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這裡解釋，通達諸字的真實的陀羅尼叫做「忍陀羅尼」，那種陀羅尼叫做「忍

陀羅尼」，那種叫做「忍陀羅尼」。「忍」字何解呢？忍者印持也，印持，那種叫做

印持的陀羅尼。例如某一個字如何解法，例如「佛」字如何解法，「法」字又如何解

法，他能夠印持得清清楚楚的那種那樣的陀羅尼，叫做「忍陀羅尼」。

通達即是了解，通達即是了解。諸字的真實即是真意，所有字的真實意義他都能

夠清清楚楚的了解。那種把他，他所了解到的一切字的真實意義，能夠印持得到，那

種叫做「忍陀羅尼」。這就是一種陀羅尼，即是第十二。

第十三，又是陀羅尼，為了救護眾生而制定些咒語。好像觀音菩薩，為了救護眾

生，就制定了這個「唵嘛呢叭咪吽」那句咒語，讓別人唸，你唸了的，他會在定中經

過，他就加持你，即是說，制定咒語不需再等到觀音菩薩那麼高地位的，那種高級世

第一法以上那些都可以做得到的。他制個咒，讓你唸咒來加持你，那種叫做「咒陀羅

尼」，他能夠制咒，用些咒來救度眾生，這些是「咒陀羅尼」，這就是第十三種了，

陀羅尼中的第二種。

第十四，那些經論的文義，他經歷多劫，都不會忘記的，那些地上菩薩，今世聽

了的經教，他一了解之後，下一世第三世，他一樣在定中都能夠通通拿到出來的。好

像龍樹那些，他把《般若經》譯了出來，這種叫做「法陀羅尼」。佛法的「法」，

「法陀羅尼」。就是第三種陀羅尼。第十四種。

第十五，那些經教，佛所說的經教，和菩薩所說的論、經義、經論的義理、道

理，他能夠經歷多劫都不會忘記的，一入了定，他就會回憶到。這就是第十五種。那

他共有多少種陀羅尼？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四種。四種合成，就叫做「陀羅

尼」，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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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十地」兩個字。十地的資糧，在十地裡面要有很多資糧，這十地的資

糧 。

第十七種，能對治的資糧，對治資糧。能夠對治煩惱的那種力就是對治資糧，那

就是第十七種，總共十七種資糧。由上等世第一法起已經有這些資糧，是不是十七種

一起有？不是，依次有十七種資糧，漸習、漸漸修行，漸具備有十七種資糧。第十七

種就是能對治，那十七種都講完了。然後下面那裡，「當知此等即是資糧正行之次

第」，他說，你們學東西的人應當知道，上文所講的十七種就是資糧正行的次第。所

謂有次第者，由前一樣引生後一樣的，前一段為增上緣引生後一段。

這首偈就解了，聽不聽到？聽到嗎？我們就解本文。「由二廣大資糧攝持，勝出

大乘中品世第一法以下加行道，能生菩提自果之菩薩瑜伽，即資糧正行之相」一句。

這句我解一解。即是說你這修行的人，已經經過資糧位，修過很多劫，對不對？又入

加行位，加行位亦經過煖、頂、忍，都經過了。而且現在入了世第一法，已經修了下

等的世第一法，中等的世第一法都修了，現在你就已經入了，你修上等的世第一法你

已經入了，現在正是要入上等世第一法起，他說你由現在起，由現在修行起，一直至

到成佛之前，你就有什麼？你就有這十七種資糧。依次有，逐步逐步來完成這十七種

資糧，這十七種資糧是不是天掉下來「噗」地給你呢？不是。你修，你修，逐種逐種

的修，你就只有不斷修行，修行什麼？修行那種菩薩瑜伽，即是止觀，大乘的止觀，

菩薩瑜伽。在大乘止觀，修大乘止觀，在修大乘止觀的時候，漸漸，漸漸地你就會具

備這十七種資糧，不是一下子「噗」就十七種具備，逐漸逐漸修的。

兩種廣大資糧，你已經是經過好多劫修了，所以你那兩種，即是福德和智慧這兩

種資糧已經相當廣大，現在再進一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你的福德和智慧更加廣

大，因為你的福德又廣大，你的智慧又廣大，所以你怎樣？「勝出」，「勝出」即是

超過，勝過，勝過什麼？勝過「大乘中品世第一法以下」所有的加行道都勝過，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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煖、頂、忍你都勝過，和下等世第一法、中等世第一法，你都勝過，資糧位之類的更

加被你勝過，即是說你那種現在開首你所修的資糧，勝過以前那些的，而且怎樣，

「能生菩提自果」的。你這種資糧，不只勝過別人，還會引生將來大菩提的果，即

是，菩薩瑜伽這種菩薩所修的止觀。這種菩薩瑜伽含有兩種特點，對不對？

第一點，「勝出大乘中品世第一法以下加行道」，就是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

是什麼？「能生菩提自果」。有兩個特點。你現在所修的那種資糧有兩個特點，即

「菩薩瑜伽」，瑜伽即是止觀，以止觀為中心，行、住、坐、臥都不離止觀為眷屬，

其他的善根為眷屬，止觀為中心，瑜伽即是，凡是講瑜伽兩個字都是以止觀做中心。

這就是什麼？「即資糧正行之相」。這樣，這十七種那麼廣大的、那麼殊勝的資糧，

就是現在所講的資糧正行的相狀。由什麼時候開首修，到什麼時候就不修呢？

下面，「界從大乘加行道上品世第一法」，即是由上品世第一法起「至最後

心」，至到成佛之前一剎那，即金剛心的時候為止，都修的。即是現在一直進，進到

由資糧位、加行位，講到入地了，對不對？好。有幾多種呢？下面講了。「此中差別

有十七種」，「此中」即「這裡」。這裡所講的資糧正行，即此資糧正行之中，總共

有十七種不同的種類。「差別」者即不同種類，差別。哪十七種呢？第一種，六度那

個總相的大悲，對不對？沒有大悲而修六度，沒有大悲修攝持的六度的功德不大的，

所以他一到現在要修，就要大悲心來攝持的。

「欲令有情離苦之大悲」，第一種。一定要具備大悲，哪種大悲？想救度

眾生、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那種大悲，即是「悲」字，對不對？「由大悲故

修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那就六種了。由大悲故修行布施波羅蜜多，由大悲

故修行持戒波羅蜜多，六樣。加上大悲的總相，就是什麼？七樣。對不對？

「悲及施等六」，講完了，第一句。「在入定時修習止觀及雙運道」，又一

種，又一種，第八種了。他說，當你修止觀、當你入定的時候，你修習止又修

習觀，或者單修止，或者單修觀，或者有時你修得純熟，止觀雙運，修觀的時

3



候自然有止，修止的時候自然有觀，一修就止觀一齊來。這個是同一種。這個

是第幾種，第幾？第八，對不對？「於利他事善權方便」，第九種。做那些利

他事的時候，你有種種善巧權便，善巧的而有權宜的手段、的作法、方便，所

以，一講到地上那些善權方便是不拘一格的，對不對？濟癲和尚會隨街小便的

都會，對不對？一會又走去狗肉店裡飲燒酒、食狗肉都得。他的善權方便，這

種是地上菩薩以上，就不是你們普通初學的那些人，你不能用「善權方便」這

幾隻字來做招牌來擋是不可以的，你確是有修得一定程度、一定程度的資糧才

稱得上的。善權方便，第九種。現在第十種，「智慧資糧與福德資糧」，第十

種，對不對？兩種合併的。「見道等爲道資糧」，又一種，第十一種，見道、

修道、無學道、勝進道等。下面，四種陀羅尼，「陀羅尼」三個字，論文，散

文，釋裡面分四種。

「諸法文義乃至多劫受持不忘之陀羅尼」，他說所謂陀羅尼就是什麼？第一種，

就法、那些經教，對於經教裡面那些文字和義理，乃至到其他等等，多劫都能夠受

持，即是記憶著，受持即記憶到、不忘失的那些陀羅尼，那個是總說的，這句是總說

的，下面就分開四種來說。裡面「此分通達諸字真實之忍陀羅尼」，一種，這種陀羅

尼又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通達那些各個字的真實意義的那種叫做「忍陀羅尼」，能印持那

些經文每個字的意義的，就叫做「忍陀羅尼」，那就一種。忍陀羅尼在十七種

中是屬第幾種？我都不記得，第幾種？第十二。「爲救護衆生能制諸明咒之咒

陀羅尼」，就是第十三種。為了救護眾生，那個「制」即是製造的「製」，通

用的，造一些明咒，那些咒語又叫做「明」，又叫做「咒」，有時候又叫做

「明咒」，那種就叫做「咒陀羅尼」。就是第十三種。

第十四種，「諸經文句乃至多劫受持不忘之法陀羅尼」，「法」者是指那些經教

4



中的道理，經教的文字和道理叫做「法」。法陀羅尼就是第十四種。

下面第十五種，「諸經義理乃至多劫受持不忘之義陀羅尼」。法陀羅尼就指那些

經文，對不對？一句句，整本經。這個義陀羅尼就是裡面那些義理，義陀羅尼就是第

十五種。那就四種陀羅尼，分開四種來講，「陀羅尼」三個字就講完了。

「十地」，下面，「能爲功德作所依處之十地資糧」一種，即是第十六

種。一切功德，都依你入了的地而起的，這就第十六種。

第十七種，下面，「能斷相違品之對治資糧」。能夠斷那些相違，即是那些染污

的、那些有漏的、染污的東西，那種對治資糧，這種對治資糧當然是無漏法，那就十

七種了。「當知此等即是資糧正行之次第」，會解了，對不對？

下面，就應該是第幾，辛二，對不對？辛二。智資糧，對不對？智資糧，別釋三

種資糧，對不對？三種資糧之中，第一種就是智資糧；第二種，就是地資糧，十地；

第三種，就是對治資糧。上文就總述，這裡就將總述的十七種中，特別剔出智資糧來

講，和十地那個地資糧來講，又把最後那種對治資糧特別拿出來講，即是這三種特別

重要，所以特別講那三種。聽不聽到？不過那三種，頌文又沒有的，不是，這個，第

一種，智資糧。三種，一種智資糧，一種地資糧，一種對治資糧。智資糧，頌文裡沒

有的。是不是那些人後來失了呢？抑或彌勒菩薩覺得好淺，他沒有說呢？總之沒有，

智資糧沒有頌文的。地資糧就好詳細，有頌文，對治資糧亦有，智資糧沒有，可能他

認為智資糧很簡單而已，就是那些無漏智、根本智、後得智。看，智資糧是這樣的。

先講。我們入地、修行，修行一定先要修到能夠入地，即是見道。你不見道，以後那

段就起不得很大作用的，一定要見道，見道即是要入了歡喜地，入地的時候，就一定

是證到空性，空性即是真如，入地的，你證得空性，你就是入地了，空性，未入地之

前我們要學觀空性，到真正見道的時候就實證空性，空性本來就不可說的，就為了讓

眾修行的人明了，又不能不說。不說他又怎知呢？於是就勉強說。勉強說，就把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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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二十種。

《大般若經》有些地方，有些地方就二十種，有些地方就十八種，唯識宗的人就

講十六種，都沒所謂的，你講好幾多都可以的，亦有些人是講二十二種，你講到一百

種都可以的，沒所謂，不過是種善權方便而已，空性。空性，我們證空性並不是揀白

豆、揀黃豆，揀黃豆一粒粒地揀。空性是無形無相，你說它有幾多種，都是假的，不

過它是一種善巧方便。從這個角度可以叫它做什麼空性，從那個角度又改個名稱叫做

什麼空性，其實都是一個空性，都是那個普通空性，空性雖然是一，無乎不在的，但

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到敘述它，於是就用二十個不同的角度來說明空性，就說出二十種

空性，並不是真的一二三四地可以數，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空性。聽不聽得明？好

像，你合上眼去摸一隻象，摸到隻象耳你以為那隻象好像垃圾剷的；摸到象頭你又說

象是圓的，摸到象腳你說象是一條柱來的，其實都是從不同的角度，都是那隻象。

空性，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描寫空性，《大般若經》說普通描寫有二十種空性，

這二十種空性都是我們修行的人用我們的智慧去證的。有些人用這個角度去證，就證

到這種空性，有些人用那個角度去證，他又說那個空性，又說出那個空性，即是說空

性從一個世俗的說話來講，空性可能分成二十種。這二十種空性都是用我們的智慧去

體驗到的，即是說我們的智慧是能夠體會到那二十種空性，空性有二十種，我們的智

慧不就也有二十種，對不對？即是說，智的資糧有二十種，對不對？因為它所證得的

空性有二十種，所以智的資糧一定是有二十種。哪二十種呢？我講你知，下面，智資

糧，「此別釋智資糧」，這裡特別將智資糧抽出來解釋。

「論無頌文而釋有之」，一句。「論」即是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頌》，是「無

頌文」，沒有智資糧的頌文的，「而釋有之」，而後人作這註釋的時候，就補回那二

十種智資糧在這裡。哪二十種呢？就是證得空性那二十種智，叫做「智資糧」。為什

麼有二十種呢？不是三十種，又不是十種呢？他的解答：因為我們所證的空性，我們

所證的境，有二十種空性，即是我們所證的空性有二十種，所以我們說，能證空性的

智亦應該有二十種。解下面了，「謂所緣境有二十種空性」，我們現在所緣境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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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空性，既然境有二十種，所以「能緣」，「緣」者即是認識、了解，我們能了解、

能認識這種空性的智慧亦應該分成二十種，二十種就是我們將來得大菩提的資糧，就

是二十種智慧資糧。

現在你開口年初一見人第一句是什麼？「恭喜你福慧雙修」，怎樣福慧雙修？

「福」就容易懂，「慧」即怎樣慧？二十種慧，如果你是見道以上的，就這二十種，

證二十種空性。哪二十種呢？先講二十種空性。二十種空性既已明，就那二十種證空

性那二十種智，不用講都明了吧，所以他逐種空性給你講。

第一種，「內空」。內空，「由內六處真實空故名內空」，就這一句。內六處」

什麼？「內」，眾生的身體內，眾生身體內不外是什麼？眼、耳、鼻、舌、身、意，

這六處，六內處。我們六內處都真實空，只是如幻有，沒有實質的，不過眾緣和合而

現而已，那內六處都是，所以它的真實是空的。無真實性的，真實性是空的。那麼內

六處，我們修止觀的時候就觀，我們六根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所以六根是無自性

的，無自性即是不真實，亦即是空的。所以，六根，空的，繼續，每根都空的，想去

修止的時候就這樣觀了，修止觀就是這樣觀。觀了之後，觀的時候就觀，觀了就空

了，決定是空的了，那時候不再想。六根是空的，不再想。止到個心一作亂，又觀，

「六根是空的」，「六根是極微造成的，微粒子造成的」，「六根都無自性的，所以

六根無真實」，無真實性的，六根是空的。又剩下空的意念，再觀、再止，止到你的

心一亂，又觀。止觀，止下觀下，止下觀下，弄弄下你怎樣？一坐下時就自然想到六

根，六根是空的，六根是空的，那時候，即止即觀。

「內空」，第一個空性。「由外色等真實空故名外空」，第二句。由於外面，眾

生身體之外的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個處，這六個處都沒有實的自性的，無真

實性的，都是眾緣和合而起的，所以它是無真實，是空的，觀外空，內空者六根；

「外空」者，六塵空。你入定的時候，你先觀六根空，後觀六塵空都可以的。內空、

外空，一直想都可以，想下想下你就好像飄飄欲仙的，你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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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空，「內外空」。「由內外俱分所攝之根依處真實空故」， (加一撇)，

「名內外空」，一句。第三個空就是內外空。為什麼內外空呢？內外空，這個是指什

麼？根依處空。「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五根，五根，我們看不

到的，五根是一種好微妙的清淨的物質來的，看不到、摸不到的。它住在這五根，住

在根依處那裡，根依處叫做什麼？扶根塵。譬如眼，那個眼球是眼根所住之處，依即

住；眼球並不是眼根，住在眼球裡面的那些微妙物質，西醫所謂的視覺神經，那些就

叫做眼根，這個眼球是眼根所住的地方。眼球裡面有些什麼？ 第一， 有根、眼根，

對不對？就是內，眼根是內； 第二， 有個粗的色，色、聲、香、味、觸，粗的色、

聲、香、味、觸就是外，即是說我們根依處的眼球由內、由外兩樣東西合併，「俱

分」即兩種。

同一樣道理，我們的耳，耳根就是裡面那些好微妙的物質，即是耳根，耳朵這個

框框不是叫做耳根，是耳根所住之處，耳根的依處，中文叫做「扶根塵」，根依處又

叫做「扶根塵」，扶助五根的六塵，明朝的人不懂「扶根塵」，就弄錯叫它做「扶塵

根」。不對的，弄錯了。由「扶塵根」一再變，「扶」字變成「浮」字，兩個通用

的，就叫「浮塵根」，更加離譜。「扶根塵」即是根依處。根依處有六根，那些根，

有五根，那些根就是內；那個外面的框，是色、聲、香、味、觸來，是屬外，所以，

由內和外兩部分的東西合成的，根依處是。

內外空，根依處是空的，由內和外兩樣東西叫做「俱分」，「所攝」，屬於兩樣

內外，一部分屬於內，「所攝」即是屬於那個根依處，「真實空」即是沒有真實自性

的，是空的，這個空的道理，就是內外空。

第四，「由空性亦真實空故，名空空」，(所謂「空空」)，第一個「空」是指空

性，空性也是「空」，為什麼？如果你執著一個空性，那這個不是真的空性來的，對

不對？硬繃繃，這個概念而已、名言而已，「空性」這是名言而已，這個空性、這個

名言，都是空的，叫做「空空」，即是空性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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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空」。「由十方真實空故，名大空」，一句。十方的空間，無邊無際

的闊，都是空的，無自性，十方，東、南、西、北四方；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再加四方，就是八方；上方、下方，(共)十方。十方的虛空都是無邊無際，都是空

的，那就叫做「大空」。「大」者，即是說這個宇宙的十方其大無比。第幾種？

第六種，「勝義空」，「由道所證之涅槃真實空故，名勝義空」。我們由我們的

道，「道」是指什麼？見道、修道、無學道，即是指那些無漏道，由無漏道所證得的

那個涅槃，涅槃都(一樣)，難道涅槃就不空嗎？涅槃都只是一個名言而已，如果你執

著涅槃，有件東西叫「涅槃」，你就執著，所以涅槃這個名言，亦無自性的，亦是空

的，它的真實是空的。涅槃亦名「勝義」，「勝」者，那些殊勝的人，殊勝的人所了

解的境，「義」者境也，殊勝的人所了解的境叫做「勝義」，又名叫做「勝義空」。

勝義者即是什麼？涅槃，涅槃也是空的。這個不可得是指什麼？亦即是指

空性，空性是甚深的道理，如果你說有個空性在這裡，你這個就不是空性。所

以空性，是很難證得的，非語言可以講得出，是不可得。「由緣生有為真實空

故，名有為空」一句，對不對？一切有為法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由眾緣和合

所生的有為法，就無自性的、無真實性的，所以有為法是空。「有為空」。

「無為空」，「由非緣生無爲真實空故，名無爲空」，由於不由眾緣和合而生

的那些無為法，即是真如等等，你說你執著有實的真如、實的空性，都是執著

來的，因為那個是名言而已，所以這種名言亦是空的，你說非緣生的無為法是

實有的，那已經是執著，所以叫做「無為空」。「由內外中間真實空故，名畢

竟空」。「內」，自己眾生的身內，「外」，身外的一切和內與外的中間，都

無實性的、都是空的，那叫做「畢竟空」，即是完全空。八種了，對不對？

九種。「無際空」，「由生死前際後際真實空故，名無際空」。說眾生生死輪

迴，數上去不知從何時起，不知從何處起，以後如果我們不成佛，不成阿羅漢，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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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從何時才止，亦不能斷說多久才止。

眾生的生死輪迴，數前上去沒有邊際，際者，界限、界線，數向下面亦沒有界

線。這種沒有界線的生死，亦是無自性的，真實性亦是空的，就叫做「無際空」，無

邊無際的生死也是空的，這就第十種。

第十一，叫做「無散空」。「由取捨真實空故，名無散空」，「散」者散開活

動，有取然後有散，有取、有捨然後有散。我們世界所有東西，一取一捨，都是眾生

執著的，根本就沒有取捨這回事的，取捨的真實，真實性是空的，這叫做「無散

空」，就是第十一種，對不對？「由實」本性空，這個「本性空」是指真如本性。

「由實性真實空故，名本性空」，由於我們說真如，真如本性都是名言，名言根

本就是空的，由這個本性的真無實性的，所謂真如本性都沒有實性。這個真如本性這

個名言，都是空，叫做「本性空」，十二種。

「一切法空」，「由一切法真實空故，名一切法空」。一切法分有為法、無為

法，有為法是眾緣和合而成的，就是空。無為法呢？你執著有種東西叫做無為法，那

不是一個名言，這個名言亦空的，無為法。有為、無為，一切法都空的。第十三種

了，對不對？「自相空」，「由諸法生等真實空故，名自相空」，自己的體相，諸法

的自身，叫做「自相」，諸法的自身，根本就沒有生，無生無滅，你說一樣東西會

生、會滅，假的，既然沒有生，何得有這種法呢？諸法都是眾緣和合而幻現，根本就

沒有實質的，既無實質，又何時生出來呢？並沒有說有個時候生這樣東西出來，不過

眾緣和合時它就幻現而已。所以它，「諸法生等」，「等」是「等」滅，「等」什

麼？住、異、滅等的真實，的真實性都是空的，就叫做「自相空」。

「不可得空」，「由過去未來等真實空故名，不可得空」。為什麼不可得

空？過去的時候、未來的時候、現在的時候，都無真實。為什麼？過去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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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不可得；未來的東西又未起；現在的東西又不停留，所以都是空的，三世

都是空的。由過去、未來，「等」是「等」現在，它的真實性是空的，名「不

可得空」。「由⋯」，下面，「無性自性空」。無性固然是一切都無自性，無

自性這樣東西的本身、「無自性」這三個字的自性，亦是空的。「由因緣和合

真實空故名，無性自性空」。因緣和合就無自性。這個無自性的自性，亦是空

的。

下面，有性空，「由五蘊自性真實空故，名有性空」。一切法、一切有為

法都不出五蘊，而五蘊的自性是無真實的，它的真實是空的，所以叫做什麼？

「有性空」。下面，與「有性空」相對就是「無性空」，「由無爲虛空等真實

空故，名無性空」。一般人以為，無為，一切東西，一切東西都無真實性，所

謂無為亦無實性的，無為。如果我們證得這個無為法，就叫什麼？真如無為。

我們證得真如的時候，就覺得猶如虛空，一切無邊無際的。我們又叫它做「虛

空無為」。這些無為、虛空無為、真如無為等等這些無為，它的真實性，亦是

空的，叫做「無性空」，因為無性，所以空。

下面，「自性空」，「由本性空亦真實空故，名自性空」。你說無性空、本性

空，「本性空」這句話本身亦空的，就叫做「自性空」。「由諸法作者自性空故，名

他性空」，由於那些諸法，有些人認為諸法都是由一個眾生造作出來的，那個造作者

亦是空的，諸法作者亦無自性的，那就叫做什麼？「他性空」。總共有二十種空。他

說，「如空有二十，亦有爾許之能緣智慧資糧故」。空性既有二十種，能夠體驗、能

夠通達這個空性的智慧，亦有二十種智，這二十種智，就是智慧資糧了，以上，就是

智資糧。

下文就講十地。入了十地又有什麼資糧呢？那就另一日再講，十地資糧。三資糧

又別釋地資糧，即是十地。地資糧就分二，酉一、酉二，不是酉一、酉二，子一、子

二才對。十地之中，子一，因位的九地，「位」字即是階段，階段，修因的階段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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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九地，九位。然後子二就釋果位的十地。九地就叫做「修治」，因為他不斷修行，

到十地就修行滿，所以就「十地相」，「釋果位十地相」。

「初又分九」，因地，因為這個九地，於是分九，丑一、丑二，一直到丑

九。初地，初地所修的，「修」者修行，初地所修的行；「治」者對治，對治

些什麼煩惱，叫做「治」。看看初地的修治。「由十種修治，」(一撇)，「當

能得初地：」(點兩點)，「意樂、」(一個橫點)，「饒益事，」(一撇)，「有情

平等心，」(一撇)，「能捨、」(一個橫點)，「近善友，」(一撇)，「求正法所

緣，」(一撇)，「常發出家心，」(一撇)， 「愛樂見佛身，」(一撇)，「開闡

正法教，」(一撇)，「諦語爲第十。」一句。 「彼性不可得，」(一撇)，「當

知名修治。」一句。初地的時候，修些什麼，對治些什麼呢？

總括來講，修是修什麼呢？修兩樣。一樣是大悲、大悲心，擴大大悲心；一樣就

是能觀一切法無自性那種空的智慧，兩樣，修就是修這兩種，大悲心，就對付，對付

那種瞋心，對眾生沒瞋害的心，空慧就對治無明、對治愚癡。我先講，我先講，有十

種，十種修治。如果一個人能修治這十種，他就能夠得到初地的功德，亦即是說他入

了初地，要有十種修治。哪十種修治呢？第一種，頌文：「由十種修治，當能得初

地」。你修治這十種法，你就能夠得到初地所應有的功德，其實已經入了初地，但他

功德未圓滿，修這十種，修這十種，他就能夠初地所應有的功德圓滿。哪十種呢？

「意樂」第一種。什麼叫做「意樂」？你看散文就會懂。散文：「由十種修治，能得

初地所有功德」一句，對不對？

哪十種呢？「謂於一切事無諂誑心，」(一撇)，先講這裡。對於任何的事情，一

切事情，不論說法也好，食飯也好，做事也好，一切事情，當你做一切事情的時候，

無「諂」，「諂」者奉承，看見別人有權，或者有錢，你奉承他，就叫做「諂」，無

奉承的心。「誑」就是欺騙，不欺騙別人的心，不存有奉承的心，不存有欺騙的心，

這就叫做「意樂」，「意樂」者即是純正的心意，即是純正的意樂，要有這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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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是饒益事。怎叫做「饒益事」？能夠利益，利益即是饒益，能夠利益自

己、利益他人，自利利他，能夠饒益自身，能夠饒益其他眾生的事，什麼叫「饒益

事」？即是什麼？修行大乘的六度。尤其是最緊要是菩薩戒，自利，自己饒益就六

度，以六度為主，利益他人就以四攝為主。「饒益事」，那看看散文：「能饒益自他

之事謂受持大乘」，受持大乘，修行六道四攝。(一撇)。

第三段：「有情平等心」。什麼叫做「有情平等心」呢？「有情」即是眾生，對

於一切眾生要有平等心。什麼叫做「平等心」？即是，慈悲喜捨心，四無量心，能夠

以此心平直去修行四無量。四無量者，第一，觀無始以來，自己經過無量的生死，在

無量的生死中，沒有一個眾生不是自己，不是曾經做過自己父母的，亦沒有一個眾生

未做過自己妻子的。所以我們對眾生，就不應該有憎恨，不應該有損害的心，反而應

該要怎樣？令他得到利益。當他得到利益的時候，你要歡喜。他未有利益，你令他得

到利益，這樣叫做「慈心」，對不對？給予快樂，「慈」。眾生就無量地多，觀無量

眾生而保持慈心，那就指慈無量，「無量」是指眾生無量，對無量的眾生而起慈心。

同一樣道理，「悲」，對那些苦的眾生，那些苦的眾生沒有一個不是自己的多生

的父母、妻子來的，所以不要起一種損害的心，還有一種憐憫心、惻隱的心，對無量

眾生，受苦的眾生無量，對無量的眾生而起悲心，這叫做「悲無量」，「無量」是名

詞。「喜無量」，一切眾生之中，有很多得到好處的，當那些眾生得到利益、得到好

處、得到快樂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妒忌他，應該不妒忌他，應該要隨喜，「隨」就是

隨順他，不要有反感；「喜」，生歡喜心，叫做「隨喜」。對無量眾生、對無量那些

得到快樂的眾生而生起隨喜的心，這就叫做「喜無量」了。「捨」，「捨」者，無量

眾生之中，個個都做過自己的，沒有一個對自己沒有恩的，亦沒有一個眾生不曾對自

己沒有怨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偏私說某一個有恩、某一個無恩，亦不應該執著說某

一個人、眾生對我有怨恨，其餘眾生就沒有怨恨，不是的，個個都有恩有怨的，所以

應該怎樣？平等一視同仁，「平等心」。於諸眾生不貪著它，亦不特別喜愛它，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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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眾生亦不起仇恨、不起憎惡，住一種平等的心，叫做「捨」，對無量眾生而起捨

心。

這就是「四無量」，用四無量心，修行四無量心，而對一切眾生平等，就叫做

「有情平等心」。那我們看經文，「於諸有情修四無量其心平等，」(一撇)。這是第

三件事。第四件事，「能捨」。這個「捨」字就不是四無量的「捨」字地解，這個

「捨」字是什麼？施捨。「捨」字兩個解法，四無量的「捨」字當平等地解，平衡，

這裡的「捨」，就當施捨，能夠施捨。怎樣能夠施捨？即是我們的身體，與及我們的

財物，與及我們的知識、我們的善根，都能夠捨、施捨給眾生，一點都不會慳吝，這

樣叫做「能捨」。這是第四件。

我們來看看散文。「能捨內身、資財、善根等不生慳結」，能捨自己內身，內身

什麼？身體布施。身體布施不是說自殺給人這樣解，不是給你條命，不是這樣解。即

現在好像捐血，好像臨死前寫遺囑，「把我眼睛捐出來」，或者把腎捐出來，就是身

體，「身體布施」。而不是一個人，橫蠻無理，說「我要你的腳，你施捨給我」，然

後斬掉他的腳，不是這樣，持戒不是這樣的，持戒是要般若智指導著的，你作惡想拿

我隻腳，我不只不給你腳，我還要罰你，你該當何罪，你侵犯，侵犯他人，應罰就要

罰的，應該是這樣。不是說別人打你，「你打吧」這樣，「我割你」，「割吧割吧」

這樣。不是這樣。

你讀讀《瑜伽師地論》的菩薩〈戒品〉，它講到很清楚你知，有很多經裡面是誇

大的，在我們娑婆世界裡面行不通的。例如那些經裡面講釋迦牟尼佛過去做王子的時

候，見到小老虎肚餓，插些血出來餵牠，捨身飼虎，這些不是我們的事，這些並不是

娑婆世界裡面的人做得到的，如果個個捨身飼虎，通通老虎多過人，由老虎食人還了

得，這世界，是嗎？

經裡面所講，即是用一種什麼？好像詩的誇大的講法。能捨內身、資財，與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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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善根怎樣可以捨給別人，不可以的。善根你修到怎樣捨給別人？你教人，唯有即

是以法布施。「不生慳結」，慳，隨煩惱心所裡面有一個慳，恨、覆、惱、嫉、慳，

結是煩惱的別名，慳的煩惱。又看看頌文：「近善友」。近善友就是第五樣。即是說

什麼？用至誠的心，身口意三業，都以至誠的心去親近，奉侍那些善知識、那些良師

益友，為什麼是身口意？身者，例如向他作禮，就是身，合掌恭敬；口者，用口稱讚

他；意者有個至誠的心，意。對於那些善知識、良師益友，以三業至誠的心來親近他

們，承事他，怎樣承事？承他的命、承他的教訓，而奉事他。

這個第四件，第五件。你看回散文：「三業至誠親近承事諸善知識」。這個不用

解。第六件，「求正法所緣」。「正法」是指什麼？佛家的三乘經論，聲聞、獨覺，

菩薩，三乘的正法，即是經論。「所緣」即是正法就是所緣，這些正法就是我們思

慮、所緣的東西。「正法所緣」，這個持業釋。如果正法之所緣，就依主釋，正法即

是所緣，就持業釋，求些正法。正法的所緣，正法即是所緣，持業識，即是指三乘的

正法。

看散文：「尋求三乘正法所緣」，對不對？第七件，對不對？「常發出家

心」，時時都想擺脫家庭的紛擾，生起出家的心的。我們看看散文：「常發出

家之心不樂居家」，(一撇)。第八件，「愛樂見佛身」，時時都思念佛，時時

都稱唸佛，很歡喜見佛的，「愛樂見佛身」。看看散文：「念佛不捨愛見佛

身」(一撇)，這個不用解了。第九，「開闡正法教」，開就開什麼？開闡。闡

者就引伸、解釋，開闡、闡發那些佛的經，及那些大聖者的論、正法的教，佛

的正法的教的教訓。看回散文，「開闡教法全無慳吝」，(一撇)。「開」，就

為那些不懂的人解釋，叫做「開」，開示。「闡」者就是別人不明白，引伸來

解釋，把它闡發，「闡」字與「展」字，音和義都是通的，看看，「開闡教法

全無慳吝」，讀了。第十，「諦語」。「諦語爲第十」。諦者真實，即是說一

生人，不止現在，以後都不講虛話，都是講真實的話，為第十。那就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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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散文：「誓願究竟發諸實語」一句，發個誓以後都不講假話的，「發諸實

語」。下面，有兩句結的：「彼性不可得」，雖然我們這樣修行，但我們時時要用空

慧，用我們空的智慧去攝持著、控制著。我們雖然修行上面那十樣事，但知道這十件

事的自性，都是不可得的，並不是硬繃繃的有自性的東西，都是如幻的。知道它，一

方面修那十件事，同時又知道這十件事是空、不可得，無自性可得。那樣，「當知名

修治」，能夠這樣做，就可以叫做能夠修。修者，修大悲與及空智；治者，治那些執

著，對付那些有所得的心。

我們看散文：「當知由大悲與不得自性之空慧」，兩件事，一件是大悲，

一件是不得自性的空慧，被這兩樣東西所攝持的。攝者，不斷被它，好像保護

著它的，持者，支持著它，不會被它離開這兩種，不離開大悲，不離開空慧

的。「攝持」。如果能夠這樣，「故名爲修治」，就真的可以叫做初地菩薩的

修治。初地，好淺。初地所修的應有的功德就是這種修治。二地的修治，二地

即是第二地，他寫「二地」。第二地，八種修治。丑二。「戒、」 (一個橫

點)，「報恩、」(一個橫點)，「安忍，」(一撇) ，「極喜」(不用橫點)，因為

有個「及」字「及大悲，」(一撇)，「承事、」(一個橫點)，「敬師聞，」(一

撇)，「第八勤施等。」一句。

第二地，有八種修治，如果你能夠修治，就得這八種功德。第一，「戒」，戒者

三聚淨戒。律儀戒，隨你的身份而不同的，如果你是居士的律儀戒即是五戒，如果你

是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幾四百戒，號稱五百戒。別解脫戒即是，律儀戒

即是別解脫戒，別別解脫，每守一條戒，就能斷一部份煩惱，各別解脫的，於各別煩

惱中而得解脫的別解脫戒。

第一個，叫做「律儀戒」，對不對？第二種，攝善法戒，攝者引伸，引伸

善法的。第三，饒益有情戒，利益一切眾生的。如果律儀戒，即是守著條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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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攝善法戒就不是，好事情要做，不做就犯戒。饒益有情戒，就要見到

力有所及可以利益眾生，你不去利，就犯戒。這兩種戒都是積極性的，律儀戒

就比較消極。從前那些人受戒，譬如授菩薩戒是怎樣，逐條逐條問你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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