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知道如何修道，還要知道聲聞如何修道的，這個第一種就是庚一，知聲聞道之

道相智。現在就是庚二，知菩薩道之道相智。是嗎？菩薩的道相智之中，又分開分

二，找到嗎？菩薩道，菩薩修道的智有兩種，一種見道，一種修道。見道，禪宗的人

就叫做見性，唯識宗和三論宗、天台宗等等，就叫做見道。見道即是說你在修行的時

候、修止觀、修瑜伽，瑜伽即是止觀，瑜伽即是止觀，一個人修瑜伽、修止觀，在很

深的定裡面。很深的定是指第幾禪？第四禪，最高，定是最深的，第四禪。

在第四禪裡面加行，先用有漏智加行，就經過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個順抉

擇分。就一入定就經過這四個順抉擇分，之後馬上有漏智就沉沒，無漏智，無漏的般

若智就爆發。那個時候，無漏智一起的時候，就叫做「見道」。見道的時間沒多久

的，一坐的而已，一坐入定的。一見到道之後，跟著就入修道。見道入修道。

當你見道的時候，你就斷除，斷除無始以來一切一切那些分別煩惱，由我們的思

想分別而起的那些煩惱，斷除掉。但是，那些俱生的煩惱，即與生俱來的，不是由思

想引起的，那些俱生煩惱，就未曾動過。俱生煩惱未斷除，見道是這樣的。斷除全部

分別煩惱，但俱生煩惱尚未斷除。那就要什麼？見了道之後要不斷練習、不斷修止

觀、不斷修瑜伽，好像鐵成針一樣，慢慢、慢慢將那些俱生煩惱，逐品逐品，俱生煩

惱，俱生煩惱有好多的，貪、瞋、癡、慢、疑、惡見，這些俱生煩惱。每一種煩惱都

有九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

下品。每一種煩惱都有九品的。逐品逐品除，先把上品煩惱剷除。

上品煩惱最容易除，太顯著，上品煩惱剷除了，慢慢剷除到它的中品，不是，上

上品剷除完，就是上中品。上中品剷除完就上下品，逐品剷除。你可能一世都剷除不

了幾多，可能要很多世才剷除得一品煩惱。你不要以為很容易，「啊，修了十年，都

未剷除」，笑話，可能修十世都未斷得一品煩惱，十年是多麼少的時間。你不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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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動不動幾多世，斷除煩惱，俱生煩惱。

分別煩惱就很容易斷，智慧好些就斷到，俱生的，俱生煩惱是那些？例如：見到

人吃好東西你就流口水，這些是俱生的貪，你想斷除它，談何容易？別人吃東西你不

看，就不起。別人在你旁邊，你的肚又有點餓，那你一定吞口水的。這是俱生煩惱、

俱生的貪。你怎修道，你肚餓，別人在旁邊吃好東西，你都不吞口水，若無其事的。

這些不容易的，你勉強控制著就可以。今年你勉強控制著就可以，到明年你不控制，

一樣不行，即是未滅除。

所以，除一品俱生煩惱，不是十年八年的事，動不動幾多世的，所以你不要責怪

說「他修行了幾十年都還是這樣」。你學過這些你便了解，去修行十年八年是多平常

的，對不對？你說修十世八世都未必剷除到一品，可能幾多劫，那些無邊煩惱，以劫

數計，是嗎？即這樣那些人以為唸了什麼一千經，什麼都不靈，人家喇嘛動不動用十

萬八萬，十萬八萬來做單位的。修行是一世一世去做。

一見了道之後，因為那些俱生煩惱仍未動過、未剷除，要經什麼？經兩個無量

劫，兩個阿僧祇劫。經第一個阿僧祇劫完了，就可以做到什麼？俱生煩惱不起現行，

平時它不起，但它的習氣仍然有。怎樣習氣？很簡單，譬如你的俱生，譬如人類有些

欲界俱生煩惱。有一個人見到女子，你會眼吼吼看她，你說不看，但你的心都去了看

的，這些俱生煩惱，你想說，「我控制不看」，得，但你不控制的時候，你的眼又會

看。

你一直修，修很多世，能夠修到第八地，一個阿僧祇劫，它不起現行了，在你正

前面你都懶看，沒有興趣，這樣，你就是一個無量劫的小劫。一個無量劫，一個阿僧

祇劫不過是不起而已，種子習氣仍然有的。你怎知道他的習氣有？很容易看到。它不

起，但無意中，例如有個女子會在他旁邊，他會拍人之類，拍拍你，「多看一眼」這

樣。一看，當他一拍的時候，他自己覺得不應該拍你幹什麼。一眼看下去，當他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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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的時候，你即刻「沒什麼興趣，有什麼好看」。

到第八地，沒什麼興趣，吃東西又是，你肚餓，別人在旁邊食，食魚翅竹笙，你

不起興趣，八地菩薩。所以你不要隨便話別人，「你修了十年都還是這樣」，他修行

十年，這才是平常的事。他不是八地菩薩，八地菩薩就不動地。還是習氣，要第八

地、第九地、第十地，再經三地。這三地是什麼？又第二個阿僧祇劫，即總共第三

個。第一個阿僧祇劫完就見道，第二個阿僧祇劫完就入第八地。入了第八地之後就開

始第三個阿僧祇劫。第三個阿僧祇劫完，然後把那些俱生煩惱習氣剷除。

這樣，你說是幾長遠的事情。你又不要說「那麼長遠 」怕長遠就會怎樣？有⋯⋯

兩種人，一種人就說「我不如去生極樂世界了，我不搞那麼多了，阿彌陀佛，生極樂

世界」，但原來生極樂世界還是要修，還是要修的，不是說生了極樂世界就把阿僧祇

劫縮為半個，不是的，你一樣是要修的。而且，你入到極樂世界，就很難找機會讓你

修。

修的機會不是沒有，即是你想修行布施、持戒那些波羅蜜多，反為機會少，極樂

世界哪需要布施？都沒有窮人，施捨什麼，對不對？沒有病人，用不著要看病，要你

看護？對不對？沒有人鬧人的，用不著要你忍辱？反為難得在極樂世界。所以，佛家

的人不要生天，生天沒有那麼多機會讓你修。人間多些機會讓你修。

一見了道之後，第二個阿僧祇劫開首，你就要逐品逐品俱生煩惱斷，總共要一個

阿僧祇劫，即第二個阿僧祇劫，不到你急。第二個阿僧祇劫實在有幾年？沒有得計，

其長就計不到，不過就這樣，如果你精進勤修，那個阿僧祇劫就短一點。你懶惰懈

怠，就其長無比。這個就是修道。禪宗叫做「保任」，見道就是見性，見性了之後就

保任了。禪宗叫「保任」，「保任」即是修道。

菩薩就要有那種了解怎樣去修道的那種智，知道菩薩是怎樣修道的那種道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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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見道，第二修道。他見道又分兩點，見道又分兩點，壬一、壬二。壬一就跟你說

見道，當你見道的時候，在定中經過十六個剎那的。一個、二個剎那這樣出現的，

「略標剎那」。因為見道和小乘人一樣，苦集滅道四諦，每一諦有四個剎那，略標出

剎那。然後壬二是廣釋修相，詳細解釋怎樣修。我們看回，壬一，略標剎那。我這本

不見了那頁。44，48，由它…我們重溫那幾句偈：「由諦與諦上，忍智四剎那，說

此道相智，見道具功德」。

小乘人修見道的時候，他譬如修苦諦，先第一個剎那，在第四禪那裡修觀，那個

觀那時很定，那個觀亦很清楚。止觀雙運那時候，就把法，「法」即經裡面講給你

聽，釋迦佛在經裡面講給你聽，這個世界、這個人生是苦的，有生苦，有老苦，有病

苦，有死苦，有求不得苦，有愛別離苦，有憎怨會苦，有五陰盛苦，有這些苦的。又

或者，分做三苦：苦苦、壞苦、行苦。經所講的。把經裡面所講的這種道理、苦法、

人生是苦的這種道理，經中所講的這種道理、這種苦法。

那你就觀。觀的時候，你在第四禪觀，很清楚的、很親切的。那時候就起一種智

慧，那種智慧我們叫做「忍」，「忍」者即是把苦的道理認識得很清楚，就是苦法的

忍。當你苦法忍起的時候，你就斷除多生以來由分別而起的、醉生夢死，執人生、執

世界為樂的那種執剷除。我們的智慧斷煩惱，普通就有二道。一種叫做什麼？「無間

道」，昨天講過了，講過了，記不記得？一種叫做「無間道」。無間道剷除煩惱，就

是無間道。「忍」就是無間道，斷除煩惱的，「道」字當「無漏智」解，「道」在佛

經裡面，「道」字當「智慧」解的。無漏的無間道來的，斷煩惱的智慧叫做「無間

道」。就在苦法忍裡面斷除那些執苦為樂的那種煩惱。

跟著那些苦法忍沉沒，第一剎那苦法忍沉沒，第二剎那起，就是苦法智。對於經

論、對於經裡面講「世界是苦的」、「人生是苦的」這種道理、苦法，就起一種更清

楚的智。那忍又是智，智又是智，那有什麼分別？分別就是這樣：忍是革命性的、消

極的、斷煩惱的；智就是什麼，解脫道，斷除了煩惱之後，享受那種解脫的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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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那種執著，就叫做「解脫」。積極性的智是解脫道。

對於苦諦的道理，起，在第四禪觀，先將「苦法是苦的」，我們不要執著、不要

沉迷，那就起一種無漏智，剷除那些對苦的人生都沉迷、愛戀，那就是無間道。跟

著，無間道沉沒，過了一剎那，第二個剎那、苦法智起了。那時候起的時候，沒有了

那沉迷、以苦為樂的那種執著沒有了，沒有了這種煩惱，那時候很安然、很享受那種

解脫的境界，沒有那種執苦為樂，沒有那種煩惱。那時候的解脫道叫做「苦法智」。

跟著第三個剎那，如果小乘就是這樣，大乘都差不多。活在欲界的人生，我們在欲界

修行的嘛，欲界的人生固然是苦，色界人生一樣是苦，無色界一樣是苦。

我們了解，欲界的人生、欲界的眾生，固然是有苦，色界 假使你死了，生在⋯⋯

色界、無色界，你以為真的沒有苦嗎？不是的，一樣有它的苦，不過它是色界的苦和

無色界的苦，就不是我們欲界的苦而已。所以，色界和無色界，都是同欲界一類，都

是苦那類東西來的。那就叫做什麼？叫做了解欲界之外色界無色界都是苦那類的了。

這樣起一個智慧。這個智慧就叫做「苦類忍」。

為什麼叫做「忍」？它斷除煩惱，斷除貪戀色界、無色界的那種執著，剷除它。

是無間道來的，苦類的無間道。無間道起了之後，第三個，下面的剎那，即第四個剎

那，就是苦類智。欲界、色界不是，色界和無色界都是跟欲界一類，都是苦的，決定

如此。那些執著、煩惱沒有了，安享在這裡，不讓那些欲界、色界(色界、無色界)

的，不讓那些執著欲界、色界(色界、無色界)是樂的那種煩惱，那時心很逍遙解脫，

那時的智叫「苦類智」。

苦諦，四個智，四個剎那。很快的，在定中，一眨眼它就現完了。我們不慣就很

久的，觀一觀一剎那。苦諦如此，跟著就觀集諦。苦是有原因的。苦的原因是什麼？

前生的業。為什麼有業？因為有貪、瞋、癡那些煩惱，由煩惱而作業。有了煩惱就作

業，作了業然後引伸今世的苦果，所以今世的苦果就要前世的煩惱和業為因，招集所

5



來的。於是就觀集諦。

集諦，又四個剎那。第一，你填下去了。集即是煩惱和業，前生，經裡面佛講，

說我們為什麼有今世的苦果？由於前世的煩惱和業。經所講這種道理，就叫做「集

法」。對於集法，佛所講的確是如此的，我們一定要慎莫作因，如果不是，一作因，

就一定會有苦果的。我們的苦，不是天給我們，亦不是人可以逼迫到的，完全是自作

自受的。那就於是，把那些迷執的煩惱、集諦有關的那些分別煩惱剷除。

集法忍就一個無間道了，集諦的第一個無間道。無間道之後，就是什麼？解脫

道。集法智。聽不聽得明？你新聽，聽得明嗎？明嗎？聽聽就會明，但你就不要聽一

日不聽一日的。我們在欲界修，欲界如此，苦由集來。色界、無色界又如何？也是一

樣，同一類也。就叫什麼？「集類忍」了。類忍不需要詳細講，你自己詳細想就行

了。又一個無間道。

跟著，集類智。又四個剎那，那就八個剎那。他說給你聽，原來見道的時候，一

個剎那好像這樣，所以小乘的人一定要讀經。如果你不讀經，就連苦集滅道四諦都不

明白的，你怎樣起忍、怎樣起智？跟著觀滅諦，涅槃。涅槃就真是好的，為什麼呢？

在涅槃這種狀況裡面，苦的因沒有，苦的果亦滅。沒有苦的因，沒有苦的果，又不是

無，一種永恆的、恬靜的境界，那種境界是我們值得去追求的。

佛都教我們去修、去證它。那了解的時候，就把那些什麼？把那些外道所講，不

信有涅槃的那種煩惱、執著掃除。那就於是，「滅」即是涅槃的別名，滅法忍。又一

個無間道。跟著，第二個剎那、下一個剎那，滅法智，解脫道。跟著，滅類忍，把你

的欲界煩惱都停息，可以入涅槃。色界和無色界煩惱停息，一樣可以入涅槃，同類，

於是滅類忍、滅類智。又四個剎那。

三四一十二剎那，見道的時候，小乘見道。又，依據佛經，佛又跟我們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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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證涅槃，就要修什麼？修道。修什麼道？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

力、七覺支、八正道，總共三十七個覺支。這些叫做「道」，我們修這種道，自然就

可以證到滅諦涅槃了。於是，我們在深的第四禪裡面觀，觀到止觀雙運，覺得修這個

道一定是可以證涅槃的，於是親切起這個道法忍。跟著，道類忍，不是，道法忍、道

法智。跟著，道類忍。跟著道類智。經過四四一十六個剎那，小乘人見道普通經過這

十六個剎那就證得預流果。

由第一個苦法忍開始就見緊，見道的時候就好像坐火車經十六個站，到最後那個

站，道類智、到達預流果。不是阿羅漢，預流而已，預流果而已，須陀洹果而已。那

證一來果又怎樣？一來果那些俱生煩惱，那就斷，斷了俱生煩惱，斷到六品，九品之

中斷到六品不就是一來果。又是要這樣，又是要經這十六個剎那。

小乘是這樣，大乘用不用這樣？大乘人，都是一樣這樣，為什麼？大乘人你成

佛，將來要教那些小乘人的，對不對？所以你在，你大乘人見道的時候，一樣是把小

乘的見道、的歷程表現一次。不過他什麼？不用，不用修的。在見道的時候，這個沙

沙聲，十六個剎那出現，就不需另外修的。

他大乘人見道的時候亦經過這個，小乘人要修很久，然後這個智才出現。大乘人

不用的，就在這裡一入觀，就出現的了。為什麼這樣？大乘人有超的本領，超有兩

種，修行一定要超的，到了這地位要一超，跳去另一個地位，叫做「超」。超有兩

種，一，以智見超，不用實修的，了解他這種道理，當你見道的時候，那十六個剎那

就出現，以智見超。小乘人那十六個剎那就要什麼？經過多少個十年或多少世修行，

步步實修的，那然後才逐步超的，小乘修行。

大乘人見道，《現觀莊嚴論》說它都是這樣的。《大乘唯識論》就補充，補充這

裡的，不過《現觀莊嚴論》都有講，就暗講，沒有明講。《成唯識論》就明講，《成

唯識論》說大乘人見道的時候，除了好像小乘一樣，在定中裡面把四諦十六剎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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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道的十六剎那依次出現之外，還有一心見道。甚麼是一心見道？你平時就修觀，境

是空，心又空，心與境一齊空，修慣道，那你在見道的時候，先先是境是空，跟著心

亦空，跟著心與境一齊空，當你觀到心與境一齊空的時候，那些名相通通(全部)沉

沒，突然無漏智道生起，一剎那出現，就覺得境是空、心是空，無所謂境、無所謂心

的。

入了去那種什麼？入了去一種什麼狀態？入了去那種好像《心經》裡面所講「不

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那狀態，那時就一心見道，一剎那就證到真如了。一

心見道的時候，就先起了個無間道，斷除煩惱，跟著解脫道，又是一心的，大乘，加

多一個的。那你會問：「一心見道先，還是好像小乘人一樣，十六個剎那先呢」？應

該是一心見道先。一心見道要修空觀。那修的時候是怎修呢？小乘人修，又是十六個

剎那，大乘人修，一樣經過十六個剎那，但有些不同的，多了一個的，多了個空慧攝

持著，小乘就沒有空慧攝持著。有個空慧攝持著之後，那就不同了。情況是怎樣的

呢？下面給你講。

壬二就是廣釋修相。我讀哪句你就幫我標，先標點它。「真如與諸智，」 (一

撇)；「無互能、」(一個橫點)；「所依，」(一撇)；「故不許差別。」一句；「廣

大。」一句；「無能量。」一句；「無量。」又一句；「無二邊。」又一句；「住彼

於色等，」(一撇)；「執為佛自性。」一句；「無取、」(一個橫點、頓號)；「無捨

等。」一句；「慈等。」一句；「及空性。」一句；「證得佛陀性。」一句；「遍攝

諸淨法。」一句；「除遣諸苦病。」一句；「滅除涅槃執。」一句；「諸佛守護

等。」一句；「不殺害生等，」(一撇)；「一切相智理，」(一撇)；「自住、」(一個

頓號、橫點)；「立有情。」一句；「所修布施等，」(一撇)；「迴向大菩提。」一

句；「是道智剎那。」一句。

好難解，對不對？我們看看下面。「道相智所攝之見道中有十六 那」，有嗎？刹

那十六剎那是怎樣？第一，苦法忍，第一個。苦法忍他怎講呢？「苦諦真如與佛現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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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之智，「道相智所攝之見道中有十六 那」，「於勝義中不許能所依差別」一句。刹

「現證無彼之大乘見道即苦法忍」一句。他這句，即是看回頌文：「真如與諸智，無

互能、所依，故不許差別」這三句。這十五個字是講苦法忍的。解它。苦諦真如，來

到這裡，你會問我：「苦諦有真如的嗎」？「真如」兩個字，在佛經裡面兩個解法

的，一個是指，即是諸法實相，天台宗叫做「諸法實相」、「諸法實體」，即是「本

體」，即是指哲學上的本體，一個宇宙本體，一個解法。

第二個解法，當「真實道理」解的，不是當「空性」解的，不是當「本體」解

的。這個「苦諦真如」，即是「苦諦真理」。苦諦真如，苦諦的真理。又可以這樣

解，你直接當「諸法實體」解亦可以。由苦諦、觀苦諦而證到的真如，當這個解，對

不對？都可以的。「苦諦真如」即是境來的，「與佛現證彼之智」，與及佛現證到這

種苦諦真理那種智，真如是境，佛證真如那個智就是心，對不對？境還境，心還心，

普通就是這樣，這「苦諦真如」即是「苦諦真理」，「宇宙人生是苦」這種真理，就

是境、理。

佛能夠證到它的智慧，這個智慧是心來的。心是心，境是境，在世俗諦。他說，

在世俗諦，就說「這些是境，那些是心」，有這種分別，有差別。但在勝義諦裡面，

「於勝義中」，沒有分別的，無所謂境，無所謂心，「無互相能依所依」，怎樣是能

依所依？境是所依，心了解境是能依，我們的智慧、我們的心智，依據這種道理，道

理是所依，心是能依這種道理去證，就是能依。

他說在世俗諦裡面，有境有心，有互相依賴，境與心互相， 有能依、所依之⋯⋯

分。在勝義中，沒有互相「你是能依，我是所依」，沒有這種東西的，沒有這種情況

的。「性」字當「情況」解。「於勝義中不許能所」，能依與所依的差別、分別的。

他說，當一個菩薩，第一個剎那證到苦法忍的時候，覺得苦的真理和我們的智慧好像

渾然一體那樣的，因為有空性、空慧攝持著。「現證無彼之大乘見道」，當時那個菩

薩見道的時候，能夠用現量證得，「無彼」，沒有什麼？沒有那種能依所依分別，那

種大乘見道。那就和小乘見差很遠，對不對？小乘見道是知道「這是苦」而已，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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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都知道「苦的境和我的心證得苦，都是空、幻的」，多了點。這就是苦法忍。

這樣的。聽不聽得明？即是，把小乘的了解之後，他就多了個空性攝持。當你另

日說法講經的時候，別人問你，有什麼不同，大乘多了個空慧攝持，大乘有空慧攝持

它，那麼有空慧攝持和沒有空慧攝持，有什麼不同？你跟他講，小乘即是觀它「確是

苦的」，還會什麼？還會稍稍執實它是苦。大乘就不是，知道苦是空的，是苦，但這

個苦是空的，我能夠了解它是苦的這種智都是空的，是用這種慧去攝持。不是說它沒

有苦，不過知道它是空。

就是這樣不同。第一個剎那的情況。聽不聽得明？第二個剎那的情況，苦法智，

對不對？苦法忍的時候就是除煩惱的，無間道。苦法智就是解脫道。解脫道即是什

麼？即是我們先看頌文：「廣大」兩個字，就是指苦法智。第二，苦法智，「廣

大」。什麼叫「廣大」呢？「謂色等」，「色等」即是什麼？色受想行識等，「由勝

義實空之空性遍一切法故，其能緣之般若波羅蜜多亦成廣大，即苦法智」。

怎解呢這裡？為什麼說它廣大呢？因為，他觀這個苦法智的時候，就觀什麼？觀

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的身為對象。那就知道，這五蘊都是空的。用這個勝義、在勝義諦

來講，實在沒有五蘊的，五蘊皆空的。用這個「勝義實在空」的那種空的理，知道遍

於五蘊，任何一蘊都是空的。那樣變了所緣的境的空性遍滿一切，就是所緣的境廣

大。所緣的境廣大，能緣的智慧亦廣大，「其能緣之般若波羅蜜多亦成廣大」，所緣

和能緣都廣大，多了個空性，這個就是苦法智了。

即是第二個剎那解脫道起的時候，覺得好像能緣所緣的空性都遍滿，很廣大的，

享受這種狀態。那你會這樣：「是不是在這定裡面起幻想，怎樣廣大，它就怎樣？」

這樣，不是的，他是怎樣，他是在第四禪這個定，那種現量智很貼切地體驗到的，不

是幻想的，真是覺得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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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苦類忍，其他都是那類。我們先看頌文：「現證苦諦於勝義中『無能量』

之量，是苦類忍」。小乘人就欲界色界來同類，大乘就不用。用什麼？那個境是苦、

是空，能夠了解這種境的那種量，「量」是指「心」，「能量之量」即是能了解東西

的心、的心智，都是空，都是那類。境是空，所緣的境是空，能緣的心都是那類的，

都是空的。講到這裡，跟你講，大都是這樣。法忍法智、類忍類智，小乘講的

「類」，色界和無色界都是和欲界一類，都是苦的。

小乘是這樣「類忍類智」這樣類法。大乘就不是，大乘多數是怎樣？大乘亦有用

這樣的，不過有時它用另一個，就是怎樣？五蘊的境固然是苦。能夠知，這裡「知」

它用「量」字，能夠知道五蘊，能夠知道五蘊是苦的心智，也是，也同一類是苦的。

就是這樣。境是一樣，心智和境都是同一類的。大乘多了個，又不用三界，不用欲

界、色界。聽不聽得明？唯識就是這樣，用境和心。

除了知道苦之外，它又加個空慧去攝持著。怎攝持呢？五蘊的境固然是苦的、空

的。能知五蘊是苦的、空的、的心智也同一類是苦的、空的。多個空慧攝持著。聽不

聽得明？我寫這些白話，聽不聽得明？這處不太明？五蘊是苦，無錯，但這種苦是空

的，不是實的，明了嗎？五蘊固然是苦，不是實，能夠了解五蘊是苦的這種心、這個

智慧，這種智慧也是苦的，同一類的，也是空的。類智，類忍類智，對不對？他說，

這樣的空慧所緣的境是很廣大，因為這個空性，無不遍滿的。這個能了解空性的智、

空智，一樣又是廣大。就是「廣大」，這個就是苦法智，不是，苦類忍，「現證苦諦

於勝義中『無能量』」，「無能量」即是無能知的心，量，「能量」即是能知的心，

苦類忍。

第四，苦類智。「現證苦諦勝義『無量』，即苦類智」。再現證，剛才所講，苦

諦在勝義中，是無量的，沒有能量的智的，亦沒有所量的境的，「確是如此的」這

樣。再重複一次，第一次就是要斷煩惱的，第二次重複的時候，沒有了煩惱的。那苦

法忍、苦法智、苦類忍、苦類智，就齊了，對不對？看不看得明？苦類忍和苦類智差

不多的，不過苦類忍，忍就是剷掉，智就是享受。聽不聽得明？好了。這四種，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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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的四相，對不對？苦諦的四相，他與你說：「此是苦諦四相」。

第一相，即是苦法忍，和第三苦類忍，這兩個剎那就是所對治的種子的真能對治

道，對付那些分別煩惱的種子，能夠對治的無漏智，無間道，無漏智中的無間道出

現。第二、第四那兩剎那，那是苦法智和苦類智這兩個剎那，「是從彼所治種子解

脫」，被這種子束縛到，那個解脫道。苦諦如此，集諦、滅諦、道諦也是一樣。凡是

忍都是無間道，凡是智都是解脫道。這個「無能量」就是苦類忍。頌文：「無量」，

就是苦類智。兩個字，對不對？在旁邊用鉛筆寫兩個字，「苦類智」那不就行了？對

不對？

第五個剎那，就是什麼？集法忍，對不對？。「現證集諦勝義『無』常、斷『二

邊』」，「常」就是什麼？講到這裡，怎謂「常」，怎謂「斷」呢？本來有的不滅，

就叫做「常」。本來有，不是現在才有，現在才有都不是叫做「常」的了。舊時已經

有，不知何時已經有。有了之後以後都不滅的，這種叫做「常」。有集就無常，為什

麼？不起煩惱不作業就沒有果。果就是無常的，對不對？

能夠生果那種苦，不是，能夠生果那種煩惱和業就叫「集」，未起的時候，現在

後來起，那就是無常，對不對？所以集諦就不會是常的，對不對？但集諦又不會斷

的，為什麼？集諦會引生到果的，起了煩惱和業就會引果。會引果就不是斷了，

「斷」是斷。所以這裡他說，第五個剎那現證得集諦的時候，小乘人只知道有煩惱和

業就會引果，大乘人多了空慧攝持，即是什麼？除了集諦是煩惱和業會引果之外，也

知道集諦本性是空。集諦既然是空，就中道，就無離開常斷兩邊執的，非斷亦非常。

不斷，即是不滅，對不對？非常，不生。能夠這樣，多了這樣觀的，就是集法忍了。

即是「無二邊」這三個字。

第六，集法智：「『住彼』集法忍之瑜伽師，『於色等』上定『執佛性』實空，

是集法智」。「住彼集法忍之瑜伽師」即是「瑜伽師」，即是修止觀的人，「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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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止觀，「師」即是「人」，能修止觀的人就叫做「瑜伽師」，很簡單。「住彼集法

忍」，能夠在定中、能夠住在集法忍這個定的時候那種瑜伽師，他就如何？對於色、

受、想、行、識之上，他有種執。這色受想行識五蘊本來是空，亦無所謂叫做佛，佛

的性都是空，他就執著，一切都是空，連佛的性都是空。

集法智的情況就是這樣。即是不只是什麼？離斷常二邊。離斷常二邊，不就即是

中道的空性。中道空性不就即是佛的性。那就執著，佛的性都是空，離斷常二邊那種

境界都是空的。這就叫做「集法智」。看回頌文，即是什麼？「住彼於色等，執 佛爲

自性」。住在這種集法忍的時候，就再進一步，對於色受想行識五蘊，知道實在是空

的。這個空性就是佛的自性。

集類忍、集類智。第七，集類忍。「現知集諦於勝義中『無取捨等』，即集類

忍」。現量證知在定中，集諦於這種道理，「煩惱和業可以產生果」這種道理，這個

不過是世俗諦的講法。我們取，我們知道集諦，我們能夠了解集諦是這樣，又知道集

諦是能取果。有取就有捨，有取。我們知道這個「取」字當「了解」。有了解就有不

了解，總之了解又好，不了解又好，了解不了解都是世俗諦才有的。在勝義諦裡面，

沒有所謂叫做了解。那樣，都是空那類。就叫做「集類忍」。即一個心能夠了解、能

夠取的心，都是空的。

第八，第七我們再先看頌文：「無取無捨等」一句，就是集類忍。第八，第八個

剎那，「能修『慈』悲『等』四無量之功德，即集類智」。為什麼集類忍就知道苦，

煩惱和業產生苦果，於是入這種定的人，就會知道那些眾生常常起煩惱、作業，受生

死輪迴的苦果，都是可憐的那些眾生。於是這個修觀的人，就起慈悲喜捨的心。當他

起慈悲喜捨的心的時候，他亦同時知道，那些眾生是假、是空，眾生的苦集，集、眾

生的煩惱和業都是空，而他自己能起慈悲喜捨這種功德都是空的。用空性攝持，那時

候他這樣修慈悲喜捨。看回頌文：「慈等」兩個字。這四個剎那，集諦。「此是集諦

四相」。

13



集諦那四剎那相。滅道，滅諦，第九個剎那。「現證色等真實空之『空性』，即

滅法忍」，用現量證得色受想行識等是空的。空又不是等於沒有了，空掉一切執著，

這種空的狀態是不空的，這種空性是不空的，真實的空性，能夠了解到真正的滅諦，

這個真如。了解的時候，又起滅法忍。就是第九，滅法忍。看回頌文，「及空性」，

這個滅諦涅槃的體質即是空性，空性即是真如。

第十個剎那，「所修善根能得『佛果』，即滅法智」，一到滅法智的時候，知道

他現在證到、知道那個空性，涅槃空性。這個涅槃空性，就是佛的果。佛的果不外是

菩提與涅槃，是佛果的一部分。這就是修行的人所追求的目標來的。那時候，滅法智

出現，就是解脫道。和無間道差不多的，不過再來一次，沒有煩惱的。煩惱已經斷

了。

第十一，不是，我們先看回頌文：「證得佛陀性」。第十一個剎那，滅類忍。

「具足『遍攝』滅類忍中『一切淨法』功德，即滅類忍」。滅類忍就有種什麼功德？

剷除顛倒煩惱。剷除什麼顛倒煩惱？有些人就說沒有涅槃的，現世就是涅槃，享樂就

是涅槃，不需要有個不生不滅的涅槃的。有些人是這樣的，不信有涅槃的，那些是煩

惱來的。他說，在滅類忍的時候，把這些不信涅槃等等的煩惱掃清，那就產生一種敬

仰涅槃、勤修、趣向涅槃那種淨功德。知道涅槃要很多清淨的功德。到那時候就知道

滅諦的涅槃，涅槃，我們證得涅槃，我們的智慧亦具有很多清淨功德的。

那時候，就是滅類忍。滅類忍，第十一，看看頌文：「遍攝諸淨法」。滅類智，

第十二，「具足『除遣』外界『一切苦害』及內身『一切病惱』之功德」，一到滅類

智的時候，就開首有這種功德，這種什麼功德呢？除遣外界一切苦害，外來的刀兵

劫，或者什麼傷害你的東西就除遣了、排除。怎樣除遣我就不明了，為什麼這裡會，

你行街汽車都不會車死你，原子彈爆炸都等你走了才爆的。這樣我就真是不明白，他

又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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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彌勒菩薩的講法，他沒有詳細的理論解釋。不過你是佛教徒，你是大乘佛教

徒，你應該信他。具足能夠排除由外和內而來的一切苦害，和內身所產生的一切疾病

都可以。有這種功能。善的功能就叫做「功德」，這個就是滅類智。一到你滅類智的

時候，有這種功德的了。如果這樣，就真是要見道才行，只是這樣東西已經夠呢？以

上四種就是滅諦四相，我們再看滅諦四相的頌文：「除遣諸苦病」一句。

我們又看道諦四相，聽不聽得明？累嗎？你都幾叻，聽了那麼久也不累，這樣可

以增強信心，即能夠做到這些，就有這種的功德的。他那時會 一入了地之後他可⋯⋯

以作咒，作咒給別人唸這個咒就會好了。地上，未入地那些製一些咒呢？都可以，有

些靈驗的，有些外道咒都有些靈的。都是小小的可以，外道那些只可醫牙痛。那些大

的咒，大咒大法，那些地上的大菩薩，下面有講的，一到七、八地，就可以說咒給別

人唸而靈驗的。

你看，第十三個剎那，是道諦的道法忍。「息滅實執涅槃之戲論」，一到道諦第

十三個剎那，跟普通人不同。普通人你是一個佛教徒，你執有一個實的涅槃，你就去

證，小乘人都會有執的。大乘有個空慧攝持著。他說，執著涅槃是實有的，都是戲

論。沒有了，到這個時候，一到道法忍，連這種戲論，即是這種法執都可以剷除。第

十四，這個第十三，道法忍，即是那個頌文的「滅除涅槃執」。

第十四。第十四個剎那，我們看。「安住道法智之瑜伽師」，就有什麼？「為諸

佛守護之功德」。他說一到，過了道法忍之後，就會有諸佛守護你、保護你，你不會

墮惡趣，不會有禍患。到那個時候就是諸佛守護。他只是說有這種功德而已，道法智

是怎樣你自己想了，對不對？這個，你一發菩提心，就已經有那些善神保護你的，去

到哪裡善神都保護你的，一到你一見道，第十四個剎那，十方諸佛守護你。

所以有些人說，這些漸教就容易墮落。怎會墮落？十方諸佛守護你，怎會墮落？

這是第十四個剎那。我們看回頌文：「諸佛守護等」一句。又看回，第十五個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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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斷除殺生等十惡，遍知十善是一切相智之因(之)理，自己安住，亦安立他，此

智即道類忍」。他又是只講你知，彌勒菩薩這裡全部都只是講功德，他不講那樣東西

的本質的，他當你自己知了。他說，一到第十五個剎那的時候，你那時候一經過第十

五個剎那，你自然能夠斷除殺生等的十惡，那十不善道，十惡。又遍知十善，你行十

善就是你成佛得一切相智的因，那道理，你會很深切地了解，到那時候你就會有深切

的明了。

他說，你一明了之後，你一起，出定的時候，「自己安立」，自己能夠站穩，修

十善、去十惡，「亦安立他」，亦教化些眾生，令受教的人能夠站得穩、安立。「此

智即道類忍」，你能夠做到這樣，你一到道類忍，你出定之後，你能夠做到這樣。我

們又看看頌文：「不殺害生等 一切相智理」，即是知道不殺害眾生，不偷盜等等這

些是將來得到一切相智，「一切相智」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理」的原因，知道

之後能夠自己安住，亦能夠令到有情安立，那些其他受教的眾生。那是不是這樣，我

們要見了道、第十五個剎那才知道呢？不是。他的知是什麼？現證、現量證知，在定

中現量證知，我們就在比量，理論知。他這裡講現量，現量做到，或者他在定中看到

是這樣。第十六個剎那，不是，第十五個剎那。

第十六個剎那，我們看。「所修施等六度迴向大菩提果，即道類智」，修行六波

羅蜜，不會為了自己發財升官等等，完全為了將它迴向，將來成佛，將它徹底能夠迴

向。那就是道類智。看回本文、頌文：「所修布施等 迴向大菩提」一句。以上，以

上這十六個剎那，就是道智的剎那，以上就是道相智的十六個剎那。至於道相智的十

六個剎那，見道的時候怎樣，是不是今日起第一個剎那，明天，明天又重新起第一個

剎那，再到第二個剎那？他說不是。「此是道諦四相」，這就結束。

另外一行「此見道十六剎那」，即是四四一十六個剎那，是「一座無間而生」，

記著，你現在入定，譬如一小時、兩小時，在定中入了第四禪，入觀，由煖、頂、

忍、世第一法，經過了， 過了，沉沒了那些世間智，無漏智一起，十六個剎那連⋯

續，一連一座，即是入一次定，十六個剎那出齊了，那你就叫見道。一座，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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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你說，一點一點的試，那些不算，這本論的好處就說你知是一座的。如果你

是一點點、試試的，他下文都有講的，一定是在四禪的，不會是走著走著就不是的。

見道，菩薩見道是這個情況。菩薩要了解見道時的道相智，要了解。那見道之後，出

定就修道了。修道是怎樣呢？那就留待另日再講。他分二，講修道的作用，和修道

的，有這種作用的修道的狀況。所以西藏那些黃教喇嘛，對於經教和修道是多麼清

楚，個個都很熟這本書，考試的時候要出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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