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攝的殊勝功德，道相智因果自性三法隨一所攝的殊勝功德。這種殊勝功德是會

令你修道相智的。聽不聽得明？還有，大悲任持的殊勝功德。這種功德並不是要來誇

耀他人的，是要有大悲心去支持、任持的。那種殊勝功德即是什麼？佛所有的，不用

說了，佛一定有的。地上菩薩都有這些功德，他要化度你的時候那些功德，這個功德

是引起你修道相智。這種功德，是道相智支分的相。你由此看見這種功德，於是你去

修道相智，到你修了道相智的時候，你也有這種功德，你亦有大悲，當你修止觀的時

候，那些鬼神走來，你的光明會隱蔽他。

那些小小的神、天神，他有身光的，他見到你修行，在修瑜伽、修菩薩的瑜伽的

時候，他看見你光明的，你的光明隱蔽了他的光明。所以你肯修菩薩的道相智，你住

鬼屋的人，那些屋有鬼的，那些鬼動不到你的，你的光明，他行近你時，一切小小神

通力被你的光明，令他失了效用。所以有些人說被別人怎樣搞的，你找個修行的人走

過去，他就走的了，你走了，他會再來都說不定，很難說，事實是有的。

所以有些地方，他可以做廟、做寺門，做住家，那些人見鬼搞不定，送出去給別

人做寺門，那些和尚在那裡住又住得到，因為他早晚唸佛，唸佛的時候他放光，鬼神

看見他放光，隱蔽了他那種小小神通。怎樣整人肚痛，怎樣整人…小小神通，隱蔽

了，令他不發功效，你修道相智有這種功效。

這種功德亦是道相智的支分、的一部分。佛的功德、地上菩薩的功德，就是引起

你修道相智的因。就是道相智的支分的相，「相」即是體相，「界限從醒覺大乘種性

乃至佛地」，「界限」者即是從何處起、從何時起、修到何時止。界限由何處起呢？

由醒覺大乘種性，「大乘種性」即是你修大乘的種子，即是無漏種子。怎樣醒覺？你

修大乘法的無漏種子，在你的阿賴那識裡面，被那些有漏種子阻壓。阿賴耶識本身又

是有漏的，阿賴耶識封閉了、阻壓了那些無漏種子，令你不能夠活動，「醒覺」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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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你走去得到良師益友，或見到佛、見到菩薩，化度你的時候，你一受教，你那

些大乘種子在你第八識裡面會醒覺。醒覺者不是說馬上見道的意思，只是活動起來、

強盛了，增加了力量的。「醒覺」即是說你什麼？皈依佛而初修大乘，換言之，你是

最初學發菩提心。學別人發菩提心，最淺的，二十二級發菩提心之中，你是最低那

級。你不要少覷他，最低那級是大乘醒覺的，是大乘種子醒覺的開始。界由那時候

起，乃至佛地成佛。

好，那現在說道相智的支分，共有五種。第一種「調伏諸天故 放光令隱暗」，

這些就要高級菩薩或者佛才可以。他引你，令你發心去修道相智。這是第一種，即是

什麼？由如來，如來的，本身就有光明，他說法時就放光，他放光來什麼、為什麼要

放光？令諸天天子降伏我慢心。天子以為我，大梵天王以為世界是我創造的，我是三

界之主人，起我慢心。佛，他們見佛的時候，放的光明就令那些大梵天王的光明隱

沒，因此降伏我慢，他會發起心去修行、修道相智。那些大菩薩，七、八地的菩薩，

都可以做到。如果對付些鬼神、小小的那些，地前菩薩都可以做到，你都做到，你常

常唸咒唸佛就可以的了。他要降伏諸天的我慢，和令他什麼？能夠發心。一發心去修

行，就令他生起道相智，生起初級的道相智。又令其餘那些人看見，亦會發心。所以

調伏諸天故，放光令諸天的光明隱暗了，隱藏了，暗了。

那我們看散文：「由如來本性之光明，隱蔽欲界、色界諸天異熟光明者」，什麼

意思呢？異熟，那些天，「異熟」即是果報。天，一做天子在果報上，身有光明，

「為令了知由摧伏其增上慢心故」，怎樣增上慢的心？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的增上

慢。如是者，一降伏了那心，「乃能發心」，令他能發心，及生起道相智、初級道相

智的智德，生起。「又為摧彼諸天增上慢，」(一撇)「令」「智德；」(一點一撇)；

「又為摧彼諸天增上慢令堪生道相智故」，「堪」是能夠，令他沒有那種慢心，就能

夠生起道相智。一句。這句是什麼？「此顯遠離生道相智之障礙增上慢現行」一句。

這一點，「此」就是這一點，就是「調伏諸天故 放光令隱暗」，就是「此」，

「顯」是指出，遠離什麼？遠離那些生起道相智的障礙。生起道相智的障礙，這種障

礙是什麼？就是增上慢的現行。出現，增上慢出現，障礙他起心去修道相智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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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解完了，「調伏諸天故 放光令隱暗」。第三，「境決定」。什麼叫做「境決

定」？道相智只是那些發菩提心的人能夠生起的。如果你未發菩提心，道相智不能生

起。境界決定，一定如此的。所以有些人，不在發菩提心的時候做功夫，或者只唸幾

句，「眾生無邊誓願度」，都不知何解的，求其唸幾句。真真正正入觀，懇切地發

心，這樣然後引生出道相智。它講的，《大般若經》講的。

「次明」，看散文：「次明道相智唯發菩提心者乃生起，故境各別決定」，一

句。「乃生起，」(一撇)，「故境各別決定」一句。其次說明，道相智只有那些發了

菩提心的人乃能夠生起。境界決定的，不發菩提心的，就不會發心，不會產生道相

智。發菩提心的必定產生道相智，境界決定的。「境決定」。第三，「普遍」。一切

那些有成佛的種性的人、的眾生，一定會產生道相智，普遍。「普遍」就兩種解法，

一種就認為一切眾生可以成佛的，就是普遍性，個個眾生都有、都可以產生道相智，

除非你不發菩提心，不修行，「普遍」。如果在唯識宗來講，它就這樣講：所有那些

有大乘種性的人，一定會、普遍地會得到道相智的。「普遍；」(一點一撇)，那就第

三種。

(第四種)：「本性」。「本性」即是本質。道相智就以「不求斷自身欲」的欲界

的煩惱為本質的。這個「本性」你當「本質」解都不太好，當「特性」、「特質」。

發菩提，欲界菩薩…這點你就平時沒有聽的，沒聽過的。他說，菩薩的菩提道相智的

特點、本性、特點，就是什麼？不急於求斷除欲界的煩惱。欲界的有漏法，他不急於

求斷除。為什麼？你斷除了欲界有漏法，你怎回來欲界？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在欲界

的，你怎回來度他們？對不對？你如果保留多少欲界的煩惱，你就可以回來欲界投

生。煩惱令我不得涅槃，你那麼快得涅槃幹什麼？你現在不是修小乘，小乘就急急得

涅槃，對不對？你大乘將來要得無住涅槃。你那麼快就斷除了它，那你不如修小乘

吧。你要保留多少。這就是它修行的三個特點。

我們看，「本性」即是特點。「不求斷自身欲有諸漏為本性」一句。他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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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道相智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急於求斷除他自己本身的欲有，「欲有」即是欲

界，「諸漏」，「漏」即煩惱，不求急急(斷)是它的特點。所以與現在有些人，有些

與一般的人說，現在的人一開口就是說要了生死，要那麼快幹嗎，你了生死又怎能救

眾生？你不如快些去斯里蘭卡，快去斯里蘭卡修行證涅槃、入涅槃，燒了它，以後都

沒有你，對不對？修大乘正是要入世，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這樣的。你想入地

獄不要緊，地獄是欲界的，保留多少欲界煩惱才可以。譬如你說，你想化度你的多生

妻子，她有些緣與你做妻子，那你沒有情欲你怎樣娶老婆？斷除所有欲界煩惱，怎做

別人的丈夫？不過這種你不要隨便跟別人講，這個《般若經》的精神、《現觀莊嚴

論》的精神是這樣。你可能說不用的，別人會罵你。但你讀到這裡你知道，那些常常

開口又了生死、閉口又了生死那些人，(菩薩是)故意入生死的。

到第五點，「事業」。事業是怎樣？利他的事業。看散文：「成就利他殊勝作

用」，一句。以上，看散文：「是為道相智之五支也」，道相智有這五分。講這麼多

就夠了。那就講到己一，道相智的支分。下面講道相智的本質。留回下次。本質有三

種，留回下次。釋道相智的本性。這裡所謂「本性」，即是「自性」的意思。佛經裡

面，說話很歡喜用什麼，從幾個角度來講，自性、所依、所緣、助伴，及業，從幾個

角度來講的。

譬如你說，眼識。眼識的自性是什麼呢？自性，本質，眼識的本質是什麼呢？眼

識的本質就是能夠見東西的那種力量。眼識的所依是什麼呢？眼識的所依是眼根。眼

識的所緣是什麼呢？眼識的所緣是顏色。眼識的助伴是什麼呢？那些心所。眼識有多

少個心所？至少有五個心所：觸、作意、受、想、思。眼識能夠作什麼業呢？眼識能

夠跟著意識去做，意識想看一下，眼識就看一下。

現在就講它的本性，即是自性、本質。法尊法師有時譯「自性」，有時譯「本

性」。道相智的本質，裡面分三：庚一、庚二、庚三。庚一，是「知聲聞道之道相

智」。菩薩一方面要自己修道，一方面他要教人，他要教化其他人，他要教化那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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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種性的人，教別人修聲聞道，既然他需要教那些聲聞，他自己本身要了解如何去修

聲聞道。所以，菩薩的道相智之中，裡面有一部分就是了解那些聲聞修道的方法的，

的道相智。庚二、「知獨覺道之道相智」，雖然獨覺不需要你化度他，但是他有他修

道，他是否是真的獨覺呢？還是假的獨覺呢？你一定要了解的。你是菩薩，學問很廣

博的，那些獨覺如何修道你也得要了解。這種了解獨覺如何修道的方法，又是菩薩道

相智的一部分。現在，不是分三，分二而已，對不對？分兩個而已，對不對？還有庚

三，不是，釋道相智的本性啊，不錯，還有庚三，「知菩薩道之道相智」。他自己是

菩薩，他又要知道自己是菩薩應該怎樣修道，如果沒有這種智，他怎樣修道呢？就是

庚三。

現在，「今初」，先講「知聲聞道之道相智」。「初又分二」，又分兩點，即是

辛一、辛二。辛一，聲聞道的道相智的自性，辛一。「道相智理中，」(一撇)；「由

諸四聖諦行相不可得，」(然後一撇)，「諦」字後面不要撇；「當知聲聞道」一句。

道相智的道理之中，怎樣是道相智的道理？即是說這個菩薩，他本身就不是修聲聞道

的，他是修般若的，不過，他雖修般若，他就由，因為他能夠發心，能夠發大菩提

心，跟聲聞不同。他又發心又迴向，修行一切善法，他都不為求世間的利益，亦迴向

求無上菩提。他又有空慧，知道一切有為法是空，那種智慧。菩薩跟聲聞不同的，有

三種不同。

第一，聲聞不發得起大菩提心，菩薩就發大菩提心；第二，因為菩薩觀一切法空

的，聲聞只知道「我」是空的就足夠了，不需要知道一切有為法是空的。菩薩就不

是，不只知道「我」是空，一切有為法都要知道它是空。那樣三種不同。菩薩就用這

三樣特點，去攝持著、去了解聲聞道的智慧。因為你沒這三種東西攝持著的話，你就

跟那些聲聞沒有分別了。但若你有這三種不同、有三種特點攝持著的，你就，雖然是

了解聲聞之道，但你跟聲聞的智慧是不同的。聽不聽得明？一定要這三種來到攝持著

它，那他就了解聲聞道的道相智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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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智的道理中，了解聲聞道的道相智的道理，就是怎樣了解？「由諸四聖諦行

相不可得」。由觀聲聞，觀這個四諦十六行相，就可以證預流果，見道的了。這個

「行相」是當「性質」地解，四諦有十六種性質。聲聞跟菩薩又不同，聲聞就只觀四

諦十六行相，就執著那十六行相是實有。菩薩雖然是了解四諦十六行相，但是他知道

是空的、不可得。四諦十六行相，在真如中不可得。他菩薩，雖然觀四諦十六行相，

但是他知道是不可得的、空的。

菩薩就這樣，這樣方法去了解聲聞修道。會解了嗎，這四句偈？這四句偈，我們

看頌文：「由發心迴向」和「通達空慧」，即是通達空性的慧，這三樣東西「任

持」，「任持」即是攝持著、保護著。那菩薩有這三樣攝持著，他想進一步，為了

「欲攝受聲聞種性所應知之現觀種類大乘聖智」，為了想攝受，這個「攝受」者是

「他亦得到」，得到什麼？那些聲聞根性的人、聲聞種性的人，聲聞種性的人所應該

知道的那種現觀、那些小乘的現觀，聲聞人所應知道那些小乘的現觀那類的現觀。但

他就不是小乘的，他是大乘的。在小乘來說、在聲聞來說，它就是小乘。但對菩薩來

說，它是大乘的聖智來的。不過它用大乘的聖智，「聖智」即是無漏智，用大乘的無

漏智去觀聲聞的道理。他說，這種智慧，這種大乘的聖智，而又了解聲聞修道的，

「即是知聲聞道道相智之相」，就是「知」、能夠了解聲聞所修的，修道那些道相

智，那些大乘聖智的相狀，這樣一句。

「界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界限由什麼時候起修呢？由大乘入了初地、見道，

一直至到成佛之前，乃至成了佛，成佛都修的。即是說，你大乘未見道以前，你沒有

這種智的。因為你沒有那種聖智，沒有這種聖智攝持著，你與聲聞乘的人一起，你是

與他一樣的，你不會特殊的。你要見了道的時候，然後修的這種智。你未見道以前，

你如果是大乘種性去修大乘。換言之，即是說，大乘入了初地見道之後，你然後有本

領去化那些聲聞，了解聲聞乘的修道。我們繼續看散文：「道相智理者」，即偈頌、

頌文裡面的「道相智理中」的「道相智理」四個字，是怎樣解呢？「即是此品中」，

什麼叫做「此品」？「此品」者即是「這一類聲聞人」，聲聞種性的人，「此品中四

聖諦」，即是那些小乘人所修的「四聖諦上無常等十六行相」，記得嗎？苦諦上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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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相？記不記得？苦諦四相：無常相、苦相、空相、無我相。集諦上有四相：因

相、集相、生相、緣相。滅諦的四相呢？滅、靜、妙、離。道諦上的四相呢？道、

如、行、出。道相智理中，四聖諦上那十六行相。

那樣，小乘了解的，你大乘人也理解那麼多幹什麼呢？不是，因為你要化小乘的

人，大應該兼小的，那他怎樣？不過所不同的怎樣？大乘的人，就由「發心」、「迴

向」和了解一切法「真實不可得」那種空慧，這三樣東西，「發心」、「迴向」、

「空慧」，用這三樣東西「任持」著，即是攝護著、保護著，「任」即擔任，「持」

即執持、控制著。在這種「門」，「門」即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中去了解，應該去了

解，了解知道聲聞道的相，了解聲聞乘人修道的相。就並不是說，你修大乘就不了解

小乘的東西。你就用那三種，發心、迴向和空慧三種東西來攝持著、控制著。你出入

小乘就不怕的。

那什麼叫做「四諦十六行相」呢？我以前不就講過了吧？對不對？講過沒有？講

過了，現在與你重溫。「四諦無常等十六行相者」，第一，苦諦有四相，是什麼？

「謂因緣生故無常」相，第一。苦諦，即是這個苦的宇宙、苦的人生，有四種相，

「相」即是特徵。有四種特徵的，第一就是無常，為什麼無常？「因緣生故」，都是

由因和緣結合而產生的。凡事由因和緣結合而產生的東西，都不會常住的，就是「無

常」，解釋無常相了。第二，「隨煩惱業轉故苦」。世間的，我們這些眾生的五蘊的

身體、我們的人生，都是跟隨我們前生或者今生，我們所作的煩惱和業，所起的煩惱

和所作的業而轉的，不由自主的，隨煩惱與業的勢力而轉動的、而轉變、而轉動的。

所以，我們沒有自由的，沒有自由所以苦。這就解釋苦相。

「無異體清淨之我故空」，解釋空相。他說，沒有一個「異體」，「異體」即是

什麼？獨立存在的體質的。離開五蘊之外，沒有另外一個獨立存在的體質的，那種

「我」、那種主宰，所以就說它是「空」。「無自體之我故無我」，我們苦的人生，

並沒有一個可以叫做「自己」的那個主人翁的，所以就是「無我」。「是苦諦上之四

相」，這就是苦諦上面的四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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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諦的四相，集諦四相，「集」即是煩惱，前生的煩惱和由煩惱所引起的業。這

種煩惱和業，就能夠招集今生的苦果的，稱之為「集」。集諦有四種特性，就是集諦

的四種行相。第一，因相。「是苦之根本故名因」，煩惱和業，前生的煩惱和業是今

生的苦果的根源、根本，猶如根之生果，沒有根就不能起果，故名「因」，所以它是

苦的因，因相。「數數生苦故名集」，第二，集相。「數數」即是屢次屢次。即是集

諦即是煩惱和業屢次引生苦果。

前前生引起前生的苦果，前生的集就引起今生的苦果，今生的集就引起來生的苦

果，屢次屢次地引生苦果。即是招集苦，它是苦的招集來的，名「集相」。「招猛利

苦故名生」，能令那些猛利的痛苦生出來的，所以叫做「生相」。「與後生果作助緣

故名緣」，他能夠今世所做的集，今世的煩惱和業，能夠做、能夠給與來生的苦果，

做一個助緣、助成的出現，所以叫做「緣相」。以上「是集諦上之四相」。

將來你出去講經那些，你一定要弄熟才行。苦諦四相，集諦四相隨口就可以講出

來，不用多的。你一本二本經學著，已經是滿肚都是經，你要了解這道理，活用。隨

著怎樣某個問題，應該用某種資料，又說去哪裡學、這裡學，學來學去都不能夠攝持

著的。好，集諦四相讀了。滅諦的四相，滅、靜、妙、離，這四相。「是斷除煩惱之

離繫故名滅」。滅諦第一個特徵就叫做「滅」。

這個「滅」不是滅亡的意思，而是什麼？滅了些煩惱。它是滅掉貪、瞋、癡等的

煩惱之後所得那種自由自在的離繫，「離繫」即是解放、解脫，故名「滅」。滅是滅

了煩惱，這就是滅相。第二靜相。「是寂滅苦之離繫故名靜」…，「是利樂自性之離

繫故名妙」，為什麼說它妙呢？它是一切利益安樂的本身來的、本質來的，所以稱之

為「妙」。「是苦不再生之離繫故名離」。滅諦，滅諦即是涅槃，在涅槃之中，一切

生死的苦，就永遠不再生起。那他得到這種自由自在之離繫，所以叫做「離」。「此

是滅諦上之四相」，會解吧？滅諦四相。(這個「離繫」怎解？)「繫」就是束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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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由叫做「繫」。「離繫」，離開束縛，把束縛不要，離開束縛，即是自由，絕對

的自由、絕對的解脫。脫離它的束縛，不是脫離那些離的束縛，脫離煩惱的束縛。被

煩惱束縛著嘛，就是離開煩惱的束縛。

我們再看，道諦上的四相。道諦，「是趣解脫之道故名道」，「道」即「道

路」。他說道諦，是趣向，「趣向」即是走向，走向解脫，這個「解脫」當「涅槃」

地解，涅槃即脫離生死的束縛，叫做「解脫」，是走向涅槃的道路來，所以稱之為

「道」。「是對治煩惱之道故名理」，理相。修道，道諦，就是對付煩惱的方法，這

個「道」指方法，或者智慧。這個「道」當方法或者智慧。當智慧解是對治煩惱的智

慧來的，故名「理」。「由現證之體性不顛倒行故名行」。由於⋯故名「理」，另外

一些經就叫做「如相」，不是「理相」。道、如、行、出嘛。他這裡就用「理」，

「理相」的意思即是「如理」。「如」字即是「理」字，即是「如」。

「由現證之體性不顛倒行故名行」。這裡「現證之體性不顛倒」是指「現證」是

指修行、修養、體現。這個「體性而不顛倒」即是涅槃，即是說行去涅槃的，修行而

得涅槃的，所以叫做「行」。「能從根本拔除苦及煩惱故名出」，從根本把痛苦以及

煩惱都拔除的，出離痛苦，離生死的痛苦，出離煩惱，所以叫做「出」。那他本來都

解得不錯，只是一個解得不好，「行」字解得不好。「行」者，行到涅槃，在這個迷

的境界行到涅槃去，應該這樣解。他就譯得很囉嗦，「由現證之體性不顛倒行故名

行」，即是他所現證的體性，這個體性是指涅槃，他所現證到的涅槃不是顛倒的，那

就講得不清楚。「行」字是行到涅槃。⋯那以上聲聞的修道如何見道呢？就靠那十六

行相。

菩薩亦要了解那十六行相。不過，菩薩就有些不同，就是知道十六行相都是不可

通執它為實。辛二，小乘人在見道之前，亦一定要經過四個順抉擇分。四個順抉擇

分：煖、頂、忍、世第一法，必定經過的階段。小乘人修行，在未見道之前所經過的

煖、頂、忍、世第一法是怎樣的呢？他說，你大乘菩薩亦要了解。你看：「聖聲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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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由色等空故 空無別為暖」一句。「聖聲聞道中，」(一撇)；「由色等空故，」(一

撇)；「空無別為暖」一句。「由彼無所得，」(一撇)；「許為至頂位」一句，就是

頂。「忍位於色等，」(一撇)；「破住常等理」一句。「依於十地等，」(一撇)；

「由廣說無住」(一撇)；「即名第一法，」(一撇)；「由佛以現智 不見諸法故」一

句。了解我們一個菩薩，了解聲聞人修道那種道相智，又要了解聲聞乘人的道相智是

怎樣出現的？即是證預流果，聲聞乘的人見道，這種見道的智慧怎樣出現的呢？他

說，在出現之前，要經過四個順抉擇分，跟大乘的人差不多。所以他現在都要講它的

抉擇分。

上文講它的自性，就先講見道的那種智。現在順抉擇分就補講。它這種聲聞的道

相智，聲聞修了那種見道的智出現之前，這種智的自性出現之前，要經過四個順抉擇

分的。這裏補講。就是跟你講，大乘人見道之前有四個順抉擇分，小乘人也有的。不

過小乘人就有執著的，只是知道前面那些東西空，不知道「能夠知道那些東西空的這

種智慧」都空，他不知的。所不同就是如此。而且小乘人執著這四種智是有的、實有

的；大乘的人因為有空慧攝持，知道都是幻的、空的。所不同就是如此，聽不聽到？

了解那些聲聞的無漏智、的聖道那種道相智，即是那種聲聞人見道那種智的修行

的出現，是要經過四個順抉擇分的因來的。那怎樣叫做聲聞乘的人四個順抉擇分是怎

樣的相狀？他就知道色受想行識等境，和色聲香味觸等境是空的、不實在的、無常、

苦、空、無我的。空的，了解到空的。這種智，他知道這個空，和色受想行識是沒分

別的，這種智就叫做「煖」。那種聲聞修道未見道之前那種修道，大乘人亦體驗到

它。

當大乘人體驗那種小乘的聲聞見道前的順抉擇分是怎的呢？第一步是「煖」，

「由色等空故」，大乘人看，知道色、受、想、行、識等都是空，那就知道那個空性

和色受想行識等是沒有分別的。這個就是「煖智」。先解解散文：「了知聖聲聞

道」，了解那些聖者、聲聞的人見道前修道的狀況，菩薩的人亦了解的，是屬菩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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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智的一部分。這種無漏的聲聞見道的智，就有個因的，要經四個因然後引出來

的。那四個因就叫做四個「順抉擇分」。「了知聖聲聞道之道相智因，有四順決擇

分：」。這裡你最好點它兩點(：)怎樣四個順抉擇分呢？「謂色等勝義空故，通達空

性與色等無分別慧所攝持之加行道即暖位」。小乘的聲聞人，在煖位的時候只是知道

它是無常的、苦的、空的、無我的，只是知道它這樣。大乘的人就怎樣？他就知道

「色等」，色、受、想、行、識等在世俗諦裡面是有的，但是在勝義諦裡面，是空

的。色等在勝義空，是不存在，在勝義中是不存在的。

因為他了解這樣，所以他通達這個空和色受想行識等，都無分別的。大乘的菩薩

就有這種慧，被這種慧攝持著，然後去了解小乘人那種入煖位那時候的相狀。小乘人

修煖的時候，知道煖，小乘人入到煖位的時候，知道無常的、苦的、空的、無我的，

只是知道這種道理的。大乘人就知道在十六行相在勝義諦裡面都沒有的。這就是

「煖」，即是上文那幾句：「聖聲聞道中，由色等空故，空無別為暖」。那就一句。

這是講「煖位」的。

下面，講頂位的。先看頌文：「由彼無所得，許為至頂位」。「由彼無所得，」

(一撇)；「許為至頂位。」一句。即是說，你能夠通達色、受、想、行、識等這五

蘊，在世俗中就覺得它確是在這裡、有安住在這裡的、確是存在的；但在勝義諦中，

並不存在的。那樣，菩薩了解的時候，就知道色、受、想、行、識等在五蘊中都不存

在的，在勝義中都不存在的。

用這種空慧去攝持著，來知道那些境是無常、苦、空、無我。煖和頂是一樣的。

煖的時候就觀一切法都是無常的、苦的、空的、無我的，這叫做「苦諦」。因相、集

相、生相、緣相，就叫做「集諦」。如是者，滅諦、道諦這樣觀。這樣觀的時候，初

步觀的時候，就叫做「煖」。重新再深刻觀的，就叫做「頂」。一樣的，一個深刻些

而已。那他大乘人來看小乘煖和頂都知道是不可得、空。看回散文，「由彼無所得，

許為至頂位」，知道它是無所得的，那就是頂位。即是散文，看散文：「通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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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即色受想行識等，「勝義無所得」，即在勝義中無實法可得，無這個色等的實

法可得，能夠通達它無所得的這種慧，用這種慧攝持著，這樣來看小乘的加行道，來

觀它無常、苦、空，無我那種加行道。多了空慧攝持的，那就叫做什麼？頂位，「即

頂位」。

忍。先看頌文：「忍位於色等，破住常等理」。到忍位的時候，小乘人一樣觀四

諦十六行相。大乘的人、聖者雖然了解同一樣地觀，但多了一些，多了一些什麼呢？

他說，通達色、受、想、行、識等這五蘊，在勝義諦中一切都不可說，所以沒有所謂

「安住」，連「無常」這種道理都沒有的，在勝義中。固然是苦、空、無我，但都是

從世俗諦來看而已。從勝義來看，連無常都沒有的，苦都沒有的，空亦沒有的，無我

都沒有，他用這種空慧攝持著，來看小乘、觀小乘的無常、苦、空、無我，不執它為

實有，大乘的人。不同的就在此。

頌文：「忍位於色等」，能破除那種什麼？「住」，「住」即安住、存在，或者

無常等這些道理，而這些道理都不存在的。一句。看散文：「通達色等於勝義中」，

在勝義中「破除」，什麼叫做「安住」，什麼叫做「無常」等這些道理都沒有的，

「此慧」，這種空慧所攝持的加行道，菩薩就是多了這個空慧攝持著，那就是「忍

位」。世第一法。「依於十地等，由廣說無住，即名第一法。由佛以現智，不見諸法

故」。什麼叫做「依於十地」呢？即是說一個菩薩，就要了解初地一直至第十地等的

階段，我們以為初地，入初地就是住在初地，第二入第二地就住在第二地。他說，如

果這種講法，都是世俗諦的。如果從勝義諦來講，十地都是無所住的。所以他說：

「依於十地等，由廣說無住」。

《般若經》裡面講得很清楚的，講得詳細，詳細說它無住的。「廣說」者即《般

若經》裡面已經廣說了。菩薩修世第一法的時候，就利用這種空慧去攝持著，去修他

的世第一法。即是，「依於十地等」，由《般若經》已經詳說，說實在無所住的。用

那樣的見地、空慧去攝持著，去觀小乘的世第一法。為什麼你說十地都無住呢？下面

說明理由：「由佛以現智，不見諸法故」，由於佛陀能夠用他現觀的智慧，現量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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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他不見有在勝義諦中不見有實的東西。這個點句就是這樣：「依於十地等，」

(一撇)；「由廣說無住」(一撇)；「即名第一法；」(一點一撇)；然後，「由佛以現智

不見諸法故」一句。看回散文：「依於十地者謂通達極喜地等」，十地「等」，

「等」就「等」其餘九地，「勝義無所住如經廣說」，《大般若經》已經詳細說明

了，「此慧所攝持之加行道」，菩薩修這個聲聞的加行道，就是用這種空慧去攝持著

修的，這個叫做菩薩修這個小乘的世第一法的那種世第一法。下面：「何故如是十地

勝義無耶？」(一個問號)。

為什麼說十地在勝義中都是沒有的呢？下面答：「謂十地是無，以佛世尊現知一

切法，於勝義中不見有十地故」，就答，十地不過是在世俗諦裡面假說為有而已，實

際是沒有的，「十地是無」。為什麼說十地是無呢？「以」是因為，因為佛世尊他現

量證知一切法，知一切法在勝義裡面，不見有的。

好。下面有一個問答，須要了解的。「若爾」，若果「爾」即如此，若果如此講

法，「此處之加行道與第一品所說之加行道，有重複失」一句。若果你這樣說，這裡

所講的加行道，和前面所講的、一切智裡面所講的加行道，豈不是重複了？有重複的

過失？下面答：「答問，前品所說是為了知勝出聲聞之加行道」，前面那品所講的是

指什麼？勝過聲聞的那種菩薩的加行道。「此中所說」，現在所說，「是為令了知以

通達空性慧攝持而修四諦無常等十六行相，故無過失」，這裡所說的，就是想令到那

些菩薩了解怎樣用那種通達空性的空慧，用這種空慧攝持著，而去修小乘的四諦十六

行相的加行道，所以跟前面所講的不同，「故無過失」。以上就講了知聲聞修道的道

相智。休息一會。

聲聞乘就要依他人教他才懂的，獨覺不需依他人，依自己，所依不同。還有，聲

聞人證了阿羅漢果，他要用語言來替人說法的，依語言去說法的，獨覺證了獨覺果之

後，不用語言去說法的，用神通去說法的。所依差別不同。明了吧？「所依」。所依

差別又分二：壬一、壬二。「自覺自證故，」(一撇)；「亦不依他教；」(一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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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是故當宣說，」(一撇)；「麟喻智甚深」一句。聲聞，對(不是)。那些獨覺乘

的人自己有智慧，就去觀，就證到獨覺的辟支佛果。菩薩亦要了解他怎樣修法，不過

菩薩了解的時候就多了一樣東西，多了空性，用空慧去攝持著。菩薩用空慧去攝持著

而去觀、去修、去學習獨覺乘的人修道的智慧，亦是學獨覺人一樣，自覺自證的，不

是依靠他人講的，菩薩亦做得到。「亦不依他教」，不需要依據他人教。「亦」字，

是有種特殊的解法的，「亦」字即是說明他給別人說法的時候，亦不依語言的。「亦

不依他教」，他說，這種不需要依靠語言，和向人說法又不需要依語言的，這種智慧

是比較普通的聲聞是深很多的，即是獨覺的人是很聰明。「是故當宣說」，應該這樣

講，「麟喻智甚深」，「麟喻」即獨覺，即獨覺的智慧比較聲聞深的。

怎樣深法呢？我們看看：「由三別法(發心、回向、空慧)任持門中，(一撇)為欲

攝受獨覺種性所應了知之現觀種類大乘聖智，即知獨覺道道相智之相」一句。即是

說，由三種法，三種各別的法，哪三種？一種是發大菩提心，一種是回向，修行一切

法，回向大菩提，第三說是能觀一切法空的智，那種般若智。用這三種智慧去攝持

著、攝護著。在三種智慧攝護著的情況之下，「門」就是「情況」，在這樣之下，那

個菩薩就為了又去學習、攝受，「攝受」即是「得到」，為了又得到那些獨覺種性的

人，他應該怎樣修行的、應該怎樣去了解的那種這樣的現觀，都學習這種現觀。但雖

然大乘人學習那種現觀，不過大乘人就是用大乘聖智去學的，不是用聲聞、獨覺那種

淺的智慧去學的。用大乘聖智，這種大乘聖智「即知獨覺道道相智之相」，即是、就

是了解獨覺修道的道相智的相狀、體相，這個「相」字當「體相」地解，即是本質一

樣，自性。

「界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界限，修這種智，由大乘人見了道之後開首修，一

直至到成佛都有這種智的，因為你見了道之後，你會示現教那些獨覺，不過你不用語

言。佛亦是一樣，所以到佛，成佛都有這種智的。下面他解：「言自覺者」，即是所

謂頌文裡面所謂「自覺自證」，這四個字怎樣解法呢？「指獨覺阿羅漢」，「自覺自

證」是指什麼？就指那些獨覺辟支佛乘的人，他所證的辟支佛果，辟支佛果即是獨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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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證的阿羅漢，和聲聞乘所證的不同。「此於最後有時不須依仗他師教授，」(一

撇)，「自能證得菩提」一句。

「此」，「此」即是這種獨覺的羅漢，「於最後有時」，即是最後那一世，就那

最後一世裡得涅槃的，最後那世的時候，「不須依仗他師教授」，不需要依佛或其他

人教的，他自己能夠證得大菩提的果的，就叫做自覺的人能夠自證的。「自覺」就指

那些獨覺，「自證」就指什麼？指自己能夠證得，最後那世自己證得。「亦不依他

教」的「亦」字它解釋，那個「亦」字是表示，表示什麼？「彼時自亦不用言語為他

說法」一句。「亦」字表示，他自己不需要靠別人講給他聽，他證了阿羅漢果，亦不

用說話來教人的。

「亦」字是表示這樣。為什麼呢？說明「此麟喻智」，這種麟喻獨覺的智慧，

「較聲聞為甚深」，比較聲聞羅漢深一些的，「非如聲聞可依言教能了彼智」，並不

好像聲聞人般，可以依言語說話，去了解他那種智，可以講得出，「唯以身表現神通

說法甚深智故」，那些獨覺只是什麼？用身表現一些神通來為人說法。你一看到他現

神通，那些人就了解到，去修道。這樣的，他不用語言說法的。他的神通就可以多

門，普通就左邊出火、右邊出水，這些之類等等，總之獨覺可以做到這樣。

這裡好淺，對不對？

斷諍。「諍」者別人有懷疑、爭論，斷別人的爭論。即有人提出疑問，解答。解

答什麼呢？「若誰於何義欲聞如何說 於彼，」(一撇)「若誰於何義，」(一撇)；「欲

聞如何說，」(一撇)；「於彼，」(一撇)；「彼彼義」(一撇)；「無聲如是現」一句。

這幾句，就要先解釋散文，再解釋頌文，你才會了解的。他說那些獨覺，外人問，那

些獨覺沒有聲音說法的，那他怎樣度人？「云何說法耶」？下面答：「如是說法無

違」，這樣說法，沒有聲音的這樣說法，都不會違背道理的。「如是說法無違：」點

兩點(：)，如何說？「若有誰等所化有情」，若果有個誰人，是被他教化的，就「若

誰」兩個字，「於何等義欲聞如何行相言說」，那個被他教化的人，對於何種、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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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何等」對於哪些義理不懂呢？那即是什麼？「於何義」。

他「欲聞如何行相言說」，他想聽聞些什麼樣子，「行相」是「樣子」，

什麼樣子的說法呢？這句就是什麼？「欲聞如何說」。「即於彼等所化」，那

個獨覺的羅漢他知道那人想聽什麼，他就對於那個被他所教化的人，「於

彼」，「於彼等所化」的眾生，就是「於彼」兩個字的解釋，「有彼彼義」，

下面的「彼彼」兩字解「種種」，於是他就用神通，令他什麼？自然了解種種

道理的，「雖無聲音」，雖然他不用講，「亦如是現也」，亦這樣，令到他用

神通來令他自己這樣好了解的，「無聲如是現」，無聲音，自己好像有些解答

般的。我不是獨覺，我就不知了，他那樣講，又講得很有趣。即他會影響你。

這種人我又見過。你的身體哪一部分不妥呢？他坐著，對著你坐，你不出聲，

他不出聲。他好像用氣功的，覺得有種氣走去你處上。你的身體哪部分不妥，

他懂。我認識有一個人，他聽我說法，他在大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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