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珠，好順利的，想哪樣得那樣的，就是第八地菩薩的發心，即是如意寶。是

嗎？頌文如意寶。那些散文呢，「大願相應者」，即願波羅蜜多，與願波羅蜜多相應

的，就是第八地菩薩的。「如願成辦」，你的願想什麼，就可以辦出什麼，「如願成

辦，猶如如意寶珠。」一句。第十三，與那個力波羅蜜多，化眾生的力，好像日輪一

樣，日輪能夠照，普照大地，令所有動植物得到太陽光，都成熟了。令眾生成熟，就

猶如日輪。第九地菩薩的發心。那我們看一看頌文，第 14 頁第 3 行的頌文：

「日」，「日」字。又看第 15頁那些散文。第 4行，第 15頁第 4行：「力相應

者」，即與力波羅蜜多相應的，這種發心，就「能夠成熟所化」。

「所化」者即指眾生，能夠成熟他所化的眾生，「猶如日輪」，即令萬物成熟一

樣。與智波羅蜜多相應那種發心，因為它與智波羅蜜多相應，這是後得智來的，能夠

觀察眾生的根機，為眾生說法，巧妙地為眾生說法，為眾生說法的時候，即是甚麼？

能以愛語調伏眾生。先看偈的第 3行：「歌」，一個「歌」字，看到嗎？又看後面一

頁，你們第 13頁第 4行，「妙智相應者」，即是與妙智波羅蜜多相應，那種發心就

能夠「以」，「以」即用，用愛語，溫和可愛的說話，來調伏那些所化的眾生，令他

伏，「猶如歌音」，好像「歌音」，好像唱歌聲一樣，令人聽到後覺得好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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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相應的發心，第十地。就猶如，猶如國王。國王治理國家，有自在的權力。

他那些有神通的，就可以自由自在來化眾生，猶如國王。先不管他是第幾地，「八、

九、十、三地」，一會兒我才寫，第八、第九、第十這三地，與神通相應。所以化度

眾生而能夠用神通的，多數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薩。他能夠，他的發心與神通相應。第

16種。先讀偈：「王」，一個「王」字。第 13頁，你看第 13頁，第 5行：「神通

相應者」，他的勢力無礙，權力無礙，「猶如國王。」是第 16種發心。與二資糧相

應的發心。二資糧，二資糧是什麼？記得嗎？不記得？兩種資糧，不記得？福慧嘛，

福德智慧嘛。

這些一定要記的，這是最普通的常識來的。縱使不是佛教徒，是文人學士都會懂

的。福，福慧，如果你開口說，恭喜你，在年初一見面時，恭喜你「福慧雙修」的，

兩種資糧，這些不是叫做學問，這是常識，一定要記的。與兩種，與福德和智慧兩種

資糧相應的發心，猶如倉庫。倉庫裡載了好多糧食，這種發心也是一樣，具有好多福

智的資糧，也是第八、第九、第十，這三地的發心。那我們看第 12頁這裡，你看，

第 3行的偈。「庫」，「庫」字，倉庫的庫。又再看第 13頁的解釋，第 5行第 13

頁。「二資糧相應者，具足無量福慧資糧」，福慧，「猶如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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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種。三十七菩提分，記不記得？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覺支、八正道，加上來就三十七。三十七菩提分。「分」字怎解？分者因也。得大

菩提之因。「分」字當「因」字解，不是當作部份，知嗎？在佛經裡，「分」字是當

成「因」字解。得菩提之因，所以叫作菩提分，不論大小乘的人都修的。現在有好多

人誤解了，說什麼「這只是小乘所修」。三世諸佛，都是修三十七菩提分而成就的，

所以猶如大路，人所共行的，不論是大人小朋友，這條路是人人共行的。那這種發

心，與三十七菩提分相應的發心，這種發心常常都不離那三十七菩提分，這種發心就

猶如大路，三世諸佛，必所共有的。亦是第八、第九、第十，這三地的菩薩的發心。

我們看，第 12頁第 3行：「大路」，兩個字。又看回第 15，第 13頁，第 5行

最尾那裡：「三十七菩提分相應者，三世諸佛皆行此路，皆行此道，猶如大路。」第

18種。「悲及毗缽舍那相應」的。「悲」，是慈悲的悲，因為有你成佛，你有大

悲，然後可以什麼？不入涅槃。有大悲就不入涅槃。毗缽舍那，止觀的觀，觀是一種

智慧來的，即是說有大智，有大智所以不墮生死。有毗缽舍那所以不墮生死。有大悲

就不入涅槃。那與大悲和毗缽舍那相應的發心。毗缽舍那，止觀的觀，讀「觀」或

「罐」都可以。觀是智慧來的，觀是智慧來的，那他能夠不墮生死、不入涅槃，就能

夠好持久地來化眾生，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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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載那些眾生從這個生死的此岸，從生死那邊，載眾生運載眾生到菩提涅槃那

邊，好似車輛一樣，如車乘。「車乘」即是車輛。那我們看第 12頁那些偈，第 3

行：「車乘」，車乘二字。又看回第 13頁第 6行：「悲及毗缽舍那相應者，不墮生

死涅槃」，兩邊不墮，是嗎？「猶如車乘。」如車一樣，能夠在長途裡面載眾生，而

一架車不能傾向一面，那架車如果傾向一面的話呢，車就會倒，所以大乘菩薩要有這

樣的心，不墮生死的，有大智，不墮生死的。大智的車輪，一面就不入涅槃，一面就

大悲的車輪，如此地載架車。這個亦是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的菩薩的發心。

19，第 19種。「總持」。總持者，把種種道理能夠記憶到的，不忘記的，這就

叫做總持。辯才是因為你記憶得到一切經教，你議論滔滔與眾生，別人怎問你怎答，

與總持和辯才相應的發心，就猶如泉水。泉水者，涓涓不息，日流夜流，水都不會

歇，不會停止的。就猶如泉水。那我們又看回第 12頁那些偈。第 12頁第 3行：

「與泉水」。又看看第 13頁，第 7行：「總持辯才相應者，能持」。持即記憶著，

能夠記憶著「已聞未聞諸法」，已經聽過的佛法，他能夠記憶，未聞的如何記憶？他

雖然未聞的法，他，他的種子成熟，雖未聞，他已經可以在定中已可以了解、顯現出

來的。那這個未聞又如何顯現呢？在定中浮出來的。他要入定就可以？不用怕，八、

九、十，這三地的菩薩，是常常都在定中的，他們食飯都在入定的。第八地、第九

地、第十地，這三地的菩薩。「能持」，持即是把捉住，不散失，即是記憶著，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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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那些已經聞了和那些未聞的佛法，「猶如泉水」一樣，不會枯歇的。

第 20種。與四塭陀南相應的發心。四塭陀南，什麼叫做「塭陀南」呢？梵文

Udd naā 。Udd naā 。Udd naā 。譯做「集施頌」。那些經的前面，往往有一首頌文，

那首頌文會把全本經的意義總括起來。全本經的內容總括起來，讓你先讀。那些頌文

就叫做「塭陀南頌」。「塭陀南」udana單獨就譯作「集施」。「集施」是什麼？

集者集合諸法，集合諸佛所講的法，集合那些三世佛所講的教法，集合起來，不讓它

散失。「施」是施捨給眾生，有情即眾生，施捨給眾生，集合那些法，集合那些妙法

來施捨給眾生。那些就好似歌訣般的。你看看，《瑜伽師地論》開首不就有一首，

「五識相應意⋯⋯」這樣的，對不對？《阿含經》，每一部份的經前面，一定有一首

集施頌的，「塭陀南」。

這個集施頌，集施頌每本經都有集施頌，但是整個佛法，整個佛經，又有四句集

施頌來總括一切佛法的，叫做「四塭陀南」。「四塭陀南」總括著大小乘一切佛法。

「四塭陀南」是什麼呢？即是四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

靜」、「有漏皆苦」，叫做「四塭陀南」，亦即是四法印。即整個佛法，不離這四

句，不論什麼經教，都不能違反這四句的，叫「四塭陀南」。「諸行無常」，「行」

即有為法，眾緣和合所成的法叫「有為法」。一切有為法，都不會永恆的，都是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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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剎那都是生滅、生滅的。第二個塭陀南「諸法無我」。一切法都沒有一個不

可分割的、永恆的、實我的。

諸法不只有為法，無為法都是無我的，「法」就包括有為法和無為法。「諸行」

的「行」就只是有為法。第三個塭陀南「涅槃寂靜」。當你證就即是說，涅槃是有

的，不是虛構的，當你證得涅槃的時候，苦的因亦寂靜，不會起，苦的果亦寂靜，不

會起的。這就是「涅槃寂靜」的塭陀南。「有漏皆苦」是第四個。「漏」是煩惱的別

名，即是「貪、嗔、癡、慢、疑」等等的煩惱，叫做「漏」。「有漏」即是與煩惱相

連結的，凡是一些東西，與煩惱相聯繫的，一定是苦的，「有漏皆苦」，即是一切有

漏法都是苦的。這個不論大小乘，都不能違反這四個法印的。當時佛在世時，把他所

講的說話，弄成四句，叫「四塭陀南」。

那與四塭陀南相應的發心，即與整個佛法相應的那種發心，猶如雅音，好像那些

很典雅的詩歌的聲音一樣，猶如雅音。那我們看第 12頁，第 3行，應是第 4行：

「雅聲」。「雅聲」。又看回第 13頁，第 13頁，第 1，2，3，4，5，6，第 7行：

「四法塭陀南相應者」。即與四，這四塭陀南叫「法塭陀南」，為什麼？「法」即佛

法，一切佛法的意義集中在一起，叫「法塭陀南」。與四法塭陀南相應的發心，這種

發心，「發揚衆生解脫生死之妙音，猶如雅音。」那這種發心能夠發揚的，發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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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發揚這個，令眾生解脫生死的妙音，就猶如雅樂、雅音。這種發心，是佛地的發

心，十地菩薩都做不到的。是佛地，佛的發心。

第 21種。「河流」，「唯一共道」。共道是三世諸佛共行之道，即是什麼？度

眾生。為令眾生得證菩提涅槃的果，即是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的「大事因緣」，

謂「唯一共道」。諸佛出生，只有一條道是共的，沒有佛不是這樣的。唯一共道相應

的發心，就猶如河流。無窮無盡的，一日眾生不盡，他永不入涅槃，去教化眾生，猶

如河流。佛地相應，佛地的發心。佛的發心。第 22種。先未讀。讀第 12頁第 4

行：「河流」兩個字。看第 13頁第 8行，「唯一共道相應者」。即是與三世諸佛唯

一的，共通的道相應的那種發心，就是什麼？利益眾生。「饒益衆生等無有異」。三

世諸佛的目的，都是利益眾生。他利益眾生的心，都是平等的，佛佛平等，沒有一個

是特殊的，「猶如河流。」

那麼，最後一種。「與法身相應。」「如雲」者，或者充滿了個天，塞滿個天，

不用多久就會下雨的，猶如大雲。好像那個佛，修行到要成佛的時候，他生兜率天，

做兜率天的天王，等待時間一到，他就下生，猶如大雲，等到機緣一到他就會降雨、

下雨。這個呢，以前，當他升上兜率天的時候，都仍然是十地菩薩，對不對？他能夠

示現這樣的，已經是佛的，由十地菩薩轉入佛的關鍵，所以他就說已經是佛地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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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時機來而已，事實上他已成佛了。那麼，這五種，一、二、三、四、五，這五種三

清淨地的發心，三個清淨地。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這三地的菩薩，就叫做清淨

地的菩薩，這三地都叫做清淨地。

為什麼呢？因為這三地，這三地，完全是無漏現行，有漏的種子雖然未能剷除，

但那些有漏法已經不起的了。無漏，無漏不就即是清淨。所以，第八、第九、第十這

三地，清淨地。後面這三地，這三種發心，是佛地的發心。即是第十地都已經完了，

等待成佛，佛已經正式成了佛的。那，那些已經成佛或是等待成佛的人的發心。最後

這三種。明嗎？發心的層次由低級一直至高級，就 22種，《大般若經》彌勒菩薩就

把它總攝起來講，剛剛每種發心就講了，現在就是總括它，總攝它。下面你們看：

「如是二十二種發心之界限」。為什麼是界限？由某一階段起到某一階段止，叫做界

限。

上文所講的 22種發心的界限是怎樣呢？「初三發心，如其次第是大乘資糧道下

中上品所攝。」「所攝」兩個字即是「屬於」。初三種發心，找到嗎？第 1種、第 2

種、第 3種，即是什麼？如地、如金、如月，這 3種，對不對？這三種發心，「如其

次第」就依著他的次第，就是什麼？就是修行大乘的資糧位的菩薩，發一個大乘的

人，由他發大菩提心的剎那起，他就叫做，他所修的就是資糧道，即他是資糧位的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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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又大乘資糧道的下品發心、中品發心和上品發心，即是說，下品發心如地，對不

對？下品資糧的發心如地，中品資糧的發心如金，上品資糧的發心就如月，是嗎？有

沒有錯？沒錯吧？「所攝」即是「屬於」。

好了，第 4種：「加行相應者，是大乘加行道所攝。」一句。第 4種發心是與加

行相應的發心，就是加行位菩薩的發心。「其後十種發心，即極喜等十地所攝。」一

句。後來那種，一直至第 14種，是嗎？它之前是什麼？是初地。極喜地又是什麼？

是初地。初地、二地、三地等十地，屬於那十地的。「再次神通相應等五種發心」，

哪 5種？神通相應、資糧相應、三十七菩提分相應、悲及毗缽舍那相應、總持辯才相

應者，這 5種發心，就「三清淨地所攝」，是屬於三清淨地的。「最後三種發心，佛

地所攝。」屬於佛的。那就是這樣撐開到這麼闊的。

這本《現觀莊嚴》是彌勒菩薩說的，他又引了《大乘經莊嚴論》。《大乘經莊嚴

頌》就是彌勒菩薩所說的，論就是世親菩薩註釋的，他就引《大乘經莊嚴論》，其實

這個不是論裡面的，而是頌文裡面的：「發心于諸地，勝解意樂淨，許餘爲異熟，後

永斷諸障。」這個怎解呢？「發心于諸地」。發心不只是初初的發心，地地有每地每

地不同的發心的，所是就「發心于諸地」。那在眾多地裡面，第一種是加行位的菩

薩，不是，資糧位的菩薩和加行位的菩薩，叫做什麼呢？叫做「勝解發心」。這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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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的意識裡面雖然是好清楚，但你說他已經是好深刻、好透徹，是不是呢？未達

到。只是勝解的發心而已，勝解，即是心的了解多於行的，行的話行得不深切的。就

是勝解發心。

「發心于諸地」之中，如果是資糧道，就是勝解發心，就謂之勝解。「意樂」，

意樂者即是指增上意樂，即是好強的意志，永不退轉的，強到，那種叫做「增上意

樂」。增上意樂的發心，即是哪種？由初地一直至第七地，就是增上意樂的發心，就

是這七地。「意樂」二字就是指「增上意樂」。「淨」，「淨」字指什麼呢？清，三

清淨地的發心，是第八、第九、第十，這三地菩薩的發心。不是，是，沒錯。三清淨

地的叫什麼？叫「異熟發心」。前七地、由初地至第七地的，則叫做「增上意樂發

心」，明嗎？未入地前的就叫做「勝解發心」。清淨三地的發心，又名叫「異熟發

心」。

異熟者，前生所修行，前生所作的業，感今生的果，即是說異熟發心，都不需要

怎麼修的，他的異熟果帶來，他一出世時就自然發心。「許餘爲異熟」。後⋯⋯加行

道的，資糧道和加行道的發心，叫做「勝解發心」，由初地至第七地，叫做「增上意

樂發心」，由第八地至第十地，叫做「異熟發心」，佛地的發心，叫做「斷障發

心」，斷了障的。剛剛我們讀到這裡，「發心于諸地，勝解意樂淨」。「勝解」即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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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發心，「意樂」即是增上意樂發心，「淨」即是清淨發心。這個清淨發心，又叫做

「異熟發心」，「許餘爲異熟」。「後」「後」即是佛地，「永斷諸障。」斷障發

心，佛地的幾種。

那我們繼續讀下去：「此說資糧加行位者」。即是資糧位和加行位的兩種菩薩的

發心，「名勝解發心」。「七未清淨地」，即是由初地至第七地都未清淨，即是什

麼？無漏都未曾，無漏法都未有現行的，未得清淨的，就叫「未清淨地」。未清淨地

的發心，是完全靠那種，那種什麼？那種不屈不撓的意志去支持，這種不屈不撓的意

志，就叫做「增上意樂」，那七地的發心，就叫「增上意樂發心」。第八、第九、第

十這三地，就叫「清淨發心」，因為是清淨地的發心，清淨，清淨的發心。那三種清

淨的發心，又名什麼？「異熟發心」。如果你成了佛，佛地的發心就叫做斷障，「名

斷障發心。」沒問題嗎？

第 14頁，是嗎？「又說如地之發心爲下品資糧道所攝者，是說最下界限，非說

以上便無彼發心。」一句。他又上文講，如地的發心，是最下品的資糧道，如金則中

品資糧道等等，那下品資糧道的發心如地，「所攝」即是屬於，如地的發心是屬於下

品資糧道的，上文就這樣說，「是說最下界限」，上文所講的即是最下的界限，即是

說，最低的資糧道都有這種發心，是這樣解。「非說以上便無彼發心」，並不是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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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菩薩就不會有如地的發心，並不是這樣。即是後必兼前，就是這種「後後必兼前

前」。好，如地就如此，「如金如月等等的發心界限准此應知」，如此類推，應該一

樣，知道應該一樣，每後的一定兼有前的。

講到這裡，以上已講了巳一。你看看，巳一，「釋爲求一切相智所發誓願」，

「誓願」不即是發心。講完了。然後巳二，解釋「爲成辦彼誓」的誓願，「成辦彼

誓」即是能夠做成功的那種誓願。那一定要有種方便才行，那用什麼方法去完成這種

誓願呢？於是就有些經論、有些教授，「教授」即是指經論，於是有些經論就指出，

「顯示」即指出，指出那種方便來。現在就巳二：「釋爲成辦彼誓」，「誓」即誓

願，成辦那些誓願，「顯示方便」，「顯示」即指出，指出一種方便來的那些經論，

那些教授。裡面又分兩段：庚一、庚二。庚一：正釋教授。正式講哪種教授，即是說

我們如果想修行，我們要依據哪種經論，哪種經論，有資格讓我們讀的，「正釋教

授」。庚二：修教授義。既然你們認定那本經論是對，你就依照那本經論裡所講義理

去實踐，「修教授義」。

「今初」，現在，第一段。庚一：正釋教授。我們看：「修行及諸諦，佛陀等三

寶，不耽著不疲，周遍攝持道，五眼六通德，見道並修道，應知此即是，十教授體

性」。他說那些，值得我們讀，我們可以依據的經論，教授的內容，有說這十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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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十種呢？下文一會兒就讀它。我們先看第 1行下文的散文：「若大乘語開示能

得大乘發心所求之方便，是大乘教授之相。」一句。這句怎解呢？他說如果有些大乘

的語，即講大乘的文字，這些語是開示給我們知，開示些什麼給我們知呢？是開示一

種方便給我們知的。「方」是方法，「便」是便利，開示方便給我們知的。開示什麼

方便給我們知呢？

開示那些「能得大乘發心所求」的東西給我們知的，開示那些我們能夠得到我們

發心所求得到的東西，開示那些東西給我們知，開示我們如何去得到那種方便給我們

知的那種教授。這種教授就是大乘教授的相，相狀。有這種性質的，就是那些大乘的

經論的性質來的。「相」即相狀、性質。你聽得明嗎？聽得明嗎？「界限從未入道前

乃至佛位。」那這界限，這種修，即說讀這十種教授，依著這十種教授去修，是哪種

人？是不是我修了三年就不用讀，修了三年就不用理？不是，從未入道、未發菩提心

之前，就應該開始要修，一直至成佛，都應該依照著這些經論，並不是說「我現在已

經不得了、了不起，就不用依經論」，不是。

由未發心的時候開始，一直至你佛位，都不離這種教授，這種經論裡所講的義理

的。那這種教授裡面的內容是什麼東西呢？有十種，有十種內容。第一種，先看偈：

「修行及諸諦」。第一種。怎謂之「修行及諸諦」呢？看看這裡解釋：「此有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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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行自性」，「自性」即本質。他說經論指示你修行的本質是什麼，指示你，

「開示世俗勝義二諦」，同時所謂指出修行的本質是什麼，不過是講你知，什麼世俗

諦的內容是怎樣的，勝義諦的內容又是怎樣的，換言之，即是第一種。教授裡的第一

種，那些經論，把勝義諦和世俗諦解釋你知的這種經論，你要依據。因為了解和實踐

世俗諦和勝義諦，就是修行的本質。

「修行及諸諦」第一種的教授，是講修行的自性，和講修行人所應了解的世俗諦

和勝義諦的這些經論，「修行及諸諦」，第一種。你由未發心起，你就應該要了解、

讀、依據，一直至成佛，都不離它。第二種。這個⋯「修行」後，要撇一撇（加逗

號）才可。這個「修行」是甚麼？「修行」是指要修行自性和了解世俗諦和勝義諦。

「修行」二個字。「及諸諦」就是第二。「諸諦」是第二，「修行」是第一。「諸

諦」，二，「修行所緣」。你看，「諸諦」兩個字就是第二。看看散文：「二，修行

所緣，開示四諦之教授」一句。第二種教授，即第二種經論，就講解俾你知一個修行

人所應了解的道理。修行人常常攀緣住﹑認識住這種東西的，就是「所緣」。

那「修行所緣」是什麼？是四諦：苦、集、滅、道，四諦。就是二：修行所緣，

那些開示四諦給知你的那種教授，你要依據的。那就是「及諸諦」三個字。第三，你

修行需要依傍著，依靠著別人的指導你，靠那些人指導你、提攜你的。這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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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修行的依據：佛、法、僧，三寶。我們看：「佛陀等三寶」。「佛

陀」 Buddha，就是佛；「等」是什麼？就是等法寶：Dharma，佛所說的

法，Sa ghaṃ ，那些賢聖僧。那 Sa ghaṃ 裡有很多是，有些是賢聖僧，有些是世俗的

住持僧。那他接著在下面特別講解你知，那些賢聖僧有二十七種，逐種講你聽的。

「佛法僧三寶」，解釋給你知什麼是「三寶」的那種經論，你要依據。

第三，應是第四，先看看偈：「不耽著」，「不耽著」。又看回散文：「四，修

行堅穩之因，對治貪著惡事懈怠，開示不怯弱精進之教授。」一句。即是說什麼？那

種經論是什麼？是鼓勵你，叫你，鼓勵你，鞭策你，令你精進修行的那種經論，你要

依據。這是第四，即能令你修行能夠很堅定的原因，即他會鼓勵你，令你立志。這些

經論的內容是什麼？對付、「對治」，「對治」即是對付，對付什麼？對付「貪

著」，「貪著」即貪心，貪著些什麼？貪著惡事，貪著惡事，和對付什麼？對付懈

怠，就是對付貪著惡事和對付懈怠，同時「開示不怯弱精進」，同時開示你，令你不

軟弱，令你能夠精進勤力那種的教授，那種的經論，就是第四種。叫「不耽著」。

我們看第五種教授，第五種經論我們要依據的：「不疲」，「不疲」。我們又看

回散文：「五，修行增進之因，對治退屈懈怠，開示不疲勞精進之教授」。有種經

論，就令你建立起修行能夠進步的因，修行能進步的因是什麼呢？是對付退屈的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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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懈怠」即是懶惰，退屈的懈怠，即你看到佛法有那麼多，我都是難搞了，又或

者是太深，又好難了解。這就是退屈，有些經論，是對付你退屈的心的，策勵你去精

進的，令你不疲勞的那種教授，你就要依據的，這就是「不疲」，即是偈裡面的「不

疲」。

第六種，又是對付懈怠的：「周遍攝持道」。它即是什麼？不論你⋯「周遍攝持

道」，不論你修行大乘、小乘，不論你做什麼？ 它那種精進都可以支持你，攝持你

的，即是你要有種無比的勇猛，即是。有些經論鼓勵你，令你得無比的勇猛的。「周

遍攝持道」。我們看散文：「六，修行不退之因」，令你建立起，是哪種？「對治自

輕懈怠」，一個人最怕自輕，即自己小覷自己的，小看自己，以為我做不到的，有些

經論會鼓勵你，令你不會自卑、不會自輕的，對付那種懈怠。就開示什麼？開示那種

精進，勇猛無比的精進、能攝持大乘的道的精進，不怕修大乘道的，能攝持大乘道的

精進，給你這種教授。

這種教授是什麼？《攝大乘論》就是這種。《攝大乘論》教你：當你覺得佛法，

大乘佛法那麼深奧難懂的時候，你要這樣想：每一剎那，無邊世界之中都不知有幾多

人成佛，每一剎那，難道我將來成不了佛嗎？我一定都可以成佛，策勵自己的心。十

方三世諸佛初修行的時候，有時都是，都不是智慧很好的，未必好像我現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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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有這樣的智慧，有這樣的機會，我一定決定會成功的，這樣來策勵。例如什

麼？念佛，淨土宗念佛，有幾句《臨睡入觀文》。是嗎？是什麼來的？

當你想打瞌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念吓想打瞌睡時，他就叫你入觀，觀甚

麼？「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 慎勿放逸！」叫你

念這幾句，一邊念一邊觀：今日又過了，我的生命又短了一日，好像魚在池水中，今

日過了一日就少一勺水，過了兩日就少兩勺水，水漸漸快乾去了，我快要死掉，我們

不要只顧睡覺，只顧快樂，所以我們應該要精進，不可以放逸。這些就是一種，那種

教授，開示你不疲勞的教授。「周遍攝持道」。

第七種，「五眼」「五眼」。現時很多人說「五眼」有很多不同的講法，但現在

這裡所講的就是最正宗的。「五眼」。來看散文：「七，于所修行能自在轉，不依仗

他之因，謂得五眼」，到此一句先。第七種。對於我們修行，修行途中我們能夠得自

在的，現在你就不得自在，這個又不會解，那個又不會解，懂了又記不了，又不知對

不對？你將來修行時，你所修的行，能夠自由自在地運轉的。要怎樣才可以？你先

要，你得到五眼後，你就能夠自由自在轉的了。而因，對於所修行能夠自由自在轉，

不需要靠別人的。那個因，那個因是什麼？就是得五眼。

那何謂五眼？下面就有講五眼：「能見百喻繕那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以內粗細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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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肉眼」，先（解）此一句。第一種叫「肉眼」。肉眼能見什麼？一百幾十個由旬，

「喻繕那」即是由旬，多少里就各一說，大概是幾十里吧，一由旬，幾mile吧。普

通我們肉眼能見到十百幾十由旬，喻繕那罷，你極其量望出去，上扯旗山那處望，最

多不就望到長洲，再過點就望到太平洋，都是一百幾十喻繕那。乃至星星，遠遠好遠

的那些星雲，都望到，乃至望到三千大千世界以內的粗色，即大件的物質，「色」即

物質，細的，細粒的，細粒即面前我們見到的。能見到一百喻繕那，乃至三千大千世

界以內的粗物質和細物質的肉眼，即現在我們的肉眼。

第二種：「從昔有漏善業所感異熟而生，能如實見衆生生死之天眼」。普通所謂

「天眼」是指什麼？能見眾生由哪處死、哪處投生的那種眼，就是天眼。第二種，能

夠見到眾生在哪裡死、生在哪一界，是生在餓鬼還是畜牲等等，那種界，能見什麼

呢？見到眾生死此生彼的。這種眼，叫做「天眼」。天眼是怎樣？怎樣得來的？「從

昔有漏善業所感」的。「昔」即是前生，前生那些有漏的善業所感召到的，所感招到

的果報，「異熟」即是果報，由這種果報而生的那種天眼。

「現證諸法無實之慧眼」，用現量能夠證得一切法是空的那種慧眼。這個慧眼不

是眼來的，實質是般若智來的，不是眼來的。另外一種，就是「能知一切聖者根性利

鈍之法眼」，法眼者即是那些說法時用的。知道哪人應接受哪種法的，叫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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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能夠知道一切聖者的根性是利還是鈍，而去教他。那種叫做「法眼」。「能現

觀」，「現觀」即是現量證之，「能現觀一切諸法之佛眼」。那「五眼」是指什麼

呢？就是「開示此五眼之教授」。是開示給你知如何獲得五眼的經論、教授，這就是

「五眼」。

下面「六通」，是第八種：「八，所修行果能速圓滿廣大資糧之因，謂六神通，

能轉變種種事之神變通，能現知世界粗細諸聲之天耳通，能知他善惡等心之他心通，

能知往昔受生之宿住隨念通，能知世界粗細諸色之天眼通，永斷煩惱障之漏盡通，開

示此六通之教授。」有些教授是開示人們如何去修六神通的。這六神通是什麼？第八

來的，是所修行果，能速圓滿廣大資糧的因來的。這個六神通，我們修的那些福德智

慧資糧，就這樣修是很難圓滿的，到你修到一個程度，得到六神通，你就會很快圓滿

的。就是六神通。下面就數那六神通你知：第一種，是「神變通」，即是「神境

通」，「能夠轉變種種事」的。

例如，那些，例如你求雨，你一求，就能在定中入定，入水輪觀，就會有雨落之

類。能變現種種事的神通。第二種是「能現知世界粗細諸聲」的「天耳通」。「粗

聲」、「細聲」即是大聲、細聲，現世的天耳通。第三，是「能知他善惡等心」，你

的心是善是惡、你在想什麼，他會知道的，那種叫什麼？「他心通」。第四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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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往昔」，「往昔」即是前生，前生受生，前世做過什麼，那種叫「宿住隨念通」，

亦叫「宿命通」。「宿住隨念通」，隨著我們的意念，可以回想過去世的事的。第五

種，「能知世界粗細諸色」的「天眼通」，上文講過了。和第六種，「永斷諸煩惱

障」的「漏盡通」，最厲害這一種，因一得到這種就成為阿羅漢的，「漏盡」即是煩

惱盡。開示這六通的教授，教你如何修六通，我們也要依據的。

第九，你看，先看偈：「見道」。第十，「修道」。「見道」即是入了歡喜地。

入了觀喜地後，接著繼續修無分別智，叫「修道」。初地的開始就叫「見道」。由初

地開始之後一直至第十地，就叫「修道」。九和十，「爲令了知須斷分別與俱生之種

子」，那一撇（逗號）應該在「故」字下面才對的，「開示見道與修道之教授」。教

你如何去見道，如何去修道，開示給你知，讓你知道如果你想見道，要斷除分別煩惱

的種子，如果你想入修道，你想成佛，你就要慢慢，慢慢在修道裡去斷除俱生煩惱的

種子。告訴你，俱生煩惱和分別煩惱須要斷，教你怎去斷的教授。「當知此即是十種

大乘教授之體性」一句。說在這十種之中，任何一種都是大乘教授所有的本質來的。

這裡就說，我們要依那些經論來去學去修。這些經論就是「法寶」。「佛寶」就不用

說都要依的。那「僧寶」依是哪些？下面就順便說一下那二十七種賢聖僧，是我們所

依據，我們應該依據的那種人。這個就留待另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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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教授之體性」，即是說大乘經論的本質，就有十種特徵，上文說了。上文

說了。那現在，他這裡講三寶，是一齊講的，「佛寶」就大家都知，不用講了，「法

寶」就是指那具有十種大乘特徵的大乘經論，「僧寶」呢？那種「僧寶」呢？

Sa ghaṃ ，普通僧寶，一種是「世間僧寶」，例如你們這些住持佛法的，另一種就是

「賢聖」，聖賢三寶。那些就是標準的三寶，不是，聖賢的僧伽，你們是住持的，住

持佛法，在現世的僧伽。那些聖賢的僧伽，就是標準的。那聖賢的僧伽，他們現在就

順便講一講你知，所謂最標準的僧伽，就是這種。還有，現在香港人，都混亂來用。

一個出家人不是僧伽。一個教團才是僧伽，對不對？

一個叫做「比丘」，比丘，一個比丘，僧伽是一整個，一堆的。Sa ghaṃ ，「僧

伽」即是眾，有規律的團體，和合眾。何謂之「和合」？有規律的，不是，不是好像

亂籠的，有組織的，有組織的教團的，叫做「僧伽」。如果是教團裡一個個人，叫做

比丘、比丘尼，就不是叫做「僧伽」。那現在世間中，你們那些教會，佛教會、僧教

會，或西方寺，這些有組織的團體就叫「僧伽」。還有那些聖賢的僧伽，就指那堆，

二十七種聖賢。二十七種。本來二十七種聖賢就是小乘人講的，是小乘的經裡講的，

《阿含經》、《雜阿含經》、《長阿含經》裡講的。那彌勒菩薩將小乘那二十七種聖

賢，移到大乘裡，即是大乘的聖賢也有二十七種。他現在所講，這種二十七聖賢，就

是大乘的二十七聖賢。不過意義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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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的二十七聖賢和小乘的二十七聖賢有甚麼不同呢？第一點不同的，是他所了

解的境。小乘人所了解的空性就只是人空，不需要了解法空，大乘人所了解、證得的

空性，就是人空、法空二空，所證的真如。小乘人只證人空的真如，大乘人則二空真

如。就有此不同。第二，時間長。大乘人是三個無量劫，三大阿僧祇劫，小乘人，快

就即生，遲亦不過六十世，就可以證阿羅漢果，如果你肯修行的話，就是時間不同。

第三就是果不同。小乘是阿羅漢果，他這是佛果。那現在我們看看，彌勒菩薩把小乘

的二十七種聖賢作大乘的解釋。

我們看：「諸鈍根利根」，「鈍根」為一種，「利根」為一種；「信」為一種；

「見至」又一種；「家家」又一種；「一間」為一種；「中」，即中般為一種；「生

般」為一種，即「中般」一種，「生般」一種；「行般」為一種，「行」一種；「無

行」，「無行」即無行般，又一種；「究竟」又一種；「三超」為三種；「往有頂」

又一種；「壞色貪現法寂滅」為一種，那個「法」字後不應有一撇（逗號）的；「壞

色貪現法寂滅」，「及身證」一種；「麟喻」又一種。他這裡將那二十七聖賢縮為二

十種。其實包括了無學位的，因為這二十種中每種又可以分幾類的，足夠二十七種

的。為什麼他要縮成二十種呢？因為小乘的二十七種聖賢，光是羅漢都佔了七、八

種，羅漢我忘記了是六種還是八種，你查二十七聖賢。他這裡將羅漢一縮，縮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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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不對？那就變了得二十種。

你讀完後，就查《佛學大辭典》，查「二十七賢聖」，查這行，將它與《現觀莊

嚴論》比較一下，將來你又不妨有機會寫一篇文章，「《現觀莊嚴論》中二十七種賢

聖」，不是，「《現觀莊嚴論》中二十種僧伽與小乘二十七賢聖之比較」，可以寫一

篇一萬幾千字，或者萬零二萬字的論文。「《現觀莊嚴頌》中二十僧伽與小乘二十七

賢聖之比較研究」，如此長的題目。或者你揀些題目，「大乘二十種賢聖與小乘二十

七賢聖之比較」亦得。大乘的就引用《現觀莊嚴論》，對不對？小乘的你就引用我那

篇，我不就有一篇的，你們有沒有？我那個二十七賢聖，是小乘的。這個是大乘的。

你不要以為我那個所講的即是這些，不是的。這些是大乘的，我所講的是小乘的。好

了，就這樣。

「麟喻共二十」。那現在講，看論文。小乘修行，不是。不論大乘、小乘，小乘

修行固然如此，大乘也是一樣，不過，他所證的空性，記著，小乘只是人空，大乘是

二空，人、法二空，所不同如此。那最初的，叫做，以前那些他不講，以前那些即是

凡夫那類，一到預流向，就是賢，將會是聖人，預流向就是由賢超入聖的階段。因為

怎樣？由預流果起，由預流果以上的，果位，不寫果位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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