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喻定那兩個叫什麼？金剛心。因為又有定，又有慧，定是無漏定，是最高

的無漏定，慧是最高的無漏慧，最高的根本智出現，那麼，成佛的十地菩薩唯有一絲

一毫、微細的俱生煩惱，一到頂的時候，佛的無間道一出現，就把那絲毫的煩惱、無

明，最殘餘的無明消毀了，什麼把最殘餘的無明消毀？連那些有漏識的種子，八個有

漏識的種子都消毀掉了，即是說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五個有漏識的種子

都消毀掉了，沒有了種子，那五個有漏識就起不了，沒有了，有漏的第六意識也消毀

了，那有漏的第六意識起不到了，有漏的末那識也消毀了，就再沒有漏的末那，阿賴

耶識也是有漏的消毀了，連阿賴耶識的種子也消毀了，阿賴耶識都起不了，沒有了，

那豈不是什麼都沒有，就涅槃了，有餘涅槃了，但又不是的，因為平時眾生有些無漏

種子的，那些無漏種子會寄存在阿賴耶識上，阿賴耶識被毀滅，那些無漏種子沒被毀

滅，為什麼？

例如……你毀滅阿賴耶識是用什麼來毀滅的？是用無漏智來毀滅它，對不對？那

些無漏智的種子是從何處來的？就在阿賴耶識裡，對不對？它消毀阿賴耶識，但它不

是消毀自己，你明唔明？火可以燒你本書，但火自己不會燒火，對不對？盤尼西林可

以殺菌，但盤尼西林不會自己殺盤尼西林的，它殺菌而已，明白嗎？你明這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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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定要有種子，無漏種子，那些無漏種子到那時，連第八阿賴耶識都消毀了，沒

有阿賴耶識，只有無漏種子，沒有有漏種子，那時就沒有障礙了，那些無漏種子就爆

發，起現行。無漏種子有很多種，有無漏八識的種子，無漏八識的種子，有無漏心所

的種子，是嗎？

亦有無漏色法的種子，那些無漏八個識的種子，一齊起，一剎那一齊起，那麼，

起了未？無間道是未起，金剛心仍未起，無間道起了，第二剎那，起了，第二剎那，

那些無漏種子爆發了，其實你不能分那些剎那的，就好像一把天秤的兩端，那個金剛

心一起的時候，例如金剛心一起的時候，一起的時候，掃蕩煩惱。掃蕩煩惱後金剛心

就沉沒，對嗎？一沉沒時，無間道就在那剎那起，說「前一剎那，後一剎那」，其實

是什麼？我們講說話時就有一剎那，其實當他無間道結束時，就是解脫道起，那無間

道一結束，即金剛心結束，第二剎那又起，明嗎？

第二剎那來了，第二剎那的無漏的第八識出現，起現行了，有了無漏第八識的種

子，一出現，就成無漏的第八識，這個無漏第八識，就叫菴摩羅識，amala，亦叫無

垢識，《楞伽經》叫第九識，其實不是說九個一齊起，這八個完了，它那個才出現，

那些，歷代那些祖師，很多都解得不太完整，以為真正有第九識。但哪有可能呢？第

九識是無垢的；前八識是有漏的，有漏、無漏一齊來，哪會這樣？所以一定要有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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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識，全壓到，然後第九個，那個、那個菴摩羅識才出現。所以話，如果那些不懂

唯識的，當說到這裡，他會很模糊的。那這樣……當他無間道之後，解脫道起，解脫

道起的狀況是怎樣？

第一：無漏的第八識出現，菴摩羅識出現，菴摩羅識出現然後怎樣？第八識我們

知道，內就變根身，菴摩羅識出現，內就變報身，外就變器世界，是嗎？變起什麼世

界？變起報土，即是有報身，及有報土，所謂極樂世界、所謂什麼報土，就是這樣來

的。那…還有好多無漏的心所跟著一併起的，我們凡夫的有漏的第八識，只有五個心

所，觸、作意、受、想、思，到那時候，有大悲大智一齊起，是不麻木的，那時候

的，佛的、佛的、佛的無漏第八識，因為他的無漏第八識起，他的器世界無邊無盡地

廣大、周遍的，其實我們這處都有佛的世界在的，不過我們的有漏識變起，我們見到

的有漏識所變的器世界，大家都周遍，明不明？

第八識變起那東西，第八識裡，無漏第八識裡，有末那識的種子的，末那識種子

一起，變起無漏第七識──清淨末那，這清淨末那，做無漏第八識的根，無漏第八識

又做清淨末那的根，那時候，無漏第八識有個心所是最厲害的，叫大圓鏡慧，又名大

圓鏡智。那無漏第八識充遍虛空，它亦跟著無漏第八識遍於虛空、遍於法界，所以叫

做大、叫做圓、叫做鏡。為什麼它叫鏡？你眾生那世界是怎樣，它能夠反映入他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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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猶如鏡一樣，就是因為這樣，他然後可以了解眾生的狀況。你在這拜佛、你在

這發願，你這種行為，就可以映入他那大圓鏡裡，所以佛能夠知一切，就是這樣的道

理，你不明白這種道理的話，你就會覺得好神化，「為什麼佛會知道？我們拜他，他

又知道？」原因就是這大圓鏡智，能反映一切。

那這大圓鏡智就跟著菴摩羅識一併起，那為什麼人人那個轉識成智又不是轉…又

不是轉成菴摩羅識，而說是轉成大圓鏡慧？那時，菴摩羅識、菴摩羅識之中的大圓鏡

智是最厲害，好像英國，大圓鏡智猶如英國的皇室，猶如英國的女皇，不是，那個菴

摩羅識猶如英國的政府，猶如英國女皇，那大圓鏡慧，大圓鏡智猶如內閣總理，那位

…那位戴卓爾夫人，女皇說什麼，都是戴卓爾夫人找人起稿的，妳這般說吧，對不

對？那菴摩羅識如何做，全都交由大圓鏡慧去做主宰的，明不明白？所以我們不叫它

作菴摩羅識，我們叫它作大圓鏡智，說是轉識成智，不是說轉…轉個識…好像跳一

跳，好像馬騮精打筋斗般，變了智啊，全不是，所謂轉識，就消毀有漏第八識，無漏

的菴摩羅識出現，菴摩羅識就如有一個好好的宰相，什麼都交給他指示的，那宰相就

叫菴摩羅識，對嗎？

好像劉備有諸葛亮一樣。你說劉備怎樣，他什麼計劃其實都是諸葛亮搞出來的，

對不對？好像現在中國的李先念，他因為是主席就周圍去，坐著，其實什麼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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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字，明不明？你與其說，說李先念行政，不如你說鄧小平行政重，重切實，與

其你說菴摩羅識那識…不如你說是大圓鏡智起的業做作，更好的，更清楚，明不明？

轉識成智不是轉了識成第八識，成了大圓鏡智，不是，而是轉，滅了，捨棄了，轉捨

了那個有漏的阿賴耶識，不再叫做阿賴耶了，是有漏第八識，因為第八地以後不叫做

阿賴耶了，有漏的異熟識轉捨了，轉得了、轉成、得成那個菴摩羅識，菴摩羅識一出

現，就以大圓鏡智為主，所以，轉識成，「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這句說話很不妥

當的，明白嗎？

轉第八識成菴摩羅識，菴摩羅識起的時候就有智做它的助手，這叫做大圓鏡智，

明嗎？同樣道理，轉第七末那識，就轉第七有漏的，即滅了有漏的第七末那識，那個

染污末那，那個即不是無漏的，生起一個由清淨菴摩羅識裡面所藏的種子之中，有個

第七末那識的種子，清淨末那識的種子爆發，那個第七末那識與我們有漏的不同，我

們凡夫的第七末那識，有四個壞蛋跟著尾：我痴、我見，記不記得？還有什麼？我

慢、我愛，有這四個壞蛋跟著它，所以它就弄到天翻地覆，消毀了這個，無漏第七識

出現，沒有我痴、我見、我慢、我愛，只有善心所，有平等性慧，自他平等的，不執

自己的好處，無自私的，大公無私的，平等性慧，一切眾生平等，那種慧，跟著一

齊，那個第七末那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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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末那識起了，第六意識就有根，於是那些無漏的第六識的種子，一有了第七

末那，清淨末那識做根，又爆發，第七的清淨，不是，第六的清淨識，清淨的第六意

識出現。這個意識，我們平時都有個慧心所跟著的，但我們的慧，有善慧，也有惡慧

的，這個不是。完全是無漏的善慧跟它，這種慧，叫作妙觀察慧，因為它是無漏的，

所以不叫慧，叫妙觀察智。這妙觀察智，就是那無漏第六識的助手來的。這妙觀察智

怎樣妙？它能夠，那妙觀察智，它的根本智能證真如，能證勝義諦；它的後得智能觀

察眾生根機而為眾生說法，所以妙就妙在這點，妙觀察，觀察眾生種種不同的根機，

而建立種種教法，就叫做妙觀察智。

佛說法，就是用妙觀察智裡面的後得智去說法，不是用大圓鏡智，大圓鏡智不會

說法的，妙觀察智，妙觀察智說法就要有前六識，如口說話，如何表現，還要有前六

識的，意識是思維的，有了無漏的第六意識，於是又有無漏的五根，無漏的阿賴耶識

內變根身，變一個無漏的根身，有了五根，於是前五識，無漏的前五識藉著，憑藉著

菴摩羅識所變的無漏的五根，起一個，生起無漏的前五識，無漏的前五識，聽到意識

的指揮，現種種神通，去教化眾生，就是這樣。佛的解脫道的時候，成佛的，金剛心

之後的解脫道，解脫道出現時就那麼多一齊出現，即是什麼？

即他的報身出現，報土出現，他所證的真如，即是法身，他的前五識所顯現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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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東西，透過他的前五識顯現，在三千大千世界裡，應隨緣而現出化身，用那個前五

識，無漏的前五識，那於是三身具備，解脫道，無間道時，三身未具備，解脫道時，

就三身具備，叫做成佛。好了。現在來到這裡有個問題，成佛的界線，應由解脫道算

起，還是由無間道算起呢？於是有兩派不同的菩薩在爭論，一派說：無間道已經全沒

煩惱，那還不是成佛嗎？應該由無間道說起，又有道理的。另一些菩薩就說：不是，

無間道時三身未備，又豈能說成佛呢？報身、報土還未出現，豈算是佛？故一定由解

脫道說起才可。

爭論，其實無需要爭論，任你怎算，你計算埋無間道起都得，假立嘛，那些界

線，你估有個上帝來規定的嗎？是假立嘛。你這個菩薩歡喜假立界線，那在無間道起

計，不就行嗎？但無間道起計有一個缺點，無間道即是金剛心，金剛心在所有經教

裡，都是說成佛之前的叫金剛心，那豈不是成佛，由成佛之前那剎那起計？又有些不

太對，對不對？其實那條界線任你畫，沒有天然一條線存在，你喜歡把條線移過一

點，就由解脫道算起，把條線好像路牌一樣向另一邊移過點，就由無間道起算，成佛

的無間道即是金剛心，成佛的解脫道即是三身具備。

那現在人會說：佛在印度的時候夜睹明星，悟道時那無間道出現，斷一切煩惱，

跟著接續在七日裡享受法樂時，就入解脫道，正式成佛。任你怎計，那些菩薩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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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派的說法，那這個金剛心之前，就有一個勝進道，第十地的勝進道，勝進道的最

後一剎那，一剎那，即是說那些現證一剎那證菩提，狹義就是金剛心前的剎那，廣義

的就每一地都有。好。那來看這裡，四：釋剎那加行體。加行的本質是什麼，體即是

本質，「刹那證菩提 由相分四種」，剎那現證菩提那種加行，由它的活動情況的不

同分為四種，那四種下文它才解，我不把時間用來預先解它。「刹那加行體唯有

一」。這裡應該有一撇（逗號），所謂剎那現證菩提加行的本質就是一種，「就相不

同而分爲四」。

就由它活動情況的不同我們把它劃分為四種，那四種你就慢慢才讀。他說「異熟

剎那加行」，異熟剎那加行，由他歷刧以來，修這個清淨行所引起的果，果出現的剎

那加行，那種加行，那種異熟剎那加行。非異熟剎那加行，是純粹他智慧而顯現的，

就叫非異熟剎那。由加行，最後的加行，而引出的非異熟剎那的果，就叫非異熟剎那

的加行。還有一種叫無二加行，這個剎那與非剎那，異熟與非異熟，不二的那種加

行，還有最後一種無相的剎那加行，那每一個加行就留待他詳細再講，我們知道剎

那，一剎那去證菩提的，有四種先，聽得明嗎？那然後，以上戊二就講完了。

戊三，就廣釋法身體。這個體即體相，那最後的一剎那加行，就引出成佛的金剛

心和解脫道，那就成佛了，那成佛，就有三身具備，所謂三身者：自性身，即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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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身，即是報身；化身。三種身。三種身合併，我們廣義來說全叫做法身；狹義的

法身，就只是指自性身，清淨法身。廣義的，三身都是法身，狹義的就只有清淨法

身，第一個，自性身。我們來解解，它這裡好略的，因為你對前面那些不是很了解的

話，你在這裡解法身是沒用的，所以留在後面好詳細地講，一剎那加行和法身，在後

面會好詳細地講。「自性圓滿報 如是餘化身 法身並事業 四相正宣說」。本來我們中

國一向講三身，它呢，所謂法身，廣義來說，不只包括三身，還會多一個身，四身，

都是法身。

你看看：第一：自性身，即是我們中國所謂的清淨法身。是嗎？「圓滿報」…即

是圓滿報身。我們成日晚課，晚課…晚課我們會唸：「南無清淨法身，毗盧遮那

佛」，是嗎？「南無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南無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是嗎？

不要說啊，弄錯了，弄錯幾百年，弄錯了成千年，毗盧遮那即是盧舍那，梵文是

Vairocana，Vairocana是毗盧遮那，Vairocana毗盧遮那，在經裡面，沒說毗盧遮

是法身還是什麼身，沒有說，Vairocana只是《華嚴經》裡那個…毗盧遮那成佛的時

候那個毗盧遮那，其實照理論來說，這個毗盧遮那是在摩醯首羅天成佛的，密宗、胎

藏界的毗盧遮那佛是醯首羅天成的，成了佛後，就然後，那個就是圓滿報身，但密宗

又弄錯，說他是法身，說他是清淨法身，法身又怎會有相呢？毗盧遮那有相的嘛？對

不對？所以又令人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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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顯教如此，就不可通，難通，最低限度。而我們千幾年，成千年唸，「南無

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你說他清淨，得，你說他清淨法身，那毗盧遮那有相無

相呢？應該是無相的，對不對？但毗盧遮那，整個樣的，是不是？「南無圓滿報身，

盧舍那佛」， Rocana，不就是 Vairocana，舊時把 Vairocana 譯時就譯作

Vairocana，略了 Vai那個音，是嗎？中國人譯名，時常略了頭音或略了尾音的，般

若波羅蜜多的「多」他又略去了，P ramit …P ramit  P ramitā ā ā ā ā ā的 tā他又略了不

譯，波羅密 P ramitā ，算數，中國人好歡喜這樣的嘛，Vairocana他就略了 Vai字的

音，就變成 Rocana，就變成了盧舍那佛，於是替他改就變成圓滿報身，其實那字盧

舍那即是毗盧遮那，那你夾硬把他分開，因為兩個譯音不同，夾硬將一個叫做法身

佛，一個叫報身佛，這個錯誤由唐朝末年攪到現在，攪到現在 19世紀 90年代都仍

然錯，他人又不敢改他，他人太尊重古德，古德都是這樣，那錯只錯在古德而已，不

可以這樣的嘛，古德錯，你不能錯的嘛。

不過你又不要批評別人，你知，知道就可以了，批評人就撩是生非，你就到處被

別人排斥你了，你看看，好說話，好說這樣對，這樣不對，會到處被人排斥的，你看

看印順法師，是嗎？因為他好講這樣才對、那樣就不對，處處都沒有人理會他。那些

沒主張的，只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什麼都不講的，到處都歡迎。你看覺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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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連鄧小平都歡迎他去，到處都歡迎，是嗎？不要批評別人不對，你可以說「我這

樣說」，無問題，別人說你關上門自己當皇帝，但你切勿說「你不對」，記住了。

你又不要反問「羅生那你剛剛又說人家不對？」我當你是學生我才會這樣說，外

人問我，我都不會講，他們問我，跟我談天，我都不談，我和他們談，問他們「有無

去飲茶？」他又講「有啊。」「哪你去哪間？哪間蝦餃靚？哪間粉果靚？」我只會跟

他講這些，費事跟他講，哪些人很是非的，今天跟他說，明天他又會說「某某這樣

說」。尤其是女人，女人最不好，男人還較好，女人最不好，尤其是那些女人問你

「你唸佛好，阿彌陀佛」，「你唸佛好好感應」，那就算數，不可以講道理的，跟她

們。

好，這裡，自性，自性身，圓滿報身，除了之外，「如是餘化身」。自性身和圓

滿報身之外，「餘」即其餘，如是之餘，便是化身，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還會整多一

個身，彌勒菩薩不知為什麼，「法身並事業」之外，還有叫做法身，那個法身是最狹

義的，是指佛的智慧，叫作智慧法身，這裡共四相。我們中國只說三身而已，三身裡

亦只得兩相，因為法身無相的。他現在四身，法身，法身的智慧，法身是指佛的智

慧，佛的智慧，是作種種事業的，和他的事業，法身的事業是一種，那共四樣東西：

自性身、圓滿報身、化身、「法身並事業」，共四種。「四相正宣說」從這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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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即方面；從這四相方面去宣說，《大般若經》說佛的身，佛的法身，就是從這

四角度、四方面來說的。《大般若經》既是如此，所以彌勒菩薩做《現觀莊嚴論》

時，也從這四個方面來宣說佛的法身。

我們來看論文。「正說法身有四種法」這裡一句，他說現在正式解說法身給你們

知。法身有四樣東西來表示法身的，即從四種法去表現出法身給你知的，哪四種呢？

「謂」即「就是」，就是什麼？一：自性身，二：圓滿報身，報身即受用，「報」即

「受用」，現在你受報，就即是受，受用，受用這兩個字，與「報」在梵文中原來就

是一個字，除此之外，「如是所餘」，「如是」即是「這些」，這些所餘之外的化

身，這些即是什麼？是指法身和報身，法身、報身之外的化身，這裡有三種，然後還

加一種。「並智慧法身及所作事業」，與及佛說法的智慧所現的智慧法身，和這個法

身所做的事業。就用這四樣東西來說明廣義的法身，那這些容後再講。

下面就是丙三。我們留意看看丙一是講什麼呢？我們看看第二頁的後半頁，第二

行。乙二：為樂廣者分別廣說，對不對？分為三段，乙一，不是，丙一：論所為的

義，這本論所為的東西。丙二：全論總義，即是概論。全本論的導論、緒論。然後丙

三：全論文義。把全本《現觀莊嚴論》逐句逐句解釋你知，文義，文義等於天台宗，

天台宗《法華經》裡有一本叫《法華玄義》，《法華玄義》即是天台宗的總義，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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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義，玄義即總義。《法華文句》就是法華的文義，是嗎？講完總義講文義，天台

宗，三部就講方便，《摩訶止觀》講修行的方便，若三樣少一樣都不能成宗的，天台

宗三樣都具備。好，休息一陣，休息五分鐘再講。

《法華經》有《法華文句》，它這個是《現觀莊嚴頌》的文句。全論文義又分

三：丁一：廣釋三智。三智即是大菩提，唯識宗的人解大菩提，是解作四智，《般若

經》解的大菩提是解成三智，廣釋三智。然後丁二：廣釋四加行。丁三：廣釋法身。

三智就是境。四加行就是行。法身是果，分作境、行、果。「初又分三」，即廣釋三

智又分三。戊一、戊二、戊三。戊一：解釋我們修行人所求得的，我們修行人想得到

的一切相智，即是佛的智，最高的智。解釋所求的一切相智。

然後，戊二：解趣彼方便的道相智。「趣」即趨向；「彼」即一切相智，能夠趨

向一切相智的手段、辦法。「方便」即辦法，這種辦法、工具，就是道相智，由道相

智做成，做方便，做手段，然後才能獲得一切相智。然後戊三：釋淨道相智之支一切

智，第三是解釋一切智，一切智是那些小乘人的智慧，小乘人的智慧，大乘人亦應該

有，不過就不能概括大乘人的智慧的全部，他們是支，「支」字是「支分」，支分

者，一支，眾多支中的一部份，小乘人那種無我的智，那種人無我的智，一切智，小

乘人那種人無我的智，亦是大乘人所得的智的一部份，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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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又分三」，即這個所求的一切智又分三。己一、己二、己三。己一：釋爲求

一切相智所發誓願。你現在想求一切相智，一切相智即大菩提，你想求得大菩提，你

先要有志願，是嗎？發願，先來發願，是嗎？發願，先來發願，這個發，所發的誓

願，這個即是發菩提心，就是解釋發菩提心，所謂發菩提心就是這樣的，解釋發菩提

心，為求一切相智，一切相智不就即是大菩提，所發誓願即是那一顆心。然後己二：

釋爲成辦彼誓顯示方便之教授。「己二」即解釋；「教授」即些經論，解釋為了能夠

成功，能夠辦到完成你的大菩提心的那種手段，那種方法。「方便」即方法便利，能

教你用什麼方法去完成你的菩提心的所求的願的那種教授，或者經論。然後己三：釋

如教授所修之正行。解釋，「如」即依照，解釋，你依照這些經論、這些教授去修

行，如何修法？

現在先講第一段：「今初」，解釋，為了求得一切相智而發的誓願，這個宏願，

發菩提心的宏願。己一：怎謂之發菩提心呢？發菩提心是甚樣的？「發心爲利他  求

正等菩提 彼彼如經中 略廣門宣說」一句，「如地金月火 藏寶源大海 金剛山藥友 如

意寶日歌 王庫及大路 車乘與泉水 雅聲河流雲 分二十二種。」這是《大般若經》的。

這本是《大般若經》。《大般若經》認為，發菩提心有二十二種等級的，老太婆不懂

字，有老太婆不懂字的發菩提心，你是十地菩薩，有十地菩薩的發菩提心，高有高的

人發菩提心；低有低的人發菩提心，由低至高有二十二種，二十二級。我們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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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爲利他」。發菩提心為了利，其實這裡是這樣解的，為了利他而發菩提心。

如何發心？如何去求證菩提？「彼彼如經說」。如何發心，一種；如何修行去求

菩提，又一種，「彼彼」者，彼發心、彼求證菩提等等，「彼彼」即種種，「彼彼」

二字即現正所謂的「種種」，「這些種種」四個字，發心，和求菩提，這些發心和這

些求菩提的種種，「如經中」，好像《大般若經》中，《大般若經》中什麼？「略廣

門宣說」，有些地方好詳細，廣是詳細，有些地方好簡略來講。廣門、略門。那依照

《大般若經》發心有幾多種呢？他說依照由淺至深，有二十二種。最淺的，如地，較

高的，如金；再高點的，如月；再高點的，如火；再高點的，如藏；再高點的，如寶

源；再高點的，如大海；再高點的，如金剛；再高點的，如山；再高點的，如藥；再

高點的，如友；再高點的，如如意寶珠；再高點的，如日光；再高點的，如歌聲；再

高點的，如王；再高點的，如庫；再高點的，如大路；再高點的，如車乘；再高點

的，如泉水；再高點的，如雅聲；再高點的，如河流；最高的，如雲。總共，可以數

數有二十二種。

……譯作「庫」字。後來出版後，認為「庫」字不妥，要改成「藏」字，而下面

的「藏」字，最初法尊法師譯時就譯作「藏」字，後來就覺得「藏」字譯得不妥，於

是改成「庫」字，所以慈航法師就跟著他改。這本書原來是慈航法師的，慈航法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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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跑馬地，就漏落了在優曇法師那處，我去優曇法師那處，我在優曇法師的書櫃見到

它，因我在，我在昆明太虛法師那邊，太虛法師給了我一本，我帶著回廣州時就丟失

了，不見了，到處找都找不到，那個法舫法師後來在斯里蘭卡死了，他曾答應我，無

論如何都要幫我找到一本，誰知未找到，就去世了，我跟他熟悉的，法舫。

那麼，剛剛有日，佛教會副會長叫陳靜文，就拉我去釋牢，有個釋牢，去找優曇

法師，我見到在櫃裡面，攝在那裡，我就想：他不識野，都不識寶，咁好的一本書，

竟然攝在一個角落裡，我沒出聲，我記住那本書的位置，我走去荃灣竹林禪院，找檀

鉢法師，檀鉢法師和優曇從前很熟的，我就叫檀鉢法師說：「我出交通費給你，同時

今晚請你食齋，你馬上去優曇法師那邊，他的櫃旁邊，有本《現觀莊嚴論》寫著的，

攝在那處，你設法，他肯送給你的，你拿來送給我；如果他不肯送，你借回來，我找

人抄，馬上做。恐怕遲了就不行。」他說：「得得得」，就立刻去了。晚上我就在齋

菜館等他，請他食飯，他雙手捧到：「是啦，這本」。我就說：「對了對了，不只請

你食一餐飯，要我請一百餐我都請」。那然後，書就拿到手了。後來檀鉢法師問優曇

法師，原來這櫃書是慈航法師留下的。那時慈航法師已去世了，在台灣去世了，是慈

航法師留下的。「你如果歡喜的，你可以拿去，大概他都不要的了。」於是就拿了這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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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不懂這本書，你說，你說你自己識《大般若經》都是騙人的。《大般若

經》六百多卷怎讀，六百多卷中前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前一部分，整個大綱就在這

裡，你看看，分二十二種。你看本文：「現證發心等十法之究竟智，是一切相智之

相。」這句如何解呢？如果你想修行，修到能夠現量證得，那種最究竟的一切相智，

究竟智。這究竟智，講就講之不盡，只可以從十個方面來顯示它，十個方面，哪十個

方面呢？上文，第四頁。「表示一切相智之體者，有十法」。即一切相智有具備這十

種相狀的，哪十種呢？「發心與教授 四種決擇分 正行之所依 謂法界自性 諸所緣所爲

甲鎧趣入事 資糧及出生 是佛遍相智」。

這十種，有這十種性質的那種最高的、最究竟的一切相智。你想現證的話，你就

要了解這十法、十種相。這十種相是一切相智的相，「相」字當作特徵解，特徵或者

表徵。某個人的特徵是歪嘴的，某個特徵是豆皮的，某個人的特徵是跛腳的，這些是

他們的特徵，一切相智有十種特徵，那十法。那一切相智就具備有十種特徵，你想獲

得那具有這十種特徵的一切相智，你就要修行，修行你就要發心，現證發心等，上文

的十法中，第一法就是發心，是不是？「發心與教授」，最緊要發心，發心，若你想

了解，第一就要發心，第一是發心。所謂發心，一：謂發菩提心，最緊要…所謂發心

是什麼？「即爲利他而希求大菩提欲相應所起入大乘道門所顯之最勝第六意識心王，

是大乘發心之相」，這個翻譯真是…這個整句翻譯到，他說這個發心、發菩提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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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這個發心的本質是什麼呢？

這個「相」字，最尾的相字當作本質解，這個發心的本質是怎樣的呢？第一：要

為了利他而發心的，不是為了自己、自利而發心的，為了利他，為了利他，那為了利

他而想做什麼？想發財啊？是不是？不是，為了利他而希求大菩提，希求大菩提，希

求別的就不算發心，要希求大菩提，希求大菩提，希求大菩提有些什麼啊，希求的時

候？希求不希求有什麼分別啊？希求就有種欲心所跟他相應，別境心所中有種叫欲，

欲、勝解、念、定、慧，有種好懇切的希求心，與你，與你這個菩提心相應一齊起，

即換言之，你發大菩提心，要對大菩提起一個希望，希望得到，欲，與欲相應，與欲

相應後，是不是這樣就是發心？

還有，還有，你發心時是你的第六意識要活動的，第六意識，第六意識的活動，

沒有它不可以？不可以。為什麼不可以？因為第六意識活動，就是大乘入大乘道的門

來的，沒有第六意識的活動，你就無從入大乘之門，為什麼呢？你沒有第六意識活動

的話，你就無從獲得聞所成慧、無從獲得思所成慧、無從獲得修所成慧，對不對？所

以第六意識是活動是最緊要的，第六意識是個心王，心王一定要有好多心所，心所中

最緊要是欲，要跟它相應，這個心王，與這個有大菩提的欲的這個第六意識心王，是

大乘發心的特質，的特徵。有一個如此的第六意識，即發心亦是第六意識，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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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會問：「那禪宗裡很多人講的『離心意識』又是什麼」？他講得不清楚而

已。離心意識者，即是離開有漏的、惡的心意識，而不是叫你離開善的心意識嘛，如

果叫你離開善的心意識，沒有善的心意識，你不就好像石頭一樣，又如何成佛呢？對

不對？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你不要誤會，拿著「離心意識」來反駁，這樣的話，那

三世佛都會當你是冤家。識唔識解？這處那麼繁複，識嗎？所以他呢，別人看到這本

書，都很怕，因為他譯得文字不流暢。那即是說，你想得一切相智，第一步，你要發

菩提心，即是，一句就是這樣，對不對？發菩提心的本質是什麼？就是你的第六意

識，有個，對大菩提起一個希望、起一個欲，有個如此的第六意識，由這個第六意識

的活動所發生的，用俗語來解。

那這種發心是不是未入道之前發呢？還是入了初地才發？都不是，他告訴你，這

句說話最寶貴：「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佛地」。發這個，發菩提心的界限，由你

發心，怎謂之資糧道？資糧位。資糧位所起的智慧叫作資糧道，即是說，在你發了菩

提心那剎那起，而未曾入加行位那段的智慧，就是資糧道，「道」是作「智慧」的解

法，那界限就是由你發菩提心那剎那，那剎那起的叫做資糧道，那智慧叫資糧道，由

開首起，一路直至成了佛，都要發心，繼續發心，由發心的剎那起一直到成佛後，都

有發心，不過等級不同。好，那下面解。那你留意一下。他什麼都有講，講那界限是

最好，由哪時候起，至哪時候止，就叫做什麼發心。下文解，下面解那個頌，上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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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發心為利他」一句字，「求正菩提等」已解了兩句，上文，對不對？

下面解第三句，「彼彼如經中 略廣門宣說」。下面解。「發心所緣之菩提」。

當你發心是一種所緣的境界，所對向的境界，發心所緣，即是你發心所對向的目標，

就是得菩提。發心所緣的菩提。「彼」，彼菩提，「及所爲之利他彼」，你為哪個而

發心？你為了一切眾生而發心，為了利他而發心，這個利他就是第二個彼，「彼彼如

經中」解釋了「彼彼」兩個字。「廣略門宣說」，廣中略三部，在《大般若經》裡前

三分一，約半部，前半部，前半部，前半部分成三部份，一部份是廣的《般若》，即

是初分，第二是中，不廣不略的，第三部份是…第二部份是廣的，它這裡倒轉的，第

二部份是略的，第三部份是中。總之有三部份，一部份是詳細的，叫做廣，一部份不

詳不略的，叫做中，一部份很略的，叫做略。你聽到嗎？例如什麼呢？

《大般若經》開首的「如二萬頌的《般若經》」就是廣的，其餘的，是中的、略

的，還有兩本經，都是《大般若經》的一部份，「如是發心」下文就解…「如地金月

火」解以下那段，「如是發心依譬喻助伴相同門，相同門中分爲二十二種」。二十二

種，先解釋半句，「如是發心」這種發心，「如是」即「這些」，「這些發心」，

「依譬喻」，下文用譬喻來解釋，有些是助伴，是依據你的心所，助伴是你的心所來

解釋，有些是相同，相狀相同的來解釋，「門」即角度，從各種角度，從譬喻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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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伴的角度、相同的角度，就分為二十二種，可以分為二十二種，是不是一定二十

二？未必的。或者你成佛時你說《般若經》，分成二十五種都不一定的，對不對？或

者你為便利起見，把二十二種劃分成四、五種都可以的，對不對？

例如窺基法師，就把它分成四種而已，把它略成四種，我們看……四種。哪二十

二種呢？第一種：「與助伴欲相應之發心，是一切白法之所依處，猶如大地」。第一

種最初、最淺的，是與那個心所、助伴，跟那個欲心所，助伴欲，即是欲心所，是與

欲心所相應的那種發心，那如何謂之欲心所相應？好淺的，例如有一個不懂字的人，

什麼都不懂的，這個人還很惡的，你跟他說成佛、修行怎好怎好，得一切智、將來成

佛、怎樣自在，怎樣好。那他聽見你這樣說，就「又好的，我也想」，他一這樣說

時，就有一個欲心所，他都是發心來的，有這個欲心所跟你相應，只要他說：「我決

定想去修行」，一個這樣的心，有個欲跟他相應的，那就叫做發心，這個是最淺的發

心。

跟那欲心所相應一齊起的發心，他說，你不要小看這種發心，這種發心，是一種

「白法之所依處」，白法者即是善法，一切善法的，依之而起的起點，的基本、基

礎，「依處」即基礎，是一切善法的基礎來的。「猶如大地」，如大地一樣，什麼建

築物都是在地上建起的，那這些就是老太婆都能夠的，那老太婆能夠，初地菩薩又能

21



不能夠，當然亦有的。他都有欲的，十地菩薩有沒有？十地菩薩都有欲的，對不對？

即下至不懂字的老太婆，上至成了佛的都有欲的，一種與欲相應的發心，猶如大地，

什麼建築物都由這處建起的，明不明？最初的發心。又高些的是如何？是「意樂相

應」的發心，是第二種。

第一種叫做「與欲相應」的發心，如地的。第二種是「意樂相應者，乃至菩提而

不改變，猶如純金」，一句。「意樂」即是意志，我們立下這個志向、立下這個意

志，「意樂」，「意樂相應」上文所說的第一種發心，就是與欲相應，有這樣的欲，

意志都未必好堅強，他這個「意樂」就指立下意向，一定要得大菩提的，有這種意

樂，這種意樂相應的發心，又高一層了，即這種多了一個意樂，多了一個強烈的意

樂，意樂相應的發心是怎樣呢？「乃至菩提而不改變」，即是說他立下的志願，立下

了這樣的志願，我一定要得到大菩提為止，如果得不到大菩提，我決不改變志向，是

一個這樣的發心。

他說如果你能夠有這樣的發心，就「猶如純金」了，無雜的，又高一層了。記住

了，有第二層就必定有第一層的，有第一層就未必有第二層，你的發心能夠如地，就

未必能夠如金，如果你的發心能夠如金，就一定能夠如地的，後後必兼前前，聽得明

嗎？前前則未有後後；後後必定兼前前。第三種，頭兩種你們要識啊，發菩提心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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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層次。那二十二種發心，我們看看第 14頁，由尾數上來，第四行，由那兒讀

起，「如是發心依譬喻助伴相同門中分爲二十二種」，即好多用譬喻的：如金、如

地、如火，就是譬喻，或者用助伴，例如與欲相應、與增上意樂相應，來助伴，相

同，與相相同的東西，就用來改它的名，於是就分作二十二個層次。

第一種：「謂與助伴欲相應之發心」，「欲」是心所，「助伴」即是心所，第一

種發心，與欲相應的發心，第一種。即好像老太婆或小孩子，什麼都不懂，但他覺得

「成佛真好」，於是發心求菩提，想成佛之類。其實成佛之後的，應如何做，他不知

道的，他只是好羡慕的，是最初級的發心，與欲相應，與那個欲，「欲」即希望，希

望得到他的，與欲心所一齊起的那種發心。他說這種發心，你不要小看它，「是一切

白法之所依處」，「白法」者，清淨﹑善﹑清淨的法，叫做白法，一切善法、清淨

法，都是依據這種初心而起的，即我們不能小看它粗淺。

「猶如大地」，好像大地一樣，不論什麼草木都是在大地上生長的。好多經都依

據這個意義，就用一種物擬的、比喻的講法，是嗎？一個人一初發心時，大地都震

動，一初發心，為什麼一初發心就大地震動？難道真是地球在郁動？不是這樣解的。

而是什麼？他已經建立了白法的基礎，以後，幾乎他有決定性，他一定會成佛。整個

第八識裡的種子，都被他控制住了，對不對？最初一發心，即是把你第八阿賴耶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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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漏種子，做一個基礎，將來他一定會發芽，一定發葉、一定爆發的，同時他一有

發心，所有的有漏法，已經決定了，一定將來必定被他控制著，所以，最緊要的，猶

如大地。

那經，經論就依據這樣，「大地為之震動」般的，又有些經論會說，有初發心就

已經成佛了，初發心就即刻成佛，那個小孩子一發心，他就是佛了，所以就會去拜

他，對不對？不是這樣解的。這些是比喻的說法、暗示的說法，即是說他一發心，這

種那麼粗淺的發心，他已經有決定性，將來決定是佛來的，他現在是因地的佛，將來

會是果地的佛，是這樣的意思。與欲相應的發心，他用了比喻：如地。如地，猶如大

地。

第二種發心：意樂相應的發心，意樂與欲有什麼不同呢？欲即是希望，希望得

到。意樂…兩個心所加起來，欲加精進，對吧！那因為他有欲，又加上精進，就決不

改變，即是堅定，堅定不移，即是意志堅定，站得穩。與增上意樂一齊起的發心的時

候那種，意樂相應，與意樂相應的，相應即一齊起，「意樂相應乃至菩提而不改

變」，由現在起直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止，都不改變這個心。「猶如純金」，

好像純金一樣，純金不會變色，假金會變色，所以就猶如金，又高一層。

第一種發心，最初，最初的發心，就是下等資糧道的發心，你不用寫的，我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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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會說你聽，你現在寫也可以。我們一發了心，就叫做資糧位的菩薩，資糧位即是

上、中、下三品，下等資糧道，即是下品資糧位的發心，他已經是資糧位菩薩。第二

種發心，意樂相應的發心，就是中等資糧位的菩薩的發心。你可以勘察某個人是屬什

麼資糧道的階位點，你可以勘察到，你自己亦可以勘察自己的，如果自己都是下等

的，你就要努力上進，努力上進，你就可以達到中品，自己都有中品的，你再努力上

進，就是上品資糧道。

上品資糧道相當難的，上品資糧道，一定是戒律相當好，不只是懂學問，要戒律

相當好，學修禪定的，修得相當好，博學多聞，上品資糧道，好了不起的。中品資糧

道已經是不錯的了，一般是下品資糧道多些的，一般佛教信徒。下品資糧，都是成佛

的糧食來的，不過是下品的，下品資糧道。意樂相應的發心是中品，中品資糧道，教

授都沒用，博士都沒用，…或者好像…這樣也發心的，對不對？那當他最初發心，對

不對？如果有一日有些學者、博士，都讀熟佛學的，但他又不太信的，不太信的話，

就只是研究思想史的，他是學者，他研究思想史的，他只是知佛家是這樣講，你問他

信不信？他說：「我講思想史而已，我就不太相信的。」

我最近，去到加拿大，多倫多，咸美頓 Hamilton，有間大學叫McMaster，那

間McMaster大學，有個宗教系的主任，是講座教授來的，姓葉的，不是廣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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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印度 19年，唐玄奘都只是 17年，住在印度 14年，他 19年，比玄奘法師多，

但我跟他談天，他招待我，帶我參觀他的東西，除了幾本《禪宗語錄》外，什麼都不

懂，又會有這種人。那我問：「你是不是佛教徒？」他說：「不是，不是。」他說：

「我是一個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那我說：「你不是信佛？」「我不是信佛。但不

過的知道佛教是好，那種思想，不過是歷史發展中的一種好的思想，這些是古代的人

的思想，這是我看法，我是現代人，我研究古代歷史，知道古代有種人叫做佛教徒，

知道這種佛教徒的思想是怎樣，但我不是佛教徒。」

他是宗教系主任，我，我懷疑他是基督教徒，但基督教徒就應該入神學系才是，

他是宗教系，另外有一個是神學系，不是他做，是一個西人做。那他這些留學十多

年，又在加拿大做宗教系主任，做宗教系主任主要是研究佛學的，他已經做了 8年，

今年 63歲，後年退休。他不信教，那他信都不信又怎會發心呢？對不對？他懂好多

的，《禪宗語錄》都識不知幾多，講禪宗講得好，頭頭是道，除了禪宗以外什麼都不

懂，就批評天台宗，說天台宗這些東西都是玄學，佛根本就沒這種東西，華嚴宗，又

說這是中國人的思想，是變質的佛學。唯識宗就是印度人的思想，不合中國，不合我

們中國的國情。空宗，他說空宗這個，對世道人心一點益處都沒有，這樣看法的。但

禪宗，禪宗就是，是認識的，即是把我們的思想，解脫一切縛束，最好就是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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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樣講法，禪宗他根本就不懂，這種人，根本就不懂禪宗，對不對？這樣十

多年的教授，做了 8年的講座教授，留學印度 19年，研究十多廿年的中國佛教史，

他沒發心的，是不是？十多年的功夫都沒發心，反而一個小孩子，他會發心，例如有

些說，現在發心、今年發心，即是他學了幾十年之後才發心，發心就由他真正發心那

剎那秒鐘起計的，當然他可能是在億萬劫前已發心都不一定，那就是億萬劫前起計，

或者他發心後退轉，所以今世不發，不發他再遇到善知識時，就重新再發，那都是

好，他發了心，他未發都已是下級資糧道的菩薩，不過他未顯著，這樣解。那些發心

的，照道理應多世前早已發心，好少說今世才開始的，明不明？

第三，這樣。「增上意樂相…」，睇到嗎？14頁尾數上去第 2行，「增上意樂

相應者，能增長四念住等一切善法，猶如初月。」上文第二種發心是意樂，就意樂而

已，對不對？這個是增上意樂。意樂即是堅定的意志，增上意樂即是極之堅定的意

志，不是只是意志而已，是有實踐的，真真正正肯去修的，那他修，是修什麼呢？他

這種增上力，能夠增長他所修的淺淺的法，你說他的增長、大菩提的增長，他未能做

到，「能增長四念住等」，即是他粗淺的修行方法，他可以增長了。

那當然，那些高級的、大的修行方法，他亦會發生影響的，「等」字即好多的

嘛，四念住等即是有什麼？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知、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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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是小乘的，乃至大乘的六度萬行都等在內。他這種增上的意樂，能夠增長，增

長即是助成，明不明白？助成，增長那些四念住等，由小乘起等至大乘上的一切善

法，「猶如初月」，好像每月陰曆初三、初四的月，對不對？一線光明，好像眼眉

般，就是初月，你不要小看它是初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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