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講了他的所緣，無間道頂加行的所緣和行相，下面就是破別人執著，破別人執

著不是很重要，不過我們當然要照讀。

「於所緣證成，(一撇)；及明所緣性，(一撇)；

一切相智智，(一撇)；勝義世俗諦，(一撇)；

加行與三寶，(一撇)；巧便，(一撇)；

佛現觀，(一撇)；

顛倒及道性 能治所治品，(一撇)；

性相並修習，(一撇)；

說者邪分別，(一撇)；依一切相智，(一撇)；

說 十六種。爲 (一句)」

「此說若執二諦不能同一性攝或種子或現行隨類所攝，即此處說所除邪執之相」。

(一句)

他說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常常執著勝義諦和世俗諦根本是兩種東西，怎會是同一

的呢？如果執著二諦不能同一的那一類，那類的智慧，即是此中所除的邪執，現在所

要除的是這些執了。勝義諦和世俗諦非一非異，無異的。你們有沒有讀過，你有讀

過，你讀過未？無呀，《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你讀過，(讀過) ，你未讀過。

〈勝義諦相品〉，你讀過未？讀過啦。

你說它異又不是，說它是一又不是，否定句。有一種人，這個勝義諦猶如水，世

俗諦猶如波，水與波又怎會不同，是不是？所以不是兩種東西來的，他有一種愛說二

諦不能同一的人，這種人所有的邪執就是我們這處所要破的，所要破的邪執的相，

「界限從未入道乃至七地」。那種人有這種執著呢？在界限未入道時候的人往往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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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執著，一路至見道還有沒有？都重會有。由未入道至見道一個阿僧祇劫，一個無量

劫。見了道一路至第七地，第二個阿僧祇劫，兩個劫那些聖人都有執，所以我們不要

怪那些年輕人會執。不須要怪。

界限是從由未入道乃至第七地。「此邪執就（其）所緣」，邪執是能執的心，他

所執的東西，因為他所執的東西不同，所以我們把他能執東西的心，的執分類，分為

多少類？這處分為「分十六種」，我們講幾種先，第一種，「謂由有 無 界皆離實爲 爲

體故無間道頂加行及一切相智之所緣不應道理」。一句。有一種人就這樣執，由於有

法和無 法都是怎樣？皆離實體故。這一句譯得不好，它的意思應該即是什麼？有爲 爲

……你讀過《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他說什麼？

有 法，有 法即是世俗諦，無 法即是勝義諦，由有 法，由有 和無 ，都爲 爲 爲 爲 爲 爲

是什麼？有 法非有 亦非無 ，是不是？即是有 法離開有 和無 ，這個名相，爲 爲 爲 爲 爲 爲

無 法亦非無 非有 ，所以有 法和無 法是無異，是不是這樣說？即是說有 並爲 爲 爲 爲 爲 爲

不是實的有 ，無 並不是實的無 。所以有 和無 法都是離開那個實字，離開那爲 爲 爲 爲 爲

個實體。所以頂加行，當你修頂加行與當你修一切相智的時候，你的所緣境，你的所

緣境是二諦相離的，有 無 ，那些人這樣的執著。即是說那些人執著有 法和無爲 爲 爲 爲

法，根本是兩種東西，勝義諦和世俗諦是兩種東西，如果你說是一種東西，是不合理

的。有些人是這樣執的。

聽得明嗎？所以現在不應道理。是這樣。所以你說有 法，無 法兩種東西離開爲 爲

的，做這個……有 法和無 法都是離開實的，都沒有實質，即是有 法不是實的有爲 爲 爲

，無 法亦不是實的無 ，有 法和無 法都不能說為一或異，而這種非一非異的爲 爲 爲 爲 爲

東西，是無間道頂加行的智慧，及一切相智所能夠認識的所緣緣來的。普通是這樣

說，但此人說不應道理，這不合理。為什麼？為什麼會起這樣的執？「此於所緣證成

起邪分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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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執著，此，這種執著，由於執著東西的人對於他所緣的境，證成即是推理，

推論，推論，由於他推論得不正確，而起邪分別，起一種邪執。即是說有 ，無 ，爲 爲

有 不是實的有 ，無 亦不是實的無 ，這種普通的智慧是不能了解的，一定要你爲 爲 爲 爲

怎樣？真正要你徹底了解，一定要在頂加行的時候的無間道的才會真正了解，有些人

說不合理，這個有 又不實，這個無 又不實，要頂加行，這種道理一定要在頂加行爲 爲

的時候才能了解，是不合理。不應道理，執著。聽得明嗎？第二種，「由一切法畢竟

無自性故所明離戲論之所緣自性不應道理」。

他說，有些人執著空，有一種人這樣執，他說一切法畢竟，畢竟這兩個字即是什

麼？即是英文的 thoroughly，徹頭徹尾地，thoroughly這個字，畢竟，徹頭徹尾

地，即是由頭到尾地，都是無自性的，並不是舊時有自性現在無自性，亦不是現在無

自性而將來會有自性，徹頭徹尾都是無自性的，既然無自性，我們怎可以做到無間道

的頂加行的所緣緣，無間道頂加行的所緣緣一定要有件東西才可以，他這種人不明

白，不明白什麼？無間道頂加行的所緣的那件東西，那件東西是怎樣？那件東西不是

無自性，那件東西是怎樣？以無其他，無一切所執著自性為自性，你不執是這種自

性，你以不執它的自性，它會自然顯露的那種東西就是它的自性。

無自性的自性，明不明白？他說這種人執著，他說，離戲論之所緣，即是合理

的，離戲論的，合理的所緣是有自性的，既然一切法是無自性，為什麼那些離戲論之

所緣會有自性呢？這個自性是什麼？真如自性，離戲論所緣的真如自性不應道理。

「此於所緣行相起邪分別（也）」。他說這種人，他執著什麼？他是因為他對於自己

所緣的……此對於行相起邪分別也，是不是？沒有所緣兩個字，讀多了兩個字，為什

麼會多了所緣兩個字？對於那能緣行相起邪分別。第三，「由有性無性皆於勝義無所

得故一切相智之智不應道理」。

一句。那種人又起執著，有一種人，由於在勝義諦裡面，即是當我們證得勝義諦

真如的時候，無所謂叫做有性，亦無所謂叫做無性。因為有與無都是一個名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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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當你證得勝義諦的時候，就沒有概念的，沒有名相的，所以有性或者無性，性

者體也，什麼叫做有體？什麼叫做有無體呢？這個有體和無體，對於勝義諦都是無所

得的，即是沒有的，在證得勝義諦裡面，得不到有體和無體這兩個概念，既然一切東

西都是無所得，你又說那一切相智，那一切相智能夠了解很多東西來說法的，你說有

這種智，有叫做一切相智的那種智，你又說。不應道理，是不合理的。

他說這種又錯誤的，這種執。「此於果上起邪分別」。這種執著，此，是對於證

得佛果的時候，對於那佛果起邪執著，因為佛果是一切相智，一切相智的智，雖然在

勝義諦裡面是無所得，但是世俗諦裡面是有用處的，他說那些人不懂。明白嗎？第

四，「實空 真如性故勝義世俗二諦不應道理」。那種人又起這樣的執，一切法都是爲

空，空就是真如，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就是真如，你又說另外有一個勝義諦，真如是

沒有的，勝義諦亦應該是沒有的，你又說有一個勝義諦，那就不合理。那些人這樣的

執著，其實這樣的執著，禪宗的人常常罵人說頑空，什麼是頑空？頑者頑固，不通，

頑固。

什麼是頑空？即是什麼都是空的，這樣都要執，空框框的，這種叫做空執。禪宗

的人叫做頑空，《大智度論》龍樹菩薩，這種叫做惡趣空，趣者趣向，惡者即是不

正，他說他趣向不正的空，那即是頑空。那什麼是頑空？即是虛無主義。什麼都沒

有，這種叫做虛無主義。其實佛教說空不是什麼都沒有，如果你說是什麼都沒有的

話，龍樹菩薩叫做惡趣空，彌勒菩薩叫做惡取空，取與趣在梵文來說都是同一個字，

頑空，禪宗的人叫做頑空。至棹忌執頑空，什麼都沒有的。既然什麼都沒有，成佛也

沒有，是不是？不用修道，修道也沒有，是不是？不用持戒，亂吃狗肉也可以，因為

什麼都沒有的，沒有果報，是不是？你可以殺人放火都得，全部道德都被敗壞了，那

些頑空。

頑空即是龍樹菩薩所說的惡趣空，亦即是彌勒菩薩所說的惡取空，亦即是現代人

所說的虛無主義。第五，依前道理，依前面第四點所說道理，你說空就是真如，你又

說有一個勝義諦，勝義諦都是空的，其實別人說空，所謂說空是空了你的執著，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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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後並非沒有東西，好似這樣，舉個例，舉個譬如，你發熱病了，病到了不得，病

到你懵了，你見到滿天神佛，白日見鬼，由於你熱病傷害你腦筋，醫生給你注射一針

清涼針，消炎，溫度回降，再沒有那些滿天神佛，也沒有那些白日時來找你的鬼，即

是等於什麼？

真如是用來譬如我們清醒的狀況。因為你整天病病到懵了，見到滿天神佛，他現

在告訴你滿天神佛是空的， 給你打一針，除了你的錯亂感覺，除了你的錯亂感覺並

不是沒有的嗎，你整個健康的人在這處。明不明白？即是這樣，真如是空的，勝義諦

都是空的，不是說勝義諦都無，空了你的執著，那個勝義諦整個就顯露，這樣解。現

在佛教，佛教徒說空的人，多數是頑空的人，香港很多這種人，什麼都沒有，什麼都

空的。此二……依前道理，前面說有個勝義諦是不合理，即是相反，有個世俗諦也不

應理，是不是？即是二諦都給他破壞了，否定了。「此於二諦起邪分別」。識解嗎？

休息一會。

所緣緣有兩種，一種叫做親所緣緣，親者是什麼？親即是直接的，直接的，即是

什麼？direct直接的，疏呢，間接的，即是 indirect間接的。譬如，有個紅在這處，

這個紅在這處，我看那個紅的時候要怎樣？我的第八阿賴耶識裡面，有個變紅的種

子，當緣具備時它起現行，整個紅在我前面，有一個紅，這個紅是什麼？本質，實質

來的。本質，明白嗎？你聽得明嗎？你呢？實質，那個紅的實質，是客體來的，這個

叫做。

有了這實質後，剛剛我的眼識又起，我的眼識這時候，我第八阿賴耶識裡面有個

眼識的種子，當我眼識的緣具備時它又跳出來，一跳出來的時候就挾帶著，那眼識一

跳出來的時候，眼識是見分會見東西的，這個見東西的種子跳出來見東西，當它要見

東西的時候，它起的時候就挾帶著相分，紅的相分，這個紅的相分是什麼？它的相分

起，把那個本質的紅反映入來，好像一面鏡子，那即是說當我看見紅的時候，有三件

東西，第一，是本質；第二，能夠把那本質反映入來的相分，image，那影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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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夠看見影像處那種見分的力。

那即是本質、那相分和見分三個種子一齊起，三個種子一齊起，這個被那見分看

到，這個相分是見分的所緣緣，但是沒有它又不成，因它是由見分把那本質所反映出

來，所以這個也是所緣緣，是不是？那就有兩個所緣緣，明不明白？明嗎？那個是直

接，那個是 direct？(中間那個) ，直接緣那相分的叫做親所緣緣，和那見分親一些

的，這個親時另一個便是疏，是不是？這個叫做疏所緣緣。

明不明白？疏所緣緣就是本質，親所緣緣即是相分，明不明白？親所緣緣沒有可

以嗎？(可以，不可以，疏所緣緣沒有就可以) 。疏所緣緣就可以沒有，(那見分呢？)

見分一定要有，沒有見分怎可以看見東西？當你見分看東西的時候，一定有個親所緣

緣。譬如我眼識看紅，這個紅，眼  識所看的紅，那 image，那影像是相分，一定有

相分，那親所緣緣。耳識聽到沙沙聲，那沙沙聲不就是耳識的親所緣緣。

那架機器極格極格地的空氣震動，就是疏所緣緣，明白嗎？鼻識嗅到它香，這個

是親所緣緣，但若嗅到的是過濾過，隔過那親所緣緣，至到那些香怎樣？那些香原來

是什麼？原來是一粒粒的微粒子打入來，這些就是疏所緣緣。明白嗎？(羅公，若是

見道，無漏種子起時的相分呢？) 見道的時候，有沒有親所緣緣？那無分別智起，那

根本智起的時候，無相分就沒有親所緣緣，是不是？只是沒有相分，不是沒有親所緣

緣，所以親所緣緣，有些親所緣緣，相分一定是親所緣緣，親所緣緣並不一定是相

分。

明不明白？見道起的時候沒有相分，只有本質，那本質就是真如，直緣真如。為

什麼會直緣真如？其實見道不是這樣緣的，它自己緣自己，自己覺自己，明不明白？

自己覺回自己的心，見道起的時候沒有相分，直緣真如。除此之外，一定有個相分，

那親所緣緣，見道起的時候那真如就是親所緣緣，還有沒有疏所緣緣，沒有，見道沒

有疏所緣緣，只有親所緣緣，那真如就是親所緣緣。聽得明嗎？聽得明嗎？你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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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甚麼叫做無疏所緣緣之後有親所緣緣？) 你剛才沒有來？親即是直接的，直接

的，疏是間接的。譬如我的照相機影你的相，在鏡頭上直接看到的公仔，是不是直接

看到的？但這個公仔並非憑空有的，是把你的影像反映入去，我見到這個公仔，這個

叫做親所緣緣。

公仔後面那個，你整個人坐在那處，那個叫做疏所緣緣。明不明白？親所緣緣，

如果沒有親所緣緣，不能夠影到相，是不是？即是說我眼見東西，一定會見到影子，

這個影子是親所緣緣。眼識只不過好像照相機一樣，但他後面有個疏所緣緣，有一個

人在拍攝，疏所緣緣，所以親所緣緣，不論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末那識、阿賴耶識，一定有親所緣緣。你看，眼識的親所緣緣是顏色，耳識的親所緣

緣是，不是，眼識的親所緣緣是顏色，眼識的疏所緣緣就是那件東西的實質，顏色的

實質。

耳識同是一樣道理，鼻識一樣道理，身識一樣道理，身識的所緣，譬如我摸到

軟，就是軟，這個軟的影子是親所緣緣，那個軟的那塊東西的實質是疏所緣緣。聽得

明嗎？意識呢，那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一定有親所緣緣。眼、耳、

鼻、舌、身五識一定有疏所緣緣。但第六意識有問題。意識，譬如現在我的眼識看

你，我的意識跟著一齊看你，我的意識有沒有親所緣緣？(有) ，有沒有疏所緣緣？

(無) ，那就沒有你了，我看你嗎？沒有疏所緣緣便沒有你的存在。是不是？即是有疏

所緣緣，這句說話。但是這樣，我合著眼來想你的樣子，是想到的，是不是？

當我合著眼來想你的樣子的時候，有沒有親所緣緣？(有) ，有沒有疏所緣緣？

(有，無，幻想) ，合著眼來想他，想，合著眼來想，我現在見到他有親所緣緣，也有

疏所緣緣，那意識，我現在合著眼來回想他的樣子，有沒有親所緣緣？(有) ，有沒有

疏所緣緣？(無) ，為什麼？我的眼已經合著，那來疏所緣緣？沒有，那即是說第六意

識一定有親所緣緣，但疏所緣緣不一定有，明不明白？所以當我們想孫悟空大 東閙

海，即管想，當你想的時候有沒有親所緣緣？ (有) ，有沒有疏所緣緣？(無) 。東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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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根本沒有這回事。明不明白？疏所緣緣或有或無，是不是？眼，眼，前六識你們

知道了，那第七末那識呢？最緊要一定要了解埋第七末那識及第八阿賴耶識。

第七末那識有沒有親所緣緣？你答我， (有) ，因為一定有的嗎，親所緣緣，如

果沒有便沒有知覺了，是不是？有沒有疏所緣緣？(未必有) ，(未必有) ，疏所緣緣未

必有，現在我問你第七末那識起的時候，執著個我有沒有疏所緣緣？你要答我這個問

題，(有) ，有，是不是？無錯，是有，那疏所緣緣是什麼來的？那第八阿賴耶識是疏

所緣緣，他望向第八阿賴耶識處，他說它是我，現在明白嗎？你明不明白？第八阿賴

耶識有沒有親所緣緣？第八阿賴耶識常常認識，常常緣著這三種東西。

第一，無量無邊的種子，一切種子，第二，根身，有根的身體，第三，器世界，

這個自然界。這三種東西是他的親所緣緣抑或疏所緣緣？他緣那些種子，是直接緣還

是間接緣？直接，是，直接緣那些種子，他攀緣著我們的身體，他滲透了我們的身

體，直接滲透，直接支持我們的身體，所以我們的身體是阿賴耶識的親所緣緣。這個

器世界，這些東西，山河大地這個地，是我的阿賴耶識直接滲透，直接支持，所以這

個整個太平山，整個地球，都是我的阿賴耶識的親所緣緣。

好了，阿賴耶識可以不需要疏所緣緣，是不是？有沒有，不需要是一回事，需不

需要是一回事，有沒有又是另一回事。即是你用不用錢是一回事，你有沒有錢是另一

回事，是不是？現在問你，阿賴耶識不需要疏所緣緣也可以，但他有沒有疏所緣緣

呢？你答我，這個問題很難答。想一想，想兩分鐘，你以為是有，應該是有還是無？

有，為什麼呢？是有，無錯，你答得無錯，是有，為什麼是有？你說一說，有，是

有，為什麼是有？有是無錯，如何有法？如果我問你，你有沒有錢？你答我有，但錢

在何處呢？但是如何有法？在銀行還是在衣袋呢？有，這個很微妙的，這個，是不

是？你們很辛苦的答得。

我講給你們聽，你這個身體你變的，是不是？但是我見到你，是不是？那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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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個你，我是有份變的，是不是？你的身體是由阿賴耶識變的，但是我見到的你，

這個你並不是由你的阿賴耶識變的，是由我的阿賴耶識變的，是不是？即是說我的阿

賴耶識變出一個你，你明不明白？為什麼我的阿賴耶識變出一個你？不變出一個他

呢？沒有，我擰過來時便可以變出一個他，但是在這個時候，我看著你的時候，我的

阿賴耶識只會變出一個你，是不是？為什麼只變你而不變他的呢？譬如我的媽媽已過

世，為什麼我只看到你而看不到媽媽呢？即是說我的阿賴耶識只會變出一個你，不會

變出我的媽媽。因為我的媽媽已過世，沒有變便死了，死了便不可以變，為什麼？因

為你變了一個你先，明不明白？

我的媽媽已過世她沒有得變，所以你變了一個你，我的阿賴耶識托你所變的你做

本質，反映入我的阿賴耶識處，我的阿賴耶識變你的種子就起，我的阿賴耶識變出一

個你，我的阿賴耶識變出一個你之後，我眼識起的時候挾帶一個相分起，那相分把我

阿賴耶識所變的你，反映入我的眼識相分裡面，見到的東西，所以我見到的你，親所

緣緣就是眼識的相分，疏所緣緣就是我的阿賴耶識所變的你，明不明白？我的阿賴耶

識所變的你是我的阿賴耶識的親所緣緣，你的阿賴耶識所變的你是我的阿賴耶識的疏

所緣緣，明不明白？即是說你所變的你是我的阿賴耶識的疏所緣緣，明白嗎？我們望

著那個太平山，那個太平山是你的阿賴耶識所變的，但我的阿賴耶識亦變，大家變，

無錯，大家變，你變的大嶼山與我變的太平山有什麼關係？有，那關係是怎樣？有，

同是阿賴耶識所變共變。共變這兩個字很籠統。

是共變，各人變，各自變是共變。不是說兩個人一齊共，合作，共變，不是這樣

的。是你又變，我又變，大家相似稱為共變，你變的太平山做本質，反映入我的阿賴

耶識處，我的阿賴耶識托你的本質，你的本質做增上緣，刺激我的阿賴耶識，我的阿

賴耶識變，反過來，我的阿賴耶識又變起一個太平山做本質，這個本質做增上緣，刺

激你的阿賴耶識，你的阿賴耶識受了刺激又變起一個太平山，互相影響，各自變，即

是說你所看見的阿賴耶識，托我所變的阿賴耶識做本質，我所看見的阿賴耶識，托你

所變的阿賴耶識做本質，不是這樣簡單，你所變的阿賴耶識不單止托我所變的阿賴耶

識做本質，還托他所變、他所變、他所變、他所變，那麼多人所變，和所有，所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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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的貓貓狗狗虫虫蟻蟻的阿賴耶識，各自所變的太平山做本質，反映入你處，你然

後才變，我所變的又是無數那麼多眾生共變做本質，各個本質反映入我處，這樣一

來，即是說什麼？硬化了，明不明白？規定了，你想不變也不得，你想變歪一點也不

得，為什麼呢？因為太平山有一億隻蟻，有五百萬人共變，我老羅不變會有什麼關

係？我想變一下，本來扯旗山是綠色的，我想把它變為紅色，可以嗎？不可以，因為

它無數那麼多本質都是綠色的，聽得明嗎？那就變了是客觀性，那扯旗山是客觀性，

不到我主觀的，我要它紅，不可以的。(個個看見都是綠色的) ，好像規定了一樣，其

實我們規定是各人自己積少成多的規定，即是說這個世界雖然是心變，但仍有客觀性

的，不到我一個人改變，除非你的什麼？得不得改變，得，即是很多電，很多電燈一

齊光，你的燈要特別光，除非你的火數（watt數）特別強，你等等，得了。

那些火數是最特別？那些佛，那些已經成佛的，他們的火數特別勁，本來扯旗山

是沒有人在那處，但他要你見到有個，有個觀音菩薩坐著與你閒聊，不是說不可能，

他的力量要大到極，影響你，怎樣影響你？他加一種力量在你那處，支持你，要你見

到，叫做加持力。那即是他的火數大過其他人很多，大家都見不到，他要你見到。你

見到他時與他說話與他閒聊，隔離的人以為你發神經，對著空中閒聊，他不知道你什

麼。

即是好像在燈中，幾百盞燈中，有些燈的火數是大些的。明不明白？聽得明嗎？

使用神通也就是這樣，所以如果我想用神通，如果我的精神不及他時，我是沒有辦法

去干涉他，但我精神強過他時，我可以剝奪他的，他行往那處，我可以制止他不能

行，忽然間我要他，我要他腳痛不能行，他忽然間他會腳痛不能行，如何令他這樣？

作觀，作觀。

他的腳痛，他的腳痛，他的腳痛，腳痛的時候，即是我變起的他，用我的意識去

影響的我的阿賴耶識所變的他，我的意識作觀要他腳痛，令到我所變的他的阿賴耶識

腳痛，我所變的他的阿賴耶識腳痛，反映入他處，他又腳痛。明不明白？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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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明白？所謂神通力影響他人是這樣。但你要自量你是不是好像那盞燈的火力有沒

有這樣大，如果沒有這樣大就不成。所以你一用種子，一用共變什麼都解得通，看

相，風水，什麼都解得通，樣樣東西都解得通。好了，我們讀下這處，讀完它。

六，「布施等波羅蜜多（於）勝義無所得故」。這句識解嗎？……「說有佛寶不

應道理」。那些人又這樣的執著，佛的智慧是最圓滿的，最圓滿的智慧所證的一切

境，在勝義諦根本是沒有這樣的東西，勝義諦是什麼都沒有的，你讀讀《心經》什麼

都沒清的，「無智亦無得」，這個圓滿慧是智和得來的，是不是？他都沒有的，那你

又說有個佛，有人成佛，佛的智也沒有，那有人成佛，不應道理。又是不知道在世俗

諦中確是有佛可成。第八，「一切諸法唯假名故法寶不應道理」。佛所說的一切法都

是假名概念而已，概念是假的，那即是佛法是假的，你說有佛法，不應道理。

他不知道在勝義諦裡面是沒有佛法的，沒有佛也沒有法，但在世俗諦裡面是有佛

法的。第九，「所依色等皆於勝義無所得故（說有）僧寶不應道理。」一個僧人所依

的不外是色、受、想、行、識五蘊，沒有五蘊那來身體，當我們證到勝義諦真如的時

候，根本就不會見到色、受、想、行、識，那即是說沒有僧寶，你又說有僧寶，又說

要歸敬僧寶，不應道理。又是不懂世俗諦。

他說以上三種，即第七、第八、第九這三種，「此於正行所依之皈依（處）。」

即是什麼？皈依處即是三寶，皈依兩個字，所皈依的，能皈依的心與所皈依的境，即

是三寶，起邪分別，所以有這樣的執。第十，「布施等勝義無所得故善巧方便不應道

理。」識解嗎？在勝義諦中並沒有布施、持戒等六波羅蜜，你又說要用善巧方便去修

行，不合道理。

「此於差別行起邪分別。」差別行者是六波羅蜜的不同，種種的不同所修的行，

他不明白，他起邪分別。第十一，「所證有性及無性之自性皆於勝義無可證故，如來

現觀不應道理。」依你所說，空性是有，是不是？真如空性是有？而眾緣和合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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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空，空就無性，是不是？這個真如諸法實相是有性，在空宗是這樣說，在唯識宗

計所執是無性，識解嗎？ 計所執。全無的。徧 徧

依他起性是幻有，是不是？圓成實性是實有。即是說依他起和圓成實這兩性是有

性，是不是？那個 計所執是無性，是不是？對於有，所證得的有性及無性的自性，徧

自性是什麼？本來的狀態，即是有性及無性的狀態。 計所執的自性是無性的自性，徧

依他起自性和圓成實自性，就是有性的自性。這兩種性在勝義諦裡面是無可證，沒有

這種東西的，你又說那佛，如來佛會起現觀證很多東西，又不合理，不應道理。「此

於佛現觀起邪分別。」

第十二，無常、苦、空，不是，這個無常、不淨、無我、苦這四樣東西，對於四

相，即有漏法的四相，這些有漏法的四相，這四相皆於勝義無所得，是沒有的，在勝

義諦中是沒有的，你又說是什麼？又說五蘊是……有些人執五蘊是常的，執五蘊是快

樂的，執五蘊是有我的，執五蘊是清淨的，就叫做顛倒，你們佛家這樣說。然則你所

謂的四顛倒根本是沒有的，你又說有，不應道理。

「此於所治顛倒(所對付的四顛倒)起邪分別。」識解嗎？這處識嗎？識嗎？第十

三，修道的結果是證得佛的菩提，是不是？他說修道之果的菩提，不過只是於世俗諦

才有，在勝義中都無可證，無菩提可證，其道自性不應道理。你又說修道，道有道的

自性，又不應道理。他又是不明白，無別的，這些全都是對二諦不明白才起的。「此

於道自性起邪分別。」

第十四，在勝義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應該要捨棄，所捨的，亦沒有什麼東西是應該

要所取的，但是你又常常教弟子，又說什麼有所治品，這些東西我們須要對付，這些

執著要對付，有能治品，我們那些智慧可對付那些執著，有這樣所治與能治的不同，

的差別，差別兩個字即是 difference，不應道理。「此於能治所治(這兩種差別)之差

別起邪(執) 分別。第十五，「所相諸法勝義無故諸法之相不應道理。」什麼是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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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是相狀，是名詞，如果你把那相字當作動詞用，譬如你說，一切有為法，都有生、

住、異、滅的四相，當你這樣說的時候，即是說一切有為法是所相。

相字即是形容那樣解，被你所形容的，而生、住、異、滅這四個概念，就是能

相。這四個名詞的名相是有力量去形容那些有為法，明不明白？能相，所相。識解

嗎？識不識？你初初烏林林不識，現在一路聽聽下又識，所以肯連續地聽很有益的。

那些所相的諸法，勝義都沒有，但你又說有很多能相的名言，去相那些東西，可以形

容那些東西，不應道理。

那即是說什麼？對於性相起邪分別。對於一件物件的體性，和它的相狀起邪分

別。第十六，「所修自相共相皆於勝義無所得故，修自共相不應道理。」先解自相共

相給你們知。形容一件東西所獨有的性質，叫做自相。多件東西所有的共通性叫做共

相。例如，譬如胡麗麗這個人，她這個樣子，這個是她的本身，這是她的自相。但這

處一連四個人，四個都是人，人，這個人是什麼？是共相。明白嗎？譬如梁麗香，梁

麗香這個人是自相。

你說這班人整班都是這樣，這班都是在能仁書院聽講的人，能仁書院聽講的人是

什麼？你們整班人的共相。明不明白？譬如你說孫中山，這個中山人，這個叫做國父

的人的自相。你說中山人，這個是什麼？是共相。譬如你說廣東人，他也是廣東人，

廣東人是自相或共相？更高級的共相。是不是？再闊些的共相。譬如你說中國人，又

闊些的共相。你說亞洲人，又闊些的共相。你說人，更闊的共相。

你說人是更闊的共相，還有沒有闊些可不可以？有的，動物。我們是動物來的，

明不明白？再闊一些又如何？物。動物植物都是物，是不是？再闊一些都可以？存

在。物的存在，精神也是存在，是不是？所以佛法的法字即是存在的東西。聽得明

嗎？自相共相。他說我們修觀的時候常須要知道某東西是自相，某東西是共相，於所

修自相共相在勝義是無所得，但你又說要修自相共相，不應道理。「此於修習起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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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已讀過了。

「（此）即說二諦互相違者依一切相智及無間道頂加行之所緣行相，所起之十六

種邪分別也。」一句。這上面的十六種執呢，是那種人，那種什麼人？那種者，常說

勝義諦和世俗諦是互相違的，不是同一樣東西來的，所以起這種執著，如果他知道勝

義諦和世俗諦，每樣東西都有兩個 respect，即是兩個角度，就不會有這種執著了。

這些常說二諦相違的人，對於一切相智與及那些無間道頂加行的所緣境，的境界，的

對象和那些一切相智與及頂加行的那種，那種活動的情況，而起這十六種邪執著而

已。

好了，下面他教你駁，無謂的一段，別人可以被駁，但我們中觀師不會被人駁到

的。你們個個都說自己那派是最好，「其以中觀師所許勝義 因而破世俗之難。」那爲

怎樣呢？他說他這種人常執著勝義諦，你要用什麼來破他？用世俗諦來破他。你所說

的是不對的，我在世俗諦是有這樣的東西。他如果遇著的那個人，其，那個人，用中

觀師所認為是勝義的，以這樣的做因明論裡面的因，來破我們世俗的難，來破我們的

世俗諦的話，我們當依據我們所認許的世俗諦來答他，說給他聽，我沒有犯過錯，我

沒有犯不定的過，我是對的。

不定過是因明裡面的過失中之一種。至於詳細想知道什麼是不定過，你們將來有

機會要去學因明才可以。要學學，尤其是你們是出家人，要學因明，你時時要出去打

擂台，你學了因明，最低限度，你會說少很多錯話。在家人學不學都沒有大關係，唔

學也罷。出家人一定要學因明。「其以中觀師所許世俗 因而破勝義之爲 (質)難，」如

果那個人以中觀師所認為是世俗諦的東西來破我們的勝義諦，我們應該怎樣？「當依

所許勝義而答謂犯不定過。」我們偏偏要用回勝義諦來答他，答他我們沒有犯過。

這是個什麼？我們的六祖就聰明，是不是？問有以無對，是不是？問虛以實對，

後面那《六祖壇經》那處，我保證六祖沒有讀過這本東西，是不是？但他說出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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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他連字也不識，他想出這麼多東西，所以六祖是很聰明。「總之凡說二諦相違

之攻難，皆須以二諦不違而答也」。以上讀完，至頂加行讀完，還欠一個漸次加行。

那個是逐漸來的。在這處說明，並不是我今天修一切智相現觀，明天修頂現觀，

不是這樣的，也並不是我今年修一切相現觀，明年修頂現觀，後年修漸次現觀，不是

的，是一齊修，修的時候，當你逐種合適的修的時候，你那時候叫做一切相現觀，如

果你一路窮追極頂的時候，那時候就叫做頂現觀，是不是？當你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修

的時候，就叫做漸次現觀。只有一剎那現證菩提的現觀，到最後的……(是不是在修

禪定內修？) 他完全是在修禪定內修，我今次所講的是完全在止觀內修，在瑜伽裡面

修的。不是平常的修止觀。全部都是在止觀內修。漸次即是漸次加行，他用現觀兩個

字。

戊二，堅固因果。上文所講是引發的，這處講的是令你修更加堅固。你查回戊

一，將來你在此書前列一個表，整個科判列出來，下面寫清楚頁數。那一切相智和…

…一切相現觀和頂現觀，只是開首做的，而這個漸次現觀和一剎那現證菩提的現觀，

令所修的行更加堅固。所以是堅固的因與果。堅固的因是指什麼？漸次現觀。堅固的

因與果分二，己一， 得堅固修漸次加行。為了得想到堅固，修行得堅固，就要修這爲

個漸次加行，逐步逐步來，所以是因。己二，已得堅固 那加行，是果， 那加行。刹 刹

當你能夠一 那現證菩提，就是那時候，就是果。刹

記住記住，就整個成佛的途徑裡面，就是成佛之前一 那，才是一剎那現證菩提刹

加行，明白嗎？但就每斷一些煩惱，每斷一分煩惱來說，每斷一分煩惱最後那處還是

什麼？一剎那現證菩提加行。例如你有一顆貪心，你這個是欲界的貪，常常想著吃，

嗅到豬肉牛肉的香味就流口水，很重的欲界貪，你這種貪有九品，最先斷上上品，最

後剩餘一些下下品是最難斷，要逐品逐品來斷，當你斷的時候要修行，修行的時候有

四種現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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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普通的修行叫做一切相現觀，窮追猛打非要剷除你不可，那時那種叫做頂現

觀，是不是？至頂加行，但是你不能一下子就可以，要逐步逐步來觀，這時候是什

麼？漸次加行。到最後，觀的時候成熟，智慧成熟，直把那智慧一逼，就把那上上品

的欲界煩惱品燒毀，以後最多上中品煩惱起，不會上上品。明不明白？那當你斷上中

品的時候，又是一樣，四種加行。明不明白？現在就今初，是說為了得堅固的果就修

漸次加行的因。「布施至般若，(一撇)；隨念於佛等，(一撇)；法無性自性，(一撇)；

許 漸次行。」爲 (一句) 。我們先讀散文。「 得三智行相堅固漸次修三智行相慧所攝爲

持之菩薩瑜伽，」即是說這種漸次加行是一種瑜伽來的，瑜伽即是止觀。

大乘的止觀叫做菩薩瑜伽。這種瑜伽是什麼？是給漸修三智行相的慧所攝持住的

瑜伽，攝持即是做增上緣，保護著，輔助著的瑜伽。修三智行相，行相者，那行相兩

個字你可以不要，漸修三智，是不是？行相者即是它的屬性、性能而已。這種修行是

什麼？ 得三智行相堅固而修的，為得三智行相堅固而修的菩薩瑜伽，看到嗎？這個爲

形容詞。由漸修三智行相的慧所攝持的菩薩瑜伽，你們明不明白？這些形容詞形容那

個名詞，那個菩薩瑜伽。聽得明嗎？這種瑜伽即漸次加行之相。這個相字當自性解。

這個就是漸次加行的本質。因為梵文性相兩個字通用。「界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

之前一 那。」界限是從資糧道，即是發了菩提心之後，你是資糧菩薩那時候起，一刹

路修三大阿僧祇劫，修到成佛之前的最後心，最後心之前一 那。刹

為什麼？為什麼不說最後心而說前一 那？最後心是一 那加行，是不是？他這刹 刹

個漸次加行是最後心之前才有的，明不明白？繼續下文。「從布施乃至般若者」，這

幾個字 述那句偈，「布施至般若，」你應該括著它，「布施至般若，」為什麼？叙

「謂布施等六度之六漸次加行。」即是布施等六波羅蜜那六個漸次加行。六個漸次加

行，什麼是六個漸次加行？我們了解，我們修行是先學修布施，後修持戒，後修忍

辱，後修精進，後修禪定，後修智慧，是有次序的。不是先修智慧，然後修持戒，亦

不是先修禪定，然後才修布施，前前後後，有次序的修。單是修布施亦有次第，是不

是？那次第如何，如何應先應後，菩薩戒排列得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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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來修智慧道，修智慧道都要先修什麼？聞所成慧，再修思所成慧，再修修所成

慧。都有次序的，漸次而修。那種漸次加行，加行即是修行，加功修行即是修行，布

施至般若等六度各有漸次加行，這句即是說，「隨念於佛等」解釋第二句，「隨念佛

等」這四個字括著即是偈的第二句，「隨念於佛等」。為什麼？「謂六念之六種漸次

加行。」即是六念的，那六種念的漸次加行。什麼是六念呢？下文有說。

下文有的。「（復有）通達一切法於勝義中 無性自性之漸次加行。」六念有六爲

種漸次加行，除了六念的漸次加行之外，還有通達一切法，通達即是了解，還有這種

加行，它的目的在了解一切法都無自性。一切法都無自性不過是在勝義諦來說，在世

俗諦來說諸法皆有，皆無性即是無自性，無性即是無自性，無自性的那種自性，即是

通達諸法皆無自性的那種自性，皆無自性即是沒有實體，無自性，無性即是沒有實

體，下面自性兩個字是本來狀態。

那種沒有實體的本來狀態，叫做無性的自性。佛經最難明就是這些，無性自性，

已經無性但又自性？無性即是沒有實體，沒有實體不是昨天有今天無，原來就是沒有

的，無自性的本來狀態，叫做無性自性。聽得明嗎？那種狀態，「隨念於佛等」，那

即是什麼？總共十三種。六波羅蜜漸次加行，六種，六念漸次加行，又六種，就十二

種，再加一種什麼？通達一切法於勝義中 無性自性之漸次加行。共十三種。爲

「許此十三種 漸次加行，」為什麼叫做漸次加行？「以是布施等十三法所攝持爲

（即屬於）之三智一切行相，次第決定而修之菩薩瑜伽故。」以是即是因為，因為這

種加行是由布施，持戒等十三樣東西，這十三樣東西所攝持的，和三智，屬於三智一

切行相的，而且是次第決定的，次第決定而修，不應該攪亂的菩薩的瑜伽。

識解嗎？你看，第一句，布施至般若，就六，隨念於佛等，就六念，就十二，和

法無性自性，又一種，就十三種。這十三種就是許 漸次加行。爲 (老師，六念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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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現在會說。「此十三法通彼諸位及三智行相之加行，以無性自性 所緣相，六爲

念 意樂圓滿，六度 加行圓滿故。」此十三種法即十三種漸次加行，貫通，通乎彼爲 爲

諸位，貫通諸位即是什麼？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和究竟位都通的，諸

位，三智行相，三智行相都通的。

這種這樣的加行。這種漸次行。這種漸次加行是以無性自性 所緣，這種漸次加爲

行主要是以什麼？無性這個空，無性即是空，以空為自性，以這種空的狀態為它所緣

的境，所認識的對象，以六念令他的意樂圓滿，實際上修是什麼？以六度 正式的加爲

行圓滿，所以十三樣，不多也不少。甚麼叫做無性？大家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眾緣

和合而生，它便沒有了自己，便叫做無性。識不識解嗎？胡麗麗？六度，大家都識

解，他說無性與六度通乎一切位，大家都要修的，大家很容易了解。

什麼是六念？他就要解了，現在解六念。「六念者，在加行道時名念住等。」所

謂六念，在加行位的時候，就叫做什麼？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是

不是？根與力可拼為一種，都是信、勤、念、定、慧。到見道位就叫做菩提分法，即

是七覺支，七菩提分法。在修道位就叫做八正道，叫做正道支。

四念住、四正斷……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合起來，這裡是四樣，

見道就名叫做菩提分法，即是五樣，在修道位就名為八正道，是六樣，即是六念。總

共十三樣法。「由此十三法攝持」住，即是用此十三種法做增上緣，攝持住，即是輔

助住，用此十三種東西輔助住，那你那個修行的人，就可以「漸修三智一百七十三種

行相，」修這三智，一切相智、道相智和一切智這三智，這三智若具體來說，這三智

包括有一百七十三種的活動性能，若加起來，雖然只是十三種，又可以開為一百七十

三種的，都叫做漸次加行。

好了，要解給你們聽，什麼叫做一百七十三種加行？此中一……有沒有？ 這個

一百七十三種行相，是不是？書是沒有，是不是？所謂一百七十三種行相，屬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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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有二十七種，上文已說過，說一切智的有二十七種，你自己數數，即是什麼？

「三諦各有三，道諦說十五」，上文，集諦、滅諦每樣有四種，三四一十二，道諦是

十五，十二加十五等於二十七。明不明白？道相智的行相就有三十六種，你查回上

文，「於因道及苦，滅中如次第，說彼有八七，五及十六相。」找不找到？胡麗麗？

妳找不到就問她在那處。下次妳請她飲茶。總之有三十六種，有三十六種漸次加行，

這些都是漸次加行。

還有一切相智的行相中，裡面有多少？有些是順聲聞弟子的，有三十七，一切相

智的加行中，屬於一切相智的行相的加行中，有些是隨順那些小乘的聲聞弟子的，三

十七，有沒有，你找找？隨順菩薩的有三十四，唯佛所獨有的有三十九，總共一百一

十，在那開始呢？看上文，「始從四念住，究竟諸佛相……」三智的行相，把它加起

來，就總共一百七十三種。讀這一個，如果你不是很細心把上面逐點逐點數，你就會

好搞不妥，是不是？ (羅生，……) 

都是信、勤、念、定、慧。修這五樣東西。〈漸次現觀品〉說完了，我們現在先

休息一會，又一品了，很快。〈 那證大菩提品〉第八卷。己二，上文為得堅固，為刹

了得堅固而修漸次加行的因，現在已經堅固，能夠一 那就證菩提，就是果。現在刹

看，己二，得堅固 那加行。「施等一一中，刹 (一撇)；攝諸無漏法，(一撇)；當知即

能仁，(一撇)；一 那智德。刹 (一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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