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不問的了，說三句話就算。第一句問：「你能不能夠遵守你所受的別解脫戒

嗎」？你說「能」，那看你是什麼人身份；第二句問：「你能夠修一切善法，你能不

能」？答他「能」；第三句問：「你能夠利益一切眾生，你做不做得到」？你就

「得」。那就「三聚淨戒」受了，然後你自己讀條文，條文亦沒有定的，現在日本人

都是如此授。我在日本那個阿闍黎那處受過日本的整個菩薩戒，三句話。

那我問他，「怎樣那麼多條文的」，他答：「因部部經不同的原故」。《瑜伽菩

薩戒》就四十七條，有些就五十條，總之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智慧去量度，有三個原

則，那就夠寬，你自己活用，夠活用。三聚淨戒。第二，「報恩」。老師的恩、父母

的恩、朋友所施捨給你的恩等，報恩。第三，忍辱，「安忍」，安忍即是忍辱，能夠

…應該譯做「安忍」的，有三種。你出來行菩薩道，有很多惡的眾生會怨你，甚至有

些會害你，你能夠忍受。「安」者，你的心安然的，因為你是修行的人，你要過些很

苦的生活，你能夠忍受苦的生活，安受苦忍。

法，教法，那些經教。佛經多到極，浩如煙海，你不要貪讀小冊子了事，你不要

怕，「諦」即確確實實去觀察經教裡面所講的道理，你不要厭煩，不要不耐煩。「諦

察法忍」，三種加起來，就叫做「安忍」，不過普通一般就著重，著重這個，其實三

個一樣重要，「忍」。

「極喜」，怎樣極喜？極之歡喜修行善法，對你修行極之歡喜，不是很勉強的。

第五，「大悲」，對於眾生要有大的悲憫心。第六，「承事」，「承事」者，你出家

就是承事你的親教師。親教師，鄔波陀耶，親教師；在家，就要承事你的父母；與及

你要走出去參學，你就要承事你的教授師，即是什麼，即是阿遮黎耶。「敬師聞」，

第七，敬重師長和敬重善知識，聽聞他所講的和傳授給你的正法。第七件。第八呢，

「勤施等」，勤修布施等六波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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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上八樣就能夠離，第二地叫做什麼？「離垢地」，離開犯戒的污垢。看回散

文。「第二地中有八修治：謂攝善法等戒」，這就是第一種；第二，「酬報他恩」，

即報恩；第三，「安忍怨害」，即是安忍；第四，「最極歡喜修諸善行」，即是極

喜；第五，「於諸 生起大悲憫」，即頌文裡面的大悲；第六，「恭敬承事鄔波陀耶衆

等」，up dhy yaā ā ，這個譯做親教師，親近教化，你跟他出家，親近他的教化的，

那叫做親教師，即你現在跟他出家的師傅，up dhy yaā ā 親教師，第二「等」，

「等」是「等」什麼？即是 c ryaā ā ， c ryaā ā 即是教授師。

看回散文，「敬重師長諸善知識聽聞正法」，這個就等於「敬師聞」。看散文，

「第八修治謂精進修習布施波羅蜜多等」，「等」是「等」什麼？「等」其餘那五個

波羅蜜多，與及四攝，一句。「由此八能修治第二離垢地，以能搉彼逆品」，這個不

是「搉」字，這個印錯了，「摧」字，上面一個「山」字的摧者摧毀。這個是「搉」

字，即商量的意思，「搉」字這裡一個「鶴」，白鶴的鶴。這個是第二離垢地的功

德，為什麼第二離垢地要有這八種功德呢？

「以能摧彼逆品」，摧毀那些相反的煩惱和惡行，逆品即煩惱和惡行，對於那些

煩惱和惡行能夠圓圓滿滿地對治的，「圓滿對治故」，第二地。第三地的修治。第一

地就叫做「極喜地」，最歡喜的，見了道。第二地叫做「離垢地」，入了第二地之後

犯戒會很少，初地菩薩都會時時犯戒，無心地會犯了戒，第二地的很少犯戒，所以叫

做「離垢」。

犯戒是很平常的事，尤其是菩薩戒，很容易犯，初地菩薩都會犯戒，他無心犯，

無心地會犯了戒。一到第二地，就離犯戒垢，所以叫做「離垢地」。第三地就是發光

地。光呢，起個無漏智，無漏智光，發光地。第三地修治，有五種，「多聞無厭

足，」(一撇)，「無染行法施，」(一撇)，「嚴淨成佛 ，」刹 (一撇)，「不厭倦眷

屬，」(一撇)，「及有慚有愧，」(一撇)，「五種無著性。」一句。這是第三地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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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第一是什麼？「勤修多聞」 「多聞無厭足」，即是勤修很多經教，「多⋯⋯

聞」，「無厭足」，不會討厭的，很勇猛、接受。

你看散文，「第三地中有五修治：」(點兩點)，「謂勤修多聞，聞法無厭，」(一

撇)，第一點就是「勤修多聞」，聞法、多讀經、聽法，不會厭足。所以有些人說，

龍樹菩薩，我們中國人傳，就說他是初地菩薩，但西藏人傳，就說龍樹菩薩是第三

地，他很多大乘經教是他找尋的，勤修多聞，聞法無厭，所以很多大乘經論是他教出

來的，所以他是第三地菩薩，西藏人這樣講。

第二，「無染行法施」，他怎樣，怎叫做無染？不求名譽恭敬利養而行法布施，

不是為了得名譽，不是為了得利益，不是求了得金錢。他為眾生說法，行法布施，或

者寫論、或者講法之類的。即是什麼？散文，「不求利譽等，無諸染著為他說法」，

「利」即是財利，「譽」即是名譽，不求利譽等等的其他利益。「無諸染著」，「染

著」即是染著心，「染著」即是煩惱，總之不要有煩惱心而為他說法，(一撇)。

第三種，「嚴淨成佛 」，怎樣「嚴淨成佛 」呢？你將來成佛，你就有個報刹 刹

土，報土都是用什麼？都是用七寶來嚴飾，例如黃金為地、七重行樹、七重羅網，那

些那麼美妙的報土。這個報土不是憑空來的，是你在十地修行的時候，尤其是在第三

地，你修行，修行什麼？修行空觀，修行空慧觀，對治煩惱，對治那些貪、瞋、癡等

的煩惱，把染污除掉。

那麼你的第八識裡面所寄存的那些無漏的，無漏的將來能變起報土的種子，被你

的空慧，被空慧對治了煩惱，令那些無漏種子鮮明，愈弄愈鮮明，到你十地圓滿的時

候，這些能夠現出報土的種子，就可以爆發，就要你在入了地之後，慢慢修治，空掉

所有執著、空掉所有染污的煩惱，才可以。尤其是在第三發光地的時候，因為他用智

慧的光明來對治那些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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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你成佛時，「剎」即是指世界、佛國土，現在預先排除那些染污，令將來的

國土裡面沒有了過失的，沒什麼過失？沒有人作那些地獄的業、有互相打鬥、有戰爭

等等，沒有這些過失的。有這些過失的話，現在你修行就把它空掉，把垢污洗掉，所

以將來你成佛時的報土，沒有污穢的東西、污垢的東西，所以佛的報土的理論，就是

這樣來的。

「嚴淨」它，「嚴」即是嚴飾、裝飾它，「淨」即是洗淨它，洗淨你將來成佛時

候的剎土。第四種，「不厭倦眷屬」，對於你的眷屬，不論在家的、出家的眷屬，例

如徒弟、師兄弟等等這些眷屬、追隨你的人，這些眷屬雖然有邪行，做錯了很多事

等，邪行者即是什麼？偷東西、行淫，做了這些邪行，你對他不要討厭，不討厭他

的，不要說不攝受他。

「不厭倦眷屬」，你看看，看這兩段即剛才的，「於自將來成佛國土淨治情器世

間諸過」，這是上面那句的，淨治情器世間，「情器世間」即是有情世間，即是眾

生，「器」就是器世間、國土的過失，這個第四。「雖見眷屬邪行等過而不厭利

他」，一樣是給他利益，不可以說我不利益他。第五種，「及有慚有愧」，慚、愧兩

個心所，自己自覺不做惡事就叫做「慚」，怕別人譏笑就叫做「愧」。

「觀待自法」，「觀待」即是「對於」，對於自己，或對於自己所學的經法，覺

得我自己是好有人格的人，我所學些那麼好的東西，「不造諸惡」，就「我不能作惡

的」這樣，這樣的心就叫做「有慚」；「觀待世間」，「觀待」即是「對於」，即是

對於世間的東西、對於世間的人，恐怕世間的人批評，你不敢去作惡，那叫做「有

愧」。這樣一句。下面，講了，五種。第五種，「五種無著性」，頌文，上文五種你

修行的時候，都要不執著它為實，不要執著它是有自性，活潑自在，知道它是如幻

的。看回散文，「於彼一切無執著心，由通達無我慧所攝持故」一句。為什麼能夠無

執著心？因為你由什麼，由能夠通達無我的那種無漏慧、無我的慧，這種慧攝持著，

所以你就不會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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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即能修治第三發光地，准前應知」，「准」即依照前面第一地、第二地，

我們應該了解第三地。第四地修治。「住林、」(一個橫點)，「少欲、」(一個橫

點)，「足，」(一撇)，「杜多正律儀，」(一撇)，「不捨諸學處，」(一撇)，「訶厭

諸欲樂，」(一撇)，「寂滅、」(一個橫點)，「捨 物，」衆 (一撇)，「不沒、」(一個

橫點)，「無顧戀。」一句。十種，總共十種對治。

第四地就叫做「焰慧地」，第三地雖然是發光、智慧光，但火焰都未是很厲害，

第四地那個無漏慧火焰很強，所以叫做「焰慧地」。焰慧地修治這十法，就有具足焰

慧地的功德。我們看，第一，「住林」，時時住在山林、叢林、山內的，離開那些熱

鬧的地方，那樣就便利你修止觀。看看散文，「第四地中有十修治：」 (點兩點)，

「謂常住林藪阿練若處，」(一撇)，「遠離憒鬧；」(一點一撇)。來解這句。「常住

林藪」，「林藪」即是森林；「阿練若處」，阿練若 ara yaņ ，ara yaņ 就是譯做「寂

靜處」，法尊法師就譯做「阿練若處」，舊譯譯做「蘭若」，「蘭若」的名字真是好

聽，蘭若 ara yaņ ，蘭若，即是寂靜之處而已，等於你在大嶼山住，不就是阿練若

處，時時住在那類地方，那就是「住」。

第二，「少欲」，那怎樣少欲？當你未得到別人，未得到別人很多利養恭敬的時

候，你不要惴惴不安，不要心煩躁，那就叫做「少欲」，未得到別人好好的供養的時

候，心不要焦急煩躁，那就叫做「少欲」。行不行？行吧？少欲，我們看看散文，

「未得利養，」(一撇)，「無諸貪欲，」(一撇)，「名為少欲；」(一點一撇)，這個不

用解了，對不對？

第三，「足」，即是知足，怎樣知足？已經得到利養的，不要說「那麼少的，多

些就更好」，不要，要心足。亦不是在別人給你粗些的時候，你就「那麼粗，給些好

些的」，不要。要知足。未得利養的時候就少欲，已得利養的時候知足。我們看看散

文，「已得利養，」(一撇)，「不求多妙，」不需求多亦不需求妙，(一撇)，「名為

知足；」(一點一撇)，一句。「杜多正律儀」，怎叫做「杜多」？「杜多」即是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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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 taū ，dh taū 梵文，即是苦行，舊譯譯做「頭陀」，法尊法師就譯做「杜多」，因

為什麼？法尊法師什麼都跟玄奘法師的，玄奘、義淨；玄奘、義淨譯做「杜多」，所

以法尊法師跟他們。

「杜多」，dh taū 。現在所謂，舊時叫做「頭陀」，那些頭陀連頭髮都不剃的，

找個箍箍著就算數，頭髮都不剃，好像舊時月溪法師般，有沒有見過？頭髮那麼長，

用個箍箍著，他說他頭陀行。太虛法師和我去他處坐，他打開他的襪帶，有幾隻木

虱，這個是不對的，實在是不對，它吸光你的血，那你哪有力？

你想利益眾生，你都要有血有力才行，豈是養那些臭蟲？養臭蟲。我問他，把它

掉去，他回答：這裡是它們的世界，他說這裡是它們的世界。嘿，奇怪！頭陀行，什

麼叫做頭陀行呢？十種頭陀行，普通十種。頭陀行，杜多正行、苦行，十種，應是十

二種，真正修苦行那些，是三、四地菩薩的事了。你地做不到的，不要以為你怎麼修

苦行，這個是第四地才這樣說。你們現在好好地學，好好地過活，所謂學下少欲知

足，頭陀行你們不容易做到。

十二種頭陀行，十二種杜多行，第一種，常乞食，時時乞食。看看，「誓行十二

杜多功德」，發誓要行十二種苦行，想得這十二種苦行的功德，「故正律儀」，他認

為這些是什麼？杜多功德都做到，更何況普通的戒，他做不到？所以「故正律儀」。

故「正律儀」(一撇) 。「十二種杜多功德者，」(一撇)，「謂常乞食」，第一種；第

二種，「一坐食」，怎樣一坐食？別人施捨給你，你坐著食，食完就好了，不要食完

不飽就再乞一點，「一坐食」；「一受食」，只是受一次，如果第二個來，你就要

「請你給其他人，我夠了」這樣。「一受食」。

這三種，「此三」是對治飲食的貪的，對於飲食而起貪的煩惱，用這三種來對

付；第四種，「住阿練若」，住在山林那些地方；第五種，「樹下坐」，不是坐高坐

的，樹下坐而已，舖張東西，樹下坐，是第五種；第六種，「露地坐」，露地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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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要舖陳設來坐的；「塚間坐」，時時有空就去那些有死屍、墳墓的地方，印度那

些，香港你在塚間坐，還很漂亮，比很多地方漂亮，印度那些塚間，別人天葬的而

已，死了找兩塊竹席、載著、吊著在樹上，塚，天葬，塚間坐。那樣就七種，「此四

對治處所貪」。這個是對治什麼？你所貪的東西，你常常貪的那些高床軟枕， 你徧徧

要常常去那些地方坐。上文那三種就對治能貪，這個對治所貪。這就七種。

第八種，「常三衣」，出家人、佛都是得三件衫而已，一件大衣、一件襯衣，再

有一件好像背心那樣的，三件而已。佛有三件衫，常常都是三件而已。「毳毛衣」，

那些什麼？粗的毛布的衣。「糞掃衣」，冷時毳毛衣，如果暖的就怎樣？糞掃衣，怎

樣糞掃衣？別人那些瀨了大便、瀨了小便不要的、掉的，或者那些死人穿的衫不要

的、掉的，你拿了它，去河水洗淨它，一幅一幅披起來，就三張，糞掃衣。這三樣，

「此三對治衣服貪」，對衣服起貪的，那就多少種？十種。

第十一種，「常端坐」，坐的時候不會這樣傾倒一邊，亦不會趴著，又不會打

斜，除了你睡覺之外，常常端身正直地這樣坐，就是這樣。唐朝那道宣法師、道宣律

師就是這樣。「隨宜坐」，可以坐的就坐，隨宜而坐，不用搞什麼大高座，不是這樣

的。這兩種，「此二對治臥具貪；」有人歡喜那些臥具坐具，靚的席、床。就(一點

一撇)。「杜多正律儀」讀了。下面，「不捨諸學處」，「學處」即是指那些，例如

你是修大乘的菩薩戒的，就菩薩學處。「學處」是指什麼？戒律。「學處」，「學

習」的「處」，即戒律。

你所受的學處，不棄捨，一點都不棄捨，「不捨諸學處」，這個就是第五種，下

文：「所受學處皆不捨棄」。(一點一撇)，「訶厭諸欲樂」，頌文。你看散文，「於

五欲樂深生厭離」，對於什麼？眼、耳、鼻、舌、身、意，那五，隨五根而起的欲，

厭離。第七種，「寂滅」，「寂滅」是怎樣？那些人受你感化的人，令人趣向寂滅涅

槃那條路，寂滅。你看，「稱所化機令住寂滅」；(一點一撇)，「稱」者符合，符合

所化的根機、教他，令到他對向涅槃，這個即是《金剛經》：「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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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身等等，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讀到第八種，「捨眾物」，「物」是指財物，對於所有財物，你要施捨你就捨，

要捨棄的就捨，不要留戀。你看看散文，「一切財物如欲而捨」，你想怎樣施捨你就

怎捨，不留的。第九，「不沒」，對於一切善的教、善的法，心從來不會忘記，謂

「沒」，或者不理它。不理它、忘記它叫做「沒」，「滯沒」。「修諸善」，看散

文，「修諸善法心不滯沒」。

看回頌文，第十種「無顧戀」，對於一切物自己不要顧戀，飄飄然、心擺脫不

到。看回散文，「於一切物心無顧戀」一句。這樣就一句。下面，看完就結束它，

「如是十法修治第四焰慧地，准前應知」，就不用解。第四地的修治。這些就難行

點，第四地那些。這些不是你們的事，你們不要以為「我都做到」這樣。你們做不

到。好端端的，你應該修什麼？先修地前的功德，不是想一步就跨盡它。

世界上有好多無知的人，以為有很多「我喜歡，我又喜歡不坐、不睡，什麼頭陀

苦行」這樣，「那麼苦」，快快去供養，供不切 (急著供)，其實好多都是那些人不

懂事，是那供養的人不懂，那個裝模作樣，是假的。我見到很多，不如平實近人，我

是，我還未入地，我就在地前那裡(修)，平平實實，那些有識之人見到就自然會恭

敬，不要矯揉造作，不要諂誑最緊要。那麼，有些人不知道，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

整整下別人知道，你可以給別人講。

你講給十個知，十個中有一個聽你講的，他那個又會弄出十個八個來著，對不

對？「親識」(不用橫點)，因為有個「及」字；「及慳家，樂猥雜而住，自讚及毀

他」，這十種不是好東西，他用相反東西來跟你說，「十不善業道」，第六種，第六

種是「十不善業道」，「自讚」是第四，第五是「毀他」，第六種「十不善業道」；

「驕慢與顛倒」，「驕慢」一種，「顛倒」又一種，第八種；「惡慧、」(一個橫

點)，「惡慧」；「忍煩惱」，忍受些煩惱，由得它，隨它；「遠離此十事，證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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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那我們解了。

你先看看散文：「第五地中有十修治」：(點兩點)，散文。看哪十種，我們看：

「親識」，「親」是親人，「識」是相識。你身為出家人，常常跟那些親人、相識的

人、俗人往往來來，那就叫做「親識」。看註，散文：「謂樂與居家往還親識」，歡

喜與在家的俗人來來往往，和他們相親、相識，就是第一種，「親識」。

第二種，「慳家」，怎樣慳家？妒忌別人的利養。你有那麼好的利養、那麼好的

享受，你是在家人，你想來我這裡求法，我慳、我不教你，這樣就叫做「慳家」，對

在家人求法慳而不肯教他，看看散文：「嫉他利養，慳諸居家」，「你這在家人那麼

好利養，你現在來向我求法？我不教你」這樣，這是一種煩惱來的。

第三種，「樂猥雜而住」，「樂」即愛好，愛好與大家、人、各種各類的人，

「猥離」、猥褻，大家你拍我、你摸我這樣的，互相好親熱地住在一起，你看散文：

「愛與大 猥雜而住」衆 (一撇)。

第四種，「自讚」，自己稱讚自「若自稱讚」(一撇)，第四種。第五種，下面，

「及毀他」，毀謗他人，即是什麼？「若毀咨他」，不是「咨」，「咨」字錯的，這

個是「呰」字。第六種，「十不善業道」，因為你有上文所講的那五種行為，就增長

了不善法，那十種不善業道就增長了。看散文：「由此增長十不善業道」，(一撇)。

「驕慢」，第七種就是「驕慢」，恃著自己懂得多，對他人不起恭敬心，自己覺得傲

慢，第七種。那看散文：「恃自多聞」，恃著自己多懂東西、恃著多聞 ;「等」是

「等」什麼？「等」你的相貌莊嚴、相貌好，或多人看重你等等，「不恭敬他令心高

舉」，別人有德你都不恭敬，你的心高舉。

第八種，「顛倒」，怎樣顛倒呢？某一樣東西應該取，去做，某一樣東西應該捨

棄、不做，你顛倒過來，應取你就捨，應捨你去取，就是顛倒，看散文：「於取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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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執著」，你問「那麼那四種顛倒可不可以？」當然了，四種顛倒就固然，不過第

三地的菩薩又哪有那四種顛倒，對不對？應該是什麼？應取不取，應捨不捨那些。

第九種，邪見和「惡慧」，「執持邪見等惡慧」，本來第五地又哪會有，這裡不

知怎會這樣講，第五地或許他偶然起一起邪見，你看散文：「執持邪見等惡慧」，第

十種，「忍受趣向貪等煩惱」，第十種，「忍煩惱」，能夠忍受煩惱，不去斷，由得

它，用趣向由得它發展，這樣一句。惡慧和忍煩惱。看散文：「忍受趣向貪等煩

惱」，貪、瞋、痴、慢、疑、惡見，這些煩惱，一句。那麼，第八地，不是，第五地

的菩薩，如果能夠離開這十種，就有具備第五地應有的功德了。看看散文：「若能遠

離此十法，依止十種對治」，以十種對治的慧，依據「即能證得第五難勝地」。

今天就講到這五地，六七八九十就留待下一天。他依據《大般若經》，講第六地

的修治。「施戒忍」，「施、」(一個橫點)，「戒、」(一個橫點)，「忍、」(一個橫

點)，「精進，」(一撇)，「靜慮、」(一個橫點)，「慧圓滿，」(一撇)，「於弟子麟

喻」(這裡不要點)，「捨喜，」(一撇)，「捨怖心，」(一撇)，「見求無愁慼，」讀

「慼」讀「束」都可以，(一撇)，「盡捨無憂悔，」(一撇)，「雖貧不厭求，」(一

撇)，「證得第六地」。即是說第六地裡面，是有十二種修行的，十二種修行、十二

種對治。哪十二種呢？圓滿了布施，一個「施」字；持戒，「戒」字；安忍，即是

「忍」字；精進，即是「精進」兩個字；「靜慮」；智慧，「慧」字，「圓滿」兩字

就貫通上面，施圓滿、戒圓滿、忍圓滿、精進圓滿、靜慮圓滿、慧圓滿，即是說修到

第六地，六個波羅蜜多裡面，五個半波羅蜜多圓滿。

初地是施圓滿，第二地戒圓滿，第三地忍圓滿，第四地是精進圓滿，第五地是靜

慮圓滿，第六地應該是慧圓滿，無錯，慧圓滿，慧有多種的，有根本智、後得智，根

本智已經圓滿，後得智還未圓滿，所以我就與你們說是五度半，對不對？還有，波羅

蜜多根據《華嚴經》，就分做十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後四個波羅蜜多，就是在第

六個慧波羅蜜多裡面，把後得智分出來的。其實十波羅蜜多即是六波羅蜜多。如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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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六波羅蜜多，亦即是說六波羅蜜多。如果你在六波羅蜜多裡面，將那個慧波羅蜜

多，即是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有根本智、後得智，把後得智分了出來，開成四個波羅

蜜多，那樣慧波羅蜜多就剩回根本智，對不對？就一開一合，圓滿那六種波羅蜜多。

每一種波羅蜜多，都能夠對治一種過失，例如：「施」就可以對治貪；「戒」可

以對治瞋等等；都有對治的。另外，圓滿那六種之外，另外有六種特殊的東西，被它

對治的。二六一十二，六種修治、六種對治，兩個六就是十二。那怎樣六種呢？這裡

就是另外六種。由於你能夠圓滿了持戒和靜慮兩種，兩種波羅蜜多，你自然對於那些

聲聞弟子所修的道，和那些獨覺、麟喻即是獨覺，對於獨覺所修的道，你能夠不歡喜

的，遠離歡喜，不歡喜聲聞、獨覺。

即是說，聲聞和獨覺這兩乘的東西，就被你所修的戒波羅蜜多與靜慮波羅蜜多，

對治了。又由於你能圓滿了安忍波羅蜜多，你就能夠什麼？對於那些怨害、那些怨

家，和那些迫害你的，你不用激就不會驚，你最多忍而已，不會驚。你看看讀到這

裡，我們先看頌文，施、戒、忍、靜慮、精進和慧都已經圓滿了，那你就能夠對付什

麼？對治什麼？對於弟子，「弟子」即是聲聞弟子，對於聲聞乘而歡喜心、不會生起

歡喜心的，你不會歡喜、不會生歡喜了；對於麟喻，「麟喻」即是獨覺，對於獨覺道

你亦不會生歡喜心；對於弟子及麟喻這兩乘，你「捨喜」，捨棄了歡喜心。那你又因

為能夠圓滿了忍辱波羅蜜、安忍波羅蜜，你對於怨家和迫害就不會驚，就「捨佈

心」。

「佈」即是怕、怯，就是捨佈心。又由於你圓滿、修圓滿了布施波羅蜜多的原

故，你就如何？你見到有來向你求的、向你求乞的人，你的心不會憂愁、不會討厭，

那是「見求無愁慼」。又由於你布施波羅蜜多和精進波羅蜜多，兩個波羅蜜多都圓

滿，你就怎樣？你就能夠捨棄掉一切財物，你的心都不會覺得憂，亦不會覺得後悔，

即是「盡捨無憂悔」，把你的財物捨光給別人，你都不會覺得憂愁、不會覺得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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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於你圓滿般若波羅蜜多的原故，你就怎樣？「雖極貧」，雖然你很窮，你都

不會因為你窮而捨棄了向你求乞的人，這個「求乞」是向你乞財兼乞法的，「雖貧不

厭求」，雖然你貧窮，但你不會討厭些向你求財求法的人、求助的人。你能夠修治到

這樣，修行滿那六個波羅蜜多，又對付到那六種過失，你就證得第六地了。第六地就

是現前地，那六種波羅蜜多修圓滿，那些無漏功德就現前。現在我們讀散文：「第六

地中有十二修治」，「修」是修行，「治」是對治，哪十二種呢？哪六種修治，哪六

種修行，哪六種對治呢？六種修、六種治；「謂由圓滿布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智慧六

種波羅蜜多」，這個「智慧」主要是指那個根本智而已，他就可以怎樣呢？「而能遠

離六種所」對治的過失。 

哪六種所對治的過失呢？下面說：「謂由圓滿持戒與靜慮」兩種波羅蜜多故，

「於聲聞弟子」，第一對於聲聞弟子，即是聲聞乘，「及麟喻獨覺」，即是獨覺乘，

對於這兩種小乘，「能遠離喜樂」，不是喜「樂（音：落）」，是喜「樂（音：

ngaau6）」，能夠不會生歡喜心，不會生愛樂心，遠離了，不會。「由圓滿安忍波

羅蜜多故」，忍辱波羅蜜多應該譯「安忍」的，因為忍不一定是辱的，能夠圓滿安忍

波羅蜜多原故，對「於怨害」，「怨」即怨家，「害」即迫害，就「能遠離恐怖

心」，對治了恐怖的過失。「由圓滿布施波羅蜜多故，見求者來心無愁慼」，由於你

愛樂布施，又能夠圓滿了精進波羅蜜多的原故，你就怎樣，「捨一切物心無憂悔」，

不會憂愁、不會後悔。「由於你圓滿般若波羅蜜多故」，你又怎樣，「雖極貧乏而終

不捨」那些來求的人、那些「求者」。「由此十二修治」，六種修行、六種對治，

「證得第六現前地」。

有什麼問題？沒問題吧？聽得懂嗎？第七地，丑七，第七地的修治：「執我及有

情，」(一撇)，「命與數取趣，」(一撇)，「斷、」(一個橫點)，「常及相，」(一

撇)，「因，」(一撇)，「蘊，」(一撇)，「界並諸處，」(一撇)， 「住三界貪、」

「著」，「住三界貪、」(一個橫點)，「著，」(一撇)，「其心遍怯退，」(一撇)，

「於三寶、」(一個橫點)，「尸羅」(不要撇)「起彼見執著，」(一撇)，「諍論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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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撇)， 「違空性過失。」一句。「由離此二十，便得第七地」。這個意思

即是怎樣，即是說 現在先解頌文，能夠斷除這二十種過失，你就自然能夠成就二十⋯

種修治了。所以他先講二十種過失，然後再講二十種修治。

現在這裡那麼多首偈、那麼多頌，是講那二十種過失的，下文然後講修治的。意

思即是說什麼呢？他說，你修行的時候，由於用那種空的智慧，用空的智慧來控制

著、攝持著，你自自然然能夠經過第六地以後，你自然就能夠斷除二十種過失，就完

成二十種修治的了。現在，就數那二十種過失給你聽，上文的頌文就是數二十種過失

給你聽的。

第一種過失，「執我」，執著有個「我」，「我」即主宰，執著有個永恆不變的

主宰，即是執著有靈魂。第二，「執我」兩個字。「及有情」，第二種，執著有情，

有個實的眾生、實的「有情」。「有情」即是「我」的別名來的。「情」字有兩個解

釋，第一個解：「情」者，情識，什麼叫做「情識」？即是意思跟你說，「情是識」

的意思，「情」當「識」字解，這不是死物，而是有識的、有了別力的東西，有了別

力的東西。情識，有情識的東西，所以舊時的人把「有情」，「有情」就是薩埵，薩

埵新譯譯作「有情」，舊譯是譯作「眾生」。補特伽羅又譯做眾生，薩埵又譯做眾

生，是譯得不對的。又有人譯做「含識」，太美麗了。「有」字譯做「含」，「情」

字譯做「識」。「情」字譯做「識」就好了，「有」字譯做「含」，就令人，是美麗

的，但就不是很確切。

「含識」，即是「有情」的譯名。含有識不就是有情。第一個解「情當作識」，

第二個解，「情」字，「情」者愛也，指「愛」，「愛」者即是貪愛，是有貪愛的、

有貪愛心的。為什麼叫「有貪愛心」？我們常常愛著個「我」，對不對？如果從唯識

來說，第七末那識就是常常愛著、貪著那個第八識的「我」。兩個解法，「有情是有

識」，第二個解法就是「有情有貪愛」，有這種常常愛著「我」的，亦是「我」的別

名。執「我」，有一個過失；執有實「有情」，一個過失，「執我」，「及有情」。

第三，「命」，執有一個叫做「命者」，即有命的，「命」的主人翁，那條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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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命者」即是有命的東西。

《金剛經》譯做什麼？「壽者」。「壽命壽命」，命者，壽者。「有情」在《金

剛經》譯做「眾生」，「數取趣」，「數」即屢次，「取」就趣向，「趣」者六趣，

五趣或者六趣，俗話又叫做「五道」或「六道」，天、人、地獄、餓鬼、畜生、阿修

羅，六趣。屢次向六趣投生的，不只今世會做人，來世會做畜生，再一世會上天都不

定，「趣」，「數取趣」即是屢次向六趣投生的那種人、那種東西。這個舊譯又是譯

做「眾生」，「有情」和「數取趣」，都是譯做「眾生」。那就是第四種執。

「命」者第三種，「數取趣」就是第四種。「命與數取趣」。「斷」，執了有

「我」、執了「有情」之後，他就再起執，那個「我」是人死如燈滅，是斷的，

「斷」，執「我」或者「有情」是斷，就是第五種執。「常」，有人執著靈魂永遠不

滅的、我永遠不變的、永遠不滅的，就執它為「常」。「常」就是第六種。「及

相」，「相」是什麼？一執著有「我」，有人執著我的「相」是怎樣。有些人執著

「我」不知多大的、無乎不在的；是嗎？有些人會執著的「我」在我的身，身那麼

大，「我」就那麼大；有些人執著的「我」就在腦裡面；有些人會執著的「我」在心

裡面。各種情況，執那種「我」的相，執相，執這是「我」的相、眾生的相、壽者的

相。

一執著「我」，就於是什麼？執著我的「因」。「我」是怎樣來的呢？「因」又

何在呢？有些人說「我」是神作出來的、靈魂是上帝作的，因就是上帝為因；有些人

的「我」是自然而有的，就是因，「我」是「有情」的因。那第幾個執？「因」是第

八。第九種執，就執著有實的「五蘊」。五蘊是實的，小乘執著五蘊是實的。上文那

些是「我執」：我執、有情執、命者執、執我為常、執我為斷、執我相，這些都是屬

「我執」，執我的因，這些是「我執」。執什麼，執有實的五蘊，這些是法執。第九

種，「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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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執著有實的十八界。「並諸處」，十二處，執有實的十二處。印度那二

十派小乘，有些就執著蘊處界都是實的，有些就執蘊是實的、處、界是假的，有些人

就執界是實的、處和蘊都是假的。各派中有各派不同的執法，有些執蘊處界都是假名

的、空的等等。「處」，有些人，「處」是第十一種，第十一種。又有那人執什麼？

「住三界」，「住三界貪」。執著什麼？那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都是我們應該

住著的，這些是我們的地方來的，離開三界就沒有地方好住的了。貪著這三界，住三

界的貪，執三界為應住的地方而起貪，就是「住三界貪」。這是第十二種。

第十三種，「著」，如何「著」？認為三界是不好的，應該要捨、要出家、要捨

三界，要求涅槃。「著」，執著三界應捨，叫做「著」。執著三界應住固然是執，執

著三界非捨不可都是執。十三種了。

第十四種，「其心遍怯退」，「怯」即是心沒有膽量，他自己覺得，修行大乘成

佛那些功德太殊勝，「我都是沒這樣的智慧，都是不行了」，心怯、怕，「我還是少

少地修小乘」，或者是「修行的路那麼長，不好」。心怯、「遍」者普遍地、完全，

「遍」即完全、普遍；「怯」即心驚、怕；「退」即是退轉。「其心遍怯退」。這是

第十四種。

第十五種呢，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於三寶」。即是，第十五種，對於佛

寶起執，怎樣執？執佛是永恆的、常的，或者執佛一入了涅槃就沒有了，小乘的人是

這樣，「釋迦佛沒有了，涅槃了便都沒有」。有些人就執「釋迦佛不會死的，涅槃是

假的，還在這裡的」，執斷執常，都是執。對於佛寶起斷，執為斷、執為常。這些就

是三寶中的一寶起執。

第十六，對於法寶而起執，執著什麼是實的這樣。例如學唯識，執著那八個識是

實的，阿賴耶識是實的；學空的就執著什麼都是空的，沒有的，這樣這個都是執，對

於法而起執。或者有些執著，如果是法執，那些學密宗的執著，就是非學密宗不可，

不學密宗到最後成不了佛的，這樣，對不對？學密宗可以即身成佛的，其他那些不可

以的，這種法執，起執，對於法寶起執。這是第十六種，對於法寶起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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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僧寶起執，很多，有些人執著怎才是僧寶，怎樣不是僧寶，有些人執著是大

乘的賢聖僧才是僧寶，那些小乘的僧就不是僧寶，有些執著聖人才是僧寶，有些就執

著什麼，四眾加起來都是僧寶。僧伽這兩個字都有好多人起執的，有些人說，中國人

弄錯，僧是僧伽，一個出家人你又說是「僧」，哪會有一個僧人的呢？僧伽是僧，僧

者，是和合眾，僧伽是那個教會，那個教團叫做「僧伽」，一個人的叫做「比丘」，

是不是？一個叫做「比丘」，或者叫做「沙門」，就不是叫「僧伽」的。所以現在些

人都弄錯了，一個就叫做「僧」，「那個僧人怎麼的」，那個又怎會是「僧人」？

「那個沙門」，你講得好聽一點，「沙門」好好的，「沙門」兩個字不是壞的稱呼，

「僧」字又不一定好的。「沙門」兩個字好高尚的，釋迦佛那些人叫他做「沙門」

的，「大沙門」。你看看窺基法師那些，「沙門窺基贊」。賢首、法尊法師那些「沙

門法藏」。沙門不錯，為何叫僧？這裡就弄錯了，中國人才會這樣弄錯，西藏就不會

的，西藏。稱「沙門」最高尚。

太虛法師他的那個圖章都是什麼，他與我們寫字，「四洲傳教沙門」，五大洲他

去了四洲，哪四洲？歐洲、美洲、亞洲，還有哪洲？非洲還是澳洲？有一洲他沒去

的，不記得那一洲他沒有去，他去了四洲。他那個圖章，上海那個為他雕的那個一流

高手，吳昌碩，很了不起的，吳昌碩送了一個圖章給他。「四洲傳教沙門」，他的章

就是這樣寫著，對於法寶起執著，對於僧寶起執著，這就第十七種。「於三寶」，即

三種。

「尸羅」，尸羅即戒律，戒律，對於戒起執著。現在很多人對於戒起執著的，一

定要這樣，一定不要那樣的，很多執著。於戒、於尸羅，對於三寶、對於尸羅起彼見

執著，「彼見」即是什麼？或斷或常那種見的執著。第十九種，「諍論於空性」，有

些人執著，一味空，空就破壞了一切，不用修行這樣。起諍論，又說很多人都是這

樣，尤其是世俗人、佛家常常講空，常常講空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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