般若經》：「世尊！頗有有情於當來世，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正法將滅時

分轉時，聞說如是色經典句生實想不？」（《大正藏》冊 ， ，頁

下）「我涅槃後後時後分後五百歲，無上正法將欲壞滅時分轉時。」（同上，

頁 上）《寶雨經》：「於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正法將滅時分轉。」（《大正

藏》冊 ， ，頁 上）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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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人類謀福利的哲學和宗教嚴肅思考的問題。但是大部分的宗教，包

括佛教的大部分經典，對於這個問題都甚少關注，或者即便有所關注，

思考的方向卻未必正確。我們在《藥師經》中所讀到的上面這段話可以

說是一個特例，它對女性生育過程中經受「極苦」的現象給予了難得的

關注，對如何化解女性生育之苦、如何保障生育過程順利、母子俱得平

安的問題，都進行了正面的考量。從此例我們就不難體會《藥師經》這

部大乘經典深切關懷現實人生問題的基本思想立場。

再如，下面這段經文討論「九種橫死」的問題：

爾時，阿難問救脫菩薩言：「善男子！云何已盡之命而可增益？」

救脫菩薩言：「大德！汝豈不聞如來說有九橫死耶？是故勸造續

命幡燈，修諸福德；以修福故，盡其壽命，不經苦患。」阿難問

言：「九橫云何？」救脫菩薩言：「若諸有情，得病雖輕，然無醫

藥及看病者，設復遇醫，授以非藥，實不應死而便橫死。又信世

間邪魔、外道、妖孽之師，妄說禍福，便生恐動，心不自正，蔔

問覓禍。殺種種眾生，解奏神明，呼諸魍魎，請乞福祐，欲冀延

年，終不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見，遂令橫死，入於地獄，無

有出期，是名初橫。二者，橫被王法之所誅戮。三者，畋獵嬉戲，

耽婬嗜酒，放逸無度，橫為非人奪其精氣。四者，橫為火焚。五

者，橫為水溺。六者，橫為種種惡獸所噉。七者，橫墮山崖。八

者，橫為毒藥、厭禱、呪詛、起屍鬼等之所中害。九者，飢渴所

困，不得飲食而便橫死。是為如來略說橫死，有此九種。其餘復

有無量諸橫，難可具說。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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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生、老、病、死四種苦，是自佛陀以來佛教大力宣講的

最基本的「聖諦」 苦聖諦。其中的死苦，是人類必須面對的一種苦，

因而死的問題，自古成為無數哲學家、宗教家所思考的問題。不過死亡，

有正常的死亡，也有非正常的死亡。一般哲學或宗教所思考的死亡，都

是正常性死亡，即人類難以避免的最後的宿命。哲學或宗教，一般很少

思考非正常死亡的問題。可是在人類社會的現實生活中，非正常死亡問

題才是真正人情所不堪的死亡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說，《藥師經》又

是一個例外，上引的這個段落詳細討論了「九種橫死」的問題，其結論

中則指出：其實橫死不止於九種，而是存在「無量諸橫」。《藥師經》中

提出的著名的「消災延壽」法門，其中心意圖其實正是要如何化解非正

常性死亡，從而讓人的生命得以善終的問題。

再有下面這個例子：

復次，阿難！若剎帝利灌頂王等，災難起時，所謂人眾疾疫難，

他國侵逼難，自界叛逆難，星宿變怪難，日月薄蝕難，非時風雨

難，過時不雨難。彼剎帝利灌頂王等，爾時應於一切有情起慈悲

心，赦諸繫閉；依前所說供養之法，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由此善根，及彼如來本願力故，令其國界即得安隱：風雨順時，

穀稼成熟；一切有情無病歡樂；於其國中，無有暴虐藥叉等神惱

有情者；一切惡相，皆即隱沒；而剎帝利灌頂王等，壽命色力，

無病自在，皆得增益。

這一段所討論的是剎帝利灌頂王等所遇到種種「災難」的問題。這

些「災難」，包括疫病流行、外敵入侵、內政紊亂、風雨不調等，既指

一些自然性的災難，也指一些社會性的災難，既包括一些社會政治問題，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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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一些涉及國與國的關係問題。刹帝利灌頂王所遇到的這些棘手的

困難，其實一直是人間社會政治治理不斷遭遇的難題。《藥師經》把這

樣的議題納入它的關懷當中，也可鮮明見出它重視現實人生關懷的佛教

思想的基本立場！

佛教本來是關於現實人生問題的思考和實踐的體系，對於現實人生

問題的關注，本來就是佛教思想信仰的基本出發點和理論著眼點。但是

歷史上的佛教也常常易於脫離現實人生這一基本面，在談玄說妙、高蹈

淩虛中自娛自樂。如何克服生育中的苦痛的問題，如何避免非正常死亡

的問題，如何化解社會政治治理中的各種難題，毫無疑問都是佛教能夠

正視、也應當正視的重要現實人生問題。不能正視現實人生問題的任何

思想體系，也是難以為現實人生提供正能量的思想體系。從這個角度，

我們可以領會《藥師經》高度重視現實人生問題的思想立場，也可以理

解《藥師經》大乘佛教思想紮根於現實性的價值方向。

三、《藥師經》佛教思想建構現法樂、後世樂、究

竟樂辯證統一的佛法價值方向 

佛教思想的根本宗旨，或者說，佛教思想的價值方向，是要為人類

探求避苦求樂、離苦得樂之道。在這裡，所謂的「苦」，作為一個佛教

思想的概念，不僅僅是指作為心理情感的「痛苦」，而更是用來描述眾

生或人類不自由、不自在的生命狀態；同樣，這裡的「樂」，作為一個

佛教思想的概念，也不僅僅是指愉悅的心理情感，而是用來指自由自在、

解脫幸福的生命狀態。

人生的快樂、幸福、福祉，可以如太虛大師所言，抽象分為三個類

型，即：「（一）現法樂，（二）後世樂，（三）究竟解脫樂」。 也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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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世的福祉，來世的福祉，以及超越過去、現在、未來的人類福祉：究

竟解脫、自在圓滿的人生境界。厭苦趣樂、避苦求樂，追求幸福，追求

自主，是人類實踐理性的普遍、必然要求。佛教的價值觀體系不僅不違

背人類實踐理性的需要，而且探求人類的實踐理性如何能夠在更加合理、

更加全面的層次上展開，也就是說佛教思想希望能夠真正給人類找到圓

滿的幸福之道。

我們從《藥師經》的思想整體來看，可以發現《藥師經》的佛教思

想，內在地包涵了以上這三種人生幸福之道。

這裡先以《藥師經》藥師如來因地所發著名的十二大願來考量：

如第一大願：「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

身光明，熾然照耀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

莊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 這一大願的主旨是希望未來獲

得菩提時，一切眾生都能如自己一般，光明照耀，身有相好。這一條大

願被解釋者稱為「自他平等願」， 毫無疑問，這是希望眾生與自己一樣

成佛、從而獲得究竟樂的志願。

第二大願：「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

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焰網莊嚴，過於日月；幽

冥眾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 對照梵本可知這一大願

的主旨是：希望未來成佛後，自身如琉璃，內外皆明淨，具足無垢光，

照耀全世界；而且自身的光明過於日月，能夠照耀一切眾生，乃至所有

的眾生、所有的人類，都可以在其光明下行走。凡是接觸到藥師光明的，

參考印順導師，《藥師經講記》（北京：中華書局， 年），頁 。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同註 ，頁 。

同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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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會作諸善業。消除黑暗，引來光明，消除愚昧，引來智慧，這是人

類社會一直的理想，是人類文明奮鬥的目標，所以藥師佛這一志願，主

旨是為了眾生的現法樂。

第三大願：「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

便，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眾生有所乏少。」 這一大願

是希望成佛以後，以佛陀所具有深厚廣大的般若智慧和善巧方便，提供

及滿足人類對於物質生活的豐富欲求。所以這一志願的主旨，是為了眾

生的現法樂。

第四大願：「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

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獨覺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 這一

志願是希望未來成就菩提後，能夠把在邪道及在聲聞、獨覺道生活的眾

生，都安置於大乘的菩提道中。大乘菩提道是正確理解世界、人生的本

質，把人們導向圓滿幸福生活之道。所以這一誓願的主旨是現法樂、究

竟樂的統一。

第五大願：「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

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聚戒。設有毀犯，聞我名

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 這一大願的主旨是確保佛教信徒能夠具

足三聚戒，有所違犯者也可以有機會還得清淨。這裡的「三聚戒」，是

指菩薩所受的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這是大乘佛教倫理原則

的概括。如果確保能夠踐行大乘佛教的生活方式，遵守大乘佛教的倫理

規則，則能夠自度、度他，成就最高的圓滿菩提。所以這一大願的主旨

同註 。

同註 。

同註 。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九期  

也是現法樂、究竟樂的統一。

第六大願：「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

諸根不具，醜陋、頑愚、盲、聾、瘖、瘂、攣、躄、背僂、白癩、癲狂、

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 這

一大願是藥師如來希望自己成佛後，能夠幫助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的眾

生，他們通過稱念佛名當下可以消除頑疾，享受人生的福樂。所以這一

大願的主旨是現法樂。

第七大願：「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眾病逼切，

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

病悉得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這

一大願是藥師如來希望自己成就菩提後，能夠確保貧病交加、生活苦楚

的眾生，直至達到菩提之前，都能夠舍卻疾病，身心安樂，享有富庶自

在的生活。所以這一大願的主旨是現法樂及後世樂。

第八大願：「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

之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

夫相，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這是藥師如來特別針對女性生活的一大

誓願，主旨是要幫助那些厭棄女性身體和生育活動的女性，這些女性通

過稱念藥師如來的名字，可以擺脫女性身體，獲得現法樂及後世樂。

第九大願：「第九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令諸有情，出魔羂網，

解脫一切外道纏縛；若墮種種惡見稠林，皆當引攝置於正見，漸令修習

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這是希望外道、邪見眾生擺脫錯誤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同上註。

同註 ，頁 中。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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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回歸大乘佛教正道的志願，所以其主旨是現法樂、後世樂、究竟

樂的統一。

第十大誓願：「第十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王法所

錄，縲縛鞭撻，繫閉牢獄，或當刑戮，及餘無量災難淩辱，悲愁煎迫，

身心受苦；若聞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脫一切憂苦。」 這

是希望幫助那些遭受政治磨難或其他社會磨難的眾生，希望他們能夠通過

稱念藥師佛名，當下可以擺脫身心諸苦。所以這是以現法樂為主的誓願。

第十一大誓願：「第十一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飢

渴所惱，為求食故造諸惡業；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上妙飲食，

飽足其身；後以法味，畢竟安樂而建立之。」 這是希望幫助那些瀕臨

食物危機、處在極度貧困狀態的眾生的志願。現存梵本中沒有看到漢譯

中的最後一句。所以依據梵本看，主旨是為眾生追求現法樂的藥師大願；

如果從漢譯本來看，這一大願則是為眾生追求現法樂及究竟樂的統一。

第十二大願：「第十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貧無

衣服，蚊虻寒熱，晝夜逼惱；若聞我名，專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種

種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寶莊嚴具，華鬘塗香，鼓樂眾伎，隨心所翫，皆

令滿足。」 這是希望説明那些處於底層社會、貧窮困難生活狀態的眾

生的志願，是以滿足其現法樂為主旨的志願。

從以上藥師如來十二大願的精神實質來看，有些大願是考量眾生的

現法樂，有些大願是考量眾生的究竟樂，有些大願是考量眾生的現法樂

及究竟樂，有些大願則是考量眾生的現法樂、後世樂。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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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中宣講過藥師佛果地淨琉璃世界的藥師淨土後，又特別說

到「離四種惡」，即：（一）「離慳吝貪惜惡」，（二）「離毀犯見慢惡」，（三）

「離嫉妒誹謗惡」，（四）「離鬥訟詛咒惡」。 如果遭遇貪吝、見慢、嫉

謗、鬥爭這四種惡的眾生，往世曾經聽聞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號，則即

使其現世是處在三種惡道的墮落狀態，也易於重新回歸人間，得人身，

修佛法，最後獲得成就。所以這部分經文的思想主旨，是意在啟發人類

對於後世樂、究竟樂的關注。

因此，根據對《藥師經》整體思想邏輯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到：（一）

《藥師經》高度重視人類的現實生活，因而也高度重視人類的現世幸福；

（二）《藥師經》同所有大乘佛教的經典一樣，都以究竟樂、解脫自在

樂，作為最高的人生價值理想；（三）與《阿彌陀經》等西方淨土旨趣

的經典特別重視後世樂、究竟樂相比，《藥師經》則更加重視現法樂及

究竟樂；（四）《藥師經》在價值方向上，是以追求現法樂、後世樂及究

竟樂的辯證融和為其標的。因此《藥師經》佛教思想的內涵和特質，可

以概括為是以人類現法樂的探求為基礎，以人類後世樂的培植為輔助，

以無上正等覺所代表的圓滿自在樂為目標的大乘佛教思想體系；在現法

樂、後世樂及究竟樂之間加以合理的辯證，精巧的融合，可以說是《藥

師經》佛教思想的獨特價值方向。

四、《藥師經》佛教思想重新揭櫫般若與方便辯證

融和的大乘傳統 

《藥師經》佛教思想中一個極其重要、獨特之處，是其對於「善巧

方便」概念、思想的重視與強調。方便（ ），全稱為「善巧方便」

對於這段經文的解釋，參照印順導師的說明。參見印順導師，《藥師經講記》，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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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乘佛教非常重視的佛、菩薩、聖者的一項重要內

在品德，屬於菩薩行諸種波羅蜜多的範疇之一。如《法華經》之第二品

《善巧方便品》，《維摩經》之第二品《善巧方便品》，都是初期大乘佛

教經典結集時代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的重要大乘思想動向

的典型代表。筆者曾經通過對初期大乘經典善巧方便問題的研究，提出

《八千頌般若》、《法華經》、《維摩經》、《十地經》等為初期大乘佛教經

典中側重創發、弘揚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方便四經」。 其實，從

初期大乘佛教經典，到中晚期的大乘經典，大乘佛教重視善巧方便概念

思想的精神，可謂前仆後繼，脈絡一貫。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方便概念

思想在《藥師經》中獲得的提倡，就可見一斑。

如經中所記藥師如來因地所發十二大願中，其中的第三大願如下：

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

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眾生有所乏少。

這段話在梵本中是這樣：

┅

可以新譯如下：

程恭讓，〈以善巧方便為核心的《法華經》思想理念及其對當代佛教義學建構

之可能價值〉，《佛光學報》第 卷第 期（ 年）。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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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的第三個大願：希望當我未來世代覺悟無上正等菩提時，

以證得菩提的我之無量的般若、方便力，凡是無量眾生界中為了

無盡的享樂、享受而存在的眾生中的任何一個眾生，都不會缺乏

任何東西。

這裡，玄奘譯文中的「般若」，是 的音譯，漢語佛典或譯此

字為「智慧」，或以音譯譯為「般若」；玄奘譯文中的「方便」，在原文

中對應 「方便力」，而以「方便力」來稱謂「方便」，是出自梵

本《法華經》以來的思想傳統，也是鳩摩羅什法師以來漢譯佛典確定的

譯法。般若，在佛教思想中是見證真理的智慧，它是一種純粹靜觀性的

智慧，這種智慧在大乘佛教而言常常就是指空性智；善巧方便，是大乘

佛教的實踐智慧，是以適當的方式把眾生引導到佛陀無上覺悟的智慧，

它是一種具備行動力的智慧。藥師琉璃光如來的這一大願，是希望自己

未來成佛後，能夠以自己所具足的般若、方便，幫助眾生提供豐富的物

質生活，滿足人類對於物質生活的需要和欲求。

這一藥師大願中令人矚目的方面，是將般若及方便並列對舉的使用

方法。這種使用方法，與《八千頌般若經》中以鳥之雙翼比喻菩薩需要

具備的般若與方便二種波羅蜜多，指示菩薩必須將般若波羅蜜多及善巧

方便波羅蜜多兩項品德、素質予以平衡開發，辯證彰顯，才能確保達到

「佛地」而不致中途退墮的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過去《藥師經》的釋義者，在解釋藥師如來這一大願時，都普遍只

是側重這一大願重在人類物質生活需求與滿足的理念，卻沒有注意到經

文中藥師佛滿足人類物質生活需求的內在原則，乃是基於其般若智慧與

善巧方便辯證統一的德性原則。即使佛門中飽學宿德如印順導師，也未

同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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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他的《藥師經講記》中關注及此。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必要對於《藥

師經》這一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辯證統一的思想予以鄭重的提示！

除了上面這個例子，《藥師經》中還有兩處，也涉及對於善巧方便

概念思想問題的考量。如下面這段話：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當誓於像法轉時，以種種

方便，令諸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

號，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覺悟其耳。

此段話梵本中對應如下：

從此經現存梵本看，此處缺乏奘師所譯「以種種方便」一語。不過，隋

代達摩笈多所譯此經中，這句話是：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於後時，以彼世尊藥師琉

璃光如來名號，於信心善男子、善女人所，種種方便流布令聞，

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覺寤其耳。

印順導師，《藥師經講記》，頁 。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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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隋代譯文中也有「種種方便」一句。

唐代義淨所譯此經中，此處譯為：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於末法之時，誓以種種方

便，令諸淨信男子、女人，得聞七佛如來名號，乃至睡中亦以佛

名令其覺悟。

所以，義淨譯文中也有「以種種方便」的表述方式。

另外，在傳為東晉三藏帛屍梨蜜多羅所譯、收於《佛說灌頂經》之

第十二卷的《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中，相應的一段文字，漢

譯如下：

文殊師利從坐而起。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佛去世後。當以此法

開化十方一切眾生。使其受持是經典也。

文中「以此法」，所表述的涵義，也與以上三種漢譯中的「以種種方便」

相當。所以，《藥師經》此處文殊師利代表諸菩薩向釋迦如來表態，後

世將以「種種方便」宣傳這部藥師經典，這清楚地凸顯了在包括《藥師

經》等大乘經典流布的過程中，佛菩薩聖者自身所具有的善巧方便品德、

素質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經中另外一段相關文字如下：

阿難！彼藥師琉璃光如來，無量菩薩行；無量善巧方便；無量廣

大願；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而廣說者，劫可速盡，彼佛行願，善

巧方便，無有盡也。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下。

《佛說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呪經》，《大正藏》冊 ， ，頁 下。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藥師經》佛教思想的內涵、特質及其當代價值 

 

這段話對應的梵本如下：

漢譯中，這裡有兩處提到「善巧方便」，梵本中缺第二處，只有第

一處。但是漢譯與梵本這裡的意義是一致的，即都稱讚藥師琉璃光如來

因地修行之殊勝，經文這裡是以三種無量 無量的菩薩行，無量的善

巧方便，無量的廣大、殊勝誓願 來概括藥師琉璃光如來在菩薩位修

行之殊勝。我們看到：不管是漢譯或是梵本，都明白清晰地強調了無量

的善巧方便在藥師如來因地修行中極為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總之，在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辯證統一的基礎上，高揚善巧方便在

菩薩行、佛德、佛法弘揚中的高度地位，本是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理論的

一個重點。善巧方便是一種佛教的實踐智慧，作為諸佛菩薩聖者以適當

方式將眾生導引到佛陀覺悟的智慧，在大乘佛教救度眾生、淨化國土、

弘揚佛法這些菩薩使命的實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大乘的救度眾

生及淨化國土，可以說無時無刻不牽涉到與般若智慧不一不二、不即不

離的善巧方便實踐智慧的培養與運用。所以缺乏善巧方便的佛教，不是

真正的佛教；缺乏善巧方便的大乘佛教，是缺乏實踐智慧及行動力量的

佛教。作為中晚期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經典，《藥師經》賡續和發揮善

巧方便概念思想的這一重要理論方向，不能不說是《藥師經》佛教思想

理念的一大靚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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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藥師經》佛教思想關懷人類身心疾病苦的慈

悲救治意識 

對於人生疾病苦的關注與同情，一直是佛教最基本的思想情懷之一。

病苦，是佛陀所提出人生最基本的苦之一，《雜阿含經》已經把佛陀稱

為「大醫王」，把佛陀成就如實知苦、知集、知滅、知道的這四德，與

醫師成就四法相比擬，凸顯佛教自一開始即具有的深刻的慈悲救治意

識。 大乘佛教繼承了原始佛教的這種慈悲救治精神，《法華經》中設立

佛如良醫的著名譬喻，「如醫善方便，為治狂子故，實在而言死，無能

說虛妄。我亦為世父，救諸苦患者，為凡夫顛倒，實在而言滅」， 典型

地把佛教的思想信仰表達為是一種醫療救治的「方便」。被稱為尼泊爾

「九法」之一的著名大乘經典《金光明經》，設立了《除病品》，是大乘

佛教醫療救治思想的系統表達。

《藥師經》不僅同樣繼承了佛教傳統中的這種慈悲救治精神，而且

在對人類疾病苦的理解與治療方面，更是具有極富現實感的強烈關照。

這一點一方面顯示了《藥師經》濃郁的關注現實人生問題的思想意識，

要將大乘佛教的思想信仰引歸人類現實生活的基礎，另一方面也顯示了

《藥師經》佛教思想充分重視病苦及其解脫的顯著特色。

如在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十二大願中，其中的兩個大願 第六大

願，及第七大願，都與人類的病苦及其解脫有關。第六大願如下：

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

醜陋、頑愚、盲、聾、瘖、瘂、攣、躄、背僂、白癩、癲狂、種

如可以參見《雜阿含經》卷 ，《大正藏》冊 ， ，頁 上。

《妙法蓮華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金光明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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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

這段經文中，「其身下劣」，是指身體短小；「諸根不具」，是指身體

器官殘缺；「醜陋」，是指形象不佳；「頑愚」，是指天生啞巴。下面所說

的幾種，也都是指各種先天性的器官疾病，生理疾病，精神疾病。所以

這一藥師大願所針對的眾生，主要是指那些不幸患有各種先天性疾病的

眾生。病苦本是人類中每個個體都可以體驗到的，人們不分性別，不分

老少，甚至不分地位，都會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各種不同病苦的存在，所

以疾病苦一直是折磨人類的永恆苦源之一。而各種先天性的疾病，對於

患病者而言，更是各種病痛中持續時間最久、傷害也最嚴重的的病痛。

可以說，先天性疾病的問題一直是對人類良知與人類福祉構成最嚴重挑

戰的問題之一。而藥師如來的這一大願，本質上就是要嚴肅考量如何能

夠找到合理的辦法永遠消除先天性疾病的問題。

下面是藥師如來所發的第七大願：

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

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

得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可以看出，這一藥師大願所針對的眾生，是指那些不僅被種種的身心疾

病所折磨，同時也遭遇貧窮、孤獨等諸種人生苦境的人們。這些人貧病

交加，當然生命和生活也就成為難以承受的負擔！無論是在既往的人類

歷史上，還是在 世紀初期人類的現實生活中，我們都能體會疾病和

貧窮、孤獨等諸種災難的疊加，足以使當事人陷入悲慘欲絕的境地。所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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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藥師如來，作為一位深刻關注人類現實生活，深刻關注人類疾病之苦

的覺者，對於這種貧病交加的現象及其解脫的途徑問題，也給予了充分

的關注。

除了先天性疾病、疾病與其他諸苦相疊加這兩種典型的疾病苦之外，

《藥師經》對於身心長期遭受種種疾病折磨的人，也給予了無限的同情

和關照。《藥師經》中甚至提出消災延壽的法門，其實主旨是針對這一

類長久輾轉於病榻的不幸眾生，為其謀劃如何脫苦，如何使其得享現世

安樂的問題。經中的說法是：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救脫，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曲躬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像法轉時，有諸

眾生，為種種患之所困厄，長病羸瘦，不能飲食，喉脣乾燥，見

諸方暗，死相現前；父母、親屬、朋友、知識，啼泣圍繞。然彼

自身，臥在本處，見琰魔使，引其神識，至於琰魔法王之前；然

諸有情，有俱生神，隨其所作，若罪若福，皆具書之，盡持授與

琰魔法王。爾時，彼王推問其人，算計所作，隨其罪福而處斷之。

時，彼病人親屬、知識，若能為彼歸依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請

諸眾僧，轉讀此經，然七層之燈，懸五色續命神幡，或有是處，

彼識得還。如在夢中，明瞭自見；或經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

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識還時，如從夢覺，皆自憶知善不善業

所得果報。由自證見業果報故，乃至命難，亦不造作諸惡之業。

是故，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應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

隨力所能，恭敬供養。

這段經文中，「為種種患之所困厄」，意思是為種種疾病所折磨；「長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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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意思是長久經受疾病的折磨；「然彼自身，臥在本處」，意思是其

身體臥於床上。所以這裡所講的一類眾生，正是指患有種種疾病、長期

患病、因為長期患病而臥床不起的那些患者。確實，一個長期臥病在床

的病患，不僅自己的身心遭受痛苦的摧殘，其「父母、親屬、朋友、知

識」，也自然感受困苦至極。因此如何能夠免除這類病患的痛苦，讓病

者得以尊嚴地生活，同時如何解脫病患者家屬、朋友的痛苦，讓大家也

能夠獲得現實的安樂，這便是《藥師經》中消災延壽法門所要考量的中

心。從這一消災延壽法門的提出，我們可以更加深切地體會《藥師經》

關懷人類病患的慈悲救治思想意識！

六、《藥師經》佛教思想蘊涵深切的女性關懷意識 

在關於《藥師經》佛教思想的討論中，我們也應當深切注意其女性

關懷的議題。一部充滿現實人生關切、浸潤現實生命意識的大乘經典，

對於人類女性的態度又如何，對於在印度佛教史上一直複雜晦昧、也頗

為敏感的性別問題，究竟持有何種態度呢？這是我們在理解、詮釋《藥

師經》的佛教思想時，必須認真予以客觀清理的問題。

為了使我們的理解儘量符合文本事實，首先，我們要再度回顧經文

中對於懷孕生產的女人及其生育活動的關懷：

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能至心稱名禮讚，恭敬供養

彼如來者，眾苦皆除。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見者歡

喜，利根聰明，安隱少病，無有非人，奪其精氣。

這段話對應的梵本如下：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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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新譯如下：

還有，一個在生產時經歷猛烈的、艱難的、極痛的、辛辣的感受

的女人，若是能夠記起這個薄伽梵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字，並且

能夠供養，她就會容易生產，並且就會生出一切肢體都完具的兒

子。所生之子形象可愛，眉清目秀，人所樂見，器官敏銳，具足

覺知。他身體健康，少有疾病，沒有非人能夠奪取其精氣。

這段玄奘譯文中「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是說一些女

性在生產過程中，會遭受極大的苦楚。這裡說的「極苦」，在經典原文

中一共用了四個形容詞（ ）來加以形容，

我們分別譯為「猛烈的、艱難的、極痛的、辛辣的」。女人在生育中必

須經歷的痛苦，曾經被釋迦牟尼佛稱為女性不得不經歷「五種特殊的苦」

之一。 尤其是在醫療技術很不發達的古代，女性為人類繁衍後代而經

歷的生育活動，其實正是人類歷史上女性與死神不斷遭遇偉大的生死博

弈。正是因為同情、憐憫女人的生育之苦，所以《藥師經》的藥師法門

程恭讓，〈《南傳大藏經相應部‧女人相應》思想主題的價值及其新譯〉，《法

音》 年第 期，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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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要特別為女性能夠減輕、消除這種生育之苦加以認真的考量。從這裡

不僅可以看出《藥師經》重視現實人生關懷的基本特質，也可以看出它

繼承了原始佛教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價值立場，對女性在人類生育繁衍

問題上所作出的特殊貢獻持有正面、同情的態度。

「若能至心稱名禮讚，恭敬供養彼如來者，眾苦皆除。」這是《藥

師經》為生育中的女性脫苦所開出的佛法第一方面的內容：通過至誠稱

念藥師如來的名號，並加以恭敬供養，那麼女性面臨生產時，必能順利

生產，少受苦痛。

「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安隱少

病，無有非人，奪其精氣。」這是《藥師經》為生育中的女性脫苦所開

出的佛法第二個方面的內容：通過稱念藥師名號且恭敬供養的女人，不

僅生產時自己平安，而且所生子女平安，母子俱平安。

人類的生存與繁衍，不能不有賴於生育活動；人類的生育活動，不

能不經受痛苦和死神的折磨；因此以兩性生育活動為人類生命繁衍基本

形式的人類，不能不祈求在經歷生育之苦時能夠女性平安，能夠母子俱

安。所以這是人類實踐理性長期以來存在並且還將長期持續下去的一項

永恆需求。通過對《藥師經》處理女性生育苦痛方式的討論，我們可以

感受到《藥師經》佛教思想符合人類實踐理性正當需求、富於人性人道

精神的特別氣質。

在《藥師經》藥師如來所發十二大願中，我們看到其中的第八大願，

是專門針對女性的著名弘願：

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之所逼惱，

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

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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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的梵本中是這樣：

┅

這一大願的意思是說：希望自己未來成佛後，能夠讓那些厭棄女人

身體，厭棄生育活動的女人，可以通過念誦藥師名號，至誠信仰恭敬，

得以捨棄女性身體，並且一直到其達到菩提、覺悟成佛之前，都不再形

成女性之身體。這一大願所針對的是那些選擇不願意接受生育之苦因而

放棄生育活動的女性。

下面是《藥師經》所敘藥師琉璃光如來所證得依報淨土中的情況：

復次，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大願，

及彼佛土功德莊嚴，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說不能盡。然彼佛土，

一向清淨，無有女人，亦無惡趣，及苦音聲。琉璃為地，金繩界

道，城、闕、宮、閣、軒、窓、羅網，皆七寶成。亦如西方極樂

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

可以看到：藥師淨土如「西方極樂世界」，極為潔淨莊嚴，西方極

樂世界怎樣，東方藥師淨土也就怎樣。所以藥師淨土也同西方極樂世界

一樣，國土中「無有女人」。

最後，經中談及藥師如來果德的部分，有下面一段話，其中也涉及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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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問題：

復次，曼殊室利！若有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

迦，及餘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齋戒，或經一年，

或復三月，受持學處，以此善根，願生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

聽聞正法，而未定者。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臨命終時，

有八菩薩，乘神通來，示其道路，即於彼界種種雜色眾寶華中，

自然化生。或有因此生於天上，雖生天中，而本善根亦未窮盡，

不復更生諸餘惡趣。天上壽盡，還生人間，或為輪王，統攝四洲，

威德自在，安立無量百千有情於十善道；或生剎帝利、婆羅門、

居士大家，多饒財寶，倉庫盈溢，形相端嚴，眷屬具足，聰明智

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若是女人，得聞世尊藥師如來名號，

至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這段話的主旨是說：四眾弟子及其他正信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

刻苦修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若是能夠受持藥師佛名號，則能有助於

其獲得他們所理想的「來世樂」 托生西方極樂世界。經文中也說到

其中一類眾生，雖有如是所說功德（求生極樂，刻苦修行，稱念藥師如

來），卻沒有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而是重新投生到人間，甚至成為一

位元女性的情況。經中此段最後說明這樣的女人，如果能夠此生做到至

心受持藥師名號，則其來世將不再接受女性的身體。

厭棄女性身體，厭棄承擔生育功能的子宮；藥師淨土中「沒有女人」；

至心受持藥師名號的女性，來世將不會再接受女性的身體：所有這些描

述，如果從表面的文字來解讀，似乎都有將女性的性別價值置於一個不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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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地位的傾向。但是對於佛教經典思想的解讀，從來就不應該只是「依

文解義」，而是要「依義不依語」 也就是要從佛教思想的整體邏輯，

以及屬於緣起脈絡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理解及詮釋經典中思想義理的

實質。這不僅因為那種「依文解義」式的簡單解讀，與經文前面引證的

藥師法門特加考量女性生育問題的慈悲情懷有所乖違，更重要的是，關

於女性議題這樣簡單、草率的理解方式，與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反對任

何形式的不平等性、因而也反對性別歧視的佛法根本思想見地，存在著

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正如過去筆者在翻譯、介紹原始佛教經典南傳大

藏經相應部《女人相應》時，對於該經女性思想所作出的如下評述：

因此本經提供了一個鮮明的證據，足以證明佛陀的性別思想是基

於平等性的性別思想，平等的性別思想，高度尊重和關懷女性現

實生活及其精神成長的思想傾向，是佛陀性別思想及其平等思想

的核心內涵！

大乘佛教的經典，作為在新的時空環境下更加充分彰顯佛陀本懷的

思想和信仰，可以說是完全承繼了上述佛陀關於女性的根本思想，及佛

陀性別平等的根本見地，並且將之進一步發揚光大。在初期大乘佛教代

表性經典中，《道行般若經》關於一優婆夷「後當作金華佛」的授記，

《法華經》對於「女人身有五障」之說明確予以反對的意見， 經中所

作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及其他六千學、無學比丘尼將會成佛的授

記， 以及經中文殊師利菩薩所教化八歲龍女修行成佛的事例， 還有《諸

程恭讓，〈《南傳大藏經相應部‧女人相應》思想主題的價值及其新譯〉，《法

音》 年第 期，頁 。

《道行般若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妙法蓮華經》，《大正藏》冊 ， ，頁 下。

同上註，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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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要集經》、 《佛說轉女身經》、 《大寶積經》、 《維摩經》 等一些

經典關於「一切諸法非男非女」的理論宣示，等等，都無不在在昭示這

一男女性別平等之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乘經典中，關於女性成佛的問題，有兩種表述

的模型：一種模型是女性最後身轉為男身，然後修行成佛；一種是並不

刻意強調女性身體轉變的問題，而是對此予以模糊的處理。前一種模式

的例子，如《佛說轉女身經》、 《阿彌陀經》、 《藥師經》、 《法華經》

龍女的例子、 《妙慧童女會》妙慧童女的例子 ；後一種模式的例子比

較典型的，如《法華經》中比丘尼授記的段落，《勝鬘經》中佛陀授記

勝鬘成佛的段落，等等。不管是哪一種模式，從究竟的角度講都絕對、

完全肯定女性與男性具有同樣的佛法價值，因而不分性別皆可修行成佛

的主旨，是大乘佛教的根本主旨。而在一個高度男性中心的社會形態裡，

在性別歧視問題十分嚴重的人類文明發展階段，則無論是直接肯定女性

的佛法價值，或以「轉身」等方式間接肯定女性佛法價值的做法，都是

佛教適應文化、社會的需要，所作契理契機的推闡。所以說到底，這些

同上註，頁 中 下。

《諸佛要集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佛說轉女身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大寶積經》，《大正藏》冊 ， ，頁 上。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 ，頁 下。

《佛說轉女身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大正藏》冊 ， ，

頁 中。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藏》冊 ， ，頁 中。

《妙法蓮華經》，《大正藏》冊 ， ，頁 下。

《大寶積經》，《大正藏》冊 ， ，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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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背後的實質，其實是佛法「善巧方便智」巧妙運用的問題。

七、基於人間佛教理論、實踐視角的《藥師經》

佛教思想新詮釋 

《藥師經》所闡發的佛教思想及藥師法門，晉、隋之間甚為流行。

隋代淨影寺慧遠曾為之作疏，加以提倡。 尤其是隋唐時期，更有諸位

《大正藏》冊 、編號為 的《藥師經疏》，即現存敦煌本Ｓ 《藥

師經疏》（黃永武主編，《敦煌寳藏》冊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年 ）

我認為是隋淨影寺慧遠的作品。此疏所注釋者，為隋唐以前的《藥師經》舊

譯，慧遠歿時，隋譯《藥師經》尚未問世，所以慧遠所注者為舊譯《藥師經》。

考此疏中有如下一段：「第三願者。此一雙明福德莊嚴智慧。是其智慧莊嚴。

此二莊嚴廣如別章。此應具論。然今且可釋其名字。其功德者亦名福德。福

謂福利。善能資閏。福利行人故名為福。此福是其善行處德故名福德。如清

冷等是水家德。功謂功能。善有資閏利益之功故名為功。此功還是善行處德

故名功德。言智慧者依如毘曇決斷名智。對諸忍故。若依成實。無著名智別

想識故。通相以論知法名智。觀達秤惠。此智與慧通釋一物隨義別分非無差

異。具相如何。依如地持知世諦者。名之為智。知第一義記以為惠。故彼之

言於一切法部分知者名智波羅蜜。於第一義開覺名波若波羅蜜。涅槃亦然。

若依地論證第一義名隨智者。了達教法名隨惠者。皆得無傷。此二經中名為

莊嚴。亦名律儀。亦曰助法。亦復說之為菩提具。言莊嚴者。如涅槃說。能

嚴行人故曰莊嚴。又復諸行共相莊飾亦曰莊嚴。如莊嚴具眾寶間錯。言律儀

者。如地持說。此二內調故名為律。合法秤儀。言助法者。望果為言資順菩

提故云助法。能為佛因故。復說之為菩提具。使我來世佛道成就。」（《藥師

經疏》，《大正藏》冊 ， ，頁 中）這裡提到「此二莊嚴廣如別

章」，即是指同一作者所著《大乘義章》。慧遠在《大乘義章》卷第九中立有

「九門」，其中「二種莊嚴義」是第七門。其中說：「二種莊嚴者。一福德莊

嚴。亦名功德。二智慧莊嚴。言福德者。善能資潤福利行人。故名為福。福

利是其善行家德。如清冷等是水家德。言功德者。功謂功能善有資潤福利之

功。故名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為功德。言智慧者。照見名智。解了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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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大德高僧予以梵本對勘，不斷推出新譯，一時《藥師經》的學習、

研究，蔚為新潮。玄奘大師門下的雋彥、一些義學僧人，新羅入唐求法

者，如靖邁、遁倫、憬興、太賢、慧觀、神雄、智開、圓鏡等，紛紛為

之注釋、宣導，足見一時之盛。然而，由於在隋唐之前中國佛教的思想

體系久已成型；隋唐之後，中國佛教就大的思想趨勢言，又以明心見性

的禪宗及往生西方的彌陀淨土為雙璧，所以《藥師經》及藥師思想、信

仰長期只能重新回轉民間社會，依託經懺形式得以流傳。《藥師經》具

有鮮明特色而厚博精深的佛教思想的內涵、特質及其意義，實際上一直

沒有得到全幅的認識及彰顯。

年 月 日 日，太虛大師應邀到寧波阿育王寺主講《藥師

經》，大師在此次講經中特別提出「近人學佛注重現生應用」、「中國名

東震旦土即為東方世界」、「依藥師琉璃世界建立新中國及人間淨土」這

三大特見，以為講經因緣。 太虛大師這次佛學講座，可以說為基於人

間佛教理論、實踐的視角理解、詮釋《藥師經》的思想價值，指明了新

的方向。 年間，是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概念提出和加以論

證的階段， 可以看出對於《藥師經》佛教思想新視角的理解，在太虛

慧。此二各別。知世諦者名之為智。照第一義說以為慧通則義齊。此福與智

經中或復名為莊嚴。或復說之為菩提具。或名助道。或稱律儀。言莊嚴者。

如涅槃說。分別有四。一能嚴人。二能嚴心。第三嚴果。第四諸行共相莊嚴。

故曰莊嚴。能為佛因亦名菩提具。資順菩提名助道法。言律儀者。如地持說。

內調名律。行合真則。故曰律儀。亦可調法名之為律。行合戒律。故曰律儀。

能嚴行人。故曰莊嚴。名義如是。」（慧遠，《大乘義章》，《大正藏》冊 ，

，頁 下）

太虛大師，《藥師本願經講記》， 。參考

釋能仁，《近代藥師佛信仰的復興思潮（ ）》，《佛學研究》 年總

第 期，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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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孕育其人間佛教思想的過程中，曾經起到重要的發酵作用。

印順導師在 年秋於台北講《藥師經》時，在詮釋理念上完全

依據太虛大師的上述三條特見。在印順導師所著《藥師經講記》中，一

開頭就完整地敘述了太虛大師當年講座《藥師經》的講經因緣與思想主

旨， 可見，印順導師在對《藥師經》佛教思想價值的詮解方向上是完

全同意和支持太虛大師的意見的。印順導師在這部講記中特別指出：

從十二大願的內容看，第一大願為生佛平等願，此後，便是思想

的正確，行為的合理，生活的豐富；缺陷的加以彌補，病患的予

以救治，苦痛的予以安樂。不但著重衣食等物質生活，又注意到

教育、健康正常的娛樂，達到人類的和樂生存。學佛，絕非死後

才有好處，藥師如來的十二大願，啟示得最為明白。所以佛法的

流行世間確能領受實惠，確能適應現實人生的。

太虛大師宣導人生佛教，即側重生活的改善、解決。這並非說側

重吃飯穿衣的事，而是提示我們，要在現實人生樂的基礎上發大

乘心。菩薩的精神便是為眾生服務。修學佛法的，能依菩薩的精

神去躬行實踐，即是菩薩。大家想想，果然都遵照藥師如來十二

大願的開導，和大師人生佛教的提示去做，這世界不就是淨土，

不就是康樂的國家、理想的社會了嗎？

在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新視角下，古老的《藥師經》思想將會逐

漸煥發出嶄新的時代光彩。當前，由漢系佛教開出的人間佛教，經過楊

請參看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有限公司，

年），頁 。

印順導師，《藥師經講記》，頁 。

印順導師，《藥師經講記》，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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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會居士、歐陽竟無居士、太虛大師、巨贊法師、趙樸初長者、慈航法

師、東初法師、李子寬居士、印順導師、星雲大師、學誠法師、昭慧法

師等無數僧信人士的努力，已經成為中國佛教光榮的新傳統；當前，中

國佛教的人間佛教建設，無論從理論上言，還是從實踐、制度層面言，

也都面臨一些新的問題，新的考驗。人間佛教思想需要新的善巧方便：

需要更深地回歸經典傳統，也需要更好地回應當代問題。而《藥師經》

引領回歸現實人生問題的基本佛法立場，重新揭櫫般若與方便融和貫通

的重要大乘傳統，高度重視人類的身心疾病問題，努力為人類探求現法

樂、後世樂、究竟樂辯證統一的厚博精深的思想信仰，將能夠為 世

紀人間佛教的理論反思，為當代佛教的思想建設，提供契理契機的經典

依據、思想理路和價值方向。如最近期在河北保定大佛光寺積極弘揚藥

師法門、積極推動人間佛教弘法事業的真廣法師，曾指出藥師法門「真

正是五乘共修，無比殊勝的法門。以前為何不得弘揚，因為緣分未到，

現在機緣成熟，福報到了！」是以《藥師經》佛教思想的發揚光大，是

我們今後可以期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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