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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众成就○3 （与会的大众） 

  摩诃萨埵，皆得陀罗尼及诸三昧，行空、无相、无作，已得等忍，得

无碍陀罗尼。悉是五通，言必信受，无复懈怠。已舍利养、名闻，说法无

所悕望，度甚深法忍。得无畏力，过诸魔事，一切业障悉得解脱，巧说因

缘法。从阿僧祇劫已来，发大誓愿。颜色和悦，常先问讯，所语不粗。于

大众中得无所畏，无数亿劫说法巧出。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是参加法会的大乘菩萨众。 
  复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埵，皆得陀罗尼。就是大乘的菩萨众有那些

内容呢？有菩萨摩诃萨，这个我们上一堂课解释过，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

「摩诃萨埵」，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摩诃萨埵，什么称为摩诃萨埵？就

是发大勇猛心的众生，叫做摩诃萨埵。就是他一旦发心，绝对不会退缩，

也绝对不回头，这个我们就可以称他为摩诃萨埵。所以，会退心的、会退

缩的、会回头的，这个就不能够称为摩诃萨埵，因为发大勇猛心非常的殊

胜难得，所以在一切的众生当中，他是最为上首的，这个称为摩诃萨埵。

对众生生起大慈大悲的心，他修的是大乘行，证的是大乘的果，这个就称

为摩诃萨埵。所以，他如果发小乘心，修小乘的行，然后证小乘的果，我

们就不可以称他为摩诃萨埵。成就三十二大丈夫相的，我们称为摩诃萨埵，

三十二相我们上一堂也详细的解释过了，不为自己的利益，不求任何的果

报，不分爱憎、平等布施利益一切众生的，称为摩诃萨埵。因为凡夫都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做任何行善都为了自己的果报，所以他是要求果报的。

譬如说：他布施，就是因为布施有种种的功德跟果报，他才愿意布施，这

个是凡夫的心。可是摩诃萨埵不是，他不为自己的利益，然后也不求任何

的果报。那凡夫布施也要看对象，我喜欢的可以，然后我不喜欢的对象就

不可以，所以他有爱憎的分别，有好恶取舍的分别，可是摩诃萨埵没有，

是平等心来利益一切的众生，布施供养一切的众生，没有对象的差别，所

以他没有好恶取舍。 
  能够说法破除一切众生的邪见，还有贪瞋痴慢疑……等等的烦恼的，

这个就称为摩诃萨埵。所以，如果我们发心想为众生说法，可是没有办法

断除他的邪见，没有办法给他正知、正见，或者是没有降伏他的烦恼，这

个说法就不够圆满，也不殊胜，那这种说法的方式，就不能称为是摩诃萨

埵的说法。 
  摩诃萨埵一定是发大心，什么叫发大心？这个心到底有多大，才叫做

大心？它是不是有一个范围呢？你说我发心度众生，我发心度我的家人、

度我的好朋友，好吧！连我的仇人也一起度！这样子我的心够不够大？是

不是发大心？或者再扩大一点，好啦，新加坡的众生我都发愿度他们！这

样心够不够大？还不够大？再大一点！整个地球的众生，我全部度完，都

让他们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这个心够不够大？以摩诃萨埵的标准来讲，

够不够大？因为整个宇宙、整个法界也不是只有地球，还有很多无量无边

的世界，是不是全部要度呢？我们的心量是不是可以发这么大呢？好吧，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把它磨成粉碎，每一个微尘是一个世界，或

者是这么多世界的众生，我全部发愿把他度完，这个心够大了吧！三千大

千世界的世界碎为微尘，已经很难计算了，可是以摩诃萨埵的发大心来讲，

还是不够大，因为虚空法界有无量无边个三千大千世界，你是不是发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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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要度尽这所有的众生？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无边是没有边际

的，无量个三千大千世界，不可数不可数的，不可说不可说的，无量无边

的众生，你都发愿度，度尽为止，这样的发心才有资格当摩诃萨埵。所以

看看我们的心量，我们这一世到底发愿要度几个人？是不是可以再加一

点？把我们的心量扩大到一切众生身上，平等救护，没有什么好坏、怨亲，

没有对象的差别，全部发愿度尽一切的众生，这个众生是无量无边，没有

关系，我仍然愿意发愿来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有这样的发心，就是摩诃

萨埵的发大心。 
  同样的，你说供养诸佛，所以我每天供养，不是供养我家里那个佛堂

的一尊、两尊、三尊的佛，我们只能够选择说我们比较相应、或我们比较

欢喜，把祂请到家里来供，可是有无量无边的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祂

们怎么办？所以摩诃萨埵的发大心，也同样的发心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没有一个遗漏的，不是我们家里的那几尊而已，也不是道场的那几尊，或

者是我修的那个本尊，那几尊这样子，这个才叫发大心。 
  也同样的，我发心要清净一切的佛国土，清净一切的佛土，发心。发

心受持一切佛法，不是我现在修学的这几个很少的法门而已，不管天台、

华严、楞严，什么……，发心、发愿受持一切佛法，没有一个法遗漏的，

这个才叫法们无量誓愿学嘛，你这个舍弃，那个不相应，然后那个不欢喜，

怎么可以说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呢？法门无量，那个无量也是没有边，没有

心中的好恶，没有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样的选择，只要是利益众生的，我

就发愿先成就。我成就一切法不是为了自己，为了方便度众，因为众生无

量，所以势必法门也要无量。众生的烦恼无量，所以你也要法门无量，才

能够断尽他们一切的烦恼，然后度尽一切的众生。你没有无量的法门，你

没有那么多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摩诃萨埵的发心，就是受持一切佛法，

没有一法遗漏的，一切法都能够圆满无碍的融在自己的自性当中，随时都

可以从自性出来，演说度众生，不同的众生，给不同的法门、说不同的法。 
  也同样的发愿，让一切世界中的佛法种子不断绝，不是娑婆世界的佛

法不要断绝而已，要让一切世界中的佛法种子，都不让它断绝，让佛法永

住世间，不让它有断绝的时候。所以我们菩萨发大心，就是要发这样的心，

不能够让佛法灭了，在任何一个世界当中，我们都希望佛法能够久住世间，

要发这样的心。 
  发心，要分别了知十方一切佛的愿力，不是只是知道阿弥陀佛有四十

八愿，药师佛有十二大愿，其它的佛的愿是不是也要分别了知？所以同样

发心，要分别了知十方一切佛的愿力。也要发心庄严一切佛国土，受持一

切诸佛所转的法轮，不是一佛、二佛，一切佛所转的法轮，我们都发心要

受持。 
  也要分别了知一切众生的心念，不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关心他心里面

想什么，我的亲朋好友、我最亲爱的家人、我很关心，我想知道他心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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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可是那个跟你不相干的、你不认识的、你最讨厌的，难道你就不关

心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要什么？你怎么去满他们的愿呢？所以同样的，

大菩萨的发心，就是要分别了知一切众生的心念，你了解众生的心念，你

才知道他要什么，你可以给他什么，怎么去度他们，怎么满他们的愿。也

是发心要断除一切众生的烦恼，没有一个众生遗漏，誓愿断尽一切众生的

烦恼，如果能够这样发大心的话，就是摩诃萨埵的发心。 
  这个我们谈到怎么样、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可以称为摩诃萨埵，

就是这样的条件，你就是摩诃萨埵了。 
  不管是菩萨摩诃萨，还是摩诃萨埵，皆得陀罗尼。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这些大菩萨们，他们已经证到什么样的境界了？

已经具足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修证的境界？首先是他们都已经得到陀罗

尼，什么叫陀罗尼呢？也有把它翻译成「总持」的，总一切法，持无量义。

也有把它翻成「能持」跟「能遮」这两个意思，能持，持什么呢？能持一

切善法不失，就好像一个杯子它是完好的，没有任何的漏失，所以一切的

善，他都可以持得非常好，没有丝毫的渗漏。像我们想要持一切善，但是

没办法，有时候会忘失，或者是想行善，但是可能有种种的障碍，或者是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得陀罗尼，所以想要持一

切的善法不失，有时候会有困难。譬如说：我想精进的持戒，可是有时候

它就要破戒；我也知道要累积功德，可是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做到；我也知

道布施很好，可是我有时候，可能也能力没有到那边，总是没有办法持一

切的善法。能遮，就是遮一切的恶，遮止一切的恶法不让它生起，然后不

造作一切的恶法。我们有时候也做不到，烦恼一生起的话，就造业了，所

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遮止一切的恶法，不让它生起，

不造作一切的恶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得陀罗尼。 
  陀罗尼的种类分很多，有所谓的闻持陀罗尼，闻持就是听闻之后，可

以忆持不忘失，一听就记住了，这个叫闻持陀罗尼。所以得了闻持陀罗尼

的菩萨，他就是只要一听到任何的法，他都不会忘记，一切的众生、一切

的法，都不会忘失，只要是听闻到的都不会忘。也有称为分别知陀罗尼，

分别知就是分别了知，这样的陀罗尼，就是能够分别了知一切的众生还有

一切的诸法，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内容、大小、好坏，都能够善分别。这边

的分别，不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因为凡夫的第六意识还没有转成妙观

察智之前，它是有杂染的，它一定跟我执、法执相应，执着还有跟烦恼相

应，贪瞋痴慢都没有离开这些内容，所以他一分别之后，马上就造业了，

马上跟烦恼相应，分别之后生烦恼，然后就造业，这个是凡夫的分别。可

是这边的分别了知，是已经转成妙观察智了，所以是「善分别诸法相，于

第一地而不动」，这句话是圆觉经里面的。善分别诸法相，一切法、一切相

他都能够了了分明，善于分别，所以不是说我都没有分别了，我都搞不清

楚、搞不清楚状况，不是，它是善分别，所以它加上一个善的意思就是说，

大智度论 6 3



他是善于分别一切法、一切相、一切众生，但是于第一地而不动，但是他

的心又安住在我们的菩提自性当中，我们的菩提自性是没有生灭、没有动

摇的，就是真心的作用，它是真心起用，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所以他能

善于了知分别一切法、一切众生，这个是智慧的作用，这个就称为分别知

陀罗尼。所以得了这个陀罗尼的菩萨，他也有智慧的观照，他一看就知道

这个众生怎么样的情况，他的根性、他的习气、他的烦恼，一看就知道，

什么法门适合他，什么都很清楚，这个就是因为得了分别知陀罗尼的缘故。 
  还有，就是入音声陀罗尼，入音声就是听进来的一切的语言、音声，

都能够心不动。你骂我也好，我不会起瞋恚心；你赞叹我也好，我也不会

生欢喜心，这个就是已经证到了入音声陀罗尼的菩萨可以做到。你就算是

一切的众生像恒河沙（恒河沙很多了嘛）劫，这么长的时间，恒河沙劫这

么长的时间，用最恶毒的话来骂，骂这些菩萨，可是他心也不会起一点点

的瞋恚心，不会起一丝一毫的憎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利根、有智慧的

大菩萨，他知道怎么思惟。你今天毁谤我，用最狠毒话来骂我，但是我听

这个音声，听进来，他是怎么来思惟的呢？就是我们能够听到音声要有三

个条件，对不对？根境识三缘和合，然后你才可以听到音声，所以一定要

有耳根，如果耳根我不听的话，也没有作用，你怎么骂都没有作用，因为

我耳根不听，就算是听进来也没有关系，一切的音声说完就没有了，我这

句话说完就没有了，没有了，对不对？说完就过去了，所以音声可得不可

得？不可得，音声是无常的，它是生灭法，可是为什么我们听进去，它就

不是生灭法呢？你今天骂我什么，我牢牢的记在我心里面，我可能就恨你

一辈子，每次想到你这样子批评我，这样子伤害我，我就恨你一次，可是

明明那句话已经讲完就已经消失了，可是为什么我们那么执着，就把它记

在心里面呢？因为我们不明白音声是生灭、是无常的，那个声音发出来就

没有了，说出来就消失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愤怒呢？是因为我们加

上了「识」，第三个条件，根境识。我们第六意识先去分别你讲的是什么话

的内容，好，你在骂我，我知道，第六意识分别，你在骂我，你在骂「我」

喔，不是骂你、不是骂他，如果你骂你、骂他，我就不会生气，你今天重

点是骂我，那个「我」，就是第七识的执着就起来了，第七识就是恒审思量，

执八识见分为我，可是明明没有我，只是八识见分的作用，可是我们把它

当作是我，所以不得了了，你今天骂我，我就生气了。所以第六意识分别

之后，加上第七识的恒审思量，执八识见分为我，就是那个「我」加进去

了，所以我才会这么生气，因为你是针对我，然后八识的烦恼的种子、瞋

恚的种子就生起现行了，所以我们的愤怒是这样子来的。可是现在这个摩

诃萨埵，菩萨摩诃萨，他们懂得思惟，他们有智慧，知道音声不可得，知

道只是耳根的作用的话，他是不会生起瞋恚心的。加上第六意识分别没有

关系，你现在是在批评一些话，但是这些话也是讲完就没有了，讲完就消

失了，我的观念里面也没有「我」，所以你就好像对虚空讲了一些、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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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音声这样而已，所以菩萨摩诃萨不会生气，因为他已经没有我的观念，

他第七识已经转成平等性智，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因此他不会瞋恚。所

以就算一切众生，恒河沙劫这么长的时间，不断、不断的辱骂他，他不会

起一念的瞋恨，原因就是在这边，他有智慧的观照。 
  再说啦，同样一句话，好坏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同样一句话，可能华

语是这样的发音，可是在印度尼西亚或者是马来西亚，同样的一句话，可

能不同的意思嘛，对不对？同样的发音，同样的一句话，但是华人的解释，

跟印度尼西亚话的解释，跟马来话的解释就不一样，可能华语来讲是好的

意思，可是到国外它就变成不好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同样的一句

话，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好坏的标准，没有固定的标准，而且言语音声本身，

它也没有一定的涵义，是我们听的人给它不同的涵义，譬如你最亲爱的人

骂你一句话，打是情、骂是爱嘛，甜蜜在心里面，可是同样一句话，如果

出自你最讨厌的人的口里的话，你就不是这样想，你就不会甜蜜在心里。

这说明什么？言语的本身，它没有一定的涵义的，是我们听的人看怎么去

解读它，所以这个都说明言语、音声是无自性的，我们的分别执着去生烦

恼这样而已，才会起瞋恚心。 
  反过来讲，就算一切的众生，如恒河沙劫这么长的时间来赞叹、供养、

恭敬，这些大菩萨他也不会心生欢喜，他也同样有智慧的观照。因为你今

天赞叹、恭敬、供养我，是因为某种原因，可是改天说不定谁得罪了你，

或者是又因为某种原因，你反过来骂我，说不定还打我，可能还要杀害我，

所以今天你的这个赞叹是无常的，你的恭敬、你的供养也都是无常的，所

以我不会心生欢喜，因为你的心是无常的，变来变去，一下对我好，一下

对我坏。今天赞叹我，可能明天就辱骂我，所以我明白这个赞叹是无常的，

因此我听到赞叹，我也不会心生欢喜。而且你今天为什么赞叹我？可能赞

叹我的功德，可能赞叹我的智慧，可能赞叹我持戒精严，你是在赞叹我的

功德、智慧、持戒精严，不是在赞叹我，对不对？你在赞叹那个功德、那

个智慧、那个持戒好啊，你是在赞叹那个，所以不是赞叹我，所以我也没

有什么好欢喜的，所以他也不会心生欢喜。而且呢，一般众生都是有所求

嘛，所以他今天赞叹、供养、恭敬你，为了自己求果报，他是因为供养有

功德，他才供养；因为恭敬有恭敬的功德，他才恭敬，他是为自己来求果

报，所以我有什么好欢喜的呢？因为他自己这样造了善业，然后自己得到

善的果报，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菩萨也不会心生欢喜。 
  如果有人来供养我，我因此而欢喜的话，我的福德就会变薄，供养我

的人也会因此减少福报，所以我不应该心生欢喜。供养我，我生欢喜，表

示我贪了嘛，我贪这个供养，所以今天才会很欢喜，表示我的修持、我的

功德不够，我的福德就减少，供养我的人，他的福报也减少，所以我不应

该欢喜。还有，这些菩萨都是见了空性，所以他知道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并没有真实的我，也没有真实的众生，所以到底今天是谁在赞叹、谁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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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呢？没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四相四见，所以也没有什

么人是应该值得欢喜的，如果说有人值得欢喜，只有佛祂有资格欢喜，为

什么？因为祂一切的功德都已经圆满，想一想，我们自己烦恼也没有断尽，

也没有解脱，也没有证果，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所以这些大菩萨，因为

得了入音声陀罗尼的缘故，因此对所听闻到的一切语言、音声，都能够不

生欢喜、不生瞋恚，做得到就是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埵、大菩萨。 
  接下来，及诸三昧，行空、无相、无作。诸三昧，三昧就是下面的，

空、无相、无作，这个三三昧。什么是空三昧呢？就是观照色、受、想、

行、识五蕴，无我、无我所，听起来很熟，对不对？心经一开始──照见

五蕴皆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大菩萨的观念里面，是不会把五蕴当

作是我，或者是我的身体、我的感受、我的想法，都没有这样的观念，这

是因为他已经证到空三昧了，而且在这个空三昧当中，能够了知一切法的

真实相，什么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毕竟空，这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

所以证到空三昧的菩萨，了知一切法毕竟空。虽然一切法毕竟空，但是菩

萨为了为众生解说的缘故，他依然可以把空来作不同的解说，就有所谓的

般若十八空，所以般若十八空的内容也算是空三昧的内容，所以什么是空

三昧？就是十八空，就是空三昧，十八空呢？我们念一遍：有为空、无为

空、无始空、性空、相空、不可得空、有法空、无法空、有法无法空、第

一义空、内空、外空、内外空、不内外空、空空、大空、毕竟空、一切空，

这个就是空三昧的内容。所以，虽然毕竟空不可得、不可言说，但是为了

慈悲，要为众生解说，祂就把空，把它分别来说，说明分成这十八个内容，

就所谓的十八空。好，空三昧我们了解了。 
  什么是无相三昧呢？既然一切法毕竟空，因此就可以远离一切相，对

不对？一切法不可得嘛，毕竟空，所以我们对一切法就不会着在它种种的

相上面，因此就可以远离一切相，不管它是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界相，还

是男女相，还是生住灭相，因为一般我们把一切相就总括成这十相来说明

一切相的内容，所以什么叫做无相三昧呢？就是能够远离一切相，远离这

十种相，就称为无相三昧。为什么做得到？因为有空三昧，了知一切法毕

竟空，因此能够远离一切相。既然知道一切法无相，当然对一切法就能够

做到不受不着，所以什么是无相三昧？就是对一切法不受不着，就称为无

相三昧。对于一切相，知道它会坏灭，所以我们心里一点也不忆念，叫做

无相三昧。无常的嘛，因缘所生法都是不可得的，自性是空的，你知道它

是毕竟空的，因此你就不会去忆念它，不会是美好回忆、还是伤心的回忆、

都是自性不可得。一切的是非成败，都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会去忆

念一切法、一切相，这个就称为无相三昧。这个都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

说你已经知道一切毕竟空了，所以你当然就不会着在一切相上面，当然对

一切法、一切相，你已经不再会去忆念，然后不会再去受着它，不受、不

着、不忆念，因为知道一切法不可得，毕竟空，这就是无相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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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无作三昧呢？无作就是不造作，这个作就是造作，不再造作诸

法了，不再造作一切法，叫做无作三昧。也同样的，只要我们在空三昧当

中就知道，刚才讲过了，一切法不可得，也不会着在一切相上面，所以你

还会不会生起贪瞋痴种种的烦恼？不会了，不再造作任何的法，包含了烦

恼，所以你不再会生起贪瞋痴了，因为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你又不会着

在一切的相上面、一切的法上面，因此你面对一切的法，就是你六根面对

六尘境界的时候，也不会生起贪瞋痴了，能够做到，就叫做无作三昧，因

为不再造作种种的烦恼。也是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因此就不会再执着这个

法是有、还是无、还是非有非无、还是亦有亦无，所以一切对法的诤论都

止息了，就是一切的戏论都停止了，因为你不会再生起对任何法的看法，

我们刚才说无作，不再造作一切法，不管它是有、无，你就不会再造作，

因此也不会再跟任何人有争论，因为你知道诸法的实相了。也是因为知道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一切法因缘所生，空无自性，所以看起来有一切法，

其实它是因缘生灭、是假有的、幻有的，因此我们在心中也不会再生起任

何的贪求，这个叫做无作三昧。假的嘛、虚妄的嘛、当然就不会生起贪求

了。 
  三昧有这么多种，为什么只提到这三种三昧呢？有人提出疑问了。三

昧有无量三昧啊，在大乘三昧当中，为什么只说到空、无相、无作呢？其

它三昧，为什么不提呢？因为这三种三昧可以达到涅盘解脱，因此只提这

三种三昧，这是最基本的菩萨的三昧，小乘也是提到这三种三昧，称为三

解脱门，就是你证到这三种三昧，你就能够达到涅盘解脱了。其它的三昧

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说有些三昧它不是趣向涅盘解脱的，因此不提。而且

在这个三种三昧当中，你的心念没有高下，因为知道它是空，然后你又不

会着在一切相上，然后你也不会再造作任何的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心念没有高下，平等不动，可是有些三昧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功效。

有些三昧你证到了之后，反而会增加我们的贪爱，着在那个三昧上面、那

个境界上面，可是现在就跟你讲一切法不可得嘛、毕竟空，你就不会着在

任何一个法上面，所以它是这样的殊胜。而且有些三昧，我们证到之后会

增加傲慢，你看我修得多好！我都已经证到什么什么三昧了，增长傲慢，

可是在这个三解脱门当中，不会有这样的过失，也不会增长任何的知见，

如果没有空性的智慧，或者是没有达到这三三昧的这样的境界，没有这个

基础的话，有些三昧你证得之后反而会增长知见，可是这三种三昧没有这

样的过失，所以这边只提到这三种三昧的原因，就在这里。 
  已得等忍，得无碍陀罗尼。这个「等」，就是平等的意思，众生平等，

一切法平等。「忍」呢？忍就是忍可的意思，或者是安住的意思。所以，这

些大菩萨都已经得到等忍，就是说他已经得到众生忍、法忍。一切众生在

他的观念里面，或者是他看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他对一切众生都能

够以平等心来对待，以平等念来看待，以平等的爱护利益他们，这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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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已经证到了众生平等，而且可以安住在这个当中，能够安住在一切众生

平等当中，叫做众生忍，我们一般所谓的生忍。能够安住在这个平等的境

界当中，因此对一切的众生，不可能再生起任何的瞋恨或者是恼怒的心了，

这就说明已经证到了众生忍。法忍也是一样，看一切的法是平等，一切法

平等没有高下，不管它是善法、不善法，有漏法、还是无漏法，有为法、

还是无为法，通通平等，能够安住在这个平等的境界当中，就称为法忍。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大菩萨都已经得到了众生忍跟法忍。 
  同时也得无碍陀罗尼，也证得了无碍陀罗尼。前面不是已经提了陀罗

尼，怎么现在又加两个字，叫做「无碍陀罗尼」？好像看起来有点重复，

都是陀罗尼，不是吗？可是它是有差别的，因为在一切陀罗尼当中，无碍

陀罗尼最大，所以它必须再重复说无碍陀罗尼，因为有一些小陀罗尼，其

它的人都可以证得，像外道、声闻、辟支佛，还有一些新学的菩萨都能够

证得，可是这个无碍陀罗尼，只有无量福德智慧、还有大神通力的菩萨才

能够证得，所以要特别提出来。而且在说法教化众生的时候，必须要以无

碍陀罗尼为根本，所以大菩萨们都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才能够无碍的为

众生说法，这是为什么要特别再提出来的缘故。 
  悉是五通，这些大菩萨们都已经证得五种神通境界了，五通呢？神足

通，神足通又称为如意通，就是能如自己的心意来做变化，所以它叫做如

意通。神足通有三种不同的境界，第一种叫做「能到」，就是能够到达。能

到又分成四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身体能够飞行，好像鸟一样，没有丝毫

的障碍，在虚空当中飞行，怎么做得到呢？有些神通是你得定之后自然发

的，可是有一些还要再加修才能够得。像现在讲的这个「能到」，怎么来加

修呢？你证到四禅，入四禅，然后出定，观想入风遍定，风遍定大概这个

名称不太熟悉，就是有所谓的十「一切处」，十种一切处，青、黄、赤、白、

地、水、火、风、空、识，十种一切处，就是遍一切处，这个我们到后面

会再详细的介绍修十遍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就先用这个名词来用，提前

来说明，因为要讲到神通，就必须要入这个十遍。你如果想要身体像鸟一

样在空中飞行的话，你就必须要先入风遍定，他在修那个风遍定的开始，

就是看那个风吹向植物、或者是叶子，看它那个摇摆，然后你的心识就跟

着那个摇摆，慢慢修、修、修，当你证了风遍定之后，然后又证到四禅，

你就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就可以修这样的方法，怎么样像鸟一样飞翔的方

法？就是入四禅，然后出定，入风遍定，想、作意，作意，我身体轻、轻、

轻、轻，轻的像绒毛一样的轻，绒毛就是羽毛跟羽毛之间还有那个很细、

很细、很细的毛，那个叫绒毛，就像绒毛一样的轻，飘起来、飘起来、飘

起来，像棉絮一样那么轻，风一吹就飘起来、飘起来、飘起来，入风遍定

做这样的观想，然后再入四禅，因为一定不是一次就成功了，刚开始练习

至少五六次，如果还不行的话，次数还要增加。入四禅，出定，风遍定，

观想我的身体轻轻轻，像棉絮、像绒毛，然后再入四禅，再出定，再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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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定，再想我的身体更轻了，比刚才更轻了、又轻了、终于可以飞翔了，

这样子练习出来的。但是这个是还要先有天眼通，因为你自由飞翔，你要

落地啊，你没有天眼通的话，就随便就掉下来，你可能掉在大群广众之中，

然后大家都吓一跳，怎么空中飞下来、空中掉下来一个人，很奇怪，所以

他必须要先修天眼通，要先看。他们一般都是降落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不

会把人吓到的地方，也不会让一般人发现他有这样的神足通。一般神足通

是要证到三果才有，天眼通跟天耳通是初果就有了，所以他既然有神足通

的话，他也一定会有天眼通跟天耳通，所以他没有问题，他不会随便降落，

不会不小心从那边掉下来，一定有天眼通，他先观察比较适合地点，然后

他才下降。二果的话就有宿命通跟他心通。初果：天眼通、天耳通，二果：

宿命通、他心通，三果：神足通，四果就是漏尽通了嘛，这个大家都知道

的。好，这是能到的第一种，神足通。 
  第二种，就是可以把远方的东西移到近的地方，就是把远的地方移到

近的地方，然后不需要去就能够到达。譬如说：说远方为近，经论上有说

「手摸日月」，我们想这到底怎么做到的，手去摸太阳、摸月亮，怎么摸的？

就可以啊，入四禅，出定，想月亮，我如果想摸月亮，太阳太烫了，摸月

亮可能比较安全，月亮靠近我的身体、靠近我的身体，它一直靠近、一直

靠近，还没有过来，好，再入四禅，再出定，月亮又更近了、更近了，近

到我手一摸就摸到了。这就是第二种，能够把远的地方移到近的地方。或

者你也可以到达天界，也是入四禅，然后出定，想说天界靠近我、靠近我，

看你要到那一天，天界靠近我、靠近我、靠近我，然后我就到天界了，我

不用从这边到天界，把天界移到靠近我的身体这边来，这就是从远处移到

近处的一种神足通。或者是我在这座山，对面的山很远，也没有桥，我没

有办法过去，我就入四禅，然后出定观想，那个山靠近、靠近、靠近，我

就一脚就跨过去了，这也是把远处的移到近处来，然后我们人不用过去，

让它靠过来。 
  第三种，就是可以在这里消失，在那边出现。在大悲中心消失，在飞

机场出现，好好喔！可是要先入水遍，刚才说十一切处里面，有地水火风，

入水遍。就是说这个大地，在你看来它是水了，你就在这边下去，咚，那

边咚，就出来了，没有丝毫的障碍，这就是入四禅，然后出定，入水遍定，

然后再入四禅，再出定，再入水遍定，一直到大悲讲堂是一片汪洋，变成

一个水池为止，你就可以咚就过去了，沉下去，然后从那边出来。我也可

以不要走这个门，我就从墙壁就穿过去了，所以我可以穿墙穿壁，我还可

以穿山，整座山我就从中间就给它走过去了，可是要修虚空遍定，虚空遍

定，就是它已经不是墙了，你才可以走得过去。所以也一样的，入四禅，

出定，然后修虚空遍，都是虚空，一片虚空，一片虚空，入四禅，出定，

它是虚空了，不是墙壁，虚空，五六次，看你的功力，不行就再多加几次，

就一直到它变成一片虚空，你就这样走出去了。这是第三种，在这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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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出现。你也可以在水上行走，你也可以在虚空中行走，那就是入地遍

定，水已经不是水了，你看起来，你入四禅，出定，然后入地遍定，所以

水，一直到那个水看起来就好像平地一样，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走过去，我

们旁边看，他怎么走在水上，好像走在陆地上，在他的眼睛看它是陆地，

不是水了，因为他已经入了地遍定。在虚空也一样，他为什么可以在虚空

行走呢？因为虚空在他看起来就跟大地一样，所以他就在上面走，他入的

就是地遍定的缘故。所以这些神通都是要先证到四禅，现在比较有兴趣打

坐了喔？赶快证四禅就可以修神通，以后就很方便，以后要来这边直接就

过来，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第四种，心一动念你就到达了，从家里心一动

念，大悲讲堂就到了，好方便，不用搭地铁、不用搭巴士、不用坐 taxi、
也不用自己驾车。好，这是第一种能到。 
  第二种「转变」，还是在神足通，神足通有三种，第一种是能到，能到

里面有四种，我们介绍了。第二个是转变，就可以把大的变小、小的变大、

一个变多、很多个变成一个，可以自在的转变。像我们刚才讲说你手去摸

月亮，对不对？刚才是说月亮过来，我也可以把手变大，我们不是可以小

的变大的吗？好，现在月亮还是在它原来的地方，我把我的手变大、变大、

变大、变大，也一样入四禅，出定，我的手变大，就伸到那边去了，再入

四禅，再出定，又更远了，一直到摸到月亮为止，这就是由小变大的一个

例子。也可以一个变多，像有一次佛陀去应供，到信众家里面应供，当那

个食物正要放进佛陀的钵里面的时候，佛陀就说：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大

弟子没有来，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也要请他来一起应供，他就叫周利盘陀

伽，那个最笨的，可是他后来还是证到阿罗汉，那就去请啊，去请那个大

弟子来一起应供，我们等他。那个佣人就跑到一片竹林里面去找周利盘陀

伽，一看，怎么满满的，整个树林都是周利盘陀伽，那一个是真的？不知

道，每一个都是，那就是一个变多个。他就很慌张的跑回来报告，说整个

树林都是，我不知道那一个是，佛陀就说：你走进去第一个的，那个就是。

所以他就再跑去，碰到第一个，就说：有请应供，那所有的都回来了，只

剩下一个周利盘陀伽，他说：好，知道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到，就神足

通，马上就到了。所以那个佣人回来，他已经坐在那边，已经开始吃了，

这就是神足通。而且他还有这个转变的能力，不但可以一念到达，而且还

可以转变一身为多身。这个练习的方法也是入四禅，你看四禅多重要，赶

快证吧，四禅，然后出定，看你要变几个，你先不要一百个，先十个好了，

我变十个，然后再入四禅，出定，十个，一直到变十个为止，熟悉一点就

百个，然后千个，看你要变几个都可以，就这样子练习。 
  也可以多个变一个，这个在佛经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像佛

陀接受大众的供养，譬如说：有一千位都要供养佛，佛就拿一个钵，譬如

说：每一位都要供养一个饼来说的话，第一位上来放进佛的钵中一个饼，

第二位上来再放一个饼，一千位全部供养完了，祂的饼也不会冒出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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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这个就是多个变一个的，转变的神通能力。祂的钵中就永远只有

一个，可是一千个人都供养完了，可是它不会变多，它就永远是一个，它

也不会满出来，这就是神通变化。 
  也可以变成种种不同的型态，你可以一下变小孩，一下变老翁，你也

可以变成无情的，你也可以变一口井、一座桥，都可以，这就是转变的神

通。外道它有一些……，外道也修四禅八定，它也有四禅，它也可以证四

禅，它也一样有这个转变神通能力，但是比较有限，所以外道的转变能力

最多只有七天，可是佛跟大菩萨，这个自在转变的能力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所以神通比较大，比外道强。 
  第三种的神足通，就是「圣如意」。为什么要叫圣如意？就是只有圣者，

才能够有这样的如意通，所以称为圣如意。它是转变什么样的内容呢？就

是把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不可爱的、不清净的，可以转成可

爱、清净的，同样的，可爱、清净的，可以转变成不可爱、不清净的，这

个就叫做圣如意，可以自在转变。不好看的变好看了，好看变不好看了，

本来是臭的变成香的，香的可以变臭的，六尘境界可以自在转换。好，这

是神足通，介绍完了。 
  天眼通，所谓天眼通就是能够见六道中一切的众生，还有一切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不管这些东西是在远还是在近，是被遮住了，

还是很小、很小、很小，他都能够看得见。这怎么修呢？就是修刚才讲的

十种遍，就是你可以修火遍，因为你眼睛要能见，一定要有光明，所以它

是常常忆念光明修出来的天眼通，所以可以修火遍、白遍、还有光明遍，

不过一般都是修光明遍的情况比较多。你可以晚上在家里面把灯都关了，

入四禅，然后出定，都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原来，你就譬如说你是入

光明遍，一片光明，从你的周遭开始一片光明，所有的东西慢慢就看得见

了，先小小一个地方就好了，等你都看清楚，你再把这光明慢慢扩大到整

个房间放光，一片光明，就好像开灯一样，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

后再把范围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所以你的光明如果往上方一照的话，你

就可以看到天界，你往下方一照，就可以看到地狱，所以这是忆念种种光

明修出来的天眼通。 
  好，第三种，天耳通。天耳通是修忆念种种的声音来的，天耳通就是

能够听到一切的音声，天人的音声、人的音声、三恶道的音声都能够听得

见。练习的时候，就是先从最微细的声音开始练习，不是最微细，最粗的

声音，我们一般肉耳可以听得见的，先从这个练习，比较粗的声音。像这

边常常能够听到鸟叫，所以你就可以常常来听鸟的声音，刮风的时候，你

就听风的声音，在湖边、水边、海边你就听水的声音。这样慢慢练习，这

是一般肉耳都可以听得到的声音，先从这个练习，慢慢才听比较微细的。

像你坐在公园，你就听树叶晒干的声音，啵啵啵，慢慢干掉，你就可以树

叶干掉的声音，因为满地的落叶，你就坐在旁边听，蚂蚁昆虫打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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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可以常常看到各种的昆虫，你听听看牠们的声音，互相打斗、或者是

碰撞、或者是行走，它也会发出种种的音声，那个是很微细、很微细的，

从这样开始练习，从粗的声音然后到细的声音，然后再把范围扩大，本来

只是听到我们身边的音声，再把范围扩大，东方无限的扩大，所以一切的

东方的声音我都听得到，这样子慢慢练习，然后再南方的、西方的、北方

的、四维、上下，到最后十方的音声都能够听得见，这就是所谓的天耳通。 
  第四，宿命通。宿命通怎么修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回想，刚刚走进大

悲之前我做什么事？我是搭车，我是怎么来的？还是走路来的？一路上是

怎么过来的？再往前、再往前，我搭车之前我在做什么？可能在用餐，用

餐之前在做什么？我今天下午在做什么？我今天中午在做什么？一直往前

推，我上午做什么？我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睡觉之前做什么？

就连到昨天了，昨天睡觉之前我在做什么？睡觉之前再之前我在做什么？

一直往前推，常常做这样的练习。因为我们一般太散乱了，我们就常常想

不起来我昨天到底做了什么事，就是没有做这样的练习。所以你要得宿命

通，你就必须要往前推，一直往前推，每件事情、每一个微细的都能够想

出来，清清楚楚。不然我们常常都会碰到说，你上次不是讲什么，他说：

我有讲吗？那就是忘记了嘛，当场就赖掉了，可是修宿命通的不会，他说

过的每一句话一定记得牢牢的，一直推、一直往前推，十年前、二十年前、

一直到我出生，出生再往前推，在妈妈肚子里面怎么过的，再往前推，就

上一世了，连接上一世了，上一世再往前推，前一世、前二世、前三世、

前十世、百世、千世，一世、一世往前推，这就是所谓的宿命通，是这样

子慢慢修出来的。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宿命通，只能够知道八万大劫以前的

事，这样已经很多了，我们八天前的都想不起来，八万大劫，佛跟大菩萨

能够知道无量劫以前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们有大神通。 
  最后一个，他心通。他心通就是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念，知道他在

想什么，这怎么练习？就是平常常常观察自己的心念，它怎么生起、怎么

住、怎么灭，生住灭、生住灭，常常做这样的练习，你能够观到每一个很

微细的心念的生、住、灭，你都看得清楚，你再看别人的，他现在在动什

么脑筋，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他是贪欲比较强的、瞋恚心比较强的、或者

他现在心是散乱的、他现在的心是定的、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动念你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这就是他心通的由来，就这样练习出来的。我们要说

快一点，不然讲不完。 
  言必信受。这些大菩萨他所说的话，能够使一切众生相信，并且接受，

这就是言必信受。这些众生包括了天、人、龙、阿修罗、一切大人等等，

怎么来的呢？就是不说绮语所得的果报，生生世世都不说绮语，就能够有

这样的果报，讲的话人家一定愿意相信，而且很容易就接受了，不会跟你

唱反调，也不会怀疑不信。 
  无复懈怠。这些大菩萨也不再会懈怠了，为什么？因为他都有精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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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蜜了嘛，所以不可能再懈怠。懈怠是让我们一切的世间法、出世间法都

没有办法成就最大的障碍，就是因为懈怠。你想要赚钱、你想发财，也是

要精进，也是要勇猛精进去赚钱。你今天修出世法也是一样要精进，才能

够成就，不管你是要得、你要行善累积功德，或者是要有人天果报、要解

脱、要证果、或者是要开悟成佛，其实都需要精进，所以懈怠的话，就是

让一切的利益跟安乐都没有办法得到，是最大的障碍，这些大菩萨都已经

不会再懈怠了。 
  已舍利养、名闻。也已经舍弃了利养跟名闻，想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来学佛修行？除了要求现世的利益之外，也有时候会想要解脱嘛，苦的时

候就会想解脱，然后有时候心情好也会想要行菩萨道、也发发菩提心，所

以实际上的目的是希望自己证到解脱，然后来利益众生，这个是应该是原

本要学佛的动机跟发心，可是如果我们一旦入了佛门，还来贪求利养名闻

的话，就好像你进入了那个栴檀香木的树林里面，你不去取那个栴坛木，

然后你去摘几片叶子，然后就出树林了；也好像你入了七宝山，但是你不

去拿那些珍宝，而去拿那个水晶珠，那个最下贱、最便宜的水精珠。所以

我们今天一旦进入佛门，我们还贪求利养名闻的话，就好像冰雹，冰雹一

下下来，五谷的根苗全部都烂掉了。我们也一样，贪求利养名闻，也会破

坏一切功德的根苗，不但烧掉了这一世的善根，而且后世还会堕到地狱当

中，所以千万不要耽着利养名闻。 
  说法无所悕望。这就是这些菩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不会要求有任何

的回报，也没有任何的目的，不为名闻、利养、恭敬，完全是大慈悲心、

清净心来说法的，所以他说法没有任何的悕望、要求。 
  度甚深法忍。这个甚深法，很多法都是甚深法，十二因缘是甚深法，

刚才讲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是甚深法，还有大乘来讲，诸法实相是

甚深法、最殊胜的。忍，我们刚才也讲过，忍可、安住的意思，所以我们

能够安住在甚深法当中，没有任何的障碍，就能够度脱到解脱涅盘或成佛

的彼岸，这就是度的意思。所以，度就是圆满具足的意思，圆满具足甚深

法，然后能够度脱到彼岸，这就是度的意思。 
  得无畏力。就是成就四种无所畏惧的力量。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

已经有闻持陀罗尼了，听闻的都能够忆持不忘失，因此他能够在大众中说

法而无所畏惧，因为他不会忘失，这是第一种无畏。第二种，菩萨知道众

生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众生他们要什么，也知道他们根器的利钝，这位

众生他的根性是利根、还是钝根，菩萨都知道，然后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可以解脱，用什么法门帮助他解脱，他解脱的因缘都能够知道，所以他才

能够随众生所相应的，为他们说法。菩萨为众生说法都是众生希望的、想

要得到的，所以他说的都是跟众生心里面想的、相应的法来说，所以他在

大众中说法无所畏惧，这是第二种无所畏。第三种，没有任何问题是菩萨

不能够如法回答的，就是说这些大菩萨们都已经能够如法回答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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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够在大众中说法而无所畏惧。在回答众生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巧妙

地断除众生的疑惑，在回答的同时，同时断除他的疑惑，所以能够在大众

中说法而无所畏惧，这是四种无所畏，四种没有畏惧的力量。 
  过诸魔事。就是这些大菩萨们都已经超越了种种的魔事，魔有那些内

容？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有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子魔，这是一般所谓

的魔有四大类，凡是能够夺众生慧命、破坏道法、破坏功德善根的、破坏

功德善业的根本，不喜欢别人得涅盘的，这个我们都叫做魔，它就是百般

的障碍你，不让你累积功德善业，不让你证涅盘、得解脱，障碍你的都叫

做魔。在杂法藏经里面，佛就告诉魔王说：你有十种魔军，那十种呢？欲

望是你魔王第一个魔军，忧愁是你第二个魔军，饥渴是你第三个魔军，贪

爱是你第四个魔军，睡眠是你第五个魔军，怖畏，就是恐怖、害怕，怖畏

是你第六个魔军，怀疑，就是疑根，怀疑不信是你第七个魔军，瞋毒，就

是瞋恚心，是你第八个魔军，利养名闻是你第九个魔军，憍慢是你魔王第

十个魔军。怎么打败这些魔军呢？一心修行禅定、智慧，就是修止、修观，

所以修止观多么重要，打败魔军就是靠止观的力量，一心修行禅定智慧就

能够度过这一切的魔军。在大智度论里面，它有特别的一种定义，什么是

魔？除了诸法实相之外，其它的一切法都是魔，所以除非证到诸法实相，

行般若波罗蜜，才能够永远的离开魔。其它的一切法，因为都是方便说，

不是究竟，不了义、不圆满，是度众的方便，所以只有诸法实相才是真正

究竟、了义、圆满的说法，所以除了诸法实相以外，其它的一切法都是魔。

所以我们着在其它任何一法上，都不能够真正的断除我执、法执，圆满证

得菩提，都没有办法做到，除非证得诸法实相，得到般若波罗蜜才可以开

悟成佛。 
  一切业障悉得解脱。所以这些大菩萨，一切的业力、障碍都能够得到

解脱。我们只要还在六道轮回中的众生，就是都是受到业力的支配，没办

法解脱。我们现在不能够成就，也是因为业力的障碍，只要造了业，就一

定要受报，「虽经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就是

你造了，就一定要受，诸佛菩萨都度不了你、都救不了你，因为我们知道

神通也没有办法转业力，所以诸佛菩萨神通力再大，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转

变业力，最稳当的方法就是不要再造了，我们就不会有业力，也不会有障

碍。 
  巧说因缘法。这因缘法就是指的十二因缘，善巧演说十二因缘法，这

些大菩萨都是非常善巧的来演说十二因缘，为什么说他们特别善巧呢？我

们修过声闻乘的、小乘的十二因缘法就知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

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缘它从那里断？从

触受这边开始断，六根接触六尘，这是触，我们马上就有感受了，顺境生

乐受、逆境生苦受、不顺不逆境生舍受，所以我们六根面对六尘，触马上

就生受了，三种受，然后就进入爱，进入爱就是你就生贪了嘛，乐受生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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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受生瞋、不苦不乐受就愚痴，这就进入爱，然后就取，然后就有，有就

有生、就有老死，十二因缘，轮回不断，所以怎么样断轮回呢？触受当下，

或者触，六根触六尘的时候，不要生起受，但是这个比较困难，还来得及，

你生起三受的时候，不要进入爱的阶段，就是不要把我放进去，说我在受

苦、我在受乐、没有我放进去，苦受、乐受、舍受的当下，它就自己解脱

了，受蕴当下解脱，怎么解脱？你明白一切受都是无自性空的，它就过去

了，你不要把我放进去，说我在受苦，马上就生瞋，我在受乐，马上就生

贪，所以在三受生起的当下，赶快观照一切受是无自性的，因为它是生灭

法，你不可能永远苦，也不可能永远乐，它是无常生灭的。所以你起了这

样的观照，没有把我放进去，它当下种种受就解脱了，你也不会生烦恼，

然后造下贪瞋痴的业，这是声闻乘的修法，是从这边下手来修，你触受不

进入爱，就没有取，就没有有，就没有生老死，就断了，它从这边切断十

二因缘，切断轮回的。 
  可是，现在说的善巧来说十二因缘，就不是用这种方法，直接一心观

照诸法清净实相，什么是诸法清净实相？一切法本来没有生灭、本来没有

动摇、本来不可破坏，这才是一切法的真实相貌，清净的真实相貌。本来

没有生灭，我们看一切法明明有生灭嘛，它不是生起来又灭了吗？但是它

是真的生吗？它只是因缘撮合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有这一法，它是因缘有、

因缘灭，不是真正的生灭，有一个东西生出来，然后又消失，不是，它是

因缘的聚散、因缘的聚散，我们看起来它有生灭，可是实际上是没有生灭，

所以一切法它的真实相是不生不灭，因缘会遇就有，因缘散了就没有，它

没有一个东西真正的生起来，如果有一个真实的生它应该永远存在不会消

失才对，可是没有啊，它只是因缘和合所显的一个现象，并不是有一个真

正的法生起来。同样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就没有了，它也不是真正的

这个东西灭掉了，没有，是因缘不具足，它就散了。所以并没有一法真实

的生、真实的灭，这是诸法清净的实相。你这样观照之后，你的般若智慧

就现前了嘛，无明就破了，无明就是以为一切因缘生法是真实的啊，以为

有真实的生住灭，或者成住坏空，可是你这个有般若慧观，一观照就知道

一切法本来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本不动摇、不垢、不净，无明就破了，

无明破了，无明缘行、行也破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也破了，整个十

二因缘就没有了，就这样子，这么快就没有了，不用在那边触、受、爱、

取、有，弄了半天，这个比较快，般若法门比较快，般若空观最快，直接

观照诸法实相，十二因缘是生灭法，所以你见到法是不生不灭的，十二因

缘就没有啦，是不是很快？所以说他巧说因缘法，就是这个巧妙法。 
  从阿僧祇劫以，来发大誓愿。这个就知道，从阿僧祇劫这么长以来，

都是誓度一切众生，誓断一切烦恼，誓成就无上菩提，四弘誓愿，从阿僧

祇劫以来都是这样来发大誓愿的，这些大菩萨们。 
  然后他们都是颜色和悦，常先问讯，所语不粗。这个是因为已经拔除

大智度论 6 15



了瞋恚、嫉妒的根本，然后经常修行大慈、大悲、大喜，还有断除妄语、

两舌、恶口、绮语，说的都是爱语、都是柔软语，所以才能够做到颜色和

悦，常先问讯，所语不粗。 
  于大众中得无所畏，是因为他们已经具足坚实的功德还有智慧，所以

在大众之中一点也不畏惧，就是有坚实的功德，然后已经获得最高上的辩

论陀罗尼，因此能够在大众之中一点也不畏惧。而且他们相貌长得端正，

又出生在贵族，有大威德，持戒、禅定、智慧、辩才都已经成就，所以在

大众之中一点也不畏惧。还有，有无量无边的智慧，还有福德力，所以在

大众之中一点也不畏惧，这就是于大众中得无所畏的意思。 
  好，最后一句，无数亿劫说法巧出。无数亿劫以来，这么长的时间，

说法都能够善巧出众，为什么能够善巧出众？因为已经证得说法方便，智

慧波罗蜜，所以在一切的说法当中都没有任何的障碍。为什么它这边说「说

法巧出」，而不说「巧说法」呢？一般我们都说他很善巧说法，可是现在不

是，现在是「说法巧出」，就是说法特别能够善巧、出众，为什么用这样来

赞叹这些大菩萨呢？那是因为你对那个没有智慧的，还有弟子来说法很容

易。没有智慧，他反正也搞不清楚，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可能也搞不

太清楚你在说什么，所以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困难。对弟子说法也很

容易，因为弟子不敢说不嘛，在上师面前，上师说什么都是、是、是，所

以也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如果你的对象是多闻、又利根、又有智慧、又善

辩的人，你对这样的众生说法，就很困难。所以这些大菩萨面对这样的众

生说法也一样无碍，因为他具有大智慧、多闻、大威德，所以你尽管提出

再怎么困难的问题，你只要想出来的，你尽管问，都能够如法的回答，没

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丝毫的困难。所以他说法的时候也是面门放光，脸

上放着光、眼睛放光、牙齿放光，这个光普照一切大会上的大众，这个光

明盖过了诸天的光明，就是这些大菩萨在说法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功德力、

威德力，所以我们才说他是说法巧出，而不说他巧说法，用这个来赞叹这

些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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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