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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說四法大乘經》講記 

  

 

堪布確英多傑是一位學問淵博的藏傳佛教學者，他擅長以讓人耳目一新

又生動的方式來解說佛法。 

他是已故的堪千貢噶旺秋仁波切（Khen Rinpoche Kunga Wangchuk）和宗

薩蔣揚欽哲仁波切（H.E Dzongsar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非常虔誠的弟

子。他在 1992 年進入宗薩佛學院，並於 2002 年獲得堪布頭銜，並於 2004

年獲得相當於佛教博士學位的堪布學位。此後，他繼續在宗薩佛學院任教。

堪布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間擔任佛學院的副校長。2013 年欽哲仁波切任命

他擔任至佛學院校長，直至 2016 年。此外，2010 他被任命為薩迦法王子無

變金剛仁波切的老師。 

2011 年，欽哲仁波切請堪布到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擔任訪問學者。之

後欽哲仁波切就繼續派堪布至世界各國，包括亞洲、澳大利亞、歐洲、北美

和墨西哥等國教授佛法及帶領實修課程。他豐富的學養及對佛法的深刻體悟

讓參加過堪布課程的學生都感到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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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說四法大乘經》雖然精簡，但是它的含義甚深。如果說我們能對它進行聞思

修、對他人解說，當然包括翻譯它、書寫它，福德都是不可思議的。就像《聖緣起大

乘經》講到的，建造佛塔在裡面放入緣起咒所產生的福德一樣。類似的思惟也可以知

道：聞、思、修這部經典會產生什麼樣的福德。 

 

佛的舍利或阿羅漢的舍利都至關重要，這邊所說的舍利是指佛的色身舍利。但是

佛的法身舍利更為重要！那是什麼呢？就是指把陀羅尼咒及緣起咒寫在紙上，放入佛

塔裡面，這個就是真正的法身舍利。我們思惟佛的色身和法身哪一個更為重要？這個

答案顯而易見。然後我們就能知道色身舍利和法身舍利這兩個相比，哪個更為重要。 

《聖說四法大乘經》對修行人至關重要，這部經雖然非常的短小，卻非常重要。

我們將分成三個部分來講解，第一部分就是【經題以及譯者的敬禮】，以及第二部分

就是【正文】，然後第三部分是末尾【譯者的信息】。 

 

 

༄༅༅། །རྒྱ་གར་སྐད་དུ། ཨཱརྱ་ཙ་ཏུར་དྷརྨ་ནིར་དེ་ཤ་<«སེ་»+ན་>ནཱ་མ་མ་ཧཱ་ཡཱ་ན་ས ཱུ་<«གཡུང་»«པེ་»སུ་>ཏྲ། 

梵語：Āryacaturdharmanirdeśanāmamahāyānasūtra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ཆོས་བཞི་བསྟན་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藏譯：'phags pa chos bzhi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漢譯：聖說四法大乘經 

 

[ārya]的意思就是「聖」； 

[caturdharma]就是「四法」； 

[nirdeśa]就是「說」，或者是「宣說」； 

[nāma]就是「稱為……名字的」； 

[mahāyānasūtra]就是「大乘經」。 

所謂的譯者禮敬，係指「敬禮一切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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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三十三天善法堂，與大比丘眾五百人及彌勒、文

殊師利等眾多菩薩摩訶薩俱。 

 

 

按照那爛陀寺（Nalanda）的傳統，會從五圓滿的角度來講解經文。也就是時、說

法者、處所、聽法眷屬，還有所說的法。 

「如是我聞，一時」，就是時的圓滿。 

「一時」，可以理解為佛在那個時刻說了一次，而不是一遍又一遍的說這部經。

意指：佛是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宣說的。 

說法的地點根據推測，世尊是在三十三天處（佛教宇宙論的欲界天的第二層天）

講法，所以應該就是在四十二歲那年，第七次結夏安居的這個時間。因為世尊成佛之

後每年都會有結夏安居，第七次結夏安居就是在三十三天。所以根據這個原因就推測

世尊是在四十二歲的時候宣說這部經。這部經文說到「一時」後面就是「世尊」，所

以「世尊」就是說法者。當時世尊是在三十三天，這就是說法的處所。就如上次說

的，是在須彌山頂上。 

「善法堂」：善法堂相當於三十三天的天人進行集會的場所。也有一說，是他們

去分辨什麼是法、什麼是非法的場所或者大堂。所以宣說地點就是三十三天的「善法

堂」。 

「與大比丘眾五百人」：大比丘眾有整整五百人，指的是阿羅漢。因為這五百人

他們都是人，都是比丘，天人裡是不會有比丘的，因此推測出他們不僅僅是普通的阿

羅漢，而是具有神通的阿羅漢。為什麼呢？因為這部經說法的地點是在三十三天，如

果說沒有神通，是到不了那個地方去聽法的。除了大比丘眾五百人，還有彌勒菩薩、

文殊師利等等，眾多的菩薩都同在一處。以上就是聽法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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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曰：「彌勒！菩薩摩訶薩若具四法，則能勝

伏已作已集之惡。 

 

 

本經中請法者是彌勒菩薩摩訶薩。彌勒菩薩這時候所顯現的，並沒有開口向世尊

請法，為什麼呢？因為經文這裡，直接就是世尊告彌勒菩薩，所以彌勒菩薩他是直接

透過心意去向世尊來請法。然後世尊有他心通，他知道了彌勒菩薩想要請這個法。所

以經文這裡就直接是「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曰」。 

按照世親菩薩所說，我們透過五個問題，就是五個方面，可以去通達所說的法。

那這五個問題是什麼呢？ 

一、這部經的必要性是什麼呢？ 

二、如果用非常簡略的方式去總結這部經，它的含義是什麼？ 

三、這部經的每一字、每一句分別都是什麼含義？ 

四、上下文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五、這部經和其他的文本有什麼關係？ 

我們通過以上這五個問題，就可以了解一部經的含義。 

第一個問題：這部經的必要性是什麼？必要性就是通過這部經講的「四法」，我

們可以清淨無始的業障，成就佛果。這就是究竟的必要性。 

第二個問題：如果用非常簡略的方式來總結這部經的含義是什麼呢？這部經所宣

說的，其實就是淨罪修法的四力，就是我們通常說的那個四力。 

第三個問題：這部經的每一字、每一句分別都是什麼含義？接著，我們就逐句逐

字的來講解這部經。這裡正文裡講到：「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曰。」「彌

勒」是世尊稱呼彌勒菩薩摩訶薩的名字。 

「菩薩摩訶薩若具四法」的意思是指，任何一個修行人、大乘的修行人能結合這

「四法」到自己的修行裡面去，就能夠「勝伏已造作且增長之惡」。這裡的「惡」，

指的就是通過身語意三門所造作的惡。「勝伏」則是指可以淨化消除這些已經造作且

增長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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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為四？謂：破惡正行、對治正行、還淨力、依止力。 

 

 

「云何為四？」也就是說，「四法」是哪幾個呢？可說如下：第一個是「破惡正

行」，第二個是「對治正行」，第三個是「還淨力」，第四個是「依止力」。 

 

 

此中，破惡正行者，謂：既行不善業已，於彼多生悔心。 

 

 

四法之一「破惡正行」：其含義就是如果已經造作不善業，對它生起極度的追

悔。這裡說的「已經造作不善業」的含義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種是自己通過身語意去

造作不善業；第二種就是唆使他人去造作身語意的不善業；第三種是他人造作不善業

之後，你去隨喜他。這三種都是已經造作的不善業。如果已經知道自己造作了不善

業，對它生起極度的追悔，這就是「破惡正行」的含義。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癌症是一種會致死的病，不管是誰，如果得了癌症，心裡面

一定會有很多追悔……追悔平時沒有小心注意自己的生活習慣，導致得了癌症。相較

於剛剛癌症的例子，一個人造作了不善業，更應該對它生起更多的追悔。因為疾病只

會對我們此生的身體造成傷害，它對我們下一生並不會造成傷害，但是如果是造作了

不善業，是比這個更加嚴重的。 

所以如果我們造作了惡沒有去淨化它的話，那它產生的後果不僅僅是對於我們這

一生，而且對於下一生，甚至下下生，或者更之後的下一生，都會產生非常大的危

害。所以我們如果已經知道自己造作了哪一個不善業，就要對它生起極多的追悔。這

種思惟就是淨化我們的惡其中一個方便法門。這個就好像是說，我們若知道了自己得

癌症，一定會想盡辦法要去治癒它，不管是化療也好、吃藥也好，我們一定會想盡辦

法去治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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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對治正行者，謂：既行不善業已，而於善業，能發精勤。 

 

 

四法之二「對治正行」：前面所說就是一個例子，當我們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我

們會想盡一切辦法想要治癒它。這裡雖然我們已經造作了不善業，但如果我們能通過

身語意三方面，對善業非常精勤地去修持的話，那麼它也可以成為對治已經造作之惡

的一個方便。就好比說身的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建造佛塔，在裡面放入緣起咒等等，

有非常多可以在身的方面勤於修持的例子。語的方面，比如說可以通過念誦陀羅尼咒

等等。意的方面，比如說可以透過禪修空性等等。總的來說，雖然已經造作不善業，

但是如果我們對於善業立刻精勤地去修持，而不是再往後推遲的話，那麼這就成為了

「對治正行」的第二個方便。 

而這裡這個「對治正行」和前面癌症的例子，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呢？癌症的例

子中，如果你去進行化療的話，並不一定你去做化療，你的癌症就一定可以好，但是

這裡所說，雖然已經造作不善業，但對於善業非常精勤，這個「遍行對治」的方便，

你造作的不善業是一定可以得到淨化的。 

 

 

此中，還淨力者，謂：以正受律儀故，得不復作[不善業]之律儀1 

 

 

四法之三「還淨力」：結合前面的例子，當我們癌症通過化療之後，治好了。在

那之後我們一定會說，從今以後我一定會非常小心。比方說，我一定不會再吃那種會

                                                      
1 此處翻譯依據藏譯北京本《甘珠爾》、本經布達拉宮梵文手稿，以及《大乘集菩薩學論》

(Śikṣāsamuccaya)，將 མི་ཕེད་པའི་སོམ་པ་ 讀作 མི་བྱེད་པའི་སོམ་པ་ (akaraṇasaṃvara)。 這種讀法不僅符合現

有的梵文，而且也遵循四法中其他三法的定義方式，即是提供一種指導而不僅僅是一種描

述。此外，短語 མི་བྱེད་པའི་སམོ་པ་ 也保留在引用本經的藏譯《丹珠爾》若干文本中，包括清辨的

《思擇焰》(Tarkajvālā)、智生慧的《入菩薩行釋難》(Bodhicaryāvatārapañjikā)、無畏生

護的《牟尼意趣莊嚴》(Munimatālaṃkāra)。在藏譯《甘珠爾》其他版本中可以找到的替代

讀法 མི་ཕེད་པའི་སོམ་པ་可以翻譯為「不壞之律儀」。 

（參見 https://read.84000.co/translation/toh2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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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癌症的食物。我們就會有這樣一種誓言在心裡面。與此類似，我們通過前面兩個

方法，使得我們已造作的惡得到了淨化，那個時候，我們就會有誓言說：今後我絕對

不會再去造作類似之前這種不善業了。那這裡就是由正受律儀得到了不再造作不善業

的律儀，也就是「還淨力」。 

「不復做不善業之律儀」的這個「不再做」是什麼呢？在不同版本的《甘珠爾》

裡面，是有不同讀法的。那這裡的另外一種讀法就可以稱為是「不壞之律儀」，或者

說是「非常堅固的律儀」。但不管怎麼說，這兩種理解都是可以的。 

 

 

此中，依止力者，謂：歸依佛法僧、不捨菩提心。以彼依止具力者故，惡

不能勝。 

 

 

四法之四「依止力」： 我們通過歸依佛法僧，不捨棄菩提心，依靠這些具有力量

的對境，稱為「依止力」的方便。再結合前面那個例子，如果我們能得到世界上最好

的醫生，我們一定要去依靠它，就是這樣的含意。也就是說，這裡「依止力」所依止

的對象，一個就是歸依三寶，還有一個就是自己發菩提心。 

「彼依止具力者故，惡不能勝。」意思是指說，大乘的修行人由於依止有力量的

對境，所以惡不能夠勝出。比如說「寂天菩薩」在《入行論》裡面講到，如果我們得

罪了一個很有力量的敵人，那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去找這個世

界上最有力量的保鑣。有了那個保鑣，我們就不用擔心我們得罪的那個敵人會來傷害

我們了。所以這裡所說「歸依佛法僧，不捨菩提心」，就是那位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保

鑣。如果我們有了這位保鑣之後，之前那些造作的惡都不能夠勝出。 

 

  



 

8 

彌勒！菩薩摩訶薩若具是等四法，則能勝伏已作已集之惡。 

 

 

這句是指，一位大乘的修行人，如果在心續中具足了剛才說的這四個法的話，他

之前已經造作並且增長的那些惡， 就可以被勝伏、被淨化。 

這部經裡的四法，對一位佛弟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想獲得人天的福報

也好，想獲得解脫也好，想證得佛果也好，四法都非常重要，因為對於佛弟子來說，

所謂的惡，是沒有任何的功德的。一般來說，惡本身是沒有功德的。惡的三業在身、

口、意三方面，身的例子就是殺生、偷盜、邪淫，最嚴重的就是五逆罪；那口方面的

惡為妄語、綺語、惡口、兩舌四方向，最嚴重的就是破和合僧；意方面最嚴重的就是

邪見，比方對密乘起了邪見等等。總而言之， 惡對佛弟子來說是沒有任何功德的。但

是，對佛弟子來說，惡還是有一種功德。那這種功德是什麼呢？通過剛才所講到的四

法，這個惡是可以得到淨化的，這就是惡唯一有的一種功德。所以，對大乘修行人來

說，這個所謂的惡，如果通過剛講解的四法來去對它進行淨化的話。那它是不可能得

不到淨化的。 

舉例來說，在佛陀時代的兩個故事，一個就是佛陀度化指鬘（梵語 Angulimala） 

證果，指鬘在遇到佛陀之前，他殺了九百九十九個人，但是指鬘通過佛陀所教導的四

法去修持，指鬘在他當生也證得了阿羅漢果。另外一個例子也是在佛陀時代，阿闍世

王他殺害了親生的父親，但是他通過修習四法，也證得阿羅漢果2。 

對於我們凡夫來說， 不造作惡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對於「最勝士夫」，佛陀

曾說分為兩種：一種是已經登地的菩薩，他們因為已經證悟了法性，絕對不會造作惡

的；另外一種，像是我們凡夫，即使造作了惡，但是我們對它生起極大的追悔，並且

通過這四法去修持，使得我們造作的惡得到淨化。如果是這樣也可以稱為最勝士夫。 

  

                                                      

2此處大小乘經典說法不同，如《增壹阿含經》等則認為阿闍世王得「無根之信」，援引如下，以供參

考。大正藏第 02 冊 No. 0125《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九：「爾時，阿闍世王即從座起，頭面禮佛足，便

退而去。王去不遠，佛告諸比丘：『今此阿闍世王不取父王害者，今日應得初沙門果證，在四雙八輩之

中，亦復得賢聖八品道，除去八愛，超越八難，雖爾，今猶獲大幸，得無根之信。是故，比丘！為罪

之人，當求方便，成無根之信。我優婆塞中得無根信者，所謂阿闍世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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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我們知道有方法可以去淨化我們的惡業，所以我們的心會獲得非常大

的力量。而知道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今的社會，很多人覺得自己已經造作很多

的惡，也沒有辦法去補救，此生就這樣完了，其實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即使你是在

快要臨死的時候，就是那麼一點點時間，即使只是在那段時間，你如果用這四法去淨

化你的惡，那這個惡都是可以得到淨化的。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心理問題非常的盛行，很多人都有心理問題。一些理論說

到，有些人小時候受到傷害，然後就在他心中留下了一道創傷陰影，導致他一生都會

受到小時候傷害的影響。這種心理學理論指出，這個小時候受到創傷的人，絕對無法

用任何方法去彌補或者去治癒的，內容也都被記錄到某些教科書裡面，但是這種說法

是絕對錯誤的。為什麼呢？因為心不是一個色法，它不會像身體一樣有一道傷疤在上

面就永遠去不掉。第二個原因就是，任何一種習氣，其實在任何時候，都是有能力去

改變它的。比如我們小時候受到所謂的傷害，這樣一種習氣，我們可以通過所謂對治

法，使這習氣得到轉化。所以這種習氣任何時候都是有改變的可能。  

所以，不管在身語意方面造作的任何惡，我們應該熟知四法、執行四法，這個惡

就不會勝出。但並不是說我們有了四法就可以隨意造任何惡，反正它是可以得到淨化

的嘛，這樣想也是不對的！你在自己沒辦法自主控制的情況下，造作這些惡，它是可

以通過這四法去得到勝伏；反之，刻意作惡就是不被允許的。 

雖然經中所說的次第將依止力放在最後一個，但依照實際的修行經驗來說，首先

第一個應該修持的就是「依止力」。困難的是，我們必須認出自己已經造的惡，這個

本身其實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解決方法是說我們每天可以去思維白天在身語意方

面，都造作了哪些善、哪些不善、還有哪些中性的；如果這樣去思維的話，就可以發

現或認出我們做的惡。 

修行的實際次第， 第一個要修行的就是依止力，第二個就是認出我們已經有的某

一種惡之後，修習遍行破除。也就是對已經造作的不善業，對它生起極度的追悔。接

下來就是第三個遍行對治。這裡就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說身體上面頂禮，語上面可以

唸誦陀羅尼咒、或是念經等等，有很多的方法。平時我們的念誦也好、禪修也好，這

些都可以算在遍行對治裡面，聞思修這些也都可以算在遍行對治裡面。第四個還淨

力，這裡律儀就包括了別解脫戒、大乘菩薩戒、還有密乘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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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摩訶薩應常披讀、諷誦、思惟、修習是經，數數修持。以是之故，則

[雖]作惡，果[亦]不能生。 

 

 

根據前面的四法修習次第，像這樣多次的反覆修習，即使已經造作的惡行，果報

也不能出生。這裡「披讀」的意思就是去讀這部經；「諷誦」的意思是將這部經作為

日常課誦，每天去念誦它；「思維」的意思就是，理解遍行破除、遍行對治、還淨力

及依止力的真正含意 。 

 

內文「披讀、諷誦、 思維、修習是經」中，「修習」的意思就是去修持它，例如

歸依三寶、去受菩薩戒，這些算是修習依止力；禪修止、觀，算是在對治力裡面的修

持。所以這樣實際的修持經典裡面所說的教法，就是這裡所說的「修習此經」。 

內文「數數修持」意思是說，直到成佛之前，我們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

地去修習。 

內文「以是之故，則雖作惡，果亦不能生」，包括暫時的、投生到三惡道的果報

以及究竟的障礙、成佛的二障也好，由於具足這四法的緣故，這些果報都不會勝出

的。 

 

 

世尊說是語已，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比丘、菩薩、帝釋天等諸天子、一切

諸眷屬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嘆。 

 

 

這裡就比如我們平常會說的「善哉、善哉」等等， 就是「皆大歡喜」、「稱揚讚

嘆」的意思。 

以上就是經文正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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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經的譯師是哪兩位呢？ 一位是印度的堪布蘇任多羅菩提，另一位是藏地的主

校譯師耶謝德。當時由印度的譯師堪布蘇任多羅菩提對藏地的譯師耶謝德，就是像今

天這樣堪布在上面講法，然後耶謝德就在下面紀錄。耶謝德聽了印度堪布蘇任多羅菩

提講解之後，他就了知經文的含義，然後將這個譯文寫下來，最後就是校訂。耶謝德

對他不了解的地方，都會去詢問這位印度的堪布蘇任多羅菩提，疑問都釐清之後，將

它定稿。 

以上就是《聖說四法大乘經》講解，本經雖然精簡卻極為重要，請對本經多多的

進行披讀、諷誦、 思維和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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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成佛證悟是怎樣的概念？ 

所謂的成佛，意思就是如實了悟實相，或者說對於萬法的實相如實地了悟它，就

稱為成佛。成佛之後，對於所化眾生，這些眾生有怎樣的根器，佛就會適應他們的方

式去顯現。比如說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能不能見到他的色身，是由所化眾生他們的

福德所決定的。 

再舉個例子，比如彌勒菩薩，大家都知道，當時無著菩薩禪修了十二年彌勒本

尊，之後親見了彌勒菩薩，然後他就將彌勒菩薩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走到村子裡去，那

個時候，村子裡除了一位老婦人有看到無著菩薩的肩上馱了一隻母狗之外，其他人都

見不到彌勒菩薩。這裡說明，雖然對彌勒菩薩自己來說，他已成佛，但對於其他所化

眾生能不能見到他的形象，是取決於那一位眾生的福德。簡單來說，成佛是指對於萬

法的實相如實地了悟，至於說所化眾生面前顯現的色身，要取決於所化眾生各自的福

德。 

 

Q2.阿羅漢要有神通，他必須要離於兩件事，您是指了知所有事物都是無自性與個體的

無自性嗎？ 

阿羅漢分為兩種，一種是有神通的阿羅漢，一種是沒有神通的阿羅漢。有神通的

阿羅漢是離於二障的，也就是煩惱障和所知障。沒有神通的阿羅漢他只離於了煩惱

障，但是沒有離於所知障。雖然如此，這兩種阿羅漢對於無我方面的證悟是一模一樣

的。如果阿羅漢沒有達到初禪的正行的話，是沒有神通的。就是說如果只是通過初禪

的近行，依於初禪的近行而證得阿羅漢果的話，他是沒有神通的。一定是要達到初禪

的正行而證得阿羅漢果才會有神通。 

 

Q3.請教阿賴耶識是否也是無自性的？為什麼它可以裝載我們自無始以來的習氣？ 

Does Alaya also don’t have inherent nature？ Why can it contains our habitual patterns？ 

無自性的阿賴耶識裡面裝載了無自性的習氣，就是說，只要阿賴耶識在世俗上顯

現為有的話，那麽這些無自性的習氣也是裝載在它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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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這部經在密續中的分類 

首先，堪布確認說這部經是屬於事續。事續分為兩部分，有一個就是英文說的

subsection allows to realize suchness，這個中文名字從藏文直譯的話，就是「證經部

續」。 

 

Q5.根據世親菩薩所說的，我們可以通過哪五個問題來了解任何一部佛經？ 

第一、這部經的目的，或者說必要性。 

第二、用非常簡略的方式去總結這部經的內涵。 

第三、非常詳細地逐字逐句地去學習這個經。 

第四、了解這個經裡面的次序，它的上下文之間關聯是什麼。 

第五、和其他經典去連結比較的時候，有一些看似相違的地方，如何去解答、回

答它。比如這部經典裡說到，我們造作任何惡業，只要具足四法門都可以

得到凈化。但其他經典裡也有說，我們只要造了業，它就會像影子一樣跟

隨著我們，我們一定要面對它的結果。所以有這些看似不同經典裡相違的

地方，就是對它作出怎樣的回答。 

其實世親菩薩所說的這五個問題，是為了讓說法者從這五個角度去講法用的。這

裡堪布提出來是為了讓我們學習者，也可以從這五個問題的角度去思考。 

 

Q6.金剛薩埵的修持是依於這部經典而來的嗎？ 

金剛薩埵的修持是依於續而來的，比如說喜金剛等等這些續。 

 

Q7.「得不再作不善業之律儀」，是真的要有律儀、有受戒，還是只要有守護之心就

好？ 

「得律儀」的本質含義，是一種誓言，就是你不再去作惡的一種誓言。所以這種

誓言是守護我們的心，令其不再去作惡非常好的方法。即使我們有了這樣的誓言，但

是後面可能又破了這個誓言很多次，但這都沒有關係，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讓

自己受持這樣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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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被人傷害是一種習氣嗎？ 

第一種屬於不是故意去傷害的，它包括我們過去生以及今生的這些業，這些綜合

自己的業和他人的業，兩者共同綜合的複雜作用所導致。另一種是故意去傷害的，它

們主要是由於貪欲和瞋恨的直接煩惱所導致。這問題是問被人傷害，那如果是被人傷

害的話，那對於被傷害的人來說，最主要是由他過去的業所造成。 

那對於加害者來說，他有可能是出於兩種情況。就像前面所說：一種是由他過去

的業所導致，另一種是由他的貪嗔癡所導致。所以，必須從兩個角度分開來看，一個

是被傷害的人，他會受到過去業的影響；而加害者，他會受到兩種影響──包括過去

的業，還有他的貪嗔癡煩惱。另外，也可以從寂天菩薩的教言當中，學習如何去修持

安忍。當我們被他人傷害時，我們可以思維這是他人受到過去造作之業的影響，導致

現在這個結果。利用這樣的思維，就可以修習安忍。  

簡單的總結一下，這個問題裡面有一個矛盾，如果你允許他人恣意傷害你的話，

會不會就造作新的業了呢？以及成為未來繼續被傷害的因？那如果不這樣做而去阻止

他，那這樣就沒有機會修安忍了！這兩個之間如何平衡呢？前面的內容提到，造業的

三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直接造作、一種是唆使他人造作、第三種是隨喜或同意他人造

作惡業。如果你明明有善巧方便，可以阻止他人傷害自己，依然放縱他人去傷害自己

的話，這相當於是第三種的不善業。所以，你也是在造業。 

至於如何平衡它呢？基本上，安忍是需要有智慧、善巧，並不是說我們什麼都不

做就是安忍，這是一種盲目的安忍。安忍也可以是你去教化他，這些都可以歸類於安

忍。所以，安忍是需要結合善巧和智慧。 

 

Q9.初地菩薩已經證悟空性，那已經是最高見地，為什麼還沒有成佛呢？ 

初地菩薩所證空性的見地和佛是一模一樣的，但他還沒有斷盡所知障。換句話

說，他做得還不夠，他還需要時間去斷除所有的所知障。因為在多劫裡面所積累的所

知障習氣，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斷除的。所以初地菩薩雖然已經現證空性，他仍然需要

很多的時間去斷除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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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初地菩薩和七地菩薩的區別 

兩者相比，七地菩薩有更多的功德，因為他已經斷除了九品所知障裡面的前六

品。舉例來說，他可以在一剎那間入定然後出定，這一點是初地菩薩做不到的。所

以，七地菩薩比初地菩薩功德更廣大。 

 

Q11.初地菩薩仍有所知障的習性，但這個習性不妨礙他現證空性，是嗎？ 菩薩分為十

地這個教法是究竟的教法還是不究竟的方便教法？ 

這取決於從哪一宗的觀點去解釋。比如從唯識宗來看，因為是承許阿賴耶識，所

以萬法是從心生的。但是從中觀應成派來看，它就不會這樣說，它會說在世俗名言上

面，萬法是依於因和緣而產生的，即使是緣起這樣的說法也是在世俗名言上說，顯現

上，萬法就是一個法依賴於另一個法而生起的。但是，如果你在究竟上去分析的話，

你會發現，因為萬法都是無自性的，所以其實也根本談不上是這個法依於那個法。所

以依於哪一宗的見地去解讀就會有不一樣的內容。 

初地菩薩雖然仍有所知障的習性，但這個習性是不會妨礙他現證空性的，因為初

地菩薩已經現證空性了。但是他因為有所知障，也就是說：相對於佛的果位，初地菩

薩仍然有所知障，因此還沒成佛。但通過不斷的修持，他的功德增長了，那麼慢慢就

會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然後最後到佛地。 

第二個部分，菩薩分為十地，這個教法是不究竟的方便教法。也就是在世俗的名

言上，才會有一地、二地到十地這樣的分法；但是在究竟層面，根本就無所謂幾地菩

薩，連佛果都是如此，都不存在這樣的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