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那怎謂之「預流向」呢？怎才是預流向呢？普通是這樣的，小乘人是這

樣，大乘人現在亦一樣是這樣解。當你，你先起無間道，聽得明嗎？當你現在見性、

見道，就先起無間道，對不對？再起解脫道。明不明？聽得明？

那天我已講過，什麼叫做「無間道」?什麼叫做「解脫道」?無間道是掃蕩煩惱

的，解脫道是享受那種解脫的狀況的。先起無間道，後起解脫道。明嗎？是這樣的，

當你證果的時候，不論大、小乘，所謂無間道，小乘就指一般人空，大乘就人法二

空，空性不同。你聽得明嗎? 看得明嗎？

那，如果日後有人來問你：「大師，見道是怎樣的？」你就告訴他，在中國這些

書沒很詳細講的。《現觀莊嚴論》它有好詳細說那個歷程你知。不過《現觀莊嚴論》

那些偈你又不容易，不容易理解。

那我現在將在《成唯識論》的述記裡補充下，就給你們解釋這段。當你正進入見

道的時候，你一定先起無間道，然後才起解脫道。即是你做大將軍，要你去打下一個

城市，你先掃蕩敵人，那就是無間道，敵人掃蕩完，全個城，那個城市你佔有了，你

在那發號施令，那時是什麼？解道。先無間道，再起解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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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即是無漏智。「道」即是，稱無漏智做「道」的。那明了？無間道，無間

道起的時候，無間道的時候，當你的無間道加個「起」字，無間道起的時候，或者出

現，無間道出現的時候，首先是怎樣？無分別的根本智出現，對嗎？

無間道出現的時候不就是無分別的根本智出現。那些根本智掃蕩歷劫以來，歷劫

以來依附在你的生命，即依附在你的阿賴耶識裡面，那些分別煩惱的種子。現在我再

講，什麼叫做「分別煩惱」。講過沒？你沒留意，當然沒留意，我知你沒留意。

煩惱有兩種，一種：因為你信了邪教，例如你走去信了天主教，信了基督教，或

者信了那些什麼茅山等等，回教等等，這些有我執、有法執的這些教，你信了這些

教，或者，你雖然不是信了邪教，但你起，你起一種邪的思想，沒哪樣想那樣，本來

沒有「我」的，偏偏你想出有個「我」，本來沒那樣法的，你偏偏想出有那樣法，好

像那些哲學家，執著有個本體，摸不到的本體，有些就執著什麼？有世界由地水火風

那些原子造出來的，執著有那些實的原子、質子、電子等等，這些叫「邪思想」。

因為信了邪教，或起了邪思想，而起種種分別。本來沒那樣東西，偏偏你又執著

有分別，由分別而起執著，執有那樣東西。一執有那樣東西，於是你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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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執，執有我，就叫「我執」，叫做「分別我執」。執著有我以外的原子、電

子等等，這些就執著有什麼？執著有地水火風造成世界，或者，或者什麼你講有本體

等等，起這些執著法，這種我執、法執為首，接著就起了貪瞋癡等的煩惱。貪，「我

這種好東西！」，我的貪，不肯放棄，別人不信，你就生氣別人，你就起瞋，是不

是?你自己一直沉迷下去的，就起癡。

這些圍繞著、跟隨著，跟隨著你的那種執著而起的那些煩惱，叫做「分別煩

惱」，明不明？

普通這種，不是自然起的，你不信邪教，不起邪思想，就不會起的，這些分別煩

惱。這種分別煩惱好容易除去的。

你一得到預流果，歷劫以來那些分別煩惱的種子，你一起煩惱就有種子的，今生

起完分別煩惱，來生又有機會再起，第三世又有機會種子再起，那只要你今生證得預

流果，證預流果的時候那種無間道的無漏智一起，把你歷劫以來那些分別煩惱的種子

通通消毀。無間道掃蕩，是掃蕩那些分別煩惱。

第二種煩惱，叫做「俱生煩惱」。這種煩惱，你證預流果都動不了它的，俱生的

我執、俱生的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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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叫做「俱生我執」呢？例如，小嬰兒一出世，就覺得有他自己的，對不對？你

試想想，如果你是一個小孩子，一出世的時候你是不是覺得有自己的？不用媽媽教你

的，不用你懂知識的，你一出世就覺得有你自己。肚餓了、不舒服就會呱呱地叫，對

不對?那些有自己的，那些與生俱來，不是由思維分別而起的，那種什麼？以我執法

執，我執，俱生起的我執，那窩小狗到牠們開了眼，你篤牠，牠會咬你的，對不對？

牠要保護那個「我」。為什麼牠要咬你？牠怕你傷害到「我」。為什麼會傷害到

「我」？牠覺得有「我」。

不過牠不知道，沒有「我」這個名稱，總是覺得有牠自己。那種俱生、與生俱來

的我執。這種與生俱來的我執一直發展，什麼罪惡都是由那裡起。

還有俱生法執是怎樣？你的小孩子初初開眼睛的時候，你只要在他眼面前揮一

揮，他的眼睛會合上的。為什麼？他保護他，他覺得有東西在他前面。

你發不發覺？你試試找個小孩子，在他前面，他真的會合上眼的。為什麼他會合

上眼？因為他覺得他前面有東西，對不對？他執著前面的東西是實有的，會傷害他

的，所以他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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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執著他前面有些東西，那些俱生法執。自自然然我們覺得一出世就覺得有東

西在前面，有東西在前面，這些叫做「俱生法執」。

俱生我執、俱生法執，一當你們證得預流果的時候，一點都動不了的，俱生的，

但那些分別我執、分別法執，如果小乘人，一證預流果就分別我執除了，沒了，以後

都沒了，不起了。

法執又怎樣？小乘人不需要斷法執，如果大乘人，入初地，大乘的預流果即是初

地，初地菩薩，我執、法執那些分別煩惱，分別我執、分別法執，一剎那就消毀。

以後，出定以後，沒分別我執、沒分別法執，沒有的，所以大乘人，圍繞著那種

俱生我執、俱生法執，跟住那些俱生我執，俱生法執一齊而起的那些貪、嗔、癡、

慢、疑、惡見等等，這些叫做俱生煩惱。

當你證得預流果或入了大乘初地的時候，初見性的時候，俱生煩惱動都不動，搖

動不到的。

所以他一出定的時候，仍然會跟別人爭論，仍然會打架，仍然會犯微細的戒律，

會微細犯戒，仍然有的。掃蕩一切分別煩惱種子是無間道。其實在這個時候，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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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半個聖人了已經，對不對？無間道起已是半個聖人，解脫道都起就整個聖人了，

對不對？至於根本智，此時與空性冥合。如果小乘人就人空的空性，空性即是真如，

即是那種空的顯現情況，冥合，合一。

體會到解脫的境界，那時，不是睡覺的，那時，不是麻醉的，不是這樣的。經過

兩個歷程：無間道、解脫道，一到了整個完，整個聖人，對不對？就聖人，整個的。

那整個聖人又不用修？又不是，是整個低級的聖人那時，對不對？四果的第一果聖

人，對不對？

以上的歷程，叫做「真見道」。是無分別智的，實在真見道完後就已經整個聖人

了。不過後來，相見道就將真見道的那種情況，再來現一次的，對不對？

之後，真見道過後，就有後得智起，後得智是有概念、有分別的，後得智又仿照

根本智，其實後得智起的時候已經是整個聖人的了，不過他現在這裡操練而已，「仿

照」，用「仿照」這兩個字。就分為無間道和解脫道。

無間道，就觀什麼？無間道他有後得智，有分別的，有種東西都來分別一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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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什麼？分別即思維，起思維。在那裡起思維？四聖諦裡面起思維。

大乘就不一定在四聖諦的。在哪？五蘊裡面境、心、境空、心空、心境一齊空。

如果小乘，小乘一定是四聖諦。

那個無間道和解脫道都觀四聖諦，大乘就觀境空、心空、心境一齊空，然後亦都

可觀四聖諦。大乘就兩種都可以。不過大乘觀四聖諦的時候，知道四聖諦是空的，亦

空的。

小乘就不需要空四聖諦，無間道就觀四聖諦而起八忍，解脫道就觀四聖諦而起八

智，其實他起八忍的時候他早已經是聖人，現在他表現一次給你看，自己看而已，不

對？明不明？

八忍，就用來象徵預流向，八智就用來描寫解脫道。八忍起的時候，即是描寫證

入聖位而未圓滿的狀態，模仿而已，描寫，叫預流向，明了嗎？實質他已經早證預流

向的，明嗎？

根本智起的時候已經證入，而現在再複、重複。八智起的時候就已經入了聖位，

描寫他已經入了聖位的狀態，事情已經圓滿，就叫做「預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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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現在這裡你明吧？還有什麼不明白？八忍、八智，明不明？對不對？未講過，

講過未？未講過。繼續講，現在我寫的八忍、八智，就叫做「八忍」。無間道起八

忍，解脫道起八智。

觀四諦，大乘都不離四諦，對不對？比如小乘說，這個世界和人生是苦的，難道

你大乘說是樂的嗎？對不對？一樣是苦諦。觀集諦就說這個苦的人生，苦的世界是由

煩惱和業生起的，難道你大乘說不是嗎？上帝造的嗎？對不對？

滅諦、苦因、煩惱和有漏的業滅了，我們證得涅槃了。這個涅槃境界，小乘固然

承認，大乘都一樣承認的，難道大乘不涅槃嗎？無住涅槃都是涅槃，不過他只是不入

涅槃的涅槃而已。

道諦，小乘三十七菩提分法，固然是所修的道。這個道包括有漏智、無漏智。大

乘六度萬行何嘗不是道？所以有些人說：「我們大乘不用談四諦的。」這個人是蠢

才，對不對？蠢才。不談，談什麼？談上帝吧。對不對？談唯物論，對不對？

我詳細解釋你聽，當你見道的時候，無間道和解脫道都有他所觀的東西、所觀的

境。所觀的境，所觀的法，法是什麼？佛那些經教裡面講的那種諦，道理，真實的道

理。諦，真實的事理。經裡面講的，那些真實的道理，叫做「法」。那你觀，觀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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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法，苦諦。

佛所說話，那眾生，眾生的人生，都是一大堆苦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

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憎怨會苦，(五陰盛苦)，不出八苦。又可以分做什麼？苦苦、

壞苦、行苦。一言以蔽之就是苦。

佛是這樣講，經裡是這樣講。何以苦呢？確是苦嗎？早你用有漏智就已經了解了

的。那現在，無漏智起的時候觀，確是苦的。

我們人生是有生苦、老苦，真真正正不是透理論的，完全體驗到的，現觀來的。

加一個字。直情是現觀的，與我們有漏智的不同的，直情是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

六祖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觀的時候，那種這樣的現觀。就不是什麼都是不

知，那些叫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觀苦，就印證釋迦佛所講的苦法。

忍者印也，對於佛所講的「苦」，「眾生是苦」那種道理，印證得非常清楚。不

是靠理論的，是體驗的，靠我們現觀時來印證的。好像印，你去銀行提款，蓋個印一

樣，少一點他都不會給你錢的，這個確是好像一個印蓋下去一般，忍就是印，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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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清清楚楚，好像小孩子認識母親一樣，認也。

對於釋迦佛所講的那種苦的教法，苦的道理，苦諦的道理，體驗得好清楚。當你

體驗得好清楚的時候，那種什麼？那種思維分別，又想享樂，又想縱慾種種思想，通

通剷除的。

苦法忍。那我們在欲界，對不對？在欲界生存。欲界是苦。色界又苦不苦？上天

又苦不苦？有外道認為上天就不苦，生天不苦，耶穌教那些認為生到上帝那邊就快

樂，苦不苦？一樣是苦的。同一類也。

無色界一樣是苦。為什麼？凡有五蘊，一定，凡有有漏五蘊，必定有苦。那色

界、無色界，都同是一類，都是苦的，體驗它，就叫類忍。那就三界皆苦。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就是這種講法。類忍，明不明？欲界，苦。色界、無

色界，同類的都是苦。

小乘就是這樣，又有大乘的人是這樣觀的，境是苦，我的智，我的有漏智，有漏

的身體一樣是苦，同一類也。\這樣的普通就欲界、色界、無色界，小乘是這樣。

大乘就這樣，境是苦，我所觀的東西是苦，能觀的心一樣是苦，同一類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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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兩種都可以的。

那就已經斷了無始以來的煩惱，真正地體驗的時候，那種現觀智好強，將來那種

煩惱執，分別煩惱種子就不能起。

跟著，就觀集諦。為什麼有苦？釋迦佛在經裡面講，法，集的法，集即是招集，

這種苦是由煩惱、無明等，貪嗔癡，無明就是癡，無明、貪、嗔、慢等等的煩惱，隨

煩惱。

如果小乘，就以我執為首的煩惱，大乘就以我執、法執為首的一切煩惱。由這些

煩惱然後即是我們有煩惱，煩惱就會作業，作種種有漏的業。有業，然後才會引起苦

果的，就引，苦的因就是集，煩惱和業，由有煩惱和業，然後有苦。

如果我們斷除煩惱和業，就不會有苦。就直情體驗到確是如此，一點都不異的，

那他就得到集法的忍。然後，集類忍。我們生在欲界，欲界的集法固然是這樣，界、

無色界還是一樣。

集類忍。 或者依大乘，我們所觀的一切有漏境界，都是由煩惱和業招引，我這

個身體，我這個，這種自己本身的五蘊，不就也是一樣？也是由集而起。集法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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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法忍，「滅」即涅槃。苦的因，集滅了；苦的果，滅了。

「果」就指那種清涼自在的境界，不是無的，不等於消滅的意思，是那種眾苦皆

滅，那種清涼永恆的境界，叫做「滅」，這個是涅槃，不是滅掉，消滅掉一切東西，

而是消滅掉苦的因和苦的果那種狀況，「滅」即是釋迦佛所講的「涅槃」，是沒苦

的，而在涅槃，不是無的，得到滅法的忍。滅類忍，在欲界時滅掉，固然是。證得涅

槃、色界、無色界，也是一樣的道理，連那些煩惱都斷掉，不就是證得涅槃或者用大

乘，「境」。

境裡面那些我們所見那些煩惱和業滅掉了,他得到涅槃。我自己的五蘊，滅掉那

些苦和集，一樣是得涅槃。

滅法忍，滅類忍。滅，就觀道、去修道。小乘的三十七菩提分法，其實三十七菩

提分法是大、小乘共通的，後後應該必兼前前的。那大乘獨特的，就「六度」。這些

道確是依據釋迦佛的教法講的，確是能夠證得無餘涅槃或者無住涅槃的，證得大菩提

的。修道確是能夠證得的，忍即認識得清清楚楚，順心順意的。

那我們在欲界之修道固然如此，如果在色界、無色界我們能夠修道，也是一樣

的，類忍。或者，別人那些境裡面，有六度萬行，我自己修的時候，一樣都六度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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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樣可以得涅槃的。

類忍，道類忍。道法的忍、道類的忍。那這個無間道，掃蕩煩惱的，法忍。跟著

法忍完了後，就解脫道、八智。

「智」者，即是，「智」者，其實忍亦是智，對不對？八智亦是智。兩個都是智

那有什麼分別？這個是無間道的掃蕩煩惱的智，到這個解決道的，就是安享解脫的情

況那種，那種無漏智。

忍和智都是智。不過為什麼八忍不叫做「智」？因為他未起作用，未完成。待這

個完成，再重複將苦法來看，確是如此，因為只是重複而已。

苦類智，重新出現一輪。這樣，起八智。起八智的時候，就叫做「預流果」。同

是一樣，也即是重現的而已。懂了嗎？

八忍、八智。起八忍的時候，預流向。其實他已經是聖人的了，在入緊、在做緊

聖人。一到八智的時候，就是一個整個完完滿滿的聖人。

八智。讓你講，講不講到？講不講到？你自己可以找個小孩，告訴他，試下嘛，

實驗。你講不講到？是複雜些。回去溫習下，溫習下都可以的。實在你覺得複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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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心理障礙而已。其實他個個有條理的，他一格一格告訴你的，對不對？講到嗎？

可以講到。

那就預流向的八忍，對不對？當一個小乘或者一個大乘的人，小乘即小乘那些修

行人，大乘則大乘那些菩薩，對不對？那種修行的人，當他起八忍，進入預流果，預

流向，進入預流果之前，就叫做「預流向」，小乘的預流向，就小乘的預流向，普

通，大乘的預流向，就見道前那種狀況。

預流向，就分兩種：一種是鈍根的；一種是利根的。鈍根的好蠢的，但這種人很

忠實地修行的，利根的，好聰明，但每每很多疑慮，不過到底究其極，利根總是快過

鈍根的。那問題就這樣：如果我是鈍根的，那就死實的，是鈍的，是不是？不是，可

以練的，練得多，由鈍根轉為利根。

這世你勤力的，你來世就會變成利根，會轉的，如果你是利根的人，這世墮落，

來世你變鈍根的，利根、鈍根都是你隔世的修行，是否勤力而決定的。

所以，小乘《大毗婆娑論》和《俱舍論》講：根是可以練的，叫做「練根」。即

是如果有兩個人，一個很聰明，一個很蠢的，蠢那個加倍做功夫，一年半載後你還

會，還會厲害過那個聰明人，可以練的。他說，所謂鈍根、利根就是他當世來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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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預流向的人是鈍根的。

鈍根的，叫做「隨信行」，利根的叫做「隨法行」。鈍根的人，他沒抉擇，他的

抉擇力不夠，他要找個師父，師父說「你這樣做就對的了」，佛都是這樣說的，「你

這樣就沒錯了」這樣的，他因為信，所以就接受，他一點都不會懷疑的，那些叫「隨

信行」，就是鈍根的人。

「隨信行」好多，那些的老太婆整天又唸佛的，很多，女人，十之九都是隨信

行，對不對？女人。男人呢？不一定是，男人隨法行的多，不過若說隨法行比隨信行

多的，又不然，有很多居士都是隨信行的而已，男居士都是。

隨法行，「法」者即經論裡面所講的那種道理，「法」者就指經論裡面所講的那

種道理，他不肯盲目信人的，他依著這種道理，認為這種道理是對的，他就跟隨那些

經論裡所講的道理去修行，「行」即修行，隨著信而修行，隨法而修行。隨信行，就

是鈍根的，隨法行，是利根的。就「鈍根及利根」，對不對？不對，「諸鈍根利根」

兩種。這兩種就是一來向的。好，那講到這裡我們又要讀一讀那些文章、散文。第

8，第幾頁？15，對不對？第 15頁由尾數上來第 2行，對不對？「此處別說三寶教

授中之僧寶」一句。這裡，特別解說，另外解說，即是在普通解說外，另外提出來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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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多經論教授，指些經論，講及「佛法僧」三寶的。在這裡，恐怕別人不認

識，佛寶、法寶大家都有概念清楚，那什麼叫做「僧寶」呢？別人會不清楚，他於

是，特別把經論裡所講的「僧寶」，特別解說給你聽。「謂如第二品所說道相智所攝

大乘見道十六刹那中，安住八忍之聖位菩薩，名預流向，有鈍根隨信行，利根隨法行

之二」一句。

怎解呢？即是說，好像第二品，這品就是第二品，第二品不就有菩薩的道相智，

對不對？菩薩的道相智，當他一個菩薩用他的道相智去修行，見道的時候，那他會怎

樣？如果是大乘的人，所謂「道相智」是包括大乘見道裡面那十六剎那，十六剎那，

無間道八忍就八個剎那，好快的，現觀，一剎那而已，「喳」就一過的了，我們的有

漏智不能夠這樣的，他就好像閃電一樣，八忍八智就全來了，他的現觀，十六剎那，

起完八忍，跟著起八智，總共十六個剎那，都不用一分鐘，就做完八忍八智。

不過所謂「剎那」，又不是只是少少的，剎那是無自性，可以拉長至五分鐘一個

剎那都可以的，即那個心的活動，來回一下，那就叫做「一剎那」。又可以好快。大

乘見道，就有十六個剎那。那在十六剎那之中，合併十六個剎那，就便叫「相見

道」，對不對？相見道之前，有一個真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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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即是現時還在，還在十六剎那中，他現在還在這八忍的範圍裡面的歷

程的。那種這樣的聖位菩薩，就名叫做「預流向」那小乘，就只指那些，小乘人而

已。他現在就什麼？指那些菩薩，大乘的，將小乘的意義擴大到大乘裡。

這樣這個做法，首先是彌勒菩薩做的，他即是將大、小乘打成一片的，將小乘擴

大。他與中國人一向的作風不同，中國人一向的作風是小乘、低級的不要，沒用的。

他《現觀莊嚴論》不是，小乘不是沒用，擴大，將它變成大乘，就是這樣。

那種八忍的菩薩，就叫做「預流向」，這種預流向，有鈍根的人，這種人叫做

「隨信行」，隨他所信，隨他所信的師長教他的說法而去修行，還有利根的隨法行，

兩種。

你現在這裡看看，那些學密宗的人認為他是至高無上。其實學密宗的人，最多就

是隨信行。隨法行的很少，少之又少。所以他自以爲好高級，他的根基不太好。如果

你，你是一個隨法行的人，通通透透地學密宗的，又不同。

你不要以為他灌頂都多了，幾多十個灌頂有什麼用？全是隨信行有什麼用？不如

這一個，對不對？一隨，不如…幾十個隨信行的灌頂，不如一個隨法行的灌頂，對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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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走去打工，打十年，每年賺一千元，十年你就得一萬，對不對？怎及其他

人一下、一個投資就賺幾億元，你有什麼辦法比較？對不對？

你叫隨便拉個在廚房拉個工人，叫他儲十年錢。如果李嘉誠失敗，你叫李嘉誠儲

十年錢，有沒有得比？別人儲一個月你都沒有辦法比的。所以隨法行就不同隨信行。

所以有些密宗的人好蠢的，「我多少種灌頂，我多少級灌頂」的，那又怎樣，你

多少級又怎樣？你第八級算未？出名了但無辦法成就，那種人不得不罵的，罵佢就希

望警醒他，不醒就他的事如果他醒的就對他很有益的。好。「有鈍根隨信行，利根隨

法行之二。」那這裡會解了，對不對？「諸鈍根利根」。

「信見至家家」。好了，講這句之前，彌勒菩薩就略了預流果的，不可不知的。

略了它，預流果沒講的，一跳就跳到講「信解」、「見至」，和「家家」。中間略了

預流果沒講。你看看，註釋那處就有講，補回。

第 15頁最尾一行，你看看：「安住見道八智之聖位菩薩，由永斷盡，由永盡見

斷三結，名但住預流果，此是論中隱說者一句，這個就預流果。預流果，預流向就兩

個，對不對？鈍根、利根。預流果就講一個，其實這一個都有鈍根、利根的。不過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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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利根一到證果已經合一，對不對？

那我給你解釋。他說如果那些菩薩已經八忍做了，現在就入到解脫道起八智，那

種安住在見道的八智那種的菩薩，就不是普通菩薩了，那些是聖位菩薩的了，八忍、

八智都是，那種菩薩就叫做「住預流果」。為什麼叫他做「住預流果」呢？「由永盡

見斷三結」，「結」者，煩惱的別名。由於他永遠剷除了見道時所能斷的三種煩惱，

三類煩惱、三種結。怎叫做「三結」？

第一種：見結。分別起的。「見斷三結」你看回這個，第 16頁第 1行，「由永

盡」，「永盡」即是永遠剷除，「見斷」，見道所能斷的，  「見」就「見道」，見

道所斷的「三結」。三結者，第一種叫做「見結」，即是我執、我見。覺得「我是有

的」那種見解。分別起的，由思維而起的，不是俱生的那種，那種見結。以後，縱使

有第二世，都不會執著有實靈魂、實我的這種人。種子已經斷了。

第二種，叫做「戒取結」以後他都不會起，行邪戒的了。怎叫做「邪戒」？例如

那些什麼，例如那些什麼，要甚麼肉都可以食，但狗肉不能食那種。對不對？「見到

什麼我們都要避」好多這些邪戒、邪禁的，對不對？他說這種人，為什麼會信邪戒、

邪禁？因為他有些分別我執、分別法執才會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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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分別我執、分別法執的種子剷除的，再不會信邪戒，不會實行邪戒的了，這

種人，今世固然不會，來世都不會行邪戒的了，叫做「戒取結」。「取」者即執著，

執著那種邪戒為好東西，叫做「戒取」。

第三種，對佛法不再懷疑，「疑結」。他由於能夠永遠斷除了見道所斷這三結，

他就只能夠是住預流果。那「但」字又怎解？有些利根菩薩是這樣的，他不證預流果

的，所以彌勒菩薩他不講預流果。他一跳、一證得的時候，他跳一來果的。有種，即

是他未皈依佛前生，之前，他已經跟了外道，已經斷除了欲界煩惱好多，所以他一入

了佛之後，他的根性非常之利，一齊修，別人證預流果的時候，他證一來果的。

所以就「名」，如果只是這樣，只是能夠永斷三結，就叫做「但住預流果」，不

能夠住得再高的，不能夠超的。或者彌勒菩薩之所以不提這個預流果可能因為，因為

證果之時，可以證預流果，證不還果都有的，但不能證阿羅漢果，不能直證阿羅漢

果。他說，「此是論中隱說者」，沒說出來的。好，休息一會。初兩種，講過了，一

來果，又講過了。﹗那就三種了，對不對？

第四種，叫做「家家」。那你看看頌文，是「信見至家家」的，但那個頌文，因

為是音韻的關係，先講「信見至」，其實應該先講「家家」的，先講「家家」才對

的。什麼叫做「家家」呢？我們的煩惱之中，就分為三界的煩惱，三界九地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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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煩惱，不要說九地了，三界煩惱。有欲界煩惱，有色界煩惱，有無色界的煩惱。

什麼叫做「欲界」的煩惱呢？以男女情慾為首，就所有那些「貪食」、「貪色」

「貪香」、「貪觸」等等這些煩惱，就叫做「欲界煩惱」。

第二種煩惱，就「色界煩惱」。沒男女之慾，亦不貪食、貪色這些，他貪什麼？

貪那種定境，好美妙的那種色界煩惱，貪它什麼？仍然見到那些好的顏色，好像藝術

上那些色，他仍然是貪的，色界煩惱就沒有男女情慾的，高一級。還有無色界煩惱，

他貪那種定境。例如他入了空無邊處定，就覺得一片虛空，無邊無際的，那他就快樂

了，真妥了，那就沉醉在定裡，入了識無邊處，個心就好了不起，充滿虛空的，不同

的，這種真境了不起。

不就執著識，這種，這種執著這種定中的情況，純粹執定中情況的，執那種沒物

質的定中情況，就叫做「無色界煩惱」。

三界的煩惱，記住，你會說 :「佛家的東西那麼繁瑣的」，是這樣繁瑣，沒辦

法。他為了要，古代的大德他為了要教他的徒弟，要這麼繁瑣他才會明。對不對？

三界煩惱就各有九品，即是欲界煩惱有九品，色界煩惱有九品，無色界煩惱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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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色界煩惱的九品就好快可以斷除，無色界煩惱的九品好快斷除的，欲界的煩惱九

品好難斷除的。

那當我們見道的時候，已經斷除了三界的分別煩惱，三界的分別煩惱都斷了，就

剩下俱生煩惱未斷。那即是說，見道之後，仍然有三界的俱生煩惱，有欲界的俱生煩

惱，有色界的俱生煩惱，有無色界的俱生煩惱。

那樣，三界的煩惱，每樣有九品，即是說欲界的俱生煩惱有九品，對不對？色界

的俱生煩惱亦有九品,，無色界的俱生煩惱亦有九品。聽得明嗎？你不要驚，「啊 ! 那

麼多……」你不要驚的。最緊要不要驚，一驚就糟糕了。

你要自己這樣：「我一定識的，我一定識的」，要這樣才行，「我不怕的」這

樣，自己策勵自己。你不要驚。

九品。那現先講欲界煩惱的九品。欲界你都斷不了，還想斷色界的？對不對？先

講欲界煩惱。欲界煩惱九品，那如何九品？所謂九品不是絕對有條界線的，大致上來

講的，上品、中品、下品，那就三品。

上品中，又分做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品則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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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煩惱中又分為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聽得明嗎？好。

上品容易斷還是下品容易斷呢？你答我，「下品難斷」，上品容易斷，為什麼？

上品好明顯的，下品就好微細的。你走路，整塊大石在你前面，一定跌你不死的，那

些小小的、滑滑的，小小香蕉皮，就跌死你。明不明？大的，那些上品的煩惱，容易

斷，顯著。

下品煩惱最難斷。即洗衣裳，一塊塵的拍一拍就掉，如果那些微細的塵，走了入

布眼裡面，你用肥皂都未必可以洗淨。明不明？就下品不容易斷。

例如欲界煩惱，如果欲界上上品煩惱有什麼，例如什麼？例如有種人，你出街，

你是男人，見到女人，你就眼光光地望著不捨，幾乎你想上去拍一拍別人之類。這些

幾乎發狂的，那些幾乎發色狂的，那些就上上品煩惱，稍為有些修養的人就不會的

了，懂得有禮法之類的人可把它壓住。

上中品呢？就那些什麼？雖然不至於會犯強姦罪，但仍然會在乘車時目不轉睛地

看著人，有機會就撩別人講話，這些是上中品煩惱。上下品煩惱呢？都沒那麼猖狂。

都是這樣眼尾看看，回到家夜晚睡時會發夢，發些亂的夢這樣。這是上下品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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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品是什麼呢？很有禮的，一點規矩都不犯的，但仍然是對男女之間有愛心這

類。那就上中，中上、中中、中下。

下品怎樣？都不多看了，「沒了，看都無謂的，沒什麼懸念，睡吧」。說不看，

心其實還幾有興趣的。那些叫下品煩惱。

下品煩惱，你出家十年都未必斷得。他遇著增上緣，吃些燥熱的東西，又會起什

麼什麼的。除非你，「那豈不是十年出家都沒用？」不是沒用，本來你上品煩惱的，

變為得中品，本來得中品的變為得下品，你進步了，你明不明？

那樣即要何時才斷得？不還果。你證得不還果，你就是真正目不斜視。坐懷不

亂，目不斜視，這些就是不還果的人。

如果你，假使出家的，假使你動一動，或又見到人便看，見到什麼的，胡思亂想

這些，你是正常的。為什麼？因為你是欲界的人，你不是不還果，你亦不是不還向。

所以你了解這套東西，你對於那些什麼什麼不會胡亂批評的。你明不明？

例如我，我批評人只是說他不通，這我才批評。你說「某人胡亂跟女眾什麼什

麼，好有興趣地談天，真不對」，我就不會這樣怪人的。為什麼？你怪別人的，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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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厲害嗎？講別人那個，因為他不是不還果的人。他是不還果的聖人就沒有。

你預流果，預流果的聖人一樣有俱生煩惱的。聖人，預流果的，一樣很有興趣

的。談話到中途拍手拍腳都有之的，預流果都會這樣的。你了解的話，就不會亂罵，

罵人的話要比較合標準。你聽我罵人，我都是罵別人不通而已，這些我不多罵的，因

為他是這樣的。

那欲界的煩惱有九品。當你，普通一斷，都沒說逐品斷的，每斷一品煩惱，就一

定有一個無間道。無間道之後，解脫道，經過無間道、解脫道，斷一品了，以後少了

一品。

然後修，修都一個程度，又來一個勝進道，勝進道引起個無間道，無間道後解脫

道，又斷了兩品。這樣逐品斷，每斷一品煩惱，一個，一個加行道或者勝進道，一個

無間道，一個解脫道。明嗎？

好，那樣，當你把三界中的欲界煩惱三品，即是上上、上中、上下剷除了，

那你這種人就很規矩的，不會隨便犯這些罪。

那種人，那種聖人，他們怎樣？他死了之後，再要來欲界，兩世、三世，繼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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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然後才把他那些其餘的六品欲界煩惱剷除，如果他再來不修行的，就一樣沒動

過，對不對？

那他這種菩薩，就要在欲界來往兩次，少則兩次，多則三次。這些菩薩，這些聖

人，這些聖人，就好像搬家一樣，搬家，由這一世搬到第二世，

第二世，這一世就在這個世界，第二世就可能去了兜率天，第三世就走回來欲

界，不是，走回來這個娑婆世界。

或者這世在印度，第二世走來中國，第三世就走回來生在印度。來來往往幾次，

好像搬家一樣。

或者，這一世死了，上去生天、色界天，生天之後在那邊死，就再回來人間，又

再生回去色界天，這樣都可以，那你好像搬家一樣，所以叫「家家」。

即是說這些人，斷除欲界煩惱，俱生煩惱三品。那最多，最多是大約三次，他就

怎樣？他就證阿羅漢果的了。不是！最多三次都不是證阿羅漢果，說錯！是證這個一

來果。應該是一來果。

我現在未講阿羅漢果。雖然，這些就會，我都算熟的，但來到這裡我都會搭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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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一來果」我又說成「阿羅漢果」。

家家有兩種，有些叫做「天家家」，即這一世死了就上天，生在天上，在天上兩

世，來往兩世，好像搬家一樣，或者在天上回來，有些叫「人家家」，在人中，印度

生去中國，中國生回去印度，就是「人家家」，兩種，這叫做「家家」。

你看，「斷欲惑三品之聖位菩薩，名曰家家，分天家家，人家家之二」一句。能

夠斷除欲惑，「惑」即煩惱，「惑」和「煩惱」一樣解法的，斷除欲界煩惱三品，九

品中上三品他斷除了。

「這處是否說俱生煩惱」？當然俱生！為什麼？分別煩惱你預流果已經斷清，對

不對？那你現在剩下的不就是俱生，所以他不用講明是俱生的，對不對？

當然是俱生，因為他已經再沒分別煩惱的。

那些聖位菩薩，小乘人都是一樣。「名曰家家」，就分做「天家家」、「人家

家」兩種。那去天上生兩、三次，就叫做「天家家」，在人間再生兩、三次，就「人

家家」。好了，今日講到這裡好了。

他還未斷除得欲界的俱生煩惱，未斷得到六品，所以要多，要多一兩次，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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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欲界投生兩種，在欲界的天，或者欲界的人，生兩次。那如果他斷除了六品煩

惱，就不用生兩次，生一次就行了。

下面「家家」之後，就到「為欲斷」，「爲斷欲地第六品修所斷惑得解脫道，故

精進修行之修道菩薩，鈍根者名信解，利根者名見至，此二合一名一來向」。這段，

比「家家」高點的，就叫做「一來向」。

一來向就快得一來果的了，一得一來果，就再來一次，再來欲界一次，就可以證

阿羅漢果的了。那他說，有種修行的人，他第六品的欲界俱生煩惱都就快斷，快可以

斷除了，已斷四、五品，已經斷了，第六品將近也都斷除的了。

那種菩薩在努力修行。他為欲，他為了斷除欲地，「欲地」即是欲界那地，對不

對？欲界一地，三界裡面分九地，九地之中，欲界一地，叫做「凡聖雜居地」，對不

對？色界四地，無色界又四地，總共九地。

「欲地」即是指欲界。他說那種菩薩，為了斷除欲界的煩惱，那欲界煩惱的六品

他斷除，斷除到第六品，他為了斷除欲界煩惱第六品，而想得到解脫道。即是說他這

種預流向的，一來向的菩薩，由斷除了四、五品，將近斷第六品，一直至斷除第六品

的無間道已經起了都計算在內，未得解脫道而已，一得到解脫道，即是斷六，斷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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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欲界俱生煩惱的解脫道都得了，他就叫做「一來果」了。

他現在未得，斷除四、五品，甚至到第六品現在開始斷，想斷未斷。這種菩薩，

這種菩薩，他正在精進修行，那這種菩薩，是修道位的菩薩。

這種人有兩種，即是從前他入預流果的時候，如果他的鈍根的，他的根還未練到

變利根的，那他仍然是鈍根的吧。

鈍根那種人，就叫做「信解」，由相信經教，相信他師父所說的話而去修行，他

雖然是這樣，但仍然一樣可以證解，就「信解」。

第二種，利根的。原來他初初在證預流果的時候，即時預流向的時候，他已經是

利根的了，那那種利根的時候，他到了現在要入一來向的時候，他就叫做什麼？叫做

「見至」。

「見」者就指他的慧，他由他的慧而達到預流向的。不是徒然信的，這種人叫做

「見至」。

信解和見至這兩種預流向的人，合為一種，我們叫他做「一來向」。那我們看回

頌文：「諸鈍根利根」，「鈍根利根」這個指預流向的，下面「信見至」就指一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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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家」就指一來向之前的。他那首頌文，就應先講「家家」才講「信解」、

「見至」的，對不對？

他有可能頌文，不知為何先講「信解」、「見至」先，然後才講「家家」。那現

在就要講「一間」。「已斷欲地第六品修所斷惑之聖位菩薩，名一來果」。

先講一來果，頌文沒講一來果。是不是？他直跳到講「家家」，不是，一直跳講

「一間」，是不是，沒錯。他頌文沒講。他頌文因為了遷就梵文的字數，所以就不

講。那他說：「名一來果，此亦是論中隱說者」。那種菩薩，已斷欲地第六品，即已

經證，已經過了一來向，對不對？第六品煩惱已經斷了，即是得到解脫道了。

「修所斷惑」即是修道所斷的煩惱，即是俱生煩惱。見道所能斷的煩惱，就三界

九地的分別煩惱，一見道就斷清的了。修道的煩惱，好難斷的，這些是俱生煩惱，好

難斷的。

「惑」即是煩惱的別名。那種菩薩，那種菩薩已經是聖人來的了，因為什麼？已

經證了預流果的就叫做「聖人」了。他就這種人，已經斷了欲界的俱生惑六品，所以

他只是再來欲界，人間或者天上，投生一次，他如果在那次繼續修行，他就證阿羅漢

果的了。那種人叫做「一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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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是論中隱說者」，這個「論」就指頌文裡面「隱說」，隱藏了沒講出去

的。那之後，就到「一間」。你看下面頌文就有「一間」兩個字。「一間」。「已斷

欲地修惑第八品之聖位菩薩，名曰一間。」

欲界的煩惱，欲界的俱生煩惱，總共不過九品，對不對？如果你那種一來果已經

斷了欲界六品，繼續繼續修行，繼續修行的，第七、八品一齊斷的了，好快就一齊

斷，斷完第七品、第八品都斷了，即是剩下一品，對不對？如果都斷了那品，他就不

能再回來欲界的了，因為回來欲界的種子已經剷除了。

已經斷除了欲界八品的那種聖位菩薩，就叫做「一間」，「一間」者，還差一條

線而已。對不對？還差一品欲界煩惱而已，「一間」之後，就再進一步，九品煩惱都

斷了，斷了九品煩惱，就叫做「不還果」了。

你看……還有另外未證不還果之前有種菩薩，「爲斷欲地九品修惑得解脫道，故

精進修行之修道位菩薩，信解見至准前合一，名不還向」。叫做「不還向」。

他說另外，有種菩薩，已經是斷除了八品，他繼續修行，他現在去斷第九品，但

還未完全斷了，現在正進行斷，由得了八品而進行斷第九品的時候起計，直至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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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即斷第九品的無間道為止，那種菩薩，那種這樣的修行人，他為了想得解脫道，

甚至是無間道都得到，都說不定的了。

他這樣再精進地修行，他這種修道位的菩薩，又有兩種：一種是「信解」，仍然

未曾將鈍根轉為利根的那些信解，一種是「見至」，確是由他「見」即是慧，由他的

智慧而達到的，不是只是信而已的，兩種合一，名叫做「不還向」。

那頌文又沒，他又沒講了，對不對？他一直講「中般」、「生般」、「有行

般」、「無行般」。那其次，「其次中般」，「中」即中有，「般」即般涅槃，是道

前入涅槃，「般」即是入涅槃。「其次」，我們先讀：「其次中般，謂聖位菩薩於色

界中有身而得斷隨一煩惱障之解脫道者」，中般是怎樣呢？

他說有種菩薩，修行叫做「中般」，是在中有身裡面般涅槃的，那你知了，你現

在應該明白，在中有身裡面都可以般涅槃的。對不對？所以中有身裡面，如果你平時

修定，在中有身裡面都有，平時你是修行的話，唸經在中有身裡面都有唸的，甚至去

到平時修行，止觀修得好的話，還有少少煩惱未斷，在中有裡面入定般涅槃，那中有

就死了，他入涅槃，他在這裡證阿羅漢果，在中有裡面證阿羅漢果。那利根的，當然

是。那種叫做「中般」，「其次中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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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位菩薩，在欲界早已經，他在欲界裡面證到不還果。那他就，他又未得阿羅漢

果，那他怎樣？那他要再一世，再一世他已經得了不還果，他不來欲界的了。

他沒男女情慾怎投生欲界？縱使你投生色界，不是，投生天上，都要有情慾的，

男女情慾的。忉利天，甚至到兜率天，都有些男女情慾的。你沒男女情慾，怎投得欲

界呢？

所以，他在欲界死了就在定裡生色界，初禪、二禪、三禪，這幾層天。那他生色

界，你在欲界裡死，生色界，一定要什麼呢？有中有。

在欲界死了，在人間死了，都有個中有的，你在忉利天裡死，一樣會死的，忉利

天，不過長命點而已，一樣起中有，甚至你在兜率天，在彌勒菩薩面前死，你都起中

有的。他在中有裡面般涅槃。

色界的中有，中有有些什麼？例如我們死了，將來我們生欲界的，中有就會像欲

界般差不多樣子的。如果他是生色界的，就會很光明的，那種色界中有。無色界就沒

有中有的。所以你們以後不要叫「中陰身」，「陰（音：音）」字根本是讀錯，「中

陰（音：蔭）」，「陰（音：蔭）」者即五蘊的「蘊」字，「中間的五蘊」這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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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已經死了，後又未到來生，中間有個過渡時期的五蘊，叫做「中間的五

陰」，所以叫做「中陰」。不要讀「中陰（音：音）」，記著。如果他講佛法的時候

你講「中陰（音：音）」，別人那些有知識的人，對佛家有研究的人，別人笑你竟會

這樣說的。對不對？

那他就色界的中有。他就在色界的中有身，中有的身體而已，裡面，而在那裡入

定。「而得斷隨一煩惱」的解脫道的。「隨一」者，他應該斷的哪一種便是那一種。

「隨一」這裡所謂「隨一」即是任何，因為他怎樣？般涅槃嘛。這處隨一，這個隨

一。這裡當「任何」解。

「任何的煩惱障」。「煩惱」和「煩惱障」不同的，我都解過了，對不對？煩惱

障就與所知障相對的，煩惱就指心，煩惱心所。不同的。「隨一煩惱」的解脫道，想得

的。任何煩惱都能夠解脫，都能夠斷而得到解脫道，那他自然是什麼？證阿羅漢果。

證阿羅漢果，那中有就死了，他不再投生，那就般涅槃了。看論文，「中」一個

字，對不對？「般」字就下面貫通「中般」、「生般」，和「有行般」、「無行般」

這樣的，「般」字貫通上下的。「生般」者，「生般，有行般，無行般」，這三種

般，「謂生色界乃得彼解脫道者，及勤修功行而得與不用功行而得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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