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了阿羅漢果他要入涅槃，他不入涅槃，他到老了，他應到八十歲死，到八十歲

那年，他示現入涅槃，你們看見覺得他病，覺得他死，整條死屍在此，其實他死的時

候，示現死了，立刻斷氣，死的時候，就在那剎那，變起一個化身，好像個意生身一

樣，那個身體我們看不見，化身看不見，肉眼看不見，他會走去那些山林處躲起來，

到處自由自在。會死的，那些化身，幾十年或者一百幾十年，或者四五百年，他死

了，他死的剎那，立刻變起另一個，一路經無量 ，經三大阿僧衹 他要修，他要找刧 刧

功德做，他然後才…因為他要修很多什麼？他如果不是…他如果不再修行，他不會成

佛有三身，有三身你要修那個三身加行。

那些羅漢都未修過三身加行，他成佛時豈不是只得一個身，何處找三身來呢？所

以他要什麼？迴心向大之後，要重新，好像大乘菩薩入地前，一路修修修，補修。在

補修的時候，但他已證得阿羅漢果，他又不入涅槃，他加持自己的身體，令他不入涅

槃，躲藏起住，又專找功德做。那些人很辛苦的，所以我們不怕沒有人幫助，他常常

要找功德做。譬如有個人，他遇到危險，若他人是良善的話，他遇到危險時，他會不

斷地唸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等等，那些羅漢便會走來，便會走來，因他要找功德做，

你是善人，他會走來幫助你。

那些就是變易生死，即是變化生死。化身，即是大乘那些，地上菩薩一類迴心轉

大的羅漢。這種不可思議的變化生死，這種亦叫做死魔，都是有死。「欲超彼三魔，

凡能作障之法，即微細天魔」。不是一定說大自在天那處，想超過這三魔，他障礙

你，我們叫他們做微細天魔。「降伏微細四魔」，要怎樣才可以降伏？「是法身功

德」。成佛。

「降伏微細四魔，與成佛同時」。以上我們讀完一切相加行，即一般性的加行，

講完了。下文明天講那頂加行，頂加行即是一門深入的加行，不過頂加行著重什麼？

1



一切相加行是很 的，又這樣，又那樣，頂加行主要是空觀，主要是空觀。一切相現濶

觀是從各方面總合來看，叫做一切相，即是總的。這個頂現觀是從某一點就直一門深

入，他這裡分為一切相自在之因，頂現觀自在之果，其實不是那麼嚴重的，是不是？

當然一切自在之因，即是說想得自在的話，要修一切相現觀，一切相現觀是初步

的，這因是指初步的，初步便要作總合觀察，即一切相現觀。但如果觀得成熟，進一

步應該要一門深入的現觀，就叫做頂現觀。是這樣解的，所以頂現觀是比較一切相現

觀進一步的，深入一層的。頂現觀又稱為頂加行，所謂加行是指修止觀，加功修行，

這處主要是指修止觀方面。為什麼又叫做頂現觀？他修頂加行的時候，集中精神專一

來修，在定中處修，就好像你初學時雖然不能夠現量觀證，但已接近現量觀證。如果

你真的觀得成熟，見道以後，真正以現量觀證。見道之前，是隨順現觀，但一到見道

以後，便是真正現觀。所以又叫做頂現觀。

己二、「自在果上之頂加行」。有人譯作至頂加行，即是說一路到頂，亦名至頂

加行。現在分四點來講，庚一、是講加行道煖位頂加行，即是用有漏智來加行，這些

不是真現觀，是不是？是隨順現觀而已。然後庚二、見道頂加行，見道那時的頂加

行，這個是真現觀，這個，無漏智起，無漏的根本智起，真現觀。無漏的後得智起，

又是真現觀。庚三、見道後入修道階段，見道時間很短，可能十五分鐘，三十分鐘，

或者甚至十分鐘，你便完結見道。因為什麼？見道只有兩個階段，是不是？一個階段

是真見道，真見道可以幾分鐘便完事，是不是？真見道之後是相見道，相見道是什

麼？你看相見道，第一、三心見道，三個剎那，是不是？第二、接著是十六剎那，三

加十六是幾多？(十九)，十九個剎那，都不用二十個剎那，相見道便可以完結。

所以不用很久，初見道可能不用半小時已證完。見道時間很短，修道就很長，兩

大阿僧祇劫。一真見道完後出定，再起再入定來修，由那時候起，經過初地、二地、

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經過七地，一個阿僧祇劫。再由八地、九地、十

地，這三地稱為清淨地，又一個阿僧祇劫，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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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修，那修道的時候，這兩個阿僧祇劫修頂加行。庚四、無間道頂加行。無間道

有兩種無間道。每證…每斷一分煩惱，每斷一個煩惱，就一個無間道，一個解脫道。

如果當你成佛的時候，一路修修到成佛的時候，那個金剛心叫做成佛的無間道，正式

成佛即是成佛的解脫道。三身出現的時候，沒有一切煩惱，那個庵摩羅識出現，那時

候解脫道。無間道就消滅有漏的第八識，解脫道的時候第九識正式出現，明不明白？

無間道的時候，一方面是那有漏的第八識沉沒，被它消滅，一方面那個第九識發

動出現。之後第二剎那是解脫道，解脫道時只有第九識，只有第九識不會再叫做第八

識，因為沒有了第八，它叫做什麼？無漏的第八識，是不是？所以有些人講無漏的第

八識，有些人講第九識，都是那件傢伙。明不明白？那麼無間道頂加行，兩種無間

道。最主要是成佛的無間道頂加行。現在講庚一，加行道頂加行。這個是有漏智，這

個，加行道是有漏，加行道的頂加行，加行道有四級，是不是？第一級是煖，第二級

是頂。

第一級是煖位的頂加行，第二級是頂位的頂加行，第三級是忍位的頂加行，第四

級是世第一法位的頂加行。現在辛一，煖位的頂加行。煖位的頂加行是怎樣的？有十

二種情況，當你煖位修頂加行的時候，有十二種相，即是有十二種狀況。我們先讀

偈。「夢亦於諸法 觀知如夢等 是至頂加行 所有十二相」。「夢亦於諸法， (一

撇)；觀知如夢等，(一撇)；是至頂加行(不要撇，空的)；所有十二相」。

即是說，那十二種相？即是說，他頂加行至很深切時，發夢都知道。你們平時知

道什麼？「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知道這些是不是？發夢就不知，但他發夢的

時候，都會有這樣的觀想，能夠做到這樣，有種這樣的相狀，「等」是包括其餘的十

一種。等十二種相，這就是頂加行所有的十二相。你們怎樣？勤力讀書的人，臨到考

試的時候，一味專精來讀書的時候，你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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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夢都覺得在讀書，是不是？你修加行的時候，一門深入，一於其他甚麼事也不

理，在這個時候，發夢都會修觀，發夢都會修觀。即是有些人唸佛，他唸得多就怎

樣？發夢俾鬼追，他會唸佛，是這樣的，你試過未？發夢俾人打，俾鬼追，俾人打這

樣，他會唸佛，一唸佛，隻鬼會走去別處。即是平時這樣觀，他這種是很深切地觀，

即是他那樣，即是他唸佛頂加行，是不是？這個即是他唸佛頂加行。甚麼東西都有它

的頂加行。一個飛仔成日顧住去跳舞，他也是加行，不過是惡的加行。

是不是？惡的頂加行，發夢都會去跳舞，發夢都呯呯 去跳舞，那即是什麼？嘭嘭

他那種惡的頂加行厲害，發夢都有。一樣，兩面，這些是善的頂加行，那些是惡的頂

加行，一樣，其理一樣。即是你那些青年男女，你們戀愛的時候，發夢都會見到你的

愛人，即是什麼？又不是這種戀愛的頂加行之嘛，就是。一理通百理明。那看這處。

即是說我們學修三智的人，三智是什麼？

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我們學修這三智的人，當他在資糧位圓滿的時候，

他有了那種資糧位的智，用這種資糧位的智做增上緣，這樣地修瑜伽。他便能夠修到

很深切的，這種很深切的瑜伽便是頂加行的瑜伽。我們看，「總修三智圓滿」，總修

三智圓滿他講得太過份一點，資糧位又怎會修三智圓滿，其實是學修三智，是不是？

學修三智，學得相當階段，他這個圓滿是圓滿的「大乘資糧道」，法尊法師的文字用

得不好，總修三、學修三，他的意思即是說在大乘資糧道中學修三智圓滿，聽得明

嗎？

你聽得明嗎？那樣，那種慧已相當好，被這種慧攝持住，怎樣攝持？所謂凡是被

某東西攝持，即是說被某東西做增上緣，用這種慧，用這種極好的資糧位的慧做增上

緣，去修止觀，去修大乘止觀，即是菩薩的瑜伽，即是大乘止觀。這種止觀就是頂加

行的相。由甚麼時候起至甚麼時候止呢？修這種止觀，「界限從大乘加行道煖位乃至

最後心」。界限，修的界限由大乘加行道開始，經煖、頂、忍、世第一法，由初地至

第十地，第十地至成佛之前的剎那的金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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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了這剎那，這心是指剎那心。一過了這剎那，他成佛。那即是說，我們再

看，「十二種頂加行相」，下面所說十二種的頂加行相，「隨得一相」，隨便得一

種，只要你得一相，那你，「隨得一相」，那個「大乘第一順決擇分」，即是煖位，

那種煖智，你修那煖智後，修煖智的時候而能夠深入去修，你便會得到下文所說的十

二種相中的其中一種相。

你自己可以勘。譬如你修空觀或修其他東西，那你修到有種情形，你不知，烏林

林又不知，你可以問你師父，(師父，我現在有這種境界，應怎麼辦？)師父不說給你

聽，他查下這處，是加行位的相，那他可給你引證。加行位，你已達到加行位，你要

努力些。那些師父都是這樣引證，因為他們不是阿羅漢，如果他們是阿羅漢可入定觀

察，是不是？那些做師父不是個個都是阿羅漢，假使我做師父，你問著我，我都是這

樣查下答你，是不是？即是說，你拿著這本書，不用再問師父，你自己查下便可，彌

勒菩薩就是你師父。你確是對的，說出來的是沒有騙他，他這處說彌勒菩薩會給你引

證，是不是？

用不著千里尋師找人引證那麼巴閉。從前是這樣的，從前佛經翻譯是這樣的，現

在已不用了，現在關上房門，自己已可以引證，不同，時代不同。那種「第一順決擇

分」，即是煖位的頂加行，這種。界限由甚麼時候開始？由煖位開始。煖位的頂加行

只是煖位，過了煖位後便是頂位。是不是？下文，「般若經說」，即《大般若》，

《小品般若》和《大品般若》，「得暖位頂加行者雖於夢中亦能觀一切諸法皆如夢境

等十二種相」。

你們試過未？修觀修到發夢都...修觀，那十二種相？「謂」，下面，第一種，第

一種，「住加行道暖位利根菩薩，由醒覺時緣真空性」，修空觀，須留意頂加行最主

要是修空觀，一切相加行甚麼都修，是不是？苦集滅道幾乎無所不修，它一切相，是

不是？一到頂加行只著重修空觀。因為他醒覺時，他常常在觀，緣即是觀，觀它的空

性，觀那個真如空性，修「毗缽舍那」，毗缽舍那即止觀的觀。由於他醒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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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每修的時候便會熏修每剎那。譬如我這剎那我修空觀，這一剎那我修空觀的智慧

立刻熏入第八識內成為種子，空觀智慧的種子。有機會第二剎那會接著跳出來，一跳

出來，又再熏回去。連續，若你連續修一百剎那，那空觀的種子一剎那，打入去，熏

回去跳出來，又打入去又跳出來，一出一入，一出一入，便純熟了，越純熟越強。好

像磨刀一樣，比如磨刀，越磨越利，到最後都不用想，自然那空觀出現。

好像你們學游泳那般，扒下扒下，初初很辛苦，扒得三幾十日，被掉下水中，不

用，不用想，自然會扒到，是不是？好像小孩子學行，也是一樣。當他深切的時候，

修頂加行便會這樣。由於他修觀的時候那種熏習力，熏回去的力成為種子，「則於夢

中亦能觀一切諸法皆如夢境」。夢中第六意識出現，把這種空觀的觀跟著他的第六意

識出現。所以有時有些人在夢中會聽到佛說法，這是第一種相。

譬如你們做師父，有個徒弟問你，我發夢念《金剛經》，應怎麼辦？你便解釋他

聽，識不識解？識的，應該識的。是不是？如果你老實些，你說給他聽，那處是這樣

說，有此為證，他更加信。第二，第二種相。「又由醒時多修菩提心力」，那當你醒

的時候，你修菩提心發菩提心，每發菩提心的每一剎那，把那個發菩提心種子，打入

去第八識內，第二日下次發心，他又打出來，打出來又再熏回去，菩提心的那種力，

「則於夢中亦能不發愛樂小乘道之心」。

在發夢時對小乘道之心，菩提心太小，他都不愛樂，仍舊歡喜大乘。這個是第二

相。很多人都試過，我聽居士林有些人說，發夢修法，發夢發菩提心，發夢去懺悔，

有些，他沒有特別，他修那種頂加行修得多，便會有這情形。第三，「又由醒時不離

見佛(的)善根」，這種善根成熟，這種善根成熟的力，醒時即是常常念佛，常常禮

佛，常常修止觀時想那佛像熏回去，「則於夢中亦能見如來百千大 圍繞說法」。你衆

會見到這樣的情形。這些是頂加行的相。

第四個相，「又於夢中亦見佛騰空現通說法」。發夢見佛在空中飛行，現神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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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這些是平時念經，平時修止觀，平時觀佛像，你便會有這樣的情形，誠懇懇切便

會這樣。但有些人是如此的，未信佛的，但他偶然發夢會見佛在說法，那些是什麼？

那些是前生，前生曾修這種觀，熏習，今世爆發。好像漢明帝，發夢看見一個金人在

他的殿處飛行，這個是他前生的熏習，熏習後他都已經死了，今世在那第八識爆發出

現，是此之類。很多人都有，我認識很多，很多老人家都有講給我聽。

第五，「又於夢中亦能 無邊 生發心說法」，發菩提心發得多，他在發夢都能爲 衆

很多 生， 生發菩提心， 了要度 生而發菩提心，與 生說法。有時他知道爲 衆 爲衆 爲 衆 衆

現在他正在發夢，「謂我醒時當說一切諸法皆如夢事」。他說我現在正在發夢，有時

發夢會知道自己發夢，若知道醒了便要依著這夢 生說法。你們很難，發夢時知道爲衆

發夢是很難，我想練，練來練去到現在都未練到，我有個朋友練到，叫馮公夏，他現

在在溫哥華，他練到，但他不是學佛練的，是跟那些外道，跟靈魂學練的。他怎樣

練？因為那些在印度學瑜伽的人，他們相信這些。

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裡有一個細身，我們會動，譬如我們現在寫東西的身是

粗身，另外裡內有一個細身，即是靈魂，裡內有一個細身。那細身，夜晚睡覺時那細

身會走出來，練到那細身走出來即是道教徒的出神，練，怎樣練？這樣練，他的那本

書是這樣教。那細身，英國人譯為 miracle body，奇異的身，miracle  是奇

異，miracle body，你的身內有一個miracle body，這個miracle body，可以練到

它走出來到處遊，入定的時候它走出來到處遊，遊完自己走回去，其實只是他起幻

覺，這是幻覺，不是真，催眠而已，自己催眠。我朋友是這樣修的，每日發夢，不

是，每日臨睡時對自己說：我今晚要發夢。於是睡，睡時心想著肚臍下面作長呼吸，

那睡著了。

要試得多，會有一次真的發夢，發夢。他又試驗，臨睡時說給自己聽：我今晚一

定不發夢，他又做得到，不發夢。他能夠多次在做，做到要發夢就發夢，要不發夢就

不發夢。這個是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成功，第二階段最難，我學過學不到，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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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今晚要發夢，發夢的時候我知道我發緊夢，最難，我唔得。佢他偶然試到一

次，得。得 之後，第二次都得。隔了幾天第二次都得，第二次得之後，第三次他不咗

敢再做。

第一次偶然覺得自己起身，本來是想睡，覺得自己起身，起身後，回頭望望，覺

得自己仍是睡著那處。一個影般起身，這個就是miracle body。那麼奇怪的，我就

是miracle body，於是落床，行，一落床後，望下張床，好像條死屍一般，他自

己，那個肉體睡著那處。於是站起來，看看能不能回去？如果不能回去，便會死。想

一想，不要搞別的，看看能不能番回去？於是當他的心一起這種心念，即有一種力拉

他坐下那屍體，再拉他睡回去。

一陣他就醒了，醒後再睡番。他的野心開始大，他想，可以的，走出去可回去

的，最怕不能番回去，可以番回去便沒有問題，有機會就出去行下，出神，了不起

啊，是不是？神仙亦不過如是。於是第二天又試，又唔得的，第二唔得。於是很努

力，頂加行，日日試，日日試，結果隔了十日八日，又一次得了。起身，今次不止站

起來，還可以出門口，出房門，出房門。當心正想掩門之際，都不用掩門，那心已從

門處穿了出去。例如這門在此，他滲過隻門走出去。

好像電子一般，電子可以滲過，鋼鐵也可以滲過，那麼奇怪的，番回去可以嗎？

又試下，一有這想法時，即時彈回去，今次成功，要出便出，要入便入，是不是？這

便是神通。於是行出廳望望，回頭望望，見到有一條線，一條線閃閃，閃光，一條長

長好像條線一般，看看是甚麼？用手摸下，有些彈力，好像一條頭髮有彈力被扯平，

一條橡皮彈下彈下，看看是甚麼？原來看見這條線是連接著自己的肚臍。

為何有條線連接著自己的肚臍？這條線走在門處穿過隻門，穿在那裡呢？那條線

會穿過隻門，如果條線斷了，又能否回去呢？一驚，一驚，立刻被那條線一拉，原來

那條線拉他，一拉他，又穿過隻門，拉他走回那屍體上，站著看著那屍體，一望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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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肚臍的線連接著那屍體，肚臍的那條線。他想，萬一出了去，斷了那條線，怎

麼辦？譬如出了去，有些魔鬼或者鬼怪，它弄斷了那條線，便不能回來，便會死。這

種玩意都是不行的，一驚，又驚，一驚，立刻被那條線一拉，整個人躺回那屍體上，

躺回去時歪了一點，歪了一點，不是對得太正，因為他驚，歪了很辛苦，經過差不多

十五分鐘才慢慢對正，全身痛楚至極。他想，這件事都不是爽快事。

第一，無可能，找不到事實一定保證那條線不斷，沒有保證，一斷了又如何呢？

第二，一拉回去時如果對不正是很辛苦。咪啦咪搞，從此不敢出，亦沒有機會出，因

為他驚，從此沒有得出。馮公夏，他現在在加拿大溫哥華世界佛教會做會長。有很多

人有這些事，他與馮馮最好朋友。我最不信馮馮，今次即下月初，我會去加拿大，他

約我先到溫哥華，在他那處作一個短期演講，講少少唯識的概要，然後才送我回多倫

多。好了，講回這個。

第六，「又隨於覺夢」，隨於者即或者在醒覺時，醒覺時或在夢中，「若見地獄

等有情」，見到人在受苦，見到餓鬼，見到地獄等眾生。當他見到地獄眾生，見到別

人苦，他立刻會發願，跟人發願，他能夠發願，「願我成佛」，願我成佛的時候，

「國土全無惡趣之名」，我的國土我的世界，連惡趣兩個字或名字都沒有，實際惡趣

更加無。「隨念遠離惡趣」，於是隨著起一種念頭，起一種遠離惡趣的念頭。發夢的

時候會這樣。第七種，「又隨於覺夢見焚燒聚落等發諦實語加持令息」。即是，他有

時，隨著他醒覺的時候，或在發夢的時候，他見到焚燒那些鄉村聚落，火燒，他會發

「諦實語」，諦實語即是指咒語，發諦實語，加持他，加一種力量，換句說話，令它

熄。諦實語即是真言，現在所謂，念那真言。

有時發夢得，有時醒覺都得，如果你修行修得好，你得的。譬如別人火燒，你假

借杯水都可以，假借，如果有力量就不用假借，直入觀，觀水，我要它熄，我要它

熄。....那些火要熄，一定要熄，我現在要你熄，這樣那些火便熄....是會這樣的。我有

一個...，以前我學密宗的一個師父，叫做王家齊，我曾經在他處學過那個mah k raā 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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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黑天法。

他在重慶，很多人見到他，重慶有很多竹跡批蕩的屋，失火，他跑上屋頂，因那

處是他常常去拜那個蓮花生大士之處，在蓮花生大士面前內拿了一杯水，拿了兩片

葉，拿著這些，一路唸蓮花生大士咒，一路灑水，果然有人見到，羅香林講給我聽，

果然見到，只是一陣，本來燒到這處，一陣就吹，吹向江邊，江邊那處沒有屋，吹向

江邊，那火不用救，熄了。有這樣的東西，你做到差不多的時候，你可以說咒的，說

咒的。

辭典有這句東西，upbhla，aupbhla，是用作醫牙痛，沒有得解，這個就是這

樣。你這個加行位的煖位菩薩就已經可以醒的時候亦得，不是個個得，只有利根菩薩

才得，或者發夢時得。(老師，咒是否有善有惡？)是的，是的。有些惡咒咒衰人的。

(我不知有善，我以為只有惡。)不是，有些會咒衰人的。

我有一個朋友，姓杜，杜少陵，他去了馬來西亞和泰國那處住，一路做生意，他

與一個...，他在廣州已有太太，他在那邊與一個馬來西亞女子同居，他走時，返回國

時，拋棄了那馬來西亞女子，返回後一年，在大腿的地方，起了一個蒼，好像一個芒

果那般大，在大腿那處，於是看醫生，醫生覺得真奇怪，幫他做手術把它割開，割開

後發現有一窩虫，好像一個芒果殼一般，裡面一窩虫，真有其事，是我的朋友。那

個，那個醫生也莫名其妙，為什麼你的身體怎會生一窩虫呢？莫名其妙。他自己心

知，結果設法找人到馬來西亞幫他解，找那些咒師幫他解，無事，解後就無事。這些

就是用咒，用咒術。

有些咒死人，想咒死人就用一個公仔，把你出生年月日寫下，或最好拿你一些頭

髮或者血的東西，最好拿你身體一部分，手甲腳甲，如果沒有，拿你曾經穿過的衣

服，放在一起，日日唸那些惡的咒，我要你死、我要你死這樣，又找東西拮它們，拮

它們，(真得的嗎？)得的，他拮你的眼，你會眼痛，甚至眼盲。他日日拮你，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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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大，你眼會盲。得的，不過如果你的精神強，又是修道的，它會彈回頭。

會彈回頭時他就慘。你不須要怕，如果你遇到這些，你唸佛便可以解，你用咒

解，你用六字大明咒便可以解到，唸六字大明咒，你唸得幾十萬遍六字大明咒，甚麼

都解到。中國自古都有，漢武帝的時候有些巫 之術，漢武帝的時候，漢武帝殺太子蛊

都是因為巫 之術。佛教當時未傳入中國，那時候中國已經有那些咒，還有西漢的時蛊

候已經有用那些符水替人醫病，畫符給你醫病。用水，咒些聖水，唸唸有詞咒些聖

水，給你飲給你醫病。

張天師就是這樣，張天師是東漢的時候，他不是從佛教處，那時也未有密教傳入

中國，他自己發明用符水替人醫病。八，第八種，「若見他人 藥叉等非人魅著，說爲

諦實語令無魔害」。諦實語即是真言，如果見到他人被人落了降頭之類，被那些藥

叉，藥叉即是惡鬼，那些惡鬼，非人者即是鬼之類，精怪之類，魅著即是鬼上身這

些，他可以說諦實語，令他無魔害，他自己作咒也可以，這些。第九，「又由自具通

神能親近映蔽魔業之善知識」。

又因為自己已有神通，具有神通，又能親近那些善知識，這些善知識未必是人，

可能是天上，可能是其他，那些甚麼，你能親近的那些善知識，親近那些甚麼善知

識？映蔽魔業的，他有力量映它蔽它，你的魔作怪，他可以壓倒你的那種善知識。你

可以親近他，例如甚麼？你唸咒修法來給人降魔，這些便是善知識，例如觀音菩薩，

不動明王，那些便是能夠映蔽魔業的，你若有什麼鬼怪，鬼上身那些，你唸咒，唸不

動明王咒，我從未見過搞它不掂，實搞掂。這個不動明王，大輪明王這些。第十，

「又一切種 利他故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爲

一切種者即是英文的「all」，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他做一切事都是為了利他，

了利他的緣故，去修般若波羅蜜多。即是他所有，他修般若波羅蜜多的目的只在利爲

他，為了利他的緣故而去修般若波羅蜜多。第十一，「又於一切法不執為實」。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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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他不執著為實。「無真實執著」即是不執著它為真實。第十二，「又近佛菩

提」。對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接近一步，因為你入了煖位，又能夠修煖位的頂

加行。

現在頂位的頂加行，先休息一會。頂加行相。我們先讀偈，然後再解長行。盡贍

部有情，(一撇)；供佛善根等，(一撇)； 多善 喻，衆 爲 (一撇)；說十六增長。此處的意

思即是說修頂位的頂加行有十六種增長，十六種增長。先看散文。「較三千世界有情

供養諸佛福德尚多等十六增長，證此增長之大乘第二順決擇分，即頂位頂加行相」。

這處的頂位頂加行，他修這個頂加行的時候，所有的功德，比較三千大千世界裡

的所有眾生，個個去供佛所得的福德還要多，增長即是多，還要多過。《般若經》最

歡喜這樣說，尤其是《金剛經》。是不是？用這樣說話，因為這處經是這樣讚，經是

這樣讚，這番說話證明這種增長的大乘是第二順決擇分的相。「界限唯在頂位」。這

個修頂位的頂加行界限只是在頂位裡修的。我們解回偈文。盡贍部有情，贍部洲即南

閻浮提，譯音贍部。

因為印度古代宇宙觀是這樣的，在空中，每個世界在一空中處存在，它如何可以

存在？為何不會跌？因為每個世界都有它的業力支持，所以不墜。每個世界都有一個

風輪在外面，內裡好像一隻碟，下面有火，有土地，上面是水，水的四邊被鐵圍山，

大鐵圍山圍繞，水的中間是一個大山， 高，名叫妙高山，譯音譯為須彌颷

山，sumeru，譯為蘇迷盧山。每個蘇迷盧山四面有四個大洲，我們這個，我們住的

這個是南方的大洲，叫做贍部洲，因為我們這個大洲的北面有棵大樹，叫贍部樹，所

以叫做贍部洲。

盡贍部洲的所有有情，個個都去供養佛等，「等」什麼？贍部洲一個世界，贍部

洲只是世界中的一洲而已，功德並不大，若整個世界有情更大，一千世界有情供佛功

德更大。小千世界，一千個這種世界叫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就是一個中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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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個中千世界的有情，一個中千世界裡所有 生供佛的功德更大。衆

一千個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裡的 生，所有 生供佛的福德更大。衆 衆

這個頂位加行，修這個頂位加行的福德比較一個贍部洲的有情所修的福更大。如果再

修，比較一千個世界的有情修供佛的福德更大。用誇大格來寫，要用這麼多譬如去說

明頂位頂加行有十六種增長。以後....唯有，若明天風球下了我們繼續講下去。八號風

球。

「盡贍部有情供佛善根等 多善 喻說十六種增長」。即是說頂位頂加行是能夠衆 爲

增長很多善法的，它的增長可分為十六種。《般若經》裡是這樣說的，盡我們南贍部

洲所有有情，個個都供佛，個個都有很多善根，把那麼多善根加起來，都不及修頂加

行的善根。用那麼多善根作譬如，來誇讚這個修頂加行的頂位的頂加行善根殊勝。現

在讀了，解了是不是？頂加行的...安住頂位頂加行之菩薩智。

安住即是已經得到，住在即是修緊，修緊甚麼？頂位的頂加行，煖、頂、忍那四

位的頂位頂加行的菩薩，那些菩薩的智慧，這種智慧在《般若經》裡是用贍部洲眾生

為喻，用南贍部洲那麼多眾生為喻。所有這些眾生，都積有供養佛所生的善根，頂之

後是忍，忍之後是世第一法，這樣一路升上。頂位是贍部洲的眾生，忍位呢 ..便變為

甚麼？便變為三千大千世界裡的 生，這樣一路路升上，那麼多眾生都去供佛，那所衆

得的善根，一級級來作譬如，為喻。

聽得明嗎？「此福」，如果較修頂加行所得的福，「較彼尤多」，比較 生，那衆

麼多眾生供佛的善根還多，這種善根總共有十六種。「以十六種增長 體也」，這些爲

善根很快增長，以這樣為它的自性，為它的本質，體即是本質，譯(在)佛經裏面叫做

自性，我們普通用是本質。

佛家叫做自性或者叫做體。即是說福德很大，福德十六種增長者，這處說修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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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加行有十六種福德增長，哪十六種？下面開始數，第一種。一、「贍部洲等三千世

界諸有情類」，由南贍部洲等一路路擴大，那些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裡那麼多的有情，

有情即是 生。這些有情類，個個都「以香花等供養如來」，這種福德很大，「較此衆

福德尤 增長」。把那些福德來與修頂位頂加行所得福德比較，這種頂加行位的人所爲

得福德還增多，更大過，大過那麼多的 生供佛的福德。衆

法尊法師，這些應該譯得好好才對，他譯得好隨便，他趕時間，法尊法師他翻譯

的東西太多，多產作家，多產譯家，那有人譯那麼多的經，他想，他常常想與唐三藏

平起平坐，其實不用，你譯得好些便一樣，他對他的學生說，他說他盡他今生，希望

他所譯的經與唐三藏一樣多，他最羨慕唐三藏，他的譯名全用唐三藏的譯名，你看他

的譯名全都是玄奘法師的譯名。這句即是甚麼？「盡贍部有情供佛善根等 多善 喻衆 爲

說十六種增長」，彌勒菩薩沒有數十六種增長出來，他叫你自己查《大般若經》，這

《大般若經》就是說這十六種增長。二、第二種，「成就思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較

前福德尤 超勝」。爲

這是第二種增長。如果一個頂位的菩薩，他修頂加行，他所成就的甚麼呢？他所

做的是成就思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他在定中思維，依著般若波羅蜜多經去思維，為

甚麼叫思維？頂位菩薩都是有漏智，都要靠思維，是不是？都不是能夠全靠現證的那

些有漏智。你看那些有漏智在頂位菩薩已經這樣殊勝，若此是無漏智就更加殊勝了不

得，他思維那般若波羅蜜多的道理，能夠如此做，「較前福德尤 超勝」，比較三千爲

大千世界裡那麼多的眾生供佛的福德更殊勝。

前是指甚麼？是贍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供佛的功德，又是殊勝、又是超

勝。第三種，「若得無生法忍較前福德尤 超勝」。現在說無生法忍，無生有兩種解爲

釋。第一、無生，無生的法。那件東西是無生的。世界上有甚麼是無生？有「無生」

一定有「無滅」，甚麼是無生？真如。真如是無生，所以真如才是無生法。聽得明

嗎？對於真如能夠忍可，忍者印也，忍者印也。對於無生法起一個忍，忍者印也，即

是指那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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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真如，這個無生法能夠以我們的智慧都能夠理解到，或者證到，無生法

的忍，無生法之忍。依主釋，第一種解。第二種解、無生的法，是指甚麼？法即是佛

法。佛法，佛經內講那種無生，不生不滅道理的那種法，明不明白？那種法，法即是

經內講那種道理，那種道理講及不生不滅的道理，講及無生的真如那種法，對於這種

法能夠了解清清楚楚，叫做無生法的忍。這是第二種解。當然我認為第一種解是比較

好。

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有兩種無生法忍，即是有兩級。一種廣義的無生法忍，意義

放得很寬，即是甚麼？對於無生法能夠了解就是了，不一定須要無漏智，有漏智也能

夠理解的都是無生法忍。廣義的解釋，不論有漏智、無漏智，對於無生法能夠忍可，

能夠清楚了解的，都叫做無生法忍。這是廣義的解釋。

狹義的解釋即是嚴格的解釋，是甚麼？是指見道以上，那種無漏智證得真如，證

得無生法，直用現觀證得真如的，不是思維的，然後才稱為無生法忍。兩種解釋。好

了，現在我問你，這處說的無生法忍，應該是廣義還是狹義？你答我。(廣義。)為什

麼？(因為尚未見道。)這個是廣義是對的，懂得嗎？明白嗎？你們聽課叻了很多。他

說若得無生法忍會較什麼？較前福德更加殊勝。

即較第二項那種，思維般若波羅蜜多更殊勝。思維般若波羅蜜多是比較贍部洲乃

至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眾生供佛的功德又殊勝，即是一級一級殊勝。第四，這個，第

四無錯。第四。「若由頂加行力了解能證所證諸法皆於勝義無所得較前福德尤 超爲

勝」。又進一級，又勝一些。他說如果能夠由頂加行的力能夠瞭解到，瞭解到甚麼？

能證的智慧和所證道理，法理，這兩種東西，在勝義諦中都無的，無所得的。如何無

所得？你解無所得最好這樣解，大部分...

現量比量，現量比量，什麼是現量？記不記得？我又問番你？什麼叫做現量？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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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蘭，記不記得？(即是我們可以把捉得到，)係直接把捉，親自。比量呢？(即是由一

樣東西比喻另一東西，)推度的，推理，比量，現代人叫做推理。現量，現代人叫做

感覺，或者實證，純粹感覺。現量，我們譯作現代語應譯為純粹感覺，或者純粹經

驗，或者譯作什麼？親證，或者譯作實證，實證，或者譯作什麼？直接體驗。比量就

直譯作推理。現量不可得，即是我們用感覺接觸不到，沒有這種感覺。

比量不可得，即是用推理都推不到結論，推不出一個結論，現量比量不可得。這

叫做不可得。在勝義諦裡當然是現量，勝義當然是以現量證，都無可得。我們證真如

的時候，我們根本見不到什麼叫做所證的法和能證的智慧，如果我們能了解這樣便更

殊勝。第五。「較贍部洲一切有情皆行十善得四靜慮四無色定尤 超勝」。還有這爲

樣，這種修頂加行又比較整個贍部洲的眾生，的有情，個個都行十善，記不記得十

善？記住，好容易記，身三語四，加三樣心，是不是？身三是什麼？語四，語四。身

三是那身三？殺、盜、淫，是不是？身三。語四呢？妄語、綺語、惡口、兩舌，語

四。

還有呢？貪、瞋、邪見。是不是？個個都行十善，應該功德很大，都不及那位，

所積的功德都不及一位菩薩去修頂加行的，不只這樣，不只修十善，修十善生欲界天

也可，生不到色界天，只修十善不修禪定，只生六欲天，六層欲界天，六層欲界天是

什麼？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化樂天，六、他

化自在天。是不是？由於他有男女情欲，欲界天。

如果你想修色界天，就要修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靜慮即是禪。四無色定，

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想有處定、非想非非處定。如果個個眾生都修那麼多

法，加埋的福德都不及那位忍位菩薩所得的福德那麼超勝。為什麼？因為那位忍位菩

薩已經接近大菩提，你們這班人，修四禪，修到四無色，修非想非非處定也可能是外

道，是不是？第六、「又由證得頂加行之力，諸天 皆來自所」。衆

16



他自己那處的諸天 會來供養他們，所以那些，有些在茅蓬住的高僧，戒律好的衆

和修禪定好的，依經教修行，有時會見到種種的天人來供養他們，雖然可能是幻覺，

但你找這樣的幻覺給我們看看，他就有了，是不是？唐朝那位道宣法師，住在終南

山，日日都有天人去供養他，相傳有一故事，未必是真的，玄奘法師的大弟子，窺基

法師，他不多守戒律，因為很多人說他有老婆和很多妻妾，他本身是公爵，因為他代

表唐太宗出家，所以有特權。他的前輩道宣法師，唐三藏死了後，窺基法師到處講下

經，到處遊歷，有一天經過終南山，一想起不多遠的山上，就是道宣法師那處，這位

前輩，走去探訪他吧。道宣法師每日都有天人去供養他食物，很多，都吃不完。

窺基法師上去拜候道宣法師，已經將近中午，要食，過了中午便不能食。窺基法

師說要走了，但道宣法師說你不用走，稍後會有天人送飯 來給我吃，大家一起吃。餸

怎知等，等到過了午，也沒有(天)人送飯 來，於是走了，連累道宣法師沒有飯吃，餸

因他過午不食，累得道宣法師那天沒有得食。窺基走了後，那些人來供養，已經過了

時間，道宣法師當然不食，就問他們，為什麼剛才你們不來？現在才來，現在已經過

了時間。他說，剛才有位大乘菩薩在此，三十里天兵保護他，三十里天兵圍繞，我

都...

那些光明令我不能接近，要等他走了後我才能來到。原來那位破戒和尚那麼厲

害，故事就是這樣說。即是說有很多人受一些鬼神供養，那些天人。玄奘法師臨死的

時候，見到很多天人拿東西來供養他，《三藏法師傳》說的。我們看回此處。第七、

「又由頂加行力，映蔽一切諸魔」。那些魔的光明給他映了，魔的力量給他蔽了，不

用見道，你若做到頂加行已經不用怕那些魔。

第八、「恭敬其他菩薩等同大師」。他，一修頂加行的人對其他的菩薩必定起恭

敬心，行恭敬的禮。大師是指佛，好像對佛一樣那麼恭敬。第九、「於一切種慧學清

淨善巧方便二種資糧」。對於一切種，即是各種各種，各種各種的慧學都能夠清淨，

又能夠得到善巧方便兩種資糧，善巧和方便兩種資糧。善巧方便，有很多人借用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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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來亂籠。譬如，你是持戒的，你去到別人地方，他們大家吃肉，你說你又方便善

巧去陪他們吃兩塊吧。很多人借著這方式。

鳩摩羅什在長安譯經，那個皇帝姚興送十二個宮女給他，十二個給他做老婆，鳩

摩羅什那麼短命就是因為此，六十多歲便死了，迫他要，要他留下聖種，結果他生了

一個兒子，鳩摩羅什有一個兒子，歷史上也有記載他有一個兒子，他的兒子是一個蠢

才來的，都不是叻，他聖種都不得聖。他有老婆，於是他有三千弟子，和尚個個是這

樣的。他的弟子對師父說，你有老婆，我們也可以。

於是鳩摩羅什說：好。請所有弟子吃麵。他拿了碗麵，大概鳩摩羅什有少少神

通，他拿了些針來撈麵，你們看，我現在吃麵。如果能夠這樣食，便可娶老婆。誰人

吃？誰人想娶老婆，便來吃碗針撈麵。結果沒有一個弟子敢食，真的有記載這回事。

鳩摩羅什吞針，二十四史中有這段記載，不是只有佛教史有記載，這些歷史也有記

載，二十四史有記載，北史有記載。鳩摩羅什吞針這回事。那些人以為你老師都方便

善巧，那我們也方便善巧，那好，我會吞針，若你也吞針，你便可以娶老婆。

第十、「由頂加行力得佛種性」。其實這個佛種性，即是成佛種子，成佛的可能

性。其實未到頂加行早都已經有，為什麼得這個佛種性？因為這個佛種性特別起，特

別現得快這樣解，有決定性。即是，意思即是未曾到頂加行的但又有佛種性的人，那

些都不知甚麼時候會成佛。一到頂加行的人，他已經決定於一條直路，很快很快就可

以成佛。第十一、「獲得殊勝發心等得佛果之因」。他那時發心，即發菩提心，他那

種發心更加殊勝。

這些發菩提心等，等是甚麼？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之類，這些都是得佛果之因，

更加殊勝所得。第十二、「由頂加行力不生六度所治品之心」。六度所對付的心，他

不會起那種心，由頂加行力，不是說絕對不起，即是只在修止觀時不會起那種心，如

果真的絕對不起，出定後也不會起，那不只是頂加行，是七八地的菩薩。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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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於色等起執實之心」。對於色、受、想、行、識等他不執它為實有。第十四、

「於一一波羅蜜多中了知攝餘波羅蜜多而行」。

他呢，即是說他們那些頂加行菩薩，他修一個波羅蜜多的時候，他知道一個波羅

蜜多包括其餘的波羅蜜多，他了解，他修布施，他知道這個布施波羅蜜多，包括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修一個般若波羅蜜多，他知道包攝其餘的五種波羅蜜

多。第十五、「獲得圓滿三乘智德」。智德即是智慧。德有兩種，一種叫智德，一種

叫斷德。斷煩惱的德，智是智慧的德，智德是積極性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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