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一切現象都共通的，能夠了解一切眾生都是無我的智慧，叫做一切智。聽得

明嗎？由於有些眾生不了知一切現象都是無我，所以他障礙他的一切智生起。而這個

聖人，這個修道的聖人，就緣，就觀，觀到什麼？觀到有些聰明的假立士夫，就能夠

努力修行斷除這種障，斷除這些障，一切智的障是愚蒙的，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又

起俱生的我執，這個聖人，執著有一種這樣的士夫，是不是？會斷這種障的。明白

嗎？這種是障一切智的。第四。「由不了知般若波羅蜜多，於寂靜一切障道愚蒙之假

立士夫，緣彼執 實受用者」。爲

他說有一種，那些凡夫，那些凡夫如何呢？由於他不了解般若波羅蜜多，所以他

對於寂靜，這個寂靜是動詞，stop了它，即是停止它，對於如何停止一切障道的愚

蒙，那種假立士夫，因為不了知般若波羅蜜多，結果他對於如何去寂靜一切障道他不

了解，他愚蒙，有一種這樣愚蒙的士夫，當他這樣觀這樣想的時候，他就緣彼執 實爲

受用者了。於是就想到，他的心想到，那種假有士夫，以為他真正能夠有知覺，能夠

受用什麼？受用那種，受用那種不能夠寂靜一切障道的情景的那種愚蒙。

識解嗎？這處，唔識？(講多次)。他說那些眾生，那些凡夫，他們不了解般若波

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是能夠 stop那些，一切障礙道的，一切道的障礙。因為他不

了解般若波羅蜜多，所以他對於什麼？如何去 stop一切障礙的道，他對於如何去，

對於那些能夠 stop，能夠斷除所有的障礙的那些智慧，他不能夠生起，於是他就愚

蒙，蠢了。有一種假立士夫是這樣蠢，有一種這樣的假立士夫。明不明白？這位聖

人，這位修頂加行的菩薩，就緣彼，這位修道的菩薩，觀見這種東西，以為有一種這

樣的人，這種人會真正受用那種愚蒙的，明不明白？他即是執，執了也不知，俱生的

法執，明白未？這種是障礙三種道的障。

第五種。「由不了知色等所知與真如，故於真如等與色相應 一性不相應 異性爲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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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愚蒙之假立士夫；(一點一撇)；緣彼執 實受用者」。有一種眾生，有一種凡夫，爲

由於他不能夠了解色、受、想、行、識和空性真如的關係，他對於，他對於什麼？對

於真如與色、受、想、行、識是一？抑或是異？是一性還是異性呢？兩樣東西是一性

可叫做相應，是不是？兩樣東西是異性就不相應。有一種蠢人，如果你讀過《心經》

就不會啦，是不是？《心經》怎樣說，色不異空，是不是？空不異色。不是異性的，

是不是？有一種這樣的士夫，就有這樣的愚蠢，這樣的愚蒙，這種士夫都是假立，但

是當這位修道的菩薩修觀的時候，想到這種士夫，一想的時候好像覺得這種士夫是實

有的，他便起執，到他第二念想時發覺我自己起執，這時就壓倒。

第六種。「由不了知魔性本空，於大小乘道不等愚蒙假立士夫；(一點一撇)；緣

彼執 實受用者」。有一種凡夫，他不了解什麼？這個魔性是不知道怎樣來的，上文爲

下文都沒有說魔性，這處突然走出一個魔性來，這個魔字，我就懷疑它是錯字，不知

道是否執錯字粒，還是其他，上文下文都沒有說過魔性，魔性固然是本來空，為什麼

他突然說魔性本空？那這處要從《大品般若經》，又不敢改它，要從《大品般若

經》，與《小品般若經》，看看這處有沒有說魔性，是不是問答之中有提及魔性，這

才可以。這個功夫留給你們做。

(但看《大品般若經》)？《大般若經》的大品般若，即是什麼？即是第二分，與

小品般若，不是，大品般若的第一分，與小品般若，第二分定第四分？第四分。對一

對這段，看看有沒有說過魔性。很容易對，七十二句，看看第幾頁，對回那段便可

以。你們以後，對下對下，把小品般若對熟，將來你們出外講般若經，不要講大品般

若，大品般若很麻煩，一年都講不完，兩年都講不完，大品般若，你講小品便好了。

講《小品般若經》，你講的時候要如何呢？我教你怎樣講法。

你做一個般若法會之類，召集一班人，召集一班人後，請他們虔虔誠誠地每人拿

一本《小品般若經》，小品般若你會將它分段，八大段，七十二，七十小段，每讀一

段，先讀《般若經》，現在讀這段，大家在這處一句一句，你可以領導他們讀，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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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來標點了，領導他們一句一句讀，邊句難解你解給他聽，等他對於那段《般若經》

句句都識解，一定識，《般若經》很容易，個個字你都識，句句你都識，問題是義理

你連貫不到，當你們讀完後，總共七十次，每次一段，是不是？讀完這段，好了，然

後才與你們讀《現觀莊嚴論》對照，你讀《現觀莊嚴論》，《現觀莊嚴論》將所讀的

《般若經》的資料是這樣解釋。七十會就讀完，七十會唔得，有些要三會才可讀完，

有些，那加起來要差不多二百會才可以。講完《大般若經》對他很有益，你亦有益他

亦有益。因為你如此讀法，對如何修行，如何怎樣，只要你一發菩提心，你如何成

佛，你都全有把握的，驪珠在握。

你如找別的經，那會講得那麼詳細給你聽。有經有論，你很容易，將來你肯做，

不出三年，你可以出去講，拿著三本書先，第一本《小品般若經》與《現觀莊嚴論》

對讀，第一樣，第二，拿著一本《金剛經》，你用我那個釋，解答二十七個問題，你

再讀番，你拿我那個釋做藍本，拿世親菩薩的解釋來對，再來一本《心經》，時間短

你就講《心經》，《心經》要用圓測的疏，不要用窺基的，用圓測的。少的就講《心

經》，幾日就講完，中就找本《金剛經》，大就找本《小品般若經》，再大就叫他自

己讀，用《大品般若經》來對。

你叫我做我也是這樣做，你一樣可以做，我告訴你，你們出家人多，去做，在家

人很少這樣做，有，我這樣做都得，不過，很少機會給你這樣做，在家人，出家人你

可以這樣做，你只要不要告訴他的方法，等他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你那麼博學？為

什麼你有這麼把握，你不告訴他，他就不知道，他不知。是不是？他不是不知，他要

慢慢摸，慢慢摸完才知。而且他摸，要幾年後才摸得到，為什麼？他只讀這個《現觀

莊嚴論》，都要花他一年功夫，是不是？他以前又未讀過《小品般若經》，他又要讀

過它。沒有年半功夫他都沒有辦法追到你，到他年半後追到你，你又進步了。即是他

永遠，永遠追不到你。

所以在香港人有一種叫做什麼？常常說《楞嚴經》的人叫做楞嚴王，你聽過沒

有？有些常常說《法華經》的人叫做法華王，都是假的，他們那種什麼王，都提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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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由發菩提心達到成佛的途徑是怎樣，他們這些王，沒有一個有用，但你呢，你可

以做般若王，做般若王，你做般若王便樣樣東西都有辦法的，如何修到某一級，如何

斷某種障，他們全部有哂藍圖，好像看詳細地圖一般，希望你們這班人中做出三個般

若王，不要多，三個已經夠。得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心做就得，這個辦㗎

法就是如此。

拿著三本書，你不要隨便教人拿著三本書，他好人拿著三本書你教他便好，若他

是壞蛋拿著三本書在攪攪震，你反為不說給他聽好過，那羅生為什麼你又說給我們

聽？我當你們是學生，老師對學生什麼都可以講，如果別的人你請我飲也不說給你

聽，你自己看便可以，等他自己看，是不是？譬如我在……我講書是這樣的。我講唯

識的時候，只講唯識，我不會講般若這套，我講般若這套，我就另外教唯識那套，不

過間中引用它來講，我有很多套板斧，我全教給你還得了，明不明白？我三套板斧，

一套是般若那處，一套是小乘經，《雜阿含經》與《俱舍論》，一套是唯識，瑜伽唯

識，三套。

我夠用了，任你點，任你點聰明，你沒有辦法可追到我，為什麼？因為我已經很

耐，我時間耐。你們試試，聽完之後你再做一年功夫，後年開個般若法會，照這個

讀，讀七十次，七十頁，每頁對讀一次，解《現觀莊嚴論》那些，如果你嫌《現觀莊

嚴論》難解，你只要頌文，把那散文改做白話註釋，改成講義，你不用印給他，只須

解給他聽。好了，看。好了，現在講到那裡？(魔性本空)，相應不相應。

第六，「由不了知魔性本空，於大小乘道(的)不等」，不同，就不能夠了解，愚

蒙，有一種這樣的士夫，有一種這樣的假士夫，這個聖人，這個修道的菩薩想到有一

種這樣的士夫，於是不知不覺地起了俱生的法執，就是執著世界上有一種這樣的人，

有這種的假士夫，是會實受用它那套境界的。第七，「由於宣說無常等之經義，如言

執 究竟真理，故於苦等四諦法性愚蒙爲 (有這種)假立士夫；(一點一撇)；(這個聖人)緣

彼(觀到那種愚蒙的假立士夫)，(當他緣彼的時候)執 實受用者」。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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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一種眾生，由於他蠢，聽見佛在經內宣說無常、苦、空、無我等，「等」

是等苦、空、無我等經義，他就如言執 究竟真理，「如」是依照，依照經所講的說爲

話，就執這幾句說話是究竟真理，來到這處你會問，然則無常、苦、空、無我不是真

理嗎？是，是真理。但他說得出的真理，始終是低級的真理，你明不明白？真正的真

理是說不出的。說得出的已經是低級的真理。不是究竟真理，究竟是最徹底的。

他執以為說得出的這幾種就是究竟。有一種這樣的人，這種這樣的人，故於苦、

集、滅、道等四諦法性，他不了解苦、集、滅、道不是究竟真理來的，苦、集、滅、

道都是由真如法性顯現的，苦、集、滅、道都空了之後，所顯示出的真如法性才是究

竟真理。真如法性是不可說的，他這種人對於苦、集、滅、道四諦所顯的真如法性，

他愚蒙不了解，有一種這樣的士夫。

這位修道的菩薩想到有種這樣的士夫的時候，於是不知不覺緣這種假士夫，執他

為實受用者。識不識解？這句即是什麼？我們要最……讀了第九才勘它。「由不了知

貪等客性與真如性故，於煩惱性愚蒙假立士夫；(有一種這樣的假立士夫；一點一

撇)；緣彼執 實受用者」。爲

有一種這樣的人，他不了解，不了解什麼？貪、瞋、痴等煩惱，貪、瞋、痴等煩

惱，「等」是等瞋、痴、慢等煩惱，由於他不了解這些煩惱，不知這些煩惱是客性，

什麼是客性？古人有句這樣的話，心性本淨，彌勒菩薩在那個《辯中邊論》裡面，裡

面這樣說，心性本淨故，我寫下全首偈給你們看，「非染非不染」，我們的心非染亦

非不染，「非淨非不淨，心性本淨故」。他說我們的心，你說它完全是染污亦不是，

你說它完全不染污又不是，明不明白？陳琳琳，為什麼？下文那兩句解釋你聽。非

淨，你的心很清淨嗎？又不是。

你的心不淨嗎？又不是。為什麼？因為心性本淨。心的實質真如性本來就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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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心的性、心的實性即是真如性，本來就是清淨，但是因為有，那體性本來就是清

淨，但是因為我們還有些貪、瞋、痴煩惱，這些是什麼？這些煩惱是客塵來的，什麼

是客？人客不會長居這處，住一晚兩晚便會離開，可以送得走，那種貪、瞋、痴叫做

客。只要你願意修行，把客塵一送走，那些清淨的真如體自然顯露。

聽得明嗎？心性本淨，由客塵所染。這處是根據那處，由於有一種人，他不了解

貪、瞋、痴等這些是客性，即是客塵，與真如性，他不知道兩者的關係，真如本來是

清淨，給客塵遮蔽了，你們以為染污。好像個月本來就是光亮，給些浮雲遮了，就好

像看不見個月，個月本來就沒有污染到，是不是？他不明了，於煩惱性愚蒙，對於煩

惱是客塵可以清除的道理，他不明白。有一種這樣的假立士夫，那位修道的菩薩，當

他觀到這種假立士夫的時候，他就怎樣？緣彼執 實受用者。觀他，認為有一種這樣爲

的假立士夫，他會實受用那種愚蒙環境。第九，「由不了知二取相空，於無二取愚蒙

之假立士夫；(一點一撇)緣彼執 實受用者」。爲

由於他不了解，那些凡夫不了解，能取所取本來是空，一切能取的我，補特伽

羅，所取的法，都無自性，都是空的，他不了解二取空，因此他對於二取不明白，由

於他不明白，所以常被能取所取的執著所困擾，有一種這樣的假立士夫。當這位修道

的菩薩觀，觀到有一種這樣的假立士夫，他又起個俱生的法執，認為實有一種這樣的

假立的士夫了。明不明白？總共九種。九種，我們對稱它們。「如自所緣性」，這句

與那九種沒有關係，即是什麼？「如」是依照，依照自己所緣境的體性，依照所緣境

的體性應該有三智，是不是？障礙三智的東西有三種，即是第一行，是不是？散文第

一行。那三種？障礙三智的。

第一種，由不了知一切相皆空。這是一種，是不是？第二種，由不了知一切道等

等。這是第二種是障道相智。第一種障一切相智。第三種，由不了知一切事障一切

智，是不是？這處三種。對於三智的障礙有三種。即是一、二、三，明不明白？胡麗

麗。明白嗎？你呢，明白嗎？第四種，由不了知般若波羅蜜多，所以對於寂靜一切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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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愚蒙那種。那即是什麼？靜道，即寂靜的道。第五種，由不了知色等與真如。即是

什麼？偈裡面「真如等」。是不是？第六種，由不了知……

真如等相應不相應，等字後面沒有一撇，撇除這一撇。然後第六種，由不了知於

大小乘道不等，是不是？這個即是什麼？「不等」兩個字。第七種，由於宣說無常等

之經義，如言執 究竟真理，故於苦等……。這個即是什麼？「及苦等」。第八種，爲

由不了知貪等客性與真如性故。這個即是什麼？「諸煩惱自性」，煩惱的自性是客性

來的。第九種，由不了知二取相空。那即是什麼？「及無二」，是不是？那「愚蒙」

是什麼？那些假立士夫愚蒙，貫通上面九種，愚蒙兩個字。這些是「 最後分別」，爲

這些是最後那種，假執分別的九種了，明白嗎？好了，讀埋散文那句。「如是九種俱

生分別是修所斷的最後之能取分別也」。最後的，這些都做了，那頂加行的工作就完

畢了。休息一會。

辛三，是不是？(是)斷除所斷之勝利。上文說有九種實執分別要斷除，是不是？

有九種假執分別要斷除。斷除了這十八種，實執假執總共十八種，所應斷的執著之

後，有什麼好處？勝利即是好處。你看，「如諸病痊愈，(一撇)；常時獲安隱；(一點

一撇)；恒修 生樂；衆 (一點一撇)；一切勝功德，(一撇)；任運而依附，(一撇)；勝果

所莊嚴(不要撇)上品位菩薩，(一撇)；如 流歸海。衆 (一句)」這處你先讀散文便會明

白。他說「十地菩薩安住大乘上上品修道」，即是由初地起至第十地，初地只不過是

下下品修道，第二地只是一個下中品修道，第三地是下上品修道，一路至第十地，才

可叫做上上品修道。

那些修道的智是上上品，他能夠安住，安住即是保持住，大乘的上上品修道。為

什麼他能夠做到這樣呢？他「由經多無數劫修修道故，能取所取四類分別所知障猶如

重病，悉盡斷盡，具足順緣，永離違緣，譬如病者諸病痊愈長得安樂」。一句。那些

十地上上品的修道的菩薩，由於他經過多個無數劫，阿僧祇劫，阿僧祇譯作無數，即

是劫數不可勝數，不是一萬幾千，十萬八萬那麼少，起碼過億億聲劫數，世界一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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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叫做一劫，那便會很慘，怎樣會慘，一世比一世好怎會慘，是不是？譬如我說你要

做二百年皇帝，你不能說你很慘，做二百年皇帝怎會慘，二百年乞丐你就很慘，一世

比一世好怎會慘。

所以一定要去西方極樂世界，那些不是正格，那淨土法門怎樣？淨土法門最好是

給什麼？兩種人用的。一種是那些不識字的，沒有辦法領略經教的，蠢到極的，教他

經教都教不成的，哎呀俾條路你去極樂世界處再學，那這種是什麼？蠢到極的，這種

人。第二是什麼？老人家，六七十歲，你還要他讀什麼經教？我對這些老人家，你不

用讀很多經，唸阿彌陀佛，是不是？死了去那處才學。去那處一樣要學，你不學不能

見道，你未見道以前只會生化土，不能生報土，你一定要在化土見道，才可轉入報

土。這是第二種，老人家，沒有辦法的。一種是蠢人，一種是老人家。

第三種是什麼？買保險。那種學者，學者式。因他們沒有很多時間修止觀，或者

修止觀又不是修得很起勁那種人，不如做生意買保險，火燒了也可取回，有得賠，是

不是？是這樣解，買保險。三種人用，如果你確是十拿九穩，很有把握何須去淨土，

淨土沒有功德給你做，這處大把人等你救，若你有本領去救，你去埃塞俄比亞，日日

有得你救。你可以走去斯里蘭卡，那些人不知幾慘，那些人，你可以去救。

你去極樂世界有什麼人須要你救，你想行六度，六波羅蜜，你都沒有機會做，沒

有我們那麼多機會做，布施，別人要你的錢？財施，他們不須要你，法施，他們不會

聽阿彌陀佛說嗎，何須聽你說？法施沒有得做。無畏施，那處沒有人害怕的，沒有人

失業，沒有人行夜街怕打劫的，無畏施無得做。布施，起碼沒有得做，沒有什麼可以

做。持戒，那處的人都不會不守戒，個個都持戒。忍辱，都沒有人凌辱你，你忍什

麼？只有禮讓，並沒有人侮辱你。有什麼不懂？大把善知識，你可以一問就識。沒有

這處那麼難。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總之都是過到去，甚少機會。如果你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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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大丈夫的氣魄，不用去生淨土，在人間處。所以你就不要反問我，羅生，你又會

怎樣？我怕怕地，我要買保險。我唸佛的，買保險最穩陣。好了，你們看。經多無數

劫，即是兩個無數劫，為什麼？見道前一個無數劫，一個阿僧祇劫，見道後即是由初

地至第七地完，第二個無數劫，第八、第九、第十這三地一個無數劫。經過多個無數

劫，所有能取、所取四類執著，四類煩惱，四類分別，能取有兩種，是不是？一種是

實執分別，一種是假執分別。

所取有什麼？轉趣的所取分別，退還的所取分別。加起來四類。這四類都是什

麼？都是所知障。所知障。這四類都是所知障。這四類的所知障，猶如重病。你經過

那麼多個無數劫，悉盡斷盡，完全斷盡，悉者通通解。那你一地比一地好，一世比一

世好，具足順緣，一切順緣，順的條件都具備，永離違緣，一切把相反的條件永遠離

開，譬如病者諸病痊愈長得安樂一樣。即是這兩句，即是偈裡面，「如諸病痊愈，常

時獲安隱。」隱字讀作穩，與禾字邊那個通用的。「猶如眾河同歸大海也」。

他說又一切種，即是所有所有，即是英文的 all，一切種的大悲，一切種的什

麼？一切種的善巧，一切種的什麼善巧？由大悲所引起的善巧，轉者轉動，引起，所

有由大悲所引起的善巧，這種方便善巧，能夠辦成，成辦即是辦成功，辦成功 生的衆

利益與安樂，這個即是什麼？即是偈文內，「恒修 生樂」。那他如是一切勝妙功衆

德，自然依附彼三乘斷智德果莊嚴之菩薩。這樣呢，如是呢，一切一切那些勝妙功

德，功者有功效，德者有所得，即是那些純善的有為法，功德，功德一定是有為法，

這些勝妙功德，自然依附在這個菩薩之上，自然歸附你，依附你，依附是什麼？那個

是什麼菩薩？那個是三乘斷智德果莊嚴的菩薩。三乘即是聲聞、獨覺、菩薩這三乘。

因為菩薩兼修聲聞、獨覺道，三乘的什麼？三乘的斷德，即是大涅槃，斷煩惱之德，

智德，智慧，大菩提。

未成佛不能叫大涅槃，大菩提。十地菩薩未成佛，只可以叫做什麼？只可以叫做

斷德、智德，是不是？那種斷德、智德的果，是他修回來的果。莊嚴，莊嚴即是莊

飾，莊飾，你們現在女人帶金 ，男人打領帶，這些叫做什麼？叫做莊飾，或者莊錬

9



嚴。本來當莊飾解，佛家的莊嚴兩個字是動詞，莊飾，莊嚴佛土，去莊飾佛土。如何

莊飾佛土？你現在未成佛，將來你有個報土，(你的眼是否有問題，快去看醫生。已

經看了。)

將來你的報土，好像極樂世界那類的報土，你要現在未成佛之前，你要莊飾的，

否則你將來一成佛的時候，突然間出現那麼漂亮的土地，你用什麼莊飾？所謂黃金為

地，七寶為池這些那麼美妙的呢，你的第八識裡面本來具備這種莊嚴華麗的種子，這

種無漏的種子已經寄存在此，不過被那些有漏的習氣遮蔽了，那些客塵遮蔽了。你想

話莊飾，須不須要莊飾，不須要莊飾的，修空觀就可以莊飾到。

你常常修空觀，修止觀時修空觀，把那些客塵煩惱空掉它，那些無漏的名言種子

自然出來，都不用到你成佛，你入了初地它就會爆發，它一爆發時，你就可以入報土

處，做人，在那處。是不是？初地不及二地，因為二地修那空觀會更強些，所以二地

那些華麗的東西又更勝。所謂莊嚴，莊嚴佛淨土是什麼？即是莊飾定你未來成佛的報

土。現在未曾做大官，已經起定間大屋先，你明不明白？莊飾定先。不過這種莊飾不

須要用磚用瓦來做，只須要用空觀，空了那些客塵，自然就會顯露。所以便要修無相

觀，修空觀，才是莊嚴的了。不須要另外我現在作金觀，我現在作蓮花觀，不須要這

樣的，修空觀一樣便可以了。你明白嗎？你想明白這種道理，你一讀《金剛經》便明

白。

莊嚴佛淨土者，莊嚴淨土者，莊嚴淨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修那種無相觀

來莊嚴。他說那些一切勝妙功德，自然依附在你，那個三乘智德的果都圓滿，用這些

斷德、智德的果用來莊飾這個菩薩的。這種菩薩猶如眾河同歸大海，一切眾生，一切

功德，都歸入他那處。以上講了幾個加行道，頂加行。庚一，不用想，什麼道的頂加

行？加行道的頂加行。是不是？加行道之前他都費事講，由加行道起講。庚二呢，見

道頂加行。庚三呢，修道頂加行。庚四，成佛之前那個無間道。無間道有很多種，不

過這個無間道是主要指成佛之前那個無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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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四，無間道頂加行，讀了庚四，這個頂加行便完了，便是漸次加行，很快漸次

加行很快。分二，辛一，正說。辛二，除邪執。現在辛一，正說，又分二，壬一，壬

二。壬一，用多福來譬喻。《大般若經》用多福來譬喻那些什麼？譬喻能夠修到無間

道頂加行的菩薩所有的福德。壬二，釋所緣和行相。無間道的時候，他的心所緣的境

是怎樣？他的行相，即是他無間道的活動情況又是怎樣？現在用多福來喻。

「安立三千生，(一撇)；

聲聞、(一個頓號)；

麟喻德，(一撇)；

及離生菩薩，(一撇)；

善 譬喻，衆 爲 (一撇)；

經以無量福 明佛無間道。(一句)；

無間三摩地，(一撇)；

證一切相智。(一句)。」

一到了無間三摩地之後，你就成佛，成佛後，你平時所莊嚴的佛土就出現，與你

平時所莊嚴的佛身亦出現。所以有些人說大乘佛教所說的那一套東西是空中樓閣，但

你須要佩服，他的空中樓閣起得那麼美妙，是不是？

你其他宗教都是空中樓閣，你沒有他起得那麼美妙，基督教、天主教，只有說天

堂天堂，那天堂怎樣美妙，怎樣去法，除了那一條虔誠祈禱之外，除此之外，沒有其

他辦法，是不是？一定要靠神來保佑。佛教就不是，好處就是要自己逐層逐層好像起

屋一樣。好，我們看，看散文。「正生一切相智之菩薩究竟瑜伽，即無間道頂加行

相」。一句。他說正正式式，這個時候是真真正正能夠產生一切相智出現，即是直

接，正生即是直接產生一切相智那種菩薩所修的，最徹底的瑜伽，即是止觀。這種止

觀即無間道頂加行的體相。這個所謂無間頂加行與什麼？「與最後心智義同」。即是

其他的經論所說的最後心的意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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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所謂金剛心、最後心就是這個。「無間頂加行，經中以自果多福 喻而宣爲

說」。所謂無間頂加行，在《大般若經》裡面，佛以自己的果，那麼多福作譬喻而宣

說給別人聽。他怎樣說呢？「謂若有人將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安立於聲聞地、獨覺

地、菩薩正性離生地所獲 多福德 喻，說無間道頂加行所親生之佛果勝出彼福，以衆 爲

此佛果福聚而顯此無間道頂加行，謂由親果福聚多故，表彼親因亦甚多福也」。一

句。

即是說經中的意思這樣說，謂若有人，如果有個人，將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有

情即是眾生，令到眾生，令到那麼多眾生個個都被他安立，安立即是好似現在的徙置

區那般徙置，settle，把他放置在那處。放置他在那裡？放置他在聲聞地，成阿羅

漢，令到他……應成阿羅漢的，便放置他在那處令他成阿羅漢，應成獨覺的辟支佛，

便令他成辟支佛。如果他是大乘菩薩，便要令他見道，正性離生，正性離生即是見

道。正性離生就是見道。所有眾生都要令到他們大小各得其所。你說這個功德是那麼

大。所獲 多福德，這樣所獲的福德，用那麼多福德 譬喻，譬喻什麼？譬喻佛果。衆 爲

而佛果又怎樣？由這個無間道產生出來。

說無間道頂加行所親生之佛果。親生即是直接產生的佛果，勝出彼福，還勝過那

個眾生把三千大千世界有情那般那般的福，還勝過，當然佛果更勝過。為什麼說他勝

過？為什麼他要這樣說？此佛果福聚，這個釋迦佛只是說佛果福大，沒有說無間道的

福大，此以，以即是用，用佛果福聚之大來顯出無間道頂加行的福之大，為什麼？

果，佛成佛是果，無間道是因。果的福大，那因自然很大福。謂由親果福聚多故。即

是說由他所直接產生的果，親果，所得的福那麼多，就表現出，彼親因，那個直接產

生果的親因，亦甚多福也。我們看偈。

「安立三千生」，生即是眾生，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安立他們在那處？聲聞

地、麟喻地，麟喻即是獨覺。獨覺有兩種，一種叫做部行獨覺，成堆人一齊修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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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行獨覺實在不是獨覺，前世是什麼？修到不還果，但又未成羅漢，今世在天上修

行，與一堆不還果的人一齊修行，那處又沒有佛可見到，他們只是欠修行未得，其他

教理都懂，這種人，他們一大堆人一齊修行，實在他們不是獨覺，他們前世是聲聞，

這些部行獨覺。第二種是真正獨覺，麟喻。

麟喻是麒麟，印度沒有麒麟，應該是犀牛，犀牛得一隻角，真是單獨的，用麒

麟、用犀牛來作譬喻。是獨覺，真正徹頭徹尾是獨覺。聲聞和麟喻，及離生菩薩，與

及那些入正性離生的菩薩。 多的善來作譬喻，經以無量福，用那麼多福來說明這個衆

佛道，佛道既有那麼多福，所以佛的無間道一樣也是那麼多福。明佛無間道。識解

嗎？那我們看回那處。「最後心無間道之三摩地亦名無間三摩地」，即是金剛心。

三摩地即是無間地。「以得一切相智 自性之佛果」，他說這個，所謂佛果是得爲

一切相智，得一切相智 他自已的狀態，的自性，這個佛果。這樣由這個無間道到佛爲

果，前後只是一剎那，「更無餘道間隔」，沒有其他的事間開它，直接產生。「此即

是最究竟之親因故」。這個無間道就是成佛的最究竟的因。以上是壬一，用多福為喻

來引《大般若經》。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無性 所緣，爲 (一撇)；正念 增上，爲

(一撇)；寂靜 行相，爲 (一撇)；愛說者常難。」(一句)現在說的是無間道的頂加行，無

間道的頂加行所緣的境，所緣緣即是所緣的境，為什麼所緣的境叫做所緣緣呢？

理由是這樣的，一切法，法即是事物、東西，不外有為與無為兩種，而有為法

呢，是不是很容易分？一切法分為有為與無為，無為是體，實質；有為是用，現象；

無為是勝義諦，有為是世俗諦，很容易分。現在只講有為法，有為法即是現象

界，phenomena，必定是由，要留意「必」字，必定是由眾緣結合而生，緣者是指

原因，各種原因，不要用原因，緣者是條件，記住緣等於條件，必定是由各種條件聚

合而生的。現在要說緣，緣有四種，大家都知，為什麼我要再講呢？想把你們的定義

嚴格規定下來。第一種叫做因緣，因緣者即是主因，或者叫做要素，或者譯做最重要

的條件。最主要，不要用最重要，最主要的。因緣即是種子來的。在彌勒菩薩所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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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就是種子。唯識宗的種子。不用解啦，是不是？譬如，(那個位置？)啊，我叫你留

意這個「必」字，一定。

記住，譬如，普通就小乘來講，那棵禾是有為法，這棵禾之出現生起一定是什

麼？有因緣，因緣是什麼呢？那粒穀是也，因為沒有那粒穀，不能產生那棵禾，最主

要的。小乘的說法是如此。唯識宗呢，大乘的唯識宗說不是，那棵禾的主要條件不是

那粒穀，那粒穀只是增上緣，記住，記住先，記住，那粒穀只是增上緣，不是因緣，

即是只是次要條件，一會兒才說增上緣。次要的條件。真正的因緣是那棵禾的種子。

什麼種子？是不是真正一粒種子？不是。是唯識宗所說的阿賴耶識裡面禾的種子。禾

有種子的嗎？有，禾的種子是什麼？你望那棵禾是青青綠綠，青的種子，顏色的種

子，青的種子起現行，現行即是發出，顯現出來變為青，禾的青。禾有禾香，那種香

味是什麼？香的種子，你阿賴耶識裡面的香味種子出現，變為禾的香。

你手摸那棵禾，那棵禾是軟的，那是什麼？你的身識軟的種子，在你阿賴耶識裡

面走出來，認為是軟的。明不明白？那即是幾樣種子，顏色的種子，青色的種子，軟

的種子，香的種子，三種種子一齊出現，便令你覺得那棵禾是青的、香的、軟的，那

棵禾是果，三種種子一齊出現，你便見到一棵禾，那種子是什麼？青的種子，軟的種

子，香的種子，才是真正種子，聽得明嗎？種子，我今天特別要講的彌勒菩薩的思想

是這樣的。第二，無間斷。你們有些識，識的那些要把它弄得嚴格些，不懂那些你們

可以聽。等，那等字即是連續，連續，連續；無間即是中間沒有東西隔開，沒有東西

間開，沒有東西間開。

舉一個譬如，你在尖沙咀過海，一格一格的入，你兩個一齊迫在一起不能的，一

定逐個入，一個入完又一個，是連續的就叫做等。無間是什麼？那個阿甲入了先，然

後輪到你，你阿乙跟著他，不是同時，有人行先你行後，不過中間沒有東西隔開你，

沒有一個阿丙隔開你，那前一個，那個阿甲就是阿乙的等無間緣，聽得明嗎？聽得明

嗎？緣是條件，那條件是連續而中間沒有間隔的，連續而中間沒有間隔的，但他又行

先的，那個條件，這也是條件之一，如果中間那個企著不動的話，你沒有辦法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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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想過的條件之一是他先行開，是不是？舊譯譯做什麼？鳩摩羅什譯做次第緣。新

譯玄奘法師譯做等無間緣。

那我解它，前行的，已行先，而且是已謝滅及中間沒有間隔的，已經謝滅即是已

經行了去，中間沒有間隔的，的什麼？心與心所，只是心心與心所有這個緣，其餘不

須要這個緣的。我剛才用尖沙咀過海，只是作譬如而已，明不明白？那即是什麼？我

現在見到一隻杯，現在我看杯，我的心，我的眼識看杯，眼識即是心，看杯，心所是

什麼？現在我看隻杯，這個叫做杯，那我想，是不是？那些味幾好，那些味熏上來幾

香，那個心就嗅。

這些就是心所。突然間你找一樣東西一遮，我就看不見杯，只看見那件東西，是

不是？看杯那幅影像是在先，看那件東西，那個識在後，是不是？即是說看杯那個眼

識走開了，讓出位置輪到看黑色的那個眼識出現，那麼那個看杯的眼識，做我看黑色

的那個眼識的等無間緣。因為怎樣？因為是連續，中間沒有東西間隔的。如果中間有

封利是隔開才看杯，它就不是看黑色的等無間緣。它是看紅色的等無間緣，看什麼？

等無間緣。一定是什麼？前行的已謝滅，已謝滅已走了，而中間又沒有東西間隔的，

是同一聚的，即眼識對眼識。

前面的眼識與後面的眼識，前面的耳識與後面的耳識，同一聚的，同一個

group的心王與心所，等無間緣。凡是一個心，一個念頭生起一定有等無間緣。譬

如說，我看著你，忽然我看他，當我看他的時候，一定那前段是看別的東西，是不

是？即是一定有等無間緣。明不明白？不過有一點你要留意，我現在問你，中間沒有

東西間隔是等無間緣。

譬如你現在修無想定，死了之後，你死你現在斷氣，你死的時候還有意識，是不

是？你一死的時候，一生生往無想天，在無想天那處出生，出生的時候還知道我現在

生天，即刻入定，入無想定，一入定一坐，五百劫不起坐，那五百劫他的意識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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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識，無想定，沒有意識的了，五百劫之後出定，出定後有個意識起番，是不

是？有沒有想過他出定時是個意識起，那等無間緣在那？入定的時候，即是五百劫之

前，入定之前，只要中間沒有東西間開便可，五百劫空靈，沒有東西間開，有東西間

開就不是等無間緣，明不明白？聽得明嗎？好了，等無間緣，識解嗎？吳燕媚，你識

嗎？(識)，等無間緣。

第三，現在講開這個，所緣緣。第一個緣字，是動詞當認識解，所認識的緣。所

認識的緣，這個緣字是指什麼？指對象，所認識的對象。譬如我們想認識東西，一定

有一個很重要條件，就是有一種東西給你去認識。那樣東西如果沒有了，你怎樣認

識？所以所認識的對象就是條件之一，是所認識的條件，明不明白？所認識的對象，

這個對象是條件之一。明嗎？你明嗎？所緣緣，這處是講所緣緣。我講埋這個添。增

上兩個字，即是什麼？影響。增上是影響。即是，增上緣是有影響的條件。

或者增上兩個字可以當扶助解亦得。有扶助力的條件，有影響的條件，或者改

做，不夠地方寫，我 了這個。改做這樣，有扶助力的條件，增上緣，增上即是有扶抺

助力，或者有影響力。例如，你是大近視眼，看東西硬看不清楚，一戴上近視眼鏡

後，看得很清楚，這個近視眼鏡是什麼？是增上緣，你的眼識的增上緣，明不明白？

那他這處，記住增上緣這個名字，以後好大用處。

「無間道頂加行之所緣緣」，他所緣的對象是什麼？「謂無實性一切如幻的諸

法」，無真實的體性，即是由眾緣和合而成，無實性的，一切一切的所有，如幻的，

不是真實的諸法、(真實)的東西。為什麼？「以此是斷除一切增益之處故」。什麼叫

增益？本來是沒有的，你強用你的主觀添上去。那怎樣呢？譬如你看見一棵松樹，一

棵松樹便是松樹，你偏偏說它有什麼詩情，有什麼畫意，你強添上去，明不明白？又

例如，我們的生命只不過是色、受、想、行、識五樣東西，偏偏又覺得這個是叫做

我，那個我是我添上去，是不是？這個叫做增益。我所謂我就是在那五蘊和合的這件

假東西上，添這處，在這個五蘊和合之處，添一個我字是增益，增加了一個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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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處，明不明白？「此之增上緣」，即是這個增上緣是什麼？「謂最後心加行道所

攝之正念」。最後心即是成佛之前的無間道。

那無間道起的時候，所攝即是這個無間道裡面所包括的正念便是了，念即是記

憶，正的記憶，即是把那些好的東西，值得記的東西，好好地記憶番。以此正念做增

上緣，如果沒有這個正念，前一剎那的事我已忘記了，那如何修定。是不是？那這個

正念即是什麼？「即大乘發心」。為什麼？他成佛之前不斷地發大菩提心，他這個正

念會把他歷劫以來所發的大菩提心回憶出來，發菩提心，為什麼要正念做增上緣？

「以此於生彼道 自在之緣故」。以是因為，此是這個正念，因為這個正念對於能夠爲

生起那個最後心，那個道，那個無間道，是有自在力的緣，有力量支持扶助它的。

「此無間道頂加行之行相，謂寂靜一切戲論之智，以此寂靜即彼狀貌故」。一句。

此，這個，這個無間道的頂加行的行相，行相即是活動情況，就是什麼？就是寂

靜一切戲論之智。寂靜即是 stop，能夠 stop了，能夠停止停息一切那些顛倒夢想戲

論，顛倒夢想，能夠寂靜一切顛倒夢想的智的活動來的，以此寂靜即彼狀貌故。因為

這種寂靜是這種智的狀貌，行相即是狀貌。那看回偈文。他說這個無間道的頂加行，

都是以無性，一切法都無實性，無實性的一切法做他的所緣境，做他的所緣，他的增

上緣是什麼？與他同時生起的正念 他增上緣，他的行相又是什麼？他的無間道的頂爲

加行的行相是什麼？他的行相，即是他的情況，他的狀貌是能夠寂靜了那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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