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完了之後呢，就是今堂課，下個禮拜就休息一次的，這個新春休息一次，那麼

到初十，十四號初十，即是新初十才繼續講，即是休息一會，這樣然後到十四號大家

才見面了。這樣，《大乘廣五蘊論》呢，我們是「甲一」已經處理了，甚麼叫做「五

蘊」，(「五蘊」)就是色蘊、受蘊、想蘊與行蘊，最後的「六識」或「八識」蘊。

這樣「甲二」呢，就將「五蘊」的內容與事相交代。那麼，我們在過往兩節已經

在「五蘊」裏面，別釋「五蘊」，就是詳細講「五蘊」內容其中的「色蘊」，詳細交

代了。這樣又交代了「別釋受 」。藴

這個「色蘊」即是活動；「受蘊」即感受，快樂、痛苦與不苦不樂「捨」；這樣

又解釋了「想蘊」是甚麼，就是取像作用。這樣現在進行講的是第四項，即「乙四、

別釋行蘊」，「行蘊」。「行蘊」的正確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推動我們的一個生命

體去做「業」的，就以「思」(心所)為主。但是呢，在這個「五蘊」，因為它統攝宇

宙萬象的緣故，這樣除了「思」這個心所做「行蘊」之外呢，它還兼攝其餘的，就是

除了「受」(心所)、「想」(心所)之外的其餘一切的心所，心所有法。

這樣又兼攝一些叫做心不相應行法。那麼我們上一次已經在處理其餘的心所，其

餘的心所又叫做六位心所。這就是將心所分作六大類，第一類呢，叫做「遍行心

所」，即是「觸、作意、受、想、思」。這樣，我們上一堂就講完了「遍行心所」。

所謂「遍行」也者，它就是周遍行起，不論你的心王或者心所活動，不論它是善

性，不論它是惡性，不論它是無記性，它都起活動的，這樣叫做「遍行心所」。「遍

行」，就是周遍行起，善心又起，不善心又起，無記心又起的。這樣，今日開始就講

第二類，第二類的名稱叫做「別境心所」。這樣，「別境心所」一共有五個，所以，

「戊二、釋五別境」。

1



第一個「別境心所」呢，它的名稱叫做「欲」。「欲」，就是希求、想，想那種

東西。譬如我去讀書，我想認識書中裏面的含意，這樣都是「欲」。所以，「欲」一

定有對境的，因為所有的心王、心所認知作用呢，因為心王、心所是了別，有了別的

作用叫做心識。這樣所以，所有心王、心所都有了別作用，那麼了別的時候，它不可

以沒有東西被它了解啊！一定要有個對境，有一種東西被它去了別。

這樣，用甚麼東西做對境呢？用一種可樂的、可愛樂的事，就是愛樂境、可樂

境，它的對境就是對那些可樂的事情或者事物。這個「事」就包括事情，包括事物，

包括人都可以，這個「事」字很廣泛的用法，就是你鍾意的東西。對鍾意的東西就怎

樣呢？就是希望為性，就是希求、得到，這種這樣的心理活動，就是它的體(性)。所

以，「欲」就是你希望得到，所以它的體性，它本身的作用，就是以希求為它的本

體，做這個心所的本質。

這樣在安慧的釋文裏面，所謂「愛樂事」是甚麼呢？「愛樂事」是指那些可愛的

聽到的事，或者可愛的見到的事，這樣叫做「可愛見聞等事」。這樣，除了見聞之

外，還有很多的，我們吃到的，嚐到的，「見聞覺知」都齊全了，我們嚐到的東西，

嗅到的東西，觸到的東西，都可以，你鍾意的東西就可以了。我們人就很奇怪，你鍾

意的東西就繼續去希望獲得的，這樣希冀，就是想獲得，這種希冀的心呢，希冀心

呢，就是現在我們所講的這個「欲」心所。這樣，它就是「願樂希求事」，「欲」就

是我願意做那種事，或者是希望得到那種東西，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樣，它的間接作用呢，就「能與精進所依為業」，這個「與」字就不是「同」

的意思，是給予的意思，是引致的意思。這樣就引致你精進，就是依這個「欲」，而

產生引致精進，做這個業用，這個「業」即是間接作用。這樣「與精進所依為業」，

就是說，這個「欲」心所，就是引致所依而產生這種精進活動，做它的間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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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與」字就是引致的解釋，「與」字是給予、引致 (的意思)，因依這個

「欲」而產生精進。譬如說，舉個例，譬如你對這本《廣五蘊論》，你覺得裏頭的道

理很清晰，於是呢，你就希望了解它，這種希望了解呢，這個就是「欲」心所。

這樣，你希望了解的時候呢，於是你會精進地去研習，有人講《廣五蘊論》的時

候，你很忙都來大會堂聽，或者你聽完之後呢，很忙，但你稍為有空閒的時候，你會

打開本《廣五蘊論》看一下裏面的內容。這樣所以呢，因為你希望知道那種東西，因

此你是很勤力地那樣進行活動去了解，那麼很勤力地進行活動呢，就是這個「精

進」。

如果你不鍾意那種東西，你不會精進的，你覺得是沒用的東西，人家送給你的都

會放在一邊，都不會打開來看。這樣，你沒有一種欲求的時候呢，你不會是很勤力的

那樣對那種東西希望有所認知，進行認知是不會的。因此，以這個欲求為因，產生你

後來精進，想獲知或者獲得這樣的果。

這樣因此呢，就這個作用來說，就叫做「與精進所依為業」，就是依這個

「欲」，使到你產生精進，這樣使到你產生精進呢，就是這個「欲」，這個欲求，那

個間接的作用。「體」，是指它自己的活動本身。「業」呢，就是由這個活動所引致

的後果，引致的相應的效果，這個「業」呢，就是相應的效果的意思。這是第一種。

那麼，甚麼叫做「別境」呢？看下面就知道了。

這樣，第二種的心所呢，我們叫做「勝解」心所。「勝解」心所就是對某一種東

西，能夠很殊勝、深入的清晰了解它的意義。這種「勝解」的時候，一定有它的境，

就是你對甚麼「勝解」呢？是吧？這樣他就寫明了是對這個決定的境，就是說你決定

這種是這樣的，譬如這個「與」字，譬如我要了解這個「與」，這個「與精進所依為

業」的「與」字，這樣決定要了解這個「與」字，不是其他字，這樣對你所了解的對

象呢，要決定是這樣的，那麼這個「與」字，它決定是怎樣解釋呢？這樣決定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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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這個精進的，就不是同精進一起的意思。

這樣於是呢，因為同精進一起就不可能是間接作用，是共同作用。這樣，引致精

進呢，才能以這個欲求為因，間接就引致精進的果了。於是呢，你就說這個「與」字

不是我和你，我與他的「與」字解釋，是給予、引致的解釋。「與果」就是引致這個

果。於是呢，你決定它這個「與」字，我現在完全了解這個「與」字，並不是「相

同」的解釋，「一齊」的解釋，而是「引致」的解釋。

這樣有人又說，這個「與」字是「一起」的意思，在這裏，你說他不對，你知道

他不對！你一定(認為)呢，如果他解作「同在一起」是錯的。這樣的時候，你就對這

個「與」字，這個境的決定就是完全了解。這樣於是說，「謂於決定境，如所了知印

可為性。」「如」就是依，依你所了解，了解是決定了解。「印可為性」，即認可，

認可他確實是這樣，不可以不是這樣，叫印可。

譬如，好像你明心見性了之後，你把明心見性的歷程呢，與你的師父講，那麼你

的師父說確實是這樣，那麼這位師父就印可你。這個「印」字呢，好像甚麼？開一張

支票，這樣舊時，現在我們就簽個名，舊時不可以的，簽個名是不可以的，要打個圖

章，那麼這個圖章就是我的，一打了圖章就要一定付錢，這張支票，印可你啊，打那

個印下去，認可這張支票是我出的，我發出的，那麼我全權負責，這張支票是由我付

錢，你就一定可以兌換的。這就是「印」。

於是「印可」就有一個含意，就是你認可它一定的意思。另一種解法你就不接受

的，這就「印可」。「印」即是認可它確實如此，不得不如此。這樣的心理活動呢，

我們就叫它做「勝解」。「勝解」是殊勝深入清晰的理解，不是膚淺表面的理解，是

深入確實如此的理解。這樣因此就是，安慧菩薩就這樣解釋，先解釋「決定境」，他

說，「決定境者」，就舉例了，他說好像「五蘊等」，我們觀察這個「五蘊」，那麼

怎樣觀察？「如世親說」，這個「世親」呢，我們懷疑就不是世親，我們懷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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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說」呢，就是世尊那個字的誤植，即是執字粒執錯了，就是手抄，手抄錯了。

因為甚麼呢？因為這段說話，就是「世親說」那處呢，「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

陽燄、(行如芭蕉、識如幻境。)」等等這些字呢，是見於哪本經書？就是見於《維摩

經》。

這本《維摩經》不是鳩摩羅什所譯的《維摩經》，是玄奘法師所譯的《維摩

經》，那麼玄奘法師所譯的《維摩經》就叫做《無垢稱經》。這樣，由此這段文字是

見於《無垢稱經》，那麼，見於《無垢稱經》的時候，就不是世尊講的了，不是，就

不是世親講的了，世親是菩薩來的，就是造這本論的，造這本《廣五蘊》，那麼就這

段文字是見於經的，見於經的，那麼這段文字就可能是「世尊」這處寫錯了叫「世

親」，現在的那些註解的人就懷疑這處了。

這是怎樣呢？他把「五蘊」分做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與識蘊，這就怎樣看這

「五蘊」呢？於是就看這個「色蘊」，不是實在的，好像一堆水沫一樣，就是那些

水，白色的，那些水打在岸邊，這樣落下的時候呢，有許多白色的泡，這就是水沫，

那些泡一陣間就沒有了，即是不實在，不實在，就是「五蘊」的「色蘊」不實在。

這樣就「受蘊」，如夢幻泡影，如水泡一樣，水泡就是一些水有氣，一個泡泡升

起「噗」就沒有了，好像《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作如是觀。」都是如幻如化不實的，那麼這個「受蘊」都是不實的。

這樣又「想蘊」了，「想蘊」如陽燄，「陽燄」是甚麼呢？在沙漠行(走)的時候

呢，太陽(照)射在沙漠，好像有些光發出來，燄啊，光燄是光來的，陽光，是一些折

射的陽光，這樣就在沙漠上行(走)的人見到呢，可能是水那樣，幻覺可能是水，那些

鹿仔見到了就追上去，但追上去是沒水飲的，如果向 陽燄去找水呢，一定找不到着

的，即是虛假的東西來的。

5



那麼「想蘊」都不是實在！「想蘊」是取像，我們把這個像放在前面，我們取進

來，取進來就不是實的，是一個主觀與客觀的一個緣起現象，它都不是真實客觀完全

存在的，這樣因此「想蘊」都不真實，好像見陽燄為水一樣，這樣的不真實！這處都

是用比喻，這樣去了解「想蘊」。

這樣又「行蘊」呢，「行蘊」是造作，「行蘊」造作呢，他就舉例了，「如芭

蕉」，芭蕉葉就是一塊很平的整塊，但是不是這樣，你輕輕地一撕它呢，它就撕了一

絲絲出來了，這又是不真實的，不真實的，這樣於是「行蘊」亦都不真實。

這樣，「識蘊」好像幻境一樣，「識蘊」好像變幻術那樣，這裏沒有雞就變隻

雞，沒有白鴿就變隻白鴿出來，沒有人又變個人出來都可以，這樣但是沒有實際的

雞，沒有實際的白鴿，只是掩眼法那樣，使你朦朦朧朧見到的，這樣那些東西就不真

實，這就是「識蘊」是認知的，那麼你所認知的東西好像幻術所認知一樣是不實的。

這樣，對「五蘊」的本身的認知呢，決定它是不實了，決定不實了，這樣就叫做

「勝解」。所以這個境就決定「五蘊」當中，「受蘊」就好像聚沫沒那樣，不是，

「色蘊」如聚沫那樣的，「受蘊」如水泡那樣的，「想蘊」好像陽燄那樣的，「行

蘊」好像芭蕉那樣的，「識蘊」好像幻境一樣的，這樣決定是如此，不得不如此，那

麼這個境就是決定境。這樣就「如是決定」，就是決定境了。

這樣又舉其他例子，這個就是特例，就是在「五蘊」講，用「五蘊」講這樣的決

定法，或者「於諸法所住自性(相)，謂即如是而生決定。」這樣也可以，他說，一般

的「諸法所住自相」，這就是說一切你所認知的事物，這樣解釋。這個「諸法」就

(指)存在或者不存在，你所認知的叫做「諸法」。

「所住自性(相)」，就是他自己的自體，這就是說所緣對境了，對你所了解的對

境。那麼這些對境是怎樣了解啊？是「即如是而生決定」。「即」，指上面的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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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啊？)「色(蘊)」是怎樣啊？「色(蘊)」好像聚沫那樣來起決定；「受(蘊)」呢，

好像水泡那樣來起決定的；「想蘊」呢，好像陽燄那樣來決定的；那個「行蘊」呢，

好像芭蕉那樣來決定的；那個「識蘊」呢，決定好像幻境那樣不實的。這樣就是決定

境了。

那麼，決定者怎樣去決定呢？他說，「言決定者，即印持義。」「印」，即是印

可。「持」是堅持這樣的，不可以有轉變的，確實如此，確實「五蘊」是假的，每一

「蘊」都不實在的，人家說「五蘊」是實的，你不會聽他講的，不會受他迷惑的，這

樣呢，我們就叫做「勝解」。

這樣是「勝解」了，是對 定的東西呢，是印持它，「言決定者」，所決定的境决

是印可，堅持是這樣的。這樣，甚麼叫做「印可堅持」啊？還怕你不懂啊，從反面去

講，他說，「餘無(所)引轉為業」，這就是說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當你遇到其他

的東西的時候呢，它不會被其他解釋改變你的。「餘」，就是其餘的理論，不可以將

你引向其他的解法的。那麼這個就是業用了，當你能夠「勝解」之後，遇到就是異端

邪說，講「五蘊」不是這樣講的，「五蘊」是講靈魂的，講上帝賜予給你的，那麼你

聽到這樣講呢，你不會受他轉移，這樣你就叫做「勝解」。

如果你聽了他受到轉移的時候呢，你就未到「勝解」階段了，你就未到「五蘊」

本身，就是說任何境界，你的所緣境，你對所緣境了解之後呢，人家講一些其餘的解

釋，其餘的看法，你把原有的這個立場與認知是改變了的，這就是你對那個境就不能

決定，這就是說你對那個境是不能「勝解」。

這樣他就說，其餘的東西是不能夠將你引致不同的解釋的，這樣做叫做「業

用」。這樣，為什麼其餘的理論不能夠將你的看法改變呢？這樣有進一步解釋了，他

說，「此增勝故餘所不能引。」因為你對那個決定境是強烈殊勝的了解。這個「增」

是(指)增上。這個「勝」是(指)殊勝的，你的了解是非常的深入的了解，非常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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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的了解，是超越了其他人的了解，這個「勝」是代表殊勝、超越的解釋。這是因

為它極為超越，極為殊勝的了解，這樣所以呢，「餘所不能引。」

所以，其餘的理論，其餘的看法是不能改變你的這種看法。這樣就對這個決定

境，其他任何理論任何講法都不能改變你的看法的呢，那麼你對這個境來說，就叫做

「勝解」。那麼對其餘的境是不是「勝解」啊？不是啊，只是對那個，這樣所以一定

要對那個境說的，對那個決定的境確實如此，不得不如此，是不能受其餘的理論講法

改變的，這樣就「勝解」了。這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了。

這裏呢，蔣維喬先生的註解，這個「世親」的講法，「世親說」呢，可能是「世

尊說」，可能啊，因為是《無垢稱經》呢，是有這段文字，是確實有這段文字，這樣

就可能是手民之誤了，因為是寫本的人啊，舊時都是用手寫的啊，這就現在打電腦都

錯啊，打錯了就錯啊，這可能是錯。

那麼如果是「世尊」，寫錯是「世親」，都無所謂了，世親轉述都可以啊，你可

以這樣理解，世親轉述這個《無垢稱經》，就是《維摩經》的講法，這都可以的，這

就是蔣維喬先生提醒我們，這個就可能是這樣的。

這樣，我們看看為甚麼叫做「別境」呢？所欲時的境叫做可樂樂，可樂境；但

是，「勝解」境就用決定境；那麼兩個是不同境，兩個不同境，一個就是你鍾意的東

西，第二個呢，你決定它如此來講，這樣於是這個境不同了，這個對象不同了，叫做

「別境」。

「別」就是不同，各個不同的境就起各個不同的心所去對向它，這樣。當你起這

些「欲」、「勝解」等等的時候呢，一定有另外的心王一齊起的，是甚麼心王呢？

「眼、耳、鼻、舌、身、意」，哪個識呢？哪個識呢？「意識」，一定與它起的。

8



因為所有心所是一定相應的，這個叫做「相應行」。「相應行」來的。「相應

行」就是它本身起，不可以單獨起的，它一定有個識起去取總相，它去取這個別相，

心所就取別相，只是取殊勝了解的那個相，其餘啊，感受啊，其實你都有感受的啊，

你都有「觸、作意、受、」取像啊，「想」都有啊，一樣推動你心識認知 (的)那個

「思」都有啊，這樣所以它不是單獨的一種心理活動，它一定有意識帶動的，還有是

呼 引類那樣與其他的心識活動是一齊起的，不是單純的一個心所起，單純不能夠起羣

的，一定要配合其他的心王與其他的心所一齊起作用的。這樣，這個是第二了。

這樣，第三個「別境心所」，我們叫做「念」心所。這個「念」呢，就不是說讀

書啊、唸書啊、背書啊，那樣的意思，這個「念」是記憶不忘。那樣就背書都有一點

對了，這個唸書我們解作背誦的時候呢，就是古言，那麼現在我們唸書就是唸出來，

讀的意思這就不對了，這樣就是用古言，這樣所以這個「念」就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這個「念」呢，他說，「於慣習境(事)」，他說，對過去反覆能夠經驗到的事物。這

個「慣習」(的)「慣」即是多次的，「習」呢，它認知也是多次的，不只一次的，這

就對過去經過反覆經驗到的事物。這個境呢，就是曾習境了，在《成唯識論》裏面，

你也曾學習過那些事物，這個「習」不一定是學習，是所認知的，你接觸到的。這

樣，過去你也曾接觸到的事物，這樣的接觸，多次反覆接觸就更好，那麼這裏含有多

次接觸的，因為他用「慣習」。「習」就不是一次的，「學而時習之」的時候呢，要

反覆實踐的，學習就要反覆的，學一次不行的，練習很多次。

這樣就是你經驗過不只一次了，經驗過很多次的東西，於是呢，「心不忘失」，

於是你的記憶就不會忘記它了，這個「心」即是心識，不會忘記那種事物了。這樣於

是，念者，「明記為性」，我們有時候用「明記不忘」，一樣解(釋)。「明」即是清

楚的意思，清楚記憶得不會忘記了，這又叫做「念」。「念茲在茲」，本來「念」字

就很多種解法，這個心識一生一滅就叫「一念」，但這裏不取這種解法。這裏取的

(解法)，對過去的事物你也曾經驗過，到現在還明記不忘。那麼它的體呢，它的作用

呢，這個「體」用作用講的，因為以「用」來表「體」，因為所有的心識活動都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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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的，心識活動本身是作用，於是講這個「體」就是作用，講它直接起的作用。

講「業」呢，就間接所引致的，這個「業」呢，就不是直接出現的，是間接所引

致，這樣所以它直接的作用就是明記不忘。那甚麼叫做「慣習事」呢？「慣習」，於

是他解作「曾所習行」，即也曾所多次接觸過的、活動過的那些事情。這個「行 (粵

音：恒)」字可以讀「行(粵音：幸)」，他說，「謂曾所習行」，「行」即事，「行」

即一種現象，你也曾多次接觸過的那些現象。那麼它的間接作用是甚麼呢？間接作用

就是「與不散亂所依為業」，就是說，依這個「念」就引致你的心識不會散亂的，就

是它的間接作用了。這個「與」字的解法不是「同」的意思，是「引致」的解釋。

就說「依」，依甚麼呢？依這個「念」活動，你就記憶不忘，這樣所以對那種事

物的理解就不會散亂了，就清清楚楚的那樣。譬如，好像你「念」那首詩，你反覆練

習多次的時候呢，於是這首詩就不會懵查查，整首詩由頭至尾都清清楚楚，不會散亂

的，由頭到尾都唸得出的，這樣就叫做「念」心所。那麼除了「念」心所之外，還有

第四個心所，我們叫做「定」心所，又叫做「三摩地」。「三摩地」這個譯法是一個

音譯，sam dhiā 這個這樣的梵文，「s-a-m-ā」，「ā」是長(音)的，又「d-h-i」，

這個 sam dhiā 。音譯。那麼 sam dhiā ，就等於我們中國人的那種「定」，這個心

呢，專注為性，專注，我們集中，concentrate。這樣又有個境的，就這樣說專注不

行啊，你對甚麼專注才行啊！

這樣於是一定要對一個境，那對甚麼的境呢？對所觀境，要對你所觀察的那種事

物，對那種事物起呢，「心一境性」，這個心只是對一個境，不向兩個境，這樣就是

專一了，這即是專注，專一集中在一處，這就叫做「心一境性」，本來的意思是全個

心向 一個境集中，這樣叫做「三摩地」。着

這樣就解釋，甚麼叫做「所觀境」呢？又舉例了，他說，「所觀事者」，他說所

觀境呢，好像「五蘊」，好像講「五蘊」，那麼怎樣了解講「五蘊」啊？於是，「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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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等及(無常、苦、空、無我等)」，裏面那種無常性呢，「五蘊」的苦性呢，「五

蘊」的空、不實在的緣生性呢，還有「五蘊」裏面沒有靈魂的無我性，這些都是我們

觀察的。

觀察呢，那個「五蘊」我們叫做「自相」；那些「五蘊」裏面所含有的性質呢，

叫做「共相」。這樣，所有事物一定都有「自相」、「共相」。譬如，整張 ，這個枱

是桌子的「自相」，那麼我們觀察這張 的時候呢，它都有它的「共相」，它有它的枱

性質。這張 是長方形的，不是正方形的，不是圓形的，不是鵝蛋形的，這樣於是，枱

不是鵝蛋形，是正方形或是長方形的就是它的「共相」了。

除了這張 是長方形，還有很多長方形啊，這部投影機都是長方形啊，是吧？這枱

個看上去又是長方形啊，這樣除了它的自體有這種特徵呢，其他事物都有這種特徵，

這就是「共相」。這樣，一切的境不外乎兩種東西，一是「自相」，一是「共相」。

那麼，「自相」都可以分「共相」的，自相」裏面都可分(「共相」的)。譬如，這個

「五蘊」是一個「自相」，再分細一些，「五蘊」叫做「共相」都可以，因為「五

蘊」下面有甚麼啊？有「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樣

「色蘊」是「自相」，「五蘊」是「共相」都可以。

這就是說，大類呢，大類就可以叫做「共相」；小類就叫做「自相」。因為這個

「色蘊」是「五蘊」之一，「受蘊」都是「五蘊」之一，「想蘊」又是「五蘊」之

一，乃至到「行、識(蘊)」都是「五蘊」之一。這即是「色蘊」本身又有它的「共

相」，變做「共相」。這樣，下面我們再詳細看，對這些事物所對的「共相」，對這

個「共相」的無常、苦、空、無我；對個「自相」、「五蘊」這些等等，就是我們所

觀的境，是我們所觀察的境，即所觀察的境可以是「共相」境，亦都可以是「自相」

境。

這樣，甚麼叫「心一境性」呢？他說，「心一境者」，是專注的意思，「是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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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義」即是它的解法，是解作把這個精神集中，專一貫注在那個境之上。這個

「專」是專一；「注」是貫注，好像水流一樣集中在一處地方，把全個人的精神是集

中在那個境上，這叫做「注」。我們行注目禮，是吧？那些軍隊檢閱的時候，要向那

個最高的長官行注目禮，集中在一處，好像河水衝向一處，就不衝向其他地方。那

麼，有甚麼作用呢？「與智所依為業」。

依這個「三摩地」，依 sam dhiā ，而引致智慧產生，就是它的業用了，即是它

能夠引起智慧的。這樣因此呢，我講止觀就是這樣了，這個「止」呢，你想說觀察這

個道理深入呢，你一定在「止(定)」的狀態裏面做的。就是說，你修定的時候，初初

修(數)呼吸，讓心不散亂，心不散亂的時候呢，在心不散亂的境界，在專注的境界，

去了解經教所講的道理有沒有錯，這樣由「聞所成慧」透過你的觀做「思所成慧」，

這樣你如果沒有「定」是不行的，沒有定力不行的。

因為，譬如觀「五蘊」是這樣，觀「五蘊」就「色蘊」有沒有「我」，你都要集

中，現在觀「色蘊」了，「色蘊」是怎樣的？「色蘊」是無常的，所以，「色蘊」是

觀它是無常的，那麼無常就是苦，苦就無我，無我就無我所。所以整個「色蘊」，我

們的身體是物質的軀體，它是沒有靈魂的。這樣你要觀兩種東西，先觀這個「色

蘊」，這個「自相」，又觀這個「共相」，這個「無常」，「無常」與「苦」的關

係，「苦」與「無我」的關係，「無我」與「無我所」的關係。是一個概念扣一個概

念的。

當你這樣觀法的時候，那麼你一定要專注，如果你不專注的時候呢，觀到「無

常」的時候，你的心散了，就觀另外的東西，這樣結果呢，「色蘊」有沒有「我」

啊？得不到結論！要由頭到尾的那樣貫注下去，你對境的自相就是那個「色蘊」，然

後進一步，「色蘊」是「常」呢？抑或是「無常」呢？

這就回憶你的經驗了，如果它「常」呢，就不會變化的，那麼「色蘊」是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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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會啊！小孩子出世只是六磅，但過兩、三個月就八磅、九磅、十磅的那樣，到了

一歲的時候有雙倍的體重，那個 BB仔到一歲的時候，他的體重增加雙倍的，這樣就

有十幾磅。

這樣有十幾磅的時候呢，為甚麼由六磅到十幾磅啊？無常啊！於是「色蘊」就是

無常了，我決定它是無常。那麼這裏呢，不只是甚麼啊？還有甚麼啊？「勝解」啊，

在認知的過程中有「勝解」決定它真是「無常」。

「無常」呢，又再觀它，「無常」是怎樣啊？是苦的，因為這個人啊，所有人都

希望「常」啊，這個月又要怎樣？常圓！人又要常壽，花又要常好，是吧？種種都希

望「常」！但偏偏「無常」！你說苦不苦？這樣「苦」的時候，怎樣「無我」呢？因

為「我」是主宰，如果你希望常，你偏偏得不到常，就是你不是自己的主宰。那個

「色蘊」呢，本來就想它常，想他不會衰老的，不會生病的，不會死亡的，但是這個

「色蘊」會生病、會老、會死亡，這樣的時候呢，你做不到主宰，你的「色蘊」，你

的軀體自己不可以做自己的主宰。這樣不可以做自己的主宰的時候呢，怎可以叫做

「我」呢？因為「我」謂主宰，「我」的定義呢，就是自己能夠主宰自己，這樣叫做

「我」。

如果那種東西你自己都不能夠主宰，你都不能夠主宰自己，你怎可以叫做

「我」？是人家主宰了你！是 緣主宰了你！不是你自己主宰你自己！因此呢，就決衆

定了，就確實這個「色蘊」裏面是無常，無常就是苦，苦就是無我，真是無我的！這

樣的時候呢，你就產生智慧，這種智慧呢，與前面有關的，其實「勝解」都是一種智

慧，它不是單純智慧，(不是)一種死物來的。智慧是心所來的，「慧」心所，這個心

所是抉擇為性，我們未講到，我們就要講到的了，這是抉擇，是這樣，或者不是這

樣，簡擇，簡擇它是否如此，或者不是如此，這樣就需要有「勝解」幫它的。

因此就可以了解到，當你專注之後呢，你就可以產生智慧。如果一個人是不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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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是沒辦法產生智慧的，不可能產生智慧。譬如讀書的時候，這個小孩子讀書

不專一的，他沒辦法將那些書本知識來了解，更加不能運用了，所以這個小孩子上堂

呢，他的心在遊埠的，這樣放了學都是一無所得！為甚麼啊？因為他沒有「三摩

地」，他不懂專注，他專注的時候呢，這就很容易增長智慧。因為不專注，就不能夠

增長智慧，這個心散啊，我們常說：「這個小孩心很散啊！」

心散就是不定啊！不定了，不定的人就沒有辦法增長智慧。因此他就說，能夠增

長智慧做業，「與智所依為業」。依這個「三摩地」，就引致它產生智慧了。這樣再

解釋了，他說，「由心定故，如實了知。」因為，定下來把這個心識貫注心一境，這

樣的情況，於是就能夠如實的了解你所了解的境。如果你這個人是想一下東，想一下

西的那樣，散亂呢，這個心散亂就不是「三摩地」了，剛剛相反，散亂的時候呢，你

就不能對這個境如實了知。

根本你沒有集中這個境，你看了隔離啊，你又怎樣了知它如何呢？譬如，你要了

知這塊玻璃，你要集中在這塊玻璃才能了知啊，才能進一步如實了知它，這樣如果你

連集中都做不到，你如何知這塊玻璃究竟是怎樣呢？這樣所以他說，由於我們心定的

時候呢，「心一境性」的原故呢，於是你能夠對那個境能夠如實了解它。不一定如實

了解啊，這視為一個必須的條件，不一定啊，或者你這個人很蠢呢，你集中都不能

夠，不能夠了解都不定，但是你不集中，更加不行！連集中都不集中，你怎樣觀啊？

這樣因此呢，有止之後才能作觀的，因此我們訓練我們的打坐，止觀的時候呢，

就不只是止的，一般人是錯的，「我打坐就只是數息，入定的時候數息，出定都是數

息。」這樣由入定到出定一個鐘頭都是數息，這樣就不增加智慧的，只是訓練這個心

集中，因為你沒有利用集中的心進一步做另外的事情。

這個集中的心是引發你的智慧的啊！引發你觀那些道理啊，那些經教道理，那麼

如果你不讀經，亦都無所觀！經都不讀！那麼你在定裏面做甚麼呢？這樣就只是修止

14



了，就是修專注，一是集中那個心數呼吸，一是集中這個心長呼吸，一是集中這個心

去觀那個丹田，集中丹田那處，就等它暖暖的起熱而已，或者在髮際那處集中，這樣

就不產生智慧的。

那麼佛教的修行與外教的修行不同呢，就是佛教的修行除了定之外，一定要作

觀，一定要作觀，這樣不作觀就一定沒有智慧產生，因此呢，他說，能夠「與智所

依」，做它的業用。這樣，跟著下面的第五種了，「別境心所」的「慧」心所，智

慧。這樣，智慧一定有個境的，智慧呢，他說，「擇法為性」，能夠抉擇事物叫做擇

法，對事物的「共相」、「自相」有所簡擇，有所決定，叫做擇法。

所以，「七覺支」裏面有個甚麼？叫做「擇法覺支」，對那種事物是怎樣，有種

抉擇的，「擇法覺支」之後就見道了，修「七覺支」之後就見道了，很快見道了，小

乘人，你見道後就修「八正道」，你未見道就修「七覺支」，這樣。這樣於是，「謂

即於彼」，這個「彼」是指甚麼呢？這個是代名詞，對一個名詞了，是甚麼呢？是甚

麼呢？

學生：「是不是智慧？」不是，不是啊，這裏不是啊，「謂即於彼」，「此」是智

慧。

學生：「是不是定？」

老師：「這個定也不對。」

學生：「是所緣境。」

是了，是那個所觀境，是這個所觀事，所觀境，因為一個心識起一定有個對境

的。這樣你找回上面那個，就是「三摩地」的那個境，就是對「三摩地」的那個所觀

境上呢，他說，「擇法為性」，來簡擇，抉擇它確是這樣，或者不是這樣，這就是抉

擇它，產生抉擇作用。這就是「體」了，於是就即「用」顯「體」。所有心王、心所

都是即「用」顯「體」的，它有甚麼「用」，就是它的「體」了，「用」就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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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離開「用」就沒有「體」了。這個「體」啊，超越的「體」就是真如，真如不能

說啊！這樣於是呢，這個作用就是它的「體」。

這個作用就是抉擇諸法的「自相」與「共相」是不是確實這樣。這樣於是說，怎

樣抉擇呢？怎樣擇法呢？他說，「或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智慧」有兩種，

一種善的智慧，好的智慧，就是依理而所引發的智慧。「如理」，「如」即依也；不

「如理」就是(不依理)。「如實」就是依實；「如理」就是依理。依這個實理，實際

情況是這樣的，而產生而引致的智慧，一種。

一種就是「不如理所引」的，譬如讀經教那些，經教是講理的，佛教是講理的，

那麼你讀經教所引發的智慧呢，就是「如理所引」的慧。那麼邪的，外道所講的法

呢，佛教以外就說外道，外道就是邪的講法，不正確的理，於是呢，就叫「不如

理」。「不如理所引」的法呢，叫惡慧。這樣又有些呢，亦不是如理，亦不是不如

理，這就「或俱非所引」，這亦都不是善，亦都不是惡，又不是如理所引，又不是不

如理所引，這樣有些慧，它不是善惡的。

譬如，它確是一張檯，你說它善不善惡呢？無所謂善不善惡的。這樣於是就普通

的慧，即是中性的，非善非惡的業。譬如我拿得起這支東西，這都是智慧啊，但這種

智慧，你說它如理還是不如理？非如理非不如理，這是中性。這就智慧有三種，有善

慧、有惡慧、有無記慧。這處就解釋了，「即於彼」是甚麼呢？這個是安慧的釋文，

他說，「即於彼(者)，謂所觀事。」即前面那個「於所觀事」，即所觀的境。

這樣又說，「於所觀事」產生擇法的作用就是它的體性。那甚麼叫做「擇法」

呢？「擇法者，謂於諸法自相共相，由慧簡擇得決定故。」這樣，對「自相」、「共

相」用智慧加以簡擇決定它實際是這樣，不是不是這樣的。這樣，舉回剛才的例子，

譬如說，剛剛講觀那處，觀「五蘊」，那麼「五蘊」呢，是常或是無常呢？這個「五

蘊」本身就是「自相」。這個「五蘊」是常或「五蘊」是無常，這個是甚麼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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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因為除了「五蘊」，還有其他啊，這個虛空是常，或者無常都可以啊，所以除

了「五蘊」之外，其他的東西都可以講啊！

因此，常與無常就是「共相」，「共相」就是不在那種事物之上，在另外的事物

都存在的，它是超越的存在，它就不是內在的存在，是超越的，是超越的存在。譬

如，「人」這樣的概念，它是「自相」還是「共相」啊？是「共相」，因為你是人，

我又是人，男性又是人，女性亦是人，中性都是人，這樣就一定是「共相」，「共

相」就一定超越，不一定在那個法體上的，在其餘法體上都有這樣的特性，這樣是

「共相」。

這樣於是，就對「自相」與「共相」怎樣決定啊？怎樣抉擇啊？就先看「五蘊」

裏面分開幾種東西？分五種東西。「色蘊」，「色蘊」是常或是無常呢？於是用你的

智慧，(抉擇)說「色蘊」確實是無常的，於是我們叫做抉擇，抉擇它，決定它真是無

常，不可能是常的！

因為無常的東西就是怎樣呢？就是變動不居，是隨緣而出現。常呢，是不變的，

所有的常法，它自己存在自己的，它又不能分割的，它又不可以變動的，但「色蘊」

不是這樣啊！「色蘊」是由那個四大所組成的，四大所組成的，它就不是自己存在自

己了，它是緣生的。你吃多些營養，他就快點長大，這個小孩子的「色蘊」，如果吃

少些營養，他可能病了，還可能瘦了，不但沒有大，還縮水了，這個 BB，他今日出

世，第二日磅重就縮水了，最少縮了三安士。是吧？

他無常啊！這就決定「色蘊」是無常的！這樣想東西呢，就是智慧了！這是智慧

啊！因為甚麼啊？你有抉擇，你有擇法，這個「法」就是甚麼啊？「共相」、「自

相」的這個法，「法」是甚麼？甚麼叫做「法」啊？「法」是凡是意識所觀的境，叫

做「法」。「法境」啊！原來最多最大的，世界上那個對境最大呢，範圍最闊呢，就

是「法境」。任何東西都是「法」，任何東西你的意識都可以了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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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對那個「法」，即是對那個一切存在，它的「自相」與「共相」是決定它

是這樣的，有所選擇，有所簡擇，決定它是如此，不得不如此的，那麼這樣的力量，

我們就叫它「慧」，智慧。這樣但是對這種決定本身呢，還有心所幫助的，那個心所

叫甚麼啊？「勝解」心所。因為不是一種力量，是很多種力量的，那麼「勝解」一定

有智慧，即是「勝解」與智慧一齊起活動，如果沒有那個智慧，「勝解」亦都不會單

獨起的，需要其他的思維等等幫助的，這個就是「慧」，智慧，抉擇。這樣，甚麼叫

做「如理所引」與「不如理所引」呢？

舉例了，「如理所引」就是依理而引發的，就好像佛弟子的智慧，「謂佛弟子」

這樣不對的，謂佛弟子所產生的智慧，這樣解釋的。這樣的時候，讀經就要注意了，

甚麼叫做「佛弟子如理所引」呢？弟子是學生啊，佛的學生，這樣不通啊，這就是

說，佛弟子的「慧」是「如理所引」。那麼「不如理所引」呢？「謂外道」，「謂諸

外道」所產生的智慧，就是「不如理所引」。那麼，甚麼叫做「俱非」呢？「俱非所

引者，謂餘眾生。」他又不是佛弟子，又不是外道的，他是不相信其他的東西，自己

有自己的想法，那樣，這些叫做「俱非」。

這樣，就未講它的業用，即是它如果有智慧，有甚麼好處呢？這樣，智慧就引發

一些功效的，有效益的。這樣所以他說，「斷疑為業」，這樣就好了，「疑」是一個

心所來的，我們未講到「煩惱心所」的一個「疑」心所。那麼，「疑」心所，有個

「慧」(心所)起的時候呢，就沒有「疑」的；有「疑」起呢，就沒有「慧」。你懷疑

它，你就不能抉擇啊，你決定它，你抉擇它，將它簡擇出來，這個簡擇的過程呢，我

們叫做「慧」，但簡擇的結果呢，「勝解」，是吧？這樣的時候呢，有了「勝解」與

有「慧」一齊起的時候呢，就沒有「疑」了。

所以說「斷疑為業」，就是說有了這個「慧」心所，「疑」(心所)就不起了，可

以對治這個「疑」，是鏟除，是不是完全沒有「疑」啊？不是，對這個境講的，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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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是對現在的這個所觀境。剛剛是對「五蘊」裏面的「色蘊」講，對這個「色

蘊」，它真是無常，不可以是常，不可以說究竟是常或是無常，不定，那麼如果這樣

不定呢，你未到，你的「慧」未起抉擇！如果你一抉擇了這個「色蘊」是無常了，這

樣就你不「疑」了，你不會懷疑。「及至如今更不疑」，「自從一見梅花後，及至如

今更不疑。」

你真是確實是這樣，不能不這樣的，這就是無所疑，因為你有「慧」產生。你沒

有「慧」呢，你就搖風擺柳，當甲這樣說，你又信他，乙又那樣信，這樣，很多佛教

徒都是啊！這個人告訴他這樣解釋，他又信；另一個人說這樣解釋，他又信。好像

《心經》裏面說「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那麼人家說，當我們的般若

智起的時候，就沒有「色聲香味觸法」的，他又相信；另一個說，沒有「色聲香味觸

法」之「相」啊，他又信。那麼，究竟「無眼耳鼻舌身意」之「相」呢？還是「無色

聲香味觸法」之「相」的自身呢？他做不到抉擇！甲這樣告訴他又相信，乙那樣他又

相信，這樣就沒有「慧」。沒有「慧」！其實我們很多地方都沒有「慧」，很多人都

是這樣啊！他自己不可以做抉擇的。

「慧」就是抉擇，如果你對那種東西有「疑」呢，對那個境就不能抉擇了。對另

外的東西抉擇，你吃飯，覺得那些飯好吃，你可以抉擇啊，是吧？但是，對某種理的

「相」呢，這樣你就不能有抉擇了，那麼這個就是「慧」。所以，佛教講的「慧」，

不是對所有的境講，是一定對那個境來講的，很清晰的，這樣所以你不要忘記了，現

在的這個心所是對甚麼講的，他一定說是對所觀境，是對著一個所觀境講的。

這樣，為甚麼能夠「斷疑」呢？進一步解釋了，他就說，「慧能簡擇」，簡別這

樣東西與那樣(東西)，簡別這個「無常」與「常」，這樣，然後抉擇是「無常」，而

不是「常」。因為「慧」能夠產生這個作用，有簡擇作用。

那麼，簡擇呢，「於諸法中得決定故。」因為你能簡擇的緣故，這就對那種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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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決定，有決定就沒有懷疑；沒有決定就有懷疑。這處呢，有些藍字就是蔣維喬先

生的注解來的，他說，「善慧離顛倒」，離開顛倒，如果你顛倒了，就不是善，就是

惡慧！

「乃正抉擇」，是正確的抉擇，不是邪的抉擇。那麼惡慧呢，就是染污的，與煩

惱相應的，煩惱有一種叫做「疑」啊，煩惱(心所)是吧！因為「貪、瞋、痴、慢、

疑、惡見」，有個「疑」啊，所以煩惱，所以有「疑」呢，都是染污的，因為所謂染

污，即是與煩惱相應的，所以就是染污了，因為有煩惱相應，所以是邪抉擇，不正確

的抉擇。

這樣有甚麼叫做「如理所引」呢？就是依佛理所引伸的「慧」，這處我剛剛解釋

過了，「如理所引」，我不是這樣解的，我加多了後面的「如佛理所引伸的慧」，是

吧？這樣有時佛典裏面往往將一個賓語，或者是修飾對象的那個詞彙省略了，這樣你

要加進去。

好像剛剛我(說的)「如理所引者，謂佛弟子」，你照這樣解是不行的，一定是，

「謂佛弟子，依佛教所引伸的慧」，這樣解的，要加這句去解的，這樣叫做「如理所

引」。那麼，蔣維喬先生的(注解的)好處就是這樣了，你照字面解釋是不通的，他就

加了解釋，就很通透的這樣，因為舊時譯佛典的時候呢，都是用很簡潔的方法去譯，

普通他們一看就懂了，我們現在相隔了千幾年，就是所看的不知道省略的那部分，這

就最弊！省略的那部分不知道就最弊！這樣加了進去呢，這樣就容易了，這就決定

了。

這樣就講完了，這就是說「六位」心所，我們講了遍行 (心所)，即是「觸、作

意、受、想、思」。這樣又講了別境(心所)，別境也者，就是對不同的境就產生不同

的認知，這就是「欲、勝解、念、定、慧」，「欲、勝解、念、定、慧」這五個。這

樣跟著我們講了十一個心所，「善心所」，「善心所」即是說甚麼呢？即是下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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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隨便一個起，你的行為，你的行為本身，它將來會招引今生或者來世的福報，

快樂的果(報)，那麼這個行為呢，就叫做善的行為了。

因為如果只定義來看呢，譬如說，善是怎樣解釋啊？善是今生來世的你的行為，

你做了之後，在今生或者來世，或者在今生及來世，或是今生或來世，得到快樂果報

呢？就叫善呢，那麼你做了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善，因為那個果報未出現啊！那麼你怎

知道它善？怎知道它不善啊？

這樣，佛經就講清楚的，雖然現在果報未出現，但是呢，你自己可以反省，好像

儒家思想說甚麼啊？「善必知之，不善必知之。」這樣，佛教一樣，佛教對自己的行

為是「善必知之，不善必知之。」那麼，怎樣「善必知之」啊？因為所有善的行為，

它都與下面的十一個「善心所」的其中一個，或者所有相應的，這樣你就知了！

舉例，你有沒有慈悲心啊？這樣你做了行為，有沒有慈悲心你自己知的啊！你有

沒有慈悲心？你想害人還是幫人呢？你都不知道啊？這樣是蠢人啊，是吧？沒理由

啊！除非你搭錯線了！這樣，如果你這個人是正常思維，你究竟是幫人或是害人都不

知道！怎麼可能啊！如果知就可以了，你知就可以了，如果害人者，你的行為是不善

的；你幫人者，即想人好啊，做了的行為是想他好，還是想他衰啊？如果想他好，即

是這個慈悲心啊，這是我們那個「無瞋」啊，「無瞋」，「無貪、無瞋、無癡」，這

個「無瞋」的心，所以這個行為與「無瞋」的心相應的，所以這個行為本身，我知道

今生或來世一定得到福報。這叫做「善必知之，不善必知之。」

好了，如果了解這個「善心所」是這樣解釋的，「善心所」就是說，凡與下面的

十一個善心所相應的行為，今生或來世，或者今生及來世，都得到福報，這樣。第一

個「信」，「信」都可以嗎？我信偷東西可以得發達的，這樣可以嗎？這樣不可以

啊！這樣不叫「信」啊！這樣不叫「信」啊！「信」呢，要自己，要限定的，是

「信」實、得、能，對真理能夠信！這些不是真理啊！因為驗證之後，你偷了東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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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拉去坐監(獄)啊！有甚麼福報啊？發達啊，不會的。這個「信」字，佛教很特別

的，是指明這個境是甚麼境，要指明啊，指明這個境是對這種東西，是對「業」，對

「果」，對「諸諦」，對「三寶」等等的境，說明對這些。

「業」就是你做的善惡(行為)「業」，這樣得到甚麼果呢？善業得甚麼？得福

報，惡業得到非福報，那麼這種關係呢，你信它是實在的。甚麼叫做「諸諦」呢？諦

也者，即是真理的意思，諦是真理啊，諦即是實理，諦就不是顛倒的道理，是確實如

此的道理。譬如，好像「苦集滅道」，因果關係，因為「苦」之出現，由於有

「集」，「苦」即痛苦的人生，由於做業與煩惱做業，這個「集」出現；這樣「滅」

諦，即說解決了，解決生死，怎樣得啊？修八正道，「道」諦得！

這樣的因果關係，理啊！你信得過，這樣叫做「信」啊！限定了啊，是對真理是

確實相信，忍可它如此，這樣。「寶」，三寶，即這種是好東西來的，「寶」是好東

西，甚麼好東西啊？佛寶是好東西來的，法寶，佛說的經教，好東西，構成僧團去弘

揚佛法，這個是好東西來的，僧寶，這樣「佛、法、僧」，「三寶」，那麼對這樣的

真理，「實、得、能」。

還有「能」，「能」即是甚麼啊？凡是能夠修行的時候，他都能得到好的果報，

我又相信我能夠修行，又相信所有 生都能夠修行，相信人呢，是可以透過修行去提衆

升他的生命境界！信得過自己如此，與信得過所有人都如此！這樣要有境的，這個就

是境了！

這樣好了，「信」就是對這些境了。境是怎樣的啊？「深正符順」，是心的深

入，是正確的。「符」呢，就是忍可它，好像它是一個符咒那樣，「符」啊，我帶軍

隊，你就做大統帥，我給你一個符咒，是吧？給你一個金印，這個就是「符」了，或

者「符」呢，本來是兩個印合起來，兩個印，就是說，我寫一段文字叫你帶一支十萬

人的軍隊，我就撕一半給你，一半給我自己，那麼這個就是「符」了，「符」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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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的，多人(爭)拗的時候，你這個是假的，我合一下看對不對，如果合得到的，

這個就是「符」了。這就是軍令狀，給你軍隊帶領，委任你，這張委任的證書就是

「符」了。是吧？可以搣開它，一人一半的，這樣是「符」。

那麼，這處呢，就是說可忍可的，確實如此的！即是對這些這樣的真理啊，

「實、得、能」確實是這樣的。這樣還有呢，「順」啊，「順」即喜歡的，順益的，

從中得到快樂的，這就欣樂，就是對「實、得、能」產生認可，與產生欣慰，產生快

樂的，確實是如此的，那麼如果你能這樣呢，對「實、得、能」的真理是認可，而從

中得到快樂呢，這樣你的心就明淨了，你就不會污染了，所以「心淨為性」。

這樣，這個「性」是這樣啊！這麼長，這麼複雜的，這樣就屬於善心了，這就是

說「深正符順」，「深正」合起來都是「信」的體來的，其實最主要就是甚麼啊？

「深正符順」，對真理你就確實認可而喜歡的，這樣就叫做「信」。

這個「信」字是這樣解釋啊！不是人家說的，你都盲信啊，迷信啊！所以佛教就

不是迷信！怎會迷信呢？對因果確實了解，對真理確實了解，對甚麼叫珍寶，那些是

寶貝的東西，那些不是寶貝的東西，你分得清清楚楚啊！不是迷信的啊！是吧？這樣

叫做信，這樣叫做不信，不是說的都信！不是人家說的道理你都信！不會這樣的！這

樣就叫做「信」了。

這樣又解釋了，甚麼叫做「於業(、果、諸諦、寶等)深正符順」呢？這個心能夠

產生寧靜的效益呢？他又解釋了。「於業」，於業就是福的業、非福的業與不動業。

「福業」就是說善的業，因為善的業將來引伸甚麼果啊？招引到福果。那麼「非福

業」即是甚麼啊？惡業，因為現在所造的惡業會得到甚麼啊？非福果。「不動業」，

都是善業，這種善業是修甚麼的？修定所得的，因為定是不動，所以修定呢，修初

禪、二禪、三禪、四禪，這種定呢，將來得的果是有福的，因為修到四禪之後，你將

來才可以怎樣啊？證真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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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修禪的時候呢，不修禪定的時候呢，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都不到的時候

呢，你不好指望你能夠證真如，證不到！證真如一定在第四禪！所以修禪定的原因是

這樣，修禪定不會想著害人的啊！是在禪定裏面觀想真理的，(能夠)在定中引發這個

「慧」的，一定對「慧」來講的，「慧」與擇法，有擇法的作用，所以產生覺支的，

是吧？產生覺，覺是菩提，覺就是菩提，產生菩提的果，這樣它一定善了。

這樣所以，這些定中的業呢，我們叫做「不動業」。就是指這些了。那麼對這些

確實認可了，「深正符順」。那甚麼的果是「深正符順」啊？對的果就指這些果，

「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這個「須陀洹果」呢，這個是音

譯，叫做 srot pannaā 。這個那麼長的梵文，就略譯了叫「須陀洹」。那麼「須陀

洹」的意思叫做預流果。「預」就是參預，「流」就是那一類，參預聖人那一類，參

預，所以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呢，視為入流，入流即是入聖者之流，所以又譯做入

流。

《金剛經》裏面講入流，就是講「須陀洹」果了，因為入聖者之流，你就是聖者

了，因為佛的法身，你證到了。因為佛以甚麼為法身啊？以真如為法身，是吧？這樣

你現在證真如了，就是說你證真如，佛的法身，這樣在「體」來講，當你證入佛的法

身呢，你與佛是無異無別。是吧？佛所證的，你都能夠證，所以入如來家，去進入到

如來家族。這個「流」字等於類，好像我們的甚麼啊？中國人叫做三教幾流啊？九

流，是吧？九流即九類的意思啊！九種不同的哲學體系，每種哲學體系是一流，陰陽

家之流，對吧？陰陽家就是陰陽家那類。

這個「流」字，「流」是類的意思。那麼「預流」呢？預是入的意思，參預的意

思，入的意思。譬如說，預科，即是入大學的準備班，未讀大學之前，這就是「預」

了，「預」就是參加的意思，參入，這樣就是參入聖者之流，這樣就叫「預流」。這

樣，「預流果」的時候，證入「預流果」有甚麼特徵呢？「預流果」即是後天的對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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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煩惱，就是欲界的煩惱要消 它，後天毁 (的煩惱)啊！先天的那個不能消 。這個特毁

徵就是這樣，就是欲界煩惱的後天那部份全消 了，即等於大乘佛法的證初果，證到毁

初地菩薩，證入初地。

「斯陀含果」，就是這個叫「一來果」，sak d- g minṛ ā ā ，這樣的梵文，就譯做

「斯陀含」，就譯得不似了，這麼長譯得這麼簡單的，因為它太複雜了。這樣，「一

來果」就是說小乘的二果，小乘的二果，小乘二果也者，就是說，你雖然證得真如的

「體」，但是就未到「阿羅漢」，就未得解脫，你就要在欲界投生一次，叫做一來，

一來也者，就是你再回來欲界，即我們有情慾的世界，再回來一次。

那為甚麼會再回來一次啊？因為將欲界的煩惱分作九品，即是上上品、上中品、

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九品，九品裏面呢，

在前面的三品消 了，先天的，先天的，欲界的，色界與無色界未計毁 (算)啊！

這樣欲界的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是欲界煩惱，

你消 了。這樣，你消 了，還有呢？那些很強的煩惱來的，但很微細，那些下品煩毁 毁

惱未消 。因為下品煩惱未消 ，所以，以下品煩惱做惑，引起你造業，那麼有這樣毁 毁

的惑業呢，苦果就出現了，所以你應該投生欲界一次，還有一次，一般來講。

如果特別的，另外的講法就不要理了，現在講一般的講法，這樣叫做「一來

果」，還要再來生欲界一次。那麼這個是二果。那麼再修行呢，修行的時候，你在欲

界來一次的時候，就不是一世啊！你在欲界可能來一次的時候，很多世都未定啊！這

樣就再修行了，修行就證得「阿羅漢果」，不是！是這個「阿那含

果」，an g minā ā ，an g minā ā 譯做「阿那含」，叫做「不還果」。這樣「不還

果」，為甚麼叫做「不還果」？就是不再生在欲界的，就是說今生死了之後就不再生

欲界，即是生在色界與無色界，生上兩界。

25



這樣，為甚麼他不生欲界呢？因為欲界的九品煩惱，前面的那六品已經沒有了，

這樣就透過你的修行，將下面的那三品，即是甚麼啊？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那

些欲界煩惱消 了。那麼消 了，你沒有欲界煩惱了！是吧？這樣沒有欲界煩惱你就毁 毁

不能生在欲界。你之所以生在欲界，因為你有(欲界的)情慾，如果這些情慾全沒有了

的時候，你怎樣啊？沒有情慾就不能生在這個地方啊！如果你生欲界，你想生欲界，

你想投生欲界，你對欲界討厭的，你怎會生在欲界呢？

不過，他這個人不會死了，就是說，我為何說他不死呢，他是不會消滅了，他仍

然可以生，生在哪一界啊？生在色界與無色界，是吧？有色界天與無色界天的生，因

為佛教相信這個人的生命形態不只是欲界的形態啊，他一樣有物質活動，與這個精神

活動的色界形態；又可以只有精神活動的無色界，是沒有物質活動的這個無色界的形

態。都可以啊！所以他可以生在上面的兩界，生在上面的兩界的時候呢，就下面的那

些煩惱全沒有了，就是欲界的煩惱全沒有了。這樣就是「不來果」，即是不再回來，

就是只可以生高一些，生在無色界天，這個色界天了。

這樣，佛教的大乘是不肯(這樣)，佛教的大乘呢，要留一些情慾的，要再生下

去，再生欲界，即使到甚麼啊？天！天都有欲界天，淨土都有欲界，可以(這樣)，兜

率淨土是欲界！這樣，所以為何要「故留煩惱」？就是不要把煩惱全消 了，這麼毁

快！小乘呢，就快點全消 了。毁

這樣然後證到「阿那含果」了，於是他會怎樣呢？他有些人會很厲害的啊！直情

是在欲界裏面，就不再生欲界，但他可以修行，修行到色界的煩惱又沒有了，無色界

的煩惱又沒有，當下就證到「阿羅漢果」。都可以！但有些不是(這樣)，會先生在色

界，然後又慢慢地將色界的煩惱消 ，無色界的煩惱消 。無色界與色界的煩惱都以毁 毁

貪為主，欲界的煩惱是欲界貪；色界的煩惱就是色界貪；無色界的煩惱就是無色界

貪。你貪那種東西，你就能生在那處！你不貪就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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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都貪欲界啊！你想打牠，牠會走的！牠不鍾意你打死牠，牠不會曱甴 (鍾

意你打死牠)的，追著拿木屐去打呢，牠都希望(留在)欲界啊！因為牠鍾意那個 的曱甴

生命形態，牠鍾意的，牠不會被你打死的！這就證明了甚麼啊？那些 生於欲界的曱甴

畜生道，因為欲界裏面有六道啊，欲界有天、有阿修羅、有人、餓鬼、地獄、畜生，

這樣，即使是畜生這麼差的三惡道，都對牠的那種生命形態都起貪！

你觀察一下，一隻蚊貪不貪啊？都貪啊！一隻蟻都貪啊，你追牠不行啊，牠都會

走的！一隻蝴蝶，牠都覺得牠的生命形態很寶貴啊！這樣，為甚麼我們要不殺生啊？

因為牠覺得牠的生命很寶貴！我們不想給牠痛苦。如果你說不是啊，你生在欲界，打

死你，這樣你就快點生色界，快點轉世，我們不會這樣做啊，因為牠會覺得很痛苦，

這樣強行取牠生命，因為牠有這個「貪」，因為牠希求牠那個生命形態啊！

這樣，佛教所以不殺生呢，這個原因就在這裏，你覺得佛教徒是傻的？又說欲界

不好色界好，又說色界不好無色界好，又說三界都不好，又要脫離三界，這樣為何又

不殺生呢？殺了就快點(轉生)啊！這就不是的！ 生呢，你追殺牠呢，因為牠有個衆

「貪」在裏面，有個「苦」在裏面，你加重了牠的苦，是吧？加重牠的驚慌、恐懼等

等，這樣，所以我們不想傷害牠的生命。這個原因就在這裏，因為牠「貪」，牠

「苦」，痛苦，我們不想添加，牠已經這麼痛苦了，你還加速添加多些痛苦給牠，那

麼我們不忍心這樣做，所以就慈悲心不殺牠，就是這樣。那麼這個呢，我們就叫做

「阿那含果」了，就叫做「不還果」，不再還生在這個欲界的，因為他沒了煩惱，沒

有了欲界的貪。

這樣的時候呢，他就可以再有其他兩種「貪」要消 的，因為有色界「貪」與無毁

色界的「貪」，這樣當這兩種「貪」，這兩種煩惱都沒有了，這樣就「阿羅漢果」

了，arhat，這個就是「阿羅漢」了。這個「阿(ō音)」字應該讀「阿(ā音)」才對

啊，「阿羅漢」就是 arhat。這就是「阿羅漢果」了，「阿羅漢」有三種意義，他就

是甚麼啊？他是不再受生的，他將所有煩惱殺賊，將那個煩惱怎樣？是全消 了；這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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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應供，是得到人天最美好的供養，因為難得，所以我們要供養「阿羅漢」。

那麼，佛可不可以做「阿羅漢」啊？佛都可以做「阿羅漢」的。佛都可以是「阿

羅漢」的，因為佛可不可以應供啊？可以啊，他再不需要流轉生死，他又不需要流轉

生死啊！他有沒有煩惱？他沒有煩惱！所以完全符合了做「阿羅漢」的定義。所以佛

都是「阿羅漢」。佛亦都是辟支佛，又是佛，又是「阿羅漢」，他符合了所有條件

啊！這樣，你叫他「阿羅漢」都可以啊！佛又是「僧」的一部份，僧寶的一部份，因

為佛自己又是佛寶，又是法寶，又是僧寶，又是「阿羅漢」，又是辟支佛，齊了！如

果他不是(這樣)的時候呢，他怎樣教辟支佛啊？他怎樣教「阿羅漢」啊？所以他一定

全懂了所有「阿羅漢」的東西啊！

這樣好了，這些就是果了，那麼對這些果呢，你能夠確實認可它的，這樣你就叫

做「信」了。「信」是這樣信的啊！這樣，甚麼叫做「諦」呢？產生這個認可信仰

呢？他說，「諦」是指「苦集滅道」，「四諦」。不用我解了吧？「苦」是指痛苦的

生命。「集」是指甚麼？煩惱與業做因而招引苦果。所以「苦」呢，就是世間的果，

這個「集」就是世間的因。那麼「滅」呢，就是甚麼啊？出世間的果，因為脫離生

死，解脫了，你得到解脫了，這樣叫做「滅」。「滅」些甚麼啊？「滅」些煩惱，苦

因苦果，苦因「滅」，苦果「滅」，叫做「滅」。這個「滅」即是解脫。

這樣，「道」即是佛所行過的路，你就跟著，你就依佛的智慧再行一次。「道」

即是「八正道」，這個「八正道」呢，就是出世因。這個「滅」呢，即是苦因

「滅」，苦果「滅」，滅的解脫就是果了。這樣依「道」做因，得「滅」這個果了。

那麼這個「寶」呢，對「寶」能夠信，能夠深信不疑，「寶」就是佛寶、法寶、僧

寶，再講了。這樣於是呢，再解釋甚麼叫做「深正符順」呢？這樣前面有個詞語，

「於業、(於)果、(於)諸諦、(於)寶等深正符順，心淨為性。」

這樣就解釋這個「深正符順」了，他就說，「於業、於果、於諦等等」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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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相契順，極為契會」，這個「契」即是認可，「契會」，理解，這個「會」即是

理解，這個「會」字(即是理解)。這個「契」，「契會」，它就是如是，即確實是如

是，這樣就是「契會」。「順」呢，就是喜愛。極為契會，極為喜愛，這樣所以「亦

名清淨及希求義」，這有希求的意思啊，所以心識就很清淨了，希望得到這個「四

果」，這樣能夠得到「四果」。這樣，所以「欲」也是希求，因此呢，它本身「信」

不是希求，但由於你「信」呢，就將來會希求，這樣因此講出間接作用了，他說，

「與欲所依為業」，就依這個「信」，就引致你希求，引致你對這個「實、德、能」

產生希求了，做它的業用。

這樣，清淨都不是「性」，都是「用」，由於你的心對那個「實、德、能」是完

全契應的，這樣於是就「信」了，堅信不疑，所以你的心就自然清淨了。這樣就在注

文解釋這個「深正符順」，「深」就是深入，「正」即正信，「符」即符合，與印

順。印順些甚麼呢？印順「實、德、能」。「印」即印可，是喜愛。「順」即是符

順、喜愛。

對「實」的真理，對這個「三寶」之「德」，你又契應，又很喜愛。對「能」，

就對自己能夠修行證果，這種力量我堅信，一切 生去修行證果的這種道理又堅信，衆

這樣所以就叫做印順「實」，印順「德」，印順「能」，「印順」。那麼，這裏沒有

講「能」，在《成唯識論》有講「能」，因為這本《大乘廣五蘊論》是後過《成唯識

論》的，在《成唯識論》呢，即《成唯識論》就講「信」除了「實、德」之外呢，還

有「能」，能夠的「能」。那麼這裏就沒有講這種。

但是呢，蔣維喬先生因為他讀過《成唯識論》，所以加多個「能」字在這處，補

足這個《成唯識論》的講法，這樣。這是第一種善，就是每逢你「信」因果啊，

「信」有這個「三寶」啊，「信」自己修行的時候可以有成就，「信」所有 生修行衆

都有成就，這樣如果你的心與這種思想相應而作出行為，那麼這個行為就是「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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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所以為「善」也者，就是這樣的行為，就今生或來世，或及來世，得到福

報，這個是自然而然的，就不需要上帝居中去審判！居中去決定你得不得到果報！是

沒有人能夠決定得的！是你自己決定你自己！因為你的心識決定，現在的心識決定你

未來的果報，過去的心識決定現在的果報。是沒有一個超越的審判者去決定你的命

運！所以，佛教說的命運是掌握在你手中，掌握在你的行為當中，掌握在你的心中，

因為你的行為是由你的心所決定，就不是決定在人家的手裏！

這樣，第二種了，叫做「慚」。這樣，我們中國人常常講有「慚愧」，就不是好

東西來的，「慚愧」，「啊！真是慚愧了！」但是呢，在佛教的「慚」是好東西來

的！是善的！你又知道「慚」，又知道「愧」呢，你就好！「慚」是善心所來的，

「慚」，就是說我對某種事不做，因為我覺得羞恥，我不做。那麼，「慚」是對甚麼

講呢？是對這種活動講的，他說，「謂自增上及法增上」，由於自增上及法增上的緣

故，「於所作的罪」，於你所做的，所犯的過錯，罪，覺得「羞恥為性」，你感覺到

是恥辱，這樣你就不做了，你感覺(外)還有意思啊，不做！你感覺到羞恥還做，這樣

就不算是「慚」啊！

如果感覺羞辱呢，他漏了個很重要的，是「不作」，沒有講這個詞啊，就是說，

古人說羞辱就不做了，即是收工。那麼這裏就沒有講，但是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要

自己加進去了，就是說我們羞辱的就不做。這樣，甚麼叫做「自增上及法增上」呢？

「自增上」，就是對自己有所自尊，自尊，所以我們解釋呢，這個就是蔣維喬先

生的「尊愛自身」，就是對自己產生有自尊的。這樣所以壞的東西「君子不為」，我

不做，雖然你有很好的利益給我，你有很大的引誘，但是因為我有我的自尊，所以我

就不做，這樣是自尊。就是我們讀書，這個許衡，是吧？這樣，路邊很多梨，個個撿

了梨來吃，那麼這個傻瓜坐在樹下呢，就不吃，「這些梨那麼甜，為甚麼不吃

啊？」，這樣他說，「這些梨不是我的，這樣我就不會吃了，因為我自己有自己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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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我自己有自己的決定，就不因為人家吃，我就吃的，我自己有自尊，一梨吃以微

啊！如果吃了一個梨呢，我這個品德就衰微了，我就沒有了品德，所以為了我的自

尊，所以呢，我就不吃路旁梨的！」

這個許衡自己做自己的心的主宰，就不是人家做他的主宰！因為我有我的自尊

心，你叫我吃，我就要吃嗎？你叫我吃，我都不吃的！因為不應該吃我就不吃！這樣

的一個理學家，許衡。這樣叫做自尊。這個就是「自增上」。

「法增上」呢，就是崇尚善法，就是對善的行為就敬重，這樣就不肯做些甚麼

呢？不善的行為啊，因為對不善的行為羞恥的，我不肯做。這樣於是就說，由於自尊

的緣故，能夠有尊貴善法的緣故，這樣所以對有過失的事呢，我感覺有羞恥的。這個

就是向自己內心交代，不是向外人交代！人家見不到你，你一樣是這樣做的！不是說

見到我就假裝君子，見到外面的人呢，就「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就是《大學》裏面

說的那些「仁」，是吧？就是躲藏起來做壞事，不是的！因為他自己有自尊！人家見

到我也是這樣，人家見不到我也是這樣的！因為我自己有自尊，對這個善法我是尊崇

的！敬重的！見與不見都是一樣的！

這樣，看看安慧菩薩的(解釋)，他說，「罪也者」，為甚麼有「過失」？就是

「所作罪」，就是說對所做過的有過失。「智者所厭患故」，有智慧的人是覺得不鍾

意的，這樣所以就是「羞恥為性」，所以不做了。這樣，「羞恥」者，指甚麼呢？指

「不作 罪」，就是說，所有一切過失我都不做的，這叫做「羞恥」。所以，「羞衆

恥」不只是覺得恥辱啊，恥辱之外，最主要是不作！所以強調「不作 罪」，這樣就衆

叫做「慚」了，即是不肯做壞事的。那麼，你不肯做壞事，你舉手投足所做都是好事

了，所以呢，每逢「慚」相應的行為，都是善的行為，就是今生或者來世得到福報。

這樣，它有沒有作用啊？它除了不肯做壞事之外呢，它有影響力的啊！

我們看看，「防息惡行所依為業」，即是依這個「慚」的緣故呢，就能產生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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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息惡的行為。這個「防息」，就是防範它，當它未生，就防範它不生，當它生

了，就即停止它不能夠再生。所以未生惡呢，你就防它，是吧？如果你已生惡呢，就

怎樣啊？就止它，就息它，惡作就是這樣。就是你有「慚」呢，就是這樣，就是說你

不做壞事，你相反很多好事去做了，因此就今生或來世，你得到福報了。這樣「愧」

呢，「愧」就是有少少的不同，「云何愧？謂他增上，於所作(罪羞恥)法慚愧為

性。」

「他增上」呢，即他人強烈要求這樣的，「增上」就是強烈的意思，「他」，他

人，即公義，就是對公義作增上，因為由於你對公義看得很重的。「公義」，公義，

就是說，社會的輿論與一般的道德規範，一般的社會輿論與道德規範覺得很重視的，

重視社會輿論，重視道德規範，這樣就不只是自己的，還有社會方面的，所以，

「義」是客觀性的。每逢這個「義」字是客觀性的，人是主觀性的，不過，我們對

「義」的接受都是主觀接受的，所以「義」都是內，孟子說。人家說，「義者，外

也；仁者，內也。」孟子是不承認的，不過，不承認的原因呢，他就不是說沒有客觀

性，沒有客觀的公義，都有客觀，不過，我是接受客觀公義的時候，都是從主觀接

受，這樣的意思。所以，人的「義」都是內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麼這裏，客觀公義的緣故，由於(這樣)，於是對所做的法是不好的，這個

「法」是指甚麼啊？「所作 罪」，這個「罪」。這處的「所作法」是指甚麼啊？於衆

所作罪，所做的過失。又感覺到甚麼啊？「羞恥為性」，感到羞辱，羞辱的最主要一

件事呢，就是羞辱(而)不做！因為如果我做了的時候呢，對公義有損，社會輿論會說

我！

這樣就哪一種高啊？「愧」高？還是「慚」高啊？「慚」高些啊！「慚」是不需

要別人說啊！不理輿論，不用理會輿論啊！但這裏要講輿論，講公義啊，一般人的看

法就是這樣，就都不會做的。「他增上」，就解釋了，「他增上者，謂畏怖責罪及譏

論(怖畏責罰及議論)等。」因為怕社會輿論責罵你，加罪於你，與譏彈你，議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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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你，因為這樣的緣故呢，於是「所有罪失」，你所做的過失都是「羞恥於他」，

因為對人面前，就覺得很醜，「羞恥於他」，對他在人面前，對他人面前，覺得很羞

恥的，於是就不做，因為羞恥的意思，就是不作的意思啊！

這樣所以呢，這個出發點呢，就不是向內交代，是向社會交代。所以，佛教都不

是完全唯心啊，它有客觀性的。譬如講，社會說你可以娶四個老婆，那麼你就做了。

但是，社會是一夫一妻制，這樣你娶四個老婆的時候呢，這樣你就怎樣啊？驚(怕)別

人說你了，你就怎樣啊？應該知道「愧」啊。

因為社會輿論有壓力呀！好像成龍那樣，他多了一個，他覺得不敢面對這個問題

了，為甚麼啊？那個女孩子鍾意他啊，她無所謂啊，還不用他養啊，生了個女兒還不

用他養啊！但是，他覺得，如果他有(羞)恥呢，他有這個「愧」呢，那麼，這個輿論

是有壓力，對他有壓力，這樣做香港大使都沒得做了，現在，因為輿論壓力不讓他做

啊！這樣，如果他在回教的地方，他就不同的看法了，因為回教無所謂啊，一個娶四

個都可以啊，他娶第兩個難道不可以嗎？娶多一個無所謂啊！因為這個輿論是這樣，

因為這個社會，它有它的公義啊！所以，他有個客觀性的，在這裏啊！

這樣，佛教很重視客觀性，對公義有客觀性，不只是看自己，還看一般人，你做

了行為呢，你或者很正當，對你自己很正當，但是對輿論覺得不好的時候呢，都不會

做的。這樣。那麼你可以批評一個佛教徒，他究竟有沒有「愧」呢？這樣，他有婚外

情都屬於沒有「愧」啊！這樣，某個人，他是某某某會的會長，他有婚外情，於是就

這個「愧」呢，就有「愧」於心了！應該知道他的行為本身不善啊！不善啊！好了，

那麼我們這裏的「慚」與「愧」，今天就講到此了，下面的「無貪」呢，就很長的一

段，這樣我就講得比較慢了一點，沒辦法啊，好了，今日就到此了，再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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