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修加行那種瑜伽，那種菩薩的瑜伽。那種菩薩瑜伽，就不是盲目的，不是

迷信的、盲目的，而是什麼？用慧所攝持的，有智慧攝持著它，保護著它，即時時有

智慧去提點它。什麼智慧？止觀雙運的慧，修止觀雙運那種慧。那種慧的作用是怎

樣？「緣空性」即是修空觀，「緣」即是覺證、覺了那個空性，即是修空觀的那種

慧，那種止觀雙運的慧，即是說，起碼初禪以上的了，對吧？不會是普通講的那種

慧。止觀雙運一定是初禪以上才可得。這種菩薩瑜伽。這種「菩薩瑜伽，即此處正說

之加行相」。

這個「加行相」，這種加行活動，即是那種止觀雙運的活動。界限就是「從大乘

加行道暖乃至最後心」。看，這裡我都不明白它。應該由資糧道起吧，怎會由加行道

起呢？換言之即我們不可以修，資糧道？要加行道才修得，要煖位才可以。但他裡面

講很多東西，都不用煖位的，我們都可以修的。所以我是了解文字，但我不明白為什

麼。這個我以為是「界從大乘資糧道」起，那就合理，但它又不是。

要加行道起，煖、頂、忍、世第一法的煖位開始，煖位開始即是第四禪，修止修

到第四禪，煖位在第四禪裡面。煖、頂、忍、世第一法都是在第四禪裡面發生。所以

我就說這裡有多少不明白。會解它的文字，但道理就不明白。為什麼要煖位才開始

呢？煖位之前為什麼不可以呢？他沒有說明理由。好了。「乃至最後心」即是金剛

心。「若于」，下面了。那然後看偈。「昔承事諸佛，佛所種善根，善知識攝受，是

聞此法器。」一句；「親近佛問答，」（一撇）；「及行施戒等，」（一撇）；「諸

勝者許此，是受持等器。」一句。

這種是有福氣去修行的。這種人照這樣說，不一定要有加行位的。很普通而已，

又怎樣呢？這種人，往昔已經承事諸佛的了。曾經前世又前世，已經供過佛的了。看

一看文字。「若于往昔承事諸佛，並於佛所」，「所」即是住處，在佛的住處，「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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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等」，供養些飲食等給佛，來到種下很多善根。於是即是這兩句：「昔承事諸

佛，並於佛所」，即是佛所處「種善根」。「具足大乘善知識之資糧道菩薩」，又資

糧道菩薩？對不對？那時又要加行呢？對不對？具備大乘善知識，即是良師益友、良

師善友，具備那些合大乘的善知識，即是偈裡面那句什麼？「善知識攝受」。

那現在這三樣都具備，你看回偈，「是聞此法器」，這句是什麼？能夠有資格、

有福氣聽聞《般若經》，只是「聞」而已，對不對？那沒理由要加行道吧，對不對？

我們都是聞，我們座上那麼多個都是聞，我們又加行道麼？有什麼理由呢？加行道。

你說資糧道，那就對，對不對？那種資糧道菩薩，「乃是聽聞此教道果般若」，

「教」即「文字般若」、「般若教」，「道」就是教你怎樣修道的，「果」就是證得

果的，即是講教般若、道般若、果般若的經典。這樣的人就有福，聞《般若經》的法

器。那就是「是聞此法器」。

聽聞而已，未必是受持。如果進一步，能夠受、記憶得到，又能夠持誦，「受

持」即能夠記憶，一句句了解，又高級的了。那些要怎樣呢？「親近佛問答，及行施

戒等，諸勝者許此，是受持等器」。更進一步。如果他前世，能夠親近諸佛，曾經跟

佛問答過的，「及行施戒等」，又學人修過六波羅蜜，布施、持戒等都修過的，如果

那種人，就聰明一點。「諸勝者許此」，「勝者」是指聖人、佛、菩薩，那些佛、菩

薩認許，「許」即是認許，「此」即這種人？  佛、菩薩認可這種人，「是受持等

器」，能夠受持《般若經》，能夠了解《般若經》，能夠依《般若經》修持等，去修

持的那種法器。我們看回散文。

「又彼資糧道菩薩，親近無數諸佛，請問疑惑之文義」，對於經文的，和所的說

的法的義理，不明會請問佛陀的，「於所問義如理修布施持戒等」，對於所問的義，

得到佛的指示之後，他能夠如理地、合理地去修行布施、持戒等等那六波羅蜜多。這

種人，「諸佛勝者許 受持文義等之法器」。諸佛菩薩等，就認為這種人有資格受持爲

《般若經》的文，記憶的文和了解它的義理，高級一點的法器。都是資糧道，對不

對？都不需要用到加行道，對不對？或者他不計那些，要那些資糧道你可以學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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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正修就要入加行道，可能是這樣，對不對？資糧道只是預備階段。

好了，下面，癸二。這裡錯了，改了它，不是「壬二」，是「癸二」。「正明加

行」，正明修行的時候是怎樣修行的，一般狀況是怎樣的。這種加行，有二十種加行

的。 你看看，第一種。我們先讀。「不住色等故（一撇）」，一種；「遮彼加行故

（一撇）」，又一種；「彼真如深故（一撇）」，又一種；「此等難測故（一

撇）」，又一種；「此等無量故」一句。五種了，第五種。

這五種一組，五種一組，是講它加行本質的。下面：「劬勞久證故（一撇）」，

一種；「授記不退轉」，「授記（一撇）」，又一種；不退轉（又一撇）」，一種、

兩種；「出離」，又一種，不過不用撇，因為有個「及」字；「及無間」，又一種

（一撇）；「近菩提（一撇）」，一種；「速疾（一撇）」，又一種；「利他」一

句，又一種，一句，「利他」一句。「無增減」 「利他」這樣一句，那就八⋯⋯⋯⋯

種的了。

這八種是什麼？指那些修行的人、那些眾生的不同的情況。下面：「無增減（一

撇）」，一種；「不見法非法（一撇）」，又一種；「色等不思議（一撇）」，是一

種；「色等諸行相」，「色等諸行相」不要撇，「色等諸行相，自性無分別」一句。

以上就修圓滿加行，能令我們的加行圓滿的方法、的方便，以上有四種。

下面另外有三種：「能與珍寶果（一撇）」，一種；「清淨」，一種，不用撇因

有「及」字；「及結界（一撇）」，又一種。總共三種。以上這三種，就他得果和爲

時間來分的。那我們解它了。第一種修的時候要怎樣呢？他的智的活動是怎樣活動的

呢？智的本身是怎樣的呢？

第一種，「不住色等故」。怎叫做「不住色等」？「住」即是執著，不執著色受

想行識等五蘊。那我們看回論文了，看回散文。「大乘加行道根本智，於所緣境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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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名於勝義不住色等」，一句。好了。這裡呢，我就說它不通了。加行道哪有根

本智的？加行道的智是有漏的智來的，對不對？根本智是證真如、證空性的時候，無

相的智，加行道怎能無相呢？難講了。其實他意思是什麼呢？加行道修觀空那種智，

對不對？觀空那種智。他用「根本」兩個字就不對的。

他應該是指觀空那種智。根本智是觀空的。那我現在，姑且解它做那種觀空那種

智。大乘加行道那種觀空那種智。對於所緣的色受想行識等境，能夠「破除實執」，

不執它為實。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就「名於勝義不住色等」，就能夠說他在勝義中，

他不執著色聲香，不執著色、受、想、行、識等。不是說他沒有色、受、想、行、

識，不過在勝義中，我們不執著它，他做到了。這就是「不住色等故」。這個是一切

相加行的第一種。第二，「遮彼加行故」，什麼「遮彼加行故」？「加行」者，即是

用我們的智慧去加行。我們對色、受、想、行、識，我們不執著。

如果我們執著「我現在有個智慧，我的智慧能夠觀空」，那不就一樣是執著智

慧？這個「加行」是指智慧。連加行智慧都破掉、都空掉，遮即所謂「空掉」，遮掉

加行的智慧，即是連加行的，連那個人的加行的智慧，都破除掉。會不會解？聽不聽

到？聽到嗎？你留意，這個「加行」，兩個 加行道是指加行位，但這「一切相加⋯⋯

行」的「加行」是另外意思，不是當「加行位」解的，是當「加功修行」解的，不同

解法。好，看回散文。「於能緣心破實執，名於色等勝義不加行而於真實義加行」一

句。改回做圈（句號）。

他說，對於能夠緣，能夠緣境、能夠攀緣那些境，能夠攀緣那些色、受、想、

行、識的境而知道它是空的那個心，色都不執著，不執著那個色是有，「破除實

執」，知道這個色都是眾緣和合而生，都是無自性的、空的。這樣就名為對於色、

受、想、行、識等「勝義不加行而於真實義加行」。即是說，連空，能觀空那種智慧

都空掉，那即是跟沒有加行一樣，但實際上是有加行的，不過是高一層而已。大家這

裡聽不聽明白？「遮彼加行故」這是第二句了，第二種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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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加行，「彼真如深故」。彼所觀的真如，「彼」這個「色」不是指 這⋯⋯

個「彼」是指什麼？色、受、想、行、識那些。色、受、想、行、識中所有的真如，

是甚深的。下面看回散文：「色等實空之真如甚深」，一句。即是說，真如很深，加

行道的人都未證得到的，不過即管想吧，這裡有個真如很深的，他證不到。

第四種，看回偈：「此等難測故」。那種真如和能證真如的道、的智，都是難測

的。為什麼？他只是加行位，還未真正有那種無漏智，所以覺得彼等難測。看回，看

回散文：「諸道」，「道」者即是指那些智慧、道諦，所修的道，道之法性，那些道

所攀緣、所去體證的真如法性，是極之難測的，「難測度」。「諸道之法性」，就有

兩個解法，第一是「真如法性」，第二是指那些道的性質，即是無漏的，能證真如的

那些無漏的道，都是很深、很難測的。

這是第二種解法，第二種解法還更好些，因為上文說真如深，現在這裡說證真如

的道難測。「諸法性難測」這樣一句，一個圈。偈又不要圈，圈散文。「諸行相」，

講到什麼？偈。「此等無量故」一句。「此等」即是指那些道，那些道的活動的情況

是無量、無邊無際的。我們看回散文。「諸行相之法性」，這個「法性」當「性質」

地解，是「無量」的。即是去了解，修加行的人即是去了解，因為他未有無漏智，所

以對無漏智很傾慕。

那麼，以上五種，看看：「通達此五」，能夠通達這五類東西的那種加行，這種

加行，這五種加行「是就加行自體而分」，是由加行本身的性質來分的，分五種。五

種加行，這五種加行都是一切相加行。我們這樣看法，就知道什麼？我們修空觀的狀

況是怎樣的。雖然未必好像剛剛的二十種，但大約是如此。懂不懂？會不會了解？好

了。繼續。

另外一種了：「劬勞久證故」。他說，有種菩薩很蠢的，他要很多世然後才有進

步，「劬勞」，很久才證得的。這些是怎樣？看散文：「又資糧道」，即那些資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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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那些「鈍根菩薩智」，資糧道的鈍根菩薩智，「于真空性多起驚恐」，他說這些

菩薩，對於真空性，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什麼都是空的，空了即什麼都沒有，連命都

沒有了，不修還好，命仍還在，修一修空掉就連命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我」又

沒有，什麼都沒有，有些人就會驚。對於真空性，「真空性」即是指「真如」，「多

起驚恐」。

有一個修藏密的，以前他找一個住在芙蓉山，有一個叫做曇砵法師，不知道你們

聽過沒有，他教一個弟子，修淨業觀空，即是怎呢？「唵，娑 婆 ，秫馱，娑 ，嚩 嚩 嚩

達摩， 娑 婆 ，秫度，憾」，淨三業的真言，淨業觀空，。叫他結一個蓮花印，嚩 嚩

一直一直唸，唸唸唸，漸漸就沒有了、沒有了、空了、空了，連自己都空掉，什麼都

沒有了。那個弟子真正慢慢地唸，淨業觀空，覺得什麼都沒有，連自己都沒有了，就

驚起上來。驚起上來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有驚。一驚，他就醒了，就不怕，「原來

仍是有的」，就走去師父那裡。他師傳後來講給我聽他這弟子此事。

對於真的空性，多數起驚恐的。為什麼呢？「由」是「由於」，「由是初業菩薩

之加行故」，由於這些菩薩是初業，初趣作業的菩薩，那些初級的人的加行、修行是

這樣的，「須大劬勞」，所以他要很勞苦；「要經長時」，不止一世、兩世，「要經

長時乃能成佛，名劬勞長久之加行」，這樣叫做「名劬勞長久之加行」。下面第二

種，仍然是資糧位的。下面就不是了，加行位了。「授記，」一撇（逗號）。加行位

的煖位菩薩的加行。你看，看回散文：「大乘加行道暖位，由於空性成就無畏」，一

撇（逗號），「名得授記之加行」一句。

再進一步，那些加行位的煖位的菩薩，他對空性，不怕。對於空性，他不怕。對

於空性，成就了一種無畏，能夠得到無畏。雖然未證到空性，但他對空性不怕。他這

種人不怕，一定會很快就成佛，所以叫做「授記之加行」，好像佛授記那樣，會成

佛。這是什麼？「授記」兩字。對這種人，堪予授記這種人。然後，「不退轉」的加

行，不退轉。看看散文：「大乘加行道頂位」，煖然後到頂，「勝出於暖」，「勝出

於」即是「勝過」煖位，「聽聞受持般若等故名不退轉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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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種人，雖然是勝，但他仍然是聽聞，仍然能夠受持那些般若波羅蜜多經，不

過他很勇猛，不會退轉。就叫做「不退轉加行」。「不退轉」，即是又高級點的了，

這些人。第四種，「出離」，出離的加行。偈文：「出離」。看散文：「大乘加行道

忍位，由」他能夠「遠離二乘作意等障礙法」，「遠離二乘」即那些聲聞獨覺那些執

著的，的作意等。這種都是障礙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遠離這些障礙法，所以

「故名」什麼？「出離加行」。「出離」兩個字是這樣解。看回偈，第五種：「及無

間」。知道無間，即是世第一法，對不對？「大乘加行道世第一法， 見道正因常修爲

法故名無間加行」一句。( 這個是圈來的。)

他說，大乘加行道的最後果位，世第一法，那時候，世第一法一過就是見道了，

所以世第一法就名「見道正因的常修法」。你想見道的話，要常常勤力修這個世第一

法。他一過一點，再努力一點，就見道的了。所以叫做「無間加行」，中間沒有東西

隔開的。這種人，又聰明一點。再進一步是什麼？見道。「近菩提」，（一撇），接

近佛的大菩提，因為他已經見道。看回散文：「大乘見道，是大乘道無漏法所依

故」，「故」字加回一撇，「名近大菩提加行」。

大乘見道，那些無漏的智，初次出現，以後亦陸續出現，是無漏法所依，無漏法

一定依靠見道做先行，才能夠出現，所以叫做近大菩提加行，「近菩提」。看回，見

道，初地了，對不對？我們看第二地的，「速疾」。看偈：「速疾」。看回散文，

「從二地至七地智，速能成辦法身果故」，「故」字加回一撇，「名速疾證大菩提加

行」。從第二地至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地的智慧，這些智慧就很快能夠成

辦證法身的果。所以，這第二地至第七地的智慧，叫做「速疾證大菩提加行」。

下面第八種：「利他」兩個字。指什麼呢？第八地菩薩，那些觀自在菩薩，第八

地。看回散文：「第八地智，是普於三種種性轉法輪之淨地智故，名利他加行」一

句。第八地的智慧，就是能夠什麼？真正有資格對三乘，三種種性轉法輪。三種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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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聲聞種性、獨覺種性、菩薩種性，能夠對這三種種性的人轉法輪。那種，已

經住在淨地，即是第八地，由第八地起，那些有漏的種子不起現行。有漏種子雖然還

在，但不起的。全都是無漏種子起的。

所以我們在這世界裡，不容易見到八地菩薩。以上八種，未讀，對不對？以上那

八種，就什麼？那些人的級數，是對那些人的級數，高低的級數而分的，那八種。看

看，看回散文：「此八加行是就補特伽羅而分」，是就眾生的階級而分的。好了，又

到下面第三種，「無增減」。又是八地的。怎樣無增減？看回散文：「又八地智」，

第八地的智，「是於勝義不見增減之淨地智故」，（一撇），「名無增減加行」。

第八地觀自在菩薩有哪種智呢？當他證到勝義的時候，他見到諸法是不增不減

的。他能夠達到這樣的淨地的智，淨地即是沒有有漏種子現行。那些淨地。所以叫做

「無增減加行」。所以《心經》就說什麼？觀自在菩薩會證得什麼？不增不減、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以那個觀自在菩薩應該是什麼？應該是第八地菩薩，

不是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是法身大士，叫做「無增減」的加行。

然後再進一步，「不見法非法」，即是《心經》那套東西，見到這樣東西，法非

法，生與滅、常與斷、一與異，全部都見不到的分別。看回散文：「又八地智是於勝

義不見增減」，不是，「又彼智」，即是，「彼」即是指第八地、第八地的智，「是

於勝義不見法」，哪樣叫「法」，哪樣叫「非法」，根本就不起不滅的，因為是無相

的加行，那種的加行，故名「不見法非法」。看回偈裡面，第三種，「色等不思

議」。又是第八地。「又彼智是破色等不思議相之加行」。

連色受想行識，初初小乘就以為它是實，後來就以為它空，後來又說它非空亦非

不空，到最後是什麼？講都不得，不可思議。那然後，最後至此，連「不思議」的相

都破掉。色等不思議都破掉，「破色等不思議相」的加行。下面那種，第四種，「色

等諸行相」。我們先看散文：「又彼智」，即是第八地的智，「是於所相事色等，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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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變礙等，所相自性不分別之加行」一句。

這裡解，「又彼智」，即是第八地的智，對於所相的，即是對於我們所觀的、所

看到的那些色、受、想、行、識等，色、受、想、行、識都有它的性能、有它的狀況

的、它的行相，對於色、受、想、行、識等那種特殊的情況，與及什麼？那些色蘊的

特殊情況，就什麼？會變礙，有為法即是有變礙，受就有苦樂，想就會，會取像等那

些行相，有像可取的等那些行相。

即是對於所相的事、那些色等的自性，色、受、想、行、識的自性，和色、受、

想、行、識的行相，本來各有不同的，但現在一體皆空。所以，對於所相的東西、所

觀的東西，不論它的行相如何，不論它的自性如何，完全不起分別，不覺得它有分

別。對於所相的自性和所相的行相，不分別。修這種加行，即是對於所相的自性不分

別的加行這種。如是四種。這四種，這四種加行是什麼？他這裡有與你講：「此四加

行是就圓滿加行之方便而分」，是就什麼？如何令到這些加行得圓滿的程度而分的。

那就四種。

「色等諸行相，自性無分別」，最高是這裡。菩薩是「名能與寶果之加行」，一

句。他說，第九地，他能夠做到，知道某個人證得預流果，某個人證得不還果等，能

夠安立他，給他講「你這樣修，就會證到」，「你現在證到」或「還未證到」，能夠

安立，「安立」者即是說明，講給他們知，安立它。講給這些人知那種淨智，那些淨

地的智。所以叫做什麼？「清淨加行」。

「能與珍寶果」，教別人「你怎樣修就會證得一來果」，或者「你現在證到」或

「未證到」或「將會證到」，給予珍寶果。第二種，「清淨」。不是，第九地就是與

珍寶果加行。第十地，「清淨」兩個字是第十地。第十地的智。「第十地智是從色乃

至一切相智」，「色」就是「色、受、想、行、識」，乃至到一切相智，所觀的色、

受、想、行、識五蘊。能觀的，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對於所觀的境，和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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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都「修習清淨」，「修習」都能夠起空觀，修習空它的那種淨地智，「名清淨

加行」。

這是第十地的，「清淨」兩個字。「及結界」。這個「結界」兩字，你不要解作

密宗的「結界」，不是的，為什麼？看散文。密宗的結界就是這樣，你念咒及結個

印。當你結印念咒的時候觀想，有條界線，將那個印一直轉，向著界線來轉。那即是

說界線之外就是其他人的活動，界線之內，所有什麼魔鬼都不能入來的。這樣結了一

個界。現在顯教叫做甚麼？叫做「灑淨」，密宗叫做「結界」。顯教用那些水這樣

灑，灑落條界那樣的。

有效的這種，那些鬼是到不得的。密宗結界又是有效，那些鬼是去不得。我有個

朋友，他修密宗的。他住的地方有鬼。有個人可見鬼，他見那鬼硬是不敢行去那個

壇、結了界那邊。一行近那邊，就會快快走回出來，他見到隻鬼這樣。「結界」，

「結界加行」。「速修般若之菩薩瑜伽，是分日月年時勤修般若精進不捨之菩薩瑜

伽」，這種瑜伽，「名結界加行」。即是能夠很快修般若，修得很快成就，很快的，

那種菩薩瑜伽，即是止觀，就是什麼？是分年、月、日、時，每年修幾多，每月修幾

多，每年 每日進步幾多，勤修精進的，這種叫甚麼？有一定界線的，依著進度前⋯⋯

進，那些叫做「結界加行」。

這三種，第一種，與珍寶果的加行，第二種清淨加行，第三種結界加行，這三

種，「此三是就果與時間而分」，能夠得果的時間而分的。以上，「共 大乘二十種爲

加行」，大乘所謂一切相加行，就是這二十種。即是這些是例子，這就是一切相加

行，而不是你說「我今天前五分鐘就修第一種，第二個五分鐘修第二種」，不是這

樣。這只是給你說它的大意，免得你籠籠統統這個意思。以上就是什麼？「正明加

行」，癸二。癸一和癸二合起來，就是壬二，「明勝加行」。壬一、壬二加起來，壬

一就是「智相不同」，壬二就是「明勝加行」，兩個加上來，就是「一切相加行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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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一件這樣的，「一切相加行」，將一切相加行分析，就是這堆東西。然後下

一節是講什麼？修加行的得失。修這上面的加行，有什麼功德，又有什麼過失。就是

一切相加行，即是一般性的，記住，你看這本看不到的，看呂澂那本有與你講的。加

行有四種，一種叫做「一切相加行」。「加行」即是「修行」，「加」功修「行」。

一切相加行即是，修觀的時候，修止觀的時候，修觀，總合地來修觀。譬如你修觀，

修空觀、修五蘊皆空，你把五蘊裡面全部地、總合地觀，這樣就叫做「一切相加

行」。

第二種觀叫做 這個「觀察」是指修觀，一門深入地修觀。譬如你修觀，修空⋯⋯

觀、五蘊皆空，逐樣觀。觀色蘊，觀它如何空，如何空。觀完這個，就觀受蘊如何

空，如何空。一門深入的。第三，漸次加行，不用講吧？例如先觀內身，後觀外面，

然後再總合。觀到純熟的時候，突然一剎那之間，好像豁然貫通一樣的。這就叫做

「一剎那現證菩提加行」。這個「菩提」不是成佛的菩提。對於每一個問題能夠領

會，就是四種。現在我們講的就是一切相加行。記住，一切相加行和一切相智是不同

的。一切相智，就指佛所獨有的智。一切相加行，指修觀的時候，修觀的時候那種總

合修觀。他現在講的一切相加行，我們學修觀的時候，總合來修的狀況。

不過一切相加行的時候，有功德，亦有過失的。現在就是辛二，修加行的德失，

「德」是指功德。在佛教裡面，「德失」這兩個字並舉，「德」就指「功德」，

「失」就指過失。功德與過失是相反對，在佛經裡面。修加行的時間，修這種一切相

加行的時候，有什麼功德，有什麼過失呢？現在分開來講：壬一、壬二。壬一，加行

功德；壬二，講修加行有什麼過失。「今初」，現在講修加行的功德。修加行的功

德，總共有十四種。「摧伏魔力等，十四種功德」，有十四種功德。第一種，就是

「摧伏魔力」，還有十三種。

你看看，你現在修行的功德，你可以數出來的，彌勒菩薩將它數給你聽，那十四

種功德。下文我們再看，那十四種呢？彌勒菩薩沒有講的，就是《大般若》經裡面有

十四種數出來。於是，就在散文、長行裡面就講出十四種。「由修大乘加行力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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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是大乘加行功德相」。這個「相」是指「體相」，即是「自性」地解。梵文裡

「性」字和「相」字，是通用的。他說，修大乘的那種加行，由修行那種力，由那種

力所獲得的勝利，這種勝利，就是大乘加行的功德的相、體相。

由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功德呢？「界從大乘資糧道乃至佛地」，由資糧道起，一

直至你成佛之後都有，都有這十四種功德的。即是什麼？由你發了菩提心，什麼叫

「加行道」？由發菩提心那剎那起，你就叫做「加行道菩薩」。所以你們座上，只要

你發過菩提心的人，你都有一個資格去修行，都有這十四種功德的。佛當然亦有。如

果別人問你，我念佛，或者修止觀，或者問持戒有什麼功德？你就答他：「你發了菩

提心沒有」？如果你未發，功德有限；發了的，就可以數一次與他聽。發了菩提心之

後，就叫做「加行道」，加行道的菩薩。不是，叫做什麼？叫做「資糧位」，資糧位

的菩薩。

未發菩提心就不叫做菩薩。發了菩提心就叫做「資糧位菩薩」。資糧位的菩薩，

他所修行不論修什麼，佛法中任何一部門，都會有這十四種功德的。「修一切相加行

有十四種功德」，只是一切相加行有十四種，其他加行就另外計。哪十四種呢？第一

種，「謂修無」 還未數。「謂修無倒加行獲得喜悅之菩薩，于未來世摧伏魔力之⋯⋯

功德」，第一種。你修一種無顛倒的加行，即合理，「無倒」即是如法的，如法的加

行。你修行而獲得歡喜的，確是心歡喜修行的，那你於未來世，由現在起，你能夠摧

伏魔力的。魔不能對你奈何的，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諸佛護念之功德」。諸佛時時會加被你、會憶念你、會保護你。第三

種，「由依止諸佛加行勝進之功德」，就是第三種。由於你依靠佛的護念來修行，你

就會有這種很快地進步的一種功德。這是第三種功德。第四種功德，「接近菩提之功

德」，一天比一天接近佛的大菩提。這個「菩提」是指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轉趣利他大異熟果之功德」，這是第幾種？我都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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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種）第五種吧？你自己這樣修行，將來會得大異熟果，即大的果報。什麼

大的果報呢？利他的大果報，有資格去利他的大果報。你能夠轉趣，你現在初初只覺

得是自利而已，但你將來會得到大的果報，會對利他的事業能夠做得很好。有這種功

德，第五種。第六種，「生有甚深般若國土請問持誦等功德」，這是第六種。將來，

你來生一定會生在有什麼？有甚深的《般若經》存在的那些國土。「國土」即是「地

方」，或者「世界」。還有機會讓你請問那些善知識，請問佛菩薩，或者其他善知

識，有機會讓你持誦，「持」即是記憶，「誦」即是把它讀誦。

有這樣的功德。這裡有些人會問，今世什麼什麼，又皈依佛又唸經，第二世沒有

機會那怎麼辦？你可以答他：「你發了菩提心沒有？如果你未發菩提心，那就趕快發

願，真真正正發願。發了菩提心的，由那剎那起，就已經有這種功德。不會生在沒有

佛經的地方，不會的。你有這些功德。」那些，你問那些大德，「我有什麼」？他答

你也是根據這些答你。你估他真的入定來觀察答你嗎？費事入定觀察，如果是得的

話，順便有些經是這樣說。

經這樣說，他講這些說話，最低限度是彌勒菩薩負責，《大般若經》負責。不須

要他負責，照講給你聽。這是第六種。第七種了，「圓滿一切無漏功德之功德」。將

來決定一定一切無漏的清淨的功德，你一定可以有的，決定有的。不須擔心沒有。即

是，他說，你能夠發菩提心的人，他一定會有成佛的，即是說他有成佛的種性，不用

怕「沒有了」、「我成不得佛」、「不平等」，總之不關你事，你會成佛。這就是第

七種。

第八種功德呢？「一切生中 能宣說甚深般若丈夫之功德」，第八種。「一切爲

生」，不論幾多世，生的世，一切世無論哪一世都好，你都能夠做到什麼？如果你是

女子，將來一定會轉做丈夫身、男之身，你能夠會做一個有力量宣說甚深的《般若

經》的丈夫。有這樣的功德。下面，第九種，「魔等不能破壞菩提之功德」。你修行

的時候，你的大菩提，那些魔不能夠破壞你的。那就第十種。第十一種，「引生不共

二乘善根之功德。」一路路引起，現在沒有的，另一世再來有的，或者第三世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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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生什麼？不共二乘的，聲聞乘、獨覺乘的人所沒有的，你獨有的那種功德。

那就第十二種了。（沒有，第十一種而已。）第十一種而已。「誓行利他如實而

行之功德」。你一定想利他的，不會只是自利了事的。而且如實行，應該怎樣利他

呢？依著經教教你的、依著去實行，依著實理去行的，跟你修行的。有這樣的功德。

第十二種了。「攝受廣大善果之功德」。一切人，「善果」者即是什麼？人天，或者

將來生那種報土，或者好像極樂世界那類的善果，你會攝受，你會享受到那種善果的

功德。第十幾種？（第十三）第十三種吧。他說，「引發有情義利之功德」。「有

情」即是眾生。你能夠引出「有情義利」，令眾生得到義利的。世間利益叫做

「義」，「引發有情義利之功德」。

「有情」即是眾生。你能夠引出「有情義利」，令眾生得到義利的。世間利益叫

做「義」，出世間的利益就叫做「利」，你能夠引生世間、出世間的利益。有這種功

德。那第十四種了，下面，「轉生亦定得甚深般若之功德」。當你轉世第二世的時

候，你不用擔憂的，你一定會了解甚深般若經，一世比一世好。他說，如果你修一切

相加行的，就有這裡十四種功德。它是根據《大般若經》去數的，然後就列為十四

種。

那現在就講過失了。修行固然有功德，但只是有功德，沒有過失就好了。但亦不

會有過失的。他數那些修行的時候，由發菩提心之後，一直到成佛，一直到第七地而

已。第八地以後不會有過失。功德，就是一直到成佛都有的。過失就到第七地為止。

他數那些「過失」，有四十六種。看看上文：「壬二，加行過失」，看到吧？「當知

諸過失，有四十六種」。數一下那些過失，是依著《大般若經》數出來的。「若于加

行生住圓滿隨一留難之魔事是加行過失相」。

如果修加行的人，當他修加行的時候，有時「生」，當他生起加行；「住」，加

行中；「圓滿」，我這級的加行修行完了，圓滿了。生，加行的生、加行的住、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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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圓滿，「隨一」，隨便一種，或者生，或者住，或者圓滿隨便的一種，令你留難

的，本來你生起加行的，令到你，忽然令你肚痛，加行不到，忽然令你，總之令你想

行，硬是行不得的，這個「生」，阻礙你；「住」，你現在加行中，你現在修觀、修

止觀，忽然它來整你，是有的，有些人見到古靈精怪，忽然間整你，或者總之令你不

舒服，修不到，「住」；「圓滿」，你剛剛將近修圓滿，偏偏令你不得圓滿。這種留

難，叫做「魔事」。

這種留難是什麼來的呢？一，可能是你的業障，前生的業力、業障。第二，可能

是什麼？天魔，那些大自在天的天王、天子，那些生大自在天的天子，你將近修行、

真心修行的，他來搞你。你假修行，騙子那些，他幫你的。他不阻你的，幫你。所以

現在，那些搞搞震那些，那些魔會幫他的，他很順利的。你真正老實修行，那些魔會

搞你的，那些自在天魔，他不想你成功。但那些搞搞震的騙子，假的那些，就對了。

破壞佛法去幫他。你看世界上那些，呃呃騙騙那些，大行其道的。你真正老實修行那

些，反而不行的。破壞佛理的，那些魔事。最忌這些。有些人說，「沒有的，心理作

用」，不是，天魔是有的。是有的。你真正修行的時候，尤其是你將近圓滿的時候。

當然亦有心魔，有心魔﹙煩惱魔﹚，有天魔，有死魔，有五蘊所成的叫做「蘊

魔」等等。那些這樣，隨便一種，令你加行生起留難的，或者令你加行時，這個「加

行」是指修止觀，留難你，或者你將近圓滿的時候，他留難你的那些魔事，就是加行

過失的體相。那界限從哪個時候開始有，到哪個時候開始無呢？「界從未入道乃至七

地」。未發菩提心已經有了。有些會阻礙你發心的。功德就要發了菩提心才有，過失

就未發菩提心已有。未入道已經有，一直至到第七地的。到第八地，沒有。由未入道

起，一直至第七地，那麼長遠的期間，即是兩個阿僧衹劫，不斷有這四十六種過失。

「修加行之過失有四十六種魔事」，一句，加回逗號。先數出第一種，第一類。第一

類，有二十種。是否二十種？沒錯。「依自」己發，依你自己產生的，不是外面搞你

的，有二十種。

即是由你自身引起。那你說「天魔呢」？天魔搞你自己，不是社會搞到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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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搞到你。天魔都要你自己惹的，你自己違反修行的緣，你自己產生的。有二十

種。哪二十種呢？「謂」，「謂」即就是，就是那些呢？第一種，「修加行時長時勤

勞乃能得知」，這處半句，「由此疲厭」，一句。第一，當你修加行，這個「加行」

不是指加功修行，是指你修止觀了。修加行的時候，你初學，尤其是初學，就需要時

間很長，很長的時間，勤勞然後才有這樣的效果。即是有些人，怕了，不願意了。懶

人得知要修很久，才得到了解，「由此疲厭」，於是有些人覺得疲倦，覺得討厭，令

你討厭，不肯學。這個是第一種魔事。

第二種，「又修加行時速得辯才由此憍逸」，一句。又，上文是講什麼？辯才不

行，對不對？沒有辯才，修的時候很苦，「辯才」者即是聰明才智，無聰明才智。現

在這種，反而有聰明。沒有聰明固然是弊，有聰明又弊，為什麼？聰明過頭很弊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啊你真聰明，佩服你」。那些聰明的人，世智辯聰那些，沒有好

過有。是啊，太聰明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那些人是沒有用的。

你看。修加行的時候，有種人，速得辯才，很快的就甚麼都懂，一看就會懂的

了，但是令他「由此憍逸」，自己驕傲，以為很了不起。「逸」者即是「沒什麼大不

了，這些東西我一看就懂。」放逸，驕傲放逸。驕傲者，自己自滿。放逸者，修善就

隨便修，不夠徹底。除惡又隨便除下，又不夠徹底的，放逸。

「此二」，上文兩種，一種「疲厭」，第二種就是「憍逸」，這兩種「是依辯才

而生」的。由於你的聰明和不聰明而生的。這就是二十種之兩種，都是由自己而產生

的。二十種中，已經去了兩種。對不對？兩種，可以數著。他說，「又修加行時，頻

申欠呿無端戲笑等由身粗重令心散亂」一句。

這些是什麼？很多人都有，我現在都有，我修的時候都有，我修得不少時間，但

都是有。修加行時會什麼？「頻申」，打呵欠，眼睏，打呵欠；「欠呿」就直是呵

欠，頻申。即是好像，在那處，搞不好些問題，想不通。欠呿就是打呵欠。你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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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打著打著，第一個打，以後就會一直繼續打下去。或者「無端戲笑」，白白在笑

一下，沒有人看著你的。有些人是這樣的，白白自己與自己笑，「無端戲笑」；

「等」。這種為什麼會起呢？由於你的身粗重，由於你的身心不得輕安，「粗重」就

是與「輕安」相反。

你的身重，「粗」者，即是粗劣，血氣不好，不得運行；「重」者，沉重，身體

覺得沉重，奄奄欲睡，身粗重，那麼結果令你的「心散亂」，散亂一起，你就會打呵

欠，會嘻嘻噓噓的。你試過沒有？一定試過的。未試過就騙人的，一定試過的，只是

多還是少的。腸胃不好便會這樣，睡眠不足和腸胃不好，便會這樣。這是什麼？是第

三種。「又修加行時，由心粗重令心散亂」。上文是指身粗重，這句是指是什麼？指

心粗重。你的心沒有輕安，你的心很粗率、沉重。即是什麼，即是你們這些人被別人

刺激一下，你的心不舒服，你們便會有這種感覺，你們的心便這樣又重了。這個又一

種。「又修加行時非理發起持誦等事」。又，此處一句。

又在你修加行的時候，修止觀而起加行的時候，不合理地、「非理」，不合理，

即是不如理、不如法不如理，而發起一種持誦，你修止觀的時候就不應該唸經，修止

觀的。忽然間修的途中，你又唸經、持誦。不是說唸經不好，不過就是你修止觀的時

候，就不是唸經的時候。忽然間發起不合理的持誦，「等事」。這就三種了。他說，

這三種就是什麼？「此三」﹙即是上下三種﹚，「是由粗重而生」，是心或者身起粗

重而起。「又修加行時執取退轉般若之因」，一句，又一種。

又當你修止觀、修加行的時候，你有些令你退轉般若的因，如執著種種東西都

有，或者令你執著這種東西，那般若心，修般若就會退轉，知道嗎？例如什麼？你讀

了經，讀了論文，又說大乘非佛說，你會覺得我現在修般若究竟是不是呢？這些可能

都不是佛講也說不定，修下去白白沒有效果，令你退轉修般若，明不明白之類的，執

取那些因。「又修加行時於得一切相智之因甚深般若等退失信心」，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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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種。又當你修加行的時候，加行什麼？當你修加行一切相智，即是佛智，你

想得佛智。當你修一切相智的加行的時候，一定要修般若的。不修般若的話，將來一

定不會成佛，不會得一切相智。他說，所以，一切相智的因，就是甚深的《般若

經》。他說，你修加行的時候，對於甚深的《般若經》，這種經可以令你得一切相智

的，你退失信心，覺得「這些經都不是很高的經」之類。這裡一種。

另外一種，「又修加行時棄捨甚深般若趣小乘道退失妙味」一句，又一種了。即

是你修加行時，觀甚深的般若，即是空觀、緣起觀，你棄捨不觀，走去小乘修不淨觀

那種，趣小乘道，退失大乘《般若經》的那種妙味，這樣又是過失。那下面，又一

種，「又修加行時於小乘法尋求一切相智退失攝持大乘」一句，又一種了。又當你修

止觀、加行修止觀的時候，你向小乘法去尋求一切相智等。即是什麼？想去小乘法裡

尋求佛的智，因此你就退失了，退失了什麼？「攝持大乘」。「攝持」者，記憶不

忘。把你所學到的大乘的學理退失了。這樣，又一種過失。

「又修加行時棄捨所得般若而於小乘法尋求一切相智退失所 」一句，又一種。爲

說你修止觀的時候，棄捨所得的般若，你本來在般若修般若觀，已經略有心得的了，

你就轉行、棄捨，「於小乘法尋求一切相智」，想去小乘法尋求一切相智、佛的智，

「退失所為」，把所為，你的目標、你所為，你想得到的目標退失了。現在很多人是

這樣的，尤其是日本人，什麼都以小乘為最高的，以為大乘什麼都是靠不住之類的。

香港很多人都是，台灣也很多人都是，台灣那些學者很多，香港的學者很多。好了。

下面一種，「又修加行時唯修小乘法便欲得一切相智退失隨順因果」一句，這又一

種。

修加行時，即是修止觀加行的時候，卻在修小乘法，以為釋迦佛當時都是修這些

成佛的，「便欲得一切相智」，一切相智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主要的部份。那

麼便失了那些隨順的因果。本來修大乘法，就是隨順，可以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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