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三種事前面，再加上精進、勇猛無前，這幾種心所，這幾種心所就是加行

的自性，加行的相狀就是這幾種心所表現出來的活動，有自性，有行相。第五種是性

相：自性及行相。第六種：順解脫分。何謂順解脫分呢？我們的善根有兩種：一種是

有漏善根，無貪、無瞋、無癡，這些是有漏的，有些則是無漏的。在我們未見道以前

的善根，都是有漏的，見道之後，無漏善根才會起，聽得明白嗎？見道後才起的，你

不要笑人，說別人有漏，你也是有漏的，除非你已見道。

有漏善根中，最淺顯、最初級的，就是五戒十善，對吧？等等這些三皈五戒十

善，這類最淺顯、最初級的修行的節目。這些最淺顯的修行的節目呢…這些最淺顯的

修行的節目呢，叫作什麼？有福的，令你得福的，沒有福你不能修行的，這些叫做順

福分。「分」字何解？當「因」字解的，順著你得福的因。一個眾生，一定要先有他

的順福分才行，如果沒順福分，你怎說他都不會信，只有順福分的話，最多生天，做

人，生天，他不能證無漏果的，還要有什麼呢？還要有一種這樣的心，例如：他覺得

生死是苦，你跟他講生死是痛苦，他同意，他亦覺得生死是可怕、生死是痛苦，覺得

修行的寧靜是快樂的，他亦有同感，聽見人家唸佛、修行，他不反對，他會高興，甚

至贊成，這種就叫什麼？

一定要有這兩樣，最低限度有這兩種。順福分，有福，順福分能引起福，也有順

解脫分，隨順這種發展下去，他會得涅槃的，順解脫者涅槃，順著這種東西將它擴

大，把這種東西來擴大，他會得涅槃，遲早都會得，哪些東西呢？見到三寶，而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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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心，是嗎？見人修行，他高興、他贊同，他見到佛，他肯去敬，見到三寶，他肯敬

禮。別人說生死，生死輪迴是痛苦，他亦覺得生死輪迴是痛苦，別人講佛理呢，他很

有興趣，會覺得是合理，這一類，這類與智慧有關的。順福分只與福有關，這類與智

慧有關的，那種叫順解脫分，沒有順解脫分的人，那些小乘的羅漢所講，沒順解脫分

的人，不能成就，不能證果，一定要有順解脫分。

你去測試一些眾生，有些烏林林，甚麼都不識的時候，你可以測試到他有沒有順

解脫分，有順解脫分但沒有順福分的，那些順解脫分不能起，有順福分但沒有順解脫

分的，他就只能得世間的福。順福分、順解脫分。還有，有順解脫分，他就肯去修

行，有機會他會去修行，有順福分的，他亦會有這樣的福氣去修行，當他修行時，修

行修到某個程度的時候，他就會很努力地去修止觀。當他修止觀的時候，他呢…他會

引發一些最高的、有漏的，有漏智中之最高的，即是「煖」、「頂」、「忍」、「世

第一法」，這四種智慧，都是有漏的，不過是世間的智慧，是有漏智慧中最高的。這

四種慧，叫做加行慧，也叫加行智，當這加行智起，這四種叫甚麼？這四種有漏的加

行慧，叫做順抉擇分，順抉擇分，為什麼叫順抉擇分呢？

抉擇這二字，是指無漏、無漏智，是無漏智的別名，因為無漏智，就有真正的抉

擇力，有漏智的抉擇力，是不夠、不得猛利的，所以真正有抉擇力的，就要無漏智，

所以抉擇就是無漏智的別名。這四種加行智，是有漏的，雖然是有漏，但它們是有漏

的善慧中最高的，所以它有力量做增上緣，引出無漏智，因為它有力量引出無漏智，

所以叫它作順抉擇，順即隨順，隨順無漏智，就叫順抉擇，分者因也，順隨無漏智的

因，聽得明嗎？記住這幾種，這幾種最緊要是什麼？不修止觀便無的，要從第四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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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四種都在第四禪裡起的，初禪、二禪裡所起的，都是低級的有漏智，最高的有

漏智是在第四禪，所以你們修行，最重要修止觀、修禪，若你說「我唸佛的」，唸佛

也是止觀來的，你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即是入定，即是修止，對

嗎？

若你懂得學理，你唸唸下，把那些學理，例如無我、無常那些意念想起，那便是

修觀，你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唸唸下，唸下唸下的時候呢，心如止水

時，那輕安就起，一身好像忘卻粗重般，你就入初禪了，對吧！再者，當你心很快

樂、愉快時，一邊唸佛一邊覺得很歡喜很快樂，那就入第二禪了。連歡喜都沒有，更

冷靜，或有很微細的身體的爽利、清爽，思慮上一點掛慮都沒有的，那就是第三禪。

到最後，連身體都覺得好像沒有一樣的，唸佛，其實你在唸佛時，不會覺得有佛給你

唸，又不覺得你自已在唸佛的，入了那種狀態似的，或者什麼都沒有，只有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的聲，一點思念都不會起，這些就是入第四禪，你的止，就是第四禪。

就在第四禪裡修觀，在第四禪裡修觀，就會起「煖」、「頂」、「忍」、「世第

一法」。到「世第一法」時就是最高，「世」即「世間」，即有漏，是有漏法中第一

的，「世第一法」一出之後，跟著「世第一法」沉沒，一沉沒後就好像大地平沉一

樣，無漏智爆發，你就見道。順解脫分，如果有順解脫分的人，縱使他未修行，他將

來一定有機會修，一定有機會證果的，順解脫分，即是說，未曾有頂加行，未曾有漸

次加行的時候，他都可以先有這種如此的加行，自己唸唸佛，跟別人唱殿，跟別人拜

懺，都是你的順解脫分來，你們去皈依，已經是順解脫分。即未修行時都有，即未曾

正式漸次的加行時，即一入佛門，就可以有順解脫分就起，如果他連順解脫分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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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難攪，這種人，你小心，那些沒順解脫份的人，怎化都化不到。

如果那些未修行的人，他都能夠有…有甚麼…有這個順解脫分，這種人會修行

的，這種擴大，看上來好像好淺，將來他見道後，一樣都是順解脫分，順解脫分一直

擴大而已，一路到他證涅槃都有的，不過只是現在，他「先昄依一下」如此小事，將

來擴大，可以是地上的大菩薩，擴大到頂點時，他就成佛、得法身。順解脫分。第七

種……順抉，順解脫分，第六種，對嗎？抉擇，應該上面有一個順字的，不過只是一

個順字貫通下文而已。順抉擇分，第七，已經解釋了，「煖」、「頂」、「忍」、

「世第一法」。普通的就是這樣：「煖」、「頂」、「忍」、「世第一法」，有些人

修行，例如你修空觀，你修到一切境都是空的，身體是五蘊造成的，五蘊都是空的，

阿甲的身體又是五蘊造成，阿甲也是空的，阿乙的身體又是五蘊造成，五蘊亦空，五

蘊裡每一蘊，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無自性的，因為無自性，所以是空，無自性，即

不實在的，就是空，那五蘊都空。

有為法，五蘊包括一切有為法的，即一切有為法都空，一切有為法空，所以境是

空了，我們知道有為，境空，一切境都空的。如此狀況，就是「煖」，好像鑽木取

火，已經有那種熱，「煖」，火未出，但已感覺到暖，這樣觀，但這樣，羅生你說的

煖，現在就是煖，不是，現在講明你聽，這是第四禪裡的「煖」，對不對？我現在初

禪也沒有，怎得呢？境空，境空，那這個「煖」，接著…境，一切境亦都空，我為什

麼知道境空？為什麼我知道境空？因為我有智。智都是有為法，智都屬五蘊，既然五

蘊皆空，那智亦空，能觀五蘊皆空的智亦空，五蘊空，有為法空，那「所取」空，現

在我「能取」亦空，「能取」五蘊皆空之道理的「能取智」亦空，「能取」亦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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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一個突破，就是「頂」。

好似鑽木取火時，那些熱氣上衝一樣，「頂」，現在講沒有那麼爽，你在修觀時

定中這樣想，就爽。試試看，如果你在第四禪這樣想，更加……沒其他雜念，只是這

樣如此，好像整個宇宙都是這樣情況，就是「頂」。好啦，那你會問我，一定有人會

問的，不過我現在先答你，例如我現在修到「煖」，一切境都空，是不是接著我就會

了解我的智都空，跟著就是「頂」的出現呢？例如我現在入了第四禪修觀，止就是第

四禪，觀就煖，已得「煖」智，「煖」、「頂」、「忍」、「世第一法」，這些都是

觀來的，第四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這些是止來的，不要混亂。

止、觀一定是在一起的，即止即觀的做法，止觀相運，對不對？你會問：例如我

現在今天在禪堂裡修，我修兩小時，第一小時已經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我在四

禪裡修觀，已經是「煖」，一小時內我「煖」，那是不是第二小時，馬上就會有

「頂」智出現呢？會不會有這個懷疑？有沒有？我現在答你：兩種人，一種是早已達

到「煖」的境界而繼續修，繼續修，他由「煖」，就引出「頂」，那些久修的。如果

你是初入「煖」位的，得「煖」，不得「頂」，一輩子你都只修到「煖」，但「頂」

你不會達到，總覺得每事都空，我的智慧硬是空不去的，對不對？

是這樣的，世親菩薩只得「煖」位，後期臨死時是什麼就不得而知了，在他當初

皈依大乘時，他是「煖」位的菩薩，「煖」位菩薩已經很了不起，如你有順福分，很

平庸而已，老太婆、老太太，對不對？乞丐公去唸幾句佛號，都做到好事，他見到老

人家跌到，又會去扶起她，對不對？別人沒得食，若他乞到食，都會給他一點食，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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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分就乞丐都有，很淺顯的，但順解脫分，就不是個個都有，一有順解脫分，仍然是

很淺顯，他若肯修，肯修止觀，很快在即生，就會入到煖位、頂位，就依著天台宗的

止觀去修，「煖」、「頂」、「忍」、「世第一法」，但是見道比較難，見道你來那

次突破，難，突破是難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跑馬？一直跑，一直跑，留下它的力量，一直跑，一直跑，跟隔

離的一樣，但將近目標時，鞭兩下鞭，自己夾著馬肚，凌空一起，在馬身打兩下，就

超過目標，頂，這些就叫做頂加行。跑馬都有頂加行的，大便都有頂加行，如果講俗

點，對不對？你在讀書時賽跑，都是臨近目標時，你想贏的，都是要努力衝刺去頂加

行，對不對？那他現在這種圓滿證一切相的加行，即是說這種東西，若他有了這種東

西，他將來遲早都會證成。那麼，最初只是有那些順福分而已，對不對？後來慢慢，

就會有順解脫分出現，如果有順解脫分後，肯修、擴大、肯修止觀，他就入順抉擇

分，記住記住，不修止觀，永入不到順抉擇分的，我不是嚇你們的，那些說「不用

怕！兩下子一下子就會頓悟」，你前世悟了、前世修到就是，如果你今世才修的，不

用有希望了，對不對？六祖都不用，你怎麼知道，六祖那些大菩薩，你是不是六祖，

對不對？你不要用他來比較。

我們普通，普通人，一定要修止觀，而且止一定要在第四禪，在第四禪的觀智

起，「煖」、「頂」、「忍」、「世第一法」。有些人就只到煖為止，這一世都修不

到頂，他自己總是，他自己能觀的心識硬是空不去，有些人是這樣的，你說「這樣都

空不去」，你不要笑，你自己修下就知道，對不對？那些，需要怎做？就要下一世重

修。下一世有沒有機會修？一定有的，為什麼？今世所熏的種子，只要你不作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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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再現一套，你的菲林拍了，第二次放映亦一樣，除非你有些污糟邋遢的東西遮蓋了

菲林就難說，對不對？不會有問題。如果你是修行的，你肯守戒，就一點問題都沒

有。若你不守戒，或有時都會有些缺點，輕輕犯，不緊要，輕輕犯的不緊要的，縱使

犯了重的，相當重的，肯懺悔發露都可以清淨的。

有些傻人，我聽過好幾個，不要受戒，太麻煩。受了戒若犯戒，又有罪。你估你

若不受戒，犯了罪就會沒有罪？受了戒，犯罪，那就有罪？沒這樣道理的，對不對？

例如你去殺人，你未受殺生戒的，那殺人沒罪嗎？要受了五戒，殺人才有罪嗎？那些

傻人說：「不要，一受戒，犯了戒就糟糕了」。要是他有罪，你未受戒，都一樣有

罪，對不對？如果你犯了少少戒，那些少少戒，後念一改正，就沒事的了，不過只是

那些人說得嚴重化了，用來嚇人，叫人不要犯戒而已。又或者你怕的話，你就去佛前

懺悔一下，又或者佛聽不到我，那又去你師父那處懺悔一下，那若師父怎得了，直情

把我踢出來，那怎辦？那找一個老人家，向他發露，一樣得，你自己在佛前發露也

可。

天主教那些神父就搵笨的，叫那些犯了，即自己那些做錯事的，就去告解。你們

試過告解沒？告解是一個房，落一道簾，神父坐在裡面，你就在外面，向他講，做錯

了事，諸如此類，良心過意不去，希望天主能赦免我的罪。然後他就在裡面說：「你

現在已經發露了，你已經懺悔了，天主也已赦免你的罪，你以後會清淨，等於沒做過

這些事一樣，已赦免你的罪」。你做錯事，走到佛面前懺悔，不是都一樣嗎？對不

對？你去跟師父處，講給師父聽講，亦都是一樣，不過師父會發惡罵你，神父就不會

讓你知，你亦不知道誰是神父，未必是一個神父的，神父知你是誰的，他看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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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說他看不到你，是騙你的，他知道的。

為何懺悔會有用呢？理由？例如你，偷了別人一件東西，你有意偷的話，你一定

是……你有意做的話，叫業道，一定受報應的，業道一定是…造業的時候，業的本

質、自性，就是我們的思心所，對不對？五個遍行心之中的思心所。手如何動都是外

表，心內部就是思心所的活動，當我們的思心所在審慮的時候，我「偷好還是不偷

好」呢？當你在想時，都是思的，叫審慮思。經過審慮的結果，「啊，都是不偷

了」，那就沒事了……沒罪，那剛才想想而已，只想想又行不行，光想想都有罪，我

沒做，那些是騙人的，光是想都有罪，豈不是糟糕，嚇死人，想想沒罪的，只是審慮

思沒罪的，我想殺人都沒罪的，只要我不殺就可以了，對不對？

只是最多會說，你常常熏染了壞念頭，先一個審慮思，「偷不偷好」，如果你決

定不偷，那就沒事，對不對？如果你仍然決定偷，那那時就是決定思。決定去做的思

心所，這兩個叫意業，只是意業，不會引起惡報，一到……第三個剎那，那個發動思

的思心所出現，叫發動思。發動思出現，究竟是如何發動？發即說話；動即郁動身

體。例如，一個人偷東西，不一定是他自己偷，他叫人偷都可以，叫他「偷吧，偷

吧」，「偷完分一份給我就可以了」這樣，發，即發語；動即他自己親自做，對不

對？發語動身，即是說：意業會表現出身業、口業，即成為業道，一定的，經書裡說

業道，道即路也，由因透至果的那條路，例如那偷東西的，就做了一種業道。

但他偷了後，他來懺悔，他懺悔時候，又是一種業，那種業是什麼？是又經過…

…又是業道來的，他懺悔的時候，他經過審慮，審慮到「我剛才不應該這樣做，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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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現在很內疚，我要懺悔，我現在很後悔。」這是審慮。決定呢，決定去找我的

師父，發露我做錯了件事，或者他向佛前，向佛懺悔，請佛加庇他，決定去做，決定

思，仍然是意業。到他真正到佛像前，在佛像前跪下來禱告，或真正去找老人家或師

父，講出來，請求他，准他懺悔，這就是什麼？發動思，發語，亦合掌恭敬，這是身

業，於是成為業道。這個業道，於是在第八阿賴耶識裡，有兩個業種子，一個是偷東

西的業種子，另一個是懺悔的業種子，那就看你哪一個強，如果你偷東西的業種子較

強，你就可能那個報會輕了，仍然有報應，但當你的報應起時，接著你懺悔的業種子

的力量就會跟隨，所以你將來受的報應會輕了。

你那個業種子抽起了那些名言種子，你那些偷東西的業種子抽起的名言種子，即

是說抽起你將來會生去的國界，生去滿街都是小偷的那些，極樂世界沒你份？那些菲

律賓，一出街就被別人搶東西，出街就被人箍頸，生去那些異熟果，生去那些，天堂

你沒份，即這些偷東西業種子會……當然一粒業種子不會這麼厲害，但如果經過多粒

業種子，你就會生那些，引起你的異熟果，引起你的名言種子變成這樣，但如果你有

懺悔，不過你懺悔就沒有偷…偷東西時你很緊張，懺悔時就馬馬虎虎算數，那你沒那

麼緊張，那你就如何？你生了那些（地方）之後，箍頸都會被人箍、被人打，你沒那

麼慘，…可能，即同時大家在那裡，生在同一社會，你沒那麼慘，就是這樣，有兩種

勢力的抵消。

如果你的懺悔是真的很誠懇的，它的力量強過你偷東西那個，例如你偷東西時只

是一時的痛快而已，事後你都覺得難過的，而你懺悔時又真的很誠懇，就這個業種子

阻壓那個業種子的活動，明不明？那你來世，應該經常被人箍頸，始終，那些被人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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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的種子，不能爆發出來，雖然生在那種社會，但你…總之別人箍頸黨來到，你路過

而已。這是會這樣。阻壓的，不是完全沒有。是阻壓了而已，如果你真是多次很誠懇

地做，又常常唸經，後來又常常修行，常常唸經，…又修法等等，那就將你那些偷東

西的業種子，所引起的果報押後，第二世沒辦法出現，要第三世才會出現，那你第二

世又修行的，那就押到第四、第五世，一直押一直押，就會沒有力量……起不了。

起不到……怎樣叫起不到？他一證了預流果就起不到了，那你偷東西的果報叫什

麼：非擇滅無為，對不對？他起不到，不是眾緣和合令他無為，而是什麼？是緣缺

了，例如你生在忉利天，那有箍頸？沒有的，對不對？你生在好的國家，都不容易箍

頸的，對不對？例如你生在歐洲的瑞士，哪有人箍頸的，個個都唔憂無得食，沒有乞

丐，沒有賊的，夜晚都不用關門睡的，個個豐衣足食的，沒有人箍頸的，那被人箍頸

的緣缺了，對，你有這樣的因，這樣的業因，但沒有緣出現，要等到生回到菲律賓，

甚至生回香港，等第三世那才會被人箍，最怕你第三世又不生在菲律賓，你上天，生

天，那又沒有，或者你第三世，你證了預流果…又沒有，證了預流果你都仍在欲界，

證了預流果，又證了不來果，又證了什麼，證不還果，你不再生欲界，死後你生色

界，在色界你就成阿羅漢，色界沒有人箍頸的，即是你的箍頸，得到非擇滅，你就證

到箍頸的非擇滅無為，對不對，就是這樣解。

順抉擇分，明了嗎？第幾……抉擇分就是……第七。第八：有學不退眾。小乘的

聖人，有兩種：一種叫有學，先說另一樣：眾生，一種叫什麼？聖者，聖人，另一種

則叫凡夫。哪種會叫做聖人？就小乘來講，證得預流果後，就叫聖人，四果，叫做聖

人，未證預流果的，為凡夫。明不明？如果大乘呢，未見道以前，就是凡人，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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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聖人。那你問：例如若我已達到，「煖」、「頂」、「忍」、「世第一法」，

那我是不是凡夫？是凡夫，是高級的凡夫，對不對？即是什麼？即是都是有漏的。那

……那些都叫凡夫？可能窺基大師、智者大師可能都是那類。那些是凡夫就凡夫，因

為界線是這樣，那個即使是你父親，如果他是凡夫，你都要稱他做凡夫，對不對？見

道後才是聖人。

那聖人之中，有兩種聖人：在小乘來說，證得阿羅漢果後，由證得阿羅漢果起，

就叫無學果，阿羅漢又叫無學，就叫無學的聖人。未證得阿羅漢果的，即初果、二

果、三果那種人，叫有學聖人。有學者，學即學習、修行，即是這種人還需要學習和

修行的，就叫有學聖人，他雖然是聖人，但仍然需要學習、需要修行的。阿羅漢就不

需要再學的了，那些未死就已證得有餘涅槃，死後就無餘涅槃，還學什麼，他已證涅

槃，他目的是想證涅槃而已，已經證得，還學什麼？難道叫他學打紙牌？沒需要學

的，就是無學聖人。那大乘是如何？八地以上，就是無學聖人，由八地起，未達到八

地，雖然由初地起，即由見道起，一直到未證得第八地，即到第七地，都是有學聖

人，都還要學，但然則第八地，他不用學？

他只需要修行，練他那種智慧就可以，即不再需要在……不再需要加工去做工

夫，好自然的，所以是無學聖人。亦有人這樣說：十地都是有學，佛才無學，亦有人

這樣說，不過很普通，應是第一種講法，因為大乘八地起，叫阿羅漢，大乘阿羅漢，

即是八地，你一修到第八地時，你會有三個名：一：八地菩薩；二：觀自在菩薩；

三：大乘的阿羅漢。凡夫是不是有學？凡夫當然是有學，聖人也有些是有學的，那些

有學的……那些有學的人，那種雖能夠有精進不退，那種精進不退的相狀，這種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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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他能夠證得涅槃，證得一切相智的因，有學不退眾的不退相。有寂靜平等，這是

第九種。有，即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即三界。當你證得大涅槃，或證得法身

時，有漏的三有就寂靜，對你不再起了，但你不是那麼駁，那釋迦牟尼佛是否證得法

身？

是不是證得大涅槃？是。他證得。那為何他入來世間？三有對他不起，他怎入

來？他不是入來的，他不是走入來的，他的投生、騎六牙白象、入胎等等，是一種神

通的示現來的，實在在娑婆世界裡，沒有一個釋迦牟尼佛是這樣的，他只是剛剛那時

候，娑婆世界有一部份眾生的善根成熟，可以見佛，在那時候，佛就加持那些眾生，

佛的業、大悲、大定，和他的無漏淨業，加庇眾生，眾生可以見佛，因善根成熟，就

感動到佛的大悲、大智、淨業，去加被他們，而佛有大悲大智的原故，剛剛遇著眾生

的善根成熟，一部份眾生可見佛，他就來那裡加被他們，那就互為因果，對不對？

眾生的善根成熟為因；佛的加被為果，佛的大悲、大定、大智加庇為果，佛有大

悲、大智、大定為因，能加被眾生，於是有加被眾生，令眾生見佛的果，因為互為因

果，所以眾生的善根成熟，托佛的力量，那大悲、大智、大定的力量做本質，自己善

根成熟就變起第八識，變起佛出世，眾生自己變起有佛出世，佛的本質，那佛的本質

怎出世？不是，佛的本質是大悲、大定……的加被，那眾生自己的識變起，佛就出

世，有緣的眾生就變起見佛，無緣的眾生生在娑婆世界，見不到佛，所以不是佛真的

走來，佛的報身就在密嚴國土，摩醯首羅天裡，化身就是這樣，佛的三業加庇眾生，

眾生自己善根成熟，變起佛，見到佛說法，豈不是他自己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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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完全是，有佛的加被做本質，佛的加被做本質令眾生見到佛會說法，那做增

上緣，然後那個眾生的善根會變起佛，看見佛叮叮噹噹地說法。這樣解釋的，最圓滿

就是這樣解，信不信由你，對不對？要是不信，只能說什麼？這個人類歷史上印度有

一個人，叫做釋迦牟尼，他創立一個宗教，八十多年後，他亦死了，屍體也化了。現

在人們就紀念他，那如這樣說。 第一，好像不滿足這樣的說法，第二，那麼佛教便

沒什麼價值，隨歷史而消沉，要是這樣就好像不能接受！那你只有接受剛才那種狀

況，但那種說法，第一，你需要兩個條件，少一個都不能接受：第一，你本身是一個

相當虔誠……不是虔誠也可，有多少虔誠的條件，還要你懂得唯識的道理，就能接受

這種講法。如果你是唯物論者，就永不能接受這種講法。

有一種人又可以，老太婆，一於信，什麼都信，不理是什麼的，書都沒讀過的，

那些又接受到，因為那些她不問的、不懷疑的，那些就可以，但那些信法……都是…

都是…一世兩世都處於，極其量都是順解脫分中的最初部的順福分，和少少順解脫

分。那麼，將來一世，極樂世界她勤力地修念佛，上品上生就好行了，上品上生是那

些見道菩薩才可以修到，不是見道菩薩，又怎會生得上品？可接受的這個理論，唯識

的道理你通透，就可以接受的。我們學哲學的，都可以接受。霍韜晦本來常講歷史，

他初初都不能接受，但到後來都沒辦法，是這樣講的，唯有是這樣講的，他的心不太

想接受，但又覺得只有這樣講就通了，如果不是這樣講，那整個佛教就毀滅了，即想

不到更好的辦法。

只要你相信，你的第八識裡就會有那個種子，當你的順抉擇分或順福分或順解脫

分起的時候，就可以熏些種子落你的第八識裡，你肯信，就解得通。如果這樣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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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沒有……沒有出世？若我說，一定要有佛出世，那可以嗎？可以。佛的無漏識亦

可變起佛出世的，只是他無漏識所變的佛是無漏，似有漏，其實是無漏，都可以。都

講得通的。不過普通正統的講法，就是剛剛的這樣，佛沒來。他用那個…他的大悲、

大定、大智加被眾生，而恰好那些眾生……善根成熟，能變起佛，兩種緣一夾，互為

增上緣。你說：那豈不是很虛緲？他的理論是要這樣才能講通，他說：那好難信。他

可以問你：你見到那座山，你信不信？

那座山是不存在的，如果照佛的理，全都是空的，那座山的泥、種種事，都是那

些種子自己現起的，沒有的，難道那山從另一個星球飛過來的嗎？那另一個星球是從

哪來的？又在第三個星球飛來嗎？對不對？到最後，凡事要相信什麼？最徹底時，說

要相信那東西的本質是無的，都是我們自己的識幻變，到最後，你都是要相信識變

的，那個山最後我們仍然要接受是我們的識變，我們的識可以變山，那為何不可以變

起釋迦牟尼佛？我們的識可以變起山，我們的識可以變起隻老鼠，我們的識可以變起

賊人來箍我頸，為何不可以變起釋迦牟尼來為我說法？一樣的，明不明白？你肯想深

一層，你就會接受到。

這裡：有寂靜，即是什麼？即是法身，法身是無相的。三有寂靜，三有寂靜那種

平等加行，如何平等加行？三有裡沒有一個有是不寂靜的，那就是平等。每個有都是

寂靜的，欲界、色界、無色界即三有，欲界亦寂靜，即是欲界煩惱亦寂靜，色界煩惱

亦寂靜，無色界煩惱亦寂靜，平等寂靜。還有，不只現在這時刻寂靜，如果你證得法

身，以後永遠連續連續每一剎那都會寂靜的，平等。即每個剎那，在空間上平等，時

間上亦平等，三有寂靜那種平等加行。那這種有寂靜平等加行，即好像學別人修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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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就是屬於這種。將來以這三有寂靜平等加行作因，來證法身。一個小孩子，別

人入空觀，他又學修空觀，你又不要笑人家，他這個也是三有寂靜平等加行來的，以

此為因，就引發出將來證法身的果，即是將來證法身的因。

然後第多少種？第十：無上清淨剎。報土和報身。報土和報身，完滿報身，住在

完滿報土，無上的清淨，最極清淨的，剎即世界。他呢……即修行那種有形有相的功

德，他修這類有形有相的功德，將來的果，就會變起無漏的清淨世界，他修行那些空

觀、無相的因，將來是直證三有平等的寂靜的法身，即是甚麼？報土，報身報土，即

將來證得報身、報土的因，有寂靜平等加行就是證得法身的因，證得無上清淨剎加

行，就是將來得報土的因，報身報土的因。「滿證一切相」，這是甚麼？這是將來能

起化身的因。滿即圓滿，圓滿證得一切相，一切眾生的情況，他都了解，能夠說一切

法來度眾生，一切相皆通曉，來為眾生說法，來化度眾生，這就是指化身，無邊的化

身，圓滿一切相。

能夠為眾生解釋一切法的性相，那你現在，初初修行，未得的，將來才得。方

便，「此具善方便」。對於將來能起化身，你現在已有一種方法去便利你，如果你現

在肯修的話，明白嗎？方便而已，方法便利，已經具備一個……已經具備一個小小的

藍圖，有這樣的趨向，用這種解法呢，你一讀，就可以了，識解嗎？那些頌文，識解

時，一讀就知。「圓滿一切相加行……」的本質，「之體者」，所謂…「謂所修行之

相」，那就逐種來，第一：所修的行的相和所修的諸加行，行相，他所修的行的相

狀。第二：「及能修之諸加行」，各種加行。第三種：加行有功德的。「加行功

德」，即「得」字。第四種：加行時候，你是凡夫時就必有過失的，「加行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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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得、失」。

「加行之性相」，加行性即自性、即本質。加行以什麼為本質？三善根、智慧、

精進、施、業為本質。相即相狀、活動的情況。「性相」。還有，順解脫分，那些初

入道的，有解脫分的。還有，修止觀修到一定程度，就有順抉擇分。那一路修，修到

差不多，做到聖人，就是有學聖人，有種甚麼？有種有學聖人修行那種的努力不退轉

的相狀的，「有學不退轉僧衆之不退相」。還有，有寂靜平等，他將來證得法身時

候，三有，有漏世界的三有對他來說就是無、寂靜，三有寂靜，能夠修三有寂靜那種

平等加行，平等者即每一剎那，每一剎那都繼續加行，在各方面都一樣地觀，這是指

空觀來的，「有寂滅平等」。然後，「無上清淨剎」。

即將來會安立那個受用身、即報身的你解釋下，那讀到這裡，你可解釋到，為何

所謂極樂世界，為什麼會無量功德莊嚴？在這裡就可解釋到。是阿彌陀佛那個法藏比

丘，當他初發願時候，他已具備這十一種相。他有這種修行的…有這種安立出極樂世

界的那種因，因為有這樣的因，他初發願時有這樣的因，那不斷修行，結果到最後就

安立一個極樂世界。這是報土來的，極樂世界是報土來的，化土不會如此漂亮的，是

報土來的。不過，你又不用怕，報土我們怎生得，我未見道，那今世糟糕了，一定沒

有了，是的。報土你沒有的。那會不會沒希望？

不用沒希望的，佛有法身，就必定有報身，報身就必有報土，有報身也必有化

身，有化身，又必有化土，化……你可以生他的化土，化土的佛未死的，他四十八劫

壽命，成佛以來，於今十劫，還有三十八劫，你可以去親近他，好過在這裡浪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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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解，因這個叫五濁惡世，它不是五濁惡世，比天堂還要好，天堂已經不錯，它比天

堂好，所謂十念往生、帶業往生，就是這種，生在它的化土。所以有些蠢人，不讀

書，那個沈九成之類、還有那個…陳健民，那個正衰神來的，亂搞。又說要消業往

生，如何消業？我小時候劏過一隻雞，殺過兩隻狗，那怎辦？那我必不得往生，那不

用唸了，對不對？不消業，不是如何消？那你唸咒可以消業，大阿闍黎，你搵笨？佛

的屋企、家人都要被琉璃王殺光，他家裡幾千人，釋迦佛都沒有力量去幫他消業，你

這個阿闍黎仔，可以消除我的殺生、偷盜的業？會不會誇大了？對不對？

你們不要信這樣東西，那種人荒繆絕倫。可以帶業往生，你的業不起現行就可以

了，你偷盜，你帶埋偷盜的業，就去生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化土，去到化土就會凍

結了。無形中，將來他會得到非擇滅的，你仍然帶著的。這種人，不讀書的，頭腦又

蠢，陳健民蠢，沈九成那類人，你們看看這期解《心經》，都不知他解成怎麼樣，有

沒有看過，好像在《內明》那處。佛之所以能夠有報土，是因為他由開首修行，他就

種下將來報土的種子，安立即種下種子，然後，「滿證一切相」，「滿證一切相」即

是什麼？即是化身，能夠為眾生說一切法，「善方便」，現在未證得的，不過已經有

了方便，他肯修的話，這個善方便，就貫通上面的，「有寂靜平等　此具善方便」，

對不對？

「無上清淨刹　此具善方便」，「滿證一切相　此具善方便」，不要以為就這般

發心就可以，不是的，不過只是有了方便，那就很容易解。此即表示圓滿證一切相加

行，這些的，只要你一入佛門，就有這種開首修行的東西。換言之，你們在座各位，

個個都有這種加行，修行最重要是這種加行，這種加行呢，你將來一定能證三有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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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法身。你已經有了方便，對於無上清淨剎，你已經具有方便，對於這個圓滿證

一切相為眾生說法，你亦已經有了方便。所以你學佛，如果能了解道理，會令你很樂

觀，很樂觀，好像將來有無限的寶藏似的，不用說：哎呀怎樣，我今世不行。怎會不

行，你來世必比今世好的，用不著那麼怕，對不對？

有些人很張惶的，張張惶惶般，好像要找條路走，死了又不知怎辦？你死了，你

做好人，行好事，死了第二世一定會比今世好，用不著怕，對不對？若你已發菩提

心，肯這樣修行，有這樣的修行，那些鬼神、善神會保護你的，若不保護你，他何謂

善神，對不對？如果你行得正企得正，如果那些鬼神、善神，你是出家人，若你行

過，他見到你，頂禮你，保護你。不用怕的。你怕不怕？你不要學那些蠢的人，四圍

去，快快地趕著去找路，急著找的，那些好蠢的。這樣呢……這種……最…即是有，

由開始一路到佛，都有這種圓滿證一切智加行，你們個個都有的，好。今天講這個講

了這麼多，雖然只得這麼多，其實真是好多的，你們要溫熟佢。

現在講己二，未講己二前，我再先講：己一，由最初發心開始，一路修上去到你

成佛之前，都通用的，是嗎？那你會問：那有些好淺的，到你見道後，就可以不要

嗎？他不要是他的事，他可以有力量要，明不明？例如，一個人他打工，只是賺一千

塊的入息，後來他一直升升升，升到賺一萬塊，一萬塊元裡也有一千塊元在內的，對

不對？你不能說他有一萬元的工錢就不做一千塊元的，就不收一千塊元的錢，不能這

般說，即是說甚麼……如果你是一個初發心的資糧位的菩薩，當然你不能做到十地菩

薩的境界，你不能證到，但是十地菩薩，他一定可以證到加行菩薩的事，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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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好像，你找來一個小茶煲，你只可以煲三杯水，你找來個大鑊，可以煲兩擔

水的，煲三杯水的茶煲不能煲兩擔水的水，但煲兩擔水的大鑊，一定可煲三杯水，明

白嗎？所以，上文所說的那種圓滿證一切相智加行，是由初發心一直至成佛之前都有

的，對不對？不過你的地位高了，就不只這樣，就是這樣。等於甚麼…等於煲三杯水

的煲，就煲三杯水，但煲兩擔水的煲，一樣可以煲三杯水，但不會有人這樣用，除非

你是沒辦法，如果你有辦法的，你沒理由用大鑊來煲三杯水，不是說它煲不到，它煲

到，只是一煲就乾，不過，不需要，對不對？

所以，前前，即是在前在前，就不能兼顧及後後的，即資糧位的不能兼得地上菩

薩的那種修行，修不到的，力量不夠，但後後必能兼前前，地上菩薩所修的……地前

菩薩所修的，地上菩薩一定可以修得到的，明白嗎？例如你是加行位的煖、頂、忍、

世第一法，四加行位，你都是有漏的，這些有漏智的菩薩，當然不能夠攀得上那些七

地、八地、九地菩薩的境界，對不對？但七地、八地、九地菩薩一定可以看到你，

煖、頂、忍、世第一法的菩薩的境界，所以後後必能兼前前，明白嗎？聽得明嗎？

你一個……你一個小沙彌叫你去種花，你只可以做種花工作，但後來你一出家，

慢慢一直做，做到當家，他一樣可以種花，不過不需要他種，是另一回事，是嗎？他

要種的話，一樣可以種，一樣可以幫你種，後後一定可以兼前前，聽明白嗎？記住。

凡事是一級級修上去的……一定是，聽明白嗎？這種說法，就是教授方式的不同，記

住，並不是價值的高下，有時，了義說不一定…不一定好有效果，一種是了義說，講

你知的，例如，在了義說，他可以說：你現在因為你有種子，有種性，所以你現在初

發心，你將來條路程好遠，距離……距離得授記的途徑還有好遠好遠，然後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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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努力修行，你稍為一不努力，你就會退轉的，這種講法就是了義說，真真正正如

此，但如果你這樣講，別人聽到會灰心，對不對？

另一種，密意說。密意說者，暗藏了一種意趣，告訴你，你一初發心，就等於得

授記的菩薩一樣，鼓勵那些人發心，明白嗎？鼓勵那些未發者發心，已發心者，自己

勇猛、精進，這就是密意說。關於…現在我所講的很容易解，如果站在大乘的人，天

台宗，那些不了義的，他說他權說，對不對？那些了義的，他說他實說，他講得對不

對另一回事，權者即權宜之說。《法華經》裡是這樣講，又說聲聞又說獨覺的果，都

是佛的權宜之中來引人入勝，實在不是了義，怎才是了義？一切眾生，個個都成佛，

這才是了義，《法華經》是這樣講，明不明？如果這樣講，就除了《法華經》外，無

了義經，對不對？小乘固然不了義，其他唯識及般若的都不了義，只有一乘那些才是

了義，對不對？

如果是唯識宗，又有不同講法，他說唯識這套才是了義，般若、空宗那些，通通

不了義，小乘更加不用說，是不了義，連這句話，《法華經》這句話，都不了義，

「一切眾生個個都成佛」都是不了義，他只是鼓勵那些不定種性的人，實在就有些眾

生，永不能成佛的，那些才是了義。如果華嚴宗，就要講華嚴的圓教才是了義，釋迦

牟尼初成佛時，他的報身毗盧遮那，在顯現那種放大光明，不用口說的，放大光，照

十方諸佛菩薩，十方佛土的菩薩走來說偈讚頌，那些裡面所說的東西，才是了義，其

他都是不圓，圓不了，那就華嚴宗；小乘更加不了義。空宗又如何呢？空宗…講般若

才是了義，唯識不了義，小乘更加不了義，其他天台、華嚴更加不用說，是權宜之

說，他不講了，如果印度不知道有天台宗，不知道有華嚴宗，西藏人亦不知道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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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唯識那些，全都不了義，空宗就是這樣，它才是了義。

印順法師亦採取它。那個對呢？你自己抉擇了。總之，小乘是不了義就是，大家

公認，大乘人公認小乘是不了義，至於大乘何者才是了義，就宗宗不同。那我們需取

何種態度？那就看你將來的智慧怎樣抉擇，抉擇，這些是你的事，你不要叫我代你抉

擇，為什麼呢？一個人最怕被人牽著鼻子走，你自己走，對不對？我如果說「這個對

的」，那豈不是等於牽著你鼻子走，那就是當你是牛，牽著鼻子走，對不對？你自己

抉擇，那麼…那我未有能力抉擇，未有能力抉擇，那最好就學鳩摩羅什，鳩摩羅什他

怎樣，佛的經，個個都可以說它了義，你了解的時候，本本都是了義，如果你的根性

是讀大乘的，你讀小乘經都是了義，你的智慧就讀小乘經都可以了解到大乘的東西。

如果你是根器是小的，那給大乘經你讀，你一樣搞唔掂，那叫做就一音教，如

《法華經》，《法華》、《維摩》、《華嚴》都有說到這種，「佛以一音演說法，眾

生隨類各得解」。佛講話就只是這一句，如果你是大乘根性，你就聽到的是大乘，不

是說佛的……並不是說佛的說話好像燙傷包般，兩種貨式，不是，佛都是講那句，你

是大乘根性，聽了這句話後，你了解大乘的義理，你所了解的義理是屬大乘。如果他

是小乘的，你講大乘經、《華嚴經》都好，他聽到後，會不信，更會走人，那五千比

丘聽佛講《法華經》，走人，是嗎？

佛就是這樣講，你走人你的事，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看你哪一類，各

得解……各人跟你自己的類別而解，這叫一音教、不判教，什麼是了義，什麼不了

義？鳩摩羅什，這個最好，如果你未曾抉擇的，先抉擇鳩摩羅什，待你思想成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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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再算……人的思想會變的，印順法師早期很偏激的，但他現在年老了，就非常圓

融，近這五六年的思想非常之圓融，明不明白？你拿著這個尺度去看什麼經都可以。

那因為他這個初發心的資糧位菩薩，已經可以加行了，他這種菩薩，將來既初發心，

將來一定，由這種加行做基礎，一定將來…一定會圓滿一切相，所以把這個名，就是

圓滿證一切相加行。

第二種……己二，就是至頂加行，至頂是突然，向上衝那種，至頂加行是怎樣

呢？當你發了大菩提心後，你就修行，修行，資糧位就好淺而已，但當你修行修到加

行位的時候，最先到煖位，然後頂位，然後忍位，然後世第一法，當你將近得到頂這

種智，又未得到時，你在修觀的時候，你在修止觀的時候，你在修觀的時候，要很集

中精神地一心一意地觀，當你觀…一心一意觀到成熟時，忽然間覺得，外面東西一切

都是空的，不是…不是說…不是說想當然啦，並不是，而是直情身歷其境般的，根本

就空、假的，好像你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體驗到這個時，那時就來一個突破，本

來做不到一件事，突然間做到，那時，煖位的…就叫煖位的頂加行，例如你今天晚上

你入加行位，當你將入未入時，好努力地來一個突破，那時就是煖位的頂加行，很短

時間的。

那今天你是煖位菩薩了，煖位菩薩之後，你再努力修行，修行了幾年，或者十

年，或者修行一年，你不只…你不只體驗到五蘊外面是空，亦會體驗到你自己內在，

連你能觀察一切皆空的智慧都是空的，是體驗到的，不是想當然的，想當然不算數，

體驗都是空的，不可得的，將得未得的時候，又來一個突破，那時，叫做頂位的頂加

行，兩個頂字就不同解法，到你是頂位菩薩，在你死後，下世再修行，就再來做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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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如果你是很長命，九十歲都未死的，再過多十年八年，你又能夠觀一切皆空，

自空他空，能所俱空，一標上去，入忍位，將入忍位，未入忍位時，又一個突破，那

時的突破就叫做忍位的頂加行，或者你還未死，一百歲才死，又過十年，你證到世第

一法，一切皆空，空亦是空，不過你欠什麼呢？

你的無漏智未消毀你的煩惱的種子，那時，世第一法，將入世第一法而未入，都

是現量，不是靠講的，想當然靠因明推出來的不算，現觀的，四加行都是現觀的。煖

位的頂加行是現觀，頂位的頂加行是現觀，忍位的頂加行是現觀，世第一法的頂加行

是現觀，不立語言文字，就是這個時候的階段，你不要說：人家……有種人，連修也

不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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