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淨修道我們讀了一部分。清淨修道裡面分四，丑一到丑四。丑一就是講因的差

別，清淨修道的因有幾多種類呢？「差別」即是分幾多種。丑二就是所緣的境，境差

別，讀了。丑三，得的果差別，又讀了。丑四，自性差別，未讀。因差別讀了，境差

別讀了，果差別讀了。

現在，讀丑四，自性差別。裡面又分二。「自性」兩個字若譯做現代語，應該譯

做「本質」，「本質」。裡面分二，寅一、寅二。寅一就說明，是否最清淨的差別。

然後，寅二就建立、說明，建立佛的清淨才是最清淨。寅一就說明是否最清淨。我們

先解偈：「對治九地中，」(一撇)；「上上等諸垢，」(一撇)；「謂由下下等」這裡

不要撇，「諸道能清淨」(一句)。這裡可以先解它的偈。即是，一個菩薩見了道之

後，還要經歷十地。在這十地裡面，在地地裡面，將三界九地的煩惱剷除。「對治九

地中」的「九地」就不是指菩薩的十地，而是三界中的九地。三界裡面，欲界一地、

色界四地、無色界又四地，三界合起來就九地。每一地都有那一地的煩惱。

譬如欲界，欲界的煩惱最緊要是什麼？貪。貪什麼？貪食、貪色。欲界的貪，有

分做九品、九級。欲界貪食有些很貪的，那些是欲界貪食的煩惱強。有些很平淡的，

食不食也沒什麼所謂的，那些貪食的煩惱弱。強的是上品，顯著的。弱的就是下品。

又譬如欲界的男女之欲的貪，普通人叫它做「性慾」，這就是欲界貪，色界沒有的。

又分做九品。強的就做什麼？通街撩女人，或者去強姦，這是最強，欲界的情欲的

貪，最強。稍為弱一點的是做什麼？他不是強姦，他是四處去撩別人。再弱一點的是

什麼？不會去撩別人，只是囉唆下人，少少。再弱一點的是怎樣？常常看別人、跟著

別人。再弱一點的，有禮貌一點。再弱一點的，就是心常常想，這樣一級級，九品。

九品即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等九品。

九品，愈高級愈強，愈上品愈容易剷除，愈下品就愈難剷除的。為什麼？下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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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覺，上品很容易覺。既然如此，如果你想斷除欲界的上品煩惱，很容易斷除

的。用那些低級的，即是你想斷除欲界的上上品煩惱，你就要什麼，只要用下下品的

智慧就可以斷除得到，不用上品智慧。你想斷除上中品的欲界煩惱，你就要用什麼？

用下中品的智慧，就可以斷除。即是愈顯著的煩惱，就要愈低的智慧去除。愈低級的

煩惱、愈微細的煩惱，你就要用很猛利、很高級的智慧才除到。

為什麼？低級的煩惱難除，高級的煩惱容易除，不可不知。他說，對治三界九地

中的煩惱，欲界煩惱有九品，欲界的貪煩惱有九品，欲界的瞋煩惱又有九品。有什麼

瞋煩惱？殺人放火那些是上品的，打人那些，中品的，吵架罵人那些，下品的。如果

那些含一泡氣、含恨、不捨的，那些就是下下品，下中品、下下品的。即是欲界的貪

有九品，瞋有九品，癡都一樣有九品，慢都亦有九品。好了。色界煩惱，一樣有九

品。色界煩惱，色界有什麼？有貪。入定的人常常入到，好像你入了初禪，初禪那

地，你一入了初禪，你好像忘記了自己，見不到自己的，很爽的，很輕安，很快樂

的，不捨得出定。這是貪，這是色界初禪的貪。

初禪的貪，由粗到細亦有九品。跟著入到第二禪，有第二禪的心，又有九品。即

是地地的貪有九品。色界。色界有沒有什麼，有沒有瞋呢？沒有。欲界有。癡一定

有。無色界有沒有貪？一樣有，覺得無色很爽，這就是貪。無色界裡有四地，每一定

裡都有九品。他說，對治三界總共九地，地地有九品煩惱。每一地都是「上上等諸

垢」，上上、上中、上下等。那用什麼智慧來斷它？「謂由下下等諸道」，「道」即

是「智慧」，下下品的智慧可以斷上上品的煩惱，下中品的智慧就可以斷上中品的煩

惱，下上品的智慧就可以斷得上下品的煩惱。聽得明嗎？「謂由下下等諸道」，就

「能清淨」、掃淨的。這個「清淨」是「掃除」地解。會解偈文了吧。

那讀散文。散文我沒有那本來，我讀我這本你們都明了吧？你們有沒有影印這

本？法尊法師原來那本難讀點的。「有作是念」，有種人起了這種的念頭，是怎樣

呢：「此非說二乘清淨之時」，他說此處是講大乘的，不是講二乘那些清淨境界，不

是講聲聞乘、獨覺乘的清淨境界的，「云何於此宣說清淨之餘，而說佛與二乘是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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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耶」？云何即為什麼？在這裡宣說清淨大乘的清淨境界的時候，你現在又說要將

佛的清淨和二乘的清淨來比較，來說哪個最清淨呢？為什麼要找小乘東西來講呢？

「答：亦可述此差別」，亦無礙的，講講亦無礙的。為什麼呢？「以於三界九地中對

治修所斷能取、所取分別上上品等諸垢，其(能)對治道(自性)，如其次第謂大乘修道

下下品等道，能清淨二障，二乘不能(悉)斷二障故」。

那就答，「亦可述此差別」，在這裡講講它的差別亦無妨。為什麼無妨呢？「以

於三界九地中」，「以」是因為，因為在三界九地中，每地都有煩惱。把煩惱總括起

上來，我們說有兩種。執著，一種是執什麼？執能取、所取。「所取」者即是那些

境，執著所取的境是實有，這就是所取執。能取執是什麼？執著自己的智慧，自己的

心是實有，就叫做「能取執」。他說在三界九地的煩惱中，我們就要想辦法來對付那

些煩惱的。

那我們要修什麼？要修道，這個「道」是指「智慧」，修智慧。那些智慧有什麼

用？那些智慧就用來對付煩惱，「垢」即是煩惱的別名。每一地都有什麼？上上品、

上中品、上下品等九品的煩惱，九品垢。九品垢，能取的執著，即煩惱，又有九品，

所取的執著又有九品。那我們在三界九地中，我們要對付，「對治」即是對付，對付

那些能取所取的分別，「分別」即是執著。怎叫做「修所斷能取，所取分別」呢？能

取所取的執著的分別有兩種。一種是見道所斷，修道所斷的，見道所斷，當我們見道

的時候就一時斷清光的了，修道所斷，那些煩惱就是見道的時候都斷除不了的，要在

修道十地裡面，地地慢慢逐點剷除。見道所斷的那些是什麼？是分別惑，由分別起

的，由思維分別起的煩惱。那些很容易斷除的，一見道就斷除掉。那些修道所斷的叫

做「俱生煩惱」，即是「俱生惑」。

俱生煩惱就是歷劫積聚而來的，那些是很難掃除的，見道的時候動都動不了它

的，要在見道之後，逐地逐地把它剷除。每一地裡面，就要把那些俱生，每種俱生煩

惱分九品來逐點逐點斷除。好了，於三界九地中，就要對治那些修道所斷的分別。什

3



麼分別？能取分別，即是執著有能取的主體；所取分別即是執著有個所取的實的境。

在這些執著上面，每種執著有「上上品等」九品。煩惱有九品，即能對治煩惱的智慧

亦有九品。所以「其能對治道」，「道」是當「智慧」解，「如其次第」亦有九品，

即是什麼？「謂大乘修道下下品等道」，就能夠斷除上上品等的煩惱，「能清淨」、

掃除那些「二障」。

那個「二障」是指什麼呢？所知障、煩惱障。二乘的人就不能斷所知障，只能斷

煩惱障。唯有佛就連煩惱障，所知障都斷除掉。所以，佛是最清淨的，二乘不是完全

清淨的，因為「二乘不能(悉)斷二障故」，「悉」即是「盡」，不能盡斷二障。即是

什麼？即是說，是否最清淨呢？只有佛是最清淨，二乘不是最清淨。聽得明嗎？

現在，寅二，正式說明佛的最清淨。「立」，即是建立，即是說明，說明佛的清

淨然後是最清淨。這裡就要先解散文，後解偈頌。先讀讀偈：「由斷諍門中」不要

撇，「道能量所量  由是平等性，」(一撇)；「遍對治三界」一句。

先解散文。他說，佛的清淨然後才是最清淨，是什麼道理呢？「佛清淨為最清淨

者」的理由何在呢？下面解答：「由於能治、所治次第斷過門中，許大乘修道由能量

之智與所量實空平等性故，是能盡三界諸障真對治故」。他說，「由」，即是由於，

能治煩惱的智慧，「能治」，「所治」即是所對付的煩惱、所治的煩惱，「能治、所

治」相對「次第」，逐品逐品地斷，「次第斷」，斷那些過失，「次第斷過門」，

「門」即角度，這角度中，「許大乘修道」，「許」即是認為，那些大乘的論師認

為，大乘的修道就要什麼？「由能量之智」，「量」者了解，叫做「量」，能了解東

西的智慧，「與所量實空」，與那個智慧所了解的「一切都空，真真實實是空」這道

理，這種空性，能量的智、所量的空，都是平等一樣空的，不只是所量的東西空，能

量的東西不空，亦不是能量的空，所量不空，不是。「能量」者指止觀見解，「所

量」是指對境，能量所量平等是空的，這就是「平等性」。這個能量所量一切都空的

這種智慧，「是能盡三界諸障真對治故」，就是能夠把三界九地的一切煩惱對付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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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能夠對付的智慧來的。懂不懂？譯得不好而已。聽不聽到？

讀經是這樣的，有時候初初不明白，讀多兩三次之後，就會明。下面就有一個問

答：「此處所諍者，謂下下等九種修道，斷除上上等九種實執，不應道理；譬如羸劣

士夫不能摧伏強力怨敵，於劣怨敵不須強力士夫；如是下品修道不能斷除上品實執，

斷下品實執不須上品修道故」。一句。外人這樣問，外人提出這個問題。怎問呢？

「下下等九種修道」，見道後那種修道的智慧有分做九品，對不對？上上、上中、上

下等九品。九品的修道智慧，你那些講般若的人說，下下等由下面數上去的，就「斷

除上上等九種實執」，「實執」即是煩惱，不合理。下下的智，「智」即是「道」，

可以斷除上上的執。下中的智就可以斷除上中的執。

彌勒菩薩就這樣講。現在，外人就說不合理。下下的智，即是那些智慧很薄弱

的，有什麼力量可以斷除得上上品的執著？聽不聽的明？別人不相信。不合理。為什

麼不合理呢？他解釋外人說：「譬如羸劣士夫」，「士夫」即是人，「羸」即是很

弱，「劣」即是沒什麼力的，一個體質很弱，沒什麼力量的人，「不能摧伏強」而有

「力」的怨家、「怨敵」。反而，那些「劣」的、沒力量的怨家、「怨敵」就不需要

「強力」的人去制伏他。這樣，「如是下品修道不能斷除上品」煩惱、「實執，斷下

品實執不須」要用到「上品修道故」。外人就這樣，明不明？

彌勒菩薩就說：不對。反駁他。反駁他的論。因為他上文講，上上品諸垢是用下

下品煩惱(智慧)去斷除，對不對？他說，他不對。於是他答，「答云無過，譬如浣

衣，洗除粗垢不待勤勞，洗除細垢須大劬勞，如是能治、所治亦應理故(理亦應

爾)」。他說，無過失，他說，彌勒菩薩這樣講法對的、沒過失的。為什麼呢？譬如

我們「浣衣」、洗衣服，洗除那些很粗、很顯著的污垢，就不需要很大力去洗的。但

你想洗除那些很微細的污垢東西，塞了在毛管，布眼裡面那些微細東西，就需要很大

的力量才行。「如是」，這樣，「能治」的智慧，能治的道，對付那些所治的執著，

亦應該一樣，要上等的道才可以對治那些下等的煩惱；下等的道，就可以對付那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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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煩惱的了。

以上就講完〈道相智品〉。你們記得拿著《大般若經》來對著讀。我們跟著記著

就讀〈一切智品〉。小乘人所有的一切智。即是什麼？「一切法都無我」那種智，一

切眾生都沒有一個補特伽羅，沒有一個人我，不是法無我，一切眾生都沒有人我那種

智叫做「一切智」。這段就是解釋《大般若經》第二會三十六卷〈無標幟品〉。

現在，戊三，釋道相智之支一切智。這裡就解釋，一切智是什麼？是道相智的

支，「支」即一部份。菩薩的智慧，菩薩修行的智慧就叫做「道相智」。為什麼叫做

「道相智」？了解如何修菩薩道那些智，叫做「道相智」。菩薩地即是那些十地菩薩

那些智。道相智裡面都包含著小乘的一切智。所以現在這裡說明道相智的一部分，

「支」即是一部分，是一切智。即是說，小乘的一切智，在大乘來講是不是沒有呢？

不是，有，都有，不過是大乘的道相智的一部分。「支」，部分。現在分開兩段來

講，己一、己二。己一，一切智的自體，「自體」即是自性，即是本質。一切智的本

質是什麼？己二，總結三智，因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三種智，現在講一切智

就三種智都講完，所以他來一個總結。

現在先講己一，講一切智的自體。又分三，庚一到庚三。

庚一，釋遠近道。即是說，一切智有兩種，一種是遠離諸佛的智慧，即是小乘人

的一切智。大乘人那些，修道菩薩所有的一切智，就叫做「近」，近諸佛的智。

「道」字當「智慧」解。遠的一切智，近的一切智。庚二，一切智加行。我們想一切

智圓滿，我們要加功去修行。是怎樣加功修行法呢？庚三，說明修加行之果。當一個

修行的人，修行這個能夠加功修行一切智所得的果又是怎樣的呢？

現在庚一，先解釋遠近道。小乘人的一切智，是遠離諸佛。大乘人菩薩的一切

智，是與諸佛智慧接近的。分三，辛一，解釋遠近道的道理。為什麼說小乘的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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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近呢？道理何在呢？然後辛二，成立彼理。說明，「成立」即是支持、說明這種

道理。然後辛三，所治能治之差別。那些小乘人的一切智，對大乘人來講都是不要

的，「所治」的。大乘的一切智，就能夠代替小乘的一切智的，「能治」的，能夠對

付小乘一切智的。現在我們先講辛一，遠近道之理。你們要早點拿《般若經》來對。

你慢慢讀完，一年半載才去對，就會很吃力，重新做工夫。你們現在對就沒有那麼吃

力。你們有沒有影印全部？有空拿它來讀一讀，讀《大般若經》還好過拜懺。有人找

你，你都是剛剛在這讀《大般若經》。有人請你另外做些功德，你不用另外做的了。

你今日讀了《大般若經》，所修的善我迴向給他就可以，好過你幫他拜三天懺。因為

你修般若的功德大，對不對？你看看帝釋曾說過，修般若觀的功德那麼大法。你拜懺

不夠大，你不能對人這般說，否則寺門沒有生意，不可以，事實上，修般若觀的功德

更大。

上文我未解那首偈。我先解上文那首偈。「由斷諍門中」，「斷諍」者，外人提

出的爭論，現在彌勒菩薩就斷他的諍論。由斷諍門之中，「能量」，「道」即是那種

智慧，修道的智慧，能量的和所量。「能量」就是指那個智，「所量」就是境。智與

境平等那種智慧，「遍對治三界」，就能夠對付三界所有的，每三界九地裡面九品煩

惱的。即是不外說明三界九地的煩惱，即是倒轉過來下下品的智就對付上上品的煩

惱。

現在我們讀一切智。遠近道之理。「非此岸彼岸，不住其中間，知三世平等，故

名般若度」。他說，大乘人所修的般若道是怎樣呢？大乘所修的般若智就要這樣。

知，了解「非此岸彼岸」，「此岸」即是指生死、生死輪迴，「彼岸」就是涅槃。他

說，大乘的般若智、大乘人的修道，和小乘人不同。

小乘人是怎樣？怕生死，就要求涅槃的。即換言之小乘人的一切智，是怕生死，

要求涅槃。大乘人的一切智，就不怕生死。既非住於生死，亦非住於涅槃。「非此

岸」，非住於生死此岸，又非住於涅槃，即「彼岸」。所不同的地方就是這樣。那生

死涅槃兩邊都不住，住中間又可不可以？中間都不住，即是無所住。同時知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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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未來三世的諸法，一切平等，不執著。「故名般若度」，能夠這樣所以叫做大乘

的般若波羅蜜。所以大乘的一切智，是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小乘的一切智，是怕生死

的，不斷追求涅槃的，所以他不叫有執著，不叫執著大乘的般若波羅蜜。

現看散文。「現證無我慧所攝持，復是小乘現觀種類，即一切智相」一句。一切

智的相狀、的體相是怎樣的呢？「現證無我的智慧所攝持」，能夠現證到，現量證得

每一個眾生都沒有「我」的那種慧，被這種慧保護著、攝持著，就被這種慧攝持著來

修定慧，修止觀。修止觀的時候，就現觀，現觀到眾生是無我的，沒有補特伽羅的我

的。這種小乘的現觀，就是一切相智，不是，一切智的體相。這種智很簡單的。

「界遍一切聖者皆有」。界限是怎樣？不論大乘小乘，只要他是聖人，都有。即

是說什麼？小乘的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四果都有這種一切智的。大

乘呢，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的聖者，都一樣有的。遍於一切聖，大小乘的聖人都

有這種了解到一切眾生都無人我的那種智。我跟這裡加幾個字來解的而已。「就大乘

言，勝義諦中」沒所謂這類一切智；但在世俗諦來講，我們就說他有一切智。「觀待

世俗事」，即是對於世俗諦來講，這種一切智，就是大乘菩薩能夠破有執的，破那些

有邊的，大乘聖智來。他不執的。小乘人執著有實的涅槃可求，有實的生死可解脫。

大乘就不是的。能夠破有執，「有邊」即是「有執」。這種大乘的一切智，和小乘不

同。「即智不住三有之道相智相」。即是什麼？這種智慧不會執著、不會住於三界，

那種道相智。即是這種道相智，就是大乘的一切智。因為大乘人的一切智是道相智的

一部分。即是說，大乘人的一切智是什麼一切智呢？是道相智的一部分的。這種大乘

人的一切智，哪個時候有呢？

「界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界限由大乘人初地見道的時候起，一直至他成佛，

成了佛都有的，跟小乘的不同。這種智，在世俗諦裡面，從世俗諦裡面講，「觀待世

俗事」，即是從世俗諦來講，我們說它是什麼呢？「是破寂滅邊現觀種類大乘聖

智」，不執著有涅槃，「寂滅」即是涅槃，破那些人執著有涅槃、有實我涅槃的那種

現觀的大乘聖智。因為這種智，不執著涅槃為實，又不執著生死為實，所以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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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悲不住」涅槃，因這樣就可以有大悲，有大悲他不入涅槃，有大智就不住，不會

生死輪迴住於三有。

「界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即是由大乘見道起，初地起，一直到成佛之後都

有。即是說，大乘的一切智有兩面的。一面是什麼？它有大智伴著它，它不輪迴，雖

然入去三界，但不被三界的煩惱束縛，叫做「智不住三有」。但同時，它又可以有大

悲伴著它，它不入涅槃。這種大乘人的一切智，兩方面的：「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涅

槃」。這種智由初地一直至成佛都有。與小乘不同，小乘一切智很簡單的，不論小

乘、大乘的聖人都有的，不是說要大乘的人才有的。

看看，「菩薩一切智道」，「道」即是「智」，亦即是「般若波羅蜜多」，小乘

人的一切智不能叫做「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一切智道的般若波羅蜜多，「由慧故不

住生死此岸」，因為它有慧，它不會被生死輪迴的此岸所束縛；「由悲故」，因為它

有大悲傍著，「不住涅槃彼岸，於彼二岸中間亦勝義不住」，兩邊都不住，那住中間

又住不住？中間亦一樣不住。「以是雙破二邊」，即是雙破什麼？空和有二邊，執

空、執有兩邊的那種「現證空性」，能夠現證到真如空性的「智」，被這種智「所攝

持」著的「現觀」，所以它那麼殊勝。這就已經解了兩句東西：「非此岸彼岸，不住

其中間」，解了兩句。

看回散文：「如是不住三有、(亦不住)寂滅二邊之一切智」，即是什麼？「即是

近諸佛菩薩者，以是現證三世諸法平等無實自性智所攝持之現觀故」，所以它是近

的。這裡解釋「知三世平等」那五個字。

再看散文：「此中兼說聲聞、獨覺之一切智」，不過他說是什麼？「是遠離真一

切智道般若波羅蜜多者」，不能叫做般若波羅蜜多的，「以彼不知三世諸法平等實空

故」，因為，「以」是「因為」，因為小乘人他不了解，過去、現在、未來諸法都平

等，如是實空的，不了解這種空的道理。以上就解釋了，小乘人之一切智是遠離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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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大乘人的一切智就是與諸佛接近的。先休息一下。成立彼理。成立為什麼小乘

人，二乘人的一切智是遠離般若波羅蜜；為什麼大乘菩薩的一切智是近諸佛般若波羅

蜜呢，成立這種道理。「彼由緣相門，」(一撇)；「非方便故遠。」一句；「由善巧

方便，」(一撇)；「即說為鄰近」一句。

我們先讀散文。然後才解這個偈。「若有一切智遠離大悲，實執所縛，即與果般

若波羅蜜多遠離之一切智相」一句。如果那些一切智，即是二乘那些一切智，是遠離

了大悲心的，即是怕生死，不肯去救世，遠離大悲，而且實執所縛，執著有實的涅槃

可證，執著有實的生死可怕，被這種實執，執著有實的能取、實的所取，這種實執所

束縛。這種一切智，即是二乘人的一切智，即與果般若波羅蜜多，即與那種智的果、

那種智的般若波羅蜜多是遠離，這種一切智是遠離果般若波羅蜜多的一切智的相，

「相」即是相狀。這種一切智，小乘人的「界從小乘見道乃至小乘無學道」，界限由

小乘初果即是預流果起，一直至阿羅漢果、無學道，都有這種智。大乘就不要它這些

的。

再看，「大悲與空慧所攝持(之)大乘聖智(而)住小乘現觀種類者，即與果般若波

羅蜜多鄰近之一切智相」。如果大乘人所有的一切智是有大悲攝持的，所以他不忍心

捨棄眾生。他有的大悲。同時他有種空慧，知道一切法都空的這種智慧，就攝持著

它、扶助著它，那他就不會沉淪生死。這種大乘聖智，本來大乘的聖智，不過住在小

乘的現觀，小乘人有它的，亦只不過了解小乘境界為什麼是這樣，這種一切智「即與

果般若波羅蜜多鄰近」，鄰近於佛果的般若波羅蜜多的一切智，就是一切智的相。這

種大乘人所有的一切智，「界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界限由大乘初地見道起，一直

至成了佛之後都有的。

那我們看回偈。「彼由緣相門」，「彼」即是小乘的一切智，由於它緣所取能取

而起執著，緣相門，「非方便」，它遠離善巧方便，他有執著，「故遠」，所以它是

遠離果般若波羅蜜多的一切智。「由善巧方便」，大乘人的一切智，由於它有善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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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即是什麼，怎樣善巧方便？有大悲和空慧所攝持著，「即說為鄰近」，就是近於

果般若波羅蜜多的一切智。

我們繼續看散文。「有作是難，聲聞與菩薩之一切智不應分遠近，以通達三世諸

法平等性，即知一切法性，聲聞、菩薩皆知彼法性故」一句。有些人起，作即是起、

生起這種質難，「難」即質問，怎樣難呢？「聲聞與菩薩之一切智」，即聲聞的一切

智與菩薩的一切智，不應該分遠近的，不應該說聲聞的一切智就是遠離果般若波羅

蜜，不應該說菩薩的一切智就是鄰近果般若波羅蜜多，不應該這樣講。外人就質問。

為什麼理由要這樣問呢？「以通達三世諸法平等性」，「以」是因為，因為大乘的一

切智和小乘的一切智都是通達了解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都遍的、那種人無我的真如、真

理。過去與現在與未來的人無我的真理，都是平等的。這種智「即知一切法性」，即

是了解一切法的實相的真如。

知道這個真如，真如不會切開兩段的，所以聲聞和菩薩都是了解同一個真如性

的，不應該說有兩種的。再講理由，「如龍猛菩薩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

空』，此說空即緣起義，二乘亦通達緣起性故」一句。他說例如龍樹菩薩，龍猛即是

龍樹菩薩。他在《中論》裡，有首偈，有兩句偈這樣說，是怎樣呢？「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他說那些由因與緣會合而產生出來的法，「我說即是空」，我就說它

是空。

我再提醒你們，對「空」字的了解，你要這樣了解。「空」，龍樹菩薩所講的

「空」不是「無」的意思。我們普通人所講的空，就是兩個解法。第一個解法，

「空」者當空無，例如亀毛兔角，無的叫做「空」，空無的意思。第二個解法，就是

當什麼？緣起。因緣和合而起，所以它沒有自性的。

龍樹菩薩的空，就是第二個，第二個。是緣起、無性解。怎叫做緣起、無性呢？

即是說，我們可以說照龍樹菩薩解法，這個「空」字包含兩樣。第一，從緣生，從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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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生」字當「起」字，「起」字和「生」字一樣解法。第二就是無自性，無性即

是無自性，無它自己的本質的。龍樹菩薩，為什麼呢？因為它是從眾緣和合而生起

的，不是原來有的，所以它無自性，無它自己的本質的。如果它有自己的本質的，就

不用靠因緣和合而生它了。它既然要靠因緣和合而生它出來，即是它本來是沒有本質

的。聽不聽得明？即是說因為它要從緣起，所以它是無自性。倒轉過來，亦可以說，

因為它無自性，所以要因緣和合才生得出來。

如果它有自性，就不用因緣和合都有了。明了吧？因為它無自性，所以要從緣

起。不要用「起」字，用「生」字。緣生，因為它要從緣生，所以它無自性。亦因為

它是無自性，所以它要靠因緣和合而生。一方面是緣生，一方面是無自性，兩方面綜

合，這就叫空，龍樹菩薩講的「空」是這樣解的。所以它是「因緣所生法」，或從緣

生，對不對？「是即無自性」。那你拿著「緣生」、「無性」兩個意義來解龍樹的

「空」字，你讀龍樹的書就會很容易理解。否則你講忽然間又空，忽然間又不空，講

到五花八門好像不空那樣怎樣？所謂「空」，一方面就是緣生，一方面就是無性。這

兩個不應拆開的。

因為它從緣生，所以它無自性，亦因為它無自性，所以它要靠緣生起。那從緣生

就是假相，對不對？無自性就變了空。從緣生就所以假，無自性所以空，無自性還不

空？那一空，不是，一空一假綜合起來，就是不偏於空，不偏於假，那就叫做「中

道」，空就是中道。本來龍樹菩薩一方面講「緣生」，一方面講「無自性」來解釋

「中道」的。

天台宗的人就將什麼？將兩樣弄多一樣。從「緣生」他說這是「假觀」；「無自

性」，是「空觀」；空之外又弄個「中觀」，其實多此一舉。空假相合就是中觀了，

對不對？離開中觀還哪會有空、假？離開空和假又哪會有中？對不對？不用，兩樣就

夠。他弄多一樣，弄個中觀。還有，他弄個三諦，因為他從假觀去觀，觀出個俗諦，

緣生俗諦，又從空觀所觀到的是真諦，那再弄個中諦，其實哪裡有中諦？一方面俗一

方面真便是中，對不對？他又弄個中諦，令後人看上來更不通順。為什麼呢？因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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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很歡喜甚麼都用來配，三三三地來配，又五五五去配，中國人的性格是這樣。你

看，仁義禮智信就是五德，將它來配什麼？金木水火土，五行，對不對？都還不夠，

配五色，青黃赤白黑，五色。再配什麼？東南西北中，那就五五五。三他又弄個什

麼？三諦、三觀、三智、三德，通通都是三三三，中國人的性格，宇宙間又有三諦：

俗諦、真諦、中諦。真理有三種，諦即實也，那我們能夠觀出三諦的智慧，又有三

觀：假觀、空觀、中觀。那又什麼？用三觀去觀三智，於是又產生三德。就是這樣三

三三，三智、三觀、三德、三諦。個個讀過這篇東西，若你想了解天台宗，必須讀

的，最簡明的就是什麼？《始終心要》。

你要熟，念熟它，你對天台宗的理解易很多。你說難解不難解？你找霍韜晦那本

(《佛學》)課本，裡面有《始終心要》的整篇解。他說，會考課程的時候，我提出

的。《始終心要》霍韜晦解得不錯。《始終心要》是天台宗的入門的綱要最好。華嚴

宗的入門綱要就是《金獅子章》。三論中的入門綱要就是什麼？《二諦章》。「如龍

猛菩薩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此說空即緣起義」，空即無自性，無

自性即是緣起，「二乘亦通達緣起性故」，二乘的人都了解緣起性的，不用一定是大

乘才了解的。於是，「為答此難」，彌勒菩薩為了答外人這些質問，所以他就要說。

說什麼呢？

下面講：「此處所說二乘之一切智可說為遠」。他說，現在這裡所講的二乘人的

一切智，可以說它是遠的，遠即是與果般若波羅蜜多遠離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沒有

方便。如何沒有方便？「由緣一切法與道執有實相，非修果般若波羅蜜多之方便

故」。由於那些小乘的人，就緣、用他的智慧去了解、緣、攀緣、緣慮，由他緣慮一

切法。第一方面是緣慮什麼？所取的「一切法」。與及能取的「道」，緣這兩樣東

西，緣所取的一切法和能取的道，執它為有實，執它是實的。他說這種執，就是「非

修果般若波羅蜜多之方便故」，所以說它遠。於是解釋什麼？「由緣一切法與道執有

實相」，這句解釋什麼？「彼由緣相門」中「緣相」兩個字。緣那個小乘人的一切

智，一方面緣一切法，一方面緣能夠了解一切法那種道，執它有實的相，叫做「彼由

緣相門」，所以「非方便故遠」。那大乘的人為什麼說他是接近呢？「彼由遠離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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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這句是繼續批評那些小乘的，「及遠離通達無自性慧等之善巧方便故」一

句。「彼」即是小乘的人，由於他遠離大乘的善知識，良師益友叫善知識，及遠離通

達無自性的那種慧，由這種慧所產生的方便善巧遠離。來在這裡，你們一定要了解。

大乘常常講智慧。除了智慧之外，它又常常講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

利。那智慧和方法有什麼分別呢？很多人這樣問，智慧和方便有什麼分別？我現在解

答。智慧，就是指我們的抉擇力。判斷力、抉擇力，叫「智慧」。「方便」者，智慧

的運用，叫做「方便」，要怎樣運用智慧才妥當，這種運用叫做「方便」。以上就是

批評那些小乘的人的一切智是遠離果般若波羅蜜多。下面就是讚美大乘菩薩的一切

智，說它近果般若波羅蜜多。「菩薩聖者之一切智可說為近」，為什麼呢？「由生果

般若波羅蜜多之善巧方便所攝持故」。由於這種大乘的一切智被方便攝持。被什麼方

便攝持？能產生果般若波羅蜜多的那種善巧方便所攝持著，「所攝」即是攝持，

「攝」字和「攝持」是一樣的。

「彼由長時親近大乘善知識聽受無倒教授，於引生聞、思等慧善巧方便故」。

「彼」即是指大乘的人，由於能夠長時親近那些大乘的良師益友，向他聽受那些無顛

倒的教訓，「教授」即是他所教你那番說話，就是「教授」，「無倒」即是不顛倒

的。「於引生聞、思等慧」，對於引生聞思修，「等」是「等」修，等慧，就能夠有

善巧方便，所以說它近。

成立彼理就讀了，辛二。那既然小乘人的一切智是不好，所以我們學大乘的人，

不要那些一切智。它是所治的，我們所對付的、不要的。大乘的一切智，我們要的，

是能夠治的、能夠對付那些小乘的一切智。所以小乘的一切智，叫做所治那類的一切

智，大乘的一切智，就是能治那類的一切智。就解釋能治、所治兩種一切智的不同。

能治所治的一切智，和能治的一切智的差別、的不同，分五點來講，壬一到壬五。壬

一，是所治品一切智，即是小乘的一切智。壬二，能治品一切智，即是能治的，那類

的，「品」者類也。壬三、果上相執所治，他執著果上的相，執著它為實。壬四，果

上相執之能治，即是大乘的。壬五，結。現在我們看壬一，所治品的一切智。先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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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色蘊等空性，」(一撇)；「三世所繫法，」(一撇)；「施等菩提分，」(一撇)；

「行想所治品」。(一句)。

我們先看散文。「若一切智遠離方便及殊勝慧，是所治品一切智相」一

句。如果那種一切智，即是指那些小乘人的一切智，是「遠離方便」的，遠離

那種善巧方便的，和遠離這個殊勝的慧的佛果的殊勝慧，遠離的。這種一切

智，很低級的，是所治品的一切智，是我們所對付、所不要的一切智。這種即

是小乘的一切智。

「界從小乘見道乃至無學道」，這種一切智的界限，就是由小乘見道，即

是得預流果時開始，一直至到成無學道、成阿羅漢，無學道即是阿羅漢，一直

至到證了阿羅漢果都有。繼續看散文：「若於如所有性所攝之色蘊等空性，盡

所有性所攝三界繫諸法及布施等菩提分道，起真實行想(執為真實。真實一詞作

副詞看，狀行字也)，此想所縛之道，即是菩薩道所治品，以是彼歧誤處故」。

我解，他說如果有些一切智，是好像小乘人那些一切智般，對於什麼呢？

對於那兩種東西都執為實的，第一，對於如所有性的東西，他執為實；第二，

對於盡所有性的東西，他執為實。這裡就要解，什麼叫做「如所有性」，什麼

叫做「盡所有性」。「如所有性」是指真如、指空性。「如」常常都如此的。

「如所有性」，即是一切法的空性，空一切執著所顯的性，亦即是真如，亦即

是無為法。又可以說是什麼？勝義諦。「盡所有性」亦可以稱為世俗諦。種類

多到了不得的，五花八門的，所以盡其所有。也可以說，如所有性即是法性，

盡所有性即是法相，一性一相。他說如果好像小乘人那些一切智般，對於如所

有性，屬於，「所攝」即是屬於，對於屬於如所有性的那些什麼？那些色受想

行識五蘊中的空性，與及對於盡所有性中的三界繫的東西，被三界煩惱所束縛

的東西。那些是劣的，還有些好的盡所有性比較好的是什麼？布施持戒等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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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多等，與及小乘人所修的三十七菩提分法等，這些叫做「盡所有性」。如

果那些小乘的人，對於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起真實想，認為這些是真的東西，

如所有性是真實有的，盡所有性都是真實有的，想它，以為它是真實的。我解

這個用括號解「起真實想」即是什麼？執為真實。「此想所縛之道」，小乘人

的一切智就被這種執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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