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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

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

依正行願中，上文已總標藥師如來的國土（依報）及

其名號（正報），現在要分別陳述藥師如來的行願。此科文

長，又分三節，先總說。

佛呼「曼殊室利」說：「彼」東方淨琉璃世界的「世

尊，藥師琉璃光如來」，他所以證得圓滿佛果，成就清淨莊

嚴的世界，即因過去生中，「本行菩薩道時」，以大悲心，

「發十二大願」，攝導眾生。藥師佛因地所發的大願，不同

凡夫的為了滿足自我的欲求，也不像小乘的只顧自了生死，

獨善其身；自是慈悲心懷的流露，為了滿足眾生的願欲。

所以這裡說，藥師如來的本行大願，是為了「令諸有情」的

「所」有希「求，皆」能獲「得」。如希求離生死苦，成菩

提樂；或求往生淨土；或有病患而要求全愈；或因其他種種

人生缺陷而要求彌補。如此各式各樣的欲求，藥師如來從他

的大功德，慈悲善巧中，能隨眾生心所欲者，皆得滿足。

因地發十二大願，是願力；令一切有情所求皆得，則

是成佛以後，本願功德的完滿實現。佛在因地發了大願，

並非一切留到成佛以後，而是照願心去實踐，去求充實，這

樣，惑業漸漸蠲除，功德一天天增長，到了成佛，才究竟圓

滿。藥師佛成大菩提時，十二廣大悲願，都能一一如期實

現，就因他在菩薩因地中，對自己所發的誓願，能隨分隨

力，躬行實踐，一步步地做去，一點點地聚積，所以他一登

大覺地，一切大願也就宣告完成了。藥師是如此，彌陀等也

莫不如此。我們依願去求，確能如願感應，這必有其感應的

力量存在。偈說：『福慧資糧力，諸佛加持力，及與法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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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願求之所以能獲成就，實有這三種力量。一、自力，即自身方面，

要集有福報及智慧的資糧，特別是信願真切。如醫生給你治眼疾，要眼有

復明的機能；如眼睛真的壞了，再高明的醫生，也無能為力。二、佛的加

被力，佛菩薩的悲願，永遠顧念著眾生，光照著眾生， 要眾生的希求，

是合理而有可能的，便都可以交感。三、法界力，一切法的本性──法界

本無差別，無限礙的平等法界中，生佛平等，凡聖一致。所以眾生有成佛

可能性，諸佛菩薩有隨感而應的可能。這樣，我們若能一面依自己的福慧

力，一面仗佛願力的加被，那麼，我們要求消災免難，離苦得樂，必定可

以成辦。

生佛平等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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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隨形好，莊嚴其身；令

一切有情，如我無異。

此下即將十二大願，逐一分別敘說。

釋尊對曼殊菩薩說：藥師如來在因地所發的十二大願中，「第一大

願」，是生佛平等願。他立「願」說：「我來世」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的「時」候，「自身」能放射大「光明」，「熾然照耀無量無數無

邊世界」。三藐三菩提，此譯正等覺。正覺通於小乘，等覺通於菩薩，故

在三藐三菩提之上，又加一阿耨多羅，阿耨多羅譯為無上。無上正等覺，

即佛的圓滿覺；佛的正覺，是最極遍照最極究竟的。平常說：『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成佛好像是很容易的。其實必須福慧資糧具足，自利利

他的無邊功德，都達到最高峰，最圓滿的境地，才能成正等覺。修行者，

是或多或少，成就佛德的一部分而已。藥師說他將來成佛時，要身放光

明。光明如火燄一樣，叫熾然；從佛身而遍照一切世界，這是諸佛同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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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相。如佛像後有一光圈，即是（化身）佛陀的圓光相。毘盧遮那佛，就

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大日如來，也即以太陽的光照為喻；大乘經中，常說

到佛的光明，照耀無量世界。我們雖生活在這去佛時遙的末世，未見佛陀

的真身，但我們仍然沐浴於佛的慈光中， 是不自覺罷了。如太陽雖懸空

朗照，可是瞎子卻見不到。佛光也如此，無時不照，無處不照，眾生因無

明煩惱的障蔽，常在光中而不見光。修學佛法的，果能精勤進修，淨除煩

惱的塵垢，見佛光明，或是見佛現身，那是必然之事。

藥師如來證大菩提時，又「以三十二丈夫相」及「八十」種「隨形

好，莊嚴其身」。身似琉璃光輝映徹，已顯得藥師如來的身相，是如何地

明淨！再加上這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等，更見德相的圓滿莊嚴。三十二

相是為印度公認的大人相，特別為男子的勝相。這裡不能一一說明，略舉

數種來說，如佛足底的平滿相，千輻輪相，佛身的紫金色相，垂手過膝

相，頂髻相等，共有三十二種之多（詳見法數）。這些相，依印度當時的

相法，為最高貴最莊嚴的福德相。輪王或如來，才完滿的具足。八十種隨

形好，是隨身體的某部形態，所有某種美的特徵，如佛手柔軟，毛髮光

澤，面容豐滿等。釋尊當時即因德相莊嚴，每次出遊教化，還不曾說法，

便有很多人要求歸依。佛法本不著相，但為了導引眾生，令眾生歡喜生

信，所以藥師如來因地中，要發願具足這種福德莊嚴相。藥師佛的本願，

不但希望自己身相光明，眾好具足，同時還希望，「令」所有「一切有

情」，皆「如」自己一樣，平等平等，「無」有差「異」。這可約兩方面

說：一、約淨琉璃世界的生佛平等說：生於東方淨土，身相圓滿，與佛

無異。但不能說一切有情，因為現實的眾生界，並不曾真的如此平等。

二、約一切眾生佛性說：一切眾生性，本都是光明遍照，具三十二大丈夫

相，八十隨形好的。《如來藏經》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光明顯赫；

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本來具足。 因眾生為無明所覆，不曾開顯，所

以隱而不現。這要到成佛，方能如實證知。故《華嚴經》說：『奇哉！奇

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未能證得』。在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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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照見一切眾生，確是平等不二的。約這意義說，佛證得無上正等覺

時，大地眾生無不是佛，眾生與佛平等平等。但從眾生邊看，眾生苦惱，

愚癡闇昧，於一切諸法實相，從來不知不見，痛苦流轉，何能與佛平等？

因此，有人說我們是凡夫，不要妄自尊大；儘管生佛平等，而我們還是眾

生。有人說：我們要深信自己是佛，如禪宗要人直下承當自心是佛；密宗

要人起佛慢，說即身成佛。這些話，可說都有一分道理。我們是凡夫，所

以要修行辦道；因為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可修行成佛。

開曉事業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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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與第一大願的意義有關而用意不同。上願重於佛的法性身，顯示

生佛平等。此願重在從法性而起應化身，開曉眾生。

藥師如來因地所發的「第二大願」，是說：「願我來世」，究竟證

「得」大「菩提時」（菩提，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略稱），「身」相

猶「如琉璃」寶，「內外」都極「明」亮瑩「徹」，「淨」潔得沒有絲

毫的「瑕」疵和垢「穢」。所有的「光明廣大」，豁破無邊黑暗；如此

「功德」莊嚴身，「巍巍」不動如須彌山一樣，所以說：清淨佛「身」，

「善」於「安住」。佛身的光明熾盛，光光相照，形成一種「莊嚴」的

「焰網」。光明遍照，「過於日月」─日月 是世間的光明，自然不及

佛身的光明。

《如來藏經》曾以九喻說明眾生的本有佛性，也有琉璃寶喻。眾生的

佛性，如清淨無瑕的琉璃寶，雖藏在污染中，但它的光澤明淨，依然不損

分毫。懂得此理，眾生的佛性身，也如琉璃，儘管流轉生死淤泥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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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原有的光潔。藥師如來，徹底揭去無明暗影，刷除煩惱污泥，本身佛

性身畢竟顯發，故說身如琉璃。

藥師如來的身光，照及「幽冥」的苦惱「眾生」，使其癡暗心眼，

「悉蒙開曉」，而能「隨」著各人心「意」的「所」有「趣」求，「作諸

事業」去。這段文義，約淺顯說；佛放光時，住在黑暗世界，一向不見光

明、不聞佛名的眾生，受到佛的光明照了，就得著開曉，而隨自己的意

趣，做他所樂意做的種種事業。這如太陽東升，一切人都從寤而起，作工

的作工，讀書的讀書，種田的種田，做生意的做生意，大家各事其所事。

然約深密說：眾生無始以來，在愚昧昏迷之中，什麼都不曉得，由於佛的

慈悲願力，啟發眾生的智慧，便一樣一樣都明白起來，會做起來。古代厚

生利群的發明家，可說都是佛菩薩的化身；佛菩薩在無知的眾生前，每

每現身開導，發明房屋、耕種、紡織、文字……；種種器具，種種正當學

說，使眾生知道實行。世界文化的進步，各種工巧技術，都發生於佛菩薩

的慈悲與智慧之中。所以經說：若無佛菩薩出世，世間一切善法，一切資

生具，就都沒有了。故佛菩薩化世，不但開導眾生以身心修養，也開導眾

生以一切知識和技能。約這個意義說，我們是無時無處，不在藥師佛的智

光遍照中，慈光護持中。

無盡資生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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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為了維持生命，必須有足夠的資生物─衣、

食、住、行，乃至醫藥。這一切物質生活的受用，不僅要有，而且要多，

要豐足，少了就會引生世間的諸般罪惡。譬如盜竊、劫殺、鬪爭……等罪

惡的滋長，多因資生物的缺乏。所以藥師如來的悲願，不但要使眾生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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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生的知識和作事的能力，而且要「以無量無邊」的「智慧方便」，生產

多量的「受用物」資，「令」一切「有情」，凡有「所」需要的，「皆」

能「得」受用「無盡」，而給大家過著富足、豐裕、安樂的生活，絕不

「令眾生」，對於物質的供應上，「有所乏少」，發生你有我無的現象。

《瑜伽師地論》說：菩薩學法，當於五明處求。五明，除了佛法─

內明，還有工巧明、醫方明、聲明、因明。修學大乘菩薩行，凡有利眾生

的學問技能，都要學，智慧一天天求增長，到了成佛，一切功德妙法，始

能圓滿具備，取之無竭，用之不盡。所以大乘佛法，並不反對科學物資的

增產。現代世界科學昌明，有人埋怨它是罪惡的淵藪，其實病在人類不善

於運用他，這才引生嚴重的弊害。人類若增進德性的修養，愛人愛群，善

於控制，善於運用，那麼科學對人生，如機器發達，增加生產數字，提高

貨物品質，都是有莫大利益的！所以菩薩對於此種種有助民生的學識和技

巧，不獨不厭棄，而且還應該學，應該會；然後才能解除眾生從物質貧乏

而來的苦痛與罪惡。藥師如來的第三大願，特別著重這方面。

安立大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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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第三大願，側重於事業與物質的受用，可說是物質文明；第四

大願，即特別側重於正知正見，也可說是精神文明。

藥師如來在因地中發願說：「若」有不信善惡因果，否認三寶功

德，抹煞真理，作殺盜淫妄種種罪惡，向於地獄、餓鬼、畜生道的「諸有

情」，如此失去正途而誤「行邪道者」，我成佛時，「悉」皆「令」他們

捨離邪道、擺脫惡趣，而永遠「安住」於「菩提道中」。菩提道即是正覺

道，如知善惡、因果，知有凡聖，知三寶功德，知四諦、十二因緣，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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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定慧，不作殺盜淫妄等罪，這是共三乘法門。使眾生脫離生死險惡的邪

道，踏上三乘的坦途，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佛陀拯救眾生的究竟目標。

所以藥師佛又願：「行聲聞獨覺」的小「乘」行「者」，「皆」要「以

大乘」究竟法門「而安立之」。聽佛音聲的教化而修行悟道的，名為聲

聞。獨覺根性，比聲聞者略高一著，他不待佛的教化，看見現象界無常變

化，就會自己發心修行，開悟證果。過去有一國王，有天到御園中遊玩，

看見一棵花樹，正當鮮花怒放，清香撲鼻，真是可愛極了！可是當他往別

處觀賞片刻而轉來時，祗見空枝殘葉，零亂不堪。原因是被一群宮女所攀

折了。因此，他得到萬化無常的啟示；覺得人生也是如此。一個美滿的

家庭，一個強盛的國家，遭遇一場災難，一場戰爭，也就落得破敗衰頹，

令人不堪回想！從這些現象，覺悟了人生無常的真諦，而證得聖果，叫獨

覺。聲聞與獨覺，都能出生死，從此岸而登彼岸，所以名為乘。但這都是

小乘，佛陀的本懷在大乘，所以藥師如來在因地中，發願要以大乘法去轉

化他們，使他們回小向大，會三歸一，而入究竟的大乘。

《法華經》說：『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這一大事因緣，即

是使一切眾生，盡皆悟入佛之知見。但眾生根性千差萬殊，好樂不一，事

實上不能立即教一切眾生都入佛之知見，所以釋尊一面以此最高目的為原

則，一面隨機教化。見行於邪道的眾生，即教以三乘法門；見聲聞獨覺

停滯在自利的化城，即教以大乘究竟法門，叫他們再向前走，直至般涅

槃──寶所為止。第四大願，包括了回邪向正、回小向大。經說安立與安

住，有令他永遠不退轉的意義。如凡夫確生出離心，向二乘聖道，即不再

退回凡夫；大乘確發自利利他的廣大菩提心，永向佛果而不再退心為小乘

或凡夫。

戒行清淨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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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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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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四願，依藥師如來的自證功德，利樂眾生；此下，因眾生有了缺

陷，苦痛，需要援助救濟。上來是與樂，此下是拔苦。藥師如來對苦難眾

生的悲濟，以及消災免難，將由這第五大願起，逐一顯示出來。

此願說：將來成佛時，假「若有無量無邊」的「有情」，「於我」

藥師佛的正「法中」，「修行梵行」。梵行，一、約一般意義說，指一切

清淨行（梵是清淨的意思）；二、約特殊意義說，專指出家的不淫戒；

三、約中義說，凡佛所制的戒行名為梵行。在藥師佛土的淨法中修行、受

戒：不問所受的是比丘戒，或是沙彌戒，或五戒，或菩薩戒，凡參加過藥

師法會，聽聞藥師聖典，稱念藥師名號的眾生，「一切皆令」獲「得」圓

滿的「不缺戒」。缺就是犯戒或僅持一分；不缺即能圓滿受持。比方受五

戒，全部都持守得嚴格、清淨，便是不缺；若 能持得三四戒，或部分犯

輕垢罪，即是缺戒。仗藥師慈光威德的加被，受戒，或受戒而有所缺犯

的，都能得圓滿受持。而且，都能「具」足大乘菩薩的「三聚戒」。三聚

戒：一、攝律儀戒，即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二、攝善法戒，如修

布施、持戒等六度四攝。三、饒益有情戒，大乘菩薩一切要以利益眾生為

前提，若但為自利而不利他，即是犯戒。能依藥師的淨土法門去修，即能

得到三聚戒的圓滿不缺。佛法中受戒，先是未受令受，已受的令守。受了

戒以後，不一定能清淨嚴持，這是多數人難免的現象，即在佛陀時代，有

的聖者也還有不能圓滿受持的，何況一般煩惱深重的凡夫？因此，佛法中

有懺悔法門。如 知受戒而不持，或有所犯而不知懺悔，即難得清淨。所

以藥師如來本願，更進一步地說：「設有」眾生「毀犯」了禁戒，但由聽

「聞」了「我」佛的「名」字，「還」可「得」到「清淨」。清淨就是

罪障消除；罪業消除，自然就「不墮惡趣」了。惡趣，即地獄、餓鬼、畜

生的三惡道。眾生因聞佛的聖號，而如法懺悔，便得免墮三途，這是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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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的慈悲與方便，也是為了懺悔業障。稱佛名號，戒行能重獲清淨，是

方等大乘的懺悔法。然並非一聽佛號就等於懺悔，必須一心一意的持佛聖

號，對過往錯失，至誠發露懺悔，禮拜，供養，時時攝心於佛號佛德上。

久而久之，罪業自然消除，內心感受佛的光明，恢復了本來的德行清淨。

諸根具足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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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如來的第六大願說：將來成大菩提時，「若」有「諸有情」，

因罪業所感，致使報「身下劣」，眼等「諸根不具」足。下劣即身體矮小

或衰弱，或身分不稱，頭大身小，身長足短，以及種種畸形。諸根不具，

有外表的，如眼耳損壞，或手足殘缺，或缺唇爛鼻等等；有內在的，從外

表看來，身體各部完全無缺，可是事實上，耳鼻等失其功用，已屬殘廢。

還有，「醜陋」是根身的相貌不端嚴。「頑愚」是意根的不懂事理。眼不

見物的瞎子叫「盲」；耳根失靈，聽不到聲音，叫「聾」。「瘖」是喉音

嘶沙，語音不亮。「瘂」是不會說話的瘂巴。「攣」是瘸手。「躄」是跛

子。「背僂」即駝背。「白癩」是大痲瘋。「癲狂」即神經反常。這「種

種病苦」，是世間最難醫治的殘疾，但聽了藥師如來的「名」號，或一心

稱念，或禮拜供養，蒙藥師如來功德威力的加被，「一切皆得」到救治。

令身相醜陋的轉為「端正」；頑愚癡闇的也轉為「黠慧」。「諸根」損缺

的，也都「完具」起來。總之，攣躄等一切的疾病，受藥師如來威德力的

加被，也得徹底治療，再也「無諸疾苦」。我們稱佛為大藥師大醫王，也

就是這個意思。

眾生如有善根，有因緣，能依藥師法門的開導去實行，確能消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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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病患；不但藥師如來是如此，即釋尊在世時，得到救治的病苦眾生，也

不知有多少呢！據佛經所載，舍衛城有一婦人，由於她的丈夫，在田作時

被牛牴死；兩個小孩，又在渡河時失去；房屋又因鄰家失火而燒光了，她

怎受得起這個打擊！結果她發瘋了，連衣服也不穿，赤裸著身體，到處亂

跑。一天，不知怎的竟跑到 洹精舍，她望見佛相莊嚴，光明顯赫，心裡

忽然清醒過來。看看自己一絲不掛，自覺難以為情，便蹲在地下。佛命阿

難，拿件衣服給她披上。然後為她說法，開示人世無常的真理。瘋婦聽了

佛的開示，不但瘋病得以解除，而且證了聖果。

一般人 見生理上的疾患，而不知心理的病態。有些人雖長有眼睛和

耳朵，但不能分辨善惡是非，不愛聽正法善語，這與瞎子聾子有何差別？

或雖手足具全，而懶惰不務正業，不做好事，不走正路，這與攣躄又有

甚不同？或沒有氣節，不顧正義，一味卑躬下賤，不肯挺起脊梁做一堂堂

正正的人，這豈不等於駝子？白癩是容易傳染的痼疾，這如某些危害人類

的不良思想，一經蔓延開去，置無數人於無可救藥的苦境。從前，南印度

有一位法師，在講經席上，為大眾開示飲酒得癲狂報。當時國王也在座，

就起來問難說：飲酒的人佔多數，何以患癲狂病的卻寥寥無幾？法師並不

回答什麼， 用手向聽眾指了幾下。在座聽法的外道們，以為法師無言可

答，大家讚嘆國王的智慧。但國王卻領悟了，認為法師答得最妙。法師所

指的，就是正在得意的外道。他們有的長年裸體；有的不吃飯，而吃野草

樹葉；有的不睡覺；有的冬入寒冰，而夏天在太陽中曝晒。這種思想的邪

僻，行為的怪誕，實都是心理變態的癲狂病者！

藥師如來發此大願，不獨願身體有疾病、有殘缺的眾生，可因聞名號

而得到徹底救治；即心理不健全的各種病患，也可因佛而好轉過來，以獲

致身心端嚴的理想人生。 （待續）

節錄自正聞出版社之《藥師經講記》P.49~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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