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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就之 6 
 经文（卷六～七） 

 

六、众成就○4 （与会的大众） 

  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揵闼婆城、如

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得无碍无所畏，悉知众生心行所趣，以微妙

慧而度脱之。意无罣碍，大忍成就，如实巧度。愿受无量诸佛世界，念无

量佛土。诸佛三昧，常现在前，能请无量诸佛，能断种种见、缠及诸烦恼，

游戏出生百千三昧，诸菩萨如是等种种无量功德成就。其名曰：颰陀婆罗

菩萨，刺那那伽罗菩萨，导师菩萨，那罗达菩萨，星得菩萨，水天菩萨，

主天菩萨，大意菩萨，益意菩萨，增意菩萨，不虚见菩萨，善进菩萨，势

胜菩萨，常勤菩萨，不舍精进菩萨，日藏菩萨，不缺意菩萨，观世音菩萨，

文殊尸利菩萨，执宝印菩萨，常举手菩萨，弥勒菩萨。如是等无量百千万

亿那由他诸菩萨摩诃萨，皆是补处绍尊位者。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大智度论」还在菩萨众。参加法会的大菩萨众，他们有那些境

界、有那些功德呢？我们继续看。 
  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揵闼婆城、如

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 
  这十个比喻是用来解释「空」的，为什么要用这十种比喻？可不可以

用其它的呢？譬如说山河大地，可不可以呢？讲到山的话，我们中国大陆

有五岳、四大名山；如果河的话，有长江、黄河，我们用这些作比喻可不

可以？比喻它是空的，可不可以？我们一想到这些名山大川，就会觉得它

是永恒存在的嘛，因为它已经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它来作比

喻说一切法是空的，这个我们很难了解它是空的，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它

就是一直存在的，几千年以来，所以我们一想到长江、黄河，它一直都在

那里，所以你说它是空的，我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用那个比较容

易理解它是空的，这样的比喻，来比喻那个难以理解的空。像这十种比喻，

它都是不会长久停留的，很容易生、很容易灭，所以我们对它就不容易产

生执着，所以就为什么要用这十种比喻的原因在这里，因为用心不容易执

着的这十种对象，然后来比喻那个心容易执着的一切诸法，而且这十种我

们了解它是假的，它是空的，来比喻那个比较不容易知道它是空的一切法，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这十种作比喻的原因，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解释。 

  首先，是如幻。一切法如幻，你说一切法如幻，但是我明明眼睛看得

到、耳朵听得到、我鼻子也闻得到、舌头也尝得到种种的味道、身体也能

够感触得到，我的意识也能够觉知得到。你说一切法如幻，可是我明明六

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我都有见闻觉知，这怎么说呢？所以只能譬喻。就好

比魔术师，大家从小到大都看过变魔术，我们都知道魔术师变的那个都是

假的，变出来都是他的幻术而已，所以我们就假设现在有一位魔术师，他

变出一只鹦鹉来好了，一般都是从帽子里面变出鸽子来，我们现在就变出

一只鹦鹉来，这只鹦鹉又能够做种种的表演，又会学人讲话，可是我们知

道魔术师变出来的不是真的，可是你看得到，你也听得到，看到牠做种种

的表演，然后也听到牠学人讲话，就用这个来比喻如幻，一切法如幻。一

切法也是这样子的，它本来是不存在，可是因为无明的关系，我们起了种

种的执着，然后生了、有了我执、法执，就生烦恼，有烦恼就造业，有业

就要受报，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谁在生烦恼，也没有谁在造业，也没有谁在

受报，事实上是这样子。就像魔术师他所变幻出来的东西一样，都不是实

有的，除非魔术师他不再变魔术了，所以一切他变幻出来的东西就消失了。

我们也是同样的，除非无明结束了，由无明而产生的业行就跟着结束，无

明缘行、行缘识，一个一个都结束，一直到忧悲恼苦也结束。意思就是说，

除非我们见到诸法的实相，明白一切法本来无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结束

这个无明的大梦，所以它就用这个如幻来比喻一切法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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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比喻，是如焰。焰就是阳焰，或者是也有地方称为野马，为什

么称为阳焰、野马呢？譬如说现在天气很热，夏天天气很热，那个太阳照

在大地上，然后水蒸气不断不断的蒸发，尤其是下过雨，那个水蒸气比较

多，水气比较强，太阳一照，水蒸气就蒸发，然后加上空气中的灰尘，风

吹过去好像有水，你远远看好像有水。或者是好像一群正在奔驰的野马，

所以也称为阳焰，也称为野马的原因，这个名称就是这样子来的。可是当

你靠过去看，没有水、也没有马，所以比喻一切法也是如此，是因为无明

所以生种种的烦恼，这个比喻太阳；造作种种的业，比喻空中的灰尘；再

加上邪念的风一吹，就形成了生死的轮转。可是当你要靠近去看的时候，

就是比喻当你接近了圣法，明白了诸法空相的道理之后，你才发觉一切法

本来无我，本来是没有的，好像阳焰一样，好像野马一样，远远看好像有

水，好像有马，走近去看，没有，所以当我们契入圣道之后，才真正明白

一切法本来无我的道理，这是第二个比喻。 
  第三个比喻，是如水中月。小孩子看到水中的月亮很欢喜，然后想去

拿，大人在旁边看到就会觉得很好笑，可是我们凡夫也是一样，不明白诸

法实相的道理，这个诸法实相就比喻月亮，有所谓的「指月录」，用这个手

指指月亮，告诉我们那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可是我们凡夫就不去看月亮，

不从这个手指去看月亮，就执着在这个手指上，这个手指就比喻种种的法

门，让我们契入实相的那个种种的法门，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契入，就着在

种种的法门上。凡夫的执着就是同样的道理，现在因为不明白诸法实相的

道理，没有看到月亮，所以就在我们的心水当中，显现出我执跟法执的影

像来，然后很欢喜地去执着这些影像，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有智慧的人

看到也是觉得很可笑，就好像我们看到小孩子想要到水里面去捞月亮，是

同样的可笑。这就是如水中月，水中的月亮不是真正的月亮，所以我们看

到的只是一切法的，现象界的展现而已，但是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看起

来好像有，其实没有，不是实有的，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就不能够永恒

存在，所以我们说它不是实有的。 
  如虚空。大家都看过虚空嘛，虚空里面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远远看，

会发觉天空是蓝色的，可是你坐上飞机靠近天空，看不到蓝色。也是同样

的道理，当你契入圣道之后，你接近诸法实相之后，你才会发觉，原来一

切法是空的，就好像远远看到天空以为它是蓝色，接近之后才发觉它不是。

所以在 悟之前，你会以为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可是 悟之后，你才

发觉，我怎么那么执着？明明都是假有的、幻有的，可是我为什么那么执

着？这个要 悟之后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可笑，所以就用这个虚空来比

喻一切法，它不是实有的。虚空的自性也是恒常清净的，不管它怎么起云、

雾、烟，可是就不会障碍虚空，不会染污虚空，一切法的自性也是恒常清

净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害怕说生贪瞋痴烦恼，其实它也是不会染污的，因

为它本来清净，一切法自性是空的，本来清净，所以你再怎么生烦恼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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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染污它，这是如虚空。 
 如响。譬如在深山峡谷之中，或者是一个很空旷的大房子当中，如果有

人讲话的话，你就会听到回音，这个就称为响，没有智慧的人会以为有人

在讲话，有智慧的人知道没有人在讲话，只是声音碰撞或者是摩擦所发出

来的音声，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人在说话，就用这个来比喻一切法并不是实

有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以为有，其实没有，就好像我们以为有人

在回答，可是其实没有人在回答。 
  如干闼婆城。这就是海市蜃楼，上个月，五月廿四号，不晓得你们有

没有看到新闻报导？在山东的蓬莱这个地方有出现海市蜃楼，前后长达两

个小时，那个地方本来什么没有的，可是就会看到有一座城市，它每年都

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在初夏还有初秋的时候，会有这个海市蜃楼的景象出

现，看过的人就知道它不是真正的有城市在那边。所以就有一个人，他从

来没有看过海市蜃楼，所以有一天他远远看，那个远方有一座城市，那一

定是很快乐的城市，所以他就很兴冲冲的前往，想要找到这个城市。可是

太阳慢慢、慢慢的升起，他是一大早从东方这边看过去，太阳慢慢升起，

接近中午，越接近中午，那个城市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当他靠近的时候，

整座城市不见了。他走了一个早上，又累又渴，远远又看到水，我们刚才

讲的阳焰。喔！远远那边有河，然后再靠近，河又不见了。这时候他就走

到穷山狭谷之中，又累又渴，肚子又饿，找了一个早上，空忙一场，什么

都没找到，城市也没有找到，水也没有喝到，然后很饿又很累，他一想到

自己很委屈就放声大哭，一哭，有回响，就是刚才讲的如响，因为他走到

穷山狭谷之中，刚好他的哭声有回音，他又以为有居民，当地的居民，这

边有人住，赶快去跟他讨水喝，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他又很高兴往

前找找找，一个人也没看见，又是空欢喜一场，于是他就坐下来冷静的思

考，从早上一大早忙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原来统统是假的！这时候他渴

求的心才止息下来。我们也是一样，明明没有我，然后执着有一个我，然

后疯狂的追求快乐，把自己弄到身心疲惫，也是要明白一切法本来无我的

道理之后，这个疯狂追求快乐的心才能够止息下来，才能够真正的 悟，

明白实际上一切法不是实有的。 
  接下来，如梦。在梦中我们也会以为一切是真实的，大家都作过梦，

你在梦境的时候，你在梦里面多认真，以为都是真的嘛，可是当你醒过来

之后，你才知道原来一切的梦境是假的，一切法也是如此。还是同样的道

理，没有我、没有法，我们以为它是有我、有法，然后起了种种的执着，

生了种种的烦恼，也是要等到梦醒之后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实有的，在梦中

其实没有真正的快乐，可是我们会感到很欢喜；在梦中也没有真正瞋恚的

事情，可是我们就会心生瞋恚；在梦中也没有真正恐怖的事情，但是我们

却心生恐怖。就跟在三界当中轮回的众生一样，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对

不应该瞋恨的东西感到瞋恨，不应该欢喜的事情感到欢喜，不应该恐怖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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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事情感到恐怖害怕，就跟梦中是一样的境界。我们白天是睁着眼睛作

梦，晚上是闭着眼睛作梦，统统都是假的，不要太认真。 
  一般来说，有五种情况会作梦，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会作梦。譬如说

你身上热气太多的时候，你就会梦见火、或者是黄色、或者是红色，这可

能你身体有某些地方发炎了，你就会梦到火。如果身体的冷气太多，你就

会梦见水、或者是梦见白色，你可能身上有湿气或者是有寒气比较重的时

候，你可能会梦到下大雨，或者是梦到你整个人泡在水里面，这个就表示

说你身上的寒湿湿气太多了，你就会作类似这样的梦。如果风气太多的话，

你就会梦到自己飞翔，或者梦到黑色，这表示你身上的风大太强了，风气

太多了。 
  有一种修行人的梦，梦到飞翔就不是，所以修行人作的梦跟一般人的

梦会有一些差别，有一些不同。你如果是有修气脉的话，你梦到你自己在

飞，那就是气入中脉的象征，这个是好现象而不是生病了，所以有修行的

师兄可能也要懂得怎么分别。修行的人如果梦到日月的话，就是他的中脉

将要通了，因为我们知道日月比喻我们的左右脉，所以你在梦中梦到太阳、

梦到月亮，你就知道跟我的左右脉有关系，就是中脉快要通了，一种象征。

在梦中梦到自己没有穿衣服，或者是双运，男女双运，或者梦到自己在唱

歌，唱得很 心，或者是跳舞，平常都不会跳舞，可是在梦中你非常的轻

盈，跳得非常的好，这个都是跟智慧有关，因为智慧空行母嘛，跟这个空

行母有关系，所以它是跟智慧有关，就是表示我们的智慧快要 发了，所

以你就会梦到这些梦。有一个不好的，就是你如果梦到头被包起来，蒙着

头，或者是女孩子，可是她看不到脸，整个头发把脸遮住，这个就表示有

魔障，这个就是不好的梦境。这些都是修行人的梦，跟一般人解梦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解读是不同的。 
  我们刚才讲了三种会作梦的原因，第四种就是你平常所听到、所看到

的事情，你经常去想的话，晚上就会作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第五种，可能也跟修行比较有关系，就是你会梦到有天人入梦，就是

有天人入到你梦中，然后告诉你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也会作

梦，他在梦中告诉你。一般修行人也是，他首先会在梦中会有一些征兆，

然后接下来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会有一些征兆，功夫再进步的话，就是在平

常他也会有一些征兆，可是最先都是从梦中 始，给你一些吉祥的征兆，

这是修行人比较会有的作梦的情况。 
  一般人有一些梦是跟事实相反，我们常常说梦与事实相反，有时候是，

有时候不是。像如果梦到我们上厕所，梦到屎尿，这个是要发财了，这个

是主财，这刚好跟梦是跟事实相反，梦到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反而是要发

了，赶快去买马票。可是如果你碰到被刀砍、被人家追杀，见血，梦中见

血，好！主财，也是要发了。梦中被杀死怎么样？主长寿，所以不要哭到

醒这样子，梦中被杀死是主长寿，所以它是刚好相反的梦。可是如果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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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病人从床上爬起来，就快死掉了，就一定会死，所以它也是相反的梦。

这是讲相反的梦的情况。 
  有一些梦到形状，不同的形状，如果你梦到那个尖尖的朝向你、刺向

你的话，那就一定是有危险，那是代表危险。如果梦到形状是圆的话，梦

到西瓜、还是哈密瓜、还是什么圆球状的，那个都是表示吉祥，只要是圆

的形状都好。常常梦到结果， 花结果，这个结果的话表示你可能要证果

了，所以修行人梦到果实，就是结的那个果实很多啊，或者是圆圆的很多，

这个都表示最近修得不错，可能会证果，也是好现象。如果梦到有缺口的

话就不好，这就是不吉祥。譬如说梦到有人给你一个破碗，缺一个角，这

表示说最近你有口角，所以要小心，犯小人。如果梦到半月形的话也是表

示事情不能够完全令人满意，可是半月形又要看了，如果你是修密教的话，

梦到半月形又变成是很好的事情，一般人梦到半月形就是不太圆满，可是

修行人梦到半月形，它又有另外的象征，就跟你修的本尊或者是空行护法

可能有关系，那就是要看，你修的那个本尊有没有跟这个半月形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话就是好事。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颜色。你如果梦到白色的话，表示清净消灾。梦到

黄色的话，表示财富，所以如果你梦到穿黄色袈裟的出家人的话，这就是

表示说你得到佛菩萨的加被。如果梦到红色，表示敬爱。绿色表示除魔障，

所以你在梦中如果梦到穿青衣的人，这就表示说你得到护法的保护。黑色，

要看这个黑的漂不漂亮，如果黑的很亮、有光泽的话，这个就是表示有护

法的加被，如果那个黑色是粗粗、黑黑、脏脏的话，表示有罪业，表示业

障，所以还要看，看那个黑色有没有光泽。 
  什么时候作的梦最灵验呢？我们可能从晚上作梦一直到清晨、醒过来

之前可能都会作梦，一般来说是过了半夜之后，尤其是凌晨，清晨的时候

那个梦是比较准确，是最准确的，晚上刚刚睡下去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准确，

早上要醒之前作的会比较准确，那个跟气脉有关。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梦才

会比较少呢？就是证初地以上，你的梦会慢慢、慢慢的减少，见空性的人

他会有梦通，梦中也可以在梦中度众生，也可以在梦中成佛。 悟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小成就的人，可以入到别人的梦中然后去度他，或者是教他

一些法门，可以在梦中传法，这个就是有一些小成就的人，他可以入到别

人的梦，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法界是相通的，梦境是法界的一部分，所以

他的心如果跟法界相通，他就可以入到，很自在的入到任何一个众生的梦

中，只要他想要入那一个人的梦，他就可以入那个人的梦。可能距离太遥

远，所以他就可以在梦中传授他一些什么，或者是告诉他一些什么讯息，

或者是白天不好说就晚上说，白天不方便的就在晚上梦中说也是可以的，

所以成就的人他是可以有这样的神通自在的。这是有关于梦。 
  可是虽然是这样讲，又不要太执着，为什么？因为一切法如梦嘛，它

都不是实有的，虽然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听得见，意识也会知道，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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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都不是实有的，所以也不要太执着，供作参考就好了，因为它也是

一种象征嘛，就好像一切法虽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它

现象界的存在，就是它在因缘生灭当中，它还是暂时的有那个现象的现起，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现象是生灭的、无常的，它不能够永远停留的，可是当

它现象生起的时候，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就好像梦中，你不能否认梦境

的存在，虽然它是我们心意识的作用，可是它还是有种种的景象，所以这

个景象还是能够告诉我们一些讯息，但是我们不会着在上面就可以，因为

我们知道它一切法是如梦的。 
  接下来，如影。影子你看不见，不是，影子你看得见，可是你捉不到，

一切法也是这样子。我们的六根能够见闻觉知，但是不可得，所以影子它

是空的、没有的，根本找不到真的东西，一切法也是如此，是空的，是没

有的，是不真实的。 
  如镜中像。镜中的影像是因缘而有的，就是说你在镜中为什么会看到

影像，譬如说你这张脸去照镜子，镜子就能够显现你这个脸的样子，所以

这个镜中的影像它是因缘和合的，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要有一个镜子、还

要你这张脸、还要拿镜子的人、还要光线，这种种的因缘合在一起才有镜

中的影像显出来，这说明什么？一切法也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无自

性。所以愚痴的人当他得到快乐之后，他就会生起贪爱执着的心，当快乐

消失之后，他就会想要再度去寻找。这种情况，就好像小孩子看到镜中的

影像心生欢喜，然后贪爱执着，可是当这个影像消失了之后，他就把镜子

打破，然后试图到镜子里面去找原来那个影像，所以有智能的人从旁边看

了就会觉得很可笑，我们执着一切法的真实存在也是同样的可笑，一切法

就好像镜中的影像，它是因缘假合的，并不是实有的。 
  最后一个，如化。变化，变化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它都不是真实的，

一切法也是如此，虽然都不是真实的，可是它却能够使众生生起欢喜、瞋

恚、忧愁、恐怖等等的感受。 
  这就是十种比喻，用这个容易了解它是空的，来比喻不容易了解的空，

还有心不容易生执着的，来比喻那个心容易执着的，所以用了这十种的比

喻。 
  接下来，得无碍无所畏。这个无碍，是说深入一切法中，心中没有任

何的障碍，不管你是深入一种经书当中，还是深入百千种的经书当中，都

没有任何的障碍。这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小乘的经典看得懂，大乘的经典

也看得懂，这个就是无碍。若你小乘的四阿含能够契入，但是大乘的，像

维摩经这一类的，因为维摩经里面就讲贪瞋痴，淫怒痴就是戒定慧嘛，这

个小乘人就搞不清楚了，淫怒痴就是淫怒痴啊，它怎么会变成戒定慧呢？

这个他就有碍了。所以一般修学小乘法门的，他契入大乘经论的时候，他

常常会有一些矛盾冲突，这就表示说他可以契入小乘的法门，但是没有办

法深入大乘的经藏里面。如果你可以看华严经，可以深入华严经，可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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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看圆觉经还是法华经，觉得没有办法契入的话，那也是有碍。所以这

边我们就明白，所谓得无碍，这个无碍的意思，就是说你契入一切的经论

当中都没有丝毫的障碍，不论它是小乘、大乘，显教、密教，统统都没有

丝毫的障碍，包含世间法、邪魔外道，统统没有丝毫的障碍，一切法无碍，

这个就是得无碍。所以这些大菩萨都已经得到一切法无碍，可以深入任何

一法中，没有丝毫的障碍，不管它是什么法，一切法。 
  无所畏，就是说明他在面对一切大众之中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不管他是面对一位众生还是百千位众生，还是在不管是多大的场面，或者

是大菩萨的群众当中，他的心都没有丝毫的障碍，都没有丝毫的畏惧，仍

然是说法无碍，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该怎么比喻还是怎么比喻，心中没

有丝毫的疑惑或者是障难，这个我们就会说他无所畏，就是面对一切的大

众当中，他的心中是没有丝毫的畏惧的。 
  悉知众生心行所趣，以微妙慧而度脱之。这个就是说菩萨他完全知道

众生的心念所行，而以微妙的智慧来度脱他们。众生的心念所行是什么？

就是要追求快乐嘛，众生的心念无非就是要让自己过得好，怎么样活得

心，怎么样事事顺利圆满，菩萨要怎么度他们？告诉他们三界的本质是苦

的，没有真正的快乐，所以不要贪恋。以微妙的智慧，什么叫做微妙的智

慧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嘛，这是最微妙的智慧，像金刚一样的坚固，像虚

空一样的没有染着，这个是微妙的智慧，菩萨就是以这样的智慧来度一切

的众生。 
  意无罣碍。就是心无罣碍的意思，心经里面有嘛，心无罣碍，无罣碍

故，无有恐怖。心无罣碍，对那些事情没有罣碍呢？首先是对一切众生没

有罣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对象的差别，所以他心中面对任何的众生心

无罣碍，如果你有对象的差别你就有罣碍了，你看到喜欢的人就很欢喜，

最讨厌的人出现在你面前，心情就 始不好，所以你就 始心有罣碍了，

所以不是你的仇人为什么要出现在你的面前，是你的心不平等，有对象的

差别，所以不同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引发不同的贪瞋痴，不同的心

情，这个就是有罣碍。所以所谓的心无罣碍，就是一切世界中的众生如果

来伤害你，你也不会生气，来恭敬你，你也不会欢喜，对佛菩萨你心里不

会生起贪爱，然后看到那些外道的、还是恶行重大的恶人，你心里面也不

会起瞋恨、讨厌、排斥。如果我们心里面觉得说佛菩萨才是清净的、最值

得恭敬的，可是那些佛法以外的那些，我们称为外道，不是在骂人的，只

是要区别说佛法以外的，其实佛法里面还是有外道，那就是小乘人，佛也

依然说他们是外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见性，没有见性的人都是心外

求法，他不反观自心，所以没有办法 悟，没有办法见本性，所以他都是

心外求法，所有的宝贝都在你那边，他不从里面去找，他到外面去收集宝

贝，那个我们就称他是外道人，心外求法。其实无量的功德智慧都在你那

边啊，从来也没有丢过，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拼命的往外找呢？不留一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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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往里面看呢？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的修行人，即使你今天是学佛修行也一

样说你是大外道，所以大外道绝对不是骂人的，而是说明你不反过来往你

的内心去求，而到外面去求，我们才称为外道。一般我们就是心里面会有

对象的差别，好人、善人我们就会对他印象比较好，讲到佛菩萨那一定是

绝对恭敬的，可是你这样的恭敬心可以去面对那个今天来障碍你，然后磨

难、来百般折磨你的这样的大仇家吗？你可以对他们心生恭敬吗？如果可

以的话，你就心无罣碍了，因为不管今天任何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你都是

法喜充满，这时候你就心无罣碍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已经平等，没有

对象的差别，这是第一种心无罣碍的情况。第二种，就是说明你对一切法

也是心无罣碍，就是你不再分了，小乘、大乘，邪魔、外道，对你来讲都

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一切法刚才讲的十种比喻嘛，自性都是空的，所

以在空性看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所以淫怒痴是不

是就等于戒定慧？没错，自性都是空的，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就是心无罣碍，

对一切法心无罣碍。还有一种心无罣碍，就是大菩萨他在度众生的时候，

生死涅盘可以自在的来去，不住生死也不住涅盘，自在的出入生死涅盘，

心无罣碍，这只要证得法身的菩萨就可以做到，因为法身没有生灭嘛，所

以他就不会受到世间的老病死的约束，所以他可以自在的，生死可以自在，

所以只要破一品的无明，证一分的法身，他就可以做到，生死涅盘来去没

有丝毫的罣碍，他留在世间只是随缘度众生这样而已，他随时可以走，也

可以决定留下来。随时可以去成佛，也可以因为悲愍心的关系，慈悲众生

而留在世间度化一切有情，所以他是可以自在的，所以我们也说他是心无

罣碍。 
  接下来，大忍成就。前面我们讲生忍还有法忍，如果懂得话，现在的

大忍成就，就是生忍跟法忍的增长，就叫做大忍。生忍就是面对一切众生

都是平等的对待，不管他是怎么对我，对我好、还是不好，我都是也不心

生欢喜，也不心生瞋恚，前面讲过了，然后对一切法也是平等看待，这个

生忍跟法忍都做到了，再继续增长就叫做大忍。所以大忍成就的菩萨，他

就是面对一切甚深的法，心能够安住在境界当中，一切法平等的境界当中，

也是天台家所谓的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他明白一切法自性是空

的，虽然一切法自性是空的，但是不碍无量的缘起，所以宇宙的森罗万象

都一样的，都可以依它的因缘而生灭，没有丝毫的障碍，虽然它的自性是

空的，所以他不会着在空边，也不会着在有边，所以是即空、即假、即中，

这个我们就说他是大忍成就的菩萨。 
  接下来，如实巧度。这个如实，就是如实道，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

巧度，就是说明他非常善巧方便的度化一切的众生，用什么非常善巧方便

的度化一切的众生呢？就是用如实道，就是诸法的实相，为众生宣说诸法

的实相，用非常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度化众生。像外道人跟二乘人他们也在

度众生，可是不能够说他是如实巧度，因为外道讲的都是邪知邪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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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讲诸法的实相，所以不是如实。二乘人也在度众生，但是因为他智慧

不圆满，善巧方便不足，所以也不能说他是巧度。能够说如实，又能说巧

度的，只有大菩萨。这种情况就好像说你要过河，你那个小木筏也可以过

河，大船也可以过河；有病去看医生，也是有的医术比较高明的。有一种

药叫做「苏陀扇陀」的妙药，你只要看，看一眼病就好了，这个就很高明，

这个医生很高明，给你看这个药就好了，好过那个吃很苦的药，然后打很

痛的针，同样的病都会好，但是有优劣的差别。这就说明外道、二乘、菩

萨，他们都能够度众生，但是有巧妙不同，只有大菩萨能够如实巧度。 
  在《文殊本缘经》里面就有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说明它，就

是如实巧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师子音王佛的时候有两位比丘，一位比

丘叫做喜根，一位比丘叫做胜意，这个喜根比丘他是修大乘法门的，所谓

的大乘法门知见不同，大乘法门就说一切法本来清净，好像虚空一样，本

来是清净的，任何都染污不了它，所以烦恼怕什么呢？业力怕什么呢？自

性都是空的啊，没什么好怕的！一切法本来清净，你只要恢复清净就好了，

因为它本来任何的都没有办法染污它，所以他不会害怕说我的业障好重喔，

我的业这么重，什么时候消得完？没有这回事，他也不怕烦恼，因为他知

道烦恼的自性是空的，怕什么？这就是大乘根性的，有这样的见地，他就

可以做到。大乘的说法也是，一切法本自解脱，本来解脱的，从来就没有

人绑过你，从来都没有绑过你，你谈什么解脱？所以只有小乘人说要解脱，

大乘人是一切法本来就解脱的，从来就没有束缚过，这是大乘的见地，一

切众生本来就是佛，真好！本来就是佛，所以就不会妄自菲薄说：哎啊！

我还要三大阿僧只劫，我等到什么时候？然后我又业障深重，又什么这个

那个的，好像佛跟我距离很遥远，好像永远达不到那个感觉，不会！大乘

人就会充满了希望，就是要即身成佛，因为本来是佛啊，只是暂时蒙蔽了

现在，没有关系，把蒙蔽的那个去掉，你本来就是佛。所以这个喜根菩萨，

喜根比丘，他说的都是诸法清净的实相，所以他的弟子都是利根、都是有

智慧的，都证到了刚才讲的生忍、法忍，他都证到，所以他对一切众生平

等看待，对一切法平等看待，所以他的弟子每一个都如如不动，好像山一

样，面对一切境界没有丝毫的动摇，为什么？一切法平等，所以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心就不动了，所以定力都很高。 
  可是另外一位胜意菩萨，他就是修小乘法门的，小乘根性修小乘法门，

什么是小乘法门？持戒清净、修四禅八定、思惟四念处、苦集灭道四圣法、

然后证果，这个就是小乘的修法，所以胜意比丘他的弟子的根性就是比较

钝根的，随时都在分别清净不清净，因为要持戒清净嘛，所以他对那个不

清净的就特别讨厌、特别排斥，所以听到佛所说的法就会很欢喜，听到外

道所说的法就心生瞋恚，要排斥嘛，说这个不究竟、这个不如法，然后听

到不贪、不瞋、不痴，他就心生欢喜，要修无贪、无瞋、无痴嘛，听到贪

瞋痴就心生瞋恚，听到涅盘就欢喜，听到生死轮回就瞋恚，所以他的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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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在分别，清净、不清净啊，所以我们一般修行人如果他的根性是随时

都在看别人如法、不如法，每天都在忙着分别，要执着那个善的、好的，

然后排斥那个坏的、恶的，就说明他是小乘根性，因为他每天都在忙这个，

忙着分别执着，所以他的心面对一切境界就乱的不得了，所以就没有定力，

所以现在胜意比丘他的弟子就是各各都没有定力，为什么？因为随时都忙

着分别执着，要执着好的嘛，要去掉那个不清净的、不如法的，所以他的

心就动乱不已。 
  有一天，胜意比丘就到喜根弟子的家里，然后跟他说：「喜根这个家伙

都教人入邪知见当中，他说淫怒痴没有关系」。他的弟子我们刚才讲过，都

定力都很高的，当然不会受他影响，所以他就回答说：「请问淫欲是什么？」

胜意比丘就说：「淫欲是烦恼啊！」喜根菩萨的弟子就问：「是烦恼，那它在

身内还是身外呢？」胜意比丘就想一想，如果我说烦恼在身内的话，它应

该一直都在嘛，因为在身内嘛，就不必等待因缘它才生烦恼啊，它就一直

都在啊，所以现在讲淫欲是烦恼，如果淫欲在我身内的话，它就一直都在，

不用等说面对什么境界，然后我才生起淫欲的心嘛，所以也不能说它在身

内，因为它必须等待因缘才会现起的，我们就不能说它本来在身体里面。

在身外吗？淫欲在身外吗？那更奇怪了，淫欲在身外跟你有什么关系？干

你什么事啊？干卿底事嘛！不关你的事啊！他想一想，淫欲不在身内也不

在身外，好啰，所以喜根的弟子就说：「既然淫欲不在身内也不在身外，所

以它也不从东南西北，也不从四维上下十方来，不从十方来那就表示说它

找不到，找不到的应该没有，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能够使人烦恼呢？」对喔！

听起来满有道理的，所以他一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他心里面还是非

常的不悦，所以他就说：「喜根把很多人骗入邪法之中」，然后就怒气冲冲

的回到精舍，然后告诉他的弟子讲说：「喜根是个骗子，他专门教人家入邪

恶的知见当中，他说淫怒痴和一切法平等，没有丝毫的障碍。」因为这是大

乘的见地，小乘就是淫怒痴就是淫怒痴，戒定慧就是戒定慧，不可以相等

的，所以当他听到这个大乘的知见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接受，就毁谤。 
  喜根比丘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心里面就想，这样不得了，他如果这

样继续以瞋恚心毁谤大菩萨的话，果报在地狱，这样不可以，我要救他，

所以他就召集所有的出家众过来，当然也包含了胜意菩萨还有他的弟子，

统统召过来，然后 始说，就是如实巧度 始了，一口气就说了七十多句

的偈诵，说明诸法实相的道理，为什么淫怒痴就是戒定慧，说得清楚明白。

当时在众的、在场的，有三万名的天子得了无生法忍，有一万八千名的小

乘人不再执着一切法而得到解脱，这个胜意比丘就活生生的陷入到地狱里

面去，受无量千万亿岁的苦之后生到人间，可是七十四万世当中常遭毁谤，

因为他曾经毁谤大菩萨，就要这么长的时间遭受人的毁谤，无量劫当中不

曾听闻佛的名字。之后，他的罪业慢慢、慢慢的减轻之后，才能够再听闻

佛法，而且还可以出家求道。然而，却在六万三千世中经常舍戒，虽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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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舍戒、出家、舍戒，这样子弄了六万三千世，你看影响多大，千万不

要毁谤大菩萨，不要毁谤大乘经教，后来在无量世当中做沙门，出家了，

可以出家，虽然没有破戒，但是诸根暗钝，就是很笨很笨这样子，这就是

他的遭遇，毁谤的后果是这样子。喜根比丘到那里去了呢？他去做佛去了，

他就到娑婆世界的东方成佛，佛号是光踰日明王，就是说他的光超过太阳

的光明的这样的一个佛号，光踰日明，光明的明，光踰日明王佛，国土叫

做宝严，他的世界叫做宝严。这是说到什么？文殊尸利向佛说了这么一段，

所以这个时候文殊尸利跟佛讲说，当时的胜意比丘就是我，文殊尸利喔，

当时的胜意比丘就是我，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求佛道的话，就千万不要学我，

就千万不要怀着瞋恚心，然后来毁谤佛法，尤其是大乘的佛法。这时候佛

就问文殊尸利说：「你当时听了喜根比丘的那些偈诵，那些偈语之后，你得

到什么利益呢？」文殊尸利就回答，他说：「我听到这些偈诵之后，就是能

够让我从刚才说的受了这么多的苦当中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听到这些偈诵

的内容，所以能够从无量的苦当中脱离出来，而且世世都能够利根，而且

有智慧，还能够了解甚深的法教，不但了解还可以宣说，非常善巧的宣说

甚深的法教，而且在一切的菩萨之中智慧第一。」文殊尸利就是这样子来的，

他的过去世是有这么一段。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如实巧度，就是喜根菩萨

他是怎么样善巧的演说诸法的实相，来度脱一切执着或者是痛苦的众生。 
  接下来，愿受无量诸佛世界。这个就是说发愿自己的佛国土具有无量

佛世界的优点，这就要问各位有没有发愿说，将来我做佛的时候，我的佛

世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先设计好？所以这

边讲的就是说这些菩萨，看到诸佛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庄严清净，于是他就

发了种种的愿望，他参考嘛，不同的佛净土是什么样的内容，他就 始发

愿，说我将来做佛的时候，我的世界也要像这样子。如果我们觉得好苦喔，

活得好苦喔，好苦喔，我就可以发愿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净土里面绝

对没有任何的苦，可以这样发愿啊，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有

三恶道，只有快乐没有痛苦，没有机会听到三恶道的名字，可以这样发愿。

也可以发愿说我的净土是七宝来庄严的，而且白天晚上都有清净的光明，

不用太阳月亮，也可以。日夜都有清净的光明普照，当然就不用太阳月亮

的光。也可以发愿说，我的净土里面一切的众生都是行十善，没有造恶业

的人，每一个众生都是行十善业，而且有大智慧，你需要什么，动个念头

就来。现在很冷很冷，我一想，我现在要一个大棉衣，马上它就在身上了，

好好喔，不用努力去赚钱，然后还要去买。看你要什么名牌，ＬＶ的，一

动念就来了。晚上要睡觉，如果我现在有蚕丝被多好，然后蚕丝被就盖在

你的身上了。你想要吃什么也是，动个念头就来了，你最喜欢吃什么，动

一个念头就来，不用煮半天。或者是你想喝什么凉水，天气好热想一个喝

什么，也在你面前，都可以，看你要怎么发愿，好好想一想。也可以希望

你的净土都是菩萨，听不到什么声闻、辟支佛的名字，没有小乘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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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菩萨，这样也可以。每一位菩萨都跟佛一样，有卅二相的相好庄严，

光明澈照，每一位众生都是修甚深的佛法，甚深微妙的佛法，每一位众生

都是这样修的，每个人都有大神通，有神足通，随时都可以游行到十方去

教化一切众生，这样也不错。所以这些菩萨就是参考了无量的佛世界，种

种的庄严清净之后，他们就 始发愿这，就是愿受无量诸佛世界的意思。 
  可是有一个问题，菩萨历劫以来都是在修清净行嘛，自然就能够得到

清净的果报，何必发愿呢？所以有些人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发愿，发愿有这

么重要吗？一定要发愿吗？你修清净行的果报就一定是清净的国土嘛，毫

无疑问的，干嘛要发愿？就好像你种稻一定会有稻子的收获，你不用说我

发愿，我种稻子的时候说，我发愿我要得到稻子，不用嘛，因为它一定是

种稻得稻子嘛，有必要要发愿吗？所以也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这个情况

就好像说，你把那个黄金熔化了之后，你如果没有发愿的话，就是你把黄

金熔化，但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或者是你驾一辆车，可是这个车不

知道要到那里去？所以这个金匠师，金匠师就是专门去做那个模型的嘛，

看你这个黄金要打成戒指、还是项链、还是手镯、还是什么？这个叫金匠

师，专门去铸造的，经过他的手之后，你就有种种的那个东西出来啊，黄

金的东西出来。愿力也好比驾车的人，你才知道你这辆车要驾到那里去，

所以这个金匠师跟驾车的人就好比愿力，你一定要有目标，你修行没有目

标的话，你一切功德回向到那里去？你一切所修的善行功德，你要回向到

那里去？所以你不回向、你不发愿的话，就变成说就没有目标了嘛，你那

些功德怎么办，你怎么处理？因为你没有一个目标，它不知道要往那里去，

所以发愿很重要，从现在 始，我们就要好好的回向发愿，把你所累积的

功德，一切的善业也好，全部回向无上菩提嘛，然后把你的净土都设计好

了之后就回向，我将来做佛的时候，我的佛世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

样，药师佛有十二愿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比较多，四十八愿，看

你要不要超过祂五十愿，所以这个就说明发愿的重要。而且你常常发愿，

回向发愿的话，你的善业功德会增长的更快，这个我们了解业的特质就知

道，它会随着你的思心所增长广大，你常常回向发愿表示说你常常这样忆

念嘛，所以它就会随着你的思心所不断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你的功德、

你的善业不断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发愿的另外一个原因，

你要累积功德善业非常非常的快速，就是因为你常常的回向，常常的发愿。

这个就是「愿受无量诸佛世界」。 

  念无量佛土。诸佛三昧，常现在前。这个就是思念无量的佛国土，经

常安住在诸佛三昧境界当中，就是忆佛、念佛。现前、将来一定能够作佛，

菩萨为什么要经常忆念佛呢？因为他知道他无量的功德智慧都是从佛那边

来的，所以他要经常忆念佛的恩德，因此菩萨经常忆念佛，经常忆念佛，

佛就经常能够现前，所以就能够经常的安住在诸佛三昧当中。 

  能请无量诸佛。这个请就是劝请的意思，能够劝请无量的诸佛，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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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呢？我们大家都熟的常转法轮、久住世间，菩萨经常都在劝请，所以有

佛初成道的时候，菩萨一定是昼夜三时，昼三时、夜三时都合掌说：「十方

佛土中的无量诸佛初成道时，我某甲（我自己的名字），请为众生转法轮。」

一定是这样子劝请，在佛涅盘的时候也是，菩萨也是昼三时夜三时都合掌

说：「十方佛土中的无量诸佛，我某甲请令久住世间，无数劫来度脱利益一

切众生。」都是这样劝请，所以菩萨每一天要做的功课，早中晚三时每天要

做的功课有三个，第一个是忏悔业障，第二个是随喜功德，第三个就是请

转法轮、请佛住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得无量功德，很快就能够

成就佛果，所以菩萨每天做的基本功课就是这三个，一定要做的，你当然

可以做其它的再加进来，但是这三个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因为它可以很快

的累积功德，所以现在讲的这个劝请就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有人会问：诸佛成佛，祂本来就要度众生，你请不请祂也都应该

要说法，不是吗？为什么一定要请呢？首先回答说，首先劝请的人他就有

很大的功德，为什么？因为他劝请，请佛住世、请转法轮，佛才会说法，

说法就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所以你请法的人功德大不大？有无量的功德，

因为你的请法，所以佛说法利益无量的众生，因此你就有无量的功德，所

以首先不管其它的原因，请法的人就是功德很大，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请法，

还有什么原因呢？因为有的佛，祂成佛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请祂转法轮，祂

就入涅盘，祂就不说法，所以我们看到法华经当中的多宝如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没有众生劝请，祂就入涅盘不说法。还有就是须扇多佛，祂因为弟子

的修行还没有成就，所以祂也舍命入涅盘。释迦牟尼佛也是啊，祂成道之

后也是大家来劝请之后，祂才到鹿野苑初转法轮，也是菩萨来请，大梵天

王来请，帝释天来请，还有诸天都来请，请佛不要入涅盘，要为众生转法

轮，然后释迦牟尼佛才 始说法，所以一般就是要劝请之后祂才说。还有

其它的理由，就是说你没有劝请就说的话，外道就有话说了，说什么呢？

说：道的本体本来就是这样，何必说呢？多说就是多事，因为你不说，一

切法它的道体也是这样，你说不说它都是这样，你何必说？说你多说就是

多事，会这样子来批评你，你没有请就说的话。还有，他也会说：你不是

说你知道诸法实相吗？知道诸法实相的人不应该贪图寿命，应该赶快入涅

盘，所以也要赶快劝请不要入涅盘，祂才可以不入涅盘，不然就说你为什

么贪图寿命，所以就一定要有人来劝请，久住世间不要入涅盘。外道他是

自己贪着法，所以没有人请他也说，所以如果佛祂也是，没有人请祂就说

的话，他们也会批评：没有人请自己说，那一定是很执着法，所以没有人

请你也说，不执着你就不用说，为什么没有人请你说？那就是你很执着啰，

所以佛是为了慈悲众生才说的，而且佛祂生在人间，就要顺应世间法，世

间法就是有请才说，不然外道就会讥笑，没有请也说，世间法是这样子，

所以也要恒顺世间。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外道他们供

奉的是什么？大梵天王，现在大梵天王也来请佛说法，那些外道一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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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容易心就被降伏？因为他们供奉的大梵天王也请佛说法，佛是多么

的了不起啊，所以就一定要有人请佛才说，也一定要有人劝请佛才久住世

间，它的原因是这样。 
  接下来，能断种种见、缠及诸烦恼。就是这些大菩萨能够以种种方便

自我断除，也能够以善巧方便使众生断除一切的烦恼，这些见缠烦恼都是

通称烦恼的内容，可是它把它细分。见的话就是一切的不正见，菩萨都能

够断除一切的不正见，一切错误偏邪的知见，这个知见就有很多内容，最

多就是讲到六十二见，外道所谓的六十二见。这个缠，一般说有十种，十

种缠，不管怎么样为什么叫做缠，就是说这一切烦恼就好像打结一样，好

像我们心打结，然后盘绕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用这个缠来缠绕在我们的

心中，这些烦恼，所以我们就用缠这个字来比喻烦恼。为什么叫烦恼呢？

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心头感到烦躁而引起苦恼，所以我们叫做烦恼，就是

不同的解释，反正这些内容都是烦恼，所以烦恼最多也可以分到一百零八

种烦恼，这是分类的差别。总而言之，这边主要是说明菩萨不但自己可以

断除种种烦恼，也可以帮助一切的众生断除种种的烦恼。 
  游戏出生百千三昧。出生百千三昧，就是说这些菩萨能够出生百千三

昧，他为什么能够出生百千三昧呢？就是首先，他的定力很高，就是他先

获得了禅定，我们知道定能够 发智慧，得禅定之后就 发了清净的智慧，

有了清净的智慧就有无量的方便，无量的善巧方便，因此能够出生百千种

三昧，这是为什么能够出生百千种三昧的原因。菩萨为什么要这么多种三

昧呢？那就是跟众生有关系，因为众生有无量，每个人的心里面想的都不

一样，而且有利根、有钝根，每个人的烦恼也不一样，每个众生的烦恼有

的厚、有个薄，因此菩萨才要出生百千种三昧来断除一切众生的烦恼。就

好像说你要救济贫苦，你必须要先准备钱；你要治病的话，你要先准备好

药材。同样的，菩萨要去利益这么多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他就

必须要先成就，先出生百千种三昧，目的就是为了要度脱众生用的，可是

它为什么用游戏来形容呢？就是我们世间人游戏的心情，游戏的心情怎么

样？ 不 心啊？很 心，就是很快乐、很欢喜。可是世间人的游戏是有

贪爱在里面，菩萨的游戏是没有贪爱在里面，它只是形容，用世间人能够

了解的那种心态，就是一种游戏的心态，非常的欢喜而且自在，自在什么？

自在的出入这百千种三昧，随时可以入、随时可以出，出入自在，所以用

这个欢喜自在来形容，用这个游戏来形容欢喜自再的出入百千种三昧，然

后来利益一切众生。 
  诸菩萨成就如此多的无量功德，以上就是菩萨们所成就的功德。其实

如果要称赞这些菩萨的功德，无量亿劫也说不完，其实功德是无量无边，

以上所称赞的这些功德只是其中的很小、很小的部分，如果要真正的赞叹

这些菩萨的功德，是无量亿劫也说不完，所以我们只能说诸菩萨成就如此

多的无量功德，只能说他们的功德是无量的，我们称赞的只是很小的一部

大智度论 7 14



分这样而已。 
  这些菩萨有那些菩萨做为代表？最后就是二十二位菩萨做为代表，可

是它是代表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只是以二十二位菩萨做为代表。 
  其名曰：颰陀婆罗菩萨。这个我们翻成善守菩萨，为什么要把善首菩

萨放在第一位呢？这就是因为佛现在在那里说般若波罗蜜？在王舍城说般

若波罗蜜，这个善守菩萨他是王舍城在家菩萨当中最大的，地位最高的，

所以就推他出来做代表，而且善守菩萨他也有无量的功德，我们在《般舟

三昧经》当中就可以看到，佛就曾经就在他面前现身，然后赞叹他的功德，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位大菩萨为什么要推他做为上首菩萨的原因就在这里。 
  接下来，刺那那伽罗菩萨（这个翻成宝积菩萨），导师菩萨，那罗达菩

萨，星得菩萨，水天菩萨，主天菩萨，大意菩萨，益意菩萨，增意菩萨，

不虚见菩萨，善进菩萨，势胜菩萨，常勤菩萨，不舍精进菩萨，日藏菩萨，

不缺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尸利菩萨，执宝印菩萨，常举手菩萨，弥

勒菩萨。如是等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诸菩萨摩诃萨，皆是补处绍尊位者。

这个补处菩萨我们就知道，他是等着继承佛位的菩萨。这二十二位菩萨以

善守为代表，再加上其它十五位，一共十六位，就是以善守等十六位菩萨，

他是居家菩萨的代表，所以他们这十六位就代表一切的在家菩萨。水天、

文殊尸利跟弥勒菩萨，是一切出家菩萨的代表。观世音菩萨等三位是他方

世界来的菩萨，所以他代表他方世界的菩萨，以这三位做为代表。 
  最后一个问题，这二十二位都是补处菩萨，很奇怪，我们只知道弥勒

菩萨是补处菩萨，为什么现在多出来这么多？弥勒菩萨是娑婆世界的补处

菩萨，但是法界当中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这二十二位菩萨都是在十方

的佛土当中的补位菩萨，都是要继承佛位的，因为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

就会有很多的补处菩萨。 
  我们讲到这里，六成就介绍完了。从下一堂 始，我们就要介绍佛

始放光，然后 始说法。前面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到今天介绍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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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