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十種隨好，釋隨好。「佛爪赤銅色」，一撇；「潤澤」，一撇；「高諸指」，

一撇；「圓」，一撇；「滿而纖長」，一撇；「脈不現」，一撇；「無結」，一撇；

「踝隱」，「隱」讀「穩」的，一撇，「踝隱 (音：忍)，不要讀「穩」，「足平隱

(音：穩)」，這就讀「穩」。「平穩」就讀「穩」，「踝隱」就讀「隱」。

「行步如獅」，一撇；「象」，一撇；「鵝」，一撇；「牛王」，一撇；「右

旋」，一撇；「妙」，一撇；「直進」，一撇；「堅密」，一撇；「光潔」一撇，

「身相稱」一撇，「潔淨」，「潔淨軟」，一撇；「清淨」，一撇；「 相皆圓衆

滿」，一撇；「身廣大微妙」，一撇；「步庠序」，一撇；「雙目清淨」，一撇；

「身細嫩」，一撇；「身無怯」，一撇；「充實」，一撇；「其身善策勵」，一撇；

「支節善開展」，一撇；「顧視淨無翳」，一撇；這個「翳」字，普通話讀「意」，

「身圓」，一撇；「而相稱」，一撇；「無歪」，一撇；「身平整」，一撇「臍

深」，一撇；「臍右旋」，一撇；「 所樂見」，一撇；「行淨」，一撇；「身無爲衆

疣無諸黑黶點」，一撇；「疣」字後面不要撇，「手軟如木棉」，一撇；「手文明

深」，一撇；「長」，一撇；「面門不太長」，一撇；「唇紅如頻婆」，一撇；「舌

柔軟」，一撇；「微薄」，一撇；「紅赤」，一撇；「赤紅」，一撇；「發雷音」，

一撇；「語美妙」，一撇；「牙圓」，一撇；「鋒利」，一撇；「白」，一撇；「平

齊」，一撇；「漸細」，一撇；「鼻高修」，一撇；「清淨最第一」，一撇；「眼

廣」，一撇；「眼睫密」，一撇；「猶如蓮華葉」，一撇；「眉修長」，一撇；「細

軟」，一撇；「潤澤」，一撇；「毛齊整」，一撇；「手長滿」，一撇；「耳齊」，

一撇；「耳輪無過失」，一撇；「額部善分展」，一撇；「開廣」，一撇；「頂周

圓」，一撇；「髮紺青如蜂」，一撇；「稠密」，一撇；「軟」，一撇；「不亂」，

一撇；「不澀 (音：瀝 )」，讀「瀝 (lik1)」或者讀「溺 (nik1)」，不要讀「劫

(gip3)」。別人說「澀澀(音：劫劫)的」，就不是這個字。本來是「澀澀(音：溺溺/

瀝瀝)地」，不知為何有人讀「劫」的呢。「不澀」，一撇；「出妙香」，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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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奪 生意」，一撇；「德紋相吉祥」，一撇；「是 佛隨好」一句。數的而已，衆 爲

你看散文。「佛受用身有八十隨好，由於一切諸行離貪愛究竟」，「離諸行」，「究

竟離」，「離貪愛究竟故」，「故」字一撇，「感得能仁爪如赤銅色鮮紅光明」一

句。他說，佛的受用身，有八十種隨好。

第一種，由於一切諸行究竟離貪愛故，「行」即是現象界，一切諸行即是所有現

象界的東西。他由於對所有現象界的東西，徹徹底底離開貪愛，沒有貪愛佔有的心，

因為這樣緣故，所以感得能仁即釋迦佛。他就爪如赤銅色，那些手甲如赤銅色，鮮紅

光明。這樣一句，就即是「佛爪赤銅色」。

第二，散文：「由於一切有情增上利益意樂到究竟故」，一撇；「爪色潤澤」。

由於他對一切眾生，都想什麼？想利益他。他這種想利益他的心，很增上的，很強烈

的；這種意樂，意樂即是意願，他這種意樂很徹底，所以他感召到手甲的色，也很潤

澤的。這個就是「潤澤」兩個字。

第三，散文：「由於上等族性生故爪甲高起」。他在那些上等的家族出世，所以

他的手甲是飽的、高的。如果是低級的民族，在印度，一個飯剷這樣的，扁的。現在

我們看相都是，好像飯剷的手甲，就會說他賤；手甲高起的，就說他貴相。那，即是

什麼，頌文，「高諸指」。即是那些手甲，高過手指，脹滿的。

散文第四，「由行境無罪故諸指圓形」。由於他的心所行的境，那些色聲香味觸

等境裡面，都不會有罪惡的行，所以他都感召到手指很圓淨的。那樣即是什麼？

「圓」一個字，對不對。

看散文，五：「由集善根究竟故諸指豐滿」。善根積集究竟，所以他的手指都很

豐滿的，感召到。即是，偈裡面，「滿」。散文，繼續第六，「由漸次修三種智德

故」，即那三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他漸次能夠修習三種智德，為什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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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叫做德？即是眾生所得到的、所有的，所以叫做德。這裡「道德」的「德」字，當

「得到」一樣解的所以他手指漸漸落，纖長的、細長的。那即是什麼？偈裡面「而纖

長」三個字。

第七，「由昔善護十不善業道及邪命故筋脈不現」。由於他過去世，能夠很善於

防護，護者防護，不要讓他犯十不善業道。第一，防護他自己，不讓自己犯十不善業

道；第二，就防護自己，不要有邪命。不正當的活命方法，叫做邪命。例如什麼？不

正當的職業，做什麼？賣賊贓、做龜公那些不正當職業，叫做邪命。所以他的筋不露

的。我們是露筋的，很多，他的筋不露的。你露不露？(露啊！)哈哈哈，很多筋不露

的。不是太防護十善業道。(那些是血管？)他不露。肥人就不露。什麼是業道？業和

業道不同。業的範圍很闊，有些受果報，有些不受果報。譬如，你殺人受果報的，救

人亦受果報的。你眨一眨眼都是業，但受不受果報呢？不受，對不對？眨一眨眼受什

麼果報呢？索一下鼻子都是業，凡是做作都是業，業即是 action，即是動

作，behaviour，action。所以，業的範圍很闊。

業道就不同。業道是什麼？道者路也。你一作了之後，有條路通到果，這個業因

通到果，有條路一樣會產生果。業道。業道就一定要經三步、三步曲。業的本質就是

思，即是意志，will，業的本質是志。思就是業，好像這個。思有很多種，審慮思，

記著。審者審慮，即是審查思慮，未決定的。譬如現在，「我好不好殺你呢？」審

慮。這個審慮思是屬什麼呢？是意業。意業，不算業道，光是意業不是業道，不受報

的。再進一步，就是決定。「一於殺你了！」那個決定思一出現，強些。受不受報？

都不受。決定而已。(行動就受)。一定要身業、意業、口業，屬於什麼業？決定屬什

麼業？意業，仍然是意業。

第三步，見諸行動。發動或者動發，這個才不得了，發動什麼？發動用手去殺

他，發動身業。動者動身，發動你的身業，發語，發出語言下命令殺他，或者罵別人

「你是衰人」這樣，叫做發動。動身發語，即以意業做領導，見諸身體見諸語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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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做發動思。一到發動思，一定受報的。即是想一下行不行呢？想下不受報。想下

只是名言種子，胡思亂想。即是透過身業或者語業，就受報。

那麼，如果這樣，忽然間我拿著把刀，我都不是想殺人的，一擰轉身，碰巧你條

頸撞過來，我殺了你，殺掉你的頭，那怎樣？受不受報？只是這樣拿著刀，你就撞過

來，你丟掉了頭，受不受報？不受報的。(你也害了一個人，)沒有審慮，你明嗎？沒

有審慮殺不殺你，亦沒有決定要殺你，是不是，只是偶而碰到。(即沒有罪？)你該

死，你一定是前世不知做了些什麼。這次假借我做增上緣，令你掉了頭。前世你一定

是殺了貓頭、殺了狗頭，這一世就借我做增上緣，你受果報。明不明？那是不是沒有

影響？有影響。發發惡夢那些。所以，要有三步，審慮、決定、發動。這些業，叫做

故思業。故即故意，故意想過然後才去做的。

這些就受報，這些是業道。即是凡是業道，一定要三級的，才叫做業道。所以你

不要說，十不善業道，譬如我貪，我見你有銀紙，我貪一下，那都是犯罪？不是。要

怎樣？由我起貪心想佔有，見諸行動來騙你些銀紙，這樣才有罪，明不明？如果我貪

一下，我的心想一下，這樣也不可以，沒有這樣的道理。(羅公，若果是不遂，雖然

他有發動思，但他不遂，達不到目的，有罪嗎？)一樣有罪，發動不遂，都有罪。即

好像法律，殺人不成都一樣有罪。罪會輕些，罪會輕些。好了。對於十種不善業道，

能夠善於防護，所以感召到他的筋不現。這即是什麼？「脈不現」。「脈不現」三個

字。

第八種，「由已解釋煩惱結故」，這個「解釋」不是解釋給你聽，不是 explain

的意思，不是這樣解的。這個「解釋」即是什麼？解除。由於他已經解除了煩惱的

結，這個結即是束縛，解除了煩惱的束縛，所以他的筋都沒有結的。我些筋就有結

的，這裡，這些就不解除煩惱束縛之過，這裡不是起結？有些人的腳的筋起結。(那

些靜脈)，那些靜脈管，那些筋起結就即是些靜脈起結。筋即是動脈、靜脈，動脈、

靜脈是筋在中國。那即是什麼？「無結」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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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種，「由能了知甚深密義(故)踝骨不現」。腳眼，腳眼的踝。腳眼骨不現

的。即是很飽滿，不會凸出來的。不知為什麼那麼奇，印度人要踝骨不現才叫做漂

亮。中國人、歐洲人都不會，腳骨要玲瓏浮凸才是漂亮，選美如果沒有腳眼那怎會選

她？(水腫就不現)那水腫就是病嘛，那些人，我告訴你，別人說蘇州美女，我就去蘇

州旅行，故意看看那美女是怎樣。我看個個都沒有腳眼的。蘇州女子的腳很醜陋。你

說一個人的腳沒有腳眼是多麼醜陋。你有沒有，(有)，你的腳眼都不是很現，我們的

腳眼很現的。在蘇州，個個都是那些一碌杉的腳。肥嘛，那些蘇州女子肥，個個都圓

碌碌，口圓臉滿，沒什麼腳眼。這都叫美，所以原來蘇州美女的美，肥肥滿滿，是臉

漂亮，圓圓的，臉色美，圓滾滾的，這樣的。舊時些人的眼光看就是這樣，現在看不

是，對不對？現在要那些瘦瘦的才是美。由於他了解經裡面那些密義，即是那些隱藏

的，暗示、隱藏、沒明白說出的那些意思所以他能夠踝骨不現。那即是什麼，即是

「踝隱」，隱即是不現。

第十，「由從生死等難可行處度諸 生故足無不平」。由於他宿生，能夠在生死衆

輪迴之中，很難行的地方，例如現在什麼地方？斯里蘭卡、非洲，那些很難行的地

方，去那個地方度眾生，所以他能感召到他的腳，沒有什麼凹凹凸凸不平的樣子的。

那個是什麼？就是「足平隱(音：穩)」。這個讀「穩」，跟禾字邊那個字通用的。

第十一，「由善巧映覆(音：埠)」，不是「映覆(音：福)」，「覆(音：埠)」即是

遮蔽，「覆(音：福)」即是反轉，能善映覆「人故行步如獅子」。映覆即是什麼？即

是那些星星有光，天上的星，遇著什麼日光一出，星就被它映奪去。「覆」即是遮蔽

了。由於他的光明善於映蔽人故，宿生都是這樣，所以這世他感召得行步有如獅子一

樣，很夠威的。那即是，偈裡面「行步如獅」，一撇。

第十二，「由善巧映覆龍故行步如象王」。由於他善巧映覆什麼，連龍他都映覆

到得，所以他行步，因為梵文裡「龍」字和「象」字，都是 n gaā 一字，「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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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都是 n gaā ，所以龍和象同一個名的。陳那，Dign gaā 那個字，叫做什麼？譯

做「域龍」。一個區域裡面的龍。但是，有人譯做「方丈」，一方的丈。陳那。他能

夠映蔽龍象，所以他步行如象王一樣。這個即是什麼？「象」一個字。 (象王即是什

麼？)象中之最大，象都有王，象群裡面做帶領的一隻象。即是羊咩，羊咩都有一隻

是帶頭的，那隻有鬚的老羊咩行先，其他羊仔跟尾，很有規矩。我去雲南看過，那回

教徒，他們常常養羊來取奶食。雲南，我看到它那隻有鬚的羊咩帶頭，帶頭那隻老的

行先，小的跟著它尾，不會走開。(那隻山羊來的，帶頭那隻)。那隻山羊來的嗎？那

些是牠的仔孫嗎？(不是不是，)不是？哦？(以前那些人說賣豬仔，就是一定要找這隻

山羊)。一定要那隻帶頭先？(是。)那麼奇，哈哈。

「由善巧」，第十三，「騰空故行步如鵝王」。他過去有神通，很善巧地騰空，

所以他今世行步好像鵝王。鵝王行步，很穩重的意思。很穩重。現在有些人說行路最

怕搖搖擺擺。搖搖擺擺那些一定沒有福。人搖就福薄。看相佬說，樹搖就葉落，人搖

就福薄，最怕坐在這處不停地搖那些。那些，福都有限，行起上來跳下跳下的，沒有

福。行路上來很平穩的，那些就福氣好好。那即是什麼，「鵝王」，那個「王」字是

「鵝王」、「牛王」。偈裡面，「鵝王」。

第十四，「由善引有情至安樂處故」，「引」是引導，「行步如牛王」。牛王，

那些牛群一定有一隻帶頭牛王，我睇怕。那就是什麼？「牛王」兩個字。第十五，

「由順繞路而行故回身右旋」。由於宿生都是順著條路，「繞路」，繞路者，印度是

祟尚右邊的，右是吉祥，左是罪惡。所以他轉的路，多數是向右繞的。見佛都是右繞

三匝。由於他能夠順著繞路而行，宿生都是如此，所以他現世轉身的，「回身」即是

轉身，轉身的時候都是向右邊轉的。這個即是「右旋」兩個字。

第十六，「由行步善巧端莊故行步善妙」。即步法很善妙的，這個即是「妙」。

一個「妙」字。第十七，「由心常無曲屈故行步直進」。他的心沒有歪曲，所以他行

路是直行。看相佬都是這樣看的，行路直的人，心都是平坦些的。如果行步歪來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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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有些問題的。你看相看的人，譬如你行路，忽然在你前面閃來擋著你，不理

人。這些人是自私的。你過馬路就知道，這些人是自私的。別人行是直行的，他硬要

在你前面穿，這是自私的。這個就即是「直進」兩個字。

第十八種，「由稱讚他功德故」，即是前生，別人有功德，能夠稱讚人這樣，

「身盤緊密」。他的身、他那些肌肉那些的，緊密，骨肉緊密。那即是「堅密」兩個

字。第十九種，「由不染著諸惡法故」，即惡的東西，宿生他都不染著那些惡法，所

以，「其身光潔」。即是「光潔」兩個字。

第二十種，「由說稱機法故身次第相稱」。由於他多生以來，對眾生說法都能夠

稱，「稱」者符合，符合他的根機來跟他說法，所以他的身次第相稱。第二十一，不

是。「身相稱」三個字是什麼？第二十一，「由行清淨故身最潔淨」。「行」即是行

為，由於他行為清淨，所以他的身體都潔淨。即是「潔淨」兩個字，偈裡面。

第二十二，「由心具大悲故身柔妙」。即是個「軟」字。第二十三，「由意垢清

淨故」，他的意、心意，「垢」即是煩惱，煩惱不怎樣會，「清淨故」，「身善清

淨」。他的身體都是清淨的。即是什麼？偈裡面「清淨」兩個字。

第二十四，「由法毗奈耶圓滿故 相圓滿」。法毗奈耶，「法」即是佛法、經衆

教，「毗奈耶」就是律、戒律。由於對他所受的經和他所持的律，都能夠圓滿，所以

他眾相圓滿。他的相貌、身體上各個相貌都圓滿。那即是偈裡面「眾相皆圓滿」。第

二十五，「(由) 他說法廣妙功德圓滿故身廣大微妙」。極樂世界，即是偈裡面「身爲

廣大微妙」。

第二十六種，「於一切有情心平等故」，對於所有眾生， 親都平等，所以「行寃

步安庠平等」。不會側一邊，那即是偈裡面「步庠序」，庠序即很安詳。第二十七

種，「由說清淨法故雙目清淨無翳」。他由於宿生時時為眾生說清淨的法，所以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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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成佛的時候，那對眼都是清淨、無翳。「翳」即是眼痛、有點，那些眼裡面有點

白色、白點，即是翳。有膜，會翳。這裡就是這樣讀了，剛才是「步庠序」，現在是

「雙目清淨」，那一撇不要在「雙目」那裡撇，在「清淨」處撇。為什麼這樣？佛經

時時都是這樣，總是要拼夠五個字一句，或者七個字一句。

第二十八種，「由說易解法故身極細嫩」。身的皮膚細嫩。這即是什麼？即是偈

裡面，「身細嫩」。是不是「身細嫩」？第二十九種，「由於難行處心不退故身容無

怯弱」。由於對於難行的地方，他都行，不會退轉的，所以可以感召到他身容沒有怯

弱的形狀。「怯」者怕，心怯即是怕。那就即是「心無怯」。即是偈裡面「心無怯」

三個字。

第三十種，「由修善根勝出一切世間故身最充實」。即是那些肌肉、骨頭實，骨

頭壯，那些肌肉有彈力那般充實。因為他所行的善根，勝過世間的人，所以他感召到

這樣。這樣，即是偈裡面「充實」兩個字。第三十一，「由盡後有故身善策勵」。由

於什麼，他「後有」，後一段的生命叫「後有」，後一段的生命。由於他後一段的生

命已經盡了，這個生命是指有漏的生命，不是指無漏的生命。所以他身體很善策勵，

因為他能夠盡後有，他身一定是起一個無漏的生命，所以他能夠善策勵。這樣，偈裡

面即是「其身善策勵」。

第三十二，「由善分別緣起順逆故支節善開展」。由於他前生，多生前，能夠很

善於，分別者即是解說，解說，為眾生解說緣的順逆，即是十二緣起的順，「順」即

是流轉的十二緣起，「逆」即還滅的十二緣起。聽不聽得明？由無明產生諸行，由諸

行產生識，由識產生名色，一直轉落去，乃至到由生產生老死，順著去流轉無窮。逆

是怎樣？倒轉來，無明滅，如果你想無老死，你就要無生，是不是？想無生，你就要

無有，是不是？想無有就無取，想無取就無愛，想無愛就一直乃至到無無明。明了

嗎？由於他能夠為眾生一順一逆來解釋十二緣起故，所以他感召到現在全身的支節，

都很善於展開的，很能夠展開。這樣，就是「支節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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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由說清淨法義故顧視清淨無翳」。由於他前生多生，善於為那些眾

生說清淨的法和清淨的義理，所以他感召到今生，「顧視」即對眼回頭看，擰轉個頭

來看你的時候，清淨無瑕疵的，對眼無翳無瑕疵的。擰轉頭來看你的時候，即是黑白

分明的。擰轉回頭來看你的時候，那即是什麼，這句，「顧視淨無翳」這句。

第三十四，「由弟子戒圓滿故其身圓滿」。由於他宿生領導那些弟子，那些弟子

的戒律都能夠很圓滿的，所以感召到他今世的身體都很圓滿。第三十五，「由未染著

生死過故身部相稱」。由於他宿生未曾染著生死輪迴中所有的過失，所以他身體的各

部分都是相稱的，不會歪的。所以這就即是「身圓而相稱」。這個即是。

第三十六，「由摧伏我慢故身無歪倒」。不用解了這個，「我慢」即是傲慢。就

即是偈裡面「無歪」兩個字。第三十七，「由說無盡法故身相平整無諸高下」。無盡

法，即是講的東西都是舉一隅以三隅反，義理是無窮無盡的叫無盡法。這樣這即是什

麼，「身平整」三個字。

三十八，「由通達甚深法故臍底深妙」。由於他通達深法，所以他今世，成佛之

世，那肚臍的底都很深的。就是「臍深」兩個字。三十九，「由弟子受持順自之教授

故臍紋右旋」。由於他多生以來，他教的弟子，他的弟子都能夠執持著、能夠守著、

順自之教授，隨順他的教授，聽他持故的，因為他講的東西合理，所以感召到今世的

肚臍的紋，都是向右轉的。這裡，就是「臍右旋」三個字。

第四十，「由諸徒 行端嚴故」，那個「行」字讀「恆」，即是「行為」的意衆

思，端莊嚴肅，威儀端莊，所以他這一世，「威儀端莊 所樂見」，那些民眾見到他衆

都很歡喜的。第四十一，「由意淨故」呀，不是，未讀偈「 所樂見」，偈裡面。爲衆

四十一，「由意淨故三業行淨」。由於他的意清淨，他所指揮的什麼？你看看，他的

意即是審慮思和決定思是清淨的話，那個發動思也清淨，是不是？那意識清淨。那就

即是「行淨」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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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由於非時不說法毗奈耶故身無疣贅及諸黶點」。他說由於，「非

時」即是不合時的時候，非時，「不說法毗奈耶」，不說法。不合時的時候，他就不

說法，亦不解釋律。所以他感召到今世的身都無疣贅，疣贅即是什麼？瘤，好像大頸

泡，一個瘤這樣的。身上一個瘤這樣的，疣贅和什麼？黶點，黶點即是些 痣，一塊癦

痣那些，黶。癦 (有那些真的不好？) 痣當然不好。癦 (天生的嘛？)好多都是天生的，

那有些胎生跛腳的都是天生的。即是他福不夠。有 痣都不是好的， 多的時候很容癦 癦

易，即身體那些 gland，(有一個人在口唇上生了粒癦)，很容易生 cancer。那些這裡

有 那裡有 的，那些很容易生癦 癦 cancer。總之 多的，一粒粒痣，很多的，就很容癦

易生 cancer。所謂 cancer就是那些東西的凝結，那些 gland裡面的東西凝結了。

第四十三，不是，那個「身無疣贅及諸黑黶點」，這麼長的，這句。是不是？第

四十三，「由說身等安樂法故雙手柔軟如 羅棉」。「 羅棉」即是那些很靚的棉覩 覩

花、很靚的印度棉，印度和埃及那些棉花都很靚的，最柔軟那種棉叫做 羅棉，譯音覩

是 羅棉，「 羅」兩個字是譯音的。即最上等柔軟的棉花。他因為時時對眾生說那覩 覩

些令他身體安樂的法，所以他感召到對手柔軟。這就是「手軟如木棉」。法尊法師把

它譯做「木棉」。

實在不是木棉，這些是最靚的棉花，木棉哪裡靚？我們用來做枕頭而已，木棉

花。木棉很短，如果是 羅棉，應該是很長的。一拉很長，一放手又縮回去，很靚。覩

你看埃及那些，一件恤衫，好的印度棉和埃及棉，現在要四、五百銀一件，很貴的，

尤其是埃及棉，很靚，印度和埃及那些棉很靚，日本棉就最差，短短。拉都不長，別

人的一拉就那麼長，印度棉。木棉則那麼短短的，木棉，得一寸長，木棉。

好，我們看，第四十四，「由得光明大沙門故手文光明」。由於他多生都是有修

的，有光明的，做得大沙門來的，領導那些出家人的，所以他今世的手紋都光明的。

那即是「手文明」，「手文明」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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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由住甚深法故手文甚深」。「住」即是什麼？即是安住，即是保持

著，了解到，了解又保持著那些甚深的義、法理，所以手文亦甚深。現在我們說什

麼，思想深刻的，手紋都會深，「手文甚深」。即是什麼？手文「深」，「深」字。

第四十六，「由數數說真淨法故手文長直」。「數數」即是屢次屢次，說那些真

淨的法，所以他感召到今世的手文，一樣又長又直的。「長」字，即是。第四十七，

「由 生宣說 多學處故」，「學處」即是什麼？戒律，「面門不太長」。他今爲衆 衆

世，他的面不會好像，不太長，即是塊臉不會像個鞋揪一樣那麼難看。那偈裡面，即

是「面門不太長」。

第四十八，「由通達一切世間猶如影像故唇紅如頻婆果」。由於他了解到，宿生

都了解，一切世間的東西都猶如影像，不是實在的，好像水中月、鏡中花的影像般，

所以他今世的唇，都紅到好像那些頻果，頻果，我們食的那些鳳眼果。第四十九，剛

剛上文「面門不太長，唇紅如頻婆」。那就到，第四十九，「由柔和語調伏 生故舌衆

極柔軟」。由於他前多生，都是用些很柔和的說話去調伏眾生，令些眾生聽他話，所

以他感召到今世條 都很柔軟的。那就是「舌柔軟」三個字。脷

第五十，「由說 多功德正理故舌極微薄」。條 薄，即是「微薄」兩個字。現衆 脷

在的人又說如果人 薄，善於吵架、是非，是不是？怎知是好相。現在些人，看女人脷

相，就說口唇薄 薄那些吵架吵通街。脷 (薄些發音清脆些，靈敏些)。其實善吵架的

人，他們講說話都容易的。那就是「微薄」兩個字。

第五十一，「由所說法毗奈耶諸著我我所之凡夫難測度故舌赤紅色」。由於他多

生以來，他為人說法、說毗奈耶，他所說的道理都很深。「諸」即是所有，所有那些

執著有我執，有我所的凡夫，對他所說的法、毗奈耶都難以測度的，所以他感召到今

世的舌色，赤紅色的。這個，就是「赤紅」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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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由無一切怖畏故語具雷音」。不是就隆隆般聲的意思，即是說他出言

很有威的。這就是什麼，「發雷音」。第五十三，「由說和愛語故音韻美妙」。多生

都是說些和愛的語，所以他今世感召，講話的音韻都美妙。「語美妙」這三個字。

第五十四，「防護三有結使故四牙圓整」。由於他能夠防護，「三有」即是三

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結使」即是煩惱，煩惱的別名，能夠防護三界的煩惱，

令它不起，所以他能夠感召到，今世他四隻牙齒都完整。四隻牙齒就當然是那四隻大

牙，後面兩隻，入面，上面兩隻大的。那即是什麼，「牙圓」，對不對？「牙圓」。

第五十五，「調伏難調故四牙鋒利」。他能夠對難調伏的眾生，他都調伏到，所

以他感召到今世四隻牙鋒利。那鋒利的就當然是四隻虎牙，是不是？鋒利的當然是虎

牙，上面兩隻，下面兩隻。完整的就當然是四隻大牙。那就是什麼，「鋒利」兩個

字，「牙」字貫著下面「鋒利」。

第五十七，「安住通達生死涅槃平等地故四牙相齊」。這四隻牙即是那四隻門

牙，是不是？沒有哨牙，齊。因為他宿生都能夠通達，通達到什麼，生死與涅槃都是

平等的，所以他能夠四牙都相齊。那就是什麼？啊漏了，漏了「潔白」。即是「平

齊」。五十六就會是由「降伏煩惱最潔白故四牙潔白」，即是他所能夠，多生以來就

那些什麼，降伏煩惱的「法毗奈耶」，這些法毗奈耶最潔白的，所以他感召到四隻牙

都那麼潔白。這些當然是門牙，是不是？那就，鋒利後的「白」字。

第五十八，由「漸說三乘現觀故」，聲聞、獨覺、和菩薩那三乘的現觀，他能夠

漸漸地來解說，所以感召到「四牙漸細」。一直，上面大下漸細。那就是「漸細」兩

個字。第五十九，由「安住方便所持勝慧故鼻相高修」。由於他多生都能夠保持著、

安住著那種方便善巧所持、所攝持，即以方便善巧所攝持的，那些殊勝的智慧，所

以，就什麼？鼻的相高、修長，鼻高，鼻長。鼻以長為好。那即是「高修」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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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具足 生信仰淨行故鼻清淨」，由於他宿生能夠具足什麼？令眾生信仰衆

善行，所以他今世鼻是清淨的。那這即是「清淨」，是不是？「清淨最第一」，是不

是？

第六十一，「由說廣大法故眼目寬廣」。眼闊大。這即是什麼，「眼廣」。六十

二，「由度 生出生死故眼睫厚密」。眼睫毛厚而密，即是「眼睫密」三個字。六十衆

三，「能令 生歡喜稱讚故」，那就感召到什麼？「眼目青白分明圓滿如蓮華葉」。衆

即是雙眼漂亮，黑白分明，就即是「猶如蓮華葉」。六十四，「由常時回顧諸有情

故」，所以「雙眉修長」。修即是長，這是複詞。「眉修長」。

六十五，「由善巧和緩調伏非以五火炙身等故眉毛細軟」。由於他能夠很善巧，

很善巧，很和緩地調伏眾生，並不是用五火灸身，即是用什麼？即是用五觀五識之火

來燒別人身那樣，所以他能夠感召到今世，那些眉毛細軟。六十六，由「意 善故雙爲

眉潤澤」。又心意善，所以他感召到雙眉，潤澤的眉色，這裡即是「潤澤」。六十

七，由「遍見貪等過患故」，「遍」即是普遍地、完全地，完全能夠了解貪瞋痴等煩

惱的過失，以及災患，所以他「眉毛齊整」。這就等如「毛齊整」三個字。

六十八，「由遮遣有情損害故手長圓滿」。「遮遣」即是遮、防止，防止眾生發

生損害，所以他感召到今世的手，長，即是手長，很圓滿。那就「手長」兩個字。

「手長滿」。第六十九，「由戰勝貪等故」，戰勝貪等貪瞋痴煩惱，「兩耳相齊」。

兩隻耳是齊，不是一隻高一隻低。那即是「耳齊」兩個字。第七十，由「令諸有情相

續不壞故耳根不壞」。耳不會聾。就即是「耳輪無過失」。不是聾，不是，即耳不會

崩一缺。以及又不聾，又不崩那樣。

七十一，由「不由邊執見等擾動心故額部與髮際極善分展」。由於他，不以那

些，第二個「由」字是「以」，不以那些邊執，執什麼，執著一邊的，又或者執著這

個世界有邊抑或無邊的，執著我，有邊抑或無邊這樣，邊執見等，不被邊執見擾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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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所以他感召得到他額部，分展即是他的額分展得好好，髮際即是髮腳、頭髮

腳，分展、開展得好好。那就是什麼，「額部善分展」。七十二，「由摧壞一切邪說

故額部開展寬大」。這個即是「開廣」。

七十三，「由圓滿勝願故頂圓如蓋」。由他宿生所發的勝願，都能夠完滿，所以

他感召到他的頭頂，圓到好像一個蓋那樣。我們的頭，很多都不夠圓。海南人的頭，

扁的。我們的頭長的，又不夠好，頭圓總是好的，頭圓好。頭最忌尖，頭最忌尖，尖

頭就一定不好的。頭尖就最忌。頭尖額窄最棹忌。你不是，你不算尖，你的頭，你的

額不算尖，你額闊。如果舊式女人，你的額太高太闊，太高太闊， 制丈夫。女人要尅

額窄窄的。女人沒有那麼聰明，舊時的。

現代就不是了，現代男女平權。舊時女子太聰明不得了，那些男子有什麼古靈精

怪都被她看穿，那怎得了我見過那些，那些西藏人的那些 kapala(頭顱)，很完整，有

些長，不夠圓。我看到個長，都不夠圓的。有得賣，割切了來做 kapala，有得賣，

要幾千銀一個，昨天我在尖沙咀，尖沙咀中心，尖沙咀中心門口，有一間專賣佛像

的，他放個 kapala在那處，那些喇嘛的頭骨來的，已死了的，臨死的遺囑說我要布

施出來這樣，用銀鑲了，鑲得很漂亮的，一個杯這樣。不過，這些東西都不要買來

搞。

七十四，「由於色等斷除貪愛故」，色等是等什麼，受想行識，或者什麼，色聲

香味觸法等，斷除貪愛故，所以他感召到「髮紺青色如蜂」。那些紺青色，者碧藍

色、深藍色，叫做「紺」，青色，好像些蜂一般。為什麼蜂會這樣色，我就不清楚

了。

第七十五，這個看什麼先，「髮紺青如蜂」即那句。七十五，由「遍盡見修所斷

隨眠故頭髮稠密」。「遍」即是完全，「盡」即是剷除，能夠完全剷除見道所斷的隨

眠，和修道所斷的隨眠。見道所斷的煩惱，即是分別煩惱；修道所斷的煩惱，即是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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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煩惱。煩惱的種子，叫做「隨眠」。識解嗎？見道所應斷的煩惱種子，和修道所應

斷的煩惱種子，都被他完全斷了。所以他感召到頭髮很稠密。會解沒有？七十六，不

是，先看偈，「稠密」兩個字。偈是「稠密」兩個字。

七十六，「由說聖教妙慧遍知故頭髮柔軟」。由於他為眾生說那些聖教裡面，妙

慧，教別人，和遍知，對於苦集滅道那四諦能夠遍知、能夠教別人，所以他能感召到

他的頭髮柔軟。那即是偈裡面，「軟」這個字。第七十六，不是，七十七，「由意不

貪等亂故頭髮不亂」。心意不被貪瞋痴等煩惱所亂，所以他感召到頭髮不亂。那就爲

即是「不亂」兩個字。第七十八，由「常時不說粗惡語故髮不粗澀」。「澀」就是

「鞋」(粗)，不得滑的就叫做「澀」。「不澀」兩個字。

七十九，「由於三寶前散布妙花故髮出妙香奪 生意」一句。由於他宿生在三寶衆

面前能夠散花供養，所以他今生些頭髮都會有妙香放出，「奪眾生意」，令眾生的心

意都被他吸引到的。奪到他意即吸引到他。就是「出妙香」三個字。不是，上面是

「出妙香」，就是「出妙香」和「奪眾生意」兩種。不是，一樣而已，「出妙香能奪

眾生意」，看到嗎？一樣。七十九。

第八十，「手足拇指有德紋相猶如金剛，手足掌中有四方吉祥紋，其外無名指等

有七紋右旋而善莊嚴」。即是什麼？有德紋的。德紋是什麼呢？手和腳，手指公和腳

指公，即拇指，都有德紋相。所謂德紋，像一個「卍」字一樣的，卍字紋，卍字紋那

麼這樣的德紋相。那個德紋相，就猶如一個金剛杵，密宗的金剛杵。不是說似四大金

剛。金剛柱。是指那個金剛柱。「手足掌中有四方吉祥紋」，四方的吉祥紋，我們中

國人四方紋都是吉祥的。「其外無名指等」，無名指即這些普通的手指等，就「有七

紋右旋」，有七種紋，向右旋的，可能那些螺向右旋的。以上八種了。「此八十種名

佛隨好者」，為什麼這八十種東西叫做佛所有的隨好呢？

「由身外現功德相表內心功德故」。由於身體向外現出這種這樣有功德的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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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出你的內心是有功德的。那就是，以上就是佛受用身的八十種隨好，講多少少，

講埋勝應身。「己四，勝應身」。那個文那首偈就讀完了，是不是？上文那首偈，已

讀了。那我們現在讀勝應身。佛的身就是自性身，即是真如。第二就是什麼？智慧法

身，即是六祖所講的什麼，圓滿報身，指他的智慧，對不對，即是自受用身。這個勝

應身就是指，他受用身和化身。你看這個自性身。

「若乃至三有，一撇；于 生平等，一撇；作種種利益，一撇；佛化身無斷」。衆

那如果講到他的身，上文所講那個什麼，那個受用身就是在摩醯首羅天的，是不是？

受用身，那個就是什麼，就是無漏界的。就是不屬三界的，不屬有漏界。有漏世界就

分做三有，三有都是有漏的。密嚴天，那個密嚴國土都是屬無漏的。那佛就要什麼，

入我們三界，入我們的有漏世界，來化度眾生。他怎樣入呢？如果講到，「若乃」兩

個字即是英文的「as to」，或者「as for」、「as to」。若乃講到他佛來到，走到

來我們三界裡面，學我們眾生一樣這樣，化成我們這樣的整個身，來到作種種利益眾

生的事。他就，佛常常都有這種化身的，不斷的，不是好像釋迦牟尼入涅槃就沒有

了，不是這樣的。他會是陸續那樣出現的。

看看：「不具足五種決定所顯之究竟色身，是化身相」。報身有五種決定，已經

講過了，記不記得？胡麗麗你記不記得？不記得？那個五種決定。庚一，略標行相那

裡，「具五種決定之究竟色身」，是不是？處決定、時決定等等五種決定。不具這五

種決定的，這些就是化身。即是釋迦牟尼這個身，是不是？不具五種決定，不是具備

由五種決定所顯示出的那種究竟色身，「不具足五種決定所顯之究竟色身」，即這個

不是究竟色身。這種身就叫做化身的相了。

「此分」，這裡分為幾多種？「生化身」，即好像釋迦牟尼佛一樣；「巧化

身」，第二種；第三種就是「勝應身」，三種。他說，例如釋迦世尊，初，生化身就

是什麼，「初如 天子時」那時候，就叫做「生化身」；第二，次，巧化身，「次如爲

現乾闥婆王時」，即是他投胎那時候那個影子一樣；「三如釋迦能仁」時，出了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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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又生化身亦現 」，生化身不一定現為天子的樣子的，有時還會現為什麼，爲

「禽獸」，或者會變了一條「河」，或者會變一條「橋」，或者會變「樹木」等等，

都不一定的。生化身的範圍最闊的，有時化成乞丐之類。

「若有乃至三有未空，於淨不淨 生，同時而作增上生決定勝等種種利益之身，衆

即能仁佛世尊之化身」。他說，如果有些，有些什麼呢，有些佛的化身，只有三有未

空，眾生還有三界，三有未空，那樣佛就會來的了。有些三界未空裡面，那些有漏世

界眾生裡面，有些是淨的眾生，有些是不淨的眾生。他生在淨的眾生中，有時生在那

些不淨的眾生中，和你眾生一樣的樣子的。

「同時而作增上生決定勝」，同時做了增上生的事業，或者做決定勝的事業，來

利益眾生。為什麼要增上生？一味得修福，來世就做生天等等。「增上」者，即是我

們的生命，第二世比今世好，這樣叫做「增上生」。決定勝就不是了。決定將來一定

成佛，或者一定入涅槃的，那些叫做「決定勝」。同時，又可以化成增上生的身體，

或者化成決定勝的身體，而做種種利益那些增上生的眾生，和決定勝的眾生。那這樣

都是什麼？都是能仁釋迦佛的化身。

為什麼這些身又叫做「化身」呢？「以是不具五種決定所顯之究竟色身故」，因

為他不是報身那種，有五種決定表示出來的。「佛作事業亦常無間斷」，佛做那些化

身的事業，亦永無間斷的，「乃至生死未空」，乃至眾生的生死都未空，他佛「於一

切世界事業相續無斷故」，在一切世界裡所做的東西，都是相續不斷的。那偈文都是

一樣，「若乃至三有」，於 生平等作種種利益，這就是佛的化身，那化身是永無窮衆

盡的。那就今日講不完。

三個身的事業。「如是盡生死，一撇；「此事業無斷」，一撇；「諸趣」、一個

頓號；「寂滅業」，一撇；「安立四攝事」，一撇；「令知諸雜染」，不要撇，「及

知諸清淨」，一撇；「有情如證義」，一撇；「六波羅蜜多」，一撇；「佛道」，一

17



撇；「自性空」，一撇；「盡滅二戲論」，一撇；「假名」，一撇；「無所得」，一

撇；「成熟諸有情」，一撇；「及立菩薩道」，一撇；「遣除諸執著」，一撇；「得

菩提」，一撇；「嚴淨」，不要撇，「嚴淨佛土」，一撇；「及決定」，一撇；「無

量」，一撇；「有情利」，一撇；「親近佛等德」，一撇；「菩提分」，一撇；「諸

業不失壞」，一撇；「見諦」，一撇；「遠離諸顛倒」，一撇；「無彼根本理」，一

撇；「清淨」，一撇；「及資糧」，一撇；「有 與無 」，不要撇，「悉不知有爲 爲

異」，一撇；「安立大涅槃」，一撇；「許法身事業」，一撇；「有二十七種」一

句。

先看散文，「如前所說」，一撇；「智法身不間斷故如是乃至盡其生死」，一

撇；「此法身事業亦不間斷」，一撇；「以如是不間斷之資糧因已達究竟故」一句。

如前所說，「如」即依照，依照前面所講，前面講過什麼？他說「智法身不間斷」，

智慧法身不間斷的，上文這樣說。智慧法身不間斷，其他斷不斷呢？都不斷。為什麼

呢？「如是乃至盡其生死」，「如是」即是這樣，乃至到所有眾生的生死都盡了，

「此法身事業亦不間斷」。只要眾生仍然有生死，這個法身的事業，即是不只智慧法

身，法身就，連那些勝應身等等都在內的了，的事業亦不會間斷的。

「以如是不間斷之資糧因已達究竟故」，為什麼他不間斷呢？「以」即因為，

「如是」即這些，因為這些不間斷的資糧，這種資糧就是因，就是法身的因，

這種資糧因已經達到究竟，即究竟圓滿，所以果亦不斷。因極圓滿，果亦不斷。

「此事業者」，這種所有的法身的事業，有哪些呢？那下面就逐項逐項數給你聽。總

共，二十七項。

第一項，「謂安立 生于意樂圓滿，以令發求諸趣安樂及解脫寂靜之意樂故」。衆

他說，第一件事業，就是什麼，就是安立眾生，安放他在那裡。安放些眾生去哪裡？

安放他於意樂圓滿的，安放在那種意樂圓滿的狀態裡面。「意樂」即他的心，「圓

滿」即究竟，「意樂圓滿」即是令到每個眾生都非常之滿足的。何以要這樣呢？「以

令發求諸趣安樂」，「以」是因為，因為一個菩薩能夠令到，一個佛能夠令到兩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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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樂滿足的。

第一類人，就是發求諸趣安樂，發起一種這樣的心念，就希望他所生死輪迴那五

趣、那六道裡面，都安樂的。這個即是什麼，增上生。能夠得到增上的生命的。「及

解脫寂靜之意樂故」，能夠解脫，即是能夠，有種人，不是只求增上生的，他就求擺

脫煩惱的束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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