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五蘊論》，我們講的這本是《大乘廣五蘊論》。這樣，(對)大家要抱歉的

就是我們的講座《大乘廣五蘊論》全部的內容呢，今堂是最(後)尾的一堂，就不能夠

全部講完。這樣，就由於我們的安排與預算的時候出了錯，因為我們本來預算講八堂

才講完的，但是只訂了六堂的講堂，因為這個講堂訂不了連續八堂。這樣，即使訂了

八堂，我也講不完，因為訂了八堂也只是講《大乘廣五蘊論》就講完，只是講《大乘

五蘊論》就講得完，但是加上《大乘廣五蘊論》呢，即加上這個安慧的解釋呢，這就

沒辦法在八堂裏面講得完了。

這樣，所以今堂我們講完之後呢，就應該我們會停幾個月了，到十二月的時候

呢，我們就再安排講下半部。現在是(講)上半部，《大乘廣五蘊論》的上篇。那麼下

篇呢，要我在十二月回來香港時再講，因我下個月返去溫哥華，我離開香港，下個月

三月，我離開香港，這樣，我在北美那處逗留幾個月，那麼到十二月的時候，我會再

回來香港，與大家再見面，一同探討這部《五蘊論》的全部內容。因為未講完的時

候，所以，我今堂就將這個「五蘊」重新簡單的綜合性地、概括地來做一個總括。

《大乘廣五蘊論》，「五蘊」就是甚麼呢？我們的生命假體，「五蘊」就是假相

續，建立「五蘊」的這個目的呢，我們每一堂都強調的，就是說，我們的生命沒有

「一、常、主宰」的一個靈魂，我們的生命不是一個一體的、永恆存在的、能夠主宰

我們行為的那個生命體，不是的。這樣，既然不是，那就是說，我們的生命不是

「一」，是很多東西組成，有「色蘊」組成，「受蘊」組成，「想蘊」組成，「行

蘊」組成，與這個「識蘊」組成，是有這麼多種組成，所以是「非一」，就不是一個

獨一體來的。

第二呢，就它不是「常」的，為甚麼不是「常」呢？因為「色蘊」是兩大部份，

「能造色」與「所造色」都是剎那生滅的，生生滅滅，常常在變化當中的。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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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蘊」、「想蘊」是心所來的，心所也是一生一滅，一生一滅的那樣不斷進行的。

這樣，「行蘊」呢，就是「心相應行法」與「心不相應行法」，這即是心所與一些關

係性概念，「心不相應行法」就是關係，某種關係，它是一個概念來的，這樣它們都

是不斷生滅的。這個「識蘊」了，最後一個是「識蘊」，「識蘊」是八識，八識是前

五識，加意識，加末那識，加阿賴耶識，這樣它們都是有生滅的。

因此，整個「五蘊」裏面，除了不是「一」之外，它又不是「常」，而且《大乘

廣五蘊論》是不攝「無為法」，講「十二處」、「十八界」，我們(講的)《大乘廣五

蘊論》後半部，講「十二處」、「十八界」，這些我們未講到，這些呢，就可以攝

「無為法」，即是攝真如體。而「五蘊」是不講真如的，是講現象，因為我們的生命

就是現象來啊，因此呢，它就一定不是常，於是就打破了第二種執，打破了對我們的

生命體以為有個「一」的，以為有「常」的這種執著。這樣就第三種意義呢，《大乘

廣五蘊論》就是打破了一個人以為我們的生命體自己做主宰的，我就是我命運的主

宰，我們就是一個生命體，可以鍾意造作甚麼，就造作甚麼；鍾意感受甚麼，就感受

甚麼，這樣就叫做主宰。

但是，實際不是的！因為，所有這些「色蘊」、「受蘊」、「想蘊」、「行

蘊」、「識蘊」，都是隨緣的，緣具足它就顯現，緣不具足它就散滅的，這樣的時候

呢，就是「五蘊」本身活動是並沒有主宰性，都是隨緣而生，隨緣而滅，是緣生緣滅

的，是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的一個這樣的活動體，這樣所以它不是主宰性了。這樣，

既然我們的生命體離開「五蘊」不存在，而「五蘊」本身不是「一」、不是「常」、

不是「主宰性」，這就是我們的生命體就不是「一」的生命體，「常」的生命體與有

主宰性的生命體。

這樣，如果你說有一個靈魂的存在，它是「非一」、「非常」，又「非主宰」

的，這樣的靈魂根本與普通的現象沒甚麼不相同！這樣就不存在實的，「一」、

「常」的、「主宰性」的靈魂，根本不存在。這樣，如果你懂得你的生命是「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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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組成呢，你不會執「一」、不會執「常」，不會執這個「主宰」。這樣，於是就沒

有了「我執」，沒有了「我執」呢，小乘人就可以證得「阿羅漢果」了。

那麼，大乘人就未夠，沒有了「我執」之外，還要破「法執」，破了這些

「法」，「色、受、想、行、識」，每一種都是現象來的，現象本身沒有實體的，這

樣就連這個「法」都破了，這樣你就可以成佛了。這樣，所以這是一個途徑去得到解

脫的，得到出離生死的一個解脫。所以，在《阿含經》裏面，你從「五蘊」去理解，

於是去到阿蘭若的清淨地方修行，沒多久他就證得「阿羅漢果」了，就這樣修行，他

不是成佛啊，證「阿羅漢果」，因為只是破「我執」，未破「法執」，如果破「我

執」，同時破了「法執」，他才能成佛的！如果只是破「我執」，而不破「法執」

呢，就是小乘人修行證的「阿羅漢果」，就不能夠成佛。

這樣，我們大概將整個「五蘊」的全部內容講，那麼，我們上一堂正在講這個

「行蘊」的，就是「色、受、想」都講完。這樣，這個「行蘊」就兩大部份，一個

「心相應行法」，一個就是「心不相應行法」。這樣，「心相應行法」的時候呢，我

們就是講「心所」了，「心所」裏面就分開六大類，六大類，那麼，第一類就叫做

「遍行心所」，即是「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心所」。這五個「心所」裏

面呢，我們講的這個「行蘊」的時候呢，他就將「受蘊」、「想蘊」不講的，「受

蘊」、「想蘊」之所以不講也者，因為「五蘊」裏面呢，我們將兩類「心所」提出

來，變了做兩種蘊，一種是「受蘊」，一種是「想蘊」，這樣於是在「行蘊」裏面的

五十一個「心所」裏面就剔除這兩個，(只)得四十九個，是這樣。

這就我們要計算兩個「行蘊」當中所具有的「心所」裏面呢，有五十一個就分開

這五大類：第一類，就是「遍行心所」，我們上次講過了，即是「觸、作意、受、

想、思」。第二類就叫做「欲、勝解、念、定、慧」等等，這個「別境心所」，因為

它的對境不相同的，「欲」所對的境與「勝解」對的境是不相同的，「欲」所對的境

就是你所樂的境，就是「欲」；「勝解」所對的境就是決定境，所對的決定境才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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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解」；如果對「欲」的境，就是你鍾意的東西，未必是「勝解」的，所以對的境

不相同呢，所以就是「別境」，別別不同的，裏面的五個心所所對的境是不相同的。

這樣，第三類呢，就是我們上一堂講的「善心所」，就是說，「信、慚、愧、無

貪、無瞋、無癡」等等，「勤、安、不放逸、行捨、不害」這十一個心所，又叫十一

個「善心所」。那麼，我們上一堂就講到這個「善心所」。這樣，今日開始就講「心

所」裏面的這一類，叫做「煩惱心所」，或者正式講呢，最詳細講呢，就是「根本煩

惱心所」。

除了「根本煩惱心所」之外呢，我們還講那個「隨煩惱心所」的，「隨煩惱」就

是跟隨這個煩惱而產生的其他煩惱的副作用，它有少範圍的「忿、恨、覆、惱、嫉、

慳」等等；中範圍的，我們有「無慚、無愧」這兩個；大的範圍呢，「昏沈、掉舉」

等等，乃至「散亂」、「不正知」等等，那麼，這些就是大「隨煩惱」，這樣我們這

堂都講不到這裏，我們今堂最多講到「煩惱心所」，就講不到這個「隨煩惱心所」。

還有四個呢，就是「不定(心所)」，它是善的，還是染的，是不定的，看實際情

況，如果它是隨染心一齊起就是染，隨淨的心、善的心一齊起就是善，這樣的時候

呢，這有四個，「悔、眠、尋、伺」這四個。那麼，今日我們都不能講，這些都不能

講，講心所，就講「煩惱心所」了，今日就這樣，大概的情形就是如此。這樣，然後

我們看看「煩惱心所」，第一個，「煩惱心所」一共有六個的，六個，但六個裏面很

複雜，因為這個「慢」裏面一開就開了七個，那個「見」呢，即「惡見」，一開就開

作五個，這樣就變得很複雜了，就不是單純一個問題了。

這樣，先看第一個「貪」，這個「貪」就比較容易了，那甚麼叫做「貪」呢？

「貪」是在「五蘊」之上，是「染愛耽著為性」，這就是說，「貪」是貪我們的「五

蘊」，「五蘊」就是甚麼呢？我們的生命體就是「五蘊」，即是我們的生命假體就是

「五蘊」，一般的 生就以為這個「五蘊」就是「我」了。這樣，有兩種講法，一種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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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就是「五蘊」另外有「我」是生在「五蘊」裏面；一種呢，就「五蘊」本身就是

「我」，這樣說。那麼，「五蘊」與「我」是不是「我」呢？有幾種講法的，「即蘊

我」，這個「五蘊」就是「我」；「離蘊我」這個「五蘊」不是「我」，是「我

所」，是我所居住的，我一生寄托在裏面的。

這樣於是呢，如果「我」是寄托在「蘊」裏面呢，一是這個「蘊」大，「我」

小；一是「我」大，這個「蘊」小；一是一樣那麼大，是吧？這就是「我」在「蘊」

中，一是「蘊」在「我」中，一是呢，互入，「我」入「蘊」裏面，「蘊」又入

「我」處，這樣就有三個情況，有三個情況。如果這個「我」大呢，這個「我」變了

甚麼啊？遍虛空了。如果這個「我」小呢，因為有些部派執與外道執呢，這個「我」

是最細，一個極微那麼細在我們的身體運行的。那麼，有一派就不是，這個「我」

呢，就是與我們的「蘊」，「色蘊」有多大，這個「我」就有多大。

那個 BB仔呢，他只是六磅重的時候呢，這個「我」就六磅重，就是與六磅重的

軀體填滿了，一定要填滿了，不填滿了不行啊！為甚麼？如果不填滿了，就填這隻腳

呢，這個頭，打他(的頭)都不痛的，因為這個「蘊」感受苦樂的啊，這樣一定填滿

了，全身有感觸，有感覺的啊，這樣，所以這一派就這個軀體有多大，這個「蘊」就

有多大，因為雙入，「蘊」在「我」中，「我」又在「蘊」裏面。這樣就有幾種形態

的，當時那些外道有幾種形態。但是，無論如何，你對這個「五蘊」軀體是執 的，着

你起種貪愛沉著對「五蘊」這個假體，這樣叫做「染愛耽著為性」。這個就是體。這

就是說，「貪」就是對任何東西染愛耽著。那麼，這個就是世親菩薩的《廣五蘊論》

的解釋。

這樣，無著(安慧)菩薩另外解了，他說，「謂此」，這個「此」就是「貪」了，

所謂「貪」，就是說，這個「貪」本身就是「纏縛」，「輪迴三界」。他說，由於這

個「貪」的存在，就使到這個 生有種東西縛著他，這個「貪」縛著他，這樣他就在衆

三界裏面流轉不息了，好像輪迴那樣流轉不息了。「三界」即是欲界、色界、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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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就流轉不息了。這樣，為甚麼流轉不息呢？因為如果這個 生生於欲界，他一定衆

對欲界的生命起「貪」的。如果這個 生根本對欲界生命不「貪」的時候呢，他不會衆

投生欲界，那種東西你都不鍾意。

因為你想投生欲界，一定有對欲界起這個欲求，就是那個「別境心所」的叫做

「欲、勝解、念、定、慧」，這個「欲」即是希求啊，對那種東西希求，如果你鍾意

它，你貪著才希求啊，根本我不鍾意的，我視金錢如糞土的，這樣你不會去貪著那些

金錢。

那麼，你為甚麼要博命搵(錢)銀呢？因為你對(錢)銀是貪著，對金錢你是貪著

的，金錢是資具，使到你的「五蘊」在三界裏面，在欲界對你的生命體很有幫助的，

去支持你能夠在欲界生存的，所以對那些資具呢，你會貪著它，這都與「五蘊」有關

的，因為它都是，金錢都是「色蘊」來的啊，這樣就纏縛住你的生命體了，使到你在

三界輪迴，對於欲界有貪著所以你才輪迴的啊。

這樣，如果你對欲界無貪著呢，就不會生在欲界。同樣道理，你對色界有貪著，

才會生在色界；你對無色界有貪著，才會生在無色界。這樣，如果對欲界、色界、無

色界都無貪著的時候呢，這樣你就不會輪迴了。不過，你說，我不貪著，你口說我不

貪著而已，但你心中會貪著的啊！因為你有末那識，有「我愛」啊！

因為末那識有四種壞蛋，一個「我癡」，第二個「我見」，第三個「我慢」，第

四個「我愛」，「我愛」就貪著這個「我」啊！貪著這個「我」啊！「我」就是甚麼

啊？一是「五蘊」，一是與「五蘊」一齊並存的一個存在體，與「五蘊」有關！一是

「我」即是「五蘊」，就是「即蘊我」；一是「離五蘊我」，而將這個生命體寄在

「五蘊」裏面，這都與「五蘊」有關的！

因為愛屋及烏啊，如果你生在「五蘊」裏面，你沒有理由拆散「五蘊」，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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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害「五蘊」，這樣不會啊！你一定好好保護這個「五蘊」，你一定貪愛「五蘊」，

因為離「蘊」的時候呢，這個「五蘊」就是資具，就是「有的資具」，一定要貪「有

的資具」，因此，因為有「貪」，因為貪這個「五蘊」，這樣就纏縛住你的生命。

「纏縛」表示甚麼啊？不能夠解脫，不能夠出離生死，將你纏縛。於是，欲界有

欲界「貪」，色界有色界「貪」，無色界有無色界「貪」，因為這樣，你才可以投生

去那處，這種叫做「煩惱潤生」，使到生命，滋潤你的生命，使到能夠生在那處的存

在。這個就是安慧講出這個「貪」的作用了。

這樣，既然「貪」是這樣流轉生死，這就是你苦了，因為個個都怕生老病死的

啊！這樣，生老病死使你苦呢，於是有「貪」呢，就「生苦為業」了，由於你「貪」

做因，就引致這些副作用，就引起痛苦的生命。這就是在「四聖諦」裏面，「苦諦」

的淵源就是「集」。「集」裏面是兩種東西，一種是煩惱，即是這個「貪」；第二

呢，就是造業，因為煩惱跟著「貪」的時候呢，為了達到目的，你就不惜做各種善惡

的行為，有漏的善行或者有漏的惡行。

這樣，於是有行為配合了「貪」這個煩惱，或者這個「惑」，其實是一種東西

啊，「貪」即是煩惱的一類，煩惱即是惑，這三種，於是產生「苦」了，這樣於是產

生「苦」做它的間接作用了。那為甚麼產生「苦」做它的間接作用呢？這樣，安慧再

解釋，「由愛力故。」由於你貪愛這個三界，所以生「五取蘊」，於是對這個「蘊」

就執取它，以為實在，還貪著它。因此，「十二因緣」裏面呢，有「觸」之後有

「受」，「受」就「愛」了，因為你感受那些對你鍾意的東西，你所樂的境，於是

呢，貪愛它，貪愛的進一步就是「取」，「取」就比「愛」更加強而有力，這樣強力

的「貪」，我們叫做「取」。

那麼，有「取」呢，有「取」為緣，就有「有」了，因為有「取」的時候，你一

定有行為，行為就已經安排了你的未來，因為行為一定有業種子，這就藏在生命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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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你的生命完了今生，就因為有「有」，這個潛伏的未來生命的功能，那麼這種功

能現行，就產生第二個生命了。這樣，所以他解作，「由愛(力)故」，這個就是惑的

緣故，就「生五取蘊」，於是就產生未來生命的「五蘊」假體，而執取是實的。這

樣，所以這個「五蘊」呢，我們凡夫的「五蘊」就執它是實的，叫做執取為實的「五

蘊」，這樣就是「五取蘊」。這裏就解釋了「貪」的作用，就是「染愛耽著」；它的

間接作用就能夠「生苦」。

這就是說，如果你想無苦，不在這個三界裏面輪迴呢，這樣第一件事是你不可以

「貪」，因此呢，原始佛教常常說的，「無明滅，就行滅；行滅，就識滅。」「識」

就是那個苦的生命了，就是那個「五取蘊」，就是「五取蘊」。因此，如果你是沒有

了「貪」的話，你自然不會作些有漏的行為，那麼沒有「貪」與沒有「業」，行為就

是業了，這就是沒有「集」，「苦集」的「集」，沒有「集」，就沒有這個「苦」，

是吧？這就直入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因此，這裏就講出了這個「貪」的體性，

與「貪」的間接作用。

這樣，第二類了，這個根本煩惱，這個「貪」很重要的，「貪」有很多種的

「貪」，那麼這裏是對你生命的「貪」為主。那麼，現在第二類呢，叫做「瞋」，

「瞋」即是瞋恨，瞋恨。這樣，「貪」呢，鍾意「貪」未必落地獄啊，是吧？我

「貪」我的生命，但我不害人的時候呢，它不是惡的，是有覆無記性，這就是你不可

以解脫，你的般若智，你起「貪」，就不可以現行，即是你有「貪」，般若智就不現

行，這就是你生命不可以解脫了，不是落地獄的。

那麼你說，輪迴，輪迴未必落地獄的啊！輪迴可以生天啊，受福報啊！你流轉在

「三有」，三界流轉的時候，未必落地獄啊！下三道才落地獄，地獄、餓鬼、畜生，

三惡道，三惡趣，這樣才落地獄啊，變成餓鬼，變成畜生。那麼，你起「貪」的時

候，你不害人，不一定落地獄的啊，可能生天，或者再回人間，阿修羅都未定的啊！

所以就未必是壞。但是呢，這個「瞋」就不是了，「瞋」就是害人的一種心理，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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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那種推動力，這樣一定是三惡道的，這個「瞋」就不是好東西來的，因為害別人

還害了自己，因為甚麼啊？

因為，在現實世界裏面，你憎恨人的時候呢，你自己都痛苦啊，你憎恨人不是不

痛苦啊！這就是你大聲罵人的時候，你說你自己痛不痛苦啊？因此，我們說這個

「瞋」呢，「謂於群生損害為性。」「群生」，「群」就是多，「生」就是 生，這衆

就是其餘所有很多 生，你對它們做產生損害的那種心理活動，這樣就叫做「瞋」衆

了。「瞋」就是害人了，「瞋」又叫做瞋恚，就是兩個「土」(下面)作個「心」字，

這個「恚」字，就是「圭」字頭(下面)作個「心」字，兩個「土」字，一個「土」

字，再加一個「土」字，(下面)作個「心」，瞋恚。

這樣，安慧就解釋了，「住不安隱」，這個「隱」字讀作「忍」的，「住不安隱

及惡行所依為業」。他解釋業用，「住不安隱」，就是你在不安穩的情況來生起

「瞋」，因為有這個「瞋」恨呢，你一定產生惡的行為了，就是它的業用了。這樣，

就是有「瞋」，「瞋」的本來的這個體呢，就是害人那種心理，它的間接引致的作用

呢，就是你恨人的時候，你自己心裏頭都不舒暢，是不安穩這樣的狀態。所以我們

說，這是處於不安隱，這個「隱」字即是「穩」字來的，在佛經裏面的十個「不安

穩」，都寫作十個「不安隱」的，都是這樣的寫法，是不得安穩。

「不得安隱」就是正在激動，你的心理狀態常在激動之中，這樣就叫做「不安

隱」了。這樣，「不安隱」的時候，同時你就做了惡行了，因為你憎恨人的時候呢，

你做了殺人啊，做了口業的殺人，不是！做了身業的殺人！你的口業去詆 人，誹謗毁

人，是吧？顛倒是非，所有行為都是鬥亂彼此，這樣的時候呢，你就做了不好的行

為。

這樣，身惡行與口惡行就產生了，於是，口惡行與身惡行是對他講的；對自己的

生命體來講呢，你就變得不得安寧，所以，憎恨人呢，是對自己都沒有好處，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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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安寧了，你自己不得安穩就是不得安寧了。這樣，他又解釋了，「不安隱者，謂

損害他人的時候，自住苦故。」你自己在苦的狀況之中過活的，你自己存在一個苦的

狀態，這樣，所以你嬲人、恨人、憎人的時候呢，你自己都不舒暢，你自己都不舒

暢。相反呢，你慈悲對人，你自己呢，心廣體胖，是吧？你自己心裏頭都很舒暢。

這裏呢，安慧講得，補充這個世親的(解釋)，補充得好啊！因為講這個「瞋」的

性呢，就是憎恨，對人損害。但是，這個業用很麻煩啊！它除了損害別人的生命之

外，除了諸惡行之外，還使到自己不得安寧的，對人對己根本是沒有好處的。那麼，

這再解釋，為甚麼憎恨別人會「損害他」之外，還可以「自住苦故」呢？他解釋了，

「瞋能令心熱惱故。」當你憎恨人的時候，你這個心裏面好像火燒一樣，這樣跟著這

個「瞋」恨心，我們下面的那個「小隨煩惱」裏面就有產生幾種活動的「忿、恨、

惱」，「惱」啊，你「惱」了，就是全身發滾(燙)， 的啊，這樣的時候呢，就惱亂㷫

與熱惱你自己的這個生命，這樣於是就產生這個「惱」。

「惱」其實是一個心所來的，這個心所就是剛剛我們所講的，這個「惱」呢，就

是「隨煩惱心所」裏面的「小隨煩惱」，「忿、恨、惱」，「忿、恨、覆、惱」，這

個「覆」字就不是。「忿」呢，當你「忿」的時候，「恨」的時候，你自己痛苦的，

「惱」的時候，就更加痛苦了，全臉都紅了，所以罵人的時候呢，你的紅筋都現了，

如果你的心臟不好，你(會)爆血管的，因為你太過(熱惱)，那些血奔騰得緊要的時

候，你軀體的血壓即刻升高，你的血管都不能夠承受那些壓力，會爆裂。

因此呢，不但害人，還會自己害自己的，這樣，安慧就看到這一點了，所以他補

充這個業用的時候呢，就說除了是損害他人之外，還會自己損害自己，使到不處於安

穩的狀態，這樣。這個就是第二點了。那麼，第三點就複雜了，第三點就叫做

「慢」。「慢」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看不起人，這個「慢」，傲慢的

意思，「慢」即是傲慢，對自己，覺得自己，抬高自己，推舉自己而看不起他人，就

叫「慢」。這樣，「慢」有很多種啊，他說，「何謂慢？」甚麼叫做「慢」呢？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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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有七種「慢」，是哪七種呢？

第一種就叫做「慢」，就是普通的「慢」。第二種就叫做「過慢」。第三種叫做

「慢過慢」，在這處叫做「過過慢」，在《成唯識論》就不是用「過過慢」的，是用

「慢過慢」，《成唯識論》就將這個「過過慢」就改了做「慢過慢」。這樣另外一種

叫「我慢」，所以這個末那識有四個壞家伙，一個就「我癡、我見、我慢」的「我

慢」，還有「我愛」，剛剛講了「愛」字，是「貪愛」。那麼這個「慢」即是自己以

為自己最高、最主要的位置，就是「慢」了。這樣，「增上慢」與「卑慢」、「邪

慢」一共七個，這樣七個，我們用幾個字，我們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下面

解釋。

這樣，先解釋甚麼叫做「慢」，這個「慢」就不是這個「慢」了，這個「慢」是

指第一個分類的「慢」。所有「慢」都是以甚麼為體呢？都以「心高舉為性」，所有

「慢」，這個心呢，心理狀態是一個自己抬高自己，高傲，這樣就看不起人的這個心

理活動，就叫做高舉自己，抬高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人家個個都不及你重要

了，這樣就叫做「高舉」。

那麼這裏就逐種講，七種「慢」逐種講，先講第一個「慢」，他說，「謂於劣計

己勝」，「謂於劣」，第一個就是他人，他人就本來比你劣，你自己比別人好一點

點，這樣的時候呢，你自己，他人劣，你自己一定勝的啊，但我們勝的時候呢，其實

劣與勝是沒有實體的，不應該執(實)啊，你就起執，你就「計」，起個「計」，計

者，計執，執著我真的叻(勝)過他，但你未必真的叻(勝)過他啊，可以是一個幻象叻

(勝)過他，都不定啊！

這樣就是本來是事實，你叻(勝)過他是事實，但你叻(勝)過他不需要「計」啊，

不需要「執」它啊，那麼「慢」就執自己確實叻(勝)過他，「他有甚麼叻呢？他都不

夠我叻！」這樣就是「慢」，這樣就是「慢」了，這就本來是事實都可以「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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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事實。或者不是，你與他是一樣的，「或於等」，或他人與你相等，這就是成

績、能力、品德等等，一樣，這樣於是「計己等」。這個「計」呢，你如果不「計」

的時候，就知道「己等」，這樣就不是「慢」。

你就計執、執著自己確實與他一樣的，這個人就很有名望的，那麼我與他一樣叻

啊，他叻得去哪裏啊？就是這樣。這就本來是事實，沒有衝突的，就是「慢」本身與

事實沒有衝突的，但「慢」本身有個重要的字，就是「計」字，你執自己確實叻過別

人，或者確實與他一樣，這就成了「慢」，這樣就與事實是相符的，相符你執實啊，

你執自己真的叻過他，即是看不起人了，這樣就構成了「慢」。這樣，構成了「慢」

的心理狀態是怎樣呢？他說，「如是心」，那時候的心是甚麼啊？「高舉為性」，抬

高自己了，抬高自己，看不起他人。這樣，當你是抬高了自己，看不起他人的時候，

這種心理狀態呢，我們叫做「慢」。

那麼，這個「慢」都不是好啊！都不是好啊！但比下面都好一點，下面呢，進一

步就叫做「過慢」，即超過了「慢」。怎樣呢？看了。「云何過慢？」甚麼叫做「過

慢」呢？他說，「謂於等」就說「計己勝。」本來我與他是大家一樣的，我們大家懂

得分析幾何，這樣他懂，我也懂，大家都差不多分數，就是等了，大家都一樣懂分析

幾何，大家都是差不多，但是我自己說，老師打了九十五分，我是九十五分，你就不

服數，你說你其實叻過他的，老師偏心給他九十五分而已，他哪夠我叻啊？

這樣，於是本來相等的，你就超越了，說自己叻過別人，這就超過「慢」了，超

過「慢」就怎樣啊？相當就計相等，他沒有計這樣的，你看一下上面，如果上面的

「慢」就是「或於等計己等」，上面那個，大家一樣，那麼他叻甚麼呢？與我們一樣

罷了，這樣的心理狀態呢，就叫做「慢」。

如果我與他一樣，就說，人家偏心啊，老師，其實我叻過他啊！當這樣的心理狀

態呢，就是「過慢」，這程度上比「慢」嚴重得多了，是吧？嚴重了，因為你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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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不符，事實是你與他相等，你自己說自己是叻過他。這樣就與第一個「慢」不同

程度，第一個「慢」是普通程度，這個是超越了普通的程度，與事實不符的一個

「慢」，這樣，所以超過了「慢」，所以叫做「過慢」，它超越了「慢」的那種情

況，超越一級，這樣叫「過慢」。

那時，你是怎樣的心理狀態？一樣的，他說，「如是心高舉為性」，你是一個

「心自高舉」這種心理活動，它的體就是於自高舉，於你的心自己產生高舉的這種情

況，這樣就叫做「過慢」。這樣再進一步又怎樣呢？叫做「過過慢」或者「慢過

慢」，第三這個，「云何過過慢？」「過過慢」注意了，在《成唯識論》就叫做「慢

過慢」，這樣就舉例。啊，我剛才都未舉(例)完啊！剛才「過慢」舉了第一個，我與

他相等，(就)說自己叻。

還有另一個，「或於勝計己等」，或者呢，本來他叻過我的，這個「勝」字就是

彼勝，於彼勝而計我等，計自己與他相等。這樣就三種情況：一是你不夠人家叻；一

是叻過他；一是相等。三種情況。這樣，現在有兩種情況就產生「過慢」的，剛剛那

個就大家相等，這樣就說我叻過他。那麼，第二種情況呢，就是我叻，不是！他就勝

過我的，那麼我就與他相等。

這樣，至於他是劣過我的時候呢，他是劣過我就沒有「過慢」的，他劣過我，他

差過我，這樣你都叻過他了，是吧？都只是「慢」而已，就沒有「過慢」了。

「過慢」只有兩種情況：你與他一樣，你就說勝過他；一是他叻過你，(你就說)

我就與他相等。是吧？是這兩種情況，沒有第三種情況，你將圖列出來看看，如果對

方是差過你，這樣你說你勝，這樣的時候就是事實啊！這樣是事實啊！這樣不是「過

慢」，這只是「慢」，即與第一種一樣啊。

因此，只得兩種情況，這第二種就是別人叻過你，這樣你就說相等，你說：「他

叻過我？不是！我跟他一樣的！」這樣，好像剛剛舉的例子，(你得)六十分而已，你

13



的分析幾何，先生說你的同學九十五分的，這樣你不服氣就說：「我與他一樣叻的，

先生偏心給高分他啊！」這樣就叫做「過慢」。那麼，第三個，我們叫做「過過

慢」，「過過慢」就是這樣，他本來就是勝的，就是他叻過你，那麼，你就說：「我

是勝過他。」只得一種情況而已，即是掉轉來的，他叻過你，你反為說是你叻過他。

這樣，為甚麼沒有了第二種情況呢？

這樣，因為如果他是差過你的時候呢，你最多都是說，我勝過他而已，這第一個

「慢」；如果我與他一樣的，你就說勝過他，這個是甚麼啊？「過慢」。所以，這種

「慢過慢」或「過過慢」只有一種情況，他叻過你，你掉轉來顛倒是非說你叻過他

的，將這個實際情況顛倒了。這樣就兩級了，應該是吧？因為呢，他叻過你呢，應該

說呢，如果他叻過你的時候呢，第一級，你應該承認，我比他差，這樣，相等了。那

麼，如果他叻過你，你說與他一樣，那麼這個就是甚麼啊？「過慢」。

現在，我叻過你，你說，我才是叻過對方，對方不是叻過我，於是呢，進了兩

級，「過過慢」，「過過慢」因為高傲的情況，是比「過慢」超越了的，是超過了

的，「過過慢」，即過了兩級的「慢」，超過兩級的「慢」。不超越的，這個叫

「慢」，超越一級叫「過慢」，超越兩級叫「慢過慢」。這樣就沒有，「過過過慢」

就沒有了，因為一是叻、一是差、一是一樣；一是劣、一是等、一是勝，是吧？三種

情況而已，這樣，任何再進一步呢，都不過是「過過慢」了。這樣，唯識家就分得很

清楚的「慢」，「慢」都有各種程度的，有「慢」、有「過慢」、有「過過慢」或者

「慢過慢」，三種程度。這樣，你發現古人真是(清晰)，或者有些人是覺得不重要

的，這樣的排下來，所以經論派的人是這樣分析，這樣看的。

禪宗就不是，不是這樣分析的，分這麼多有甚麼用呢？沒甚麼用啊！隨便說你起

「慢」就是了，不需要這麼詳細地分。這樣，但是在印度的經典學派呢，就是唯識家

是經典學派，所以，唯識家不是個個人能讀得通，因為它只講「慢」都講得這麼複雜

的。所以，你有耐性的時候就讀，沒有耐性就很多人都不讀，因為研究唯識，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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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踩了進去就淹沒你的，被知識淹沒你了，它分析得太微細，你不行啊，種種都氹

追尋它究竟的時候，你真的不行啊，慢慢追尋它究竟的，排列了所有的可能性出來

的，這樣古人他們不怕，他們整個生命就是研究真理，研究這個心理活動是這樣這樣

的，透過心理活動分析呢，這個分析就很有用了！

這樣，如果你不鍾意做心理自我分析的時候，你就覺得它多餘，這樣就因人而異

了。所以，讀不讀唯識呢，都是因人而異！有些人怕，有些不怕的就鑽研它，怕就不

好鑽研了。這樣。那麼，第四種了，「我慢」，在「慢」當中，「我慢」是最基本

的，他說，「云何我慢？」甚麼叫做「我慢」呢？他說，「於五取蘊」，這個「五

蘊」執取它是實的，就「隨計為我或為我所」。

這樣，有些人呢，「隨」、「或」即是甚麼意思啊？就是不同的人，有些人隨著

這個「五蘊」，就執著「即蘊我」了，這樣就是「隨計為我」。

那麼，有些人說這個「我」不即是「五蘊」啊！這個「我」剛剛說與「五蘊」一

齊存在的，或者「我」在「蘊」中，或者「蘊」在「我」中，或者是相入，「我」入

「蘊」中，「蘊」入「我」，這樣的時候呢，這個「蘊」是「我所」，是我所有的一

個存在體，「我」在「五蘊」之外的，離開這個「五蘊」另外有「我」。這樣，因此

就隨著不同的執的人呢，就於是有些執著「五蘊」是「我」，有些執著「五蘊」是

「我所」有，是資具，就是資生這個「我」所存在的地方，這樣就是「我所」。這

樣，無論是執這個「我」，這個「五蘊」是「即蘊我」或者「離蘊我」，但都是執，

執的時候呢，把自己放主要的位置，看得最吃重，看不起另外的人，起高傲的心。

這樣，因此呢，這個心都是「高舉為性」，把自己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起這個

「我執」，就是「我慢」，起「我慢」，把自己放在最主要的位置，這個就是「我

慢」。這樣，我剛剛說的末那識呢，它之所以使我們整個生命體有染污呢，「我慢」

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成份，這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我

慢」是一個很主要的成份。這樣，其實這些這樣的「慢」、「過慢」、「慢過慢」或

者「過過慢」，都是由於你的「我慢」作怪，它們才出現。如果本來沒有「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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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我」的時候，我與他相等，就我與他相等啊！這個是事實啊，不需要驕傲啊！你

叻過他，就你叻過他啊！用不 別人比你勝，你掉轉來說自己比別人勝呢？着

當別人比你勝，你掉轉來說你自己比別人勝，顛倒是非呢，其實這個作祟者就是

甚麼啊？由於你有「我慢」，有「我慢」才引致這個特殊的情況，它歸根到底，歸結

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有「我慢」，你才會有「慢」，你才會有「過慢」，你才會有

「慢過慢」。如果你沒有「我」的執呢，你就是佛，沒有「我執」，所以說，涅槃有

四 ，都無所謂的，「常樂我淨」。徳

「常樂我淨」的「我」呢，不起「我慢」的，就是說，佛是圓滿他的願，是吧？

使到一切平等，就度一切有情。這樣就自己做自己的主宰，這就是「我」，他不起執

(著)的，他不用「五取蘊」的，沒有「取」的，沒有「愛」沒有「取」的，只有悲，

只有對 生慈悲，這樣所以有「我」都沒有所謂了，說「我」，「常樂我淨」，都沒衆

有所謂了。我們就不行了，一說「我」呢，一是「即蘊我」、一是「離蘊我」，一定

沉醉執著它，耽著它，這樣就引致苦了，即我們剛剛講過的。

於是，你有「我慢」的時候呢，你一定有「我」的，伴 一齊起的，所以，「我着

癡」、「我見」、「我慢」、「我愛」其實伴 一齊起的，是你影響我，我影響你，着

不過細分有四種不同的作用的意思而已。這個就是「我慢」。這樣，第五種叫做「增

上慢」，「增上慢」，「增上」強烈的「慢」，「增上」是強烈的。這是指甚麼呢？

是指本來你未證謂證，未得謂得的，這樣的「慢」。這個真是強烈的，「增上慢」也

者，這個強烈的「慢」，「謂未得增上殊勝所證之法」，就說我已經證得了，這樣，

於是就未證，就謂證，未得，就謂得。這樣，由於「未證謂證，未得謂得」，為甚麼

啊？因為「心自高舉」，因為「如是心自高舉」，一樣，因為你自己把自己看得太

高，看不起別人，所以你暫時都證不到任何果，就是說「四果」、「四向」，或者你

暫時都未見道，都未到「十地」，就說自己是「十地菩薩」，說自己得「阿羅漢

果」，這就是「未證謂證，未得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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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這樣啊！我打坐，未有輕安，輕安都未遍滿，就說全身遍滿了；都未入

到定，就說自己入初禪了，初禪都未得，就說自己二禪、三禪、四禪，那麼，這樣都

是甚麼啊？這些是「增上慢」啊！這樣，解釋了，這個解釋就是前面到這裏的時候都

是世親菩薩的《廣五蘊論》，這處呢，突然間加了一段文字進去，就是安慧解釋的這

個「增上的殊勝的所證的法」是指甚麼呢？這樣就要解釋，因為他沒有解釋到，世親

菩薩沒有解釋到。

因此呢，安慧菩薩就解釋了，他說，增上殊勝所證的法是甚麼呢？「謂 (諸)聖

果」，「聖果」。「聖果」是包括這個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那麼這

個就是小乘「四果」。這樣，或者大乘的見道的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

地、七地，乃至第八、九、十地，最後就是究竟位，就是甚麼啊？佛。那麼，這些就

叫做「殊勝諸聖果」。這樣，還不只是這種，剛才我講，入定，他未證到果，他在賢

位，都會有「增上慢」，好像「三摩地、三摩 底、三摩呬多」等等，對這些這樣的鉢

定呢，就是「未得謂得」，就不是證了，「未得謂得」而已。「證」也者，一定有個

果的。這些「定」不是果來的，所以，得到某種「定」，我得到初禪，我得到二禪，

它就不是證得初禪，證得二禪，不用這個「證」字，果就用個「證」字。因此，對這

些定，就說，未曾得就謂自己已經得到了，「未得謂得」。

這樣而產生呢，「矜倨」，「矜」就矜誇，「倨」就是驕傲，是吧？矜誇自己，

說自己叻，看不起人。這樣，「矜倨」即是甚麼啊？「心高舉」，是吧？就是這個體

就是心高舉了，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看不起其他人。這樣就注意了，甚麼叫做三

摩地呢？這些果就講過了，不用詳細講了，關於「四果」，我以前都講過了，我記

得。

這樣，甚麼叫做三摩地呢？三摩地，梵文是 sam dhiā 這個字，sam dhiā ，我們

解釋，三摩地叫做等持，它這個「三」字是平等的意思，「持」就是持心，就是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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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心平等地把持，不要突然間就昏沉，突然間就掉舉，突然間就散亂，這樣就不能持

心了。這樣就你稍有修定都會知的，你要常常把持你的心，讓它不要散亂的，如果你

的心心趣一境，把持心趣一境，這樣就叫做「等持」。sam dhi(ā 三摩地)就叫做等

持。

這樣，是不是蹺著腳這樣就叫等持呢？這樣又不是！我看書，我由頭至尾都集中

去看，這樣都叫等持，我的心不起散亂，我的心就沒有掉舉、昏沉，這樣的時候，你

都是等持。所以，這個等持，這個這樣的概念呢，是包括兩種作用，是包括定心與散

心。散心都算的，不過，一般講是講定心，在止觀講是定心；不過，在廣義講，它就

不只止觀的，你做任何行住坐臥呢，都是心不散亂就可以了。

因此，禪宗就講，禪宗，禪也者，「行、住、坐、臥」都是禪。它用廣義的，就

不用蹺著腳、閉起眼的，他一樣可以等持。譬如，好像文殊菩薩見那位維摩居士，他

的心不散亂，所以文殊菩薩呢，「不來相而來」，我現在要見你，一心就見你了，我

不起見你之相，我的心不散亂的，而這個維摩就見到文殊來啊！他不起相的，就「不

見相而見」，他只是見這個人入(來)，因為有人來的時候就分散這個心的，他在這個

散心裏面都有甚麼啊？有一個等持啊！所以你呢，吃飯的時候呢，那些禪宗就只知道

是吃飯，你等持啊！你不要想怎樣去害人家，做甚麼事情都不要想著；你 覺就好好瞓

地 覺，就不好思量計度。瞓

你食飯的時候，就千般計較；睡眠的時候，就百般思量。這樣的時候呢，你就入

不到、證不到禪，你就證不到禪，因為你根本做不到等持，它要「行、住、坐、臥」

都要等持，你 覺都要等持，所以，聖者無夢的，你發夢的時候，其實都做不到等持瞓

的。如果你 覺都在定中的，那麼你 覺都是在等持的狀態。因此呢，這個「等持」瞓 瞓

的這個概念就不只是蹺著腳入定的，可以是散心，定心也可以。

這樣，甚麼叫做「三摩 底」呢？「三摩 底」，這「三摩」兩個字鉢 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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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ā，samā就是代表「等」的解釋了，平等；這個 patti，這個字就是「 底」音鉢

譯，叫做「至」的意思，到這個境界。

這就是說，「三摩 底」，我修這個定，一定是修定了，那個不一定是定來，這鉢

個一定是修定了，修定的時候，他說，「止謂等至」，「等至」，「等至」就是依定

而講了，一定依「止」，「止」就是定了，「止」裏面就是把這個心集中一起，集中

的時候呢，於是依止定心，這個定心，「依止」是一個詞彙，依止這個定心，「依

止」就是在定的境界裏面。這樣，在定的境界裏面有些甚麼效果啊？「令心至安和之

境」，使這個心到這樣的境界，很平靜很和平的境界，至到這樣的境界。所以，叫做

「等至」，「等」就平等持心，而到了個很安祥、很平和、很自在的境界，這樣叫做

甚麼啊？等至，這樣叫做「三摩 底」。「三摩 底」。鉢 鉢

這樣，還有一個概念啊，「三摩呬多」，是吧？「三摩呬多」就是包括很廣泛的

概念，都是「定」，這個「定」裏面的範圍超過「三摩 底」，任何的「定」，「八鉢

解脫」、「八背捨」，任何的「定」，真的去到那個內心很平和的境界，都叫做「三

摩呬多」。這個範圍與「三摩 底」一樣，不是，與「三摩 底」不同，但這個境界鉢 鉢

一樣，這個境界就是甚麼啊？就是你不會有掉舉，又不會昏沉，又不會散亂的，這樣

呢，你的心很平和的狀況，這個心是一個安和之境，這樣，我們就叫做「等至」，或

者「等持」。對不起，我再講過，這個「等至」或者叫做「三摩 底」，「三摩鉢 鉢

底」就譯做「等引」，由於你的平等持心，所引致的這樣的一個境界，這個境界就是

身心安和的境界。那麼，「三摩 底」的這個「等至」與「三摩呬多」的這個「等鉢

引」呢，就範圍有大有窄。

這個「三摩 底」的範圍窄的，而這個「三摩呬鉢 (粵音：希)多」或者「三摩呬(粵

音：士)多」呢，這個就是(範圍)闊的，範圍的闊窄不同而已。所以呢，這裏就說，甚

麼叫做得到「增上殊勝所證法」？除了果位之外，就包括「三摩地、三摩 底等」，鉢

這個「等」就是「三摩呬多」了，「三摩呬多」就是「等引」了，與其它一切定，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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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種定，每一地都有每一地的定，我們未入地之前的時候呢，在這個「加行位」

就有「加行位」那個定的名(稱)。這樣，譬如我們在這個「煖、頂、忍、世第一

法」，這樣「煖」呢，就是「明得定」，這樣都是在「三摩呬多」的範圍啊！那麼，

「忍」呢，就「明增定」，「煖、頂」，「頂」呢，就「明增定」，「忍」呢，就

「印順定」，於是呢，「世第一法」(就)「無間定」，這樣都有它的名(稱)啊！如果

沒有⋯⋯

甚麼叫做「明得定」？甚麼叫做「明增定」？要解釋啊，「明得定」呢，這個

「明」字是智慧，就在定裏面就增長你的智慧，使到你能夠觀察到所取空的，它有解

釋的，這個定的名(稱)就不是立個名(稱)而己，是與所觀的那個內容是完全彼此吻合

的。讀佛學呢，有時麻煩就是這樣了，因為它有些境界的用詞，我們是不懂的，因為

原因是我們沒有修(學)過這種知識，我們未到這個境界，這樣的時候呢，我們就只是

在概念上理解，就沒有實踐機會到達那個境界。

譬如，講到第八地怎樣、第九地怎樣，那麼，這個時候我都未到達這個境界，說

「辯才無礙」，我都未到啊，第九地的「辯才無礙」，我都沒有「辯才無礙」，怎樣

理解呢？這就只有假定你到了這個境界，就會這樣、這樣、這樣。那麼，我們就不能

經驗，因為他所講的修行過程是整個的，由初發心到成佛的啊！這樣，現在的初發心

我們可以經驗到，但上到成佛的境界，我們怎麼經驗？這樣，有些人就說，你不懂也

無所謂，因為很久也未到這個境界，三大阿僧祇劫，第三大阿僧祇劫你才到這個「辯

才無礙」的。現在你是「辯才有礙」的，你與人辯論輸了，很閒的事，你不一定要贏

對方，你次次要贏呢，其實你起甚麼啊？「我慢」，你正在「慢」，只不過你不知而

已。

你沒有甚麼理由要贏人啊！人家贏你為甚麼不好呢？人家比你勝為甚麼不行呢？

為甚麼你一定要勝過他人，為甚麼你這麼好勝？你有「我慢」啊，這樣你不懂，不懂

都無所謂，因為這些不是我們經驗的範圍啊。不過，有些問題呢，現在講的經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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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如果你不懂，又好像不知道它裏面講甚麼，那麼就大概的概念就是這樣。所以，

這個「增上殊勝所證法」是兩大類，一類是「未證謂證」的果，第二類呢，是「未得

謂得」的那些修行，或者修行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可以，你沒有的東西，你說有，你

本來就千萬富翁都未到，你自己說是億萬富翁，這樣你就是甚麼啊？「增上慢」，一

樣的，你將這個「慢」的範圍擴展到這樣，這樣就是「增上慢」。

這樣，第六種「慢」呢，叫做「卑慢」，「卑慢」是自己認輸的，但是認輸呢，

都「跌落地拿番渣沙」(意指失敗後自圓其說)的那一類的，都是「慢」。這樣，「謂

於多分殊勝」，是他人，是人家比你叻很多，人家殊勝於你，比你殊勝，但是，不是

叻你少少啊，不是人家九十五分，你九十四分，這樣就無所謂了，是人家九十九分，

你就三十分，「多分殊勝」的相差，天淵之別的殊勝。那麼，你怎樣呢？你都認輸

的，他都是叻過我，這樣他都認啊，就「計己下劣」，都是自己差一些。

但是怎樣的差法呢？這個量方面不差啊，人家說你「多分殊勝」，就是這個量很

多，你就計執自己是比他差很少而已，少分差而已，人家(與你相差)一條街那麼遠

的，他說差馬鼻這麼點，這樣他就認輸的，他認自己不叻，自己劣了，但這個劣的量

很少啊！這是差不多相等，是吧？但他又不是相等，他是不夠人叻，但不要緊，我只

是輸個馬鼻，我到第二次再與他比試的時候，我就取勝了，這樣的情況呢，我們叫做

「卑慢」。其實你已經有自卑，因為自卑，所以你自大，所以自卑的人呢，在另一個

情況就是跟著自大。如果本來就優勝的呢，他不會自卑，亦都不會自大的。這樣，這

個是由於自卑的緣故，就使到自大了，人家叻過他很多，這就說自己差過人少少，這

個就是「卑慢」。這樣，諸佛菩薩講到人的心理就「鞭辟入裡」啊！就是你自己都不

知道有這樣的執著，這樣的「我慢」，那麼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有沒有這種「卑慢」

了，我想我們所有的 生，我們凡夫不多不少都可能有這些經驗，都有「卑慢」的經衆

驗。

這樣的「慢」的時候，為甚麼會計自己是「少分下劣」啊？因為「心高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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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為你的心把自己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自己肯定原諒自己的，人就肯定不(願)

原諒他人。為甚麼你原諒自己啊？「我慢」，這個「我」是最主要，情願呢，我負天

下人，都不要天下人去負你的，好像曹操那樣說，其實就顯然是這個「慢」的心理狀

態完全顯露了出來，這裏是第六種的「卑慢」。

這樣，第七種是「邪慢」，「邪慢」是最不好的，「邪慢」是怎樣呢？「謂實無

德而計己有德」，本來你無修養，無涵養，無甚麼好處的，這樣，於是執著自己有好

多好處，這個「德」。這樣，甚麼叫做「有德」、「無德」？於是呢，「有德」，其

實「有德」呢，佛就最有德，佛就最有德。「有德」呢，一般是指你能夠自在，你能

夠有正義、真理，你就能夠離欲，就超越情慾的，不會被情慾的枷鎖束縛你的，你能

夠有吉祥，所以佛都有吉祥符號，好像納粹的那個符號，是吧？你本來有名譽的名

稱，你能夠解脫生死的，這樣叫做「有德」。「有德」就六種有德。

那麼，本來你六種(「有德」)不具的，你就說六種都具備，這樣很多人就把自己

不是甚麼甚麼的導師，就自己說自己是甚麼導師，不是大師，就說自己是某某大師；

這樣，不是某某法師，就說自己是某某法師，這樣其實是「無德」，自己說甚麼啊？

「有德」，這個是「邪慢」來的。這個「邪慢」，本來沒有那種東西，沒有那種修

養，完全沒有。這樣，好像與前面那個「增上慢」相似？不是啊，「增上慢」是他還

未有得到那個殊勝的法，他只得少少，是吧？不是完全沒有！他是修行未到家，未證

果，就說證果了，都是在那條路上走 啊！但是，現在這個「邪慢」就完全沒有，着

「無德」啊，就完全一點自在也沒有，一點正義也沒有，一點離欲也沒有，你還在做

欲界的俘虜啊！

這樣的時候，你自己說自己能夠獲得解脫，這樣的時候就離天百丈遠了，這樣就

「邪慢」了，完全顛倒了，「無」到「有」，是不是顛倒啊？你沒有那些德性，你說

自己有這些德性，你本來不是「三寶」，就說自己是「三寶」之一，這樣就是「邪

慢」了。好了，這裏解釋了，這裏講完了，講完了就沒有講全部的「業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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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慧就解釋了，這樣有「慢」有甚麼不好處啊？這個間接作用啊，前面「自性」就講

了，就知道「心自高舉」，這樣就是「慢」的自性，這個自體。那麼，如果有「我

慢」，有「增上慢」，有「邪慢」等等的「慢」，有甚麼不好處呢？這處指 了，他岀

說如果你有這些「慢」呢，就「不生敬重所依為業」，如果有了「慢」呢，你就不會

敬重他人，不會尊敬重視他人，這個重視崇敬他人，你不會的，這個就做「慢」的間

接業用。

這樣，「敬重」是指甚麼呢？他說，「謂於尊者及有德者而起倨慠(之心)，不生

崇重。」這樣，就對那些「尊者」，譬如好像佛、菩薩摩訶薩這些尊者；「有德

者」，譬如那些證了果的人，就是具有這些，能夠解脫，能夠自在又吉祥，又有名譽

的那些人，你不知道敬重他，尊重他，崇重他，而自己起驕傲，就產生這樣的，就是

每逢看不起人，這個就是「業用」，自己把自己抬高了，這個就是「自性」，看不起

人，這個就是「業用」，是間接引致的作用。於是，看不起人的時候呢，你就變了不

能進益了，對自己，因為把自己提得太高的時候，你沒有進境。

這樣叫做「謙遜的人有福了！」聖經講，即不「慢」而已！因為我相信耶穌基督

都是一位菩薩現身，他講一個，將要降伏甚麼啊？「慢」啊！所以整本《聖經》其實

最主要是要人家降伏這個「慢」。如果耶穌的那些所有門徒都沒有「慢」的，因為都

是甚麼階級啊？是低下階級，斬柴、捉魚的那些階級的，他不起「慢」，他示現不起

「慢」，所以，《聖經》給我們看到呢，你要謙卑，信主你就得救，這就是降伏這個

「慢」的一個方法。那麼，它可能降伏「慢」的方法比佛家還要好啊！因為他整本

《聖經》那麼多都是講怎樣降伏「慢」的，你們個個自己有福，謙遜的人自己有福

啊，這樣你得到恩寵了，因為它是講恩寵啊，是祂賜給你的。

如果你高傲，這樣上帝就對你沒有恩寵，就不會賜福給你了，不過，他的手法

呢，是他力的。佛教是自力的，佛教是從內心世界觀察反省，反省你的內心世界究竟

是怎樣，如果你是「心自高舉」，所有賢聖，所有聖者，有德者，你都看不起別人

呢，這樣就起「我慢」，這樣就要分析你的「慢」是那種東西，於是你自己就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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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怎樣不起這個「慢」。這樣第三種了，第三種。那麼第四種呢，「無明」，「無

明」呢，這個順序，《成唯識論》就不是這樣講的，先講「貪、瞋、癡、慢」，然後

「疑、惡見」，這樣的。那麼這裏的順序呢，先講「貪、瞋、慢」，這樣然後才講這

個「無明」，這個次序就掉(轉)了一點，這樣掉(轉)了都無所謂啊。

因為《成唯識論》呢，《成唯識論》依《唯識三十頌》的，都是這位作者，這個

也是世親菩薩所做的，《唯識三十頌》也是世親菩薩所做。那麼，誰先誰後呢？誰先

誰後？《唯識三十頌》後出，《廣五蘊論》前出的，所以在術語上都有不相同。因為

怎樣知道啊？因為據記載，世親菩薩寫了《唯識三十頌》之後，就沒有時間寫長行注

釋了，這樣就弊了，於是有弟子與他的徒子徒孫，十大論師加注釋，這就後的。

《唯識二十頌》就前一些，前過《唯識三十頌》的，這本呢，這本《廣五蘊

論》，我想還前過《唯識二十頌》，還前過。這就是說，它是中期，就是(世親)轉了

大乘之後寫的，因為早期，他不是大乘的，世親在說一切有部出家的，講說一切有部

的那些理論，這樣他還帶有影子，就是說一切有部的影子，這本《五蘊論》。

這樣，安慧就忠於世親的，他就很忠於世親，世親說怎樣就是怎樣的，這個保守

派，不是革新派。這樣，陳那這種就是革新派，將它們改到合理為止的，就鍾意改動

它的。這樣，安慧就不改動，不改動就保存世親菩薩作品的原有面目的。因此呢，我

們就發現講的順序的時候，講這個「根本煩惱」呢，就是在《成唯識論》、《唯識三

十頌》這樣的講法就是「貪、瞋、癡」然後「慢」。這樣在《五蘊論》裏面就不是，

是「貪、瞋、慢、癡」，「癡」就是「無明」，於是講第四種了，「無明」。

「無明」就是(甚麼？)「云何無明？」甚麼叫做「無明」呢？這樣，他說，「謂

於業、(於)果、(於)諦、(於)寶，(是)無智為性。」這就是說，你對這幾種東西是沒有

智慧去理解它。這樣，第一個是「業」，就做因了；「果」，就是「業」的果報；

「諦」，就是真理；「寶」，就是三寶。這樣，就是我們講「信」的時候，「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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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啊？「實、德、能」，是吧？這「信」(是信)「實、德、能」。

這處是對這幾種，你自己是沒有智慧去抉擇它的，這樣就叫「無明」。「無明」

的時候，就不只沒有智慧，這個「無明」是消極的詞語，但其實它積極，因為「無

明」的緣故，使到你沒有辦法完全了解甚麼叫做「業」，甚麼叫做「果」，甚麼叫做

「諦」，甚麼叫做「寶」，它有積極意義的，所以，要降伏這個「無明」，要有個，

有個甚麼啊？有個「無癡」，或者叫做「明」去降伏它的，去壓下它，它本身是力量

來的。這樣，有人將「無明」叫做盲目的衝動，那些日本人很鍾意的，將它這樣解

釋，自己的衝動力呢，是自己控制不到自己。

所以，一切煩惱其實是以它作上首的，因此，我們講「十二因緣」裏面呢，由於

「無明」，所以你有「行」，有「行」，所以有「識」，把這個「無明」，不只是甚

麼啊？這個「癡」，它還包括其他煩惱，不過就以這個做最主要的煩惱，這樣的意

思。因為，所有煩惱起的時候，「無明」都會起，都一定跟 起的。如果沒有這個着

「無明」時候呢，這樣其他煩惱都不容易起了，所以，它的重要性就在這裏。那麼就

看看，這個「無明」就是沒有智慧去信受這些東西，這些真理的時候呢，這就有兩種

「無明」，「無明」又是「癡」，一種是「俱生」，一種叫做「分別」。那麼，「俱

生」、「分別」呢，下面安慧的解就與這裏不同，我們用回一般的《成唯識論》的解

釋。

「俱生」也者，就是與生俱來的，「生」即是生命，你現在的生命；「俱」是與

它一齊來的，不是經過學習的，就是說先天的，先天的「癡」，先天的盲目衝動，這

個就是「俱生」的「無明」了。第二種叫做「分別」，「分別」的「無名」，「分

別」就是後天的，有種東西與你一齊起，通常有個「邪見」所引致的，由於你有「邪

見」，因為你聽見某些學派的道理，這樣所引致的「無明」，這個就是「分別」的

「無名」。有些不懂的道理，就不是自己發自內心的，是社會上的人這樣講的，譬如

好像說，譬如我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樣講，我聽過，這樣是不是？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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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還是後天啊？是後天的，是「分別」的，因為是與這個「邪見」一齊的，是吧？

這樣，一生出來的小孩子，他不知道什麼叫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過，

他為己那種就有的，為己那種，他就有的，譬如他吃著奶，你拿起他的奶樽就大喊大

叫，呱呱地哭，那麼這個是甚麼？他的「無明」，是俱生的「無明」。但是，說「人

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個道理而引伸致「無明」的時候呢，這個就是後天「分別」

的「無明」。這樣就兩大類。那麼，這裏就不只講兩大類的，這個安慧的(解釋)，下

面我們看看就知了。這處講了兩大類了，講了兩大類之後就再分了，他說，「欲界

貪、瞋與無明」就叫做「三不善根」。

他回應前面講的「無明」就講完了，講完的時候呢，因為前面就夾雜了那個

「慢」在裏面，現在回溯前面的第一種煩惱，叫做甚麼煩惱啊？叫做「貪」，第二種

煩惱叫做「瞋」，這樣連著現在講的煩惱叫做「癡」，這樣變成有三種重要的煩惱

了，一種叫做「貪不善根」，一種「瞋不善根」，一種「癡不善根」。「不善根」是

一切不善由它而產生，這個「根」有生的作用。由於你有「貪」，就產生很多不善的

行為；由於你有「瞋」，於是產生很多不善的行為；由於你有愚「癡」，所以又會產

生很多不善的行為。這就是一切不善，以這些「貪、瞋、癡」做一個緣(而)產生出來

的。因此，將「貪、瞋、癡」這三種東西，就說欲界中的「貪、瞋、癡」是所有不善

的淵源。這就是反過來說，如果你能夠降伏「貪、瞋、癡」呢，你就善了，你的行為

一定是善的。

所以，「善根」就掉轉了，是甚麼啊？是「無貪」降伏「貪」，「無瞋」就降伏

「瞋」，「無癡」就降伏「癡」，叫做「三善根」。「三善根」，是吧！「三善

根」，那麼這個是「三不善根」，是兩種對峙的，有「貪」就一定沒有「無貪」；有

「瞋」就一定沒有「無瞋」；有「癡」就一定沒有這個「無癡」。掉轉呢，有「無

貪」一定有甚麼啊？有對治這個「貪」；有了「無瞋」就對治了甚麼？這個「瞋」；

有這個「無癡」就能對治甚麼啊？這個「癡」。這樣是個水火不相容的！那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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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甚麼啊？你怎樣培養「三善根」去對治個甚麼啊？「三不善根」，這個是修行方

法來的。這個是修行，那麼佛教是靠你自己自力去修行，自力去自己反省自己，這樣

去壓伏這個「三不善根」，欲界的修行是這樣的。這樣，再重回前面了，我們說「無

明」是兩大類，一類叫「俱生」的，先天的；一類叫「分別」的，後天的。

這樣，安慧菩薩就將它分作三大類，看看安慧菩薩的解釋，他說，「此復俱生、

不俱生、分別所起。」「此」，這個「此」是代名詞，是甚麼啊？(是指)「無明」，

他說這些「無明」呢，再次分做三種東西產生，一種是「俱生」所起的，就是與生俱

來而出現的；一種是「不俱生」所起的；一種是「分別」所起的。這樣就三種(「無

明」)，兩種變作三種，這樣第一種呢，「俱生」，他說，「俱生者，」解釋了，

「謂禽獸也。」「禽獸等」，禽獸就是俱生？不是，他說，禽獸所起的「無明」是

「俱生無明」。那麼，讀佛經就要注意這樣了，你千萬不要說，「禽獸就是俱生無

明！」

這樣就錯到離天百丈遠！因為正在講的「無明」，就只是禽獸所起的「無明」，

才是「俱生無明」。他就省略了很多東西，那些省略的東西，你要加進去，加進去，

如果你不加進去就完全理解錯了。因此，有很多人譯佛經，他們完全不敢加東西進去

譯，這就使到後人錯了。譬如，我們照譯，說「禽獸便是俱生無明」，這樣就錯得很

緊要了，是吧？因為他說，「禽獸等是俱生無明」，他不知道「禽獸等所起的無明是

俱生無明」，他不敢加進去，「所起的無明」這幾個字他不敢加進去。

這樣，我們讀書的時候呢，讀經教的時候呢，他沒有加的，你應該在義理上加進

去。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佛經都不如無佛經」，是吧？這樣一定不可

以盡信的，因為它可能省略了，最麻煩是省略，省略的時候，你沒有智慧，不敢加進

去，這樣就不懂得解釋了，甚至解錯了。這樣，就要看一下這個上文下理，推敲一下

究竟這個「禽獸等」是指甚麼，這是指「禽獸等所起的無明」，所起的「癡」，這些

「癡」是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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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種「不俱生」，「不俱生」即是後天，不是與生俱來的。這樣就舉例

了，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說，「謂貪相應等」，就與「貪」這種相應所起的「無

明」，就叫做「不俱生」。這就是說，有「貪」起，「無明」就與它一齊起，這樣，

那些「無明」與「貪」一齊起的，那些俱生俱滅的那樣的「無明」，就叫做「不俱生

無明」。那麼，《成唯識論》就不講這種的，費事講，就分開了。

這樣，有些是不與「貪」相應，是與「瞋」心，(不是！)是「邪見」，與「見」

的心所相應，他說，「分別者，」「分別」這個就是世親菩薩講的，「謂諸見相

應。」這樣，各種「見」，與「薩迦耶見」相應、與「邪見」相應、與這個「(禁)戒

取」相應、等等，與「見取見」相應等等。那麼，「見」就下文會講的，甚麼叫做

「見」。

這樣，就各種不同的「邪見」與它一齊起的那些「無明」呢，就叫做「分別無

明」。譬如，我們剛才說的，與這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相應的「無明」，就是

這種「無明」，這種是「分別無明」，因為都是「見」來的。因為「人不為己，天誅

地滅」這是後天別人教你的，這些是執(著)來的，這些是錯誤的執著，那麼，執著的

時候有「無明」相應的。

執著都是智慧來的，因為執著起「慧」，這個「慧」就決定它確實是「人不為

己」是不對的，要「人為己」才對，這樣，你起一個決定心的，其實那個是邪

「慧」，為甚麼變了邪「慧」啊？為甚麼起「邪見」？因為這個「慧」是受甚麼啊？

愚癡「無明」影響了它。所以，那些「見」無體的，就是這個「慧」受到了干擾，受

到「瞋」心或者「貪」心，或者現在說的這個「無明」的「癡」心影響了，所以，這

個智慧就不能發揮它本身的功效，這樣就變了邪，邪出了。

這樣，於是說它的業用又怎樣呢？剛剛講(體)性就講完了，這個(體)性就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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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去了解甚麼叫做「業」，甚麼叫做「果」，甚麼叫做「諦」，甚麼叫做「寶」。

那麼，這個作用是甚麼呢？於是他就說，與「虛妄決定」做它業用，與「疑」做它業

用，與產生其它「煩惱」做它業用。這就是說，如果你是有「無明」出現的時候，你

就做了錯誤的決定。

做了錯誤的決定，譬如這樣，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如果這樣，你決定是

這樣，那麼，這個就是錯誤，會引致你受其他的輪迴之苦了，做了很多不合理的行

為。這樣，「疑」，因為你沒有智慧去決定都是「疑」啊，剛剛那個就「不疑」。這

樣，產生「疑」的時候，就猶疑不決，究竟做「業」的因，是不是能夠引起苦果呢？

你做了善業的因，是否能夠引致福報的果呢？這樣，你就猶疑了，因為你的「無明」

使你不能夠決定，那麼這個就是對「業」、對「果」沒有智慧加以抉擇了，就是這個

「無明」的影響了。「諦」，這樣佛與佛的經教，與僧團是否「三寶」呢？那麼，你

決定不了，你決定不了，為甚麼你決定不了啊？由於你有「癡」，有「無明」，所以

決定不了，這個「三寶」。

這樣「諦」，「諦」是講「四聖諦」，是吧？譬如，「苦諦」是不是真的由「集

諦」招引得來的果呢？「滅諦」是不是由於你的修法證道，「三十七菩提分法」所引

致的果呢？那麼你對這種東西懷疑了，你不清晰了，這樣你就「無明」，這樣你就不

會去修行，亦都不會信仰。這個就是業用，所以業用是有引致(的意思)，這個「與」

是引致的意思，不是一起的意思，是引致虛妄的決定、錯誤的決定，引致呢，與虛妄

決定，與疑、與煩惱所依，一切煩惱依這個「無明」而有。

這樣，我們清清楚楚知道，為甚麼「十二因緣」裏面一定講「無明」滅，就

「行」滅，因為「無明」滅的時候呢，就煩惱無所依，是吧？一切煩惱無所依，這樣

就很容易沉(沒)了，很容易對治。如果有了「疑」呢，就沒有力量去對治，這樣就你

不能夠解脫，因此，「無明」滅，所以跟著的一切煩惱不起。不起就不能夠做業啊！

因為做業的時候，一定要「增上緣」，這個「增上緣」就是起「貪」，剛剛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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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貪」就是一種與煩惱相應，最主要就是那個流轉世間的一個「增上緣」來

的。這樣，下面這裏就是注，這個注解，這個注解呢，我們看看蔣維喬先生的這個注

解。

他說，「俱生」這處呢，他不照安慧的解釋，他說，「任運而起非為禽獸」，他

說，凡是我們起的「無明」，是自自然然、與生俱來，不需要加功的，就這樣出現

的，那麼這些「無明」呢，就叫做「俱生無明」，就不一定是禽獸出現的。為甚麼禽

獸出現的「無明」叫做「俱生」呢？因為禽獸沒有人教牠的啊，是吧？那隻狗沒有人

教牠啊，牠正在吃的骨頭，你去拿呢，你就弊了，你的手肯定被牠咬一口，沒有人教

過，牠的主人不想教壞那隻狗去惹官司的啊，是吧？這個主人都沒有教那隻狗，人家

拿去骨頭就咬他一口，他沒有的，但那隻狗自然會咬你一口，那麼這個就是甚麼啊？

「俱生」了，「俱生」。這樣，但是這不是說禽獸這些「俱生」的，禽獸的這些「無

明」，不是啊，「俱生」不是這麼說。他說，「非謂禽獸」，就是禽獸這些這樣的

「無明」是「俱生」。那麼之外呢，人都一樣啊！人那些是自然出現的，即是小孩子

吃著奶呢，你拿走了，他哭得呱呱叫，他都是「無明」，他都有「無明」啊！

他會保護自己，如果你弄到他的眼睛，他會眨一下眼，因為他有保護自己的那些

力量會出現啊！這樣的時候呢，人一樣有「俱生(無明)」，這樣的意思，他的意思就

是這樣解釋。這就是說，蔣維喬先生就怕跟著安慧的解釋會解錯了，人的「無明」就

不是「俱生」了，人是沒有「俱生無明」的，這樣就不對！因為他說「禽獸等」啊，

這就以為只有禽獸有「俱生無明」，就不是！人都有「俱生無明」的。凡是自然而起

的，是不需要人教你而起的，都是屬於「俱生無明」。

這樣，「不俱生」呢，「不俱生」就怎樣呢？分作兩類，一類就是「貪等共行」

的，迷於義理，所以叫做相應，就是與「貪等相應」的那些「無明」呢，我們叫做

「不俱生」。這樣，與「貪等相應」的就包括對事情迷惑，對道理迷惑，這樣就不只

對道理，對真理都是迷惑的。這樣，至於「分別無明」呢，就由分別而起的邪見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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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這樣，它只是，這些邪見呢，就不是對事講的，它是對理講的。

譬如，我們說，這隻狗如果你吃 這是狗的例子。人的例子，我用人的例子，⋯⋯

你有一種東西，你現在看的資料很重要，突然(被)拿走了，這樣你很不舒暢，你覺得

發嬲了，這樣的時候呢，就由於你「貪」自己的那些資料，所以就不能忍受人家拿走

你的東西，這樣的時候呢，你就起「無明」了。這個「無明」呢，就是與甚麼啊？與

「貪」相應的「無明」了，與後天的「貪」相應，與後天的「癡」相應，那些一定是

分別而起的了，這樣。那麼，我們只是講到這裏。這樣，至於第五種呢，「見」就很

複雜，一開就五大類，這樣，我們就要隔幾個月才能向大家交代那些「見」與其他的

那些「煩惱(心所)」、「隨煩惱(心所)」等等的內容。

這樣，今日就是最後一節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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