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由頂加行力，近大菩薩」。能夠親近那些大菩薩，所謂大菩薩是指地

上菩薩和法身菩薩。菩薩有三種，一種那些已經成佛，現菩薩身的，例如觀音、文

殊、普賢之類，這些叫做法身菩薩，已證法身的菩薩。第二種是地上菩薩，已經見

道，由初地至第十地，這些叫做地上菩薩。第三種是地前菩薩，入初地之前，即是發

了菩提心之後但又未見道的，這些地前菩薩。所謂大菩薩是指地上菩薩和法身菩薩。

他能夠親近這些大菩薩。

以上是頂加行，頂位的頂加行。下文，辛三，忍位的頂加行。忍位的頂加行是最

堅強，所以《大般若經》讚它，說它很堅強穩固，讚這種菩薩。《大般若經》讚這種

菩薩很堅強，是指他對於三智能夠堅強穩固，是讚那種忍位菩薩。「由三智諸法 圓

滿最無上 不捨利有情 說名 堅穩」。他說由於這種忍位菩薩，對於甚麼呢？對於與爲

三智有關的法，這法是指一切經教、道理，經教道理。三智即是一切智，道相智，一

切相智。即與三智有關的法，都能夠什樣？

很圓滿，接受得很圓滿，而且這三智的法是最高無上的法，你能夠接受，能夠圓

滿聽受，圓滿接受，行持時不捨有情，不捨利益眾生的志願和行為，能夠做到這樣，

所以《大般若經》說明為堅穩，讚美他，這種菩薩能夠堅穩，堅固，穩固。我們看

看。「獲得三智隨順慧及於利他不壞堅穩之大乘第三順決擇分，即忍位頂加行之

相」。一句。

如果那位菩薩獲得到對於三智都能夠起一種隨順的慧，即是那種慧能夠隨順去修

三智的，那種隨順慧，即是有智慧，及於利他不壞而堅穩，對於利他的行為，不會放

棄，不會壞，而能夠很堅強地去做。這種就是大乘第三個順決擇分，即是忍位，忍位

的加行所有的特性了，即忍位頂加行的特性，相者即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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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唯在忍位」。只是忍位那段時間修的。「大乘加行道忍位，能夠成就自利

智德所攝圓滿發心等表示三智智德種類之無上妙慧」。這類忍位菩薩能夠成就得，能

夠獲得，成就即是獲得，自利的智德。剛才我說佛有兩種德，菩薩亦也有兩種德，一

種智德，一種斷德，是不是？又有人把它分為三德。智德，斷德，恩德。智德，如果

以佛來說，佛的智德是大菩提。佛的斷德是大涅槃，因為大涅槃是斷除一切煩惱而

得。恩德是什麼？是救度眾生的恩。

佛有三德，普通菩薩一般只說二德，智德，斷德。智德、斷德是自利，恩德是利

他的。這位菩薩能夠成就自利的智德，智德所攝的，即是屬於智德的，那種什麼？圓

滿的發心等，由於圓滿發心等所表示三智的智德那類，屬於那種類，那種之無上妙

慧。翻譯得真是劣極。還有什麼？利他德，利他德即是恩德。他又有恩德，不捨有情

利益那種穩固方便。

救度有情單有智慧是不成的，還要有方便，攝引，是不是？你看看那位憨山法

師，他被充軍，因為他得罪那些太監，憨山法師，他得罪那些太監，被政府拉了，審

他，稱他為妖僧，把他充軍去嶺南，充軍到過了嶺南，趕他離開，於是他便走了去南

華六祖那處。他在六祖那處為了化眾生，那時他常與那些人搞埋一堆，那些人跳他又

跳埋一份，那些人玩他又玩埋一份。這些所謂方便，方便善巧。

有時你不用方便善巧是不成的。那種無上妙慧和什麼？堅穩的方便，看到嗎？堅

穩的方便。記住，方便善巧這個字，非真實名方便，方便即是不是真的，只是一種便

利而已，這種只不過是一種手段，方便即是手段，方法便利。方法便利和手段當然不

會是真實，非真實。但有方便而無善巧又弊，無過失。雖然是手段，但不會搞錯，結

果是不會壞，無過失是名善巧。方便善巧要同時一齊才可以，若只一味方便是不可

以，要善巧無過失才可。「經中說名堅穩頂加行」。他說《大般若經》中，那個大品

和小品般若都叫它做堅穩的頂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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煖位，頂位，忍位我們已讀過，我們休息一會，再讀世第一法和見道。以前在香

港，沒有人拿本《成唯識論》來講的，我，不單止香港，南中國沒有人講的，我第一

個在這處整本《成唯識論》講完，還有那位韋達，他用英文來 take notes，結果聽

我講，聽了十年零四個月，聽完之後，整本《成唯識論》翻譯了，出版，現在有得

賣。韋達，一個波浪。第二個波浪就是五嶺以南，嶺南，不只香港，沒有人講《瑜伽

師地論》，我雖然講，未講完，結果我都講了好幾截。

《瑜伽師地論》，這是第二個波浪。第三個波浪就是般若，我提倡般若，人人都

以為我只講唯識，都沒有人說我提倡般若，他們唔信，真奇。(是不是《現觀莊嚴

論》？)是的，我講的，我已經以前講過一次《現觀莊嚴論》，整本講過。現在常教

人把《現觀莊嚴論》來對讀，但沒有人說我提倡般若，人人只說我講唯識。你有沒有

聽到人說我講般若，無。其實我不是只講唯識，是不是？我常常提倡叫人讀般若，但

沒有人說讀般若，真奇，真奇。人人都只說我講唯識。《現觀莊嚴論》提倡讀般若，

第三個大波浪。

第四個大波浪是什麼？以前出家人不肯聽在家人講法，不肯聽居士講法，自從我

初期我在這處講的時候，有些出家人到這處聽，結果被其他的出家人批評，你不應聽

居士講法。但我來了以後，你估最反對出家人聽居士講法是誰？有兩個人，一個是已

逝世的定西法師，最反對，尤其是最反對聽我說法，結果他死了。第二個是洗塵法

師，最反對出家人聽居士講法，但結果他要請我來做哲學研究所所長，你說奇不奇。

從此之後，陸續有很多出家人聽居士講法。界限少了。在家居士去聽出家人講法，出

家人也去聽在家人講法。界限少了。

還有，確實是，實際上雖然我常常講般若，但我勸人多讀唯識，所以那些人常說

我講唯識，因為何解？因為你讀唯識，你的頭腦才會清楚。般若不是不好，修行是般

若好。若說理解一定要唯識，因為唯識清楚。若說修行，唯識那麼多名相是不成的，

是般若才成的。你讀般若，不是說般若便可以，般若不是一本《心經》便可以，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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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心經》是不可以，《心經》只是一本入門書，或者你看了很多般若經，再用番

《心經》便得，或者以《心經》為入門又得。《心經》之外，《金剛經》可以嗎？

《金剛經》，得。不過都嫌.....即是《金剛經》不是唔得，用作修觀就得，若真

正是好像去大海汪洋處去看，一定要《大般若經》，《大般若經》最緊要是第一會，

第二會，第四會這三會。《大般若經》六百卷這三會佔了五百卷，五百幾卷，叫做廣

中略三會般若。三會般若你看看不通，那些說看得通的是騙人，現在亦未有人敢膽說

他看般若看得通，沒有人，在香港台灣也沒有人有這個膽子，我看怕除了印順法師，

都沒有人敢膽說這句話，在台灣。印順當然，他很豐富，他那人，演培也不敢說，一

定。因為實在般若經很難搞，只有拿本《現觀莊嚴論》才有辦法。西洋人要讀梵文的

般若經都搞唔掂，都要拿住《現觀莊嚴論》。

沒有這本《現觀莊嚴論》在手，你讀般若經，都不知怎樣讀法，茫無頭緒。你可

以說我拿本《大智度論》來讀它，因《大智度論》是用來解釋經，一句句，一句句

解，整本經的義理都看到。所以這本《現觀莊嚴論》....(這次是你第幾次講？)第二

次。第二次。打算整部講完的是第二次。這本我一定可以講完的，若我在 30號還未

講完，我再加一星期，我一定講完。(沒剩下很多)。

因為這樣，我講完它我一定有福，好過我起間廟，是不是？起間廟所得的福都不

及講一講這本論的好處，你可以問他的，是不是？他是這般說的。《金剛經》說用三

千大千世界載滿七寶奉施給如來，不如唸四句偈，如理作意為他人說。我沒有錢做善

事，沒有錢起廟，我講下重好過，重好過那些有錢人拿錢來。好，我們講番，唔好講

這些東西。

辛四，世第一法頂的加行。一過了世第一法即是見道。世即是世間，指有漏的。

有漏的智慧中，它是最高。世第一法。看偈，「四洲及小千 中大千 喻 以無量福德爲

宣說三摩地」。四洲即須彌山旁的四大洲，一個須彌山四個洲加起來為一個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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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個世界叫做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叫做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叫做大

千世界，大千世界又名三千大千世界，即是用個三來倍上去。他用三千大千世界打碎

成為微塵，打碎成為微塵，用水來點微塵來滴，你說可以滴出多少水呢？

每一個滴用作譬如一個功德的單位，他的福德之多，世第一法的菩薩，能夠修世

第一法的頂加行的功德，比較打碎三千大千世界成為微塵，每粒微塵染一點水，水滴

會有幾多？他的功德還大過那些功德，還多過水點之數。這個是什麼？如果一個人能

夠修世第一法的頂加行而入三摩地，其福有...。般若經宣說世第一法位的頂加行所得

的三摩地有這麼多。明不明白？我們看。

我們看偈，「四洲及小千，(一撇)；中、(一個頓號)大千世界即是中千及大千世

界 喻，用作譬喻，爲 (一撇)；以無量福德，即是打碎成為微塵，每個微塵一點水這樣

的福德，以這無量的福德，來宣說，宣說譬喻這頂加行，這世第一法位的頂加行的三

摩地，三摩地即是定。因為這種加行，止觀加行是在三摩地裡，在定裡面。

我們看。能「成熟親生大乘見道之功能」。即是能夠令到，能夠成.....，世第一

法有直接，親即是直接，directly。直接產生大乘見道之功能。他有。令這種功能成

熟，「能成熟親生大乘見道之功能於無邊三摩地心能遍住」。

又能夠在無量無邊那麼多的定，他的心都可以遍住，都可以入得到的。世第一法

已經這樣厲害，是不是？無邊那麼多三摩地可以入，那種什麼？大乘第四個順決擇

分，即是世第一法。第一個順決擇分是煖，第二個是頂，第三個是忍，第四個是世第

一法。在世第一法說修頂加行，即是這種能夠入得那麼多三摩地的這種頂加行，「即

是世第一法的頂加行之相」。相即是特徵。

「界限唯在世第一法」。界限是在世第一法那段，那個階段修的。我們看。「大

乘世第一法之智，以四洲，小千，中千，大千世界微塵」，即是把它打爛變為微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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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諸水塵用髮端滴數」，與及那些水，這些微塵，用頭髮的端來染那些水，所滴到

的，用作譬喻數目之多。「若隨喜四菩薩之善根」，如果那些修行世第一法的菩薩，

那些世第一法的菩薩如果修頂加行，他這一類人一定能夠隨喜那四種菩薩之善根的。

那些修行世第一法的頂加行的人，如果他能夠隨喜另外那四種菩薩之善根，他的

福還多過打碎三千大千世界成為微塵來點水的數目。那四種菩薩？因為如果你到達世

第一法，便很快見道。自己知道自己很快見道，那時對於那些菩薩的功德很仰慕很懇

切，他對那四種菩薩的功德很仰慕，那四種菩薩？「經中以此宣說世第一法頂加行之

三摩地也」。

他說《大般若經》用，「以」即是用，用這些說話來宣說世第一法頂加行的那種

三摩地，三摩地是指止觀的功德。那四種菩薩？世第一法對這四種菩薩最羨慕的。

「四菩薩者」所謂四菩薩，即是「初地」菩薩，第一種，因為他快入初地。「二地至

七地」，第二種菩薩，「第八地」，第三種第八地，第四種是「住十地」。這個「住

十地」，為什麼他不羨慕第九地？嗄。

到了第八地，「住十地」有兩種解，要對西藏文才能夠清楚，「住十地」可以有

兩種解，住在第十地，一個解，第二個解是什麼？住在由初地一路至十地，然後住十

地，是不是？兩種解都可以。所以法尊法師譯得模糊就是這樣，我說他。你明不明？

對於這四種菩薩都很仰慕，「以住世第一法之菩薩隨喜」，隨喜是動詞，「彼四菩薩

之善根故」。為什麼隨喜？隨即是隨順，喜即是歡喜。什麼叫做隨喜？譬如你未有職

位做，你已經找到職位，我隨順，即是我高興，隨順。不會有反感，不止沒有妒忌，

而且還覺得高興，隨順，歡喜，叫做隨喜。又例如，你初初不懂，現在懂了，我亦表

示高興，隨喜。

又例如，別人請你吃東西，譬如別人請你吃東西，你亦去食，亦可叫做隨喜。你

既然請我，我隨順你，表示歡喜，隨喜。拆開來解即是隨順，歡喜。「如是圓滿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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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攝一切現觀種類殊勝三摩地之世第一法頂加行，即名心遍住頂加行也」。「如是」

即是這樣，這些，這些什麼？這些能夠圓滿六度的，圓滿六度所攝即是能夠圓滿，能

夠令六波羅蜜圓滿的，那些什麼？

那些一切現觀，能夠令六度圓滿的一切現觀那類，一切現觀種類，屬於那類的殊

勝三摩地。這種殊勝三摩地之中，有一種就是世第一法的頂加行，即是這種能夠圓滿

六度的，能夠圓滿六度的一切現觀那類的殊勝三摩地的世第一法的頂加行。又即就是

名為心遍住的頂加行。即是說他的心能夠入很多很多禪定，入很多很多三摩地的頂加

行，即是說已經修到世第一法，他已經可以入很多很多定。

以上就是《大般若經》這樣讚美世第一法的頂加行。以上是庚一，加行道的頂加

行，是不是？最初發菩提心之後，就叫做資糧道，是不是？資糧道過後，第二個階段

就叫做加行道，這兩個道，資糧道，加行道的智慧都是有漏的智慧，不過資糧道的定

力不太夠，戒律不太好。加行道則戒、定都很夠，不過無漏智仍然未起，要見道以後

入地那無漏智才會起。無漏智起最初級，最初無漏智初起的時候，就叫做見道。

庚三，見道的頂加行。見道的頂加行又分二，辛一，所治分別。所治即是所對付

的，所對付的煩惱，那些煩惱即是分別，分別即是執著。見道時專對付這些執著。那

種執著被它對付，所治。辛二。辛一，所治分別。把各種執著，各種它所對付的分

別，一個一個數出來給你聽，然後辛二。分別之對治。說如何把這些分別執著來對

付。

現在辛一，所治分別。又分二，壬一，略標，壬二，廣釋。壬一，略標，略標又

分二，癸一，略標所取分別，癸二，略標能取分別。分別即是執著，有兩種，一種是

對所了解的東西而起執著，一種是對能了解的東西而起執著。所了解的東西是什麼？

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都是所了解的東西。能了解的東西有那些？那些我、有情、命

者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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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癸一，略標所取分別。所取分別有兩種，一種是轉趣的所取分別，轉趣者是

指應該得到的叫做轉趣，應得的。退還呢是什麼？應放棄的。這些所取分別有兩種，

一種是轉趣的，一種是退還的。「轉趣及退還，(一撇)」；看到嗎？「其所取分

別」，那些所取分別分開兩種，每種又怎樣？轉趣的所取分別和退還的所取分別，

「當知各有九」，每樣都分九等，這九種分別，每樣都有，「非如其境性」。

為什麼叫它做分別？為什麼叫它做執著？因為他了解那境時並非依照那個境的本

身去了解，他加了些主觀的執著上去。「非如其境性」，即是不是依照那個境的真相

去了解的緣故。略舉。識不識解？識嗎？你們後面那些識不識？識嗎？大乘見道所斷

之所取分別有二種，大乘見道所斷的分別，分別有二種，一種是什麼？轉趣的，一種

是退還的，轉趣及退還的，轉趣的事，一種是退還的事，兩種分別。什麼叫分別？執

為實有。沒有那樣東西你執它為實有。

這種是所取分別。各有九種，即是轉趣的所取分別各有九種，上品、中品、下

品，每品又分上中下。「當知皆非如其境之體性而起覺了」。他說這九種、九種，我

們應該知道都是不能夠依照那個境的實際體性，而一味用主觀去分別它。所以它「唯

是妄執」，都是妄執來的，那體性而起妄執。為什麼會有妄執？他對於境界而起執

著，他對於他所執著的境錯亂，不能夠看得清楚，那個錯亂的識搞出來，錯亂識。

聽唔聽得明嗎？你聽唔聽得明嗎？梅莉莉。你呢？你明嗎？(羅生，帶質境是甚

麼樣？帶質境？)帶質境多數是，不是，獨影境和帶質境都不定，帶質境一定是這

樣。獨影境是沒有那樣可看出那樣，都是不如其境，沒有那樣你可看到出來。獨影境

有好有不好，帶質境多數不好。我們現在那些藝術家都是帶質境，一樣東西本來沒

有，但他們看出很多詩意，詩情畫意，那些詩情畫意都是帶質境。

所以帶質境在社會上的價值不是一定好壞，但對修行就不好，你想見道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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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師，反對別人吟詩，藝術那些都反對。因為這些都是帶質境，阻礙

你的，增加你的所知障。好了，略標所取分別，是不是？現在再略標能取分別。能取

是什麼？例如我那些便是，我便是能取。累不累你們，如果不累便講埋這一段，好

嗎？我怕你們累，我就不累。

「由異生、(一個橫點)聖別，(一撇)；分有情實假，(一撇)；是能取分別。(一

句)；彼各有九性。(一句)；若所取真如，(一撇)；彼執 誰性？爲 (一個問號)；如是彼

執著，(一撇)；自性空 相。爲 (一句)」。我先解散文。大乘的人，「大乘見道所斷能

取分別亦有二種」，有二種，第一種，「異生執實有有情」，異生即是凡夫，那些凡

夫常常執著實有的有情，有情即是眾生。

這個是舍利弗，那個是孔夫子，這個是諸葛亮，個個都是實有，執那些眾生為實

有。那些眾生，執其他的眾生為實有。聖人又如何？知道是假的。「及由聖者差別執

假有士夫」。與及那些聖者，聖者有種種不同，是不是？有些小乘聖者，有些大乘爲

聖者，有些預流果，有些一來果，有些不還果，有些阿羅漢果，那麼多聖者，差別。

聖者有種種不同的差別，所以他起的執又有種種不同的差別，什麼差別？執 假有士爲

夫。

他就知道，聖者知道，譬如龍德君這個人，只不過是五蘊和合的假東西而已，或

者舍利弗亦是五蘊和合的假體而已，你以為他沒有執，有沒有執？都有執，他執著一

樣假東西。你執著它是實東西，固然是執，你執著它是假東西，亦一樣是執。是不

是？那些聖人執著假東西為實，凡夫執那些不實執為實，聖人則執它為假，假的，假

的。你說他假的，假的，他亦一樣是執。

這種執很難搞，更難除，這種執。聖人執假士夫，士夫即是人。執假人，假人

物，說他是假的，假的。口說假，但心中有個假東西執實。這兩種，「皆於彼二執爲

實有」。不論凡夫聖人一樣執，彼二執。執他 實有不是執他實在此，是執他為實有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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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者。會吃飯的，個個都會吃東西，吃芒果會覺得好吃的，個個都會享受的。「當

知彼執各有九種」，我們應該知道不論凡夫與聖人，凡夫執東西為實，聖人執東西為

假，不論聖人凡夫，各有九品。

「由有九種境故」。因為境有九種，所以執亦有九種。「此諸分別皆是錯亂」，

這些不論凡夫聖人的執，這種執著分別都是錯亂的。「不得境之實性故」，實性即是

真相，他不能夠了解那些境界的真相，所以執著。「以彼所取於真如無故」，為什麼

說他是無，說他是執著？因為他....「都非彼境之性故」。他即是說舍利弗根本不是舍

利弗有個舍利弗本性，他執這個龍德君根本亦不是有一個實的龍德君的本性。

我們看回偈。由於凡夫與聖人不同，於是分為兩種執，凡夫執有情為實，執能取

有情為實，那些聖人執能取有情為假。雖然有凡夫聖人之分，都是對能取的東西而起

分別執著。不論凡夫聖人各有九種，各有九性即是各有九種，有九品，因為這九品的

執著，在證真如時根本沒有這些東西，「若所取真如」，這些所取的九品東西，當你

證真如的時候，都不見有這些東西。「彼執 誰性」？他所執有這些東西到底是不是爲

真有，是誰的性呢？以上解到這處，現在解回散文。

「如是當知彼諸執著皆以性空 相也」。他說由此我們知道，他們所執著的，根爲

本在勝義諦中沒有這回東西，體性本來是空的，它的特性是空。即是這兩句，「如是

彼執著，自性空 相」。它的本質是無，是空。以上略標凡夫和聖人的兩種執著。爲

星期一會解廣釋。壬一，略標，現在廣釋，壬二。廣釋又分二，癸一，癸二。廣

釋所取分別，那些人執著所取的物是實有，那些佛，那些事物。癸二，廣釋能取分

別。能夠執著事物的我，那些主人。現在癸一，廣釋所取分別。又分二，子一，子

二。子一，轉趣所取分別，子二，退還所取分別。什麼叫做轉趣？「應取」叫做轉

趣，應去修得的，應修的。退還是應捨棄的。有些人執著某些東西，某些所取東西，

是所應修的，雖然是所應修的，但他執它為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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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知道某些東西應該捨棄的，他又執那些應放棄的東西為實有。這種執很多

人都難免的。轉趣所取分別，子一。「自性及種性，(一撇)；正修行諸道，(一撇)；

智所緣無亂，(一撇)；所治品能治，(一撇)；彼業所造果，(一撇)；不是不是，自內證

作用，自內證，(一撇)；自內證，(一撇)；作用，(又一撇)；彼業，(一撇)；所造果，

(一撇)；是 轉趣品爲 (不要撇)；所有九分別」。

我們先讀散文，然後才讀回偈。「如是於大乘道果執 實所受用中」，如是即是爲

這樣，對於大乘修道所得的果，大乘修道所得的果，果是可以受用，他執這受用為

實。有些人是這樣的，雖然他不執我為實，不過他執我所得的功德為實，有些，是不

是？

當我說這個我是假，他會執一個假我，執實一個假我，那一樣是執，執上的執，

聽得明嗎？第一種是轉趣的所取分別。這種所取分別，轉趣的所取分別有九種。因為

大乘道果的實所受用中而起執有兩種，一種是轉趣的，即是所應修的，一種是退還

的，即是所應棄的。兩種所取分別，現在他先說初，轉趣的所取分別，這種轉趣的所

取分別又分為九類，九級。那九級呢？

第一，第一級，「菩薩總所趣事，由六度因勝義非有，於勝義非有因之無上菩提

果亦勝義無得；(一點一撇)；然於世俗有可得之果；(一點一撇)；緣此執 實所受爲

用。(一句)」菩薩，一個修行大乘的人，菩薩，一定要修六波羅蜜。

總合六波羅蜜都要修的，你修少一種都不可以，所以六波羅蜜是「總所趣事」，

是菩薩總是，這個「總」字即是英文 always，總是要修他的所趣的事，所修的事，

所趣向的事，即是六度。這六度，由六度的因勝義非有。菩薩總所趣事，剛才說六

度，除了六度之外，修六度所得的果也是總所趣事。修六度及其果。果是佛果，佛果

是六度的果，而六度是佛果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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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六度因勝義非有」，我們用世俗諦的眼光來看，布施、持戒等六波羅蜜多確

是有的，是不是？但在勝義諦中來講根本是沒有所謂叫做六度，沒有實的六度，為什

麼？因為所謂六度是佛假立來度眾生，那裡有實的六度，是不是？如果你執有實的六

度，便是遍計所執性。這裡是一點了，所以不能 ...所以六度不是實有。還有當我們證

到真如，即證入勝義諦，真如即是勝義諦，當我們證入勝義諦的時候，即是真如的時

候，不見有六度。所以說六度這種因，六度佛果的因，六度這種因在勝義諦中來說是

沒有的。

但是這樣，他告訴你在世俗諦中是有的，是不是？「於勝義非有之因」，即是六

度，在勝義非有的因，六度的因，在這個六度的因之上，一定有個無上菩提的果，若

依照世俗諦來看，這個無上菩提的果，在世俗諦來看，確是有一個無上菩提的果，但

在勝義諦來看，這個無上菩提的果是沒有的，不是實有的，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證得真如的時候，在真如中並無所謂佛無上菩提的果。即是說菩薩所

修的六度因和無上菩提的果，在勝義諦裡都非有。繼續看。「然於世俗有可得之

果」；雖然在勝義諦裡是沒有，但從世俗諦來說確有無上菩提的果給我們所得的，又

確有六度給我們修的。於是他怎樣？「緣此執 實有自性」。「緣」即是觀，爲

「此」，觀什麼？觀無上菩提的果，執著它。

觀，不單止觀無上菩提的果，連六度的因也觀。他對於六度的因和無上菩提的

果，這兩樣東西，「執 實有受用」。他認為確是有，確是有這樣的東西可給我們享爲

受得到，「受用」即是享受到。識不識解？這句他譯得，法尊法師都譯得都頗不暢

順，是嗎？聽得明嗎？你未，你未聽得明，你看，一百零四頁，第四行。

「於大乘道果」，大乘修道的果，即是無上菩提，是不是？對於無上菩提這種道

果，他執著認為它實有受用，認為一證了無上菩提，成了佛後確是有很多受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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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即是享受，好的享受。認為實有受用的時候，在這個情形中有兩種執著，兩

種執著。一種叫做所取執著，所取分別。一種叫做能取執著，即是能取分別。能取分

別，我們不講住，先講所取分別。

而所取分別之中，即是對於所取的東西起執著之中，又有兩種。一種是轉趣的所

取分別。轉趣即是應該得到的，應該修到的叫轉趣。應該修到的所取，對於這種所取

而起分別，叫轉趣的所取分別。第二種是退還的所取分別。什麼叫退還？應該不要

的，退還的。那種所取應該退還的，對於這種退還的所取而起執著，確是實有，我們

有這種東西，我們應該不要的，要退還的執著。現在先講轉趣所取分別。轉趣所取分

別有九種。

第一種，「菩薩總所趣事」，那個修行菩薩道的人，他總是有一種所應該要修到

的東西，「趣」即是走去，即是要修到的東西，所修到的東西是甚麼來的？一，有兩

種，所應修的東西有兩種。一是六波羅蜜多，即是六度，六度是因。二，他所趣的

事，是無上菩提，無上菩提是修六度所得的果，所以叫做無上菩提果，因叫做六度的

因。六度的因與無上菩提果在世俗諦中來說是煞有介事，確是有的，但在勝義諦中是

無的，為什麼？

勝義即是真如，當你證得真如的時候，你不會見到真如內有所謂六波羅蜜多，亦

不會見到真如內有一個菩提的果，所以六度這個因與無上菩提這個果，在勝義上都非

有的。「菩薩緣總所趣事由六度因在勝義非有」，這個是持業釋。若你們懂六離合釋

的話，六度即因，持業釋。「於勝義非有之因」，於這個勝義非有之因，在世俗諦中

可得無上菩提的果，不過這種無上菩提的果，「在勝義中亦非有，亦無得」，無得即

是無所得。然於世俗....

雖然在勝義諦裡，六度的因亦非有，無上菩提的果都亦無，「然於世俗諦有可得

之果」，但在世俗諦來說，確有無上菩提的果可得。既有果可得，即是說因亦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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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些於是，那些菩薩有些人緣此，緣即是觀，認識它、觀它，觀這個菩提的

果，觀這種六度的因，「緣此」，這些，「執 實有所受用」，這個因將來會得果，爲

六度因，又緣這個無上菩提的果，將來我證了無上菩提的果便可受用了。在報土中坐

著，各種，樣樣東西都非常美妙，以為實有受用，實有所受用。

於是執著實有所受用。那就不對，是嗎？一執著就不對。但是這樣，你唸佛求生

西方，如果你是地上菩薩就不用執著，知道極樂世界也是空的，但若你是凡夫，你是

資糧位菩薩，你會怎樣？你想生極樂世界，要執它為實有、實有，這樣才容易生的，

是嗎？如果說它是假的、假的，這樣不容易生，是嗎？菩薩就不是，那些地上菩薩就

不是，要知道它是空的才可生得到。生到那些報土，要明知它是空的才可生得到。如

果你們生化土，若說它是無的、無的，這樣不可生得到。是有的、是有的。

極樂世界的蘋果香過這處的，嗦嗦聲咬得響，那些黃金為地確是金來的，是嗎？

可以燒得熔，要這樣信才成。所以有時事件要話分兩頭，是嗎？明知極樂世界是空，

是對的，但你若未到這個程度，你說是無的那就沒有，生亦無的，不生亦無的，那一

定生不到。好了，這兩個字即是什麼？自性。偈內「自性」兩個字。自性即是什麼？

他所受用的果，他所受用的東西是實有自性。明白嗎？

第二，那自性兩個字是一，等於。「由趣入不動地等，故緣佛種性決定」。本來

不動地有兩種解釋。第一，第八地才是不動地，為什麼？因為第八地的菩薩，第八、

第九、第十這三地叫做清淨地，常常都在定中，不動指定。那不動地是指第八地的菩

薩，但是又可以這樣解不動地。對向無上菩提決定不動不搖，這個不動地則會是初地

以上也不動不搖，兩種解法都可以。

兩種解法應選擇那個？用第一種解法就可以，為什麼？因為「由趣入不動地

等」，有個「等」字，一路等下去等到初地也可以，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都可以，等

到，由不動地等，他趣入那個不動地等，一路趣入去，他趣入去的時候，會覺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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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他會這樣觀。我現在能夠趣入初地、二地、三地乃至趣入到不動地，我已經有佛

種性，佛的種性即是成佛的功能，成佛的種子，我有這些種子，這些種子是實有的。

成佛的種子，我現在一路地趣入，我怎會沒有種性，我已有種性。

我固然有種性，他人這樣修，又趣入的那些人也有種性，於是，緣自己的心會判

斷有一種叫做佛的種性，一般人會執它為實有，聽得明嗎？他緣佛種性，他認為，他

決定，有些種性決定成佛，於是執著了這句說話。即是偈內「種性」兩個字。第三，

「緣道自性見道等正修行」。當他修止觀時，他攀緣，觀，觀些什麼？觀「道」，道

即是無漏智。我現在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路上，我有些道，有些無漏智。這

些無漏智是有自性的，這些無漏智的自性又分幾類。一類叫做見道，一類叫做修道，

有些叫做佛道等等，很多無漏道。

緣這個道的自性，於是說有見道，見道是有自性的，修道，這個修道亦是有自性

的等等。這樣來正式修行。正式修行是好的，但他卻執著我們有些智慧去修行，這又

是執。很多人是這樣的，他們讀經讀得多，成日說我不要執不要執，不要執他又執，

是嗎？不要執時他執些不要執，他執著什麼？我沒有執，不要執不要執，成日入觀不

要執，我已經沒有執，其實他執著我沒有執了，執著我沒有執了亦都是執，是嗎？

只是高一層的執，高級些的執而已。好像以前的人說，常笑人喜好戴高帽，我不

會戴高帽的，我不會戴高帽的，那於是，你真是好了，你不會戴高帽的。即是什麼？

即是已經戴了高帽。以前有段故事說，有一個人常常騙人，常常戴高帽笠別人，死了

後，見到閻羅王，閻羅王審他，拍 審他，「你個人虛偽，你生平幾十年，常常給別枱

人戴高帽，給別人戴高帽子，騙人，你應該要罰，你還有什麼說話要說」。

「有啊，有話要說啊，閻羅大王你不知，世人很險惡，這個世界很污濁的，如果

不常常給別人戴高帽子，搵飯食也搵不到，是嗎？如果每個都好像閻羅老子，不接受

高帽，那就世界太平了，個個都搵到飯食，但你知世界不太平，不用兩下手法，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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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不到，所以你要原諒我才好」。閻羅老子聽之後覺得是啊，我閻羅老子沒有戴高帽

，他那些凡間的人就難怪了，啫 (他說得)無錯，(他)無罪，就算了。即是說什麼？閻

羅王都喜愛戴高帽。

好了，當他能證行修道的時候，他就執著那個道是有自性，是實有，其實那些道

在勝義諦裡都是空的。那即是什麼？正修行諸道，一句。第四，「緣道所緣不錯亂智

境」。他觀，緣即是觀，他修止觀的時候，他觀什麼？那些無漏智所緣，他已經有無

漏智，無漏智所觀的那種境是很清楚的，那種境是什麼？是不錯亂的智才可以緣得到

的境，這種境，無漏智是不錯亂的，那個無漏道能夠正正式式緣到觀到不錯亂的智所

緣的境，那又是執著有個不錯亂的智所緣的境。是嗎？

你說無漏智都有執著，是嗎？無漏智本身是沒有執著，無漏智完之後，跟著在定

中起的有漏智起就起執著，因為定中間中有些有漏智起，無漏智起完之後，那後得智

起完之後，有些有漏智起，那些有漏智是有執著。這即是什麼？智所緣無亂，那些智

所緣是無亂，沒有錯亂的境。第五種，「緣能除所治之殊勝功能，由先見功德而取與

先見過失而捨，便能生所知障之對治及得永害所治品之功能故」。這句如何解？他說

緣能除所治之殊勝功能，「所治」即是所對付的所知障和煩惱障。

他攀緣那些煩惱，應該對治的煩惱，有些無漏智能夠除所治，除去那些所治煩

惱，那些無漏智是含有除去所治煩惱的殊勝功力，功能，這個功能指 power或者

function。在定中緣這個功能，緣的時候是怎樣？「由先見功德而取」，由於他觀到

這樣這樣做是有功德，我要取這種功德，我要這樣修，同時「與先見過失而捨」，同

時他知道這樣這樣做是會有過失的，我們應該捨棄而不做。

當他又有取又有捨的時候，於是生起這種意念。所知障就是要捨，能夠對治所知

障，即是所知障之對治，即是什麼？即是無漏智。因為無漏智有對治所知障之功能，

要取。及能永害所治品之功能，即是能夠對治所知障的東西，與及那些無漏智上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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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剷除，永害即是永遠剷除，永遠剷除那些所治的所知障那類東西，所治品之功

能，這種功能執為實有。有種東西被我們所對付，所治的，而我們的無漏智確實能對

付，對治那些所治品，所治那類東西。

這些無漏智有對治所治品的功能，於是這種功能是實有，所治品的能治功能是實

有。執著，聽得明嗎？第六，依道果自利功能，修行六波羅蜜，可得到什麼？用六

度，用這個無漏智，道是無漏智，用六度去修六波羅蜜，用無漏智去修六波羅蜜，就

會得到果，得到佛果，當你得到佛果的時候，就有兩種功能，一種是自利的功能，一

種是利他的功能。佛果固然是有，每一地的菩薩也有他修道的果，未成佛之嘛。初地

有初地的果，他的果是初地，第二地有第二地的果，第三地有第三地的果，這些就是

他們修道的果。佛果是最大，固然。他們依著道果有自利的功能，於是，他們怎樣？

當他們修止觀的時候，他緣大乘內自證。

他會覺得這樣。那些修行大乘的人，有內自證，內者在定中，在定中有一種自證

的境界，有自證的功能。他知道但他忘記了，這種功能也不過是在世俗諦上假立的，

勝義諦裡亦沒有這種功能。他忘記了，於是執為實有，這種內證的功能是實有。明不

明白？(什麼是內證？)內證是怎樣的？知，我們知道東西，即是英文的 know，k-n-

o-w，知。知有兩種，一種不正的知，即是錯誤的知，我們的知會有錯誤的。

譬如，老婆婆執著有個齊天大聖，這個是錯誤的。有一種是正知，如果當名詞

用，可讀作智，正智，即是沒有錯誤的知。正知之中，一種正知即是現量，直接經驗

到的，pure experience，現量，識嗎？pure sense，pure experience，純粹經

驗，叫做正知。第二種是比知，reasoning，比，推度，用邏輯來得到結論，或者用

數學計到得數出來，這些叫做比知，比知即是推理，推理的英文叫做 reasoning。正

知亦有兩種，一種，我寫在這處，正知有兩種....前五識的現量，眼識看見顏色，耳識

聽到聲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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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識直接把捉，或者經驗那境界的。第二種....，第二種是叫做瑜伽現量，瑜伽

即是修止觀，修止觀裡所起現量，即是以初禪以上，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以上所

起現量，這種現量亦是正知，不是推理的。瑜伽現量又名，又名叫做定中，瑜伽即是

定，定中現量，又名內證。明白嗎？內證而知。內是指定，定中，定中證知叫做內

證。識解嗎？他於是覺得修道的果，有自利的果和利他的果，是嗎？而自利的果不外

是什麼？不外是內證功夫，自己內證，不是靠佛加持，自己內證，自利，不是救世

的，自己內證。

自己內證有時很豐富，定中的境界是古靈精怪，如果你這些修定的人，在定中會

見到很多古靈精怪的眾生，有時見到無限的光明這樣，有時見到一個很大的月輪在前

面又不定，有時覺得一片虛空，這些是什麼？不是幻想來的，入了定不會是幻想，未

入初禪以上會是幻想，入了初禪以上確是見到，見到佛入了定中，見到佛坐在這處，

這個都是，不是幻想，如果是幻想，不看就見不到，伶伶俐俐看到。

很多人是這樣的，他肯修定，唸佛，見到阿彌陀佛在前面，會與他說話，會說話

給你聽，一句句聽到。那些西藏喇嘛授灌頂，灌頂之後，那個師父教一個，教一個本

尊給他，法給他。譬如你想修四臂觀音法，那個師父會給你灌頂，灌一個四臂觀音法

的灌頂，你就修四臂觀音法，成日唸四臂觀音，每天修法的時候，唸一千幾百四臂觀

音的咒，即是〝唵嘛呢貝美吽〞四臂觀音的咒，行又唸企又唸，你唸得多，你唸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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