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典擇錄：《佛說象腋經》Hasti-kakṣya-sūtra 
 
     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是實希望中無法可得。」爾時文殊師利

童子白佛言：「世尊！所言得者，何法名得？」佛言：「文殊師利！得者，名曰

無生法忍。」文殊師利言：「世尊！菩薩欲得無生法忍，當云何學？云何行？云

何住？云何修集？」 
 
 爾時世尊答於文殊師利童子所問無生法忍義故，即說偈言： 
 
       「若有求佛智，        一切諸智上，        無有法可取，        亦無法可捨。 

       無有法可得，  若生是有者，        無有和合法，  凡夫欲和合。 
        若可知可斷，  說法為眾生，        凡夫生諸行，  不信無生法。 
        捨離於魔法，  菩提道最上，        凡夫著二法，  不知無二法。 
        種種幻無實，  凡夫人見異，        是中無有異，  一切同一相。 
        若有凡夫說： 『無二無二作，        同幻化平等。』    凡夫人或說： 
       『我不時盡欲，  斷瞋及愚癡，        我當善思惟。』    非物生物想， 
        計斷為涅槃，  壞貪欲瞋癡，        說示於空法。  無盡亦無生， 
        是說名涅槃，  精進者進生，        是去我法遠。  布施持戒想， 
        樂於菩提想，  是不入菩提，        是等行想行。  凡夫虛妄覆， 
        不知於空法，  諸法等一相，        當各各異說。  若解知此法， 
        其體性無異，  如五指名手，        得菩提不難。  無遠菩提者， 
        無近菩提者，  別無分別者，        是去菩提遠。  凡夫各異行， 
        各各相是非，  此持戒成就，        此是破戒惡。  諸法猶如夢， 
        諸有為無實，  慧不取牢固，        知之如幻化。  是中戒不實， 
        破戒亦不實，  諸法因緣生，        是中無有我。  於千億劫中， 
        布施與受者，  護持無上戒，        諸佛不記我。  我時離於想， 
        布施想無餘，  離一切顛倒，        爾時我得記。  說施得大富， 
        持淨戒生天，  是中無所得，        是無上菩提。  凡夫依止有， 
        愚癡妄憶想，  我等得於忍，        無為無有生。  是無生法中， 
        不思惟生者，  於千億劫中，        是得忍不難。  假名為說法， 
        法無有作者，  無根本住處，        悉如空閑相。  多億數諸佛， 
        斷貪瞋癡故，  演說無上法，        是法不可盡。  實法無虛妄， 
        速疾歸於盡，  如是不實法，        是實際叵得。  婬欲瞋無邊， 
        愚癡亦無邊，  若不得實者，        亦復不得中。  種子中無芽， 
        何處有果葉？  若其不得葉，        花亦不可得。  無生法如是， 
        眾生當生子，  不生亦不出，        此見於如實。  猶之如石女， 
        是終無有子，  以其無子故，        亦無有子憂。  慧如是分別， 
        一切法無生，  是無有恐怖，        受於生死苦。  憂妄覆凡夫， 
        不知法如幻，  重荷擔虛空，        非智慧者癡。  若知於此法， 
        無實無有邊，  無量阿僧祇，        於此無有癡。  如所言本際， 



        我說是無際，  後際亦復爾，        眾生際叵思，  無際憶想際， 
        空無有邊際，  以知此義故，        其智無有二。  如虛空際相， 
        眾生際叵思，  本際如鏡像，        是智無所知。  是分別行者， 
        其心如是思： 『我何時盡惡？        我何時成佛？』 諸佛無有生， 
        是中無和合，  法無和合者，        凡夫欲和合。  無能空造合， 
        亦無止住處，  虛空無住故，        無礙無有物。  如是說虛空， 
        如是知菩提；  如是知菩提，        知眾生亦爾。  菩提虛空界， 
        眾生界同等，  若知如是等，        得菩提不難。  若人不進慈， 
        不思惟作善，  於法無所來，        得菩提不難。  是菩提難求， 
        斷於一切求，  無有心能得，        覺無上菩提。  思惟布施者， 
        布施得菩提，  終不得菩提，        不得成菩提。  思惟著戒者， 
        憶想精進實，  非佛法妙進，        如是憶想著。  一切法顛倒， 
        我非不顛倒，  未始有動發，        是善無有上。  若有憶想者， 
        此法是無漏，  此法是有漏，        此人心不善。  不思惟法者， 
        是同如虛空，  無縛亦無解，        是慧無有上。  想此是持戒， 
        想此破戒惡，  說二俱破戒，        無上戒無二。  諸法無有異， 
        戒無增減相，  是見於性者，        是護持佛法。  若心無著者， 
        猶如空中鳥，  如是知具足，        是實沙門法。  若無思憶想， 
        不思惟一切，  無心無我命，        得菩提不難。  欲出貪欲者， 
        不為欲所牽，  亦不捨婬欲，        是菩提不難。  不厭往想著， 
        於無怖畏際，  生死無驚怖，        得菩提不難。」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信解此經，無

有疑惑，受持讀誦，令通利己，為他廣說，是人得於二十功德。何等二十？諸天

愛護、諸龍當護、夜叉守護、常無亂心、命終生處自識宿命、命終生處得於五

通、命終生處見彌勒菩薩、念此經法其心不亂，唯除眠時夢中；見佛亦見菩薩；

信解此經者，得於順忍；念此經者，現世斷瞋；持此經者，處毒蛇中得無所畏；

念此經者，得降惡象；念此經者，得遍照三昧；學此經者，得盡一切諸惡業障；

說此經時，得於無量百千法門，是得不失菩提之心，是得無量旋陀羅尼；念此經

者，一切魔事未曾得起；亦得生於現在佛前，得具一切善吉諸願；念此經者，無

足、二足、三足、四足諸毒蟲中，皆得愛護；念此經者，無非人怖，王瞋得護。

文殊師利！此是說法比丘二十功德。以持此經心無疑惑，讀誦通利，為他廣說

故。」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喻諸藥樹除一切病。世尊！此經亦爾，斷

一切病。」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善說此語。此經能斷於一切病。

何以故？文殊師利！本過去世阿僧祇劫，復過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師子遊步

如來、應供、正遍知、現于世，於無量百千大眾之前，演說此經。文殊師利！爾

時眾中有一菩薩，名金剛幢，從是師子遊步如來、應供、正遍知、聞此經法，心



無疑惑，受持於是妙功德經，通利解入得勢力故，在於村落、城邑、王宮、而自

唱言：『我是良醫。』時有無量百千眾生種種病逼，悉來詣是金剛幢菩薩所。是

時金剛幢菩薩慈心善解，以此經法陀羅尼章句，攝取護持諸眾生等。」文殊師

利！何等是陀羅尼章句？ 
 

阿蘭(一)波嗏羅(二)毘尼那(三)修怛他 (四)修復多(五)阿[少/兔]嗏(六)毘畔那

醯(七)呿伽留他(八)摩移宿伽(九)阿[少/兔]那折陀(十)那賴陀(十一)蜜囉修蜜

囉(十二)素囉醯陀(十三)薩婆多羅(十四)瞢伽瞢伽(十五)暍[口*也]猶呵(十六)

摩仇摩伊呵(十七) 
 

"-ra3 pa#jara vi-ni-dh2, s9 tath2 su-v4tta anu-car, vi-bandha hi 
kha7ga ru6ha, maye 0oka an-9na cheda, n2rada m1-la su m1-la, sura 
he7a sarvatra bha{ga bha{ga, heya vy9ha ma gulma iha sv2h2.  
 
「以是陀羅尼章句，守護攝取彼諸眾生，除種種病，若毒蛇螫、若癩病、若風

病。文殊師利！是金剛幢菩薩以此經法，安止眾生除去諸病。文殊師利！汝謂爾

時金剛幢菩薩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何以故？我是爾時金剛幢菩薩也，我解此經

多利眾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菩薩受持此陀羅尼章句，讀誦通利，當行

何宜何法則也？」佛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欲通達此陀羅尼章句，當好淨

行，不食於肉，不油塗足，不往多眾，常於眾生起於慈心，莫為非法不淨之人而

讀此經，亦莫於不淨處讀。」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讀此經時不惜身命。」佛言：

「如是，如是！」 
 爾時佛告阿難：「阿難！汝受持此經，此經當來多利眾生。」阿難白佛言：

「世尊！如佛所說，我已受持。」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汝

於來世為眾尊導。彼時眾生讀說此經，如從我受。」爾時大德阿難、大德舍利

弗、文殊師利童子、及諸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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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如想知所念誦之陀羅尼可獲得的利益或修法，請參考密部大藏經。《大正新

修大藏經》可在網上下載，其網址為：http://www.cbeta.org/ 

萬撓佛教會網址：http://www.dharanipitaka.net  

 
注： 
有關咒語的讀音问题請安裝 Skype 軟件用免费互聯網電話聯繫, 我的 Skype 名為 : 

chua.boo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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