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道前基础 6(亲近善士○1 )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听闻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还有说法的法师应

该注意的条件，这个我们都介绍过了。应该怎么听闻都准备好了之后，那

说法的法师也知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接下来就是正式的修行。 
  正式的修行，我们必须要先寻找一个老师，不然我们不知道怎么修。

我想学佛修行，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下手，尽管自己偶尔会看看一些经论，

或者是跑跑道场，东听听、西听听，那可能是杂乱无章，就是也许没有按

照次第来听闻学习，然后看的经论可能也是小乘、大乘、金刚乘、显教、

密教都看，有缘拿到那一本就看那一本，所以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把它圆融

得很好。就是说除非你都可以契入，不管你今天看到那一本经论，你都可

以马上契入它的境界，然后不管是那一乘，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的见

地，你看了之后，你都可以圆融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不会产生任何的矛盾

冲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到最后你也可以把它整理

出一个很圆满的次第出来，那就是如果宿世善根深厚的，过去生就已经学

佛修行很多年的，他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因为他看多了，就知道怎么把它

变成一套很完整的修行的次第。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恐怕就是

初学者要依止一位善知识，然后很有次第的来学习，这样才不会盲修瞎练，

自己盲修瞎练，或者是东跑跑、西跑跑，会耽误很多的时间，或者是原地

打转，就是进步得非常的缓慢，可能就是没有依止一位具德的上师，然后

告诉你，当你有瓶颈的时候告诉你怎么突破，然后告诉你现在的问题在那

里，然后你下一步应该怎么修，如果都没有人指导的话，就会非常的缓慢。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快速成就的话，恐怕就是要依止一位好的上师，可

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但是那个也需要有善根、福德、跟因缘都具足，这三

个条件都具足的话，那比较容易遇到好的上师，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嘛，听

的话又会很相应，那就必须要有善根，可以听得懂上师他在说什么，然后

听完马上相应，回去又可以好好修，这个是要有福德、因缘。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条件都具足，这一世一定可以成就是毫无疑问的。不能够成就的原

因很多，但是大概都不出这三个原因，有的是善根不够，过去世种的善根

不够，所以他这一世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就是跟他的根性有关系，

根性就是过去生带来的嘛，你过去生的善根如果种得很多的话，很深厚的

话，你这一世自然一听就懂，没有丝毫的障碍，好像在复习这样子，那就

表示说你宿世已经修行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修得还不错。福报就有关于我

们到底有没有时间来修行，我知道这个法门很好，可是我太忙没有时间修，

或者是我身心太乱没有办法修，有的人是有时间，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安

道前基础 6  亲近善士○1  1



下心来好好的修行，那个都是福报不够，福德资粮过去累积得不够。还要

加上好的因缘，就是这一世能够碰到跟我们相应、好的上师。 
  好的上师到底要怎么找？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一般来讲的话，至

少他要有调伏自己的能力，调伏自己的能力就是以他的戒定慧三学来观察，

他是不是已经圆满了戒定慧三学？因为戒定慧三学就是拣别一个人他到底

是不是修行已经有一些成就了，就看他戒定慧三学圆不圆满。首先观察他

的戒律是不是清净？他本身是小乘的师父、还是大乘的、还是金刚乘的师

父，因为不同的，他受的戒不一样，他受什么戒，他就是遵循那个戒律的

内容来持守。所以小乘的戒跟大乘还有密乘的，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我

们要先看他是那一类的师父，才能够观察他戒律是不是持守得很好。如果

他是大乘菩萨道的师父的话，你就不可以拿那个小乘的戒律套在他的身上，

也许他没有受比丘、比丘尼戒，所以你就不可以把小乘的比丘、比丘尼戒

套在他身上，说他这个不如法、那个不如法，那我们就造下了很深的业障，

毁谤法或者法师的业障，所以也是要很小心的观察。不过一般来说的话，

为什么持戒清净非常重要呢？因为他自己要把戒律先持好，然后教导众生

也把戒律持好，所以他等于是他弟子的榜样，持戒的好榜样，所以他必须

本身以身作则，因为身教重于言教嘛，你自己先做到了，比较会有摄受力。

而且他本身如果说他不是很强调戒律的重要，他自己本身戒律会有穿缺，

会有缺漏，然后他平常教导弟子在言谈中间也不是很强调戒律的重要的话，

那就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就变成说他自己没有先做到，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成为弟子的好榜样，然后平常他又不是很注重、很强调戒律的重要，所以

弟子就不会很注重戒律，不是很喜欢持戒。可是我们知道戒律是一切修行

的根本，它是定慧力的基础，所以持戒如果持不好的话，就很难得定，所

以身心很躁动不安的，不是叫他修禅定，而是教他先持戒，因为戒持得好

的话自然就能够得定，所以戒律是禅定跟智慧的基础。所以戒律持得好，

他自然就很容易得定。 
  第二个条件就是定力，看这一位上师他定力好不好？有没有定力怎么

看呢？什么叫定力？面对境界心不动，那个叫定力，他会不会随着境界来

转，会不会面对不同的境界，然后生起不同的情绪或者是烦恼。如果我们

看这位老师他情绪不是很稳定，就是情绪起伏很大，或者是很容易受到外

在境界，一有事情他就不行了，或者是心就动了，贪瞋痴的习气很明显，

这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有些上师脾气很坏，我们不能说他瞋心重，所

以还是要仔细的观察，主要是看他，他发脾气的时候，如果是为了利益众

生，因为他可能会骂那个师兄，会喝斥，会很严厉，看起来好像在发脾气，

可是他是在利益那个师兄也说不定，就是他的教育法是这样子，那这种情

况除外，就是说他为了自身的利益，然后起了很强烈的贪、或者是瞋、或

者是阴晴不定，我们说喜怒无常，这样子来形容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说他

的情绪好像不是这么的稳定，那就说明一个人的定力，所以我们平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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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定力好不好，也是看你还会不会闹情绪，你只要还会闹情绪，你就

没有定力，懂吗？闹情绪的意思就是说，你很容易受到外在境界的干扰，

一有事情来你就不行了，那表示说你的心先动了，你的心会动就表示没有

定力，你的心才会动，然后再随着不同的事情引发不同的贪瞋痴，或者嫉

妒、伤害，起了不好的念头，这些都是，只要你心动了，生了烦恼了，这

个都表示定力不够。因为定力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伏烦恼，一个人定力修得

好，就是说他的烦恼被伏住了，被什么伏住？被定力伏住，所以只要他禅

定力好的话，他一定不会随便闹情绪的，为什么？因为定力伏住那个烦恼

的种子，不让它现行，你没有那个定力伏住的话，那表示说你定力不好嘛，

所以才会生烦恼，然后才会闹情绪，才会一天阴时多云偶阵雨，一天好几

个变化，一点点小的事情就……本来还在笑的，可能听到一句话还是一个

动作，马上脾气就来了，那表示说丝毫都没有定力的扶持。所以，我们观

察这个上师有没有定力，也是看他心容不容易动摇，被外境所动摇，看他

面对事情处理的态度就知道，是不是什么事情来他都是如如不动？然后心

都没有受到影响，不会随便起情绪。 
  如果有戒律的摄持，再加上定力的功夫，才可能开发智慧。所以第三

个条件，智慧，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智慧特别是指见空性的智慧，他如

果能够开悟的话是最好，因为开悟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明白无我的道

理，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整个佛法就是要讲一切法无我，可是你没有见

空性的话，你就很难跳出我执的束缚，念念都有我，很难解脱，所以这个

时候持戒也是有一个我在持戒，修定也是有一个我在修定，你在行一切善

也没有忘记有一个我在行善，所以变成这个功德都很小、很小，只有见空

性的人，他在行一切的……发菩提心也好，六度万行也好，或者是在持戒、

修定，不管是什么那一个，他心都不会着在修行的相上面，他行善心里面

什么都没有，没有我在行善，发菩提心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可怜你

们我才发菩提心，都没有那个我的观念，所以这个无我的智慧是非常、非

常的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你能不能很快速的成就，或者是说，因为有「我

的」一切善行，就还在轮回当中，就是人天果报而已嘛，它是永远没有办

法解脱轮回的。所以解脱轮回的基本条件就是无我空性的智慧，所以你念

念有我的一切善行都是人天果报，只是福报而已，是不能够出三界的。所

以这个空性的智慧，变成你想要解脱或者开悟、成佛的基本条件，一定是

建立在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的基础上面，你才能够去圆满一切的解脱的

资粮加行，或者是开悟、成佛的资粮，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尤其大乘的，

尤其是大乘的，一定是要跟空性相应的，六度万行还是十波罗蜜，一定都

是跟空性相应的，不然你忙了一辈子如果都是用「我」在修的话，这辈子

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成就的，没有丝毫的成就，因为你在修我嘛，解脱

三界都不可能，何况是成佛？成佛要出十法界，可是你三界六道都没办法

出，还有四圣法界当然更不可能，所以这个智慧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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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到了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就是他最好也是要有通达无碍，

对三藏十二部都能够通达无碍。通达无碍的意思不是说他三藏十二部全部

都要看完的意思，不是，是跟下面一个条件，这个实证的功夫有关。第五

个条件就是实证的功夫，第四个是教理通达，第五个要有实证的功夫，这

两个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起讲。就是说你要通达无碍，就是完全的了解三

藏十二部的内容，任何一本拿出来你都能够讲，你都看得懂，然后也能够

讲，这个就是一定要有实证的功夫才能够做到，你不用全部看完，但是只

要你开悟，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就看得懂，因为所有的经论都是在讲心性

的道理，那你明心见性表示说你已经见到你的心性了，所以一切的经论都

回归到自心来讲，所以你只要见到你的自性的话，你一切的经论就看得懂。

可是你带着很强烈的我执跟法执去看一切经论的话，就通通没办法契入，

因为一切的经论也无非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破除我跟法的执着，都是在讲人

无我、法无我的道理，可是你有一个我，它就是没办法契入。所以没有见

空性的上师的话，他就是看经论或者是他在说法的时候，也是依文解义比

较多，因为他自己没有见性嘛，所以他就是只能按照经论上面的文字来讲，

或者是只是背一些经论的内容，但是他没有办法契合，他的心没有办法跟

经论说的境界相契合，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契入经论里面所说的境界。可

是一个有实证功夫的上师，他在说法的时候，他是先契入那个法当中，然

后才从那个境界当中说出来的，所以是不是他会有隔碍，跟那个只是明白

或者是博学强记，只是把那些经论的内容背下来，然后依文解义把它说出

来，它是有很大的距离。一个是在背书，一个是从他自证的境界当中说出

来的，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差别。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又能够教

理通达，又可以有实证功夫的上师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因缘非常的好。我

们刚才讲要有三个条件，那就是因缘非常的好，能够遇到好上师，我们这

一世就能够成就得很快。我们刚才讲的戒定慧，还有教理通达跟实证的功

夫，如果这个上师他都具备的话，他在教导弟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很

快就可以契入佛法的境界？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证到了，所以他就可以带

领弟子很快的也圆满戒定慧，还有教理通达跟实证的功夫，因为是明白人、

过来人，所以他要指导的话就是非常的便捷，非常的快速，这就说明为什

么善知识需要这些条件。 
  第六个，就是德增上。就是我们找的老师一定要超过我们的嘛，如果

说他的程度还比我们差，或者跟我们差不多的话，我们跟他学习没有办法

进步的，所以第六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比我们程度好的，这样的一个上师我

们才依止他。 
  这几个条件就是一个上师他自己本身需要具备的条件，可是他在度众

生的时候，还需要另外四个条件来摄受众生。 
  第一个，就是说法善巧。说法善巧是从那里来的？就从刚刚那个教理

通达跟实证的功夫来的，他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他一定说法无碍。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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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会随不同的根性，弟子不同的根性，然后为他们宣说不同的法门，

而且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还要用不同的方式，懂吗？同一个法门还要用不

同的方式，不同的根性用不同的法门，同样的法门还要用不同的方法，那

个比较作怪的，要用作怪的方法来制伏他这样子。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根

性的弟子，上师都有能力、也有方法来调伏他，那个就是要有无碍的方便

善巧，才能够最有效。说法善巧的意思就是说有效果啦，你教导了之后有

效果，能够产生那个效果；如果不善巧的话，那可能效果就会打折扣，就

是没有办法发挥很好的效果，那就是可能他在表达方面不是很善巧，因为

还是有这样子的，就是说他自己明白，但是他不会讲、不会表达，可能语

言的障碍，可能是思惟逻辑过去没有熏习，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讲，会讲得

好像很片段，或者是那个思路不是很清晰，他会讲得很片段，然后没有办

法连贯起来，可是他都知道，他心里很明白，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表达得百

分之百，至少也要八九十才可以。所以说得清楚明白，除非你自己证得到，

所以实证的功夫很重要，就是你自己做得到的事情，你已经做到了，所以

你就讲得清楚，不管是要深讲、浅讲，长讲还是短讲，还是不长不短讲，

就是都有办法深入浅出，都能够讲得清楚，是因为你已经做到了，可以讲

得清楚，然后再加上刚才讲的教理通达，教理通达也很重要，因为它就是

成就我们的多闻，成就我们多闻，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

内容，因为三藏十二部所有的法教都在里面，你如果成就多闻的话，你就

可以比较明白这个人你要用那一个部分来教导他，它是比较能够有效果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法善巧，如果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教理通达跟实证的功

夫这样的条件的话，说法善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除了他的宿世的根性的

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有些他就是属于那种木讷型的，他可以很

精进的修行，自己可以成就，可是他就是不善说，还是有这样的根性，那

就是过去世他的熏习是这样，他的根性是这样子，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样

的人他只要是开悟、有成就的，他就是不说话，你常常去亲近他，你还是

可以得到利益。我们现在很多新发明，有一个杯垫，你们家里有吗？只要

有一个杯垫你放一杯水上去，那个水分子就会改变，你们有没有开始玩这

个？那你们太落后了，我家有！大分子可以变成小分子，只是一个杯垫，

它也可以放到饭里面去煮，跟米一起煮，那个里面的分子也会改变，你也

可以烧开水放进去，我开始教你们怎么着相，然后怎么样烧开水，那个泡

出来的茶或者咖啡特别好喝，因为它会改变那个水分子，大分子变成小分

子，因为我们人体吸收如果是小分子的话，那个吸收很好，吸收力很好，

那个大的分子我们人体组织还有细胞的吸收比较不好。我是用这个来形容，

就是它可以改变那个分子物质的结构，它可以改变。我们亲近那个开悟的

人，我们身上的细胞排列组合重组喔，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磁场不一样，

他磁场特别好，所以我们常常去亲近他，我们身上的细胞结构就开始改变

了，不好的那个慢慢排掉，也可以排毒喔，不好的贪瞋痴、习气、什么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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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都慢慢的排掉，好的留下来。所以即使他不善说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

可以常常的亲近他，从他那边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我们就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去亲近一位成就者，奇怪，本来心情很不好的，可是当你离开他那

边，奇怪，怎么心情变得很好，然后很轻松，有没有？那个就是因为磁场

改变，身体的结构已经改变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心情特别的好，这就是

可以说明实证的功夫非常的重要，他在摄受弟子的方面，就是摄受力非常

强，他可能不需要讲很多话，你只要常常接近他，你就知道应该要好好的

持戒，好好的修禅定，你跟他相处就是两个人都不讲话，你也觉得说你好

像入定了，有那种感觉，因为上师都在定中，所以你常常亲近他，你也觉

得奇怪，我怎么随便坐就可以坐两个钟头，然后脚都不会酸，我自己在家

里坐半个钟头就不行了，腰酸背痛，这是有原因的。好，这是第一个，在

摄受众生的时候，必须要说法善巧。 
  然后有悲愍心，所以第八个，就是有悲愍心。悲愍心怎么看呢？我们

昨天有讲过，看他有没有对象的差别，在一个有悲愍心的上师的心中，一

切的弟子都是平等，一切众生也是平等的，一切众生平等，不是只有他的

弟子，有没有皈依他，有没有跟他那个都没有差别，在他的眼里都是一切

平等，有缘就说，有缘就度，心中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说这个人我喜欢

他，他一来我就很欢喜，那个很讨厌的，他一来我就心情不好，没有这样

的事情，谁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救护，这就说明他有悲愍心，然后有悲愍

心他才能够做到后面两个，就是精进利他跟远离厌患。精进利他就是你可

以观察这个上师，他念念都是众生，他平常想的、他心里面想的事情都是

众生的事情，他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事情，就是不会为自己考虑。凡夫是念

念为自己嘛，那上师是念念为众生，所以可以从这边就观察出他是非常精

进在利他的。所以也是因为上师他不会考虑到自己，所以在旁边照顾的人

就非常重要了，绝对不可以让上师累到，因为他不会……他会忘记休息，

懂吗？他会忙到忘记休息，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等到生病就来不及

了，因为机器坏了，你再修也修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好好

的照顾师父，不要让他太忙，行程不要排得太满，课不要上得太多，好好

休息，但是也不能都不说法，都要说法，就是看上师的情况。因为年轻的

上师就比较没关系，年轻力壮的，他体力比较好，很健康的，就给他排多

一点没有关系，要看，如果上师年纪又大了，然后又一身的病，那可能就

是不能够让他太劳累。他生病了会忘记去看医生的，因为他的念头里面是

没有自己的，懂吗？所以那个旁边照顾的人就要赶快带上师去看医生，生

病要去看医生，然后大家供养的东西，上师也是拿来就是要满众生愿嘛，

把功德赶快回向之后就赶快吞，供养药就吞，供养什么吃的也吞，所以他

的观念里面也没有什么合不合适这件事情，懂吗？所以旁边照顾的人就要

帮他过滤，那个不适合上师的，可能就功德回向之后就不要让上师什么药

都吞这样子。这就说明一个有悲愍心的，是完全不会考虑到自己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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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这边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精进在利他，精进利他就是完全没有自己，才

叫做完全精进的在利益众生的上面，所以他的心心念念都是在这个上面的。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远离厌患。这个我们昨天也讲了，他不会因为时

间长、次数多、内容一直重复，他就很厌烦，不会，会非常有耐心，所以

从一个好的上师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他不管怎么忙、怎么累，他都不会不耐

烦，也不会心情不好，没这件事情，他就是全身痛完了，他也还是一样可

以笑得很开心，所以也不知道他在痛这样子，这个就是说明他可以远离厌

患。 
  具足这十个条件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好的上师，所以现在就知

道要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上师。书上是说如果这十个条件如果没有办法全

部具足的话，那至少要有五个条件，就是戒定慧三学，因为这个就是说明

一个人，他一要定自己先成就，自己要先能够调伏烦恼，然后才可以帮众

生调伏烦恼，他如果戒定慧三学都不圆满，他怎么可能教导弟子戒定慧三

学圆满？所以这个是基本条件。我们知道禅定是伏烦恼，智慧是断烦恼，

断烦恼要靠无我、空性的智慧来断烦恼，烦恼的种子才能够清净，所以除

非上师他有伏烦恼的定力，有断烦恼的慧力，他在教导众生才可能让弟子

能够伏烦恼、断烦恼，才可以，如果他自己都没有修到，他当然没有办法

让弟子也能够证到，所以这三个是基本条件。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他最好是开悟的人，因为开悟的话，我们刚才讲，他要教理通达很容易，

他成就多闻很快，因为经论拿来他就看得懂，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成就多闻，

那要说法善巧也很容易，对不对？因为他有智慧嘛。第五个条件就是要有

悲愍心，有了悲愍心就是刚刚那两个也有了，虽然他没有说出来，可是你

一定会很精进在利他，因为悲心的菩萨一定都是念念为了众生，为了利益

众生，所以他一定会精进的利他，一定数数宣说不会疲累。所以虽然他说

了五个，也差不多都在里面了，因为你有了这个五个，其它也都有了，这

是最基本、基本的，我们寻求一个善知识的条件就是至少要具备这五个条

件。 
  本论所谓的善知识就是能够引导我们众生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

一直到圆满成佛，都能够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才称为善知识，就是他

可以引导我们从初学佛开始，教我们怎么断恶修善，有了人天果报，如果

人天果报还不够的话，你想要解脱也可以，进一步教你解脱道，然后你想

开悟成佛，进一步上士道，所以能够从初学佛一直到圆满成佛都没有问题，

可以引导弟子可以达到最后究竟圆满成佛的目标，就是本论所谓的善知识

的条件是这样子。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十个条件或五个条件是一定要具

足的以外，他引导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整个广论的内容，所以善知识是非

常、非常重要，在我们学佛修行的过程当中，因为不管你是那一个阶段，

都需要上师的指导，你才能够非常快速的成就，从世间的一切的圆满，因

为善知识会告诉我们怎么断除十恶业、行十善业，所以你要求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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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啊！世间的一切都在十善业里面，你十善业都做到了，你想要求什么

都有，功名、富贵、婚姻、事业统统有，好的子女，世间一切的安乐全部

都在十善业里面，所以也要跟上师来学习，善知识会教导你怎么正确地断

除十恶业，怎么正确地行十善业，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想要解脱的

话也是，善知识也可以教导我们怎么解脱的方法，就是整个中士道的内容，

还有最后开悟成佛的上士道的内容。所以我们从初学一直到最后也都不能

够远离善知识，从人天福报到解脱、开悟成佛，都不能够远离善知识，这

就是善知识为什么是我们修行的第一步，修行的根本就是亲近善知识。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位好的上师，好的善知识，我们弟子是不是也要

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上师有了，可是我不是具器的弟子，这样也是一样

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什么是具器的弟子，是闻法的根

器。 
  第一个条件，就是心能够正直，不分宗派。就是你心中没有分别心，

我是修内观禅的，你是修净土的，你是修什么的，没有分，不管你今天修

学的是那一个宗派，那一个法门，对其它的法门一概没有批评毁谤，没有

排斥，这是第一个条件，好弟子应该具备的条件就是没有分别宗派。有些

密教的听到大圆满，他就只有大圆满，其它都没有，其它都被排除在外了，

这个是着了大圆满的相，我可以保证他一定没有证到大圆满，因为他的心

一点都不圆满嘛，所谓的大圆满就是无所不包，一切法都成就，那你这个

不行、那个排斥，那你就心不圆满，所以你大圆满也不可能成就。修任何

一个宗派都一样，不管你今天修学那个法门，你就是不能够执着这个法门，

然后排斥其它的，就是贪自瞋他，贪着自宗、瞋恚他宗，你这样做会有什

么过失呢？你第一个就是障碍自己成就多闻嘛，因为你这个排斥你就不听

了，所以这个部分你就没有办法成就，那个批评毁谤，这个也别想听了，

所以你是障碍自己成就多闻嘛。我们刚才说要教理通达，三藏十二部全部

圆融无碍在你的心中，可是你这个不喜欢，那个排斥、那个不要学，是障

碍自己成就而已啊，这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障碍自己成就禅定。

因为你每天都忙着分别嘛，分别这个好不好？怎么样、怎么样……，学一

个就分别一个，多学就多分别，多分别多执着，所以你的心就不能够得禅

定，因为会去批评毁谤排斥其它的，都是说明你是分别执着心很重的人，

的修行人，分别执着很重，你才会去分别嘛，是不是？所以也可以说明那

个分别执着比较重的，他就是比较会去排斥其它，这个也是障碍自己，不

但障碍自己成就多闻，还障碍自己没有办法证得禅定。还有呢？很容易造

下不恭敬法跟法师的障碍，对不对？很容易造下毁谤法跟法师的业障，这

个就更严重了，因为你在批评毁谤的时候，你就不恭敬了嘛，你就一定是

毁谤法跟法师，所以这谤法的罪是最重的。所以怎么检查自己有没有具备

这个条件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做到心正直住、不堕党类？就是我对各宗

各派的法跟法师都跟恭敬我的上师一样的恭敬，这样就 O.K.了嘛，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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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是那一个教派、那一个教派道场，他说的是什么教派的法，那一个

教派的法师，我们都同样的恭敬，绝对不分别执着、批评毁谤、排斥，那

你就具备第一个条件，你就是好弟子的三分之一了。还有两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分辨正法、邪法的智慧力。因为我们刚刚说你

不要分别嘛，他就真的不分别，所以正法、邪法他也不分别了，相似法还

是佛法他也不分别了，你不是说不要分别、执着？我就统统都接收，这样

对不对？那就没有第二个条件，你没有分别的智慧，这就变成说这个法师

善说不善说，说的是正道，正法还是邪法、还是相似法，你就弄不清楚啊。

所以变成有功德的善知识会被你因为没有分别的智慧，变成说因为你老是

看他的过失，你就可能找他的毛病在那里，可能在说邪法的那个师父，你

反而觉得好相应，因为你是外道根性，所以你一听就相应，就说：说得好

嘛！然后带很多人去听，那就是没有分辨的智慧。所以第二个条件更重要，

对不对？你必须要有智慧来分别是不是正法？如果没有分别的智慧会有什

么后果？你这一世就不要想要解脱了，对不对？因为他说的不是无我空性

的道理，所以你今天跟着他，跟他一辈子，那你一辈子就被耽误了，而且

还种下了很多邪法的种子，邪知、邪见的种子，那不知道到那一世碰到善

知识然后你才转得过来，这一流转生死就不晓得几世过去，就是你会错很

久，懂吗？不是现在这一世错而已，一直错到你那一天听闻正法，然后纠

正过来为止，那还要有宿世善根深厚才可以，还要有好的因缘才可以，还

要有福报才行，要不然还没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就是有分辨的智慧

就非常、非常重要，要不然我们这一世就会暇满人生空过，不但没有解脱、

没有开悟、没有成佛，而且还种了很多邪法的种子在我们八识田里面，所

以第二个条件也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个条件，就是对佛法要有广大的希求心。我现在虽然接触的是这

个部分，但是我发愿要徧学一切法，最好是发愿三藏十二部、大藏经全部

看完，先发愿没有关系嘛，好不好？就表示你有广大的希求心，这广大希

求心关系到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成就，你可不可以有无量的善巧方便嘛，

因为你有广大的希求心你才想要发愿徧学一切法，然后成就一切法，在你

度众生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无量的善巧方便，你如果只会一个，那他不要

这个，你就没辄了。你只会念佛，那我不喜欢念佛，怎么办？没门儿！没

办法！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只会念佛，对不对？所以广大的希求心也非常

重要。希求心怎么看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兴趣嘛，那边在讲经，你有没有

兴趣去听，还是说你只有兴趣听你跟你现在修这个有关系的，跟你现在修

这个没关系的，你就一概……反正跟我现在修的没关系，我干嘛去听？那

就表示你没有希求心，你对佛法没有希求心。然后你只抓住佛法很小、很

小的那一部分，其它的你都忽略掉了，因为你只修你相应的那个法门，只

听有关这个法门的经论，其它的一概排除在外。所以，怎么检查我自己对

佛法有没有广大的希求心呢？就看嘛，就看你对其它的还有没有兴趣？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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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兴趣去修学？有没有发心去成就多闻，广学多闻？如果有的话，就

符合这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你就是一个具器的弟子，是具足闻法的弟子，

善知识也会很喜欢教导你，也是因为你是具器的弟子，所以碰到好的善知

识之后，应该是都能够在这一世可以成就。希望各位都发愿，能够早日遇

到好的上师，早日让自己圆满具足做弟子的条件。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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