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是可是、但是，廣州話是就是。普通話是可是。雖然不可說的勝義諦，但是，

在世俗諦裡不單可說，而且還可以分為九品。在世俗諦裡就它這些能斷除所知障，所

知障裡中的能取、所取的執著，這個「分別」在此處當執著解，我們可以從它的強弱

程度來講，可以把這種智分為上、中、下品三品。每一品，「一一」即是每一，每一

品中又分三品，總共有九品。即是從世俗諦來講可以分為九品，從勝義諦來講怎樣分

別它都不對。

「如是能對治之修道」，那個真如從世俗諦來講，那個真如可以分，那個真如空

性，觀真如空性可斷除所知障，所知障被我們斷除，所知障的大小程度可分為九品，

能夠斷除所知障那種修道的智慧一樣又有九品，明不明嗎？譬喻我打人，若我要打到

他痛的話，有些人的皮很厚、很韌，皮的厚薄有九品，即是說我發的力亦要有九品才

可，明不明嗎？

那些修道的智慧起的時候，是要斷除所知障，斷除所知障，在勝義諦裡根本無所

知障，無所謂所知障，「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一切都沒有，但是在勝義諦裡甚麼都

沒有，但在世俗諦中不單只有，還可以分為九品，既然所知障有九品，那些根本智，

它觀真如的時候可以斷除所知障，這個斷除所知障的根本智，它亦應有九級，力量的

大小亦應有九級，聽得明嗎？

現在你們懂不懂得解所知障、煩惱障相對，懂不懂？你當然懂。你懂不懂？你

呢？不懂。你呢？懂少少，不太完全明白。你呢？不懂。我們修行是要斷除兩種障，

不論大乘小乘，都是向這兩種障著手，對治它。小乘的人斷除煩惱障就足夠，不用斷

除所知障，因為所知障障礙你入涅槃，不是，煩惱障才是障礙你入涅槃，不障礙你成

佛。所知障就不是，不是，再講，不要搞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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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障是不障礙你得涅槃，所知障是不障礙你得涅槃，只是障礙你得大菩提。聽

得明嗎？煩惱障就不是了，不單止障礙你得大菩提，更障礙你得涅槃。一有煩惱障就

不能夠證得涅槃，小乘人是不用得大菩提，他們只是小菩提，所以他們不用斷除所知

障，斷除煩惱障就足夠。

明白嗎？明白嗎？現在要說什麼是煩惱障呢？記住，煩惱障，以我執為首的一堆

煩惱，便叫做煩惱障。以我執為首，執著有永恆不變的實我，soul，靈魂，永恆不變

的實我，以這個執著的實我為首，圍繞著這個實我，圍繞著這個執實我，還有很多什

麼？貪、瞋、癡等傍住那個我執一齊起，那一大堆煩惱，這堆煩惱，因為有了這堆煩

惱，有了我執，有了這堆煩惱，就令我們生死輪迴，不斷生死輪迴，因為我們既要生

死輪迴，即是說不能入涅槃，停止了生死輪迴才叫做涅槃，它一路趕你生死輪迴，即

是說你不能入涅槃。所以我們說，那煩惱障就是障礙我們入涅槃的。聽得明嗎？煩惱

障。

(小心，你氣色不太好？是否作病？不是嗎？氣色麻麻地，要小心些就可。因為我們

講課，眼望下去很清楚，他氣色很好。一望下去很清楚，尤其是第一眼望下去。)

甚麼叫煩惱障，現在知道了。那甚麼叫所知障？所知是指真如，很多人解錯，所

知是指真如，障礙你證真如證得很清楚，未見道的人只是想那真如，還未證到。見道

的時候，那根本智初證真如。初證真如，證就證到，但是仍然不清楚。譬如你看一棵

花，看一棵花，你看見了花，花被你看見了，在霧中看花，與在雨中看花不同，霧中

看花就矇查查，雨中看花都看到，但有東西⋯⋯，總是不得明明俐俐，對不對？無雨

又無霧，光線不夠，你看花一樣不清楚，對不對？花還是那一棵花，沒有變，還是那

一棵花，但你自己看不見，你的環境，有光線充足，又天氣晴朗的時候看花，清楚

了。

即是說那棵花，那棵花用作譬喻那真如，同時是真如。未見道的人只是瞇著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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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那棵花，等於，那棵花甚樣會是真如的，在想。見道的時候就等於霧中看花；修道

的時候就等於雨中看花；若第八、九地的菩薩看花，就猶如不會太光，光線不充足的

時候看花；成佛、十地菩薩以上，成佛，就等於晴朗的時候，天氣晴朗的時候看花，

同時同一棵花，所以分九品，就是這個原因。聽得明嗎？不是說花有九種，只是環境

不同。那佛是證真如證得最清楚，換言之即不是證得佛後就證得最清楚，而是你證得

最清楚的時候你稱為佛，要這樣看才對。

好了，「所知」是指真如，很多人解錯，還有很多人解錯。讀多些經，識多些東

西，會障礙你，這叫做所知障。多些知識會障礙你，不是這般解，不是這般解。障礙

你證真如證得清清楚楚，叫做所知，所知即真如。那所知障的本質是什麼？以法執為

首，不單止執我，一切法執一切事事物物，法的東西，見一切東西，都執為實有，為

首，繞著那法執是一堆煩惱，即是貪、瞋、癡、慢、疑、惡見等。這堆煩惱能夠障礙

我們證真如證得清楚，證真如證得清楚的時候，你就稱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它障

礙你證真如證得清楚，即是說它障礙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對不對？

什麼是煩惱障，什麼是所知障，清楚未？清楚了，記住。你聽得清楚了？好了，

那你們會有一問題，那煩惱就是煩惱障，是不是？是不是？你聽完我說之後，煩惱那

兩個字是不是即是煩惱障？是不是？不是。為什麼？所知障裡內有煩惱，煩惱障內又

有煩惱，煩惱是指那些煩惱心所，煩惱、隨煩惱，貪、瞋、癡、慢、疑、惡見，那六

種根本煩惱，與及什麼？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憍、無慚、無愧、

掉舉、惛沈、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這二十個隨煩惱，那六個根

本煩惱加這二十個隨煩惱，這一大堆稱為煩惱。

所謂廣義的煩惱是指根本煩惱及隨煩惱。煩惱障則不是，煩惱障的範圍是窄的，

是指以我執為首那一堆，法執不算煩惱障的，它因為以法執為首。法執一樣是煩惱，

但不是煩惱障。因為它不是障礙我們得涅槃，聽得明嗎？聽得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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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生，這個法執，可否解解法執以⋯⋯一切。)法執，哦。

我們眾生的執著，不出兩種，一種執有實的能取和執有實的所取，這兩種合起來

就是法執，法是東西，對於任何東西都執它以為是實有。那現在要解釋是甚麼叫能取

和所取，是不是？「能取」是什麼？這個「取」者，「取」當領受解，能取者能領受

東西的東西，能領受東西的東西就叫做「能取」。例如什麼？眼可看東西，眼就是

「能取」，眼看見顏色，顏色是什麼？被我們所領受，顏色是「所取」。聽得明嗎？

眼識視覺能夠看東西，視覺眼識是「能取」，被我們所看見的顏色是「所取」。那條

，舌根，能夠嗒到味道的，舌根是「能取」，那些味道被我們所嗒到，味道是「所脷

取」。舌識又是「能取」，嗒到味道，味道是「所取」。聽得明嗎？

我們的意識能夠想東西，意識是「能取」，被我們所想的一個二個概念，一個二

個觀念就是「所取」。聽得明嗎？能取、所取，懂了吧。如果用現代語來講，「能

取」即是主體，「所取」即是客體。不過，主體、客體這兩個字的意義不是絕對，不

能與能取、所取相當的，所以用新名詞就要認真小心。世界上的那些東西，世界上的

一切有為法，不是能取就是所取。例如這椅子，你說是能取還是所取？(能取？)，應

是所取，我看見這椅子，我知道這是椅子，所取。那我們的眼識是能取，我們有眼

識，這能取會變了什麼？能取變了所取。是不是？能取也是所取。

當你想那能取時，能取變了所取。聽得明嗎？能取。一切有為法，不外乎能取和

所取。無為法又如何？你答我。(都是能取和所取)。當我們說無為法時，就是所取。

是不是？(概念上是)，是啊，當你證真如的時候，真如都是所取。不過真如的本質是

不可說，就說它離能取和所取。因為你證真如的智慧都是能取，明白了嗎？不論對於

能取的東西你執著它為實，有實的能取的東西，對於所取的東西，我們執著它有實的

所取的東西，這些執著便是法執。法的東西，對於不論主體、客體的東西都執著它，

以為它是實有，那就是法執。還有，還漏了一些，執著它是無，是不是法執？都是法

執，是不是？無都是所取，聽得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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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它為有固然是法執，執著它是無一樣是法執。以法執為首的一大堆貪、瞋、

癡等的煩惱，這堆煩惱就叫做所知障，障礙我們得大菩提。大乘最緊要斷所知障。好

了，它這處，我們所斷的所知障，這種所知障，有些執著能取，「分別」即是執著，

有些起一種能取的執著的所知障，一些起所取的分別所知障。這兩種法執，這些法執

有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下中上，總共九品。即是我們所對付的所知障有九種，所對

付的所知障有九種，能對付的智慧應該有九種，是不是？明白嗎？

好了，現在讀下文：「如是」，「如是」即是這樣，「能對治之修道亦由下下等

差別分為九品故」。所以我們在修止觀而斷除煩惱，是這九品修道的智，即是我們入

了修道境界時，修道的智九品修道連續生起，九品修道智。聽得明嗎？讀完這個後，

我們可以讀這處。已解了「由下下等別 許 九種相」，我們讀了，是嗎？爲

那我們又看這個。「經說無數等 非勝義可爾」這四句，「佛許是世俗 大悲等流

果」。這處一句。我們先讀這處。這句是答別人問難。「有作是難」，「難」即是質

問，有些人發出這個質難。他怎樣說呢？「云何大乘修道九品決定」，為何你說大乘

修道決定有九品呢？「此不應理」，這不合道理。一定是九品的嗎？十品不行？十一

品不行？是不是？而且如此，「佛在廣中略三部般若經中，於九品修道說一一品皆能

引生無數無量無邊福德果故。」即是怎樣？要有無量品才對，九品不對。外人這樣

說。為什麼？因為佛在《大般若經》中的廣、中、略的三部般若。

廣是《大般若經》最大的那部分，大品般若；中是《大般若經》二分，略是《大

般若經》的第四分。這三部般若中，《現觀莊嚴論》是解釋這三部般若的。那佛在

廣、中、略的三部般若經中，對於你這處所說的九品修道，他說，如何說？「一一

品」，即是每一品，「皆能引生無數無量無邊福德果」，既然能夠引出無量無邊福德

果，又怎會得九品那麼少、那麼簡單呢？於是答，現假設是彌勒菩薩答。「答曰，經

說生無數等福德果者，非依勝義而說」。我現在答，經，《大般若經》說有無量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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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德果，並不是依據勝義諦來說的，「於世俗中無不應理之過」，在世俗諦中說有

無量無邊的福德，福德既然有那麼多，你說那智慧，修道智慧都有那麼多，在世俗諦

中，都不是不合理。

「不應理」即不合理。沒有不合理的過失。為什麼？「以於世俗修道九品決定與

生無數等福果不相違故。如來許彼是無緣大悲之等流果故」。「以」是因為，因為

「於世俗」即是在於世俗諦，在於世俗諦中說修道九品，雖然智只得九品，但這九品

就決定決定能夠生出無數等那麼多福果出來的，就他所得果的。你說他得無量果，所

修九品可以開至無量，都不會相違，都可以的。而且是這樣，「如來許彼是無緣大悲

之等流果故」。如來認為這種智是無緣的大悲所產生的同類的果。「等流果」慢慢才

講，不過我剛說了所知障和煩惱障。是不是？每日講的時候，講少少去解釋這些名詞

便夠了，如果解釋這些名詞講得太多，便講不到書。是不是？

好，現看回此處，「經說生無數等福德果者」，經說有無量那麼多福果等，「非

依勝義而說」。並非就依勝義諦可以說。勝義諦是不可計算。「而」是這樣，並不是

在勝義諦中可以這樣。「佛許是世俗」，佛認為可以生無量的福德果，這些都是世俗

諦裡說的，佛認為。而且在世俗諦來說，這些都是你的大悲的等流果。為什麼會是大

悲？我們講一講，為何它是大悲的等流果？

一個人為什麼要修大乘、想成佛？因為我們先了解到我們生死輪迴，無量世以來

的生死輪迴，不由自主。因為起煩惱就作業，作了業便得果，一作了業得到果，便不

待我們自己支配，這樣是很可悲的。我們無量世以來都有很多父母，我們與父母，父

母對我們都很親愛，我們對父母也很親愛，無量世以來，我們有很多可愛的子女，而

我們的子女對自己也很親愛。但是，其餘還有很多都是兄弟姊妹，這些都是與我們一

窩生活，每個都生死輪迴。

那些能夠修十善業的，固然能在人天享樂，但那些因為起煩惱起得多而作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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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生死輪迴，或生為畜牲而被人宰割，或者做人而被人刻薄，或者做餓鬼而得不到

食，或者碰集於這些可憐人物，受苦人物，都是自己的多生父母、妻子那類人。我們

不忍心他們這樣，自己固然不想這樣，可以求出離，修四諦法證阿羅漢果，固然可以

得，但除了我們自己可以出離之外，我們不忍心那些多生的眷屬在受生死輪迴的苦。

因為這樣，他在那時起一個大的同情心，大的悲憫心。

起這個大的悲憫心的時候，就會剌激他，我們如何想辦法去與我們多生父母、多

生妻子一同得到解脫呢。於是那答案就是除非你有最高的智慧，如果你沒有最高的智

慧，你還在生死輪迴中，被那些業力支配，你如何能夠⋯⋯

泥菩薩過海，自身難保，你都會你都會，你都會浸爛你，又如何保佑人民？所以

你唯有如何？唯有去修行，去成佛。為了要自利利他，為了要令一切的多生眷屬，因

為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自己的父母，因為生死輪迴是無限那般長，那個不曾做過

你老豆(父親)，個個都是做過你老豆，你踏死那隻蟻，也不知曾經做過你幾多世老

豆，計那條長遠的數，是嗎？沒有一個不是你手上抱著的那個可愛的仔女，可能今世

你用滾水去燙老鼠，那隻被煬的老鼠，就是你前生的愛子也不定。所以為了要解決這

個人生的問題，想求得最高的智慧，因此，最高的智慧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

是佛的智慧，所以決定要求佛的大菩提，佛的大覺，大菩提最高的智慧，要求佛的最

高的智慧，當你下這個決心的時候，便稱為發菩提心。

不是唸幾句咒就算，口唸幾句咒有甚麼用呢，不如用錄音機錄起後成日聽，叫架

錄音機代你唸重好，慳回很多氣，是不是？不是，不是的。那些學密宗又不知所

謂，o  bodhicittam utp day miṃ ā ā ，噢！我發了菩提心。那真笑話，那即是等於舊

日有位蠢人，別人放生他放生，他見別人放一些大隻的，但很貴，不如去買紅虫，買

幾毫子已有幾條千紅虫，那這麼放不是還著數。一樣蠢材，是不是？曾經有人是這樣

的，試過有人放紅虫。那一發了菩提心，就叫做資糧道的菩薩。所以，如果你不發

心，又怎會見道呢？是不是？不見道又怎會修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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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說，由你⋯⋯第一，由你的大悲心，由大悲心產生你的菩提心，由菩提心產

生你的加行道，是不是？資糧道和加行道，由資糧道、加行道產生見道，由見道產生

修道，好像水流下來一級一級，「等」者同也，「流」者類也，同類的果所引致，明

白嗎？聽得明嗎？

看回偈：「不可說性中 不可有增減 則所說修道 何斷復何得如所說菩提 此辦所

欲事 菩提真如相 此亦彼 相」這處一句。這個是第七個答別人所問的第七個相。先爲

看散文，長行先。「他又難云」，那些外人又如此質問，「所說修道」，你所說的修

道，「有何可斷及何可得」，有什麼真的東西給你斷除，有什麼實的東西給你得到

呢？《般若經》不是已經說「無智亦無得」嗎？是不是？《心經》在《大般若經》處

抄來的，無智亦無得？有什麼⋯⋯

你又不承認有實的東西，那有什麼東西可得？有什麼實的東西給你斷呢？可斷可

得。所以結果如何？「應無所得」。《般若經》常常說無所得，應該是無可得才對，

為何無可得？「以勝義非有故」。「以」是因為，因為在勝義諦來說一切的法都是非

有。「於勝義不可說之修道性中，斷除所治增長能治不應理故」。因此在勝義諦中不

可說的這種修道的智慧性，在勝義諦中不可說的修道的智慧性，這種智慧性你說可用

作斷除所對付的所知障，又說能增長能對治的智慧，不合理的，不應道理的，當外人

如此問。聽得明嗎？這個「問」。下面用彌勒菩薩的意思去答。

「答曰：雖大乘修道於勝義中無增減，然斷除所治增長能治非不應理」，他這樣

答，大乘的修道在勝義諦裡，它此處是名言中，不是勝義，是不是？是不是名言中？

有沒有？(是勝義，勝義)。是勝義不是名言。名言這兩個字與世俗兩個字一樣解。在

勝義中無增減，但是，斷除所治的所知障與增長能對治的修道智慧，「非不應理」，

不是不合理的，都合理的。為什麼？他舉了一例，「例如菩提(和)智慧法身雖勝義非

有，然世俗(名言)中可作利有情事」；(一點一撇)；例如大菩提在勝義諦中都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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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東西叫大菩提，一切皆無，無菩提可得在勝義諦中，有一種東西叫智慧法身，佛將

來會講到，成佛有種智慧法身，這種智慧法身在勝義諦中雖然亦是無，但是，

(「然」)在世俗諦中你們不能說是無，世俗諦中那些有情，不是，那些菩提，佛的菩

提可以度眾生，佛的智慧法身可以為眾生說法，可以利益眾生，有情即是眾生，做些

利益眾生的事，在世俗諦中可以有。

「如是大乘修道雖勝義無，然於世俗，(他這處用名言，是不是？然於名言，名

言即是世俗，)然於世俗許斷除所治等成辦義利故」，他說如是，這樣，大乘的修道

雖然在勝義諦中是沒有，「然」，在名言中，即是世俗諦中，我們可以認許它可以斷

除所治的所知障等。「成辦」，做成，成辦即是做出、辦成，眾生的義利。

世間的利益，叫做義；出世間的利益，叫做利。世間的利益和出世間的利益合稱

為義利。

「此二亦無法喻不合之過」，這兩種，即是用菩提、智慧法身來譬喻，亦不會說

所說的法和所引的譬喻不合的錯過、的過失。「以此二於名言中利益有情亦同」，菩

提與⋯⋯，他用菩提來譬喻，用菩提與智慧法身來譬喻修道，此兩種東西，「以此

二」，這個菩提與修道，於世俗諦中都可以說為有利益有情。菩提和智慧的法身是以

證真如 它的活動，行相即是活動的情形，又可以解為性能，做它的性能。修道亦以爲

證真如 它的性能，以此作用譬喻，便不會不倫不類。聽得明嗎？爲

解回偈，「不可說性中」，即是說修道在勝義是不可說，在不可說的修道性中，

當然不可能說有增有減，減就是除那些所知障和增加能治，在勝義諦裡是說不通，既

然在勝義諦裡是說不通，則所說的修道，又說斷除所知障又可以得到那個能治，增強

的能治，「則所說修道」，到底真有什麼可斷，「何斷復何得」，又何復有什麼可

得，這裡當問，下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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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說菩提」，例如，經中所說的菩提，「此辦所欲事」，這個佛的大菩提，

能夠辦得出它所欲度眾生的事，而修道也是想辦得出它度眾生的事。還有，「菩提真

如相」，菩提是證真如，以證真如 行相，這個相是行相，當性能解。「此亦彼爲 爲

相」，此即修道，亦以證真如 行相，性質相同的，所以可以比喻。這個是第七點，爲

是不是？第七點。

「他又難云」，長行，外人又會這樣質問，「大乘修道所攝的二種發心，應不能

生大菩提果，以彼前前 那皆不能生，前後 那同時亦不能生，後後 那亦不能生刹 刹 刹

故」，外人如此問。他怎樣說呢？大乘的修道，大乘修道的時候都時時發菩提心，好

像你們唸經，每唸經的時候都會發菩提心，而且，發菩提心有二十二種，二十二種，

最初的資糧道發心猶如地。我們看回，發心為⋯⋯，第十四頁。

「發心 利他 求正等菩提」，他說一個人發菩提心，動機是 了利益眾生利他爲 爲

即是利益他的多生父母，多生眷屬，因為你想利益他，你就要求正等菩提，

正等菩提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第十四頁，有沒有？(卷一)。當入道那些菩

薩，他發菩提心的動機是 了利益眾生，因為想利益眾生，一定要求這個正等菩提，爲

正等菩提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彼如經中 略廣門宣說」，種種發心的情

況，「彼彼」，就好像「經中」，廣中略的三部《般若經》，或廣或略，各方面，門

即各方面，來宣說。總共發心由低級至高級有二十二種。

最初的發心是如何？如地，這些是很淺的發心，好像有一小孩見到佛的相那麼

好，又聽聞別人說佛有大功德，如果可以快快做佛便好，這些發心，你不要少看他，

好像地一樣，泥土一樣，能夠產生一切動植物，如地，這些是什麼？是最初級的資糧

菩薩發心。再高級一些，如真金，如金，純粹到極。那你們自己檢討下，看看你自己

的發心，是如地還是如金？不變的，金是不變的，⋯不變的，都是⋯如地，如金。

如月，此月指娥眉月，娥眉月會怎樣？整整下會變成整個月，又高級了，金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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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未必會增大，那娥眉月一路增下增下會滿月，第三種發心是什麼？你看看第十

五頁，由尾數上第三行，「如是二十二種發心之界限，初三種」，即如如地，如金，

如月，「如其次第」，即是依其次第，「是大乘資糧道下品中品上品所攝」。下品資

糧道的人發心，就如地；中品如金；上品如月。

第四種發心如藏，如寶源，如大海。藏，那礦藏會煉出真金，藏者，那庫房，載

金的。寶源，即是那礦出金。大海裡內含藏很多動植的，這個是什麼？加行道的發

心，如藏，如寶源，如大海。第四種如火，是不是？⋯⋯第五種，火能燒煩惱的柴，

第五種，如庫房，如藏，即是什麼？修布施，同時修布施，很多東西施捨給眾生。接

著如寶藏，能產生一切功德，最後如什麼？如大海，大海如何？

大風大浪，大風大雨都不怕，大海。

金剛，猶如金剛，不能壞的；再進一步，如山，不傾動的；再進一步，如藥，能

夠醫病的再下一種，如友，好像善知識能夠 帶人的；再進一步，如如意寶，好像如携

意珠一樣，可以成辦一切的東西，眾生所欲得的東西，你可以成辦；再進一步，如

日，能夠成熟眾生，能夠成熟萬物，尤其是日光；再進一步，就猶如歌，唱歌可令人

娛樂；那再進一步，如什麼？如王，有自在力；如庫，如國家的庫房，什麼都有；如

大路，如車乘，如泉水，如雅聲，如河流，如雲，總共二十二種發心。你詳細自己看

回第十四頁，第十五頁，你自己可以看得明的。

這處講發菩提心，講得最詳細，所有經都沒有它講得那麼詳細。但是發心有勝義

的，從勝義諦來說，發心是不可說，是不是？亦無所謂叫做發心，無心可發，勝義諦

是這樣。從世俗諦，確是有個眾生去發菩提心，這處聽得明嗎？「大乘修道所攝」，

即是屬於大乘修道，大乘修道所包括的兩種發心，即是什麼？勝義的發心與世俗發

心。這兩種發心應該不能夠產生大菩提的果，外人這般說。

「以彼前前 那皆不能生」，為什麼？前 那就出現了，即是生大菩提那些前一刹 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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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未生，是不是？「以彼前」，再前一 那亦未生，前前 那都不能生大菩提果，刹 刹 刹

有了大菩提果後，前後 那同時亦不能生，大菩提果，後後 那亦不能生大菩提果，刹 刹

為什麼？這處說什麼？

你要看《中論》，龍樹菩薩做的《中論》，《中論》的頌文，他說：「已生者不

生，未生者不生」，那些西藏人修空觀就是修這幾句，「生時亦不生，是故知無

生」。他說，我們見萬物，說有生有滅，譬喻，我見到你生瘡，會說你的瘡生了；你

種了棵菜，那棵菜生了；一會兒那棵菜死了，你說那棵菜滅了；那瘡醫好了，又說那

瘡滅了；有生有滅，這些是什麼？世俗之見。是你的執著，若從勝義諦來說，根本是

無生。為什麼？要用這四句來說明這個勝義無生。

如果你說生，譬喻，你的瘡生或那棵菜生，一定是什麼？有未生的時候，一定有

已生的時候，一定有正在生的時候，不出三個時間。好了，三個時間都無生，為什

麼？如果那一件東西已生了，還生不生？已經生了還用生？所以已生了是不生；未生

又不生？未生不用生，又不生；正在生的時候，即一半已生半個未生叫正在生，一個

已生是半個不生，一個未生又是半個不生，兩個半個不生加埋是一個不生，正在生的

時候，是故知無生，所以知道使得，萬物都無生，若你說生，這是你的妄見，好像你

眼痛見到空中有花，同一樣道理。那個滅，得唔得？

得吧，「已滅者不滅，未滅者不滅，滅時亦不滅，是故知無滅」。若你說「來

去」可以嗎？也得。「已來者不來，未來者不來，來時亦不來，是故知無來」。是不

是？一路推開去。他說從勝義諦沒有的。前後 那，前 那即是什麼？未生，是不刹 刹

是？那果未生，後 那，果已生，你說，前後 那，半生半未生，都不生，根本在勝刹 刹

義諦裡是沒有生果，不會生大菩提果，既然沒有，既然沒有生果，你修大菩提果也不

會有用，是不是？不會生果。

下文彌勒菩薩答，「答曰：依大乘發心漸次而起前後 那，無不能生大菩提之過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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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為什麼？「喻如燈燭依漸次起前後 那而能盡焦脂炷」，譬喻那支洋燭，支臘刹

燭，一路連續下去燒那支臘燭，如果你套下去，「已燒者不燒」，是不是？「未燒者

不燒，燒時亦不燒」，固然是如此，但你不要忘記，在世俗諦來看，確是那臘燭被火

燒去，是不是？那臘燭會沒有了。雖然你說那修道的智去斷除煩惱，實在是沒有斷，

但最後那些所知障被它斷清，好像那些臘燭被火燒清，這個譬喻亦通。「喻如燈燭依

漸次起」，前前後後 那連續，結果它確是「能盡焦脂炷」，「脂」者油脂，那些刹

臘，「炷」即火把。

「如是」，這樣，「大乘發心前後漸起」，前後漸起，經過「無量 那」，結果刹

是能引生大菩提果，及能瞭解八種甚深法性。即上文所說的八種甚深道理，這個法性

當性質解，修道的性質。明白嗎？

我們讀了修道的不退轉相。如果這修道的人有這種相，這個修道的人是不會退

轉。其實修道一定有這種相，即是說修道是一定不會退轉。這處先說修道的八種相，

後來才講它不退轉。他說如何不退轉？真正的不退轉是什麼？是八地菩薩永不退轉。

那我七地也不成？不是，七地以前的菩薩都不退轉。有時，他稍為墮下，墮下一會兒

又會標起，標起又墮下，墮下又標起，會這樣的。計大數來看是不會退轉。八地菩薩

就不用計大數，一直過不會退轉。他這處說不退轉相。他說最深的不退轉相。「生滅

與真如 所知及能知 正行並無二 巧便皆甚深」。我先讀長行。「第八地菩薩能夠通

達八種甚深」東西，那八種呢？

第一種，「(所)發心非唯以前後 那而生菩提，亦非彼二隨一之體而能生，然知刹

於世俗(名言)中由修習與殊勝所證，互相觀待而生，名生甚深(名通達生甚深)」。他

說第一種甚深，有這八種甚深是直過，完全稍為低些亦不會。第一種，發心的，雖然

不是依照前面所講，發的時候，發心就不會生大菩提，已生是不生，未生又不生，生

時又不生，就勝義諦是這般說。「非唯以前後 那而生菩提」，上文說的勝義諦，但刹

在世俗諦確是生了大菩提。好像臘燭燒的時候是不燒，在勝義諦裡，但結果整支臘燭

13



被燒去。

「亦非彼二隨一之體而能生」，亦並不是什麼？勝義諦的發心與世俗諦的發心，

兩種隨(任何)一種是能生，不是，生是假的，「然知於世俗中由修習」，但是我們知

道，每樣東西都是眾緣會合便可以生，現在兩個緣會合，世俗諦中從兩個緣會合就會

生，第一，由修習的緣故，以修習為緣；第二，由證得那殊勝境界為緣，兩者一夾，

互相觀待，即互相發生關係，就以這個⋯⋯能生菩提。

如果從唯識說便是這樣。「已燒時不燒」，是對的。「未燒時又不燒，正在燒時

都不燒」，是對的。但是，這個燒的現象出現亦是有，為什麼？眾緣具備的時候，那

些燒的種子就爆發，就燒。所謂已燒、未燒，不過是增上緣而已。唯識是這樣說，不

過這些是唯識的事宜，現在暫時不說。第二種甚深，二者，講第一種甚深，生甚深，

是不是？生，(一撇)，這句說話，生，(撇一撇)，生甚深。

現在說第二，滅甚深。二者，「已生諸法皆無自性」，那些生了出來的東西，都

是眾緣和合，都是無自性，那件東西都無自性又怎會滅，那件東西是有，它才會滅，

那件東西在勝義諦來說是沒有的，何會有滅？所以在勝義諦裡面是沒有滅，在勝義諦

裡面雖然沒有滅，然在世俗諦是有滅，世俗諦有滅勝義諦無滅，亦不相違。所以在這

點來說是滅甚深。偈裡面是「滅」，一個滅字。你記住，這個般若，《般若經》裡，

般若即是智慧，不論有漏智、無漏智，都是要了解什麼？要那智慧了解那個中道。什

麼是中道？最重要，中觀是說中道。這是中道。

記住，《般若經》講中道。第一，一切有為法，都是由眾緣和合而生，緣生，眾

緣和合而生，緣生又名緣起。「生」字與「起」字在梵文中是同一個字。例如這隻

杯，是由什麼？由瓷質為緣，那些製杯機器及車床為緣，那個工人做杯為緣，那些顏

色為緣，被火燒的那些火為緣，還要那文化發展至會做杯，會做瓷器那些緣，那麼多

緣和合，或須加什麼？開瓷器廠的那位老板的資本又是緣，那麼多緣匯合，產生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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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這隻杯是要靠眾緣匯合而生，眾緣匯合而生起的，這種道理便稱為緣生，明白

嗎？因為要靠緣生，即是本身他沒有自己的，如果他總有自己的便不用緣生，是不

是？即是說你有飯吃便不用別人請，因為你無錢吃飯才須要別人請，是不是？因為他

沒有自己，自己叫做什麼？自己的本質，叫做自性。

自性即是本質，沒有自己的本質，所以要靠眾緣和合而生，如果它確有自己的本

質，它不用靠眾緣和合而生。因為要靠緣生，所以無自性。是不是？因為要靠緣生，

所以它無自性。我們簡稱，不用三個字那麼繁複，無性。是不是？這樣好記一點，因

為緣生，所以無性。無他自己的，無自己的本質。譬喻你這個人，是由媽媽爸爸生

你，還有眾緣，營養等各樣，若你離開了，根本就沒有你，所以你是沒有本來的自

己，全部是眾緣和合做成的，所以你是無性，無自性，這性即是自性。因為緣生所以

無性。反過來說又怎樣？正是因為它無性，所以要靠緣生。如果有自性，便不用靠緣

生，明白嗎？這兩句互相依賴。

無性，又叫做空，是不是？無自性亦名為空，空不是沒有，只是無自性。佛家所

說的空，即是無自性，與龍樹菩薩所說的空，即是無自性解。與唯識宗講的空不同，

唯識宗講的空有兩種解法，有時當無，有時當自性解。有時當無，有時當幻。

好了，一切有為法，所有不論是貓也好是狗也好，是大山也好，是太陽也好，都

要靠緣生，所以都無自性。正是因為它無自性，所以要靠緣生，緣生無性，無性緣

生，不能離開，互相依倚，兩個範疇，互相依倚。我們了解有為法亦要從互相依倚的

兩個範疇綜合去了解，能夠如此綜合了解，就叫做中道。不偏於緣生不偏於無性，如

果偏於緣生便會執有，偏於無性便會執空。識解了嗎？

若看般若，譬喻《金剛經》，「佛說眾生」，是緣生吧？佛說那些需要眾緣和合

而生的眾生，「即非眾生」，是無自性，「是名眾生」，是名一個什麼？緣生無性，

無性緣生，合於中道，這個眾生。明白嗎？一個緣生，一個無性，合於中道。「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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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即非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般若波羅蜜多」。像說什麼也可以。「佛說

這座大廈，即非大廈，是名大廈」。「佛說這個地球，即非地球，是名地球」。什麼

也可以。聽得明嗎？這個是龍樹的所謂中道之說。噢，說得時間太久，是嗎？那即是

無生無滅。

第三，「(又)有學位中雖恒修真如，然非時不應作證，名(通達)真如甚深」。什

麼是有學？還需要學習的，他還未得，功夫未夠，有學。小乘那些是有學？阿羅漢譯

作無學，未到阿羅漢果的，即是什麼？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這些都是要學，記著

有學。那凡夫又如何？凡夫更加不用說，聖人也有些是有學聖人，是嗎？

有學，那大乘那些是有學？那些是無學？大乘八地以上叫做無學，七地以前叫做

有學。「那些有學位中」，即是處在有學階段中的人，雖然常常要修止觀，在止觀裡

起那根本智證真如，但是，「然非時不應作證」，但不要時時關埋房門證真如，如果

個個如此，便沒有人利益眾生。你可以即管證一證，證完後要出外做些利益眾生的

事。如果不是修止觀證的時候，便不應常常證真如，如果常常證真如，你便不能夠去

做事。「名真如甚深」。真如雖然是那麼好，但也不應該常常證。

前天，有一個人給我一張演講稿給我看，我交回給他，我費事參加意見，他大罵

那些佛教徒，佛教徒罵佛教徒，他說我們佛教徒不及別人那些天主教徒，你看看在非

洲，埃塞俄比亞，德修蘭女們整班人去籌募醫藥去救人，在這些人中，一個佛教徒也

沒有。是呀，是沒有。真是沒有。那你說佛教徒丟架不丟架嗎？我心想無謂得罪人，

我不看它。這些我們要警惕，佛教徒要警惕，常常只顧修行，這些才是修行，這些是

菩薩道。為什麼別人會有那麼多天主教徒不停地去？佛教徒也一個沒有？為什麼？莫

非天主教徒慈悲過佛教徒？佛教徒不夠慈悲？不是，這些真是很有問題。好了，解這

個。這個即是什麼？即是「真如」兩個字。是不是？三種了，三種甚深。

第四，「(又)真如自性雖勝義無」，真如在勝義諦中連真如都是沒有，「然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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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可隨修施等，名所知甚深」。真如雖然是沒有，但是，雖然勝義諦中連真如都是

沒有，但是我們對於一切法，可以隨著，依著佛的教，隨著教理去修行、布施、持戒

等六度。勝義諦中連真如都沒有，六度都沒有，但事實上我們又要修，為什麼？很矛

盾，這些又是甚深。那即是什麼？「所知甚深」。是不是？所知道理甚深。

第五，五者，「一切法真如 性」，「性」即是實質，「於勝義都無所見」，在爲

勝義諦裡，連真如都是無所見，何況其他東西。但連真如都是無所見，但我們常常

說，學佛法我們證真實，見真實即是見真如，那既然又說沒有東西可見，為何你又見

呢？這個是「能知甚深」。能知的智甚深，即是「能知」這二字。

第六，「真空法性」，「真空法性」即是真如，「於一切法都無可得」，《心

經》說無智亦無得，但又說他要行真實義，一切所行的都要合於真理，如實如真實，

「義」者境界，行這種真實境，又說一個大乘佛教徒要行這種，行於真實之境之上，

這種名行甚深，即是證行甚深。「證行」兩個二字。

第七，七者，「又於勝義無二性中修一切道，名無二甚深。本來一切法無二，你

讀過《解深密經》，一切法無二，你有沒有讀過？你未讀過，是不是？《維摩經》又

說入不二法門，一切法都無二。既然一切法都無二，那便不用修行，修行與不修行豈

不都是無二，是不是？不修行就等於修行？雖然在勝義諦來說是一切法都無二，但在

世俗諦來講我們要修一切道，為什麼會這樣矛盾？這就是「無二甚深」。這即是甚

麼？即是「無二」兩個二字。

第八種，看看散文，「(又)圓滿一切資糧，而於勝義不得佛果，名巧便甚深」。

我們要修三大阿僧衹 ，要修每一種福德智慧資糧，然後才可成佛。在世俗諦如此，刧

但在勝義諦連佛果也沒有，無智亦無得，連佛果也沒可得。為什麼會這樣呢？他說這

種是叫做什麼？「善巧方便甚深」。非眾生所能明白，這樣才善巧，佛果無可得，但

又確是須三大阿僧衹 來修福德智慧資糧，「巧便甚深」。就是「巧便」兩個二字。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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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甚深」是貫通上面八種東西。這些就是不退轉的相，如加上前文便是修道的不退

轉的相。以上是壬一，壬一是說什麼？是不退無上菩提之相，即是對於無上菩提不退

轉的相。明天才說壬二，引發三身之殊勝道。三身之殊勝道，佛有三身之原理是如何

呢？

關於佛有三身之講法，就是人人都是由那個真如體呈現出來，由那個真如體顯

現，而成為無數那麼多眾生，無數那麼多眾生的生命，這些生命，眾生生命，每一剎

那也在變化，時常生生不息一般，真如是體，體質，substance，體質，有體必有

用，那些是用？

無量無邊的眾生的生命便是用。猶如，體猶如水，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眾生的生命

猶如波，那波一起，那他便出世，那波一伏，那他便死亡。但他的能力是不滅，那邊

伏了，這邊再起，又下一世，是不是？下一世後，那波一過了，又再次死亡。那一個

大海，裡面有無數這樣的波浪，這個真如大海，起無數這樣的波浪，每一個波浪，就

是一個眾生。那即是說這個真如是我們最後的體質。佛成佛以後，祂最主要的身就是

祂的體質，就是真如，所以真如就是祂的法身。

什麼叫做法身？那個「法」字是多此一舉。自性身最好。「自性」者本來的狀況

叫自勝，本來的質料。祂本來就是真如，所以真如就是祂的自性身。而每一個眾生的

生命，每一個眾生的生命的中心部分，每人都有一個生命，你有一個生命，雖然你沒

有一個我，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但有一個每一剎那變化，每一剎都生滅生滅的生

命，這條生命不是沒有，這條生命是什麼？這條生命就是阿賴耶識，第八識。這是第

八識。那第八識是無形無相，但是無乎不在，即是這個宇宙有多大，這個第八識⋯⋯

所以不要以為我的第八識在我這處，在我的罌內，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是我

執，這叫做執我，在我的罌內的我。是遍於宇宙萬有而存在，換言之，即是說什麼？

你現在坐在這處，荷蘭有你的命在那裡，你的第八識，荷蘭已有你的第八識，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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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因為如果你搭飛機去就不會去到荷蘭，是不是？如果你的第八識，你的生命不在

荷蘭，為什麼你會去到，即是說你的生命不止在深水 ，不止在香港，荷蘭也去得埗

到，假使你將來可以去到土星，那你的生命也在土星，你的第八識。這個第八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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