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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上课大纲 
 经文（卷八） 

 

  尔时，世尊故在师子座，入师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

界，六种震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

中涌边没。地皆柔软，令众生和悦。 

  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地狱、饿鬼、畜生及八难处，实时解脱，得生天上，

从四天王天处乃至他化自在天。 

  是诸天人自识宿命，皆大欢喜，来诣佛所，头面礼佛足，却住一面。 

  如是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地皆六种震动；一切地狱、饿鬼、畜生及

八难处，实时解脱，得生天上，齐第六天。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哑者能言，狂者得

正，乱者得定，躶者得衣，饥渴者得饱满，病者得愈，形残者得具足。 

  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姊如妹，亦如亲亲

及善知识。是时，众生等行十善业道，净修梵行，无诸瑕秽，恬然快乐。

譬如比丘入第三禅；皆得好慧，持戒自守，不娆众生。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讲大智度论。 

  尔时，世尊故在师子座，入师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

界，六种震动。 

  这个是原文。就是说这个时候，世尊坐在师子座上，进入师子游戏三

昧之中，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界，起六种震动。我们首先要问，为什

么叫做「师子游戏三昧」？为什么用这个名称呢？师子，我们知道佛是人

中的师子，所以师子游戏三昧又称为佛游戏三昧。为什么用游戏呢？就是

比喻当下的心情，就跟我们平常游戏的心情是一样的，是一种轻松自在快

乐的状态之下，佛也是。即使牠在跟其它野兽搏斗的时候，譬如说，狮子

在跟鹿搏斗的时候，可是对牠来讲，对狮子来讲，牠的心情是好像在游戏

一样。可是鹿的心情就不一样，就很紧张，害怕被吃掉，可是对狮子来讲，

牠是一种非常轻松自在快乐的状态之下。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游戏来比喻，

佛现在进入三昧的状态，当下也是非常的轻松自在快乐的，把大地作六种

震动，所以我们用师子游戏三昧，来比喻当下佛的境界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也好比狮子在休息的时候，就是没有跟其它动物在搏斗的这种情况之下，

有时候狮子会自己玩、或者是跟太阳游戏，这个时候，其它的野兽都能够

得到休息，能够得到安稳。佛也是一样，当佛进入这个三昧的时候，也能

够震动三千大千世界，使三恶道的众生都能够暂时得到休息、安稳，这是

师子游戏三昧的另外一个含意。 

  佛为什么要进入师子游戏三昧之中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是为了要震动三千大千世界，使三恶道的众生都能够出离恶道，而生到人

天当中，人道或天道当中。第二个理由，就是前面的三种变化，我们上一

堂已经讲解过了，佛的三种变化，神通变化，譬如身体放光等等的，一共

前后作了三次的变化，但是这三次变化都是佛的自身作种种的变化，可是

现在不一样。因为在前面，还是有一些众生没有办法生起信心；可是现在，

看到佛能够震动大地，那就知道佛的神通力是无量的，能够使外在的东西

都动，因此就能够生起清净的信心、心生欢喜，心一欢喜就能够远离种种

的痛苦。这是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佛要进入师子游戏三昧的理由。 

  我们知道像阿罗汉或者是天人，他们也有能力震动大地，可是为什么

这边说，只有佛的神通力使大地作六种震动？应该是阿罗汉跟天人，他们

也能够震动大地，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阿罗汉跟天人，他们不能够

完全震动大地；可是佛，只有佛，能够使大地起六种震动，这是他们的差

别。佛为什么要感动三千大千世界，起六种震动呢？首先，祂是要让众生

知道一切是无常的、是空的，因为我们都会以为大地是真实存在的，太阳、

月亮、须弥山、大海水都是真实存在的，佛为了要破除众生的执着，所以

祂震动大地，说明它是无常的。如果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不能够变动的，

你应该怎么震动，它也没有办法起任何的变化，可是佛居然能够让大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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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六种的变化，说明它不是实有的，才能够作这样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佛为了要说法，因为从前面讲到现在，佛还没有开始正式说般

若波罗蜜，还没有开讲，只是前面作了这么多的神通变化，佛为什么要这

么麻烦？前面作了这么多的动作呢？无非就是要调伏众生的心。因为众生

的心是非常暴恶的，非常的贡高我慢，充满了烦恼执着，然后造作了非常

多的恶业，如果佛不先让我们的心调柔软的话，把这个慢心等等的烦恼先

降伏下来的话，佛直接讲般若波罗蜜，我们都不相应，为什么？因为障碍

障住了，没有办法契入佛所说的那个般若的境界，所以佛要先调伏众生的

心，把心调柔软之后，佛才开始说法。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要把衣服染

色之前，一定要先把衣服洗干净，如果衣服很脏，染不出什么漂亮的颜色，

所以我们把衣服先洗干净，看你要染什么红的、黄的、绿的都 O.K.，都可

以染得很鲜艳漂亮的颜色，就用这个洗衣，把衣服洗干净，来比喻佛调伏

我们众生的心，先把这些烦恼业力先调伏，心先柔软，然后生起恭敬的心，

这时候佛才来说法，就能够达到效果。这是佛为什么要先感动三千大千世

界，起六种震动的原因。 

  那是哪六种震动呢？ 

  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 

  这个涌，就是通那个涌出来的涌，勇敢的勇，左边是水，右边是勇敢

的勇，这个是古字，以前是用这个，可是我们现在是变成右边是勇敢的勇，

涌出来的涌。这六种震动，大地是作什么样的震动变化呢？就是东边涌起、

西边沉没，或者是西边涌起、东边沉没；南边涌起、北边沉没，北边涌起、

南边沉没；或者四边涌起、中央沉没，或者中央涌起、四边沉没；就是这

六种震动。你要问说，为什么刚好是六种呢？我七、八种不可以吗？我三、

四种不可以吗？原来大地震动也分三品，上中下三品。下品的震动，是只

有两种，只能让大地起两种震动，譬如说东边涌起、西边沉没，或者南边

涌起、北边沉没，或者是四边涌起、中间沉没，只能作两种震动，这个是

下品的震动。中品的话，就是能够使大地作四种震动，就是东边涌起、西

边沉没，南边涌起、北边沉没，或者是东边涌起、西边沉没，四边涌起、

中央沉没，或者是南边涌起、北边沉没，四边涌起、中央沉没，每一次就

是四种震动，这个是中品的震动。上品，就是现在讲的，有六种震动。 

  另外，还有大地也能够作震动，大地也能震动，跟天上的二十八星宿

有关系，所以它也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火神的震动。就是当月亮

绕到二十八星宿的卯、张、氐、娄、室、胃这六个星的时候，大地震动，

好像要崩掉一样，这个时候上天不下雨，江河的水都干了，整年都不适合

种植稻麦，这个时候对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元首就非常的凶险，那些

大臣，就是五部的部长，那些大臣们也容易遭受到灾殃，这个是火神震动

的时候。第二种情形，是龙神震动的时候，那就是月亮绕到二十八星宿的

柳、尾、箕、壁、奎、危这六个星的时候，也是跟刚刚一样，大地起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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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要崩掉一样，然后上天不下雨，江河的水都干了，整年不适合种稻麦，

国家的元首有凶险，大臣们也容易遭受到种种的灾殃。第三种，是金翅鸟

的震动，就是当月亮绕到参、鬼、星、轸、亢、翼这六个星宿的时候，也

是同样的情况，大地震动好像要崩掉一样，老天不下雨，这个都一样。第

四种，是天帝的震动，这个就是好的震动。这个是当月亮绕到心、角、房、

女、虚、井、毕、觜、斗这六（九）个星宿的时候，大地也是震动，这个

时候天下安稳，雨水丰沛，整年都适合种植稻麦、五谷，这时候一个国家

的元首就非常的吉利，大臣都很有福报，老百姓也都能够非常安稳，都安

居乐业。这个是跟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有关的震动，大地也是同样的会受到

影响。 

  大地也有大震动、小震动。有震动一个阎浮提的，就是一个南赡部洲；

也有震动四天下的，东南西北四洲，四天下的；也有震动一个千世界，也

有震动两千世界，也有震动三千世界。为什么大地有大震动跟小震动呢？

有小因缘就小震动，大因缘就大震动。什么是小因缘呢？譬如说有福报的

人、有福德的人，他的出生或死亡，他的国家也会震动，这个是小震动。

什么是大因缘，然后产生大震动呢？就是佛出世、证果、涅盘的时候，三

千大千世界都会震动。现在也是大震动，现在是因为佛要聚集大众，要宣

说般若波罗蜜，所以大地起六种震动，这个是大震动。 

  我们接着看原文： 

  地皆柔软，令众生和悦。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要震动的原因是什么？让众生的心变得柔

软，可是众生的心要柔软之前，大地要先柔软，因为我们的心是随着外在

的环境而有所改变的。所以地皆柔软，就是说大地都变得非常的柔软，经

过六种震动之后，大地都变得非常的柔软，大地变得非常柔软，所以众生

的心也跟着变得非常的祥和喜悦。 

  我们要问了，大地震动为什么能够使众生的心变得祥和喜悦呢？因为

我们的心念是跟着身体的感受而转变的，当我们的身体感觉到快乐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会觉得很欢喜。譬如说，我们每天跟家人或朋友相处，如果相

处得非常融洽的话，我们每天的心情就很好。或者我们的日常用品、随身

所用的，每天用的这些东西，如果用得得心应手的时候，我们也会心情很

愉快。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心念随着外面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的感受而

做种种的改变，我们的身体如果觉得很舒适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变得

很愉快。现在也是，佛祂要震动大地，使大地变得柔软，我们众生的心就

能够变得祥和喜悦，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接着要开讲般若波

罗蜜，所以要先调伏我们众生的心。像忉利天王，也有一个叫做欢乐园的，

为什么叫欢乐园？就是天人进去之后，心情非常的愉快，那边的不论是树

木花果，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那闻起来，那个气味也是非常的舒

适，闻到那些气味、看到这些花果树木，心情就马上变得非常的欢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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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喜悦。所以这个时候，阿修罗起兵来打仗的话，他们完全没有战斗的

心，因为心情很好，调得很柔软，所以就不想打仗，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行，

怎么办？忉利天天主赶快带他们到另外一个非常粗涩的园林里面，那里面

的树木花果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粗涩，闻的那个气味也是一闻就非常的不舒

服，然后瞋恚心马上就起来了，就马上有那个战斗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就

可以跟阿修罗来打仗。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情会受到外在的

种种的事物的刺激，而有所改变。 

  像世间上有些咒术或者是药草也是，我们拿来熏鼻子的时候，也会产

生种种的变化，有些咒术或是药草，我们一吸进去鼻子里面，马上就起瞋

恚心，很想跟人家打架，很想跟人家吵架。可是有一些药草或者是咒术，

就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很愉快。现在最流行的精油，它就有这样的效果；你

不同的心情，然后用不同的精油。所以现在忧郁症这么多，躁郁症、忧郁

症、想不开、想自杀的……，我们也不妨用精油。各位是不用啦，因为各

位有定慧力，烦恼痛苦来的时候，直接用定慧力就能够调伏。可是有一些

学佛或者我们的家人朋友，他没有学佛，我们可以建议他使用不同的，譬

如说，他常常跟你诉苦说，我最近总是心情不好，你就建议他要用含有果

酸类的精油，哪些有果酸类的精油？就是橘子、柠檬、葡萄柚，这些含有

果酸类的精油一点下去，或者是拿来擦皮肤，或者是拿来泡澡，它都能够

让人心情马上变得愉快，他那个心里的阴霾就可以一扫而空，这就是气味

对人的心情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说，他常常一个人，也没有结婚、没有什

么朋友，他跟你说，我常常有那个孤独寂寞的感觉，这个时候要用什么精

油呢？你就可以建议他用佛手柑、马郁兰、甘菊、安息香、玫瑰、橙花，

就可以解除他的寂寞孤独。或者是有强烈的挫折感的时候，他觉得做错事

情，或者是心情不好，他会常常的责备自己，没有信心，没有自信心，常

常有那个挫折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议他用生姜、薄荷、丁香。如果他

感觉内疚的话，就可以用茉莉、岩兰草、杜松、鼠尾草。如果他经商失败，

又遭受到失业的打击，或者是感情受挫折、失恋了，对未来有恐惧感的时

候，我们可以建议他使用依兰依兰、快乐鼠尾草、乳香。这个是善巧方便，

因为有些人用得着，所以我们也不妨有一些知识，可以给他们这样的建议，

如果他们也不喜欢学佛、也不喜欢修行，什么最快？就是点精油最快，改

变心情，没办法。不然佛法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是从根本解决，

直接断执着就统统都没有问题了，也生不起烦恼，然后也明白苦的自性是

空的，统统解决了，所以还是佛法的智慧最好用。不得已，我们才方便用

一下这个精油。 

  接下来我们看原文： 

  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地狱、饿鬼、畜生及八难处，实时解脱，得生天上，

从四天王天处乃至他化自在天。 

  所以这个时候，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地狱、饿鬼、畜生，还有八难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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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立刻得到解脱，生到天上，从四天王天，就是欲界六天：四天王天、

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就是说他们能够生到欲

界六天当中。我们又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一般要生在欲界天，必须要行

善、修福，我们才能够生到欲界天，可是现在怎么那么方便？佛只要入师

子游戏三昧，就能使三恶道的众生，还有八难处的众生，都能够解脱这个

恶道，从八难处当中解脱，然后生到欲界天，怎么会这么好？所以我们就

会这样的疑问。这种情况，就好像前面所说的情况一样，前面佛放光，有

些众生就可以得度了，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前面那个福德多的人，在佛

前面放光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度，可是有一些罪业比较重的众生，就要等

到现在大地震动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度。这种情况，就好像太阳出来，它

是普照，譬如说照到一个莲花池，莲花池里的莲花是成熟的就开了，不成

熟的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就是比喻说佛先放光，福德成熟的众生、智慧

明利的众生，他就能够先得度；福德还没有成熟、智慧不够明利的，他就

没有办法得度。也好比树上的果实，成熟的先落下来，所以成熟的众生就

能够先得度，这都是靠佛的加持力，才能够做得到的。 

  为什么这些众生只生到欲界天，为什么不再更高一层？生到色界天、

或者无色界天，为什么只能够生到欲界天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佛要

度这些众生，让他们能够得道证果，可是无色界天的众生，因为他们没有

色身，所以没有办法为他们说法，没有这个形体了，无色界就是已经没有

色质的存在，没有色法的存在，所以没有办法为他们说法，没有身体，然

后他们都是在四空定当中。无色界的四空定：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

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定，都在那边入定，所以也没有办法听闻佛法，在禅

定当中，所以没有办法生到无色界天，然后佛来度他们，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不生在无色界天。色界的众生，没有厌离心，色界的众生

也都是在禅定当中，不过色界的禅定跟无色界的禅定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色界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都是在喜悦当中，除了四禅舍念清

净，跟舍受相应以外，初禅、二禅、三禅都是以喜乐为主。所以初禅、二

禅、三禅天的这些天人，他是都在禅定当中，而且在喜乐状态，所以他很

难生起那个厌离三界的心，很难生起想要解脱的心，因为太快乐了，他会

耽着在那个禅悦当中，所以为他说法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因为快乐太多，

智慧就会变得比较迟钝，没有办法思惟佛法，所以也不生在色界天的原因

在这里。而且生在色界天，你必须要有四禅定的功夫；生在无色界天，必

须要有四空定的功夫。可是这些众生是没有四禅八定的功夫，所以他们也

没有资格能够生到色界跟无色界，这是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会生在六欲

天的理由在这里，就是欲界天的六天。 

  我们再看原文： 

  是诸天人自识宿命，皆大欢喜，来诣佛所，头面礼佛足，却住一面。 

  这些天、还有人，都得了宿命通，自己知道自己的宿世因缘，都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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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来到佛这里，向佛顶礼之后，就站在一旁。它说天跟人都有宿命通，

你说天人有宿命通，我们还相信，因为天人一出生之后，他知道自己的三

件事情：第一个，他知道自己从哪一道来的，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上一世

在哪边，是从哪一道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宿命通，可是天人他会知道。第

二个，他知道他修了什么福田，过去修了什么福报，所以这一世才能够生

在这个天当中。第三个，他知道他前生所修的那个福德。这三件事情天人

都知道，所以他有宿命通。可是我们人没有，我们人不知道我们的过去，

可是它现在说这些天跟人都能够知道自己的宿命，我们人是凭什么知道

呢？当然就是假借佛的神通力，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宿世因缘，佛神通力的

加持，使人也能够自识宿命，知道自己宿世的因缘果报。 

  大家都来到佛的这个地方，这个也要神足通才能够飞到那边去。你说

天人有神足通，我们也相信，因为天人有五通，所以他有宿命通，也有神

足通，所以可以「咻！」就很快的来到佛的这个地方。可是我们人没有，我

们人可能在离佛说法的地方很远，可是我们凭什么也可以到达佛的这个地

方呢？还是同样的道理，凭佛神通力的加持，我们大家都有神足通，就可

以全部都会集到佛这个地方来。 

  都来了以后，怎么样呢？ 

  如是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地皆六种震动；一切地狱、饿鬼、畜生及

八难处，实时解脱，得生天上，齐第六天。 

  这跟前面一样，只是范围扩大了，扩大到整个十方，如恒河沙这么多

的世界，大地也都起了六种震动。也同样的，地狱、饿鬼、畜生道三恶道

的众生，还有八难处的众生，立刻都能够解脱。这边的解脱，不是解脱三

界，是解脱他的三恶道、还有八难处，而生到欲界的六天当中，这个是整

个十方世界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已经无量无数了，已经多的不得了，为什么佛祂

还要度十方如恒河沙这么多世界的众生呢？当然没有问题，对佛来说，因

为佛的神通力无限，虽然祂度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对佛来讲，还是太

少了，所以祂要度十方世界的众生，因此祂现了这样的神通力。如果是这

样的话，如果释迦牟尼佛祂一个人使用祂广大的神通力，就可以广度十方

的众生，那何必要其它的佛干什么？就释迦牟尼佛就统统搞定了，那其它

的佛好像就不需要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

为众生无量无边，数目没有办法计算，太多太多了，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众

生，他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成熟的，有的成熟快、有的成熟慢，我们刚才讲

了，像莲花一样，成熟的先开，像树上的果实一样，成熟的先掉落，那个

没有熟的，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不是同一个时间成熟的。而且众生的因缘，

每一个都不同，像小乘声闻乘的经典里面就有提到舍利弗，跟舍利弗有因

缘的弟子，除了舍利弗以外，连佛都度不了，更何况是其它的人。所以还

要跟佛有缘才可以，所以不是每一位众生都跟释迦牟尼佛有缘，有的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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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佛有缘，所以还是需要其它的佛来度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众

生成熟的时间不一样，而且每一个的因缘也都不一样，所以还是有需要其

它的佛来度众生的。 

  我们继续看原文：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哑者能言，狂者得

正，乱者得定，躶者得衣，饥渴者得饱满，病者得愈，形残者得具足。 

  这是讲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瞎子看得见，聋子听得见，哑巴能说

话，这好像有点像圣经里面讲的，疯子变正常，散乱的人得定，裸体的人

有衣服穿，饥渴的人都能够得到饮食，生病的人都痊愈了，残废的人四肢

都变得健全，这也是佛的神通力的加持。为什么只有讲这一点点？因为众

生的病痛太多了嘛，这边才讲了一点点，那是不是佛的神通力有限？不是，

佛有大神通力，能够解除一切众生的病痛，现在只讲一点点，是简单的说，

就好像说我们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或者无量无边的烦恼，但是我们平常

只说有贪瞋痴三毒，同样的道理，我们简单讲说众生的烦恼就是贪瞋痴，

可是实际上不止贪瞋痴嘛。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众生的病患，不止是现

在经上所说的这些痛苦而已，有非常非常多的、百千多种的痛苦，可是佛

祂都能够帮助我们解除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现在简单的举这些例

子，这样而已，其它的以此类推，统统没有问题。我们要一个一个看，那

个瞎子，他到底造了什么业，会变成瞎子，会看不见？聋子，他到底造了

什么业，他会听不见？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讨论。 

  过去是造了什么业，才会眼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有两种情况：一个

是天生就是瞎子，一个是后天造成的。生下来就瞎眼、看不到，当然就跟

他过去世所造的业有关，他过去世到底造了哪些业，他会天生就看不见呢？

第一个，他是曾经破坏众生的眼睛，或者挖出众生的眼睛，所以他这一世

生下来就看不见。第二个，是他破坏众生的正知见的眼睛，这就很严重了。

众生有正知见，我们有邪见，我们说你那样子错了，不是这样子，不是善

有善报，你看这么多好人都没有好下场，你修行修这么辛苦干什么？你看

你钱也赚不到，一直赔，佛菩萨不灵验……。凡是我们破坏他正知见的眼

目的，这个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果报，天生看不见的果报，所以我们为众

生开示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讲错了。如果我们曾经

破坏众生正知见的眼睛的话，死后就会先堕到地狱当中，地狱的业报受完

之后，生在人间，就会天生眼瞎，还要先堕地狱。我们前面讲广论业果的

时候也讲过，邪知邪见都是堕地狱，邪见的果报就是堕地狱，所以一定是

先堕地狱，然后天生眼瞎。第三个，是曾经偷盗佛塔、阿罗汉、辟支佛、

或者其它福田里面的塔珠，还有灯明。譬如说舍利塔里面的舍利，你去偷

它的舍利子，或者是偷佛塔这些福田的油、灯，因为油灯就是象征光明，

我们智慧的眼目，所以我们曾经偷盗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天生眼睛看

不见，这是过去世的因缘。那也有这一世才眼睛瞎的，譬如说生病造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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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瞎，或者是被人家打受伤，或者是意外造成眼睛受伤，这个是这一世业

报的展现。这是有关于眼睛为什么会看不见的因缘，造了哪一些业的缘故。 

  为什么会听不见呢？耳朵听不见、耳朵聋，是因为过去世，我们师父

在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但不接受，也不照着他的话去做，还对我们的

师父起瞋恚心，因为不喜欢听师父的教导，所以耳朵这一世就听不见了，

而且还对师父发脾气、起瞋恚心，就会有这样的果报。或者是割众生的耳

朵，破坏众生的耳朵，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曾经偷盗佛塔、僧塔，或者

善人福田中的揵椎、铃贝、鼓，这些都是能够发出音声的乐器、或者是法

器，我们偷盗这些东西，所以耳朵听不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发出音

声的，不管它是属于乐器类的、还是法器类的，我们偷了这些，果报就是

听不见。这是过去世曾经造了这些业，所以这一世耳朵听不见。这一世的

因缘，可能是生病，或者是被打，被打到耳朵聋了，或者是受伤意外等等，

也会造成这一世的耳朵听不见，这是这一世的因缘果报。 

  哑巴，他是造了什么罪业，才会不能够说话的呢？过去世曾经割众生

的舌头，把众生的嘴巴塞起来，还有给众生吃哑药。有一种药哑巴药，就

是吃下去就变哑巴，不能够讲话的，我们常常看连续剧会看到，不能讲话，

吞了那个药以后，要他闭嘴就给他吃哑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听老

师或者父母教诲的时候，我们打断他的话，然后还指责说：「你讲错了！」

以后讲话要小心，对我们父母、师长，他在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心存

感激，要感恩、念恩，千万不要回嘴，然后说一些指责他们的话，或者怪

罪他们的话，尽量不要说。第三个，是造恶业的人，他自己不相信因果，

自己不相信罪业福报，还破坏别人说因果、说罪业福报的正语，破坏别人

的正语，自己不相信也罢，但是他还破坏别人所说的一切的正语，这些人

也是死后下地狱，地狱受完报之后，生在人间就会哑巴，不能说话。 

  疯子，为什么会发疯的呢？为什么会疯狂？第一个原因，是过去世修

行的人，修行人小心了，不要破坏别人的禅定，别人在修定的时候，千万

不要去干扰他。所以过去世曾经破坏别人的禅定修持，或者破坏坐禅人的

禅房，那个屋子是专门供大众来打坐的，那你破坏这个屋子，就是禅房、

禅舍，就会得到这样的果报。扰乱别人修行、障碍别人修行，果报就是自

己发狂。第二个，用咒术去咒别人，使用咒术让别人起瞋恚心、或者是产

生斗争、或者是发生一些淫欲的事情，这个也会，果报现前的时候，就是

自己疯狂。第三个，是烦恼太重了。譬如说，我们受到人生一生当中很大

的挫折、很重大的打击的时候，有时候就疯掉了，因为你的精神没有办法

承受那个打击，就疯了。那个是因为我们的烦恼、执着太重的关系，所以

当下没有办法突破，精神没有办法负荷就疯了。书上是举了两个例子。一

个是说，有一位婆罗门，他失去了稻田，然后再加上太太又死了，所以他

就发疯了，就光着身体到处跑。还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比丘尼，

她在没有出家之前，有七个小孩，全部都一个、一个死了，所以她伤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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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点，就发疯了，这是伤心到极点也会发疯，这是第三类。第四个，有些

人是因为生气到了极点，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结果他也发疯，我们说气疯

了，也会。那有的人，他是因为生病，得了严重的风病、或者热病而发疯

的，也有这样的例子，是因为生病而发疯。那有的是被鬼神附身，被恶鬼

附身，然后发疯的也有。还有，有那个笨人去喝雨水，然后喝了雨水也发

疯的，也曾经有这样的例子。最后一类，就是他本身他是认为他没有疯，

可是他的举止在我们世人的眼睛来看，说他简直就是发疯了，因为他会做

出一些很疯狂的举动来，就是所谓的当时印度有一些外道，裸体外道，他

就是整天不穿衣服，我们就认为他好像有一点不太正常；或者是一直拔头

发；或者把灰涂到身上，全身涂满灰；或者也有那个吃大便的，这个更疯

狂；或者是躺在荆棘上面的，会刺人的荆棘上面；或者是把自己倒过来挂

着，整个身体倒过来挂着；或者不停的熏鼻子；或者冬天他泡在冷水里面、

夏天拿火一直烤身体。这个都是非常疯狂的举动，所以我们也说他疯了。

可是对他们这些外道来讲，它们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

疯狂，可是我们也说他是疯狂。 

  散乱的人为什么能够得到定呢？为什么能够得定呢？佛让这些散乱的

人心都能够得定。我们要讨论说，为什么心会散乱？我们一个人在行善的

时候，我们是善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身心是非常安稳的，我们可以检

查自己，什么时候心最散乱？就是我们在生烦恼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心

一定散乱，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定心散乱。所以我们心生烦恼的时候，或

者在打一些坏主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心一定是散乱的，所以一个人经常散

乱，就说明他的善心越来越薄弱，所以他散乱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这是

第一种情况，他每天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心散乱。第二个，是

没有常常观世间的无常相，所以他才会起执着。我们因为执着，然后就生

起贪瞋痴，生起贪瞋痴就是生烦恼，当然心当下是散乱的。我们为什么会

这么执着呢？就是因为不明白一切世间的人事物都是无常的，也没有经常

念死无常，所以心才会散乱，所以就会贪爱执着自己的寿命，每天想的都

是怎么计划未来，或者是想的满脑子都是世间的俗世杂务，心当然会散乱。

第三种情况，是因为他修行学佛，没有办法得到佛法内在的喜悦，我们常

常说法喜充满，就是说跟佛法相应的快乐，或者是修行所得的快乐，他还

没有办法获得，所以他只有往外面去追求快乐，去追求色声香味触等等的

外在的快乐，你心往外奔驰的话，心一定是散乱，因为你要往外攀缘，所

以心一定是散乱，除非我们修止观，把心收摄回来，然后慢慢地让我们身

心安稳之后，自然那个法喜就能够生起来，不管你是由修定而产生的喜乐，

还是跟佛法修行相应的喜乐，它是从内在内发的，所以他心就不会散乱，

只有我们五根攀缘外面五尘境界的时候，心因为要往外奔驰，才会散乱。

这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会散乱。 

  这边指裸体，裸体是指哪些人呢？就是有两种情况会裸体。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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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裸形外道，他们的修行方法就是不穿衣服的，现在见

到佛，他马上就有衣服穿了，身上就有衣服穿。另外一个是穷，穷到没有

钱买衣服，所以是穷到没有衣服穿。或者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衣不蔽体，

那个衣服破破烂烂的，没有办法把他身体遮盖得很好，这时候见到佛也是

马上有衣服可以穿，这是裸体的情况。 

  饥饿的人见到佛之后，就能够得到饮食。我们要讨论，为什么会得到

饥渴的果报呢？饥渴的果报是怎么来的？就是前世没有修福报嘛，所以这

一世才会有得不到饮食这样的业报现前，就是福报不够、福报太薄的关系。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过去世我们曾经抢夺佛的饮食、阿罗汉的饮食、辟支

佛的饮食、父母亲友的饮食，所以这一世才会有这样的果报。我们也觉得

很奇怪，不是生在佛世吗？生在佛世应该大家都很有福报，为什么生在佛

世，还有那个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这样的果报呢？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既然是生在佛陀的时代，还会受到饥渴的果报，那是因为他罪业太重的缘

故，罪业太重了，所以即使生在佛的时代，他也一样没有饮食的因缘，所

以不是说生在佛陀的时代，他就一定有饮食的因缘。我们现在生在五浊恶

世，可是有些人也是福报很好，吃香喝辣的，不是吗？也是非常有福报，

可是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世。这个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业报因缘不同，有

的人他是有见佛的因缘，但是他没有饮食的因缘；有的人是有饮食的因缘，

但是他没有见佛的因缘。所以不一定见佛，他就一定是有饮食的因缘，不

一定。也有那个蛇牠是抱着摩尼珠睡觉的，这个蛇的福报很大，牠就身体

卷起来，中间是一颗摩尼宝珠，所以牠虽然生在畜生道，可是牠福报很大。

也有证得阿罗汉果的人，可是他反而托钵托不到食物。现在就讲到一个这

样的故事：在迦叶佛的时候，有两位兄弟都出家求道，哥哥每天很用功，

持戒、诵经、坐禅，可是弟弟从来不修任何的法门，不作功课，他每天忙

什么？跟大众结缘，行大布施。这两位兄弟死了以后，到了释迦牟尼佛的

时代的时候，哥哥生到长者的家里，弟弟投生做一头大白象，国王最爱的

大白象，生在王宫里面。哥哥这一世又出家学道，证得六种神通，得阿罗

汉果。可是他不修福报，他是修慧不修福，他弟弟是修福不修慧，所以他

哥哥这一世虽然出家学道，已经证得六神通，已经证阿罗汉果，可是他还

是常常托不到食物。所以他有一天，还是进到城里面去托钵，还是到处托

不到食物，这时候刚好经过那个大白象被关的地方，他经过大白象的前面，

刚好看到国王用很丰盛的食物在喂这一只大白象，因为他有宿命通，就知

道这一头白象是他过去世的弟弟，所以他就很亲切地走到大白象的面前，

跟牠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和我，两个人都有罪过。」这一只大白象一听

到这一句话，马上就起烦恼，三天不吃东西。这下紧张了，那个守护大象

的人就很紧张，不得了了，国王最爱的这只大白象，牠三天不给我吃东西，

所以就赶快去找到他哥哥，问他说：「你到底是施了什么魔咒，让国王的大

白象生病，然后不吃东西呢？」他就把他过去世的因缘跟这位照顾大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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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他就说：「这头象是我前世的弟弟，我们在迦叶佛的时候，都是一起

出家学道的。可是我只是持戒、诵经、坐禅，不行布施，我弟弟是跟大众

广结善缘，行大布施，可是他却不持戒，也从来不修学佛法的，不作任何

的功课。就是我弟弟因为他不持戒、不诵经、不坐禅，所以这一世才会投

胎成为大白象，有很丰富的饮食，就是因为他过去世修大布施，所以这一

世虽然生在畜生道，可是饮食很充足。我只知道修慧，不知道修福，因为

过去不修福报、不布施，所以这一世虽然证得了阿罗汉，可是还是一样乞

讨不到食物，托钵托不到食物。」就是用这个来说明，虽然生在释迦牟尼佛

的时代，可是他还是因为他过去因缘、业力的缘故，也是一样受到饥渴的

果报，托钵托不到食物。 

  这些众生为什么见到佛，他就可以马上就饱了呢？这有两个说法。一

个是说，佛用神通力，变出很多饮食来，看你喜欢吃什么东西，祂就变现

在你的面前，当然就能够吃饱了。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佛光触身，就是佛

身上的光，佛一放光，然后这个光接触到我们众生的身体，所有饥渴的人

马上就得到饱足，不用吃就饱了，就是佛光一照，他就饱了，不用吃、不

用喝，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生病的人，也能够马上痊愈。为什么会生病呢？也是有很多原因会生

病。如果过去世喜欢虐待众生，用鞭子打众生，用刀、用木杖拷打，或者

是把众生关起来……等等，让众生生起种种的苦恼的，这一世就会生病，

这是前世的业报而感得这一世的病痛。也有这一世不知道怎么保养身体的、

饮食不节制、睡眠起居不正常、外感风寒，就是受到冷、热、风……等等，

就会生病，外感风寒，五脏六腑不调和，所以会生种种五脏六腑的病，这

是这一世才有的病，就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而生病了，这是这一世

的因缘。佛也是用祂的神通力，使见到佛的人病都好了。 

  接下来是残废的人，有残缺的人，见到佛之后，他的身体也都恢复到

正常。我们身体怎么会有残缺呢？如果说过去世曾经造过哪些业来讲的话，

就是过去世曾经破坏别人的身体，就是你斩断众生的手、脚，身体的任何

一个部分，就会有身体残缺的果报。或者是曾经破坏佛的形像、破坏贤圣

者的形像、破坏父母的形像，譬如说父母的画像，我们有一些我们历代祖

先的画像、或者是一些照片，我们如果去破坏，也是同样会有这样的果报。

或者是过去世造了一些恶业，所以感得这一世天生形体有一些残缺。不然

就是被杀、被砍成重伤，不然就是触犯法律，古代的法律有割耳朵、割鼻

子的、或者割身体哪一个部分的，受到种种的刑罚。也有因为生病，得了

风病、寒病、或者是热病，使身上长恶疮，然后身体溃烂、烂坏掉而形成

残废的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残缺的人，见到佛之后，他的

身体都能够恢复正常，都四肢健全。 

  这边也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祇桓精舍有一位为大众服务的奴隶，他为

什么会到祇桓精舍为大众服务呢？是因为他曾经前面有一段故事。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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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叫做揵坻，是波斯匿王哥哥的儿子，他长得非常的端正，而且勇敢、健

壮，心性又非常的温和慈善，所以国王的大老婆、大夫人看到了揵坻，她

就很高兴、很欢喜、很爱慕，希望跟他做一些苟且的事。可是他心非常正

直，死都不答应，就拒绝了国王的大夫人。大夫人恼羞成怒之下，一状就

告到了国王那边，说揵坻对我非礼。国王一听，一生气，就把他的手脚砍

断、身体砍断，然后丢到那个坟墓堆里面去。他正在那边奄奄一息，到了

那天晚上，所有的老虎、野狼、罗剎都来了，准备要吃他，这时候佛出现

了，佛光一照，他的身体就恢复正常，他就很欢喜，本来快死掉了，结果

佛来，不但把他的身体恢复正常，而且还为他说法，所以他当下就证到了

三果。佛这个时候就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回祇桓精舍。所以这个时候他为

了感恩，感佛陀救他的恩，所以他就说，我要用我的身体，因为本来我的

身体已经残废了，已经被丢到那个坟墓堆里面，已经在那边等死，是佛陀

救了我，把我的身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为了报答佛恩，我要用我剩下

来的生命，用我这个身体来为佛、还有比丘僧、大众来服务，供养我的身

体给大众。第二天，波斯匿王听到了消息，就赶快赶到祇桓精舍，然后告

诉揵坻说：「对不起，我向你悔过，你没有错，是我误会你了。我不但砍断

你的身体、砍断你的手脚，杀害你的身体，还把你丢到坟墓堆里面，我真

的是太残忍，我现在我知道我错了。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愿意把国家分

一半给你来统治。」揵坻他就回答说：「我己经厌倦世间的事情了（我已经

看破红尘的意思），国王其实也不能怪你，你没有罪过，是我自己一定是过

去世造了这样的业，所以我现在才会受到这样的果报，是我自己的错，其

实不是国王你的错，我是对你完全没有埋怨的。我现在已经决定把我的身

体供养给佛、还有比丘僧了，所以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这就是用佛光

照众生的身体，众生的身体马上就恢复正常的一个故事，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些人见到佛，都能够得到种种好的果报，这是佛

神通力的加持。 

  我们接着看原文： 

  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姊如妹，亦如亲亲

及善知识。 

  这就是说，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平等心，而且都能够以平等心互相

看待，就像看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也好像最亲爱的亲人、还

有善知识，把他当作是我们最亲爱的亲人、还有善知识，这样子的以平等

心来互相看待。就是每个众生他们之间互相看待，都是把他看成是家人、

或者是最亲爱的人、或者是把他当作是善知识，这样的互相看待，这就说

明他的平等心，每一个众生都有这样的平等心。 

  是时，众生等行十善业道，净修梵行，无诸瑕秽，恬然快乐。譬如比

丘入第三禅；皆得好慧，持戒自守，不娆众生。 

  这个就是说，这个时候，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行十善业，而且修清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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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没有任何的瑕疵垢秽，心中充满了恬然快乐。这个快乐，就好比比

丘入三禅的快乐。每一位众生也都得到美好的智慧，这边的美好的智慧，

就是指他能够持戒自守，自守就是自己守护自己，而且不去恼害众生，每

一个众生都能够这样子来作。 

  这边说到，一切众生都有平等心，平等心一般是你已经离欲了，才有

平等心；你已经得禅定了，才可能有平等心；你已经得了四无量心的慈悲

喜舍的舍心，平等舍，你才可能有平等心。可是这些众生也没有离欲、也

没有得禅定、也没有四无量心，他怎么可能有平等心呢？所以这边的平等

心，就不是指说我们心住在平等当中，因为离欲的关系。离欲就是说你六

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不再去攀缘外境，你面对六尘境界，心还是能够保持

平等不动，这是因为你已经离欲了，才能够面对一切的境界心不动，面对

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能够心不动，这是因为你已经证到离欲，才能够有

这样的平等心。要不然就是证到有禅定的功夫，禅定就是心能够安住不动

摇，任何境界现前，你心也能够安住在定当中。所谓的定，就是没有分别，

当下心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所以他能够安住，这是一种禅定力。这也是

一种平等，这时候的禅定的平等，就是说你第六意识暂时不起分别的现量

境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平等的一种状态，这是禅定力的摄持，也可以作到

心平等。这时候的心平等，是指你的第六意识暂时不起分别，在禅定的状

态，所以你可以心平等。慈悲喜舍的舍无量心，就是指平等，你的心平等

才能够作到舍无量。这些众生都没有得到这些，所以他们怎么能够平等呢？

我们就知道，现在讲的平等心，不是指离欲、或者是禅定、或者是证得了

舍无量心，而是指什么？能够对一切众生没有怨恨、没有瞋恚，都能够以

善心互相对待，就像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的平等对待，是指的这

个平等心。 

  这边说行十善业，又说修清净的梵行，我们行十善业，不是就已经行

清净的梵行了吗？十善业如果都已经作到的话，应该都不会破戒了嘛，应

该所有的身口意都清净了才对，为什么还要说一切众生都已经行十善业，

然后又要说行清净的梵行，这个会不会重复呢？没有重复，为什么没有重

复呢？因为我们知道，十善业，不杀、不盗、不邪淫，不邪淫，但是可以

正淫，对不对？所以他还没有离欲，他还没有断淫欲，应该这么说，他还

没有断淫欲，因为还可以正淫嘛，就表示说他还有淫欲没有断，所以还有

淫欲的话，就不能说他行的是清净的梵行，清净的梵行是连正淫也断了，

淫欲断了。所以下面这一句，是为了要赞叹那些已经断除淫欲的修梵行的

人，所以它会再说「净修梵行」，是这样。所以跟前面讲的行十善业，是没

有重复的过失。因为行淫的人，他身体恶臭、名声污秽，好淫的人，因为

他行为不检点，所以名声一定不好。常常行淫，也是身上会发出一种臭味，

这个禅定力高的人就能够闻得到，有一种味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他的身体就有瑕疵，然后也有污秽。现在我们谈到修清净梵行的人，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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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任何的瑕疵、或者是污秽，就是因为他已经断淫欲了，所以自然就

没有任何的瑕疵、还有污秽。然后他的心中是充满快乐的，这种快乐好比

比丘入第三禅，这种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快乐，不是从外在的色声香味触五

尘来的，是一种内发的，就好像泉水从那个石头缝里面源源不绝的冒出来，

这种快乐就是从内发，从里面不断不断的这样子冒出来，是一种内在、内

发的快乐。为什么用比丘入三禅，来比喻这种内发的快乐呢？我们刚才讲

到，禅定有初禅、二禅、三禅，色界初禅、二禅、三禅都有喜乐，可是它

们的喜乐是有差别的，有一些喜乐是跟五识相应的，眼识、耳识、鼻识、

舌识、身识，跟五识相应，有的喜乐是跟意识，第六意识相应的，它是有

差别的。像初禅的乐，它是跟五识相应的乐根；二禅的乐，是意识相应的

喜根；三禅乐，是意识相应的乐根。所以同样意识相应的，喜根跟乐根，

乐根的乐，胜过喜根的乐，快乐来说，所以这个快乐也是有下品、中品、

跟上品，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它们的差别。那在一切的三界当中，除了

三禅以外，没有意识相应的乐根，只有第三禅是最乐的，三界当中所有的

快乐当中是最乐的，所以就用这个来比喻现在这种情况。你修清净的梵行，

不但没有任何的瑕疵跟污秽，而且心中恬然快乐，好比比丘入三禅这样的

快乐。 

  刚才说这个好慧，每一个众生都得到美好的智慧，这边的美好的智慧，

是指下面三句：就是持戒、自守、不娆众生，指的是这三个。可是一个人

如果严持戒律的话，他应该就会自我守护，护戒不失，就是自我守护，应

该可以守护得很好。而且一个持戒清净的人，他应该不会去恼乱众生才对，

这个是不是又再重复呢？当然不是重复，重复就不用说三个，就说严持戒

律就好了嘛，一切众生都得好慧，然后严持戒律，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可

见持戒、守护跟不娆众生这三件事情，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可以分两方

面来分析。如果是以身口意三业来分别的话，所谓的持戒，以声闻乘来说，

持戒就是身口不犯，就叫做严持戒律，不管你心里面想什么，你只要不犯

口业、不犯身业，你就算是持戒清净，所以声闻乘持戒，是指身口不犯，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持戒，第一个持戒，就是指身口不犯。自守跟不娆众生，

是指你意业不犯，你的意业能够好好地自我守护，然后不去恼乱众生，是

指意业方面，所以有这样身口意三业的差别，这三句话。如果以戒定慧三

学来说的话，好好地持戒，它是属于戒所摄；好好地自我守护，是属于定

所摄；不娆乱众生，是属于慧所摄，所以戒定慧三学的差别，所以它必须

要讲这三个，因为一个属于戒，一个属于定，一个属于慧。 

  最后一个问题。它说都能够好好持戒、好好自守、好好不娆众生，持

戒当然是好好持戒，当然也是自己好好地自我守护，好好地不恼乱众生，

为什么要加上「好好」这两个字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世间人很多意见

嘛，对修行人有意见，对这个出家好好持戒，持戒就是只能够托钵，然后

接受十方大众的供养，不能够从事生产，就是不能够去赚钱，戒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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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旦出家了，你就要好好地持戒，然后接受十方的供养，不能够再去工

作赚钱。可是就有很多人，我们叫做庸人自扰，因为他有意见，他对出家

修行人有意见。他说大家都出家了，谁来传宗接代？现在还是有人这样子

问。不可能都出家的，好不好！不用担心，因为出家有出家的因缘，不是

每一位众生他都有出家的因缘，所以不用担心说所有的人都出家了，人类

是不是就灭了？不用担心，一定会依然的繁衍下去，子子孙孙、千秋万代，

永远的子孙兴盛，不会有断种的问题。所以就会有人对那个好好持戒的人

有意见，说你出家是不是会断种呢？断那个人种。然后你托钵，连自己都

养不活，你又怎么作功德呢？我们应该是凭自己的能力赚钱，给他赚多多

来作功德，这个才是最有福报的人，可是你居然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托

钵，靠别人供养，你这样怎么作功德？这个就是对那个能够好好持戒律的

人，有一些诃责。对那个好好自我守护的人，也会有意见，有人有意见。

我们刚才说，自守是属于禅定所摄，所以这些出家人就是要好好修行，好

好修禅定，所以他没事情就坐在那边闭眉闭眼的，万事不管，万缘放下，

不是吗？心中要保持清净，所以一切的世间的事情全部放下，万缘放下，

好好地修我的禅定。世间人看了就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他要守的是什么？

法律啊，好好地自守，就是好好地守护法律，因为法律是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守法的话，就能够安居乐业，社会就能够安定，

可是你们这些修行人，怎么样呢？独善其身，整天就是在那边禅定自守，

什么事都不做，世间有动乱，你们也不理会，人们有急难，你们也不救护，

这算什么修行人？所以他也会诃责那个好好自守的人，他有意见。对那个

不恼害众生的，他意见更多了。我们是不要恼害众生嘛，那曾经伤害过我

们的人，要不要报复？不可以报复，对不对？原谅他，打开我们心中的怨

结，把无量劫以来的所有的冤亲债主的那个怨结，都要把它化开，要对他

修慈悲心，把他当作我最好的成就我菩提心的上师，我最好的善友，这样

子来看待。所以一般人就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太糗了？有冤仇不能够报复，

盗贼当然是不可以，要原谅他们嘛，盗贼也不能够还击他们。如果有碰到

偷的、抢的，有小偷进到你们家，请便，你喜欢拿什么，自己拿走，还告

诉你哪边有藏宝贝。碰到强盗就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都不跟你那

个，我都没有意见，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马上给他，你不用抢，我主动

给。你要偷，我也主动给，你不用偷，我就主动给。他们就有意见，你怎

么可以放过这些小偷、强盗呢？你是不是助纣为虐呢？就是说，你碰到那

个盗贼也不能还击，碰到坏蛋，你就说要原谅他们，也不能够惩治他们，

犯罪也不能肃清，不能肃清犯罪了变成，犯罪也是要原谅他们嘛，对他们

修慈悲心。所以变成有灾患，你没有能力去除一切的灾患；有种种的危难，

你没有办法救济种种的危难，你们只是在那边闷不吭声，什么事都不做，

那有什么用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就是诃责那个不娆众生的，不

去恼害众生的这些修行人，对他们有所诃责。所以我们才会说好好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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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自守、好好不恼害众生，这个好好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对这些诃责的

人，对他们来讲，你们不是好好地持戒、自守、不娆众生，他觉得一点也

不好，你们在放纵他们的罪行，也不能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可是，我们

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持戒、自守，不娆众生呢？那当然！那当然！这样做，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能行一切善法的话，我们身心就能够得到安

稳，永远没有怖畏、没有障难，然后没有热恼，有好的名声，而且受到人

人的敬爱。临命终时，因为你行善一辈子，都能够持戒自守，不娆众生，

所以临终的时候，你见到自己所修的福报功德，心生喜悦，不会有忧悔，

无忧无悔，就算你没有证得涅盘解脱的话，你也可以至少能够生天，有生

天的福报，或者你发愿要往生诸佛净土的，你也可以往生成就。所以它是

一条通往涅盘、解脱、开悟成佛的一条最正确的道路，所以应该每一位修

行人都是要应该这样做才对，因为它是一条通往涅盘最稳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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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