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你失了個隨順因果。「又修加行時執大乘法同小乘法退失無上三身之因」一

句。又一種。又，修止觀的時候，你執著大乘、小乘的法，「都是一樣的」這樣。退

失了什麼？這樣就會令你退失了成佛的因，即三身，退失了無上三身，即自性身、受

用身、變化身。大乘的三身，大乘人成佛就有三身具備，你就以為小乘法和大乘法一

樣的。修小乘法，不會令你三身具備的。就是「退失無上三身之因」。他說，「此七

是退失大乘之因」。上文所講的七種，就是令你退失了大乘，走回去小乘的因。七

種。「又修加行時於色聲等 多欲塵起下劣尋伺辯才」一句。又一種。「又修」即是衆

你修止觀的加行的時候，對於什麼？色、聲、香、味、觸等眾多等欲塵，令到你起欲

的塵境。

起了下劣的尋伺，即是低級的，即想著低級的東西，起低級的尋伺、低級的辯

才。怎樣低級就你自己想吧，對不對？即是什麼？色、聲起時，想一些，當你修止觀

就忽然間想起，「我應該要怎樣開示別人才會信我呢」之類？「我要怎樣做作，才會

得到利養恭敬呢」？這些色、聲等起下劣的「尋伺」，即是思想。佛家所講的

「思」，就不是當「思想」地解的，當「意志」解的，佛家那個「思」。但佛家所

講、世人所講的「思想」，就等如是佛家的「尋伺」。「尋」即是尋求，就是指什麼

呢？指那些粗的意，「尋」。

「尋伺」合起來等於現代的「思想」。它的體，「體」即是本質，以「思」和

「慧」兩個心所為本質。即是說這兩個心所一齊起活動。但是起的時候，思多而慧少

的，思的力量多，慧的力量少，就叫做「尋」。「伺」，即是窺著窺著的伺察。窺著

窺著地伺察，觀察。「尋」即尋求，「伺」即是伺察。即是指甚麼？指那種深細的思

想，深沉微細、深入而微細的思想，就叫做「伺」。它的本質是什麼呢？就以「思」

及「慧」，和尋一樣，兩個心所為體，「體」就是本質。但是，慧多而思少。即慧強

思弱。這個時候，我們起思想的時候，一路想東西時，有時候是尋，思多慧少，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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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是伺，慧多思少。所以「尋伺」兩個字一起用。

「尋伺」一起用，這種在中國修辭文法上是叫做什麼？複詞。「尋伺」兩個字的

舊譯是……「尋伺」兩個字是玄奘法師譯。舊時譯做什麼？譯做「覺觀」。把「尋」

字譯做「覺」是不對。菩提才是「覺」，尋不是「覺」。把「伺」譯做「觀」，又是

不對。毗缽舍那才叫做「觀」。它都不是毗缽舍那，怎叫做「觀」呢？「有尋有

伺」，叫做「有覺有觀」。很多人講經都不懂，講到覺觀的時候就「覺啊觀啊」，他

都不知道那兩個字，是尋伺，是兩個心所，即是等於思想。好了，休息一會。繼續讀

那個「此七是退失大乘之因」，我們讀了。「又修加行時於色聲等 多欲塵起下劣尋衆

伺」，「下劣」即是低級的，即想著些不管用的東西，這些叫做「劣」，和一些下劣

的「辯才」。這樣一種。我們寫了。第二種，「又修加行時棄捨義理唯著書寫 般若爲

波羅蜜多」一種。

又，當你修止觀的時候，就主要應該以經裡面的道理義理為主的。棄捨義理，就

一味唸文字、尤其是那些唸經，老太婆唸經那些，個個字都懂，但義理通通不懂。那

些棄捨義理，就只是執著，以為書寫抄經、抄經讀經，以為這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因

為這個毛病是最多，以為一句句都唸得過，整個都唸得過，就是般若波羅蜜多。不是

的，主要是義理。

又一種，「又修加行時執著無性 真實義」。又是最多這種，香港最多這種人。爲

「無性」即什麼都沒有，「無性」什麼都沒有、空、空、空，「通通都沒有的」這

樣。以為這些就是真實義。很多這種人，最多這種人。「又修加行時執著文字 般若爲

波羅蜜多」。咬文嚼字，認為這些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死執著住文字般若。那又一

種。

「又修加行時執無文字 般若波羅蜜多」。這個剛剛相反。書都不用讀，經都不爲

用讀的，什麼都沒有就是般若波羅蜜多。這些，學禪宗的人最多，讀經都沒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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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用的。明心見性我們自然就可以了，沒有文字的，不須要的，以為這就是般若波

羅蜜多。我有個朋友，我的好老朋友，我的前輩來的。

我第一次聽太虛法師講《唯識三十頌》，他是當傳話的，顏世亮先生， (現在還

在世？) 還在世，出了家就不要講他出家的名字。什麼都空，講得不對，別人問他，

他是「一問就是不對」的。去香海蓮社，他說「你們在唸佛，多此一舉！」唸佛都不

對。「學唸佛你反而多了所知障！」這樣的。現在不了，現在出了家，就不說這種事

情了。

舊時候未出家就這樣說，別人提出問題問他時，「你起了這個念頭已經不對！」

這樣的。他是虛雲法師的徒弟，學了虛雲法師那套。你問他，「唏！」那樣地喝你一

聲。虛雲法師有時候就是這樣。「唏！」的那樣喝你一聲。現在哪個學了他呢？度輪

法師就學足他。你與他在說話的時候，你問他，他答不到你的時候，就「唏！」這套

對美國人就覺得很新鮮，美國，那些美國人被他喝一喝，覺得很新鮮，他們從來未見

過這樣的東西嘛。

王聯章被他喝過，是不是？在東蓮覺苑還是在哪裡講話，王聯章在問他，被他一

喝，嚇得王聯章直向後遁，一腳蹬下來。有這樣的東西，有這種執無文字為波羅蜜

多。「又修加行時貪著境界作意國土等」，一種。修戒、修止觀的時候，修般若就要

修緣起和空，無自性。但有些人，修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著意各種境界。譬如，你

修唸佛的止觀的時候，你就觀極樂世界，各種美妙境界。但你修般若的時候，你不應

修，觀淨土就是修它。

修般若就不修它。但有些人，就貪各種境界、觀各種境界，貪著那種境界，認為

是好的。他說，「又修加行時味著利養恭敬稱譽」，又一種。修加行的時候，常常沉

醉於利養恭敬，和別人的稱讚。「又修加行時棄捨佛道於魔法中尋求善巧方便」，一

種。又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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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又在修止觀的時候，棄捨佛道，不依著佛的經典裡面所教的，而於魔法中尋

求善巧方便。現在很多人是這樣。有經中所說他們不依，走去依著一些不管用的。有

些人，從前我們有一個同事叫做林雲，在新亞書院試做教國語，不是教授，是教國

語。他現在就教人很多辦法，就不依著佛經來教你的。他又說他那些叫做「黑教」。

弄一道符放在你的身上，又教你方法怎樣修觀。那些東西完全在佛經裡沒有根據的。

現在美國又有這些東西，香港也有這些東西。

這些人專門搞弄這些什麼電視界、電影界、什麼電影明星，完全與佛經脫節的。

佛經的修行是依著經教，他不是，另外一個辦法。美其名叫做「密宗」，實在密宗根

本沒有這類。這種人，棄捨佛道，於魔法中尋求善巧方便。以上八種，我漏了一種，

我只寫了七種，就是什麼？「散失大乘之因」，令你修大乘，散失大乘的道。那就

八、九 總共幾多種？（二十種）二十種了吧？剛才十二種，現在八種，即是二十⋯⋯

種。這二十種就是什麼？依自違緣的，看到嗎？這二十種。

好了。依自違緣，跟自己有關係的，與人無關的。以上二十種。另外，「依自他

隨一缺乏順緣有二十三種」。和自己有關係，和他人有關係，或者自己缺乏隨便一種

順緣，沒有違緣行不行？還要有順緣的。缺乏自己的順緣，或者缺乏他人的順緣，隨

便一種而產生的過失，有二十三種。加上上面二十種，就四十三了。哪二十三種呢？

「謂修加行時，聞者欲樂增上，說者懶惰增上，不能和合，退失法行」，一種。即是

修，當你修，大家，有人指導你修觀，有人教你，有師傅教你。

「聞者欲樂增上」，他希望想得益，很有熱誠，「欲樂增上」者，即很熱誠、想

知道。但是，「說者懶惰增上」。「增上」即強，懶惰的性質強。於是，聞者和說

者，不能和合，令你法行退失。「法行」者，依經教修行的法行退失了。這就一種。

「又聞者欲於此方聽聞，說者欲往他方講說」，又一句。又一種。這個聽的想在這裡

聽，但講的想到那裡講。大家合不起，就是第二種。第三種，「又聞者少欲，說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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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又一種。聞者的欲望，所希冀的很少，但說者所希望的就大。第三種。

第四種，「又聞者具足杜多功德，說者不具杜多功德」，又一種、一句。「杜

多」dh taū ，「杜多」舊譯譯作「頭陀」。「頭陀」dh taū 這個字，新譯譯作「杜

多」。杜多即是什麼？苦行。怎樣苦法才算杜多？例如什麼？穿衣不穿新衣，要穿那

些糞掃衣這樣，這個，可查《佛學大辭典》，查「杜多功德」，或者「頭陀行」。查

這個字你就會知道。他說，聽法的人是修苦行的，但講法的法師，不是修苦行的，那

就不合。不合就不會產生功德，會產生過失，因為聽聞的人看不起說法師，他不信你

的話。「又聞者勤修善業，說者」，即說法者，「勤作不善業」。剛剛又相反。又會

是過失。一句。

「又聞者廣大好施，說者上品慳吝」，一種。說法師一級的、是第一等的慳吝；

聞者就廣大好施、施捨的。兩個不合，又一種。「又聞者欲施，說者不受」，又一

種、一句。聽聞法的就想布施，想布施東西給說法師，但說法師不受。本來照大乘的

戒，別人給你布施，假使你是一個出家人，一個在家人，合理地給你布施，若你不

受，是犯菩薩戒的。你想送件衣給人，你的錢是合理地得來，你虔誠送給他，他不受

你的話，令你心淡，在《瑜伽菩薩戒》是犯戒的。若東西不適合用又如何？那你故意

送些不適合用的，他不受了當然不犯了。

譬如你送件袍給他，你見他不夠袍、缺少，你送給他。若我覺得自己是清高的，

我一於不要也是犯戒。所以有些人不懂的，說那些人又受人錢，又受人衣服，他不受

會犯戒，如果他是一個出家菩薩，不受即等於你向我請教，我不懂，你是受了菩薩戒

的，你向他請求，他不告訴你，他犯戒的嘛。你讀讀瑜伽菩薩戒那四十七條，好合

理。又一種。「又聞者略說便領，說者廣演乃知」。即聽聞法的人，稍微提點、講一

下，他就會領會的了；但講的那個就硬是講得囉囉唆唆，硬是講到老是詳細的，不對

機，即是不對機，又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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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聞者欲知三藏十二分教，說者不知」，又一種。三藏十二分教即是一切佛所

說的經典，即是十二部經。聽的想知那三藏十二部經，想知佛所講的義理，而說法者

不懂。說法師又不懂，又不對機，又一種。「又聞者成就六度，說者不具六度」。

「六度」即是六波羅蜜多。即聽法的人，能修六波羅蜜多，但說法的人根本不修六波

羅蜜多。又一種。

「又聞者於大乘法有方便善巧，說者無方便善巧」。「方便善巧」是什麼？能夠

舉一反三，舉一件如三件反，聞一而知多，方便善巧。就第十種了吧？「又聞者已得

陀羅尼，說者未得陀羅尼」，又一種。「陀羅尼」dh ranā ī一字，dh ranā ī就譯做，

本來「總持」這個字，「總」就是總合，「持」就是攝持，總合就是蓋括全部，攝持

就是令不散失。本來就是這樣，我們讀了經能夠記憶到，不會忘記，不會散亂。本來

最初的意思，「總持」是這樣解的。但是後來，就不是，擴張了。

擴張，就把那些咒叫做「總持」。為什麼？因為唸真言，能夠把所有的功德聚合

在一起，能夠攝持功德。只要唸那幾個字就可以。 dh ranā ī，那些咒就叫做

dh ranā ī。譬如你們唸什麼，那個往生淨土的咒，「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那個是往生咒吧？叫《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經》那麼長的名

字。叫你唸這個咒，就可以拔除多生以來的業障，還可以往生淨土。即是說，攝持、

總攝功德。什麼功德？總攝那些拔掉業障的功德。而又得什麼？得生淨土的功德，唸

這個咒就可以。「總持」，譬如你是密宗的，唸胎藏界的﹙咒﹚，那你唸那個「阿、

尾、羅、吽、欠」，那五個字，就具備一切，什麼修般若都不用的了，全部功德都齊

備，總合過來了。又例如，你唸觀音的咒，你唸「唵嘛呢唄咪吽」六個字，六字大

明，就把觀音所有的功德，如觀音一樣地發總持咒。

如果你分析那幾個字，「唵」就是什麼？我通到觀音菩薩的聖地；「嘛呢」，那

些如意珠，嘛呢珠，如意珠。即是什麼？智慧好像如意珠一樣，什麼都可以現出，如

我們的心；「唄咪」，蓮花，我的大悲心好像蓮花一樣那麼清淨；「吽」，即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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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都完成。功德含有一切意義的了。無論現在修甚麼行，都是想皈依一切佛，

「唵」，那就是皈依一切佛。

學佛不過是想得智慧，智慧是什麼？如嘛尼珠一樣，什麼都可以靈活獲得，什麼

都可以。「唄咪」，是什麼？一個人學佛最重要是大悲，大悲心有如蓮花一樣那麼清

淨；「吽」，一切功德完成。你這樣念，就可以總攝一切功德了。為什麼呢？這個佛

教有幾種不可思議的。咒力不可思議。大致來說，你唸它時可令你的心得到清淨，同

時你唸它時一定要唸經，你一定要發菩提心，你唸它的時候，洗淨你的心，同時要修

六波羅蜜多，那你便會 。⋯⋯

你一登了地，是登了地的菩薩，你可以隨眾生根機持咒，他唸了是會靈。這些是

很神奇，確是會靈，你唸佛咒靈嗎？你有沒有試過？唸下也好。我都覺得唸咒很靈，

很多人都覺得唸咒很靈，你問他為什麼，他不知。

你問我為什麼，我也不知。但我覺得它是很靈。王聯章，他唸咒很靈，劉萬然唸

咒也很靈，很多人唸咒，我看到他們，除非你的定業，一定要那時候死的，沒法變

了，其餘都靈。咒力不可思議。四樣東西佛家不可思議，世間有情不可思議，為什麼

會有世間？其他宗教說是神造的，那神是誰造的呢？又是不通的。為什麼會有眾生？

定力不可思議，為什麼修定會發生很大的作用？願力不可思議，一發了願，影響很

大。和咒力不可思議。現在有很多人說咒完全是外道的。

不是，佛家都有些唸咒的。回到這裡。「又聞者欲得書寫，說者不欲書寫」。有

些人要寫才行，有些人不要寫只是聽，寫的反而多事。我們研究心理學，學習心理

上，學習事物的心理有兩種，一種是視覺，什麼都要看到才能記憶及了解，光是聽是

不行的，是視覺型的。一種是聽覺型，一聽就可以不用看。你試一下，你測量下自

己。我就是視覺型的，什麼都要看到。聽不行，一定要看，眼看。兩種合起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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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聞者遠離五蓋，說者未離五蓋」。這個又不行。「五蓋」是什麼？修止觀最

忌五蓋。第一，貪欲蓋，最怕你修觀的時候想這樣好，又想那樣好；第二，昏沉睡眠

蓋，奄奄欲睡的；第三，掉舉惡作蓋，心不斷想東西，不想不行；惡作即後悔，惡作

即後悔。為什麼後悔叫惡作？剛才作了的東西，現在後悔，憎惡剛才所作的，不造。

還有，剛才沒作，現在後悔為什麼不作，憎惡剛才不作，又叫做惡作，即是後悔；掉

舉惡作蓋。還有個什麼？疑蓋，懷疑，修止觀最忌。「蓋」即是遮蔽，遮蔽我們內

心，令智慧不能生起。

一，貪欲蓋；二，昏沉睡眠蓋；三，掉 不是。一，貪欲蓋；二，瞋恚蓋，嬲⋯⋯

怒嬲怒、貪瞋痴，瞋恚蓋；三，昏沉睡眠蓋；四，掉舉惡作蓋；五，疑蓋。下面一種

了。以上幾多種？十四？他就說，「此十四種」，「是依說者過失」，說法的人有過

失。然後下面那種，二十三種，這裡已有十四種，即還有九種。又聞者，「又聞毀說

地獄等諸苦深生怖畏，背棄利他而不往惡趣」，一種。他說，又有一些人，修行的

人，應該不怕入惡趣的，修行的人。譬如，人間是苦的，他要入人間，修行再入人

間，甚至要入鬼道。那他怎入鬼道？他用定力，修行就入到鬼道，地藏王入鬼道。有

些人聽別人「毀說」，毀說即是什麼？即是說它不好。

毀說什麼？說地獄不好。有些人甚至說連做人都不好，一定要上天，一定要上極

樂世界才好。毀說地獄等六苦，於是深生怖畏，覺得人間的苦、地獄的苦，而生怖

畏，那就背棄利他，他不肯入惡趣。大乘佛教，應該有種入惡趣的精神。第二種，

「又聞讚說天趣等安樂貪愛善趣，退失大乘」，一種。聽別人說，天上怎樣的快樂，

他就聽別人讚說天趣的安樂，「等」是「等」什麼？「等」極樂世界，什麼之類那些

安樂。於是，貪愛善趣，或者聽別人說人間好，就退失大乘。

以上兩種，「此二依自過失」，是依據他自己的過失建立，依他自己而產生的過

失。「又修加行時」，這裡幾多種？二十？六？十六？「又修加行時說者欲獨處遠

離，聞者好領徒 」，有些歡喜一班人的，有些人歡喜自己一個住茅蓬的，那樣又不衆

合，「不能和合，退失法行」。「法行」者，依經教、經法而修行，叫做「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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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種了。「又聞者欲隨行，說者不許」，一種。聞法的人想跟著說法師，說法的不

准他這樣。又一種了。

又一種，下面，「又說者 名利故而 說法」，「為說法」即是為人說法，但爲 爲

「聞者不施」，不肯給他布施。一種。「又說者欲往饑饉難處，聞者不欲隨往」，又

一種。那些說法的人想去沒東西吃的地方，去度眾生，而聞法的人不肯跟他去。「又

說者欲往多諸盜賊兵亂等處，聞者不欲隨往」。這個不用解吧。「又說者數數顧施主

家歡喜散亂，聞者不樂，兩不和合，退失法行」。說法的人常常想去施主家，著人家

給他施捨，但心散亂，但聞法的人不歡喜這樣的，於是說者和聞者合不來。以上七

種，「此七是俱依自他過失」，不只是一個人的關係，兩個人都有份。

下面了，這裡七種，即幾多種？（二十三）你們記住吧。「依餘違緣有三種，謂

修加行時，有諸惡魔作苾芻形，離間人法方便破壞」，第一種。第一種呢，修加行

時，當一個人。其餘的違緣共有三種，第一種，當你修止觀的時候，那些自在天魔，

化作比丘形，「苾芻」即是比丘，化作出家人的樣子，「離間人法」，你大家師徒

間，他離間你，亦離間法。你想了解那種法，他偏偏令你失那種法；「方便破壞」，

想辦法，「方便」即是手段，用手段來破壞你。這裡一種。「又魔說 假般若波羅蜜僞

多」，一句。那些天魔，說一些假的般若波羅蜜多，令你誤信他。這個第二種。第三

種，「又有諸惡魔作佛形像亂菩薩心，令於非實發生愛樂」。

那些人、那些惡魔，變成佛那樣的形狀，來搞亂菩薩的心，令你對於不合理的，

「非實」即是不真實，對於非真實的東西發生愛樂。此上二十三種，加上以前幾多

種？總共就四十六種了。「此上共 四十六種魔事」。四十六種。那四十六種我們讀爲

完了。「又彼二十三種缺乏順緣中，有二十一種屬於師資觀待成過」。那上文所講的

二十三種缺乏順緣而產生的過失，其中二十一種是屬於「師」，即是老師，「資」即

是徒弟，師徒之間相觀待、師徒相對而成過失的。那相反，「或反上說，如弟子懶

惰，師長欲樂增上等，亦成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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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文有些是老師過失，弟子無過失。如果倒轉來，弟子過失而老師無過失的，

亦有多種。他沒有寫，沒有計下去。以上，就是四十六種。好了，我們今天先講這麼

多，明天繼續。「性相」兩個字，是複詞，複詞。當「相」字解的，當「相」字解。

「相」字，即是表相、表現出來的相，就即是表徵，亦即是特徵。「加行之性相」，

即是修這個，修這個一切相加行的時候，那樣加行的狀況，的特徵，有什麼特徵。這

裡分二：壬一、壬二。壬一是略標，簡略地標舉，然後壬二，就是廣釋，廣是詳細、

詳細解釋。現在我們先看略標。

「由何相當知，」一撇（逗號）；「即性相分二」，「分三」；「謂智、」一個

頓號；「勝、」又一個頓號；「作用，」一撇（逗號），一句吧，這裡一句；「自性

亦所相。」又一句。意思是這樣的。「由何」，看，凡是一種東西，當我們要講一樣

東西的時候，譬如我說「白馬」，譬如我說白馬，這「白馬」兩個字，就能相，怎樣

能相？這個「相」字，當「形容」，當把「相」表現出來，「能表現」這個字，「白

馬」這兩個字就能夠表現那隻東西的相狀出來，所以叫做「能相」。那隻東西，四隻

腳又白色的那樣東西，就是什麼「相」？「所相」。明了吧？譬如我說「比丘尼」，

「比丘尼」這三個字是能相，那個，那個修行的比丘尼就是所相。

「由何相當知」，意思是這樣：由哪一種能相，這個「相」字是指能相，由何種

能相，去相那些，「相」字是當動詞，去相這個加行，一切相智加行的自性呢？我再

寫，由 加行的自性是所相，由什麼能相的字句，去相那個加行的自性呢？「由何⋯⋯

能相」的意思即是，由什麼能相的字句去相那個加行，「加行」即是一切相加行，去

相這種一切相加行的自性呢？自性就是所相。明不明？年青時聽得很精神，初初幾年

前硬是又能又所的，把你搞亂了，由何能相去相這種加行的自性呢？

「當知即性相」，由何能相，我們可以知道呢？「當知即性相」，「當知即性相

分三」。我們應該知道，這樣性相，即是能相的性相，就分為三種。那我們為標點讀

的便利起見，我們讀：「由何相當知， 即性相分三」 。即是加行的性相，是分三。

哪三種呢？「謂智」，智相，那種智的相；「勝」相，殊勝的相、優勝的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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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用相。用這三種能相，去相那個一切相智加行的自性。會解嗎？那下文又

講，下文就數出十六種加行的自性出來的。

他就下文所講出來的十六種加行的自性，「亦所相」，亦就是所相的東西了。

「自性亦所相」，即下文所講的十六種加行的自性，「亦所相」，也是所相。怎解？

其實下面那十六種東西，都是能相來的。所相你講不出的，對不對？不過，只是借能

相來指所相，即是等如以手指來指個月一樣。聽得明嗎？好了。那我們看散文了。

「能得果般若波羅蜜多之方便止觀雙運菩薩瑜伽，是道般若波羅蜜多之相」，一句。

好了，講到這裡，我就要講你知，我們中國人把般若普通分成幾多種？文字般若、實

相般若、觀照般若。還有什麼？普通就是這三種，對不對？就是這三種。有些認為眷

屬般若，叫「眷屬」，六度萬行，那種般若叫做「眷屬」等等。那些印度人，舊時

候，就把般若分做三種。第一種叫做「教般若」，即是《般若經》、般若的經教，即

是文字般若，教般若。

第二種就叫做「果般若」，般若可以成佛、佛果，佛果即是般若，那樣叫做「果

般若」。我們修般若的時候不就有種智慧嗎？那種智慧就叫做「道般若」，苦、集、

滅、道的道諦所攝，即是中國人所講的那種觀照般若。那個果般若即是包括兩種，包

括甚麼？實相般若和成佛，對不對？他說，能夠令你得到果般若的，即是能夠令你證

到諸法實相的，這個諸法實相即是真如的那種般若波羅蜜多，的般若波羅蜜多的方

便。

般若波羅蜜多是一種智慧，果般若就是實相，或是成佛、佛果，能夠令你得佛果

的那種手段，方法就叫做「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利。這種方便，那你

說「能得佛果之方便」，就很籠統，他再說明止觀雙運的菩薩瑜伽，這種方便，就是

止與觀一齊起的，大乘菩薩所修的瑜伽，瑜伽即止觀。這種瑜伽，不過是果般若的手

段來而已，是嗎？這種手段就是什麼？就是智慧，觀照力。這種觀照力叫做「道般

若」。這種瑜伽就是道般若波羅蜜多之體相了，「相」。明了嗎？他譯得那麼不順

暢。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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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由什麼時候起修這種瑜伽呢？修這種止觀瑜伽，即止觀來，「界從大乘資糧道

乃至最後心」。界限就由修大乘的人由資糧道起，什麼叫「資糧道」？ 即是資糧位

的智慧，就是資糧道。什麼叫「資糧位」？一個人當你發了菩提心，那個時候你就叫

做資糧位的菩薩。由資糧位，再經加行位，經兩位，需要的時間是一個阿僧衹劫。再

見道，即一個阿僧衹劫滿，見道。見道之後，再來一個阿僧衹劫，就是第七地完，登

第八地。由第八地起，再一個阿僧衹劫，那你就成佛了。你成佛之前那剎那，就是你

的什麼？未成佛的人的最後心。那個最後心就叫做「金剛心」。

那時候最強的無漏智起，把你一切有漏法的種子消毀掉。一消毀掉有漏的勢力，

於是你那個無漏的第九識，即是菴摩羅識，就爆發。菴摩羅識一爆發的時候，你就成

佛，那剎那你就成佛。那剎那三身一齊出現。為什麼呢？因為原來法身，自性身，即

法身本來有的，你真如顯現，就法身、自性身。

第九識菴摩羅識就變起一個無漏的根身，變起一個無漏的世界，即是器世界。然

後，再由第九識變起根身之後，有身體，就於是有報土。器世界就是報土。一有了報

土的時候，那些跟你有緣的、已經見了道的菩薩，就來生在你的世界那裡。好像你們

去生極樂世界一樣，有緣的菩薩生在那裡。那樣，就為那些民眾、為那些菩薩說法，

說法的時候，佛就沒有我執的，因為什麼？他的第七識是清淨，不執我的，自他平等

的，有無限的大悲的。即對眾生起大悲，沒有我執。

那他用第六意識，第七識那時變了是什麼？第七識有個智慧跟著他一齊起，叫做

「平等性智」。那時候第六意識的無漏的意識，無漏意識的種子本來就藏在第九識裡

面的。現在它就爆發。爆發的時候，為眾生說法。第六識，那個清淨的第六識，為眾

生說法。為眾生說法的時候，他很辯才無礙，能夠知道那些眾生，每個眾生的心意。

為什麼他會能夠這樣呢？因為他第六識有個很微妙的智慧跟著他起，那個叫做「妙觀

察智」。但他又可以，用種種神通的力量，去加被眾生，加被那些在污穢土裡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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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五濁惡世裡面那些，令到那些善根成熟的惡世裡面的眾生，善根成熟時見到有佛

出世。

用他的前五識，現那個化身佛出來，令眾生見到有個佛出世，就在那個俗世裡面

出世。為什麼他的前五識可以這樣呢？因為他的前五識和我們的前五識不同。他有一

個智慧跟著他起，叫做「成所作智」，專門令助成，所作的功德成功。那個三身出現

之前那剎那，即是成佛之前那剎那，是成佛以前最後那個心，又名叫做「金剛心」。

界限從菩提心之後，入了資糧道起，有了資糧智慧起，一直經過三個阿僧衹劫，到成

佛之前那剎那。都修這個道般若、修這種一切相加行的、止觀相運的菩薩瑜伽，即你

們現在應開始修，應開始修定，不過未修得好，很深的止觀雙運，修得馬馬虎虎的，

就練習一下修止，練習一下修觀。

練習得多，總有一天你們會止觀雙運。即是你止的時候，觀就起。當你修觀的時

候，心好像明鏡止水一樣。可以做得到的，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問題是看你有沒有時

間去做，有沒有心機去做。輪不到你心急。你急就不成事，一急你的心就不靜。但你

懶散不理它的、由它的，它又不行的。它又會懶，會打睏，兩種都難。(睡醒覺便不

會打睏？) 睡醒覺便不會打睏，即是沒有昏沉，但有掉舉，精神太好，想這樣想那

樣，你睡醒了，你會想「好，不如一會兒肚餓，一陣﹙一會兒﹚不知吃什麼好」，一

會又想「昨天好像有個朋友約了我，不知他今天又來不來」，那就弊，這就是掉舉。

精神好的時候，就會掉舉；精神不好的時候，就會昏沉。

不是昏沉就是掉舉，不是掉舉就是昏沉，一定是這樣的。那你要怎樣？又沒有昏

沉，又不要掉舉，心好像要平衡的，那時候那種捨的狀況叫行捨，不是施捨的

「捨」，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捨」。那時候，那時候輕安會起，輕安起就沒有昏

沉，亦沒有掉舉。輕安起就可以阻止昏沉，阻止掉舉，昏沉一起，輕安就不起。掉舉

起亦輕安不起。即東風吹的時候就不會有西風，西風吹的時候不會有東風，可看得

見，可以的，不敢說，試一下！你不修止觀，不能夠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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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到極樂世界都要學修止觀才能見道的。因為你不修止觀，無漏智不會起。我

們的智慧有三級，最淺叫「聞所成慧」，一句句經解那些，你以為會解很厲害，我懂

得解，這些只是「聞所成慧」，丟開部經，了解的，經裡面的道理我們通通了解，這

種叫做「思所成慧」。「聞所成慧」和「思所成慧」，普通一般來講，都是有漏的，

而且不是入定的，不是定心，不是定，散心。第三種，叫做「修所成慧」，修即是說

是在定中，由初禪起的智慧，才是「修所成慧」。現在我跟你說話，你這些智慧亦不

是「修所成慧」。我的智慧亦不是「修所成慧」。什麼法師講經時的智慧，都不是

「修所成慧」，因為他是散心，最多都是「思所成慧」。

「修所成慧」的「修」字即是說修定的時候，裡面所生成的。那在哪裡修定？是

不是就這樣坐著修？不是。入初禪之後，即輕安起了之後，輕安未起就一切都沒有。

（有時有，有時沒有的），是的，你食得太飽它就不起的了。不夠睡它又不起。食太

飽它不起，不夠睡它又不起，發脾氣太刺激它又不起，你夫妻兩人有了關係，明天它

又會成日不起。但過了一會，幾小時之後又起，你一定要心平氣和，又不飽，又不

滯，又不睏，一切都平和輕安才會起。不過又不是一次過入了初禪之後一路直入輕

安，直入輕安不用經過辟辟拍拍，輕安初起是周身走的，那些氣。你試過沒有？沒

有？即是你輕安都未起。

將起未起的時候、初初周圍走，(試過，周身都有。) 有些人就在肚臍下面，有些

人在頭頂，有些人，有些人在腳。起，起一下那些不算，好像小蛇爬那些，不算。起

碼要你全身充滿，好像你的身在橡皮袋一樣，暖水灌進橡皮袋，灌到要流出來那樣，

流出來那樣，那時候就叫做輕安遍滿。輕安遍滿之後，身就是爽的。經過一會，慢慢

冷靜，慢慢冷靜之後，了了然那樣，很清楚很舒服。

但你記住，你不要以為這樣就是見性，不是。即好像「我見性了」，好像忘記了

自己，一片光明那樣。不是見性，記住。為什麼？見性是無相的。你明明是有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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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相在那裡，即是有相，有相就不是見性了。是輕安來的，是嗎？好像，尤其是那

些先天大道，那些不懂經教的，入定入到輕安，他對別人說「我又見性了」。我認識

幾個都是這樣的，蠢才，他不是見性。見性怎會有相的呢？見性是無相的。明了嗎？

「修所成慧」就一定是在定中。「修所成慧」，一般來講，不會絕對，分兩種。

一種有漏的「修所成慧」。「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一般來講一定是有漏的。

「修所成慧」有兩樣，有些是有漏的「修所成慧」，有些是無漏的「修所成慧」。未

見道之前的那些「修所成慧」，就是有漏的。見了道之後，就兩種，有時有漏，有時

無漏。當你入觀，修空觀的時候，根本智起和後得智起，就是無漏。普通世俗智起，

就變回有漏。好了。下面就是解釋那首偈。

「由何能相」，「何」是什麼，我就譯了出來，由什麼的能相的字句「而相」，

「而相」的「相」字當形容、描寫，去相那個「加行自性」呢？即加行道的自性就是

所相，「相」就是所相。「當知即是加行之性相」，他就，那種能相就是加行智的相

來了。這個「性相」當「相狀」地解，即特徵來了。這裡就解了兩句了，「由何相當

知，即性相」。「此說性相有三種」，看散文，即是偈裡面「分三」兩個字。那三種

呢？先看散文。「謂能相三智加行之智相」，即是能夠形容、能夠表現那三種智的加

行，即是什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這種三智的一切相加行的時候，那種

智的特徵。第一種，就能夠表現那三智加行的智相。

第一種了，即是偈裡面的「謂智」。第二種，看回散文，「能相勝出聲聞獨覺加

行之勝相」，第二種。「能相」即是能夠表出、表現出，表現出什麼？勝過聲聞道、

勝過獨覺道的加行的，勝過聲聞道的加行又勝過獨覺道的加行的那種勝利相。即是偈

裡面的「勝」字。第三種，作用相，「能相具足殊勝利他作用加行之作用相」，一

句。能夠表出、表現出它什麼？那種加行的，具足殊勝的利他作用的，這種加行的作

用相。即是有利他、殊勝的利他作用的。就三種相了。下文就講出，一切相加行的

「十六種加行﹙的﹚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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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會，這種自性，亦是形容詞而已，即是講那種自性的說話，亦可以當作行相

用的、當作表相用的。「所有十六種加行自性」，亦屬能相，亦是屬於能夠表相的加

行、表現那種加行道的東西來。所以，這十六種自性，亦可以叫它做「性相」。會解

嗎？試想想？將它 analysis，將它 ， 你聽明嗎？明嗎？這個「相」字當表現，⋯⋯

能夠表現、能夠指出、能夠顯出，能夠顯出甚麼？能夠顯出那些殊勝的利他作用的，

能夠指出這種加行，即一切相加行的殊勝利他作用的那種相，就叫做甚麼？「作用

相」。

這就是三種相。除了三種相之外，下文亦指出十六種加行的自性。一切相加行

的，的自性，下文講的。他說這些自性，你亦可以視作性相。為什麼呢？「又性相之

梵語」，上文就解了「自性亦所相」了。自性一方面是所相，但一方面亦可當它是能

相地解。「又性相之梵語 『盧札』通於能作及作業」。又梵文「性相」那個字的音爲

就是「盧札」。這個「盧札」這個字就通於能作的東西、能作的人，及所作的業的，

即能作的東西，和所作的業。

下文所講的十六種自性之中，「前三種性相」，不是，不是十六種。這裡四種，

一種叫做「智相」，一種叫做「勝相」，一種叫做「作用相」，再加上「自性相」，

對不對？四種。這四種之中，前面那三種，前面那三種性相「是就能作而立」，即是

能作業那個主體、主人而立的，「以能表相菩薩三智加行故」。這個菩薩是主人來

的，能作業的。「後一性相是就作業而立」，後一性相是就作業而說即是那十六種

了，「以彼十六自性是所相事故」，因為這十六種自性，是所相的東西，不是能相的

主體來。這兩句不懂，都不要緊的。聽得明嗎？下面，廣釋，壬二，廣釋。廣釋之

中，上文就舉出了第一種是智相，第二種是勝相，第三種是作用相，第四種是自性。

自性亦是相，對不對？所以叫做「自性相」。現在廣釋就要逐種講了。

癸一，講智相。癸一，智相。智相又分三種來講，「初又分三」，即是子一、子

二、子三。子一講「一切智的加行相」。智有三種嘛，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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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子一就是講﹚「一切相的一切相加行」，子二就是講「道相智的一切相加

行」，子三就是講「一切相智的一切相加行」。聽不聽得明我說？「今初，現在講第

一種，一切智的加行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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