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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繼續講學習《妙法蓮華經》之前的基本知識。你不認識《妙法蓮華經》，那課誦不知道裡面

在講什麼，這一部份我們總共要講三次。今天就從上一次的學習基本概念以後，慢慢要進入《妙法蓮

華經》比較密法部份。大家都知道密法，密法…，不知道《妙法蓮華經》它就是所謂密法的基本。然

後，最後一次會介紹一下《妙法蓮華經》各品，或者各個譯本之間的差異，讓大家了解，雖然是同樣

翻譯，但是有的是比較完全的，有的是比較簡潔的。完全的就比較顯現是事實，當時，《妙法蓮華經》

的本來面目；越來的…後面的，就會變成比較簡潔，大家雖然能夠理解，有時候不知道裡面原來是什

麼東西。所以這三部講完了，我們就開始要課誦，課誦完了，順便…早上課誦，下午就要講《妙法蓮

華經》的基本概念跟裡面在講什麼，這個大概是在十二月以後的事情。 

＃P.05 我們今天還是講五部份。第一部份是複習。上一次佛在《妙法蓮華經》裡面談到的，你要

學習《妙法蓮華經》，你先要成就四個法，我們今天稍微再複習一下。 

第二部份，為什麼用蓮花來代表《妙法蓮華經》？這上一次我們有講了，今天要加一項「蓮蓬」。

蓮蓬就是跟蓮花座有關的，蓮蓬就跟曼荼羅 maṇḍala 這個很有關係，這等於是每一個壇城都是跟蓮

蓬的種子配置，大概都有關係。我們不大注意，只會知道吃蓮子，不知道有一些蓮蓬它是非常稀有、

珍貴。你懂得它代表什麼法，你如果碰到了，可能就要把它保存起來。今天舉幾個例子，因為沒有辦

法去收集很多這個蓮蓬它的結構，但是我們起碼要懂。蓮花知道了，蓮蓬它是佛的基座，maṇḍala 它

是每個佛說法之間所配置的。這些佛、菩薩，祂在各個部位所住 maṇḍala，這個今天稍微懂一下。 

第三部份呢，再回過來講蓮花，它還是有很多不同。我們這一部經《妙法蓮華經》，它是分陀利

華 puṇḍarīka 就是潔白的，代表它修行到清淨法身的。其它有顏色的，對眾生來講是修得不好，所以

有五花八門的顏色，但是總是依靠這個清淨的在修行。往上走，走到潔白就變分陀利華，佛要化現，

如果用分陀利華的法身清淨，大概沒有幾個人能夠受祂教化，所以祂就要化很多的這一個世間菩薩、

阿羅漢，跟這些一般的眾生，根基不同，祂要化。所以我們用蓮花差別性，來看一看祂在講什麼，不

要講到蓮花就只有知道說潔淨，這個，法塵不染。裡面有很多法，不是講得很深入，但起碼你要學《妙

法蓮華經》還是要懂一下。 

第四部份呢，就講佛的清淨法身。分陀利華，它分陀利華，祂是示現無量無邊的化身，這是所有

佛、如來，祂怎麼化無量無邊的身，去化度一切眾生？這從中間的「法界體性智」，就產生其它四種，

相當於眾生之間的根基，然後去化度他，這就成就如來的，真正的大慈大悲的功夫。 

最後一項，我們再回過來，上一次講的《妙法蓮花經》裡面所有…，除了分陀利華以外，還有各

種蓮花，它還有很多特性。所以我們再進一步認識它一下，這是最後，再補充上一次所沒有學習到蓮

花的生態。我們今天大概講這五部份。 

＃P.06 雖然第六頁這個分陀利華，它的意思，上一次已經說明了。它是經過最後對於無量的考

驗，能夠降服一切的魔怨，冤親債主，魔怨，才能夠成就一朵潔白的蓮花。所以你說修行沒有經過種

種的考驗，你不會變成潔白這一朵分陀利華。因為你的習性如果沒有種種的逆境來考驗，你不知道說

到底修行成就多少，考下去才知道，欸，你以前認為不錯了，其實還是三腳貓的功夫。這個白色蓮花

還不夠白，雖然這一朵分陀利華不是標準，我們看它的這個樣子，可以想一想分陀利華到底是什麼樣

子。都是八瓣，然後裡面的蓮子，它有九個是最標準，標準是對於要成就的人來講；如果是邊緣，還

在其它的 maṇḍala 那個很多的壇城在修的，那就靠不近這個中臺八葉，蓮花九尊，這些你都要依你



的境界，你要選擇你到底要走向哪裡。 

＃P.07 看第七片，複習。你要進入法華的境界你先要成就四個法，這上一次已經講了，欲修習

《法華經》你當要成就四法： 

第一個是諸佛來護念，「諸佛護念」。首先的緣起是你要來做，不會佛祂在法身無相之間，祂不

會來主動照顧你的。是你要先念佛、念法、念僧，這是你基本的，三皈依基本的概念。所以我說，你

如果受過真正三皈依戒，早上起來要念「六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這是

一般初學的。如果你有打坐修行，那你就要念到「十念」，這十念，你光一天一日一夜出家修行，這

福德就不得了了。這上一次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大家都聽過了，就是你懂得《妙法蓮華經》，一切

都在講緣起的法。你知道緣起，那緣起你要當主動去憶佛、念佛，佛才能夠來護念你。 

第二個你要修行。修行就從戒律開始修，「德本」就是一切的戒。分陀利華是依戒成就法身的，

成就什麼呢？身口意三業都清淨了，這個只有如來才有辦法；我們眾生，連十地菩薩都還是有一點點

無明，所以祂就不能夠成就真正的分陀利華那麼清淨法身。所以依各個自己的的智慧，你要去守戒。

修行，修的都是身口意三業，這就是你「殖眾德本」。這個「殖」古代的字跟我們現代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這個「殖」也有繁殖的意思，你做一個德行，你就可以繁殖無量無邊的德行，你不要說這錯字，

看得不順眼，把它改成現在的字，古代的字都有它的意思，不要亂改，一字之差你就造業無量，所以

這個不要去亂改經典，不懂，不懂就看著它就好了。 

從五戒就可以繁殖十戒，繁殖菩薩戒，甚至於繁殖到你受具足戒，具足戒，還有大乘戒。這些

呢，你基本上沒有從五戒出來，它沒有辦法繁殖其它的這些戒的功夫。所以這是你要成就分陀利華，

潔白的法身，你就一定要修戒律，戒律才成就法身。這是為什麼五分法身要從戒法身開始修起！聲聞

五分法身成就，這個「戒法身，定法身，慧法身，解脫法身，解脫知見法身」，這五分法身證得，那

是阿羅漢的基本的德行。所以這個就是，你就可以有因緣再轉入修菩薩的境界。 

第三個，你要學習《妙華蓮華經》所有的戒律以外，這個定要學。戒法身得了，你這個「定法身」

要得啊！這個定就從四善根，四聖諦。四聖諦就觀十六行相，用「眼，智，明，覺」觀它，然後就證

得十六心。十六心是斯陀含的二果，然後再繼續修。色、無色界裡面再去磨練三十七道品，最後以八

正道得正定。不能再講太多，只能講總結，最後聲聞就是以八正道，不偏任何一個法的，左右上下對

錯好壞，得到這種離相的智慧，這是八正道要學習的。所以八正道也就是初步的 prajñā 的智慧，這是

正定聚。如果你學習外道法，學習不究竟的解脫法，那個不是佛要教你的。 

所以你要進入《妙華蓮華經》你不能死守戒律，你要用 prajñā 的智慧去面對戒律的，這是精神

跟你的基本，祂能夠自在的去運作。不然《妙華蓮華經》是要化一切化身的，你要怎麼化？阿羅漢為

什麼不能化？祂有神通啊，祂化的能力不夠，祂只能靜態的觀。菩薩不是學這樣，所以你學正定聚，

就是表示你的心有定以外，依你的戒行，然後可以幻化。幻化的結果無非是要利益眾生，要度眾生用

的。哪一個人吃飽飯没事亂化呢？都是眾生有因緣，有所必須救度，你才要化。如來是化出去的時候，

衪根本都不動意念的，這是所謂法身如來就是這樣子。 

那菩薩，菩薩要學習啊，你的眾殖德本越清淨，戒律越清淨，法身越清淨，你所化出去的，要度

化眾生的各種應化身也好、意念也好，你才有辦法成就。不然你光喜歡唸《妙華蓮華經》有什麼用呢？

不是你讀讀就好了。你讀讀跟我打坐有什麼不一樣呢？没有意思的！所以，你們已經請法要學《妙華

蓮華經》，你自己要成就你自己的正定聚，有正定聚你才有辦法神變。没有辦法神變的話，你讀《妙

華蓮華經》有什麼意思呢？所以要認真用功，不要讀讀《妙華蓮華經》就好，要正定聚。這個跟上一

次講的比較不一樣，因為今天是第二堂課，所以你要聽更進一步的、更深一步，才能接近《妙華蓮華



經》。 

最後，你當然要從聲聞阿羅漢成就五分法身，你要「發救度一切眾生的心」，這是初步了。你發

菩提心了，你發菩提心，你功夫做好了没有？殖眾德本做好了，入正定聚也做好了，没有邪定聚，没

有一些不正常的這種禪定，都是佛說的這個 prajñā 的解脫智慧。然後，依這兩個功夫，你才有辦法救

度眾生。發菩提心是我要救度一切眾生，是一個開始。上面殖眾德本，入正定聚是你要用功的，用功

以後你才能救度啊。不能依靠誦經，我要為誰解災厄啦，就誦了一部好長，花了好幾小時來誦經，你

這樣花很多力氣，所得到的效果不大。 

《妙華蓮華經》你要修到自己清淨，有法身清淨，三地菩薩一個化身，五地菩薩三個化身，八地

以上菩薩就比較多的化身，你要用化身去救度。這個你不要學上面這些嗎？你不學，光喜歡《妙華蓮

華經》没有用啦，你不要常常請佛菩薩來做。但是我們當然啦，還没有成佛以前，我們只要有這個心

要救度，邊學邊幫助眾生，自己不能救度，那就求佛來救度了。佛救度，你就要學緣起法，讓佛能夠

從這個清淨法身化相當的這個…，語化、意化或者身化，去幫助眾生。這是我們不行啊，所以只能這

麼做。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夠成佛、成菩薩，你做更大的事情。大略我們複習這四個法，是基本的。你

這四個法學不好，你後面這個怎麼做得好呢！ 

＃P.08 看第八頁。第二項，蓮花、蓮蓬跟 maṇḍala，你要來認識它。《妙華蓮華經》這一朵蓮

花，它是 puṇḍarī，puṇḍarīka 是白色的蓮花。上一次已經講過了，就代表清淨潔白的法身，没有一

點汚垢。佛，身口意三業清淨，佛祂的所有的過去無量無邊的種種業都還光了，所以祂才有辦法成就

這一朵分陀利華，祂也經過魔的考試了。有魔怨是很大的，祂在障礙佛來度化眾生讓他們超越三界，

衪不喜歡大家跳出去。佛，覺悟的人，就是要讓大家能夠跳出去。所以，潔白。 

再來第二個，講蓮座了，清淨無垢、福德圓滿的相。大家只知道花漂亮，你要去注意蓮蓬它的結

構，那個座到底有幾顆？這個上一次我們稍微講一下，今天看一下。找到了幾個比較殊勝，不是最符

合現實之間的這種 maṇḍala，但多少跟我們所要講的有關係的。因為花只是一個結果之前的一種現

象，蓮花它所有灰塵都沾不上。上一次我們講了，世間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殘留灰塵的效率，蓮花是

排在第一的。雖然別的還有幾種植物，它也有灰塵不染的現象，但是它没有…；蓮花它還有蓮座，這

個其他的花就没有了。所以這個從蓮花，要進到蓮座的認識。蓮花座，每一個佛都坐在蓮花座。蓮花

座上面都有很多蓮子。下面這個圖，就是佛在坐的，當然看不清楚它上面到底有幾顆蓮子。這是基本

上，佛祂是最圓滿的，所以祂是福跟德兩足尊是圓滿的，當然祂的這個蓮花座是最清淨，而且是很多

顆，這個你仔細看的話，還可以看出它到底幾顆。 

第三部份 maṇḍala(曼荼羅)。這個梵文跟漢語，你稍微要認識它。這個「荼」不要亂改字，有的

人把它改成阿彌陀佛那個「陀」，那個「陀」跟這個「荼」是不一樣的。這個「荼」是要捲舌頭才能

唸出來的，所以你不懂，很多人就喜歡亂改字。它一個字都代表一個很深的密義，尤其在悉曇上來講，

不是你高興怎麼改就亂改。曼荼羅為什麼古德翻這樣，你就只能照這個字。下面有講 maṇḍala 是什

麼意思。它就是佛常常譬喻，祂講經說法有五個法──經、律、論、般若、陀羅尼，這五藏。你要進

入陀羅尼藏，就是 maṇḍa。maṇḍa 就是醍醐，醍醐意思就是，從這個生乳一直提煉，提煉到最後剩

下醍醐，一點點精華。那精華你只要學那個你就懂了，所以等於是醍醐再加一個「相」la 的相。maṇḍala

這就是所謂的蓮花座，或者密教講的壇城，你要懂它是在講什麼。 

所以越靠近這個佛本身清淨潔白的蓮花，那個 maṇḍala 就越少；如果是越邊緣的呢，那你就知

道，就離佛性、離法性越遠。你自己也可以定位：你要學這個中臺八葉？還是要學很多一千多尊的這

些護法？那你太邊緣去了。太邊緣代表什麼？你程度差太遠了！你要擠入中間中臺八葉，向這些佛菩



薩學習。這個又牽涉到因果，你說你喜歡，境界不夠也不行，還是要從邊緣來。起碼 maṇḍala 它就

是已經醍醐的境界。雖然說一千多尊，一千多尊，你在宇宙浩瀚之間還算是精華裡面，你要精華裡面

的精華，要進入中臺八葉。 

那你不修五分法身清淨，你怎麼擠進去呢？當然你都還是在邊緣這些壇城在用功，不是唸咒就

好了。你修心養性──打坐就在修心養性，斷習氣就在修心養性。這個有的不懂這個道理的，認為持

持咒，你的垃圾心病就會丟出去，沒有啦，還是你自己要認真用功！那進入醍醐境界的人，已經都認

識佛性，認識法是怎麼緣起的，自性 svabhāva 是怎麼緣起的。這個你要先懂一下，我們現在為了要

解釋這個蓮蓬，你起碼要知道，佛衪是怎麼配置。 

  

P.09 第九片，分陀利華是潔白蓮花，是代表佛的清淨法身，衪有產生五種智慧。這五種智慧有

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佛要化眾生，衪從「法界體性智」這一朵潔白的蓮花，無相的，衪化成「大圓

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去利益一切眾生。所以你學《妙法蓮華經》，你要知道說，

所有的一切，你所拜的這些大大小小的菩薩、天神，都是從如來的法身中化現出來的。 

那衪從法界體性智，中間，是潔白不能有顔色，這就是八葉蓮花裡面的分陀利華，衪要化比較高

菩薩的境界，用意化，衪就用「大圓鏡智」，衪起念，這菩薩就知道，這樣就可以敎化了。所以「大

圓鏡智」這個梵文 ādarśa-jñāna，衪是無所不看的。你要修到能夠看，佛菩薩才能夠用意念跟你敎化。

這在凡夫境界或者不究竟菩薩，叫作阿賴耶識，因為你還有障礙，還有業力，所以用阿賴耶識 ālaya-

vijñāna。雖然你可以看，看外太空、看三千大千世界，但心還是不究竟。佛隨時在照顧祂，所以祂當

然也可以用意化。 

如果衪要化次等眾生，小菩薩，祂要學習「平等性智」。告訴你不要執著好壞、不要執著對錯，

只是念起念滅，你就看著它。學習這種平等法，這是次級的菩薩。所以，你不要學，它是第七意識，

為什麼你有第七意識？因為你不清淨，不清淨要修清淨，就學習「平等性智」。 

再來，往下，佛，如果你對於阿羅漢以下的，祂可以有「妙觀察智」。阿羅漢有什麼？有「他心

智」，「他心智」祂就知道說，這個眾生他大槪是哪一部份有病，哪一部份清淨，這個根基好不好，

要怎麼去看他，這個是「妙觀察智」。你修到第二步，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看一切

眾生哪個有病，病在哪裡，病的重，病的輕，你都用第六意識心產生「妙觀察智」。 

如果是北邊這邊，那「成所作智」，為什麼用黑的代表呢？黑的就代表心很不清淨！要化度不清

淨的眾生，佛衪並沒有放棄他們，所以就要用五根，眼耳鼻舌身。眾生都是執著所看、所聽、所聞到

的這些五塵，認為真實。衪也不讓…，一下子叫他就練妙觀察智、平等性智，衪還是要現一般的這些。

所以，在你的五蘊身上面讓你成就，並不因為你是放牛班就不理你。所以如來的「法界體性智」祂是

很忙，衪是所有的階層，大到大菩薩到有善根的眾生，衪都要照顧到，所以這個就「成所作智」。 



那我們要修，怎麼修？光這一片，你要懂如來是這麼化眾生的！我們是從色受想行識五蘊身，

怎麼往上走啊？所以你要先斷掉你對於內心的習性斷掉，你才有清淨的心來產生「妙觀察智」；妙觀

察智觀完了，你再往上修第七意識，它愛打妄想，愛想來想去的，你就平等觀它，意念起了解就好，

不要去執著世間的事，不要去執著善惡，不要去執著什麼有的沒有的，你就建立「平等性智」。 

如果這兩個「妙觀察智」跟「平等性智」建立了，你當然心就不是那麼一般的心，你的自性 śa，

śa，ś-a 你就看出去了，看出去你當然就有大圓鏡智。大圓鏡智──「大」就是無所限制的；「圓」也

是無所不做到的。你都可以看，就用你的自性看。不是用你的七識、六識這些看；那是第八意識，那

已經大菩薩了才有辦法。 

所以佛化現這四種智慧在化度一切眾生。這個也可以讓我們知道說我要修──從黑的北面修到

西面，西面修到南面，南面修到東方，那才有辦法成就。分陀利華成就的話，你就有「法界體性智」。

這十地菩薩都還沒有辦法做到這樣，你起碼理念要搞懂。《妙法蓮華經》它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本門

就是中間，化迹都是以這個四智來變化無量無邊的眾生，來救度他們。所以這個五種智慧是佛具足的，

這個佛是如來佛，不是一般覺悟的佛。 

＃P.10 我們看第十片。你大略了解《妙法蓮華經》，分陀利華，如來清淨潔白的法身。那密敎都

在講精華的這一部份，因為它是曼荼羅，是醍醐部份的佛法的精粹。所以我們發展在印度，後來傳到

中國，震旦中國，震旦中國，因緣就是這樣，就滅了，然後就傳到日本。所以你看日本，他們博物館

裡面所流存下來的這些曼荼羅，你可以看出它中間跟周圍之間到底幾個圈圈，那是代表蓮子，當然有

很多。右下角這個是東大寺的，東寺，他們的，中間，佛的「法界體性智」，周圍之間到底有幾個，

就代表幾個菩薩大菩薩在護持。這中間，你看這個大部份都是六個，那幾個都有代表它的哪一個曼荼

羅，如果是以這個，真正剛剛講的，這個中間「法界體性智」，如果化成東西南北四個佛的話，那就

五個了，所以五個就有五個代表意思。你要到那個境界，你就喔，越少的，我說境界越高。這是讓大

家了解一下，日本在密敎的道場上面，它這些曼荼羅的圖像都是還保留下來的。 

   

＃P.11 看第十一片，唐密東傳曰本以後它所現的曼荼羅。左下角這個就有蓮花的葉，這個八葉，

中間就有蓮子，蓮子，每一個蓮子就代表它是什麼菩薩，有幾位菩薩在護持中間的佛。中間佛是法身

佛，祂是無相的，但是法身佛中間就化出四個、五個、六個這些菩薩的功德相。每一尊化的不同的菩

薩，祂有不同的功德相，這個後面會再講為什麼用這個代表。你看的都是佛、佛、佛，不曉得祂到底

是代表什麼意思。這是日本存放在博物館裡面的，當國寶，大家欣賞一下。 

＃P.12 這是我們現實人間之間，所能夠看到的蓮蓬。那你這個十二，第十二頁呢，這邊有一個很

漂亮的，剛好是中臺八葉九尊。你不懂就不會愛惜它，你懂的話就知道說，哦，中間是如來祂的清淨

法身，然後東南西北有四大菩薩；然後各個四維，四維就是東南、西南、西北、東北，這叫四維，四



維又有菩薩。所以中臺八葉，中間就是毗盧遮那如來，其它有八個菩薩。這個菩薩，等一下你就知道

不是一般的菩薩，都是佛所化現的菩薩。所以如果你在現實看到蓮蓬像這樣的話，你就要給它保留下

來。 

左邊這個上角，這邊是六個，周圍之間，密教的中間當然都是毗盧遮那大日如來，祂無形無相，

化出五個也好，六個也好，八個也好，都是祂所化現的。這個跟哪一個過去所發生過，要度化眾生的

壇城，它都有關係。這個你要懂很多，你不走入密教，你根本不懂，到底五個、六個、八個到底是什

麼意思？這是你慢慢的要熟悉它。 

那周圍之間，像左上角是有六個，再往外，往外最多。我們看世間的。左下角這裡，它最外層有

二十個。二十個還不夠多，我上一次講以為是世間裡面是很多了，二十個；在壇城裡面你再看它的話，

最多有二十四個。所以這個不見得說在世間沒有，但是因為很少人會注意這些，都把它採下來就吃掉

了，這個能夠被留下來這些，你要去認識它。所以以後你要對蓮花有進一步認識，你才能夠去，到現

場人家在採蓮子的時候，你要去選擇、選擇，把這個有意義的蓮蓬把它保存下來。 

 

＃P.13 進入第十三片 maṇḍala。它這個，我這邊用中間一個，周圍之間這五個。先看看 maṇḍala

是在講什麼。五類眾生根基，就像這個牛奶，它要製造醍醐，所以分成五類：所以生乳，下來乳酪，

再來生酥，熟酥，最高剩下一點點就是醍醐。這些都在不同示現，祂教化那些眾生的程度，他的心清

淨度。當然越往後面表示他修得越好，如果越清淨，心越少欲知足，那你都是生酥、熟酥的階段。到

最後進入陀羅尼門，就進入醍醐的階段。所以你要依你自己現在的根基，你也知道，我大概是五年級，

我是在第幾年級。你們有的是學佛三十幾年，心地有沒有像這樣越來越成熟、清淨？清淨你自然智慧

就會開，戒、定、慧都是一直往上得到的智慧。智慧開的話，你才有辦法進入醍醐的境界，不是光喜

歡，光喜歡你不懂沒有用，你心地又不清淨。 

現在解釋 maṇḍa 是什麼意思，maṇḍa 就是醍醐。印度這醍醐我們是還沒有吃過，不過有吃過

熟酥──就是第四層次，從乳製造出來的。那也是在拘尸那羅，世尊入滅的那個地方。那個旅館，有

一次我們去到那裡，剛好是他們的國慶，就是被英國統治以後獨立紀念日，老闆就拿出這個，說醍醐

還是什麼，出來請客。所以稍微體會一下。這個 maṇḍala 它當然就是醍醐裡面最好的相，la 就是相，

就是所有佛說的法五種裡面最高的。它都是用很簡單的一個字一個字堆積起來，就可以代表它的意思，

以外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然後還有包括你怎麼讀，要會讀，這裡要加涅槃音、加菩提音，有聲、無

聲，這個都是在 maṇḍala 這裡面，不是你那土法鍊鋼，亂唸亂唸就是在唸密咒，那個都跟這個沒有

關係。 

所以心地成熟的人才堪受醍醐灌頂！心地成熟就是剛剛講的那四種法要成就：你要殖眾德本，



你要能夠種種的定，要入正定聚，不要有邪定，當然你這個時候也應該要發菩提心。要救度眾生，所

以才能夠用 maṇḍala 這些簡單的語言，就可以進入利益眾生的法。你不必再為了要幫助一個人唸了

好幾百部的經典，那經典，經典就像酪一樣，生酥一樣。你用醍醐，醍醐就是咒語裡面的精華，你會

觀想、會唸，唸得如法，唸一遍就好了。很多事情，像大悲咒你唸一遍，就可以利益一個人，四分半，

唸得如法。所以這個就是你進入醍醐的人。 

你心不清淨，就唸不出來聲明。聲明，就是你要心清淨才能柔和，才能唸這個音，才能轉得出那

個眉角(訣竅)。為什麼這麼唸、為什麼轉那麼唸，你才懂它的意思，自然就能夠唸出來。所以你心地

都不成熟，上面這四種成就法都沒有做好，怎麼進入《妙法蓮華經》？你進入的不是度眾生這一部份，

你進入的是中臺八葉，有四大菩薩，你剛好去向祂學習，還要向祂學習，這個跟你打坐修行沒有兩樣。

如果你不能夠直接用醍醐的法去利益眾生，就只有跟大家一樣，各種法門你還是在學。 

所以學《妙法蓮華經》有兩部份，一個是已經差不多成熟的人，他學習諸佛菩薩怎麼化、怎麼去

度眾生；那你如果程度低，低就另外一部份，就向這些大菩薩學習。不是說你不能讀《妙法蓮華經》，

但是你是學第一部份，要自淨其意這一部份，不是學怎麼化。這化，你心不清淨怎麼化？醍醐沒有辦

法做，你得不到醍醐。所以雖然前言就告訴你觀念，你觀念搞不清楚，光喜愛《妙法蓮華經》就不知

道它在講什麼。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中臺八葉那些菩薩，你要把祂抓緊一點，好好向祂學習。 

最後一段，「如來法身應化隨緣」，只要你有緣給祂，祂就可以應化；如果你都如如不動，祂當

然也如如不動。所以「如來以五佛五智化度此類眾生，成就五智」，這剛剛我在看如來五個智慧，已

經跟各位介紹過了，這一句話就在講那一片（＃P.09）。如來祂依這些菩薩各個根基不一樣，祂化四

種智慧在教化祂們，我們學習，從黑的北面學習過來，也希望學習到東方，以後進入中間分陀利華的

法身清淨。 

＃P.14 看，現在第 14 頁，密教裡面，如果你還在學習階段，你就是要以「金剛界」五佛為主。

金剛就是潔白，分陀利華就是潔白，你要練成垃圾倒掉，剩下你清淨的金剛潔白的自性，所以你開始

學是這一部份！另外「胎藏界」呢？胎藏界那是菩薩已經有樣子了，祂就要去度眾生，所以以胎藏界

為主！要看你的根基，如果你還不能進到醍醐，得到 dhāraṇī 這一部份的智慧，你還是乖乖學習金剛

佛部五佛。你說我直接向佛學習你學不來，那祂還有旁邊的菩薩，你就向菩薩學習；那更不行的，更

不行更外圍去了，那就越往外就越遠了。表示你程度不夠，你連乳酪的程度都沒有！那個牛奶百分之

九十幾都是水啊；奶，裡面只有 5%、7%。這樣你怎麼有醍到乳酪醍、到生酥、熟酥呢？所以這個先

確定你自己本身的程度。還是要講，最後目標，希望進到。「大日如來」在中間，分陀利華的「法界

體性智」，化成四個佛── 

「阿閦如來」，東方，修行第一個階段，太陽出來。太陽出來那個要出來、不出來，都是天空一

片紅。那阿閦如來，人都有分別心，所以給它說東方是阿閦如來，你就，喔，阿閦如來，這是大日如

來化出來的。佛都是佛，大日如來不行嗎？為什麼要請阿閦如來來？因為東方開始要發白，所以祂要

達到堪教化的程度。我說你要學習到阿閦的境界 akṣobhya，akṣobhya 就是不動，不動就是你要修到

八地不動地菩薩，才能堪受大日如來的教化。 

如果是你已經太陽出來了，慢慢就往南面走，如來就化一個「寶生如來」。你說出生寶，不要想

到你世俗之間那個寶，七寶、幾寶，不是那個寶。是你的佛性 ratna，那個 cintāmaṇῑ如意寶。你開始

修行從東方修，修到不動，修到不動地你再放開你的心胸，放開心胸是在有為法之中，你還可以守住

你的清淨的自性，這個不是你的如意寶慢慢就成就了。所以如意寶珠它不是說無相，它是在有為相之

中，你這個心還能夠不動，維持上面那個 akṣobhya 那種境界不動。那這是菩薩囉，菩薩才能夠放開



心胸接觸有為法，才有 prajñā 的智慧，不因為種種眾生難度，搞成自己也亂了，不會。 

下來，如來就化成「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如果你能夠這個摩尼寶珠練好了，你自己到西方來

的話，應該可以發光。amitā 就是我自己的自性產生光明。不要常常想到阿彌陀佛在西方，這在講你

自己。為什麼你在這邊修行，會談到那麼多不同佛的名字？是以祂們的功德相來表法，知道嗎？所以

你修到西方的話，你應該是要日落了，這太陽要下西山了，你應該是要發光，自己發光，自己發光才

可以照晚上的黑暗！在講我們這邊的法，只是藉這些佛的功德相來表法。眾生無明就是這樣啊。起碼

這樣你懂得，大日如來祂要你修到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祂都要化成不同的功德相來度你，

金剛界，清淨自己的心的。 

所以最後，北面這裡呢，「不空成就如來」。你要真正度這些黑黑的，眼耳鼻舌身都具足的，五

蘊身具足的，都是很黑。你如果用這個紅色、黃色、青色，它看不到，所以要跳入黑暗的這個黑色，

來從五色身讓它們成就。這些人都是執著有為法，執著你這個色聲香味觸，認為有這些法。那你要投

其所好，才能讓他們發心修行。你要有大智慧，才能進到北面成就眾生。所以你菩薩來講的話，也是

這樣；那明王、明王，明王都是已經是自己清淨了，然後祂專門在救度這些心地不清淨的惡霸，修理

他們。怎麼佛如來要修理他們，這個不修理他們不靈光、不聽話。所以我常常講，九部明王都是最慈

悲。我這一片只是告訴你──大日如來，祂依祂的法界體性智，可以現出這四個佛的功德相、它的內

涵，來教化眾生。光這樣，眾生沒有人可以受祂教化，那怎麼辦呢？就有旁邊的菩薩來做。 

＃P.15 所以看第 15 頁，maṇḍala 的意涵，繼續下去，金剛界 maṇḍala 化度熟酥的菩薩，生酥

還不能化。所以你要進入 maṇḍala 密教，你自己的心地要到第四層次，第四層次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prajñā 的經典你要搞懂。你不會去執著一個法，這叫作 prajñā 的智慧，prajñā 的智慧才有辦法成就

究竟成佛的法身如來。如果你守五分法身成不了如來的，那你進入了菩薩的境界，你守 prajñā 的智

慧，做很多的利益眾生的事情，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那時候才能真正成就如來清淨法身。你進

入金剛界，然後你的程度也到了，prajñā 的學習階段，你才可以進入中臺八葉院。 

中臺八葉分五部，當然中間是佛部，金剛部、寶部、蓮華部、羯磨部。剛剛那個五種顏色就代表

這五部，中間是佛部。金剛部就在上面阿閦如來那一部份，寶部就在南方，蓮華部就是在這個西方，

羯磨部利益眾生的，那黑黑的，不空成就如來，那是羯磨部。就搭配這五部，這是修自己要成就如來

法身。你要培養這一朵分陀利華就是這麼培養的，所以這裡面就有依這個佛的功德性來說。 

大日法身在中間，然後大日如來的法身化東方的阿閦佛，阿閦佛，剛剛講就不動，如果你心到不

動，你才堪受如來直接教化，如果你不行，那還是由其他的菩薩，周圍之間的菩薩去度化你。南邊呢，

這個寶生佛，這就是你摩尼寶珠的自性現出來了。西方，阿彌陀佛，就應該要發光。北，不空成就如

來，它就是專化這些比較初基眾生，祂不捨一些眾生。所以你到什麼程度，祂就依什麼佛的功德相示

現。如果真的這四個佛的功德相你都沒有辦法沾到邊，那就周圍之間的菩薩來囉。 

所以四佛各有四個親近的菩薩，一個佛四個。那四個，四角，東南西北，每個佛都有四個菩薩，

所以就有十六尊菩薩，就個在外圍。所以基本金剛界，你要以十七尊為主，這個就排出來了，十七尊。

你要學習密教的咒語，你要知道那個排出來的壇城就十七尊。它怎麼排，你要想到，如果十七的話就

是金剛界。金剛界是什麼？是我要修心養性，成就潔白分陀利華，你這一部份要先學。你不是學胎藏

界，你這心都不清淨、不潔白，你怎麼去進入胎藏界去化度眾生？本末倒置，不行的！ 

＃P.16 看第十六頁，曼陀羅的第三個說明。就進入胎藏界，胎就會產生這個兒子，佛子。你自己

成就了金剛界的功夫，你才有辦法去教化比較你低一點境界的眾生，讓他成為佛的兒子。佛子佛子，

所以胎藏界就是這樣。胎藏界也是有一個中臺八葉，佛如來祂的功德相又改了，稍微改一下名字，不



要想那個佛是什麼，是祂的功德相。這個佛用祂的名字，來表示祂的功德相，是要你學習什麼，不是

叫你去拜的。中臺八葉，祂是化度生酥、酪、乳根基的眾生，那個是三年級以下的。金剛界已經要進

入比較高的修行境界；那你沒有到那個程度，所以由這個胎藏界的中臺八葉菩薩，來化度初學的，生

乳，酪，生酥這些眾生，比較更低的，心不清淨，剛學習的。它立三部，一部是「佛部」，一部是「金

剛部」，叫他往清淨的路上走；一部是「蓮華部」，蓮華部就生酥、熟酥、乳。你什麼根基都說了。

蓮華部部主是觀世音菩薩，你根基好不好，你都可以報名進來學習，祂都有辦法讓你成就。 

我們看下面。大日法身祂化東方「寶幢佛」，這寶蓋，因為你還在東方，太陽出來的時候你還不

能夠成就，所以稍微要保護你一下。用這個寶幢來給你加護，讓你這一朵未來的佛能夠好好發育，那

是在胎藏界裡面無微不至的在保護你們。南方開「敷華」，你這個一朵蓮花開始要開了，保護的不錯，

讓它能夠，要開不開或者大開，大開以後就要結蓮子，就由南方開敷華佛來教化。如果教化的不錯，

就轉到西方「阿彌陀」，阿彌陀是發光的 amitābha，bha 就是光明，從我自己自性就產生光明，你修

到這個西方，應該要發光明。然後，北方「天鼓雷音」如來，天鼓雷音如來它是表法，每個這邊的佛

都是在定中，北方天鼓雷音，祂在定中之間的佛，祂還可以發出像雷聲的這種說法的聲音來教化眾生。

祂不是打鼓在教化你，祂是在入定之中，這個人堪教化，祂就發那個，讓你可以馬上覺醒的這種法來

教化你。所以在胎藏界，祂所示現的這種四佛的功德相，都是非常慈悲的，看你是什麼程度就讓你成

就。 

胎藏界就四大菩薩，你看一看。大日法身如來在中間，祂化一個觀音菩薩在這個西北，在這個西

南就是文殊師利菩薩，在東北就是彌勒菩薩，在東南祂是普賢菩薩。所以你看到這四菩薩的功德相，

你就知道它這裡面具足什麼法。文殊是大智慧的，你要學習祂的智慧；觀音祂是大悲的；彌勒是大慈；

普賢是大行。所以這個右邊它是文殊跟普賢，左邊是觀音跟彌勒，剛好是大智、大行、大慈、大悲四

個菩薩。在胎藏界裡面，在教這些生乳、酪、生酥這比較初淺眾生。這還是由佛化來教化。這樣概念

有了，你要向誰學習，你如果沒有到要成就金剛界的那種曼荼羅的境界，那你只有在這裡學習了。這

四個菩薩你要抓緊一點。 

＃P.17 這胎藏界裡面曼陀羅，祂五佛四菩薩。你看看，大日如來，東方化寶幢，寶幢是有一個蓋

來撐住，太陽太大，你可能還受不了，所以給你保護住，胎藏界眾生都是不堅牢、不堅固，所以這些

佛慈悲，依每個人的背景都給你找到最好的教師來教化你。先看佛，南邊它是開敷華王如來，表示蓮

花要開，你這一朵蓮花不開，你就不能結蓮子，所以你起碼有開花就能結蓮子，這是你在南邊。剛好

我們密教裡面在講，發菩提心是在東方，然後開始修行是在南方，那是用悉曇來講就長音，發長音，

ā，ā 就是要你修行，ā 為什麼要這麼唸？你這麼唸就會心柔和，心柔和才能成就開花。如果心不柔和，

你只會 ā，ā 跟 ā 都不一樣，那 ā 之間有往上，那 ā 不會唸的就拉平，沒有從底下上來。一切法從阿

根本音發起，所以修行點當然從底下修上來。這些，開敷華王的德行，你要取祂的德行。到西方來的

這阿彌陀如來一樣，心地也要發光。到北方這個還是天鼓雷音如來。這剛剛已經稍微說明。 

現在重要的就是這四菩薩。你看在西南角，文殊師利菩薩要用智慧，你智慧有了你心才會發光。

你智慧如果是沒有，心不清淨，你發不起光。有人就不修心，所以念光、意光、什麼光都沒有，所以

鬼神就會卡身，就障礙過來，就是你自己沒有發光。如果你自己修到西方來的時候，自己自性可以發

光，這些眾生就不敢靠過來。所以不要想阿彌陀佛，祂是無量光沒有錯；但是你自己要做，要做成無

量光。不是光靠阿彌陀佛的光，你自己也可以發光。 

有人問：我要唸「阿彌陀佛」？還是唸「南無阿彌陀佛」？我已經講好幾次了，阿彌陀佛是你自

己，從我，a 阿，以我為根本的自性產生光明。如果你唸南無阿彌陀佛，那你是在唸西方極樂世界的

阿彌陀佛，我皈依祂，我皈禮祂，這就緣起了，你一唸，祂就會來給你加持。看你要求救嗎？求救就



要唸南無阿彌陀佛。如果說我要讓我自性清淨，那你就唸阿彌陀佛。你自己要想：「我自性清淨，我

可以發光。」每個梵文字的意思你都要搞懂，你才知道，密教簡單幾個字就說法完了，不要講長篇大

論。牛奶百分之 90 幾%都是水，你要撈那個牛奶，撈 5、6、7%而已。你要撈真正曼荼 maṇḍa，maṇḍa，

那每一個梵字都是已經是精華。 

文殊師利菩薩，你要學習祂的智慧。祂的智慧，你有唸過《佛說不退轉輪經》嗎？裡面的主角不

是文殊師利菩薩嘛，那裡面都是…唸這部經的人就要通過考試。魔考、冤親債主考試，你才能夠成就

這一朵分陀利華，已經千錘百鍊，永遠不會退轉。文殊師利菩薩用智慧，度過一切的這些魔驗。東南

角菩賢菩薩，菩賢菩薩在顯教來講叫菩賢，因為祂的德行就是無所不賢、最清淨。所以祂就在密教醍

醐部份，這一部份在密教它的名字叫金剛手菩薩。金剛手菩薩祂在釋迦如來還在修因地的時候，就已

經在守護釋迦牟尼佛。所以這兩個是現在就在娑婆世界，等於是釋迦佛的左右大士， 

左邊，西北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已經成佛；再來的，觀世音菩薩也是成佛，正法明如來再

來的。所以這裡面雖然講五佛，其實已經七個佛了。東北角彌勒佛是未來佛。所以這個胎藏都是大菩

薩在化教的。這兩個大菩薩，一個未來佛，一個是密教裡面的教主。一個是密教裡面的教主，普賢菩

薩，金剛手菩薩。大慈大悲在前面的就是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祂們的智慧都跟法身如來一樣

的。所以胎藏界你這麼了解了，你要直接能夠修到四佛。那你金剛界、胎藏界都一樣，除非你要學習

化度眾生，那還是要學習密法。密法就是，普賢菩薩，密教教主，蓮華部，羯磨部教主就是觀世音菩

薩。所以這些，你要懂得胎藏界它是利益眾生的。你說你現在受菩薩戒，你要修有一點樣子，然後我

也想要度化眾生，就是學習這五佛、四菩薩的德行。不要拜了，要學祂們德行！不是拜、拜、拜，拜

沒有用的。 

＃P.18 看第十八片，中臺八葉院示意圖。我們看這朵蓮華。如果它是八瓣蓮華，它的配置到底是

從哪裡開始？你稍微要懂一下。這個 1、2、3，前面，前面都是西方；如果要 4、5、6那是東方；然

後 7、8 在南方跟北方，所以配置是這麼樣的。八瓣蓮華，你可以跟剛剛那個圖對照一下。中間大日

如來一個圓圈以外，旁邊有八個點，八個點就代表剛剛講的四佛、四菩薩。這中臺八葉，你要在這邊

學習的人，你的程度就已經是什麼，是五年級了，是醍醐班的。不管是胎藏界或者是金剛界，胎藏界

是往下化眾生，金剛界是我還沒有成佛，我還要再往上學習法身如來那種清淨潔白的功夫。 

＃P.19 我們看第十九，中臺八葉院，這個是剛剛配置，稍微唸一下。胎藏界曼荼羅 maṇḍala 位

於中央，其上有八瓣心蓮，所以叫作八葉。八葉開敷，以正方之四葉表如來之四智，正方就是東南西

北正方。四維，那個角落，隅角就是四維，四葉表示如來的四行。四行，你剛剛這麼掃過去，有沒有

概念？大智、大行、大悲、大慈就是這四個行，德行。你要學佛、菩薩的四種德行。不要光看那個佛

像就要拜拜拜，要學祂的四種大慈、大悲、大智、大行這種行為，你才能進入《妙法蓮華經》。又以

「蓮華之葉」，來表示大悲方便。「蓮華的臺」，表示已經結果了，實相自然的智慧。所以果也好，

花瓣也好，互相襯托。你要知道到最後，花瓣落了、花鬚也落了，然後就剩下實相自然的蓮臺，就蓮

蓬。這些你都要懂它，蓮華的生態。 

＃P.20 二十，現在講第三大題。蓮華的差別性，到底表什麼法？蓮華顏色各有不同，於眾生表未

淨。如果我還在胎藏界往上走，走入金剛界的時候，這個有色的都是，可以代表你，看你色是多深，

要走到最後潔白。不要看蓮華各種顏色很漂亮，要知道說，還是有色！我們在修打坐，修四大，還有

十遍一切處，還要進入什麼，紅白黃綠種種顏色，這些都還是不清淨才有這些。如果像法身如來，一

片空白，等虛空，就沒有色了。分陀利華就是這樣，潔白，所以潔白是目標，如來要化，如果這種潔

白的，每個人都看不到。虛空白白的，如果沒有雲，你不知道虛空是什麼，好在有雲，然後水氣聚集

在一起，你說，藍天，那個是水氣聚集的，那個都不是真的，是虛啊。虛就是潔白，沒有了。所以我



們…，如果有顏色，不同，我們眾生就代表還不清淨，所以要往上求清淨潔白。 

如果蓮蓬蓮子呢？越少，代表越靠近佛的中心。你看達官顯要，那個國王，中間只有幾個人，你

要擠入中間，當然不能太多，就像這個意思。我們蓮蓬蓮子，你如果是中間一個，四角各一個，那就

五佛了。如果六個，如果是八個，各有不同的意思。越多就越往外圍，越中間最少是五個。中間，如

來的法身化四個，已經是不得了的境界，五佛。越往外，你也不能說好不好，現象就是這樣子。所以，

蓮子越少表示佛的境界，越多代表應化的境界。到底多到多少？一千多尊呢，我們的一千多尊呢！我

是希望你們要往中間靠。中間靠，不是你靠過去就好了；把你內心的垃圾拿掉，才有辦法往中間靠啊！

能夠進到中臺八葉，不管金剛界或者胎藏界，要清淨自己，要化度眾生，你才可以學到醍醐的法，佛

的心法你才有辦法體會。不然你光希望有什麼用呢？希望跟你實際的心的狀況差太多了！還是回歸到

基本面──你的眾殖德本做好了嗎？你各種禪定修好了嗎？ 

＃P.21 看二十一頁。你看這邊隨便找出來，就那麼多漂亮的蓮華，各種顏色都有。最後你要潔白

的蓮華，最好還是八瓣的。現在常常在想，聽說蓮華季已經過了。要去看蓮華、收集蓮華，把這個充

份…找到好的東西，代表世間的蓮華在說法。不要光看看顏色很漂亮，這裡只是告訴你，有那麼多顏

色的蓮華。如果對佛來講，祂可以示現各種不同蓮華的顏色，蓮華的顏色來化度眾生。你是哪一類，

祂就化哪一個顏色來化度你。不能說不好，如果我在修行，我在修行，你的顏色…。我們還沒看過黑

的蓮華，有黑色的蓮華？如果有的話，大家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開黑色的蓮華，這個很稀奇！大家

知道各種顏色，佛要度眾生，就化各種顏色的蓮華。我們如果是什麼程度，就以什麼程度的花色，來

表示你是什麼境界。我們要往右上角，那一朵白色的蓮華去學習，盡量除掉有色的這一部份。 

＃P.22 看二十二片，這是蓮子。蓮子表示各種曼荼羅的形式，不能說哪一個是代表什麼。不過你

要看到有八個，如果中間一個、周圍之間有八個，那就是八葉蓮華。再往外另一層，就世間來找應該

還是可以找到。這些稀有的，代表曼荼羅這些蓮蓬，你越看它結構很嚴謹，很莊嚴漂亮的。像左邊中

間這個，你一看，是不是非常舒服？因為它，當然是乾掉了，其它的都是生的。看這個，中間一個，

周圍六個。這些，當然，你說，我上一次講，中間一個是你發菩提心，周圍第二層有六個，你不修六

波羅蜜，你就沒辦法成就中間那一個清淨法身，沒有辦法。所以一切法都是要從行菩薩道去成就的。 

＃P.23 好，這看一下，這邊也是一樣在講蓮蓬。這個左上角，中間外圍有五個，五個，你可以想

說中間有一個，我們有五方佛，中間本來就無形無相，五方佛。如果你說各一個種子字安上去的話，

很多咒語就是這個形式。阿 a 就可有可無的中間，a 是無也可以生一切法。看中間這個 2…4…6…7，

我們不能否定它說，這個沒有壇城是這樣，因為那個很複雜的，哪一院、哪一個壇城，它中間跟周圍

之間幾個菩薩，有時候有菩薩，有時候有天神，有時候有護法神，非常複雜。所以，你只能看到說，

喔，它這個是中間一個，周圍之間有七個。 

如果八個，你說，喔，這剛好就是八葉蓮花！那右上角這裡，中間怎麼有三個？三個，這中間你

還沒有成熟中間那一個，法界體性智的中間。我上一次講，這個可以講三果的阿羅漢嘛，因為祂還沒

有成就中間這個菩提心。你要怎麼想都可以！反正世間事，你只要能夠說出一個道理，沒有人說不對，

如果會說不對，表示那個人修得不好。 

你看右下角這個有四個，這個就四果阿羅漢，祂還沒有轉成辟支佛，還沒有成就中心的發菩提

心。所以《無量義經》佛在對這些阿羅漢開示，你們要轉入菩薩，修菩薩行，所以要學習一相無相的

道理，不要守住那個常樂我淨，就覺得我很清淨這種涅槃。到最後就開始講《妙法蓮華經》，《妙法

蓮華經》我已經上一次稍微講過，人家阿難都被授記了，阿難那時候才二果啊！所以不是說，喔，剛

剛講的，都是那麼偉大的菩薩才被授記，沒有。只要你對三寶有信心，一心向佛，然後眾殖德本，然



後多修這個正定聚，每個都是未來佛。 

這跟那個貢高我慢的人講，沒有人會相信，所以才有蓮華經要講之前，五百個出家眾或者居士

退席，因為他們認為他修得不錯啦，怎麼還有未來，還有佛要成呢？聽不進去！這個障礙，就是智慧

不夠、貢高我慢心，容納不了新的東西。所以你們也都有希望，只要發心正確，一心學習，不退轉。

中間特別有一個：下面中間這裡，就剛好八、九佛，八葉九尊！東、南、西、北、中間，再加各四個

菩薩在旁邊，這後面還有外圍，外圍不是剛剛有講四菩薩或者每個佛，有四個菩薩，那就十七尊。這

些，你只要密教的壇城稍微懂，你就可以找出這些蓮花，相應的。有的話，就要保留下來， 

＃P.24 看第 24 頁。現在講第四項，分陀利華是代表如來的清淨法身，所有要化度眾生的都是從

祂清淨法身化出來。如來、如來，我已經講過，你給祂一個因緣，祂就回你一個因緣，就緣起了。所

以，祂是虛空之間無量的大，要說在哪裡？看不到！這樣才會廣而博，才有無量無邊的眾生如果要祂

救度，祂同時都可以化出去。 

你要學什麼功夫，可以有這種能力？一直佛在教化你：過程之間沒有一法可以學習，你就只有

放下、放下！走過世間禪，就放下世間禪；走過阿羅漢道，你就放下阿羅漢道；走菩薩道，走菩薩道

你化一切眾生，積無量功德沒有錯，也要放下。放下得不能再放下，你才可以成就這一朵分陀利華，

那才能夠周遍法界，無所不照顧到一切眾生。這個力量多大？你用你的腦筋想一想就好了。所以祂可

以化無量無邊的身。 

你不要去想說，祂化一個西方阿彌陀佛，祂化一個東方阿閦佛，都是本尊毗盧遮那佛化的，只是

借用祂的功德相，讓你有一個差別，不然你的分別心太重了，好像東南西北都沒有一個東西，你要學

蓮華經的人要懂這樣。我們看，如來法身應化無所不周遍。tathāgata 分開來講，昨天禮拜五在上課

我已經講了。tatha 是祂的真如住，真如自性住。agata，gata 是去，agata 否定詞就不去，不去就是

來。所以如來的法性智祂是空的，眾生 agata 給祂一個因緣，祂就開始化一個可以利益你當時的狀況

的法給你。該身化就身化，該意化就意化，該語化就語化，都是從毗盧遮那佛法身出去的，你不要想

得太複雜。太簡單了！你才知道如來的偉大。為什麼你要成為如來？ 

佛開示悟入就告訴你這件事，過程之間什麼法都不要學，走過的路就不要留戀。放下，你才最後

會成就如來法身，沒有一法可用的。「法界體性智」是佛的五智，是中間，擺在中間。分陀利華的智

慧，它說醍醐灌頂應化，要化一切眾生，所以要用四種智慧。這法界體性智，你有什麼緣給祂，祂就

化一個什麼東西給你。 

裡面第三個字，你要看一下是 svabhāva。法界的體性，「體性」就是自性，「法界」是有為法，

眾生，芸芸的眾生所要求的。dharma-dhātu，dharma 就是法，界就是 dhātu。這怎麼產生？就從如

來的 svabhāva 的自性產生。abhava，是空、無、不存在的。你既然有一個因緣送過來了，祂就…，

送過來像有法了，那個是虛幻不實在的。所以給它 su，su+abhava，所以變成 svabhāva。這是如來

法身的自性，祂怎麼不能應一切緣呢？有多少緣祂都化！ 

所以這個剛剛五智已經稍微說明過了。五種智慧是你要成就了，或者是要化度眾生了，就產生

這個東南西北四種智慧。五智、四菩薩都是八葉應化。祂應化熟酥，四年級生。三年級生還不行，三

年級生還沒 prajñā 的智慧，還在執著清淨、執著有的沒有的。四年級生熟酥的話，已經不執著對錯善

惡了，世間就是世間事，因緣果報就是這麼回事，你到這個時候才可以受如來的教化。那你知道，喔，

我還有多少垃圾，微細的法塵也是垃圾，要去斷。其它的餘眾生，由金剛界、胎藏界 maṇḍala，這些

來化度。你要知道，要擠入中臺八葉，儘量從你的戒律、德行，跟所得的禪定，擠到中間去。沒有，

就邊緣邊緣這些菩薩在教化你。 



＃P.25 看第 25，分陀利華示現金剛界諸尊。這個唸一下，最多可以化到 1461 尊。你不要想說

有 1461 個佛菩薩在一起，這都是如來化的。金剛界教化眾生得清淨法身，以這個識 vijñāna 為主。

識，就是能看到外境心法、色法的，都是識。所以你在禪修的三自性，分別自性，還有我們五種智慧：

「法界體性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還有「成所作智」。 

這些呢，第八識它也是有一個 vijñāna，所以它代表可以看外境，這個要到大菩薩，禪修到四禪

祂就可以看了。第七識它是沒有看的，它是人家看，它拿來胡思亂想，所以才是 mano-vijñāna，依第

八識看的拿來幻想，依第六識看的拿來妄想。這是你還沒有到「平等性智」，所以就會有妄想，這不

清淨啊！五識，五識是可以面對色聲香味觸，它也是識 vijñāna，但是它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所以

還是昏昧不明，這個要加上第六意識才能搞清楚這個叫什麼。所以八識有 vijñāna，六識有 vijñāna，

這兩個是最主要的。六識，看禪修之間過程的是六識；如果你有神通，就是靠八識所看的。你要看三

千大千世界，用你的肉眼的可以看嗎？用你裡面的第六識可以看嗎？當然要用八識看，因為它是大圓

鏡智。 

這些觀念，你只要把梵文懂了你就知道。識是要認知對象的就叫作「識」，如果意那就不好了，

就有差別相。如果你第一念懂它就不動心，那也還好，那一念覺，所以 mana，vijñāna，你如果沒有

第一念去取得名法，你怎麼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你所看到的是什麼？這個不要講太遠。我們講識

vijñāna，它是有分別的一切法相的心，依金剛潔淨不壞的智慧，依智慧來摧破你的煩惱。因為金剛界

是要破掉你內心的煩惱的，要修得清淨。不是常常想那個金剛鑽石。金剛就代表你潔白無相的法身。

不要常常聯想到世間的這個鑽石，多堅硬啊；無相的法身才堅硬，所有的法動不了它的！這是你先要

成就自己，才能去化度眾生。 

第二段，如來度化「生酥」以下眾生的時候，化金剛界 maṇḍala，計可多至有 1461 尊。金剛界

你要跟它畫出來，有 9 個圓圈，9 會。這越外圍全部加起來，連這護法神、天神都進來，1461 尊。

這不是請他們來，是佛可以化，佛無量無邊的眾生都可以化，請祂們來保護啊？我們想得太世間化了，

都是由如來清淨法身化的。你是邊緣的就化多一點；你是境界高的就是化四佛、四菩薩，中臺八葉，

你在這裡面就可以受教了。 

學《妙法蓮華經》這麼概念，搞懂了嗎？沒有那麼難懂吧？重點抓住，不要瞎子摸象，都找不到

方向。佛在開、示、悟、入，就講這些道理。已經開了法界體性是什麼樣子給你看了！世尊，祂可以

化無量無邊的菩薩。佛的功德，你要悟，要了解它，要去想，要想得懂啊！光想還不行，要去親自得

到它，得到它你就入了，就入到佛的智慧，你就有具足…。不要講這個法界體性境智，那只有如來才

有；你起碼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也可以做一些小事情，化度比較初階的眾生。

所以 1461 也好，或者後面的 400 多也好，都是如來法身所化現，依你的程度。你要學密法就是這樣，

所以多於法界中度化，這都…無非不是清淨如來法身所化的。 

＃P.26 26，分陀利華示現胎藏界諸尊。胎藏界利益眾生，以應化色法為主。胎藏界下至，還在

初學的那個 90%的水的牛奶，這些…水就代表你水水的。人世間的貪欲心太重，真正有料的那個奶是

一點點而已，祂也要化，這是一個起點。所以五識身為主，色受想行識，五識身為主，因為他們可以

感受到。給你講什麼 prajñā 的智慧、什麼空無，你聽了半天，你是在講什麼？搞不懂。你跟他講：你

眼睛可以看啊，耳朵聽到什麼聲音可以分別，你跟他講這實際人的層次，他就懂了。這個佛要化初基

的人就要化這樣。所以成所作智從這裡化出來。 

五識，pañca，pañca 就五。這 ca 就是變遷的法，是有智慧能夠如如不動，它說變遷。vijñānāni，

它這五識，我沒有把後面 vijñāna 全部加在一起，節省篇幅，你自己看。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你要讓他實質體會到眼、耳、鼻、舌、身、意，他最親切的東西才可以開頭學法，這是第一步

對初基的人的教化。所以都以五大──地、火、水、風、空為主，但這不是究竟，這是初步。 

在胎藏界攝持眾生，猶含藏如來一切功德不動。祂雖然化有形、有相，但是祂的清淨如來法身都

沒有動。這個你要到熟酥或醍醐境界的人，你才會認識這個境界。祂不起於坐，就可以化導無量眾生，

是這麼在做的。 

胎藏界三部，剛剛已經提過了──佛部、金剛部、蓮華部。祂如果要教化比較下面根基的人，祂

可以化十三院，三部十三院。有的修密法的，純密，這十三院，你要修哪一院？這個裡面有幾尊？總

共加起來有 414 尊菩薩，跟天神、護法神都在一起。所以要修難，為什麼？它要 1461 尊，對不對？

剛剛是不是 1461？1461 尊，因為要修清淨心很難。你要度化眾生，都是有境界的人在度化，所以才

414 尊就夠了。修清淨法身往上走是很難，所以要比較多的人，比較多的這些護法神，才能讓一切眾

生上路。如果菩薩要教化，頂多 414 尊 13 院，分配出了。 

 

＃P.27 這是 27 頁，金剛界的 maṇḍala。金剛界有 9 院 9 會，你看如果搞不清楚的話，你給它算

一算，它有 9 個部份。這是日本系統的密教。看周圍之間，算一算 24 尊，排在最外面的這一層有 24

尊在守護，這個屬於純密的範圍。 

＃P.28 看 28 頁，胎藏界 maṇḍala。它就是這個 13 院。他這個院，你這麼很難看清楚。總是這

裡面能夠看到 414 組合出來的 maṇḍala。這個都無非讓你化度眾生所需要的壇城，壇城雖然是水月

幻化，但是你一做了，它就真的就像這樣。學密教的就是這樣。你為什麼念誦「唵、阿、吽」？光念

這三個字，你不曉會不會做，你所要求的事情就圓滿了，佛的願力就是這樣。所以你們都要念這三句

話，很深密。如果你不懂它的話，就不懂。這胎藏界的 maṇḍala。這是我們左右兩邊這個圖像。 

＃P.29 看 29 頁，最後，再看看我們這個蓮花，還有什麼我們沒有學習到的生態？進一步認識蓮

花的生態。成熟乾燥的蓮花種子可以保存 2000 年！你馬上可以想像它的皮有多厚，不容易被破壞，

所以要結成蓮子的這個它不怕外力破壞，這個種子不簡單。我們上次已經說了，你要培養出一株蓮花，

然後結果，不一定要從蓮子。我們那個蓮藕、那個蔤，節跟節之間交接在一起的那個蔤，比較瘦身進

去的，可以長出鬚，也可以長出蓮花的葉、梗，也可以長出蓮花的莖，都是從那裡出來。這個就從根，

從戒律上面就可以產生佛，佛種。如果你結子了，當然從蓮子再來培養這個蓮，也可以。上一次不是

這樣懂了嗎？學習這樣子嘛，所以它很特別的，種子跟莖都可以繁殖。有的是莖可以繁殖，它的花就

不行。蓮花你怎麼想，它是最完美的就對了！ 

種子若要人工培植，要先破壞其堅殼。它要發芽的那一端，你要看怎麼跟它弄破！弄破，水才可

以進去，它才可以發芽。所以這中間就有五花八門，人都有種種不同的智慧，有的拿鉗子把它剪破，



有的拿什麼，反正只要破壞前端那一個殼，它就可以發芽。 

第三個，放入水中 7 天它就可以開始發芽、脫殼，這個也是很特殊的。水越深，這個莖長得越

長。所以，你如果蓮花的子給它放在兩公尺底下的水，水底下，最底下，它一定要冒出兩公尺的高度

出水。如果你給它二十公分、三十公分，它當然很快就可以升出水面。蓮花一定要出水面，蓮葉也是

一樣，這是它的特性。 

再來葉莖（入根），華梗（上華果），它都有氣孔，透氣，有管路在輸送空氣。這個結構你要看

圖片才知道。所以葉是從吸收陽光，把這個葉綠素，把這個空氣輸送到下面的根，不然下面都被水，

被泥巴蓋住，它怎麼吸收營養？它就是這麼在輸送。然後華梗，華梗是從蔤這樣長出來的，是從根發

出來的，發出來，這中間它也有輸送養份的。所以一下、一上，都有氣孔在透氣。你那蓮藕都有中空。

我現在吃地瓜粉，我在想試試吃吃這個蓮藕粉。蓮藕粉是可以降血小板偏高的，蓮藕粉也是一個好的

東西。 

好了，下來，蓮藕節間的蔤可長鬚，也可以長葉，也可以長華莖。它都是從這個蔤這邊發出來

的。這些上一次已經稍微知道了，這蓮花的生態。 

＃P.30 這個，30 頁這個圖，你看前面排一排的，那個要發芽那一端的，這個人發明的，用我們

的銼刀，銼刀你知道嗎？在磨鐵器、磨木頭的那個銼刀，把它弄…，我覺得這個智慧比較高一點，也

不會太辛苦。有的拿那個鉗子去壓它、去剪它，有時候會破壞太大。這個用銼刀這麼磨前面這一端，

磨好就已經…，沒有破壞到它本來的那個苗的葉子，還沒有到那裡。這個你看，它這個蓮子保持兩千

年了，這邊是七天它就可以發芽，七天發芽這個很小的圖片，你如果跟它放到杯子裡面，七天它會突

出水面，這是它的生態。 

   

＃P.31 這一片，三十一頁，這個是有人給它放在魚缸裡面。魚缸裡面這個水很深，你看它從這

邊，右邊的這個底部，為了要伸出水面，它一直爬、爬、爬，這邊可能還有陽光在這邊，它就往左邊

生長。你看它這個莖已經生長多遠了，它的活力很強。它一定不能在水裡面，一定要撐出水面！你要

進入白蓮花，你要撐出種種污染，不管是泥巴也好、水也好，要爭氣往上爬，進入虛空，虛空才是你

的皈依處，所以都要往上爬。左下角這個蓮子，是人家要賣的、生吃的；右下角這個是乾啊，如果這

樣你就可以保存兩千年。這個就看你要繁殖，還是要販賣。世間人很多還是依靠蓮花在生活的。佛的

功德太大了：雕刻的佛像，也是依祂在生活；種種拜佛的用具，也是依祂的福德在生活。連蓮花也是

一樣！我現在要想，有人做蓮花當作香，我現在也想要來做──收集蓮花來做一個供佛的香，充分利

用，不然他們都採收以後把它丟掉。 

＃P.32 好了，三十二頁。你看這裡，它的所有結構都在這邊。最下面這個是蔤，節跟節中間有

蔤。它也長出了這個，不管是葉子的基部，或者是蓮花的花梗的基部，它都是從這個節，蔤之間發出



來的。這樣也可以繁殖，不必要靠剛剛講的那個蓮子，這就是它長花跟葉的。然後左邊這裡，下面就

是成熟的種子，上面這邊它是花跟果同時存在的。還有很多鏡頭沒有弄出來，它的雄蕊和雌蕊在輸送

花粉的時候，那個還有很多技巧、很多生態。你懂這些的話，才知道蓮華莖真的不簡單，要學它。右

邊這裡，枝葉與花莖都是從這個蔤上來；然後，果成熟的時候，花瓣就凋落了。 

＃P.33 這個是你要看這個圖，可以了解它，它的生態。世間，我剛剛講，很多人靠這個蓮花，做

生產也好、做什麼也好，在生活的。左上角這個，是好漂亮的、被採收下來的蓮藕，它還可以發芽，

發的很漂亮。右上角這個，是你把它用銼刀銼開以後，放在水裡面，四天就可以發芽出來；如果你不

弄破，那個永遠不發芽的。剛剛講的氣孔，右邊下角這個是氣孔，不管是蓮花的梗或者是葉，它葉是

往下送空氣進到根部，這個蔤或者蓮藕它再把空氣再送到蓮花那邊營養。這些讓你了解，在色之間有

空，空之間有色，你才可以活下來。不是光色，講空、講色兩個都同時存在，不能學佛法光學一邊。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嘛！ 

＃P.34 看看，靠這一行生活的人很多，國內國外都一樣，他們在採收蓮藕。有一個地方，在大陸

的北方，天氣很冷他在採收蓮藕，你看多辛苦，我們想不到的。這個蓮花的梗，它裡面有絲絲，這個

絲絲是可以織布。右上角這個男生，他在採取那個絲，這個絲很堅韌，還可以織絲巾、織什麼的，很

高貴的。很貴，做好的絲巾很貴，這個我們…，世界無奇不有，我們沒有看到這些不懂。右下角這個

是蓮藕，它還是有很多的蔤，長出很多的花莖、或者是葉的莖。左下角這個是我們台灣的，他們在採

收蓮蓬、蓮子在賣的，你看看。 

＃P.35 第三十五頁，蓮藕販賣待出貨。這只是截它的一角，如果全部圖片出來，是一大片都是蓮

藕，這個銷各地。我剛剛講，右上角，蓮藕它還有中空。這些，把從葉、花，到梗、到莖、到蔤，你

都要認識它，然後才把它跟你學習的《妙法蓮華經》聯結在一起。上一次所講的，它怎麼清淨，怎麼

潔白，怎麼灰塵沾不上它，你要學習到它的特性，好吧！ 

＃P.36 今天，我們剛好是兩個半小時快到。請各位合掌，我們迴向：「願以此功德，消除宿現

業，增長諸福慧，圓成勝善根，所有刀兵劫，及與饑饉等，悉皆盡消除，人各習禮讓，修習法華者，

現眷皆安樂，先亡獲超升，國泰民安祥。」好，今天我們課到此，下一次現場直播是十月一號，第三

次的學習，學習完了以後就要進入誦《妙法蓮華經》，好，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