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摧伏無明惡見等一切隨眠」。

第十，「常時具足正念正知」。要⋯⋯佛家最緊要是正知。這即是什麼呢？一個

人最怕就是發白日夢，那些佛教修行的人最棹忌是發白日夢。什麼是發白日夢？無緣

無故在想東西，那就是發白日夢。譬如你坐在這裡，在想你現在去參觀世界運動會，

怎樣怎樣⋯⋯你實際不是的，你身體坐在這裡，你卻在發夢。白日夢，即是你清醒的

時候發夢，對不對？明明你坐在這裡，然後在想：「如果我中了馬標，我會買樓在哪

處，又會建一幢別墅在哪處」，這就是發白日夢。甚至，你想：「如果我賺到錢，我

會起間寺，我會怎樣⋯，我會出家了，我會怎樣怎樣」。這都是發白日夢，對不對？

根本沒這回事。最棹忌就是發白日夢。所以佛教人要正知。怎謂之正知？我開收音機

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在開收音機，不要心想去別處。明嗎？當我與你說話時，我知道

我在跟你說話，就不要想了：「啊，不知道我的兒子放學未呢？」這樣就不對。正知

而住最緊要。入別人鄉村我知道自己在入鄉村。現在我在鄉村乞食，我知道自己在鄉

村乞食。他就是這樣教別人。我現在乞食完走出來，我知道自己乞食完在走出來。叫

做「正知而住」。即是避免人發白日夢。

第十一，「受用衣服等潔淨非聖所呵責」。一句。他享受，「受」即是享受，他

享受衣服等乾乾淨淨。「非聖所呵責」，不要被聖人說這樣不對，那樣不對的。不要

被聖人說有所不是的。

以上十一種，「此十一相」，即這十一種相，「是暖位不退轉相」，如果有這十

一種相，就是煖位菩薩的特徵來著。那日後若有人向你印證，「我修行修成這樣？師

傅，我入到什麼地位？」，那怎樣？你就這樣答他，平時觀察一下他有什麼象徵，你

就不會答錯。你不要以為那些大德真是入定看到你，多數都是在經裡看到這樣情形，

他照答而已。只是不和你說，怕與你說了，你不相信他，那就由得你以為，以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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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定觀察，其實只是平時讀這些。這就十一種。此十一相，這十一種相是暖位菩薩的

不退轉菩提的相。

那我們讀，第一種，看回偈文，第一種：「由於色等轉，盡疑惑」，這樣一種，

是嗎？「無暇」⋯⋯甚麼⋯⋯。「由於色等轉」，這樣一種；「盡疑惑」一種，對不

對？「無暇」一種，所以我用一點一撇來⋯⋯會嗎？你自己看得懂嗎？行不行？

第十二種，「身不生諸蟲」，例如生跳蚤那些，乾乾淨淨，不是弄到滿身蚤蟲，

生蟲。不只是蚤蟲，有時我們身上有著其他古靈精怪東西都有的。我有個朋友，叫月

溪法師，我去探他。他穿的那對布襪有一條帶縛著。他痕的時候，鬆開條帶原來有幾

隻木蚤，趕快找東西來黏走它。原來老法師的身生蟲，那些木蚤就是蟲，木蚤又叫做

臭蟲。我問法師：「是你養的嗎？」，他說「是、是」。他說：「各安其所，我做

人，它在我身上跳。」他怎會捉到呢？捉不到的，想捉又放開它。結果被它抓抓。那

怎樣？你除了一隻襪來拂，由它。他說：「我食那麼多，分點給它」。他說他食那麼

多，他食一大碗飯，分一點給些木蚤。他太迂了。

第十三，「心無曲屈自利作意」。心裡面沒有一種歪曲來求自利的想法。「作

意」即是起心動念，叫做「作意」。

第十四種，「修行十二杜多功德」。「杜多」兩個字是什麼？Dh taū ，Dh taū ，

梵文。中國人舊譯譯作「頭陀」，「頭陀」。武松(是頭陀)，那些頭陀連髮都不剪

的，由它縫鬆的，於是怎樣？普通就找個東西來縛著它，那些叫做頭陀裝，月溪法師

就是這樣。找個東西來頭縛著它，髮長被肩。髮長被肩，但頭髮就這樣披下來不可

以，所以找個箍箍著它。那些叫做「頭陀裝」，你見過未？你見過未？未吧？香港現

在沒有的了，沒有什麼人有頭陀裝的了，不好的，那麼熱。男人，幾十歲，髮長被

肩，做甚麼呢？女人都剪髮，他們不剪的，只用個箍箍著。「頭陀」兩個字是譯

音，Dh taū 。Dh taū 解什麼？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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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苦行有十二種，叫做「苦行功德」，有十二種。我們來看看：

第一種，不讀了，不如你查字典，好嗎？用不用寫，寫給你們。一，糞掃衣，他

不穿漂亮衣服的。去別人垃圾崗那裡，拾那些死人，或者有屎尿的，別人棄掉的衣

服，執回來洗乾淨它，將一幅二幅駁在一起，用針線縫成一件，好像那些百家衣一

樣，拿來穿。那些叫做「糞掃衣」，即是曾沾有大小便的，掃乾淨。你著不著？糞掃

衣，第一種。迦葉尊者專著這些，苦行僧，頭陀第一，迦葉尊者。

第二，「但三食」。不是，「但三衣」。一世人只得三件衫。一件是襯衫，背心

那樣的。印度人不著褲的，一件背心很長這樣的；第二件，被在上面的外衣，內衣，

不是外衣。襯衫即是，好像背心一樣長的，即現在緬甸和尚那樣的；第二件就是普通

的內衣；第三件就是外大衣，平時不著的，入城乞食的時候才著的，或有什麼典禮才

會著的。所以釋迦佛乞食的時候是怎樣？「著衣持缽」，著回件大衣，然後入城乞

食。三件衫，一世人就是三件衫。「但三衣」。

第三，「常乞食」，時時餐餐，日日都是去乞食。「常乞食」。

第四，「不作餘食」，除了乞食之外，多一餐都不會食的。那飲杯果汁可不可

以？飲杯果汁可以。飲杯液體可不可以？可以。別人施捨一杯糖水，可不可以飲？可

以。食多一餐飯，不餘食，即是不會食兩餐飯。只是一餐飯，正餐。不作餘食。

第五，「一坐食」，正餐只是食一次，坐著。一坐食，不會食兩次。不會慢慢，

慢慢地食，食幾個小時，不會這樣的。

第六，「節量食」，適量，不會食得太飽，不會食得無厭。節量，節制分量而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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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阿練若處」，「阿練若」者即是寂靜的地方。Aranya，阿練若。處若

的地方，即是那些樹林、山林的地方，叫做 ara yaṇ ，寂靜的，沒什麼聲音的地方，

去那些地方住。

還有，「塚間坐」，時時在死人那些墳墓中間坐，「塚間坐」。

第九，「樹下坐」，如果你不去塚間坐，就走到樹下坐。

或者第十，「露地坐」，即是露天坐。

第十一，隨處隨坐，即是隨便，如果露天的地方都沒有，就不要揀地方，隨便有

地方，有草就可坐。隨坐，只要有草鋪著，你就可以坐。

第十二，「常坐不臥」，這個是不睡覺的，入定，常坐不臥。這個很難，常坐不

臥。

這就十二種杜多功德。

學生：老師，「塚」字怎寫？

老師：墳墓。

很難。常坐不臥，有人這樣解。就說不是不睡覺，除了睡覺的時間睡覺之外，平

時不睡，不會睡午覺，只會坐著。這樣解就合理一點，連晚上睡也不睡，就這樣坐

著，哪裡合理？不是個個人都可以。不過，你想弘揚佛法，這種所為雖有功德，都不

適宜做了。別人見到你一身腥臊都怕了你，那件糞掃衣，別人見到都即時走開。是

嗎？當然你洗得很乾淨，洗得很乾淨都是不好印象。何需這樣呢？這回事，我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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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此一舉，著糞掃衣這回事。如果常坐不臥更加不合衛生。每一日你要睡幾小時才可

以嘛。就算你很⋯⋯拿破崙一日都要睡三個小時，這才會有精神。怎能夠常坐不臥

呢？所以我解這樣就對，除了應睡的時候睡，平常日間常常坐的，不會午睡的，不會

到床上伸伸，不會這樣做，這就對了，那就很容易做，你我都可做到。

第十五，「無慳吝毀戒等過」。不會慳。慳即是怎樣？明明自己有餘，不會施捨

給別人，這是慳。慳和節儉不同，節儉者無謂的、無意義的浪費，不做，這才是叫做

節儉。慳是煩惱，節儉是美德。毀戒，毀犯戒律等。

第十六，「成就般若波羅蜜多瑜伽」。修即是修般若觀，「不違真空法性行」，

不違反真空法性，即是真如，不要撥無無真如的一切皆空。

第十七，「 利他故欲往地獄」，不會說「我死了我都走了，去極樂世界，怕了爲

此處的人間」，不是這樣。故意想入地獄，即是什麼？不是真的犯作惡而生地獄這樣

解，即好像去地獄救人，入地獄救人。例如什麼？現在那個德蘭修女，天主教那個德

蘭修女，埃塞俄比亞那些人沒有糧食，她就去救人，她徵募藥品和找糧食，徵集糧食

走去救人，她是這樣入地獄，不是說我作惡、殺人放火而生地獄，不是這個意思，不

要解錯。

第十二到第十七，「此六相是頂位不退轉相」。這些是頂位菩薩的。有這幾種相

之一種，不是說絕對有齊這樣多種，不一定，大致上，頂位菩薩有這些相。

第十八，「修所說道非他能引」。他修行佛經裡面所說的道，並不會被外道或其

他人所引轉的。

第十九，「於開顯相似道之魔了知是魔」。「開顯」即是解說、宣揚、宣傳。對

於那些開顯，開顯什麼？開顯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相似道」即是似是而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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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對於那些宣傳似是而非的道理的魔，我們知道這些是魔。以上二相，是忍位菩

薩，「是忍位不退轉相」。

第二十種，「三業一切行皆佛歡喜之行」。身、語、意三業所做的行為，都是佛

所歡喜的東西，不做那些佛所不歡喜的東西的。此之一種。此一「是世第一法」，那

些菩薩的「不退轉相」。我們再讀下文，「如是二十種相」，即上文所講的二十種

相，「當知即」是「住」在「暖、頂、忍、世第一法」的「利根菩薩不退轉大菩提之

相」。如果他有這些相，大致上，即是譬如應該有這些相，他都有得過半數了，我們

就知道這些是利根菩薩。不退轉菩薩心的。那以上，就是講什麼？加行道的不退轉

相。

而下文，子二，見道菩薩的不退轉相。先休息一下吧。

子二，見道的不退轉相。那個人，如果他見了道，即是無漏智起了之後，無漏智

起的時候，他有一種這樣表現出來，表現出，有這種狀況表現出來，他就是見道而不

退轉了。見道就一定不退轉，不退轉，但間中他會停一停，即是失掉然後再起回來，

是這樣，初見道的是這樣。那些利根有這種不退轉相就不會墮落，不會再次墮落，墮

落再起回來，那些鈍根的就會。

見道的不退轉相，分二，丑一是略標，丑二廣釋。

丑一，略標。「見道中忍智」，「忍」字一個頓號；「智」字不要撇；「見道中

忍、智十六 那心，刹 (一撇)；當知此即是，(一撇)；菩薩不退相。」一個人見道裡

面，就有八個忍、八個智。八個忍即是八個無間道，八個智即是八個解脫道。經過八

忍八智之後，即十六個，二八一十六，一剎那一下，一剎那一下，很快的。一經過之

後，我們就已經可以說他不退轉。不過雖然是這樣說，他不退轉另外有種象徵顯現出

來的。好像一個人他有病症，他會臉紅耳熱那樣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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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丑二，才會廣釋那些象徵。換言之，即是說先起了八忍八智這十六剎那

心，跟著就是下文所說的相就會具備。我們看，由見道那階段，由見道位，八個忍、

八個智，會嗎？八忍八智，你們會不會？不會。你們會不會？你不會。小乘見道，就

是這樣的。八忍八智。大乘見道都要兼著八忍八智。在小乘見道，見道連續十六個剎

那。

小乘見道。第一個剎那，先觀苦諦。平時讀《阿含經》所讀，或者聽佛所說，這

個世界是苦，人生是苦。這樣聽得多，現在於定中，止觀雙運，在第四禪裡面起無漏

智，來體驗到，直接 touch，體驗到確是苦的，很深切的。對於佛所說的苦難，起一

種智慧，知道這個世界、這個人生確是苦的，起這種「苦法忍」，對於佛所講的苦的

法，起一種智慧去體認到，忍者認也，體認到了。這就一個剎那了。

第二個剎那，再體驗，確是苦的，這個世界是苦的，無疑了。再第二個即深一

層，那這個就叫做「苦法智」。那苦法忍和苦法智有什麼分別呢？你一定會問的。是

不是一樣呢？不是。

苦法忍，對於苦、世界是苦、人生是苦的體驗，都相當深切。但他體驗的時候，

無始以來那些分別煩惱，那些分別而起的煩惱，那些分別我執，小乘人就我執，大乘

就我執、法執，無始以來由思維分別而起的，執著有靈魂、執著有實我之類的思想，

一到苦法忍起的時候就剷除它，這個根本是沒有，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掃蕩了

那些分別我執的種子，以後不會再起分別我執，你怎樣講，他都不會再信。

苦法智就不同，苦法智，苦法智是已經沒有了分別我執，望落空空洞洞的，確是

沒有我，享受那種解脫的情境，叫做「苦法智」。掃蕩那方面就是革命工作，是不

是？是苦法忍。苦法智就是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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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苦法忍」就叫做無間道，即是說當起了後中間沒有了間隔，就會有一些智

慧生起，就會有些法智生起，所以叫做無間道。無間道是斷煩惱的。「苦法智」就是

解脫道，煩惱斷了之後享受逍遙自在的解脫的情況。解脫道，「道」即是智慧。苦法

忍，是對於苦諦所起的無間道。苦法智，是對於苦諦所起的解脫道。那以後對苦諦了

了然，經驗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老師：明白嗎？聽得明嗎？你們那些新的，你明嗎？

接著，就是觀集諦。剛剛兩個剎那，現在第三個剎那，叫做「苦類忍」。人生是

苦。但我能夠知道人生是苦的那種智慧，屬不屬於人生？屬不屬？人生是苦，這是人

生。但我現在了解人生是苦的這種智慧，我有種智慧去了解，那我這種智慧算不算是

人生的一部分？算，都是同一類。既然人生是苦，那我能夠知道人生是苦的智慧都是

屬於苦那類，對不對？同一類東西。「苦類忍」。又有人這樣解，欲界的人生是苦，

色界人生、無色界人生苦不苦呢？都應該是苦的，都是同一類，都是人生那類，類

忍。聽得明嗎？類忍。「苦法忍」是掃蕩欲界的我執，對不對？「苦類忍」就掃蕩色

界、無色界的我執。「苦法忍」只是觀人生，「苦類忍」就是連到我們能觀人生是苦

的智慧都一起觀。接著就是苦的解脫道，「苦類智」。那就是四個剎那，觀苦諦見

道。

接著，他又學過集諦。集諦，苦的原因叫做「集」，即是什麼？煩惱和業這兩種

東西能招集苦果的，今世的煩惱和業能夠招引、招集來世的苦果的。那些煩惱和業叫

做「集」。「集法忍」，釋迦佛《阿含經》中所講的集的法，對於集法體認到，起無

間道，就是「集法忍」。接著就是集法的智。接著，集的類忍。接著，集的類智。接

著，滅諦。接著觀道諦。是不是？

老師：你幫我寫完此句，你要有膽量才行，你以後也希望有機會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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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道的時候會經十六個剎那，十六個剎那完畢，就叫做見道的工作了完。那豈不

是一分鐘也不夠？剎那是無自性的，知道嗎？一剎那可以拉到很長，亦可以縮到很

短。這是經過的歷程，動一動，一個念頭就是一剎那。小乘人見道就是這樣。

大乘又怎樣呢？大乘見道，要不要講你聽？大乘的見道，就分做兩個層次。第一

層，先叫做「真見道」。是根本智出現的時候，一見⋯⋯就根本智出現。根本智是無

分別的、無概念的。本來的智慧都變起相分，它不變相分的，沒有相分的，不變起的

相分的。直證真如的，直接把捉真如的。根本智是沒有分別的，沒有名言的，名言即

是概念，concept，沒有概念的。六祖說什麼？「本來無一物」。這個「本來無一

物」，是描寫那個根本智出現。

真見道，是一剎那、頓時覺得，頓時，頓時證到什麼？境是空，我亦空，境我一

齊空，沒有次序的，頓悟的直情是，叫做「一心見道」，不會分先空境，再空心，然

後大家一齊空。不是的。一心見道。真見道見完，那種無分別的智慧，這是無漏的，

沉沒了。一沉沒的時候，接著是什麼？相見道。

相見道即是有名相的。相見道即是後得智出現，有概念的。重現。不要說是重

現，是模擬，模擬番，模仿，即描寫番。名言分別，名言即是有概念，有概念，是相

見道，有相的。又叫做「三心見道」。為什麼叫「三心見道」？先空境，空了境；再

空心；再心境一時並空。三個剎那，就是「三心見道」。相見道是這樣的。是不是就

這樣就完了？相見道未完的。繼續，相見道。

老師：我寫在這裡，待你們不會⋯⋯我劃一條線。

然後，以十六個剎那心，歷觀四諦，即是跟小乘差不多。都是相見道，相見道的

東西。一是「三心見道」，之後就「十六心見道」。十六剎那心即是十六個心見道，

連續十六個心見道。明不明？為什麼？那你會問？為什麼大乘見道要學小乘那般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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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集、滅、道，

為什麼？

老師：你答不答到？想一想？你答不答到？答不到。你答不答到？你應該答到。

學生：要度他們，度眾生。

老師：對，因為你將來要度小乘，是嗎？

小乘人怎樣見道，你要經歷過。因為菩薩的道相智，又有一切智。小乘人的十六

剎那心是一切智。菩薩不但有⋯⋯這些就是道相智，真見道、相見道那些。菩薩不單

要有道相智，還要有一切智。道相智包括著一切智在內，然後將來成佛，你就可以度

那些小乘的人。明不明？

「由見道位忍智十六 那所引後得身語殊勝名言」，見道的時候，就是十六剎那刹

心。十六剎那心見道完之後，就引出後得智。後得智又將十六剎那心又重現出來，又

很多理論，會教人，用很多名言，對不對？用說話來教人，引出那些殊勝的名言。

⋯⋯大乘人見道，就⋯⋯

那觀苦、集、滅道的時候，真見道的時候就是十六心，苦法忍、苦類忍。後來，

真見道完了，就是相見道。小乘人真見道就是這套。大乘人就是依這套，先見道十六

心，再表現這裡，再有這種情況，不用表現的，有這十六種情況。

除了十六心有表現之外，再有這現在我要講的十六種情況。這十六種情況，就是

可以證明他是不退轉的了。好了。是哪十六種情況呢？我們先看散文。先看散文還是

先讀標點好？讀標點先好。你聽我讀：「廣釋」；

「遣除色等想，」(一撇)；「心堅，」(一撇)；

「退小乘，」(一撇)；「永盡靜慮等所有諸支分」(一句)。「等」字下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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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

「身心輕利性，」(一撇)；「巧便行諸欲，」(一撇)；

「常修淨梵行，」(一撇)；「善清淨正命。」(一句)。

「蘊等，」(一撇)；「諸留難，」(一撇)；

「資糧及根等。」(一句)。「戰事。」(一句)。

「慳吝等加行及隨行；」(一點一撇)；

「破彼所依處，」(一撇)；「不得塵許法；」(一點一撇)；

「安住三地中，」(一撇)；「於自地決定；」(一點一撇)；

「 法捨身命。」爲 (一句)。

「此十六 那 是住見道位 智者不退相。」刹

這十六剎那和見道時那十六剎那是不同的，這十六剎那是相狀而已，是嗎？是不

退的相狀。我們看，看長行。「初依苦諦有四相」，這苦、集、滅、道中苦諦有四個

相，哪四個相呢？

「謂」，第一個，一、「住見道」的「中根菩薩，于色等法遣除分別實執；」，

(一點一撇)。即是說那些見道的，住在見道位的那些中根菩薩，既不是利根，亦不是

很鈍，中根的菩薩，就有這種相。他會怎樣？「於色等法」，於色、受、想、行、識

等法，「遣除分別實執」，「遣除」即是除去，除去起分別、執著說色、受、想、

行、識都是實有的，遣除這些實執。

第二，「世俗勝義二菩提心最極堅固；」他說他這種人，在世俗諦的發菩提心，

和勝義諦中的發菩提心，這兩種菩提心都是很堅固的。何謂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

者是有名言的，我要，我為了要度多生眷屬，所以我要現在發菩提心等等。勝義的發

菩提心，沒有言論的，直情那種求覺的心好像是一往無前一樣。世俗的、勝義的兩種

菩提心都非常堅固；(一點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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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於小乘道令心退捨」。對於修小乘的人，他不依，心退轉，不想修小

乘。

第四，「雖得靜慮及無色等至，然斷盡由彼力受生之功能」。這句怎解呢？他

說，那些小乘的人已經見了道，當然可以入到四靜慮。初靜慮、第二靜慮、第三靜

慮、第四靜慮。當然可以入到四靜慮。入完四靜慮，因為他是一個初地菩薩，有時還

可以入到怎樣？入到四個無色定：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

想處定。四種無色界的定。四無色定。「等至」即是定。「等持」是指心所、定的心

所。「等至」是指定的狀態。即是對於四靜慮和四無色等至，雖然他可以得到，時時

可以入到，「然斷盡由彼力受生之功能」，但你又要知道，你修初禪修得純熟，你死

了之後會生初禪天的。第四禪你修的純熟，你死了之後會生第四禪天，生摩醯首羅

天。如果你修空無邊處定、無色界定，死了之後你生無色界天，幾百劫。沒什麼知覺

的，那些長壽天，八難之一。他說，雖然他能夠斷盡。不是。他能夠斷盡什麼？由於

修這種定而走去投生，「受生」即是投生，而走去色界、無色界投生。佛不主張人去

色界、無色界投生的。色界常常入定，沒什麼意思。常常入定你怎度眾生？無色界更

差，無知覺，不是，知覺很微。

這四種，就依苦諦，與苦諦有關的，所表現出的四相。你修苦法忍、苦法智成功

之後，會有這四相出現。我們看，再看偈頌。

「遣除色等想」，即是第一，第一相，看到嗎？

第二，「心堅」，即是第二相。

「退小乘」，即是第三相。

「永盡靜慮等」，即永遠盡了生靜慮、生無色界那些受生的功能，他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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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盡靜慮等」。「所有諸支分」，這個「支分」是指功能，生起四靜慮的天、四無

色的天所有原因，「支分」是當作「原因」解，原因就即是指功能。就這四個了。

好了。「依於集諦」就有四種相。

第一種，「身心輕利具足輕安之樂」，時時身心很輕安的。(一點一撇)。

第二，「善巧方便」，很善巧地、很方便地，去享受、「受用諸欲」，享受什

麼？五欲，即是色、聲、香、味、觸那五欲，「而無染著」，雖然享受五欲，但你的

心不會貪著它，亦不會被它束縛到。我們受五欲，會被它束縛到。譬如你食蒜頭豆豉

炆排骨，好味，第二餐又想食，因為貪。別人問你今天食什麼菜？你就說最好食蒜頭

豆豉炆排骨。著相。著相。

第三，「常修梵行」，清淨行即是時時守戒律，「常修梵行」。

第四，「斷除邪命正命清淨」，「邪命」即是邪的活命，開雞、鴨店，幫人睇

相、占卦、幫人看風水那類。那些是邪的活命。用不正當手法來活命，即是職業、不

合理的職業。專做些沒有用的事，去開雞、鴨店，開牛肉店那些的。佛家說這些叫

「邪命」、「邪活命」。「正命清淨」即是合理的職業，清清淨淨，沒有過失的，正

命清淨。即是什麼？做些正行生意，如果你是俗家人，開理髮店、賣布，那些是正

行，做醫生、教書，這些都是正行，「正命」。

這四種，就是集諦的，能夠怎樣？能夠修集法忍、集法智、集類忍、集類智成功

的，就會有這四種相表現。

「依於滅諦」，即是修滅諦見道而成功，又「有四相」。哪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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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蘊界處等破除實執加行及隨加行處」，即對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等，這些東西，不會執它為實的，破除這種實執。你想破除實執不是馬上就可以，要

加行。加行即是要有修觀、修加行。即是要定中修觀，加功加行。加功是修觀行。加

功修觀行不只是觀觀行，還要與觀行一齊起的。那些就叫做「隨觀行」。「隨觀行

處」。

第二，「于諸留難法破除實執加行及隨加行處」。怎樣「留難法」？令你修行覺

得留難，有些東西阻礙你的。那你怎樣？你就不需要執著，「哎呀，今次真正有些東

西留難我了」，不是。要觀的東西都是空的。你一觀它是空，那些留難你的東西都留

難不到你。破除實執。亦要修觀行的，加行，和與它有關的隨加行處。

第三，「於布施等菩提資糧破除實執加行及隨加行處」。譬如你能夠去布施，你

就覺得「我今回布施是實有，我的功德是實的」。這又是著相、執著。布施固然是你

得大菩提的資糧，但你不應該執它為實。破除實執的那種觀行，和與它有關連的隨觀

行。

第四，他這裡解《大般若經》，你要對《大般若經》才可以對到的。《大般若

經》是怎樣？將聚落，鄉村那些聚落，有人住、一塊塊地方那些叫「聚落」。那些聚

落，用「聚落」這個名詞來指示什麼？指示我們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用

來代替。再者聚落是在城邑裡面的，又用城邑來表示五根所住的罌。譬如，我們眼球

裡面的視覺神經，叫做眼根，眼根住在眼球這個球裡面，這個球叫做眼根所住之處。

依者住也。耳這個框框是耳根所依之處，這個鼻的兩個孔是鼻根所依之處、嗅覺神經

所依之處。舌根就好像豬 這條 ，味覺神經就叫做舌根，那條 就是舌根所依之脷 脷 脷

處。身根，我們的觸覺神經和運動神經就叫做身根，我們整個身體就是身根所住之

處。對於他用「諸根」和「根依處」，來譬喻做城邑，城邑裡面有聚落。城邑是在一

個國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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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國土」，「言」即「這個字」，用「國土」這個字來指示那些境界。用

「士夫」這個字，用「士夫」這個字，「言」者即是「這個字」，來指示，「顯」即

是指示，指示那些識。

「執此 實有之實執」，那些小乘人一下不清楚，見到佛又講聚落，又講城邑，爲

又講國土，又講士夫，以為這些東西都是實有，起了實執。這些菩薩都知道，佛所講

這些一切都是譬喻、假有的東西。

同時這些菩薩又知道，「通達彼 無我之智，能治所治之戰事」，知道這些諸爲

根、根依處、境界，「諸境」即是色聲香味觸的諸境，和士夫這些，都是無我的。他

那種通達無我的智，就了解到執這些東西為實是應該是我們所治、應該用我們的智慧

所對付的。我們智慧是能對付它的，能治、所治。這兩種東西時時不斷戰爭。這樣，

在這種戰爭之中，就破除執此實有那種觀行和隨觀行。這樣又一種。那就四種了。

老師：聽不聽得明這個？四種。我們先等一等⋯⋯

我們讀讀這處。第二我們未讀，對不對？依集諦那四相，偈未讀，對不對？

第二，「身心輕利性」，這即是什麼，依集諦的第一相。對不對，找到嗎？「巧

便行諸欲」，即是依集諦的第二相。

「常修淨梵行」，即是依集諦的第三相。

「善清淨正命」，即是什麼，依集諦的第四相。

依滅諦的四相是怎樣？「蘊等諸留難」，即是什麼，於滅諦的第一相。不是！

「蘊等」這樣一相，對不對？「諸留難」又一相。即是「蘊等」是第一相，「諸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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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是第二相。「資糧」，第三相。「根等」，第四相，看不看到？好了。然後又看

回長行。散文又稱為長行。

「依於道諦有四相」，哪四相呢？

「謂」，第一，「於慳吝毀戒等破除實執加行及隨加行處」。他說，對於慳吝，

慳吝本來是壞的，但是慳吝雖然是壞，但慳吝是無自性的。你不要執著慳吝是實有。

你不執著慳吝是實有，知道它是空的話，都是你的智慧來的。對於慳吝執為實有，有

些人說是犯戒，以為不得了，犯戒了，以為真是有這樣東西。犯戒都是空的，

「等」，對於這樣東西，普通一般人會執著，他如果有智慧，見了道，破除這種執

著，犯戒亦空的。你又不要借著這個東西，隨便犯戒，那又不可以。犯戒雖然是空，

不是實有，但你假借「是空的」，「是空的」，那又不可以。即是罪惡本來是空，但

你恃著是空，即管作多些罪惡，那又不可以的。

第二，「所證之道及菩提果法」，他所證得的那種智慧，和由這種智慧所引出來

的菩提的果，這種果即是法、果法，「於勝義中無微塵許可得」，在世俗諦中，就有

所證之道，和有菩提可得。在世俗諦中是這樣說，但在勝義諦裡根本沒有菩提，哪裡

有實得菩提呢？所以《心經》說什麼？「無智亦無得」，「智」不就是菩提！沒有菩

提，亦無菩提，智和⋯⋯這個道、菩提，不是！道就是智，「得」就是菩提的果，

「無智亦無得」。微塵一點都不可以得到的。

第三，「自安住一切智等三地中雖魔破壞然於自所住之地決定無疑」。他說，自

己能夠安住在見道之後，見道之後，對於一切智、得一切智，和什麼，道相智、一切

相智這三智，一切智等三智，「三地」指那三種智，三種智所依的地，對於三種智所

依的地中，雖然有些魔來破壞你，但你常常始終能夠住在這種智，起該種智，住在此

地即是能夠起這幾種智，決定無疑的。尤其是初見道，我們的魔不會來擾亂我們，即

不值得騷擾，你明不明？為什麼騷擾你？那些你見道、將近見道，見了道，那些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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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騷擾你，那些天魔。你說現在被魔，你未行，魔未看得起你。待他看得起你的時

候，你就有一定功夫。「決定無疑」。

第四，「 求一切相智」，佛所有的一切相智，「等正法故能捨身命」，「 求爲 爲

一切相智等正法故能捨身命」。好像什麼？好像玄奘那些冒死去西域尋求經之類。第

四種相。「如是忍智十六 那所攝諸相」，「如是」即是以上所講，是由八忍八智那刹

十六個剎那之後所引起的相，「所引諸相」，「即是安住見道不退轉相」，就是你見

了道之後能夠不退轉，有這種這樣的象徵的。

老師：那下文就明天講，修道的不退轉相。

修道的不退轉相。這個，修道不退轉相分二，丑一、丑二。丑一，廣釋大乘修

道。然後丑二，就說他的不退轉相。先講修道，後講不退轉相。

丑一，廣釋大乘修道。所謂大乘修道，即是見了道之後，經過真見道、相見道。

見道的時候，初階段叫做「入心」、入見道。當他真見道、相見道那個歷程的時候，

在行那個歷程的時候，就叫做「住心」。真見道、相見道都完了，那時候就是出，見

道了，叫做「出心」。一出心之後，就叫做修道。出心之後所起的無漏智慧，就是修

道的慧，的智。這個修道，有無漏智，有有漏智的。不過嚴格來說，就是指無漏智。

如果是廣義來講，連修道的時候的有漏智都包括在內。即修道的時候，間中會起有漏

智的。那現在我們看，修道有九相的。不是！有八種相，不是九種。……

一、「修道謂甚深，」(一撇)；「修道謂甚深。」應該一句；

「修道謂甚深。」一句；然後，「甚深空性等。」一句；

「甚深離增益，」(一撇)；「及損減邊際。」又一句。

「於順決擇分，」(一撇)；「見道，」(一撇)；

「修道中，」(一撇)；「有數思稱量，」(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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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察修道 此常相續故。」一句。

「諸下中上品 由下下等別，」(一撇)；「許 九種相。」一句。爲

「經說無數等，」(一撇)；「非勝義可爾，」(一撇)；

「佛許是世俗，」(一撇)；「大悲等流果。」一句。

「不可說性中，」(一撇)；「不可有增減，」(一撇)；

「則所說修道何斷復何得？」(一個問號)。

「如所說菩提，」(一撇)；「此辦所欲事，」(一撇)；

「菩提真如相，」(一撇)；「此亦彼 相。」一句。爲

「初心證菩提，」(一撇)；「非理亦非後，」(一撇)；

「由燈喻道理 顯八深法性。」

這裡很不通順，那你們就要留意一下才行。

老師：太熱嗎？忘記了開？開吧。

我們先看散文，先看一句句偈，然後用散文來對照。第一句，第一種，即是修道

的相狀，不是不退轉修道的情況。第一，有八種情況。

第一，「修道謂甚深。」一句，即是修道是很深的，我們看看長行：「大乘修道

甚深，是證甚深空性等之慧故」一句。他說，大乘的修道是很深的，為什麼它深呢？

因為它說是證得那個甚深空性真如空性等的慧。「等」是「等」什麼呢？因為除了證

真如空性之外，還有十六剎那心，那十六相，那種慧。那就是第一，「修道謂甚

深」。

第二，「甚深空性等」一句，這句已經在長行講了，「是證甚深空性等之慧故」

這句。即是他一句裡面，就有一、二兩相。看不看到？兩相。你可以說是，「修道謂

甚深」即是那句「大乘修道甚深」，對不對？第二句「甚深空性等」，就是「是證甚

深空性等之慧故」。這樣相稱下去，你看到嗎？你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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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先看偈：「甚深離增益及損減邊際」，「邊際」即是兩邊。這種甚深的空

性真如，是離開增益執和損減執的。你說他有，又不對，你說他沒有，又不對。凡兩

邊都不對的。你說他生亦不對，說他滅亦不對，凡兩邊都不對的。所以他說他甚深到

離開增益，「增益」者你說他有，「增加」，即是有執；「損減」，執他空，兩邊都

離的。

好，看長行：「空性甚深，(一撇)；是離增益損減二邊之法界故。」「法界」是

真如的別名，即是空性的別名。「法」者，一切法，一切有漏、無漏法。「界」者，

實體的意思。在佛經裏的「界」字，是實體、真實體性的意思，實體的真實體性，英

文叫 reality。

又先看偈：「於順決擇分，見道，修道中，有數思稱量，及觀察修道，此常相續

故」一句。

看長行先：「大乘順決擇分」，即是見道前那煖、頂、忍、世第一法，那四樣叫

做「順抉擇分」，大乘的順抉擇分，即由順抉擇分引出修道，引出見道，「及見

道」，見道之後引起修道，這樣一直落的，順抉擇分，見道，修道。他說這樣一連續

下去、三個階段連續下去。

「於所見義三智行相，數數思維，以量稱量，審細觀察。」他說，當你在大乘順

抉擇分開始的時候，一直至修道的時候，都是不斷什麼？「於所見義」，於你所觀的

境界。修行人以什麼為境界呢？「境界」者指什麼？指對象、目標。修大乘法的對象

和目標，就是三智，對不對？一切智、道相智和一切相智。於所觀的境，即是三智，

三智的相狀，「行相」即是相狀，「行」者活動，「相」者相狀，這三智的活動相

狀，「數數思維」，已經是不斷不斷地想。「以量稱量」，第一個讀「量(音：

亮)」，是名詞。第二個「量」字是讀「量(音：良)」，是動詞。以量、用我們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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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量」即是知識，用我們的知識去秤它，好像用一把秤去秤它；量它，好像用一

個斗去量度它。「稱量」意思即是常常思維、想。不斷用你的知識去稱量，審細去觀

察，已經很精審、很微細地觀察的，已經。那這個，即是第四相。

於順抉擇分、見道和修道之中，已經數數地思維和稱量，以及去觀察，一直觀

察，觀察到修道，「故此(大乘修道)常相續轉。」這個修道的觀察，和見道和順抉擇

分的觀察，是連續下去、是連續著的。「故此大乘修道常相續轉」。所以到了修道的

階段，那種觀察，都是連續地生起的。「轉」即是生起。「轉」字當生起解。聽得明

嗎？明嗎？好了，四種相了，對吧？

第五種：「諸下中上品，由下下等別，許 九種相」一句。我先解偈。他說，這爲

種修道可以分做，這種智慧的強度可以分為下品修道、中品修道、上品修道。下品之

中又可以分成下下、下中、下上；中品之中分成中下、中中、中上；上品之中分成上

下、上中、上上。由下下等，「等」即是等下中、下上，分別「許為九種相」。認

許、認為它是由弱至強，可以分別九種相。也是依據《般若經》，《般若經》是這樣

分的。這是第五相：有九品的。

看回長行：「如是大乘修道，許 九品」，這樣一句。爲

又看回偈：「經說無數等，非勝義可爾，佛許是世俗，大悲等流果」。

這句就要先讀長行。長行怎說呢？「若於勝義」，如果講到勝義，他所觀的境是

真如空性來的。這修道，如果修道，修道都有分根本智和後得智。修道，他這裡就根

本智來講，修道的時候，根本智所觀的就是真如空性。這個真如空性，從勝義方面來

講，是不可分別的。不可說它有生、有滅、有常、有斷、有一、有異，或者是有、是

無，都不可分別的。即是於修道所緣、所認到、所體驗到的真如，在勝義諦來講，是

不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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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世俗諦來講，就是可說的。所以現在有些人，什麼都說不可說。這種人，

就只了解到勝義諦，不知道世俗諦。但有些人，就什麼都用概念來講，不去體驗。這

種人就是什麼？只懂世俗諦，體會不到勝義諦。他這裡說給你聽。修道的智所觀的

境，在勝義諦來講是不可說的，因為修道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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