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廣五蘊論》，是新春的第一次講座，恭祝大家新年進步！

《大乘廣五蘊論》呢，我們上一次是討論「五蘊」的每一蘊內容，這樣就講了

「色蘊」，又講了「受蘊」，又講了「想蘊」，這樣我們繼續處理「行蘊」。「行

蘊」在「五蘊」裏面其實是最複雜，因為它裏面包括兩種東西，一種是包括一切的心

所，除了這個「受」心所與「想」心所之外，所有其餘的心所。「心所」就是我們的

心理活動，我們的一切精神活動與這個情緒的活動，全在這個「心所」裏面了。

這樣，除了「受」(與)「想」兩個蘊之外，這樣其餘的心所，除了「受」 (與)

「想」兩個蘊之外，其餘的心所全部都在這裏，本來有五十幾個心所的，五十一個心

所的。這樣之外呢，還包括不相應的行法，是心不相應的行法，就是有些概念，有些

關係，一些事物的關係，那麼，事物的關係在外道裏面與小乘都執(著)它實(有)的。

這樣，唯識宗就認為這些關係都是虛假的，它沒有自己的自性的，所以，與這個

心識活動呢，是不能夠俱生俱滅的，這叫做「心不相應行法」。那麼，我們上一次是

處理這個「心所」，「心所」是分開六大類的，所以，六位五十一個心所，六大類。

第一類心所就叫做「遍行心所」，即是「觸、作意、受、想、思」，這任何的善心

識、惡心識、不善不惡的一切心識，現行的時候呢，它一定現行，這樣叫做「遍

行」。這樣，第二類呢，叫做「別境心所」，即是活動的時候，是對某種境認知的時

候，它才起的，這就是「欲、勝解、念、定、慧」，這五個心所叫做「別境」。

「境」是所知的對境，在不同的所知對境，就起不同的心理活動，這樣就「別境」。

第三大類呢，我們正在處理這個「善心所」，「善心所」就是說，這類心所起活

動的時候呢，這個心識，那個行為呢，都是屬於善的行為。那甚麼叫做善呢？就是

說，今生或者來生，都能夠得到福報的，這樣叫做善。這樣，我們過往正處理「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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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正處理甚麼叫做「善心所」，「善心所」的第一個，我們上次已經講了，就是

「信」，第一個是「信」。我們上次講了「善心所」一共有十一個，第一個是

「信」，那麼，「信」的內容不再講了，因為講的時候，時間無多了，第二個是

「慚」，第三個是「愧」。那麼，第四個呢，「無貪」，就未講的，今日繼續講「無

貪」。「無貪」，就不要以為沒有貪就叫做「無貪」，它不是這樣的意思，因為如果

「無貪」，如果沒有貪心起了，就叫做「無貪」呢，那麼這個叫做消極的詞語，就是

說沒有那種東西。它就是積極的詞語來的，它有對治力量，消極的東西，沒有對治力

量。譬如說，它不是白色，這樣就沒有對治白了，它只不是白，不是白，是甚麼呢？

這個是甚麼，我們不知道的。

那麼，這個「無貪」，我們知道它有甚麼活動，這樣，「無貪」為甚麼說是個積

極的概念呢？因為它能夠(對)「貪」的對治，「謂貪對治」，即是當你起「貪」的時

候呢，如果你起這個「無貪」，之後就可以將「貪」的心壓制了，這樣「對治」，就

是這個力量是積極性的，積極的。這樣「貪對治」，為甚麼說是「貪對治」呢？它能

夠「令深厭患，無著為性。」如果「貪」的時候呢，你會引致生死的，所有生死輪迴

呢，一定有惑，惑即是煩惱，這個煩惱就是「貪」的煩惱。如果你「貪」這個欲界，

於是就有欲界惑，這樣你才能夠有行為，有業，業引致你生在欲界。

這樣，你「貪」這個色界，於是又引致你有這樣的行為，將來呢，你死亡之後就

生在色界。同樣道理，無色界就有無色界的貪，有無色界的惑，這樣你才能有行為，

這些行為之後就引致你生在無色界。這樣，如果你沒有「貪」的話，那麼你就是離開

了三界，就是你三界的「貪」都沒有，三界，欲界「貪」又沒有；色界「貪」又沒

有；無色界「貪」又沒有；這樣，你就不存在三界，你解脫了，這就是出離生死。

這樣於是呢，為甚麼會引起「無貪」啊？因為你對這個生死是討厭的，為甚麼討

厭呢？因為這個生死是有無窮的禍患的，使到你受無窮的苦。在那個「四聖諦」裏面

是屬於「苦諦」所攝，「苦諦」所攝就引致很多過患，在生命上是有很多禍患，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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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厭煩它，你覺得不好，討厭它，希望出離！這樣，於是就起這個「無貪」的時候，

就會厭患生死，而不會「著」，「無著為性」，不會貪著這個生死流轉。那麼，最主

要就是這樣，不用使到你的生命貪著欲界，亦不會貪著色界，亦不會貪著無色界，這

樣為主！這樣為主！這樣，所以它的「體」呢？「體」呢，就是做「貪」的對治，這

是一個意義，第二個意義就是不執著，不貪著，不會染著生死，不會染著三界的生

死。那麼，這個就是世親菩薩的論，即是《廣五蘊論》。

這樣，下面的「釋」就是安慧解釋這個「無貪」，於是他說，「謂於諸有及有資

具染著為貪。」因為要解釋「無貪」的時候，因為「無貪」是「貪」的對治，這時候

所以對「貪」是甚麼，先要認清楚，因此呢，安慧先講甚麼叫做「貪」。這樣在後

文，我們繼續有講「貪」的，但現在講「善心所」的時候呢，我們未講到「煩惱心

所」的那個「貪瞋癡」的煩惱，所以事前要解釋甚麼叫做「貪」。因此呢，安慧菩薩

就說，「貪」呢，就是一種染著，沉醉貪著，這個叫做「貪」。這樣，「貪」甚麼

呢？對「三有」，與對你能生在「三有」的一切引致的因，這個叫做「有」，這個

「有」字就不是有無的解釋。

「謂於諸有」貪著就叫做「貪」了，「有」呢，是指存在，這個「有」字的概念

就是某種事物的存在。那麼，存在呢，生命的存在有三大類，一類呢，就是欲界的存

在，叫「欲有」；第二類是色界的存在，叫「色有」；第三種生命存在，就是無色界

的存在，我們叫做「無色有」，無色界的生命存在叫做「無色有」。「有」。這就是

說「貪」呢，最主要是對三界的「貪」，生在三界的「貪」，好像我們上次講了，牠

生在欲界的時候，都貪著欲界的生命，好像上一次講，打一隻烏蠅，烏蠅都會走啊，

不肯被打死啊，就是貪著生在欲界的生命覺得很可貴的！那麼，欲界 生的那隻烏蠅衆

是如此。這樣，生在色界的 生也一樣對那個生命貪著的，因為不貪這個生命根本不衆

會生在色界啊！生在無色界的 生都一樣對無色界的生命起貪著，如果真是不貪著這衆

個無色界，根本他就不可能生在無色界。

這樣於是呢，這個「有」就是這三界，三有了，對不同的生命，一生裏面所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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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生命，所處的那個生命他一定會貪著。還有，貪著那個「資具」，「資具」，這

樣於是有注解，甚麼叫做「資具」呢？就是能夠生那種的工具。「資」就是助的意

思，引致的意思。「具」呢，就是一種工具。這樣，這個就是蔣維喬先生的(注解)，

他說，「諸有」就是三有，有的資具就是愛執這些感三有的因，「具」就是資具，資

具是因，這些引致你生在三有。

那麼，產生三有的時候是很多因的，貪著是其中一種因，那個「愛」是其中一種

因。「愛」，所以在「十二因緣」裏面，你有了「觸」境之後，於是有感「受」，有

感「受」呢，於是有「取」，有「取」就有「愛」，那麼，「取」、「愛」就是你三

有的資具，如果你無「取」、無「愛」，就是無執取、貪著的時候呢，你不會引起那

種生命形態出現的，因此，這個「有」的資具就是一切你所執的活動，對這種活動

呢，能夠資益你生在三有的，這樣叫做「有資具」。

讀佛經的麻煩就是這樣，「有資具」的「有」是甚麼呢？「有」不是有無的意

思，是「三界」的意思。「資具」就能夠資生你生在「三界」，作為生在「三界」之

因。因為佛教講因果的，你生在「三界」是果的啊，你不是無緣無故生在「三界」

的，肯定有原因使到你存在「三界」裏面。這樣，你存在「三界」的原因有很多種，

其中有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起貪著，對「三界」起貪著，這就一切行為為了生在

「三界」而起貪著的時候呢，這都算是「有資具」，對生在「三有」的一切「資

具」，你產生染著、貪著，這樣叫做「貪」。

這樣，甚麼叫做「無貪」呢？他說，「彼之對治」就叫做「無貪」。「彼」，

「彼」這個代名詞就指上面的名詞「貪」，就是對這個「貪」就產生這種對治，對治

就要壓伏它、克服它的，你能夠克服它的一種力量，一種心理活動的力量，能夠克服

「貪」的，能夠令「貪」不起，不要生起，那麼，這種力量就叫做「無貪」。這種力

量是心理活動來的。這樣就說，「此即於有及有資具無染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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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是對「三有」不會執著，對「三有」不會起愛，這個「有資具」以愛為

主，對「三有」這種愛不會產生，這樣不會產生染著。這樣呢，為甚麼不會「貪」

呢？為甚麼不會對「三有」產生染著呢？因為這個人起「無貪」的時候呢，他就「遍

知生死(諸)過失」，因為他完全、普遍地，完滿地，這個「遍」即是完滿地，完全地

知道生死的那種痛苦，在生命上是有過失的，這樣，因此產生了，這樣就叫厭患，這

樣就知道對生命是有缺點的，有不好的地方，患，於是就討厭它。那麼，這裏就解釋

完了，由這處解釋到那處。

這樣，這個「性」是甚麼呢？這個「體」就是對治這種「貪」，那種力量，對

「三有」與「三有」資具厭患的這種力量。又叫做「無貪」。這樣，這個「無貪」起

的時候，除了不執著與對治「貪」之外，還有沒有間接的作用呢？這是有的，這間接

的作用就是「業用」。「業用」，他就說，「惡行不起所依為業。」如果起這個「無

貪」的時候呢，一切惡行就不會起的了，就是依這個「無貪」而惡行不能夠起，這樣

就叫這個「無貪」的間接的作用。這個「業」就是用途的意思，間接的用途。這樣，

就是起了這個「無貪」，「貪」就不能起，不但「貪」不能起，一切惡行都不能起！

這是為甚麼？因為你「貪」的時候呢，就產生惡行的，因為你起「貪」的時候呢，你

會不惜一切去達到「貪」的目的。

我希望住洋樓、養番狗，為達到這個目的呢，於是你不擇手段，你就貪污，好像

廈門的那個甚麼長？八百億？是嗎？貪污八百億，現在被中國透過國際刑警去捉他回

來。這樣是因為他「貪」才這麼做啊！否則，他不會收八百億這麼厲害的貪污啊！

這樣，就是你因為「貪」呢，就引致惡行的，因為要滿足你的「貪」啊，而且

「貪」是無窮無盡的啊！因為這個「資具」啊！愛是無窮無盡的！你愛錢！愛名譽！

愛某某！你有了一億元，就想十億，有了十億，就想百億，有了百億，就要八百億，

都不滿足的啊！不捉他回來，他都不會滿足啊，八百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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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無窮無盡的啊！這個慾望是無底子的啊！沒有最後的那條(界)線！於是一

切惡行就由「貪」所引起的！因此，如果你「無貪」呢，這樣就一切惡行都不會起

了，於是呢，如果起「無貪」，於是就惡行不起。這個就是「無貪」的善心所了。這

樣，「無貪」之後，又有個心所很重要的，叫做「無瞋」。「瞋」，即是殘忍的個性

叫做「瞋」，殘害人的生命的個性。「無瞋」，(就是)慈悲了，這個就是慈的特性。

這樣，他說，「云何無瞋？」，甚麼叫做「無瞋」呢？剛剛我說，慈悲就叫做「無

瞋」。但是，「無瞋」就不是沒有了憎恨心的意思啊！「無瞋」的意思是「瞋對

治」，它能夠有種力量，心理活動的力量是將那個憎恨心壓伏了的，能夠壓伏憎恨心

的，這樣，它就不是消極的概念，它是一個積極的概念來的。

那麼，我們通常把概念分開積極、消極。我們否定概念就很容易錯解的，譬如

說，「不快樂」，這樣「不快樂」的時候，不一定痛苦啊！是吧？這樣，就只是「不

快樂」是消極的概念，「痛苦」才是積極的概念。那麼，這個呢，不憎恨，它不是消

極的概念，它是積極，它能夠將憎恨心壓伏的，所以對治這個「瞋」。那麼，以甚麼

為「體」啊？以慈為體，慈悲。所以，佛教講的「愛」，剛剛所講的「愛」，是「有

資具」，是不好的東西！這個「愛」字呢，你千萬不要與基督教的，儒家的愛人如己

的「愛」，與基督教的甚麼？仁者愛人的「愛」字同解啊，完全不同解讀！

仁者愛人的「愛」就是這個「無瞋」來的，是慈悲來的，所以，佛教就很少用這

個「愛」字來代表這個慈愛的，慈悲的。佛教就用這個「無瞋」，或者慈，或者悲，

就不鍾意用這個「愛」字，相反，「愛」是個貶義詞，「愛」是貪愛的意思，是無底

子地把捉一種東西，這樣叫做「愛」，所以呢，「愛」是不好的，佛家不鍾意用

「愛」的。因此呢，對一個詞彙的理解，千萬不要將另外的宗教，另外的思想去解釋

佛教，如果這樣解釋就一定錯的，「愛」字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無瞋」呢，就等於儒家思想的「仁者愛人」的那個「愛」。但是不

是百分之百等於呢？亦都不是百分之百等於的，因為儒家那個「愛」字，不只是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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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簡單的，是一切 德之源，一切美好的德性的總體來的，所以，「仁者以天地萬衆

物為一體」，你能夠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你就是「仁」了，這就不只是「愛」啊，不

只是「愛」，還有很多，智慧都包(括在內)，惻隱之心，慈悲之心，是非之心，等

等，智慧之心，全部都在「仁」裏面，全部都在「仁」，全部在「仁愛」裏面的，所

以你不能把「無瞋」全部代入等於「仁」字，因為儒家講的「仁」字很複雜的，就不

能將它隨便代入。

這樣，這個「無瞋」呢，我們叫做慈，它的體就是慈，給予他人愛，這個「愛」

就用回中國的解釋，因為它為甚麼不用「愛」呢？因為是從梵文譯過來的，是玄奘法

師從印度的文字譯過來，這樣它不能將這個字改了它的，這樣於是就不用「愛」字，

相反，「愛」字就是貶義詞，是不好的東西，「愛」是貪的意思。這個是無私的，這

個詞是無私的。

於是，安慧再解釋了，甚麼叫做「無瞋」呢？他說，「謂於 生不損害義。」他衆

說，對一切的有情，這個「 生」即等於有情，就不忍心去損害他們，不只不忍心，衆

不只不損害，還給他們快樂。這個「慈」字的意思就是給予快樂，用盡一切方法，能

夠引致他們快樂，這叫做「慈」，所以它都是積極的概念，不是消極的，就是不損

害。這樣，如果你能夠「無瞋」的時候，有甚麼間接作用呢？除了給他人一個快樂之

外，還有甚麼作用呢？他說，「業如無貪所說。」它的作用呢，它的間接作用好像

「無貪」。這就是說，這個「無瞋」起的時候呢，就一切惡行不能起。

那麼，看看這個「無貪」的業用是甚麼呢，「無貪」的業用就是「惡行不起所依

為業。」是吧！當「無貪」起的時候呢，就一切惡行不能起。所以，它只是，一切心

理活動的時候都停，只是有種「無貪」出現的時候，就已經是善，你只是「無貪」本

身，就足夠你生天了，有福報。或者你不是「無貪」，你只有「無瞋」起，你的慈悲

心起，就是說，只是起個慈悲心，只起這個慈悲心，你只是起個慈悲心，這樣的時候

你已經是能夠生天。因為你一切惡行都不做，做不到惡行，一切損人利己的行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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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夠與「無瞋」一齊起的，一起了「無瞋」之後呢，所有惡行，所有「貪、瞋、

癡」，其他惡行都不能起！所以這麼好的啊！因此呢，所謂三善根就是這三個，第一

個就是「無貪」，第二個是「無瞋」，第三個是「無癡」，這是在我們生命活動裏面

最主要的一種心識活動，一切善法是由它產生出來的，這個根源，善法的根源，一切

善法的根源，就叫做「三善根」。

這樣，第三種就是「無癡」，「無癡」就不是不蠢的意思，為甚麼啊？「無癡」

又有個名稱叫做「明」，「癡」就是「無明」，無「無明」，無「無明」就是「無

癡」，「癡」就叫做「無明」。這樣，「無癡」就不是說他不蠢啊，直情是壓伏愚

蠢，所以是「癡對治」，能夠有力量將「癡」的這種心識壓伏，這樣的心理活動壓伏

它。這樣，它的作用就是「如實正行為性。」能夠如實地，能夠真實地起修行的，所

以是能夠「無癡」。你之所以不能真實起修行的原因，是有「癡」影響了你，一是先

天的，一是後天受到其他的思想影響你，你就不會修行。

如果你去除這種「癡」心呢，你就修行證果了，這樣就是它的「體」了。那甚麼

叫做「如實」呢？這個就是安慧的解釋，「如實者，略謂四聖諦。」就依佛所說的

「四聖諦」來修行，就是「如實」。因為「四聖諦」呢，就是「苦、集、滅、道」，

知道我們現在的生命是「苦」的；又知道我們「苦」的生命在哪裏來的，就由於你有

惑，有業所來的；那麼，你的生命的目的是甚麼啊？你的路向是怎樣啊？就應該去得

到解脫，這個解脫就是「滅」了。怎樣才能解脫啊？有道諦，「三十七道品」，或者

簡單講是「八正道」，這樣修行「八正道」呢，你就能夠解脫生死的了。那麼，這些

就是真理。這樣，「如實」就是，依，「如」即依也，依這樣透過佛所講的真理去修

行，這樣就是如實修行，這樣叫做「如實正行」。這個是「如實」了。

這樣，又廣闊地說了，簡單一點就是「四聖諦」，廣闊地來說呢？就是「十二緣

起」，「十二緣起」就觀我們生命的來源，與觀我們的生命怎樣解脫。這就是一樣的

啊！「十二緣起」的這個「緣起觀」就是因為有「無明」，所以有「行」，有「行」

所以有「識」，有「識」所以有「名色」，有「名色」所以有「六入」，有「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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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觸」，有「觸」所以有「受」，有「受」所以有「愛」，有「愛」所以有

「取」，有「取」所以有「有」，有「有」所以有「生」，有「生」所以有「老

死」。那麼這裏，整個過程當中都是由「集」引致「苦」，由「集」，「集」些甚麼

啊？由「集」那些煩惱引致痛苦的果。

這樣，甚麼是「集」呢？甚麼是「苦」呢？「苦」在「十二因緣」有兩個，一個

就是「識」、「名色」、「六入」、「觸」、「受」，這個就是苦果，在後面講

「生」與「老死」，其餘呢，就是「惑」與「集」了，(不對！)「惑」與「業」了，

「惑」與「業」了，這樣，我們下面再處理。所以，你依這個「十二因緣」也可以

修，剛剛是認識這個生命來源，但是在「四聖諦」就只前面的兩聖諦，這樣後面的二

聖諦就怎樣呢？就是用「還滅觀」了，如果「無明」滅，就「行」，「行」滅，就

「識」滅，「識」滅，就「名色」滅，乃至「生」滅，即是「老死」滅，這樣作觀的

時候呢，這個就是觀後面的兩諦，就是「滅」諦與「道」諦，這樣就叫「如實」。

「如」即依也。「實」即真理。依佛所講的，介紹你的真理就起修了。

這樣，「依彼加行」，對於，「依彼」即是依「四聖諦」，與「十二因緣」的

「還滅觀」與那個「流轉觀」，這樣加功修行，這叫做「依彼加行」，這樣「是正行

義」，如實修行，這個是正行。但是，在安慧的論裏面「是正知義」，我就懷疑「正

知」這個字是不對的，為甚麼？(因為)在上文都沒有講「正知」，是嗎？這裏上面的

是「如實正行為性」，那麼這處是加功修行的「行」啊，所以這個是「正行」，這樣

依「四聖諦」來修行，這就是「正行」。

那麼，我就懷疑是這樣，但我又不能改的啊，因為聖人的東西怎麼改啊？我只可

以呢，懷疑就寫出來，寫個「？」問號，可能是這樣，那麼我做的功夫就是，可能

「正知」的這個「知」字呢，是舊時執字粒等，可能錯了。我解釋是「正行」，你不

照這樣解釋也可以，你照「正知」的解釋都可以，你正確地知道「十二因緣」修行，

正確地知道跟這個「四聖諦」修行，這是一樣通的，但就不能夠回應前文，前文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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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實正行」，這裏突然間出現「正知」，「正知」沒頭沒尾的，突然間走出來，

這樣多數是錯的，就我們讀書人的看法呢，多數是抄本上錯了。這樣就講了「體」，

這個「體」(講了)，就未講業用的，因為，每逢講心識活動的時候呢，都有「體」、

「用」兼講的。因為唯識家之所以精湛，思想精湛呢，因為每講一個概念，很清晰界

定它的「體」是甚麼，它的「用」是甚麼，有「體」、有「用」，所以你就不會模模

糊糊，混混沌沌，不會這樣的，你會清清楚楚的。

這樣好了，這個「業用」了，「業亦如無貪說」，即是與前面一樣，「無貪

說」，記不記得是甚麼啊？一切惡行不會起的，一切惡行不起為依，就是這個作用

了，就是依這個「無癡」呢，一切惡行都不能起。這就是說，在你的生命過程當中，

在你的生活過程當中，你舉心動念，如果是「無癡」這個心識起的時候，這個心理活

動起啊，不是心識，心理活動起的時候，它一定與意識一齊的，一定與意識一齊的，

這樣，「無癡」起的時候，它一定不會作惡的，所以說它是一個善心所。

「無癡」起呢，這樣你任何的行為，它都是善的行為，它就使到你今生或者同時

在來世，得到福報，不但是福報，甚至可以了脫生死，不過修行的時間長一點。這

樣，所以三善根，這三個(善心所)是三善根，(善心所)一共有十一個，現在講了六

個，還有五個。第七個(善心所)呢，叫做「精進」，「精進」即勤力的解釋，所以有

些經論就用「勤」字，「勤、安、不放逸」，在那本《唯識三十頌》裏面就用「勤」

字，因為它剛好是五個字一句，這樣「勤」、「安」、「不放逸」，就「勤安不放

逸」，五個字一句了，這就是將個「勤」字講「精進」，即是勤力的意思，與「懈

怠」是相對的，這個「勤力」是積極的詞彙，不用說了。

那麼，積極的詞彙在解釋上都是積極，他說，「懈怠對治」，就是說，你「精

進」的時候，你就不會懶惰，就是如果你懶惰的時候，你一「精進」，這樣懶惰的心

識就不起了，這個不是心識，這個心理活動就不起了，懶惰就不會起了，「懈怠」，

「懈怠」就不起了。這樣就「善品現前」，一切善的行為就會出現了，因為「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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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制的，對惡行你勤力呢，就不叫「精進」的，叫做「放逸」。譬如，我去賭錢

了，一直賭，我明天放假，我今晚不睡覺去睹「沙蟹」，那麼你都似乎是精進啊，你

都勤力啊，但是，這種不叫做「精進」，在佛家叫這個人是「放逸」，放蕩不羈的，

這個「放逸」。這樣，說「精進」呢，指向善的才算，就是說，對修善與止惡的行為

勤力，才叫做「精進」。所以，你隨便說是「精進」，這樣是對不對呢？不對的。因

為它很精審，它的定義限制住，所謂「精進」是指那兩種東西，主要是去惡與行善來

講的，就不是行惡去善講的。

所以呢，就是「善品現前」，就是說，善行、善品，即一切善的種類，這個

「品」即是種類，就是善的行為，與善相應的一切行為，它就可以現行，因為「精

進」是加速善的現行啊。「勤勇為性」，怎樣現行啊？勤力勇猛地使它現行，這個

「勤勇」的詞語講出使到善行的現行是怎樣，不是普通速度，是加快的，加快的，加

速，好像汽車踩油門(加速)那樣，一直去的。這個「勤勇為性」，勤力勇猛克服一切

困難去成就善行，去惡成善，去惡行善，加速去做，這樣所以叫「精進」。這樣，在

安慧的釋文裏面就將這個「精進」配佛教的修行，佛教的修行就分開五個階位的。

譬如，你在佛前，我受了菩薩戒，這樣你就發心，我從今日開始勤力修行，希望

修大菩提大涅槃，發一個大願，這個大菩提心，這樣發起大菩提心呢，你就是佛弟

子，你就是大乘佛弟子，這樣你就開始修行了。那麼修行的時候呢，分開五個階位，

第一個階位呢，我們叫「資糧位」，「資糧位」。「善行現前」呢，即修善斷惡的行

為。這樣，這階位分開五個，第一個是「資糧位」，就是你要讀經教，守戒，這樣去

修行自己，這樣能夠獲取福德的資糧與智慧的資糧，福德的資糧以守戒為主，智慧的

資糧以讀經為主。所以那些不讀經的人呢，他只得一半而已，你在唸佛，由朝唸到晚

呢，你都沒有智慧啊，你只是唸佛，你不會生惡心，但是你修福，有福德資糧，但沒

有智慧資糧，你(對)甚麼是非，你不能分辨得清清楚楚！甚麼是對，甚麼是不對，你

不夠智慧去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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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要成佛的時候呢，你一定要有福，一定要有福，同時要有智慧，這

樣，所以你除了守戒之外呢，你一定還要去研習經教，了解究竟佛的道理是甚麼，佛

的道理才是引發你的智慧啊，在這個階段呢，就是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的收集，所以

叫做資糧位。資糧，因為你要成佛呢，是一個很遙遠的途徑來的，是經過三大阿僧祇

劫的修行，一個這麼長遠、漫長的途徑。這樣，舊時一個很遠的遠行要帶上糧食的，

你不帶糧食，譬如過沙漠，那麼不帶糧食就吃沙？水都沒得喝啊！水都要帶上啊，你

不帶水，去哪找水啊？因此，一定帶上資益你的生命的糧食，糧餉帶著，然後才渡過

沙漠，去遠行啊！

所以，成佛也是這樣，你要修行佛道呢，你一定要有辦法帶些糧食，這些糧食

呢，成佛的糧食是甚麼糧食呢？是福德與智慧，你要積集這兩種糧食，這樣在漫長的

修行的路途之上呢，你就不會在中途絕糧而死了。孔子都說，「陳蔡絕糧」，孔子都

在中間被人困著，沒有水飲，沒有東西吃的。這樣，所以你修行的時候也一樣，積習

福德智慧資糧。這樣第二(個階位)呢，就是「加行(位)」，「加行」即是用功修止

觀，修止觀。這樣，在修止觀未見道之前呢，那段時間就叫做「加行位」。加功修

行，修止觀的。這樣，第三個階位是「見道位」，在修「加行位」最後的「世第一

法」的那個階位呢，你過渡了就證真如，這樣證真如的時候呢，這個階位很短的，一

剎那而已，或者三兩個剎那，這就叫做「見道位」。

「道」，這個「道」字代表真如。你能夠「見」，「見」即是證，契證真如，契

證真如之後呢，你就是聖人了，這就是說，你到這裏就是聖人了。在這個「資糧

位」、「加行位」，你是凡夫而已，你不是聖人。那麼，到這處就是聖人了，譬如好

像說，龍樹菩薩在龍宮讀了些甚麼啊？大乘經教，他就獲得無生法忍了，無生法忍的

時候，就是證到真如的時候，知道一切法是無生的。

這樣，有兩種講法，一種是第八地無生法，一種是初地，那麼，我就用初地的定

義，就是說，無著菩薩都到這個階位，到這個「見道位」，但是世親未到，世親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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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階位啊？世親在「加行位」，世親未證到真如。龍樹菩薩證到真如，他是經過這

裏，入去「修道位」了，就是無著菩薩、龍樹菩薩都是由見了道，證到真如之後，他

們進入「修道位」，正式「修道位」。這樣，「修道位」分開十地，是吧？初地、二

地、三地 那麼每一地都有它的功夫，有它的成果的。⋯⋯

譬如，初地呢，我們說，要布施波羅蜜多圓滿的；二地呢，就持戒波羅蜜多圓滿

的；每一地有特徵的。如果將來有機會呢，或者座上各位都懂了，是每一地怎樣修

法？修得有甚麼成果呢？這樣在唯識宗裏面都很清楚交代的。這個叫做「修道位」。

這樣，然後呢，「修道位」的十地圓滿了，好像彌勒菩薩去兜率天，他在第十地，一

生補處，就是說今生就成佛了，不過他的一生很長，(他的)一生不是與我們的一百

年，很長很長，一生人很長時間的。

那麼，一生補處完了的時候呢，他就成佛了，成佛就是「究竟位」，他就修行究

竟了，修行絕對圓滿了，這樣究竟，就是無學了，即是「大乘無學果」。「大乘無學

果」就是得到「大菩提」與「大涅槃」的，佛的果就是兩種東西，一種呢，「大涅

槃」，就與宇宙真理恒常相應，不再輪迴生死之外，恒常與真理相應，就是恒常在證

真如狀態裏面，這樣我們叫做「大涅槃」。第二呢，「大菩提」，是度生的，他自己

有這個「三身」、「四智」，因為透過「三身」、「四智」去度一切 生，這樣就是衆

大「用」來的。就「體」(這)邊講就是「大涅槃」，在「用」(這)邊講就是「大菩

提」。這樣，「五位」，在「五位」裏面「精進」的時候，這裏安慧就這樣解釋，他

說，「謂若被甲、若加行、若無怯弱、若不退轉、若無喜足，如是此義。」這樣叫做

「精進」。「精進」。這樣，甚麼叫做「若被甲」呢？他說，勤力修行叫做精進，他

說，或者你在被甲狀態上勤力精進，那麼被甲狀態怎樣呢？即是在「資糧位」裏面勤

力精進。就是這個「精進」有五個階位配(對)。

這樣，在這個「資糧位」裏面好像打仗，好像行軍一樣，好像入敵陣一樣，這樣

未入敵陣之前呢，譬如好像木蘭從軍，你要穿件甚麼啊？穿件盔甲才入陣啊，你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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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就一箭射出來，就射死你了，這樣穿件盔甲就保護 你。於是呢，在「資糧着

位」就披甲上陣一樣，一披了甲你就不用驚(怕)了，披甲就普通亂箭都未必射得中

啊，又有頭盔又有甲，這樣的時候就保護 你，這樣你精進地進入敵陣了，原來修行着

的時候，要這麼認真的啊！好像打仗那樣！

這樣，另外呢，「加行」，「加行」，有時呢，「精進謂若加行」，有時我們講

的「精進」，是講「加行位」的「精進」。「加行位」的「精進」就比喻甚麼呢？比

喻一個人披甲上陣之外呢，就鼓起勇氣衝入敵陣了，衝入敵陣就要加行啊，要加功用

行，策馬加鞭，衝入敵陣，你慢慢的走是不行的，人家追到你，殺死你的啊！這樣，

你要策馬加鞭的這樣進入敵陣！這又進一步了，你披甲是準備而已，騎上馬背，策馬

衝前去呢，這個就是行動，行動。這樣就都用比喻，這個比喻就「加行」，好像策馬

加鞭入敵陣，那麼，入敵陣就不容易啊！人家會打過來啊！這樣於是呢，「無怯

弱」，「若無怯弱」，有時候呢，就「無怯弱」的那樣「精進」。

這樣，「無怯弱」比喻甚麼呢？比喻這個「見道位」，因為見道要不驚(怕)才行

啊，不驚(怕)甚麼啊？因為你「見道」之前，你有很多煩惱障，還有甚麼？所知障，

困擾 你，這樣你對煩惱障、所知障不驚着 (怕)，煩惱障、所知障比喻甚麼啊？比喻敵

人，敵人攔 你不准你入啊！你想衝入去着 (敵)陣這麼容易呢，有很多謀臣如雨，戰將

如雲，阻住你，不給你進去啊！這樣你要衝破他們的防線，這樣衝破這個防線呢，你

就要不能驚懼，無怯弱之心，這樣你不怕，你無怯弱之心呢，就鼓起勇氣衝破別人的

防線，這樣就是比喻我們這個「見道位」。

「見道位」之後呢，「若不退轉」，「見道」就衝破敵陣，進入敵陣了，就是現

在，就比喻證到真如，見到真如了，見到真如，你坐 不行啊！人家很多軍隊圍着 着

你，入了敵陣更危險啊！這樣，所以你入了敵陣的時候，你不會退後啊！前面怎樣的

困難你都不要退後！這樣所以「若不退轉」，或者有精進，叫做「不退轉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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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轉的精進」，就是說在「修道位」的精進，「修道位」是初地、二地、三

地、四地 第十地，每一地都精進，不會退轉，退轉就怎樣啊？我修 修 到了二⋯⋯ 着 着

地，我不再修大乘了，我怎樣啊？我研究、我學習小乘了，快點入涅槃，這樣叫做退

轉，這樣叫做退轉。這樣到八地就不會了，到七地都會啊，到第七地都會退轉的，這

樣，如果你要研究十地是怎樣修行呢，這樣，你讀一下《十地經論》這本著作，這樣

就說每一地裏面是怎麼怎麼樣的。

這個「若無退轉的精進」是比喻甚麼？「修道位」的精進。這樣，「若無喜

足」，若無少喜為足的精進，我加了(「少」字)，就是說，有少少的勝利，你不會滿

足，衝入敵陣，將敵陣的某些防線衝破了，你就不要以為自己滿足，如果你滿足的時

候呢，你就被敵軍推回來了。要怎樣啊？要究竟的，要完全把敵人全摧 了的，以竟毁

成功的。譬如，好像岳飛北伐那樣，這樣去到河北省朱仙鎮，這樣被十二道金牌召你

(岳飛)不能再進，這樣結果岳飛回來被殺了，而金人坐大了，結果北宋就被甚麼了？

被金、遼滅了，後來被元朝滅了金，吞併南宋。

這樣，你呢，不直搗黃龍的時候呢，你停了，你覺得自己滿足了，這樣就弊了，

這樣就弊了，那麼你過往所做的事全部浪費了，因此呢，就要「無喜足」，不以少少

的成就，覺得歡喜滿足。這樣，就要怎樣才行啊？要直搗黃龍！直搗黃龍即是甚麼

啊？直至成佛啊！就是你的修行精進，直至成佛為止，這樣叫做「若無喜足」。這就

是說，精進有一類叫做「無喜足精進」。「無喜足精進」也者，即是說「究竟位」修

行精進，要成佛為止的。

「如是此義」，所謂「精進」，就是這樣的意思，分開五個階位來配合它的，配

合，這樣就講完「精進」了，「精進」有五大類，第一個是「資糧位精進」，第二是

「加行位精進」，第三叫「見道位精進」，第四叫「修道位精進」，第五叫「究竟位

精進」。一到「究竟位」的時候呢，你自然會精進，不用精進都可以了，因為你成佛

了，成佛就「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因為止於至善啊！因為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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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最高境界，不需要逼你的，自自然然的！我們不是啊，譬如我們說，「貪」這

樣，「貪」就可能激發你修行的，普通人，我們「貪」修定的時候，得止觀的那種快

樂，是吧？於是「貪」止觀那個「輕安」。你修止觀的時候，有「輕安」起的啊，那

些氣啊，由這個頂上罩滿全身，那個鐵布衫，等等的，一個金剛罩，罩 你很舒服的着

那樣，這樣你初初的時候，我們凡夫就「貪」那種東西開始，於是就勤力修了。

但是呢，真正修行到家的時候，你不會貪著那些輕安的啊，那些輕安自自然然

來，你不用貪著它都來，他都覺得很舒暢的。所以呢，在修行過程當中，初初你貪著

「樂」，貪著「喜」，但是呢，在三地以上，你就沒有了這種「喜」，你放棄這種

「喜」，只有「樂」，在四地呢，連「樂」都不貪著，「樂」都不執著，這樣你自自

然然在「捨」的狀態，那麼，你雖然在「捨」的狀態的時候呢，你都會「精進」的。

我們普通人不是起「貪」才有「精進」的啊，所以我貪功名富貴，於是我勤力讀

書啊！這個是普通人而已！聖人就不用(「貪」)了，他不用貪功名富貴，他都會勤力

去讀書的。所以，有些人說，佛教這麼得意的，又說佛不需要有東西刺激他，他都自

自然然會去度生。因為他經過無量劫去修行啊，經過三大阿僧祇劫去修行，所以不需

要起貪去刺激他的，他自自然然會精進的，這樣，所以佛呢，他自自然然精進，不需

要刺激，不需要(好像)我們對細路哥(小孩子)，給粒糖吃，哄一下他讀書啊，又鼓勵

一下他，成績好又買隻靚錶給他戴，不需要的，沒有這種需要，因為佛都會度 生衆

的，你拜他又會度你的，你不拜他又會度你的，因為他的責任就是度 生，因為他自衆

己本願就是度一切 生啊！衆

所以，聖者與凡夫不同！凡夫利用一些不好的心識活動去刺激你做些好的心識活

動，佛就不需要，因為根本沒有不好的心識活動，因為他的貪啊、瞋啊、癡啊，這些

根本是完全沒有了的，因為所有功能完全消 了才成佛，成佛就是「精進」這種東毁

西，自自然然會現行的，這是五種修行過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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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完滿成就善法為業」，由於你「精進」呢，終於有日你成就善法得完滿

地成就了，完滿成就在何時啊？(成)佛，就完滿了。阿羅漢都不完滿啊！因為阿羅漢

的成就只是破了「我」圓滿而已，破了「我執」完滿而已，破那個「法執」未完滿

啊。那麼，你要達到最究竟的時候，成佛的時候呢，你一定有「精進」，你沒有「精

進」會退轉的。退轉的時候呢，你快點入涅槃，這樣就是小乘人，那麼大乘人最忌的

修行呢，修行最忌的地方就是退轉了，快點入涅槃了，這樣，佛就最不鍾意見到的，

所以佛的本懷希望甚麼啊？一切 生皆得成佛！是佛的本懷！衆

那麼， 生能不能成佛呢？這樣就不知了。但是，佛總是希望所有 生能夠成衆 衆

佛，最不想見他們入涅槃的，所以，佛是不入涅槃的，佛示現涅槃而已，佛自己不入

涅槃的。好了，再解釋甚麼叫做「善品現前」，「善品現前」即是修善是斷惡，「精

進」是限於這樣，只限於勤力地修善，勤力地斷惡，成就這些行為，這樣就叫做「精

進」。至於相反，斷善呢，修惡呢，我們剛剛叫它做甚麼啊？這些行為叫做甚麼行為

啊？放甚麼啊？放逸！下面講啊，下面有一節是講這個「放逸」的。

這樣，我們很清楚，一講「精進」就只是對善行、善品講的，善品是甚麼啊？是

(對)修善斷惡、修善止惡講的。對於相反，修惡斷善呢，我們不叫做「精進」的，很

清晰的，這是第七個心識活動，善心所。這樣，第八種善心所呢，就叫做「輕安」，

剛剛說過的，就很舒暢，心中覺得很舒暢，沒有壓迫感的。

我們坐著都有壓迫感啊，你試坐十分鐘，你自己不覺而已，全身唔聚財 (不舒

服)，全身覺得很不舒服。為甚麼你睡覺轉側(身)啊？因為你常常睡左邊，睡著睡著，

你就有壓迫感，所以就轉去右邊，讓左邊的手、左邊的身能夠甚麼啊？因為休息時

間，這樣你這個人不舒暢，你這個心覺得非常之不舒暢！

那麼，這個「輕安」使到你很舒暢，身心很舒暢，這裏以心為主，這個「輕

安」。壓迫感叫 重。他說，「謂 重對治」，對治我們心理入面的壓迫感。有 重麁 麁 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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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如果你自己反省自己，就知道自己有 重的感覺，站得久，就腳 重，坐得麁 麁

久呢，腰骨 重，是吧？你覺得有種 重感覺的。但是，有「輕安」呢，就對付了麁 麁 麁

重，坐了一個鐘頭都不覺得 的，因為有「輕安」就不 。攰 攰

如果沒有「輕安」呢，坐十五分鐘你都覺得有 重，你的腳又痹，是吧？膝頭又麁

痛，是吧？但你一起了「輕安」之後呢，你的腳就不痹了，因為沒有了 重，有「輕麁

安」就沒有 重，剛剛只是講身體。但是，這裏最主要是講心中的那種 重，這就對麁 麁

付那種 重了，那麼對付那種 重，就「調暢堪能為性」。「調暢堪能」，甚麼叫做麁 麁

「調暢堪能」？堪能者，就是足夠使你能夠思維佛的道理，作觀。

甚麼叫做「調暢」？身心很調順，很舒暢，不會「昏沈」，不會「掉舉」，不會

「散亂」的，這樣，又不「掉舉」，又不「散亂」，又不「昏沈」呢，叫做「調

暢」。「調暢」，很舒服的那樣，「暢」(指)你的血脈流通很暢達的，這樣又叫做不

「昏沈」，不「掉舉」，不「散亂」。如果你能夠不「昏沈」、不「掉舉」、不「散

亂」呢，你就能夠有力量，「堪能」，「堪」即是足的意思，「能」就是力量，有足

夠的力量去作觀，去審察真理。因為你的智慧怎麼來啊？你去聞所成慧，思所成慧，

修所成慧的啊，要「聞思修」。

那麼，「聞思修」要有力量去「聞」，你不集中，你怎樣「聞」啊？你不集中精

神，你怎樣將佛的道理思考啊？你不集中的時候，怎能夠將思考的道理透過修行去培

養它啊？這樣的時候呢，你要有種力量，這種力量叫做「堪能」，堪即是足夠的能

力，「堪能」就是有足夠的能力。「堪能」。於是，你有「輕安」呢，使到你有足夠

的能力去作止、作觀，作觀。如果你沒有「輕安」呢，你作觀一會兒，一是(會)「掉

舉」，一是(會)「昏沈」，一是(會)「散亂」，三者必有其一，甚至三者都齊了，相

間而起，「昏沈」完之後「掉舉」，「掉舉」完之後又「昏沈」又「散亂」，這樣就

硬是沒有「堪能」力量！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觀想，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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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五重唯識觀」，這樣每一重呢，要集中精神去思維啊，我睜大眼睛就

容易啊，閉 眼睛更難！你思第一重的時候，就思不到第二重，思到第二重的時候着

呢，就思不到第三重，更困難啊！比你睜開眼睛更難！這樣，所以定中你能夠「輕

安」起了之後呢，「堪能」的力量出現了，使到你由「聞」到「思」，由「思」到

「修」，它本身是「修」的。那麼，這個就是「體」了，這個「體」就使到你能夠對

治 重的，對治心理上的 重，心理上不 重，這生理上都不 重。麁 麁 麁 麁

因為我們生理上受心理影響的，這樣使到你有「堪能」的作用，舒暢、堪能就是

這個「輕安」。這樣，安慧菩薩就解釋了，他說，「謂能棄捨十(種)不善行。」「十

種不善行」是甚麼啊？這個殺生、偷盜、妄語、綺語、惡語、兩舌、貪、瞋與邪見，

還有一種啊？還漏了一種，還有一種是甚麼？

學生：「綺語。」

不是！漏了一種是邪淫，是了，沒錯了！因為有三種「身惡行」，有四種「口惡

行」，另外有三種「意惡行」，是吧？這樣就十種不善了。這樣，如果有「輕安」的

時候呢，這十種不善行就不會起了，不會起，即是你在定中「輕安」起的時候，你不

會偷盜、殺人啊，去邪淫啊，不會的。

這樣於是呢，「除障為業」，「障」，「障」有兩大類障，一類是「所知障」，

第二類是「煩惱障」。「所知障」是貪、瞋、癡。所知障。「煩惱障」呢，貪、瞋，

等等是所知障，哦，不是，貪、瞋這些是「煩惱障」，這個「煩惱障」以「我執」為

主的一切煩惱相應的心識活動，就叫「煩惱障」。以一切「法執」為主的一切煩惱

呢，叫做甚麼？「所知障」。

這樣就兩個不同，一個是「我執」為主，一個以「法執」為主。那麼，如果你起

了「輕安」呢，就可以除去了這兩種障，「煩惱障」不起，「所知障」不起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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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它的業用，這就是說，整個業用啊，就是十種不善行不起做它的業用，是「煩惱

障」、「所知障」不起，做它的業用，就是說，每逢「輕安」起的時候，你就不會做

「十惡」了，每逢「輕安」起的時候，你就「煩惱障」、「所知障」不起了。

不是說剷除啊，不起而已，請大家注意！當你出定了的時候，你沒有「輕安」

呢，你一樣會犯戒，是吧？你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語，這些全部會再起，只

是不起而已，就沒有說斷！他說，「棄捨」而已，暫時放棄了不起，這裏都是暫時而

已。這樣，為甚麼呢？要解釋了，「由此力故，除一切障，轉捨 重。」麁

由於這種力，「此」是指麼呢？指上面(說的)「輕安」這種力，「輕安」有這種

大的力量，所以使到那些十不善行，這些一切障，這個是 重來的，這是煩惱來的，麁

這些「煩惱」是一種 重，「所知」是一種 重。這樣，現在要去麁 麁 (除) 重，要對治麁

重，要有力量使到這些 重不能起，所以要除這些障，去除「煩惱障」，去除「所麁 麁

知障」了。這裏，這個注解，甚麼叫做「堪能」呢？看注解，他說，「於義理不堪忍

受」，就「即是昏沈。」他解釋這個「堪能」，就是說，有「堪能」的時候，就不會

「昏沈」，對於道理不能思維的，這個就是「昏沈」。

這個「昏沈」呢，如果有「昏沈」呢，就無堪任性，有堪任呢，就不會「昏沈」

的，他解釋這裏。這樣，「輕安能為對治。」「輕安」起的時候呢，你就不會「昏

沈」，一不「昏沈」，就是說你有足夠的智慧，有能力去思維佛經所講的道理。

這樣，有「輕安」起的時候呢，你就有足夠的力量去作觀了，作觀就作甚麼觀

啊？就作(觀)你讀的佛經的那些義理，作觀。

這樣，所以呢，修止觀的時候，一定要讀了佛經才可修，你不讀佛經的時候呢，

你作止還可以，你作止，但不能作觀的，因為講明了作觀是於義理作觀的啊！如果你

沒有力量，「昏沈」就不能夠堪任作觀，就不足以有能力作觀。那麼，現在那個「輕

安」起了，就對付這個「昏沈」，就是說，對付「昏沈」，就有堪能的力量作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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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義理，思維佛講的道理，這裏解釋「輕安」的作用。第九(個善心所)呢，「輕

安」起的時候，你的心理活動是甚麼？你在「定」中，是吧？「定」中的行為是善

的，這裏所謂「定」呢，就是「正定」啊！「邪定」不是善的，你「邪定」作觀去害

人家，你不是思維佛所講的經教的道理，你思維那些邪惡的東西去害人的時候呢，這

樣，那些「定」是「邪定」，不善了。

「正定」一定是善的，因為「正定」所思維，舉心動念呢，都與佛所講的道理相

應的。這樣，你的福呢，你一定有福報，福報最少生天，除了福報之外呢，還有智慧

的，還有智慧。這樣，所以「定」呢，只是幫助你有福而已，但是未必有智慧，但作

觀就有智慧。因此，「輕安」的時候，使到你能夠作觀，能夠作觀的時候，這個心與

佛的心相應，因此，你的心與佛的心一樣了。第九(個善心所)，「不放逸」，「不放

逸」。剛剛講的「放逸」，就是對邪惡的行為。

這樣，「不放逸」的時候呢，它不是一個消極的名詞，是積極的名詞來的，就能

夠對那個「放逸」呢，能夠克服它，這樣，所以說，「不放逸謂放逸對治。」這樣，

就是一種力量，心理活動的力量，能夠將你放逸去做壞事那種心識壓伏它的，這種力

量壓伏它的。這樣，就「依止無貪」，這種「不放逸」呢，它自己沒有實體的，原

來，是假立的，是由四種東西假立，他說，由「無貪、無瞋、無癡、精進」合起來構

成的，「依止無貪乃至精進」而構成，所以它自己是無體的。

這個是「無體法」，它自己是沒有實的自己的種子，因為唯識家講的阿賴耶識裏

面有些功能，這些功能呢，譬如我說「無瞋」，這樣就有「無瞋」自己的功能，「無

貪」就有「無貪」的功能，「無癡」有「無癡」的功能，所以我說它不是消極的名

詞，是個積極的概念。那麼，「精進」都有功能，力量來的，自己有自己的功能，有

種子的。

這樣，至於這個「不放逸」呢，是相反，是沒有自己的種子，就是說，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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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貪」一分，「無癡」一分，「無瞋」一分與「精進」一分，合起來一齊起的時候

呢，它產生作用，這個作用呢，「捨諸不善」，對那些不善的行為壓止它，不要繼續

做，這就「修彼對治」，能夠對惡行克服它，這樣的時候呢，假立它叫做「不放

逸」。假立它，能夠「修彼對治」與修諸善法，所以，你修諸善法、修對治，需要很

多種東西的，除了「精進」之外，還有「無貪」、「無瞋」、「無癡」配合的，這

樣，所以是四種東西配合，是假名叫做「不放逸」。

它自己又不只「精進」啊，看一下這種「精進」，「精進」也者，是懈怠對治。

就是這個人坐 不願動，「死蛇爛鱔」，那麼，對付這些「死蛇爛鱔」的這種心理的着

那種力量，就叫做「精進」。但是呢，「放逸」不只是「死蛇爛鱔」啊，它(「不放

逸」)不是「死蛇爛鱔」啊！它還在做壞事啊，做了損人利己的壞事，想辦法去爆竊

人家的夾萬啊，當你想辦法去爆竊人家的夾萬時，你用你的智慧，你用「無貪」、

「無瞋」、「無癡」、「精進」，加起來的力量，去制止你想辦法去爆竊人家的夾

萬，這樣的時候呢，你這種克服這種爆竊人家的夾萬的那種心理，這種「放逸」心理

呢，就叫做「不放逸」。

所以，「不放逸」不是坐 啊，「不放逸」是種力量來的啊！是克服「放逸」的着

心理，這個很特別啊！所以是積極的，它不是消極的詞彙，不是消極的概念，是積極

的概念，是力量來的，是 force。不過，這種力量呢，它自己不是單純一種東西來

的，是很多種心理活動合起來，其實我們的心理活動是很複雜的，是吧？是當它一起

的時候，不是單純一種東西起的，是呼群引類，同類的東西一齊起的，剛剛我們說，

為甚麼「無貪」、「無瞋」、「無癡」、「精進」可以一齊起呢？因為它們都是善

的！可不可以一部份善與一部份惡一齊起呢？不可以的，善起，惡就一定不起的，煩

惱起了，善心所就不起了。

因為，好像君子與小人，「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就「小人道

長」了，兩種東西不能夠並立的。但是，君子可以整班人一起並立啊！我們整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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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辦法救國家啊！可以這樣做；你整班小人想辦法怎樣去賣國求榮，這樣就是小人走

在一堆(齊)，君子走在一堆(齊)。這樣，所以你的這種活動呢，不只一種心識起，一

種心理活動起，可能是多種心理活動起，這個「不放逸」就是(這樣)了，不是單純一

種。那些力量去壓伏些甚麼啊？壞的行為啊！這些壞的行為在想辦法的時候，你已經

有智慧，你一定有「無癡」的心，有「無癡」的心，有「無瞋」的心，又有「無貪」

的心，加上個甚麼啊？「精進」，四種東西就假立(「不放逸」)，這樣，我們叫做

「分位假立」。我記得早兩三堂有位朋友問甚麼叫做「分位假立」，有很多種

「假」，是吧？有四種假，有兩種假，是嗎？又「有體隨情假」，不是，「無體隨情

假」，「有體施設假」，有很多種「假」，是吧？有「因緣假」、有「就緣假」、有

「對緣假」、有「隨緣假」，這樣他問一大堆東西，我就不好答他，因為到現在才可

以講，因為我答他的時候，就將時間耗費掉了，因為他都不知道講甚麼。

但是，到現在就知道了，我們的心識活動，有些是有「體」的，自己有自己獨立

的功能，有些不是的，它沒有自己獨立的功能，是幾種功能合在一齊，合作一齊出現

的。這就是說，「不放逸」如果離開「無貪」、離開「無瞋」、離開「無癡」、離開

「精進」，有沒有「體」啊？是沒有「體」，它自己沒有「體」。它就是個委員會來

的，即是組織一個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五個成員，那麼離開這五個成員呢，

是沒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啊！

這樣，國家安全委員會可不可以產生作用啊？又可以啊！因為它的成員可以啊！

它自己沒有「體」，但沒有「體」，未必沒有「用」啊！它的「體」就借人的

「體」，它不是完全沒有「體」的！就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來看，它是沒有「體」，

但成員有啊！他都是國防部長啊，參謀部長啊，某某部長啊，某某長、某某長，這樣

每個人施一份工作，擔當一種職能，那些擔當職能的人，他是有作用的啊！所以，合

起來是「假立」。

這個「不放逸」也是一樣「假立」的，由幾種心理活動合起來，變成一種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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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動，這樣我們叫做「不放逸」了。所以，「不放逸」就是「無體法」，因為依

「無貪」、「無瞋」、「無癡」，乃至「精進」。「乃至」，即是省略了兩個詞彙，

省略了一個「無瞋」，第二個叫甚麼？「無癡」，這樣叫做「乃至」。省略了一些東

西。這樣，於是「捨諸不善，修彼對治」與「修諸善法」的緣故，因此就叫做「不放

逸」，修對治，還修善法，修對治是消極的，修善法是積極的。

這樣，下面解釋了，下面的解釋是安慧的解釋，這樣，安慧他說，「謂貪瞋癡及

以懈怠名為放逸」，「放逸」也是無「體」的，「放逸」是由「貪瞋癡」那堆東西走

在一起就叫做「放逸」。因為「貪瞋癡」是做壞東西啊！每逢做壞事都「放逸」，它

都勤力啊！它勤力做壞事。這樣，現在對治這堆東西了，「對治彼」了，「對治彼

故」，對治「貪瞋癡」與「懈怠」，「是為不放逸。」這樣，就「彼依無貪、無瞋、

無癡、精進」這四種「法」，「法」即是事物，這四種事物而起的，這就對它的作用

是怎樣呢？因為對治不善法，修習善法，因為「不放逸」能夠將不善法，就是這個

「放逸」對治它，對治了不善法，就自然修善法了，修善法了。

因此，依「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而起呢，所以叫做「分位假

立」。「分位」是特殊的情況，特殊的情況，因為這個「無貪」、「無瞋」、「無

癡」自己有作用啊，這樣現在自己的作用之外呢，就集合在一起，就產生另外的一種

作用，這樣它的作用是特殊的，是特殊情況，叫做「分位」。「分位」即是某種特殊

情況，是不是包括全部「無貪」呢？不是，是部份而已。

是不是包括全部所有「無瞋」呢？不是，是某一份。是不是包括所有的「無癡」

呢？又不是，是一部份而已。這樣，所以叫做「分位」，「分位」就是特殊某種情況

起的時候，叫「分位假立的法」。那麼，這種「不放逸」起的時候，有甚麼間接作

用？即業用啊，有甚麼間接業用呢？他就說，「世出世間正行所依為業。」即是「依

不放逸」呢，先解釋「依」，就使到世間正行，就是世間上的正確行為與出世間的正

確行為，能夠產生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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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甚麼叫做世間的正確行為啊？即是我們的正確行為了，世間。現在你呢，就勤

力讀書，勤力去做義工，這個是世間(正行)了，你去勤力起那些房舍，就起得很正確

的，沒有短樁的，這樣就是世間正行了。甚麼叫做出世間正行啊？讀經教啊！修止觀

啊！那麼這些是甚麼？就是出世間正行了。這樣，就出世間正行所依與世間正行所

依，都要靠「不放逸」。如果「放逸」一起的時候呢，世間正行都不行，你要貪贓枉

法，你會短樁，短樁百分之五十都敢做的，這樣的時候呢，你因為「放逸」自己啊！

還說做壞事不用死啊！這樣，所以做壞事還有幾種東西，是吧？他呢，就不知道

「慚」，不知道「愧」，是「無慚」「無愧」！沒有了「慚」，沒有了對自己良心的

交代。

沒有了「愧」，不理社會的輿論，被人揭發了，太遲了，揭發了，一是吊頸死，

貪官污吏，大陸的貪官污吏，差不多個個月都有人自殺的，因為那個輿論壓力太大

了，朱鎔基找到他，有甚麼辦法啊？這樣他自己了結自己了，那個輿論。因此，這個

「世間正行」，「不放逸」了，這個「世間正行」才會出現，就使到「世間正行」出

現。「出世間(正行)」更加要了！「出世間」怎麼修「放逸」啊，不行啊！是吧！所

以，「世間正行」與「出世間正行」都依它(「不放逸」)而起的。

這樣就第十種了，我這處加了注解，這個注解我加進去，他說，「於所斷惡法」

就有種作用，「令不起」的，那個「不放逸」起的時候呢，世間惡法就不起了，「所

修善法令增長」，修「不放逸」呢，你正在修善的時候，它就加速修行，使到增長起

來善行，對惡行就停止它，對善行就加速它，這樣，這個就是「不放逸」了。它就是

「分位假立」，「分位假立」即是假法，但這種「分位假立」的「假」呢，是表示甚

麼啊？是沒有自己的種子，它即沒有自己的功能，就不同「三論宗」的甚麼「因緣

假」、「隨緣假」、「對緣假」、「就緣假」。

「三論宗」將假法分作四大類的，一類叫做甚麼啊？「因緣假」，這張 就是枱

「因緣假」，因為這張 就是甚麼啊？這個 面啊、 腳啊、木啊、釘啊，合起來枱 枱 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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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離開這些因呢，是沒有這張 的，這樣就叫做「因緣假」。那甚麼叫做「隨枱

緣假」啊？「隨緣假」就是這個 生聽某種經教，他就得道，於是佛就講經教給他衆

聽，譬如這個人聽「空」的道理得道的，於是佛就對他講「空」；這個 生聽「空」衆

聽不進耳的，他要聽「有」的，於是就講「有」給他聽，這樣就隨 生之所緣為他說衆

法。這些說法是真的還是假的？都假，這些所說的法未必代表絕對真理，是隨著這個

緣而講的。這樣，所以佛就因為有人貪心，因為貪彼，佛就叫他布施，這樣布施的時

候呢，當他能夠布施的時候，佛又怎麼說？布施都不行啊，應該無相布施，你不要執

著有實的布施，將布施都怎樣啊？否定它啊！提升這個生命啊！不要執著實的布施，

是沒有布施的，應該是無住布施才對！這是隨緣啊！

為甚麼不開始講布施都是無相的？如果一開始講布施都是無相的，這樣究竟要不

要布施呢？因為個個都有相啊！布施不到啊！這樣就隨緣了，初初就講有相的布施，

講完呢，講無相的布施，講完無相呢，連相、無相都不講，都不講，是非有相非無相

布施，這樣最後呢，連布施的概念都沉了，這樣所以隨緣了。所以說法都假的，所以

佛沒有說一個字，假的啊，說甚麼啊？所以，佛有說法還是沒有說法呢？如果實的法

呢，佛沒有說；如果假的法呢，佛是有說法。

說的是甚麼啊？是隨緣假法！是吧？隨著緣而講的，隨著 生需要甚麼，佛就給衆

他甚麼！所以，不是絕對的啊！因應他的需要，因他的根器需要而已，所以，說的那

些法都不是真實的！這樣，甚麼叫做「對緣假」呢？「對緣假」就是這個人貪，這個

人執著「有」，這樣，於是這個人的「有」心是很重，於是就講「空」了，講「空」

了，這樣與隨緣有些不同，「隨緣」是講甚麼啊？他能夠接受「空」，這樣就講

「空」，這就叫「隨緣」。

他能夠對治他自己的弱點而講的那些法，這個就是「對緣」，「對緣」。這樣，

有種「就緣假」，「就緣假」呢，好像外道那樣，就住外道的執著，於是將外道的道

理推翻它的，引導向正理的，這叫做「就緣假」。這裏呢，都是假法，都是「空宗」

所講的四種假。這樣，唯識宗講兩種假，一種叫做「無體隨情假」，是吧？本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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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的，甚麼叫做靈魂？沒有靈魂的啊，但是因為你執著才有啊，無體，隨著妄情而

有。一種呢，就是「有體施設假」，沒錯，譬如，這個山河大地，它有體的啊，但有

體是否真的好像你講的山河大地那樣呢？這又不是，是在這物質現象之上，是假立這

個叫做山，那條叫做河，山中這個叫喜馬拉雅山，那個叫甚麼啊？維多利亞海港，那

個叫獅子山。

這樣就給個名字而已，這樣於是有體施設名稱，這就都假啊，都假！不真實的，

因為它沒有實體的啊，它 緣和合所產生的。這樣現在講的「假」，不是這麼解釋衆

啊！這個「分位假立」，「分位假立」這裏特別講，是集中講某種心識活動之上，某

種情況之下給個名稱它，「分位假立」最主要是指它自己是沒有種子的，它自己是沒

有種子，是一種特殊情況之下，假立某個名稱。

它本身都是假的，譬如，我們剛剛講，剛剛講「不放逸」，在四種東西上來講，

在哪四種東西啊？在「無貪」、「無瞋」、「無癡」、「精進」來講的啊，那麼，但

「無貪」是不是實的啊？「無貪」都不是實的，「無貪」本身都是假的，「無貪」是

甚麼假啊？「無貪」是「因緣假」，是 緣和合產生「無貪」的，這樣在「因緣假」衆

之上再「分位假立」這種「假」，這樣我們叫做「分位假立」，在特殊活動之上，再

給個名稱它。

這樣就無端端多了一個名稱了，有甚麼用？因為在佛在世的時候，與世親菩薩在

世的時候，那些人對這個「放逸」是很深刻的印象，他們知道甚麼叫做「放逸」，這

樣就順著 生的那個妄情，有「放逸」這個概念，所以佛就教怎樣克服這個「放衆

逸」，叫做「不放逸」，這樣順著 生的根器講呢，所以建立一個「無貪」、「無衆

瞋」、「無癡」、「精進」之上「分位假立」的「不放逸」的心識活動，哦，是「不

放逸」的心理活動。

於是，「不放逸」是無體的，無體就不是沒有東西，是以甚麼為體？是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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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無瞋」、「無癡」、「精進」為體，這樣的解釋，它不是真的無體啊，是以

這四種為體，它沒有自己的體。

好了，第十種了，第十種的時候呢，我們叫做「捨」，「捨」，我們有幾種

「捨」，這種叫「行捨」。我們還有第二種「捨」，「捨受」，是吧？即苦受、樂

受、捨受，「捨受」即不苦不樂。但是，這種「捨」不是不苦不樂。這種「捨」就是

特別的一種，「行蘊」裏面的「捨」，那麼，這種「捨」是甚麼來的呢？他解釋，

「云何捨？」甚麼叫做「捨」呢？「捨」是這樣的，「謂依如是無貪、無瞋乃至精

進」。一樣啊，一樣啊，因為「無貪」有很多活動的啊，「無瞋」有很多活動的啊，

「無癡」有很多活動的啊，「精進」有很多活動的啊，那麼，在這些之上，就獲得三

種特性，哪三種特性啊？

這樣，與那個「不放逸」不同啊，它第一呢，就「心平等性」，這個心不會搖動

的，這個心就不會是傾側的，下面我再講，「心正直性」，這個心不會搖動的，「心

無功用性」，這個心不需要加功修行，它都起活動的，這樣就產生三種作用。因為透

過「無貪」、「無瞋」、「無癡」、「精進」，這些這樣的心識活動，就構成三種特

質，一種呢，「心平等性」特質；第二是「心正直性」特質；第三呢，「心無功用住

性」，「心無功用性」加個「住」字，省略了，這樣構成了這三種特質，就叫做

「捨」了，這個「捨」字這樣解釋啊。

那麼，「捨」是怎樣呢？我們先不要解釋後面，看看「心平等性」是甚麼？這樣

就看下面，看釋文，這個是安慧的解釋，他說，依「無貪」、「無瞋」、「無癡」、

「精進」這四種東西，這樣有時候呢，「或時遠離昏沈掉舉」等等過失，這樣得「心

平等性」了。

「心平等性」即是甚麼呢？即是不會「昏沈」，不會「掉舉」，不會「散亂」

的，都是定中講的，因為我們修定的時候呢，我們很容易「昏沈」，「昏沈」即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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瞓(意指打瞌睡)。在定裏面瞌眼瞓(意指打瞌睡)，譬如你正在數息，正在數一、二、

三 呼吸，一，這然後一呼一吸，二，又一呼一吸，三，那麼數到十都可以，這然⋯⋯

後又再數過，又由一數，這樣數三、四次都可以，但是(數到)第五次，數著數著你就

瞌眼瞓(意指打瞌睡)。或者，你就不數息了，你作觀了，作觀有沒有「生」啊，這個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這樣作觀都可以啊，這個

是《中論》的，是嗎？這樣將《中論》的無生道理思維，思維著的時候呢，完全沒有

能力再思維，瞌眼瞓(意指打瞌睡)了，這樣呢，叫做「昏沈」。

「掉舉」是怎樣呢？「掉舉」就是當我數息，數著數著(的時候)，數到九的時候

呢，就不記得數十，想了昨日去吃飯，那些飯怎樣好吃，你沒有瞌眼瞓(意指打瞌

睡)，你沒有，你很清醒，你有堪能，但這個堪能不是好像你的目的那樣的堪能，想

了吃東西的堪能，想了另外的東西，這樣就「掉舉」，即這個心想了另外的東西，不

能向著那種想了。

這樣，如果你又不「掉舉」，又堪能，數息又清清楚楚地數，隨息又清清楚楚地

數，觀想又整個道理的那樣想，「無自性生，無他性生，無自性加他性生，又沒有無

因生的。」這樣逐種逐種地思維，這樣你呢，達到這個目的了，「心平等性」，這樣

心就平等了，如果你達到這樣的「心平等」呢，這樣就叫「捨」。

或者呢，或時這樣，或時，「或時任運無勉勵故，次得心正直性。」這處，我懷

疑他錯了，我懷疑。我先改了，「或時任運無勉勵故，次得心無功用性。」我認為這

樣解釋才對，先解釋，甚麼叫做「次得任運無勉勵」呢？

因為，我們一般修定的時候，要激勵自己，「我現在因為要尋求真理，所以我要

入定，入定的時候，我要迫自己要集中精神去做，你不集中精神，會掉舉的。」這樣

很吃力的激發自己。當我「昏沈」的時候呢，用「舉法」，是吧？用「舉法」；如果

我「掉舉」，就用「止法」。這些是方法來的，是修定的方法，即你有「昏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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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對付「昏沈」呢？這樣，經教就教我們怎樣對付「昏沈」，當我「掉舉」的時

候，經教就教我們怎樣對付的。所以，當你一下不留神的時候，你知道怎樣對付的，

所以很吃力的，這樣吃力，叫做「勉勵」，勉勵自己，勉強自己，激勵自己去進行修

止，去進行修觀。但是呢，如果「捨」的境界是不需要的，是「任運而起」，「任運

而起」即自然而起的。我修數息，就自然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

我觀想有沒有「生」呢，有自性生、他性生、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全部

都不對的時候呢，我有力量自己這樣觀下去的，不需要激勵自己，當你到這個境界

呢，我們叫做「無功用境界」。這個境界很高的啊！是不需要有認個目標、目的，激

發你去做一種東西，是自然做的，自然而做的，任運而轉，自然而然的，是自在的，

所以，「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當他「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這種觀是甚麼觀啊？是甚麼？是心任運，是無功用任運觀。這不需要好像

我們那樣很吃力的。我們需要「九住心」，「九住心」，由「內住」、「等住」、

「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心一境性」，這樣然

後到入正式定了，入正式定了。我們在「心一境性」的時候呢，是有功用的，入到定

的時候呢，我們就「等持」，我們叫這個名做「等持」，當「等持」的時候，是這個

境界，是無功用，不需要加功的。在「心一境性」的時候呢，心趣一境的時候，心趣

一境還要很吃力，現在要集中精神了，一不集中精神的時候呢，你散亂的，這個心散

亂。

但是，在第九心，不是，在第八心再入第九心的時候呢，就到「等持」境界了，

「等持」是個特別的名稱，是正式入定了，那時候是無功用，不需要吃力，自然入

的，那時候呢，自然輕安就起了。這個「等持」的境界，即是第九心的時候會起的。

這樣，相對於第八心來講呢，第八是有功用的心，有功用好不好呢？不好的，即不是

很好啊，因為要用功啊！要用功就不好的。要很自然而然起的，無功用就好了，有功

用就不好的，好像你買了新鞋，你初初穿新鞋呢，有功用，因為穿了新鞋覺得有對

鞋，但這對鞋跟著你穿了兩、三日呢，你不覺得有(鞋)，你自然穿得很舒服，走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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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如飛，這樣健步如飛就肯定好過綁著腳走了，是嗎？就是好像練功，練少林功，練

甚麼功，你拿塊鐵綁在腳上，所以有功用，但你成就了，你走慣了，上山下山的時候

呢，你不覺得有塊鐵在的時候呢，你就無功用，自自然然走得很快，你除了塊鐵就更

快，健步如飛，更快。

這樣，修定一樣，初初的時候呢，很吃力的，初初你的心一不吃力呢，「掉

舉」、「昏沈」起了，一定起的，不用三分鐘就起了，你一定要留神看著，好像那隻

貓看著老鼠那樣，一出來就撲上去，不要它起，所以叫「安住」，這個心一亂，要安

回它，「安」即是求其放心，這個心一走去想了另外的東西，拉回來，(好像)拉馬騮

仔，不要走去別的地方，在這個心之間，這樣的時候，你要拉它回來的啊，所以很攰

(累)啊！是吧？所以，你初初學修定的時候，半個鐘頭已經夠了，根本很 啊。攰

所以，你做完事放工修(定)是修不到的，因為甚麼啊？你整日的精力都用盡了去

做事啊，做各種不同的工作，那麼你哪有力量去修呢？這樣修就要培養好精神才修。

但是，如果你無功用就很容易了，坐下來修行，就自然你的力量發揮了，這處呢，我

說這裏是屬於「心無功用」。這處就「或時」，這個叫做「捨」，「捨」有這樣的功

用，還有呢，「或時遠離諸雜染故。」當有「捨」的時候呢，到這裏的時候呢，就一

切貪、瞋、癡、煩惱等等會停息，這樣停息的時候呢，所以叫做「心正直性」。「心

正直性」，這個心不會被貪啊、瞋啊、癡啊，譬如我鍾意快樂的時候，你喜愛快樂，

你起「貪」，你鍾意快樂、你鍾意快樂，你鍾意喜，就喜的「貪」；你鍾意樂，(就)

樂的「貪」。這樣就未算是心正直了，因為你這個心與「貪」相應啊！

我們的「九住心」裏面，我們到第五住、第六住都有「貪」，是吧？這樣的時候

呢，你的心都未到正直，要到第九住，這樣才心正直，第九住才出現，因此呢，我就

說，遠離了一切雜染，一切「貪」啊、煩惱等等，就叫做「心正直」。就不叫做「心

無功用」。不過呢，我就不知道為何安慧的原文就說，「任運無勉勵叫做心正直」，

離開「貪」等等的雜染呢，叫做「心無功用」，我想是錯的，應該調轉才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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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這個聖人所做的解釋，我就照講，照錄。這樣，但是我講解的時候呢，我就用我

的觀點，將它調轉解釋，這樣，各位可以不用我的觀點的，這是我的看法，介紹給大

家聽而已，你可以照解可也，你自己可以解通它了，解通它為甚麼無勉強、勉勵叫做

「心正直」呢？離開所有雜染反為叫做「心無功用」呢？

這樣，你自己去解通它，我就解不通這裏，我要調轉它(解釋)才通，調轉了的意

思就沒有問題了。那麼，其實都無傷大雅的，即是你調轉了都無所謂，調轉了都是這

麼多的東西，沒有加多一分，沒有減少一個字，是吧？但是調轉去解呢，就很自然

了。

了解到這裏呢，看一下注解，「心平等」是代表甚麼呢？是「心不高不下」，這

個心就不會忽然間「掉舉」，「高」就代表這個「掉舉」；「下」呢，「昏沈」，是

嗎？所以，有「捨」的時候呢，就沒有「昏沈」，沒有「掉舉」的。這樣，「心正

直」呢，就離開一切分別，不會起分別，這個心不偏不倚啊，不會起「貪」啊，不會

起「癡」啊，不會起其他煩惱的，這個心是不偏不倚，這樣叫「心正直」。甚麼叫做

「心無功用」呢？就「無發動」，即離開發動、離開思慮，任運自然而起的，「發

動」即是我想觀的時候，有種東西激發你去觀啊，這樣是有「發動」。思慮的時候

呢，我們常常都想 那種事情，很吃力地想 那種事情，這是有「思慮」。無「思着 着

慮」是無需要吃力的，自然而然起的，這個叫做「無功用」。這樣解釋過了。

所以，我就說，「遠離諸雜染故」呢，就「心正直」，這個意思都是遠離分別，

心不二，所以應該是(離諸)雜染這部份才是「心正直」。至於，任運的、無勉勵的，

這個應該「心無功用」。應該這樣解釋就比較好一些了。那麼最後一個了，就是第十

一個(善心所)，「不害」。「不害」也是假立的，根本沒有一個「不害」，「不害」

就是慈，就是「無瞋」來的。那麼看看，甚麼叫做「不害」呢？「謂害對治」，就是

害人的心理，克服它，就是有一種心理活動，去將殘害別人的那種瞋心呢，壓伏它

的，壓伏這種瞋心的。那麼，以甚麼為性啊？「以悲為性」。「悲」就是人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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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除了人家痛苦，不想他痛苦。

這樣，不想他痛苦，就肯定不會害他了，痛苦都不想了，何況加痛苦在他身上

呢，自然就「不害」他了。這樣，於是呢，「不害」就是悲了，「不害」。「無瞋」

叫做慈，這樣其實都是「無瞋」來的。這裏就是「悲」了，那麼安慧怎樣解釋呢？他

說，「由悲故」，由於你是悲憫心起了，他說，「不害群生」，「群生」即是 生，衆

群者 也； 者，群也；一堆人即是 啊，對 生你不會損害他的。這樣，「是無瞋衆 衆 衆 衆

分」，是「無瞋」的一部份，分位，是「無瞋」的一個分位，即一個特殊的活動來

的。

這樣就「不損惱為業」，它的作用呢，「不害」起的時候呢，就不會損害 生，衆

不會激怒 生的，「惱」即是惱亂，激衆 (怒)人家，這個「損」是損害，損害人家，激

怒人家，不會的，自然就起了。這樣，我們知道「不害」是無體了，這個「體」是以

甚麼為體啊？是以「無瞋」為體，借「無瞋」，因為「無瞋」有很多作用的啊！現在

有一種小作用，就叫做「悲」，人家有痛苦，是拔人家的痛苦。「慈」就與樂，給與

人家快樂，使到他快樂。「悲」呢，就是人家有痛苦的時候呢，是除去人家的痛苦，

這樣所以不會害人了。

這樣，蔣維喬先生就解釋了，他說，「慈是與樂」，很清楚了，「慈」就是給快

樂別人；「悲為拔苦」，「悲」的意思就是人家痛苦，就取消、取掉了這個痛苦，拔

除人家痛苦，它是「無瞋分」，即是「無瞋」的分位假立。今日呢，我們只是講到這

個所有的善心，這些善心其實很重要啊！如果你只懂這十一種善心，而實踐這十一種

善心，你不用看其他了，無用的其他的東西！齊全了！善的行為，你可以成佛都靠這

些善啊！因為其中有種善是甚麼？是「精進」！這樣，所以就最主要的那部份心所

呢，就是這十一種善心所了。那麼下個禮拜再見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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