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下種子是因在先，後期有蘋果食是果，因在先果在後，不會因果同時，但有些

人認為因與果是可以同時。例如什麼？點了枝蠟燭，點了枝洋燭，那枝洋燭芯是因，

那些火是果，是不是？因與果同時。因果同時。前因引後果那些叫做等流，那些叫做

同類因。為什麼叫做同類因？因為因和果是同一類東西。蘋果的種子與蘋果是同一類

東西。果稱為等流果。等流，等是同而流是類之解，同類因得等流果。因在先果在

後。第二種是什麼？有一種叫做俱有因，俱有因得增上果或者士用果，這個你們很難

明，小乘的名詞，俱有即是同時存在的因會得兩種果，一種是增上果，例如什麼？眼

根是因，眼色是果，眼根和眼色一定要同時存在，並不是前一剎那就有眼根，後一剎

那就生那眼識，不可以的。

還有，即是說是因果同時，同在一格，俱有因只有士用果又怎樣？譬如我現在割

禾，割禾須要用鐮刀來割禾，當那把鐮刀割下去的時候，那鐮刀和禾同時存在的，鐮

刀是士用，士用即是作用，起作用的東西，工具，鐮刀是工具，士用即是工具，那個

工具和那樣所得的果，割得的禾是同時，那些叫做什麼？俱有因就得…，有些人執著

一定要前因後果，俱有的因一定不可以的，一定要因滅後果才生。他說有一種人，他

認為果生，須要俱有因滅，本來有些俱有因，要那俱有因滅後然後果才會生，有些人

這樣執著，有種士夫，又這樣執著。「離世俗性執有餘勝義之士夫」，離開世俗諦之

外，另外有個勝義諦。本來佛家勝義諦和世俗諦是不異，你們讀過《解深密經》，很

多讀過，勝義諦和世俗諦是無異，是不是？

一切法是無異，勝義諦和世俗諦是無異。有些人執著世俗諦之外，另外有個勝義

諦。即是現在有很多人…，前幾天在法雨精舍，有個年青人被我窒，他說那我們怎樣

才…他即是問什麼？不知怎樣我們修行是離開這些東西？我們得到的真如，那怎樣才

得到？他被我罵。真如是離開這個世界，離開這個世俗的東西，而你去得到那個真如

嗎？好像去街市買 一般，離開，你住在這宿舍，離開這個宿舍去街市買些 回來。餸 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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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不是這樣的嗎？真如是無乎不在。有些人無我，我是這樣的。

有些人執著離開世俗諦，有另外一件東西叫做勝義諦，有些人是這樣的，這種假

士夫，有一種，那個修觀於是，觀那種假士夫，聽得明嗎？好了，這句即是什麼？

「謂生俱有滅」。即是有一種人，他執著果生起的時候，一定要俱有的因滅後才可

以。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原來這作者是彌勒菩薩，彌勒菩薩認為因和果有兩種，一種

是前因引後果，一種是因與果同時。你們未聽過，是不是？你聽過，你們未聽過？你

聽過未？未。你們更未聽過。你都未聽過？好，我現在順便講講，反正我得閒。

人人以為那粒穀是因，那棵禾是果，是不是？這只是世俗之見才會說。真正的因

果，穀只不過是先行的 上緣，不是因來引起那棵禾的，產生那棵禾另外有禾的種増

子，當我們見到那棵禾時，青青綠綠的時候，那棵禾是什麼？那棵禾是我眼識的相分

來的。這個眼識的相分，那棵禾，青青綠綠的那棵禾，另外有一棵種子藏在我的第八

阿賴耶識裡面，因緣具備，眾緣具備便現出來，見到那棵禾。那棵禾的因就是禾的種

子，那棵禾的種子，並不是那粒穀。你們現在說的四緣以為那粒穀為因產生那棵禾，

但講到唯識，不是，唯識這套東西是根據彌勒的。你這個，我說出來為了糾正你們那

種觀念。看看你們記不記得，記得就講回給我聽。

唯識宗的人尤其是彌勒，認為因，真正的因是種子來的，其餘都是假的因，只不

過是 上緣而已，種子才是真正的因。即是好像我剛才說，我們見到那棵綠色的禾，増

你們以為那粒穀做因產生那棵禾，他說你們是錯的，那棵綠色的禾有綠色的禾自己的

種子，那粒穀只不過是先行的，這樣解。真正的因是種子。種子，彌勒菩薩說種子有

七義，在《瑜伽師地論》說種子有七種屬性，有七種特徵。

彌勒菩薩就講，不過那七義，你們很難記，彌勒講這七義，他的弟子無著把它改

了，改為六義。改為六義後，用一首偈來教人，現在唸著這首偈就很容易記，真正的

因是種子，而種子具備六義，記住，六種特徵。第一種特徵，六種義的一首偈。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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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第一義是剎那滅，第二義就是果俱有，第三意義是恆隨轉，第四義是性決定，第

五義是待眾緣，第六義是引自果。

要具備這六種特徵，然後有資格做因，有資格做種子。怎樣叫做剎那滅？我們的

第八識，即是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含有很多種子，有些是物質的種子，有些是精神

的種子，有些是有漏的種子，有些是無漏的種子，不知道萬萬萬萬年，開天闢地以

來，我們的阿賴耶識早已存在，不過我們的阿賴耶識，不斷生死輪迴，不斷生死輪迴

一直到現在。在無窮的生死輪迴之中，我們的阿賴耶識都藏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種

子，那些種子即是一種什麼？潛伏功能，潛藏的功能，的能力，無形無相的能力，一

遇著條件俱備便會爆發出來而成為現實的事物。那些現實的事物我們現在稱它為果，

這些無形無相的功能我們稱它為因。

所以這些種子即是功能，功能就是因。真正的因，這些因，譬如你和我都有成佛

的種子，這些成佛的種子，不知幾萬萬萬年之前早已潛伏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但

我的阿賴耶識每剎那都是一生一滅，一生一滅，好像你有沒有出過香港後面那橫瀾海

裡看過，那些閃光的燈塔的燈，閃下閃下，我們的阿賴耶識每一剎那，一生一滅，一

生一滅，一生一滅，一生一滅，一生一滅，好像盞燈這樣，一放下光即時收回，一放

下光即時收回，好像連續連續，這樣好像生生不息，好像河流一路一路流，即是說那

阿賴耶識每一剎那一生一滅，阿賴耶識裡面所含藏的種子，又跟著它每一剎那一生一

滅，那即是說每一粒種子在每一剎那，什麼叫剎那？最短的時間，不可再分的。一小

時可分為六十分鐘，一分鐘可分為六十秒，不能可再分的一個最短的時間叫做一剎

那。

每一剎那我們的種子，我們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一生即刻滅，一生即刻滅，當

它一生即刻滅，一生即刻滅的時候，我們畫一個圖，姑且畫幾格，應該畫幾千萬格才

可以，不過現在我們畫五格算數，前一橫代表剎那，前一剎那，譬如我那些成佛的種

子，前一剎那這個種子生，一生即刻滅，當它滅的時候，立刻引起後一剎那，又一個

種子生，這個種子一生即刻滅，當它滅的時候，又引生又產生，因為能力是不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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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能力一收縮即時再擴張成為新種子。

如是者，你萬劫都未成佛，那你萬劫這麼長裡那些成佛種子，那些大菩提種子，

每一剎那，生滅，生滅，生滅，剎那滅即是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識解嗎？記住啊。

你將來一首歌，剎那滅三個字。俱有，「剎那滅俱有」，就一句。種子的第一個意

義。第二個意義是果俱有，果俱有怎樣？當種子沒有機會時便會萬劫那樣連續下去，

是不是？即是說你，你殺過一個人，你的殺人種子，每一剎那，一生一滅，一生一

滅，萬劫以後，若機緣一到你那殺人果報，便會出現，是不是？剎那滅。第二是果俱

有，第二種情形。如果那些種子不變起現實的東西，現實的東西叫做現行。

譬如你萬劫以來已經有了見道的種子，現在你入定，今晚夜你修觀，在第四禪裡

修，修觀，修暖、頂、忍、世第一法，已經觀到世第一法，一下那無漏種子就爆發，

那見道準備就爆發，當它爆發…譬如那見道種子一路一路一路這樣，那麼…都是寫在

這邊好一點，現在你見道，譬如這一剎那你見道，那個見道種子，那無漏智的種子，

在見道的時候，那無漏智的種子立刻起現行，而成為見道的根本智。根本智出現，那

根本智一出現，馬上熏入去，熏入那阿賴耶識裡面，又成為一粒新種子，只是一剎

那。見道的種子爆發，見道。

一見道立刻熏一個見道種子，聽得明嗎？這一剎那就完了，然後就滅。一生爆發

後再熏回來，然後就滅，當它一滅的時候，又引出下一剎那的種子，不寫那個種字。

這一剎那的種子，馬上又起現行，又成為現行，第二個剎那。你見道連續很多個剎

那，那根本智，是不是？三心見道。它一心一心連續的，如果後得智就三心見道，如

果你觀那四諦就什麼？就八忍八智，都是……，現在變了現行呢，又再熏入內，又成

為新種子，這個剎那完了，滅了，這粒種子。

一滅立刻又引生後一剎那的種子，這個種子馬上又起現行，一起現行立刻又熏入

內，又成為種子。這粒我們稱它為本有種子，本來有的種子，由本有種子起現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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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後熏回來成為一粒新種子，這粒叫做新熏種子。是不是？這新熏種子又起現行，

起現行後又馬上熏新熏種子，於是之後那些新熏種子不斷，越熏越厲害，越熏越厲

害。都是那粒，不過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好像學功夫一般，是不是？初初沒有力，越學越有力，越學越有力，明不明白？

好了，來到這處，這個是因，這個是果。是不是？這個是因，這個是果。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前因引後果，這個叫做，是不是？這個前因引後果不是叫做果俱有，果俱

有是怎樣的？你聽著，這個是因，這個種子是因，引生這個現行果，是否同一剎那？

是不是？不是。現行又為因，熏入去成為新種子，現行是因，這新種子是果，是不

是？因與果同時，同一剎那裡，因果，因果，三重因果，同一剎那。聽得明嗎？有興

趣嗎？你們一個兩個，沒有來過…今日又忘記帶那個…給你們。

一剎那裡面三步曲，一、二、三，是不是？那果俱有，有是存在，俱是同時，因

與果同時存在，種子與現行果同時存在，現行的因與新熏種子的果又同時存在。識解

嗎？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剎那滅的種子，如果永恆不變，不可以做因，因為這

樣，有些人便說那真如為因可產生萬法，不通的。做因一定要剎那滅，真如是永恆不

變，不是剎那滅。

所以真如不可以做因，產生萬法。真如是萬法所依，沒有真如不可。但是，不是

真如產生萬法。第三，種子的性質是恆隨轉。恆者連續；隨者，後面要跟隨前面叫

隨，follow；轉是生起，轉字當生起解。成日後面那粒種子跟隨前面那粒種子生起，

前一剎那那粒種子滅，後一剎那那粒種子跟隨前面那粒種子生起，這個就是恆隨轉。

前一剎那的種子滅了，立刻產生後一剎的種子，後一剎的種子跟隨著前一剎的種子生

起，就是恆隨轉。

聽得明嗎？你聽得明嗎？這個恆隨轉是什麼？前因後果就叫做恆隨轉。因果同時

就叫做果俱有。那些種子，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叫做剎那滅。所以有兩句偈，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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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俱有，第一句，恆隨轉應知。「應知」這兩個字是用作砌那五個字一句的。第三，

性決定。一切法有兩種性，一種是什麼？一種是有漏性，可以與煩惱並存，一種叫做

無漏性。

有漏種子決定決定引起有漏的果，不會引起無漏的果，無漏種子一定引起無漏的

果，引生無漏的果，不會產生有漏的果。決定決定產生同性種子。從這個道理我們便

知道，如果你的第八識裡沒有無漏種子，任你日日讀經，日日拜佛，你都永遠不能成

佛。為什麼？讀經，這是什麼？一本二本經給你讀都是有漏的，有漏的因怎會產生無

漏的果，它只可以做增上緣，你自己有成佛種子，拿本經來讀，在佛前叩下頭，這些

叫做增上緣，輔助你，等你快些成佛，這樣解。性決定。這個時候決定兩個字。

種子，我們萬 之前已經有了成佛種子，為什麼萬 之前我們又不成佛？為什麼刧 刧

現在我們都未成佛？為什麼釋迦牟尼二千多年前已經成佛？什麼道理？他之所以成佛

在先，因為在他那時眾緣俱備，那些條件俱備，我們今天尚未成佛因為條件未俱備，

等到條件俱備，那些種子就爆發，成佛的種子就爆發，現行。所以要等待眾緣，緣就

是條件，等待眾緣和合，然後才可以有果產生，這就是待眾緣。

引自果。色法，色法即是物質現象，色法的種子，產生色法的果，色法的現行，

即現行的色法，色法的現行就產生回，熏回色法的種子的果，相分的種子，產生回相

分的果，相分的現行，就熏回相分的種子果。見分的種子就產生回見分的果，不會產

生相分的果。只是引回自己的果。唯能引自果。識解嗎？做因一定要具備這六義。有

些因與果俱有，是不是？因果同時，有些是因在先果在後，兩種。有些人執著果俱，

因果同時是不可能的，在這處，彌勒說他不對，謂生俱有滅。我們看回第四。休息一

會。

第四。他們是否去了影印？第四。散文，「緣(緣即是觀)執一切道性實有相續具

不具之士夫」。他說有一種人，就執著，有一種士夫就執著一切道性，道者即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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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智慧性是實有的，而且相續具不具，什麼叫做相續？人的生命體，生命體都是五

蘊連續，所以人的生命體叫做蘊相續，簡稱叫做相續。

他說他執一切道性，即是智慧性是實有的，相續具不具，有些人的生命體內具有

這種道性，有些人不具有這種道性，有種這樣的士夫，這句即是什麼？偈內的「具不

具道性」。第六種。(第五種，第五種)。嗄，對，第五種。「緣執色等實有而安住之

士夫」。第五種。他說執著有種這樣的假士夫，這種士夫假士夫是怎樣？他執著色、

受、想、行、識等是實有，而且安住於這種見解，不放棄，保持著這種見解，叫做安

住。有種這樣的士夫。這句即是什麼？偈內的「安住」。第六種。「緣由發心等失壞

聲聞等種性之士夫」。

他就觀，緣，但執著，他的心在緣，緣什麼？緣有種這樣的士夫，這種士夫發了

大菩提心，發心等，他發了心，就失壞了那些聲聞等的種性，即是發了大乘的心，他

就失壞了那些聲聞的種性，即是那些不定種性的人，一發了大菩提心，就失壞了那些

聲聞、獨覺等的種性，他緣有種這樣的假士夫，那即是什麼？偈內的「壞種性」。

第七種。「緣唯以空性便執 足更不希求佛果之士夫」。又有一種這樣的士夫，爲

他緣這樣的士夫，他觀有種這樣的士夫，什麼士夫？他一證到真如空性他就滿足，他

不更求佛果，以為這樣便足夠。或者證得小乘的人空真如，證得人空的空性他就滿

足，他不願求佛果，有種這樣的士夫，執著有一種這樣的假士夫，這個即是什麼？

「無希求」。

第八種。「緣不修般若波羅蜜多因之士夫」。又有一種這樣的士夫，士夫即是

人，這樣的士夫，他不修般若波羅蜜的，有種這樣的人，他觀的時候，觀有這種人，

即是執著有這種人，有種這樣的假士夫，這句第八即是「無因」。為什麼？般若波羅

蜜多是成佛的因，他不修般若波羅蜜多便沒有了成佛的因。第九種。「緣魔等障礙菩

提之諸敵者事」執 實有。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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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緣，他觀有什麼？有魔、有天魔等，那些天魔都是五蘊和合的假體，他說這種

假士夫是能夠障礙別人修菩提，是專與佛家和修行人敵對的，諸敵者，緣它，以為真

的是實有這樣的東西。這個即是「及緣諸敵者」。緣那些與修行人敵對的。以上九

種，看散文先。「此九(種)分別」，這九種分別「即(是)緣彼彼境執 實受用者之分爲

別」，這九種分別即是緣種種境，彼彼即是種種，種種境執它為實有，執它為實有一

個享受的人，受用者，這種這樣的分別，分別即是執著。

「此即除前實執分別之所餘能取假有分別也」。這九種，「此」即是這九種，即

是除了前面，前面那九種，除了前面那九種實執分別之外，「之所餘」即是之外的那

種能取的假有分別，即是假有的能取分別，這九種便是。讀了假執分別。實執能取分

別、假執能取分別也讀了，能取分別和所取分別我們也讀過了，是不是？各種分別已

經讀完了。好了，現在到辛二。

辛二。分別之對治。單是只說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分別是沒用的，要想辦法來對

付才成，對治它。分三，壬一，壬二，壬三。壬一，先講，那頂加行是可以對治這些

東西，先講頂加行之因，然後壬二，講頂加行之果，頂加行之果將來可得大菩提。然

後壬三，只講見道頂加行之自性，自性即是本質。今初，現在就講見道頂加行……聽

得明嗎？你呢？你聽得明嗎？不太明，你呢，你將來等我回來後，你再聽，聽幾個月

你就會明。

你現在聽明，《心經》你明啦，你不要忘記它，照著一樣解法，唸啦，得閒唸

《心經》啦，你當它咒一樣的唸也可以，靈的。什麼都可以。別人有間鬼屋，沒有人

敢住，你走去住，你俾我住，你唸《心經》就可以啦。鬼就不會搞你，你有什麼想祈

禱，你就唸《心經》，祈禱觀自在菩薩便可以。觀自在菩薩即是觀音，玄奘法師沿路

行沿路遇險，都是唸這個《心經》來走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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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現在講，先講見道頂加行與何者為因，即是我已經講了給你聽，以世第一

法為因。「 他示菩提，其因謂付囑，證彼無間因，具多福德相。」一句。 他示菩爲 爲

提，(一撇)；其因謂付囑，(一撇)；證彼無間因，(一撇)；具多福德相，(又一撇)。看

散文先。「 他開示證菩提之方便於大菩提而安立他，其大菩提之因謂付囑般若波羅爲

蜜多之文義，能證彼頂加行之無間因謂自於定中修般若波羅蜜多等具足 多福德 相衆 爲

之大乘加行世第一法，即見道頂加行之因也」。

見道頂加行以什麼為因而引它出來？他說，正式的因是世第一法。世第一法之外

還有很多增上緣，那些是增上緣？例如，即是當你能夠達到世第一法的時候，能夠修

到世第一法的時候，你一定能夠有這樣的象徵，你看，「 他開示證菩提之方便」，爲

這種人能夠度眾生，能夠 他人開示，開示怎樣去證菩提，方是方法，便是便利，即爲

是教人如何去證菩提。「於大菩提而安立他」，安立即是放置，把他人放置於大菩提

那處，意思即是什麼？令人發了大菩提心，令人修行。

「其大菩提之因謂囑付般若波羅蜜多之文義」，如果《大般若經》裡面講及大菩

提的因，即是囑付般若波羅蜜多那大段的文義裡面所講的，即是這句你要那些對讀將

它來對才知的，如果你不是對讀，你不用理會這幾句。「能證彼頂加行之無間因」，

至於講到能夠證得這個見道頂加行，那種中間沒有間開的因，無間因即是直接的因，

無間即是直接的，direct，直接的因就是什麼？就是什麼？謂即是就是。很長此處，

就是大乘加行的世第一法。聽得明嗎？看不看到？

就是大乘加行的世第一法。這種世第一法是怎樣的？這種能夠修行到世第一法的

菩薩是怎樣的？「自於定中修般若波羅蜜多等」，自己能夠入定，在定中修般若波羅

蜜多的，這個所謂定是怎樣的？由初禪至第四禪，主要是第四禪。當他修的時候，

「具足 多福德 相」，那個，它以什麼為特徵？相即是特徵，他能夠修到具足很多衆 爲

福德 特徵。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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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大乘加行的世第一法。這個世第一法即是見道頂加行的因，直接引出見道頂

加行的。現看回偈，「 他示菩提」，這種人能夠為他人開示如何去證菩提。「其因爲

謂付囑」，他能夠大菩提的因在《大般若經》那段，付囑那部分，已經說得很清楚。

「證彼無間因」，能夠證，能夠直接體驗到，彼是指什麼？見道頂加行，能夠證得見

道頂加行那種直接的因，那因是什麼？就是「具有多福德相」的世第一法。聽得明

嗎？聽得明嗎？以上就講了見道頂加行之因，即是世第一法是也。然後壬二，彼大菩

提果。彼是指見道頂加行。由見道頂加行將來所得到的大菩提果。又分三。

癸一，明自宗之大菩提。說明，這自宗是指什麼？是指中觀宗。因為這本書，註

釋的人是中觀派的人，中觀宗的所謂大菩提。癸二，許實有性不應道理。如果中觀的

人所謂的大菩提，即是說大菩提都是空的，如果你承認那大菩提是實有的話，是不合

理。癸三，欲證究竟大菩提須許諸法皆空。與你若想證得最徹底的大菩提，你要承認

諸法皆空才得。這個是中觀的人的講法。癸一，明自宗之大菩提與第二宗講的大菩提

是不同的。第二宗，譬如唯識宗不會說大菩提是空的。

明自宗之大菩提，其實這些是宗派諍論而已，這些，這些諍論沒有甚麼價值。

「垢盡無生智，說 大菩提」垢盡無生智，爲 (一撇)；說 大菩提。爲 (一句)無盡無生

故，(一撇)；彼如次應知。講到這裡，先要講那兩種智。佛家說，當你證到阿羅漢的

時候，你就證得兩種智。一種是盡智，自己在定中自己知道我的煩惱已盡，叫做盡

智。第二是無生智，證得什麼？以後那些煩惱不會再生，一切業果已盡，來世，後一

世我不會再生，無生，後一世不會再生死輪迴，自己體驗到。這叫做無生智。

一種是盡智，煩惱已盡。無生智知道以後煩惱和業都不生，不受後有。開始解，

先看散文。「經說垢盡智」，即是盡智，我剛剛說的盡智，經裡面說有種盡智，垢即

是煩惱，煩惱盡的智與無生智。經說這盡智與無生智加起來，就是大菩提。其實這個

是小乘人的講法多，大乘人亦承認。「然非垢先實有而後永盡，亦非先無而後新

生」；(一點一撇)；但我們要知道所謂垢，煩惱的污垢，並非先前實有，而後來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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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剷除才永盡，那即是，為什麼要這樣說？煩惱，那些垢，本來就是空。他的意思即

是。

亦非先無而後新生，這種垢，亦不是先前沒有這種垢，後來才有這種垢，現在變

成邏輯上的一種詭辯，叫做吊詭，其實不須用這種說法，不過他中觀的人是歡喜這樣

說的，即是說什麼？這些這種垢煩惱都是如幻，自性是空的，不外乎這樣解。「是故

當知了達本來永盡及無生之究竟智，如其次第即盡智與無生智」。所以我們大乘中觀

宗，我們這種人，我們應該知道，了達本來永盡，了解到在勝義諦來說，它這處是說

勝義諦，本來煩惱永盡，不須要我們去盡。

如果本來煩惱永盡，我們應該不須要去修行，你留意，他在勝義諦來說，本來煩

惱永盡。本來後有不生，以後煩惱亦不生，這兩種，本來煩惱永盡和本來煩惱不生的

這兩種智，這種究竟智才是大乘的。大乘是本來永盡，本來不生，其實這些是在勝義

諦來說，在世俗諦來說，本來煩惱永盡，你修行來做什麼？本來煩惱不生，你何須去

證果？是不是？「如其次第即盡智與無生智」。其他宗好像小乘人所說盡智，本來有

實的煩惱，現在剷除煩惱至盡，就得盡智。

但是我們不是，煩惱本來就是空，我們了解煩惱本空的這種智就是盡智。聽得明

嗎？小乘人認為我們的煩惱連續生起，因為煩惱生起，我們就生死輪迴。煩惱生起是

實事，生死輪迴亦是實事。我現在修行修到沒有啦，不須要再生，這個智叫做什麼？

無生智。我們中觀宗就不同，煩惱本來就是無，自性是空，亦本來無生，一切法本來

無生，何嘗有生？只要我們了解一切法本來不生，這種就是無生智。

並不是學小乘的那種看法，這樣的說法。那即是各有各說法。是不是？我們又看

回散文。垢盡與垢盡的智，即是盡智，垢盡、(一個橫點、一個頓號)與無生智，這兩

種加起來，經裡面說它就是大菩提，我們中觀宗就不是，根本無煩惱可盡，是不是？

無盡，而一切法亦本來無生，我們了解這兩樣，如其次第，知道煩惱本來是無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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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盡智。

知道煩惱本來是不生就是無生智。與小乘的講法是不同的。明自宗之大菩提。好

了，今天講這麼多先。認為大菩提是實有的話，是不合道理。不應道理即是不合理。

無滅自性中，(一撇)；謂當以見道，(一撇)；盡何分別種，(一撇)；得何無生相？(一

個問號)；若有餘實法，(一撇)；而於所知上，(一撇)；說能盡諸障，(一撇)；吾以彼

奇。爲 (一句)

我們先看散文。「諸實事師」，這實事師是指什麼？執這世界上樣樣事物都認為

是實有的，樣樣事物都實有其事的那種學者，那種論師。這個是指什麼？指小乘有宗

的人，或者都指大乘的唯識宗一部分，那些實事師，「謂先有真實垢法，後以壞想於

彼盡相了知 盡名 盡智。」那些實事師，他說先前有一種真實的東西，這些叫做垢爲 爲

法，即是煩惱，污垢之法，法即是東西，有些真實污垢的東西。後以壞想，後來那些

修行的人，以一種壞的想，即是壞了它，不要它，不要它，不要它這樣的想。即是在

止觀裡面作這樣的觀。

於彼盡相，一路把它來壞，一路把它來，不要它，不要它，空了它，空了它，於

彼盡相，等到那些垢法，那些污穢的垢法盡了的時候的相狀。對於它壞一些，壞一

些，當壞盡了時，那時便了解原來已壞盡了，了知 盡。這種智，這種了知 盡的智爲 爲

名 盡智。羅漢兩種智之一，一種盡智，一種無生智。「又許實法相續生斷，以無生爲

想於不生相了知不生名無生智」。一句。

那些實事師，他們又許，許是認為，實法即是那些實的垢法，那些煩惱，實的煩

惱，相續生斷，本來煩惱連續連續地生，他修行修到斷了它，不給它相續生，不給它

連續生，連續生起這種情況斷了。他斷完後，不再生了，不再生了，在那時候以無生

想，是無生那時候，他知道無生，於不生相了知不生，那時候他對於他那種實的煩惱

也不生，那種相狀，對於那種相，相是情況，對於煩惱不生那種情況，他感覺得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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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楚，了知不生，即是知道現在的煩惱都不生，這種能夠了知不生的智慧名無生智，

就叫做無生智。

阿羅漢兩種智之一。他即是說了什麼？即是說他執著一些實的煩惱，要用一種空

的觀，壞的想，或者不生的觀，不生的想，來斷除這些實的煩惱，令它不生，令到它

無，令到它盡，令到它不生。小乘的人，那些有宗的人是這樣。那麼中觀宗，即是註

這本書的人是中觀派，中觀派的人是破的，此破彼為，他說現在我破它，如何破？

「大乘見道，何能盡其實有之所知障(的)能取所取分別種類耶」，他說大乘人當他到

了見道的時候時，何能即是怎樣能夠，怎樣能夠剷除，盡，剷除，剷除盡那些實有的

垢法呢？這些垢法是什麼？即是所取分別和能取分別。

這些所取分別和能取分別在所知障與煩惱障，這兩種障中是屬所知障，所知障中

的能取所取分別那類的東西，如果是實的話，你怎能令它斷呢？是不是？假的就可以

說剷除到，如果是實的，你怎樣剷除？他這樣說，「定不應盡」，如果是實的話，垢

法是實的話，一定不能令它盡，一定不能剷除。這處就破他，如果是實的話，是不能

令它盡，正是不實，是空的，才可令它盡。但是那些小乘師，你不要看低他，他們說

空的不用盡，幾時見過紙老虎會吃人，是不是？正是它是真老虎才怕牠吃，要打，要

打隻紙老虎來做甚麼？小乘的人是這樣說法。

所以你讀佛經的事你不要偏袒一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不是？那要靠

你的智慧抉擇。中觀宗是好的，一般來說中觀宗是勝過那些小乘的有宗的，當然，不

過在哲學上小乘有宗的價值是很高，空宗只可以掃蕩別人的執著，沒有大的建設性，

所以中觀宗流行到極的時候，就是佛法最衰敗的時候，在印度，現在佛法常被那些，

在中國常被知識分子排斥佛教，為什麼？因為它常常說空，對人生沒有好處，只有破

壞性，沒有建設性。(有宗有建設？)有宗建設性強，建設性強。

現在中國人對於有宗都不高興，不過對空宗更加不高興，所以宋朝那班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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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們認為第一禪宗，洪水猛獸這些，其次是那些滿口說空的人。看回這處。破那

種說實有的煩惱，實有的垢法可以盡的，一定不會有盡，一定不合理。好了，現在破

它什麼？破它那些煩惱會相續連續生起，剷除它，令它不能生起而得到無生智，他說

不是，如果它是實有的呢，那些煩惱是實有的呢，你沒有辦法令它不連續，一定會繼

續起，正因為它是空的，你才可以把它剷除得，但小乘的人卻說空的是不用剷，要剷

即是不是空，是不是？

不過這種講法更多人同情，你知道嗎？「何能得其斷相續生之無生相耶」，他說

怎能夠得，假使那些煩惱是實有的呢，你又怎能，何能即是怎樣能夠，怎樣能夠得

到，它斷它，截斷它不要給它生的時候的那種斷的狀況，斷它相續生的那種，那種無

生的相狀，一定是空的才可以斷得，所以並不能得，如果那些垢法是實的話，你一定

不能得到那種無生智，「以汝所許先有之真實障法今乃新滅，無此滅性故」。

以是因為，因為你，汝是你，因為你所認許的，你所承認的，本來先前是有的，

先前是實有的，那些真實的垢法，的障法，你說它現在會滅，無此滅性故，如果它是

真實有的話，它是不會有這種滅的狀態，滅性即是滅的狀態。你找那種狀態來看看，

是沒有的。這處講得不是很合理。「以彼障先未有故。是故當知彼執非理。」以彼障

先未有故。因為那種障本來就是沒有的，你的眾生妄執以為它有，因為妄執以為它

有，你知道它本來是空的話，便沒有問題。

中觀宗是這樣，他又有道理。是不是？「是故當知彼執非理」。是故即是所以，

所以我們應當知道，那些實事師所執的是不合理。「又實事宗，既說實有能治所治諸

法，復說(愚蒙)所知之垢障可盡，吾慈氏實覺彼甚奇稀有，以障若實有，則對治不可

斷故」。這處寫得不合理，此處只是嘲笑人的。他說有實事宗那班論師，既然說能治

的智慧與所治的障法、的諸法都是實有，他就承認它實有。他又說那些所知障垢，那

些實的所知障垢，又說可以剷除得到，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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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如何剷除得到？正因為它不是實，我們自己妄執以為它有，停止妄執便可，

所以你們這班人，那些實事師執著實有，吾慈氏，我彌勒，慈氏即是彌勒，作這篇偈

的彌勒，我彌勒覺得你們實事師這班人確是奇怪了，稀有即是少有，你這種人。以障

若實有，則對治不可斷故。因為障，那些障如果是實有，那些所知障如果是實的話，

你怎對治得了？正因為它是假的，實事師如此駁他們，假的用不著對治。

假的本來是不須要對治，但是你，你的智慧錯誤了，糾正你的錯誤智慧，所謂對

治，不是真有一樣事給你對治。即是你眼痛望上空中見到它有花，空中實在沒有花，

所以你見到空中的花是空的，你說空中的花是實的，將來可以弄走它，若這些是我說

的話那就奇怪了，然則要如何才對？你要去醫好自己的眼，空中是沒有花的，空中的

花是因為你自己眼痛，眼病看見它有花，聽得明嗎？好，現在看回偈。

「無滅自性中」，他說那些小乘的人，就執著有個，那些東西，實的法，實的障

法可以滅，實在我們找來找去也找不到那滅的自性，去那處找這個滅，這個東西是實

的，你卻把它滅，那個滅的狀況是怎樣的？找不到，好勉強實在這種解法。「謂當以

見道，盡何分別種」，你那些小乘的實事師說，當你應該要用見道的智慧去盡那種分

別的執著，我現在問你，到底，如果那樣東西是實有的話，你如何斷除它？盡何分別

種。你如何去盡得這種執著，能取所取分別。你又如何得到那無生相？「若有餘實

法，而於所知上，說能盡諸障，吾以彼 奇」。爲

如果你說世界上有些，除了那些障外，有些其餘實的東西，這種實的東西能夠對

於那些所知分別，那些所知障之上，說他能夠斷除它的，能夠盡那些障的，那我慈氏

菩薩覺得你們這班人真是奇了。聽得明嗎？明白嗎？明了嗎？你呢，你聽得明嗎？好

了，癸三，欲證究竟大菩提，什麼叫做究竟大菩提？究竟兩個字即是最徹底的，最後

的，即是等於英文 final這個字，f-i-n-a-l，final。最徹底的大菩提，即是最高的覺

悟。一定要什麼？許是承認，一定要承認那些諸法是空的。好，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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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無所遣，(一撇)；亦無少可立，(一撇)；於正性正觀，(一撇)；正見而解脫。

(一句)先讀散文。「今此法中」，現在我在《現觀莊嚴論》裡所講這些教法，所講這

些的教法之中，「諸世俗法由損減門無可除遣」，你讀到這處，你剛才說什麼是吊

詭，那些哲學家說中觀家這種說法就是吊詭，他真是幾吊詭，這又不是，那又不是，

是不是？他說世俗諦裡面的法，你想用減損的，你想從減損的角度，門， respect，

你從減損的角度去減損它，無可除遣，沒有得減。

即是說世俗諦的事物是樣樣都可以有，是不是？你想減去也不可以，世俗諦的事

物。「諸勝義法」，如果是勝義諦內的事物，「由增益門無有少法可安立」，從這個

增益，增益即是 加，從 加的角度來看，並沒有少少東西，法即是東西，並沒有少増 増

少東西可以加上去，安立，可以放下去。

他講哂，即是。是不是？從世俗諦來說，樣樣都可以有，減少一些也不可以，從

勝義諦來看，甚麼都是沒有，加少少下去也不可以。你說是不是吊詭？你說，他講

哂，他一把口講哂。所以現在有很多哲學家不滿意他們的說法。好了，先看回偈文。

「此中無所遣」，這裡，此中即是這裡，這裡，如果從世俗諦來說，遣即是除去，你

想除去少少東西就是不對。「亦無少可立」，如果從勝義諦來說，你想安少許東西也

不對。聽得明嗎？「故於世俗正有性，正觀勝義無自性之法性」。一句。

所以我們修行的人，應該在世俗諦上的東西，真正是有的，正有性，在世俗諦裡

面真正是有的那種情況，正有性，在這種是有的情況裡面，正觀勝義無自性之法性。

在世俗諦內樣樣都有的那種情況之下，在這裡觀察到，這些東西，這些世俗諦的東

西，如果從勝義諦來看，一點都是無自性的，沒有自己的本質的，從勝義諦來講，一

切法都是沒有本質的。

這句話所表示的就是一切法的真如法性，我們應該，即是應該說在世俗諦裡去了

解真如法性。聽得明嗎？後來六祖那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是不是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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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就是這裡。不過六祖斷斷不會讀過《現觀莊嚴

論》，是不是？他是聰明至極，他不用讀，六祖。《大般若經》他也沒有讀過，是不

是？所以六祖是聰明到，絕頂聰明這個人，他又不識字。

看回偈文。「於正性正觀」，我們要在世俗諦裡的正有性裡內，正式有裡內，作

一種正觀，觀這些有性的事從勝義諦來看是無自性的，是空的，這個空性是執著所顯

露那個空性就是真如法性。聽得明嗎？看回散文。「如是遠離增減二邊所決擇之正

見，若能精勤修習，便能現見真實義解脫二障而成正覺也」。

是不是？沒有錯嗎？他說如是，這樣，這樣，如果我們能夠遠離增益，為什麼？

在勝義諦裡內我們不要增益，是不是？損減，在世俗諦裡內我們又不要減了它，因為

一增一減都是偏執二邊，如果我們能夠遠離增減二邊，離增減二邊的智慧用來決擇一

切事事物物，這種便屬於正見。遠離二邊來決擇一切事物，這種智慧便是正見。

若能精勤修習，如果我們能精勤修習這種正見，便能現見真實義，就能夠，我們

就能夠現觀到，現前觀證到那真實境界。真實義即是真理，真實的境界。當我們能夠

證得真實的境界的時候，我們能夠怎樣？解脫二障，解脫煩惱障和所知障而成正覺

也。解脫煩惱障即是可以證得大涅槃，解脫所知障就證得大菩提。以上講完壬二，是

不是？大菩提果。是不是？壬三，休息一下再講，我講得很快今天。

見道頂加行之自性，自性即是本質，或者本來的狀態。以後看佛經，看到自性兩

個字，只有三種解法，第一，本質，東西的實質；第二，解什麼？本來的狀態；第

三，禪宗的人叫自性做真如自性，是不是？是這三種解法，你看佛經把它代入去，代

入去那一個通就要那個。

現在要讀見道頂加行之自性，那本質是什麼呢？又分二，癸一，癸二。癸一，正

說，即是正式解說，什麼是見道頂加行的自性？然後，斷德。見道頂加行，見道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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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最主要是什麼？斷除那些分別煩惱。煩惱有兩種，一種叫做俱生煩惱，與生俱來，

第二種是分別煩惱。由於思想分別而起。

舉一個例來講，俱生煩惱的例是什麼？蘇蝦仔一肚餓就呱呱叫，那種什麼？貪，

欲界的貪。它沒有思想，它是自然起。你養隻狗仔，養了半年大隻了，牠自然會去追

狗女，那狗仔，為什麼？這些是欲界的煩惱。譬如你養仔，養到他十五、六歲，他讀

書時就會去追女仔，這些是什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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