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 下午之一

• 菩薩種姓有五種，更勝聲聞

• 利根：了解真實義—真如；不怕煩惱，煩惱為老
師，眾生是煩惱，了知煩惱的因緣，才能度眾生

• 菩薩出離，需要勝解加行，才能通達真如

• 菩薩道：唯識或中觀都需通達無生法忍

• 菩薩不怕苦難，因不執著煩惱，可自利利他，是
勝解加行的過程

• 菩薩在勝解加行的過程修七種意樂

• 無畏意樂：不怕煩惱，加深對法的了解，熟悉眾
生的根，能力，心的過程。能度無量眾生

• 邏輯：能培養如理作意，最後超過作意(已度作意)

• 自在：超越作意，如實的反應

*秣菟罗佛像 5世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 下午之一

• 無倦：不斷的學，讓聞思修慧圓滿

• 無求：清楚如何自利利他

• 無染：因緣成熟的學習

• 廣大/平等：無為種姓為真如，是三性三無性的道理

• 無為種姓/真如—不會出生；六波羅蜜/菩提心是有為—
會出生

• 智慧：對施設和概念不執著，平等平等，不會與人爭，
因好壞善惡的概念會隨時間而改變

• 菩薩不急於離開輪迴，在勝解加行時培養願力，大慈
悲，大行，利根，善巧方便，五明，廣大意樂，才能
如初地菩薩，最後成就大果—無上佛

*释迦牟尼佛立像，2世纪，阿玛拉瓦蒂考古博物馆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下午之一

• 菩薩需要五種無量：有情无量、世界无量、法界
无量、所调伏无量、能调伏无量

• 度无量众生：思维真如/无为法；思维波罗蜜/思维
缘/思维三十七菩提支/无漏道/有為法

• 菩薩種姓：無為—真如；有為—菩提心/波羅蜜/大
願

• 菩薩地的條件：勝解加行/無畏/沒有太強的厭離心

• 真實菩薩五相：慈愍/愛語/精進/智慧/惠施

• 慈愍：大悲心；禪波羅蜜；心不動但和眾生一起
震動；观五蕴皆空，度一切苦

• 修深法/深止觀；依靠義諦/真如，非四聖諦

*笈多王朝萨尔纳特式佛像，公元5世纪，萨尔纳特美术馆藏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下午之一

• 四緣：大威/多聞/知苦/發菩提心

• 多聞：聲聞法/菩薩法

• 知苦：彻底的理解众生轮回的苦，能够跟他们一
起感动、一起振动，决定度他们

• 四因：自然/無畏/善友/大悲心

• 自然：過去的因緣

• 大悲心：不怕面对苦，不怕面对轮回，而不厌离
轮回，不爱乐涅槃

• 四力：自力/他力/因力/加行力(理解真實義/善知識
/過去因緣/現在因緣)

• 菩薩种姓的修行/菩萨的特殊—胜解加行—意乐清
净—入现观的过程/直接领纳—解脱的所缘就是真
如

*犍陀罗立式佛像，大英博物馆藏，公元2-3世纪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下午之一

• 涅槃因有轮回，所以有涅槃；真如没有相对法

• 菩萨的现观所缘就是真如，经过菩萨地时，正行，
波罗蜜圆满，才能够成佛

• 能够这样做，需要很多很多条件，比声闻多

• 菩萨的心有相续在这个无量境界、无量众生、无
量法界、无量世界，无量所他调伏、度的众生，
无量所能度的心，所以他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 需要利根，需要大行，需要大善巧，这样才能够
得到大果。在这个无量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
小就变成大，大就变成小，所以不可思议

*早期的秣菟罗佛像，公元2世纪，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藏



*犍陀罗佛像/弥勒
菩萨立像，3世纪，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藏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勝解加行

印順導師《辨法法性論講記》（摘錄）

‘勝解加行’︰勝解是深刻的理解，達到堅定不拔的階段。勝解不是真實的體驗，不過
也不是一般平常的瞭解。依唯識説，這是深解一切唯識，而修唯識觀的。‘勝解行地’，
就是暖、頂、忍、世第一法──四加行位；地是經歷的地位，修勝解行的地位，名勝解行
地。這是初地菩薩以前的，修唯識而到初地證悟的階段，那一不長的時期，名勝解行地。
勝解行地，‘是順抉擇位’；那時候的智慧，又名順抉擇分善根。什麼叫順抉擇？真正
能抉擇真理，那是證悟了。修暖、頂、忍、世第一法──四加行，觀所取空，觀能取不可
得，觀所取、能取──二取都無所得，這種觀察慧，是順於抉擇的。換言之，是傾向抉擇，
引到真正的抉擇、證悟的，所以叫順抉擇位。暖、頂、忍、世第一法，修順於抉擇、證
悟的觀慧，就是上面所説的︰有得加行、無得加行、有得無得加行、無得有得加行；修
這四種加行的階段，是勝解行地。勝解行地，一般説，可通於初地以前的十住、十行、
十回向，不過本論專指十回向末了，起四加行時，名勝解行地。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五無量次第

瑜伽四十六卷十七頁云：問：何故總說此五無量如是次第？答：以諸菩薩、專精修習饒
益有情；是故最初說有情界無量。是諸有情，依於處所，可得受化；是故第二說世界無
量。是諸有情，在彼彼界，由種種法，或染，或淨，差別可得；是故第三說法界無量。
即觀如是有情界中，有諸有情，有所堪任，有大勢力，堪能究竟解脫眾苦；是故第四說
所調伏界無量。要由如是方便善巧，令諸有情，究竟解脫；是故第五說調伏方便界無量。
是故說言。菩薩於此五種無量，能起一切善巧作用。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大智度論》

卷52〈25十無品〉說：「是般若波羅蜜中一切法空，初學不得便為說空！先當分別罪福，
捨罪修福德；福德果報無常，無常故生苦，是故捨福厭世間，求道入涅槃。」

卷43〈10行相品〉說：「取相者為初學者說，無相者為行道、住解脫門者說。」

卷61〈39隨喜迴向品〉：「彌勒知須菩提樂說空故語言：『如是般若波羅蜜隨喜義，不
應新學菩薩前說。』何以故？若有少福德善根者，聞是畢竟空法，即著空，作是念：
『若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者，我何為作福德？』則忘失善業。以是故，新發意菩薩，先
教取相隨喜，漸得方便力，爾乃能行無相隨喜。」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雜37經

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云何為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比丘！色無常、苦、變易法，
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

瑜伽論

又復如來名真實語者，謂若世間諸聰敏者共許為有，如來於彼亦說為有，謂一切行皆是
無常。

雜37經

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謂色是常、恆、不變易、正住者，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

瑜伽論

若於世間諸聰敏者共許為無，如來於彼亦說為無，謂一切行皆是常住。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49

如契經說：「苾芻當知，我不與世間諍，而世間與我諍。」

問：此經所說其義云何？

1.尊者世友作如是說：「世尊定說，有因果故。

謂佛若遇常見外道，彼說：『諸法有果無因，以無因故，自性常有。』世尊告曰：『汝言有果我
亦說有，汝言無因是愚癡論。』

世尊若遇斷見外道，彼說：『諸法有因無果，以無果故當來斷滅。』世尊告曰：「汝言有因我亦
說有，汝言無果是愚癡論。」

佛於二論各許一邊，離斷離常而說中道。故作是說：『我不與世間諍，而世間與我諍。』」

2.復次，世尊是如法論者，諸外道等是非法論者。如法論者法爾無諍，非法論者法爾有諍。

3.復次，佛於世俗隨順世間，彼於勝義不隨順佛。

4.復次，世尊善斷二諍根故。二諍根者，謂愛及見。佛（愛及見）已永斷故說無諍，世間未斷故
說有諍。

5.大德（佛陀提婆）說曰：「世尊是如理論者，諸外道等是非理論者。如理論者法爾無諍，非理
論者法爾有諍。如馬涉險步有低昂，若遊平路行無差逸。」

6.復次，佛是見義、見法、見善、見調柔者故說無諍，世間不爾故說有諍。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一心

空 真 遍計執 相無性
情有-非空

理無-非有

假 俗 依他起 生無性
假有-非空

實無-非有

中 中 圓成實 勝義無性
真實-非空

無相-非有

三觀 三諦 三自性 三無性 中道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盡所有性

如所有性

盡所有性(俗) 品別邊際

五數蘊(五陰)

六內處(六根)

六數外處(六塵)

如所有性(真) 真如平等

流轉真如(十二因緣)

實相真如(實相)

了別真如(唯識) 諸法平等(真)

安立真如(苦諦) 有情平等(俗)

邪行真如(集諦)

清淨真如(滅諦) 聖者平等(真)

正行真如(道諦) 覺慧平等(真)

不
一
不
異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一心

空 真

實相真如

了別真如

清淨真如

正行真如

假 俗

流轉真如

安立真如

邪行真如

中 中 七真如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一心

真如門
如實空 實相真如

如實不空 唯識真如

生滅門

本覺 流轉真如

不覺
苦 安立真如 生死

集 邪行真如 煩惱

始覺 道 正行真如 菩提

究竟覺 滅 清淨真如 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