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違空性過失」，認為世俗一切事，跟空性是相違的，第二十種。很多人認為很

多東西與空性相違的，有些人執著修行，出家人去參加社會上的事都說不對的，這些

是空門，空門，不應該出去理那些事的，與相違反的，這些都是執著。那就二十種。

「由離此二十 便得第七地」。七地證得，那就二十種。我們看散文。「斷除此說二

十種過失」。「此說」即是上文所說的二十種過失，「即成二十種修治」，就會成就

二十種修治，下面再講的這二十種修治。

「由前說空慧攝持便能證得第七遠行地」，由於你能夠，修行的人，一切都能用

空的智慧來攝護著、支持、執持著，你就能夠證得第七地，第七地者叫遠行地，距離

眾生的東西很遠，已經是接近佛地，遠行地。哪二十種過失呢？下面，「謂執我」，

一種；「執有情」，兩種；「執命者」，三種；「執補特伽羅」，補特伽羅即是數取

趣，pudgala 數取趣。再執有什麼？「如是執斷邊」，對於我、補特伽羅等這些執

他為斷，第五種；「常邊」，第六種了；「相」，一個我的相狀，執為什麼？執我的

因，「因」，以上的是我執。

下面這些是法執：執「蘊」為實；執「界」為實；執「處」為實，那就第十一

種。再第十二種就是「執三界為真實應住」，應該我們在那裡住的，即是執世界為

實、執三界為實；又有些「著為真實應捨」，認為這個世界太苦惱，應該捨棄這個世

界，小乘人就是這樣，應捨，就第十三種。

第十四種，心怯，即是什麼？「自覺不能得勝上功德」，自己覺得自己不能夠得

到殊勝的、增上的功德，「心遍怯退」，他的心完全怯、怕、退轉，這是第十四種。

下文：「於三寶及戒起彼見而執著」，對於三實和戒而起斷見、常見等這些見，

而起執著，斷常這些法執，於佛寶、法寶、僧寶，就是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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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就是戒。第十九種，「妄執空性為破壞有事而興諍論」，即小乘人起這種執，

執著空性，即是真如空性那個「空」，是什麼？破壞那些有的事，破壞那真正實有的

事，而攻擊、興諍論，就是第十九種。

「執彼空性與世俗相違」，執著認為空性，就一定跟世俗那些一切事是一定違反

的，又是法執。「是為七地應離之二十種過失」，上文所講那二十種，就是能夠全離

開它，你就是第七地的菩薩。如果你是第七地菩薩，你就應該已經是離了這二十種過

失的了。你離了這二十種過失，跟著就會產生這二十種對治了。休息一會兒才講，休

息一下先。

離開二十種過失，就登第七地了，對不對？當你登了第七地的時候，你就能夠對

付二十種東西，那即是說，你是一個第七地菩薩的話，你就會完成二十種修治，二十

種修行的對治。那二十種修治是什麼呢？第一種，第一種，「知三解脫門」。我先讀

了它：「知三解脫門，」(一撇)；「三輪皆清淨，」(一撇)；「大悲，」(一撇)；「無

執著，」(一撇)；「法平等，」(一撇)；「一理，」(一撇)；「知無生，」(一撇)；

「知忍，」(一撇)；「說諸法一相，」(一撇)；「滅除諸分別，」(一撇)；「離想、」

(一個橫點)；「見、」(一個橫點)；「煩惱，」(一撇)；「奢摩他定思，」(一點一

撇)，(一撇)吧，「思，」(一撇)；「善毗缽舍那，」(一撇)；「內心善調伏，」(一

撇)；「一切無礙智，」(一撇)；「非貪地，」(一撇)；「隨欲」(不要撇)，還有下面

「等遊諸佛土，」(一撇)；「 一切普現身，」(一撇)，「共為二十種」。

第七地已經很，第七地的菩薩已經很厲害的，能夠在那些佛土現身的了。第一

種，第一種修治，就 「知三解脫門」。他說他因為是第七地的菩薩，他能夠知道

因、果和自相都是空的，修的因和所得的果，和我們眾生心的自相，都是空的，因他

知道，因為他知道是空的，即是能夠入得三解脫門，能夠入三解脫門。三解脫門，什

麼三解脫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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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者空觀、空智。用我們我空智來修空觀，就能夠得解脫的。所以空觀是解

脫之門，就叫做「空解脫門」；第二，「無相解脫門」，既然一切空了，就無有，其

實相都是幻，無真實的相，叫做「無相解脫門」；既無有相，無(真實故)一切如幻，

都是無所求，就「無願」。願，願求，無可願求。即是能夠修空、無相、無願的三解

脫門，然後證入，「知三解脫門」，這是第一種修治。

第二種，「三輪皆清淨」，能夠體驗到，現證到什麼？舉例：例如布施，能施，

他的能施的人，你不要執著有個能施的實我，空的，能施的人是空；所施，受你布施

的人，亦空，即是清淨，執它有就即是不清淨；用什麼去施，你用來施的那樣東西，

亦不執，亦不要執為實，那就三樣，叫做「三輪」，一能、一所、一種工具。

布施有三輪，做殺業亦有三輪，「能殺」，能夠殺人，「能殺」；被我殺的，

「所殺」，又一輪；作這種殺業，拿刀這種殺業、這種動作去殺他，又一輪，三輪。

對於三輪不執為實，知道它是空，那就清淨，那就「三輪皆清淨」。我剛才就以布施

和作殺業做例，其他持戒、忍辱、精進都是如此類推，對不對？「三輪皆清淨」就是

第二。第三，「大悲」，對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就是「大悲」。第四，「執著」，

「無執著」，對於一切法，不執它為實，「無執著」。第五，「法平等」，知道一切

法平等，好了，問題就是這樣，一切法怎會平等？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都是空的，你成佛是空，地獄亦空，從空性方面來講，成佛

亦是空，地獄，入地獄亦是空，就這樣，就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從另一個角度就不同

了，成佛歸成佛，成佛是可貴的，入地獄是可悲的，知一切法平等，從空的觀點來講

是平等，「法平等」。「一理」，他這裡知道，佛法的究竟是一乘的道理，一乘的道

理，即《法華經》，一乘的道理，即是第六，「一理」。

第七，「知無生」，知道一切法不生，既無有生，亦無有滅，不生不滅，一切法

在世俗諦裡面就有生有滅，在勝義諦裡面是無生無滅，知道一切法在勝義諦中是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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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住，無生無滅是在勝義諦來講的而已，世俗諦裡面是有生有滅的，別人講世俗

諦，你就不要用勝義諦去駁人家。學空宗的人的弊病就是這樣，當別人講世俗諦的時

候，他偏要用勝義諦去駁人。

到他自己講的時候就得啊，就說我講世俗諦是對的，學空宗的人最不好就是這

裡。你一講，他就會說你執著；別人講，他自己又講，那我就不執著。那些世俗諦不

壞假名，假名即是世俗諦，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別人也可以是不壞假名而說實相，所

以那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那個馮友蘭，佛家空宗根本不是哲學，常常別人講一

樣東西的時候，他說用勝義諦來破你，等一會兒他自己又講，他又說這些是世俗諦，

他說這些是流於詭辯的，有些這樣的毛病。一切法，勝義都空，「無生」，在勝義諦

來講，無生。

第八，「知忍」，忍者勝解，忍者認也。對一切法，對一切法他知道都是空的，

對一切法空他有很深的勝解，不會驚，不會驚。有些人修行，覺得一切法都空，修空

觀的時候，空空空，通通東西都空掉它，就會驚。我有一個學生是這樣，他學西藏

密，他唸淨業觀空。淨業觀空是要觀的，那個淨三業真言，「唵，娑 婆 ，秫馱，嚩 嚩

娑 ，達摩， 娑 婆 ，秫度，憾」，那個淨三業真言。淨業觀空，當他淨業觀空嚩 嚩 嚩

的時候，結個印，結那個八葉蓮花印，就觀，一切自性本來清淨，一切都是空的、清

淨的、沒有的，忽然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驚起上來。

會的，入定入到連自己都不見了，會驚的，會一下驚起上來，在定中，如果你沒

有教理的基礎，一驚起上來你會神經病。你要能夠有很深的忍可、認識，不會驚，對

於空性不驚，「知忍」。第九種，「說諸法一相」，當他說法的時候，他說一切法都

好，「一相」，「一相」者即是什麼？無相、無實相，一切法都是無實相。法雖然千

差萬別，但無實相，亦得一個相，第九種。

第十種，「滅除諸分別」，滅除一切「分別」者，執著為實的分別，執實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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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滅除諸分別」。第十一，「離想」，「想」者即是什麼？這個「想」是解做

常，執著世界的東西為常，執著無常的東西為常，於無常的東西作常想；於苦的東

西，對於苦的世界、苦的人生作樂想；對於一切眾生都無我的，執著有個我作我想；

對於這個不淨的世界、不淨的人生，他作淨想。這些叫做起常、樂、我、淨之想。離

開這種想、離開那種見，第十一是「離想」。第十二是「離見」，離見是什麼見？煩

惱裡面，那惡見裡面分做什麼？

第一，薩迦耶見，即是我見和我所見；第二，邊見，執斷執常，邊見；邪見，否

定因果等等這種邪見；見取見，執著自己這種見，認為好好；戒取見，由於邪見等，

由於薩迦耶見等，由於有這些見，於是定有種種邪戒，就執著於邪戒為好，就是戒取

見。那就五種見：薩迦耶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取見，五種見。離開五見，沒

有那五見起現行。離見，「離」字貫通「想」字、「見」字，和「煩惱」。「離煩

惱」亦有。第十三，離開貪、瞋、癡、慢、疑等煩惱。

第十四，「奢摩他定思」，奢摩他就修止，在修止裡面就決定思惟，思惟什麼？

思惟佛的一切相智，於奢摩他中決定思惟一切相智，即是一切種智，佛的智。佛的智

的內容現在未講，現在講的是道相智，對不對？一切相智未講。第十五種，「善毗缽

舍那」，即是對於觀(毗缽舍那)，修毗缽舍那的時候，就知道一切法是如幻，一切法

是空。雖然是空，但一切法不失為幻有。幻有一方面是幻有，緣，眾緣會合一起，而

它的自性都是空。

就了解，能夠善巧、入觀、修觀，那就第十五種。第十六種，「內心善調伏」，

自己內心入面，不會起各種實的執，不起現行，實執不起、壓倒，這是第十六。第十

七，「一切無礙智」，對於一切所知的境界，我們能夠有一種無障礙的智慧，無罣無

礙、無障無礙的智慧，一切無障無礙智，第十七。第十八種，「非貪地」，知道一切

東西，都不是，對一切東西都不起貪著，一切東西都不是貪著的地，地者依之而起，

就叫做「地」，依之而起的，就叫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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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他知道一切東西都無可貪，都不是值得我們起貪的、依之而起貪的，因為

一切東西都不是真實，都不是值得起貪，不是我們可以起貪之處，這是第十八。第十

九種，隨著我們的欲，「等遊諸佛土」，欲並不是惡的，跟貪不同。隨著我們的心所

想、所欲，我們就能夠平等去各種佛的報土去遊歷。佛土即是指那樣報土，例如極樂

世界，東方淨琉璃世界，隨我們的意欲而可以入，平等地去哪個報土都可以去。

他一唸佛，請佛加被他，他即刻在定中，就可以在那邊現身，這個是第七地唔可

以得，這是第十九種。「一切普現身」，一切者，一切時、一切地方，他在一切時、

一切地方、任何地方，他能夠現身，「一切普現身」，這個神通要很大才可以。「共

為二十種」，他有這二十種修治，學習這二十種東西。真正能夠出神入化，要什麼？

第七地才行。第七地還要很吃力才可以，你一病你就不可以了，將近死的時候，有病

苦的時候。平時是時時可以，不吃力的，要第八地，第八地就不吃力的，隨時可以。

那我們看散文。「由其所治有二十種，故第七地亦有二十種修治對治」，即是修行對

治，能修的，一共有二十種。

哪二十種呢？「謂知諸法因果自相皆真實空故知三解脫門」，他因為知道佛的因

相、果相和諸法的本身自相都真正是空的，自然他證入空、無相、無願那三個解脫門

了，第一種。第二種，「現證能殺，所殺，殺業三輪皆非實有故皆清淨」。三輪都清

淨，因為他用殺來舉例，能殺、所殺，和什麼，殺的那種業，三輪都清淨，就是第

二。第三，「緣一切有情起大悲心」。第四，「於諸法上無真實執」。對於一切法都

不執它為真實，不執它為真實，就是第四。第五，「知一切法平等皆真實空」。知一

切法，站在空的觀點來講，一切都是平等，都是空的，第五。

第六，「了知究竟唯一乘理」。知道究竟唯有一乘的道理。第七種，「知一切法

勝義無生」。知道一切法，在勝義諦中都是無生無滅的。第八種，「於甚深空性不起

驚怖了知深忍」。對於空性能夠了解得清楚，能夠得到很深的忍可、認識，就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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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九，「宣說發心所攝諸法皆無實一相」。能夠宣說、教人發心，上文就講，由

發心一直到修行，知道發心修行等所包括的一切項目、一切東西，都不是實的，又不

是一的，就是第九。第十，「摧壞一切實執分別」。

那些起執東西為實的那些分別，摧毀它。第十一，「無有執著常樂我淨等相之

想」。離開這種想，離開執著諸法為常、為樂、為我、為淨的想，「離想」。下文就

「離見」，第十二是「離見」，「遠離薩迦耶等五見」。第十三，「離煩惱」，「遠

離貪等煩惱」。第十四，「由奢摩他門」，即以奢摩他為門，修止為門，「決定思惟

一切相智」，決定在定中裡思惟佛所有的一切相智，這個即是「奢摩他定思」，決定

思惟就是「定思」。

再看，「於毗缽舍那勝慧了知緣起如幻之方便獲得善巧」，當我們修毗缽舍那、

修觀的時候，我們有種殊勝的智慧、這個無漏智、一種勝慧，這種無漏智了知道緣

起，一切有為法都是從緣而生起、眾緣和合而生起，雖然生起，但都是如幻一樣的，

無實的，就能夠有這種的方便，自己度自己和度他人，有這種方便善巧，即是「善毗

缽舍那」，這是第十五了。第十六，「調伏內心實執」。這個不用解了，即是內心入

面的東西是實，執外面的東西為實，執種種東西為實，這是第十六。

第十七，「於一切所知成就無障礙智」。對一切所知的境我們都能夠有一種無障

礙的、一點都沒阻滯的智慧，這個即是「一切無礙智」，就是第十七。第十八，「通

達一切皆非貪著真實之地」。了解一切都不是有一種真實的東西，值得我們去貪著

的，體驗到這樣，這即是第十八種。第十八種就是「非貪地」。第十九種，「隨自所

欲平等遊歷諸佛 土」。即是隨著我們自己，想去哪一個佛的世界，就向那個佛發刹

願，請他加被，就可以去了，就是「隨欲等遊諸佛土」。第二十種，「由於自身獲得

自在普於一切時」，即任何時，一切會，任何場合、任何會，都能夠現身，阿彌陀

佛，在會眾說法，你可以在這裡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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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菩薩可以現到的，不過七地菩薩你想現，你要唸那個佛，請他加被，你才現

得到。「由此二十種修治能得七地，准前應知」。第八地修治，先看頌文。「知諸有

情意，」(一撇)，「遊戲諸神通，」(一撇)，「修微妙佛 ，」刹 (一撇)，「觀故親近

佛，」(一撇)，「知根，」(一撇)，「淨佛土，」(一撇)，「安住如幻事，」(一撇)，

「故思受三有，」(一撇)，「說此八種業。」一句。即是說，第八地裡面，有八種修

治時對治八種煩惱的，修這八種、對治這八種過失。能夠圓滿這八地修治，你就叫做

第八地的菩薩了。

第八地的修治，第一是什麼？他說眾生的心意，某一個人，例如有個人對著你，

你能夠了知道他的心是有貪、無貪，他現在的心是起貪心還是起瞋心，貪心強不強、

瞋心強不強，強抑或弱。你知道他，如果他能夠修行修得好好的，你就知道他的心，

修行得相當好好，能夠知清楚，那就是什麼，「知諸有情意」，頌文第一句。

第二，我們先解頌文。第二，我們能夠去那些諸佛的報土，不論諸佛的報土、化

土，我們都可以去，現身在那裡遊歷。例如某個佛在說法，你可以去拜他、頂禮他，

或者遊一下他的地方，因為你有神通，你一入了定而且第八地菩薩，如果你已得第八

地，你已是常常在定中的。你未圓滿八地那八種功德，你入定就自然有神通，「遊戲

諸神通」，就是第二點。第三點，你就能夠修行，修行，你將來快成佛的了，第八

地，快要成佛時要建立報土，你在這裡修止觀的時候，就已經把你在定中用空觀把你

那些能夠變出報土的種子，用空觀來令它清淨，那將來你一成佛，那些報土就會出

現。

「修微妙佛 」，佛的報土和佛那些清淨的化土，就是「修微妙佛 」，第三刹 刹

件。第四件，他雖然是第八地的菩薩，將近入第八地或者已經入第八地，但他還未成

佛，對於一切圓滿的佛法，他都未能夠究竟，所以他要什麼？觀，時時要觀察諸佛，

還要觀察思擇，他雖然觀察思擇的看法。雖然是觀察思擇一切法，但智慧都未能很究

竟，所以他時時要親近佛，因為想觀察、思擇諸法，有很多仍然不了解的，他要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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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佛。

應該如何來說法，例如某一個眾生那些根鈍，就應該如何去化度他，「知根」，

知道眾生的諸根是利或鈍。第六，修行第六件，將來你即將成佛，你成佛的時候有報

土、有化土。報土是那些初地菩薩，會生你的報土，初地菩薩仍然有過失的，初地、

二地、三地、四地，乃至第七地的菩薩，仍然有過失的，還有化土裡面那些眾生，很

多過失的。那你怎樣？你現在在這裡修行的時候準備，做準備功夫，將來如何令到那

些眾生，對治眾生的過失，在止觀中修行。

「淨佛土」，清淨你將來的那些報土、化土，令那些不可度的眾生、無緣的眾生

避免你，那些有緣的眾生令他能夠親近你。現在你先在這裡修行、準備，所以你將來

成佛一出世的時候，那些弟子、那些菩薩受你教化。你的國土，眾生、國土裡面的眾

生清淨，沒有過失。所以《維摩經》，他說，你一成佛的時候， 若你平時肯修行，

將來什麼？你一成佛的時候，那些好的、有功德的眾生就生在你的國土。為什麼會這

樣？他在這裡先修行、準備，第八地先修定先。第六種「淨佛土」。第八種，不是，

是第六種。

第七種，「安住如幻事」。你入定之中能夠觀察到、知道世界如夢如幻，你出定

的時候，你化眾生，或者做人怎樣的，你都知道，時時都知道，好像夢幻一樣。「安

住」即是時時保持如夢如幻這樣的觀點，這樣的看法，安住在如幻事。第八件，因為

你有大悲心，所以，而且你已經入了，而且你將進入第八地，你不會退轉，所以你再

入三有，故意入來這個俗世，化度眾生，你上天化度眾生，已經沒那麼好，人間比較

好些。

如果你走去什麼，走去報土那裡化眾生，哪有些眾生被你化？別人有佛在那裡，

所以你要故意入有漏的世界來化度眾生。「故思受三有」，「故思」就是故意的，並

不是因為有過失，來三有輪迴，他本來可以去報土，去極樂世界那些報土。他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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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留在俗世，有漏的三有的世界，「故思受三有」，第八件。這八樣東西，就是第

八地菩薩所修的，每修一樣，都對治到很多過失，所以，如果你是第八地菩薩，一定

要修這八樣東西已經修圓滿，就是第八地菩薩。頌文就讀了，我們讀一讀散文。

「第八地中有八修治：」。八種修治就引起下文的，(點兩點)，「諸有情意有貪

離貪等能如實知」，這裡一句，對不對？所有你所化的眾生、有情，你所化的眾生，

「意」即是心、心意，眾生的心意，哪一個有貪，哪一個離貪，「等」是「等」什

麼？哪一個有瞋，哪一個離瞋，哪一個愚癡重，哪一個愚癡輕等等，你都能夠如實

知，確確實實地、正正確確地知道，這就是第一句，「知諸有情意」。你最好用

number 來對照它，用一支鉛筆，那裡是一那就「一」，你看的時候，眼就容易看

到。

第二，散文：「於諸國土遊戲神通」，一句。即是頌文裡面的「遊戲諸神通」。

下面，「修微妙佛 ，」刹 (一撇)，「以吠琉璃等而為自性」一句。他說以將來，準備

將來成佛，現在預先修，令到在定中用止觀的力，令到那些將來變起報土的那些種種

莊嚴的境界的種子，令它清淨，這樣來修治那種，將來你成佛時那種微妙的報土、佛

剎。

佛剎怎樣微妙？「以吠琉璃等而為自性」。自性者即是本質、體質，你將來的報

土是用琉璃，「等」是「等」什麼？金、銀、硨磲、赤珠、瑪瑙，這些等等做本質

的、質地的。自性即是質料。一句。即是什麼？「修微妙佛剎」。下面散文：「為欲

觀擇諸法文義故親近承事諸佛」。「文義故，」的「故」字給一撇，「親近承事諸

佛」一句。為了要觀察、思擇一切那些佛的經法，文字和義理的原故，有時候你要向

佛請教，親近、承事、供養那些佛。

例如你想供養阿彌陀佛，想向阿彌陀佛問法，你就入定，入定到極樂世界去供養

他、問他。你想上兜率天問彌勒，你就入定，去彌勒那裡，問他。你想去藥師佛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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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看，去請教他，你便入定，見藥師佛。這是第八地的，即是「觀故親近佛」。

下面散文：「由天眼故知諸根利鈍」一句。「知根」，頌文裡面的「知根」。又看回

散文：「於自當來成佛國土淨治有情所有過失」一句。啊？不是，「由天眼故知諸根

利鈍」先，對不對？講了。「於自當來」，對於你自己將來成佛的時候，那些報土和

化土裡面，眾生有很多過失的，你現在預先準備，令將來眾生，雖然(他們)有過失，

但一見到你，過失就不會起的。

譬如他起煩惱，一見到你，在你面前他不起煩惱的。他就完全在未成佛之前，預

先修，修什麼？修空觀，來淨了那些將來會現出眾生起煩惱，眾生對你不妥那些，洗

淨那些，將來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有些眾生想打死你的、想打你的，你預先清淨，修

空觀，先空了這些東西，將來些眾生不能奈你何的。「淨佛土」，清淨那些佛土的有

情的過失。上文的「修微妙佛剎」是指修那個器世間的，這個「淨佛土」是指有情世

間的。看散文：「出定入定一切如幻而住」，不論出定還是入定，因為你未圓滿第八

地，入第八地就要出定入定的。第八地圓滿之後，你就時時在定中。

不論出定入定，一切都好像如幻一樣在這裡，好像無拘無束一樣的，逍遙自在，

那即是頌文的「安住如幻事」。散文：「由悲願故，」(加一撇)，「故思受生三有」

一句。由於你有悲心，由於你有所發的本願，所發的大菩提願，或者還有其他本願，

由於這樣有悲有願的原故，你故意地走入來這個俗世、三有、有漏世界裡受生，一

句。就即是「故思受三有」。

下文，「此是第八不動地中八修治業」一句。這就是第八地，第八地叫不動地，

不動即定，入了第八地就時時如在定中，一切而且圓滿了，入了第八地，已經什麼？

那些有漏的現行，都暫時停，只剩下種子在這裡。即是最尾那句，「說此八種業」，

第八地就要修這八種東西。看回散文：「由此八事圓滿八地，」(一撇)，「准前應

知」。依照從前第七地以前那些一樣，應該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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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第九地了，丑九，第九地修治。看頌文：「無邊諸誓願，」(一撇)，「了知

天等語，」(一撇)，「辯說如懸河，」(一撇)，「入胎最第一，」(一撇)，「種、」

(一個頓號、一個橫點)，「姓、」(一個頓號)，「族圓滿」…，「入胎最第一」，不

是，「族圓滿，」(一撇)，「眷屬及生身，」(一撇)，「出家，」(一撇)，「菩提

樹，」(一撇)，「圓滿諸功德。」一句。總共十二種。

第一種，那些已經過了第八地將近要入第九地那些菩薩，由於他能夠圓滿修行那

九種波羅蜜多，九種是什麼？記不記得？六波羅蜜多，第一布施，第二持戒，第三忍

辱，第四精進，第五靜慮，第六般若，對不對？智慧，六波羅蜜，包括一切。但《華

嚴經》等這些經就不論什麼東西都開做十種，六波羅蜜於是就開成十個波羅蜜。怎樣

開？在第六個般若波羅蜜裡面，先劃開兩半，一半是根本智，一半是後得智。根本智

仍然叫做般若波羅蜜，把後得智開成四個波羅蜜。哪四個波羅蜜？即是第七、第八、

第九、第十這四個。第七個，方便波羅蜜，化度眾生要有方便善巧的手段，這種方便

善巧的手段，是屬後得智的範圍。

即是怎樣，有分別又有概念，是這處法。根本智就只是了解勝義諦，不可說的，

所以將一部分的根本智，屬於方便善巧。開做第七個，方便波羅蜜。又將你修行，不

斷發菩提心，還有除了菩提心，菩提心是發願來的，菩提願。有些除了發菩提心外，

還有很多的願，願之中很多是跟眾生，怎樣度眾生，怎樣利益眾生的，還發很多願，

菩提願，有時你修你的願、圓滿你的願，願波羅蜜多。第幾個？第八個。第九個，就

把力，是不是力，力波羅蜜。因為你這個，要有什麼？無礙解，與及準備那些成佛的

十力圓滿，你雖然未十力圓滿，但有很多力的，就是力波羅蜜，力波羅蜜又是後得智

的。最後，就是智波羅蜜。智先還是力先？力先，最後就是智。

這個度眾生那種後得智，智波羅蜜。就將後得智開成四波羅蜜，共十波羅蜜。當

你第八地，你這個第九地，第八地修完了，將入第九地，你已經圓滿了八個波羅蜜，

就開始圓滿第九個波羅蜜。即是圓滿什麼？力波羅蜜。力波羅蜜不是說你到第九地才

12



修的，你發心之後不斷修，不過未入地以前所修的是有漏的，對不對？入了地之後，

就修無漏的。無漏的修得的功行還是淺，到第九地就加深、專修它，到第九地，就要

證圓滿第九個波羅蜜多，第九個，即是力波羅蜜。第八就是願波羅蜜。願，即是仍未

圓滿，達到第九地，要將你的願辦成功的，那就要靠力，對不對？力波羅蜜了。

那即是什麼？「無邊諸誓願」，對不對？一句，第一種。第二種，看回第二種是

什麼？他能夠了解那些天子所講的語言，他未學過的，他會聽。換言之，他落到人

間，你講英文，你照講，他知道你講什麼的。非洲人講非洲話，他對著你，他知你講

什麼的，因為他常常在定中，他知道你的心想講什麼。語言的，那你信不信這樣東西

呢？這樣東西我又信，有很多科學家不信，怎樣呢？我知道、我認識很多基督教的朋

友，基督教的朋友，有很多很虔誠的，他會講方言，基督教有很多教會說方言。

正當他祈禱的時候，忽然間有一種力量入了他身體，即好像現在所謂那些神上身

般，有種力量，基督教有這樣的東西的，他就講話，跟你問答。講話，講什麼話？講

耶穌時所講的話，有些人讀希伯來文。好像梵文差不多的。有些人把他來錄了音，對

照一對，真是希伯來文，合文法的。那就不會假的了。但這個人不會講，一醒了，不

會的。開回錄音自己來聽，也不到你不信。

他有時候，很虔誠的時候，見到有個天使與他說話，有時候耶穌與他說話，有時

候天使與他說話，有些天主教徒就見到聖母與他說話。不是用我們的語言來講的，當

然是用希伯來文。但他不會講希伯來文的，這個人，但他知道衪講什麼，聖母與他說

話，他知道聖母在教他。這樣，你問一問有很多虔誠的基督教徒。我有一個朋友，神

召會員，沙田不就有間叫神召會，是神召會的很虔誠的女子，她的丈夫是做衛生幫辦

(督察)的，丈夫就不能，太太就很虔誠。

她那年花多了錢，她又不准丈夫去貪污，臨過年，差不多過年，家裡有些人生

病，花了一點錢，即不夠錢過年。她在想那些同事去貪污，過年能有大把錢，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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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她好像有些後悔，後悔即是你做好人你窮。她站著，聽見有個人，有個影在這

裡，在講希伯來文，衪說：「明天有人送五百元給你」，講希伯來文的，講畢之後，

不見了。那麼奇怪，「明天有人送五百元來」？做什麼呢？結果，幻覺而已，因為自

己窮，所以常常恨(渴求)、常常希望錢，就起幻覺，怎料明天，真是有間，有間東

西，油漆店老闆被人告貪污、被人告賄賂，就找證人，她的丈夫就去法庭證明，證明

他沒有貪污。

被人說他賄賂，賄賂那個幫辦(督察)集團，他走去做證，他確是沒份，我沒有

受，根本沒有。你說這個集團貪污，根本這個集團我也有份，有名的，我根本沒收到

錢，我沒有貪污。即是說，告他賄賂這個貪污集團的，不能成立，結果沒有事。這間

油漆店如果有事的話，就很麻煩。那他很多謝他，就送五百元禮券，年三十晚送五百

元禮券，剛剛五百，不多不少。姓何的，當衛生幫辦(督察)的。他太太，你說奇怪不

奇怪？我有個朋友，天主教徒，又是會聽方言的，聽見那些，他自己說那些是天使來

著，不是講我們的話，但我們知道衪講什麼，他說那些菩薩都有這樣的力量。

「了知天等語」。「等」是「等」什麼？阿修羅等那些，就是第二種，即是什

麼？「了知天等語」這句。第三樣，第三種修治，他因為第九地，他能夠修有種什

麼？法無礙解。對於教法的了解，沒什麼障礙的，和有種什麼？義無礙解，對於經教

裡面的義理，能夠貫通無礙的，因為他能夠這樣，所以說法，辯才非常之好。「辯說

如懸河」，辯才、說法，好像一條河流下來般，滔滔不絕的。

第四，第三種，第八地菩薩，他如果不生報土，故意受生來三有，他就可以選擇

那些跟他有緣的母親來入胎。他一定選擇得到的，一定有些很好的母親，有福氣而又

有道德的母親，來作他母親。「入胎最第一」，他所入胎、所選擇的母親，都是第一

流的女人，這個指母親。這就是第四種。第五種，種族圓滿。種圓滿，這個「種」是

指什麼？指種姓、階級。他不會生在奴隸階級，一是生在，除非他故意示現入奴隸階

級，來救奴隸，否則普通，一是婆羅門階級，一是剎帝利階級，一是工商階級。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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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姓，最圓滿。

第二，即第六，他的姓氏圓滿，大姓，大姓來。例如，釋迦佛的人，甘蔗族，姓

圓滿。第七，族圓滿。我們中國人就九族，是嗎？九族中，九族的人都不會是什麼專

做殺人放火，偷呃拐騙的東西的，都是好的宗族。印度普通就七族，父族、母族、自

己族，不知怎樣計起來，就是七族。你查一查佛學辭典，看一看有沒有七族，印度

的。我們中國九族，或者三族 ：父族、母族、妻族。中國就是這樣。九族就是什

麼？由自己向上數，自己一族，自己和兄弟，一族；父親一族，父親和叔父伯父一

族；祖父一輩，一族；曾祖，一族；高祖，一族。這樣五族。向下，自己兒子一族，

孫一族；曾孫一族；玄孫一族，就九族。舊時一個人做了大逆不道，殺九族，很慘，

很野蠻的，動不動殺九族。

古代印度的王，什麼地方就整家人殺清，釋迦佛整族被琉璃王殺清，他預先知

道，就帶著兒子先出家，其餘那些摩訶南那些，那些女子被斬斷手、斬斷腳，印度人

很殘忍。族圓滿。種圓滿就是第五。姓圓滿第六。族圓滿第七。自己，當如果他是出

家，那些弟子就是眷屬；如果在家，他的子女那些，甚至他的學生，都是他的眷屬。

眷屬，他的眷屬都是圓滿的，「眷屬」兩個字，眷屬圓滿就是第八。第九，「生

身」。生身即是出世，你出世的時候，那些天神都走來稱讚你、賀你、稱讚你。就是

「生身」，即是第九個。

第十，「出家」，你到時候應該要出家的，自然有那些淨居天來感化你，叫你出

家。第十一種，你成佛的，釋迦佛的菩提樹，彌勒佛就是什麼？龍華樹，它在第九地

的時候，已經作此觀，已經準備，出家的時候、成佛的時候怎樣。「菩提樹」，就是

樹圓滿。「圓滿諸功德」。能夠圓滿佛所有的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等這些功

德，而這些在第九地的時候已經先修成的了。就是圓滿諸功德。

那就十二種，我們看回散文：「第九地中有十二修治：」，(點兩點)「謂由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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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種波羅蜜多，無邊大願皆能成辦」一句，即是第一種「無邊諸誓願」；第二句，

「又能了知天等」，「等」是「等」什麼？人、阿修羅那些，「天等一切有情語言差

別」一句，即是頌文裡面「了知天等語」。看散文，「由得辯無礙解」。四無礙解：

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詞無礙解、辯無礙解。辯才無礙，「由得辯無礙解故，說法辯

才無盡，猶若懸河」，讀的話就是「由得辯無礙解故，」(一撇)，「說法辯才無

盡，」(一撇)，「猶若懸河」一句，就是「辯說如懸河」。

看看散文：「遠離一切婦人過失，為一切人共所稱讚，」(一撇)，「遠離一切婦

人過失，」(一撇)，「為一切人共所稱讚，」(一撇)，「入此母胎最為第一」一句。

即是你的母親，你所投胎的母親，都不會有那些婦人的過失的，婦女的過失是什麼？

例如妒忌、淫這些，沒這樣的過失，而且是為人所共稱讚、好的女子。入此母胎，就

是入這些這樣母親的母胎，這樣母胎是最第一的，即是「入胎最第一」這句。跟著就

是「種圓滿」，「若 帝利、若婆羅門種族圓滿」一句，「若」字就當「或」，或生刹

在那些皇族剎帝利家，或生在那些婆羅門家，那些種族。這些種族是相當圓滿的，種

族圓滿。

第二，這些是種圓滿。下面，「若日親，」 (一撇)，「若甘蔗等姓氏圓滿」一

句。或者日親族，是有名的世族來。甘蔗族釋迦佛，甘蔗。這些是姓氏圓滿，就是

「姓圓滿」。繼續看散文：「母等七族圓滿」，一句。母親母族、妻族、父族、自己

族，還有其他族，你查辭典，七族都圓滿，就是族圓滿。看回散文：「自所教化令住

菩提之眷屬圓滿」，一句。你自己所教化的，或者徒弟，或者學生，一切受你教化的

人，都是你的眷屬，你令他發菩提心的，成菩提的，這叫做眷屬很圓滿，就是眷屬圓

滿。

看回散文：「若帝釋天及人王等稱讚而生」一句。或者你出世的時候，有帝釋

天，天帝釋來到讚美你的，或者人間的王知道你出世，來讚你而生，即是什麼？「及

生身」，生身圓滿。看回散文：「由諸佛及淨居天人勸令出家」一句。即是，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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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的時候，因為第八、九地菩薩多數出家，那些佛勸他出家，或者淨居天，淨居天

者，第四禪天上有個地方，在上面修行成阿羅漢的那些人。

這個淨居天都是那些羅漢、不還果、羅漢才可以住的，那些人不會生淨居天，勸

你出家，就是什麼，「出家」兩個字。看回散文：「成就大菩提樹，如大師」。大師

即是指釋迦牟尼佛，「如大師之阿輸他樹」，阿輸他樹即是什麼？菩提樹。「慈

尊」，慈尊即彌勒佛，慈尊出世的時候那棵龍華樹，又如燃燈佛之諾瞿陀樹，燃燈佛

那些就不是這些菩提樹，是諾瞿陀樹。諾瞿陀樹是什麼？即是無花果樹，無花果樹。

那就是什麼，「菩提樹」。下面，「圓滿十力等一切功德」一句。十力什麼，「等」

了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等，這些一切功德，一句。那就讀完了。再講最後一句散

文，「由此十二種修治，圓滿(第九善慧地，准前應知)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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