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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解三業隨智慧行 

知道守護意業無漏 

開道守護身業無染 

說道守護口業無失 

 

  學佛要體解大道，體解大道，要時時守護我們的三業。三業就是

口業、身業、意業。開口動舌，說話要很謹慎。說話若有一點偏差，

有意毀謗或者是無意出言差錯，這都是對我們德的損失。不只是今生

失德，來生世也是因緣果報多。所以我們修行，在身、口、意這三業

要很謹慎，守好我們的意業，不要有起心動念，自然我們的行為就不

會偏差，開口動舌就不會造業。總而言之，這三業是隨著智慧行。修

行，就是要修智慧。有智慧的人，心意一定時時都是靜寂清澄，心靈

的境界一片清淨，天地道理應該都能夠很清楚，這是我們修行的目

標。要從意用心深入，我們意如果能用心深入，自然產生智慧。產生

智慧，我們的三業就能在人世間無不都是造福。口業，所說的是真道

理，淨化人心。身業所行的是善事，利益人群。這全都是從我們心地

的意業，就是智慧所產生出來的，所以我們必定要體解大道。 

 

  我們若是「三皈依」，就是「體解大道，發無上心」，「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統理大眾，一切無礙」。這是我們的三皈依，每天早晚課

都有，可見這對我們修行是多麼重要啊！所以我們要體解，三業隨智

慧行。「知道」，我們要知道「道」，既來人間修行學法，我們應該要了

解道要如何走，理要如何通徹。所以要知「道」，這條路，這條道路，

道理我們要如何通？我們必定要先「守護意業無漏」，我們的意業無

漏。「無漏」大家知道了，煩惱。我們要守護，不要有煩惱入我們的

心，我們要將煩惱全部去除，不要再有煩惱無明都深入我們心中。心

若能很清楚，明白了一切道理，這樣我們的智慧才會成長。所以我們

要「知道」，守護意業，不要再有煩惱侵入心來。我們既是「知道」

了，我們更要是「開道」。知道這個道路方向，我們更需要把這條路開

通。我們既然學佛了，學佛，我們要了解道理，不只是是知道、知

道，光是知道名相，而沒有透徹了解，這樣我們要如何帶人走這條路

呢？所以我們必定要發心立願，作為一位開道者。要當開道者，我們

要守護身業無染，我們自己的身行真正要守護好，行善道。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舉手動足無不都是我們造作的善惡業。伸個

手去做事情，這雙手能幫助人。我們的身體行動是要往東、往西，哪



個方向？也就是善惡二途，到底你是要去救人、幫助人呢？還是要去

花花世界享樂呢？或者是在外面做為非作歹的事情？這是就是我們的

身業。我們既然學道者，還要再是知道者，還要是開道者，必定要用

身軀作典範，教之慇實，造福富足。我們必定要好好用心，身體力

行，做一個修行者的典範。這是守護身業無染，才有辦法帶人走好這

條道路。道路有時候不暢通，我們就要帶人來開，開通這條道路，只

要我們知道方向，路如果有阻礙，受路障阻塞，有路障，我們就要帶

人如何來撥開除開這個路障。讓大家有一條平坦道路可以走過去，這

就叫做開道者。必定要從我們的身業好好守護好，要守護得無染，要

清淨。我們的身業造作一切，我們一定要清淨無染。也要成為一位說

道者，帶人走，也要說給人家聽，要說話給人聽，我們就要很謹慎，

守護口業無失。說話，我們要真實語、不妄語，我們沒有虛言，沒有

說不對的話，這就是要守護口。 

 

  在佛陀的時代，在舍衛國祇園精舍說法那時候。在舍衛國有一個

這樣的家庭，這個家庭就是有一位長者，他娶妻生子。當他娶妻的時

候，很熱鬧，很豐富，很風光娶進了夫人。經過沒有多久，十個月懷

孕，生了一個孩子，孩子一生下來，相貌就長的很端正。然後，年紀

小小的，從能夠講話開始，這個孩子口中一直，自己自然一直說，「生

死極苦」。年紀小小的，就是一直看到人就說生死極苦，因為這樣，他

的名字，大家叫他「生死苦」。但是他生長在很富有的家庭，父母很疼

惜，在富貴家庭中成長。長大了，他從小到大就是都講好話，看到人

就跟人家說因果輪迴極苦。好像他是從極苦中，因果輪迴中來的，常

常跟大家說輪迴的苦，生死的苦。一直到長大，有一天跟他的朋友在

郊外走的時候，慢慢接近，接近祇園精舍，就是給孤獨園。他知道這

就是佛說法的地方，他不由自己離群，和他的友伴脫群了。 

 

  他進到裡面，剛好佛陀為大眾說法，他就這樣靜靜地，在離佛遠

遠的地方，他向佛陀頂禮，然後就坐下來聽法。佛陀也遠遠看到這個

年輕人靠近來了，坐在聽眾之中，佛陀話鋒一轉，開始就說四諦法。

這位生死苦，他看佛，心生歡喜，在聽到「苦集滅道」的道理，他的

歡喜好像他一輩子想要找的道，已經心開意解了。這種生死輪迴極

苦，他現在已經了解了。回到家中向他的父母苦苦哀求，讓他能跟隨

佛陀出家。父母疼孩，看孩子這樣悶悶不樂，如果不讓他出家，就是

生活的這麼痛苦，父母就這樣很無奈，但是為了愛子，他們也這樣割

捨，讓孩子隨佛出家。 

 

  這位生死苦來到佛僧團中，得到佛陀收為僧團比丘，他很安心，



每天的心情很平靜。這樣用功聽法，寂靜的心境，佛陀每一次的法啟

動他的心，所以得了阿羅漢果。與他同修的人看到他這樣安靜用功，

佛陀的法可以句句入心，大家很奇怪，這個年輕人，這位生死苦是什

麼因緣這樣殊勝，能這樣聽法，句句佛法都能體解，句句的法都能知

「道」。同時，靜心修行，那個身行，身、口、意無不都是能為人的典

範，能讓人向他的行動中學習。所以這有人來問佛：佛陀，這位生死

苦比丘到底是什麼因緣？怎麼學佛能這樣的順暢，這麼快就能通達諸

法呢？佛陀開始向大家這樣說，過去在賢劫，人壽兩萬歲的時候。這

當中有一尊佛出世，名叫做迦葉，在迦葉佛這個時代中，有一對修行

者，一位是老比丘，老比丘身邊有一位小沙彌。這個小沙彌聰明，有

一天，看到外面有很熱鬧的廟會，外面很熱鬧，是因人民舉行宗教的

盛會。看到這麼熱鬧，就趕緊進來跟他的師父說：「師父，今天外面是

很熱鬧，我們今天是不是提早？我們趕緊去托缽，一定可以滿載而

歸，缽一定會滿。」 

 

  師父就跟他說：「時間還早，好好靜下來，好好靜坐下來。」但

是，這位小沙彌坐著，人是在裡面坐，心還是在外面。還是跟師父

說：「師父，我們是不是提早出門？」師父就再跟他說：時間還早，靜

靜坐下來。」心還是在外面。第三次，又再跟師父請求同樣的話，「提

早出門？」師父還是一樣，靜心坐著。這時候，第三次了，這位小沙

彌內心發怒，瞋火起，他衝口而出：「現在應該要出門的時候，您還遲

遲不肯出門，您實在很頑固，早死早好！」就這樣站起來，缽拿著就

出去了，就這樣出去外面。但是邊走，自己邊反省：我剛才對師父這

種口出惡言，罵師父頑固，還詛咒師父要早死早好。這樣，我不尊

師、不重道。我錯了，錯了，我要趕快回去。回頭趕快回寺裡，向師

父這樣跪拜走，跪著這樣走，到師父的面前叩頭禮拜，表示懺悔。「師

父，我一時衝動，我要懺悔。」就這樣，五百世在地獄中。所以經過

了累世地獄中的苦，後來就生在現在這個時代。 

 

  佛陀就說，這位生死苦，就是當時那位沙彌。沙彌口出惡言，辱

罵師長，他能夠及時懺悔，但是業已造成，長時間在地獄中。就是因

為他有懺悔，離開了地獄，尤其是他生在佛出世的時代，迦葉佛的時

代，所以他現在有宿命通，內心還一直有過去生所受苦的印象，所以

他現在，佛法一入心就能了解。這是他過去生出生在佛世時代，也發

心出家，成為小沙彌，雖然他有經過了這樣的錯誤，他也趕快懺悔，

但業已造成，還是同樣要受業報。但是福報與慧根還存在，他才能生

在今生此世，在富貴人家，能夠守口業，時時勸善，有這個因緣來接

受佛法，出家，得阿羅漢果。可見，我們就了解，真正的開口動舌無



不是業。這開口是來自於那一念心，小沙彌他這樣一時瞋火，瞋怒的

火衝上來，就開口罵。錯了，雖然有趕緊悔過，但是業成，還是要受

業報，這叫做因緣果報。我們必定要在三業中體解，所以要體解三業

隨智慧行。我們要好好地成長我們的慧命，我們的智慧。我們行動在

我們今生此世，我們要做「知道者」，守護好我們的意業。我們要做

「開道者」，守護好我們的身業。我們要做「說道者」，守護好我們的

口業。這三業要好好守護。下面你們就能更加了解了。前面的文， 

 

經文：「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

槃。」 

 

  這是我們昨天所說的，因為再前面的文，「佛於大眾中而唱是言：

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說盡了佛的十德十號。所以十德十號具足

了，來人間就是要度眾生。已度、當度、未度，已度的，已成就了。

當度的，是現在在聽法修行的人。還有未度的人。佛陀不是今生此世

這樣就結束了，雖然取入涅槃，還是同樣倒駕慈航，佛法永恆在人

間。所以還有未度者令度，還有未來的眾生。「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

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這是我們昨天解釋過的文。下

面再接下來就說， 

 

經文：「今世後世如實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

者，說道者。」 

 

經文簡釋： 

「今世後世如實知之」；謂今生後世，三達如實知之：宿命達過去，天

眼達未來，漏盡達現在，亦名三明。一一稱實，知其因果。今世後世

如實知之，即佛之三達明智。明證智之境，顯了分明。 

 

  佛陀又再次表達讓大家知道，「今世後世」，說了過去所累積修

行，具足十號，現在又要說今世與未來世。「如實知之」，所知道的事

情，那就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者，說道者」，這就

是今世後世，佛陀的德。「今世後世，如實知之」，就是說今生一直到

來世，後世，能「三達如實知之」。「三達明」，我們常常在說「三達

明」，就是通達無礙，很清楚，全都了解。「三達」就是沒有障礙，很

清楚的意思。有三項，那就是「宿命明」，也能稱為「宿命達」，不只

是明瞭，又是通達無礙。不只是宿命，還有「天眼達」，也是「天眼

明」，天眼通、天眼明、天眼達。總而言之，通達無礙，還有漏盡明，

這是「天眼達未來，漏盡達現在」，這三明。宿命明就是通達過去，天



眼明就是通達未來，漏盡明是通達現在。我們現在修行，所有的煩惱

是不是都去除了？我們的見思煩惱去除了，塵沙無明惑是不是有去除

了嗎？我們凡夫自己不知道，佛陀完全透徹了解。佛陀知宿命，剛剛

的「生死苦」就已經知宿命了，當然佛陀也是知過去、未來。知過去

無央數劫，在諸佛道場修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這種宿命通達，

這是了解過去。佛陀既了解過去，通達現在，當然也對未來明明瞭

瞭，通達無礙。這是佛陀他說「今世後世，如實知之」，這是要讓大家

相信，佛陀所了解的過去、現在、未來，所說的，要告訴我們的道

理，希望人人能深心信解。 

 

  所以在這裡「一一稱實」，「三達明」都很實在地了解。我們要知

其因果，一一都是因緣果報。不論是過去、現在、未來，要能通達，

明證智之境，顯了分明。要先了解因緣果報，因緣果報於今世後世，

如實了知。這輩子怎麼和這麼多人結這麼多的好緣呢？這是在過去生

中有經過的因緣，在累生世中所累積下來的。佛陀了解，我們就不了

解了，所以我們要學。佛陀既然真實為我們鋪排了，說他的過去，說

他的現在，他所有的道理無不通達，我們要深心信解。信解佛陀所說

「今世後世，如實了知的道理。所以這是佛的「三達明」的智慧，知

過去、現在、未來，又是很清楚為我們證明這個智的境界。他在說

法，用種種的方法、言辭、譬喻。以人來譬喻，以天地萬物來譬喻，

無不都是要讓我們明白道理。佛對所有天地萬物，人的生態，世界一

切的生態，萬物的生態，所涵蓋的道理無不了然清楚。這種「明證智

之境」，非常的明白，說種種譬喻讓我們能透徹了解。這種心靈的境界

與身外的境界，都能讓我們清楚明白，「顯了分明」。所以，下面再接

著說， 

 

經文簡釋： 

「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就意識云知，就眼識曰見，又推求名

見，覺了云知。正見明白，透徹法源。一切知者：即佛知如理智：契

於諸法真理之智。如量智：通於諸法事相之俗智。 

 

＊「如理智」：謂諸佛菩薩以如實之智，徹見實際之理，妙極寂靜，無

增無減，是名如理智。 

 

＊「如量智」：為佛能知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智，如其分量，故曰如

量；又稱後得智。 

 

「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佛陀再作證明，證明佛他是一切知



者，一切見者。天地萬物一切的真理，無不都是收納入智慧慧海中，

覺性慧海。所有天地萬物的真理，無不都收納於覺海，智慧覺海中。

這意識都了解了，「就眼識曰見」，所以「一切知者，一切見者」。就是

因為眼睛看的一切，他眼睛所看的，心裡所明白的，所以眼來見，所

以推眼見來了解道理。 

 

  「覺了云知，正見明白，透徹法源」，所以不只是我們的肉眼，應

該也是我們的見解，眼睛，外面接觸的，裡面的意識的體會，那種見

解。看境界來推道理，推理，所以「覺了云知」。看這個東西來推測，

裡面的道理很清楚，無不都是很準確入心，這叫做覺了，叫做「知」。

看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性，這個東西裡面的成分等等。專家他

要經過很多的研究，佛陀一眼了然，能夠了解，所以「覺了云知」，很

快就能了解了。所以「正見明白」，正見都能明白了。所以「透徹法

源」，法的源頭都透徹了。這就是佛陀他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所有

一切無不都是透徹法的源頭，這是佛的知見。 

 

所以「一切知者」就是說，佛他有「如理智」，因為佛陀具足了如

理的智慧，就是「一切知者」。「如理智」，就是「契於諸法真理之

智」。「如量智」呢？那就是「通於諸法事相之俗智」。法能契合，佛陀

的心與諸法的相與理完全很契合，就是透徹，這叫做「如理智」。佛陀

的智慧與一切的真理就是這樣契合。所以我們常說，我們要契合佛

心，我們就是要與佛一樣，佛陀的心能徹悟一切事物真理。我們若能

契佛心，就是契天地萬物的真理，同樣，這叫做「如理智」。心境與所

有一切物，我們都能了解它其中的理─物理、生理、心理，一切都很

契合，這叫做真理之智，這就是佛智。 

 

  更清楚來說，「如理智」就是「諸佛菩薩以如實之智，徹見實際之

理，妙極寂靜，無增無減」，這叫做「如理智」。這個境界，是諸佛菩

薩他已經慧命是清淨無染著，已經天地萬物真理透徹無礙，所以他

「妙極寂靜」，心態已經到達妙極寂靜的境界。所以一切萬物對佛、菩

薩都無增無減，無得失心。心靈境界的寧靜，才能有天地萬物真理融

入本性覺海，這種的「如理智」。「如量智」呢？那就是「通於諸法事

相之俗智」。佛陀有很超然的如理智，但是他要在人群中，人群中芸芸

眾生，「俗諦」就是世俗的道理，世俗人，凡夫的煩惱，佛陀也要一一

去體會，佛陀的智慧也要通達芸芸眾生無明的心態，這就是佛陀的

「如量智」，去測量眾生他的根機，他所需要的、他所要追求的，是什

麼法？佛陀要真實體會，這叫做「如量智」。「如量智」再深入說，就

是「佛能知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智」。要如何入世間？在人群中來應緣



度眾，或者是教導眾生如何處世的方法，或者是教導眾生如何出世的

心態。這種如何修行，如何了知因緣果報，如何透徹四諦真理，如何

明瞭十二因緣法，這種處世、出世一切諸法的智慧，佛陀他非常具

備，所以他來回人間，「如其分量」。他能在人間隨眾生的根機分量來

說法，應眾生機，能清楚明白，現世間相。 

 

  現在世間的相，五濁惡世，芸芸眾生苦難偏多，先讓大家了解，

不只是法，這樣「苦、集、滅、道」就好了，再讓大家體會到這種心

態無明煩惱，染濁了人間社會人群，眾生業力就是這樣在紛擾中共

業。佛陀要用什麼智慧讓人人心有預防，知道這種身、口、意三業。

所以佛陀他就是要讓我們知道，「如理」，這個道理，或者是「如量」，

這個智慧。這是我們過去也說了，佛陀的口密、身密、意密，意思就

是說，佛陀智慧非常普遍，他用身教、用他的口說法，無不都是出自

他的內心，應眾生根機與能夠攝受的法。這就是佛陀出現在世間，為

我們說未來濁世的情形，我們要先有這樣的了解，這叫做「如量智」，

也稱為「後得智」。那就是讓我們先了解，如量，後面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能夠更清楚。接下來再說， 

 

「知道者，開道者，說道者」： 

 

善知一切道通塞之相，知真實之道者。善能開示，為眾生說無上道

者。 

 

  「知道者，開道者，說道者」。意思就是說，佛陀「善知一切道通

塞之相」。這條路走不走得通？道理是這樣，但是世間五濁惡世，障礙

偏多，佛陀他就能了解。佛陀若生在二千多年後的今天，這種五濁惡

世，紛紛擾擾，佛陀若在現在，不知有多好？就是我們眾生的業力，

偏偏就是這樣一直無明翻攪，攪到現在五濁相現都出來了。到底這條

路，通路要如何走？有障礙嗎？有堵住了嗎？若是堵住了，要如何來

開通這條路？所以「知真實之道」，這條路是通的與會被堵住的，佛陀

他已經了解了，是行得通、行不通的道。所以「善能開示」，佛陀他就

能為我們開示要如何做。「為眾生說無上道者」。這就是佛陀他是「知

道者，開道者，說道者」。他不只是見道，他還「知道」，還能「開

道」，還能「說道」，這是佛陀的智慧。 

 

＊「道」：即佛之中道第一義諦，惟佛之真智能自證知；眾生煩惱能為

道之障蔽，惟佛能開發；法性理同，眾生機異，惟佛能方便演說。不

偏於空，也不偏於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不落二道，圓融無礙，



謂之中道。 

 

 「道」，這條道就是佛陀的中道第一義諦。沒有偏倚，就是走在路

中，不取有，不取空，是在真空妙有中。他若取「空」，一切都沒有

了，道理就是道理歸道理；若是執在「有」，就一直執著我就是要修這

樣的行，我就是要獨善其身；或者是一切皆有，所以我一直要計較。

世俗凡夫就是一直計較這是我的我的，所以業就愈造愈多，這就是不

明道理的人。若是修行明白道理，因緣果報可怕，生死極苦，我不敢

再來了，這就是執「有」。有因緣果報，我不要再和眾生攀緣。若是執

「空」，我取入涅槃，世間事與我無關。佛陀他行在中道，是空，沒有

錯，一切幻化。但是，苦已經造成在人間，人間受盡了苦報，苦不

堪，就是因緣會合。若不趕緊好好投入人群中，讓他了解因緣果報，

沒有說道者，眾生迷茫，苦難就偏多。所以佛陀就要再勉勵人人，真

正回報佛恩就要入人群中，這叫做第一義諦，這就是中道。 

 

  「有」，有因緣果報，「空」，真正是空，人生幾十年，短短的時

間，這種短短的時間造這麼多的業，要讓大家知道，人生空空地來，

也是空空地去，只有業隨身。有，絕對有因緣果報，今天的惡口，今

天的惡行，也就是來生，未來的惡報，這就是妙有。他一定要讓大家

知道，佛陀說法，大家都知道。大家要向佛陀學，要體解大道，同時

也要懂得「知道」，了解「道」，還要「開道」，還要「說道」，讓世間

人人體會。所以，佛，這就是唯有佛陀「真智能自證知」。佛陀的智

慧，自己知道「空」、「有」、「中道」。我們學佛，不就是要與佛一樣

嗎？眾生，「眾生煩惱能為道之障蔽」。佛陀已經通達無阻了，他三達

通明，但是我們凡夫就不通了，凡夫眾生就是煩惱障礙了我們很多的

道。所以因為這樣，道被阻塞，不通了，「道」就在我們的面前，但是

我們就是行不通。 

 

  所以惟有佛能開發，法性理同。他能替我們開道，讓我們了解我

們人人本具法性，人人與佛同等。這個道理都相同，只是我們眾生的

根機不同，參差不齊，所以「惟佛能方便演說」。「不偏於空，也不偏

於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不落二邊，圓融無礙，謂之中道」，這就

是佛陀來人間說法的方法。佛陀說「空」，佛陀談「有」，在空有之

間，這才是佛陀的真實道。各位，學佛真正要腳踏實地，人間就是這

樣芸芸的眾生，紛紛擾擾，濁氣深重。我們的眼目就受到幻化無常的

境界，這種不實的語言聲音把我們迷惑了，障礙我們的道。所以我們

應該，學道者就要好好用心，「知道，守護意業無漏；開道，守護身業

無染；說道，守護口業無失」，所以我們要「三業隨智慧行」。所以我



們要時時多用心。 

 

 

***************************************************** 

 

＊撰集百緣經卷第十 諸緣品第十  

 

（九五）唱言生死極苦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選擇良賢，娉以為婦，作倡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

足滿十月，產一男兒，自憶宿命，產已唱言：「生死極苦。」因為立

字，名生死苦。年漸長大，凡見人時，由故唱言生死極苦，然於父母

師僧耆舊有德，慈心孝順，言常含笑，終不出於?惡言語。將諸親友出

城觀看，漸次遊行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

暉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

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

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

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生死比丘，宿殖何

福，生便能語，自憶宿命，又值如來，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

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波羅

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沙彌，奉事和上。時彼城

中，作大節會，爾時沙彌語和上言：『今節會日，宜早乞食，必當多

獲。 』師即答言：『日時故早，且可坐禪。』第二第三，如是白師，

師猶不從。沙彌瞋恚，惡口罵言：『今者何故不舍中死？』作是語已，

尋即出去，入城乞食，還歸所止，向師懺悔。由是業緣，五百世中，

墮地獄中，受諸苦痛，今始得脫，是故唱言生死極苦。」佛告諸比

丘：「欲知彼時罵師沙彌者，今生死比丘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補充二】〔三達〕（陳義孝《佛學常見辭匯》） 

 

天眼、宿命、漏盡。天眼能知未來生死的因果；宿命能知過去的生死

因果；漏盡是知道現在煩惱的根源而盡斷之。不但知道而且明瞭叫做



明，不但明瞭而且通達叫做達，所以以上三事在羅漢只叫做三明，在

佛卻叫做三達。 

 

 

【補充三】後得智 

 

又作無分別後智、後得無分別智。無分別智之一。與「根本無分別

智」（根本智）相對。即根本無分別智後所得之智。蓋此智乃根本智所

引，能了達依他如幻之境，故稱如量智、權智、俗智。又根本智為非

能分別、非所分別，此智則為所分別、能分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