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中士道 14 
（戒学的重要、缘起观、慈心观）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介绍。 
  昨天谈到想要解脱，用什么方法呢？必须要修学那些内容，才能够达

到最后的解脱？就是戒定慧三学。 
  学习戒定慧三学有一定的次第吗？有一定的次第。首先必须依止戒学，

使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一切善法当中，因为持戒就是度毁犯，能够防非止

恶，断除一切的恶，行一切的善，因此我们的心就能够安住在一切善法当

中，安住在一切善法当中，心就容易得安乐，因为没有犯错，如果我们的

身口意常常犯错，常常犯戒、或者是破戒，或者做错事情、说错话、动不

好的念头，只要有惭愧心的人都会觉得很内疚、或者是很惭愧，身心就不

安，只要有惭愧心的人，他做错事、说错话，他一想到他就觉得良心不安、

身心不安乐，身心不安乐，你想要修定的话就很难得定。所以，得定的先

决条件，就是身心要在安乐当中，你身心喜乐，很容易就得定。所以持戒

清净的人，因为他没有犯错，所以他身心都在喜乐当中，身心喜乐就容易

得定，所以安住在一切善法当中，心就容易得安乐，心安乐就容易得定，

因此就能够成就定学。心得定之后，就能够生出智慧而成就慧学，所以三

学的次第，就是先持戒，持戒清净容易得定，得定之后，我们本自具足的

那个菩提自性就容易被开发出来，那个就是属于慧学的部分，就是见空性

的智慧，无我的部分。所以先持戒，然后得定，再开发智慧，三学的次第

就是这个样子的内容。 
  这个三学当中，以那一个为最重要呢？戒定慧，那一个最重要呢？当

然我们会说智慧最重要，因为解脱要靠空性的智慧。但是智慧那里来？从

定力来。定力那里来？持戒来。所以你持戒没有持清净，常常违犯戒律的

话，你不可能得定，那有没有开发智慧的可能？就比较困难，除非宿世善

根深厚，要不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破戒就是堕三恶道，所以他怎么可能

解脱三界呢？所以，三学来说的话，就是以戒学为根本，有了这个根本以

后，就能够成就定学跟慧学，所以三学来说，以根本为最重要，就是戒学

最重要。为什么戒学这么重要呢？因为戒律可以摧破烦恼，我们昨天讲说

戒学的内容，它是能够破坏我们烦恼的现行，所以摧破烦恼的力量就是靠

持戒清净；摧破烦恼就不会造恶业，没有恶业就不会堕恶道，所以戒律能

够使我们不堕恶趣。第一个是戒律能够摧破烦恼；第二个是戒律能够使我

们不堕恶趣；不但不会堕恶趣，还能够成就一切善法，所以第三个就是戒

律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一切功德的所依处。所以，戒律非常的重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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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持戒持得好的话，再加上大悲心，所有的功德才能够增长，不但

不会堕恶趣，而且能够成就一切的善法，再加上大悲心，昨天讲了，有希

望能够帮一切众生拔苦的大悲心，如果有大悲心再加进来的话，所有的功

德就能够增长得非常快速。所以我们才说三学当中，戒学是最重要的，如

果不能够好好护戒的话，身心就不能够得安乐，身心不能得安乐，就不能

够生出定慧；不但不能够成就定慧，还会因为毁犯戒律，在活着的时候身

心苦恼，死后堕恶趣。这个就是不好好护戒，不但不能够得身心的安乐，

死后还会堕恶趣，所以活着的时候不好过，死后的话就一定到三恶道当中。

所以，持戒非常的重要。我们想要得人天果报、甚至证得涅盘、或者成就

佛的果位，也都是以戒律为根本的，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戒律好比大树

的根，根如果腐烂的话，这棵大树也活不成，更不可能开花结果，我们现

在知道持戒这么重要，就应该要小心地来护戒，绝对不要违犯。 
  但是不要违犯戒律，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些原因让我们犯戒，这样我们

才能够避免，小心地对治，然后才能够做到最后的清净持戒。所以，我们

首先要明白让我们犯戒的原因有那些？它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无知。这个无知，就是不知道戒律的内容，你不知

道戒律的内容，当然就没有办法，你自己犯的话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防

范未然。所以犯戒的原因，第一个是无知，就是对戒律的内容不知道，不

知道当然就无从检查。那怎么办呢？怎么对治这个无知呢？那就是要学戒，

听闻所有戒律的内容，知道这些戒律的内容，就能够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

犯？或者你要防范未然，不要犯才有可能，就是首先要学戒，明白戒律的

内容有那些，常常用这个来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犯，也可以防范，就是小

心地护戒，让它不要犯，不但犯了知道，而且还能够进一步防范它不要犯。

所以，怎么对治这个无知呢？就是学习戒律的内容，我们就能够对治，明

白戒律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小心护戒就不会有犯戒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犯戒的原因，就是放逸。放逸就是失念、不正知，因为失念、

不正知，所以放逸我们的身口意三门，因此犯戒。就是我们没有随时收摄

我们的身心，没有随时收摄我们的身口意，为什么没有办法收摄我们的身

口意呢？就是因为失念、不正知。失念，失念就是不在正念当中，叫做失

念。如果我们学戒，明白戒律的内容之后，我们的心就安住在正念当中，

就是你的心随时都在这个正念，就是指所有戒律的范围，这个时候是现在

所谓的正念，就是说你修习什么样的法门，不同的法门、不同样的内容，

你的心常常跟这个法门，跟这些佛法的内容相应，这个时候叫做正念，你

的心在正念当中。譬如说你念佛，佛号就是你的正念；你数息的话，数字

就是你的正念。现在我们讲要好好地护戒，好好地学戒，戒律就是我们要

护戒的正念，所以我们的心就要在正念当中。什么叫正知呢？正知，就是

检查力，所谓正知力，就是检查你有没有犯？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犯？身

口意三业有没有犯？所以，放逸为什么会犯戒呢？就是因为失念、不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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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身口意三门就放逸，因此才会犯戒。那要怎么对治呢？那就是

要安住在正念、正知当中，让自己的心安住在戒律的正念当中，然后用正

知力随时检查自己的身口意三门有没有违犯，这就是用正知、正念力来对

治放逸。万一有毁犯的话，我们就要生起惭愧心，至诚地忏悔，同时要思

惟业果的道理，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就是你现在犯这些戒，你身口意，

譬如说有违犯五戒、或者造十恶业，这样五戒、十恶业这样的内容，它会

有什么样的果报？譬如破杀生戒，有那些杀生的果报？你造了偷盗业，会

有那些果报？明白这些果报，你就会生起怖畏的心，因为你知道你今天做

了这样的事情，说了这样的话，做了这样的事情、或动了这样的念头，它

会有什么果报，你不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那你就会很小心地来收摄我们

的身心，就能够达到不放逸。所以，思惟业果的道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思

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对恶业生起怖畏的心，因为你已经知道它

会有什么结果，你不希望这个结果发生在你身上，很简单，你就是不要造

这样的业，你就不要破戒，就不会有不好的果报，对这个恶果生起怖畏的

心，你就能够不会因为放逸而犯戒，你就会很小心，希望不要犯，犯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果报，这就是有收摄我们身心，不放逸这样的功能。所以，

让我们的心随时安住在正念、正知当中，安住在戒律的正念，然后用正知

力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犯，万一有犯，赶快忏悔，然后思惟违犯的果报是

什么，有什么样恶的果报，让自己生起怖畏的心，不会再造。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犯戒的原因，就是不恭敬。这个不恭敬，就是指轻视戒律的内

容，根本不把戒律放在心上，你不把戒律随时放在心上，就没有我们刚才

讲的第一个，你就不会去学戒，你觉得也不重要，不学戒当然就不会持戒，

当然身口意就放逸，那就一定是常常违犯，所以轻视戒律，你就不会去学

戒，就没有第一个，你就会变得无知，没有第一个学戒；你身口意也随时

在放逸当中，所以你也没有第二个，随时用正知、正念力来防护，也不会；

不觉得戒律很重要，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对于佛所制

定的戒律轻视、不恭敬，对那个能够清净持戒的僧众、或者是居士，你也

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能够持戒，还觉得说：有这个必要吗？一定要这

么辛苦吗？学佛修行一定要这样子吗？一定要吃素吗？一定要念佛吗？一

定要打坐吗？一定要怎样、怎样吗？对他来讲，觉得这个好像自讨苦吃，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活得很开心不是很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用戒

律来绑手绑脚的，就是这样观念的人，他就是对戒律不恭敬。我们要怎么

对治这个不恭敬的心呢？就是轻视戒律这样的一个 度，我们就应该要思

惟佛陀难遇，因为有佛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没有佛法的黑暗时期是比较

长的，如果相对比较来说，有佛出世，能够听闻佛法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

少，所以我们应该要思惟佛陀难遇、佛法难闻、暇满人身难得，好不容易

得到这个暇满的人身。所以我们现在这些难遇、难闻、难得的都有了，就

应该好好地珍惜、好好地把握，生起恭敬的心，对佛所制定的戒律，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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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清净持戒的僧众，就是佛法僧三宝，要生起恭敬的心，都能够生起敬

重的心，这样就能够避免不恭敬而破戒，你就会很好乐去学戒，身口意都

不会在放逸当中，而且对三宝生起恭敬的心，能够这样做到，你就不会破

戒，前面三个破戒的原因都对治了，你就不可能。 
  可是，第四个比较难，就是烦恼。烦恼怎么来？我执来。所以除非你

证到我执（无我），你才可能没有烦恼。明白这个无我的道理，在小乘来讲，

至少你要证初果，就没有萨迦耶见，没有这个我见，可是没有证到初果之

前都会有烦恼，可是烦恼就是一个很大，就是最严重，让我们破戒最主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烦恼炽盛，烦恼太重了，烦恼一来的时候，我们是挡

都挡不住，只有听烦恼的，由烦恼来作主，我们没有办法作主，都是听烦

恼，贪欲起来的时候，它要贪什么，好吧！就顺从它；瞋恚心起来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阻挡它，好吧！那就发发脾气、跺跺脚！所以烦恼一起来的话，

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就一定会破戒，只要一生烦恼，就很容易破戒，所

以刚刚讲的那个无知、什么的，都很容易对治，可是这个烦恼，就是除非

你证初果以上，你才可能比较能够伏得住，或者是你的定力修得比较好，

已经得了根本定，就是初禅，烦恼的现行才能够伏得比较好，可是种子还

在，至少它不会发作，因为定力伏住了，所以没有证初果，也没有得根本

定，就是没有证初禅的话，你要对这个烦恼想要使点力的话，还真的常常

觉得使不上力。所以，第四个让我们犯戒的原因，就是烦恼炽盛。怎么办

呢？那就看看自己那一类的烦恼比较重？我是贪欲比较重？还是瞋恚心比

较强？还是愚痴比较重？然后想办法对治，所以我们后面接下来就是要介

绍，你贪欲心比较重，要修什么法门来对治？瞋恚心比较重，要修什么来

对治？愚痴性比较重，要修什么来对治？所以，对于烦恼炽盛这个破戒的

原因，我们就看自己那一类的烦恼比较重，就修对治的法门来减轻，进一

步来断除这个烦恼。 
  所以，以上就是让我们犯戒的四个原因，知道了这个犯戒的原因之后，

我们就应该多多地来闻思修，就是听闻戒律的内容，经常思惟戒律的内容，

然后修习戒律的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到任何时间都不弃舍戒，

什么叫做任何时间呢？就是即使最危难紧急的时候，我们还是护戒，就算

是遇到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也宁愿舍弃生命，不让我们的戒律有任何的亏

损，我们看是要护戒、还是要保护我们的生命，如果因为护戒而失掉生命

的话，我们还是选择护戒，而不是保护生命来破戒，这个很重要。为什么

我们宁愿弃舍生命也要护戒呢？因为弃舍生命只是这一生的寿命结束，但

是毁坏戒律的话，会让我们生生世世都远离佛法，而且身心永远没有办法

安乐，身心永远失去安乐，而且恒常要堕在恶道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做

到舍命护戒不失，宁愿舍弃生命，也要护戒不失。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烦恼需要对治，怎么对治贪瞋痴烦恼呢？它就很重

要了，如果烦恼不被调伏，我们戒律就不可能清净；戒律不清净，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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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出降伏烦恼的定力和断除烦恼的慧力，定慧力都没有办法成就；不能

够圆满戒定慧三学，那就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办法解脱，就注定永远要飘

流在生死轮回当中，是不可能解脱轮回的。所以，想解脱轮回，就是要圆

满戒定慧三学，这三学又以戒律为最重要，因为戒律不成就的话，定慧力

也不可能成就。所以，烦恼生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坐视不管，一般我

们都不一定去处理它，不会说我修一个什么法门来对治，你不会，烦恼起

来就起来，就让它起来，就坐视不管，然后忽视它的存在，然后也不处理

它，一般我们都不会处理，就知道我的贪心还很重、我的脾气很坏，这句

话讲完就完了，他也没说：那怎么办呢？没有继续想办法，怎么减轻我们

的烦恼，甚至断除一切的烦恼？就没有进一步去想办法对治，所以这个就

是坐视不管，烦恼生起的话也不处理，忽略它的存在。你不去处理烦恼，

它也不会自己消失，它不会自动就消失，没有，全部含藏在你的第八识，

而且它不但不会自己消失，还会因为你不断不断地串习，使得它的力量愈

来愈强，到最后我们就变成烦恼的奴隶，一点都没有办法，拿它没有办法，

就是看着它坐大，势力愈来愈强，为什么？因为你不断不断串习它，那个

习气的力量愈来愈强，烦恼、习气的力量愈来愈强，因为你不断不断熏习

你的贪瞋痴慢疑，它只有愈来愈强，然后你也没有对治它，所以它力量不

会变小，会变得愈来愈大，到最后我们只有听它的，拿它一点都没有办法。

所以烦恼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用对治法来把它遮除，不让它有相

续的可能，一起来我们就发现，就赶快想办法对治，只有这样子不断不断

地来对治它，才能够让它不再继续地串习，最后能够完全地断除，所以对

治法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以贪瞋痴来作例子，因为三毒嘛，一般把所有的烦恼归纳成三

毒烦恼，所以三毒烦恼你能够对治的话，其它由三毒根本烦恼所延伸出来

的随烦恼，不管大随、中随、还是小随烦恼，就是比较容易对治，因为它

都是从根本烦恼所延伸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以贪瞋痴这三毒来作例子，说

明它是用什么法门来对治。 
  如果发现自己痴烦恼比较重的话，我们就要多多修习缘起观来对治。

十二缘起，刚好我们上一次详细地介绍过十二缘起的内容，就是不断不断

思惟十二缘起的内容，就能够断除以为有「我」的愚痴无明，因为无明才

以为有我，有我就产生轮回了，所以我执是轮回的根本，所以经常思惟十

二缘起的内容。十二缘起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

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

生、生缘老死，这样念完什么意思？它一个缘一个，对不对？好像一条锁

链，环环相扣，一个缘一个，这什么意思呢？一个缘一个，你可不可找到

我的存在？找不到我的存在，它是一个缘一个，所以你这样子看一圈，你

就发觉根本没有我的存在，那就无明缘行、行缘识，就这样子形成一条轮

回的锁链，这中间没有我的存在，没有一个我在主宰前后的相续和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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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都不是我在主宰，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是无我的，所以它为什

么会一个缘一个呢？它只是随着它自身的因缘生起、然后相续，那我们看

它会以为是「我」在轮回，其实不是，它只是生起、然后相续，然后一个

缘一个这样子，呈现出相似的生命现象而已，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有一

个我，从无明缘行、行缘识，没有，它都是因缘所生法、无自性空，所以

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从无明到行，不是，它都是因缘所生。认清了这

个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切断这个缘起，不让它延续下去。既然是一个缘

一个，我们只要切断一个，它就没有办法继续了，那要从那一边切呢？ 
  如果我们知道无明本来没有，像虚空中的花朵，无明本来没有，无明

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那怎么会有无明呢？就是一念的妄动所产生的结果

这样而已，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无明没有什么可怕，它根本不存在，

就好像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是因为眼睛生病了，所以才看到虚空中有花

朵，其实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在诸法实相当中，无

明根本不存在的，是一念妄动才有所谓的无明，在我们的真如本性当中是

本来没有无明的存在，这样无明就没有了，对不对？无明根本不存在，所

以无明就没有了，没有无明，后面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十二缘起，你从无

明一断，后面统统没有了。没有无明，你就不会因为无明（无明缘行），你

就不会因为无明，然后又造业，造业就是行（无明缘行的行，就是造业的

意思）。没有无明，你就知道一切法本来无我；没有我，就不会因为我而生

烦恼，然后造业，所以后面就都没有了，这样子最快。心经我们常常念也

知道，「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心经也是告诉我们，本来没有无明的，在

我们真如自性当中是本来没有无明的存在，只是一念妄动才有的，可是我

们的真心是没有念头的，真心离念，真心无念，所以真心里面没有一念的

妄动，没有一念的妄动，就本来没有无明，因为无明是一念妄动来的，真

心里面没有妄念，所以没有无明，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它是非量的，

没有这个东西存在，这样子十二缘起就切断了，明白无我的道理就可以解

脱了，就可以解脱轮回，因为轮回是由我执来的。因为无明，以为有我，

有我就生烦恼，然后造业，有业就轮回，可是整个轮回的现象自性是空的，

为什么？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无明根本不存在，本来没有我，所以由我而

生起的烦恼造业，这个轮回的现象本来自性也是空的，也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整个十二缘起就切断了，从无明断，这是最快的方法。 
  如果没有办法从这边断，也可以，有第二个方法，就是从「触」来断。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六入、触……。触，就是我们每天六根面

对六尘，第六意识不要加进去，不要生分别，它就没有办法根境识三缘和

合而生触，触就没有办法生起，因为触是因缘所生，要三个因缘，就是六

根、六尘、加上识的作用，你第六意识不加进去，不产生分别，眼睛看到

就是看到，听到就是听到，六根面对六尘，眼根面对色尘，耳根面对声尘，

第六意识不起分别，看就是看，听就是听，闻就是闻，第六意识不生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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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触就断了，触断后面就没有了，触、受、爱、取、有统统都没有了，

为什么？它根本就不生起触，没有触就没有受，没有受就没有爱，没有爱

就没有取，没有取就没有有，轮回也切断了。这是第二个方法，你每天在

看、在听的当下，你第六意识保持现量无分别，就没有喜欢、不喜欢，爱、

不爱，要、不要，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这样也是蛮快的，如果能够做到的

话。 
  如果还没有办法做到，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已经生起触了，就是根

境识三缘和合生触了，触就生起受，因为你一分别，第六意识一加进去，

你看到了什么，你就马上喜不喜欢，听到什么也马上有喜不喜欢、要不要，

喜欢就生贪，不喜欢就生瞋，贪就是乐受，瞋就是苦受，所以当你已经根

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触的时候，就会生起三受，苦受、乐受、舍受三受，不

是苦受、就是乐受、就是不苦不乐那个舍受，当你三受生起的时候，赶快

去观它乐受的当下，去观它乐也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它就消失了，因缘所

生法，是因为因缘和合，然后乐受才生起；苦的当下也是，现在好苦好苦，

你就当下去观察它，苦也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都无自性，自性都是空的，

那个苦受也很快消失，因为是因缘所生，它是无常生灭的，所以它没有办

法存在，没有办法永恒存在，你抓也抓不住的，你只要观它自性是空的，

它就消失了。乐受这样观，苦受这样观，当你触受生起了之后，就是苦受

或乐受比较强烈的，那个舍受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没有强烈的苦受

或者是乐受，所以舍受我们一般就比较没有感觉，没有强烈的乐受或者是

苦受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苦受或乐受生起来的时候，当下去观它一切的受

是不可得的，因缘所生的，没有一个我在受苦，也没有一个我在受乐，它

这样触、受就不会进入下面的爱，受不会进入爱，就不会进入取，没有取

就没有有，所以也切断了，是从受这边切断的，就是苦受、乐受生起来的

时候，不要把我放进去，它就不会进入下面一个爱的阶段。没有爱，就没

有取，就没有后有，所以轮回也切断了。 
  所以，一共是三个方法，看你用那一个方法，你可以从无明直接断；

或者触的当下，不让它生起触；或者是感受生起的当下，不让它进入爱，

这三个方法都可以。经常经常这样子练习，很快就能够证到无我，有这个

空性的智慧，那就能够切断轮回的锁链而达到解脱，就能够破除以为有我

的愚痴。所以这个痴烦恼比较重的，就是那个我执很坚固的，念念都是我

我我，很难打破的，你就经常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发觉它是一个缘一个，

从中间任何一个把它切断，就全部都断了，所以它可以对治我们痴烦恼比

较重的这样的一个根性的众生，用这个方法很快。 
  这个是对治愚痴，就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 
  如果是瞋心比较重的话，如果发觉自己瞋烦恼比较重的话，我们就要

多多修习慈心观来对治。慈心观大家也都很熟悉，那就是有没有修呢？有

没有每天修？有没有念念修慈心观呢？所谓的慈，就是给众生快乐叫做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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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给众生快乐，你自己心里要先快乐，我都烦烦恼恼，我怎么可能给众

生快乐？我一定是给他痛苦的可能比较大，所以我们要让众生快乐之前，

自己先快乐起来，我每天都活得很开心，随时慈心充满，随时慈心充满，

所以我们要修慈心观之前，先让自己的慈心充满，我的心充满无限的慈心，

无量无边的慈心，所以是四无量，就是慈无量，慈悲喜舍都是无量的，所

以先让我的心充满了无量的慈，我这无量的慈要扩展到一切众生的身上，

当你的慈心充满之后，你才可以想说把我的慈心扩展到第一个对象，第一

个对象就是我最爱的人、或者我最尊敬的人，我当然希望他快乐，所以这

个慈心很快就扩展到这样的一个对象，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能够让我生起

恭敬心，我希望他快乐的，我的亲朋好友、长辈、我的上师、我的师父、

我的爱人，我一定是希望我的爱人快乐。所以，第一个先让我们的慈心充

满之后，扩展到，很快，因为我本来就希望这样的对象，希望他们也很快

乐，所以当我们的慈心扩展到第一个对象都 O.K.了，接下来就是我不认识

的人，这个比较容易，那个冤家，那个要放到最后，因为那个最难，一想

到我就恨，慈心马上就消失不见。所以，第二个对象，我们应该把慈心扩

展到不认识的、不相干的就还 O.K.，因为他没有惹你生气，我不认识他，

所以 O.K.的，所以我们再把我们的慈心扩展到我们不认识的，就是所谓中

庸的这样一个对象的身上，当然也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慈心可以慢慢地扩

展到不相干的人，他们也都是充满慈心，也都很开心、很快乐。最后最困

难，那是那个我平常最恨的人、最讨厌的人，恨不得把他怎么样的人，看

你的慈心可不可以也扩展到他们的身上，就观想我最恨的人，他现在很开

心，面带微笑，那个我平常常常咒他的那个人，我也想到他，他也很开心，

也是慈心充满，把你的怨敌一一的想起来，他是不是也都是慈心充满？如

果是的话，你就成功了，你常常这样子来观想的话，你就每天慈心充满，

无量的慈心，面对中庸、怨敌，怨、亲、中庸这三种对象，你都是一样的

充满慈心，也希望他们快乐，也希望他们充满慈心，这就是所谓的慈心观，

把我们的心量慢慢地扩大，扩大到一切的众生，因为一切众生就是这三种

对象：怨、亲、中庸，我最亲爱的、还有我最讨厌的、还有那个不认识的、

跟我不相干的，一切众生我们把他归成三大类，就是有三种对象，你都可

以让你的慈心扩展到他们的身上，无量的慈心遍布到一切的众生身上，这

三种对象没有差别，都能够慈心遍满，这样你的慈心观就慢慢能够成就了，

什么时候成就？你不管看到什么人都是充满了慈爱的心，那你就慈心观圆

满了、成功了，面对一切的众生，没有对象的差别，都是无量的慈心，这

样就对了。 
  可是对那个瞋心比较重的，那个比较会记恨的，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之类的，他一想到过去的过节，他可以如数家珍，第一点怎么对不起我、

第二点那一个辜负我、第三点怎么样……，都牢牢记在心里面，久久不肯

释 的，那怎么办呢？有办法。接下来我们就介绍，怎么样让你的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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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把它慢慢地解开，有一些思惟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前面修慈心观的时

候，修到第一个对象 O.K，.第二个对象可以，第三个不行了，只要一想到

他，就想到他过去怎么样伤害我、怎么样对不起我，那些怨恨就涌上心头，

因为过去对他的仇恨并没有消失，都含藏在第八识，所以现在一想到这样

的对象，八识的种子就爆发了，瞋恚心就生起来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

修慈心观，所以每次修到第三个对象的时候就卡到，一般我们就是那个瞋

心一起来，慈心一下就消失不见，瞋恚心就生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

再修慈心观了，我们可以尝试的再从第一个再开始，就是自己先慈心充满，

然后再第一个对象、第二个对象、再第三个对象，再试试看，如果又被打

回来，又完蛋了，没关系，我们可能就要先调伏我们的瞋恚，那就有种种

思惟的方法，我们来讲一讲。 
  那就是看你平常怎么样咒骂他，希望他事业不顺利、婚姻不美满、子

女不孝顺，把很恶毒的、所有的狠话都撂出来，可是我们就想一想，我这

样子咒骂他的果报是怎么样？他也不会因为我这样子希望他，然后他就真

的是婚姻不美满、事业破产，也不一定就是这样子，那要看他自己的业报

怎么样，所以我这样子咒骂他，他不但没有影响，我却有很大的影响，因

为我这样瞋恚心的果报怎么样？全部报在我身上，所以我希望他事业不顺

利，结果果报在我的身上，我就事业不顺利；我希望他婚姻不美满，我就

婚姻破裂；我希望他子女败家，结果自己家里的子女开始不听话了，因为

如是因、如是果，你发这样的恶念的念波，就是让自己受报，一切的果报

没有报在他的身上，全部报在自己的身上，想一想还真划不来，所以还是

不要这样比较好，所以就看可不可以化解我们心中对他的仇恨，解开我们

对仇人的怨结，看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思惟，就化解我们心中的仇恨。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好处？他应该不会一无是

处吧！你这么讨厌他、这么恨他，可能都看到他的缺点，或者是抓住那一

点他曾经对不起你的那一点，可是他可能其它方面都很优秀，所以我们就

不要想他的缺点，我们想想他到底有什么长处，他其实人也还不错，他其

实也曾经有对我好过，想想他的好处，看可不可以化解你心中对他的仇恨，

那也是一个办法。如果想一想，实在都想不到任何好处，他身上实在找不

到任何一个优点，全部都是缺点，他实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那怎

么办？那就是要对他生起大悲心，他这么可怜的人，这么一个大坏蛋，他

只是差这一口气没有断，这一口气一断，马上下地狱，一定是堕恶道，他

这样子胡作非为，这样的一个坏蛋，他的果报一定是很凄惨的，一个身上

没有任何优点，全部都充满缺点的一个人，他一定死后堕恶趣，我们就想

一想，他也实在是很可怜，我们就生起大悲心，也就原谅他、也不再跟他

计较，如果你再发菩提心，想说怎么帮助他，那就很优秀了，不但化解你

心中的仇恨，还可以进一步来为他拔苦，因为他造那么多恶业，一定有恶

报，严重的恶报在等着他，我们还要想说怎么样去伤害他、报复他，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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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很可怜了，所以我们实在是也不忍心再继续伤害他，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也可以思惟业果的道理，就是说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待我，就是

我过去的恶业成熟了，很简单，他是来消我业障，我过去一定有造恶业，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个恶的果报。我们明白业果的道理，就是深信业果，没

有造的，一定不会报在我的身上，今天会遭遇到这样的果报，一定是我过

去恶业成熟了，只是他是一个让我恶业成熟的一个外缘而已，所以我要感

谢他消我的业障，因为他这样子对我伤害，就把我过去的恶业清净了，所

以我应该感谢他帮我消业障。我又能够忍耐，所以还要感谢他成就我忍辱

的功德，不但消业障，还成就我忍辱的功德，所以我应该感谢他，不应该

仇恨他，这就是我们深信业果的人，这样子一转念，那个仇恨就不见了，

因为感谢还来不及，因为他帮我消业障，又能够同时成就我忍辱的功德。

这样也是很好，所以深信业果它也是一个很快就化解一切的怨结的一个很

好的思惟方法。如果我不能够忍受的话，我不但不能够消业障，因为我不

能忍耐，我又造新的，所以还是很划不来。今天遇到这件事情，本来可以

消业障，可是我因为没有思惟业果的道理，没有深信业果，不承认是因为

我过去有造恶业，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恶报，我不相信因果，所以我就怨恨

他，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你怨恨他，又造新的瞋恚业了，所以变成

你旧的没有报掉，又再加上新的，以后的苦果就愈来愈严重，所以我们思

惟业果的道理，很快就可以化解，很快就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一切的逆

境、或者是挫折，我们也不会埋怨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待我，那就是你过

去恶业成熟了，很简单，没有造不会报在你的身上，一定是我过去有造，

今天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也可多看看佛的本生故事，看看佛祂是怎么修忍辱？怎么成就功德？

藉这个来策励自己，我应该效法佛陀的脚步，向佛陀看齐，祂是怎么样来

修忍辱？怎么样成就种种的功德？我应该觉得自己很惭愧，应该以佛陀为

榜样，效法祂忍辱的精神。 
  也可以想我现在最恨的人，也可能是往世我最亲爱的人，对我有大恩

德的人，有可能，对不对？就是因为跟他结下一些怨结，他才会变成我这

一世的仇人，但是他可能是我往世最亲爱的人，可能是我最亲爱的父亲、

母亲、还是我的兄长，都有可能，他可能就是对我有大恩德的人，只是可

能发生一个小的事情就结下梁子，所以就变成这一世的仇人，可能因为轮

回每一世的关系不一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所以这一世是仇人，

也可能是往世最亲爱、对我有大恩德的人，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也能够

化解心中对他的仇恨。 
  也可以来思惟慈心的功德。一个有慈心的人，他一定晚上都睡得很好，

不会作恶梦，因为每天慈心充满，所以日吉祥、夜吉祥，就统统都吉祥，

所以他不可能作恶梦，梦到被人家追杀，吓得一身冷汗这样吓醒的，不会

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是慈心充满的人，所以他一定是每天晚上睡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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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不会作恶梦。有慈心的人，他不但能够受到人人的敬爱，诸天也会

守护他，诸天善神喜欢善人，所以有慈心的人，诸天也会守护他，成为他

的护法之类的，会保护他。因为他慈心充满，对人都很和蔼可亲，都是慈

眉善目的，见到人都是微笑，所以他的人缘一定很好，所以他就能够受到

人们的尊敬、敬爱，诸天也能够守护。有慈心的人，我们刚才讲，你身心

安乐，很快就能够得定，所以他修禅定，很快就入定了。而且他的身体也

是散发出一股光采，所以他的身体就是光亮洁净。有慈心的人也不会受到

种种的灾害，他不会碰到火灾、食物中毒，吃什么东西就中毒、还是什么

中毒，或者是种种的，譬如说刀伤、或者是车祸、还是种种的伤害，慈心

的人也都不会碰到种种的伤害。有慈心的人，他临终一定不会昏迷，他一

定是神识很清楚，就算他没有证果，死后也能够生在大梵天，因为慈心的

功德就是死后生大梵天。可是如果瞋恚心的话，就没有这些慈心的功德了，

瞋恚心的话，就是晚上都睡不好，常常作恶梦，常常被吓得一身冷汗，常

常被吓醒。有瞋心的人，一定常常发脾气，跟人家吵架、不然就是打架，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人人的敬爱，诸天善神也绝对不会守护瞋恚心很重的人。

有瞋心的人，他要得定也非常困难，为什么？身心在热恼当中很难得定的；

或者是他想要修定，可是马上就想到谁对不起他，瞋恚心马上就起来，所

以他也很难得定。身体就会有味道，就是臭秽不堪，身体没有办法光亮洁

净，所以他看起来皮肤很暗沉，就是都没有光采，看起来气色不好、身体

不好，因为他的磁场不好，他就没有办法放光，所以他没有光采。所以瞋

心的人也会常常受到火灾、火烧、或者中毒、或者刀伤等等的伤害，为什

么？瞋恚心召感的果报就是种种的伤害。瞋心的人，临终大部分都是昏迷

的，而且死后就一定堕地狱，瞋心的果报就是地狱，死后一定堕地狱。就

想一想慈心的功德，瞋心的果报，看可不可以消除我们瞋恚心。 
  也可以用分析的方法，想想那个你最恨的人，他就是三十二不净物的

假合而已，你这么恨他，你到底是恨他那里？你分析他整个身体，就是发

毛爪齿皮……，一共三十二个内容的假合，三十二相的假合这样而已。发

毛爪齿皮，难道你恨他的头发？不会吧！你恨他的头发干嘛？你恨他的指

甲？更奇怪！你恨他的五脏六腑、大肠、小肠？那也恨不起来。可是他整

个人就是这三十二个聚合体，可是你一个一个分析三十二个东西的内容，

全部分析完了，你恨他这个吗？都不是啊！三十二个都想完了，你的忿怒

就没有依止处，你找不到你的忿怒到底要放在他的那一个身相上面，三十

二个分析完都不是，我们没有恨他头发、也没有恨他牙齿，都没有恨他的

手、也没有恨他的脚，都不是，那我到底是恨什么？所以你那个恨就找不

到依止处，好像在虚空作画，它马上就消失不见，就是没有办法画出来，

在虚空作画，画不出那个痕迹来，所以你的那个瞋恚心就找不到痕迹了，

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到底恨他那一个部分，都不是啊，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还有，你也可以知道他喜欢巧克力，送他一盒巧克力，金莎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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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可以，在你想要送他一个礼物的当下，其实你的心就已经化解对他

的仇恨，然后你再把这个想要布施他一个什么（送他什么就是布施），你再

把这个布施给他东西的这个布施的功德再回向，希望化解你们之间的怨结，

功德回向，你先自己解开对他的怨结，因为你愿意送礼物给他，表示说你

已经没有这么恨他了，对不对？就是说你心中的怨恨，你愿意把你的心打

开，然后接纳他，所以你心中已经解开，可是他要不要解开？不知道，所

以也希望他也解开这个怨结，靠什么解开呢？就是布施的功德回向，回向

希望他能够也解开这个怨结，我解开，他也解开，我们以后就不再是仇人，

不再是怨敌了，所以用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化解彼此心中的仇恨的一种方

法。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发菩提心。怎么发菩提心？将一切众生的瞋恚

都在我身上成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远离瞋恚，所有的瞋恚没关系都来，

都在我身上成熟，因为统统都在我身上成熟，你们统统都没有了，一切众

生都没有了，因为所有的瞋恚都在我身上了，全部都到我的身上 O.K.，因

为我马上把它化空就没有了，我也很安全，一切众生的瞋恚心、仇恨心全

部成熟到我的身上，我心中把它化空，因为瞋恚的自性也不可得，当下就

空了，O.K.啰。我希望一切众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发愿回向，一切众生都

能够远离瞋恚，我们经常这样子来发愿回向的话，我们心中本来瞋恚的种

子很快很快就被清净了，你经常修刚才讲的慈心观，经常发菩提心这样回

向，回向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都远离瞋恚，不但我们自己瞋恚的种子很快

就能够清净，而且一切的众生也因为你发愿回向的关系，也能够得到你这

个功德，发菩提心的功德，他们也能够化解心中的仇恨，就是因为你菩提

心的功德回向给他们，他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而化解他们心中的瞋

恚心。 
  这就是对治瞋恚严重烦恼的方法，就是瞋恚心怎么对治？就是修慈心

观，发菩提心这样子来对治，还有种种思惟转念的方法。相信这样子常常

来思惟修习的话，瞋心应该很快就能够被调伏了，而且菩提心很快也能够

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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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