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药师讲要  
  

菩提漫论  

为星洲菩提阁剪彩开光讲?? 各位：星洲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区域，信仰佛法的人相当多。我来槟城

之 後，久思一游，苦无机会；这次因梁居士请为他手创的菩提阁开幕剪彩，得此 机缘，与各位

相聚一堂，谈论佛法，实在是使我感到最快慰的事。 佛法谈何容易，谈了还同未谈，因为佛法甚

深极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 那些博大精微的义理是唯证方知，在没有体验到的人讲起来，终觉

如隔靴搔痒 ，不易搔到痒处，纵使方便立信，亦难说得恰到好处，所以是说了还同未说。 现在

只好就本地风光，现成事实拿来说说，即是先说到各位：  

爱好菩提与佛有缘  

菩提这个名词，不但含义丰富、深远，为研究佛法、追求真理的中心目标 ；而且念起来的音调，

也非常地动听、可爱！所以一般学佛的人，终是爱好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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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这也正是证明了大家与佛有缘，否则，不希罕菩提，也不会对菩提生起爱 好追求的心理了。 

菩提虽同为一般学佛人所爱好，但从眼前的事实看来，似乎表现著南洋的 佛教徒，对菩提却特别

爱好、特别有缘。何以见得呢？我到了槟城，知道槟城 有菩提学院、菩提学校、菩提精舍，还有

一个素菜馆也叫菩提苑；前天来了星 洲，又知道这里有灵峰菩提学院、菩提学校、菩提佛院、菩

提林、菩提精舍， 而现在剪彩开幕的又叫做菩提阁。这样连贯地用菩提为名，在星洲好像一串星 

月菩提珠，这个名字被人念得发光，好像珠子颗颗发亮，可见大家与菩提是特 别有缘，爱好菩

提，前生前世，早已种下了菩提种子，现在因缘成熟，灵苗立 即萌芽，慧叶将要成荫，所以我也

就抓住现成的机会，来谈菩提，略以助庆， 同增欢喜而已。同时我还替朋友写了一首这样的偈

子，贺菩提阁落成： 窗明几净绝尘埃，楼阁庄严弹指开； 诸上善人同集会，即今身在玉莲台。 

这里面，引用了两部经的义理：一是用华严经的「弥勒楼阁，弹指即开」；因 善财童子要参礼弥

勒，在华严楼阁外面徘徊，不得其门而入，正在旁徨间，忽 见弥勒含笑，迎面而来，只一弹指，

阁门便启，里面清丽无比的庄严境界，赫 然在目，不从外得。现在借来形容这个菩提楼阁，因众



信福德善根之力，忽然 建筑落成，在星洲多添了一间清净庄严的道场。二是用弥陀经中的「诸上

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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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会一处」，说西方极乐，莲花化生，所聚居的大众，都是最上善人，位居 阿 跋致，行证不

退菩提，所谓「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现在 各位以时节因缘，都集合来菩提阁，

对佛法来作多闻熏习，思惟观察，不是善 根深厚，福缘成就，岂能做到？且各位又都是「发菩提

心，行菩萨道」的行者 ，所以我现在，亦很想趁此机会来解释一下：  

 

菩提意义及菩提心  

菩提二字原为梵语，我国旧译为「道」，新译为「觉」，都指菩提是道是 觉的理性而说；若合用

新旧之义为「觉道」，意思比较完整，而且已从理性本 然的菩提，达到具有启发性作用的菩提

了，即表示已由学佛，走上了觉悟的正 道，破迷惘而获真智，离迷途而登觉岸，省庵所谓「下菩

提种，耕念佛犁，道 果自然增长；乘大愿船，入净土海，上品决定可期」了。 又菩提解释为觉

道：道有能通和所通之别；觉亦有能觉与所觉之分。能觉 能通是指智慧。这智慧有「一切智」、

「道种智」、「一切种智」的三种：一 切智了彻诸法真空之理，一切法缘起性空，空是一切法的

总相，穷其体性，已 入哲学幽玄的领域；道种智分别观察一切诸法现象的有智，把一切法的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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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系统、因果关系等分析得清清楚楚，而能获得结论，是入於科学分析的 范畴；一切种智，

是了彻一切诸法的本体与现象的综合智慧，空有二智的统一 性，事理无碍，心境一如，是溶合科

哲於一炉的智慧，亦可说是超科哲性的智 慧，因这种彻见诸法真相的智慧，已为科学家和哲学家

的能力揣想不到了。这 三种智慧，前二种是通於声闻、缘觉、菩萨的三乘菩提，後一种，了彻事

理， 真俗浑融，唯在佛果菩提，有此胜境。能觉能通是智，所觉所通是境，这境亦 有理和事的

二种：理指涅盘，是得一切智断烦恼障而现证的；事指一切有为有 相的诸法，是得道种智，一切

种智，断所知障而证知的。这在佛学的唯识论上 ，也叫做二转依果，即转烦恼障成大涅盘，转所

知障成大菩提。到这田地，已 达到了佛果菩提最高的理境。 佛果菩提，超越三乘菩提，梵语叫

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旧译为「 无上正遍知道」，新译为「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对修学

佛法的人在证验觉悟 中所得智慧的程度浅深上加以区别：对於凡夫的沉迷不觉，称佛道为大觉；



对 於外道的邪觉，称罗汉之觉为正觉；对於罗汉的觉而不偏，称菩萨为等觉；对 於菩萨的分证

分觉，称佛为无上圆满的正等正觉。所谓「三觉圆，万德具，天 人调御师」，佛自觉觉他，觉行

圆满，不但为人天众生的调御之师，亦为出世 三乘众生的调御之师。 菩提心，旧译为「求真道

之心」，新译为「求正觉之心」，名异义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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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的本体上说，一从智的理性上说。大日经疏云：「菩提心，名为一向志求 一切智智」。志求

一切智，即向上来趣真理的心；一切智智，即不但自己向上 求趣真理，且发起下化众生的觉他觉

悟之心。这样看来，菩提心即是菩萨心的 异名，因菩萨发心学佛，必须具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

愿行，这愿行便是构成 菩萨心的因素，也即是菩提心的实际表现的行者。 这样说菩提心，还觉

得太抽象，若再具体一点来说菩提心的成份，可引些 华严经的佛语来作参考。华严经说善财童子

为追求广博的佛理，曾去参访五十 三位善知识。他参访到第二个善知识??海云比丘时，曾把菩提

心到底是甚  样的心的问题提出来。海云比丘的意思，是说一个学佛的人，须能积集广大福 

德，心地平等，始可以与之言菩提心，他说： 发菩提心者：所谓发大悲心，普救一切众生故；发

大慈心，等佑一切 世间故；发安乐心，令一切众生灭诸苦故；发饶益心，令一切众生离恶法 

故；发哀愍心，有怖畏者咸守护故；发无碍心，舍离一切诸障碍故；发广 大心，一切法界咸遍满

故；发无边心，等虚空界无不往故；发宽博心，悉 见一切诸如来故；发智慧心，善入一切智慧海

故。 在往生集上说：菩提心有两种，一是缘众生界的一切现象境事而发的心， 就是以四弘誓愿

为体，缘四弘誓愿而发的菩提心；二是缘诸法的真理而发的， 即是体察一切诸法中道实相本来寂

灭的理性，安住这中道实相的理性中，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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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胜用，叫做菩提心。 菩提和菩提心，其实同是一物，而稍有分别的，菩提是

从静的方面来说，指智 慧的自体性，菩提心是从动的方面来说，有了启发性的作用，即由启发性

的菩提， 进趣到真性菩提。说一比方：好像金子在矿中静静地为沙土所埋，人都不知其 中有

金；若由金矿专家从动的方面来启示，再由工程师的设计，利用机器和人 工来掘发，就可发现那

放射出光芒灿闪的黄金。我们凡夫众生亦是这样，菩 提真性，本自具足，只因沉迷尘欲，烦恼垢

污。就障覆灵智。蔽失了真性；今 因诸佛菩萨的慈悲教化，善巧启示，悟此菩提，本性具足，便

发出一种勇猛精 进的希求心，要进趣菩提，复本心源，同时不但使自己如此，亦希求一切众生 

亦如此复本心性，开发菩提，同成大觉，皆登佛位。这，便是我们一般要想学 佛的人，应发的一

种胜心；但为甚 要说：  



学佛发心首重菩提  

呢？这因为学佛的人最注重发心，不发心是不会学佛的，即使学佛，也不易学 得成功，因不发

心，即没有决心，没有决心集中心力，散漫无归，不特学佛不 成，即以此散漫心去学习一切东

西，都难得有所成就。同时须知佛教修学说发 心，还不只说发心而已，还需要把这心发得正确，

不落偏差，否则虽然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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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因无果，徒然无用。如佛在世时，印度有许多外道梵志，为了离苦得乐 要生天，去修习种

种断食舍身、投崖赴火的苦行，他的动机未尝不是发心，但 因认识不正确，徒然苦了自己，决不

能达到生天的目的！因生天是从修集世间 善行中来的，须要发心修习善行，多做善事，才能生

天，舍此而求生天，皆如 缘木求鱼，了不可得。现在世间有许多人，终日发心在做不利於人的

事，而想 生天国，想去西方，能不能达到他的期望呢？自然是不可能的，绝没有那样便 宜的

事。世间许多事都可以取巧，唯有这件事取巧不得，差一点都不能成功。 所以楞严经说：「因地

不真，果招纡曲」；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这样，发坏 心的人也可以生天成佛，那末佛菩萨无异

在奖励人为恶了。所以在佛教的真理 不说「因信得救」，不像外教叫你只需信仰上帝，你怎 做

都好，上帝终会来 救你的；佛教虽也最注重讲信仰，但须要自己能做好，向好的方面去求进取， 

佛菩萨才能帮得你的忙，助你成功，如果自己在造恶，想求佛菩萨来保护，想 「因信得救」，那

是绝对办不到的。 省庵大师曾著劝发菩提心文，他说发心学佛的人，要运用智慧去审别甚  是

邪和正、真和伪、大和小、偏和圆的道理，然後去其邪的、伪的、小的、偏 的，取其正的、大

的、圆的，如此生心，便成为菩提心了。甚 是邪正、真伪 、大小、偏圆的事呢？他说： 世有

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务：或求利养、或好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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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既不求利养名闻， 又不贪欲乐果报，唯为

生死、为菩提，如是发心，名之为正。 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怯；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倦。如登万仞之山，必穷其顶；如上九层之塔，必造其巅。如是 发心，名

之为真。有罪不忏，有过不除，内浊外清，始勤终怠，虽有好心 ，多为名利之所夹杂；虽有善

法，复为罪业之所染污，如是发心，名之为 伪。 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

如是发心，名之为大。 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如是发心，名之为 

小。 若於心外见有众生及以佛道，愿度愿成，功勋不忘，如见不泯，如是 发心，名之为偏。若

知自性是众生，故愿度脱，自性是佛道，故愿成就。 不见一法，离心别有，以虚空之心，发虚空



之愿，行虚空之行，证虚空之 果，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如是发心，名之为圆。 把发心分成邪

正、真伪、大小、偏圆的八类，复加以拣别，去邪就正，舍 伪取真，亦正显发心性质之重要，事

先不可不慎，故该论劈头就说：「入道要 门，发心为首；修行要务，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

度，心发则佛道堪成」。 这指的是甚 愿呢？发的是甚 心呢？当然亦是指发菩提心愿。起信论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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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何等心？略说有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乐集一切诸善 行故；三者大悲

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直心，即是诚实心和向上心；深心 ，即是研究心和修习心；大悲心，

即是同情心和觉群心。这三种心，即是菩提 心的素质，因菩提心是上求佛道和下化众生，直心和

深心，是属於上求佛道的 心，大悲心是属於下化众生的同情心。所谓菩萨发心，除此三心，更无

他心， 故维摩经亦说：「直心是菩萨道场，深心是菩萨道场，大悲心是菩萨道场」。 菩萨离这

三心，更无修道之场，而三心即是菩提心，故知学佛的人对於发菩提 心是如何的重要。华严经

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不乐听 闻诸波罗密，假使闻说而不修行，虽亦修

行，多生懈怠，以懈怠故心意狭劣， 不求无上大菩提法，是为魔业」。 为甚 说学佛的人一定

要发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去修习一切善法，都容易 成为世法或魔法？这因为菩提心是生起出世一

切善法的广大资粮，没有菩提心 ，不成无漏法，所以华严经说善财童子参礼五十三位善知识时，

都先说自己已 发菩提心，不过还未曾知道怎样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所以还要参学，还要请 

教。该经卷七八说： 菩提心者，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犹如良田，能生长众生白 法

故；犹如大地，能持一切诸世间故；犹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犹 如大风，普於世间无所碍

故；犹如盛火，能烧一切诸见蔽故；犹如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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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照一切诸世间故；犹如满月，诸白法悉圆满故；犹如明灯，能放种种法 光明故……。 又说：

「譬如有人得无畏药离五怖畏，何等为五？所谓火不能烧，毒不能 中，刀不能伤，水不能漂，烟

不能熏；菩萨摩诃萨得一切智菩提心药亦复如是 ：贪火不烧，瞠毒不中，惑刀不伤，有流不漂，

诸觉观烟，不能熏害」。又说 ：「善男子！如水清珠能清浊水，菩萨摩诃 菩提心珠亦复如是，

能清一切烦 恼垢浊」。这都是说出菩提心对於学佛者的重要性。现在讲一个故事来表达这 意

思：  

大心沙弥小果罗汉  



 从前有个罗汉，与一个沙弥旅行，沙弥担行李，走在罗汉的後面。道经水 叉口，沙弥见蚂蚁成

群，为生活挣扎，极其苦恼，动了怜愍心，心念我必发心 度此群蚂蚁离苦得乐。罗汉知之，即命

沙弥将行李拿过来自己担，叫沙弥前行 ，自己跟尾。行至中途，沙弥又打妄想：蚂蚁太多，度之

不易；知难而退。罗 汉即知，又把行李交还沙弥担，自己前行，命沙弥跟後。如是沙弥之心三发

三 退，罗汉亦自担行李三次，交还沙弥三次。沙弥怀疑而问：师父何故如此？ 罗汉答道：汝先

发心要度蚂蚁，已是菩萨，我为罗汉，故须敬汝，让汝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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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我担；汝後退心，则为沙弥，我是罗汉，故仍由我先行，汝担行李，须跟 我後。我佛法中，

只贵发心胜劣，不讲年齿先後。这又可见发菩提心、行菩提 道之重要性。 发菩提心，如此重

要，所以梵网等经中，佛尝教诫弟子，不但劝人类众生 发菩提心，就是乞食人间，入聚落中，见

到一切牛羊犬马畜生之类，亦应为它 们说授三皈，劝它们发菩提心。但这里不免要怀疑，畜生之

类，如何懂得发心 ，岂不是对牛弹琴，说也徒然？须知佛法灵感，一念可通，众生至诚感格，佛

必 随机赴应，靡不周遍；况佛为众生，本具愿力，今既代佛行化，佛必欢喜感应 ，神力加被，

使之成就，众类皆然，岂独畜生？此理如电话机，这里电筒一动 ，对方虽远在千里，即有反响。

又如无线电波，只要发讯，顿时感应。世间之 法，尚且如此，佛具智德神力，岂有不能感通之

理。 在法华经中，说有一位常不轻菩萨，一看到人，扑地就拜，并对他们说： 「汝等所行是菩

萨道，渐渐修行，皆得作佛」。他所以要拜人，因人能行菩萨 道，即有菩提心，所以值得崇拜；

同时每人具有这菩提觉性，未来都可成佛。 这又可见修学佛法的人。是如何地尊重菩提和菩提

心。 从前有一次佛在印度说法，度了很多人得初果罗汉，乃至得四果罗汉。佛 见此景，忽然带

著哭丧的脸，面色无光。当时阿难等见到，甚以为异，就问道 ：「佛今度脱如许众生，应要欢

喜。为何反而愁苦」？佛说：「我无量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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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受勤苦，牺牲一切，求到佛法；今见诸人皆证小果，不能发菩提心传持大法 ，将见佛种断绝，

我心如何不伤感」！说时眼泪堕地，声震三千大千世界！当 时会众都被感动，转发菩提，佛面亦

转为笑容而有光彩。阿难疑而又问：「佛 何以又哭又笑」？佛说：「前证小果者多，如人年老无

子，唯生多女，不能传 持家产，所以悲伤；今既发大心，传续佛种，如人年老得子，所以转悲为

喜」 。可见佛是怎样地在望大家发菩提心，为法王嫡子，绳武法业，绵远千秋哟！ 但发菩提心

到底有何原因呢？可以说有  



十种原因发菩提心  

 我们学佛的人，所以要发菩提心，在天亲菩萨造的发菩提心经论中，说出十种 原因：一亲近知

识，二供养诸佛，三修集善根，因志求正法，五心常柔和，六 遭苦能忍，七慈悲淳厚，八深心平

等，九信乐大乘，十求佛智慧。为了要成全 这十种心愿，所以必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便不

能达到为学佛而成佛的目 的。 在省庵发菩提心论，说明学佛人为何缘要发菩提心，亦举出十种

理由： 

    一、念佛恩故发菩提心：我佛如来，初发菩提，勤求佛道，念念舍己从人 ，心心利乐有情，

为众生故牺牲一切，为众生故受诸苦难，德 须弥，恩深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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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所以为报佛恩，须发大心。华严云：「纵使顶载经尘劫，身为床座遍虚空 ，若不说法度众

生，毕竟无能报恩者」。发心学法、说法、证法，是报佛恩的 第一方法。  

    二、念父母恩发菩提心：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恩，浩天罔极；尤 其是母亲，经称悲

母，说她为子女十月怀胎，三年乳哺，恩德更为深厚。莲池 大师说：「亲恩重如山邱，五鼎三牲

未足酬，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要 儿子能离尘成佛，始能超度父母报答恩德，所以须要发

菩提心，没有菩提心， 便不能成佛，也无力报恩；能发心成佛，则不但一父母恩，一切父母之恩

皆可 报答了。 

 

    三、念师长恩发菩提心：生我父母，教我师长，师长教我知书达理，佛法 中的善知识，更令

我学佛修行，离苦得乐。经说：「十方诸佛，皆以善知识故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常的

人，以多福多寿多男子为三多。佛教亦有 三多，即多闻佛法，多近善友，多作善事。善友便是善

知识，是最好的师长， 为三多之一，要报答他的恩德，亦非发心学佛莫办。 

    四、念施主恩发菩提心：学佛出家，世俗财产，皆已抛弃，一切生活费用 ，全靠施主维持，

由施主助成衣食，使我安心用功，成就道业；所以自己应要 发心努力，精进不懈，庄严福慧，圆

满菩提，普利檀施，方能报答厚德。 

      五、念众生恩发菩提心：一切众生，与我皆有恩德，助我的固然有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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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损我的於我亦有恩德，因他欲损我，能使自己检点，自己警惕，自己激励， 道业因之增进，所

以说：若赞若谤，都成胜缘。如提婆达多屡屡害佛，佛的道 业反而因之加速增成，恶知识却成了

善知识。华严行愿品说：「菩提属於众生 ，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学佛成

佛，都由众力助成，所以 要报答一切众生的恩德。  

    六、念生死苦发菩提心：我们以业力因缘，无始劫来，沉沦生死，受诸苦 恼。佛经说：得人

身如爪上尘，失人身如大地土。古德说：「佛在世时我沉沦 ，今得人身佛灭度，惭愧自身多业

障，不见如来金色身」。又说：「人身难得 今已得，中国难生今已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想何

生度此身」。为了一失人 身，万劫难复，所以要发心立愿，勤求佛道，了脱生死，得大利乐。 

    七、尊重己灵发菩提心：尊重己灵，即尊重自己，不负自己。吾人本具觉 性，灵明不昧，只

由业力，随了染缘，引生烦恼的尘垢，障蔽了灵明的觉性， 生死缠绵，触途成滞，与诸佛比较，

判如天壤。但「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畏 怯生退屈」，所以须自力更生，还我本来，则舍却菩

提，别无他法了。 

    八、忏悔业障发菩提心：众生轮转，皆由罪业，既有罪业，必须忏悔。儒 书亦说：「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孟子亦云：「君子 之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

更也，人皆仰之」。世间圣贤教人改恶迁 善，尚有此种宽大的胸襟，何况佛教？佛教的忏悔主

义，正是予人自新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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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戒经说：「诸佛子！自知有罪当忏悔，忏悔者得安乐，不忏悔罪益深」 。所以学佛的人，

应理解忏悔的意义，为自己忏除业障，发菩提心，努力修善 。  

    九、为生净土发菩提心：净土与秽土相对，如佛的国土是清净的，我们的 国土是秽污的。我

们学佛的目的，在净化身心，净化国土，故求生净土，是学 佛者共同的理想，且要使这理想兑

现，在乎发菩提心，勤修善法，改善身土。 所谓「下菩提种，耕念佛犁，道果自然增长；乘大愿

船，入净土海，西方决定 可期」。 

    十、令法久住发菩提心：法指正法，即佛法，诸佛出世，转正法轮，如杲 日正中，群暗皆

消，邪盲齐丧，故叫它做正法。又佛法有正法、像法、末法三 个时期：正法指佛住世，修行者

多，有修必证；像法指佛灭度，修者仍多，证 者已少；末法统指後世修行渐少，证果者更难。现

在是甚 时期呢？省庵菩提 心论说：「正法像法，皆已灭尽，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

是非莫辨 ，竞争人我，尽逐利名，举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义？僧 是何



名」？这些话，说得很沉痛，我们学佛的人看到，真是无限的感慨！所以 为正法久住於世，传持

不替，学佛的人应同发菩提心，绍隆种佛，荷担大法！ 由此十种原因，便知学佛的人，必须要发

菩提心的缘故；尤其是第十种， 为使正法久住，应发大心。菩提心经论云：「若佛子交持佛语为

众生演说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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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先称扬佛之功德，众生闻已乃能发心求佛智慧，以发心故，佛种不断」。 又说：「菩萨初始

发心，譬如大海初渐起时，当知皆为下中上价乃至无价如意 宝珠作所住处，此宝皆从大海生故；

菩萨发心亦复如是，初渐起时，当知便为 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一切善法禅定智慧之

所生处」。既有十种原 因，学佛须发菩提，但我们  

应怎样来修集菩提   

即为甚 缘故，我们须要修集菩提？或应如何用心来修集菩提，积诸功德？这 在发菩提心经论

中，说有四个原因，能修集菩提，广增胜德：   

   一、因思惟诸佛修集菩提：有五种思惟：(1)思惟诸佛初始发心，皆具烦恼 ，和我一样，今皆成

佛，那末我今发心学佛，亦可一样成佛。(2)思惟诸佛皆因 勇猛精进，证得菩提，佛既可得，我亦

应得。(3)思维诸佛、发大明慧，从无明 壳，建立胜心，积集苦行，皆能自拔，超出三界，我亦如

是，当自拔济。(4)思 惟诸佛为人中之雄，度脱生死大海，彼既丈夫，我亦应尔。(5)思惟诸佛发

大精 进，舍身命财，求一切智，我今亦当随学诸佛。经过这五种智慧的心来思惟审 察，进趣菩

提的心，便自坚定。   

   二、因观身过患修集菩提：我们的身体，是一具臭皮囊，不必太贪著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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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老子亦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患何有」？佛经 里教学佛的人观身

不净，从头至足，发毛爪齿，眼泪涕唾，大小二便，都是不 净的东西；且因此身，造无量业，流

转生死。维摩经说：「此身不净，当乐佛 身」！但佛身是无量福德积集而成的，非修集菩提，积

聚无量福德不可。   

   三、为求最胜果发菩提心：最胜果，即佛的三身菩提：法身常住，清净无 染；报身相好，智德

庄严；应身自在，妙化无穷。又诸佛的戒、定、慧、解脱 、解脱知见的五分法身，都是清净法



聚，从修集智德而来。现在为求得此最胜 妙果，亦非修集菩提资粮不可。   

   四、为慈愍众生修集菩提：上面的思惟诸佛、亲身过患、求最胜果，都是 属於自利的，即上求

佛道：此因慈愍众生修集菩提，正是以同情心，怜爱众生 ，下济众苦。众生界中，有许多苦恼的

事是值得大家慈愍的：(1)为痴爱所惑， 受大剧苦；(2)因不信因果，信受邪道，不知堕落；(3)常

为人生八苦之所缠扰； (4)为贪欲乐，造诸苦因；(5)造诸重罪，不生惭愧；(6)毁谤大乘， 慢自

持，蔽 塞悟门，甘自堕落；(7)生於八难，不闻正法，不知出要；(8)生在佛世，虽闻正 法，不能

受持。菩萨见到众生界中，有此种种缺点，生起同情怜愍之心，所以 要修集菩提，救济众生。 

论中又说：「菩萨见诸众生无明造业，长夜受苦，舍离正法，迷於出路， 为是等故，发大慈悲，

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救头然，一切众生有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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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当拔济，令无有余」！看了这些佛在经论中说的话，菩萨为甚 要修集 菩提？对於这个问

题，亦可思过其半了。但我们应修何等行业来成就菩提呢？ 可以说： 

 

菩提资粮在於六度  

   天亲菩萨发菩提心经论说：「取要言之：六波罗密是菩提正因；四无量心、三 十七品诸万善

行，共相助成。若菩萨修习六波罗密，随其所行，渐渐得近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说布

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是 修集菩提的正行，由此六行，可得究竟菩提，圆

满佛果，所以也叫做六波罗密 行，波罗密就是究竟到彼岸的意思。为甚 说修习这六度行就可以

到究竟佛果 的彼岸？经论又说：  

  布施是菩提因，摄取一切诸众生故；持戒是菩提因。具足众善满本愿 故；忍辱是菩提因，成就

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故；精进是菩提因，增长 善行，放诸众生勤教化故；禅定是菩提因，自己

调伏，能知众生诸心行故 ；智慧是菩提因，具足能知诸法性相故。 六波罗密行。虽同为修习菩

提的资粮。但菩提的正体，还是在於六波罗密 行中的智慧波罗密；如果没有智慧波罗密，其他的

五波罗密行，都不能成为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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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正智，而达到涅盘的彼岸。所以大智度论说：「无般若为导，五度如盲」 。这可见智慧度的

重要性。华严经说：「菩萨不为教化调伏一众生故发菩提心 ，不为教化调伏百众生故发菩提心，



乃为教化调伏无量无数百千万亿众生故发 菩提心」。金刚经亦说：「菩萨於诸众生，皆以无余涅

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已，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为甚 菩萨发心度众生，

能有 这样广大的心境，普度一切众生，又不见有一众生为自己所度？皆因菩萨具足 般若智慧度

的功行，观空事理，融含万化，所以会连前五度所修的善行，亦都 成为无漏无为的广大胜行了。

所以华严经中又说：「譬如有人，以狮子筋而为 乐弦，其音既奏，余弦悉断；菩萨亦复如是，以

如来师子波密身菩提心筋为法 弦，其音既奏，一切五欲以及二乘诸功德弦，悉皆断灭。……譬如

有人住於水 中，不畏火焚：菩萨住菩提心中，不畏二乘解脱智火」。这以菩提心筋坏世间 五欲

及二乘之法，住菩提心中不畏二乘智火，都是因有了般若的智波罗密，有 此无相平等的慧日，世

间五欲及二乘之法的所有智慧，皆知萤火无光，不足比 拟。这智慧的锐利，不但不为世间诸法所

坏，同时且能坏一切生死烦恼的染污 之法，所以说修习菩提，以此为正因，其他八正道分、七觉

支分等三十七道品 ，都是助缘，因这些都是「菩提分法」，换句话说，都是菩提的支流，菩提的 

主流，是在於六度，尤其是六度中的智波罗密行。 六度既为菩提正因，所以历来的菩萨，对於修

习六度，特别注意。如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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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因地的舍身饲虎、代鸽割肉，以及多生以来牺牲了无量无数国城妻子，象 马车乘，头目脑

髓，都不过是为发菩提胜心，修六度胜行，争取菩提胜果而已 。菩提之果既由积集六度资粮而

成，那 ，在证悟上有无次序种类的呢？现在 要讲： 

菩提阶位种类区别  

 菩提在原质上讲，同是一种理性，应该没有甚 种类区别的；但在由凡夫 到佛果的行位差别和

证悟程度的浅深上说，则亦有不同，从般若经中，说菩提 可有五种：  

    一、发心菩提：即凡夫众生，听闻佛法，於生死中，初发大心，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所以叫

做发心菩提。  

    二、伏心菩提：从凡夫发心之後，凭著自己的愿力，修习六度妙行，渐渐 降伏烦恼，渐渐与性

空之理相应，所以叫做伏心菩提，如金刚经中降伏其心以 後所得的菩提。 

        三、明心菩提：是由伏心菩提折伏粗的烦恼後，进修止观工夫，渐渐进断 细惑，彻悟实相无

相的离相菩提。菩萨在见道证真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证 到这种菩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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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到菩提：是登地明心以後，在修道位，重虑缘真，为成熟众生，广 做佛事，已出离三

界，将到达究竟佛果，所以叫做出到菩提。   

    五、究竟菩提：即证到佛果的菩提，那时所断的烦恼，已与习气俱尽；同 时所修的行门，也已

福慧庄严，自他平等，一切皆已究竟圆满，所以也叫做究 竟菩提。  

    菩提之体，即是般若。所以嘉祥大师根据大智度论的道理，把这五种菩提 ，摄入般若道与方便

道。般若道是智体，方便道是智用。五种菩提中，发心、 伏心、明心三种菩提是由凡入圣的三阶

段，到明心见道，已由般若真智，契证 菩提真性，所以叫做般若道；出到、究竟二种菩提，是般

若道後所起利人济世 的胜用，所以也可以叫做方便道。其中的明心菩提，是五种菩提的中心：望

前 般若道说，它是在见道位，已证悟了菩提的理性；望後方便道说，它仍在修道 位，发心进修

佛果的菩提，不过与前第一种发心菩提不同的，是发心菩提乃在 世间位发的世俗菩提心；这明心

菩提，是在出世位，发的是胜义的菩提心。但 依涅盘等经，说有三种菩提，即真性菩提、实智菩

提、方便菩提。  

   它是根据甚 来说这三种菩提呢？可说是根据三因佛性来说的。  

   涅盘说有三因佛性，依三因佛性，而成就佛果三德。一、正因佛性，是离 一切邪非的中正真

如，依之而成就法身的果德。二、了因佛性，是照了真如之 理的智慧，依之而成就般若的果德；

三、缘因佛性，是缘助了因、开发正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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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善根功德，依之而成就解脱的果德。现在把它配三种菩提：依正因理性发 起的，就是真性菩

提；依了因慧性发起的，就是实智菩提；依缘因善性发起的 ，就是方便菩提。  

   这三种菩提，依三种佛性之理而施设，可说约横而说的；前面之五种菩提 ，约行位而施设，可

说是约竖而说的。同时这五种菩提在般若和方便二道，亦 各有发心、修行、证果的三个障段。现

在与涅盘的三身菩提（亦叫三德菩提） ，一同列表於下，便可一目了然：   

    菩提和菩提心的意义，重要性、修集原因、资粮、种类，既已约略说明， 则对菩提这个命题到

底诠表些甚 东西？大体可以明白。菩提既为学佛者所争 取，菩提心又为学佛者所需要发的，那 

发了之後又应如何保护使之不退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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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故现在再来说说：  

怎样保护菩提不退  

的道理。一般看来，学佛的人对於菩提心是容易发的，但能保护使之不退， 却是一件极其不易的

难事！普通有许多学佛的人，一听到佛法的精深，菩提心 的伟大，马上被感动，便发心学佛；但

学佛以後，往往因环境的变迁，或遇到 违缘波折冲不过去，於是中途倒下来，甚 菩提心，甚 

利益众生的事，都抛 向九霄云外去了。这是很平常的，也很易见到的事实，所以佛在宝积经中说

了 一首很好的偈子：  

       菩萨初发心，鱼子庵摩罗；  

       三事因中多，及其结果少！  

   鱼的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成长为鱼的却是很少很少；印度庵摩罗树开花时 是非常地茂盛灿烂，

而结成庵摩罗果的亦是少之又少；这与学佛的菩萨一样， 初发菩提心的是很多很多，但中途多半

因故退失，成功的却是少之又少。那  ，我们学佛的人，应怎样来防护菩提心而使之不退失呢？

这在发菩提心经论中 说：  

   菩萨成就十法，终不退失无上菩提。何谓为十：一者菩萨深发无上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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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之心，教化众生亦令发心；二者常乐见佛，以己所珍奉施，深种善根； 三者为求法故，以尊敬

心供养法师，听法无厌；四者若见比丘僧坏为二部 ，互起诤讼，共相过恶，勤求方便，令其和

合；五者若见国土邪恶增上， 佛法欲坏，能读诵说乃至一偈令法不绝，专心护法，不惜身命；六

者见诸 众生恐畏苦恼，为作救护施以无畏；七者发勤修行求如是等方等大乘甚深 经法，诸菩萨

藏；八者得是法已，受持读诵，如所说行，如所说住；九者 自住於法，亦能劝导令多众生入是法

中；十者入法中已，能为解说，示教 利喜，开悟众生。  

   这十种是要菩提行者顾全三宝的大业，勇猛精进的爱护与建设，只要此心 不懈，菩提必不退

失。在瑜伽菩萨戒本中，还说有四种「他胜处法」，自己能 够遵守，是保护菩提心的最好方法。

这完全是从自己训练自己、磨练自己的心 地，养成柔和合理的性情，使心念念向善，不为其他恶

法所胜，坏了自己的菩 萨行，损了自己的菩提心，那 菩提心就像有铠甲保护，不会损伤或退失

了。 甚 是四种他胜处法呢？  

   一、自赞毁他：菩提行者，失了利人心，不但不肯於人有利，且为贪图个 人的利益，不惜损害

他人，甘作罪人，自赞毁他，是为第一他胜处法。  



   二、见苦不救：菩提行者，失了大悲心，自有财物，见贫苦无告之人来求 助，不起同情怜愍之

心，而行惠施；或己悭法，见有求法之人前来请示，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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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见苦不救，是为第二他胜处法。  

   三、瞠不受悔：菩提行者，失了大慈心，瞠恚现前，损恼他人，人来悔谢 ，不肯接受，怨恨不

舍，瞠不受悔，是为第三他胜处法。  

   四、似法愚人：菩提行者，失了理智心，不究深法，毁谤大乘，以邪知见 ，说相似法，愚惑他

人，如提婆达多之流，创似新教，虚伪欺世，愚言惑众， 是为第四他胜处法。  

   这四种调驯自己的方法，是学佛之人发菩提心之後，用来保护菩提心，推 动菩提事业的最好方

法。经中说一个人光是发了菩提心，还没有力量来推动， 必须要发四弘誓颇，从心愿中发出强有

力的力量，菩提行业才能推进。即在发 菩提心经论中，亦有「立六大誓，制放逸行」，又立誓能

持五事：坚固其心、 制伏烦恼、能遮放逸、能破五盖、能修六度，才能推动菩提，使菩提上进。

现 在加说四种他胜处法，正是要在推进菩提行业的过程中，使此心保持 9?，不 令中途懈退罢

了。 

   关於菩提心之易发易退，不但初发心者为然，即老发心的人亦所难免，如 舍利弗等过去都是久

远修行的圣者，而菩提之心因瞠恚之过，亦不免中途退失 ，所以到了佛世。仍做罗汉，这便是很

好的证明。 学佛的人发菩提心，行菩提道，目的是在求证菩提；但此菩提究竟是怎样 的东西

呢？是否离去一切染污生死的烦恼之法，另外有一清净无垢的菩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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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答覆是：  

烦恼淤泥出生菩提 

 

    照通途的观察：烦恼是垢污的，菩提是清净法，当然是要离去烦恼，才证得菩 

提。但佛经里常说：「烦恼即菩提」，或「生死即涅盘」；这又是件何解释呢 

？这里面有许多好道理，现在来试说一下，看看是否说得出好道理来？ 

    烦恼即菩提，是否是说烦恼和菩提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合而为一？抑是两 

者不须和合当体便是一的？要解释这问题，是要看主观者的智慧浅深，能否理 

解这问题的本身？在一般的凡夫或二乘众生看来，烦恼和菩提、或是生死和涅 

盘，当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所以必须要断烦恼才得菩提，了生死才证涅盘；尤 



其是佛教中的小乘行者，他们没有法空的智慧，把烦恼生死和菩提涅盘，完全 

视同两件事，烦恼是可厌患的，生死是可怖畏的，因此「观三界如牢狱，视生 

死如冤家」，急急乎去求证我空菩提、偏真涅盘，入於无为正位，自己去享受 

寂灭烦恼的安乐生活。这种厌离现实的生活，养成了沉空滞寂的思想，是有偏 

差的，却含著浓厚的消极气味，於自己个人修养或不成问题，於广大的群众还 

是没有甚 利益与价值的。所以在维摩经中，评为「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 

给不复能生於佛法」。且也被佛呵为「焦芽败种，非是法器」。这就因没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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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来理解烦恼即菩提的意义，来透视烦恼与菩提的理性，把两者的界线分得太 清楚了，心不得其

平，於是就认真起来，硬断烦恼，强求菩提，反而弄得不妙 了。  

    那 ，怎样才是真正能理解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盘的道理呢？这要在佛 教中的大乘行者，他

们的智慧猛利，不但得我空智菩提，且得法空智菩提，了 知诸法缘起性空，本无实性，烦恼菩

提，原属假名，生死涅盘，亦等空化。同 时也正因他能有这种悟境，所以能理解生死即涅盘、烦

恼即菩提的奥义：因涅 盘、菩提是一切法空的体性，生死、烦恼是一切法如幻的相用，从体起

用，用 不离体，摄用归体，体即是用。如水为体性，波为相用，离水无波，全波即水 。能这样

理解，便知菩提不离烦恼，要求菩提，须从烦恼中去求，离了烦恼， 便没有另外的菩提可求，若

另有菩提可取，即如离水求波，了不可得，须知波 静，即见水性，尘（烦恼）尽即露菩提，而菩

提即在尘中，非离尘外别有所得 。故维摩经云：「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又说：  

    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入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 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

能得一切智宝。  

    一切智宝，便是菩提，而这菩提须从烦恼海中得到，亦可以反显烦恼即是 菩提，离了烦恼，更

无菩提。由於这种道理，展开了後世「佛法在世间，不离 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免角」的

思想。这种思想，正是大乘行者拿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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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动的准则，由出世而入世，深入人间，教化众生，要向烦恼污泥中建设佛 法，要从生死渊薮

里建立净土，因众生是烦恼的渊薮，也是净土的基础。须不 离现实，争取众生，方才有佛道可

成，故华严云：「若无众生，一切诸佛，皆 不能证无上正觉」！至此，便知乎烦恼即菩提，生死

即涅盘的奥义所在了。 复次，法华经云：「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不可以言示，除佛方便

说 」，又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解深密经亦说：「诸法法性，常常 时，f??，法住

法位，法尔如是」。本来从诸法的本体理性来讲，是菩提是 烦恼、非菩提非烦恼，都谈不上；但



从方便上说：「世间资生事业，皆与实相 不相违背」，亦可说明了烦恼即是菩提。又烦恼所以不

能成为菩提，全是众生 境界，圣智所见的境界，则全异其趣，所谓「为菩提、为烦恼，仅实智与

妄情 所见之异耳：妄情之前，法界总是生死；实智之前，法界悉为涅盘」。明乎此 ，则烦恼非

菩提、烦恼即菩提的大道理，都可以和盘托出了。  

    烦恼为何非菩提？烦恼为何即菩提？对这意义欲作更进一层的探讨，便要 来谈谈：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的道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是学佛成佛的最後一著，也是最高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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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佛法著重破执著、破迷情，不但破人我执，且破法我执，不但破法我执， 且破非法执，所以

初始发心，就先要理解「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的道理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 ，依般若

波罗密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菩提是无所得而得的，所以说「圆满菩提，归无所

得」，如果是有所得而得的 ，那便不能获致性空的理解了，同时也不能发菩提心了，因菩提心是

四种心集 成的：一是发广大心，缘一切众生为境的对象；二是发最胜心，要度一切众生 ，如金

刚经的「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三是发无对待心，「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

众生得灭度者」；四是发无颠倒心，「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

以菩萨发心学佛，必须观空心境， 了无所得，才能契合菩提之心。因既性空，果亦无得，若有所

得，即非菩提了 。 要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的道理，推演出来，作个通俗的说法，不妨引 六

祖惠能「菩提无树、明镜非台」的故事来说说。这则故事，在我国唐代以来 ，即脍炙人口，曾在

民间引起广大的作用，且含有指示修学佛法的路径，所以 乘谈菩提的机会，顺来覆按一番，亦不

是毫无意义的。 菩提无树、明镜非台的意义，原从菩提有树、明镜有台中引出来的。因唐 代禅

宗五祖弘忍大师的门下有两位大弟子，一是神秀上座，一是惠能六祖。当 时五祖要传大法，神秀

上座欲得大法，做了一首偈子表示他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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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菩提译做觉道，亦译作觉树。所以说学

佛的人能身似觉树，心如明镜，时 时用功，拂去尘垢烦恼，自性灵光，常自现前，这的确亦是很

平稳的修行方法 ，所以五祖看了，也曾加以赞赏道：「能做这偈子读诵修持，方可成佛」；所可 

惜的，见理犹未透彻，不无美中不足。因此一法，极为微妙，「不说一物即不 得，说似一物亦不

中」，神秀既心有所在，言之有物，即有点不妥了。後来惠 能要对破这首偈子，也做了一首偈

子： 菩提原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偈子一出，大家轰动，虽上座神



秀为七百寺众之师，对目不识丁，绰号 「岭南獠 」的卢行者惠能，也不能不另眼相视了，禅宗

第六代祖师的大宝， 除了他，还有谁来夺得呢？原来这偈里，蕴蓄著无限的禅思，看来是对破神

秀 的有执而落於无住的空，但无住却又无所不住，空却又空而不空，不空而空， 把菩提无相无

住的道理，赫然跳跃出来，难怪五祖心爱，半夜三更，偷偷地传 法给他。我想千秋以下的人，看

到这首偈子，也莫不以惠能为可人，而对他五 体投地了。 佛法修行的法门，原有顿悟和渐修的

分别，即理可顿悟，所谓「放下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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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成佛」；而事须渐修，少一分工夫不得。六祖这偈子所以为大家赏识赞 羡，因他把握了禅

的顿悟思想，要从言下领会，直下承富。他初由听人念金刚 经发心学佛，终亦由听五祖讲金刚经

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悟道。金刚经 是大刀阔斧，有破无立，直契性空，重在顿悟；同时禅

者的作风，又是重在「 见地」的顿超，不贵「行地」的渐证，所以六祖之偈，自然要大行其道

了。其 实渐悟的思想，亦是修行平稳的路子，不可厚非，所以神秀上座当时在北方， 亦大行其

道，武则天和中宗皇帝都奉他为师，与南方的惠能，如春兰秋菊，互 竞其美，而南顿北渐的佳

名，也与时日并传到千古！ 不过前面说过，佛法的微妙处，重在破执，执破所以无碍，无碍所以

圆融 ，圆融所以微妙。故菩萨初发心时，就要观空心境，破除执障，所以能缘广大 之境，立广

大之愿，入无尽世界，度无边众生；而到结果，又是实无众生可度 ，实无涅盘可证，所以说「圆

满菩提，归无所得」，「生死涅盘，犹如昨梦」 。能理会到这种意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路

子，便可很稳健踏上去，开步 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