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般」者，不是，「生般」是第一種，第二種是「有行般」，第三種是「無

行般」。

這三種般，我先解釋這三種般。「生般」，就即是什麼？他是欲界的，不是，他

在色界的中有身裡面，未能夠證到般涅槃。他要什麼？他要先生了色界，一生到色界

之後，得到色界身，一得到色界身裡面，他馬上入定，入定就起觀，起觀，斷除隨一

煩惱，而證得解脫道，證得斷除任何煩惱的解脫道，那即是證得阿羅漢果，於是，在

色界生了之後沒多久，就入涅槃，就叫「生般」，一生了色界便般涅槃。

第二種是「有行般」。第二種，生了色界，不能夠馬上就得涅槃，要怎樣？生般

一生就得涅槃，對不對？有行般就不是，生了之後要好吃力在色界裡面修行，有行、

有功用，有行即是要加功、要再下苦功，一要在色界，在色界身裡面再加功、修止

觀，然後可以證阿羅漢果，得入般涅槃，叫做「有行般」。有行般，生般就是生了沒

多久就般涅槃，有行般一生了，還未得的，可能修行一劫，在色界裡修行一劫又不

定，修行，色界裡面修幾多百年都不定，有行，還要很吃力修行才得的。

無行般，那種利根的人。那些有行般，都是鈍根的，無行般，不用加功的，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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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他又不是即刻得到，但他好順其自然、比較懶散的、隨意的在色界裡面修行，

就叫做「無行般」。

那我就解這裡，「生般，有行般，無行般」這三種，就是說「生色界」，生了色

界之後，生了色界，生色界怎樣？為欲證得斷除隨一煩惱，隨一煩惱不只欲界的修道

煩惱了，不是，不只色界修道煩惱，連無色界修道煩惱都包括在內了，任何嘛，而得

到斷除任何煩惱的解脫道的。這種為了得斷除任何煩惱得解脫道的菩薩，裡面除了第

一種一生就得涅槃之外，有種勤修功行而得，與下第三種不用功行而得的，那就無行

般，就三種了。

那我們看回: 「有行」，「行」即是有行般，「無行」即是無行般。有一種就叫

做「究竟」，生色究竟天。他這樣：他在初禪都入不到涅槃，二禪三禪都入不到，二

禪三禪都入不到涅槃，要生到第四禪天，第四禪色界最高那層天，叫做「色究竟

天」。

「色」就色界，「究竟」即是盡頭，色界的盡頭那層天，即是摩醯首羅天，摩醯

首羅天，大自在天。

現在，跑馬地有個嚒囉廟(印度教廟)，跑馬場那邊，嚒囉廟，養和醫院隔離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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嚒囉廟，那間嚒囉廟，上面安了一個大自在天，好多隻手的，有幾個頭的，騎著一隻

牛的，那個摩醯首羅天。摩醯首羅天是色界的盡頭處，那個天王叫大自在天王，「摩

醯」(mah )ā 就是「大」，i varaś 自在，Mahe varaś 。那個天王就是什麼？管理那個

摩醯首羅天。

在下層天，所有下層天的天王他都可以干涉到的，最高權力的天王。是不能得干

涉兜率內院的，除此之外，他都可以干涉到。還有，摩醯首羅天廣大闊的，空間好闊

的。釋迦牟尼佛的報土，就在摩醯首羅天中間的一幅土地來，整個報土就在摩醯首羅

天中間。

但不過那個報土，釋迦佛的報土，摩醯首羅天的民眾入不到的，生不到。摩醯首

羅天王，就可以去見他，因為這個摩醯首羅天王相傳就說是十地菩薩的化身來，現在

目前這個摩醯首羅天王。那他要生到色究竟天，然後在色究竟天裡面般涅槃。

那你看頌文：「究竟」兩個字。「於色究竟身而證斷隨一煩惱障之聖位菩薩名往

色究竟者」，「究竟」兩個字整個名稱應該叫什麼？「往色究竟者」，即是「往生色

究竟天的人」，「究竟」兩個字即是往生色究竟天的人。

那麼，這種人，因為什麼？你從色界起一直生到色究竟天有好多層天的，那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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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好多種。有一種那些見至的人，就聰明到極的，他怎樣？一生就生色究竟天都說

不定，第二種，不行，跳兩層生一生，再跳，最鈍那些，逐層逐層天生上去，在這層

天死了，就上高一層，又再上高一層。獨是有一層他不生，他不生初禪的大梵天，初

禪第三層大梵天，因為這些聖人不肯拜那個大梵天王。

它這裡有講。此分三種：「此分三超，即全超、半超、遍歿。」一句。「此」即

是這種往生色究竟天的人，就分做三種，叫做「三超」。不是，沒錯，對。其實，實

在得兩超，第三種不是超的，對不對？即是什麼？有一種叫做「全超」，直生色究竟

天的，第二種「半超」，第三種「遍歿」。「歿」即是死，逐層死，在二禪天死了就

生三禪，三禪死了就生四禪，四禪天裡面又有幾層天的，逐層生。

「歿」即是死，「遍」即是完全。說是遍，實在又不是全遍的，有層他不生的。

例如，下面講：「若先往梵衆天生，捨諸餘處，次生色究竟而證彼解脫道者名曰全

超」。

這種就是底子是「見至」那類人，這種人是利根，如果他是利根，他就怎樣？先

往梵眾天，色界的初禪天，最高的是大梵天，(大梵天)沒人生，只得一個梵王在那裡

而已。第二就梵輔天，大梵天王那些助手在那裡的，下一層梵眾天，不是，大梵天最

高，梵輔天，助手，「輔」即是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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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最下那層，就叫做「梵眾天」，「眾」就即是民眾，大梵天王的民眾住在那

裡的。那種人，先生梵眾天，對不對？梵眾天，就不生大梵天和梵輔天的了，因為一

生梵輔天，梵輔天就會奉侍大梵天王，對不對？那些證果的聖人不肯服侍大梵天王，

不願意服侍大梵天王的。

他又怎樣呢？「捨諸餘處」，捨棄梵前益天、大梵天，「梵前益」即是怎解？在

梵王面前，「益」即奉侍梵王，即是他的助手，亦即叫「梵輔天」。那就再上，一直

上，捨去其他，「捨諸餘處」。

在梵眾天裡一死，就即生色究竟天，而證得「彼解脫道」的「彼」字是什麼？

證，斷除隨一煩惱即是斷除隨一煩惱障的解脫道，即可以證涅槃，成阿羅漢。即這些

人，名曰全超。

第二種，叫做「半超」，又不完全超的。那怎樣半超呢？有種人，他是怎呢？從

梵眾天裡死了，在那處死、歿，「從梵眾天歿」，然後，「在下三淨居天隨受一生，

次生色究竟天而證彼解脫道者，名曰半超」。

他說有種人，他先生在梵眾天，就在那處死了，那處死了之後，他又怎樣？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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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前益天，不生大梵天，亦不生第二禪天，亦不生第三禪天，他就去第四禪天。

第四禪天有三個淨居天，第四禪天最高，就叫做色究竟天。色究竟天下面有三層

天，叫做「淨居天」。這種淨居天，那些一來果的聖人在那處修行的，一來果的，那

些通通是聖人在那處住的。聖人他又不願意生第四禪天去奉侍那個，敬禮那個摩醯首

羅天王，他就生在那三個淨居天。

不還果，不是一來果，我講錯，完全是那些不還果的聖人生的，他在那處修行，

證阿羅漢果的，他生在下面那三個淨居天，淨居天中隨一個天受生。在那處，在淨居

天裡死了，然後「次生色究竟天」，然後再生，在色究竟天裡他就證涅槃。為什麼？

他去到那處都證涅槃了，他不需跟隨摩醯首羅天王學東西。

「而證彼道」，「彼道」者即是斷除一切煩惱，一切煩惱障的解脫道。這種人，

就叫做「半超」。

「若從梵衆天乃至色究竟天漸次受生，後證彼道者，名曰遍歿」。遍歿又怎樣

呢？他若從梵衆天，在梵眾天內死了，中間就生去，「乃至」即是什麼？第二禪那層

天、第三禪天，然後生到第四禪，下三淨居天，到最後然後才至色究竟天，漸次受

生，然後才證那種斷除任何煩惱障的究竟道的那種人，名曰「遍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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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處死，這些不用講就當然是「信解」那類的，對不對？但記住記住，「信解」

的人是可以練，練根變為「見至」的。

那為什麼「遍歿」又不生無色界？生了無色界才可以遍吧？對不對？他說這樣，

下面你看，看這裡，看到這裡：「菩薩不求無色界生」，下面，等等，先看頌文：

「三超」，說了「三超」了。

現在講「往有頂」。往有頂什麼？「有」就三有。三有之頂即是什麼？非想非非

想天。無色界的最高處，無色界沒物質的，無色界就是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

處、非想非非想處。非想非非想天，對不對？

是三有之頂點，三有即是三界。菩薩是不生無色界的，為什麼又說「往有頂」

呢？你看看頌文。往有頂，你去到有頂，去到非想非非想天才般涅槃，豈不是，是不

是彌勒菩薩講錯呢？不是，你看：「菩薩不求無色界生，故名爲往有頂者，是說離色

界貪之菩薩，此分二種，盡斷惑業結生相續者，名現法涅槃，證得八解脫者，名曰身

證」，為欲斷，「名曰身證」。

就這樣先，一句。看回頌文：「往有頂」。所謂「往有頂」不是真的上到非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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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想天，不過是什麼？壞色貪，已經破壞了色界的貪欲，即是色界的煩惱都沒了，即

他就在色界裡面連無色界煩惱都斷除掉了。這種菩薩，已經斷除了色界貪欲的了。這

種菩薩，那種菩薩當然是斷除色界煩惱，完全斷除。因為他斷除了色界的貪，他不留

戀色界，但他又不想生無色界，那怎樣？

於是，有兩種人。這種在色界破壞三界的煩惱，隨一任何煩惱都斷除掉，這種菩

薩自然就連色界煩惱都斷掉。既然連色界煩惱都斷掉，他就不能再生色界的了。對不

對？連色界都不能生，那怎樣？

他又不肯生無色界，那迫著要怎樣？色界不能生，無色界你又不去，那怎樣？涅

槃了。涅槃了，那就涅槃了。在色界的最後生涅槃了。

但彌勒菩薩說「往有頂」又怎樣？你看，他說這種人分為兩種：第一種，「盡斷

惑業結生相續」的，斬斷所有惑、煩惱。三界的煩惱，所有煩惱，煩惱障，所有煩惱

障斷除掉。

業，再不造有漏業，斷除掉有漏業。有漏業未來的果不起，以往的果亦斷除了，

因為有惑、有業，就會結生相續，他斷除了結生相續，惑又斷除，業又斷除，結生相

續又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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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生相續，我們經常說將十二有支、十二因緣，不就將它分做「惑」、「業」、

「苦」，對不對？苦果，這個苦果即是什麼？生、老、死，對不對？那就結生相續即

是生和老死，為什麼？「結」就聯結，聯結起來。

因為我們有惑，有業，所以我們死的時候不能了結的，就去聯結下一世，產生後

一世，那這一世歿，後一世起，就好像聯結一樣。好像兩粒珠，這粒珠唸完，那粒珠

就起。結，生，來生，和來生相結而相續，於是我們生死輪迴的身相續不斷。

那這個「結生相續」，即是前段生命和後段生命相聯結而不能解脫，相續下去，

生死輪迴下去，那就結生相續，即是什麼？即是苦，即是生死輪迴。

「惑」就是煩惱障，「業」就有漏業，得到「苦」果。他這種人，斷盡惑、斷盡

業、斷盡結生相續的這些人，他沒地方走，對不對？入涅槃了。

就「現法」，「名現法涅槃」，這些人叫做現世得涅槃。即是在色界那處的時

候，就在現世得涅槃。得涅槃就變得沒物質，所以說他往有頂。對不對？「名現法涅

槃」。那就一種。

另一種，「證得八解脫者」。能夠證得阿羅漢，現世就證得八解脫，羅漢的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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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脫」，你自己查一查，有色觀，即是修止觀的時候，自己有色而觀無色，

而得解脫等等八種，(這是)定來的，解脫的定，八種定，現世證得那八種定。

他一得到八解脫，他可以這樣，我現世，我現在有物質身體，我要觀這個無色的

境界，馬上在定中現，沒身體，什麼都沒有。又可以什麼？一得八解脫，跟著就八勝

處，八(十)遍處，他就可以，例如我要一切金色的，一入定，就要什麼？見到整個世

界金色的，一片金色的，他可以影響人，坐在這裡入定。

我要整個身是金色的，就於是，你們這些人如果坐在這裡，見到，忽然間見到，

全部金色的，他入觀，入遍金色的。他如果要遍都是紅色的，你就會見到全部都是紅

色。就那些羅漢的定。

「八解脫」，你自己查，查這個《佛學大辭典》，查個「八」字。「八解脫」是

八種定，現生證得八解脫的，那種叫做「身證」。

有種菩薩，那些羅漢不是個個證得的。那看回：「寂滅」。「寂滅」即是涅槃，

即是現法涅槃；「及身證」。那這個「現法寂滅」，法字後面那一撇不要(減逗號)，

「斷色貪，現法寂滅，及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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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欲盡斷煩惱障故，精進修行之七地菩薩，名阿羅漢向」，他那種人，就未曾

證阿羅漢的解脫道，他現在就入了，努力修行，準備證得阿羅漢的解脫道。亦即是什

麼？

由得無間道之前和得無間道，阿羅漢的無間道，正在得中的那種菩薩，那種七地

的菩薩，未入第八地，一證得那個解脫道，斷除一切煩惱障的解脫道，就是大乘的第

八地菩薩。那種七地菩薩，即將登八地的，「名阿羅漢向，此是論中隱說者」，應該

有這一級，但論沒有講。《大般若經》有這級，但論沒有講。

「麟喻」。「十地菩薩名曰麟喻獨覺」。第十地菩薩，本來麟喻獨覺是小乘的，

但他現在將他解釋大乘，第十地的菩薩，叫做「麟喻獨覺」。那「麟喻獨覺」我有沒

有講過？「獨覺」有兩種，我講過吧？一種是真正的獨覺，一個人修行的，一種叫做

「部行獨覺」，一班人的。好，看看頌文：「共二十」，總共二十種。

你數一數，先看回本文，先看看論文：「此上共爲二十種僧」，那些賢聖僧。

「此依獅子賢論師意述，解脫軍論師等義，茲不繁說」。在西藏文裡面，有兩種解釋

《現觀莊嚴論》最有名的譯本，一本是獅子賢的，另一本是解脫軍的。

解脫軍是世親菩薩的弟子，獅子賢，他的學派，就流行在西藏，好普遍，他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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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以上的解法，就依據獅子賢論師的注釋的，至於解脫軍論師所做等義，他不講

了，不多講了。

順便解釋賢聖僧的僧寶。本來就解那十種教授而已，對嗎？但那十種教授要靠那

些僧寶來宣揚的，那真正值得皈依的就是那二十種僧寶。其餘那些就叫什麼？就叫住

持的僧寶，住持佛法的僧寶，即收皈依徒，幫別人打皈依這種，就是這些世間的僧

寶。那以上就讀了庚一，不是，庚一，沒錯。

正式教授。正正式式解釋給你聽哪種叫做我們所依據的經論，我們要依據這種

經，並不是凡經論我們都當它是寶的，這樣。現在，就要讀庚二：「修教授義」。我

們如何依據經論，去修經論裡所講的道理呢？的義理呢？好，講到這裡，我就停一

停。

這裡讓你⋯⋯你那架機用不用到？用到。印證，你自己又可以有用到極的。你自

己可以對讀，或照他一樣題目。那你就怎樣？一，經和論的序分。「善解脫」就指

「定」，「慧善解脫」就指「慧」，戒定慧，原來就應叫「戒心慧」的，「戒學」、

「心學」。舊譯就譯得錯誤了，譯做「定學」。這個「心善解脫」即是說「定善解

脫」，即是修定修得好好，「慧善解脫」即是修觀，修觀修得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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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諸重擔」，「重擔」即是什麼呢？生死輪迴。「重擔」，生死的重擔。未證

阿羅漢果，叫做「有學地」。經就這一段。還有，第二段。那就寫著，⋯⋯就不要

了。

《小品般若》是鳩麼羅什譯的，《小品般若》。另外四分，這就是序分。那論

「求寂聲聞由徧智，引導令趣最寂滅」，你自己填了。對不對？你自己寫，中間點點

點那些，你自己補下去就得了，對不對？

你讀一讀，就解釋那段經和那段經相應。你看，「求寂聲聞由徧智，引導令趣最

寂滅，諸樂饒益衆生者，道智令成世間利。諸佛由具種相智，宣此種種衆相法，具爲

聲聞菩薩佛，四聖衆母我敬禮」。彌勒菩薩快要解的時候，他就敬禮。

那下面，就到「大師于此說，一切相智道，非餘所能領，於十法行性，經義住正

念，具慧者能見，爲令易解故，是造論所爲」。又和那段經相應，因為《現觀莊嚴

論》就是解釋上文那些經的。

那樣，序分了。還有，般若波羅蜜。還有，下面還有，看到嗎？第 6 頁，論頌：

「般若波羅蜜，以八事正說」。「徧相智道智，次一切智性，一切相現觀，至頂及漸

次，刹那證菩提，及法身爲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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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到，「發心與教授，四種決擇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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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徧相智」。然後呢，「令其隱闇等，弟

子麟喻道，此及他功德，大勝利見道，作用及勝解， 讚事並稱揚，迴向與隨喜，無

上作意等， 引發最清淨，是名爲修道，諸聰智菩薩，如是說道智」。

然後，「智不住諸有，悲不滯涅槃，非方便則遠，方便即非遙，所治能治品，加

行平等性，聲聞等見道，一切智如是」。然後，「行相諸加行，德失及性相，順解脫

決擇，有學不退衆，有寂靜平等，無上清淨刹，滿證一切相，此具善方便」。

然後，「此相及增長，堅穩心徧住，見道修道中，各有四分別，四種能對治，無

間三摩地，並諸邪執著，是爲頂現觀」。「漸次現觀中，有十三種法」。「刹那證菩

提，由相分四種」。

「自性圓滿報，如是餘化身，法身並事業，四相正宣說」。以上那麼多，都是和

那段經文相應的。因為它主要是解釋這個第四分的，《大般若經》的第四分的。那你

照著他這樣寫，小品又不用寫，小品是用鳩摩羅什譯的來到⋯。

《大般若經》那處，第幾分、第幾分的都是《大般若經》。那你以後讀，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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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就回去印證《大般若經》，讀《大般若經》就回去印證這個論。那你這個，別人

說你「為什麼把《大般若經》割裂？」割裂就不關你事，是彌勒菩薩割裂而已，關你

什麼事？那你⋯⋯

你如果歡喜的，把他長行這些寫下都可以的，是不是？把那些散文都可以寫下這

裡，更好，把長行散文寫下這裡。那你日後，你就好像，別人想研究《大般若經》，

你可以教他。先做了，先做了《現觀莊嚴論》的對讀，然後再整下它的前面，暫時你

不要理它這裡。第 143 頁到 160 頁，又是法尊法師的。

他當時，法舫法師寫信問他，和他討論，問他七十種你為什麼少了一種的？他答

法舫法師，就把這個《現觀莊嚴論》那八品裡面的內容，總共有七十點羅列出來。那

這個，你將來就必須要來參考的，你不用找其他書，已經夠用的了。

法尊法師最大，很大的貢獻，自從他翻譯了這個《現觀莊嚴論》和他造了一個對

讀後，然後我們讀《大般若經》就有把握，否則我們在大海汪洋裡，我們怎辦？他好

像有個指南針給你，這是法尊法師最大貢獻。奇怪，就是什麼？這是用來對讀，你們

這是香港的第一次。

在香港，你們大家這樣做的，好殊勝的。你們是香港的第一次。以前香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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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的那些人。蠢材。所以有些人說我的口不好，是蠢嘛，你現在就證明，我沒罵錯

的，為什麼那麼好的東西你不拿來做，天天在做些人人都識做的東西。「修教授

義」。

「教授」。哪種教授是合資格給我們看的？我們已經知，所以，你看佛經，你就

要選擇，有些經就不能當是教授的，有些就可以當是教授的。庚二．既然有教授，我

們就拿了那些經論，「教授」即經論，經論來讀，那我們就要實際去修行。

修行是修什麼？修什麼？修那個教授，即那些經論裡面所教我們的。「義」，這

個「義」者即是教授裡面所講的東西、義理。我們修，即是什麼？即是什麼？即是

「最初發起緣空性之修得」。現在先解，什麼叫做「修得」？

「修得」。我們的善法有兩種，一種是俱生的，一種是修得。俱生是什麼？不用

學的，出世之後一直自然而然的，叫做「俱生」。凡是俱生的不論善法或惡法，都有

俱生與修得兩種。俱生的不用學，不學而能。但你留意，俱生的東西如果你繼續不

修，會失去的，俱生。所以有些人，俱生的，他有天眼，看到好多東西的。小孩子的

時候他有天眼，看到好多東西，但到他大後，沒有了。

俱生的，如果你不繼續修持，不繼續修，就會失去的。所以，那些古德認為，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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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東西是不及修得之可貴。修得的，我們現在實行去做，去修行而得到的，叫做

「修得」。他現在說，什麼修得？緣空性之修得。「緣」就認識、了解。緣慮這個空

性，空性是什麼？

一切因緣，一切的有為法，都是因緣和合而生，都無自性的，因為眾生的迷執，

無始以來有執著，所以我們就執著覺得，所見到、所聞到，所知道的都覺得有件東

西，是有它的自性的，那我們想破除這種執著，就要修空觀，空觀就修人空、法空。

修人空觀、法空觀。用空觀來撇、掃除執著的時候，那個真如空性就顯現。那個空

性。

我們想緣空性，想認識空性，就一定要修空觀。那我們想修空觀是哪個時候？現

在你開始修，不過是學一學修的，因為什麼？你修，真正修觀成就，就一定要止觀雙

運的時候才可以的。你現在這些人，學修止都未學得，未學得好，修觀一定要在止裡

面修，才真正叫做「觀」。修止未成功之前你修觀，這種觀就叫做「隨順的觀」，不

是真正的觀。

那怎叫做「修止的成就」呢？即是你修定，學修定，學修定修到他輕安充滿一

身，那時的心一點都不亂的，整個身體好像沒了重量，好輕快、好安穩的，好像不見

了粗重的，少少粗重都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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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就叫做「輕安」周遍了你的身體，身心輕安已經起了，那時你叫做修止

成功，又叫做入了初禪，那你一定要修，得到輕安之後，你就修止成功了。然後，那

時的觀，那時的觀，就是真正的觀，真正的毗砵舍那，真正的觀。

以前那些未曾入初禪，以前那種觀，是隨順毗砵舍那。以前未得輕安以前那種

止，都不是叫做真正的止，叫做「隨順止」，又叫做「隨順奢摩他」。那修止成就

了，在止之上處觀，觀下又止下，觀下又止下，觀到成熟，自然即止即觀的。

那你修止的時候，你初禪修得多，你漸漸，當你修止的時候，就進入第二禪。由

初禪進入第二禪，全身好像激動的，你就進入第二禪。當你進入第二禪的時候，你又

可以在第二禪處修觀。觀就更加清明、清澈。

那當你在第二禪處修觀，觀完又止，止完又觀之後，又每次入定修止觀，都由先

入初禪，然後修一下觀，繼續轉入第二禪來修止觀。直到修到純熟，你修止時自然就

會覺得身體震動，全身噼嚦啪嘞地震動。經過一輪震動之後，震動的時候就叫做「初

禪近分」。

入初禪之前的震動，叫做「初禪近分」。入第二禪之前的震動，叫做「第二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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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當你第二禪裡修止觀，修得多，熟了，漸漸你又會入到第三禪，自然你入到第

三禪。

當你入第三禪之前，又會有第三禪的近分。震動，或者覺得身體擴大，或者覺得

身體飛上得高高遠遠的，起這種幻覺，幻覺沒多久就停了。一停了之後，就正式入三

禪。那入三禪之後，一直在三禪裡修止、修觀，修止、修觀，漸漸入到第四，第四禪

的近分又是極端震動一輪，那之後就入到第四禪，又在第四禪裡修止觀。在第四禪裡

修觀，真正緣空性，那時修觀，就修得，是這種第四禪裡修。最初的緣空性的修得。

當然，你說「初禪、二禪、三禪那些又不算數嗎」？不是不算數。有那些叫做方

便來引起你在第四禪裡的，緣空性的修得，那種修得的善法。當你入到第四禪裡修，

就是修這種：煖、頂、忍、世第一法。當你修，你入到第四禪以後，純熟了你又怎

樣？你入了初禪，不經第二禪，可以直入第三禪，可以超一級的，然後由第三禪轉第

四禪，可以超一級，不能超兩級的。

或者你一直入第二禪，由第二禪跳第四禪，超一級。現在講「修教授義」。即是

最初能夠在定中來修觀，修止觀。修觀的時候，我們的心就緣那個空性，即是用空觀

所顯露出的那個真如空性。

19



現在問題來了，那你加行位的時候是不是亦真正緣空性？不是，那個是假空性來

而已，仍然是假的，要見道的時候，那個空性才是真正的空性。又分二，這裡：辛

一、辛二。辛一就略標，辛二就詳釋，「廣」即是詳細，「廣釋」即是詳細解釋。略

標就好容易的，你一看，詳細他將來廣釋的。

略標：「所緣及行相，因緣並攝持，菩薩救世者， 如暖等體性，依具四分別，

分下中上品，勝出諸聲聞， 及以諸麟喻」。那然後才一句。兩首頌，是一句。

當你修行止觀的時候，和這個止觀有關的有四種東西。第一，「所緣」。你修觀

的時候，比喻你修煖、頂、忍、世第一法的煖的智、頂的智、忍的智，每一個智都有

它所緣的境，所緣，所緣的境。

「行相」，當你緣那些境的時候，你一定有那個見分的活動，那個能知的心的活

動叫做「行相」，「行相」者，「行」即行解，「相」即相狀，行解之相狀就叫做

「行相」，行解之相狀的本質，就是見分來的，是第六意識的見分與心所的見分，所

緣的境，就是相分，加行位所緣的境，都是相分來的。但是這樣，見道的時候就沒有

相分的，見道的時候所緣的境，就是空性﹑真如來的。所緣，和行相。「因緣」，因

緣又怎樣？它指「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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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修這種煖、頂、忍、世第一法，修這種觀的時候，是會為這種修行是三乘聖

果之因。這一點即是說它可以，這個「因緣」兩個字，可以做它的因。即是可以做因

緣，這種修止觀，這種止觀可以做因緣，將來會引出三乘的聖果出來的。聽不聽懂？

因緣，這個因緣，就它的因相，它做為因。

「攝持」就防護攝持，保護攝持。我們暫時這裡就先解這三種，所緣、行相、因

緣。攝持慢慢再講的。當我們修止觀的時候，有四種東西我們要留意的。第一，就是

所緣的境；第二，它的行相，行解的相；第三，它能夠為因而產生的聖果；第四，就

要有些東西攝持守護的。四種。

有這四種東西，一個菩薩救世者，一個菩薩，即是修行大乘的人，不就是菩薩。

他說一個修行大乘的人，他是一個有心去救世的人來的，那他這個有心去救世的菩

薩，他真正在這個禪定裡修行，他的止、觀都成就的時候，他一定會入到什麼？加行

位的了。加行位是怎樣？

如煖、如頂、如忍，和世第一法，如就比喻煖，煖是用來比喻的，不是真的煖

的。我見到有一位居士，他說他讀煖、頂、忍、世第一法，他個人就好糟糕，這個

人，他說煖者丹田發熱，熱力走遍滿一身就叫做「煖」，人家都不是這樣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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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是什麼？即是過到那個海底，即是會陰那處，有種力、有種火，那種西藏

密宗的拙火，即些 kundalini  的拙火，一直向上衝，衝到上頭頂，他說這叫做

「頂」。

這個人學密宗的，學密宗不懂教理，就有這種弊病。學密宗好老資格，煖就丹田

發熱、海底發熱，全身暖，發熱就那些煖；頂就向上衝，直衝上頂。忍是什麼？不要

讓它走出來，忍即忍著，走出來不得了，走了出去不得了。

世第一法，坐著的時候，即身成佛。世第一法。是一位好老的居士，學藏密，學

幾十年，真是可惜，他不懂經教，不懂經教學密宗，好危險，好危險，危險多過，多

過其他東西。那樣他這世(可說是)人死，斷送了，沒希望了。講，他不信，我們講，

他不信。他說什麼，他說：「這是我自己體驗，我自己體驗見到都不信，信你？」這

樣的啊。

我就告訴他：「不是的。比喻而已，如煖，好像煖氣，有煖氣的。」他又不信。

他說：「我，你都沒經驗的。我這些自己是體驗到，自己證到的，你證到沒有？」我

就說：「我證不到你這種東西」，「你證不到，你證一證就知的了。」他這樣說。這

位居士講《六祖壇經》，《六祖壇經》不就有什麼「劫火燒海底」，「劫火燒海底」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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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下面會陰，下面的火會熱，「海底」即是會陰，在海底那處燒，那些劫火，

他說劫不是世界劫，人生是一個小世界，轉變我們的人生，這樣解，如果你這樣聽，

他是好有名氣的居士，如果你跟了他為師，你這世都死了，他固然就死，連你都死

了，所以不可不慎。「菩薩救世者」，他會修什麼？修到入加行位的時候，如煖、如

頂、如忍、如世第一法，一有這四種智慧出現，四種都是智慧來的。

這四種智慧的體性，現在彌勒講了，現在講了。「如暖等體性」。怎樣講呢？

「依具四分別」，現在講的時候，依據這個如煖等這個加行位的人修行，修這個煖、

頂、忍、世第一法的時候，我們依據每一樣都具備四種東西來說明。哪四種？

一，所緣；二，行相；三，因緣；四，攝持。當講煖的時候，又分做煖的所緣、

煖的行相、煖的因緣、煖的攝持。當講頂這種智的時候，他又分開講，頂的所緣、頂

的行相、頂的因緣、頂的攝持。

依據他具備四種不同的東西、四種分別來講。不只是分開四種來說，又分，將煖

分做什麼？下品的煖、中品的煖、上品的煖；頂又分做下品的頂、中品的頂、上品的

頂；忍，忍亦分下品的忍、中品的忍、上品的忍；世第一法亦然，分三等，三品。分

下、中、上品來說。總之，這種煖、頂、忍、世第一法這種智，不論哪一種，都「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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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諸聲聞，及以諸麟喻」。

總之大乘人修這四種，是勝過小乘人，那些聲聞的人修的煖、頂、忍、世第一

法，亦勝過那些獨覺、那些緣覺、辟支佛、修那些煖、頂、忍、世第一法的。清不清

楚？解到吧？你懂不懂？識解嗎？你看看它的散文：「圓滿大乘順解脫分所生之現觀

種類，隨順諦現觀之大乘世間道，即大乘加行道相。」一句。

一個人，當他，如果他那種人，在第八識裡面是含有無漏的種子的，他這種人，

無漏種子即是種性，即是說如果他有種性，他一有機緣，遇著良師益友，他就會發

心，發心者，就發菩提心。最初發心就如什麼？那二十二種發心就如地一樣，這個最

初發心，猶如大地，是一切將來高級發心的基本來，他一發心後就修行。他修行修什

麼？

他修行就修，修行一種善法，這種善法叫做「順解脫分」。為什麼叫「順解脫

分」？一切那些什麼？例如，見到三寶，他就恭敬，例如他去皈，有機會他肯去皈

依，別人，聽聞別人的經教，他就讚美，別人說去受五戒、修十善，他又去受五戒、

修十善，聽見別人說生死輪迴，他就怕，聽見別人講話證出世果會成佛，他就羨慕這

類東西，這類東西叫做「順解脫分」。「解脫」即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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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你不要，你不要少覷他，不要看不起這些東西，這些淺的東西，這些東

西，是隨順涅槃的。即是隨順著這個，一直來擴大，將來他會得涅槃。

因為他有了種性，然後會發心，有了種性能夠發心，然後他能修順抉擇分，他肯

修順抉擇分(應是「順解脫分」)，順其勢將來一定得涅槃的，所以這種如此淺顯的讚

美三寶、皈依、持五戒，這些如此淺的東西，這些如此淺的東西，他是能夠隨順涅槃

的，所以這些叫做「順抉擇分」(應是「順解脫分」) 。

一個人初入佛門，就要修這種順抉擇分(應是「順解脫分」)。當修順抉擇分(應是

「順解脫分」)都修得很圓滿，怎謂之「好圓滿」呢？即是「他都能夠修」這樣解，

你講到圓滿，都要講到成佛才行。

不過只是對於這一類東西，他都應夠修、都做了，這樣。圓滿大乘順抉擇分 (應

是「順解脫分」)，即是做修行大乘的順抉擇分(應是「順解脫分」)，他都修得圓圓滿

滿，就於是⋯⋯「圓滿大乘順解脫分」之後，他會產生一種什麼？再修行。再修行會

修什麼？

修現觀、修止觀，在止觀，初學止觀那些，別人修你又修，那些都是順解脫分來

而已，對不對？別人拿本經讀你又拿來讀，別人拿法尊的東西來對你又對，這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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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解脫分來而已。對不對？都是順解脫分來而已。

你三皈五戒，別人去拜懺、你又去拜，別人修密宗、搖鈴打鼓，你又去修，通通

是順解脫分，你不要以為好了不起，通通是順解脫分。

如果你未見道的阿闍黎什麼什麼，那個是什麼，那阿闍黎不就又是順解脫分。他

又很了不起嗎？所以現在跟你灌頂、活佛，好多那套東西都是順解脫分而已，你不要

以為了不起，你去那處灌頂，不過等於什麼？

等於郵差派封信給你，你要靠郵差，沒有郵差，就派不到信給你，那你的目的就

是接信，對不對？你不用⋯⋯你不用怕他什麼，他跛腳又好，歪咀又好，你不用理

他，他有資格傳給你，你就當他郵差就可以。

因為你是修順抉擇分(應是「順解脫分」)，你又一樣是修順抉擇分(應是「順解脫

分」)。現在放滿法器在這裡修，修⋯⋯都是順解脫分來而已。為什麼？你都未曾到

煖、頂、忍、世第一法，那又⋯何時講即身成佛。所以現在有很多那些活佛，拿鈴鈴

的，都是順解脫分。所以你說一讀讀書，你讀得清清楚楚的時候，你騙他，騙不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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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個尺度的，你講錯了他都知的。現在你們不用驚，你們講錯，你們就知。甚

至我現在讀經、現在講，也不就是順解脫分，有什麼了不得？對不對？因為什麼？那

些加行，加行菩薩修的是順解脫分。真正比較高級，就叫做「順抉擇分」。順抉擇分

那些，是加行菩薩修，加行位菩薩修。

「圓滿大乘順解脫分所生之現觀種類」，「現觀」即是什麼？在止觀雙運，在禪

定裡面修止觀，止觀雙運的時候那種現量智出現，直情好像體驗到的，那種現觀。現

觀即是現量觀證。那現量這種現觀，現觀不止一種，有煖、有頂、(有忍) 、有世第一

法，對不對？

所以叫做「種類」，種種式式的現觀。即是所生之種種現觀。這種種現觀就要修

順解脫分修到好圓滿，然後才能夠出現的。這一修到這種現觀，就叫做加行菩薩的

了。這種現觀，這一句，就承接資糧位的。下面那句就話將來什麼？後一段就是見道

的了。這種現觀，能夠什麼？「隨順諦現觀」。

這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種現觀，就不得叫做「諦現觀」。「諦」者，四

諦。苦、集、滅、道，四諦。四諦我們講就容易，我可以講到好好都得，但現觀四

諦，我就現觀不到。真正現觀四諦，透透徹徹的現觀，把四諦來作現觀，那時候叫做

「見道」，「見道」亦名叫做「諦現觀」，能夠用現量智來觀證四諦的道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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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現觀」。

這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種智，就能隨順將來會引發你得到諦現觀的，雖然

它能夠引發你得到諦現觀，諦現觀即是見性，即見道。雖然引到這種諦現觀，雖然能

夠引發諦現觀，但是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種智，仍然是世間道，不是出世道。

世間道即是仍然是有漏，叫做「世間」。俗諦的。這個世間指有漏道。道即智慧，是

有漏智。不過他是大乘的有漏智。能夠，它雖然是大乘有漏智，但是它能夠隨順無漏

的諦現觀的。

就能夠隨順無漏諦現觀的大乘世間道，這種大乘世間道，即大乘加行道的體相。

「相」字當「體相」，當「自性」地解，這個「相」字，當本質，體相。如果你能夠

修這些，你就是加行菩薩。好難得的，加行菩薩。現在，好難找到一個加行菩薩的

了。加行菩薩福氣一定 :第一，他的福氣一定相當好，第二，品德，戒德相當好，第

三，他的禪定，修止觀，一定修得相當好的。

他能夠修煖、頂、忍、世第一法。好到什麼程度？你看下去便知。好像有個尺度

給你量度的。這種加行道，修行的界限，即是由何時開始得到，到何時為止。下面：

「界限唯在大乘加行道」。界限就要什麼時候得？由加行位開始，始得。加行道的末

後，見道之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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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行位裡面，那界限。如果以此加行位之前，那個資糧位就未得到的。到後來

見道，又不需要它的。所以它界限唯在大乘的加行道。「加行道」指加行位。繼續，

有沒有問題先，這兩行？有沒有，有就先搞好它。沒有然後才繼續講。有沒有？你有

沒有問題？沒問題。你呢？都沒有，那就得了。下面：「菩薩救護世者之加行道暖等

四位，由所緣、行相、因緣、攝持，如世間道自性依止四種分別，並分下中上三品差

別，勝出聲聞及獨覺之加行道也。」

他即是解頌文而已，對不對？他說一個菩薩，是一個救世者來的。這種菩薩救世

者，他所修的，修到由資糧位，修到圓滿，他就入到加行位，加行位的時候，他在加

行位的時候，他就有種加行位的智慧起，這種加行位的智慧就叫做「加行道」。加行

的階級，有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位，所以加行智亦有四種不同，對不對？不只

會有四種不同，每種都有下、中、上三品之別。

這種，這種煖、頂、忍這些的智慧，我們現在需要說明。如何去說明它呢？他現

在由所緣、行相、因緣和攝持，從這四方面去說明它`。「如」，即是「好像」，好

像那些世間道，講世間的那些有漏，其他世間的有漏道一樣，好像世間道的。要說明

世間道的自性一樣，都是依著這四種不同的分別，即是所緣、行相、因緣、攝持，依

著這四種分別來說明，依著這四種分別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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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別的時候，說明的時候，每種又分下、中、上三品的不同來到說明。不論下

品、中品、上品，這種出世，這種菩薩的加行道，是勝過聲聞和獨覺的加行道的，會

解嗎？第二，現在辛二，又分三：壬一、壬二、壬三。壬一，釋暖等前三勝法。「煖

等」，即是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種叫做「煖等」。「前三」，前三什麼？

「前三勝法」。上文不就分開四種東西來講。一，所緣，二，行相，三，因緣，四，

攝持。現在，只先講三樣。講什麼？所緣、行相、因緣，三種勝法。即是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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