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發夢，會死。臨死的時候，「啊，辛苦呀會死，這個第六意識，會死。」會投

胎、會投生、會生、會死、會發夢、會害人，不會救人，全是第六意識，作業、作業

來受生，……第六意識處，明不明？第六意識。這個第六識一起的時候，有三種不同

的情況。一種：眼識起的時候，它跟著一齊起，眼俱意識起，是第一個剎那。眼識看

到這樣，它就看到這樣，眼識不知道它是藍，意識都不知道是藍，總之純粹經驗。那

個純粹經驗的時候，意識就怎樣？見分，有見分，有相分，有本質。三樣具備，三個

種子具備。明不明？這樣三個種子具備的那種境，叫做「性境」。

性境，在《八識規矩頌》，「性境現量通三性」，就是性境。聽不聽得明？我說

的你一定明，這些「性境」。你、你、你，你們那些，讀了那麼多，自己都不知道什

麼叫做「性境」，性境那些種子怎樣處理，竟有膽拿著《八識規矩頌》去解釋給別人

聽，有這些人。這種境，三個種子一齊起的，叫做「性境」。意識，五俱意識，一定

是性境，但是意識有時候是這樣。它看到，它的眼識望著它，意識亦同時望著它。眼

識望著那樣東西就是性境，意識又望著它。

那意識都看到那東西的，對不對？那個東西就有實質的了，那幅東西有實質。那

幅東西有實質的，實質即是本質，對不對？但意識，就見分起。那意識的見分就挾帶

著相分一齊起，對不對？那就有相分。相分把本質反映入來。照理，見分就伴著相分

那裡，那就很合理，對不對？變成這樣。但意識會怎樣？一直一直看著本質。它說這

個就叫做藍。又是相分。藍是一個相分，對不對？藍的概念做一個相分。見到藍色那

個藍又一個相分，兩重相分。明不明？後面又有的，那麼，有四個，是不是有四個種

子？不是。

一樣是三個種子，不過我寫成這樣。如果一個圈代表一粒種子，我們就要這樣。

見分和相分同一粒種子。「藍色啊」、這個藍色是概念來的、名言來的。這個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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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完全是見分自己自作多情變「藍色、藍色啊」，不是另外有個東西叫做「藍色」

兩個字。聽不聽得明？所以，當意識見到，說它是「藍色」的時候，「藍色」這個概

念沒有種子的，是見分自己幻變出來的，這個概念。聽不聽得明？真的明才好，真的

明你就得了，你明不明？同一粒種子。那個相分，是獨立有種子的。本質更加獨立有

種子。這種境，叫做「帶質境」。帶有本質在這處的。

但是這個相分，雖然這個相分，不是，雖然把本質反映出來，但你所看的只是看

到那一段相分，這段相分叫做「藍色」，這個相分是真正藍色的本身，不是，這個相

分是藍色本身的影子，這個本質種子就即是客觀性，比較客觀性藍色，這樣。這樣叫

做什麼？就這個相分來講，見分和相分就各別有種子，對不對？但這個相分和這個相

分就怎樣？你們說，同種子或異種子？「同種子。」這個相分和這個見分，同一粒種

子。因為這個相分由這個見分幻化出來、幻覺出來。這個相分和這個見分，各別有種

子。所以帶質境一方面是同種，一方面是別種，兩重相分。於是有些論師就說，沒有

的，只有一種帶質境，其餘都是假帶質境的。有些人這般說，不過我們不要理他。

那些說只有一種帶質境的，因為只有一個第八識，不是，只有第七識，只有第七

識緣、攀緣的第八識執著它為我的時候然後才是真正帶質境，其餘不是帶質境，是假

的帶質境。你用它第七末那識做例，第七末那識的見分，常常執著第八阿賴耶識，說

它是「我」、說它是「自己」，執著阿賴耶識的見分說它是自己，明不明？他不是執

著阿賴耶識的相分說是自己，為什麼？山河大地都是，滿空星星都是阿賴耶識的相

分。執著它為自己那豈不是執著山是自己，我們不會執著山為自己，我們覺得自己好

像有一個綿綿不絕的，有一種力量，無形的。

你覺得我，你應該仍然有我執的，你估你現在沒有嗎？如果你沒有的話你現在就

是阿羅漢。你不覺得「我」是無形無相？那個無形無相的我是什麼？實在你是覺得是

甚麼？你的意識執而已，如果真正是第七識的執著，是執阿賴耶識的見分，把阿賴耶

識的見分執著為「我」、「我」、「我」。這個阿賴那識的見分，是有本質的，這阿

賴耶識的見分。第七識看著阿賴耶識的見分，見分有本質，既有本質，一定反映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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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第七識的相分上，成為一個鏡子，一面鏡一個像，於是就有一個相分。這個相分是

各別有種子的，沒有錯誤的，這個相分。

但是那第七末那識看著這相分的時候，它自己自作多情，說「這個是我」，所以

我就在這裏。明不明？那個「我」，那個「我」就根本不存在的，是第七識的見分幻

變出來。但我後面的影子，阿賴耶識見分的影子是有的，是另有種子的。明不明？所

以，第七末那識執有個我的時候，第一個種子是末那識的見分種子。見分種子起的時

候，幻變出一個我相出來。這個我相和見分，與第七末那識的見分，同一種子，同種

的。明不明？但見分後面確是有一個相分的，相分是各別種子。相分後面亦有個本

質，更加有各別種子，阿賴耶識的本質。聽不聽得明？

所以《八識規矩頌》講到第七識的時候，「帶質有覆通情本」。帶質，帶質境，

帶有本質的，但它又不是照本質的樣子看。通情本，一半段，情就指見分，本就是指

本質。第七末那識執著的我，一方面就通於妄情的見分，一方面又通於本質，和本質

一樣。它所執的我完全是妄情變的。「通情」。「本」，這個，這個叫做「本」，通

和本把本質反映入來。「帶質通情本」就是這樣解。你試試看。如果有人貿貿然拿

《八識規矩頌》說，你問多他兩問，他就口啞啞。(《唯識述記》有講)，《唯識述

記》講得很清楚是兩重相分，但現在那些人都不是很講得到，《唯識述記》他們都未

看過。

有位比丘尼在美國，現在大行其道，不知幾多人捐了不知多少錢，在唐人街開一

間佛堂，過百萬，黑招牌金字，……還大過塊黑版，有兩塊黑版那麼大，不知幾多人

捐錢給他們。霍韜晦，以前在聯合書院讀書，台灣俾個學士。她是讀社會教育。譚維

漢教授，是社會教育系，我是文史系。她說她是比丘尼，要寫教育論文，寫甚麼？

「唯識的教育哲學」，真是大膽！

唯識的教育。譚維漢又不懂唯識，我怎知道如何，我別的東西不懂，但又想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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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不過譚維漢相當好人，他說「得得得，我去找我的同事，找羅先生做指導」。

她是我的學生，她很怕認老師，她不好意思見我。結果我說好。那你若要寫唯識的教

育哲學，妳一定要先看過唯識的書，妳現在一年內，怎能看那麼多書，妳先告訴我妳

看了幾多本唯識的書。妳估她講出多少本。我見她是出家人，如果是在家人，否則以

我的脾氣不摑她才怪。

她看過法舫法師，一本《唯識史觀及其哲學》，那本東西要燒了。法舫法師人是

好，但這本書要燒，連什麼是「史觀」都不會解，居然去寫《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你去看看，把唯識的學理分做本體論、認識論、人生論。本體論他就講阿賴耶識，荒

謬至極。法舫法師。阿賴耶識是本體來的嗎？真如才是本體！阿賴耶識是荒謬東西來

的，不是本體。認識論是什麼？前六識叫做認識論，尤其是第六意識，認識，他根本

不懂哲學。

第七末那識叫做人生論，唉，荒謬絕倫，有書為證。他再看過(什麼書)，太虛法

師的《唯識三十頌講錄》，那個講錄是什麼？我們在中山大學那裡，聽太虛法師演

講，在六榕寺聽太虛法師演講的時候的那份講錄。只聽這《唯識三十頌講錄》是不得

的，不得的。你拿著日本人芝峰法師那部也許勉強可以，拿太虛法師那部是不成的，

太簡略了。

還有看過周叔迦的甚麼《唯識研究》，只看過這幾本。那妳《成唯識論》有沒有

讀過？「我都有讀過《成唯識論》」。那《成唯識論》你會解嗎？「那很深的」。當

然很深《成唯識論》。那妳要看《成唯識論述記》去解它，妳看過《成唯識論述

記》？她根本不知道有《成唯識論述記》，她說未看過，那我就發脾氣，那妳讀唯識

教育哲學，連《成唯識論述記》都未看過，妳做別的不可以嗎？她說現在已經開始搜

集資料。那好吧，告訴她妳快看。

那法舫法師的那本扔掉它，別的看多一點，寫得不三不四，她都會與你講熏習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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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的，都可以說是成一篇文章的。二萬多字，你估她怎麼？一點《成唯識論述記》都

不引。有兩位，唔引書的，珠海，你們的同學，那個釋廣琳，認識她嗎？釋廣琳，霍

韜晦想給她不合格，好彩我在，我說給她合格吧，這個是出家人。所以現在那些出家

人不叫霍韜晦看論文，他根本不願意看。一來他不高興，但又不想得罪出家人，他那

篇教科書被出家人攻擊他，被大光法師。廣琳的師父是大光嘛。

大光攻擊他的書。那麼又怎樣呢？霍韜晦攻擊他甚麼呢？那篇論文實在寫得不

好，霍韜晦罰她改一改，平心而論，這論文應該在碩士可給她合格的，但怎知霍韜

晦、李潤生，這兩個人沒有我那麼通融，緊……都不要緊，你問她答……，他有沒有

說，他不好相與，其實我最好相與，我對出家人特別給(他們)臉子的，所以那些出家

人說我看不起他們，其實不是。所以我對出家人(算是)已經特別客氣。

我 我說廣琳，那個廣琳她引用，他研究《摩訶止觀》，天台宗的止觀，你應該⋯

多引《摩訶止觀》，天台宗的止觀主要是《摩訶止觀》，她幾乎沒有引《摩訶止

觀》，她引那些四諦……《佛學大辭典》，那不成的，即是你引書不能引辭語的，不

能的，辭典是《康熙字典》也不能引，別人會說你低格才會引辭典。為什麼？因為辭

典是在人處找資料，你應該找上手資料，是嗎？怎可以引辭典，怎可以引《康熙字

典》。一說到佛學的文章，你不能引丁福保，不能引，寧可你引《法苑珠林》那些，

總之，《佛學大辭典》你不能引。

甚麼東西都沒有人說，只有他說，那作者，編者自己解釋便可，又多一個結論。

她的下面那些註，全部或十分之八都是引證《佛學大辭典》，霍韜晦他很嚴格，絕對

不會給你引《佛學大辭典》，如此引法，不過釋廣琳很叻，她噹噹聲說，她還不停地

說，霍韜晦問她，問她一句，你問她幾句，她說足五分鐘給你聽，旁徵博引，可是文

不到題，但是旁徵博引，搞到霍韜晦都沒有機會問，真是激死他，他沒有機會問，便

令他不順氣，這樣搞法，於是教訓她說，你未看過，你引《佛學大辭典》，《佛學大

辭典》又引《摩訶止觀》，引別人的，你沒有看過那些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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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查《佛學大辭典》，那你如何寫論文？如何寫畢業論文？他說《佛學大辭

典》是一部有名的書，又如何如何。有名極都只是一部辭典而已，是嗎？唔得嘛。問

完後，他已沒有機會問，問她一個問題，她已說了一大截，她這個是辦法來的。她很

會說話，我做校內委員，……做指導教授。初初宋煦齡叫我來做指導教授，她想叫我

教訓她，她嬲起上來說，我不要羅生指導我。……不如你指導我，見到珠海指導費一

年壹仟四百幾，都好，仟零銀，好，我指導妳。

但它一定要找我做校內委員。我不是指導，不是指導那些幾百元都不是指導，都

無所謂啦，她還問我：羅公，好不好？她說不要找我做指導。我說：正好，你不要找

我，我不做指導，若我給她不及格的時候，她師父嬲我就無謂了，我無謂得罪她的師

父大光法師嘛。對了，你指導她，做了她的指導後，問誰會做校外委員？做校外委員

又要做教授，有教授資格還可找誰？於是找霍韜晦。

霍韜晦就是這樣……，我沒有問她，費事，我不會問她，費事無謂惹她師父的是

非。問過她後，當然請她先出去，商量，商量商量也是三個商量，一個……，一個霍

韜晦，一個……，尤其是最主要是校外委員，若那校外委員說不給他合格，其餘兩人

不敢出聲，尤其是他是做所長，要尊重校外委員，……一於推莊，你倆位點說點好，

我對霍韜晦說你如何呢？……他的教科書俾人攻擊……傳到去美國那個甚麼指導。她

全部引埋那些。我說他沒有引《成唯識論述記》，那些是不能引，《三十頌講錄》，

《唯識三十頌講錄》其實也不能引，不過他編得好。已經寫了，不過她支吾支吾，若

要再找引文又去哪裏找呢？

若找不到時又要來煩我，費事，好吧，我給她合格，但我有一個條件，妳先不要

發行，你三兩年後把主要的那些，把它修改一下，妳忍住先，但妳不要發表，記住記

住。她支吾以對。但不夠半年，在台灣甚麼菩提樹甚麼燈之類登了出來，登了出來還

影了她的照片，整個法相影了出來，又做說明，比丘尼之中拿學位者，拿學士學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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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第一位，甚麼甚麼，但那篇文章卻沒有介紹，好彩當時葉阿月、聖嚴還未拿到博

士，這樣登出來，她怎好意思見我。發表了又有何用呢，不會有學術地位拿到，不過

呢可以搵錢，她相貌好莊嚴。如果你去唐人街，比丘尼……。講回這裡，這個帶質

境。又有些會發夢的。第六意識才會發夢的。第六意識發夢會夢見什麼呢？例如你今

晚發夢，你夢見，你夢見玉皇大帝下凡，你在看，發夢很平常。

或者你夢見孫悟空在那裡，你夢見哪吒太子在那裡大鬧東海，當你夢到哪吒太子

大鬧東海那幅，好像電影那幅，那幅就是你的相分。對不對？你能夠發夢，幻變這個

相分出來，這就是見分。你發夢見到哪吒太子。哪吒太子，根本就沒有這個人的。你

見到哪吒太子在大鬧東海，那幅完全是你的見分幻變出來的。沒有另外種子，即不能

夠見分那粒種子。只是得一粒，這些叫做「見相同種」，見分和相分，同一粒種子

的。不過這樣，見相同種，見相同種這些境界就叫做「獨影境」。

單獨有影像的，並無本質的，獨影境。獨影境有兩種，剛才問，一種叫做「有質

獨影」，一種叫做「無質獨影」。王恩洋一樣會解錯，一種叫有質獨影，一種叫做無

質獨影，有質無質都是完全同在於一剎那。你今日看戲，你今晚發夢。看戲和發夢是

不同時，所以當你發夢時並沒有那齣戲，那就叫做「無質獨影」。明了嗎？是獨影，

還要是無質獨影。王恩洋卻說這些是「有質獨影」。怎叫做「有質獨影」呢？明明有

個質在這裡，你的見分透不到那個質出來。幻變，幻變出的影子和本質根本通不上。

例如，真如是有的。

但我現在想真如，真如，這個真如是獨影境，對不對？但你不能說沒有真如在這

裡，只是合不上。聽不聽得明？那種就叫做「有質獨影」。有真如，你不能夠合上

的。……。如果他見條蛇，不是，是見條繩以為是條蛇，當你用眼撐開來見緊條繩

時，就是帶質境。是嗎？有個質在，是看到的。兩個相分，一個繩的相分，一個蛇的

相分。那個意識，眼識就不是，眼識是性境。第二個可能，第六意識起獨影境，撇開

眼識起獨影境，幻變起蛇相，但確是還有條繩在這裡，變成有質有境。聽不聽得明？

這就是三境。三境，你畫個圖就知！這個沒問題，這個亦沒有問題。問題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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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只有第七識看著第八識那裡才有帶質境，其餘那些通通都是獨影。……

譬如，你拿朱光潛那篇，說見到一棵古松。當你是一個藝術家，見到一棵古松的時

候，你的眼識看，眼識見分看著那棵古松那裡，那古松是有本質，對不對？有實質

的，但它是反映在眼識上面，成為相分。這是性境來的，眼識性境。第六意識同時在

看的時候，第六意識第一個剎那是性境，但第二個剎那以後，第六意識就怎樣？你即

管眼識看著，是性境。

但意識就想，「這棵叫做古松，很有詩意。」那就怎樣？那棵古松有本質，亦有

相分反映入你處，你又加添了上什麼？詩意在這處。古松、古松的相分、詩意，帶質

境。另一說不是，當意識說它有詩意的時候，那意識已經撇離了眼識。意識在盲目地

想，想什麼？想那詩意，和它欣賞的詩意。那意識已經撇開了本質，那個相分都沒有

了。這是第二說。你抉擇一下那種說法對。你初學就先不要抉擇這些，只須知道有三

種境先，聽得明嗎？好了。我繼續講這些，明了吧？為什麼我會講到這裡，為什麼？

等我繼續解這個。當我們見道的時候，那個真見道，第一，真見道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不是。見道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做「真見道」，即是說他直

緣真諦的，真諦是無相的、無相分。第二就是什麼？緣俗諦，緣俗諦一定有相。第二

個緣俗諦的時候就叫做什麼？「相見道」，即是有相的見道。真見道是用什麼智，用

根本智去見；相見道是用後得智去見。根本智就沒有相分的，直滲入真如；相見道就

有相分。聽得明嗎？那無分別智即是什麼？無相分的。有分別就有相分。這是對，這

個不對，這個是善，這個是惡，這些分別是相分來的。無分別即是根本智。根本智洞

察真如的時候，不變相分的，不變起相分的，直緣真如的，直接攀緣真如的，叫做

「無分別智不變而緣」。明了嗎？聽不聽得明？不要解錯為無分別智不變。不是，它

不變起相分，直緣真如。

好了，我們讀讀這處，讀完它。「了知空性」。跟著，「了知無相」，即是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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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了知真如是無相的。「無相」有兩個解，第一真如是無相的，第二一切法的相

都是幻的，並無實的體相，即無自性的，所以它無實的體相的，無相。即是了知無

相。第一個空性就是「了知空性」。這就是第二了。第三，「了知」，先散文，「了

知無願」。既無相，就無可貪求之處。「願」即貪求。了知無願即是什麼？「並捨棄

諸願」，一切貪求的願捨棄了。

即是並了知捨棄諸願。這是第三。第四，先看散文：「了知勝義無生」。意思即

是說，我們了解宇宙萬有中一切的東西，從勝義諦立場來講是無生的，無生無滅的。

從世俗諦來講就是有生有滅的。譬如，我們見到一粒穀生了棵禾出來，我們世俗的常

識以為穀是棵禾生出來，這是世俗的見解，是世俗的真理。世俗諦，又名俗諦。如果

我們用什麼，用那些聖人的無分別智去了解的話，根本沒所謂叫做「生」。

「生」是一個概念來而已，名言來的。我們覺得它有生，完全是我們的錯誤，我

們的識的錯誤，意識的錯誤。那件，那粒穀和那棵禾根本就沒有生，何以故呢？因為

那個「生」字是講不通。為什麼講不通？龍樹菩薩說，如果你是有生的話，一定是在

時間上講的，對不對？生是不能離開時間。例如一隻豬要生豬仔，都要前一個剎那未

生，後一個剎那生出豬來這樣。所謂生，一定要在時間裡面，……。但是，時間又怎

樣？

將時間來分，譬如生，一是，用時間來講，一是叫做未生，一是生了、已經生

了、已生。一是已經生了，時間上，一是未生。過去已經生了就是已生，現在還未生

起就是未生。現在生緊，正在生，所謂正在生即是什麼？由已生走到未生，對不對？

已生未生之間就叫做正在生，即是一段已生，一段未生，對不對？龍樹菩薩是這樣論

證。生若未生完，生完就叫做已生，但它又不是未生，是正在生，就一段，但又未生

完。未生完叫未生，即是一半已生，一半未生。龍樹菩薩就是這樣說，正在生，即是

一半已生，一半未生。……不能不這樣說，是這樣的啊。問題來了，已經生了還生不

生？已生就不生，已經生了就不生，現在沒有生，已生者就不生。《中論》說的，未

生者又生不生？未生就怎生？未生更加不生，對不對？正在生又怎樣？半個已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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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未生。已生是不生，即是半個不生；未生又是不生，半個未生即是半個不生，對不

對？那即是什麼？一個不生，兩個不生，加起來兩個半個不生，加上來，不又是一個

不生？對不對？這個袋沒錢，那個袋沒錢，中間的袋也是沒錢，三樣加起來，不又都

是沒錢。

所以，萬物都是根本不生。你說它生的，是你錯覺，好像你眼痛說空中有花一

樣，荒謬、虛妄。那你說，是不是可以無因無緣就有？那更加不會無因無緣就生。這

樣地入觀，觀那個不生。萬物都不生，那不生就不用想，不生，不生，不生。那就安

靜住心，不生，那就止。到你心想亂的時候，又想回怎樣不生，循環那樣去修止修

觀。一直修修到慣了的時候，止的時候就自然覺得觀，觀的時間又會止，那不就是止

觀雙運。

就是這麼簡單。這個熟了，你就會見道。想想下就會甚麼都沒有想，進入了另一

種境界。不生。那又滅不滅？都沒有生，哪有滅？有生才有滅。無生就所以不滅。那

見到東西滅，那是錯覺。這個世俗諦的。勝義呢？不滅。例如你說動，動只是世俗諦

裡有動的，勝義裡沒有動的，一樣。動都是一樣，一是已動、一是未動，正在動，已

動者不動，未動者不動，正在動亦不動，根本沒有動，對不對？那就無生無滅無動。

既無動，那全部都是靜止。靜和動是相對的，無動又何有所謂靜？概念相對的。

生、滅、垢、淨、增、減，全部千不萬不，凡是相對的都「不」清掉。連最後的

「不」都清掉，「不」都不要。最後就不「不」、不「不不」。這樣觀。那會做吧？

已教你空觀。這樣，這個就是無生。了知無生就是這樣。就是第四，了知無生。勝義

無生而已，你又不要出去與人說什麼都無生。你要說什麼？這是世俗諦中是有生，從

勝義來講是無生。那他不會錯，一定不會錯，他什麼都講了，世俗諦是有生，勝義諦

是無生，都全講了。

你不要以為龍樹太過抽象，他通通都講了。無生，勝義無生。偈裡面就是「無

10



生」。好了，你看回散文：「了知勝義無滅」。這是什麼？第五，看回偈：「無

滅」。「等」字是「等」什麼？看回散文：「等字攝取」，這個應該是「等取」。都

可以，「攝取」都通，即是等取那個「了知勝義無染，了知勝義無淨」，是嗎？

「等」。其實你可以加上「了知勝義無增、勝義無減」，對不對？「勝義無常、勝義

無斷」，通通清掉那些相對的概念。這是第五。

第六，「了知勝義無所取性」，都一樣，所取能取，亦「了知勝義無自體性，了

知勝義無所依，了知勝義如虛空相」，一直到如虛空相，即是「等」是「等」那麼多

東西，明不明？好了，接著，先看看偈：「法性無破壞」。即是他又了知真如實性是

無破壞的。好了，看散文：「又依彼加行」，依著這種加行去觀，即是修這樣的觀，

「加行」即是指止觀，觀什麼？「了知法性勝義無破壞相」，了知真如法性，普通人

以為真如法性就一切都不存在，真如法性就一切相都沒有，他說不是。我們了知真如

法性是從勝義諦，是無所謂，它不會破壞一切相的。

諸相宛然、一切相，色聲香味觸法有這些相在這裡，不會破壞，不會妨礙到真如

的無相的。「勝義無破壞相」，即是不會打擊其他的東西。你知道，龍樹菩薩最重要

的見解是什麼，你常常會看到，「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實相」是真諦，對不對？

是勝義諦。「假名」是什麼？很多人解錯，「假名」即是指世俗諦。不會破壞世俗諦

而說真諦。「不壞假名」不是說由得他假名，不是這樣。那些名固然是世俗諦。世俗

諦在《中論》，「假名」、「名言」、「世俗」，這三個字是同一意義的。同一意義

的，記著。你看西藏的譯本，看中文，看法尊法師的譯本，三個字的意義相同。為什

麼？「假名」又叫做「假設」，又叫做「假說」。同一意義的，因為世俗諦都是假

說。如果你執著世俗諦是實有的，你就是眾生。

如果你明明知道世俗諦是假的，但你為了度眾生而要依世俗諦去說，那你就變得

不執著。你能夠說世俗諦，不是，你能夠說勝義諦，但勝義諦不可說的，你一定要用

世俗諦的言說來說，所以你要怎樣？不壞假名，不要破壞到世俗諦的東西。不只不要

破壞，還要應用世俗諦的說話來講勝義諦的說話，所以叫做「不壞假名而說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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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破壞俗諦而去說真諦。後人，很多人以為「不壞假名」即是不放棄名稱、不放棄

名言。不是，這個「假名」直是世俗諦。

六祖就做得到。於相離相，於相就是不壞假名，對不對？離相就是實相。不壞假

名而說實相，於相離相。那個，六祖有個叫做什麼，叫做甚麼達？見他那個？那個師

父教他，要什麼都不想的，哪個是誰？哪個叫做什麼，不理他是誰。那個師父教他，

什麼都不想的，要入定的，要常常入定的。六祖就說他：「你師父怎樣教你？」，他

就說什麼有技倆？(臥輪禪師)，「臥輪有技倆」，對不對？「能斷百思想」，什麼，

「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這個就是壞假名，你知道嗎？破壞世俗諦。什麼都不想，什麼都放棄，做人都不

想做。六祖所以就駁他，「我就不是。我就無技倆，『惠能沒技倆，不斷百思想』，

還是想東西，『對境心數起』，你對境心不起，我就對著境，心常常起的，『菩提作

麼長』，我哪有菩提會長？」你說有菩提會長，那是執著。這樣六祖能夠做到什麼？

「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六祖真是六祖，是高人一籌，是嗎？記住了，假名等於世俗

諦，即是所謂名言。繼續講完這段。

「法性無破壞」。看看散文：「又依彼加行」，即是修觀，依著這些辦法修觀，

就「了知法性」，真如法性，如果從勝義諦來講，就並無所謂破除一切相的，「無破

壞相」的。「法性無破壞」，這是第十二。第十三，「無作」，即是無造作。看回散

文：「了知於勝義中以覺 先無造作性」。他又了解，在勝義中，並無所謂造作。勝爲

義裡面並無一切動作。好了。又看回偈文：「無分別」。第十四個，「無分別」。又

看散文：「了知勝義無分別」，即是在勝義諦中，一切分別皆不成立。但在世俗諦就

不是了，就有分別了。

又看回偈文：「差別」。這個「差別」應該承接上文，「無作」、「無分別」，

亦無差別，對不對？這個應該有個「無」字。好了，我們看回散文：「了知能相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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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別」，昨天不就解了「能相所相」？這個能相所相的差別，在勝義諦中是沒有

的。「勝義非有」，並無差別。又看回散文，不是，看回偈：「無性相」。在勝義諦

中並無所謂性，這個「性相」者，自性所顯現出來的相狀，「無性相」。又看散文：

「又依道相智加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我們能夠「了知於勝義中」並無所謂一切

法的性相，「性相」者即是諸法的相狀，諸法的屬性。那就十六種了。

好了，先看散文：「許此即是道相智品中諸智相故」。即是彌勒菩薩認許，

「此」即是十六種相，就是道相智中的那類的智的表徵來的。「相」就是表徵。那看

回偈文：「道相智品中  許 諸智相」，即是許此十六種相是道相智中所有諸智之爲

相。今日講得少，講那些雜的東西多。下一堂，明天，不要講那麼多雜東西。譬如你

無分別智，自自然就很容易解錯。又例如，假名即是名言，名言即是世俗，亦名假

說，亦名這些。有人有講，例如呂澂也有講，但你會不留意。好了。

「依真如法住，」一撇；「恭敬善知識，」一撇；「尊重及承事，」一撇；「供

養，」一撇；「無作用，」一撇；「及了知遍行，」一撇；「能示現無見，」一撇；

「世間真空相，」一撇；「說，」一撇；「知及現見，」一撇；「不思議，」一撇；

「寂靜，」一撇；「世間滅，」一撇；「想滅。」一句；「一切相智中  是說諸智

相」。

那我們讀了這裡先。他這裡總共，一切相智所包含的智的相，「相」即是加行

相，是怎樣的呢？即是加行的相狀是怎樣呢？總共有十六種，有十六種加行的相。第

一種，「依真如法住」，這就是第一種。怎樣叫做「依真如法住」呢？我們看散文。

這樣會快點。看散文：「此相」，即是這個一切相智加行的相，「亦有十六種」。上

文道相智加行有十六種，這個一切相智加行亦有十六種。哪十六種呢？「謂由依止一

切相智加行，了知如來依真如法現法樂住」，一句。

即是說，「依止一切相智加行」，即是以一切相智的這種一切相加行為依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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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菩薩就能夠了知道，了知什麼呢？「了知」即了解，了解到如來，即當你成了佛之

後，那些成了佛的人，是依真如法，他不是離開真如，是依真如法。為什麼？真如法

是他的體，是他的法身來著，所以他依真如法。那依真如法是不是好像死物一樣的

呢？不是。「現法樂住」，時時都好像現世那樣，現世依著真如法為身，而時時在定

中。無痛苦的，在定中，純粹無漏的快樂而住，「住」即存在，依著真如為身。不是

說沒知覺的。時時都好像現世一樣，而在定中生起一種無漏的快樂而住。聽得明嗎？

這就是第一種。他知道成了佛是這樣的。他未得的，他知道成了佛是這樣而已。這是

第一種，一切相智的第一種。

第二種，「恭敬」，看偈：「恭敬善知識」。好了，這個「恭敬善知識」，看回

散文，即是看長行，我們又叫做「長行」，即是散文：「了知恭敬善知識」，一句。

這種菩薩，修了加行之後就知道，我們應該要恭敬善知識的，而且要知道確是能夠做

到恭敬善知識。善知識的範圍很闊的，上至佛，對不對？下至你的徒弟朋友。我們又

看看偈，第三：「尊重」。那怎樣呢？看回長行：「了知尊重善知識不違師教」，一

句。

他了解到他自己能夠，而且亦應該，一方面是應該，一方面是能夠做到，尊重良

師益友，尤其是對老師就不違師教，不會違反老師的教訓。「尊重」就是這樣解。第

三種。第四種：「承事」。看偈文：「承事」。看回長行：「了知承事善知識令師歡

喜」，一句。他了解他應該，同時他事實上亦做得到，「承事」即是替他服務，替他

做東西，承事，尤其是他的老師，令到老師歡喜。

下面，第五種加行。第五種加行就是「供養」。「了知以香花等供養善知識」，

一句。了解到他應該，而且他事實上亦做得到，以香花，「等」是「等」什麼？

「等」燈明、飲食的東西，供養善知識。第六種，先看偈：「無作用」。看回長行：

「了知勝義無作用」，一句。了解到我們在世俗、在現象界、在世俗諦裡面，就有種

種作用例如什麼？恭敬善知識、承事，做種種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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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勝義中，真如、在勝義諦裡面，根本並無什麼作用，都無。不是說在世俗諦

沒有作用。「無作用」，這是第六。第七，看偈：「及了知遍行」。怎樣了知遍行

呢？看長行：「了知遍行一切所知」一句。「遍行」者即是普遍。了解到遍行一切所

知，即是一切所知的東西，他都不會覺得有什麼特殊例外的，遍行，即了解，對一切

一切的都了解。他的智慧能夠遍行一切所知，對每樣東西他都能夠認識。

這個「遍行一切所知」即是修觀的時候，修止觀的時候，一切東西都可以觀。這

種加行都是止觀裡面的加行。當然除了止觀出定，持戒等等當然亦有，不過主要就是

修止觀。第八，看偈頌：「能示現無見」一句。看回偈，不是，看回長行：「了知於

勝義中示現真實義全無所見」一句。他又了解到，他修觀的時候又了解到，平時亦了

解到，在勝義諦中，所謂真實，對於所謂真實的東西，實在是全無所見。為什麼？通

通不知道？不是。這即是他覺得真實最高真理、勝義諦，是無相的。

當你證到勝義諦的時候，是無相的，亦無所見的。既無相，無有相，又哪會有所

見？能夠「示現」即怎樣？能夠給別人開示，「示現」，開示給別人知。第九種，第

九種加行。偈：「世間真空相」。看回長行：「了知世間空相」一句。了知世間一切

東西都是空，空的相狀是怎樣。空的相狀是無自性、緣起。了解世間一切東西緣起，

無性。

我們又看偈頌：「說」，一個「說」字。第十種：「說」。「了」，看長行：

「了知宣說世間空性」。他又了解到，在定中，修止觀的時候了知如何證得世間的

空、一切的空。他了解如何去證知。那是不是真的用現量去證知？當然不是。它是有

漏智。又不是，有漏智是不能夠。這個一切相智到成佛都有，對不對？你見道就不能

夠現量證知。一見了道之後，就現量證知，世間的一切法空，世間的空性。這個「了

知」，我懷疑就是指未見道的。如果見了道的，應該是什麼？「現見」，對不對？下

文那句「現見」就是見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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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偈：「及現見」。這個就是見道。看回長行：「了知現見世間空性」。

現量見到，那當然是什麼？無漏智、根本智。第十三種。「現見」是第十二種，現在

第十三種：「不思議」。看回長行：「了知顯示諸法法性無分別心不可思議」一句。

這句怎解？「了知」，即是他這種菩薩知道，如果他未見道，就只是了解而已。見了

道，就直情能夠什麼，證到的。他了解到，怎樣呢？「顯示諸法法性」那個「無分別

心」，能夠顯示出一切法的真如法性那種無分別智、無分別的心。

他了解到，有種無分別的心。這種無分別的心，能夠顯示出，這個「顯示」當什

麼？當「揭露出」，即是當什麼？證道。能夠顯示，能夠顯證，一切法的真如性的那

種無分別心，這種無分別心的作用很大，很妙，「不可思議」的。看回偈頌。第十四

種加行：「寂靜」。怎樣寂靜呢？看長行：「了知顯示於勝義中戲論寂靜」一句。他

了解到，「顯示」即是了解，即是揭露的意思。「了知」的範圍就很闊，「顯示」就

好像比較清楚的，我就懷疑「顯示」是指現量證。

「顯示」什麼呢？「了知」什麼呢？「於勝義中」，在勝義諦中，勝義諦即是真

如，「戲論寂靜」，一切名言等等的戲論都停息的，就是「寂靜」。看回偈，第十五

種：「世間滅」。怎叫「世間滅」呢？看回長行：「了知世間滅真實有」一句。了解

到，一般人以為世間的東西滅了，一切煩惱滅了，苦因又滅，苦果又滅，證到涅槃，

以為涅槃是沒有東西的。他不是。他能夠了解到什麼？世間的滅或者世間的一切因果

等等，滅了之後，這個滅是真實有，永恆的。這涅槃不是空洞的，不是什麼都沒有

的。這就是「世間滅」，了知世間滅。

第十六：「想滅」。怎樣「想滅」呢？上文「世間滅」，這裡「想滅」。所謂

「想滅」者，你聽我講，「想滅」「此世他」，對於此世他世，和如何取捨那種想

法，即那種分別想，「這個是此世，將來是他世」、「我們要取這些，要捨那些」，

這些都是什麼？世俗諦的。這種想、分別想，滅。聽不聽得明？那是不是不想東西，

不分是非皂白？不是。在勝義諦中，沒有這些分別的，但在世俗諦是有的。明不明？

在勝義諦來講，想滅。看看：「又依彼加行」，又依著這種加行，這種修止觀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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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知滅除此世他世取捨異想」，了解到當我們根本智出現的時候，就滅除了

「這是此世，那是他世」這種分別。我們某一樣東西是善的，我們應該取；某一樣東

西是惡的，我們應該捨棄，這些這樣相對的異想，這個「異想」者即是相對的、不同

的分別想，有分別想。這種想都滅的。

那十六種齊了。十六種加行。那我們先看看偈文：「一切相智中  是說諸智

相」。講到一切相智的加行之中，這十六種事，就說明一切相智的相。我們看回長

行：「當知即是一切相智品中諸智相故」。我們應該知道，這十六種就是一切相智那

類東西中的所有智相。以上就是說一切相智加行相。明不明？聽得明嗎？聽得不明先

看看。行了吧？看過了吧？一切相的加行的勝相，就分開四段來講。

廣釋，壬二那裡，廣釋，分四段。癸一是講智的相狀，智的相狀。然後癸二，講

這些智的，這個「智相」者，三智加行的那種加行相，智相。第二，癸二，勝相，怎

樣勝利，這三智的加行有何勝利。現在癸二，勝相。勝相又分二，子一、子二。子一

略標，然後子二廣釋。現在子一，略標，對不對？「由難思等別，」(一撇)；「勝進

諦行境，」(一撇)；「十六 那心，」刹 (一撇)；「說名殊勝相。」(一句)。我們一看那

個長行，我們就懂。你們初初覺得很難讀，你聽我讀了之後，你聽我的語氣、聲音如

何停頓，就差不多明。

「由四諦等法性不思議等差別，勝出聲聞獨覺所有加行，以如是勝進四諦 行境爲

之見道忍智十六 那最超勝故說名殊勝相」一句。那先解這裡，他說這個，當那些菩刹

薩修觀的時候，想得一切智的時候，他就要什麼？學那些聲聞獨覺地修觀，對不對？

因為一切智是聲聞獨覺都有的。

還有，你不能只修大乘，就不理小乘那些觀。因為什麼？你將來成佛就要化度小

乘。這裡一種。第二，你未成佛的時候，你是菩薩，一樣會有小乘人向你問法，所以

你也要識、要懂。「由四諦」，看散文，我們讀讀：「由難思等別 勝進諦行境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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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心刹  說名殊勝相」。那我先解偈。由於四諦法雖然是小乘人聽，但小乘人所了解

的四諦法，就並無什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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