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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春991班_20190821_講經法會課摘 1 

上半部 2 

 3 

禮佛 4 

 5 

讚頌  金色雨滴
1
 6 

 

1 下雨的季節，我們如何看待從天而降的雨滴？ 

真如老師的雨滴是金色的，是撲向大海慈悲胸懷，是充滿禮讚的雨滴。每一

滴都是弟子虔誠的皈依、五體投地地禮拜、滿心歡喜！ 

因為撲向廣闊無邊、慈悲的大海，融入大海、被大海洗滌，雨滴的生命因此

充滿了光明與希望。 

您我的生命是否也因為有老師引領，而愈來愈美好呢？ 

誠如真如老師在《心之勇士》一書上說：「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內心的修

持只要開始起步，都將開啟一段令人非常愉悅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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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長：（以下同樣字體部分屬於班長上課的提示，標楷體部分為講義） 1 

今天要聽經，因為真如老師曾經提及，她的雨滴是金色的，每一滴都是2 

弟子虔誠的皈依，所以選擇這一首讚頌，希望大家在聽經的時候，能夠3 

一層一層的深，一層一層的廣，聽完之後能夠有真實的智慧，真實的慈4 

悲。 5 

詞曲 / 真如 6 

雨滴 雨滴 跳蕩的雨滴 7 

雨滴 雨滴 虔誠的花絮 8 

雨滴 雨滴 跳蕩的雨滴 9 

點點 滴滴 撲向大慈大悲的你 10 

點點 滴滴 撲向大慈大悲的你 11 

雨滴 雨滴 金色的雨滴 12 

點點 滴滴 撲向大悲的你 13 

雨滴 雨滴 金色的花海 14 

旋繞 旋繞 15 

散落在你大悲的身語意 16 

雨滴 雨滴 我虔誠的心意 17 

雨滴 雨滴 成群地撲向你 18 

散落出虔誠的花瓣 19 

開出了幸福的吉祥雨 20 

雨滴 雨滴 虔誠的雨滴 21 

渲染出虔誠的花絮 22 

雨滴 雨滴 旋繞在金色的河流 23 

旋繞你 旋繞你 24 

千生萬世 無有盡期 25 

雨滴 雨滴 跳蕩我的歡聲笑語 26 

雨滴 雨滴 陪伴著幸福的回憶 27 

雨滴 雨滴 是我獻你的讚禮 28 

雨滴 雨滴 29 

那是你數不盡的大悲的心意 30 

啦... 啦... 啦... 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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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滴 雨滴 燦爛的心續 1 

雨滴 雨滴 大悲的花雨 2 

雨滴 雨滴 相見的彩虹橋 3 

金色的雨滴 不停地飄落 飄落 4 

是我讚美的花絮 是我讚美的花絮 5 

 6 

溫故知新 7 

《論語．為政》：「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8 

 9 

今天的聽經，會從寂滅道開始。 10 

為何會有「共」，就是一同進入。 11 

現在的進度在皈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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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們從聽聞軌理開始，學習如何學習；要學會人際關係的問題，都是從2 

聽聞開始。 3 

所謂的聽聞軌理，必須有人教導，所以必須要親近善士。 4 

知道要找正確的老師，必須要自己歸零，讓自己完整學習。 5 

學習過程中，「未修中間」最為重要，當走離開教室，仍然能夠維持，6 

最為重要。 7 

軌理就是軌則和道理。 8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要有暇滿的人身，能夠聽得懂佛法。 9 

當自己知道要珍惜時，要建立一個道總，一個生命學習的架構。 10 

一開始發心就是要成佛。要學佛，如果沒有成佛的心，就好像上學而不11 

畢業一樣。 12 

因為每一個階段，都有可能隨時終止，所以要學會「念死無常」；「念13 

死」最重要的是要念生，「未知生，焉知死」；要學會念死，要先會念14 

生。 15 

為了避免去不想要去的地方，所以要學習「三惡趣苦」，讓自己不要墮16 

入三惡道。。 17 

皈依的「皈」字是反白，是要讓自己把不對的調整為對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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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為二事。由惡趣等自生怖畏。深信三寶，有從彼中救護堪1 

能。故若此二唯有虛言，則其歸依亦同於彼，若此二因，堅固猛利，2 

則其歸依亦能變意，故應勵力勤修二因。】 3 

廣論：P98 LL3–P98 LL1 4 

皈依二因，不要去三惡趣，為了不去那裡，三寶可以給我們最大的保險5 

，就是佛法僧可以給我們這些保險。 6 

【由能救自二種因中，外支或因，無所缺少，大師已成，然是內7 

支，未能實心持為歸依，而苦惱故。是故應知，雖未請求，由大8 

悲引，而作助伴，復無懈怠，無比勝妙真歸依處，現前安住為自作怙，9 

故應歸此。】 10 

廣論：P99 LL2-P100 L1 11 

三寶有外有內，三寶其實一直存在，但因煩惱而不知，只會在原地打轉12 

，所以要提昇自己。 13 

 14 

救護我們的兩個因 15 

外之已成，內支未全。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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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絕對沒有第三條路，所以要累積好的，去除壞的，就會讓自己不一樣。 2 

絕對沒有中間路線，只有好與不好，是與不是的選擇。 3 

如何增長對三寶的信心？ 4 

１、身功德
2
 5 

２、語功德
3
 6 

３、智功德
4
 7 

 

2 【◎ 身功德者。謂正思念諸佛相好，此亦應如喻讚所說而憶念之。如云：

「相莊嚴尊身，殊妙眼甘露，如無雲秋空，以星聚莊嚴。能仁具金色，法衣

端嚴覆，等同金山頂，為霞雲縛纏。尊怙無嚴飾，面輪極光滿，離雲滿月輪

，亦莫能及此。尊口妙蓮花，與蓮日開放，蜂見疑蓮華，當如懸索轉。尊面

具金色，潔白齒端嚴，如淨秋月光，照入金山隙。應供尊右手，為輪相殊飾

，由以手安慰，生死所怖人。能仁遊行時，雙足如妙蓮，印畫此地上，蓮華

何能嚴。」】 
3 【◎ 語功德者。謂隨世界，所有有情，同於一時，各各申一異類請問，能

由剎那心相應慧，悉皆攝持，以一言音，答一切問，彼等亦能各隨自音，而

生悟解。應思惟此希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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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悲功德
5
 1 

５、業功德
6
 2 

廣論：P100 LL1 ~ P101 L1 3 

如何感受到三寶，看到佛，就可以讓自己有能量，就是身功德；以一言4 

就可以教化，就是語功德；以最完好的智慧呈現，就是智功德；業是續5 

流。 6 

 7 

真實的皈依 8 

→是對佛生起淨信心 9 

→我要成佛 10 

→我要學佛心、佛行 11 

廣論：P102 L3 ~ P102 L5 12 

「聽法」也是一種皈依，所以今天的聽法，不要空手而回。 13 

 14 

佛如何救我？ 15 

１、親近善士 16 

２、聽聞正法 17 

３、如理思惟 18 

４、法隨法行 19 

廣論：P106 L5、P26 L3 20 

佛怎麼想，我跟著怎的想，就是「如理思維」。 21 

22 
 

4 【◎ 意功德分二，智功德者，謂於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一切所知，如觀

掌中菴摩洛迦，智無礙轉，能仁智遍一切所知。除佛餘者，所知寬廣，智量

狹小，悉不能遍。】 

佛的意功德分「智」跟「悲」。 
5【悲功德者，如諸有情為煩惱縛，無所自在，能仁亦為大悲繫縛無所自在。

是故若見諸苦眾生，常起大悲卅無間斷。】 
6【◎ 業功德者。謂身語意業，由其任運無間二相，而正饒益一切有情。此

復由於所化之別，堪引化者，能仁無不令其所化會遇圓滿，遠離衰損，定作

一切所應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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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哲蚌赤巴仁波切—洛桑丹巴大格西 2 

 3 

「赤巴」是法台、寺主、住持的意思 4 

「哲蚌赤巴」即哲蚌寺住持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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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執持金鬘論 1 

2017年，哲蚌赤巴仁波切到加拿大為福智僧團傳授傑仁波切所造的《2 

金鬘論》，《金鬘論》常出現「至下廣說」這樣的用詞，但這個「下3 

」可能在好幾頁之後，或者出現在好幾個地方，一般人可能不容易找4 

到哲蚌赤巴仁波切非常熟悉《金鬘論》，不管是一頁的長函，或是兩5 

大本的書，哲蚌赤巴仁波切都可以快速找到「廣說」之處。 6 

「至下廣說」，不論提到什麼，都可以知道出自經典的何處。 7 

 8 

傑仁波切 音譯，義譯為大寶師尊，是佛教徒對各自教派 中所尊崇的9 

高僧的敬稱，此處指宗喀巴大師。 10 

《金鬘論》是宗喀巴大師三十歲時開始撰述的巨論，前後花了兩年時11 

間。根據文獻記載，大師年輕時即從四位師長學習《現觀莊嚴論》達12 

四遍之多，更在各大辯經場巡迴辯論，透徹研究了印度二十一部相關13 

的大論後，熔百家精華，最後以獅子賢論師所著的《顯明義疏》為本 14 

而撰寫的解釋。《金鬘論》甫出世，即震動當時教界，各宗派的大德15 

紛紛給予極高度的讚揚，是歷來學習《現觀》時必須仔細研究的一本16 

經典。 17 

 18 

哲蚌赤巴仁波切功德簡介 19 

    大格西洛桑丹巴（義為善慧聖教），現任哲蚌赤巴仁波切
7
。 20 

    仁波切1937年生於安多地區。11歲就到建倉哈摩講修興苑寺出家21 

，往格西格桑桑傑座前練習譲書及課頌。另外也跟随格西緊巴等上師22 

學習《攝類學》、《因類學》、《心類學》和《現觀莊嚴論》。20歲23 

入吉祥梁芒僧院學習辯論，在格西客卡緊巴等上師座前，經年累月地24 

學習了《現觀莊嚴論》與《釋量論》。 25 

    1959年後，在語王具妙、語王善慧、語王日輪、聖教持教等四位26 

退位住持，以及當時的住持戒海，還有格西勝寶海、下密院退位住持27 

 

7 赤巴，是法台、寺主、住持之義；哲蚌赤巴，即哲蚌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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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智等諸大善知識座前，完成了五大論浩瀚的聞思。 1 

    後又於永津金剛持、松仁波切、洛確仁波切等座前，聽受了三金2 

剛等本尊法的灌頂及隨許，兩本廣論之甚深引導等修心法要，還有各3 

種灌頂、嚨、口訣。特別在哲蚌寺退位住持聖教教法尊前，拜學了《4 

密宗道次第廣論》、《生起次第悉地海》、《五次第明燈論教法廣釋5 

四家註》、《湯薩巴，能怖生圓次第》等甚深密宗教典。在入瓦那最6 

髙學府後，獲得親教師證書和通過格魯大考拉朗巴考試證書。 7 

    1985年，仁波切於哲蚌寺擔任僧值兩年。1989年2月9日起，擔任8 

果芒僧院住持6年，為後輩學僧講授諸大經論。2007年被任命為哲蚌寺9 

住持至今。 10 

    由於在顯密教法的修學上，仁波切都有極高的教證功德，被視為11 

當今佛法講説、著述以及辯論的頂尖學者，因為悲心攝持，長年在世12 

界各地弘法。 13 

 14 

《霞瑪道次第》簡介 15 

    本論稱為「霞瑪」，從其作者霞瑪班智達而得名。 16 

    《霞瑪道次第》生動應機、言簡易解、實修性強，因此近代格魯17 

派多位大德將之奉為「道次第八大引導」之一。許多道次第教授中皆18 

多次引用其中內容，例如大家所熟知的 《掌中解脱》。 19 

《霞瑪道次第》之特點 20 

    霞瑪班智達發現當時許多廣略道次第引導文中，較少將各個法類21 

所緣行相的修法，清晰、完整而直白寫出的，於是發願撰寫本論。 22 

 23 

修手冊。若按照論中所開示的觀修方法修持，絕對能對遒次生起非凡24 

的體驗。 25 

《霞瑪道次第》傳承概述 26 

    《霞瑪道次第》有「講解頌授」的傅承，由作者霞瑪班智達逹授27 

予山林修士•阿庫單津嘉措，經他傳給阿庫札巴嘉措，再傅給第十四28 

世嘉瓦仁波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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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早前，嘉瓦仁波切閱讀《霞瑪道次第》與《毗鉢舍那釋難》這1 

兩本霞瑪班智達的著作時，發現即使有眾多上師著有遒次第，但這兩2 

本論實為殊勝的善説，因此指示出版，希望能對學人有所助益，同時3 

也盼望能得到它的講解誦授俾承。 4 

    後來，阿庫札巴嘉措見嘉瓦仁波切時，嘉瓦仁波切得知他身上有5 

《霞瑪道次第》的傅承，極為欣喜，便從速請得了傅承。 6 

     2012年起，第十四世嘉瓦仁波切開始將《霞瑪道次第》的傅承，7 

賜予世界各地雲集的冏法大眾。 8 

    《霞瑪道次第》是以《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略論》9 

及上師教授口訣為基礎，再取噶當派、格魯派眾多道次第引導的要點10 

，加以充實而成。本論全名《菩提樂道引導所緣修法詳示•綻放妙善11 

光明昊日》，表示它是《安樂道論》的詳盡解釋。 12 

    《安樂道論》原為宗喀巴大師眾多菩提道次第引導傳承中的溫薩13 

耳傅教授，傳至第四世班禪•善慧法幢大師時，開始公開傳授並且撰14 

寫成書。 15 

    四世班禪大師相傅為克主傑大師的轉世，他將《廣論》內容攝為16 

一座上結合上師瑜伽串修，從親近善士起至止觀雙運所有道次的一種17 

修法，對於在相續中安置道總的習氣有絕大的幫助。 18 

傳承 19 

一、何謂「傳承
8
」？ 20 

 上師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將法傳給弟子，可攝為「教」、「證21 

」二種傳承。 22 

 傳承有很多種，有「誦授」（嚨）、「講解誦授』（謝嚨）、「23 

引導」（赤）等類別。 24 

二、得到傳承對於我生命的利益？ 25 

 弟子學法時有所依據，避免懷疑誤解等過失。 26 

 

8 今天的聽法是「得傳承」的，有一些則是不得傳承的。 

傳承對我們非常重要，可以減少錯誤，量也可以快速累積。所以說傳承對於

我們心緒的力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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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論的詞句有極大加持力，聽聞之後會留下習氣，將來能藉此快1 

速生起證量。 2 

（證量：小一全盤理解，中一思惟生感受，大一任運生感受） 3 

 獲得「法流三摩地』（上品資糧道）時，能頓時通達過去聽聞過4 

的所有法類。 5 

 老師曾於傳法前提策大眾：「傳承對自己心續加持的力量是非常6 

大的，我自己 有一點體會。希望大家慢慢去體會，你會發現聽完7 

以後你好像沒有做什麼思 惟，你的心就轉動了，在這些法的思惟8 

上很容易就趣入」 9 

三、如何接傳承？ 10 

 接受「誦授傳承」時，可能聽不懂，只要專注聽，就可得傳承
9
。 11 

 老師説：不知道意思時，想想這是誰講的，佛菩薩祖師已滅除煩12 

惱，講給我們的法也會讓我們滅除煩惱。 13 

 不單是聽到聲音就好，要「專注』聽到師長的聲音，故聽法時不14 

能打瞌睡、 講話、跟著念。 15 

 如月格西：如何得「講解誦授傳承」 (謝嚨） 16 

➢ 圓滿得此傳承要得講解引導及誦授兩部份。得誦授要避免昏睡17 

、散亂不專 心聽，特別不要在傳法時跟著師長唸出來，否則無18 

法獲得誦授部份的傳承，會藏文的可以跟仁波切進度看但不要19 

唸出來。 20 

➢ 獲得講解引導主要是由思惟法義獲得，所以在法會上如果不思21 

惟相關法義、做自己的功課，即使沒有昏沈，聽到仁波切的念22 

誦，得到也只是誦授傳承 而不會得講解傳承。 23 

24 

 

9 專注聽法師的講解即可，不要打瞌睡，也不要跟著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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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部 1 

性依法師帶領前行 2 

我們先從真如老師145講下列部分開始聽起 3 

  觀察一下我們每天的生活，會發現可能有很多小小的不愉快，比4 

如說聽到了別人說一句不中聽的話，或者別人做了一件你覺得不太合5 

理的事情，乃至林林總總的、大大小小的一些不好的心情。這些不好6 

的心情有的時候就好像讓它過去了，或者為了不給別人造成麻煩就自7 

己忍了。這種忍的方式，或者放著的方式、轉移的方式，是不是讓那8 

種煩惱不再增長呢？大家都會發現忍一次、兩次、三次，乃至第幾次9 

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爆發，就會發現自己突然很生氣了。但是實際上那10 

是一個小小的境界，可能就是最後那根草，然後原先忍耐的東西全部11 

都跑出來了。 [01′48″] 12 

 13 

依照真如老師上開提示，遇到不能忍的問題，忍是不對的 14 

忍既然是不對的，當我們遇到逆境想要口出惡言時，為何要教導我們15 

轉七圈？讓我們藉由轉七圈冷靜下來。 16 

讓我們再繼續聽下列的開示 17 

 18 

  當大家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發現我們用忍的，就是對境的19 

時候先不要發作，比如說不要對別人口出不敬，也不要用眼睛瞪別人20 

，先把這些忍了；但忍了之後，是不是在內心裡真的能夠消融掉呢？21 

可能又會變成一種不愉快、胸悶，或者生悶氣的方式，就把它留下來22 

了。留下來那個東西並沒有好好地處理，因為它有的時候在意念上其23 

實還在自言自語，或者說自己內部還有一個聲音一直在非理作意，續24 

流還沒有停下來，但是身、口是防住了。身、口防住了也是一件很不25 

容易的事情，但如果能進一步地把非理作意的意樂部分能夠防住，才26 

能夠不蓄積煩惱，對吧？ [06′42″] 27 

  那麼如何去防範呢？從我們聽聞的教典中會得到正念、正知，所28 

以每天的聽聞就很重要。為什麼呢？因為當我們有了很大量正念、正29 

知這樣的正能量的輸入之後，才能會在六根的門頭樹起一面明鏡，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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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境的時候照到非理作意的存在，能夠照清楚這就是非理作意。照清1 

楚是什麼？就是我們能夠覺察到意念的正在進行式，非理作意一開始2 

，然後就覺察到了。有些人是非理作意一段時間覺察到了，可是前面3 

的非理作意到底是什麼？有人記不清楚，有的人能記得很清楚。總之4 

越早追蹤到它越好，而追蹤到它那面明鏡一定就是從聞法上得來的—5 

—聞法、憶念正念，然後獲得正知，這樣得來的。所以它是要常加訓6 

練的一個功夫。 [07′46″] 7 

 8 

從老師的講解可知，忍是對的，但是要把他消融掉，才能夠不蓄積。 9 

要由聞而生正念而覺查，達到不蓄積。 10 

要觀察，要即時識別，才能夠避免蓄積。 11 

發現的時候要能夠瞭解「非理作意」所帶來的結果。 12 

要有離開輪迴痛苦的逸樂知覺。 13 

 14 

法師講經開始 15 

密集嘛 16 

釋迦世尊讚 17 

心經 18 

傳承上師祈禱文 19 

功德之本頌 20 

短曼達 21 

皈依發心 22 

（法師講解如下經文） 23 

庚四、煩惱過患 24 

《經莊嚴論》宣說了煩惱傷害自他，今生後世皆令生起痛苦等過25 

患。《入行論》則說，即便一切天龍八部皆生仇隙，然不能引入無間26 

地獄，而煩惱卻能在剎那間拋進地獄處，傷害慘重；煩惱敵從無始到27 

不見後際的曠劫裏隨逐不捨，其他仇敵都不能像這樣長遠，故為害之28 

期久遠；若迎合遷就其他普通仇敵，還有可能反過來利益自己，但是29 

不管如何地順承煩惱，都會變本加厲地施加更大傷害；若普通仇敵來30 

到附近，都會心生恐懼，而長期施加一切傷害的煩惱敵長期盤踞在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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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深處，卻不生恐懼，此極不合理！ 1 

總之，在此輪迴之中，盡所有一切罪苦，皆由煩惱生起；一切上2 

界與解脫的障礙，也是由煩惱製造，故而所有的罪過皆納入煩惱過患3 

。因此，煩惱之罪，不同於開示一種不善的過患，而是極其廣大，難4 

以盡述。如諸古德法語說：“了知諸煩惱因後，暫時能斷者，盡力遮5 

止；並由了知性相、分類之門，心緒上乍一生起，即能識別；且在明6 

瞭過患後，視如寇仇，在明白能壓伏它的對治法後而修習，拔除煩惱7 

。”我們應當依教學修。善知識奔貢甲在心續中有煩惱念頭活動時，8 

就會用右手拉住左手，並呵斥說：“來了像你這樣的！看看你的思想9 

行為！你是否不喜歡比丘‘次成甲瓦’，而喜歡‘奔貢甲’？”說著10 

蒙上皮衣，並告訴全部施主，不讓施給一口食物。當起善念時，即拉11 

著右手，連聲讚歎說：“比丘‘次成甲瓦’！”令內心生起歡喜。若12 

能效仿噶當祖師行傳，極其善哉！ 13 

己二、彼集業之理，分二： 14 

庚一、正明所集之業； 15 

庚二、如何集業之理。 16 

初者，被認為是業的“思”，如磁鐵雖無“動搖鐵”的動機，但17 

是稍一接近就能動搖鐵般，此“思”只要是某心的眷屬，就能動搖、18 

役使心趣向功過等境，應理解成是這樣一種特別的心所。 19 

總的說來，所謂“業”，是對於“所作事、能作、業”三者裏的20 

“所作事”，立以“業”名，如世間也有說“做事業”，把“所作事21 

”立為“業”的名言。由無三毒發起而做善事，會說成“積善業”；22 

由猛烈三毒造作惡事，會說成“積不善業”，由此也能了知。 23 

從善不善業發生悅意不悅意之果，也等同有王法的地方， 稱揚讚24 

頌做善事者，而懲罰做壞事之人。 25 

一切有部認為，身語之業是趣入殺生事的有表色、無表色。經部26 

、唯識、自續諸師認為，業分有思業、思已業的差別。以殺生業為例27 

，因位動機之思，是思業；時動機之思，是思已業。顯然是指正做各28 

種事時的思心所。 29 

業分類雖有多種，然此處開示所積之業，謂非福業或不善業、異30 

生心續所有欲界地所攝福業，以及上界地所攝不動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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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如何集業之理 1 

謂薩迦耶見執著我、我所，從而希望百般愛憐之境－－我得到快2 

樂，不願痛苦。故其方法，若是主要追求未死之前今生的享樂，就會3 

造集非福業；若是厭倦今生榮華，而主要追求後世欲樂，便是積集福4 

業；若復厭離享受妙欲之樂，主要希求三摩地所生禪悅，由此積集投5 

生第三禪天以下的不動業；如果禪悅樂受也令內心厭離，而希求捨受6 

，則是積集投生第四禪天乃至有頂天之間的不動業。由如是欣上厭下7 

而造業，會投生上界之理，則說也就能證成：由厭倦一切三有圓滿、8 

希求解脫的出離意樂所發起，修習善法，則將漸遠輪迴，漸近解脫。 9 

問：“若能引福業等亦是所斷，不是必須不斷歷經增上妙身而修10 

解脫嗎？”對於凡常集諦及果，修習厭倦，雖然正確，但另有成辦增11 

上生的其他方法，故無過失。彼復是說，出離意樂發起的施戒等思諸12 

善業，既是隨順集諦，亦是真正解脫之因；其果人天身也是由破壞集13 

諦的對治品生起，非真正苦諦。故要成辦由非造作出離心所攝切實有14 

益的善業，應當盡力下至發願以薰染習氣。 15 

己三、死歿與結生之理，分三： 16 

庚一、死亡如何發生之理； 17 

庚二、死後成辦中有方式； 18 

庚三、其後於生有受生之理。 19 

初者，宿業所引壽數窮盡，大限已至；或壽未盡，但已無福報資20 

具；或如未離恐懼，由如是等任何死緣，令死亡現前， 並將成熟引生21 

後世身的業勢能。 22 

彼復是說，心續之中有眾多現法受能引善業、不善業。其中最重23 

者將會得到愛取的滋潤，若無那種業，順生受的能引善不善諸業中最24 

重者，將得到愛取的滋潤，這樣依次成熟重業。如果輕重相等，則善25 

心與不善心二者之中，何者串習大，彼心即現行，變得更加強烈。彼26 

心令與己相順的能引業具有勢能。若串習亦同，則於眾多能引業中，27 

先造者獲得滋潤而成熟。 28 

具有善心者：在臨終之際，由自己憶念或他人提醒之緣，信敬上29 

師三寶，並期願後世得到具有善法之身、值遇聖教，依如是等現行之30 

力，令能引善業具有勢能，後世定會成辦增上妙身。其徵兆謂如從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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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走向光明般，充滿極大喜悅感；或如夢境般呈現出種種悅意色；解1 

支節之苦非常輕微；有些信士臨終時感覺來到百花競芳的林苑，或湧2 

現出天身、上師身前來接引等，以此推測也能了知。 3 

具不善心者：瀕臨死亡時，貪執財物資具等，或瞋恨仇敵，由生4 

起這般猛烈煩惱，則令能引不善業具有勢能，不久投生惡趣的徵兆，5 

謂如從光明踏入黑暗，心生憂淒；或如夢境般呈現眾多可厭色；由於6 

強烈解支節之苦煎熬，表現出各種悲慘 可憐的形態。現在也有些罪孽7 

深重的人臨死時，看到被自己屠殺的牛羊等列隊而來，發著悲嚎前來8 

抵打，或被閻魔鬼卒捉去投入沸騰大銅鍋的景象等，完全如論典中所9 

說而發生。在難以忍受病痛折磨時，強令觀想三寶等，則可能弄巧成10 

拙，但可不說任何不稱其心之事，而順其根性，若令祈請三寶，或在11 

耳畔宣稱如來殊勝名號、陀羅尼咒，意義極其重大！ 12 

具無記心者：是說臨終之際不現行任何的善不善心。 13 

故能滋潤此業之“愛”，都同樣發生在臨終之前。一切皆在粗想14 

臨滅之時，由於長久串習之力，貪戀著我，感到“我將不存在”，對15 

於身體，生起喜歡，對此稱名“取”，是成辦中有之因。當外息斷絕16 

，細想活動之時，悉成無記，一切皆同。即便今生造集眾多善業者，17 

但在臨命終時，性情大變，敵視一切現象，由強烈貪瞋滋潤不善業的18 

不幸狀態也是有的。因為在前生積集了眾多大力的能引善不善業，在19 

臨死時，由於其中一種大力善業與愛取聚合，另一方不善果報暫時成20 

熟的時機被破壞，但又未由對治法令其衰微，依然存在，如果它重於21 

今生所積的諸善業，就會不合時宜地成熟其果。 22 

同樣，也有今生罪惡深重，但在臨終之際善心現行，則是宿世所23 

積眾多大力能引善業之中，有一種善業重於今生的諸不善業，由此成24 

熟所致。 25 

若微細死心之前善心現行，雖說定生善趣，但也有在中有發生變26 

化的情況，故似難決定。 27 

罪孽之人將生惡趣者，首先從上身攝暖，其後從下身收攝。行善28 

積德之人，先從下身攝暖，再從上身收攝。 29 

庚二、死後成辦中有的方式 30 

於死有圓滿或死亡的同時，成辦中有。據說，中有也具足一切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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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當來投生之趣的身形；具有業力所感的神變，故能無滞礙地穿1 

越山岩等任何物體；天中有之間、人中有內部，如是同類者彼此可見2 

，或修所生離過天眼能看到。《倶舍》說，成辦地獄中有後，不會再3 

轉為天等中有。然《集論》中 說，中有階段，容有轉為其他中有。 4 

人死之後，為其清淨地行善能利益到中有。如博朵瓦法語 說：“5 

種族血緣關係、財物關係、法緣關係，依三者中任一種關係，為超薦6 

亡者，造諸善根迴向，皆有利益。”其中初者， 如為了超度亡故先輩7 

，子侄行善積德；第二，如共有財產者， 一人謝世後，另一人成辦善8 

業。善知識敦巴對熱振的諸居士說：“你們把財物都混合起來！若一9 

人去世，別人行善迴向，會有利益。否則，只是成為造者各自的善業10 

。”顯然也是考慮 到這層意義；第三，如阿闍黎為超度去世的弟子而11 

造作善業。 因此，以亡者自己的財物成辦清淨善根利益極大，不待多12 

言！ 13 

現今有些地區，人死之後，藉口供養上師等而殺戮眾多牛羊，做14 

出行善的熱鬧排場，就像對於水能漂走之物，卻係上墜石拋入大海般15 

，即便亡者有得到上界的緣份，也說是反被不幸地拋進惡趣，故應極16 

其慎重！ 17 

經說，尋香“能遍”、藥叉“欲言”、諸“趣入臨終心”尋香，18 

為覓食物，變化出亡者一模一樣的形象，說出憑證及經歷，欺騙諸位19 

親屬。至尊米拉有位苯波弟子死時，苯波們做儀式時，在壇城跟前，20 

所有的人都看到那位先前死去的苯波坐著 喝酒。至尊派遣寂光前去降21 

伏，那位“苯波”說：“我是勾取苯波魂魄者一一食傭魔。”言畢逃22 

到遠處，化為一隻狼，然後銷聲匿跡。這樣的典故，極其眾多。故而23 

，現在如有的以亡者 的形象活生生地現前再來；或鬼迷心竅，說出很24 

多證據，多數是“非人”變化為亡者而進行的欺詐。人死之後，雖也25 

有生為鬼者，但依前說理由，認為鬼神附體者所說的全部內容真實不 26 

虛，或感到“有著前世的身形”，顯然是嚴重的錯誤。 27 

◆法本：霞瑪道次第_緣宗法師、法雲法師譯【繁體中文版】 28 

下載網址： https://bit.ly/2YWpOEF 29 

 30 

 31 

https://bit.ly/2YWpO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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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 1 

願此殊勝功德 2 

回向法界有情 3 

淨除一切罪障 4 

共成無上菩提 5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