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錯誤的，執著的，執著為實的，有誤解的。看回偈頌。「色蘊等空性」，那些小

乘的人，對於什麼？色受想行識等裡面所有真如性的空性，執它為實；他又對於「三

世所繫法」，對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屬於三世的有為法，那些壞的有為法，

被三世所繫壞的有為法，和「施等」，布施、持戒、忍辱等六波羅蜜多，和小乘的三

十七「菩提分」法等，這些好的盡所有性，三世所繫法就是壞的盡所有性，又執為

實。即是說，對色蘊等空性，這種如所有性執為實有，又對於三世所繫法和施等菩提

分法這些盡所有性，又執為實有。「行想」，「行想」兩個字是什麼？起、生起，真

實行想，即是覺得它是真實的東西。「行」者指「有為法」，起種真實的，那這種低

級的一切智，就是「所治品」，大乘人所要除去的、所要對付的。

那些所治品的一切智，大乘人不要的。大乘人想要的是什麼？能治品的一切智，

壬二，能治品的一切智。我們先讀偈。「施等無我執，於此令他行，此滅貪著邊」一

句。一會兒才解這個偈，先讀散文。他說，如果那些一切智會是什麼？大乘，是安住

在大乘現觀那類東西的，的種類的，有方便殊勝智慧所攝持著的大乘聖智，這種一切

智「即能治品一切智」。這些大乘一切智、這些能持品的一切智，由哪個時候開始，

由哪個時候不要呢？「界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界限就從大乘人修行那個見道了，

由那時候起有，一直至到成了佛都保持著的。他下面再解下去。「自於布施等六度住

無我執，亦於此上安立諸餘眾生，令他修行，如是通達所依、道、相三法皆無實之

智，即能於所依及道滅除貪著之邊；以是彼貪正對治故」一句。

我們先解散文。他說，大乘的人，「自」，他自己，他自己能夠對於布施、持

戒、忍辱等六波羅蜜六度，能夠「無我執」。怎謂之「無我執」？不執著我有一個

「實我」可以去布施，又不去執著什麼？有一個「實我」去受我布施，住無我執，住

一種無我執的狀態。「亦於此上安立諸餘眾生」，我們自己又不起執著，亦把這種不

起執著的道理教其他眾生，安立其餘的眾生，這個「安立」是給他們講解，令他能夠

1



這樣。這即是，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那個「安立」。安立眾生即是教化眾

生，「令他」令那些眾生，跟你一樣去「修行」。即是說什麼？這種一切相智，「是

通達所依」，即是生起一切相，生起一切相智所依的眾生、「道」，它的智慧，和

「相」，對己的相，知道這三輪都無實的那種智。他說有這種智就能夠「於所依及道

滅除貪著」，不會執著，即是「貪著」。因為不會有那種貪著。因為這種不執著三

輪，不執著一切為實那種智，「是彼貪正對治故」，就是貪，小乘人那種貪著，有貪

著性的所治一切的一切智，的正對治的，能夠對治那種小乘人的低級的一切智的。

解回散文。「施等無我執」，大乘的人修行布施等六度，都不執著有個實我去布

施的，亦不執著有個實我的人去受我布施，亦不執著有個布施的相等等，「無我

執」。「於此令他行」，自己沒有執著，亦將這種道理推行，教導那些眾生，令他人

依教修行。「此滅貪著邊」，這種智慧，由這種修行所得到的這種智慧，就能夠滅除

貪著、對治貪著的，所以叫做什麼？能治品的一切智。

下文，我再講，壬三，果上相執所治。他說有種人，你要是讀般若就須了解這

裡，「果」是佛果。佛果，大家就以為佛果是好東西，對不對？「證了佛果還不

好」，如果你是這樣，你就不合般若的原則。為什麼呢？「果上相執」，你執佛有三

十二相，佛又什麼有個實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些對於佛果相起一種執著。他說

這種執著是要對治的。你看看。「執佛等微細」。

暫不解偈，先看散文。「於佛等境起微細實執，及修禮拜等，雖是福德資糧之

因，而能對治不信等，然是菩薩道之所治品，以是彼(之)歧誤處故」。即是什麼？他

說，那些修行的人，對於佛、菩薩，「等」是「等」菩薩，對於佛、菩薩等這些境

界，佛的境界、菩薩的境界起一種微細的執，執著以為實的。「佛有三十二像相」，

實的；「佛有八十種好」，實的；「佛有十力」，實的十力；「佛有實的四無畏」等

等，這種微細的執著它為實。於是就對佛什麼？常常去禮佛、去拜佛，「及修禮拜

等」。這種做法，雖然可以得福，可以做「福德資糧之因」的。但是又同時能夠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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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

那些人不信的心，對不對？不過，「然是菩薩道之所治品」，但這種心，修行的

人要除去這種心，所以後來禪宗的人對於什麼禮佛那些，認為不需要。「以是彼(之)

歧誤處故」，因為他這種執諸佛境界為實，都是一種歧誤的。那就解回頌文、偈頌。

「執佛等微細」，執著佛、菩薩等種種境界，把那些境界執為實在。他說這些，都是

要除去的。這種就是果上，佛果，對於佛果上的執，亦是所治的。就是果上所治品。

然後另日就講果上品的能治德。另日再講。

等等。普通人都這樣。他說這個，如果站在般若的立場，都是一種執著來的，要

知道它是幻的，都不是實的，如果你執它為實的，這就是執，你就都要掃除的。那壬

三就是講，「執佛等微細」，執著佛果是值得我們禮拜的、值得我們敬仰的等等的執

著。這種執，修般若的人都有這種微細的執，這種微細的執都要掃除。然後，果上相

執所治，我們要對付的，就是什麼？「佛的相好」、「佛的德行怎樣」，這些是果

相，所治的，我們要對付的。這樣看上來，就拜佛、禮佛都是執著。所以禪宗的人，

都要掃除。不過是，修行的時候作這樣觀，不是叫你不拜佛，不是這般解。那果上相

執，我們要對付那果上相執。那我們用什麼來對付它呢？還是用般若智來對付？般若

智是能對付的、能對治的。

果上相執的能治就分三，是這裡嗎？癸一、癸二、癸三。癸一，為什麼這種執著

都是要所治的呢？都是要被我們對付的呢？為什麼呢？道理何在呢？「是所治品之

理」。然後癸二就是「正對治」，怎樣對付執著。癸三，傍義，因為講到這裡就順便

講一下的東西，附帶東西。

現在我們看癸一，是所治品之理。為什麼對那個佛，對那個佛的德行和佛的相

好，我們要敬禮它，都是一種執著呢？什麼道理呢？看這裡。「道法最甚深，自性遠

離故」。菩薩修道，那個「道」是指智慧。道，用我們般若的智慧去修行，不是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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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泛泛然的，是很深的，最甚深。當我們般若智起的時候，對於些境界，如果有微細

的執著，都是執著它有自性，因為般若要除去那種有自性的執。要知道一切法都無自

性。如果你認為佛果是好的，佛的相貌是好、是實的話，你即是執著它有自性。你一

執著它是實，就是有自性。所以，如果你普通你唸佛，唸阿彌陀佛，觀想認為極樂世

界是實的，以為阿彌陀佛亦是實的，極樂世界裡面那些什麼，黃金為地、七寶為池、

七重行樹、七重羅網都是實的，普通這樣，這種是執著來的。如果你修般若，就連這

種執著都要除去的。因為什麼呢？他說，修般若之道法很深，如果你執著佛果是實

有，例如你唸佛然後執著極樂世界種種東西是實有，即是這種微細執著，執著它是有

自性。你執著它是有自性的，就和般若那個無自性是相反。其實，不論你是西方極樂

世界又好，佛的三十二相與八十種好都好，都是無自性的，和自性遠離的，和有自性

是遠離的。

我們先看散文。「於果上微細實執」，如果一個修行的人，對於佛果上面仍然是

執著佛是怎樣相好、怎樣德行，認為這種是實的、這些都是實的，這種很微細的、執

它為實的實執，這種執，「亦是菩薩道之所治品」，亦是一個修行菩薩道的所應該對

付的一種執，「品」是「類」，所應對付的那類東西。為什麼呢？「以諸法、道究竟

真義最為甚深」，「以」是「因為」，因為諸法、我們一切諸法、一切事事物物，和

「道」，與及我們修的道，「究竟實義」，不論諸法又好，我們所修的道又好，那個

最徹底、最究竟的真義是很深的，「最為甚深」。這種甚深的道法裡面，不應該執著

那些東西是有自性的。這種道法應該要遠離我們所執的自性的。我們普通人執有自

性，就要遠離這種所執的自性的。

不過法尊法師就譯得很論盡(不通順)。他譯成怎樣呢？「是自性遠離之法性

故」。那麼不通順，我就把它改了。改成怎樣呢？「遠離所執之自性故」。我把它改

了，你看看是不是我那本，是不是改成此。我們讀了散文之後，我們可以讀那兩句偈

了。「道法最甚深」，菩薩修道，修這個，依著般若來修般若智，是很深的。境甚

深，那種智亦甚深。就應該要一切執實有自性，那種自性是遠離的，是沒有的，不應

該執有自性的。如果你執著佛果是實有的，一樣是以為佛果是有自性，都不對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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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說，有這種執的，都要把這種執撇除的。

下面，癸二，正對治。教你怎樣對付這種執著。我們先看偈。「知諸法性一，故

能斷貪著」。這兩句，我先給你們解偈文。一個修般若行的人，應該知道所有一切

法，不論是善法、惡法、有漏法、無漏法，諸法，諸法的實性，這個「性」是實性，

這個諸法實性就是什麼？諸法實性就是空性，空掉一切執著所顯露的自性，即是空

性，亦即是真如。他說我們知道，不論善法、惡法，天堂也好，地獄也好，極樂世界

也好，都是由那個空性的真如顯現出來的。

而真如是一的，空性是一的，地獄的真如亦是那個真如，極樂世界的真如都是那

個真如。諸法的實性是一味的、是一的。既然如此，諸法法性是一，眾生的執著是

空，對不對？佛果一樣亦是空。如果能夠知道這樣，「故能斷貪著」，所以對於佛果

我們都不會貪，都不會執著。這個「貪著」即是對於佛果而起貪著。都斷了。對於世

間的東西而起執著，固然是斷除。對於佛果而起執著，一樣是斷除的。

我們看散文。「現知諸法同一自性，所謂實空」一句。他說我們知道，當你們入

了，當你們修行修到入初地的時候，就會現量現知、現量證得所有一切法都是同一個

自性。這個「自性」又不是所執的自性，這個是指真如自性。這個真如自性，「所謂

空性」，實空，實在一切法都空的、空性。「菩薩由此智故」，菩薩修般若行的菩

薩，由於他有這種智，有這種智的原故，就能斷除「果上實執」了，斷除你認為，成

了佛之後的佛果是實的，起執著，就能夠斷除。

如果你是用我這本，講到這裡就好了，「斷果上實執」，然後就這裡斷句。下面

的不要它，劃掉它，畫蛇添足。「以是彼真對治故」不要。你不要它，就更爽朗，對

不對？更容易看。要它反而沒用，所以有時候，對於那些經和那些重要的論，你就不

要隨便畫。對於普通的，你覺得他解得論盡(不通順)的，就有 畫也可以，不過要小胆

心。那個偈就會解了。當我們知道，當我們見了道之後我們知道，一切法的實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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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如性，是一的。不論你是佛果也好，地獄也好，那都是由真如性所顯現的。所以

我們不需要特別對佛果特別貪著的。「故能斷貪著」，這個「貪著」是指對佛果的貪

愛，和對佛果的執著。癸二就讀了。

癸三，傍義。附帶說的叫傍義。我們看看傍義，附帶講的。「由遣除見等 故說

難通達」一句。「由遣除見等，」(一撇)；「故說難通達」一句；「色等不可知，」

(一撇)；「故為不思議」一句。先解偈文。他說，普通，普通我們以為，我們的知識

就能夠見種種東西。譬如我們的眼能夠見到色，我們的耳能夠聽到聲音，鼻能夠嗅到

東西，舌能夠嚐到東西，身能夠觸到東西，我們的意識能夠思量、思慮種種東西，

「見等」，我們普通以為這樣。但是，這個「見等」都是什麼？我們所謂見到東西、

嗅到東西，都是要靠有名言。如果我們沒有名言，我們不知道東西的。

譬如現在，我見到一隻杯，一定要靠什麼？靠「杯」這個名稱、「杯」這個語

言。譬如，「我現在要見」，就要靠什麼？靠「見」字這個名稱、「見」字的語言。

又譬如「我見到」，又要靠有「我」字的名稱，又要靠「我」字的語言。如果沒有語

言，沒有名稱，沒有語言，我們就那知識普通是運用不到的。講得徹底一點，即是

說，沒有名言我們根本就好像沒知識。這種知識，我們叫做「名言量」。「量」字是

當「知識」解，要靠名言才有活動的這種知識。

「名言」兩個字譯做現代語是叫做什麼呢？用白語、現代語叫做什麼？叫做「概

念」。沒有概念我們不能知的。你試試，我們的知識通通是要靠名言的。你沒名言的

話，你如何知道東西？沒名言，簡直好像沒知覺的。我們一排除了、不要些名言，就

簡直不知道東西，對不對？但是，這種名言量，要靠名言的知識，只可以知什麼？知

來知去都只是知名言而已，知來知去都是知世俗的東西而已。

名言、世俗諦，通通是名言來的。對於勝義，靠這種名言量，對勝義諦一無所知

的。名言量只可以知道世俗諦的而已，即是有名言的知識，只可以了解世俗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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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了解勝義諦的。勝義諦是什麼？勝義諦即是真如，即是諸法的實性。名言的知識，

即是名言量，只可以知道世俗諦的東西，不可能知道勝義諦的。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勝義諦、想了解真如，你就要什麼？丟掉那些名言量，丟開那些有名言的知識。怎樣

丟？你一定要修止觀。一有那名言，就丟啊丟，丟到盡的時候，就沒有名言了。一沒

有名言的時候，那個叫做「無分別智」，那個是般若智，那個無分別智把捉到那個真

如。所以，如果除非我們不想了解勝義諦，除非我們不想證到真如，換言之，除非我

們不想見道，證真如又叫做「見道」，如果我們想見道、想證到真如，我們一定要遣

除見、聞等那些有名言的量，有名言的知識。但是我們世人，不容易做得到，把那些

有名言的知識丟開。所以我們說什麼？「故說難通達」，所以我們說勝義諦是很難通

達的。

如果我們能夠做得到，把名言量都丟開的、遣除，「遣」者除去，「遣」即是

「除」，都除去呢，我們就對勝義諦可以把捉得到、把握得到，就不難通達，那時

候。難就難在我們不能把名言量除去。聽不聽得明？那然則靠名言量，想去了解世俗

諦，想去證真如，一定不可以的嗎？答案是怎樣？他說，一定不可以。

下面兩句，「色等不可知」，「色等」即是什麼？色聲香味觸等境的實性。這個

「色等」是指色聲香味觸法等境之實，「實性」即是「實質」，即是真如實性，究竟

實質，即是真如。「色等」，色聲香味觸等境的實質，就不能用名言量去知的，「不

可知」，不可用名言量去知。「不可知」，怎樣「不可知」？不可以用名言量去知，

不可以用名言量去了解的，所以叫做「色等不可知」，意思即是，色等的實性是不可

以用名言量去知。因為不能用名言量去知，所以說色等的實性是不可思議。如果我們

用思，「思議」即是用名言量去思，用名言量去議，因為「色等」，色聲香味觸法等

境的實性不可以用名言量去知的，所以我們說色聲香味觸等，觸法等的實性是不可思

議。聽不聽得明？講得那麼詳細，聽不聽得明？你明不明？偈明了吧？你明不明？

看散文。「說勝義諦難通達者」，即是世人說勝義諦難通達者，為什麼呢？

「以」，「以」是因為，因為「唯是無分別智所證」，因為這個勝議諦只是用我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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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的般若智體驗到，體驗的，「證」是體驗，「遮遣見色等之名言量」，「遮遣」

即是排除，排除、除去，除去什麼？「見色等」，見色、聞聲，色就見，聲就聞，香

就嗅，嗅香，嚐味，觸那些觸，思惟那些法等，那些「名言量(有名言分別之量)」排

除。遮遣它，即是否定它。否定它什麼？否定這種見色等的名言量是能夠知的、「所

能知故」，知那個勝義諦的。那我用括號括著，「有名言分別之量」，「量」即是知

識，有名言分別的知識，就叫做「名言量」。

「名言」即是概念。現在你讀西洋哲學、讀西洋心理學，常常見到「概念」兩個

字，有時候都不是弄清。反而，佛家用「名言」兩個字更能明白。「名」是名稱，

「言」是語言，對不對？名稱語言等，這些叫做「概念」。現在西洋哲學，講「概

念」是這樣，當我們的五官，眼、耳、鼻、舌、身這五官，當我們接觸外面的東西的

時候，我們一定是能夠將外面的東西，印了入來，印了入來我們的心裡面，印了入我

們的知覺裡面，成為一種印象。

一見見到一個東西，第一步就是什麼？把影子印入來，這就叫做「印象」。印象

沒什麼意義的，好像個照相機一樣印象。當我這個印象，我們看到它的時候就有印

象。一有了印象之後，我們拿開它不看，我們都可以想到的，對不對？可以有一樣東

西在心裡存起來的。那種存起來在心裡，變了一件獨立的東西存在心裡。那時候就叫

做什麼？舊時候就有印，現在沒有印那怎樣？現在好像一個影子一樣的。

現在放開印象，我們都有樣東西在這裡的。聽不聽得明？那樣，我們不叫它做

「印象」，深刻點的，我們叫它做什麼？「表象」。其實表象即是印象來著。由印象

印入來，在心裡成為一件東西，那件東西叫做「表象」，聽了嗎？這叫「表象」。表

象英文叫做什麼？ Idea， I-D-E-A， idea，表象。印象叫做什麼？英文叫做

impression。由 impression，變做為 idea。那就是表象。表象又有另一個名稱，又

叫做「觀念」。「他有什麼觀念」、「有某種觀念」，「觀念」都是「Idea」這個字

譯過來。有人譯做「觀念」，亦有人譯做「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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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就好像我們有樣東西的看到，「念」就是我們聯想、想出來那樣。記著，

「觀念」即是「表象」。一樣的。在英文、法文都是同樣一個字來的，不過我們中國

人有些人譯做「觀念」，有些人譯做「表象」。還有人譯做什麼？譯做「意念」，有

人譯做「意念」。還有人譯做「意象」，那麼多的。所以現在那些人翻譯，你譯一個

名，我譯一個名，喜歡又改一下，喜歡又改一下，弄到我們讀書的人弄到亂糟糟，別

人「idea」一個字，你又說「觀念」，又「表象」，又「意象」，又「意念」。那些

小孩子看上去，以為真是有四件東西，其實不是，外國人來看其實是一樣的。很弊，

所以你們讀佛經都是，一個名詞，梵文一個名詞，你譯出三、四個用字，還有那些解

經的人解錯。

我們的思想很粗的思想，好像找東西那樣的叫做「尋」。那些思想很微細很微細

的時候，我們叫做「伺」，「尋伺」，對不對？「尋」就好像找，找東西地找，很粗

的。「伺」就不是了，好像隻貓捉老鼠一樣，伏在老鼠洞前面，一聲不響來望實牠，

叫做「伺」。「伺」即是微細的思想，「尋」就是很粗的思想。把「尋」字譯做

「覺」字，差得遠了，「尋」和「覺」又怎同呢？「覺」字範圍很闊的，成佛、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都叫做「覺」的，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能叫做「尋」，所以譯

做「覺」字就不對。覺不覺？「伺」字他譯做什麼呢？「伺」字譯做「觀」。「尋

伺」他譯做「覺觀」，「觀」讀「罐」都可以的，名詞應該讀「罐」的，不過普通人

就讀「有尋有伺」，即是我們修定的時候，有種定是這樣的。

我們初初修定，心硬是不能按得著的，常常有思想的，你先試試，試過沒有？那

些叫做「有尋有伺」的境界。如果你定到思想一點都不起的了，那種更加是什麼？

「無尋無伺」的境界。對不對？你入到初禪，初入初禪，就有尋有伺的。但一到第二

禪的時候，就無尋無伺的了。那些人，舊時的人譯錯了，「有尋有伺」他譯到什麼？

你跟我講，「有覺有觀」，你聽過沒有，對不對？有些人講《八大人覺經》，其實就

「有尋有伺」。那譯就固然是譯得不好，講的人又講錯，又「覺」又「觀」，他不知

9



道「覺觀」即是「尋伺」。不過你又不要說別人，說別人「什麼錯」，不要這樣講。

你知道便了，對不對？

第一，那些人譯錯；第二，那些人跟著講又不知道，又講錯。很多人譯很多譯

名，累死很多人。譬如《金剛經》，鳩摩羅什法師，他譯「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你讀《金剛經》，「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其實原文是「我想」，「想」即是執著，起一種「我」的執著。那鳩摩羅什為

什麼會把「想」譯做「相」呢？理由，凡是我們一起執著，一定有個相、執著的相，

那他就譯做「我相」。但鳩摩羅什法師的中文就麻麻的，中文不是很好，他會中文，

但是不是很好。他更會作中國詩。但是，不是很好，中文。

但他解出來的時候，他對些弟子解，解「我相」的時候他就說，大概他說這樣：

「我執著有個『我』，我們的心裡面執著有個『我』的相」。但他這樣解給弟子聽，

他舊時譯經不是他這樣執筆譯的，鳩摩羅什法師會不會執毛筆我們都不知的，他講的

而已，那些弟子記。他說「我相」，解釋「我想」。怎叫做「我想」呢？即是說我在

心裡面起了這個想，那個想什麼？那想執著「我」的相。他這樣解，大概可能這樣

解。於是那些弟子，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嚴格的，把它譯做「我相」。

「人相」就執著有個人，「我」和「人」都是印度的，即執著「靈魂」的別名。

執著有個「人」，那就「人想」，本來就「人想」。鳩摩羅什法師就譯了做「人

相」。於是，現在看《金剛經》的人，通通就要「相」字，就不理「想」字，結果解

《金剛經》就是這樣。十個有九個都是這樣，就變了有少少文字的錯誤，就弄到愈來

愈遠。說回剛才說「有覺有觀」，這本經多人講，到處都有人講的。你去看看有多少

人是不錯的。他都不知道「覺觀」即是「尋伺」。

說回這裡。「遮遣見色等之名言(有名言分別之量)」，「遮遣」即排除，即否

定，否定什麼？見色聞聲等那些有名言等量，「所能知」道的。勝義諦用名言量是不

10



能知道的，一定要用什麼？無分別智才知得道。那無分別智怎得來？就是我們要修止

觀。

修止觀，在止觀裡面，所有一切名言撇除，撇除，撇除，空掉所有名言。一有的

時候就空掉它，到最後，一點名言都通通沉沒，那時候那個無分別智的，即所謂般若

智就照，照見一無所有的。那時候的一無所有，即是《心經》所云：「照見五蘊皆

空」。那時候不是空的，你覺得它是空而已，不是空的。那時候就是什麼？色聲香味

觸等的實性，即是真如自性。聽不聽得明？所以，那種實色等的實性，一定要那種無

分別智才能夠通達的、了解的。

我們看回偈的前兩句。由於我們要排除、否定那些見色聞聲等、那些有名言的

量，否定它，說它是不能夠知道勝義諦的，就「故說難通達」，所以我們說，勝義諦

是很難通達。難者難在你那些有名言的量。如果能夠不要那些有名言的量，就很容易

通達的。跟著，看回散文。「又勝義諦說為不可思議」，又說一般人說勝義諦，是想

都想不到的，為什麼呢？「以名言量不能了知色等諸有為法之究竟實性」，「以」是

「因為」，我們普通人所用的都是那些名言的量。

那些名言的量是不能夠了知色聲香味觸等這些有為法的最究竟的、最徹底的真實

性，這個「實性」是指真如實性。為什麼呢？為什麼又說它是不可思議的？「此唯是

根本無分別智(之)所見故」，這個勝義諦，此即是指勝義諦，這個勝義諦只是用我們

的根本無分別智然後能夠去證見到它的。解下面偈兩句。「色等不可知」，即是見色

等的名言量不可知，所以說它不可思議。這個順便講的傍義來的。癸一、癸二、癸

三，都讀了，對不對？即是說壬四果上相去的能治講了。

下面，總結一切智，把上文所講的一切智，來一個總結。壬五，結。「如是一切

智，」(一撇)；「所治、」(一個頓號)；「所治、能治品，」(一撇)；「無餘諸差

別，」(一撇)；「當知如經說」。「如是」，先解偈。「如是」，即是「這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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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文所講的這些，這些所講是什麼？「一切智」。上文所講的這些東西，都是與一

切智有關的，的什麼？的所治品和能治品，我們所應該對付的那類東西，和我們能對

付的智慧是怎樣，與一切智有關的所治品和能治品。「無餘諸差別」，應有盡有講完

了，「無餘」是應有盡有，「差別」即各種不同的種類，有關的東西都講完了。以上

所講的，彌勒菩薩說，不是我創造出來的，而是《般若經》裡面講的，「當知如經

說」，我們應該知道，就是《般若經》裡面所講的，即是現在那本《小品般若經》裡

面所講的。你們對過就知道，以上一切智的，通通是經講的。

我們看回散文：「如是此一切智品中所說之所治、能治品」類東西等，的一切

智，一切智有關那種，「一切智之無餘差別，當知皆是如經所說也」，「如經」就是

《小品般若經》。以上就是講什麼？庚一，一切智的，查回庚一。庚一就是遠近道

邊。小乘人那些一切智就是遠離佛智的、遠離般若波羅蜜的；菩薩所修的一切智是跟

般若波羅蜜多是鄰近的。鄰近、遠近就講了。庚一，講完遠近道之後，跟著就講什

麼？

庚二，一切智加行。我們想得一切智，應該如何去加功修行，「加行」即是實

踐。上文就把一切智的，給你講有關一切智的道理。下面就講他如何加功去修行來獲

得一切智。「加行」兩個字，在佛經裡面時時有。普通來解，即是現在所謂「實

踐」，實際的修行，「加」即是加功，「行」即是實行，「加功實行」就叫做「加

行」了。

好。你看。一切智的加行又分二，辛一、辛二。辛一，加行的差別。「差別」

者，這個「差別」解做什麼？「差別」兩個字當是「不同」地解。不同，什麼不同？

不同的種類。我地修一切智的加行，有很多種修的、很多種類的節目。修行的節目有

很多種的。「差別」，即是各種不同的節目。辛二，加行的自性。「自性」即是本

質，加行的本質是什麼？這種加行的本質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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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辛一，先講加行的各種不同的種類。加行的差別。我們讀一讀，先讀偈文。

「色等，」(一撇)；「無常等，」(一撇)；「未圓滿、」(一個頓號，一個橫點)；「圓

滿，」(一撇)；「及於無貪性 破實行加行。」一句，「無貪性」的「性」字後面你

不要撇，直讀下去的。「不變，」(一撇)；「無造者，」(一撇)；「三難行加行。」

一句；「如根性得果，」(一撇)；「故許為有果；」(一點一撇、一個分號)；「不依

仗於他。」一句；「證知七現事。」一句。這裡，想先給你解偈，你不明的。所以先

按下它，先解散文。你記住，我現在是用散文，另一些經不叫做「散文」的，叫做

「長行」的。

佛經裡面的文字，佛經裡面些文字有兩種文字。即是兩種文章、兩種文筆。一種

叫做「祇陀」、「祇陀」，g thā ā，或者譯做「偈」。g thā ā這個字，即是現在我們

的四句詩，即是我們中國的絕句詩，四句詩。四句就叫做一首「伽陀」，四句詩是一

首伽陀，四句歌就是一首伽陀。普通四句，每句八個字，四句就三十二個字，普通，

就是一首伽陀。舊譯譯得不好，把「陀」字，g thā ā的「ta」沒有譯出來，就譯做

「伽」，譯做「偈」。現在「傾偈、傾偈」、「講佛偈」，就是「伽陀」。那些禪宗

的法師在說法的時候，又或升座很喜歡講幾句偈的，對不對？是不是都先講幾句偈，

一升座，所以，那些「說法」必有偈，尤其是禪宗那些人。那些偈，徒弟拿出來之

後，那些師傅升座之後，那些偈來傾、拿來講，那就是談那些偈。那就所謂叫做什

麼？「傾偈」。就是這樣，這樣「傾偈」。

一種就是伽陀，伽陀就是什麼來的？是一種 文來的、 語來的。伽陀又叫做韵 韵

「四句詩」、「四句偈」。你讀《金剛經》，鳩摩羅什譯的《金剛經》即是一首伽

陀，叫做四句偈。是四句的。四句的伽陀來。又叫做什麼？又叫做「詩」。佛經多先

有伽陀，然後用散文來解釋這首偈，叫做「長行」。

四句偈就是這樣的。梵文一塊貝葉，梵文一塊貝葉，一塊貝葉，好像什麼，好似

現在我們五月節，食糉那些葉差不多的，不過厚一點。我們包糉那些不知什麼葉，我

13



就不知了。貝葉和那些葉差不多那麼長、那麼闊。包糉那些葉是竹葉，貝葉不是那些

葉，似而已。一塊的，將它切、切成方形。那就寫些詩。四句，一二三四五六七，那

就四句。每隔一個字就四句。那就一行，那就一首偈、一首伽陀。四句、四句地分開

的。跟著要解釋的。解釋就要用「長行」去解釋。整行很長的來解釋它，那些叫做

「長行」。即是，伽陀即是 語，長行即是散文。你看看這些，這些就是伽陀。韵

「色等無常等」那些一句句的就是伽陀。下面那些很長的一行，「於世俗性」什

麼什麼，那樣一句，那些就是長行。我們先解釋長行。長行怎講呢？你看。「於世俗

性自性、差別」，「世俗性」即是世俗諦，對於世俗諦裡面的一切東西的自性，「自

性」即是本質，「差別」者，它裡面的意義，它每一樣東西的本質和每一樣東西的意

義，「顛倒執著」，「顛倒」即是本來是這樣的，你偏偏倒轉來、起執著。即是整句

就是說，對於世俗諦裡面的東西，世俗諦裡面的東西的自性、本質和它的意義，把

它，將它顛倒過來，來起執著，對世俗諦是這樣；「及於勝義性自性、差別顛倒執

著」，與及對於勝義諦的「自性」，即本質，和「差別」、意義，又起顛倒執著。那

樣，這種顛倒執著，非除去不可。如果不除去，你就不會進步，不會得果。所以要怎

樣呢？一定要除去。除去的時候要修什麼？要修止觀。

這種止觀叫做什麼？「修彼隨一對治之菩薩瑜伽」。什麼叫做「菩薩瑜伽」？瑜

伽即是止觀，菩薩瑜伽即是大乘菩薩所修的止觀；「修彼隨一對治」，「彼」即是上

文什麼？上文所講對於世俗諦裡面所起的顛倒執著，與及對於勝義諦裡面所起的顛倒

執著，「修彼隨一」，即那兩種執著就是「彼」，兩種執著「隨一」即是隨便一種，

兩種執著隨便一種的對治，就修這種止觀，能夠對治上文那兩種顛倒執著的隨便一

種。

這種止觀、這種瑜伽，「即此中所說菩薩一切智加行之相」。這種瑜伽，就是修

行一切智的，修這種止觀、這種瑜伽，就是實踐，去修行菩薩的一切智，就是菩薩一

切智的實踐，你修這種止觀便是了。「相」即是相狀，你修這種，相即狀況，這種修

的狀況，就即是修菩薩的一切智的加行法。「界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界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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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開首修，修到什麼時候就不用修呢？界限何在呢？界限從資糧道，怎樣資糧

道？從你發了菩提心之後，就要開首實踐。一發了菩提心之後，就叫入了資糧位，就

叫做資糧位的菩薩。你發了菩提心沒有？有沒有發過菩提心？沒有發過？那都要你的

心發才行。只是用口跟著唸，你不如用錄音機講？只是口唸沒有用的，由你的心指揮

你的口發。當你一發了菩提心那剎那起，你就入了加行位(資糧位)，即是菩薩最淺的

位，加行位(資糧位)。即是說，你一發了菩提心，你就是加行(資糧位)菩薩心。如果

你前世已經發了菩提心，即是你一出世，即未會講話時已經是加行(資糧位)菩薩，你

前世已經是加行(資糧位)菩薩。

加行(資糧位)菩薩的階段很長的，可能是十萬、百萬世，或者一百幾十萬世都不

定，很長的。一發了菩提心便是。界限是從加行，不是加行，資糧。即是一發菩提心

之後就變做資糧位的菩薩。之後，資糧位圓滿，就是加行位菩薩。資糧位、加行位兩

位合起來，就是一個阿僧祇劫。記住一個阿僧祇劫。兩位，資糧位、加行位，兩位加

起來，就是一個阿僧衹劫。一個阿僧衹劫完了，就見道。見道之後，再修一個阿僧衹

劫，就八個地。見道就初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個地。七地

修完就入第八地。七地修完，將近入第八地，又一個阿僧衹劫，第二個阿僧衹劫。由

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之後，經過這三地就成佛。這三地，又一個阿僧衹劫，那就

三大阿僧衹劫。

修六度萬行圓滿，你就成佛。普通是這樣的。禪宗人，說會超的。頓悟就可以成

佛。除了禪宗，第二宗不許可的。密宗更離譜，密宗說即身可以成佛。如說《般若

經》，沒有此事的，沒這回事的。是密宗、禪宗才說頓超那麼厲害的，除了這兩宗，

一定要漸修的。「直至最後心」，「最後心」是怎樣？成佛之前那剎那。即是釋迦牟

尼佛夜晚看見明星悟道那剎那「最後心」。一過了那剎那，他就成佛。「最後心」即

是金剛心，又叫做金剛心，一過了金剛心就成佛。即是說，你由初發菩提心之後，一

直到金剛心，經過三個阿僧衹劫，都要修這個一切智加行的。先休息一下。修這個一

切智加行是怎樣呢？他現在，「菩薩一切智加行有十種」。依著這十種去修。十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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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呢？「就加行之對境分四」。凡是修行一定有境的，譬如我們行路，都要有個地

讓我們行的。

菩薩修加(行)，一切智的加行的對境是什麼呢？對象，對著來修的。對境有四

種。「一、於色等自性破實執行之加行」。第一，對於色聲香味觸法等的自性，普通

人執著以為它是有本質的、有實質的，「自性」是本質，執著它有自性的。對於一般

人所執著的色聲香味觸法的自性，我們破它，知道它是空的，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空

的。於是，就再不執著它有實的自性了。那樣，這修行的時候就是這樣觀，修止觀時

候這樣觀。色聲香味觸等法都無自性的。世人執著它是有自性是錯誤的，是顛倒的。

我現在不執它，知道它無自性，無實在的本質的。那樣想修觀，就叫做「於色等自性

破除實執」，破除執它為實的那種加行。這「加行」兩字即是指他修止觀的時候的實

踐，運用他的智慧去想。即是就它的境來講的第一種。

第二種，「於彼色等上無常等差別破實執之加行」。修行的人，就要在色聲香味

觸法等這些境界之上，我們就要知道那是什麼？知道它是無常的，知道它是無常的，

知道它是苦的，知道它是空的，知道它是無我的。於色聲香味觸等境之上所有的無常

性、苦性、空性、無我性等的「差別」，「差別」即是不同的性質，普通人就以為這

樣：「色聲香味觸都是無常的，都是苦的，都是空的，都是無我的」這樣。固然是

好，好是好，如果你執著色聲香味觸等真實是無常的，實在是無常的，實在是苦的，

實在是空的，實在是無我的，對不對？執它為實不又是執？對不對？執它為實都是

執。那樣，對於色上面的無常、苦、空、無我，這樣不同的意義執它為實的，一樣是

不對，都要破除這種執，那種加行。即是入觀了。入觀的時間觀什麼？觀一個色聲香

味觸等，雖然是無常，雖然是苦，雖然是空，雖然是無我，但如果你執一個無常是實

的無常，空是實的空，苦是實的苦，無我是實的無我，不就一樣是執？這種執，亦要

掃除。明白嗎？那你修觀跟著就很容易，修止觀，就在那處想。

第三種，「於功德所依圓滿、未圓滿破實執之加行」。什麼叫「所依」，即是五

蘊和合的假體，即是現在所謂「生命」、「個體」。佛有佛的個體，菩薩有菩薩的個

16



體，即是他的生命體。對於，「功德所依」的個體即是什麼？譬如某個，釋迦牟尼這

個個體，是有很多功德的，這些功德是依附在釋迦牟尼這個所依的個體上面的。對於

功德所依附的那個生命體，我們執著：「釋迦牟尼佛是圓滿」，「舍利弗就不得圓

滿」，「觀音菩薩就圓滿」，「這些人又不得圓滿」。固然是對的，不過你執著「釋

迦佛一定是圓滿」，「這些人一定不是圓滿」，不又是執？亦都是執的。對於你功德

所依的有生命的個體，你執著某是圓滿，某就不圓滿這樣，那就起一種實執，一樣是

要破除的。破除這種執實的加行，即是什麼？你執「佛一定是很有功德」，「眾生一

定是很有罪惡」，一樣執它為實的，都要掃除。你能夠掃除這種執，你的心就一切好

似很平淡的了。

第四種，「於無實貪性破實執之加行」。我們修行的人知道什麼？貪就是不對，

對不對？貪是不對的。你亦知道，「執著貪是實的」、「眾生都是貪的」、「有實的

貪」，一樣對不對？不對。執它為實。又這樣想，「貪是沒有實性的」、「貪是假

的」，又對不對？「貪沒有實的」，那樣實不實？如果「貪是沒有實性的」，你說

「貪是沒有實性」是實的，又是執，又不對。對於貪是沒有實性，都起一種執著，一

樣是執著。對於無實際的貪，以為一個無實際的貪這樣東西是實的，你是執著，一樣

是執著它，要破除它。

對於境，有四種加行，即是徹頭徹尾，通通空掉。對不對？聽不聽得明？「就加

行之自性分三」，再就，實踐加行那種，自己的本身，「自性」即是本身、本質，又

分三種。有三種加行。「謂」，即是第五種：「於所作業破除實執，名」，等等，先

未講這個。

上面那四種，我們先讀了偈裡面那四種給你們相對先，等等，四種解了，四種偈

未讀。「色等」，即是第一，「於色等自性破實執之加行」，「色等」，(一撇)；

「無常等」，即是什麼？第二，「於彼色等上無常等差別破實執之加行」，見到嗎？

又再看看，「未圓滿圓滿」。即是第三，「於功德所依的身，圓滿、未圓滿破實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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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看回偈，「及於無貪性，破實行加行」，「實行」即是實執的加行，即是第

四，「於無實貪性破實執之加行」。四種。你不對照著，就莫名其妙了。

然後先看散文。「就加行之自性分三，謂」：「於所作業破除實執」，這種加

行，名叫「不變加行」。怎樣「於所作業」？你修行的時候要修行什麼？例如你修布

施，修布施的業；你持戒，你修持戒的業，這樣業。對於你所作的業，你就執著。怎

樣執著？「我現在布施」、「我現在去持戒」這樣，「很了不起」這樣。執布施為實

有的、持戒是實有的。你都是執著。在勝義諦來講，不對。所以，對於什麼？你所造

的業，不論是善業、惡業，你執它為實，又是執。

你把這種執著為實的執掃除。那種加行就叫做「不變加行」。即是什麼？即是偈

裡面「不變」兩個字。看到嗎？好了，第六種，「於造者破除實執，名無造者加

行」。「造」即是造業，對於一個造業的人，不論你是造善業或者惡業。造業者，對

於造業者，你不要執著他為實。某一個善人造了幾多善業，你執著那個人是實；或者

某一個人造了很多惡業，你就執著那個人為實。那些作者，你不要執著。如果你執著

他，你就是什麼？障礙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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