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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  

正釋  

甲一 序分  

乙一 證信序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總說三分 

    一切經典，可分三分，即序、正、流通。 

〔1〕序分，是敘說法會發起的因緣。〔2〕由此因緣而開始說法，即為正宗。〔3〕說法，不但

為當時的聽眾，還遠為未來的眾生，所以末後有流通分。 

這是一切經的一般體裁。  

                                                 
1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印順導師原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3、文中「特殊符號、上標編號」，為編者所加。 

4、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 

5、印順導師原文中，括號內的數字，如「(1.001)」，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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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說序分 

    序分又分通序、別序。〔1〕通序，是一切經所共同的；〔2〕別序，是每一經的各別發起

因緣。 

這通別二序，又稱為證信與發起。 

一、 「證信序」總說：說方、時、人，令人心生信故 

證信序，是結集經的敘述語，以表示不是杜撰的，而是親從佛聽來的，從佛弟子展轉傳

下來的。 

其中，敘明時間、地點、有什麼人在場同聽。記載翔實，確實可信。所以龍樹《智論》

說：『說方、時、人，令人心生信故』。 

二、 別詳 

（一） 化法：如是我聞 

    「如是我聞」指法，指這部經典，為我親從佛所聽來的。 

1. 如是 

如是， 

〔1〕有信順的意思，如說：如是的！就表示信得過；假使信不過去，就說不是這樣了。

佛法無論深淺，一律要以信心為先。 

〔2〕同時，佛說是這樣的，佛弟子傳下來，大家都說是如此的，彼此沒有異議。所以，

如是又含有無諍的意思。2
 

2. 我聞 

佛法本無實我，但隨順世俗有假名我，假名說我。 

依緣起法相說，依耳根發耳識而成聽聞。但不離根識而安立假我，假我是總，根識是別，

廢別取總，所以說我聞。  

（二） 化時：一時 

    「一時」，指說法的時候。各地的時間不同，曆法不同。佛法遍傳於各地，所以不

指定某年、月、日，總稱一時。簡單的說，就是感應道交、法會始終的時間。  

（三） 化主：佛 

    「佛」，指說法主。梵語佛陀，簡稱為佛，義為覺者。覺有二義：一、覺悟，是覺

                                                 
2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20 ~ p.21： 

依《智論》說：
〔1〕如是，表信：信得過的就說如是，信不過的就說不如是。佛法甚深，「信為能入」，

如沒有真誠善意的信心，即不能虛心領會。
〔2〕如是又表智慧：有智者能如佛所說，不違真義，即可止

息戲論與諍競。 

修學佛法，以信智為根本：
〔1〕無信如無手，不能探取佛法寶藏；

〔2〕無智如無目，不能明達佛法深義。 

經文首舉如是，即表示唯有信智具足，才能深入佛法，得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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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宇宙人生的真性。二、覺察，是覺了一切事相。 

正覺法性，聲聞緣覺也是有的；不過佛不但是正覺，而且普遍覺了世出世間的一切法，

名正遍覺者（即三藐三佛陀）。3
 

〔1〕約事理說，佛是具足了覺悟、覺察、而於覺究竟圓滿的。〔2〕若約自他說，佛不但完

成了自覺，且覺悟於他；自覺覺他而究竟圓滿了的。 

所以，佛陀的大覺，〔1〕應著重於無師自悟的創覺，不同聲聞的依佛而開覺；〔2〕更應著重

於普遍一切的明覺，不同二乘的覺了少分。 

佛是通號，凡能具足覺察、覺悟，以及覺自、覺他、覺圓滿者，都名為佛。但此中所說

的，指釋迦牟尼。因為約現在的這個世界說，唯一佛無二佛。說到佛，就知是釋迦牟尼

了。  

（四） 化處：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指佛教化的住處。 

〔一〕舍衛實是城名，國名為憍薩羅。舍衛城是憍薩羅國的京城。舍衛城，是六大城之一；

佛在此說法的時間很長，傳說有二十五年。此地，離佛故鄉的迦毘羅衛不遠；佛的祖國，

就是屬於憍薩羅的。 

舍衛的意義，是有名聞。印度古代，舍衛是極重要的大城，為文化、經濟的中心。人才

濟濟，物產豐富，有名於當時，所以叫舍衛。 

〔二〕在舍衛國城南，約三四里地方，有祇樹給孤獨園。 

〔1〕園的梵語是僧伽藍，即僧眾住處，有山水，有樹林，出家眾都住這些地方，所以印

度的僧寺，都名僧伽藍。4
 

〔2〕祇樹，是祇陀太子的樹。祇陀是王太子，園門處的樹木，是屬於他的。 

〔3〕給孤獨即須達多長者，為舍衛城的首富，多作慈善事業，特別救濟孤獨無依者──

少而無父母的孤兒，老而無子女的獨漢──所以人們尊稱他為給孤獨長者。 

園是長者造的，樹是太子布施的，所以合名祇樹給孤獨園。  

（五） 化眾：略而不論 

    一般經的通序，此下還敘列有諸大阿羅漢，或千二百五十弟子，或有大菩薩，諸天

龍神等，為在場的聽眾。 

                                                 
3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200 ~ p.201： 

阿耨多羅譯無上，三藐三菩提譯正等正覺；合稱為無上正等覺，或無上正遍覺。 

〔1〕正覺，即對宇宙人生真理有根本的正確覺悟；聲聞緣覺也可證得，但不能普遍；
〔2〕菩薩雖能普遍，

然如十三十四的月亮，還沒有圓滿，不是無上；
〔3〕唯佛所證，如十五夜月的圓滿，故名無上正遍覺。  

4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22： 

僧眾的住處，名為僧伽藍，即僧園。園，
〔1〕不但是林園，

〔2〕僧眾的智德並茂，大德輩出，好像園林的

花木繁茂，馥郁芬芳一樣。所以，僧伽的住處稱為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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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沒有同聞眾，因本經正宗，在阿踰闍國說；當時的聽法眾，也不在祇園內。所以敘

說佛在祇園時，對於同聽眾，略而不論。  

 

乙二 發起序  

丙一 外緣發起  

丁一 論女德共商接引  

時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信法未久，共相謂言：勝鬘夫人，是我之女，聰

慧利根，通敏易悟，若見佛者，必速解法，心得無疑；宜時遣信，發其道

意。夫人白言：今正是時。 

 

    此下是發起序。有二：一、外緣發起，即由王及夫人的助緣引發。二、內因感悟，

即由勝鬘夫人自己過去的善根，見佛聞法。 

外緣發起中，先論女德共商接引。  

 

    「波斯匿王」，是憍薩羅國的國王，譯為勝軍。 

「末利」即鬘。戒律中說：末利夫人是迦毘羅衛國的大名長者的使女，出身貧苦。一次，

見到佛，生歡喜心，作微薄的供養。她在大名長者的花園內做事，勝軍大王某次到花園

來，末利照應得很週到，王知道是大名長者的使女，就向長者求為夫人。末利夫人突然

的幸遇，自覺為供佛的功德，從此信佛甚深。由於夫人信佛，也就引王信佛。 

「信法未久」，約信解大乘法說。在本經以前，佛在給孤獨園，將說法鼓經時，王及夫

人，擊鼓奏樂來聽法。佛說：我今將擊法鼓，即宣說真常大我的法門。在這次法會中，

王及夫人對真常妙有的法門有了真切的信解。 

◎信法不久，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兒。父母對子女，是特別愛護的，當然也願望女兒能見

佛生信。 

當時，勝鬘夫人早是遠嫁到阿踰闍國去了。夫婦倆「共相謂言：勝鬘夫人，是我」們的

「女」兒，而且她是「聰慧利根，通敏易悟」的。〔一〕〔1〕隨聽而能明了，是聰；〔2〕隨意

識的觀察而能抉擇是非，是慧。〔3〕聰而又慧，所以她的根性是銳利的。〔4〕通是無礙滯，

即聽到什麼，就能了解什麼。〔5〕敏是迅速的悟解──如常說的敏感，敏捷，敏悟，都有

速疾的意義。〔6〕由聰故通，由慧故敏，利根所以易悟。〔二〕〔1〕聰慧利根，是讚他的性能；
〔2〕通敏易悟，是讚他的慧用。 

這樣的利根敏慧，「若」有機會「見佛」聞法，那「必」然的會迅「速」的悟「解」正

「法」，而「心得無疑」。無疑，〔1〕淺一點說，是堅定的信解；〔2〕深一點說，就是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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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勝鬘夫人不在舍衛國，而在阿踰闍國，「宜」乎及「時遣」人送「信」給她，引「發

其道意」──即對佛法生起信心來。 

在討論這問題時，是以王為主體的，所以「夫人」就歡喜的「白」大王說：對的！「今

正是時」，應該馬上派人送信去！  

 

丁二 遣信使發其道意  

王及夫人與勝鬘書，略讚如來無量功德。即遣內人名旃提羅；使人奉書，

至阿踰闍國，入其宮內，敬授勝鬘。  

 

    「王及夫人」這樣決定了，立刻就寫一封給「與勝鬘」夫人的「書」信。 

在信中，「略」為「讚」歎「如來」的「無量功德」。佛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在書信中，

當然不能詳說，只好簡要的告訴她，引發她的敬信。 

信寫好了，「即遣」宮「內」的使「人名旃提羅」的送去。旃提羅，不是個人私名，即

內監，也就是黃門的通稱。「使人奉」了王及夫人的「書」信，即「至阿踰闍國」去。 

阿踰闍國，是憍薩羅的東都；意義為不可克，即城垣堅固，是不易為敵人所攻破的。城

中有王，名有稱王，即勝鬘夫人的丈夫；這也是屬於波斯匿王統治的。 

使者到達阿踰闍國後，即直「入」王「宮內」，將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的書信，恭「敬」

的「授」與「勝鬘」夫人。  

 

丙二 內因感悟  

丁一 奉書歡喜  

勝鬘得書，歡喜頂受，讀誦受持，生希有心。 

 

    此下說勝鬘夫人的內因感悟。勝鬘在過去生中，深植善根，所以一遇波斯匿王與末

利夫人的外緣引發，即能見佛開悟。 

「勝鬘得」父母的來「書，歡喜頂受」。頂受，形容以恭敬心接受父母的來信。家書抵

萬金，所以心生歡喜。「讀誦」書中的文句，「受持」而不忘書中的文義。 

◎對於書中的略讚如來無量功德，勝鬘過去雖曾久修菩薩行，然現生卻還沒有聽過。由

於過去的宿根深厚，所以一聽到讚歎佛的功德，即「生希有」難得的「心」想。  

 

向旃提羅而說偈言：我聞佛音聲，世所未曾有，所言真實者，應當修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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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習俗，遇見尊長，總是說偈稱讚。旃提羅是內監，本用不著說偈的，然因為

他是代表父母來的，而送來的書，又是讚歎佛功德的，所以勝鬘也「向旃提羅」「說偈」。

偈，梵語為伽陀，等於中國的詩。 

勝鬘說：「我聞佛音聲」，覺得這是「世」間「所未曾有」過的。父母送來的書信，是用

文字寫成的；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所以勝鬘見到信中的文字，即等於聽到父母的語言，

因文字而間接的聽到，所以稱為我聞。 

◎聽到佛名，或聽到三界無常，有漏皆苦，即會深生感動，身毛皆豎，而生起希有難得

想，這是久習善根的明證。 

勝鬘又說：書中「所言」的佛功德，如是「真實」不虛的話，那你對我是大有恩德的，

我勝鬘「應當」敬「修供養」。據梵文的本意，應譯為『我當賜汝衣』。就是說：如果確

如你（旃提羅）持來的書中所說的，那麼，我送件衣料犒勞你。 

供養，不限於對尊長；對平輩或下輩，也可以說供養。如供養三寶等，那應說：『恭敬

供養』。  

 

丁二 感佛致敬  

一、 勝鬘「有感」 

仰惟佛世尊，普為世間出，亦應垂哀愍，必令我得見。  

 
    勝鬘夫人聰慧利根，才聞佛的功德，就知道佛的功德不可思議。 

佛的出現世間，但有誠懇的信心，就可以見佛聞法。所以即誠懇的求佛降臨。 

「仰惟」的惟，即思惟的意思。思惟父母、三寶，
〔1〕約尊敬的意思說，稱為仰惟。

〔2〕

如約自謙的態度說，稱為伏維。「佛」為一切世間所恭敬，故名「世尊」。 

◎當時，佛雖住舍衛城，然佛不單是為了舍衛城的人，而是「普為」一切「世間」而「出」

於世的。佛既以大慈大悲為本，普為一切眾生而出於世，即必然的慈悲普應，難道沒有

自己的分嗎？所以，我以誠敬心，清淨心，思慕佛的功德，佛是「亦應垂哀愍」的。垂

是自上而下，哀愍，即慈悲。這是說：佛也應以慈悲心來下度於我，而「必令我得見」

於佛的。 

◎這不但表示了勝鬘的信敬，更顯出了勝鬘的利根，深刻理解大乘的深義。  

二、 佛「即應」 

即生此念時，佛於空中現，普放淨光明，顯示無比身。  

 

    上是感，這是應。佛是無感不應而從不失時機的。所以，「即」在勝鬘夫人「生」

起求佛慈悲，使我得見的思「念時」，「佛」即「於空中現」身了。勝鬘居深宮中，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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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誠信懇到，所以佛以神通來化，在高空出現。 

如來現身空中時，「普放淨光明」。佛身生有丈光相；但在教化眾生的時候，又時從毛孔

眉間等放光明，以表示大法光明的普照世間黑暗。在清淨的光明中， 

「顯示」佛的「無比身」相。佛身微妙，無可為比。顯示，即顯現這無可比喻的佛身，

而使勝鬘等得見。 

※附論各式各樣的見佛 

    談到見佛，還可以有各式各樣的： 

（一） 生在佛世 

一、與佛同時出世而見佛，這是一般的。 

二、如勝鬘見佛，因勝鬘根熟，誠信求見，於是祇園的如來，即於定中，以無作神通力，

來阿踰闍國的王宮上空。等到法會圓滿，佛又放光，『足步虛空，還舍衛國』，可見這是

如來乘通而來的。這樣的見佛，不但是勝鬘一人見，宮女們也是見到的， 

這都是生在佛世的。 

（二） 如來涅槃後 

如來涅槃後，即大多由眾生自心所現見的。 

〔1〕如遇到恐怖的時候，憶佛念佛，因而見佛的；
〔2〕〔A〕

或因定心清淨，在定中見佛的；
〔B〕

更有因思慕如來而夢中見佛的；〔C〕或恍惚中見佛的。夢境，幻境，就是定境，也著重於

自心所現。如《般舟三昧經》說：修般舟三昧而現見阿彌陀佛。行者即思惟：佛既沒有

來，我也沒有去，純由自心而見，所以自心見佛，自心作佛。 

這與生在佛世見佛，或感佛現通來化的見佛，略有不同。5
 

                                                 
5（1）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276 ~ p.277： 

    般舟三昧所見的佛（及菩薩等），是由觀想所成的，如『大智度論』說：「般舟三昧，憶想分

別，常修常習故見（佛）」(22.025)。經文以夢中所見，不淨想等為譬喻，這是唯心所現，虛妄不

實的。那末，所見的佛，與佛問答，聽佛說法，都虛妄而不足信嗎？那又不然，定心所現的，與

錯覺、幻想不同，名「定自在所生色」，在世俗諦中是實有的。 

修般舟三昧成就：「幽冥之處，悉為開闢，無所蔽礙。是菩薩不持天眼徹視，不持天耳徹聽，不持

神足到其佛剎，不於此間終（往）生彼間，便於此坐（三昧）見之」(22.026)。般舟三昧能見能聞

他方世界事，卻不是天眼等神通力，與『法華經』六根清淨說相近。「常修習是三昧故，得見十方

真實諸佛」(22.027)。 

三昧力有淺深，所見聞的也就有優劣，但約佛與法來說，那是真實的。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290 ~ p.291： 

    念佛（菩薩）見佛，稱為念佛三昧。依『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中（大正四五‧ 一三四中）

說：  

      「見佛三昧有三種：一者，菩薩或得天眼、天耳，或飛到十方佛所，見佛、難問，斷諸疑

網。二者，雖無神通，常修念阿彌陀等現在諸佛，心住一處，即得見佛，請問所疑。三者，

學習念佛，或以[已]離欲，或未離欲，或見佛像，或見生身，或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是三

種定，皆名念佛三昧」。  

    三類見佛人中，一、是依禪得五通的。二、是常修念佛，沒有神通而能見佛，這應該是離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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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業致敬 

勝鬘及眷屬，頭面接足禮，咸以清淨心，歎佛實功德。  

 
    「勝鬘及眷屬」，如宮女等，同時見到空中顯現的無比身。 

（一） 身業致敬 

都一致的向佛行「頭面接足禮」，即是頂禮。以自己最尊的頭面，去接觸對方最低下的

足，這是表示恭敬的最敬禮，是身業致敬。 

佛於空中現身，勝鬘和她底眷屬在地上，怎能以頭接觸到佛足呢？依經末所說：『世尊

放勝光明，普照大眾，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足步虛空，還舍衛國』；可見佛還是從

空而下到地上的。否則回去時，何必身昇虛空呢？經中但說現身虛空，而沒有說到地面，

不過經文簡略而已。 

（二） 意業致敬 

「咸以清淨心」，這是意業致敬。 

（三） 口業致敬 

「歎佛實功德」，這是口業致敬。 

本經雖稱勝鬘夫人說，但實不限勝鬘一人，勝鬘是個領導的代表者。 

見佛、禮佛、讚佛等，都是勝鬘和她底眷屬所共作的。  

四、 約深義說明「發起序」 

    上來約事淺說。如約義深說，那麼 

〔1〕勝鬘是無始來蘊界處中的勝功德相；悲心為本稱女；總為菩提心。 

〔2〕這是由於善知識的般若（母）方便（父）所熏發，成習所成性，如父母所生。 

〔3〕遠嫁阿踰闍國，即菩提心芽，為極難破除（不可克）的生死雜染所礙，未能還到故

鄉田地，如法華的窮子流浪一樣。 

                                                                                                                                                         
得定的。三、初學念佛，或已離欲，或沒有離欲，也能見佛。 

三類都名為「念佛三昧」，而淺深大有差別。依此說，
〔1〕『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所說：「云何不失無

上菩提之心？云何復當不斷煩惱，不離五欲（即「離欲」），得淨諸根，滅除諸罪，父母所生清淨

常眼，不斷五欲而能得見諸障外事？……此觀功德，除諸障礙，見上妙色，不入三昧，但誦持故，

專心修習，心心相次，不離大乘，一日至三七日，得見普賢……」(23.022)。不入三昧，專心修習，

心心相次，這是定前的「一心不亂」的境界；這就能見佛、菩薩，當然這是低層次的。
〔2〕一心誦

持到心不散亂，如隋智顗的「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見共（慧）思師，處

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23.023)。
〔3〕『法華經』所說的六根清淨，是受持、讀、誦等「法師」

的功德。父母所生的眼耳，能見聞障（如鐵圍山等障）外的佛與淨土，與智顗所得的境地相當。
〔4〕

『般舟三昧經』說：「聞西方阿彌陀佛剎，當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晝夜，若七日七

夜，過七日以後，見阿彌陀佛。於覺（醒時）不見，於夢中見之」。這也是「不持天眼徹視，不持

天耳徹聽」的(23.024) 。
〔5〕『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所說：「普賢菩薩復更現前，行住坐臥不離其側，

乃至夢中常為說法」(23.025)，那是深一層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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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但菩提心熏習成熟，展轉增勝，名利根易悟。 

〔5〕這由於善知識的外緣熏發，菩提心功德增長，以有漏修慧，趣向臨入於真如，即誠

求見佛。 

〔6〕剎那第一義空智現前，如來藏出纏而法身顯現，名佛於空現。 

〔7〕具無邊稱性功德莊嚴，即光明無比。 

〔8〕以菩提心為主的勝鬘，及相應無漏心所功德的眷屬，與如如法身契合，名為接足。 

〔9〕三業相應，而稱歎佛德，即宣示自證心境。 

〔10〕這所以為佛所攝受，為佛所授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