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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文佛偈讚

天 上 天 下 無 如 佛

十 方 世 界 亦 無 比

世 間 所 有 我 盡 見

一 切 無 有 如 佛 者

　　　　　　　佛本行集經



南 無 上 師 薈 供 資 糧 田



宗喀巴大師偈讚

釋尊大法，策源月邦，派分三幹，

化各一方，錫蘭支那，爰及西藏。

蓮華生後，密咒當陽，律像經教，

若存若亡，末流猥雜，染風孔張。

大師崛起，濁激清揚，

菩提之道，次第宣鬯。

下中上士，胥歸金剛，

根深枝茂，德隆譽芳。

此土禪淨，今亦淪荒，

扶戒研理，救之不遑。

唯師與我，志趣相當，

千年萬里，不隔毫芒。

我行未逮，我心正長，

瓣香先覺，景仰無量。

支 那 釋 子 　 太 虛  敬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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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幾天多日來所討論，所結的法緣主要是共通道的

修學。今天突然來到的人可能不少，你們有強烈的求知

欲望；你們有些是從很遠的地方……大概有一些是從美

國來的，帶著強烈的求知欲而來。

平常，在那邊（因為）有在學習道次第的修持，所

以沒什麼需要重覆解說的。另外大部分的人從幾天前就

已經相處很多天了，所以不需要再特別重覆說明，反正

在下面的《三主要道》會出現。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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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善根本從師出　能生利樂如良田　依止違法善根斷　如理事師求加持

一切時處普攝護　諸善知識真佛身　但觀功德毋尋過　並念大恩求加持

殷重敬信為意樂　身命財物如教修　殊勝供養作加行　唯令師喜求加持

八難既離十圓滿　小大顯密總能修　後恐此身難再得　願受心要求加持

死仇決定終須到　容或今日便降臨　死時世事均當捨　速修妙法求加持

無始所集不善業　死墮惡趣不自由　若墮當受寒熱等　思苦難忍求加持

能除眾怖作依怙　真實不虛無他方　虔皈三寶受學處　總別遵行求加持

黑白業感苦樂果　各別應受勤止作　別於無始所集罪　四力對治求加持

此生勤修白業因　一得人天賢善身　自性之苦不能越　願出輪迴求加持

有海飄流不自由　作此惡劇是惑業　業復依於煩惱起　誓誅惑仇求加持

業惑增上成流轉　結生相續繫縛堅　雖此當得無漏樂　勤希解脫求加持

為脫有苦依三學　出家身德佛所稱　生生願持解脫戒　如護眼珠求加持

但求解脫雖可得　惜於自利且未圓　願修能滿二行利　入大乘道求加持

恩怨中庸今雖現　思量各各無決定　不應虛妄分愛憎　勤修捨心求加持

生死流轉無其始　入胎受生亦無初　故知有情皆是母　願生斯見求加持

今生愛我母為最　眾母愛護亦如是　思此厚恩未能報　憶念母恩求加持

若知有恩猶捨棄　似我下劣更有誰　是故圖報當拔苦　並與勝樂求加持

有恩母等乏安樂　我以身財善根施　願諸有情皆得樂　一切圓具求加持

母等眾生苦所逼　苦因苦果願盡離　縱有餘殃我代受　勤修悲心求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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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八頌

遇見黑臉朗日塘巴

首先是朗日塘巴的《修心八頌》，（《三主要道》

與《修心八頌》）這二部論著平常我都會念誦。

朗日塘巴的《修心八頌》，好像有在林仁波切足前

接受過（教授），然後再請法於赤江仁波切；而《三主

要道》是請法於林仁波切足前，或許小時候有從大察仁

波切跟前獲得傳法，記不太清楚了。

首先是朗日塘巴的《修心八頌》。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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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朵瓦的弟子―夏惹瓦以及朗日塘巴，朗、夏

二人對於修心極度徹底，而獲得具量的體證。像上次

《普賢上師言教》所說，有所謂「黑臉朗日塘巴 1」的

綽號，真的是非常稀有。

1  黑臉朗日塘巴：朗日塘巴尊者（公元1054～1123）是噶當派教授派的大師；
師承為阿底峽尊者傳種敦巴尊者，再傳博多瓦尊者，博多瓦尊者與其二大弟

子―夏惹瓦、朗日塘巴在當時號稱為「三昆仲」。朗日塘巴尊者終生不露

笑容，因為認為：「三界之中沒有一處是安樂地，只要想到生死輪迴的痛

苦，便覺得毫無歡喜可言，因此就笑不出來。」僅有一次，在靜修時看到曼

達盤上來了一隻老鼠要咬取食物，但因力量不夠，所以就嘰嘰叫地喚來另外

一隻老鼠，然後兩隻老鼠才互相推拉地將食物搬走。見到這情景的尊者方才

露出生平中唯一一次的笑容。因為尊者整天沉著黑臉，所以就有了「黑臉朗

日塘巴」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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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頌　愛惜有情如意寶

吾視諸有情　勝於如意寶

成辦殊勝利　恆時願愛惜

修心之類，於修持菩提心之教誡有「因果七要

訣 2」以及「自他相換」。這二種之中，平常我們所說

的修心、修心，我想主要大概是以「自他相換」而獲得

修心的名稱。

如同《上師薈供》之中所說：首先是自他平等，然

後如「眾衰之門為愛己」等所說―思維愛惜自我的過

患，思索愛惜他人的功德，從各方面思維愛惜自我的過

2  因果七要訣：修菩提心的方法，分為七種。
一、知母：認知所有眾生都曾經是我們的母親。

二、念恩：思維一切有情在做母親時，所給予我們的恩惠。

三、 報恩：陷於生死大海的如母有情正不斷遭受輪迴痛苦的折磨，故思維救
度所有眾生乃是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而勤修報恩。

四、慈心：珍愛眾生的心緒，期望一切有情都具足安樂以及安樂因。

五、悲心：不忍眾生受苦，祈願一切有情皆遠離苦及苦因。

六、增上意樂：立意為一切有情除苦、予樂的擔子就由我承擔。

七、發菩提心：生起為了利他而希求圓滿菩提的心緒。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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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從各方面思索愛惜他人的功德；然後是所謂「自

他相換」；由此而有「發收」觀修法，總共約五種項

目3。通常在《菩提道次第廣論》所說是這樣，對此並

不需特別作解釋。

總而言之，我們從公平正直上作思維的話，所謂愛

惜自我，想的是希望自己能獲得快樂，並以這個為目

的。但是心中思考的方式卻變得短小狹隘，非常頑固沒

出息，由於如此而變成自找麻煩。

而所謂愛惜他人，則是思緒寬廣，是具智慧的思

維，因為變成是長遠思維的緣故，所以如果修習愛惜他

人，順便就會成辦自利。

例如以現前可見的一個具智慧的人，以及一個頑固

者，二者同樣都不希望痛苦、希求安樂。二人希望消除

痛苦以及成辦安樂的目的雖然相同，但是一個因為自私

頑固，雖然想要好一點，但因為固執愚癡，所以無論任

何時候都不能完成自利，無論任何時候都招來麻煩。

3  五種項目： 一、自他平等；二、思維愛惜自我的過患；三、思索愛惜他人的
功德；四、自他相換；五、「發收」觀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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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備智慧以及經驗、能寬廣作思維的人，不但能

利益他人，順便也可以成辦自利，這是現前可見的呀！

由於如此，如果跟隨愛惜自我而轉移的話，那就像

一直到現在，我們經驗到的是源源不絕的痛苦。根源之

一乃是愛惜自我的愛執，另外一個根源則是執為有我的

實執。獻首獻身給這二者，一直隨彼轉移到現在，而結

果是除此之外無所成就。

如果仍然對愛惜自我的愛執，以及執為有我的實執

獻首獻身，跟隨這二種轉移的話，未來得到的可以確定

大概就是遭受無盡的痛苦。由於如此，以我們現在之前

的經驗，若對愛惜自我的愛執，以及執為有我的實執二

者仍然全心托付過活的話，除了這種能力之外無他。

因此，如果希望改變這種情況，那這樣的期望是有

可能實現的。所以從現在起對於愛惜自我的愛執，從各

方面考察過失並且不作容忍；觀察是否力量越來越微

弱。對於愛惜他人的珍愛，視為是所有功德的根源。

總之，以本師世尊為例，然後將愛惜自我的愛執視

為過患，並且不作容忍；將愛惜他人之珍愛視為功德，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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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接受。

無論任何時候，對於二種珍愛從了知功過上，其一

不作容忍並且致力排除，其一則欣然接受並努力令能力

增長。像這樣，愛惜自我的愛執雖不能立刻讓它消失，

但是從視愛惜自我的愛執為過患上，應當不被唯愛執所

轉移，所以說：「吾視諸有情，勝於如意寶，成辦殊勝

利，恆時願愛惜。」最後一句原本應當是「恆時應愛

惜」，但我們把它改成祈願，所以變成「願……」。

朗日塘巴的《修心八頌》宣說勝義菩提心以及世俗

菩提心二種，其中主要是講解世俗菩提心，在結尾部分

才說到勝義菩提心。

雖然如此，第一頌「吾視諸有情」中所謂的

「吾」，對此「吾」的實際情況應該作了解。經中有

言：「我乃魔之心，汝成自性見，行蘊為空性，於此無

眾生。」經典中的句子是世尊住世於印度時……一般我

們對於蟲類以上等等，在心中存有「我」的觀念；對於

所謂安樂與痛苦認為是依據因緣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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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根源是：心如果調伏則產生安樂，心如果不調

伏則產生痛苦；所以認為令心不調伏的就是所謂煩惱這

過患。在世尊住世印度時，這樣說的人蠻多的。

將欲望煩惱視為過患，所以就有像是觀修離欲；雖

然如此，但是在世尊住世印度時，將煩惱視為過患，不

接受煩惱者，對於粗品煩惱……反正不接受煩惱，將煩

惱視為過患這些人，對於根源仍然存在錯誤當中。

為什麼呢？因為說到「我」，自然認定就是主宰五

蘊的「我」，心中生起並耽著那是自主的。從天生就存

在上，卻又認為應當有個相對於五蘊的「我」，而成立

別於五蘊的「我」；以這個為根基所形成的一種主張。

所以，世尊對於痛苦的根源是因為執著有我作觀

修時，而說「我乃魔之心」。因此以心中所認取的

「我」，依此而產生貪瞋，依此而產生我慢、嫉妒，令

心造作不安適的所有煩惱類屬，都是由於執著有我的心

念。

所以在我們心中便會出現「我」「我」的念頭，而

這就是讓我們衰敗的根本。所以佛陀說：並沒有這種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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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呢？因為「行蘊為空性」，我―有為

法之五蘊，從頭到腳、感受，無論怎麼思維，都沒什麼

根本可以安立；所以像心中所出現的那種「我」並不存

在。

那麼沒有「我」嗎？不是的，就像接著這偈頌後面

所說：「如同依支分，聚集名車乘，如是依諸蘊，名假

有眾生。」並不是沒有「我」；是有「我」，那是以什

麼方式而有呢？

例如車乘是依據各個支分而假立為「車乘」，是由

依據而假立。雖然本體上沒有所謂的車乘，但是依據車

乘所立言的事物，而說為車乘；是以名言假立而存在。

總之，就是以唯名假有而存在。所以開頭的「吾視諸有

情」，「吾」指的是什麼？是需要想一想呀！思維之

後，對於佛法以及其他非佛法的差別，在這之上就非常

清楚。

如是，就像經典中所說的，依據蘊而有「我」，像

這樣依據蘊的「我」；同樣的，觀修慈愛、悲心的對

境，受痛苦折磨的這個「我」或是補特伽羅，如果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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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察的話則是找不到。

在這之上而說：「吾視諸有情，勝於如意寶，成辦

殊勝利，恆時願愛惜。」我們一般由於愛惜自我的愛

執，所謂的這個「我」連作夢也希望能夠獲得快樂，所

以致力於幸福的產生。而所謂他人，是與我沒什麼直接

關係；如果順便他人也快樂的話，是很好。但是，當碰

觸到自己的目的時，那我們心中就會有捨棄他人的想法

呀！這是個大錯誤，不應當這樣子思維。窮盡虛空界的

所有眾生，真的是……。

以今生而言，就算是衣食聲譽，也必須依賴尊貴的

眾生而產生。以我們的身體為例，是依賴父母親而產

生。在子宮裡面時，母親施加關心，對肚子裡的孩子特

別地慈愛照顧，九個月又十天的守護。生下之後，七八

年、或十幾年間，也必須由母親照料才能生存之外，如

果與母親等各種照顧者分離的話，現在就沒有我們的存

在，這很明顯。

所以，我們現今的身體來自此世的母親。由此為代

表，成辦佛法的善所依需要依賴尊貴的眾生而產生。身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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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生存―食品、衣物、財富、享用、住宅臥具，全

部都是需要依賴尊貴的眾生而產生，聲譽美名更是需要

依賴尊貴的眾生而產生。

而對於來世要獲得增上生，獲得增上生的因是戒

律，戒律是以斷捨害他為根基，因此也是需要依賴尊貴

的眾生而產生。還有，要證得究竟的決定勝必須依據修

持三學而產生；三學的根本是戒學，所以也是從斷捨害

他為根基而生起，因此獲得決定勝也是眾生所成。而證

獲徧智佛果更是如此，有菩提心的話就能產生徧智，沒

有菩提心的話就不會有徧智，這是可以確定的。

這個的產生則需要大悲心，由於如此，觀緣悲苦的

眾生，希望他們脫離痛苦的想法；對於遠離安樂的眾

生，希望他們處於安樂。像這樣從根本上生起慈悲，然

後由此而有增上意樂，再由此引出的菩提心，所以唯是

依賴尊貴眾生的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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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所謂的菩提心，只是針對證得佛果而作期

望，不過是菩提心的一部分之外並不完備；最主要的目

的是為了利他而必須證得徧智，所以尊貴的眾生，真的

是具大恩惠。總之，要證獲徧智必定要依靠眾生而成

辦；因此說尊貴的眾生是：「勝於如意寶，成辦殊勝

利，恆時願愛惜。」。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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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頌　謙卑自處誠待人

隨處人結交　視己最卑微

真誠予他人　最極之珍愛

然後是「隨處人結交，視己最卑微，真誠予他人，

最極之珍愛。」我們即使是遇上自己人，如果稍微比自

己還美好，那有時候就會心生妒嫉，或是奉承；如果比

自己還差勁，那自然而然就會當作是輕蔑、低估、欺負

的對象，特別是遇上畜牲、蟲類的時候，自認為最優越

的心態便會產生；由於如此，對這些就有像是不重視、

欺凌、藐視的情形發生。

所以這點很重要，「隨處人結交，視己最卑微」，

在人類之中……即使是畜牲，優與劣、善與惡、高與

低，全部都是由於觀待而形成。除了觀待之外，不依賴

觀待而有善，不依賴觀待而有高，不依賴觀待而有低，

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們如果跟昆蟲類互相比較的話

會發現：啊！這類眾生是跟隨煩惱他力而轉移，所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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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的呀！因為處在癡呆愚昧當中，牠們誠然是如此。

而我們呢？獲得暇滿人身，值遇佛法，從上師跟前

聽取教法，而且各自承諾發誓要修持佛法，各個都想要

有一番作為。雖然知道作法，但是如果仍然隨著煩惱轉

移，隨著過患他力而轉移，這樣子看來畜牲比較實在，

牠們不虛偽，牠們不知道；只不過是因為不知道，否則

牠們比較實在。而我們知道，但卻這樣做，那真是比畜

牲下劣；是值得想一想呀！

如果這樣子作思維的話，那對「我」的想法就不會

自以為是，這很重要。一個修持菩提心者時常處於低下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自以為是，那作「願眾生……」祈

願時就很難（去實踐）；除非像君王喻發心 4之外，否

則是很難的。

4  剛開始生起菩提心時可分為三種情形：
　 一、牧人喻發心： 菩薩發心時，願令一切有情皆先成佛，然後自己才成佛；

如同牧人驅羊，羊群在前，自己在後。

　  二、舟子喻發心： 菩薩發心時，願所有眾生與自己同時獲得正等覺佛果；猶
如舟子行船，自己與乘船者乃同時抵達岸頭。

　  三、君王喻發心： 菩薩發心時，願自己先成佛，然後救度一切有情；如同君
王登位後，才能以所掌控的權力造福黎民。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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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頌　煩惱生起速遮除

觀察諸行持　心生煩惱時　

不利自他故　強行願遮除　

然後是「觀察諸行持，心生煩惱時，不利自他故，

強行願遮除。」我們心中從善業方面觀察，對於要盡全

力成辦善行雖作祈願、作引發，但是不令行使的卻是煩

惱。為什麼會產生強烈煩惱呢？因為從以前到現在，我

們（對煩惱）一直習以為常，而變得非常熟練；對於善

行目前則還不習慣。

所以由於熟習程度的大小，自然而然煩惱的力量就

比較強；相對的，善法功德之類屬因為還不熟練，所以

力量微弱。往昔因為熟習煩惱所以力大，那現在應該於

善行方面努力作串習，對於煩惱不作熟習，不去接受。

所謂不接受，如果在一強大的煩惱現起，已經具有

完全增廣的能力後才要依賴對治，那就很難。在煩惱一

開始非理作意而產生分別時，因為是煩惱初生，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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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如果藉由念知掌握，並且依賴對治，在煩惱的能力

還未增廣之前，以對治壓制，那消除煩惱的機會就比較

大。

由於如此，就連作夢所有一切行為，於心中應作觀

察，在煩惱生起非理作意分別的變動時，馬上以念知覺

察「喔！這是不適當的」，對於產生一切煩惱的任何方

式，藉由相對彼之對治而作思維，應該面對煩惱而遮

止，並強力遣除。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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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頌　珍惜性惡眾生寶

性惡之眾生　屈就猛烈苦　

見時如遇寶　難得願愛重　

「性惡之眾生，屈就猛烈苦，見時如遇寶，難得願

愛重。」有些眾生天生惡劣，性情惡毒，對這些類比較

難以生起慈悲心。同樣的，對這些比較難進行「發收」

觀修法，這是有可能的。同樣的，對於有非常粗略煩惱

者，對這些類有時候要當成修持菩提心的對境，感覺無

法適懷時，就應特別去作思維。「性惡之眾生，屈就猛

烈苦，見時如遇寶，難得願愛重。」所說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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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頌　無理毀損是恩惠

於我因妒嫉　他人責謗等　

願取非理虧　勝利供奉他　

然後「於我因妒嫉，他人責謗等，願取非理虧，勝

利供奉他」。另外，我們難以修心的一種對境是：當自

己具真心誠意，卻無原委、或者只是以一點點理由而被

虛構或偏執，以此對自己作指責、誣陷。像這樣，如果

以世間高尚道德來說的話，自己並沒有過錯，卻被他人

批判指責時，確實是不道德的。自己有理，對方無理；

像這樣如果要依法理論的話，是可以理論的。

但是，修心的修行者卻不會這樣做，不論他人對自

己做了多少責罵毀謗等等，對這些全部都會承受起來。

利益勝利歸於他人，虧損衰敗自己承接，就是「願取非

理虧，勝利供奉他」所說。

◎修心八頌

21



第六頌　忘恩之人最珍貴

凡吾所利濟　寄望之對象　

縱非理損害　願視為善士　

然後，特別難以修心的一項是：「凡吾所利濟，寄

望之對象，縱非理損害，願視為善士。」自己往昔給予

許多利濟，受自己恩惠所照顧的一眾生，當對自己做出

不適當不合宜的事時，尤其是在心中會認為他是忘恩負

義，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修心的修行者在這個時候，特別會將其當成

忍辱的最佳對象。因為要獲得徧智，必須要大悲心、慈

愛心，而這個的最大對立或違緣乃是瞋恚，直接面向瞋

恚作對治就是忍辱。修持忍辱時，必須要有一位傷害自

己的仇敵，由於如此，對自己施加非常不合理損傷的仇

敵，就變成是修持忍辱的特別最佳對境。所以，從這樣

做了解上而說「願視為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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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頌　利樂予眾暗取苦

直接與間接　利樂施眾生　

害損痛苦等　秘密願自取　

然後「直接與間接，利樂施眾生，害損痛苦等，秘

密願自取。」所說就是「發收」觀修法。修持「發收」

之後，現前將他人的痛苦自己收取過來，自己的安樂發

放施予給他人，這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有特別業緣祈願

等等關係，則可能有一二個之外，否則很難的。

由於如此，從修行上雖不知現前是否真能實踐，但

是，對於抵制愛惜自我的愛執，以及令愛惜他人的珍愛

輾轉強力增長，那作「發收」觀修法似乎是有非常大的

效用。

總之，從直接或是間接方面，將自己三世所積聚的

善根所有一切善果安樂全部，真心誠意地迴向給一切有

情；然後將盡虛空所有眾生的苦果，以及因―業、煩

惱、習氣等等，放在愛惜自我之上而收取過來，從這些

◎修心八頌

23



方面而修持「發收」。

復次，著重於大悲心的收取應當先行，在觀想自己

已收取所有痛苦之後，思維只是脫離痛苦並不足夠，期

望全部都能獲得安樂，思維全部都獲得安樂該多好呀！

由我來承擔令全部都獲得安樂。

那我該如何做呢？像是自己的善根，受持戒律，修

習菩提心，觀修空性，觀修本尊瑜伽，這樣子像是沒什

麼的身所積聚的善業、語所積聚的善業、意所積聚的善

業全部，還有不交雜作意自利的思維，從內心深處興高

采烈不吝惜地給予他人；甚至自己的身體、財富全施

予，從這些方面而說修持「發收」。

而所謂「秘密願自取」是說，依次如同「發收更迭

修，始於自收取，二者置風息」所說。吸氣時將他人的

痛苦收取過來，呼氣時將自己的安樂發放給他人，從這

些方面而修心；行住不論任何時候而做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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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頌　諸法如幻不沾染

彼等不沾染　八法分別垢

心知法如幻　不耽願離繫

「彼等不沾染，八法分別垢」，此二句是說：處於

世間八法的分別當中是很危險的，像是認為：如果觀修

菩提心，那就會受到稱讚，或是觀修菩提心，那就可以

長壽、有錢、有福報、有幸福人生；如果這樣子想的

話，那真是惡兆！所以不應這樣思維。

反正就是與此生有關係的，像是自己得到安樂，獲

得稱讚，具有聲名，像這些世間八法的想法，不要讓心

與其交雜；不要交雜八法重中輕三等。

然後是「心知法如幻，不耽願離繫」，像前面說過

的，所謂「我」，蘊並不在心中，有蘊的地方就有我，

但是在有的地方卻找不到我，並不是沒有，因為是依賴

蘊而假立。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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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如同「照見五蘊皆空」所說，假立處

―五蘊也是找不到。所以，一般說五蘊為實有，補特

伽羅為假有，當假立假有的實有―五蘊也找不到時，

那所假立的補特伽羅就更不用說了。

以此代表的苦樂受用者「我」，只不過是名言假立

罷了。唯名假立，依據假立處而安立；假立處也是依據

各個支分而形成。如果是心識，則依據相續而產生。同

樣的，如果是有形物質，則是依據具方分而形成。

所以歸根究底，無論內外、苦樂受用者，以及所受

用苦樂之蘊等所有一切，如果加以審察的話根本找不

到。不審察的話只是施設之外，審察的話就找不到；在

未加以審察之上，實質亦非像外境存在那樣。

總之，如果能在心中生起是由於名言而假立，那當

不作審察而內心顯現這個那個名言時，就自然而然能了

解雖然呈現外境，但是真實並不存在；如果能這樣，那

就是「如同幻化」的修行。「心知法如幻，不耽願離

繫。」將貪耽「我」的執著逐漸地減低，總之就是希望

與生死輪迴的我執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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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作者是朗日塘巴‧金剛獅子格西。朗日塘巴的

《修心八頌》因為短短的，所以能再三研讀的話就很

好。從容悠閒地，快樂時，如同「肚飽日暖修行相」所

說，高興時就念誦朗日塘巴的《修心八頌》；如果遭受

痛苦時就丟掉！哈哈！應該吵架就吵架，應嫉妒就嫉

妒，發揮人的作用。快樂時就誦：「吾視諸有情，勝於

如意寶……」比沒有還好，呵呵呵呵！就是這樣。

以上是朗日塘巴《修心八頌》的簡短口傳。喔！安

多來的朋友知道了嗎？知道了嗎？頭低低地坐著，哈

哈！從我小時候就有在念誦《修心八頌》，對心續有助

益；再三念誦的話，那心中不斷作串習，一定會有改

變，就是這樣。

◎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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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間諸有情　獲無漏樂斷苦根　我應決定如是作　願速堪能求加持

任運成辦自他利　世尊而外更有誰　以此為利有情事　願速成佛求加持

自他於苦皆不欲　願得安樂此心同　他之求樂亦如我　自他等視求加持

愛自即成眾苦因　愛他則是萬善根　生佛差別從此出　自他相換求加持

以我善樂諸因果　他苦因果盡無余　如風去來行取捨　由此發心求加持

為令發心長不退　念其勝利日六修　斷四黑法依白法　如理勤行求加持

成就利他發宏誓　為速圓滿此誓願　進受大戒起大行　勤勇修學求加持

身命資具三世善　各隨所願施有情　從心變現以布施　捨心增廣求加持

別解脫等諸律儀　捨命不犯眾惡行　若遮若性微細罪　羞恥防護求加持

人及非人四大種　所作損惱多相逼　斷除瞋恚不與較　觀業忍受求加持

既為利他求菩提　無量艱辛經劫海　於諸難行無怯倦　著精進鎧求加持

念知堅固除沉掉　心緣一境生輕安　身心於善有堪能　隨意得止求加持

以分別智觀法性　即由觀力引輕安　復從輕安發深觀　願生此慧求加持

由施攝眾成眷屬　說如法語示利行　以身作則現同事　四攝利他求加持

已修共道成法器　當求具德阿闍黎　為入秘密勝上乘　受四灌頂求加持

所受真言諸密戒　若善守護易成就　不守決當墮地獄　捨命珍護求加持

密部肝心二次第　達精要已起勇進　一日四座無間斷　依師教修求加持

示茲妙道善知識　如理薰修同行人　願持正法久住世　內外災息求加持

願我生生遇明師　飽餐妙法甘露味　十地五道功德滿　速疾證得金剛持



三
主
要
道





◎三主要道

宗喀巴大師的叮嚀

然後是《三主要道》；《三主要道》沒有任何請法

者，我向自己請法，向自己說：請傳授《三主要道》！

哈哈！《三主要道》是宗喀巴大師所作，敦請宗喀巴大

師著作的是擦科貴族昂旺察巴。宗喀巴大師的文集中

給擦科貴族昂旺察巴的書函中提到：「請隨吾言而趣

入，生世所有行與願，皆相隨順成佛時，首將賜予法甘

露。」。

宗喀巴大師對擦科貴族昂旺察巴似乎是從心深處疼

愛，所以詞句頗具影響力。因此就是：宗喀巴大師我所

說的你要好好修持，要與宗喀巴大師的行持相符合。然

後說：當宗喀巴大師成等正覺時，將以法甘露攝受為首

要眷屬。非常妙善！所以，直接敦請者是擦科貴族昂旺

察巴。

◎三主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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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喀巴大師在總結時說：「如是三類主要道，如

實通達要義時，應依靜處生精進，子速成就長遠事。」

如是親密地對擦科貴族昂旺察巴說。而我們呢？應該有

被歸入這類屬當中。宗喀巴大師不會把我們除外，我們

自己要進入之外，是不會有人叫你來的，但事實上是包

含在這裡面的。

「子速成就長遠事」所說的近稱詞「子」，（我

們）應檢視是否進入；要進入的話，像是送禮物給宗喀

巴大師……哈哈哈哈！現在的話，像供養一大疊美元而

請求進入「子」的行列，是不可能的；因為權大勢大而

請求進入「子」的行列，也不可能。好好修持出離心、

菩提心、空正見，真心誠意，無所違背，好好修行的

話，就會進入「子」之行列。

是嘛！所以，宗喀巴大師的《三主要道》如同教誡

擦科貴族昂旺察巴那樣，我們自己也於此作祈願、作思

維，非常重要呀！

32

　道次第
修心之實踐



書首禮讚 & 著作誓言

敬禮至尊諸上師

佛陀經教之精要　佛子聖賢讚頌道

具緣解脫之門徑　吾將隨力而宣說

所以「敬禮至尊諸上師！」「佛陀教法之精要，佛

子聖賢讚頌道，具緣解脫之門徑，吾將隨力而宣說。」

所謂「吾將隨力而宣說」，或許是宗喀巴大師謙虛的詞

句，意思是：宗喀巴大師對於確切的《三主要道》雖無

法宣說，但是會盡全力而講解，隨順佛陀密意，隨順經

論密意而宣說；是謙遜之詞。

或者是說：在短短的字詞當中，要簡攝《三主要

道》的義理，以總攝而盡力來宣說，即是「吾將隨力而

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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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諦聽

諸凡不貪輪迴樂　暇滿具義以精進

信從佛陀歡喜道　具緣彼等請諦聽

然後「諸凡不貪輪迴樂，暇滿具義以精進，信從佛

陀歡喜道，具緣彼等請諦聽。」這是促請諦聽，我們應

該努力具備這個標準呀！不貪戀輪迴安樂，令暇滿具有

意義的想法，這種精進，於日夜無論何時都能想到。

為了令暇滿具有意義，雖然著手精進，但必須所精

進無錯誤。所以怎樣才是所精進無錯誤呢？那就是「佛

陀歡喜道」。

像上面所說的，從依止善知識到最後雙運為止，圓

滿道，完備無誤。像這樣，首先是作聽聞，對於聽聞到

的義理，從再三作思維上以「如於聽聞以四理，日夜如

理詳審察，願於思處思所生，伺察智慧除疑惑」作審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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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審察方面，我們現今的科學裡面有呀！所謂

「如於聽聞以四理」是指法性道理，科學家所審察的是

這個；法性道理、觀待道理、作用道理，是科學家所審

察的呀！我們一起作商討的話，很好呀！

「日夜如理詳審察，願於思處思所生，伺察智慧除

疑惑。」不斷作思維，而從內心深處發覺：「啊！真的

是這樣！」在心中獲得別於其他的定準，就會有堅穩的

信念。

所謂「諸凡對於甚深之法理，思所生慧獲得信念

時，以捨貪戀此生之精進，依止靜處如理願成就。」這

個我大概沒法完成，只能像這樣過，如同「還沒還沒而

過二十年」所說這樣過之外，並沒辦法，但是沒什麼好

後悔！

而你們，特別是較年輕的人，作審察後，像是觀修

菩提心寬廣道次第，或是甚深道次第，或是生起、圓滿

次第，好好審察，心中如果獲得信念，那從目標一致

上，如果能離欲而隱居修行，那真的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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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信從於佛陀歡喜道，對佛陀歡喜道從了解而

獲得信心，是我們所應該做的，知道嗎？能這樣的話，

才是進入「具緣」之列，即「具緣彼等請諦聽！」。

36

　道次第
修心之實踐



出離心

無有清淨出離心　無法斷求有海樂

愛戀輪迴縛有情　是故首先求出離

暇滿難得壽無閒　串習拋捨此世樂

業果不欺輪迴苦　數思斷求來生樂

串習故於輪迴樂　欽羡剎那亦不生

晝夜心皆求解脫　爾時即生出離心

然後是「無有清淨出離心，無法斷求有海樂，愛戀

輪迴縛有情，是故首先求出離。」說明應該追求出離心

的理由，應該生起出離心的理由。而出離主要是思維苦

諦過患，希望從其中脫離的追求解脫的心，最主要是思

維煩惱的過患。行苦、煩惱痛苦，思維煩惱為過患，希

求能夠勝過煩惱仇敵。

完成這個願望是非常重要的，越是見到眾多煩惱的

過患，就越會生起希求能夠勝過煩惱仇敵的願望，以及

獲得脫離煩惱的解脫心念就會越強烈；所以首先是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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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出離心的理由。

然後觀修出離心的次第是如何呢？「暇滿難得壽無

閒，串習拋捨此世樂，業果不欺輪迴苦，數思斷求來生

樂。」這是講四遮意，四遮意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內容。

一般所謂的遮意，這裡大概可以說是遮止輪迴的心

意而成辦出離。所以，思維暇滿難得生死無常，而拋捨

追求此世安樂；思維業、因果、輪迴過患，而拋捨追求

來生安樂。反正四遮意就是成辦出離心。

而至尊三士道的道次第是依據上中下三種根器，以

不同的方式說明。暇滿具義難得，生死無常，惡趣之

苦，歸依，業果，總之就是為了追求來世而修心；超越

世間來生之方法，則說歸依以及業果。

所以，下士道所要成辦的是增上生，成辦的方式是

在產生追求增上生的心念時，將追求增上生的方法完整

在此宣說。這只是下士以及共通道次第的修心，也就是

首先說明追求增上生的修心，不得增上生的過患，獲得

增上生的利益，成辦增上生的方法，如是全部完整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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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階段或許是以觀修菩提心作為抉擇，隨順此而

排定次序；這是拋捨追求此世安樂。

那拋捨追求來生安樂是業果無欺的情形，還有輪迴

痛苦。思維輪迴痛苦，先看下面生起菩提心的偈頌，則

非常清楚，「四大瀑流時沖攜……」下面偈頌：「四大

瀑流時沖攜，難解業縛緊捆綁，落入我執鐵網中，無

明黑暗所籠罩。」「無邊輪迴生又生，三苦逼迫無間

斷……」從我方作思維，這可以生起出離心呀！

想一想，在此明顯說明了煩惱的過患呀！「四大瀑

流時沖攜」生老病死苦的折磨；「難解業縛緊捆綁」難

以解開的業力束縛緊緊地捆綁著，因為隨其轉移，所以

雖然不想要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卻無自主地要遭受業

報，是為「難解業縛緊捆綁」。

這樣的業是怎麼造成的？所謂「落入我執鐵網中」

的執著有我，如果與補特伽羅配合的話，是補特伽羅我

執；自己希求安樂，不希望痛苦。在這之上，非理作意

的分別加以虛構，對善惡境虛妄分別，因此而產生貪

瞋，所以說「落入我執鐵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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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落入鐵網當中時，就很困難脫離、解開，唯以細

察事物的智慧解除之外，以祈願是無法消除的，做個法

會是無法消除的，只是以觀修菩提心也無法消除呀！不

以無我的見解是沒辦法的呀！

像這樣的執著有我的我執―染污慧，是怎樣產生

的呢？以法我執為根本而產生，所以說「無明黑暗所籠

罩」。

看外在物質時，呈現的是真實；想想內在的感受，

呈現的是真實。如同所呈現那樣而耽著的心，如果認為

心中所呈現的假立補特伽羅的蘊等為自性有，依此，從

所緣境之顯現上，對於在心中呈現的「我」就會認為是

自性有。

所以，以法我執與補特伽羅我執為根本，以及因此

而產生的貪瞋煩惱，因此而造業，因此必須遭受生老病

死無量無邊的痛苦。

由此可以觀見煩惱的過患呀！如同「內敵煩惱應調

伏」所說，仇敵真的是存在自己心續中，煩惱確實是自

己的仇敵，針對這些好好想一想的話，那在心中就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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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如果沒有煩惱仇敵……」的希望。所以這就是思維

輪迴痛苦的方式，「數思斷求來生樂」。

而生起出離心的程度是：「串習故於輪迴樂，欽羨

剎那亦不生，晝夜心皆求解脫，爾時即生出離心。」不

論有多少輪迴的安樂，都是隨煩惱他力而轉移；所以，

如果不從煩惱他力脫離，不論有多少輪迴的安樂都變成

沒有用。

一般增上生圓滿……究竟的增上生圓滿是在佛地，

究竟身、究竟享用等等，佛地都擁有，增上生雖好，但

如果隨煩惱他力而轉移就不行呀！所以說「欽羨剎那亦

不生，晝夜心皆求解脫，爾時即生出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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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

復次出離若無有　清淨發心所攝持

不成無上菩提因　具智應發菩提心

四大瀑流時沖攜　難解業縛緊捆綁

落入我執鐵網中　無明黑暗所籠罩

無邊輪迴生又生　三苦逼迫無間斷

如是所成如母眾　思維而發殊勝心

然後是必須觀修菩提心的理由：「復次出離若無

有，清淨發心所攝持，不成無上菩提因，具智應發菩提

心。」像這樣以出離心的意樂為動機，然後在心中串習

熟悉空性的義理。

雖然如此，只是這樣並不能達到究竟自利，更不用

說要利他了。所以，不以此為滿足，應該要作更寬廣的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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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該如何做呢？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究竟斷證功德的

產生，必須依據愛他勝己的菩提心而產生，聲聞獨覺阿

羅漢落入寂靜邊，故有說「自寂滅中佛喚醒」的需要。

是錯在哪裡呢？因為沒有菩提心。像是愛惜自我的

殘餘，雖沒有以實執為助伴的我愛執，但是因為我愛

執的餘力還存在，所以落入唯寂靜邊。像這樣只觀修

空性，如同「鄰家庄稼為例證 5」所說，想一想，便覺

得：「呀啊！這不行！」。

總之，對於諸佛菩薩所行道，不管是否有能力，不

論生死苦樂好壞，都必定要行入此道；也就是要「信從

佛陀歡喜道」，所以思維要成辦徧智佛果。由於如此，

只是出離心是不能獲得究竟追求的，所以說「具智應發

菩提心」。

然後觀修菩提心的方式是：「四大瀑流時沖攜，難

解業縛緊捆綁，落入我執鐵網中，無明黑暗所籠罩。」

「無邊輪迴生又生，三苦逼迫無間斷……」剛剛是為了

5  鄰家庄稼為例證：凡事不需皆自己親身經歷後才相信，可以由他人的功過得
失作為借鏡，而效法善行，避免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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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而思維，受三苦的折磨，特別是徧行苦的折磨。

這樣思維而內心能有覺受者，如果把位置調換，以

尊貴眾生的角度思考的話，那心中必定會產生影響，就

是「三苦逼迫無間斷，如是所成如母眾，思維而發殊勝

心」所說。以此可以成辦大悲心，由此而生出增上意

樂，由此引出具二希求的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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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正見

不具通達實質智　　縱修出離菩提心

無能斷絕輪迴根　　故勤了知緣起法

凡於有寂一切法　　觀見因果絕無欺

所緣意向全壞滅　　即入佛陀歡喜道

表象緣起無欺瞞　　以及空性離承許

直至二理各呈現　　能仁密意尚未證

一旦俱時無輪番　　唯見緣起非虛妄

執境全滅之信念　　爾時見解齊詳審

又以現象滅有邊　　藉由空性斷無邊

若知空現因果性　　以執邊見不能奪

然後是「不具通達實質智，縱修出離菩提心，無能

斷絕輪迴根，故勤了知緣起法。」以下要說明的是空性

的見解―甚深中觀見。

首先說明需要了悟見解的理由，如果沒有通達真實

義理的智慧，那煩惱當中最極惡劣的染污慧―見解所

◎三主要道

45



成的染污，是不能消除的。

像是恐懼，如果觀修慈悲可以稍微發生效用；同樣

的，觀修不淨，可以稍微減少貪欲；像觀修緣起處，蘊

界入處等，可以稍微降低我慢。雖然有效用，但是如果

要連根拔除的話，要用所謂「斷除之對治」。

總之，因為所斷是染污慧，所以斷除的方法，除了

藉由細察事物的無染污智慧來斷除之外，其他別無他

法；所以說需要證悟實質道理之智慧。「無能斷絕輪迴

根，故勤了知緣起法。」。

如果說「故勤了知空性法」或「故勤了知無我法」

的話；如果「故勤了知無我法」，那是四部宗義的共通

部分；如果「故勤了知空性法」，那大概可以是唯識以

及中觀的；而「故勤了知緣起法」大概就是中觀的見

解。

其中，中觀自續派雖有說明理路之王―緣起因；

但是主張理路之王，主要應該是中觀應成派所提出。因

為就連名言也是唯以依賴假立而呈現，所以宣說微細緣

起；微細緣起反過來說正好就是自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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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性空以及依賴而假立為同一本體；表象緣

起無欺瞞，以及自性空二者，像是一錢幣有兩面，一元

的錢幣有兩面。

所以，緣起就是這樣；不論是《中觀根本慧論》，

同樣的像是《佛護論》之中，出現很多緣起理論呀！所

以，宗喀巴大師主要是連名言也不承許有自相，以此要

徹底宣說龍樹菩薩的不共主張，所以宣說緣起，即「故

勤了知緣起法」。

「凡於有寂一切法，觀見因果絕無欺，所緣意向全

壞滅，即入佛陀歡喜道。」溫竹湊睨對此區分成：通達

見解的界限、未通達的界限、完盡審察見解的界限，分

成三種說明。總之，通達見解的界限、以及完盡審察見

解的界限，這兩者應該是有差別。

首先，通達見解的界限，這一偈頌「凡於有寂一切

法」，輪迴與涅槃所含攝的法，「觀見因果絕無欺」，

緣起無欺瞞；損益行為，對這些觀見絕不虛偽；見到由

依賴而產生，毫無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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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見到緣起毫無欺騙，所以如果是由依賴而產

生，那不觀待就無法產生或形成。依賴與不依賴是對立

的，觀待與不觀待也是對立的，所以如果是由依賴而產

生，就不是不觀待而自主存在，遠離不觀待而自主。

總之「觀見因果絕無欺」觀見緣起無欺瞞之後，以

此二者為理由，而說「所緣意向全壞滅」。對任何法，

所緣意向，不管是諦實成的所緣意向，或是實執的所緣

意向，其並無定準，沒有安立處，沒有可信任處。

因此，所謂「所緣意向壞滅」是對於在心中存在的

這個那個，所指出的這個那個，當作思維時，則發現並

無所指。因此所緣意向壞滅，沒有指望處呀！遠離定準

呀！就像上次所說，變成沒有根基；思維所謂「無根無

據」剛好符合。

所以觀見因果絕對無欺，不是只有找不到假立物，

而是觀見因果絕對無欺時發現：「喔！這必定是彼此需

要以觀待而產生。」生起是以依賴而產生的想法時，就

可以確定絕非不觀待而自主存在。由於從內心深處確認

並沒有，所以是「所緣意向壞滅，即入佛陀歡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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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得不到所尋找的假立物，故認為沒有；而

是以緣起尋找假立物而不得。那實質義理是什麼呢？由

於名言而有。當想到是由於名言而有時，若問：「那在

我們心中是否呈現『由於名言而有』呢？」像是自續派

的所遮―諦實，不現於根識；這是另一種情形。

現在因為所遮―諦實顯現於根識，所呈現的方式

如果像那樣而存在的話，就可以確定非唯此緣起條件

呀！如果非唯此條件的話，就應該找得到假立物呀！因

為不能獲得假立物，所以是唯此條件。

由於如此，就是非自主，非如所顯現般存在，從內

心深處便可作確立。那對所謂「具德根本上師寶，請臨

我頂蓮座上」，在心中自然而然就會產生「我」並沒

有；所以說：「所緣意向全壞滅，即入佛陀歡喜道。」

然後，未通達見解的界限，或是，非清楚理解見解的情

況而說：「表象緣起無欺瞞」，指緣起利害的安立、以

及損壞所緣意向的空性，此二者不相隨伴，此二者像是

非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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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講到「表象緣起無欺瞞」時，不能引出空性見

解，當講說自性空離四邊6戲論時，心中雖好像呈現離

戲論、一無所有，但是這種通達如果不能變成「由觀待

而產生」的理解力，那表象與空性二者變成不相同。所

以說：「表象緣起無欺瞞，以及空性離承許，直至二理

各呈現，能仁密意尚未證。」。

然後是圓滿審察見解，不僅是剛才所說的通達見

解，當說到圓滿審察見解時，「一旦俱時無輪番，唯見

緣起非虛妄」，是指以緣起為理由，不必以其他正量，

「執境全滅之信念」，說明實執的耽著完全滅除的話，

那就是「爾時見解齊詳審」。

如同挪桑嘉措尊者所說：例如根識有缺陷者，像眼

睛有缺陷的人，當看見兩個月亮時，對於所看到的兩個

月亮並不存在，是可以獲得定準的。

像這樣，只是如同現前所呈現那樣並不存在的信

念，是可以牽引出來的；不論色等任何法顯現，外境呈

6  四邊：有邊、無邊、亦有亦無邊、非有非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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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存在的狀態，僅是所呈現那樣不存在的信念，不須

觀待其他理由而產生信念，即是「唯見緣起非虛妄，執

境全滅之信念，爾時見解齊詳審」。

「又以現象滅有邊，藉由空性斷無邊，若知空現因

果性，以執邊見不能奪。」像這樣，呈現時為空性，空

時為現象，像這樣的理解力；總之，就是空性即緣起，

緣起即空性的理解如果獲得究竟……。

總之，藉由並非如同外境所呈現那樣存在的想法，

便能夠以僅是呈現而滅除有邊。所謂「藉由空性斷無

邊」的「空」，並不是尋找而得不到，是因為緣起的思

維，由依賴而產生，由觀待而假立，所以了知並非不觀

待而自主存在。由依賴而假立，當心中生起唯名假有時

就是「藉由空性斷無邊。」「若知空現因果性，以執邊

見不能奪。」就是這樣。

◎三主要道

51



結語

如是三類主要道　　如實通達要義時

應依靜處生精進　　子速成就長遠事

「如是三類主要道，如實通達要義時，應依靜處生

精進，子速成就長遠事。」以上是多聞比丘具德洛桑察

巴對擦科貴族昂旺察巴之教誡。

每天對《三主要道》作思維。《三主要道》有一種

念誦方式：觀想在前面顯現宗喀巴大師明相，宗喀巴大

師正給予教說，從這些方面而思維。（大家）幾乎全都

會念誦《兜率百尊》，格魯派大多會念誦；所以從《兜

率百尊》為起始而念誦《三主要道》，作個觀想，很好

呀！

或是念誦本尊瑜伽，在本尊瑜伽之後思維《三主要

道》，效用很大。比起《功德之本》，此《三主要道》

空性的效力比較大；在這之上思維空性，如果與本尊瑜

伽相配合的話，非常有效用。很好的！以上是修持共通

道部分，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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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修心八頌

吾視諸有情　勝於如意寶　成辦殊勝利　恆時願愛惜

隨處人結交　視己最卑微　真誠予他人　最極之珍愛

觀察諸行持　心生煩惱時　不利自他故　強行願遮除

性惡之眾生　屈就猛烈苦　見時如遇寶　難得願愛重

於我因妒嫉　他人責謗等　願取非理虧　勝利供奉他

凡吾所利濟　寄望之對象　縱非理損害　願視為善士

直接與間接　利樂施眾生　害損痛苦等　秘密願自取

彼等不沾染　八法分別垢　心知法如幻　不耽願離繫

◎附錄一：修心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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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顯密兩種道　　於中顯教諸經論

能生無礙大辯才　　速易通達為教授

又於密教諸共道　　亦能光顯淨身心

特於內外大小乘　　大乘顯密及諸續

二次第等所共須　　正修妙三摩地法

如智者論已善說　　能除行者諸歧途

為利諸求解脫者　　重著菩提道略論

如斯甚深廣行道　　是由彌勒與文殊

龍猛無著寂靜天　　輾轉傳來三法流

匯歸阿底峽尊者　　揉成殊勝之教授

願此所得諸善根　　迴向眾生利樂本

如來聖教久住世　　永離一切諸垢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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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三主要道

敬禮至尊諸上師

佛陀經教之精要　　佛子聖賢讚頌道

具緣解脫之門徑　　吾將隨力而宣說

諸凡不貪輪迴樂　　暇滿具義以精進

信從佛陀歡喜道　　具緣彼等請諦聽

無有清淨出離心　　無法斷求有海樂

愛戀輪迴縛有情　　是故首先求出離

暇滿難得壽無閒　　串習拋捨此世樂

業果不欺輪迴苦　　數思斷求來生樂

◎附錄二：三主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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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習故於輪迴樂　　欽羡剎那亦不生

晝夜心皆求解脫　　爾時即生出離心

復次出離若無有　　清淨發心所攝持

不成無上菩提因　　具智應發菩提心

四大瀑流時沖攜　　難解業縛緊捆綁

落入我執鐵網中　　無明黑暗所籠罩

無邊輪迴生又生　　三苦逼迫無間斷

如是所成如母眾　　思維而發殊勝心

不具通達實質智　　縱修出離菩提心

無能斷絕輪迴根　　故勤了知緣起法

凡於有寂一切法　　觀見因果絕無欺

所緣意向全壞滅　　即入佛陀歡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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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緣起無欺瞞　　以及空性離承許

直至二理各呈現　　能仁密意尚未證

一旦俱時無輪番　　唯見緣起非虛妄

執境全滅之信念　　爾時見解齊詳審

又以現象滅有邊　　藉由空性斷無邊

若知空現因果性　　以執邊見不能奪

如是三類主要道　　如實通達要義時

應依靜處生精進　　子速成就長遠事

◎附錄二：三主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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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觀無央佛語目　如實善達一切法　能令智者生歡喜

由親諸修如斯理　知識初佛妙音尊　善皈依故是彼力

故願善擇真實義　彼勝智者恆護持　南洲聰睿頂中嚴

名稱幡幢照諸趣　龍猛無著漸傳來　謂此菩提道次第

盡滿眾生希願義　故是教授大寶王　攝納經論千流故

亦名吉祥善說海　此由燃燈大智者　光明顯揚雪山中

此方觀視佛道眼　故經多時未瞑閉　次見如實知聖教

宗要聰睿悉滅亡　即此妙道久衰微　為欲增廣聖教故

盡佛所說諸法理　攝為由一善士夫　乘於大乘往佛位

正所當修道次第　此論文言非太廣　一切要義無不具

雖諸少慧且易解　我以教理正引出　佛子正行難通達

我乃愚中最為愚　故此所有諸過失　當對如實知前悔

於此策勤有集積　二種資糧廣如空　願成勝王而引導

癡蔽慧目諸眾生　未至佛位一切生　願為妙音哀攝受

獲得圓滿教次第　正行勝道令佛喜　如是所解道中要

大悲引動善方便　除遣眾生冥闍意　長時住持佛教法

聖教大寶未普及　雖徧遷滅於是方　願由大悲動我意

光顯如是利樂藏　從佛菩薩微妙業　所成菩提道次第

樂解脫意與勝德　令長修持諸佛事　願編善道除違緣

辦諸順緣人非人　一切生中不捨離　諸佛所讚真淨道

若時我於最勝乘　如理勤修十法行　爾時大力恆助伴

吉祥德海徧十方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飢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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