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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論  31》 

             印可法師講授          

各位同學：阿彌陀佛！   

我們每個人在他依報、正報的時候，都是基礎於我們自己本身所累積的所有資糧跟

條件。所以因、緣，然後報，意思就是果。所以每個人他，我長得怎麼樣的一個眼睛、

鼻子、嘴巴，我生長在一個什麼樣的家庭，我所處的世間，有什麼樣的山河大地，這個

都是叫報。那這個報呢？我本身的這個身也叫報身，只是前面加一個業，所以我們叫業

報身。因為我們有非常粗糙的思想，對於物質，就是物質界的一種執著，所以我們的報

體，我們的果報體，就會產生一個粗糙的物質界的結構。物質界的結構，所以我們的果

報體，就會落在一樣這樣結構狀態之下。所以以我們來瞭解，佛的報身跟凡夫的報身，

它的道理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再來講天人之報，譬如說天人之報，這也是他的果報體。天人之報是他對

於物質，這麼粗糙的物質面的時候，他可以突破，他可以不執著，他可以捨。所以當他

捨掉這麼粗糙的物質界的感受，跟擁有欲望，這樣的狀態之下，他修的是比較輕一點的

精神，比較無形的精神層次。當他無形的精神層次，他本身所報得的，也就是比較淡、

比較輕、比較殊勝一點的這個天人的果報體。 

那繼續再講，繼續再講天人的果報體。譬如說我們在三界裡面，欲界、色界、無色

界。當你是一個修行人的時候，你更突破了，更突破了所謂你精神愉悅、精神感受這一

方面，所以你在修行的過程裡面，是用捨法，不取，他是不取的。所以他用捨法來講，

在捨掉精神層次的粗糙的喜怒哀樂，或是比較深一點的，比較不粗糙，比較細一點的，

所謂的禪悅為食，那種寂靜的，內心的這種比較微細的。那精神的起心動念，更為殊勝。

對於你物質或是精神感受的那些感覺更淡化，淡化到你不會去執取它。不會去執取它，

修不動業。當這個不動業的時候，他就進入到無色界。這個過程裡面，這個也是叫果報，

這個也就叫報身。 

我們現在是一種從眾生自我的角度裡面，去瞭解報身是一個什麼樣的涵義。你在一

個報身的狀態之下，都是帶著業，所以我們叫業報身，他鎖在三界裡，他鎖在三界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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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三界裡面，都會看到報身。諸佛菩薩祂的報身，祂現在什麼樣的狀態，意思

是說，你所看到的諸佛菩薩的報身，我們現在看到的報身，是以修行人的角度來看。意

思是說，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果報體，我們是在娑婆裡面，釋迦牟尼佛現的，示現出來的

這個應化身，就是我們用果報，業報體來讀的時候，我們讀祂是應化。因為我沒有辦法

突破我概念裡面的生滅世界，我突破不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說，這是一個業報的世界，

這有這麼多的山河大地，這麼多的污穢垃圾，有這個膿血臭、屍臭等等的這些。 

所以當我在業報的時候，我要去等同釋迦牟尼佛，祂就是一個報體，這個沒有辦法

去串連起來。所以佛為了要解釋，佛為了要解釋這個的時候，祂說這個是應化身，讓你

把業報身跟應化身做一個區隔。意思是說釋迦牟尼佛祂沒有像我們一樣果報，這種果

報，祂完全是跳開了祂的果報，祂是屬於慈悲示現的一個應化，來到世間。所以我們在

果報體的過程裡面，我們會感受到苦樂，我們果報體、業報體，業報體他會感受到苦樂

強烈的，或是比較不強烈的。因為你可能，雖然在這樣的一個男人或女人的果報體裡面，

你在修行，所以你會從強烈的我執感受上面去做提升，慢慢你在這上面是屬於偏向於要

提升。 

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以佛菩薩來講，祂的應化、應化來講，現跟我們相應的凡夫，

因為是用業報的角度來讀自己，所以你看不到報身，你所讀出來的就變成是應化，來跟

自己的業報做區隔。釋迦牟尼佛或是任何佛菩薩，祂在自己本身應化的這個色身來講，

譬如說我們是以物質的色身，那我們可以看，譬如釋迦牟尼佛，還有所謂未來賢劫裡面

的千佛，甚至於我們有很多古德，是菩薩再來。菩薩再來的時候，你問他果報體，他本

身這個果報體的痛苦的時候，他跟我們的痛苦，感受到的苦，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其實

他在他應化的角度的這個色身上面，他不以為苦。所以在他所處的這個狀態的應化，我

們稱之為應化，在他自己本身稱之為報，在他自己本身稱之為報。 

這個裡面我們又可以，這個同學你可能沒有辦法去瞭解思考到，他不是因為業報的

關係，他是因為因緣的關係為示現，是慈悲的。在這個所有一切裡面，依於真如清淨，

依因緣法現這個的時候，上一次有講，是因為眾生這樣，所以他相應。他相應而示現在

這個世間，他並沒有動念說我要去示現，他並沒有動這個念。所以他本身來講，我們讀

的應化身，在他自己本身是不苦不樂的，他並沒有苦樂的這些覺受，他看這些的狀態之

下，依然是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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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依然是清淨的時候，這個報身，這個他自己本身所處的狀態是報身，我們看的是

應化這個意思。所以所謂我們一般來講，我們都會覺得我們是業報，我們是果報體。當

你從這個知見裡走出來，當你突破了三界的概念，當你不感覺這所有一切是業，而你可

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看這一些的時候，你就會變。你本身這是一個心色，它心色是

一體的。慢慢經文裡面它就會講，你的法身是怎樣，你的色身就會變，它是相應的結構，

藉由色身來呈現，來呈現它的作用。他的體是法身、法界，然後他所現的相，也就是這

個報的樣子，他是藉由這個報的這個相，來做機用，大機用。 

那菩薩所相應，譬如說上一次講「依於業識，所以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

心所見，這個叫報身」。這個報身裡面，是相應於這個菩薩本身的境界所見到的佛身。

譬如說這個菩薩，我們現在把時空倒退，把時空倒退到，譬如這個菩薩他在釋迦牟尼佛

在的時候修行，他的境界已經不是以凡夫的境界，他是登地菩薩。他是登地菩薩，譬如

祂是文殊師利菩薩。 

那文殊師利菩薩的時候，你可以從文殊師利菩薩，祂所有說出來的佛法裡面，祂不

看釋迦牟尼佛這個叫身，祂不會說這個叫應化身，祂也不會去說這個叫報身，祂會講祂

看到佛像的時候，你在《維摩詰經》裡面，釋迦牟尼佛有問，文殊菩薩跟維摩詰居士，

你們以什麼角度來看佛？什麼角度來禮佛？這個時候他們所提的，他們所說出來的東

西，都是在講法身。也就是菩薩在看佛的時候，登地之後的菩薩，他在看佛的時候，他

不是用應化的角度跟報身的角度來看佛，他全部直接進入跟佛一樣的第一義諦。 

他不是用世間的四諦境界來看佛，那不是用四諦境界的看佛就是說，他本身在看釋

迦牟尼佛，或是佛在講境界篇。譬如祂在講《法華》或是講哪一部經的時候，這個法界

裡面產生的一些現象，眾生其實是看不到的，眾生是看不到的。但是這些菩薩們看得到，

感受得到，它的整體變化他都直接在裡面。所以這個直接在裡面，呈現的這一些相或是

非相，他沒有辦法很明確的是說某一種相，這也是因為這個菩薩自己本身修為到某個程

度，他並沒有辦法化解，沒有辦法完全突破，他本身還有一絲無明的業。所以當他站在

清淨的真如理體的清淨的裡面來讀佛的時候，他就只讀到法身佛。當他回歸到自己一絲

無明還現前的時候，報身佛才會現。還是聽不懂？意思是說，菩薩沒有問題不會見到佛。 

我們一般來講，你是因為有問題，你內心起一個不明確、迷惑，或是一個痛苦的時

候，才會有佛相應。佛不會相應於你的朗朗清淨，不會。是你有境界的時候才會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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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來講，依於業識，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修行人，會在境界篇裡面，去肯定這個境

界的時候，或是不瞭解這個境界，迷惑於這個境界的時候，這個時候，他是一個已經不

是用五蘊，世間五蘊，他是在這個法界裡面，在清淨法身裡面證一分法身，菩薩登地之

後分分證。 

所以他在證這個法身的時候，他對於自己的境界的一種不確定狀態，或是要來肯定

狀態，其實還是有很細微很細微的心念。在這種狀態之下是乾淨的，他不是五蘊的，他

不是所謂世間的五蘊，他只是要來肯定跟證明說自己，自己的這些有沒有偏差。那個是

說，我們一般處在第一義諦裡，因為你要去肯定說，在這個裡面，你的完成是不是正確？

所以多少就是在俗諦跟第一義諦裡面，兩個有若有若無，若有若無的剎那精神展現，也

就是境界。 

當這個境界現前的時候，這個報身，這個佛的報身，就會相應於你的境界，而來提

升告訴你，你如何突破你的境界。當要告訴你，相應，現這個境界給你，你所感受到的

那個境界，就是叫報身佛。這個報身佛所要告訴你的，就是你現在的圓滿度要進階得更

圓滿。所以報身佛示現給地上菩薩看，就是要讓他知道，他未完成的路線，未完成的功

德，這個就是菩薩所見的報身。 

你會另外有一個問題說，這個就屬中間值了，報土。其實我們在講西方極樂世界，

是不是阿彌陀佛報身佛？我們是這樣，經典是不是都這樣解釋？當然這個地方講這個報

土，有的人就會在討論，什麼佛的三身四土，然後到底哪個國土是報土，哪個國土是報

土。諸佛自己本身所處的都是常寂光，但這個報土，就是因為有中間值的菩薩。有中間

值，你還沒有完成，你還沒有完成的時候，你必須再透過這樣的一個跳板，一個學習的

狀態，而去完成你的學習。 

所以諸佛菩薩的慈悲，慈悲，祂不是用建立這個報土，它是願力所成。它不是用建

的，不是說我今天要拿什麼石頭、磚塊來建，它不是，它是遍一切願力所及。遍一切願

力所及相應的眾生，相應，祂的願力就是達。譬如說什麼樣的菩薩，什麼樣的狀態，這

是別願，別願。什麼樣的菩薩，什麼樣的狀態，我都願意來，願意來輔佐他，願意成為

他的指導老師。當你這個願力發射出來，而你真的去圓滿這個願，你真的這樣做。你真

的這樣做的狀態之下，這個菩薩相應於這一尊佛祂的法門，他的修為也達到這樣的程度

的時候，這個報土就建立了。這個報土就建立在這個菩薩本身，而不是建立在佛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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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位置。這樣聽懂嗎？ 

所以菩薩，報土它沒有門，它沒有一個特定的位置。所以他不是講，有一個地方我

要去或怎麼去，所以為什麼講相應而到，當下。因為這個菩薩有業識，他在這個過程需

要，佛的願力所及，所以你在美國往生，跟你在臺灣往生，都能夠進入報土中。他絕對

不會，你在美國往生，慘了，西方極樂淨土，這時候是黑暗的，它沒有，它是無量壽無

量光。所以我們在看這個報土的時候，我們都會有主觀的，主觀的認為說有一個地區，

有一個方位，有一個點，其實那裡面都是喻，譬喻的喻。它都是一個譬喻，讓你去瞭解，

瞭解了一個起末，始末問題。 

始末問題，譬如說我們以東方藥師琉璃，我們以西方極樂淨土，那我們因為是站在

凡夫，這兩部經是說給凡夫聽的。我們是站在凡夫，我們知道東為初始，西為末嘛！終

點。所以我們生命的太陽出，而太陽没。所以我們生命的當下的現況，要由藥師如來祂

的一個淨土的現象，它裡面有什麼？你有生病的，瞎了眼睛的等等等等的，還有作奸犯

科的，牢獄之災的，無父、無母、無藥等等的這些，祂都要意願去幫助你，讓你呈現一

個和樂的、物質界的、精神界都能夠提升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當你是以這樣，以這

樣的來處理世間事的時候，其實你本身就是在琉璃，你站在哪裡，那裡都是東方琉璃世

界。 

你以精神層次來講，當這個琉璃世界，所以它有講你把這好幾部經，把它一起來看 

一起比對，你就會知道佛陀在說什麼。這個東方祂說你結束的時候，如果你的意願不清

楚，不知道要哪裡去，我可以送你去西方。是不是這樣？八大菩薩，八大菩薩帶引你到

西方極樂世界去，東方琉璃淨土跟西方極樂世界，它的莊嚴是等同的，它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都會偏差，偏頗於一部經，就是相應的，我聽的。所以我會聽西方極樂世

界，《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那個琉璃世界，沒有西方極樂世界殊勝。這兩部經

都是佛說的，然後佛在說，藥師如來這個世界的時候，跟西方極樂世界是一樣莊嚴。可

是我們一般不會去想要聽這句話，我們不會去想要聽這句話。又進入到華嚴世界的時

候，譬如我們古德也有講，當下，如果你當下證得清淨佛性毘盧遮那佛，當下即是華嚴，

就是華嚴清淨海。這個華嚴清淨海的時候，你所有所處的一切，都是華嚴清淨，這是佛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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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面當然會談到凡夫菩薩，因為以普賢菩薩來講，他有分凡夫的普賢，我們以普

賢為我們的學習模式，也有登地菩薩是在行普賢行。所以它裡面涵蓋的，如果說我們以

凡夫的角度來講，我們最後落點會落在西方極樂世界。所以以處理生死來講，佛要告訴

我們的經典，因為它是相應於眾生，一區一區，一個延展延展，這樣慢慢說，它時間有

先後。時間有先後的時候，我們最後抓不到，我們抓不到那個時間點，因為它都是一時，

它又沒有寫哪部經前，哪部經後，相應的眾生。 

所以以佛經來講，它要處理我們生命的煩惱問題，它就告訴你清淨法身；它要告訴

你生命的起末問題，你的現況問題，它就告訴你，你要如何行菩薩道，就是你本身，本

身要完成的。還有你在處理這樣的狀態之下，你要如何的悲願，就如同藥師佛。你如果

精神層次的生死問題，就是生，活著的狀態；你以死亡的狀態，你的精神層次，它就會

告訴你，當你謝世之後，就是當你捨報的時候。當你捨報進入到精神層次的時候，會根

據你的業報，根據你的修為，還有一個佛國淨土讓你去持續，那個就叫西方極樂。所以

在這種狀態之下，我們常會在這個上面弄得很不明白。同學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在讀經典的時候，其實是閉著一隻眼的，是切了，切層的。你要真的去看

這些的時候，你就知道佛陀講得很明白，而且祂交代很清楚，告訴你怎麼處理。我們就

講你當下證得，是不是就是極樂？是不是有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是華嚴？你所處的世界

是不是就是佛國淨土？就不用跟你講，你這是東西南北方哪一佛，就不講了。 

我們以世界觀，當然我們大家還是可以做一個比擬跟揣測，因為我們站在的是這麼

一個地球，所以我們在看世界觀的時候都認為，東方在某一區就一定有一個地方是，土

地各方面是乾乾淨淨的，是透明的琉璃，然後那裡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很好，穀物、眾生

等等，無疾苦等等這些。又假設有一個世界，在某一個地方是金黃色的，它也是琉璃為

地，這個地方就假設有一個特定的地方是極樂世界，那個是因為我們眾生的業識。我們

眾生的業識沒有辦法去突破，你突破你本身的物質界、精神界，你的界別概念，所以我

們會在這樣的想法裡面。 

那這個地方，所謂淨土在哪裡？所謂報身在哪裡？所謂報身佛在哪裡？你有問題、 

有迷惑，需要加強，需要提升的時候，相應於你的果報，你自然，當然要有願力，要有

願力，願力。你一定要願力大過業力，願力一定要大過業力，你未成佛之前，一定有業，

而願力大過業力的狀態之下，你自然相應的這個報身佛，就會相應於你的世界中。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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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處的一切，就有種種的莊嚴。 

很簡單，你有什麼資糧，你就會穿什麼衣服，住什麼屋子，吃什麼飯。是不是這樣？

你沒有那個資糧，你告貸，你就是不持久。你有那個資糧，你可以捨。你有那個資糧，

你可以捨。所以哪裡的什麼的，對你都沒有差。但是你基本上的，你基本上的這些資糧

夠的時候，這個就是所謂不能少於福德因緣嘛！對不對？你這個基本上的資糧夠的狀態

之下，是可以捨，是可以共享的，是有意願的，那個就是你本身所報得的，你所報得的

這個無漏的，無漏的這個世界，它本身就不會有那麼多雜染。 

我們譬如說，任何一個地方都一樣。今天譬如說我們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十人、

二十人、五十人，十人、二十人、五十人，一樣感受電風扇跟電燈跟冷氣，一樣感受這

個桌椅，所使用都一樣。每個人對於這個桌椅、電風扇、冷氣所提供給我，感受它的報

是不一樣的，他的感受是不一樣。這就是你本身修行的功德達到什麼程度的時候，你感

受的那個報，你感受那個報就不一樣。你吃青菜蘿蔔覺得很好吃，有的人他本身著重於

什麼？他覺得青菜蘿蔔是不好吃，這個就是每一界每一界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我們在講

說報身，這樣有辦法瞭解報身嗎？我們來讀這個是佛為了讓我們瞭解，所以祂用法身、

報身、應化身，來解釋於佛的存在，菩薩所見的存在的感受，所以用報身這兩個字。 

有的人就是在修行過程裡面，精進一陣子之後，有一點小小的懈怠。有一點小小的

懈怠的時候，夜夢中就會看到這個報土或是報佛莊嚴。只要你看到報佛的時候，都是莊

嚴的，因為你本身心中有佛，心中有你的理想，心中有你要的趣向的問題。這個時候，

因為你有一點點，一點點自我懷疑，人有俱生我執就是這樣子。我真的可以辦得到嗎？

我需要繼續持續下去嗎？我這樣會不會太執著？當這樣的一念浮上來的時候，可能就會

讓你去感受，就會相應於那個正向的、正面的、正面的提升，看到諸佛菩薩，有一個西

方極樂淨土的產生，有一個什麼什麼什麼，然後佛為我灌頂加持，或是我看到佛像，我

看到菩薩，我看到天人，來肯定於自己所走的這些路都不用懷疑，繼續往前就好了。 

如果你沒有著境界，沒有一個閃，一閃，人就是會這樣。同學坐在台下上課當然知

道，一節課六十分鐘都不閃神嗎？偶爾都會閃神，對不對？當你有這個閃神，修行裡有

閃神的時候，當你在閃神產生一種危機不穩定狀態的時候，就有報身佛，當然你是菩薩，

祂會有相應，來提起你正念。因為你是願力大過業力，報身佛就是這樣。所以很抽象，

也很實際，所以報土，都是讓修行有果報的人，所呈現現前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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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心中沒有蓮花，你會不會乘蓮花而去？基準上是不會的。因為這個是跟我們累

世的種子，跟我們相應投射出來的意識有所關係。 

我們任何一個人的所謂見佛的過程，這個所有的境界現前的過程，跟自己修行的果

報，跟自己一定有關係，自己的修為上面一定有關係，跟自己的意識，意識熏習種子一

定有關係。但以有蓮花跟有西方極樂淨土，這是安全法，這是安全的法。因為我們畢竟

是一定有果報的，因為我們還不是佛，我們也還不能夠供養所有一切而成立報土。接下

來我們來讀。 

                           寅二、
約機所見以判粗細 

又為凡夫所見者，是其麤色；隨於六道各見不同。種種異類，非受樂相，故說為應

身。 

  復次，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見，知彼色相莊嚴等事，無

來無去，離於分齊。唯依心現，不離真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以未入法身位故。若得

淨心，所見微妙，其用轉勝，乃至菩薩地盡，見之究竟。 

  若離業識，則無見相。以諸佛法身，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 

這一段從凡夫開始所見的應身，菩薩所見的報身，一直到菩薩地盡，也就是離業相

所見的，不再有任何的相。這一段是約機所見以判粗細。這個地方講的，又再說，再重

複的解釋。凡夫他眼睛所見到的這個佛身，也就是當時佛的所有的弟子們，一千二百五

十，還有呢？五百羅漢，還有當時所謂的國王等等這些，這些他們所看到的色相，也就

是佛的這個身體，其實為了要解釋，解釋佛並不是帶這個業的，祂是因為願力相應，所

以叫應身。 

眾生在每一道裡面，隨於六道，不同的眾生都會相應而看到佛身。其相應所見到的，

都是有差別相狀。這個地方我們就又可以有一個新的主題來思考它，而這個不同的差別

異類，就是不同差別的佛身的樣子，「非受樂相」，就不是出世間安樂的相狀，「所以說

為應身」。這個地方我們再講，我們修行人，當你心中，當你心中有一個很大的瓶頸，

你想突破它，又你這個瓶頸，也差不多該到突破的時候，你的業，業報受盡了。當你業

報受盡的時候，你有這個概念，你有這個概念要提升，要離開。當你這個念頭出來，你

這個報盡了的時候，你就會有相應於這個時候產生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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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產生的因緣投射出來他就，你狗兒是不認識釋迦牟尼佛的，狗兒，如果你

是六道，我們現在講六道眾生。你狗看到釋迦牟尼佛，牠不會認識祂；牠看到阿彌陀佛，

牠也不認識祂的。牠看到藥師佛，也只是知道祂，牠也不會認識祂。因為佛並沒有具體

的某一相，祂沒有。 

所以當你是一隻狗，你在受這個果報的果報體，譬如這是畜牲道。當你這個果報體，

但是你的內心，你現在也很難，我們也難想像狗兒的心。譬如說當這個內心，狗兒對這

個整個的感覺，整個的苦也受盡了，牠的內心清淨、平靜，或許牠曾經在寺院的外頭，

長期的熏修。長期的熏修，牠對於修行人那個寧靜，對於那樣子梵唄之下，或是修行人

所帶給牠的那種感應。這個的時候當牠的內心呈現到這樣的，這個是意識熏習，當牠意

識熏習有這塊在，有清淨的佛，跟清淨的那個感受度，當牠這個地方要解決，要突破牠

是狗兒的身的時候，牠不一定看到的是釋迦牟尼佛任何佛的佛像，不是。牠可能看到一

隻很圓滿莊嚴寧靜的狗兒，而自由的離開，讓牠引申那種自由度而捨報。所以這個地方

六道各見不同。 

那你如果是鬼，這舉例。你如果是一個鬼，這個鬼呢？你本身飢寒交迫，四處流竄，

為了要圖這個溫飽，然後所有的家族的所有事件，也可能完全遺忘。也有可能呢？所有

這些你所原來的眷屬，因為界不同，你也沒辦法表達。也可能他們具足了福報，你靠不

近。你是一個流離失所的一個鬼，當你去累生累劫曾經有的一個訊息，反觀去知道，我

在這樣一個狀態，是一個很大的悲哀，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不一樣的處所去呢？我是不

是可以藉由我曾經的一念，我去放下，我願意去繼續走我該走的路。 

或甚至你有佛的概念，或是沒有佛的概念，而是我停留這樣，是不是我這個苦的感

受太強烈？我是不是可以忘卻？而你鬼的業報也差不多要受盡了的時候，這個時候你會

見到什麼？你會見到可能是一個很圓滿、很完美的一個處所。很圓滿完美的處所，你一

心想要去，那裡有非常吸引你，讓你得到安逸的一些人的存在，就是跟你同道的存在。

所以你認為那個地方，就是你的理想，而你的心呢？不再停留在自己鬼，自己這種流離

失所痛苦的感受當中。 

你從這個地方走出來，認為我該繼續前進了，而我過去這麼多都是因為我的果報，

所以這些也已經過了。我不要去記著別人的仇，記著自己的恨，我應該一念善心現前。

在這個剎那之間，你就會發現有引導你的，引導你的鬼，或是引導你的光，或是引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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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現前，招呼於你，而你前往了。所以你鬼所見的，就不一定是以鬼的形象，或是

以境界的形象，或是以讓你安定的什麼，然後這樣而去。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六道中，諸佛菩薩在講，祂們的願力遍及六道。遍及六道的時候，這個眾生怎

麼來感觸？怎麼來接受？所以凡夫所看的，不是出世間安樂的相狀，就是相應於他本身

的界，而他只是提升法而已。有些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從頭開始，跟你對話。譬如說

觀音菩薩的三十二應，你是一個童男，就會看到一個童男跟你對話；你的痛苦，他也會

現跟你一樣曾經的痛苦。然後他怎麼突破？他怎麼突破這個痛苦？他怎麼離苦得樂？所

以你得到了一個啟發。得到了一個啟發，你受了這個法，所以你懂得如何來離苦得樂。 

這個地方又講，「復次，初發意菩薩等所見的，以深信真如法故」。凡夫的菩薩，這

個講初發意菩薩，不是講已經登地菩薩。它講的是凡夫菩薩，甚至於是三賢位的菩薩。

他們所看到的佛身，是因為初發心菩薩，他深信清淨的真如之法，他相信。我是還沒有

達到那個層次，但是我相信諸佛菩薩是可證得清淨的。所以我相信我有佛性，所謂有發

心菩薩，你凡夫菩薩也好，你之所以會發菩提心，是你肯定有佛性。如果你這一點都不

肯定的時候，你的發心常常也是懷疑中，那就不叫發意，不叫初發意菩薩。你肯定這個

佛性，你肯定你的覺性，你肯定菩薩道。你雖然是所謂的意熏習，但是你肯定這個佛性。

因為你在某一些片片段段裡面，你感悟到人是有那個清淨的片刻的，是真的有的，所以

你深信真如法。 

所以在這種狀態，你能夠部分的看到佛的色相莊嚴，也就是這個報身。這個報身就

是為了鼓勵你，或是你在搖擺的時候。人的境界，人的境界他有兩種情形呈現，第一個

呈現是入的時候，入，就是說我們境界，譬如你突破了過去的境界，而提升到另外一個

境界的時候，入。入的時候會有一個感觸，這是第一次境界現前。 

第二個境界現前就是住，住的時候，你就安住在這個境界裡面。你住在這個境界裡

面，這個境界裡面，佛報身都是在住相要出的時候。你住相了，你住相而不應該住，你

又深信真如法，真如法是不住相的。所以你深信真如法，而你應該提升出來的時候，你

的因緣也夠，善念各方面的資糧也夠，這個時候佛的報身，就在住相的時候現，讓你出。

這樣聽得懂？就讓你能夠出。讓你出的時候，你就會再提升，不住相了。不住相的時候

就會提升。所以「知彼色相莊嚴等事」，所以這個菩薩他了知，諸佛的色相莊嚴，是佛

歷劫修行所報。歷劫修行所報，祂本身清淨法身是無來無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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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佛為什麼能夠這樣？是因為祂遠離一切，「離於分齊」，離一切的區別，齊等就是

一樣的。祂遠離世間的這些計較分別，所以祂才能有這樣的清淨報身，菩薩知道，菩薩

會知道。我們一般來講，以菩薩，我們修行人都還會有一個概念，就會依一些特色來分。

譬如西方三聖，我們就記得拿蓮花的叫什麼？大勢至菩薩。對不對？我們就記得，另外

一邊的那個叫什麼？觀世音菩薩。不認得觀世音菩薩，就認得上面什麼？有佛像。對不

對？然後不認得大勢至菩薩，就記得祂上面有一個什麼？寶瓶。對不對？然後認得，然

後以這樣來取相。對不對？ 

那麼分阿彌陀佛、跟釋迦牟尼佛、跟藥師佛，就要看什麼？看這個上面智慧珠，看

這個蓮花或是這個塔，七級浮屠，對不對？我們是以這樣，這個是佛要告訴我們，這個

釋迦牟尼佛介紹的。對不對？釋迦牟尼佛是以這個來譬喻，這個來譬喻祂完成了什麼，

來譬喻祂的清淨是什麼。 

那我們一般呢？不能離於分齊。我們對於佛的功德、菩薩的功德、跟佛的特殊，哪

尊佛、哪尊佛的特殊，我們在釋迦牟尼佛所使用的假名跟這個法，這法是筏。我們在這

個地方的時候，會產生了一個著相。這個著相在初初是必要的，因為我才會往上拉，可

是你要丟掉這個才能入法界，你要丟掉這個才能入法界。 

接下來我們要瞭解的這一段經文，也就是講說「唯依心現，不離真如」。就是佛是

遠離區別、齊等，就是說我們有一樣、不一樣的這些。我們一般在學佛的時候，對於初

初的認知，是因為相應於我們現在的需求。相應於我們的需求，我們的根器，我們的思

考模式，我們想要的理想，所以我們會有這個相應的法門。但法門是公平的，佛最後祂

在告訴你，你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到最後的時候，你進入到中心的時候，每個人都是成

就法身。是先成就法身的，我們必須去透過這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進入佛所相應，佛

跟我們相應的時候，我們所修行的果報，而進入的境界裡，去提升提升提升，提升之後

他完成的還是法身。我們跟諸佛一樣，都是這樣。所以這個佛的所有相，在舉例跟說明

的過程裡面，也是叫法，也是叫法。 

我們說西方極樂世界只有一個阿彌陀佛嗎？如果你瞭解佛經所講的話，它後面就有

寫，有多少多少阿彌陀佛。還有在《華嚴經》裡面，什麼佛、什麼佛、什麼佛，其中有

多少佛，共為一名叫什麼佛。其實等到你成佛的時候，你修行到某一個層次的時候，你

自己的名號，這個名字根本就不重要。祂會去記得祂叫阿彌陀佛嗎？所以阿彌陀佛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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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號，是釋迦牟尼佛來告知，這個佛法來告訴我們，祂本身證得的是無量壽無量光，

是清淨的，佛佛皆相通，無不同。 

你說願力成就的，願力成就的佛國淨土，這個當所有一切，都是一樣成佛的人的話，

他也沒有分區域的，他也沒有分區域，只有在眾生相應的時候就相應。它裡面也不會分

這個佛跟那個佛，祂是不會的。這個佛所證，跟那個佛所證所圓滿的，也都不會殘缺，

也不會不同。最後呢？全部都是一樣的。那遍一切。難道有你遍一切，我遍一切，然後

重疊重疊，我們的世界變好多層的一切嗎？一切的一切無相的時候，它就等於回歸到所

有一樣。我們要丟掉這樣的心，你這個真如隨緣而現，是清淨當中的。這個你就會知道，

這個你就是能入法界觀。 

我們一般修行的時候，就是有下面的這一段。「然此菩薩猶自分別，以未入法身位

故」。這個初發意的菩薩，當他以佛法來看這一切，以佛法，他站在清淨的這個角度來

看世界，看所有一切的時候，一切皆清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