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药师讲要  
  

七  药师十二大愿 

 

1.愿生佛平等 

 

    药师经云：「第一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

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形，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异」。 

 

    这一愿是愿生佛平等，佛愿自己证阿耨菩提，亦令一切众证阿耨菩提。亦叫正报庄严愿，说明佛的

金身，光明照耀，具足三十二相，八十形好。 

    佛有三身，此佛身金光，多指法身。梵语 卢遮那，义为光明遍照。在密宗叫做大日如来，慧光遍

照，犹如太阳，但瞎子不见其光。我们众生无始劫来，迷昧真性，犹如无明生盲，不见法身真光，不知

法性原理，其意亦是如此。 

    佛有三十二种大人胜相，修养所成，为常人所无。如顶髻肉光相、足底平满相，两耳垂肩相、垂手

过膝相、广长舌相等。又有八十种形好，如佛手软似兜罗绵，毛发光泽、发似螺旋、目似青莲、面如满

月等形好，特别美妙。现在世间选美，所选出的美男子，是臭皮囊，那能有如佛那样美丽庄严，是百千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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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难比佛之一分了。 佛愿自己身相庄严，又愿众生的身相和他无异，这有几种道理：一约生佛 平等之理

来说，若有众生，生於东方琉璃世界，他的身相圆满庄严，自然与佛 一样。二约众生理性平等来说，众

生虽具佛性，理与佛等，而事功未修，性德 未显，则理平等，事未平等，还待修证，才能与佛无异。三

约众生修成平等说 ，药师佛既有法门与愿力，众生依之修学，福智庄严，自力的勤，与佛力的感 应，自

然有得到与佛身相、圆满平等的一天。四约人类肤色平等来说，西方净 土众生，身土同是金色，而东方

药师琉璃净土，众生肤色，同如琉璃，跟我们 人类的肤色完全不同。我们人类因有白种、黑种、黄种等

肤色不同，往往生出 歧视，各以为自己的人种肤色来得优秀，每因肤色不同而发生种族隔离或种族 斗



争。诸佛净土，就无此种不平等的事，亦无因肤色不同斗争失和的事件。  

2.愿开晓事业 

 

    药师经云：「第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光明广大，功德巍

巍，身善安住，焰网庄严，过於日月；幽冥众生，悉蒙开晓，随意所趣，作诸事业」。 

 

    上愿指法身理性，生佛平等；此愿是指报身巍巍，身光破暗，故能照见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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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众生。众生常在无明愚痴的「黑漆桶」中生活，不辨真理，难建正业。故此 佛光破暗，开晓事业，使

他们在社会建树事业，得大发展，生活安乐。或在佛 法中做大佛事，建立自利利他、寿人济世的大业。 

这里说乐师佛「身如琉璃」，虽指佛的圆满报身，智德结晶，慧光四射， 但亦象徵众生虽在生死烦恼淤

泥之中，而自性光泽，本未损失。药师佛已断惑 染污，故身如琉璃；而众生烦恼淤泥障染佛性，智宝未

发。涅盘经卷卅九说： 「佛性甚深真法性，寂灭无相同虚空」。如来藏经中曾以九种比喻，说明众生 本

具的佛性，其中有一种就是以「琉璃宝」来喻佛性的高贵。法华经有以穷子 不知衣里明珠，客走他乡，

徒自流浪，漂泊受苦，亦喻众生不知自具佛性，可 以成佛，而轮回流转，浪死虚生也。 药师佛的报身光

明，破显黑暗，开晓事业，约浅的方面说，是指有些住处 黑暗愚痴，贫穷困难之人，业障深重，向来未

见佛光，不闻佛名，今令他们闻 名见光，开晓智慧，树立事业。好比早上太阳东升，人从寤起，渔樵耕

读，各 随自意，开始经营事业。从深一点意义说，众生无始劫来，无明障闭，愚迷不 晓；今因药师法

门，慈悲愿力，说法明理，启发智慧，发展计划，建立大业。 因为愚人无智，问题重重，智者多能，迎

刃而解，诸有所作，无事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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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愿资生无尽  

 药师经云：「第三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 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

众生有所乏少」。 这一愿，约事说是世间财货，约法说是七圣财。佛以智慧的圣财，引用方 便的技巧，

使令人民获得日常生活受用的资生之物。这资生之物，包括生活需 要的衣、食、住、行，乃至疾病医药

等等生活的需要品，使之丰衣足食，无所 缺乏。 在第一愿，是愿人人平等，智力开展，发挥伟力，丰富



生产，民生安乐 ；此愿则注重民生疾苦，救济贫穷。所谓「仓廪实而後知廉耻，衣食足而後知 礼义」。

法华经中说：「先以欲钩牵，後令入佛智」。这在菩萨四摄法中属於 「利行摄」，先以利动，後以理胜

而摄受之。所以这一愿亦名「智慧资生愿」 ，重在有智慧才有资生；而在理言，智慧就是人生无限的宝

藏，取之无尽，用 之不竭的。 

4.愿安立大乘  

 药师经云：「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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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菩提道中；若行声闻独觉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 在这愿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一切凡夫外道，知

见不正，盲修瞎练，不走正 路，佛以愿力，扶持入於佛法的正觉之道。例如邪外阐提之辈，迷信神权 ，

依他摆布，苦行禁食，投崖赴火，自戕生命，希求生天，那有此理。依佛法 正道看来，他们的生活，等

於摧毁自己，等於自杀，只有受苦，那有快乐？盖 人生要离苦得乐，须修善事，方得善果。不循因果，

毁谤正法，欲冀生天，等 於作梦。佛以怜愍之心，慈悲救拔，使入正道，免得沉沦。二是有些修学佛法 

的小乘行者??声闻、缘觉、智慧浅薄、见理不深、愿行不大，得小为足；药 师佛导以大乘妙法，上求下

化，广发大心，度脱无量，使之安身立命於大乘法 中，回小向大，同登正觉。所以这愿「安立大道」，

亦叫「导归大乘」。 佛法固然伟大，世间善法，亦以人伦道德为正；若人妄想分别，固执成见 ，便成邪

法。如怀五种不正见者，皆为邪法，而如人饮狂泉发狂，不修边幅， 自不知狂，反以好人正襟为狂。一

切外道亦然，自行邪法，不知是狂妄，反以 行正法者为狂妄。瑜伽戒本有云：「若诸有情安住自见取

中，起如是见，立如 是论，唯此事实，余皆虚妄」。如此之人，独断独行，颠倒狂邪，便是走入牛 角尖

中，自掘坟墓了。 昔有一人，终日思金，神经失常。一日看见市中金店，直入取金，被人捉 住，问他为

何不顾法令廉耻，当众盗人金子？那人回答说：我入店取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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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有金，不见有人。这意思正喻我见深重之人，只见我理是对的，其他一切 好的道理虽然很多，他等

於多未见到，多 愚蠢而可怜呀！ 在此愿中指出，人类为名利钻营，天人犹迷於凡法，外道阐提，知见

不正 ，二乘独善其身，皆非究竟之道；唯有药师如来阿耨正道，才是归宿之处。故 有智之人，应回小向

大，舍邪归正，方为人生的康庄大道。 



5.愿戒行清净 

 

    药师经云：「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

不缺戒，具三聚戒；设有毁犯，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 

 

    这一愿有两个意思：依药师法门持戒的人，可以戒德庄严，圆满不缺，破戒的人，能够闻念药师佛

号，仍得清净，不会堕落三恶道中。这正是给破戒的一个大好的福音，有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梵行，是指清净的戒行，有两个意义：一是泛指修习世法一切善事净行；二是专指佛教所制的戒

行。如现在所说的「具三聚戒」，即属於佛教行者清净的梵行。三聚净戒：一、摄律仪戒，如七众弟子

的三皈、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是在消极方面做自己修养的工夫。二、摄善法戒，如修布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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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精进等六度四摄，在积极方面做利他的工作。三、饶益有情戒，是大乘 菩萨修的善行，自未度而

先度人，专以利人为前提，若只自利修行而不利他济 众，亦属犯法。这是小乘戒与大乘戒不同的地方：

小乘戒只要自不作恶，保持 律仪，就是持戒；而大乘发菩提心为利众生，不犯比丘律仪，固然不算破

戒， 若应度众生的善事，懒散不做，亦算破戒。所以大乘律有开遮持犯，应开许则 开许，应遮禁则遮

禁，应止持则止持，应作持则作持。若恶的事应止不止，善 的事应作不作，皆名为犯。不过小乘律犯了

重戒。今世不能再得戒体；大乘律 於此又有不同，虽犯重戒，可以忏悔，再得戒体，还复清净。但忏悔

要有三个 要件：一对大众公开坦白，自陈犯过，礼拜忏悔；二是对戒师陈白所犯过失， 向其忏悔，得其

印可，罪可消灭；三是对佛菩萨，自修礼念，至诚恳祷，求哀 忏悔，得到感应，见光见花，见香见佛，

证明犯罪消灭，复得清净。 以上诸愿，重於自证功德，利乐众生；以下诸愿，重於救济社会缺陷，众 生

苦难。又上五愿重於与乐；以下各愿都重於拔苦。 

6.愿诸根完美  

 药师经云：「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其身下劣，诸根不 具，丑陋顽愚，盲聋 哑，变 

背偻，白癞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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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得端正黠慧，诸根完具，无诸疾苦」。 这一愿，是药师佛愿求众生六根完具，相貌庄严。六根是眼、

耳、鼻、舌 、身、意。如果一个人眼睛单眼，耳朵重听，鼻子歪曲，舌头短缩，身相不正 ，意念错乱，

那 想学成材，建立大业，绝非易易。所以药师发此愿力，正为 人生的不幸，以作补救。 盲聋是眼耳不

灵， 哑是喉咙不响，挛 是手脚有疾，背偻是驼子，白癞 是大麻疯，癞狂为神经病。这些病染上身

来，都是人生的不幸，但是药师佛已 有愿力不虚，依之修学，必能转丑陋为端正，化愚痴为黠慧了。 在

佛世的时候，印度舍卫国有一妇女，一日其夫在田中工作，忽被牛角触 死，她悲伤万分。挑两个小儿子

渡?，又被水冲走。归来农家不慎失火，自 己住屋亦被焚去。三种灾祸，一时临门，弄得她神经刺激过度

而发癫，裸露身 体，通街乱跑乱叫，不省人事。後来跑到只园，见到佛相，慈容庄严，威德感 人，忽然

清醒，自见一丝不挂，难以为情，蹲於地下，低头不起。佛怜其情， 命阿难给衣赐穿。并为她开示佛

理，使她了知人生无常，万物皆空，得失忘怀 ，便无苦恼，即得精神恢复，诸病尽失，後修佛法，竟得

证果。这即是以法化 人，解除患者之苦恼。药师此愿，以名召德，示导法义，指点众生，潜移默化 ，亦

具这种功能。 普通的人，皆知吾人生理患病为缺陷，其实是一个人心理上有病态，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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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有缺陷的！比如一个人有眼耳而不能分别善恶是非，不爱看正经书籍，不 要听正法善行，则虽有眼

耳，与瞎聋何别？虽有手有足正常，而懒散成性，游 手好闲，不务正业，不做好事，不走正路，与挛 

何异？不顾正义，没有廉耻 ，亦无气节，没有挺起脊梁来做人，与驼子何异？言行狂妄，思想不正，散

播 毒菌，与白癞癫狂何异？可见一个人心理上有病，比生理身体上有病，更为严 重，因身体上的病只害

自己，心理上的病，散播毒菌，可以害死很多很多广大的 群众！ 从前印度有一法师，开示在座大众，多

饮酒为得癫狂病的报应。当时国王 在座听了就问：今日这 多的人听经，会饮酒的人很多，何以患癫狂

病的人不 多？法师并不答话，只用手向听众一边指了几下。当时听众以为法师无话可答 ，大赞国王问的

有理。谁知国王却别有会心，觉得法师不用话答用指答得真妙 ！因其所指的那班听众多是饮酒的外道，

看起来没有癫狂，实多是癫狂，他们 终年裸体、吃草、卧荆、不睡、冬入寒冰、夏曝太阳，这种举动不

是癫狂是甚  呢？ 这个六根不具、癫狂多病的愿，是反显药师净土的众生，是六根完美，身 心正常，是

乐师佛因地发心修行实现了的善果，暗示我们应进修药师法门，不 但将来，现生亦可修进智德，庄严身

相。相传中国清代玉琳国师前世为僧，诸 相不具，丑陋顽愚。结缘施主的小姐，见而嗤笑讥剌，因有感

触。後阅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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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有药师此愿，惭敬受持，能得六根完美，转世为玉琳。身相殊胜，皆解聪利 。有清一代名师不少，而

特为後钦佩者，厥惟玉琳国师。皆由奉持此愿之效力 所致。  

7.愿身心康乐 

 

    药师经云：「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众病逼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

家，贫穷多苦，我之名号一经其耳，众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资具，悉皆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

提」。 

 

    这一愿包括病苦的人得到医药，无亲无家的人得到亲家，贫穷的人得到衣食丰足，多病的人得到身

心安乐。到最後是成就无上佛果。 

    这里的众病，是指瘟疫、风湿、寒热等症。佛经说人身多病，由於业障招感。所谓「一大不调，百

病丛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丛生」。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坚性、水湿性、火暖性、风动性。

如依我们的身体来讲：牙齿肋骨等痛是地大不调，伤风风湿等痛是水大不调，头痛发烧是火大不调，气

喘气结是风大不调。佛说人的身体，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所组成，以地水火风四大为元素。所以

一大不调，即生百病，因五蕴中每蕴都有四大元素，五四如廿。每个蕴都有廿病，五蕴的四大不调一共

就有百病。一大不调有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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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四大不调，岂非共有四百病吗？再加上根本的四大四病，就成为四百四病 了。 人生在世，贫富智愚，

皆有前因後果，并非无因的偶然性而来，亦非甚  神灵操纵，创造你的命运。须知人生一切利钝得失，

生命好坏，皆由自己过去 所积的善恶业因而来的。所以一个人善因薄弱，福德未积，就要得到贫穷孤零 

的苦报。药师发此愿力，就为救济这些贫穷孤苦之人，只要他们闻到佛名，自 己虔诚向善，佛力慈悲助

成，病苦得除，身心健乐，并非神奇。这种灵感，重 在信念，如许多人诚念观音圣号，不治的癌症，忽

然脱体，这有很多事实，一 点也无虚假。十年前我在香港，有个姓梁的皈依信徒，她的大姐是教书的，

是一 个基督教徒，生了乳癌，在玛丽医院割治，再发未愈，转入养和医院经年，医 生说是时间问题，没

有希望。而此梁姓信徒因为和她有骨肉感情，不因信教不 同，坚持自己的信仰，每晚替她拜大悲忏，祈

求治病。一晚她的大姐梦见一个 全身白衣的女士来看她，不久病愈出院。她的姐姐一致认为是奇迹，医

生不治 之症，菩萨可以治愈。可惜的是她们姐妹多人，皈依信仰的对象不相同，而她 因在教会学校教书

的关系，依旧做她的基督徒，过著教会学校教书的生活，未 能深明佛法，知恩报恩，这是她自己的业障

未清，缘机未到，菩萨当然也不会 怪她的。 在四五年前，槟城还有一件事实，证明菩萨救病的灵感。槟



城有位社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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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叶国祯（心?校长，谁也知道，所有去台方升读大专学校的学生，都是由 他办理手续保荐的。他有个结

拜兄弟沈高标（心睿），是槟城儿童书局经理， 与他情谊甚笃。一日，沈忽抱病，病势危急，叶感於情

谊，颇为忧心，静静为 之默祷，如得其兄无事，以後决归我佛，为一虔诚信徒。默祷不久，蒙胧之中 ，

忽见白衣大土影现示意，一惊而醒，知是灵感，次日沈病果然不药而愈。後 来两人先後奉佛，皈信崇

敬。这两件事都是当事人亲告於我的事实，使人不能 不信，佛法可以治愈不治之病。但信仰三宝，为佛

弟子第一信条，此种灵感事 迹，佛教来中国二千年来，经书记载确凿，不知有过多少？我们不应到今日

见 到事实，才建立信仰。 上愿与此愿，都是民生生计问题，重视民生疾苦之救济，但民生疾苦来自 社会

之不安宁，人民生活之困顿。如果根据药师法门与愿力，以慈悲仁义提倡 道德文化，修明政治，平衡分

配经济，扩展社会慈济事业，使贫病者有救护， 失业者有依靠，无衣食而得衣食，无工作者而有工作，

则人民生活有赖，社会 秩序安宁，窃盗不起，飞仔从良。甚 颠覆不良份子都可以绝迹，现在的人间 ，

就不难变为净土了。  

8.愿转女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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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经云：「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 ，极生厌离，愿舍女身；闻我

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证得 无上菩提」。 此愿是说如有女人厌离女身，闻药师佛

名，即刻转女成男，变成男性，那 就近於科学家所改造的两性之人了。 有的经中说：「女身五漏」，或

「女人百态」，都指女身可厌。这里却说 「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百恶，言其缺点之多。一、女子

在生理有许多缺 陷之苦：如月经来潮，肚痛头痛；怀孕负累，如抱包袱；体质柔劣；易受诱骗 ；心肠软

弱；善於流泪。所以说女人是水做的，不比男性刚强制人。二、女子 在心理上亦有缺陷之苦：如娥媚善

嫉，不容於人；爱好装饰，变成花瓶，供人 赏玩，自丢身价。三、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受歧视。自

古至今，女子不论 在家庭或社会，都未能与男子取得同等的地位；尤其是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 心，以

女性为附属品，不能自由立足，苦痛更多。今日文明进步，高唱男女平 权，或同工同酬，但不如男子情

形，仍有许多不平等的待遇，还是有痛苦，所 以不免生起厌离女身的心理。 但在今日世界不同，时潮有

异，有些女性，自持姿色，十分打扮，花枝招 展，爱慕虚荣，不但不厌女身，反而觉得骄傲满意。有些



做女明星的女子，一 片杀青，身价十倍，不知多少影迷，拜倒高跟鞋底，反使男子，转羡女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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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形容杨贵妃的显达：「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了。 从前有个笑话，亦

寓多少真理。有一位家翁，两个媳妇。大媳生头胎是女 的，向家翁报喜添孙，家翁不喜女孙，就答以

「亦好」。以後大媳又连生三胎 ，都是女的，家翁每次知道消息，终是从不高兴中答个「亦好」，大媳

见家翁 如此，心中甚不满意。後来次媳生一男子，报告家翁，家翁大喜，连说「妙哉 」！大媳见家翁把

自己生女叫「亦好」！把次媳生男叫「妙哉」，心里实在 有点难受。一天与家翁游山，见到四个男人抬

轿，轿中坐著一个女人，大媳灵 机一转，就大叫家翁家翁，你看四个「妙哉」，抬一个「亦好」啦！意

思是男 子「妙哉」有甚 了不起，不过做轿夫抬你瞧不起的女子「亦好」吧了。家翁 微笑，亦觉得自己

重男轻女的态度过於偏差。 十年前，美国有个百万富翁，很羡慕女性，想请医生动手术，使自己变成 女

性。这大约是中了女明星的迷，看见女明星红得发紫，得意洋洋，所以使他 也想用科学技术，改造自己

为女性，但明星虽好，仍不免痛苦重重，如过去一 代艺人阮玲玉自杀。林黛安眠，李婷吊颈，莫愁仰药

等等。如果她们没有痛苦 ，那会既是已成名的名女人。都会连串的自杀呢？那些名在其下，或籍籍无名 

的妇女，花街柳巷迎宾送客，过著暗无天日的生活，痛苦自然更多了。所以在 这一药师愿中，顾到女子

因身受痛苦，厌女求男，可使其遂愿所求，得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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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条件一须自己坚心修持，称念佛号。二须诚求佛力庇佑，将来才可达到目 的。本来大乘佛法，男女

平等，人人皆可成佛；此愿不过就世法世人有此种需 要，所以对机说法以作方便吧了 

9.愿回邪归正  

 药师经云：「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出魔 网，解脱一 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稠

林，皆为引摄置於正见，渐令修习诸菩萨行，速 证无上正等菩提」。 这一愿叫做回邪归正，要把堕入魔

道的救出，归到正道。所以说「令诸有 情出魔 网」。捕鱼的名网，捉兽的名 。迷信邪魔怪道的不正

学说，正如鱼 鸟走兽自投罗网，困缚自己，丧失生命。现在的世界乱离，人心不古，大唱思 想自由，异

说竞兴，各持成见，各自宣传他的神怪的一套，无知愚民，趋之若 骛都是自投罗网，而不自知。还有一

些人，由於先入为主的关系，入主出奴，对於 其他正确的学说，虽然说了很多，他们反而不善入耳。因



此旁门邪道，多是长 袖善舞，大饱私囊，而宣传正法的正人君子，反而冷冷落落，几乎被人放入冰 箱。

粤语有说：「忠忠直直，终需乞食」。虽然，人贫不能失志，正人虽然难 以或不愿与邪人及恶势力争

长，但正理自在人心，光明的果实，终归於正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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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见所得的，旁门恶见的人，还是如入迷惘的稠林，难以寻到正路，不免跌坑 落险的。 正见，是八正道

中的第一种道。听了佛法的人，了知人生世间种种的苦果 ，皆由於自己过去作恶造业的烦恼集因而来；

欲灭除这种烦恼集因，须要修习 佛法的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勤、正命、正定、正念的八圣道

谛，证到 涅盘，才能转识成智，离苦得乐。有了这种正见，对於人生世间的恶因与苦果 ，出世成圣的善

因与乐果的真理，便可了然胸坎，不为其他外道魔王的恶见邪 见所转移了。药师如来发此大愿，就要把

一班错入恶见稠林的邪外，方便引摄 ，安置於佛法的正见。因佛见与魔见，好比光明与黑暗，难以两

立。且魔力甚 大，能转人心；但若行者道力坚固，魔虽顽强，亦无可奈何，结果还要向正法 低头，舍邪

归正，重作新人的。 可是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魔外众生虽非正道，但学佛者对佛法没有相 当开悟与

修证以前，谁也难免再沦落於魔外的陷阱咧！从前佛在印度一个大法 会讲经，有好多「裸形外道」亦来

听经。僧众见之，多有取笑讥刺他们的。佛 知道了，当众提醒僧众们说：你们不要笑他。不一定你们将

来亦难免为邪魔外 道哩！须知今生你们或不退道心，转世遇到逆缘恶见稠林，谁敢担保自己不跑 入群魔

队里呢？佛陀这种启示，值得我们学佛的人提高警觉，随地不受环境所 转，随时不为恶见狂言所惑，你

才是一个真正佛子，出世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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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愿刑缚解脱  

 药师经云：「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录，绳缚 鞭挞，系闭牢狱，或当刑戮，

及余无量灾难凌辱，悲愁煎逼，身心受苦；若闻 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 此第

十愿，说明药师佛因地已发大悲心，要救拔犯法众生脱离忧苦。犯法 即犯王法。从古至今，每个国家，

皆制有法律，原为制裁恶人，而保障善良人 民的权益，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这愿文中说有许多众生犯

了王法，受到种种 刑缚凌迟的痛苦。如中国古代的王法，立有五刑，即是笞刑、徒刑、流刑、绞 刑、斩

刑。笞刑，是缚录鞭挞之类。徒刑，徒者奴也，对犯罪者以奴隶身份凌 辱之；而量其罪的轻重，分有期

徒刑与无期徒刑。前者罪轻，是有年月期限之 数，罪免得出囹圄，後者罪重，可能终身系闭，无有限



期。所谓「系闭牢狱」 ，即属於徒刑。流刑，是歹徒犯罪不容於国，流放远方荒凉边地，受难磨折， 终

身不返。绞刑与斩刑，都是死刑。绞是以绳绞死。左传说：「绞缢以戮」。 所以「刑戮」，即犯重罪

者，处以死刑，或绞其首，或斩其身。国家刑法之 制，亦好像佛制戒律。原始佛教，初期本无戒律，後

来恶比丘犯一条，佛制一 条，犯多了就制了很多，从五戒八成，而制到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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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戒。国家最初，圣王以仁政治国，原来不需法律，後来不肖之徒作奸犯科， 扰乱社会秩序，国家就需

要制定法律，以对付恶人，保护善良。这是人类社会 演变中，一定有需要法治的规律。 比如说，我们所

住的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华巫印英各族共处，和谐相爱， 本来甚好，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还羡慕或赞

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新兴的极 有希望的国家，可做世界上其他那些国家各族相处而不能和谐的标榜。

可是最 近（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因大选以後，有些误会，不肖之徒，乘机作乱， 骚扰社会，无端放

火烧了许多大好洋楼，使诸良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又射 杀许多无辜的良民，使他们入枉死城，无处

投诉。人类的私狭，我见不忘，时 时闹出种族隔离的纠纷，甚至种族斗争，杀人越货，占城夺地，弄得

枪林弹雨 ，血肉横飞，残肢断胫，目不忍睹，真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奇耻大辱！人类经过 种种战争的惨

痛，如有觉醒、觉悟，应来共同提倡佛法无我的教义，实行无我 的精神才是社会安宁、世界和平的基本

办法。现在药师如来慈悲，早已愍念到 未来人类的这种苦恼，所以发愿庇护，加以济拔，我们如果能照

经法修持，终 究可达到人类和衷共济，和平相处的境地。 但讲到这里，或有人要疑问：犯法的人，有的

是真有罪的，亦有的是冤枉 的。冤枉的人，称念佛号，得脱苦缚是很对；但那真正犯罪的坏蛋，一称圣

号 ，亦可佑他得脱，佛虽慈悲，岂非有点近於奖励他犯罪？这要知道一称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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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解脱，须要具足几个条件：一要自知犯罪有误，惭愧改过，痛革前非，不 造新殃，等於普通犯法的

人「自首改过」，在法律亦可减轻罪业，在佛力则可 使「重业轻受」，减少痛苦；二要对佛有诚敬心，

改往修来，感佑所致，减除 刑事的忧苦，不是说自己没有改悔修善之心，一听到佛名，就可甚 都解脱

了 。三要知道佛有愿力要拔济众生的苦恼，亦有能力能助患者或犯者解除苦恼， 所以只要受难者感悔祈

援，佛有福德威神之力加被，解除困离，是可使其省察 ，回心向善，这与「奖励犯罪」的意义是完全不

同的。  

11.愿得妙饮食 



 

    药师经云：「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闻

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後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 

 

    这一愿，又是著重现实社会，关切民生饮食生活的问题。中国孔子的书里说：「民以食为天」。又

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生有两种大欲望，一是饮食，二是男女。两者比较起来，饮食之

欲比男女之欲更为要紧，没有饮食，生命都有了问题，在饥饿线上痛苦的挣扎，那里还有心机顾到男女

之欲呢？但是饮食太好了，或太多了，亦会生出毛病的，所谓「饱暖思淫欲，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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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起盗心」。为了淫欲，可以闹出许多不道德的案子；但为了饮食不足，饥渴 所困，心中烦恼之极，烦

闷透顶，结果是挺而走险，造诸恶业，虽然是情有可 原，但既做恶业，结果还是要堕落，应受罪报的痛

苦。 饮食问题，实在是人生的大问题。中国人叫做解决饭碗问题，为了饭碗问 题，往往不择手段，乱拉

关系，搞出许多乱子，饭碗虽然有了，结果或因裙带 风起，饭碗飘扬，腾云驾雾，打得粉碎。这在西洋

人，叫做解决面包问题，为 了面包问题不能解决，生活逼不得已，弄得今日世界大乱，所有种族磨折，

阶 级斗争，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皆因争夺面包问题而起。故欲社会安定，须先 解决民生问题，人民衣

食丰足，盗匪窃贼，即无由起。所谓「衣食足而後知礼 义，仓廪实而後识廉耻」。因此药师佛发此大

愿，见以食味，後以法味对治： 即先以饮食救济那些饥渴的众生，使其不因缺乏衣食，造诸恶业而安定

生活； 然後施以法味，使之专心称念圣号，灭罪增福，又和他们说法。滋润法味，使 之从闻思修，行戒

定慧，以禅悦法喜为食，就可建立起佛法清净安乐的生 活。 讲到禅悦法食，佛陀曾说：「一切有情，皆

依食住」。即说我们三界众生 ，都由食来维持生命。这食有四种：一、段食，段为形段，指我们欲界众

生依 物质饮食来维持生命。如色、香、味、触等皆为段食，是有形段可见的。二、 触食，如眼触色为

食，耳触声为食，鼻触香为食，舌触味为食，身触细滑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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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触法处为食。由六根发出六识触六尘者，皆为触食，都可维持生命。三、 意思食，即以意识中希望

的思想为食，如有些怀希望的人，虽经百折千挫。不 得食物，而希望心不死，亦得延长生命。而色界天

的众生，不用食物，只靠眼 前所希望的天堂微妙的形色，方可维持生命；至於无色界以上以及四圣众

生， 常在禅定法悦中生活，根本是不需要食人间烟火的。四、识食，与前意思食又 有不同。意思食，是

属第六意识与第七意识的范围；此识食的识，是指我们的 第八阿赖耶识，为人生生命之根本，若无此



识，人生生命即告断绝；若不研究 此识，更不知人生生命的来源与究竟。因此根本识能维持我们的生

命，没有此 识，便没有生命，所以也等食物一样，故叫作识食。 现在药师佛要众生先得世间上味饮食，

安定他的生活；次以法味的开展， 使他精神有所慰藉与寄托。这法味，就包括了四识的意义，令受佛法

摄化的众 生，不但贪著世味，更进一步要安住佛法的醍醐法味，才领会到药师佛发此大 愿的深义！  

12.愿得妙衣具 

 药师经云：「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蚊虻 寒热，昼夜逼恼；若闻我名，

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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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宝庄严具，华 涂香，鼓乐众伎，随心所 ，皆令满足！」 这一愿，有两个意义：一、对贫穷无衣

服的人，使之得到衣服；二、有些 人喜欢装饰堂皇美丽，点缀景致，增加生活兴趣。佛随众生之意，亦

方便引导 ，所谓「先以欲钩牵，後令入佛智」，便是这种善意。 衣服有两种作用：一、衣可遮避寒凉、

暑热、蚊虫等侵袭，不能安睡，以 做卫生的工具；二、衣以遮蔽身体的丑陋，如果不穿衣裳，那还像个

甚 ？像 个原始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现在科学进步，西方人早以文明自居，但弄得今日 许多男女坦胸露

背，光著大腿，甚至脱衣不穿，你看这到底是文明？抑是回返 原始不穿衣服的野蛮时代？因此一个有礼

貌的人，必须衣冠端正，不失斯文。 所以药师此愿，一方面是救济贫无衣服的人施以衣服，一方面亦为

衣服庄严身体 ，合於人类道德的礼貌。尤其是现在那些用青白眼，大小眼视人的势利鬼，「 先敬罗衣後

敬人」，故药师佛要愿众生「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宝庄严具 」，是很有用意的。人心是不足的，

有些有了钱的人，又想用种种首饰、钻石 、白金、古董、花瓶、华 等等来点缀房屋，装饰身体，所谓

「富润屋，德润 身」，亦是人之常情。药师此愿，正是为应付现实社会这一类的众生所需要而 发的。 在

这里，我们还要知道。药师十二大愿，都为利益现世的人民，如依其法 修习，都可以如愿所求得到成就

的；不过你要保持长久，还是要靠自己平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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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修善行，有�?。若是求得富贵等即乐而忘形，忘了行善，虽然求得， 不久亦会失去的。这是有无

福报的问题，福至心灵，万事如意，福衰运去，甚  灾祸都随之而来了。 佛经中说，昔有一人向财神求

财，诚心不断地求了十二年，财神也给他的 诚心感动了。问他到底祈求甚 ？他说拜财神，自然是为了



求财。财神就赐一 个宝瓶给他，有了宝瓶，他就可以随心所欲，要甚 有甚 了。他把宝瓶摆在 厅中，

要钱瓶中就出钱，要宝瓶中就出宝。於是他起高楼、买田地，极尽一时 富贵之乐，令人羡慕不已，大家

拍他的马屁，认为与他结交做朋友是光荣的。 他既有钱，又有人恭维，天天请酒跳舞，引以为荣，把持

戒修善的事情都忘到 九霄云外去了。一天正在花天酒地，大跳其摇摆舞，一个不小心，脚尖踢碎宝 瓶，

一切华屋宝物，顿时消失净尽，结果还是穷光棍一条。这个故事寓有佛理 ，亦寓人生意义，修习药师法

门，或修习一切佛法的行门，都要注意这个寓意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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