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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广论 

上士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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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介绍了两种传承，怎么发菩提心的次第，依照这两种传承来

练习发心，就一定能够生起菩提心。 
  可是我们所发的菩提心，要到什么时候才算圆满呢？我们这样不断不

断地练习发心，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菩提心已经圆满了呢？就是看你什

么时候能够做到对一切的有情，都能任运自然地生起菩提心，对一切有情

都能任运自然地生起菩提心，做到了，菩提心就是圆满的时候。对一切的

有情，一切，重点在「一切」，没有例外，懂吗？没有喜欢、不喜欢，讨厌、

不讨厌，认识、不认识，统统没有任何的条件，一切的有情，不管什么对

象，怨、亲、中庸，一概平等对待，没有说我爱的，就对他菩提心多一点，

我恨的，菩提心就少一点，没有差别对待。 
  没有对象的差别，都能「任运自然」生起，这是第二个重点，任运自

然。什么叫任运自然呢？就是说发就发了，没有说我考虑一下、我衡量一

下、我比较分别一下，没有。第一念就发了，不会迟疑，或者是我们刚才

说分别比较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好好地衡量一下轻重，然后利害关系，我

该不该帮他？我帮他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就是想得很多，考虑得很多，

我该不该帮啊？如果我不帮的话，人家会说我没有菩提心，可是我帮的话，

又怕有很多后果，或者是负面的什么……你所顾虑的那些东西会出来。反

正你有迟疑了一下，不是在第一念就发了，那个都不叫任运自然。任运自

然就是很自然地就发了，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理由跟借口说我可以不发；

也没有说谁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或者说大家都对那个人很感冒，然后

你就可以找理由或借口说：不是我不想发，实在是那个人太超过、太过分，

我看到他，我就一肚子气，所以发不起来，是发脾气啦，不是发菩提心，

实在是很难发起来。所以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说的，也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

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可以不对他发菩提心，这样你的菩提心就不圆满，因

为你有对象的差别。而且你会考虑、犹豫、或者是怀疑，这个都表示我们

的菩提心不圆满。 
  所以，什么时候菩提心圆满？就是对一切的有情没有任何的差别，都

是平等的对待，毫不考虑，一点都不犹豫，很自然任运地就发了。这个时

候，你今天遇到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跟你什么关系，有关系、没关

系，都不管，一律不考虑，你今天碰到，能帮你就帮了，帮完就忘记了，

不会放在心里面说：你应该对我报恩，然后下次你碰到我有困难，你应该

要帮忙，那就是有条件嘛。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说的，才叫做任运自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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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应该很清楚了？ 
  如果对发菩提心已经有坚固的信心，我们就应当要正受菩提心的仪轨，

就好像我们对三宝有信心，我们就应该要开始正式归依了。所以还是很多

人学佛学了很久，但是他不觉得有归依的必要，他说：我很诚心学就好啦，

我心里面就是觉得我已经归依，这样就好了，不用去参加那个归依的仪式，

那个并不重要，佛教应该没有那么注重仪式吧？形式不重要，心最重要，

我有那个心就好了，并不一定要去归依。 
  那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你说我发菩提心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再去受

一个什么愿心仪轨，或者去受菩萨戒，好像没有那个必要。有没有那个必

要呢？还真的有那个必要，因为你去受那个仪轨，表示说十方三世诸佛为

证，我正受归依，我就是正式的佛弟子了，然后诸天欢喜，龙天护持，你

就开始有护法，因为护法他只护持佛教徒，正式归依以后，他是佛弟子，

他只护持佛弟子，但是你没有归依，就不能说你是弟子，所以龙天护法也

不护持你。然后你修任何的法门，也没有传承力的加持、上师的加持，统

统没有，也没有三宝的加持。 
  所以你一个人蒙着头，盲修瞎练是比较不容易成就，会花了很多的时

间，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学了很多的法门，就是不得力。有时候会碰到

很多的障碍，因为护法他有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修行过程

当中任何的障碍，只要你是发心修学佛法。护法他的责任，就是他的誓愿

嘛，说我要护持修行人，是他的誓愿，所以你只要真心的修行，你是真正

的佛弟子，你真的发菩提心，他就一定会护持你，因为这是他的誓言，他

做不到，是他失职，这是护法的责任。所以有正式的归依之后，护法自然

就能够护持，他能够帮助你清除修行过程当中种种的障碍，可是如果你没

有归依的话，护法就说：「你不是佛弟子，我没有责任要护持你」。所以当

你有障碍现前，或者是业力现前，或者是有种种的身心的状况，你全部都

要靠自己，都要靠自力，完全没有他力的加持。 
  那有没有靠自己成就的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怎么又说有可

能？刚才不是说障碍重重吗？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菩萨再来的嘛，他宿世

善根深厚，而且他过去所受的是大乘不共归依，他过去世也发过菩提心，

也受过菩萨戒，所以这就是小乘跟大乘的差别。我们小乘的不管是归依、

还是受戒，都是尽形寿，有没有？尽形寿不杀生，尽形寿不偷盗，受五戒

的时候。「尽形寿」的意思，就是这一世有效而已，他生来世就没有效，你

要重新受，重新受归依，重新受五戒等等的。可是大乘的戒不一样，我们

参加过大乘的归依就知道，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为止，这个中间全

部有效，懂吗？受菩提心也是一样，受菩提心戒、还有受菩萨戒也是一样，

是从这一世受，一直到成佛为止，这中间全部有效，除非你破了、你犯了，

你要重受，要不然这中间你不再受，它还是有效的，所以这就是大乘跟小

乘受戒它是有差别的，那个归依也是有差别。所以，还是有可能这一世成



上士道 6 3

就，那就是说他过去已经受过菩提心戒，然后受过大乘的不共归依，然后

也受过大乘的菩萨戒，所以这一世，他什么仪式都没有参加，他一样可以

成就，表示说他过去已经受过了。而且善根深厚，这一世，而且是菩萨乘

愿再来，所以这一世没有问题，他可以成就。 
  不过这种例子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只是说有没有可能性，还是有可能

性，原因就是出在以上分析的理由，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菩萨的示现，

他也是要跟佛一样，示现要亲近善知识，然后听闻正法，然后示现八相成

道，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八千次，祂为什么还要这样重来？就是示现给众

生看的，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来修行，不断不断地示现给我们看，所以菩萨

他既然是示现在我们世间，做为众生学佛修行的一个好榜样，他就是一定

还会有很多的善知识，他的上师也一定是很多的，懂吗？ 
  所以现在就讲到说，我们既然对发菩提心已经有坚固的信心，应当就

要正受菩提心的仪轨，最好是这样。 
  这个菩提心的仪轨，要到哪里去受呢？那就是要到具相的阿阇黎那里

去受，就是说他是具德的上师那里去受。什么样才是具相的阿阇黎呢？我

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具德的上师？我们就可以观察，他是不是已经愿菩提

心圆满，然后行菩提心也是，就是他已经具足了愿菩提心、还有行菩提心，

这样的条件，他就是具相的阿阇黎。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受菩提心的仪轨，

就向这样的一个具德的上师那边去求受这个仪轨。 
  那么受的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条件呢？是不是说我想受就受？条件就

是说你身心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什么叫做身心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说我

身心都已经准备好，我要受这个愿菩提心的仪轨了，我的身心都能够发愿

心，这个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去求受这个仪轨。但是最理想的条件，

还是你的身心是最殊胜的，身心完全准备好，然后是最殊胜的状况，是什

么样的状况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你已经有坚固的信心，对菩提心

已经有坚固的信心之外，你最好还是已经厌离了生死。厌离生死，表示说

你已经对三界的贪没有丝毫的留恋，然后也能够念死无常，已经随时都准

备好走，了无牵挂，还要有智慧，有大悲心。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菩提道

次第广论，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一直发菩提心，到现在这个进度

为止，前面你都已经修学过了，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条件，可以接受这个愿

心仪轨。 
  一旦决定要接受愿菩提心，就要开始着手进行这个工作，所以它分加

行、正行、还有结行，这三个部分。 
  首先加行，就是有关于加行的仪轨，就是说你现在要受愿菩提心了，

我们要找一个清净的场地，然后来举办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先找一

块清净的寂静处。什么叫做清净的寂静处呢？清净的意思，就是说它远离

一切罪恶众生，远离一切罪恶众生的寂静处，先找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

你受这个仪轨的场所，一定不是前面是戏院，后面是歌厅，旁边是生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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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餐厅，还是说那块地曾经是屠宰场、坟场改建的，都不是这样，这些都

不能算是一块清净的寂静处，所以它是远离一切罪恶众生的寂静处，先找

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之后，我们还要所谓的洒净，就是要清净这一块地。那

在西藏，因为这个传承是西藏宗喀巴大师所写的，所以他是以西藏他们那

一边的形式来举例子。 
  西藏他们生活当中就是牛羊，所以他现在怎么样来制成清净的药物，

然后来清净这一片我们要受戒的这块场所呢？他就先找一头健康的黄母

牛，先喂牠喝清净的水七天，然后再把牠带到比较高、又清净的草原，让

牠吃草，吃七天；然后取牠的粪尿，就是大小便，用很清净的器具把它装

起来；然后再取牠的乳汁，挤那个乳汁，做成酥酪，再加上刚才的那个粪、

还有尿，把它调和，制造成清净的药物，这个药物具有驱除秽物的作用，

所以他就用这个清净的药物，然后把它涂洒在这一片土地上。如果这一片

地是凹凸不平，有起起伏伏的，那就要先整地，把它整平，整平之后，再

涂这个刚才讲的，制成的这个清净的药物，把它涂抹在上面，涂洒在这块

整平的地上面。然后我们再用上等的栴檀香之类的，那个檀香木，把它煮

成香水，檀香木煮成的那个水，把它浇洒在这块地上面，增加它的香气，

最后再洒一些香花在上面，这块地就完成了。 
  这块地整好了之后，最基本的就是三宝，所以我们要供养三宝，就是

要有佛像、经典、或者是善知识的法照……等等，就是佛宝、法宝、僧宝，

佛法僧三宝的像，要把它布置起来，然后再供上种种的供养物，就是最殊

胜上妙的供物，尽量的愈多愈好。可以挂上旛盖，供上香花、伎乐、饮食……

等等的庄严具，然后再洒一些香花在传法上师的座位上，也是供养。在密

教，如果要传菩提心戒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慎重，会准备千供，不管什

么供养都是一千个，所以它是水一千、香一千、花一千，然后点灯一千盏、

涂香一千、水果一千，还有一百多个曼达拉，就是诸佛菩萨的坛城，还有

其它任何的珍宝，愈多愈好，愈殊胜愈好。 
  为什么要准备这么殊胜的供养物呢？因为没有积聚无量福德资粮，很

难获得菩提心戒，所以供养一定要是最好的，最诚心来供养。所以阿底峡

曾经在西藏，在传戒的时候，他就告诫弟子说：「如果供养太差的话，菩提

心不会生起」。你连供养三宝的心都没有了，都供养得这么差，除非没有能

力，那又再说，只要你有能力，你应该尽量用最殊胜的，愈多愈好，这样

你的菩提心才容易生起。所以，为什么在传戒的时候，这个供养非常非常

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能力，又供养得太差，菩提心很难生起，既

使你接受了这个发菩提心的仪轨，但是也很难发菩提心，为什么？没有诚

心供养三宝，没有累积福德资粮，所以菩提心不发。 
  那在庄严道场、供养三宝之后，我们就要请求上师为我们归依了。当

然弟子也要身心清净，所以弟子也要沐浴，穿上洁净的衣服，然后来到上

师的面前。首先要视上师如佛，对上师礼敬供养，接下来右膝着地，合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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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而正请白。请白就是要念三遍，很恭敬的合掌，然后念三遍：「如昔如

来应正等觉及入大地诸大菩萨，初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如是我名某

甲（就是讲自己的名字），请阿阇黎耶，今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这

样念三遍，就是祈请上师，传法的上师，所以我们要请白，念三遍。意思

就是说，过去诸佛，入大地的意思，就是说八地以上的菩萨。过去诸佛，

和八地以上的大菩萨们，祂们最初都是对无上菩提发心，现在我某某某（讲

自己的名字），也请上师能令我对无上菩提如此发心。就是说过去诸佛菩萨

最初是怎么发心的，现在我也希望上师能令我如此发心，跟诸佛、还有大

菩萨一样的，祂们过去怎么发心，现在也希望上师也能够让我也这样发心。

这样重复念三遍之后，就要传授殊胜的归依。 
  传授殊胜的归依，也是跟前面一样，要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然后念

正受归依文，就是：「阿阇黎耶存念，我名某甲（就是讲自己的名字），从

今时始乃至证得大菩提藏，归依诸佛薄伽梵两足中尊。阿阇黎耶存念，我

名某甲，从今时始乃至证得大菩提藏，归依寂静离欲诸法众法中尊。阿阇

黎耶存念，我名某甲，从今时始乃至证得大菩提藏，归依不退菩萨圣僧诸

众中尊。」我们就知道，归依是佛法僧三宝，也是重复念三遍。意思就是说，

我名某甲，就是说自己的名字，从今日起，一直到证得大菩提为止，为了

救护一切的有情，我永远视佛为归依的大师，法为正所归依，僧为归依修

行的助伴，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正受归依文。 
  归依了之后，上师就会为我们解说归依学处。归依学处，在前面的菩

提道次第广论，已经特别有一个很大的篇幅在介绍归依三宝的内容，所有

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归依了之后，应该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什么

样的情况叫做有犯？什么样的情况犯了之后，要重受归依？都讲得非常的

详细，所以我们可以参阅那个部分。可是正式归依的时候，上师会再很简

单的把归依三宝的内容，再为弟子开示一遍。 
  接下来，就是要修七支供养来积聚资粮，所以我们知道修七支供养的

目的，就是要净除业障，积聚资粮，然后增长广大，增长广大就是回向的

那个部分，就是增长广大的意思。目的就是要净除业障，积聚资粮，所以

我们这个时候就修七支供养来积聚资粮。首先观想诸佛菩萨、或者是善知

识、尊长在自己的面前，然后诵七支供养文，这样就算完成这个部分。 
  接下来，就是要修清净的意乐发心。就是这个时候，上师会为我们开

示有关于发菩提心的功德……等等的内容，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弟子

能够生起清净的信心，所以上师可能会开示有关于发菩提心，会有哪些功

德啊？ 
  譬如说：发菩提心我们都知道，能消重罪，无量劫以来的一切重罪，

包含五逆重罪、谤法、毁谤三宝的重罪，在小乘都不通忏悔的内容，这个

时候统统可以，只要你发菩提心。小乘所谓的五戒，犯了那个根本重罪，

在小乘不通忏悔的部分，只要你发菩提心，都可以清净那些重罪，即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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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好像须弥山这么样的广大，也都能够消除，只要真正的发起菩提心。

所以，第一个殊胜的功德，就是它能够消除重罪。 
  第二个，它能够获得无上的妙乐。什么才是无上的妙乐？我们昨天已

经讲过，自利又能够利他，不但自己解脱，又可以帮助众生解脱，自利圆

满，利他圆满，自己可以开悟成佛，也可以帮助众生开悟成佛，这是最无

上的妙乐，就是究竟圆满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成佛的意思，这

个才是无上的妙乐。不但自己可以完成，也可以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

发菩提心的第二个殊胜的地方。 
  第三个，不管你想求什么，一定都能够达成。随你的愿，全部都能够

满你的愿，一切所求，全部都能够达成，因为你发菩提心的缘故。 
  第四个，一旦发起菩提心，第一剎那发菩提心，第二剎那就成为人天

恭敬、供养、归依的对象。如果是在密教里面，你受的是菩提心戒的话，

那功德又更大了，一旦受了菩提心戒，龙天护法你不需要每天供养，永远

的保护你。像修密教的师兄就知道，每天傍晚的时候都要修护法，可是你

一旦受菩提心戒之后，你不用每天供护法 O.K.的，永远保护，为什么？因

为密教的护法，就是特别护持那个有菩提心的修行人，所以你即使没有每

天供护法，他也护持你，因为他知道你是真正发心的菩萨，所以他一定永

远护持你。 
  还有呢，功德胜过一百个国王的功德。还有更重要的，妖魔鬼怪、魑

魅魍魉都怕你，所以哪边有鬼哪边去，能够当驱魔的大法师，只要你所到

之处，全部闪得远远的，还没有开始做法，就已经闪躲开了。所以真正发

菩提心才是最好的守护，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不用身上戴了很多的加持物，

戴满了，家里也收集了一大堆加持的宝贝，不用，你只要发菩提心，就一

定是最好的守护。 
  也还有很重要的，末法所有的业障病，譬如说癌症，还是罕见疾病、

怪病，很难治的恶疾，全部都不会找上你，很棒吧！赶快发心，不但鬼都

不怕，而且病也不怕。 
  生生世世都能够不远离佛法，如果能够精进修持的话，当然是很快就

能够成佛，菩提心圆满就成佛了，所以最快成佛就是发菩提心，没有比这

个更快了。 
  所以，发菩提心是一切三宝，八万四千法门的总集。如果你要说八万

四千法门的总集，那个精华，那个心中心是什么？就是发菩提心，它是一

切法门的总持，总纲领，因为忘失菩提心，你就不可能成就，对不对？没

有菩提心怎么可能成佛呢？佛就是菩提心圆满才能够成佛，所以你没有菩

提心，怎么可能成佛？所以它是一切法门的总集，没有菩提心就别想成就，

我们是说大乘的法门，你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不可能成就，所以它是八万

四千法门的总集。 
  是众生解脱轮回之苦的不二法门，不管你是自己解脱，还是帮助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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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轮回的苦的不二法门，就是发菩提心，解脱轮回之苦。你发愿往生净

土，也是要发菩提心，对不对？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才去得了，所以是不

是解脱轮回之苦，必须要发菩提心？所以它是不二法门。 
  上师就会为我们开示发菩提心的功德，或者是受菩提心戒之后的功德，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生起清净的发心，对发菩提心有一个清

净的意乐，目的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任何的杂染，不是为了要求我爸爸、

妈妈的病赶快好啦，还是求我的小孩子这次考试可以考上学校，还是我的

阿公、阿嬷现在在加护病房，希望他赶快什么……，这个都很重要，我们

的意思是说，不是为这个某某的对象来发菩提心，而是为了希望能够利益

一切的众生，而不是很特定的某些对象而已。我们刚才讲，能够对一切有

情，任运自然地生起菩提心，当然对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那是没有话讲，

是一定会为他们求的，这个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的心量要把它扩大到一

切的有情，没有一个遗漏的。我们明后天会讲，绝对不可能弃舍有情，一

弃舍有情，你受的这个愿菩提心戒就要重受，因为一退失菩提心，就由大

乘又回到小乘了，小乘跟大乘的差别，就是一个有菩提心，一个没有发，

所以你的菩提心一退失，你是不是又回到小乘了？所以任何情况之下，我

们绝对不轻言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来受这个愿菩提心的仪轨也是同样的，我们要有清净

的意乐发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绝对是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杂染。

杂染的意思，就是说你夹杂着自己的执着、还有烦恼，这个就不是清净的

意乐发心，或者你的心量不够大，有对象的差别，就是分别执着，这个就

是没有意乐发心。所以上师为我们开示这些内容，就希望我们能够生起清

净心来接受这个仪轨。当弟子发起了这个清净的意乐之后，我们就要正式

来受。 
  所以，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刚才是加行的部分。第二个是正行的部分，

就是正行仪轨。怎么来受这个愿心的仪轨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右膝着地，

恭敬合掌，然后开始念：「惟愿现住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于我存念，阿阇黎耶

存念，我名某甲，若于今生，若于余生，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自作教

他见作随喜，以此善根如昔如来应正等觉及住大地诸大菩萨，于其无上正

等菩提而发其心。如是我名某甲，从今为始乃至菩提，亦于无上正等菩提

而发其心，有情未度而当度之，未解脱者而令解脱，诸未安者而安慰之，

未涅盘者令般涅盘。」也是重复念三遍。重复念三遍之后，就算正式受了发

心的仪轨了。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惟愿现住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于我存念」，就是说惟愿现今安住在十方

的一切诸佛菩萨，就是说你现在是依谁来受这个发心仪轨呢？就是十方一

切诸佛菩萨。「于我存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依这个对境来受这个发心仪

轨，就是我们是跟谁受这个仪轨呢？我们是依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来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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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轨，就等于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做为见证的意思。 
  「阿阇黎耶存念」，阿阇黎，就是传法的上师。 
  「我名某甲」，就讲自己的名字。 
  「若于今生，若于余生」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生，余生就是过去生，

过去不管是轮回了多少世，所以从过去一直到今生，怎么样呢？ 
  「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我从过去生生世世，一直到这一生，

我所有修的善根，有关于什么善根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

这些善根。 
  「自作、教他、见作随喜」，我在布施、持戒等等，在做这些的时候，

不管是自己做，还是教他做，还是见别人做，我生这个随喜心。叫做「自

作」，就是自己做，我自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修这些菩萨行；或者

是我教他人做，说：「我今天去哪里布施，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就

教他跟我一起去做，教他怎么来行布施、持戒等等的这些菩萨道的内容；

或者是见他人做，我虽然没有做，但是我生随喜，这个随喜就跟他的功德

一样，所以见到他人行种种善行的时候，我们生随喜心，功德也跟他一样。 
  所以不管是你自己做，还是教他做，还是见作随喜，这所有的布施、

持戒等等所修的善根，「以此善根」，就是以这个善根来做为现在能受发心

仪轨的资粮，我们刚才说要累积资粮，你的资粮愈圆满，你的发心愈快、

愈迅速、愈不会退，所以首先就把我们过去生，一直到这一生，所有的善

行做为我现在受愿心仪轨的菩提资粮，这个就是「以此善根」的意思。 
  「如昔如来应正等觉及住大地诸大菩萨」，就如同往昔的如来，「应」

就是应供，我们知道佛有十种名号，所以如来、应供、还有正等觉……等

等，这个都是指佛，诸佛。就如同往昔诸佛，还有住大地的菩萨，我们刚

才讲八地以上的大菩萨，我们称为菩萨摩诃萨。 
  「于其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过去诸佛如来，还有这些大菩萨，都

是对于无上正等菩提来发心，就是发菩提心的意思。我们前面也解释什么

叫发菩提心，就是发愿意成佛的心，为利众生愿成佛，这个就是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我愿意成就菩提，这个就是菩提心。所以往昔的诸佛，还

有这些大菩萨们，祂们都是对无上正等菩提来发心。 
  「如是我名某甲」，我某某某，念我自己的名字。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证得菩提为止，这个就是「从今为始乃至菩提」。 
  从今天现在开始，一直到证得菩提为止，我也效法诸佛菩萨一样，「亦

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从现在一直到证得菩提为止，我生生世世永远

都发菩提心，效法诸佛菩萨一样这样子发心。 
  那我发菩提心要度脱哪一些对象呢？后面几句就是你发菩提心要度的

一切众生的内容。 
  「有情未度而当度之」，对于那个还没有度脱的有情，我希望能够来度

他们。这个「未度者」，是指什么样的一个对象呢？就是指八地以上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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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十地、等觉，这些我们称为「有情未度而当度之」。八地以上的菩萨，

我也希望能够度他们，因为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们还有很微细的法执，就

是无明还没有破，所以我希望我成佛之后，帮助他们破除那个微细的无明，

然后能够究竟圆满成佛。所以我第一个要度脱的对象，就是八地以上的菩

萨，还没有成佛之前的这些大菩萨们。 
  「未解脱者而令解脱」，这个是指已经断恶趣，但是还没有断生死的有

情。已经断恶趣，就是说他已经离开三恶道了，但是他还没有了分段生死

跟变易生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对象是八地以下，一直到三善道这样

的一个对象。三善道，然后一直到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八地。刚

才是八地以上，现在从八地以下，一直到三善道。 
  「诸未安者而安慰之」，这个就是指未出恶趣的有情，这个就是三恶道。

所以等于是统统度到了，对不对？刚才第一个是八地以上，然后八地以下，

一直到三善道，现在是三恶道，这样就一切的有情，都是我度脱的对象。 
  「未涅盘者令般涅盘」，这边的涅盘，就不是指小乘的涅盘，而是无住

涅盘。我们知道凡夫他是住生死，小乘住涅盘。佛不住生死，也不住涅盘，

叫做无住涅盘，就是成佛的意思，成佛住的都是无住涅盘。所以要令前面

这些一切的有情，都能够成佛的意思，没有成佛的，我们都让他能够成佛。 
  这就是我们所发的愿菩提心的内容。所以这样重复念三遍之后，就表

示我们正受愿菩提心的仪轨已经完成了。我们也是这样的至诚发心，希望

能够度脱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达到成佛的境界。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能够找到传法的上师，我们可以去跟他请白，

然后正受归依，然后再发愿菩提心的仪轨，接受这样的仪轨，我们就正式

的完成。可是如果在国外有些地方，它没有寺庙、也没有法师，你找不到

传法的上师，你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受愿心仪轨，怎么办？你就自

己受吧！可以的。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发心来受这个愿心的

仪轨，这个是没有传法上师的情况。有传法上师，就要去找传法的上师，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具相的阿阇黎，我们要到阿阇黎面前去求受愿菩提心。

可是如果真的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具相阿阇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

做。 
  首先观想释迦牟尼如来，以及十方一切如来在自己的面前，先观想这

个就是我们受的对象，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你今天就是有三世十方诸佛来

见证，你是受愿心仪轨的菩萨了。现在也是，我们先观想释迦牟尼如来，

还有十方一切如来在我们自己的面前，然后对祂修礼敬、供养等等，前面

讲的那些内容。只是念的时候，内容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请

白，请白就是要有阿阇黎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他面前然后求受，现在没

有阿阇黎，所以请白这个部分就不用念，凡是有「阿阇黎存念」的这一句

都要把它去掉，在正受仪轨、还有受发心仪轨文当中的「阿阇黎存念我」

这样的句子去掉，然后把它改成「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存念我」，这样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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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阿阇黎存念我」的这一句把它改成「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存念我」，

这样就可以自己来受这个愿菩提心的仪轨了，内容也是照这个念三遍就算

完成，这个是正行仪轨。 
  最后就是完结，就是所谓的结行。一般都是有加行、正行、然后结行，

所以最后的完结仪轨，这个时候上师就应该为弟子来宣说所有愿心的学处，

这意思就是说，你正受菩提心的仪轨之后，应该要学习哪一些内容，这个

时候上师就要为弟子来开示，这就是我们明晚、还有后晚，这两个晚上要

讲的内容，就是你正受之后，你应该要学习哪一些内容。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讲不完，所以我们留到明晚、还有后晚，

就是把这个部分把它讲清楚。那就在受了愿菩提心仪轨之后，就知道怎么

样来做标准的菩萨弟子了。 
  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