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時起異熟，(一撇)；一切白法性，(一撇)；

般若波羅蜜，(一撇)；即一 那智。刹 (一句)

由布施等行，(一撇)；諸法如夢住，(一撇)；

一 那能證 刹 (此處最好不要撇) 諸法無相性。(一句)

如夢與能見，(一撇)；不見有二相，(一撇)；

一 那能見 刹 (不要撇 )諸法無二性。(一句)」 

我們先又看散文。「若一 那現證非異熟之無漏一法，」他說當我們的根本智無刹

間道起而斷煩惱的時候，一 那之間，就現證菩提，在那個時候，在那 那裡面，現刹 刹

證，現證的東西有二種，一種叫做非異熟的無漏法，一種叫做異熟法。我們這個眾生

過去都是有漏的，那些有漏的業因所引起的果叫做異熟果，是不是？是異熟法。無漏

智不是由我們過去的業因所引的，有些是第一次出現，例如佛的菩提，你以前那有此

異熟果？作什麼業來引它？那些叫做非異熟的。

非異熟的無漏法，那些非異熟的無漏法有很多，他說不怕，當你一 那現證菩提刹

的時候，這一 那證的一樣會牽連到其他的也證到，尤其是當你成佛的時候，你證一刹

樣東西其他的也一齊證。為什麼呢？他用這個譬如，好似我們，你見過那些什麼？水

輪，水車，你見過未？ (未) 。

好像坦克車，新界用作車水用，譬如這幅田沒有水，那邊有水，我用這車搭到那

處，攪動這車後，那邊的水便會潑過來，是不是？那叫做水輪車，我們廣州人叫做龍

骨車，龍骨車，車水的。好像龍骨車一樣，你攪動一個輪後，其他的輪也一齊來。明

白嗎？即是你擰個輪盤，是不是？你想擰這一瓣，其他三十六瓣輪盤，你擰這一瓣，

三十六瓣一齊轉，所以有這個道理，你一 那證菩提，證一樣東西其他的一齊動。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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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當你一 那現證那些非異熟的無漏法，無漏法中的一法，一樣東西的時候，刹

「與此同類諸法皆能現證，」這樣，與這種法同屬無漏的那類的法都會一齊可以現證

的。「此慧攝持」，這種，用這種慧做增上緣所攝持住的那種能夠「對治所知障之」

的那種「菩薩」最後，最「究竟瑜伽」，最後即是 finally，究竟即是 finally，因為怎

樣？成佛了，下一 那就成佛。所以這種瑜伽是最後的了，這種瑜伽「即非異熟 那刹 刹

加行之相。」

這種瑜伽即是這種止觀就是非異熟 那加行的止觀的本質。我們看看那四句偈。刹

「施等一一中」，布施裡面有很多東西，持戒裡面有很多東西，施等那六波羅蜜裡面

都包含很多東西，而每樣東西之中都攝有很多無漏法，每一樣東西，布施有很多項，

財施、法施、無畏施。譬如持戒有什麼？有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有饒益有情戒，每

一樣東西都攝有很多無漏法。那我們怎能逐樣修？漸次加行就要逐樣修，現在那麼多

怎可以逐樣修？應如何處理？他說「當知即能仁，一 那智德」。他說我們應該知刹

道，那麼多無漏法，你以為很多，其實即是我們的能仁，即釋迦牟尼，能仁釋迦牟尼

佛的一 那的智德所包括了。「猶如諸士夫，動一處水輪，一切頓轉動；刹 (這處一點

一撇) ； 那智亦爾。」一句。刹

猶如那些人，那些士夫，那些人，那些車水車的人，動一處水輪，把那水輪車一

動，動一處水輪，那一切頓轉動；所有的輪都一齊轉動，那 那現證菩提的智亦有這刹

樣的功效。你在一處一 那現證，其餘那些一齊動。這處是講什麼？非異熟的 那加刹 刹

行，是不是？非異熟的，無漏的 那加行。好了，除了非異熟之外，還有一些是屬於刹

異熟的。「若一 那現證非異熟無漏一法與彼同類諸法皆能現證，此慧攝持對治所知刹

障菩薩究竟瑜伽，即非異熟 那加行之相。」刹

他說若果，除了非異熟之外，還有一些是異熟的，那異熟的會怎樣？你由發心以

後，一路修行六波羅蜜，修六波羅蜜，那些業，那些業所引起的異熟果報，果報，屬

於這種，你自己修回來的異熟果報，若一 那現證那些異熟無漏的果報，無漏法，那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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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現證一樣東西的時候，與彼同類諸法皆能現證。這個不用解。此慧所攝持的，刹

那種，此慧所攝持的，又是對治所知障的，那些是指菩薩的大乘止觀，菩薩的究竟瑜

伽，即是最高的止觀，最後的止觀，這種止觀即異熟 那加行之相。就所謂異熟 那刹 刹

加行的本質。這兩個即是甚麼？「若時起異熟」，那些異熟 那加行起時，看偈，刹

「一切白法性」，白法即是指光明，即是指無漏法，善法。

黑色用作代表惡，白色代表善。「一切白法性」，一切善的法和那些般若波羅

蜜，這幾種東西就是一 那證菩提的智，一齊起的。聽得明嗎？這處，明白嗎？你們刹

聽得明嗎？明不明白？「現證空性慧所攝持對治所知障菩薩究竟瑜伽，即無相 那加刹

行之相。」 那加行， 那現證菩提加行，有些是屬於非異熟的，有些是屬於異熟刹 刹

的，是不是？現在還有兩種，一種是什麼？無相的 那加行，第三種。刹

無相的 那加行是怎樣的呢？現證空性的慧所攝持，這一種人已經證得真如，他刹

用這種現證真如的空性的那種慧，即是那種根本智來的，他這種慧做增上緣，對治所

知障的，又可以對治所知障的，那種菩薩究竟瑜伽，即是現證空性慧所攝持的菩薩究

竟瑜伽，對治所知障的菩薩究竟瑜伽，這種菩薩究竟瑜伽，即是無相 那加行的相，刹

無相 那加行的本質。「二取戲論畢竟不動不起空定之菩薩究竟瑜伽，即無二 那加刹 刹

行之相。」他說第四種叫做無二 那加行。無二的一 那加行。什麼叫做無二？大家刹 刹

讀過勝義諦裡面一切法無二，是不是？世俗諦裡面，我們見到這些叫做 ，那些叫做櫈

，這些叫做山，那些叫做河，這些叫做男人，那些叫做女人，是有二。枱

世俗諦是這樣的，在勝義諦裡面來講，一切法無二，大家，有幾多人沒有讀過？

你沒有讀過《解深密經》的〈勝義諦相品〉，你讀過，一切法無二，你讀過。這種無

二的 那加行，入一個無二的觀，這個無二的 那加行的本質是什麼？就是二取戲論刹 刹

畢竟不動。二取即是能取所取，執著有能取的補特伽羅，我，與及執著所取的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等，對於二取而起執著，這些叫做什麼？叫做戲論，二取戲論畢竟不

動，不再起二取的執著，又不起空定，他又不會……二取戲論畢竟不動，即是常常什

麼？常常證在空性，不起，不在空性處起出那種菩薩究竟瑜伽，這種菩薩究竟瑜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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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二 那加行的本質了。這裡四種 那加行，那豈不是要分開四種不同的範疇嗎？刹 刹

他說不是，「此四加行同是一事。」一句。

其實是一種東西來的。「界唯在最後心。」都是在成佛裡面最後心出現的。好

了，休息一會。現在解釋這首偈。「最後無間道菩薩能仁身中之一 那智，當知即是刹

非異熟 那加行；（這處應該一點一撇，）以是現證一非異熟無漏法時，即能現證一刹

切無漏法有學位之究竟智故。」他說舉例來說，最後無間道，即是好像釋迦牟尼佛成

佛時，當他在那個最後的無間道，即是一過了無間道就是解脫道，是不是？

他最後的無間道即是金剛心，金剛心一過便成佛，最後的無間道的菩薩，那個能

仁，即是釋迦，那個釋迦佛身中的一 那的智，即是那一 那才出現的，那無間道的刹 刹

時候的那種智，這個智當知即是非異熟 那加行，當知這個智不是異熟 那加行，為刹 刹

什麼說它不是異熟 那加行？以是現證一非異熟無漏法時，即能現證一切無漏法有學刹

位之究竟智故。以是，以是因為，因為這是，因為這種智是什麼？是究竟智。看到

嗎？是究竟智。什麼是究竟智？有學位的究竟智。因為如何呢？一過了無間道到達解

脫道的時候就是無學位，成佛了，無學位。有學無學有兩個解法。

第一個講法，七地以前是有學位，第八地以後是無學位，因為如何呢？因為七地

以前還有有漏法現行，八地以後沒有有漏法現行，除了那異熟識以外，沒有有漏法現

行，而且大乘修阿羅漢，要在八地才能稱為阿羅漢，所以阿羅漢是無學位，所以七地

以前叫做有學位，八地以後是無學位，如果照這個解法，這處就不對了，是不是？成

佛的無間道仍然是有學位，這是第一說。

第二說，現在這個是第二說。以是證，以是有學位之究竟智，仍然是，不過雖然

是有學位之究竟智，但是它是什麼？能現證一切無漏法之有學位之究竟智。因為是證

得一個便可帶動一切。以是現證一非異熟無漏法時，即能夠帶動現證一切無漏法的那

種有學位的究竟智故。所以它是屬於非異熟 那加行。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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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現證一無漏智，亦能現證（其）餘智，」餘智者即是其餘的無漏智。「以

布施等一一法皆攝一切無漏道法故。」以是因為，因為布施、持戒等等，每一樣法，

一一法即是每一樣法，都能夠包括所有，關攝一切無漏道的法。「譬如士夫搖水車

輪，但動一處餘一切處皆頓動故。」譬如有一個人搖水輪車，但動一處餘一切處皆動

故。只要動一處，其餘各水輪都會被帶動。解到這處，即是解到什麼？看回偈文更加

清楚。

「施等一一中，攝諸無漏法」，是不是？「當知即能仁」，能仁菩薩即是釋迦，

在最後無間道的時候，那一 那的智德，那時候證一個無漏智，其餘所有的無漏智就刹

會一齊證。「猶如諸士夫」，士夫即是人，「動一處水輪」，那架龍骨車，只動了一

個，「一切頓轉動」；一 那現證菩提的智也是一樣，「 那智亦爾」，亦爾，也是刹 刹

一樣。以上是說非異熟 那加行。是不是？現在講第二。第二異熟 那加行。第二異刹 刹

熟 那加行是怎樣的呢？「謂若時生起猶如離障白淨月光一切白法之自性般若波羅蜜刹

多無漏異熟法最後心菩薩之智時，」這句譯得真是壞。

謂即是說若時，如果那個時候，那個時候怎樣呢？生起一樣東西，生起什麼？生

起那些猶如，生起那些什麼？生起，隔離那行，最後心菩薩之智，生起那種智，那種

什麼智？無漏的異熟法的最後心的菩薩之智，無漏的異熟法的菩薩智。那種無漏的異

熟法的智是什麼？是屬於那種？般若波羅蜜多的菩薩智。明白嗎？這種菩薩智是怎樣

的？猶如離障白淨月光，猶如沒有雲煙障礙著的很清白，很清淨的月光一樣，那麼美

妙的那麼乾淨的，這些是什麼？一切白法之自性。白法者即是善法、無漏法。一切白

法的自性，這種自性就是那種菩薩的最後心的菩薩智。

如果你把它來 analysis，那麼多的形容詞，猶如離障白淨月光的菩薩智，是不

是？一切白法之自性的菩薩智，又般若波羅蜜多的菩薩智，無漏的異熟法的菩薩智，

最後心的菩薩智，明不明白？那麼多的形容詞來形容它。重辛苦過讀德文，德文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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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詞，全部一兩行形容詞形容一個字，德文。他說這種智生起的時候，就是什麼？無

間道了。「此最後無間道」，是不是？無間道有很多，每斷一分煩惱都有一個無間

道，這個是最後的無間道了。

一過了就是佛，此最後無間道是如何出現？「於一 那（頃）能證菩提，」就一刹

那就斷盡了煩惱，第二 那就正式證大菩提，其實那 那已經證了，不過還要斷煩刹 刹 刹

惱，到第二 那就解脫道，「以是菩薩有學道究竟智故。」菩薩的有學位的究竟智，刹

菩薩的有學位最後就是這個，一過了這 那，他就是無學位。以上是講那個異熟 那刹 刹

加行。即是偈裡面的什麼？看看偈。若時，看看第三句偈，「若時起異熟，一切白法

性，般若波羅蜜，即一 那智。」一句。第三種叫做無相 那加行。刹 刹

「第三無相 那加行者，謂最後心智，」其實都是那點，是不是？他四種加行即刹

是一樣東西來的，他從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說，「即一 那證菩提之無相 那加行，以刹 刹

是善修布施等六度行，知一切法猶如夢事，增上力故，一 那頃能知染淨一切諸法皆刹

勝義無相之有學究竟瑜伽故。」這種，我們再講，這種無相之 那加行是什麼？是有刹

學的究竟瑜伽，看到沒有。因為他過了這 那就是無學了。刹

無學者不用再須要學習，這種有學的究竟瑜伽是什麼？又係能知染淨一切諸法皆

勝義無相的究竟瑜伽。能夠了解，能夠在一 那那麼短的時間，立刻能夠了解一切法刹

一切法，一切染污的法，一切清淨的法都好，在當你證得勝義諦的時候，根本就沒有

這些染污的東西或清淨的東西的分別，無相的，無染污的相亦無清淨相的。這個是形

容詞。聽得明嗎？聽得明。這樣又是什麼？這種智是要怎樣來的？知一切法猶如夢事

的增上力故。

他平時修行知道一切法都是如夢如幻，有這種智，這種智做他的增上力，攝持的

力，影響力，然後產生這種一 那，最後的一 那加行。能夠知道諸法如夢如幻是不刹 刹

容易的，要怎樣？要善修布施等六度行，然後才能夠知道一切法如夢事，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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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文字結構是這樣，他把西藏文直譯過來。那位莊大傑，他現在在家中教藏文，現

在有幾個學生去學，聽見有些人去學。好了，再讀下去，四種了，無相 那，不是，刹

是第三種。

第四種，叫做無二 那加行。「第四無二 那加行者，謂最後心智」，即是最後刹 刹

那個來的，「即無二 那加行，」這種最後心智，為什麼叫做無二 那加行？「以刹 刹

是」因為它是，以是什麼？以是「一 那頃能現見能取所取一切諸法無二實體」，沒刹

有兩個實體的，「之有學究竟瑜伽故。」的那種最後瑜伽故。識解嗎？識不識？識

嗎？「譬如夢中所見宅舍等與能見之心無二體故。」怎樣無二呢？他沒有《解深密

經》解得那麼詳細，譬如夢中所見的住宅，那些宿舍，那些房舍，這些住宅房舍是所

取，是不是？所取。而我的心是能取，那能見的心是能取，能見的心是能取心與所見

所取的田舍住宅，那些宅舍根本就是無二，都是夢來的，無二體的。那麼到最後心的

時候，他亦了解一切法和那個心是無二的。

那時候證得，完全證得什麼？諸法唯心。以上的是 那加行，這個 那加行我們刹 刹

還未做到，所以我們看起上來，好似想像也想像不到這樣。 那加行之後第二個 那刹 刹

是什麼？解脫道，成佛。成佛又怎樣？四身具備，三身具備本來，第一是法身，即是

真如。第二是自受用身，它這處叫做什麼？智慧法身，是不是？智慧法身即是自受用

身。第三是什麼？他叫它做受用身，是不是？即是他受用身。第四他叫做勝應身，會

變。四個，其實得三個，是不是？好了，第三，廣釋法身分二。戊一，身建立。為什

麼建立有四個身？戊二，每一個身所做的事業。分二。

初又分四，身的說明，建立即是說明，分四，己一，自性身，即是法身。他這處

將法身，四個身都叫做法身，你留意，這個法身，與我們中國人所說的法身不同的，

中國人所說的法身是指什麼？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那個，是不是？這個不是，這個法

身兩個字是包括，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通通都叫做法身，這處，聽得

明嗎？四身都叫做法身。明不明白？第一，先講自性身，即是狹義的法身。第二，智

慧法身，即是受用身，自受用身，自受用身。六祖你聽過嗎，「清淨法身汝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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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這個是自性身，是不是？「圓滿報身汝之智也」，這個是智法身，是不是？他

沒有讀過《現觀莊嚴論》，但他又說得出汝之智也，他又不說他受用身，六祖。他只

說自受用身。

「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這個就是勝應身。是不是？很奇怪的事，但他又符

合。(他是不是與生俱來？)這些是與生俱來的，很聰明。一個六祖，耶穌，都是與生

俱來的，耶穌他都沒有讀書的，耶穌那些都是大菩薩化身的。(有人說耶穌曾經三年

去過印度學佛。) 那些人傳說，他總之是失蹤了一段時間，去了那處不知，好，我們

現在看。先看自性身。「能仁自性身，得諸無漏法，一切種清淨，彼自性 相。」爲

他說能仁的自性身，釋迦牟尼佛的自性身，是什麼？他的本質是什麼？他修行所

得的一切無漏法，一切一切都是清淨的，那些一切清淨東西的自性、本質，這個一切

清淨東西的本質就是能仁的自性身的相，那個相亦是當自性解，兩重。你看看。「具

二清淨之究竟法界，」二清淨者它下面講，離垢清淨與自性清淨，就是二清淨。離垢

清淨者，一切煩惱都盡所遣的清淨，與自性清淨，自性清淨即是他本有的，離垢清淨

是修得，具有兩種清淨的究竟法界，法界即是真如，法即是一切法，界即是實體，一

切法的實體叫做法界。這個法界就是真如。

究竟者即是最徹底的，最後的。即是這個宇宙最究竟的本體。具有兩種清淨，即

是修得清淨，即是離垢清淨和自性清淨的究竟法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性清淨，自性

清淨涅槃，但我們沒有離垢清淨，不具備離垢清淨，因為我們有垢。有無問題？這個

究竟法界即是釋迦佛的自性身的本質，相亦即是當自性解。「界限唯在佛地。」一定

要成佛後才有的。「佛自性身具三別法，已得念住等二十一聚無漏法故具足差別。」

他說佛的自性身具足三種差別的法，第一種，已得念住等二十一聚無漏法，他已

經得到下文所說的二十一堆的無漏法，那些無漏法具足二十一種差別的，具足種種差

別不同的一種，叫做具足差別。與其他聖眾不同，佛，佛是具足二十一種無漏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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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聚無漏法，其他的聖眾是不具足的，那些小乘羅漢不具足，他就具足，從具足這

點來看，他與小乘羅漢和普通菩薩是不同的，叫做具足差別。聽得明嗎？

第二種，「二障及習氣畢竟清淨故離繫差別。」第二種差別。所知障、煩惱障兩

種障，與它們的種子及習氣，習氣即是種子，連種子也計算在內，都畢竟清淨，都徹

底清淨，所以他從離繫來說他已得到清淨，得到離繫差別。他的離繫與小乘人不同，

小乘人只是煩惱障離繫，佛是二障都離繫的，從離繫來說他與小乘人是差別不同的。

他與菩薩也不同，為什麼？菩薩雖然二種障都能夠清淨離繫，但是不是全部離

繫，還餘下少許，他就徹底，佛。差別。第三種，「無漏智之自性以真空 相故自性爲

差別。」他說無漏智之自性是以那種什麼？真實空的真如 相，二取皆空的真如爲 爲

相，與小乘人只有人空而無法空的那種自性不同。三種，明不明白？你聽得明嗎？講

了自性身，你對於佛的法身，你讀過後清楚到極。

是不是？你會說法身即是真如，不可以這樣籠統，真如是什麼？有兩種清淨，一

種離垢清淨，一種是自性清淨，是不是？那別人問我們也有法身，我們也有自性身，

自性身即是真如，那我們即是真如？但我們又不能說，為什麼不能說？因為我們的真

如只有一種清淨，自性清淨，沒有離垢清淨，你明不明白？佛就有離垢清淨，所以他

叫做自性身。明不明白？好了，講那智慧法身，這個是六祖的初受身，亦即是自受用

身，亦即是唯識宗所說的自受用身。智慧的法身分三。庚一，正義。庚二，差別。差

別者詳細各種不同的，各種不同種類的東西。庚三，斷諍。假設外人的質問。我們讀

多少。我們看。

上文那首偈，你們識解嗎？上文那首偈。「一切白法性，般若波羅蜜，即一 那刹

智。」那天解到這處，是不是？我們看下去。「由布施等行，諸法如夢住，一 那能刹

證諸法無相性。」這個是什麼？無相 那加行，是不是？下面，「如夢與能見」，夢刹

境與能見夢的東西，「不見有二相」，不能說是二，「一 那能見諸法無二性。」成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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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也是一樣，成佛之前一 那，一 那之間能夠證到，見即是證到，證見到一切諸法刹 刹

都是無二的那個，因為它都是真如法界來的。明白嗎？那我們讀埋這處。讀多少先。

我們看。

「順菩提分法，(一撇)；無量及解脫，(一撇)；

九次第等至，(一撇)；十遍處自體，(一撇)；

最 殊勝處，爲 (一撇)；差別有八種，(一撇)；

無諍與願智 神通無礙解，(一撇)；

四一切清淨，(一撇)；十自在十力，(一撇)；

四種無所畏，(一撇)；及三種不護，(一撇)；

並三種念住，(一撇)；無忘失法性，(一撇)；

永害諸隨眠，(一撇)；大悲諸 生，衆 (一撇)；

唯佛不共法，(一撇)；說有十八種，(一撇)；

及一切相智 說名 法身。」爲

他說這種法身叫做智慧法身，亦即是自受用身，所謂佛的自受用身，就是這堆東

西。你用作解《六祖壇經》就什麼？圓滿報身，汝之智也，你可以在此用這堆東西

……做解釋，我們解多少。他說「現證發心等十法之究竟智，即智（慧）法身之

相。」他所謂智慧法身就是什麼？即是成佛的人，能夠現證到，完全體驗到由發心以

後的十樣。即是什麼？發心一開始，發菩提心的十法，現證到那十樣的那種究竟智，

這種究竟智就是法身的本質。法身的自性。他說這種智慧法身那時候有？「界限唯在

佛地。」要成佛後才有。

「又現見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之究竟智，亦是智法身之相。」他說能夠現見到如所

有性，即是一切真如性，盡所有性即是一切有為法，能夠有為無為都可以現證，這種

智慧亦是智慧法身的本質。現見如所有性、盡所有性的相即是什麼？即是現證法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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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的那種智來的。聽得明嗎？他說「此智法身分二十一聚，」分為二十一堆。我講

兩堆，第一聚，「三十七菩提分法。」識解嗎？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

力、七覺支、八正道。

第一堆，所謂佛的智慧法身第一堆就是這樣。第二堆就是什麼？「第二聚謂慈等

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識解唔識？須要解嗎？不須要解嗎？講埋八

解脫。看偈，順菩提分法一句是第一堆，無量，即是四無量心是第二堆，及解脫，解

脫是什麼？即是八解脫。你們看，「第三聚」，第三聚叫做八解脫，什麼是八解脫？

有色觀諸色，第一段……「有色觀諸色等八解脫」是什麼？第一段……

他就是這樣的簡單，第一段，這一聚，第一，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內有色想觀

外色解脫，內即是內身，內身有什麼？有貪愛色的想，色想，這個想者是與貪心一齊

起的想，我們的內身覺得有色，而且是貪的色，色想，對於那個色起貪的，那怎樣

呢？觀外色，我們就觀，我們就觀什麼？我們就觀身的外色，身外的色是什麼？死

屍。

內有色想，這個色想即是色的貪，我們對於色的貪，譬如你對於什麼？對於美

貌，對於一個人的白淨美貌，靚，就歡喜，有色想，有這個色的貪，那你怎樣？如何

對治這個貪？觀外之色，我們觀前面的身外物，有什麼？有一個人在這處，他會病會

死，死後會怎樣？發脹，臭不可聞，最後變了濃血，被風一吹後，只餘下一副白骨。

內有色想，觀外色，觀外面那些不淨的色，明不明白？內身對於色有些貪，那如

何對付它？觀外面的色，明不明白？觀外面那些不淨的色，因此不要預我，人身不外

乎膿膿血血那套東西，所謂什麼？所謂一個美人一樣，她的身體很靚，原來只是好像

牛肉 豬肉 的肉一樣，差不多。觀外色，觀外的不淨色，因此令個心不貪，解脫枱 枱

了。這個是第一層。二，內無色想，一路一樣，觀外色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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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內心已無那種色的貪，對於美色都不貪，但是想進一步令心堅固，觀外面

那些不淨的色，等心更堅固而得解脫。三，淨解脫身作淨具足住。怎樣淨解脫？我對

色已經不貪，進一步會如何？一片光明，心很清淨，外面觀一切光明，美妙光明的

境，內心一點貪也沒有，一切都很清淨，那解脫，令心無罣無礙一樣，身都作證，確

是體驗到，不是靠想，不是靠理論，具足住完完整整那樣。

第四，空無邊處解脫。第五，識無邊處解脫。觀一片虛空，甚麼都沒有，這些全

部都是止觀來的，在定中可以見到。識無邊處觀我們的什麼？那識，我們的心無邊無

際。第六種，無所有處解脫。（第七種，）非想非非想解脫。既不是有想亦不是無

想，那個心好像一線朦朧，那個心入定入到，非想非非想處解脫。第八種，想受滅解

脫。

一切的心想都停了，第六識停了，一切的苦受樂受都停了，即是入了滅盡定，想

受滅解脫，入了滅盡定，前六識停了，叫做八解脫，又叫做八背捨。舊譯譯做背捨。

背棄世間的八樣東西，捨棄世間的八背捨，又叫做八解脫。有色觀諸色，內有色貪觀

外諸色等解脫。識解嗎？第三，第三聚。八解脫已經講了，是不是？(講了) ，講了。

第四聚謂九次第等至。等至即是定。如果單是等持，只是指那定心所。

等至是指什麼？五蘊的那個人入了一個定境，叫做等至，九次第等至即是初禪、

二禪，它次第入，入了初禪跟著入二禪，跟著入三禪，跟著入四禪，然後跟著空無邊

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定，再入滅盡定。就是九次第定。第四

聚謂九次第等至。此等如前已說。他說前面已講過。頌文在偈中即是「九次第等

至」，是不是？好了，現在到第五聚謂十遍處，十遍處。所謂遍處，即是入定觀時，

觀到到處都是這樣東西，任何時間，前剎那後剎那都是一樣，那空間全部都是一樣，

所以叫做遍處。

例如他在定中觀，全部這個世界都是紅色的，他見到它是紅色的，他見到它是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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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他的觀全部都是綠色的，就是全部都是綠色的，遍。好了，現在有個人有問

題。是他自己見紅色綠色在定中見，還是影響到他人也見？現在這個我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如果他是神通的，我在這處觀一切紅色的，你們也應該見到它是紅色

的，它這裡遍處只是觀紅色。譬如現在火燒你入觀，你觀水，水觀，全部都是水，那

些火會熄滅。

宗喀巴有一次是這樣，宗喀巴住的地方，有一次失火，他立刻入房間，入水觀，

觀水輪觀，火就熄滅。日本有位密宗大師，東密的，他觀那個宮殿角頭起火，就起

火，他這些就會影響客觀世界，但究竟是不是呢？我未見過，我真的不知道，十遍

處。十遍處的增上緣是依止靜慮，增上緣的依止，你修十遍處有個增上緣，就是在靜

慮，即是說在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裡面修十遍處，遍處是觀，靜慮是止，記住。

靜慮是止，遍處是觀。

修十遍處一定有個所緣緣，所緣緣 地水火風四大，你觀地大到處都是地，你觀爲

水大就一片都是水，觀火大，觀風大，或者有時觀什麼？有時觀四大種，大種即是原

素，element，有時觀青黃赤白，一片青色，一片黃色，這些都是什麼？都是大種所

造的，及青黃赤白四大種所造，這四種青色、黃色、赤色、白色，這四種是由地水火

風四大種所造出來的顏色。

所造，這是八樣了。並空識二境，一片虛空即是虛空定，他入了定時見一無所有

的空空洞洞，在大乘經裡確是有位虛空藏菩薩，他將去見釋迦佛的時候，忽然間釋迦

佛的法會裡一無所有，全部空了，於是有位菩薩問釋迦佛，是何因緣全部東西都不見

了？釋迦佛告訴他現在有一位名叫虛空藏菩薩，他稍後會來敬禮我，所以他的神通力

令到一片虛空。

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可以影響他人的。他觀就可以，觀它一片虛空，觀識一片

都是識，那心，令其如欲遍一切處，令這十種東西如你，依照你自己的欲，你想它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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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便怎樣，遍滿一切，你想要青便青，你想要紅便紅，遍滿各處。它這種與世間定慧

相應，本來佛是無漏的，但這十遍處世間人都修到，與世間定慧相應的等至，的定，

的禪定。只是十個地方立為遍處，十二處之中就不止……

地水火風在十二處裡面，就是什麼？就是色處，是不是？色聲香味觸，或者法

處，法處色，是不是？青黃赤白是色處，空是法處，是不是？或者色處都得，空，法

處色處都得。識就眼耳鼻舌身意，意處，十二處之中得兩處有，得三處有，法處，色

處，意處，還有九處，為什麼那九處？十遍處不處理埋那九處呢？十遍，他說明，其

餘諸處不立 遍處者，不建立 遍處，以諸根不能向外展，十二處之中有什麼？眼爲 爲

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有六根，這六根都不能向外伸展，不得遍，還

有聲音，聲音不能夠連續，聲音一會兒就會斷。還有香味二處，色界沒有，所以不能

遍。

色界沒有香，沒有味，不得遍。所謂遍者，是要什麼？相續，在時間上要連續，

相續和普遍開展。在這處充滿，然後才叫做遍。如果這個香處味處，與及六根不得

遍，所以不立 處。聽得明嗎？聽得明嗎？不是多明。你說十二處我聽，十遍處裡面爲

有什麼？十遍處有什麼？地水火風，地水火風屬色處，是不是？亦可以說是法處，法

處色。為什麼？因為要用意識才能了解到，眼識是看不到。所以叫做法處所處色。

這兩處有，還有呢？青黃赤白，青黃赤白又是色處，是不是？那其餘，沒有了，

其餘諸處為什麼不立遍處？因為什麼？你們看，因為，以即是因為，諸根不能向外

展，諸根不能向外展，即是取消那幾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這個指五

根，不能向外展，所以要取消，不立遍處。還有呢？聲處不能相續，色界沒有香沒有

味，是不是？如果色界都沒有，你又立它遍處，那怎樣遍？色界都沒有。香味。不

是，地水火風四大種不是色處，應是觸處，我剛才攪錯了。地水火風是觸處來的，那

暖冷，是不是？是觸處，我剛才講錯了。青黃赤白是色處，是不是？其餘諸處不立，

只在三處立。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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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聚叫做八勝處。什麼是八勝處？謂內有色想，即是與八解脫差不多，內，內

心仍然對色有多少貪的，有色想，外觀色多，他就觀外面的色，譬如我，譬如我是男

人，我對女人常常有貪心，這是內有色想，是不是？那要怎樣？我的師父教我，外觀

色少，是不是？向外觀，觀一個女人，觀她死，觀她化膿，觀她腫脹，觀她臭不可

聞，觀一個，觀色少。是不是？觀觀下，整條死屍都觀到在此後，然後再擴大它，觀

色多，滿眼都是死屍，滿眼都是臭不可聞的死屍，外觀色多，是不是？外觀色多，觀

到成就便會怎樣？見到異性就趕著走，是不是？沒有情欲。觀色少，所以它是勝處，

對於降伏煩惱它最殊勝，這套東西。這套什麼？共產黨學洗腦，是不是？共產黨洗

腦，這些就是洗腦。基督教、天主教都一樣洗腦，成日什麼都是上帝、什麼都是聖母

這樣，洗腦。密宗修觀又是洗腦。全部都是洗腦。這些就是勝處，因為它對付煩惱是

最勝，這個東西。

現在兩個勝處。觀色多與觀色少，是不是？觀色多勝處及少勝處，兩個勝處。內

無色想，內心裡面已經對色不貪，外觀色多，雖然不貪，但要徹底剷除種子，那要怎

樣？再觀外面，滿眼都是死屍，或者只觀一條死屍。譬如你最愛那個，你成日都不捨

得老婆，但你又出家了，那要怎樣？觀你老婆死了之後，臭不可聞的，你就會想都不

想她，是不是？觀色少，觀一個。

觀色多就觀一堆。雖然沒有，外面都沒有貪，但再觀，等他連習氣都消除。 (什

麼是少勝處？)噢，不是少勝處，為什麼你這樣讀的，謂內有色想，你聽我講，內者

即是你的內心，對於顏色還有貪的，這個想是指與貪心一齊起的想，你就要如何呢？

你師父就教你，教你什麼？教你斷那些色貪的煩惱，就叫你觀什麼？觀色多，不是多

勝處，觀那些色多，觀滿眼都是死屍，滿眼都是膿膿血血，或者觀色少，或者觀一個

死屍。

當然觀一條死屍容易觀，觀滿眼都是死屍是難觀些，這種辦法，觀色多叫做觀色

多勝處，觀色少叫做觀色少勝處。明白嗎？(少是形容那個色。) (勝處即是什麼？)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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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者最殊勝。處，所觀這一處是最殊勝，你一觀自然你的貪會消除，明白嗎？對於降

伏煩惱它最勝，這個辦法，即是這種洗腦方法是最用得著的這樣解。明白嗎？這處四

個勝處，是不是？內無色想又再觀，又觀它多，又觀它少，這裡四個。此四勝處，此

四是形色勝處。著重觀形色的。色有兩種，顏色的色這個，colour。有三種色，一種

叫做顯色，記得嗎？學唯識時學過未。顯色即是很明顯的，剌眼的。青、黃、赤、

白、綠、橙、紫叫做顯色。第二種叫做形色，長、短、方、圓、粗、細、高、低、

正、歪，這些就叫做形色。形狀。

第三種，表色，表者表示你的內心，是什麼？取，這叫做取，你們看著。我放這

東西在此處，你現在拿就叫做取。捨，掉開就叫做捨。屈，你看我的手，屈。伸，

行，住，企係處，坐，好像你們那樣坐係處， ， 覺。這些就叫做表色。表示你的卧 瞓

內心，明不明白？他說這個又觀色少，又觀色多，這些是什麼？在形色處多少，這些

是形，是不是？遍滿了或者縮埋得一個，這個就是形狀，他說這些就在形色裡面，觀

它的勝處。聽得明嗎？青勝處，黃勝處，赤勝處，白勝處，這四種勝處，此四是顯色

勝處。聽得明嗎？這些是用神通的了。

觀一切都是，他說若我在觀青勝處，可令你們全部見到青色，見不到別的顏色。

是不是呢？我沒有試過，我真的很難說。(都係。) 影響即是催眠，強力的催眠，令你

見到青色，不過我知道，我看過一樣，確是見，我身歷其境都可以算是此類東西，有

一個催眠術師，世界有名的，戰前，廣州沙面有間最大間的酒店，現在叫做(乜乜)

鵝，白鵝，白天鵝，你去過了，叫做白天鵝，舊時叫做域多利酒店， Victory

Hotel，唯一的，廣東最……的酒店，那間酒店有個大餐廳，禮堂一樣，平日做餐

廳，有什麼特別表演就會搬到那處，收很貴，收港紙，那間衰酒店，不收……

因為港紙穩定。它有一次世界有名的魔術師來表演，收五圓港紙，很犀利那陣

時，梅蘭芳做 王別姬都是收五個大洋，港紙還高過大洋，我見它他收那麼貴，普通覇

看電影都是收四毫幾子，一圓已經坐樓上，Dress circle 都是收一圓，他收五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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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非看不可以為。我於是去看。坐滿哂，西人多，個個都很斯文。出得五圓 睇當嚟

然會很斯文，即是等於現在，五圓即是等於現在差不多五百圓入場卷，我們全部坐在

那裡，(五百圓都不止) ，不止，不多久，有一位二撇鬚外籍人穿著禮服走出來，在背

幕上有一張中英文寫著的通告貼出來，準時兩點三十分開埸，如果過時一分鐘，全部

票款歸還。過時一分鐘就全部免費，發還票款。免費，免費娛樂，寫明的。

我們個個坐在那裡，當然是依足時間開場，怎知不是，過了十五分鐘，個個人嘈

喧巴閉，這次還不免費看騷，十五分鐘，每個人都喃喃自語。好了，一到踏正四十五

分鐘，踏正四十五分鐘，那個人出來，拉開個布幕， ，拉開個幕，那個人戴著頂高唓

帽，揭起頂帽走出來，走出來，望下隻表，好像這樣望下隻表，就講話，他用英文

講，有一個翻譯，他說各位在這處一定很焦躁，你們有錯覺，你們錯覺以為我過鐘，

其實我一分鐘都沒有過，全部都愕然，如果你不信，看一看時鐘，這處有一個時鐘在

後面，你們掉轉身看一看時鐘，我們個個都看一看那時鐘， ，剛剛兩點半，我們繼吚

續嘈，你較成這樣的鐘。是不是？這個時鐘你不用懷疑，這個時鐘是最準確的鐘，是

天文台用的鐘，一些也沒有錯。請你們看一看自己的手表，有沒有過鐘，個個一看，

全部都是兩點半，兩點半零少少，因為他說了幾句說話，那麼奇怪，我也戴著手表，

明明過了兩點四十五分鐘，為什麼會縮回頭？看看手表，是兩點半，再看清楚，是

啊，沒有錯。每個人都沒有出聲。大家看清楚未，沒有嗎？沒有過鐘嗎？我不用發還

入場票款給你們，大家都齊聲叫好。第一幕完結，完成了第一幕。五圓的表演主要是

這樣。第一幕完了，他走回入內。那你說，是不是？可以個個影響到個個人看時鐘一

樣，他看完之後，他看完之後，向大家說看過啦，不用發還票款給你們。大家說不用

啦，有些人還拍掌。現在再請你們看一看那個鐘，十一個字，兩點五十五分，再看看

自己的手表，十一個字，叻呀，這個魔術師真是叻，他即是什麼？會影響到你……

我所見就是被人影響到，同時我見到的影響是什麼？一個舊時一路發展的，他在

沙面對面沙磯其那處，他弄過給人看，他給幾碗泥沙在那處，用張 揮一揮一蓋，一毡

陣念念有詞，古靈精怪，一揭開後，是燒鵝元蹄。元蹄，燉元蹄，酒館內的豬皮，元

蹄，燒鵝一碗。一碗燒鵝，一碗元蹄，還有一碗粉絲炒蝦米，三碗。他還問，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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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啊？吃吧，吃吧，誰敢吃，沒有人敢吃。食了那些泥沙點算。有些這樣的東西，或

者真有可能亦不定。不過我就未見過這些。這就叫做勝處，可以影響到他人。為什麼

叫做勝處？你看解釋。

發生奢摩他勝智。他能夠發生修止的時候的勝智，覺得如此的，與毗缽舍那勝

見，能夠產生勝見，你這樣知道令你自己相信我們的心力很強，這個世界是唯心的。

這種是與定及慧相應，所以稱之為勝。前四勝處，他說給你聽，前四勝處從初二解脫

因生，前兩個勝處，是由什麼？修八解脫，修第一個解脫，第二個解脫，修這兩個解

脫，進一步產生一個前四勝處，即是什麼？前兩個解脫即是有色，「內有色觀外諸色

解脫」，是不是？「內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脫」，是不是？他說由那兩個產生的，這個

是修八解脫，修前面那兩個解脫，進一步就會修到勝處的。後四勝處從淨解脫因生。

八解脫之中不是有一個「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他說修那個便會，一斷就會修出後

面四個勝處。明白嗎？

第七聚謂無諍，怎樣叫做無諍？那些羅漢將近入城乞食的時候，他們會先觀下，

我現在今天去那一條村乞食，會不會有人憎厭我呢？會不會引起別人討厭呢？他入定

觀一觀，觀到如果會，會引起他人討厭我的，如果有人擲你，有人趕你，他就不入，

免至引起別人的煩惱。這個叫做無諍三昧。那個須菩提最叻的，無諍三昧最為第一。

這些是羅漢的無諍三昧。佛的無諍三昧不止這樣的，他入城乞食前先觀一下，那處有

沒有人討厭我，例如有些外道討厭他，好，他不理會，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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