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別煩惱，分別煩惱是什麼？那些學者最多，哲學家學者最多，分別即是思維，

由於他思維而起，或者由於看書，看得書多就有很多這種分別煩惱。例如那種什麼？

常常去教堂聽牧師講道，結果本來是沒有上帝，硬要相信有個上帝，憑空虛構一個上

帝，也因為被那牧師說服了，起分別起思想，若真沒有這個上帝，又怎會有這個世

界，有的，有的。這些由思維而起。又例如有些人執著每個人有個靈魂，為什麼會有

個靈魂？硬想出來，這些叫做什麼？

分別煩惱。分別煩惱很容易除，俱生煩惱很難除，修行修一個阿僧祇劫，即是一

個無量劫，然後見道，見道的時候那十六個 那，就剷除哂所有分別煩惱，以後再沒刹

有分別煩惱。你與他說甚麼上帝，與他說甚麼靈魂，他一於不接受。但俱生煩惱就都

未動過，所以見了道，你見到別人，你已見道。你見到別人旁邊食魚翅或煲狗肉，你

會怎樣？你就口水流流，如果你肚餓就這樣。是不是？那麼香，這是什麼？俱生煩

惱。所以縱使你見了道，都好，你是出家人，你見了道，你見有個靚女在這，你眼尾

很自然望過去，那個理由是什麼？你的俱生煩惱。

你不要怪人，你不要怪日本和尚娶老婆。他是凡夫來的，見道的聖人尚且有這俱

生煩惱，何況他是凡夫？是不是？如果他連俱生煩惱都沒有，他就是佛了，他還會坐

在這兒嗎？是不是？好了，一見道就斷除分別煩惱，那些俱生煩惱沒有動過，那即是

什麼？一見道後出定，再入定，就是修道，由那時候起，剷除俱生煩惱，要剷除幾

多？剷除兩個阿僧祇劫。

剷除到第一個阿僧祇劫，就是第八地，入了第八地之後，那些俱生煩惱不會現

行，被壓住，但那些種子仍然存在，再來一個阿僧祇劫，好似磨鐵成針一樣，慢慢磨

慢慢磨，磨一個阿僧祇劫，然後把那些種子磨清，磨清後入金剛心，一入金剛心，第

二剎那成佛。聽得明嗎？聽得明嗎？(羅生，可否舉例說說那些是俱生法執和分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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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分別法執，譬如你現在學，本來你就……例如什麼？小孩子他一出世，你在他

眼前揚手，他懂得眨眼，會避，是不是？為何他會避？他執著有種實的東西會傷害

他，這就是俱生法執，與生俱來的。他沒有想過那種東西是有是無。

分別法執就很簡單，那些科學家執著有一粒粒的原子，是不是？那些哲學家唯心

論執著有一個心，唯物論執著有物，就是分別煩惱，分別法執。俱生法執，總是覺得

有種東西存在，是不是？當你告訴他那東西是空，空的，空的，仍有種空的東西存

在，是不是？

總是有些，連那些都沒有時，那些就高，那些高級，以後他便除那些。明明知道

那個士夫是假的，但又執著有個假士夫，這又是執，這是法執，是不是？待你除了這

種東西時，他又會執別種東西，明不明白？斷德。它能夠斷除那些，有一種能夠斷除

那些俱生煩惱的那種性格，的性質的。德性，德是德性，屬性，那德字，即是英文的

quality，有這樣的性格，性質。斷的德，一到見了道後，入了修道後，他未入，未

入得，已經見道，他的斷德已自在，與我們不同。已經。現在先讀它的正說。「施等

一一中，(一撇)；彼等互攝入，(一撇)；一 那忍攝，刹 (一撇)；是此中見道。」這處可

以解了那偈頌先都可。當我們能夠修見道頂加行的時候，那時，是那個時候修呢？

當我們一見道後，平時我們修六度，我們修布施就不修持戒，修持戒亦未必同時

修忍辱，一到見道的時候，「施等一一中」，即每一度，六度中每一度，「彼等互攝

入」，一個布施度，修一個布施度，兼攝及其餘五度，修一個持戒度，又兼攝及其餘

五度，施等一一之中都是互相包括，包攝其他在內。那一個時候才是？「一剎那忍

攝」，當你見道的時候，那十六剎那，苦、集、滅、道，苦法忍、苦法智、苦類忍、

苦類智、集法忍、集法智、集類忍、集類智，那十六剎那的時候，每一剎那，每一剎

那都是般若，每一剎那的般若都是兼攝及其餘五個波羅蜜，一剎那的忍，忍是無間

道，智是解脫道，記不記得？你記不記得？你聽過未？(聽過)，你呢，你聽過未？(聽

過)，這種就是，「是此中見道」，見道頂加行的本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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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見道頂加行的本質是什麼？你見道時那十六剎那的時候就是，那十六剎那的

智慧就是見道頂加行的本質。聽得明嗎？好了，現在說癸二，斷德自在。他能夠斷除

煩惱很厲害，一見了道，一見道時斷除煩惱，我們好像現在斷除煩惱很辛苦，見道那

時候，那十六剎那心是指那八忍，八忍是無間道斷除煩惱，很厲害。這處你平時未聽

過這些，天台宗的人講三昧講得最好，即除了西藏人，除了唯識宗《瑜伽師地論》之

外，講修止觀，講三昧、禪定，天台宗是第一，你說他比較西藏好過，那是假的啊。

你說他比較唯識宗都好過，那都是假的。

不過比起其他宗，天台宗是第一。天台宗講三昧頭頭是道，講得，只是欠缺一樣

東西沒有講。有一種叫做獅子奮迅，又叫做獅子奮迅三昧，獅子奮迅，怎叫做獅子奮

迅三昧？你見過獅子未？獅子張大個口，吼叫那樣子你見過未？那獅子，動物園裡的

獅子叫的時候，吼叫那樣子，未見過？在電視那個什麼？(美高梅電影)，對，美高梅

電影，那一個圈裡的獅子頭，那時的狀況，叫做獅子奮迅，明不明白？

奮迅，又叫做獅子頻呻。因為那隻獅子嘩一聲很快的，在山裡面嘩一聲，百獸都

驚怕，腳軟，其他那些，一聽見這聲，尤其是狗，狗、豬聽見獅子嘩一聲，不行，不

會行，軟哂。我試過在這處，我在坪石住，被日本佬趕了去坪石，坪石那處很多小

摩，我養了一隻狗，養了一隻狗，一隻中國狗，一隻黃狗，用來看門口。有日，有些

人打了隻老虎，隻老虎都未死得哂，傷哂，綁住牠，兩條竹昇，綁住兩隻手兩隻腳咁

抬，打算拿去 ，準備生 老虎，呀，我拉隻狗去睇隻老虎，隻狗總是望見在震，那劏 劏

老虎被綁住在那裡，不知道為什麼，是直覺，俱生的害怕，不是思維，不是分別，牠

硬是不敢走過去，那老虎已經被綁住也快要死，是不是？硬是不敢走過去，拉牠走過

去，牠不肯，固然不能，總是在震，那條尾也軟哂，真不知道為什麼，那畜牲真奇

怪。

獅子老虎牠們夠威真是夠威，到死綁住，狗亦不能走過去，震到不會行。獅子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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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百獸都驚恐。有一種三昧叫做獅子頻呻三昧，你問那些天台宗法師什麼是獅子頻

呻三昧，智者大師漏說了這樣，那本《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好多三昧都有說，是

漏了獅子頻呻三昧沒有說，天台宗的人不識，在這處你看完就知道甚麼是獅子頻呻三

昧。

好了，「次由入獅子，(一撇)；奮迅三摩地」，獅子那處不要撇，次由入獅子那

個「子」字不要撇，因為連續獅子奮迅，是嗎？寫我那個「奮」又得，寫這個「忿」

又得，兩個都得，寫頻呻亦得。三摩地，三摩地即是三昧，(一撇)；「觀察諸緣起，

(一撇)；隨順及回逆。」此處可以先解。之後，即是好像上文所講，在八忍八智裡

面，那已經相見道完了，是不是？相見道完了，他還會怎樣？觀緣起。還會觀緣起。

觀緣起的時候，順觀逆觀亦可以，順觀非常之快，沙沙聲咁過，逆觀亦沙沙聲咁過，

逆觀，好似獅子奮迅咁快。這種叫做…

即是觀十二緣起。由無明觀到老死，好快，每一剎那一段，每一剎那一段，倒轉

過來由老死觀番上無明，又是好快，這樣，其快的程度，好像獅子奮迅一樣，他是在

定中，在第四禪裡面，這種定叫做獅子奮迅三摩地。「見道頂加行斷障相之後」，見

道頂加行斷了那種分別煩惱障和所知障，即是那十六剎那，是不是？那十六剎那之

後，彌勒菩薩他就說有些利根的菩薩會跟著起那個獅子奮迅三昧，跟著起，「又說見

道頂加行」，這種頂加行又叫做獅子奮迅三昧，即是在獅子奮迅三昧裡面修頂加行。

「正習彼加行之瑜伽師，根本定時安住獅子奮迅三摩地，於後得位，觀察緣起順逆

也」。

識不識解這處？正式修習這種頂加行的瑜伽師，瑜伽師即是修止觀的人，這種瑜

伽師，根本定時，不是在近分處，在根本定裡，即是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根本

定，每一個根本定都有一個近分，明不明白？你聽過未？你明不明？你聽過未？未

呀，你明不明？入定，譬如你想入定，你就在這處修，好像數呼吸或者想著佛像，一

心不亂的時候，你就會有些氣生起，這種氣叫做輕安，叫做輕安，叫做輕安，在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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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好像有些物質遊走，這些氣叫做身輕安，是物質性，生理的現象。當身輕安起的時

候，你的心靈跟著它很愉快，這時你的心靈就叫做心輕安，即是五十一個心所中的輕

安心所。明白嗎？

身輕安、心輕安起的時候，普通有些在頭頂起，一路會罩下來，罩下來時好像郁

動那樣，郁下郁下，罩哂滿全身，罩哂全身後會霹靂拍啦霹靂拍啦，好像觸了電一

樣，那時即是說你什麼？將近正式入定，這就叫做近分。靜慮即是禪定，初靜慮近

分。近分即是預備班，未正式升入去，初靜慮近分。霹靂拍啦，震完一輪，停止，停

止就好靜好靜，好愉快的那種輕安充滿了身體內，那時就叫做什麼？根本，初禪的根

本。聽得明嗎？初禪的根本。

在頭頂起就是這樣，有些人不是在頭頂起，在肚臍下面起，這個小肚處起，發熱

那樣，一路，那些熱力就是身輕安，郁動，郁動走滿全身。有時會什麼？一條氣直落

下面，直落下面，經過你的肛門，即是我們所說的屎眼，經過肛門，在肛門兩面過，

過到去尾龍骨，普通去到尾龍骨就會停。繼續修，繼續修，再過得三兩個月，或者一

頭半個月都說不定，它就會霹靂拍啦地衝過那尾龍骨，一路好像百足那樣一路爬，跟

著一路爬，爬到那處？你摸下這處，有些什麼？後枕的那舊骨，對了。那舊骨，那舊

叫做肉枕骨，肉枕。

又過不到，又要經過相當時期，霹啦衝過整個身酸軟，過到此處，來到此處又過

不到，我們看看那骨頭這處是有兩個孔，我們平日塞住這兩個孔，用什麼塞？來到此

處又過不到，整下整下又經過相當時期，好像爆火花，紫色的，紫色的，好像炸彈爆

發，那時就 過了，避過這兩面，避完後在這處合回來，合回來，然後再在後面過，飊

以後就是這樣。這些叫做什麼？初禪近分。整整下它自然會走，全身暖，到這時叫做

初禪根本。由初禪轉入第二禪，又有一個第二禪近分，霹靂拍啦，又好像觸電一樣，

你不要害怕，有時好像覺得坐火箭一樣，「嘌﹗」標到，直標上去很高好像很遠，然

後倒轉回來落下，你一驚會神經病，會走火入魔，那時你不要驚，這些只是幻象，我

根本沒有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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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覺得漲大肚腩，漲到塞滿虛空一樣，有時覺得縮小，縮小到還細過針鼻一

樣，你不用驚，這些只是幻覺。(羅生，若遇到這樣的情況，可否出定？)不要出定

住，你慢慢地，我不想它不想它，才慢慢地出定。初禪到二禪有近分，近分過了冷靜

後，就入第二禪的根本。第二禪上第三禪又一個近分，經過近分就入第三禪的根本。

第三禪上第四禪又一個近分，又經過近分然後就入第四禪的根本。止最高是第四禪，

其他無色定那些不用理會。這個獅子奮迅三昧，多數是在第四禪起，不過在第四禪起

過後，以後在初禪都可以起。你們讀下去便會知道。

那即是說什麼？當那瑜伽師見道，見道後經過那十六剎那心之後，他會在那根本

定，不論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那當然是第四禪，最初，因為他見道時已經是第

四禪，他會在那根本定的時候，他就什麼？安住獅子奮迅三昧，那時就起，起那種獅

子奮迅三昧。獅子奮迅三昧是怎樣的呢？下文便是了。那時是後得智，不是根本智，

後得智起，觀察緣起順逆，觀察十二緣起順逆。第一個剎那觀無明，我無始以來有無

明，一剎那覺得有無明，因為有無明所以什麼？作業，叫做行，行即是作業，有行作

業，於是前世起無明及作業。這個無明一定與癡，貪瞋也包括在內，輔屬一起。

入胎，中有入胎，死後中有入胎，入胎後在胎內漸漸發展成為好像一個什麼？一

塊一塊，這麼大塊的，蘇蝦仔，你見過未？那些胚胎，用玻璃瓶載著的那些？你見過

未？未見過，你見過未？用玻璃瓶載著一塊，好像一個是什麼？好像一個拉長的紅

棗，有一隻眼一個孔這樣的，名色就好像一團口水，好像一團濃的口水痰一樣，就是

名色。變了用玻璃瓶載著那些有幾個孔，有眼有鼻那些，叫做六處。成個公仔一樣，

就是六處。有些舊譯譯為六入，六入就是經十月完滿就出世，接觸這個新世界。

接觸這個新世界之後，一路長大，到了兩三歲，於是受，苦樂的感覺漸漸明朗，

受之後起什麼？一路到七八歲以後，對於好的東西便愛，再大一點，十三四歲以後，

更加私人簡擇，尤其是春情發動，去追求異性，取，取的結果是一路作很多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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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來世的三有存在已經。一有了來世的存在呢，到你今世一死了之後，第二世

又生，會生，第二世生了之後，結果有生便有老死。十二段，明白嗎？人的生死輪

迴。

他怎樣？他入了那獅子奮迅三昧，就觀，最初原始的時候是無明，無明跟著起

行，一路好像做電影，很快觀過去，那就順觀緣起。怎樣叫做逆觀？為什麼有老死？

因為有生，所以有老死。為什麼有生？因為有有，所以有生。為什麼有有？因為有

取，所以有有。為什麼會取？因為有愛。為什麼會愛？因為有受。為什麼有受？因為

有觸。為什麼有觸？因為有六處。為什麼有六處？因為有名色。為什麼有名色？因為

有入胎的識。為什麼有入胎的識？因為有作業，前世會作業。

為什麼前世會作業？因為起無明。逆觀。好快，順一路順下去觀，好像做電影般

拿拿聲，逆觀亦很快趣過，好像隻獅子叫一樣那般快，現量的。見道的後得智起這種

東西。逆觀。這個緣起，這個緣起。還滅也有十二支，是什麼？為什麼你會得涅槃？

先滅了無明，無明滅就再沒有行，行滅就再沒有入胎的識，識滅，識滅就名色滅，名

色滅就六處滅，六處滅就觸滅，觸滅就受滅，受滅就愛滅，愛滅就取滅，取滅就有

滅，有滅就生滅，生滅就老死滅。涅槃了。還滅順觀，還滅又逆觀。

為什麼老死會滅？因為生滅。為什麼生會滅？因為有滅。為什麼有會滅？因為取

滅。一路至為什麼行會滅？因為無明滅。一來一往，即是緣起觀，一來一往，一順一

逆。還滅觀，又一順一逆那樣。緣起觀即是什麼？苦諦、集諦。是不是？還滅觀呢？

即是滅諦、道諦。即是那後得智把那苦集滅道，又要表現一輪，很快的，那時就叫做

獅子奮迅三昧。聽得明嗎？陳文蘭。我已經講了，讀就可以。

十二緣起，這個十二緣起又名十二因緣，為什麼叫緣起？前一段為緣，引起後

段，就是緣起。後段為緣，又引起後後段，叫做緣起。支，什麼是支？一段一段叫做

支。十二緣起支，又叫做十二因緣，這段為因為緣引起後面，十二段因緣。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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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緣起，謂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這

十二支，「其中從無明緣行」，為什麼無明緣行？你讀經「無明緣行」，「行緣

識」，怎樣解的？以無明為緣而產生行，明白嗎？「行緣識」，是以行為緣，而產生

識。「識緣名色」，即是以識為緣，而產生名色，識解嗎？「從無明緣行，乃至生緣

老死」，一路下去「是雜染品隨順緣起」。

雜染即是有漏，有漏的人生那類，品即是品類，隨順緣起，即順流而下，一路生

死輪迴不已叫隨順緣起。倒轉過來，由老死，為什麼有老死？因為有生。為什麼有

生？因為有有。倒轉來，從無明，從老死，老死由於有生，乃至一路推上去，乃至為

什麼有行，由於有無明，倒數上去，就是雜染品的回逆緣起。逆是倒轉，回逆緣起，

回即是回頭，逆是逆數上去。這兩段都是什麼？苦諦、集諦。是嗎？生與老死是苦

諦，是不是？噢，不是，這些不是苦諦，無明與行是集諦。

無明與行是集諦，行緣識，識是苦諦，是嗎？識緣名色，名色是苦諦，名色緣六

處，六處緣觸又是苦諦，觸緣受，受緣愛，不是，觸緣受都是苦諦，受緣愛是什麼

諦？集諦。愛即是貪，煩惱來的呢？愛緣取呢？都是集諦，取緣有呢？都是集諦。為

什麼「取緣有」有些人說它屬集諦？有些人說它屬苦諦？由業方面來講是屬集諦，是

不是？由它已經有了，來世出世來講，那就屬苦諦。「有緣生」是集諦，不是不是，

是苦諦，「生緣老死」又是苦諦，總之不論順逆，都是苦諦、集諦。流轉的，叫做流

轉十二支。還滅十二支就是滅諦、道諦。「從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生滅故老死滅是清

淨品隨順緣起」。

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一路至到什麼？生滅則老死滅，就

是清淨那類，集諦(應是道諦)、滅諦，不是，集諦(應是滅諦)、道諦。清淨品隨順緣

起。「從由生滅故老死滅，乃至由無明滅故行滅，是清淨品回逆緣起」。生滅則老死

滅，有滅就生滅，一路掉轉頭，一路掉轉頭至由無明滅故行滅，數回上去，是清淨品

回逆緣起。四種觀，是不是？隨順的一往一還，清淨的又是一往一還。聽得明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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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嗎？你聽得明嗎？明白嗎？你明嗎？他很快的，一往一還、一往一還很快的，獅子

奮迅三昧。

這就是獅子奮迅三昧的內容。是不是一定要觀十二因緣？不是，你觀其他東西一

樣可以這樣快。「如是修習」，修習什麼？兩類，「雜染品的隨順緣起」，雜染品的

隨順緣起即是由無明一路數下去，「便能通達集諦自性」，集諦，一路通達集諦自

性。來到了知惑業之主，即是無明與行。惑即是煩惱，業就是業。所謂煩惱與業的主

要部分，煩惱的主要部分是無明，煩惱以無明為代表，行即是業，隨順觀。「修彼迴

逆緣起者，便能通達苦諦自性，以了知生與老死，是惑業之果」，那惑業的果究竟成

熟的時候，究竟即是最後，最後成熟的時候就變為老死。以上是修什麼？

修那些雜染緣起，一往一還，一去一回。聽得明嗎？胡麗麗。陳文蘭，識唔識？

黃德斌呢？識嗎？你叫做什麼名？我忘記你的名字。是葉冠好。隨順緣起。不是，雜

染緣起裡有隨順的，有回逆的。隨順即是苦諦、集諦。不是，隨順即是了解集諦，回

逆就是了解苦諦。是不是？好了，再修清淨品，修清淨品的兩種，隨順下去的緣起是

了解道諦，修道將來會得涅槃，那時便知道無明對治，如何對付無明，於是能證得無

我慧而斷無明的根本，把無明的根本斷除。再者「修彼(清淨品的)迴逆緣起，便能通

達滅諦自性」，即是涅槃，滅諦自性。這樣「以知(道)永斷染污無明之究竟果，即滅

除生與老死」。

把生與老死滅除即是涅槃，那即是用獅子奮迅去修，有漏的一往一還，無漏的一

往一還，即了解苦、集、滅、道四諦，「是故修習順逆緣起，即是通達四諦之最勝方

便也」，最殊勝方法便利。這段好呀，這段，你看別的經，你看中國其他譯的經，沒

有怎樣講修止，怎樣修獅子奮迅三昧，你的牙較已先贏了。以上講完見道的頂加行，

修道頂的加行讀多少，好嗎？明天星期六你們要去……逐小段講，每小段把那《大般

若經》一句一句解給你聽，解完後然後讀《現觀莊嚴論》來解釋那段。你香港人，香

港人不是識很多事物，別人覺得你確是前所未有，不止香港，這個世界很多，去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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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更多人不懂，去到美國加拿大，他們聽到你們說都不懂，都覺得新奇，佛法的人

都很蠢，學佛法的人。講多十五分鐘，好嗎？

我現在那天走也未定，飛機票訂了九號，我老婆又想要二十七號，但我有個世侄

又叫我十四號與我們一齊去，有隊，我老婆聽見後又想十四號，你最好自己決定我沒

有主張，你說九號也好，十四號也好，二十七號也好，不過九號似乎太早，二十七號

似乎太遲，十四號不知道劃到位否，如果劃到位就十四號，中道，不遲不早，不一定

有位。你們記住，拿著這本東西，拿著這本《般若經》，夠你們一世用，不用多，不

用多。若你想多學一些，你把它弄熟……見道後再沒有分別煩惱，煩惱障有分別的和

有俱生的，分別的煩惱障沒有了，剩餘俱生的煩惱障，所知障又有俱生，又有分別，

分別的沒有了，俱生的有，在修道時候，然後才漸漸漸漸剷除那些俱生的煩惱障和所

知障。

分三，辛一，修道頂加行，辛二，所斷除執著，那些俱生我執，俱生法執，辛

三，斷除所斷之勝利。斷除了所應斷的障礙後，所得的勝利是如何的。辛一，修道頂

加行。「滅盡等九定，(一撇)；修往還二相。(一句)；後以欲界攝，(一撇)；非定心爲

界，(一撇)；超越入諸定，(一撇)；起一二三四，(一撇)；及五六七八，(一撇)；至滅

定不同」。你入定時如何由一個定過去另一個定，或由一個定落一個定，一讀這段，

你便會清楚。我們在中國裡的書就叫做修定。

第一次入定，初禪升上二禪，第一次入到二禪，一定要由初禪升上二禪，不可以

跳的，將來你再慢慢慢慢修，當你得到第三禪的時候，一樣亦是由第二禪到第三禪，

不可以跳的。之後，慢慢可以跳一級，由初禪直跳第三禪，是可以跳一級。在這處說

不是可以，可以跳級的是小乘修定，大乘的利根菩薩跳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這樣地

跳。現在先讀散文。「是對治修所斷種子之能治種類大乘隨現觀，即修道頂加行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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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種不是真現觀來的，這種是隨現觀。怎樣隨現觀？真現觀是沒有概念沒有

分別，隨現觀則有名相有概念，即是什麼來的？是後得智，這個是後得智。這種頂加

行的體相，即是本質是什麼？能夠對治修所斷的種子，修所斷即是俱生，修道所斷的

煩惱即是俱生煩惱。見道所斷的煩惱叫做分別煩惱。修道所斷的煩惱種子，連種子也

剷除，並非只是壓低它，那種什麼？能治能對付煩惱那類大乘的有相現觀，這種有相

現觀是修道頂加行相。那即是說給你們聽，修道的頂加行是後得智，不是根本智。隨

現觀……

界限由那時候可以開始修，那時候可以停止呢？「界唯在修道」。只有在修道，

即是見道後入了修道，一路到成佛之前金剛心那麼長，兩個阿僧祇劫，那麼長的界

限。界是界限。「此說修道菩薩，由加行與根本二門入超越等持，謂俱滅盡定等次第

定，先修往上順行與下還逆行二相之獅子奮迅三摩地 加行，次乃進修超越等持之根爲

本故」。

那即是說，這裡說修超越的定，跳的定，就一定要入獅子奮迅三昧先，「此說」

即是這裡，此是此處，此處說，說什麼？那些「修道菩薩」，「由加行與根本二

門」，由這個什麼？加行定與根本定這二門，這樣，先有加行定，有加行定，這個加

行定是在四禪的根本定裡，有加行定與根本二門，然後在那處「超越等持」，入一種

超越的定，等持即是定，等是連續，持是控制，連續控制的心，等持。「謂俱滅盡定

等次第定」，即是說，如何超越呢？一修的時候同時修滅盡定，「等」那些九次第

定，什麼是九次第定？如何叫九次第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個是不是？

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八個，再加一個滅盡

定，就是九次第定。我們得個講字，入唔到的。初禪入到的，你們個個都可以入到，

學幾個月就入到初禪，最多都是一年半載，二、三禪就難講。第四禪……你有沒有修

定？學下啦。那個，在那個次第定裡面，滅盡定與那八個次第定，在這九個次第定裡

面修，如何修？先修往上順行，先先修向上順行，什麼是向上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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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初禪，入完初禪入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再由第四禪上空無邊處定，由

空無邊處定入識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入無所有處定，再由無所有處定入非想非非想

處定，由非想非非想處定轉入滅盡定。一路往上順行。與下還逆行，再由什麼？出滅

盡定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再入無所有處定，再入識無邊處定，再入空無邊處定，再入

四禪，三禪，二禪，初禪，出定。還逆行二相，即是兩種情況，很快的，獅子奮迅三

昧，剛才說觀緣起的獅子奮迅，現在又怎樣？

一往一還的，好似在玩耍，好似獅子拋球在玩耍一般，獅子奮迅三昧，如果你入

到都幾有趣，入定並非好像死了在這處，一上一落，一上一落，快快趣趣就上，由初

禪一下子去到非想非非想處定，再滅盡定連呼吸也停止，跟著再走出來，恢復呼吸，

一路下來。入滅盡定即好像施大手術，全身麻醉這般。(要多長時間？)什麼？(一入一

出要多長時間？)極快，你說獅子打呵欠是不是很快，獅子打一個呵欠，他已經由初

禪一路上到……，快極的意思。

我沒有修過，如何快法我不知道，不過快到好像獅子打呵欠那般快，很快。先先

用獅子奮迅三昧，一上直上入滅盡定，然後再出滅盡定落回到初禪。以此來修獅子奮

迅三昧。以此來作準備，先這樣做，加行，即準備級。再入。「次乃進修超越等持之

根本故」。然後再進入超越的定。以超越的定為根本。「其修根本時，先從初靜慮直

往滅盡定」，識解了？「全無超越修一返」。完全沒有超越過修一次，上。

「次於八定間雜滅盡定而修一返」。其次是怎樣？間雜，難一點了，怎樣間雜？

修初禪，在初禪，出初禪入滅盡定，一初禪立刻入滅盡定，入完滅盡定，出滅盡定入

二禪，入完二禪，再出二禪入滅盡定，又出滅盡定入第三禪，明不明白？間雜間雜地

來修又一返。「謂從」，謂等於即是，即是什麼？即是從滅定起入初靜慮，「從初靜

慮起」，起即是出，出定，「仍入滅定，次入二靜慮，次入滅定，如是漸上」，一路

向上，「乃至從滅盡定，入非非想定」，又落番下來，「又入滅定，復入非非想定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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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起欲界攝不定心 界」，其次一出定起回一個欲界心，定是色界以上，以爲

欲界心入滅盡定，這個比較難，譬如我現在飲緊茶，正在想緊吃 燒飽好味道，這欲义

界心，忽然立刻入了滅盡定，由欲界心立刻入滅盡定，由欲界攝的那種不定心，欲界

攝即是屬於欲界的那種不定心，入滅盡定，再從滅盡定又起一個欲界不定心，其次又

怎樣？

超滅盡定，即是放開滅盡定不入，而直入非非想定，其次又出定入欲界的心，再

其次又超過滅盡定與非想非非想定兩個定，入無所有處定，其次又再回欲界的心，起

不定心。如是乃至……初初超一級，其次超兩個定，乃至超三個、超四個、超五個、

超六個、超七個、超八個，由欲界一跳就入滅盡定，超過八個，由滅盡定一跳即入回

初靜慮，「次從初靜慮起不定心」。這樣，拿拿聲很快地入，好像你讀《維摩經》，

讀到唯摩居士那時取衣即時入定，就是這種，不過這種要很高功夫才可以，起碼都要

地上菩薩。

「此等何故名超越等持耶」，等持即是定，「謂從初靜慮乃至滅盡定」……由初

到第九級的滅盡定，「 所間雜」，中間間雜，由初到二中間間一個滅盡定，「而雜爲

不同類法」，間雜有個欲界不定心來間開它，這樣地修定。「般若經中廣說」，這些

都是小品般若裡和大品般若裡詳細說給我們知。「論中初二句僅說加行」，初二句，

「滅盡等九定，修往還二相」。

是不是？這個是加行的，一往一還沒有超越的。這個是什麼？這段是獅子奮迅三

昧來的。明不明白？「後六句」，頌文後六句「僅說雜欲界心而修九定」。每一個定

中間插一個出定欲界心在那，「其中直往」，有些直往，「一返」，或去一次便回

來，「及以八定雜修滅盡定」，八個定之中，超過八定而入滅盡定「一返」，以上，

本來很詳細，「意 易解故未宣說也」。彌勒菩薩說這個很易解，他沒有詳細講。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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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後以欲界攝，即是一往一還之後就用欲界定來間雜，「非定心為界」，

後以欲界攝的攝字不要加一撇，欲界攝的非定心為界，即是中間插一個欲界心在那，

「超越入諸定」，如何超？超一級、超兩級、超三級、超四級，與及超五個、六個、

七個、八個最多，直至滅定，一路超直至滅定，所以有種種不同方式。超一級與超二

級不同，超二級與超四級又不同，種種不同來修頂加行。這樣修頂加行又確是幾爽。

好了，講到這處。所斷執著，是不是？所斷分別。辛一是修道頂加行。

現在是辛二，修道的頂加行所斷分別，分別即是執著。執著又分兩種，所取分別

即是諸法，所對的境，我們的識所對的境，第二是能取分別，是指那些假我實我，初

又分二，所取分別又分二，第一種是轉趣所取分別，轉趣者即是應該修轉趣的東西，

執著那些應該修的東西為實有，轉趣的所取，對於轉趣的所取而起分別。然後癸二，

退還所取分別。不應該修應該放棄的，那些應該放棄的所取。對於那些應該放棄的所

取而執為實，起分別。

「今初」，即是轉趣的所取分別。「略標及廣釋 佛所不攝受 無三世功德及於三

妙道 所取初分別 加行相行境。」他說「大乘修所斷轉趣所取分別有九種」，即是大

乘人他入了修道，即是見完道後入了修道的時候，仍然要斷很多執著的，他所斷的是

屬於所取分別，而又是屬於轉趣所取分別有九種要斷。

現在第一種，我們先讀散文。第一種，「謂 攝受愛樂略說 生，執略說法 實爲 衆 爲

所取，俱生所攝之分別」。一種。他說有一種修道的菩薩，已經入了修道位的菩薩，

他為了攝受，攝受者即是教導，教導那些樂略說的 生，樂，這樂字讀「 」，即是衆 抝

英文的 like，歡喜。歡喜略說的，因為有些 生歡喜詳細說，有些歡喜略說的。衆

你要攝受這些樂略說 生，於是他就要略說來講，但他用略說來教 生，同時他衆 衆

起執著，他不是思維而執著，是天然的，起一種俱生執著。他如何執著？他說有一種

生是歡喜略說的，真是有一種 生是歡喜略說，他執著略說法為實有這回事，略說衆 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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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事為實有，他無意的，就起執著，這種是俱生的，與生俱來並不是分別而起。有

一種這樣的執著。這是第一種，明不明白？第二種，「又 攝受樂廣 生執廣說法爲 衆 爲

實所取之俱生分別」。

這種菩薩，他為了要度那些樂廣 生，廣是詳細，歡喜詳細說的 生，於是他心衆 衆

中想，廣說法是對的，於是執著廣說法這回事以為實有，俱生的。不其然地執著，你

明不明白？這樣的俱生執著。第三，先看回偈。「略標」即是第一種，執著樂略說，

「及廣釋」，執著什麼？有一種 生歡喜廣釋的。好，現在說第三。第三，「若不如衆

說修行則佛不攝受，執彼對治修般若波羅蜜多瑜伽 實所取之俱生分別」。一句。第爲

三種執。他如何執著呢？若他不如說修行，如是依照，說是指般若經，指佛所說的般

若經和其他經，如果你不依照那些經去修行呢，則佛不攝受。

佛不會加被你，不會攝受你。現在這些越老資格的人，越有這種執。那些大德，

你這樣都不做，佛都不會加被你，其實他說這句說話時，已經是執著了。執著什麼？

執著佛要你依照這樣做才會加被你，不依照則不加被，這個又不是執著，普通的加行

是沒有說到這種執著要除，現在說到頂加行，要講得深入加行，這種都是執，都要掃

清。

這種執著，地位越高，道德越深的人就越多這種執著，你覺不覺？他於是執著，

那如何稱為如說修行？佛教我們修般若波羅蜜多，你依照佛所教你的修般若波羅蜜多

辦法去修行，佛便會攝受你了。要「執彼對治」，彼者不如說的彼，不如說修行的那

種彼，對治即是對付這種彼，來修般若波羅蜜多的瑜伽，即依照般若波羅蜜多來修止

觀。認為這種是對的， 實所取是實的。這種是俱生執著，他執了也不知道自己已爲

執，這個是第三種。第四種。現看回偈。「佛所不攝受」。第三種。

好了，第四種。「觀待見道由其已滅故」，「觀待見道」，應該有一撇，「由其

已滅故」，「加行道功德於勝義無，於名言有，執 實所取之俱生分別」。這個是第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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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他說「觀待見道」，觀待者即是以他為標準，觀待，解作相對，觀待兩個相

對，以見道為標準，對於見道來說是怎樣的？「由其已滅故加行道功德於勝義無。」

他說由於，你見了道，由於這個見道已經滅了，剛才你見道，現在你入了修道，即是

見道已經滅了，已成過去，由於見道已經滅了，你現在不是修見道，現在修什麼？修

加行道，修修道的加行。

講到此處，又講一件事情給你們知。你要經什麼？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

種智慧叫加行智，智又叫做道，加行道。加行道即是暖、頂、忍、世第一法。由加行

道，加是加功，行者是修行，因為加功修行的結果就迫出一個見道來，由加行道產生

見道，見道，只說根本智，後得智不說了，根本智先先的一段叫做無間道，是不是？

是不是？

無間道先，無間道是掃蕩煩惱，無間道之後是解脫道，那時是享受那種解脫情景

的。同是根本智是分前後兩截，那即是說道有加行道，有無間道，有解脫道，三種不

止，還有，已經得了解脫道，即是已經見道，見道後還要怎樣？譬如你入了初地，你

修下修下你想進入第二地，是不是？當你想進入第二地，又要加功修行，所以又要有

一個新的加行道，聽得明嗎？有一個新的加行道，再由這個新的加行道，又產生了第

二地的無間道，入第二地。第二地無間道之後又有一個解脫道，第二地升上第三地的

時候，又要什麼？又要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要這樣的。

明白了嗎？你斷煩惱都是這樣斷。現在我一地一地來講，如果譬如你現在要斷除

欲界的嬲怒，欲界有嬲怒，貪瞋痴，瞋是嬲怒，你的脾氣不好，很壞的，你的欲界嬲

怒有九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上上品那些兩句說不合便會打架的，這些是上

上品。上中品又怎樣？聽得一兩句，聽聽都要爭辯一輪。上下品又怎樣？有少許耐

性，嗌交就會，未必打架，講下道理便不用打。如果是中上品，會嗌而不打也說不

定，中中品是會嘈下算數。如果下下品便會不理睬你，是不是？都是的，一級級落。

好了，譬如你脾氣壞到極，現在你修什麼？修這個慈悲觀，是不是？脾氣壞最好修慈

悲觀，修慈悲觀或者慈憫觀，來對付你那種壞的上上品的瞋的嬲怒的煩惱，你將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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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來修行，一味在修止觀，我們所有的眾生，都是我們的父母兄弟，我要對他們怎樣

好，我要對他們怎樣好，在此處觀，這時候不就是加行，加功修行，你明不明白？

當你加功修行的時候，(就是)加行道了。你在此一味修觀，修慈悲觀是加行，加

行到某程度，你在定中就會怎樣？無形中忽然間你覺得嬲都是無謂的，不須要這樣嬲

的，即是說那時由於加行的緣故，就起了一個無間道，把你那種上上品的嬲怒，之後

跟著起一個解脫道，覺得都是不用嬲怒的，以後我都不須要這般嬲怒的，解脫道，那

時你的心很放開一樣。是不是？以後你出了定，不會兩下就打架，都有些道理分開來

講，那你便斷了上上品的嬲怒的煩惱，瞋怒的煩惱。

都有加行道，無間道和解脫道。再進一步繼續修慈悲觀，繼續修又來一個新的加

行道，要斷除這個上中品的嬲怒，聽得明嗎？一路加行又一樣地修觀，修修下你就會

覺得如何？好似，胸襟好似霍然開朗，沒有些許嬲怒，這時又來一個無間道，斷除上

中品的瞋怒煩惱。無間道後跟著再來一個解脫道，那時候現在好像心平氣和，與舊時

確是不同，你便會這樣，解脫道，斷了上中品。再進步修下修下，或者你再加行三個

月、兩個月、五個月都不定，再經過若干的加行，你又來一個無間道，一個解脫道，

斷除那上下品的煩惱。

一級級地斷，每樣普通都分九品斷，現舉一個model，一個標準，不一定是九

品，可能你十五品也一定，是不是？(會不會少？)得，有少些的。不過不會太少，少

極都要三幾品，不會太少，就是這樣。這個是什麼？改變人性格的心理學，就是這

樣。好了，講到此處你們明白，每斷一分煩惱，都有一個加行道，有一個無間道，有

一個解脫道。

剛才我這處以入地來講，其實由初地到地地，中間都不知有幾多百萬個加行道，

無間道和解脫道。不過我舉一個例，明白嗎？聽得明嗎？常常說加行道，加行道，加

行道，那很容易混亂，是不是？於是我們中國的法師用很多名詞，這個是煖，見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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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叫它做加行道，無間道和解脫道不用改，見道之後的新的加行道，他不叫它做加行

道，因為恐怕混亂，於是改做什麼？叫做勝進道。

勝進者即是百呎竿頭，更進一步，更殊勝。勝進道。所謂勝進道，即是新的加行

道。聽得明嗎？你們明嗎？以後那段將會叫做勝進道。所謂勝進道，對前面那段來說

是叫做勝進道，但對後面那段來說也不就是加行道。是不是？如果你們不看慣書的，

那本叫加行道，這本叫勝進道，攪到你的頭腦亂了，其實都是一樣。好了，你看此

處。

「觀待見道」，對於那見道來講，你現在已經在修道，修道已經過了見道，對於

見道來講，「由其已滅故」，見道那種智，見道那種無間道、解脫道都已經滅了，你

現在要修什麼？修一個新的加行道，是不是？這個「加行道功德於勝義無」，這個就

是新加行道，是不是？即是勝進道。這個。這個加行道的功德現在起，是不是？但這

種功德「於勝義無」。在勝義諦來說是沒有的，但於世俗是有的。「於名言有」，名

言即是世俗。於是起執著，有的，當他說有的時候，便會如何？

這位一定是一位很有道德的老法師，這個，是菩薩來的，修道菩薩，原來這位老

菩薩又起了執著，有的，他已經有執著，明不明白？執 實有，這種又是所取執著，爲

所取分別。這個是第四種，第四種即是什麼？過去的事物已滅，是不是？過去的已滅

是沒有，現在是有的，「無三世功德」這句，過去的，過去世的見道是沒有，是不

是？但是現在世是有的，現在世的新加行道是有，好了，是這樣先。這句是三種，

「無三世功德」，四、五、六在這處，三世。看散文先，「由無四句因生故見道功德

於勝義無於名言有」，這句是講現在，「執 實所取之俱生分別」。「由無四句」，爲

何謂四句？記不記得，李孟沖，你記不記得？(有、非有)……

普通講見道生起與修道智慧生起。那四句，「已生者不生，未生者不生，生時亦

不生，亦非無因生。」你說我現在有那見道的智慧生起，見道的時候確是生起，但事

18



後要這樣地觀，根本是沒有生，見道的那種智慧，為什麼？他用這四句來修觀，為什

麼？見道呢，剛才我見道，見道了，見道後你知道，所謂見道在勝義諦來說是沒有

的，沒有生，見道那種智慧在勝義諦來說根本是沒有，我說剛才見道不過是在世俗諦

來說的，何以故？因為從勝義諦來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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