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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云继梦法师开示准提忏摩 

(一) 忏摩事实上就是忏悔法门。 

  忏摩本身就是一个修法，它只要叫仪轨，就是指行为模式。那按照我们叫

做中土的行法。 

  忏摩时一定要起来拜的，那各位在修有没有起拜？一共五十五拜。一定要

拜。那在密法，唐密是不这样拜？它都是坐着。但是坐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要求，

前行你自己拜，而且是大礼拜，所以这个行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忏摩法，在我们的系统里它是很重要的。我们通常叫忏摩，事实上就

是忏悔法门。 

  今年一开始我们也跟各位讲，两个法门当中，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忏悔法

门。那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到忏悔的要领跟意义。 

  那这个准提忏摩，它有个特色，这些词句、这些偈你要自己慢慢地去揣摩。

刚才宗师父在跟我讲，说要我跟大家讲，我想这不是半个钟头能讲的。应该在

密法修持当中我们要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谈。所以，我把法本看了一下，我想我

们需要找个时间把这个部份跟各位谈。因为这五十五个不是五十五个，他有一

些前行的理论上修法的基本架构。必须把这个部份跟各位做个说明。那今天藉

这个机会。我想简单的把这个准提忏摩的这个内涵跟大意先简单的跟各位做说

明。 

(二) 七俱胝准提佛母这个七，就是七菩提分法。 

  准提法它有个特质都是讲七十七俱胝，或者七俱胝准提佛母。这个七，就

是七菩提分法。 

  大家知道准提法，在唐密的系统里，尤其是五台山系统，它认为是独部。

其实在唐密的系统里准提不是独部，它是遍知院的本尊。既然是遍知院本尊就

不属於独部了。它不是独部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麽，道安法师

认为准提法是圆密，华严是显密。有些时候，就他所知来讨论这些状况，我们

不予置评。把自己所修的法门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般人所常有的特性。

这个我们也不必去评论。那麽他圆不圆？那我们不管。 

  但是这个密法里头，假如从这个立场来看的话，再怎麽圆密，离不开七菩

提分，你留意到。而七菩提分法是属於三十七道品的。三十七道品当中这一个



七菩提分、八正道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大乘的行法中也常常提到这个七菩提分、

八正道。所以我们告诉各位说这是不可免的基本修法。它一个再大的法门再怎

麽圆，再怎麽高，离不开七菩提分。 

  那我想今天要先各位讲的就是这七菩提分的问题。七十七的话，是…我用

中文来讲七十七，事实上它是七七，七七，用阿拉伯数字七十七它不是两个七

吗？两个七的话就叫二七。所以七十七的意思就是二七的意思。 

  各位要留意这个佛法是属於印度文化的东西，数字有表法，那你数字就要

从印度文化来看，不是从中国文化来看。 

  假如从中国文化来看的话。七十七那就表示七菩提分圆满一切。由体来讲，

第一个七是体，十的话讲圆满。第二个七是讲用，中国文化的解释是这样。 

  不过我们告诉各位。从印度文化来解释二七就不这样解释了。这样解释第

一个中国文化的解释也通。不是不通。 

  从印度话来讲的话七七，是二七，二七，二有正反两面的意思，七是七菩

提分法。七菩提分法可以用在正面跟反面两个部份。它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

样的话就穷尽一切。是由这里来谈的。 

(三) 学华严密法，戒之在慢心。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谈的不是这个语意上的部分。因为语意上是个前提。受

过华严训练的人在这一方面，你都应该成为一种常识，它是一个基础。所以我

们现在要跟各位谈的是七菩提分的重要性。 

  学华严这种一乘不共别圆大法的人很有慢心，所以我们要一再地告诉各位，

尤其是某人他发愿要学华严密法，我就告诉他戒之在慢。这个慢心太高不行，

他说我不会，我们也知道此人不会。不会因为他是男众所以我要特别要求这一

点。不要求的话三不五时就溜出来了，这个法很好，他说我又修得很顺，臭屁

就出来了。这个要先克制，所以我们也跟各位讲，你要修这种大法，你要从基

础来，七菩提分。 

(四)七菩提分有两套模式。 

  首先我跟各位讲，从华严的立场来修，第一个先修念觉分，念觉分。那我

不告诉你这一套模式，这个我在讲七菩提分八正道的时候，我交代的很清楚。 

  我们要告诉各位你要从择法觉分开始。因为七菩提分有两套模式，两套思

惟模式。从果向因是念觉分开始，从因向果是择法觉分开始。 



  所以七菩提分我希望各位你先训练好择法觉分。择法，择是选择，选择正

法的智慧能力。你有没有选择正法的智慧能力？你要先带这个疑情。师父讲的

当然是，如是我闻的都是佛经。佛讲的都对。 

  告诉你佛陀在这个地方择法觉分他告诉我们一个，那是阿含藏上面特别提

到的。不要以为我是佛，所以我讲的都对。佛陀这样告诉我们。我讲的当然都

对，可是你要去验证，怎麽对？ 

(五) 不要把幸福寄托在外面。 

  你要记得要以自己为岛屿，不要把幸福寄托在外面。知道吗？所以我常告

诉各位不要把幸福的钥匙交给别人保管，自己掌握好你那幸福的钥匙。告诉你

幸福由你决定的，幸福不是依赖在外面的，你依赖谁，谁给你依赖。人家给你

依赖。你没有信心，你才会依赖别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灾难，他永远不会

幸福的，他是在恐惧中的。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他会恐惧，会怀疑，

你知道吗？ 

(六) 对道场、对法门、对善知识、对自己有信心。 

  现在告诉你，自己要有信心，什麽信心，选择正法的能力，你假如没有这

种选择跟判别的能力，你永远在恐惧中。你会犹豫。自己在怀疑，这不打紧，

那别人有了成就你一定会忌妒，你不是赞叹。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别人的成就你会赞叹。然後你自己很清楚你现在在什

麽地位，你要做些什麽，那是很明白的事。 

  各位一定要弄清楚，学佛本身信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跟各位讲四具足

信：对道场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对善知识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你没有

信心你没有办法判别，所以这选择很重要，你为什麽会选择？因为你有信心，

你要什麽不要什麽嘛！那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要什麽也不敢。不敢决定。 

  我常跟各位讲，我在经济部上班的时候，有个同事要我去跟他买东西， 

  我说：「好，我到福利社去买」。 

  他说：「等一下，要买红的」。 

  我说：「好」， 

  我才移转身。「等一下！我看是黄的比较好」。 

  我说：「好，那就黄的」。 

  我一开门。「等一下、等一下！我看还是买红的好」。 



  我说：「好吧」！ 

  我门一关，又跑出来：「我看还是黄的好」。 

  我说：「你到底要黄的还是红的？」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会一直在这边，我说：「你讲清楚我要走  了」。 

  「好了。红的好了，不要换了」。 

  我去到那边，电话就到：「我看还是黄的好」。 

  我说：「好了，黄的」。 

  我就买回来，「唉呀！我想一想，还是红的好」。 

  我说：「你自己去换，我不管了」。 

  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难得典型的例子。 

  没有信心的状况。讲起来就很恐怖，真的是这样，你到底是有没有信心？

所以择法觉分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到底在判断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决定嘛。买一

个东西都这个样子。你还能干什麽？ 

(七) 你以什麽标准来判断说这是正法？ 

  你想想看！现在你要选择正法，你以什麽标准来判断说这是正法？你一定

要有判断的标准嘛。但那个标准你要找出来。你假如没有标准，你怎麽判断？ 

  嗯！今天他讲的不错，我看这个是正法。明天听人家一批评，哪算？唐密

里头根本没有准提法。准提法不是密法。就把你推翻了。对不对？那你到底用

什麽标准来判断呢，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 

  我常跟各位讲，我们去看画展，每一幅画都很好，我说你决定买一幅。我

告诉你，你花三年你都没办法决定。一幅画要几十万，叫你掏几十万去买一张

纸，要是那一张是不值钱。你买回来干嘛？我告诉你你就楞在那里每一张都不

好了。 

  不出钱，你每一张都画的很好，叫你出钱来买，没有一张好。因为那画，

画能用还是钞票能用，当你要拿钞票要去换那一张画的时候，我看你没有一张

画是好的。 

  为什麽？因为你没有标准，所以你下不了决定。你能肯定吗？对不对？尤

其是那抽象画挂在那里，根本又看不懂。你有可能拿一百万美金去买一张毕卡

索的画吗？你会说等它印出来的时候，我再来买。再买一张五块钱裱起来就好

了。因为你对画根本不认识，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八)你有没有择法觉分？ 

  同样的，现在来讲到佛法。什麽叫正法，你能判断吗？你能不能像一张画

几十万拿出来，来参加一个佛法的活动。因为你没有判断的标准，所以你不敢

下手。 

  所以当你说这个法要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时候，你说佛法是无价的。

你退心了。 

  佛法无价嘛！为什麽要钱呢？要钱的，就不值钱的，就没价值了。那这个

时候，就判断你没有择法觉分。 

  所以七菩提分当中首先你要有这种判别的能力。选择了法以後，选到了。

那你才有可能去修法。 

  这一修法，那你就获得喜，喜觉分，一有喜觉分後，你就能精进，这是精

进觉分。精进了以後你会产生喜悦，那就轻安觉分，轻安觉分以後你的念觉分

就会定下来了。你就黏住了，黏住那个法，黏住那个法以後你就产生定，叫做

定觉分。定觉分以後你就能放下一切，舍觉分成就了。这个舍不是我们完全放

下的舍觉分。而是因为你定觉分的成就，你会产生自然的把其他没有必要的东

西放下，所以叫舍觉分。这七个觉分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 

(九)你假如从果地开始，念觉分为主。 

  你假如从果地开始，念觉分为主。那你就开始修行，产生喜觉分，精进觉

分，猗觉分，那这个时候择法觉分产生，才定觉分，舍觉分，所以七菩提分对

各位来讲非常重要。 

  择法以後你就要起欢喜心，所以才有喜觉分。所以你修法不要哀伤着脸，

这样修什麽法。你就修法应该很欢喜。 

  越修，越倒退，师父说很好，我念怎麽不好，一下噎到，一下又咳嗽，一

下呼吸不顺。那不对。那你要开始去调整。这个都是基本调整训练。 

  持咒也一样，这个法，我选定以後那我很欢喜地去修。欢喜以後，你真的

喜心起了，你就会精进了，喜心不起，你绝对不会精进。精进以後你就会产生

轻安，所以当轻安产生的时候其实你有触功德。 

  精进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触功德产生，触功德产生之後才有轻安。所以你

在用功是不是真用功？看有没有触功德？触功德有时候会很难过、会很痛苦，

有时候全身痒一直抓。 

  我不修法，没事，怎麽修法变这样子？那就是在排毒，色身的好转状况它



产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那就是过去的业障。透过你的修法在清除业障，

那不是很值得高兴的吗？所以在这个触功德的过程当中，日子是不好过。 

  有些时候又会很喜悦，有时候色身在折磨，有时候心理在折磨。这叫身，

身体的部分就生理现象的部分叫触。叫八触。心理现象的部分叫功德。有十种

叫十功德。我们合称触功德。 

  所以当触功德产生的时候，有喜有乐。那麽欢喜的时候不要执着，避免欢

喜魔。痛苦的时候不要恐惧，避免恐惧魔。所以恐惧什麽，把它除掉，都不要

执着就好了。 

  好！这个部分通过以後一定产生轻安。轻安以後你自然就黏上去了，就黏

在上面了，就念觉分嘛。你对这个法就会念念不忘，这个叫念觉分。念觉分一

产生，你的定就出现了，就能置心一处，一直安住在这个地方。 

  那麽现在修密法的时候，你记得字母一定要先唱。要持咒之前，字母要先

唱。唱完以後再持咒，想办法这两者要相交，两者要相交。当他们相交，你一

直住在那一个相交点上去持咒，那你就会发现你的触功德真正产生。触功德真

正产生以後，你很快就会轻安。你对这个法生生世世永不离。不是这辈子而已！

是会生生世世永不离。因为是念觉分产生了。 

  好！那你这辈子在念觉分上面继续努力，定一定成就，所以叫做定觉分。

你不要一高兴就出去吹牛了，还要继续再修，修定觉分。定觉分成就，舍觉分

就成就了。就成就了。事实上定觉分就是止住妄想嘛。那舍觉分就是把妄想全

部丢掉嘛。那同一个啊！当你止住妄想的时候，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生命的

境界就会现前。 

(十)准提法是从五十五观来完成。 

  那麽这个现前，从准提法来讲，它本身是从这五十五观来完成的。我们说

是十八只手嘛，十八只手法本跟我们列了五十五观。那五表示圆满，五五，圆

满再圆满，就无尽的圆满的意思。所以他才有五十五种观法。透过这五十五种

观法你整个的生命境界它会全部现前。 

  因为我要求我们这边跟我们设计那本…准提菩萨的唐卡给各位。要做什麽

呢？就是要给你起观用的。直接啊…我们从准提坛城来看准提菩萨，他是有形

有相的。就好像十一面观音一样。他这个形相放在那个地方，可是…假如你观

到这个本尊像一直在你面前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 

  准提镜是要让你观到准提像在镜子上面出来。这是没有错。可是你的生命

境界不是看到准提，看到准提要干嘛？要干嘛？娶回去做老婆。不然你看到他



要做什麽？ 

  不是！为什麽他十八只手给你五十五观。你要知道那五十五种生命的性德，

那是生命的性德，要在你生命中兑现出来。所以透过那个部分那是物理现象的

相，物理现象的相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头。 

(十一)转入生命性德的世界里，叫象限转移。 

  在我们这个生命象限里头，你透过这个观，五十五种方法把它转入到生命

性德的世界里头，这叫「象限转移」。透过这个有形有相的物理现象来转入到生

命性德的那个世界里头，这个运用数学的术语来讲叫做象限转移。 

  从此方世界转入准提菩萨的那个世界里头，那你的生命才会跳出来。那个

时候不是准提菩萨跑到你这个地方来，那不是倒楣了吗？给你们一修的话，他

从他的世界跑到我们的世界来，是要我们进入他的世界里。你才能进到常寂光

土去，这才叫到彼岸嘛！ 

  结果给我们修了老半天，他老人家从彼岸来到此岸。你怎麽把他度到这里

来。请你把自己度到那里去好不好？不要把他度到这里来。把他度到这里来要

干嘛？你搞错了。 

  所以我们要从象限转移的立场看，从我们这个物理现象的世界转到他那个

世界去，法身慧命的那个世界去，那个叫做生命观境的现前。 

  假如今天我们修了老半天是从彼岸把他度到此岸来，那你这个功夫真不可

思议。所以我跟你讲，他跑到这里来绝对不对？他不可能跑到这里来。他跑到

这里来干嘛？对你也没帮助啊。对不对？那是对於那一种没修行的人，一般民

间信仰的人，给他一点示现让他产生一种喜悦，所以那叫「瑞相」，它也是不真

实的。 

(十二) 识的本身是概念。真实的世界里头不用识。 

  我们转移到他的象限里头，他的世界里头那个才是真实的世界。换句话说，

用大脑这些都是异相。我们昨天讲的一个识，识的本身是概念。概念是个影子。

不对！ 

  那我们要在真实的世界里头，不用识。那在根的世界里头，你就转移过去。

一次就完成了。一次就完成了。这个是一个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总纲领。 

  所以你净土讲说要往生他的世界，是没有错啊！怎麽往生？象限转移过去

的。那你没有那种功夫，你怎麽转移过去？ 



  用往生两个字。再到最後往生变成死掉才去啊。不对！不是死。念佛净土

不是要你去死，结果这一群人天天求死，一念起阿弥陀佛说我赶快死。要死到

哪里去？不对！往生的概念就是象限转移嘛。转移过去嘛。…死了才去，就叫

你去死了就好了。什麽叫往生呢？不是死後的事。是你这辈子在修行就可以转

过去的，那你要把这种状况弄清楚。 

(十三)七菩提分的锻炼。重重无尽一再地自我要求跟训练。 

  所以我们在修行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记得转化过去。所以在止住妄想的时

候它就会现前了。 

  你要注意，为什麽他叫七俱胝？七就是这样的圆满，俱胝就是数学的单位

上是个大数字，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重重无尽的意思。怎麽重重无尽？

准提。准提就是自性清净，我们透过七菩提分的锻链，重重无尽一再地自我要

求跟训练，很自然地你就会得到自性清净。 

  在自性清净的领域里头，它一切无尽，那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一真法界。

有没有？杂花庄严，事事无碍，那华严的境界可以在这里兑现。自性清净。自

性清净心的那个部分就是一真法界，透过这个法这样直接来训练可以这样兑现。 

  讲起来…从理论上来讲，这个很简单。是那麽简单吗？做了才知道。听的

不算。听了不知道。你不要以为那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你去做。做的话，就

做了才知道。 

  因为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他是摸索。不是我这样讲你就能做。你现在要从哪

里做？你说我修了以後就会进入一真法界。没有错。修了以後。修卅年？还是

修三年？还是这样子回去以後你就进去了？ 

  从真实面来看，你要开始去摸索，我要怎麽持咒？对不对？我要怎麽样具

有这个择法觉分。你假如没有择法觉分，我告诉你这准提法给你修三年你就退

心。有些人舍不得退心，熬了卅年结果是如同嚼蜡，吃蜡烛一样，没味道。想

丢掉又可惜，不丢掉不知道干什麽？哎呀…已经念了卅年没功夫，好啊！再艰

苦罔修啦！那就完蛋了。就是你没有择法觉分才会产生这种现象。 

(十四)以欢喜心来修。 

  有了择法觉分你首先以欢喜心来修，所以我们跟各位讲你不要修多。法门

一个就好，就准提法扛到底。 

  你看师父说十一面观音，我看也不错，我越看越喜欢。结果嘴巴念准提咒，



脑子想着十一面观音。那就搞错了。 

  不要想那麽多，你现在修准提法，就准提法好好修。先对准提法产生喜悦

心，然後自己会像那加速器一样。油门一加车子一直往前冲。你这部车子。你

这部…你这个色身。那个身口意三业有没有在准提法这样子突飞猛进，加足油

门？那才叫精进。 

  精进的过程里你会产生触功德，你不用担心。你不要以为说，哎哟！准提

法怎麽一修全身不舒服，那在消你的业障，你要懂得要有这个信心。这样去精

进以後再讲。你不这样精进没办法讲。 

  「师父，我这样修对不对？那样对不对」？我告诉：「都对啦」！现在你要

精进以後产生状况。告诉你，好多人精进以後，头发会掉。你不要以为那我是

不是要出家了？还早啦！不要头发一掉就想出家了。还没啦！那师父我这样要

不要戴假发，那也不必想那麽多啦！ 

  你精进以後色身会起种种变化，会有！你不用担心。好的、坏的都有。好

的你别起欢喜心。不好的也不必恐惧。修行过程这些都叫做好转现象，身心世

界开始在调整跟转化，你不用担心也不要欢喜。就静静地看的很清楚，过去就

好。 

  但是真的说，哎呀！糟糕怎麽一直这样？那你就来请问师父。这样就好了。

不必恐惧，也不要太高兴，有好境界也不用高兴，你要赶快走过这一段。 

(十五)止住妄想你就在那个法海里。 

  那产生轻安，轻安不是你想像的那种情况，要有触功德以後到某一种程度，

那才会有轻安的状况，轻安的状况你不要自己定义。一有好境界身心很爽朗，

就以为那是轻安了。其实那还是触功德而已，还是触功德。先度过这一关，那

下面的境界跟领域产生的时候，那我们再谈。 

  所以各位修法一定要注意这样，法没有轻易来的，成就不是轻易得到的。

要记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好修行，就算你达到轻安也没有什麽好高兴的，

继续再努力。不是轻安就结束了，轻安以後你就黏住了，那个法会自然出现了。

随时随地自然会出现，那你会定，会止住妄想。 

  会止住妄想你就在那个法海里。知道吗？在那个法海里面你永远不会跑掉

的。那到这个时候才叫念觉分嘛，黏在里面。你会止住妄想。 

  那你假如会高兴，会告诉人家，那你就妄想了，你哪有舍觉分呢？哪有定

觉分呢？那黏在里面就好了。你不要管人家知不知道，对不对？ 



(十六) 你有什麽好计较的？所以要懂得修法在哪里？ 

  你要是真的是黏在那个法海里，人家怎麽糟塌你，把你杀掉了都不要紧。

我在法海里。色身坏掉我在法身世界里。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四大原无主，

五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知道吗？你呢？你说，怎麽可以？我

已经到了这种境界，你知道吗？晚上会发光。白天强强滚，晚上会发光。那可

见你根本没有成就嘛。 

  所以你只要到那里面去，进入法海里头。黏到这个法里面去，其他你就不

管了嘛。 

  人家怎麽诽谤、批评、不认识你、糟塌你，那都无所谓嘛！那是这个世间

的是非毁誉，不是转头空吗？对不对？ 

  那你真的在这法里头，那这个…就算把你砍头，那也犹似斩春风。对不对？

那你有什麽好计较的？ 

  所以要懂得修法在哪里？修到脾气那麽大。什麽都看不满。那就没办法讲

了，那就这种状况还有什麽好说？所以懂得修行人本身是在哪个阶段。 

  所以我一再跟各位讲，不要管你有没有成就？成就不重要。你只要真的在

那个状况中。譬如说念觉分成立了，你就黏在法海里头。那你管外面狂风暴雨，

跟你什麽关系？对不对？ 

  那你就是因为没有进去嘛。所以人家说个两句，做个动作给你，你就气死

了。对不对？一阵风你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那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轻如鸿毛，一点成就也没有。那你要真的有大成

就，就像那千斤鼎黏在那个法海里头，谁能拖得出来？对不对？什麽能影响你？

修行功夫在这里啊！ 

  我们什麽时候有这种功夫？有没有？好像我可以！好像不像了。好像就不

是。你真有这种功夫再讲。不用在意人家懂不懂？人家知不知道？你功夫如何？

没有用。 

  你要有种的话，真的有种的话。那一天「砰」一声要打阿扁的时候，你就

把子弹拿掉。对不对？你就真有功夫嘛。你说，奇怪！有「砰」一声玻璃都打

破，子弹哪里去？你说子弹在我这里。那我就知道你真有功夫，可是你没有啊！

你只有一张嘴皮会赢人而已。那个不算！所以一个修行人来讲，只论我的功夫，

不管外面认不认识我！ 

  有人这样讲，你不能批评我，我是修行人。你一批评我，你就下地狱哦！

管他的。你管他下地狱。 

  你有没有功夫？你没有功夫的话，他批评你是上天堂的。你有功夫他批评



你，他才会下地狱。你有功夫他批评你会下地狱。 

  那你为什麽要让他批评你？你不要讲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没功夫他批

评，他就可以上天堂。所以你不要让人家批评只有通通上天堂去啊！对不对？

你想想看。 

  真功夫不怕人家知不知？就是没功夫才唯恐天下不知道。记得修行很紮实。

很紮实的这样进行。我希望各位对七菩提分要正视它，不要轻视它。不要以为

说那是小乘的，那是基础的。告诉各位没有基础不能成就。你从准提法上看，

你就可以知道你菩提分具足，自性清净会圆满成就。祝福大家。 

  和上随堂开示(九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一) 在华严的世界里，有一个源头，就是金刚界跟胎藏界。 

  静坐之後要有一点运动，关节的地方、眼睛、耳朵都要揉一揉。准提共修

我们跟各位讲过，准提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自性清净心，一般修法能够了解自性

清净心就开始去修，就算不错了。 

  但是在华严的世界里，它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一个源头，就是金刚界跟

胎藏界，从胎藏界的立场来看，那麽十三院当中有一个遍知院，所以要各位经

常的去看曼荼罗就在这里。 

  这曼荼罗这一张你最少要看一年，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曼荼罗为什麽要

看一年？你不看一年你看不到东西，两张最少要看两年，看两年能够有所心得，

你就可以算是上上根器啦！两张看四年看得通是上根器，看个五、六年是很正

常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发心，既然想学你就不要应付，拜拜就好哦！那就不

一样。 

(二) 准提菩萨是属於胎藏界里遍知院的部分。 

  他在遍知院里，准提菩萨是属於遍知院的部分，那你就可以从这里了解到，

像遍知院这个名词，大概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麽？为什麽叫遍知院？你不知道，

遍是普遍，知是每一知，每一部分都会到达，所以遍知院的意思是普遍存在的

意思，它可以包含各个层面。 

  换句话说，自性清净心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本质里头，它这一个 DNA，

是到处存在的，到处存在的，你从他的立名上面就可以看到。 

  整个胎藏界曼荼罗它本身呢？就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观，它分十三个部分，



中台八叶院是核心，这个没有错，那是整个生命的这个中枢系统，大脑脊髓的

中枢系统。 

  那麽八叶院的核心以外，它为什麽还有一个遍知院？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生理结构，它的有机体系是相当健全的，这遍知院的意思，相当於我们的神经

系统，你全身通通都有，假如没有神经你那个地方不能动，哪里没神经？你的

头发没神经，对不对？所以可以剃光头，指甲的地方没神经，所以指甲可以剪

掉，其他有神经的地方你都不能剪掉，对不对？ 

(三)遍知院在法界中它无所不在，培养你很敏锐的神经系统。 

  遍知院这个东西就告诉我们，在法界中它无所不在，在生命体里也是你无

所不在，我们就外面来讲，传统的话叫大周天，就里面的话叫小周天，那我们

不这样看，那个道教、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里他是这样讲。 

  那我们来看，我们生命本体是个主宰，外面是我们所影响的相，外在的世

界，是由我们这边去影响它的，那你在修行训练的时候，就要了解到这一点。 

  所以遍知院里头，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修学这个法门的时候，你是在培

养你很敏锐的神经系统，不要让它迟钝，因为这个 DNA 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

在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性德的出现，跟起用上面，那遍知院的这个部分，在那

边都会起作用，都会起作用。 

  你把它单独的提出来用，那叫独部，那当然也可以，可是它的单独就好像

我们医学里头，研究神经科一样，它是无所不在，那麽从这个地方来看，遍知

院的神经那就应该叫做中枢神经系统，哦！中枢神经系统。 

  所以为什麽跟各位讲说你在这个曼荼罗里要仔细的看，每一个名词你都要

看清楚，它所摆的位置是代表着什麽样的作用？这都有的。 

  从总相观里头怎麽看？从别相观里头要怎麽看？这总相就整体的你怎麽

看？就宏观怎麽看？微观怎麽看？你先把这个部分弄好。 

(四) 任何一尊菩萨都是生命中的性德。 

  传统一般的讲法，都只从准提菩萨到底是几只手上面去看，那我告诉你，

他几只手无所谓，耶！他不会少过两只手就对了，从二臂准提菩萨到十八臂准

提菩萨，向来都有人修，还有四十二臂，四十八臂，千手千臂准提菩萨，都可

以修，但是这个部分属於微观修法的技术性问题。 

  我想我们先从宏观来了解，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讲微观的部分，那一个一个



我们应该要怎麽修的这个原则跟技术，现在我们先从宏观的部分来了解，自性

清净我们跟各位讲过，任何一尊菩萨都是生命中的性德，换句话说任何一尊菩

萨他都是生命中的 DNA，假如按照医学系统来讲的话，他有染色体，染色体里

头有几对 DNA，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去区分，大概我们目前也只能够跟各位讲说，

在生命的系统里它有很多的这些 DNA，有多少染色体我们没有办法讲。 

(五) 胎藏界为什麽有这几个院？ 

  假如按照胎藏界来讲，那有十三院就有十三对染色体嘛！金刚界里有十八

会，那麽他有分九个区块，哦！你正反两方面加起来，一共是十八会，你说有

十八对那个染色体也可以，那都无所谓，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部分理论的工具还

没有成就到那里，那我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一方面的架构，这是以後我们的子孙

要去努力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只简单的跟各位讲大概有这样的类比法。 

  为什麽有这几个院？这几个院在做什麽？我可以告诉各位，向来历史上没

有交代，我们的祖师大德他也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就当时的环境来讲，他们认

为没有这个必要，可是你到现在来讲，我们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们坚忍的成就

可以在这一方面去发展，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可以在这一方面来超越古人，并

不表示你总体的超越，这一点各位要留意一下。 

  古代有很多成就，是在古代的环境中去成就的，那些东西你现在没有办法

去超越，没有办法超越，因为你现在没有那些环境，而你现在的环境，你可以

有更灿烂的成就，但是呢？这些呢？你可以超越过古人。 

  但是古人并不比你笨，因为古人没有必要认识这些，就像现代人发明飞机，

发明火箭，因此他可以登陆月球，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他是超越了，超越了

古人，可是你登陆月球，并不比嫦娥来得殊胜，至少嫦娥跟我们发明了月饼。 

  哦！我们现在会登陆月球你不会发明月饼，你绝对发明不出来，你会觉得

月饼有什麽了不起，我已经十年没吃了，哦！不是，那个文化在那个时代，它

才会出现，你现在觉得它没有必要，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那一块上面，根

本没有办法跟他比较，所以你没有办法超越它。 

  古代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发现到现代人没有办法制作，我跟各位讲你现在

用的纸就好，我们现在用的纸，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酸性纸，酸性

的纸，古代发明的纸是硷性的纸，古代的纸做的再多，都不会造成污染，现在

的纸生产一张就有一个污染，纸用的越多，对地球的污染越大，你说你现在人

比古代人了不起吗？我看是破坏跟污染了不起，不是它发明纸张了不起，根本

就弄错了。 



  很多建筑我们也知道古人为什麽会，现代人为什麽不会，当然现代人盖像

101 这种大楼，双子星大楼在古人毁对没办法盖，古人会觉得说你要盖越高基础

要越广，所以古代的建筑几乎那都是金字塔型，它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一支像

竹竿，它有办法站立，那这个是现代的科技，古代没有这样的科技，所以他们

不做这种想法，可是古代的科技，古代所能做的，现代人未必能做，你留意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智慧才能可能在某一部分会超越古人，但是你不

要自大，不要轻视古人，因为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跟古人相比，我们

可以以这种成就而自豪，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够藐视古人的成就，这一点非常

重要。 

  假如你没有这种信心，那你无法完成伟大的事业，假如你有了这个信心，

又有慢心，那就不对，那你会造业，我们绝对尊重，哦！肯定古人的成就，我

们也相信，我们会有比古人更成就的地方，而这些东西呢？後代子孙可能都没

有办法超越我们。 

  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古人所能成就的，我们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子孙，

我们也相信，将来他们会在那一部分比我们更有成就，所以我们可以上看古人，

耶！可以下济来者，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必须创造毁新的过来，但这个新的

毁对跟古人不一样，你知道吗？跟古人不一样。 

  譬如说这个十三会，为什麽有这十三会？古人会把他做出来，但是不会讲

毁为什麽，因为他只是把他的境界表达出来而已，啊！为什麽会这样？他不知

道，现在我们在他的基础上，你一定要肯定他，然後在这个基础上，你去讲为

什麽要有这十三院，你毁对会超越他。 

  以胎藏界来讲，讲是十三院，怎麽算都是十二院，另一院在哪里？为什麽

要讲十三院？不讲十二院，而实际上在曼荼罗上面却只有十二院，那一院呢？

第十三院哪里去呢？这就是问题了，告诉各位，不是第十三院哪里去，是第一

院在哪里？第一院不是中台八叶院，第一院是总院，整个曼荼罗算一院，这一

院叫做大院，大院分十二院，加起来一共十三院，这一点你就不知道。 

  古人认为不必要，本来就这样，因为他的思惟模式，本来如此嘛！那你现

在的思惟模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老是找不到第十三院，因为那里只能从

第一算到十二，第十三没有啊！你只要把它倒过来，不是第十三是找第一院，

那就不一样了，第一院本来就呈现在那里，十三院，你要去看啦！ 

(六)你有没有极宏观的那种心量。 

  所以古人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要我们去努力，你不要以为说一定要语毁



何处，古人怎麽说，古人有时候他不是很笨，因为它的环境根本没有这些必要，

所以他就不要讲。 

  你要知道，一千五百年来，这个地方毫无发展，几乎完全固守在那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重新开始，时空环境背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古人

毁对会鼓励我们的，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有人说你为什麽叫海云？我说古人有个海云，他就很不信，他就跟我同名，

他说是你模仿他的，我说也可以，哦！反正我们两个同名，他以前怎麽创造，

我们现在就怎麽创造，就有人跟我讲，他会生气，我说是他叫我创造，你放心

他不会生气。 

  各位要留意，古人有那种心胸跟肚量，他绝对不会反对我们去发明创造，

那你也不要以为说古人已经发明创造完毕了，我们不必再什麽发明创造，你搞

错了，我们现在走在分水岭上面，一方面的古人的到我们这里来要接起来，一

方面是未来从我们这里开始，我们还要开发毁一套未来的世界观。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努力，你必须要毁对投入，而且会有很多新东西，这

个不是让我们去否认古人，历史生命的源流，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才叫

做生生不息。 

  在我们为人来讲，天天都是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天每天

都是重新开始，从历史上来看，一两千年好像一天，每天都在重新开始，是一

样的道理，绝对没错，你不要把一、两千年看成一、两千年，从法身慧命来看，

一、两千年也不过只是一天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这个时候等於早上刚起

来，很多需要我们做的事一样，我讲这种观念，你可能会觉得哦！有够膨风！

不会啦！ 

  经典里头这种例子太多了，经典讲的从此向东方每走五百年，放一粒沙哦！

每走五百年放一粒沙，那把恒河沙的沙全部放完，你看那个时间长不长，那个

距离远不远，阿难说好远哦！好长哦！佛陀说不长，把这样算一天。 

  你看哦！把这样算一天，那你再来看，在经过那麽多的那样的天，那你看

有多少天？你要算距离，要算时间，那你有没有这种极宏观的那种心量。 

  学佛人你要是去思惟这个部分，我告诉你，你福报已经大如天了，比天还

大，你要去感受这种情况，那种心境展开来你看看有多大，可是我们很多人就

在那边鸡毛蒜皮百般计较，他占我一点便宜，他这样不行，他那样不行，你怎

麽样行嘛？你就说这辈子我让给他，他下辈子跟我服务不是很好嘛！可是你没

有这种宏观，哪有下辈子，下辈子我怎麽知道，对不对？ 

  假如这辈子他真的占你便宜，你就想一想我上辈子占他便宜嘛！这辈子让

给他一下又怎麽样，本来就要还债嘛！那不就一切都过去了吗？你就在那边百



般计较，嗯！他怎麽这样子？他为什麽跟我讲这样子？怎麽那样？那苦的是你

啊！那你不但现在要苦过去也苦未来也苦，学佛就先把这个量打开，心量的量。 

  同样的，回到刚才讲在历史上来讲的话，一千五百年才三粒沙而已嘛！五

百年放一粒沙，你现在放到第三粒，对不对？他是全部放完才算一天，对不对？

我们第三粒而已嘛！五百年放一粒，那放三粒而已啊！重新来过，对不对？所

以我们自己想想看，不要怕你的努力，哦！我们要努力的还很多，从宏观面来

看，你先了解这个部分。 

(七) 准提菩萨是无所不在，不要把他拟人化，要把他性德化。 

  自性清净心是所有的生命因素里它都有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所有的生命

因素都很清净的时候，你就出来了嘛！准提菩萨是不是无所不在，所以你不要

把他拟人化，你把他性德化，自性清净在每一个因素里，都是自性清净的，发

愿清净对不对？菩萨行清净，忏悔也清净，你在三世间通通都清净，那才是真

正准提菩萨现前相应的时候。 

  假如你真的在那边修，修到真的准提菩萨坐在你面前，我跟你讲十八只手，

你会说我看到一只章鱼，那才奇怪！那是性德的相应，不是相上的东西，在我

们修学这个密法的时候，要有这一层认知。 

  当我们从这里开始精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境界是非常辽阔的，而且呢？

它是采取一种越来越鲜明，越来越鲜明的状况，因为你是越来越清净，越来越

清净，在这里期望各位从此一路精进，也祝福各位这此去很快的就能够成就，

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