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抉擇能趣解脫道的自性」，

也就是要選擇能趣解脫的「滅

諦」和「道諦」，可分二部分：

（1）依何等身滅除生死，（2）

依何等道而為滅除。解脫要靠什

麼身？要靠具足暇滿之身。滅除

生死要修何等道？要修心靈昇

華之道。為什麼要依臭皮囊、修

心而滅除生死？因為身心是求法

者證菩提、成佛道的主體。佛教

講求身心協調、身心合一。實際

上，心離開身就要從頭開始，又

進入了另一個過程。比較起來，

還是心重要。為什麼？在輪迴的

過程中，這臭皮囊由小孩子而

成長，然後老死，老死之後，臭

皮囊有沒有帶走呢？沒有，臭皮

囊完全留了下來，丟掉。帶走什

麼東西呢？帶走心。心或稱為神

識、靈魂。人一死，神識就出離

了，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經過中

陰身的階段後再「投生」另外一

略論菩提道次第（二）

 蕭金松

個生涯。靠什麼東西拋到另外一

個地方去？不是靠身體的力量，

而是靠心理的力量。其次，心理為

什麼比身體重要？我們可以舉生

病的例子來說明。病人會覺得痛

苦，這是心理的痛苦呢？還是身

體的痛苦？手受傷、斷掉，會痛，

是什麼在痛？手在痛？還是心在

痛？是心在痛。心痛，痛在哪裡

呢？痛在手，心痛在手。所以，心

才是最主要的。還有，病人的心要

是能夠轉移，就會忘掉痛苦。當

手被割到以後，一開始不知道，就

不感覺痛，一知道割到以後，就感

覺痛啦！人生是苦，苦的感受要靠

心靈，只有從心靈來治療，才能離

開痛苦。所以，佛教認為心是修行

的重點。身無從修起，頂多是練練

氣，健健身。佛教雖講健身，也講

練氣，但並不很追求。佛教強調練

心、修心，練心、修心就是學佛，

就是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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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士修心之道次第

這可從四方面來討論：（1）

發菩提心為入大乘之門，（2）發

菩提心之次第，（3）以軌則受

法，（4）發心已學行之法。

「發菩提心」是入大乘之

門，而上士道其實就是大乘道，大

乘道就是菩提道。大乘包括波羅

蜜多乘和金剛乘，「波羅蜜多乘」

是依顯教修行的乘，「金剛乘」是

密教修行的乘，兩者同時構成大

乘。大乘或菩薩乘的第一個要件

就是發菩提心，菩提心有願菩提

心和行菩提心，嚴格說來前者只

是想修修大乘還沒有實踐行動。

發了行菩提心，不算正式修大乘。

什麼叫「發心」？捐錢只

是世俗的發心，真正的發心是發

菩提心。所謂菩提，就是自求佛

果，同時還幫助別人求佛果，這

叫作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至於

「心」，則是一種「願」。發菩

提心，完全是一種自願。

「修菩提心的次第」，可以

依阿底峽尊者或寂天菩薩的教授

而修。

阿底峽尊者從他的老師戒護

大師傳承「七種因果言教」：知

母、念恩、報恩、慈、大悲、增上

意樂、菩提心，最後圓滿佛果。

菩提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悲

心」，大悲心要從知母而發。所謂

知母，就是要了解母親懷胎、生

產、哺育、教養子女的辛勞，能夠

認識媽媽，必然會知道感恩。輪

迴從無始以來就在進行，就有我

的存在，只有跟現在的面目不同

而已。因此，自無始以來就有無數

的人際關係。有情是有限的，但

時間是無限的，有限的有情在無

限的時間裡輪迴，所以每一個眾

生都是我過去世的母親，都有恩

於我。我念念不忘母親給我的恩

惠，我會盡最大的力量，來報答母

親。換句話說，我會幫助世界上所

有的人離苦（悲）得樂（慈）。有

了慈悲之後，自然就會不斷追求

對的事情，這叫作增上意樂。在慈

悲和成佛的目標之間，要靠菩提

心來貫通，發菩提心之後，才有希

望圓滿佛果。從知母到圓滿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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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七個層次，構成一個鎖鍊，能

夠如此認知，學佛就非常穩當了。

現在從「生起之次第」和「正

修之次第」二方面來說明：（1）生

起之次第：大悲是大乘道的根本，

我們不是為自己成佛，而是以大悲

救人，為了幫助別人，自己不得不

成佛。因為如果自己不成佛，怎麼

有能力救人？二者是互相的，這裡

增一分，那裡就超一分，不斷的自

他兩利，不管為自己也好，為別人

也好，都是一體的兩面。至於其他

六種因果，則是大悲的因果。往前

推，大悲是知母、念恩、報恩、慈

心的果。往後推，大悲又是產生增

上意樂、菩提心、圓滿佛果的因。

總之，大悲最重要，是大乘道的中

心。（2）正修的次第：初修求利

他之心，也是出於大悲；次修求菩

提之心；最後是認定修果發心利

他。修果本身就是發心，因為追求

目標可以促進發心、鞏固信心。

「修菩提心的次第」，還可

以依寂天菩薩教授而修。寂天菩

薩也是印度人，撰有《入菩薩行

論》和《集菩薩學處》二部名著。

發菩提心之後，要作菩薩行，要

學菩薩，實際上也就是修行的次

第，可分為二：（1）思惟自他互

換之功過，設身處地，站在別人

的立場來發菩提心，譬如把別人

的痛苦當成自己的痛苦，起大悲

心想辦法幫助他。（2）若能修

習，則能生起將自作他、視他如自

之心。真正的菩薩，應該如是學、

如是作，佛在因地時捨身飼虎，

也就是這種發心了。實際上，如

果以這二種修菩提心的方式來處

世待人或學佛，必將受益匪淺。

（九）以軌則受法

發菩提心有一定的儀規，

就是要「受菩薩戒」：（1）未

得令得，（2）得已守護不失，

（3）犯已還淨法。為什麼要受菩

薩戒？因為菩薩戒可以幫助修行

人，提醒修行人，強化修行人。

菩提心不是發過就算了，也不是

發一次就夠了。發菩提心是一條

長久漫長的過程，從初發心到成

佛，中間不能間斷，菩提心要永

略論菩提道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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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存在，不斷增長，不可衰退，

這就要靠菩薩戒來規範，有如法

治時代要靠法律來規範一樣。以

軌則受法，未得菩薩戒要令得，

得到了菩薩戒要好好守護，不可

違犯；萬一違犯，就要反省、懺

悔，覺昨非而今是，不斷改過遷

善。人在還沒有成佛之前，難免

會有過失，連大菩薩也有過失，

把過失改完，也就成佛了。

（十）發心已學行之法

發心之後，就要行，這是菩

薩道最重要的內容。知而不行，

等於不知道；知而能行，才是真

知道。怎麼行？可分積集福德和

智慧二資糧。「福德資糧」能長

養一切有情，「智慧資糧」能斷

除一切煩惱。前者是方便度，包

括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和靜

慮等五項；後者就是慧度。所謂

資糧，就是旅行所需的盤纏。也

就是說，成佛之前，要先累積福

德和智慧二種資糧，同時要憑藉

方便和智慧二種方法。

前面說過，大乘可分波羅蜜

多乘和金剛乘，所以大乘也有兩

種修法：（1）總於大乘修學法，

（2）別於金剛乘修學法。

「大乘總的修學法」，可從三

方面來討論：（1）於菩薩學處求

學：我們要在哪裡求學？在菩薩學

處。一個菩薩應該學的，都要學，

也就是要學菩薩行，學習菩薩當學

的內容。（2）學已受菩薩戒：了

解菩薩乘或菩薩學處之後，就要受

菩薩戒，當作行為的規範。菩薩戒

三聚律儀，包括分別解脫戒，攝善

法戒、饒益有情戒。（3）受已修

學之法：依六度、四攝、止觀。

所謂「六度」，就是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六

項，能夠幫助我們脫離生死，到達

涅槃彼岸。六度中的前五度是方便

或手段，也稱為善巧方便。六度是

到達彼岸的過程或手段。誰到彼

岸？自己到彼岸，所以叫「成熟自

佛法」，自己成熟了自己的佛法，

就是「自己成佛」。學行六度時，

要各就自性、差別，於身心生起之

法而說。《菩提道次第論》對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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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得非常詳細，譬如，布施可分

法施、無畏施、財施三種。法施，

就是指導學佛的次第。無畏施，就

是看到別人有危難或恐懼，能夠安

他的心或解救他，使他免於恐怖。

財施，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布施是建立在大悲心或發菩提心

上。所以，發了菩提心以後，六度

就變成理所當然了。布施可以對治

貪，戒是一切行為的準則，氣忿難

平就用忍辱來對治，精進就是勤於

增善，靜慮能夠除煩惱障，智慧則

用以除所知障。總之，從布施到智

慧，都是在去煩惱障和所知障，以

求證菩提，這時候還不算真正成

佛，因為只是自度並沒有度他，成

熟他有情就要靠學行四攝了。

自度以後，還要靠菩薩學處

和菩薩行，用四攝來度化有情。

所謂「四攝」，就是布施、愛語、

利行和同事。六度和四攝的目標

不同，所以其中布施的作用也不

同，六度的布施是度自己，四攝

的布施則是要幫助別人。愛語是

要和顏悅色地講別人能夠接受的

話，這樣講話才有用。利行是幫

助別人，使別人起行，真正能夠去

作。同事是能跟志向相同的人修

學，也就是大家有志一同去修學，

互相討論，結伴而行。靠著這四樣

方法，可以攝持、提攜、利益其他

有情，自利利他覺行圓滿。

「止觀修學法」是專指六度

中的靜慮和智慧。靜慮即禪定，

智慧即般若。止觀修行法是大乘

很重要的部分，可從學止法、學

觀法和學雙運法三方面來討論。

「學止法」可分修止法和修

止量二種。「修止法」首先要加

行，「加行」就是預備，以少欲

知足和調息修心為加行的工夫。

《八大人覺經》和《四十二章

經》都講知足少欲，調息就是調

節呼吸，最後就要修菩提心。加

行圓滿之後，就進入「正行」，

這是進入禪定的方法。

首先要「住心之所緣，修

行靠什麼？要緣想，緣就是尋

覓，就是將心思放在某處。佛家

講「九住心」，是九種修心的過

程。事實上，佛法要如理實修

而不是用講的，否則成不了佛。

略論菩提道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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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心可從（1）斷五種過失，

（2）修八種對治，二方面來討

論。所謂五種過失，就是懈怠、

遺忘、沉（昏迷掉舉）、不作行

（該辦而不辦）、作行（不該辦而

辦）。其中，以昏迷掉舉的毛病

最大，最難斷除。心定不下來，

心猿意馬，七上八下叫掉舉。

掉舉不對，昏沈也不對，中庸最

好，這就是定。既然有過失，就

要想辦法去掉，如生病，要靠藥

來治一樣。佛家講對治，就是對

症下藥。靠什麼來對治？靠八種

功夫。其中，前面四種是專門對

治懈怠的，後面四種則分別對治

其餘四種過失。對治之後，毛病

就去除了。譬如，遺忘就靠念來

對治，健忘就靠常念來對治。昏

沈掉舉的對治，就是三摩地，或

稱禪定。不作行靠作行來對治，

作行靠不作行來對治。該作而不

作，要對治這個毛病就靠作。同

理，不該作而作的毛病，則要靠

不作來對治。不管是學佛法或入

世用，止觀都有相當大的效果，

可以告訴我們怎樣專心？什麼事

情該作？什麼事情不該作？

最後到了「修止量」，也就

是身心輕安的境界。輕安的相反

詞就是粗重，粗重是有煩惱的關

係。煩惱無盡，心靈縱橫，靠禪定

這個止，專注一心，修到最後能

得輕安，身體輕安，心理也輕安，

達到心一境性就是止的目標。

什麼叫「學觀法」？可從

「總明觀資糧」和「別明抉擇

見」二方面來介紹。觀是一種考

察，靠什麼來考察？靠「正見」

來考察。怎樣抉擇正確的見解？

觀念非常重要。觀的資糧有三：

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如理思

維。依彼資糧抉擇真實義之正

見，要依龍樹、提婆、佛護、月

稱等中觀論師之見。

談到「別明抉擇見」，可從

「明染污無明」和「尋求無我見」

來說明。所謂染污無明，是指凡夫

從無始已來以妄念分別，將因緣所

生法執為真實的邪見。以無始妄念

執彼境上自體成就，其所執之境，

即名為「我」，或名「自性」。此

俱生人我執和法我執，是生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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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欲求解脫所應破除者。

至於「尋求無我見」的方法

有二：（1）人無我，（2）法無

我。我執生起之次序，謂從法我

執生人我執，修無我之次序，則應

先修人無我，次修法無我。首先，

「抉擇人無我」，初業者應觀察四

事。第一要義謂決定所破，非執於

身心總聚上假名安立，乃執假立

之我為有自體，彼俱生我執所執

之我，即所破法。第二要義謂決定

二品，彼堅固我執所執之我，與自

五蘊為一為異，離此二品更無第

三品。第三要義謂破一品，若所執

我與五蘊一者，應成一性，此有三

過，以次推察，即知所執我與五蘊

非一。第四要義謂破異品，若所執

我與五蘊異者，則離色等五蘊，應

有我可得，然色蘊等一一除後，實

無我可得。依此四義觀察，便知身

心上全無俱生我執所計之我，是為

初得中觀正見。依此相續修習，引

生定解，定中修如虛空。出定後得

位，則修如幻化，觀察行住坐臥，

皆為分別假立，如同幻事，都無自

性，但非全無，能作善惡業，受苦

樂果，一切緣起作用皆應正理。

其次，「抉擇法無我」又分

抉擇有為法無自性、抉擇無為法

無自性二項。有為法又分色法、心

法、不相應行三項。法就是一切認

知的外境外物，譬如杯子、椅子、

黑板等等都是法。法存不存在？當

然存在。只是不以自性而存在。換

句話說，桌子不是以桌子的自性而

存在，黑板也不是以黑板的自性而

存在，而是靠其他因素因緣和合而

成，是緣起法。桌子不是本來就是

桌子，以後也不可能還是桌子，桌

子是一些條件聚合而成，條件一分

散或不具備了，桌子就不存在。這

就是法無我或空無自性。從色乃至

一切種智，皆是分別假立，佛順眾

生意樂立地道等名言，所化眾生

依地道等名言而修，秉無自性義，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了無執

著。幫助我們去掉執著的最好方

法，就是能正確知道法無我和人無

我的存在，也就是「觀」。

從已得奢摩他為依止乃修

觀察，若時由觀察力獲得無功用

轉作意，即得「止觀雙運道」。

略論菩提道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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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緣無分別影像之止，與緣有分

別影像之觀，二品俱證，相續而

生，若由觀察力引生真奢摩他

時，有緣如所有性之擇法毘缽舍

那，與專住如所有性之三摩地相

應而轉，能得如是止觀和合平等

俱轉，必已得修所成之智慧。

以上是菩提道次第的大乘

修法，如是於諸顯密共道淨修之

後，不應猶豫當入密乘，此道能

速疾圓滿福慧二資糧，較餘法特

為寶貴。有關金剛乘修學法，詳

載於宗喀巴大師的另一名著《密

宗道次第論》，其分量和《菩提

道次第論》差不多，就不在這裡

講了。總之，就大乘顯教而言，

藏傳佛學和漢傳佛學並沒有太多

差異、只是藏傳佛學比較著重方

法論，比較有系統地把五乘佛法

融納在一起罷了。 （全文完）

本文節錄自《慧炬雜誌》第三○二/三○三期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生命教育講座｜

100年5月7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紀潔芳 教授

（吳鳳技術學院國企系教授兼系主任）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廳地下一樓會議廳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生命關懷乃關懷自己（智慧型關懷）、關懷他人及關懷大自

然。目前大多數人抗壓性低，因缺乏創造力，在生命教育中

以啟發大眾創造力及溝通藝術為主。本講演以多媒體方式探

討生命關懷、臨終關懷、創造力啟發及溝通藝術，關懷對象

包括學生、成年人及銀髮族的朋友。助益探索生命意義及澄

清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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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告 ]

 100年6月4日 呂凱文教授主講
「彩虹神話：尋找美麗人生的七色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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