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智而超！空了它！「亦無無明盡」，會解了吧！聽得明白嗎？聽不聽得明

白？講不講得出來呢？現在那些某某佛學社，就好像雨後春筍一樣那麼多，是吧？我

昨天算起來，新鮮熱辣的就有七、八家出現了。收費的、收錢的就有法住學會，是

嗎？收錢，很貴的，三百多元，十二堂（課）三百多元，是貴了點。還有收錢的，有

新亞研究所畢業的，那個吳傑超，是嗎？吳傑超，有一班人組識了一個甚麼呢？貼在

一些海報，甚麼大學程度的佛學講座，真是核突（噁心）！佛學講座何需大學程度

呢？是嗎？不需要的，我覺得不是說不行，若說這個講座是給大學生程度的人聽的，

不是說不好，如果我大學程度都沒有，那會好尷尬的，怎麼進去聽呢？是嗎？覺得有

點核突呢！

現在新鮮熱辣的，就有一個叫做甚麼呢？在北角的佛教圖書館，是嗎？佛教圖書

館有一個佛學班，你看一下今日《明報》，買張《明報》看看，星期二的《明報》刊

登出來，星期二的《明報》，下星期二《明報》會刊登出來，我剛才已看過了那篇

稿，免費佛學班，那個班在講課的（講師）是有演講費收的，好像法住（學會）一

樣，講課的是有錢收的，北角的那個（學會）。你們新亞的，中文大學都是新亞的，

是新亞的，馬少雄，新亞研究所那個，馬少雄都在講，最後他講。任義建是香港大學

畢業的，他也在講。還有一個是公專畢業的，叫做區潤樹，也在講，這三個都在講。

還有一個是浸會畢業的李樹榮，搞了間叫做解行佛學社，專門租太空館、某某文化中

心，租那些地方來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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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決定了，我看見那些人搞得這麼興高采烈，也要搞一個，我就會在那

個，糟糕了，哪條叫甚麼道呢？哦！大坑道，香港大坑道，佛教真言宗居士林，那個

女（居士）林，由居士林的女林和法相學會合辦一個甚麼呢？我今早就決定了名稱，

「佛典導讀的講座」，我要和其他的不同，我要把佛教一本一本的經來導讀。現在的

人常常講（經），講完後，聽完後，好像看了一本小冊子一樣，好像看了一本《佛學

概論》一樣，這樣沒有用。我要整本經讓他讀，或者整本論讓他讀，特色就是這樣。

我包了開頭來講，講甚麼呢？我講的沒有人肯講的，我講的是《成唯識論》。

我不怕沒有人聽，我講《成唯識論》一定有人聽的，我先講，大概呢，盡快開始

講，極快也要一個月，很好的地方，居士林的女林，那個課室，畀一個禮堂給我們

講，每個星期日，那個禮堂有這處的一、二、三，有三個這處那麼大的課室，可以坐

得下百多人，有四個這麼大，可以坐得下百多人。這麼好的地方讓我講，又不用收租

的，若是去太空館、去大會堂是要付錢的，我又不用付錢，所有雜費開支都由它支付

了。我出人講，我出人講就不像佛教圖書館那樣有演講費的，我是沒有畀演講費的，

要來講就講，不來講就作罷。我先講，要講的話，我是要挑選過了才能講的，是啊，

若是你對（這題目）沒有研究，我是不會讓他講的。

好多啊！好多這類型的！好了，說回這裏，「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已講

了。好了，有人說「四諦」是有的，原始佛教「苦集滅道」，他答，當你證得空性的

時候，「四諦」是沒有的，「四諦」都是假設的，並不是實有，「無苦集滅道」。其

實，甚麼叫做「苦」呢？這裏開始就是「苦」了，「識」，「名色」，「六處」，

「觸」，「受」，「愛」，「取」，到「觸，受」這段為止，就是「苦」了。人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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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美）滿的，記住，佛家的「苦」字，並不是很痛苦的「苦」，而是不能美滿的解

釋而已。佛家的「苦」字解釋很廣義的，不美滿是「苦」，苦者，我們現實的不美滿

的人生就叫做「苦」。

為甚麼叫做「苦諦」呢？「四諦」，諦者，實也，實事實理就叫做諦。人生是苦

的，確是實實在在，不是假的，叫做「苦諦」。即是有苦的人生，換言之，即是有苦

的「五蘊」，有苦的「十二處」，有苦的「十八界」，這個就是苦的人生，「苦

諦」，「苦諦」不是憑空而來，是有一種力量招集而來的，由前世的「無明」和前世

的「行」，招集了今世的「苦」。這個由前生的「無明」等和業，而招集今世苦的人

生確是事實，這個道理確是實在的，這樣就叫做「集諦」。這樣，「苦諦」就是苦的

果，「集諦」就是苦的因，這就是一重因果。然則，我們的「苦」是實在的、死板

的，不能改變的嗎？

他說不是，可以吹滅，熄滅了它的，「滅諦」，我們有涅槃可以證的。如果當我

們證得涅槃的時候，「苦」的因，那些「無明」和「行」就會滅了。「苦」的因一

滅，「苦」的果，「識」、「名色」、「六處」也跟著滅了。「苦」的因滅，「苦」

的果也滅，那時就是一種沒有「苦」的狀態，沒有苦就沒有人生，豈不是都毁滅了？

他說不是。那時候，小乘就叫做「自性涅槃」，大乘就是甚麼？就叫做證得法身，就

是說那個宇宙的本體，你的小我融歸宇宙本體，說句不太貼切的話，我們的小我，打

破了小我，和這個宇宙本體合一。當我打破小我，和宇宙本體合一的時候，就是一個

永恆的世界，永恆的人生，這樣就叫做「滅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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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滅諦」怎樣得到呢？只要你肯「修道」就可以了。那甚麼叫做「道」呢？

這樣，「三十七道支」，「三十七道支」就叫做「道諦」。廣說就是「三十七道

支」，「三十七道支」是甚麼？你查字典就會知道，「四念住」，四了，「四正

勤」，又四，就八了，「四神足」，又四了，三四就十二，「五根」，那是多少？你

相加起來，加上「五力」，加上「七覺支」，加上「八正道」，總共三十七種。這個

修道的節目，就是廣說的「三十七道支」，略的話很多人說，到最後都不過是「八正

道」。「八正道」，樣樣都是正的，邪的不要做。

正語，說話要正，就是那些罵人的粗言穢語，或者調戲別人的話不要說，正語。

正業，一切身的行動、語言，一切活動，不合理的不要做，正業。正命，命即活命，

活命的方法，即是甚麼？職業，活命，求活命的方式，不就是職業？正當的職業，不

要偷呃拐騙。正語，正業，正命，正定，不要修邪定。正思惟，佛家的思惟兩字當作

意志，我們的意志不要亂，要合理。正精進，我們要勤力，要精進，但不可勤力做壞

事，對好的事要精進。正語，正業，正思惟⋯⋯夠了嗎？八種，如果不夠的話，一會

兒查查詞典，「八正道」。這樣就是「八正道」，如果你能夠這樣的話，自然你會涅

槃的。如果你證得空性的時候，你就知道那「四諦」都是幻的，「無苦集滅道」。

這樣，有人會這樣說，成佛就得到了最高的智慧，最高的智慧叫做大菩

提，Bodhi，Bodhi就是覺悟，大的覺悟，就是大菩提，就有了，得到涅槃，修行你

會得涅槃的，那麼，得到涅槃這回事也是有的。他說都沒有的，在空性裏沒有所謂智

慧，也沒有所謂涅槃，沒所謂菩提，也沒所謂涅槃，「無智亦無得」，智是指大菩

提，得是指大涅槃，都沒有的。只有空性，由空性顯現成為幻象，那些幻象，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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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都是幻的，「無智亦無得」。這樣，這處一段，整段都是在《大般若經》裏抄出

來的，來，我寫給你們看。我都不明白，為何那些人注釋《心經》，常常注釋《心

經》，他不告訴別人哪一段在《般若經》抄出來，他只講這是《般若經》最精要的地

方，將《大般若經》撮要出來的，就只是這麼講。你要講的啊！你要講在哪一段撮出

來，在第幾卷撮出來，都不講的。可見，好多那些注釋《心經》的人，好多都沒有讀

《大般若經》，當然是指那些近代的來說。你將這些寫到「無智亦無得」那處的下

面，那個注（釋）的下面就對了。很長的，我都是這樣，紅色字是這麼多了，我寫給

你。「鼻、舌、身、意」⋯

斷「煩惱障」就證得大菩提、大涅槃。真涅槃，就是在本體裏面，我們的人生本

體或是宇宙本體裏面，那種不紛擾的無為的狀態，就叫做涅槃。那種狀態，也就是我

們生死輪迴都平息了，那時候的狀態又是「滅諦」。你想證得大菩提，應該斷了「所

知障」，不是，是斷了「煩惱障」，煩惱障者，就是以我執為中心，圍繞着我執，所

有那些貪、嗔、慢等等的煩惱一切，那個集團叫做煩惱障。這個集團就令我們生死輪

迴，就是這個「煩惱障」了。這樣，如果你斷了「煩惱障」，斷盡了「煩惱障」就叫

做阿羅漢，Arhat，就不能夠成佛的，成佛還要斷了「所知障」，斷了「所知障」，

就證大菩提，菩提者，即是覺悟。

甚麼叫做「所知障」呢？就是以法執為中心，加上與法執有關的其餘的煩惱，例

如貪、嗔等，這些煩惱，這堆東西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就叫做所知障。所知者，

是指真如，對真如，對我們所應知的真如，障礙我們，令我們對真如不能夠圓滿證

得。現在所謂「無智亦無得」者，就是在這空性，這真如裏面沒有所謂叫做大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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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得」，在空性裏面亦沒所謂大涅槃，「無智亦無得」。這樣就明白了吧！甚

麼叫做大涅槃，甚麼叫做大菩提，都明白了嗎？當你明白了之後，你要再進一步了

解，所謂大菩提，大涅槃就容易解（釋）了，大菩提就比較複雜一些。大菩提，在大

乘的兩派佛教裏面，大乘的佛教不外空、有兩派。

那麼你會問，天台宗呢？華嚴宗呢？只有空、有（兩宗）嗎？答案是這樣的，天

台宗不過是空宗，即是中觀宗的進一步發展而已。是嗎？所謂華嚴宗不過是唯識宗的

進一步發展，都不外乎空、有（兩宗）。這樣，對於大菩提的內容是怎樣的呢？空宗

和有宗是有不同的講法，空宗的講法就根據《大般若經》，根據《大般若經》是怎樣

講的呢？所謂大菩提者，內容包括三種東西：第一，一切智；第二，道相智；第三，

一切相智。三樣智的總和就叫做大菩提。三種智者，第一種，一切智，這個「一切」

兩字，你不要望文生義，不要以為一切智就是甚麼都知道的解（釋），所謂一切智

者，是這樣的，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無（我）⋯了解這種道理，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

沒有那個「補特迦羅我」的，能夠了解，而且能夠體驗到，這樣的智慧就叫做一切

智。

現在要解釋的是甚麼叫做「補特伽羅我」，「補特伽羅」譯作「Pudgala」，

「Pudgala」梵文，「Pudgala」譯做人，或者譯做眾生，譯做眾生，現代的人很多

譯做靈魂，靈魂，如果嚴格地譯，譯做人，譯做眾生，譯做靈魂都是意譯，如果直譯

呢？「Pudgala」應該譯做「數取趣」，「數」就是屢次屢次，即是「Several

times」多次多次，「取」，投入，「趣」就是六趣，屢次屢次都在六趣投生來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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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主體，這個輪迴的主體就叫做「Pudgala」，譯做人。一切東西，無論是死

物、生物、動物、植物等等都沒有一個「Pudgala 我」。這個「Pudgala 我」，在

我們中國舊時好多佛經、佛書裏面都譯做甚麼呢？「無補特加羅我」就譯做「人無

我」，即是沒有個人的我。又叫做甚麼呢？「生空」，又叫做「人空」，個個都沒有

實在的，沒有一個實在的靈魂的。

所謂生空、人空、人無我，即是「補特迦羅無我」，無「補特迦羅」我，不只那

些死物、那些礦物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連那些動物都沒有「補特迦羅」的我，這

種情況就叫做「補特迦羅無我」。這個「補特迦羅無我」這句話是宇宙萬象裏面任何

一種（東西）都不能離開的，種種東西都是「補特迦羅」無我，這個杯沒有一個「補

特迦羅」我的，這個櫃桶、這個櫃沒有「補特迦羅」我的，這個人也沒有「補特迦

羅」我的，那個人也沒有「補特迦羅」我的，那個佛都沒有「補特迦羅」我的。這

樣，這個「補特迦羅」無我，是遍於萬物都有的，能夠了解這種情景，了解這個「補

特迦羅」是「無我」的這種情景，我們就叫做了解「補特迦羅無我」了。

了解，在普通概念上的了解，不算是真了解的，要怎麼了解呢？要直接體驗到確

是沒有這個「我」的。那麼，怎樣體驗呀？當直接體驗的時候，沒有概念的，沒有概

念的，要怎樣呢？一定要坐禪修止觀的，修止觀的時候，修止觀裏面，普通在第四

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在第四禪裏面修觀，修這個「補特迦羅」的無我觀，

就是觀甚麼呢？我們每個眾生，自己或者他人，都是「色受想行識」五堆東西，「五

蘊」假合而成，並沒有一個「補特迦羅」，不止我這個有生命的人無「補特迦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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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連我這「五蘊」的每一蘊都沒有「補特迦羅」的我，明不明白？這樣，在（修）

觀時，於是就把這「補特迦羅」的我在定中空了，空去了，沒有，沒有，沒有了。

觀至成熟，總會有一天，你在第四禪裏面，就好像豁然開朗，真是找一個「我」

是找不到的，不覺得有個自己的，那時候就叫做甚麼呢？證得「補特迦羅」無我了，

就叫做證得人空的真如。明不明白啊？證得人空真如的時候，如果你（是）小乘的人

呢，當你證得人空真如的時候，你就叫做「預流果」，「預流果」，你是聖人了，最

初級的聖人，這樣之後，證得「預流果」還要不要輪迴呢？我們已經證得「補特迦羅

無我」了，要不要輪迴啊？要不要？你說要不要？證到了，譬如你旁邊那位出家人，

今晚證得了（預流果），你估（計）他還要不要輪迥呢？要不要？要，要，為甚麼

呢？因為他入定的時候證得了，出定後依然故我，肚子餓一樣要吃飯的，是嗎？疲倦

的時候一樣要睡覺，沒有辦法的，不過他的過人之處是他入定了可以體驗那個「補特

迦羅無我」，這樣他就證得「預流果」，即「初果」。

那麼，證得「初果」，出定之後還會不會執著有個「我」啊？不會了！那種分別

我執沒有了，分別我執沒有啦！但是，我執不只有分別我執，還有一種俱生我執，俱

生我執是怎樣的呢？莫知其所以然，我們常常說：「我無我的！我無我的！」怎樣說

都好，但身邊有人用手肘撞向你，你會說：「豈有此理！」你會這樣的，為甚麼啊？

你在保護這個「我」啊，你傷了我啊！這種是沒有意識的，沒有理由，沒有理性的，

與生俱來的，這叫俱生我執，（它）動都沒有動過，在證「預流果」的時候，只是證

到了沒有分別我執，沒有的，沒有的，沒有一個「我」，「我」是假的，你不要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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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聖人，證得「預流果」很了不起了，只是如此而已。明白嗎？好了，他要怎麼做

呢？

他要修（行），繼續修（行），常常修止觀，修止觀就要，修觀的時候就用「無

我」的智慧，時時（現）起，時時（現）起了，就將那些煩惱，將那種俱生我執鏟

除，慢慢鏟除，慢慢鏟除，好像磨鐵，磨鐵成針一樣，將它常常磨練，常常練習，練

習得多了，就是說那種我執將起未起的時候，立刻用「無我」的智慧去挫折它，挫折

得多，就令（我執）功能弱到極了，不能再起頭，談何容易啊！完全不起的（我

執），那就是阿羅漢了。那該怎麼辦？先這兩步，挫折那個俱生我執，俱生我執之

中，有一種俱生我執，和我們的飲食男女之欲，那種飲食男女之欲就叫做欲界煩惱。

色界就沒有飲食男女之欲的，（屬於）欲界的。

這樣，一有了我執，就伴隨著飲食男女之欲而起了，若修止觀修得多呢，修「無

我」觀修得多，那種飲食男女之欲，讓它削弱三份一以上了，換言之就是甚麼呢？他

食黃豆也滿足了，不一定常常找魚翅食的，是嗎？他娶個老婆已經夠了，不會搞三搞

四，甚至到連老婆都不用娶，他也可以捱過一世的，這樣的人，就是說飲食男女之欲

已經淡了三分一以上了，他這種人死了以後，死了以後，死了以後仍然要輪迴，他輪

迴的時候有限度的輪迴，那麼怎樣是有限度呢？死了之後，去天或者人（間）做一

世，普通是上天，生天一世，生天一世之後呢，再來生人間一世，一往來啊！這樣一

往來之後，第二世他就會證（得）「阿羅漢果」，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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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一往一來還繼續修行的，是吧？如果他不繼續修行，就不在這例了，普通

而言，他慢慢地修行，一往一來之後，他就證得阿羅漢果，入涅槃了。但是，如果他

很努力，例如他這一世，譬如我今天證了「預流果」之後，我再修行了三年，我就已

經做到「一來果」了，把那些欲界煩惱削減三分一了，我死了以後，一往一來我就證

「阿羅漢果」了。是嗎？那時候鏟除的俱生煩惱，俱生我執和俱生的欲界煩惱，這樣

三年之後，如果我證得「一來果」，我一往一來證得，如果我條命很長的，再過三

年，之後我連那一點點的飲食男女之欲也全部鏟除掉了，連那些俱生的煩惱也鏟除

掉，我就根本沒有飲食欲，也沒有男女欲，那時候縱使我死了，想生（在）欲界也不

能生了，沒有欲界煩惱，不能夠生（在）欲界了。

如果那時候，能不能成為阿羅漢呢？還不能，（因為）沒有欲界的俱生煩惱，

（還有）色界的煩惱沒有除掉，見到美色，美的色，見到美的畫，美的山水仍然

（會）貪愛，或者入定舒服會（貪）愛，所以仍然有（貪）愛的，不過，就不是飲食

男女之愛而已。這樣，他仍然要怎樣呢？未得涅槃，就不要死掉了，如果他不死再過

幾年，修（行）幾年，很努力（的話），他就連色界、無色界的煩惱也一起鏟除掉

了，這樣他就涅槃了，就成為阿羅漢了，即生成為阿羅漢了。如果命不夠長，證得了

「一來果」，即是還有一往一來就死了，那又怎樣？死了就要一往一來了，是嗎？

如果一往一來證果了，但他仍然還未死，那又怎樣？再過幾年，所有飲食男女之

欲全部都鏟除掉，那會怎麼樣？不會再來了，叫做「不還果」，「不還果」就不能再

生在欲界了，但會生在色界。是嗎？如果我命長的，我沒有死，再過十年八年，或者

再過兩三年，我連色界、無色界的煩惱都鏟除掉了，我今世就入無餘涅槃了，不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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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色界，色界生在哪裏？色界生在叫「淨居天」，這些叫做「淨居天」的人，好多

有神通的，這些人，在「淨居天」那處修行，普通修一世，或者多世，就證得「阿羅

漢果」，有些是這樣。還有一些，這些好怪的，證得了「不還果」，又未證得「阿羅

漢果」，他照道理應該去「淨居天」再過一世的，是啊，但是有些利根的，他會怎麼

樣？

都還沒有投生，一個人死了之後，都有個中陰，中有的，他在中有處遊來遊去，

在中有裏面，他平常時時修定的，修止觀的，他就在中有處修止觀，在中有修止觀的

時候證得了「阿羅漢果」，全部鏟除掉了色界、無色界的煩惱。這種是很利根，都不

用投生的，這種叫做甚麼？「中般」，中就是中有，在中有身裏面般涅槃了，不用投

生。還有一些根性沒有那麼利的，在中有裏面沒能夠般涅槃，沒能夠入涅槃，那麼他

會怎樣？投生了，化生在「淨居天」那處，或者在色界其他天也不定，一生，一出

世，他不用入母胎的，一生了，一現出了形，現出了天界，色界天的身，即刻就入涅

槃了，一初投生就入涅槃，這種比較「中般」鈍一點了，這些就叫做「生般」了。

糟糕了，我講着講着就講偏了，本來我講「一切智」，要不要說完它呀？要不要

呢？講完它呀，多些橫枝無所謂，是吧！反正（有）大把時間，是啊！有時候你聽這

些東西，有很多東西都要很費時才查得到的，你查字典都要這個查了又到那個要查

的，我無意中就全講出來了。那些是「生般」，有些一出世都不能（證果）的，那些

又鈍一些了，那要怎樣呢？不用怎樣的，到出世了悠悠游游的，在色界做一下眾生，

時時入一下定，不用很吃力修行的。這樣，他在色界裏面不會很久，出世了沒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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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入涅槃了，成阿羅漢了，這些叫做「無行般」，不是無品行的解釋，不用怎樣修

行，那叫做「無行般」，那些（證得）「不還果」的，「無行般」。

有些又鈍些的，另外有些鈍些了，很吃力地修行才般涅槃的，那些叫做「有行

般」。有些一死了之後，直接生在色界天，生在「淨居天」，在那處修行不是很久，

又不是很快，又不是很慢，在那處過一下，修行一下，他就是「直超」了，這些都是

「直超」了。還有一些，蠢一點的，怎樣呢？半超，他生在色界，他不能直接到第四

禪天的，他要怎樣呢？生在初禪天過一世，在那一世裏要修行，修止觀，修完一世

了，跳上第二禪天是不行的，初禪天有好幾層天，跳一層又一世，再又跳又一層，跳

上第二禪天（又）一世。第二禪天有好幾層天的，跳一層又一世，到最後，跳了五、

六層之後呢，剛才所說的叫做「全超」，是嗎？一下就生去「淨居天」了，「全

超」。這種叫做「半超」。

還有一種最差的，叫做「遍歿」，這種要入胎，即死了，在欲界，他死了之後，

生在色界最底那層天，在這處過一世，在這修行一世，又上一層天，又修一世，又修

一世，總共三十層天，層層天他都要過一世，過到第四禪天，即是過了二十多世，他

然後才能證得般涅槃的，那種叫做「遍歿」，逐層天，層層天他都死過了，「遍

歿」，那些都是「不還果」的。總之這些都是小乘聖人，四果的都是小乘聖人，這些

小乘的聖人，個個都一定證得甚麼呢？「一切智」。

即是證得了沒有個人的「我」的這種智，這種智就是小乘的人一定要有的，沒有

就不能證得「阿羅漢果」了。所以叫做「一切智」，不是說甚麼都（認）識的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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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甚麼都（認）識的那種智，就叫做「一切智智」，多一個「智」字，「一切智智」

即是無所不知，你們初看《般若經》，就會被這些搞到頭暈了，忽然間就「一切智

智」，忽然間就「一切智」，忽然間就「一切相智」，搞得你亂籠（亂套）了。你現

在這樣就聽得明白，這個「一切智」即是「人無我」這種智，體驗到的那種無漏智，

小乘人必須有的，「預流果」以上就有的。

好了，所謂「大菩提」就包括「一切智」，阿羅漢就有了，現在我問你，阿羅漢

有（一切智），佛有嗎？有！因為肯定要有的。譬如你有一百萬元身家，你在李嘉誠

處打工，在他的店鋪，李嘉誠有沒有一百萬身家呢？他肯定有了，是嗎？是的。這

樣，所以佛也有（一切智），菩薩有沒有呢？一個菩薩，大乘菩薩，發了菩提心之

後，一路在修行，已經見道了，但是未成佛，有沒有呢？有沒有？有！但是不一定齊

全，是嗎？譬如那個修得高的就齊全，低的就差一點，如果連見道也沒見道的，就沒

有了。是吧！那你明白了，「一切智」明白了。是嗎？

第二，就是「道相智」了，「相」者，就是相貌，「道相」即是修道的相貌，這

種是甚麼智呢？不是指小乘的，是指大乘菩薩，發了菩提心之後，一路修行，以至到

成佛，中間在這個由發菩提心一路至到成佛，在這個歷程裏面，所有的智慧，未到佛

的境界的這種智慧，這些就叫做「道相智」。就是了解修道的相貌，「道相智」，

「道相智」應該是包含「一切智」，但是菩薩有很多，有高級的，有低級的，低級的

就要學「一切智」，高級的居然有了「一切智」，明白了？那為什麼菩薩要學「一切

智」呢？菩薩呢，你要度眾生的嗎？剛剛有些是小乘的根器，難道就「我不度你」了

嗎？這樣的嗎？所以你都要懂「一切智」。「道相智」，「道相智」呢？這「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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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字是唐玄奘法師譯的，如果是後秦的鳩摩羅什譯的，就不是譯作「道相智」的，譯

做「道種智」，種類的「種」，「種」字和「相」字有甚麼分別？「相」即是

「種」，種相，「種」者又是種種相，所以譯做「種相智」也可以，譯做「道種智」

也可以。

第三種就是「一切相智」，怎樣叫做「一切相」呢？能夠說一切法的相貌，說出來

給你聽的，教你的，說一切法的相狀的那種智，說得這麼誇大的，當然是最高的智，這

是佛的智慧了，佛所獨有的智，佛能夠說一切法的相狀，佛的智慧是未成佛的人所沒有

的，是他才獨有的，就叫做「一切相智」。鳩摩羅什譯做甚麼呢？「一切種智」，你們

常常回向，「普願法界眾生，普願一切眾生，普願法界眾生圓成一切種智。」，「一切

種智」。這三種智加起來就叫做大菩提，如果小乘的人，小菩提就只有「一切智」。其

實，在佛來說，就是一種智就夠了，「一切相智」就包含「道相智」在內，是嗎？「一

切相智」又包含「一切智」，所以你說「大菩提」即是「一切相智」也可以，你說「大

菩提」是三種智的總和也可以，那甚麼叫做「大菩提」識了吧！

但涅槃就是大小乘都一樣的，不過大乘人就不入涅槃，可以入但他不入。好了，

這空宗，即中觀宗的人解釋「大菩提」，天臺宗也是一樣，天臺宗也是說這「三智」

的。唯識宗，即是有宗又怎樣說呢？它不講這「三智」的，有宗它講甚麼呢？講「四

智」。「四智」是怎樣的呢？「四智」，普通人，即除了佛以外，個個眾生都有第八

識，佛的第八識是完全無漏的第八識，眾生的第八識是有漏的第八識。那我們，當我

們成佛，正式成佛之前的一刹那，成佛之前的一剎那，那個剎那，我們有一種很強烈

的無分別智出現，這種強烈的無分別智，就把我們的有漏第八識裏面，所有那些殘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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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漏種子一剎那消毁了，第八識裏面全部的有漏種子消毁掉了。好了，當全部有漏

種子消毁掉後，就第八識也沒有了，為甚麼呢？

第八識也有第八識的種子，第八識是有漏的，第八識的種子都是有漏的，全部有

漏種子都消毁掉了，就連我們有漏第八識的種子也消毁掉了，那時候我們的有漏第八

識就停了、消滅了，但那個消滅了的有漏第八識，那種無分別智只可以消毁有漏的東

西，它不能消毁無漏的東西。那些眾生，如果他可以成佛的話，他就有一個無漏的第

八識種子，就寄存在我們的有漏第八識，當我們那種強烈的無分別智起，消毁掉那些

有漏種子的時候，它消毁不了那些無漏種子。無分別智只可以消毁有漏的東西，它不

能消毁無漏的東西，好像火可以燒乾了水，火可以燒燶東西，但是火不能夠燒回火

的；水可以浸死很多東西，但是水不能夠浸死水的。所以無漏智起，那種無分別智起

了，只可以消毁掉有漏的東西，不能夠消毁那無漏的種子。

這樣，當有漏種子全部沒有了的時候，有一個真空狀態，由這一個剎那，那些無

漏第八識的種子就爆發了。一爆發之後，就有一個第八識了，這個第八識是無漏的第

八識，就叫做「菴摩羅識」，「菴摩羅識」，《楞伽經》叫它做「菴摩羅識」，這個

「菴摩羅識」，真諦法師就改它的名字叫做第九識，其實沒有第九識，為甚麼呢？第

八識的有漏（種子）沒有了之後才出現的，是嗎？不過只是無漏第八識而已。這樣，

我們的有漏第八識，就沒有那種，智者，即是一種決擇力，（我們）沒有的，我們平

時的第八識是機械的，沒有決擇力的，沒有判斷力，所謂智即是判斷力、決擇力，沒

有的，平時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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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個無漏的第八識起了，那個無漏第八識裏面有一個智慧跟著它，所不同

的就是這一點，有漏的第八識是無智的，無漏第八識是有智的，這個智叫做「大圓鏡

智」。現在人人都說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是一句很簡略的說話，是不對的，這

句話。怎麼樣轉啊？好像變戲法那麼轉嗎？不是啊，是消毁了第八識有漏種子，那個

無漏的第八識種子鑽出來爆發了，不是轉，所謂轉即是變換狀態，不是說轉化那樣。

那時候就叫做甚麼？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只是轉第八識嗎？應該改做甚麼呢？

毀滅了那個第八識，毀滅了那個有漏第八識，成無漏的第八識，這個無漏的第八識就

有一個心所，叫做智，叫做圓鏡智，跟著它一齊起的。就是這麼解釋。那為甚麼叫做

圓鏡呢？

理由是這樣，第八識是遍於宇宙的，不是在一間房子裏面，也不是在一個身體裏

面，整個宇宙，充塞宇宙的第八識，那個智是跟著識的，是嗎？那個識，那個第八識

既然是遍於宇宙的，那個智都要遍於宇宙了，是嗎？也是充塞宇宙的，因為充塞宇

宙，它又是靈活的，它是智，智慧是靈活的，充塞宇宙而又靈活的，因為充塞宇宙，

所以猶如圓了，整個圓體，因為它是靈活的，所以叫做鏡了。它這種智就叫做圓，大

圓即表示它充塞宇宙，鏡即表示它靈活。這樣第八識，那時第八識有一個智跟著，那

個第八識好像甚麼呢？一個很好的總統，而那個智呢？即是一個很好的內閣總理、首

相，跟著他，這個首相非常之聰明伶俐，你可以怎麼（理解）呢？

第八識這個「菴摩羅識」猶如是甚麼呢？一個很好的君主，但是鈍鈍的，好像阿

斗一樣，這個大圓鏡智呢？一個很好的首相，好似諸葛亮。就不是轉第八識成大圓鏡

智，你會說自古都是這麼說呀，他為了簡單才這麼說的。這個所謂大菩提者，包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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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圓鏡智，不只是個智的，應該要怎樣呢？大圓鏡智（相應心品），《成唯識

論》是這樣說的，有一個大圓鏡智直接與它相應的，相應者，英文叫做

「Connected with」，和它關聯、連繫的，那個心品，品即是一個集團，那個心的

集團，第八識那個心的集團，是甚麼呢？就不是叫大圓鏡智這麼簡單的，整個集團，

所謂大菩提，主要就是這個。

其次，第二了，這個無漏的第七識。我們的第七識是有漏的第七識，有漏的第七

識常常執著（有）個「我」，在我們的心靈深處常常覺得有個自己，好像現在的精神

分析那樣，我們的潛意識裏面常常有個自己，這個第七末那識。我們的第七識常常覺

得有自己，自己才是最好，其他人總是不及自己的，就變得不平等的。這樣到你成佛

之後，那個有漏的第七識常常都不平等的，消毁掉了，一消毁了，那個無漏的第七識

爆發，這個無漏的第七識和那個有漏的不同，它怎樣呢？無漏的第七識有一種智跟著

它起，有漏的第七識都有智的，但這個智是衰智，那種壞的智慧，是怎樣的？

常常都有個「我」啊「我」的，甚麼都要利益「我」才行，利己的。這個無漏的

第七識，它有那種智，那種智叫做「平等性智」，自他平等，不需要一定要覺得自己

最好，自他一樣，常常有種這樣的智起。這樣，第七識在識內有個智，叫平等性智，

跟著它起，所以它這個集團，第七識這個集團叫做「平等性智相應心品」。佛之所以

和眾生不同，是因為他修養的結果，他是自他平等。為甚麼他會覺得自他平等呢？因

為他那個第七末那識不覺得有自己、有個「我」。明不明白？你聽不聽得明白？這

樣，所謂大菩提者，又包括了（平等性智相應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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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的第六意識是有智慧的，可以觀察很多東西，但我們時時會觀察錯誤

的，是嗎？明明想要借錢，不知道借不借得到，想想你自己都是沒有甚麼錢的，借都

借不到的，但我明知道借不到了，我還是要去借的話，那麼我的智就有點塞了，果然

到找別人借了，就真是沒有。這就是說我的觀察力不夠妙，是嗎？不夠妙呀。那麼，

他說我們普通的觀智不是很妙的，我們一路修養到成佛的時候，我們的第六識好像我

們今日一樣是有智，不過他那時候的第六識的智是妙的，我們的就不得妙了。是嗎？

還有，佛的妙觀察智的最妙莫如甚麼呢？能夠知道眾生的根機，哪種根機能夠說甚麼

法，這種東西，我們是不行的，講來講去都是我們那些不能夠因應人的，隨機施教這

個不容易啊！

只有幾個能夠做到的，古人之中，孔夫子，你問「仁」，他這樣答，他問

「仁」，他另一樣答法，是嗎？這個問「孝」是這樣子答，另一個問「孝」又第二種

答法。孔子是可以的，耶穌也可以的，是嗎？釋迦牟尼可以，老子就差點了，硬綁綁

的，老子，你讀一下老子，死牛一面頸（固執己見），甚麼都是要，他不說有為的，

甚麼都要無為的，是嗎？好硬的。孟子又可不可以呢？孟子不行的，也是硬的，孔子

就不是了，所以在文革時代，江青那班人就批評孔子，說孔子是大滑頭，是啊。他有

個弟子（冉有），這個人很小心謹慎的做事，樣樣都想清楚才做的，這位是經濟大家

來的，他問孔子：「我們是不是知道一件事應該做的，就去做的呢？」應做就做是不

是呢？孔夫子怎樣答呢？他說：「當然了，應做你都不去做？一聽到這件事應該做

的，你要馬上去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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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第二日又有第二個弟子，這個叫做子路，勇氣過人的，打老虎也敢的這個

人，好狼好夠勇氣，如何有勇氣呢？帶軍打仗衝進去時跌倒了，陷入别人的陣時跌

倒，跌倒了就整個倒下，敵人即刻用槍挑走他的頭盔，准備俘虜他，他即時拿回頭盔

戴上，「君子死不免冠」，一個君子到死的時候都要戴上帽子的，寧可死，我是一定

要戴上它的，他就搶回來戴上，那些人見到他這麼囂張，一人一刀，一人一槍都變了

肉餅啊！這個人這麼有勇氣啊！這個人也曾經問過孔子，他說：「是不是我們一聽聞

有件事應該做的，我們是不是立刻就去做呢？」孔夫子怎麼樣？孔夫子還罵了他，他

說：「你又有父母，家裏有父母，又有兄弟，你要回去商量一下，一聽了就做？」這

樣罵他。

第三個（人）見到孔夫子這麼滑頭的，那個問，就說要聽到對的就要立刻做，這

個問，又說要回家商量了才好做。這個人叫做赤（公西華），他走去問孔夫子說你

（為何）這樣教法的，他問你說要即刻做，這個問了又說不好即刻做，你到底（如

何），我真的懷疑了，你這套東西究竟是怎樣啊？好簡單的，那個，好小心的那個，

他怎麼樣呢？人太小心，不夠勇氣，懼啊！這種人退縮，他的性格有點退縮的毛病，

所以我要鼓勵他，所以我勸他一聽到就要即刻做。那個這麼大膽的，別人不敢做的，

他也敢做，這個人，所以我掹他遲點，所以我拉回他退一些，不要讓他這麼進，這個

人叫做阿由，「由也兼人」，他勇氣過人，退之……拉回來叫退之。

韓愈，為甚麼叫做韓退之，就是說愈即是過度了，他老爸（改他）的名字叫阿

愈，過度，過度就不夠中庸，所以字退之，退回一點。舊時的人改名，（那）個字和

名一定相關聯的，沒有不關聯的，諸葛亮，葛亮叫做甚麼？明啊，孔明，孔即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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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甚明。蘇軾，蘇東坡這個人，蘇軾，軾者坐架車前面，有橫木，那塊板用來

按著，舊時的馬路沒有現在的平（坦），（車會）砰砰嘭嘭的，一下就彈起來，前面

有塊板按著，如果要站起來就要按著那塊板，那塊叫做軾，軾者，按著來望，他的名

字叫做軾，叫做子瞻，子瞻，望。

你們舊時的院長（錢穆，字賓四），……講到帝舜，帝堯，晚年有成百歲，需要

找一個繼承人，就問那些人，「誰是好人，可以繼承我的呢？」大家都說阿舜最好

的，於是他即刻找到阿舜，找到了阿舜，就將兩個女兒嫁給阿舜，一個娥皇，一個女

英，嫁了給他，舊時的人可以幾個姐妹嫁一個的，這樣阿舜就是他的女婿，就即刻叫

阿舜來幫手，就做行政官，就試試阿舜，看他有沒有本領，又叫他怎麼樣呢？負責那

些甚麼呢？就好像現在的甚麼呢？公關與外交的事務，叫他甚麼呢？叫他在京城的東

南西北四面城門，外面的人來了，你去管理，即是甚麼？即是外交部長，叫他負責，

這樣，他說他怎樣了？阿舜很聰明，「賓於四門」，叫阿舜負責管理東南西北四邊門

的賓客，那些國家的代表來的時候，叫他接待那些國賓，國賓酒店的國賓，那些國

賓，由東南西北四面來的國賓，叫阿舜去接待。

阿舜又怎樣呢？阿舜就「四門穆穆」，田穆的穆，穆穆者，即很莊嚴，很嚴肅，

他一做負責的，四面來的賓客，他都接待得很好，非常之嚴肅的接待那些人，那個態

度很嚴肅，別人也很莊重，對他這樣，所以《詩經》說它「賓於四門」，叫阿舜負責

接待四門的賓客，賓了，「賓四」是吧，四面來的賓客，他去迎接，賓字（解作）迎

賓了，「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那四門都很嚴肅，這就是穆穆，於是叫做「賓

四」，就是這樣。好了，說回這裏，妙觀察智，佛能夠，我就像雜貨攤一樣，我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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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告知你的，老老實實，我年紀這麼大，讀書讀得相當多，所以好多這些東西的。

妙觀察智，佛說法就是用這種智來說法的。

第四，那妙觀察智成組的就叫做「妙觀察智相應心品」的，是嗎？第四種智，就

叫做成所作智了，成者，辦成，他所應該做的事，他能夠辦得成功的那種智，「成所

作智相應心品」。這個是甚麼呢？我們的前五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這五識都是工具來的，是用來完成我們的行為的，但我們的五識，力量有限，一到了

佛，把我們有漏的前五識的種子消毁了，我們沒有了這有漏的眼識、耳識等五識了，

那個無漏的前五識爆發，那時我們的前五識就是無漏的了。我們普通的前五識就沒有

智慧，沒有智跟著起，一到那無漏的智起了，它就有智了。

即是有漏的前五識和無漏的前五識不同，一個有智，一個就沒有智，那個時候

起，佛如何度眾生，甚至到如何運用神通呢，都是靠這種智，成所作智，成就所應作

的東西。這樣，這四種智加起來，這四個心品加起來就叫做甚麼？大菩提。明不明

白？這樣，譬如你說大菩提，只是一個空框，內容是甚麼呢？空宗就三智，有宗就四

智。好了，所謂「無智」，即是說甚麼呢？智都是現象界的東西，當我們證得真如、

本體的時候，本體當中並沒有所謂菩提。「亦無得」，我們在現象界來說，我們現在

要修行了，證涅槃了，得涅槃，在本體裏面根本亦無得涅槃這回事。

好，下面了，「以無所得故」，正是因為他無所得，這個無所得，又不是，與

「無智亦無得」又是不同的解（釋）了，這個「得」是甚麼呢？不要執實一樣東西，

叫做無所得。因為他不執實一樣東西，無所得故，那個菩提薩埵，即菩薩，那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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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他能無所得的原故，他就要怎樣呢？「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只要他依著般

若波羅蜜多去修行，他就會怎樣呢？「心無罣礙」，是嗎？「心無罣礙」，為甚麼？

無所得就無罣礙了。這個莊子所謂「逍遙遊」，逍遙了。一個人怎能做到心無罣礙

呢？又不怕死，又不怕⋯⋯甚麼都不怕了，是嗎？心無罣礙了。

「無罣礙故」，如果能夠做到無罣礙呢？他就「無有恐怖」了，一切恐怖的事不

會有，何需要恐怖呢？死亡到來就死吧！是吧？應死就死，何需要怕死呢？應殺人就

去殺人，何需擔心太多，「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能夠這樣做到無罣礙，

無恐怖呢，他就不會有顛倒了。甚麼是顛倒呢？顛倒者，是四種顛倒。看得到嗎？無

常，這個世界是無常的，人生是無常的，我們偏偏貪戀無常的人生，以為它是常。無

常的東西，我們執（著）它為常，無常執為常。我們人生是不美滿的，既然不美滿的

了，我們何必這麼貪戀呢？但是，我們事實上是很貪戀的，沉迷於我們的人生。這

樣，第二種顛倒了，於苦執為樂。記住了，佛家所謂的苦是解作不美滿而已，不是說

好像讓人燒，吃苦茶那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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