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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  

甲三 流通分  

乙一 付囑流通  

丙一 勝鬘流通  

爾時世尊，放勝光明，普照大眾，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足步虛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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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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衛國。 

時勝鬘夫人與諸眷屬，合掌向佛，觀無厭足，目不暫捨，過眼境已，踊躍

歡喜，各各稱歎如來功德，具足念佛，還入城中，向友稱王稱歎大乘。 

城中女人，七歲已上，化以大乘。友稱大王，亦以大乘化諸男子，七歲已

上，舉國人民，皆向大乘。  

 

◎    佛法不但利益當時大眾，還要利益未來大眾。所以諸大乘經，都有付囑流通分。 

今先說勝鬘流通。勝鬘在佛前宣說了大法，經佛印證，所以她此後，仍不斷的弘揚此法

門。  

 

    佛因勝鬘的誠信感通，來阿踰闍國弘化。法事完畢「時，世尊」又「放」殊「勝光

明，普照大眾」，像來時的普放淨光明一樣。 

來時佛在空中現，從空而下；現在是以神通力，從地而「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一

多羅樹，高七尺，共約五丈高左右。佛昇空中後，「足步虛空」，即以神境通力，履行於

虛空中，「還舍衛國」去。 

當佛回去「時，勝鬘夫人與諸眷屬」，又在恭敬的「合掌向佛」，為佛送行。愛慕佛，尊

重佛，捨不得佛的別離，所以遠望如來，「觀無厭足，目不暫捨」。一直到「過」了「眼」

的「境」界，見不到佛為止。  

 

    勝鬘等送佛回國後，大家都心中充滿了法喜，所以「踊躍歡喜」。勝鬘與眷屬們，「各

各稱歎如來」不思議的「功德，具足念佛」，而「還入城中」。 

◎具足即圓滿。念佛，不但是口頭誦持。念，是內心的明記不忘；時時繫念著佛，名為

念佛。對佛有完全的了解繫念，方是具足念佛。這有四種：(一)、念佛名號，這是極淺

的。(二)、念佛相好，這也還是形式的。(三)、念佛功德，即佛所成就於內的，如大智、

大悲、大方便、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等功德。(四)、念佛法性身，即觀法實相。2
 

                                                 
2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念佛淺說〉p.103 ~ p.105： 

念是心念。念為心所法之一，為五別境中的念心所。它的意義是繫念，心在某一境界上轉，明記不忘，

好像我們的心繫在某一境界上那樣。通常說的憶念，都指繫念過去的境界。而此處所指稱的念，通於

三世，是繫念境界而使分明現前。 

念，是佛法的一種修行方法，如數息觀，又名安般念；還有六念門；以及三十七道品中的四念處，都

以念為修法。 

要得定，就必修此念，由念而後得定。經裏說，我們的心，煩動散亂，或此或彼，剎那不住，必須給

予一物，使令攀緣依止，然後能漸漸安住。如小狗東跑西撞，若把牠拴在木樁上，牠轉繞一會，自然

會停歇下來，就地而臥。心亦如此，若能繫念一處，即可由之得定。 

不但定由此而來，就是修觀修慧，也莫不以念為必備條件。故念於佛法中，極為重要。  

    念有種種，以所念的對象為差別，如念佛、法、僧、四諦等。現說念佛，以佛為所念境界，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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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經說，攝受正法，般涅槃，無作滅諦，如來藏，如來法身等，都是攝得功德的實

相念佛。 

〔一〕勝鬘入城，回到宮中，首先向她的丈夫「友稱」大「王，稱歎大乘」法。友稱王聽

了，也就信佛，奉行大乘。〔二〕從此，夫婦共弘大乘法。〔1〕「城中女人，七歲已上」的，

由勝鬘去「化以大乘」。〔2〕「友稱大王」，也「以大乘」法去「化諸男子」，使「七歲已

上」的男子，都信學佛法。總之，阿踰闍國的「舉國人民」，男女老少，「皆」趣「向大

乘」，修學大乘了。 

◎從切身處推廣出去，由家庭的佛化，而到社會的佛化。 

 

丙二 如來流通  

丁一 重說經文以付囑  

戊一 集眾  

爾時世尊入祇洹林，告長老阿難，及念天帝釋，應時帝釋與諸眷屬，忽然

而至，住於佛前。  

 

    佛回到舍衛，即「入祇洹林」。洹，是梵語，即華語的林，所以，應譯為祇林，即

祇園。 

〔一〕佛在阿踰闍國與勝鬘弘通的法門，祇林的大眾，還沒有聽說，所以又集眾重說。「告

長老阿難」：阿難多聞第一，有受持經典，傳布流通的責任。佛告訴他，召集祇林的比

丘大眾們。 

〔二〕不但付囑人間，還要流通天上，所以又心「念天帝釋」。梵語釋迦因陀羅（帝）提婆

                                                                                                                                                         
佛境上轉，如依此得定，即名為念佛三昧。 

然念重專切，如不專不切，念便不易現前明了，定即不易成就。要使心不散亂，不向其他路上去，而

專集中於一境，修念才有成功的可能。 

經中喻說：有人得罪國王，將被殺戮。國王以滿滿的一碗油，要他拿著從大街上走，如能一滴不使溢

出外面，即赦免他的死罪。這人因受了生命的威脅，一心一意顧視著手裏的碗。路上有人唱歌跳舞，

他不聞不看；有人打架爭吵，他也不管；乃至車馬奔馳等種種境物，他都無暇一顧，而唯一意護視油

碗。他終於將油送到國王指定的目的地，沒有潑出一滴，因此得免處死。 

這如眾生陷溺於無常世間，受著生死苦難的逼迫，欲想出離生死，擺脫三界的繫縛，即須修念，專心

一意的念。不為可貪可愛的五欲境界所轉；於可瞋境不起瞋恨；有散亂境現前，心也不為所動。這樣

專一繫念，貪瞋煩動不起，心即歸一，寂然而住。於是乎得定發慧，無邊功德皆由此而出。反之，若

不修念，定心不成，雖讀經學教，布施持戒，都不能得到佛法的殊勝功德，不過多獲一點知識，多修

一些福業而已。  

    二、念佛：念佛，一般人但知口念，而不曉得除此以外，還有更具深義的念佛。如僅是口稱佛名，

心不繫念，實是不能稱為念佛的。真正的念，要心心繫念佛境，分明不忘。…〔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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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今譯為天帝釋，義譯為能天主，為三十三天王。 

在許多天中，帝釋對佛法有特別的關係。佛在人間，帝釋住地居天頂，鄰近人間，所以

時來佛邊聽法。由於他，須彌山頂的夜叉群──執金剛神，都受持佛法，護持流通。 

龍樹說：佛法，人間的出家弟子中，付囑阿難；天上的在家弟子中，付囑帝釋。 

如來心念帝釋，「應時，帝釋與諸眷屬」──天龍八部們，都「忽然而至，住於佛前」。 

 

戊二 說經  

爾時世尊，向天帝釋及長老阿難，廣說此經。  

 

    人天大眾齊集祇林「時，世尊」就「向天帝釋及長老阿難」，並諸天人，又「廣說

此」勝鬘「經」。  

 

戊三 付囑 

己一 付囑帝釋  

說已，告帝釋言：汝當受持讀誦此經，憍尸迦！善男子善女人，於恆沙劫

修菩提行，行六波羅密，若復善男子善女人，聽受讀誦，乃至執持經卷，

福多於彼，何況廣為人說？是故，憍尸迦！當讀誦此經，為三十三天分別

廣說。  

 

    佛「說」經「已」後，就「告帝釋」說：「汝」應「當受持」此經，「讀誦此經」。 

◎領受在心，持而不忘，名為受持。常時念誦，名為讀誦，這是聞法者應有的初步工夫。 

佛為付囑流通，勸人學習，大乘經都讚歎受持的殊勝功德。現在佛呼帝釋為「憍尸迦」

（帝釋前生姓憍尸迦）說：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河「沙劫」中「修菩提行，行

六波羅密」，功德當然是大極了。但「若復」有「善男子善女人」，對此經「聽受讀誦」，

甚至暫時的「執持經卷」，他所得的「福」德，即「多於彼」善男子善女人，「何況」能

「廣為」他「人」宣「說」？那福德是更大了！ 

※釋經說「修六波羅密的，不及受持讀誦本經」的意趣 

可是，行菩薩行，修六波羅密的，也必是從受持讀誦大乘經而來，為什麼不及受持讀誦

本經呢？ 

◎
〔1〕這不外乎當機讚歎，勸發受持而已。 

〔2〕也可以說：有發菩提心而修菩提行的，不知眾生有如來藏性，即不能決定能否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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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修菩提行，未到達不退位，可能會退為小乘。如聽了如來常樂我淨，如來藏，大涅槃，

那就決定趣入大乘，不再退失。久修而可退，這當然不及聽聞而決定不退，趣入一乘的

了。 

〔3〕又可說：修菩提行有二種人：(一)、著重事相的，如修事六度的菩薩。(二)、了生死

即涅槃，能與法空性相應而修習。如本經的攝受正法，是勝於偏重事行的。 

「是故，憍尸迦」！汝「當讀誦此經」，並在善法堂中，「為三十三天分別廣說」此經。  

 

己二 付囑阿難  

復告阿難：汝亦受持讀誦，為四眾廣說。  

 

    佛「復告」訴「阿難」說：「汝」也應當「受持讀誦」此經，「為四眾」弟子──出

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廣說」此經。  

 

丁二 列舉經名以付囑  

戊一 出經名  

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斯經？云何奉持？ 

佛告帝釋：此經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一切聲聞緣覺，不能究竟觀察知見。

憍尸迦！當知此經，甚深微妙，大功德聚，今當為汝略說其名，諦聽諦聽，

善思念之。 

時天帝釋及長老阿難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言：此經 

〔1〕歎如來真實第一義功德，如是受持。 

〔2〕不思議大受，如是受持。 

〔3〕一切願攝大願，如是受持。 

〔4〕說不思議攝受正法，如是受持。 

〔5〕說入一乘，如是受持。 

〔6〕說無邊聖諦，如是受持。 

〔7〕說如來藏，如是受持。 

〔8〕說如來法身，如是受持。 

〔9〕說空義隱覆真實，如是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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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說一諦，如是受持。 

〔11〕說常住安隱一依，如是受持。 

〔12〕說顛倒真實，如是受持。 

〔13〕說自性清淨心隱覆，如是受持。 

〔14〕說如來真子，如是受持。 

〔15〕說勝鬘夫人師子吼，如是受持。  

 

    問答經名以便受持，是大乘經所常有的。因為這樣， 

一、可以知所簡別，這是什麼法門，與其餘的法門各別； 

二、經義繁多，略舉經名，就可能憶持全經的意義。3
 

 

    本節可分幾小節： 

〔一〕「時天帝釋」，受佛付囑後，又「白佛」說：應「當」以「何名」稱來稱說「斯經」？

又應當「云何奉持」？這是啟請持名。  

 

    
〔二〕「佛告」訴「帝釋」說：「此經」──法門，著重佛的果德，所以「成就」了「無

量無邊」的「功德」。 

這樣的法門，「一切聲聞緣覺，不能」夠「究竟」的「觀察」，與如實「知見」的。 

「憍尸迦」！應「當知」道：「此經」是「甚深微妙」的，可說是「大功德」的積「聚」

處。因為本經從菩薩的歸依、發願、修行，到廣談如來果德，實是無邊功德的集成。 

內容那麼廣大，名稱也就說不盡。不過，「今當為汝略說」法門的「名」字，應當〔1〕審

「諦」的「聽」聞！〔2〕還要如理思惟的「善」巧的「〔A〕思〔B〕念」它。4
 

                                                 
3（1）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74 ~ p.75： 

須菩提起來問道：這部經應當叫什麼名稱？我們應怎樣去受持奉行？全經的內容，廣大甚深，而

一經的名稱，卻能
〔1〕含攝全經的大意，

〔2〕或直示一經的精要。這在大乘經，十九是如此的。所以，

學者如能於經名有相當的理解，對於全經的要義，也就容易憶持不忘！ 

此一思想，影響於後代的佛教很大，如
〔1〕我國即有專門禮誦『大方廣佛華嚴經』為修行的。

〔2〕西

藏把各種經名，書在轉動的輪子上。輪子一轉，即一切經名從眼前轉過一次，即以為轉法輪一次

了。
〔3〕日本的日蓮宗，專念南無妙法蓮華經。其實，大乘本義，那裡要我們這樣的受持！要從經

義的多多理解中，由博返約依經名而憶持全經的心要才是！  

（2）印順導師《藥師經講記》p.189： 

先是阿難問名，即請示經題。
〔1〕題能攝義，有了經題，才能把一部經的要義統攝起來；令人一望

經題，便可了解其中要義。
〔2〕又題為全經要領，有經題，才易於記憶受持。  

4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9 ~ p.40： 

如器受於水，如地植於種，應離三種失，諦聽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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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時，天帝釋及長老阿難」，得佛允許，略說經名，就「白佛」說：「善哉！

世尊」！我們謹「受」佛的「教」導，「唯然」，是允諾的意思，這是大眾受教而聽。  

 

    
〔四〕接著，佛就說有十五個經名，一一的要他們「如是受持」。 

◎古人依此，而分本經為十五章，然不一定次第如此，這只是從本經中，舉列十五個重

要論題，重要內容。記住了這，全經的內容，也就受持不失了。 

一、 歎如來真實第一義功德 

一、「此經」是稱「歎如來真實」功德「第一義功德」，如勝鬘說頌，『歎佛實功德』等。 

二、 不思議大受：十大戒 

二、「不思議大受」，即是勝鬘所受的十大戒。 

三、 一切願攝大願：三大願 

三、「一切願攝大願」，即勝鬘發三大願；菩薩的一切大願，都攝在這三大願中。 

四、 說不思議攝受正法 

四、「說不思議攝受正法」， 

此下，經名都有一說字。因為以上是勝鬘自己的事，此下才是勝鬘說法。 

〔1〕從廣義說，全經都是攝受正法。 

〔2〕約狹義說，指宣說大乘──攝受正法即正法，攝受正法即波羅密，攝受正法即攝受

正法者等。 

                                                                                                                                                         
    佛在開示正法時，總是告誡聽眾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因為，如聽法而不能如法，那就不

能得到聞法的功德了。現在舉兩個譬喻，來說明聽法時應離去的三種過失。  

    初喻，「如」在天下雨時，以應量「器」──缽或杯盆等，承「受於」雨「水」，「應離」去「三種」

過「失」。一、如將缽或杯，倒覆在空地上，那雨水就不能進去。二、如缽或杯中，有穢汁毒素，那即

使受到了水，不但無用，而且還會害人。三、如缽或杯有了裂縫，那即使清淨無毒，也還是漏得一無

所有。 

這如聽法的人，一、如不注意，不專心（如倒覆），那聽了等於沒有聽。二、雖然專心聽，可是心有成

見，有懷疑，有邪執（如有穢汁毒素），那對於聽受的正法，不能生起功德，反而會引發邪見毀法的罪

還是忘得一乾二淨。像這樣的聽法 ─

─有了三種過失，那就不能得聞法所應得的功德，所以說
〔1〕應該「諦聽」，

〔2〕應該「善思」，
〔3〕應該善

「念」。  

    第二喻，「如」在「地」上種「植」穀豆等「種」，也有三失：一、落在砂石上，那是不會發芽的。

二、落在荊蔓叢生的土內，即使能發芽，也無法生長，不久就枯萎了。三、落在肥沃的土上，沒有莠

草障礙，可是沒有深藏在土內，不久就被鳥雀啄去了。如播種而如此，有什麼收穫呢？ 

聽聞佛法也如此：聞法──聞熏習，就是出世心法種。但如不注意領受；或領受而與雜染心相雜；或

心雖清淨，而是不久又遺忘了。如這樣的聞法，是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聞法而求有利益，必須離去三種過失，好好的
〔1〕聽聞，

〔2〕思惟，
〔3〕憶念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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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說入一乘 

五、「說入一乘」，即會三乘歸一乘，說小乘有恐怖，如來是歸依。 

六、 說無邊聖諦：總指「如來境智」──從「六、說無邊聖諦」，到「十、說一諦」 

六、「說無邊聖諦」，無邊即無量，這應總指如來境智，自聖智聖諦以下，一直到抉擇四

諦宗一諦。 

七、 說如來藏 

八、 說如來法身 

九、 說空義隱覆真實 

※都是「無邊聖諦」的一分 

七、「說如來藏」，八、「說如來法身」。九、「說空義隱覆真實」，都是無邊聖諦的一分。 

※特明「空義隱覆真實」 

空義隱覆真實，可有二說： 

1.即說空如來藏處。真實為如來藏性；如來藏為煩惱所隱覆，而不相應，名為空。 

2.如來藏為二乘空智所不能了；空智唯於無常苦無我不淨上轉，不能真見如來藏性，如

來藏為空智所覆。 

十、 說一諦 

十、「說一諦」，即三諦是有為，非諦非常非依，一諦是無為，是諦是常是依。 

十一、 說常住安隱一依 

十一、「說常住安隱一依」，〔1〕這也即是一滅諦的是常是諦是依；〔2〕約與前差別，即簡二

乘的四依智，明佛出世間上上第一義依。 

十二、 說顛倒真實 

十二、「說顛倒真實」，可通二處文： 

1.即墮身見的眾生起二見，與起四顛倒，及空亂意的眾生，迷如來的法身涅槃，偏執無

常苦無我不淨的四倒。聞佛說法身如來藏性，即是真實。 

2.說依如來藏有生死涅槃是真實善說；離如來藏，說依我等有生死涅槃，即顛倒。 

十三、 說自性清淨心隱覆 

十三、「說自性清淨心隱覆」，指如來藏五名，為客塵煩惱所染而自性清淨。 

十四、 說如來真子 

十四、「說如來真子」， 

〔一〕即佛約一人說有隨信、隨順法智、得究竟的三階；勝鬘約三類人，說得三大利益。 

〔二〕或指前於佛法身得正見者，是佛真子，從佛口生，從正法生，從法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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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說勝鬘夫人師子吼 

十五、「說勝鬘夫人師子吼」， 

〔1〕廣義說，全經都是勝鬘師子吼。 

〔2〕狹義說，即降伏腐敗種子的惡人，以王力及天龍鬼神力，去調伏他們。  

 

戊二 囑流通  

己一 付囑  

復次憍尸迦！此經所說，斷一切疑，決定了義，入一乘道。 

憍尸迦！今以此說勝鬘夫人師子吼經付囑於汝，乃至法住，受持讀誦，廣

分別說。  

 

一、 先總說經義 

    如來將付囑，所以先總說經義； 

◎「此經所說」的法門，能「斷一切」的「疑」惑。如二乘能不能成佛？菩薩會不會退

墮？現在經中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三乘入於一乘，即斷一切疑。 

◎所以是「決定了義」的教說，重於一切眾生「入一乘道」。 

本經的要義如此。 

二、 付囑 

佛又告帝釋說：「憍尸迦！今以此說勝鬘夫人師子吼經，付囑於汝」。從今日起，直到佛

「法」還「住」在世間的時期，都應當「受持讀誦」，「廣」為一切眾生「分別」解「說」。  

 

己二 受囑  

帝釋白佛言：善哉世尊！頂受尊教。  

 

    「帝釋」受佛的付囑，就「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當「頂」戴「受」持如來

的「尊教」，一直把它流傳下去。  

 

乙二 大眾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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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天帝釋，長老阿難，及諸大會，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法說完了，付囑也完畢了。那「時，天帝釋」與「長老阿難，及諸大會」中的諸「天」

及「人」，還有「阿修羅」──非天，「乾闥婆」──尋香（作樂神），還有迦樓那，緊

那羅等。 

總之，天龍八部，人非人等，他們「聞佛所說」，個個都「歡喜奉行」。  

※結說：本經教義，雖簡而極要，可與其他教典互研 

    本經所說的教義，雖簡略而極重要，可與其他教典相互研讀。 

如說一乘，可研究《法華經》。 

說如來藏為生死涅槃依，可研究《楞伽經》。 

說如來果德、法身、涅槃，可研究《大涅槃經》。 

發願受戒，可讀《菩薩本業瓔珞經》等。 

◎一乘佛教的重要論題，本經都略有論到，可作真常大乘的概論讀！5
 

                                                 
5
 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p.1：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簡稱《勝鬘經》，為真常妙有的大乘要典。《法華》、《涅槃》、《楞

伽》等經的要義，本經都包含得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