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佛無諍三摩地」，三摩地即是三昧，即是定的力，能「令眾生有拔除煩惱之

功能也」。即是令眾生不會煩惱，反而生歡喜心。現在我們對番，對番那偈裏面，上

面「九次第等至」，(一撇)，知道嗎？「十遍處自體」，知道嗎？十遍處的自體，

「最為殊勝處」，是不是？十勝處，不是，最為殊勝處的「差別有八種」，這樣兩

句。

這就是八遍處，是不是？不是，是八勝處。「無諍」，即是第七聚，無諍 (一

撇)，不用撇，因為有個與字。第八聚，你看散文第八聚謂「願智」，甚麼叫做願

智，乃至生死未空隨願成辦 生義利也，只要眾生還有生死，佛一定不入涅槃。隨著衆

他自己所發的願，如何如何，他的本願如何救度眾生，就要成辦那些 生的義利。出衆

世間的利益名為利，世間的利益名為義。那這句即是什麼？「願智」兩個字。看回散

文，第九聚，六神通，不用說，即是偈裏面「神通」兩個字。

第十聚謂四無礙解，如前已說。上文已講過，辭無礙解、義無礙解、法無礙解、

辯才無礙解，讀過沒有？你未讀過，是不是？你兩個沒有讀過，你讀過，你問問他

們，你問下龍慶詩，問下龍德均。那即是什麼？無礙兩個字，「無礙解」三個字。看

散文，第十一聚謂「四一切清淨」，一切種即是所有，所有的東西，四種所有的東西

都清淨，即是什麼？所依身清淨，我們的色所依身清淨，所緣受用清淨，我們所了解

的所受用的東西清淨，心三摩地清淨，心即是定。智清淨，即是慧清淨，是 究竟四爲

清淨。

這個即是什麼？看偈，「四一切清淨」。看回散文，第十二聚謂「十自在」，佛

有十種自在。哪十種呢？第一種，能住壽一劫名壽自在，可以一劫不死。於無數三摩

地獲得自在名心自在，這是第二種，入什麼定都可以入到，普通的定他用心字來代

替。第三種，已得虛空藏定名資具自在，虛空藏的定是什麼？可以容納一切，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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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不見了，虛空藏定。這個是不是第四種？第三種資具自在。資具即是工具和資

料，具是工具，資是資料，資材資料。開示一切工巧藝術等事業名事業自在，如果是

這樣的話，佛不須要學東西，他可以做核子發電廠的工程師也得，一切技術他都懂

的，這個是第幾種？第四。

能隨願而受生名生自在，他歡喜生去那個世界就去那個世界，這個是第五。能現

佛身充滿一切世界名勝解自在，譬如他在我們這個世界出世，同時在三千大千世界，

每個世界同時有位釋迦佛出世，這個是第六。成就無數調伏 生大願，他的願無窮，衆

名願自在，這個是第七。第八，能於一時頓現無量神變調伏 生名神通自在，這個不衆

用解釋，是第八。第九，獲得殊勝四無礙解，四無礙解上文已講過，他獲得殊勝的四

無礙解，這些叫做智自在。

九個，我們是否數少了一個？十個，是不是？我們數夠他。 (後面還有一個法自

在)，重有一個？如欲能演十二分教，即是三藏十二部經，名法自在。如其欲望，如

其意欲，他想現什麼便變什麼，名法自在。說法自在即是。以上就十自在，即是偈裏

面「十自在」這三個字。第十三聚謂「十力」，上文讀過，是不是？佛的十力。即是

偈裏面「十力」兩個字。第十四聚看散文。謂四無畏，上文已說，四種無畏，看回

偈。「四種無所畏」。

第十五看散文。第十五聚謂三不護，護即是防止，有三樣東西不須要防止，不須

要防護的，哪三樣呢？身口意，身語意三業，如來的身業、語業、意業，行即是業，

身語意行究竟清淨故，都是徹頭徹尾清淨的，「不恐他知三業邪行而護過失也。」他

不用怕別人知道他在做什麼？因為怕別人知道，一定是做了邪事才怕別人知道，佛不

會做邪事，所以他三業都不須要防護過失，不須要保護，不須要遮掩，不要怕給別人

知道。即是沒有一件東西不可以見人的。是不是？那即是什麼？偈裏面「及三種不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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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聚看散文，「謂三念住」，什麼是三念住？你看看。第一，「佛說法時於

善聽者不起貪心」，貪者愛也，他說法時你很留心聽他講法，他不會特別愛你。「於

不善聽者不起瞋心」，人地都不聽他講法，他也不會嬲。由他去。「於間雜者不起二

心」，有些人有時歡喜聽這樣而不歡喜聽那樣，覺得有兩樣東西，歡喜這樣而不歡喜

那樣，他不會理會，他一片心，「唯念住於捨也」。

只是在念中住於捨心，捨即是心很心平氣和，平衡，心很平衡，心平氣和，只是

這樣的狀態，那即是偈裏面「並三種念住」。第十七聚看散文，「謂不忘失法，利益

有情不越時也。」他哪個時候應該要對某些眾生說法呢，他記得很清楚的，他對於利

益眾生，他不會過時的，那時間恰恰好，他就會到。這個即是偈裏面「無忘失法」，

因為他要砌夠五個句，所以加個性字。

「第十八聚謂永害隨眠」，記住所謂隨眠，即是種子，煩惱的種子，即是所知障

和煩惱障的種子。不是煩惱現行，煩惱現行是……，煩惱的種子，那些煩惱的種子是

怎樣的？追隨，追隨著眾生，如何追隨著眾生？你生天，那些煩惱跟隨你生天，你去

了極樂世界，那些煩惱的種子跟隨你去極樂世界，是有些蠢人說要消業往生，那些蠢

人，你去那裡，它跟隨你去那裡，你下地獄，它也跟隨你去地獄，為什麼？

因為他藏在你那個第八識處。第八識你的生命，追隨著眾生，就眠伏於第八識裡

內，於第八識中，所以叫做眠，隨者追隨著眾生，眠者眠伏於第八識裡。即是煩惱的

種子，永斷，永害，害者殺害了，即是斷除了隨眠，永斷煩惱障和所知障二障的習氣

種子，即在外面熏入來的叫做習氣，習氣即是種子，這個是複詞，習氣種子，那這句

即是「永害諸隨眠」，偈裡面。「第十九聚謂大悲心，晝夜六時以饒益心恒觀一切衆

生誰已成熟，誰未成熟，誰成增上生器，誰成決定勝器。」一句。所謂大悲心，什麼

是大悲心呢？

他說晝夜六時，印度以前晝分為六時，不是，晝分為三時，夜分為三時，晝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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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叫做晝夜六時，譬如晝三時是怎樣的？十點鐘以前叫做日初分，十點鐘後至到兩

三點鐘，叫做日中分，即是midday，四五點鐘以後叫做日後分，夜呢，天剛剛黑至

十點鐘左右，叫做夜初分，十一點鐘以後至一兩點鐘，夜中分，兩點鐘以後至天光，

天濛光，就叫做夜後分。加起來叫做晝夜六時。以饒益，饒益即是利益的心，恒即是

常常，常常觀察一切 生，看看誰人的根器已經成熟，誰人還未成熟，如果成熟就要衆

化度他了。

誰增上生器，誰決定勝器。他說 生有兩種，一種是增上生，修福的人，增上者衆

即是繁華，好的，那些修福的人，一世比一世的福氣很大，這些是增上生。一種是決

定勝器是什麼？他的智慧好好，決定會成佛或者成羅漢。決定勝器。這個即是偈裏面

「大悲諸 生」。看散文，「第二十聚謂佛十八不共法」，獨有叫做不共，上文已經衆

講了。「如前已說」。這句即是什麼？「唯佛不共法，說有十八種」兩句。看回散

文，「第二十一聚謂一切相智，及字亦攝究竟道相智，一切智。」一句。

第二十一聚是一切相智，偈裡面，與你看偈，「及一切相智」，有個及字，是不

是？那個及字是怎樣的？這個是印度文法和西藏文法，中國沒有這樣的文法，那及字

呢，那及字即是中文與及，即是英文的 and字，他不是的，印度的及字，包括不止

這麼多東西，他們的及字，及字，即是說及字，用個及字即是兼有什麼？兼涉埋究竟

的道相智和一切智兩種都包括，所以用個及字，中國沒有這樣的文法。「如是二十一

聚無漏智」，佛這二十一東西都是無漏的，「即說名智法身也。」即是智慧法身。我

們看偈，「及一切相智，說名 法身」。爲

這個智慧法身，實在不是真的法身，真的法身應該自性身是真如，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有為法來的，那個法身是無為法，那個法界，清淨法界，那個自受用身是無為

法，這個智慧法身是有為法，有為的功德而已，功德，六祖所謂「圓滿報身汝之智

也」，是指這處了。將來你講《六祖壇經》，你可以拿這些唸給他聽，拿這處來印

證。休息一會。差別，差別即是不同，這個 difference，即是說明這個聲聞的智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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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是不同的，有幾種不同，例如什麼？無諍那些就不同。先看偈，庚二，差別。

「聲聞無諍定 離見者煩惱，(一撇)；」

「聲聞無諍定，(一撇)，離見者煩惱，(一撇)；

佛無諍永斷，(一撇)，聚落等煩惱。(一句)；

佛所有願智，(一撇)，任運無礙著，(一撇)；

無障礙常住，(一撇)，普答一切問。(一句)」

「如來無諍三摩地」，先看散文，他說如來所有的無諍三摩地，勝出，勝出即是

勝過，勝過聲聞等，等是等什麼？是等獨覺與未成佛的菩薩。勝過那些聲聞等的無諍

三摩地。以是因為，因為聲聞之無諍三摩地唯斷自身 生作生煩惱之所緣緣。斷除爲衆

這種，聲聞的是，唯是只是，只是斷除，斷除什麼？斷除他自己，自身，斷除他自

己，斷除他自己 生作煩惱的所緣緣。即是那些 生看見他，所緣緣是對像，他入爲衆 衆

到村乞食，那些 生一見到他時便嬲怒，那便起煩惱， 生生起煩惱，一看見到他，衆 衆

他是 生生起煩惱所緣的對象，沒有他去呢， 生就不會生煩惱，他就可以斷除，斷衆 衆

除了自身不會令 生生起煩惱，為什麼？衆

他不入去，他知道一入去那處會撞板，他不入那處，不入去那些 生就不會起煩衆

惱，佛的無諍三摩地就不同，謂入聚落時，謂入聚落等，聚落即是鄉村，有人家住的

地方，等的地方時候，能盡斷除見自 生身中之煩惱，能斷除什麼？能斷除了，完全衆

斷除了，那些見到佛的那些 生，見到自己的，見到佛自己的那些 生，令他不起煩衆 衆

惱，有力量令他不起煩惱，或者令他生歡喜心，不同的就是這點。以上就是前四句

偈，聲聞的無諍定，能夠離開，即是斷除，斷除什麼？斷除見者的煩惱，見到他而起

煩惱，只是這樣，他不入去。佛的無諍定三摩地就不是了，能夠永遠斷除，斷除什

麼？鄉村聚落等的人，那些見到他會起煩惱，不會，一定不會，煩惱都不會起的。下

面講願智。先看散文，「又如來願智勝出聲聞等之願智。」這句不用解。「佛者無少

功用相故任運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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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願智，佛者即是佛的，佛的願智無少功用相故，任運而然，功用即是加功，

吃力，不須要少少加功吃力，他任運，任運者 naturally，自然而然地轉動，無執著

故，他說佛因為無執著的緣故，所以不貪著色等，他亦不會貪著色等，因此他不須要

功用，又不用貪著色等，他還有永斷二障故，佛永遠斷除煩惱障和所知障的緣故，

「於一切所知智無障礙」，對於一切所知的事物，所知道的事物，他都能夠好好地了

解，他的智慧是沒有障礙的。他能夠用這沒有障礙的智，又有很大的悲願，所以他怎

樣呢的？「乃至於生死未空，三摩地作用安住故恒常而住。」

所以佛他不入涅槃，只要眾生的生死仍未空，還有人有生死，他，佛不會入涅

槃，三摩地作用安住，因為他的三摩地，佛時常在定中，三摩地的作用時時都保持，

所以怎樣呢？恒常而住，時時可以住於這世上。他「由得四無礙解故能普答一切

問。」佛又由於他得到四無礙解，他能夠普遍答覆別人一切問題。「聲聞等之願智則

不能爾。」爾即是如此，不能如此。這個是第二首偈。

「佛所有願智，任運無礙著，無障礙常住」，這處一段，是指他的願智與聲聞不

同，下面那兩句是指他什麼？能答一切問，「普答一切問」。差別又讀完，很快。庚

三，很快，很快，沒有很多。因為這些不是理論，只是數說事實。斷諍，斷什麼諍？

外面的人諍論，斷除他的諍論。斷除他什麼諍論？那些人，你說佛如何如何，又說佛

常住，為什麼我總看不見佛係處(在這裏)之類之類？斷諍分二，辛一，辛二。辛一，

法身常住斷諍。

人人說佛的法身常住的。法身有幾種，一種是自性身，一種是智慧法身，還有個

受用身，是不是？還有個勝應身，這幾種都叫做法身，廣義的法身，你說他常住？斷

除別人的疑問。辛二，於遍常斷諍。又說佛身普遍無乎不在的遍，又說佛身永遠存

在，恆常，別人又懷疑了。今初，現在斷法身常住的諍先。「若善因成熟 於彼彼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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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善因成熟，(一撇)，於彼彼所化，(一撇)；

爾時能饒益，(一撇)，即於彼彼現。(一句)

如天雖降雨，(一撇)，種壞不發芽，(一撇)，

諸佛雖出世，(一撇)，無根不獲善。(一句)」

先看散文。「若佛現身饒益有情者」，如果佛現出身體出現，或者出世，或者以

神通示現，饒益即是利益，令他得到利益，利益眾生，須彼有情已集善根，要由值遇

善知識等宿植善根，「遇佛等之因勢力成熟，於彼彼所化彼時彼處現身說法能有利

益，乃於彼彼所化現身說法故。」一句。

他說如果那個佛現身來作利益眾生呢，不是說他常常都現身，須彼有情，須要那

位眾生，已集善根，在宿世已經積集很多善根，又要呢，要由值遇善知識，又要他宿

生以來，多生以來，都曾經碰過很多良師益友，善知識，宿植善根，宿植即是前生，

種植下很多善根，已種植下很多善根，遇佛等之因勢力成熟，他的善根中，有些善根

會令他會碰到佛的，這些因，因即是種子，這種種子勢力能夠見佛的，種子的勢力成

熟了，佛知道於彼彼所化，彼彼即是種種，各個，於各個所教化的眾生，彼時彼處，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地方而現身說法，佛在那處現身說法，而能有利益的，這樣，乃

於彼彼所化現身說法故。

然後他對種種所化眾生現身說法，不是隨便現的。那讀回偈。若善因成熟，於彼

彼所化，爾時，即是那時，能饒益。那佛怎樣？即於彼彼現。佛會在那些地方處他就

會現身的。這處一句，有沒有問題？繼續看散文。「於未集資糧之有情，則不如示

現，由彼 生業障障蔽，不具現佛之因故。」一句。衆

如果那些前生未有積集資糧，資糧即是福德和智慧，未積集了福德和智慧的資糧

的這種眾生，則不如是，他不會如此現給他看的，他現但他看不見的，由彼 生業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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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由於他所作的惡業，那惡業所生起的障礙，業障，由被這些業障障蔽住他，他變

了不具備現佛的因，他沒有現到佛的種子。諸佛世尊雖出世間，亦有一類 生不獲聞衆

法等善根，以彼等無親見佛之善根故。

所以雖然佛在世那時，雖然已出了世，亦有一類 生不能夠有機會聽佛說法，在衆

佛面前種善根的，為什麼？「以彼等無親見佛之善根故。」以是因為，因為他無親見

佛之善根。如何沒有呢？「譬如天雖降雨」，好似上天下雨，「然燋爛之種不發青芽

也。」如果種子已爛了就不會發芽。那即是說什麼？你要有無漏種子那個……

同時要有福德和智慧兩種。斷這個諍，法身常住，無礙的，只是你班友見不到而

已。現在辛二。遍常斷諍。又說佛身無乎不在，遍，又說佛身常住，那是怎樣？上文

後面那四句偈懂嗎？現在我們看這個新偈，辛二。於遍常斷諍。「如是事廣大，(一

撇)，故說佛 遍。爲 (一句)；即此無盡故，(一撇)，亦可說 常。」爲

你看散文便懂如何解。諸佛世尊可說 遍，無乎不在，可以說，為什麼？如上所爲

說，即是依上文所說，若有 生能夠被佛調伏的時間到，時至，則一切時處現身說衆

法，那麼佛可以在一切時間，一切地方，處是地方，他都可以為你現身說法，來作廣

大利益，利他的事。這樣一句。看偈。「如是事廣大」，如此的事情是很廣大，到處

都可以出現，「故說佛 遍」，所以佛是無乎不在。看回散文。「事業相續亦可說爲 爲

常」，佛度眾生的事業是永遠連續的，他不入涅槃，所以亦可以說 常。爲

要到什麼時候佛才收工，他不會收工的。為什麼？「乃至生死未終安住利他時無

盡故。」他會一直至到 生生死還未完結，有一個 生就有生死，他都不會入涅槃。衆 衆

他時時安住在利他的事業，時無盡的。以上講完智慧法身。講多五分鐘，講受用身，

好嗎？很容易的這些，我一讀你就會懂。己二，講受用身，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即是

他受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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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智慧那個是自受用身。庚一，略標行相，行相即是他的活動情況或者性能。

庚二，廣釋功德。現在先略標行相。「許三十二相，(一撇)，八十隨好性，(一撇)，

受用大乘故，(一撇)，名佛受用身。」先讀散文。具足五種決定那個究竟色身，「是

受用身相」。那個受用身的體相是怎樣的？具足五種決定，下文說給你聽，五種決定

都具足的，那個最徹底的色身，最後最徹底的色身，就是受用身的體相。「界限唯在

佛地」。這個受用身的界限只是成佛才有。你說具足五種決定，哪五種決定？

「五決定者，謂處決定」，處即是 space 或者 place，地方決定。「唯住色究竟

天宮」；(一點一撇)，我們的世界分為欲界、色界、無色界，無色界是沒有物質，佛

不會住在那裡，佛亦勸人不要生無色界，是不是？如果是欲界呢，就男女情欲昏迷，

最好是色界。佛的他受用身住在色界。色界是什麼？初禪，第二禪都是苦，第三禪都

有苦，有少許快樂，第四禪好似定水澄清，所以在第四禪天，第四禪天是色界最高的

天，第四禪有幾層天，其中一層是色界最高的，叫做色究竟天，色是色界，究竟是

final，即是最後的、最高的，色界那個究竟裡面即是 highest，他說什麼？

那個翻譯為最高的天。色究竟天是不是三界的？無錯，色究竟天是有漏的三界，

三有，色界，但是色究竟天是一片虛空的，色究竟天是很闊，在虛空之中間有一個土

地，有一個國土，這個國土是無漏的國土，寄存在這個有漏的世界裡，那個國土叫做

什麼？釋迦佛的報土，叫做密嚴國土。密宗，東密那個毗盧遮那在那處成佛的。所以

那個毗盧遮佛，應該就是釋迦佛的他受用身。他住在色究竟天，「處決定」，他不會

走下來人間，亦不會走去兜率天。兜率天彌勒在那裡，是候補佛住的，那個佛是決定

住在色究竟天。「處決定」，唯住色究竟天宮。「身決定」，身決定是這樣的。即是

什麼？「唯是相好圓明莊嚴之身」

。不會污糟躐塌，亦不會做到濟癲和尚一樣，亦不會是皇帝，人間的皇帝一樣，

身決定。「 決定」，留意。 是僧伽，他那處有僧伽，僧伽決定，一定是什麼？衆 衆

「唯聖菩薩之所圍繞」。那些初地以上的菩薩，入了聖位的菩薩。第四，「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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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他所說的法決定，不說小乘法的。唯說大乘之法。「時決定」，那個佛的時間

決定，乃至什麼？「乃至生死未空而住」。眾生生死未空……留回你們解。我就認為

這個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已經夠長……。

五種決定，是不是？已讀了。是不是？那麼這個，這個報身的樣子是怎樣的？

「三十二相」，有「八十(種)隨好 性」，性者是形狀，他的形狀有三十二相，有八爲

十種隨好，那個就是什麼？那個就是釋迦的色身，真正釋迦的色身，《金剛經》說他

都是假的，他此處就是能仁的色身，那個釋迦佛是假的，那個才是真的。但《金剛

經》說色究竟天的那個都是假的，無形無相那個才是真的。照理《金剛經》是說得對

的。許 圓滿受用身，我們認為這個就是他的圓滿受用身。為什麼叫做圓滿受用身？爲

圓滿受用大乘法等五種決定的身。這樣解。

我們看回散文。「許三十二相」，我們認為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好性」，有八

十種隨形好，又能夠受用大乘那五種決定的法樂，名佛受用身。你讀到這裡，已經知

道所謂佛的受用身是怎樣的。已經知道，不再會朦查查這樣。是不是？至到下文，那

三十二相，逐相數給你知，那八十隨好，逐好數給你知，留回明天。

「手足輪相具，(一撇)，足底如龜腹，(一撇)，

手足指網連，(一撇)，柔軟極細嫩，(一撇)，

身七處充滿，(一撇)，手足指纖長，(一撇)，

跟廣，(一撇)，身洪直，(一撇)，足膝骨不突，(一撇)，

諸毛皆上靡，(一撇)， 如瑿泥耶，腨 (一撇)，

雙臂形長妙，(一撇)，陰藏密第一，(一撇)，

皮金色細薄，(一撇)，孔一毛右旋，(一撇)，

眉間毫相嚴，(一撇)，上身如獅子，(一撇)，

髆(肩)圓實，(一撇)，項豐，(一撇)，非勝現勝味，(一撇)，

身量縱橫等，(一撇)，譬諾瞿陀樹，(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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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肉髻圓顯，(一撇)，舌廣長梵音，(一撇)，

兩頰如獅王，(一撇)，齒潔白平齊，(一撇)，

諸齒極細密，(一撇)，數量滿四十，(一撇)，

紺目，(一撇)，牛王睫，(一撇)，妙相三十二。(一句)

此中此此相，(一撇)，所有能生因，(一撇)，

由彼彼圓滿，(一撇)，能感此諸相。(一句)

迎送師長等，(一撇)，正受堅固住，(一撇)，

習近四攝事，(一撇)，布施妙資財，(一撇)，

救放所殺生，(一撇)，增長受善等，(一撇)，

是能生因相，(一撇)，如經所宣說。(一句)」

它這處逐處數這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中國所傳與此有少少出入，不過唔緊要的，

只不過是好好相而已，而且它是依著印度的婆羅門來說的三十二相，依著他們說的。

他們的第一種，第一種，「由昔於有學道時極善迎送師長等故，(一撇)，感得能仁手

足具足輪相。(一句)。」由於他未成佛之前，還未得無學道，仍是有學道時，阿羅漢

叫做無學，成佛後叫做無學當然，但有一處說第八地已經叫無學，第七地以前叫做有

學道，不論，有學道就縱使無漏，但仍要須要學，就是有學道。

他昔在有學道的時候極善迎送師長，很有禮貌迎送師長等，因為這緣故，以此做

業，以這些業的業種子，就可以感召到那些異熟果，感召得，到他成佛，能仁時，釋

迦佛的時候，他的手足就具足輪相，手和腳都具備，具足即是具備，輪相，好像一個

輪的手，手掌。我們是這樣的，一條二條紋撐開，他就好像一個輪這樣。那些手紋好

像一個輪這樣。這句即是什麼？「手足輪相具」。是不是？即是第一句。第二，「由

昔正受律儀堅固安住故，(一撇)，感得足下平整如龜腹狀。」好像隻龜的肚腩很平

的，由他成佛之前，在有學道的時候，能夠正受那律儀戒，能夠很堅固地守戒律，守

那律儀戒，所謂律儀戒就是三聚淨戒之一，其實這個戒裡面，那條是律儀戒，那條是

非律儀戒，是沒有固定的，只是就戒的精神來講有三種。第一種叫做律儀戒，即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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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那些戒條，規規距距的。第二種攝善法戒，攝者招引，能夠招引善果的，他的意思

即是多做善的行為。攝律儀戒，就是諸惡莫作，明白嗎？攝善法戒，就是眾善奉行。

最初佛的戒律只是這兩句。後來是什麼？饒益有情戒。即是總括三樣東西，就是什

麼？守規距，守住戒律，第一律儀戒。

第二，攝善法戒。你認為，你的良知上認為是善的，你要做，不做就犯戒。第

三，饒益有情戒。利益一切眾生，可以利益眾生的事你要做，不做就犯戒。菩薩的三

聚淨戒。聲聞戒當然亦有三聚淨戒，不過律儀戒是怎樣的？是這樣的，律儀戒是看那

身份的不同，如果你的身份只是一個居士，你的律儀戒不過是五戒而已，如果你的身

份是比丘，你的律儀戒就二百多戒，是不是？如果你是比丘尼，就三百七十多戒，號

稱五百戒，實則只有三百七十多戒。你知道嗎？印度人若超過二百五十，就說為五

百，印度人，不是真的是 500，是不是？八萬四千即是很多，他叫做八萬四千，你不

要真的用數目字去寫，不同的。那第二即是什麼？「足底如龜腹」。龜腹不是如龜

背。

散文第三，「由昔修習四攝事故，感得手足指間縵網相連猶如鵝王。」縵網相

連。即是這處，呢，這處不是有些膜，鵝有些膜，鵝，有紋，這些膜有紋，這些紋相

連，不是真的黏著些膜，若真的黏著手指，怎樣可以散開。即是說他這些膜的時候，

有紋，那些紋很美麗，好像圖案一樣，那些線條相連，縵網相連。因為他修布施、愛

語，布施，愛語是與別人說話時用可愛溫和的說話，不要笨口笨舌。利行，做些對眾

生有益的行為，有益的行為給你做。同事，即是大眾化，人地做得你便做得，不要說

我矜貴，我怎可以做這樣的事呢，同事。用這四種方法來吸引眾生，來引導眾生，使

他們可以修行佛道。這樣叫做四攝。由昔修習四攝事故感得手指間足間縵網相連猶如

鵝王一樣，這句即是「手足指網連」。

第四，「由昔布施善妙食物等故，感得手足柔軟細嫩。」布施些好的食物給人，

宿生，以這樣的業力，刺激起什麼？刺激起名言種子，好的名言種子，手腳都柔軟細

12



嫩的名言種子，上文說業，下文講名言種子起，這句即是什麼？「柔軟極細嫩」。

散文第五，「由昔布施善妙飲物等故，感得佛身手足四掌四背，」我們中國人謂

四掌，他們就譯作四背，雙肩及頸七處地方，兩手、兩腳、雙肩及頸七處，即充滿，

不會削，無肉。充滿。現看看偈。「身七處充滿」。

第六，「由昔救脫被殺被縛被打有情故，感得手足諸指纖長可愛。」他的過去

世，曾經救助那些被人縛、被人打的眾生，所以以這樣的業，感得這樣的名言種子起

現行，手指腳指都纖長可愛。即是什麼？看看偈。「手足指纖長」。

第七，「由昔饒益他活命，」益人，能夠令他人活命的緣故，「感得足跟寬

廣。」腳 即是足跟，腳 闊。即是什麼？「跟廣」兩個字。踭 踭

看散文，第八，「由昔離殺生故感得佛身洪直。」洪者大也，身體大而直，那些

小個子是差少少，好像我們這些小個子，過去生一定沒有守殺生戒，所以不夠大件。

佛很大件，丈幾高，佛是高佬來的，他的一丈，你不要用我們的中國呎來量，大概印

度入的一呎等於六英吋左右，六英吋，他丈六高，差不多即等於六呎幾，成七呎高，

是不是？六英呎幾高，佛，高佬來的。他說有個無見頂相，高到人們看不見他的頭

頂，他看見別人的頭頂，別人看不見他的頭頂，無見頂相。第八叫做身洪直又怎樣，

「身洪直」三個字，

第九，「由昔正受布施等善法故感得足踝膝骨皆不突現。」由於前生別人布施給

他的時候，他正正式式受別人布施等法。或者你可以這樣解，這處有兩種解法，布施

給人的方法，他能夠正受，去做，這樣又得。或者你可以說他正式受人的布施，又

得。那要看藏文，將來你們讀藏文，看看原文是如何的，《現觀莊嚴論》，好似那個

俄國人 Stcherbatsky，有人說他譯過，但我找不到他那本，Stcherbatsky譯的《現

觀莊嚴論》，有本書說他譯過，但是我找不到他，我想買他的譯本，買不到，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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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日本文那本對一對，邊個識日文？我都看得懂的，要這樣看也看得懂的，另一本不

知道誰借了，日本的那本《現觀莊嚴論》，日文的，《現觀莊嚴論之的研究》，叫

做，真野龍海做的，這個日本人研究般若經最權威的那個。他感召到足踝骨，即是腳

眼與膝頭的骨，不會突骨出來，即是很圓整的，這句即是「足膝骨不突」。

第十，「由昔自所行善轉增長他故，感得諸毛皆悉上靡。」由於前世所行的善，

影響他人，增長他人的善，他感得那些毛，身上的毛向上，靡者順也，向上順的，不

是向下順的，那些毛，(普通我們個個都是向下的)，他說他是向上的，我們是向下

的，向下的，你們是向上還是向下的？(向下的)，我的是向下的，他是向上的，那即

是「諸毛皆上靡」，靡即是順著解。

第十一，「由昔將醫方明工巧明等傳授他故感得雙 漸次細圓如瑿泥耶 。」這腨 腨

句是最難解，由於他前生教人醫人，用醫方明，即醫葯之學，五明之一，已經講過五

明，同埋工巧明，把技術教給人，傳授給人的緣故，他以這樣的業，感召得什麼？雙

， 是什麼？小腿，這一截，由此處到那處，雙 ，漸次細圓，即是漸漸，不是說腨 腨 腨

一個起蹍，有些很肉酸的，中間好像一塊東西，漸次細圓，慢慢，好順的，即是那對

腿很美，漸次細圓。

如瑿泥耶 ，瑿泥耶是琥珀，靚琥珀，那些靚琥珀都是在松樹，那些老松樹，一腨

百幾十年的老松樹，有些人說是千年松，那些千年那麼大棵的松樹，它積壓了很多松

枝，松香松枝，積積埋埋留在地下，好像一個樽一樣，一條的，好靚的，一路好像一

個花樽垂直咁落，那些瑿泥耶 ，好像那支琥珀的 一樣，這個讀，普通話讀腨 腨

「意」，廣東人讀「囈」又得，「意」都得，這個瑿是什麼？黑玉也，琥珀也。深色

的琥珀。(那些黑玉用燈照它都是青色的)，甚麼？靚的琥珀是黑色的，(但是用燈照它

都是青色的)，青青黑黑啦，黃色那些不靚的，淺黃色那些不靚的，現在整了那些是

膠來的，塑膠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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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琥珀是很靚的，很輕的，那些琥珀一塊的，好像一個樽一樣，整支的，那

些老松樹，過百年的老松樹，這句即是「 如瑿泥耶」。腨

第十二，看散文，「由昔不捨諸來求財者故感得雙臂長妙。」他的業，別人向他

求財，他都不會拒絕別人，這樣的業，感得那些的名言種子起現行，得到那兩臂長而

妙。即是「雙臂形長妙」。

第十三，「由昔安立一切有情於梵行律儀，及善防護秘密語故，感得陰相藏密最

第一。」一句。由於他前生，安立即是令到，令到那些眾生，能夠守清淨行，梵行爲

律儀即是清淨行的律儀，即是他們前生能夠影響人，能夠令人守戒律，及善防護秘密

語故，能夠善於什麼？善於防護，即是不會很亂七八糟，是不是？不要亂講亂說，又

不要亂七八糟，即是不要淫，不要說淫褻的東西，他由這樣的業，感得什麼？陰相藏

密，陰相藏密即是他的生殖器，不會說太大及醜怪，好像小孩一樣能夠藏在大脾內，

不會太過難看，最 第一。這句即是什麼？「陰藏密第一」。爲

第十四，「由昔施他妙敷具故感得皮如金色清淨鮮明。」敷具是什麼？那些出家

人坐的時候不是有一塊東西鋪用，每個出家人都有，有一塊具，這個制度是印度，當

時的佛是這樣的，因為當時是在地下，沒有 坐，沒有那具坐，會很不方便，所以每櫈

個人都有一個具。敷具，那些叫做敷具，他能夠施捨敷具給別人。由這樣的業，感得

皮膚金色鮮明。我們看，「皮金色」細薄。

第十五，「由昔施他勝宮殿故感得身皮細薄潤滑。」這句不用解，我們看，皮金

色「細薄」。

第十六，「由昔遠離憒鬧散亂等故，感得一一毛孔唯一毛生皆向右旋。」由於他

前生離開那些憒鬧的地方，即是嘈喧巴閉的地方，又心不會散亂，又修定，他用這樣

的業力，感得現在這世，每一個，一一即是每一個毛孔只是生一條毛，有些人一個毛

15



孔生兩條毛，他只是生一條毛，那些毛都是向右轉，向右旋。明不明白？看回偈，

「孔一毛右旋」。

第十七，「由昔敬承一切 生及師長等，」承者承事，對眾生的尊輩能夠承事，衆

對師長能夠承事，「亦令他敬事故」，影響他人，令他人學他敬事師長，「感得眉間

毫相莊嚴」，那條白毫，釋迦佛印堂有條白毫，毫相莊嚴，「量如橄欖核許」，好像

粒橄欖核一樣，長長地，為什麼？那條毛有條尾，它的尾向上撓，那條毛便變了這

樣。向上撓，毛端向上撓，「形如銀管」，好像白色，「潔白軟柔，展長三肘」，一

拉開它有三肘，一肘等於我們中國七吋左右，三肘，七八吋，那些人觀月輪觀一肘，

(這是)「展長三肘」。(「縮即右旋」)，縮，即是彈回去時會向右轉，「毫端上

靡」。毛的尾是向上順，那些泰國的佛像，那條毛不就是撓向上面。中國人喜愛弄成

一粒珠一樣，西藏和泰國的毛尾是向上撓。這個即是「眉間毫相嚴」。嚴即是莊嚴。

第十八，「由昔未曾輕毀他故感得上身猶如獅子。」很壯，身體好像獅子一樣那

麼壯，即是「上身如獅子」，一句。

第十九，「由昔隨順他善說故感得臂髆圓實。」由於他前生是什麼？隨順他人，

別人喜歡什麼他就說什麼，隨順著他人來引導別入向善，善說，隨順著他人而善巧，

很善巧地向人說法，所以他感得手臂和膊都很圓滿，圓實。

第二十，「由昔施他醫藥等故感得雙肩之中項部極善豐滿。」一個後面，條頸後

面這處，兩個膊頭中間項部那處很豐滿。這句即是，肩圓實，上面是「肩圓實」，現

在是「項豐」，項即是頸。然後

第二十一，「由昔承事 生作看病人等故感得於非上味中亦得上味。」你給什麼衆

平價的東西俾他，他也吃出好好味。非上味裡面，他怎樣呢？因為他前生看護病人，

照顧病人，這個業感得他成佛時有這個果。這句即是「非勝現勝味」。不是勝味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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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味。

第二十二，「由昔建造園林等故，感得身量與弓相等，」那身量與弓相等，那身

量與弓相等，好像弓那麼堅實，是不是？與弓的相等，應該是，不應該讀相(音雙)

等，到底是相(音雙)等還是相等，又要對藏文才可。如果是相等，即是說它堅實，同

弓相等，即是同弓一樣高，印度的弓可能很大把，「如諾瞿陀樹，」印度一種樹，很

婆娑的諾瞿陀樹。「身量縱橫等，譬諾瞿陀樹」，兩句。

第二十三，「由昔施他寺院等故，感得頂上烏瑟尼沙高顯周圓。」烏瑟尼沙即是

肉髻，那隻髻，釋迦佛頭上有個肉包，這處有個包，好似蓮蓉飽，那隻肉髻，不知道

為何頭上會生肉髻？好的相之一。現在的人修定修得多，這處也會，老和尚都會有隻

肉髻，即是那舊骨頂高了，我見過一兩個人，出家人，那即是什麼？「頂肉髻圓顯，

圓淨而明顯」。

第二十四，「由昔三無數劫說和愛語等故感得舌相薄淨(那條 薄而乾淨脷 )廣長如

紅蓮色。」不用解，看偈，「舌廣長」梵音。發出那些清淨音。

第二十五，看散文，「由昔一音 一切世界有情宣說正法故，感得成就五支梵爲

音。」他未成佛之前，做地上菩薩的時候，世界各地方他都去，各個世界他都可以出

入而去，為眾生說法，他所……由這個說法的業，所感召到那些名言種子起，他所說

的東西都是清淨的音，五種清淨的音，叫做五支梵音。清淨，清淨，正直和雅，一就

正直，二就和雅。二就和雅。三清澈，四深滿，五遍周遠聞。很遠都聽到。五支梵

音。上面是舌廣長，是不是？現在到什麼？是梵音。即是偈裡面「梵音」兩個字。

第二十六，「由昔遠離綺語過故感得兩頰如獅子王。」頰即是面珠，如獅子王，

很飽滿。那即是「兩頰如獅王」。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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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由昔承事稱讚一切 生故感得齒潔白相。」牙很潔白。即是「齒潔衆

白」，齒潔白，(一撇)，齒潔白。第二十七，散文，由昔承事稱讚，不是，不是。

第二十八，「由昔遠離邪命，(遠離邪命(一撇)，)正命清淨故感得齒平齊相。」

遠離邪命即是不作不正當的職業，不正當的活命，不正當的活命方式，叫做邪命。正

命者即是正當的職業，正當的活命方式，正命清淨那就會感得牙齒很平齊，那即是偈

裡面「平齊」兩個字。

第二十九，「由昔修諦實語故感得齒細密相。」諦實語即是講真話，不要虛偽，

不要說假話，感得齒細密相。即是偈裡面「諸齒極細密」。

第三十，「由昔遠離離間語故感得整四十齒。」四十隻牙，即是偈裡面「數量滿

四十」。

第三十一，看散文，「由昔視一切 生如一子，」一子即是獨子，獨子，人人對衆

獨子都是愛的，「感得眼如紺青寶相。」紺青色即是那些碧綠色，綠色的眼，綠色的

眼是很靚的，釋迦佛的眼是帶綠色，紺青色，綠藍色的寶石，那即是什麼？「紺目」

兩個字。

第三十二，「由昔視一切 生無貪無瞋緣故，」又不貪不瞋，無貪瞋故，「感得衆

兩眼上下睫毛不相雜亂猶如牛王。」好像那些牛的眼，牛的眼睫毛，不會搆亂。睫

毛，眼睫毛。即是「牛王睫」。你再看下去，「妙相三十二」。好，看埋散文。

「此等即是三十二相。」(一句)「能仁圓滿報身定能感得此三十二相，謂由能感

此此」，此此即是這些這些，「諸相之彼彼因」，那些那些原因，彼彼即是那些那些

原因，此彼皆圓滿故。我們看回偈，「此中此此相」，所有能產生此此相的因，「由

彼彼圓滿」，由那些那些原因圓滿，「能感此諸相」，所以能感召這樣好的相，明不

18



明白？看到嗎？看到就看回散文下面那些。「迎送師長等」因，即是上文所說迎送師

長等等的因，這些業引起名言種子出現，「隨各各相時已廣宣說。」

經已講了，「此等名 相者」，這些三十二相，為什麼叫做相呢？「由誰具足此爲

相即能表現，」相者表現解，相字當表現解，即是能夠有這些相，便能表現他是一個

大丈夫，叫做三十二大丈夫相。我們看埋偈裡面幾句。「迎送師長等，正受堅固住，

習近四攝事，布施妙資財，救放所殺生，增長受善等，是能生因相，」這個是業因，

是相狀，「如經所宣說。」《般若經》已經很詳細地說。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吧？

識不識解？你識不識？我們已經讀了三十二相，明天讀埋其他，時間長些也要讀埋

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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