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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及四緣漸至;無漸至法，是

尊，無有出世間上上智，四智漸

功德作證，亦善知此四法義。世

以一智斷諸位地，以一智四斷知

世尊!聲聞緣覺初觀聖諦，

佛的聖諦智最究竟

)請

於

香

對應於四諦法的觀法，觀苦諦與

法，漸至法就是四智，四智是相

出世間上上智一定是個無漸至

二乘的智慧與出世間的上上智，

對舉的概念來作說明。這裡區別

他用漸至法與無漸至法兩個

出世間上上智。

於是如來藏便發展成一個普遍性、必然性的根據。

重新發現內在原已具足的本性，

即成佛的過程不是個創造性的過程，而是個發現性的過程，

佛的證果，必須排除以佛的經驗性特質作為根據地的論點，

岫編

尼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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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在四知日裡
9

一

，都可

一分慢慢地

?一逼是個
。但出世間上上知因是

世尊
金剛喻者，是第一義

1.

智。世，尊 1.非聲聞緣覺不斷無明
聖諦智是第一義智。世

斷一切
一切聽惱藏

9

如來應等正覺，非一切聲聞

1.

尊!以無二聖諦智斷諸位池。世
尊

緣覺境界，不思議空智
煩惱藏。

究竟智，是名第一義智。，

三菩提智。

和百?非究竟智，向阿耨事/羅三藐

聖

日疋頓悟的法門，

9

《勝豎一體》一向

看起來好像又很容

9

二乘聖諦智不究竟，

世尊

聖地義者，非一切聲問

1.

9

名之

，叫聲聞緣覺成就有量功德，

聲聞緣覺成就少分功德

為聖。聖諦者，非聲問緣覺諦，

9

是故名

亦非聲聞緣覺功德。世尊，此諦

如來應等正覺初始覺知，

無明穀藏世間開現演說
聖諦。

聖諦者，說甚深地義，微細難

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

如來之藏;如來藏者，是

9

種噩噩噩豔噩噩蠶蠱豔噩

一切世間所不能信。何以故?此
甚

諦

《勝豎經》

說

違法門怎麼會是這一樣的呢?

9

要想明暸這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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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所

「藏」

就是涅槃界、

9

、正覺

能證顯它是因為佛有根攤上的覺

而以困地之
9

聖諦的內容是什麼呢?盟中諦其實

在修行當中，

的思考上看

，我能不能證顯?在哲學性

是個困地概 A
芯，不是個果地

思。從這個意思上來說，如來繭

的
9

。其實這東西早已藏在佛的

園地來說

9

的覺性表露出來，這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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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境界，非一切聲聞

，故說聖諦亦甚深，微細

知。如來藏處說聖諦義，如來藏

9

難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
知

他把聖諦變成如來之臟，
甚深義、微細難知，

無量的悲顧與無量的智慧，才能
。為什麼聖輯是在說甚

界?其中含瞞著
，而之所以得有此一

是為了要展示一個頓悟法門，拉

一思考即是要為頓悟之所以可能
尋找基礎。

靈蠶蠱鐘鑽酷露盟E

處
甚

性。也就是說儘管要斷無明住地

生在這原則上與佛同有這樣的覺

於是肯定佛有個內在的覺性，眾

證顯的都是他內在已有的一切，

顯並不是因為佛是個超人，佛所

把它證顯出來?他先肯定佛能證

惱時，可以突破煩惱的障礙，而

陀為什麼能在面對世間這麼多煩

而不是我的天賦或際遇不好。佛

人，降生到眾生中，來救苦救難，

我只能期待那個具有特殊根性的

人，那就沒有所謂學佛這件事，

佛並不是個超人，如果佛是超

應於每種塵沙煩惱顯出的智慧。

所引起的塵沙煩惱，覺性只是相

顯發的呢?相應於無量無明住地

的覺性顯發出來而己，佛是如何

當中了，佛只是把他內在已具足

心是久遠以來就已經內在於佛心

的說明。

孟子的思考方式，來作一類比式

似於孟子的想法，因此我想藉助

煩惱，尋求智慧。這想法倒頗類

力，促使他發出悲願'克服塵沙

覺性，那覺性有自動自發的能

藏」'原來如來只是顯發內在的

化，因此說「此說甚深如來之

於眾生，把佛所證顯的覺性內在

小孩的父母，也不是為了讓鄰里

忍的心，這不忍之心不是為討好

要掉到井裡去，那時你會生起不

而形成力量，他舉例說乍見小孩

由於內在的原因，這原因會，白發

孟子認為人為什麼能行善是

需要甚大的悲願與甚深的智慧，

而這當然是違背佛教教義的。

所以他說這個根性、必須內在

覺性內在於眾生

但是所有智慧、悲願的原則只有

它，而這無執著的

無執著的心來面對

我們就是要以

一個!|「覺」。

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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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最生要去吹敵一地春水，一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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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什堅意義呢?就是眾生本來

只是當下覺得

9

覺得自己是好人

是眾生自己的問題，本來面目早

宜〈

9

都該是覺者?有句話說「天下本

已具足在因私生、心中實

者，是如來境界。」

界非一切聲閩、

聲閩、韓覺仍在生死怖畏中，'

法真正證知自私生的本來面目。

如

不忍，這是一念的善端，而這善

庸人自擾之」兢日正如此。

把聖諦轉成一個困地的概急:

日，於是所有的觀法是向內收，

法，而

實這法門不是到外面去找什磨觀

從這點我們就可以原則性地

。

9

那為什麼這世間會有
9

一道世間本來清淨，眾生原具有清
淨的能力

這麼多亂七八糟的煩惱呢?這一間
，而

是因為親生讓在這世間的煩惱相
自己庸人自擾而帶來種種
9.

L一

端是每個人都早已具有的。

佛是覺者，他並沒有把能覺
當作是某種超人的能力，而是當

是眾生與佛的距離只在覺性的顯
。如來的智慧是要克服

還執。

不

、相抵川同重知
9 日彗
「心
此說甚深如來之藏.，如來

一的內容就是眾生本來清淨的面

含著無旦旦無邊的內容，

。如來的聖諦好像包

而

無明住地的煩惱，

個極覺者，由覺而顯出的境界叫

所以說聖諦所有的內容意義

這想法
9

早已具足在船來的根性當中，佛
只是如實地顯發它而已

於

「如來藏處說聖諦義，如來

藏處甚深，故說聖諦亦甚深。」

眾生本來就具足這東西，但眾生

覺性是眾生的普遍

人具有某些基本的特性，可是一

我成為一個人。也有人說是因為

隻牛也同樣真有基本的特性，人

根據

慧，只是在幫助眾生解決種種的

呢?我們不知道佛無量無邊的智

無邊智慧，我們怎麼可能擁有

個不得了的超人，他所證的無量

的向度當中，如我們問:「人之

的思考都是在一種經驗的、平面

這概念是怎麼知道的呢?一般人

什麼闢係?」這也就是說，覺性

如果它有主體的話，與我到底有

們強的能力，但這並不代表你絕

度絕對趕不上狗，人當然有比牠

物，聽力絕對趕不上貓，跑的速

講能力，人的視力趕不上很多動

出人與牛價值上的差別?如果只

起一特性上區分，是不是就能表現

與牛的特性當然不同，若只從這

牽纏，佛只是證顯眾生的本來面

所以為人是靠什麼?」我們可以

對可贏過牠們。

有人問:「覺性存在那裡?

目而已。眾生本來清淨，這是一

有幾種路，向的想法，如我之所以

很難相信，因為我們總認為佛是

般人很難去想得到的問題，所以

為人，是因為我爸爸、媽媽也是

知，是一切世間所

思量境界，智者所

括我有記憶、思考的能力，於是

到一些基本的能力。這個能力包

人，所以我遺傳到這副長相興得

為人的思考會做很多壞事，狗的

但不見得代表你比牠有價值，因

確強過一切不含特定意義的牠'

你可以說，人的思考能力的

說如來藏處甚深，微細難知，非

不能信。

香光莊嚴內第五十二期】民國八十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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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這是變成人的

9

，而不是眾

你就不能被當成果生來尊重，

一個人來尊重。

今天你要被當成一個人來尊

重，就要先根據這樣的價值來證

明自己是個可以實現這價值的

人，才能說這覺性已內在於眾生

當中國。根據這樣的了解，

一步說說在哲學上如何解析「如

生所具有的能力。

。額比著這意思用說，所以覺

其為人

，如果你沒有這東西就不成

是用這樣的概念去規定人之所以

香光莊嚴門第五十二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穿一

思考大概不會做那些壞事，所以
，不見得就強過動

物。於是我說人有個基本能力，
這能力浩成了人與狗的差別，就
如孟子說:「

」孟子是說如果要從那些
角度來看的話，這差叫別其實是沒

中國人常用「衣冠禽獸」來
罵人，

，但人與禽獸有一點
差別，就是人會作價值判斷，人

人，因俺不值得被當成一個人來

立起來的。

3

它是在什麼樣的思路上建

來藏」這概念。我想先說明在西

而
9

是說我否定你是一個

依靠著本心而與動物有所差別。

，它絕不是權力的問題

是你在這個生命裡去證明那價值
後，才夠資格被稱為一個人。

經驗當中思維

?更

不是某個單傳得來的能力，但人

樣今天作為一個眾生，你不

思考的意思。我們可以問:人作

9

而不太了解本質

我們平常大概都是在現象、

靠著它可以完成作為一

能證顯覺性，如果你無法證蝠，
。它本身不是能力的問題，而

電磁盤酸鹽蟬優越館蠶聽蟬蝠露噩噩撞撞留盤鐘聲磁2盤蜀盟醫龍鐘噩噩~~

為現象世間當中的存在，

通過

9

L一

部分特質，

「無明」
由

L一

的人的存在，「

一個現實

」 9於是我在那裡可找到

，可是現實的存在並不等於這

」全部的黨攏在現實的存在之

---,

L一

「業」不

可是現
9

我們平常很容易就拿一

則當作經驗的普遍根據

在我們要來看一個問題，在普通

'是非

上還可以加上品然性多普遍性與
N
心然性二

常嚴格的。什麼叫做「

香光莊嚴門第五十二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wv-O

並

-一可

一「

個

?

「何必然」不是說我在經驗中夭夭

看到如此，就認定它必然如此。

一個命題的反面是不可能

?這是個非常嚴格的規定。如

太蹦出東方升起，把這個命題皮

溫來說太陽由西方升起，這件事

我們不曾經驗，可是這命題的本
身並不矛盾。

我用另外一個命題來作對

9

白色的筆是

比，這隻白色的筆是白色的，你

會說這命題是廢話

說
4 這個命

白色的，你無法想像白色的單是

黑色或紅色的。於是我

'、水晶趣都是如此。

不可能只是經驗當中的不可能，

它在命題上並不是不可能，它的

事違反了我們的經驗認知，但是

相對而言，太陽由西邊升起這件

這兩個概念的區分非常有意義。

之後是什麼，不知道，你可看到

有百分之百。可是再過幾十億年

準確度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說

天還會從東邊升起，但這判斷的

背後的普遍、必然根據的學間，

題，形上學就是在尋找經驗事物

在西方人看來這是個形上學的問

據，這裡要有一種不同的思考，

所以為人的普遍的、必然的根

V-O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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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邏輯上的不可能，太陽並

在邏輯上經常用定然與實然

的，這個概念是絕對的。

定它是白色的筆，它當然是白色

筆是白色的，在命題裡就已經規

而不是必然的、定然的、普遍的

現的法則都只是個實然的法則，

這個立場來看，所有科學家所發

定的時空範圍之內而成立的，以

性與普遍性，因它們是在一個特

尋找這本質，於是就發展出「形

生?如何尋找?亞里士多德為了

經驗的概念，那這概念如何產

在「理性」'「理性」不是一個

的動物」'重點不在「動物」而

物的本質，如他說:「人是理性

亞里士多德把這根蟑稱為所有事

的概念來區分，「實然」就是在

法則，沒有任何一個科學家可以

式邏輯」。

所有經驗法則都不具有、必然

經驗當中的經歷確實如此，從古

宣稱他所發現的是其普遍性的、

不是永違必須由東邊升起，像，日

至今，太陽夭夭都從東邊升起，

中去歸納某些現象，而是用一種

這種思考並不是從任何經驗
必然性的定律。
那麼我從那裡可以找到人之

但這並不絕對保證它明天仍從東
邊升起。我們可以經驗判斷它明

道溯式的追問方式，

於任何其他存在的一種特性。
這根據

亞里士多德用一

一切物切分開來

9

而這

9

亞里士

、普遍的、

在西方的形上學裡

?兩千多年來，尋找這東西
的方式已不知變化了多少套，但

9

套諭證的模式發展出尋找這回暇接

「人」

家都在發展一套思路，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思考方式
9

這個本質，這種思路稱為「

任何經驗的現象
也不是從任何經驗

則

香光莊嚴門第五寸二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wv-O

現象裡歸納出的法

L一

是靠著人可以運用理性，它不是

。人之所以為人

整個思路卻是一貫的，

9

員u

本質性根據的方式，

找

來看如來藏。

現自己

否則

9

驗性特質的話，那麼成佛這件事

一切煩惱，歸之齡佛的經

你是不能成佛的。如果我們要把

?除非你也是超人

於佛是個超人，那所有的事就不

9

是由

非常聰明或他是超人?如果佛能

人
不

四

是好好先生，可是他不敢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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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為世間一件最偶然的事，除
非你偶然地具有這種經驗性特
質，否則一切免談。

如選舉時?我們就會看到一

慚無愧，是天底下最難辦的人。

什麼根蟑可以證得這聖諦，這根

都被他經驗的特質所限制，天底

從個性上來討論 9天底下有這麼多

可以罵他，

下有小乘人、大乘人、一間捉。

小乘說一關提
，有些是小乘人，
乘人，

佛的普通棍擺在那裡?佛的證佛
果，第

9

，也就是佛

性特質來作為根據地的論點

是個果位，

。所

，不是

已具足本性，今天他只是把這已

以這變成一

一個發明的、創造的問題，佛只

p

而我們

是最能發現他自己本性的那個人

9

于後來稱它為「

自性清潭、心」

已

人，其實

闢提就

而
一可

人
時

、大奸巨惡的人。
9

，表面上這個人

」鄉思的人其實是天
1.

由中國傳統來看

悟之賊也

---,

經驗佛的某一
，如果是這

人所以能成佛，是依靠這超

，成佛根本是一件沒有保證的

。這種說法，好像孟子所

於是佛在這意

事，我感須找到成佛的普遍性根

9

9

義上就從一個特殊的個人開始普

蟬，那就是「船來藏」。所以它

特殊的心理狀態?而是在現實中

並未發現這東西

遍化，所有的人都具足了佛的體

要從翩，來藏處說聖諦義，而不從

的人大概都會呈現一些善端。就

蟬的根據，

姓?佛的成佛當然有他獨特的努

佛的果位上說聖諦義，佛只是如

如看到小路快要掉到井裡去，當

它稱為不忍人之心。

本、心不是一個

力，但佛的努力過程不是個創造

實地證顯了如來藏，他與我們完

下你就會生起欄聽之心，孟子將

程，而是個發現性的過

程。發現內在本身就具足的，於

全是同樣的人，不同的是他能證
而我們不能證顯而已。

9

那

又如孟子與齊宜王談天，恰

好有人牽一韻母正走過宮顧前

說如來藏
處甚深所以說聖諦義甚諜，微細

頭牛是要讀了用血來塗鐘，牛在

9

讓在煩惱海當中的眾生根本沒發

難知，這一樣我們就比較知道這些一

如果從一種裡來想

現它，你今天能重新把它發現出

便說牛好可憐，

9

不用牛，用羊也可以啊!孟子不

王看到牛發抖

被掘出去斬翩翩時一

，就是走上了一

條成佛之路。

一個非經驗性的超趣根據。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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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不是去

一般人平常的思考?然後尋找

話不是空口說白話，因為它要扭

它，菩薩可以部分地發現它，而

9

是就把如來藏發展成一個普遍

的

性、、峰然性的根據，佛可發現

性

孟子卻說看到牛發抖的那個心念

一定會說，牛與羊有什麼不同?

去與齊宣王衝突，若一般人聽了

不及禽獸。所以孟子說:「人之

功能會做出無窮的壞事

看起來強於禽獸，可是這些心理

獸;論、心理功能，我們很多地方

這個本心就是人的人性。所以，

是根據一個特殊的基點上，

如果你曉得孟子講「性善」

香光莊嚴門第五十二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二丹 wv-O
六

就是不忍之、心，固定本心的呈現。

異於禽獸者，聽希!」就是說其

人性是會丟掉的，如果把本心靈

「人」。於是孟子說人性本善，因

9

而是個超越的普遍性，

知道他說的人性不是個經驗性

什麼叫做「本心」呢?孟子

實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與禽獸

新恢復起來，你就

尋找人本質的根據，而要從超越

為這本心日軍純蓄的，任何一念的

可能還

以為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超

樣，所以不能在經驗的層次裡去

概念，這個「放」是個動詞，國

性的立場去找。每個人都可以真

顯發都一定是善的。

一大堆壞人。

可以了解如來藏思想的哲學意

，而這個意義乃可以使我們理

何以如來藏能成為頓悟法鬥
9

的基礎。(下期待續)

個

9

蟬的根擔。孟子有個「放心」的

為我們被欲望牽引，就忘記了這

實地發現自己擁有這根據，只要

我們通常覺得孟子講「性

9

」是騙人的話，因為在現實的
經驗裡

依據這同一個思路，我們便

善端，忘記了從本、心裡呈現出來
9

做一點內省的功夫，誰都能發現

的那一念
禽獸基本的不同點。

如果我們要從經驗性的根據

我們很多地方不如禽
9

上來說與禽獸有多少差別，論生
理的功能

那一愈益口端。

而這一念就是我們與

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