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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广论 

上士道 4 
（发菩提心）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修知母、念恩、报恩。既然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菩提

愿，就要依这个次第一个、一个来修，才能够真正的生起最后的菩提心。

第一个，是先修对一切有情平等心，没有对象的差别，之后呢，为了要让

我们的心能够生起，愿意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也愿意担起这个重担，

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个重担，除非我们把他观想成好像是我们的爱

子一样，我们才愿意发愿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前面知母、念恩、报恩，

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视一切众生，好像我们的爱子一样这样的，希望他们

快乐，不希望他们痛苦，这是昨天讲到的部分。 
  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心之后，我们就能够直接的给他快乐，直接的拔

他的苦，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修慈、修悲。

所谓的慈，就是给众生快乐，既然他是你的爱子，当然你就会希望他快乐，

所以，我们修慈的对象是什么呢？既然你发愿要度尽一切的众生，当然一

切的有情，就是你修慈的对象。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怨、亲、中庸的差别了，

都是你修慈的对象，只要他不快乐，他就是你要修慈的对象，希望他能够

快乐。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一切众生快乐呢？除非你帮助他解脱轮回的苦，帮

他安立在涅盘的安乐当中，这个才是真正的给他快乐，帮助他解脱轮回的

苦。你也很真心切愿的希望一切有情，都能够真正的达到涅盘的安乐，而

且你也愿意担起让一切众生快乐的重担，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是修慈的部

分。修慈的对象是谁呢？一切有情，都是你修慈的对象。希望他们都能怎

么样呢？希望他们能够获得涅盘的快乐，帮助他们获得，也希望他们能够

获得，也愿意负担起这样的重担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修慈的内容。 
  我们这样子修慈，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呢？我们为什么要修慈心呢？在

一些经论当中就说了很多修慈的功德利益，它胜过你任何的布施。所以，

在经中也这么说，你以无量劫的时间，你这么长的时间做什么事呢？以无

量的供养物，经常地供养佛，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做什么事呢？无量的

供养，还不是一样、两样，无量的供养物，不是偶尔供一下佛，是经常地

来供养佛，这个福德很大了吧！但是比不上、还不如修慈心的一分。这么

大的福德，还比不上修慈心的一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修慈心的殊胜

利益，胜过你广大的供养，然后经常地来供养佛。佛是我们供养的对象里

面最殊胜的，可是即便是这样，又这么长的时间，又是无量的供养，但是

还比不上修慈心的一分。这样一对比起来，我们就知道修慈心它的殊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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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功德有多大了。 
  在经里面又说，你如果在一个净土当中修清净的梵行，时间经过百千

俱胝年这么长的时间，在净土里面修清净的梵行，这样所累积的福德，也

比不上你心缘一切的有情，你对一切的有情发起慈心，只是一弹指这么短

的时间，还比不上它的福德。因为你在净土当中，你是自己修清净的梵行，

虽然修行的时间很长，有百千俱胝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你都是自己在修，

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所以，你不是发菩提心来修清净的梵行的。所以这样

的发心，就比不上你对一切的有情，发起这个慈心的福德来得大，而且时

间只是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这个也是在说明，慈心它的功德非常的殊

胜，只是一弹指，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何况是我们如果能够心心念念都

安住在这个慈心当中，心心念念都想到怎么样去利益众生的话，那个福德

就没有办法衡量，就太大、太大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发菩提心累积资粮

最快的原因就在这里，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那也有论当中作这样的比喻，说你早上拿三百罐的饮食去布施，中午

也拿三百罐的饮食去布施，晚上也拿三百罐的饮食去布施，可是这样所获

得的福报，也比不上只是须臾之间的修慈（须臾就是很短），一剎那之间的

修慈心。就是你这样的布施，也比不上一剎那的慈心。 
  所以，它也说到一个有慈心的人，天人都敬爱，因为他为什么这一世

会生在天上，做这个天人呢？就是因为他有修四无量心，所以天人都修四

无量心，所以他自己修慈无量、悲无量，所以他现在看到有人修慈心，他

就很自然地生起恭敬、还有爱护他的心，就想要保护，所以他就是会日夜

的守护在他的身边。所以，修慈心才是最好的守护，而不是求很多平安符、

还是什么，戴在自己的身上，还是包包里，还是挂在车上，都还不如你真

正的发起这个慈心，希望能够给一切众生快乐，这个才是最好的守护，天

人看到你是一个有慈心的人，他自然就日夜的守护你。 
  而且有慈心的人，因为他充满了慈心，他希望给众生快乐，他自己快

乐不快乐？他一定是自己很快乐，才会有心情去让一切众生快乐，所以他

的心是时常都处在喜乐当中。 
  心喜乐，身安乐，百毒不能伤，任何的毒都没有办法毒害他。像一队

人马出国去旅游，然后那个地方因为贫穷落后，结果每个人都在泻肚子、

或者是食物中毒，奇怪了，就是他没事。或者是吃了什么含毒的三氯氰胺、

还是什么，就是有毒的，奇怪，他吃下去都没事，什么东西吃下去，有毒

的，都没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慈心的人。 
  而且任何的刀杖，也不能够伤害他。你要砍他、杀他，或者是用箭射

他，像在打仗的时候，那个敌军纷纷射箭，一箭一箭就朝他身上射，奇怪

了，还没有到他身上，在虚空中都纷纷落下，一支一支箭都纷纷落下，变

成莲花，这就是因为他是有慈心的人，刀杖都不能够伤害他。 
  而且他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不用花什么力气，很轻松愉快，心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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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会说我想要做个生意，想要成就什么事情，费尽千辛万苦，然后花

了很多的力气、时间、金钱，可是还是不成就，那就是有障碍。所以一个

修慈心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顺利，而且非常的轻松愉快

的就完成了，不会让他伤神、还是伤脑筋，都不会。 
  而且，万一他这一世只是发慈心而已，但是他不一定修行的功夫很高，

他也不一定有解脱，他只是充满慈心这样而已，所以死后会生在梵世当中，

就是天界。所以，就算他这一世不能解脱，也有刚刚讲的慈心的八种功德。 
  八种功德，我们再讲一遍，第一个，是天人都敬爱；第二个，经常的

守护他；第三个，内心多喜乐；第四个，身体多安乐；第五个，百毒不能

伤；第六，刀杖不能害；第七，事不多劳，就能成就（你不会劳心劳力，

然后它就很快就成就了）；然后将来当生梵世，这就是慈心的功德。 
  我们修慈心有次第吗？也是跟前面一样，先缘我们最亲爱的人来修，

因为最亲爱的人，很快就能够让我们生起对他的慈心，希望他能够得到真

正的安乐。这个慈心生起了之后，我们就缘中庸，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不

是怨、也不是亲，中庸这样的一个对象，一般来讲，也没有什么困难。这

个慈心生起了之后，我们就缘怨敌，就是曾经伤害我们的怨敌，但是我们

还是能够对他修慈心。当这个慈心也能够生起的话，最后是徧缘一切有情

来修慈心。这个就是修慈心的次第，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按照这个次第

来修。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常修的话，就是有时候可以现起，有时候不能

够现起，所以为了加深我们对慈心的功力，就是让我们慈心不退，我们就

要经常的这样子来忆念，怎么样忆念呢？就是想说一切有情都缺少快乐，

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快乐的，你看到真正快乐的人吗？你们有看过真正快乐

的人吗？从来没有忧愁、悲伤的，从来也不 complain 的，什么事情在他身

上都好像没事，破产了没事，股票跌没事，没有中马票没事，老婆跟人家

跑了没事，有吗？有这种人吗？真正快乐，从来就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让他

伤心、难过、忧愁、悲伤，从来都没有看过他有不开心的时候，任何时候

看到他都很开心，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朋友吗？可能你们都是啦，

那就是现场以外的，大部分的人都不开心。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忆念一切

的有情，他都是缺少快乐的，都是痛苦、烦恼的人比较多。为什么大多数

的人都是不快乐的呢？为什么？不快乐，就是恶业的果报，为什么大部分

的时间不快乐？就是因为他恶业多，善业少，所以当然是感得是恶果比较

多，善果比较少，这是讲一般人没有修行。所以，你一旦修行的话，就知

道要断十恶业，行十善业，所以慢慢你的善业多，恶业少，你也会事业、

家庭、子女，一切都好像会比较顺心，为什么？因为善果慢慢地成熟了，

所以你的日子也愈来愈好过了。 
  这个只是世间有漏的快乐，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解脱，你还没有证果，

你还没有开悟，你还没有成就，那对于那个出世间无漏的那个果，你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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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获得。所以，我们看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就是还没有成就的人来

讲的话，他就是缺少世间有漏的快乐，他也缺少，这种出世间证果、无漏

的快乐，他也缺少。所以，我们看周遭的人，大部分都是很苦闷的，都是

缺少快乐的，所以我们看了，就希望他能够快乐，希望帮助他们获得快乐，

你这个慈心就能够生起。所以，我们借着经常这样子来忆念，你的慈心就

能每天不断不断地增长，因为你希望这些痛苦的人，都能够得到快乐，你

那个慈心自然就能够生起来了，所以它是一个经常忆念的方法，能够帮助

我们的慈心随时任运都能够生起，而且每天不断不断地增长。 
  所以，什么时候这个慈心才修圆满呢？就是任何时候，你看到任何的

有情，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按照那个次第，一个一个都修慈心了，所以功夫

纯熟之后，你今天不管遇到任何的一个有情，不管是怨、亲、中庸，就是

一切的有情，你都能够任运的生起慈心，这个时候你的慈心就圆满了。 
  慈心圆满，我们就修悲心，那怎么来修悲呢？什么是我们修悲的对象

呢？就是一切还在轮回当中受苦的众生，就是我们修悲的对象，因为他们

很苦，所以我们希望帮助他脱离这个苦。什么最苦？就是轮回最苦，世间

的这些苦还不算苦，还在轮回当中，才是最苦的。所以，只要还在轮回当

中的众生，我们就发愿帮他除苦，希望他真正的解脱轮回，才能够真正的

除苦。还是一样的，希望他能够解脱轮回，然后安立在涅盘的安乐当中，

我也愿意负起这样的重担，希望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解脱轮回的苦，都

能够证得涅盘的安乐，就这样子来修悲心。 
  众生有哪些苦呢？我们念过广论的「思惟苦谛」就知道了，所谓的总

苦，就是有八苦、六苦、还是三苦；所谓的别苦，就是六道个别、个别的

苦，就是整个思惟苦谛的内容。所以，我们也经常思惟苦谛的内容，就比

较能够体会一切众生，他们有哪一些轮回的苦。 
  那你说小乘人，他也思惟苦谛，思惟苦谛是在中士道的部分，那个是

小乘修解脱道，他们也思惟苦谛，我们现在修悲，也思惟苦谛，这两个有

什么差别呢？小乘人他思惟苦谛，是为了生起出离心，他看到轮回有这么

多种的苦，他就心生厌患，然后一心求证涅盘，来解脱这个轮回的苦，所

以他是为了自己一个人除苦而已。可是大乘人不一样，我们现在大乘人修

悲，他虽然是思惟苦谛，但是他是以悲心来见到种种轮回的苦，因此发心

拔除一切有情的苦，所以他是为一切有情除苦，所以他思惟的苦越多，他

的悲心也越多。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一个是引发出离心，一个是引发悲心，

同样的思惟苦谛，但是结果不一样，一个是为了个人的解脱，所以他是引

发他自己的出离心而已；一个是引发悲心，他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轮回的

苦，所以不同。 
  修悲的次第也是一样的，先缘亲友，最亲爱的人，然后第二个是缘中

庸，第三个再缘怨敌，最后再缘十方一切有情修悲心。这个次第都是一样

的，都是依照这个次第，一个一个来修，一定是等到缘这个最亲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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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心生起，我们才进入下面一个，一个已经生起，才进入下一个，这样你

的悲心到最后才能够徧缘一切的有情，都没有丝毫的障碍，一定要一个、

一个修。 
  那什么时候，我们的大悲心才算圆满呢？就是你的大悲心，不论见到

任何的有情，能够任运的生起，你的大悲心这个时候就圆满。所谓的任运

生起，就是你不会考虑一下、犹豫一下，今天看到这个人，我考虑考虑，

看要不要帮他，看有没有什么旧仇新恨，看他过去对我好不好，我才决定

要不要帮他，那个就是有考虑一下，有犹豫一下，这个你的悲心就不圆满。

这个师兄可以，那个师姊不可以，有对象的差别，你的悲心不圆满。是面

对一切的有情，任运生起大悲心，这个时候大悲心就圆满，很自然的就生

起了，不加思索的，就是说你没有想一下，都没有，任运生起你的大悲心，

这个时候你的悲心就圆满了，不管是谁都一样，能够做到，就是悲心圆满。 
  所以，我们从前面知母、念恩，到现在讲的修慈、修悲，它缘的次第

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缘亲友，然后再缘中庸，然后怨敌，最后是缘十方一

切有情。我们刚才强调了，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一个一个修，千万不要

跳过去，就是缘亲友、中庸 O.K.，那个怨敌直接跳过去，因为他可能比较

有困难，然后就缘十方一切有情，不可以这样子，这样你的不管是知母、

念恩、报恩，或者是修慈、修悲，你都不可能圆满的，因为你有些对象不

可以，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 
  那前后也是，你一定是先修知母，然后你才念恩，等你念恩的心生起，

你才会想要报恩，他对我没有恩，我干嘛报恩？所以一定也是环环相扣的。

报恩的心生起的话，那一定是心甘情愿给他快乐，帮他除痛苦，就很容易

就生起了，所以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次第来练习，不要想说最后都是缘十方

一切有情，那我就直接缘，这样是不是比较快？中间都不用，没有比较快，

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想到缘十方一切有情，好像不痛不痒，因为他没有像

亲人会引发你的贪爱，也没有像怨敌会引发你的瞋恚，就这样子不痛不痒

的，好像就 O.K.了，很快就 pass 过去，没有问题。念恩、报恩，然后慈心、

悲心，好像很快就生起了，可是等到你一个一个的时候，就不一定了，你

就开始有对象的差别了，那个怨、亲、中庸就是不一样，因为会引发你的

贪瞋痴，不同对象会引发你不同的烦恼，所以你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来修，

确定前面的一个 O.K.了，你才进入下面一个，这样到最后，不管你是慈心、

还是悲心，就一定是圆满的，所以强调这个次第很重要。 
  这样是不是菩提心就能够生起了呢？还少一个，对不对？因为六因一

果，我们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个增上意乐。增上意乐，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就修慈、修悲，我的慈悲心起来了，菩提心应该就跟着生起来了，它是

比较容易生起，但是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够生起，那我们现在讲为什么。但

是只要你大悲心生起，你菩提心就很容易了，变得很容易了，中间还差一

个什么？就是增上意乐。增上意乐，就是说你还要再加强，不断不断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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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忆念，不断不断，让你慈悲心不断不断增长，要加强那个力量，所以要

加上一个增上意乐。因为只是这样子发愿，说我愿意负担起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的这个心，在前面念恩就已经有了，有没有？前面念恩的时候，

就是念一切众生都曾经是我的母亲，然后他是对我有什么样的养育之恩，

种种的恩德。这个念完，就是要报恩，报恩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说，怎么样

才是真正的报恩？就是帮助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离开轮回的苦，然后

得到涅盘的安乐，那个时候就已经发了这样的愿，可是它能够持久吗？它

能够真正的就直接转化成菩提心了吗？没有办法，因为你只是这样发愿而

已，可能偶尔发一下，很快又回到原来，就是有对象的差别，搞不好一退

就退到第一个都做不到的那个，对一切有情修平等心，你搞不好就做不到。

所以，只是这样发愿是不够的，还要再加上现在所说的增上意乐。 
  那怎么样让众生离苦得乐的重担，负荷在自己的身上呢？就是不但要发

这样的愿，而且这个心是非常的坚定，绝对不推诿。不推诿的意思，就是

说我不会找任何的理由、或借口，让自己退心，因为本来发得好好的，可

是你对他好，他不见得领情，这中间也许会有一些挫折，可能会有一些障

碍，不是这么顺利就能够发起，可是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任何的时间、任

何的对象，你都一样能够圆满你的慈悲心。 
  所以，它不但是在你打坐的时候这样子来忆念，下座以后，就是一切的

威仪当中，不论是行住坐卧，你也都能够相续地来忆念，这样才能够使它

不断不断地增长。为什么要时常忆念？要相续地忆念，不间断呢？就是因

为我们的习气不是说转就转，我们那个仇恨也不是说断就断，没有那么容

易，就好像一棵树它是苦的，它流出来的汁是苦的，所以它从树根到树干、

到树枝、到树叶，全部都是苦的，可是你现在只是浇一两滴的糖水灌溉它，

它整棵树会不会变成甜的？不可能嘛，只有一两滴糖水，它整棵苦树不可

能变甜，那就是用这个比喻说我们那个心，就好比这一棵苦树，懂吗？因

为我们轮回太久了，烦恼、痛苦、忧伤，我们的心非常非常苦，就好比这

棵苦树一样的，连根到树叶都是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偶尔来念恩一下，偶尔来修个慈心、悲心，能不能

转变他的心？很难，对不对？所以就一定要相续地忆念，才能慢慢地转变

你那个本来多烦恼的、多痛苦的这样的心，才能够慢慢地转变成慈悲，所

以我们应该经常地这样子忆念，依照我们前面这样的次第，经常经常地练

习，不论是任何时候，在任何的地方，面对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这样子来

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但是座中修，你下座之后，在平常任何的威仪

当中，也是这样子修，在任何的地方也是这样子修，在任何的时间也是这

样子修，面对一切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众生，也是这样子来修，这样子才

能够慢慢、慢慢转变我们的心意，才能够对一切有情有平等心，然后才能

够愿意这样子来想，你今天不管碰到谁，他都可能是我往世的母亲，然后

他对我有恩德，然后我就想要怎么样去报恩，怎么报恩？就是希望他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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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不要痛苦，不断不断的这样子，加强熏修的力量，这个就是增上意

乐，之后，才有菩提心这个果实出来。 
  所以，增上意乐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会让我们的慈悲心非常的坚固，这

个坚固的慈悲心，它就不会轻言放弃众生，不会碰到一点点小的事情，或

者是小小的挫折、障碍，心就弃舍众生，也不会为自己找任何的理由或者

是借口，让自己妥协，放弃发心，也不会这样，然后很心甘情愿的负起，

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个重担，很快乐的就挑起来这个重担。 
  所以，按照这样的次第来修，就一定能够很顺利的发起最后的菩提心，

这个果来。所以，依照前面的次第来修，就能够发起真诚要证得菩提的心，

不仅是为了自利，必须要证得，同时也为了利他，非证得菩提不可，因为

只有成佛，才能够自利和利他都圆满，所以，我发愿要成佛，这个就是菩

提心。我们前面讲了，什么是菩提？就是觉悟，我发愿我要觉悟，我发愿

我要成佛，我要成就无上菩提，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为什么要这样发呢？

因为只有成佛，自利和利他才圆满，所以我要发心成佛，要证得菩提的这

个心，就叫做菩提心。所以，就是发「我要成佛」的心，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样菩提心，很顺利地就能够生起了。 
  有关于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它有菩提心的总相跟别相。总相，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才是圆满的发心？就是为了发心利他，我要证得菩提。

发心利他，这个是利他；我要证得菩提，这个是自利，所以一定是双求，

利他还有自证菩提，利他跟自利这两个都圆满，才是圆满的菩提心。圆满

的自利和利他，发起这样的心，要成佛的心，它就是叫做菩提心。 
  可是它也有阶段的不同，前面都是先发愿，只要你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

的这个愿心，尽管你还没有受菩萨戒，你也没有正式的来行菩提道，就是

你还没有很积极地在行六度，你也没有受菩萨戒，但是你发了这样的愿—

为利众生愿成佛，这个愿心一旦发了，这个就叫做「愿菩提心」，就是说你

只有发愿，但是你还没有受戒，也没有正式的来行六度。 
  所以，当你一旦受了菩萨戒，开始行六度，修学一切菩提的资粮，这个

时候的发心，我们就称为「行菩提心」。行，就是说你已经开始，前面只是

发愿，但是还没有正式的来修学菩提道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受菩萨戒，还

没有正式去受。因为我们受菩萨戒之前，是要先学戒，不是受完才来学，

不是，是先学习菩萨戒的内容，你要明白菩萨戒的内容，说了些什么，然

后你发心要持这些戒，然后你才去受，一般是这样。所以是先学菩萨戒，

然后发愿受菩萨戒，一旦受菩萨戒，你就要开始行菩萨行了。所以，所有

菩萨的，包括六度、四摄，所有菩提资粮的部分，你就要开始修学了，这

个时候就是行菩提心。 
  我们介绍到这里，就是有关于阿底峡尊者的七种因果的教授，到这边已

经告一个段落，已经介绍圆满了。我们下一次就要介绍寂天菩萨的教授，

就是所谓的自他交换的部分，也是发菩提心的方法，只是它是另外一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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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来介绍，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 
  愿一切有情，早早发菩提心，能够早日成就菩提，早日利益众生，愿一

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