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中士道 12（十二缘起○3 ）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表格，十二缘起的表格。 
  这个十二缘起，它几世可以圆满呢？就是说这十二支，它到底要经过

几世，才能够圆满这十二支？它最快是二世就能够圆满，它也可以在三世

当中圆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表格，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但是它最快可以二世就可以圆满，但它有时候也会超过三世。我们现在就

来说明这三种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它是二世就能够圆满？如果在这一世当中由于「无明」

起惑、造业，将「行」所造的业种含藏在第八识的因位识当中，我们临终

前因为「爱」、「取」的润发而取后「有」，这样算一世；有了下一期的生命，

就有了果位识、名、色、六处、触、受，并且在同一生圆满了生、老死，

这样再算一世，所以十二缘起在二世当中就能圆满。譬如说，我们现在这

一世，因为还没有开悟，所以还在无明当中，还以为有一个「我」是真实

存在的，因此生很多烦恼、造很多业，这所有的业都含藏在第八识成为未

来的种子，这个就是「无明」缘「行」这两个，这些种子，业识的种子都

含藏在第八识，这个是因位识，还在因位识当中，我们临终前因为「爱」、

「取」，因此会引发后「有」，这样加起来算一世。一旦有了后「有」，就是

你有下一期的生命，那当然就有了果位识，有了下一期的生命，就有「生」，

有生就有果位识、名色、六处、触、受、还有生、就有老死，所以这些算

是一世，加起来二世就可以圆满，就是这一世还有下一世，就可以把十二

缘起这十二支就全部圆满了，这一世加上下一世。 
  什么样的情况是三世圆满呢？那就是如果「无明」和「行」是一世，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因为「无明」，造作很多的业，造作很多的业就是「行」，

「无明」这一支，加上「行」这一支，这些业识的种子都含藏在第八识，

这个是因位识，这样算一世；然后「爱」、「取」、有算一世，因为中阴身就

带着这个业识的种子，加上「爱」的润发，因此生这个「取」着，而有了

下一期的生命，就是「爱」、「取」、有，这样算一世（因为「爱」，然后就

「取」，因此有了这个后有，就是「爱」、「取」、有，这样算一世）；生、老、

死又算一世，因为出生就有果位识、名色、六处、触、受、最后有老死，

所以这样算一世，如此说来，十二缘起在三世当中就能够圆满，这是一般

来说。 
  但有的时候，十二缘起它会超过三世。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会超过

三世呢？这是因为因位识跟果位识当中，因为中阴身它一直没有去入胎，

所以因位识到果位识这个中间它可以有无量劫，长到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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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像证果的阿罗汉他已经断了「爱」、「取」，所以他不会受后有，阿

罗汉已经证果了，这个当中他就去入涅盘，涅盘的时间多长呢？八万四千

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期间没有生、老死，没有生、老死，当然也

就没有识、名色、六处、触、受，这时候因位识和果位识这个中间所间隔

的时间就是八万四千劫，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超过三世。所以超过三世的时

间的原因都在因位识到这个果位识的中间，看它间隔多久。 
  我们看阿罗汉他证果，他就可以断了「爱」、「取」，因此没有后有，他

就可以切断轮回，可见切断轮回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方法，就是从「爱」、

「取」这边断，你从「爱」这边断，没有「爱」就没有「取」，没有「取」

就不会有后有，就没有生、老死，轮回就被切断了，所以我们就从「爱」

这一支切下去，是一个切断轮回的方法。 
  但是怎么断「爱」、「取」呢？「爱」、「取」怎么来的？它不可能自己

就贪「爱」起来，还有前面，就是无明。所以怎么断「爱」、「取」呢？就

是要破除以为有「我」的无明，因为无明才会以为有「我」，有「我」才会

生起「爱」、「取」，然后才产生后「有」，所以最主要的罪魁祸首还是「无

明」。因为无明，不明白「无我」的道理，所以以为有一个「我」，有「我」

才会生起「爱」、「取」，才有后「有」的生命，有「有」了以后，就有「生」、

「老死」。所以只要能够破无明，就能够断「爱」、「取」，像阿罗汉他就是

证到无我，才能够跳出轮回的，因此只要证到无我，就不会起无明，没有

无明，就不会造下种种的行业。同样的，没有无明，就不会生起我执，没

有我执，也不会因为「爱」、「取」而造下后「有」业。没有「行」业，就

不会生出「识」、「名色」、「六处」、「触」、「受」这五种苦果；没有「有」

业，也不会生出「生」、「老死」这两种苦果，现在是在讲「惑、业、苦」。

我们看表格，「惑」有那些？无明、爱、取，它是属于「惑」。「业」呢？行

跟有，它是属于「业」。「苦」呢？有七种苦果，就是识、名色、六处、触、

受、生、老死，这是七种苦果。无明、爱、取，这是三惑，三种惑；因为

烦恼，所以会造业，所以这个「行」和这个「有」，它是由这个惑来的，惑、

业、苦，因为烦恼，所以造业，所以受苦，惑、业、苦的关系，是先有惑，

然后会造业，然后才会有苦果，在受苦的时候，又不明白无我的道理，以

为有一个「我」在受苦，又生起了无明，就是又生起了这个惑，然后又造

业、又受苦，受苦的当下，又不明白「无我」的道理，继续生起「无明」，

还有生起「爱」、「取」这个惑，就这样惑业苦、惑业苦……不断不断地轮

回。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够证到无我，就不会起无明，没有无明就不会

造下种种的行业，没有无明也不会生起我执，没有我执也不会因为「爱」、

「取」、而有后「有」这个业。所以没有无明、爱、取这三惑，就不会造下

行、有这两种业，没有这两种业，就不会出生识、名色、六处、触、受、

生、老死这七种苦果来。因此，这两重的惑业苦的轮回就切断了，它的原

理是在这里。所以想要切断轮回，就必须断除无明、爱、取这三惑，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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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就是使我们轮回最主要的原因。 
  由于无明起惑、造业，再加上爱、取的滋润，更增长了造业的力量，

才会生出流转生死的苦果来，所以我们想要解脱，它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

解脱？我们如何藉由思惟十二因缘，达到解脱？现在我们就在讲解脱的方

法。怎么藉由思惟这十二缘起的道理，达到最后的解脱？我们平常到底要

怎么样来下手修呢？怎么来用功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无明、爱、取是使

我们轮回最主要的原因，但是要怎么样来断除这三种惑呢？当然如果能够

从无明直接断，后面就没有了，你无明断，就没有行，就没有识、名色、

六入……那个统统都没有了，因为它是好像一个圆圈，环环相扣的，你无

明切断了，后面就全部断了。那你说无明怎么断？修大乘比较快，因为大

乘的经典里面都告诉我们般若性空的道理，像大般若经、金刚经、心经，

很多大乘的经典都是在讲般若性空的道理，你只要经常读诵大乘或者修习

大乘，你有了这个般若性空的智慧，你就能够明白无我的道理，能够明白

无我的道理，无明就能够断除。像我们这两次讲的《圆觉经》，各位师兄如

果有去上课的话就知道，它谈到无明，无明就好比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

有，无明它是本来没有的，这个我们听起来就轻松多了，不然我们都不知

道怎么来把它断除，你知道它本来没有，就不用担心它怎么断，本来根本

不存在的东西，你也不需要使劲儿去断它，不用想尽办法去断它，它根本

就不存在。我们也讲过，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可是一念妄动，它就

起了无明，你的心一念妄动而起无明。你如果知道无明根本不存在，真心

本来离一切妄念的话，你很快就回归到真心了，对不对？真心就是没有生

灭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安住在真心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当中，没有办法安

住得很好，或者是没有办法安住很长的时间，你这一动念，一起妄念，无

明就起来了，所以无明怎么生起的？一念妄动就生起了，你只要离开真心，

一念动，因为真心是没有生灭，它就是不动的，常住不灭的、常住不动的

是真心的状况，可是你一念妄动就起了无明。无明是不是生灭法？是生灭

法，它是无常的，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就是无我的，所以它就是自性是

空的，没有它真实的自性可得，那就很好办了，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就

不是永恒存在，我们知道它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无明就空了，无明空就

回归真心，就是不生不灭了。这是《圆觉经》前面的文殊章跟普贤章告诉

我们的方法，无明本来无，本来无的，你就不用去空它，因为它本来空，

所以无明断了，后面统统断了，这是最快最快的方法，这个是大乘圆顿教

的法门，圆顿法，就是不用什么方便、也不藉助任何的次第，没有方便、

也没有渐次，说我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没有，当下就顿悟、顿

修、就可以顿断，这是最快速的。 
  可是你说：「我不是上上根的，我不是圆顿根性的」，也没关系，还有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讲的，阿罗汉他是从「爱」、「取」断，这是另外

一个方法也可以。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我们前面讲了无明缘行、行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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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识缘名色、六入、触，从这边开始下手。「触」是怎么生起的呢？根、

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触，然后生起受，我们眼根看到色尘的当下是「触」，

你就安住在当下，不要生起「受」，看可不可以做到？我看就是看，没有生

起任何感受，因为既然是根、境、识、三缘和合，对不对？然后才有触、

受，我让它三缘不和合，它触、受就没有办法生起，对不对？既然是三缘

和合，少了一缘，它就不能够生起触、受了。那我们应该少那一个呢？六

根可不可以少？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可不可以少？没办法少，我

不可能说我不要看、我不要听……六根没有办法少。六尘境界可不可以少？

你说色尘都给我消失、都不要给我听到任何音声，可不可能？不可能。所

以外在的六尘境界也没有办法断，我的六根不能够不起作用，六尘境界也

拿它没办法，我的六根每天要面对六尘境界，只有一个有办法断，是什么？

就是识啊！对不对？既然是根、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触、受，我就是看就

是看，我那个「识」不起作用，它就不会生起触、受，对不对？我就不会

有苦受、还是乐受，我看就是看、听就是听、闻就是闻、尝就是尝、身体

触就是触、我的意知道就知道，后面没有了，我们是知道以后就不罢休，

对不对？还要分别个是非、善恶、你我、对错，所以它就生烦恼了，有触、

受后面就有了，就爱、取、有就统统来了，轮回就开始转动了。所以我们

只要能够做到你的第六意识不起分别就 O.K.了。不起分别，它就根、境，

识不起分别，就没有触、受了。所以你就在看到的当下、听到的当下，就

是六根面对六尘的当下，不让它生起受，可以做得到，但是功夫要很高，

因为会来不及，懂吗？我看到，我就很喜欢，马上就已经有感受，来不及

了；我听到，我马上就说：「这个好好听！这个音乐好好听！」来不及了，

我好喜欢这个音乐，听的当下，我就已经生起「受」了，触、受已经生起，

它就会进入爱、取、有，然后就生、老死，又开始轮回了。那怎么办呢？

触、受来不起煞车，就是在触的当下，你不进入受，这个阶段如果你来不

及做到的话也没关系，还有补救的办法，就是苦受、乐受都生起来，我喜

欢就生乐受，不喜欢就生起苦受，这时候怎么办？不要把「我」的观念放

进去，就让它停在苦受的当下、乐受的当下，它停得住？停不住？苦受可

不可一直就停留在那里，不消失？我很苦，它就一直苦，苦到死为止，不

会吧？我快乐，乐个没完没了，不会吧？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苦受它也

是因缘所生，苦受、乐受，一切的感受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生灭、

无常，就是无我的，自性是空的。所以你来不及，生起「受」没有关系，

「触」然后就生起「受」，苦受生起，就停留在苦受的当下，好好地看它，

不要把「我」放进去，就是没有一个「我」在受苦，它就是苦而已，苦怎

么样？因缘所生、无自性，它就消失了，苦的感受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你

一看它，它就不见了，懂吗？不要把「我」放进去就好了；那个很快乐，

你看它，它也消失了，因为因缘所生，它留不住的，你想留住快乐留不住，

如果留得住的话，我们从以前就留到现在，我们多想把它留住，可是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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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它是生灭无常，你就是没有办法留住。

既然留不住的感受，就没有什么可怕，对不对？它不会一直苦下去，所以

你就看着它，它就消失了，不要把「我」放进去。这就是第二个补救的办

法，就是当「受」生起，不要进入「爱」。前面讲「爱」，就是你生起那个

贪着，对乐受生起贪着之后，你就耽着难舍，就会产生不离爱，希望永远

不要分离，永远不要离开那个乐受；当苦受生起，你就赶快跑了，希望赶

快逃离，那个叫做乖离爱，所以我们不让它进入「爱」的阶段，就不会因

为苦受生起乖离爱，也不会因为乐受生起不离爱，它没有进入「爱」，那它

会不会取着？没有「爱」就没有「取」，没有「取」就没有「有」，没有「有」

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老死」，轮回是不是就切断了？就这么

简单，解脱轮回的方法就这么简单。 
  你如果用大乘的圆顿法的话，当下明白「无明」在我们清净的自性当

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当下就顿断无明了，后面就没有了，这个最快。可

是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关系，你每天六根面对六尘，因为你每天一定要看、

一定要听、一定要吃很多东西，随时有各种的气味，你就这样子修，看可

不可以在「触」的当下不进入「受」，如果来不及，生起「受」也没有关系，

不要把「我」放进去，它就不会进入「爱」，当下去观各种感受的自性是不

可得的，自性是空的，它很快就消失了，等消失它就不会进入「爱」，不进

入「爱」就没有「取」，没有「取」就没有「有」，没有「有」就没有「生」，

没有「生」就没有「老死」，就这样不断不断地练习，就能够切断轮回，它

就是从触、受这边下手，不进入爱、取、有，这个十二缘起就这样被切断

了，看你是什么根性，上上根就用大乘圆顿法，是最快的。 
  我们最后就来说明，同样的思惟十二缘起，但是它有三种不同的发心，

就是属于下士道的发心、或者中士道的发心、或者上士道的发心，发心的

不同，你修习的结果当然也会不同。 
  如果我们每天只是很小心的不要再继续造恶业，或者每天很积极地在

修习善业，这样只能够从恶道当中解脱，这样来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是

属于下士道所修习的内容。我们知道，下士道它只能够得到人天果报，就

是解脱三恶道，它只能第一步从三恶道当中解脱。为什么能够解脱？是因

为你断恶修善，断除十恶业、行十善业，但是你行十善业，这些善业还会

让你在三善道不断不断地轮回，并不能解脱，所以你每天只是很小心的不

要再造恶业，很小心的在累积善业，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解脱轮回的，只能

够有人天果报，所以你用这样的发心来思惟十二因缘的道理，那你是属于

下士道的发心。 
  如果我们只是知道断恶修善，还是要流转在善道当中，并不能解脱生

死，解脱生死应该要具备无我的智慧，才能够真正从三界的生死当中解脱，

你用这样的发心来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就是中士道所修习的内容。中士

道就是解脱道，你希望能够从三界当中，从六道当中解脱，所以你知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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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断恶行善不能够解脱，一定要有「无我」的道理，一定要明白「无我」

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还有之前讲的思惟苦、集、灭、道四圣谛可

以解脱，十二缘起的道理也能够解脱，经常思惟四谛或十二因缘的道理，

就能够达到解脱这样的目的，这是中士道的发心，自己的解脱，这是中士

道的发心。 
  如果我们是把自己想解脱轮回之苦的这个心，推及到、把它扩展到每

一个众生的身上的话，我们看一切的众生，他们也同样的因为十二缘起的

缘故，漂流在生死的苦海当中，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脱轮回的苦，这样子

来生起慈悲的心，为了能够利益一切的有情，发愿成就佛道，这样来修习

大乘，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来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这个就是属于上士

道所修习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同样的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但是你不同的发心，看

你只是想断恶修善的发心，还是想自己解脱的发心，还是希望帮助一切众

生解脱这样的发心，同样思惟十二缘起的内容，但是它会达到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发心，就不同的结果，你修习的是下士道、还是中士道、还是上士

道的内容，就是有这样的差别。 
  我们十二缘起到这里就介绍完毕。接下来看各位师兄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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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师父慈悲，请再解释「唯识所现，唯心所变」。 
  答：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写错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

心所现，就是真心怎么成为妄心，这是唯心所现，由真心变成妄心的一个

过程，叫做「唯心所现」。就是我们讲的，一念妄动，起了无明，就有了阿

赖耶识，然后由阿赖耶识变现出十法界的身心、世界，这个正报和依报，

这个是「唯识所变」。唯识所变的这个「识」，是指第八阿赖耶识，一切十

法界的身心、世界，正报和依报，都是八识的变现，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的

变现，这个叫做「唯识所变」。真心因为一念的无明妄动，生起了这个妄心，

生起了这个妄念，这个是「唯心所现」。我又要打广告了，我们在台湾，有

把这个过程，这两句话的过程，讲了一节课（www.lianmaster.com「圆觉经」

第九讲），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它的这个过程内容

很多，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钟头，你们有兴趣的可以上网，

我们都已经放在网络上了，那一节课，就是圆觉经的有一堂课，你点进去，

它之前先有一个表格，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它有一

个表格，详细介绍它整个变现的过程，怎么样唯心所现跟唯识所变，怎么

样从最后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的真心，这样子修行的一个过程，

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有兴趣的师兄可以上网看。

就是它怎么样从真心变现出一切的身心、世界来，怎么样从真起妄，然后

怎么样反妄归真的一个过程。从真起妄，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就

是「从真起妄」，从真心起了妄心，然后变现出这所有的内容来，然后怎么

样「反妄归真」，回归到这个真心，怎么样一步一步回归到真心一个修行的

方法。 
 
  问：五蕴是不是指识、名色、六处、触、受？ 
  答：不是。五蕴是指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是指

五蕴。色蕴，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是属于色蕴；受、想、行、识，它是属

于心法，色法加上心法，就是所谓的五蕴。 
 
  问：中阴身是不是属于能生因的「有」，和所生果的「生」之间？ 
  答：中阴身是在无明缘行这个「行」，无明缘行，行缘识，在这个「行」

跟「识」中间。我们讲过，因为无明，所以造作了很多的业，这就是「行」，

第二支，第一支是无明，第二支是行，因为无明，以为有「我」，生烦恼，

造了很多的业，这个是行蕴，这所有业力的种子都含藏在第八识，还没有

感果，这个是因位识，我们这个因位识，我们中阴身就是带着这个因位识

去投胎，一旦投胎，就成为果位识，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的这个「识」，

它是属于果位识，所以中阴身是放在「行」跟「识」中间，就是因位识跟

果位识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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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请法师开示，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说：「我有正法眼藏，涅盘

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是不是叫众生去求

证第八识呢？（不是。）如何求证？ 
  答：不是。我们所谓的明心见性，见的不是第八识，是见了我们本来

的菩提自性，菩提自性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真心，是圆觉妙心，不是第八

识，第八识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真心一念妄动起无明之后，才有第八识。

所以我们想要证的，一定不是第八识，因为第八识它还是属于生灭无常的，

它不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是没有生灭的，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要证

的是不生不灭的。 
 
  问：如果不是，世尊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答：表达什么意思呢？它就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就不能

说啦，不可说！不可说！还是可以说啦，要表达的就是要明心见性，就是

见到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如本性，这个圆觉妙心，就是希望能够证到这

个，然后就能够成佛，世尊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因为它是超越一些语

言文字的，还有你第六意识能够攀缘、能够想象的，超越这个范围，所以

祂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教外别传是说禅宗，禅宗是说它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就是所有的教里面，是没有禅宗这一个的，所以它是属于教外，

另外传的，叫做教外别传，原来的教里面是没有禅宗这一支的，所以它说

是教外别传。禅宗也提倡它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就是说你直接见到你的真心，圆觉真心，你就能够成佛，因为

成佛成的是什么？就是你那个菩提自性，你能够见到，你就能够成佛，所

以所谓的开悟，或者是明心见性，见的都是我们的菩提自性。菩提自性因

为它是超越一切的语言、文字、还有心缘相，离一切文字相、语言相、还

有心缘相，所以说「不可说！不可说！」的原因在这里，所以祂说它不立文

字。 
 
  问：请法师开示：六祖慧能在《坛经》里说：「六根为门，心为地，性

为王（这是简短了的句子）」，这之中的「性」，是不是第八识？ 
  答：不是。这边的「性」，指的是我们的自性，菩提自性。 
 
  问：如果答案是「是」，如何用第八识做我们的主人？ 
  答：不可以。第八识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绝对不是。 
 
  问：它不是原始寂然的吗？ 
  答：对啊！如果我们的真心的话，我们原来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真心，

是我们原来的主人，它是寂然不动，就是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第八阿赖

耶识它是有生灭的，所以它一定不是我们的主人，要不然我们的主人它是

中士道 12 十二缘起○3  8



生灭的，那它灭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主人了？所以它一定不是

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一定是要没有生灭的，一定是不生不灭的、常住

不动的，它才可以当做我们的主人，所以它一定不是第八阿赖耶识。 
 
  问：在这种状态，它如何操纵人的思想和言行？如果答案不是，六祖

要告诉我们什么？ 
  答：就是告诉我们要明心见性，见到我们的菩提自性，这就是他要告

诉我们的。 
 
  问：净莲法师慈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被无明所蒙蔽而造业，

如何转识成智？（问得好！）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请师父慈悲开示。

佛弟子合十。 
  答：既然知道罪魁祸首是无明，我们刚才讲的方法，看你可不可以直

接从无明断，后面就都没有了，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这样运用。要不然就

是我们刚才讲的，从触、受当下断，不进入爱、取、有，也是可以的，这

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门，也是可以。 
  所谓「转识成智」，又要打广告，我们十二月份来讲《百法》的时候，

它会讲到八个识，《百法》里面也稍微会提到怎么样转识成智的一个很简单

的方法，或者是《八识规矩颂》也会谈到，就是我们知道一切是八识的变

现，那你说我直接从八识下手，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含藏无量劫以来所有

善恶业力的种子，全部都在第八识，你不可能对着它每天这样清清清，清

那个种子，那个吃力不讨好，所以你从第八识直接转成「大圆镜智」是不

可能的。那你说从第七识可以转吗？第七识就是我执的来源，执有一个

「我」，它就是第七识的作用，染污意，第七末那识，那你说第七识就是我

执的来源，我们现在也知道轮回的根本就是我执，我直接从第七识下手，

是不是很快？直接从我执就下手，直接断我执，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

可不可以啊？对不起，也没办法，因为第七识它的作用是内执有一个我，

跟外在境界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对它下手，因为它是一个内执

的力量，内执，恒审思量，执八识见分为我，念念是这样子，恒审思量的

「恒」，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恒审思量，把八识的见分把它当作是我，就

是我执的来源，是这样子来的，既然它是恒审思量，就是念念都有我，只

是我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已，其实我们念念都有「我」，就是第七识的作

用，恒审思量的作用。所以我执的坚固，是没有办法说我现在要断我执就

断我执，没有办法，因为它内执有一个「我」。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前五识

可不可以？我就不要看、不要听这样子，前五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

舌识、身识前五识，可不可以马上给它转成「成所作智」？也没办法，为

什么？因为它都是属于现量境，它是最后转的，它是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

圆镜智之后，它才能够转的，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没有转成大圆镜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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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没有办法转，因为它是八识的相分所生。（对不起，因为要回答这个问

题，就要讲很多唯识的名称，听不懂没有关系。）所以你想要转识成智，只

能从第六意识下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止观最主要的原因，因为第六

意识有现量、比量、跟非量，我们刚才说你六根面对六尘，触、受的当下，

触的当下不要生起受，那个就是第六意识保持现量境，懂吗？不生分别，

第六意识不生分别，就是保持现量境，现量境就是当下所看到的那个，你

没有生分别的，那个我们称为现量。比量的话，就是比较来的，比较以后

就会生分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眼根面对这个色尘，马上就有喜不喜欢，

就是你第六意识已经分别了，第六意识已经分别了，你就有喜欢、不喜欢，

有喜欢、不喜欢就有爱、不爱，有爱、不爱就是要、不要，那个爱、不爱

就是「爱」，要、不要就是「取」，爱、取，然后就要「有」，就要拥有，所

以触、受之后就一定是爱、取、有。所以我们说你保持在第六意识的现量

境，就是不要生分别，让根、境、识三缘不和合，所以在触的当下不生起

受，它其实就是从第六意识下手用功，第六意识保持现量、不生分别，看

到就是看到、听到就是听到，我们修止观也是一样，你修定也是让你的第

六意识无念、没有分别，你的第六意识保持现量、没有分别，它会有什么

结果呢？你第六意识不生分别，第七意识它就没有执着的机会，就是我们

刚才讲的，即使感受生起，你不要把「我」的观念放进去，那个就是说你

不要把第七识那个内执有一个「我」的那个「我」的观念放进去，所以其

实我们刚才介绍那个法门，就已经是第一步的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的一

个转识成智的方法，只是我们没有用唯识的名称，因为唯识很多名相，就

是让人家听了，什么比量、现量、非量，就已经晕倒了，所以我们上课尽

量不要用唯识的名称，可是现在既然有师兄问到，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唯识

的名称来解释我们刚刚那个法门，其实就是转识成智的一个第一步下手的

功夫。 
  既然前五识没有办法马上把它转识成智，第七识也没办法，第八识也

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从第六意识下手来修，怎么来修呢？就是保持它的

现量、无分别，第六意识保持现量、无分别，第七识呢？因为你第六意识

没有分别，所以你那个「我」的观念没有放进去，第七识就没有恒审思量，

执八识见分为「我」的那个机会，没有机会熏习，懂吗？所以你第六意识

保持平等无分别的当下，第七识是平等不动的，所以你第六识一直保持无

分别，现量、无分别，第七识一直没有生起我执的机会，因为你第六意识

没有分别，第七识就没有熏习我执的机会，第七识是不是也能够慢慢转成

平等性智，对不对？因为你第六意识平等无分别，第七识也平等，你第六

意识一起分别，那个第七识马上就「我」就进去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

的，「我」在感受，我觉得很苦、我觉得很乐，那就是第六意识进去了，为

什么会加进去？那就是因为你在感受的当下把「我」放进去，那就是第七

识它有熏习的机会，你第六意识一起分别，第七识马上「我」的观念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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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所以你第六识没转，第七识也别想转，所以第一个转识成智的一定是

第六识，第六识先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识跟着转成平等性智，接下来慢慢

地再一步一步的，它还有下品、中品、上品，懂吗？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

转成中品的，平等性智也是一样，还有转成上品的，最后阿赖耶识转成大

圆镜智之后，前五识才能跟着转成成所作智，这是转识成智的一个修行过

程。 
  所以很多人很天真说：「那个我执是最主要轮回的根本，我就直接从我

执断。」他的第六意识分别这么强，他念念都是比量，他怎么可能转第七识

成为平等性智？他是不可能的，他就是不明白这个唯识的道理，所以唯识

它还是蛮重要，对我们修行的原理来讲，如果我们明白唯识的道理，我们

要下手做功夫、想要修行就很快速，因为我们知道它的道理，修行所有的

原理在那里，你只要找对方法来下手的话，其实都很快，所以一切的止观

其实就是在修什么？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然后跟着第七识才能转成平

等性智，后面才能够跟着转。所以，唯识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六七因中

转，五八果上圆」，这样听过吗？「六七因中转」，第六识跟第七识要在因

中转；第八阿赖耶识是「五八果上圆」，前五识跟第八阿赖耶识是果上圆，

是证果的时候，它才能够转。所以你在因中修行，一定是从第六意识下手，

你第六意识能够转，第七识就跟着转，所以「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圆」

就是这个意思。 
 
  问：请问法师，我想再问有关于弥勒佛上生兜率天的问题。有人说修

持上生弥勒佛兜率天的大多数是出家众（高僧大德），那如果以一个在家居

士修持求生弥勒佛，会有机会上生兜率天吗？法师您对这个见解如何？ 
  答：在家居士也可以，谁说只有出家众可以上生兜率天？我们前面回

答过，只要你稍微懂得唯识的道理，然后你发愿求生，你平常发愿求生弥

勒净土，希望能够往生兜率天，那你平常一定要断恶修善，应该要净除业

障、累积资粮，这个是最基本的，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这个都是第一步，

然后还要多执持弥勒佛的名号，就是发愿，这个愿力最重要，还是跟发愿

净土一样，阿弥陀佛净土一样，也是信愿行，这三个都是基本条件，不管

你要发愿往生那一个净土都是信愿行，靠你的信心，你的发愿、你的愿力，

还要好好去修行。 
 
  问：现在很少道场有机会参加弥勒共修，如何在家里自修弥勒佛法门，

求生兜率天呢？ 
  答：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就多熏习有关唯识的经论，我前面也讲过，

百法、八识规矩颂、成唯识论、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这些多多的熏

习，你往生到那边要学也比较快，因为那边就是在讲唯识的，你先学也好。 
 

中士道 12 十二缘起○3  11



  问：临命终如果没有人帮忙助念，是不是自己的神识会自然生到弥勒

兜率天呢？还是弥勒佛会来引接上生呢？ 
  答：没有人帮忙助念你就靠自己，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条件，你如果

具足的话，就一定能够往生兜率天，没有人助念也没关系，你一定能够往

生成就。 
 
  问：法师，您的广论上士道注疏几时会流通呢？ 
  答：上士道，我们在网站上面已经把上士道「发菩提心」的部分已经

完成了，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部分把它印成书，方便我们明年来上上士道

的菩提心这个部分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书已经完成了，我们就会有书，

也可以来讲解「发菩提心」的部分，如果等不到明年的话，就可以先上网

看发菩提心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只有进行到这个部分而已，后面还没有写。 
 
  问：西藏的弥勒佛像，左边有个法轮，右边有个净水壶？那是表法什

么呢？弥勒头戴的是什么冠帽呢？ 
  答：一般要看他画的是什么样的像，因为不同传承，他画的会不一样。 
 
  问：请师父开示以下的问题，有一类皮肤较白的印度人，他们很会使

用障眼法，藉以骗取金钱，是否有什么方法或咒语可以破之？弟子合十。 
  答︰你们要不要用咒语来破啊？破他的骗术，要不要？要的举手。大

家都不要，就不要传了。我们相信因果的，我们都不会用咒语来破解人家

的骗术，相信因果，就是你没有那个业，不会报在你身上，他怎么骗也骗

不到你的钱，因为你没有不与取的业，没有偷盗的业，他就是对你没办法。

如果有的话，被他骗去也好，要感谢他清净你的业障，让你过去不与取的

业、偷盗的业可以赶快报完，所以要谢谢他，这是站在因果的立场，我们

是这样子来面对一切的果报，我们不会想尽了办法，希望我们过去所造的

业不要成熟在自己的身上，那请问你要什么时候才要报完啊？所以如果没

有那个业，你也不用担心说会报在你的身上，如果有的话，那赶快报也不

错，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想用什么咒语来破解他的骗术。 
 
  问：师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问心王、了别、和第六意识都是一样

的吗？ 
  答：心王是讲八识，了别，第六意识是分别了知，在唯识来讲，第六

意识的解释就是分别了知，那第八识（八识）是心王，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问：那心王也是会生灭的对吗？ 
  答：对啊，第八阿赖耶识，八个识都是会生灭的。 
 
  问：是不是唯有圆觉妙心，才是不生不灭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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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是的，只有圆觉妙心才是不生不灭的，八识心王也是生灭的。 
 
  问：如果我们要走路，一定要有走的心念，才会去提起脚走，那这个

心念算是一种妄心吗？ 
  答：没错。所谓的妄心，就是有生灭的就是妄心。妄，就是虚妄的心，

为什么叫做虚妄的心？因为它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没有生灭的，虚妄的

是有生灭的，你提起一个念说：「举起脚」，然后要走路，对不对？这一定

是妄心嘛，因为它一定是生灭法，举起脚、往前推、放下，举起、往前推、

放下，如果它不是生灭的就麻烦了，你的脚举起来，永恒存在，没有生灭，

那不是很麻烦吗？所以它一定是妄心，它一定是生灭，所以它可以举起来，

然后再放下，生灭、生灭，无常、无常，无我、无我，所以它一定是生灭

法，一定是妄心。 
 
  问：如果察觉到其它人有分别心，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助自己和他

呢？ 
  答：你也有分别心，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分别心？你居然要用你

的分别心，去干涉人家的分别心，你先帮帮自己吧。分别心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我们说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有没有分别啊？妙观察智

有分别吗？智慧的观察是糊里胡涂、无明一片？还是无记、不清不楚？还

是很清楚？妙观察智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难道没有分别吗？所

以第六意识的分别转成妙观察智，它是善分别，多了一个「善」，它是善于

分别了知，所以它是智慧的观照，而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会让我们起惑造

业的，不是，差别在这里，因为妙观察智有空性的智慧的摄持，所以它善

于了知，善于观察一切法，但是没有我执跟法执在里面，已经转了，转第

六意识的分别，所以我们不能说分别心不好。如果你带着我执、法执的分

别心，当然它就会造业，它会生烦恼，然后会造业，因为分别之后，你就

会生烦恼了，烦恼是分别心来的，你没有分别心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分别

心就变成生烦恼、造业，就要受报了，这个分别心当然不好，可是我们希

望把它转成妙观察智的善分别。（再次谢谢师父！） 
 
  问：请上师慈悲开示，第六意识所相对的法尘境界是虚妄的，（没错！）

那我们在打坐或行禅的时候，这个第六意识是否会另外分出一个「我」，而

这个我又看到「我」在行禅或打坐，这种现相是不是从第六识生出法尘境

界，在这个法尘境界中又生出另外一个境界，这种又是什么现相？弟子顶

礼。 
  答：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又生出一个「我」，第六意识又生出一

个「我」，不是，不是一个我，第六意识另外分出一个「我」，然后这个我

又看到我在行禅或者打坐，不是，那个是我们说觉照、或者是观照，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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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所以你这个说法是错的。 
 
  问：尊敬的净莲上师，如果没有机缘在现场听经，听闻 CD 后修行，

可以得到真实的受用吗？（代中国同修问。） 
  答：可以的，可以得到真实的受用。 
 
  问：请问尊贵的师父，要是某人做旅游业，顾客要我们带他去嫖妓，

那是可以的吗？ 
  答：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可以的举手。那就是不可以啰，大家都不

同意，全部赖在你们身上。 
 
  问：请问要是母亲有病，我们可以要求让它成熟在我们的身上吗？那

我们会短命吗？ 
  答：看你诚不诚心？诚心的话，可能会，她的业可能会成熟在我们的

身上，然后我们会折寿，如果真的诚心诚意，真的跟菩提心相应的话，这

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可是如果我执很重就放心好了，该活多久就活多久，

一天都不会少。 
 
  问：请问念地藏法门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国，还是天道呢？ 
  答：还是看你的发心跟动机，还有你的修证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生前

是念地藏法门，你在临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也是一样可以，就是你具备了

信、愿、行三个基本条件，一心求生极乐国，也是可以往生成就的。那会

不会生天道？就看你是不是善业多，你临终那一念如果是善业先成熟，你

就能够生天道，如果你也那个时候希望能够生天的话，你有生天的善业的

话，你也能够生天，所以要看你的情况来决定。 
 
  问：请上师慈悲开示，坐禅、或禅修、或任何止观法门，能帮助我们

更了解十二缘起法吗？ 
  答：可以。在书上就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晚上面对这个十二缘起，

它有一个图，他就挂在墙上，他就看那个图，晚上静坐思惟十二缘起的道

理，然后到天亮证果，所以它是可以有帮助的。 
 
  问：如果在受的当下，不让「爱」生起，例如这香水很香，我们该如

何让这「香」受生起「爱」，是按着牌子，还是该当下生起观修，又如何观

修？ 
  答：不让「爱」生起，这个香水很香就是很香，这样而已，香无自性，

因缘所生、无自性，不要把「我」放进去，我喜欢这个香水，它就不会进

入「爱」，只是香水很香这样而已，香是因缘所生，所以在这个受的当下，

也在这个香的受的当下，可以不进入「爱」，就没有「取」，就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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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用这个牌子，一定要用这个香味，就没有「取」，这个就是「取」，

所以就不会有后「有」，就这样子来练习，六根面对六尘都是可以这样子来

练习的。 
 
  问：修学禅修法门中的慈悲观，是否会对以发菩提心来修十二缘起有

帮助？因慈悲观也是慈悲心，对吗？弟子顶礼。 
  答：对，也可以。有时候修慈悲观可以帮助发菩提心，你有了菩提心

再来修十二缘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是上士道的发心来修十二缘起。 
 
  问：尊贵的法师慈悲，请问师父，没有归依可以念万佛吗？ 
  答：可以啊。 
 
  问：我想归依，但是一下想归依，一下又不想归依，这是不是没有佛

缘？师父，我做工的时候，有人一直讽刺我、咒我，我忍很久，师父我该

怎么做？谢谢师父开示。 
  答：很想归依就归依，想归依就是有佛缘，你今天既然已经进入这个

佛门，就表示你有佛缘，不然你就在外面怎么样也不会进入这个门，懂吗？

所以你既然有接触，即使是没有归依，你有接触就是有佛缘。 
  做工有人讽刺我、咒我，你把它当作消业障，可以吗？他能够让你过

去的恶业快快成熟，那一天他不再讽刺你、咒你的话，就表示你那个业已

经清净了，懂吗？所以感谢他，赶快帮你消业障，把过去讽刺还有咒人的

这个业赶快成熟，所以你不但不要埋怨他，不要想报复他，而且还要心存

感激，因为他没有这样对待你的话，你过去这方面的恶业是没有机会成熟

的，那它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愈滚愈大，将来要受报的时候，可能比

现在还重，懂吗？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因果，就知道没有造的业不会成熟在

我的身上，今天有人要讽刺我、咒我，就一定我有造这样的业，所以他今

天才会这样子对待我，那我就把它当作消业障，欢喜受，还要感谢他。你

如果能够发愿回向，对他发菩提心的话，那当然是又更优秀了，你就更优

秀了，你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就是他讽刺你、咒你的时候，你就发愿回

向，我今天受报，我把这个人家讽刺我、咒我的果报，把一切众生所有曾

经被讽刺、被咒的业在我身上成熟，我反正现在人家讽刺我、咒我，那我

就发愿说：「一切众生的业都在我身上成熟」，懂吗？有关于被讽刺、被咒

的这个业全部都在我的身上成熟，反正你已经要受报了，你干脆发菩提心，

这样还有功德。这样想了以后，还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远离被讽刺、被

咒，因为那个很难受，你现在有那个感受，知道那个很苦，所以希望一切

众生都能够远离被讽刺、被咒的那个苦，所以你不但能够承受一切众生的

果报在你身上成熟，还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永远远离被咒、被讽刺这样的

苦，这样子你就是在修菩提心，不但你的业障很快就净除，而且你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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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能够累积，所以我们才说发菩提心消业障最快，累积功德最快，如

果你用得上的话，相信他很快就不会再这样对待你了，因为你慈悲的力量

已经融化他的心，他已经能够感受到你慈悲的磁场，所以他也不会再起那

个念头，想要这样子来对待你，所以这个方法很好，你可以试试看。 
 
  问：法师您好！请法师慈悲开示：法师教授了如何断十二缘起的方法

给我们，（不是断十二缘起，是利用十二缘起怎么断轮回，不是断十二缘起。）

如果我们不能够念念长期地做到，是否是在临终断爱、取、惑还来得及呢？ 
  答：你想来得及吗？你平常就爱、取、有，爱、取、有，临终我要断

爱、取、有，可能吗？恐怕是来不及，你还是现在断比较安稳，我看是来

不及，因为那个功夫要靠平常的熏习、熏修，而且要功夫非常纯熟，你才

可以保证说你临终那一念不要生起「爱」，才不会「取」，不生起「爱」、「取」，

才不会有后「有」，所以你平常一定要这样练习，而且功夫还要非常纯熟，

而且还要保证临终没有其它的障碍，障碍你生起这样的念头。 
 
  问：我们每天会接触很多人，要怎么去观察别人跟自己的机缘、深浅、

善恶？ 
  答：佛说缘起甚深，那个不是很容易的，那个需要有些神通力，有观

未来的天眼，还有知道过去的宿命通，还要知道他在想什么的他心通，才

会比较正确地来观察。可是我们没有这些神通也 O.K.的，你可以大概感觉

你跟他的机缘是深浅、还是善恶，你看他不顺眼，他看你不顺眼，这个大

概就是恶缘比较多吧，你看他愈看愈可爱，他看你也愈来愈欢喜，这可能

善缘比较多。浅深呢？就是说你们相处的时间多，那就是深，在一起的时

间的长短，也可以看出浅深，还有那个感情深不深厚，感情愈深厚，就是

愈深，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感情很深厚，那个也是深，有的是时间长比时

间短要来得深，就看你的感觉，你跟他相处的那个感觉，你大概就知道跟

他是深浅、还是善恶的缘，那个比较多。 
 
  问：「因」需要外缘来转成「果」，要如何能感召外缘聚集，来成就好

的、善的果报呢？ 
  答：既然是外缘来引发我们业力的种子，让它生起现行，所以那个外

缘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说你要多亲近善知识，你结交的都是善友，在善

良的环境、好的环境，那就比较没有机会去把你恶业的种子把它勾召出来，

让它现行、让它成熟，那个恶业的种子就比较没有机会来成熟，就是因为

你所有的环境，从人事物的环境都是善良的话，那你所引发的种子都是善

业的种子会比较多，所以你就看怎么样让你的外缘都是善的，这样子就是

比较能够感召好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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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师父慈悲，如果想要修上士道发菩提心，帮助众生，但又因本身

尘缘，无法抽空真实助人，只是心态而已，是否也算能修得上士道之阶段？ 
  答：发菩提心不需要抽空，就是说你没有很多时间真实去帮助人，那

你自己先练习发菩提心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说的，只是心态而已，就是说

你的心是不是念念都跟菩提心相应，跟慈悲的念头相应，你是不是念念是

慈心跟悲心，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念念都在想怎么样让众生得

到快乐，这个就是慈心；怎么样让周遭的人，怎么样让一切的众生能够拔

除他的痛苦，那个就是悲心，那你念念都有这样的希望大家都快乐，希望

大家都能够远离痛苦，你如果念念都是这样想，你就是有慈心跟悲心，你

有了这个慈心跟悲心以后，不用特别去抽一个什么时间，特别去帮助什么

人，不用，其实你每天面对的这些人，你就已经忙得来不及了，懂吗？你

的家人、亲朋好友就已经一堆了，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帮助，你

每天接触到的人，你想的也是怎么样让他快乐，怎么样让他今天来跟你谈

两个小时，然后他很欢喜的回去，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念头，希望他能够得

到快乐，所以他来跟你谈，你不会不耐烦，他跟你诉苦，你不会觉得说：

「好烦！他在跟我倒垃圾！他离开以后，我每次都要难过好久，影响我的

心情！」这样子，要变成焚化炉嘛！他倒什么垃圾，就要全部烧光光，连灰

都不剩下，要有这个功夫，这个功夫怎么来？就是你先要有慈悲心，你希

望他快乐，所以他在跟你讲苦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怎么样让他除苦？怎么

样让他除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开心一点？这个就是慈悲心的表现，就

是菩提心的表现，所以不用特别抽一个空，特别去老人院，不是这样子，

那个是外在形相上的行善，但是他不一定有菩提心去做这个事情，他可能

为了自己的功德才去做的，可是菩提心没有，三轮体空的菩提心，胜义菩

提心跟空性相应的菩提心，他是心中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他遇到缘就做，

做完他自己就忘记了，他不是为了功德去做的，所以其实每天都有展现你

菩提心的机会，但是这个之前，最重的是：你是不是有菩提心？这个比较

重要，你是不是已经有圆满的菩提心，你是世俗菩提心？还是已经有一点

点胜义菩提心？这也是有差别的。世俗菩提心，就是带着我执跟烦恼去行

善、去发心的，就是我执还在，我执就会生烦恼，所以你是带着我执跟烦

恼去发的菩提心，也是很好啦，因为先这样子熏。等到你见空性，明白无

我的道理，就进入胜义菩提心，它是跟空性相应的，这时候就没有我执，

也不会带着烦恼，你就是很随缘自在地做，做完就忘记了，都不会放在心

上，也不是求任何的功德或者是果报，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希望自己先有菩提心之后，你不怕没有机会，其实你每天面对的

各式各样的人，你都有机会去展现你的菩提心，只要你已经具足菩提心的

条件的话，就算是没有接触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那边念念发愿，念念发

菩提心，也还是一样能够让你的菩提心不断不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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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尊贵的净莲上师，请解释如何把「识」转成上品、中品、下品「智」

的过程。 
  答：我看还是年底来听百法，这个要讲很久，百法的最后有说到。或

者是如果你来不及等到年底的话，就建议你看百法，或者是八识规矩颂，

它都会讲到这个部分，只是讲得不是很多，讲得不是很清楚。下品是初地，

只要你能够证到初地，你就能够转成下品，八地转成中品，最后就是等觉，

转成上品，如果以它的阶位来讲，大概是这样。详细的话，我们实在是没

有时间，只能这样跟你说，想要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就是下品的，至

少要证到初地，你就可以开始转识成智了。 
 
  我们都回答完了，今天就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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