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

罪(

編

直按

最主

"兀

Jι

量主

草草

整晶

課平

謝里

U口-t-

稿語

其當

內教

而是把心念定在悲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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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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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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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十

加早

)講

於

番

光

證顯滅中諦，可以對付世間的一切

本具的如來藏心，就能如佛一樣

所有的持戒只是為了那一份對眾生的悲念。
9

勝量所說的法門是直接從佛

眾生只要能如佛一般地顯現內在

眾生本具的成佛的超越根據，而

成佛，是因為佛只是胡現了一切

成佛的原因。她以為佛之所以能

的，她以此來思考佛為什麼可以

的證悟、佛的聖甜苦祖角度來規範

因此

因為心時時刻刻都在觀照眾生，已無空間去生起煩惱了，

扭扭

西門(卅盟
o國

為什麼勝量會說只靠信解這

個心念，就可以對應一切世間無

量的煩惱呢?小乘的法門那麼

多，但卻只能處理個人身上的煩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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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盟者

大乘的持戒觀不固定單純的持守各別的戒律

文副

il

(上)

藏

是攝受

編輯組整理

謝大寧主講

體蠶聽聽璽

惱，而我們現在把煩惱的國相擴
張得那麼大，

」的人

也能證一譜法本空的真理，所以方

一個對象?而是以「空性」

一對盤。

盤山叫中耐日疋

法印、四諦、

9

為什麼外道的「梵我」

煩惱講起，可是般若學不將重點

使構造出了如來藏的說法，

如此說?這需要很多修行上的體

這麼大的力量一?為什麼它可以迫

擺在分析眾生的煩惱是如何生

'為什麼可以

會，這就需回頭來說勝聾的修

使佛學的發展方向內心須要處理這

「體法空」的立

概念不同，唯識所說的如來臨乃

成智?這與現在講的如來藏心的

的執持性上而說，主要是講轉識

如來藏概念，它解釋煩惱是從識

而在唯識系統裡也非常注重

場來說。

下證悟諸法的本來空性，這種空

起，它只是提供一個法門，以當

一緯生，都是從

行，她以什麼立場來講十大受、
個問題?

「璽性」

9

一個觀點來
從小乘教發展到大乘教
9

針對的對象是眾生個別的煩惱
相，但是大乘教開始不再以煩惱

對

略竄噩研:

一「

三大顧。

照《楞伽經》的說
看

、~

」?皆因 本上方向已有所轉移，小乘教所

法，當初會提出如來聽思想本就
是為了接引外道的「

說有很大的勢力，

時外遍的「梵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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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

度日

是對應外道的「梵我」，而提出

來藏系統則有另外的思考，那就

般若來觀諸法蜂起實相。但在如

上來分析「空性」本身，只是以

普遍義，只在般若智妙用的層次

不間，像般若學提出「空性」的

只是它的提煉方式和空、有二宗

把「空性」的普遍義提煉出來，

如來藏系統的出現也是為了

示「空性匕

〔以「如來藏自性清津、心」表

乘佛學最大的差異。

普遍性的問題，這就是大乘與小

樣思維上的要求，於是提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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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空性之理。

整個佛學的任何一個系統都
必須分析煩惱，但著手處卻有很
大的不同，空宗、唯識學與小乘
學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分析煩
惱當然是著重點，但在哲學上來

說，最後則都要朝向確立「空性」
這個其普遍義的概念之路上走，
不能只針對煩惱來分析，尤其小
乘教針對眾生個別的煩惱相，就

很難分析出普遍義來。
如婆羅門教義一步步哲學化

的結果，就出現「梵我」這個概
念，其實也是來，目於理論本身普

遍化的要求，佛學不得不對應這

「如來藏我」的概念。

它是如何把這思路普遍化的

呢?那就是認為佛所證顯滅諦的

內容，乃是原來就其有普遍意義

的內容，不是佛個人特出的能

力，是屬於眾生原本就已具足的

能力，普遍化後做成「如來藏自

性清淨心」這一概念，然後以這

概念表示「空性」。

所以，如來藏看起來很像外

道所說的「梵我」'囡「梵我」

也是內在本真的，可是二者最大

的不同是在如來藏心的證顯。如

來藏有空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的

兩面意義，當如來藏心證顯後就

9

是如來法身，還未證驅時雖帶著
煩惱相

」的懷

恢復清淨的身分。因此以這意思
一一「

這在哲學上的討論確

9

歐鶴竟無、呂秋逸

9
甚

認為

9

所知印順導師的觀點是回歸於空

問題。

至超過空京，

由於這問題不是我們
9

現在所談的主暉，
。因此，

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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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內學院的學

就是針對這一點，

力先生的衛突其實

，南京內學院與熊十

先生等人認為唯識才是印度佛學

9

實非常多，如從民國初年的南京

以質疑的

而昔日是不是最好的揖述，

當然這樣的觀點，對「空性」

來
說

的問題?來看看勝聾的修行，以

及她說十大一笠、一→

爾時?勝雯聞受記己，恭敬

而立，受十大受。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於所受戒不起犯心。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於諸尊長不起慢心。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於諸眾生不起幸心。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於他身色及外眾具，不起嫉心。

9

，也許小乘踐相比這

內容盡更多，當然在戒相上可以

體而來的煩惱，若我起了嫉、心、

，也都會隨著這一些心起現種
種煩惱。

小一一輛說睡種煩惱的起現根瀾

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

住地、有愛住地這四住地的問

。煩惱起現可說都是來自我們

們應以戒來將它去除，這是小乘

〔持攜可故有闢種不向考量的

9

以小乘持戒來說就是

如與人交往峙，心中會起種
體的煩惱

軍噩噩頭露露蘊靈靈盪麗麗盤磁盤麗麗盤盤盤盤盤盤盤盤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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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於內外法不起懼心。

下回

，不起嫉

如我起了慢心，就必然有隨著驕

惱，所以我不能生起這些心。例

時會生起煩惱，

看，

四輯、心，

心」、「於內外法不起懼心」。這

「於他身色及外

眾生不起惠心」、

「於諸尊長不起慢

9

乃至菩提，於所

相大概是基本的。

有各種層次的說法，但是有些戒
自盲目見

、-'

照以上的經文來看，
幾乎是立刻受戒、發頤，

在非常殊勝，當然這都是在她體

講的是別相

受戒不起把心」這是總相

-,
」、「

..

、頓悟的基礎上來進行的，而

使得先知道馳是以什麼方

9

如果我們要想知道她到底頓悟了
什麼

小乘講』械、
'二者到

月叉，內容大體上與小乘所受的內

國有什麼不同?勝畫冊受的十大

從戒開始，

r--\

要臨時注意那會起現煩憫的根源
地。於是與人交往時不要生起驕

種不同考量的方式。

含一念也會隨之愈來愈強。

圾就很高興，因為可以暫時脫隊

喜歡「摸魚?被班長找去倒垃

到台北出差，通常噴出差單都是

在這裡我可以修行，

點自由自在的空間就很舒服。但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有摸到

離開管制，或能早一分鐘放假，

兩天，我們可能就會想一定可以

舉例來說，如男生當兵時都

可是這裡有另外一一…憫想法，

晚一分鐘收假，都覺得是很過癮

慢心或含一念，不然就會有煩惱相

所說的「五日日三省五口

賺很多時間，因為抽台北一趟只

要三個鐘頭，如果搭飛機只不過

的事。但其實在這裡我也可以修
，如被派倒垃圾，我不能起含一

甚至還可以當天回

來，不但能賺到一院的住宿費，

9

快倒垃圾後歸隊，如果一起貪念

念而想要多賺一分鐘，我應該趕

己做事時有沒有盡忠職守，而不

第二天還可以「摸魚」

做自己的事，豈不一舉兩得。
摺課，翹了第一堂就會想盟第

何可以讓貪念不起呢?其實我們

又如在大學裡學生都很喜歡

考，可以說這

堂，因而沒完沒了。所以，無論

可以考慮另一種做工夫的方法。

像這些當然都是貪念，但如

省」也是持戒的過

如何不要開始盟課的習慣，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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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持戒可以有兩

每個細節，這裡有個很不同的思

就會生煩惱。

諜，而不忠乎?」我只是反省自

盯在自己的煩惱上，像「為人

身」 9能不能不要把我的考慮只

懦

是真的在每件事上反省我所做的

五

度日

榔的東西，從不說故事，一般人

可
9

式來持戒呢?

凡有所受，

9

以義饒益，令脫眾苦，然後乃

苦眾生，終不暫拾，必欲安隱，

若見孤獨幽繫疾病，種種厄難困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罣礙心，攝受眾生。

故，以無愛染心、無厭足心、無

不自為己行四揖法，為一切眾生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悉為成熟貧苦眾生。

不自為己受畜財物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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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想老間跟我出差是希望我去

盛，即使我上課前可能很闢

可是我每次上課，精神都很旺

上他的課大概很快就昏昏欲睡，

那麼

9

辦好那件事，我可以讓心念停留

在是否已把那事情辦好上
貪心根本無處可起。

臨時，那些想臨的心、幻想心或

是當我的腦袋開始進入間題裡去

而不忠乎?這也可以是一種持

想望向窗外的態望等心愈，就過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屆人謀

戚的方式，我所有的思考只盯在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反省

過不見了。

根本不用去管它。因此我們可以

自己，究竟有沒有確實地把心念

有沒有把事情辦好，其他的念頭

看到在反省、心念時，可以有兩種

的擺上去了，則那些雜念、妄想

擺到真正的問題上去，如果你真

再以讀書為例，尤其讀本很

都不會生起。因此，反省可以有

完全不同的角度。

困難的書時，一一貝讀不完就想睡

持戒也可以有兩種完
全不同的模式，而勝量用什麼模

9

兩種模式
一講課就是三個鐘頭硬榔

r晴、

捨

了，如我以前上牟宗三先生的課
時

見此眾生，應折伏者而折伏之，

終不棄拾，我得力時，於彼彼處

若見捕養眾惡律儀，及諸犯戒，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時，我們又往往會想，那我就不

種種麻煩的貪念。而當要持戒

盡辦法要愈攬愈多，自然會引生

存摺裡還有多少錢，如此就會想

煩惱，就好像我會經常看銀行的

犯，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

這裡'前面的那些戒自然不會去

到這些地方。

熟貧苦眾生」。我的財物是否用

隨地注意到「凡有所受，悉為成

守戒律不起煩惱，但勝量說:

然可以用種種觀法來對付它，嚴

煩惱，如布施時會捨不得，我當

行四攝法時，我們也容易起種種

法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不白為己行四攝法」'四攝

。不自為己行四攝法

如果我時時刻刻把心念盯在

應攝受者而攝受之。

要受畜任何財物好了，這便是小

的持戒方法。

何以故?以折伏攝受故，令
乘的持戒。

然而，你可以想想，其實受

法久住。法久住者，天人充滿，
惡道或少，能於如來所轉法輪而

畜財物本身不是什麼問題，而是

物會起現的種種煩惱，而是隨時

個心念轉過來，不再注意受畜財

還有多少錢可以用。於是我們整

上，我不但要看存摺'更要知道

受畜財物要做何用的這點考量

受畜財物後我要做什麼用?如在

得隨轉。見是利故，救攝不拾。

。不自為己受畜財物
這四條戒律有它的方向，勝

實說:「不自為己受畜財物」。
當我受畜財物時，
心裡就會生起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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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外我們也可以看到，所有

的持戒不是去對付那些種種的煩

不自為己行四攝法，為一利
眾生故，以無愛染心，無厭足

惱，而是去觀照在行這些法時，

脫眾苦。」換句話說，這些都只

而在「必欲安隱，以義饒益，

問題不在「終不暫捨」上，

生，終不暫捨。

獨幽繫疾病，種種危難困苦眾

我從今日乃至菩提，若見孤

。不暫措孤獨幽繫疾病者

住悲念，就是持戒。

理會心上的煩惱。所以，若能護

如果護住了悲念，就根本不必去

到底有沒有去護住那一份悲念，

心，無罣礙心，攝受眾生。
一一逼態度很明顯地有個轉移，
就是把心念完全地放在「攝受眾

生」上，這樣根本就不用去檢查
行四攝法時，心裡到底會起多少
煩惱，因為我的心時時刻刻都在

觀照眾生，已無空間去生起這些
煩惱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大乘
的持戒觀不是單純的持守各別的
戒律，而是把心念定在悲念上，

所有的持戒只是為了那一份對眾
生的悲念。

是看我們是否對眾生起悲心上。

。不棄捨捕養眾惡律儀及諸
犯捕者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若見捕養眾惡律儀，及諸犯戒，

終不棄拾，我得力時，於彼彼處

見此眾生，應折伏者而折伏之，

應攝受者而攝受之。

當犯戒時，不是觀心上起了

什麼煩惱，而是注意到悲念到底

有沒有滑落。也就是我的「不棄

捨」重點不是在棄捨上，而是在

AV 「於彼彼處見此眾生，應折伏、

應攝受」上。

為什麼耍一逼麼做呢?她說
「以折伏攝受故，令法久住。
L

惡道山減少」'她

9

「令法久住于「法久住
者，天人、充

不說阿羅漢或菩薩充滿，而是說

、攝受

天人充滿。由人天五乘有阿根惡律
甜甜把戒者，

9

他，引他們往向正道。如果臨時
時想到正法久住，那麼就會「天

亞心，

本不起，既然不起，為何撞去防

，而是一開
三

-EJ

?海輯、心

這不也是一種
9

、止它?所以不是用種種的定
力、

念只放在眾生上

我們從勝豎所麓的十大受，

從「不白為己受畜財物」、「

獨幽繫疾病者」、「不棄捨捕養

'惡道減少，能扎伊、如，來所白為己行四攝法」、「不暫捨孤

轉法輪而得隨轉。見是利故?救

持斌的基礎，

能得攝受正法欲，隨所樂入，永

9

軍持』忱的

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攝受正法終不忘失。何以故?忘

失法者?則忘大乘目，志大乘者，

則忘波羅密圈，忘波羅密者，則不
欲大束。

到她持戒的法門相當特別，就是

不堪任越凡夫地。我見如是無量

若菩薩不決定大乘者，則不

把持斗峨的用心從向內的過程轉換

大過，又見未來攝受正法菩薩摩

可以看

一般在小乘講

成向外的態度，以悲憫眾生作為

9

周承惡律儀及諸犯戚者」

IE

戒是防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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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攝不捨。」這是另外一種完全不

λ、

，也就是持

以這種
9

量阱持的攝律

的攝律儀戒|!不起慢心、

9

當我們回對他們時
9

此一一要如何來持守呢?

艾母」

鄉下，

9

。

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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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峙，

9

所產生的瞌睡負面狀況，而是注

立法

o

?這「不起

1且，

訶薩無量福利，故受此大受。

」也就

忘失大乘

9

9

菩薩所有恆沙諸

'為什麼可以如

白宮里把攝律儀」械、

受正法。攝受正法，其為大願

願，一利皆入一大願中，所謂攝

勝雯白佛

'-J

「不忘失」的角度=來看它，

不欲大乘。
往大乘，則不能得攝受正法欲
一「

o

..

'-J

永不堪任越凡夫地」

9

薩也可免除如是「
夫地」
苦圳斗本
T

一口回內甘

「圓、

問「

面價值，

一一「

r-、

慢、心」

們在持戒、

傳遞道業，

，還當什麼老師

「師者，

業、解戒心也。」
、授業、
呢?可是只要有師生的闢係存
在，那麼師生闊的這業開係'就

不單純只是老師教而學生接受而
己，事實上

9

進行是在彼此的互
動中進行

你可能會以為那不是很不給老師
?可是假如人人都如此

問題表達清楚而上台演算，

一道

一起來貢獻的，也就是重點在道

槃上，而不是只在老
帥的由于上，
比老師強，為什麼不可以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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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對老師的輕慢

折伏

顯怒目金剛桐，

體」'

9

在這

9

一心一意在道業上峙，其實也就

。如果能一心如

「於諸尊長不

」的講法也可有繭，種不同

的考膚方式。一種只是一昧地要

求自己不能起慢心，

反而無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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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這樣來看待這問題

時，就會看到為什麼這部經典講

於道業.，另外的方式則是去注意
自己與諸尊長的關係是建立在道

攝律儀戒、攝眾生戒、攝正法

是持戒了。

。於他身色及名單具，不起

種態度來面對「不起慢心」。

迪達球鞋，我弟弟回家也吵著要

持守，可是我們隨處都在持戒，

發生了。在這裡沒有那麼多戒要

悲心上，後面的很多問題就不會

得很不舒服，這時就需要退下來

你的理性就會散失，心裡就會覺

你發覺到自己被嫉妒心控制時，

這大人比的東西就很難辦了。當

小朋友比的東西比較好辦，

就是把心念撥回到正法上，這就

此，如果我們能心心念念地盯在

和他們一樣。

同學都趕時豎配金邊眼鏡，穿愛

以前我弟弟念國中時，他的很多

不起嫉心」這情形。舉例來說，

又如「於他身色及名眾具，

ID

「於諸眾生不起惡心」也是如

用這種方式來看，便可有兩

@於諸眾生不起童心、心

的原因。

戒，最後只回歸到一個攝正法戒

業上。

這樣的法門是要我們先存
份悲念，師生關係的成就是一種

眾生的成就，父母、兒女之間關
係的成就也是一種眾生關係的成
就，我們是為了自私生的成就而去
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小

乘防非止惡的持戒法門是無用
的，在勝聾的持戒法中，假如我
們的心念很亂，則暫時退下來做

一些防非止惡的持戒功夫，還是
有必要的，但是最後心念還是要
調整回去。

嫉

以看到嫉心根本無從生起，於是

真正能在回到悲心中去時，就可

做一點清淨的功夫。可是當我們

門，在慧裡又包含著男外一個陳

以它是即戒、即定、即慧的法

念撥回到正法上，這也是定，所

了，持戒要靠智慧來持戒，把心

境，她會怎麼想呢?

抱憾嗎?如果勝量夫人當此情

戒是為了什麼?那位師父真需要

態度非常佩服之外，我也思考持

又如安樂死，這問題在西方

我們就在每件事當中持戒修定。
述||悲。

國家變成一個宗教性的大課題。

勝量為什麼可以把這些戒相

所以，所有的大乘法門都強

當一個人活著已毫無尊嚴，必須

全部拉回到一個戒上，它背後有

調要在悲智雙運的情況下修行，

始有人討論「生死學」的問題，

這樣的思考。分開來說是不起慢

前兩年報紙上報導有位師父

若病人已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

靠呼吸器才能維持生命時，我們

因信徒送他一包有大蒜的蠶豆，

如果你是醫生，家屬要求你闢掉

這是大乘法門與小乘法門很大的

他不知道而吃了那包蠶豆，於是

呼吸器，你會去關嗎?關掉它算

心、惡心、嫉心，實際上只有

覺得自己破了戒，最後抱撼而

不算犯戒?要如何判斷?這問題

要如何面對?今天在大學裡也開

去。我看到那則新聞時蠻有感觸

很難回答，在醫療行為裡經常發

區別所在。

的，除了對那位師父嚴謹的持戒

個思考、一個戒相而已。

〔即戒、即定、即慧的法門〕
一般說戒、定、慧的修習程

門裡'這程序不見

慧，可是在這個法

序，是要通過持戒、修定到發

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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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行為與生命尊嚴之間的平衡所

你都知道該如何做嗎?

也就是看起來似乎簡單直截，但

其實是極其困難的，難就難在什

判斷，必須在委員會裡報告，那

嚴問題時，醫生不能獨立下任何

行的過程中，凡是涉及到人的尊

犯戒的角度就可以考慮清楚的，

也是當事人，這不是從簡單犯不

很多病患在這當中受苦，如果你

法去對抗醫生的權威。我們看到

「正法」?

人都是凡夫，如何判斷它是不是

麼叫做「正法」?現實中所有的

委員會包括牧師、病患的家屬、

你能想清楚，假如你是位嚴謹的

說這法門，因為現實中人大部分

說法，坦白說我多半不會向他們

因此，如果我在芸芸眾生中

醫生，由大家共同討論決定如何

承擔不起這法門，但不能因為難

大

生這種尷尬，我們稱之為醫療上

於

作的努力。

歸

這法門雖號稱「一法門」'

匯

的倫理學問題，這些問題都會考

點又是什麼?這能不能單從犯不

如果你是當事人，你的考量

又如醫生在治療病人時，西

犯戒這點來考慮?我想恐怕不是

驗著你的持戒態度。

醫的處理方式都是把人翻箱倒櫃

這麼單純的問題。

故，真的是受夠了台灣的醫生對

這幾年我因為女兒生病的緣

一番，照片子、透視等，在這種

狀況下，如何去調處醫療行為與
人的尊嚴之間的分寸?

受

持戒者，在每個特殊的情形下，

人的那種不尊重，我沒有任何辦

大

採取醫療行為，這是為了求取醫

我聽說在美國當醫療行為進

願十

而撞開不講
下，

各位可以想像

9

天一道麼一個紛繁、

惟佛

9

「十大受極難度故」?什麼是
「極難度」?如果對比小乘法鬥

死長夜中流

，可是問題不在

，只有一法門的它好像廳

多，而是

，而不得

以無厭心為

她把十大受腫歸到一種

上，事實上只有一

「以此

美口根，於一切生得法智。」也就

軍夫人持戒、發願的法門

法」全

發願之後願意

9

只定在一點，就是隨時隨地要獲
得正法?

為眾生說法，

在眾生中完成。
九

1
拉卡fIlbv

付
H

說」、「

匯騙到攝一受正法上來。也就因為

如此，你若了解這正法判斷上的

，便會知道它為什麼會有極

大的困難度了。(下期待續)

以

我覺得這問題非常重要，我們要

現為我證

1.

9

勝量為了安樂眾生便於佛

9

二大願

9

以此善根，於一切生得正法
智，是名第一大願。
我得正法智己

眾生說，是名第二大願。
我於攝受正法，拾，身命財護
持正法，是名第三願。

-,

充分了解這儡法門。
法主世尊

世尊現前證知。而諸眾生善根微
薄，或起疑網。以十大受極難度
故，故或長夜非義饒益，不得安
樂，為安彼故，今於佛前說誠實
華舌。

我們看到這法門是會讓人起
疑綱的，而且一遲疑
惘們非常大，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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