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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律法师佛学讲座 - 楞严经(9) 

第九讲 : 大佛顶首楞严经大纲（义贯目次解说）(9)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我们这个２３０４页，就是想阴魔的十种境界。前面这个色阴魔，是指当

一个修行人在禅定当中，会起种种的现象界，色阴魔是指现象界。譬如说：上

能够看到十方的诸佛；或者是从身体可以看得很透明；或者下可以见到种种的

地狱，这个都是一种色法的情境。就是现象界在禅定当中，所显现出来心的一

个境界，如果你不去着它，就是好的。所以，十种阴魔，都是在色法、现象界

里面讨论，执着不得。 

 

第二个，受，顾名思义就是情绪，一下子生大悲；一下生大喜；一下生狂；一

下生大我慢，都是在情绪的十种状况里面发生，叫做受阴魔。而这个所谓大悲

大喜，不是佛的大悲和大喜，不是的！是凡夫没有进入大圆满的如来藏性的时

候，有种种的情绪变化；或者是有时候情绪一来，一心想要求死；有时候，情

绪一来，认为自己就是佛。所以，前面的受阴，大部分都在情绪里面讨论。 

 

想阴魔它是在第六意识讨论。如果来分配的话，来分配这个表格的话，变成「色」

跟「受」是前五识，前五识；「想」就是第六意识，讨论第六意识；「行」就是

第七意识；那么，「识」就是第八意识，愈来就愈微细‥‥‥就愈难观察。 

http://www.muni-buddha.com.tw/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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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第二个，是想阴魔的第二个，禅定中的第二个境界。这个

第六意识，以世间人来讲，有种种的梦想；有种种的幻想；有种种的理想；但

是，在佛的角度，无论是理想、幻想、梦想，就是一个字：叫做妄想，这个统

统叫做「妄」，因为法性本来就空，种种的梦想、幻想都是贪，属于贪，贪。

好！那么，修行人贪神通，想要求神通、搞神通；或者是喜欢讲什么诸佛应世

啦，某某人化作什么佛来啦，某某菩萨来到人间啦，都是搞这些神通，讲一些

稀奇古怪的。好！魔知道你修行快有所成就了，就附着在别人的身上，别人的

身上，来引诱你，来引诱你，因为你贪着种种的神通，他就引诱你。所以，现

在讨论的这个就是第六意识，就是想阴魔，这想阴魔就是加一个着、一个贪，

统统就是错！所以，想阴魔这十种阴魔，前面都有一个「贪」，你只要贪，那

就完了，就偏离了正道，就是贪不得。 

 

好！诸位看２３０４页，（２）贪求经历─魃鬼来挠。经文:「阿难，又善男子

受阴虚妙，不遭邪虑，」意思就是：已经通过受阴了。「圆定发明，三摩地中，

心爱游荡，飞其精思，贪求经历。尔时天魔候得其便，飞精附人，口说经法。

其人亦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自形

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金光聚，一众听人各各如是，

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就是把对方当作是菩萨。「淫逸其心，破佛

律仪，潜行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世，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

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渴仰，邪见密兴，种智消灭。此名魃鬼，

年老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王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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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了国法，犯了国法。「汝当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无间狱。」 

 

翻过来，２３０６页，先看第三行，「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

某菩萨等」：这种话耳熟能详，当今常常可以听到。如某派之人宣说其师之一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另一师为观音菩萨化身，又一师为文殊菩萨化身等。若有

智者，听到这种宣言，便不要再「义务」为他传播，否则便是在传扬大妄语，

而于其所造之大妄语中也参与一份，（由于附和，故属于从犯）。 

 

义贯:「阿难，又」已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因为现在在讲想阴嘛！已达

「受阴虚」融奥「妙」之境，其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徧，以其受阴已尽故，

「不」复「遭」受阴所起「邪虑」之所惑，「圆」通妙「定」得以开「发明」

显；然而此行者于其「三摩地中」，忽然起念贪着，「心爱游」戏神通、就是爱

搞神通。放「荡」自恣，不检点自己的行为。「飞」扬「其精」神「思」虑，

「贪求经历」剎土，大作佛事。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着之「便」，即乘隙「飞精」而「附」于旁「人」，就是

附着在别人，不是附着在这个修三摩地的人。令其「口说」相似之「经法。其」

为魔所附之「人亦不觉知」自己已为「魔」所「着，亦言自」己已证「得无上

涅盘」、菩提等。旋即「来彼」贪「求游」历之「善男子处，敷座」而为他「说」

种种游荡经历之「法」，以投其所好。此着魔者「自」己「形」貌并「无」改

「变」，却可令「其听法」之修定「者忽自见」己「身坐宝莲华」座上，因为

你有贪，他就满足你。其身与花座「全体化成紫金光聚」，俨然已成佛道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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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进而令「一众听」法之「人」皆「各各如是」；大众见如是游戏神通，咸

叹「得未曾有」。 

 

「是人愚迷」不知不觉，「惑为菩萨」把着魔的对象当作是菩萨。惑为菩萨现

身现通，因此「淫」纵放「逸其心」，游戏放荡，乃至「破佛律仪」，而「潜行

贪欲」，成魔眷属。又此着魔之人「口中好言诸佛」此时正于某处「应世，某

处」之「某人」定「当是某佛化身来此」世间；「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教「化

人间；其」贪经历之「人见」如是神通「故，心生渴仰，邪见密兴，种智，种

智消灭」，种智就是佛智。慧命断绝。 

 

「此名」遇风成形之「魃鬼」，以其鬼「年老」为魔王录用而「成魔」眷，今

受魔王之命而来「恼乱是」修定「人」，如今此行者之戒定慧既皆破已，破坏

修行的目的已达，魔乃「厌足心生」，即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贪求经

历之「弟子与」为魔所附之「师，俱陷王难」，受国法制裁。 

 

阿难，「汝当」令末世行者预「先觉」知此等魔事，则不为所惑，方能超生死，

「不入轮回」；若「迷惑不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魔行，来世当「堕

无间」地「狱」。 

 

所以，在你面前显什么神通的，都不要信他，都是妄，都是在蛊惑你的。所以，

稳住自己的如来藏性最重要，降伏自我；关于别人搞什么神通、讲什么，有听

当作没听，你不要随着起舞，不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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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３）贪求契合─魅鬼来挠。也是一个贪。经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

不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涾-水+勿］，这个绵［涾-水+勿］是

指定力绵密不断，叫做绵［涾-水+勿］，定力绵密不断。「澄其精思，贪求契合。

尔时天魔候得其便，飞精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实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

涅盘；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令其听

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念念移易，或得宿命，或有他心，」就是他心通。「或

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各欢娱，得未曾有。是

人愚迷，惑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律仪，潜行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

有大佛小佛。「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女佛，菩萨亦

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易入邪悟。此名魅鬼，年老成魔，恼乱是人；厌足

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无

间狱。」  

 

２３１１页，中间，「真佛假佛」：及今现前不是有所谓的「真佛宗」者耶？是

不是？一猜就中了，知道在讲谁。「男佛女佛」：前面所述邪密称双修之男女为

「佛父」、「佛母」，正好被佛说中，几乎一字不差。可知佛真是一切智人：末

法之乱相，早就在经中全都说出了。翻过来，２３１２页，义贯:「又」已透

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已达「受阴虚」融奥「妙」之境，其心得以离身无

碍，见闻周徧；由于其受阴已尽，故「不」复「遭」受阴所起「邪虑」之所惑，

「圆」通妙「定」得以开「发明」显。然此行者于其「三摩地中」，忽然起一

念贪着，「心爱」定力「绵」密不断「［涾-水+勿］」合妙用之定境，于是「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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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其精」神「思」虑，「贪求」密「契」至理，吻「合」神通妙用。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着之「便，飞精附」于旁「人」，令其「口说」相似之

「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实不觉知」自己为「魔」所「着，亦言自」已证

「得无上涅盘」、菩提等。旋即「来彼」贪「求」契「合」神通妙用之修定「善

男子处，敷座」而为他「说」种种绵密定力契合神通妙用之「法」，以投其所

好。「其」说法者之「形」貌「及彼听法之人」其「外」貌上虽「无迁变」，却

「令其听」法「者」于「未闻法」之「前」，便已「心自」然「开悟」，且其心

相「念念移易，或」时「得」相似「宿命，或」时「有」相似「他心」通，所

以，你看，「相似」，不是真正的他心通；不是真正的宿命通；只是相似而已，

给你一点点甜头。「或」时「见地狱」极苦之相，「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

宣「说」经「偈，或」不学而「自」能背「诵」佛「经」，示现种种密契神通

之事，令一众「各各欢」喜「娱」悦，「得未曾有」。 

 

「是人愚迷」不知不觉，而「惑为菩萨」现身，缠「绵」亲「爱其心」，乃至

随其所教，而「破佛律仪，潜行」男女「贪欲」，而成魔侣。「口中好言佛」亦

「有大小」高低等之分别；又言「某佛」是「先佛，某佛」为「后佛，其中亦

有真佛」及「假佛」，以及「男佛、女佛」等妄说，矫乱佛法；且言「菩萨亦

然」（亦有大小、先后、真假、男女等分别）。「其人见」如是神通妙用相「故」，

即若经「洗涤」一般，尽弃「本」所修「心」，改「易」正修正悟而「入」于

邪修「邪悟」。因为你贪着神通，他马上给你一点甜头。是不是？现在多得不

得了，现在种种的现象都一直发生，大的倾家荡产，是不是？小的花了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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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消灾，被骗了还不知道，还觉得很庆幸。正法不来听，碰到邪法跟着跑，

就是现在的众生。 

 

「此名」遇畜成形之「魅鬼」，其鬼「年老」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眷，今

受魔王之命而来「恼乱是人」修正定；俟彼行者戒定慧体已破，破坏修行之目

的已达，此魅魔即「厌足心生」，够了，他就走，走人，你就麻烦了！那个附

着的人，包括你修正定的人，这二个就麻烦了，因为魔不再附身了。离「去彼

人」之身「体」，于是贪求契合神通之「弟子与」为魔所附之「师，俱陷王难」，

受国法制裁。 

 

阿难，「汝当」令末世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等魔事，则不为所惑，方能超越

生死，而「不入轮回」；若「迷惑不」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

魔行，来世必「堕无间」地「狱」。 

 

{诠论}，这一段很重要！语云，有人这么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两

节中，听法者一是自见己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金光聚」，示现成佛之相；

一是「未闻法前心自开悟‥‥‥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这个

以现在的人来讲的话，多么的蛊惑人家，先给你一点甜头，得宿命通；或者有

他心通；或者让你看到地狱，先给你一点甜头，是不是？那你麻烦就来了！甚

至没学过的佛经，他都自能背诵。试想，怎有这么便宜的事？即使是世间法上，

也没有不须努力就能成就的事业，更何况是菩提道修行的大事！因此正修行者

必须了知，在修行上绝对不能贪便宜，若贪便宜，就会碰到法上的「金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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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专门骗人家的。所以，天下‥‥‥怎么样呢？没有白吃的午餐，修行就是

要脚踏实地，依法不依人，老老实实的信、解、行、证，就是这样。 

 

有的人听了师父讲，很迷惑，问说：师父！那我们听了《楞严经》，不着；那

我们又常认真念佛，又求生极乐世界，佛来了，我们起欢喜心也不行；那临命

终，我们怎么知道，要不要跟他去呢？那怎么办呢？临命终，阿弥陀佛、西方

三圣现前，我们到底是去还是不去呢？我说：这个不打紧，这个不重要；重要

的在于不着，平常‥‥‥记得！到临命终的时候，那个是第八意识的种子显现

的，那个就是你一生一世的总和；你现在所看到的，那个是用你善根，第六意

识相应，看到的境界，那不一样啊，那叫做浅，就是比较浅的意识。所以，重

点在哪里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活着，念佛，认真念佛，认真求生极乐世界，

看到任何的状况，内心知道，佛给我们讯息、给我们传真，给我们真的很肯定

说确实有极乐世界，闻香、见佛、见光、见花，这个是好事，记得！只要不着，

不要管它，这个是好的境界；临命终可不一样。 

 

所以，印光大师就说了：大抵上，修禅的人比较容易着魔；修净土的人，比较

不会着魔。因为修禅的人，会现种种的境界引诱你，经不起引诱，就着魔了；

修净土的人不会，就老老实实的念佛。只要记得！可怕的就是说：你一直想要

见佛‥‥‥最怕就是这种心态。我要见佛我要见佛‥‥‥看不到了就‥‥‥他

认为见佛是用眼睛来看的，不晓得我心清净的时候，佛就自然会显现。就像镜

子一样，诸位！镜子，这镜子如果肮脏的时候，肮脏，这全部都是灰尘，拿这

一面镜子，像能不能显现呢？不可以显现。是不是？这面镜子如果是清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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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面镜子，影像自然就出来了。我们心清净，佛就自然会现前，你就有种种的

瑞相。记得！不要执着。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认真念佛，有种种的感应，纵然你看到西方三圣，见

到种种的光、莲花，你只要记得，不贪、不着，就是善境界，继续念，不要管

它，还是继续念，求生极乐世界，还是一样。临命终不一样，临命终，眼耳鼻

舌身意统统消除了，就躺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算总帐，那个时候就是算

总帐，你一生一世的善根，求生极乐世界的愿力，就会在那个时候，一直像电

影一样的一直显现出来‥‥‥那时候，就跟着佛去。所以，活着跟临命终，境

界完全不同，要弄清楚。 

 

好了！底下，２３１４页，（４）贪求辨析─蛊毒魇鬼来挠。经文:「又善男子

受阴虚妙，不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览物化性之终始，

精爽其心，贪求辨析。尔时天魔候得其便，飞精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先不觉

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身有威神，摧伏

求者，令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盘菩提法身」(‥‥敷

座说法，身有威神摧伏求者，令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

盘菩提法身，) 「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不绝，

都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金色相。」 

 

「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归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为菩萨，推究其

心，破佛律仪，潜行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女二根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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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涅盘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２３１６页，第二行，「此名蛊毒、魇胜

恶鬼，年老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

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无间狱。」所以，修行要小心！ 

 

２３１８页，第五行，这一段很重要，「都指现在即为佛国」：「现在」，现前

所在之世间。「佛国」，即净土。亦即谬说「即染即净」，染净不分。当今昌盛

之「人间净土」或「人间佛教」，就是本经此处所指出的现象──几乎一模一

样。须知「人间净土」之说，乃违佛所说；以此人间若能成净土，佛何必再说

「西方净土」，或「东方净土」等？又难道倡「人间净土」者，其智慧超过佛

智？佛智真的不如此等人之智？佛智真的不如此等人之智？若此人间果能成

为净土，佛为何不说？佛为何要教众生舍近求远？再者，「人间佛教」更是违

佛所说，因为众所周知，如来说法是为度「六道」众生，不只是度「人道」而

已。故须知，如是之论，实坏佛正理。 

 

问：「人间净土与人间佛教之说，除了违佛所说，坏佛正理外，还有什么坏处？」 

 

答：「如是之说有三个过咎(或三种影响):一、令众生贪爱世间而认为是好的。 

二、将「佛法」贬为「世间法」。三、误导众生于修行上变成碌碌营营求世间

有漏果报，碌碌营营就是很忙碌，求世间之有漏果报，而不求菩提解脱。简言

之，即是经上所说：『疑误众生』。」 

 

问：「这样学佛的话，会不会引来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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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不会─因为它本身即是一大魔事：以其人对正法的信、解、与知见都坏

了，故虽名为学佛，而实只一心一意在世间法上营求，并且坏佛正法，误导众

生，因此其魔事已成，故用不着劳动魔更来坏。又，经上所说魔事，皆为魔来

坏行者之定，或坏其戒、慧；而『人间佛教』所破坏者，则是坏众生之信根（令

对佛法真正的目的失去正信，以致错修或废修。简言之，即是由错信而错解、

错行──这一切都是由于信根破坏所引起的结果）。信根若坏，则一切解行及

善根皆坏，成为信不具，或不正信，因此信根坏即是『根本坏』，也就是法身

慧命统统断。所以，鼓励人家来信佛、听经闻法，把正法推广出去，救了众生

的法身慧命，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反过来，讲一些不正见的话，来坏了

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也是非常重！救了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功德很大；

你这一句话讲出去，会断了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一句话打死不能讲！你这一句

话讲出去，可以救众生的法身慧命，拼老命也要讲；但是，要看时间、空间。

对于修行人而言，一切魔事之大者，莫过于破坏他的信根（或正信）。讲得太

好了！我赞成，我举双手赞成，就是这个。破坏别人的正信，就是断了善根，

就没办法修行，没有正知正见啊！ 人间佛教对于佛法及佛弟子之影响，一言

以蔽之：彼法若昌，大家便都误将世间有漏福报及对世间法的贪求当作是「修

行」，乃至误以为是在修大乘菩萨道（须知，大乘菩萨道是要求无上菩提的，

不是贪求世间法的）。因此『人间佛教』若昌，大众对正法误解，失去正信及

正修行，佛法之基石即隳坏，大宝重阁速圮。就是毁坏的意思。最后，这所谓

的『人间佛教』，其实应该正名为『人乘佛教』才对。」这个等一下我再查一下

字典，这个速圮，我再查一下字典。圮 ㄆㄧˇ我们老师讲的就算，ㄆㄧ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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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圮，也是坏的意思。 

 

好！倒数第五行，「男女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这里佛所说的，正好符合外

道双修者之言「○圆满」、「☆手印」、「△△金刚」等所谓「××瑜伽」者，即妄

言以男根为定，女根为慧，男女根交合，即是「定慧等持」（阴阳调和）之「○

圆满」，故此淫修者妄谓因此而能速得成佛、即身证菩提涅盘。 

 

「彼无知者信是秽言」：这种污秽不堪入耳之言，愚迷无知之人竟会信受，还

将它与佛菩萨、菩提、涅盘并论，实乃亵渎神圣，其心之贪爱污秽可知一斑。 

 

义贯:「又」已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已达到「受阴虚」融奥「妙」，其

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徧。由于其受阴已尽，故「不」复「遭」受阴所起「邪

虑」之所惑，「圆」通妙「定」开「发明」显。然此行者却于其「三摩地中」，

忽然起一念贪着，其「心爱」着刚现出来的想阴「根本」（六识种子）之动相，

误以为是万物之根本，因而开始一味「穷览」（尽观）万「物」变「化」之迹、

参究物「性之终始」，竭力「精爽」（精明）「其心，贪求辨」别物理，分「析」

化性，以致往外驰逐。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着物本之「便，因为你起贪念嘛！飞精附」于旁「人」，

令其「口说」相似之「经法。其」为魔所著之「人先不觉知」自己为「魔」所

「着，亦言自」己已证「得无上涅盘」、菩提等。旋即「来彼」爱「求」万化

本「元」之「善男子处，敷座」而为之「说」种种物化元本之「法」，且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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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威」严「神」通之力，而能「摧伏求」元始之修定「者，令其」于「座

下，虽」尚「未闻法」，即「自然心」悦拜「伏。是诸人等将佛」所证之「涅

盘菩提」之「法身」，说成「即是现前我」此无常「肉身上」，由「父父子子递

代相生」之体，「即是」如来清净「法身常住不绝」（因此只要男女敦伦传宗接

代，即是如来法身不断）。而且「都指现」前所「在」之世间，「即为佛国」净

土，染即是净，娑婆即净土，众生肉身即佛身，并「无别」有清「净居」处之

依报庄严土，「及」正报庄严之「金色」身「相」。 

 

「其」求万化本元之「人信受」其魔教，「亡失」其本所修习正信正定之「先

心」（本心），并以「身命归依」之，深觉十分殊胜，「得未曾有。是等愚迷」

之人，乃至「惑为菩萨」现身，于是「推究其心」之所好，无不承顺，乃至「破

佛律仪」，以缠缚为解脱，「潜行贪欲」，以淫佚为佛性之大用。「口中好言眼、

耳、鼻、舌」身五根无有不净，「皆为净土」；而以「男女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

性之「处」，亵渎佛法，混乱真理。「彼无知者」竟「信是秽言」，遂堕为魔眷。 

 

「此名」遇虫成形之「蛊毒」鬼及遇幽成形之「魇胜恶鬼」，其鬼「年老」为

魔王所录用，而「成魔」眷，今奉魔王之命而来「恼乱是人」修正定；俟此行

者之戒定慧皆已坏，魔即「厌足心生」，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修定贪

求物本辨析之「弟子与」为魔所附之「师」，以淫乱邪行故「俱陷王难」，受国

法制裁。 

 

阿难，「汝当」令末世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等魔事，则不为所惑，方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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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而「不入轮回」；若「迷惑」而「不」觉「知」，受其恼乱，破戒定慧，误

导众生，来世当「堕无间」地「狱」。 

 

２３２３页，（５）贪求冥感─疠鬼来挠。你贪什么，人家就附着在别人身上，

给你冥感，疠鬼就来恼乱你！你只要不贪，一切境界就是善的。一言以蔽之，

就是不能着、不得贪，就不为所惑，学佛就学这一招，就不得了！是不是？看

了《楞严经》，哪一个人在你面前搞什么神通、讲什么稀奇古怪的，笑一笑！

是不是？《楞严经》早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了，我们不被迷惑、不被蛊惑的，

你用什么招来，我们就是不着也不贪，也不想要去知道，清清楚楚，但是，不

被迷惑。第（５）贪求冥感─疠鬼来挠，经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不遭邪

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周流精研，贪求冥感。尔时天魔候得其便，

飞精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元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应善男

子处，敷座说法，能令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不能舍离，身为奴

仆，四事供养，不觉疲劳。各各令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

粘如胶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律仪，潜行贪欲。

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度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度，

与汝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切如来所休

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此名疠鬼年老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

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无

间狱。」 

 

翻过来，２３２６页，中间，(注释)，「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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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这个可多了！这与上文一样，是动之以情感、贪爱、以及虚荣心，十分

容易摄受对方。笔者有一高中同学，他们夫妇二人就是被一白衣用这种方式，

还括号：「度化」的，有一点讽刺。用这种方式「度化」的，而且十分信敬虔

诚。所以，台语那一句话就是：敢的人就拿去吃！是不是？敢的人就拿去吃！

出家、在家，你不怕因果的、不怕下地狱的，借用佛法的人，骗色敛财，多得

不胜枚举！ 

 

为什么？那个人不怕因果啰，你时常会听到。有一个护法居士，也被骗了好几

百万，他来到师父这个地方讲给我听，我讲给大家听，说有一个女居士受菩萨

戒，受菩萨戒都有点这个戒疤，碰到人就拿出来给他看说：你看，我受菩萨戒

喔，我受菩萨戒！取信于人，大家都相信她：喔！她确实受菩萨戒。她一开始，

在你家打扫、帮忙、带你去做慈善；等她取得你的信任了，经过一年、二年，

你完全相信这是一个好人，她开始就标会，标会，你在困难时，她会先帮你出，

你完全相信她的时候，她开始就标会，一标会，就三、四十个人，一次譬如说

十万、二十万，标会。她一个人私下给人家标了五次、六次，没有人知道，私

下标的，总共二千多万！然后，今天都好好的，家里冰箱、电视什么统统很好

的；第二天要来找她聊天，统统没有！冰箱、电视、所有的人、衣服统统收光

光，飞到美国，有的人在纽约看到她。二千多万！那个常常告诉你，拿那个戒

疤给你看的，你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问题可是很大，而且是很严重！她先取

得你的信任，再来就是骗你的钱，一个女居士，非常严重的！ 

 

所以，佛门有没有骗子呢？有！哪一些呢？就是不相信因果的人，对不对？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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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来践踏佛法，利用众生的慈悲心、利用众生善良的心，行诈欺之实，这个

罪加一等，罪加一等！你看师父，我要跟你们收一百块，我都要一直说明：这

个花，供养三天一百，讲完的时候，持咒、念佛，回去，还给你拿回去喔，一

百喔，你看！有的人还忘记缴一百块，我都一直记得你那一百块，你有什么权

利忘记呢？是不是？所以说：你看，我连一百块都要解释得这么清楚，才敢向

大家宣布，你有放没放，我还不知道呢！法师做事，就是对因果负责。为什么？

很简单，我不想下地狱啊，就这么简单！我三餐吃得饱，所有的钱都拿去做法

宝，我吃得饱，我做违背因果的事情，我下去啊！对不对？还要自己带奶精‥

‥‥喝咖啡啊！（台语堕阿鼻地狱之谑称）对不对？那很糟糕了！是不是啊？

我为了贪求你这些钱，我自己下地狱，还自己带奶精去泡，这很辛苦的！所以，

我们绝对不做违背因果的事情。 

 

义贯:「又」已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已达「受阴虚」融奥「妙」之境（离

身无碍，见闻周徧。）由于其受阴已尽，故「不」复「遭」受阴所起之「邪虑」

所惑，「圆」通之妙「定」开「发明」显。然而此行者于其「三摩地中」，忽起

一念贪着，「心爱悬」远、诸圣感「应，周」徧「流」历「精」细「研」究，

「贪求冥」合「感」应。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着之「便，飞精附」于旁「人」，令其「口说」相似之

「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元不觉知」自己为「魔」所「着，亦言自」己已

证「得无上涅盘」、菩提等。旋即「来彼」贪「求」感「应」之「善男子处，

敷座」而为之「说」种种悬感之「法」，以投其所好。此着魔人并且「能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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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暂见其身」（着魔者自身）鹤发童颜，宛「如百千岁」长寿久修之道人。此

等大众即对他「心生爱染，不能舍离」，乃至甘愿「身为」其「奴仆」，受其驱

使，并且以「四事供养」之，从「不觉疲劳」。此着魔人又「各各令其座下人」

于自「心」中，信「知」此魔所附之人「是」自己「先」世之「师」，或是从

「本」无量劫以来所依之「善知识」，因此对他除了人爱之外，又「别生」起

一种「法爱，粘如胶漆」，不可分解，不能暂离，「得未曾有」。 

 

「是人」以「愚迷」不知不觉，竟「惑为菩萨」现身，「亲近其心」，日日重染

其教，奉行其邪说，以致「破佛律仪，潜行贪欲」，以淫为修。此着魔之人「口

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度某人，当时」他「是我」的「妻」或「妾」、

或「兄」、或「弟，今」世亦以夙缘故，特「来相度」，来世「与汝相随归某」

佛「世界」去「供养某佛。或言」于此大千世界中「别有」净土名「大光明天」，

有「佛于」彼天「中住」，且彼处即是「一切」诸佛「如来所休居」之「地。

彼」无慧「无知」之修定「者」，竟「信是虚诳」之言，「遗失本」修之「心」，

顺从魔教，堕于魔数。 

 

「此名」遇衰成形之「疠鬼」，其鬼「年老」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眷属，

今受魔王之命而来「恼乱是人」之修定；俟此行者之戒定慧已破，破坏修行之

目的已达，魔即「厌足心生」，满足了，满足了就走人，那么就麻烦了！离「去

彼人」之身「体」；结果贪求冥感之「弟子与」为魔所附之「师」，以淫邪不能

自止，「俱陷王难」，为国法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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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汝当」令末世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种魔事，则不为所惑，方能超越

生死，「不入轮回」；若「迷惑」而「不」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

随顺魔行，来世当「堕无间」地「狱」。 

 

（６）贪求静谧─大力鬼来挠。这个念谧 ㄇㄧˋ为什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我

查过字典。贪求静谧，经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不遭邪虑，圆定发明，三

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尔时天魔候得其便，飞精

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本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阴善男子处，

敷座说法，令其听人各知本业；或于其处语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

「敕」就是命令，敕使一人于后蹋尾，假装踏尾巴。顿令其人起不能得；就是

爬不起来，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敕使一人于后蹋尾，顿令其人起不能得。于

是一众倾心钦伏；」就是示现一点神通给你看：我踩他尾巴，你看，他爬不起

来，你看，他还没有死，就已经做畜生了。搞一个神通给你看看，让你心服口

服，于是一众倾心钦伏，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人起心，已知其肇；」「肇」就

是因。「佛律仪外重加精苦；诽谤比丘，骂詈徒众，讦露人事，不避讥嫌；口

中好言未然祸福，及至其时，毫发无失。此大力鬼，年老成魔，恼乱是人；厌

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

无间狱。」 

 

２３３１页，倒数第五行，(注释)，「佛律仪外，重加精苦」：「佛律仪外」，指

于佛所制的律仪以外，更加别的无益之苦行，甚或令作戒禁取之行。「重加」，

就是特加。「精苦」，就是精勤苦行；此系邪精进，藉以竦动人心，例如绝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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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食、不食五谷、只吃水果、常绝食七天或十四天等（绝食七天名为「饿七」；

按：此行当今有人提倡，乃模仿「佛七」、「禅七」而言；即于集会中，令大众

皆绝食七天，只喝白开水，名之「饿七」。须知此非佛法行，乃外道行。） 

 

２３３２页，第二行，「诽谤比丘」：亦即斥责比丘们，对他所教授的非理苦行

不够精勤，或叱言怎么样？「根本没有发心修行嚒！」 

 

「骂詈徒众」：「詈」，音力，即骂；以恶言加人谓之詈。此谓，在集会中，大

骂徒众，表示他没有私心，要骂就公开骂。按：在此对出家同道有一语献曝：

若要教诫他人，不论对方是在家、出家，最好不要破口大骂，更忌讳以讽刺行

之；用讽刺的方法，不好！自己先要能把持得住，才配教诫他人。讲话酸溜溜，

你怎么够资格教诫他人呢？教诫他人，须以「软言慰喻」，循循善诱，不以粗

语、恶语詈骂。恶语詈骂，只是发泄自己的瞋心，不能教诫众生、利益他人。 

 

又，有些法师或住持，于在家众前斥责出家住众或出家弟子；又有人在演讲中，

一再说：「当今在家人修行比出家人好。」此为称扬在家、讥毁出家，甚为不妥。

这不仅是不妥，这个叫做坏佛三宝，连根拔起。出家人在在家居士面前，毁谤

另外一个出家人，这个怎么得了？是不是？让这些在家居士瞧不起出家众，这

个罪过有多大啊！底下，这会令在家人轻慢出家人，这讲得太好了！结果是令

他造不敬三宝之罪，又对僧众憍慢，故是非常不当的。 

 

所以，师父一再的交代大家：这个法师有修无修，是个人的因果，你就顶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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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那一件袈裟，那叫做福田衣啊，福田衣啊！心存这样子恭敬三宝的心，自

得福德。 

 

翻过来，２３３４页，义贯，「又」彼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已达「受阴

虚」融奥「妙」之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徧）；由于其受阴已尽，故「不」

复「遭」受阴所起之「邪虑」所惑，「圆」通之妙「定」开「发明」显。然而

此行者于其「三摩地中」，忽然起一念贪着，「心爱」穷极「深入」之禅寂，乃

至十分「克己」，不舍「辛勤」，却「乐处阴」隐「寂」寞之处，「贪求」禅定

中极其安「静」宁「谧」的境界。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求静谧之「便，飞精附」于旁「人」，令其「口说」相

似之「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本不觉知」自己已为「魔」所「着，亦言自」

己已证「得无上涅盘」、菩提等；旋即「来彼」贪「求阴」寂之「善男子处，

敷座」而为之「说」种种阴寂之「法，令其听」法之「人，各知」从「本」宿

「业」（以显其得过去世之通智）；「或于其」说法「处，语一人言：汝今」虽

「未死」，但「已作畜生」相（畜生相已然现前），为了证明其说，于是「敕使」

就是命令，另外「一人，于」其身「后蹋」其「尾」，以魔力所加故，「顿令其

人起不能得」（不能起身）。「于是一众」皆「倾心钦伏」。看到这一幕，大家都

吓一跳，以为真的是菩萨现前了。设于会中，「有人」忽然刚「起」一「心」

念，此着魔人「已知其」念之「肇」始。他并于「佛」所制「律仪外」之非理、

无益苦行、或诡异之行，令大众「重加精」勤「苦」修，用以竦动人心（亦是

误导人入于外道之戒禁取，所谓外道戒禁取就是说：持那种戒，不能成就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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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菩提之道，外道叫做戒禁取见。破佛禁制）；彼更「诽谤比丘」，恶语「骂詈

徒众」，攻「讦」泄「露」他「人」私「事，这个念讦 ㄐㄧㄝˊ攻「讦」泄「露」

他「人」私「事，不避讥嫌」（用以引发破和合僧之五逆罪）；所以，在僧团当

中的居士、出入的义工，要特别小心，不能破和合僧，口业要绝对的清净，要

小心！「口中好言」于事实「未然」之「祸福，及至其」所预言之「时」，亦「毫

发无」差「失」地实现。亦「毫发无」差「失」地实现。 

 

「此」为「大力鬼」，有大神通力，其鬼「年老」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

眷，今奉魔王之命而来「恼乱是人」修习正定，俟其戒定慧俱坏时，破坏修行

之目的已达，魔即「厌足心生」，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修定之「弟子

与」为魔所附之「师，俱陷王难」，为国法所制裁。 

 

阿难，「汝当」令末世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种魔事，则不为所惑乱，方能超

越生死，「不入轮回」，若「迷惑不」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

魔行，来世必「堕无间」地「狱」。 

 

２３３６页，（７）贪求宿命─山川土地鬼神来挠。经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

不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尔时天魔

候得其便，飞精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

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

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册符牍，」这个「符」就是竹做的，叫做竹符；「牍」

就是文书。「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着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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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不餐嘉馔，或时日餐一麻一麦，其

形肥充，魔力持故；诽谤比丘，骂詈徒众，不避讥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

方贤圣潜匿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此名山林、土地城隍、川岳

鬼神，年老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律，与承事者潜行五欲；或有精进，纯食

草木；无定行事，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

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无间狱。」 

 

翻过来，２３３８页，义贯:「又」彼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已达「受阴

虚」融奥「妙」之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徧）；由于其受阴已尽故，「不」

复「遭」受阴所起之「邪虑」所惑，「圆」通之妙「定」开「发明」显。然而

此行者于其「三摩地中」，忽然起念「心爱」超凡之宿命「知见」，因此于定中

「勤苦研」究「寻」思，「贪」爱「求」取「宿命」通。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求神通之「便」，即「飞精附」于旁「人」，令其「口说」

相似之「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殊不」自「觉知」自己已为「魔」所「着，

亦言自」己已证「得无上涅盘」、菩提等。随即「来彼」贪「求」宿命通「知」

见之「善男子处，敷座」而为之「说」种种得宿命通之「法」，以投其所好。 

 

「是」着魔「人无端于」其「说法处」，顺手即「得大宝珠」，搞一点神通给你

看，大宝珠就显现了！以显其瑞应及神通。「其魔或」有「时化」此着魔人成

「为畜生，口衔其」先所获之宝「珠及杂珍宝」或上古「上古」就是以前，之

「简册」、竹「符」、或者是木「牍」等古董史料，及「诸奇异物」品，「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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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人，后」复「着其体」意思就是：先给了对方，咦？不晓得怎么跑到自己身

上来？把东西给你，一下子像变魔术，跑到自己身上来。人家就有办法，搞这

个惑乱一下。「或诱听」法之众「人」谓「藏于地下」中「有明月珠」，其光「照

耀其处；是诸听者」，验之属实，即倾心信受，「得未曾有」之欢喜（此为以稀

有事物，引发其贪爱心。）所以，修行人不可以贪爱这一些，不可以贪爱这一

些。或自「多食药草，不餐嘉馔，搞一个不吃东西。或时日餐一麻一麦」，然

「其形」体依然「肥充」，以「魔力」所「持故」（此为以外道戒禁取之愚法，

用以双破行者之正戒正慧）。常「诽谤比丘」不修其所教之非理苦行，自己觉

得很行嘛，骂比丘给大家看，认为自己很有修，连比丘都敢骂！是不是？无知

的人就认为他是菩萨。「骂詈徒众」饱食终日，「不避讥嫌」（此为引发令犯破

和合僧大罪）。又「口中好言他方宝藏」（此为惑之以世间利益），或「十方贤

圣潜匿之处」，言可带他们前去亲近供养，「随其后」而往「者，往往见有奇异

之人」（盖鬼灵精怪所化也。此为以出世间之利益迷惑之。） 

 

「此名山林」或「土地、城隍」，或河「川」山「岳」之「鬼神」，其鬼「年老」

后，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眷。其中「或有」令着魔者公然「宣」行「淫」

乱，无所避忌，「破佛戒律，与」日常之「承事者」（侍者及服务之人）「潜行

五欲」（暗中地造五欲之乐；此为以诸欲破行者之戒行）。「或有」令之起邪「精

进，纯食草木」（此为以愚行破坏其正慧）。或「无定行事」，数瞋数喜，常常

一下发脾气；一下发欢喜，像精神病一样的！是不是？时勤时惰，莫测高深，

以「恼乱是人」修定（此为以杂乱破坏其定心）。及至行者之戒定慧皆悉破尽，

破坏修行之目的已达，魔即「厌足心生」，而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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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宿命贪求宿命就是贪求宿命通，加一个「通」，你就比较清楚了。于是贪求

宿命通之「弟子与」为魔所附之「师」，以邪行不能止故，犯了国法，终「俱

陷王难」，为国法制裁。 

 

阿难，「汝当」令末世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种魔事，则不为所惑，方能超越

生死而「不入轮回」；若「迷惑」而「不」自觉「知」，为其所惑乱，而破戒定

慧，随于魔行，来世当「堕无间」地「狱」。 

 

（８）贪求神力─天地大力精魅来挠。经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不遭邪虑，

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神通种种变化，研究化元，贪取神力。尔时天魔候

得其便，飞精附人，口说经法。其人诚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

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或复手执火光，手撮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

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曾不焚烧；或水上行，如履平地；或

于空中安坐不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越牖透墙，曾无障碍；惟于刀兵不得

自在。」刀兵就是命根，意思就是说：第七意识执着这个根身，还没有办法，

生死还不能自在。惟于刀兵，刀兵一砍，命就没有了！所以，刀兵不得自在，

证明说：他的功夫不是佛的功夫，佛生死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

礼，」哎呀！这个末法还多得是呢，出家众还顶礼白衣呢！唉！这不知道该怎

么说？「诽谤禅律，」什么都骂，这个白衣一上台，什么都骂！「骂詈徒众，讦

露人事，不避讥嫌。口中常说神通自在。或复令人旁见佛土，鬼力惑人，非有

真实。赞叹行淫，不毁麤行，将诸猥媟以为传法。此名天地大力：山精、海精、

风精、河精、土精、」就是没有绿油精，什么精统统有，就是没绿油精。「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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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积劫精魅，或复龙魅，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仙期终，计年应死，其形不

化，他怪所附，年老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

难。汝当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无间狱。」 

 

翻过来，２３４４页，第二行，(注释)，「口中常说神通自在」：此用以增进行

者的贪着，以令其更加迷惑。是故吾人从今以后，若见有好说神通者，或喜欢

搬神弄鬼的，便知道多半有问题，或即将有问题；如是之人，最好敬而远之。

请记住：must remember 佛敕弟子，即使有神通者亦不可随便示现，以免惊世

骇俗或吸引俗人注意，免招疑谤，更不可多说，免招求取名利恭敬之讥；更免

引起众生贪着，追求神通而舍本逐末。佛法是解脱法，弄清楚，不是搞神通法，

这一点你一定要弄清楚！佛法是开智慧、得大解脱、大自在法，不是一天到晚

求神通、搞神通，这个与佛法不相应。 

 

２３４４页，倒数第一行，(注释)，「将诸猥媟以为传法」：「媟」，通亵，音泻。

「猥媟」，淫猥而亵渎神圣之事。「传法」，傅递法种。谓以淫秽交媾之事为传

递「法种」，而妄称可令「佛种不断」。佛所说这一点，又证于当今邪密所言所

行（彼师为弟子灌顶传其瑜伽法时）若合符节（一点都不差）。 

 

一点都不差！佛二千五百年前，早就预言得清清楚楚，当今末法，什么事都会

发生，很糟糕，也很无奈！研读《楞严经》，就是有这个好处。所以，我想好

好的推广这一部《楞严经》，我们将来做ＶＣＤ或ＤＶＤ出来，诸位请支持师

父，出钱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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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５页，义贯:「又」彼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已达「受阴虚」融奥

「妙」之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遍），「不」复「遭」受阴所起之「邪虑」

所惑，「圆」通之妙「定」开「发明」显；然而此行者于其「三摩地中」忽起

一念贪着，「心」中贪「爱神通」所起之「种种」神妙「变化」，于是精「研」

深「究」神通变「化」之根「元」（一切变化之本），「贪取神力」。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着神变之「便，飞精附」于旁「人」，令其「口说」相

似之「经法。其人诚不觉知」自己已为「魔」所「着，亦言自」己已证「得无

上涅盘」、菩提等。随即「来彼」贪「求」神「通」之「善男子处，敷座」而

为之「说」种种相似神通之「法。是人」于是显现种种迷惑人之事：「或复」

以「手」提「执火光，手撮」取「其光」，而「分」光「于所」有在「听」法

的「四众」之「头上，是诸听」法「人」，其「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

曾不焚烧；或」自现于「水上行，如履平地」（以示其于水火得自在之神通）；

连那个水上走的、能够玩弄这个火的，不管他、不理他、不被迷惑。「或于空

中安坐不动」，哇！这更厉害了！令人疑似得神境通。「或」身「入瓶内，大变

成小。或处囊中」（示现如得大小相容无碍之神通），「越牖透墙，曾无障碍；

惟于刀兵」仍「不得自在」无碍，不为所伤。「自言是佛」（以坏对佛宝之正信

知见），「身着白衣受比丘礼」末法很多，台湾就有。（以坏对僧宝之正信知见），

「诽谤禅」法及「律法」（以坏对法宝之正信知见），「骂詈徒众」，攻「讦」暴

「露」他「人」之私「事，不避讥嫌」（以令人习染斗乱道场、破和合众之大

罪）。「口中常」爱谈「说神通自在」之事，令人增进贪着迷惑。「或复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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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覩「见佛」国净「土」，以证明他确实是佛，故能作如是显现，其实

是以「鬼力惑人，非有真实」。又常「赞叹行淫」，以男女交媾即是定慧之无上

大圆满，「不毁麤」鄙之「行」（不批评说那是错的），而「将诸」淫秽「猥媟」

精血之事「以为传」递「法」种，谓可令佛种不断。 

 

「此名天地」间之「大力」精怪：如「山精、海精、风精、河精、土精」及「一

切」攀「草」附「木」之鬼灵，「积劫」成为「精魅，或复」守护天宫或守卫

伏藏之「龙」，年久成「魅，或寿终」之「仙，再活为魅，或仙期」已「终，

计年应死，其形」骸「不化」，而为「他怪所附」；这些妖魅，「年老」之后，

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使，今奉魔王之命来「恼乱是人」修行正定，俟此行

者之戒定慧皆已破尽，此妖魔即「厌足心生」，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

贪求神力之「弟子与」为魔所附之「师」，以邪行不能自止，「多陷王难」，受

国法制裁。 

 

阿难，「汝当」令末世之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种魔事，则不为所惑，方能

超越生死，而「不入轮回」；若「迷惑不」自觉「知」，为其惑乱，破戒定慧，

随于魔行，来世当「堕无间」地「狱」。 

 

(好，我们休息十五分。中间休息) 

 

２３４８页，（９）贪求深空─麟凤龟鹤精怪来挠。经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

不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尔时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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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得其便，飞精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终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

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

出，存没自在；或现其身洞如瑠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气，或大小便如厚石蜜；

诽毁戒律，轻贱出家。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后身及诸凡圣。虽

得空寂，潜行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此名日月薄蚀精气，金

玉芝草，麟凤龟鹤，经千万年不死为灵，出生国土，年老成魔，恼乱是人；厌

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

无间狱。」 

 

翻过来，２３５１页，第二行，(注释)，「轻贱出家」：例如有人说：出家人也

不能得身空如我，而得解脱自在。当今亦有些人常说：「学佛不必出家，在家

一样修得很好；」甚至说：「现在出家很难修行；许多在家人比出家人修得更好。」

这些都不是正说，因为不但有谄曲之过（谄媚在家人、哗众取宠），更有本经

此处所指出的「轻贱出家」之过。以佛一向说：若要修行，应以出家为本、为

殊胜，除非有特例。又如来正法中，法之传续及住世，于四众之中，依佛之教

制，还是以出家为主；因此传如来法之人，不应本末倒置，违佛所说（──佛

明明赞叹出家，你却赞叹在家，而讥贬出家）。 

 

在这里有一个很重要的，台湾也发生一些状况，要说明。有的人讲：师父！您

妈妈八十几了，也差不多了，在她往生之前，您是不是要为她剃度，现比丘尼

相呢？我说：行不得！这种观念就是：要往生以前，现一个出家相，认为出家

一天一夜的功德很大，然后，现出家相。诸位！出家是大丈夫的行为，非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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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为，今天我们贪图一个现出家相的功德，七、八十岁了，年纪那么大，现

个比丘尼相，也不能为佛教做一番事业，也没有办法来弘法利生，转大法轮，

我认为还是不妥，还是不妥！是不是？所以，人家说：师父！您本身就法师啊，

反正就为她剃度，现一个比丘尼相。诸位观想一下，师妈变比丘尼相，明天到

楼下，坐在那边，你看会有什么状况发生呢？人家要问她说：师父，师父！啊！

我什么都不知道啦！我什么都不知道，向前走！（歌词改编）你问这个现比丘

尼相的人，一问，她统统不知道，那怎么办呢？现比丘尼相，看来好像很庄严；

可是，她佛法什么都不懂，所以，这个不成，做不成。所以，师父还是不赞叹

说，年纪太大的老男人，还有年纪太大的老女人，七十了、八十了，不须要这

样子，真的不须要！是真的年轻人，我就鼓励了，你是年轻人，真的有心要走

这一条路的，是不是？那没话讲！发心，体力好、有学历，是不是？有知识，

有常识，又常常看电视，三 ㄕˋ 统统有，那么就不错了，来剃度出家。所以，

真的发大菩提心，提起正念，为佛教，拥护正法，那么，师父举双手赞成！如

果只是说要现一个僧相，认为出家功德无量，在他死的时候，这样子现一个出

家相，来得佛所谓的出家的功德，我认为，年岁太大，甚为不妥，很不妥当！ 

 

再来，２３５２页，义贯:「又」彼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已达「受阴虚」

融奥「妙」之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徧），「不」复「遭」受阴所起之「邪

虑」所惑，「圆」通之妙「定发明」。然而此行者于其「三摩地中」，忽起一念

贪爱，其「心爱入」于灰身「灭」智之空，因此于其定中精「研」深「究」万

「化」生住异灭之体「性，贪求」身心俱灭，以为以此即能得生死自在之「深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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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天魔候得其」贪爱断灭空性之「便，飞精附」于旁「人」，令其「口说」

相似之「经法。其人终不」自「觉知」自己已为「魔」所「着，亦言自」己已

证「得无上涅盘」、菩提等，旋即「来彼」贪「求」灭「空」之「善男子处，

敷座」而为之「说」种种相似空之「法」，并现种种邪惑之事，如「于大众内」

令「其」身「形忽空，众无所见」，以显其即有而空之德能；然后「还从虚空

突然而出」，以显其即空而有之德能；如是或「存」、或「没」，皆得「自在」，

以显其真空即妙有、妙有即真空之证境。「或现其」五蕴秽「身」能「洞」彻

「如瑠璃」，此显其于色空自在。「或垂」示其「手足」上能「作」（发）「旃檀」

香「气」，此显其于香尘得自在。「或」能令「大小便如厚石蜜」，厚石蜜就是

我们所讲的冰糖。以显其于味尘得自在、以及即染而净之境界。于一切得信受

后，此着魔人于是开始「诽毁」净持「戒律」者为着相、为小乘，「轻贱出家」，

谓出家无益于修行。在家就好！「口中常说」一切法「无因无果」，那是佛骗人

的！一切众生「一死永灭，无复」舍生趣生之「后身及诸」六「凡」四「圣」

十法界之差别，一切皆无。拨无因果，很可怕的！「虽」自言已「得空寂」之

证，却「潜行贪欲」而谓为自在无碍，且言「受」行「其」贪「欲」法「者，

亦」必证「得空心」，以色法空故，如是挑「拨」发起「无因果」之恶见恶行。 

 

「此名」为利用「日月」相「薄蚀」时所发出之「精气」之力，而附于「金玉、

芝草」之鬼神，及「麟凤龟鹤」等，得彼精气之滋养，乃得以「经千万年」而

「不死」，而成「为」精「灵，出生」于「国土」（世间），成为物仙、禽仙、

兽仙等；此等诸仙「年老」之后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使，今奉魔王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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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恼乱是人」修行正定；俟此行者之戒定慧皆已坏尽，破坏修行之目的已

达，此魔即「厌足心生」，而离「去彼人」身「体」，于是贪求深空之「弟子与」

为魔所附之「师」，以邪行不能自已，无法克制，「多陷王难」，受国法制裁。 

 

阿难，「汝当」令末世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种魔事，则不为其所惑，方能

超越生死，而「不入轮回」；若「迷惑不」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

随魔而行，来世当「堕无间」地「狱」。 

 

（１０）贪求长寿─遮文茶、毗舍遮来挠。这个念茶 ㄊㄨˊ毗舍遮来挠。经

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不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

研几，贪求永岁，弃分段生，顿希变易，细相常住。尔时天魔候得其便，飞精

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竟不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生善男子处，

敷座说法；好言他方，往还无滞；或经万里，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

或于一处，在一宅中数步之间，令其从东诣至西壁，是人急行，累年不到；因

此心信，疑佛现前。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

元佛，出世自然，不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如遮文茶，及四

天王毗舍童子，未发心者，利其虚明，食彼精气，或不因师，其修行人亲自观

见，称执金刚，与汝长命。现美女身，盛行贪欲；未逾年岁，肝脑枯竭，口兼

独言，听若妖魅，前人未详，多陷王难。未及遇刑，先已干死；恼乱彼人，以

至殂殒。汝当先觉，不入轮回；迷惑不知，堕无间狱。」 

 

翻过来，２３６１页，第三行，义贯:「又」已经透过受阴十境之「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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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受阴虚」融奥「妙」之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徧），「不」复「遭」

受阴所起之「邪虑」所惑，「圆」通之妙「定」开「发明」显。然而此行者于

其「三摩地中」，忽起一念贪爱，「心爱长寿」不死，于是于定中「辛苦」精「研」

深究「几」微之动相（即想阴之根本），以「贪求永」世之「岁」寿，而亟欲

摒「弃」无常频仍之「分段生」死，「顿希」得生灭微细难觉之「变易」生死，

且欲此微「细」生「相」得以永久「常住」不变，以为如是即得永恒之寿命。 

 

「尔时天魔候得其」贪爱永寿之「便」，即「飞精附」于旁「人」，令其「口说」

相似之「经法。其人竟不」自「觉知」自己已为「魔」所「着，亦言自」己已

证「得无上涅盘」、菩提等。旋即「来彼」贪「求」长「生」之「善男子处，

敷座」而为之「说」种种长生之「法」。并「好言他方」即使万里之遥，亦能

「往还无滞；或经万里」之途于「瞬息」之间便可以「再来」（来回）。且「皆

于彼方取得其物」，以为凭信。（此为显其神境通之「行远若近」）。「或于一处，

在一宅中，数步之间」的短距离，「令其」着魔人虽只「从东」壁「诣至」（走

到）「西壁，是」着魔「人急行，累年」（经年，许多年）还「不」能「到」。

（此为显其神境通之「令近若远」），有时候是行远若近；有时候是令近若远。

「因此」其「心信」受其言，且「疑」为「佛现前」。又「口中常说十方」一

切「众生皆是吾子」（我是众生之父），而且说「我生诸佛」（我亦是诸佛之父。

以上为言其为一切凡圣正报之生主）。「我出」生「世界」（故为一切无情依报

之生主）；至于我本身之出处，因「我是元」始之「佛」，故我之「出世」系「自

然」而得，「不因修」行而「得」成此元佛（以此拨修行无益之邪论，用以混

淆真如本有之第一义谛，令众生迷惑，邪正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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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住」着「世」间之欲界第六天之上的「自在天魔」，敕「使其眷属，如

遮文茶」（使役鬼），「及四天王」所辖所管辖之「毗舍」遮「童子」就是（噉

精气鬼），此等鬼神之「未发心者利」用「其」修行者定心中之「虚」通「明」

彻易入，而「食彼精气，或不」须「因」彼为魔所附之「师」，而令其修行人

亲自睹见，或者观见。而令「其修行人亲自观见」魔王现身，自「称」为「执

金刚」大菩萨，能赐「与汝长命」不死，犹如金刚。且「现」为「美女身」，

令行人与之「盛行贪欲」；然而「未逾」一「年」半「岁」，其行人之精血即为

之所噉而「肝脑枯竭，讲淫欲之害。口兼」常自喃喃「独言」，旁人「听若妖

魅」附身，然现「前」之「人」（当事人）竟「未详」审自己为魔所趁，因此

「多陷王难」，为国法制裁。然「未及遇」王之「刑，先已」自「干死」。魔如

是「恼乱彼人，以至」其「殂殒」（死亡）为止。 

 

阿难，「汝当」令末世修行人预「先觉」知此种魔事，则不为所惑，方能超越

生死，「不入轮回」；若「迷惑不」自觉「知」，为其惑乱，破戒定慧，来世当

「堕无间」地「狱」。 

 

２３６４页，这一段很重要！四、结语：妄称成佛，以淫为教，嘱令保护。经

文:「阿难当知，是十种魔(就是想阴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

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徧知觉；赞叹淫欲，破佛律仪，先恶魔师与

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精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逾百世，令真修行总为魔

眷，命终之后，必为魔民，失正徧知，堕无间狱。汝今未须先取寂灭，纵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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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留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度正心深信众生，令不着魔，得正知见。

我今度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语，名报佛恩。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想

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不自忖量，逢此因缘，迷不自识，谓言登

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看你敢不敢再讲说你证几果？看你敢不敢再讲说

你是菩萨再来的？一个都不敢！看了《楞严经》，大家都是守口如瓶，谦冲自

牧，因为知道这样下去会下地狱，没有人敢讲了；再讲我就没办法了，就地狱

等着你了！「大妄语成，堕无间狱。」佛的话要看清楚了！「汝等必须将如来语，

于我灭后传示末法，徧令众生开悟斯义，无令天魔得其方便，保持覆护，成无

上道。」 

 

底下{注释}很重要，注释，「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长水法师于《首

楞严义疏注》云：「此文即同《涅盘经》云：未来世中，是魔波旬，渐当坏乱

我之正法，乃至现比丘、比丘尼、及阿罗汉像，非法说法，法说非法，非毁戒

律，自言得圣，惑乱世间。以此二经鉴于世间称圣毁戒者，非魔而谁？」因此，

依佛在经中所记，末法时期，破坏佛法的，不是外道，不是世俗人，而是佛法

中的出家法师。最重要的就是他没有发菩提心，没有提起正念，问题在这个地

方。穿个出家衣服，受人恭敬、礼拜，自己也没学，经教不通，心性不明，但

是，没钱怎么办呢？要搞一些稀奇古怪的，受人供养。自己一讲经，就赞叹自

己，就毁谤其它的，到最后就是分裂。末法，几乎全部被佛所预料而言中。印

之当今，乃知佛言不谬，真的就是这样：佛教中之法师自己破坏佛法；大乘法

师讲大乘经，却藉此因缘而破大乘─他每讲一部经，即破一部，乃至破坏无数

部。又经云：「佛将涅盘，天魔作誓云：于佛灭后，我将依教出家，着汝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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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汝佛法，其可能否？穿着你的袈裟，坏你的佛法。佛即堕泪曰：无奈汝何！

譬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身中肉。」拿你没办法！所以，我们在这里，就要

深切的关怀我们每一个慈悲的法师，我们受佛的戒律，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

有没有提起正念？我们是不是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身中肉？我们要作一个弘

法的、如狮子吼的大法师，不应当作狮子身中的虫，自食狮子身中肉，披了袈

裟，坏佛的正法，就是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身中肉。蕅益大师于《楞严经文

句》云：「呜呼！读经至此，而不痛哭流涕、读经典读到这个地方，实在是让

人很痛苦、很痛心，痛哭流涕。抚昔伤今，「抚」就是回忆，回忆佛陀的教诲。

伤今，对今天的这种大环境，特别的感伤，伤今。回忆起佛陀的教诲，对今天

的整个大环境，特别的感触、特别的感伤。思一振其颓风者，其真魔眷属也已。」

诸位！把笔拿起来，加二个字：若不，「思」的前面加二个字：若不。如果不

好好的思惟，好好的振兴颓败之相，「颓风」就是败坏之相。是不是？佛教要

振兴，须要靠法师，如果不好好想一想，好好的来振兴起这个败坏之相，就是

把败坏之相振兴起来，变成佛教兴盛之相，那么，你真的就是魔的眷属，其真

魔眷属也。就是你不发这个心不行，要发菩提心，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当然，

要量力而为啦，没有这个能力也没有办法。是不是？ 

 

以师父来讲的话，你要想想看，要几年才能讲这个《楞严经》？诸位！你想想

看，在世间法来讲的话，我们读过二十一年的书，受过教育，二十一年的书，

二十一年的书，你想想看有多久？就世间法来讲，在台湾要拿到博士才二十年；

师父受教育，读了二十一年，时间够长！花了十五年，看三藏十二部看三遍，

你看，弘法要几千场？《楞严经》讲了三遍，每天在阅藏，睡一个钟头、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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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头。你要想想看，要成就一个法师，有多么的困难！如果今天要做牧师，这

一本圣经就简单了！是不是？可是，你要做一个大法师，而且要转大法轮的大

法师，这要经历过多少的磨难、魔境？是不是？所以，我们要了解，要珍惜彼

此之间的因缘，要听到这个《楞严经》，你想听，没有人讲！是不是？现在有

人讲了，还得要有善根的人，才能坐在底下听。所以，勉励我们这些出家众，

我们为佛的正法，彼此互相勉励、努力。在家居士也是这样，为了佛陀的正法，

有钱出钱，有力出力，毕竟我们听到佛法，是一个大幸运的人；没有听到佛法，

你日子怎么过呢？没有智慧啊！每天都趣流奔逸于假相、外境，到死都不觉悟。

我们有幸听到了正法，知道有一条解脱之路；知道有一条幸运、幸福之道，能

够放下，得大自在解脱，多么的快乐啊！ 

 

是不是？底下，真有心人语也。又，「魔在末世，于佛法中，如法出家，身披

袈裟，手持佛经，口说非法，以坏佛正法」，与此最相符者，莫过于在大乘法

中出家，受大乘信徒供养，而倡「大乘非佛说」者，贻误众生，促法速灭，其

非悖佛忘恩（佛菩萨恩、大乘信众恩），心同枭镜「枭镜」就是鸟类，一出世

以后，会吃自己的母亲。波旬就是魔王。而何耶？ 

 

底下接着，「皆言已成正徧知觉」：如想阴第十境，魔现形自称执金刚，或说自

为法王、活佛等。也没有人认证他，也没有人去求证他。是不是？看了藏传来

的，就自己称自己是活佛。所以，有一个世界级的喇嘛，说了一句话，我看了

他的书说了一句话，我觉得写得很好！他说：在这个时代，从西藏出来的，自

己封自己是活佛的，一半是假的，一半是假的！所以，依法不依人，你看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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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是不是符合佛法？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不是？不要看他的学历、威

仪、种种神通，这个不打紧！你要看他、听听看他嘴巴讲出来的佛法，是不是

佛讲的？这个才是重要。他有没有正确的知见？用三法印、一实相印来印证。

搞神通啦、搞一些迷信啦、自己是多了不起啊，你们赶快来供养啊！阿弥陀佛！

底下，《楞严经正脉》诫云：「行人当知，凡现通、称佛，必魔无疑，以圣必不

泄也。」圣人绝对不会泄佛的密因，就是佛菩萨，他一定不会告诉你的，就是

在你面前，你都不知道。余则曰：既然「现通称佛」现神通称自己是佛，都是

魔了，更何况徒自称佛、称法王，而没有半点通可现，一点通都没有！连自身

家都顾不了，顶多只是故弄玄虚，故作神秘状，搬神弄鬼，而令愚迷贪着的信

徒，莫测高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以讹传讹，误以为真，讲得好！你看，

这个成观法师很了不起，他一口气用了多少成语啊？多少成语，你看，莫测高

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以讹传讹、误以为真，真的是讲得太好了！此即邪

魔之下品者；然当今如是之下品魔，到处充斥，创派立宗，附于佛法，广设道

场，遍布国际。有心之人，其不觳觫哉？ 

 

这个要注意一下。「赞叹淫欲」：妄言以淫欲而证佛道，如诡称男女双修为「在

刀口上修」，或「吃最后一块饼」，皆是最高的瑜伽，如是等惑人之言。 

 

好！翻过来，２３６９页，义贯:「阿难当知，是」想阴「十种魔，于末世时，

在我」佛「法中」，假示「出家修道，或附」于「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

正徧知觉，皆言已成正徧知觉，赞叹淫欲」为无上道之实证之门，「破佛」所

制「律仪，先恶魔」所附之「师与魔」座下之「弟子」以「淫」导「淫」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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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以行淫为修道，「如是邪精」迷「魅其心腑」，时间之长，「近则九生，

多逾百世，令」本来发心「真修行」之人，「总」堕「为魔眷，命终之后，必

为魔民」，亡「失正徧知」觉之佛性，而「堕无间」地「狱」。 

 

「汝今」既愿学菩萨，故「未须先」自「取寂灭」，将来「纵」证「得无学」

果位，亦「留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度」发「正」觉之「心」、具「深

信」（信一切众生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只要他能有善根听闻正法，就有

机会成佛。之「众生，令不着魔，得正知见。我今度汝已」能「出生死，汝遵

佛语」勿取灭度，传示末法，「名报佛恩」。 

 

「阿难，如是十种」于「禅那」中所「现」魔「境，皆是想阴」将破未破之际，

行者「用心」不善，观力与妄想「交互」陵替，「故现斯事」。然「众生」冥「顽

迷」惑，「不自忖量」自己身分，既「逢此」已破色受二阴、圆定发明之「因

缘，迷不自识」想阴魔境，便「谓言」已「登圣」位，未证言证，「大妄语成」，

当「堕无间」地「狱」，受无量苦。 

 

「汝等必须将如来」法「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徧令众生」修正定者，「开

悟斯义，无令天魔得其方便」，破法害人，「保持」正法勿令断绝，「覆护」正

修之士，以「成无上」菩提「道」。 

 

２３７１页，第四节 行阴魔境。一、行阴区宇相（定中初相）。这个行阴就是

微细生灭之相，很难观察。譬如说：头发生、指甲长、细胞分裂，这个就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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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很难觉察，愈来就愈细了。到想阴，一般人还看得来、观察得来；到行阴

就很困难！所以，因为行阴微细难知，一般外道，没有办法突破这个行阴十种

魔，因此就开始堕入种种的偏见。所以，第四节的行阴魔境，几乎都堕入外道

种性、外道种种的偏见，断：断见、常见、空见、有见，断、常、空、有，就

是这四种知见，统统落入外道。行阴区宇相，定中初相，这里就是第七意识，

行阴魔境。这一段如果是初学佛法，几乎完全看不懂；这个对老参就非常的受

益。但是，还是要讲，因为五十种阴魔特重要，尤其对末法的修行人，特别特

别的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是讲大纲，又不能放弃，又受到时间的限制，变成

至少要浏览一遍，因为它非常重要！  

 

经文:「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消灭，寤寐恒一，

(「寤」就是醒的。)觉明虚静，犹如晴空，无复麤重前尘影事，妄想没有了。

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就像镜子。)来无所粘，过无踪迹，虚受照应，

了罔陈习，唯一精真。生灭根元从此披露，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殚其类，虽

未通其各命由绪，见同生基犹如野马。熠熠清扰，」这里要做一下笔记，什么

叫做熠熠清扰？就是幽隐、微细生灭之相，叫做熠熠清扰。「幽」就是一帘幽

梦的幽；「隐」就是隐藏的隐，幽隐、微细生灭之相，很难觉察到！像我们的

习气就很难觉察，看大家来听经闻法，好像有那么一回事；但是，一碰到境界、

愤怒的境界，就克制不了了；财色名食睡现前，又克制不了了，这个就是微细

的相。「为浮根尘究竟枢穴，」「枢穴」就是我们所讲的关键，因为初学佛法的，

好多的名相都看不来，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只能念一遍。「此则名为行阴区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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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来，２３７４页，义贯:「阿难，彼」透过想阴十境之「善男子修三摩地」，

其「想阴」若「尽者，是人」持心「平」等「常」住性定，一切如「梦」之「想」

阴已经「消」除「灭」尽，「寤」时无想、就是醒的时候。「寐」时无梦，就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心清净「恒一」，本「觉」妙「明」之清「虚」寂「静，

犹如晴」明之「空」迥无云翳，以想阴已尽故，「无复」依于想阴之「麤重」

现「前」五「尘」落谢之「影事」：以无想阴之拘执故，其心毫无留滞，故「观

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之「鉴明」，物影「来」现之时，镜于物影亦「无所

粘」着；就是已经不再贪着了。物「过」影灭之时，镜中亦「无踪迹」可得。

就是懂得放下了。彼心如镜，但「虚受」鉴「照」反「应」而已，并无实体于

镜中来去，像灭之时，诸识中「了」然「罔」有「陈习」（旧习气）之迹象留

下，「了然」就是很清楚了，没有旧习气留下来，了然；「罔」就是无。「惟」

存「一」识「精」之「真」体就是只存一个第八意识，（第八本识）。 

 

于是一切「生灭根元」之行阴本体「从此披露」显现，故得「见诸十方」之「十

二」类「众生」，且「毕」竟「殚」尽「其类，虽」犹「未通」达「其各」自

生「命」之根「由」端「绪」（识阴），就是我们所讲的命根，命根就是第八意

识。但已明「见」其「同」分「生」死之「基」础（行阴），见其「犹如野马」

尘埃、阳焰（海市蜃楼），就是一切万法都是幻化的。「熠熠」微明、生灭，幽

微生灭微细之相。其体「清」轻微细「扰」动，清轻的扰动，就像这个水起一

点点的涟漪，还是会动，可是很微细。是「为」一切众生「浮根」四「尘」所

成之根身，四尘就是色、香、味、触。能否「究竟」转依（解脱）之「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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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此则名为」本心被「行阴区」拘于其狭「宇」中之相。有的是讲四尘

就讲四大；这个是四大，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其实都是有缘，有一个共同的

缘起，四大的假合，都是四大假合的。 

 

２３７６页，二、行阴尽相（定中末相）。经文:「若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

澄，一澄元习如波澜灭，化为澄水，名行阴尽。」你看，如波澜就是涟漪，这

个涟漪灭了，就变成清水了，一片的静水，这个行阴就尽了。所以，修行行阴

就是观照那个生灭，放下，只要生灭，你就放下，这个就是觉察力很强的人；

一般人被习气拖着走都不知道。「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

为其本。」 

 

义贯:「若此」轻「清扰」动、「熠熠」生灭之根「元」体「性」就是（第七识），

其「性入」于本「元澄」清之第八识，「一」旦「澄」清了第七识行阴本「元」

之种「习」，心海之中便有「如波澜」息「灭」一般，就不再起涟漪了，第八

意识譬如大海嘛！此时行阴之细浪尽「化为」识阴无浪之「澄」清流「水」，

就平静了。即「名」此为「行阴尽」相。「是人则能超」越「众生浊」；超越之

后，返「观其」行阴之「所由」起，原来是从「幽隐」之「妄想以为其」生起

之「本」。 

 

翻过来，三、行阴十境相（中间过程诸相）。因为透彻不了第七意识，因为不

明了微细的生灭，所以，外道看不清楚，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的微细相，就堕

入偏见了，底下看就知道，（一）堕二种无因恶见（二无因论）。无因，无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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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果。经文:「阿难当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类天

魔不得其便，方得精研穷生类本。于本类中生元露者，观彼幽清圆扰动元，于

圆元中起计度者，是人坠入二无因论：」 

 

翻过来，２３８０页，义贯:「阿难当知，是得正知」不遭邪虑，于其「奢摩

他」圆定「中，诸」透过想阴十魔境之「善男子，凝」定「明」觉、不动不惑、

「正」持其「心」，不起爱求，因此想阴「十类天魔不」能「得其」破坏之「便」，

如是「方得精」心「研」究而破想阴；想阴既破已，行阴即现，故得「穷」究

十二「生类」之生灭根「本」（即行阴之体）。「于」行者「本类中，生」灭根

「元」（行阴）已显「露者」，行者即于其定中「观」察「彼」行阴「幽」隐轻

「清，圆」遍十二类生「扰动」之根「元」（亦即七识），而此行者若「于」彼

「圆」遍十二类生之根「元中起」虚妄「计度」，执为究竟之胜性，就是执着

第七意识，到这里，认为自己已经了不起了！「是人」即因此而「坠入」外道

的「二无因」邪「论」之恶见。 

 

①计本无因（过去无因恶见）。经文:「一者，是人见本无因；何以故？是人既

得生机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流湾环，死此生彼，祇

见众生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能力不足，台语说极尽了，他最多就

是看到八万劫，八万劫外就看不到了。「便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

劫来无因自有。由此计度，亡正徧知，堕落外道，惑菩提性。」 

 

翻过来，２３８２页，义贯:「一者，是」于行阴圆元中起计度之「人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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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阴的生灭之本，「本」来「无因」而起；「何以故？」（为何会有如是见？）

由于「是人既得生」灭之枢「机」（行阴）就是他观照这个行阴，可是，能力

又不足。「全破」（全体显露），乃「乘于」清净「眼根」所具之「八百功德」，

而能完全发挥其能见之量，因而得「见八万劫」内「所有众生」，功夫不简单

了，能看八万劫了。随着「业」行迁「流」于业「湾」中，回「环」轮转，不

能自止，「死此生彼」，悉在湾内，「只见众生」于八万劫中「轮回其处，八万

劫」以「外」之前际，则「冥」然莫辨而「无所观」；因为能力不足，不是佛。

于是他「便作」如「是」邪「解」妄计：「此等世间十方众生」从「八万劫」

以「来」乃「无因」而「自有」。因为能力不足，看不到八万劫外，所以，认

为一切都是无因。「由此计度」因而「亡」失如来所教之「正徧知」见，从而

「堕落」于「外道」邪见也就是学佛法学到了变成外道，（即学佛法成外道），

可悲啊！以此而「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 

 

底下，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就持咒，②计末无因（未来无因恶见）。前面是计怎

么样？计本无因，现在是末，末无因，就是未来的意思，（未来无因恶见）。经

文:「二者，是人见末无因；何以故？是人于生既见其根，知人生人，悟鸟生

鸟，乌从来黑，(「鹄」就是天鹅。)鹄从来白，(这个天鹅从来就是白的。)

人天本竖，(人就是直立走路嘛，人天，「竖」就是直立。)畜生本横，(横着走

路。人天本竖，畜生本横。)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今尽

此形亦复如是，而我本来不见菩提，云何更有成菩提事？当知今日一切物象，

皆本无因。由此计度，亡正徧知，堕落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一外道立

无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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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来，２３８６页，义贯:「二者，是」于行阴圆元中起计度之「人」于过

去见本无因，于未来则「见末无因；何以故？」以「是人于」诸众「生既」自

以为已「见其」八万劫前之「根」，于诸众「生既」自以为已「见其」八万劫

前之「根」，系无因而有，「知人」自然「生人」，非有他因，「悟鸟」自然「生

鸟，乌」鸦「从来」即自然是「黑」的，别无有因，「鹄」（天鹅）「从来」自

然是「白」的，非有缘故，「人」道与「天」道众生「本」来自然「竖」着立，

「畜生本」来自然「横」立走路，横行。众生之体，其「白非洗」而「成」，

乃自然而然，众生体之「黑」亦「非」由「染」所「造」，乃自然黑，如是等

事「从八万劫」以来，即「无复改移」。「从八万劫」以来，即「无复改移」。 

 

「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而我」从「本」以「来」（在八万劫前）「不见」有众生

是从「菩提」而生（此即因中无菩提），「云何」于八万劫后「更有」众生能得

「成菩提」之「事」？（此是果中无菩提）无因无果。「当知今日」所在之「一

切物象」，于八万劫前「皆」从「本」以来「无因」无果。 

 

「由此」心魔作祟而邪「计」筹「度」，谓一切自然而生、自然而灭，无因无

果，因此「亡」失佛所教之「正徧知」见，「堕落」于「外道」恶见（即学佛

法成外道），以致「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 

 

「是」等「则名为第一」类「外道」所「立」之两种「无因」恶「论」（本无

因、末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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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外道的功夫不够，因为不是佛陀，没有办法看到七、八二

识的微细生灭相，所以就断灭，进入断灭的恶见，害了众生的法身慧命。因为

五十种阴魔它很重要，我们受于时间的限制，浏览一遍，耽搁了大家一点时间，

真的很抱歉，我也不愿意这样子；但是，为了众生、为了正法，我们要辛苦一

点，对不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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