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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維摩詰經》是大乘佛教的經典，透過維摩詰所宣說的道理，教導吾人

如何獲致解脫的境界，更進一步自利利他，邁向成佛之道。本文首先探

究空觀的意涵，其次整理菩薩行的脈絡，以此兩方面來進行空觀與菩薩

行之探討，分析出彼此間有何關涉？有何意義價值存在？ 本文主要以鳩

摩羅什所譯的《維摩詰所說經》為研究範圍，他的弟子僧肇之《注維摩

詰經》為輔。所探究的重點分為三大部份：一、《維摩詰經》的空觀意

涵；探討無我思想、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可思議解脫的境界。二、

《維摩詰經》的菩薩行；闡述菩薩行的意涵、維摩詰的菩薩行、《維摩

詰經》菩薩行的特色。三、空觀與菩薩行之關涉；論述此二者之間的交



涉關係。空觀是般若妙義，菩薩行是以無量方便饒益眾生，對一切法無

執著且趨向正覺，更有偉大的「利他」之心，也願幫助眾生趨向佛菩提

道；值得注意的是空觀與菩薩行是相輔相成、一體不二的表現。 歷代以

來《維摩詰經》備受重視的原因，不僅在於它的文學、藝術價值，更有

不可或缺的意義價值是，它集眾經要義，其宗旨不僅是在解決人生的疑

惑，破除虛妄的偏執，更是出世間法的聖經，是一本成佛之道的修行手

冊。此經可以讓吾人落實於生活應用，從研究轉向修行之路，豐富人

生，滋潤心靈，達到身、心、靈的自在解脫。  

摘要

(英) 

Through the Mahayana Buddhist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Vimalakīrti 

teaches us how to get liberation. Moreover, he also teaches us how to enlighten 

both oneself and others; i.e., his wisdom helps all living beings achieve the 

Buddhahood. There are thre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First, I will explain the 

meaning of ‘śūnyat ’(emptiness). Second, I will figure out the outline of 

‘Bodhisattva-cary ’ (the path of being a Bodhisattva, the practice of being a 

Bodhisattva). Third, I will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śūnyat  and 

Bodhisattva-cary .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relationship will b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The scope of my research includes two texts. The major 

one is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translated by Kum rajīva. The other is the 

Annotation of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edited by Sengzhao who is a student 

of Kum rajīva.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I 

will discuss the implication of ‘śūnyat ’, ‘an tmakam’, 

‘apratiṣṭhita’, and ‘the incredible realm of liberation’. Secondly, I will 

explain the practice of Bodhisattva-cary  in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It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the Bodhisattva-cary ’, ‘Vimalakīrti’s 

bodhisattva’s performa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dhisattva-cary  in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śūnyat  

and Bodhisattva-cary  will be stated in the last part. Śūnyat  is the essence of 

prajñ . Bodhisattva’s practice focuses on using different miscellaneous talent 

and methods to benefit all living beings. Also, bodhisattvas achieve their 

enlightenment based on non-attachment and great altruism. They will help all 

living beings to attain the enlightenment too. It’s remarkably that śūnyat  

and Bodhisattva’s practice is complementary performance. In all the past 

dynasties, the reason that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has been paid high attention 

are its values in literature, art, and mostly its dispensable teachings. The sūtra 

represents a generalized refined ideas of many sutras. It helps people to solve 

their puzzles and to eliminate the wrong attachment in life. This sūtra is worthy 

of the name of ‘Buddhist Bible’ which is very helpful for people to get 

liberation. It is a practice manual of Buddhahood. Also, it can apply its teachings 

in life.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applied into daily practice. Consequently, we will 

have rich and colorful life. Also, our spirit will be uplifted a lot. We can get the 

eventual relief in body, mind and spiri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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