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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利用《金剛經》來修行(22-8) 

       --第十九品 法界通化分                       釋善祥 阿闍黎  主講 

                                          (2009.02.08 講於 法爾禪修中心) 

 

四、金剛經經文解釋 

第十九品法界通化分 

   (五)如何用金剛經來修行(續) 

     

   1.「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 

得福多不？」 

 

 菩薩布施若以遠離貪心與期開悟為目的，則稱為清淨施；反之若祈求福報，

則稱不清淨施。此處所說一般人行財物、寶物布施，其有漏功德是已無量無邊的

多，如對佛、僧、貧窮人布施衣、食等物資，必能招感幸福之果報。而菩薩能行

布施，能使菩薩遠離貪心，又向人宣說正法，令得功德利益，稱為法施。使人離

開種種恐怖，稱為無畏施。財施與法施稱為二種施；若加無畏施，則稱三種施。

以上三施係菩薩所必行者。 

 

 第六頁講義，上一次在講到這一段經文的「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現在說明如何用這一段經文來修行。那第六頁接下

去，上一次講到第五頁。一般人用這麼多的七寶在供養布施，當然功德非常的大。

那菩薩呢？「菩薩布施若以遠離貪心與期開悟為目的，則稱為清淨施」。如果你

布施有所祈求就是不清淨，你說法也一樣，為了有目的的說法，就是不清淨說，

這個法施也是不清淨。那如果做一件事，不要想說會有什麼好處，未來會怎麼樣

怎麼樣，這些念頭都沒有的話，就是只有去做這一件事，這樣自然就屬於清淨的

布施。 

 

 甚至於愛語也是一樣，講柔軟語，這個低聲下氣的。你對信眾，如果他很有

錢，對他講話非常客氣，低聲下氣，無非想他能不能簽一張支票，這種有目的的，

這也就不對了。所以這個遠離貪心講起好像很簡單，無形中出家眾他希望有道場，

希望道場能夠很多，難免都有這種心態。那這樣就是有目的，這樣就真的沒有覺

悟。有覺悟的話就很自在，有緣就來，無緣那布施也不必要，抱著這種心態去做

事情，這樣才能自在。對一般人不要有貪心，那反過來對自己說我有所施，就未

來一定要成佛啦、要開悟啦、要幹什麼，有這種心也是一種負擔。 

 

 我們常常說做一件事，該做就做了，不要去講以後會得到什麼。你要開悟，

時間到了自然就會開悟。如果你的因緣還沒到，你想要開悟，也許一生之間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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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所以我們只要說修行打坐，打坐就打坐，就修行用功。那禪宗有的講「剋

期取證」，當然是很好聽，在七天以內大家用功，希望能夠有成就。那這舉辦的

單位有這個心，參加的菩薩不一定說我一定要開悟，你們去參加，抱著認真用功，

也不想能不能開悟。這兩個簡單講起來就是有一個祈求的心，做什麼事情有祈求

的心就有煩惱。你對大眾希望他布施，那你就有祈求。如果他大大的布施，也許

你高興；如果跟你預期有落差，你希望一億，他給你一千、兩千塊，心裡就有落

差，也許瞋心或者什麼心都起來了，煩惱心也起來了。 

 

 波羅蜜 pāramitā 用在每個法都一樣，不要有祈求、不要有要怎麼樣或不怎麼

樣，這就是般若波羅蜜的智慧。所以對大眾、對自己，都不要抱著什麼心，這樣

所做的事情，你這布施的話就是清淨施。「反之若祈求福報，則稱不清淨施」，

如果反過來，你還有一個說我做這件事未來會怎麼樣怎麼樣，這就是不清淨。這

已經講好幾次了，什麼叫清淨？什麼叫不清淨？沒有祈求的才叫做波羅蜜，如果

做什麼事有祈求的，都會落於因緣果報，這就不清淨。所謂不清淨不是說不乾淨，

是你沒有用般若波羅蜜的智慧去做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等的

話，都是不清淨。不清淨就會有煩惱，如果清淨的話就是沒有罣礙，這就是《金

剛經》所講精神在這裡。 

 

 此處所說的一般人能夠以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寶去布施，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當然這是財物的布施、寶物的布施，這些都是有漏功德，當然有無量無邊的多。

「如對佛、僧、貧窮人布施衣、食等物資，必能招感幸福之果報」，如對佛、對

出家眾、對貧窮的人布施衣服、食物等物資，必能招感幸福之果報。其有漏功德

是這樣子。所以阿育王他用一個沙所弄成的塔，剛好世尊來，他供養世尊，光這

樣一個沙做成一塔供養，福德就四分之一的轉輪聖王。轉輪聖王統一天下他占四

分之一，當時在印度所有附近的國家都是他統領，所以這個就是有漏功德，也就

是有真正的福報。 

 

 但是菩薩你所行的布施是為了未來成佛的，不是要有什麼下一世大富大貴，

或者怎麼樣，所以我們最好是說做了不執著，然後每一世有飯吃，不會挨餓要向

人家伸手，這樣的話呢對修行人是很滿足。所以菩薩行布施要遠離貪心，不要心

裡面有什麼期望。 

 

 然後談到法施呢，「向人宣說正法」。這裡正法包括兩個，不是講得冠冕堂

皇的這些佛教的名相。一個是戒律，所有正法離不開戒律，戒律才能夠規範你的

身、你的心；第二個是正法輪，就轉解脫法的，如何讓一個人修心地法門得到解

脫。你們現在叫你講，你應該會講。《金剛經》聽這麼多，教你如何教人家解脫，

從心裡面去斷三結，斷三結得到就有須陀洹果，就不下三惡道。三結是(1)「身見」，

這個肉體不是我，不要執著這個肉體是我。雖然我們要用它，要保養它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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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要被它來牽制，你就特別照顧它。能用就好了，也不必加以裝飾，加以什麼，

這樣把它當做一個寶貝一樣照顧它，那你就不是真正在修行。真正過去的出家人，

講起來就是吃飯的傢伙拿著，要穿的衣服拿著，要喝的水壺拿著，就這樣了，哪

有什麼穿金戴銀一大堆的！當然我們不是說某一些教派不好，但是這樣就是沒有

真正放下。 

 

 再來(2)「禁戒取見」，不要守不是你受過的真正的戒律。一般你懂得道理是

直接修心，不是用食物、不是用一些另外的東西來克服你心裡面的毛病。過去不

知道因，不知道本末的人，常常會用這種戒律——自己不吃油不吃鹽，徒弟也不

吃油不吃鹽。為什麼不吃油不吃鹽？吃油多了，所有的性荷爾蒙都是由油去製造

的，尤其是膽固醇。你食物裡面一點油都不放的話，那食物裡面的油也很少，那

你這個人就是製造原料沒有，你還會作怪啊？當然作怪不起來。但是這個有什麼

用呢？給你吃好的東西，你又來了，或者給你面對一個電視上這些美女，你又心

動了，這不是究竟。 

 

 在《阿含經》裡面，有一個人很痛悟自己的淫性太重，結果拿刀子想要自宮

把它割掉。世尊知道了以後告訴他：「你這個牛拉車不走是打牛還是打車子呢？」

「當然是牛啊！」那既然這樣，你把它割掉，你的心還在，你那個淫欲心還很強，

那有什麼用？你應該去修那個心，不是去用一些方便的方法。如果方便方法不影

響你的健康，那也好，偏偏有時候不吃油不吃鹽就會出紕漏，身體會不健康。 

 

 現在很多大師一個一個都示滅了。我跟演成師說你應該寫一本書，叫做「僧

伽養生錄」，教他怎麼養生，不要每個人都老來生病。業障病是有，為眾生擔業

力是有，但是你擔是擔，你可以化解。所以不管飲食、營養或者是方便動功，每

個人到底還是要做。談到這裡，有時候是業力呢還是無奈，還是這個弟子愛心太

過，所以太愛就會變成害他，愛之足以害之。我看好幾個都這樣，當然不好意思

指名道姓，這些無知的侍者害死這些菩薩。菩薩因為他是菩薩，所以什麼都好，

你怎麼弄他都好，結果被他弄死，他可能還不知道。 

 

 所以你們以後要當菩薩，自己要學多一點，懂多一點的話你就自己要能夠變

通。不要這個人好心幫你做什麼，那個人好心幫你做什麼，到最後死掉的是你，

因為他們愛心。那我們沒有真正的侍者都這樣，那些大師父幾十個侍者，都是很

有錢的人才能當侍者，到底是懂還是不懂，怎麼會搞出腎臟病？怎麼會搞出胃潰

瘍？這是你不懂營養、不懂生理、不懂醫藥。這個營養一定要的，你要做事，如

果不吃什麼東西一定能馬上成佛，每個人都奉勸你們趕快不必吃了。如果你現在

已經病懨懨的了，不是阿羅漢，阿羅漢是真的是要守戒嚴格，你是要當菩薩，菩

薩三大阿僧祇劫，幾十年有一點進步就好了，永遠都是在六道裡面這麼輪迴啊。

這個扯到太遠去了，講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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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要自己也是一樣，不要只有對我。要增廣你的智慧、你的學識，多

看書，然後什麼時候可以吃什麼，什麼時候不可以吃什麼。當然吃了不見得死人，

因為所有大小病都可以慢慢調過來，但是這樣子不是你的本意。像我昨天舌頭痛

到舌根到喉嚨，我叫他煮杯五號茶葉包，剛剛十一點止靜的時候喝下去，就好一

點，現在這裡好一點。我今天誦經很辛苦欸，這邊痛這邊痛，口水不能吞，口水

特別多，因為舌頭不靈光在痛，所以喝下去以後有好一點。所以你先讓它下降這

個火氣，胃寒得到了，以後再來調理胃嘛。你不能一下子要降火氣，一下子又怕

它太冷，那兩個你兩邊都沒有得到。所以這個給你們有愛心的人稍微提醒一下，

做什麼事要想一下，你這樣有沒有達到目的？沒有達到目的都是反效果。那這是

雞毛蒜皮小事，但是這些大人物大概都是這樣，所以有時候就造成大問題。 

 

 那菩薩如果你做有漏功德，照樣的也會召感一般幸福的果報。我們下面有講，

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薩才沒有這種心。不是說我要行菩薩道，我盡量用般若波羅蜜

去布施，或者去做什麼。但不是每個人可以絕對避免，多少都有一點心裡面的期

望，就是我們的修行的境界也好，是免不得的，下面會講到這裡。 

 

 我們再來看這個，「宣說正法」，我說有兩個，一個是戒律，一個是讓大家

懂得解脫道。剛剛講到「禁戒取見」，那「禁戒取見」不必要守的戒律，就不要

守，尤其是光受苦沒有得到利益的，對心沒有利益的就不要去受。如果能夠從心

裡面去對治貪瞋癡慢疑是最好的。那你說不吃油鹽有什麼毛病？我剛剛講到油，

身體不是油都不能有，沒有油，裡面其他的功能也會發生問題。尤其我們叫維他

命 F，就是未飽和脂肪酸，這就是種子裡面最多的，芝麻、黃豆、…，只要原始的

都有。 

 

 萬物生長，都是為大家的、動物身體而生長，所以有地區性，在這一地區所

生產的物品，是適合這地區的人吃的。那種子裡面的不飽和脂肪酸，你如果缺的

話，你等於缺少維他命 F，那很多功能會受影響。眼睛會脫窗、肌肉無力鬆垮垮，

胃下垂、子宮下墬，什麼毛病都來了。為什麼？因為裡面的維他命 E，裡面還有其

他的營養，你都不吃。種子吃還好，有的把種子脫油了，像現在腰果就是只有蛋

白質，其他的脂肪沒有了，像這一類的就不好。所以什麼東西都要吃，但不能吃

太多，這個原則是對的。不要說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什麼都要吃。 

 

 那另外呢，這個鹽巴，你說醫生常常在講，不吃鹽對老人家好啊。難怪老人

家都無力，你要叫他走路怎麼會有力！所有的能量來源都要有一個鹽巴，知道嗎？

在生化裡面叫做鈉pump，pump知道嗎？就在產生這些能量的。沒有鈉，這個pump

就起不了作用。如果你的食物很乾淨的，做成白白的，那個鈉就等於沒有。如果

動物的肉鈉很多，我們人肉也一樣鹹鹹，就鈉很多。所以不吃鹽是對吃葷的人在

講，你吃素的人還不吃鹽，你不就準備要死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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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素的人不要講求有機，不要講求無鹽，不要講求無油。素食就是慈悲心，

不吃眾生肉，該活多久就會活多久，該八十就八十，九十就九十，一百就一百，

不因為你在吃有機的就可以增加十歲，沒有這回事情！因為因緣果報決定在有機

無機的話，那這個不叫因緣果報。只是說你吃得比較不健康，像無機的罐頭，它

跟你添加劑，或者加一些亂七八糟的，那是會不好是沒有錯。你只要是天然的，

不要再去考慮什麼有機無機。我看你們很多人喜歡花多二十塊五十塊的去買有機

的，然後說「老師！這是有機的！」我心裡面有機無機我都是平等平等，有什麼

不一樣？那你買了有機就有機。所以這個也是修行欸，很多出家師父也好，還是

在家的居士，對於這個有機很在意。 

 

 我們有一位孝女，她對他父母親用有機的，一直讓他吃有機的，兩個老人家

吃到都沒有力量死掉了。不能說被她害死，大概有一半，因為沒有平衡的營養。

所以既然修行就要放下，不要什麼有機無機，什麼有鹽無鹽，該哪一天要往生註

定好了。不要吃太多是對的，像這個鹽以前幾位"鹹"妻良母，現在改過來了，就是

特別的鹹，那現在沒有了。所以你們如果有心要照顧病人，他是得什麼毛病你要

特別用心，不是在於有營養、沒有營養，在於…。例如嘴巴破了，牙齒不能咬，

那該用什麼？最簡單的就是喝的嘛，稀飯喝下去就好了。我吃稀飯很快，如果冷

的話，三四口就灌完了。今天都在講吃的，給你們經驗啦。 

 

 好，再來第三個(3)是疑心病。這個疑心病每個人多少都會犯，尤其對你不同

國的--他又講了什麼話、又講了什麼。所以你這個疑心病要懺悔，不然你會下三惡

道。因為須陀洹，身見、禁戒取戒、疑心病斷，才不下三惡道。你們自己反省反

省，不要疑神疑鬼，不要這個人怎麼樣、那個人怎麼樣。心敏感念頭冒一下可以，

但不要當真，更不能去用嘴巴講出來，用嘴巴講出來就是你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不要有疑心病，事情有念頭起來壓下去，不管真假，尤其對人的事情，

你跟誰之間的瓜葛。你不要懷疑人家講你怎麼樣，懷疑人家罵你怎麼樣，就是有

那麼回事情，你也不能當真，這樣你才能斷疑心病。我為什麼叫你們守戒嚴格？

如果守戒嚴格，你就不會胡思亂想。我常常也想啊！最近這三五天事情都很不順

利，突然間這個網路又斷掉了。我說奇怪，我難免會想是不是有這個什麼什麼啊，

懷疑是會有，但你不能把它當真——有人在搞鬼，有人在怎麼樣？結果一查，兩

年時間到了，沒繳費被人家停掉了。所以你懷疑的不一定都是對的，結果不是，

是我們自己沒有繳錢，也沒有人用這個什麼駭客來攻擊我們的網站。 

 

 這個還是公事，如果你把懷疑心弄在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你不是天天在覺得

這個不好、那個不好？那本來你對他就有成見，然後這個事情又像這樣，又加一

件。你也不會認真的去求證到底是真的假的？修行人連這個都不必求證，念頭起

來就打死它了，管它真的假的，你這樣才能清淨。偏偏這些都會出現在大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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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你這個打不死的話，你連須陀洹果都沒有，須陀洹是

四果最低的。 

 

你以前都看不起須陀洹，只有阿羅漢，你反省自己我們有須陀洹的資格嗎？

身見，腳痛放不下這個身，痛還是痛啊。戒禁取還好，但也不要把正戒，把它變

成說硬邦邦的，除非你當世要成阿羅漢。像經典裡面講的，釋迦牟尼佛有一世為

了護生，一隻鴿這個是忉利天主化的，要考驗祂真的有沒有慈悲心。老鷹抓它這

鴿子就跑到以前釋迦牟尼佛這一世當國王的後面。國王說：「你老鷹要吃鴿子，

那你不要吃，我給你吃我的肉好了。」考驗祂真的假的！這種是寧願護戒，也要

捨身，這當然成就比較快。有時候比較次要的你該方便，我們有時候要講方便，

但只要不隨便就好。這一次有了以後，你每一次都變這樣，那變成隨便。要因地

制宜，菩薩就是這樣。 

 

 那正法再上去你就知道了，我們以前《金剛經》也講了，要淡薄三毒貪瞋癡，

然後再上去，阿那含果要淡薄五下分結，這前面的五個，身見、戒禁取、疑心病、

貪、瞋。這個「癡」，因果還沒有辦法究竟，所以阿那含果祂沒有辦法破解這個

癡病。那已經不得了了。你要得阿羅漢，你要淡薄五上分結，色界縛、無色界縛、

掉舉、慢心(貢高我慢的心)，然後最後一個，根本無明。這五個斷了，三毒貪瞋癡

就滅了。你如果跟人家講這些，你不要去講什麼今天發紅光，明天發白光，然後

你這邊氣怎麼樣、那邊怎麼樣，然後怎麼樣，你講這些的話就不是正法。心地法

門就是對這個心裡面的毛病去拿掉，所以離不開戒律跟控制你心裡面的毛病。心

讓它回到清淨，一個人得到清淨心是一定很柔和的，什麼都好，沒有自己的很強

的主觀意念。 

 

 如果你都沒有搞清楚佛法是什麼，以為佛法是做環保啦，去撿撿這些保麗龍，

就是菩薩，人間菩薩，這對真正佛法來講是不好的。你撿保麗龍是可以，但是你

的心要怎麼修，要分得清楚，道理要講清楚，不然大家以為說這樣出出勞力，然

後去幫助別人，就是在修佛法。當然一切法都是佛法，但是你菩薩要講解脫道，

不是講解脫道就不是正法，這個以後你們要講，或者出家眾更要小心。 

 

 好，「宣說正法，令得功德利益」，這樣才有法施，不是你上電視一講就是

法施。你沒有正面的影響，還有負面的影響，就很不好。所以法施不要看起來好

像說很好，功德很大，你到底能夠真的把握住佛法的重點沒有？！ 

 

 再來，「使人離開種種恐怖，稱為無畏施。」如果他在病痛中，你有醫療的

概念，當然要幫助他；如果他在受到冤親債主苦難的糾纏，你也要有辦法對治它。

一般人沒有這種慈悲心，因為這個知道以後很難剃頭，去處理這個很難剃頭。難

剃頭才要你這個大師父來啊，因為心不甘願的冤親債主就糾纏很緊，所以你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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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便法，用方便法這麼慢慢帶。有的人定力不夠，或者是日久月深，很難調理，

他的思想模式已經定型。剛犯的一兩三個月，你跟他講，他還沒有主觀意念，他

會聽會做；已經五六七八十幾年了，思考模式就定型了，一風吹草動，懷疑心先

起了，你講什麼都聽不進去。 我要這樣才行、我要那樣才行，那你怎麼給他無畏

施？ 

 

 佛不是不慈悲，不給你無畏施，是你沒有把心清淨下來去接受佛菩薩的無畏

施。佛不是沒有保護你，是你一有病就亂七八糟、心慌意亂，去外面亂跑。你有

病你不到佛前這麼好好的去把心靜下來，你就感受到佛菩薩給你的加持力，沒有

之外還亂跑，所以人都是這樣。我們講「信」，這個信很重要。你們如果對佛菩

薩真的有信心的話，就是要死了，這個病要死了，你還是對佛很有信心，祂一定

會來救我，要有這個信！除非你壽命該盡，壽命該盡就是差不多了，你吃飯吃到

今天為止了，也該走了！不然你留下來又有用嗎？你留下來又不想做事，只有想

做小事，做小事對世界沒有幫助，所以你走跟留沒有兩樣。你如果是我要出家了、

我要修行了、我要度眾了，這種願發下去的話，大概菩薩也不會讓你死。就怕你

又捨不得家裡的溫暖，捨不得那麼多的財產，放不下，又要病好，誰要給你無畏

施啊？沒有！ 

 

 每個人流年病痛都會有，但是這個期間你要沉得住氣、要忍耐。然後過去了，

有些病不藥而癒，有些病就慢慢碰到貴人，然後跟你帶出來。你只要順他，人家

講什麼你就聽他，那就可以有進展。不要太主觀意念，主觀意念就影響到佛菩薩

祂的威德力，祂要幫你幫不上。佛菩薩是會影響周圍的人去出什麼主意，然後去

幫你做什麼事，祂不一定要親自現身。這個你們要體會到這一點，不然這樣你對

諸佛菩薩的威德力認識不夠。 

 

 像有一個人，淹大水爬到屋簷上，他天天唸觀世音菩薩，一定要觀世音駕小

舟來渡他。好不容易來了一個男的老人家，「你下來呀，我船幫你渡過去。」他

說：「不要不要不要！我一定要觀世音菩薩來渡，因為我是信觀世音菩薩的！」

你何德何能要觀世音菩薩現身啊？觀世音菩薩用腦筋去指引這個人來要救你，你

不給他救！相信你們不會有這麼頑固的錯誤的知見。你放下你心裡面的恐怖或者

祈求或者害怕或者什麼，自然諸佛菩薩的無畏施就來了。因為你直接感受不到，

如果你心眼打開的人，可以直接感受到。我身在痛苦，我的心很安寧，已經在那

邊發燒啦在怎麼樣了，但是他的心很安定。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有諸佛菩薩在加

持。肉體要示現病痛、要示現業力啊，但是祂安住你的心就好，這無畏施很微妙

的。如果你修空觀，你也不要用什麼有為法，你把心放空，看你的能力，所有眾

生範圍多大都可以受到你的加持。你說我沒有在加持，對，但是你清淨的心會擴

散在一個範圍內。所以你能夠有無畏施的能力，就是代表你有空、無相這種修證，

心已經如如不動，不為大小事情起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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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財施與法施稱為二種施；若加無畏施，則稱三種施。以上三施係菩

薩所必行者。」這在前面講過了，以上都是菩薩要行的。你說菩薩沒有錢，沒有

錢是人家供養這邊，你就這邊丟出去。菩薩一天吃一碗稀飯、一塊豆腐就一餐了，

就夠了，要你的錢幹什麼？沒有用。所以你們有的供養的，供養就想辦法這邊出

去、那邊出去。這一次我們跟演成師去美國，美國就包了六百塊美金。有人講老

師以前都不收紅包，現在也收了。收代表這個你們的孝心，這個人有沒有恭敬心，

我是在看這個，我不是看你包多少。然後我就把六百塊全部給某某精舍，幫他們

結善緣。我錢沒有用，上一次我們去美加，我還有很多美金放在那裡不曉得要怎

麼花。你們供養的錢我都放著，不會去花它。這個也是我的固執，沒辦法！不能

花！ 

  

法施功德較財施為大，法施，勸人做能生於人天之說教，稱為世間法施，但

這不是真菩薩所當為，若所遇眾生福德淺薄，才不得不跟他門說些人天福報淺機

因緣。菩薩應說正法、轉正法輪，讓大家能知道脫離三界，菩薩勸人成佛之教法

（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三解脫門），稱為出世法施。不以世間天為究竟歸宿，天壽

盡後還得再輪迴。所以菩薩談到布施者，要以布施波羅蜜為主，無所祈求福報者

是為布施波羅蜜，將布施功德回向無上如來菩提者是為行布施波羅蜜。 

 

 「法施功德較財施為大」，我剛剛講這個供養的問題，密教注重供養，現在

已經進入密教的範圍。密教就注重考核，這個人的恭敬心。我們在看西藏的那個

上師，你要學一個法，你知道要供養多少？有的就把全家的財產都捐出去了，他

不見得把那個法教你，所以密法就變成是這樣子。當然我們不是說那個好，這樣

不是很如法。但是密教很簡單，一個咒、一個手印、一個儀軌，跟你講你就會。

你要從瞋心，要修多久才會沒有瞋心？你自己修，二十年過去了、三十年過去了，

瞋心還是在，不容易呀！ 

 

 所以顯教要自修要靠智慧才有辦法在短期間裡面把內心貪瞋癡斷掉。密教

呢？跟你講了你就會，然後你又去做，做了以後，諸佛菩薩加持身就來了，然後

你很快就成就，照道理要這樣子。如果你學了密法不是這樣的話，那代表那個不

對。真正的密法要這樣，咒語要唸對，手印要結得對、如法，然後依這個儀軌照

做。這樣每一次做了，你每一天應該都有進步，突然間有一天真的開悟了，那是

真的完全進入修行的境界。所以密法是很快，所以不能隨便給。 

 

 以前我在教你們這一班的課的時候，我知道什麼，其實都是諸佛菩薩教的，

我就教你們。後來祂警告我，你不能自己懂什麼就一直教一直教。因為祂教我，

我教你們，顯教是這麼樣啊，毫不保留。我希望我以後聰明，我不希望下一世我

變笨笨的。知道法不教人家會笨，周利槃陀伽就是這樣子，就是以前他有一世懂

得佛法不教人家，所以我懂什麼我都教你們。但是密法的話，護法神就警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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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懂什麼就教什麼、懂什麼就教什麼。所以我要選哪一個人適合修什麼，哪

一個人適合怎麼樣？哪一個人對於道場的付出怎麼樣怎麼樣，當然對上師的付出

也是一樣的，都同樣在考核裡面。這樣很勢利眼，沒辦法，我也不習慣，我也在

學習，習慣適應。 

 

 好了，再看下一段了，「法施功德較財施為大」，如果你能夠把真正的佛法

把它流傳下去，這比你用錢財布施要大。那你說我還不能講啊，那怎麼辦？那就

是助印經典嘛。那助印經典你要助印對的，不要去助印那個不對的。當然每個人

的智慧有限，哪一個對、哪一個不對？每一個人都要助印對的，誰要去助印不對

的？就不能分辨。那你在這個道場你應該知道，我們的東西都受菩薩的品管，真

正要流通的時候有一點點小錯誤都不行。所以你開始就助印經典，把正法讓人家

去讀誦。以後有一天你要行菩薩道，有機會上台去講，那你要講正法，講來講去

離不開正法、解脫這兩個。其他的也可以講，但你不能說為了一個大眾所喜歡的

法，大家能夠做到的法，然後不去講最後的結果是要解脫，那你這樣的話不是真

正在傳授佛法。 

 

 上一次我也講了，佛法會淪敗就是後來沒有人講解脫道，都是講一些什麼孝

順、講什麼這種天道的法，不然就講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嘛，大家都去往生極樂

世界，叫人家唸佛唸佛。當然對啦，但是現有的一些菩薩種性的呢？他已經夠資

格弘揚佛法、講經說法，你叫他：「不用啦，你去西方極樂國土啦，你去那邊休

息啦。」某一些人比較辛苦，還是要世世常行菩薩道。有一些人根基比較差的，

你要帶他說—你還是唸佛好，你帶業往生去留學。這要因人而異，不能說每一個

人一定要弘揚淨土法門，其它的宗派都不講，那接觸你的人都是淨土的，這樣代

表你的修證不是完全。如果一個菩薩修證完整的話，祂不會說全部都要帶到哪裡

去，他是會看你是什麼料子。你是這個料子塞那裡，你是這個料子放上面，你這

個料子教你下一世再來。要這樣子因材施教，不是把一票的人，智慧高低、福報

好壞，都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那你只知道一個念佛法門，不能這樣子！ 

 

 既然是菩薩，你要什麼法門都要懂，禪宗也要懂，密教你也要懂，淨土法門

怎麼唸佛也要懂。比如說我們以前唸佛，但是為什麼有的人唸佛唸不來，唸不來

你要怎麼唸？——讓他身心一起修。你唸佛好，你一定要身體讓它變化。你吸一

口氣，開始唸十聲，再吸氣再唸，那這樣以後你吸一口氣可以唸二十聲，其實他

身體就在改變，這樣他才會進步。你不能說你唸佛啦唸佛啦，只有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光這樣嗎？成就就是這四個字嗎？不是，身心都一定要一起的。所以你

不管修什麼法門，離不開身跟心，而且身要先修，身沒有修的話，那個唸佛也好，

那個什麼其他的唸咒也好，都是方便修，沒有用。 

 

 現在一個咒如果是要給我學，是對的話，一聽就好了；如果那個咒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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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了三十年的大悲咒，我跟你講幾次了，就是那個咒不對，怎麼熏都熏不進去；

現在咒語對了，自性會唸。所以你們這個咒語研究班責任很大，不要說考證到百

分之一百都對，你起碼要有一點樣子，不要太離譜，這樣佛法才能真正流傳下來。

所以很多過去的咒，現在要重新再拿出來校。現在工具多了，智慧越來越大了，

知道哪一個對、哪一個錯。如果太離譜的，根本連結起來都很離譜的，那個音調，

那顯然是不對的，是找錯字了。所以這些對後來的人是很有幫助。 

 

 「勸人做能生於人天之說教」。你如果講孝順、恭敬師長、友愛大眾，那是

講世間法施，你說的法是講世間法。我們不是說哪個團體不對，他所講的法施，

都講這個愛人、幫助別人，這是世間法。「但這不是真菩薩所當為」，你既然是

真正菩薩，你應該還可以教比較高階層智慧高的人成為菩薩，不是把他們教到天

道裡面去。但是對於小朋友啦、低階的這些人，你要跟他講這些。 

 

 為什麼叫你要去受五戒？受五戒只是人天福報而已，但還是要受啊，因為他

連皈依都沒有，連五戒都沒有，智慧也不是很夠，講一句話他懷疑三個問題，問

題比你多，像這種人你要怎麼度他？所以當然跟他講一些：「哎呀，你去幫助別

人嘛，你去做義工嘛」，反正有個邊可以靠總是會慢慢學好嘛，總是比你下到三

惡道好。但是你要認識清楚，菩薩也好、講經說法的人也好，你知道你是把這個

人定位在這裡，所以你跟他講這些法。要先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他帶到這裡，

不能這樣子。世間法施這不是真菩薩所當為。 

 

 「若所遇眾生福德淺薄，才不得不跟他們說些人天福報淺機因緣。」有總是

比沒有好嘛。那你看這個脾氣很壞，動不動就要打架幹什麼，你當然跟他講，要

友愛啊、孝順父母啊，他能做到已經很不錯了，你不能跟他講解脫啊或者什麼都

好，這是根基淺薄的。那真正的要說正法，轉正法輪的，一定要讓他知道脫離三

界的方法。你布施講得很多，都講不到我們《阿含經》裡面講的修行的重點。民

間的信仰就是這樣子，以為做做善事幫幫人家就是佛法。真正的菩薩，你看這個

人根基夠，不愁吃、不愁穿、福報夠，你要跟他講這些都無常，你要趕快修你心

裡面的毛病，要脫離三界。脫離三界的過程，離不開那四個嘛，斷三結、淡薄三

毒、去五下分結，五上分結斷能夠得到阿羅漢。好了，那你不去得阿羅漢果可以，

你轉菩薩道，就修六波羅蜜、修十波羅蜜，那這樣你就不一定要入涅槃，你就馬

上世世行菩薩道。這才是真正的講正法輪，這個觀念一定要建立。 

 

 以後你要跟人家講，你要先分辨他的根基、他的背景，然後適合跟他講什麼

法。如果剛開始都一片茫茫渺渺，你跟他講世間法；這個人已經學佛學很久了，

到處跑，所有山頭都跑過了，也不知道怎麼修，那你就要真正教他怎麼修，斷三

結、淡薄三毒、去五下分結、去五上分結。能夠去五上分結的不多了，可以講沒

有了，能夠講前面這兩個就很不錯了，光講斷三結他就霧煞煞了，不知道要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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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了。但是你道理要跟他講清楚，不然你就跟他講《金剛經》的四句偈，空身、

空心、空性、空法。 

 

 像有的人心中心法可以雙盤四小時、五小時，這個內心的妄想一直出來一直

出來，這適合修空心。所以小乘的跟他講四果的修行，大乘的你跟他講空身、空

心、空性、空法這四句偈裡面的修行境界。那這樣讓他去做，重點抓到了，看他

的悟力、看他的因緣。今生培養一個菩薩就很好了，不要每個都菩薩，菩薩不是

那麼好當。也是菩薩啦，是地前菩薩，要加兩個字，地前菩薩。地前菩薩有三四

十位階，真正菩薩是登地菩薩，只有十位階而已。真正開悟的人才可以叫做菩薩。

所以教人家正法，講法施是好，要知道怎麼講。 

 

 「菩薩勸人成佛之教法」。你看這裡講三十七菩提分法，四念處是最基本的，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這些是真正要修解脫。那大乘來講，

小乘也一樣啊，要得三解脫門，就我常常在講——空、無相、無願，這三個 samādhi

三摩地，正定。samādhi 證得了就有解脫的知見，這就是出世間法。 

 

 「菩薩勸人成佛之教法，稱為出世法施。不以世間天為究竟歸宿，天壽盡後

還得再輪迴」。再輪迴搞不好又下到三惡道去的話，常常有的事情，連菩薩都會

了，何況你生天的人呢？連世尊兩個外道師父都還要下地獄去，何況是我們。每

個人都有份，不是我們詛咒誰會下地獄，每個人都有過去的地獄因在裡面，只是

現在說你學了菩薩法，然後懂得修行正法是什麼。如果真的因緣下到地獄去，你

也還是可以利益地獄眾生，周圍跟你一起在受苦難的人，跟他講一些法。 

 

 「所以菩薩談到布施者，要以布施波羅蜜為主」，不要光講布施，一定要加

一個「波羅蜜」。那這 pāramitā 你就知道要渡到對岸去的，pāra 是對岸，mitā 是

到達。那你要渡到對岸去，你就不能說去受人間福報、天上的福報，你一定要成

為菩薩。所以「布施波羅蜜」後面三個字才重要，布施當然很重要，是一個結善

緣的，上面已經講過了，但是你結了善緣以後要忘記、放下，不要去執著。 

 

 「無所祈求福報者是為布施波羅蜜」，上面開頭講的你遠離貪心，遠離我要

開悟的心，這些心什麼都沒有，我就去做了。這件事該做我就做，而且歡喜心的

去做。「將布施功德回向無上如來菩提」，我未來一定要證得佛所得到的那種菩

提，所以你做六度也是回向無上菩提，你做善事也是回向無上菩提，就是你去撿

破銅爛鐵也可以回向無上菩提，因為你是初機的嘛，所以你只能做這樣。如果他

沒有這種概念的話，很容易受天報。你要跟人家講清楚，不是說抬槓，你要講全

面的，你做這個事你有天的果報，你可能會生天，生天去如果天壽盡了，有可能

會再下地獄、畜生道、惡鬼道或者出生人都有。那還有一個法，你做了什麼善事，

不要去在意，那叫做波羅蜜法。你要去做，但不要說我做多少。如果有一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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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的做，做很多，不在報紙上、也不在電視上這麼報，這個就是波羅蜜。如果

做了很多，也報了很多，就還在罣礙，這不叫波羅蜜，這叫布施，這只有前面"布

施"而已，布施勞力、布施愛心、布施什麼。但是後面重要的叫你忘記，你沒有教

他們。不要去講！不要去說！如果沒有要舉例，就不必去談這些，這才是「波羅

蜜」。所以你在聽《金剛經》，重要的在於「波羅蜜」這三個字 pāramitā。什麼

事都要做，大小善事都做，但都要放下，不然你做天界的福報生天，你做解脫道

的福報，你解脫成阿羅漢、成阿那含，那對佛法來講都有偏頗。阿羅漢不是不好，

是祂去那裡休息浪費時間。 

 

菩薩有大小，到何境界才會以行布施波羅蜜為主？據《優婆塞戒經》卷二載，

凡夫、外道，聲聞、緣覺，以及菩薩在初二阿僧祇劫所行之施，都稱為施；而菩

薩於第三阿僧祇劫所行之施，則稱為布施波羅蜜。依據此經典所述，菩薩從初發

心修到開悟自心，得入登地菩薩位，這是第一阿僧祇劫。從初悟自心到證得八地

不動地菩薩，這是第二阿僧祇劫。從八地不動地菩薩證到成如來佛，是第三阿僧

祇劫。所以依此觀之，僅有八地以上菩薩才能真正地行步施波羅蜜多，八地前及

聲聞、緣覺或其他外道眾生，都是在行布施而已。 

 

 最後一段了，菩薩有大有小，有地前、有地上菩薩，所以有大小。到什麼境

界才可以行般若波羅蜜為主呢？下面這裡重點來了。據《優婆塞戒經》裡面講，

「凡夫、外道，聲聞、緣覺，以及菩薩在初二阿僧祇劫所行之施，都稱為施」，

加不上「波羅蜜」這三個字。菩薩在二阿僧祇劫之前所做的是什麼？到哪裡？就

等於是地上菩薩之前。因為從初發心修到開悟一阿僧祇劫，然後從開悟到八地菩

薩，第二阿僧祇劫。所以在七地以前的菩薩都算小菩薩，這些所做的施都不叫做

波羅蜜，心裡面多少都有一點欲望、祈求。多難啊！到七地菩薩還是在「施」，

不是「波羅蜜」。 

 

 我們以為說我們做了很多波羅蜜了，波羅蜜不知道吃幾顆去了。照這個經典

講你沒有修到不動地的時候，以前所做的都不能叫波羅蜜。到八地以後，因為八

地的時候最後一阿僧祇祂一定會成佛，那是大菩薩了，一定有神通了。所以能力

也夠，也有神通，祂做了很多施，祂不去執著。那我們不要講開悟，地前菩薩更

會執著，我布施了誰、我布施了什麼。等到你八地以後才看開這些，什麼都無所

謂。所以這一段是經典講的，給我們很重要的劃分。你說我在修波羅蜜，你還早

呢！你沒有到八地有五神通六神通，什麼叫波羅蜜！但是我們學佛法學到現在這

樣，我們盡量朝這邊去做，做了好事，布了施了，或者供養什麼了，就忘記，不

要去想，這樣盡量學習波羅蜜。 

 

 「依據此經典所述，菩薩從初發心修到開悟自心，得入登地菩薩位，這是第

一阿僧祇劫」。saṃkhya 那是僧祇，是很大的數字。再加一個 a 下去，前面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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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a，那就不可數的數，就是 asaṃkhya，表示時間很長。開悟才這樣，真正開悟

哦，不是那個見光，不是那個什麼。所謂真正開悟就是法身現，肉身當然還在，

肉身如果不見就死掉了。另外一個中陰身，一般登地以前的菩薩都還有中陰身，

包括阿羅漢，那個有一個影像、有一個身。地上菩薩你看不到祂，因為祂沒有了，

祂沒有身可以給你看。我說那個身怎麼樣？你閉著眼睛想你爸爸媽媽的影像，就

是那個樣子。它沒有質量，只有一個影像。真正菩薩是這樣，你看祂看不到。 

 

 那再來，從開悟以後要修到八地又要一阿僧祇劫，初地二地三地一直修。有

的開悟馬上八地菩薩，馬上十地圓滿了，好像在吃飯一樣很快。開悟以後我們的

心都亂七八糟，光修這個心就要花二三十年，還不完全淨盡。因為所有菩薩還有

微習，越往上越淡薄是沒有錯，但是還是有習氣。如果沒有習氣，你應該神通變

化跟佛一樣。都有啦，習氣是少一點而已。那大菩薩跟佛不是很接近了嗎？為什

麼不成佛呢？除非已經成佛再來的，就是還是有一點死角在那裡，祂沒有破，還

是有那個微微習，極微細的習氣，所以還要再修。修一阿僧祇的話才八地，到八

地以上才真正有波羅蜜的味道。所以那時候所作所為都是利益眾生，法施啊，什

麼施啊，都是威力無限。那這個觀念是經典裡面我們要當做一個劃分點，你自己

知識的認知，佛法的認知要懂。你跟人家講也要講清楚，不要隨便每一個都是已

經布施波羅蜜嚇嚇叫了。哪裡有波羅蜜？沒有，只有布施。 

 

 那「從八地不動地菩薩證到成如來佛」，為什麼要加一個如來？如來的佛才

是真正的佛。我們一般講的佛只要覺悟，地前菩薩也可以覺悟，但是覺悟的比較

少。地上菩薩是真覺悟，但覺悟有什麼用，你習氣還是沒有斷盡。光覺悟那種佛

講起來是小佛，一定要證到十號具足的如來，這個又要一阿僧祇劫，這是第三阿

僧祇劫。 

 

 「所以依此觀之，僅有八地以上菩薩才能真正地行布施波羅蜜多」。那我們

都是方便，不是完全的波羅蜜，不是如假包換的波羅蜜，但我們也可以朝這方向

去做，盡量做什麼都忘記了。 

 

 「八地前及聲聞、緣覺或其他外道眾生，都是在行布施而已」。所以你做了

什麼好事，雖然嘴巴不講，但我們還是會回想說，我做了哪一件事。你有沒有這

個毛病？就是有的人嘴巴都不講，做了很多好事都不講，這是符合波羅蜜的法，

但是偶爾還會想。八地以上菩薩就連想都沒有了，祂不會去想做了什麼事。你自

己反省看看，包括我，不然我舉例子怎麼會記得？我應該沒有例子可以舉才對啊，

表示這個波羅蜜不是。當然我主要是講一些別人不好的，讓你們檢討。那我幫助

過誰的，我偶爾也會講，不是每個講，我講大概還沒有百分之一。你們大概不知

道，但是我心裡面還會記得，哪件事、哪個人，這個不是真的波羅蜜。所以你要

了解波羅蜜不是那麼好修的，不是嘴巴唸一唸就是波羅蜜了。那我也沒有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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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也沒有列上去，用無名氏的了，這個還不是波羅蜜，但有樣子了。 

 

2.「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菩薩應不執取布施福德，世間一切法都具足因緣果報，既然以三千大千世界

等七寶布施，當然其有漏福德是無量、無邊地多。我等佛弟子知因緣果報，故知

要能善行布施。而修行人應要廣結善因緣，但不應該去結惡因緣。若是行布施結

緣，也當要行布施波羅蜜多，不要僅行布施。依上所述，菩薩不到八地、入第三

阿僧祇劫修行，似難行布施波羅蜜多。那該怎麼辦呢？菩薩可行三妙行因緣，三

妙行者謂時、處、眾等三種因緣，導致能入妙行。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上面講波羅蜜，現在講我們對

這個因緣要怎麼去擺脫，不要被這個因緣牽制，在天道或者人道或什麼道，或者

再碰到不好的因緣以後又墮落了，菩薩常常浮浮沉沉的，一句話講錯就墮落了，

所以這一段我們稍微講一下。 

 

 「菩薩應不執取布施福德，世間一切法都具足因緣果報」。只要有世間的法，

都是因緣果報所產生的。「既然以三千大千世界等七寶布施，當然其有漏福德是

無量、無邊地多」。你光一點點供養，就福報不錯了，今生吃穿都沒有問題了，

何況是三千大千世界那裡面的七寶有多少？當然很多。 

 

 「我等佛弟子知因緣果報，故知要能善行布施」。上面已經講過了，善行布

施就結善緣啊。「而修行人應要廣結善因緣，但不應該去結惡因緣。」結緣大家

無形中都會有，但不要結惡緣，要結善緣。像剛剛我講那個疑心病就不必要的，

沒有人真正去講你怎麼樣怎麼樣，你自己想他講我怎麼樣怎麼樣，這種疑心病一

般人都會犯。那我們修行的人不管你心有沒有靈力，心有靈力知道他在講什麼，

心有靈力的話，哪個人在講什麼，自然在你心中會閃過去。你說這個人在講什麼

話，但是閃過去我過一下就忘記了。為什麼忘記？你不要去執著那個法。你說這

個人開會講這句話，現在我要想，想不起來他講什麼話，因為對這句話的好壞沒

有分別，好意惡意、好壞事情沒有分別的話，你就不會記住。 

 

 如果你還有分別心的話，非常厭惡人家講不好，那這個人家講批評的話，你

就咬牙切齒，「這傢伙在批評我，我要想辦法修理你！」所以這心通反而害死你。

你沒有心通還無所謂，不知道人家在講什麼；你有心通，「你講這一句？沒有想

辦法修理你怎麼行！」這樣你就不是菩薩了，你就沒有辦法說來者不黏，閃過去

都忘記。當下知道，過了一下子就忘記，不知道在講什麼，忘記了。要練到這樣，

不然舊的不去，新的一直再卡進來，那你要修到哪一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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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發生的事情，不好的因緣要趕快了結。有同學表面上好像沒事，心裡面

一直在打戰，為什麼不趕快了結呢？那一定要這麼打戰嗎？這就是無明。那一天

有一個網友說，我在參「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結果突然間一句話說：「我

就是無明！」我們鑽牛角尖、執著什麼，就是無明，你不知道你是落在無明裡面，

當然也難啦，斷根本無明才成阿羅漢。我們有無明是對的，那為什麼我們碰到無

明不警覺呢？不要去結惡緣，不管同學也好，或者是外面的人也好，大家不要為

哪一件事情就放不下，放不下是你自己的煩惱，所以不應該去結惡因緣。 

 

 我常常講對你婆婆、公公、你的小姑，這幾個角色比較會衝突的，要好好今

生解決，不要帶到下一世。趕快改變態度，對她好一點，她愛吃什麼趕快買去孝

敬她，過年過節衣服買幾套給她，沒多少錢嘛。但是你這種表現她會高興，「哎

喲，現在這麼懂人情，世面都知道！」其實你是在修自己！你心裡面沒有怨恨，

心裡面沒有敵人，心裡面沒有什麼，你好像對別人很好，不是！是對你自己好，

是去掉你心裡的毛病。 

 

 我們心裡面就是一口氣不甘願，這個無明講來講去就是「不甘願」三個字。

為什麼心不柔和？所以你如果唸大悲咒，唸了什麼咒都唸得能夠流眼淚，表示你

心已經夠柔和了，要這樣才是在修行。有惡緣的今生趕快了，那未來的沒有碰到

不知道。你親戚朋友盡量改變作法，讓他不要怨恨你，雖然他做的不是真的對，

但是你原諒他，修行人本來就要這樣。 

 

 「若是行布施結緣，也當要行布施波羅蜜多」。盡量做，你多少還會想，但

是我不要掛在嘴上。想歸想嘛，沒有去講，沒有大張旗鼓的去登報紙，去幹什麼。

不要僅行布施。 

 

 「依上所述，菩薩不到八地、入第三阿僧祇劫修行，似難行布施波羅蜜多」。

那我們懂，雖然不是真正在做波羅蜜多，但是我們也要做啊。不能說知就不去做，

「哎呀！我離太遠了啦！」不要這樣子，我們還是盡量放下、放下，不要去在意。 

 

 「那該怎麼辦呢？菩薩可行三妙行因緣」。三種妙行因緣，一個是時間，時

間要選對，一個地點要選對，一個所依止的眾生要選對，這時、空、人物。你出

生要出生在最好的時間，最好是有佛出世的時候你也來出世最好。沒有佛的時候

起碼八萬四千歲那時人的福德很好你來，大家都清淨，你也會心清淨。這個有時

候要發願，有的人說我下一世要出生在佛教家庭，發願、發願，下一世他真的就

會出生在爸爸媽媽是信佛教的，那他不會迷失掉，不會把你帶迷失掉。所以時間、

地點要找對。地點簡單講，這下一次再講，是在喜馬拉雅山附近，地球的中心，

那邊都是聖人，我們叫東方。為什麼會在那邊都是聖人？因為那邊是地球中心，

未來佛都出生在那裡。我們要親近這些比較高水準的人，當然也在那邊。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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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眾，眾就是補特伽羅 pudgala。好，那這三個稍微提一下，我們下一次從這裡再

開始講這三個妙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