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後，剎那現證菩提加行。好像我們現在，講個譬喻，現在我們想去喜瑪拉亞山

那裡旅行，觀察山上的雪地，你要怎樣？對於喜瑪拉亞山和那個路徑全觀了解，對不

對？如果你不了解，你無從去，那樣，叫做「一切相加行」。然後，如何去把，去到

應該怎樣、準備些什麼，每一部分的東西我們要作深入的研究，「至頂加行」。然後

起首行，逐步逐步行，不是說突然間到的，不是學禪宗講那種「頓悟」，彌勒菩薩不

興(不喜好)講「頓悟」的，《般若經》並沒有所謂「頓悟」，是禪宗而已，叫做「黃

教」，最反對頓悟。只有中國禪宗說。

頓悟，就只有這個時候才頓悟，逐步逐步逐步行，好像去喜瑪拉亞山，由香港坐

飛機出發到印度機場去。在德里機場下機，下車後再坐汽車，逐步逐步去。去到山

上，在喜瑪拉亞山下面，逐步逐步上山，一直上，上到最後不能再上的時候，那時候

就怎樣？豁然開朗，那時候就頓悟，是那個時候才頓悟，漸漸漸漸，到那個時候才頓

悟。

譬如你的目標，每日工作去賺錢，你想賺到一萬元，你就要怎樣？今日賺十元，

明天賺十元，明天賺十元，「漸次加行」。到最後，十元十元十元到最後，九千九百

九十元，仍然是漸次。到最後的十元賺到，你就怎樣？你就有十(萬)元身家，到那時

候就怎樣，豁然，我已經有十(萬)元，那時候就頓悟。明不明白？以前沒有頓。所謂

「剎那證菩提」，即是當你達到境地的時候，突然間開朗那時。這個「菩提」不一定

是成佛的菩提。你如果是小乘人，有小乘人的菩提、聲聞的菩提，獨覺人有獨覺的菩

提，不一定是佛的，佛的叫做「大菩提」。

小乘人之中、聲聞乘之中，預流果有預流果人的菩提，一來果有一來果的菩提，

不還果有不還果的菩提，阿羅漢果有阿羅漢果的(菩提)，每個階段了解的不同。他這

個所謂「剎那現證菩提加行」，即是不論你任何的一個了然，都是即漸即漸、逐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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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來，到最後然後突然間開朗。當你突然間開朗的時候，由未開朗到突然開朗的時

候，那個關口，你加功，就在那裡加功。

那時候的加功就叫做「一剎那現證菩提加行」的加行，明不明？我們做任何事、

任何時候的加行，都有這四種。你唸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都有一樣。第一，你

要什麼？一切相加行，你要了解《阿彌陀經》說給你聽，你如何唸佛就可以往生，這

種道理你要了解，這些叫做「一切相加行」。如果你連經都不懂，你唸什麼？對不

對？盲目。第二，是至頂加行。你想生在極樂世界，一是修觀，一是持名，一是修密

宗那樣修阿彌陀佛，你要選，每部門怎樣到達的，你要了解。你選定之後，例如你選

定是持名，你就一門深入，徹底地持名。

至頂加行就是這樣加行。當你，修那個至頂加行和一切相加行，不是頓悟的，是

漸次的，逐步逐步的。好像你持名，我今年唸了一百萬聲，明年再唸一百萬，後年又

一百萬，一直累積。到你最後臨終的時候，將近要死了那時候，然後見到好像佛來接

你一樣，那時候，臨終的時候，你最吃緊的時候，努力來作最後的加行，那時候叫做

「剎那現證菩提加行」。一剎那現證菩提加行，你就證果了。明不明白？一定要這四

種。他現在跟你講，你修般若、你修加行、你想成佛，需要般若，你修般若要這四種

加行才可以，講這四種加行。

這個，「圓滿一切相現觀」的加行。這個品名你不用理會的，你看科文就可以

了。丁二，廣釋四加行，對不對？又分兩部分：戊一，自在因果；戊二，堅固因果。

怎叫做「自在」？得到自在，成佛就得自在，以何因而得自在，得自在之因，到你修

這個因你得到自在的果，由因到果這樣，就叫做「自在因果」。

戊二，只是一味修不行，要堅固的因果。那自在因果之中，戊一又分己一、己

二。己一，自在的因，想得到自在的因，第一步最重要就是要什麼？一切相加行，即

是全觀的加行。己二，由一切相因，叫做什麼，果頂的加行。這裡法尊法師解得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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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點。「初中有二」，即是一切相加行又分二，庚一、庚二。庚一，一切相加行的

總建立。你看這個總建立，即是總說。「建立」兩個字當「說明」解，「總建立」即

是「總說明」。

一切相加行的總建立。庚二，從順解脫分釋生起次第。西藏人很喜歡講那兩個次

第。現在講密宗的人把這兩個次第，講到神秘到不得。實質是有很多人，連「次第」

這個字都不會解。你在大寶法王中心那裡問下，只是聽講「啊！他這些是生起次第，

我這些就是圓滿次第」，以為有圓滿次第很了不起。

那些紅教的人和白教的人，就看不起黃教，說黃教的人就只有生起次第，沒有圓

滿次第的，我這些才有圓滿次第。很多人這樣講，其實這些人，連生起次第、圓滿次

第這兩個名言都未會解。生起次第，即是說由初初學，逐步逐步的階段。即是入門的

階段、初期實踐的階段，叫「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後期的階段、成功的階段。成

功的階段，叫做「圓滿次第」。入門及進展的階段，就叫做「生起次第」。

一點神秘都沒有，那些人故意把它講到神秘，為什麼他會這樣？他不會解，連語

言文字他都不會。「次第」兩個字怎解？「生起」即是由初學、入門和發展，逐步發

展。「次第」，解作「階段」。一改作「階段」就容易解，對不對？初學的階段，就

叫做「生起次第」。成功的階段，就叫做「圓滿次第」。「圓滿」者，成功之謂。

你不要以為「圓滿」兩個字覺得很神秘，「成功」。對不對？沒有神秘的。那些

人是故意神秘而已，都是騙人的。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有生起次第，每一樣東西都有圓

滿次第。我們有生起次第，「他們只有生起次第，沒有圓滿次第，我們才有圓滿次

第」，笑話。講這些的人很多，很有資格的人，講這句說話，還是密宗的導師。我聽

過一個紅教的人，他說黃教的人只有生起次第，沒有圓滿次第，我們紅教不只有生起

次第，還有圓滿次第。不是。白教的人亦是這樣講，他們這些人連「生起次第」，連

些文字都不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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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次第」即是，前面的階段，「次第」兩個字是「階段」，「次第」即是

stage，階段，stages，階段。順解脫分，生起次第，好了。現在就要解，什麼叫做

「順解脫分」。當一個眾生，未曾見道之前，他的生命裡面，有兩種因素，他就可以

見道、可以證涅槃。這兩種因素，一種叫做「順解脫分」，一種叫做「順抉擇分」。

這兩種都是有漏的。因為有這兩種有漏的東西，就會引出無漏智出來。

那我現在解。「順」，「順」字怎解？順其勢可達至，就叫做「順」。「解

脫」，涅槃叫做「解脫」。「分」字怎解呢？「因」。順其勢可得涅槃的因素。即是

與你講，如果你生命中，是有這些順解脫分，你將來就可以得涅槃。即是反面，如果

你連順解脫分都沒有的，就有問題了。舉實例，什麼叫做「順解脫分」？例如哪些？

例如，見到別人有痛苦，你有同情心、惻隱之心、慈悲之心。例如，聽聞別人說那些

佛和聖人的功德，你的心歡喜、仰慕。又例如，見到別人行善，你高興；見到別人作

惡，你不高興。

這幾點，如果你有這三幾點，你的內心有這三幾點，即是我剛才講這三點，你可

以講多兩三點也可以，不過主要就是這三點。如果你有這三樣東西，這三樣東西就是

你將來得涅槃的因素來的。現在你覺得很平凡，這個因素，如果你把這個因素來發

展，將來你會得，順其勢會得涅槃。因素，這叫做「順解脫分」。

如果你有順解脫分的，你會將來修行，會得。叫做「順解脫分」。這就是什麼？

一切加行的因。如果沒有順解脫分，你根本不能修行。至頂修行你固然學不到，連一

切相加行你都不行，你都不能夠達到。這叫做「順解脫分」，就是將來你會得涅槃的

因素，「分」即是「因素」解。第二種分，叫做「順抉擇分」。「抉擇」叫做無漏

智，叫做「抉擇」，即是根本智和後得智。順其勢可以引生無漏智的，即是引生無漏

智的因素。引生無漏智的因素，叫做「順抉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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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無漏智的因，它引生無漏智的因。它是有漏的，這兩種東西都是有漏的，

但是會引出無漏的。就是什麼？「順抉擇分」，記不記得？四個順抉擇分，你記不記

得？四個順抉擇分，無漏智出現之前一定經過的階段。煖、頂、忍、世第一法，叫做

「順抉擇分」，記不記得？順解脫分是得無漏智的遠因，順抉擇分就是得無漏智的近

因，無漏智就是由這兩種因所引起的果。現在他講，從順解脫分來解釋，解釋這個生

起階段。生起次第的第一步，就是順解脫分。

沒有順解脫分就根本無從生起。初中又有三，又分三，即是一切相加行的總說又

分三點：辛一，一切相加行的自性，「自性」即是本質，一切相加行的本質，這種加

行的本質是什麼東西。聽得明嗎？第二就是講什麼？辛二是講什麼？修加行的德失。

「德」是功德、好處，所得的好處；「失」是過失。凡是「道德」的「德」和過失來

舉的，就是指功德及過失。修這一切相加行的時候，會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功德；修

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過失。辛三，加行的性相。當你修加行的時候，加行的情況是怎

樣，當你加功修行的情況是怎樣。

「初又分二」，即是講，加行的自性又分兩部。第一講什麼，加行的時候要有智

慧，這種智的種類、「差別」。壬二，明勝加行，那種加行是勝加行。加行可以有很

多種的。「初又分二」，智相的差別，加行的時候，智的活動的相狀，叫做「智相差

別」。智相差別又分兩方面來講，分兩點：癸一、癸二。癸一，略標，簡略地舉，

「標」即是舉。

然後癸二就是廣釋，「廣」即是詳細，詳細解說。「今初」，現在就是略標，加

行的智相的差別。這就留待另日開首講。你明嗎？你得閒時拿出來讀時，你會覺得它

很有條理。「總修三智」加「行相慧所攝持之菩薩瑜伽」，總合加行，一切相是總合

加行，對不對？總修這個三智加行。加行的時候，就一定要了解那三智的行相。

「行相」，什麼叫「行相」？活動的情況。總修這三智的時候，我們智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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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能夠發生這活動的情況的這種慧，這種慧所攝持著的，即是常常被這種慧來

保護著的，那種菩薩瑜伽，即是大乘菩薩所修的止觀，這種止觀，就是「一切相加行

之相」，這個「相」字是指自性，「性」字和「相」字通用作本質，即是一切相加行

的本質，就是有修三智的慧攝持著的止觀的瑜伽。

他說，這種止觀是由什麼時候開首修呢？「界從大乘資糧道」，當你發了菩提心

之後，你就叫做資糧位的菩薩，界限由你發菩提心之後那資糧道起，「乃至最後

心」，一直至成佛之前的金剛心為止，都修這種加行的。「修三智隨一行相慧所攝持

之菩薩瑜伽」，我們修三智，即是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三智中隨一，隨便一

種，三智中一種、隨便一種行相的慧，這種慧所攝持著的菩薩瑜伽。即是什麼？

「即菩薩能治品智相之相」，就是菩薩所修的「能治品」，能夠對治煩惱的那種

智相，「智相」即是智體，智體的相。這種智相，「界從大乘資糧道」起，一直至金

剛心為止都有的。今天解到這裏。會解了嗎？上文和這段，都是講那個道相智的界限

的，即是由何時開始，何時就不需要。我們讀回上一節，略標的，講那智的差別，是

略標的。我們看回這個，這個很複雜，看回前一頁。上文丁一，就是廣釋三智。我們

讀完了，對不對？廣釋三智不就讀完了。我們講上文的時候，廣釋三智、丁一，讀完

了。已經讀完了，我們不再理它。那我們現在讀，開始丁二。你知道，整部《小品般

若經》，都是講三樣東西的。

一樣是境，一樣是行，一樣是果。你不要見到些經那麼煩你怕，不外乎講這三種

的而已。境，我們所對的目標、所了解的事物，即是我們所對的目標。我們所對的目

標、修行的目標是什麼？所對的目標：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這麼簡單。而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裡面分成三種東西，第一樣就是一切智，第二樣就是道相智，第三樣

就是一切相智。這三樣東西，就是境。整本《大般若經》，大部分是講境、講這三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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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詳細解的，解完了。前一星期，三智的境。我們對

於三智的內容，對於三智、這種境的內容，我們清楚了解之後，我們就要實踐、加

行、修行。所謂「行」者，即對準目標而加功實踐，「行」即是實踐。就是「行」。

行有四種行、四種實踐。一種，一切相加行。第二種，至頂加行。第三種，漸次加

行。第四種，一剎那現證菩提加行。現在就開首講「行」，四加行。有了境，有了

行，將來是什麼？將來得果。果，就證得佛的法身。現在丁二，就廣釋四加行。很有

條理的。廣釋四加行裡面，又分二：戊一、戊二。

戊一，講自在因果。修行獲得自在的因和因那部分的修行，自在果那部分的修

行，自在因果。然後戊二，就是堅固因果。有了自在，就要堅固才可以。如何得到堅

固？就是因、堅固的因。由此因，得到果，就是果。現在，就講自在的因果。自在的

因果，又分二：己一、己二。己一，自在的因的一切相的加行，即是前段，開首修

的，就一定要一般性的加行。然後，自在的果，自在的果的頂加行。現在就先講自在

之因的一切相加行。

自在之因的一切相加行又分二：庚一、庚二。庚一，一切相加行總說，「建立」

即是「說」者解，我寫作「說」字。然後庚二，生起次第，我改了它，改它做「階

段」，讓你們容易，「次第」就是「階段」。現在庚一，一切相加行的總說，又分三

段：辛一、辛二、辛三。辛一，一切相加行的自性，「自性」即是本質。然後辛二，

一切相加行之功德與過失，「德失」即是功德與過失。看不看到？我故意加些字，讓

你們明了，你改它都沒所謂的。

然後辛三，「性相」即是指情況，加行時候的情況，明不明？即是加行時候的

condition。現在辛一裡面，一切相加行的自相，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智相

差別，「差別」即種類、有幾多種，智相的差別，是智的。修加行的時候要用智慧

的，修一切相加行的時候那種智慧，那種智慧有幾多種，叫做「差別」。現在，先講

智相的差別。智相的差別又分二：癸一、癸二。癸一就是略標，讀了。剛剛不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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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不對？略標，略標即是前星期講那些。一切智的差別，先講一切智。「一切智

差別 行相 能相」，即所謂，一切智差別的行相。他說一切智差別的行相，一切智爲

差別的行相，行相即是情況，一切智的差別的情況，就是什麼？就有三種的能相。

三種什麼？能對治的相狀，能對治煩惱的相狀，叫做「能相」，能對治煩惱的相

狀。為什麼有三種呢？「由三種智故」，因為智有三種，所以每種智都有它自己的行

相，即是說，行相亦有三種。一切智的差別行相，「別」字下面不要一撇，一切智差

別的行相即是什麼？即是它的能相，三種能相，他這裡省略了，即是三種能相，三種

能對治的相。一切智的差別行相，就是三種能對治的行相。聽不聽到？我將它譯成白

話，一切智的種類，一切智的各種不同的行相，就是能對治煩惱的三種行相。

為什麼三種那麼多？「由三種智故」，因為智有三種的原故，所以就「許行相爲

三」，所以我們要承認行相亦有三種，大致會解了吧？我們再讀這裡：「總修三智行

相慧」，「總修三智行相」，修什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總修這三智的行

相，那種慧，其實「行相」兩個字是多餘的，「總修三智的慧」，這種慧所攝持的菩

薩所修的止觀，「瑜伽」即是止觀，「菩薩瑜伽」即是大乘的止觀，這種大乘止觀，

就是一切相加行的體相，「即一切相加行之相」。

修這種止觀，「界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一句，即是修這種大乘的止觀，

由哪個時候開首修？就是由你初發菩提心之後，入了資糧位的時候開首，一直修到三

個阿僧衹劫滿，要成佛了，成佛之前那剎那，叫做什麼？金剛心，那時候止，過了金

剛心就不用修這些了。下面那句再詳細講。智慧有三種，三智，那修止觀的時候那種

慧，亦有三種了。

「修三智隨一」，「隨一」者即是任何一種，修三智中任何一種智的行相，「行

相」兩個字不需要的，那種慧所攝持著的大乘止觀，「菩薩瑜伽」即大乘止觀，這種

止觀即是菩薩所修的能治品智，能夠治，「治」即對治，能夠對付煩惱的那類智慧的

8



相狀。「界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即是重新講，即是每種分開來講，都要由

資糧道起到最後心。上文那句就是說，籠統地講，修這三智的止觀，由資糧道起至到

最後心。這句後面那句，就是什麼？智有三種，所以修加行亦有三種，三種加行都是

由初發菩提心之後，資糧位起計，直至修到金剛心止。這裡明不明？難不難聽得懂？

明不明？譯得太壞了，法尊法師，他一味貪多，不需要的，譯那麼多做什麼？譯那麼

多，每種把它來弄清楚更有益。他譯得太多，譯得好的譯兩三種已經夠了。

譯了他給太虛法師改，又給印順法師看，印順法師因為不懂藏文，所以不敢怎

改，太虛法師又因為不懂藏文，又不敢隨便改。好了，我們說到這裡，現在我們開

首：「了知四諦上無常等十六行相一切智之諸差別，由善現起對治執五蘊常等所治品

之能治行相，而摧伏彼執等之菩薩瑜伽， 此所說能修對治之能相。此能對治之行爲

相，許有三種，由三智決定故」。

這句就是正式解那四句頌文的。他說，智有三種，現在所講就是講一切智。一切

智起的時候是怎樣情況呢？小乘的人一切智起，就不外是什麼？四諦那十六行相，對

不對？他說「了知四諦上無常等十六行相」，這些就是小乘的一切智的作用。

小乘的一切智就是了知苦集滅道那四諦上，那十六種無常、苦、空、無我，那十

六種行相的一切智。既然行相有十六種，即是說一切智都可以分做十六種，對不對？

「諸差別」，可以有十六種不同的差別。為什麼智的差別有十六種呢？因為所對治的

煩惱有十六種，所以能對治的智亦有十六種。 「由善現起」，由於那些修行的人，

能夠很善巧地現起，現起些什麼？「對治」，「對治」即是對付，對付什麼？

對付煩惱。對付些什麼煩惱？對付那些執著，執著是煩惱之一，對治那些執著五

蘊是常的，「等」，執著那些五蘊是常的，執著那些五蘊是樂的，執著那些五蘊是有

我的，執著五蘊是淨的等等，「五蘊常等」，那些所治的煩惱、所應該對治的煩惱。

現在，就用這十六行相的智慧、那種應對治的智慧去對治它，用這種行相「摧伏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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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摧毀那些小乘的人所有的十六種執，用十六種智來摧毀那十六種執。運用這種

智的時候的那種菩薩瑜伽、那種大乘的止觀，這種大乘止觀，「 此所說能修對治之爲

能相」，就是這裡所說的能，怎樣去修加行，修一切智加行的對治煩惱的情況了。

「此能對治之行相，許有三種」，這裡能對治那十六種執等，很多執的，能對治

的行相，不出三種。為什麼？因為智有三種的原故。就這段來看，一切智的差別，一

切智者，一切智差別的行相。這個「一切智」不是指小乘的一切智，這個一切智是指

這三種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所有這些智的差別行相，都是能對治煩惱的

行相。由於智有三種，所以行相亦分做三種。所以，你們有志向的人，就可以去讀西

藏文，把這些重新譯過。重新譯，他譯成這樣子，重新再譯，用淺的文字。立這樣的

志。讀藏文，很容易的，讀藏文，讀兩三年就可以從事翻譯的了。

如果你有英文底、中文底，三年就可以。劉銳之讀了兩年、三年，就會翻譯了。

那個，大寶法王中心那個莊大友，走了去那個莊大友，藏文譯的幾好，有語言的常

識，四年功夫就可以隨便翻譯了。隨便翻譯，不過先要有語文的常識，即懂得語言學

的道理，四年可以。(即是中文、英文、藏文，)你一定要有一種文字做底的，例如你

有中文底，又懂得語文的。世界有一種叫做語言學，有了語言學的基礎，去讀藏文，

只要讀四年，隨便翻譯都可以，莊大友。(年紀後生就可以，我們太老)。你和我都不

能，他們就能。

六十歲以後的人讀，五十歲前的人讀，五十歲至六十歲的很吃力，因為學語言，

五十歲後很難學。(最好三十歲以下)。對，最好三十歲以下。（一年費用使幾多萬？

要多少費用？去那裏學？去西藏學？）去西藏學？去西藏學你學不到。（去哪裡

學？）你去西藏喇嘛教不到你，他不知道你講什麼的，你沒辦法聽。去大陸北京，北

京有間東方的語文學校。高級那些就請西藏喇嘛來教，找些黃教喇嘛來教，低級那些

就找那些，畢業那些北京人，他們這樣會好很多。（費用使幾多？）不用費用的。

（那他肯收你才行的吧？）他肯收你，你寫信去問他就肯收你，你就當然不收，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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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老，收年輕的。

他不用錢，高級，學幾年，你可以去翻譯，這些就是真造功夫。又去斯里蘭卡那

裡學，如果你有語言學基礎，學三、四年就可以了。不過為什麼這些人失敗？幾個去

都失敗呢？那個果通法師的徒弟去，說去說去又不敢去，沒用的。還有這裏那個駕車

那個、當警察那個又去，沒有語言學根底怎學。（語言學需不需要懂英文，教授？）

英文懂那些，你學語言學，要懂得一下英文，不用很好。有了，你去，三聯書局，去

中華書局，（語言學有很多國語言來著 ）你看熟他這本已經夠了。⋯⋯

這個是我的老師，岑其詳。還有，他有兩本的，一本叫做 又是岑其詳。很⋯⋯

好讀的，很容易讀。我們舊時在大學讀書時曾經上過課。語言學，如果你會英文的，

你查字典，linguistics，語言學。語音學，就 phonetics。如果你會日文，或者會英

文，不用去西藏學都可以。英文有兩、三本書，用英文來教你讀西藏文。不用去西藏

學，日文就有幾種，教你讀西藏文。那些又說去西藏的，你不會語言學的，你去西藏

十年你都不會懂。你會語言學的，不用去西藏都可學到藏文。你沒方法就難，有方法

很易。即有些人說佛法難學，你說難不難。你有方法的，跟著線索很容易的。

佛法哪裡難，難在修，學就不難，了解經文，修止觀就難。好了。略標讀完了。

廣釋。智有三種，即是分三。一切相智，佛的智先。我們想修一切相智，如何加行

呢？然後子二，就是道相智。子三，就是一切智，小乘人的一切智，這就是子一、子

二、子三。現在先講一切相智，佛的智。啊不是，我調錯，我寫錯，先講一切智，第

二講道相智，然後才講一切相智。改番正這才是，對不對？你看看，先看講一切相

智，不是，一切智，即是小乘人的智。

我們看：「始從無邊相，乃至無動相，三諦各有四， 道中說十五」。他說，關

於小乘的一切智，就從《小品般若經》裡面，由無邊相，一直講到無動相，就是「始

從」《小品般若經》中講無邊相那裡起，一直至到講無動相那裡止，裡面就把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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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相、一切智的活動的情形，就都給你講了。那它裡面所講的就是怎樣呢？「三諦

各有四」，苦諦、集諦、滅諦這三諦，每一諦就有四個行相。道諦就詳細一點，有十

五個行相。會解了嗎？文字稍釋就可以了。聽到嗎？

聽到就再覆一次：「從經云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波羅蜜多」，它說，《小品

般若經》，它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它說這種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的般若波

羅蜜多來的。這是《般若經》這樣說。它說，這一句東西就是什麼？「就苦諦」的

「無常相」，就是講苦諦裡面的四種行相中的無常相。一直由那裡起，苦諦的無常相

起，一直講到滅諦、道諦那裡止，至到《大般若經》裡面這樣說，「如是般若波羅蜜

多是無動波羅蜜多」，至到這一句，這是《大般若經》的，這句止。

這裡，這一句又是講什麼？「說道諦無動相」的，即是最尾那句。那就很大段，

在《大般若經》裡面，那你就自己看了。「此諸經文」，《大般若經》這一大段的經

文，「於前三諦各說四相」，那經文在苦諦、集諦、滅諦這前三諦，每諦各說四種

相，四種行相，「於道諦上說十五相」，獨是在第四個道諦裡面，是說十五種行相，

總共，「共說一切智二十七種相」，總共一切智，講出它二十七種相。為什麼？為什

麼二十七？前三諦每四，三四一十二，道諦十五，十二加十五，就是二十七。

看回偈：「始從無邊相，乃至無動相，三諦各有四」，「道中」即道諦之中，

「說十五」。那就會解了，對不對？所以說，你一有辦法，把它解得清楚，有些他譯

得不清楚就沒辦法，你找回法尊，他已死了你找他回來都搞不到。除非你自己讀西藏

文來對才知道有那些問題。除了這之外，什麼都可以讀，你是人就可以讀。

你不會寫信，連信都不會寫的，都懂的，問題是你會不會講話而已，你跟他講話

你要懂得語言學，很深的。好了。苦諦、集諦、滅諦，每諦有四相，對不對？現在

講，每諦那四相。逐(種)相說給你聽：「前三諦各有四相者」，他說前面那三諦，苦

諦、滅諦、集諦這三諦，每一諦都有四相，「者」，就怎樣呢？下面：「謂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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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第一個相，苦諦的四相和第一個相，苦是無常，苦諦裡面有無常，有種無常的

相，你想停留都不可以的。你一個人想不老是不可以的，一個人若太老想不死，又是

不可以的。無常，苦諦中有一個無常相。

「勝義無生」，苦諦就無常相，小乘人就以為無常是苦，大乘是怎樣的？這裡沒

有講。大乘裡，勝義中無無常的，對不對？無無常的。他這裡不講而已。明不明？你

要了解，一方面知道無常，是苦諦的。這個人生是苦，是無常。為什麼說它苦？因為

它無常。一方面知道它無常，這個「無常」是假名來而已。同時怎樣？這個無常是無

自性的，所以在勝義諦裡面，無所謂無常。明不明？大乘人就是多了這些，多了在勝

義諦裡的。

他說「勝義無生」，「生」者是指生死，「生死」的「生」。為什麼我們人生會

苦？因為我們有生死。那即是生相，對不對？不是，有種苦屬於生起的，有種苦生起

的，那即是什麼？苦無常，即是苦諦的無常相。當他觀無常相的時候，就知道這個無

常是空的。大乘就是多了這點。第二，苦諦的四相就是無常、苦，苦相，對不對？苦

相，苦就生起什麼，生死苦，對不對？所謂苦即是生死的苦。他說，「勝義無生」，

一方面知道，我們做人有生死的苦，有生死輪迴的苦，但同時又知道，在勝義諦中，

並沒有所謂生死輪迴。明不明？無生。

他這裡又標了勝義，上面那句又不標，待你自己了解。苦集，不是，苦諦四相，

無常苦，空相，下面。「遠離異體我」，他說，苦諦中，我們苦的人生中，沒有一個

異體的「我」的，沒有各別個人的「我」的。「異體」，各人不同體的「我」，即是

靈魂，沒有的，「遠離」即是沒有。那就是空相。沒有「我」，就是空相。小乘人知

道人生是空的，但他這裡大乘人一樣知道，遠離。那四相，無常、苦、空、無我，

「自我分別不能屈伏」，那些凡夫就起一種分別執，就覺得有自我。

小乘人就知道，那個自我是空的。自我那種執著，就不能令他屈伏。大乘的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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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也是一樣，一樣了解，「自我分別不能屈伏」。「如其次第即苦諦無常、苦、空、

無我四相」，會解了吧？苦是無常，這是無常相了。「勝義無生」，沒有生死的苦

的，就是什麼？苦相了。「遠離異體我」，「我」是空的，空相。「自我分別不能屈

伏」，這是什麼？無我相。這個，大乘人，亦有一切智，了解小乘人所了解的四相。

集諦，有四相。集諦哪四相？記不記得？

因相、集相、生相、緣相，對不對？集諦那四相，小乘人見道的時候，就體驗到

四相。下面就講那四相：「生苦之愛因勝義無住，集勝義如虛空，尋伺勝義不可說，

感後有之受愛緣勝義無名，如其次第即集諦因、集、生、緣四相」。他說小乘人，當

他修觀，當他見道的時候，觀集諦，他就知道，我們的人生為什麼會起呢？由於，由

於有什麼？有煩惱，貪、瞋、癡等煩惱。由貪、瞋、癡等的煩惱而起業，所以就引生

今世的苦。大乘人就除了了解他這個，煩惱和業之外，他亦知道，煩惱本來是空，業

亦是空，多了這些。

他說，「生苦的愛因」，即是什麼？貪愛的因，即是什麼？貪瞋等，他沒有

「等」字。「生苦」，能夠引生苦的煩惱，即煩惱因，在勝義諦裡面根本就無住，沒

有愛因住在勝義諦的，是世俗諦才有這個貪愛等而已。這即是什麼？因相。愛是因，

貪瞋癡等是因。「集勝義如虛空」，小乘人觀集諦，煩惱和業能夠招集苦果，以為是

實有的。大乘人就知道什麼？是空的，集諦是空的。「集」，集相在勝義中，猶如虛

空一樣，不可得的。這是什麼？集相。「尋伺勝義不可說」，有生死，有生無生這

個，我們怎樣知道，有生死與無生死？由於我們有知、有尋、有伺。

但是，尋伺在勝義裡面，根本就是假名，不可說的。所以，你說有一個前世的

業，煩惱和業，生起今世的苦果，這個都是名言來的，實在是不可說的。這個就是說

這樣，集諦的生相。小乘人又以為，我們今世作了業，來世就後有。為什麼後有？當

我們死的時候，就是死有，對不對？死的時候還是存在的，死有。我們將在投生的時

候，就叫做生有。投生的存在叫做生有。中間有個什麼有？中有。生有之後，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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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斷氣，死了，那時候就是死有。死了之後，就變起中有，那個就是中有。

中有投生入胎那剎那，就是生有。入了胎之後，那些胎兒一直生世，到八十歲，九十

歲死了，那段幾十年的叫做什麼？後有。「感後有之受」，以受、有「愛」做

「緣」，然後才感召那後有。我們今世覺得快樂，起了受，對於受就貪愛了。這種貪

愛的煩惱為緣，就潤澤回我們作的業，然後那種業，就引生來世的苦果。這種業，這

種緣，在勝義諦中，並沒有這回事的，「無名」的。這就是什麼？就是緣相。緣相亦

空的。

「如其次第即集諦因、集、生、緣四相」。好了。來到這裡，我們就要講一講給

你知，煩惱有兩種：一種是發業的煩惱，一種叫做潤生的煩惱。這個你要了解。例如

你今世殺過人，放過火。為什麼你會殺人？因為是貪瞋癡的「瞋」起而殺人。為什麼

你去放火？又是瞋的煩惱起，你這世又做了什麼業？偷東西。為什麼你偷東西？貪的

煩惱起。那這些貪、瞋的煩惱，就會發生業的力，貪會令你偷東西，瞋令你殺人放

火，這種業。這種煩惱，叫做發業的煩惱。

有了這，你一世人幾十年，做了好多業，這些業都是由煩惱發出來的，那惡業都

是由煩惱發出來的，這些煩惱，叫做「發業煩惱」。這些發業煩惱，發了業就了事

的。那怎樣？你來世時受報，來世時受報之前一定要起一個中有。中有起之前，中有

不是就這樣憑空就起的，那就要怎樣？為什麼呢？你可能有很多中有。你今世又做過

什麼？很多善事，應該是生人天的中有。但你又殺過很多畜牲，又或者前半生殺過

人，那你就怎樣？下地獄做餓鬼的中有，有的。你又去念佛、修行的，你就怎樣？生

兜率、去聽彌勒說話的，生兜率天的，天上的中有都不一定。那即是你一世人，幾種

中有你都可以 ⋯⋯

-完-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