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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從《維摩經》的「穢土成佛」探討建設人間

淨土的可行性 

覺繼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 

《維摩經》「穢土成佛」傳達了人們對於建設人間淨土的自信，相信不必往

生他方世界，也不必等待來生，當下就可以轉娑婆穢土為淨土佛國。因為任何一

種淨土都是唯「心」所造，它的落實點都是在淨化人心上。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

人們面對個人的痛苦、社會的困境以及世界的危機，問題的根源只有一個，就是

一顆無明覆纏的煩惱心。只要人能夠遠離貪瞋癡等無明煩惱，就可以清淨無染的

心來解決個人的偏執煩惱、社會的紛擾爭議與世界的殘酷戰爭。心淨則國土淨，

故無須遠離此世間；出世與入世不二，故不必向他方尋找淨土。心淨土淨與出世

入世的核心思想都在於當下的心靈淨化，本文從《維摩經》的「穢土成佛」觀，

探討如何通過「自淨其意」，成就健全的人、構建和諧的社會與培養理想的世界

公民，從而說明心靈淨化在建設人間淨土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穢土成佛，不二法門，菩薩住世，方便法門，人間淨土 

 

前言 

 佛教淨土信仰所建構的淨土大多在他方世界，例如藥師如來的東方琉璃淨

土、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淨土、彌勒菩薩的兜率淨土等；而且，欲往生他方淨土

也要等到來世。其實，任何一種淨土都是唯心所造，它的起始點與落實點都是在

淨化人心上。他方淨土是方便說法，只要能自淨其意，當下就是清淨的佛國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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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經》很清楚地表達了這種唯心淨土的思想。《維摩經》是大乘佛教的早期

經典，屬於大乘運動發達時期(公元一~二世紀)的作品，以般若空觀為基本思想，

主張「人我空與法我空」，在第一品開宗明義就提出「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

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1明白指出淨土唯心所現，穢土也可以成佛；所以，

只要心靈淨化，當下即現淨土，不必等到來世往生。為什麼人心高下不同，所見

的世界就不一樣？到底淨土的真正意涵是什麼？穢土成佛與淨土成佛是否同一

回事？如果是，兩者的結合點是什麼？這個論證如何進一步支持推動人間淨土的

建設？本論文將從心靈淨化的立場，來探討：1.「穢土成佛」和「淨土成佛」的

辯證統一，2.「穢土成佛」與「菩薩住世」的因果關係，3.「穢土成佛」與「方

便法門」的人間運用。 

 

1. 「穢土成佛」和「淨土成佛」的辯證統一 

 淨土宗主張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儘管現實人間是「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

石諸山，穢惡充滿」2的穢土，而《維摩經》則主張「穢土成佛」，本節在論述大

乘佛教畢竟空義的基礎之上，探討「穢土成佛」和「淨土成佛」的辯證統一。 

 

1.1  諸法畢竟空 

 《維摩經》從一切畢竟空的立場，雙遣二乘的人我空與菩薩的法我空。維摩

居士在〈弟子品〉斥小揚大、在〈菩薩品〉回小向大。以下，我們舉維摩彈訶智

慧第一的舍利弗與論議第一的迦旃延，來說明小乘偏人我空的過失與大乘超越空

有、佛魔不二的主張。 

 

1.1.1 舍利弗林中宴坐 

 維摩彈訶舍利弗林中宴坐，認為他不知宴坐的真正意義，所以告訴舍利弗「不

                                                
1 大正藏第十四冊，《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頁 538c。以下所引經文皆為同一部經。 
2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國品〉第一，頁 5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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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坐為宴坐也」3。真正的宴座是： 

 

…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

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

修三十七道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4 

 

維摩居士譴責舍利弗對「宴坐」這件事的執著，而告之以不執著於身與意之

理，心境一如，理事圓融，明白煩惱性空，才能證得當體涅槃。小乘聲聞弟子執

著人我空的偏空義，厭惡現世人生的煩惱束縛，追求來世他方的清淨無染涅槃境

界。維摩藉譏彈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來說明大乘畢竟空要比小乘的偏空高明，前

者不在事相上分別，而是超越了理與事、內與外、煩惱與涅槃的對待，鼓勵修行

人積極面對現實人生，了知離此煩惱世間，別無涅槃淨土可得。 

 

1.1.2 迦旃延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 

 另外，舉維摩居士譏彈迦旃延以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的過失5，表列如下： 

 聲聞小乘「人我空」 菩薩大乘「法我空」 

無常 生滅流轉 諸法畢竟不生不滅 

苦 五受陰所起 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 

空 因緣生法，內無真主 諸法究竟無所有 

無我 五陰和合為我，與無我相對 於我、無我而不二 

寂滅 超離三界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佛教的基本概念，如無常、苦、空、無我、寂滅等，在小乘聲聞人的眼中，

是消極厭世的依據。但是大乘佛教認為這是偏頗的思想，要超越相對待的世間才

是真正的解脫。小乘人雖然去除對五蘊我的執著，但是對外界仍有攀緣，企圖超

                                                
3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39c。 
4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39c。 
5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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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三界，正說明了承認三界的存在。大乘從「畢竟空」的高度看人生，不僅超越

了「對待」，也超越了「絕對」，根本沒有一個超越三界而得的寂滅之果可得。迦

旃延在佛弟子中是論議第一，大乘佛教對他的指責，說明大乘批判小乘對佛法的

不當論議。依大乘般若畢竟空，一切世間(五蘊世間、眾生世間與器世間)皆與常

樂我淨的佛境界不一不二。小乘在心外求法，反為法所縛；大乘超越我、法的框

限，乃能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 

 偏執「人我空」的小乘人，因執持無常、苦、無我、寂滅等觀念，而偏向悲

觀厭世；大乘菩薩回小向大，積極建立一個面向現實、把握人生的態度。維摩居

士是這種觀念轉化的擬人化，他將佛教真諦示現於世相之中，世俗的生活不礙佛

法真諦的弘傳。從上述所舉的例子裡，我們注意到「心」是改變觀念、回小向大

的關鍵所在。大乘佛教企圖從「畢竟空」的觀點出發，打通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

界線，解開入世與出世兩者之間的矛盾對立關係。一部《維摩經》皆是傳達這一

個核心訊息，即：修學佛法不必出離此世間，處凡夫事也可以辦道，涅槃就在煩

惱之中求，世間與出世間不相矛盾。 

 

1.1.3 佛與魔不一不異 

 《維摩經》以「佛」與「魔」不二來論證入世與出世不相矛盾，經文論述極

生動而富辯證性。佛陀在菩提樹下最後降伏了魔王波旬的誘惑而證悟真理。小乘

佛教因而把魔推向了極端，將一切有礙證悟解脫的人、事、物，全都劃入魔的陣

營裡，嚴格區別著魔與成佛於兩極。《維摩經》大膽地提出「佛」、「魔」不二的

觀念，是針對小乘修行者一心遠離魔擾所下的一帖以毒攻毒之猛藥。由於心是穢

土成佛的關鍵點，依報國土的淨穢存乎一心，所以，代表涅槃淨土的佛與代表煩

惱穢土的魔，自然也不離這一顆心。既然佛與魔皆在此心中，則修行人便可在煩

惱的凡夫心中，構建清淨的佛國淨土。 

 《維摩經》提出一個與魔共處共事而不為所染的積極入世修行法門。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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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師利問疾品〉記載，文殊師利菩薩受佛囑託前往維摩丈室問疾，可是整間房子

除了維摩居士臥病在床外，其餘空空如也，連一個照顧病人的侍者也沒有。因此，

文殊問：何無侍者？維摩答：「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6將一切眾魔與諸

外道都當成是侍者，展現了大乘佛教的高度自信；而行者無懼於與魔王、外道周

旋，堅信能夠折伏煩惱魔軍與邪見外道，同時又能保持一顆清淨的心，所以「若

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7又說，「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

順佛智慧，不隨他教。」8凡夫因無明而造了許多惑業煩惱，菩薩為度煩惱眾生

而「示入於魔」，行於非道。外表雖然現煩惱的非道之相，菩薩的內心卻是清淨

無染污，能順佛智慧，身在魔群之中，而不為魔擾，不隨魔教。這種灑脫自在的

大乘菩薩性格也很生動的出現在〈弟子品〉維摩與解空第一須菩提的對答中： 

 

…維摩曰：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

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

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

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

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

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9 

 

這裡展現了大乘佛教較小乘佛教更為廣闊的思維向度。小乘人不知佛魔一如

的道理，只知遠離魔擾；不像大乘菩薩能與魔攜手合作，一起從事各種社會事業，

一點也不畏懼與魔相處共事。大乘菩薩無懼與魔相處是因為明白諸法畢竟空的道

理，所以： 

…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

                                                
6 大正藏第十四冊，〈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頁 544c。 
7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49a。 
8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49a。 
9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4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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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

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10 

 

小乘人無法體會空的妙用，所以厭離三毒，視之如毒蛇猛獸，認為必須滅除

癡愛才能得解脫，不明罪性本空由心造，不知四諦如幻如化，只知求證小果羅漢，

不知證無上佛果。而大乘菩薩則在離諸法相中，轉凡成聖，成就一切諸法，卻無

諦可見，無果可得，無凡可轉。對大乘行者而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

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

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11一切

法無自性，只是言說相而已；而一切言說文字也是因緣和合、空無自性。所以，

有智慧的人不會執著語言文字，因此能夠從文字相中得到解脫。佛與魔不過是語

言文字的表達而已，在真如法性之中，佛與魔無二無別。修行人要在與魔共事共

處之中，體悟佛魔不二的道理；在煩惱魔軍中，成就清淨佛道。明白諸法畢竟空

的道理，便能超越穢土、淨土的對立，這是「穢土成佛」必須具有的基本觀念。 

 

1.2 超越「穢土成佛」的內在矛盾 

 人生在無明業力的驅動下，生死輪迴不已，貪瞋痴的煩惱起源於執著有我，

人們因而深陷苦海。在煩惱穢土中，求出離猶恐不及，如何在穢土成就佛道呢？

我們從中道雙遣與不二法門來化解穢土與成佛的內在矛盾。 

 大乘中觀學派在公元三世紀由龍樹、提婆等人提出，但是早在公元一~二世

紀，《維摩經》就已具有初步的中道觀念，而且內容極富辯證性。眾所周知，《維

摩經》的基本思想是弘揚般若空義，遣執蕩相。但是以「空」遣「有」，本身就

承認了「有」的存在，還是落入了「空」、「有」之爭，是相對待。因此，必須雙

遣「空」、「有」，才能達到「絕對」的境界。「絕對」是一種方便的說法，般若空

本質上是不可思議的。任何可思議的對象、可思議的「絕對」，必然都是「相對」

                                                
10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40。 
11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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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的「絕對」，必須否定一切「二元論」的思考。因此，維摩運用中道思

想，超越一切相對待的論述，這種思想體現於「不二法門」。 

 「不二」一語，本身就暗含承認事物內部的矛盾。穢土成佛本身也暗含這種

矛盾，既是穢土，如何與成佛相提並論呢？《維摩經》並沒有解決這種內在矛盾，

而是企圖超越矛盾，〈入不二法門品〉是這種超越矛盾的具體說明。出席法會的

三十一位大士各自說了不二法門的道理，以言顯道；文殊師利說「如我意者，於

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12，是遣言顯道。

但是，維摩更高妙，經中寫道「時維摩詰默然無言」13，這是無言顯道14。只有深

刻理解人生的種種矛盾，不排除矛盾，而超越之，才是真解脫。維摩超越淨土與

穢土相對待的境界，是不可思議的佛境界。小乘以為要厭離穢土才能成佛，因為

心有高下，又不依佛智慧，才會起淨土與穢土的分別心；大乘教人超越分別對待，

依「不二法門」直了見性，以淨化的心靈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當下便能轉穢土

為淨土。因此，認為淨土是唯心所現，隨著心念的轉變便能轉化為淨土。《維摩

經》積極的入世傾向，提供了人們認識宇宙人生的新立場、新觀點、新思維。人

們若能以般若畢竟空來掌握了佛教出世入世不二的精神，以淨化心靈來完成建設

人間淨土的理想，「穢土成佛」便能同步實現唯心淨土與人間淨土。 

 

2. 「菩薩住世」與「穢土成佛」的因果關係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世間雖然煩惱叢生，但是沒有煩惱世間，也無佛

道可成。所以菩薩身在穢土，發願住世度眾，與「穢土成佛」是相依相成的因果

關係。菩薩住世與佛教傳統出家修行似有矛盾，《維摩經》重新詮釋出家的意涵，

並且提出無盡燈法門，目的是為了解決在家菩薩的困惑。若無菩薩住世，何來穢

土成佛？因此，菩薩住世是論述「穢土成佛」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大正藏第十四冊，〈入不二法門品〉第九，頁 551c。 
13 大正藏第十四冊，〈入不二法門品〉第九，頁 551c。 
14

 關於不二法門的評論是參考竺摩法師，《維摩經講話》，1994，台北：佛光出版社，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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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菩薩「出家」 

《維摩經》的穢土成佛觀間接地向傳統出家修行的優越性提出挑戰。既然穢

土可以成佛，人們便可以選擇在家修行，而不一定要出家離群索居。而且，在家

修行不一定比出家修行差。般若畢竟空的思想令「穢土成佛」超越了淨土與穢土

的矛盾；同樣，它也可以讓修行超越形跡上出家與在家的對立。《維摩經》重新

定義「出家」修行，提出強而有力的教理依據，又塑造維摩作為在家居士的典範，

不論是在理論上或是在實踐上都是極具創意的，同時也顯示出大乘佛教在這一方

面的強烈企圖心。 

 第一，《維摩經》重新為出家下定義。在〈弟子品〉中，維摩鼓勵諸長者子

出家，「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言：然。汝

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15《維摩經》打破傳統的

窠臼，主張真正的出家不在形跡，而在發心。不分在家或出家，人人皆可以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心就已具足修道的條件，等同出家。 

第二，維摩與羅睺羅論說出家功德之利，維摩言：「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

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16《維摩經》不只在形跡上超越在家與出

家的對待，更不以出家功德來分別出家在家修行的高下。出家原本就是要擺脫一

切對世俗功利的執著，再者，小乘人所標榜的證果涅槃對大乘人而言是微不足道

的。大乘「不說出家功德之利」，一方面是超越對證果涅槃的執著，一方面也暗

示對在家修行的肯定。 

第三，在修行內容方面，〈佛道品〉列舉數項：「經書禁咒術，工巧諸伎藝，

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世間眾道法，悉於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

17佛教認為五明(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內明)皆是度眾的方法，不排除

世間的種種工巧技藝。因此，《維摩經》既肯定在家修行的價值，也肯定在家菩

                                                
15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41c。 
16 大正藏第十四冊，〈弟子品〉第三，頁 541c。 
17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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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隨順世間各行各業而饒益眾生，為眾生解除困惑，都是屬於「出家」修行。 

換句話說，《維摩經》在畢竟空的前提下，不論是形跡上、功德上或是修行

內容上，皆超越出家在家的對立面，代之以更開闊的胸襟來提出修行的真正意

義。如果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那就「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

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18反而不如「凡夫聞佛法，

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19《維摩經》為了肯定居士的地位，嚴厲批判僧侶主

義，特意突顯出家與在家的矛盾，甚至，把居士的地位提高到僧侶之上。如此高

調提升在家修行的地位，主要是為了落實「穢土成佛」的思想。 

 

2.2 菩薩住世 

 淨土往生是方便說法，讓娑婆穢土的煩惱眾生心生嚮往，心靈有一個寄托與

目標。但是後來卻演變為悲觀厭世、隔斷情緣，以出家為逃避現實，只求自我解

脫的小乘修行。〈觀眾生緣品〉提出「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世度脫一切

眾生。」20明確指出大乘佛教的立場，菩薩不以自我解脫為目標，而是發心住世

度眾，以出世的精神利益眾生。在〈菩薩行品〉進一步指出「如菩薩者，不盡有

為，不住無為。」21是說菩薩雖能夠斷除一切煩惱，但卻留惑潤生，不盡有為；

雖然可以證得涅槃，但卻不住於無為，而在生死海中自利利他。菩薩不僅超越出

家在家的形跡對立，又可以在淨土穢土之間自由去來；更何況在菩薩眼中，淨土

與穢土都不離自己的心，所以，大乘菩薩為留惑潤生而選擇「穢土成佛」。 

 菩薩住世留惑潤生與大乘佛教的佛土觀關係密切。大乘佛教發展出十方三世

佛的觀念，每一尊佛各有自己的佛國淨土。由此，更發展出淨土思想。這種清淨

佛土論把虛無飄渺的涅槃論具體化、形象化，將往生「淨土」當作是修道的目標。

然而維摩居士本是妙喜如來，本有自己的佛國土，但卻住在這個現實世界。為什

                                                
18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49b。 
19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49b。 
20 大正藏第十四冊，〈觀眾生緣品〉第七，頁 547c。 
21

 大正藏第十四冊，〈菩薩行品〉第十一，頁 5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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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他寧可捨清淨的妙喜淨土而住在此方的五濁穢土呢？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留

惑潤生。在〈菩薩品〉維摩講無盡燈法門： 

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

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各令發阿耨三藐三菩提

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

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

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22 

 

 維摩主張唯心淨土，依人心的轉變，當下就可以將穢土轉化為淨土，轉化的

關鍵在於去除意識的分別。這種心轉化的功夫，不必離開現實世間，因此，維摩

強調「眾生是道場」23、「三界是道場」24，反復宣說必須「住世」的道理。無盡

燈法門中，已證菩提的天女(菩薩)，回到魔宮(五濁的煩惱世間)去教化其他天子、

天女(一切未悟道的眾生)。魔宮就是菩薩修行的道場，未聞佛法的天子、天女，

也是菩薩修行的道場。菩薩住世就是以自身的智慧之燈去點燃千百燈，從而普度

眾生。大乘佛教通過維摩這個虛構的人物，指出現實世界就是實行教化的場所，

並肯定煩惱世間可以成就佛國淨土，因而證明了「菩薩住世」與「穢土成佛」是

相依相成的的因果關係。 

 

2.3  菩薩修行 

 《維摩經》般若畢竟空的主張，強調心的超越兩邊，菩薩超越了對出家在家、

出世入世、淨土穢土的分別，所以住世留惑潤生，而不論是心的超越兩邊，還是

菩薩的住世度眾，都要從心開始，淨化心靈、改變觀念。觀念一旦轉變，所見到

的環境也會不一樣。這種論述是建基於對大乘佛法的信心，與對自己能夠改變命

                                                
22 大正藏第十四冊，〈菩薩品〉第四，頁 543b。 
23 大正藏第十四冊，〈菩薩品〉第四，頁 542c。 
24

 大正藏第十四冊，〈菩薩品〉第四，頁 5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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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自信。大乘佛教鼓勵修行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藉菩提願力來開創自

己的命運。由於政治、社會、文化等種種因素的關係，中國佛教後來發展出他力

救濟的淨土信仰。但是早期大乘佛教強調自力救濟，自淨其意；大乘菩薩發心種

下菩提善種，在此土求煩惱解脫。人們只要在自心之中修行，就可以開展每一個

人心中本來具有的真性，這顆心就是成佛的種子，雖處煩惱之土，但是它同時也

是成佛的道場。在《維摩經》中，這種通過心靈淨化、自淨其意而在穢土成佛的

主張是顯而易見的。 

 「穢土成佛」的關鍵在於心，「穢土成佛」由它，「淨土成佛」也由它。我們

從修行的道場、修行的種子與修行的能力來探討如何從心開始，來展開及完成心

靈的淨化。 

 第一，修行的道場，原指修行辦道的地方、成道的場所，是「事」的道場；

《維摩經》將它引申為人人本具的真性，是修行人在自心上辦道，在自心中成就

佛道的地方，是「理的道場」。在〈菩薩品〉中，維摩與光嚴童子論「道場」：「直

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

心是道場，無錯謬故。」25修行人在心上下功夫，由直心而發行、而深心、而菩

提心，層層遞進。這是穢土成佛的根本功夫，從心做起。 

 第二， 修行的心就像是種子，要用心灌溉照顧才能增長善根、成就佛果。「種」

有引生、持攝、根本、因緣義。在〈佛道品〉維摩問文殊師利什麼是「如來種」，

文殊師利回答：「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瞋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

種，六入為種，七識住為種，八邪法為種，九煩惱處為種，十不善道為種。以要

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26這種在煩惱裡修鍊佛道的主張，還有

進一步極具形象化的譬喻與描述：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也。 

                                                
25 大正藏第十四冊，〈菩薩品〉第四，頁 542c。 
26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4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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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 

煩惱泥中，乃以眾生起佛法耳。 

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長。 

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 

起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 

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 

譬如不下巨海，終不能得無價寶珠， 

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27 

 

煩惱眾生即是佛種；凡夫心就是成佛的正因。修行人在煩惱中灌溉佛種，顯

示佛道不離世間的道理。佛種是種在煩惱泥裡面，要在糞壤之地才能滋長。《維

摩經》否定小乘人對於煩惱世間的厭離觀，而是以積極投入煩惱人間的菩薩住世

精神來成就佛道。 

 第三，修行的能力來自於修行者本身。大乘佛教對現世人生態度積極，強調

沒有煩惱就沒有尋求解脫的動力，修行人要在種種煩惱的束縛之中，突圍而出，

才真正具有破除煩惱枷鎖的力量，而這股力量來自於修行人本身，而不是依賴外

來的救濟。也就是說，修行的道場在心裡，成佛的種子也在心裡面，自然破除煩

惱枷鎖的力量也來自心裡。發菩提心是個人的修持，從個人發心利他而掌握了改

變現狀的主動權，不需過份依賴他力。所以，發心強調自力，象徵平凡眾生對佛

法的堅強信心，也是對自己修行佛道之路充滿自信的展現。 

 以上關於《維摩經》「穢土成佛」與「菩薩住世」的因果關係，說明了心是

「穢土成佛」的起始點與落實點，菩薩住世則是落實了心在現世人間的修行。 

 

3. 「穢土成佛」與「方便法門」的人間運用 

 做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佛陀能夠針對不同根機的眾生契理契機說法；做為

                                                
27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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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醫王，佛陀懂得為不同的煩惱眾生提供對治的心藥方。佛陀運用善巧方便

度眾生；同樣，《維摩經》也強調方便法門以落實「穢土成佛」的人間實踐。我

們比較小乘與大乘的修行觀，不難發現大乘其實是在小乘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

發揮，把小乘的修行觀推展到了極致，破除對人我、淨穢、佛魔等，種種二元對

立的執著，從而進一步超越了小乘以自我為中心、厭離人間的修行格局，將修行

的場域重新拉回到現實人間，再現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回到現實人間修行大乘

菩薩道，必須具備方便善巧智慧，才能從容面對世上形形色色的人，解決各種人

間煩惱，而維摩居士則是這種善巧方便的具體表現。 

 

3.1 方便法門 

 《維摩經》對方便法門的重視可以從下面的引文得到證明：在〈佛國品〉維

摩說：「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28「方

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29菩薩「示行諂偽而善方便，

隨諸經義」30維摩回答普現色身菩薩的偈語說：「諸有眾生類，形聲及威儀，無畏

力菩薩，一時能盡現。覺知眾魔事，而示隨其行，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

31小乘求自利，從否定現實世間來提高自己的修行；大乘行菩薩道利他，以般若

空的智慧，方便度眾生，回歸到現實世間修行。大乘六度回小向大，引導人們昇

華到佛的境界；而通過方便法門，又將佛的境界落實於眾生的現實生活裡。菩薩

身處煩惱的人、事、物，但是仍能發菩提心方便度化，不為眾生所惱，既是利他，

也是自利，因為菩薩真正落實了自他兩利，也因而超越了自與他的對待、淨和穢

兩極的分別。 

 在《維摩經》裡，通過維摩居士不拘泥戒律、不死守教條、思想開放、倡導

自由、積極入世的人格，展現出方便的不可思議功德威力。維摩方便示疾是一種

                                                
28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國品〉第一，頁 537a。 
29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國品〉第一，頁 538b。 
30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49a。 
31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道品〉第八，頁 5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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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宜示現，他彈訶聲聞執著人我、勸喻菩薩回小向大，顯示菩薩依方便而入世度

眾無礙的本質，同時也不離佛陀說法示教利喜的根本精神。維摩的病因是「從癡

有愛，則我病生，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32因

為眾生有煩惱，所以維摩示疾；如果眾生都沒煩惱了，維摩也就病癒了。所以，

維摩示疾是一種弘法度眾的權巧方便，他代表著大乘佛教居士階層勇於突破傳統

束縛，率先展開一股自由、開放、先進的思想潮流。這一股新思潮提出「穢土成

佛」的主張是很有魄力的，既充滿著對佛法、對自力修行充滿信心，又能以包容、

開放的態度，彈性而不教條，契理契機度化群生。這種方便權巧的態度有助於「穢

土成佛」的人間實現，也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菩薩住世方便度眾，如果善為運用，

讓穢土轉化為淨土，社會也因而得到良好的發展。 

 

3.2 人間實踐 

 在二００八年，中國四川發生八級地震，政府與民間立刻加入災區救援工

作；各種民間非政府機構(NGO)與非牟利機構(NPO)也紛紛伸出援手，合力搶救

災區民眾；全國同心協力紛紛慷慨解囊，捐助災區難民度過難關。我們試從四川

震災來看「穢土成佛」的思想如何通過心靈淨化、建構和諧社會與培養理想世界

公民，來落實人間淨土的建設。 

 

3.2.1 在「救援醫療」中建設人間淨土 

 互聯網時代，資訊迅速傳播流通世界各地。在中國四川發生八級地震，消息

立刻通過互聯網而展現在世人眼前。國際社會，不分國家、民族、宗教、地域等，

紛紛對震區受災人民提供救援、醫療、物資、災區重建與人道救助等協助。截至

二００八年五月二十日為止，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 

…共有 166 個國家和 30 餘個國際組織向中方表示慰問，國際社會援助源源

不斷。專程前來中國外交部弔唁的各國駐華使節和國際組織駐華代表絡繹不

                                                
32

 大正藏第十四冊，〈佛國品〉第一，頁 5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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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有百多個國家駐華使館和國際機構駐華代表處降半旗誌哀。各國各界人

士還前往中國駐外機構弔唁。政府和人民對國際社會對四川地震災害的同

情、慰問和支援表示衷心感謝。33 

各地不斷湧進的愛心支援與實質的捐款與醫療資助，舉「無國界醫師」34為例，

它無國家、民族、宗教等區別，遇有天災、疾疫、戰爭發生時，站在第一線上搶

救生命。而有宗教背景的團體如宣明會、樂施會、佛光會、慈濟功德會也立刻做

出了回應，舉凡捐款、醫療、安撫人心等無一缺席。生命受到災變重創時，人們

就會發揮同體共生、共存共榮的精神，這也同時印證了佛教所講的緣起生命觀。

《維摩經》從般若空的角度看人生，以開闊包容的胸襟悲憫眾生，這種菩薩捨己

為人的精神在此次震災中可以找到印證，證明了人們能夠在超越彼此的對待中淨

化心靈，在廢墟瓦礫堆中落實「穢土成佛」。 

 

3.2.2 在「媒體開放」中建設人間淨土 

 來自海內外的援助，很大部份歸因於中國政府對媒體的開放態度。美國的獨

立觀察組織「自由之家」表示，中國官方媒體報導這次震災消息「已較以往更為

廣泛，獨立的新聞管道也獲准至敏感地點採訪。」35中國大陸破天荒地開放讓媒

體採訪報導，把災區的實況透過互聯網科技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資訊公開，重

視災區人民生命的做法，受到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各界人士之讚揚。36由於資訊

開放，所以各種救濟物資得以迅速而準確地送到需要的地區與災民手中。所以，

                                                
33 明報 2008.5.20 報導。 
34 在這次震災中，搶救人命在初期救援工作佔第一位。無國界醫生這樣的組織就格外受到囑目。

它是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致力為戰亂、疫病、自然及人為災難的受害者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也為一些醫療設施不足的地區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並協助它們重建醫療系統以達至自給自足。目

前，無國界醫生正在全球超過七十個國家進行人道醫療救援工作。參考維基百科「無國界醫生」

條。 
35 法新社北京 2008.5.17 報導。 
36 參考法新社倫敦 2008.5.22 報導。在被問及中國處理震災所展現的透明，是否讓他對北京未來

處理西藏問題的可能方式抱持希望時，達賴回答：「它顯示中國正在改變，變得更加開放。我認

為中國領導階層正逐漸或謹慎的向更加開放、更加透明轉變。」他說：「這是件好事，我對中國

和媒體處理震災的方式抱持希望，我認為相當透明。這是個令人驚奇、令人鼓舞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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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四川大地震，是考驗中國開放的時刻，起碼國內媒體災後兩三天內都對劫

難信息全然開放。災難從來就不是對國家的詛咒，而是新機會的嚴酷挑戰。多難

興邦，震災將帶來更大的進步。」37中國曾經是一個「信息的廢墟」38，但是由於

政府在此次災變中，方便讓媒體能有更大的自由度採訪報導，中央電視台二十四

小時滾動式的報導，與災區現場連線和互動，人們因獲得最快的資訊而得以消除

種種疑慮，整個社會對公權力建立了信心，也加強了對國家的凝聚力。由此可知，

中國政府這次開放媒體是一種把握原則的方便法門，讓災區迅速得到應有的關注

與救援，使得全球各地的人們能夠及時發揮救援的力量。《維摩經》所傳遞的不

拘泥戒律、不死守教條、思想開放、倡導自由、積極入世的精神，在這次災變中

得到彰顯，中國政府的媒體開放政策發揮了不可思議的功能，不僅及時搶救了不

少的災民，同時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掌聲。 

 

3.2.3 在「以民為本」中建設人間淨土 

 四川地震發生後不久，總理溫家寶已經抵達地震災區四川省都江堰市開始指

揮抗震救災工作。當時，四川地震重災區道路中斷，通訊中斷，電力中斷。溫家

寶當場要求部隊指戰員克服一切困難，就是步行也要儘快進入受災最嚴重的地

區，「早一秒進入受災地區，就能早搶救生命。」39溫家寶在飛往災區的專機上說，

「這次抗震救災工作特別緊迫，責任特別重大，任務特別艱巨，各級黨和政府要

把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做好被困群眾和受傷群眾的救治工

作，安排好受災群眾生活。」40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作出指示，「要求儘快搶救傷

員，保證災區人民生命安全。」41地震災區處處皆是瓦礫穢土，投入災區救援工

作的人，上至總書記、總理，下至解放軍、各地湧入的醫療人員、義工，以及境

                                                
37《亞洲週刊‧筆鋒》〈震災是對中國進步的考驗〉，第二十二卷，第二十期，2008.5.25，香港：

亞洲週刊，頁 5。 
38 邱立本，《亞洲週刊‧封面筆記》〈廢墟的信息，拒絕信息的廢墟〉，第二十二卷，第二十期，

2008.5.25，香港：亞洲週刊，頁 4。 
39 明報 2008.5.12.10:00PM 即時新聞報導。 
40 明報 2008.5.12.10:00PM 即時新聞報導。 
41

 明報 2008.5.13.05:05AM 即時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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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各地提供救援物資、捐款者，皆是菩薩，都是「穢土成佛」的實踐者。整個

災區就是修行的道場，而每一位救災者與受災者都是在灌溉他們心中的如來佛

種，在災變之中重整生命、重建家園，在相互扶持中建設人間淨土。這也應驗了

星雲所說的，我們正處在一個從神權、君權、民權、走向生權的現代社會。42生

權理應受到保護，這是現代人的共識。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災難發生的當天就抵達

現場坐鎮指揮，解放軍立刻投入救援工作。面對困難重重的救災工作，溫家寶多

次在指揮提調人員時說道：「我不管你們怎樣，我只要十萬群眾脫險，這是命令。」

43「我就是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44救災工作得以有效率

地展開，真正落實「以民為本」45的國家政策。救災者如果沒有發菩提心，單是

靠上級的命令，也無法貫徹救援工作。以人民為本，還是得要從心開始，以「直

心」做道場，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救災即是朝向「穢土成佛」之路邁進，亦是

在人間建設淨土。 

 

3.2.4 在「淨化心靈」中建設人間淨土 

 人們不只注意對災民身體的救護，也關心到災民的心理療傷。 由中國青年

出版社組織兒童青少年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發動全體編輯人員連夜編寫《地震災

後心理救助手冊》，在四川當地印刷５０萬冊後，直接免費發送災區需要幫助的

人手中。46大家出錢出力，也發心做義工。據報導，這次「大地震已奪去逾 6.9

萬人性命，災難之下見證人間有情，無數熱心者自願到災區為災民服務。有義工

表示，約有七至八成義工已陸續離開，但仍有不少有心人留下協助災民重建家

園，並特別關懷喪親的學童。」47然而，災區災民以及前往災區救難的義工都出

現了心理不安的現象。現代的心理醫生能做的有限，宗教團體在這方面有很多發

                                                
42 參考星雲大師編著，《佛教》叢書之十〈人間佛教〉，台灣：佛光出版社，頁 380。 
43

 《亞洲週刊‧筆鋒》〈震災是對中國進步的考驗〉，第二十二卷，第二十期，2008.5.25，香港：

亞洲週刊，頁 5。 
44 《亞洲週刊‧筆鋒》〈震災是對中國進步的考驗〉，第二十二卷，第二十期，2008.5.25，香港：

亞洲週刊，頁 5。 
45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0-20 00:35:58。 
46 明報 2008.5.24 報導。 
47

 明報 2008.6.3報導。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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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的空間，所以宗教團體在救難工作中應做長期的計劃。星雲在災變發生後，立

即提出「四合一」救援方式：搜救、醫療、物資、人道關懷。48前三項是應急，

最後一項是長期性的，也是最能發揮宗教團體特色的救援工作。災區傳出的許多

感人的故事，小到個人的親情友誼、大到國家民族的感情，都表現了人們對生命

的不離不棄。每一個努力活出生命意義的人，不論是「救災受災都是菩薩」49在

災難後，讓人們能夠警覺、反思、改變觀念與行為，明白「活著，真好！」50外

在的災變容易感知，內在的舉心動念不易覺察，人們應善護念自心，防止「心中

的災」51向外蔓延。災變讓人們在瞬間經歷生離死別的痛苦，世間的醫生只能讓

人暫免身體上的痛苦，唯有宗教才能讓人在精神上得到解脫。 

 

3.2.5 在「大愛無疆」中建設人間淨土 

 就佛教的觀點而言，人類是緣起和合而生的。星雲認為世界其實本是一家，

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所以他建議從地區、國家，擴而大之到世界一家，成為「世

界公民」52。目前有的機構組織已經在朝著這個方向走，例如： 

…學校與學校、醫院與醫院合併，銀行與銀行、航空公司與航空空司聯營等。

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上有 WTO（世界貿易組織），政治上有聯合國，

有聯邦、邦聯等體制，運動方面也有奧運聯盟，乃至有紅十字會的世界救援

組織等。53 

 

在共同的希望與願景下，星雲呼籲大家一起成為「世界公民」！54在「世界公民」

                                                
48 參考《人間福報》，2008.5.15，http://www.fgs.org.tw/080512Szechwanquake/index.htm。 
49 聖嚴法師，《溫暖人間》，第 229 期，2008.5.29 出版，香港：佛教溫暖人間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頁 26-27。 
50 淨因法師，《溫暖人間》，第 229 期，2008.5.29 出版，香港：佛教溫暖人間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頁 14-17。 
51 滿蓮法師，《溫暖人間》，第 229 期，2008.5.29 出版，香港：佛教溫暖人間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頁 18-19。 
52 http://www.fgs.org.tw/master/mastera/library/center/center/2001-10/901008.htm 下載日期：

2008.6.19。 
53 同上。 
54

 同上。 

http://www.fgs.org.tw/master/mastera/library/center/center/2001-10/901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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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下，便能「大愛無疆」55，大家不分身份背景，紛紛為災區投入人道的關

懷。災變讓人們明白生命的可貴，人人伸出援手，為的是盡一己之力，救人一命。

而人們也開使注意志願團體的存在，這些志願團體在災變時候發揮了組織的力

量，集合了一群義工立刻投入救援工作。同樣，建設人間淨土不僅要個人發心、

自淨其意，也需要大眾集體創作。心靈淨化，才能真正擁抱地球，以世界公民之

胸懷，共建人間淨土。藉由四川震災，人們了解到：人間淨土要通過密切聯繫來

互通聲氣，資訊媒體的開放是重要的關鍵；人間淨土要通過組織來互相成就，例

如，志願團體的參與；人間淨土要通過心靈淨化來和諧社會，進而培養理想的世

界公民。 

 

總結 

 《維摩經》的「穢土成佛」思想，主張通過自淨其意來建設當下的人間淨土。

它以般若畢竟空來超越世間的相對與矛盾，從而解脫世間的煩惱。修行人應發

心，以直心做道場，學習維摩菩薩留惑潤生，雖住穢土一樣可以成佛。維摩居士

的形象也為人們指出一條由心靈淨化、和諧社會而邁向世界公民之路。心靈淨化

不僅回歸了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對於正在掘起的中國更具有實踐的價值。中國

境內外的人們對四川大地震所付出的關懷與援助，肯定了《維摩經》「穢土成佛」

思想中心靈淨化的現實意義；災區發生時的救援工作與災後的重建計劃，更凸顯

出心靈淨化在建設人間淨土的特殊角色。受創的人心可以淨化，災區的家園可以

重建；只要心無高下，人間淨土可以在廢墟瓦礫中建立之，這正是《維摩經》「穢

土成佛」的主張。 

 

                                                
55
例如："畫筆訴真情"廣東美術界賑災畫作義賣活動。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view.home.news.cn/news/8233754.html新華網 2008.5.23

報導。又，《大愛無疆：我們和汶川在一起》一書從各個角度全面地反映四川大地震的災難場景，

謳歌了浴血災區的英雄事跡。該書的作者包括著名作家、詩人、大學教授、工程師、記者、演藝

界人士、農民工兄弟、醫務工作者、出租車司機、在校大學生和解放軍戰士等。參考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flac.org.cn/wenxue/2008-06/03/content_13447544.htm 

中國文聯網 2008.6.3 報導。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view.home.news.cn/news/8233754.html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flac.org.cn/wenxue/2008-06/03/content_13447544.htm


 20 

 

參考書目：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上、中、下卷，大正藏第十四冊，第四

七五經。 

 

星雲大師著，《人間佛教叢書人間佛教系列 9─禪學與淨土‧禪淨篇》，2005，台

北：香海文化。 

 

竺摩法師著，《維摩經講話》，1994，高雄：佛光出版社。 

 

陳揚烱著，《中國淨土宗通史》，200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重印)。 

 

賴永海釋譯，《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45─維摩詰經》，1997，高雄：佛

光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