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聞喜| 2020 年 06 月 3 

 

普賢王如來祈請文1 

 

朗欽加布仁波切 講述 

敬安仁波切 口譯 

2013 年講於美國岡波巴金剛乗佛學中心 

 

一切遍虛空如母眾生本初皆具備如來體性。

然因無明之故，未能了知此本俱的如來體性，

因而有迷亂；又因依於迷亂，所以身處三界的

迷惑中。今天我們聽聞《普賢王如來祈願文》，

願一切眾生都能認知自身本初的普賢如來體性，

以如此的動機聽法。 

此祈願文是從大圓滿伏藏教法《功巴商他》

〈藏文原意：無礙意趣〉所取出。大圓滿法是

直接開示本初之義之法，可分為伏藏法與教言

法。伏藏法有百位伏藏師，其中最有名的有十

三位林巴2、三位殊勝化身3以及二十一位具力

行者。今天我們所要傳授的是屬於三化身中的

持明鷹羽王的北伏藏法。 

伏藏法依內容可分為：如王般的伏藏法與

如大臣般的伏藏法。大臣般的伏藏法的內容通

常涵蓋教言以及預言、授記藏區所將發生的事

件。此一祈願文屬於如大臣般的伏藏法，約在

十三世紀由仁增貴登〈持明鷹羽 4〉﹝西元

1337-1408﹞取出。我們平時常誦的《如願祈

請文》、《障礙自解》與《七句蓮師祈請文》

也出自於此5。持明鷹羽所取出的大圓滿修證

法，共有十九品，第十九品的願文品就是此願

文。它屬於果位法，由普賢王如來直述，因此

所用語句皆是大圓滿特殊名相。果位之法比較

不容易了解，因此仁波切講解時，會試著以心

部之法，幫助我們些微了解其總義。 

 
1 本篇刊載內容係依朗欽加布仁波切之講授內容略加潤飾之初稿。鑒於法義甚深，大眾弟子若對內容有所疑問，尚祈請

示敬安仁波切或堪布天津尼瑪予以解惑。 
2 林巴的藏文是「洲」。 
3 三位殊勝化身分別是：桑傑林巴、咕如察汪、持明鷹羽。 
4仁增意為持明者，貴登意為鷹羽。 
5 直貢法王仁欽奔措也是位伏藏師，他所取出的甚深大圓滿法即屬於持明鷹羽法的分支。 

今天所講述的是成就自在，也就是由普賢

王如來本體的修證，最終達到成就自在。《普

賢王如來圓滿祈願文》所表達的是我們應回歸

於本初之佛。眾生因有垢染而無法了解本俱的

如來體性，因此開示此果位法，讓我們了解本

初離垢自解的如來體性。如是體性眾生本俱，

所以稱為「本初圓滿解脫」。為何稱「本初」？

就佛而言，祂沒有前後順序—亦即無有最初佛

或最終佛；「回歸」指的是：當我們了解心的

本初體性，就是回歸至本初，因此取名為「本

初佛」。 

此願文可由基和果的方式解釋，其又有廣

義和略義之別。以下是以略義解釋。 

 

豁  祈願文偈頌開始的「豁」字。在

此法本的註解中，字義上有兩種解釋：一種是

悲嘆，另一種是稀有。 

悲嘆之意：眾生本俱如來體性，其法性未

曾動搖、本初清淨自解。但眾生將此本初自解

之狀、本無可執者執為有。對於如是迷亂眾生，

生起強烈難忍的無緣悲心，願他們皆能了知本

初所俱的如來體性。因此第一種意思是由此無

緣之悲所生的悲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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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豁」在藏文中有稀有之意，它是

「噯瑪豁」或「稀有哉」的縮寫。本初具備自

解無垢的體性而生的歡喜與滿足，無法以思惟

與語言表達；它所呈現的並非是全無的頑空，

是無滅而全然的展現；它展現的行徑，也非二

執取所能表達，而為無二體性。本初之體性從

未有前、中、後的次序，它是本來最初解脫的

狀態。對此，以「豁」表達。 

情器輪涅諸幻相  「情器」有多種涵

義。一切由心所顯的稱為「境」。我們所見的

外顯之境可由內心顯現，但是所觀之境的體性

非實。情器二字於藏文則是 nun 與 Si。nun 是

顯或顯相，Si 則是心觀照所顯的境，雖為無欺

顯現，但實依所住之境而顯，其本質只是一個

顯相，沒有實體的存在。因此藏文的 Si 是「有

可能」，指任何皆有可能發生，類似於中文的

「有」。 

依於顯相，三界輪迴得以呈現，內有情與

外器物得以展現。「輪涅」是依情器而現：依

於不淨的業與煩惱所呈現的是三界六道輪迴；

清淨則現涅槃。超離煩惱的涅槃，則是聲聞、

圓覺與菩薩。「諸幻相」則涵蓋所顯的輪迴與

涅槃。它如何呈現？其呈現的方式以下一句解

釋。 

一根二道成二果  「 根 」 也 可 稱

「基」，因此「基道果」也稱「根道果」。如

何解釋「根」或「基」？於此先以心部的法解

釋。若依《解脫莊嚴論》的對輪涅三種自性的

解釋：「一切輪涅法皆攝集於心體之法中—輪

迴之自性是空，所顯是迷亂，性相是苦。涅槃

之自性亦為空，所顯之相是漏盡一切迷亂，性

相是離苦。」因此，岡波巴大師言：「三界六

道眾生如何迷亂？迷亂的基從何來？從空性之

體。何因使其迷亂？是為無明。如何迷亂？迷

亂即生六道。迷亂之狀為何？如處於夢中。如

何使夢漏盡？唯有臻至無上佛陀果位，方能漏

盡。」以上是引用心部之法解釋輪涅與迷亂，

以及其中所承受之受苦。 

願文裡講述的「根」，完全不由迷亂的角

度解釋，而是直接從「成就自解」的角度契入。

若由「自性清淨」的解釋「根」，此本俱的根

基〈本初之根〉是攝集一切輪涅之體。一切眾

生皆具備如來體性，也就是菩提心，亦是依此

根基而來。此一總攝之體本初清淨，沒有任何

垢染，所以稱「無垢」；它亦非任何戲論可成

立，所以無法定安立其義；雖離一切邊，但其

自性光明無礙—大圓滿稱之為「任運」：自性

光明任運展現。其功德與本初未曾分離，所以

功德無需累積或斷除。一切顯相皆是自身所顯。

以上是以本質和自性解釋「根」—其本質本初

清淨，自性則是光明任運。而其大悲的展現，

即是所稱的「顯空無別」或「明空無別」，是

本覺之智無礙一體的展現。因此，本覺智之本

質、自性和大悲是一體三面。 

前述岡波巴大師以心部之法的解釋，說明

其自性是空，但非頑空：它講述由空性中所呈

現的狀態而產生之迷亂，與前述大悲的展現有

所關聯。所謂的「空」，是就法性本質而言。 

我們眾生所具備的「根」體，與佛無別。

此本俱之根是無為法：離一切垢染，非任何有

為法可表達。由本初之根即衍生「二道」：輪

迴與涅槃。就本初之根而言，所謂「如來」是

指如過去諸佛菩薩趣入本初之根之體性，也就

是「如來體性之道」；另外則是未了解本初之

基，受業與煩惱所困的眾生。因此，對本初之

基有迷與不迷，而區分二道。不淨的眾生，因

為無明、業與煩惱，所呈現是有漏的迷亂與苦。

對於了知佛性的諸佛菩薩，因為已漏盡業與煩

惱，則不再苦。 

因此輪迴與涅槃二道則有「二果」：回歸

本初的如來體性，於大圓滿稱「無漏道」；依

於無明、業與煩惱所呈現的「有漏道」。 

覺與無明所化現  因清淨與不淨而現

不同的道果。從本初究竟而言，能由本初之根

體直接顯現其本來面目，稱為「本覺」—一切

行徑皆是本覺之展現，無有迷亂。當無明時，

一切的呈現皆是二執的顯相；因為呈現的自顯

時，有一個「我」，因此有能所對立，也因而

產生無明。因此，就究竟的根體而言，覺與無

明是力量展現時，能否認知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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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初之基，部分人認為它自性本自成

立、恆常不變，因此產生「常見」。另一部分

人認為它是空，所以無因果，「斷見」因此而

立。因為對本初之基解釋的不同，各個宗派也

因此成立。對佛教徒而言，本初之基為「不

空」；因為不空，所以是「無滅」。然而，不

空亦非實體，所以是「無生」。《般若經》之

無生、無滅即是對本初之基的解釋。大圓滿則

是以本淨、自性、大悲闡釋。 

對此本初之根，可以「藏基」，亦即「阿

賴耶」解釋。大圓滿術語中，稱第一種藏基為

「如來藏藏基」，屬「俱義藏基」，它無好壞

善惡之別，遠離一切戲論。對此，只有證與未

證的區別。在證與未證、任運相間的學習過程，

此一段時間是相合前行，稱「加行藏基」。於

此若未得證，於加行藏基上產生迷亂，因而有

輪迴與涅槃。俱義藏基於此不加解釋。因此，

藏基之一是「本初的如來藏藏基」，另一則是

「加行藏基」，此二者有非常微細的解釋。 

普賢如來廣大願  就本初藏基如來體

性的真實義而言，它沒有任何可修或所修，亦

即無有可去除或增加。因為它超離一切迷亂、

增減，所以稱為「本初如來體性」或「普賢王

如來」。此願文即依其真實義而祈願，因為它

回歸到眾生所具最基礎的根，亦稱《三界解脫

願文》。《普賢如來願文》表達的是：於真實

義上已無任何可分別，因此亦無輪涅之詞，而

將覺、無明、輪涅回歸至最初本來的基礎上，

這是普賢王如來所發的願。以上四句是普賢王

如來的略義解釋。 

若以廣義解釋，則可就本初之基、本初之

基的了證與否，以及若未了證時的如何迷亂，

三方面分別闡釋。大圓滿《一切應成續》中有

一問：「眾生本初之根為何？於本初之根上，

眾生如何迷亂？」類似於此問，下一句即對

「眾生本初之基」以及「眾生如何迷亂」，所

予以之解釋。 

令一切於法界宮  藏基有許多不同的

涵義，「法界宮」所指的即是本初俱義的如來

藏基，它與之後將要講述之較粗的加行藏基等，

有所不同。首先我們定義「本初俱義藏基」。

藏基至少有六種的分別辯證與解釋，有些解釋

有過失，有些則無過失，但都不重要。最重要

的是應瞭解：俱義如來本初藏基是超離，不解

釋輪涅之相。另一種藏基的解釋，則有輪涅等

等，而有進一步細分的解釋。 

依於本初俱義藏基，才能解釋「本淨」，

否則無法提顯本淨之法身。就基礎的根本而言，

輪迴與涅藏皆源起於藏基：對於已認知本來面

目的行者而言，對藏基無有疑惑。但未了知的

眾生而言，則會困惑於何以迷與不迷皆由此出？

因此於腦海中充滿疑惑與混亂。 

藏基類似「器皿」，是一切習氣之依止、

收藏之處。以其究竟之體性而言，法身一切無

漏之功德亦從此而生。大圓滿《珍珠縵續》：

「藏基是一切習氣之依止，法身體性則為無

漏。」如同講同一事物但又有區別。《珍珠縵

續》：「藏基依於習氣，其來自心〈或意〉攝

集後，留下之習氣之根，如同器皿將之收納於

內。法身則離一切習氣，不受垢染。」所以將

二者區分。大圓滿《珍珠縵續》最後的重點在

於：法身超離於心；因超離心，故不隨所顯之

相而有所執取。其他經續雖亦解釋基的本體無

垢，而以彼解釋法身。但此二種解釋於此則有

所差別：於此之解釋強調〈藏基與法身〉兩者

是同體存在。 

我們也許會有如是疑惑：「既然藏基是一

切習氣的依止處，而法身則離習氣。如是法身

是否同於習氣，是可改變而非不變？」也因此，

「因藏基有習氣故，法身亦有習氣。」或言：

「藏基可改變，法身亦可改變。」「以藏基之

習氣而言，眾生因不同的習氣而迷亂有異，法

身是否因此具不同之迷亂？」 

藏基分為四種。第一種為「本初俱義藏

基」。三界怙主覺巴吉天頌恭喜歡以水晶譬喻

解釋藏基。大圓滿則是以清淨的水為譬喻。仁

波切個人覺得水晶的譬喻更能體現它的意義：

水晶的清明之體，可依外緣而呈現不同的樣態。

例如將眼鏡置於紅色布之上，眼鏡即呈現紅色

—如是表達它的功能。若以水比喻，因為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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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不同的緣，呈現出不同的相。例如水下的

黃沙會使水呈現黃色。水晶和水的本質皆無有

垢染，但基於它的清淨之體的特性，又可顯現

其他物體的形態。因藏基依於外緣而能呈現的

部分，我們可以解釋無明，否則無有差別。如

是本初俱義藏基的清明狀，我們稱為「本覺」，

因為本來清淨無垢染，無有迷與不迷；於呈現

的同時，即了證與本面為一體，無有分別。 

第二種是「加行藏基」。如前譬喻加行藏

基類似水晶之體，而依於外緣呈現顯相。於顯

相時，若是我們未了知水晶清明的體性，反而

為外緣的顯相所牽引，呈現的則是無明。關於

無明，則有諸多解釋。「加行藏基」是使我們

了解本初俱義藏基，而安立的名相，所指的它

能呈現的力量。依此力量，即有明與無明，能

讓我們趣向輪迴或涅槃，故稱「加行藏基」。 

第三種為「種種習氣藏基」。依於加行藏

基呈現的力量，而生種種習氣藏基。它是隨順

於〈加行藏基〉呈現的力量而行，稍具粗體地

生起意、心與心所等。也依於心與心所，種下

種種習氣，故稱「種種習氣藏基」。 

第四種為「習氣身藏基」。它是「種種習

氣藏基」所生的心與心所留植的種子，而生的

習氣身藏基。所呈現則是五大粗的身蘊、較微

細的意識身，以及最終的光身。 

以上藏基一面四體的解釋，是根據寧瑪派

大圓滿《一切聲應成續》而闡述。但是對於藏

基〈阿賴耶〉，噶舉派有不同的見解，薩迦派

也有非常突出微細的解釋。這是因為過去的智

者，對於內義已有真實的體證，因此能完整地

解析每一個過程的呈現。然而，現今所稱的智

者，大多過度流於辭義，雖然引經據典，但卻

無法完全微細地了證真實的內義。 

本初之根因為習氣身的種子，而有我們現

在的身體；依於心與心所之習氣，而有意識之

身。因為種下的習氣種子不同，例如六道之所

顯各有所異。 

本初藏基的本體離垢，因此能離種種習氣

而清明。這四種藏基是屬於隨眠的狀態，如同

地底下的金石無法看見，但具有能呈現的因。

例如：一切眾生本俱佛性，即是「因的存在」。

如同種子發芽，依無明的狀態，所現的外在顯

相就有牛、馬、人身等種種色體。一切外之顯

相若回歸到最微細時，即為此四種藏基。為何

說它們是「一」的原因？就本體而言是唯一。

為何分為「四」？是依於相對的眾生，而有四

種解釋。以呈現而言，依過去的習氣而有現在

所受的顯相，因而成為業與煩惱的因，也成為

種種身與色相的顯現之基。由此，我們可以了

解輪、涅二道何以呈現。藏文的「藏基」，

guun 是「諸」的意思，即全部，它涵蓋涅槃、

成熟、習氣、種子等一切種種。一切全部涵蓋

於一體中，藏文 shi 是基礎之意，中文稱為

「基」。 

《究竟一乘寳性論》言：「藏基是一切的

基礎，亦為解脫之基。」或問：「藏基是輪迴

的基礎，但為何言其為解脫之基？」基的體性

有種種不同的解釋，如同太陽與陽光。於加行

上，即有善惡之行、輪迴與涅槃等。就基而言，

它本具超離之義，也因而有涅槃的意思；依於

涅槃，與解脫因相近的善種則留植。稱其具備

涅槃解脫之因，是因為它能清淨有漏之體。然

而此清淨之因並非有為—若是有為，則有能生

與所生。因為它於本基即具此清淨之力，並非

由新的因緣而成立。若是由新的因緣所成立，

則有能生所生，依此即無法成立。簡言之，因

其本來具足無為之因的力量，故稱「解脫因」，

其非因緣所成立之因，二者有所區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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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王如來祈請文1 (2) 

 

朗欽加布仁波切 講述 

敬安仁波切 口譯 

2013 年講於美國岡波巴金剛乗佛學中心 

 

根、基的部分於前面講述完畢。根、基

的本體是無過、無漏，它的體性本淨、自

性任運、大悲周遍三者具備。從究竟之體

而言，它無過失、本質最為清淨，稱為

「童子寶瓶身」。如果在本初的根基上，

未曾明白自己本來的面目，則有輪、涅二

道的呈現。為何稱為「童子寶瓶身」？於

本初的根基上，其體性外明清晰的識，尚

未動搖向內而集之時，是法界本體之狀，

故稱之—如同地球的殼，在它還尚未破開、

是一體的狀態，所指的是外明本體的空體。

當它向內明產生作用力之前，如果未能明

瞭本來的面目，即呈現輪、涅。 

前述本初體基是於外明之識未動之前，

內明的性空之體朗朗清晰；對此外明清晰

之體，安立其名為「童子寶瓶身」。然而，

或有誤解其義者認為：外有一實體之童子

寶瓶身，內有一清明法界體性之身，而主

張此是有為之法。例如：格魯派有一辯證

之論稱「敲破童子寶瓶身之槌」，專門破

此一有為法。然而於此真正的涵義，僅是

為解釋外明之清體所安立之名，表達其之

新鮮、非有為所造之體。此亦為稱之為

「法身」之原因，即普賢王如來即為法身

之意。其重點在於：法身普賢王如來乃無

為法、超離有為之法。所以在解釋本初的

根基時，從外清明的覺體呈現的同時，本

 
1 本篇刊載內容係依朗欽加布仁波切之講授內容略加潤飾之初稿。鑒於法義甚深，大眾弟子若對內容有所疑問，尚祈請

示敬安仁波切或堪布天津尼瑪予以解惑。 

初之基未跟隨動搖，如如不動地安住於外

明本覺清體之上，故稱「根基上的增上呈

現」。在增上呈現時，它不曾動搖，所稱

「從本基即解脫」之原因即在此。此為六

特殊功德之一。 

真如體性本無為  如來 體性

本淨、無為，不受業氣、細微的二執等有

為之法所染。於本初之根基上，不能稱之

為因緣法。因緣法是有為之法，此處所稱

之「因」，是因其體性本淨，即具離垢染

之力。此離垢染的力，安立假名為「因」，

但本質與緣起的因不同。許多續一再從根

基體性本淨的之角度解釋，「何來有無明？

何來有本質？」若從根基最清淨的角度而

言，此二者之名皆不存。 

於此，我們了解：根基體性之本淨，它

不僅如如不動，同時亦具有任運呈現的力

量，二者同體存在，無需增加或減除。於

講述其「無為」之時，多是從體性本淨的

角度而言，但從自性任運的角度，亦可作

「無為」之釋，因其具「自然」之意。亦

即：從本淨的角度，其呈現的是無為之法；

從自性任運的角度，其同時具備本質以及

遊舞展現的能力，如《一切聲應成續》所

言。欲了解本淨與任運則應了解根基，欲

了解根基則需實際修證；而實際修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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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從體性本淨以及任運的頓、超二法，進

行修證—此為修證的角度。 

法爾廣大不思議  根基 本俱

之本淨與任運，遍佈三界輪涅—大悲本質

遊舞的力量遍一切處。藏文 Lunong 是法爾

廣大的意思。本淨與任運之展現，即是

「大悲的遊舞」；自性大悲遊舞離一切戲

論，是自然的呈現，故稱「明空之體」，

本覺則稱「明空本覺」。何言「明空」？

體性本淨的空體，是破除常見；任運頓超

則是「明」的部分，是破除斷見。總體而

言，大悲的本質具備明空雙運之體；明空

雙運之本覺是離一切邊，無法以概念思惟

或言語描述，所以稱其為離一切言語、離

一切戲論、離一切邊。 

以大圓滿的術語解釋，《本覺自解2續》

中，將本覺依本淨、任運、大悲的特性闡

述。一、體性本淨之本覺，如虛空般，離

一切垢障，為寬廣之解釋。二、自性任運

之的本覺，表達清明如大海般，無任何渾

濁。三、大悲任運，亦即大悲遊舞之本覺，

如海中之寶，具備功德能量。如是稱為

「三本覺」。何故分為三本覺？是依《珍

珠縵續》之釋。本初之基是就無為之法而

言。如果我們能認清了知自身本初的根基，

即具備三種本覺的體性；然而，當我們未

了知而有所垢染時，即成為「輪涅有情的

根基」。因此，依於我們分別的垢染，其

可以去除與增減，而由本初之基轉變為輪

涅的根基。 

原無輪涅此二名  從輪 涅根

基字義上來說，若經修證而了解自身本來

面目，即可回到涅槃的基礎，稱之為「涅

槃的本基」。就本淨而言，它是無為；因

是無為，所以因緣法無法成立。然如前所

述，在未認知其為無為之時，因它具去除

 
2 自性解脫之義。 

客塵的能力，安立它為「一切的根基」。

其體性本質無法以言語、聲音、思惟、概

念所能成立，離一切過失、垢染。因此，

「涅槃」僅為假名安立之詞，故說「原無

輪涅此二名」。 

就輪涅而言，於未證得本基時，稱為迷

亂；證得時；則稱解脫。迷亂時；所現皆

為過失；解脫時；所現皆是功德。即如吉

天頌恭所言：「輪涅如手掌之正反二面」。 

覺了法爾即佛陀  「覺 了」

就是本覺，明瞭、清明之意。如果能夠覺

知迷亂的根本，回歸體性本淨之根基；並

於體性本淨之覺知上，能夠決斷；於決斷

時，具自解的能量。此三者具足呈現之時，

所具備之本覺即是佛陀。若能覺了，即回

歸至體性之本淨；若未覺了，所現則是迷

亂，而隨順顛倒意識而行。前述六特殊功

德之一，是「根基的增上呈現」。於無明

眾生輪迴轉之際，「覺了法爾」—了知本

來面目，則為第二種功德。如果未瞭解，

即呈現眾生；若覺了，則回歸至本基。 

普願三界諸有情，覺了離言真實義

  大圓滿中譬喻：如同國王不在

王位，而流落於市集、與一般平民雜混，

所以業與習氣因而衍生。《因明論》：

「若未覺了本面，迷亂行徑則起。迷亂生

習氣、煩惱、業，故因開始具足。當因具

足，果即自然成熟呈現。」有情眾生因未

能覺了本來面目，所以在三界輪迴中，依

他力牽動而流轉。對於流轉的眾生，普賢

王願：「普願三界諸有情，覺了離言真實

義。」離言指的是前述基之體性的本淨，

離一切言語。願一切眾生回歸、覺了本初

的根基。本初的根基即為本初俱義藏基，

其呈現赤裸清明狀，不受煩惱二執所束縛。

如是離言之真實義，願一切眾生能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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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普賢王如實說  普賢 王是

安立之名相。藏文中普賢〈guunsun〉：

「普」〈guun〉是指法界的究竟之體，離

一切障垢，如前所述之外明的本覺未曾動

搖、內明之本覺亦清晰不動之狀態，因此

稱「普賢王」。內明的覺性之體則具足賢

〈sun〉、功德。 

真如體性非因緣  體性 本淨

的無為之法超離有為之法，不依取捨、成

立、破除等相對因緣。或問：「根基是否

為恆常法？」根基並非恆常法。因其為一

切成立之基，故安立其名為根基。根基具

清晰狀，亦具為不淨迷亂所染之本質。 

法爾圓具本覺智  體性 本淨

所具之清淨無為之法，能夠淨除我們氣心

所生的迷亂之業與煩惱，所指的是「本覺」

或「本智」，屬於法界內顯。從內顯呈現

任運光明之體，稱為「寶瓶之身破殼」；

如是呈現的狀態，取名為「俱義的法界之

身」。如果真實了解體性本淨，則所呈現

的一切行徑皆是法界身與本智之遊舞，也

因此再不受無明氣心煩惱之遮蓋。眾生因

無明與煩惱的遮蓋，外顯之相與內執的心

皆是依相對而立。然而，若真實回歸至體

性本淨，則無有外顯之境，亦無有內明的

執心者，脫離能、所二執，故稱「無有內

外」—即脫離能、所二執之念。 

內外增減過患無  無明 狀態

中所呈現的內執、外顯，皆為假名安立。

依此安立假名的外顯之境與內執的心，方

有「我」與「他」、是否有如此之事或實

物、而於實物上辨解其否是為真實等念想。

然而，若回歸至本淨之體性、覺了本來面

目，即脫離安立之假名，對於任何外顯的

物與內執的心，則不再有「是、否」的覺

察之念。本淨空性呈現時，不再有增加之

 
3 噶舉派喜用「念」為術語，而將念分為許多層次。 

分別思惟；因為無有增加減之念，也對此

無有善惡過失之念，而僅僅為一赤裸的顯

相。因此，「內外增減過患無」是自體性

本淨的角度之呈現。 

遠離失念之黑暗  失念 是指

對法界的空性之體，處於無明晦暗之狀，

也就是未能了解法界的空性；因此，此時

之「念」是無明。此處失念之無明為「同

因無明」。當「念」清淨時，寧瑪派稱為

「本覺」，噶舉派稱為「本初之念3」，二

者意涵實為相同。對於法界空性之體全然

地了解，即為「覺了」。於此因為無有覺

了，對法界〈體性〉未有了解，因而呈現

無明黑暗之狀態。大圓滿有一偈頌言：

「大圓滿講述自身術語時，聲聞眾生恐懼，

一如密林中獅吼，其他百獸皆生懼。」大

圓滿亦言：「佛陀不曾從心生。」或是針

對噶舉派常以「心」解釋，而強調不需講

述太多「心」。大圓滿亦有一偈頌：「自

根基上增上跳躍，其之自顯乃無自性，不

隨一切擇察之念，本初境態中無變搖。」 

故爾自顯離垢染  此處 所呈

現之無明為「俱生無明」。如前述偈頌，

〈本初〉體性本淨是自顯無自性，不隨擇

察之念。如是自顯即自解脫、遠離垢染。

就離垢染而言，前述大圓滿的六種特殊點

中，第一、「從本初的根基所跳躍的自然

展現」，是其本俱的功德。第二、「覺了

本來的面目」。第三、於本來面目之上，

任何皆可顯現，並且能清晰分辨所顯諸法

之體性。第四、於後得位時，任何一切法

皆不再受法所制，一切法皆自然解脫。第

五、自然本俱，不依他力而得，亦不依任

何因緣、不從任何功德所生。第六、無因、

無果、無立，是自然本俱。而解釋大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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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特殊點，尚有以本初解脫、自解脫、

赤裸解脫等，於體性之解釋。 

依大圓滿解釋五大：當回歸至體性本淨，

五大所呈現是智慧。如同解釋上下陰陽組

合，當五大智慧呈現時，愈向上開顯則愈

加寬廣。因寬廣呈現之力量，不淨者更向

下漏盡，最終呈現「明而無念」之狀。當

認知本覺真實面目時，即是回歸至明而無

念。平常所說的「明」，指的是當念愈來

愈清晰時，妄念似乎愈多，呈現的我也愈

大。當本覺呈現時，於過程中無有任何執

取，愈清明時愈無念頭，因此才回歸至真

實無我的狀態；而於真實無我時，才能對

諸法的分別清晰地了解，故稱「無為不變

的萬〈卍〉字法」—表達堅固不變，如同

日、月般的光輝。此乃是對法之功德讚頌。 

﹝待續﹞ 

 

 

 

大乘精要 (21) 
 

朗欽加布仁波切講述 

敬安仁波切口譯 

2008 年 3 月 13 日講於美國岡波巴金剛乗佛學中心 

 

遍虛空的一切有情眾生雖欲求一切樂、

遠離一切苦，但其思惟與行為皆顛倒而成

為苦因，猶如盲人身置荒野不知方向。對

此等一切有情眾生，願生起強烈的悲心，

以聽聞大乘精要法，引領眾生趨向解脫的

道路。 

《大乘精要》是依循初善、正善、結

善三部份解釋。「初善」包括論名、頂禮

對象及解釋頂禮。「正善」包括讚頌供養、

造論誓言及解說。「正善」的論文解說又

分為「總說」與「分說」。「分說」的部

分又分為「基、道、果」。 

「基」是講解本俱的如來體性，以及

被障之因及如何去除此障蔽。「道」是開

顯本俱的基礎，學習去除此障蔽的過程，

其可分為四部份：一、認知此道：首先尋

求善知識、善知識應具備之性相、如何依

止以及從善知識處學習佛法精要。二、思

惟四法：對治貪著此生，應思惟無常；對

治放逸、散漫，應思惟人身難得；為使此

生具有意義，應思惟因果；不再貪執於輪

迴的喜樂，應思惟輪迴的過患。 

三、學習四法：〈一〉皈依：若欲脫

離輪迴之苦，首先需尋求依止境，聽聞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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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王如來祈請文1 (3) 

 

朗欽加布仁波切 講述 

敬安仁波切 口譯 

2013 年講於美國岡波巴金剛乗佛學中心 

 

一切眾生本來俱足無垢的如來藏體性，

然因無明而未能認知自己本來的面目，所

行皆顛倒而流轉於輪迴。我們祈願眾生能

從顛倒中清醒，了知自己本來的面目，並

願一切眾生皆證得普賢王如來之果位。應

以如是動機聽聞此一願文。 

因為有些弟子前次未出席，所以仁波切

首先將上一堂課的內容簡要解釋。 

前一次上課講述本初之根基與果，講授

分為廣義與略義，略義已於前次講述，此

次將講解廣義。於講授略義時曾提及：依

五大所集的器世界，以及內在依色、受、

想、行、識五蘊所集之有情生命。如是外

器、有情，皆因執著而流轉於輪迴，並依

於往昔之習氣而顯現。依據習氣之對治，

有上、中、下三層次之涅槃，如祈願文第

一句之「情器輪涅諸幻相」。 

「一根二道成二果」，則解釋法性遍及

一切。本初根基是本初俱義藏基：就輪迴

與涅槃而言，其本初之根基相同，無有任

何差別。本初俱義的如來體性離一切言語，

絕一切概念、思維；其本質、自性或好壞

亦也無可分辨。若能了證本初俱義藏基，

即是「覺證」；若未得證，則回到無明的

輪迴中。 

 
1 本篇刊載內容係依朗欽加布仁波切之講授內容略加潤飾之初稿。鑒於法義甚深，大眾弟子若對內容有所疑

問，尚祈請示敬安仁波切或堪布天津尼瑪予以解惑。 

「本覺」有「證」與「未證」之別，藏

文是「是否相遇」之意。若以「相遇」角

度解釋本覺任運：本覺體性之任運展現，

稱之為「明」。於「明」位之上，若能了

證，亦即了解相遇之狀態，稱為「涅槃

位」，亦即「可以了悟」。本初根基如同

童子寶瓶之外圍，於本初根基的體性光明

任運增現時，寶瓶之外圍也同時裂開、開

顯。此時，如果任運光明與本覺體性得以

相遇，則為「解脫」。於任運上展現之光

明，稱為「加行藏基」。若於俱義藏基時

未能了證，則進入任運展現的加行藏基；

此時，即有「輪迴」與「涅槃」之呈現。

因此，於根基任運自顯時，若能相遇、未

曾脫離本體的初基，即回歸至本初之體性。

此時，不再是隨受無記之狀態，而展現任

運光明，其所具備之「如所有智」及「盡

所有智」之二智，也隨之展現。然而，若

未了解任運本初之根基，覺性即被遮障；

此時，則有「種種習氣藏基」。 

如是種種習氣藏基，如同湖泊，湖水本

自清淨，但由於湖中有其他物質，湖水因

而混濁，它的清淨之體也因此無法體現。

前次上課是以水晶為譬喻：水晶之體本為

清明，但如果將它放置於任何一種顏色或

物質之上，即隨順呈現該顏色或物質。此



4 聞喜| 2021 年 6 月 

即如同種種習氣之累積，依此累積，因無

明而生我執，因我執而生能、所及外境。

另一個譬喻是鏡子：鏡子的本體是可以透

視的玻璃，但當在玻璃上抹上一層物質，

則可以照見自己。這一層物質如同無明，

因無明而有我，也因而呈現外境。外顯的

境不能說完全無有自性，因為它是依眾生

共同的因緣而生現。然而，我們亦需了解：

所認知之境，是依於我們看此鏡子所呈現

的面貌。這點對各位於未來的修證路上，

必定有所助益。當提及「顯相」，一般認

為它是外在已成立，爾後我們再見之相。

然而，顯相其實是依個別的呈現。如經論

中所講述：雖是同一物，但對六道眾生個

別而言，所呈現之顯相則全然不同。依此

原因即呈現兩種果。 

「覺與無明所化現」，如前所述，一切

皆是幻現、均為假名安立。本初的根基所

呈現的是無為、極明、本淨之狀態，無有

任何需要增加之功德或去除之過失。普賢

王如來所發之大願：願一切有情皆能從分

別概念思維中解脫，回歸於本初根基之法

界宮。 

至「現前圓證佛陀位」為止，是祈願文

略義的解說；自「真如法性本無為」開始，

則是廣義的闡釋。 

「真如法性本無為」，本初之體性法爾，

本初之根基自然任運、離一切邊，無法以

言語或概念表達，其與《心經》念誦之前

的偈頌：「離言絕思至彼岸」之意義相同。

「原無輪涅此二名」：在本初根基上，無

功德或過失、輪迴或涅槃，本初之體性離

一切垢障。「覺了法爾即佛陀」：對於本

初體性的法性，如果有自證—亦即了解自

己本來的面目，於自本初根基上解脫，我

們稱為「佛陀」，亦無任何無明垢染可垢。

然而，若未了解，即是為無明所遮障。

「無明眾生輪迴轉」，如果沒有認知自己

本來面目，即如同國王流落於百姓中，無

人知道其身份。若我們未了解自己本俱的

如來體性，即如同國王，流轉於三界輪迴

中。 

「普願三界諸有情」：若未明瞭法性根

基，即生無明而流轉於三界。所謂「三

界」：首先，於藏基之本體上，依於對禪

定力量的執著，習氣種於此藏基之上，而

呈現「無色界」。其次，五識經由染污識

的作用，禪定之力量向外伸展，而對色境

有所執取，依此所累積的習氣即呈現「色

界」。第三，意識強烈地起現並與污染識

交互作用，而產生強烈的貪著，呈現的即

是我們所處的「欲界」。依於無明以及心

與心所生之垢染，眾生流轉於三界。部分

垢染是處於隨眠的狀態，如同習氣的種子，

值遇外緣方才現起；眾生流轉之迷亂，亦

是依此習氣而呈現。因此《普賢王如來願

文》：願一切眾生皆能脫離能、所二執之

貪執境，「覺了離言真實義」。如前所述，

「真如體性非因緣」，真如體性不受限於

因緣法，一切法皆依假名、增上而安立，

因此願一切皆能超脫於增上、安立之法。 

自性清淨原安住，三界縱壞亦無懼

 於此解釋法身如來何時解脫。於本

初根基，不曾被無明所垢染。其自身的內

明，於根基上任運增上展現時，能與其同

體相遇；於相遇同時，其任運的光明，能

了了分明地隨順展現二智。故於本初體基

上，無有任何增減或取捨。普賢王如來本

然地安住於空性之究竟法界體中，任運光

明處地於新鮮、清明之狀態。如是地安住

於普賢王如來之自明中，縱使三界毀壞亦

無有任何畏懼。由此亦可了解：於法性中

陰時，即無畏懼於聲、光、顯。亦即：當

我們如如安住於法性體性之光明中，一切

所顯的聲音皆是自然本初之聲音，所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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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光芒亦是任運本體的明光，所顯的相

即為三身之相。亦即：本初如來體性中，

三身功德本俱，而於法性中陰時自然展現。

然而未了解的眾生，則因無明的我，而產

生恐懼、害怕。 

五欲愛著無貪戀 若安住於法性光

明之體，則再也無有「生2」的再增長。亦

即：無有五識及所取的境的過程；法性中

一切的行徑，皆是法性之行徑，不再有垢

染；所展現的皆是自顯並任之自滅。然一

般凡夫因被無明所障，故依眼而「生」色，

並依此再增現、增長。 

仁波切觀察各位很用心地筆記，但如是

之法需要由各位向內觀照、體會嚐試它的

滋味。筆記固然很好，但並非只是拿來研

究；因此希望各位回家之後，對照筆記對

自己的心能有進一步的了解。若仍有不解

之處，可向仁波切請教。如是的過程方才

有益於各位。 

自顯無念自然智 當處於法性本體

行境時，是遠離一切概念與戲論。即便如

此，亦非一切全無。因為本智無滅、自然

如實地展現，一如《心經》所言：「不生、

不滅」。不生表達色、受、想、行、識五

蘊之本體無任何實質；不滅並非表示當無

有五蘊時，是處於昏暗、昏厥的狀態，而

是本覺自明之光顯自然地展現。「無念自

然智」：「念」〈藏文 si〉，於不了解時，

是一種「識」；然此表達「本智」，其離

一切執著垢染之念。如是本然、本俱的智

慧是自然呈現，無有造作。 

本淨無色無五毒 俱足如是本智之

時，是處於本淨、無色、無五毒之狀。

「無色」是指於此本智之體上，沒有任何

有為、有形之法所集聚，也沒有礙或意識

之身。如何可以獲得無五毒或無色之身？

 
2 藏文為用「名色」，即中文十二因緣。 

無五毒是「無貪」，無色則是「無礙」。

於經教的解釋是：離「貪」與「障」；亦

即表達「無礙」，再也無有任何可障礙。

法性本智之身並非如我們現在的有形之身。

有形之身是受業力所展現，有好壞與善惡

之別；依好壞善惡，方有取、捨之念。於

法性本智之體時，其根基本來自性清淨，

因此於本體的基礎上，不可能展現再出生

的狀態。法性本智所呈現的，即如經教所

言的「三解脫門」：無願、無相與空解脫。

亦即：本智的體基是空，是空解脫門；離

一切相，是無相解脫門；對於果無有任何

願求，是無願解脫門—其三解脫門本體具

足。此乃普賢王如來的解脫方式。 

覺性明澈亦無礙 本初體性處於本

來的解脫狀態時，自性之任運光明自然展

現；任運光明展現同體時，本俱的大悲亦

周遍一切。藏文的 tu-gi 是「悲」，中文

一直接翻譯為悲，表達本來的智慧或覺，

而稱「本智」或「本覺」。 

一根本智展現五 本覺覺性的無礙，

呈現一體多面，以五種展現解釋。處於本

智普賢王如來體性時，其任運光明無滅；

因無滅故，所呈現的光明是五種智慧的展

現。但對無明的眾生而言，此一呈現則是

五毒。由五智所呈現的狀態：其無垢染、

無生，為「法界體性智」。其所展現的是

清明、無礙，是「大圓鏡智」。於大圓鏡

智上所顯的一切，無有所俱的功德或應淨

除的過失，而於大圓鏡智的本體上一切皆

平等，因此展現「平等性智」。於此清淨

之體中，無有任何執著、沒有輪迴是惡或

是涅槃是善之分別。如同前述水晶之比喻，

水晶本體清淨，沒有任何垢染。於平等性

智上之所顯，遠離一切垢障，呈現皆為平

等之狀，因而對任何所顯之法，皆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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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個本初之性相，因此展現「妙觀察智」。

此妙觀察智為本俱，並非一般研究或觀察

的智慧；於妙觀察智之上，無勤任運而現，

因此稱「成所作智」。以上是一根五智的

展現。 

於此五智成熟中 五智雙運所呈現

的顯相，是一切的相好功德；此顯相之相

好功德增上時，所現化身之基是由報身而

來，報身之基是由法身而來，因此是成熟、

增廣的狀態。 

如同我們於禪定時，如果未能了解本覺

〈本來面目〉，則會以為完全沒有，因而

感到恐懼；或疑惑如果什麼都沒有，將會

變成什麼樣子？其實並沒有我們害怕的狀

況。本初覺性的空體，本身即是清淨無為、

本俱即具備此種功德。然而，當我們接觸

它時，反而因執著而有所疑惑、恐懼。也

因此，無法回歸到本初之體，或無法進而

成熟基體。倘若我們能回歸至本覺之體中，

將本覺的明體完全呈現；於體性成熟時，

即是五方佛的展現。 

例如：水本具清澈的體性，不需要以其

他方法清淨。同理，我們因疑惑或無明，

而有俱生的我執；因此，於禪坐過程中，

對於「我」有相對的起現或恐懼。所以，

於心性的指認上，需要依據眾生的根器。

如果未根據眾生的根器而直指心性，有些

人會因此精神失常或產生其他狀況，即肇

因於此。 

帕摩竹巴大師有一弟子麻巴希洛津地，

是很有名的智者。當麻巴希洛津地到大師

前，請求直指心性的法時，大師看見他過

去世的諸多習氣，因此不能直接的給予心

性的開示，否則將對他不利。大師因此不

接見麻巴希洛津地，而只是請人傳話請他

 
3 屬金剛部種性。 
4 屬羯磨部種性。 

禪定打坐。因為大師善巧的方法，麻巴希

洛津地最終自己開悟。當他開悟後再前去

拜見大師，大師對他說：「唯吾知此不開

示即能使人自證之法。」麻巴希洛津地也

確知：當他修證本來面目時，曾因過去世

的習氣而發生吐血等狀況。雖然帕摩竹巴

大師沒有正式對他有任何開示，然而因為

他對上師的信心，僅依照上師指示的方法

即了解本來面目。 

因此，上師必需自身修證圓滿，才能指

證弟子的心性。然而現今之上師泰半沒有

自證，更遑論弟子。所以我們應累積資糧、

淨除垢障，尤其是對上師的虔信以及向歷

代傳承上師祈請，均十分重要，也對我們

非常有所助益。 

生起五方原始佛 當五智成熟時，

所展現的就是本初如來—普賢王如來的自

顯即是五方佛；「原始」的意思是指普賢

王如來。為何稱為「五方佛」？此是直接

從本初的普賢基礎上自顯的相而示：本初

的根基、法性本體不動搖，呈現的功德是

不動位；不動位所現不動的種性
3
，稱為

「不動佛」。於呈現根基本體上，其所有

功德皆是任運展現，如是功德，是寶生種

性，稱為「寶生佛」。於此體性上，自性

光明之自顯，不受任何垢染所障，譬喻如

蓮花般，屬蓮花種性，即是「無量光阿彌

陀佛」。於此體性之上，任何事業是任運

自顯而成4，稱為「不空成就佛」。所有顯

相內力，皆呈現於中間的法界體性之上
5
，

即是「毘盧遮那佛」。以上是五方原始佛

的展現。 

就外而言，五大所呈現的地、水、火、

風、空，是五佛母的展現。因此，整個過

5 屬佛部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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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從體性不變的根基上，任運光明自顯

的呈現—五方佛與佛母即是由此角度解釋。 

智慧增廣進詣時，顯現寂靜四十二，更

由五智用力中，顯現六十飲血尊 五智

成熟更加成熟增廣時，呈現的是此寂靜四

十二尊，包括：五方佛、五佛母、十六位

菩薩、六佛尊、四門忿怒男、女八尊，以

及原始普賢王及佛母。 

當五智展現力用更強時，所顯現的是六

十飲血忿怒尊6。眾生依於五毒而生，於此

以五智誅殺五毒而述忿怒之尊。首先展現

的是六大嘿魯噶，其名號與前述五佛相同，

並各現父母雙尊。當八識清淨時，呈現的

是各自清淨境中之八大女魔眾。外顯的境

解脫時，也呈現淨顯八大女魔眾。另有本

質無礙的四護門之父母雙尊，共八尊。本

覺遊舞力量成熟時，則展現二十八7大自在

主。 

究竟而言，本智的智慧無可限量、無法

以數字計算。於此以數字量化，是依據眾

生無明清淨後的展現，而有五方佛、寂靜

四十二尊及忿怒六十尊，其皆是相應於我

們心的垢染而展現的對治。反之，一百尊

較為粗體的呈現，收攝即成五方佛尊，再

回歸成金剛薩埵唯一獨尊，則是收攝、回

歸的過程。普賢王如來如如本初不動之狀，

所顯的一切色身都皆是自顯的任運光明展

現，而非實質之體的呈現。 

故爾本性無迷失，我即原始本初佛，由

我悲心廣大願 普賢王於自性清淨的本

智狀態時，是清淨而無有任何迷失、所以

清淨一切迷失；所呈現、增長的是本智的

力量；最終，是處於本來清淨的狀態。若

能了解這一點，對我們的修證將有所助益。

 
6 另一說為五十八尊。 

亦即：當我們於修證時，於本初的根基上，

如果能如如不動，本初即住於本來清淨的

狀態，未曾動搖。 

仁波切來自游牧民族，在西藏北方草原

上多有羊群。當羊群被狼圍繞時，通常只

有完全不動的羊才不會被狼捕食；其他亂

跑亂動的小羊，則多會被捕食。因為一直

不動的羊，狼群不敢輕舉妄動。如同我們

禪坐時，如果能在體性本基上如如不動，

任何分別妄念都不會干擾我們。 

輪迴三界有情眾，了知自然本覺明，直

至圓滿無量智 在本初上，本覺如如不

動時，所呈現的四十二位寂靜尊及六十位

忿怒尊，其皆為自顯並非從外展現。一切

皆為自顯，未曾有任何迷亂。就自性本覺

而言，其無有邊際，願此如法輪般，圓滿

此本覺智。 

我之化身無間斷，剎那化現無量尊

 以上所講述的是普賢王如來依於本

初體性自顯解脫，成就正覺，以下則講述

利他的方式。前述四十二寂靜與六十尊的

忿怒尊是其報身，以下的利他，則是以化

身展現。如是化身無有間斷，而依相對應

境顯現的眾生之所求而展現：他們以盡所

有智慧的力量，利益眾生之需求；以盡所

有智所展現的力量，呈現的千百億世界，

如同毗盧遮那〈大日〉如來所展現的世界，

廣大無以數計。 

達賴喇嘛曾開示：經教中提及證得十地

菩薩確實具備利他的力量，但與佛相比，

其利他的事業其實十分短暫，因為佛的利

他事業無有間斷。如何如佛般呢？其需具

備圓滿的法身與色身。法身的成就之因是

源自空性，色身的成就之因則源自本初極

7 另一說為二十四尊。相應於息、增、懷、誅四事

業的瑜伽母，各有六位，再加上四位外門的守護

母，則共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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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細之意識身。密乘中的本尊幻身之法，

是修色身最究竟之法，大圓滿則是以頓超

的方式修證色身。因此，若最終得如佛般，

圓滿呈現法色、二身，密乘的方法非常重

要，殊別之點也在於此。若希望最終證得

如佛般的正覺果位，需要三密合一，此即

經、密之間最大的差別。 

若欲如佛般地教化眾生，需以身、語、

意三種方式呈現。其中，主要是以「語」

代表佛的呈現；語則需藉「身」呈現，因

此「身」十分重要。三密之中，首先以幻

身本尊之法修證，法身是由幻身本尊之空

性法成就，再與報身之法融合為一修證—

亦即三身同體合一而修。換言之，如欲教

授利他之法，就緣起因果而言，需有同等

之因方能成現。我們現在學習的教法，即

是以與佛的果位同因的方式修證。 

雖然我們尚未如實地體證空性，但對空

性有一定的認知。因此，若修習幻身本尊，

因為了解空性本體之體性界中，自性光明

本覺的遊舞僅為一展現—本尊之身、亦是

幻身是為光明遊舞之呈現。如同手電筒，

只要裝入電池，光顯只是開關與否，光並

不受限於形體。《現觀莊嚴論》：「直至

世界未盡前，佛之身語化現將不間斷地利

益眾生。」續部亦言：「對於一切眾生之

根器，佛示現種種化身調伏。」若就大圓

滿而言，釋迦牟尼佛為攝受之能堪忍娑婆

世界之眾生，示現十二種佛陀之化身；未

來於彌勒佛時期，也將以同樣方式攝受。

以上表達佛無止盡的利他事業。 

剎那化現無量尊 於百千億世界，

亦化現如是無量之化身攝受眾生。 

應一切求善調伏，由我廣大悲願力，三

界輪迴有情眾，六道苦厄悉解脫 最終

以三身任運之相，調伏一切有情眾生。

「三界輪迴」是指於生、死亡、中陰三個

階段，令一切有情六道眾生之苦，悉得解

脫。 

於「六道苦厄悉解脫」之前，是普賢王

如來自本初體性根基上解脫後，利他事業

的展現。以下則開始解釋：未曾了知的迷

亂眾生，如何由無明而展現六道。迷亂可

分總體與個別的迷亂。以下是總說迷亂。 

無始迷亂惑幻眾 如前所述，本初

根基無輪涅、有無之別，因此普賢於體性

本初的境界中，本覺光明自性任運展現時，

於自地、本初之地即解脫。依於此解脫的

力量，也無有所行之業與煩惱的累積。 

根本明覺未認知，無知失念住黑暗

 於本初體性根基增現之時，本應呈

現任運光明，然而對於有情眾生，任運光

明不但未呈現反而迷亂，因而產生「我」

與「我所」。「無知失念住黑暗」：當本

初所具本淨的藏基，於自性本覺之光明未

呈現時，即成為「無知失念」；於此以黑

暗表達無明。「根本明覺未認知」：於根

本的體性上，明覺展現時未能認知，呈現

的即是「我執」；換言之，若未了解如來

藏體性所具備之功德，展現的即是昏暗之

狀。他們〈「根本明覺」與「無知失念」〉

的基是同因之體，於根本上是同體呈現。

惟因未曾認知自性光明的本體呈現的力量，

因此稱為「同因無明」；同因指的是同根

本。 

「同因無明」亦稱「俱生無明」。如同

一面鏡子，其本身雖然清淨，但也有可被

垢染的部分，如此可被垢染之因，即稱

「俱生無明」。若認知本覺，即無有可垢

染；然因未能認知，則現無知失念。為何

亦稱「同因無明」？對於本初的念知〈本

覺〉，於根基呈現時，因為未了知其本來

面目，而處於失念之狀，故稱「無明」。

譬如有人行走時，手提、背負重物，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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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憊而歇息時，頓時無有思維、處於失念

的狀態，而無法了解本來清醒的面貌。於

大圓滿中，不稱其為「俱生無明」而稱之

為「同根基的無明」，是取「因未曾了知

本覺」之義。 

此即無明顛倒因 因未能了知本來

面目，而呈現無記業的狀態，藏基即成為

「可種下種種習氣之基」，如同可聚集種

種形之器皿；「俱生」與「遍計」無明即

因此而生，是為無明顛倒之因。於此所述

之俱生與遍計之無明其實非常的細微，並

非我們〈粗體〉的了解；其類似於聲、光、

顯時，最最細微之無明。達賴喇嘛曾言：

「當以無明狀態解釋外器物等時，科學與

佛教觀點也有契合，許多細微的心識甚至

可更精細地解釋。」例如講述無常變化，

佛教內道認為任何事物，於形成的瞬間即

已開始變化。 

由彼驚愕迷悶絕，念動甦醒生恐懼

 當未明了本俱的體性根基，即現昏

暗無明狀。如是昏暗無明，於藏基上即俱

一相近之因，即「可迷亂」，為俱生、遍

計無明之因。於瞬間出現無知失念的無明

狀態時8，如同一個人甦醒的瞬間，微細的

思維意識即非常快速地產生。當思維與意

識一起現，即有擇察。於無知失念中，甦

醒的剎那生「藏基識」。藏基識方才形成

時，但尚未有向外執取的力量。如同從熟

睡中甦醒，仍有些許昏沈，但稍具意識；

或類似於從昏厥中，剛剛甦醒。此時雖已

有藏識，但意識仍然處於不安定狀，因此

以「驚愕」形容。當如此不穩定之識向外

展現，形成較粗之體，即稱「俱生無明」。

例如初生的嬰兒，其處於不穩定、不安定

的狀態，對外境尚未有強烈的執取；然之

 
8 藏文中沒有恐懼之意。 

後以觸或聽等方式，逐漸地認知外境，一

如十二因緣所述。 

故起自他貪瞋執 如是不安定的狀

態，稱為「俱生無明」，是由同因無明而

生。於此不安定狀態下，逐漸開始向外而

生「有」與「沒有」之分別，展現「能」、

「所」、「取」；依於取則有我所喜與不

欲，而生貪、瞋。如是狀態安立為「迷

亂」，即執假為真，或稱「執繩為蛇之幻

相」。若以清淨證理解析迷亂之狀的本質，

則世俗諦不過亦是一幻相而已，一如「執

繩為蛇」之幻。對究竟了解真實體性的智

者而言，一切世俗諦皆為幻相，因此藏文

之 zho，意指「不真實的假相」。 

習氣薰染漸增長 俱生與遍計無明

產生時，即形成「我執」。依於我執而開

始有自、他的貪執，而產生六種根本的煩

惱、二十一種近支的煩惱，甚或八萬四千

煩惱。因此，開始累積習氣、聚集成形；

順轉的十二因緣也由此產生，形成業力；

依業的累積，則有輪迴。 

隨世間性入輪迴，由此煩惱五毒增

 依於順轉的十二因緣，五毒煩惱也

開始增長，所受之苦也無間斷。因為一開

始即為無明所障，因此無法自輪迴的苦難

中脫離。 

五毒惡業無間斷，故爾眾生惑幻根，即

是無明與失念 無明是因未了知本來的

面目，而於失念的瞬間，因迷亂產生我執、

一再的輪迴。因為迷亂，增生五毒而造業，

所承受的苦也無有間斷。換言之，所有的

迷亂皆因為未了解本初根基。所謂「有

情」，即是於本初的根基上迷惑—於此以

「幻根」形容。有情生命是隨著瞬間的執

著之念而轉，由此一再地於本來最初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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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之上迷惑。沒能了解本初根基之因，即

是無明與失念。 

由我普賢廣大願，一切了知自明覺

 從本初之基即已解脫的普賢王如來，

願一切迷亂流轉的眾生，能從無明中解脫，

了解自性本俱之光〈本覺〉。這是普賢王

如來所發的願。 

﹝待續﹞ 

 

 

 

 

 

大乘精要 (22) 

朗欽加布仁波切講述 

敬安仁波切口譯 

2008 年 3 月 27 日講於美國岡波巴金剛乗佛學中心 

 

遍虛空的一切有情眾生雖欲求一切樂、

遠離一切苦，但其思惟與行為皆顛倒而成

為苦因，猶如盲人身置荒野不知方向。對

此等一切有情眾生，願生起強烈的悲心，

以聽聞大乘精要法，引領眾生趨向解脫的

道路。 

《大乘精要》是依循初善、正善、結

善三部份解釋。「初善」包括論名、頂禮

對象及解釋頂禮。「正善」包括讚頌供養、

造論誓言及解說。「正善」的論文解說又

分為「總說」與「分說」。「分說」的部

分又分為「基、道、果」。 

「基」是講解本俱的如來體性，眾生

因為不了知，故生迷亂，將一切外在執為

真實，所以一再受苦，流轉於輪迴。「道」

是開顯本俱的基礎，學習去除此障蔽的過

程，可分為： 

一、認知此道：首先尋求善知識、善

知識應具備之性相、如何依止以及從善知

識處學習佛法精要。 

二、思惟四法：對治貪著此生，應思

惟無常；對治放逸、散漫，應思惟人身難

得；為使此生具有意義，應思惟因果；不

再貪執於輪迴的喜樂，應思惟輪迴的過患。 

三、學習四法，分為：〈一〉皈依：

若欲脫離輪迴之苦，首先需尋求依止境，

聽聞皈依開示以及了解皈依的意義。〈二〉

戒律：以持戒斷除煩惱。〈三〉菩提心：

由生起慈悲心到菩提心。〈四〉灌頂：密

咒乘誓言的涵義。 

尋求善知識時，因眾生強烈的偏執，

即便佛陀在世時，也都被認有過失；遑論

現今，更不容易尋得無過、功德圓滿的上

師。然具格上師最重要的條件，必須是能

將佛陀的教法如實、清楚地教導；而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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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王如來祈請文1 (4) 

 

朗欽加布仁波切 講述 

敬安仁波切 口譯 

2013 年講於美國岡波巴金剛乗佛學中心 

 

聽課前應有如是的發心：一切遍虛

空如母之有情，雖具無垢的如來藏，然因

未明而流轉於輪迴之苦海。我願度一切眾

生，願彼皆能脫離無明之苦海、證得佛果

—以如是動機聽聞此祈願文。 

一切有情皆俱如來體性。然而普賢

王如來於本初根基，即已了知自己本來的

面目；此外，於當體呈現的當下，同時解

脫。依當體的解脫，其覺力所展現即是文

武百尊之相。如是普賢王如來從現見至解

脫的過程，是由清淨的角度解釋。以下將

講述：未曾了知本來面目、不知如何解脫

的眾生，及其如何迷亂的過程。 

一切有情因未了知自身本來面目而

迷亂。為何「迷亂」？因未能了見法性的

究竟義。迷亂可以「無明」解釋。 

何為俱生之無明，即是失念渙散心

 無明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同因

無明」，也就是本來無我卻執我。依於同

因無明的外緣力量，而呈現的迷亂相，即

為第二種的「俱生無明」；它使我們失念、

渙散或放逸。如同禪定時未能處於明覺之

狀，而突然落入渙散或放逸。亦可解釋為：

本來無我而生執我的同因無明—如同鏡子

本身具有可垢染的部分，當我們對鏡子呵

 
1 本篇刊載內容係依朗欽加布仁波切之講授內容略加潤飾之初稿。鑒於法義甚深，大眾弟子若對內容有所

疑問，尚祈請示敬安仁波切或堪布天津尼瑪予以解惑。 

氣時，鏡子會蒙上一層霧氣。我們將此垢

染的霧氣，執著為我，因而產生迷亂。 

何為遍計之無明，分立自他二執取

 從自性〈本初〉的角度解釋本質、

自性、大悲三體。從本質中，因為未能了

知本來面目，所以處於無明；亦依此「同

因無明」而生「俱生無明」。俱生無明產

生後，自性與大悲也因此展現無明。就本

體而言，於本覺大悲展現時，因為無明與

本覺的清淨相違，而將大悲的展現執取為

「我」，故對外產生執取之境。也就是對

本來為無之境，執取為境；如是執取為境，

因而對每一境取名安立，稱為「遍計」。

在取名安立的境上，因具強烈的我執，所

以對對境產生好壞、善惡等種種的分別。

換言之，遍計執是將本來沒有的境，執為

實有。經典中所述「指繩為蛇」，即是遍

計之執。 

仁波切以前有位英文翻譯彼得，很

喜歡玩電腦，經常沉迷於電腦遊戲中，並

覺得自己就是遊戲中主角：最初他和主角

一樣出外逛商場，與人交際等活動。沉迷

至最後，他甚至強烈地覺得自己就是那位

主角，如果不上電腦便不知所措。這即是

種遍計的我：將沒有的我，執為實有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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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遍計的執我，而產生強烈自、他實有

的分別，而現迷亂之狀。 

俱生遍計二無明，即是眾生顛倒因

 如是俱生遍計二的無明，即為眾生

迷亂的原因。 

由我普賢廣大願，令諸輪迴有情眾，

消除失念之黑暗，清淨能所二執取，了知

本俱自明覺 此處以失念表達無明，三種

無明如同黑暗將我們遮蓋，依普賢王如來

的大願，以阿底瑜伽極密之法，祛除眾生

失念之無明黑暗、清淨能所二執取，得證

本來究竟之明覺。普賢王如來之本初、現

見與解脫是同體，因此三身任運、無有區

別。以上是普賢王所發的願。 

在修道位上，為使眾生本俱之根基

現前，首先需要成熟的灌頂，並以誓言保

任。其後，方有解脫的開示或口訣的指示，

使我們最終了知自己本初的根基。而於本

初根基上，脫離疑惑，並以決斷的心修持

而使真實果呈現。以下願文即是解釋，對

於未明了自性本俱的眾生，如何於無明中

了知本俱的根基及如何解脫。 

心著二執起猶疑，生起微細貪著心，

習氣薰染漸增長 依於同因、俱生與遍

計三種無明，我們產生迷亂。這三種無明

是一體三面的呈現，其因接觸四緣後，所

產生迷亂或無明。四緣第一種是「因緣」，

第二種是「所緣」，第三種藏文稱「瞬間

緣」，中文則翻成「等無間緣」，第四種

是「近取緣」，或稱「增上緣」。依於能

所二執取的力量，對於對境即生「所欲」

與「不所欲」的樂或苦。如是，看者與對

境二者本身是種疑惑，當此疑惑增上時，

六種根本煩惱及分支的煩惱也愈益增上，

厚重之習氣也開始累積。 

食衣財住及伴侶，以及五欲親眷等，

心繫所欲起貪惱 依於習氣的累積，我

們對食物、衣服、財物、住所、伴侶等，

產生欲與不欲、喜歡或厭惡等。也由此對

色聲香味觸產生執取的欲望，或對父母、

親眷等生起強烈增上的欲念。因為被貪欲

的力量誘惑，我們的心於瞬間種下厚重的

習氣。如是瞬間產生的習氣是有為之法，

藏文稱為 gidan 也就是怖畏的世界，因其

於瞬間可以毀壞。因貪欲之誘惑，心與心

所也同時增長煩惱。 

此令世間惑幻生，由是二取業無盡，

貪欲果報成熟時，投生貪惱餓鬼中，常受

難忍飢渴苦 由於我們強烈的二執取，它

的無盡、不間斷，使我們造作種種的業；

當業累積，至果報成熟時，貪欲的果報即

投生於貪惱的餓鬼道。藏文 eda 的意思，

是指全部的身心一直於欲求欲取之境中。

餓鬼道是非常痛苦的世界，它無有滴水、

地面枯乾、土石破裂；夏日酷熱、冬天嚴

寒，若有少許食物即引起爭奪強取。因為

貪欲的力量，使餓鬼世界的眾生長時承受

飢渴之苦。 

由我普賢廣大願，普令貪欲諸有情，

不需捨除貪欲惱，亦勿取著於貪欲，自心

放下無造作，任持安住自明覺，得證勝妙

觀察智 對於貪欲，普賢王如來於本

初之基，以赤裸的本覺力量自解。其本然

的狀態、無有為造作，不需依對治、境、

時間三個過程，自然回歸至本初本體而自

解，並使心自然安住於本覺中。如是，得

證勝妙觀察智。 

對於貪欲，在修證上，小乘是用捨

離或對治的方式，經教或續部則是以轉化

的方式。對此，最高的阿底瑜伽，則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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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於本初的自性體性中。於阿底瑜伽的最

高見，不僅僅是回歸、安住於本體，尚需

具備覺力、解脫的力量，方能圓滿。如果

只知清淨的自性本體，則只是「增上空」，

實無益處。如同禪定者雖然了知禪定的方

法，但如果不知念的解脫方式，最終仍只

是落入禪定天，無法解脫。將貪欲自然安

住在本覺中，所呈現最究竟的本質，是

「勝妙觀察智」。 

雖然安住於自然的本覺中，但仍有

解脫的力量。覺力解脫的力量，有三種自

解的方式：第一、如同遇見熟人般，第二、

如蛇結自解般，第三、如小偷入空屋般。

這三種自解有一定的層次，依個人而定。

如果不具備自解能力，則禪定無有用處。 

外境所現諸幻相，念動微細怖畏生，

忿怒習氣增長瞋，執作怨敵起害殺，瞋恚

果報成熟時，長受地獄苦煎熬 瞋心如何

生起？依偈頌：「外境所現諸幻相」是因

外境而現。外境可分內外：內在的部分，

如果從醫學上而言，氣、潰瘍、肝、膽的

不調，會導致心的不安而生起瞋心。外在

的部分，則因地、水、火、風等外境，導

致不安與恐懼，向外呈現瞋的狀態。 

「念動微細怖畏生」，瞋的初始十

分微細。例如我們外食，當開始吃時忽然

對食物產生疑惑，而思惟這食物是否有害？

初始只是非常細微的思維，然後逐漸產生

是否有人要毒害我之類的想法，最後才慢

慢形成粗體的瞋。換言之，依於對食物的

疑惑或是否會中毒等恐怖畏懼，種下細微

的瞋的習氣；之後瞋的習氣越來越重，則

有粗體的瞋。再依對境，產生他人想害我

的思維，於是生起瞋心；之後再生視他人

為敵而欲以傷害的心念，因而展現傷害他

人的粗重行為。最後，瞋心生起的業消滅

我們的善根。中文經典：「一念瞋心起，

火燒功德林。」藏文則說：「瞋心起，毀

滅我們百千劫的善業。」眾生因瞋心而造

的業，所承受的是於地獄道承受難忍的苦。

如是過程，乃依於迷亂的瞋心、惡念，使

我們流轉。雖然了知依迷亂的惡念，產生

現今所受的惡果，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從中

解脫？ 

由我普賢廣大願，普令六道諸眾生，

瞋恚猛烈增長時，自心放鬆莫取捨，任持

安住自明覺，得證勝大圓鏡智 當猛烈的

瞋心生起時，不需對「境」予以對治，而

是直接現見它本身念識的力量。此過程中

如何修證？我們不應依造作的方式修證，

而是無造地置於瞋心本體的法性中，使它

於瞋體中自解。如果能了知「念」本體的

法性，瞋將自然而解。當它自然而解時，

法性自然的明，則會顯現。如是自然之明

的顯現，稱為「大圓鏡智」。 

最殊勝者，是最終能證得「於本覺

當體中，瞋心自解」。自解的方式亦是依

不同的眾生而給予教導。過去有一位行者

涅普巴，曾在帕摩竹巴大師處學習教法。

帕摩竹巴對涅普巴開示心性教法時，他都

無法認知，只能努力精進的修習。涅普巴

的瞋心非常強，帕摩竹巴了解他瞋念習氣

非常重，所以知道應該用瞋的方式引領，

使其回歸本性的法性中。於此之前，涅普

巴的父親被人殺害，但尚未復仇，而前往

衛藏向帕摩竹巴大師學法。某日，涅普巴

的殺父仇人前來拜見大師，大師將這位仇

人關於房子裡，之後再差遣僧眾告知涅普

巴。當時涅普巴正修習直貢五支大手印的

菩提心，原本修得不錯，但一聽殺父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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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瞋心瞬間升起，立即前往見他。但

因房門被關著，雖然十分想衝入，涅普巴

只能生氣地從窗戶望著仇人。此時帕摩竹

巴大師走至他面前，對他說：「是誰在發

如是憤怒的瞋心？」依於大師詢問的時間，

以及過去的因緣，涅普巴當下立即了悟。

這是瞋心自解的例子。 

從這個故事我們了解：當瞋心起現

時，我們不應看視瞋心的對境，而是觀視

瞋心者，才是重點。如果能夠回觀瞋者的

自面，才能「任持安住自明覺，得證勝大

圓鏡智」。 

由於自心起傲慢，於他生諸競爭心，

如是猛烈盛驕慢，自他爭鬥皆苦惱 

 慢心生起時，回歸至「慢」的本體，

亦即是回到平等性。藏文 chukzin 有「傲

慢」的意思。若於宗教上認為自宗的見地

最為殊勝，是自宗的見執，屬於修證上的

驕慢。或是於行為表現上，認為自己所守

的戒律比他人好，是「梵行勝執」。一般

平凡人傲慢之執，則是認為自己的種姓比

別人高、財富比他人多、自己比較聰明或

能力比別人強等。尤其是在學習過程中，

因為覺得自己所知的層次較高，而強烈地

貶視他人。或是對於與自己學識相近者，

以譏毀或嘲笑的方式相待；而對於學問較

好、組織能力更強者，則是批評他們的過

失，或是有攀執的心念。所知上而生的傲

慢，對行者日後的習法將是最大的障礙。

因為慢心會促使行者已無意願再向外學習；

更因強烈的傲慢，而有自他的爭吵鬥爭。

傲慢之心如同氣泡，功德之水無法注入，

水皆將流失，而無法容納功德之水。 

此業果報成熟時，暫生天道報盡墮

 因傲慢所成熟的果報，是暫時生於

天道。或許有人覺得投生至善趣、沒有墮

至惡趣，其實不錯。然而天道受苦可能更

多：雖然於天界具備榮華富裕，但是投生

天道的眾生也有慢心等，以及瀕臨死亡前

的痛苦。當天人善業漏盡，即將投生於惡

趣，依於天道神通的力量，投生前可以預

知未來將墮入惡趣的地方，以及未來承受

的痛苦。如是的苦是最為難受。此外，與

人道的時間相比，天道受報的時間非常長。 

由我普賢廣大願，令驕慢心諸眾生，

自心放下無造作，任持安住自明覺，得證

勝平等性智  當驕慢生起時，我們

應處於法性本覺、無有造作的平等定中。

如果我們能安住於此平等定中，則無有自、

他的執著，一切皆處於法性平等。驕慢的

本質實為平等性的展現，因此依普賢的大

願，願眾生「得證勝平等性智」。 

 

【問答】 

問：剛剛講述貪欲時，提到解脫的三種力

量，可否請仁波切多解釋？ 

答：本初自解是建立於已經了證本覺的前

提之上。若已經認知本覺，於修證

時，如有任何分別念生起，於念起

的當下，即知此念，這種「知」如

同遇見熟人。此處「認知熟人」的

意思，而非「看著分別念並且跟隨」

的認知；而是當認知熟人之面的同

時，即回歸至本體當體中。所謂的

「認知」，見的不是外念而是本面。

嫻熟前述過程後，其次是不需再認

知念頭，而於安住當中，念自然而

解，因此稱為「蛇結自解」。最終，

最好的自解方式，是無有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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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偷偷空屋」般，任何自顯的

同時即自解，沒有任何執取的境，

因此稱為「自顯自解」。以上為三

種自解的方法。 

初學行者不可能馬上做到自解，它

需要非常堅固、嫻熟。薩哈拉尊者

之道歌：「如同大海船上的海鷗，

雖希望脫離船隻去尋找陸地，但是

海面太廣闊，根本無法飛越，最終

仍需回到船上。」雖然我們開始修

證、練習平等定，可是欲求的心仍

會隨著境走。然而心不管走多遠，

最終仍然需要回歸至本初的體性。

因此，首先應學習認知心念，達至

嫻熟非常重要，絕非一蹴可及。 

問：大手印與大圓滿有何不同？ 

答：這的問題可以從基、道、果三方面解

釋。從基而言，大手印的基礎與大

圓滿的本淨，無有差別；若有差別，

則意謂眾生的如來藏有所別。二者

的差別主要在於道：大手印屬於漸

次第之道。就果而言，二者皆同證

佛的果位，無有差別。此外，佛法

教派術語亦各有不同。這是仁波切

自己的看法，其他智者也許有各自

的觀點。 

很高興各位對大圓滿與大手印有強烈

的誠敬心，這一點十分難得，各位也

應該祈願能時常與此法相遇。 

 

二取執實習氣染，自讚毀他痛苦業，

增長鬥爭嫉妒心，投生殺戮非天處，報盡

墮入地獄中 此為嫉妒心最終呈現成所作

智的部分。因為強烈的自、他二執的遍計

執實，當此力量增長之時，慢心也隨之增

長；當慢心越來越大，則會讚譽自己、詆

毀他人。因此對於比自己學問好，財富多

或地位高者，生嫉妒；甚或對他人善的功

德，也生嫉妒。當如是力量增盛時，只要

自己無法和與別人同等，即生鬥爭的心—

屬嫉妒的部分。例如社會上有人外表看似

行善，但內在卻是鬥爭、嫉妒心生，也是

依此而來。此種果報是成熟相續的業，必

定投生於非天，也就是阿修羅道。因為阿

修羅所作皆是殺生業，最後將墮入地獄。 

由我普賢廣大願，嫉妒鬥爭有情眾，

莫執怨敵心鬆坦，任持安住自明覺，得證

勝成所作智普賢王如來於果位即已解脫。

然而一般眾生於未解脫前，依嫉妒之因而

造作業，諸如對親人與敵人產生諸多的嫉

妒與鬥爭，因此投生阿修羅道，報盡則墮

入地獄道。這一切皆依於眾生二執取的心，

所生嫉妒而造出殺生之業。普賢王如來如

是發願，對於因嫉妒無明而造業的有情眾

生，希望他們任持安住於自明覺，能從妒

嫉的本性中，體認它的本體。當妒嫉心念

生起的當下，不隨所緣境相而轉，直觀看

相者之本體，希望最終回歸至自身的本覺

的覺力中，得證「勝成所作智」。 

失念捨及渙散心，有覆昏沈並忘失，

昏睡懈怠愚癡者，果報旁生無依怙 

 以下是了證愚癡本體為法界體性智。

以無明作為〈本初的〉基礎而產生迷惑；

於迷惑的當下，心處於失念、無念的狀態。

藏文 nuedgou是無念想的意思是沒有任何

的念想或思維。如是無念想的狀態，我們

無法見到自己本來面目、明覺體性，因此

無法分辨善惡。如同我們於黑暗之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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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黑影時會因恐懼誤認為人；失念即是

類似此狀態。 

因為無念想無法了見自己本來面目，

如是因無法分辨而生渙散心。「有覆」的

意思是：依於執我，而將本覺的明覺覆蓋；

亦即遮住本覺的清明，因此產生昏沈。昏

沈即為意與根不明，無法清晰分辨，所以

產生忘失。「昏睡」也可以說是昏厥，而

於一段時間內無有念想。一般解釋「懈

怠」，是今天有事需要做，卻想不做，明

天再做，是一種放逸。前面所提的失念捨

及渙散，均為愚癡的細分，至於為何細分？

因為可能只是被個別的失念或渙散所覆蓋，

並非全部，所以細分。然而，最主要是因

為它們將自顯本來面目的明覺遮蓋，因此

稱為愚癡。因為愚癡而無法清明，我們無

法做正確的取捨；當所做的惡業成熟時，

即墮入旁生道。 

由我普賢廣大願，令諸愚癡黑暗

者，顯發光明住正念，得證法界體性智

  墮入旁生道的眾生，是處於

愚昧的狀態，根本無法取捨。對於如是承

受愚癡果報的眾生，「由我普賢廣大願，

令諸愚癡黑暗者，顯發光明住正念」。住

正念所指的是，不隨心意的造作之念，而

於無造的本覺明覺當體中，了知愚癡的本

性，得證「法界體性智」。 

三界所有諸眾生，真如體性與佛等，

失念迷亂成顛倒，現今造諸無義業，猶如

夢幻趣六道  這是將前面正文的內

容，攝要簡略地復述。簡言之，眾生本初

的根基清淨，如果自知本來面目，即能自

解。若未了解本面，藏基上即呈現輪涅二

道。此輪涅二道是依著隨眠習氣與外緣。

例如：即使住於頂位的三摩地，屬於「意

的無色界天」〈或意的世界〉，是無有色

身之體的界。於無色界雖然無念，但仍有

細微的隨眠習氣；諸如對於自身所證感到

滿足，並有非常高的見執，因此仍有執著，

在三界中屬於無色界。第二種是色界，它

與無色界有些不同，屬於「語」的世界。

語是依據細微的意識之顯，無有有形的色

體之身，而是由語呈現的細微意識之身，

因此稱為「語色界天」。為何稱為語色界

天？語依於氣，氣即是一種色體，例如我

們吹氣。或是所謂的「食香天」亦是依於

氣息而來，所以稱為語的色界天。藏文的

lung 有「風」或「氣」的意思，經典將

它歸為色體：雖然說有色，但我們無法眼

見；然而當我們被風或氣息吹拂時，卻有

感覺。語和氣息於性相乘或密乘中，皆有

廣的解釋。「顯相的欲界天」是我們所處

之境，因為心隨外顯的境而轉，而生欲望，

故稱之。 

藏文 guunsi 是「藏基」，意譯是

「真如體性」。或有將藏基與阿賴耶識

〈或藏基識〉相混淆。噶舉派教言的術語

稱它「清淨藏基」；「與佛等同」、「如

來藏遍一切有情」，亦是指此。如來的體

性本初遍一切處〈有情〉，它本初的本質

〈體性〉無為，它所擁有無緣大悲的力量，

亦是同體涵括。如同《喜金剛二品續》所

講述：「雖然本初無為、無緣大悲任運，

但因眾生未了解。」因為被分別客塵所染，

無法認見自身的本覺，隨迷惑失念轉。因

此，雖無我卻執我，所行皆是無意義之事，

一切盡是徒勞，只會使我們一再輪迴、承

受苦痛，這是從聖者之境觀待。聖者所述

皆為真實語，然我們因處於迷亂，無法現

見此真實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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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今世界各國的實驗發展，

為了保護自己，或為了擴充疆域、擁有礦

產，最後製造毀壞自己或破壞世界的核子

武器。這只是比喻，從外是如此；於內，

我們個人為私利所做之事，最終卻承受痛

苦的果報。我們雖然獲得人身，但因迷亂，

再再為權力、名聲、財富所迷惑，如同一

直在夢中，做著沒有意義的事。依於迷亂

所作無意義的業，使我們趣入如夢幻的六

道中；六道即是貪、瞋、癡、慢、疑所呈

現的世界。這一切所呈現的迷亂如同人夢

遊般，於旁的已甦醒者觀見我們夢遊，卻

也只能觀看而已。六道是依六業的迷亂，

如夢般地流轉。 

我即原始普賢佛，化身調伏六道眾，

由我普賢廣大願，令諸有情一無餘，皆於

法界成正覺  如來沒有成佛的先後

次序，普賢王如來於本初根基上自解，稱

普賢王如來為「本初第一佛」，只是假名

安立。就本淨而言，普賢王如來為具二種

清淨之佛：本智本來即清淨，以及分別客

塵的迷亂亦已清淨，所以稱為「二淨之

身」；也就是佛本俱之身，所呈現者皆為

自利利他。一般而言，臻至佛的境地時，

佛是無漏之身，具足十八種功德等。普賢

王如來雖安立名為「本初之佛」，然於證

果的當下，佛沒有前後順序。證果之後，

本淨之身的普賢王如來，為了度眾，大悲

任運的展現報身相，是十地菩薩的顯現。

再由十地菩薩化現化身之相，直至輪迴未

盡，度一切有情眾生。「令諸有情一無餘」

即是指此化身，是為度一切處於輪迴的有

情眾生而展現。 

報、化二身如同太陽：於照射時，

湖海均有太陽的顯現。報、化二身是為調

伏眾生，依據眾生所求之境而展現。因此，

普賢王如來的願力，就是以此普賢如來殊

勝之道，願一切有情眾生迅速了證本俱本

住的本然智慧，將自顯的空性之界的空性

之體、本智與本性二者任運而成，具備十

地的功德，回歸於究竟真實之佛。 

 

【問答】 

問：我們平常講的五毒是貪瞋癡慢疑，與

祈願文中講的貪瞋癡慢嫉，好像不

太一樣？ 

答：藏文裡妒嫉與疑惑兩個字是同義，中

文可能不是。藏文 tsa是嫉妒的意思，

tuo 是疑惑，意思上大致相同。tsa

嫉妒是希望與之平等，具慢的念頭，

也就是希望壓抑他人，因此對他人

的功德等，有爭取向上的心態。Tuo

看似沒有關連，是疑心的意思，例

如對他人的功德等有疑。疑與嫉二

者是相關存在的。 

問：貪瞋癡慢疑的果位針對六道，那麼人

道呢？ 

答：人道屬於欲界天，屬於貪欲，是妙觀

察智的部分。 

問：仁波切提到您自幼即對大圓滿有信心，

那是怎樣的信心？ 

答：在西藏，佛法十分普及，我小時候一

聽聞「大圓滿」的名稱，就感到強

烈的信心。 

〈敬安仁波切補充：朗欽加布仁波

切非常謙虛，他的轉世傳承中具有

持明鷹羽。朗欽仁波切雖謙稱沒有

世襲，但是我們覺得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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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仁波切講中陰時，五大五智如何消融？ 

答：粗的五大來說是地、水、風、火、空。

如果再分為細微以及極細微，而有

清與濁的區別。以五大而言，愚癡

屬法界體性智，是空大。五大可以

依此解釋，但其基礎即如前所述，

如來體性有清與濁狀態之別，我們

需要的是將「清」體的部分完全體

現。五大呈現清淨的狀態，例如空

大的迷亂大清淨時，所呈現的就是

法界體性。我們的粗體是因不淨的

濁業所染而呈現，於死亡五大融攝

時，它將回歸到本初清淨的精要之

體。以愚癡為例，先不解釋其它四

大。愚癡的部分回歸到最終時，所

呈現的是一片黑暗、昏暗。當空大

融攝入空大的精華時，紅、白融於

空大的當體，初始收攝是昏暗的狀

態，也就是回到愚癡。愚癡狀態再

度消散、清醒時，則呈現本性清淨

的狀態，此即先前所提的如來體性

的法界體性。 

當清淨的法界體性呈現的時，若於在

有生之時曾經學習，並由上師或善知

識指引認知自性本俱的光明，此時即

能夠與清淨的法界體性融為一體，稱

為「母子光明會」。如是的母子光明

會，需要在世時，恆常的修證嫻熟。

如果沒有修證，愚癡消散的呈現是瞬

間、一剎那。時間長短因人而異，最

快甚至是快速的一瞬間。若曾學習禪

定，瞬間的時間可能長一些，方才有

認知本體的力量；反之，若無此一力

量，則無有用處。每一有情都會有法

性的現前，只是大多是剎那即逝。 

聽聞佛法前發如是動機：一切遍虛

空如母眾生，因為未能了解普賢王如來本

初之面目，流轉於輪迴。對此如母眾生，

我們應生起強烈的悲心，願一切眾生依於

我今日聽聞此《大圓滿意趣無礙—普賢王

如來祈願文》，能脫離苦海、最終證得普

賢王如來果位。 

今天講述《普賢王如來祈願文》的

利益品。利益品可分二方面解釋：藏文是

有戲與離戲，也就是廣解與攝義。 

啊豁 是讚嘆語、感嘆語。於此讚

嘆普賢王如來之事業，無有造作、任運、

無勤而顯。 

具慈瑜伽大力者  表達《普

賢王如來祈願文》之唸誦者。大力者具備

普賢瑜伽的性相，其見、修完整，故稱之。 

了知本覺離惑幻  如是具備

普賢王如來見、修之大力瑜伽者，如何念

誦《普賢王如來祈願文》？此大力瑜伽者

了知自身本來面目、本覺來性；於覺性中，

遠離造作的明、清，離一切惑幻下，唸誦

此祈願文。祈願依此願文，拔除一切輪迴

之苦。願眾生能依見、聞與覺知此願文而

解脫：見者因見而解脫，聽聞者因聽聞而

得解脫，唸誦者因唸誦文思維其義得解脫。 

已發如是廣大願，聞此誓願諸眾生，

於三生內必成佛  依此願文的力

量，我們無需要生生世世於輪迴中流轉，

於三生之內即得解脫。 

或於日蝕月蝕日，雷暴地震四大災，

冬至夏至或年節，自身觀修為普賢，敬誦

此願於眾前表達是唸誦此願文的時間點。

日月蝕或雷暴等，講的是外的世界，是時

應自身觀修普賢王如來念誦此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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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願文是以「聞」解脫為主，因此

於前述時間點唸誦時，應大聲地唸誦，不

需小聲。唸誦時，瑜伽士或可觀修自身為

普賢王如來，大聲地唸誦；或處於覺體中，

以覺知的方式唸誦。無論何種方式，儘量

於此時間點唸誦時，自然回歸於本初的法

性究竟體，如是功德無量。此願文不只是

聞解脫，也是攜帶解脫，平日攜帶著也有

利益。 

令諸三界有情眾，由彼瑜伽行者願，

滅苦解脫生死海，獲證究竟佛陀位 

 此願文具廣大的力量，所以能「令

諸三界諸有情，由彼瑜伽行者願，滅苦解

脫生死海，獲證究竟佛陀位」。 

此願文屬於聞解脫。若於聽聞後，

能夠如實了解願文本初的內義，並依內義

唸誦，為上等者。如果未能完全了解內義，

但具虔敬嚮往的信念，儘量每天唸誦，亦

有所助益。或者，一個月唸一次，甚或要

一年一次。此為聞解脫，依此願文的力量，

三生之內必成佛—最終以此聞解脫的力量，

使我們到達究竟之地。 

 

【問答】 

問：請問「於三生內必成佛」的三生？ 

答：三生的意思是：今生聽聞此法，生起

有虔敬嚮往的信念而種下解脫的種

子。依於此解脫的種子，下一生得

以再接觸此法、遇得善知識並再次

講授此法，使我們對願文的內義有

更多的了解。於第三世，終能完全

了解內義而解脫。每一生如同加水

於瓶，從半瓶再加一半，最終加滿。 

問：請問「無智無得」的「智」與「自明

覺」的「覺」，是否意思相同？ 

答：「無智無得」是從苦、集、滅、道四

諦開始，「無苦」並非表示沒有苦，

而是對苦有所認知，了解苦的本質

自性空。因為了解苦的本義，所以

「無苦」；也因此無集諦、滅諦與

道諦，並依此無智、無得。以無自

性空的角度，才說「無智」。若認

為有「智」，則落入貪著；無智則

為破除此執，因此才說「無得亦無

所得」，實為「離有無所得」。如

前述，其體性為離言絕思，因此無

有任何可安立，故「無得亦無所

得」；因為無所得，所以無有希望

與疑惑；離希疑則無樂苦。 

「智」藏文 yeshe 意思是本初智，

「覺」是「能見」此本初智，所以稱

「本覺」，二者實為相同。本覺一詞

亦為假名安立，本質上無有「能覺」

與「所覺」。 

問：心經前面的讚頌：「個個自明智慧所

行境」的意思？ 

答：要了解這一句，應先看前面二句講述

離言絕思的境界。〈到了〉離言絕

思、超離彼岸的境地，「個個自明」

即可以了解。簡要言之，「離言絕

思」仍可以明白、了解，也就一般

所說的「開悟」；「個個自明」則

只有自己才能體認。 

問：如果眾生是虛幻的，佛的功德是否也

是虛幻？ 

答：就虛幻而言，我們本身本是虛幻，佛

的境界也是虛幻的境界。對此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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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我們不覺得是虛幻，才有

樂、苦的觸受。若了解虛幻的本質

是虛幻，則無有樂、苦的觸受。因

此說佛的功德是虛幻，是從此一角

度而言。相對於眾生，佛於二千多

年前的以肉身示現，所傳授的法我

們至今仍能領受，其實也是幻化。

從佛本地的角度而言，是超離有無

幻化。對相對於眾生而言，雖然一

切皆是幻化，然而就「出生」而言，

其實是緣起的過程。佛陀如同太陽

般，陽光自然展現，不會特定照向

一方。眾生則依個別狀況，而感受

不同的溫度；若以聚光鏡，則可燃

燒。如是皆為幻化，是緣起性空。 

問：仁波切提到我們要依著這祈願文，多

多打坐修持。如果我們意識自己正

在生氣時，要如何安住自明覺？ 

答：其實在本文內講得很清楚，就是「瞋

恚猛烈增長時，自心放鬆莫取捨」。

人的瞋心會生起，是因為外緣的力

量使我們生起瞋心，或是我們自己

想到某事情的內緣，讓我們產生瞋

恨。它是由外而生，但當瞋心起時，

不論是外緣或內心的念，皆不應跟

隨地往內鑽，否則我們會受瞋心影

響。當外緣起時，心不應跟隨或有

任何好壞的取捨。最重要的一點，

是要「任持安住自明覺」，因為瞋

心本身不是實有之體，並不成立，

只是我們將它認知為實有，才有強

烈的取捨。然而這一點需要聽上師

的教導口訣、自己修證，才可能慢

慢調整。 

問：為什麼有些故事說人在暴怒之下比較

容易認識本覺？情緒激烈程度跟認

識本覺有關嗎？還是說細微的情況

下，比較不容易認識本覺？ 

答：故事是故事，其實是因人而異，不能

一概而論。上等根器者，在強烈的

瞋心的當下，了知瞋心的本體是空

體，現起的同時當下自解。次等的

人，可能已些微為瞋心所轉，但能

回觀自己的瞋心。第三等的人，則

全然跟隨著瞋心而去，因此這是完

全視人而定。 

對於真實的修證者而言，如果能強

烈地保任自己的明覺，則當貪心或

瞋心越強時，可以讓修證者體認更

深，助益反而越大。如同《入行論》

中，寂天菩薩講的故事；於戰場上，

真正的勇士看到血，變得更勇敢。

膽小的人看到血，則完全驚嚇。類

似此一道理。 

明覺認知、自解是需要修證的過程。

當明覺能保任時，才可能真正達到

明覺自解。這是依據個人的精進和

虔敬信，才能達成。此時，也才能

理解佛陀的十力，十八無畏等。 

今天我們能聽聞此祈請文，也是因

過去曾種下解脫的種子，所以我們

能再一次聽聞。如果未來我們對此

更用心，種子將更增長，更有助方

便法之開顯，二者是為互補。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