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大乘廣五蘊論》呢，我們就是講裏頭分開四個內容的，第一個內容是標

出「五蘊」，第二個內容是分別講出「五蘊」的事相，第三個內容講甚麼叫做

「蘊」，它的這個含義，第四個內容就是將「十二處」、「十八界」與「五蘊」的關

係，即是講「三科」。

這樣，第一部份的「甲一」是講完了，「甲二」就快講完了，「甲二」是「五

蘊」的事相，這樣「五蘊」是「色、受、想、行、識」，那麼，我們講到第四個「行

蘊」，「行蘊」裏頭分開「丙一」、「丙二」、「丙三」。

「丙一」就是「行蘊」的「體」是甚麼來的，它就是兩種東西，一種就是與「心

相應」的各種「心所」，第二種就是與「心不相應」的「不相應行」，是兩種東西，

這個就是「出體」。

「丙二」就是「別釋餘心法」，就是講，除了「受」、「想」這兩個心所之外，

相應的心所之外呢，還有其餘的四十一個心所，(不是，)四十九個心所，「餘心法」

就是其餘的四十九個心所。那麼「丙三」呢，我們未講的，「丙三」要下個禮拜才

講。

這就講「心所法」裏面亦都分開「六位心所」，「六位心所」就有五十一個，但

「遍行心所」裏面的「想」與「受」這兩個呢，變成一蘊，獨立了，變做「受蘊」與

「想蘊」，將它剔除出來，即是五十一減二等於四十九。這樣就分開六大類，第一

類，「遍行」的，即無論它是善的心、或者惡的心、或者無記心，這些心所都與心王

一齊活動的。

第二類呢，「別境心所」，「別境心所」它們活動的時候有不同對境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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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境與「勝解」的對境有不同的，「欲、勝解、念、定、慧」，各有各不同的對

境，這樣，所以叫「別境」，這就各別行起的，就不會一齊全起的。

第三類就是「善心所」了，「信、慚、愧……」等等這些心所，這些心所所以為

善也者，「善心所」，因為這些心所如果與意識同時起活動的時候呢，就使到你將來

得到快樂的果報，得到福報，這樣，我們叫做「善心所」。

這樣，第四類叫做「煩惱心所」，即是「貪、瞋、癡、慢、疑、惡見」，這幾類

根本的煩惱，那麼這些煩惱，如果你的「瞋」心起的時候，這一定是惡的，這樣其餘

的「貪、癡、慢、疑、惡見」，這些是「有覆無記」性的，如果與那個「瞋」心合起

來呢，它就是惡的了，就是不善心所，如果不善心所起的時候呢，這就是說，你的這

種行為在倫理價值裏面呢，就叫做不善，叫做惡。

「惡」是怎樣界定啊？「惡」就表示今生或者來世一定得到不好的、不快樂的後

果，痛苦的後果，這樣叫做惡，叫做不善。這個定義就這樣。這樣，另外就從那個根

本的「三不善根」，就引伸到其他的不好的心識活動，這樣我們叫做「隨煩惱(心

所)」，即是隨著根本煩惱發展而成的這些心識活動，或者是情緒活動，這些隨著

「煩惱心所」而起現的情緒活動與心識活動，我們叫它「隨煩惱心所」。

這樣就分開三大類，第一類叫做「小隨煩惱(心所)」，「小」呢，就是說，表示

範圍是很狹隘，譬如，好像「瞋」起，不是，「忿」起，這樣就「恨」未起，

「忿」，我們上一堂講過是當下出現的；「恨」呢，事情過去了，懷恨在心，在後

的，就不可能「忿」與「恨」是同時的，所以每一個心所起活動的時候呢，它的範圍

很狹隘，因此我們叫做「小隨煩惱(心所)」，這個「小」字不是這個性質小，那個為

害小，而是這個活動範圍小，這樣的意思，「大小」的「小」，這個活動範圍小。

但是，這些「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憍」，這些這樣的「小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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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心所)」呢，但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它一起的時候，它是不善的，它引致，

將來引致痛苦的果報的。因此，「忿、恨、惱」這些是「瞋」心的一種特殊情況，是

「瞋」的一分，那麼有些是「貪」的一分，這樣就問題的嚴重性就很強，其實，「小

隨煩惱(心所)」的嚴重性就強過「中隨煩惱(心所)」，「中隨煩惱(心所)」的嚴重性就

強過「大隨煩惱(心所)」，剛剛是嚴重性與範圍成反比例，「大隨煩惱(心所)」的嚴

重性最弱，「中隨煩惱(心所)」的嚴重性是中等，「小隨煩惱(心所)」的嚴重性(就)最

嚴重，最嚴重。

這樣，我們上一次就講「小隨煩惱(心所)」一共有十種，但是，十種未講完的，

講了七種，那麼我們先看看名稱，這個名稱的第一個就叫做「忿」，第二個叫做

「恨」，第三個叫做「覆」，第四個叫做「惱」，第五個叫做「嫉」，第六個叫做

「慳」，第七個叫做「誑」，第八個叫做「諂」，第九個叫做「憍」，第十個叫做

「害」，這樣。那麼，我們上一堂講到第七，第八未講的，是吧？對了。這樣，我們

今日就繼續講第八個，這個「諂」，「諂」即是我們現在語言的阿諛諂媚，阿諛諂

媚。這樣，他說，「謂矯設方便隱己過惡，心曲為性。」這樣，它的「體(性)」就是

扭曲了你的良知善性，你原本正直的心是扭曲了，怎樣扭曲法呢？為了將自己的過失

隱藏，這樣就使到引起希望人家對你喜悅，於是，就「矯設方便」，「矯」就是假

裝，施設各種的方法、方式，使對方信任你，這樣叫做「矯設方便」。

「方便」是(指)方法，這些方法是呃(騙)人的方法，呃(騙)人的方法使到對方就是

喜歡你，這樣就信任你，你從中得到利益，而將你自己的缺點是隱覆，你的過失、你

的罪惡是將它隱藏起來，不讓人知，用各種方法把你的缺點不讓人知，你顯露出來的

都是優點來的，這樣，這個心識的狀態就叫做「諂」。所以，「諂」就不能順應心識

起了，所以扭曲了你的心識起了，所以叫做「心曲為性」。「曲」的相反是「直」，

這個禪宗講「常行一直心」，這個就是正確的，「常行一直心」就是你的心鍾意你就

說鍾意，你的心不鍾意就不鍾意，你就跟著正道行的，這就沒有將你的心扭曲了。那

麼，這裏就將這個心扭曲了，這就是說，將心扭曲了，就是不順應你的本來面貌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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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因此呢，安慧的解釋就說，甚麼叫做「諂」呢？「謂於名利有所計著」，他

說，當你對於你的名利，你起執，你起各種的執著，起各種的「計著」，「計著」即

執著也。這樣的時候，「是貪癡分」，這個「諂」自己沒有「體性」的，其實「小隨

煩惱(心所)」都完全沒有「體性」，是由於「貪」的心，即是「煩惱心所」了，因為

那個「貪、癡、慢、疑、惡見」，上一堂講過了，是「根本煩惱」的「貪」這個心與

「癡」的這個心，這就是說「三不善根」的兩個「不善根」了，「貪、瞋、癡」三

種，它是「貪」與「癡」兩種心識的活動的一個小部份的特殊情況，就建立叫做

「諂」。

這樣，為甚麼「貪」呢？「貪」者，貪你的名，貪你的利；「癡」者，你計執這

些名利是重要的，這樣就用各種方法去掩飾自己。那麼，這樣的掩飾是掩飾不到的，

掩飾不到這個愚癡啊，就是你做了也枉然的，你想呃(騙)人是呃(騙)不到的，你最終

被人識破了，你早知如此的時候，你就悔不當初了，是吧？你被人識破的時候就悔不

當初，這樣，所以這樣的行為，你掩飾自己就得到人讚賞的時候呢，這樣的時候是愚

者所為，所以，一方面是「貪」，一方面是「癡」，是結合的。

那麼，怎樣掩飾呢？怎樣掩飾呢？下面有個注解，他說這個掩飾方法就是「矯設

方便」。這個方式就是(這樣)。「矯設方便」呢，就是說「偽飾恭敬」，就是說對老

闆了，這樣你自己就虛偽地掩飾自己的那些過失，這樣顯現出來就對人必恭必敬那

樣。這樣，目的何在啊？目的是「欺他愛己」，希望對方信任你，信任你呢，於是你

就從中得利，從中得力，就是這樣，這整句話就釋「矯設方便」的具體解釋了。這樣

再下來，如果是跟著這樣做的時候呢，有甚麼不好的影響呢？這樣他就說，「障正教

誨為業」，這個「業」即是影響力，業用。這樣，於是你就不能夠接受正確的教誨。

為甚麼不能夠正確地接受 人的教誨呢？那麼這裏都是講出家人，講出家人的時别

候呢，如果他犯了過失，他應該就是在一個月內的黑白二日誦戒的，誦戒呢，那個誦

戒的師父會問你的，「某條戒律你有沒有違犯啊？有沒有犯到啊？」這樣。那麼，你

4



違犯了的時候就應該講的，因為你有過惡的，過惡即是犯過戒了，這樣他就假裝沒有

犯戒，完全戒行清淨，如果你說戒行清淨的時候呢，於是那個羯磨師呢，就不需要提

供方法去給你懺悔，又不提供方法給你再受、重受那條戒，這樣你就接受不到別人的

教誨與不能夠重受這條戒，這樣，於是變了「障正教誨」。

你掩飾自己，結果呢，受害也是你自己，不是別人啊，因為你沒有將全個情況，

怎樣犯戒的那個情況是(要)發露出來，就是應該發露的，那麼你就不發露，發露就是

表現出來，顯示出來，那麼你要掩飾自己呢，於是你變了「矯設方便」，你為了名

利，於是就「偽飾恭敬」，目的是希望人家愛你，信任你，從中得到利益，這樣的情

形呢，我們叫做「諂」。因此，「諂」引致的後果就是你不能改善自己，你只有一日

一日去沉淪，是不能自拔，這樣。

因此呢，一方面是「貪」，一方面是「癡」所引致的心識活動，他說，「復由有

罪，不自如實發露歸懺(悔)」，他說由於你產生罪惡了，就是你犯戒了，有違犯了，

那麼你沒有發露的時候呢，就不能夠如實的發露自己，不能夠如實的發露就不能夠歸

悔，不能夠懺悔。通常犯了戒的時候，一定在佛面前懺悔，懺悔了，如果你犯得不是

太嚴重的時候呢，你可以重受那條戒，不過，如果你犯了很嚴重的(罪)，譬如你殺人

的罪，你就(被)逐出僧團，你不能夠再出家了，就不能夠再出家了，那麼，有些戒是

殺頭罪的，即是不能夠再受的，你犯了一次就要離開了，離開僧團，因此你不能夠歸

悔，不能夠懺悔，不能夠懺悔就沒有辦法再重受(戒)，從中就沒有辦法將過失扭轉。

這樣，就「不任教授」，因此他就不能夠接受到羯磨師的教誨了，這樣，你就永

遠不能夠改善自己、改進自己，不能夠自我完善了，不能夠進德修業，那麼你就一日

一日地沉淪下去。所以，結果受害者是自己，不是他人。這樣就另外呢，這個是業用

了，這個就是解釋業用了，這業用是障正確的教誨，這個原因在後面解釋為甚麼不能

夠接受正確的教誨，這個原因是他自己犯過失，而沒有發露出來，這樣。那麼，下面

呢，我們剛剛講了蔣維喬的解釋，那麼到這裏呢，你會起一個疑問了，究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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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諂」又是將自己的過失是「隱己過惡」，那麼我們以前讀過的那個「覆」也是啊，

「忿、恨、覆、惱、嫉、慳」，剛剛有講這個「覆」字，這個「覆」字都是啊，看看

這個「覆」字，這個「覆」，第三行，「覆」字，他說，甚麼叫做「覆」呢？「謂於

過失」，「過失」即過惡了，是「隱藏為性」，「隱藏」就是將它蓋起來，不肯發露

出來，這就兩者之間有甚麼不相同呢？這就引致人懷疑了，因此呢，蔣維喬先生就將

兩者之間的關係講出來了，他說，「與覆何別？」，這個「覆(粵音：復)」字即是

「覆」，就是遮蓋的意思，這個「覆」就是由高處掉下來，這樣叫做「覆」，這個

「覆」字，「與覆何別？」它就是「諂」為因，「覆」為果，因為「諂」是指心識活

動，這個心識活動由於「諂」的原因，為了阿諛諂媚某個人，這樣就起個「諂」的心

識活動，這樣在行為上就激發你想辦法將你的過失呢，將它蓋住不讓人知道，雖然欲

蓋彌彰，但是你都蓋住，所以是有因果關係，有「諂」做因，所以「覆」為果，一個

在前，一個在後，「諂」在前，「覆」在後，這樣。

那麼，有些「覆」的時候就未必有「諂」的，有些「覆」，譬如說我是沒有目

的，我只是驚(怕)別人發露我自己的過失，這樣你就想辦法遮掩它，那麼，想辦法遮

掩，想辦法這種心識活動呢，我們叫做「覆」，不叫做「諂」。是吧？

「諂」呢，是有目的性的，這個目的就是要人信任你，從中得利益才是「諂」，

所以「諂」可以做因，引致「覆」的果；亦都可以「諂」還是「諂」，「覆」還是

「覆」；不過，有一個問題，如果「諂」的時候一定「覆」，是吧？「諂」，我們說

它「心曲為性」，「心曲」怎樣「曲」啊？這樣就有方法去掩飾的啊，有方法把你的

過失掩飾而顯然出來你自己對人很好的，很恭順的，沒有過失的，這樣的時候你想辦

法，那麼想辦法的心識的時候呢，我們叫做「覆」。

這樣，所以有「諂」必有「覆」，這就是「諂」是因，「覆」就是果。

這樣，但是有些心識活動是沒有「諂」的，它是純粹的「貪」，貪自己的名聲，

不好被染污了，不要破壞自己的名聲，為了保存自己的名聲，而想辦法去掩飾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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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呢，這就只是「覆」，而不是「諂」，這樣兩者之間不相同了，於是就說有別

了，一個是因，一個是果。這樣，至於怎樣「不任教授」呢？不能夠獲得人家的指導

呢，這個是「不諂者」，那些不會阿諛諂媚的人呢，他能夠「順師友之正教誨」，他

能夠把自己的過失發露出來，發露了，他的朋友、他的師長就會教他怎樣可以改過

了，可以歸懺，可以懺悔，可以改過，那麼你就得到正確的指導了。

這樣但是呢，「諂者」就不能夠了，「諂者，不能任持教誨。」因為，「諂」就

是把你的過失蓋住，蓋住了，你就不發露，你不發露，你的老師、你的朋友怎樣知道

你有過失啊？不知道你有過失，怎能夠指導你去遷善改過呢？這就沒有辦法去遷善、

沒有辦法去改過，這樣就不能夠任持教授了，這樣，所以就解釋到下面這一句，因為

你「諂」，而「障正教誨」為業用。這樣，這個是第八了。這樣跟著呢，就是第九，

「憍」，驕奢淫逸的「憍」，驕傲。這樣，他說，「云何憍？」甚麼叫做「憍」呢？

「謂於盛事染著倨傲(，能盡)為性。」

這就是說，「憍」的人呢，是「倨傲」，「倨傲」即是認為自己很叻，覺得自己

了不起，這樣，驕即傲了，驕傲、驕傲，現在我們一齊用了，驕傲。這樣，為甚麼你

會驕傲啊？因為你有長處，他說，「謂於盛事」，「盛事」即是你有長處，你有優

點，「盛事」就是你的優點，因為你有優點呢，你就恃優點而生「憍」，這樣的心識

狀態，我們就叫做「憍」。這樣，安慧菩薩就解釋了，他說，「盛事者」，即是你的

優點是甚麼呢，「謂有漏盛事」，「有漏盛事」，這裏他沒有舉例。

「有漏盛事」，即是你的優點，優點舉例，譬如你很有財富，很有社會名譽，很

有地位，或者你是很漂亮、很英俊，都全部是你的「盛事」。那麼，你對每一種東

西，你的財富，你的學識，你的地位，你的名譽，你的漂亮，你又英俊等等呢，你覺

得它是很難得的，所以你就可以自傲了，這樣你可以自傲了、可以自驕了，這樣呢，

這個心識狀態是叫做「憍」。這裏指的「盛事」是指這些了，那麼這個「盛事」加了

「有漏」進去，是不是所有人有財富、有名譽、有地位、又這個長得又漂亮又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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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一定是「憍」呢？不是啊！是看看你有沒有「漏」，如果你是「無漏」呢，「無

漏」都可以啊！佛都莊嚴啊！其實佛莊嚴，佛都是「盛事」啊，是吧！佛有「三十二

種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這都是「盛事」啊！但是，佛這樣的「盛事」呢，

沒有引致「憍」，佛沒有「憍」！

佛沒有「憍」，因為是「有漏」才是，怎樣「有漏」呢？因為你一方面有名譽，

另一方面就起「貪、瞋、癡、慢、疑、惡見」，還有執著「我」，因為這個末那識，

你的末那識常常執著甚麼啊？「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我慢」、「我愛」，

執這個「愛」，執傲物，引致傲物，這樣的時候呢，你有名譽了，同時就覺得你自己

看不起人了，你是最叻的了。

因為，這樣的「盛事」呢，就一定與你的內心世界有些「執」有關，這個「執」

呢，這個是煩惱了，與煩惱相應的「盛事」，如果沒有與煩惱相應的「盛事」呢，就

不可能產生「憍」的。「無漏」的「盛事」就不會產生「憍」的，譬如我們證得「初

果」，這樣就不會了，因為證「初果」的時候呢，是「無漏」的「初果」，你不會因

為自己證得「初果」而看不起人，覺得自己了不起啊！這樣，你覺得自己了不起呢，

「倨傲」才是「憍」。

這樣，你沒有覺得自己了不起啊，因為你證得「預流果」的時候呢，與沒證得

「預流果」的時候是一樣的，你不會證得「預流果」就看不起那些未證的，你不會！

這樣，那些「無漏」的就不包括在內，只是「有漏」就包括在內，這樣就解釋了「盛

事」。這樣「憍」之外呢，這個心態怎樣？這個體(性)是怎樣呢？是「染著倨傲」，

甚麼叫做「染著倨傲」呢？「謂於染愛悅豫矜恃」，這就是說，譬如剛才說的，你是

有很多金錢或者很高的名譽，這樣，對你的金錢，對你的名譽就產生「染愛」，從

「染愛」當中，你就產生很多喜悅，喜悅的時候，於是你就產生很多「矜恃」，

「恃」你的錢(財)、「恃」你的地位、「恃」你的學問、「恃」你的英俊、「恃」你

的漂亮，這樣呢，覺得自己了不起了！因此，這裏解釋「染著」而「倨傲」，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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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著」，後有「倨傲」，如果你不「染著」、不倚恃它、不執著它，沒有「倨

傲」，你有「染著」，才有「倨傲」。所以，你一有「染著」就「倨傲」，「染著」

是甚麼來的啊？是「貪」來的，「貪」我的金錢，「貪」我的名譽，「貪」我的地

位，「貪」我的學識，「貪」我的英俊，是吧？等等！

那麼，這些是「貪」，因此他說，「謂貪一分」，「分」即一部份，是「貪」，

「貪」的範圍很闊，其中有少部份的特殊狀態呢，我們叫它做「憍」，我們叫做

「憍」。這樣，這個體(性)講完了，這個體(性)就是覺得自己了不起，這樣叫做

「憍」。這樣，所以中國人就不鍾意說引以為傲的，我們只可以說引以為榮，我們不

鍾意講「傲」的，因為(「傲」的英文)proud，這個「傲」字呢，是鬼子佬用的，中

國人不鍾意用的，佛家都不鍾意用，「傲」是不好的，傲慢與偏見的那個「Pride

and prejudice」，這個「傲」在中國人來看是不應該的，是煩惱來的，煩惱，但在

外國人，可能對這個「proud」、這個「pride」可能有另外的解法，但是它都有

「傲」的解法，這個「pride」真是驕傲的，都有傲慢這種心態，這樣呢，在東方人

是覺得這個不對的，是煩惱的一部份。

西方人就未必是煩惱，覺得是光榮，是吧？覺得是光榮，他覺得對自己的家族，

這樣的行為對自己的家族、對自己的國家、對宗教，引以為榮，我們最多這樣說，很

少人說，就不應該說，就是東方人不會說「引以為傲」，但現在我們很多人用了，因

為受到西方人的影響就「引以為傲」，那麼「引以為傲」呢，就引以為煩惱，因為是

「隨煩惱(心所)」來的，這個「傲」是煩惱來的。

這樣又說，這個業用是甚麼呢？業用，他說，「能盡為業」，這裏解釋就有點麻

煩了，「能盡為業」是怎樣呢？他說，「能盡者，謂此能盡諸善根故。」這就是說，

如果你「倨傲」呢，就是你覺得自己了不起呢，這樣你就不會上進，你不會上進，那

麼你不會上進的時候呢，就把你以前所做的一切功德，一切的善根是慢慢地凋謝，不

能夠再培養，即是說，你覺得了不起的時候呢，你就看不起別人，這樣你自己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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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不會上進就把你以前的一切善根，因此就引致它凋零、殆盡，這樣。那麼，這

段的文字本來就不是這樣的，本來就是在那個論文裏面呢，就是「云何憍？謂於盛事

染著倨傲，能」加多這兩個字，「能盡為性」。這樣的時候呢，後來那些人就覺得這

個「能盡」放在這處「能盡為性」的時候呢，「能盡」是「能盡」甚麼呢？後面有解

釋，「能盡者，謂此能盡諸善根故。」這個「能盡」就一定不是這裏，是一個「錯

簡」，這就是說，他譯的時候，那個字可能是在另外一行，走了去前面，譯了出來，

這樣，因此現在就是將它擺在下面，「能盡」這兩個字本來是論文來的，就剔了出

來，就放了在釋文處，這樣然後就說，加多「為業」，因為上面一定有「性」有

「業」，「性」就是體性，「業」就是作用，於是就加多「為業」，於是這樣連下面

那一句就通了，因為能盡你以前的善根做這個業(用)。

因此就解釋了，他說，「能盡者，謂此能盡諸善根故。」因為初初驕傲的時候，

你不會把你自己的善根將它消 的，不會的，是吧？這個前面是當時的，這個體毁 (性)

來的，只是未來的作用，由於你現在有驕傲，這樣對你以前所得的善根由於驕傲的緣

故就損 了，損毀一定是對「業用」講，就不是對「自性」來講的，因此就將這兩個毁

字，就由論文放到(釋文)，就加上「為業」進去，就每一句都有，有「業用」，有

「體性」，不然，第一就沒有「業用」，是吧？第二呢，「體性」就不應該有「能

盡」，而無端端的多了「能盡」，這樣一定是我們現在叫做的「錯簡」，就是翻譯的

時候，那些字走上走落，應該有下文的，就提前翻譯了出來，那麼，現在放了進去，

這樣就各安其位了，因此就將它變「業用」了。這樣，其餘都是，「害」都是，

「害」呢，這個「損惱為性」，即損惱就是它的體性，這樣都有「用」的，一定有甚

麼為「業」的啊，由甚麼所依為業，「業」就是它的間接作用；「體性」就是心識的

根本，這個就是「體性」，由這個心識的「體性」，就引致一些影響力，這個引致影

響力的本身就叫做「業用」。

因此，這兩個字就是我們由前面放了下來，因此這個注文裏面就講了，他說，

「能盡為性」是補加釋文裏面，就是這句補加釋文裏面，這樣，「能盡」這個詞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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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後面的，是在「倨傲」之後，就是這裏，就是說，「染著倨傲能盡為性」，本

來是這樣的，那麼現在就拎了下來，放進去了在釋文，再加「為業」，就補進去，加

多「為業」這兩個字，這樣是現在我們的處理辦法。這樣，有十個「小隨煩惱(心

所)」，我們就講了九個，最後一種呢，這裏還有一個問題，他沒有提到，那麼你

說，「慢」與「憍」是不是同一種東西呢？「慢」，好像相近啊，是吧？我們以前講

「慢」，是吧？「慢」即是那個「煩惱心所」，「貪、瞋、癡、慢、疑、惡見」，是

不是有個「慢」？有個「慢」。這樣，「慢」呢，「慢」與「憍」有少少的不同，

「慢」一定不可以自己覺得自己很叻的就是「慢」，因為「慢」與第二個人比較，與

另外那些人比較，譬如說，「我慢」，這樣要把我的重要性是超越了你的重要性，這

樣才是「我慢」，就不只是「染著倨傲」，一定是超越第二個人的，這樣然後呢，

「慢」、「過慢」、「慢過慢」，一等(級)一等(級)的，兩個人比的。

甚麼叫做「慢」？我是好過你，就說我好過你啊，這樣就「慢」。甚麼叫做「過

慢」？本來我與你是一樣的，我偏偏說呢，我與你一樣的，偏偏說，你不如我！這樣

叫做「過慢」，超過那個實際情況。這樣然後呢，「慢過慢」是怎樣？我比你差的，

差過你，我掉轉說，我好過你。

這樣，一定要比較的，這個我與他是能夠比較的，那麼從這一點就知道「慢」與

那個現在所講的「憍」就有不相同地方了，通常「慢」一定要將對方壓低，就顯出自

己，但這個「憍」字沒有這個意思啊，它只是對自己的「盛事」，即是自己的長處，

執著它，貪著，覺得自己飄飄然那樣，了不起的那樣，這就沒有要壓低別人去顯出自

己，所以他的嚴重性與「慢」比較，誰嚴重一些啊？「慢」是嚴重些的，我說自己

(比別人好)。

所以你說，起這個「憍」是不是不善的行為呢？不是啊，「憍」字未到不善的，

這個「憍」不是不善的，不過呢，就會引致將來不善的行為，它本身不是不善，它是

「有覆無記」的，它不是不善，即它不是惡，「憍」不是惡，好像這個「貪」本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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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惡的，你很貪心，它不是惡的，因為貪金錢去害人的性命，這樣你就是惡了，就純

粹的「貪」，它不是惡的，但它是煩惱，是干擾你的心靈，就不得自在，還有將來不

好的，就是不快樂的果報，但它不是惡，這樣「盛事」這裏講完了。這樣就講

「害」，他說，「云何害？」「害」自己都沒有體性，是「瞋」來的，「謂於眾生損

惱為性」，「損惱」即是損害他人，「損」等於「惱」，「惱」等於「損」，對人的

性命，嬲別人，希望別人差，希望別人受損，這樣就叫做「害」。

這樣，「是瞋之分」，是「貪、瞋、癡」這個「根本煩惱」其中的一個特殊情

況，所以，它自己沒有「體」，它的「體」就是甚麼啊？是「瞋」，它的「體」是

「瞋」來的，「瞋」心的「瞋」，嬲人就是「瞋」。那甚麼叫做「損惱」呢？他說，

「損惱者，謂加鞭杖等。」他說，由於這個損惱的人，這個損惱者，因為心識產生損

惱，想害人這種損惱，嬲人而害人這種心識呢，使到你對他人加以鞭打，加以杖擊，

這就是說，我嬲你，於是我鞭打你，用條棍來劈你，於是你對人加以鞭打，加以杖

擊，「即此所依為業。」由於你依這個甚麼啊？「害」的心識活動而產生的副作用，

這個「業」字就是副作用，它自己本身不會鞭打人啊，它自己就對人有「害」，嬲，

由於嬲而產生損害人的生命或者軀體，損害人的生命或者軀體本身是因，這樣將來引

致你對人的行為，各種的行為，這些是對人不好的行為。

所以「害」呢，是一定惡的，所以要降伏這個「害」，這樣要降伏這個「害」的

時候呢，應該要培養我們的「不害」，以前講「善心所」有個「不害」的。那麼，這

裏所有的這些心所分析都是給你知道，在我們的第八識裏面是具有這些不好的功能

啊，既然知道有不好的功能呢，於是就培養善的功能去壓伏它，好像現在這個「害」

字，因為有「害」，這樣所以你要培養甚麼啊？是叫做「不害」的心識活動，「不

害」就是「善心所」。

「不害」是「善心所」，是從哪裏看啊？從我們的「無貪、無瞋、無癡」，哪個

心識活動產生的？是「無瞋」產生的，因為要培養「無瞋」去壓伏這個甚麼啊？

「瞋」，培養「不害」去壓伏這個甚麼啊？「害」，等等！這樣，這裏講完了，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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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有的(「小隨煩惱心所」)。「中隨煩惱(心所)」，講完了「小隨煩惱(心所)」，我

們現在繼續處理「中隨煩惱(心所)」，只有兩個而己，就是「無慚」、「無愧」這兩

個「中隨煩惱(心所)」。甚麼叫做「中隨煩惱(心所)」呢？「中隨煩惱(心所)」就是它

的活動範圍中等，那麼怎樣叫做中等啊？中等就是凡是「煩惱心所」，即「根本煩惱

心所」與前面所講的十種「小隨煩惱(心所)」活動的時候呢，它一定活動的，這個範

圍就是這樣。這就是說，所有惡的心與「有覆無記」的心識活動，它都 哦，我講⋯⋯

錯了，所有惡的心識活動，它都有份的，所有不善心的活動，它就有份了。

這就是說，「小隨煩惱(心所)」與「根本煩惱(心所)」活動的時候就有這個，就

是「貪、瞋、癡、慢、疑、惡見」起，還有「忿、恨、覆、惱、嫉、慳、誑、諂、

害、憍」，這些這樣的心識、心所活動起的時候呢，它一定伴著起的，即前面的兩

種，前面的「煩惱心所」與「小隨煩惱心所」起的時候呢，這個「中隨煩惱(心所)」

一定起，因此就叫它做「中隨煩惱(心所)」。

伴著起的，這樣就有兩個，「中隨煩惱(心所)」呢，兩個，釋「中隨煩惱(心

所)」，第一叫做「無慚」，第二個叫「無愧」，那麼，「無慚」、「無愧」是從以

前的「慚」、「愧」來的，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慚」(與)「愧」？甚麼叫做「慚」

(與)「愧」呢？

「慚」就是「自增上或法增上」而做了過失，「自增上或法增上」為先，而自己

做了過失呢，覺得是羞恥的，「自增上」是對自己的良心，「法增上」就是甚麼啊？

對一切的善法，你不想損害自己清白的心，影響清白的那個良心，亦都不想損害那些

善法，於是，你有少少的過失呢，你就覺得自己慚愧，做了不善的行為就覺得羞恥

的，這樣覺得羞恥的時候，這個叫做「慚」，是吧？

由於自己「自增上或法增上」，為了不想違背良心，不想損害善法，而有少少的

過失(就)覺得羞恥，那麼這個是「慚」的表現。那麼，「無慚」就是掉轉，「無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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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謂所作罪不自羞恥為性。」對自己所做的罪孽，不覺得羞恥的，那麼這裏所講

的罪孽呢，不覺得羞恥就是指對不住自己的良心，損害了一切善法，做了這樣的行為

是不覺得羞恥，是與「慚」字相反，這個就叫「無慚」。

這樣，下面解釋了，這裏字面很清楚了，字面很清楚，他說它的業用，「一切煩

惱及隨煩惱助伴為業。」這樣凡是「中隨煩惱(心所)」的「無慚」起，它一定有那個

「煩惱心所」與「隨煩惱心所」伴著它一齊，所以叫做「中隨煩惱(心所)」，那麼這

「中隨煩惱(心所)」包不包括「大隨煩惱(心所)」呢？這就不包括的！

因此呢，蔣維喬先生就說，「一切煩惱」，這個「一切煩惱」就是指「根本煩惱

(心所)」，即「貪、瞋、癡、慢、疑、惡見」，那麼這個「隨煩惱」是指甚麼？「隨

煩惱」是指「小隨煩惱(心所)」，即是「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

憍」，這十種，就只限於這十種，就不包括「中隨煩惱(心所)」本身，亦不包括「大

隨煩惱(心所)」，後面的「掉舉、昏沉、懈怠、散亂、失念、不正知」，等等，這些

不包括，不包括，就是這些起的時候，那個「無慚」、「無愧」不起的，仍然不起

的。

這樣，就講出了業用，業用就是它的影響力，它的影響力就是影響這個「無慚」

一起的時候呢，就是說一定要伴著些「隨煩惱(心所)」，這個「小隨煩惱(心所)」伴

著「根本煩惱(心所)」起的，就是一起了，這個「根本煩惱(心所)」肯定有一個起，

「小隨煩惱(心所)」最少怎樣啊？有一個起，最少，就不是全部起了，因為「小隨煩

惱(心所)」不會全部起的，各別起的，這樣就由它伴 起的，那麼這個叫做「無着

慚」。「無慚」是對自己的良心、良知講的，「無慚」。

那麼，「愧」就不是了，甚麼叫做「愧」呢？以前我講過，「謂於他增上」，做

了過惡，做了罪惡，這樣而不覺得羞恥的，「他增上」就是社會輿論壓力，雖然社會

輿論說這種行為是不好的，不應該這樣做，但你硬是去做了，做了之後，你就不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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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輿論施與任何壓力，你覺得自己飄飄然，自己很叻！「這樣罵我就罵我吧！我是沒

有所謂的！我是這樣做的了！」這樣是屬於「無愧」。「無愧」這個詞語與中國沿用

的「無愧」是不是一樣啊？不是啊！完全不一樣啊！中國人的「無愧」是好的啊！是

吧？但求甚麼啊？「無愧於心」！這樣多好啊！所做的事雖然不能盡隨人意，就但求

無愧己心。那麼這個是好的啊！

但是，這裏的「無愧」不是這樣的解釋啊！這個「無愧」是不好的東西來的，就

是輿論怎樣的壓力，任何的壓力，那樣你都不覺得羞恥的。這樣，我就常常說，你讀

佛典的時候呢，可能有些詞彙是與中國傳統的用法不同，以前就有個「愛」字，這個

「愛」字在中國是好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這樣就好極了！這樣，

但是佛教的「愛」是不好的，「愛」是「貪」！這樣所以就(不好)！因為他所說的

「博愛」，不是等於甚麼啊？不是等於現在所講的「愛」，「博愛」有另外的詞語代

替，「博愛」是指甚麼啊？在佛教典籍裏面叫做甚麼啊？「慈悲」，是吧？我們用另

外一個詞彙的，我們不是用「博愛」的，我們用「慈悲」的，那麼，「慈悲喜捨」的

「慈悲」就等於中國沿用的「博愛」了，甚至是基督教的那個「博愛」，但自己用的

「愛」字是「貪愛」，是煩惱來的，是慾望來的，「愛」字是慾望，還是情慾，

「愛」字本身很多方面是指情慾，是不好的，因此，讀書或者讀者看報紙，做文章的

時候，你見到這樣的文字的時候，你知道他是用甚麼角度去講，這樣就不要將兩種東

西調轉了。那麼，這個「無愧」一樣了，「無愧」在詞彙學上是一個貶義詞，因為是

「隨煩惱心所」，是中國人所講的「無愧於心」的「無愧」是褒義詞，「褒」是讚

賞，是好的，positive，這個是甚麼啊？negative，它們的性質是不相同。

這樣，看看怎樣解釋，「謂所作罪不羞他為性。」他說，做了過失，對他人不覺

得羞恥的。「不羞他」，這個詞彙好得意的，中國人不會這樣講，中國人鍾意用這個

「對」字，對他人呢，自己不覺得羞恥，這樣叫做「不羞他」。「性」，就是「體

(性)」，這個「無愧」的心識的「體(性)」就是甚麼啊？是做了罪惡，犯了罪，在別

人面前，在輿論面前，不覺得羞恥，這個譯法就是玄奘法師譯的，「不羞他」，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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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的詞彙，中國的詞彙不是這樣的譯法，這就因為受了梵文影響，所以這句語句

本身不是中國的譯法，保留相當多的梵文的方式，不過你知道這個意思就可以了。

這樣就「業用」了，「業用」呢，「業如無慚說。」這個「業用」與「無慚」一

樣，「無慚」是怎樣啊？「一切煩惱及隨煩惱助伴為業。」這就是說，起了這個「無

愧」呢，最少在「根本煩惱(心所)」當中有一個起，還有最少在「小隨煩惱(心所)」

裏面有一個起，就是這個副作用了。這樣，「羞他」就是不以他人之責，不以他責，

不以他人向你的責罰，或是抨擊，或是批評，而覺得羞恥的。這就是說掉轉，人家對

你批評，反過來不覺得羞恥，這樣。那麼，這兩個「中隨煩惱(心所)」講完了。

這樣，我們看「隨煩惱心所」裏面的最後一種，「大隨煩惱(心所)」，「大隨煩

惱(心所)」呢，這個「大」字，記住是範圍大，不是嚴重性大，相反是嚴重性最細

(小)的，最細(小)的，譬如，你睡 了覺，你完全連夢都沒有發，這樣你的「大隨煩着

惱(心所)」起不起啊？都會起的，因為你的末那識，你的末那識裏頭有這些「大隨煩

惱(心所)」，因為它「無覆無記」的時候，它都會起，惡心固然會起了，「無覆無

記」的心識活動的時候，它都會起的，它的範圍最大，這樣換句話，所有凡夫未變聖

者之前的時候呢，是人都起，現在我也起了，這樣看看了，看看這種這麼嚴重的心識

活動，看看自己是否覺察。

第一種呢，叫做「昏沈」，通常我們講打坐的時候，我們打坐昏沉，我們思維

「究竟有沒有生呢？究竟有沒有自性生呢？如果有的時候怎樣生呢？」譬如《中論》

說，「一齊法不自生」，又「不從他生」的，又「不共生」的，又「不無因生」，這

樣，你的精神集中的時候呢，你繼續這樣思維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 的時候呢，疲倦的時候呢，想 想 ，就不能夠順 思維下去，攰 着 着 着

不能夠啊！會斷的，當你這樣順 思維呢，是斷了，不能夠想，不能繼續，沒有足夠着

的力量給你繼續很精審地去思維道理呢，「昏沈」。「昏沈」，我們常常都有「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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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我們常常都會有「昏沈」，這樣就不能夠入定，但除了定之外呢，你的日常生

活，散心都有「昏沈」，定心有「昏沈」，散心一定有「昏沈」，即是你不在定中，

不在定中就一定有「昏沈」，所以，打坐的時候呢，修禪定的時候呢，有幾種東西是

最要省覺的，就是當你「昏沈」怎樣做，當你「掉舉」怎樣做，當你「散亂」，下面

講「散亂」是怎樣做。

這樣，先看看這個「昏沈」，他說，甚麼叫做「昏沈」呢？「謂心不調暢、無所

堪任，蒙昧為性」，「蒙昧」即是黑黑暗暗，叫做「蒙昧」，好像被東西遮住了，這

個「昧」字是沒有「日」，即沒有光了，這個心沒有光明的，好像黑黑暗暗的那樣沒

有力量，由於「蒙昧」呢，所以就「無所堪任」，就是你想思維，都思維不到，你想

用你的理性、智慧去想那些道理，你都想不通，當你想道理想得攰(累)的時候，不能

夠再想的時候，這樣的時候你已經是「昏沈」了。

這樣「昏沈」的時候，心識的境界是怎樣呢？舒不舒暢啊？不舒暢，所以呢，

「心不調暢」，「調」即是調伏，「暢」是舒暢，這個心，內心就不能夠調伏，不能

夠舒暢。這樣就有幾種，由於這個心，由於它是「蒙昧」，「蒙昧」就直接指這個

「昏沈」，「昏」即是「蒙昧」了，「昏沈」就等於「蒙昧」，這個心靈沒有光輝

的，這樣就心靈黑暗的，這樣就不能夠思維，不能夠運用智慧，因此就不能夠產生思

維作用，就不能夠作觀，散心的觀與定心的觀都包括在內。

定的時候我們就覺察到，我們散心是小覺察，譬如你做那條數，解決那個 solve

problem，做了，睡 了覺都會的，你 的時候，明明是看這個字，就看了另外一個着 攰

字，這樣是你的心不集中，這個不是不集中的問題，是「昏沈」的問題，不能夠有力

量去思維的，這樣解釋了。

那麼，「昏沈」有沒有體性呢？這個答案是沒有自己的體性，「昏沈」是我們那

個「癡心所」的一部份，是你愚癡的一部份，他就說「是癡一分」，「是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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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癡心所」，即「貪、瞋、癡」(的「癡心所」)，因為「隨煩惱」，「隨煩惱」是

隨著煩惱而衍生出來的，因此，這個「隨煩惱」自己沒有體性的，是從「癡(心所)」

引伸出來，是「癡」一部份。那麼，它的作用是怎樣呢？「與一切煩惱及隨煩惱所依

為業。」這就是說，一切「貪、瞋、癡、慢、疑、惡見」的「根本煩惱(心所)」與這

個「小隨煩惱(心所)」的「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憍」與「中隨煩

惱(心所)」的「無慚、無愧」起的時候呢，它就與它一齊起了，它一定與它一齊起

的，這樣叫做「一切煩惱與隨煩惱」是依這個「昏沈」而與它一齊起的。

這樣，蔣維喬就解釋「調暢」，「調暢」就是怎樣解呢？「調暢」就是調和通

暢。甚麼叫做「蒙昧」呢？「蒙昧」就是變了迷闇，「蒙」與「昧」都是闇，這個

「闇」就等於「日」字邊(旁)作個「音」字的那個「暗」，就是天暗一樣，不過古字

呢，就寫個「門」字做個「音」，這樣與「日」字(邊)旁那個「暗」字一樣的，那麼

這兩個字是同一個字來的，不過兩個是異體。甚麼叫做「隨煩惱」呢？這裏講「隨煩

惱」與它一齊起為助伴，那麼「隨煩惱」是指大中小，就是小、中、大三類「隨煩

惱」，這就是說，有「掉舉」的時候，都有「昏沈」，有「昏沈」的時候，都有「掉

舉」，有「昏沈」，同時有「無慚」、「無愧」，同時有其他「隨煩惱」與「根本煩

惱」。這就是小、中、大的「隨煩惱」與「根本煩惱」任何一個起，這個「昏沈」都

會與它一齊起，那麼我們的末那識就是了，為甚麼末那識會那麼難將它改變呢？因為

末那識有三(四)個壞的特徵，就是「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它是

屬於「有覆無記」，那麼「有覆無記」的時候，「我癡」、「我見」、「我慢」、

「我愛」呢，都是煩惱來的，這樣有這些煩惱起的時候呢，這個末那識一定與「昏

沈、掉舉、不信、懈怠 」一齊起的，這樣，所以我們的末那識相應的心所不是四⋯⋯

個，是十八個，十八個，其中還有八個這種心所，因此，這個末那識起的時候呢，這

個「昏沈」一定起。

那麼「昏沈」，我們不覺得啊，因為這個末那識不能夠清楚分析我們的阿賴耶識

見分是不是一個靈魂，它沒有這種抉擇力，因為它「昏沈」，它常常「昏沈」，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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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地認為我們的這個阿賴耶識是靈魂，是「神我」，是「實我」，所以執那個甚麼

啊？阿賴耶識見分為「我」。這樣，為甚麼執那個阿賴耶識見分為「我」啊？因為它

常在「昏沈」狀態之中，這個末那識常常「昏沈」啊，是不可以明辨事理的，因為它

沒有一種甚麼力啊？沒有一種堪任力，它沒有了堪任力，沒有了能夠清楚辨別事理的

能力，因為有「昏沈」的心所影響了末那識。

我們以前認為末那識只有四個心所，四種東西陪著你，「我癡」、「我見」、

「我慢」、「我愛」，不是的！還有這些啊，這裏八種啊，還有「遍行心所」，所以

與它相應呢，就不只這麼多，還有「惡見心所」，那個「煩惱心所」的「惡見」都

是，「惡見」，加起來十八個心所與它相應，就不是四個心所，這樣。這是第一個。

這樣，第二種的「大隨煩惱(心所)」呢，我們叫做「掉舉」，這樣，所以你明白

怎樣叫做「大」啊？「大」也者，指範圍大，是吧？「隨煩惱(心所)」起的時候，任

何一個都起的；「根本煩惱(心所)」起的時候，任何一個都起的，所以範圍大，就不

是嚴重性大，相反嚴重性最細(小)，在「隨煩惱心所」裏面，它的嚴重性最小的。

因為末那識都可以，譬如，你被人扑暈， 在地下，人家急救你的，你本來沒有瞓

知覺，那個「昏沈」都正在起的，「昏沈」的時候，你那個甚麼啊？你的末那識是起

活動的，你的末那識起活動，它也是在「昏沈」狀態的，這樣，你的意識就沒有了，

不起了，但是末那識正在起啊。因此，你常在「昏沈」之中，我們每個 生，所以剛衆

剛我說我都在「昏沈」裏面，如果不「昏沈」呢，就一目十行，看東西全部記住了，

沒有不記得的，一受到干擾，受到「昏沈」干擾，所以我本來有智慧，(就)不能夠發

揮出來，一受到干擾就不能了，interfere被另外的東西干擾你，這樣你就不能將本

有的功能如實的發揮，所以這個是「昏沈」。

第二個「掉舉」，一般的「掉舉」就是甚麼啊？打坐的時候呢，我本來這個心專

心一處的，是吧？我們把心集中， concentrate 在某一點的，但你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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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e在某一點，就叫做「掉舉」了，你想了其他東西，相應其他的東西。這

樣，所有的打坐的人都有這種經驗，你未試過呢，即是你未打過坐，你稍為有坐過一

分鐘，包你有「掉舉」，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有「掉舉」，如果連續性的二十五分鐘至

三十分鐘沒有「掉舉」，你可以有初禪了，不可能的，一定會有「掉舉」的。

所以，「掉舉」、「昏沈」通的，間歇發生的，不過呢，「掉舉」不只是在定心

啊，散心一樣有「掉舉」，我們看東西不集中，看著看著，突然間想了其他東西的，

是吧？不知你有沒有這種經驗？突然間有些聲音響，於是你就不能集中在這了，於是

你就想了另外的東西，這樣你就回頭再集中。

這樣，所以打坐的好處呢，就是訓練你自己的集中能力，就是說你知道「掉舉」

怎樣適應，因為「掉舉」有辦法去解(決)這種「掉舉」的啊！我以前講過《六門教授

習定論》，有「掉舉」怎樣做啊？有「昏沈」怎樣做啊？這樣有方法去處理的啊！如

果你不懂這些方法的時候，你常常「掉舉」下去呢，那麼你觀那種道理是沒有辦法觀

的，你想了去另外的地方，長時間都不能觀，這就出定都觀不到。

這就有些人說，他沒有辦法入觀，沒有辦法打坐，他可能對禪定本身沒有這個正

確的訓練，這樣其實在佛典裏面，有很多這樣的經論是講怎樣做禪觀的，它一定有方

法的。這樣，我們現在看「掉舉」，「掉舉」呢，「謂隨憶念喜樂等事，心不寂靜為

性。」這就是說，「掉舉」就這個心不能夠寂靜，不能夠寂靜即是不能夠集中，心猿

意馬，是吧？寂靜就是這個心 concentrate在一點。譬如，數呼吸，我呼，我就知道

在呼，集中在這一點，除了呼吸之外甚麼都不知道，我吸的時候呢，就完全跟著那個

氣怎樣落丹田，就知道這種而已，就不知道另外的東西，如果你(這樣)，你的心就寂

靜了，這個心就很平靜了，因為沒有東西干擾你啊，完全不受任何干擾。

那麼，如果你一「掉舉」呢，你呼的時候，呼就不知道呼，想到人家請你食飯，

想到那天得到甚麼甚麼名譽，人家讚賞你，所以呢，當你正在做某一件事的時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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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心「隨念」，隨著記憶，這個「念」即是記憶，這個「念」字，這個「念」叫做記

憶。這個「正念」就是甚麼啊？正確的記憶。如果不記得了，就是甚麼「念」啊？

「失念」，沒錯！突然間不記得了，就是「失念」，「失念」下面會講的，「失念」

都是「隨煩惱(心所)」，它不是罪惡的。

這樣，隨著你的記憶呢，回想甚麼？你過去歡喜的東西，你快樂的東西，這些事

情。那麼，我們打坐都會有啊，坐著坐著，本來你是數著呼吸的，「數」是難一些

的，好一些，但是「隨」呢，是高級一些的，「隨」著「隨」著，就想到另外的東西

了，想到另外的東西呢，你就叫做「掉舉」。

因為，將你的心不集中在那處，既然你的心想東想西的時候呢，就不得寧靜，不

得寂靜了，這樣，所有「掉舉」都不寂靜，集中就寂靜，不集中就不寂靜，一不集中

就怎樣啊？心猿意馬，怎麼寂靜啊？心猿意馬就定不了，那麼這個「掉舉」就是這樣

了。這樣的時候，「應知憶念先所遊戲」，「遊戲」就是你開心的東西，玩的東西，

產生那種「歡笑等事」，這個心就不能夠集中的，「心不寂靜」。這樣，它的體(性)

是甚麼呢？它自己沒有體(性)的，是貪的一分，(「是貪之分。」)

這樣，它的影響力是甚麼呢？影響力就是「障奢摩他為業。」「奢摩他」是甚麼

來的啊？是「止」，「奢摩他」是「止」來的，「障」，影響你修「止」。其實，這

裏有個「昏沈」還沒有講業用啊，它呢，「障毘缽舍那為業。」障觀，是吧？它這裏

呢，安慧菩薩是講少了一種，應該呢，「昏沈」是障「毘缽舍那」，「毘缽舍那」叫

做觀，這就是說，你一有「昏沈」就觀不到，不能作觀了。

因為，禪定是兩種東西來的，一種是「止」，第二種是「觀」，所以，禪定呢，

正確譯叫做「靜慮」，是吧？靜者，定也；慮者，觀也。所以，現在說心不寂靜，靜

慮啊，「止」就叫做「靜」，「觀」呢，就叫做「慮」。這樣，所以「昏沈」，你一

「昏沈」就沒有堪任的力量作觀，所以有「昏沈」呢，它的間接的作用就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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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這樣，有「掉舉」呢，它的間接作用就是障「止」。這個「止」叫做「奢摩

他」。這個「觀」叫做「毘缽舍那」。因為，「奢摩他」是照譯的，是梵文譯過來的

音譯，那麼意譯就叫做「奢摩他」就是「止」，「毘缽舍那」就叫做「觀」，這樣。

這樣，第三種就是「不信」，與「信」相反了，與「信」相反。

「不信」呢，講多一點點，譬如你打坐的時候，你遇到「昏沈」怎麼辦呢？這樣

就遇到「昏沈」的時候呢，這個方法叫做「舉」法，「舉」法，這就是說，提起你的

精神，那麼「舉」法的方法呢，根據《六門教授習定論》，就是這樣教我們，當你

「昏沈」沒有能力作「觀」的時候呢，你不要「觀」那種東西了。

譬如，「觀」有沒有「生」(與)「無生」，作「無生觀」，你都沒有能力作「無

生觀」，這樣的時候怎麼辦呢？這就相反，不要觀「無生」，就觀你做靜坐有甚麼好

處，「啊，做靜坐就可以將煩惱壓伏，我將來就能夠證到真如，證到真如就入地，我

就入如來家，如來家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 乃至到十地得究竟位，這樣就普⋯⋯

渡所有眾生！很開心！」這樣一開心的時候呢，你就提起你的精神，這樣你就不再

「昏沈」了，這個方法就是這樣。

「掉舉」呢，當你「掉舉」的時候，不可以再「止」了，你就不再「止」了。那

麼這裏是以「觀」破「觀」，這就是換句話說，就是你再作「觀」，不過，就不是作

剛剛原有的「觀」。這裏呢，就是不再作「止」，你再「止」都無用啊，你「止」不

到啊！「止」不到的時候呢，就是用另外一個「止」法，這個「止」不是那個「止」

啊，這就是說，要「觀」！「觀」甚麼啊？如果你這樣「昏沈」下去有甚麼過失？有

甚麼過失？有甚麼過失？這樣你修一年、十年、八年都修不到，我這樣修有甚麼意義

呢？這樣常常的這樣「掉舉」。

這樣的時候呢，你就不會「掉舉」，你就再會集中，重新修「止」。這樣，無著

菩薩在《六門教授習定論》裏面呢，是這樣教我們，就是說有方法的，這個方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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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不一定「止」就永遠「止」下去的，當你「止」不到的時候呢，你就揀另一條

路去走，用改轅易轍，這樣，結果你都能夠成功的，這就有方法教怎樣去做的，那麼

這些方式就這樣處理了。這樣，第三種就是「不信」，「不信」，剛剛我說，「信」

就是好的，「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是「善心所」，但「不信」不是不

善，「不信」就是甚麼啊？是「大隨煩惱(心所)」，是引致你的心識活動受到干擾

的。那甚麼叫做「信」呢？「信」是對「實、德、能」是印認它，是殷求它，喜歡

它，這樣叫做「信」。「實」是甚麼啊？對真理，即「四聖諦」。

「德」就是甚麼啊？「實、德、能」，「德」就是果德，佛的果德，或者有「三

寶」，「三寶」就是德，即佛、法、僧，「三寶」，你是認同它的，接受它、認同

它、喜悅它。這樣「能」，「能」是甚麼？知道自己這樣修行能夠證果，亦知道他人

亦有足夠的力量去修行，亦都可以證果。這樣是對「實、德、能」起一個正「信」。

那麼，「不信」就是掉轉了，對「實、德、能」是不能夠接受，不能夠順應接受的，

這樣叫做「不信」。明知道清清楚楚它是對的，但是都不能夠接受，「不信」，他

說，「謂信所治」，原來呢，「不信」是「信」的對治法，這就是說，如果你有「不

信」產生，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修「信」，就重新研究甚麼啊？甚麼叫做「實」，甚麼

叫做「德」，甚麼叫做「三寶」，「能」就是每個 生都具足的，「如來藏」，能夠衆

成佛的，要重新認知它，這樣就產生信念，有信念就對付這個「不信」，這個方法。

所以，你要克服這個「不信」，就只要用「信」去克服，這樣叫做「信的對治

法」。這樣，就「於業果等不正信順，心不清淨為性。」這裏就是解釋這個「不

信」，「不信」就是說，對「業果」，即是因果，因為造業的時候，有惡因得甚麼？

痛苦的果；有善因得甚麼？快樂的果。這個「等」，這些這樣的事情呢，就不只是這

種事，還包括什麼啊？這個就代表「諦」，就代表真理「四聖諦」，這個就是甚麼

啊？這個就是「苦諦」與「集諦」的關係，是吧？這個「集諦」就是業，這個「苦

諦」就是甚麼？就是果啊，它是「四聖諦」的有漏的世間部分，還有出世間未講啊，

出世間都有因果關係的，這裏是指一種，指這個「實」，對「實」呢，對這個真理，

「實」就是真理，就不能夠正確地接受與順應，如果順應就是說喜歡它，繼續跟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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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這樣叫做「信」。這樣還有「等」，「等」些甚麼啊？「等」即「德」、「三

寶」與「能」，「能」是對自己有信心，對他人修行有信心，這是「能」。等等。這

個叫做「不信」，對於「實、德、能」不能夠正信，不能夠正信而順從它，這樣喜愛

它與跟著方法去實踐，這樣叫做「不信」。

「不信」的時候，心識的狀態是怎樣啊？「心不清淨為性。」「性」即是

「體」。如果你「不信」的時候呢，這樣你的心就不清淨了。因為有因果，你順應因

果，接受因果，這樣你就不會犯甚麼啊？染污的心，於是你做的都是善的行為，不做

甚麼？惡的行為。

那麼，你對「三寶」能夠尊敬，這樣你就不會做違法的行為，違佛寶、違法寶、

違僧寶的行為，這樣你就清淨了。是吧？對這個「能」，決定我現在能夠成佛的，你

修行你都成佛的，這樣對人對己有信心，這樣你的心就清淨了。相反就是甚麼啊？

「不信」，「不信」的心就是染污，就不清淨了，由於「不信」就心識不清淨。這

樣，安慧就解(釋)了，他說，「能與懈怠所依為業。」

如果有「不信」呢，就依這個「不信」，「與」即是產生、引致你的懈怠，既然

你「不信」有「實、德、能」了，這樣你怎會勤力去修行啊？你「不信」真理的時候

呢，你「不信」業與果的關係，你怎會有心機去做善業啊？你做的都是惡業的啊，是

吧？對自己自私自利的行為都做了。這樣因此呢，由於你不信，就不能夠有善行了，

不能夠有善行就是說很懈怠地修善，對修善產生懈怠，修善產生懈怠就不是「不信」

的「體(性)」，這就是甚麼啊？「不信」的副作用。

這裏「不信」講完了，這樣就講「懈怠」，由不信引致「懈怠」，「懈怠」即是

懶惰。「所治」就是所對治法，剛剛講過了，那麼懶惰就是「勤」的所對治。因為，

我們的善法裏面有甚麼啊？「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安、不放逸、行

捨、不害」，是吧？有「勤」，「勤」就譯一個單字，就是「勤」，譯兩個字叫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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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啊？「精進」，是吧？一樣的啊！「勤」等於「精進」，「精進」等於「勤」，這

樣就要看一下給你的篇幅有多少了，如果給你有足夠的篇幅就譯「精進」，不夠篇幅

就譯一個字，現在他就譯「勤」，就等於「精進」。

這個「懈怠」是「精進」的對治，這就是說，一有「精進」，「懈怠」就怎樣

啊？就不能起，如果你沒有「精進」呢，「懈怠」就即刻搞擾你，這樣。那甚麼叫做

「懈怠」？他說，「於諸善品心」，於你的心識活動，「善品心」就是善的心所，與

善的意識與意識相應的一切心所，這樣叫做「善品心」。品者，類也，心識起不只一

個啊，它是呼群引類一齊起的，這就是你的意識不是單獨一個起的，它有些善的心所

與它一齊起，有那個「遍行心所」一齊起，這樣與它相應的。

這樣相應的心所，善的心所與心王起的時候呢，這樣就「心不勇進為性。」這樣

就不能夠「精進」，不能夠勇猛精進就叫做「懈怠」。這就是說「懈怠」是對甚麼

啊？善法不能夠勇猛精進叫做「懈怠」，「懈怠」是指對善法講的。那麼，我對惡法

的「懈怠」，這樣算不算「懈怠」呢？這樣不算啊，這樣不算啊！對惡法的「懈怠」

是好的啊！所以(「懈怠」)，它專門指對那些善法不勤力就叫做「懈怠」，對善法不

「精進」，這樣就叫做「懈怠」，所以對付「懈怠」就要精進地修善行，就可以對付

(「懈怠」)了。這樣就解釋了，他說如果我們這樣「懈怠」好不好呢？如果「懈怠」

呢，「能障勤修眾善為業。」由於你「懈怠」呢，就障礙你精進地修一切善法了，這

就是你對善法懶惰，就不能夠修善法了，這樣，這個也是癡一分，它沒有自己的自體

的。這樣第五類呢，就叫「放逸」，那麼「放逸」是不是「精進」呢？「精進」是指

對善講，「放逸」都是「精進」，但這個「精進」是對惡講的，那麼，「精進」勤力

地做壞事就叫「放逸」。

勤力做好事叫做甚麼啊？叫做「精進」，這是分開的，就是說這個詞彙呢，一說

「精進」就是好的，一說「放逸」就不是好的，一說「精進」就是褒詞，一說「放

逸」就是貶詞，這樣「放逸」只是做壞事「精進」，勤力去做壞事。這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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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謂依貪瞋癡懈怠故」，因為你「懈怠」，那麼對「貪瞋癡」呢，依「貪瞋

癡」產生活動而「懈怠(放逸)」，他說，「於諸煩惱心不防護、於諸善品不能修習為

性。」這樣，由於你有「貪瞋癡」影響你，這樣又加上「懈怠」，所以這個「放逸」

呢，「貪瞋癡」、「懈怠」為性，它自己沒有自己的自體，是「貪瞋癡」、「懈怠」

合起來的綜合作用。

它的真正作用呢，「於諸煩惱心不防護」，自己有各種的煩惱，譬如你起

「貪」，又不會禁止這些「貪」，起「瞋」，又不懂禁止防範它，讓它不起，起了又

不會壓伏它，讓它不要再生起，這樣叫做「防護」，不知道去「防護」。這裏是對煩

惱講的，如果對煩惱知道「防護」呢，叫做甚麼啊？叫做「精進」。如果你一有小小

的，微微的貪心，微微的瞋心起呢，即刻壓伏它，這樣就叫「精進」。

知所防護，防護你的甚麼啊？根門，因為一個佛教徒啊，常常防護根門的。因

此，儒家都有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吧？這就是防

護根門啊！一有微微的非禮，就是不合乎這個道德規律的，我即刻不讓它做，那麼這

個就是防護了。那麼，中國人都一樣啊！中國人都講得很清楚啊！在《論語》裏面，

這是誰講的呀？顏淵講的，顏淵啊，顏淵講怎樣防護，這樣，其實中國有很多東西都

與佛家相應，那麼這裏就是相應了。

那就不只這樣，這個是消極的，防護是消極的，只是消極沒有用的啊！你不做壞

事就不等於做好事啊！那麼對於那些好事怎樣做呢？好事就是「於諸善品」，即一切

善心所做的活動，就是「善品」，「不能修習」，就不能勤力修習，這樣就叫做甚麼

啊？放縱你的煩惱，你「貪」就由它「貪」下去，「瞋」就由它「瞋」下去，「癡」

就由它「癡」下去，這樣叫做甚麼啊？「放逸」！如果由它的時候，做惡！你一定不

會做善的啊！

這樣因此呢，「放逸」都是「勤」，是勤於做壞事，就不是勤於做善品，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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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逸」，就沒有善品；有善品，勤於修善，遷善改過就不會有甚麼啊？「放

逸」，「放逸」的時候就不好了，「不放逸」就好了，一有「放逸」的心就改過來。

這樣，釋文解了，他說，「不善增長」，由於有「放逸」呢，使到那些不善的心

識活動就繼續加強，就「善法退失」，那些善行就不做了，完全退減，乃至一點也不

做，這樣就「為所依」，依這個「放逸」，使到那些善法退失，依這個「放逸」，使

到那些不善法增長，就是它的業用了，就是它的間接作用了，這樣是「放逸」。

那麼，你(修)定都有的，你在定裏面，當你修定的時候，你有那個「掉舉」心，

這樣就不即刻防護，壓制它，這樣由它繼續「掉舉」下去，這樣就叫做甚麼啊？「放

逸」，這樣就是「放逸」了。這樣「失念」了，「失念」很簡單的，忘記了東西就是

「失念」，不記得了就是「失念」。這個「念」即是記憶，不能記憶叫做「失念」，

失去了記憶，這樣，「謂染污念」，就是不正確的「念」，「念」是記憶來的啊，那

麼，染污了的「念」，被「癡」等等的干擾了你，「於諸善法不能明記為性。」對一

切善的知識、善行，不能夠記得清楚。

這個與甚麼有關啊？與戒有關，是吧？你守某某戒，或者與法有關，即教法，你

讀了那些經教，由於你受到其他的干擾，於是你不記得了這些經教，對那些戒，每一

個戒條、戒文不記得清楚，這樣是「失念」了，不記得了，於是就犯戒了，你可能還

不知，犯了戒都可能不知，這樣就「失念」。

那麼，我們打坐的時候，有「念」才有「定」啊，譬如說，你數息的時候呢，要

記憶到前一個是「一」，第二個一定是甚麼啊？「二」，第三個應該是「三」，跟著

就是「四」了，這樣你就沒有「失念」。如果數「一、二、三」，哦，不記得了，你

數到「九」了，或者想另外的東西了，這樣你都繼續「失念」，你都會「失念」。所

以呢，那個「八正道」裏面，有這個「正念」跟著才有甚麼啊？「正定」，有「正

定」，你沒有「正念」呢，你入不到「正定」，所以有「正念」在先，後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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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以它們有關的。這樣，其實佛家的東西不是獨立的，即是一以貫之，彼此之

間有關聯的，那麼你越讀得通，你想一下它們的關係，你發覺全部都是(貫)通的，如

果你讀佛經讀到不通呢，那麼你就不能從佛學中得到你的受益，你要受益的時候就一

定要通的，要每一種東西與另一種東西互相相通的。

這樣就再看了，第七種，「散亂」，「散亂」，這個心流散，「散亂」就是「謂

貪瞋癡分，令心心法流散為性。」令這個心想了到另外的地方去，流散到另外的地

方。這樣就「能障離欲為業。」如果你常常「散亂」就不能夠達到離欲的「定」，離

欲是「定」來的。「離欲」，因為初禪呢，初禪要離欲的，初禪叫甚麼啊？「離生喜

樂地」，是吧？二禪叫甚麼啊？「定生喜樂地」，是吧？那麼，這個「欲」呢，就要

離的，要離的，所以，「離生」的這個「生」字就是這個「欲」，離開那些「欲」，

讓那些「欲」不能夠起，情慾不能夠起，這樣。

因為初禪的時候沒有情慾的，因為「初禪天」，或者不是「天」，初禪，禪的境

界是由欲界提升到甚麼界啊？色界，應該是色界，你一入初禪已經不在欲界啊，它不

在欲界了，它應該在色界，所以你入了「定」。「定」，怎樣叫做「定」啊？最少初

禪才叫「定」啊，你未到初禪，你不算入定啊，你在學習入定，預科而已，「定」的

預科，就未至於真正「定」，因此呢，初禪就是(屬於)色界，於是這個「離欲」就是

到色界，離開欲界，這就是「定」的開始，真正「定」的開始。

於是呢，你有「散亂」就入不到初禪了，你常常在那個欲界的「定」，欲界定不

能夠真正入定。這樣就解釋了，甚麼叫做「流散」呢？「流散」就是這個心是馳流分

散，馳流即不能將事情集中之外，不能夠集中之外，還有「掉舉」，不能夠集中就

「掉舉」，不能夠集中，還不只是不能夠集中，因為你不能夠集中，你想另外的東西

都有條理的啊，是吧？譬如我入了定，突然間有人問我問題，我現在明白了，這樣的

時候，我的心不能夠再定了，但我有條理想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可能很有條理的集中

解決(問題)。但是呢，馳流就不是了，這個心(好像)隨著流水一樣飄到另一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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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到，這就更差過甚麼啊？「掉舉」。這樣於是好像流水那樣奔走去了，分散去

了，這樣叫做「散亂」。這樣(解釋)「離欲」了，「離欲」指定，因為定的功能故，

定的功能是離欲的，要從欲界提升到甚麼啊？色界與無色界，這樣，所以定的功能是

離欲。那麼，如果「障離欲」呢，即是障定，障定，障定是不是障止啊？這個「定」

是包(含)甚麼啊？包(含)甚麼啊？「觀」！沒錯了！

這就是說，「散亂」是障兩種東西，不能夠「觀」，同時不能夠甚麼？不能夠

「止」。剛剛我說的「掉舉」只是障一種東西啊！障「止」，是吧？就不能集中而

已，它沒有流到另外的地方，可能作觀都不定啊。那個「昏沈」呢，障甚麼啊？障

「觀」。這樣，現在的「散亂」是障兩種東西，障「定」，整個「定」都障了，這就

是很嚴重了，即是一「散亂」呢，止觀都做不到啊，障「靜」與「慮」，都障了，就

不是障一種東西，這樣。

那麼，下面就容易一些了，我們解決了這個「散亂」與「掉舉」不相同，「掉

舉」只是障止，「散亂」障定，止觀都障的，這就不相同的。那麼，甚麼叫做「不正

知」呢？「不正知謂煩惱相應慧，能起不正身語意行為性。」這就是說，不能夠正確

了解，不能夠正確了解就是怎樣呢？即是煩惱，它都是「慧」來的，它都是智慧。因

為，「不正知」，「知」是智慧去知的，這個「知」一定要抉擇力，那甚麼能力去簡

擇啊？這個智慧去簡擇。

但是，這個智慧受到煩惱干擾，所以對事情的對象就不能如實地了知，這樣不能

夠如實地了知，所以叫做「不正知」。有「不正知」的時候呢，就產生心識活動，產

生了身、語、意的行為，正確的行為不能生起，有「不正知」就不能生起。因為，生

起「不正知」的活動，這樣就正的身業、正的語業、正的意業，這個「行」即是業，

不能夠生起，這個叫做「不正知」。這樣，怎樣去壓伏「不正知」啊？於是就需要有

個「正知」去壓伏它，這樣又說，「違犯律行所依為業。」如果有「不正知」呢，一

定是犯戒，違反這個戒律的行為。「謂於去來」，謂於過去及未來「等不正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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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於對過去的事、對未來的事不能夠正確觀察，而不能夠知應該怎樣作，知不

應該怎樣做，因此就犯戒了，因為你是不能夠知道，我是怎樣做才對，又不知道甚麼

事情我是不應該做的，這樣於是你對戒律就違反了，這樣就叫做「不正知」。

這樣，下面解釋了，他說，隨著「慧」的一份假立，它沒有自己的實體的，他

說，「違犯律行」，這個就是指犯戒的行儀，你犯戒的行為，那麼一共有八個，八

個，這裏所有就叫做「大隨煩惱(心所)」，通常呢，「大隨煩惱(心所)」一起就全部

起的。

這就是說，我剛剛說的那個末那識的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

愛」一齊起，因為它是屬於「有覆無記性」的，這樣，所以「有覆無記」性的心識一

起呢，這八個「大隨煩惱(心所)」全部都起的，這就是它們彼此不會矛盾的，怎樣不

矛盾啊？就是說，你一方面起「掉舉」，一方面起「昏沈」，一方面有「不信」，一

方面起「懈怠」，一方面起「放逸」，同時又有甚麼？「失念」，同時有「散亂」，

同時有「不正知」，全部齊了，它們不是單獨一個起的，不過呢，某些強，某些弱。

於是，我們將三種「隨煩惱(心所)」就可以分(類)了，第一種叫做「小隨煩惱(心

所)」，「小隨煩惱(心所)」是各別起的，它們不會在一齊呼群引類起的。那麼，「中

隨煩惱(心所)」呢，凡是不善心起，它一定起，就叫做「中隨煩惱(心所)」。這樣，

凡是不善心，同時「有覆無記」的心起，這個是「大隨煩惱 (心所)」，「掉舉、昏

沈、懈怠」等等，這個「放逸、失念、不正知」等等呢，都起。這樣，我現在問一問

你，這個阿賴耶識起的時候，這個「大隨煩惱(心所)」起不起呢？

學生：「起。」

老師：「為甚麼呢？」

學生：「因為阿賴耶識是恒常的。」

老師：「恒常，沒有說起啊，善心起，它可以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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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先看看阿賴耶識的性質，世界上的行為或者心識有三種性質，或者四

種，三種是善、惡、無記。那麼，這個阿賴耶識是無記，無記分兩種，一種是「有覆

無記」，一種是「無覆無記」。「有覆無記」會障你的正智不能起的，就是說這個真

如不能證，障般若智，障根本智與那個後得智不能起的，這叫做「有覆」，覆障你的

心靈，讓那些清晰的無漏智慧不能起，叫做「有覆無記」，它自己不是惡，它只是遮

蔽你的心識，這個清晰的心識讓它不能起。

這樣，如果這種「無覆無記」，它本身是無記性的，但是不會阻礙任何心識生

起。那麼，阿賴耶識是屬於那一類啊？是「無覆無記」的，它是真正中性的，任你

起，任你不起的，隨你的，沒有所謂，這樣，它「無覆無記」就不需要與那個「大隨

煩惱(心所)」相應，因為剛剛講，這個「大隨煩惱(心所)」是甚麼心識起才起啊？是

惡的心與甚麼啊？「有覆無記」性的心起，才會起的，因此呢，阿賴耶識不是屬於

惡，阿賴耶識不是屬於「有覆無記」，所以它就不起(「大隨煩惱(心所)」)。這就是

說，阿賴耶識沒有甚麼啊？「掉舉、昏沈、懈怠、放逸」等等，乃至「不正知」等

等，沒有的，沒有的。

那麼，其餘的末那識、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七個識都可以相

應，可以，就不一定相應的。那甚麼時候與它不相應啊？當你證真如的時候就不相應

了，所有這些煩惱(心所)、隨煩惱(心所)，大中小都全部停了。學生：「消 嗎？」毁

不消 ，證真如而已，不是成佛啊！成佛就全消 了，這未消 ，只是暫時壓伏，壓毁 毁 毁

伏了，讓它不能起，這樣就給機會甚麼啊？般若無分別智，般若後得智來證真如，這

樣。那麼，今日我們到此，下個禮拜再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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