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下士道(一)10 

（归依三宝○3 ）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我们今天是从二百二十三页开始，共学的部分。我们昨天把龙树菩萨

的传承，有关于别学的部分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今天介绍共学的部分。别

学就是三个不应该做的，三个应该做的，一共六个。今天也是六个，共学

的部分有六项。 
  共学第一个，是应当随念三宝功德的差别。随念三宝的功德，三宝的

功德前面我们介绍过了，我们要常常来感念三宝对我们的功德，所以我们

上一次讲说，在我们吃东西之前、受用资具之前，我们都不忘要供养三宝。

这个之外，我们还要随念三宝的功德，就是要知道三宝跟外道有什么差别，

我们前面也稍微介绍过了，佛祂是智能最圆满的，慈悲最圆满的，为什么

智慧最圆满？是因为祂已经断除三惑：见思惑、尘沙惑、还有无明惑。断

了见思惑可以出三界，破无明惑才可以出十法界，这是其它的宗教，佛法

以外的宗教所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他们也有智慧，但是不够圆满，就是

因为他们没有断除三惑，所以他们甚至不能够出三界，更别说能够出十法

界。佛的教法也是最圆满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开悟成佛，这个也

是其它的教派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他们的教法方便来说的话，也是不够

圆满的。所以，我们要经常地来随念三宝的功德，知道佛法僧三宝，它们

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还有跟外道的差别在哪里。另外，外道它的教法也是

没有办法解脱，也没有办法断我执、法执，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他

们依然有烦恼，因为我们知道烦恼是由执着来的，由我执来的，我执没有

办法断的话，就没有办法断烦恼，也没有办法出三界，他们的教法里面也

没有办法开发佛性，就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只有佛的教法可以帮助我们

开悟，明心见性，这等等的差别，有无量的差别，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比较、

慢慢去分别，它到底是为什么三宝比较殊胜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常常

会被人家问到说：天主教难道不好吗？基督教难道不好吗？或者一贯道还

是什么，现在有很多新兴的教派，难道他们不好吗？不是说不好，我们觉

得三宝最殊胜，那是不是就对他们要产生排斥呢？也不是嘛，不需要排斥，

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是相同的部分，所以我们知

道，劝人为善会有什么果报？就是人天果报，所以他们大部分是着重在善

法的部分，在佛法里面有没有人天果报的部分？有啊，所有的善行功德的

果报就是人天，可是佛法以外的那些教派，他们有解脱道吗？他们有菩萨

道吗？他们有成佛之道吗？没有，只有佛法有。所以，为什么三宝比较殊

胜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的人天善法的这个部分，只是我们佛法的一个很

小的部分，就是六道当中的人天道这样子而已，去除了三恶道，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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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要断恶修善，也是有他们戒律，也是要行善累积功德，那就是最多最

多得到人天果报这样而已，没有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出三界？就是他们的

教法里面没有教导怎么样断我执的方法，没有办法断我执，就没有办法出

三界，也没有进一步教导怎么断法执，所以他也不能出十法界，也不能够

开发自己的佛性，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然后成佛，这个部分是其它教派

都没有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三宝功德特别殊胜。这是第一项，我们归依之

后要共同来学习的，就是随念三宝功德的差别，尤其是跟外道、其它教派

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增长对三宝的信心。 
  第二个，就是随念三宝的恩德，恒常精勤供养三宝。这是我们刚才讲

说吃饭、受用东西之前，应该不忘要先供养三宝，我们刚才先说了第二个。

这个供养三宝，它到底有哪些供养的内容？我们前面只是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平常其实很多机会都可以供养三宝，可是什么才是供养三宝最圆满的

方式呢？书上就介绍怎么样来作供养，才是最圆满的供养，它应该具备哪

些条件？ 
  首先，它介绍的就是供养有哪些内容。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

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亲自去供养祂的佛身，这个叫做供养身。佛不在的时

候，我们为了感念佛陀，我们为祂造舍利塔，有了这个佛塔之后，我们来

作供养，这个就叫做供养塔。不论是供养身还是供养塔，它有分现前供养

跟非现前供养。就是这个佛身或者是佛塔，就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亲自

来作供养，这个是现前供养，就是这个佛塔在我们面前，我们亲自来作供

养。不现前供养，就是佛身或者是佛塔，祂并不在我们的眼前，不在我们

的跟前，我们用观想这样子来作供养，这个叫做不现前供养。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法性供养。就是不论我们家里供养的是哪

一尊佛，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一切的佛性都是相等的，阿弥陀佛

的佛性，跟释迦牟尼佛的佛性，跟药师佛的佛性，一切佛的佛性是相等的、

是共通的，所以你今天供养阿弥陀佛，跟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法性

来说，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对不对？所以你供养一尊，就等于同时供

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你在家里供养一尊佛就可

以了。不用想说我身体不好，是不是要加一尊药师佛？我还要求智慧，再

来一个文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不可以忘记，我们就深怕忽略了哪一

个。其实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所谓的法性供养，就是你只要供养一尊佛

就足够了，你就等于同时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法性供养的功德

大过不现前供养，不现前供养的功德又大过现前供养，这是不同供养的内

容。 
  还有，你是自己供养呢？还是教别人供养呢？还是自己跟别人一起来

作供养呢？这也是有一些差别。如果说，我不会因为我放逸、懈怠、懒惰

而不亲自供养，只要有机会，我就自己来作供养，我一定亲自去作供养，

我不会委托别人说：「你如果要放生还是作功德，通知我一声，我只要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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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就好了，你帮我去作」，除非你是真的没有时间，不然就是我们刚才讲

的，放逸、懈怠、懒惰，所以不亲自供养，最好是亲自供养，因为它的功

德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它们的差别，自己亲自供养是最好的。可是，

还有比亲自供养更好的，就是教他供养，尤其我们看到目前生活情况不是

很好的，比较贫穷的，生活资具比较缺乏的，我们可以找机会教他一起来

作供养。先拿一些身边可以供养的东西，然后带着他一起来作供养，然后

告诉他，供养有哪些殊胜的功德，可以免除贫穷的果报，种种的供养的功

德，告诉他，让他也练习来作供养。实在是没有钱，是不是就不可以供养

了呢？也不是，因为供养的方法很多，实在是穷到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拿

出来供养，也可以作供养，怎么作供养？随喜啊，随喜是一个很好供养的

方法，你虽然自己没有作，可是你看到别人供养，你在旁边随喜，你的功

德跟他一样大，随喜赞叹，不用花钱的，一本万利。所以我们就可以教他，

他实在没有能力来作供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教他修随喜，看到有人供

养，你就在旁边赞叹随喜，那你就有供养的功德，跟他一样的，同样有一

分。还有大自然的、没有主人的，我们看到外面的胡姬花开得很美丽，来

作供养三宝；今天天气很好，蓝天白云看了心情很开朗，心情愉快，以这

个风景，蓝天白云来供养三宝；同样的，清风明月，你在外面看到美丽的

风景；大海，在海边看到汪洋的大海，哇！好美！夕阳，好美的夕阳！供

养三宝，随时都可以，这个都是免花钱的，随时都可以。而且，它不但可

以去除我们的贪着，一般我们就说：好美！然后就贪了嘛，就生贪，然后

就想说，我以后没事情就一定要到海边，因为我喜欢海边那个景色，那个

就是贪海边的景色。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个海浪翻腾的样子很好看，

蓝天反映在大海上面，参着朵朵的白云，凡是让我们赏心悦目，本来会产

生贪执的那个，我们都可以马上来作供养，再把它供养出去，那就同时去

除了我们的贪执，而且还可以累积菩提资粮，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它让

我们练习时时不忘供养，时时不忘去除我们的贪执，又时时累积我们的菩

提资粮，这个也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教他，这样子来作供养。 
  另外一个，就是自他一起来作供养。我们想要做什么供养三宝的事情

的时候，我们就呼朋引伴，就是同行善知识，一般同参道友，大家一起来

作供养，共襄盛举，这样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三种供养，哪一个功德最大

呢？自他共同来作供养的功德大过教他供养，教他供养的功德大过自己供

养，因为自己供养都没有想到众生，大悲心不够，所以它的功德最小，因

为你只想到自己作供养，没有想到众生，所以它的功德是最小的。这就是

以供养的方式来说的。 
  至于所供的内容来说，它有分，所谓的财敬供养，就是财物跟恭敬供

养。所有的财物都可以供养，只要是最殊胜、最微妙的都可以作供养。那

什么叫做恭敬供养呢？就是我们平常表现出来，对三宝所表现出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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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恭敬的内容都算。譬如说，我们对三宝之前礼敬，礼敬三宝，合掌问

讯，还有绕塔、赞颂，唱种种赞颂的偈颂，这个都是属于恭敬供养。 
  还有广大供养，广大供养就是不管你供什么，前面讲的，佛身供养，

还是佛塔供养，还是现前、不现前，你供养的都是最多的，而且最微妙的，

就是能够越多越好，尽自己的能力越多越好，而且是最好的，不是家里剩

下的、自己用不到的，然后拿去供养，不是，一定要殊胜微妙的。而且供

养的时候，是非常欢喜的，充满对三宝的信心，这样子来作供养，这就是

所谓的广大供养。 
  还有非染污供养，就是我们在作供养的时候，心要离开憍慢。憍慢就

是我供养得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高人一等，那个贡高我慢的心就

很自然地生起来了。在一场大法会当中，我是大功德主，坐在前面第一排

的第一个位子，我就觉得好像身分地位比人家高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那

个叫做憍慢心。觉得说，我有那个能力，把你们都没有看在眼里，就是说：

你们行吗？你们可以吗？你们可以供养这么多吗？这就是心被染污了。还

要离放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懈怠、懒惰，最好是自己来作，亲自

来作供养，离开放逸的心，离开贪染的心。就是说，我今天供养三宝，不

是为了取悦谁，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为了要获得一个好名声，所

以我供养给别人看的，那个就是跟贪染心相应的，这个也不好。那还有，

就是我们供养花还是水果，不要是有刺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刺的、有

毒的、有味道的，我们都不要供，它都是属于染污供养。 
  最后一个，是正行供养，就是正行佛法来作供养。这个是最殊胜的，

就是依教修行，随时都不忘以修行来供养三宝，这个佛是最欢喜的，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佛，其它都是累积福报而已，所以正行供养是我们刚才

讲的，这所有供养当中是最殊胜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开悟成佛。 
  这些供养的内容要用什么样的心呢？如果我们再加上六种意乐，就是

六种心态，六种认知，对三宝的认知，你有带着这六种认知来供养刚才所

有的那些内容的话，是最殊胜的。 
  哪六种心呢？就是你对三宝的认知，你知道三宝是无上的大功德田，

所有的功德田里面，三宝的功德田最大，所以供养三宝的功德最大，这是

第一个，我们对三宝的认知。第二个，三宝对我们有大恩德。这个我们在

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一世所有的圆满，都是蒙佛的恩德来的，过去归

依三宝，然后如法修行而得的圆满的果报，所以三宝是我们无上的大恩德，

三宝对我们有无上的大恩德。第三个，三宝是一切有情当中最尊贵的。第

四个，三宝是最难遇到的。第五个，三宝是独一无二的。所有三千世界当

中，没有一个能够跟它相比，没有一个福田可以胜过它，所以它是独一无

二的。第六个，供养三宝是想要圆满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根本，就是供养

三宝。就是你想要圆满一切世间的种种，或者是出世间的解脱、开悟成佛，

它的根本从哪里来？供养三宝来，所以你要圆满这一切的根本，就是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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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 
  有了这六个内容的认识，来作刚刚前面的那些供养，再加上供养之后，

把一切供德回向给诸佛菩萨，这个就是最圆满的供养，这个很重要，这个

才是正确的供养。供养三宝，不是我有机会就这样子作一作，那个都不够

圆满，因为没有这样的认知，最后可能也没有回向给诸佛菩萨，没有回向

无上菩提，所以不够圆满，这个很重要。我们有了这个圆满的供养之后，

我们要累积福报，还是功德，是非常的快速，当然成佛也非常的快速，因

为有正行供养的关系，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第二个，随念三宝的恩

德，恒常精勤供养三宝。 
  第三个共学的，共同应该来学习的，就是我们既然了解归依三宝的殊

胜，我们自己也感受到三宝对我们的恩德，其它众生还没有归依的，还不

知道归依三宝是有多么殊胜利益的众生，我们是不是要发发大悲心，去教

导他、去带领他、去告诉他三宝是什么？这就是对众生发起大悲心，为众

生来介绍，没有强迫推销，就是因缘成熟了，时机成熟了，带领他进入佛

门。这就是第三个，因为大悲心的缘故，我们应该告诉其它的众生归依的

道理，这个也是法布施的一种。 
  第四个，我们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心中有所求的时候，有紧急

危难，或者是我们想要求助于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赶

快供养三宝，就是修广大的供养。我们刚才讲最殊胜圆满的供养，那种方

式来作一个广大圆满的供养三宝，然后启白三宝。先供养好之后，然后启

白三宝说我的愿望是什么，祈请三宝加持。这中间还要修归依，因为供养

三宝的功德，修归依三宝的功德，让我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重点就

是，当你有紧急危难的时候，依止三宝，而不去依止其它，看风水、算命、

卜卦、茅山道术、符咒、降头……，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这一条的重点，就是我们希望有事情的时候，都是向三宝来祈请，

而不依止其它的世间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祈

请三宝的内容，第一个，是不违背戒律为原则，破戒的事情不可以随便求，

三宝、佛菩萨也不会答应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祈请的内容是不可以违背

戒律。而且，不可以违背因果的道理，如是因、如是果，你想要求什么，

你从因下手，你种了这样的因，就一定有这样的果报，不用求也一定会有

这样的果报。所以，还要把因果的道理，来作为我们祈请的考虑，我们祈

请这样子是不是合乎因果的道理，合乎因果的道理，才可以如法的来祈请

三宝加持，希望我们的愿望早一点达成，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不要

问师父说，什么事情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就知道怎么办，你所有的愿望都

可以实现，就看你有没有信心，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来做，不用求

神问卜。 
  第五个，就是知道归依三宝殊胜的利益之后，我们就要勤修归依。书

上是讲昼三时、夜三时，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勤修归依。为什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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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归依？是我们知道三宝的殊胜的利益之后，我们才会勤修归依，就是

精勤来修归依三宝。首先，我们要知道归依三宝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

这个我们也要仔细的了解，因为我们要带领众生，告诉他说我们来归依三

宝，可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归依三宝，归依三宝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说

不清楚，也交代不清楚，只是把他拉来，然后归依完之后，就把他丢在一

边，从此没有下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归依的，胡里胡涂就归依了，这是

不负责任的方法。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带领大众归依的时候，希望能够把

归依的道理说清楚，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也交代清楚，他愿意归依的话

才带他来，才不会变成虽然形式上归依，但是心里面并没有至诚的接受归

依三宝这件事情，这个等于是没有归依，要重新归依，我们后面会讲到什

么样的情况之下叫做弃舍三宝。弃舍三宝，就是说你虽然曾经归依，但是

因为你已经做了弃舍三宝的事情，所以那个归依都是无效的。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归依三宝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它也是有两种传承：

一个是无着菩萨的传承，一个是龙树菩萨的传承。 
  无着菩萨他怎么说呢？个别都有八个，都有八项。无着这个系统说，

归依三宝殊胜的利益，第一个，是能够获得广大福。这个我们知道，因为

它是独一无二，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最殊胜的福田，都没有其

它的福田能够跟它相比，所以它能够获得广大的福德，是我们的功德田，

最殊胜的功德田。所以，归依三宝就能够获得广大福，这个福是无量无边，

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因为归依三宝不可思议，因此

它的福也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个，是能够获得大欢喜。这个大欢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要从随

念三宝的恩德来的，我们生生世世因为归依三宝，然后如理如法的修行，

然后才能够得到今天的暇满的人身，不但得了暇满的人身，还依然可以归

依三宝，然后再来闻思修学佛法，想起来是多么令人欢喜的一件事情，这

个就是获得大欢喜的来源，就是有这样的认知。 
  第三个，能够获得三摩地。就是能够得定，我们前面一堂课才刚讲完，

讲止观的时候才讲过说，我们常常心生欢喜的话，容易得定。初禅叫做离

生喜乐，二禅叫做定生喜乐，三禅叫做离喜妙乐，都是离不开喜乐，所以

想要得禅定的话，要先让自己的身心产生欢喜心，我们常常心生欢喜，就

很容易得定。那什么样的人常常心生欢喜？就是有福报的人，所以我们刚

刚才会讲说，平常要多行善累积福报、累积功德。这就好像我们帮助别人

一件事，那帮完我们看他很欢喜，我们就很欢喜，当下身心好像马上就轻

安、快乐起来，所以助人为乐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帮助别人，心情特别

的好，这样就容易得禅定，所以我们才说，行善累积功德非常重要。那个

常常精进，就是他修得很勤快，想要得定，但是就很难得定，就是他大部

分的时间都想到自己，很少想到众生，很少想到怎么去帮助别人、去利益

别人，所以虽然他常常自己打坐的时间很长，但是就是很难得定，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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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福报不够，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你想要得定的话，平常一定要多多

地行善、累积功德，所以能够得大欢喜的话，就容易得定。所以第三个殊

胜的利益，就是得三摩地。 
  第四个，就是获得大清净。这边的大清净，就是指解脱的意思。因为

归依三宝之后，就知道如法修行，从持戒清净开始，三归五戒，归依之后

就受戒，然后持戒。持戒清净，心生欢喜就容易得定，得定之后，又容易

开发解脱的智慧，所以就能够获得大清净，就是得到涅盘解脱。这一切都

是归依三宝才来的，因为你归依三宝之后，才依止善知识、亲近善知识，

然后闻思修学佛法，才可以达到最后的解脱，所以这个是归依三宝才得的

果报。 
  接下来，就是具有大守护。我们如果归依三宝之后，对三宝真实有信

心的话，我们不需要身上带很多护身符、加持物、嘎屋、佛牌、念珠、手

珠……，那个是没有安全感。书上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外道，他

有法术，他练的一个法术很厉害的，叫做风绳，绳子的绳。他只要一持咒，

那个风绳，看他要杀谁，那个人就没命，屡试不爽，非常的灵验，大家都

很害怕他，怕得罪他，哪一天他就对我施法怎么办？可是就唯独有一个小

孩子不怕他，年纪小小的，就瞧不起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非常的生

气，所以他就施咒，用那个风绳想置这个小孩于死地，弄了半天，这个小

孩就是不死。他说：「奇怪，为什么这个小孩不会死呢？是不是我的风绳失

灵了？」所以他再试试看，找一条狗试试看，结果一用，一施法，那个狗

死掉了。很奇怪啊，为什么狗死掉，那个小孩不死掉？所以，他就去问那

个小孩说；「你是不是有练什么法术？那个法术比我还高明的？」「没有啊，

我只有归依三宝而已。」只有归依三宝而已，你看那个小孩的信心有多强，

归依三宝之后，所有的邪门外道，有的、没有的，通通失效，我们为什么

不失效？为什么还那么害怕？还要戴这么多守护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因

为我们对三宝没有信心，虽然归依三宝，但是没有清净的信心，因为在你

归依的那一剎那，你受完归依这个仪式之后，就有护法神在保护你了，只

要你有信心，护法神就不会跑掉。你再去受五戒，每一戒有五位护法神，

五五二十五位护法神，随时护卫在你的左右，什么都挡掉了，懂吗？可是

你偏偏破戒，破一个戒，五位护法神就离开，再破一个，五个就走了，到

最后不得不带了很多护身符在身上，还是没有安全感，还要祈请加持。所

以，问题都是出在我们对三宝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有的话，你身上都不

用带任何东西，就凭这个信心，护法神就要保护你，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

伤害，修行的路途，菩提道路一路顺畅，如果你还可以发菩提心的话，一

定是非常的顺畅。所以，从归依三宝开始，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生起恭敬心

呢？所以现在讲说，归依三宝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就是具有大守护，

龙天护法善神一定会保护你的，不用害怕，看你信得过？信不过？ 
  还有，过去所造的恶障，会变得非常的轻微，或者是永远消灭。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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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邪知邪见，去亲近邪恶师，结交罪恶友，结果造了一大堆的罪业，可

是现在因为归依三宝，具有正知正见，所以知道怎么样来忏悔，如法忏悔

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因此所有的恶业都能够变得非常的轻微，甚至完全

的净除，这就是归依三宝的利益。 
  还有，可以正式进入善士的行列。你就是善士这一堆了，经上常常说，

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就是这个行列里面的善人，善士的行列当中。只要

归依三宝，如法的修行，就进入善士的行列。 
  最后一个，能够得到佛，还有如法的修行人，护法的诸天，得到他们

的护念跟欢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有信心，然后再依教奉行的话，诸

天一定会护持你，佛菩萨一定会护持你，上师也会加持你。 
  这个就是无着菩萨的传承，有八个殊胜的利益。 
  龙树菩萨的传承有几个是一样的，三个不一样，其它五个一样。 
  他第一个讲说，可以正式成为佛弟子。是不是佛弟子，就看你有没有

归依；你归依，就是佛弟子，没有归依，就不是佛弟子。所以归依就是正

式的佛弟子，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至诚归依，你是不是至诚

接受三宝，成为你唯一真实的归依处，这个是重点。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至

诚的接受三宝，你那个归依无效的，即使你跟着念归依文，叭啦、叭啦、

叭啦念完，你也不是佛弟子。尽管你经论通达，修禅定又得定，甚至开悟

了，你也不是佛弟子。就算你念佛、持咒、修定、行善累积功德，你也不

是佛弟子，也不承认你是佛教徒，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至诚接受三宝成为你

真实的归依处，这个是重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说，你

引领众生进入佛门，带他去接受三归依，结果归依完之后，你就把他放一

边了，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接受三宝成为他真实的归依

处的话，他这个归依是无效的，懂吗？ 
  第二个，归依是一切戒律所依的根本。这个我们知道，因为你先归依，

然后才受戒，所以变成一切戒律的根本，就是归依。你一定是先归依之后，

才开始去受戒的。 
  第三个是一样的，你先前所累积的这些业障，都能够变得非常轻微，

甚至完全清净。 
  第四个，是能够积集广大的福德。那也跟刚刚那个第一个一样。 
  第五个，是不堕恶趣。归依三宝之后，不堕恶趣。 
  第六个，是人与非人不能加害于你。就是刚才讲的，具有大守护，谁

都没有办法加害于你。 
  第七个，是你一切的愿望都容易实现。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所以

碰到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赶快作大供养，供养三宝，然后归依三宝，把这

个供养跟归依的功德，回向给你所希望达到的这个愿求，然后祈请佛菩萨

加持，一般都能够满愿。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你修归依跟三宝的功德来的，

再加上佛菩萨的加持，因此可以满愿的原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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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个，就是很快能够成佛。这个一定是，只要你依教奉行，依法来

修戒定慧，闻思修来修这个戒定慧，圆满就能够得证涅盘解脱，甚至开悟

成佛。 
  这个就是知道归依三宝的殊胜利益之后，我们就要勤修归依。 
  最后一个，不管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弃舍三宝。平常在开玩笑的时

候，也不能很随口的就说「我要弃舍三宝」这样的话，绝对不说。在我们

紧急危难的时候，财物、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弃舍三宝，这

个很重要，不能为了财物或者是生命，然后就弃舍三宝，因为弃舍三宝之

后，就没有真实的归依处，你的结果生生世世都要受轮回的苦，或者堕恶

道的苦，因为救护你的三宝没有了，所以你的后果就会变得非常的凄惨。

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绝对不弃舍三宝。这个就是龙树菩萨的系统，

有关于这个讲完了。我们刚才讲的是最后一个，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弃舍三

宝。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哪些情况之下叫做弃舍三宝？哪些情况叫做有

违犯？就是退失，但是不算弃舍。弃舍三宝都要重新归依，违反的话就不

需要重新归依，这个就要听好了。 
  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别学，三个应该遮止的，你没有做到，这个就是

弃舍三宝。就是归依佛之后，不再归依其它，因为你归依佛之后，你再归

依其它，表示说你弃舍三宝了嘛，不然你为什么要归依其它山神、或者是

外道呢？或者是那些鬼神呢？那表示说你归依他们了，那就是表示你这边

放弃了嘛，所以这种情况一定是弃舍三宝。归依法之后，不要生起任何损

害众生的念头，伤害众生的念头，如果常常想要报复别人，生起算计别人

那些心念的话，表示你已经弃舍三宝，因为你没有佛的大悲心，是跟佛不

相应的。归依僧之后，就不要跟不信三宝跟毁谤三宝的人交往、在一起，

所以我们如果归依僧之后，还是喜欢跟那些外道的老师来往密切，对外道

法非常的好乐、贪着难舍，这种情况之下，一定是弃舍三宝的嘛，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会很好乐去学习那些佛法以外的那些，或者是跟这些不信三宝、

毁谤三宝的人在一起？你常常跟他在一起的话，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这

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如果你还会跟他常常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批评、毁

谤三宝的话，那你一定是弃舍三宝，你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然你不会归

依三宝之后，然后又不相信三宝，又再批评、毁谤三宝，那这样的情况之

下，就等于是弃舍三宝，一定是这样子嘛。应该遮止的这三个，如果没有

遮止的话，就算弃舍。 
  三个应该要修学的，你没有修学也算是。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你归依

佛之后，那个佛像要很恭敬，不可以随便丢弃。法宝也是，千万不能够贩

卖、不可以典当、不可以抵押、不可以放在风吹雨淋、让它蒙上很多的灰

尘、跟鞋袜放在一起、在上面跨越等等。归依僧之后，就要对一切的出家

人非常的恭敬，不要任意的批评、毁谤、瞧不起。这个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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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任何一个都算是弃舍三宝，这个就是三个应该要做的，你没有做到，也

算弃舍三宝，这样子就六个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讲的共学的部分，其中的

三个，就是随念三宝的恩德，恒常精勤供养三宝，就是你没有常常、经常

的供养三宝，这个算弃舍三宝。还有，没有勤修归依算弃舍三宝。还有，

有性命危难的时候，你弃舍三宝，这个也算是弃舍三宝，因为你选择自己

活命，把三宝丢掉，你选择保护自己的财产，把三宝丢掉，所以这种情况

之下，也一定是弃舍三宝。这样是九种情况，都算是弃舍三宝，要重新归

依。 
  另外三种，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共学有六种，三个算弃舍，另外三个就

算违反。那三个就是，应该随念三宝的功德差别；还有随念大悲，应该告

诉其它的众生归依的道理；第三个，就是你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心

里面有所求的时候，应该要供养三宝、启白三宝，要依止三宝，而不依止

其它世间的方法来解决事情。这个如果没有做到的话，算违犯，不算弃舍，

所以这三种情况算是违犯。这个全部弄清楚之后，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课

程，归依三宝就讲到这边为止。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三宝能够帮助我们从恶道当中救护

出来，就是因为归依三宝了之后，我们可以如法的修行，可以正确地断恶

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只要断一切的恶，远离十恶业，那当然就

没有堕恶道的业因了，因此可以不堕恶道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们才会

说，归依三宝是帮助我们从恶道当中救护出来的真实的、唯一的归依处。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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