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錯了、解錯了捨念清淨，它是怎樣？什麼念頭都捨棄，很清淨。唉！真是搞

錯。他還引《六祖壇經》，又說要於相離相，又說要不著相，講來，根本那個字都解

錯，講什麼相？不是說捨棄念頭。捨棄念頭怎可以？入定最緊要是念頭，一念正念在

這裡，前後念連續的才可以。你捨了念怎可以？

其實他有兩個意思。有兩種捨清淨，兩種清淨：一種是捨清淨，一種是念清淨。

「捨」者，心的平衡狀態叫做「捨」。「捨」字兩個解法：一種叫做「捨受」，一種

叫做「行捨」。捨受是怎樣？不苦不樂的受，叫做「捨受」。不苦不樂的受是「捨

受」。即是現在我站起這裡，既沒有痛苦，又沒有快樂，就叫做「捨受」。這是我的

感受。

行捨是什麼？行蘊裡面那個「捨」。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行蘊裡有個

「捨」。捨受是受蘊裡面那個「捨」。行蘊裡面的捨是怎樣？心的平衡狀態。不過，

心的平衡狀態是有三個層次的，即有三級的。記著，這個你要記的。有三級的。當我

告訴你「這些不用記的」，「你查字典就可以了」，那些你切不可記，因為什麼？那

些浪費你的腦汁。但我告訴你「這些要記的」，你就要記了，因為告訴你要記的話，

對你將來很有用。心的平衡狀態有三部曲，三個層次。那種平衡狀態，有三級的情

況。

第一，最初，當你個心平衡的時候，你就會怎樣？你就會獲得這種狀態。最初獲

得，一，「心平等性」。那種狀態就叫做「心平等性」。那種狀態就叫做「心平等

性」。你留意「心平等性」，「性」即是狀態，「心平等」即是平衡，心的平衡的狀

態。那即是平衡狀態？換句話說即是最初級。心平等是怎樣？要用力將它壓平的，不

是自然的。即是要什麼？要加功用的。不止要留意，需加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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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叫做需「加功用」？要很吃力的，要很緊張那樣的，一下不能平衡，不能平衡

時，快些平衡，要壓回去！好像很緊張的。加功。最初的捨的階段，就要用力常常提

點著心，好像當心有賊那樣，這樣去令心平衡。那種叫做「心平等性」。其次，就得

到什麼呢？二，「心正直性」。什麼是「心正直性」？稍稍加功便可以了，便可以達

到了。這就叫做「心正直性」，即是那個心稍為提點就可以了。進步了。這是第二個

階段，叫做「心正直性」。最後最高級的，最後就獲得，第三，「心無功用性」。不

用加功的，「無功用」，即是很自然的。不需加功，自然平衡的。

好像你們學游泳一樣，最初就會怎樣？一二三四扒，稍為一不留意，腳會提不起

或頭沉了下去。處處留意，一留意就可以。若留意都不行，就是未入流。則未能講，

亦叫不得做「捨」。留意就可以了，就可以叫做「捨」。一留意心就平衡了，就是最

初級，「心平等性」。好像你初游泳一樣，處處提點，還要數數，一二三四那樣。

其次就是怎樣？「心正直性」，不用怎樣提點，稍為留意就可以了，就好像游泳

一樣，不用一二三四地數數，只要稍為留意就可以扒去。最後獲得什麼？「心無功用

性」，一跳落水就可以游去浮台，接著又可以游回來，甚麼都不用，只要推他落水就

可以了，他自然會扒，對不對？不用加功的。明了吧？你學唱歌也是一樣，學打功夫

都是這樣。小朋友學行都是這樣，最初是一步步的，其次就是怎樣？要留意，不留意

就跌，最後他就隨便行，好像我們一樣，行了都不覺的，無功用性。這種叫做

「捨」。

定中，「捨清淨」。捨到清淨即是第三級，第一級、第二級都未清淨的，第三級

才有資格叫做清淨。第二是念清淨。現在這一秒鐘，記憶回前一秒鐘的狀況。譬如什

麼？前一秒鐘，望著佛，這一秒鐘一樣望著佛，後一秒鐘一樣望著佛，念念連續。後

一念、後一秒鐘，即後一剎那，記憶番前一剎那的狀況。那就叫做「念清淨」。一念

當前，如果念都沒有那是怎樣？你就好像食麻醉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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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叫做「悶絕」，連念頭都沒有的時候。那六祖又叫別人無念？無念只是無邪

念而已！沒有散亂的邪念而已，不是念念正念都沒有。這樣都沒有怎可以？但是那個

倫是這樣。《六祖壇經》有個 輪，對不對？「 輪有技兩，能斷百思想」。連念卧 卧 卧

都沒有，怎有 輪。不行的。要有念。這個煖、頂、忍、世第一法在哪裡出現？在第卧

四禪出現，記著。所以，你說入到加行位，一定隨時入到第四禪定。如果第四禪都入

不到的話，那煖、頂、忍、世第一法，那四種智慧就不會出現。對不對？第四禪就是

止。他的止就是第四禪，他的觀就是煖、頂、忍、世第一法。聽明了嗎？所以什麼都

要修止觀。不修止觀就永遠不能見道。

好了。現在就講，現在講，你學修止觀學到什麼？學到煖、頂、忍、世第一法這

四樣東西，這四級的加行位，加行道這四級出現的狀況。我們看，這些叫做「熟

道」。為什麼？你常常修，修到熟。已經成熟了，再過點就怎樣？好像煲東西煲到

熟，再過點就 ，就怎樣？無漏智出現。再一過了世第一法，超過世第一法，世第一焾

法那個無漏智就出現，好像什麼？鑽木取火那些火星出現。火星已經是與無漏智一

樣，火，不過它不能夠燒毀那些柴。一再弄弄，繼續壓，那些火星變為大火出現，那

些就是無漏智。那時候就見道。那四種東西是引出火出來的，引出見道之火出現。

現在，現在讀。辛二，能生熟道之階段，「次第」即是階段。上一個階段就是加

行位，不是，上一個階段是資糧位，對不對？這個階段就是加行位。我們看偈：「此

暖等所緣，」(一撇)；「讚一切此情，」(一撇)；「緣彼心平等，」(一撇)；「說有十

種相。」一個圈，(一句)；「自滅除諸惡，」(一撇)；「安住布施等；」(一點一撇)；

「亦令他住彼；」(一點一撇)；「讚同法 頂。」爲 (一句)；「如是當知忍，」(一撇)；

「自他住聖諦。」(一句。一個圈)。「如是第一法，」(一撇)；「成熟有情等。」(一

句)。

那我們看。逐樣講，先解散文。「正以方便 主所說大乘之義現觀，即此處所說爲

大乘順抉擇分相」一句。這句怎解呢？他說，我們修行有個目的，對不對？你想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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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一定要有手段，這些手段叫做「方便」。「方便」即是手段，「方」是方

法，「便」者便利。便利的方法，就叫做「方便」。他說，以這些方便為主，這些，

在這處所說的加行道，不是真的能夠見道，了不起的。這些只不過是方便。

用這個煖、頂、忍、世第一法等做方便，來引出無漏智而已。無漏智的出現，才

是目的。正以方便為主來修加行道，都是以修方便為主。你修不到無漏智的，對不

對？無漏智不出的，以方便為主。所說的大乘義現觀，其實不是真正無漏現觀。這些

是什麼？在有漏的定慧裡面，在有漏的定裡面修修現觀而已。修經教裡的義理，用那

些義理來修現觀而已。不是真正無漏的現觀，叫做「義現觀」，大乘的義現觀。這種

義現觀，即是此處，此處即是這本《現觀莊嚴論》所說的什麼？大乘順抉擇分相，一

句。那現在要講「大乘順抉擇分」。

這個「抉」字，和這個「決」字通用，一樣的。不知道為什麼唐朝的人寫「抉」

字那麼歡喜用「 」邊。唐朝的人很歡喜這樣。一樣的。「抉擇」是怎樣解？「抉」扌

是決定，「擇」是選擇。我們的智慧就有決定的作用的，有選擇的作用的。所以就將

我們的智慧叫做「抉擇」。你們先不要記，我解完你們才好記。其他的東西會不會決

定？其他東西不會，例如苦受、樂受，會不會決定東西？苦的，就只是會苦，不會說

這種苦這是好，還是不好，不會決定。這種苦是有價值，或無價值，不會的。是不

是？不會。能夠有決定的作用，即是判決一樣東西有沒有作用，這種作用叫做

「慧」、叫做「智慧」。

智慧者，有決定能力的的那種力量。能夠決定的力量叫做「智慧」。「擇」，有

選擇的能力的。有決定就有選擇。譬如，選擇，我們修行大乘法好呢？還是修行小乘

法好呢？哪一樣好呢？你就要，第一步你要怎樣？「這一些是大乘法」，「為什麼叫

大乘法？因為這樣這樣的理由，所以叫大乘法」，即是決定；「這些是小乘法，因為

這些法悲心不夠廣大，願力不夠廣大，所以它是小乘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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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決定之外，你還會選擇到有時，「你現在修行，那你應該修大乘法還是修小

乘法呢」這樣。如果你說，「我都是智慧薄弱的，趕趕快快得涅槃就了事，我都是修

小乘好了」，就決定修小乘。譬如說，「不是，我歡喜願力廣大，悲心廣大，我要修

大乘」，就是決定修大乘。選擇大乘，那個選擇性，這個選擇大乘，選擇。眾多心所

中，哪個心所能夠有選擇的力量？那個有選擇力量的，叫做「智慧」，明不明？所

以，所謂智慧，不過是一種抉擇力而已。對不對？即是判斷選擇的力。都不要那麼快

記著。問題就來了。

抉擇力不一定是好的，對不對？譬如有什麼？「做賊好還是做比丘好」？你怎

樣，「做比丘那麼辛苦要成世別預我，我還是去做賊」，這樣都是抉擇。所以抉擇不

一定是好東西。是嗎？所以，惡的慧，就是抉擇錯誤，對不對？惡的智慧。抉擇得沒

有錯誤的，即是善的智慧。所以真正有抉擇力的，是善的智慧，不是惡的智慧。是正

的智慧，不是邪的智慧。明吧？你不要說我囉嗦，你幾時有說過，你不講清楚，你讀

下去都沒有用。

善的智慧之中有兩種，一種，那種智慧只是叻呀、是好的，但它沒有力量燒毀煩

惱的；另外有種強到極，它一出現，如果多次出現，就會令煩惱不能夠出現，阻壓煩

惱，再厲害點的，消滅煩惱種子的那種智慧，那些叫做「無漏智」。即是說那些真正

抉擇力強的，真正有抉擇力的，善慧之中有有漏慧、無漏慧兩種。有漏善慧的抉擇力

都是不行，因為它不能夠剷除煩惱。能夠剷除煩惱那種慧，那種善慧叫做「無漏慧」

的，那些才真正有抉擇力。所以有真正的決擇力，就是無漏慧。

無漏的智慧。明嗎？有漏智慧都不算數。有漏智慧都是抉擇，不如它的抉擇力不

強。所以我們這裡所謂「抉擇分」，這個「抉擇」，是指無漏慧。對不對？無漏慧。

那什麼叫做「抉擇分」呢？「分」者因也，梵文的「分」字和「因」字同一樣解。

「抉擇因」，即是什麼？無漏慧的因。它本身不是無漏慧，它會引出無漏慧出來的。

即是說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種世間的智慧，雖然不是無漏慧，但它可以做

因，引起無漏慧出現。所以叫做「抉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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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分」又加個「順」字即是什麼？說明給你聽它不是抉擇，它是順抉擇，它

是隨順著、順其勢它會引出無漏慧的，所以叫做「順抉擇分」。即是它不是無漏的，

順無漏而已。這個順抉擇分就是指這四樣東西：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種智慧，

這四種世間智慧，叫做「順抉擇分」。最初入道的，加行道，即是什麼？順解脫分，

低級點的。順抉擇分，高級點的。會解吧？現在繼續講，即是此處所講的大乘的順抉

擇分的相狀。

這種義現觀，即是順抉擇分。即是說，現在所講的能生熟道，能夠引生熟道的成

熟智的，就是大乘順抉擇分。會解了嗎？他說，那大乘順抉擇分應該是哪個時候有

的？哪個時候就不需要？我告訴你：「界限唯在大乘加行道」。界限即是資糧道的時

候沒有出現的。煖這四個順抉擇分，要在加行位的時候才出現的。「唯在大乘加行

道」。那在小乘加行道出不出現？都沒有這些，小乘加行道怎會有大乘的順抉擇分出

現呢？當然沒有。好了。「大乘加行道暖等之所緣，此處經中讚 是一切有情，經說爲

此加行道緣彼有情心觀平等等十種相故」。

這句是什麼，其實不要都可以。他說大乘加行道是那四種東西，煖、頂、忍、世

第一法，「等」是「等」那三樣，這四種智慧所緣的境、所了解的境、所觀的境，所

觀的境是什麼來的？「此處經中讚說 」，這些境是《小品般若》和《大品般若爲

經》，《般若經》讚它，讚這些煖、頂、忍、世第一法這種智，讚美這種智，說這種

智所緣的境是緣所有眾生，以所有眾生為所緣的境的。會解嗎？「經說此加行道」，

因為《大般若經》說這種加行道是怎麼？「緣彼有情」的心，這個加行道的菩薩，當

他觀那些有情的時候，他觀的心是怎樣，「觀平等等十種相故」，就觀下文所講那種

平等心的十種相的。那十種相都是對一切有情來講的。懂嗎？這個譯得不好，所以我

解得那麼辛苦。

好了，即是說煖、頂、忍、世第一法，那些菩薩修行的時候，不是，即煖頂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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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菩薩，就有十幾種相的。其中煖位的菩薩，只是煖位的菩薩，就具備十種。你

看：「十種相者」，所謂十種相，你寫著了下面，「謂於有情破貪瞋執而修習捨，」

一撇，「謂平等心」一句。是否太冷？不要(把空調)設定得太冷，只要(開著)那個

fan(風扇)便可，(你們)抵不著(冷吧)？第一種相，就是對於所有眾生，於有情，對於

有情怎樣？「破」，「破」即是沒有、不要，對於一切有情不會貪。

怎樣不貪呢？不要愛，貪就是佔有，有慈就有悲，但不要貪，貪就當然想佔有，

貪和慈悲不同的。慈就可以犧牲自己都得，大公無私的。貪就是那種佔有的愛、沉醉

的愛，所以貪是要破的。對於有情，破除貪心。一邊不貪，嬲亦不好，要破除瞋恨的

心、瞋、嬲怒。貪和瞋都是一邊的，既不貪又不瞋就是捨，平衡了。是不是？破除貪

瞋的執，有貪就一定起執的，瞋亦會起執的。貪就當然是執「好好」地愛，瞋就是

「他不好」所以去憎他，破除貪瞋的執，「而修習」什麼？心平等性的「捨」。即是

說，那個煖位菩薩很留意修捨的，即是平等心，平等心即是捨，我剛剛不就與你們

講，心平衡，心平等性、心正直性，捨。會解了嗎？第二種心，第二種相，「修悅意

之大慈心」，這是第二。那煖位菩薩修什麼？時時都很慈祥和藹的，時時都想別人得

到快樂的那種心。

第三，「究竟利益之大悲心」一句。能夠對眾生，徹底利益眾生的那種大悲心。

這是第三。四，「無瞋恚心」，對眾生不嬲怒的。五，「無惱害心」。「害」者，跟

悲剛剛相反，「殘」，兇殘、殘忍，害。沒有這個殘忍的心。第六，「於年老男女起

父母心」，對老人家，覺得他們好像自己父母一樣，叫做「起父母心」。因為什麼？

照佛家的講法，沒有一個人不曾是自己父母。所以一見到老人家就生起這種心，當他

是父母一樣。第七，「於年等者起兄弟姊妹心」，年紀和自己相等的，就當他好像兄

弟一樣對待他。

八，「於年幼者起子女心」，對於年紀細小的人，當他們好像子女一樣。九，

「於中容人起朋友心」，對於那些什麼，既不大過你，亦不細過你，既不是好人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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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壞人，樣樣都中中地的中庸人，你就怎樣？你都不要捨棄他，當他是朋友，「起朋

友心」。「及親族心」，當他是同族的親人一樣。這是兩件的，「起朋友心」是一

樣，「起親族心」又一樣，否則不夠數。對不對？否則不夠十種的。「於中容人起朋

友心」就是第九，「起親族心」就是第十。那就十種了。

「此是加行道暖位十相」一句。他說，這十種，能夠修這十種，就是那些加行菩

薩、煖位的菩薩的特徵、表徵來的。《現觀莊嚴論》好像一把尺那樣的，哪些是什麼

人，哪些是什麼人，你一勘下去就會知道那個人的功行是怎樣的了。那又讀：「此暖

等所緣」，即是煖、頂、忍、世第一法所緣，「讚一切有情」，《大般若經》就讚說

所緣，煖、頂、忍、世第一法的菩薩，他所緣都是緣一切有情為他的境界。

對有情，最主要的都是「緣彼心平等」，要對所有眾生以平等心來觀察的。最初

就怎樣？「說有十種相」，最初說有十種相，即是煖位菩薩就有十種相。不就講了，

講到這裡。就是這一句。聽得明嗎？你聽得明嗎？聽得懂嗎？你呢？你們明不明？明

了吧？好了。那些頂位菩薩又如何呢？「自滅除諸苦安住佈施」，不是，「自滅除諸

惡安住布施等諸善」，這是第一。「自滅除諸惡，安住布施等諸善」，計一種。

自己滅除惡的行為，安住，即常常處於、即是保持，「安住」即保持、處於布

施、持戒、忍辱、(般若、禪、不是)、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六波羅蜜多等這樣

的善行。不但是自己這樣修，「亦安立他止惡修善」，亦令他人眾生受你化度而停止

惡行，修行善行。這是第二。「自滅除諸惡安住布施等諸善」，這是第一，第一項。

第二項，「亦安立他止惡修善」，亦安置被你化度的眾生，令他能做到止惡修善，止

惡行修善行。這是第二。

第三，「若他有情未待勸勉即自能行應當稱讚。見同法者如是行時應讚善哉」一

句，這樣一句。上面「應當稱讚」那個讚字不應該是一個圈(句號)。這是第三。他

說，若果有其他眾生，「若他有情」，如果有其他的眾生，「未待勸勉」，他都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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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待別人勸勉他「即自能行」，就自己能夠修行，那你應該怎樣？你應該讚他。

不只不嬲他、不妒忌他，你還要讚他。這個一樣，不是，未夠一樣，這句說話好

長的，因這處有三樣；「見同法者」，「同法者」即是同時一齊修行的人，「同

法」，一同修行佛法的人叫做「同法者」，見到那些同法者「如是行時」，能夠這樣

做，不用勸勉都自己修行，就「應讚善哉」，應該善哉地讚美他們的。

但現在人就不是，現代人會妒忌，對不對？這樣就三樣了。「此三是加行道頂位

相」。頂位菩薩都這三種特徵的。煖、頂，那忍位菩薩又如何呢？有什麼特徵呢？這

裡都是《般若經》所有的，這些特徵，不是他作出來的，他在《般若經》裡照錄而

已。我們先看看偈：「自滅除諸惡安住布施等」，一種。

「亦令他住彼」，另一種了。「讚同法 頂」，第三種了。「為頂」兩個字就貫爲

通上面三種東西。聽得明嗎？你明嗎？法尊法師譯這些，譯得真是令人 不慣的就⋯⋯

很難讀。所以有人說，「讀佛經要國文好就可以了」，笑話。國文好都未必可以。這

些讀國文好不是就可以讀到嗎？你找個大學教授教國文的，你叫他來解給你聽，不

是，不是只是國文好就可以。你國文不好但肯聽，一樣會懂會識的。你國文好但就這

樣看，你一樣不懂。

那些特殊的文法、特殊的修辭方法，這些國文好都不慣的。好了。煖位的菩薩、

頂位的菩薩的特徵是這樣。忍位菩薩又如何？「如是自住了知四諦亦安立他，是加行

道忍位相」一句。忍位菩薩是怎樣？「如是」，這樣，「自住了知四諦」，自己修止

觀、「住」，自己修止觀的時候就對於苦集滅道四諦的義理，你了解、很清楚了解，

「亦安立他」，亦安立他即你亦令他人了解，即你能講給別人聽，令眾生了解。這，

這樣，「是加行道忍位相」。

就是那些忍位菩薩的特徵。即是說法相當好，這種人。即是，看偈：「如是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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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 自他住聖諦」，這樣一句。這樣，應該知道忍位菩薩自己住四聖諦，亦能令他人

能安住四聖諦。下文，「如是令諸有 」，看散文：「如是令諸有情成熟解脫等⋯⋯ ⋯

」菩薩的特徵，即是這種菩薩很擅長度眾生、說法的。這樣看偈頌：「如是第一法⋯

成熟有情等」一句。

即是這種引生熟道的次第就是這樣。引生什麼？自己成熟自己的，亦能夠成熟有

情的道的。如果別人問你，「煖、頂、忍這幾個字的講法不夠具體，煖位菩薩是怎樣

的？」那你說煖位菩薩有這樣的特徵，「你是不是有這樣特徵，如果你有這樣特徵，

那你就是煖位菩薩」。對不對？「那頂位菩薩是怎樣？」頂位菩薩是，如果「講

錯」，就是彌勒講錯，不是我錯，可以這樣。「彌勒亦根據般若經，般若經是就是這

樣講的」。若要負責，第一重負責是彌勒，第二重負責是釋迦牟尼。你只是傳述而

已。下面辛三，先休息一下。

辛三，生殊勝現觀，「現觀」即是現量的體，現量的觀證，即是直接體驗的，不

是靠理論的。這些是真現觀，殊勝現觀。生殊勝現觀的次第、階段，次第即是階段。

經過加行道之後，見道了，這裡就見道了。見道的情況。分二：壬一、壬二。壬一，

不退無上菩提之相。

那些見了道之後，無上菩提，他所發起求無上菩提的心，再不退轉。如果他能夠

做到不退轉的相狀會有什麼特徵，我們可以判斷得到的。壬二，引發三身之殊勝道。

將來你成佛，成佛就三身具備。如果引發你三身具備呢？要修一種很殊勝的道，道即

是智慧，無漏智。他解說的。現在先講第一，不退轉的菩薩，無上菩提的心，不退轉

的，有什麼特徵。相即是特徵。

這個「初」即是特徵，不退無上菩提之相，「又分二」，分兩點：癸一、癸二。

癸一，略標，「標」即是舉，約略舉出大旨。然後癸二廣釋，詳細解釋。「今初」，

現在略標：「從順抉擇分 見修諸道中 所住諸菩薩 是此不退 」。他說，哪些菩薩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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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退轉呢？「從順抉擇分」，即是從他有煖、頂、忍、世第一法，就叫做順抉擇

分，由順抉擇分起，再進一步就是見道，見道之後就是修道。由順抉擇分、見道、修

道中，「所住」，住在這個階段的菩薩，就是不退轉的了，就是不退轉的菩薩眾。

那我們看散文：「於色等上退轉實執現行等四十四相，隨得一種之菩薩，即得不

退轉相菩薩僧之相」一句。他說，僧人有兩種，一種是小乘的僧，一種是大乘的叫做

「菩薩僧」。菩薩僧之中達到哪個程度然後會不退轉呢，不會退轉下來呢？他說，他

有四十四種特徵。四十四種中的特徵你能夠做到一種，你就不退轉的了。「於色等

上」，「色等」是「等」什麼？色、受、想、行、識等。

在色、受、想、行、識等之上，能夠，世人對色、受、想、行、識，多數執為實

有。但這些菩薩，對於色、受、想、行、識等，「退轉實執」，令到那些實執退轉，

退了實執，即是令他不起執，即是令他不執色、受、想、行、識為實有，不令這種執

「現行」。那種執，執色、受、想、行、識為實有這種執出現，現行出現不令它，當

它一出現的時候、將出未出的時候，就壓退它，令它不能夠轉。「轉」即是生、出

現。什麼叫做「生」、什麼叫做「出現」？由種子變為現行，就叫做「出現」，叫做

「現行」，即是出現。

現在，阻壓它，令它不能出現，即是阻壓它，令那些執它為實有的種子不能夠出

現，這叫做「遮」，「遮」即是阻壓它。阻壓它轉，即是阻壓那些，那些執著為實有

的種子起現行，令它不起。阻壓它令它不起，這叫做，叫做「退轉」，退轉那些實

執。不是說修行退轉這般解，這個「退轉」，記著，下文「不退眾」的退轉是不同解

法的。你聽不聽得明？他說，於色、受、想、行、識等，一般人就會起實執的。而這

種不退的菩薩，能夠退轉實執，令那些實執不起現行。那種菩薩有四十四種相的。

四十四種是不是全部具備？不是，「隨得一種」就已經夠了。隨得一種，他都不

會退轉的了。「隨得一種」，「即得不退轉相菩薩僧之相」。那界限從哪個時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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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從大乘加行道暖位乃至最後心」。界限由哪裡起呢？由加行位煖位，你是煖位的

菩薩開始，一直至到最後心，成佛前那剎那，成佛前那剎那，那剎那叫做金剛心。下

面解釋，「從安住順抉擇分利根菩薩，乃至見」，「見」字側邊加回一個頓號，「修

諸道中所有利根菩薩，即此處所說不退轉無上正等菩提之菩薩 」，一句。衆

他說「從」，「從」即是由，由安住在順抉擇分的，即是由煖位、頂位、忍位、

世第一位，那些，那些能夠修四種順抉擇分的利根菩薩起，鈍根菩薩，鈍根菩薩就不

一定不退轉了，如果加行位的話，利根菩薩就一定不退轉，利根菩薩。一直數上去，

數到見道的菩薩，見道菩薩就不用利根，他已經見道，和見道完之後修道的菩薩，

見、修諸道中，所有所有的利根菩薩，那些菩薩，一見了道的菩薩，他們的根就一定

會轉利。他說這種菩薩，即是「此處所說不退轉無上正等菩提之菩薩 」。衆

為什麼說這種人能夠不退轉呢？「以於色等遠離分別實執現行等隨得一相之菩薩

故」一句。「以」是因為，因為這些菩薩是，是什麼？於色、受、想、行、識等，這

五蘊等之上，能夠遠離不實執的，即是不執色、受、想、行、識等的東西為實的，遠

離那些起分別的，對於色、受、想、行、識起種種分別的，起種種虛妄分別的實執

的，不會給這種實執現行的。不被這實執現行的，有四十種相，隨得一種相這種菩薩

就不退的了。會解吧？現在看癸二，略標完就廣釋。廣釋分三。第一，加行道不退轉

相，加行菩薩如果能夠做到不退轉，他有這種個特徵。見了道之後的不退轉相，又有

這樣的特徵。修道菩薩的不退轉相又有這樣的特徵。即見道菩薩不退轉，就不只是菩

提心不退轉了，就連見道的智慧都不退轉。

修道菩薩不退轉，就連修道智慧不退轉。「初又分二」，即是加行菩薩的不退轉

相又分兩點：丑一、丑二。丑一略標，丑二廣釋。「由說於色等 轉等二十相 即住抉

擇分 所有不退相」。那樣，標點是怎樣標點呢？這句。「由說於色等 轉等二十

相，」(一撇)，上面中間你不要撇；「即住抉擇分 所有不退相。」這樣一句，

「分」字下面亦不要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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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由說」，由哪個說？由《大般若經》說，由經所說。由經所說什麼？

「遮轉」，「遮」是防止，「轉」是令它生起，防止它生起，防止什麼生起？防止他

對於色等起分別實執，防止這種分別實執起現行。有二十二種相，這二十二種相的出

現，我們就知這菩薩能夠防止，防止那種對於色等起實執的這種執現行。這種能夠具

備這二十相，防止對於色、受、想、行、識起實執的，這些菩薩就是什麼？「當知即

是住順抉擇分利根菩薩」，這種菩薩的「不退轉大菩提之相」來著。相即是特徵。

那我們再解回這個。由經所說，對於色、受、想、行、識等，偈頌，對於色、

受、想、行、識等起實執，「轉」，轉即是起，有實執起。這實執起，能夠令它防止

的，有二十種相。能夠具備這二十種相，即是住在順抉擇分的菩薩。這些順抉擇分菩

薩所有的不退轉的相、的特徵、的相。哪二十種特徵呢？下文丑二廣說，把那二十種

實執，逐種告訴你。彌勒菩薩很囉嗦的，你讀上來就真是很煩很煩。深並不深，但是

煩。為什麼那麼煩？彌勒菩薩慣了是很叮嚀，很煩，逐點地講的。你看《瑜迦師地

論》也是很煩的。

那簡點可不可以？因為他要解《大般若經》，《大般若經》是要數出那麼多東西

來，他又不能減省它。明了嗎？那今天暫時講那麼多。講到生起殊勝現觀的次第，對

不對？上文就是講什麼，加行道的，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種加行道生起的時

候是怎樣？上文就講了，對不對？現在講的就是辛三，生起殊勝現觀的次第，對不

對？生起殊勝現觀的次第又分兩段，壬一、壬二。

壬一，就是不退轉無上菩提之相，那些一修殊勝現觀之後，他就對無上菩提不會

退的，不會退步的了。怎樣，有什麼特徵讓我們知道，他不會退步呢？那些相、特

徵。他能夠做到不退轉無上菩提，他有什麼特徵的呢？然後壬二，引發三身的殊勝

道。將來就一定成佛的了，如果入到，能夠修這些現觀。將來你成佛的時候，就有三

身的佛。第一個是法身，即是自性身，即是真如來的這個，以真如為體。第二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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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身，就在受用土那裡與大菩薩說法的。

第三是變化身，即是在地球上出現的。三身。三身有種很神妙的作用的，一個人

具有三身，所以他，我們普通人不能有的。現在成佛就有，那如何引發令他成佛呢？

成佛是否一定有三身呢？因為成佛，在未成佛之前，修一種殊勝現觀，這種殊勝現觀

之中，有些是可以引發三身的。引出三身來，能夠發生三身的。那我們除了不退無上

菩提的相之外，我們接著要講引出三身那種殊勝的智慧，「道」即是智慧。現在先講

不退無上菩提之相。

初又分二，癸一略標，癸二廣釋。略標就標了，對不對？現在就是廣釋。癸二廣

釋。廣釋分三段來說，子一，加行道不退轉相。先從加行道講起，如果他入到加行

道，那人是不是實不退轉呢？都不是。如果有這幾種相的話，有這所講的二十種相之

一的話，或者二十種相齊全的，這種加行道的菩薩都不退轉的了。然後子二，如果他

修到見道，就更加不退轉的。他見道的時候，他能夠不退轉的有什麼特徵可表現出來

呢？見道不退轉相。見道完之後就是修道，修道更加不退轉。那他不退轉，是有什麼

相狀表現出來的呢？因為知道他有不退轉相表現出來，我們知道那個人已經是修道階

段那樣的。

現在先講子一，加行道的不退轉相。加行道的不退轉相又分兩點：丑一、丑二。

丑一是略標，簡略地標舉。然後丑二廣釋，即是詳細地解釋。現在略標。「由說於色

等 轉等」「由說於色等」，你不要撇，不要那個 comma，「由說於色等」，那個

等字下面不要撇，「轉等二十相 即住抉擇分 所有不退相」。由於經講，《般若經》

講，說什麼呢？於色、受、想、行、識等，普通人就有執，執它為實的。但菩薩修觀

修得深切，那種執就壓著，會被人壓著，不會起現行、出現。由於對於色、受、想、

行、識等，能夠阻止他執它為實，即是阻止他執它為實的智慧產生。能夠阻得到不產

生的，就有二十種相、特徵。那我們看看如果他有這二十種特徵，這個人是加行菩

薩，而能夠不退轉了。是利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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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根就容易退轉，利根就不退轉。所以說，由說於色、受、想、行、識等，本來

就會轉，「轉」即是生起，本來就會生起，執著它為實有的。現在對於色等執為實有

的那種執，那種執生起，轉是生起，能夠阻壓著。如果他能夠做到這樣，他就有二十

種相的。那這個人我們就會知道他，雖然住在抉擇分，「抉擇分」即是順抉擇分，

煖、頂、忍、世第一法叫做「順抉擇分」，但是他已經是不退轉的了。「即住決擇分

所有不退相」。那就解了。是不是解了？現在廣釋了，講了略標了吧？現在廣釋。二

十種相。哪二十種相呢？現在廣釋那二十種相。

「由於色等轉；」(一點一撇)；「盡疑惑；」(一點一撇)；「無暇；」(一點一

撇)；「自安住善法，」(一撇)；「亦令他安住；」(一點一撇)；「於他行施等；」(一

點一撇)；(semi-colon分號)；「深義無猶豫；」(一點一撇)；「身等修慈行；」(一

點一撇)；「不共五蓋住；」(一點一撇)；「摧伏諸隨眠；」(一點一撇)；「具正念正

知；」(一點一撇)；「衣等恒潔淨；」(一點一撇)；「身不生諸蟲；」(一點一撇)；

「心無曲；」(一點一撇)；「杜多；」一點一撇)；「及無慳吝等；」(一點一撇)；

「成就法性行；」(一點一撇)；「利他求地獄。」(一句)。「非他能牽引；」(一點一

撇)；「魔開顯似道，」(一撇)；「了知彼是魔。」(一句)。「諸佛歡喜行。」(一

句)。「由此二十相，」(一撇)；「諸住暖、頂、忍，」(一撇)；暖、(一個頓號，橫

點)；(何謂頓號？)頓號即是一粒瓜子點，用作分間開詞句，因形狀像瓜子，故名瓜子

點。普通話叫頓號。有些人稱為橫點，我時時也稱此為橫點。「由此二十相，諸住

暖、(一個頓號)；頂、(一個頓號)；忍，」(一撇)；「世第一法 ，」衆 (一撇)；「不退

大菩提。」(一句)。

阻壓，「遮轉」即是阻壓它生起，先看散文。阻壓哪些東西生起呢？阻壓那種實

執生起，執東西為實的執生起。執什麼為實？執色、受、想、行、識五蘊為實。即是

說，對色、受、想、行、識五蘊起分別心，分別即是執著，實執它，執它為實的。

15



這種執起現行叫「遮轉」，遮它轉，令它不能轉。遮轉它現行，令他於真皈依之

處，滅盡疑惑。什麼疑惑？什麼疑惑？「到底這事件是『是』抑或是『非』」那樣。

這裡就兩相了。「遮轉色等分別實執現行」是第一種。第一相，「遮轉色等分別實執

現行」，第一相。第二相，「於真皈依處滅盡疑惑 是 非」，爲 爲 (一撇)；第二相。

「真皈依處」即是佛法。對於佛法，全滅盡了所有疑惑的，不會再懷疑的。全滅盡對

於佛法的懷疑。懷疑什麼？普通是指到底是對還是不對，「佛法是不是對的」這樣。

不會懷疑，這是第二點。第三點，「斷盡八無暇處」，剷除了那些種子，令它第

二世不會生起八無暇的地方，那八種地方。那八種地方如果眾生生在那裡，就無暇，

即沒有空修佛法的。修佛法最好在人間是最好，修佛法。生天就太享樂，尤其是無想

天，一生就是五百大劫，五百劫，五百劫都麻木了，好像雪藏了。八種沒得給你，無

暇讓你修佛法的地方，叫「八無暇」。

什麼是八無暇呢？你聽我講了。「八無暇」者：第一，地獄，生在地獄經常是苦

的，好像你生在做人常常被人鞭打的，那有時間去修行？二，餓鬼，常常餓到要救命

的；三，旁生，旁生即是畜生，旁者傍也，傍著人類、傍著天而生的，例如狗、貓，

若沒有人誰去養牠？傍著人類去生，好像麻雀仔，那些相思雀仔，你要人找個籠去養

牠，如果飛了出去，就被大貓食了牠，傍生，不過普通讀旁生，不是「正」的生；很

多東西都是旁生，龍也是旁生，天龍依靠天而生；還有那些神，「乾達婆、摩 羅伽睺

」那些，只是鬼，不要以為甚麼，神者高級鬼而已。第三是旁生。⋯⋯

第四，北俱盧洲。北俱盧洲在佛法中與古代的婆羅門一樣，世界被業力支持著，

是虛空，世界虛空。在世界的圍圈上，有些空氣、風輪，包圍住這個世界。在那個世

界的下面有火，有火輪，有地輪、有地，有金屬、金輪，好像一隻碟一樣，那世界就

好像一隻碟一樣，圍著這世界有些鐵圍山、輪圍山，被高山圍繞著。在中間是大海，

在大海最中間處有一個須彌山，妙高山，妙高山旁邊有七金山，七重山，每隔一重山

中間有個香水海，七重山之外就是鹹海，即我們現在這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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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彌山，東南西北四面的海都有一大洲，四大洲，每個大洲有些附屬的中洲，中

洲亦有附屬的小洲。地獄就在須彌山腳下，海裡面有很多魚蝦蟹鱉，近著須彌山有很

多龍。須彌山又譯作妙高山。妙高山山腰的四邊有四個國土，每個國土有個天王，即

所謂四大天王。現在你入什麼屯門、大嶼山那些，大嶼山有沒有我不清楚，有四個披

甲的傢伙在那處，有一個拿著一把傘，有一個拿著一條蛇，有一個拿著一個琵琶，有

一個拿著一把劍，這四大天王是那處的天王。

在須彌山的頂部，須彌山的頂頂有幅平地，山頂，就有個帝釋在那裡做主管、天

王，有一個委員會，三十三個委員，那個主席就是帝釋。須彌山的四面是四個大洲，

我們住的這個南地球是南贍部洲。北俱盧洲的人就很快樂的，沒有私產，沒有個人的

私產的，還沒有佛法的。因為大家太快樂，所有東西都平均的，正式社會主義，個個

都不用工作，生活很好，沒有修佛法的。北俱盧洲，你生在北俱盧洲生活是好，但沒

有機會研究佛法的。有些人說那個北俱盧洲即是現在蘇聯，印順法師曾經講過，給台

灣人攻擊不堪，說他思想甚麼甚麼，印順法師，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那北俱盧洲是

第四種。

第五個地方是長壽天，很長命的天，在天上太快樂。一味只是享樂，又壽命那麼

長的天，就更加不想修佛法。所以你就不要以為有錢人很多錢，有錢人不修佛法的。

太窮的沒機會修，太窮生活迫人。最好的就是好像你們這樣，不苦不樂，你們就可以

修佛法。太快樂不修的，你猜猜李嘉誠看有沒有空修佛法？一定沒有空。霍英東的女

兒看有沒有空修佛法？一定沒有空。你們不知多麼幸運。

所以人身難得的。天身就弊，天是甚麼？生在兜率天就好，生起別的天沒有佛法

聞。兜率天要生在內院才好的，生在外院的人又只是顧著享樂，又不理佛法。你們歡

喜念彌勒的就一定生的，你們現在聽彌勒的東西，跟他最有緣。念一念他一定生，包

你生，照理論包你生，不用憂，死後一定去，不過條件就是守十戒、十善業道，一定

生。長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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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聾盲瘖啞，聾的，盲的，瘖啞，啞巴。聾盲瘖啞如果生在人間文明國家就不

要緊的，可以用機械，如果生在不文明的國家，亦不能理解佛法。第七，世智辯聰，

這東西最無可救藥。世間的智慧，多麼的聰明，很有辯才，又很聰明。那些聰明人，

自作聰明的，這種人是八無暇之一，這種人沒有機會修佛法的，因為他太聰明，自以

為很聰明。

第八種，佛前佛後。佛未出世叫佛前，生在佛前，有佛出世之前。這個佛是指佛

法，有佛法之前和佛法滅了之後，生在未有佛法之前，和生在佛法滅了之後。就是八

無暇。八無暇有人亦譯作什麼？「八難」，「難」者災難，佛家認為生在這八種地

方，是災難來的。你不要以為生在天很好事，佛家認為是災難之一，生在長壽天。

「斷盡八無暇處」，修加行道修到斷盡八無暇處的，以後永遠不生在八無暇的地方

的。具有這個相，就不退的了。第四，「自住善行亦安立他」，自己住在布施、持戒

等善行，又宣揚給別人知，令別人安住，「亦安立他」即是亦令他安住。

第五種，有幾句我懷疑他譯錯了，「由修自他換菩提心」是怎樣解的？這幾個字

一定是多餘的，怎樣換菩提心？菩提心是怎樣換的呢？一定是多餘了，是嗎？這幾個

字一定是多餘的。「由修自他換菩提心」這八個字是多餘的。「於他行布施等」，他

能夠對於他人布施，「等」是「等」什麼，持戒、忍辱等。這是第五。第六，「於甚

深義無復猶豫」，於佛家那些甚深的義理，不再懷疑，「猶豫」即是懷疑。第八，不

是，第七，「三業諸行修慈湣行」，身業、語意、意業，用三業來修一種慈悲的行

為。「慈湣」即是慈悲。

用「三業諸行修慈湣行」是第七。第八，「不與貪欲瞋恚昏沈睡眠掉舉惡作疑等

五蓋共住」，這些東西叫做「五蓋」。「蓋」即是遮蔽，遮蔽著我們，讓我們不能修

止觀的五種蓋。第一種叫做「貪欲蓋」，打坐的時候常常想這樣，不是想金錢就是想

食魚翅那樣，你就沒辨法入定的了，對不對？貪欲，或者你是男人便會想女人，女人

想男人，這樣打坐的時候就入不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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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蓋，瞋恚蓋，嬲怒。嬲怒，因為是惡性的，令你入不到定的，修不到止觀

的。昏沈睡眠合為一個，「昏沈」者奄奄欲睡的，「睡眠」就直接睡著覺，這種蓋。

「昏沈睡眠」合為一種。「掉舉惡作蓋」，「掉」即是突然，suddenly這樣，心突

然想東西；「惡作」，憎惡你剛才所做的東西，惡作即是後悔。掉舉、惡作合為一

種，你打坐、修止觀的時候，懺悔都不對的，懺悔應該是你出定後才去佛前懺悔。修

定的時候，你就不需要懺悔。疑，對於佛法猶猶豫豫。對不對？總共五種。他不與這

五種蓋共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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