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諦都是空，四諦都空的那個空性。四諦都空的時候，它有那個空性。這個空

性，這樣便變了，比較小乘的人的智慧超勝一些。所以說大乘人所觀的四諦的法性是

不可思議的。所以「難思」，「難思」者即是不可思議。小乘人就不觀真如法性，大

乘人觀「苦集滅道」也觀這個，知道「苦集滅道」四諦都是空的，這個空性就是真

如。你看《心經》：「無苦集滅道」，小乘人就只是說苦集滅道，大乘人就都講無苦

集滅道。即是苦集滅道都是空的，「空性」，空性就難思議了。小乘人所難懂的，所

以叫「難思」。

「難思」議「等」。難思議、微妙，「等」就是「等」其他那些高妙的東西。難

思議、甚深、奧妙，「等」就是「等」其他那些，由於難思，「難思」即是不可思

議。由於大乘人所攀緣、所了解的四諦比較小乘人所了解的是不可思議、甚深等，有

這樣與小乘人的不同，「別」即差別。由於有「難」不可「思」議「等」的差

「別」，所以是勝過聲聞獨覺的。那它這個，為什麼勝過聲聞獨覺呢？因為它以「勝

進諦」為所「行」之「境」，它以勝進的四諦為所行之境。

小乘人的四諦就很粗淺，大乘人所了解、所觀的四諦是比較小乘人所了解的殊

勝，是更加增進、更加殊勝的。以勝進的四諦為他的智慧所了解之境，所行境，那種

加行的智慧所行的境。四諦就有十六剎那，記不記得？他說小乘那十六個剎那，只是

知道以為它真的煞有介事有十六個剎那。大乘人每觀十六剎那，每觀一個剎那，就已

經知道它是空的，是嗎？那大乘人觀四諦十六剎那時的心，是比較小乘人勝進的。

「說名殊勝相」，因為這樣，所以大乘人的一切智，都比較小乘人殊勝的。子

二，未讀散文，對不對？現在讀。「由四諦等法性不思議等差別」，這「差別」兩個

字是怎解呢？「差別」，義。它的意思即是「義」的意思。有「不可思議」之義。這

種義是「勝出聲聞獨覺所有加行」的，「勝出」即是勝過。為什麼說它勝過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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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勝進四諦 行境之見道忍智十六 那最超勝故，爲 刹 (一撇)，說名殊勝相」。為什麼

說它勝過呢？

「以」，「以」是因為，「如是勝進四諦」，這種勝進的四諦，以這種勝進的四

諦，為他所行之境的這種見道的智慧，見道的智慧是什麼？八忍八智，記不記得？記

得嗎？記不記得？八個忍：苦法忍、集法忍、滅法忍、道法忍；苦法智、集法智、滅

法智、道法智；苦類忍、集類忍、滅類忍、道類忍；苦類智、集類智、滅類智、道類

智，八忍八智。這八忍八智是最極超勝的，他知道每一個人、每一個智所觀的境，都

是空的。小乘人就不觀它空。所以，「說名殊勝相」，所以這種加行就有殊勝的相，

有殊勝的意義。

「此說見道者僅是一例」，你這裡看上來就好像只講小乘、只講一切智，對不

對？沒有講大乘的智。所以他就說，「此說見道者」，這裡之所以說小乘的見道，

「僅是一例」，這不過舉一個例，舉小乘的見道做例而已，不是說大乘或其他的東西

不講。聽得明嗎？「若就通達不思議等十六種勝法而論，則從資糧道通最後心」。他

說如果廣闊點、廣泛點來講，如果講到什麼呢，「通達不可思議等」那十六種殊勝

法，即下文講那十六種的殊勝法，如果講到下文所講到那十六種的殊勝法，就不單止

講小乘的見道了。

就這些十六種殊勝法而論，就是什麼？很闊的，不是只是小乘的。闊到怎樣？從

資糧道直通至最後心，通到最後心，由你發菩提心之後入資糧位起，一直至成佛前那

剎那，三大阿僧衹 都修的。會解嗎？見你好似唔識，究竟是否真懂，聽得明嗎？為刧

何「差別」當「差別」、「義」解，原來你讀過因明才知。

因明，譬如說，「人是動物」，「人」這個是主詞，subject，「動物」這個是

述語。主詞就是講那件東西的，我們就叫它做，主詞所代表的就是「體」，那件東敍

西的體相。有體就必有義。 述語所 述的就是「義」。體有義。體又名叫做「自敍 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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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義又叫做「差別」。為什麼叫「差別」？義就當然有差別。

譬如說，這隻杯，這隻杯，這隻杯就是自性，這隻杯是紅的，紅色的，「紅色

的」就是義。這個義就是有差別，為什麼？紅色和非紅色是不同的，不就是差別。紅

色就是紅，不會是綠色的，對不對？和綠色、黑色是不同的。聽不聽得明？所以義又

叫做「差別」。上文就是略舉。現在子二，廣釋，詳細解釋。這套東西，這種加行由

初發菩提心起就開始做。現在你們修行，你們就要做。或者平時不知不覺中做了，對

不對？有時就沒有做，讀一讀又提醒一下。

廣釋，下面。「不思議，」(一撇)；「無等，」(一撇)；「超越諸量數，」(一

撇)；「攝聖智者了，」(一撇)；「證知諸不共，」(一撇)；「通疾，」(一撇)；「無

增減，」(一撇)；「修行及正行，」(一撇)；「所緣與所依，」(一撇)；「一切并攝

受，」(一撇)；「及無味當知，」(一撇)；「十六殊勝性。」(一句)。「由此勝餘

道，」(一撇)；「故名殊勝道。」

第一種，總共有十六種殊勝相。即是，這種加行，這種一切，這種一切相的加行

有十六種殊勝相。哪十六種呢？第一種，「不思議」。為什麼？小乘人只了解世界是

苦，大乘人除了知道是苦之外，還知道什麼？所謂苦是緣生的，從緣所生，亦無自性

的。那個緣生無性，就是苦諦的法性、真理來的了。

這種法性，我們用名言來講，又是緣生，又是無性，實質是不可說的真如來的。

所以，這種苦、集、滅、道，這四諦的法性，在小乘來說很普通，在大乘來說，就是

很深奧、不可思議的。所以就是什麼？「不思議」。這是第一種。我們又看長行來

對。他說這種勝相怎樣？有「外增上緣」的，「外」者自己身體、自己生命之外的增

上緣。

佛雖然不能夠度無緣的眾生，但如果眾生是有緣的話，佛在你的生命之外，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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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你的增上緣。他對你說法，你可以領略到。佛不過是眾生的增上緣而已。佛不會

改變你們那些眾生，佛只是增上緣來提醒你。縱使他加被你，都只是刺激你，令你自

己種子，好的種子起現行。

所以佛不能，你做了罪惡，佛不能替你消滅。有些蠢人，以為拜拜佛，他就會替

你消滅罪。那那個佛豈不是受贓？那個佛不要得，對不對？不過，你禮佛的時候，你

真正真心去懺悔的時候，是你自己懺悔，對不對？佛做你的增上緣，增上緣，令你，

為何眾生是佛？你懂得佛理，就即是佛做了你的增上緣。

當你真正懺悔的時候，佛在外面憶念你，知道你這個人是可教的，知道你這個人

是有前途，他會想盡辦法去提醒你，保護你、護念你、守護你。你有什麼不檢，行差

踏錯，他就來刺激你、提醒你、護你、念你。佛不過是如此，護念只不過是扶助你而

已。你自己不懺悔，你的業，佛不會消你的業。消業是因為你自己懺悔。懺悔是一種

業力，用懺悔的善業來阻壓你的惡業、沖淡你的惡業。

即是你食了很多毒藥，給很多糖水灌。你自己不懺悔，你做罪惡就等於食很多有

毒的東西，懺悔等於食回很多清涼的，清涼解毒的茶。是你自己的肚。是不是？佛只

能夠提醒你，佛說法去提醒你，你自己去懺悔，等於你自己去飲涼茶。你不飲涼茶，

佛不能夠將你肚裡面那些毒拔出來。佛不是神。神，那些信神的以為神可以這樣，如

果神可以這樣，那個神就有偏私。信者你就救，不信你就不救。是不是？有偏私，是

不是？即是你請我食東西、飲茶，我給你講，你不請，我就不講費事講。

佛不會這樣的嘛，對不對？我們都不會這樣，更何況佛？佛是一個加被力，是增

上緣，在我們生命之外的增上緣。那如何增上呢？譬如你要見佛，佛加被你。你很勤

力地念阿彌陀佛，勤力到極。你又想見佛，他加被你的時候，就怎樣？他用他的成所

作智，變起一個佛相。

4



譬如你在人間的視覺只可以見到丈多高的佛，他就變起丈多高，用他的成所作智

變起丈多高的佛做本質，在你第八阿賴耶識裡面托它做本質，為什麼？佛的識是可以

周遍到處有，你的阿賴耶識是無乎不在，遍，遍於宇宙。因為遍於宇宙，所以佛變起

一個丈多高的佛，你的阿賴耶識可以受它影響。即是他刺激你的阿賴耶識，他影響你

的阿賴耶識，他不就是增上緣。

他一影響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會有些種子可變起那個丈多高的佛，好像山高你

不可以變起，丈多高你們都可以變得起。那你第八識裡面，那些變的高人、變丈多高

的佛的相，受了這種增上緣，就變。那你見到阿彌陀佛。變起你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那

些變佛的種子起，這個是你變，不是阿彌陀佛來的。

不過阿彌陀佛他就變了做本質、增上緣，那你受了他所變的影響，你自己變。你

看，你所看到的，你自己阿賴耶識種子所變，阿賴耶識的種子所變你亦看不到的，你

就怎樣，你阿賴耶識變了一個佛，形狀做本質。你眼識的見分起的時候，挾帶著相

分，托阿賴耶識所變的佛做本質，反映入你的眼識的相分處，即是說你自己阿賴耶識

想變的阿彌陀佛，你的眼識都看不到。看回你眼識的東西，聽得明嗎？我現在看到一

隻杯，你也看到一隻杯。這隻杯是我飲，不是你飲的，所以和我的關係密切，對不

對？所以這隻杯，我的第八識變成一隻杯，然後我的眼識見到有本質在那只杯處。

有隻杯存在，因為它有本質，有實質。我有實質，你的阿賴耶識裡面又有些種子

可以變起這隻杯。我變起在先，做增上緣來影響你，你的第八識阿賴耶識裡面變起這

隻杯的種子，受了這些影響力，你又變起一個杯的實質。即是我看到這隻杯的實質是

我的阿賴耶識的種子，你看到這隻杯的實質是你的阿賴耶識。

你的阿賴耶識變起了這個杯的實質，然後眼識見分起的時候，刺激到你眼識見分

一起的時候，挾帶著相分一齊起，相分把你阿賴耶識所變的杯反映入來。是這樣的，

即是隻杯你與我，你有你變，我有我變，你見回你變那隻，我見回我變那隻。不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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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隻和你那隻不同，變成空間時間相同，好像兩盞燈的光，大家一齊照住，不能說那

條光是你，那條光是我。那我變為你，他在外面入來受了你和我所變，他的阿賴耶識

又變一個。

他又變多一個入來，第三個入來，受了我們幾個人共變，他又變。大家一點一

點，假使有五百人一齊入來的時候，五百人共變這隻杯。譬如有人說「我不變了，我

走了」，那還有四百九十九人，他們會仍在這裡。走剩一個，其他每個(人)都仍在

變，除非個個(人)都死掉，那就沒有了。所以香港的人，五百萬人口死了四百九十

萬，香港的扯旗山一樣存在。因還有那十萬人在變。若全部人都死掉那怎樣？沒有

啦，應沒有人變。

還有些蛇蟲鼠蟻，沒人變，牠變。對不對？那些蟻，恐怕比人還要多，牠變。聽

不聽得明？現在明吧？(羅生，為何會受影響呢？)都是由真如顯現，你的第八識又是

這個真如，我的第八識亦是這個真如顯現，同在一體。第一是體相，第二是時間相，

空間相。有密切關係，凡是空間相同都會受影響，時間相同都會受影響，同一體質也

都會受影響。兩兄弟同一個爸爸媽媽所生的體質也會相同，還有現象界的東西，全都

有些相同，要看看他的想法，要相合還是相離。

你在那個香港吐些口水下去海，那種力就會影響到日本，你要計那度力一路震到

南極至日本，是不是？因為能力是不會滅，你吐些口水，吐，那種力是不會滅，不滅

就會一路影響到南極，不過因為太遠，所以不覺它存在。所以所有東西必定相生。你

心情很不好，一個人坐在此，感覺不舒服，他坐在那裡望見你不舒服，他也為之難

過，會不會？是嗎？互相影響，現象與現象之間那個互相影響。看看那影響是負性，

如何負性？「唔抵啊，你不舒服」，這是負性。一是正性。

「好同情你啊，你不舒服」。一是「你唔好，你不要去理會」。不要去理會也會

做成影響，若我看不見你這樣，又怎知須不須要去理會呢。你們明白了吧？為何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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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如我不變便沒有啦？我不想變扯旗山，你沒有 ，還有五百九十萬人在變，所以啫

並非空空洞洞，在我身邊好像幻變亂想，不是這樣的，佛家的唯心論不是這樣的，不

是好像發夢那樣沒有本質，是有本質的。這個，有「外增上緣」，那「外增上緣」是

甚麼？是「由諸佛菩薩攝受」你，「攝受」即是護念你。

「攝受」。佛護念你都要用一種智慧的。由於佛護念你，那種智慧做增上緣影響

你，令你「了知苦等法性不可思議」，令你知道苦、集、滅、道等的法性，法性即是

它的性質，當「性質」解，又可以當什麼？它的「實質」、它的真如法性，兩樣。它

的性質亦不可思議，它的真如法性亦不可思議。那就叫做「不思議」，一句。

第二，先看偈：「無等」。怎叫做「無等」呢？一撇，「無等」。看散文，看長

行：「無事能喻」，無另外有一件事可以用來做譬喻的，「名 無等」。即是什麼？爲

那種加行的時候的加行智，很難找一樣東西來做譬喻、來說明的，這樣的微妙法。

「無等」，無與等、無與比倫。第三，看偈：「超越諸量數」。看回，我們要講快

點，講快一點。看回長行，「超過諸名言量」，「名言量」，名言即是當「世俗」一

樣解。世間、世俗裡面一切那些什麼，一方面當「概念」，一方面當「世俗」。

「量」即是什麼？即是指，面積的「量」是什麼？就是幾多方尺、幾多方里，長

短的量是什麼？是一尺、一丈，是嗎？那些量，如果是體積的量，一升、一斗、一

擔，是嗎？重量呢？是一公斤、二公斤、一千公斤等等。這個「量」並非世間那些量

「所能夠稱量」。

這個「稱」字讀秤，秤下它、量下它。那他，知道「知彼法性超出數量」，他知

道，非算數所能夠，這法性當然是「超出數量」是指真如法性，是超出世間的一切數

量的。一句。第四種：「攝聖」。「攝聖」，第四種。怎樣「攝聖」呢？看長行：

「總攝一切聖者功德」。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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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加行能夠總攝一切聖人所有的功德，那不就成佛？不是，不是這個意思。你

能夠加行，你將來必定成佛。雖然現在未成佛，但已經包攝了成佛一切、成佛、成羅

漢的一切功德。一句。「攝聖」。「智者了」。「攝聖」已說了幾樣，「智者了」，

即是怎樣？看長行：「了知智者之覺了」，那些聖人對於諸法的覺了，怎樣覺了？未

知，這種加行還未知。

「了知智者之覺了，謂如所」，智者所了解的覺了是了解什麼？不外兩種，「如

所有性及盡所有性」。如所有性者，宇宙間一切法的真實的性、真實體性，包括什

麼？包括真如與及一切事物的性質；盡所有性是指現象界，即是有為法，真如即是無

為法，現象界的一切一切東西、分量。知道這些聖者能夠了知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即

是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智者了」。

第六種，偈：「證知諸不共」。怎樣「證知諸不共」呢？看散文：「了知甚深廣

大諸不共法非聲聞等所行境界」一句。他說，這種加行智又能夠了解、知道，大乘菩

薩那種甚深廣大的不共的法，大乘人所獨有，小乘人外道所無的叫做「不共」，獨有

的，這種獨有的不共的法非聲聞即小乘，「等」是「等」獨覺，和「等」凡夫所行的

境界，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境界。「證知諸不共」。第七種：看偈：「通疾」，一

撇。看回長行：「大乘神通最 速疾」。爲

大乘人、大乘菩薩所有的神通，最快、最速。到那個時候他就會了解，修加行的

時候，修一切相加行的時候，他會了解。就是「通疾」。第八，看偈頌：「無增

減」。又看長行：「通達勝義世俗二諦一切諸法於勝義中性無增減」一句。他說，這

種加行智又可以了解通達，「通達」兩個字就不只是比量推之，還可以包括什麼？體

驗、直接體驗到。

不論勝義也好，世俗也好，勝義諦、世俗諦這兩諦裡面的一切所包括的東西，這

些東西如果從勝義諦的角度去看，無增無減。你修行修一萬年，無增；你一點都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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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亦無減，在勝義諦中來說的。但在世俗諦中就不同了，修一分就是多一分。這個

等於什麼？「無增減」。下面，看偈頌：九，第九種，「修行」。看回長行：「於勝

義中能施所施施物等三輪清淨，而修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一句。

他說，大乘人修這種加行的時候，他又能夠依著勝義諦中了解到，在勝義諦中三

輪是體空的。三輪是什麼？例如以布施做例，能施的人是空的，所施的物件亦是空

的，受你施捨的人亦是空的。這叫做「三輪體空」。空了就沒有執著，所以叫做「三

輪清淨」。以「三輪清淨」來修行報施，持戒又怎樣？亦是以「三輪清淨」來修行持

戒等，修行六波羅蜜多。就叫做「修行」。第十種，「及正行」。怎樣「正行」呢？

看看這裡：「由殷重無間加行經無量劫修集福智，方便裡所攝緣一切法之無分別

智」，不是，「由殷重無間加行經無量劫修集福智」這裡一句。

這句是什麼？「正行」。即是，上文說「三輪體空」是「修行」。不只是泛泛而

修行，而是很殷重、鄭重地修行。而且要什麼？又要殷重，即是很鄭重，不是求求其

其(馬馬夫夫)，鄭重。「無間」，要不斷不斷地加行，不是只是做一次，今年做一次

就不再做，不是這樣，要不斷做，無間加行。又殷重又無間，經過無量劫來收集福德

和智慧。這樣就叫做「正行」。所謂福德和智慧是什麼？我們看看六波羅蜜之中，哪

些屬福德？哪些屬智慧呢？布施屬福德的；持戒屬福德的；忍辱屬福德的。

有人說忍辱是兩面的，福德和智慧都有，不過一般，忍辱是福德。如果根據唯識

宗，就說忍辱是兩方面的。禪定是福智兩方面的。禪定可以修福的，禪定可以得福

的，譬如你修四無量心的定，就是得福；修般若觀的定就得智慧。所以禪定，有福、

有智兩方面。精進又是，修福又要精進，修智慧亦要精進；般若是智慧。無間的、殷

重的修習福德和智慧，這就是「正行」一句。第十一種：「所緣」。「方便所攝緣一

切法之無分別智」。本來讀就連續讀下去的，不過我們把它斷開來解這個「所緣」。

我們修行的時候，就要有無分別智。這無分別智是什麼？是要能夠緣一切法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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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體的。一切法。我們一切法都要用無分別智去理解的，為什麼呢？一切法都同一

真如體。這種，就是正智，根本智的正智緣真如就是這樣，是無分別的。但有時候我

們怎樣？除了根本智證真如之外，我們有種方便，屬於方便的，這種方便就屬後得

智。我們利用一種方便的後得智，後得智的方便，屬於這種方便我們緣一切法，緣一

切法不起分別、執著。

這個不是根本智來的。而當你了解一切事事物物的時候，你都不會著相。這種不

過是方便來的，不是根本智來的，不屬於，方便是後得智來的。方便波羅蜜多，屬於

方便波羅蜜多所攝的那些緣一切法的那種不著相的智慧。這裡就講「所緣」，所緣是

一切法，但我們緣一切法的時候，我們不要起分別，不要著相。第十二，第十二種加

行相，「所依」。「所依」是什麼？看長行：「法界體性 菩薩道之所依止」一句。爲

「法界體性」即是真如，真如性為菩薩道之所依止。

他了解到，因為菩薩道念念都不離真如，猶如六祖所講，不離自性。「所依」即

是了解到法界體性的真如，就是一切菩薩道的所依。第十三種：「一切」。怎樣「一

切」呢？看回長行就知道：「成就大願等十種波羅蜜多，圓滿一切資糧」一句。他，

一個菩薩了解到，一個菩薩修行就要什麼？十種波羅蜜多都要圓滿修行的，不只是修

行一個波羅蜜多的。所有十種波羅蜜多都要修行，然後能夠圓滿你的一切福德智慧資

糧的。所謂十種波羅蜜多是怎樣？本來波羅蜜多只是六種而已。

那些人把第六種「般若波羅蜜多」劃分成兩樣，本來般若波羅蜜多就包括根本智

和後得智，他現在就把般若波羅蜜多劃分成根本智叫「般若波羅蜜多」，把後得智開

成四樣，開成四個波羅蜜。把根本智叫做「般若波羅蜜」，把後得智開成四種波羅

蜜：智波羅蜜、方便波羅蜜、願波羅蜜，還有個什麼波羅蜜？力波羅蜜。這四種都屬

後得智，用來度眾生的。根本智不能度眾生，根本智是自己的。這就叫做「一切」，

圓滿一切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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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種：「攝受」，「並」字即是「及」字解。攝受。「 宣說圓滿道大乘善爲

知識之所攝受」一句。這種菩薩自己知道，被那些能夠宣說圓滿道的大乘的善知識，

即大乘菩薩之類，攝受他，即護念他、幫助他、扶助他，扶助護念即攝受。好了。

「及無味」，第十五種，第十六種。為什麼第十五種、第十六種，這個分為二的。看

回偈，看回長行：「於生死涅槃一切法皆無味著」，不味著生死，不味著涅槃，就變

了十五、十六。總共十六種。

這樣之後，「及無味當知十六殊勝性」一句，這樣我們應該知道上文所數的十六

種的殊勝性、殊勝的相。「由此勝餘道故名殊勝道」，由於這十六種東西十六種相，

都勝過其餘聲聞獨覺的道，所以叫做「殊勝道」，餘道者即是什麼？即是聲聞獨覺所

修的道。我們看回長行：「當知此即十六種殊勝相。由此菩薩道勝出所餘聲聞獨覺加

行故名勝道」。十一種。癸三，作相，「作」即是作用，作用相。這種加行，這種一

切相加行，有一種作用的，不是它的作用的相狀是怎樣呢？

作用相，我們讀了：「作利樂」，不是，作利和樂(應該有一撇)，「作利，」(應

該一撇或一橫點)；「樂，」(一撇)；「濟拔，」(一撇)；「諸人皈依處，」(一撇)；

「宅舍，」(一撇)；「示究竟，」(一撇)；「洲渚，」(一撇)；「及導師，」(一撇)；

「并任運所作，」(一撇)；「不證三乘果，」(一撇)；「最後作所依。」(一句)；「此

即作用相。」(一句)。第一種。這個作用相總共有十一種。十一種是怎樣的呢？第一

種，作利益：「作利」。怎樣作利益？能夠令那些受你化度的眾生得到利益。「作

利」。

那我們已看了偈，第一種是「作利」，看回長行：「此作用相有十一種」一句，

下文，「安立所化於解脫樂是作未來之利益」。這句譯得不好，「安立」即是令眾生

能夠得到，「所化」即是你所化的眾生，你所教化的眾生，你安立你所化的眾生，令

他將來得到解脫的樂，這就是令眾生得到未來的利益。這個「利」者，即是令他未來

得到利益，叫做「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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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偈，「樂」，即是作樂，「作」字貫通這裡的。這是第二。樂即是怎

樣？令他現世得到快樂，平息那些憂苦。看長行：「 諸所化息滅憂苦等安立現法爲

樂」，「現法」即是現世，令他現世得到快樂。即是什麼？教他修定，定可以現世得

到快樂，教他離開煩惱，現世不受煩惱紛擾。這是第二。第三：「濟拔」，濟拔那些

眾生。

我們看長行：「於生死苦濟拔有情」，不是濟「披」，是濟「拔」，改了它，濟

拔眾生、濟拔有情，令他「成辦」，能夠「成」即成就，「辦」即辦出，「無苦法

性」，能夠令他離苦得樂，救濟眾生，最後一世比一世好，最後成佛，令他得到無苦

的法性，這個「法性」你可以當「真如」解亦得，當其他「無苦的性質」解亦可以，

不過當「真如」解，真如是無苦的。這就叫做「濟拔」。這三樣東西，一二三，第一

作利，第二作樂，第三濟拔，這三樣東西就是什麼？一切智的勝利相，小乘那種一切

智的勝利相。先看長行：「此三表示菩薩身中成就殊勝作用之一切智加行」，一切智

加行有這三種勝利相。

第四：「諸人皈依處」，第四種。怎解呢？我們看回長行：「諸人者」即是諸所

化，你所教化的眾生，「安立于畢竟安樂之涅槃」，把眾生安置在畢竟安樂、徹底安

樂的涅槃裡面，「名作皈依處」，令眾生得到皈依之處。「皈依」者，你能夠令眾生

最後得到涅槃，眾生以你為皈依之處。眾生亦以涅槃為皈依之處，一句了。第五，

「宅舍」。我們看怎樣叫「宅舍」。看散文：「安立所化」，安置那些所化的眾生，

「令滅除苦因。名作宅舍」，令眾生把苦的因，即煩惱和有漏業滅除了。「名作宅

舍」，替眾生造宅舍，令眾生得到安安樂樂，就叫做「宅舍」。

第六種：偈頌「示究竟」，怎樣「示究竟」呢？看散文：「安立所化(眾生)令知

生死涅槃平等，名作示究竟」。為什麼？生死亦是由真如法性所現，涅槃也是真如法

性的體的顯現，實是平等，因為我們有妄執，所以覺得它有苦有樂的。令眾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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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與涅槃都是平等的。這是勝義諦，在世俗諦道不是這樣。名叫做「示究竟」，示

現給眾生知，讓他們知道生死與涅槃是平等的。就是「示究竟」。看回偈：「洲

渚」，第七，「洲渚」。看散文：「令諸所化離貪愛水安立解脫成自他利之所依止名

作洲渚」一句。

令到所化的眾生，都可以離開他貪愛的水，「貪愛」用來譬如水，「安立解脫成

自他利之所依止」，令他不要被水浸到，安立他，能解脫貪愛水的沉溺，令他得到解

脫，成為自他利的依止，好像洲渚，那些人有個洲有個渚在這裡給他住，就不會被水

浸死，不會被愛水浸死，所以叫做「洲渚」。看回偈頌：「及導師」，就是第八種。

看散文：「成辦所化」，令所化的眾生能夠成辦，成辦什麼？「現時究竟二種義利，

(一撇)名作導師」。令眾生能夠成辦現時的義利，最後究竟的義利。

現時的義利，究竟的義利，這有兩種義利，令眾生得到，所以你有資格去做眾生

的導師。偈頌：「并任運所作」。「任運所作」，「任運」者即是自然而然。「任

運」。「令諸所化於利他事任運而轉」，你能夠教化眾生，令所化的眾生做利他的事

業，對於利他的事業都不用很吃力，不用思量，自然而然地樂意去做的，「轉」就是

「生起」。這句就是「並任運而作」。

下面第十種，「不證三乘果」，聲聞、獨覺、菩薩三乘只是證什麼？大乘的果，

不證二乘的，叫做「不證三乘果」。「雖 所化說三乘果，不令非時現證實際」一爲

句。雖然令所化眾生，你為眾生說聲聞、獨覺、菩薩三乘的果，但你不令他不合時宜

急急地就證什麼？證實際，「實際」即是涅槃。「此七」，這七種，即是由第四種

「諸人皈依處」起，一直至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種「不證三乘果」，這七種就是什

麼？道相智的勝利相。

「此七表示菩薩身中成就殊勝作用之道相智加行」。會解了吧？看回散文，看回

偈頌：「最後作所依」，最後為一切眾生所依，一句，第十一種。看回散文：「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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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相智加行而 世間作所依處」，即是為世間、一切世人都依靠的，「此一」，這爲

一種，即是第十一種，「表示菩薩身中」能夠有什麼？「成就殊勝作用之一切相智加

行」，就是一切相智，一句。看偈頌就是「此即作用相」。以上所數的十一種就是作

用相。我們再看散文這句：「如是十一種作用相所攝之菩薩三智加行」，「三智」者

即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具足利他之作用故名作用相」，有利他的作用，

所以叫做「作用相」。以上就講出作用相，癸三。另一天再講癸四，自性相，講它的

自性。

修行的自性相。「自性」即本質，本質，那「相」字只不過用來襯而已。自性相

有十六種。「離煩惱，」(一撇)；「狀，」(一撇)；「貌，」(一撇)；「障品及對

治，」(一撇)；「難性與決定，」(一撇)；「所 ，」爲 (一撇)；「無所得，」(一撇)；

「破一切執著，」(一撇)；「及名有所緣，」(一撇)；「不順，」(一撇)；「無障

礙，」(一撇)；「無跡，」(一撇)；「無去，」(一撇)；「生，」(一撇)；「真如不可

得，」(一撇)；「此十六自性 由如所相事 許 第四相。」爲

我們逐個講。一切相加行有十六種特徵。它的自性，自性可以從十六種特徵去觀

察、體會它的自性的。因為什麼呢？自性是不能說的嘛。只能從相、從相從用來體會

它，即用以顯體。那我們看第一相。第一相，第一個自性相就是「離煩惱」，「離煩

惱」第一相。意思即是什麼，遠離貪瞋痴等煩惱，這種加行自性是遠離貪瞋痴等煩惱

的。

看散文：「此自性相有十六種，謂遠離貪等煩惱加行自性」，這種加行自性就是

遠離貪等煩惱等加行自性。是第一個相。「狀」，一個「狀」字，就是第二個相。第

二個相「狀」字意思即是說，遠離煩惱，遠離煩惱狀的，遠離有煩惱狀的身體、生理

上的粗重，那種加行自性。即是加行的時候，很輕安愉快的，沒有那種起煩惱的時候

的粗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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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一種。那我們看長行：「遠離煩惱狀身的粗重」，即是有煩惱生起那個身體

的粗重，因為煩惱會影響身體，「等加行自性」。第三，「貌」，即遠離煩惱貌。

「貌」者即遠離貪瞋痴等煩惱貌。其實「狀」和「貌」沒有分別，普通解。他這裡，

生理那方面就是「狀」，心理那方面就是「貌」。遠離貪瞋痴等煩惱那種貌，那種非

理作意，不合理的作意等的加行自性。即是，長行是什麼？「遠離煩惱貌非理作

意」，即是有煩惱貌的不合理的作意，「等加行自性」。這就是第三。

第四種：「障品及對治」。「障品」，貪瞋痴那類東西；「品」是指那類東西。

「對治」，能對治貪瞋痴的，能對治貪瞋痴的，即是什麼？善心所中那些無貪、無

瞋、無痴。「障品及對治」這個第四點的意思即是怎樣？修加行的時候能夠了知貪瞋

痴等所治的煩惱，與及那些無貪、無瞋、無痴等能對治的那類心所。

這兩類心所中，我們修行的時候應該要取那些對治，取那些無貪、無瞋、無痴，

而捨棄貪瞋痴，但事實上，我們有取有捨的，不過當我們有取有捨的時候，同時了解

這一取一捨都不是實的，都是空的，都是世俗中的幻事來的。一方面做，做的時候知

道它是幻，聽得明嗎？那樣看散文，看長行：「了知貪等所治品及無貪等能治品取捨

真實皆空」，那一取一捨不過在世俗中是有，真實來講，即是在勝義諦中來講，是空

的。聽得明嗎？這是第四種。

一至四，就是什麼？菩薩的所有的一切智加行。一切智本來是小乘的，但菩薩都

要懂的。就是一切智加行，是屬於一切智加行的。這就四種。第五種，「難性與決

定」，「難性」一種，「難性」一種。「難性」者，就要在勝義中，在勝義中並無所

謂有情，即是眾生，無所謂眾生。我們證真如的時候不見到有眾生的。在勝義中，無

所謂有情。但如果在世俗中，在世俗諦裡我們要怎樣？要勤懇，勤懇修行，還要不斷

修行，要求證涅槃。

這件事是相當難的。勝義中並無有情，但世俗中又要，你要什麼？修行。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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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長行。長行裡是先結束上面那四種：「此慧所攝持之菩薩四種加行」，即是上文所

講的四種，「即菩薩一切智加行自性」，這句是結束上文的，告訴你這四種加行是屬

一切相智的。下文就正式講第五種，在勝義諦中就無所謂眾生，對不對？無所謂你、

無所謂他。而在名言中，「名言」即是世俗諦，而在世俗諦裡面，我們需要披甲精

進，「披甲」，「披甲」者，即好像打仗披起盔甲一樣。

「披甲」者即是什麼？不斷精進，不懈怠，準備入陣衝鋒，「披甲」，「令般涅

槃」，令眾生能夠入涅槃，這就難了，「是難行加行自性」，為什麼？你在勝義中就

沒有眾生、沒有自己，固然是沒有的，一個二個眾生都沒有的。但你在世俗諦裡面，

又要自己披甲精進，又要化度眾生。

明知是沒有的又要化度他，化度他令他要入涅槃，「般涅槃」即是入涅槃。那你

說是不是難？好像矛盾一樣。它們剛剛兩樣相反的，要綜合來看，般若就要這樣。聽

得明嗎？聽不聽得明？難行加行。這句即是「難性」，是嗎？「難性」。第六種：

「決定」。決定，第六種。決定、決定修大乘，決定不修聲聞乘、獨覺乘那種的加行

自性。

「決定」。看回長行：「不墮餘乘」，「餘乘」者即是大乘以外的聲聞乘、獨覺

乘、人乘、天乘，「不墮餘乘決定趣一佛乘之加行自性」，決定趣向佛乘，「一佛

乘」，這「一佛乘」即是大乘，《法華經》叫它做「一佛乘」，那種自性，叫做「決

定」。第七種，「所 」。「所 」。「所為」即是，三大阿僧祇劫，長時期修三種爲 爲

所為的事。三種所為是什麼？自利、為他、自他俱利。看回長行：「長時修習三種所

之加行自性」。這個不用解了？第七種。爲

第八種：「無所得」。所謂「無所得」，我們在世俗諦裡面是什麼？能修的智

慧，對不對？有所修的那些菩提分。但在勝義諦裡面，並無人我的，並無能修、所

修，無能無所的。能所都無，一切能取所取通通都無，那就叫做什麼？「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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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能修之人與所修之法在勝義諦中都無所得的。這種「無所得」的加行，這種智的

加行，「無所得」的加行的自性。即是長行裡「通達能修所修法」，能修的人和所修

的法，「皆勝義無所得」，都是在勝義諦中是無所得的、找不到的，那種修行法、那

種觀法，這種觀的自性。「無所得」。

第九種：「破一切執著」。「破除一切執著」，執著什麼？執著實有有情、實有

佛法、實有眾生，甚至實有佛、實有極樂世界，實有甚麼？凡起執實都不對。破除一

切那些執著有實的東西的，那就叫做「破一切執著」。那我們看長行：「破除一切執

著實事」，破除一切那些智、那些邪智，執著東西是實有的那種智，破除它，那種加

行的自性。以上，即五六七八九，九種，這五種，看散文：「此五是菩薩道相智加行

自性」。第十種：「名有所緣」，第十種叫做「有所緣」，名為「有所緣」。

怎樣名為「有所緣」呢？意思即是怎樣？上文講就有一切智，又有道相智。一切

智有它所緣的境，道相智有它所緣的境。那一切智所緣的境和道相智所緣的境，把這

些境叫做「境」，明嗎？再加上一切智是能緣的，道相智是能緣的，這些能緣的叫做

「道」。把道與境放在一起叫做「境」。把道與境放在一起叫做「境」。我們現在加

行時緣它、觀它。怎觀？觀一切智，剛剛一切智起的時候，觀這些這些這些，道相智

起的時間觀這些這些這些。

這些就是所觀的東西。一切智是能觀的智，道相智亦是能觀的智，這兩種智放下

去作為所觀，我現在觀它，那所觀的境不就有四樣東西，對吧？是不是四樣東西？

一，一切智所觀的境；二，道相智所觀的境；三，一切智；四，道相智。四件東西，

把四件東西作為所觀的境，叫做「觀」。聽不聽得明？即是自己觀自己，連自己都放

下去觀。

那樣，叫做「有所緣」，名「有所緣」。把我們所有的東西，能觀、所觀放下

去，當是所緣的境去了解它。那我們看長行：「一切智及道相智所緣境」，這些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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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包括、「所攝之事」，一切事情，一樣了，兩樣了，一切智所緣的境、事、道相

智所緣的境、事，再加上「道」，即是一切智和道相智。這四種加起來，把它做成所

緣的境，「緣此之加行自性」，「緣」這四種東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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