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如何利用《金剛經》來修行(22-10) 
       --第十九品 法界通化分                       釋善祥 阿闍黎  主講 

                                          (2009.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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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所以菩薩最好是如是發願，依此三妙行而發，願能結此三妙行因緣。非

妙行眾生之有情，其罪業深重，輪迴生死，難得人身，不為我們所依止，故

佛說十種補特伽羅不好眾生差別相。據《地藏十輪經》卷五載，十種補特伽

羅即： 

 

(1)不種善根：指諸有情於宿世中及現在世，不種菩提善根，唯有作惡行者。 

(2)未修福業：指未曾修習布施、持戒等福德之業，而有多諸惡行者。 

(3)雜染相續：指為貪、瞋、癡等三毒雜亂染污，相續不絕者。 

(4)隨惡友行：指隨順惡友，習不善之惡行者。 

(5)不畏後世苦果：指但造惡業，不知或不畏未來生死苦報者。 

(6)猛利貪欲：指貪求諸欲而無厭足者。 

(7)猛利瞋恚：指於逆境忿怒瞋恚，不知止息者。 

(8)猛利愚癡：指於一切境迷惑不了，起諸邪見，蔑裂正法者。 

(9)其心迷亂：指心無所主，迷惑狂亂，作不善業者。 

(10)守惡邪見：指不信如來正教，堅持外道邪見者。 

 

上次講到第一行，講到補特伽羅(pudgala)，pudgala 中陰身，講這個眾生輪

迴的根本，不能夠脫離 pudgala 的原因有十種，上一次講到第一種「不種善根」。

現在要開始看第二種「未修福業」。 

 

(2)未修福業：指未曾修習布施、持戒等福德之業，而有多諸惡行者。 

 

 這個福報跟智慧，我們說福慧福慧，那這個「福」，大部分都是修供養行布

施。「指未曾修習布施、持戒等福德之業」，一般人與人之間，有供養或者施捨

布施，就是結善緣了。供養向上是求福德，向下是利益憐憫眾生，消除自己的慳

貪。那持戒是修自己的身心，一般我們說受五戒持得好，下一世最少出生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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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受八關齋戒或者修十善業，你可以生天，這些都是福德範圍的。如果不做這些，

「而有多諸惡行者」，不施捨或者不守戒律，當然都是隨業緣去造業。 

 

 很多人說不必吃素、不必念佛，只要不害人，這就是不修福業。你不害人很

難界定，兩個人在一起講話，就會講到第三個人，這造口業，一定會牽涉到第三

者，這個無形中你在造業不知道。所以真正有修行的，這修得不夠好。那沒有修

行的呢，光說不要害人，不可能的。所以這個知見上有很大的差別。 

 

 剛開始在修行就是持戒嚴謹，不講話，不去東家長西家長的亂講。嘴巴不講，

心還會亂動，想東想西，恨這個人、愛那個人就很麻煩，還是在造業。如果有一

天連心都不動了，那菩薩心就是罣礙大家的身體健康，家庭有沒有美好，魔障有

沒有來，等等的，就是為別人在操心，這個還好，菩薩就是這樣子嘛。那沒有到

菩薩境界呢，想的都是眾生之間的恩怨，所以心要動就有業，身體動就更離譜了。

不修福業的，當然這個 pudgala 的中陰身是很堅定的，不會脫離三界。 

 

(3)雜染相續：指為貪、瞋、癡等三毒雜亂染污，相續不絕者。 

 

 好，第三種「雜染相續」。這裡講的只有說不好的，其實雜染也還包括上面

的善根也一樣，如果做善行也是雜染，因為它還有感召果報，所以《金剛經》在

講無相布施，實相觀一切法，那才是真正的雜染都不受。不要講說，不要做善事，

都是做不好的，就是雜染相續不間斷。 

 

 「貪、瞋、癡等三毒雜亂染汙，相續不絕者」。有時候你想一想，一般人的

貪，或者是觀想每天人事物，順你意或者不順你意都要生氣，不生氣也要鬧彆扭，

不鬧彆扭也覺得不甘願，這些都瞋心。或者是有嫉妒心，嫉妒人家好，嫉妒人家

怎麼樣，這個都是瞋心。如果不明了因果是愚癡，一件事、一個人的好壞感受，

難免都離不開因果，只是我們不知道宿命通，所以不是很清楚。但你起碼也可以

觀行為，跟這個人很要好，就是這個人得罪你，你也心甘情願接受了，為什麼？

過去世緣很深。有的人被我罵了，他很甘願，別人罵了就不行，這就別人跟你的

關係沒有那麼深。所以有的同學說，「哎喲，糟糕！老師，我對你生氣，我罵你，

我會下三惡道！」。他說：「怎麼辦？侮辱師長！」我說那怎麼辦？如果過去沒

有很深的因緣，你也不會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過去的因緣，不是只有一種因緣，很多因緣，造成你那個個性就

是這樣。對別人可以恭恭敬敬，對某些人就是很隨便，你就恭敬不起來。你們可

以去想一想，過去是什麼因緣。你如果沒有夢中或者入定或者是什麼，就現不出

那個相，你當然不知道。那從一般的行為也可以推測大概是什麼。所以有緣的都



 3 
 
 

會湊在一起，哪怕會被罵、被怎麼樣，到最後還是來了，這緣就比較深。 

 

 那中間很複雜，有的學佛的，有的是什麼親戚啦，六等親，有的什麼親，都

是這樣。你觀這個人跟你之間的關係，如果不好的要盡量轉，不要知道了，然後

又讓它繼續下去，那不必要！惡緣不要再結，善緣也要小心。一起修行好，不要

又搞到男女之間的什麼愛情，那很麻煩。怕脫離不了，又要陷進去，不是更麻煩？

所以很多不知道真修行的人，你碰到過去的因緣比較親近，然後就再迷糊掉了，

那更麻煩。所以這個心相續的力量很強，這雜染的力道，貪瞋你倒自己可以覺得，

這個愚癡，為什麼叫愚癡？不明因果，你看不清楚。所以不學佛很壞就壞在這裡，

讓你自己的心意念的一口怨氣，就是不去收斂，它就越演越烈，所以這種愚癡是

很可怕。 

 

 那最根本後面這個，因為你愚癡不懂，所以隨緣又去貪又去瞋，然後又在愚

癡上再加一些，所以這個補特伽羅永遠都是沒辦法脫離三界，所以三毒雜亂染汙，

相續不絕，一生又一生，無始劫這麼一直在繞。你開始修行了，修菩薩道，還要

三大阿僧祇劫，才有辦法成佛，才會脫離出來，像如來這樣入般涅槃。所以早覺

早了，但是這個「了」，時間會很長。那總是覺了以後，今生知道了，學佛了，

少造一點業。愚癡少一點，善緣多結一點，不要去結惡緣。那這樣每一世少一點，

每一世少一點，少到最後都沒有才能成佛。 

 

 釋迦牟尼佛該還的都還光了，最後才入大圓滿涅槃，所以我們要懂得佛法是

這麼難修。難修不修也不行，一世做多少就多少，哪一天聽到比較正法，很清楚

的能夠了解，就趕快多用功一點！你不代表今生很用功，下一生就會很好，有時

候環境、出生的父母親又不對，小孩子又養成很多的習氣，造業還是更多，所以

很難。 

 

 上一次我們講「三妙行」，時間要選，地點要選，眾生要選。你如果發願，

我如果要再來人間的話，我希望出生在佛教家庭，出生在善因緣的父母親當兒女，

如果好一點的能夠出家修行，他不阻礙你。那冤家就不要再來，冤家一來就一定

要結婚，要結婚就完了，有時候逃不過。所以這些呢，不學佛你不知道利害關係，

學佛以後，貪瞋癡這三毒要盡量在今生做多少趕快做。 

 

(4)隨惡友行：指隨順惡友，習不善之惡行者。 

 

 第四個「隨惡友行」，要結交朋友，都不是結好的朋友，都是結壞的，尤其

是吃喝玩樂的酒肉朋友，這最糟糕，不然就牌友四缺一也不行。所以我們學佛了，

就要學有學佛的，那有學佛的很多啊，你要學比較正法的道場。守戒就是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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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聽解脫道的佛法，那是最好的。釋迦牟尼佛在《佛説法滅盡經》裡面講得

很清楚了，所以末法時期你要能夠學解脫道很難。你不要說穿了出家師父的衣服，

講的都是真的佛法。佛法裡面的小學生在聽的，那也是佛法沒有錯，那就不是真

佛法。不講「常樂我淨」，不講「寂滅為樂」，不講「解脫」，這就不是真佛法。

所以南傳的出家師父會笑北傳的，你們都修得不好，光說不練。南傳的很認真打

坐，一天二十四小時打坐，所以他們成就道業的很多，甚至很多人還有神通。北

傳的就動嘴巴，如果沒有真正學到解脫道的，沒有真正學到四聖諦、十二因緣觀、

三十七道品的，他講的都是一些很粗淺的人間業。所以這個呢，你所交的朋友、

所接觸的道場，都影響到你的觀念。 

 

 當然了，每個人都要找最好的師父嘛，找最好的道場嘛。那為什麼很多邪師，

那不好的道場還是很多人，比真正的佛教徒的道場還要興旺？這個都是過去的邪

因緣，又回到因果關係，你就是這種料子。所以很多智慧的問題跟邪因緣的關係，

不是你跟他講，他就聽得進去，他反而還會叫你也來。我覺得有時候你們太客氣，

該講的不講，不藉機會棒喝行菩薩道，你這樣就是讓他還是繼續造惡。如果你有

因緣講到重點，順便重重的罵他幾句。像這種朋友要交也好、不交也好，沒關係，

但是他聽得進去，也許會醒過來。當然你講話要有技巧，要講重點。 

 

 好了，你不能接引別人沒關係，你不要再去結惡友，隨惡友。有一些人都到

處去參訪，有道場走到沒道場，那大師父拜，拜到小師父都見過了。你們很喜歡

去參訪，我不知道你們去參訪什麼意思？是他修的功德會變你的嗎？還是他修的

境界可以變你的？不會啦。學密法學多一點，能夠作密法會，能夠做什麼，那又

怎麼樣呢？你看看他又怎麼樣呢，你有多長出一塊肉嗎？你執著那個，你不知道

這密法是藉諸佛菩薩在密行，不是像扮布袋戲那樣，那有什麼稀奇！你把心清淨，

你要學這個法很快！ 

 

 你如果說心清淨了，成阿羅漢了，有六神通了，那才不得了，那個你要跟他

學。而且他要教你，他也不怕教你。為什麼？因為你要修幾十年，都還沒有到那

個境界，他不怕你學。所以從三十年前有的早期在中華佛教居士會的，有幾位在

座的，聽歸聽啊，你看現在到底進步多少？修這個心很難，聽歸聽啊，要做做不

來！你說全部放下，全部什麼，平等心啦，什麼心，不是很簡單嗎？佛法就幾個

名詞，為什麼做三十年還沒做完？顯教很難修。 

 

 那密法等於是說你要跟著諸佛菩薩來藉我的身體來利益眾生，這種法很容易

學，沒有什麼高深，所以你不要太崇拜這種人。我看有一些人，對這種會上臺啦、

會表演啦、會做法會，好像很崇拜。其實你要好好學，你也是一樣可以學，只要

有人教你，你都可以學。那問題你要修內心就不簡單，要斷貪瞋癡三毒，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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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我慢，還要去掉掉舉，還要什麼，不是那麼簡單！所以你現在不要說要做大法

會，要站中尊；你現在要利用密教的法、咒語、手印來修自己，斷貪瞋癡。 

 

 如果你顯教修了幾十年，都沒有辦法一個究竟，那只有靠這樣。為什麼？諸

佛菩薩親自的來教你。但是你要唸對咒語，要唸對咒語以外還要結對手印，然後

儀軌都要如法，那這樣才會真正進入修行的壇場，你做起來就不一樣。不然你說

我楞嚴咒唸了三十年了，網路上網友很多，每一會都會背，我很佩服他們，不是

背咒心，是從頭到尾四百多句！背那麼多，沒有一個咒是對的，所以末法時期很

難就在這裡，都鬼神卡上身很多，真正有修行的倒不多。 

 

 好，不要隨順惡友。剛剛我講的，不要做壞好人，該講就要講，然後更不能

隨順他。有的人說，他的那個道場，他那個師父，不然去看看也好，人家邀就去

了！你們不知道這種厲害，不是表面的人，這些都有很多的流氓地痞，那一個道

場就有很多這些非人的鬼神的護法神！不要靠過去比較好，靠過去就脫離不了身

了！如果你定力不夠的時候，他天天來家裡纏著你，看你怎麼辦？這裡也不舒服、

那裡也不順，整個家裡搞得不好。那你就回去拜一拜──欸！好了！你說這邊比

較靈！他會先作怪，然後讓你再去拜一拜，去了就好了，你就說這裡比較有效。

智慧搞不懂的很多都是這樣子！諸佛菩薩法身遍虛空，你都不去拜、不去接觸，

拜這些鬼神很多！當然鬼神也有好的，但那一些都是不好的。 

 

「習不善之惡行者」，都是做一些不好的。不隨惡友之行，盡量了，如果你

是菩薩，能夠轉他們最好，不然你也三不五時這麼罵罵他們。如果你跟他平時很

要好，你順便跟他吵一架也沒關係，要他好，把事情攤開來，把這個重要的事情

重點告訴他：「你說你修得多好，你寫的書都在罵人！」你這個重點不講，你光

講那些──哎呀！你這個書寫的不對啦，佛法不是這麼講！──講這個風馬牛不

相及，什麼叫做佛法不是這麼講？你要說：你這個書寫出來就是在罵人，就是犯

戒了，犯戒就是不對了！第一個要先守戒才能修心嘛，這是什麼書？不如拿去燒

掉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它有什麼不好，但是你學正法，學正確的觀念，最好要

影響別人，不隨他以外，還要影響他。 

 

 

 (5)不畏後世苦果：指但造惡業，不知或不畏未來生死苦報者。 

 

 好了，第五點「不畏後世苦果」。沒有一個人看到苦的果他不會害怕。這種

不畏後世苦果，都是不明因果、愚癡，不知道起心動念所愛的、所要想得到的，

其實以後都會受報。你接觸一個團體也好，或者跟一個家庭，你起心動念有所行

為都是造業。好的就好，不好的未來照樣受報。你說我初發心，我要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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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別人弄一個道場、弄一個團體。真正有修行的人是不想要道場，都是被底下

的人這麼弄上來。那底下的人為什麼要那麼熱心？有時候是諸佛菩薩認為這個因

緣成熟了，這個應該可以讓他獨當一面去弘揚佛法，然後就影響幾個人。那辦道

場就辦道場，沒有錢，沒有錢就用租的，就這麼弄起來的。因緣成熟，你要奉獻

你的心力是好，但是如果起了私心，果報就來了，行為就會出差錯。起心動念都

是在造業，要小心，不要有一己之私。 

 

 我要跟你講就是說，你不管對佛教、對眾生，你不要有自己的私利在裡面。

私心在裡面這個就會變質，後面的果報才可怕。那些邪師邪道為什麼他們不怕果

報？他們不知道因果。他以為說我在做善事、在幫助世間的人，每個人看起來都

聖人，這個都是在矇騙大眾。你說如果真的佛教徒，你好好把貪瞋癡慢疑拿掉。

他不講這個，他講你要吃素，然後澳洲的火災，錢拿出來要救濟，然後四川在地

震，趕快派人趕快去救濟，這樣就是在學佛？那是在幫助人而已，在種一點福業，

跟學佛沒有關係。種善根、培養慈悲心是有。那你好好的從內心裡面去做，把你

的貪瞋癡慢疑，甚至於把你要做善事的心都打死掉，看你這個心還會不會動。 

 

 你修到一個過程，連善事都不想做，這個乞丐在你面前跟你要五元十元，你

懶得拿錢給他，你要到那個境界啊。你說這個沒有善心，你有善心你就會受果報，

你要不要善心？所以你還沒有突破那個如如不動的境界的話，什麼事情都不要亂

做。修行有一段過程是這樣子，不思善、不思惡，不作善、不作惡，什麼跟我都

沒關係。你不把這個補特伽羅固定到那麼堅強的話，你所造都會感召。你說脫離

補特伽羅那麼簡單啊？沒有到真正的如如不動的境界的話，所作所為都有果報，

可怕啊！你不要看南傳的那些好像都很無情，那些出家和尚好像每個人都不理

你，他最大。為什麼？他不動心啊，那種人才能夠真的解脫。你如果有動心，有

想做善事，有想做那個，那你要多修很久，多修幾千萬世都不知道，所以這個要

得阿羅漢難。 

 

 你要做菩薩很簡單，菩薩反正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一直打滾一直打滾，六道裡

面輪流在出生。那你要先成就阿羅漢道聲聞乘，對一切善惡都能夠不受報，有那

個能力你再來行菩薩道，這是最根本的。你們在聽這個佛法，你當然知道果報很

厲害。當人家在行刑，你在旁邊喊燒（湊熱鬧），這有果報。那個吃到甜瓜果，

有的沒吃到的，你看到世尊講的這種故事，有時候你會很無奈，所以心不要亂動。

這個故事有的可能沒聽過。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在樹底下打坐禪修，旁邊有幾個賣瓜果的，那路是很長的，

前不靠店後不著村，要走很久很久。有一個人來了，看到可以解渴的西瓜，假設

啦不一定西瓜，他買西瓜，然後這個人就很好心，本來西瓜一斤十五塊，「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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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你就好了，我看你好像很投緣，五塊就好了！半買半送！」這個人吃到西瓜，

歡歡喜喜又上路了。然後等一下又來一個，這個一來同樣都是人，同樣都是不認

識，同樣都是行人、過路人，「西瓜一斤多少？」「二十五」，本來十五塊變高

價了二十五。「為什麼二十五？我記得這個沒有那麼貴，你怎麼賣二十五？」「要

就買，不要就算了！」口氣也不好。到最後這個人很氣，「你要趁機打劫，我就

不吃了！」算了，就過去了，不買了。 

 

 結果這個在旁邊打坐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一般發生的事情，大小事情都是因

果，但是他沒有宿命通看不懂，回來就問世尊，把這故事講給祂聽。因為世尊是

無所不通的，宇宙沒有起始沒有終了，所有發生的大小事情祂都知道。那你問祂，

祂沒有看到那個人，祂也知道。這兩個人就是以前有一個年輕人二十多歲，都不

學好，然後給人家偷東西。古代的法律很嚴格，犯了王法被抓到，被抓到要砍頭

示眾。砍頭示眾很多人看啊，然後裡面有兩個人，都不認識這個被行刑的，但是

一個人比較正義感：「該死！年輕不好好做事，就去偷東西，該死該死！」心裡

想而已耶。那一個人就比較慈悲心：「欸！年紀輕輕就犯了這個法，然後被殺死。」

所以一個起惡心，一個起善念，這兩個人是對一個目標起心念而已，這樣就有業

力！可怕啊！你們不知道，以為想一想有什麼關係，在家裡面詛咒詛咒，他也不

知道，都知道耶，後來的果報就像這樣。 

 

 好了，再回到現場賣西瓜的這個人，就是被殺了這個年輕人；那買到西瓜吃

的是對他起善心的人；那不給他西瓜吃的，就是那個起惡心的人。你說他沒有正

義感嗎？有正義感壞事。人跟人之間不是只有講正義，不是講對錯的問題，不是

講 kimochi 好不好的問題。所以你不懂因果的話，就好像理直氣壯，哪一個對、哪

一個不對。有可能你還有這個觀念，那你沒有把佛法學對。佛法是在講因果的，

不是在講對錯的，所以大家要多存善心善念。你要懂因果是這麼可怕的，連跟你

沒有直接關係，就起一個念，就有因緣果報了。小果報吃不到西瓜而已，大果報

那還得了！很多人都是這樣，某甲殺了他家人，他氣不過，被警察抓來的時候，

他棍子拿了就打。他打了出一口氣，其實以後他也會被打，哪一世他也會被打。

所以不要說逞一時之快，這因果實在可怕。 

 

 平時不要胡思亂想，要胡思亂想你要起一些好念頭，或者最好不要動心，也

不要說好，也不要說不好，不動心最好，不動心就不會有什麼善惡業，都沒有了。

那阿羅漢就是這樣啊，我管你什麼，好也好、不好也好，我都不動心。那菩薩動

心就動慈悲心、可憐他們的心。那這個還好，不要起那種世間人的那個正義感，

什麼嫉惡如仇，或者什麼樣什麼樣，這個都不明了因果，他也不怕因果。所以這

種人造惡業，不知或不畏未來生死苦報，他不去思苦集滅道的苦是怎麼樣，不去

思集是怎麼樣，所以他們都不畏後世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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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猛利貪欲：指貪求諸欲而無厭足者。 

 

 好，第六種人呢？脫離不了補特伽羅的就是「猛利貪欲」，追求很大的利益，

都是貪求滿足你自己的欲望。這個「猛」是很厲害的。幾百萬已經很不錯了，他

說不是，要幾百億。所以這個你不去思惟，你說這個正常人的行為，正當的報酬，

好像是對。如果你真的去思惟你的行為，其實都是貪欲。你這個一天花不到一百

塊，你要賺幾千塊，幾千塊還客氣，還要賺幾萬，還要賺幾百萬，一天呢！一般

人福報都是這樣子。 

 

 你說這樣那生活怎麼辦？因為你太想未來要怎麼辦，所以就會煩惱。如果未

來會餓死，也就算了，早一點脫離苦海。不要怕沒飯吃，不然出去那個垃圾堆撿

一撿還有飯吃啊，當然這個是太超理想了。我要告訴你就是說，不要煩惱未來會

怎麼樣，未雨綢繆要怎麼樣。滿足目前的收入，那是你的果報，能夠滿足就好了，

也不要說一定要多少，你該有的話，沒有就會又來。所以這個「猛利貪欲」，有

時候我們不會去省察，如果你好好思惟，這個無相講起來好像很簡單，好像跟我

沒關係啊，其實跟我們都很有關係。 

 

 「貪求諸欲而無厭足者」。我已經講好幾次，我現在煩惱是吃東西，這個也

好吃、那個也好吃，嘴巴一直塞，然後肚子一直脹，都不通商量。然後你們東西

都一直買，就一直送過來，這也是貪。那你不吃嗎？不吃，嘴巴愛吃啊，沒有節

制一直吃。所以如果回想起來，落實在你修行上本來就是這樣，少吃，然後少睡，

大修行的時候少睡。我現在連少睡都不行，因為有時候都睡不著，不是少睡不少

睡的問題。 

 

 好了，你們叫我說八九點就要休息了，我也很聽話我就八九點休息睡覺。然

後十一點又起來了，十二點又起來了，一點又起來了，那你要怎麼辦？沒事做，

起來看一看，就找東西再吃吃。然後坐下來聽聽佛頂尊勝陀羅尼，或聽聽大悲咒，

聽一聽躺下去又睡，像昨天也是一樣。我年紀大了，不是說一天可以睡五六小時，

可能也太多了，只要睡兩三小時，很安穩的睡，那已經很好了。你叫我九點躺下

去睡，有時候有按摩有什麼，倒可以睡著。睡著它就一點又起來，一點半又起來，

我常常都是這樣。那還好啦，我精神還好啦。 

 

 這幾天因為痛改前非，吃了兩個禮拜的稀飯跟豆腐，已經腳發軟了，後來就

大大的補一下，認真的吃營養的，現在精神比較好一點了。本來以為說沒關係，

其實都有關係。所以你們體力不好的，常常要死不活的一定都是營養不良的。好

好把那個高營養的多吃一點，狠狠的吃它三五天，精神會好一點。尤其你們流年

不好的，常常這邊不舒服、那邊不舒服的，都是營養的問題，就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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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修行當然要半饑餓，有吃沒吃的，氣比較通順，靠氣修行。那在弘法，你

不能像以前在修行一樣都不吃。以前我都是早上牛奶一杯，十幾年二十年大概都

這樣，然後中午頂多也是半碗飯，那牛奶一定要喝一杯，那晚餐再喝一杯牛奶。

那時候很有規律，你要開車嘛，每天要開車一百多公里。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在消

耗體力，但是坐在那裡很累，你還是要吃營養。大修行的時候少吃是對的，那你

要弘揚佛法，你就要適量的吃，不然你沒有體力，不是靠嘴巴，你還要動，你還

要種種的活動都要做。 

 

 有時候碰到障礙來的話，這個更麻煩了。最近障礙很大，有一點要著魔的樣

子。你們不知道我在著魔，你們看不出我在著魔。著魔跟不著魔一樣，已經習慣

了。我講著魔，我的是怎麼樣？那個咒語讓你唸得很快很快很快，然後腦筋就是

很亢奮、很亢奮。它讓你覺得是在唸咒語，你不會警覺你是著魔。不正常的唸咒

也是著魔，唸得很快！我們在唸大悲咒，或唸佛頂尊勝陀羅尼，那腦筋很 high，

然後咒語很快，一直唸一直唸，不是你的嘴巴在唸，你腦筋在唸。我說這樣不對

啊，這是著魔的樣子，它在控制你！然後就聽聽佛頂尊勝陀羅尼，聽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們沒有實戰的經驗的話，有時候一些異相你們不懂，你們就以為說：菩薩

來了！菩薩在教你！不正當的都不是善類，菩薩教你是很柔和的，氣給你也很柔

和的，不會一下子旺得這腦筋繃得很緊，然後睡不著覺，那一定是鬼神，外來的

或作法害你。 

 

 唸咒會安詳，你唸的咒語會起煩惱，那就不是善類，你要善於分別。所以幾

十年的戰鬥經驗，讓你學很快就可以脫離那個魔境。有的不知道會搞得神經兮兮

的，都是沒有經驗。像這樣我們好像吃飯一樣，我碰得太多了，所以知道哪一個

對、哪一個不對，能夠分別，這給你們參考。你不用很高興，以為這菩薩在教你

唸咒，然後跟你唸的一樣啊，跟正規的菩薩唸的一樣，但是它唸得特別快，好像

留聲機那個超快的，就不對勁！ 

 

 好，我們回過來看。猛利貪欲，有時候你們想一想，當然自己節制是最好，

然後錢有就好了，最好是口袋有十塊錢，花完又有十塊就好了，不要一定銀行要

幾萬、幾千萬。給大家一個思惟，這樣才不會被貪欲心抓住，有時候你陷入那個

情境你都不知道。 

 

(7)猛利瞋恚：指於逆境忿怒瞋恚，不知止息者。 

 

 第七個「猛利瞋恚」，這個更不好。貪欲是人的根本習性，那這個瞋恚心是

可有可無的。每個人的熏習的這種脾氣大小，如果是「猛利瞋恚」的話，就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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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對也罵、不對也罵，這個就不好。那在《菩薩戒經》裡面講，瞋心是容易斷，

你不斷就比貪欲心罪過還要大。為什麼？因為貪欲心是人的根本，不貪欲就不會

來娑婆世界，所以來出生娑婆世界是必然的，所以每個人貪欲心有理，是很重沒

有錯，因為很難斷。但是瞋心你不一定要有，這個容易斷的瞋心，你不能斷，那

你這個罪過比那個貪欲心的人還要重，這《菩薩戒經》裡面這麼講的。 

 

 你說：「哎呀！我這個脾氣壞比較沒關係，我什麼都不貪！」糟糕了，這個

瞋心不滅，貪心沒有，那才糟糕。因為這個容易斷你不斷，你去斷那個根本的貪

欲，當然不可能！根本貪欲每個人多少都會有，只是說哪一個方向、哪一個重點，

每個人都不一樣。 

 

 這個瞋心，一般平行的，或者對你下面的，或者沒有目的的，你不是要度他，

這種不要依你的喜怒哀樂發脾氣。比如說你們同儕之間，他做這件事，然後你就

不以為然，或者他影響到你自己的面子了，或者去掃到你的權威了，你就受不了！

別的都好講，有的人就是這樣，自尊心比較強，他沒有真正發脾氣，他心裡面就

是不甘願，不甘願就顯現在──我就不理你，你要怎麼辦？上禮拜我講的：你來，

我就走。我看到你，我不是討厭，我就不理你，就是用冷戰的方法，這個也是瞋

心耶，你沒有去仔細思惟，你的心態不正常！有的人來吃飯了，然後你不給他吃，

那不給他吃也是瞋心！不給他吃不講，不講就是顯現在臉色上，也是瞋心啊！那

有的用嘴巴講，那更是瞋心啊！所以有時候你們不會去思惟，那到哪一個時候才

不瞋心呢？擺在你面前的人事物都好，不管是怎麼樣都好，那你就沒有瞋心了。

不要有背後的話，有背後的話也是瞋心。所以有時候不把你們講清楚，你們有時

候不會去思惟這些。 

 

 你要結善緣跟這種人結善緣最好，你跟有錢那個什麼郭台銘去結善緣，你不

是貪他的錢嗎？不然你跟他結善緣幹嘛？你要跟這個過不去的、他生活有問題

的，現在景氣不好的時候更沒有工作，道場就十方來十方去嘛，你這樣看的話就

比較自在一點。你們這個觀念就不好，一個道場越多人來吃飯越旺，就表示和樂

融融嘛。有的人就很保守，我也沒有對道場做什麼事，我只是來學法，我就不好

意思來吃飯。這不一定啊，你來的話可能帶來福氣，所以多人多福氣，我很喜歡

很多人吃飯，熱熱鬧鬧的不是很好嗎？ 

 

 我的意思就是你既然要發心，你就不要有分別，不要說這個我要給他吃，這

個我不給他吃，這樣子很煩惱呢。所以你們有時候如果不能想到那麼深的話，不

能平等心供養，你要想一想！我跟你講這些都生活中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但是不

跟你們講清楚，你們很多人就背後話一大堆，不該講的話也都講出來，這表示你

心不平。心不平就是有瞋心，微細的瞋心，你就是沒有對他發脾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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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發脾氣會的，是要他好。你們常常被我罵的，如果我對你敬而遠之，第

一個就是你程度還不夠，或者還太遠，不然就是你太完美了，沒有可以講你的。

出錢太多，不見得就會罵你；出力太多的，常常會被我罵。因為你出力太多了，

不跟你好好修理，你都不知道長進，所以才會被我罵。我開始要罵人的話你要高

興，你們從以前來這邊的，哪一個罵最多，哪一個罵第二，哪一個罵第三的，你

們大概都可以排出來。這都有因緣啦，再怎麼罵他都無所謂，他也不會跑掉；緣

不深的呢，被罵一下就跑掉了，那是緣不深。 

 

 菩薩他不是為自己發脾氣，所以你們做好、做壞，跟我都沒關係。但是你們

如果行為超越你來道場的目的，很多道場什麼互相男女結交朋友的場所一樣，這

不是在修行！修行都大家修行嘛，男男女女都是修行，不管你結過婚、沒結過婚

都是修行，你不要去講什麼男女之間的關係，那怎麼修行啊？那不是在裡面攪和

嗎？很多沒有正知見的都會犯這個毛病，這樣會破壞那個師父的名譽。我覺得這

個當初你來這道場修行的目的沒有達到，好像是來找另一半，那就不太好。所以

你只要起了這個心念，你一定會被罵。 

 

 被罵的有一些不是你做錯事，就是你心已經有一點逾越。來這邊修行就是修

行，其它的都是不能去動心，要動心你到別的道場去動心。那其它的你做好、不

好，我很尊重你們，除非你碰到佛像我受不了。上一次佛像被你們這麼亂弄，弄

得實在…。道場你亂丟東西也會被我罵，有的客氣一點不罵你。告訴你打坐完為

什麼蒲團丟在那裡？很多人這個細節，維護佛堂的莊嚴，當然佛本來就莊嚴，但

是這個表面的莊嚴你要去維護。我看你們那邊丟、那邊丟，我就講話了！你辦公

室可以去怎麼丟沒關係，佛堂一定要乾乾淨淨，不要有一些污染、不要有一些什

麼，該莊嚴的地方就要莊嚴。那其它的什麼事情，除非你太離譜，或者智慧不夠，

看事情沒有看到那個，或做一些比較大的錯誤我罵了，不然我都是針對你們好的

在罵。你們脾氣壞的，一定會要被罵得越來越沒有脾氣，大脾氣變中脾氣，中脾

氣變小脾氣。小脾氣還是有，不要說沒有，不可能沒有。我說沒有，你就請上面

來坐了，那麼簡單啊？！ 

 

 這些佛菩薩修多久啊？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坐到上面，那我們才修多久？所以

不可能沒有脾氣，但是你的脾氣盡量要改。猛利不好，那畏首畏尾也不好，所以

盡量斷。夫妻之間最容易，就是心裡面不生氣，夫妻講話大聲。像我跟你師母一

樣，我講話很大聲，其實我沒有生氣。我大聲她比我更大聲，那我就小聲。你們

要互相的，盡量不要那樣，因為我講話大聲等於是天生的，本來就是這個音量啊，

那你們就覺得很大聲，我大聲你就大聲。所以夫妻之間最容易現形，你有沒有瞋

心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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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止息者」，知道犯了，不知道警覺，所以它這裡講的「逆境忿怒瞋恚」。

順境很少人會發脾氣的，障礙來了是逆境。家裡明天沒有米了，你看看會不會生

氣，你打小孩子都打了。順境中不會有犯戒的事情，所以有時候你說修得好不好，

你有沒有貪欲心，如果有一天你像那個街友一樣，沒有飯吃，也不甘寂寞，那你

會不會犯偷？你沒有像他那個樣子去撿垃圾堆裡面的東西來吃，你說這樣很髒，

我做不來，做不來唯一一條路就是去搶、去偷啊。所以那些甘願去偷東西的，都

是走投無路的人。你有一天如果真的沒飯吃了，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你自己？你可

以想像那些犯偷盜戒的人，當然有的也有去偷來花，因為打毒品啊，因為賭博啊，

輸錢啊，輸錢就去偷，那個大部分是這樣。那如果真的生活潦倒的，沒有辦法的，

不得不去偷。有的人去超商偷一塊麵包給小孩子吃，為什麼他要這樣？沒辦法啊。

所以你如果是說，家裡最困難都沒有錢的時候，你會不會犯到這個偷？那心情不

好會不會瞋心就來？所以在逆境中看看這個人修得好不好。 

 

 我說你修得好不好要境界來磨，才知道你修得好不好。你師母常常講：「哎

呀！你這樣是在修喔？你沒有在修啦！」我本來就沒有在修，是你們在修，我沒

有在修！但是我什麼障礙來，我都不會被它騙走，我馬上就可以化解。像去急診，

這不是單純的急診，這是很多因緣。三更半夜什麼手發冷了，還會什麼怎麼呼吸

吸不進來？然後量一量血壓，怎麼飆到從來沒有的 156，低血壓 110，我低血壓都

80、70，已經不得了了。這因緣很複雜，這是後遺症的，到最後你看看醫生就好

了，醫生他說你沒有事。所以這個又是另一個境界。 

 

 你平時逆境是出現一個境界，你要修得好不好，就是在真正的障礙來的時候，

你要沉得住氣，那是真正逆境的逆境，你要腦筋清楚。我跟你師母說：平時我都

跟你罵、跟你吵，但是緊要關頭我不會迷糊。你看我瘋瘋癲癲，你要看境界障礙

來那個時候，不要看平時生活。你說這個老師這樣──脾氣也發了，喜歡吃啦，

什麼、什麼毛病都有──這個對我來講都無所謂，問題來的時候不要迷糊掉，你

們也是要這樣！ 

 

 偏偏你們也許平時都很好，也不會亂發脾氣，也沒有什麼愛吃，看你們就省

吃儉用的，但是境界來就迷糊了！迷糊不知道要怎麼辦，也不會保護自己，然後

要再提醒他才會醒過來，這個就是沒有實際的定力。修行在這個時候，你一個人

的修行如果沒有經過這麼磨練，沒有在實戰的戰場去這麼戰鬥的話，你不是真的

有修行！你現在還在跟你的心鬥來鬥去而已，還沒有跟外境，還沒有跟魔境，還

沒有跟這些無聊的人作法在害人，這些去應對。很多呢，你修得越高，這些無聊

的人士很多，你要去體會到這些。你們比較有一點境界的，我跟你講的你要聽；

你沒有到這個境界的就聽一聽，懂也好、不懂也好，沒關係，到時候你自己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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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再了解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好了，如果你一般的，你自己的習氣毛病在發作的時候，你要知道停下來，

讓你的瞋心熄滅下來。最好是當下；如果你給它過一天，已經是沒有智慧了；如

果再一個禮拜，那更不得了了；如果過了一年，那是超沒有智慧，趕快去化解！

那個習氣可以讓它搞一年？所以你們說夫妻之間可以一年不講話，冷戰一年，天

天在一起，又天天不講話。如果你有那麼大的道心的話，你用在正面一定會成就，

用在負面就死得很難看！所以夫妻吵架完了，馬上沒事，然後同學之間不管哪個

對、哪個不對，不要講對錯、講 kimochi，kimochi 就拿掉，不要去講 kimochi，不

要去講哪一個對、哪一個錯，事情過了就過了。如果你還沒有辦法去化解，也是

沒有智慧。 

 

(8)猛利愚癡：指於一切境迷惑不了，起諸邪見，蔑裂正法者。 

 

 好，再來第八個為什麼脫離不了補特伽羅 pudgala？「猛利愚癡」，連續(6)(7)(8)

就是貪瞋癡，這很嚴重的不知道因果。「於一切境迷惑不了，起諸邪見」，對於

境界來了，不知道那是因緣果報的現象，然後迷惑進去，然後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有他自己的想法，起了邪見。「蔑裂正法者」，還破壞真正的法，所謂破壞真正

的法就是犯戒。 

 

 談到佛法、談到正法就是戒律，然後談到法輪就是講解脫的，就只有這兩個

法。這兩個法都是在跟因果報應在戰鬥，因為一切人的輪迴都是因果嘛。那你要

怎麼跟它戰鬥？用正法跟它戰鬥，就是守戒。你心裡面怎麼轉對你內在的那個種

子，因為內在種子不可能全部一夕就拿掉，你要三大阿僧祇劫一個一個還掉，像

世尊一樣。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只有用轉法輪，用解脫的知見，看它有，有等於沒

有，這是《金剛經》在講的實相觀，正等覺。聽了那麼多就是在講這三件事情，

搞懂了嗎？很簡單的事情！ 

 

 「於一切境迷惑不了」，你對一個事情來，你不能認知它以外，譬如說兩個

人吵架，不管什麼原因吵架，你要吵架了，這個事情反正沒有協調好就發生了。

你不去想說為什麼這個因會發生，你去想說他為什麼這麼做？──「我就是最討

厭的這一點，那他又犯這一點，所以我就氣不過！」陷入那個迷境，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說你們發生什麼事情，不要去講這個人對，這件事情好、不好，不要去講

這些！你要反過來看，我這個心為什麼不服？不服就讓它服；我這個心為什麼不

能放下？不能放下就把它壓下。你不去做這個事情，你就迷境，這就愚癡的人不

懂因果就這樣，對外境去講這件事情──這個人他不應該怎麼樣，這個人不應該

怎麼樣──都是這樣子！你們是不是都犯這個毛病？都往外去追逐那個事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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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你不會反過來說，我不管事情對錯，我這個心為什麼不安？為什麼不能把

它擺平？ 

 

 我舉實際例子。我們台中有同學跟客戶發生糾葛、誤會。當然誤會不會平白

就誤會，一定是過去有什麼因緣，或者今生哪一個因緣攪和起來。攪和起來你客

戶為大嘛，你就跟他道歉嘛。她說：「我又沒有做錯，我為什麼要道歉？」就是

這個心，你要怎麼辦？她很煩惱啊，打兩次電話來，我剛好都有事情沒接。她昨

天來了，我看她一臉睡不好，我說：「到樓上打坐吧，沒關係啦，他要道歉你就

跟他道歉嘛！」「我怎麼道歉啊？這個心不甘願！」如果你跟他拜下去說：「我

很對不起！」你有這個心的話，表示心柔軟。她就是不甘願，這很明顯的。她學

佛法學好久了，還是我對，我是一個主管呢，那我跟你跪下去拜，這算什麼啊？

這根深蒂固，還有我的尊貴的心。如果你真的沒有我了，跟阿貓阿狗跪一跪、拜

一拜有什麼關係？他未來會成佛，你就這麼想就好了。有一世他會成佛，給你拜

有什麼關係？你不要說他現在無明他阿達阿達，我們就不會這麼想。 

 

 如果真的你不甘願，你就想他未來世有一世他會成佛，你跟他拜有什麼關係？

我跟他講說：你也六十多了嘛，你要退休也可以啦，你講那麼多幹嘛，不怕沒飯

吃！那如果真的搞得不好，辭職退休啊，好修行有什麼不好？又不甘願退休！所

以人啊有一點點貪欲，這又回到貪欲，我想多做一年，我想多做五年，這不是貪

欲嗎？這就是我們沒有反省自己，都有執著，所以陷入那個迷境的時候會放不開。 

 

 我說你們如果碰到很大的逆境，唯一的就是做最壞的打算就好了。你說我還

有五年十年才退休，就是我搞不好這件事，我被老闆開除掉了，我也認了！如果

有這樣的心態的話，你哪裡會不安呢？就很自在了，隨便你來，你看怎麼樣，我

都陪你。你就不是──要保住飯碗，又不甘願擺低姿態，那你怎麼辦？所以你一

方面看不開，二方面又擺不下面子，你說要道歉就再一次道歉嘛，不然兩次道歉

也可以啊，能夠擺低姿態，什麼事情沒有解決不了。所以這個我講很多實際的例

子讓你們去了解。 

 

 你們進入那個迷境的時候不知道。有一些人說你在修行，我來試試看你修得

多好，網站都寫得拼迸叫(台語，指很厲害)，到底真的假的？所以施一些什麼法來

把你綑起來。綑起來我其實不當真，身體好像被憋住了，我就去銀貂做一做，我

不去想真的假的，反正就做一做。有時候影像會現，會現我就罵罵他，不是罵他

啦，就說你這個也是修假的，修了會害人這不是修假的嗎？你修行修到會害人，

就是有害心了，都假的！你修得會出靈啊、出什麼，都沒有用！你知道我在講什

麼？半猜半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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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就是說，進那個境是不真迷糊，你們不要真的迷糊，真的迷糊就完

蛋了！那你們的就是雞毛蒜皮的境，真的有外力干擾的境，你能夠了解最好，也

不要當真，了解了然後去處理。那如果人跟人之間的，同學之間的這些迷糊境，

你要超越，你不要不懂因果。你說我這一生，反正我就不原諒你，不原諒你就帶

到下一世。帶到下一世又碰到了，你不原諒他，他又不原諒你，所以一來一往又

搞在一起，這不是很猛利的愚癡嗎？ 

 

 我們這個貪瞋癡講起來很簡單，為什麼老是走不出來？是很難。地上菩薩才

有一點智慧，地前菩薩還看不清楚。所以要提醒你們，只要有境，盡量把你的心

擺平，對內擺平，對外不要去在意。哪一個人好、哪一個人壞，有好就有壞，有

壞就有好，所以這個你們才會這樣啊。你看我每一個人都好，不會每個人都特別

要好，也不會每個人都特別不要好，保持這種心就很好了。 

 

 不要跟這個人黏得一天不打電話好像都不得了，一打電話就三個小時、六個

小時；然後有一點點小事情摩擦就死不往來，死不講話，熱線就斷掉，那這愚癡

啊！有這個毛病，趕快自己反省，不然到佛前拜一拜，不然到他面前拜一拜，不

管誰對，我跟你拜，我無明、我愚癡。你們如果有這樣的話，我佩服你，我也要

跟你拜一拜，因為這種人覺悟的話，一念都是很寶貴的。 

 

(9)其心迷亂：指心無所主，迷惑狂亂，作不善業者。 

 

 那第九個脫離不了中陰身的「其心迷亂」。沒有一個中心思想，心無所主。

你們修佛法，你說我要解脫，那解脫什麼都不能受它影響，貪瞋癡不能動，你有

這麼認知的話，要怎麼去做？其實修禪的人或大乘佛法，把這個心管住的話，什

麼叫貪？什麼叫瞋？什麼叫癡？就沒有這回事情。如果要發脾氣，也是隨緣要利

益他發脾氣，發完了又跟沒有發一樣，還是老樣子。不能說發脾氣以後，就對他

另眼相待。老闆嘴巴講是說沒事沒事，以後什麼事情都沒有你的份，把你冰起來

放在旁邊。我們修行不能這樣，你為他好講他，講他完以後還要對他跟別人一樣

的心態，有好處大家都有，反正就是有好的大家都有。如果輪到他就跳過去，反

正就不給你，kimo 不好，這個心啊，如果有這種小毛病，你自己要警覺。 

 

 好，現在再講這個心不迷亂，如果修禪的人管這個心，只要起心動念就不對

了。你連正的都不去想了，何況會去想負面的嗎？不會！所以禪宗為什麼說智慧

高的人在修？其實他也不會智慧多高到哪裡，只是他會管住這個心。你打開來的

話，這個心很敏感，然後你起心動念你都可以馬上警覺，然後可以管住它，頂多

兩個念頭、三個念頭馬上壓住它。那他還會去怪哪一個？還會去想哪一件事情？

不可能給你想什麼事情。你說這樣很累啊，如果愛講話的人是很累，如果愛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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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想的很累。你不讓它想為什麼它會想這個事情？後面的續集大概是什麼，搞不

清楚的話又有一個愛知道事情的心，那你不累嗎？你很累！所以你們都一直修不

好毛病就在這裡。 

 

 有的人我說你起心動念你為什麼不能馬上把它幹掉？他說：我要看它在想什

麼？你為什麼要看它在想什麼？你這是好奇！它起一個念頭，你又讓它想，一句

兩句三句，你疏於警覺就一直下去了，怎麼不會散亂，一定散亂！ 

 

 禪宗不是這樣，禪宗是一個字---"明天"，"明天"起來就馬上打死掉，明天又要

去什麼哪裡玩？又要去幹什麼？不管明天要幹什麼，這兩個字打死它，還會想嗎？

你就是沒有這種魄力，所以才會迷亂！你們大概都是犯這個毛病，有一點靈通，

想要知道是什麼，就會死在這裡；沒有靈通，我想想看也好，看這個事情要怎麼

辦。這個事情不是你想的就辦得好的，該辦就去辦，這麼簡單的事情，明天到再

來辦。 

 

 我下班以後就不想事情，我會想事情就是我想到了，但一來就忘記。我有這

個毛病，所以我要提醒，因為腦筋很不好。比如說要拿一件什麼東西，明明記得

很清楚，這個事情要注意、要注意，等到來了又忘記了，這個要提醒。那如果這

個有的沒有的這種念頭，你不要讓它想，就阿沙力的斷掉，你有沒有這種魄力？

如果沒有魄力，永遠都是散亂。所以神經病的人就是永遠走不出來就這樣。 

 

 修行人不能這樣，起心動念一個字、兩個字就把它斷掉了，我管你要幹什麼？

菩薩考試也是這樣，有時候我透露天機，菩薩考試就是這樣，「你們家在發生火

災了！」什麼人受得了這一句話？手機趕快拿起來播播看，先打給家裡確定一下。

你沒有想說燒就去燒啊，你不會有這種魄力！菩薩不會考你這種不痛不癢的，都

考你那個。不然就是你們家什麼人死去了，要不然你家怎麼樣了，那個一針見血，

看你害不害怕？燒就給它燒，死就給它死，你如果沒有那個魄力，就搞得心亂。 

 

 修行都是真的，是這麼修上來的，修得如如不動，以後有什麼魔境來，什麼

這些無聊的人士來作法來什麼，你才能應付。你也不必什麼持咒跟它相抗，不必

怎麼樣跟它相對，你只要把身體氣弄通了，那就好了。所以為什麼其心迷亂？你

就太喜歡未知的想知道，假的又想把它看看是真的假的，所以永遠在迷亂，你沒

有辦法安住你的自性清淨。 

 

 如果到登地菩薩以後，菩薩在訓練你這個心。有時候過路的這些外道，或者

冤親債主，隨時都在考你，「這個人好像有在修行耶，不然考考他！」一個念頭

就進來了。那如果你如如不動，它就：「這個不能玩，這個是真的！」如果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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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迷亂，它就跟著你回家，然後就跟你攪和攪和！你為什麼會卡到就這樣，人

在半路被你帶回來，還帶了一大堆回來，又沒有辦法擺脫。 

 

 如果當下它給你一個念頭，你根本都不動，也不說對、也不說不對，根本懶

得理它。有一些比較漂亮的小姐，那個男生在吹口哨，她都能夠不理他，像這樣

子，你吹口哨吹你的，跟我沒有關係，你修行真修就是這樣子！你有沒有辦法？

你說沒辦法，我喜歡想，喜歡看真的嗎？喜歡看假的嗎？那如果是真的話怎麼辦？

房子在燒呢，那沒有打電話試試，問真的假的，不然怎麼會這樣？所以有時候我

們迷亂就在這裡，何況你在中陰身的時候更迷亂。那個境、那個影像、那個真真

假假、那個火團、那個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看起來都很真耶，你相信不相信？ 

 

 這個經典在講說，你如果要墮入冰寒地獄，就感召就是一團火這麼過來，一

團火過來你不閃避怎麼辦？這個火來會燒死耶，你就怕死，你不會想說這個火衝

過來就過去了，你不動心它就過去了；你動心說趕快跑、趕快跑，就墮入冰寒地

獄去。這是幻境。所以《解深密經》就講這個魔術師幻境，跟你的業力幻境都一

樣的。你為什麼心會迷亂？人都是貪瞋癡這三迷以後就心迷亂，把假當真，把你

的習氣當真，把你的欲望當真，把你過去所造的因緣果報的事情當真，所以才會

迷亂。「心無所主」，你心有所主就固定你的自性清淨的空性上，不管境怎麼樣，

你都不動，這樣怎麼會迷亂？不會迷亂！ 

 

 那你不迷亂之間，它後面加一句──你要作善業。因為第一階段你不作善業，

沒有積福德，沒有積福德你就接觸不到真正的佛法，求不到諸佛菩薩的加持。善

業就是《金剛經》講的布施，修忍辱，客觀看一切事情的般若智慧，就講這三個

波羅蜜嘛。你有修到《金剛經》，不是要叫你去撿那個寶特瓶，也許你說老師天

天在講寶特瓶，好像跟寶特瓶過意不去。因為這個例子很好講。你可以去撿，但

是你不要把那個當本業，我不是反對你去撿，但是撿的話不要忘記本末，撿了以

後忘記它，你修心比較重要，你貪瞋癡搞好，那你撿不撿那是次要的。 

 

 你要作善業，持戒，布施，隨緣布施，然後有能力講經說法，當然隨緣講經

說法。然後你供養三寶一定要的，這是最大福田，也是種未來智慧。諸佛菩薩沒

有教你什麼，都給你智慧。我講這個不是說哪裡經典看來的，都是這麼一路上來，

無形中體會的，實際的戰鬥經驗。我在講經說法，不去看古人怎麼講，那會很累，

因為我很怕名相，那個名相很多。那我這樣跟你講，都跟你生活，跟你們發生在

道場的事情很有關係，你們很親切。如果有影射到你的話，你自己要想一想，我

為什麼有這個無明的毛病。 

 

 那很多人都對號入座，我講到什麼，「欸！老師又在講我了！」有時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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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沒有啦，有時候會講到某人，比較特別一點會指名道姓──當家阿嬤，那

就是當家阿嬤了。那有的講到好像是誰，你就對號入座又在講我、又在講我，很

多人這樣想。那也不必這樣想，有則改之，沒有則自在，就是老師講我也沒關係

啊，有什麼關係？趕快改嘛！ 

 

 (10)守惡邪見：指不信如來正教，堅持外道邪見者。 

 

 最後一項「守惡邪見」。你沒有修行，沒有自己的看法；你有修行你就有自

己的看法，這要不得。因為你再怎麼修，沒有辦法把佛法全部搞懂。你像有的人，

聽我在講最多的三十年吧，最少的也有十幾二十幾年，新來的一兩年比較少了解，

很多在座都老同學。所以講法我們一直在改變，因為你佛法看多，經典講多，那

個深度就越來越多，表示過去都不對的。如果不對的，你一直強調說這個是最對

的、這個是最好，那你不是邪見嗎？只有佛講出來才是真的。 

 

 我們在學習講的人，早期我在講的話，旁邊都很多菩薩站在旁邊，我是看不

到啦，只要我講一點點出差錯都馬上會哽到，這種現象最近比較少，除了講到你

們搞股票，祂就不讓我講股票。講股票真的會傷你們很多人的心，所以上一次講

到股票我都咳嗽了。你要講正法，其實都有護法菩薩在看，你講得對不對？你有

沒有胡說八道？有沒有違背因果？有沒有依真正佛法在講？我們都是要長進，我

們都是在進步，所以你三十年前講的，跟現在講的一定不會一樣。 

 

 但基本上你的正確的觀念，不能違犯因果，不能去違犯戒律，不能鼓勵說哪

個戒沒關係，哪個戒沒關係。你可以自己犯，你不能去叫別人也犯。你自己方便，

但是你不能也叫別人方便，人家不方便。所以有的同學說，喝牛奶好像沒關係吧？

有的同學就牛奶死都不喝，結果那個膝蓋搞壞了，然後什麼骨質疏鬆了，然後什

麼都治不好。你能說他不對嗎？他寧願死他不喝牛奶啊，也很好啊，你要讚歎他。

人家執著哪一個戒律，你只能讚歎他，你不能說不好。你說哎呀不要守齋戒了，

守齋戒會沒力，那喝流質的好像沒有關係。我沒有跟你說你齋戒日可以喝流質的，

我不能講這一句話。只是你們去受戒的時候，那個出家眾比較慈悲說你們喝流質

的沒關係。那是他講的，我從來不講你們可以喝流質的。因為戒就是戒，你守得

到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去負因果，我講我要負因果，我不去造這個業。戒師跟你

們講的那是他的因果，我不會去講這個。但是你守得很嚴格，我讚歎。戒律本來

就這樣，你守得越嚴格，越會成就聲聞道。 

 

 但不要因為那麼多的事情你看到一點點，你就說這是全部。五陰魔相裡面都

是在講這一種嘛。比如說你說這個「行陰魔相」的人他有宿命通，他看到八萬劫

以內的因果，然後往外他就看不到。他說無始無終，因果在這一段，前面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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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面沒有，所以這個突然冒出一個黑色的烏鴉來，怎麼來的？不知道！最後

八萬四千劫完了，這邊呢？到哪裡去了？黑烏鴉變白烏鴉，白烏鴉到哪裡去了？

沒有看到，沒有看到就沒有了，不了了之了，就變無因無果，這就是典型的邪見。 

 

 你沒神通，沒有修行的境界，邪見起不來，頂多是你錯誤的觀念，那是過去

世的智慧，有高有低沒話講；等到你有一些靈力了，然後現出一些怪力亂神的能

力，你就執著這個就是對。天下八萬四千法門都不好，只有一個無相念佛法門最

好，講了半天都無相念佛法門，就是邪見。釋迦牟尼佛有沒有這麼講？什麼叫無

相念佛？無相念佛就是空了，你還講那麼多幹嘛？念佛是想念佛嘛，既然無相想

念佛，那佛也是法身空了，那就不要想了，寫那麼多書幹嘛？ 

 

 所以這個邪見啊，很多沒有智慧的人都跟著屁股跑，還有很多出家眾跟著跑。

這個也是邪因緣，不能講他出家眾一定就有智慧，不一定，因為跟他有邪因緣。

所以守不好的是守惡，守惡沒關係，你把它當真了，講給人家聽，說這樣才對、

這樣才對，就變邪見。所以多「不信如來正教」，除非出現在經典的你可以相信，

那個別人自己以為是的講出來的，你不要去看。最好是你自己能看得懂，不要看

人家講的，看人家講的他會置入性的直銷他的邪見。你如果不知道，你看了不會

分辨對錯。 

 

 這次去 Buddha-gayā，一個命令，你就是要把這個「五陰魔相」弄出來，所

以我那兩年搞得身體很不好，那多同學花很多精神幫忙。這「五陰魔相」末法時

期最重要，你不認識自性還沒關係，你不要走錯路。你說你有什麼境界，什麼境

界都不是，都是魔相！那你把這個魔相當境界，你不死在裡面？  

 

 至於怎麼練自性，你沒有走過這個怎麼去練自性？所以很多人本末倒置，還

沒有談到五陰魔相，就在講自性怎麼樣、自性怎麼樣？當然《楞嚴經》裡面世尊

是先從自性怎麼認識開始講的，因為阿難迷糊掉了嘛，所以開始講，沒有錯。但

是你沒有開悟的人去講這個，不懂什麼叫自性？如果有一個人，心給你一個念頭，

你相應了，這個自性現起了，你都沒有這個能力，你講什麼自性？所以講自性是

開悟的人的境界，你沒有那個境界，你講《楞嚴經》裡面的什麼開悟、什麼自性

有什麼用？沒有用。所以我們重要的五陰魔相弄出來，我不希望你們有一些知見

不正。 

 

 你們同學我聽到你們在發表邪見的時候，我都沒有直接指正你，我要在上課

的時候跟你講。有些人對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境界搞不懂，然後就會跟新的同學

講一些錯誤的觀念。你不知道四禪不得了了，你還在講什麼？四禪要有五神通了，

你動不動要進入四禪、要進入三禪，好像吃飯那麼簡單？二禪，我只有看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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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二禪。當然修佛法不一定要進入世間禪定，但有的人氣旺就會進入那個境界

嘛。有的唸佛就進去了，有的打坐就進去了，有的修心中心法就進去。二禪就是

你只能進，出不來。你自己可以這麼打坐修行進去，要出來知道，就出不來，真

的入定了，這是你的身體所有權不是你的了，那才二禪。如果你的身體我要起來

就起來，我不想打坐就不想打坐，那個都沒有入二禪。 

 

 那初禪呢？初禪就是你心起滅都要清楚。我剛剛講的那個禪宗，你起一個念：

"明天"，你就知道！明天要幹什麼？打下去還講明天幹嘛？明天還沒到，今天還有

好幾小時還沒完呢，你講明天？！那是有覺有觀，誰在觀？自性；誰被你觀，你

的妄想。如果做不到這樣，連初禪都沒有，你就是氣很旺有什麼用，你要有兩個

心。有一次有人還問說：「我們怎麼有那麼多心？」我說對啊有八個心，你同時

可以聽、可以看、可以什麼…，同時出現那個能力。現在你這兩個心先有：知道

你在起妄想，知道別人的心念，你這兩個心都沒有，初禪都沒到呢，怎麼講二禪

三禪四禪？ 

 

 二禪進去就出不來了，那三禪呢？三禪更一進去就千萬年了。所以我們說修

佛法不一定要透過世間禪。可以，但是我的氣可以把身體打開，不要走入定的路。

佛禪跟世間禪不一樣，不一定要入定，但是境界比它還要高，因為氣很旺。一般

人如果沒有的話呢，會被你的心搞得像神經病一樣，定不住，所以陷入迷亂就是

這樣子，認假為真。很多你知道的還不究竟，最好少講。然後知道的，有這個境

界，人家跟你印證這是什麼現象，你懂是可以講，但你不要自以為是的講這樣、

講那樣、講那樣。 

 

 還有一個人打電話來，我們這裡有大德跟他印證，你開悟了啦。哪一個同學

跟他印證開悟了？到底是真開悟還是鬼通？你搞不清楚，你隨便跟他印證開悟！

你們有境界的人，我從來沒有跟你們講哪一個開悟。說開悟是很忌諱的事情，有

的是鬼神通，鬼神可以跟他灌氣，讓他通了，你說他開悟？修行跟鬼神作怪沒有

兩樣，但是開悟的人是精神很正常的，知道哪個該做、哪個不該做，知道哪一個

真的、哪一個假的。鬼神作亂的人呢，他也有那個靈力，但是就是把握不住自己。

叫你不要煩惱，他就要煩惱；叫你說怎麼樣，他就怕死，這種就是鬼神業力，不

是開悟，那是不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