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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者，一切阿羅漢
1.

故，世草，說四依。

一切阿羅漢、辟支佛的渾智

都只是對顯著眾生的顛倒見而

四依智1.
何以故?三乘初業不愚

曰淨智，於彼減諦尚非境界，況

顯的「法」其實是不究竟的，他

以之為依，但阿羅漢、辟支佛所

也就是說一切阿羅漢、辟支佛也

說，瀰諦就等於如來藏的顯現，

A、
F法，於彼義當覺當得，為彼

辟支佛智波羅密。此淨智者，雖

世尊

第一義依是滅諦

若是清淨就不該有「生死」;若是染污，又如何成為如來藏?

那麼，如來藏是清淨的還是染污的?

但如來藏本性清淨，為何會生出「生死」來呢?

世間的一切依止都依止在如來藏上，連「生死」也是如此。

眾佛學院「勝量經」課程的部分講稿。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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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

們所顯的四依智當然也不究竟

如果人根器大

9

大乘精神提出一
不同的東西
9

這當然沒問

9

，但若是碰到根器小的人該怎

世尊

比四依者，是世問

1.

法。世、專 1. 一依者，一切依止，

」不是究

出世間土上第一義依，所謂滅

這「四

門，究竟的法門只有「一依于

麼辦?這個大乘法門不是所有的
人都能信受奉行，所以大乘智始

於如來藏這個法門而已。

只依止於滅諦，

但只

9

我們要依止的也只是眾生內

依於任
9

在本具的如來藏、心而己，不是依
止於任何外在的東西上
何其他之義都只是方便

世，等1.生死者，、依如來藏@多

一化句曰走。息，汪古

以如來藏故，說本際不可知。世

」芋，有如來藏故

世間的一切都依止在如來藏

「生死」也依止

」也是如此。可是

9

前間說如來藏是眾生可以成

能成為如來藏。

如來藏是誰)府的，如來藏如何還

的，就不該產生「生死于如果

還是染一府的?如果如來藏是清淨

」來呢?那磨如來藏是清淨的

，如來藏為何會生山山「生

藏本性譜一荷

上，連「

說

人

終還要說小乘是個方便敦，它並

不否定小乘教義的可行性

在這個立場上說「
不愚於法，
也就是於佛的究竟

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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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那我們可不可以如此想:

說，甲可以把乙殺掉，假設這是

毀滅世界。

藏心，所以可以進入佛的世界。

「惡」可不可能由另外一個超越

一個法則的話，它就必須准許乙

假如你說「惡」不應來，日本

佛的世界已經內在於心了，可是

的源頭而發，但若是如此的話，

殺丙也是對的，於是無窮的邏輯

佛的超越根據，因我們本具如來

現實的眾生都還在生死中，那一逼

那這「惡」豈不就變成我們本具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來

生死法從那裡來?

否則這世界最終會歸於毀滅。

所以說這世界不可以有惡法則，

法則成立，就會造成自我毀滅，

於是你會看到如果有任何惡

就必須允許別人也能騙我。

人，這若當成一個法則的話，我

整個世界的毀滅。如我可以去騙

當「惡」成為法則時，必然造成

來殺甲，最後他自我毀滅。所以

推演下去，變成最後那個人也可

會變成這世界的另一個主宰，會

果「惡」是永恆的存在，撒旦便

可是它不該是個永恆的存在。如

但現實裡確實有這世的存在，

法想像有個「惡」的超越根據，

碰到這問題都非常頭痛，我們無

歷來所有道德哲學的討論，

〔惡不能成為超越性根據〕

的，就永不可能除掉了嗎?

這個命題可借用另外的方式
來問||世間有善有惡，「善」
來自那裡?孟子說「善」來自於
本心，那「惡」來，目於那裡?同
樣地，「惡」也要來，自本心，那

本心為何會產生「惡」呢?如果
本心可以產生「善」，也可以產
生「惡」'那本心何時產生

「善于何時產生「惡于「惡」
從那裡來?

然要怯懦，它不是一個法則，而

行惡的很重要來源，但你並不必

學會去假定有個亞心法則的存在，
怯懦本身其實也無所謂「

所以，沒有任何一

因為最後會假定到自我毀滅

事而懼」

L一

?碰到事情

一種怯懦?某些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人。「

9

然後孔子說他喜歡那

是個莽漠，

德曾分析已戶)福問題，他說人的「盟心」
有幾個根本源頭，
麼有那麼多壞事呢?它通常來自

」。看到有人亂插

人心中的怯懦、縱容、不敢堅

於是串成「

不要那麼莽撞，要停一步看一

於是你就縱

隊，我們不敢講話

下，把事情看清鐘再做，所以怯

9

容了一個人去使壤，當他會描第

懦本身無所謂對錯，它不是一

提到另
「惡」的根源，那就是偏執。例

另外，再阱

，但怯懦會縱容罪惡。

一次蟬，就會插第二次障，然後
就會搞得天下大

怯懦是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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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孩特別會偏執，你叫他往

，他就偏往西，但其實偏執本

身也無所謂罪惡，可是人心裡就

是會故意跟人曾扭。這一

「惡」 o例如你叫我不要隨

便去垃圾，我偏故意把衛生紙描

出來到處亂去，你叫我不要做什

麼?我偏一定要做什麼，這在日

常生活裡就能體會。

無所謂

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使性于

視?這些本

偏執、不怯懦，某些時候也要有

不能說是超臨的根據，你可以不

題。要知道無論怯懦或偏執?都

「亞世，但是它就有可能形成大問

的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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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裡來?依照這裡的講

於是把來處歸本到如來藏

來處，「生死」

生死煩惱從無明、行業而

9

歸本究竟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9

首先它說明生死法沒有獨立

的超越根據，

生死法就變成永恆的東西
根據

如岡我們說惡法一有

9

不知它

9

，也不知它會往何處

「以如來藏故?

有個來源處，而是指叫個超越的

9

並不是指它在時間當中

說本除不可知」呢?生死法有個

去，

是個不可知的現實存在

的力量一般。生死法在經驗當中

獨立的根據就會變成為自我毀滅

9

因為這個迷糊就造成

而不可斷

那這東西究意怎麼
9

能有獨立的根據，主芒必須有

「善」的缺誤，「

依照西方哲學的說法，「惡 L

來的?

竟從何時開始，且它又不能有個

來，只是說明「惡」

。說盲從無始無明而

9

中，不知從何時開始，突然之間

兩個字，

來，我們經常在無明前加「無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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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

9

?而固執並不

。尤其

是完全不好，它本身不是罪惡
只是在我們經驗中，
的來源，

今天我們經常是在年輕人愛鬧瞥

把他們硬逼上做惡

9

之途，你叫他讀書，他就偏不讀

L一
L一一

。

，他心組慌
了?老師罵了，爸爸媽媽也罵，
他乾脆再更腎扭一
，你不要他吸毒他偏吸給
你看?說穿了，只是鬧聲扭。
「EE 不能有超越的

根據?但如果沒有這一根據，

不

一「

依止處。
這句話告訴我們知來藏是在

是必須要靠「如來藏」這個概
才能懂得生死法，才能講清

9

執」'執持過去的業或現在諸根

所對的境。說清淨法依止於船來

我想用比較閻健的方法來作

「遍計執」的這個連結點，一議

事實上，就是切掉「依拍起」

藏，清淨法的根據就在這地方。

驗的層次上，是指經驗來源的本

區隔，就是生死與清潭、染)的血(

{匕恢復原來的國目。生死法其實

o

際不可知。這並不影響生死法在

清潭、生死法與清淨法的對舉，

是「依他起」和「抽血計執」兩者

楚，所以他說「日疋明善說」

時間流當中?以如來藏作為依

它們的差別性到底在那裡?

超越的層次上而說的，並排在經

止，因這並不是在經驗的立場上

生死法與清一陣法不是兩種法，只

的相加，而就「法」本身而言，

來說明，一切法皆是依他而起，

是對「法」的兩種態度而已。

如果我們借用唯識學的概念

死于生死法既在經驗的層次中

沒有所謂的清淨與染)呵，是因

說的。又說「有如來藏故說生

不可知，那麼要如何去了解它?

「遍計執」而成為染污的，去除

於如來藏

9

生死法也可依止於如

以這立場而說清淨法可依止

〔清淨法與生死法當做止於如

如果它在超越的根據上也不可

「遍計執」'恢復「依他起」'原
來的面目就稱為「國成實于一

知，就會變成一團迷糊，於是要
說它有個依止

切的生死法會染一呵，其實是來自
於我們把「依他起」加上「遍計

但生死法又不能有
的依止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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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藏

上來自於無明，無明根本是個無

了如來藏，所以生死的源頭基本

種法。如來藏要能同時作為宮們

恨的、虛妄的、荒謬的東西。

9

是如來

次第不受根起，是名生一沌，

世，專1.生一化生死者，諸受根

的依止處，

沒

生死者，此
9

藏。世悶、一三口說故有死有生
-u
死者

覆廢寢磁盤蹄蓮誼靈靈通廳體靈靈聖靈靈磁盤盟蟬盤盤盤聽聽隔離連讀聽聽聽罷靈靈蔥蔥輛噩噩噩輛鸝矗富麗葉露露鑫還噩鐘聲盤盤益噩噩蠹噩噩直選車風

香光莊嚴門第五十四期〕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孽。八八

這兩種法同時歸本於如來

9

藏。但問題是，如來藏既同時作
那

來藏，但它畢竟又是一個染)的性

9

麼船來臟已經顯發呈現的究竟是

的原因，是一個不可知、虛妄不

為生死法與清淨法的根據地

清淨的還是染污的?你當然不能

真實的東西把它蓋住了。

以此而言，所有執著的產生

說由如來藏生組染)布法。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你

諸根墟，生者新諸根起。非如來

藏有生有一化，如來藏離有為相，

其實都是一個荒謬，但它卻也是
9

，如來藏為一切法的依

止，但這一切法卻可能因我的態

這樣給「生死」下的一個定

法依持建立者，是如來藏。

思議佛法。世草，斷脫異外有作為

世尊!不離不斷不脫不異不

依是持是建立。

如來藏常住不變。是故如來藏是

生死法也依止於如來藏。因為有

?否則你如何去理解

一整段話其實只是在表達

莫名其妙蓋上來的煙霧掃掉

，我們就有個責任要把

來，也會無根而去?可是當它變

9

度，而成兩種法。這時問題自然
不在如來藏

上並沒有兩種法，而是由於我的
態度才有兩種法，
於我的態度上。
因此，在胡來藏立場上，

這東西本來無根而

世

死于「

」的起處就不能是

9

9

得厭苦樂求涅槃

無前際，不起不減

苦，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世，一專
如來藏

「此二法是如來藏」?也
如來藏，

法，種諸苦

「法」可依止如來

就是說這樣的生死是不離開船來
藏，也就是說世間的一切法，包

他又說六識加上心法智(未

全都是佛法。

9

)等的七法制那不住，不體

o

1.

同本刊古。因為如果由這七識所起的

無如來藏者，不
榮
p 。」

相那裡還能叫做「苦」呢?那還

執著相具有永恆恤，

一個、水恆的東西，這就像如

方法就談不上了，
「苦」了。

因為排斥不了它。
9

如來藏當然無前隙，因為它

為壞人

性，他的徒子徒孫絕對不會稱他

具有永恆

性變成永恆，那麼任何對付它的

能厭離呢?也就是說，識的執著

智，此七法剎那不住，不種眾

何以故?於此六識及心法

法就無法消除一般。

，那麼惡

生死法不依止於如來藏，它就會

得厭苦樂求涅

尊

括生死法在內

藏的。接著又說如來藏本性情

9

世

淨，無所謂生與死，
隱或顯的問題，因它離有為桐，
常住不變，內在於一切佛法中
包括生死法，所以可以成為依止
處。
我們無法到外面去找到任何
依持，只能在如來藏上尋找到它
的依持處，因為如果能在常住之
外的地方找到生死法的依止處，
它就會變成一個永

恆性的「法?可是
如來藏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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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

如來藏者

1.

非我、非
9

藏、法，身藏、出世間土上藏、自

性清淨吶喊。

'譚心修行及

如來藏是法界藏、

「界」是「國」

，都依於如來

一切措揮法因，又

不思議如來境

9

非煩惱

9

剎那不善心，亦非煩腦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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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性的、超越的根據，根本
無法在時間流上來看它，它無所

眾生、非命、非人。如來藏者，

所以姐來藏是個

9

謂前際、

頭倒眾生，空亂、意

、非同私生、非命、非

眾生，非其境界。

9

墮身見眾生

才能對顯出生死

9

由如來藏

9

德法，故稱為「法界」。如來藏

以法空性為所緯境，引生無漏功

、人，是在顛倒見

人」這是在眾生眼光下所看的
、眾生、

身。所以說它是法身藏、出世間

之顯是約果來說的，就是顯為法
但這

所染

界。何以故?剎那善心

煩惱上煩惱所染

此自性清淨如來藏?而客一塵

、騙朮、 的土上藏、自牲清淨藏。

9

」者，而

在藏倒見之

、出椰木、

當中指「無我」

藏

永恆、常住不變的東西。因為有

法的「遍計執」
的緯故才能種語苦，因為有苦才
能厭苦，求取涅槃。
這點可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9

來說，如果天底下沒有好的東
回

、擇。所以船來藏是隨身見的

眾生與顛倒的眾生無怯明白的境

世，專 1.如來藏者，是法界

顯出來的概念，清擇與染污也是

藏清淨的概念，才能對顯出生死

界。

「壞」是一組對

-----,

如此，我們必須真實地建立船來

「壞」 9 「好」

-----,

染。煩腦不觸心，心不觸煩惱，

9

有煩惱染心，自位清

云何不觸法而能得染心?世尊!
然有煩惱

心而有染著，難可了知。

自性情淨的姐來藏居然被客
、上煩惱所染，也就是生
死相加到如來藏上，

他用善心與不善心來類比自

，我們會日起善與不
善的心念，它們是怎麼來的?

具有自主

若如來藏具有自主性，就如

同說菁、

若吾與不善心是由煩惱引

9

性，那麼它們就不是由煩惱所引
起的

如果
9

自性清淨的如來藏是自主的，

上去的?他說是「
?這組有個不可思議性，這

卻變成染一府的，
H叫JH叫 4再回片白
府叫 HKu日一〈

然而，我們知道現實上的確

而有染

了知」

有煩惱染、心，於是他說「
淨

「難可了知」指的是染污插進來

是荒謬的、不可思議、

9

的，無咱沒有任何一點真實性，

人

性的地方用太多的力量，

J

竟又加上去了，於是他說煩惱不

要護住如來藏、心，那莫名其靜的

府“

的，為什麼這染)的會加上去，又

該觸、心，心也不該觸煩惱，這兩
9

什麼說「不觸法而能得榮心于

者之間其實沒什麼闢係

不影響它的清淨呢?染一府是我們
經驗中都知道的事

，可是誰知道它
又是怎麼來的呢?

九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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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虛妄的，

東西自然就不見了，就如說插隊

不該被煩惱所動搖。可是煩惱早

難
可是為

明生死法

fyt--P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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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藏」這個法門。(下期待續)

理解整個佛法，然接開演出「如

法門，她只從滅諦

難可了知。

有二法難可了知圓周謂自性清淨心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勝量表

為法

惟佛世，尊，實眼實智

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

9

根本，為通違法，為正法依，如

達了一個很特殊的境界、特殊的
A、
V聲

可了知。如此一一法，汝及成就大

如來藏的這種思維，

間，惟信佛語。

法菩薩摩司薩乃能聽受，諸

實知見。

「如實知見」即是指勝量夫
人所開演的「如來藏」概念。
勝雙夫人說是難解之法問於

難令人相信，「難可了知」是指

佛即隨立口 -g如是如是，自

9

佛時

無明本身根本是荒謬的事，所以

9

9

無法想像這花是有動作、有

斜插上淡紅的花朵、綠色的葉片，看起

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

9

婷婷生姿。

辦企室白色桌面上放了一盆香水百合，褐黃竹節的花器
來十分典雅

今天早晨發現昨天含在的花朵竟已綻開了一此一了我訝異地看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