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篇作品，即整部《十二門論》的歸趣，那麼我們看看文字，第二十五頁，「結

析本論旨歸。」那麼他說，「摩訶衍義有：空、有二分」，「摩訶衍」其實是大乘，

大乘，大家都知道是有兩種的大乘：即一種是講「唯識」的，這個是「有」宗的講

法；第二就是講「般若」的，這個就是「空」宗的講法。

所以，羅時憲先生在《唯識方隅》裏面就說，大乘佛教裏面是分開「唯識」與

「中觀」，好像鳥之有二翼，好像車之有二輪。舊時的車只得兩個轆，不是四個轆

的，這樣只得一個轆的時候，就是獨頭的車，我們叫它做「雞公車」，就很難駕駛

的，很難推的，這樣兩邊(有)轆就容易了，兩邊(有)轆呢，掛在牛上或者掛在馬上，

這就站在馬上打仗，那些戰車。

這樣就只有單一方面呢，只是研究「般若」，或者只是研究「唯識」呢，是有危

機的。如果只是研究般若的時候呢，那個毛病就會偏於「空」，因為般若講「空」

的，那麼你只是講「空」，「空」呢，於是你就偏於「惡取空」了，世界上種種 (事

物)都不存在的，這就弊(糟糕)了，世界上種種(事物)都不存在，執「空」都是執(著)

來的，執「空」的毛病是比執「有」更加嚴重，因為執「空」你就甚麼都不用怕，你

做惡事惡業都不用怕，落地獄都不用怕，那就真的會落地獄了，這樣不行啊，這就是

你會做一些違害社會的事情，這樣你會說：「都無所謂了，種種都是『空』的，我做

善是『空』，做惡也是『空』，那麼我做自私自利的惡(事)了。」

這樣，於是你執「空」如一介子許是比執「有」如須彌山更嚴重啊！因此就不能

夠只是研究「有」宗(而)不研究「空」宗，亦都不能只是研究「空」宗而不研究

「有」宗。那麼，如果只是研究「有」宗會怎樣啊？有個毛病就是執(著)種種都實有

的，就不能夠空靈，你的思想不得空靈。這樣，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空」又要

懂，「有」又要懂，這樣就好像雀仔有一對翼，有兩隻翼，不要好像雁行折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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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像車有左右車輪，就不是只有單一個轆，就不要好像「雞公車」單一個轆。這

樣，所以這裏就講了，「摩訶衍」就又有「空」，又有「有」，二分，這樣其中的大

分心意，「則是所謂畢竟空也」。

這樣有一個共法，不論是講「空」、講「有」，無論你是講「如來藏」，無論你

是講原始佛教，釋迦(佛)有一個貢獻就是講「緣起」，緣起是共法，緣起是共法來

的。所以，他就講「畢竟空」，因為緣起，就是說所有法都是緣起的，沒有一種法不

是緣起，這樣叫做「畢竟」，畢竟就是絕對的解釋。「空」，不是空無，這個「空」

字就是緣起了，沒有一種法不是緣起的，這樣所以「大分」，其中最主要的部份，最

深入的義理的部份就是講「畢竟空」。

因此，就不論是小乘，不論是大乘，不論原始佛教，不論般若，不論唯識，都要

講「空」的，都要知道緣起。唯識都講「緣起」的啊，「唯識緣起」是「三性」裏面

的哪一性啊？因為唯識很出名的是講「三自性」，叫甚麼性啊？「依他起性」就是緣

起了。他不是用「畢竟空」這個名稱，但是用「依他起性」，「依他」就是緣起了，

依其他的事物，「依他起性」，這個「緣」就是依，「起」就是對這個「起」，依他

就是「緣起」，就是你這個自體之外的東西叫做「他」，這樣依其他的因緣，依自體

之外的因緣而生起。這樣，「依他(起自性)」即是「緣起」，不過，唯識宗除了講

「緣起」之外，即除了講「依他(起自性)」外，還要講「遍計(所執性)」，還要講

「圓成實(自性)」。這就是說，我們初講的時候，我們就說唯識講「三性」是比單講

「畢竟空」是進步的，是進步的。

這樣，「若能通達如是空義」，即若能通達是義，這個「是」字怎樣解釋？「若

能通達如是義」這個「是」字怎樣解釋？這個「是」字，(解作)這種道理，是吧？這

個「是」字不是解作是非的意思，這個「是」字解作這些東西，就是說在中國的字，

這個「是」等於「斯」，即是等於「此」，一樣的解釋，「是」又 (讀音：)si，

「斯」又(讀音：)si，都是 si，此是 si，這個「i」讀「姨」音，這就都是一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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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吧？「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斯」、

「此」一樣解釋的。這就是說，你了解到、明白到、了達到這個「空」的義理呢，

「則通達大乘諸義」，因為它是共法來的。有些是共法，有些是不共法，講「緣起」

是共法，講「阿賴耶識」就是不共法。

這樣，通達了這個「空」的義理就通達大乘一切義，「諸義」是我加進去的，本

來沒有。「具足」，如果你能夠通達了這個「空」義，通達大乘諸義，就圓滿具足了

六波羅蜜多。因為這個「多」字呢，應該是「六波羅蜜多」的，這樣，但是鳩摩羅什

的譯法就不要「波羅蜜多」的這個「多」字，那個 p ramitā ā的「tā」字他沒有譯

到。所以，在鳩摩羅什所譯的「般若波羅蜜」即是等於玄奘法師譯的「般若波羅蜜

多」，玄奘就把音節能比較圓滿譯出；鳩摩羅什就把有些音節省略了。

這樣，好像玄奘譯的「菩提薩埵」，在鳩摩羅什就譯作「菩薩」，這就省略了。

那麼這裏一樣，這就「具足六波羅蜜」，即是六種「波羅蜜多」。這是為甚麼？為甚

麼通達大乘諸義就能夠「具足六波羅蜜多」？因為小乘的修行最主要修「四聖諦」

法。大乘的修行呢？最主要修甚麼啊？「六波羅蜜多」與「六度萬行」與「四攝」，

「四攝」與「六波羅蜜多」，這個就是大乘。這樣，「六波羅蜜多」與「四聖諦」有

甚麼不同啊？有沒有人知道？可不可以講一兩個字顯示它們不同？

這樣，「四聖諦」就是「苦集滅道」，是講自己的，是吧？「六波羅蜜多」呢，

一開始就利他的，一開始就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開始就講利他，「四攝」肯

定全部利他了，那麼這個就是大乘與小乘的最大差異。小乘只是自渡為主，大乘是渡

他為主，這個就是精神，小乘與大乘的不同精神。

因此，你了解到大乘的教義就是「六波羅蜜多具足，無所障礙。」因為，障礙你

修「六波羅蜜多」就是執「有」，知道一切緣起呢，因為「六波羅蜜多」的哪種「波

羅蜜多」是最主要？「般若波羅蜜多」，「般若」就是講「空」，講「無相」的，是

3



吧？般若就是講「空」、「無相」的那套思想，所以，中間有很多問題要你自己問

的，為甚麼？為甚麼？每一句都有得解釋的。這樣「六波羅蜜多」就最主要是講「般

若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如果布施沒有般若指導呢，它只可以叫做布施，

布施是一個甚麼因啊？是流轉生死的因，就不是出離生死的因。

如果布施用般若指導下的布施才可以叫做「布施波羅蜜多」。「持戒」一樣，就

這樣持戒呢，這就是你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這樣都好，不過你還在三

界流轉生死，不能夠出離三界。這樣，但是在般若指導之下修這個「持戒波羅蜜

多」，不但會離苦、解脫，甚至可以出三界成佛，這樣所以才可以叫做「持戒波羅蜜

多」。「持戒」，有兩種持戒，一種叫做善持戒，一種叫做不善持戒。不善持戒會貪

福報的持戒，那麼貪福報的持戒就是不能夠出三界了。不貪福報所做的持戒呢，才能

到彼岸的，因為「波羅蜜多」就是到彼岸，透過持戒到彼岸。那麼，「精進」、「禪

定」一樣了，這樣所有「波羅蜜多」以「般若波羅蜜多」為主。「般若」這種智慧是

觀「空」的，「般若」是一切相是無相，「若於諸相非相」就可以「則見如來」，在

諸相見其非相，就可以得成佛。

這樣，所以「般若」就是由「空」入的，「般若智」是無上的，這個「 (般若)

智」所觀的境是無上的，因此你能通達「空」，就通達大乘義，通達大乘義就具足

「六波羅蜜多」。這樣，所以「是故我今但釋空義」，所以現在我在《十二門論》裏

面只是解釋「空」這個道理，就只是解釋「空」。那麼，本來「摩訶衍」有二門，是

吧？一開始說有「有」，有「空」，二分，兩個部分。那麼，我就不會再解釋「有」

這部分，我只是解釋「空」這部分，龍樹菩薩自己講的。

「有」這部分呢，就不再處理，那麼你就不要說「有」是沒有意義啊！因為龍樹

菩薩在這本《十二門論》都講又有「空」這部分，又有「有」這部分，即龍樹菩薩沒

有貶抑到唯識，雖然當時唯識未流行，唯識在那個時候未流行啊，但已經講「空」、

「有」二分了，是龍樹菩薩自己講的。這樣，現在講「般若中觀」學派的人，包括印

順法師，都認為「有」是不究竟的，就是說在他的了解，「空」是高過「有」，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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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空」是高過「有」的時候，龍樹菩薩就不會這樣講了，龍樹菩薩在《十二門論》

的那個「旨歸」裏面講明這個「摩訶衍義」是有兩分的，是講「有」分與「空」分，

他自己講的。

不過在《十二門論》，他只講「空」那部分，因為「空」那部分是一個共法，至

於「有」那部分不講了，這樣的解釋而已，不是說不重要啊，這樣，所以就「但解空

義」，不必再解「有」義了，因為「空」義就是共法來的。這樣，「解釋空(義)當以

十二門入於空義」，他說要解釋「空」呢，前面這個「義」字是我加進去的，要解釋

「空」的道理，所以就應該用龍樹菩薩自己所做的十二個角度去了解，這樣叫做「十

二門」。「入於空義」，入即是進入去了解「空」的含意。

這樣，這個「歸趣」寫完了，就是說大乘佛學是兩分，龍樹菩薩自己講的，一是

「有分」，一是「空分」。那麼，這本《十二門論》，亦都是「三論」，因為《中

論》、《百論》都是講「空」，講「空」的時候呢，這個人比較容易通達大乘諸義，

就能夠具足「六波羅蜜多」，具足「六波羅蜜多」就可以成佛了。這個意義是這樣

的，就不是貶斥「有」義，他完全沒有貶斥「有」義，他自己講明了，「摩訶衍義可

有空、有二分」。這樣，本來這個「序分」講完了，但是，我就補充一些東西，即第

二十五頁到二十八頁就有一些補充，第二十七頁是有一些補充，那麼補充些甚麼呢？

最主要是講「大乘」的定義，「大乘」的定義，不同的經教，不同的典籍有不同的大

乘的解釋。

現在，我在下面就引《菩薩地持經》與《瑜伽師地論》，還有窺基法師的《大乘

阿毘達磨雜集論》那個述記，還有法藏法師的《大乘起信論義記》，這些資料是再界

定「大乘」這個詞怎樣解釋的，這些資料是給大家參考而已，你不讀也可以，你只是

要龍樹菩薩的定義也可以，但是除了龍樹菩薩界定這個「大乘」的定義，後面那麼多

的作品都有界定「大乘」。這樣，第一本叫做《菩薩地持經》，其實《菩薩地持經》

是否真的是經呢？這個答案不是啊，《菩薩地持經》不是經來的。原來，我們常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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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中國裏頭的《六祖壇經》，是記錄一位菩薩的語錄我們叫做「經」，是自己抬舉

了自己，以為印度人不會這樣講，是中國先(這樣)。其實不是啊！《菩薩地持經》它

都不是經來的，它是《瑜伽師地論》的〈菩薩地〉輯成的，因為很重要，所以成佛的

道理都在這裏，所以就抬舉它叫做「經」。

那麼，原來《六祖壇經》這個體例在印度都有同樣的例子，《菩薩地持經》就是

了，本來是「論」來的，提升到「經」，因為它很重要，提升到「經」的那個境界，

那個價值好像「經」一樣的。通常我們怎樣的？「經」的時候，就是佛所講的才是

「經」，菩薩的注述只是「論」，但是在菩薩的注述裏面我們當作是「經」，因為這

位菩薩的注述與別不同，這位是彌勒菩薩，我們會叫彌勒佛，因為他是一生補處的菩

薩，即今生就會成佛了，這樣，所以《彌勒下生經》，下生這個娑婆世界成佛，第二

個佛來的，所以他說法的內容都可以叫做「經」。這樣，《六祖壇經》為何叫做

「經」？因為六祖都是菩薩，肉身菩薩，好像佛一樣，因為見性成佛，見性就可以成

佛，這就是說他可以成佛，既然他見性了，見性就等於成佛，所以，這位肉身菩薩都

可以叫做佛，所以他的研究就是「經」，這樣界定的。

所以，發現我們所講的經有些例外的，就是說不一定是釋迦佛講的。那麼從這樣

的講法，所有大乘經，不是佛講的都當作是「經」也可以，這個是比較新的思維，小

乘說不可以啊，大乘非佛說，非佛說都可以是「經」，因為《菩薩地持經》非佛說，

但是「經」來的，因為他是一生補處就要成佛的，菩薩所講的與佛所講的無異無別。

還有，很多不是佛說的都叫做「經」的，《維摩經》不是佛說的啊，是維摩詰居

士講的，但是他所講的東西是佛所忍可的，忍可他講得對；還有一個女居士，勝鬘夫

人她不是佛來的，但是她所講的教法，佛說對啊，這樣都叫做「經」。那麼，從這樣

的角度講呢，大乘經不一定要佛說啊，有兩本經都不是佛說，一本是《維摩經》，第

二本就是剛剛所說的《勝鬘經》都不是佛說，那麼其餘所謂的大乘經，不是佛說都不

出奇啊！無所謂的，因為所有 生都有佛性，所有有大乘根器的 生，他都可以成衆 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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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他都可通達到釋迦佛意會的真理，這樣，他把意會到的釋迦佛的真理講出來就叫

做「經」，這樣無所謂啊。這樣羅公，如果你是聽過他講佛經的時候呢，你可能都會

聽過羅公贊成不是所有經都是佛說的，因為菩薩所講的與佛的一樣。

這樣，在歷史上來講，我們真的覺得所有大乘經都未必是佛說的，不過菩薩就體

會到佛的心意，佛的一生所講的經，他自己說好像手中的樹葉那麼少，未講的經多到

好像森林裏面的樹葉那麼多。這樣，所以過去的那些聖者所未講到的東西，我們替他

講完，這樣都未嘗不可啊，我們口代天言，這個口替天，這個「天」是代表聖者，聖

者未講完的，我們可以代他講了。這樣，因此就《菩薩地持經》亦都有界定過甚麼叫

做「大乘」，一樣有七個意義。

這樣就看看，第一個意義呢，「謂方等經菩薩藏，此是教大」，這是佛在世的時

候，把佛的經教分開十二種經教，那麼其中有一種就叫做「方等」，後來又有人譯作

「方廣」，是吧？「方廣」即是「方等」，「方」即正也，「等」即那個意義是一樣

的，等同的，「方等」，那麼這類經教呢，在佛的說法裏面是有講「方等」經的，因

此在佛所講的經教裏面，大乘經是屬於「方等」那部份的，所以大乘就是「方等」，

即是佛都講大乘經，因為就是講「方等」那部份的經。

這樣第二呢，大乘是講「發大心」，因為大乘是講「發大菩提心」，因此你是否

一個菩薩呢，就是你有沒有發過大菩提心。「發大菩提心」就是我發一個願：我希望

將來證得大菩提與大涅槃。這樣的發心應該在佛面前發心的。因為，儒家第一件事就

是立志，儒家學派裏面首重要立志，所以孔子在《論語》裏面說甚麼？「吾十有五而

志於學」，這個「有」字讀「又(音)」，「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在《論語》裏面自己講，因此在

儒家的學問，第一件事就是立志。

這樣佛家呢，「首重發心」，要發大菩提心，這樣發菩提心：「願我當證無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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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菩提，能夠作一切有情所應作的義利，畢竟安處究竟涅槃及如來廣大智中。」這個

就是《瑜伽師地論》的「發心文」。因為有很多人講過「發心文」，發大心，發大菩

提心，就是說你信佛的目的何在？這個目的就是你發心，如果你不發心呢？那麼你走

的路就沒有目標了。如果你發心，因為成佛的發心就是大涅槃去除一切煩惱得解脫，

這個是自利的，這是「體」來的；第二呢，就是佛的果，就是大菩提，菩提是覺，這

是利他的，用菩提去度生，所以這個是「用」來的。

那麼你要成佛的時候，你一定有一個目標，一個人生的目標，很清楚地樹立一個

目標，就對向 目標修行。修行，你沒有目標怎樣修行啊？你讀書都要有目標啊！你着

讀大學選這個歷史系，這樣於是你一是選中史，一是選西史，那麼你的目標就對向這

個歷史糸的目標來讀的；譬如你讀醫科，那麼醫科就以醫人為目標，對醫學的所有科

目你都要學習。這樣，有人生的目標，有學習的目標，那麼宗教都有目標啊！你做人

的時候一定有目標的啊！所以一定要有發心！

發心呢，在大乘的發心就是希望將來能夠得到大菩提與大涅槃，大菩提這個

「體」就是代表自己在流轉生死裏頭解脫出去，是不需要在三界裏流轉，這樣叫做大

涅槃。那麼然後呢，你能夠成佛的時候，不是為自己，一方面為自己，一方面為衆

生，於是透過智慧這個「用」去自己自利與利他，於是以這個為人生目標，這個就是

發心。這個發心與小乘的發心不同，小乘的發心就是甚麼啊？小乘的發心就是滅了煩

惱，就是「滅」，滅了煩惱，所以「四聖諦」裏面呢，就是「滅諦」，是目標來的，

因為「苦集滅道」的「滅諦」，但是，「滅諦」沒有講到大菩提大涅槃啊。

「滅諦」，我們相信這個「滅諦」是涅槃來的，「滅」就是苦因滅苦果滅。苦因

滅就是「集諦」滅，是吧？「集」要「滅」，滅了煩惱與甚麼？業。苦果滅就是甚

麼？不流轉生死，沒有「苦諦」的生死流轉，這樣生死流轉，所作成辦，不受後有的

時候，你沒有生死流轉，你所作成辦，不受後有，這就是「滅諦」，這樣就是人生目

標，他沒有說盡未來際度一切有情，沒有說得大涅槃、大菩提，沒有說是覺者啊，那

個果位不是覺者，那個果位叫做甚麼啊？叫做阿羅漢，是吧？阿羅漢就不需要流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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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殺賊而已，應供，有三義，沒有說得成佛。這就是說，小乘人的人生目標樹立的

就是阿羅漢，就是阿羅漢，阿羅漢就沒有大菩提、大涅槃，那個涅槃叫做甚麼？叫做

無餘依涅槃，他那個菩提是小乘的菩提，沒有說「大」字，所以這個目標不相同了。

這樣大乘呢，他的經教就是佛的十二部教裏面的甚麼啊？「方等」教，即佛講十

二類經教，其中有一類是「方等」，而修行者第一件事就是有個遠大目標，就是發大

心，這個「大」心是這兩個「大」，「大」甚麼？就是大菩提與大涅槃。這樣，「謂

發菩提大道心」，大智慧，這個「道」字兩個解釋，第一是智慧，第二是途徑，達到

成佛的途徑。這樣，你要達到大菩提，在這條大道行的時候，用智慧行的時候呢，要

了解經教，要了解真理，這樣，所以就第三種「大」，就是「解行大」，就是了解這

些道理，實踐這些道理是偉大的，所以，這裏是從哪裏講呢？從這個解行純熟，他的

了解與實踐是很純熟的。

那為甚麼他能夠解行純熟啊？因為他應該具有成佛的功能，那麼這個就是「至道

種姓」，「至」是最高，「道」是智慧，最高的智慧，佛的智慧，成佛的智慧，這種

功能是具足。沒有這種功能呢，沒有這種種姓呢，「種姓」即是功能，你沒有說話的

功能就不懂說話的，你沒有思維的功能是不懂思維的，你沒有成佛的功能是不能夠成

佛的！這樣，佛道是最高的道，所以，「至道」就是佛道。「至道種子」就是成佛的

種子，因為你具有成佛的種子，所以培養你的種子成熟的時候，就可以了解這個大乘

的教義與實踐大乘的教義。

這樣，所以這個叫做「解行大」。那麼，「解行大」其實是一個步驟來的，第

一，你是一個大乘的信徒，第一要發大菩提心；第二呢，為甚麼你能夠發菩提心？因

為你有大乘的種姓，你有大乘的功能，你才會發大菩提心。如果沒具有大乘的功能的

時候，他不會發大菩提心，不會的，他只是自私自利，只知道(這樣)，他不會說度一

切 生是做他的人生最高目標，他不會的，不會的。因為他都沒有這樣的功能，沒有衆

這些功能的時候，就不會做那些行為出來的、有那些認知的，沒有這個功能就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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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不能有行為。那麼，這裏就發揮到這個自悟悟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這些

這樣的行為與覺解是需要有些功能力量才可以的。這樣，佛教裏面就分開兩派，一派

是立種子，一派是不立種子的。

譬如，講「般若」(的)學派就不講「種子」的，他講的「種子」都不是真的種

子；但是另一派，唯識派就講「種子」的，那麼這裏是(講)「唯識」的，所以就立種

姓，即立種子，立種子因為你要成佛，你一定要有成佛的功能。但是，講「般若中

觀」(的)學派的時候，就不需要講種子的，因為他們是不講「種子」的，種子是後起

的一種觀念。所以第三個意義呢，就叫「行解大」，他能夠解行大，即了解真理，因

為他具有成佛的功能，所以透過這種功能可以了解大乘的道理與實踐大乘的修行。

這樣實踐的時候，你就將那些煩惱完全消 了，這樣到那個境界呢，初地菩薩的毁

境界的時候，你到「淨心大」。這樣，原來這裏跟住那個修行的過程講的，你看到

嗎？第一是發心，因為你未發心都不是佛教徒啊，是吧！你發心的時候就向 甚麼的着

路徑修，是吧！你向成佛的路向修，你向阿羅漢的路向修，你向「三有」的角度修，

因為後來佛教講甚麼啊？講「五性宗」，你不需要一定成佛啊，你不成佛也可以啊！

這樣，所以如果你要真的修大乘的時候，你要成佛，成佛，為甚麼你能夠發心

啊？因為你的功能，有功能的時候就學大乘，實踐大乘，這樣於是就「行解大」，這

是第三。這樣第四的時候，你就實踐了，透過純熟的解行，即是修行，修行的時候，

你就是初地菩薩了，卒之(終於)你證真如，見道。你見到的時候有個很重要的使命要

做，就把後天的煩惱障、所知障消 了，先天性的煩惱障與所知障是先降伏了，這毁

樣，那時候你的心就清淨了，因為煩惱與有漏業是不能現行的。

那麼，煩惱與有漏業，就是說先天、後天的煩惱障與所知障，這些有漏的心識活

動是停(止)了，那麼你的心識與佛的心識一樣是純清淨的，純清淨叫做甚麼？「淨心

大」，純清淨的。那麼，小乘見道的時候可不可以「淨心大」呢？不可以，那些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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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將煩惱障降伏了，後天那部分就消 了，先天的部分就降伏。但是，「所知毁

障」，即是法執那部分，「煩惱障」是我執，這個「所知障」是法執，法執是對事物

實有的這種了解掌握不到的，他以為實有的，一切事物實有的，不知道是「空」，不

知道是法無我的，他們只知人無我，不知法無我。

那麼，所以他們小乘呢，當他證預流果的時候，即等於大乘的初地，是吧？但是

大乘的初地是超越預流果的，因為預流果只是人空，法不空，只是證入人無我那部

分，是不能夠證入甚麼？法無我。這個是從正面講的。從那個消極的角度講呢，就是

他只破了煩惱障，是不能破甚麼啊？所知障。所以，他的心靈只是煩惱障清淨，所知

障是未清淨，煩惱障的清淨所行境界他到了，但是所知障的清淨所行境界他未到，所

以，它叫做淨心，這個只是淨煩惱障的那個心，是不能淨所知障的那個心。

這樣，所以大乘與小乘不相同，這裏的解法是全部用唯識解的，全部是唯識解

的，所以「淨心大」是「初地菩薩得無生忍，其心清淨。」那甚麼叫做「無生忍」

呢？即一切法是無實自性的，是非自性所生的，是非自體所生的。這樣，「忍」是一

種智慧，是忍可這種真理，這個「忍」字就是認可它，recognise它，這個「忍」字

就是 recognise，忍可，這個「忍」字不是忍住、忍辱，不是這樣的解釋，這個

「忍」字是動詞來的，這個「忍」字就與「安忍」的「忍」字一樣解釋，是忍可、安

住在裏面，叫做「忍」。

這個「忍」字是忍認、忍可、安於、安住於，這樣的解釋。所以，這個「認」字

呢，「言」字邊(旁)做個「忍」，這個「忍」與「認」是雙聲字來的，「忍」字 (拼

音)是「r ně 」，「認」字(拼音)是「rèn」，都是「(ren)也」音來的，即古字是一樣

讀法，所以認識那種就是「忍」。這樣，所以後來認可它叫做「忍可」，確實是這樣

的，無所懷疑的，這樣叫做「忍」，「忍」是一種體驗那樣的解釋。這樣，所以確實

如此你就安住在裏面，從裏面得到一種安受，安於其中，安於其中是甚麼？就是安於

「無生」這種真理裏面，一切法是無自性的生，對這種道理是認可它，確實信解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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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心安住在裏面，這樣是「忍」。因此，在《孟子》裏面有句名句，「所以動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動心」，這個「動」字，激動我們的心；「忍性」，認識我

們的良知善性；增加我們不能(有的)功能(令)現在有，「增益其所不能」。

在《孟子》裏面有一段很出名的書，因為孟子說一個修行人不是頭頭(處處)都很

利的，往往是阻頭阻勢顺 (重重障礙)遇到很多困難。那為甚麼會遇到困難呢？他說天

地之間就是這樣，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這個天給一個大的責任你，「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困擾

你，是吧？使到你頭頭碰 黑着 (處處遇到障礙)，那麼如果你能克服這些困難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樣？培養自己的智慧，培養自己的人格，使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現在做

得到，去體驗到宇宙人生的真實大道理，這樣「動心」，啟動你的智慧之心，忍認你

的良知善性。這樣，透過啟動你的良知善性，這樣的時候，啟動了你的是非之心、惻

隱之心、辭讓之心等等，這樣然後體驗了良知善性之後，「增益其所不能」，你不能

夠，你以前缺少的能力，現在培養到這樣的能力了，那麼有足夠的能力，天就降大任

給你。在《孟子》裏面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這段文字完全是一樣的解釋，「忍性」，就與這裏的解釋一樣啊，與這裏的「無

生法忍」的「忍」字(一樣的解釋)，不過這個「忍」字是名詞來的，「無生法忍」那

種體驗的力，是名詞來的。但是，這個「動心忍性」的「忍」字是甚麼詞？動詞來

的。一個是名詞，一個是動詞，這裏是那種忍性之力，你能夠發揮，所以就能夠得到

「無生法忍」。這樣，「無生法忍」即是甚麼啊？即是證真如，你證真如的那種力量

就是無生法忍了。因為我們未證真如的時候，我們以為種種事物都是自性實有的，你

能夠證真如的時候就體驗到無生那部分，一切法無生的，無生無滅的，一切法是無自

性的生，無自性的滅。我們口頭所講的一切法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只是說說而

已，在我們後天方面我們可能了解一切法是無生，但是我們先天的末那識呢，因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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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唯識，仍然執有實「我」的，實有的靈魂，實有的「我體」，因為你先天是執

「我」的，因為小孩子一生出來就執有「我」的，不用人教的。不過，儒家講「性

善」就不是從這點講，儒家講「性善」是純粹站在甚麼(角度)講？是人所獨有的這點

講。至於惡那面呢，不是人所獨有的，狗都有的，牛都有的，老虎都有的，是吧？老

虎有「我」執，老虎有「法」執，人有「我」執，人有「法」執。這樣那些「執」

呢，那些「貪嗔癡」呢，不是人所獨有啊！「貪嗔癡」所有動物都有啊！這樣在《孟

子》、在《論語》的儒家思想裏面就不把這些叫做「性」，君子不叫做「性」，叫做

所有生物所共有的東西，不是不共法，不是人的不共法。

人的不共法就是甚麼呢？這個心性，「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這些心是人所獨有的。那隻狗未必有，那隻老虎未必有，有些狗會有，不過不

齊全，辭讓之心就未必有，是吧？這樣，這個善性呢，這些善性，有些動物有一部份

會有，不是全部有，人就具有了，這樣把這種心性是人所獨有的，叫做人的性，所以

人的性一定善。那些不善的東西，人與獸同共有，就不把與獸共有的那部分叫做人

性，所以人性沒有惡的，一定是善，這個是正義。

但多數人不是這樣解釋，他將這個「性」字解作凡與生俱來的就叫做性，因為

「生之謂性」，在《孟子》裏面有一章，〈告子〉章裏面是講「生之謂性」，孟子沒

有反對「生之謂性」，但是孟子不認為這種「性」是人性，因為這個不是人所獨有

的，其他的都有啊。這樣，所以講人性善是正義來的，是正義的講法，講人性惡不是

正義，這個是不了解孟子的思想，是錯誤的思想。所以，我們講儒家的學問一定是講

人性善，不講惡的，因為一講「惡」就不是人所獨有了，人與野獸一樣，所以孟子很

重視「人禽之別」。這樣一講「人禽之別」呢，講「唯識」就很合適了，因為不是所

有的生命體都能夠有成佛的功能。

在儒家只是人是甚麼？講性善，它沒有講老虎的性善，所以在唯識宗裏說有些衆

生有成佛的功能，就沒有講所有 生都有成佛的功能，因為儒家以人為本，但是佛家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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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把人放在唯一的位置，是對一切眾生來講的，擴闊了範圍來講。這樣，所以在擴

闊了範圍來講的時候，就容或有某些的 生是未必有這種功能，至道種性這方面未必衆

有，他沒有說人沒有，他沒有指明有些人沒有，他只是說有些 生是未必有成佛的功衆

能。這樣，於是分開了五種姓，分開五大種姓，那麼所以分五大種姓，別人就以為，

儒家就講「人皆可以為堯舜」，佛家就講「 生皆有佛性」才對，唯識講「五種姓」衆

就不對。我就說他們不了解，不了解儒家，儒家就是講「人禽之別」，就是講有些衆

生是沒有成為聖人的種性，就是講這種，就剛剛與唯識相應。

不過自古以來的人都不是這樣講，自古以來的人一定將「人皆可以成佛」與「人

皆可以為堯舜」是連結在一起講的。在我的獨特體驗就說不是，我的獨特體驗就是孟

子拎出「人禽之別」，「人禽之別」就是說禽獸未必有人的性，禽獸未必能夠成為聖

人，就是有些 生不能成佛與禽獸不能成聖人一樣，一樣的。這就是說，唯識宗所講衆

的「五種姓」與儒家的「人皆可成堯舜」沒有矛盾，那些有矛盾的人是未通達唯識的

道理，亦未通達儒家的道理，這樣。

好了，這個是第四種「大」，是初地菩薩得「無生法忍」，那時候的心就清淨，

我剛剛講了為甚麼清淨，因為你那時的心不與煩惱障、所知障相應，是吧？這樣，與

甚麼相應啊？與兩種智相應，一種叫做「般若無分別根本智」相應；第二，「般若有

分別後得智」相應。那麼，這兩種智都是清淨智，所以「其心清淨」，第三點，不

是，這個是第四點，(解釋)「大乘」的時候，到第四點了。這樣第五點呢，就是初

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去講的，講地上菩薩修行了，他完全跟著

次第的，因為《菩薩地持經》，一步步、一級級地去講的，那時候就「 具大」。衆

你具有成佛的那個資糧了，那些資糧叫做「具」，成佛的那個資糧你慢慢地成

就，成就偉大的成佛資糧叫做「 具大」。「具」是資糧來的，「具」是用具，用具衆

就是資糧。是吧！你走路呢，你用車去(代步)走路，車就是你的資糧，舊時走路是用

腳去行路的，是吧？帶著糧食，糧食就是資糧，是吧？這些是「具」。這樣，「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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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大智通為佛道資糧。」這裏解釋「資糧」，「資糧」就是具，「資糧」這個字(詞)

就是解作具， 具，各種各樣的需要的資糧。這樣分類衆 (的話)，哪兩種資糧是最重要

的呢？是兩種，一種是福德資糧，第二種叫做甚麼？智慧資糧，兩種。

那麼，在未見道就已經培養，第三部份的「解行大」已經開始培養了，但培養的

時候就未真的正式培養，見道了你就正式培養，為甚麼啊？見道前都不算是真的資

糧，為甚麼？是啊，這個是有漏的，因為未見道前，那些有漏的東西都不是真正的資

糧，那些見道後無漏的就是真的資糧了，所以從第二地開始，二、三、四、五、六、

七這幾地，這幾地就培養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

這樣其他的小乘，這些資糧是培養不到的，他快要入涅槃了，這個第二地至到第

七地大概就是不還果，即由這個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這些果位的小乘人，但是

大乘就不用這四種果位去講，它就用二地、三地、四地至第七地。那麼，第七地都很

偉大，他的智慧有甚麼偉大呢？這樣，他的福德就快斷了甚麼生死啊？分段生死就斷

了，一過了第七地，第八地就斷了，所以這個福德就斷除了三界流轉的分段生死。那

麼，你的福德就很大了，而且你鍾意去甚麼淨土聽甚麼佛講(經)都可以啊，這樣很偉

大啊，這樣你的福德很大了。

智慧怎樣偉大啊？智慧就可以有相觀與無相觀是可以同時永遠進行，以前不可以

啊！我剛剛講了，在初地的時候與兩種智慧相應，一種叫甚麼啊？「般若無分別根本

智」相應，第二種是「般若後得智」相應，那時起「根本智」，不起「後得智」；起

「後得智」，不能起「根本智」，不能夠同時一齊起的。

但是，在這個第七地的時候呢，就可以同時起的，恆常同時起，不過就要很用

心，很用功夫，就不能夠自在地起的，是很有功夫，下功夫，很用心，這兩種智就可

以同時起了，就不能夠任運而轉，但不任運都好啊，我要加功修行，有功，我加功，

有加功的時候都好過有加功都做不到啊，「有功用住」都好啊！「無功用住」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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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第八地就好了，無功用住，無功用住即是不用加功的，就好像打乒乓波，隨時一

拍就打到了，但我們不是啊，很用心看著那一點，就打到那一點上，那時候就叫做

「有功用住」。不是無功用住，不是任運的，任運就怎麼樣都可以，那個球都打到我

鍾意的那一點的，這樣叫做「無功用住」。

「無功用住」又未到啊，但是這種智慧都很厲害啊！即是有相觀與無相觀同時，

這如何解釋啊？這就是說一方面在證真如，一方面在度生，因為度生要用言說的啊，

用名相的啊，用有相的概念啊！但是，證真如的時候是無相的、是無概念的，那麼這

兩種是同時進行的，這樣就非同小可了，所以他的智慧是不同了，偉大的智慧啊！智

慧只得兩大類，就是有分別與無分別，那麼在第七地就恆常有分別的智慧與無分別的

智慧可以同時進行的，那麼這種智慧就是大智了！這個是大智，不是小智。

那麼，這個就是第五種「大」，這個是「 具大」。「 具」的「具」字是工衆 衆

具，工具是資糧，這種工具使到你能夠成佛，使到你能夠度生的這種工具。這樣第六

種是「時大」，「時大」有很多不鍾意的，可以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的，嘩，這麼久

啊！有很多人不鍾意。但是，大乘的人不怕時間「大」，不怕長時間修行，因為根本

需要度生啊，這樣就多一些時間度與你有緣的眾生，那麼就不怕時間「大」。

所以就說，「謂三大阿僧祇劫修行」，這是指第八地至第十地，第三個大劫的時

間。第一個大劫，就是由初發菩提心，即剛剛講到的「發大心」至到第二，「淨心

大」的初地，這個是第一個無量劫。第二個無量劫，就由初地開始至到第八地，即是

包括二、三、四、五、六、七(地)，那時是第二個無量的時間，所以第八地叫做觀自

在菩薩了。觀自在菩薩為甚麼叫做「自在」啊？剛剛說到有相觀與無相觀可以自在

地、無功用住地現行。第七地做不到，是有功用，有功用就是需要很專注、很吃力才

能發揮到作用的，第七地。第八地是自在，自在變身變土，鍾意變多少個化身都可

以，所以化身未必要成佛才能做到，第八地已經可以做到化身，即觀世音菩薩有很多

個觀世音菩薩的，與他有緣就可以化身度你的，就不只是一個的。所以，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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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觀自在菩薩，有些是男身，有些是女身，因為如果男身得度者，他就變現男身；女

身得度者，他就變現女身。這些是甚麼啊？化身來的啊，化身的觀自在菩薩，這就是

說第八地都可以了，自在的，這就叫做自在。

這樣，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未成佛之前需要一個無量劫，所以一個無量劫的

時間都是「大」。那麼這個第八地呢，這個果位差不多與小乘人得阿羅漢果一樣的功

能，而且超越這個功能，因為得阿羅漢果只是去除了煩惱障，即只是得「人我空」，

即得「人無我」，但未去除盡所知障，未得到「法我空」的，少部分得，不圓滿的，

很少部分才能，即得到很少部分。所以，雖然大家都是得果位相近，第八地的果位與

阿羅漢果位相近，但這果位功能的高低呢，那麼第八地是高的，阿羅漢是低的，因為

阿羅漢只得一半，破「我」就大家一樣，大家都破了所有的「我」，但對所知障的降

伏呢，阿羅漢就不如第八地菩薩。

這樣，最後的「究竟位」了，即七、八、九、十(地)完(成)了，這就成佛了，就

是「果大」。那麼，「果大」就這兩種果，就是究竟菩薩得「大菩提」果，這樣沒有

講「大涅槃」，但是有了「大菩提」，一定有「涅槃」。這就是說「即用顯體」，即

只說這個都夠了，這個是「用」來的，有「大菩提」的「用」，一定有「大涅槃」

(的「體」)，所以「果大」。因此講「大乘」呢，根據《菩薩地持經》的講法就是有

七種「大」，第一種是經教大，這個「教大」；第二是「發心大」；第三，「解行

大」；第四，「淨心大」；第五，「 具大」；第六是「時大」；第七就是「果衆

大」。這樣就與龍樹菩薩的講法有些不同了，因為這種講法全部是依唯識而講，為甚

麼依唯識講？因為這部《菩薩地持經》就是唯識的《瑜伽師地論》的道理。因此，

《瑜伽師地論》又有講，你一對比就是一樣了。這樣你看《瑜伽師地論》，第一種是

「法大性」，「法」是教法，「教大」，是吧？原來這是一樣的，這即是攝菩薩方廣

的教法，方廣即是方等，剛剛我講過了，有時譯做方廣，有時譯做甚麼？方等，即是

大乘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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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第二呢，我們在《菩薩地持經》是「發心大」，在《瑜伽師地論》又是「發

心」，它就不用「大」字，叫「發心大性」，即是「發心大」了，加個「體」進去，

這個「性」即是「體」，發心的「體」是偉大的，因為發大菩提勝願的心。這樣第三

呢，叫做「勝解大性」，那麼「勝解」叫做「解行大」，是吧？即「勝」是殊勝，這

個「勝」不是勝利的解釋，是殊勝的了解，有「解」一定有行為的，要知行合一的，

所以自然有個「行」了，「解行大」，這樣是「勝解大性」，就對「發大性」來講，

就能夠生殊勝的信解。

這樣第四呢，就是「增上意樂大性」，「意樂」就是意向，就有強烈的意向，強

烈的意向就是甚麼啊？就能夠證入真如這樣的意向，叫做強烈的意向。「增上意樂大

性」，這就是說「淨心大」，希望清淨我們的生命，去證入那個諸法實相，證入真

如，那麼這裏就是第四，對向的就是「淨心大」。「意樂」的「意」就是心的意思，

這個心「樂」就是向，意向，意向等於心所希望達到的東西，希望達到淨心。

「增上」即是強烈，強烈意向得到見性、見道，希望能夠見道。這樣，這裏就是

能從見道位之前的勝解行地，證入修道位的初地的這個意向，這個意向叫做清淨的、

殊勝的意樂的境界。這個「地」字代表境界的意思，階位、境界就叫做「地」。這樣

就是說，要從那個加行位進入甚麼？見道位，從加行位境界進入見道位境界。因為加

行位只是勝解行地，「勝解行地」代表甚麼呢？代表未見道的時候，透過了解真理進

入見道，那時你的理解工作的階段就叫做「勝解行地」。

這樣由勝解行地，「勝解行地」包括甚麼呢？包括唯識五位裏面的資糧位、加行

位，透過資糧位、加行位的修行與學習就進入到見道位，那麼，這個清淨的心就叫做

「淨性意樂地」。「淨性意樂地」即是初地，「淨性意樂地」又名叫做初地，見道

呢，他說由初地前的勝解行地去證入修道位初地，修道位初地即是見道位了，因為一

見道就是初地菩薩了，這樣初地菩薩的那個境界就叫做「淨性意樂地」。那麼第五

呢，就是「資糧大性」，這樣在《菩薩地持經》用了哪一個字啊？用了「 具大」，衆

剛剛解了「具」就是資糧的意思，這樣就是從福德資糧、智慧資糧的修習至到十地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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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它那裏只是講七地，但這裏就講多一些，至到十地圓滿的。十地圓滿之後呢，就

能夠證入無上正等菩提，即是佛的大菩提。現在未證入啊！現在就要靠(修習)這些資

糧，將來能夠證入。

那麼第六呢，就是與「時大性」一樣了，上面講「時大」，這就是說需要經過三

大阿僧祇劫修行才證得無上菩提的。那麼第七呢，這個「圓證大性」，「圓證」就是

圓滿證得，圓滿證得就是兩種東西，一個是大菩提，第二是甚麼啊？大涅槃。這就是

說，最終完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這個佛果，這樣就一樣，這樣你發覺《瑜伽師地論》

所講的七點與《菩薩地持經》所講的一樣，不過文字稍有出入，其他一樣的。

為甚麼一樣？因為大家同是那本經、那本論出來的啊！這樣所以大致一樣，哪為

何文字上有些不同呢？因為《菩薩地持經》的譯者與《瑜伽師地論》的譯者不是同一

個譯者，是另一個譯者，這樣因此就變得兩本經的文字有些不同，因為不同的譯者，

所以用的文字不一樣。即使是玄奘法師譯的時候，都未必一樣啊！玄奘法師在這本經

呢，叫做世親菩薩譯，但是另一本經不叫做世親菩薩啊，叫做天親菩薩。玄奘法師都

是這樣啊，因為早期玄奘法師所用的是「天親(菩薩)」，後期玄奘所用的是「世親(菩

薩)」，都是這個玄奘法師啊，他的(譯法)都不一樣。這樣，即時間改變了的時候，它

就不一樣，即就像我講書的時候，我今日這樣講，但過了十年我未必是這樣講。

這就在昨日，我在講「因明」，我講「因明」是我近來研究的心得啊，是與我二

十年前所講的「因明」是不一樣的講法啊，因為是不同的時間，如果現在我所講的與

二三十年前所講的一樣，那麼我即沒有進步啊！這就我的頭是木頭了，是吧？這即是

不同的時間就有不同的講法。這樣另外呢，以前的機與你們現在的機(是)不一樣的機

啊，我就不能夠用以前的方法去講給現在的人去聽，因為對象不同。

這個對象不同的時候，原則上你會問我一些東西的，這樣我們中國人的不好呢，

就不鍾意問(問題)的。如果是那些外國人呢，你預三分之一時間被問吧，你預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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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都可以，問個不停的！譬如你講三個鐘頭，隨你講一個半鐘頭就夠了，留下一

個半鐘頭給他們問(問題)，是這樣的。那麼中國人，個個都坐著不鍾意問的，但是外

國人呢，在外國的華人都鍾意問(問題)，在外國讀書的華人，他們都很多問題的。

因為問是很重要啊！「博學之，審問之」是吧？「審問」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學以問之」，一定要問啊！不問就 因為你沒有理由沒有問題的，你一定有問題⋯⋯

的啊！有問題不緊要啊，不要怕別人笑你，大家討論而已，平等討論，無所謂的啊！

佛在世的時候，那些學生都問佛的；在《論語》裏面，孔子的學生都問孔子啊，是

吧！這樣，問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程序來的，就不用驚(怕)，又不是恥辱來的，是吧？

那麼所以問是很重要。這樣，這裏就是這兩本論講「大乘」的定義不一樣。

這樣第三本論文呢，就是這部《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裏面的《 (大乘阿毘達磨

雜集論)述記》，《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呢，本來《大乘阿毘達磨集論》是無著菩

薩做的一本論，是解釋名相的。這樣，原來有一本經叫做《阿毘達磨經》，現在沒有

了這本經，那麼《阿毘達磨經》呢，現在用遺留的一些內容，就在無著菩薩的《攝大

乘論》裏面，有些頌文呢，就是《阿毘達磨經》裏面的內容來的，那麼無著菩薩就根

據這部《阿毘達磨經》，就寫了這本《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這樣，然後世親菩薩的弟子安慧，就將 人注解《阿毘達磨集論》的那些資料，别

就解釋《阿毘達磨集論》，這樣就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多了個「立雜」的

「雜」字，這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這樣，當玄奘法師譯了這本《阿毘達磨雜

集論》之後呢，玄奘法師的得意門生窺基法師就再造《述記》，造《述記》的時候，

就是述玄奘法師的口義，玄奘法師一邊口譯的時候，一邊講裏面的那些道理，這樣窺

基法師就記(錄)起來，這樣就寫成了這本《(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述記》。

《述記》不只一本啊，窺基有很多本《述記》，有名的最少有三本，最有名的是

那本甚麼啊？《成唯識論述記》，第二呢，這本《唯識二十論述記》，第三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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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述記》，很多本《述記》，而一般講《述記》就是《成唯識論

述記》，因為它出名呀，除此之外還有幾本《述記》，那麼這本就是《述記》，即窺

基所講的。但是這個內容呢，與法藏法師，即賢首法師，華嚴宗的這位賢首法師的

《大乘起信論義記》是一樣的，這處就奇怪了。

那麼就有人懷疑賢首法師也曾入過玄奘法師的譯場，即是賢首法師，未創這個⋯

他是第三祖，他是華嚴宗的第三祖，但他都懂唯識的啊，那就懂唯識的時候，即⋯

《金師子章》都有講唯識的啊，他根本是跟玄奘法師學唯識的，所以他的內容裏面就

「大乘」的定義，就與窺基一樣，一樣的。這裏真是奇怪！這就是說他們以前是同門

了，不過很後生(年輕)，當時這個法藏法師是比較後生(年輕)，不過後來一直到武則

天時都在，這樣是《大乘起信論義記》。

他做了《十二門論》的記文，上一次我們介紹過了，有沒有？有，這樣我們看在

記文裏面呢，《十二門論宗致義記》第二十頁，《十二門論宗致義記》。這就是說，

這位賢首法師是很叻(厲害)的，他又懂唯識，又懂甚麼？中觀，又講甚麼？如來藏。

第二十頁最後一行，法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他又有這個《義記》，《義記》

是記它的義(理)，它的宗趣所達到的義理加以記述。這樣，於是又有七個定義，「大

乘」第一是「境大性」，即了解真理的對境是很偉大的，因為「攝廣大教法為境界

故」，因為大乘所講的教法是超越了小乘，即研究對象，即大乘的研究對象是超越了

小乘人的研究對象。

很簡單的，大乘講幾多個「識」？八個「識」，這樣所以大乘講的「識」是超越

了小乘人。小乘人講幾多「法」啊？「七十五法」，即是《俱舍論》(說的)，是吧？

大乘講幾多「法」啊？「百法」，這樣又超越了。所以這個境界，境界即是研究對

象，這個「境」字就是所學習的內容，它的研究對象是超越了小乘，(這是)第一。第

二是「行大性」，這個「行」字讀「幸(音)」，「行」即你的修行，就攝一切自利利

他的大行，這個「行」字不要讀「恆(音)」，讀「幸(音)」，因為是名詞來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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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發覺很多(讀音)都不正確的，譬如星期六晚，這個誦「菩薩戒」有很多錯字，

那些字讀錯了，這個「復(埠音)字就讀「復(服音)」之類，「行(幸音)」又讀了「行

(恆音)」，是錯的，我不知道是否老師教錯了，還是你自己無心讀錯了，我不是說所

有的，有些人沒有誦戒，有些人誦戒的，我聽到是讀錯了，這樣就不要讀錯了。

我們研究佛學的人應該用精進的心，是吧！不要求求其其(隨隨便便)，做事要認

認真真，這是一個佛教徒應有的態度，種種事都求求其其(隨隨便便)呢，其實不配做

大乘的佛教徒，大乘的佛教徒不怕困難的，遇到困難會解決的，要精進的心，要做到

最好，這個是大乘的精神。那麼第二呢，就是「行大性」，就不是自利的，小乘就是

甚麼？以自利為主，大乘要怎樣？要自利！還有甚麼？利他，甚至利他是超越了自

利，所以釋迦牟尼佛為了隻餓虎，可以怎樣啊？投身飼虎，小乘人是不會做的，是大

乘人才會做，所以「行大性」。

第三(是)「智大性」，智慧大，因為了知廣大的「人無我」與「法無我」，小乘

人只知甚麼「無我」？「人無我」，是不知「法無我」的，這即智慧的一半，這樣與

大乘的智慧不相配。第四是甚麼？「精進大性」，怎樣「精進大性」？三大阿僧祇

劫，不怕死的，不怕流轉的，我透過無量的時間修行，我不捨 生，不捨多生多劫的衆

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我們與他一齊修行的，我們不會怕的，這個是大乘。小乘不是

啊！整日要快些涅槃，快些涅槃！

這樣，所以龍樹菩薩在《菩提資糧道》叫我們千萬不要入涅槃，你一入涅槃就死

症，因為沒有得回頭，因為你已經沒有你自己，你怎樣成佛啊？你成佛是保留你的生

命去成佛，你六十四世就入涅槃了，這樣你就不能再成佛啊，你入了無餘依涅槃就這

麼大了，是沒有了你自己的生命了，所以常常都囑咐我們：「不要入涅槃啊！不要入

涅槃！」是這樣的，這個是「精進大性」，三大阿僧祇劫修行都不怕辛苦的，這個是

第四。第五，「方便善巧」，怎樣「方便善巧」啊？這裏要特別講了，我們不入涅槃

要怎樣啊？我們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我們有辦法，有方便善巧的辦法可以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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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但都不會被流轉生死的痛苦束縛我們的生命，這個是我們的辦法，這個辦法叫

做「方便善巧」。這樣，密宗更犀利啊，密宗有個名句叫做甚麼啊？「以方便為究

竟。」聽過沒有？密宗叫「方便究竟」。

不過，大乘不贊成的，方便就是方便，不是究竟，以方便為究竟，不求究竟(而)

求方便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但是方便是很重要的！方便是我們對機說法要方便

啊。這樣，所以我們不入涅槃，我們本來有能力入涅槃，佛是有能力進入涅槃，即說

四種涅槃佛都有能力進入的，不過有能力進入，但為了方便救度 生，所以不入涅衆

槃。所以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我有辦法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不住生死是怎樣

啊？我將所有的煩惱障、所知障消毀了，就不住生死了。

但是，我培養甚麼啊？這些悲心，大悲心，大覺的心，大菩提的智慧，這樣的時

候就使到我們能夠度生，轉我們的八識成為「四智」，這樣所以我們有方便，又有究

竟，又有方便，就不是只有方便，沒有究竟。「以方便為究竟」是有語病的，不過意

義就沒有(錯)，即說我們很重視方便的意思，即一方面我們有究竟的能力，但同時我

們一樣有方便去度生的。第六種偉大(是)「證得大性」，「證得」，最主要是證得大

涅槃、大菩提。這樣，「大涅槃、大菩提」開出很多名相，叫做證得如來法身，即

「真如」；證得「十力」，佛有十種力量，但我不逐種講了，你自己查那個甚麼？詞

典，查那個《佛光大辭典》，這樣裏面有「十力」(的解釋)；有「四無畏」，佛說法

的時候有很多人質詢他，但佛一一解答，氣定神閑那樣去解釋，有足夠的信心去解釋

所有人的質詢，這個就是四種「無畏」；有「十八不共法」，十八種力量是小乘人與

菩薩都沒有的，佛所獨有，那麼這些功德是「大乘」才有的，小乘人所沒有的。

第七，名「果大性」，即大菩提、大涅槃果，正正式式的除了大菩提之外還加上

甚麼？大涅槃。但是這七個重點與前面差不多的，不過有些更加清楚，譬如講「方便

大性」這一點就特別，即是不入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這一點，那麼其餘是

一樣的。這樣，然後第二十八頁就是「本門中心」，「本門」就指甚麼？就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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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因緣門」，這一點就今日派的講義，派講義裏面就是「觀因緣門」，「正宗分」

就講完了，下面在「正宗分」未正式講，長行發起之前，我們都講「本門中心」。

這就是說，第一門「觀因緣門」的這個重點的中心主旨是甚麼？將這個意義構成

了這樣，他說「正顯一切法緣起，一切法緣生，無實自性，當體即空。」他說，這一

門「觀因緣門」是正確地顯示出一切法都是緣生的，是無實自性的，是無實自體的，

甚麼叫做自性？講過了，凡是外道小乘所執一切法自有、獨有、恆有的那些法叫做

「有自性」。「有自性」是自有、獨有、恆有的，那是否緣生法？那一定不是緣生

法，緣生法就不是有自性，自性就不是緣生，是兩個矛盾詞來的，自性就不是緣生，

緣生就不是有自性，這樣就一切法無自性，無實自性，只有緣生沒有實自性。

這樣，沒有實自性就叫做「空」，所以就是「當體即空」，這個就是「體法

空」。「體法空」，這就是說，當體本身不需要爛的，即這個杯不需打爛了才「空」

的，這個杯就是「空」，現在就「空」，就不需要打爛的，不需要滅了的，這樣叫做

「體法空」。「體法空」，法之當體就是緣生、無實自性，這樣叫做「體法空」。這

個「空」字不是解作無，因為這裏是講「般若中觀」，唯識宗的「空」字就解作無，

這裏般若中觀解釋的「空」呢，就是無實自性的意思。

那麼，我們一開始講的時候(就說)有三個詞語一樣的解釋，第一是「緣生」，第

二是「無自性」，第三是甚麼？「空」，是同義詞，三個同義詞。這樣，這一品是講

一切法是「空」的，為甚麼「空」？因為一切法無自性，為甚麼無自性？因為緣生，

將三個觀念一齊，因為緣生，所以無實自性，無實自性所以叫做「空」。這樣講來講

去呢，就是講一個字，就是講「空」字，所以，「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所以，剛剛說「空」是甚麼來？是共法，所有佛法都講「空」的，包括原始佛

法，包括部派佛法，包括般若中觀，包括法相唯識，包括法性如來藏，都講「空」

的。如果不講「空」呢，就不是佛法了，就是外道。一定講「空」的，看「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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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小乘人呢，「空」甚麼？「空」甚麼？「空」這個「我」，是吧？講「無我」

的，所以「法有我無宗」，是吧？這個「法有我無」，這個「我」是無，無就是

「空」了，「法」是有，「我」是無，這個就是說一切有部的「法有我無宗」，那麼

他也是講「空」啊，不過沒有「空」盡啊，「我」無就不「空」了。「我」是緣生性

空的，所以任何佛法都是講「空」。如果他不講「空」的時候呢，他就不是佛法。

所以這一品裏面講三個觀念：「緣起緣生」、「無自性」，「空」。這樣，既然

講了這三種之後，它與《十二門論》整本論是一致的。那麼，整本論有四個最主要的

含義，叫做具足本論四義。四重含義，第一重是「所破義」，它有一個範疇是講

「破」的，「破」甚麼呢？「破」自性及假名，一切假名你不要執實，一切假名是無

實自性，所以第一點就叫做「所破」。

整本《十二門論》、整本《中論》都是要「破」的，「破」甚麼呢？破那些自

性，執實有自性的人，破假名、破自性，破(這)兩種東西。這樣，所以「空」就是假

名來的，所以「空」都不能執實有，叫做甚麼「空」啊？叫做「空空」，「空」都是

空的，假名而已，不是真實的東西。那麼第二呢，「所申義」，它講明一種道理，申

明一種道理，就是發揮一種道理，發揮一種甚麼道理啊？就是發揮因緣理趣，發揮一

切法是因緣和合所產生的這種道理。那麼，如果這種道理能夠掌握呢，「無教不

申」，所有佛的說法都通達的，因為甚麼啊？因為一切法，緣起這種法呢，是釋迦

(佛)所講說的甚麼法？共法！任何釋迦(佛)講的教法都是講「空」的，所以就「無教

不申」了，就是釋迦(佛)所講的教理，沒有一種是不可以發揮的。

這個「申」(字意)即申明、發揮、說明，即種種都說明的，因為你懂得「空」就

可以說明任何東西。所以，它就有種「所申義」，就是說有種內容，這個「義」就是

內容，內容就是某個 aspect，一面，它內容所破的一面，內容所申明的一面，內容

所暢達真理的一面。那麼，第三叫做「通理義」，通向真理，通向甚麼真理呢？就是

通過因緣法理的這種了解與證入，這種通過因緣法理的理解。這樣，「因緣法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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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呢？在《雜阿含經》有講的，因緣法理就是甚麼？「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

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是吧？又說等於甚麼？「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

色，」乃至到甚麼？「生緣老死」。

或者又是甚麼啊？「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等等，乃至

「生滅則老死滅」，這些真理呢，叫做甚麼啊？「因緣法理」。這樣，於是你能透過

這本論與這一品的內容，使到你通達明白「因緣法理」。那麼通達明白「因緣法理」

的時候有甚麼好處啊？就「覺解諸法是無實自性」，了解到一切法是沒有自有、獨

有、恆有的自性的體。這就是說，悟入了實相，即帶你進入了解這個真如，諸法實相

就是諸法的真實體相，這個「相」字不是(解作)相狀，是體。

這個「相」字有兩個解釋，一個解作相狀，一個解作體。這樣能夠證入體，「通

理義」，即透過這個學習，使到你能夠證真如，不過他就不用「真如」這個名，他用

甚麼啊？「諸法實相」這個名，因為《中論》裏面是用「諸法實相」，他不是用「真

如」，他用「諸法實相」，諸法實在的體相，這樣就能夠證入諸法的體相，這個是自

利的。這樣第四呢，「發觀義」，你可以利他可以自利了，可以作觀，可以入定作

觀，他說「發觀」就是啟發你能夠作觀的力量，他說，「由因緣法理」，由於了解到

「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道理，「正觀諸法緣生性空」的，正確了解一切法是

緣和合所生，無實自性的，於是就產生觀法，於是產生觀「世俗諦」的智慧，又產衆

生觀「真諦」、「勝義諦」的智慧。

那甚麼智慧觀「世俗諦」啊？那種智慧是先有究竟的智慧用方便的角度講出來

的，這種智慧叫做甚麼？叫做「實慧方便之智」。它本來是真實智慧，但方便地說，

這樣，因為釋迦牟尼佛說法，依《中論》講呢，佛依「二諦」說法，第一是「世俗

諦」，第二是「第一義諦」，第一種叫做「世俗諦」，第二種是「第一義諦」。

那麼，第一義諦就叫做實慧的智慧，方便地發揮方便的作用呢，叫做甚麼？實慧

26



方便的智慧，它本來是真實的智慧，但它不是用來證「體」，用來建立名相作觀。作

觀的時候，他自己作觀，還有甚麼？為 生說法，教人作觀。這樣，當你教人作觀的衆

時候，會建立名相，是有分別還是無分別啊？是有分別的智慧，那麼有分別的智慧就

叫做方便智慧。但這種方便智慧不是普通的方便智慧啊！與我們俗人的方便智慧不

同，這種方便智慧的背後是甚麼智慧？是究竟的智慧，它背後是甚麼？無分別的智

慧。這樣，所以唯識宗就好了，先證得這個無漏的「無分別根本智」，然後在這個無

漏的「無分別根本智」之上，再起有分別的智慧，去說法。

那麼，說法就是方便了！所以這個是「有分別後得智」來的，是吧？這個即是

「後得智」，不過唯識宗就說「後得智」，這裏就不識用「後得智」，它叫做甚麼？

叫做「實慧方便之智」，這種智慧是講「俗諦」，要來作觀的，是吧？是概念來的，

證不證到真如啊？證不證到啊？證不到，證不到的！用來作觀而已，它不可證的。它

可以度生，但不可作觀，不是，是不可證真如。那麼第二種呢，這種是「觀真諦」，

「觀真諦」就是證真如，「觀真諦」是真實的真理啊！這個「諦」是諦理的意思，這

個「諦」是不顛倒的道理叫做「諦」，是吧？是沒有顛倒的，不會矛盾的那種真理叫

做「真諦」。

「世俗諦」是甚麼？那些概念，相對的真理。「勝義諦」又叫「真諦」，是絕對

的真理，絕對的真理是「真如」來的。這樣「真如」的時候，是用那種實慧之智，實

慧之智它可以發揮方便的，但現在不發揮方便，方便智慧所依據的真實智慧之智，使

到他證那個「真諦」，證入諸法實相，「真諦」是諸法實相，於是就具有這種智慧

了，這種智慧可以直接證入甚麼啊？諸法實相。亦都是甚麼啊？方便智慧的所依，這

樣方便智慧所依的實相智慧之智來證入真諦。

那麼，這兩種智慧呢，即說(在)唯識宗，第二種(等於)唯識宗的甚麼啊？般若無

分別根本智，這種是吧？可以嗎？跟得上嗎？我用不用寫？「般若無分別根本智」，

有些用「後得智」，有些就說「根本智」，不過用的名稱不同。這樣，因此就回到羅

公所教，我們不要只讀般若中觀，又不要只讀唯識，你這兩方面都讀一下就了解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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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道理，這樣你就不會執「空」，又不會執「有」，就是這樣。他說，「此二智為三

世諸佛之母。」在《般若經》教我們甚麼是諸佛之母啊？兩個字，剛剛講過了，「般

若」啊，那麼般若智即是這兩種般若智，是吧？因為般若就是諸佛之母啊，般若就是

一切佛的母親。為甚麼啊？母親是能夠產生佛的，是吧？生出佛的，那麼沒有般若智

就沒有佛，有般若智才有佛，於是這兩種智是般若。

「般若」(梵文)是 prajñā，這個「r」，prajñā，因為中國的音都沒有這個音的，

因為這個「pr」我們叫做複輔音，複輔音在中文裏面沒有的，中文裏沒有的複輔

音，consonant，兩個 consonants 走在一起，有沒有啊？中文有沒有？沒有的，中

文沒有這樣的「pr」音，一是「br」、一是「re」就有，「pr」就沒有的，因為中國

裏面沒有這個音的，所以翻譯做「般」(音：波)，「般」(音：波)就是「巴」，因為

這個「般」字在舊時譯作「巴」，這個「若」不是「藥」 (音 )，「惹」 (音 )，

「jñā」，這個時候，這個等於《般若無知論》那個「般若」，這就是我們剛剛講

的，一個叫做「方便實慧之智」，與「實慧方便之智」這兩種就是「般若」。

但是，在《中論》裏面沒有用「般若」這個字(詞)，這個字(詞)沒有出現過，

「真如」這個字(詞)又沒有出現過。在唯識宗呢，般若證真如，是吧？但不知為何在

《百論》裏面沒有這兩個字(詞)，在《中論》裏面沒有這兩個字(詞)，在《十二門

論》都沒有！那麼，我不知道為甚麼了，但是，《般若經》是有講「般若」的，但是

他懂《般若經》啊！這就是說，這三本論要來對付小乘、外道的，因為不需要對小乘

講「般若」啊，因為他們不需要「般若」啊，大乘根機的人才講「般若」的。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研究的結果就發現，這三本論都是用原始佛教的觀念去講這

個「中觀」的思想，是沒用到大乘佛法所用的詞彙，很少用大乘佛法的詞彙，所有的

東西是以前有的，就是配合到小乘人的思想，就不是用大乘，這樣。那麼，我們今日

就到此，今日就派了的新講義與派了這張表，這張表我們看到那個「序分」就有五部

份的，是吧？剛剛我們講完了。那麼，你看回這個表就知道我們(講)的《十二門論》

28



是怎樣做的，這樣我們下一堂講「甲二、正宗分」的「乙一」，這個表就是第一門的

科判，是這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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