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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讲记 

第二堂 

 

讲者介绍

堪布确英多杰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藏传佛教学者，他擅长以让人耳目一新

又生动的方式来解说佛法。 

他是已故的堪千贡噶旺秋仁波切（Khen Rinpoche Kunga Wangchuk）和宗

萨蒋扬钦哲仁波切（H.E Dzongsar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非常虔诚的弟

子。他在 1992 年进入宗萨佛学院，并于 2002 年获得堪布头衔，并于 2004

年获得相当于佛教博士学位的堪布学位。此后，他继续在宗萨佛学院任教。

堪布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担任佛学院的副校长。2013 年钦哲仁波切任命

他担任至佛学院校长，直至 2016 年。此外，2010 他被任命为萨迦法王子无

变金刚仁波切的老师。 

2011 年，钦哲仁波切请堪布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担任访问学者。之

后钦哲仁波切就继续派堪布至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北美

和墨西哥等国教授佛法及带领实修课程。他丰富的学养及对佛法的深刻体悟

让参加过堪布课程的学生都感到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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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发心

我们再一次发起最殊胜的菩提心，思惟：为了要令等虚空的一切父母有情众生，

都能够获得究竟所证──无上正等正觉佛果，为此，我应当投入正法《圣坚胜意乐大

乘经》这部经典的闻思。 

前课提要 

这部经典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经题、译礼、正文、跋文。 

现在讲解的是其中的正文。在讲正文发起因缘（序分）时，按照五圆满来进行宣

说。到了正说所诠经义的时候，则按照说法或闻法的五窍诀（世亲的说法五要）来做

讲解，包括了说法的必要性、大意、逐句消文等五事。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解了必

要与大意。 

一般性来说，对于《圣坚胜意乐大乘经》这么一部经典，我们除了进行闻思之

外，还可参与供养此经、承事奉献于此经、阅读此经等法行，这些都有诸多功德利

益。本经最后流通分的也会有相关说明。 

宣说如来藏成办究竟佛果 

讲解与此经相关的功德利益，便是宣说此经的必要性。更进一步的必要性（究竟

利益）又是什么呢？本经之中，佛陀无有颠倒、如实地阐明了诸法的法性实相，也即

心性实相、如来藏的本性。因此，我们若能对所宣说的文义加以闻思，透过闻思而获

得了悟，由于了悟而付诸实践，藉由实践而最终成办一切智的果位，进而圆满自他二

利，这便是究竟的所证、所得，也是修学此法门最主要、最终极的目标，所以是更进

一步的必要性所在。若问：修学此法门能够现前何等果位？「究竟佛果」就是它的归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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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义甚深见 

上一堂课已经谈到，整体而言，这一部经典是非常深奥的。深奥的原因在于它所

宣说的见地极为甚深、高妙，属于了义、究竟的见地。由于它所宣说的是了义究竟

见，所以若属于循序渐进的修学者，乍看本经将会很难体会个中涵意，甚至要有基本

的了解都有相当的难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真正讲起来，本经所宣说的是对境

的如如实相，所以它的主旨在于阐明究竟见，从见地的角度来说，是极为深奥的。此

经所说的见地，与密宗所说的见地──例如大手印见、大圆满见、轮涅不二见等，同

样都在宣说诸法最究竟的实相。由于它们所宣说的都是究竟见、甚深见，所以相当难

解。 

能断所断皆不可得 

我们从经文的文义，汇整出它的概要的话，可以这么说，它分为所断以及对治两

方面加以宣说。「所断」主要指的是烦恼障以及所知障，「对治」指的则是「能断之

法」。本经所要谈的就是：究竟而言，能断的对治以及所断的二障都是毕竟不可得

的，假使将其视为真实有的，则非正道。那该怎么做呢？能对治法与所对治的二障，

其自性都是本来远离四边戏论的，都是不生不灭的。这么去了解，才是正确解悟诸法

实相。因此，还需要通达诸法的本性远离一切破立，无所除遣也无所安立。 

离破立、离取舍 

我们现在按照经文大意而逐句消文、阐释，也需要对它进行科判的划分。如前所

述，对于凡愚众生来说，本经并不是一部很容易亲近、了解的经典，所以也没有专门

批注本经的论。不过我们仍可透过其他论典，间接理解本经，并为它划分科判。例

如，我们可以用吉祥怙主龙树菩萨所造的《理聚六论》、《法界赞》等赞颂集所阐述

的道理来理解本经，或者按照着慈氏怙主弥勒所造的《慈氏五论》去理解。也就是

说，按照龙树、无着等论师他们所传讲、宣说的论典，依据其中的学佛要领来划分科

判。准此原则，我们大致可将本经划分为两大科判（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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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主题离破立与声闻众赞叹 

我之所以说分为两科，是针对现在进行消文时，将它分为两个部分。至于全经科

判，则在上一堂课已经给大家做过解释了，此处不赘。 

消文的一部份是佛为坚胜意乐菩萨直接宣说一切诸法的实相远离破立，离于一切

除遣与安立；第二部分则是在场诸大声闻在听闻佛陀说法后，纷纷以赞词称叹此法。 

佛为坚胜意乐菩萨直接宣说诸法实相远离除遣以及安立，这部分又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个部分是为坚胜意乐菩萨宣说从本性而言，所断、所除遣法非真实，所得之

法、灭谛的种种安立也非真实。第二段教授中，佛陀则透过譬喻的方式，针对前述教

授进行广说。我们已经在上一堂的课程中已经讲完了第一段「一切诸法实相远离破

立」的道理，现在则要讲「以种种譬喻而广说此理」。 

＜正文说明＞ 

离破立之六譬喻 

现在要讲「透过六种譬喻广说远离破立」，首先是对幻师所幻化的女子心生贪欲

与种种非理作意。 

接着是以梦的譬喻，说明将「心生出离」视为真实的颠倒认知。 

第三喻则是对阳焰之水起颠倒想，藉此说明对六度波罗密多的误解。 

第四喻是对镜中影像的认知，藉此譬喻说明执着「五蕴为真」的颠倒。 

第五喻是石女之子，以此说明执着「心为真实」的颠倒。 

第六喻是一人于旷野之兴起「有盗贼想」，藉此虚妄颠倒的念头来说明执着轮回

涅盘为真，乃是颠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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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一：幻师所化女 

 
 

 

第一喻是对幻化师所幻化的女子起贪心，而说执着「四圣谛为真实」属于颠倒。 

首先，世尊再次的呼喊：「善男子」，此处的善男子还是坚胜意乐菩萨，为了要

表示与他非常的亲密，所以就如此亲密地称呼他。接着，「譬如」，意思是「就像这

样……」。 

「有人」是说有某某人。「于幻师幻作之时，见幻师幻化女子而生贪心」。此处

的「幻作」有两层意思：第一种意思是将这个动词理解成为游戏、变化、幻作的意

思。第二层则是保持该动词的字义──奏乐、演奏，也就是说，当幻术师奏乐时，同

时会幻化出女子，所以演奏也是幻作的一部份。 

因此，在此是指：假使有某人，当音乐家或幻术师演奏或施展幻术时，他见到幻

师所幻化出来的女子，但并不知道这是幻术。 

不了幻化逐习气 

这个人不知道眼前的幻化女子是由幻化师所变化出来的，由于他过去累积的习气

令他在面对对境时，对境产生引发贪欲的作用，也就是说，平时他的贪欲习气，藉由

对境的触动而被引发出来，所以会产生贪心。所以他说：「见幻师幻化女子而生贪

心」，这个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清楚这个眼前的女子是幻化，然后因为过去的习气所

触，而导致了他的贪心。 

  

「善男子！譬如有人，于幻师幻作之时，见幻师幻化女子而生贪心，其

心为欲所缚，随贪而转，由是恐怖，离座而去。去已，乃作意女子不

净，作意无常、苦、空、无我。善男子！于意云何？是人入真实不？抑

或入于颠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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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贪恐缚 

幻师所幻化出来的女子，引发了此人先天的贪欲习气，因此「其心为欲所缚」。

「縳」的意思就是缠缚，它的同义词就是「生烦恼」。为何用「缠缚」来比喻烦恼心

的作用状态呢？因为烦恼会让我们受困于三有轮回的监狱中，被紧紧束缚住，就像被

绳索捆绑一样，所以用「缠缚」来说明三毒烦恼。 

其实当事人应该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因为假使他不懂业力因果，就不会想到

「我心生贪欲了，贪欲本身就是轮回之因」。虽然如此，他仍然「随贪而转，由是恐

怖，离座而去」。「随贪而转」的「转」字，可以再去考究一番。它很有可能兼有

「轮回」的意思，也就是说，因轮回而感到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随贪而转」

本身，不应该是令他感到恐惧的因，而是因为思及「贪会导致轮回」，所以因为害怕

轮回，继而产生恐怖心，于是离座而去。这个情况，其实与先前坚胜意乐菩萨看到世

尊所变化女子的情形相似。因为菩萨并不知道眼前的女子是变化之女，所以对她产生

贪心。然后，由于知道自己的贪欲在运作，对贪欲的后果感到恐怖，所以赶紧逃窜。

这个人也是因此从座而起，离开该处。 

作意不净观 

他离座而去后，便「作意女子不净」，就是进行不净观。上一堂课曾提过，坚胜

意乐菩萨看到变化女后，心生贪爱，继而观察到这一点，于是逃离现场。此处与菩萨

的例子相同，此人先对所贪对境（幻化的女子）生贪，然后，为了避免贪欲继续停留

于心中，他进行了分别观察，用能够分别观察的慧力来看待那位女子，观察、分析那

位女子。也就是说，此人与圣坚胜意乐菩萨所做的事情是相同的。一般来说，要断除

对女子、异性的贪爱，通常会用九种丑相（九种不净）来作观察，例如观察对方的颜

色并非可爱、观察对方的形体并非可爱、观察其外貌并非可爱等，总共有九种丑相。

除了观她本性不净以外，此人还作意苦、空、无常、无我等道理。 

对治以修持 

我们在此需要理解，此人并非寻常之辈。因为当他面对贪欲境界时候，他是懂得

思惟作意的，他会思维苦、集、灭、道等道理，会思维佛陀初转法轮时所说的四圣

谛，他不只是会用，还有所解悟。一开始，他也是先了解、听懂，有所解悟，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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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实际加以应用。也就是说，当他在面对自己的贪欲烦恼的对境时，并没有随欲而

转，而是试着运用对治。这与一般凡夫是不同的。寻常之人往往立即随贪而转，但他

并非如此。他会去了解「现在我正生起贪心、随贪而转」，所以他试着运用对治，作

意贪欲对境并不可爱、本性不净，并且作意空、无常、无我。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他

可说是一个修行人，只是因为他不知道眼前的女子是幻化，才会有后续的贪欲反应。 

幻化以为真 

佛陀为了如实宣说究竟实相的胜义，从甚深、广大的角度来为听众讲解此义，所

以他透过譬喻来说明这些道理。接着，世尊又问坚胜意乐菩萨：「于意云何」，就是

说：你认为如何呢？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人入真实不」，他是入于真实呢？还是入

于颠倒当中呢？ 

 

 

 

 

 

「白言」是指坚胜意乐菩萨回答世尊所问。世尊问他此人所作所为是入于真实或

于颠倒。他便回答道：「于本无之女，作意思惟不净，以及无常、苦、空、无我，是

人精勤，皆是颠倒。」要知道，坚胜意乐菩萨先前在面对他生起贪爱的对境──佛陀

所变化的女子，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位女子是幻化出来的，而把她当成真实的。所以他

是对着一个他以为真实的对境作意不净，作意其本性无常、苦、空丶无我，这些对坚

胜意乐菩萨来说都是合理的。所以佛陀并没有问他说：「你这样作意是真实的或是颠

倒的」，而是问他：「你觉得这个人对幻化、不实的对境作意不净、观苦、空、无

常、无我，此举是入于真实还是入于颠倒」。这时，坚胜意乐菩萨就回答道：「是颠

倒的」。为什么是颠倒的呢？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对象可以作意呀！他说：「本无之

女」，意思是从根本来说，从来就没有这个女的，也就是说此人所贪爱的对境根本不

存在，但此人却对根本不存在的对象，作意思惟她不洁净可爱。我们这边不再细讲不

净观所谓九种丑相的观察方式。总而言之，就是运用九种丑相去观一个根本不实在的

对境时，种种的精勤，或者「是人精勤」，包括了前面所说的作意思维不净，作意思

维无常、苦、空、无我等这些事情，这些对应的事，都是他的精勤。「精勤」还指的

是什么？他这么去观修，他这么样去作意思维，他如此去观修其实都是颠倒的，意思

白言：「世尊！于本无之女，作意思惟不净，以及无常、苦、空、无

我，是人精勤，皆是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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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他不正确，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这个对境可言，那对这个对境去

作种种观，他当然是颠倒的，他这么回答。 

诸法不生本无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比丘，若比丘尼，若优婆塞，若优婆夷』」，这一段

就是泛指佛陀的眷属们，他们「于不生、本无诸法」是如何看待的。此处讲到「不

生、本无诸法」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它体现了为何在教法当中，中观的这些论典、教

义是如此重要的道理。基本上，「不生、本无诸法」指的就是一切法了。为什么呢？

因为吉祥怙主龙树菩萨在中观相关著作中提到，凡是出生者，即是不生，并没有所谓

的「生」的本性，如果有所谓的「生」可言，那么它本身就是空。龙树还提到，一切

诸法不由自生、不由他生、不由自他生，凡称为生者，即为非生。其实他说的就是

「诸法不生、本无」的道理。不生、本无的一切诸法，也包括了此处所讲的、应当断

除的所贪爱的对境。例如此处所生起贪欲的对象是男子相或女子相，而当其为贪欲对

境之时，男子相或女子相从根本、究竟来说，其实是不生的、无可成立的，在现象

上，它虽然是显现出「看似有出生」的相，然而从究竟本质来说，这些相从来未曾出

生，从来无法成立，那既然没有出生的话，它也就不灭，但是我们对于一切法的本性

是未曾出生、不生不灭、无法成立这一点，我们却缺乏认识。我们所见的现象，其实

是与万法的本性一致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迷惑不解之处。实际上，从本性而言，一切

诸法都是不生、本无的。 

观苦空无常无我非实 

「于不生、本无诸法，作意思惟」。「作意思惟」什么呢？不洁净、不可爱。例

前所述，以九种丑相而思惟作意，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佛弟子、佛陀的眷属，对

于一切不生、本无之法缺乏认识，将之执着为真，所以作意思惟这些法是不洁净、不

可爱的，例如具足九种丑相等。接着，又思惟这些法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是

诸人等，皆悉如上［所喻］，应作是观」。这是世尊对于坚胜意乐菩萨所作的开示。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不生、本

无诸法，作意思惟不净、无常、苦、空、无我，是诸人等，皆悉如上

［所喻］，应作是观。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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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应该要了解一下，当世尊或者是文殊师利对声闻大众说空性

法门的时候，其实是会让声闻大众感到非常惊愕的。 

例如有个例子，就是佛对文殊师利说空义的时候，当场五百罗汉心中惊愕，既而

心生邪见，因为邪见而于未来要生在地狱。这个故事背后的启示主要是说，当声闻大

众听闻空性法门时，会极为惊愕。为何会极度惊愕呢？因为佛陀在初转法轮说四谛法

时，告诉他们：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些作意思惟，叫做入于真实，而非入于颠

倒；但到了说空时，却告诉他们：这么想的话，是入于颠倒，而非入于真实。这与他

们所学的截然不同，因此他们无法接受这些。也就是说，佛陀在说四谛法时，曾告诉

他们：如果执着无常法为常、执着这个痛苦为安乐、无我为有我、执着不可爱为可爱

清净，这样子的话，执着常、乐、我、净，称为「颠倒法」，至于作意思惟苦、空、

无常、无我，则是入于真实，这是他们所相信的。可是，在此佛陀却说：你们所作意

思惟、所修习的对象──例如修无常观的对境、修苦观的对境、修空观的对境，其实

与幻师所幻变出来的女子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他们同样是从来没有实际存在过，从来

没有出生过，都是不生、本无之法，你们所观的苦、空、无常、无我的对境，都是如

幻的，都是不生、本无的。这便是让他们难以接受的地方。 

未见实相，住颠倒 

「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佛陀在此话讲得比较难

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被他称为「彼诸愚夫」的人们，从一般的角度来讲，他们执

着「心生贪欲的对境本身就是真实」，「我对对境起贪欲，是确有其事的」，他们认

为如此的实相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贪欲对境本身就是可贪的，「可贪」这件事

情就是实相，因此自己已经掌握了可成立的实相。 

然而，他们并不晓得贪欲对境本身不可成的道理。虽然他们不晓得贪欲对境不可

成，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已经掌握了实相，他们有这样的增上慢，所以称之为愚迷之

人。 

愚迷之人认为所贪的对境是实在的，而自己所认定的那种实在性本身就是实相，

所以他运用对治，去作意思惟该对象的不净、无常、苦、空、无我等，他们还因此而

产生――就是自己高高在上、有别于人的增上慢。他们虽然没有真正见到事物的实

相，可是却自诩为已经见到了实相。为了要呵斥这一点，所以佛陀刻意地说，这些人

叫做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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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又说：「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为什么他们

并非修习于道？因为他们所修的道并不是正确的。当然，一般来说，诸如资粮道位的

凡夫修行者，修持前述不净观、苦、空、无常、无我观等，都可称之为修道的。可是

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了悟诸法实相，却认为自己已经掌握实相，而运用对治的方

法，是执着诸法为实而进行对治，并且自诩掌握了实相，这样一来，就不称为入道。

若非如此，一般而言，佛陀在经典里面也讲了，为了顺应合乎世间人的说法，所以说

如果作意思惟不净观、观苦、空、无常、无我等，都算合于修道的。至于此处，为了

特别呵斥这些不见实相、却具增上慢的这类修行人，所以就不说他们「修习于道」，

而说他们「入于颠倒」。 

譬喻二梦中王妃起邪念 

 

 

 

我们若仔细分析前一个譬喻以后，要解释下面的譬喻就相对容易许多，因为有前

例可循。如果真正通达其中一个譬喻，后面的譬喻都只是对它进行广说，或引申说明

而已，也就是基于前面的例子，再多做一点补充说明。之所以在此引用各种譬喻，是

因为我们过去生的习气就是倾向多疑，不容易相信某件事，如果不举许多事证的话，

往往不会轻信。因此佛陀就一个例子接着一个来说明相似的道理。 

「譬如」，就是下面要举例，「有人」，就是假设某人，可能是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优婆夷之中的任何一人。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在作梦。此人的身分为何？

他已经入佛门了，也即前述的佛弟子。他梦到什么？梦到在自己家里面有位美丽的王

妃，并且「复与共眠」，意思是此人因贪欲而对王妃做邪淫。「以失念故，乃作念

言」。「失念」是说他忘了自己现在是在睡觉。但他应该还记得一件事情──屋内有

王妃。他记得的是对这个王妃的贪欲，记得自己对她起邪淫想，并与之邪淫。接着，

他想起这么一件事情：我对王妃行邪淫，肯定会被国王杀了，我除了被国王处斩以

外，大概就没有其他的下场。至于「国王到底会不会知道此事」，则是他心里忐忑的

地方。于是，他心生恐惧，想着：我将会被杀死。于是逃得远远的。 

 

「善男子！譬如有人，于梦中自宅，见一王妃，复与共眠，以失念故，

乃作念言：『我必遭杀』，王虽不知，彼仍作念：『我将遭杀』，而生

恐畏，逃走远避。于意云何？是人以王妃故，惊怖逃走，得脱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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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问坚胜意乐菩萨说：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这个人因为对王妃做不净行，

并为此事而心生恐惧，于是就跑走了。他能否顺利地逃脱？ 

通常在「于意云何」之前，通常都会有个呼唤词，例如「善男子」，也即是会问

呼唤坚胜意乐，再问：你怎么看。不过，本经的经文确实没有这个呼唤词。 

贪欲与境非实，寻出离 

 

 

 

前一段中，佛陀问坚胜意乐菩萨：「你怎么看啊？这个人他这样子逃脱得了

吗？」然后下面就是回答了。他说：「否也。世尊！何以故？世尊！是人于本无之

女，起女人想。此非真实，乃妄分别故。」他就回答世尊：「世尊！他逃不了的」。

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人于本无之女，起女人想。」也就是说他生起邪淫心的那个

对境，非为［实存的］邪淫对境；生怖畏心的那个对境，非为可怖畏的对境。因为对

境本来就不存在的，所以没有什么逃离可言。 

 

 

 
 

 

然后再接下来佛陀又说了：「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些人怎么

看待贪欲呢？「于本无贪欲，而起贪欲想，以畏贪欲，故生恐怖，乃思出离于贪」，

佛说，这些人执着贪欲这件事情为真实，执着所贪欲的对象也为真实，他们不晓得这

些是本来就没有的，本来没有一个贪欲的对境可贪，所以贪欲本性也是并不存在的。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本无贪

欲，而起贪欲想，以畏贪欲，故生恐怖，乃思出离于贪；本无瞋恚，起

瞋恚想，以畏瞋恚，故生恐怖，乃思出离于瞋；本无愚痴，起愚痴想，

以畏愚痴，故生恐怖，乃思出离于痴。是诸人等，皆悉如上所喻，应作

是观。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 

白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是人于本无之女，起女人想。此

非真实，乃妄分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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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有贪欲，所以认为：因为有贪欲，所以被贪欲所支配，将来会堕生在三恶道

当中，于是对此恐惧。他们害怕贪欲所带来的三恶道的果报，也因为害怕三恶道带来

的痛苦，所以他们百般寻求，想要出离贪欲，摆脱贪欲。同样的道理，对于本来没有

的瞋恚，他们也是这么起瞋恚、有瞋恚想；对于本来没有的愚痴，起愚痴想，然后害

怕愚痴，因为害怕愚痴带来的结果，所以心生恐怖，所以想要出离愚痴。这些道理都

是相同的。 

无中生有住颠倒 

佛陀又说了：「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原因是什

么呢？原因是这些人，他们将贪、瞋、痴三毒视为有自性可成。三毒本无自性，但他

们将本无自性的法，视为有自性，因而心生畏惧恐怖，由恐怖的心而引发出离想。这

样子的想法是不能够称之为「入于道中」，而只能够说是「入于颠倒」。因为他们是

无中生有。 

 

 

 

 

 

佛陀又说：「譬如是人，于无所有，虚妄增益，本无恐怖，起恐怖想。」这个人

像什么呢？像前面的譬喻所说的那个梦，梦见在家里出现了美丽的王妃，然后与王妃

起邪淫，然后为了怕这件事情，而心生逃离想。这个人的情境是什么状态呢？就是

「虚妄增益」，就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本来没有邪淫事，但他认为有邪淫事，所以

又因为这样子执着有邪淫，所以他心生恐怖心，由于恐怖而想要摆脱这一切。 

  

「善男子！譬如是人，于无所有，虚妄增益，本无恐怖，起恐怖想。善

男子！凡愚众生，不识贪欲际，以贪欲际之怖故，心生恐畏，乃思出离

贪欲际；瞋恚际者，无所有际，彼等愚夫不识是理，以畏瞋恚际之怖

故，心生恐畏，乃思出离无所有际；愚痴际者，本为空际，彼等愚夫不

识是理，以愚痴际之怖故，心生恐畏，乃思出离空际，亦复如是。我不

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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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贪欲无自性 

下文称「凡愚众生」，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不识贪欲际，以贪欲

际之怖故，心生恐畏，乃思出离贪欲际」。这边所谓的「贪欲际」是什么呢？「贪欲

际」的「际」的意思，指的是贪欲的「自性」，或是贪欲的「实相」。（译注：此为

贪欲际一词的延伸解释） 

所谓的「不识贪欲际」指的就是不懂得烦恼是无自性的，不懂烦恼的自性是远离

「有」与「无」的这一点。「以贪欲际之怖故，心生恐畏，乃思出离贪欲际」，这道

理其实就像是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所说「应以智慧断烦恼」的道理，也就是

说：以智慧去看清烦恼无自性，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自性可成，也就是说烦恼并非有

真实所断可言，因为它从本来就没有生，没有出生，所以它中间也不会有存续，因此

根本没有实在、具自性的烦恼需要断除。那如果视烦恼为有自性的话，这就是「不识

贪欲际」。同理，下文提到：「瞋恚际者，无所有际」。「无所有际」指的就是说它

没有自性可成，没有本性可言，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这个叫「无所有际」。

但是，「［彼等凡夫］不识是理，以畏瞋恚际之怖故，心生恐畏，乃思出离无所有

际」，这个道理就是说，凡愚众生认为瞋恚也是实有自性的，认为存在与不存在也都

是具有自性的。 

愚痴本性亦无生 

然后下面又说了：「愚痴际者，本为空际」，同样的这个「际」也是指「自

性」、「本性」的意思。也就是说，愚痴的本性，其实究竟而言，那个「际」也有

「达到究竟而言」的意思。说到底，愚痴的本性就是「空」，就是「一无所有」。什

么叫做「空际」呢？也就是说愚痴本来不生，因为它本来不生，所以它不住，因为不

住，所以也不灭。也就是说愚痴的本性是远离了一切「有」、「无」、「二俱」、

「俱非」等极端的。它是离一切极端的。所以它没有真实自性可成。所以真正讲起

来，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事物叫愚痴性，可是凡夫众生不能了知本为空性的道理，所以

是「不识是理」。所以就对「以愚痴际之怖故，心生恐畏，乃思出离空际」，就像经

典里面所讲的，因为诸法是空性的缘故，所以无有法可宣说。因为它本身愚痴性根本

就不存在，其实它也没有可执着，但是愚痴的众生就会认为这个是真的，所以心生恐

怖，乃至于出离，从这个愚痴的本性当中要出离出来，会有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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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三毒增上慢 

下面说：「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其实这一段道

理与前面所说的，都是一致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些凡夫众生们，他们认为贪、瞋、

痴三毒是所断，然后他们非常努力地、非常艰苦地要去断除三毒。这是因为他们认为

确实有所断可言。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入于道中，正在修道，因为自己是实修正法的，

是实践佛法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努力去断除三毒产生了增上慢，并且认为自己是很

优秀的，但是从佛陀的角度来讲，这些人并不是入于正道者，只不过是对三毒的本性

缺乏认识而已。因此他说这些人不叫「修习于道」，而是「入于颠倒」。为什么佛陀

称他们「入于颠倒」呢？原因是因为他们无中生有。也就是他们认为「贪、瞋、痴三

毒为所断」这件事情，本来并不成立，但他们对于本来不成立、本来没有的一回事，

却无中生有地认为确有其事，然后因此而生起增上慢心，所以叫做「入于颠倒」。 

譬喻三阳焰水 

 
 

 

第三个譬喻是以「阳焰水」为喻，说明「执着六度为真实」的颠倒。 

下面就说了「善男子！」当然还是佛陀呼唤坚胜意乐菩萨了。然后就说「譬

如」，像是这个样子，「有人」是指有某某人。此处的「某某人」，我们应该可以这

么去理解，应该是按照印度当地的风俗来讲的。也就是说印度他们有一群人，可能认

为种性高贵之人，例如婆罗门这一类的种性较高的阶级，他们如果要饮食的话，只能

受用自己妻子所准备的食物或者是饮水，而不能够用其他人提供的食物或饮水。所以

这边「譬如有人」的「人」，可能是专指这类的人。 

「善男子，譬如有人，于季夏之月，日中之时，行于道中，炎热所逼，

疲极渴乏。于荒旷郊野之中，见阳焰水，徐徐流淌。其人慧黠，乃观察

思索，因起是念：我尚未到家，暂不应取此水而饮。乃舍阳焰，还于自

家。及至家中，寻自赞言：『我于渴时，虽得见水，犹能舍之不饮，诚

为希有。我之所作，最极希有。』善男子！于意云何？本来无水，非为

有水，然彼舍之未饮，宁为希有不？」 

白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彼处本无滴水，亦无可计为水

者。世尊！是人于本无之水，起迷乱想，又于舍水，观察思索。虽水不

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以此为足，发起执着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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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季夏之月」这个「季夏」，指的是极热的时间，因为如果从月份来讲的话是

夏末，被视为是天气极为燠热的时间，或者说把它视为夏、秋之交，也是天气极热

的。不管它怎么解释，都是指天气很热。「日中之时，行于道中」，这是一年中最热

的时候，日正当中又是一天之中最热的时间。所以他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于日

正当中时走在道路上。然后「其人慧黠」，这是说他很有本事，他很会找东西，比方

说他很会找水源啦，很会找资源。他说：「于荒旷郊野之中，见阳焰水」，他就看到

了前面的阳焰水。这个「荒旷郊野」指的就是荒野，他在荒野上见到由阳焰所形成的

水流样子──本质上来说虽是阳焰，但是它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条大河，慢慢地流淌

着。 

舍水不饮以为喜 

接下来，「乃观察思索，因起是念」，就是他看到了这条阳焰所形成的河流时，

他就这么想：「我尚未到家，暂不应取此水而饮。」意思就是说：我在还没回到家之

前，我再怎么累，然后再怎么样的辛苦，再怎么样的干渴，我也不应该喝水，应该回

家再喝。所以，他舍弃了这水没喝，回到家中。 

「及至家中，寻自赞言」，当他回到家，就开始扬扬得意、自我表扬了一番。为

什么呢？因为他想：「换做一般人的话，在路上干渴、疲劳的时候，看到水肯定会想

喝的。我能坚持到现在，整个路程都没有喝那水。我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啊！我是多么

地稀有！」 

这就与前面所提到的印度习俗是有关的，这些较高种姓的人，必须要受用自己的

配偶准备的饮食，他人准备的则不能使用，所以这个人才会洋洋自得地赞叹自己。接

着，佛陀就问坚胜意乐菩萨说：善男子啊！你觉得怎么样呢？本来那边就没有水，在

没有水的情况下，他还是认为这边有水，然后说「我没有去喝那个水」。这人倒底有

什么值得惊奇之处吗？他是稀有的吗？ 

未知水亦不真实 

接下来，坚胜意乐菩萨就回答了：「世尊啊！并不是如此的，他并不稀有」，为

什么不稀有呢？他说：「世尊啊！那边连一滴水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水啊、河的，

根本就没这些。「世尊！是人于本无之水，起迷乱想，又于舍水，观察思索。虽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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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以此为足，发起执着而已矣。」这个人认为自己很了不

起，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有水不喝，但是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水，虽然这个水不真

实，他却认为自己不喝水这件事情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然后为此感到非常欢喜，不

只是欢喜，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值得受到他人赞叹的，所以说「生喜心，乃至极喜」，

极喜指的就是他也认为别人应当赞叹他，并以此为足，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厉害

了，所以感到心满意足。事实上，他只是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视为存在，根本不需要

断除的东西、不需要舍弃的东西视为需要舍弃，根本没什么好觉得自己厉害的地方，

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不过是这样而已，根本不值得稀奇的。 

执六度为实如阳焰水 

 

 

 

佛陀又说：「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不能知解如来意趣文

句」。「不能知解如来意趣文句」的意思就是说：当佛陀在经典中说要行布施、要持

戒、要修安忍等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正确了解佛陀所说教化的意趣，不知其中

了不了义的差别，以及四种密意、四种秘密等差别。他们不了解这些道理，却如譬喻

中的那个自诩能舍水不饮而沾沾自喜的人。这样的人们为了要断悭吝心，「虽本无檀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不能知解如

来意趣文句，为断悭吝心故，虽本无檀那，然起布施想，于无所有，观

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自谓：『我等已除悭吝。』

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复为断恶戒心故，虽本无尸罗，然起持戒

想，于无所有，观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自谓：

『我等已除恶戒心。』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或为断害心故，虽本

无羼提，然起安忍想，于无所有，观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

至极喜，自谓：『我等已除害心。』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或为断

懈怠心故，虽本无毘梨耶，然起精进想，于无所有，观察思惟；虽其不

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自谓：『我等已除懈怠心。』以此喜心为

乐，发起执着。或为断散乱心故，虽本无禅那，然起禅定想，于无所

有，观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自谓：『我等已除散

乱心。』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或为断无知心故，虽本无般若，然

起慧想，于无所有，观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自

谓：『我等已除无知心。』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是诸人等，皆悉

如上所喻，应作是观。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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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就是没有布施这件事情，就像本来就没有阳焰水一样，「然起布施想」，虽

然本身布施不是真实的，但他们却认为布施是真实的，就像前面那个人，本来阳焰水

并非真实，但他认为阳焰水是真实的，然后「于无所有，观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

喜心」，虽然那并不真实，但是他认为却因此而生欢喜心，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满

足于自己在修布施，就像那个人认为自己有水却不喝一样。虽然布施并不是真实的，

可是这些人，他们不能够「知解如来意趣文句」，所以虽然布施不是真实的，他们却

认为布施是真实的，于是觉得自己在行布施就非常了不起，产生了增上慢，然后「乃

至极喜」，认为自己的这件事情，也值得受到他人赞叹，而且极为欢喜，还认为「我

们已经好了不起，我们已经把悭吝心都断除掉了」，「以此喜心为乐」，并且以此欢

喜之心为乐，发起执着想。这个是接续着前文阳焰水的譬喻所做的诠释。 

持戒想非实 

同样地，佛陀又说了那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又为了要断除恶

戒心故，「虽本无尸罗，然起持戒想」。那个「恶戒心」在此，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为就是「十不善业道」。为了要断除恶戒心，所以「起持戒想」，虽然尸罗（持戒）

的本体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尸罗的本性可言，可是他们认为尸罗是实在的，然后本

来既无而作观察，然后「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自谓：『我等已除恶戒

心。』，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从定义来讲，尸罗的定义或本质，是指奉行十善

业道、成办十善业道，或者断除十不善业道的想法及作为（事）。但此处从究竟来

讲，根本没有实在的尸罗本性可言，可是他们认为尸罗确有其事，自己正在持戒，然

后，虽然没有这样子的实在性，却为此而欢喜，心生欢喜、乃至极喜，认为自己实在

是太了不起，自他都应当予以赞叹，还认为自己这么做就已经遣除了恶戒心，于是心

生增上慢，并「以喜心为乐」，非常满足于现在自己的这个状况，如此发起执着。 

安忍本无自性 

佛陀再一次地举例：譬如比丘、比丘尼等眷属，他说这些人，他们可能会想，为

了要断除害心──包括了忿恨心、瞋恚心、忌妒心等负面心境，所以「本无羼提（安

忍）」，也就是说安忍本无自性，却认为它实有、具有自性、确有其事，「然起安忍

想，于无所有，寻思观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这些道理都与前文相同。安忍从

定义来说，可分为三种，例如遭受损恼痛苦不以为意的安忍、于法生忍等。此处的意

思是，虽然分类来说有三种安忍，但这三种安忍毕竟都是无实质自性的。然而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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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他们却认为安忍是具有实质自性的，所以为了「自己正在

修安忍」而感到欢喜；不只是感到欢喜，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相当了不起的。例如：因

为我能够运用对治法而断除害心，所以我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乃至极喜，自谓：

『我等已除害心。』」就是运用对治法而除了害心，并且以这样子的状态而满足，发

起执着。这便是他们执着本无之法为实有的情形。以上都配合前面所说的阳焰水的譬

喻，所以当佛说「虽其不实，然生喜心」，指的就是这些人将不真实的安忍当成是真

实的相，就像是把不真实的阳焰水当成是实有的河水来看待的那个人一样，不过是无

中生有罢了。 

精进无实自性 

同理，假使有比丘、比丘尼，他们为了要断除懈怠心，对于本来无毘梨耶（精

进）「起精进想」。精进是懈怠的对治。何谓懈怠？就是事情都做不来。它又分为几

种，例如：妄自菲薄的懈怠、对善法无所好乐的懈怠、喜好从事无义之事的懈怠等。

它的对治法就是于善法起好乐心、起欢喜心，精进于善法，这个叫精进，精进作为懈

怠的对治。所以本来精进是没有实质本性的，可是这些人认为精进是实在的，并且

「于无所有，寻思观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就是认为这个精进不是

空的。虽然精进的本性没有自性，是空的，可是偏偏认为它不空、是有自性的；精进

是能够断除懈怠心的对治品，所以所断的懈怠心也成了真实的。他们认为自己运用精

进去断除懈怠，本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实际上也只是无中生有而已。他们以

这样无中生有而心生欢喜，并自诩非凡，以此为满足，发起执着。 

禅定自性亦无 

同样的，这些比丘、比丘尼等人，想要断除散乱心。散乱心指的就是心向五欲境

界，对于五欲产生好乐想。散乱心实际是没有本性的，能对治散乱的禅定（禅那）也

是没有本性的，但是他们认为禅定是实在的，所以叫「起禅定想」。禅那或禅定，指

的就是专一于法，或者专一于善法。专一于法或专一于善法，这本身是无自性的，可

是他们却认为是有自性的，也就是将作为对治的禅定以及所要对治的散乱执着为二取

相，将之视为二相来看待，本不真实却执着为真实，并且以此为满足，这便是他们的

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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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除无知非慧 

「虽本无般若」。在此，般若指的是「慧」，有些人认为「慧」是有自性的，因

为慧是断除无知的对治力。他们认为无知或烦恼是所断，要用智慧加以断除。虽然从

一般运作的规律来说确实是这么讲的，但究竟上来说，无论是所断的烦恼、无知，或

是能断的智慧，这双方面都是无自性的。话虽如此，这些人却将之执着为实有自性，

然后以「运用智慧而断无知」为满足。如此这般，对于上述众人，都应如是看待。怎

么如是看待呢？就是用前面所说的「应知阳焰水非实」加以看待，执着它为真实的

话，便成了无中生有、是错误的；应该同样的去用这些方法来观察思惟。 

不了六度修持人天乘 

学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有一个观念：虽然这些人无法通达布施、持戒、安忍、精

进、禅定、智慧等无自性，执着其为实有，照这般去修行，这样一来，会不会他们的

修行平白无故地被糟蹋掉、浪费掉，也就是白费功夫呢？不会的。因为他们即使执着

这一切是实在而修持，还是能够获得暂时人天善趣的果报。 

增上慢住于颠倒际 

佛陀说：「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此处的「道」

指的是通向正等正觉的「遍智之道」、「真实之道」。虽然前面的这些人，他们执着

本来无自性的法为真实，这般修行，他们所入的不是遍智之道，却是能够通向人天的

暂时善道，其果报终究还是不会虚耗的，问题只是出在他们心生增上慢。所谓的增上

慢就像是本来无知却认为自己具有学识、非常了不起。他们为什么会有增上慢呢？因

为他们对于本来并非真实之法视为真实。他们已经陷入这个情况，却还洋洋得意、自

诩不凡，认为自己是有识之士。所以，实际上他们是无知的，但他们却自以为是，这

便称为增上慢。具有如此增上慢的人，佛陀就说「他们不会入于真实之道」，也就是

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会成为通向一切遍智、正等正觉的因。所以不称之为入于正

道，而称他们叫做「入于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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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佛陀又延续了前面阳焰水的这一个譬喻，「譬如有人，于本无之水」，指的

就是前面所说的，误将阳焰视为河水的这个情形，所以说「本无之水」。那人于此

「起颠倒想」，然后他心里面舍水而做「观察思索」，认为自己没有喝水这件事情非

常了不起的。「虽其不实，然生喜心」，本来阳焰水这事没什么了不得，因为是虚妄

的事，他即便把它舍掉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可是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了不起，所

以虽然是不实之法，但他仍然生起喜心，乃至于极喜，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应当受

到赞叹，并以此为满足发起执着，如是就是说：就像前面所说的阳焰之水的例子。下

面要据此譬喻一一进行解释。 

不了法界颠倒四果想 

「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假使其中任何一个人「于如来法界不能

知解」，就是缺乏对「如来法界」（一切法的实相）的理解，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呢？佛接着说：「虽本无须陀洹果，然于须陀洹果起颠倒想」等。这边要讲的是对于

沙门四果的误解，也就是说，虽然究竟当中并没有沙门四果，但是世俗当中，还是有

一群人，他们是志求沙门四果的。比方说，世俗当中是有预流果（须陀洹果）等果，

但实相中毕竟没有预流果等果位。「然于须陀洹果起颠倒想」，本来实相中是没有预

流果的，但是这些人却执着于有预流果。同理，本来没有一来果，却认为有一来果；

本来没有不来果，却认为有不来果；本来没有阿罗汉果，却认为有阿罗汉果，也就是

说，四果在实相当中是本来没有的，但是这些人却执着为有而起颠倒想，以上是对于

四果的颠倒想。 

「善男子！譬如有人，于本无之水，起颠倒想，舍水而观察思索；虽其

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以此为足，发起执着。如是，若比丘、比

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如来法界不能知解，虽本无须陀洹果，然于

须陀洹果，起颠倒想；虽无斯陀含，然于斯陀含果，起颠倒想；虽本无

阿那含果，然于阿那含果，起颠倒想；虽本无阿罗汉果，然于阿罗汉

果，起颠倒想；虽本无辟支佛果，然于辟支佛果，起颠倒想；虽本无佛

果，然于佛果，起颠倒想；虽本无涅盘果，然于涅盘果，起颠倒想，于

无所有，观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以此喜心为乐，

发起执着。是诸人等，皆悉如上所喻，应作是观。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

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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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果真实住颠倒想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下，「虽本无辟支佛果，然于辟支佛果，起颠倒想」，

就是说本来是没有辟支佛果，但是你认为这个本来没有的辟支佛果是实有的，这就是

颠倒想了。我们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本来没有」，并不是针对那些世俗的人说

没有辟支佛果，而是说在实相之中并没有辟支佛果，所以假使有人认为实相当中有仍

辟支佛果的话，这种想法就是颠倒想了。同样的，甚至于到了佛果也是这样子，佛果

在实相之中也是本来无有的，就像是密法经典里面也会提到，究竟真实之中，佛与众

生皆不可成。同样地，涅盘也是不成的。此处所讲的涅盘果不成，就从究竟而言的。

由于究竟涅盘是不落有寂二边的，所以在实相中，没有真实、具自性的涅盘可言，然

而这些人却认为涅盘是有自性的，执着涅盘为真，这便是「于本无的涅盘果起颠倒

想」，于是「虽其不实，然生喜心，乃至极喜，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此等道

理，与前面所说相同，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自己正在追求这一切，并以

「自己正在追求这一切」为满足，生起执着。所以佛陀说这些人所修的道并不是真正

通向究竟之道，所以「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倒』」。 

讲到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佛世尊其实是在证成中观。也就是说，抱持唯识以下宗

见的人（未通晓中观之辈），都属于「于无所有，观察思惟；虽其不实，然生喜心，

乃至极喜，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着」。反过来加以引申的话，意思就是：究竟见乃

是中观见。 

知法本性，安住真实 

 
 

 

然后下面佛陀又说了：「善男子！是故，如于阳焰而起水想，诸具信善男子、善

女人于一切法，悉当如是善知。如是善知诸法，是为入于真实」。此处仍然接续前面

阳焰水的例子。阳焰水固然不实，人却对其产生真实想而「以此喜心为乐，发起执

着」。「诸具信善男子、善女人于一切法，悉当如是善知」，义为善男子、善女人应

「善男子！是故，如于阳焰而起水想，诸具信善男子、善女人于一切

法，悉当如是善知。如是善知诸法，是为入于真实；若不尔者，凡有所

知，皆非入于真实。我不说彼诸愚夫修习于道，彼等名为『入于颠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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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要用这个譬喻而去看待一切法。此处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之前，还加了「具

信……」一词，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就是一般所说「具足信心」的善男信女，另

外一层则是对于前面所说的之理──「执着本来无实的诸法为实有，便是颠倒」──

产生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们就应该要了解，如果把「所断」与「对治」视为二

相的话，如此加以看待，是入于颠倒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像是凡夫一样，看到阳

焰就以为是水或河流，将它视为真实存在的话，等于将「对治」与「所断」二者皆视

作真实，这便成了入于颠倒了。因此，如果对前述法理具足信心的善男信女，就应当

要以阳焰水这个譬喻的相关道理去理解实相。 

佛又说：「如是善知诸法，是为入于真实。」也就是说，晓得阳焰水非实，藉此

了知「所断」与「对治」的二元对立性并非真实，此即「入于真实」。「若不尔者」

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执着阳焰为水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将对治法与所断

法都当成真实的，以二取相而生起诸识。如此一来，就不是入于真实了。对于这样子

的人，佛陀就称之为凡愚；他们不叫做「修习于道」，而是「入于颠倒」。「彼等名

为『入于颠倒』」一句当中的「名为……」一词，意思就是「我这么称呼他们」。 

总结执实不了自性，颠倒想 

现在来归纳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今天是逐句消文而做广说，按六种譬喻来说

「入于真实与否」。首先，第一个譬喻是幻师所变的幻化之女，藉此说明若认为作意

观察不净以及观苦、空、无常、无我等为实在的，便是颠倒。 

其次，第二个譬喻是惊怖于梦中的邪淫，说明若执着「勤求出离三毒」为实在

的，便是颠倒想。 

再来，说明阳焰水本无自性，但若执着其具自性而舍水不用，则是离于真实。藉

此以此譬喻来说明：若执着六度、乃至沙门四果、辟支佛、佛果、涅盘等为真实存

在，这些都不是入于正道，而是入于颠倒。 

今天的课程讲到这边。请将闻法所得的善根作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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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 

愿以此福证得遍知果，复能胜伏诸过之敌众， 

生老病死大海翻涌间，一切众生皆能得解脱。 

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 

生生世世不离真实师，而能受用正法之妙财， 

圆满五道十地诸功德，速疾证得金刚持果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