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未生起怎能說它生呢？生的時候亦不生，為什麼？為什麼生的時候亦不生？生

的時候不是全部有生，只得一半，即是一半已生一半不生，還有一半是未生，未生又

是不生，一半未生，兩個半個，不是，半個不生加半個不生即是一個不生，是不是？

所以生時亦不生。這處三句。那現在是否即是沒有生？又不是。「亦非無因生」，你

說它完全沒有因而可以生呢，又不是啊，又不通的，四句。你說它現在生，現在生用

這四句來破他。或者有人用這句，亦非無因生，那就四樣了。

在《中論》裡又有這個，「是故知無生」。這樣又得，這個是《中論》的。不過

普通西藏人修觀是剛才那四個，四個範疇，既然是這樣，所以一切法根本無生，明不

明白？明不明白？用這四句又得，兩個四句。如果你說現在是生的話，亦無生，由無

四句因過，四句的因都不存在，「故見道功德於勝義無於、名言有」，於世俗諦裡

面，名言即是世俗，是有，因為這樣，跟著四句本來破了很多執，於是又執此為實

有，「於勝義無、於名言有」，對了，你一說對，那就是執。

是不是？這種執了也不知，不知其所以然而執的，那種俱生分別。這種即是什

麼？是第五種，是現在的，剛才是過去，是不是？這個是現在。好了，又未來的，下

面，下面第六種。「由未來無實物故大乘修道功德於見道時無、於修道時有，執 實爲

所取之俱生分別」。一句。這個是第六種，觀未來。

未來的東西現在無實物，無實物因未到現在，大乘修道功德，將起未起的時候，

在未來，當你見道的時候，大乘修道功德還在未來，是無，但在修道的時候是有，世

俗諦裡面是有，是有的，世俗諦內我現在修道確是有的，當你的心這樣想的時候又會

起執，執 實有，即是什麼？對未來的東西起執。無三世功德，三樣，四、五、六，爲

得不得？看到嗎？好了，「由寂靜常樂我淨四倒等故執能得涅槃之加行道 實所取之爲

俱生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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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寂靜，寂靜是什麼？是動詞，即是壓低它令它不能起叫做寂靜，佛經裡常常

用寂靜兩個字當動詞用，即是壓低它，由於壓低了它，這個寂靜即是什麼？即是

stop 了它，停了它，由於寂靜四種顛倒，四顛倒是什麼？常、樂、我、淨四顛倒，

來到這裡你們要明白世界是無常的，人生是無常的，如果你執著人生是常的話，就是

於無常計常倒，聽到嗎？於無常你計較它是常倒，這就是顛倒。於無常計常倒。

那計字當執著解。人生是苦多樂少，我們偏偏沈迷，於苦中我們執著它是快樂，

耽戀快樂，那就叫做什麼？於苦計樂倒。人生是無我無主宰，而我們偏偏執我，於無

我計我倒。人生到處都是不淨，我們偏偏執著它為淨，於不淨計淨倒。這個叫執常、

樂、我、淨四種顛倒。這個在因位裡面我們有這四種顛倒，但是果位又不同，對於果

位又不同，佛果確是常、樂、我、淨，如果你說佛果是無常的話，那即是什麼？於常

計無常倒。

佛果是快樂的，你執著它是不快樂的，你會如何？於樂計苦倒。是不是？佛果是

有我的有主宰的，你又說佛果是無我，那你變了什麼？於我計無我倒。佛果是清淨

的，但你一定說樣樣都不淨，就叫做什麼？於淨計不淨倒。這四倒加起來就是八倒，

八顛倒。普通只用前面那四顛倒。(為什麼只用前面？)在印度來講多數用前面四顛

倒，來到中國古代的法師講成八顛倒。

這些，「由寂靜常、樂、我、淨四(種顛)倒等故」，等埋其餘四種，是不是？就

八種。於是執著，執著能得涅槃的那種加行道，加行是什麼？即是那個勝進道，將得

涅槃的勝進道，在那處觀，一切都是無常的，苦的，無我的，空的，不淨的，佛果就

不同，佛果是常、樂、我、淨，用這來加行，將入涅槃前這樣的加行，當你這樣的加

行時又執著這加行是實有。執著這種加行是實有又是一種俱生的法執。俱生分別。對

那種加行智起執著了，是不是？繼續看回那裡。又「於新證空性之見道執 實所取之爲

俱生分別」。

2



他，這種修道菩薩已經見道，因為他見道但他距離見道不是很久，所以是新證空

性，見道時才開始證真如空性，他現在才入修道，對空性來講都是證了不久，對於新

證空性的那種見道，就他所證的境來講叫做空性，就他能證的心來講叫做見道，就他

能證的智慧來講，他對於那種新證空性的見道，他執為實，實有，於是是一種實的所

取分別，是俱生的。那即是說什麼？即是說對於見道的那種智慧執為實有。第二種。

然後「由修習已證之勝義無自性故執大乘修道 實所取之俱生分別」，現在他已爲

經是一個修道菩薩，這個修道菩薩他已經證得真如，由於他修習到已經證得，已經證

得那個勝義諦，他證得勝義諦亦知道那勝義諦是無自性亦是，新證得勝義無自性故，

他現在，我現在已經不單止見道，我現在入修道了，他自己知道，於是怎樣？執大乘

修道 實所取，於是執著我現在在修道，我的修道智慧還是假的，又起執，是不是？爲

這種又是俱生而起分別，他執了也不知。你看，他入了修道的人還是這般執著，那些

執多麼厲害。好了，對修道智起執。一連三句，第一對加行道起執，第二對見道起

執，第三對修道起執。找到嗎？你看到嗎？你看到嗎？找到嗎？那是什麼？「及於三

妙道」，看到嗎？對於加行道、見道、修道起執。這是七、八、九三種，共九種。這

些都是所取分別，這九種。

而且是初，即是第一種，轉趣的，第一種，初是轉趣的，次是退還的，所取分別

中的初分別，轉趣的分別，這些是修道加行相的行境，修這個加行道的時候，那加行

道是什麼？指見道後的勝進道，修加行道的時候，有這種境況出現。看回散文。「如

是九種分別」，即是上文所說的九種分別，即所取分別中，「即(是)所取中」，「初

一類」即是轉趣的所取分別，「是修道加行相時之所行境也」。這九種分別是在當你

修道之後，在那些新加行道裡面會有這種執著起，你們要對付的。聽得明嗎？先休息

一會。

轉趣的所取分別，現在是癸二，退還的所取分別。還所取分別。次許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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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點)心所，(一撇)；轉趣時有境，(一撇)；不發菩提心，(一撇)；不作意菩提，(一

撇)；作意小乘法，(一撇)；不思大菩提，(一撇)；有修與無修，(一撇)；及與彼相

反，(一撇)；非如義分別，(一撇)；當知屬修道。(一句)我們先讀散文。「修道所斷第

二所取分別」，那即是什麼？第一種是轉趣的，應修的，第二種是退還的，即是應捨

棄那些所取的東西，雖然他說應捨棄，但他仍執著為實，不知其所以然，他起一種執

著，修道所斷第二種所取分別，即是退還的所取分別。

這種所取分別是什麼來的？「許 大乘修道心及心所無間道轉時之有境能緣心法爲

也」。他說這種所取分別是那些大乘修道的人，即是已經入了修道位的人，當他們修

道的時候，他的心及心所，八個識叫做心，每個心都有些附屬作用，那些附屬作用是

心所有的東西，所以叫做心所。雖然有八個識，但他修止觀的時候，所謂心實在只得

第六意識，是不是？為什麼呢？

前五識如果入了第三、四禪，第二、三、四禪，前五識全部停頓，只剩下一個意

識，和一個末那識，一個阿賴耶識，而末那識和阿賴耶識，末那識只是執我，當你的

修道無漏智起的時候，那我執是暫停，第八阿賴耶識不會執著，不起作用，他所謂的

心即是第六意識，心所亦是第六意識的心所。大乘修道的時候，那些心及心所正在

修，這個修一定是無漏，為什麼？在無間道。無間道轉，轉即是起，當無間道起的時

候，那種什麼？有境的能緣心，何謂有境？

有境界，有境兩個字，如果有境兩個字作名詞用，作名詞用，當識解。我們的八

個識都有有境，有個 object，有個對像，名詞當識解。如果當形容詞用，即是當

adjective用，就是當什麼？有境界的，即是有些境界給他看的，有境界的，就是這

樣解。這處當形容詞用，有境界的能緣心，緣字當認識，能認識的心。無間道起的時

候那種有境的能緣心。那個法字是多餘的。他說這種能緣心，這種能緣心就因為……

能緣心即是能認識東西，凡能認識東西必定有它所認識的對象，是不是？那

object，這種能緣心，這種修道的菩薩的能緣心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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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心就境界門」，就他的 object那方面，就他所對的境界方面不同，「差

別」是不同，就他的境界不同，將這種能緣心分為九種，能緣心分做九種，這九種，

這九種心都是大乘修道菩薩的時候都要除去，不要的。如果有這種心就要除的，要退

還的，即是將它把…心本來是能分別，現在把它放在前面，當它是所…當它是所分別

的東西，明不明白？當它是所分別的東西來簡擇，這九種是不要的，要退還的，聽得

明嗎？聽得明嗎？他說彼心就境界門的不同，的差別分為九種。

於是境界有九種，是不是？第一種，「謂二乘資糧道位由離大乘善知識等故不發

大菩提心」，有一種人，那些二乘的人，即是聲聞乘獨覺乘的人，這些二乘的人還在

資糧位處，尚未入加行位的，那種人由於他離開大乘善知識等，他沒有那些大乘的良

師益友，善知識即是良師益友，沒有那些大乘的良師益友來攝受他，所以他這種人不

發大菩提心，不發起大菩提心，以為有一種這樣的人。

那些修道菩薩當他在修道的時候修觀，他在觀中他執著有一種這樣的人。明不明

白？執著有這種人為實有。即無意中起執，有一種這樣的人。當你說有一種這樣的人

時，你是不是執著這種人為實有？「執彼大乘所遮之法 實所受用」。他執著，執著爲

什麼？那些小乘的人不懂事，他所修的法門都是大乘人所遮的，即是所否定，認為不

對的，遮是破解，那種人，那種二乘的人，執著大乘人所破的法，認為這種法值得他

受用，他修的，那種法我們不能要的，當他說他們不能要的時候，他就執著有那種

法。聽得明嗎？我們看回偈文。

「次許心心所」，他認為那些大乘修道的菩薩的心心所，當那心心所轉趣時，轉

趣即是起活動的時候，會有些境界給他觀，第一，他觀什麼？觀不發菩提心，觀有種

二乘的人，他因為得不到大乘的良師益友的攝受，他沒有發大菩提心，沒有發大菩提

心，就把小乘的事，這些事為大乘所破，他認為是好事去受用。以為真的是有這些好

事給他們二乘的人去受用，無形中就執了。這就是一，不發菩提心。這個是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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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利他而求成佛之殊勝福故，名不作意菩提藏」。這是第二種。由於小乘的人，由爲

於沒有什麼？沒有這種東西，沒有那種？ 了利他而求成佛的那種福， 了想利他而爲 爲

想求成佛都要有福才可以，如果你入了地獄，你怎樣利他，你想利他也不能，連想你

也不會想，入地獄那麼苦，是不是？譬如現在你日日都沒有飯吃，餓到你頭昏眼花，

你還想不想利他？你想來想去是找碗飯吃先，是不是？

你那得閒想利他？即是你沒有這樣的福，是不是？那種人因為沒有 利他而求成爲

佛的殊勝福故，他就不會作意菩提藏的了，藏者藏了很多富的東西的庫藏，對於菩提

的藏他也不會留意，即是不會起念頭，不會起心動念。於是他就執著，那種人因為他

沒有福，他不留意大菩提的，即是當不留意大菩提這回事執為實有，那些大菩薩都會

這樣執著。即是有種他本身已經差不多聖人賢人的階段，但他又常常教訓人，你這樣

不對那樣不對，其實你這樣不對。

你講這句說話的時候呢，無形中執著有一個不對的事物是實有，是不是？所以他

一開口便知道他已經有執著。本來一切相加行是不須要斷除這種執著，這些叫做頂加

行，徹底的加行，連這些執著都要除。這個是第二種，「不作意菩提」，他不留意菩

提。第三種，「由是聲聞種性故作意彼乘法，由是獨覺種性故現證彼乘法」。一句。

這個是第三。

由於有一種人，他是聲聞種性，什麼是種性解過了，是不是？他常常留意那種，

彼是指聲聞，聲聞乘的法，由是獨覺種性，又有一種人，由於他是獨覺種性，他不會

修大乘，故現證彼乘法。他雖然他是聖人，但他現證那些獨覺乘的法。這大乘菩薩修

觀的時候，知道有一種這樣的人，當他說有一種這樣的人的時候，即是他執著有一種

什麼？有一種實的聲聞種乘，有一種實的獨覺種性，是不是？這是第三種。第三種即

是偈內的那句，「作意小乘法」。第四種，「由不修般若波羅蜜多故不思維正等菩

提」。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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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修道菩薩在觀裡面又觀到這樣，有一種人他不肯修般若波羅蜜多，所以他這

種人，不會思維、不會想無上菩提的了，又有這回事，當他想這回事的時候，他又執

著有這回事，這些是聖人的執著，修道菩薩的執著。這個即是什麼？「不思大菩

提」。第五種。「由有所得修般若影像」。一句。他說有一種人，用有所得的心，什

麼是有所得？即是有執著，即是用有執著的心，去修般若波羅蜜多，修般若波羅蜜

多，但修來修去只修得個影子，影像，影像即是修來修去只修得個名言概念，有所得

的心去修。

現在你看那些修行的人，都是多數用有所得的心去修。有幾多個會用無所得去

修。用有所得的心去修般若波羅蜜多，這種人只修到般若波羅蜜多的影像、的名言。

這個即是什麼？「有修」，兩個字，偈裡面有修。第六「由不能緣真實義故不修真實

義」。一句。他說他由於修道菩薩這樣觀，有一種人不能夠認識，緣是認識，不能夠

認識真實的境界，義即是境界，故不修真實義。

所以這種人不修真實義。這樣想，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又執著，有種名真實

義，但他不修真實義。那種俱生執著又起。即是偈裡面「無修」兩個字，無修。第

七，「由不緣真實義故亦無能修彼者」。一句。由於他不能認識真實義，所以他亦沒

有能力真正去修真實義。這句剛剛與「有修」相反，是不是？「及與彼相反」，是不

是？一半，及與彼相反的一半。

第八，「由無常等不能無得故亦非無修無常等」。他這種人不能夠修大乘的真實

義，但他這種小乘的人，仍然會修無常觀、苦觀、無我觀，由修無常等，雖然他修，

但不能無所得去修，不知道它是空，執著它來修，所以他，你說他沒有修又不是，他

有修，不過他是有所得的心去修，亦非無修無常等，他又不是連無常觀、苦觀、無我

觀都沒有修，不是，他有修，不過他不能夠用無所得的心去修。這即是什麼？

上文說過「無修」，那此處即是「有修」，「及與彼相反」，兩個，第六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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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六。不是，應是第七、第八。第七是與有修相反，第八是與無修相反。聽得明

嗎？「有修與無修」。第九，看散文。第九，「由顛倒執真實義故，於不如實義分別

執著」。一種。

他說又有一種人，他對真實義起顛倒心，不能夠正確了解，所以他不能夠如其實

在，不能夠如實地去，不能夠依著那真實義，於不如實的義，義是境界，於不如實的

境界，就分別執著，以為它是對的，以為它是有的，有一種人這樣地執著。他執著一

些不對的東西，你說別人不對，執著，其實你這位老師俱生又執著有這回事。聽得明

嗎？這句即是什麼？「非如(義)理分別」。這九種，「當知屬修道」。

都是修道的時候，那種人入觀，觀得不徹底，就有這些對於所應退還的東西而起

執著。以上就是所取分別。是不是？講埋能取分別，好不好？壬二，能取分別又分為

二種，癸一，癸二。癸一，實執分別。世人有這些的實執，世人實執，但這位老師他

修止觀他卻說世人有這些的實執，那他又執，這位老師也在執，聽得明嗎？即我這樣

說你們要聽得明白？別人在執，執它為實，你這位老師不執為實嗎？

但你修止觀時他卻說有種人這樣地執，執此為實，這是不是執？這位老師是不是

執？所以你一入觀，所說的都是不對，用說話來講就是錯，一開口說就是執著，是不

是？所以維摩居士怎樣？不說話，無話好說，一說就錯，所以禪宗有位老法師，別人

問他，問他這樣問他那樣，他說你最好把你的嘴巴掛在牆上，這樣的。他開口就有

執，他答你的時候要有方便，否則很容易一答便露出馬腳，你便有執。

所以維摩居士不答他。有些就答有為法是二，無有為法就不二。你這樣答那即是

說你有執，執著有些叫有為法，執著有些叫無為法，是不是？你一開口就有執。那第

二種是假執分別，那些眾生凡夫就執實起分別，那些聖人就知道五蘊和合的假眾生來

的，能取者即是指那些眾生，那些補特伽羅。現在開始解，先講那實執分別。那些眾

生有這種執著，這位老師說那些眾生有這種執著，誰不知他不其然自己也起了執著。

8



你們看。

施設有情，(一撇)；境，(一撇)；施設法不空，(一撇)；貪著，(一撇)；簡擇性，

(一撇)； 寂事，爲 (一撇)；三乘，(一撇)；受供不清淨，(一撇)；破壞諸正行，(一

撇)；經說是第一能取，(一撇)；應當知。(一句)。先讀散文。大乘修道的頂加行，即

是大乘的修道位，「大乘修道加行位」是指什麼？是指頂加行，見道後的加行位，即

是勝進道來的。明白嗎？就他的境界的不同，「就境差別」，先分為實執的能取分別

和假執的能取分別兩種。現在第一種是實執的能取分別，有九種分別。第一種。「謂

自在補特伽羅非實有生，是依五蘊施設 有情，執 實能受用者之俱生分別」。他爲 爲

說，這處一句。

他說，自在補特伽羅即是我，補特伽羅即是人，士夫，數取趣，自在即是有自主

力，即是我，即是我的別名，所謂我非實有生，根本世界上並沒有這個實我生出來，

然則那個我是怎樣來的？是依五蘊施設 有情，不過依照色、受、想、行、識五蘊，爲

這五蘊和合，施設即是假說，假說為一個眾生，一個有情，我們聖人是知道這樣的，

不過執 實有受用者，不過那些人執著說他是實受用，會享受東西的人的我，這位大爲

乘修道菩薩這般說別人，但當他說別人的時候，他已經又一個執著，有一種人五蘊和

合的假東西上他執為我，那他便起執。聽得明嗎？起一個俱生執著，這句即是施設有

情。

是不是？對於假施設的五蘊，假立的，五蘊和合假立的眾生，那些人執著他，說

他是我，你聖人說那是假的，你們執著為實有是不對的，已經有執。「又緣諸法唯由

心現故於五蘊等施設 法之補特伽羅執 實有等，准上應知」。又那些世人，是會這爲 爲

樣。這個聖人就緣，觀那些世人，觀那些世人什麼？他說那些世人不了解諸法都是由

我們的……

那些叫蘊、那些叫處、那些叫界等法，一執著這法便會好像有一個個體，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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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就有一個補特伽羅。這個補特伽羅不是指人，指每一樣法的主體，的

individual，每一樣法的，執它為實，世人就起這樣執，這些執著確是不好，其實他

這樣說，這個聖人亦有這樣的執著。這個是第二種。「施設法不空」，不空即是有，

假設那些法是有。第三，「又緣觀一切法由名言有故非空之補特伽羅執 實有」。爲

他這位法師、這位菩薩，又緣，緣即是觀，觀什麼？觀有一種眾生，他觀到一切

法都是由世俗諦由名言故，然後是有的，所以非空，既然是非空，那些東西是有的

了，這個補特伽羅就緣著有些東西，執著這種人是有的，這種人真是不對，這個人，

這位修道菩薩又執著，執著有個補特伽羅，他會緣有些東西，世俗諦是有的，他就執

著。這個補特伽羅你當兩個解都可以。第一，當法的個體解又得，第二，你當有一種

人起這樣的執著又得。

你為避免太過那意義分岐，你直情當有一種眾生，有一種補特伽羅，他執著一切

法由世俗諦是有，所以非空，他起這樣的執著。即是這位師父在觀有一種眾生，他起

這樣的執著，這亦得。上面那句照樣，有一種眾生，他又怎樣？對於心所現出來的五

蘊等，他執著當作真的五蘊，實的五蘊，實的十二處，有一種這樣的補特伽羅，這種

補特伽羅，這種人就不好了。於是這位老師當他說這些話時，他無意中執著那種補特

伽羅是實有的。明不明白？這又得。兩種都得。你當他是主體解又得，你當他是那個

眾生解都得。這個就是第三，是不是？

第三，第三就是「施設法不空」。是不是？第四，「又緣未斷一切執著，故於諸

法起實貪著之補特伽羅執 實有」。他這位老師，修止觀的瑜伽師，他又緣，在定中爲

觀，觀什麼？他觀到有一種眾生，有一種補特伽羅，他未斷一切執著，他仍有很多執

著，有一種眾生，因為他有執著，故於諸法起實貪著，以為諸法實有而起貪著，有一

種這樣的補特伽羅。這位修道菩薩在定中觀到這種補特伽羅，有一種這樣的補特伽

羅，那就執著有那種的補特伽羅是實有。這個即是第四種。是不是第四種？即是「貪

著」兩個字。「又緣能簡擇諸實性之補特伽羅執 實有」。爲

10



又這位修道的菩薩又修觀，觀見什麼？緣有一種補特伽羅，他有智慧，能簡擇諸

實性，即是什麼？能夠簡擇諸法的實性，即是什麼？簡擇各種真如，人無我的真如，

法無我的真如等，他能夠緣這種，簡擇，起簡擇作用，有一種這樣的補特伽羅，即是

那種聖人。這位修道的菩薩當他說觀到有一種這樣的聖人，他能夠簡擇諸法實性，當

他這樣想的時候，他無形中又起了一種執著，覺得有這種的補特伽羅。這句即是什

麼？「簡擇性」。第六下面。「又緣不求三所 事而求苦寂滅事之補特伽羅執 實爲 爲

有」。

這位修道的菩薩又這樣的觀，觀到什麼？有一種眾生，不求三所 事，三所 事爲 爲

是什麼？記不記得？智德，是不是？三所 事，大智悲，三所 事三智，是不是？應爲 爲

該是三德才對，三智只是智德來的，智德、斷德，智大、斷大、心大，中國人舊時說

智德、斷德、恩德，那即是三大，中國人唐朝的人說智德，智德即是智大，智大不就

是三智，是不是？斷大，大涅槃，三智即是大菩提，斷大不就是大涅槃，心大即是大

悲，救眾生，恩德，三樣。明不明白？甚麼是三德？智德、斷德、恩德，即是三大，

智大、斷大、心大，這個心大指他大悲大願。他說不求三所 的事，而求苦寂滅事，爲

這個苦諦寂滅，這個苦的人生能夠寂滅，不生死輪迴便足夠，有一種這樣的補特伽

羅，即是說他不對，是焦芽敗種，當他緣的時候無形中執著有這種實有的補特伽羅。

這個即是什麼？「 寂事」。第六種。第七種。「又緣由色等不可得故三乘出離之補爲

特伽羅執 實有」。爲

他修止觀時這樣觀，有一種補特伽羅他知道色、受、想、行、識等，在勝義諦中

是不可得的，所以便要出離，出離色、受、想、行、識的束縛，出離有三種，如果是

聲聞乘獨覺乘，就執實這色、受、想、行、識而出離，如果是大乘，知道色、受、

想、行、識本性是空，不可得而出離，他由於觀色等不可得故有三乘的人，這三乘的

人的出離者，這種補特伽羅，他緣他認為這世界上有這種補特伽羅，這樣他無形中又

起了執，這個是第七種，即是什麼？「三乘」。有三乘的人。第八種，「又緣由未正

知法性故施主等供養未能清淨之補特伽羅執 實有」。他是這樣的，如果你是一個菩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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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受別人供養，要受人供養有清淨與不清淨之分。怎樣是清淨？你已經見道，能夠

證得法性，證得真如法性，你受人供養是很清淨。

即是什麼？清淨者很值得的，受人供養。但如果你仍未證得真如法性，一味受人

供養，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出家人或者你是一個長者，受人供養都是應該，無所謂，不

過不是太清淨，是不是？受人供養有清淨與不清淨之分。於是，這位修道的菩薩他修

止觀時他緣，緣有一種眾生，一種補特伽羅未能夠正式認知那個真如法性，但又有人

供養他，他亦照受，他受得不是太清淨，有這種想法。這樣想的時候，他這個人已經

起執，是不是？已經執著有清淨與不清淨，又執著這個補特伽羅不得清淨，這個是第

幾種？第八種。受供不清淨。第九種。

「又緣由於布施等執實而修破壞波羅蜜多正行之補特伽羅執 實有能受用者之俱爲

生分別」。那種修道的菩薩又這樣觀，他怎樣？他說有一種人，他能夠修行布施、持

戒等六波羅蜜，但是他怎樣呢？他執著它為實有，執實而修，執實而修的結果是，若

你讀過《金剛經》就知道，執實有般若波羅蜜，執實有布施波羅蜜，是不能稱為波羅

蜜，是不是？便變成破壞了波羅蜜，執實就破壞了波羅蜜，破壞了六波羅蜜的正行，

有一種這樣的補特伽羅。他雖然修布施持戒等六波羅蜜，但因為他執實而修，未能夠

三輪體空，所以他怎樣？破壞了波羅蜜多正行，有種這樣的補特伽羅。

於是他執實有種這樣的補特伽羅，他即是無形中一想的時候，執有一種這樣的實

有眾生，這種是實能受用者，執著有一種能受用這種修六波羅蜜功德的人，起這種俱

生分別執為實有。這個是第九種，破壞諸正行，破壞六度的正行。「經說是第一」，

依照《大般若經》說，這是第一種實執的所取分別，不是，實執的能取分別，經說是

第一種能取分別，我們應當知。實執的能取分別讀過了，明天讀假執的能取分別和斷

除所斷的勝利。

假執即是那些聖人，假執分別就對於那些補特伽羅，對於眾生，明知他們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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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明知他們是假的都會有執，他執一個假東西，是不是？即是他第一念起他執

了也不知，到後來，啊，我執了，那時就沒有執，是不是？「設有情及因，(一撇)；

由此所摧害，(一撇)；故是修道繫，(一撇)；其餘九違品。(一句)」「設有情及因」，

有情即是眾生，即是補特伽羅，這些補特伽羅都是由五蘊假合而成，由什麼呢？由色

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五蘊假合而成，而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

些呢，又由什麼而成？

是由我們的心所變出來的東西所做成，色蘊是由我們的心所變的色，受蘊又是我

們的心所，想蘊又是心所，行蘊大部分是心所，識蘊是心的本身。這些識，由心所變

出來的東西，這些由心所變出來的東西，如果你執著它是有的，一樣是執，所以那些

修道的時候，平時所假設是有眾生，有些假的眾生，同時做成那些假眾生的原因，即

是色、受、想、行、識這些蘊，他說這些假有有情，與假有情做成的原因，到修道的

時候都要摧毀，這種執著。如你不摧毀它，他執著有假有情或執著有情的原因，那一

樣是執。

所以到修道的時候一樣要摧毀它。如你不摧毀它，這就是你修道的一種障礙。不

過這種那麼微細的執的摧毀，見道的時候不能夠做到。是不是？一定要在修道，修道

的時候的頂加行，頂加行即是徹底的加行，一切相加行這樣普通的加行是不能夠做

到。是頂加行那麼徹底的才可以摧害它。所以它這些，如果你不摧害它，它就會障礙

你束縛你，所以這些執著就是，除了實執分別之外，其餘的九種，與實執分別相反的

品類。「其餘九違品」，實執分別之外，其餘那些與他修道的智相違反的。

那九類東西，現在未數出來，下文便會數出來。識解嗎？識嗎？我們看。「於五

蘊等假設有情」，那些聖人就知道，所謂有情所謂眾生，都是在五蘊之上假立假設

的，而五蘊又有它自己的原因，「及於彼安立之因」，彼即是五蘊，不是，彼是指那

些有情，那些有情所以能夠安立，安立即是假設的原因，是什麼？是色、受、想、

行、識這些蘊，而色、受、想、行、識這些蘊，亦即是假有情安立的因，亦不過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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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現，是我們心識所變現出來的諸法來的。

心所變現的諸法是指什麼？我這處解釋，按指識自體，那八個識或六個識自己所

變起的相分或見分，所謂色蘊，是我們前五識所變起的相分。那些聖人因為他們的執

著未除，所以他對於那些什麼？明知那五蘊是假，那五蘊所成的假體，明知它是假，

又明知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五蘊，能夠做成有情的五蘊，都是假的，都

是心所變的，但他一下不為意，執 實能受用者。執著它，認為這個假體能夠享受用爲

東西，能夠見東西，能夠食東西，實能受用者。他這種執著是俱生分別，與生俱來，

一時就執。一執了之後他自己一醒覺，便會立刻壓低。

明不明白？即是這樣，一個人死，譬如你們死，臨死的時候會好恐怖，一定會好

恐怖，怎樣恐怖呢？你死的時候因為你有種我執，個個都有種俱生我執，個個都愛自

己的，我愛，愛自己的，一執著有個我，便愛個我，你不執有個我，便不愛個我，當

你一愛個我的時候，你發覺自己病得很重，快要死時，這時候你會好恐怖，死了死

了，但我又捨不得死，點算點算。(有些人說他本人自己願死。)自己願死的是特例，

例外，很少是自己願死的。自己願死是思想很爽朗的時候。

(但他自己有種病很痛……)自己願死，(但)到死的時候一樣不想死，cancer太辛

苦，死了就好。當到真的將近斷氣的時候，他捨不得死，(開始已經昏迷)，未昏迷之

前他捨不得死，他有個未昏迷的時候，(但他很清醒)，將近昏迷的時候，他會覺得死

很可惜，沒有辦法的，cancer沒有辦法的，我真的不想死，他會這樣，一定會這

樣。除非他是什麼呢？阿羅漢。(不，那個死者是凡夫)。凡夫不想死，一定不想死，

不得已。死好過唔死，他才想死。死好過唔死即是愛自己，是不是？不死不得了，為

什麼不得了？有個我，個我不得了，他愛著個我，如果你不是愛著個我，便由得他不

得了。是不是？就因為個我，愛著個我，所以覺得不死不得了，死還好些。

也是為著個我，個我不死他就更辛苦，死了個我，就沒有太辛苦，仍然是為著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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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想想是不是？仍然是為著個我。(我見那死者很舒服。)舒服死又是另一件事。

不捨得死又是另一件事。除非他是聖人，阿羅漢。不還果都可以得。初果、預流果、

一還果都不得。臨死一定不捨得死，重會恐怖，如果你善心死就不會恐怖，見到光

明。如果你惡心死你會恐怖，黑的，見到黑。(如果自殺？)都很恐怖，自殺。他不是

惡心，是什麼心？

自殺？他為什麼要自殺？(不知道。)很恨，很慘，恨就是惡，所以他不能做回

人，上天更加不得。看他的業會否接他下地獄，普通做鬼，餓鬼地獄，做畜牲。臨死

的時候有一種仇恨心，不能做人不上得天，他死的時候見到黑，一路路黑，黑是很恐

怖，黑漆漆什麼都見不到是很恐怖，臨死的時候見到，見到上面有一個倒轉的山壓下

來，一團黑暗壓下來，便驚，驚到毛管豎起，標汗，大小便失禁，會這樣，驚得太過

會大小便失禁，到到將近一路路越來越黑，越來越黑，他知道都是不得了，我都是要

死的了，沒有辦法，那時候他就很可惜，不捨得死，不想死那時候，你別說那些自殺

的，他跳下來，跳到一半時可能不想死，但是沒有辦法。(如果病者在床上淨心念觀

世音菩薩？)這是善心死。念緊佛時死是善心死。或者有人助念，帶他一起念都得。

他就不會很辛苦亦不須要驚，不驚又當別論。普通，普通他驚，一驚的時候，我

不捨得死，我不捨得死，起個愛心，愛是煩惱，煩惱一起，這些所謂愛水潤澤他生平

所作的業種子，那些業種子被它一潤，就會活躍，如果那些惡業種子活躍，就會把悲

慘的名言種子攪出來，如果那些善業種子活躍，就會把那些安樂的名言種子安出來，

那些悲慘的名言種子被攪出來，就是地獄、餓鬼、畜牲。如果那些安樂的名言種子被

攪出來，就是人、天了。總之都是輪迴，一樣是輪迴，那看你去地獄、餓鬼或在人、

天。不捨得死，我現在不是因為講死給你聽，現在是說給你聽這樣的事。

如果你是凡夫呢，你死的時候覺得很慘的，不捨得死，因為不捨得死，你就愛你

自己的我，我快要沒有了，我很慘很可惜呵，愛水一潤，就牽引中有出來，牽引來

世，牽引來世就叫做結生相續，結生相續。如果你沒有愛，那些阿羅漢他們不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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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涅槃。是不是？最棹忌是愛，貪愛，愛，怕，不捨得死，凡夫，我懷疑你們個個

現在死，都是一樣的，可以斷言的。

但如果你們是初果的，都是怕，第二果，不還果會好些，初初是怕，死了死了，

驚，跟著就不驚，那個我本身是沒有的，這只是俱生我執，他清醒的，不用驚，他就

不驚。第二剎那就不驚，第一剎那都驚，那些不還果的聖人都驚。那些初果的聖人都

不知所措，阿羅漢果就不怕了，不起。死就死，死了可快些入涅槃，就是這樣。

我這處順便講如你們聽，那種俱生的分別心，俱生的執著，「由此修道頂加行之

所摧害」。一定這些俱生的我執，要由這種修道的頂加行然後才摧 它，然後才害到毁

它，所以你不要怪，你見到一個大大法師臨死前，大小便失禁，又說很辛苦，你不要

怪他，為什麼？他不是修道菩薩。是不是？可能他也未見道。修道的人才可以剷除這

樣的煩惱，大乘。如果小乘很驚怕，不還果第一剎那都驚，到第二剎那知道那個我本

來是沒有的，又何必驚，已經第二剎那。

「故彼與修道是能治所治」，修道是能對付，他是所對付的相，相連繫相反的東

西。他那種所治與他修道的智慧，那種頂加行的智慧是互相違反。那互相違反就除前

實執，除了前面九種實執之外，就是其餘九種假執的分別。識解嗎？現在子二，廣

釋。「如自所緣性，(一撇)；三智障有三，(一撇)；靜道，(一撇)；真如等，(一撇)；

相應不相應，(一撇)；不等及苦等，(一撇)；諸煩惱自性，(一撇)；及無二愚蒙，(一

撇)； 最後分別。爲 (一句)」好了，現在看。看散文先。「修道頂加行」，頂加行的時

候，在那裡做頂加行，是在無間道起的時候做頂加行。

什麼是無間道？識嗎。無間道的時候起個頂加行。這個頂加行，無間道的時候起

個頂加行就能夠斷除這九種假執的分別。所應斷的有境分別，有境分別即是心，有境

兩個字即是等於心識，是心識，這種心識的分別。這種分別心，有境的分別心。九

種，修道頂加行的時候，那無間道起便催 它。「謂如自所緣境之體性而知者即三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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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他即是說給你聽，依照，如是依照，依照自己所緣的境，自己所認識的境而

知，而了解總共有三種智。即是什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這三種智有三

種障，有三種障，每一種智都有三種障，三三共成有九種障。第一種障是什麼？

「由不了知一切相皆空，障一切相智，緣於斷此障愚蒙之假立士夫執 實受用者爲

之俱生分別」。一句。要這樣標點，「由不了知一切相皆空，障一切相智；(一點一

撇，其餘照舊)他說由於那些修道的菩薩，這些是很厲害已見道的菩薩，修道的菩

薩，他有陣時，呀不是，這個不是修道的菩薩，他說修道的菩薩他知道，修道的菩薩

他知道，知道有些眾生，有些五蘊和合的假眾生，他知道有些眾生，這些眾生不了知

一切相皆空，這種眾生多執著，不知道一切相都空，所以這些眾生就障礙一切相智，

就得不到一切相智。他知道，有種聖人知道有種眾生是這樣，他知道便了，他知道之

後於是他又怎樣？

「緣於斷此障愚蒙之假立士夫」，他就於是，他的心這樣觀，緣即是觀，有一種

眾生就能夠斷此障，斷除這些障，這些障會令我們愚蒙，愚蠢，有些眾生就能夠斷除

這種愚蠢，這個能夠斷除愚蠢的人不過是個假立士夫，假立的人，他於是，那位聖人

就觀，有些眾生是能夠這樣的，一觀的時候，他有一種俱生我執起，俱生法執起，執

著什麼？那個假的人，五蘊和合的假士夫，能夠斷障，有個這樣的人，以為他是實

有，起一種俱生的分別，俱生的執著。這個執一起，跟著如果他入觀，我剛才又起

執，他便無事，如果他不是這樣想，那種執又熏成一種執的種子。聽得明嗎？所以頂

加行是很徹底的。

與一切相加行不同，一切相加行到此為止不再觀。但頂加行連那些尾都徹底清除

的。這個是什麼？撇除那些一切相智的障。二，「由不了知一切道障道相智；(一點

一撇)緣於斷此障愚蒙之假立士夫執 實受用者」。爲

有一種眾生，凡夫，他不了解，他不知道，一切菩薩所修的道是怎樣，他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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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知是無知，這種無知障礙菩薩的道相智。於是那些聖人就觀，緣，觀到有種眾

生，不了知一切道，所以他障道相智。這種眾生就不好了。他如是觀，有些眾生很聰

明，斷於此障愚蒙，有種假立士夫聰明，他能夠斷除這種不了知的一切道的障礙，這

種愚蒙，他能夠斷。

於是他一知道有這種能夠斷愚蒙的假立士夫，於是他又起俱生法執，執著有這種

士夫是一個實受用，實修行，受用解脫果的人，明不明白？這種這樣俱生的執著，又

要用修道的頂加行來剷除它。第三，「由不了知一切事障一切智」，由於他不了……

有些眾生，有些凡夫，他不了解一切那些現象的一切事，即是對於各種現象他不了

解，結果他就不知道，他就不能夠生起一切智，什麼叫做一切智？記不記得？我再與

你們溫，一切者，一切兩個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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