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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希望斷除三毒煩惱。正如在回向文中說

「願消三障諸煩惱」。但是以實際的生活而言，我們卻

把這三種毒物誤認為是修心的心要跟精髓，一天到晚

都在做修持。怎麼說呢？這從我們經驗上就可以體會，

當我們看到悅意境、悅意相時，無論是內悅意或是外

悅意相，自然而然產生一種執著，不想與這種悅意、可

愛的東西分開，當我們的心完全溶入於這種可愛的境

物時，就會想要緊緊的把它抓住，因此產生極為強烈不

想分離的意念，稱之為「貪著」。如果光是看到可愛、

悅意的境界，還不算是貪著。所謂「貪著」，就是內心

透過這種可愛相、悅意相，而產生極為強烈的執著，希

望我能獲得，這種特別有力量的執著產生後，稱之為

貪心。同樣地，當我們看到不悅意境、不可愛的事物的

時候，自然就會產生一種排斥與厭惡，自然地想要遠離

它，這種有力、堅固的執著生起時，稱之為瞋心。對於

貪和瞋，只要我們專注觀察平時的生活，一定可以體會

到，無論白天或是晚上，甚至於做夢的時候，它們都一

直徘徊在我們的腦海裡，一直無法捨離。

我們仔細的觀察貪瞋的形成：在還未生起貪心的

時候，當自己看到可愛、喜愛的東西、境物時，會生起

覺得這個東西很好、很漂亮的念頭，之後慢慢的，我們

會產生一種希望自己能夠得到這個東西，會去捏造可

愛境物之好的心理，於是開始產生執著，這叫做貪心。

這二種心態裡面，都有看到可愛境、悅意境的自相、真

實，但後者的心態生起時，我們不只看到悅意境的自相

而已，而且會去執著它就是那樣的好、那樣真實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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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境本身產生強而有力的自性執著，進而產生貪心。在前者心態生起

之時，我們只是看到真實的好，但真實好的執著卻不會強烈的產生，

直到貪心生起時才會執著。因此，只要好好地在體驗上去做觀察，我

們多多少少可以體會到煩惱的產生與自性真實的執著很有關係。同樣

地，瞋心的生起也是如此，促成瞋心的等無間緣，就是真實執著。真

實執著就像剛剛所說的，無論是看到可愛境或不可愛境，我們認為這

種自相、自性的幻相與實際上是吻合的，這是由癡心的自性執著及真

實執著而產生。癡心可分為不懂的癡心與一般顛倒的癡心，這裡是針

對癡心自性的執著及真實執著而說的，貪瞋癡三毒，最主要的根源，

就是由真實執著而產生的。

龍樹菩薩在《七十空性論》裡面曾說到：由因緣而產生的法，若

有自性，則不會依賴因緣而有，因為法的存在是依賴他力而有，依賴

他力而存在，就不是由自力而存在。雖然不是自力而有，但是我們卻

認為自性有、自力有。這種真實的執著及自性的執著產生了「薩迦耶

見」，由於「薩迦耶見」而造作了業，因此而生起了十二因緣生死的流

轉，所以整個輪迴及痛苦的根源，都是來自「真實自性的顛倒執著」。

提婆菩薩如此說過：輪迴苦海的種子（也就是輪迴的根源），

是由煩惱意識而生起的，煩惱意識的根本，就是真實有、自性有的執

著，由真實執著所汙染的無明就是輪迴的根源。假使自性執著是煩惱

的根源的話，那這種輪迴的根源要如何破除呢？所以又說到了這種

自性執著是緣內外的一切法所生的一種真實的感受。對於同樣的所

緣境，假使能了解這是無自性、無真實的話，原有的自性和真實的概

念則會被破除。也就是說，對於自性執著的所緣境，我們認為這是真

實的，這個境是自相有；空正見緣同樣的境，我們卻說這個境沒有真

實、沒有自相；所以是透過所緣一處、所執相違的空正見去破除自性

執著，而斷除輪迴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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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的《中論》說：所謂解脫是永遠斷除煩惱的意思，意即

止靜煩惱。使煩惱止靜並不是說前前煩惱消滅，不是由業滅了這種角

度來作解釋，而是說意識的續流前前意識接著後後意識，源源不斷

的持續下去，在這種續流的持續當中，由於對治的力量，使得後意識

不會受前意識煩惱的汙染，而永遠遠離煩惱的汙染，這種斷除煩惱的

當下稱為得到解脫。所謂法、涅槃、解脫的性質為何？凡夫與聖者的

心都是無自性的，但是在凡夫心識的時候，這種無自性的心被煩惱所

汙染，透過對治力慢慢去除汙染之後，得到了清淨，在那個當下稱為

「解脫」。解脫如何獲得？因為輪迴由業所形成，業由煩惱所造作，

煩惱由非理作意所產生，非理作意由真實執著的戲論所現起，欲斷除

真實執著的戲論必須證得空性的智慧，所以是透過空性的智慧去遠離

「諸法真實執著的戲論」而獲得解脫的。

在此作個總結：證悟色法的自性空智慧，它並沒有造成執色意識

的危害，也沒有傷害到色法的存在，雖然在證悟「色之空性」的當下，

它沒有看到色法，但對於色法並不造成損害。在證悟性空當下不會看

到色法的原因，是因為它在觀察色之究竟性質的時候，沒有找到色的

自性；在尋找色的自性的時候沒有找到自性的話，只有傷害自性卻沒

有傷害色（沒有否定色的存在），它否定的是色的自性，因為它所尋

找的對象是色法的自性。因此了解到色之空性的智慧，它破除了色的

自性執著，卻沒有否定色法的存在，沒有損害到執色意識。

但是它卻可以同時損害緣色法所生的貪心及瞋心，因為緣色法所

生的貪、瞋心都是看到並且執著了色自性有、色真實有而產生的，所

以看到色法無自性、無真實的智慧，對於由這一種執著所帶來的貪、

瞋能一併遮擋對治，並且造成損害，但是對色法而言並沒有造成任何

傷害，並沒有否定色法的存在，長時間的串習空正見，在看到性空之

後再去反觀一切外相的自性，會覺得這一切如同夢幻泡影一樣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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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了解虛假無真實的智慧，會不會影響善心的增長？是不會的，反

而更會幫助善心的增長。空正見可以對治煩惱，但不會造成善法增長

的障礙。譬如以悲心而言，悲心是不忍他人受到痛苦的憐憫心，尤其

菩薩們這種清淨悲心的力量更強大，當他們生起這種強而有力的悲心

之時，假使能體會到痛苦是可以斷除的，對於修持對治痛苦的法就會

更加精進。而且透過性空的認識，確認痛苦可以斷除之後，不只在對

治痛苦的修持上更加精進，對於他人的痛苦也會更加憐憫。假使痛苦

沒有辦法斷除的話，那我們只能抱怨而已，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什

麼呢？這就是心力無法提起的原因。總之，透過空性的認識，了解到

痛苦是可以斷除的，因此，想要斷除痛苦的心，以及不忍他人受苦的

心力就會增大；也就是說，看到空性及諸法如夢幻泡影這種認識，不

僅可以幫助慈悲心、善心的增長，同時還可以斷除自性執著顛倒見的

產生，並且能夠阻礙強烈貪、瞋心的生起。總之，空正見可以幫助我

們一切證量的成長，以及避免一切由顛倒執著而生起的危險。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受指感受，想是一種心所，色以外所餘

的蘊體（也就是受、想、行、識）都沒有自性，與性空都是同一體的，

所以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

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中文還加上「無性相」一句話，所以

總共有八種空性，在此只講七種，這是三解脫門的部分，第一是空解脫

門，第二是無相解脫門，第三是無願解脫門。「諸法空相」是解釋空解

脫門，諸法沒有自性。「不生不滅」，是指沒有自性的生，沒有自性的

滅，生滅都沒有自性，因此說「不生不滅」。「不垢」，是指煩惱並沒

有自性，所以說沒有自性的煩惱汙垢；「不淨」，指斷除煩惱的涅槃，

這種清淨的滅諦也沒有自性，因此說「不淨」；所以說「不垢不淨」。

為什麼斷除煩惱的涅槃沒有自性？在此說到性空本身的自性。斷除煩惱

的涅槃它是一種空性的性質，針對空性去做尋找之後，無法找到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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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義，因此它沒有自性，也是自性空，所以「不淨」。「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這四法是在講無相解脫門。「不減」是指煩惱可以由對

治力而減退，但不是由自性真實而減衰，煩惱不會以自性減衰；「不

增」是指不會由自性增長功德。「不增、不減」主要是依果位而說，

是說無願解脫門。所以在「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

增、不減」，講到了空性的內容。空性的解說有二種：由境或識而作解

說，現在最主要是針對意識而說。

「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這是針對十二

處、十八界而說空性的內容。諸法自性空，在這當中沒有自性的色法、

沒有自性的受、沒有自性的想、沒有自性的行，也沒有自性的識，以

上是五蘊。「無眼耳鼻舌身意」講到了無自性的六根；「無色聲香味

觸法」講到了無自性的六境。「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講到了無自性

的十八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這是說

十二因緣流轉、還滅的次第也是沒有自性的。

佛當初在初轉四諦法輪的時候，說到苦集滅道四聖諦的道理；之

後又說要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之後又說到雖然知苦但不得知，

雖然要斷集但不得斷，也就是說要了解痛苦，但不要以自性執著去了

解它，要斷除集諦，但不要以自性執著去斷除它。雖然四聖諦非常殊

勝，但是它沒有自性，所以「無苦集滅道」。「無智」，是指由苦集滅

道的四諦十六種行相所產生的智慧也沒有自性；「無得」，是指因為

這種智慧沒有自性，所以由這種智慧所獲得的涅槃也沒有自性。「以

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這是因為菩

薩們在觀修性空的當下遠離了一切戲論，沒有任何自性和真實相所獲

得的緣故，菩提薩埵依著般若波羅蜜多的修持而使得內心無有罣礙。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這些煩惱都無有自性、無有真實，因此不會

產生真實的恐怖、真實的痛苦。「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是說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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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種空正見的修持，去對治煩惱以及煩惱障所留下來的習氣（所知

障），遠離顛倒夢想而得到了佛果位究竟的涅槃，這是以大乘角度來

講。若以小乘角度而言，是由於觀空的緣故，斷除煩惱障而得到小乘

的涅槃。

「阿耨多羅」是無上的意思，「三藐」是清淨的意思，或是正確

的意思，「三菩提」是圓滿佛果位的意思。「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

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指過去的

佛依由這種般若波羅蜜多的修持而得到無上清淨的果位，現在的佛依

由般若波羅蜜多正見的修持，正在得到無上清淨正確的佛果位，未來

的佛也將會依由般若波羅蜜多的緣故而得到圓滿的佛果位。第二種，

如同《現觀莊嚴論》說到：十地菩薩因為接近成佛果位的緣故，也稱

為佛，所以此處也包括十地菩薩藉由修「金剛喻定」而獲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羅蜜多是到彼岸

的意思，所以中文也可以翻成智慧度、智慧到彼岸。《般若八千頌》裡

提到：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只有佛果位才有，因為到彼岸是到達的意

思，但是我們正在往智慧的彼岸去，以智慧去彼岸也可以把它取名為

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說現證空性的證量也可以取名為般若波羅蜜多

（智慧度彼岸），因為它正在往那個地方走。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是

到達彼岸的意思，只有在佛果位才有，《現觀莊嚴論》中說到：「經般

若波羅蜜多、道般若波羅蜜多、果位般若波羅蜜多這三種，這裡所講

的般若波羅蜜多經也就是經典般若波羅蜜多。」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在此說明為什麼是大神咒的

原因，因為現證空性，透澈了解性空的緣故、現觀空性的緣故，所以

是「大神咒」；因為去除無明的智慧的緣故，所以是「大明咒」；現

證空性的智慧，因為沒有任何一法比它更殊勝的緣故，所以是「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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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是「無等等咒」，第一個「無等」是指佛陀的意思，因為沒有

能跟佛陀相等的，佛陀無上的緣故；可以與佛平等的就是般若波羅蜜

多，因此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等等咒」，與無等相等之咒。亦由般若

波羅蜜多「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為什麼呢？因為在性空當

下，證空性的智慧所見和所存在的是一致的，而且它可以圓滿成辦我

們所追求的目標與功德，因此「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就是以梵文說的）接下

去是咒語，藏文多加了一句「怛雅他」，就是「如是」的意思，這二字

有深奧的內涵存在。可分為三種解釋：一、在大悲心、大慈心的感召之

下，導師釋迦牟尼佛為了眾生而修學了性空的正見，首先讓自己生起了

證量，之後再生起了斷煩惱的滅諦功德，如是生起了滅和證兩種功德之

後，自在的成辦利他的事業，因此成為無上皈依的對象、無上的導師，

所以「如是」此二字說到了說法者本身殊勝的功德。二、導師釋迦牟尼

佛如實的現證空性得一切遍智，最主要是由認知性空道理而斷除了煩惱

障、所知障的緣故，所以也說到了空正見殊勝的功德，以上是從第二種

角度解釋如是。三、佛這些功德不是無因而生，而是由同類性質的因緣

而生，因此佛也像我們一樣先聽聞後思惟，反覆的串習修行，依聞思修

的次第慢慢的緣空修習，因由緣空的修所生慧，加上緣空止觀雙運，使

得二相慢慢的減少，淨相慢慢的增長，最後以現量證得了空性，這時獲

得了見道位，之後再反覆串習，獲得了修道位，最後成辦一切遍智佛果

位，因此也說到了整個現觀的道次第。所以「如是」這二字裡面闡述了

三種功德，第一是說法者的殊勝功德，第二是深妙空性的殊勝功德，第

三是現觀道次第的殊勝功德。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之前說

的是顯意，乃空性的內容，此處的咒語講到了隱意：現觀的次第。「揭

諦」是去的意思，要快去！快去！「波羅揭諦」，是指到彼岸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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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僧揭諦」，意思是正到彼岸去；「菩提薩婆訶」是安住於菩提的意

思，由五個層次作解釋。也就是說，我們正在此岸，要前進到彼岸，

所謂的彼岸就是佛果位，我們正在凡夫的這一岸。阿羅漢及得到佛果

位的這些聖者及菩薩，他們在對方彼岸看我們的時候，我們這一岸是

彼岸，他們那一岸是此岸；但是在此，所謂此岸、彼岸是依凡夫而作

解釋，我們現在很安詳、很舒服的在這個輪迴裡面，覺得這個輪迴跟

自己很接近，所以輪迴就是此岸。為了解脫成佛，為了到達彼岸要了

知如何去的方法，於是講到五種道次第（註：一、資糧道；二、加行

道；三、見道；四、修學道；五、無學道，即佛果）。這五種現觀

的道次第最主要的都是透過智慧的增長，而讓自己進入下一步。聖者

和凡夫的差別，最主要是有沒有證得空性，如果獲得證空現量就是聖

者，假使沒有修證空性的話那就是凡夫。

依著現觀道次第而言，在「資糧道」的時候最主要的是為了讓智

慧的增長累積資糧，這時是對空性修聞思，成辦聞所生慧、思所生慧。

為了獲得緣空止觀雙運，就必須要累積很多資糧，因此在那個階段我

們稱為「資糧道」。當獲得了緣空止觀雙運，緣空的修所生慧的時候

稱為「加行道」，加行道又可以分煖、頂、忍、世第一法，緣空四個次

第。在這四個次第中，依由奢摩他、毗婆舍那止觀雙運去反覆觀空的

時候，這種二自性相會慢慢的減少，空相會慢慢的清楚。雖然此時沒

有辦法像現證空性那樣清晰的去了解性空，但是原本那種自性的二相

的幻覺一直在減少。透過反覆的修學，當獲得現量證悟空性的時候，

徹底的斷除二相，我們稱為「見道」，這是以現量見到空性的緣故，這

時候就稱為聖者。見到了空性之後再反覆串習，就稱為「修道」。以大

乘而言經由反覆串習從初地升為二地，二地升為三地，到了第六地，

就會得到不共的智慧功德，因為得到這種功德的緣故，在第七地的時

候可以在瞬時的剎那間出入於空性定，這也是證空殊勝智慧的不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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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總而言之，整個道地的增長，都是依由智慧的增長而來安立上上

道，智慧沒有增長，則後道不會得到。因此第一個揭諦是講「快去」，

指資糧道；第二個揭諦也是「快去」，指加行道；第三，波羅揭諦是到

彼岸去，這時候已經到達聖者的彼岸；雖然現證空性，得到見道位，

已到聖者的彼岸，但還沒有到佛果位的彼岸，因此還要繼續的修學，

正到彼岸去，如實正確的努力到彼岸去，所以波羅僧揭諦是修道；如

此的修學，當我們得到佛果位的時候就安住於菩提，因此菩提薩婆訶

就是講到佛果位，也就是無學道。所以在最後一句咒語裡面講到整個

現觀道次第五道的修學。

如同「第二能仁」的龍樹尊者，他曾這樣說過—為了能成辦一

切遍智，也就是佛陀的智慧，有三種主要的因素：一、大悲心；二、菩

提心；三、空正見。成佛的根本是菩提心，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再

加上空正見，這三者就是成就一切遍智的主要因素。所謂的般若波羅

蜜多，就是智慧到彼岸，也就是菩薩的智慧度。六度裡面的智慧最主

要性質是證空的現量，但是光是證空的現量沒有辦法形成菩薩的智慧

度，必須要有菩提心的幫助，才有辦法成為六度裡面的智慧度—般

若波羅蜜多。

要成辦如是的般若波羅蜜多，首先要獲得緣空的「奢摩他」和

「毗婆舍那」，也就是緣空的止和觀以及雙運，在成辦緣空「毗婆舍

那」之前，必須先證得緣空的「奢摩他」，然而不了解空性的話，緣

空的奢摩他不可能會有。所以要讓自己證悟空性，首先必須經由佛陀

的經教，了解「人無我」的道理，以及「法無我」的道理。所以在《心

經》中有說到業果無我的性質，以及五蘊無我的性質，這是屬於「法

無我」。進而說到了感受的受者、造業的造者的無我的道理，這稱為

「人無我」，實際上，「人」也是屬於「法」的一種，把「人無我」、

「法無我」分開的原因，是因為在造業的時候，主要是以這兩種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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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業的，是故在此分說。以「法無我」而言，有中觀和唯識兩種說

法，當然在「法無我」的見解上也有粗細的不同，要讓自己透澈無誤

的了解性空的道理，這些粗細空性的見解都必須要學習，這是一種修

法。另一種為了能成為智慧度（智慧到彼岸、般若波羅蜜多），必須要

透過菩提心的修持，菩提心的所緣是一切有情眾生，為了成辦圓滿一

切有情利益的佛果位，所以要廣大的修學菩薩行，在此說到六度萬行

的修持，或十般若波羅蜜多的修持，修持的過程要三大阿僧 劫，或

者四大乃至十大阿僧 劫都是有的。

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有了大悲心，菩提心自然會成辦；沒有了

大悲心，菩提心則無法生起。大悲心的主要因緣有二：第一、完全利他

的愛心，沒有的話，則不會對他利生起希求心，第二、必須要了解到眾

生的痛苦是什麼，才會產生悲心，因此首先要了解何謂真正的痛苦。在

佛的經典裡面有說到了三種痛苦：苦苦、壞苦、行苦。先從自己的身上

去體會到這種痛苦，進而以自己的經驗來體會他人的痛苦。所以確認以

及徹底對痛苦產生真正的體會，如此的修學，我們才有辦法具足這兩

種的因緣而成辦悲心。般若波羅蜜多具有強大的力量破除一切的障礙、

一切的罪障，這種不可思議的智慧必須要靠眾多的因緣才有辦法證得，

要先好好的認識，才有辦法去修持及累積這些因緣，而且在修這些因緣

的時候次第不能混淆，否則無法成辦。好比我們要讓自己的知識水準提

高，必須要透過一套固定教育的次第，讓我們慢慢的學上去。同樣地，

智慧波羅蜜多是一種內心的功德，它是一種果，也是由因而來的，因

此，這種波羅蜜多的因緣必須一步一步去累積。

心經之咒—由「揭諦」：前進、快去，從輪迴的此岸，快速的到

達涅槃的彼岸。從此岸苦海去到彼岸，徹底熄滅煩惱、痛苦的解脫。

意思是說並不是有一個外在的苦海，我們在那裡沉淪；而是指在意識

的續流、由前往後延續的過程中，因為煩惱的染汙，形成內心存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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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習氣，加上隨遇到的因緣而生痛苦，如果煩惱和煩惱的習氣未斷

除，則痛苦會不斷，由心的煩惱障礙而形成身的痛苦；因為有煩惱，所

以痛苦隨時待命似的侵擾我們，此即是苦海的意義。

如何使痛苦消失而解脫？痛苦來自於煩惱，煩惱令心不調伏，而

產生痛苦。所以為了得到解脫，必須令心清淨，不隨煩惱而走，從在

前的意識，流到在後的意識時，不隨煩惱持續下去，當下徹底斷除煩

惱，此即解脫。自性原本清淨的意識，由於隨著煩惱的暫時染汙，才令

心不調伏。煩惱皆是顛倒執著，必須透過正理的認識來調伏，所以要

學習空正見。大、小乘聖者的證空性現量，是依由空正見對治心的暫

時汙染，所以靠什麼讓我們到彼岸？答案是空正見。因此四聖諦、苦

海、佛果全部都在我們的內心；當然也有諸佛的淨土，例如：觀自在菩

薩、文殊師利菩薩的淨土，但是最究竟的淨土，是在內心成辦的。

昨天主要的是為《心經》之顯義—空性而作解說。有關隱

義—現觀次第則如下解說：

「觀自在菩薩……亦復如是」，乃資糧道及加行道菩薩修習空性

的道理。資糧道以聞、思所生之慧而修空性；加行道則以修所生慧而

觀修空性。

「舍利子……不增不減」，乃見道者入空性定之時，遠離生滅、

增減、戲論之修學次第。

「是故……無智亦無得」，此乃修道位觀修空性之道理。以現量

證得無我空性後，必須反覆修習。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此為在「金剛喻定」中究竟斷除

煩惱，而安住於菩提。

以上為圓滿的《心經》教授。 （全文完）

西元二○○一年四月三日於台灣林口體育館開示

本文由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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