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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既然““““缘起性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随缘？

辅导员 A:A:A:A:

因为我们不得不随缘。

所谓缘起性空落在“性空”上，是从胜义谛而言，意为“万法正在缘起显现时，四边都不存在，是大空性”。

而性空缘起落 在“缘起”上，是从世俗谛说，意为：“在大空性中，缘起集聚时，又可假立虚幻地显现。”

对凡夫而言“……众生虽无实体，但不达性空，亦就是不了达缘起性空的本体，仍有生死流转，受诸苦

恼（《日光疏》）”。所以，诸法虽空，显现不灭。众生为业 暗所遮，在大空性中，缘起积聚时，杀人偿命，欠

债还钱。此时，我们因了知“一个人永不可避免要收成 自己播撒种子的果实。《喜马拉雅山大成就者的故事》”
的业力法则而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

无论做何事，如果因缘不具足，不可能成功。因缘能否具足，则是各方面的业力综合的结果，不可强求。

我们只有依靠现有的因缘做事，尽力而为，心无执着。此乃 随缘。即使高僧大德，他们弘法利生的事业也要

观待各种因缘的成熟。

了知此理，我们不会怨天尤人，不会抱怨世间的种种“不公平”，会放下所谓的“事业”和对人事乃至出世

间的虚妄的幻想。但因为深知性空缘起之理，我们会积聚 一切善因，不空耗暇满人身。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10022.msg49123#msg49123]帖子来源：Re: 问一个关

于“缘”的问题[/URL]

FeingrayFeingrayFeingrayFeingray：

因为缘起，因此我们要随缘，一切无非因缘聚合，不随缘而企图制造一些因缘的果，我们只能四处碰壁。

因为性空，因此我们要随缘，否则我们无法“随”，因为实有故。实有的东西不会变化，如何“随”呢？

性空并非断灭，在世俗中还是会有如梦如幻的显现，但是因为我们了知其无实性， 因此不执著，而随缘自在。

缘起并非实有，而是因缘聚合而暂时显现，但是由于众生迷乱的习气，却有其规律，在获得自在之前，我们无

法随意逆转，因此要随缘满足。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10022.msg49124#msg49124]帖子来源：Re: 问一个关

于“缘”的问题[/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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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请问业力、愿力与持戒身之间的关系？
问：业力、愿力问题：比如有人发恶愿，因为因果是在自己的心上建立，发恶愿的人自己要有果报的，这里出

现一个问题，他发的恶愿会不会实现，如果实现是否需要有 所依，比如依靠受持戒律、做福德等，举这个发

恶愿的例子主要是有个公案动物之间互相发恶愿互相啖食，最后也实现了。但阿弥陀佛发了大愿，然后历经千

百万劫 的修行才成就了大愿，是有所依，因此感觉到发恶愿也应该有所依，可动物有什么可依呢？又或发恶

愿是意业，如果没有所依（比如对境、持戒身、福德等），应该 也有力量，毕竟属于业力，或也是有所依的，

所依为恶戒身？恶愿力变成业力了？先请教了，同时祈请对业力、愿力和持戒关系进行开示。

辅导员 A:A:A:A:

末学个人理解：有些恶愿需要依持戒身、福德等因缘，持戒身可转身人天，福德可获得 财富名位等，

如上师仁波切在《百业经》中说：

“以前在色达的单坚神山有位修行人,发了一个恶愿。后来，恶愿成熟，成了新龙的恶官宫布泽仁，杀

了很多众生。因为，他以玛哈嘎拉为本尊，念咒一亿，当时 很多人欺负他，他就发下了恶愿。”

有些如您所举动物之例，二者都因杀生等恶业而堕入恶趣身，不具持戒身，彼此福德鲜少，但只要对

境等因缘聚合，依靠阿赖耶上愿力的推动，也可实现。

有些恶愿在持戒身，福德力等因缘成熟之前，因为自己的恶心所造之业的对境是三宝，会立刻感召果

报：如有一个乞丐憎恶僧众，发愿，哪天他 当国王，他会把这些沙门的头砍掉，他躺在路上熟睡时，他的头

被驶过的马车碾断。

依靠善愿的力量，通过善业力，如持戒等福德资粮和闻思等智慧资粮，我们能很快趣入我们希欲的内

容。有些恶业可以依靠我们的发愿力、积资净障而摧毁它们的种 子，不令其现前；有些恶业依靠发愿力和持

戒修行也不能阻止，因为对境极为严厉的缘故。

《百业经》中，一个居士骂出家人跛子，旋即悔恨忏悔，精进修行，临终时发愿：愿我一生供僧持戒的

功德,能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众生提我名字，即能事事吉 祥顺利；愿我对僧众恶口相骂的业报不要成熟，一

旦成熟，愿我在发心出家的刹那灭尽恶业。”但是，他依然五百世转为跛子，直到最后一世，遇到佛陀，在出

家的 一瞬，刹那灭尽了罪业，恢复了正常。

所谓“愿”“是从心而发起，愿力在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所以不相舍离……所以，我们要懂得心上依

他起的规律，就是如何发愿就会如何实现……如果愿是短期有 穷尽的愿，就会有短期的作用，比如我是发十

年的愿，这个愿力就会在十年当中起作用，但如果我是发无尽的大愿，同样以这种愿力推动会一直延续到尽未

来际，它会形影不离，一直推动你趣入你所希欲的内容。《普贤行愿品讲记》”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931.msg48676#msg48676]帖子来源：Re: 请教一个

问题：缘起、业力和愿力的关系[/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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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可否这样理解：愿力足够大时（包括先发大愿力、再持戒、集资粮等）能够转变

不定业，但不能够转变定业？

辅导员 A:A:A:A:

“积资粮等”应该包括证悟空性的智慧、禅定的能力、世俗菩提心和伟大的行为。而此四种方法恰是

续部中所说的四种忏罪的方法。

《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云：“定业通过具力的违品对治，则可清净。”

《广论讲记》云：“……所谓顺定受业是决定受果之业，你却说顺定受业可以清净，这不是与其定义直

接相违吗？回答……仅仅是从‘作已增上而不对治’的角度， 宣说是顺定受业。对方又问：假设是这样，那么

顺定受和不 定受就没有差别……两者的差别是：顺定受业不修对治则决定受果，而不定受业，即使不修对治，

也不决 定受果。”

由此可见，“愿力足够大时（包括先发大愿力、再持戒、集资粮等）能够转变不定业，但不能够转变定

业；”这句话是不决定的。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931.msg48812#msg48812]帖子来源：Re: 请教一个

问题：缘起、业力和愿力的关系[/URL]

4.4.4.4.如何理解“正人讲邪法、邪法为正，邪人讲正法、正法为邪”？

辅导员 A:A:A:A:

《正法妙音》云：“所以在确定谁为皈依处时，就应当持一种公正的态度，也就是要观察谁能说出止息

痛苦的正法，只要能说出这样的正法，那对这个说法者、所说的教法以及随学者就可以持为皈依处，也就是要

从法上 来认定自己的皈依处。怎么观察一个法是不是灭苦的正道呢？这就要从缘起上思惟，也就是要了达一

切法都是缘起生，苦也不例外，也是由苦因产生，这样以能否对治苦因这一条标准就可以分判出正道和邪道，

因为佛说的无我之法直接和苦因相违，而外道 所说的法和苦因可以相应，所以，只有佛法才是正道。”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665.msg47023#msg47023]帖子来源：Re: 成了佛了

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有没有业?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受不受业力的牵引[/URL]

5.5.5.5.佛是否受业力牵引？

辅导员 AAAA：

先看业之分类：

《俱舍论讲记》云：“根据业的本体不同，可以将其分为黑、白、杂、无漏业四种……《自释》中说，

黑业异熟为黑，白业异熟为白，黑白相杂之业的异熟亦为杂业；非黑非白的业是指能够对治前面黑、白、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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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无漏业……《大空经》中说：‘佛告阿难，诸无学法纯善纯白，一向无罪。’”

此无漏业乃为圣者所有，是圣者所做的无漏善法，但尚有所缘。“无明习气地为其（无漏业）的根本

近取因”。关于无明习气地，荣顿巴尊者《宝性论》注释中云：“障碍证悟殊胜如来藏等的无明，其本体为烦恼

微细的习气（非烦恼障），是能做障碍的所依之地。”以“无明习气地 为因，无漏业为缘而产生的果——显现如

意识般无碍之身。”有生则有死，故有“不可思 议的死：随意而舍弃意生身，具有自在。因超凡夫分别故名不

可思议的死亡。”（《智慧品讲记》）

弥勒菩萨《宝性论》云：“佛性无有意生身，其性本来恒常故，依于不可思议死，其性无死坚固故；

依于无明习气病，其性无害寂灭故；依于无漏之行业，其性无老 不变故。”

益西大堪布在《宝性论》的讲义中说：“一切客尘的变易相可以归摄为生老病死四种现相当中。在凡

夫不净位时，有粗大的生老病死事相存在；在圣者的不净净位， 有微细的生老病死叫变易生死；在极清净的

佛位，远离了一切粗粗细细的生老病死的变易……这个时候， 实相和现相成了无二，所以远离了生，连最细

微的意生身也不会有，显露的如来法身尽未来际都是恒常、坚固的，不会在未来有不可思议的变异，因为远离

了最微细 的无明习气地，所以离垢法身是无病的；远离了一切一切有为的无漏业，故不会有衰老的存在。”

从以上教证中可以了知，佛陀不仅断尽了凡夫的有漏业，而且远离了圣者的有为的无漏业，既无业，

何来“受业力牵引”？

虽然一切由业决定，因佛陀无业，故不在业决定中。所以，佛陀由业决定和佛陀不在业决定中，这二者

是一义。以佛陀有受业力牵引的过失来否定业决定之理不能成 立。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665.msg47089#msg47089]帖子来源：Re: 成了佛了

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有没有业?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受不受业力的牵引[/URL]

6.6.6.6.成了佛了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辅导员 AAAA：

我们先来看一下断灭的含义：

龙树菩萨在《中观根本慧论》中说：“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

上师索达吉仁波切解释此颂云：“常断可分以下两种：一、宗派认定的常断，如果一个法有决定的自性，

那么它就不是无而是常有；如果这个法先前有现在没有了， 这就成了断灭。二、名言共称的常断，在不详细

观察的情况下，某法存在就是常，比如瓶子存在、人还活着；不存在就是断，比如瓶子碎了、人死了。”

根据上述分析，断灭有两种安立，您这里所说的成了佛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如果是第一种：宗派认定的断 灭，也就是说如果业有决定的自性，先前有现在没有了，这就成了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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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佛陀在第二转法轮中宣说了从色法到一切智智无不是远离四边八戏的大空性，决 不承认业具有决定的自性，

既先无“有”，何来后“无”？所以没有断灭的过失。

如果是第二种：名言共称的断灭， 是指在不详细观察的情况下，比如人死了，瓶子碎了，不存在就是

断，佛陀不存在业，可以包括在名言共称的常断之“断”中。

分析业之常断，需要分二谛，不能一概而言。一般而言，断灭或常断的太过都是观察后认定的宗派的常

断，而非不经观察之下名言中的共称。

所以，《中论讲义》中，上师仁波切对此颂补充说：“按果仁巴大师的说法，这里的常断是观察后 认定

的宗派的常断，并不是名言共称的常断。如果是名言共称的常断则有过失，月称论师 在《显句论》中说：一

个人先前有眼翳，通过治疗现在不存在了，这并不是堕入断边，如果这堕入断边，那佛经中却说‘往昔有贪嗔

痴，现在无贪、无嗔、无 痴……’，这是否也堕入断边呢？所以，名言中不经宗派观察所建立的常断并不是这

里所认定的常断。”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665.msg47089#msg47089]帖子来源：Re: 成了佛了

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有没有业?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受不受业力的牵引[/URL]

7.7.7.7.凡夫当下的心念是不是完全由""""以前""""的业决定的????

辅导员 AAAA：

了解唯识的观点，对理解一切业决定有很大的帮助。了知一切业决定，尤其帮助我们认识到所谓的修

行都是在““““心””””上修行。

《俱舍论讲记》云：“所有的业归根结底均是依心而造，此即思业，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意业。由思业所

引发的思作业就是身、语二业。”
《西藏生死书》说：“业…… 的意思是：不管我们以身、口、意做些什么，都将产生相应的结果。”它

是如何产生相应的结果？

《日光疏》云：“阿赖耶中含藏了一切诸法相应的种子。比如，当内根诸识在了知某法时，立刻就有其

相 应的种子熏习到阿赖耶中去，故此中含藏了许许多多的种子，此诸种子一旦遇到相应的差别因缘时，当即

产生诸法，如豆种生豆芽之理相同。不仅外界诸法，且内根 六识亦即自功能之种子所生，故阿赖耶又被称为

八识田。凡是储存于阿赖耶中的种 子虽是刹那生灭，但其习气相续至未生果之际永不间断（坏灭），待因缘会

遇、日趋成熟时就能生果。”

“内外诸法均从含藏一切种之阿赖耶识所生，彼等刹那生灭，正灭时在阿赖耶识中熏习成不同习气，

作 为生起将来诸识之因。《日光疏》”所以，心念可以说是过去的业决定。“生命中每个细胞的颤动，每一 心

念的发起，每一次人类世界的活动，都是她的游舞。这就是业决定之理《广论讲记》。”但所谓的业决定，不是

由业机械，教条、僵死地决定。 “我们无法指出是哪一个因造成某一个果，因为任何事件都是许多业成熟之后

集合在一起的 复杂结合体。《西藏生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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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业决定，我们才可能超越轮回。

我们往昔世依止善知识，闻思佛法，行持善法，在阿赖耶上含藏了许多善业的种子。依靠佛菩萨的发愿

力和我们自身的福德因缘，我们阿赖耶上的善业种子成熟，今 生才值遇佛法。我们的心念是依靠俱生种子、

对境和作意产生，而所谓的修行就是串习，在阿赖耶上再再种下善心的种子：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空性

正见；依 止善知识和善友，远离恶友的环境；依止正知正念，如理作意；这样，善法就会增长。所谓增长，

按照《俱舍论讲记》，并不是说第一刹那生信心， 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信心逐渐增长，并非如此，而是连续不

断的意思。这样，我们阿赖耶上大悲菩提心、空性见等含藏种子会日趋强大，与其相违的 我执引发的自私和

实执的种子就会受到损害，消弱。

这也是为什么法王如意宝、索达吉堪布和益西堪布再再强调要闻思修行，边闻思边修行；

这也是为什么上师说：“一天不读书，面目可憎。”
这也是为什么对道友们离开道场，上师们如此痛心疾首。

这也是为什么上师再三说：“修行是生生世世的事。”

因为我们相续中善业种子是如此微薄，恶业种子是如此强大，只有依靠生生世世串习善法，缓慢地改变

我们的相续，才会有量变到质变的解脱。

所以，《西藏生死书》在宣说业的““““创造性”时说：“绝对不可以忘记，透过我们的行动、语言和思想，我

们可以有选择。如果选择好的一面，就可以消除痛苦和苦因，帮助我们的潜能、佛性在心中苏醒。”

恰因为我们的相续中储存了无量的恶业的种子，它们随时随地会因因缘聚会而成熟，我们的修行才如此

艰难，一波三折，进进退退。面对极为殊胜严厉的对境，我们 因一念恶心邪见，引发身语诸业，刹那间已造

下堕入地狱之业；又因环境恶友等引发，瞬间之中，已毁坏戒律，种下恶趣之因。每个人通过观察自己和身边

的道友， 都可以感受到这点。

但是，即使恶心顿生，我们也可不为所转，认识其空性和光明的本体，则能转烦恼为道用。上师说：“分
别念并不可怕，一百个分别念就是一百个法身。”然而，能 有如是见解和修行，也是依靠昔世对空性的串习和

今生依止善知识的教言再再修习的结果。但是，修行的顺缘能否长期持续，需要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和我们

自身 的善根福德力。它不在任何地方，唯一在我们的阿赖耶中。否则，上半生是清净持戒的僧人，下半生儿

孙绕膝。无论在家出家，修行路上沉浮无定，因违缘现前而完 全改变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依靠业决定理，

我们要极力勉力自己，虽然因为业力，我们的修行非常艰难，但还是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行持闻思修善业。

“佛法告诉我们，如果不在这一世为自己负起一切责任，我们的痛苦将不只是 持续几世而已，还将持续

千千万万世。《西藏生死书》”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665.msg47280#msg47280]帖子来源：Re: 成了佛了

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有没有业?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受不受业力的牵引[/URL]

8.8.8.8.业""""比作种子的话,,,,所谓的""""缘""""又指的是啥呢????

辅导员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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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论》云：“有之根本即随眠。”大恩上师在《俱舍论讲记》说：“三有的根本就是随眠。 第四品已经讲

到，形形色色的世间界均由众生之业产生，那是不是仅仅由业即可产生三有呢？满增论师认为，仅以业不能作

为轮回之因，还需要烦恼作为前提，如同虽有种子但若未灌溉水，则种子不会成熟一样。因此若无有烦恼，则

仅依靠业不 会出现器情世界的迷乱显现，如阿罗汉虽有不定业但无有烦恼，因此不会投生三有。”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665.msg47392#msg47392]帖子来源：Re: 成了佛了

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有没有业?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受不受业力的牵引[/URL]

9.9.9.9. 烦恼的生起需要依靠何种因缘呢？

辅导员 AAAA：

第一个因缘，有部认为是得绳未断除，经部以上宗派则说是种子未断除。总而言之，各 个宗派都认为自

相续的烦恼习气如果未断除，即成为烦恼生起的第一个因缘。

第二个是所缘缘，存在生起烦恼的对境，一般来说，“眼不见心不 烦”，若生烦恼的对境不存在就不会

产生烦恼，若对境现前，就很不容易对治，因此一个好的修行人应远离喧嚣的城市而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个就是增上缘——非理作意，比如生起嗔心的对境存在时，即认为它不好、所作所为不合理；生贪

心的对境存在时，本来不清净的认为是清净，本来无我的认为有我等等，由于存在这种常乐我净的颠倒想法，

很容易便产生了烦恼， 因此非理作意一定要断除。

作为凡夫人，非理作意以及贪心、嗔心等烦恼随眠的种子大多数人并未断除，这时首先应该内观，看自

己在对境现前时能不能进行对治？如果不能，最初就远离对境相当重要。”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665.msg47394#msg47394]帖子来源：Re: 成了佛了

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有没有业?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受不受业力的牵引[/URL]

10.10.10.10.我们当下的心念““““可以选择””””吗？

辅导员 AAAA：

一方面，它难以选择，它是我们业的显现；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听到自己的心声，令人吃惊，

匪夷所思；另一方面，它能够选择。

《西藏生死书》说：“业不是宿命的，业是我们有能力去创造和改变。它是创 造性的，因为我们可以决

定行动方式和动机。任何情境，即使再绝望或再可怕，譬如末期疾病，都可以用来进化。任何罪恶或坏事，

都可以用真诚的 忏悔和真实的修行来净化。”

如何选择？积资净障。以发心、正行专注、回向摄持。这包括了“决定行动方式和动机”。《了凡四训》

的公案清晰地说明了通过善行而转变宿业。此转变不仅包括了境遇、身、也会包括心。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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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论观修暇满难得，观修菩提心、空性，都是在创造未来。上师仁波切曾经在很多时候，把弟子

行为的改变归咎于“福报”和“业力”。每日闻思修，每一念心系于善法，尽量延长它，以一生心系于善法，既是

“福-报”，也是今 生值遇善知识，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闻思佛法、以殊胜对境积资净障等等因缘聚合的结果。

于此同时，它也会“创造”未来，因为“我们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会改变未来。”如，未来能值遇善知识、出家、

有闻思修的机会；因多世串习 空性，而使空性的习气深厚，实执越来越少，乃至终证空性。

从 这个角度，我们的解脱，是依靠每一生用于修持善法的时间----依止善知识闻思修行——的累积来

决定的，如上所说，善法的增长，表现在连续不断上，不在外 境，在我们心上。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665.msg47403#msg47403]帖子来源：Re: 成了佛了

以后业到底断灭还是不断灭?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有没有业? 成了佛以后佛到底还受不受业力的牵引[/URL]

11.11.11.11.亲友书科判图

Feingray: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8777.0]帖子来源：亲友书科判图[/url]

12.12.12.12.““““戒感具色””””中““““具色””””的含义是什么？
罗布：

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action=profile;u=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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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色”就是具足色身，大恩堪布后面的解释：依靠六度之因，将来可成就二身（色身和法身）之果。龙

猛菩萨在《宝鬘论》说：“诸佛之色身，由福资所 成、、、、”每一个众生将来都会圆满色身和法身、、、、、

因此“具色”在这里可解释为：俱足色身，或者：圆满色身。仅供参考。

FeingrayFeingrayFeingrayFeingray：

《赞戒论浅释》中说：

“恒时具有令佛欢喜的清净戒律之补特迦罗，死后将往生于一由 旬或闻距许具数千花瓣的广大莲花之中。这时

受持净戒之大士具足胜妙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极其殊胜、无比庄严的身体，诸人天龙等也无法堪比，如此端严的

身相令人 见而生喜。...”

《比丘亲爱经》中云： “清净受戒人，形色极殊妙....”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585.0]帖子来源：请教法师：“具色”的含义是什么？

[/url]

13.13.13.13.观待自己无垢的知惭财。其中的““““无垢””””，具体如何理解？

FeingrayFeingrayFeingrayFeingray：

这里的“无垢”应该是指“无有任何和自他解脱相违的恶业”。

大恩上师仁波切在《俱舍讲记》中说：

《大乘阿毗达磨》中说：以自己和出世间法为理由即知惭；以他人及世间法为理由即是有愧。

大恩益西上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中说：

无惭的作用是能障碍惭耻之心，能生长一 切恶行。不但对自己的人格无所顾忌，而且对贤善有德之人无所畏

惧地随意轻蔑，对贤善之法也轻视不敬重，丝毫不知惭耻和悔改以往的恶业，由此就会障 碍惭耻，生长一切

恶行。

因此反过来，知惭就是对自己身口意所做一切恶行的惭耻之心。

“观待自己无垢”的意 思就是和自己“远离一切恶行”对照，有相违的时候就生起惭耻之心。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316.msg44441#msg44441]帖子来源：Re: 请教辅导

员师父关于第七课[/URL]

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action=profile;u=3459
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action=profile;u=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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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三有大海””””是什么意思？

热心：

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

辅导员 AAAA：

《俱舍论》中宣说了有漏法之七个别名：

如是有漏法亦称，近取之蕴及有诤，

痛苦及集与世间，见处以及三有也。

《俱舍论讲记》解释道：“‘三有’，生死接连不断流转的三界轮回也称为有漏法。”

《俱舍问答》解释说：“三有：即三界所有，因为由生死接连不断流转于三界中，故名三有。”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158.0]帖子来源：“三有大海”是什么意思？[/url]

15.15.15.15.作为一个修行人，就算你没有其他功德，至少也应具备什么功德？为什么？

辅导员 A:A:A:A:

必须具足通达万法真理的无垢智慧与断恶行善的清净戒律。

一个人若具足这两种功德，即使其他功德不具足，人天众生也会供养你。因为，《华严经》云：“戒为无

上菩提本。”有了戒律，就有了无上菩提的基础。《般若 经》云：“布施之前行乃为智慧。”一切功德皆随智慧

而行，若没有眼目般的智慧，其他功德无法产生，麦彭仁波切也说：“若无如眼此智慧，则彼无有其余德。”

不仅是佛法，世间法也很重视戒律和智慧。一个人如果没读过书，在社会上就寸步难行；一个人如果学

历很高，但不守规矩，即使是硕士生或博士生，到任何团体中 也不受欢迎；一个人既有智慧、也守规矩，就

算相貌丑陋、种姓低劣，身上没有一分钱，很多人也会对他恭敬有加。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011.msg42530#msg42530]帖子来源：Re: 族貌闻虽

具全士，然离慧戒非受敬。这个诵词中的“慧”应如何理解？[/URL]

16.16.16.16.安忍度为什么能感““““力””””？

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action=profile;u=388
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action=profile;u=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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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 AAAA：

《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说：“唯由自心灭除忿等修习圆满，非为观待一切有情悉离暴恶，非能办故，调伏

自心即能成办所为事故。”

也就是说：安忍度圆满的量，唯由自心熄灭一切嗔恚等修习圆满来决定， 不是观待外在的一切有情都

远离暴恶，因为要在外境上一切有情都离暴恶是办不到的事情。相反，调伏了内心，熄灭了嗔恚等烦恼就能成

办所为之事，也就是真正的 安忍般若蜜多圆满。

老子语：“自胜者强”。“自胜者”，凭借的是安 忍之三因：大悲，持戒，闻思而调伏了内心，熄灭了嗔

恚等烦恼，而能成办所欲，这样的人是最为强大有力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如果修习安忍，心中不去作意能损害相，将会是天下无敌。 相反，如果习惯

于作意别人损害的相，眼里就会处处是敌人，这样与人为敌，必定将遭受他人的损害。”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078.msg42916#msg42916]Re: “三忍感力，四进感

寿，五禅感安”中的“力、寿、安”分别指什么？[/URL]

17.17.17.17.第二课六度所感的果报【善戒经】中所说的““““四进感寿””””是指什么？

辅导员 AAAA：

1. 人寿苦短，精进则延长了一半寿命

萨迦班智达在格言中说：“诸人寿短其一半，夜间入眠如死亡。” 故“以往的大修行人因见到了贪睡懒惰，

会导致自己虚耗人身的大过患，因而时刻警策自己精进修习，从不懈怠。如金厄瓦格西，一生中从不睡眠。（同

上）”
《法句经•千品》中也说：“若人寿百岁，怠惰不精进，不如生一日，励力行精进。”

2.2.2.2.““““如果能对前面所说的布施、 持戒、安忍等功德勇悍修集，已获得的功德加倍增长。《入中论》（益西堪布讲

解）”

如若精进，本来需要几生修集，依精进可加倍增长，有如寿命延长。

3.3.3.3. 精进可在短时间中圆满二资粮，获得永久安立的果位

“资粮的多少依赖于精进的大小（全知麦彭仁波切）”

《入行论广释-精进品》云：“三无数劫（阿僧祇）并非是一种在外境上安立的时间。汉地禅宗的高僧大

德们说三无数劫只是针对众生相续中烦恼习气而言，如能刹 那见性成佛，便可在一刹那历三无数劫。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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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欢喜心断除一切厌倦、懒散，精进地驾驭菩提心的宝马，于大乘安乐道直趋究竟解脱的大安乐佛果。”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078.msg42926#msg42926]帖子来源：Re: “三忍感

力，四进感寿，五禅感安”中的“力、寿、安”分别指什么？[/URL]

18.18.18.18.第二课六度所感的果报【善戒经】中所说的““““五禅感安””””指什么？

辅导员 AAAA：

《大乘庄严经论释》云：（静虑度）之果“身心得轻安，由能生远离欲界苦的色界故，能生喜乐。”
又云：“……二禅之下具足欢喜，三禅具足乐受，四禅以上具足舍受……”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078.msg42928#msg42928]帖子来源：Re: “三忍感

力，四进感寿，五禅感安”中的“力、寿、安”分别指什么？[/URL]

19.19.19.19. 求法者具备的条件之一：具足一定的智慧能分别善说恶说，不被他人所转。这

里的““““善说恶说””””指什么？

辅导员 AAAA：

《中观四百论讲记》中庚二（略示善说）中说：“如来所说法，略言唯二种，不害生人天，观空证涅槃。”

在此科判（略示善说）中，已从二谛宣说了如来所说之善说：世俗谛中因果不虚，胜义谛中一 切均空。

依不损害众生转生善趣，依证悟空性获得涅槃。宣说此理即为善说。

何谓恶说？与上述之理 相反即为恶说。《三十忠告论》（全知无垢光尊者）云：“恶说皆空诽谤诸因果””””

上师解释此颂云：“有部分愚昧浅学者，只听闻过一些空性名相，自己并未证悟法界本性，而妄说一切

诸法皆是空性；做顶礼、供灯与布施等善业也无功德，杀生、 偷盗等恶业也无任何过失，因为一切都是空性，

如是诽谤世俗因果。”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9083.msg42942#msg42942]帖子来源：Re: 具足一定

的智慧能分别善说恶说，不被他人所转。这里的“善说恶说”指什么？[/URL]

20.20.20.20.北俱卢洲是否有佛法？

辅导员 AAAA：

《大圆满前行》中说：“天人身体无有别解脱之所依，无有闻法的殊胜因缘，只有人中才可以生起随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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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善根，因此人身比天身殊胜。”
那是不是天人完全无有解脱？不是。上师仁波切也曾讲过，天界中具有前世善根的人能修持禅定，行

持善法。佛陀，阿罗汉等均有前往天界传法，度化众生的公案。 所以，这里是从大多数的情况来说的。

北俱卢洲虽然没有佛法，但由于一些众生前世的善根因缘，龙猛菩萨等也曾前往彼地，以种种方式教化，

使这些具缘众生善根苏醒。

《俱舍论讲记》云：“北俱卢洲的寿量是一千年。一般来说，北俱卢洲众生由于业力所感，其寿量固定，

一千年过后必定会死，死后不会转生于其他处，全部转生于天界，这些都是固定的。其他三洲则不一定，包括

天人在内也有非时死亡的情况。

（北俱卢洲）无有可贪之对境，因此贪心、害心、邪见三者均以隐蔽方式存在；不予取、邪淫以及妄语

均无有，而且也无有离间语和粗语，因其相续极其调柔；而第七绮语则以明显的方式存在，因为有以贪心所引

发的唱歌等。

五无间罪在北俱卢洲以及人趣以外的其他趣中不存在。北俱卢洲众生自然具戒，性格十分善良，故不会

杀害父母；无有佛教之故，也不会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8884.msg41660#msg41660]帖子来源：Re: 关于“北

俱卢洲”请教辅导员及各位师兄[/URL]

21.21.21.21.请教：沙门八果是什么？

辅导员 AAAA：

沙门八果又称四向四果。《俱舍论讲记》云：“颂词中的‘有无学’包括四向四果，由此八果所摄之僧众相续

中的道或者功德即为皈依处。”
四向指：预流向、一来向、不来向、阿罗汉向。

四果指：预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罗汉果。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8888.msg41655#msg41655]帖子来源：Re: 请教：沙

门八果是什么？谢谢[/URL]

22.22.22.22.供养师兄们一幅二胜六庄严的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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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3."23." 六种随念""""是什么????

wsj113wsj113wsj113wsj113：

六随念是：

1、随念佛

2、随念法

3、随念僧

4、随念布施

5、随念持戒

6、随念天尊

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action=profile;u=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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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 AAAA：

《随念三宝经释》（益西上师仁波切）云：

所谓“随念”，《三藏法数》当中讲“随念，亦名忆持。”即是在认识三宝的功德之后，心里常常忆念，常常

记持，这就是随念。如果不随念，就会忘记、就会远离，而常常 随念，自己的心就不会远离三宝。

如将“随”字理解为随所修对境忆持，不知是否可以？

《随念三宝经释》云：

可以。《广论》中，宗大师根据《三摩地王经》说：“此等若作常时修持，心随修转。 故于初时修心稍难，

后时于彼能任运转。又若能念，愿我当得，如所随念，如是佛者，是发菩提心，一切昼夜恒得见佛，于临终时

任生何苦，然随念佛终不退失。”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7947.msg36199#msg36199]帖子来源：Re: "六种随念

"是什么?[/URL]

24.24.24.24.请问如何做到““““六随念””””？
问：1111）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做到六随念呢？

辅导员 AAAA：

随念佛：上师是三宝的总集，我们每天修上师瑜伽速赐加持，上师是佛陀化成凡夫相 来利益我们，大

慈大悲的上师佛陀早已圆满自利，唯一行持他利，具足了智悲力的一切功德。“我们有时观想他的悲心、有时

忆念他的智慧、有时思 维他转法轮的无量利益……应当力所能及地去供养、祈祷”。

随念法：上师佛陀宣讲的妙法无非是四谛，灭谛是诸法的空性，是甚深见派，要通过道谛而证悟，道谛

是广大行派。对这样的正法每日思 维，探讨，观修，我们相续中的烦恼越来越减少，内心与法渐渐相融。

随念僧：上师是我们乃至菩提果之间的助伴，他无所不在，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无法隐藏，他的存

在，如一面旗帜，他的言行，我们的 榜样。以极大的畏惧和敬爱，我们在他无形的加持中成长。

随念布施：我们仅仅维持自己一点点必需的生活，把钱供养上师，僧众，弘法基金会，智悲小学，扶贫

医院，我们月月无畏布施，为人提供 闻法的场地，为人解惑， 奉献自己的时间乃至生命做法布施，这是一切

福德的来源。

随念持戒：我们有皈依戒、居士五戒、出家戒、菩萨戒、密乘戒，受戒之后，要经常读戒律方面的论典，

以免因无知而破 戒。我们在任何地方，场合，要提醒自己： “我是守戒者，我是三宝弟子，我是出家人！”

随念天尊：我们每天供护法，修持本尊心咒，四大天王等世间天尊，及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等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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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尊，虽 然我们的观想能力很差，修行羞与人提，每天行持的 善法极为有限，但他们的慧眼一直在看着我，

是我们修道的见证者。

《亲友书讲记》云：“倘若修持这六种随念，则可往生极乐世界。佛在《观无量寿经》中说：‘修行六 念，

回向发愿，生彼佛国。’”我们每天都在修持六随念， 临终将往生极乐世界，我们难道不应该欢喜？！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7595.msg34448#msg34448]Re: 如何做到“六随念”？
[/URL]

2222）是否可理解为：随念上师就是随念三宝？正如益西上师在《前行念诵仪轨略释》中云： ““““上师是三世一切

佛的本体，身为僧众，语为正法，意为佛陀；又身为上 师，语为本尊，意为空行；又身为化身，语为报身，

意为法身，总集了一切三宝、三根本、三身的体性”””” 。

辅导员 AAAA：

这是末学的理解。因为我们未亲遇佛陀，佛陀化身上师来到我们身边。“身为僧众，语为正法，意为

佛陀；”我们对佛陀的所有认识都是基于对上师的由浅而深的认识而来；我们对法的理解也是基于对上师所说

的妙法再再 闻思，修行；我们对僧的认识也是直接源于上师。除了上师，没有三宝，没有佛菩萨。上师是三

宝的总集。 这也是为什么安住在上师的智慧中，就是安住在实相中。

我们在经论中看到，遇到密法，遇到殊胜善知识的人都是在无量劫中供养过无数佛陀，并做过佛的眷

属，末学理解，这里所说的佛，并非指的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殊胜化身，而是指佛陀化现的上师。在《甚深内

义》中，对大资粮道的行人能亲在佛前闻法，也解释为在佛化现的善知识前闻法。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7595.msg34533#msg34533]帖子来源：Re: 如何做到

“六随念”？[/URL]

辅导员 AAAA：

《前行讲记》（大恩上师仁波切）：

佛陀示现涅槃之前，曾对阿难等有缘眷属说：“阿难莫哀伤，阿难莫哭泣，我于未来时，化为善知识，利

益汝等众。”意即你们不要伤心，也不要哭泣，我将于未 来时代，以善知识的形象利益你们。这个教证亦可说

明，一切具有法相的上师，全部是佛陀化现……

1、上师身是僧众的本 体：

上师的身体住于清净戒律，令无量众生的身心，暂时趋入善法，究竟得到无上解脱。这与僧众的特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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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上师语是妙法的本体：

上师的语言宣讲三藏十二部等殊胜教言，给无量众生的相续中种下善根，最终断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

这与妙法的作用一致。

3....上师意 是佛陀的本体：

从自性住佛性 来讲，每个众生的心与佛陀无别，上师也不例外；从修增长佛性来讲，上师的心已远离一

切戏论，恒时住于无离无合、本来光明的境界中，这即是佛陀尽所有智与如所有智的本体。

所以，上师是三宝的总集——上师跟三宝的本体没有差别，或者说，三宝通过上师的方便让众生得以成

就。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7595.msg36196#msg36196]帖子来源：Re: 请问如何

做到“六随念”？[/URL]

3333）大恩上师在第二课““““广述后三随念””””的部分内容，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随念天和随念布施：1.1.1.1.以奉行十善业，

远离十恶业的生活方式过一种清净的生活，即是随念 天。2.2.2.2.认识到财物动摇无实质，对治贪心，转而行持布

施，则是随念布施。

辅导员 AAAA：

按照“第六、天尊：此随念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是忆念行持善法，可获得三十三天等天尊乃至佛陀的果

位；”依靠这种解释方法，您的理解是正确的。只是，奉 行十善业可获得三十三天等人天善趣的果位，尚不能

获得“佛陀的果位”。

布施度以舍心究竟而圆满，财物应是其中的较为容易的一部分，是我们现在容易行持的部分，按布施的

分类，应分财，法，无畏，从《入行论》颂词言，包括身 体， 受用和三世善根，“方式是什么样呢？没有吝

啬心、贪心、傲慢心，不求任何回报和来世的安乐，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的一切。《入行论讲记》”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7595.msg34533#msg34533]帖子来源：Re: 如何做到

“六随念”？[/URL]

4444）大恩上师云：““““虽然每个人的烦恼和对治力不同，持戒的情况也各种各样，但大多数人依靠对治力，应该

能守护清净的戒律。”””” 此处的““““对治力””””，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是从还净的角度说吗？例如说每夜读诵五遍

大悲咒等等。

辅导员 AAAA：

末学理解这里的““““对治力””””是烦恼的对治力，因为“依靠对治力，应该能守护清净的戒律”。比如针对嗔心

修慈悲观，痴心修缘起观， 贪心修不净观等。您所说的 每夜读诵五遍大悲咒也应包括在对治力中，祈祷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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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的加持，能够使我们具足正知正见，从而有能力对治烦恼。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7595.msg34533#msg34533]帖子来源：Re: 如何做到

“六随念”？[/URL]

25.25.25.25.请解释““““汝戒未失无缺憾，未混未染当依之””””中清净戒律的四种功德。

辅导员 AAAA：

1.“未失”：按上师仁波切的讲解，是““““所持之戒远离一切破戒的过患，清净无损。””””

“离戒的过患有三种：1.不得善趣的过失；2.乐果一次受尽的过失；3.在恶趣中难得解脱的过失。《入中

论颂讲记》”，如果犯戒，决定会获得此三种离戒的 过患。

“不但不犯根本罪和自性罪，就连一切违越佛制的轻罪也全部远离，所以二地名为离垢地。《入中论颂讲

记》”
又，《解深密经》云：“远离一切微细犯戒，是故第二名离垢地。”

以上教证虽然宣说的是离垢地的释词，但是，“未失”或许可以从远离犯根本罪和自性罪从而导致不得善

趣等过患，戒律清净无损的这个角度理解。

2.2.2.2. ““““无缺憾””””：““““在这个过程中，具足强有力的对治，未被违品的烦恼所沾染。””””是侧重在““““圆满一切对治智慧””””
的角度宣说，因为具足对治智慧，能不被烦恼所染， 故无缺憾。

违品的烦恼《亲有书讲记》中宣说了十三种，广而言之，烦恼的究竟对治是证悟圆满的法无我。 《入中

论》云：“圆满证悟法无我空性，于见道位始见，于修道位见而起修，从而断尽一切二障垢染，清净十度的障

分……”

除此，尚有修不净观对治贪烦恼，修慈悲观对治嗔烦恼，修缘起观对治痴烦恼……

又，《入中论颂讲记》云：“戒的体相主要从能境的角度安立……什么是戒的体相？就是以能断十黑业道的

十种白业道为戒的体相。”十黑业道由贪嗔痴慢疑等烦恼 引发，而十善业道为十黑业道的能断。“以修集不杀

生等前三种善业，由语修集不妄语等中间的四种善业道，由意修集不贪欲等后三种善业道。不但不毁犯应遮的

戒 法，凡是在戒律中所应行持的也都能以最为清净的方式圆满守持。”

本论中，则主要宣说以“不放逸”作为对治：“ 你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一定要有种对治心：‘我作为大乘

佛教徒，能不能这样做？不能的话，万万不可逾矩。’自己提醒自己，自己检点自己，一定要制止烦恼， 这就

是不放逸。”

3.““““未混””””：““““勤于追求寂灭之果，未混杂希求小乘寂灭的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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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云：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以智慧修习心狭劣故，怖三界故，缺大悲故，从他闻声而解了故成声闻乘。”
“声缘由于‘心狭劣故’、‘怖三界故’、‘缺大悲故’是说低劣于菩萨的原因，相比大乘菩萨来说，声闻修行善

根少，所以说狭，只求自利故，所以说劣，怖畏轮 回的痛苦，说怖三界，舍离众生故说缺大悲。……所修虽

然同是十善业道，但由于用功的不同，而分别成为人天乘、声闻乘、独觉乘和菩萨乘。”
这里，“未混”是从未混杂追求小乘的自求寂灭的发心的角度说。

4.““““未染””””：““““也没有染上破戒之因的烦恼和恶心。””””

《亲友书讲记》：“守持净戒的违品，作者讲了十三种烦恼”：

一、 悭吝：拥有的财物不愿意布施给众生，不愿意上供下施，连自己享用也舍不得，一直紧抓不放，即所谓

的“爱财如命”、“一毛不拔”。这种烦恼是菩提道的大障， 我们拥有财富时，要尽量用它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否则，死后一分钱也带不走，只能留给亲友或者怨敌享用。因此，应该断除吝啬之心。

二、谄：《俱舍 论》中说，这种烦恼是心不正直，将自己的过失覆藏起来。《法华经》云：“我慢自矜高，谄曲

心不实。”按理来讲，自己的过失理应在诸佛菩萨或圣者道友面前发 露忏悔，但他不愿意表露出来，心不实在。

三、诳：本来自己没有任何功德，却装模作样显出一副有功德的模样，说自己见到本尊、梦中得到授记，在众

人 面前虚伪诳行。

四、贪：有关讲义中说，指对受用财物十分耽著。《瑜伽师地论》云：“诸烦恼中，贪为最胜。”对我们欲界众

生来讲，贪心不容易断除， 若能做到这一点，行持有意义的事情轻而易举。

五、懈怠：是精进的违品，《瑜伽师地论》中说：“云何懈怠？谓执睡眠偃卧为乐，昼夜唐捐。”有些人把 睡觉

当作一种快乐，不看书也不背书，整天吃饱就睡，把宝贵时光都荒废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对欲界众生来讲，

每天稍微休息一下是有必要，但有些人可能烦恼现 前，睡一天都没有问题，如此懒惰是不行的，对众生和佛

法有利益的事情，该做的一定要做。我们有时候看别人特别精进，自己就不敢懈怠了。但有些人表面上很能 干，

实际上特别懈怠，跟猪八戒没什么差别。（猪“八戒”，是不是守八关斋戒啊？下午他吃饭吗？）

六、贪欲：对与异性淫行的欲乐非常贪著。

七、 嗔恨：忿怒为体，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华严经》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恨可以摧毁无量善

根。

八、增上慢：自己本来没有功德，但自以为 具有，以至于目中无人、傲气冲天。

除了这八种烦恼，还要加上五种骄傲：种姓骄、相貌骄、广闻骄、韶华骄、权势骄。这些在《入行论》中

也讲过，此处只是大概介绍一下。其实慢与骄有很大差别， 慢是身语中出现的，骄则是心里想的。

故，“不染”是从没有沾染以上破戒的因而言。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8148.0]帖子来源：请解释“汝戒未失无缺憾，未混未

染当依之”中清净戒律的四种功德。[/url]

26.26.26.26.佛經里的公案,,,,我可以懷疑嗎????

辅导员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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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闻佛法，完全可以有合理的怀疑，但不要不信，而是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合理？问题在

哪里？

或者，是否反映了以下两个问题：

1.对八关斋戒的功德认识不足。

2.对持戒的功德认识不足。

而这，正是这个公案所要起到的作用：让我们认识到持八关斋戒的功德，认识到持戒的功德。

大恩上师有一段教言，恰好可以用在这个问题上，上师在讲解《藏传净土法》时说：

“思维法义时，就像北方人（玉树，青海这一带的人），他们将剪羊毛时，整个羊，羊羔也好，大羊也好，

身上所有的毛，在春天的时候全部剪去，不可能前腿上后 腿上一部分留着，没有这样的习惯。同样，我们思

维法义时，上师讲的法没有什么可取舍的…… 一个一个去思维，思维佛法就像品味甜蜜糖果一样，哪里去享

用，哪里有甜味，不 可能像有些人的分别念，今天上师讲的法一部分是我应该思维的，一部分我还有待观察，

还有一部分应该舍弃的，这就是我们分别念造成的，我们要把所有的教义的内容全部要反反复复地思维。”

[URL=http://www.bodhiinstitute.org/forums/index.php?topic=7529.msg33777#msg33777]帖子来源：Re: 佛經里的

公案,我可以懷疑嗎?[/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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