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些所緣的，這些煖、頂、忍、世第一法，這些智，就是能得大菩提的因。是

「因緣」，解了。還有一種叫做「攝持」，對不對？要有什麼攝持？要有你自己的善

根去攝持你。例如你現在出家、修行，都要有你自己善根攝持才能夠出家修行的，第

一，那些叫做「內攝持」。還要第二，要有善知識，如果釋迦佛不出世不設教，誰攝

持你去修行？還有那些佛法僧三寶都是攝持你，攝持你即是保護你，令你去修行，那

些叫做「外攝持」。

要具備內攝持、外攝持，然後才可以入得加行，由加行而趣入見道的，加行菩薩

亦需要攝持的。我們分開這首頌，看到嗎？「所緣及行相，因緣並攝持」，現在開首

講攝持。再看下面：「菩薩救世者」，他說一個救世的，以救世為心的菩薩，「如煖

等體性」，他分四級，當他入到加行位，如煖、如頂、如忍、如世第一法，「如煖

等」，這種四級的智的本質、的體性，現在彌勒菩薩要解那四種加行菩薩的四種智的

體性給你知：「依具四分別」。彌勒菩薩依著它具備四種分別，哪四種分別？能取分

別有兩種，所取分別有兩種，合共四種。

每種具有四種分別，而那些每種智，都分作下、中、上品，不論下成怎樣，它都

勝過聲聞和獨覺的，「勝出諸聲聞，及以諸麟喻」。識解了嗎？那現在，上中下三品

講了，四種分別又講了，所緣又講了，行相又講了，因緣又講了，餘下攝持還未講，

對不對？現在講攝持。壬三， 釋攝持 。「攝持」者即是良師益友保護你的、攝護你

的，攝受你、支持你的。攝者攝受，持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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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攝持，先讀讀這首偈。「心不驚怖等，宣說無性等，棄捨所治品，應知為攝

持」，四句偈來解。我們未解四句偈之前，就先讀散文。「加行道菩薩不離一切相智

作意，於甚深空性不驚不恐等方便善巧，捨此違品二乘作意，及隨一實執如是菩薩加

行道智，即是加行道菩薩之內攝持，以此即是雙破生死涅槃二邊之菩薩現觀故」。這

樣一句，是解釋內攝持的。

現在為大家講一講給你們聽，加行菩薩，先解論文，「加行道菩薩不離一切相智

作意」，他應該念念都不離一切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佛的智慧，即是大菩提，

「作意」是起心、起念，念念都不會離開大菩提的，他這個人，念念都不離一切相

智，「於甚深空性」，「甚深」者即是好難證得到的，「空性」即是真如，真如，空

性即是真如，那些甚深的真如空性，他能夠「不驚不恐」，不驚。 證到空性，有好

多人會驚的，照理就不驚的，你能夠一直修的。

我知道有兩個人，一個修密宗的，修密宗的他就唸淨三業真言，記不記得？

「唵，娑嚩，婆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秫度憾」。常常唸的。唸的時候就當然

是結著個印，對不對？結著八葉蓮華印，一邊唸，一邊觀想一切法自性清淨，過去世

所做的身口意三業一切罪惡，通通洗淨，一切掃除。

現在當下變成清淨，一邊地想，一邊空掉它，空掉它，空掉它，忽然間唸唸下，

覺得不見了自己的，心離一離，驚起上來，幾十日心不得安寧，個心噗噗噗的，驚

了，他覺得沒有了自己，好像全部什麼都沒有了，其實他傻的，你會覺得沒有自己，

就即不是沒有你了，對不對？你有個覺在這裡，你嚇驚，驚怖，有些人說證了空性時

候會驚的，不會的，證了空性，因為你經過加行，經過這樣，不會的，加行菩薩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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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空性，不驚不恐，有好多方便，慢慢修，令到你有種方便善巧。那他就即是哪

裡？你看看偈：「心不驚怖等」，對不對？對甚深的空性心不驚怖。「等」是「等」

什麼？「等」他有很多善巧方便。

他又能夠「捨此違品二乘作意」，「作意」即是起念頭，他又能夠捨棄與此，

「此」即是指大乘，「違品」與大乘相反的，「二乘」即是聲聞乘、獨覺乘，捨棄與

大乘相反的二乘的心、的心意。「及隨一實執」，又能夠捨棄隨任何一種，「隨一」

即是任何一種，「實執」執著為實的那種執，看回偈第三句，「棄捨所治品」，棄捨

他、與他相反的、應該要對付的那些二乘作意。

看回散文，「如是菩薩加行道智，即是加行道菩薩之內攝持」，這裡半句。「如

是菩薩」，這些菩薩的加行道的智，「即是」即是「就是」，就是一個加行道菩薩的

內心的攝持了。「內」即是自力，「外」就是他力，自力的、內心的攝持。那我們看

回那句偈內面，「應知為攝持」，這裡就是內攝持了。攝持分內攝持和外攝持。

什麼理由這是內攝持呢？下半句：「以此即是雙破生死涅槃二邊之菩薩現觀

故」。「以」即是因為，「此」即是這些，這些什麼？這些加行道智，對不對？因為

這些加行道智就是能夠破生死，又破涅槃，小乘的人就能夠破生死，入涅槃，對不

對？唯有大乘的人不只能破生死，就連涅槃他都不入，對不對？兩邊。眾生就迷，而

執著於生死，沉淪生死。小乘的人雖悟，但他快趣入涅槃。

兩種都是偏，「二邊」。因為這些智，就是能夠雙破生死涅槃兩邊的現觀來的，

是菩薩的現觀，所以這種現觀就是你內攝持、潛力的，內攝持以外還有外攝持。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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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外攝持就是，善知識是內攝持即是內善知識，自己本身就是具備的，外攝持就指

那些佛、菩薩。「若佛勝應身，為加行道菩薩宣說一切諸法皆勝義無自性等，及說捨

此違品惡魔惡友之道者，即是加行道菩薩之外攝持」；這裡半句，一點一撇，這就

對，「以是圓滿開示大乘道之善知識故」。這句是解外攝持的，我解這裡。

「若佛勝應身」，佛有兩種應化身，佛有三身，一類是什麼？法身，無相的，即

是真如，即是空性；一類，那些報身，在報土那裡的；一類，那些應化身，好像釋迦

牟尼佛那些應身的。那些殊勝的應身，為那些加行菩薩宣說、說法的。加行菩薩都不

在報土的，在那些化土而已，聽應身佛說法而已，不能夠聽報身佛說法的，宣說什

麼？宣說一切一切那些，一切諸法皆無自性。那個佛宣說《般若經》，即是在《般若

經》裡宣說：「一切諸法，在勝義中皆無自性」，在世俗諦裡面，什麼都有，在勝義

裡面一切法皆無自性，「等」就是等等…，「及說」，與及這個勝應身又對加行菩薩

說，說什麼呢？

「捨此違品惡魔惡友之道」，捨棄與大乘法相違反的二乘教，對不對？二乘教，

和什麼？「惡魔」，如何伏那些惡魔，你將近成，入得果的時候往往有些惡魔來搞你

的，和惡友，世間險惡的朋友，教你怎樣捨棄這些，宣說這樣的道理給你知的二乘

教，他說這些佛的勝應身，即是加行道菩薩的外攝持了。為什麼這種佛，應身佛是外

攝持呢？「以是圓滿開示大乘道之善知識」。「以」是因為，因為這些勝應身，釋迦

佛等就是令我們能夠很圓滿地開示大乘道理給我們知的善知識來的，以上就解了攝

持。

所有的教授、經教都是解這四樣東西：所緣及行相，因緣並攝持。解這種東西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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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的，這種教授。下文己三，就「釋如教授所修之正行」，依照上文這些教授而

修行的行，解給你們聽。那就留待另一日，如教授所修的行。我們就先看這個科判，

分做四：「庚一，釋修行所依」，我們修行時一定有所依據的；「庚二，釋修行所

緣」，我們修行的時候，我們最主要是修止觀，修止和修觀都有個所緣的境的，對境

的。

「庚三，釋修行所為」，為了什麼而修行？為了大菩提，就解釋修行所為，為了

度眾生和為得大菩提；第四，「庚四，釋修行自體」，自體即是本質，我們現在常常

說修行修行，這種修行的本質是什麼？分做四。那現在就先解庚一：修行所依。「初

又分二」，你修行一定要具備這兩種基礎，「所依」即是基本，具備這個基本然後可

以修行。現在就講修行所依據的基本，又分二：「辛一，種性差別」，一定要有種

性，種性什麼？就是第八識裡面那些無漏種子，種性，各有各不同。如果你只是得小

乘的種子的話，你修大乘的話修不到，種性差別，《現觀莊嚴論》承認有無漏種子

的。

第二就是「斷諍」。有些人爭論的，就斷除這個諍論。上文那首偈你會解沒有？

再看，先翻開那首偈：「心不驚怖等，棄捨所治品，應知為內攝持」，是這樣解的，

「宣說無性等，棄捨所治品」，就應知為外攝持。應該是這樣讀的，對不對？在未講

之前，我們把這頁讀完吧。講什麼？種性的差別。先讀一讀偈，暫不解偈，先解散

文，「通達有六法，對治與斷除，彼等皆永盡，具智慧悲愍，不共諸弟子，利他漸次

行， 智無功用轉，所依名種性」。

我們先看散文，然後回看它，就容易、解得快好多。看看：「菩薩身中之法性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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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乘修行之所依，即大乘修行所依自性住種性之相，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

心」，我解這句你聽。他說，一個菩薩身中有種法體，這個「法性」者不是真如，這

個字指有種法體，這個「法性」指令我們能夠成就佛法的那種東西，這種法性，「復

作大乘修行之所依」，又可以做我們修行大乘道的基礎的，所依的基礎的。這些法

性、這些法體是什麼呢？

「即大乘修行所依的自性住種性」，這種自性住種性的體相是也。怎樣是自性住

種性？「種性」即是種子，無漏種子。無漏種性就有兩種，一種，即唯識裡面講的本

有種子，叫做「本性住種性」。法尊法師這裡譯，譯做「自性住種性」，「自性」即

是「本性」。玄奘法師譯做「本性住種性」，即是本有的無漏種子。第二種，叫做

「習所成種性」。後天的習，後天的熏習所熏成的種子，「習所成種性」，唯識宗又

名叫做「新熏種子」。

他說菩薩身中有種東西，這種是可以做得大乘修行的基礎的，這些東西就是大乘

修行的基礎的自性住種性。自性住種性的體相、相貌是怎樣的呢？就本來存在在我們

的心裡面的。這種種子的界限、什麼的時候有、什麼的時候沒有呢？「界限從大乘資

糧道」，界限由大乘初發菩提心，資糧道起，一直至最後心，「最後心」即是成佛的

時候的金剛心，那麼長遠都需要這種種子做基礎的。

這種自性住種性，我們如何描寫它呢？他用十三種東西來描寫它，用十三種東西

來表示出那種自性住種性，分為十三種法性，「法性」即是法體。好，就留待另日再

講。有些基礎然後才可以修行的，對不對？現在講修行所依。對不對？修行所依，又

分二：辛一、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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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一，種性的差別。種性，「種性」二字，原來應該用這個的，「種」者種族，

「姓」者姓氏。原來的意思，就當種族姓氏解的。印度社會把人分成四種種姓，對不

對？第一種，叫做「婆羅門種姓」，是梵天的口生出來的；第二種，叫做「剎帝利種

姓」，這些是皇族，掌握政權的；第三種，就叫做「吠舍種姓」，吠舍是什麼呢？從

事工商業的自由人，有自由的人、平民，叫「吠舍」；第四種，叫做「戍陀羅」，有

人譯做「首陀羅」， draŚūdra 這個字， draŚūdra 就譯做「賤種」，譯做「賤種」，或者譯

作「奴隸」。印度社會把人類分做四個種、四個階級，就叫做四種種姓。

佛家唯識宗又把眾生分為五種種性，已經講過了，對不對？記得嗎？一種「菩薩

種性」，一種「聲聞種性」，一種是「獨覺種性」，一種叫做「不定種性」，一種叫

做「無種性」。對不對？現在，就講到種性差別。這個「性」字和那個「姓」字通用

的。看。有些眾生好快成佛，有些眾生好遲都不成佛。雖然好多眾生都是有成佛的種

子，不過有些好快成佛，有些不容易成佛。如果照最嚴格，照唯識宗那套來說，就有

些眾生永不成佛的。

這些就叫做「種性」。如果沒有種性的，就沒有辦法修行，要有種性，然後可以

有辦法修行成佛的。即是說，能夠成佛的種子，引伸就當「可以成得佛的種子」。眾

生裡面，就內心裡面所含的種子，是差別，差別即是不同。有些可以成佛，有些不能

成佛，唯識宗就說，其他宗就說個個都可以成佛，但是個個可以成佛都有種性的。為

什麼？有些今世可以成佛，對不對？有些就一萬世都成不得佛的，有些就發願地獄不

空誓不成佛。各種各式，種性不同。這就是解「種性」。「今初」，「通達有六法，

對治與斷除，彼等皆永盡， 具智慧悲愍，不共諸弟子，利他漸次行， 智無功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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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名種性」。

我現在未解那個頌文，就先解這段的大意給你們聽，他說，這段的大意即是說，

修行大乘的人，一定要有多少依據，有多少基礎才可以，這些基礎，決定他修行，或

者，決定他修行，何時可以成佛，或者容易成佛，或者難成佛，這些基礎決定他這樣

的，這些叫做「種性」，在菩薩身上有這種種性的。這些種性是什麼呢？兩個解法。

一種解法：這種種性就是真如法界來的。真如，又名叫做「法界」，我們合稱它叫做

「真如法界」。

因為這個真如法界是一切眾生公共的，真如法界中，真如法界既然是眾生公共

的，只要你肯修行，那個真如法界就是令你能夠修行，令你能夠成佛的原因。即是說

那個真如法界裡面，有一種這樣的功用，有種這樣的功能，你可以成佛的，令你成

佛，這一種解法。第二種解法就不是：真如法界是無為法來的，無為法就不會起作用

的，令你成佛的，就是種子，那些無漏種子，無漏種子又名叫做「種性」，所謂「種

性」就是「種子」的別名，尤其是「無漏種子」的別名。

即是說你有無漏種子的，你就可以成佛，而種子，無漏種子有兩種：一種叫做

「本性住種性」，「種性」即是種子本性住種性，這種本性住種性，「本性」即是真

如性，亦即是真如法界，「本性住」即是在真如法界裡面，你是眾生，你是由真如法

界所現起的，每一個眾生都有，任何一個眾生是由真如法界現起的，他都會具備著一

個「本性住」，即是本來存有的那些成佛種子。

本性住種性在《現觀莊嚴論》裡面，法尊法師譯做「法界自性住的種性」，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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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法界自性，「住」一樣，「種性」一樣。玄奘法師說無漏種子有兩種，一種「本

性住種性」，即是與生俱來；一種叫做「習所成種性」，是我們後來修養學習得來

的。如果你有本性住種性的話，那些眾生有本性住種性的，你自然就會去修行。會修

行，修行的時候，你後天會修得一種新的種性，叫做「習所成種性」。

第二個解釋就說，這個所謂「種性」者即是指本性住種性，本有的無漏種子。這

裡就是最不順暢的了。他說，大乘修行，一定要有些基礎、有些依據，這些依據，就

是與生俱來的本來存在於生命裡面的那種無漏種子，叫做「本性住種性」，又叫做

「法界自性住種性」。聽不聽得明？明不明？我們來解，先解散文。「菩薩身中之法

性復作大乘修行之所依」，這個法尊法師用第一種解法來譯，「即大乘修行所依自性

住種性之相」一句。菩薩身裡面，都有真如法性的，法性即是真如，因為個個菩薩都

是以真如為體的，菩薩身中的真如法性，它可以做大乘修行的基礎的，即是個個眾生

都有真如法性的，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了，照這樣說。

他說，這種法性，這種真如法性，即是大乘修行所依的東西，大乘修行所依的東

西。這種東西叫什麼？「自性住種性」，即是自性或者本性，「本性住種性」即是

「自性住種性」。這種自性住種性的相狀是怎樣的呢？在菩薩身中有了這種自性住種

性，自然他表現出一種狀態出來的。這個「相」即是體相，我再解。菩薩身中所具有

的真如法性，這個真如法性又可以作為大乘修行的依據來著。

這種如此的真如法性，真如法性，我們又可以叫它做大乘修行的自性住種性的體

相了，這個「相」就是體相。「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他說這種法界自性

住種性，由哪個時候起發生作用呢？界限，由我們大乘資糧道起，即是發了菩提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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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你入了資糧道，入了資糧位的時候起，「乃至最後心」，乃至到最後你成佛之前

的金剛心。由你發菩提心之後，一直到金剛心，在這個那麼長的期間裡，你那種法界

自性住種性就會起作用了。這裡之所以難解，因為你要先明白這裡才行。

為什麼一個眾生會去發心修行，以至到成佛呢？為什麼呢？兩個解答。一個解

答，因為個個眾生都是由真如法性顯現而成的，他既然是由真如法性顯現而成，他自

然就會發心，求證真如的了、求成佛的了。一個解法。一般就是這樣解法。這種解

法，唯識宗的人不滿意的、不接受。其他各宗都接受。現在這個《現觀莊嚴論》法尊

法師譯這本書就是用這個解法了。

唯識宗就說：「不是」。為什麼呢？他說，那麼木石、無知的木石，都是由真如

法性顯現出來的，你又不見那些無知的木石去成佛？既然那些木石、無知的木石是由

真如法性顯現的，它不會成佛，你怎樣證明……有無漏種性呢？有無漏種子，他就會

成佛，如果沒有無漏種子，他就不成佛。所以，成佛的基礎就是有無漏種子，如果他

有無漏種子，他自然會修行，自然會求進步的。如果他沒有這個無漏種子，他就不會

成佛的，唯識宗就是這樣，不關真如法性事的。至於無漏種子是不是個個眾生都有

呢？他說，我們沒有辦法證明個個眾生都有無漏種子的，你全都數過嗎？只可以說，

如果他有無漏種子，他一定會成佛，或者成阿羅漢。

無漏種子有多少種？無漏種子有兩種。一種是本性住種性，即是自性住種性，這

個與生俱來的，本來具有的。即真如顯現而成為那麼多眾生的時候，那些眾生就千差

萬別，有些好多無漏種子，有些好少，有些是沒有，那些如果有的話，是與生俱來。

有些本性住種性，即是自性住種性，那些叫本性住種性，如果有本性住種性，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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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修行，他修行一直修修修，修到見道，那些無漏種子就出現、爆發，無漏種子爆

發，就馬上熏一些新的無漏種子入去，那些新的無漏種子，就叫做「習所成種性」，

於是，一到你見道之後，你就有兩種無漏種子，這兩種無漏種子，不斷一起一伏、一

起一伏，愈來愈強，到最後你就成佛了。這是唯識宗講法。

照理，如果照我解，我另外有個講義用來解《現觀莊嚴論》的，不過我不用來解

而已，就是這個，應該是這樣的。「菩薩身中之自性住種性即是大乘修行之所依」，

應該這樣說，如果我寫的話。「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如果我寫會這樣。

我這樣解的話就好直接了當，我再讀你聽，如果我解：「菩薩身中之自性住種性即大

乘修行之所依」，一句，「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這樣就直截了當，如果

我解的話會這樣解。

法尊法師在西藏譯的老師就不知何解那麼論盡(難明)，我就說他解不通的。未曾

解頌，我只是跟你說而已。這種修行所依的自性住種性，表現出來有幾多東西呢？看

看下面：「此由十三能依法之修行，分為十三種法性」。法性又怎可以分做幾多種的

呢？真如法性，對不對？講得太呆板了，但他明明是寫著「法性」。即是從十三個角

度來看真如，或者不當真如解，那法性是指什麼？指法體，當法體解。如果你當法體

解就容易了，不要當真如法性解，當法體解。

「此由十三能依法之修行」，由於眾生有十三種不同的修行的方式，我們就將它

的法性，這個法性是指什麼？他身中所具有的那些能成佛的東西，能成佛的東西不就

是自性住種性，對不對？「分為十三種法性」，即是分為十三種自性住種性。哪十三

種呢？「謂大乘四順決擇分」，四種了，記不記得四種大乘順決擇分，你講我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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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聽？大乘修行修到加行位時有四種順決擇分，你講我聽？我知你識，你講我聽？

你呢，你講我聽？又唔記得，你講，煖、頂、忍、世第一法。四種。

四種順決擇分，你要讀熟它才行，看熟它，「及見修二道」，兩種，對不對？見

道、修道。「是就修行自性分為六種智德」，他說這六種東西，即是四種順決擇分和

見道、修道這六種東西，是就我們修行本質，分為這六種東西的，這六種東西都是屬

於智慧來的，智德來的。另外，我們又就修行的作用，上文就修行的自性，自性即是

本質，分做六種。他說就修行的作用，又把，又分做三種東西。

第一種，就叫做，第一種，就能夠對治逆品，逆品是什麼？染污的東西。就這

種，就它的對治逆品的作用，而立一種叫做「能治修行」，能對治逆品的修行；第

二，因為我們的智慧是可以對治逆品，亦可以斬斷逆品的；第三，當你斷除逆品，當

你斷除完後，解脫道修行，逆品永斷的時候的那種作用。那就三種。

我們看回本文，我寫完後看回本文。「就對治逆品立能治修行」，一種；「就斷

除逆品」，斷除逆品是一種作用來的，「立能斷修行，就逆品盡分」，「分」者時

分，就逆品斷除完那時候的時分，「立彼永盡解脫道之修行」，「彼」就指逆品，就

逆品永盡那種解脫道的修行。那就三種，六種加三種。這三種，「是就修行作用而分

三」這樣。這就九種了。「依八地增上立雙破生死涅槃二邊之慧悲修行」，這個第十

種，叫做「慧悲修行」，第十種。

慧悲修行是什麼呢？「依八地增上」，到你修行到你登第八地的時候，在第八地

裡的功德有一種增上的力，是八地才有，七地以前都沒有的，這種增上力，就在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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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的一種增上力，就立一種修行的名稱，叫做「慧悲修行」。為什麼叫做「慧悲修

行」呢？因為你有慧的原故，慧當然是無漏慧，有慧的原故你就破生死了，對不對？

不用輪迴生死。因為你有悲的原故，你有大悲心的原故，你就不入涅槃，你就破涅

槃。

你既有如此好的慧、如此好的悲，在第八地以上你就能夠雙破生死與涅槃那兩

邊、兩方面，那時候的就叫做慧悲平等的修行，又叫做「慧悲修行」。這就一種。是

第八地才有的，這種修行。第九地，「依九地增上立不共聲聞弟子之修行」一句。到

你入到第九地的時候，第九地的功德就好強烈，增上之強烈，那依據你第九地能夠，

到第九地那時候那種功德的強烈就假立一個名稱，叫做什麼？「不共弟子」的修行。

「弟子」是指聲聞、小乘的人。

跟小乘人不共，小乘人永遠不會有這種修行的，這是第二種。第三種：「依十地

後得增上立次第利他之修行」一句，這是第三種。到你登了第十地的時候，你有好強

的根本智固然就不用說，你還有好強的後得智，到你十地的時候，你那種好強的後得

智，這個後得智有種增上的強烈的勢力，那時候你能夠次第利他，逐樣逐樣地做些利

他工作。你利益眾生不能用根本智的，根本智不能利他，根本智只能自利的，利他一

定要用後得智，就你第十地的時候，你有些那麼強的後得智，於是到那時候，你的修

行就叫什麼？「次第利他修行」。

有次第地、逐樣逐樣來，就不是一下子利益一切，為什麼？因為你都只是第十地

菩薩，你仍未是佛，佛就可以一雨普遍，對不對？就是第九種，第幾種？第三種。

「依十地後心增上立智無功用轉修行」，當你又是在第十地的時候，你的心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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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者指「定」、定力很夠，「心」是指「定」，定學又叫做「心學」，因為依據

心，定力的強烈，依據你強烈的定力，你在好深的定，好深的定裡，你智慧在定時的

活動，可以自由自在，不用加功都可以的。

「心增上」這個第十地以後的「心增上」。那種定力裡面，就立什麼？「智無功

用轉」。你的智慧可以不需加功，「無功用」即是不需加功，而自然會轉動的那種修

行。那就四種。這四種就是什麼？「是就界限增上分四」，「界限」者即是什麼？一

地一地就它界線的高低來分，分做四種。上文九種，加上四種，就十幾種？十三種。

由於十三種修行的狀態，就推到只有十三種，十三種法性。那你說是不是真如法性分

十三種呢？這其實是種子來的，十三種無漏種子，十三種善的東西，善的種子。「如

是十三類菩薩身中十三種修行之法性，即是大乘所依修行之種性」。

「如是」即是這些，上文所說的這些，這些什麼？這些十三類，十三類的東西，

十三類什麼東西？在菩薩身中所具有的，能令那些菩薩修行的那些法性、那些東西。

他說這些東西，「即是大乘所修行之種性」，這種東西就是大乘修行所依據的無漏種

子、種性。不一定是無漏的，善有漏都有的，加行那些就是善有漏的。「彼諸修行皆

由緣彼法性昇進故」，「彼」，「彼」即是眾生。那些眾生之所以能夠修行，皆由

「由緣」，即是由於，彼法性完全是你本來具備那種自性住種性，這種自性住種性就

起作用而昇進的。怎樣是「昇進」？所謂「昇進」者即是由種子起現行，由起現行而

增加長大，就是「昇進」。

如果這樣解，我再用我的解法。「法性」兩個字，當一種東西，不要當它是真如

法性。我再給你們解。「菩薩身中之法性復作大乘修行之所依」。他說一個菩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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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裡面有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又可以作為大乘修行的基礎的，這種東西是什麼呢？

「即大乘修行所依自性住種性之相」，這些東西，就是那些大乘的人修行的依據的那

些自性住種子，本性住種子，即是自性住種性的體相來，那些東西，即是種子，即是

本有種子。

自性住種性，本性住的種性，本來有的種子，「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

心」，這種東西、這種種子的起現行活動的界限由哪裡起、哪裡止呢？由你發了菩提

心、入了加行，入資糧道之後起，一直到你成佛之前為止的，都會活動的這些種子。

然後再講，逐種講。「此由十三能依法之修行，分為十三種法性」。「此」，此即是

這些種性，這些種性是怎樣來？怎樣建立的呢？

是由十三種能夠依著種子而修行的，那種修行的相狀而分為十三種東西。這十三

種東西就是什麼？無形無相的種子來的，十三種。哪十三種呢？首先，「謂大乘四順

決擇分」，修行大乘的人，在加行位裡面那些四種順決擇分；「及見修二道」，以及

見性之後的見道的智慧和修道的智慧。這樣就六種了。這六種，「是就修行自性分為

六種智德」。這六種東西是就修行的本質，我們能修行的本質，而將它劃分成這六種

的智慧、智德，智德即是智慧。

這裡一句，講六種。看回偈，頌文：「通達有六法」一句。六種東西，明嗎？聽

不聽得明？明嗎？「通達有六法」。解了「通達有六法」。繼續散文。「就對治逆品

立能治修行」，一種。就修行的人能夠對治那些染污的逆品，於是建立一種叫做能對

治的修行，一種；「就斷除逆品立能斷修行」，又一種；「就逆品盡分，立彼永盡解

脫道之修行」。就那些染污的東西，被斷除、盡了，斷除的時候，「分」即那時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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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就「立彼永盡解脫道之修行」，就建立一個名稱，「彼」即是指那些染污法、

指那些逆品，那些逆品永盡的解脫道的那種修行。第三種；這三種「是就修行作用分

三」，一句。

即是什麼？看回偈：「對治與斷除」，對治一種，斷除一種，對治修道、斷除修

道，和什麼？「彼等皆永盡」，這句是什麼？彼永盡的解脫道的修道。六種加三種，

這就已經九種。這樣修，都是七地以前的，第八地的就：「依八地增上」，由於八

地，登了八地的那種增上力，就立一種這樣的修行，是什麼？「雙破生死涅槃二邊」

的，是「慧悲修行」，因為你有慧、有智慧，就可以破生死，你有大悲，你就不入涅

槃，雙破生死涅槃的那種慧悲修行。

這種修行，這種增上的修行，即是偈的哪一句？「具智慧悲愍」，對不對？一

種；下面，「依九地增上立不共聲聞弟子之修行」，這句不用解了？這句即是什麼？

即是偈裡：「不共諸弟子」這種修行，又一種；下面：「依十地後得增上立次第利他

之修行」，登了第十地，就是什麼？即是偈裡的「利他漸次行」。你第十地菩薩你想

一齊利益眾生是不行的，那些是佛位的。逐個逐個來的，這些眾生，漸次利他。還

有：「依十地後心增上立智無功用轉修行」，即是什麼？偈裡的：「智無功用轉」，

這樣一句。

這十三種都是什麼？你看散文：「如是十三類菩薩身中十三種修行之法性」，這

個法性當它是東西解，不要當它是真如法性，「即是大乘所依修行之種性」，即是種

子來的，種性即是種子。「彼諸修行皆由緣彼法性昇進故」，這句即是什麼？偈裡：

「所依名種性」。解了。再看下面。要不要休息一下？辛二， 斷諍。「諍」者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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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質問他，斷除你的疑問。斷諍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諍。外人提出疑問跟

你爭論。壬二：斷。 

「法界無差別，種性不應異」。這個「法界」就真是當真如法界解了。世界上所

有一切東西都是以真如為體的，這個真如即是法界，這個真如法界，個個眾生都是一

樣的，同是由真如法界現出來的，為什麼有些人快成佛、種性好好，有些人就硬是不

成佛、很懶惰、種性那麼慢，為什麼呢？法界，真如法界本來就無分別的，為什麼種

性會不同呢？為什麼各人的種性、各人的種子會不同呢？「應異」，應該不同。外人

這樣提出疑問。

我們看：「三乘種性不可分為各異，或一切三乘種性人，皆應通住三乘種性，以

彼等法界無差別，法界即種性故」。真如即是種子，我都不知他怎解法，叫法尊來解

它才行。「三乘種性不可」，「不可」即是不應該，不應該分為各種不同的，外人這

樣說。或者，每一個眾生都有三乘一樣的種性，個個都具備不同種性，一是這樣，不

應該有分類。一切三乘的人，不論聲聞乘也好、獨覺乘也好、大乘也好，每個都要具

備三乘的種性，「一切三乘種性」人，都要具備三乘種性才對，為什麼？「以彼等法

界無差別」，「以」是因為，因為他各人都是由真如法界顯現的，個個人的真如法界

都是一樣的，無差別。

「法界即種性故」，法界就是令我們成佛的原因、種子、種性了！種性不就是種

子。法界又怎會做得種子，其實。壬二， 答：「由能依法異，故說彼差別」。他說

並不是真如法界有不同，由於你能，你眾生不同，眾生雖依真如法界而起，真如法界

是所依，眾生是能依，由於你能依的眾生不同，所以他的種性有差別。試問，在座各

17



位你滿意不滿意這個解法呢？當然是不滿意的了，對不對？所以這裡另外要想辦法，

詳加解釋才行，法尊法師一樣是很難說得通。他說：「所通達之法界」，「通達」即

是證得，我們所證得的真如法界，「雖無差別，然無不可分三類種性，及種性不可分

別之過」，一句。然即可是，法界雖然無差別，可是，可是什麼？它不會有，不可分

為三類種性的過失。

怎是三類種性？聲聞種性、獨覺種性和菩薩種性；「及種性不可分別之過」，亦

不會有種性個個都一樣、不能分別這樣的過失的。「以就能依三乘智德功能大小之

別，而說所依法性之差別故」一句。「以」即因為，因為是就我們能依的三乘的人的

那種智慧，三乘的人的智慧的功能大小而說它的種性不同的，並不是說真如法性有三

種。依它的智慧的功能的大小而說，說它，而假立說它所依的法性不同。如果這個

「法性」改為「種子」，就便好好多了。「譬如所依同一瓦瓶，就能依蜜糖等不同而

分器皿之差別故」。這個比喻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及譬如，我們依據同一個瓦瓶，如果我們將瓦瓶來放蜜糖，我們就說是用來裝蜜

糖的瓶；如果用來裝腐乳，它就變了什麼？裝腐乳的瓶；如果用來裝辣椒，我們叫裝

辣椒的瓶。其實瓶都是同一個瓶，對不對？不過是裝的東西不同，不滿意的，這種。

「分器皿之差別」。這段，我就說將它改成唯識的種子說就通，唯識就照我剛才這樣

講：菩薩身中有些東西，這些東西可以做得我們修行大乘的依據。這種東西是什麼？

這是我們自性住種性，是本有的無漏種子。

本有的無漏種子是怎樣的？由於我們修行的人，有十三種不同的狀況去修行，我

們可以推知道，那些本有的善種子，能夠修行的善種子，亦有十三種。哪十三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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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什麼？那十三種了。之後，外人問，真如，一切東西都是以真如為體。真如法界

就平等一味、無差別的，為什麼眾生會有種性不同呢？他就答，「由能依法異，故說

彼差別」。世界上一切，高的、矮的、肥的、瘦的、好的、壞的東西，千差萬別，都

是依這個真如而存在的，這些東西是能依，真如是所依。

每樣東西都是由它的種子顯現而成，種子是能依，真如是所依。所謂真如法界就

是一切種子的實質而已，一切種子都平等以真如為所依，那個平等以真如所依的真如

就無差別，而種子不妨千差萬別，沒問題的。由能依的種子不同，「故說彼差別」，

所以我們說種子有那麼多，有十三種，而所依的真如，是一味的，是平等一味的，這

樣解法，問題就少好多。以上就講修行的所依，就是庚一。

我們眾生之所以能夠修行成佛者，一定是有些基礎，先天的基礎，這種先天的基

礎，就是種性，即是本有的無漏的種性。那無漏種性，有了些無漏種性我們就可以修

行，我們修行的時候，最重要是修瑜伽、修止觀。修止觀，我們的智慧要緣一種東西

的，要思慮一樣東西的，我們所思慮的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下文庚二，「釋修行所

緣」。修行的時候，我們修行的時候所緣的境是怎樣，這些就另日再講，修行所緣。

有人請他食齋，齋燈，他去參加，見到有套《般若經》，那套《般若經》與《現

觀莊嚴論》一致，見到，就可見現在的《大般若經》，是不是執住當時 的，有問

題。我已經抄起半套，已有半套，我叫人抄。「所緣」是指修止觀時的對象，觀的對

象。如果小乘人修觀，就修幾種：不淨觀、慈悲觀那些。大乘修行所觀的、所緣的是

什麼呢？大乘修行所緣的，那些所觀的境，就分為十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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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看，看頌文：「所緣一切法」，「所緣一切法」一句，一句總的。後面就

再將所緣的分為十一種：「此復為善等；」半句，一點一撇； 「若世間所知，」一

撇，「及諸出世間；」一點一撇；「有漏無漏法；」一點一撇；「諸有為無為；」一

點一撇；「若共弟子法，」一撇， 「及佛不共法。」一句。即是說，大乘人修止觀

的時候，所緣的境總共有十一種。十一種，哪十一種呢？

先依據善、惡、無記這三性來說，就是什麼？「善等」三性。那我們看看頌文：

「所緣一切法」一句。即是說大乘人，修止觀的人，大乘的人修止觀，不是學小乘人

般只是看著少少東西的，一切法都是他所觀的境來的。即是說，宇宙萬象的東西，他

無所不觀察的，「一切法」。一切事事物物，一切東西、宇宙萬有，都是他修止觀時

所緣的。一句。如果這講法豈不是很籠統？對不對？

於是，他下面提出，所謂一切法，摘要來說就有十一種。第一種，法，一切法

中，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惡的，有些是無記的。即是善的法、惡的法、無記的法。這

三種法，都是我們大乘人修止觀時所緣的。懂嗎？這就是「此復為善等」半句，這

裡。「此」，所謂一切法，「此」，即是此所緣的一切法，又可以分為，裡面有善的

法，「等」是「等」什麼？「等」惡的和無記的，這樣三種。再依據我們的能修、能

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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