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上意樂相應的發心，如月，對不對？我們用括號括著「初」字吧，如（初）

月，那這就是上品資糧道的發心，那這種發心的人，你可以用尺量度到的，對不對？

他有修行的，這種人一定有修行的，對不對？如果不修行，只是說的，下、中品資糧

道而已，如果未發心，只是學者，連資糧道都說不上。所以一般人說「你都不發心，

是沒用的」，「一味是學東西，得個講字，沒有用的」，這樣籠統說法，人家不服你

的，是嗎？人家有尺度、有標準，未發心即是未入流，你發了心而矇查查的，發了

心，這屬下品資糧道，發了心而堅定不移的，但修行未修得好，修行⋯或者學少少，

學唸下佛之類，對不對？

拜下懺、唸下佛那類，你說若他真正修止觀，他的四念住等都是止觀來的，四念

住不是單憑口說的，要修定的，四念住是觀來的，那些未曾修止觀，只是空口說，好

信仰的，但好堅定的，那些就是第二種。第三種真正修定慧、四念住等，小乘的止觀

就是四正斷、四念住，四正斷等等的小乘止觀，現在人人都說「有些人是觀身不淨，

知道身體不淨，那我不是身念住了。」笑話！是這麼簡單的嗎？入觀時候觀身不淨，

所以現在好多人好籠統的，你們將來做法師的時候，必需要糾正那些人那種如此籠統

的思想，一定修止觀的，這種。初步，初步修止觀，就猶如月亮、初月一樣，三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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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資糧道。

這三種發心，那我們讀頌文了。來看，第四，你不要嫌慢，慢的，我現在慢慢來

講的，你一出去馬上講給別人聽都可以的，如果我沙沙聲很快地講的，如果你拿著來

講的，你講講下會窒一窒的，你會，你如果聽我如此慢地講，你不會窒，除非你不

聽，你聽唔聽得明嗎？那幾個可惜了，真是可憐，這些不聽，走去倫敦裡聽

Krishnamurti，那些是純，純的外道，慘了，他真慘，他不夠福，這些就叫魔，障礙

他的，明明有個正見，可以跟正路行的，他偏偏來一個障礙，貪那個

Krishnamurti，以為他是外國人，現在中國人有種劣根性，認為就是外國人都信的就

是好東西，外國人又有什麼眼光呢，對這類事。

第二種，就貪他的獎學金，獎學金，這裡沒有啊，這處有南嘸，雖然南嘸是辛

苦，但都會有代價的，你在這裡學習，有代價，好可憐我覺得，幾個都是。另一個又

是，那個有神經病的，又是可憐，這種人，這種人，這樣五百劫都入不了道，這樣這

種人，五百劫。從前有個什麼，駕車的⋯等等的，又是不知所謂，又要去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哪有如此好的東西學呢？學來學去都是那幾種小乘的修法而已，斯里蘭卡，

蠢才來的。「發心爲利他，求正等菩提。彼彼如經中，略廣門宣說。」第一首偈是未

講入題的，只是引子而已，下面：「如地金月⋯⋯」我們講到這裡，對不對？下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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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道的發心，如地；中等資糧道的發心，如金；上等資糧道的發心，則如初月；講到

這個字而已。

到下文。我們看看第 14 頁，由尾數上來第 2行，「與（修）三智隨順加行相應

者，能燒障礙三智之柴，猶如猛火。」一句。第四種：與加行，什麼加行？你們懂得

看，這裡，我不寫了，對不對？與什麼？與三智相隨順的加行，三智，你知道吧？一

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即是大菩提的三智，對不對？與三智相隨順的，不相反

的，即隨順三智的，能夠引出三智的那種加行，與三智，與修三智相隨順的加行，加

行者記住是加功、修行，加功、實行，就是加行，與這種加行相應的發心，這種人直

情是大乘修行的，修止觀相當好，戒律相當好的，這種人。

加行道，入定亦一定入到第四禪，加行道的菩薩，入定，他修止一定修到第四

禪，在第四禪上修觀的那種菩薩，那種加行，加功修行主要就是加功修行止觀。與加

行相應的發心，如火。這種發心怎樣如火呢？這種發心雖然是有漏，仍然是有漏，加

行位的智慧是有漏慧，但這些有漏慧已經能夠消除那些煩惱，即是壓著那些煩惱，能

夠消，消哪些呢？消那些障礙三智的煩惱柴，柴即是指煩惱，有些能夠障礙我們得三

智的煩惱柴，已經被它燒到，猶如猛火。那麼，加行道的發心。

世界上有好多人胡說八道，又說我又見道，我又有什麼神通，你就這樣測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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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看他是不是加行菩薩先，如果加行菩薩，下面有一個標準的，現在先講那個標

準你聽：一定最低限度，他的定可以入到第四禪，否則就不是。因為加行菩薩修觀，

是一定在第四禪裡修，與加行相應的發心。這種就是加行菩薩了。大概中國的古德，

多數都是加行菩薩，多數是加行菩薩，有些是資糧，見道的很少，中國人裡，好少見

道的。例如廬山慧遠，這些都是加行菩薩來的，一定是，他的戒律幾好的。好，那即

是頌文裡就「如地金月火」裡的「火」字了，看看，那些長行，第 14 頁最尾一行，

「布施相應者，能滿足衆生願，猶如寶藏」一句。

這個，是初地的發心，與布施波羅蜜多相應的發心，真正修布施波羅蜜的，是初

地的，即初地才圓滿的，布施波羅蜜，未入地之前的是有漏的波羅蜜而已，那些修無

漏，與無漏智修波羅蜜，就是入初地，布施即布施波羅蜜多，那我不寫那麼多字了，

布施相應的發心，如，法尊法師他改譯過，寶藏，什麼寶物都有的，猶如寶藏。你

你，甚麼窮人來，都可以給你的，如寶藏。初地，初地的發心，見道的菩薩，入了初

地的發心，與布施波羅蜜相應的，他修行布施道，與菩提，他的布施功德完全是迴向

大菩提的，不是為了妻財子祿，不是為了世間的名譽恭敬的，所有一切布施的功德，

通通迴向大菩提的，將這種功德，去助成我將來得的菩提，布施相應的發心。那麼，

頌文是什麼？那「藏」字，本來他譯作「庫」字，但後來改作「藏」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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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又看回第 14 頁最尾一行，「持戒相應者，是一切功德之生源，猶如寶

源。」寶源即寶石的礦。那麼，戒相應的發心。戒者即戒波羅蜜多，你們所受的大乘

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即你們法師的受梵網戒，那種戒。戒

相應的，與戒波羅蜜多相應的。寶源，是不是？ 寶源，對。寶源即是金礦、寶石

礦，那些叫做寶源。二地，一個大乘菩薩在第二地，主要就修圓滿那個戒波羅蜜多，

初地就布施波羅蜜多，已修圓滿，持戒，戒律能夠清淨而完全不犯的要過了第二地才

能，所以來到這裡，有些人持戒而犯戒的，只要他是無心犯戒，而犯了的話，這是平

常事，如果完全不會犯的話，他已經過了二地菩薩，已經，已經入第三地的了，還需

被你批評嗎？對不對？

你一了解這些，就好像有一把尺量度一下，一點都走不過的。你看看，他由⋯

「持戒相應的發心」是什麼呢？因為戒律是一切功德的基礎，所以這種持戒相應的發

心，是一切有漏、無漏的功德生起的淵源來的，所以，「猶如寶源」，那頌文即是什

麼？就是「寶源」二字了。你呢，有人有機會給你的話，叫你講一個題目，你會講什

麼？發菩提心。好好的一段資料，你不需要思考的，你依據《大般若經》和《現觀莊

嚴論》，由開首發心，乃至成佛，總共有二十二個層次，人家聽到的就「啊，他真的

了不起」來著，不知道只不過是兩頁書裡面說的。

5



我們又先看第 14 頁的頌文先，「大海」，「猶如大海」，那種發心猶如大海。

那然後看第 15 頁，第 1行，「安忍相應者，雖遇逆緣不能擾亂，猶如大海」一句，

「安忍」即是忍辱，「忍辱」二字譯得不好，所以法尊法師把它譯作「安忍」。為什

麼說「忍辱」二字不好呢？是不對的，「忍辱」二字舊時是譯得不對的，法尊法師把

它改做「安忍」是對的，理由是什麼呢？忍是有三種的，不是只是忍別人的辱。忍波

羅蜜多有三種：第一種，叫做耐怨害忍。「耐」，能夠抵得住，謂之耐，抵住，忍

受、耐，忍受，能夠忍受什麼？「怨」即怨家，與你有怨恨、有仇怨的怨家，

「害」，侵害你，與你有怨的人會侵害你，當別人侵害你的時候，你能夠忍受，那就

真正可譯作「忍辱」就對了。

第二種，安受苦忍。「安」，即安然，你的心不會亂、不傾動的，受苦，你做人

總有苦的，例如你出家，或者是外出做事，必定有苦的。不會沒有苦的，縱使別人不

令你受苦，你也會病，你牙痛都是苦。小病至牙痛都是苦的，你不就「那麼辛苦因出

家食得多油炸的齋，弄到牙痛，都是不要了」，那你就沒有了安受苦忍了，能夠很安

然地忍耐人生的種種苦，不只是別人辱你的，對不對？所以，「忍辱」的「辱」字在

這裡不妥當，只能用在第一種才對，「忍辱」二字，在安受苦忍裡，沒有人辱你的，

沒有人侮辱你，你都一樣會苦的，難道你牙痛、肚痛都是因爲有人在侮辱你嗎？對不

對？ 安受苦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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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叫做諦察法忍。「諦」即是確確實實，認認真真，確確實實的，叫做

「諦」，「察」即觀察，「法」，廣義來說就是一切法，狹義來說，就是佛法，即是

經教，再狹義是指經教裡面所說的道理，那些佛法，佛法猶如大海，很豐富、很多

的，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了解，你要有耐心、要有耐性，不要心急，不要貪，不

要貪多，亦不要想求速成，要有忍耐力，去觀察一切佛家，佛的教，佛菩薩的教法，

要有這種忍耐，這跟「忍辱」的「辱」字根本是無關係的，所以用「忍辱」二字是不

妥當的。「忍辱」的「辱」字只能應用在第一種，「耐怨害忍」那邊，所以法尊法師

就把它改了「安忍」，「安忍」二字不是法尊法師改的，是唐朝玄奘法師和義淨法師

改的，法尊法師就跟隨他們，就不要「忍辱」。

「持戒」與持戒相應的發心者，即是⋯不是⋯第三種⋯猶如大海，安忍相應的發

心者，和忍波羅蜜相應的，一齊起的發心，「雖遇逆緣不能擾亂」，因為他有忍耐

力，雖然現在遇到逆的緣，逆的障礙、阻礙你的緣出現，「不能擾亂」，因為你能夠

修安忍波羅蜜多，你的心能抵受逆緣，不會讓它把你搞亂，「猶如大海」，好像大海

一樣，即使大風大浪，即管吹，海都不會崩的，不會被你，不會被你搞壞的，猶如大

海。第七種，忍相應的發心和忍波羅蜜多相應，如海。三地了。

記住，後後必兼前前，你能夠有第二層次的，就必兼有第一層次，換言之，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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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達到第七個層次的時候，一定是前六個層次你都具備的，好像起寶塔一樣，一層比

一層高，並不是起了第九層後不要下面那八層。不是的。第九層是在第八層之上建起

的。現在你聽過這裡之後，你聽別人說發菩提心，什麼的，你就會暗笑的，香港的人

講發菩提心，「啊！原來他那麼簡陋，如此膚淺的」，你就會這樣說，不過你又不要

批評人，批評人又無謂了，自己知道這麼膚淺，便好了。

好。又看回第 14 頁首偈，「大海」之後就到什麼？「金剛」是嗎？「金剛」是

普通，梵文這個字是 vajra，vajra這個字譯作中文的話，有兩個譯法的。第一，是譯

作什麼？Diamond鑽石，鑽石，鑽石是最硬的，在寶物中，火鑽，鑽石是最硬的，

打不爛的，寶物中最硬的，用鑽石來比喻。第二個解法，金剛是一支杵來的，你見密

宗，密宗修法時，會拿著那支五股杵，即是金剛杵，上面五隻手指、五股的，下面就

五股的，拿著中間，密宗那支就是這麼細小的，如果真正舊時那些就不是的，舊時那

些皇帝，印度皇帝出兵，將軍拿的是大的金剛和敵人搏鬥，都是這樣，金剛，對不

對？這樣的，那支金剛杵用作摧伏那些敵人，摧毀敵人的，好像那個統帥將軍拿著金

剛杵，能夠摧毀敵人一樣，就用來比喻這種智慧，智慧或這種波羅蜜，這種波羅蜜

多，能夠壓伏那些，如金剛一樣，如金剛杵一樣，能夠降伏敵人，降伏的煩惱的敵

人，兩個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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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兩個解法哪個正確呢？兩個解都有人用的，根本 vajra這個字有兩個意義

的，大抵顯教的人都是用 diamond鑽石作解釋較多，密宗就純粹指那支金剛杵。你

們灌過頂，對不對？那些灌過頂的，本身就稱為金剛薩埵，vajrasattva金剛薩埵，

金剛薩埵是一個，本來金剛薩埵是一個聖人來的，是嗎？一個等覺菩薩來的，不過你

是，你是金剛薩埵那種就是，不是，你只是因地的金剛薩埵，你將來一定是那個金剛

薩埵，即是猶如地一樣，你將來就是金剛薩埵，不是現在。現在你具備，控制了，具

備了金剛薩埵的種子，所以觀想自己是金剛薩埵，每一個，每一個佛和菩薩，一定在

他未出現之前，有一個種子，是嗎？

種子普通密宗，是用種子字母來代表，例如：毗盧遮那佛的種子是「阿」字，金

剛薩埵的種子，如果在東密，一樣是「阿」字。如果藏密，有些用「空」字，這個

「空」字，即是什麼？例如你觀想金剛薩埵，先觀想自己，自己心中有一個「阿」

字，金色的「阿」字，或者是金色的「空」字，這個叫做種子字，由種子字就變成一

個三昧耶形，每一個佛菩薩有不同的種子字，有點相同，有點不相同，例如，金剛薩

埵用「阿」字作種子字，毗盧遮那佛也是用「阿」字作種子字，彌勒菩薩，也是用

「阿」字作種子字，觀音菩薩就不是了，觀音菩薩就用 hrīḥ猭這個字，這個東密，

讀 hrīḥ，「訖哩」「訖哩」，或者「訖哩」，用這個字，好難發音的，「訖哩」，觀

音菩薩的，東密用「訖哩」，西藏人都是這個字，但不是讀「hrīḥ」，讀「s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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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h」觀音菩薩的種子是「seh」，那個「阿」字，金剛薩埵的「阿」字普通是用

金色的，觀音菩薩「hrīḥ」的種子字，是粉紅色、紅色的，由種子字一變，就變成三

昧耶形，所以你修某一個密法、某一個本尊法，你必要知道那個本尊的種子字是什

麼？

他的三昧耶形又是什麼？金剛薩埵的三昧耶形，是五輪塔，或者不用五輪塔，金

剛杵，大日如來就用五輪塔，即五股杵。你記得，你們灌頂那天，我見到你們去灌

頂，那個寧波車，給你們灌頂的，你都有去，你都有去，排隊去灌頂時，他會有一張

紙，是嗎？畫了一朵蓮花，上面有一支金剛杵直放著，把它放一放在你處，是否有這

動作？即是說，你這個金剛薩埵的三昧耶形，即是說你已經可以變起金剛薩埵的心，

一支杵，金色的，或者一朵蓮花，上面，直放著一支五股杵，不是打橫的，東密就是

打橫放的，東密有些派是打橫的，藏密一定是打直的，打橫打直都沒所謂的，支杵你

打橫也可，放直也可，其實不用執著。

那由「阿」字先變，你觀金剛薩埵，你觀自己，自己心中一片清淨，裡面有一個

「阿」字，金線般的一個「阿」字，你試試，你合上眼，看到的，你覺得它是一個

「阿」字，那就可以了，行不行？張開眼睛又難少少，閉起眼試試。覺得裏面有個

「阿」字，企著的，個個都感覺到的，除非你是神經病才感覺不到，如果你不是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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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你一定應感覺到的，你想而已，那不是真的，你的心只是想出來，對不對？想個

「阿」字，想到「阿」字了，「阿」字能夠放光，能夠遍照十方，然後「阿」字遍照

十方，那些光明就供養十方諸佛，然後收回「阿」字的光，剩下「阿」字。

「阿」字突然一變，變成一個金剛杵，有朵蓮花托著金剛杵，什麼都沒有，心裡

只有一支蓮花托著金剛杵，你想想，想不想到？蓮花，紅白色的，八葉蓮花，上面有

豎著一支金剛杵，金剛杵放一些五色光芒的，得不得？得嗎？我跟你說，如果你住鬼

屋，遇著有鬼搞你，你就在自己心裡想有個「阿」字變做金剛杵，那金剛杵是你的三

昧耶形，你是金剛薩埵，你曾受過灌頂，那些鬼不會靠近你的，什麼鬼都不能靠近你

的，你試試，即管住鬼屋，那處有鬼，你去那處瞓，那如果我睡著後它來壓我，那怎

麼辦？好容易的，臨睡的時候想著自己那支金剛杵，讓我睡覺時都可以一樣放光的，

那些鬼就不能靠近了，知不知？這就可以了，全都是你自己想就可以了，你會想這般

觀想「那不就很兒戲？」兒戲但它又靈驗，不知何解，是好兒戲的，但它是靈驗的。

我試過了，說有鬼，又什麼的，那我在臨睡的時候，有一個光明裡面，我就時常

想一個四臂觀音，四臂觀音坐著的，他是坐著的，我睡著時他也是坐著的，坐在上

面，在月輪裡內，他照著我睡，我什麼都不怕，真是什麼都沒搞我，什麼有煞氣的

屋、風水不好的，你不用怕的，你找個位置坐著，有空就想著自己是金剛薩埵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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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放著無量的光明，所有一切鬼鬼怪怪，都快點，通通要來向你頂禮，天龍八部都

來擁護你的，什麼都不怕，你想便可以，觀想便可以。密宗他又不會講你知的，只是

灌了頂就算數，那又不對實在，應該教別人才是。

由種子字一變變成三昧耶形，金剛薩埵就是那支金剛杵，修行一切密法都是以金

剛薩埵去修的，所以你一灌頂，就先要你是金剛薩埵，你那支金剛杵，再由三昧耶形

就變，變成金剛薩埵形，金剛薩埵形有種種不同的金剛薩埵形，西藏密的金剛薩埵形

與東密的金剛薩埵形又不同的，東密的金剛薩埵形，一定是這樣的，坐在朵蓮花上，

身是紅白色的，即是紅的，白色而有紅氣的，即是好健康的，一個健康男子的肉色

的，穿上天衣，好輕的，天衣，五彩色的，或者是金色的天衣，加趺坐坐在那裡，左

手拿著鈴，拿著鈴鈴，拿著鈴，鈴的頂就用手托著，鈴的頂部有半支杵的，就扣著

它，另一隻手，它這個鈴很窄，沒有這個那麼闊，你的手可以這樣壓扣著，右手拿著

一支金剛杵，扣著支金剛杵，扣著支金剛杵，這樣拿也可，這樣拿也可，你坐在那處

好像那個金剛薩埵入定。

那個鈴表示甚麼？說法、度眾生。杵是什麼？降伏魔怨。那就是了，一手拿鈴，

一手拿金剛杵，你是金剛薩埵，是佛的繼承人，是毗盧遮那佛的繼承人，觀想，自己

心裡有個金剛薩埵，那時，再觀想，你就可以進一步，你可以入你的，沒有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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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自己都是金剛薩埵，不是這樣的，而是整個金剛薩埵來的，現在修法，你唸誦，

金剛薩埵也在唸，你自己就是金剛薩埵。如果你的精神凝聚想著，你沒了自己，自己

變成了金剛薩埵。如是者，有種人，那些有天眼的，你坐著的，有種人，又見這樣，

又見那樣的那種人，如果那種人，第一剎那望你，見你是金剛薩埵，看見一個金剛薩

埵坐著的。

只要你不是胡思亂想，為什麼會這樣呢？是因為那時你入了金剛薩埵定，就見到

有個金剛薩埵來坐著。如果你坐著，那些鬼看見你，他們不是見到你本人的，他們是

見到有一個金剛薩埵坐著，地方的神靈來向你頂禮、會供養你。當然你自己心知，你

不是真的金剛薩埵，但他們見到你是一個金剛薩埵。那你⋯⋯惡心的，你的心亦無惡

心的，那時候你就好像佛一樣。在這情形、在這時刻裡，你係甚麼？你是甚麼？你即

身成佛，你就與佛一樣，對不對？佛的心，不外乎沒惡心。那時候你亦沒有惡心的，

對不對？那不就跟金剛薩埵相應了，也跟佛相應了。所謂即身成佛就是差不多這回

事，這是即身成佛的意義之一。不是亂講是即身成佛。

「噢，修幾多壇什麼法，我現在就即身成佛，化成一道虹光飛去了」，哪有這回

事的？你修金剛薩埵法就行。修完了，到出定的時候，你就變回那個金剛薩埵，一直

漸漸濛、漸漸濛，最後就消失了，你自己再出現，身體再出現。是這樣的。當你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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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你若想修法靈驗的話，你就要修法前先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再修法的話，加

倍靈驗的，未發心那些修法的話，不太靈驗的，修法唸咒沒這麼靈的，尤其是修那些

大咒，不靈的，未發菩提心的人修，不靈的，除非你前生發了心，否則不會靈的，發

了心的人修，讀錯字都會靈驗的，因為這樣，所以每修法之前，一定要發心。

密宗就是唸那個發菩提心咒：「Oṃ Bodhicittam utp day miā ā 」發菩提心咒。

唸咒，就口密。結一個印，唸咒時會結一個印的。一個菩提合掌，這就叫身密。身

密，口密。你的意識觀想，如何觀想？「我現在為了利益眾生，我現在發菩提心，為

了利他去修行，修行一切功德仍然是回向大菩提的。我現在堅決，決不退轉。我要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麼想的，這才是，這才是意密。現在人都不是，好像留

聲機，好像播音機開著的，「Oṃ Bodhicittam utp day miā ā 」的，那對手結完印

後，（馬馬虎虎般），好像小孩子玩耍一樣，哪會靈驗呢？對不對？

現在好多學問中人，不知道發心為何物，只懂唸「 Oṃ Bodhicittam

utp day miā ā 」。那句只是聲音而已，等於收音機，沒其他的，只有叮叮噹噹聲幾

下，那有什麼用？你都不知道如何唸，就「可以，可以」，這是什麼？放在這處極其

量，結下緣，將來世、幾百世後，遇到善知識告訴你，然後你才正式發心。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些人說：「我學密宗已學了幾十年」，當他發心時，有什麼似樣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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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修法，是未發心之前唸淨三業真言。現在《金剛經》前面都有的：「唵 娑嚩 婆

嚩秫馱 娑嚩達摩娑嚩 婆嚩秫度憾」那個淨三業真言。淨三業真言，如果你修密宗

的，第一下就，叫什麼，你們都有的，叫做什麼？淨業觀心，西藏密譯作。

手結一個八葉蓮花印，觀想多生以前所作一切，十惡五逆等等罪狀，都是一切清

淨，因為一切法都無自性，本來就是無相，觀想。這樣就是觀想，空去全部的，心是

這般觀想。身就是結一個印，口就唸：「唵，娑嚩，婆嚩秫馱⋯⋯」這個咒，一直

唸。唸完這個咒後，就把印慢慢向上散開去，即好像甚麼？好像一直空、空、空，一

片清淨什麼都沒有的，那就是洗淨過去的三業。所以先唸淨三業真言。但現在我只見

到有些只是（胡說一通），手不知怎麼的樣子，做什麼呢，你現在在玩耍麼？對不

對？「你看，我對儀軌多麼熟練」，熟甚麼，你不如弄個機器人出來，開個掣就更

熟。對不對？

所以修時要很殷重，口到、意到、身到。三樣。如果你，既然你已發心，就不需

要唸咒，「Oṃ Bodhicittam utp day miā ā 」這幾個字，即是「我現在發菩提心」的

意思而已！譯作中文，「bodhi」就是「菩提」，「citta」是「心」。對不對？就是

「發菩提心了！」的意思。但那幾句說話不就是等於發菩提心的，你要觀想你現在發

菩提心，那個才是中心來。現在那些人就捨本逐末，只是唸幾句就當數。唉！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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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唸法之前，做一個，一、兩分鐘的發菩提心的功夫，你唸的咒會特別靈的，你

試一試，這個是誰說的呢？

這是彌勒菩薩講的，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裡講的，他說一個發心的菩薩，

發了菩提心，那些別人唸的咒不靈的話，他唸就會靈的，甚至那些沒意義的咒，別人

唸不靈的，他唸都會靈的，遇著有什麼鬼怪的地方，別人絕對住不下的，他絕對住得

下，就是這個。這種叫甚麼？發心的功德的菩提。發心就不是只光唸幾個發心咒就是

發心，一定要在發心時觀想的。所以現在那些人只想讀：「Oṃ Bodhicittam

utp day miā ā 」，然後就「噢我發心了」。如果這樣就叫發心，你不乾脆錄了音，再

按鈕播放還好？你要想的，心要觀想的。明不明白？這種就是第七種，與忍波羅蜜多

相應的發心。

第八種，第八個層次，我們看看第 14 頁，第 3行，「金剛」兩個字，找到嗎？

這兩個字是講什麼的呢？這個是第四地菩薩的發心，與精進波羅蜜多相應的、一齊起

的、一齊修的。那種如此的發菩提心。說它「如金剛」，猶如那支金剛杵或猶如那個

金剛石一樣，極為堅硬，十分堅硬的。它能夠摧毀人的，人就不能夠摧毀它的。那你

看看，第 15 頁第 1行：「精進相應者，它不能破壞，猶如金剛」。即是說與精進波

羅蜜多相應的發心，其他的東西不能破壞你的，好像金剛一樣，你不能破壞它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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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八種。

第九種，我們看第 14 頁的偈那處：「山」，對不對？「山」，好像山一樣。那

我們看看，靜慮即禪定，第五地的菩薩修禪定是修得最好的，真正的禪定修到圓滿，

是第五地的事。那些第五地菩薩發菩提心時，與他們所修的靜慮波羅蜜多，即是禪定

波羅蜜多相應的，那時的發心如山，猶如須彌山王，不能傾動的，定到不能傾動的，

如山。是嗎？ 明白嗎？第 2行，第 15 頁第 2行：「靜慮相應者，散亂所不能動，猶

如山王。」第五地來的。

他與靜慮相應的發心，不能夠被「散亂」心所，入定時最怕是那種「散亂」心

所，「散亂」是一種心所。那種「散亂」心所一起，在你修定時，那種「散亂」心所

會將你的心，將你，你本來入定的時候精神集中，它會將你的心帶去別個地方，那種

力量就叫「散亂」。如果你到第五地的時候，修靜慮波羅蜜多修得圓滿，這個「散

亂」心所不會發生作用的。如果那時候的發心，就猶如須彌山一樣，這山是指須彌山

王，猶如須彌山王一樣，其他東西都動不了他的，那時候你的靜慮心，是不能被散亂

心所帶動你的、牽動你的。

第十種，第十種我們先看偈文。哪個字？「藥」，對不對？猶如藥，又看回散

文，第 15 頁第 2行：「般若相應者，能除二障重病，猶如良藥。」這種發心，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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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菩薩是完全做得到的，是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的，因為第六地修般若波羅蜜多修得

最圓滿的。那個根本智、那個空智是最強的。那在第六地的發心，是與般若波羅蜜一

齊起。那時的發心，那種發心，因為有般若智跟它一齊起，所以它能夠什麼？能夠除

病。這個能夠除病，並不是除普通的病，而是除重病。何謂重病？能令眾生沉淪生死

的重病。哪種重病？二障重病。二障，二障者，第一：所知障，解過了，以法執為首

的一切煩惱，叫做所知障；第二種：以我執為首的一切煩惱，叫做煩惱障。

第六地的時候，他因為修般若波羅蜜多修得最圓滿，所以他能夠好像藥醫病一

樣，醫眾生所有的所知障和煩惱障的重病，如藥。那般若有兩種，般若即是智慧，是

指正智，不是指邪智，正智，一種是有漏的。有漏的智不算是真正的般若，不算是真

正的般若。你又有，我又有。養隻馬騮，養隻猴子，猴子都有有漏智的，這個不算是

般若，不是真的般若，有漏智。稱得上般若的，梵文是「prajñā」，譯作「般若」，

一定是指那種無漏智的。無漏智就要見道的時候初起，這個時候然後初起的無漏智，

這個之前都是有漏的。無漏智分兩種：一種是根本智，即空的智慧，觀空的、無分別

的、無概念、無影子的，照出去一無所見，但不是無，這即是《心經》那句，「照見

五蘊皆空」那種智，五蘊皆空那種智。

第二種智是後得智，聽得明嗎？這些名詞，你來得遲，你要起碼聽兩、三個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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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識。好多名詞他們懂，你就不懂的。後得智是有分別的，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等

等，有分別的，有概念、有名相的。根本智就沒名相、沒概念的，後得智就有分別，

有分別即有名相、有概念的。普通所謂「般若」應該通通在內，不論有漏、無漏都在

內。廣義的「般若」裡，廣義的般若都全包括。如果狹義的，就只指這種根本智。你

讀讀《心經》：「照見五蘊皆空」，和講那個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同時之後，它能夠觀一切都無。你看《心經》：「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

識。」五蘊全空了，「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十二處都無、都空。

而下面十八界、四諦、十二因緣，通通都無、都空。它無分別的。狹義的「般

若」就是這種，即《心經》那種。狹義的。那現在與般若相應的，第六地的般若，是

指狹義的，不是廣義的。為什麼呢？因為後面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這些就是

後得智。他把後得智撥落第十一種以後。所以第十種般若相應發心那種「般若」是指

根本智，即是《心經》所講那種空的智，所以你們讀經，不要搞亂。《心經》所講那

種是嚴格的、狹義的根本智，普通所講的智慧、智慧、般若，是廣義的後得智都包括

在內。現在世上一般人說「智慧就是般若」，一講到「智慧」就豈不是連有漏智都包

括了？

世俗就是這樣，但在佛家裡，世俗那些不算的，只可以說是「隨順」那些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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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真正的般若唔算，真正的，它只可以說是「隨順的般若」。即是說這種有漏的善

的智，順其勢會引出你的無漏的般若智。總之，這裡《大般若經》，這個「般若」是

指第六地所修的般若波羅蜜多，是指根本智。明白嗎？說埋這段。第 14 頁，偈那

邊：「如友」，朋友的「友」，是嗎？看到嗎？哪種呢？「友」是哪種呢？六波羅蜜

多，把它擴大，就變成十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在六波羅蜜多之外，加四個波羅蜜

多。那你會問：「那六波羅蜜多還不夠嗎？六度萬行，六度可以攝萬行。為什麼又要

多四個？」六波羅蜜多即是，不是。

十波羅蜜多，即是廣義的六波羅蜜多。如果單是說六波羅蜜多，那個般若波羅蜜

多就兼攝了後得智。把後得智附屬在根本智上。為了要將，為了要強調後得智，為了

要特別向人詳細說明般若智裡面那種後得智，為了這樣起見，就於是把後得智開出

來，變成，一個後得智變成四個波羅蜜多，便變成般若波羅蜜多就只是指根本智。如

果把十個波羅蜜多之中後面的四個波羅蜜多，把它們收回去般若波羅蜜那邊，六個，

六個波羅蜜多，把那六波羅蜜多就包括了十波羅蜜多。對不對？即是可以將般若波羅

蜜多可以包括了五個波羅蜜多。吳天洛，你明不明白？你明嗎？聽得明嗎？

普通所謂般若，就是指智慧，世俗人就是這樣說，但這個意義，不夠嚴格。智

慧，一個賊人去打劫銀行都要智慧的，是嗎？如你說智慧就是般若，就講不通。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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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那些善的智慧，明嗎？善有兩種善，一種是有漏善，即是不能對付煩惱的，時時

要與煩惱並存的，那些叫有漏善；一種是無漏善，善之中它是無漏，它能夠，能夠壓

伏、除去煩惱，消毀煩惱種子。那普通所謂智慧就是一種是有漏智，可以與煩惱、與

貪瞋痴等煩惱並存的；一種是無漏智，它一起時，貪瞋痴等等的煩惱都被它壓倒，不

只是壓倒，甚至是剷除。那種叫無漏智。那普通世俗所說的智慧，「般若」二字譯做

中文就是智慧。

但如果你如此籠統只用「智慧」二字，就連有漏智都包括了，雖然不包括惡的智

慧，但有漏的善智慧都包括在內。聽得明嗎？這是最廣義的，對不對？但是佛家就往

往在經論裡所講的智慧，普通的就是指無漏智。但無漏智亦有廣義、狹義之分，有廣

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無漏智就包括兩種：一種名叫根本智，觀空的、無分別的，即

是《心經》裡所說「照見五蘊皆空」那種的智，明嗎？另一種，一種叫根本智，另一

種叫後得智，是有分別的，得到根本智之後所得的有分別的智，有名相、有分別的。

無漏智就有兩種。根本智，不能說法的，內證、離言的、不能說，只是了解勝義諦，

它不能說世俗諦的法。要度眾生，說法，當你說法度眾生的時候，一定要在世俗諦裡

轉的。

那你在世俗諦裡面轉，你為眾生說法，你想說法你一定要有名相，沒有名相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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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名相，即是有分別。名相就是分別嘛。例如「善」，這叫做善。善的對面就是

惡。有善，就有惡；例如你說「那是高尚」，高尚的反面就是卑、卑鄙。明白嗎？例

如你說﹕「這是聖人」，這就是一個名相，「聖人」就是一個名相，那聖人的名相對

面就是凡夫。那就有分別，聖人與凡夫的分別。後得智是有分別的。說法、度眾生，

要後得智。還有，你再問：「神通是哪一種？」神通屬後得智。根本智，根本智是離

一切相，是嗎？後得智是他所修神通，是什麼？得到根本智之後，他在定中作觀而

已，用後得智作觀。

例如他作觀，一個聖者得根本智後作觀。例如某一個人走路，你跟他有緣的，這

個是善人，這條路是有危險的。你在定中知道，你就入觀，用你的後得智觀，觀到條

路前面有座山。想出來的，本來無山的，你想到有山在那裡。那時候，你同時用你的

後得智來加被他。若那個人是與你有緣的，又是善人的，同時他行那條危路所遇的危

險不是定業，可以轉移得的，他就會到那時，見到一座山阻擋著他。其實那處沒山

的，他見到那處有個山。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回頭。回頭的時候，回頭再走那條危

路時，再走的時候，那個危險可能已經過去了。在你一收回神通時，就過去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神通？解釋就是什麼？你入觀。那麼，當你那個觀修到一個時

候就沒用了。不過這個觀的條件、這種神通的條件，是屬後得智的。這種後得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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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後得智，這種神通，這些神通有兩種：一種是已經得了根本智的人，用他的後得

智來施神通的，施展神通，那種就是地上聖人才做得到的；第二種神通就是普通你入

第四禪，外道和未見道的人，入到第四禪他肯作觀的話，都會有少許效力。還有些，

學密宗的，他用咒，請本尊加被他，加持他。好像我剛剛說的金剛薩埵，如此者，他

亦會有少許神通。但是，但這種神通，你唸咒時，要依著本尊作觀才會有。你一出定

就沒有了。是嗎？你一不念本尊就沒有了。

還有一種，就是那些外道的，例如茅山，那些唸邪咒，那些用鬼神的咒，他就借

助那種咒力，有少少神通，不過這種神通好少的。這種神通，你一用它時，例如有一

個人用這些神通的時候，如果有一個人在旁邊作觀、在旁邊念佛作觀，他那種神通使

不出來的。你可以制止到他的神通。上文就是這樣講，那些菩薩有那種令諸天的光隱

蔽的，對不對？上文已講過了，就是這樣。你如果經常唸佛的，又時時，你已經發菩

提心，時時都發菩提心，又唸佛的話，遇著這情形時，那些鬼神的光，你坐在這處，

會把它隱蔽下去的。令他使不出的。明了嗎？因為這樣，所以那些風水不好的地方，

你在住時沒有事的；你離開了，就又會有問題。你明嗎？為何會這樣呢？道理就是這

樣，明嗎？⋯你們去吃飯⋯

那將後得智，明白嗎？什麼叫後得智？將後得智開了出來，其實是廣義的「般

23



若」裡的一部分，「方便」是什麼？「方」即方法，「便」即便利。你要化度眾生，

一定要有方法，因眾生根性的不齊、不同，你要有不同的方法。要什麼？雖然要有方

法來救度眾生，這種方法不過只是權宜的便利來的，不能執，執死著這一種方法就

是。最徹底、最究竟的，這種方便，這種權宜的方法，只是一種便利，不是究竟，明

嗎？把這部份各種方便來撥出來，把後得智不屬於方便，撥出來，那就叫做方便波羅

蜜多。方便波羅蜜。例如哪些呢？用種種神通去降，即釋迦佛用種種神通去降伏外

道，有種人，有種外道，你要學神通才可以降伏的，這種是方便。

例如，毗盧遮那佛，在密嚴國土初成佛的時候，經文是這樣說的，那個，那個釋

迦佛的報身就叫大日如來。大日如來在密嚴國土那處成佛，釋迦佛的報土叫密嚴國

土，密嚴國土就寄居在我們現在的第四禪內那個最高的叫做色究竟天，寄居在那兒

的，釋迦佛的報土，那個大日如來在報土裡成佛時，那個天就叫做色究竟天。那個天

王，天有個天王，福德是好大的天王，叫做摩醯首羅天王，大自在天的天王。色究竟

天又叫做大自在天。那個大自在天的天王叫做Maheśvara摩醯首羅天。摩醯首羅天

他就不信大日如來成佛了，他不相信。他與天后一同來，向一個，當然這個是試驗，

摩醯首羅天王不會這麼傻瓜的，都是做戲那些試驗的。

摩醯首羅天王表示：我不信你大日如來所說的法，怎樣說他都不信，大日如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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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跟他說：沒辦法。於是就用一種方便、一種權宜的方便，就化出一個不動明

王，另一本經就說他是化出三世明王，現在姑且說不動明王。他很惡的。你現在，去

密宗那邊看，有一個叫作不動明王，兇神惡煞，左手拿著一條索，繩索，右手拿著一

把劍，一把劍，整個身都發出火的，他就是不動明王。大日如來就變起不動明王，一

隻腳踏著摩醯首羅天王，另一隻腳踏著摩醯首羅天后，問他：你現在信未？結果，那

夫妻倆就說：「信，我皈依你吧。」這樣，然後摩醯首羅天王就皈依了大日如來。

那本《大日經》，大藏經內《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日經》)，你可

以去圖書館找這本經。那你說：佛都會這樣做的？這些叫做無可奈何，是一種方便。

那種方便，佛用那種方便是什麼？化出那個不動明王，是用後得智的，不是用根本智

的。根本智就根本沒東西化的，對不對？後得智，是用後得智起作觀，觀成一個不動

明王。不動明王是怎出現呢？是用後得智。因為這是後得智一部份，這部份為了化度

眾生而設下種種方便的那種後得智，叫做方便波羅蜜。那當一個菩薩，當他修到第七

地的時候，他前六個波羅蜜多已經修得相當完滿，到第七地時，他特別修後得智，修

方便波羅蜜多，方便波羅蜜多就「如友」，這就是第七地。那我們看，看完這裡就食

飯了。

第 14 頁的偈。一個「友」字，是嗎？「友」。看第 15 頁第三行：「方便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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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捨利他，猶如善友。」看到嗎？看到嗎？看到嗎？意思即是，第七地的菩薩所

修的，第七地菩薩所發的菩提心，與他所修的方便波羅蜜多相應的。那這種方便波羅

蜜多相應的，與方便波羅蜜多相應的發菩提心，就會令到起這種發菩提心時，會不捨

利他，以後永遠不會再捨棄利他的心，亦不捨棄利他的行為，「不捨利他，猶如善

友」，猶如好朋友一樣，可以扶助別人的，是眾生的善友一樣，能夠扶助眾生的。這

就是第七地的發心。發心的層次，我們就已說到十一個層次。我改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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