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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讲记 

第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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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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法首重发心 

首先，请如同平常所强调的，具足最殊胜的菩提心动机而闻法。思维：无论如

何，都要令等虚空的一切有情众生获得饶益，令他们得到究竟安乐的圆满正等觉果

位。为此，我应当听闻大乘法要《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我们今天发心闻思的这一

部经典在经部之中，应该算是最深的经典。 

大乘经中了义教法 

整体而言，佛世尊所说的法藏可谓多达不可思议，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教法，如果

加以归纳的话，主要的内涵是教言之法。教言之法大致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大乘教

言，一类是声闻乘教言。可说佛陀的一切话语不出这二者。在二乘之中，此经属于大

乘经。 

在大乘的佛语之中，佛陀为了顺应所度化对象的智能差别，也宣说了所谓「不了

义经」以及「了义经」这二类。其中，本经属于了义经典。所谓了义、不了义经的差

别，可按佛在《月灯三昧经》当中所讲的标准来做衡量：「于了义经常宣畅，如佛所

说而演说；若说我人及众生，即知方便为引接。」佛陀在该经当中提到，假使有某部

经典，它的所诠内容主要是世俗谛的话，是属于不了义经；如果它的主要所诠内容为

了义、胜义谛的教法，则属于了义经。准此，由于此经《圣坚胜意乐品》它是属于主

要宣说了义、胜义教法，所以应视之为了义经典。 

了义精华宣说如来藏 

了义、胜义教法作为主要宣说内容的经典，可按它们的说法方式分为二类：一种

是着重强调「诸法离戏空性」这一层面的了义经，另一种是着重宣说胜义谛的本性是

「明空双运」或如来藏法性的了义经典。在藏地许多的祖师学者们都将这部经典视为

宣说精藏精华教法──如来藏、如来法性──的经典。 

补处菩萨慈氏怙主弥勒他造《大乘无上续论》（《究竟一乘宝性论》）时，用了

「七金刚句」来做抉择了义经。所以这部经除了是经部之外，按照《无上续论》所讲

的七金刚句，这部经是侧重抉择如来藏的经典。 

之所以透过七金刚句来抉择如来藏的意趣，主要是因为佛经当中有太多关于如来

藏的教法，极其难解、深奥，我们仅做闻思是无法通达的。注释者无着论师将怙主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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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意趣、经文加以归纳以后，成为「七金刚句」。他在解释七金刚句的前三金刚

句，就是「佛」、「法」、「僧」时，便提到「应阅《坚胜意乐品经》而了知」。 

闻思修以通达 

这一部经的内容极其深奥。我们固然需要透过听闻与思辨而理解本经的意义，并

藉此遣除增益、损减等不利于理解的因素，但是仍须进一步地透过修持，以实修的方

式去体会其中所阐述的内容。仅凭闻思是不足以通达此经奥义的。 

话虽如此，但佛世尊又是如此的具足善巧与方便，他所说的教法是文巧、义妙

的。所以当他在宣说如此甚深的法要时，在文字阅读方面，我们并不会觉得过于难以

亲近。 

经题说明 

讲解本经时，我们同样按照平常讲经的规范，从经题、译礼、正文、跋文等四项

来谈。 

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 

首先是经题。如同一般的经题，它会先写梵文的转写，然后再来是对应梵文的藏

文经题。本经的梵文经题是 Āryasthīrādhyāśayaparivartanāmamahāyānasūtra，藏文转写

为 'phags pa lhag pa'i bsam pa brtan pa'i le'u zhe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汉译为《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 

本经是以请法者的名号来命名的经典。由于请法者是一位菩萨，名号为「坚胜意

乐」，他又是圣者菩萨，所以就加上一个「圣」字在上头（同时也表示本经为大乘经

典），所以他的名号也叫「圣坚胜意乐」。本经是在他请法下而有的，所以叫作「圣

坚胜意乐品」。在大小二乘当中，此法属于大乘经，所以后面叫作大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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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顶礼句 

 
 
 
接下来是译者所造的顶礼句。此处用了「顶礼一切佛菩萨」，因此可知，本经在

三藏当中属于经藏。 

顶礼句是由译者所写的。这位译者是谁呢？本经是以耶谢德这位尊者为首而翻译

的。当时在译场中，有许多的译师参与译事，但是翻译此经主要、上首的译师是耶谢

德。就像是当时鸠摩罗什的译场当中，有许多人参与译事，但以鸠摩罗什为首，他是

译主。同样地，耶谢德是本经的译主，所以「顶礼一切佛菩萨」这一句话，当初应当

是由他所加的。 

关于经题与译者顶礼方面的道理，我们先前在数场讲经课程中已经讲过，此处就

不再赘述。 

正文说明五圆满 

 

 
 
接着讲正文，其中先讲序分。讲正文时，会按照过去以五圆满的方式来做讲解。

五圆满包括哪些呢？宣说本经的时间、说法本师、于何处说法、说法对象（眷属）以

及所说内容（教法）。 

时间圆满 

由于本经是属于经藏，而且是大乘经藏。依据大乘通说，大乘经藏的结集者是慈

氏怙主弥勒，有时说为文殊师利或秘密主金刚手。按照大乘不共的观点，会认为阿难

尊者和秘密主金刚手其实是一人，说他们二人任何一位结集经典，都不矛盾。从共通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

菩萨五百人俱。 

顶礼一切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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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角度来讲，经藏的主要结集者是阿难，若按照大乘不共的观点，说秘密主金刚手

结集大乘也是合理的。 

由于本经是属于经藏，经藏的结集时间是在佛涅盘后。当时，大家重忆佛陀在不

同场合时说了什么样的话，以之做为集结的依据，对佛所曾宣说教法加以抉择。在正

文当中提到的「如是我闻」的主词，按照大乘不共观点来说便是秘密主金刚手，而由

他所描述的「一时」，是指说法的时间。他提到「如是我闻：一时……」代表的是在

某时、有一次他是这么听说的。这标志着结集教法者，应当是直接闻法的──他听到

了佛陀当时这么说。佛陀话语能流传下来，大概有两途径：一种是亲自听闻佛所说

的，第二种则是辗转从别处听到的。从「如是我闻：一时……」这边来看的话，结集

者应当是亲闻的。 

导师圆满 

「世尊」一词，显示导师圆满，也就是说法者圆满。 

场所圆满 

「在王舍城灵鹫山中」。此句显示场所圆满，也就是说法处所圆满。 

眷属圆满 

「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菩萨五百人俱」。此处显示眷属圆满。本经所称的

比丘，与我们一般认知受近圆戒的比丘是有所差别的，因为此处的比丘应当理解为胜

义比丘，也就是已经断一切烦恼敌的阿罗汉境界比丘，而不仅是戒律上所定义的比

丘。之所以说他们与一般的比丘不同，是因为他们被称为「大比丘僧」，也就是说，

这些人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人整，他们既是比丘僧，还被称为大比丘僧，因为他们已经

无余的灭除烦恼，故而称之。在圆满的眷属中，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已经证得阿罗汉的

比丘，以及五百位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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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胜意乐菩萨 

 
 
 
坚胜意乐菩萨应当也是上述五百菩萨之一，也就是圆满眷属中的一员。一般称菩

萨为圣者，可是在经典中所提到的菩萨，也不必然是圣者。还是需要考究的。之所以

仍待考究的原因，以坚胜意乐菩萨来说，他是在闻受本经之后，他才获得证悟，所以

本经一开始时他仍是凡夫位的菩萨。坚胜意乐菩萨既是五百菩萨之一，同时也是位比

丘。今日我们还可以在斯里兰卡这些上座部佛教国家看到托钵乞食的这种传统。在佛

世，僧人们必须透过在午前托钵化缘的方式来获得饮食。所以我们就看到经文里说

到：「尔时，坚胜意乐菩萨清旦而起，着裙、搭衣、持钵」，就是早上起来，就穿上

他的下裙，披上法衣，拿着他的钵去化缘乞食了。他到哪里化缘呢？前往王舍城化

缘。王舍城是在灵鹫山下的都邑，所以称为「舍」。 

起心动念 

坚胜意乐菩萨是化缘乞食的。如何乞食呢？「次第而行」，也即一步步沿着化缘

的路上走，然后到一位长者家中，「长者有女，形色妙好，韶丽可爱，端正殊好，色

相第一」，这些文字很好理解，就不多做解释。 

当菩萨见到这位女子时，便「心生贪欲，极受热恼」。方才提到这位菩萨仍然处

于凡夫位的原因就在此。若是一个圣者菩萨，虽然他的面前也会出现贪欲境，但由于

圣者菩萨已经断除贪欲种子，所以即使对境现前，圣者仍然不会生起贪心的。然而，

当坚胜意乐菩萨看到这名女子，就心生贪欲，极受热恼，正因为他还是一介凡夫，由

于过去强力的贪欲串习，他仍然受到贪欲热恼所苦。 

 

 

尔时，坚胜意乐菩萨清旦而起，着裙、搭衣、持钵，入王舍大城乞食。

尔时，菩萨次第而行，至一长者舍。长者有女，形色妙好，韶丽可爱，

端正姝好，色相第一。菩萨见彼女已，心生贪欲，极受热恼，是故虽作

是念：「我当作意，念不净观」，然心仍一向执受可爱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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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净观以对治 

话虽如此，从下面的文字我们可以观察到，坚志胜乐菩萨确实还是一位具足正知

正念的菩萨。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生起贪欲心、受贪欲热恼的时候，他当下能认识

到：我正受贪欲所热恼。于是他想要运用断贪的对治法，所以他就试着实行不净观。

他想：「我当作意，念不净观。」我们可以按照《入菩萨行论》中，寂天菩萨所指出

的方法来理解所谓的「不净观」。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子贪爱女子，或者女子贪爱男

子时，对于所贪爱的对境，作意丑陋想、不可爱想。例如，观想对方的身体是包藏着

三十六种不净物的臭皮囊，其内肮脏污秽，由骨锁串联成骨架所包覆。如此作意所贪

爱的对境本性不净，藉此对治法，去除本来认为「对境可爱悦意」之想，以对治贪

欲，或使贪欲减弱。例如，我们虽然会对某些美食有所贪着，然而，假使今天你所贪

着的对境与过去是同样的食物，但它却沾上了粪便等的不净物，虽然它依然是你原先

所喜欢吃的、所贪着的那个食物，你就也不会再想吃它了──因为你看到它有瑕疵、

有污秽。你所见到的过失，导致你失去原先对它的耽着心。这就是透过作意耽着对境

的过失，而断除、对治贪欲的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菩萨是位具足正念跟正知的修

行人。 

虽然他运用了作意不净观的方法，来对治眼前的贪欲状态，但仍未奏效。因此，

下文提到：「心仍一向执受可爱之相」。这个执受可爱之相的对境，就是前述菩萨所

见的商主之女。虽然他心里面不断作意不净观，可是他仍然将商主之女执着为非常可

爱、宜人、百看不厌的，看上去便觉得十分庄严、美丽可人、最为殊胜。即便他不断

地用不净观来作意，心里却还是这么想，他心中所浮现的，唯独此女可爱的相（概

念），并没有真正视对境为不净。 

 
 

 
 
 
下面说「由是心执爱乐故，乃未受食，空钵出王舍城」，原因是菩萨对所化缘的

对象心生爱乐，可是他却无法对治此心。对他来说，心生贪欲这样子的状态，是一种

化缘的障碍，因此他没有继续化缘，带着空钵走出王舍城。 

由是心执爱乐故，乃未受食，空钵出王舍城；为令心于欲念无所作意，

精勤分别观察，然于欲念，力未能除。尔时，世尊清净天眼，过于人

眼，观见坚胜意乐菩萨心生贪欲，虽观察思惟，然于欲念，力未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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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王舍城后，他心中仍然惦念着所贪爱的女子，心中还是有欲念的，所以说：

「为令心于欲念无所作意」，就是他希望心里面不要再停留在所贪爱女子的形象，不

要再去想女子。此处所谓「欲念」，是指他对该女子起的耽着心，他想把这样的贪恋

除掉，不让它停留在心中。他很努力这么去做，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精勤分别观

察」，精勤分别观察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他所生起耽着、贪爱的女子。所谓的「分别

观察」，在此指的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作意不净观」。为了将对境视为所断，于是他

通过观察女子是由皮肤、脂肪、血液、骨骼等三十六种不净物所组成的，数数观察、

仔细分析对境，这叫「分别观察」。虽然如此，但「然于欲念，力未能除」。「力未

能除」是指他仍然无法摆脱贪欲。这是因为：首先，他数数观察、精勤分别的力量，

缺乏足够的串习力；其次，他对于所贪对境的执着习气过于深固且积习已久，所以在

运用对治时，力量尚不足以去除欲念。总而言之，就是他想要「心于欲念无所作意」

这件事情，是以失败告终的。 

世尊天眼了知 

「尔时，世尊清净天眼，过于人眼」，「清净天眼，过于人眼」指的是佛陀具有

一切智智，所以他能够观见万法。此处提到「天眼」，当然如果要详述的话，要成就

天眼应当具足四种因，但在此就不细讲了。总而言之，「清净天眼」指的是对于所度

化对象的根、界、意乐、随眠等差别，都能够准确地了知，并随顺对方的个别情况而

进行调伏，能够了知这些的能力，称为「清净天眼」。此外，佛陀的了知智慧是不逾

时的，能精准地了解对方的内心、随眠差别等。如此「清净天眼」有别于俗人的眼，

所以「过于人眼」。佛陀以这样子的天眼、遍智观见什么情形呢？他观见「坚胜意乐

菩萨虽然做了前述种种观察，包括观三十六种不净物等，但力量仍然不足以去除欲

念」的苦恼。总而言之，佛陀完全照见了坚胜意乐菩萨的困境。他不仅看到菩萨的困

境，也同时观见如何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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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化现善巧调伏 

 
 
 
「尔时，世尊为调伏坚胜意乐菩萨故」。世尊之所以调伏坚胜意乐菩萨的原因，

是因为照见他即将获得解脱、证得菩萨初地了，所以应当要对他进行调伏。佛陀不仅

是知道调伏时机已到，而且晓得该如何予以调伏。所以下文说佛陀乃「化现一女，形

貌一如彼长者女」，就是因为他打算要调伏坚胜意乐菩萨，所以化现了一名与坚胜意

乐菩萨所贪爱的长者女一模一样的女子，来到坚胜意乐菩萨面前。 

女子来到了坚胜意乐菩萨的面前，所以菩萨也见到了她。然而，坚胜意乐菩萨可

知眼前是一名幻化的女子吗？他并不知情。由于他不知道，所以认为：「哦，这就是

我刚才在长者家见到的那位女子。」于是，当他在路上碰到这位女子时，就问：「善

女人！汝欲何往？」（你要到哪里去呢？）然后，「变化女告言：汝住何处，我即往

之。」（你住于何处，我就去哪儿。） 

「坚胜意乐菩萨即生恐畏，逃走远避」。他听了女子的话，起了一些执着为真的

念头。由于他是一名比丘，所以他揣摩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可能会破坏他的梵行，

增长他的烦恼。他执着这些都是真实的，于是心生恐惧而逃。 

变化女的度化 

他逃到一座山中，该地十分陡峭、难以抵达，「其地难至」可能是指地势崎岖、

山形陡峭。「入一山中」，他到了这个地方，变化女也跟着他到同一座山里。 

「尔时，坚胜意乐菩萨身体疲懈而坐」，就是说他累了，必须要暂停一下。因为

他考虑到：如果逃个不停、完全不休息的话，身体可能过于疲劳，就会逃不了。所以

他就坐下来休息。 

尔时，世尊为调伏坚胜意乐菩萨，乃于菩萨还归之道，化现一女，形貌

一如彼长者女。坚胜意乐菩萨见是变化女，即问言曰：「善女人！汝欲

何往？」变化女告言：「汝住何处，我即往之。」菩萨即生恐畏，逃走

远避，入一山中，其地难至。变化女亦随往赴。尔时，坚胜意乐菩萨身

体疲懈而坐，变化女亦随趁菩萨前，坐已，说是偈言： 

「当以心断我，身逃有何益？坚固身虽逃，不能断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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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坚胜意乐菩萨为了消除疲劳而坐下时，变化出来的女子也跑到坚胜意乐菩萨

的面前坐了下来。她不仅是坐下来，还说了下面这个偈颂：「当以心断我，身逃有何

益？坚固身虽逃，不能断贪欲。」她的意思是说，你考虑到梵行可能受到影响，于是

心生恐惧，为了要摆脱我，你就逃走。你认为我是你所贪爱的对象，并认为应将贪欲

的对境抛弃掉，所以才跑掉了。假使你认为我是应该要断除的对境，那也应该从心里

面断舍我。否则，你的身体虽然离我而去、逃走了，然而只是身体断舍我，岂能奏效

（断舍我）呢？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做不到的呀！偈中「坚固」一词，也可能是呼喊

菩萨的名字，说：「坚固呀！你身体虽然逃走了，但仍断不了贪欲的。」1 

 
 

 
 
 
当变化女说完这一句话之后，就从非常陡峭的山崖坠堕下去了，菩萨也目睹此

景。「其头手足及诸肢节，各散异处。既而如掬冰雪，遇热尽融，渗没土中」，这段

话的意思就是她的头移位了，手脚也移位了，乃至手指、脚趾都移位了，也就是身首

异处。由于女子从非常高的地方摔下去，身体散成碎片，所以「各散异处」。就像是

降雪时，用手去抓雪，虽然会以为将雪抓在手中，但因为雪在手中遇到体热就会融化

而消失的，就像水渗入土壤里面一样，了无痕迹。同样的，变化女掉下去以后便身首

异处，接着就向融雪般不见踪影。 

  

                                                      
 

1「坚固」一词，应系指坚胜志乐菩萨。若做此解，则该句应断句为「坚固！身虽逃，…」。此外，又可

将「坚固身」做另一解，即将之视为 བ�ན་པ་�ས 的异写，其中，བ�ན་པ（坚固）与 �ས（身）应为同义词，也

即「坚固者．身」之义。依理而言，身体的特质之一为「非坚固」（མི་བ�ན་པ），此处称之为坚实，则应

是相对于 གཡོ་བ་སེམས（义即「动摇者，心」）而说的。 

变化女说是偈已，即从彼山坠堕。堕已，其头手足及诸肢节，各散异

处。既而如掬冰雪，遇热尽融，渗没土中，彼变化女即忽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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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胜意乐菩萨这时候仍然不知道变化女是一名幻化的女子，他仍然将之视为真

实、实在的女子。当他看到女子就这么从悬崖坠下，摔得身首异处，后来又不见了，

他先前对女子的贪欲心就完全停歇了，并且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心中非常懊恼。 

正当他心非常低落的时候，突然想起先前变化女对他所说的偈子：「当以心断

我，身逃有何益？」他脑海浮现出这些道理，因此经文说「所说偈言于是现前」。他

想起女子所说之话，便有了下面的念头：「我当具白于世尊」。「具白」指的就是将

上述的所有情形禀告世尊。 

请示世尊 

 
 
 
正当他起心动念时，「世尊知其心之所向，而作是念：我当为说法教，令入法现

观」。世尊以「清净法眼，过于人眼」的遍知智慧，察知坚胜意乐菩萨将要向他请

益，便想道：我应当为他宣说法现观之法。「说法教，令入法现观」，在此指的就是

能令菩萨获得证悟或见道的法，或是能令他获得解脱、如实现见诸法实相的法，这些

叫做「令入法现观」。 

「复次，坚胜意乐菩萨，从彼难至之地来，诣于佛所」，他从先前那座难以抵

达、地势险峻的山中，来到佛陀所在之处，于是「头面礼世尊足，退坐一面」。 

 
 
 
 

菩萨作是念已，世尊知其心意，而作是念：我当为说法教，令入法现

观。复次，坚胜意乐菩萨从彼难至之地来，诣于佛所，头面礼世尊足，

退坐一面。 

坚胜意乐菩萨不见变化女，贪欲之心便即止息，复极沮悴。彼时，变化

女所说偈言于是现前，故作是念：我当具白于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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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世尊为多百千眷属围绕，瞻视于前，为众说法」。他抵达的时候，佛正

在为广大会众说法，其中包括了菩萨、大众、阿罗汉、天、龙、夜叉等数以十万计的

眷属，所以说「多百千眷属」。佛陀看着前方，为他们说法。 

「坚胜意乐菩萨既知世尊说法毕讫，即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向世尊所，合掌顶

礼，具陈上事」。佛陀说法时，中间到某段落时会停顿。停顿的时候，就表示至此说

法圆满。此时，坚胜意乐菩萨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然后将先前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做了报告──包括当他前往王舍城化缘乞食时见到女子，以及见到女子之

后的反应等相关情形。 

从序分的「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菩萨五百人俱」，到这段「即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向世尊所，合掌顶礼，具陈上事」为止，都可以算是「眷属圆满」的段

落。 

集结经典说明 

在此，还是需要提醒一下：一部经典的所有文字不会全部都是佛陀亲口讲的。 

在佛陀尚未涅盘之前，曾针对他涅盘后该如何结集经典的方法，该如何汇整、保

存他的话语等方面，亲自给予开示。相关开示收录于《佛说法集经》2中。按照《佛说

法集经》中所说的道理，佛陀当时就告诉弟子们，虽然你们在结集经典、回忆佛陀话

语的时候，你所忆持的内容不见得全都是你能理解的，你未必懂得佛陀所讲一切意

义，但是如果你对「这些是佛陀所说」这一点不起疑心，如此将之整理、结集起来，

那是可以的。按照这部经中所讲的结集原则，为了要表示「对佛语确信无疑而做结

                                                      
 

2《佛说法集经》也称为《圣法集大乘经》，此处所说关于结集经典的叙事，与古代汉译的《佛说法集

经》略有出入。 

尔时，世尊为多百千眷属围遶，瞻视于前，为众说法。说法毕。坚胜意

乐菩萨既知毕已，即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向世尊所，合掌顶礼，具陈

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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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所以佛陀指示应当如此地安排序分：首先，应该在经的卷首加上「如是我闻，

一时……」；接着，要标举说法的地点、当时闻法的眷属等，这些都要在清楚陈述于

序分之中。 

再来是叙述所说内容。以本经来说，主要架构为坚胜意乐菩萨向佛请问，然后佛

加以回答。像这样，关于请法者与说法者互动的客观叙事，得透过添入的文字，将叙

事彼此串联起来。所以在结集的时候，必须使用这些添缀的文字。所以，一部佛经的

文字并不都是佛陀亲说的话语。那么，能不能把这些添缀的文字也视为一种佛语呢？

其实也可以，可以将之归类在「开许佛语」之中。因为佛陀在《佛说法集经》里已经

开示未来在结集经典时，要加入这些叙事性的语言，才能使经文通畅。所以，这种添

入文字的做法是得到佛陀直接开许的，因此可以将这些加入的语言算为开许佛语。至

于佛陀在经典中所讲的那些话，就是「亲说佛语」──佛陀亲自宣说的话语。这么一

来，若说整部经都是佛语，其实也无妨的。不只是《坚胜意乐品大乘经》，可以说凡

是翻成藏文的这些经典，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篇章结构。 

结集佛语的时候，佛弟子们对于佛语做了抉择。但当时并未将一切佛语都立为文

字。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结集佛语的佛弟子们记忆力都相当好，大部分的人没有记忆

力衰退的问题，很多都证得了不忘陀罗尼。所以，他们几乎不需将所听闻到的内容用

文字记下来。那时候，文字纪录被视为很不入流的作法，因为代表此人记忆力不佳，

才会用文字来提醒自己。所以，除了少数、个别的状况，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流畅覆述

世尊的话语。例如，寂天菩萨传讲《入菩萨行论》时，他其实并没有写下来，而是独

自一人坐在法座上，就凭借着记忆，将《入菩萨行论》的内容一句句说了出来。因

此，我们可以想见，在结集经典的时候，那些结集经典的佛弟子们，他们记忆力肯定

又比寂天那个时代的人更好。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虽说是结集经典，但那时候所有结集的经典，也是不立文

字的，而且应当是有一种规矩，是不允许立为文字的。后来，由于大家的记忆力开始

不若以往，有所衰退了，所以《毘奈耶释》等内容，再不透过文字加以记录是不行

的。于是到了第三次结集经典时，就有采用文字来结集的情形。进行文字结集的时

候，他们便按照佛陀先前所嘱咐的，添入「如是我闻：一时……」这样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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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圆满 

第五项圆满是「法圆满」，也就是佛世尊所说的法。 

我们现在按照「讲经五要」的规范来讲解佛语，包括： 

（一）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它的必要性何在； 

（二）大意──陈述佛陀所说教法大致的意义； 

（三）逐句消文──依序所讲的内容、文义是什么； 

（四）关联──前后意义彼此的衔接、呼应； 

（五）反诘──包括对问题的提出以及答复。 

我们这次会按这些原则的前三种方式进行讲解。目前正在逐句消文。 

宣说如来法性 

首先是「宣说本经的必要性」。如果单就本经的内容来宣说它的说法必要，可说

是为了凸显「如来法性远离除遣与安立」而宣说此经。这是本经的个别必要性。为了

将「如来法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讲得更清楚，令听众了解如来法性，所以佛说此

经。若从心性直指的导引而言，可以说本经所谈的是心性实相、心的法性。 

办究竟佛果 

接下来，是就其长远而言的必要性（更进一步的必要），也就是「透过此经的精

要义理，能究竟成就圆满正等觉的佛果」，这也称作「究竟的必要」。了解此经，能

使人生具有意义，成办广大的义利──未来的究竟成就。 

以出家人来说，出家人修学本经所讲的教法内容，能令此生具义。也真正符合他

于世尊教下出家的精义。此外，修学本经能破诸魔业。所谓的魔业，就是不利于善法

修行、不利于善业白法的一切。由于修习此经能令人生具义，使自己真正符合一名世

尊教下出家人的身份，并能破诸魔业，所以，能使自己成为真实的应供之处、真实的

布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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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而言，无论是否出家，从今生而言，修学此经都能使今生所得的暇满人

身具有意义；究竟而言，则能获得究竟的解脱。甚至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出家菩萨或

在家菩萨，假使不能解悟此经的道理，尚且不说圆满佛果，连初地菩萨的境界都无法

证悟的。所以要证悟初地，就必须通达此经所讲的内容，因此，证得佛果也同样需要

通达此经的内容。所以，从究竟的必要来说，此经是令人趋向究竟圆满正等正觉的一

部经典。以上是本经的必要性。 

谛观真实得解脱 

再来是本经的大意。若要归纳本经的内容，大概是如何呢？ 

怙主弥勒菩萨在《大乘无上续论》或《现观庄严论》里，都有同一个与本经主旨

相呼应的偈颂：「此中无所遣，亦无少可立，于正性正观，正見而解脱。」此偈的出

处即是本经。 

此偈的第一偈「此中无所遣」，「此中」指的就是「在如来藏当中」，也就是

「如来法性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内心法性当中」、「诸法实相当中」。「无所

遣」就是没有什么需要被舍离的、除遣的。所谓「可舍离」、「可除遣」是指我们把

事物当真了──将之视为真实。因为当真，所以我们需要排除一些被我们视为障蔽的

事物。然而，从事物的本性来说，却是没有任何一法可除的。接着，「亦无少可立」

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是用「除遣」跟「安立」的概念来看待事物，那么，假设移

除了某个我们所不欲的事物之后，是否还要另外建立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生的事物

呢？其实不用。所以说「亦无少可立」。 

「于正性正观」，所谓「正性」（真实性），就是如此远离「所舍」跟「所立」

的「内心法性」，也称之为「如来法性」──它远离破立，也称为真实性。我们应当

正确地看待真实性，所以叫做「于正性正观」。若能如此，则「正見而解脱」，也就

是将能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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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法需断、无一法可成 

 
 
 
本经的所说教法大致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佛世尊直接为坚胜意乐菩萨说法；

第二段则是在佛说法之后，舍利子等八大声闻弟子个别对此法进行称扬赞叹；第三段

则是佛陀嘱托阿难尊者应当要弘扬此经，并且宣说此经的功德利益。 

佛世尊直接为坚胜意乐菩萨说法方面，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无一法需

断」、「无一法可成」，也就是烦恼等「所断」以及对治等「所立」皆不可成的道

理，亦即没有破立可言。第二部分则是藉由六种譬喻来说明为何没有破立可言。 

接下来佛就说了，「善男子」，这是用来呼喊坚胜意乐菩萨、表示亲近的意思。

佛接着说「若于修道所生者，周遍求觅」。在道中所寻找的是什么呢？即是解脱──

从烦恼、所断之中解脱，称为「于修道所生者」，这是人们所「周遍求觅」的。 

接着，佛陀再一次的呼喊菩萨：「善男子」，此处同样是要表达亲近的意思。

「断诸可贪之法，如来不说是为断贪」，意思是，我虽然说要断贪，可是我没有说

「把贪的对境给断掉」，「可贪之法」指的就是所贪的对境。 

甚深究竟见 

为甚么这样说呢？其实这里的表述方式，如果用现在比较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

它是相当进阶（advanced）的教法。 

为什么说此法是进阶之法呢？它可以说是最高深、登峰造极的教法。此话怎说？

在此之前，佛陀为了要让所度化对象修练自心，所以按照他们的状态，应机施设了不

同的教法──为他们次第宣说业因果、轮回过患、有漏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涅盘寂静等教法。然而此处所说之法，其实已经来到见地的巅峰。攀登到巅峰时，巅

峰以下那些次第性的见地，都不再算是高深的见地，也就是说，先前所说那些业因

果、轮回等见地，都不能说为最高深的究竟见。由于现在已经抵达见地的究竟处，所

世尊乃告坚胜意乐菩萨曰：「善男子！若于修道所生者，周遍求觅。善

男子！断诸可贪之法，如来不说是为断贪；断诸可瞋、可痴之法，如来

不说是为断瞋、断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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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见地究竟处以下的见地，都只能被视为另有密意、需要进一步阐释，只是为了要

次第引导众生入道、通向究竟见而权宜宣说的教法，成了一种相对而言并不究竟的见

地。 

所以我们此宣说的这部经典，它的闻法大众都是大比丘僧与菩萨众。也就是说，

闻法的菩萨大众们先前都已修练自心、完成一定的锻炼。同理，我们现在学习这部经

典，也应当具足「修心」这一前行准备。也就是说，透过菩提心的教法次第修练自

心，再来受持如此见地最极高深的教法──因为这部经典所讲的见地是究竟见，就像

《维摩诘经》。 

离一切取舍 

佛陀为何在本经中说「断诸可贪之法，如来不说是为断贪；断诸可瞋、可痴之

法，如来不说是为断瞋、断痴」呢？以坚胜意乐菩萨的例子来说，他见到了那位女子

并因而生起贪欲。对他而言，那位女子即是贪爱之因。他为要断除贪爱之因，所以逃

离那位女子远远的。所以他是运用「排除、远离贪爱之因」的方式来断贪，期待藉此

达到不贪的结果。然而，佛陀指出：如果你试图「将所贪的对境视为贪爱之因，并加

以舍弃」的话，终究是无法断贪的。同样的，断除瞋心时，不应将怨敌视为瞋恚之

因，然后试着除掉怨敌而认为这样可以断瞋；同样的，断痴也是如此的，不应认为

「我将愚痴之因、愚痴的对境给抛弃掉之后，就可以断除愚痴」。这些都不是断贪瞋

痴的正确方式。 

 

 
 
 
佛陀继续说道：「何以故」，也就是为何如此呢？因为「如来不为诸法可舍故说

法」，意思是佛陀不会因为诸法是可舍的、可以舍弃的，或者有所得而说法。 

同样的，佛陀也不会因为诸法是可被了知的、可以断除的、可以修习的、可以现

前的、可以现观的，不会因为轮回可以出离、涅盘可以现证，也不会因为诸法可以被

除遣或可以安立而说法，佛陀不会这么说的。 

「何以故？」善男子，如来不为诸法可舍故说法，不为诸法可得故说

法；不为诸法可知、可断、可修、可现前、可现证，不为轮回可出、涅

盘可证故说法；不为诸法可除、可立、可分别故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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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可知」指的是苦谛，「可断」指的是集谛，「可修」指的是道谛，「可

现前」、「可现证」则指的是灭谛。意思就是说，佛陀不会说苦集灭道是真实。 

离一切破立 

接下来，佛陀又说「佛陀不以诸法『可现观』而说法」。「现观」指的是见道位

与修道位的功德，就是圣者的功德，而佛陀并不因为「圣者功德实有」而说法。「不

为轮回可出」，出轮回指的就是从轮回当中解脱。不为「涅盘可证故说法」，就是说

不会说「现证涅盘是实在的事」。然后不会说以诸法「可除」──可除遣、遮破、舍

离、断除，指的就是「破、立」以及「取、舍」当中的「破」或「舍」。再来，所谓

「可立」，指的就是「破立」当中的「立」，亦即建立、安立，或者说「取舍」当中

的「取」，也就是灭谛功德，包括佛陀的四无畏、十力、十八不共法等。佛陀也同样

不会宣称这些功德这些是实在的。 

如来法性无二 

 
 
 
为何佛陀不为诸法而说法呢？「善男子！二分别者，即非诸如来法性」。「二分

别」指的就是对立法、相对性（或称为「对待而有」），例如：可知与能知、可断与

能断、可修习与能修习等，这些都是二元对立或彼此对待的分别法。只要是二分别，

就不是如来法性。 

无论是此经所说的如来法性，或者是平常所说的如来藏，一切法的本性都是无二

的，都是非二分别法。只要是落于二分别，就不是如来法性。 

「凡行二法者，彼等即非入于真实」，「行二法」指的就是以二分别而运作，比

方说认为有所断与能断，有可遮破与能遮破，有所安立与能安立，这样子去看待叫做

「行二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只要是「行二法」，那就不是住于真实。 

「善男子！二分别者，即非诸如来法性。凡行二法者，彼等即非入于真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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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二」？ 

 
 
 
什么叫做「二」呢？ 

「若作是念：我当断贪，是为有二」，只要你认为「我要断贪」，这样就是有

「二」了，就是二分别了。此话怎说？以坚胜意乐菩萨试着断除对女子的贪爱来说，

他想着「我应当断贪」，所以用他观察分别的智慧想着「我应当断贪，我要断贪」，

所以有一个主体「我」就出现了──也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能作者」。同时，还有

了一个可被断除的对象（所断法），也就是烦恼，例如贪烦恼，它是被断除的，属于

「所断」。这么一来，能作者与所断就成了二元对立，这就是「有二」。所以说「若

作是念：我当断贪，是为有二。若作是念：我当断瞋，我当断痴，是为有二。」 

造作即不住真实为颠倒 

然后下面又说了，「如是加行」，就是一切所做所为──一切与二分别相关的造

作，都叫「加行」。「彼等皆非入于真实，而谓入于颠倒」，包括哪些加行呢？例

如，心想「我当断贪、我当断瞋、我当断痴」这些想法，而精进从事些相应的「断

贪、断瞋、断痴」的行为、造作，就是经文所谓的「如是加行」。若这么做，「彼等

皆非入于真实，而谓入于颠倒」，意思是他们就不能被称为住于真实，而称为入于颠

倒。 

总结不二性 

今天的课讲到这边。我们今天讲到佛世尊为坚胜意乐菩萨宣说诸法法性、如来法

性远离一切破立，本性不二。下一堂课，将会接着今天的概要架构，进一步做广说。

于下文中，佛陀用了六种譬喻来广说此理。 

 

「善男子！云何为二？若作是念：『我当断贪』，是为有二。若作是

念：『我当断瞋』，『我当断痴』，是为有二。如是加行，彼等皆非入

于真实，而谓入于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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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回顾 

让我们再回顾、总结一下今天讲过的内容。首先是本经的结构。我们按照本经被

翻译为藏文的结构来说的话，它分为四个部分，也就是经题、译礼、正文以及跋文。 

我们已经讲完了四个部分当中的经题、顶礼句，并已进入正文了。 

在讲解正文时，也采「五圆满」而作解说，包括：导师圆满──说法者即是佛世

尊本人，还有说法的场所、说法时间、说法的对象（眷属）等，我们大致提到了这些

内容。 

至于「所说教法圆满」，我们则遵照一般常用世亲论师所讲的说法五要（也称为

闻法或说法的五窍诀）而做讲解。其中前两项（必要、大意）已经讲完。 

之后则是按照段落逐句消文，进行广说。消文的过程其实是扣着前面所说的内文

大意而进行的，也就是宣说如来法性（诸法法性）离一切破立、取舍的道理。正式宣

说离一切破立取舍方面，又分为两项，包括：正说离破立取舍，以及舍利子等八大声

闻弟子听闻世尊所说教法之后纷纷随喜赞叹。「正说离破立取舍」又再分为两段：第

一段是世尊直接宣说如来法性远离破立，其次则为世尊依六种譬喻广说一切如来法性

远离破立的道理。我们这一堂课已经讲完「世尊直接宣说如来法性远离破立」。下一

堂课程开始，就要透过世尊所举出的六项譬喻来广说如来法性远离破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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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 

最后请将闻法所得的善根作回向发愿，然后便结束今日的课程。 

我们用中文也念一遍回向发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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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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