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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与初地释

――刘灿梁开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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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合集文字由视频打字而来，未做任何校对，如有错别字，请以视频为准。

第 01集 孙正德老师主讲

刚刚的就是，其实要跟大家阐明一件事情，就是来这边，都是被导师正式指派的，正式委任的，绝

对不是我私下来。也不是说导师秘密派我来，都不是，一定是正式的指派，来跟大家做一个这种交流，

来关心大家。所以他们两位就是要告诉大家：我绝对不是自己私下来的，绝对不是导师不知道我做了什

么事情，说：“你做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那个不是我的旨意，做的事情，就是你都不听我的话，你自己

做你的。”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导师他的决策两个主要的根据。一个是亲教师会议，一个就是我们

的这个干部会议，这是整个法在运行的过程里面的两大支柱。所以他们是来告诉大家说，我的正当性在

哪里，因为免得就是，当然大部分人都不会，但是有少数的人会说：“那导师知道这个事情吗？你这样子

讲是你自己的意思吗？”但是我要跟他说：“今天你看到的这份讲义，我都呈导师批示过了，核准过了。”

批示说核准我这一次的主题，因从来 以前我从来没有几次我从来没有做这个事说：导师，我今天要讲这

个主题，这样可以吗？几次来我们都是请大家先提出您的问题，我针对大家的问题，我把它组织一个给

大家一个东西。我相信有几位在二月份的时候了解我的方式，可是今天却是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是

主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这个讯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开头，要问大家：“你是想要修学佛

法，还是研究佛法？”因为这是一个有很大的差别点，如果说只是研究佛法，很多地方都不

会注意它，因为研究的东西不是自己真正的走过来的，不是自己的实证,是研究别人的东西：

研究你的历史，研究你的过程，研究你的思想；可是研究完了，不等于是你自己的，研究那

个本身的这个方法跟范围它受到限制，它也许需要很多的数据，实际上的数据，没有数据他

就没办法达成一个结论，对不对？研究本身没有数据，所以我们不承认这个，那这是属于研

究佛法。那研究的结果，他一定是，经典里面，他可能不知道这经典的背景，讲经的背景，

这个经的主题，佛陀的本意在哪里？这个是研究不出来的，如果研究得出来，今天大家也不

必这么辛苦说一定要找善知识，到底这一部经要告诉我什么？我要学什么？我今天要解脱，

我今天要成佛，我去研究就好了，不是吗？研究，你看这么多的研究者，不是早就已经成佛、

证解脱了吗？可是大家也看到说，“哦！佛法不是在研究上着墨的。”所以在所谓修学佛法

跟研究佛法这两个地方差别是：修学佛法本身一定要有一个过程跟实证，没有这个过程、没

有这个实证，那么就会偏到研究上去，我只是想要了解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这一个正觉里面

到底你们在做什么？那个山头在做什么？研究研究嘛！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当作一

个知识；可是修学佛法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我每次都要强调修学佛法，一定跟你的切身关系

非常密切，你研究别人的东西是知道别人的思想，跟自己的关系是你获得了一个什么而已，

可是自己也许有自己其他的路在走，可是修学佛法本身它最终一定有个历程，有个实证。

所以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我知道大家是要来修学佛法可是。”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呢？是因为当我持续讲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其实有一些人对于明心以及初地他是向往的，

可是却走研究的路，他从去跟人、跟着谁、一直到最后，还是其实他走研究的路，对我们来

讲，我们是觉得他是走研究的路，因为他没有实证。为什么说我们知道他没有实证？因为我

们本身是实证者。

实证的人一定知道实证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你如果是研究者，大概会从研究的角度

来看，你研究的结果怎样？他究竟的结果怎样？不是自己的东西只是你研究的精密度在哪

里？蒐集的资料在哪里？只到这边而已。可是实证不一样，实证一定是要一样的，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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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证跟你的实证差不多、差不多，多没关系，应该是同一个。”那不能马虎，实证的

东西，是则是，不是则不是，是很严谨的。

所以修学佛法这一条路，我刚才讲的要有一个里程，你一定要经历这一段路，这个历程

到这才有个里程碑，到这，你没有经过这一条路，你要说你要到那儿，你就变成研究；因为

你只是想要获得那个东西，就想明心，你想明心，你想要入地，可是你没有走那一条路，里

程啊，这一条路你没有走。所以呢，修学佛法是要走的路一定要走，不能说我今天有这个权

力，我今天有这个资财，我就要获得那个，前面要走的我都不管，那么修学佛法是没办法这

样子，为什么？

其实我告诉大家，今天的一个主题很重要的，刚刚蔡老师有跟大家提了一下“法的规则”，

那么这个名词呢，在佛经里面称为“法毗奈耶”， 这个可能很少听到对不对？很少听到。这

个法毗奈耶是梵语，毗奈耶本身是梵语直翻的，经典里面佛讲了很多的法毗奈耶，它是什么？

把它转换成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就是“戒”，就是戒律的“戒”，戒本身是什么？就是它有一

个规则，它一定会到这，你不是朝这条路它不会到那儿，你不往这条路你会到的点不在这儿。

那么这个规则不是佛陀定出来的，不是一个国家定出来的，不是人私下定出来的，不是说我

可以私自自己制造，自己制一个什么戒，自己制一个什么？不是！这是法界的必然规则！信，

也是这样，不信，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经典里面佛所善说法毗奈耶，也就是说

佛呢，为什么我们说祂善说？祂如实的去说出这个法界因果的规则。我们知道，因果不是我

说你这样子谤法你会将来的果报可能是不好的，可能是地狱果报，不是我定的；你这样子作

不孝顺父母，你将来可能到畜生道，不是我订的，我要讲的是这个。

所以法界的规则在佛所善说的三藏十二部里面，三藏十二部里面就是经藏、侓藏，还有

就是论藏，这就是说把佛所说的内容把它归成这三类；还有十二部就是说佛所善说的法里面，

有这种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是说，我用这十二种方式来把佛法传递给要学法的弟子们，包括

契经、本事、本生、长行、颂、授记、因缘，还有论，其他的种种，还有记别。我没有去背

它啦，因为我们通常有实证的人都不背这些名相的，因为名相基本上要有它的意涵，你懂得

那个意涵之后，那个名相只是说你今天这样阐述以后，让它的意义本身更精确。我们本身有

实证的人不会被名相绑住，可是研究者是被名相绑住，他一定要这个名相意义是什么？名相

是一个法的纲要；那义，只是那个内涵是什么，所以说法义法义，对不对！法义，法就是纲

要，义本身就是内涵。可是这个内涵本身还有更深的，所以义有时侯会变成法，更深的就变

成义了。大家知道吗？其实法义不是单纯说这个就是法、就是义呀！

你看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其实都只有纲要而已，我今天要把它讲完，要让大家收获满

载而归，希望大家能够受用！（鼓掌）能够因为今天我藉着佛善说的东西，来解释给大家以

后，建立了很好的一个观念，很好的一个学习，让你的未来就像我们蔡老师讲的"安全到家"，

不会横冲直撞，发生什么灾祸，也不会生到八难之地。你知道吗？学佛最怕生到八难，对不

对？八难是遮障。这样的话这一条路就会变得很舒畅，唉!这个你就很安心的依止，这个依

止就是法毗奈耶啊！如果说没有法毗奈耶，这是法界存在的，是由佛来善说让我们了知的，

也不是说这个是佛创造的。

人家会说：“为什么就是你们佛教说的这样就算数，为什么我们说的不算数？”其实不

是，不是由于说是佛定的，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其实大家知道以后，就会说是由佛善说出来

的嘛，对不对！从这十二部经里面用种种的方便善巧来教导我们，什么时候祂来说本生，什

么时候祂来说本事，什么时候祂来说这个授记，什么时候说因缘，什么时候说契经，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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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来说颂跟长行，这些东西一部经里都涵盖这些内容，不是说十二部经里面，这个长行是一

部，那个契经是一部，不是这样子，是每一部经里面都涵盖这些内容，这十二分教，涵盖这

么多分、这么多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长行是在解说，重颂是让你再记忆一次，里面有记

别，里面有因缘，里面有一些譬喻，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不是经典都有这些内容？

这是佛用祂的方便善巧善说的法毗奈耶，让我们学了以后能够懂得这些因果而深思，心里生

信，那么这个信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对于这个法毗奈耶不生信，你就会说：“怎么只有你

说的才算数，我们说的不算数。”我们想不是这样子，他走路，我们刚刚讲了，就不会朝着

这个方向前去，可能就会偏差掉了。

那么我们要举这个法毗奈耶，这部分的内容我也是从经典里面把它摘录出来的，因为经

典里的东西太多，我们今天东西又很多，所以我没办法把整个内涵都印出了，但这个重点我

会解说。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以这个方式告诉大家说，祂本然存在的是哪些？不可摧毁的、不可

被破坏的，不是哪一个科学家、不是哪一个国家订律了什么就可以把这些法的轨则破坏掉，

祂是本然存在的，就是这样子。只是说有一些法，如果不是佛到人间来，让我们这样的解说，

透过这四十九年的善说，我们一直要强调“善说”，因为有恶说的，有恶说的法毗奈耶，恶

说的法毗奈耶待会我会举例，他用他的见取见来说就是恶说了，这个不是这样子的，他以见

取见恶说以后，跟他学的人就会往他带领的方向偏差掉，那有没有因果？当然有因果啊！法

界每一件事情都没有离开因果的。

那么我们就从第一个，就从因果律来探讨，探讨说是怎么样存在于这个法毗奈耶。

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这几个名词，它有它的很重要的这个是法，本身就叫法，它

有很深的意涵在，跟你都要切身的关系，你今天要不要修学佛法?（有人回答：要！）欸！不

修学佛法都有切身关系，不是说我不学佛我就跟那个没关系，不是的。你学佛是你认识了以

后心中更清楚，你不学佛难道就离开了因果律的吗？没有嘛！对，对！只是你学佛以后你心

中更加清楚，你更加会朝着善因善果前去，避开恶因恶果嘛；如果不信这个法毗奈耶，不信

这个法毗奈耶、不信这个法戒的人，他自然也就会朝着他的因是什么，他的果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要认知的。所以这些内容其实都跟你有切身关系，不管你今天是修学佛法，或者

是世间法中的一切所作所为，一切有所作都没有离开法毗奈耶，不是我要学法，我要受戒，

我才有被约束，不是这样噢！对不对？这个大家心中要清楚，不是说要学佛才被这个因果约

束的，如果我们今天清楚了以后，自然能够在看一切事情的时候心中会了然了，你会知道说，

为什么成佛之时，能究竟了知一切众生的微细的，不管是没有受几万大劫的限制，前后都究

竟了知。就是因为这个法界的定律，成佛的时候一定究竟了知的，那个本来存在的东西，不

是被任何人可以改变的。

所以这几个名词:第一个“诸业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异熟”， 到这里为止，

它是一个等于说，把十二因缘法的流转的法相带到了；后面呢“诸业尽灭、诸业灭道、因缘

资具”，这个是还灭十二因缘的一个现象。这个里面就牵涉到法，十二因缘为什么它一直流

转不停，为什么到最后可以还灭十二因缘证得解脱，就这几句话就可以把这些事情串起来了，

我今天也要用这个方式来阐释给大家了解。

第一个“诸业自性”，就是业的自性是什么？大家知道什么叫业吗？一切所做都叫业呀。

什么叫一切所做呢？起心动念，然后身行、口行完成都叫业。这个范围有多少？很广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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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对！起心动念就已经是业了，加上口行成就、身行成就，通通叫业。所以业的自性的意

思就是告诉你，起心动念以及起心动念后的口行完成、身行完成，都叫业的自性；也就是业

本身，它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经过口行，也能有经过身行，就有那个

业成就，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他明明没有去布施，也没有起心动念布施，也没有

作布施，他不可能成就一个福报啊，是不是？欸！就像这样子；他没有去累积福德资粮，也

没有累积智慧资粮，也没有去亲近善知识，他说他已经开悟了，无缘无故，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就自己开悟啊！”其实不是！这些东西都不是这样子，后面会给大家解说。

一切“业的自性”，那么这个“业”的本身，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刚刚说过十二

因缘的流转，对不对！所以只在三界内，以三界内的来譬喻，因为解脱本身不能说是业，如

果你要说什么业，是他造作他能够成就解脱的业，我们要解说的是在三界中。三界中表示欲

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人间，包括欲界六天，还有畜生道，还有饿鬼

道、地狱道都在欲界；欲界涵盖了五趣，还有包括所谓的阿修罗，有时候把阿修罗当作一趣，

有时候把他归到人天以及欲界每一道都有阿修罗，所以没有单独讲六趣六道，有时候讲五趣，

我们欲界就涵盖五趣，涵盖人，对不对？阿修罗，还有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就是欲

界。欲界天呢，可以叫他天人，但是含在欲界。还有呢，再上去就是色界，色界跟欲界为什

么叫这个界？就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你的身行、口行、意行，你造了什么业，就在这

个欲界里面生死；你造了什么业可以到天界色界天去生死，你造了什么业可以离开欲界、色

界到无色界；你要造了什么业、你不作什么业，才能够不生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而解脱，

你不造作什么业。所以说“业的自性”本身就是告诉你在三界中生死轮回，都是一定有起心

动念完成，包括口行、身行完成，一定有这个前提存在。所以佛在经典中就说，一切有情，

就只有业随身，当他舍报的时候，一切都顿舍了，什么顿舍了？你这可爱的五根身毁坏了, 顿

舍；舍报的时候不是一分一分的舍，而是全部坏了，你这一世的家人，最亲爱的家人，一个

人死了，不可能没有舍家人，对不对？家人，最亲的家人都舍，一切世间的财物都舍，顿舍

嘛！所以这些一切都顿舍，只有随着业而去往生，那什么业，让你生到哪里去？就看你起的

是什么念，你造作的口行是什么？造作的身行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懂得业的自性在告诉我

们，凡是在三界中的业，在生死轮回中的业，一定有起心动念为先，起心动念为先以后有没

有身行？就有身行的业；有没有口行？就有口行的业，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第二个，“业的因缘”，业的因缘告诉我们什么？你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对不对？有没有

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起心动念、会去做那个事？为什么会起这个念、会讲那句话？为什

么会起这个念，会做那件事？为什么？哪一些是业的因缘？这个我们就来取十二因缘法里面

来说的,从这里我们把十二因缘法了解以后，归到这几个重要的项目来。

十二因缘法里面第一个是什么？无明嘛！因为无明会造作一切行啊，所以无明缘行，行

呢，为什么会有这些行？就是业的因缘。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业的因缘会告诉我们这些。那

我们先把这个所谓的识、名色、六入、触、受先把它们放一边，我们先来看，无明缘行，行

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后面是受缘爱，对不对？好！我们从这

里来看：爱呢，后面是什么？取、有再来是生，生了就有老病死，老病死以后再生，生了以

后又老病死。看到的现象是不是这样子？生了老病死。可是为什么会生？十二因缘生的前面

是什么？是“有”嘛！“有”这里就是说，到底你会生到哪里？生到欲界叫欲界有，生到色

界就叫色界有，生到无色界就叫无色界有。那怎么样会形成欲界有 ？怎么样会形成色界有？

怎么样会形成无色界有？前面是什么？是“取”嘛！对不对？你取的欲界的一切，财色名食

睡、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取欲界的色声香味触法、财色名食睡，那当然会成就到那里的这

个有。有的意思会说，一定有这个种子会萌芽叫“有”啦！譬如说种苹果，苹果在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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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给它灌溉、土壤给它松土，然后给它灌溉，接着又是施肥，又是阳光，对不对？不停

地给它阳光、给它施肥、给它水分，它一直在增长，一直增长，增长以后，你一直在不断给

它长养这些，要么它怎么生出果实来，有没有？生出果实来以后，很青涩、很青涩的时候，

你要不要摘它？不要，你要等它熟一点，熟一点。可是你这个时候该给它什么？该给它水、

该给它阳光，通通要去让它能够成熟果实，那么成熟果实以后，出来里面的那个种子，请问

会成为水梨的种子吗？会成为凤梨的种子吗？一定是苹果的种子，对不对？但是苹果的种

子，它如果是富士苹果一定是富士苹果，青龙一定是青龙，不会说这苹果你一直给它灌溉，

没有去改变它，结果你是富士的苹果，结果种出来变成青龙，青龙是比较酸的，富士比较甜，

青龙皮比较绿，富士比较粉红嘛！青龙咬下去比较脆，富士比较没那么硬嘛，两个完全不同

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今天所灌溉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种子就在那里会去生出那样的一

个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在欲界里面，欲界我们刚讲的五趣嘛，欲界里面嘛,所取

的是人天，人天这方面的，你所造作的这个业，以及让你造作业的因缘是属于人天的部分，

那么这个前面的爱是什么，因为为什么会取，会取就一定是爱嘛！你这里面的爱是属于什么

爱？欲界的贪爱，欲界的贪爱不一定到畜生道啊，欲界的贪爱不一定到饿鬼道、不一定到地

狱道，不一定。而是说，你对欲界的贪爱，你所这个爱所引生你的去制造的这些内容、这些

业的，刚刚说起心动念、身行口行是什么？就是会影响这个"生"，对不对？"爱、取、有"影

响那个生嘛！生到欲界的什么地方？欲界的人。欲界的人是生到有佛法的地方，还是佛法的

边地？还是八难之处？这个都有分嘛，不是说只有欲界一个类别而已。

后面讲到“业的品类”，品类就表示你会生到哪里去嘛！那么这个业的因缘就是你对于

这个欲界的贪爱的程度，引起你所造作的身行口行意行是什么？你对欲界贪爱是说，我要在

人间，然后孝顺父母, 然后对于一切众生我就谨守五戒，不去生起杀念，对于五戒的内涵都

能够遵守，对于成为人的格、人品的这个内容的你都去做，可是失去人品、失去人格这些业，

你心生厌恶，你不会去造作，譬如杀人掳掠这些，抢人家的东西，去非法获得人家的东西，

这个你不去造作，那么你虽然一样是欲界爱，可是这个时候你希望保有这个人身，然后在人

间过着幸福快乐日子，你就因为这样子你不会去做其他逾越的事情，那么你的果报本身，这

个你的欲界爱的这种造成的因缘，你的业的自性，就是你起的念头，造作了身行口行，那就

是在这个范围。假如说，有的人在欲界认为人间很苦，我希望离开人间五欲的折磨，有的人

认为五欲是煎熬嘛，认为财色名食睡是煎熬，要去很辛苦地去工作，很辛苦地维持家庭的关

系，很辛苦在人间里面做种种事，他想要离开，那么他又想说,到哪里去升天享福?不要在人

间这里面，色身又经常病痛，不想这个色身病痛，又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可以离开欲

界”，他只想说,我怎么可以离开人间这种粗糙的生活?所以他开始听到说：“你持戒行十善可

以升天享福”，告诉他以后，开始想说：“好啊!那我向往到那边升天享福。”那么这样的欲界

的爱，他的爱在哪里？欲界天的爱，让他这个因缘去成就他的业，身行、口行、意行，起心

动念造就口行造就身行，就这样子引起他造作这些业；有人告诉他：“这个人间欲界很苦，

你看寿命百岁，病痛一堆。”那怎么样离开欲界呢？告诉他：“你要修禅定，不要在欲界，男

女欲太苦了，永远没法满足，色身一直在变化，这个东西都不是让你永久，永久的生起贪爱

就能够拥有的东西，还不如到色界去，色界有禅悦，禅悦这个享受殊胜于所谓男女的关系，

男女的接触。”他一听说：“好！那我要离开这个欲界最粗重的东西”，结果他一开始去喜欢

色界的这个内容，不喜欢欲界的五欲，所以他的爱转移了。我们说爱、取、有，对不对？十

二因缘，他的爱转移，转成色界爱，他开始去降伏他的欲界爱。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不要

作什么？不要做什么业？也不要起心动念生起什么?就不会有什么业；你生起什么样的念

头？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身口意行的一个结果。所以有人告诉他以后，他就开始修禅定，开始

努力地降伏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疑盖、掉悔盖。告诉他，你要降伏这些五盖，你才能

够发起初禅，甚至往二禅三禅四禅去修证；而且他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开始去除欲界爱，开



8

始向往所谓色界禅悦为食、色界天身殊胜，比人间殊胜，不必饮食，饮食太辛苦啦，饮食吃

了，又吃喝拉撒都不能停，色界至少不要饮食，色界天，色界不要饮食，禅悦为食多殊胜；

所以他以色界爱为因缘，来成就他的业，这就是差别，对不对？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你可以

知道，这个“爱”本身要看他爱在哪里？因为这个爱他所造作的内容，追求的内容叫“取”，

他去追求禅定的境界就叫取，所以他就在色界取。如果是追求欲界的欲界天以及人间的这些，

譬如说眷属之情、朋友之情啊，或者是欲界种种这些事业，那么就是欲界取，叫作“欲取”，

他所取的欲界的内涵，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会成就业引发这个因缘，引发他的业所造作的

内涵没有离开欲界，或者他造作内涵不会离开色界；所以我们要知道“业的因缘”是说你是

什么念头？你贪爱什么？你这时候贪爱的是什么为因缘，当然欲界的贪爱就会引生欲界的

瞋，在里面一定有欲界的痴嘛！因为不了解欲界不是常住的，所以一定有欲界的痴，所以在

里面，爱里面包括贪嗔痴。

前面的无明，我不是给大家讲嘛，因为无明所以造作一切行, 那么行怎么来的？就是由

后面的这个爱、取、有；刚刚讲了名色、六入、触、受就是造业的工具嘛，因为造业一定要

有工具呀，有这些工具才能成就果报，所以起心动念一定是以前面这个识、名色、六入、触、

受，不离开这些。

我们今天的主题现在先讲到这里，我们先错过前面的名色、六入、触、受，先讲这个无

明缘行。造作行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爱、取、有，所以因为这样你就知道说，业的因缘就

看是什么样的烦恼，我们回到这边讲，什么样三界的烦恼让你生起这些成就这些业的，是欲

界的贪爱吗？是欲界的瞋恚吗？欲界的嫉妒心吗、慢心吗？或者是其他的烦恼吗？或者恨、

或者其他更深的烦恼？那么这里就说，欲界的烦恼最重要的还是有关源头，我们刚刚说欲界

的取是欲取，可是前提有一个就是“我取”，取欲界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为我，前面所说的

名色，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这个如果是属于在欲界果报，那就是把

这个当作欲界我，把欲界的六识当作我，把欲界的名色当作我，把在欲界的一切的十二处，

六入跟十二处有关嘛，这个所谓的眼入、耳入、色深香味触当作我；然后欲界诸受，六根触

欲界六尘的一切受当作我，这个叫作我取，取我嘛，你在什么地方取作我？所以业的因缘这

个都叫烦恼，贪嗔痴以及所谓的我见这些都是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六根本烦恼，都是业

的因缘，看你现在的烦恼是不能离开欲界呢，还是已经离开欲界落在色界？还是已经可以离

开欲界色界落在无色界？完全都要看，这些东西都要实证的哦！不是用口头说说喔，你得经

过实证才可以检验的喔！

我们等一下，下边就要说啦，因为起头所说的东西，后面都要用到它了，所以你只要明

了这一点，就知道后面说的是什么啦。也就是说，你的烦恼断了没有？才能说你有没有证这

个果。修学佛法刚刚说不是研究佛法，一旦是真的修学佛法，一定要有真正的断，才能够有

果，才有那个所证的果，你才能说证什么果；你没有断什么烦恼，你说你证了果，你就很严

重，那等于说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违背这个法毗奈耶了，违背这个法界因果了，不是说有

受戒才叫妄语、才有因果，不是！是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法毗奈耶了，所以说从业的因缘也就

知道是什么样的烦恼，让他造这个业。

再来说，“业的品类”，就是根据前面的道理，到底他这个业是欲界里面的人的品呢？还

是欲界里面畜生道的品？往哪个方向去？还是属于饿鬼道的品、地狱道的品？还是属于欲界

天的品？或者不是欲界天的品？刚刚讲了，他到底起什么心念？贪爱在哪里？所造出来的身

口意行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业？身行、口行的前提一定有意业嘛！意业就是起心动念，他所

作身行、口行的背景，都是有着他的意念。他现在的意念是，他想拥有名声，被人家称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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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我’的座下弟子通通开悟，每一个人一开悟就出去上课，传授开班授课，那么‘我是

不是很厉害啊！’我带出来的每一个人一开悟都出去讲课”，那就是他对于“我”的名声很重

啊，以“我”的名声为主，而不是以这些人到底适合不适合，到底他们走过的路，有没有走

过那些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实证？他没有考虑这些。是以我为主，“我今天带出来的人赶

快每一个人都开悟，每个人都去开班，那我是不是当了他们的宗师啊！”一百个人开悟，一

百个人在每个地方都开一个班，那他是不是名声很好，对不对？欸！对这个名闻很喜欢的话，

他起的这个念头、所作出来的事情，你就看出来他是往哪个方向走？不会管法界定律的，不

会管法毗奈耶的；可是如果说不是为了名闻，而是为了这个法本身的弘传，以及学法者的法

身慧命，他就不是这样作，他就会说：“我来培植你，我来灌溉你，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

要做什么，你还没有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怎么样让你能够去完成你该做的事情？你

应该要走五年、走十年，你还要走三世、五世、六世，他就得培植你三世、五世、六世、七

世，培植你走二十年、三十年，而不是在于“我”，对不对？是不是方向不一样了？方向不

一样。这品类就是说，起的念头是什么？造的业呈现出来就不一样了，一定是这样的。不会

说：“我为了法、为了大家，所以我才赶快帮大家开悟，开悟了就去开课。”那不对呀？可是

他们明明因缘没到，明明佛有交代不能这样随便把这个开悟的法拿出来当人情送，当作说是

以你的想法为主去作，明明不可以，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这表示还是以“我”的名闻为主，

一定可以检查出来的，表示他的我见未断，这个很容易检查的。也就是说佛法里面因为牵涉

到实证断烦恼，这个果一定和实证相联系的，所以它是可以检查的，不是用讲的、用封的。

我今天封他叫初地菩萨，我封他叫十住菩萨，不是用封的，一定要有实证的内涵，所以业的

品类就是这样子，起了什么心念？看它的内容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整个我见的内涵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见取见、戒禁取见等等都具足？那他一定没有断烦恼，那就没有那个果；没有那

个果，那他所造作的一切有可能违反了法毗奈耶的法戒，那么他铁定不是往善的方向、不是

往善的品类，这个业的品类未来生处绝对不是善处，这样因果才合乎，对不对？才合乎因果

的律则。这个法毗奈耶不可思议点就在这边，因为法界的轨则不是有任何人来制定的，而是

有这样的缘，你起了念以后所造的身行、口行自然成就，它就一定成就那个果，那就一定有

个法去执行嘛！这个我们下面会说。这个法就是祂不会分你我啊，这很公平啊！完全无我去

执行，这个就是我们所信赖的，我们最信赖这个法，对不对？信赖这么一个无我的法，能够

在三界里面去执行这些，不是受人家操纵，不是受任何人可以操纵的这个果报，这样我们才

会对因果生信嘛。

所以“业的品类”意思是说，前面的因缘是什么？它所成就的业是什么？就往他的生处、

就往那个地方，是往畜生道、饿鬼道或地狱道。我们举个例子说，譬如饿鬼道，饿鬼道基本

上、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贪欲心过重，对世间的眷属啊，对世间这些一切他所曾经

经历过的事业以及这个情，这个业的品类也不是由任何人订说，你这么说他是一定是生到饿

鬼道，不是由谁说的，而是因为他对于世间的执着很重，对世间的眷属、情执，尤其是对家

里的父母啦、或者是他的小孩啦、孙子啦，这种他的情执特别重，特别重以后，你说他可以

永远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吗？可以吗?对嘛！他有舍报的一天嘛。可是舍报以后，他却离不开

他的家人，守着他的家人还没离开，那请问他唯一的去处是哪里呢？他不可以回到人间来呀，

因为他有机会回到人间，可是他却在他舍报的时候，在中阴的时候，他因为知见的错误，不

知道说，他赶快生到人间以后，因缘自然会让他跟他有缘的人聚在一起，他没有这个正知正

见。他守着他这一世曾经认识的人不舍，因为一个人往生以后，他会认得他这一世的眷属，

因为这是在中阴的时候他还会认得，因为这是有一个意识在中阴的时候还会延续这一生嘛，

所以当他中阴身的时候，他还会认得他这一生的眷属，他投胎以后由于隔阴之谜才不认得。

可他还没有正知正见，所以他舍不得，舍不得他这一生所经营的人脉或资财，所以他只好守

着它，守着以后他没有去他的生处，他本来生处不是在饿鬼道，所以他没有正知正见，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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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开，他的七七过了以后，唯一的果报就在饿鬼道，才有可能依照他的心愿看着他认识的

人，可是他已经在饿鬼道了，跟人又不能沟通。所以我们说很多祖先，家里供奉着很多祖先，

可是过一阵子他觉得没意思，不能跟你讲话，也不能跟你共用他这一世所留下的财产，因为

鬼道不能用他的钱，他用的钱跟我们的不一样，人只能烧冥纸给他，因为人民币他用不到嘛，

美金他也用不到嘛，那他，你的一切车子，他也不能开，他一切事情都不能用嘛，企业他也

不能当董事长，都不行啊，所以最后他会觉得好像不如他所想的，没意思！一年里面只有忌

日供养他一些饭菜，又已经冷了，拜过以后都已经凉了，平常的日子就只能这样子了，哎呀！

看着，看着，没办法啦，所以最后他会知道没意思，就会离开，所以很多祖先就是这样子。

可是饿鬼道的寿量比人间长，所以他要经历过你，还有子孙，他，孙子认得，经过孙子最后

觉得没意思，因为孙子的孙子又都不知道所谓的祖父或爷爷奶奶，都不知道啊，所以没意思

后就会走掉。这个叫什么？果报上因为贪，贪眷属、贪这个世间的东西，他还以为可以守住，

可是不行，所以他就堕到饿鬼道。另外一种，他的一切所作，这个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他

让他的贪欲太重造作出来的，他就生到饿鬼道。有两种，两种生到饿鬼道的，当然不是百分

之百，是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说业的品类，跟前面业的因缘、业的自性是有相关的，到底

他的未来生处是哪里？这叫业的品类趣向哪里？趣向人、趣向欲界天、趣向畜生道、趣向饿

鬼道、趣向地狱道。畜生道大部分就是说，有一些瞋心很重的，瞋心很重的人在畜生道，有

一些畜生道的果报，会生到畜生道去，它一定跟业的因缘、业的自性有关。

那么，到这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业的异熟”，业的异熟就是我们刚刚讲了爱、取、有，

业的品类就是“有”嘛，业的因缘就是“爱和”“取”嘛，业的品类就是“有”，可是这个业

的异熟就是“生 ”啊，就是从“有”到“生”之间是属于业的异熟，业的异熟是什么意思

呢？就是这个业本身一定会被成熟，不是业自己业可以做什么事，因为业本身不是一个独立

存在的什么，对不对？不是!不能说业是独立存在的什么，怎么叫做业？从前面我讲“识缘

名色、名色缘六入，然后六入缘触、受”，这些法我们把它归结叫十八界，五蕴十八界，五

蕴十八界呢，每一个种子在熏习的时候都是业呀，不是说只有起心动念那个意识，或是眼识

那叫业，而是十八界法一一在熏习过程都叫业，所以业不是一法，身行、口行也不是说只有

身行是一个身业，十八界法都是，我们知道十八界法叫作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意识，这个六识嘛，前面是六根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六根，这个十

八界法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界，都是属于你自心的东西，就是十八界的熏习；

因为不可能说就是一个身根界的熏习去成就欲界天，只是一个意识界的熏习去成就畜生道，

不是啊！你不会看到一个畜生道的畜生是只有它的这个身根是属于人间的，然后里面的一切

都属于畜生道，不是嘛，十八界都是畜生道嘛，对不对？对嘛！你看我们人十八界都是人的

众同分，所以十八界的熏习这个业基本上是属于十八界的熏习，不是一法。所以业的异熟在

告诉我们什么？这一生里面一切所作，一切所做包括前面业的自性，你起了什么念啊？什么

因缘让你去起念造作身行、口行？祂就会成就你一个品类，让你生到哪一个品类，那么这些

必定会在此生造作以后会在下一生受，或者是晚一点受，不是都是一切所作一定是未来生受，

不是！因为有一些点要成熟，所以异熟的意思是说祂一定成熟了以后祂才会现行。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要说，布施啊，布施本身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异熟的，异熟的意思是说异类

而熟、异时而熟、异地而熟；异类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这世譬如是男众，如果你要来人间，

那你可能下一世也可能是男众，可是你的五官什么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父母不一样嘛，

父母不一样你不能说跟过去世是同一个，这个不能叫作同，不同嘛！因为五官十八界看起来

都不一样嘛。有的人在欲界生在欲界天，异地呀，异类异地异时。异时的意思是什么？一定

是这一世舍报以后，然后什么那一世成熟。我们讲说例子，假如说布施，有的人布施，他自

己没有那个想法说，我要亲手去做，他每次说：“啊！某某某，你帮我去做什么。”他就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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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转手去布施，“你帮我去寺院里面去供养，你帮我供养法师。”他自己没有做，这些有没有

功德？有啊！福德有啊，这福德都有；可是做的人也有福德。这个直接拿钱出来叫人家做这

个，他什么时候才能受用这个福报呢？一定要有他和他所委托作的人，跟他同时生在那个地

方，一定要经过他的手来获得这个果报；可是假如是各自的造业不同，他们怎么能生到一起？

他是修学佛法生到有佛法的地方，他只是有布施的心，可是他没有修学佛法，他生到另外一

个地方，他想要让福报成熟，就得等那个人什么时候跟他生在同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吗？所

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叫异时而熟，你得要因缘具足才能成熟嘛。所以有的人说：“这

一世如何如何，前边有时候很贫穷，为什么后来就不会贫穷就富有？”因为他后面的时候跟

他行布施的缘具足在这里，在这里收割嘛。

譬如说，我们说美国有个比尔盖茨是微软的总裁，你看他这一世的布施，你就知道他未

来世的福报怎么拿的，他这一世的布施是布施到全世界，把那个软体布施给小学生、贫穷人

去用，你看他这一世的财物，透过全世界来获取他的财富，对不对？你看他的软体是一开始

先送给你，然后后来看你用熟了，“你要跟我买，价格又比人家便宜。”可是有的时候他说：

“好！多少送给学校。”后来他有钱以后，又行很多布施，救济非洲，到处去救济，你看他

未来世他的财富仍然要从各地来获得他这个福报。这个就是说诸业的异熟这是必然的，一生

的所作一定是在未来生去受，或者慢一点受，这是必然的，但是不离开异类而熟、异时而熟、

异地而熟。被成熟，被什么来成熟？被"法"来成熟，能够持这个十八界的法来成熟，祂是什

么法下面我们来介绍。因为这个十八界的法各自都不是自在的嘛，各自都不能自己去现行，

既然自己不能去现行，那么怎么去成就那个业，怎么去异熟那个业，一定有个法如实的按照

这个内容去异熟那样的一个业的内涵。那么知道“诸业异熟”，那就知道，这里包括了从无

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六入、触、受，以后呢，然后去贪爱，为业的因缘嘛，去取，

取了成为有，有也就会生，异熟嘛！生了以后当然有老病死的现象出现了。不管在哪里，不

管在三界什么地方，就有老病死这个过程，，不管你的寿量是人间是百岁，或将来的一万岁、

一千岁，或者是现在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寿量，无色界天是八万大劫，但是都有老

病死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轮回，生死轮回；生死轮回一定有业的自性、业的因缘、

业的品类、业的异熟，可以去检查，它一定是可以检查出来的，一定是有这个因、有这个缘，

才成就这个果的。

第 02集 孙正德老师主讲

最后呢，这个“诸业尽灭、趣业灭道、因缘资具”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说：“我不要这样轮回，太苦了，我不能保证我每一世都在人间哪，我也不能

保证说，我到了色界天以后永远都在色界天啊，也不能保证说，我到了无色界天以后就永远

在无色界天啊！因为你说三界，那三界到无色界天还是没有解脱，表示到无色界不是解脱啊！”

有的人想说：“我怎么样得解脱？我怎么样不造这些业，不在这里生死啊？”

这个，佛陀到人间来，第一个方便善巧，就是为大家说解脱道啊！怎么样可以不造这些

三界的业，而可以解脱生死，就是这个“诸业尽灭”，也就是说这些业，三界的业：欲界的、

色界的、无色界的起心动念的，是什么因缘让你起心动念？造作身行口行都是可以灭的，是

业可以灭喔！大家要注意这个名词喔！业本身是可以灭的，不是说十八界法可以灭，什么可

以灭，是业可以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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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业，把欲界的贪爱灭了，是不是解脱，唵？（有人说：是。）解脱于欲界而已，

没有真的解脱。把欲界的爱灭了，他可以不生到欲界，对不对？把欲界的爱灭了，他是可以

不生到欲界，可是你不灭欲界的爱，你就没有那个因可以让你成就说不生在欲界。我们知道，

正向也要知道反向也要知道，对不对?佛法这里面是很活的，你要正向反向都对，你不能正

向对反向不对，那这个就不通了。也就是说，你欲界的爱灭了以后，你可以不生在欲界，你

可以不可以发愿来生欲界？可以！可是你没有把欲界爱灭了，你说我不要生在欲界，可以吗？

没有办法。这个法的规则就是这样子，你得把欲界爱灭了，欲界的爱灭了以后，你如果没有

发愿来人间，那你的生处在哪里呢？在哪里？色界。把欲界爱灭了以后，他是透过修禅定，

通过修禅定、透过降伏烦恼，让他，这个刚刚讲了“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

异熟”，让他可以生到色界，对不对？他的异熟按照他业的内容可以生到色界，因为当初他

起心动念是什么念？他的业的自性是什么？这东西都不能脱钩喔！一个都不能脱钩，一定是

这样子，那么他生到色界去了，因为他花了一段过程去断烦恼、去伏欲界爱，最后断欲界爱，

有没有断我见，有差别：没有断我见，但是把欲界爱断了，他生到色界去，不是永远在色界

的，因为欲界的我见没有断，所以断了欲界爱跟断我见这是两件事。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规则里面，其实法的规则不是只有一样欸！祂是一定有这样的次序在

里面。我见在的话，纵然这一世他发起禅定了，可以生到色界，那么色界的果报尽了，因为

欲界的这个我见还在，这个随眠会引生一个作用，让他生到欲界来。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注

意喔！将来你跟人家论法的时候，跟人家谈论的时候，他如果说：“我有证初禅啦，我已经

解脱啦。”那你问他说：“你的我见断了没有？”他说：“什么叫我见？”你就知道他的我见

没断，对不对？唉！所以说你得证了初禅断了我见，才真的说你在解脱道上你是证了什么果，

你未来解脱什么时候可以出离三界，我们可以预期，下面会讲到啊，修证道会讲到啊。

所以说“诸业尽灭”，这个里面一定要知道说，他如果没有灭欲界爱，没有断欲界爱，

也没有断欲界的我见，说他证得初禅，这个都是违背法毗奈耶、违背法戒，是属于妄语，不

管他有没有受戒，他的果报本身都是妄语的；这个造下妄语的这个恶业，不是说你有没有受

菩萨戒呀，你有没有受什么戒，跟这个受戒无关喔！现在我们讲法戒的轨则必然是这样子的，

妄语就有妄语的果报嘛！因为他的起心动念是认为自己已经到什么名，有个名啊，然后他希

望人家尊崇他尊敬他嘛，所以他才会讲嘛！起心动念是希望人家尊敬，口行出现以后，让人

家知道你已经证初禅，你已经解脱，你是初地，那是希望人家尊敬嘛；可是事实上他在作这

事的时候，心中起的念头不是说：“欸！我已经解脱，我有功德受用，我应该赶快来帮助别

人怎么作。”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

所以业尽灭这里讲的是三界这里面，一定从欲界爱开始灭，从我见开始断，才能够朝这

个路走，因为这条路是十二因缘还灭嘛。如果说我见没有断，十二因缘永远不能还灭，因为

十二因缘还灭是解脱于三界。所以业的尽灭一定要从欲界开始，欲界爱能够断，我见能够断，

接着色界爱断，无色界的爱断，当然我见我执断尽，这个业的尽灭讲的是这个，一定是三界

爱断尽，我见我执断尽。这些个断的过程，一定要有过程，一定有内容，一定有，可以检查

出来的，我们等一下会解说。那么这样子才可以叫作诸业尽灭，等于在三界的生死的业都灭

尽了；啊！那业灭尽了叫什么？叫解脱。解脱于三界生死，于生死就不再受苦了，不再落入

十二因缘中流转了。那怎么样可以呢，怎么样把业都灭尽？把诸业尽灭的工具是什么？总有

工具呀！所以假如有人告诉你说：“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你问他说：“你是怎么灭烦恼的？”

他说：“我是自然证得啊。”那不对！你一定要告诉我是用什么工具，对不对？用什么工具可

以让你证得这个果，一定要有工具喔，那么这工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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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佛说了“趣业灭道、因缘资具”，你一定要有个往那个方向业能够灭的道啊，你业

能够灭的道的因缘是什么？业能够灭的，你看这个文字，业能够灭的这个道，就是这条路能

够走得通啊，叫作道，走不通不叫作道啊，阻塞了不叫道嘛，走得通才叫道啊。

这个“因缘资具，”就是什么样可以帮助你的，“资”，不能帮助你的不叫资啊！你说有

一个人说：“”啊！你放心去创业好了，我就给你一千万。”嘴巴讲完，请问这个叫资具他吗？

没有拿钱给他，只是讲给他一千万，那只要想一想有一千万就去创业，这个不叫资具啊。一

定是真正帮助他的，能够帮助他的工具才叫资具。那么这个是什么？就是八圣道。什么叫八

圣道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还有一个叫正精进”这八个工

具。第一个就是正见，什么叫正见？就是从前面开始，你知不知道这个业是怎么来的，前面

讲的是“诸业自性、诸业因缘、诸业品类、诸业异熟”，业是可以灭的，这些正知正见，当

你听完了以后，你信受了以后，你心中认为这一条路从这样的方向往这边走，然后可以把这

个方向去除掉以后，你再走这条路，对你来说你相信啊，而且知道说：“没有错。”这样的因

果关系是正确的，这正知正见一定要建立呀。还有什么叫我见啊？我们刚说的，欲界爱断了

不算数，要断我见才算数欸，解脱道。什么叫我见？有人说：“你只要心里不要生起我嘛，

就是我见断了。”那就不是！那可不叫正见。也就是说，对于我见的内容，一定要如实的了

知的，告诉你，你是你的我是因为有五蕴生起有我，五蕴是什么？色蕴、受蕴、想蕴、行蕴、

识蕴。什么是色蕴的内容？从欲界、色界、无色界，能够彻底了知。什么是识蕴的内容？欲

界的识，欲界，然后色界、无色界。什么是受蕴的内容、想蕴的内容，行蕴的内容？一一了

知以后，你彻底了知没有错，再也没有法是在五蕴之外啦，三界你看看五蕴的法是哪一些？

色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那个我，一般的说的那个我是哪些我？是以色蕴为我，

有的是识蕴为我，有的以受蕴为我，有的以想蕴为我，有的以行蕴为我，有的以综合为我，

这个地方都要一一把它弄清楚的。那这个我见呢？你了解它以后，你说：“原来这个‘我’，

确实 是从五蕴的法出生的， 再也没有说从哪里可以出生一个我见，不是从一个凭空的甚么

法来生出我见。”所以我见在佛法里面是，在错误的不是真实的法里面生起我想的，叫我见。

因为它不是真实常住的，真实常住的，在佛法里面，真实常住不毁坏的，才是各个有情的那

个真我。但是因为各个有情不知道那个真我是什么？通常就落在这种生灭有为法里面把它当

做是真实不坏的，因为在没有接受佛法的熏习之前呢，也不知道什么是会坏的？什么是不会

坏的？也不知道心中想的真实不坏的是什么？在这个“我”里面，也不知道自己落在我见里

面。一定要经过善知识教导，来跟他解说，一一跟他说明。所以这个正知见，包括我见这个

名相的内容、那个意义，法的那个意义要如实知道的。如实知道不是说我自己创造一个就好，

而是依照佛跟我们善说的，佛所善说的一样、每一样，都要将它了解，了解以后要去思维确

认，去思维确认说，一切三界有情的我痴我贪都是这样子，都是从这里生起我见，因为都是

从错误的不是真实的是法里面生起我想。

所以呢，正知见非常重要，刚刚我们讲的“法比奈耶”，法戒的这个因果律，这是一个

深信因果，信是最基础嘛！还有接受善知识的教导，这些正知见，解脱的路，这里面刚刚讲

正知见，要解脱的话，你第一个要把我见灭了。如果我见不灭，那么在三界中仍然是轮回不

停，那你要不要当作自己的知见去信受？不信受以后，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走解脱这条路了。

因为你觉得说：“我灭了， 我不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意思？那我就没了，我没了以后还修

什么行。”知见上就错了。没有办法建立正知正见，所以修道过程里面说，五蕴不是真实我，

不是说就没有我可以修了。而是说你不能把他当真实的啊，因为你今天要解脱，是因为你误

会了，无明嘛，因为你是无明；误会了这个不是真实法当作我以后，才会造作了三界的爱啊。

就像刚刚讲的，无明缘行的内容是什么，就在爱、取、有上面，爱、取、有里面有很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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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对不对？所以你看，那整个十二因缘，假如会运用的话，你就

把这个道理弄通了。正知见就是说，这八圣道理面正知、正见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

要亲近真实善知识来建立这些正知正见。

那么建立了正知正见以后，第二个一定要正思维。也就是说，正知见不是听过以后，你

就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我们说过修学佛法，跟你有切身的关系，你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

当成属于自己所有，而不是记在名相上。记在名相上是比较属于研究，可是你能够让自己受

用，成为自身的东西，那就不是名相，而是你的什么？“智慧”，你的智慧。所以呢，第二

个要正思维，不能邪思惟呀。邪思维就是说：“啊！这个色身不是我这我知道，因为色身会

坏嘛，你看很多人都是，看到家里老者都会往生嘛。要说这个，灵明觉了的这个知不是我，

哎，这个很难接受。因为每天每天就是这个知，每天不是在用嘛。一天从早到晚这个知，不

是很真实吗？谁说不是真的？”结果这个统统不肯放，那这样子就没有正思惟，叫邪思惟。

结果以这个六识的见闻觉知灵明觉了这个觉知呢，这个部分不肯把它弃舍。思惟的过程里面，

不肯把它弃舍，那就不是正思惟。这样的话，就会把它当作真实，把这个觉知当真实，那前

面的正知，就不是正知见。所以正知见完了以后，要正思惟。正思惟完以后呢，正语、正命、

正业。就是前面所说的，所谓你的业因缘是什么？你业的自性是什么？你的身口意行，你要

怎么样来行才不会造作用三界的业？造作系缚在三界的业？因为这边讲解脱嘛，解脱于三

界。如果说这个身口意行，所作一切还是贪爱欲界、贪爱色界、贪爱无色界，那就不是正语、

正命、正业，都不是。正语、正命、正业就是一切所作，就是要解脱于三界的烦恼系缚，往

这个方向去，当然就是接受，先从这个戒当作一个表相的引导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嘛，所以会

有那么多戒制定出来，现在讲有很多戒制定出来，帮助想要解脱的人，往那一个方向去。从

戒相上开始帮助你，自然会达到法戒的定义，自然会达到法比奈耶，一定会到达解脱那里。

所以戒相只是为了让修学者，帮助他能够于身口意行朝那个方向去。就象一条蛇，走路是不

是这样弯来弯去，你要让它怎么走直的，请问：“你要怎么让它走直的？”哎！你就拿个竹

子，竹子要把它弄通，让它爬进来，它就直了嘛，不是吗？那个蛇让它爬进竹筒里后，它还

能弯吗？它得乖乖得，直直的这样子慢慢爬过去。戒就是这样。戒本身的功能是让你朝那个

方向去，给你一个向，让你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正语、正命、正业就是，随戒方向来引导我

们。然后正念、正定、正精进，就说正精进方面，（邪精进其实不叫是精进）真正的往解脱

的方向去。例如说，有人认为，他比较喜欢禅坐，他就每天想：“我只要禅坐就可以了，你

看以前的人不是一直都在打坐吗？”前面虽有正见，有正思惟，可是他喜欢打坐，他认为：

“我赶快能够打坐，能够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是他就在这个方向一直去精进。

对慧门上面，要断我见，断我执，他就不太认真，不太精进，而只是往禅定方向去。那么就

是这个部分，他就会忽略了他慧门上应该有的路，可能在修证解脱道方面，会让他走错路，

他会以定为解脱，认为说：“我已经可以离开欲界，就解脱啦！”结果就会造下妄语业。所以

慧是不能离开它傍边的，前面正见、正思惟，绝对不能离开的，所以在这个正精进方面很重

要。那正念、正定就是说，念本身这个忆持，忆持前面所有一切正见、正思惟，以及自己该

做，一切要解脱于三界所应作的，都该自己忆持。你应该怎样作所谓的这个白骨观、这个九

想观，至于怎么样去断除、观察自己心行的这个起心动念的，烦恼的这个念头一直起来，怎

么样去对治它。这种种的忆持上面，不能说：“我自己的贪欲很重，就不去忆持自己的烦恼。”

任凭让自己的烦恼一直现行，就没办法朝解脱方向去。等于说一心一意想要解脱的，那这种

种的一切，正知见以及自己所作、所应该作的、佛陀所教导的都应该要去作。你看，读阿含

你就知道了，每一次佛教导了，就告诉他们（弟子们），你们应该赶快到寂静之处去宴坐，

然后去思维，思惟以后让自己能够进步嘛。那忆持现在不能断的是什么？现在的烦恼、让你

不能入禅定的是什么？现在的烦恼让你不能证三果是什么？要去忆持它。因为这样以后就能

有正定，一心 一心地往这个解脱的方向走，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正定啊。就说解脱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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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刚刚有说是灭这个业，而不是说十八界法灭了叫解脱。十入界法灭了，就是譬如一个人舍

报以后，你看他的十八界法在你眼前火化以后就灭了，那个不叫解脱。所以解脱，不是说十

八界灭了叫解脱，而是说这个前提正知见以及后面正定，有个前提，就是说，一定要知道：

一定有一个法是本来解脱的、本来自在的，本来能够成就这些所谓诸业异熟的，能够持一切

业。持一切业以后，不管任何因缘现起，什么业在过程以后，祂都能够如实的记录下这些内

容，不会被任何一法所改变，最后能够如实地去把这个业的内涵异熟出来，现行出来。那么

这个法，就是下面讲的“一切法、法定、法住”。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说。这个法在法界中永远都存在，他本来解脱，本来涅槃，本来没

有生死，那么一定有这个法。那么 佛在教导这些一向一心想 要解脱三界生死的人，祂不说

这个叫什么，祂只说有一个本来自在、清凉的法，本来自在清凉解脱寂灭的法，祂只说有这

个法。因为我们这个五阴十八界，这些生死都不是清凉的法，都是热闹的法，有生有死的法

嘛。所以祂只告诉你：“有一个法是本来自在、清凉、真实的，这个法在。”所以他们的心中

呢，这个正定啊，一定要安住于说，他自己 就有这个法，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法。安住于说，

“我的‘我’灭了，我所灭了，我执灭了，但是这个法还是在。”这样才不会生恐怖想嘛。

如果你告诉他：“我灭了，我执也灭了，就没有了。”他才会生恐怖想，他不愿再修道了，就

没有正定，没办法正念，没办法正见，正思惟。所以整个来讲，你就知道从这个因果律来讲，

怎么样是十二因缘流转？什么样可以让十二因缘还灭？就是八圣道。所以修学解脱道的人，

第一个要知道，在正知见这里，就要破除他的无明。破除无明就是，（破除）原来希望把五

蕴当作真实的我以及我所，这是破除无明。接着呢，他造作一切行就是去断除欲界爱、色界

爱、无色界爱，所以“爱” 才能断除，对不对？本来是去增长执取，可是当他有趣业灭道

因缘资具，因为有这八圣道当作他往那方向的工具，这八圣道就是让你去修证的工具嘛！这

工具有了以后，他就开始破除无明，然后断我见，一定以断我见为先喔，开始才能够断欲界

爱、色界爱、无色界爱。接着就不会去取欲界取，而断除欲界取，断除色界取，断除无色界

取，就不会成就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就不会再有生，所以就能还灭十二因缘。这样

的逻辑，就是所谓的法比奈耶，法戒的定律，困果律。这只是从解脱道跟大家讲喔！因为佛

菩提道含摄这个（解脱道），佛菩提道也没有离开法比奈耶。不可能说只有解脱道是被法比

奈耶、法戒因果律所含摄，而佛菩提道没有，也一样道理。

那么从这个部分呢，佛告诉我们说若能正知：

第一个，能正知“诸业自性，诸业因缘”，这些都先正知，就是说你要先建立正知正见。

就象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这个部分的方向、这个部分的道理你都是如实了解，心中没有疑，

记住！心中没有疑喔。心中不会生疑：“那我还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

心中如实真实的接受。正知“诸业的自性，诸业因缘，诸业品类，诸业异熟，诸业尽灭，趣

业灭道，因缘资具”，要先正知。

第二个，即能信法比奈耶。对于这个法比奈耶要深信，你得正知这个因果律，对不对？

等于说，这个法比奈耶，是法界存在他自然运行的，可是用什么办法让你相信，就是从这个，

“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异熟”，也就是十二因缘流转，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接着呢“诸业尽灭，趣业灭道，因缘资具”，它是可以灭的，十二因缘可以还灭的，你

才能相信。你才能相信说，这个法，法的比奈耶是什么。信了以后呢，若能信法比奈耶，第

一个你要信法比奈耶，即能入法比奈耶。也就是说，你能入法比奈耶，表示你开始进入正修

行。你在修行的时候，有没有在想说，我是入了佛所善说的法比奈耶，你没有想到这点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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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是 佛告诉我们，你深信佛所说的这些因果律则，每一样细相，记得我刚说的，不要

忘了那个细相喔。每一样细相环节相扣，不要漏掉这个漏掉那个。这个环节相扣你都能相信，

然后你如实去修学，你就能入（法比奈耶）。当你在修学的时候是保证你要解脱，你一定能

得解脱，你要开悟，你一定能开悟，你要能够进入菩萨道的地上修学，最后成就佛果，你必

然能够成就，就在告诉你这个。但是前提是你要相信，必然要有这个过程，对不对？所以你

能够入法比奈耶，即能达法比奈耶。能达法比奈耶就是说，你想解脱，你朝着这个正知正见

理念断我见；能断我见的时候，继续修行，就能断我执、我所执，能够断欲界爱，色界爱，

无色界爱，一定能够的，能达到嘛！因为法的因果一定是这样子的。达的意思是说，什么情

况之下你能证初果、你能证得初禅、能证三果，最后能解脱于三界系缚，就叫达嘛！到达嘛。

我们刚才说里程碑，对不对？你走了五百公里，你一定会到那一点，你就会到那一点。你这

五百公里一定有走，你不是没有走，你按照这个方式走，所以你能达到：“修行梵行、究竟

解脱、得善解脱。”从解脱道来讲，如果不信这个法本身的因果律，前面就表示没有正知，

那就不要讲：“我有没有入法比奈耶？能不能达到？”有的人会说：“因果归因果，弘法归弘

法啦。”有的人会这样讲，这个人是谁？这是有一位叫刘灿梁的，他喜欢赶快叫人家开悟，

他有没有开悟，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我们等一下说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开悟，他是说：“赶

快办个禅三，赶快拼，让你开悟。”开悟以后赶快去让你去开班授课，可是有的人说：“我不

敢啊！这个整这个法是有因果的。”他说：“”弘法归弘法，因果归因果。”请问大家，弘法

怎么会没有因果哩？有有因果啊！只是“学”都有因果，更何况是弘法，对不对？只是我今

天来这里，我讲给大家听，我就要负因果，负什么因果？负我自己讲给大家听，你听了以后

到底将来学了以后路有没有走差，我都要负因果的，因为你听我说的路走对了，大家共同成

就未来的道业嘛；那如果今天我说：“没有关系，你照样作。”那我是不是要背负你走错路的

因果，你冤枉走差了路，你没办法离开异生性。

什么叫异生性？ 我们刚刚讲到说，在欲界里面有五趣，可是有的人说，我希望我永远

在人天，人间跟天。天包括欲界天跟色界、无色界的话，一般修学菩萨道的人，不会想要去

无色界，因为那个是八难之处的，长寿天。八难中有个叫长寿天，是 佛说菩萨不能往生到

那里去的，菩萨一旦往生到长寿天，就会失去道业的修学。就算欲界天，都已是算长寿天喽，

佛这样告诉我们，所以 佛是要菩萨世世在人间的。所以说人天果报，你怎么样保证自己一

直在人间呢？这个要不要去培植你在人间的因呢？要啊！你一定要按前面所说的，这个业的

自性，业的因缘，一定是属于人的这个部分。你说：“说弘法归弘法，因果归因果。”这个表

示他是不负责任的，他本身不顾这些人将来的生死，因为他们本身害怕，可是他却推他往这

个不能离开异生性的路走。我刚讲异生性的意思，怎样让你永远生在人间或是天，就是离开

异生性。异生性的意思，就是你在将来，这个所谓的诸业异熟的过程里面，就是会有那个业

让你生到三恶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能让你生到那里的业都还存在，那就表示你没

有离开异生性。可是你要怎么样离开异生性？怎么样让你未来世，一世一世都在人天？只有

圣者可以，未来世保证都生在人天。什么是圣者？圣者就是表示，在修道上有真实实证的，

真实的断我见，解脱道来讲，真实的断我见，断三缚结的；佛菩提道来讲，是开悟，真实开

悟。真实断我见的，一定要实断烦恼，实际上证得果的。那一般人因为他会生到畜生道、饿

鬼道，跟圣人不一样才叫异生，异于圣人的生处嘛，不同于圣人的生处才叫异生。异就是表

示不同的异，异生知道吗？异生表示他的生处是不同于圣人的生处的。圣人的生处是永远生

在人天的，甚至于天都不去的。但是有一些修解脱道的人，他会生到天。譬如说他是人天往

来，一来或是七次，那他还是会生到天。可是菩萨呢，他就不生到天，因为菩萨遵照佛的教

导，不生到八难之处，不生到长寿天。所以菩萨每一次都是回向：“愿意世世在人间。我纵

然有这个往生欲界天的福报，我也不生，那是我回向当作菩萨道道的资粮。”经常回向自己

是在人间，那你就不会生到这个所谓的欲界六天。纵然修了禅定，也回向不生色界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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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在修证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发起初禅，断我见发起初禅，成为三果人，菩萨三果，可

是他还是一样回向到人间。不会说：“我的果报可以生到色界，我就生到色界。”那是八难之

处，因为那个寿量太长。除非是有任务，有了任务一定要去那里，否则的话菩萨会留在人间。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道理，能正知第一个正知："诸业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异熟，

业的尽灭，趣业灭道，因缘资具。"涵盖了十二因缘流转，以及十二因缘还灭，以及十二因

缘为什么可以流转？为什么会还灭？是因为有一个法，有个实际，有一个本来不生的法，有

一个本来不生的法，本来自在的法，本来解脱的法，祂才可以一直的把这些法现行。所以呢，

能正知，能信，能入，能达，这几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

那么这样的情况了解以后，了解以后就要说，下面有一句经典上所讲的：“有因有缘集

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讲的就是这个啦。当你在经

典上读到的时候，你今天听了这个道理，你就会知道祂讲的，“啊！我知道了，祂在讲法比

奈耶。”这个法比奈耶我不是说有一个戒相来规定，不是！祂就是必然会有这个因果律，在

法界中运行，必然的。只是说由 佛善说出来，佛到人间帮我们善说出来，让我们能够信受，

如实去修学，能够入。入时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入，可是你确实是入了法的比奈耶，最后你真

实可以达法比奈耶了。你说你受了菩萨戒，你不知道你是先入法比奈耶，只是以菩萨戒当戒

相，当作一个戒相，让你往这个方向去。而事实上你要先入法比奈耶，你愿意受菩萨戒，表

示你就是先入法比奈耶啦。所以能够“修行梵行，修行解脱，能善解脱”。善解脱就是真实

解脱，真实有断烦恼，不是说自己想：“我现在是初果，我现在是三果，我现在是什么。”不

是自己想。真实断烦恼，能够真实解脱于三界的系缚。

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因缘，集世间就表示你的世间的五蕴世间，会聚集在哪里？是人间呢，

欲界的，是哪里？叫有因有缘集世间嘛。世间讲的不是指这个，不是只有指器世间，是你的

五阴世间也是世间。那，有因有缘世间集，就是你世间集，就是你这些五蕴的话，譬如说你

是集在有佛法的中国？还是你是往生到边地，没有佛法的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要看你，

还是你要生到哪里去。

后面也是一样，有因有缘灭世间，不可能无缘无故说，我已经解脱了。若有人说：“我

得阿罗汉果。”你问他说：“你是什么修道的因缘？”他说：“没有！我是自然而然。”那不对！

凡事必然有因缘，你一定要先断我见，那你是用什么工具断我见？你断我见是怎么样呢？你

断我执是什么呢？什么是你的工具？你的正知正见是什么？一定要讲出来啊。

所以这样的话，法比奈耶的后面的运行的法是什么？就要告诉大家，介绍大家：“一切

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真如，实际，即虚

空界，不思议界，法尔常住”，这个是根本，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根本法存在，所以这个

法比奈耶就在三界中这样子运行。

一切法，法定、法住，一切法一定是因缘所成，有这个因缘才成就这个法。我们的五蕴，

一定是因缘成就五蕴法，不可能无缘无故，像以前所说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个孙悟空，

因为那是神话嘛。除了这个一切有情，没有解脱的，还没有解脱的，还没有任何功德的（指

一般人）。譬如说有菩萨，八地菩萨祂可以变化，于相于土自在。那你不能说：“你为什么可

以变化出一个人出来?”因为祂已经于相于土自在。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修道以后，他把这些

功德法呈现出来，他可以这么做。可是一般人，你这个五蕴还是要有因缘，譬如说欲界，要

借父母之缘，你是造什么业，你跟这个父母一定有缘啊，你才会投胎成为他的子女，所以这

些一定是这样。然后这个法十八界法，不会说什么地方少两个，我们生在这里，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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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少了几界，这里突然少了几界，十八界本身永远是这么多，只是说在现行的时候，异

熟的时候，是因为你所造的业会有差别。譬如说生到色界天，生到色界天他不用饮食了，他

是禅悦为食，他就不必要香尘，不必要靠香尘，不必有味尘，不必饮食，就没有味尘了，所

以十八界法这二法就没有现行。没有现行不是表示它断了，不是！只是在那里的因缘不用现

行，不必现行香尘味尘，不必现行鼻识跟舌识。你看到了无色界，它十八界能现行几个，现

行了意识、意根，对不对？还有第八识，其它法都没有现行了，还有法尘，对不对？意根意

识法尘，现行的法很少，可是不代表十八界法，它就断灭了。而且说你的因缘，你当初“业

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异熟”，来成就他无色界的法嘛。所以一切法定、法住，

这些法呢，就说八识、十八界法、五蕴，五蕴十八界法、八个识，一切有情都有八个识：眼

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第七识，第八识，这是一定的，这叫作法定，法必定

是在这个范围。加上说这八个识所相应的心所法，很多了，我们讲到百法时候再说。我们现

在就讲说，什么时候你一定要懂得百法，你不懂这个百法，你说：“你怎样（证如梦观）”，

都是妄语。这些法是定的，法他不是说什么时候才增加一个，减少一个；这个心所法，五遍

行，五别境，什么时候才突然增加？法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法住法界，是不是一向

都是法住法界？不是突然被创造，或突然会被消灭。他的法性本身，法性本身就是说，因缘

所生法一定是无常，这是法性啊。因缘所生法一定是没有自性，一定是没有自体，这是这个

法性必然的；因缘所生法一定不是真实的，一定是虚妄的；还有因缘所生法，它必定是要什

么？要有一个能持这个因，持这个缘的法，才能被出生。这些法性可能没有人告诉你，可是

不代表说它不是这样子。很多法它没有善知识来告诉我们，到底这个所有的法的法性是有哪

些？究竟了知实证是成佛嘛。可是菩萨要修学的过程里面，从他进入三贤位开始，从进入住

位，行位，回向位，对这些法多少都要了知。开悟以后有一些一定要知道，不知道都不算开

悟，这是一定要有个轨则要检查的。

所以法性就是这些法它呈现出来的相貌。第八识法，祂本身的法性，祂也不能改变，他

藉因藉缘所出生来的法，也不能改变。也就是说，他藉因藉缘所出生的六识：眼识、耳识、

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眼识一定是要了别色尘，这个法性也不能改变。然后耳识呢，他

被出生以后，他缘于声尘分别声尘，也不能改变。那刚刚讲的这些，还有什么心所法帮助它，

才能成就了知，才能成就触受，这些也不能改变，这就是法性。也就是说，你究竟了知以后

到实证，你要知道原来法的功德，种子功能分别这么多，这就是法性啊。那这个都是菩萨未

来一定要去知道或去实证的，不是只有知道，最后一定要实证的嘛。

法界呢，你看法界有多少？有十法界，十八法界，对不对？菩萨法界，凡夫法界这些。

但是就是说，你是在讲一个有情的差别呢，还是修证的差别？看你要讲什么，或者讲说我们

要了知：眼识法界，耳识法界，他的功能范围差别，或者讲一个有情的十八法界，有情就有

十八个法的功能差别，就看你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些也是一样啊，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这

些因缘所生法，我们要说，虚妄的意识是表示被因缘所生，所以叫作虚妄，可是这种法，被

一个法所藉因缘出生，或是被一个法所执藏，它的种子功能，这个是不虚妄的，它是不会变

异的。不是说这个某甲跟某乙，某甲是什么法被他的这个法执藏，什么法是不在他那个法所

执藏，这个不会有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些刚刚讲的前面是，不虚妄，不变异的，不会经过因

缘时节的变异变迁而有差异，我们过去世无量劫是这样，未来世无量劫也是这样。所以才知

道修道这条路，怎么走啊，你才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些法性这些法界这些范围以后，你就知

道我未来我修道也是这样子，我这一世也是这样，必然我过去世也是这样子，是平等的，一

切有情都是平等的，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平等的，祂是离生的，为什么是离生的呢？因为

我们刚刚有说，十八界法是被出生的，可是十八界法的种子，它不是独立散在各地的，它是

被一个法所含藏的，这个法是本来不生的，从来没有生死的，在法界中本来存在的，那么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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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本来存在，表示他没有经过被什么所出生，被什么出生就是有生有灭，不能叫离生。

十八界法都是要现行，要记得十八界法要现行一定要经过因缘出生。可是十八界法它本身呢，

它被含藏在这个是离生性的，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含藏这十八界法的这个主体来讲，那么祂所

含藏的一切法，也是离生性。也就是他这个种子功能不是在某一世被出生的，是本来就被祂

含藏的，所以这样子在这些种子的功能是不是也是离生性的？也是啊！他不是在某一世才被

出生啊，如果是某一世才被出生这就不叫离生性啊，可是因为这个法本然就存，祂所含藏的

种子功能也是跟祂一样啊，跟祂一样，所以才说祂是离生性的，祂是真如，祂是真实的，这

个法有两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法以及法所含藏的这个种子功能、以及这种功能的现

行，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别清楚，当我们讲一切法都是真如的时候，你不能指着五蕴十八

界说五蕴十八界是真如啊，你一定要回到这个法体本身，就是这个常住法界的这个法体，这

个法体祂是真实的，因为祂离生，祂是如如的，祂从来不对祂所含藏的种子起心动念说，我

要现行什么法出来，从来没有。一定按照什么？按照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

异熟这些过程，到底你自己熏习的是什么，按照这个过程去将它异熟，祂自己从来不会起心

动念说：“”这个业先成熟好了，现在是佛法盛世嘛，先把这个业成熟。”没有！这个法本身

不会起这个念，这叫如如，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祂一定是按业的内容去呈现，不会被遮障才叫如啊，会被遮障的不叫如。如果

因为有一个天神的力量把祂遮障：“你不要现行这个法，你不要成熟这个法。”这不叫如喔。

譬如说有一个人，他认识一个天神，他说认识的天神可以跟他沟通，结果呢，天神跟他说：

“你造了地狱业，你要往生地狱。”你说：“你帮我遮障一下，不要往生地狱。”不行！这个

天神遮障不了祂，因为执行这个法的本身，祂是按照业的内容，所以才叫如。因为祂是真如，

所以祂在现行藉因藉缘出生种种法的过程里面都是真如，不是只有心体持种本身是真如。那

么这个法呢，真如这个法本身呢，从你一开始知道这样以后，到未来知道一切法都是真如，

你就要通过修证过程，从菩萨开始修学佛菩提道，一直到他开悟，一直到十行位、廻向位、

十地，一直到最后成佛，就是证知一切法真如，知已才是实证，知已才是实证嘛！但是在前

面的时候，在修学过程里面就要了知的啊。所以说这个真如表示说，如果回归到这个法体的

话，当然都是真如啊，因为这个都是法所拥有的嘛。

因为时间到了，这个“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尔常住”如果再讲会超过很久，所

以我们就留到下半场。

第 03集 孙正德老师主讲

真如，还有实际。实际，应该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都是现象界的，五蕴十八界都是现

象界的法；可是这个现象界的法的根本，实际就是他真实的本际是什么？那从这个五蕴十八

界才发展种种法，变成一切法，一切法的本际是什么？真实不虚的本际是什么？意思就是这

个。真实不虚的本际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法体，含藏一切法种的法体，祂在法戒中恒不变异，

祂的这个法定、法住、法性、法界，这些法都从没变异过，祂虚空界、不思议界、法尔常住。

就如刚刚说的，祂法尔如是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问佛，也不要问善知识说：“到底无始劫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不是就是矛盾，无始劫就是没有一个开始，你还问说什么时候开

始，它是不是就是矛盾的。到底什么时候我出现了？可是无始劫以来就是这样子，是什么时

候开始有这个我出现？如果是问佛的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你过去世的无量劫无量劫，

到现在这一世，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像孙悟空什么时候从石头蹦出来？因为你说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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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是那时候才开始，那就不叫无始劫，那个时候才有什么法出现，那这个法之前是什么，

难道是解脱吗？不可能解脱的法突然会被染污，这不合刚刚所谓的法比奈耶，不符合！已经

解脱的法，不可能突然会变染污，变成又轮回。所以菩萨继续在人间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

是修道的路，要这样走下去；一种是，譬如说三贤位的修证，十地的修证啊，一直到最后等

觉妙觉成佛。这就有一个所修、所断、所证，他修了哪些内容？断了哪些内容？证了哪些内

容？成就什么功德？到最后他自己出了三界，又入三界，这是一定要有内容可以检查的。

那么这里说得就是不思议界、法尔常住、虚空界。虚空跟虚空界是不一样的，虚空没有

法，虚空只是一个色边色，一个名相施设。可是这个讲说这个心，这个法犹如虚空，不是你

自己一般的肉眼说你能见的，这个法好象虚空一样。

这个部分跟后面说不思议界，因为祂不是你的意识所能思所能议的，这个法本身，叫不

思议界。祂的内容，祂的这个总相、别相，乃至祂的种智，祂所含藏一切法的功能，祂本身

具足的七种性自性、七种第一义、五法、三自性，这些都不是你意识所能思议的，一定得是

经过实证以后，有了教导，一样一样去了解。如果说你能思能议，那经典翻给我看，我就能

知道，经典翻多了，我就能思议佛在说什么，那就简单，那好办喽，每一个人读经就好了，

我们统统开读经班，不需要善知识，谁朗诵得好谁读得好，那不就可以了嘛，就可以马上成

佛了吗？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思议界如实告诉你，这个法不是像现象界的法这么容易的。

现象界的法就是我说的五蕴十八界法，在现行中你所能够接触到的彼彼有情，一定是不离五

阴十八界。这些现象界的法是可思可议的，你只要经过我跟你平铺直述，一一跟你列举出来，

你只要认真地学习思惟观行，就能跟我所说的如实去同样地去了解，同样的等位去了解。可

是这个心这个法不是那样子，这叫不思议界。所以祂是法尔常住的，法尔如是，不是经过什

么演变，不是经过一个什么被佛创造的，祂从来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因为祂的关系，所

以才有法毗奈耶的这样一个法戒定律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法的话，也没有法毗奈耶，真的！

所以我们说认识了法毗奈耶，就要知道因为有这个法，祂是真实，祂是实际，祂是不虚妄性，

不变异性，平等性。在法界里说，祂是如是，所以才是人家说这个佛法是平等的。平等在哪

里？不是平等在五阴十八界，而是平等在这个法体本身，一切有情都是这样子，不管是你在

哪一道，这些法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知道了这个法以后，我们说不符合法戒定律的，

那就是我们说的无因而生、无因而起的法。

有的人否定了第八识，否定了所谓的阿赖耶识，否定了如来藏，否定了能够出生一切法

的因，认为只要有业，只要有业就可以去受报，不需要另外一个本体。他认为说：“这个第

八识是创造出来的，如来藏是创造出来的，阿赖耶识是创造出来的。”那么我们刚刚讲这个

法尔，就是一切不思议界法尔常住，这个法就是如来藏，祂就是一切法的本际，一切法的实

际，祂的名称叫如来藏，是因为祂含藏了一切本来具足的功德，祂是可以让你成就佛道的，

祂本来含藏功德，一切有情这个法，祂都具有，祂本来就含藏这个功德，含藏了这个让你成

佛的功德。祂叫如来藏，祂又叫作第八识，又叫作这个本际，又叫作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

实相貌，这一切法是从祂来的，从祂而来的。祂不是凭空有因有缘就能够成就的，那个有因

有缘，只是因缘不能生法，这个叫无因而生，无因而起。如果没有法尔常住这个法，不思议

界这个法的话，不可能说缘具足了法就出现了，这都是无因而生，无因而起。换句话说，知

道这个道理以后，就知道从我们从修证来说，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

是修学佛法。我们有没有人说，他是研究佛法的，请举一下手（没有人举手）。大家都是要

修学佛法的，所以修学佛法一定是有修有证，不是纯粹研究，不是纯粹要去把经典读一读，

把经典的意思揣测揣测就好了，不是！要真实让自己能够有修有证，能够断烦恼有修有证，

能够到达一个里程碑，真的到达那里，就等于达法毗奈耶嘛，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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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没有经历过修道的因，你说你开悟了，你说你是入地了，

你说你已经证初禅了，这些跟实证有关的法，如果没有经过修道的因，那么都会造成违背法

毗奈耶，违背法戒的一个业。这个业很重，这个比犯戒相还重，因为祂是你自己本身的不思

议界的这个法，会自动帮你记录，自动帮你去依照你的业的因，业的因缘，业的自性，业的

因缘，业的品类，自己跟着去异熟。不是你自己的意识心主张说：“我这样对，他这样说我

不对”，不是你自己去主张的。我今天来说，什么人怎么样，也不是我说了他才那样的。例

如说我今天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刘灿梁教授，为什么我会提这个人的名字，这有原因

的。因为说实在话，我们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去赞叹大家来学大乘法，大家有心来学大乘法，

一心来向着佛道，我们都非常赞叹。可是今天在这一条路上，有人犯了这个法毗奈耶，有人

破坏了正法的未来性，破坏正法未来弘传的根基，破坏一些有情的法身慧命，让正法的弘传

的这个，未来受到一个很严重的破坏性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我们是菩萨而视而不睹，

不去做一个挽救他的行动的话，那我们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我们是十住菩萨，我们是什

么菩萨。”我们都羞于说这句话，因为那个不是一个菩萨，真正看到事情这样子演变以后，

你视而不管，因为我们不是声闻，我们是菩萨，菩萨有菩萨该作的事情。那么经历过有一段

时间，我们给了刘灿梁教授一个机会，我们希望今天我所说的一切，我都是希望在私下跟他

说，私下跟他说以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让他了解，他的过失在哪里？这个过失呢，希望他

能够来面对他的过失，接着他能改变，改变怎么改变？那未来呢，他的未来是在哪里？他的

未来可以怎么走？我们是要给他一个私下的机会，可是他不接受。因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

的，把我们的善意释放出去，可是他不接受这样的机会，因为昨天是最后的期限，昨天晚上

最后期限，我等到昨天晚上没有等到，没有等到的话，我们也告诉他了，没有来的话我今天

只好公开，可是我公开不也是为他好？我也是为他。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说我是菩萨，可

是我在这边乐于说人家的过失，那还算是菩萨吗？那不是，那是一个专门说人家过失的人，

不叫菩萨。我今天是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利益，因为他虽然没有办法私下达成这件事，可是

我们还是希望，希望达到也就是我今天所说，是针对这个过失在哪里？为什么他这样是过

失？如果说能够如实把我的，如实把我所说的内容传达，或者说我的片子直接看了以后，就

不会被误解，就不会被曲解。我们今天是为他好，私下为他不成，只好公开，这事我们也已

经跟他讲过，我们也转告他了，说如果没有来的话我们会公开说，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告诉他

了，已经传到他的耳朵里面了，虽然他的选择是让他公开，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说，我喜欢

在这边说一个人的过失在哪里，绝对不是，我不乐意去说人家的过失。因为我遵守我们的菩

萨戒，菩萨戒是不能随便说四众过，可是我今天不是在说四众过，我是因为这些内容牵涉到

的，相对的已经出现了过失的时候，我提出来是因为要让他看到，如果说了今天是怕被知道，

我不用录影了，对不对？我偷偷的说就好了，还录影下来，我不是等于是，等于说作了事情，

还让大家知道吗？你要说人家的过失，还让人家知道吗？所以我是说，我为他之处，曾经努

力了一段，那么导师的指示是说：“那为他之处，没有办法，只好这么作了。”我希望今天的

所说，都是为了让他的过失能够停止、停损，希望他的停损点就到这里。因为我不希望，我

们刚刚说的，你的出发心要是学佛，又去求我们的大乘这样的实证，可是所作的一切，却是

犯下违犯法戒，违犯法毗奈耶的，这个不好的一个因果，而影响的人又很多，那么将来这些

人，如果将来这些人都变成不信正法，未来世会遭到不好的果报，那到底是我们若没有出来

阻止，没有办法让这个事情赶快停止的话，那我们还算不算菩萨。所以说，菩萨的心性是不

是怕惹事，但是不会专门去惹事，一件事情是你该作的时候，你就得该作，可是这个出发点，

不是为了去说他不是，你这里不是，是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个过失，以后赶快转变。因为，一

转变以后，利益很多人，利益他自己，利益很多人，为了未来着想。所以这一段，需要面对

过失的这一段，还是要面对的，因为菩萨是不怕犯过失的，是犯了过失，别人告诉你了，要

去看是不是有过失？然后赶快去检讨，检讨了以后，我们会给他路走。可是他没有机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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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让我们把路铺出来给他走，因为这个因缘没有成，没有成嘛，所以造成我今天只好藉

这个机会一一说，我每一样所说的都有证据，我不是凭空说的，我都有证据。因为我们不是

那种随意听来的就去说什么，但是这里面有重要的，重要的过失点，那个过失点在哪里？我

是提这个地方，我不会去提个人的生活细节，不会！因为这个不是重点，而是在法义上以及

实证上，这些部分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因为今天就算是他成就大家能够认识对错的因缘，在

成就了大家的功德以后，他能够修正，那他也是功德一件。我希望说了以后呢，不要只是想：

“你为什么在这里公开说某某人？”不要只看到这一点，变成说我们的善意、我们的苦心都

没有了；可是成就了大家的功德这一件，他又没有收到，不是很冤枉吗？本来我们是私底下

来以后，我们就让他能够知道以后，就等于是希望能够摄受他，让他未来的路也是走得很顺

畅，不要再去让别人跟他走的路是一样，不要再让别人不明不白的走了很多冤枉路，走了很

多不应该走的路。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这种不符合法界的第一义的部分，包括修证的

部分，都是无因而起的无因而生的，都是违反法戒的，违反法戒不需要由我来说，不需要！

不是因为我说了以后他才那样，而是本来已经存在，我们只是把他点出来而已（鼓掌）。请

大家要理性的来看这一点，是把它点出来，等一下你才能够听进去以后有受用。甚至于说我

们说，父母对你有恩，可是今天父母有过失的时候，你要怎样报恩，父母恩你要怎么报？是

继续让他过失越来越重，生到三恶道去，还是赶快阻止他生到三恶道去？你的报恩是怎么报

的，对不对？你如果今天说：“他有恩于我，接引我是学大乘法。”可是你要报恩嘛，应该是

说这个恩没有错，我们也没有否定这个恩。可是你要怎么报答这个恩，要赶快阻止他，把这

个停损点把它设定好，到这里为止就好。因为过去也许没有人来说，可是我们今天说了，今

天说了以后，希望得到的是大家未来的利益，所以请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用心。其实我们

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希望能够不需要在这个场合这样说。但是就算在这个场合，我还

是仍然尽到说，还是从法上面以法毗奈耶的精神来告诉大家。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不管怎么

样要记得，不符合法戒定义的东西，包括修证这个部分，以及说不可能无因有个果报啊，不

可能无因有个什么啊。只要大家回归正法这边来的话，基本上不会偏差的。不要去落在这种

情执上面的话，就不会偏差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依止于这个法比奈耶、法戒，依止于这个法戒，所以说，

就制定所谓三归戒、五戒、四弘愿戒、八关斋戒、声闻戒、菩萨戒。那么这个呢，我们等一

下再讲一下，三归戒、五戒、四弘愿戒、声闻戒、菩萨戒，有它的戒相存在。就是说它是如

何如何，你不要这样这样，不然就会犯了过失那个叫戒相。那么这个戒相，就是我们刚说的，

引导你不要去走岔路。就象那个蛇钻进那个竹筒一样，那个竹筒就是让你乖乖的这样慢慢走，

走慢一点没有关系，不会犯过失嘛，不会偏差嘛。这一条竹筒虽然说你这样很难走，可是终

究你走得是直的不会弯，所以戒一开始就是戒相，很难遵守，这边也不是那边也不是，不能

发挥长才，老是要被这个戒所限制。可是这些戒相，终究是引导你，引导你的身口意行朝解

脱的路，朝真正能够修证佛菩提道的路上走，这个是这样。

那法戒呢，我们刚刚说的法戒因果律，它没有戒相的，它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戒相来让你

说这个就是法毗奈耶，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刚刚说的一切法，法定、法住、法界、不思议

界、法尔常住，祂哪有让你看到什么戒相？哪有看到什么戒相？没有啊。所以说，世尊在经

典里面很多地方，一直在告诫说，告诉弟子：你要怎么修道啊，将来呢，你可以如何。譬如

说，一开始就说：“你要多多的布施啊，布施能够让生天享福啊。你要能够学五戒啊，受五

戒啊可以生天享福”。这个就是说，佛的一种方便施设，以后让他能够真的往上走嘛。享福

以后他觉得可行以后，再告诉他：“那这个三界也不是常住的嘛，你应该求解脱。”那也是依

照以法毗奈耶为主来讲，可是 世尊在经典里面，经常提到很多地方，都是依止于法毗奈耶，

对于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告诫就是哪个最重要呢？其实我们刚讲，一切法的实际，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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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就是这个如来藏。但是如来藏却不是二乘声闻所修所证的内涵，他们可以不知不证，

但是却一样可以解脱。因为法界本然如是，你不证如来藏，你依照这轨则，本来就可以解脱

嘛。可是你为什么来证如来藏？为什么？因为是菩萨嘛。所以声闻法跟菩萨法有不同，可是

怎么样是菩萨？菩萨有菩萨的一个内容，才符合法毗奈耶。如果我们没有符合这个内容，我

说我是菩萨，那就不对，那表示是还有误解。那有误解的话，知道误解就要修正。所以我们

说，世尊特别重要的告诫，就是对这个菩萨法的这个如来藏，去知道这些知见，知道如来藏

的知见，都有在告诫啊，说：“对于一切外道不信的，要挑经典错误的，都不能讲喔。”只是

讲喔，不是引导开悟喔，知道吗？只是讲。你对不信的、对外道、对因果不信的，都应该讲

什么？应该讲基础的因果律则，只能讲生天之论，对不对？只能讲戒论，只能讲基础的因果，

修道这些因果，不能去讲到如来藏的，连讲都不允许讲的，何况说去引导人家开悟。那引导

人家开悟，有很严谨的一个过程，因为菩萨知道，什么时候是学人开悟的时节，这个不是随

便人可以知道的。这个什么样的时节你可以引导他开悟？他必然有一个历经的一个过程，就

我们刚说的里程碑嘛。你有没有走过这个 500 公里，要怎么看呢？你是否有能力来善于分别

众生的根器、众生的福德，以及他的智慧的内容，你要能够去当这样的一个善知识来观察，

你才能说他这样的人现在是适合开悟的，帮他一点，他的心性这样帮他一点，不会出事，他

将来我还能够摄受他，将来还能够让他进步，不会走偏。那这样才能够保护这个人，以及护

持这个法，护持如来藏法不会毁坏。如来藏法不是随便可以去说：“唉！既然如来藏是第一

义谛，谁都可以弘传，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弘传？我们要弘传为什么不行？”我们没有说不

行。可是违犯法戒，破坏正法未来的，破坏有情的法身慧命的，如果说是声闻人是不管的，

声闻人不管有情的法身慧命有没有被毁坏，声闻人不管 佛的正法能不能传得下去，他不管，

他只管自己有没有解脱，以致于他自己能出离三界就好了，可是菩萨不是啊。所以有的人说：

“你们讲你们的，我们讲我们的，你为什么来说我们的不对？”所以这个事情说实在话，如

果不是菩萨，实在是做不出来啊。“哎呀！对啊！人家说，‘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你何必

说人家不是?还惹一身骚耶，还被人家指责，何必那么辛苦?你就修你的道就好。”当声闻人

容易，对不对？欸！当菩萨不容易的，那个慈悲心以及那个勇气，哪是随便的人可以这样做

的。被人家指责的时候，你又想说：“怎么办？出去都被人家指责。”可是就看你慈悲心到哪

里？你是真的有慈悲心，真的有勇气吗？所以对佛的教导告诫，菩萨是很重视的，非常重视。

守护这个法守护得很严谨，守护众生的法身慧命守护得非常严谨。因为 佛是法主，对不对?

佛是整个佛法的法主，过去，那既然我们今天来学佛法，怎么可以不信 佛所说，不听 佛所

说，不遵照 佛的嘱咐呢？因为 佛在经典里，一再一再一再的告诫，声闻人可以不管，那个

部分我们是不去说，可是菩萨不能不管。这一边一直在破坏，这边你却说：“反正我们在这

里弘传，那个跟我们不相干，去讲了人家会不高兴。”那这样的话，那个菩萨性的成分就很

低了。可以讲说那样的菩萨，大概成不了什么大事，只是为了自己，为自己的不要被评论，

不要被人家指责，只为自己，因为怕自己被评论，怕被指责嘛！为法他没有那个勇气。为了

法的常存、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你该做的事就是要做。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世尊特别的告诫就在法毗奈耶上面，遍布在经典里面。只要将来

大家有机会，譬如说去读经典，一样能读得出来，你不能说我读经明明 佛没讲啊，那是你

没看出来。所以说有个譬喻说，这个法毗奈耶法戒，就好象我们国家的宪法一样，国家是依

宪法而立国的，以宪法为根本。接着再依这个宪法来立宪，立刑法、民法。你不能说：“我

依止我这个民法、刑法，我只要没有犯就好了。”可是你犯了宪法还是一样照办，更严重啊。

所以说这个部分，大家应该知道，刑法、民法也是一样，让你不要犯过失嘛，对不对？你犯

了过失我这么处罚你，也是让你不要犯过失。可是原则上还是依止于宪法，依止于宪法来制

定这些项目。那法毗奈耶就是这样子，依法毗奈耶来制定三归戒、五戒、四弘愿戒这些等等。



24

那我们说三归戒。三归戒的意思是说，三归依以后，还去依止于外道。三归依以后，没

有依止于自己归依的这个师父来学法。你要学的法是他的法，可是却归依于别人，这个情况

很矛盾，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一个太极拳，一家太极拳，有很多家，郑子太极拳你们有没有

听说过？郑曼青，郑子太极拳。郑子太极拳它有一个特点，它太极拳是显示出来柔跟那个劲，

而不是力。一般的武功都有力，郑子太极拳是以柔，内柔来呈现这个劲。它是一个指头一弹，

可以隔很多人，把一个人震到十里之外，这是郑子太极拳的特色。如果你说：“那很好，我

来跟你学。”可是你却不要跟他拜师，那这个能成吗？能学得成吗？我要学你的东西，可是

我不拜你为师，那就是违背三归戒啊。就像一样说，今天要学 导师的法，可是我不依止你。

人家法很好，也是明心见性的法，而且有种智，我跟你学可是我不拜你为师，跟这个道理一

样啊。那三归戒就是说，你今天既然是依止于僧宝，佛，有佛依止于佛，以及法由僧宝来传，

因为佛已经现在是在色究竟天，示现到人间是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现在在色究竟天以及他的

法身也没有灭，报身在色究竟天。只是因为我们的果报在人间嘛，所以需要有到人间的菩萨，

为了来摄受我们。可是这个部分变成说：“那么你这个法要谁来传给我们？你学你读经典，

我自己学经就好啊。经典不会错啊！”问题是你到底学对了没有？你以为自己读经就对，经

典不会错，可是你自己见取见弄错，那就很严重了。以自己的见解来解读经典那就是见取见，

佛在各部分都一直强调，有见取见的人是什么退失智慧退失善法的人，因为他一直用自己的

见解，来解释经典，这很严重。那么这个部分变成说，我们今天说三归依戒，你既然要跟他

学，你既然说他的法好，为什么不来依止他？一定有原因嘛，“因为我想自己当法主啊，我

依止你，我就不能当法主了，对不对？我归依你，不是等于我要按照你的规矩了吗？你设那

么多规矩，让我都不能出来弘法，你的弘法条件这么苛，还要学多久，还要受你的培训，才

能出来弘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样的话就不想依止这个人。可是又想要他的法，这就

违背啊，本身就违背法戒了，不要说三归戒，因为这个因果就不对啊。所以说，三归戒就告

诉我们，佛弟子今天依止三宝，就不能再依止外道法，因为外道法不能解脱。你要解脱，你

要成就佛道，就是在佛法中嘛。可是我们说，既然你要学法，你又说他的法对，可是我又不

依止他，那这个本身也是一样违反法戒，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制定三归戒，就是怕你一心

一意想要学解脱法，想要学佛菩提道法，可是你今天又不懂得这个道理。像以前很多外道，

为了来归依佛以后，就能够不会说人家没有办法供养他，可是还维持在自己的外道法中，那

这个不就是违背三归戒了吗？因为你三归戒的目的是什么？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为什

么？为了想学佛想要学法，从于僧来学法，对不对？他能够把法给你就是僧，能够如实的把

法传给你就是僧嘛。所以说，这个三归戒也就是依止于这个法毗奈耶来设的啊。

五戒也是一样的啊，你怎么样能够去维持人品，人的品类，那给你一个五戒的戒相，最

起码你一定是在人间了。但是这个也是因果律呈现出来的，按照这个戒相来协助你，它根本

还是在法毗奈耶上面。

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有一些人希望未来世能够出家，这一世呢，就在每个月的固定的

时候受八关斋戒，让自己清净，学习着离欲，学习着离世间这些五欲，学习着，一次一次学

习着，让你自己能够习惯。甚至于有人说：“佛经是有这么说，如果你经常受八关斋戒，可

以求生极乐世界。”这可以啊，念佛法门在经典中就有提到，你如果经常受八关斋戒，可以

发愿啊：“我以受八关斋戒的功德，求生极乐世界！”可是呢，这个地方象这种事情，却有人

就是以见取见，这样来解释。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刘灿梁教授，我不是一定要说他的

是非，是因为这里面很严重的见取见，我得说出来，“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绝

对不是跟第一义谛有关。”一个开悟的人，假如他真的开悟，不会说这种话。他不会说净土

不是第一义谛，净土只是教人往生的。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不会这样说的，因为开悟的人证

的是什么，证的是自心净土啊！他所实证的自心净土，是跟阿弥陀佛的那个真正的法身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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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同一类的，他怎么可能会说，阿弥陀佛净土跟第一义谛无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第一义

谛无关？这个是很离谱的。那他如果说他已经开悟了，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他没有开悟。

因为所实证的是自心净土，自心净土是依据于这个如来藏、这个法身而说的，那阿弥陀佛的

净土也是依止于这个法而演变的，不是说到净土去。他还说是：“净土兴，佛法灭”，这是很

离谱的说法。因为净土绝对不是表相的净土，阿弥陀佛如何成就他的极乐净土，他还是依止

于他自己过去还没成佛之前的如来藏的自心净土，发大愿，行菩萨道，想摄受一切有情，让

能够跟他的愿相应的人，将来能够慢慢地依他的愿而行，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摄受他，

可以在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花开见佛的意义就是开悟欸！所以，这样一个说他开悟的人说，

这个刘灿梁教授他说：“这个净土跟第一义谛无关。”从这里我就看到他没有开悟。这是第一

个。下面还会继续说，这个是很不如法的说法，这个是见取见，因为把佛经典里面的东西误

解了，曲解了，这叫见取见。以自己的见解，来取经典的意思。如果有任何人说，净土跟第

一义谛无关，就可以马上判断他，他说开悟，你可以马上否定他。这个部分我们说八关斋戒

就讲到这里。

声闻戒。声闻戒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心一意想要出离三界生死，要解脱。那么为什么叫

声闻戒？跟菩萨戒不同点在哪里?也就是声闻戒，他一定要剃发着染衣，一定要现出一个声

闻相，所谓声闻相，就一定要现目前你看到法师的相貌。这个相貌，第一个相貌就表示，他

要去除我见，因为大家都一样哪有我？对不对？都是剃发着染衣，哪有所谓我？哪有男女

相？请大家想想看，剃发着染衣以后还有男女相吗？还有所谓你的五官怎样？我的五官怎

样？没有，都一样嘛。所以剃发着染衣，其实就已经告诉修行人，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先断我

见。他一定不能有我见，有我见剃发着染衣意义就不大了，对不对？所以说声闻戒是因为他

一心一意想要解脱于三界的系缚。所以就是受声闻戒以后，他的一些生活律仪，行住坐卧律

仪，就要依照声闻戒里面二百五十戒来行，他得跟声闻一起共住的，一起共住的律仪都要遵

照，不能违犯，违犯就是犯戒，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从戒相上，来让他们能朝解脱的路走，

所以声闻戒基本上就是，他受了这个戒，他自己都要知道：“我要跟，例如说，跟一起受声

闻戒的共住，有生活律仪都要遵照。”很多细节，比丘两百五十，比丘尼就四百多或是五百，

很多细节要遵守，这是属于声闻戒。但基本上原则，是你照这样子做，你一定能够到达解脱，

能够入法毗奈耶，能达法毗奈耶，修习梵行而善解脱，一定可以这样子作。如果遵照这个戒

行而来的话，断我见以后的修行，就是断我执，对不对？断我见断我执发起初禅，成为三果

最后成为四果，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修证。他依止声闻戒一定可以这样走，如果如实修行一定

可以到达，因为入了法毗奈耶，一定能够达法毗奈耶。

另外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就是没有一位菩萨不受菩萨戒的。这菩萨戒就是专为一心想

要修学佛道的菩萨，而来施设这些戒相，十重四十八轻，我们由梵网经来说，当然还有所谓

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还有菩萨璎珞本业经，菩萨地持经的这些内容。但是我们以梵网经的十

重四十八轻来说，这些内容只有十条重的，四十八个轻的，你说：“为什么菩萨戒这么少啊？

比丘戒两百五十，比丘尼戒还四百多五百。”因为菩萨戒不一样。菩萨不同于声闻人，声闻

人是每一项每一项，你都要教他，他们是在佛世的时候，当然我不鼓励大家去看四分律五分

律，因为这个不是大家看的。每一样生活细节都要问佛：“佛我这样有犯戒吗？”佛说：“有，

你这样犯戒。”“哦，那我走路该怎么走？坐该怎么坐？如厕该怎么如厕？我衣服该怎么样怎

么样？”都要遵照这个规定，都要依照佛的教导。如果有说，两个人之间有怎么样，那不行，

就要来说你以后就要这样，所以说每一样都是依事制戒，依照这个事相制戒让他们能够如实

的朝解脱的路走，生活细节的点点滴滴，这得依照这个方式来做，否则的话偏差了，那么就

是，譬如说就是，可能解脱的路就遥遥无期，变这样子。在这里面是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得

遵照，都得要按照这样来进行教导。可是菩萨不一样，菩萨很少是跟在佛旁边的，声闻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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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跟在佛旁边依佛而住。菩萨呢，菩萨两个字叫觉有情，觉悟的有情，觉悟什么？觉悟这个

法的本际实际，觉悟这个如来藏的有情，以及朝着觉悟如来藏，这个方向的有情。我愿意去

实证如来藏，我要朝这个方向走。当然，等一下就讲到菩萨法，菩萨戒就是让你朝这个方向

去的。所以没有一位菩萨说，不受菩萨戒可以成为菩萨，可以成佛的，没有！因为菩萨戒是

千佛大戒。可是这个刘灿梁教授，他就不正受菩萨戒啊，他就认为说不必受戒，依止道共戒

就好了啊。可是道共戒是什么？道共戒是你开悟以后，你真实断了烦恼，真实断了三缚结。

三缚结就是我见、身见、戒禁取见，我见、疑见、戒禁取见断了以后，能够真的转依，如实

转依如来藏，那样的人才能说，以如来藏的诸种法性为道，就当然比较不会犯过失。可是一

个又没有断三缚结，自称开悟的人，哪有道共戒可言。已经违背了法毗奈耶，不是真的开悟

啊，没有断三缚结就不算开悟啊！不能转依就不算开悟！因为我们刚有说道，佛法里面的修

证，是要有断烦恼，是要有实证的，才能说你是到了那个果，因为开悟也是一种果啊，菩萨

的果位嘛。不是说，开悟很简单，开悟就是怎么样，你如果没有断这些烦恼，纵然有人告诉

你，把密意告诉你都不算开悟，因为没有意义嘛。没有功德受用不能转依，没有办法再自己

增进。只是说被人家毁坏他的法身慧命，提早把他的这个缘毁了，让他以后的功德发起很困

难。所以说，菩萨戒在这里面很严谨的告诉你，修证上要，譬如说杀盗淫妄酒，妄语上，就

告诉你不能未见言见、见言不见、什么什么，不能说没有悟就说开悟，没有眼见佛性就说自

己眼见佛性，没有证牢关说自己证牢关，没有证禅定说自己证禅定，自己明明没有证如幻观

就说自己证如幻观，自己没有证如梦观就说自己证如梦观，暗示自己入地，这个都是犯下很

严重的大妄语业。那么这个部分说出来，不是 佛说恐吓你，吓唬你，不是，是法毗奈耶本

身就是存在着，只是佛施设这几个重要戒相，让菩萨谨言慎行，在修证上要严谨。修证上严

谨以后，那么这条佛菩提道，三大阿僧祇劫的路，就不会很长很长，甚至于看不到未来，甚

至于在异生性上，一直不能离开，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能达到菩萨戒的功德。菩萨戒的功德

就是让你早点离开异生性，早点成为真正的菩萨，避开这个你会犯的业，让你要学大乘经，

让你不要毁谤菩萨藏，让你不要未悟言悟，让你不要随便去自赞毁他。不要说：“我现在的

修证到哪里，谁的修证到哪里。”不能随便这样子说。就譬如说，刘灿梁教授现在说：“不是

八地以上的菩萨很难破，现在的魔，很厉害。”表示说，不是暗示我们的导师现在是要八地

以上才能破吗？这个也是很严重的过失。我告诉大家，魔只要你离开欲界就能破魔，因为魔

在欲界啊，大家知道吗？魔在欲界，魔没有超越欲界的。可是只要是入地的菩萨，一定已经

超越欲界的。因为入地的菩萨，一定要证得初禅，已经超越欲界了。可是他却说：“一定要

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破魔。”这太离谱了。整个法的毗奈耶，法戒的因果到哪里证哪里，

怎样的功德他都不知道啊，这样的说法误导别人，误导别人的地方，他一定要修正。因为这

个是他公开说的话，他自己要修正。这个部分就是说，在菩萨戒里面，就很严谨来告诉菩萨，

你这些东西你都要谨慎，你自己没有实证，你不能随便去说的。有实证也不能自赞毁他，自

己说：“我证得什么，我证得什么。”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为求名闻吗？你如果一直在夸赞

自己，就是为了求名闻，那我见根本没断，对不起！你还是没有开悟。因为自己一直为了我，

一直在要去让人家恭敬，那还是我见不断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我见断了跟没有断，这

个是很容易判断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菩萨戒，完全是为了你想成为那个往实证的路上走的，

已经实证的要依止的戒，你一定要正受，一定要依止一位能够教导你的，他能够教导你，“怎

么样来学戒，这样子是犯错了，这样子你要怎么改正修正。”他能教导你的，才是你去受戒

的对象，一定要正受菩萨戒，尤其是上品戒很难啊。上品戒就是说，这位传戒的人，本身已

经可以持戒不犯了。

第 04集 孙正德老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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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两个名词喔，持戒不犯跟学戒不一样，对不对？持戒不犯他不是在学习，他本身就

可以不犯了。可是学戒就是你一直学，有犯过失，犯过失忏悔，忏悔以后再学，叫学戒嘛。

所以刚刚说菩萨，真正的菩萨不怕犯过失，他如果依止菩萨戒，依止菩萨戒的轨则，懂得忏

悔，懂得定期的布萨，定期诵戒，定期让自己出离过失，重新清净再学习，菩施不怕犯过失，

只怕不懂得惭愧，不知道自己面对自己的过失。所以佛教导我们说，要能够见自己的过失，

知道自己的过失，然后才能够说：“我能够不再犯过失，而后不复作。”第一个要见嘛，第二

个要知嘛，你没有见自己过失，不知自己过失，你怎么说我自己忏悔，说我不再做了呢？不

可能！所以如果能够真的这样的话，那么未来世对他来讲，整个威德功德都不失、不减，虽

然这一世有犯，可是未来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大家修学菩萨法，不要只看到这一

世，一定要看到长远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中，每一

世每一世都很重要，不是说我未来入地以后，再怎么样就好，不是的！你每一世每一世没有

连结，那你入不了地。所以我们说菩萨戒，对于菩萨而言非常重要，那你要正受菩萨戒啊！

你要能够依止于能够传给你教导你，将来还能够告诉你说，你这样的过失在哪里，要怎么样

出离，教导你怎么出离，怎么摄受你，摄受你以后还帮助你长进了，因为我们本身在导师座

下，就是被他这样教导。你犯过失以后，他一定摄受你，摄受你以后还帮助你，他不会说你

犯了过失，一直指责你，然后还排除你，不会这样做，那就不是，那不是你依止的戒师。你

能依止的戒师是，犯了过失以后，要如实的见自己的过失，知道自己的过失，忏悔不再做，

不再作以后再学习叫学戒，一直到你未来，一直到未来，你可以真正持戒不犯。你终究依止

于入了法毗奈耶，你一定能到达。所以说这是菩萨戒，所以我们说懂得这些以法毗奈耶为这

个根本，所施设的都是戒相。可是不要忽略了，这种没有戒相的法戒，大家心中一定要建立

这样的正知正见。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依止于前面的精神，来说到佛道中的修证。佛道中的修证，是涵盖

了两个，一个是声闻解脱道的修证，一个是菩萨佛菩提道的修证。这两个，那我们就先来说

这个声闻的修证。也就是大家知道修学佛法，绝对要有前提，有修有证。有修有证的过程，

一定要有断除烦恼，没有断除烦恼，不能说他有证，这在经典里面，在论典里面，菩萨论藏

或者在佛所说的经里面，处处都是这样子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个深的印象。

那我们说声闻的修证。声闻的修证呢，他所依止的还是依止声闻戒，依止佛戒，因为佛

所制定的嘛，佛为声闻人所制定的，我们都称为佛戒。佛所制定的戒有声闻戒，或是菩萨戒。

那其他的譬如说八关斋戒，四弘愿戒，五戒，三归依戒这些，一个基础嘛。你能够入到这个，

譬如说声闻戒或菩萨戒，这个基础你不可能去犯的，对不对？不可能说你今天受了菩萨戒，

结果你犯了三归依戒；你受了菩萨戒以后，还违犯了你的四弘愿戒；你受了菩萨戒以后，才

说我要赶快求证解脱，去证无余涅槃，那就违犯了四弘愿戒；四弘愿戒是烦恼无尽誓愿断，

对不对？众生无边誓愿度，法门无上誓愿学，还有一个是什么？（众答：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嘛。你如果说去入无余涅槃，那违犯了四弘愿戒啊！因为你没有成佛，你一

旦入无余涅槃还能成佛吗？灰飞烟灭啊！十八界法不再现行；十八界法不再现行，如何能够

修证佛道？所以说修证佛道还得靠这十八界法来修证啊！所以说第一个声闻修证，是依止佛

戒；依止佛戒呢，在这里面声闻僧，当然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名相，声闻僧的意思，一

定是指依止于声闻戒，依止于声闻戒出家的叫声闻僧。那依止于声闻戒出家的，但是这个依

止于声闻戒出家的这个部分，是指说有出现剃发着染衣，住在如来家里面的，可是最重要的

是他的修证内涵，完全是在解脱道上面。那么第一个我们刚说过要断我见，他第一个一定要

先把这个我，表相上的我都去除嘛。你不要说你头发多漂亮，舍不得剪，你要受声闻戒，你

得把你的头发都剃掉。你不要管说那衣服好不好看，因为你得要先去断我见，你就穿着同样

的衣服，都没有分你我，表相上不分你我，那么断我见为先，以后慢慢地往能够断我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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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执的方向走。

那么这里有个重要的部分要告诉大家，佛法的修证呢，最重要在智慧上面，不在神通，

不在所谓的这个世俗的这些什么宿命通啊之类的。所以有宿命通，如果看到谁怎样怎样，那

跟佛法修证关系不大，没有智慧纯粹去修神通，仍然是在三界中生死轮回的有情，跟解脱道

无关。所以我们要重视的是，这个人有没有断烦恼，有没有智慧，我们要重视的是这个。也

就是说，在佛法的修证中，你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证量，就看他断的烦恼，断到哪里？他的果

在哪里？所得的果在哪里？因为他的证量是以智慧来检查的。那智慧相对的是什么？就是烦

恼。智慧能断烦恼，这有个重点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声闻所断的烦恼，断的烦恼是一念无

明的烦恼。他所断的烦恼就是指我们前面早上讲的，无明缘行这个无明。因为无明就不知道

三界的生死，为什么会有三界的生死？那你为什么我见不断、我执不断？我执一直长养都不

知道啊。知道以后就开始断我见，开始说，那原来是依止错误的法，依止在不是真实法上面

去长养贪爱错误，那要去把这个我执断除。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从这个所谓的断我见开始，

叫初果。那么这个初果呢，我们说叫声闻初果，这个部分，它基本上呈现出来的，它不是在

现行的烦恼上面看得到，而是在见地的简择上。那我们刚刚有说佛法的修证上一定在智慧上，

对不对？那么智慧上呈现在哪里？就呈现在简择上。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印文师就有告

诉大家：“你要如何去选择对的错的？”那就是属于慧，智慧呈现出来的就是简择。譬如说

断我见的人他要知道，开始继续修除这个解脱道；继续修证解脱道，就是要依止正知见，正

知正见八圣道法，进而去断除我执。以他这个断我见的智慧，进而去断除我执，他一定是知

道往这方面走。他绝对不会认为说，修定就能解脱，这是一定简择的道理。也就是他的简择

知道说，我怎么样来依止于教我的人，继续来断除以我见为基础所长养出来的、过去无量劫

所熏习长养的我执烦恼、习气烦恼。那么我自己的我执烦恼有多少？习气烦恼有多少？让我

能够生死不断的烦恼有多少？在哪里？善知识都会指导出来的，而自己却发现：“啊！原来

这个对眷属贪太重，对名闻贪太重，对于这个色贪太重，对这个什么我慢太重。”这个部分

自己要去发现，或是善知识给你指点，指点以后怎么样去去除、断除？所以从这个为基础，

断我见为基础，开始就会进入一种薄贪瞋痴的状态。假如说，他只有在维持断我见上，一直

不能进入薄贪瞋痴，那么他就只有在断我见上面，如果这一世只有这样的话，佛说他得要七

次人天往返。七次人天就是说现在是人往生到欲界天，为什么只能往生到欲界天，因为他没

有发起初禅，可是他断我见修的功德，还有他出家的功德，足以生到欲界天，他的福报足以

生到欲界天。说他七次人天往返，到天以后舍报以后，又再来人间这样七次，总共十四次生

死，十四喔，七次要乘以二，人跟天，乘以二。不是人天这样一次，人一次天一次，七次人

天往返，总共十四次的生死，才能够成就解脱道。如果他在这一世，只有断我见，没有继续

往薄贪瞋痴，或者是断三缚结来走，来断五下分结来走的话，可是呢，这样一个只是断我见

的这个初果而已，他仍然要具足断三缚结，他如果没有断三缚结，他也不能成为初果人，大

家对这个一定要严谨。断我见，没有断疑见，也没有断戒禁取见，这不算初果人。只有断我

见，不算初果人。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所谓的疑见没有断，譬如我们刚讲说，明明这个极乐

世界，这个阿弥陀佛的愿，所以一切有情，你只要朝阿弥陀佛的愿这样去作，阿弥陀佛都会

来接引的。如果疑见没有断，也不算断三缚结，也不算初果人。断疑见呢，对于佛所说的法，

绝对不会生疑的，不会在佛的经典以里产生见取见，因为一定是信受佛语嘛。信受佛语，不

管是在净土不管是在禅门，或是在其他的唯识方广，或是解脱道的经典里面，不会去怀疑佛

所说的，这个是最基础的原则，当然是因为不会去怀疑佛有没有断我见，这个是很离谱的。

也不会怀疑教导你的人有没有断我见，因为你跟他一样都可以检查。可是疑见，我们刚刚说

在净土经典里面，明明阿弥陀佛都说依照他的愿来修，你能够发这个愿，如何做有上品上生、

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九品；依照三品，依照这个九品往生，三个品类九品往生，三个等级

九品往生。可是呢，都有说到，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会去接引，都有说啊，都有说会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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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可是这位刘灿梁教授他却说：“法身无形无相，如果去接引，如何去接引你啊？”佛阿

弥陀佛怎么会用法身来接引你呢？他不知道说佛有三身哪，佛有法身，佛有报身，还有应化

身咧！这个开悟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从自己身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三身咧。一个开

悟的人，不知道自己有三身吗？不知道自己的应化身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报身是什么？不

知道自己的法身是什么？那怎么可能佛会没有呢？成佛以后就统统只有法身啊？成佛以后

仍然有三身啊！应化身来接引这个，一般的不是初地以上的；然后报身是接引初地以上的，

法身是只有唯佛与佛能相见，这是最基本的知见。可是公开的讲课这样讲，误导他们非常严

重，他一定要修正，很多地方他一定要修正。因为这是对佛的疑哦，对佛生起的疑，因为怎

么可以说是阿弥陀佛法身如何来接引众生？这是不可能用法身来接引嘛。经典里面白纸黑字

这样写，可是他就用这种质疑的方式来说：“只有初地以上的菩萨，阿弥陀佛才会接引。”难

道初地以上的菩萨，就能见佛法身吗？那不就很矛盾吗？初地菩萨怎么能见佛法身呢？唯佛

与佛能以法身相见哪！也不是说佛只有摄受初地以上的菩萨。佛发的愿里面的内容根本看不

出来，怎么可以向他人解说，说只有初地菩萨可以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完全矛盾，内容都

矛盾，那不如法的地方太多。这表示里面是存着疑见的，因为经典里面写得很清楚，你就是

照念都可以，不需解释，只要念出来就可以。可是用这种方式解释都是疑见，本身是属于疑

见，有疑见的基础来产生见取见，这真的是失去自己的智慧，失去自己的善法，退失智慧，

退失善法；同时以这样的法来教导别人，也造成别人很大的遮障，这个业很重，因果非常重，

对于违反法毗奈耶的部分非常重。这个部分如果是公开说的话，一定要去修正一定要收回，

一定要公开来做澄清，做修正，才能够灭他的这个业。我们说了是为了他，他要赶快把他的

过失，赶快去修正。那么现在我们刚说，你一定要断我见，断疑见，断戒禁取见，才能说你

断三缚结。可是一个断了我见的人，一个断了疑见的人，他一定会断戒禁取见的。因为他知

道，解脱的路是怎么走，他一定知道，一定要依止佛戒，声闻人依止声闻戒，菩萨就依止菩

萨戒。可是他却不依止，这位刘灿梁教授，他不依止菩萨戒；不依止菩萨戒，这样的话就表

示他是对佛所说的他不遵照，他去取禁戒，自己说我依止道共戒就好；那这样的话表示，他

三缚结完全没有断，这样没能断的情况之下，不要去说他悟的内容是什么，就可以断定他没

有开悟。我们等一下还可以说，从他悟的内容来说，他没有开悟。我都还可以说，我们说你

一定要断三缚结，才有所谓的果，才有所谓的初果，可是菩萨开悟，是一定断三缚结的。可

是他的主张是，找到如来藏以后才开始断烦恼，这完全是颠倒，颠倒所有修道次第的。这个

烦恼，没有找到如来藏也可以断的，对不对？声闻人，二乘人，不需要去找如来藏，依照法

毗奈耶，还是一样可以断我见、断我执、断整个系缚在三界烦恼，修证解脱，哪有说一定要

找到如来藏才能断根本烦恼？六根本烦恼，包括所谓贪、瞋、痴、慢、疑、恶见（含我见），

这是六根本烦恼。这六根本烦恼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可是怎么可以

说开悟以后，才开始来断烦恼？也就是说，我先开悟，我再断三缚结，这是错误。因为断三

缚结，你才能说你开悟。你如果找到如来藏，你找到如来藏，一定是要断三缚结，才说你开

悟。而不是说我找到如来藏，我才开始来断三缚结，颠倒因果了，因果颠倒了。那么这等于

说，我们前面讲的法毗奈耶不能有这个差错，了解上有差错，教导的人不能教错。如果说他

有知道过失赶快修正，这是对他以及对跟他学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利益。所以我们说，这个

三缚结：我见、疑见、戒禁取见，要完全断了，才可以说他是声闻初果。声闻初果这三个见

断除了，结果显示出来就是简择。他在简择的时候，他一定会简择对的去修，说我要怎么样

去修解脱道，他所简择的一定是对的。譬如说，赶快去断除我执、我所执，最后经过断除我

执、我所执，变成薄贪瞋痴，一定会进入薄贪瞋痴。接着呢，因为努力，在断除欲界的贪，

最后一定会发起初禅，这是一定的结果。从初果，然后努力的薄贪瞋痴以后，一定会发起初

禅的，因为你只要断了欲界爱，断了欲界爱是自然就发起初禅。所以发起初禅，不是靠说我

有神通，我有什么那个什么定，不是！发起初禅是靠断欲界爱，没有断欲界爱说自己发起初

禅，照样是违犯法戒法毗奈耶的，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实际上断了什么来简择。所以我们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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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你要简择，你有没有这样子（断烦恼），不是说我先开悟，我先发起初禅，我再来离欲，

我再来断欲界爱，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佛法。佛法是你一定得断了欲界爱，才自然发起

初禅。所以发起初禅的人，一定有经过断五盖的过程，贪欲盖，瞋恚盖，疑盖，睡眠盖，掉

悔盖这是一定要断的，要检查。可是我们刚讲说，这样的情况之下，疑盖这么重，那其他的

我就不要检查了。怎么可能说，他已经成为所谓的证得如梦观的人呢？证如梦观的人是已经

入地了，说他证得如梦观，是表示暗示人家他已经入地了。等一下我会讲到，十住，十行，

十回向的时候，这每个地方的关节，不能马虎的，每个地方都有实证内涵，以及你断除烦恼

的内涵。你不能说你证了这个，不能说：“我先证再来断。”千万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前提，

不是说，“我先证了以后，我现在开始来断这个，所以我现在还是这个果。”不是！所以声闻，

刚才前面讲说，从声闻的修证解脱道理面，断三缚结当然要断我见、断疑见、断戒禁取见，

他的简择上一定是正确的，不会错误。朝正确的方向去修解脱道，薄贪瞋痴甚至发起初禅，

成为断五下分结的三果人。一定要断五下分结，五下分结就表示，刚刚讲的三缚结，加上欲

界贪，欲界瞋。如果有人说他已经断了五下分结，他是三果人，可是我们来说，他基本上没

有断疑见，你看他这时候，还对佛经典里面所说的法还生疑，还会起瞋的说：“怎么说我的

不是，应该要赶快去把他的什么事相，拿出来说一说，把他继续抹黑染污。”抹黑说我们是

跟政治挂勾，抹黑我们今天是属于说，不要来接触我们，我们是属于哪个政治派的。我们从

一开始，导师出来弘法，就不跟政治接触的，可是他却去抹黑说，我们跟政治挂勾，这表示

他起瞋嘛，起了瞋以后所做的事情。可是那我们就说，他这样子说，他是证得如梦观吗？证

了如梦观入地了，一定是发起初禅的了。可是发起初禅，怎么可能说，没有断五下分结呢，

一定要断除三缚结，跟欲界贪，欲界瞋嘛。检查起来都没有，每一样都可以检查的。如果是

真的断了五下分结的人，人家检查他的过失，他要检讨，赶快谨慎检讨。因为他有正确的简

择能力，有正确的简择能力，不会因为人家说他过失就起瞋的，大家注意这一点。除非他说，

“我只是一个住位而已。”那我们就不用去要求他，他说我还没有开悟，我是住位初学而已，

那我们就不能要求他，我只是在六住位，那我们就不用要求他，也不用去简择他。可是他现

在对外宣称，他开悟，他明心见性，又证如梦观。这个一定要检查，每一样都不符合的时候，

那就是大妄语业。要怎么帮助他，赶快让他修正啊！修正以后赶快忏悔，公开忏悔，收回他

所说的东西，重新来学习正确的次第，这样才是对他有帮助的。我们刚说，发起初禅，一定

是断五下分结的。不是说，我发起初禅以后，我再开始来慢慢断五下分结，这程序上，大家

得知道不可能。所以呢，发起初禅，绝对是断五下分结，这是对等的。接着三果人就有能力

去中般涅槃了，三果人，但是也可以在这一世，再努力去断除这个五上分结，成就阿罗汉果。

但是总之，依照这个佛戒来修的声闻的修证，依止声闻戒来修证，你看一定要有这些断的内

容，对不对？你断了什么，你才能说你有这个果；你不能说有这个果以后，你才断这个。你

断了什么要检查，一样一样检查，你这样是薄贪瞋痴，你这样子是三果人，你这样是阿罗汉

果，每一样都要检查。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是声闻修证。

那么声闻僧呢，基本上我们说，也就是现声闻相，在解脱道上面有实证的、已经自在的。

实证的人对于这个是自在的，对于说我今天实断了我见，实断了我见，我没有被我见系缚，

我就于我见自在嘛！我没有被三缚结束缚，我就于三缚结自在，对不对？因为三缚结绑不了

我，我就于三缚结自在。那么声闻僧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刚说的，受声闻戒现出家声闻相这

种，他于我们刚讲所断的烦恼自在，那就没有错，是声闻僧；可是声闻法也有在家人在修，

在家人也可以修声闻法，他也可以修断我见啊，断三缚结啊，都可以。那么只要能够在这所

断的烦恼自在，他也可以叫声闻僧。所以在佛法中的僧，是对于法自在。可是你要看内容是

什么，你是断了什么烦恼。所以呢，我才这边有讲声闻僧，声闻戒。

那声闻种性，所谓声闻种性，佛在经典里面说，哪一种是声闻种性？可是请大家要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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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时候不要把说是声闻种性当作是骂人，不是！只是我们区别说，他的心性是这样子，目

前是这样子。声闻种性的人就是说，他不乐意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众生的事他总是弃

舍违背不去做，所做的总是为自己；我自己要做什么，做什么？强调自己要修证做什么，只

想到自己，可是利益众生的事，他总是弃背它不去做。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对一切为

众生所应该有的所做，他不想做，他一切该发起的所做，他都不做。譬如说，要去怎样来摄

受成熟一位有情，要花多少心血来摄受他，成熟他，他不做，“唉呀！付出太多心力，我不

做。我现在就跟他讲，开悟是怎么比较快，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培植他六度，还教他六

度，还教他怎么样培植福德。培植福德完以后，还要看他心性，帮他怎么去除烦恼，太累人

了。”要发起这些所做不想做，那么这也是属于声闻种性。应该要遵守规则，应该要遵守法

毗奈耶、遵守佛的教导，他不想这么做，他觉得那些事情太复杂，这都属于声闻种性。所以

我们说，声闻种性不是指骂说这个人声闻，不是！而是心性本身。背弃于利益众生的事，背

弃于这个所谓的应该发起所作的一切，所以这个可以看的出来，我们说目前他是属于声闻种

性，但是他有机会转成菩萨种性啊，如果他接受善知识的摄受，接受善知识的教导，慢慢的

能够知道修道次第，应该怎样循序渐进，因果本身就是这样走，愿意接受，那么他会转变。

有的人，他声闻种性比较强，他就急于马上要去修证所谓的无余涅槃，不想在人间了，这个

也是属于佛法中的一种（声闻人）。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菩萨的修证。菩萨的修证呢，也是一样依止佛戒，菩萨戒，菩萨的

修证，没有说一位菩萨不受菩萨戒、不依止菩萨戒来修证菩萨道，来修证菩提道的，没有！

找不到，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所以佛说菩萨戒是千佛大戒。你为了要成佛，你无量劫的

菩萨行过程，你都在依止菩萨戒。依菩萨戒的十重四十八轻，已经从你在三贤位，教导你到

等觉、妙觉位，都把你教导出来了。心量，心量本身可以从你三贤位一直到你的等觉、妙觉

的心量都涵盖了，都涵盖了。所以你的心量到哪里，就到哪里，你的心量越来越广，修证愈

来愈高，你的心量愈来愈大。你能在所谓的菩萨戒内能够一切应该做的所做，一切不该做的

也不会犯的，你就是愈来愈增长，这边愈来愈消减。根据你修证的过程，所以一定是依止佛

戒，依止这个菩萨戒来修的，那么菩萨呢，其实菩萨本身努力向上。这里请大家注意，我们

都不是在骂人说：“哎呀！凡夫。”你说人家凡夫，不是。我们说菩萨基本上，跟这个声闻修

解脱道一样，一定跟修证有关，你一定要去论修证，论所断、所修、所证。

所以呢，凡夫菩萨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还是往这个方向走没有错，我未来要成为菩

萨，明心见性的法我想修。可是他现在的心境，现在的资粮，他就只适合在住位上面去熏习

长养，让他行布施、学戒，修忍辱、精进，修止观。止观就是禅定，修止观增长般若智慧。

他这边就是要再经过，譬如说，这一世花个十年二十年，或是乃至还是要到未来世，这个善

知识就是这样去成熟他，去摄受他。那么还没有实证，还没有任何机会断三缚结，菩萨有可

能是单只断三缚结，有一种是开悟断三缚结的。因为还没有找到如来藏，只断三缚结的人，

那么他就是属于菩萨修道过程里面的初果。所以还没有真的断烦恼有修有证的，这样称为他

是凡夫菩萨，因为本质上还没有任何的功德，在实证上还没有功德出现。那么部分在家菩萨，

譬如我们就是没有受声闻戒的或者受声闻戒的菩萨，就有这样的。

另外说实义菩萨，实义菩萨意思就是说，基本上，这一位有情他是修学菩萨法，他本身

已经证了这个未来成佛所依止的这个法，所依止的这个心。也就是说所觉的、他觉的有情，

觉悟到了法的本际、不思议界、一切法的根本、实相，他已经证得了，找到这个法了。可是

证悟呢，刚刚我们有说，菩萨在证悟这里，还是要有一些简择的关节点，我们讲说菩萨为什

么能够到六住位进入七住位，然后能够悟得实相，而在七住位不退？而不是说知道了密意，

然后我就是七住位了，不是这样子！知道表相密意，而不懂得转依，没有断三缚结，都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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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悟。因为刚刚讲：没有断，烦恼没有断，你应该断的烦恼没有断，不能转依，你还是回到

五阴的我上面来，处处在五阴的我着想，处处在我所着想，那么不能转依，表示你这个地方

的果不能成就。因为菩萨，这个实义菩萨就在这里，你能够成就菩萨七住位，因为菩萨果就

在住位上面得，七住位，十住位，行位，回向位，十地，这就是菩萨的果。菩萨的果不像声

闻说是四果而已，不是！菩萨果最重要在明心七住位见性十住位，以及十行位阳焰观，十回

向位的如梦观，这都是很重要的实证的点。那么实证的点呢，这个部分都要有内容，都要可

以检查的。都不是说一说，我这样叫如梦观，我这样叫如幻观，不是用说的。所以实义菩萨，

就是一定第一个简单的说最基础的就是七住位，七住位，你已经证得如来藏了，开悟了，能

够真的断三缚结，能够转依了。不是说只有知道表相密意，人家跟他讲什么叫如来藏，那个

都叫第二月。知道表相密意都是知道第二月。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一切因缘所生法，都是由

这个法尔常住的法本身藉因藉缘现行，藉因藉缘所出生的，祂所出生的叫第二月。那真月就

是祂嘛，真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如来藏。可是被人家说哪个是如来藏？表相说出来都落在第

二月上面。我从刘灿梁教授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他是落在第二月上面。他说：“人无我是

在相上说，法无我是在理上说。”这一句话我就可以断定，他是落在第二月。因为第二月就

是这个如来藏所生的法上面，证得人无我、法无我，都在理上说。怎么可以说，人无我在相

上说呢？一定要从理上来说。所以表示说他是只在第二月，不知道什么是真月，还落在五阴

法里面，所以是通不过考验的。他再怎么样说：“那个是如来藏，这个是如来藏。”都不是，

都不是！可是呢，这种表相的密意佛都不允许说，何况说去引导人家真正的去进一步说，告

诉你密意，还摄受你，教你怎么样，这个都不许做。表相密意都不可说了，何况说真正去引

导他，然后再帮他解说，一直在告诉他。这个部分的严重性是在于说，因为菩萨法不同于一

般的法，菩萨因为他走的路是三大阿僧祇劫，很远，很远！所以他需要有很多资粮，路才走

得动啊。如果资粮不够的时候，还能走到远路吗？他今天要走到十万八千里，结果他的粮食

只能走一里路，他马上就断粮走不下去了。所以菩萨应该要有充足的资粮，才能够走远路。

既然要有充足的资粮，他要荷担重大的责任，什么时候才是让他荷担重大责任的时候？开悟！

那个是，可是他要开悟他得具备资粮，因为他开悟以后，他要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他没有资粮的时候他怎么做事，他自己都走不下去，他自己可能被坏了法身慧命，被教

导错误了怎么走下去？走不下去了。所以呢，菩萨法对于开悟这件事情，一定要观察到你现

在是不是开悟的时候？不是，我会给你更多东西，这些东西对你帮助很大，对你这一世、未

来世都是功不唐捐的，对不对？欸！是这样子嘛。所以说我们说菩萨都不会急功近利的。“开

悟好吸引人哪！悟者，啊！我是悟者身份走到哪里都有风哪！”那不是在凡夫我见上面吗？

开悟是越来越惭愧的，但是他的责任很重，愈来愈觉得自己缺了很多东西，愈来愈觉得自己

学习的不够，愈来愈觉得怎么承担责任，赶快跟善知识多学，要学的东西这么多，我赶快努

力精进，不敢说自己要出来做什么，因为你一开悟的话，发现自己的东西太少了，一开悟只

是门打开呀，里面的宝藏都还不认识，都还不认识怎么说一一去把这些宝藏点给人家看，都

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实义菩萨，最重要的是开悟，才可以讲实义菩萨，后面等等这个

见性、十行位、十回向位后面都是实义菩萨，当然证量更不一样。

这真实义菩萨出现的相貌，又有在家菩萨，就是没有受声闻戒的在家菩萨，譬如说观世

音菩萨啦、文殊师利菩萨啦，你看祂们的头是有发髻的，对不对！穿的衣服是有很庄严的装

饰的，戴了很多宝饰，绝对不是像弥勒菩萨一样示现出家相，不是。但弥勒菩萨纵使在天界

的时候，祂也戴天冠，在兜率天也是戴天冠，很庄严的在家相。所以我们说菩萨基本上有在

家菩萨，像在场的在家菩萨，还有现场的出家菩萨，那我后面，为什么有个在家菩萨、在家

菩萨僧呢？大概有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自己还没有于法自在，你就不叫僧。譬如说烦恼

都断不了，还被系缚住，那个都不能叫僧，你自己能断三缚结，你与开悟的法自在，与三缚

结自在，那就可以叫僧。这个基础有一点，于这个法自在，那自在法有的更深更广，可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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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叫僧。所以从名目上来讲：有在家菩萨僧，有出家菩萨僧。出家菩萨僧

跟后面的声闻相菩萨僧有什么不同？有不同。也就是在大乘法里面，跟二乘法有一个很大的

差别，二乘法呢，他现声闻相的一定只有剃发着染衣一种，一定只有这一种，可是在大乘法

里面，你看迦叶童子，迦叶童子她是童子，她是女众，它留长发，她带着声闻僧出去游行，

表示她是出家菩萨，可是她却没有现声闻相啊。所以菩萨法里面的这个僧，有出家菩萨，她

在僧团里面她是没有受声闻戒的，受了声闻戒她一定要剃发着染衣，一定要遵照声闻戒的内

容共住，共住就是在僧团里面共住，那没有受声闻戒的出家菩萨，看你是有个证量以上才可

以这样子，不是随便人就可以说：“我要当出家菩萨。”我们刚有说僧一定是要于某法自在，

不是随便的人就说：“我要当不要受声闻戒的出家菩萨僧。”不可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证量，

一定要有个于法自在的证量，最起码一定要开悟以上，最起码，才可以说：“我要现出家菩

萨僧，而是没有受声闻戒的。”后面说声闻相的菩萨僧，就是受了声闻戒的菩萨僧，依止于

菩萨戒来修道，来修菩萨道的。

第 05集 孙正德老师主讲

我们今天提到，一直提到一位刘灿梁教授，大家感觉到好像是针对性的，事实上因为我

讲到我这一次讲课的因缘，就是希望这个事能够有利益的释放，有利益的事情产生，所以我

们作了努力。那么今天会提到是，刚刚也解释过，有几样事相是需要给大家解释，有一些人

比较需要了解，刘灿梁跟 导师从未见过面，可是他一直对外说：“跟 导师见过面”，一直对

外说：“跟 导师是师兄弟”，一直把 导师称为：“老萧！” 导师说：“老萧哪是他叫的？根本

就不认识！”可是他对外都称老萧，要让人知道他跟 导师是拜把兄弟，事实上这是攀缘附会，

这个完全是想要借 导师的名来提升自己有开悟，只是这样而已。他一直说跟我们的亲教师

往来密切，可是据我所知，他是跟退转的杨先生往来密切，退转的杨先生不是我们的亲教师，

可是他却一再说，他跟我们的亲教师往来密切，要他举证他都没办法举证，他说：“好几次

跟 导师在哪里见面，在哪里见面”，叫他举证都没办法举证。那么今天也会把 导师的话带

到，他说他跟 导师见过面，一定要把人、事、时、地、物都列出来，不能只是空口说说，

说：“我跟 导师见过面， 导师不记得我了。”不能这样说，一定要把人、事、时、地、物都

举出来，要能够求证，这样才能够叫有见。就像我们刚刚说有没有实证，你一定要举出几个

点来检查，不能你自己说嘛。你对外一直说，可是你没办法举证，一定要举证。当我们要求

举证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不管了！这个事相上的我不管，你们不要跟我说了，反正我不

管这些事。”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个修法、佛道上，菩萨道上修法上面，如实语是很重

要的，你不能有如实语的话，这个信言不具足啊！信言不具足的话，将来你所说的话人家不

大会信你，这个事等一下我们会说到。

菩萨有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你是再来菩萨，能够去成熟有情的种种善根智慧以及异熟，

能够排除异熟障。这个内容之一，一个就是信言要具足，信言就是可靠的言词嘛，要具足。

可是如果经常不如实语，这样的话信言不具足，那么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去弘法的，因为你说

出来的内容，你去解这个佛的义理来让大家知道的时候，你前提是如果在事相上信言不具足，

我怎么能接受你在佛法上也是如实语呢？这两个是不能分割的，事相上是如实语，佛法上一

定是如实语，对不对？那不可能说我佛法上是如实语，我事相上我随便讲，那这样就不一致

啊。所以说刘灿梁教授种种说法其实都没有办法举证，那我们其实也很无奈。因为我们留个

因缘要来跟他谈，他都是很多托词，那我们想：“没办法啦。”今天再次声明：“导师从来没

有见过他！”他如果说有，一定要举出人、 事、时、 地 、物，一定要举证清楚，这样的话

才有办法去检验这个事情。对当事人，还有就是说，今天也许有人会把我的话传给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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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就是刘灿梁教授， 导师不肯见他，他唯一能见的人就是我，因为 导师已经授权我，

授权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里面唯一能见他的人就是我，那他将来如果能够跟我见

面，我们又把善意释放出来，他跟我见面才有机会帮助他。但是 导师不肯见他，因为他的

不如实语太多了， 导师不肯见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话，见一次面以后引生的问题会更多，

因为他的不如实语会怎么再不如实语，我们都不知道，没办法去预测。所以一个人信言具足

很重要，很重要！尤其是将来要在弘法上面承担一个责任的时候，这个诚信的言语是非常重

要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提。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菩萨的修证。菩萨僧呢，刚刚讲实义菩萨分成这么多，可是菩萨僧，

这个僧，只要有这个僧，记得一定表示于法有自在的菩萨，那么就有在家菩萨僧、出家菩萨

僧、声闻相菩萨僧。就是他是在家相，像大家一样很多在家的男众女众菩萨，那实义上于修

证上有真实（实证）的，譬如说明心开悟的，然后或者是见性的，他能够真正转依进入悟后

起修，不能转依就不能进入悟后起修，这一点是重点，没有办法转依你所悟的如来藏，就没

有办法进入悟后起修，因为悟后起修就是转依如来藏开始修实证的嘛，怎么可能说不能转依

就能够悟后起修呢？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那么在家菩萨僧、出家菩萨僧就是没有受声闻戒

的，可是他是住到僧团里面去的，另外受声闻戒的这叫作声闻相菩萨僧。所以我们要了解菩

萨法是不同于声闻法的，它的法比较广，层面比较广，不是局限一个表相上面，不在表相上

而已。

另外下面要跟大家解释两个重点：一个是菩萨种性跟再来菩萨。菩萨种性就表示说，这

个种性的意思表示有这样的功能性，让你往这个菩萨的次第修正的路上走的，你本身要具足

这样善法种子的功能，具足这样善法种子的功能，你才叫有菩萨种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叫这

个菩萨种性具足？你自己在茫茫大海中，我怎么成就我的菩萨种性？自己没有办法的，如果

你自己行，那你就出来独当一面啦。这个菩萨种性，他也不是一时具足，他一定要是譬如说，

有人劝他发菩提心，因为开始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去积聚你的福德，将来有因缘能够值

遇善知识，然后能够修证有功德自受用。”功德福德就有差别，对不对？有福德为基础以后，

你才能遇到真善知识，能够真实修证才有功德受用，有了功德受用，又能增广你的福德，所

以福德、功德、福德。从菩萨法里面来讲，它是越来越增广的，你要有了基础以后让你能够

有功德受用，依止于你的功德受用再去植福，那个福德就不可思议，因为你依止的是转依如

来藏植福了，不可思议，不可限量，不可以量来数，这样的话才是菩萨走的路。所以菩萨种

性不可能自己具足，不可以自己想一想自己就是菩萨种性，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都是要遇善知

识的，所以 佛在经典里面一再强调善知识难值难遇，难值难遇！真实善知识难值难遇！那

么这样真实善知识能够摄受你，摄受你让你的菩萨种性慢慢的在这一世里面，也许快速的增

长，也许让你这一世从还没有具足能够具足，也许让你能够未来自己能够去独当一面，那善

知识的摄受非常重要，那么这样的善知识，我们以下面的名词来讲再来菩萨指的是什么？

修学菩萨道的菩萨通通叫再来菩萨。在场的大家通通是再来菩萨，对不对？对不对？（众

答：对）对呀！所以说要知道修学菩萨法都是再来菩萨，你怎么可能不是再来人，因为你过

去生一世一世发愿：世世常行菩萨道，每一世都来人间，通通是再来菩萨嘛！对不对。可是

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自己去开悟，自己来把这个法建立起来以后告诉别人说：“怎么样去修证

开悟的法门，往哪个方向把开悟的方法给你，让你真正能够开悟，然后怎么样去见性？怎么

样又是禅宗里面的种智？怎么样去修学种智？怎么样去修证地地增上？”没有办法。那你没

有办法的时候，你就是再来的学习菩萨，对不对？再来学习的菩萨，而不是你自己来了能够

不要有人指引自己开悟。因为所谓的再来而弘传正法的，这样的叫再来菩萨，除了我们刚刚

讲说每一位菩萨都是再来菩萨，除了这个以外来说再来菩萨，这里我们要说明。因为刘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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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讲到嘛：“再来菩萨这么多，怎么可以说只有正觉的萧老师是再来菩萨？怎么可以说只

有他可以弘法？”可是我们就要说了：“是谁在没有人开悟之前，然后开悟以后把这个法门、

方法、内容一一的写出来让你读的？”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那当然是自己能够开悟，不要别

人指导，甚至人家误导他都能够悟对，你要看有没有？都没有啊！现在找来找去都没有，对

不对？只有 导师一位。导师之前有位广钦老和尚，可是广钦老和尚没有传法，他没有传法，

他没有把开悟的法传下来，所以他下面没有开悟的弟子。再来呢，中间也没有人开悟啊。再

来就是 导师，开悟以后开始写书，任何一个人看到 导师的书以后才怎么样的，都不是说自

己开悟了，对不对？（答：对）（若是自己开悟）你不应该说：“看了导师的书才怎么样。”

你应该说本来就开悟了，然后自己能够把法说明清楚，让人家能够学习，甚至于还有能力怎

么样去接引各种不同根器的人，怎么样把种种法一直说出来，让你座下的弟子能够增进，不

管是某方面福德增进、智慧增进、方便善巧增进、根器能够增进。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还

有就是说你能够有能力不在于欲界生，你过去世就已经发起初禅了，过去世就已经发起初禅

你本来就可以生在色界天的，可是你发愿世世来到人间，所以来到欲界表示你是可以生到色

界，可是你却发愿来生到欲界，要有这些迹象啊！那也不能说：“反正你的导师没有人印证，

为什么我一定要被你印证才叫开悟？”可是问题是，你明明是看了人家的书啊，是吃了人家

的口水呀，你不能说，这个妈妈咀嚼咀嚼以后，让你吃了以后身体能够长养了，那你不承认

这个妈妈于你有恩，你说：“这个食物对我有帮助。”可是你没有说：“这个妈妈是养育我的。”

你不能这样子说去啊！明明是妈妈咀嚼了东西来养育你，可是你却说：“这个食物是有帮助，

这个食物是好的。”可是你却不承认这个妈妈做的种种养育的功能，这样不是就是忘恩负义

吗？明明有恩与你，可是你自己却想要成为他人之师的时候，却不去承认这个法源啊，这样

不对啊！应该说你要学法，你的法源从哪里来？这本来就是一定看得出来的，你不能说：“我

看了他的书，发现到我悟的跟他一样。”不能这样说啊！你看了他的书以后，到底有悟没悟？

没有被勘验欸！刘灿梁没有被勘验，而且他的悟是不对的，我刚有说他悟的是在第二月，不

知道第二月的人，请你读我们导师的《楞严经讲记》，第三辑说得非常清楚。第二月，不知

道第二月很可惜的耶！在修学菩萨道上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第二月？什么是真月？真月才是你

要找的。你找到第二月都在我见上，那很“冤”“妄”的。所以这个部分只有一个，你看到，

“啊呀！《楞严经》啊，经文是佛跟阿难，（佛）在指导阿难怎么样开悟，告诉他说，你这个

都不对，这个都不对！然后又回归到法体本身，说一切都是真。阿难说‘为什么本来都是妄

又是真？又不对？’（佛陀）一再解释给他听，一再地前前后后反反复复解说，到最后引导

阿难开悟。”可是能够把这些内容解释那么清楚，让你读了欢喜的人，现在除了 导师以外，

有找到另外一个吗？没有啊！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刚说他是落在第二月，绝对是对的，绝对

没有错！譬如说他的弟子吴胜奇等已经被我否定过了，保证他是落在第二月，因为他的老师

就是刘灿梁嘛，所以没有错！甚至于从他所说：“法无我，人无我是在相上说。”这一点就可

以证明他是落在第二月。开悟一定是在理上说，在相上说就落在第二月上面嘛。所以开悟又

有真见道相见道，相见道是在后面，真见道在前面。结果他却是说：“人无我在相上说，法

无我在理上说。”颠倒而且错误，而且呢相见道本身，也是在理上不在相上，这可以说他这

里面错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是觉得说重点在于，他其实是没被勘验，没有被勘验的都不能

说他开悟。那么勘验的人呢，一定要由 导师，因为 导师出来把开悟的法说出来。你不能看

见书以后，以你自己的见解说我悟的跟他一样，一定要被传这个法的人来勘验嘛！那你如果

没有办法被勘验，而自己说开悟，有的人说：“我现在是开悟啊，我等到以后被勘验以后，

如果真的是开悟，我现在就不算大妄语。”那也不对啊！因为你将来能够被勘验过，都一定

要经过善知识帮助的，我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三百多位开悟的人，没有一位没有经过 导师帮

助而可以被印证过的，没有一位，找不到。所以不可能说，刘灿梁或其他人说：“不必导师

帮助，就可以被勘验过的。”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你有没有开悟一定要被勘验过才能算

数，没有勘验过千万不要说，我们要谨慎等待，哪一天有因缘被勘验以后再说。那这中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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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大妄语，不是说我以后悟了以后，那都不算，不是！因为你是被帮助的，不是你自己

的东西。所以呢，还没有被勘验之前，都千万要小心，不要跟别人说：“我开悟了，我已经

知道密意了。”我们说过知道了大部分，都在第二月比较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

甚至于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所以智慧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表相上所能说的，因为

开悟这个部分是智慧，实相的智慧、般若智慧不是在解脱道上这种断我见的智慧而已，是不

可思议。刚刚我说不可思议界啊，不是你意识所能思议的。所以一定要经过今天来传这个法

的人，他能把法传出来，能够把它写出来就知道，它里面枝枝节节他都很清楚的，绝对非常

清楚，你在哪里、落在哪里、对或不对都很清楚。因为我们跟随导师学这么久了，十几年了

我自己是被印证了，我不是在推崇我自己，我是告诉大家，我被印证了明心见性，甚至于学

了禅门差别智，又在导师座下，熏习这种智十几年，我都不敢随便说我是什么，目前到哪里？

因为我们都觉得，很惭愧很多还不懂，甚至于观察到自己的习气，降伏得那么慢，要很久才

能一点一点降伏，都觉得很惭愧。今天被推出来当亲教师，经常感觉自己很惭愧；说法上，

尽量自己说的要自己能作，不要说了以后要别人作，你教别人你自己却作不到，那会被人家

说的，说你怎么要求别人你都没有做到？所以呢，教导别人就是教人家怎么作，自己也要作

到，所以说当亲教师，这责任很重的，所以讲课弘法，这个每天觉得说都有一些因果，自己

要小心不能错说法，这个部分不是说“不要偏离第一义就是了啦”，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啦。

你自己对不对都不知道，还说不要偏离第一义就对，因为自己根本就不在第一义中，还说不

要偏离第一义，你没有被印证过，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属于第一义谛的法，因为把第二月说成

第一义真月，就已经在谤佛了。我们刚有说，见取见，是把经文里面的见解当做是以自己的

见解来解释，经文里面的法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个义，就是见取见。所以我们说，这个再

来菩萨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所谓的能够来到人间，住持正法能够

弘传正法，摄授有情的菩萨要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自己开悟，自己从经典里面印证，还要被佛来印证。被佛印证一定有方便善巧，

因为佛要找你不难哪，知道吗？佛要找你很容易的，怎么样来给你印证，怎么样来说你的责

任在哪里，如果佛做不到这一点，那佛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正法的因缘在哪里的，将来你成佛，

你也要懂得什么时候什么因缘，你要叫什么人出来住持正法，一定要有这样的过程，一定要

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被 佛印证、经典印证以后，把他开悟的内容方法都写得很清楚。大家

读过导师的悟前悟后，对不对？写的理路多清楚、次第多清楚，前面没有人写，看看只有导

师一个人写。你不能说：“看过我会了，那就属于不是跟老师学。”那不是啦！你还是吃了咀

嚼过的东西，你才会了解经文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甚至于被人家误导从离念灵知去找，

结果自己能够回到真正的离开见闻觉知，找到了离见闻觉知的这个心，以见闻觉知心，来找

离见闻觉知的这个心。别的教门说在见闻觉知中着墨就好了，离念灵知，可是他却能够自己

能够知道说：“那这样不对呀！”然后去找这离见闻觉知的心，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他自

己能够做到，甚至没多久就发起初禅，这发起初禅一定要有人教，可是他却可以自己发起初

禅，甚至于证得二禅，最后能够持戒不犯。甚至前面实证了很多，从见性到行位、回向位种

种，如幻观、如梦观，写得这么清楚，甚至于犹如镜相、犹如光影讲得那么清楚。经典中的

这些名词，你读了你说不知道，可他却能解，把那个守住密意后解释出来，这样一个是再来

菩萨。

第二个特色，再来菩萨要有能力来成熟有情。成熟什么法？第一个成熟你的善根；第二

个成熟你的远离异熟障的所谓诸根；诸根的意思是说五根，你的五根要成熟到能够离开异熟

障。第三个要成熟你的智慧。那么刚刚说要怎么样去成熟这个远离异熟障？就是说要让你，

要有办法让你不会落入异生性啊。因为要能够远离异熟障，五根能够成熟：第一个要寿量俱

足，寿量俱足例如说怎么样让你在这一世的修证里面，让未来世能够寿量俱足。要寿量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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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懂得怎么行布施啊。怎么行布施以后，让他能够因为行布施或是学戒，然后在未来世

寿量俱足、形色庄严、形色俱足，甚至于刚刚说的信言俱足，怎么样教导学人怎么学戒，因

为这个跟戒法有关，它跟布施有关哪，布施里面涵盖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都很重要。

这种种布施，菩萨里面不能没有布施的法。可是这个刘灿梁教授却说：“财布施几个亿都没

有用啊，吐个痰就没功德了。”这哪是这样说的？这两回事嘛。吐个痰是习气嘛，财布施是

福德，怎么会消失啊？而且财布施可以去悭贪，可是吐个痰是习气呀，对不对？你现在口里

有痰，顺口吐个痰，有什么损减那个功德福德的？这两回事耶。他说：“要有公德心就能够

有无畏施。”这完全是世间法。认为欧洲人无畏施做最好，所以福德最大，欧美的人，这个

是与佛法修证无关的。因为你要能够有福德，你一定要行布施，布施里面财施、法布施、无

畏施这个内容，无畏施不是像他所说的，你要能让人家可以远离这个畏怖，这个法如果是错

误的，你要能远离那个法对你自己的伤害嘛。当然我们也知道，未来能够说众生有难就能够

救难，像观世音菩萨那样，观世音菩萨发的愿说，“你只要求我，你在哪里我就能够让你远

离那个苦难。”因为成就了功德能够施这个无畏施啊，怎么只是公德心而已？说公德心就是

无畏施，这个是很离谱的。怎么来成就菩萨离开异熟障呢？（离开）异熟障就是说，你一世

一世的你都要寿量俱足，寿量俱足你要形色俱足要庄严，这个戒行要学习耶，学戒怎样不会

不如实语，或是离间。譬如说，我们现在希望刘灿梁这边我们能够和合，在正法上增长这个

力量，可是若因为起瞋认为说：“你们是来跟我破坏的。”就开始离间，把我的善意曲解，扭

曲掉了。今年 2月份，我跟他的几个人碰面，把我善意扭曲掉了，造成离间的这种罪，都是

没有办法形色俱足的。因为让本来可以和合的法，被人破坏掉了。假如 2月份没有把我的话

善意曲解掉，那可能今天不会这样子；可是被曲解了，因为他们起瞋了，害怕他没有办法保

有悟者身份，他不担心他的因果，而是怕失去这个悟者身份，表示他不懂法毗奈耶啊。不懂

这个法戒因果，那么只是在起瞋上面着墨以后，扭曲了我的善意，扭曲了我们释出的善意，

那很可惜，那这样的话不是造成离间了吗？那这个业很重欸！不能把这个话转错，我们的善

意在哪里，不能把话转错！这些都是戒行上要注意的，在戒行上的教导学习，以及布施、修

忍辱、精进或者说修止观。今天可能没有机会讲止观，真希望能教导大家止观的一门课，可

是我的时间只剩十五分钟。所以再来菩萨要能够成熟这些菩萨未来的，怎么样能够寿量俱足、

形色俱足、信言俱足、力量俱足、大力俱足，能够安住于善法的修学，他要施设很多方便善

巧，让他能够有布施的机会，能够戒行怎么样学习清净？怎样让他能够在什么场合修忍辱？

教导他们怎么修忍辱法？忍辱法有多少种？要付出很多心力来成熟，让他能够在学习过程里

面，未来世一世一世地能够远离这些遮障、远离异熟障、远离所谓八难之处，对不对？要施

设这么多方便善巧，我们在 导师的座下修学，都是这样接受教导的，我们来跟大家交流，

我们也是这样来教导你们的啊，对不对？我们每一次都是，我们都是以长远道路之修道上，

告诉大家怎么修道达到最好的、对未来是最好的，才不会造成歧路造成障碍。

第二个成熟善根，善根就是我们说，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成熟善根有个

很好的，就是怎么样让你不会造三恶道的业、远离业障。我们知道，你说要消三障诸烦恼，

对不对？怎么消，就是你一定要有善知识来成熟你善根，让你不会去造作三恶道的业。那么

三恶道的业能够远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业障。三恶道的业怎么远离？最重要是在法上面，

因为你有那个善念善心要修学大乘法，可是你跟错人、学错了就容易谤法、容易妄语，既然

这样的话，你这个业障就很难除啊！不是吗？要信哪，信佛所说，信善知识所施设。不是善

知识说，“哎呀！他今天是着重某甲不着重某乙，所以某甲就帮助，某乙不帮助他。”善知识

一定说：“你这个地方有一些部分还要再努力”，那就再努力嘛！那时间要经过三年五年或十

年，一定是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你。不是说今天对你比较好，对你不好，对我们那边的人说比

较好，对这边的人怎么样，没有！一定要根据时节因缘，根据当地的国家法律，当地的环境，

不能去违背国家法律，这是菩萨戒里面严重的告诫。时节因缘如何？一定要随顺这个时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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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如果没有的话，很快就会把这个法毁了，把这个学正法的人的前途都毁了，所以一定要

随顺这个因缘，然后来长养这个善根。长养善根以后，一定会薄贪瞋痴。所以呢，能够接受

善知识来长养你的善根，他就会往薄贪瞋痴的路走，也就是每一世他都能断我见，每一世都

能断我见以后，每一世慢慢都能薄贪瞋痴。善根能够长养成熟的人，呈现出来的就是薄贪瞋

痴。所以呢，你要看一个人善根如何，你就看他一些贪瞋痴重不重，善根成熟的人贪瞋痴不

重的，他会因为每一世断我见，每一世就是朝着薄贪瞋痴的方向走嘛。那往这个方向走，就

不会去造三恶道的业。他就能够安忍于善知识的教导，次第的教导、时间上的教导，方便善

巧的给予，学习种种次第、种种内容的教导都愿意接受，就等于说性障比较薄的人，可以这

样讲呐，善根就成熟了。那么这个也需要善知识，他要用种种方法来摄受。例如说，我们说

给义工工作、执事工作，参与种种的什么事、什么课程，然后呢要亲教师怎么教导。他要付

出很多的心力来成熟，来让这些有情能够成熟的，不是很简单的只是开悟禅三，开悟禅三，

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事情是很难作的事。只是把表相密意说出来，是很容易的。可是

要做到说能够成熟有情远离异熟障，能够成熟有情的这个善根，能够成熟有情的智慧。

接下来说成熟有情智慧，这很难的，能够做很难的事情才是再来菩萨，对不对？那么难

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他做得到，这才是再来菩萨，能够住持正法的菩萨嘛。那我们刚刚说

成熟有情的善根，他能够花费很多心力，他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学正法的菩萨上面，想的、

每天做的、一切时间都付出在这些菩萨身上。

那再来就是能够成熟智慧，成熟智慧能够让你远离烦恼障。前面是业障这里是烦恼障，

要知道烦恼能断，唯有智慧能断，禅定神通断不了烦恼的。只有智慧能够断烦恼，所以断了

烦恼有智慧才有果嘛！这个果是假施设的，不是真的有。因为其实断烦恼是舍，对不对？舍

不是有嘛，可是施设一个检查的、一个简择说，那么你断了什么烦恼所以有什么，是施设一

个让你检查自己现在如何，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得的。因为断我见了，你断了我所执了就没

有我，对不对？没有我、没有我执，你还有什么得？所以事实上，断烦恼是舍法。那智慧本

身你也没有得，因为没有一个我得，所以唯一的说，怎么去成熟有情的智慧？成熟有情的智

慧，最重要在菩萨而言，就是要成熟所谓的“般若实相智慧”。要怎么样让你熏习，到最后

能够实证，熏习到实证，你需要什么福德资粮，不足的地方怎么样告诉你修集，怎么样让你

多行布施；还是说你，戒喔，你没有学好，你要多在戒行上注意；你忍辱修不好，你动不动

就瞋心太重啊，忍辱修不好你不能安忍哪，什么方便善巧你都不能安忍，或是说你不够精进

太懈怠了，你要怎么样精进；怎么样让你能够走长远的路？这条路要让你走下去，能够发起

精进心，把长远路走下去；怎么样能够修止观？在佛道上菩萨道上，止观是很重要的，一切

智慧发起要靠止观。没有说一位菩萨不修定力的啦，不是只要研读经典就好，读经就好，不

是！那不是菩萨法所修，你一定要有止观的能力呀。你心不能止不能起观行，不能现观，不

能对这个慧的内容作了解，不能观察种种法的法相，你怎么样去生起这些智慧呢？所以要怎

么样让这个菩萨，能够累积了这些福德以后，然后成熟智慧。成熟智慧以后，能够依止智慧

断除烦恼，就能够远离烦恼障。

所以要能够有：第一个成熟有情远离异熟障，成熟有情善根远离业障，成熟有情智慧远

离烦恼障的方便善巧的，才是能够来到世间住持正法的。这样的人，你说 导师是不是这样

的人？（众答：是！）可是 导师这个名字，不是说，刘灿梁这边有人说，谁说我不知道，说

我们是：“窃佛的，是偷佛的名相来称导师的。”《导师真实义》请大家请回去阅读，因为我

们 导师绝对不会凭白无故去推崇自己的。这个有它的意涵我们就不去说，因为我们书写出

来请大家去读。那么这样一位菩萨，他一直在自己一直地地增上，一直把他的内容传授给你。

你看他写的书都没有吝啬的，除了隐复密意而说以外，他绝对不会吝啬一法来解说，就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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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说的第二月、真月，写的实在是让你拍案叫绝，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古德善知识写得这么清

楚的。以前我们看第二月不太懂的，什么是第二月猜半天，可是经过导师写以后，哇！心中

了然清楚非常高兴的，终于以我们实证的立场知道什么是第二月，很清楚，这个智慧就生起

了，这个地方简择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说再来菩萨这个名称，如果你要说：“我们也是再

来菩萨，为什么不能传第一义谛法？”那我就要问你是自己开悟的吗？你是自己把这个法弘

传下来的吗？你有那个方便善巧，能够成熟有情吗？你能够这样子来成熟一切有情？有这么

多能让他们远离业障、远离烦恼障、远离异熟障吗？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才能说

你是再来菩萨，能够荷担如来的这个这么重的弘传正法的责任。然后呢经过 导师的培植培

训赋予责任，你在这种体制下去弘法，那是没有问题的。在体制下弘法，就是你遵守规矩，

你要按照这个规矩来，怎么样来成熟有情？怎么样守护密意？不要去破坏到有情的法身慧

命，怎么样把正法的命脉弘传巩固下去？这我们都要守规矩的。将来大家如果说，愿意朝这

条路去，那么都有那么一天的。你愿意说我五年十年我就是二十年，我就是愿意这么做，我

愿意来修学这么久以后，我将来要来荷担如来家业。那你就按照这个规矩，你既能够有功德

也有福德，自己又能够接引有情，对你未来成佛又能够增加很多你的座下弟子，这些没有一

项是白费力气的，都是功不唐捐的事情。这些规矩的订立，都是对大家帮助非常大的。那祂

能够订这些规矩，表示祂能够预期这个事情，“这样做不好，这样做对法是伤害很大，对有

情法身慧命是伤害很大的。”你看不到的人，尽管一直去作，“我要往前冲！”那表示他自己

根本没有智慧看到，如何是对未来有的。我们说要跟随善知识，是要跟这样的善知识。那对

我们学习来讲，我们只要在这种次第中学习，在这种方便善巧下学习安住，而能够在这方面

一点一滴的进步，绝对是国家社会的好公民，一定是在这里面不会去制造什么事端的，一定

统统是社会里的栋梁，甚至是正法的栋梁。你看到正法里面的菩萨，有哪位是违背社会违背

国家的，对不对？没有嘛，看不到嘛。一定是要遵照菩萨戒的，你不能违背菩萨戒，违背菩

萨戒去创造对立，不可以啊。那依照这种修学上来，大家都放心啊。因为所作所为，都不是

为自己，对不对？希望说自己道业增上，那有情能够依照这个因缘慢慢成熟，我们要藉这个

缘，大家结这个法缘，未来每一世每一世都有机会来共同修学正法，共同成为菩萨道的道侣，

共同成为护法上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力量，那么这样是佛陀所乐意看到的，才是对佛报恩，报

佛恩嘛。导师从来没有要我们说，“我的恩如何你要报”，他每次都说：“你一定要报佛恩！”

我们不是这种所谓推崇民族英雄，不是这样子。我们只是从理上来告诉大家，一定要理智上

来看一件事情。我不会在争执点上争执：“一定这样！不是这样。”没有在道理上说出来，结

果只是在情绪上着墨，不是！所以我今天先说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的一些内容。

第 06集 孙正德老师主讲

（提问人请拿麦克风，然后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你目前所修学是在哪里？）

1．不好意思，我一直听孙老师所讲这个“导师”，我还不太了解，可以简单介绍，然后

有什么著作，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去学习。

答：好！《导师的真实义》给他一本好吗？

《导师的真实义》您读了以后，有问题我们再来交流。

我们有册子一本给他。



40

2.之前有人问内相分与内法尘的区别？

答：内相分这个名词是我们 导师出来弘法以后，祂把这个意涵透过这个名相，让我们

更加了解。

因为相分与见分，相分是相对于见分而存在的，有相分就一定有见分，有见分就一定有

相分。见分的意思就是它能够去分别这些相，像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

识，六识能够分别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那么各自分别，能够去分别的这

个叫见分，被分别的叫相分。这个大家知道呵！

可是为什么有内相分？这有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对于六识本身它是心，大家要有

一个观念：心基本上，为什么说心？因为相对于色，而色法是色法，心法是心法，所以佛法

里面简单说就有色心二法。色法是物质，物质跟物质才能接触嘛；心呢，它不是物质，所以

心无法接触物质，这是一种概念。所以我们六个识是心，所以六个识不能直接接触到外面的

六尘物质。譬如说色尘，这些所见的一切色尘都是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你的眼识所见的，

不是直接接触这个色尘，因为心本身它不能接触色法，因为这个色尘是色法。那么这样情况

你的心到底是触什么？你的眼识到底是分别了哪个法？你明明是有见啊！你有见这个相啊。

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原理，所以透过这个眼根，眼根有胜义根、扶尘根这个色法，透过这

个色法摄取这个影像，摄取了影像以后，透过一个法，我们说透过你的第八识如来藏，透过

第八识如来藏转换，转换以后，成为一个你的眼识能分别的，那称为内相分喔。因为第八识

也是心法，八识心嘛，所以第八识是心，然后眼识是心法，所以透过第八识转换，转换以后，

你现在外面这个色尘是现量，现量所见，那这里所见的时候，现量跟你内相分这个眼识所见

的是相同的，没有落差完全相符合，所以你不觉得你在见内相分。可是从道理上来说的话，

心不可能去触这个色，所以等于说，眼识所见一定不是直接外面的这些所谓的外色尘，如果

说也是所见的是外色尘，你这个心如何去触？眼识明明是要依于眼根触色尘才能现起啊，对

不对？眼根是色法，眼根触着色尘才能生起眼识啊，那这个眼识是怎么去触色尘呢？这道理

说不通啊。所以表示不是由眼识直接接触外色尘，因为佛法里面一直讲“根尘相触生识”嘛，

是不是？大家都有读过一点导师的书的话，也知道法生起的道理：二法为缘生。眼识二法为

缘生，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二法为缘是指什么？根尘法。所以根尘相触才能生

六识啊，你怎么可以说你眼识能够去触外色尘呢？这个道理说不通啊。所以这样的道理让你

知道，眼识所分别的都是内相分，就是由第八识所变现的，祂就是有这个能力，祂就是有这

个功德能够变现，所以这个就是内相分。所以内相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你就知道眼识所

分别的也是内相分，耳识所分别的也是内相分。

所以说内相分跟内法尘的差别就是，内法尘也是相分，也是内相分，可是内法尘主要是

针对是说，因为眼识是分别色尘，耳识是分别声尘，色声香味触法，法尘这里专门讲意识所

分别的，意识所分别五尘上面更细的内涵，五尘上面更细的，比较啊，或者这些各种变化啊，

都是意识所分别，称为法尘，称为意识所分别的五尘内容，称为法尘。你意识所分别的也就

是内法尘，所以这里内法尘也是内相分啊，所以这里就知道这个问题，知道这个在哪里。

刚刚有人问外相分是心法还是色法？我就不用回答了。刚刚讲完，外器世间到底是心法

还是色法？（答：色法）欸！这我就不用答了。

有些相关的，我就从前面浅的开始讲，一讲就讲到别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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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人问我说，今生想要求得解脱，是按照 导师的法门修快呢，还是按照念佛法门往

生西方净土快？

答：今生得到解脱，这个是他的主题，对不对？今生得到解脱是他的一个目标，那么今

生得到解脱，表示他只想不要生死了，不想再生死轮回了，生死轮回太苦了，我到极乐世界

比较不会那么的苦，如果是以这个为标的的话，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品位要不要提升？

（答：要）你是希望下品下生好，还是上品上生好？（答：上品上生）欸！对啊！如果说你

这一世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求品位提升，那你跟读 导师的书有没有矛盾？（答：没矛

盾）对！没有矛盾，品位提升。因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不是一样要花开见佛，花开见佛就

是要开悟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佛陀教导的法，怎么可能会让你不用开悟的，也是菩萨法啊，

阿弥陀佛的佛国，怎么可能不是菩萨法？它里面有声闻法，可是也有菩萨法。所以花开见佛

一定是要开悟。像我们在这里不必花开也可以见佛嘛，对不对？（鼓掌）如果说想要品位提

升，按照 导师的修学次第，这一生按照 导师的修学次第能够开悟，能够真正被印证过，求

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怎么样，又能够解脱离生死轮回，品位又能提升，这是什么？一兼二

顾嘛！全部都照顾到了，没有矛盾。所以这个部分看你自己，你是想在这边求开悟以后生到

极乐世界去，给阿弥陀佛照顾就好，反正去阿弥陀佛那里也是修道啊，绝对不是在那边好吃

懒做，对不对？你去那边哪可能什么都不要做，还是要修道啊，还是要听啊，听阿弥陀佛讲

什么？观世音菩萨讲什么？在极乐世界都是在修道的，就是在莲花苞里也是在修道，花苞里

面做什么？听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然后开始怎么断我见？能够断我见之后才会花开

耶。可是在里面要一直听一直听，不想听都不行，那边的法唯一就是要听法嘛，到那边去唯

一能做的就是听法，没得说去士林夜市，这里不说士林，去哪个夜市逛一逛，去哪里旅游，

不行啊，你得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在极乐世界将来你承受佛的威德力，能够每天去供养十

方佛，你也不是在玩，你是成就供佛的功德。所以到极乐世界都是在修道以及修福德，不要

闲着，也没闲着。可是极乐世界唯一跟这儿差别的是什么？日子很长，它那边的一天是我们

这边的一大劫，当你在那边一天的时候，弥勒菩萨（成佛）已经过了。如果你说：“我想要

承事弥勒菩萨成佛”，那就不行，你自己选择。你如果说：“我在极乐世界就好，弥勒菩萨在

这边成佛没有关系。”那你就在极乐世界。如果说：“不行啊！我一定要来弥勒菩萨成佛座下，

来亲近弥勒菩萨。”你就会来不及，因为它（极乐世界）那边日子跟这边差太远了，那边一

天是这里的一大劫，弥勒菩萨早就成佛过了，不知到哪儿去了，搞不好贤劫千佛都过了也不

一定，我们贤劫有千佛，现在才过了四尊佛，所以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值遇 996 尊佛唉，好多

喔。所以看哪个好就自己决定吧！我就不帮你做主了。（鼓掌）

4.另外就是问我，如果证得阿赖耶识，那就开悟啊，如何开悟？

答：你要我说吗？要不要说？（众人答：不要）对嘛，不能说嘛！不是说不得，是可以

说，因为说很容易，可是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处，要利益你的事情才能做，你自己参了悟了以

后有功德受用，那才是你的东西，要如何呢？那就是要修，次第修，你现在什么位阶，你现

在如果是在初住位，你就赶快修布施，你现在如果是二住位，你就赶快学戒；你现在如果在

三住位，把忍辱修好一点，不是修了忍辱前面就不修了，布施忍辱持戒要赶快修起来，要精

进，要修止观、要修禅定、修静虑、熏习般若，让自己赶快进到六住位，进入六住位以后，

赶快让自己因缘成熟，能够开悟转依不退于七住位，这样子啊！如何证得阿赖耶识？就是希

望你按照次第修上来，你就能够开悟。开悟的时候，在过程里面自然会教导你，你要怎样熏

习相似般若？你要怎样建立正知正见断我见观行？怎么样去懂得这些？怎么样去去除自己

的愚痴、去除自己的贪悭等等法？我们自然会教导你，而不是一时能说清楚，无法一时能说

清楚，因为这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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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看待往生助念这件事情呢？

答：如果你能助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一方面是帮助他，是帮助他能够，因为

你是他的善知识嘛，他因为你的开示生起一个善念，譬如说，他也不会忆佛，也不会什么，

连净土三经都没读过，可是因为他跟你的缘就是这么深，你想一下，只要你跟他讲：“你不

会没有关系，你就称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称了，称名以后，相信以后就能下品

下生了，最差的都能做到，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嘛。在他舍报的时候因为善知识，这个善

知识就是关键、贵人，你当了贵人，你能够帮助他，他明明就是要往生三恶道的，他的业本

来要往生三恶道，可是经过你这贵人跟他解说以后，他能够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当时一

心对他所称的生起信受，然后就能够往生啊。

看待这事情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帮助他，就得有人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需要

助缘，没有信心，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信心不足，就是说：“欸！我念佛念那么久，

到底能不能往生啊？”对于这事情一直没有信心，所以念佛能不能往生，就看知见上到底有

没有一些知见在层次上的了解，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到底他的愿是什么？为什么他的

愿能够成就？你念佛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疑？你是信受而念，还是半信半疑：“念佛真的有

用吗？真的能去吗？祂在哪里接引呢？极乐世界在哪里？”这是一种半信半疑，半信半疑也

可以往生啊，生到边地，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什么时候才能到真正的内地来见佛，（多久？

我忘了，好像是）极乐世界五百年，极乐世界的五百年喔！很久啊！极乐世界的五百年，它

的一天是我们的一大劫，五百年多久？算术算不出来，那称为胎生，在那边怎么说要见佛，

很难了！半信半疑可以去，可是这个时劫太痛苦太久了，他闲着无聊的没办法，在那边没事

干，他都没有办法离开的，还得在那里，不像你在这里可以选择说：“我还是修学解脱道，

我还是修学佛菩提道好了，我赶快发愿。”哪儿没有选择。所以说往生助念这事，你要看对

方还要看自己，这个缘都具足以后能够成就他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这个人是你未来世

成佛座下所度的人。你看他在那里时间那么久，你在这边娑婆精进很快。

所以往生助念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要看情况，如果对方根本不信，你教他

怎么念怎么念，佛菩萨来了他根本不信也没有用；因为你助念佛菩萨会来，可是本身他不信，

那有什么用啊！他本身一点信都没有，那这个就没有用。所以这时就要看对方，看对方到底

是什么意向，你要给他助念最好先了解，他到底平时是如何？然后你是不是他的贵人？开示

的时候是不是能听得进去？他是不是有那个心，想离开痛苦的轮回，有没有？他有没有那样

的心念、那样的善根？也要有一分善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助念的事情是好事，但是就是自己跟对方都要了解，自己出发点，

就是你自己对于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深信不疑的，纵然你今天要在娑婆修学圣道门，你

也是对于念佛往生深信不疑的，乐于去助人，乐于去助他念佛往生，一定是这样。

6.止观？

答：这个止观没有办法简单说耶，止观说下来半个小时都不够，只剩下 35 分，止观这

个部分真的得看我 24 日、25 日有没有空？不晓得，所以没办法，只能简单说。

简单说就是心能止息下来，然后能够成就，止息下来就是奢摩他，能够成就毗婆奢那，

毗婆奢那就是观察，你心止息下来一定要有方法，要有方法，次第的方法，要有助缘，在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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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道修证方面止观很重要，你要参禅开悟，将来所谓的真见道进入相见道，将来种智上都要

止观。这个部分我要说的是法门，怎么样修止观？我要说的是这个，因为止观是你慧生起的

工具，“因定而生慧”，这个定就是止跟观。止观需要方法，无相念佛就是方法，但是怎么修

今天没有时间说，来不及，因为我们还有这个主题，因为能不能说得到，我还没有讲，问题

呢，我们看能不能说一点，能不能说到我们还没说到的地方。

7.我先挑一个问题就是：发愿留在娑婆修学佛法度众生，性障很重，要如何来修才能在

不离开那个情况下，不会作恶，不会退转，次第增上？

答：性障很重不离胎昧，要离开胎昧呢，求菩萨的修道上要离开胎昧，最起码要有三地

的证量，又要发起这个禅定，就是四禅八定发起意生身，可是有的人像三地满心做不到，要

到四地，可是最少要有三地的四禅八定的证量。还没有离开胎昧的话能够不会作恶，那就要

离开异生性，离开异生性的话，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发愿愿意生生世世跟随真实善知

识，接受真实善知识的教导，你一直发这个愿，那你就会每一世都在这个真实善知识座下修

学，纵然说你自己的性障除得很慢，可是你每一世都愿意在真实善知识座下修学，这一点也

是你的一个缘，你发愿的缘跟善知识跟正法契合在一起，而且你努力护持正法培植福德，对

于这个性障很重的人，要能够不作恶不退转，一定要以福德为基础，如果福德不够，那么很

难，会被人家转了，如果你福德够，就不容易被别人转。所以菩萨法有个重点就是，以福德

为基础来增长智慧，你智慧如果增长的很慢，所以让你的性障除得慢，那你就要努力在正法

中植福，只要在正法中努力植福，福德够，又有发愿，愿意生生世世跟随善知识，那么你每

一世至少在善知识座下修学，你都能够至少你愿意学戒，愿意学智慧，愿意精进，愿意学一

点定力学止观，愿意熏习般若，可能你性障除得慢一点，但智慧上在某个程度上会有一点作

用，也会让你在造恶的过程，因为你深信因果，虽然你有一些性障，可是你深信因果，还是

有自己警惕的作用，因为你经常诵戒学戒，我们经常诵戒的时候，自己心中觉得啊，自己还

是要在哪里多多的注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跟随善知识，然后多在正法中植福，来

保障自己还没有脱离异生性障的时候，不会造下三恶道的业，造下三恶道的业再回来，时日

都很长了，非常长。

另外说如何降服自己的性障？要降服自己的性障一定要有智慧。刚有说性障就是烦恼

障，因为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部分，所知障一定是要证得实相，证得如来藏，转依如来藏以

后，以如来藏的真如无我智慧，加上你在烦恼障上面，你慢慢去除它，慢慢去除你的烦恼障，

依止于如来藏，为众生多做事培植福德的过程，来降服你的烦恼。

那性障基本上我们刚有说，性障就是心性上的障碍，心性上的障碍基本上是在烦恼障上

面。烦恼障里面有包括现行与随眠，解脱道上面只要除现行就可以了，就是因缘到了时候不

现行，因缘到了时候不会现行去造作，因缘现行了不会去造作，可是可能有一点习气，可是

不会造作，不会去造作就是不会去完成那个业，那这样的话在解脱道上是已经合格了。可是

在佛菩提道上你这些随眠你早晚还是要去除掉，因为你还是希望成佛嘛，你成佛怎么可能不

除随眠呢，你到了六地七地都一样除掉，你到入地的时候最起码都要有永伏性障如阿罗汉这

样的情况，所以你如果说：“我希望自己赶快修证到初地。”那么这个部分等于说，你在开悟

当然最好能够转依，转依以后就是弃舍自己在五蕴的我见，因为你彻底我见断除，能够转依

以后，你就不会时时刻刻在五蕴的我见上去着墨、去着想、去设计，想要去获得我见的“我”

上面的一些利益，在断除我见也能够真实转依的情况之下，又能够发起道心，也能够为众生

做事，那过程里面一定会降服自己的烦恼障。因为如果你为众生做事的过程里面，你的烦恼

障降伏不了，最后没有办法为众生做事，因为你自己觉得没什么时间，很容易起瞋，瞋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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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不做了，对不对？“不用做了，气死人了！”那你就不能做，可是你觉得这样子不行啊，

“我是要学菩萨法，还是要去做”， 你就会去降伏自己的这些烦恼，你知道说该去为众生做

事修集福德，可是你自己就有这一些烦恼现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应该让烦

恼现行呢？还是说多为众生做事，去降伏自己的烦恼？你应当选择后者嘛。这个部分是说，

菩萨的修道里面，都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去降伏性障，那你为众生做事的过程，不是一

天到晚去为众生说密意，不是！要为众生做很多事情。譬如说，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道业上

能够赶快早一点接触正法，让他们能够在修道上面能够有一个稳固的路，然后你要做些什么

事情？护持什么事情？让更多的人能朝这个路走，来激发大家的道心，做什么事情能够利益

他，这个事情上面。所以甚至于说护持导师的整个护法政策，整个来护持。这些都是，你在

做的过程里面，就能够去降伏自己的性障。因为你性障重，你希望别人恭敬，可是当你做的

过程里面，就是做事情以后，大家一起做，凭什么你要让人家恭敬，可是一想到得到人家的

恭敬时候你不做，你就没办法继续去植这个福，可是你要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不能求别人的

恭敬，那自然会去除嘛！这个事情你做下去，你自然会知道说不应该求这些，就会去多做。

所以这个部分是说，降伏自己性障的过程，对菩萨来讲就是多为众生做事，多护持正法，这

对自己的利益非常的大，我们说为众生做事护持正法，好像都是为别人，其实都是在为自己，

因为为自己的性障去降伏，因为为自己的福德增长，其实是自己的口袋东西多了一点。

止观在在降伏性障上面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止观基本上，你的心止不下来，就没有办

法观察到自己烦恼现行的详细情况，你就不能去观察说，这些烦恼过失到底从哪里来，这个

过失到底从哪里来？你观察不到，因为你心不能止息比较散乱，心一直缘于种种法的时候，

你怎么有可能去看到自己的烦恼现起的这些细节呢？看不到。所以止观呢，也就是这个定力，

修了以后的止观，对于降伏性障、对于智慧增长帮助非常大，也就是它是一个重要工具，如

果没有这个止观的能力，他要在智慧上增长，要在降伏性障上面，其实是比较辛苦。因为心

一向都散乱，你的心一向散乱于种种事物，那就很辛苦。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说你

在为众生做事的过程，你就借着这个过程降伏性障，你的心自然能够止息下来，当你在降伏

性障的过程里面，你的心因为性障减少就自然能够止息下来，你在施一点力，你的止观的这

种定力就很快增长。这个是真正“心的止息不在功夫，而在伏除性障”；“发起初禅也不在腿

功，而在断除欲界爱”，同样道理。所以菩萨到最后不会急于要去修定，他是要知道说，自

己在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就能降伏性障，心自然能够薄贪嗔痴，自然能够慢慢当没事的时候

就就不会很散乱，因为他在过程里面本来就努力在降伏自己的性障烦恼。所以一旦为众生做

事的过程里面，只要有时间给他两个月、三个月，很快就能够在定上面增长，很快！所以这

个部分其实就是 导师教导我们的，教导我们说：“你们一定赶快努力的伏除性障！”将来等

到 导师讲止观的时候，就如虎添翼，很快就能够成就，就是这个道理。

那止观，就我们来讲，就是修学无相念佛、忆佛拜佛这个定力。若要参禅的人，一定要

有这个功夫，否则心过于散乱，就不能专注参禅，就会思虑过多，或者攀缘过多，也就不能

在专注的参禅，这个知见方向上就不能着力，很难去跟祂一念相应。好！这是简单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8.忆佛的时候妄念很多，要怎么对治？

答：我们刚刚讲过，其实忆佛就是在修定力修止观，修定一定要降伏五盖，五盖就是贪

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以及疑盖。你可能对无相念佛没有疑，你知道这个方法是可

以修的，可是你掉悔盖很多、贪欲盖很重、瞋恚盖很重，睡眠盖也许没有，这些事情就是妄

念的来源，妄念就是你的烦恼没有断。烦恼没有断为什么叫纒？一直现行一直现行缠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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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作烦恼緾嘛。像小孩一样吵着要：“妈妈带我去玩，妈妈带我去玩！”在旁边绕来绕去，这

小孩緾死人了，对不对？你的烦恼一样啊，一天到晚想着：“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个还

没买，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这就是妄念，就是烦恼，就缠着你嘛，缠着你不能止息下来，

心不能止息下来。

所以呢，无相念佛要忆佛念佛自己能够让妄念慢慢止息，基本的某种程度的降伏五盖要

作，某种程度，不一定到发起初禅的那种程度，某种程度要去降伏，因为五盖伏除有一个程

度嘛，你真的完全除掉当然可以发起初禅，可是定力能不能到达一个程度，所以多少还是要

去对治，五盖上面。所以除了对治以外，当然还有方法，方法就是，你按照导师书中写的方

法，次第上这样去修，经常定时的做功夫，定时的经常看看次第上忆佛拜佛，然后是不是能

够专注摄心，这样来练习，让你的心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在五盖上来讲，它也是影响你不

能专注的因素。

另外一个问题满大的，今天这个问题可能没办法没办法答，因为我剩下五分钟。

9.还有一个问题，讲到对鬼道施食的事情。

答：鬼道施食，如果是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祖先嘛，当然是通常都是上香，然后呼你的

祖先，对不对，呼你的祖先然后讲一讲，知道食物是他的，有指名的，那你的祖先就是闻闻

香气，只能这样，闻到香气。祖先如果不是那种，因为饿鬼也分很多等级，祖先基本上如果

不是那种造了很多恶业，譬如说，像有的是咽喉细如针不能吞咽，不是那种饿鬼道，那么你

上香供养，他也能够受这个香，因为有指名嘛，指名是谁的。可是如果是一般的鬼道，无主

的野外的孤魂，通常都要洒甘露啦，要能够扩咽喉啦，否则他们得不到。如果只是针对自己

祖先的话，那是可以的，针对自己的祖先一般的供养是指名的话，因为香的招呼他是可以得

到。其他的有一部分需要洒甘露，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清凉，让他们能够化解，对食物真的能

够受用，那些过程还是需要，否则有一些比较难，因为有时不知道来受供的无主鬼都是哪些？

所以有时候需要一些懂得这个法的人出来如法施食。如果你自己可能是对你祖先。

拜地基主，拜地基主或拜什么，因为会当地基主或当土地公，都是有福报的，都不是咽

头细如针的那种，走路腹如鼓张口火烧，都不是那种，因为那是没有福的嘛。所以土地公啊、

地基主啊住在那边，那个基本上还算有福，所以在祭祀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还是可以受用。

这个是简单的答复。

10.问说什么是外法尘？

答：外法尘讲的是说外五尘的变动，外五尘的一切变动，对意根来讲通通叫外法尘。对

意根来说，外法尘的一切变动，声音的大小，从小变大，譬如说，有时候麦克风突然“q…”

一个很大声，这个变动对意根来说，这些五尘的种种变动，都叫外法尘。譬如说，现在这个

灯有点微暗，对不对？假如突然拿一个大灯光来照，很大变动，这种大的变动、五尘大的变

动都叫外法尘。这个是属于意根了别的部分。

那问到说，问说意识能不能直接了别六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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