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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的)這個課，今日是這(學)期最後的一日，過了今日，我要在今年九月

以後才回來；當我回來的時候，要到十一、一二月，這個課才會輪回(下一階段

的開)頭。各位如果是聽了這個課，這一段(內容)是有心得的話，就要記住、記住，

回去找本《成唯識論》——如果你真的(是)愛好的話——唸熟它，對吧？如果你

認為都覺得不錯呀，你就看它三、五次；如果你覺得(認)識一下都是好的，(那)

不妨再看一次。將來對你讀佛經、學佛法，不論你是學顯教或是學密宗，對你都

會很有利(益)的。舉一個例。譬如，在以前，我們時時在<信報>、<明報>看到那

個寫專欄的王亭之，對吧？他以前很强調、只是談密宗及其他東西；近來這一兩

年，他很留意唯識，很歡喜在報紙上談唯識，他的理論比以前清楚了很多，可見

學佛的人得到唯識的理論的幫忙，就好似一個木匠得到一把好的斧頭一樣。同

時，大家互相辯論的時候，我自已講錯在何處，別人講錯在何處，你會一目了然。

尢其是學唯識的人，(若他們)兼學一下因明，他思考東西時不容易思考錯，說話

時不會容易說錯，你試一試就知道了。 

 

下一次，即是下星期日，(是)第二個階段的開始。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是循環

的，唯識是大乘的有宗，講完唯識之後——講唯識即是講有宗；講完這一段之後，

我們就(會)講一段大乘空宗的、中觀的(思想)，由李潤生先生講《中觀論》。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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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幾十年前，我歸依了太虛法師之後，我曾經請問他，我說我想讀佛經，真真

正正來研究佛經，應該怎樣讀呢？他這樣教我，亦這樣教其他人，他說，讀大乘

佛經，讀一本空宗的，即讀一本中觀(宗)的，再讀一本唯識宗的；然後再回頭讀

一本空宗的、中觀宗的，再讀一本唯識(宗)的。他說(要)這樣梅花間竹來讀，這

樣就不會起執著，因為只學唯識的人會有很多名相的執著；只學中觀的人很容易

流入虛無。他說只有兩者相間，間著來讀，這樣就不會犯偏有(或)偏空的過失。 

 

那麼我們這個課程，差不多是仿照太虛法師的辦法，不過我們將它來掉轉一

下：唯識講一段，然後講一段中觀；但佛法不是只有唯識與中觀的，還有其他的

東西，於是我們就把很流行的、很多人都想認識的那幾本熱門的(佛)經，例如《維

摩經》、《法華經》(等)來講。又因為大乘的佛法都是以小乘的佛法做基礎，現代

學佛法的人的趨勢都是特別注重小乘的經(典)，不同以往那樣；以前的會話，這

是小乘(的東西)而已，我們不用理(會)的﹗(會)這樣。(但)現在的風氣完全改變了，

談到佛法，開口就講原始佛教，對吧？所以我們就想大家認識原始佛教的經典，

於是就在小乘經裡面選(取)了《雜阿含經》來講給大家聽。講完小乘之後，大概

是一個循環，即「一周」，那時候我已經回來了，又講回唯識；然後又再到(講)

中觀；再講回《維摩(經)》與《法華(經)》；然後又再講回小乘經。大概(來說)，

如果各位真正想學佛經，想得到一種基本知識的話，如果各位能夠依著三個循環

去(聽)，一定會為各位提供很多寶貴的資料的。希望各位不要以為唯識這一段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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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算了﹗不要功虧一簣，一定要讀一下空宗的，看一下中觀的書，空(除)一

下那些名相的執滯。如果學唯識，一直抓取著那些名相的話，沒什麼用(處)的，

反而有礙，對吧？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真正想研究佛法，你最好就是記住記住

讀一下中觀，(清)洗一下名相的執著，對吧？ 

 

我引(用)一位我(要)好(的)老朋友，而(他)現在已經往生了，這位叫做遠參法

師，他對我講，他說：煩惱猶如老鼠。他說如果一間屋裡有老鼠弄得污糟邋遢，

(而)唯識宗等於老鼠膠，(用來)黏住那些老鼠、杜除那些老鼠。他說，當你杜除

老鼠之後，你(的)一廳一房滿地都是老鼠膠，你一樣是(覺得)不舒服的。你要完

全洗掉那些老鼠膠，然後你才(會)舒舒服服住在那裡的。他說唯識猶如老鼠膠，

是可以治老鼠，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完全洗掉的話，(便)會弄污你(家)的(客)廳、你

(家)的房(間)的，遠參法師這樣說。 

 

他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大家以為：羅生，你是學唯識的，你講這樣的話？

我是學唯識，但是我亦學空宗的啊，我在這裡講唯識而已，我在法相學會(與及)

在其他地方，我講般若的，(最)近兩年我都沒講很多唯識(的東西)。因為居士林(有)

這樣好的勝緣，有很多人都希望我講唯識，(所以)我就講唯識。(但)我現在很歡

喜講般若，我覺得「空」，以趣味的角度來說，講「空」更加有趣味。所以，我

特別這樣講，希望大家不要以為中觀是小意思而已，不是﹗(它可以幫)你洗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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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名相的執著。   

 

講中觀的(人)，我所覺得是這樣：很純綷地講中觀的，在南中國，包括香港，

沒有多少人，算來算去都只得三幾個(人)，李潤生先生，不只是其中之一個，而

且(屬於)前輩，因為他在南中國裡講中觀與因明，他就是三幾個(人)中之一，我

們請他來這裡(開)講，其他的地方，他都不是十分願意去講的，希望大家特別留

意。直至李先生講完，大概為期三個月，講完之後，會是(到)葉文意(開講)，葉

文意講《維摩經》。《維摩經》是大乘經(之)中最有趣的，對吧？現在世俗上講的

「不二法門」，這個「不二法門」出在何處呢？出自《維摩經》。很多故事，(如)

「天女散花」，「天女散花」這件故事，又是(出自)《維摩經》。那些文人學士，

謄(寫)佛經的，很喜歡寫《維摩經》。你看一下，我們(中國)從前(在)清朝有一位

詩人，(叫)龔定庵，他自己說——他自己稱自己為居士：「居士讀經遍三藏，獨

愛維摩五卷問」[出自龔定庵〈西郊落花歌〉，原文是：「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

維摩卷裡多清詞。」] ，他說我最歡喜的就是《維摩經》了。同時，談到佛經的

文學，《維摩經》是第一流的，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這本《維摩經》，(翻)譯得

十分生動。 

 

我們(這課程)是想供給一些資料給大家讀《維摩經》，而剛巧葉文意答應了

王亭之的邀請，王亭之近來發心編一套佛經的導讀，(是)以通俗的體裁來供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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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看(的)；他請了葉文意寫《維摩經》的導讀，又請了李潤生先生寫《中觀論》

的導讀，剛巧又是一個勝緣，所以我們法相學會與居士林請了葉文意來講《維摩

經》。你在這裡聽她講《維摩經》，等於將來看她(寫)的那本導讀，一樣的，因為

她(寫那本導讀)的稿，已經(會)在居士林先講。接著，就會請趙國森先生講《解

深密經》。《解深密經》是唯識宗最重要的一本經典，在唯識宗(的立場)來說，它

是真真正正的經中之王。而專(門)研究《解深密經》的，在南中國來說，就是趙

國森。他亦應王亭之的邀請寫《解深密經》導讀，剛巧又適逢其會，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一邊找資料一邊寫，他書上未出(的資料)，已經在我們居士林先講了，

這個機會又是很難得。 

 

(除此)之外，小乘經中之最重要的就(是)《雜阿含經》。我們知道《雜阿含經》

是佛經中，幾乎是每一段、每一句都是釋迦牟尼佛金口親說的經都說不定。這本

經，以今日的(角度看，在)佛經中的位置，幾乎超過其他一般的很多經之上。我

們研究《雜阿含(經)》的，在香港之外，當然有很多人，因為(在)斯里蘭卡還有

很多人(研究)；(在)台灣研究《雜阿含經》最權威的，不只在台灣最權威，連在

中國都是最權威的，就是印順法師。不過，在香港沒有幾個人研究。在香港，我

所認識的是兩個人研究《雜阿含(經)》而已，一個是黃家樹，他正在一間津貼學

校做校長；他花很多工夫，到現在仍然是很努力去研究《雜阿含經》，但是因為

他要做一份校長(的工作)，一個星期要待在辦公室待足五日，對吧？餘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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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又要在他那間明珠佛學社講(課)，這樣的話，(他)就連與太太去逛街都沒時

間。所以我們不想紛擾他，(故不)請他來這裡講(課)。另外研究《雜阿含經》的

就是陳瓊璀，她近這幾年非常之努力研究《雜阿含(經)》。黃家樹的研究，他是

印順法師的徒弟，直承印順法師的指導；而陳瓊璀研究《雜阿含(經)》，與黃家

樹的風格有些不同，因為為什麼呢？陳瓊璀是我學生，黃家樹都(可以)叫做是我

學生，對吧？因為他的畢業論文，我是審查委員之一，(所以)都(可以叫做)是我

學生。而陳瓊璀，不只是印順法師一系的講法，她因為受到我指導，(而)我著重

呂澂先生的看法，自然與印順法師的看法有多多少少的出入。現在這個《雜阿含

經》(的課)，由陳瓊璀在這裡(講)。希望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是小乘的東西而已，

不學也罷了﹗不然，現在時勢不然。大乘經，世界上幾乎共認都是以小乘佛法做

基礎，發展而成大乘。所以(這是)我們特別要留意的。這樣就是一個循環。 

 

當我們讀完《雜阿含經》之後，我又再來接續(講)《成唯識論》，如果機緣

好，我又未死的話，希望我及身做到這件好事，因為我以前在香海蓮社，(用上)

十年零幾個月(來)講《成唯識論》，(來)聽我講(課)的有好幾個人，現在工夫都做

得很好；(我)希望，再來一個循環，又(用)十年，將《成唯識論》再講一次，希

望這一次又有十個八個(人)能夠做得好，你說有成百多人聽(課)，為什麼(只預計

這麼少人做得好)？是有百多人聽(課)，(但)真正做得到，十個八個(人)而已，(有)

十個八個(人做到)已經很滿足了，對吧？因為為什麼呢？很多(人)只是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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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這樣而已，對吧？真真正正有興趣做(研究)的，很難超過十個人，

不過十個八個人總(是)有(的)。 

 

下一個星期開始，(由)李潤生講《中觀(論)》，記住呀，我們整個課程是一個

循環，你不要以為唯識只講了很少(部份)，講了的這少(部份)，如果你讀熟它，

今年十一、十二月，我又再來(講)第二段(內容)，對吧？希望大家都未死，你們

固然未死，我都未死，這樣又來一個循環，(又講)十年，對吧？ 

 

好了，現在我們開首講(課)了。那天講到善法十一種，對吧？「三、善十一

者」，大家有這張(講義)吧？第三類心所，叫做「善心所」；「善」的心所，有「十

一」個。第一，(是)「信」。「信」，即是「信仰」。佛教到底都是宗教的一類，對

吧？所以對信仰很重視，所以(在)善的心所中，第一個是「信」。「信」心所是什

麼東西呢？第一，我們要知道，「信」有它自己的種子，當我們了解目前一種情

境，而對這種情境很仰慕、很崇慕的時候，(在)我們心裡面——主要是在意識，

我們的第六意識裡面就(生)起一種作用，(生)起一種崇敬、尊崇、仰慕，(生)起一

種這樣的作用。當這種作用(生)起，好處是什麼呢？把我們的心，好像被澄清了

一樣，整個意識被這種信心澄清了；過去那種懷疑、過去那種不敬、不信，(都)

被它(「信」)掃除掉，心就(變得)很澄清。所以，古人解(釋)「信」字，說它是什

麼呢？「心淨為性」，即是說它有作用令我們的心，這個心指我們的識，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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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它一起(生)起的這個識，被它洗「淨」，好像很純「淨」那樣。這種這樣的作

用，就是「信」心所的體性了，它是有自己的種子的。我們學佛經，或者學其他

宗教，或者其他哲學，當我們清楚，認為決定就是如此了，之後我們就(生)起了

這樣一種信仰心，(這就是)「信」(心所)。那麼，「信」為什是善呢？(若是)信佛，

你就會說是善，難道信魔鬼教，你都說它是善嗎？你說「信」是善心所嘛，這如

何(說得)通呢？所以，我們就要澄清、釐定它了。這個所謂「信」，就是指「正

信」。「正信」並不是盲目的信，對我們所信的，清楚它可信之處，這樣去「信」。

普通所謂「信」，(即)世間(上)所謂「信」，有「理信」與「迷信」之分；這個(善

心所的)「信」，是指「理信」，不是盲目的信(「迷信」)。至於信邪教、信魔鬼(的)

那個「信」是怎樣的呢？那些變了邪的信，就叫做「不信」。這個「不」字並不

是「不是」的意思，不是這樣解(釋)的，所謂「不信」者，是與「正信」相反的

「信」，(叫做)「不信」。(以上講的就是)「信」。如果你是「正信」的話，這種「信」

心所會引導你一直(生)起「正」的思想；由「正」的思想推動你(發起)「正」的

行為，(這)就會得到「正」的、好的結果。第一個(善心所)，就是「信」。 

 

第二個(善心所)，是「精進」。「精進」，又名叫做「勤」。「勤」者，是指一

種「勤勇」、「努力」。那麽，「勤」又是與「信」差不多，對好的事情，「勤」是

好，對不好的事情，一直地「勤」，就撞板了。所以普通不用「勤」字，(而)用

「精進」(這)兩個字。「精進」，顧名思義又「精」的，又「進」的，一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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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對於好的事情(生)起一種勇敢、勇悍、努力，就叫做「精進」。(在)別處

將它來簡單化，有人(翻)譯做「勤」。它又是有(自己的)種子。我們平時這個勤勇

的種子潛伏在第八阿賴耶識裡面，當我們面對、了解一種境界，覺得很值得去追

求的時候，我們就(生)起一種努力的心，努力向前的心，這種努力向前的心，就

叫做「精進」，叫做「勤」。 

 

我們知道儒家的《中庸》說：天下人談道德的，有三種是很普遍的道德——

三種「達德」。「達」者，是(指)「普遍的」。這三種「達德」，第一種，叫做「智」；

第二種，叫做「仁」；第三種，叫做「勇」。它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

德也」，儒家所講的這個「勇」，剛好是相當於佛家的「精進」。儒家所講的智慧

(「智」)，自然等於佛家的智慧，意思是相同的。「仁」(又如何)呢？一會兒就會

講到。 

 

第一個，是「信」心所，第二個，是「精進」心所，亦名「勤」心所。不是

(遺)漏了吧？沒有。這樣呢，(它們)都有(自己的)種子的。 

 

第三個，(是)「慚」；第四個，(是)「愧」。「慚」、「愧」雖然是兩個心所，但

普通講的時候都是一起講的。怎樣叫做「慚」呢？對於那些賢人、對於那些善的、

好的法，由自己的力量，對於有賢德的人，對於善的法，(生)起一種崇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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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信」很相似的，不過有些不同；當他(生)起一種崇尚心的時候，他會覺

得自尊、自重，即是覺得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不是一個惡的人，我是一個很

良好的公民，我不應該做這些壞事的，像這樣(的)一種自覺心；崇尚賢人、崇尚

善德這種自覺的心，就叫做「慚」，即是(指)合理的自尊心。當「慚」(生)起的時

候，同時另一個心所一同(生)起，就叫做「愧」。「愧」是怎樣呢？是由他力——

即是怕(受到)社會上人們的批評，即是覺得我不應該做這件壞事啊，(若)我做了

這件壞事，被別人看到，有什麽好意思呀，被別人批評，有什麼好呀？即是怕他

人批評的力，就是「他力」。因為怕別人的批評、怕別人的責難，所以就不作諸

惡了，對於那些惡事，他不作了。這種心(的作用)，就叫做「愧」。「慚」(生)起

的時候，「愧」都會一同(生)起的；當「愧」(生)起的時候，「慚」又會一同(生)

起，不過它(們)各有各自己的種子。(它們)有自己的種子，但(生)起時是一同(生)

起的。(這是)「慚」、「愧」，不過我們普通說「慚愧」是拉在一起講，為什麼會

拉在一起講？因為這兩個心所是一同(生)起的。佛家很清楚的將它(們)分開。(這

是)「慚」、「愧」。 

 

第五個(善心所)，「無貪」。記住呀﹗佛家在文字上用「不」字與「無」字，

不是說「沒有了」這樣解釋的，多數(情況)是怎樣(解釋)？「抗拒」，有種力量抗

拒另外一樣東西的，這樣(解釋)。「無貪」者，「貪」是指「貪愛」，對於目前一

種好的東西、令我舒服的東西，我們想佔有，被那樣東西所陶醉；不止陶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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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想佔有它，這叫做「貪」。「貪」亦名叫做「愛」。讀佛經至緊要(分得清楚)，「愛」

與「慈」是不同的，「慈」，(是)不想佔有；不只不想佔有，還想給予別人。「愛」

就不同了，「愛」即是「貪」，「愛」，(是)想拿取過來給自己的，不只被那東西陶

醉，還想拿來給自己。所以「慈」與「愛」(是)不同(的)，對吧？一般人談到「愛」

字，什麽都是「愛」，「慈愛」又是「愛」，「仁慈」又是「愛」，「貪愛」又是「愛」。

「貪愛」是煩惱，對吧？「慈愛」是善法。「無貪」，即是說我們的生命裡面是有

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能夠抗拒貪心的，當那種「貪」的煩惱(生)起，(若)我們那

「無貪」的心(生)起，就(會)抗拒那種「貪」心，令那種「貪」心被壓低。但反

過來，那「貪」心(生)起，「無貪」就會被壓低了，對吧？「無貪」與所謂「廉

潔」，與中國人(所說的)「禮」、「義」、「廉」、「恥」的「廉」差不多(意思)，對吧？

「恥」就是「慚」、「愧」，「廉」與「無貪」(的意思)很相似。即是說我們的心裡

面有一種力量，可以抗拒「貪」心的，那種力量，叫做「無貪」。(「無貪」)有

它自己的種子的，不是說沒有了「貪」就算了；(是)有「無貪」的種子的。 

 

第六個(善心所)，「無瞋」。「瞋」，是(指)「怒」、「嬲怒」。我們心裡面，有一

種力量，當這種力量(生)起作用的時候，能夠把這個「瞋怒」壓倒。那麼這種「無

瞋」(的力量)是怎樣的情況呢？仁慈——「慈」，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慈」

就是指這個「無瞋」。(是否)我不嬲怒了，就叫做「慈」？不是。我們有種力量(生)

起，不止不嬲(怒)，還(可以)把那些嬲怒壓低，(就)叫做「慈」。(這)與中國人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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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很相似。剛才我們說儒家的三種達德：「智」、「仁」、「勇」，「仁」，就是

「無瞋」了。「無瞋」亦名叫做「慈」；「慈」字是一般的、普通用(的)字，學術

上用的就是「無瞋」。(以上就是)「無貪」、「無瞋」。「無瞋」又是有它自己的種

子。 

 

(到)下面，第七個(善心所)，「無癡」。「癡」就是「愚蠢」⋯⋯ [聲帶受干擾]⋯⋯

與我們今天的人所謂的理性很相似，與儒家所說的天下三種達德：「智」、「仁」、

「勇」，是屬於「智」的範圍。好了，談到這個「無癡」，是否有它自己的種子呢？

古代那班菩薩(對此)是有爭論的，有人說「無癡」沒有另外的種子，(即)沒有另

外一種叫做「無癡」的種子，「無癡」即是智慧那個「慧」而已，上文不是講過

「慧」心所是(指)智慧？智慧就是判斷、抉擇的力量而已，「無癡」就是一種清

清楚楚的智慧而已，(有人)這樣認為。「無癡」即是「慧」。但是，(若)「無癡」

即是「慧」，何必另外又要設立「無癡」？⋯⋯[錄音中斷]⋯⋯，這樣解釋。所

以「無癡」沒有另外「無癡」的種子。「慧」之善者，就叫做「無癡」，(第)一種

菩薩是這樣解釋。第二種(菩薩的解釋)，說「無癡」是有它「無癡」自己的種子

的。他說與「慧」不同，「慧」只是判斷一樣東西的是、非，善、惡而已，「無癡」

是另外一種狀態。當「無癡」(生)起的時候，我們的心有一種很澄明、很清楚、

很清朗的狀態，那種狀態所顯現的，才是「無癡」；即是「無癡」是有它自己的

種子的。另外一些菩薩就是這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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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菩薩，(有)不同的講法，哪一種(才正確)呢？直到今天，還未有一個人(能

夠)決定說哪一個講得正確，因為兩個(解釋)都好像正確。如果你問我哪一個講得

正確，(我認為)兩個都不相伯仲，一下子都答不出來。窺基法師都沒有答得出來，

他說有兩種講法，(他)只是這樣說而已。 

 

這樣呢，現在我們姑且先當它(「無癡」)有種子。即是說這三樣東西最重

要——「無貪」、「無瞋」、「無癡」，這三樣(善心所)最重要。你修行一切善法，

都以這三樣東西做根本，如果沒有這三種心所起作用，你根本不能修行，所以這

三種(心所)，叫做「三善根」。「善」即是一種善的行為，(若)你想做善的行為，(那

個)基本，「根」者，即是「基礎」，就是以「無貪」、「無瞋」、「無癡」這三個心

所做基礎的，如果沒有這三個心所做基礎的話，根本你就不會去修行善的東西

的。所以這三樣東西，叫做「三善根」，一般人所講的「善根」，譬如問這個人有

沒有「善根」呀？那麼，什麼叫做「善根」呢？(這)有很多種解釋的，有三、四

種解釋，我現在介紹兩種解釋給你，你們讀佛經的時候，你可以(把這些解釋)代

入。 

 

第一種所謂「善根」，就是指這三樣東西(「無貪」、「無瞋」、「無癡」)，(即)

「三善根」。第二種所謂「善根」，就是指什麼呢？過去世他已經奠定很多修行的

基礎了，(在)今世，這種修行基礎(會)一觸即發的了，這些叫做「善根」，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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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有)兩種(解釋)。最嚴格的(解釋)是「三善根」。你會這樣(反)駁，它(這種

「三善根」)都未(生)起，譬如我站在這裡，心又沒有(生)起「無貪」，又沒有(生)

起「無瞋」，又沒有(生)起「無癡」，換言之我是沒有「善根」嗎？不是，(現在)

沒有(生)起，但有種子嘛，這三樣東西是有(自己的)種子，我(現在)不(生)起，我

去睡眠了，難道我沒有「善根」嗎？我睡著了，那三種「無貪」、「無瞋」、「無癡」

的種子潛伏在我的第八識裡面，(所以)仍然是有「善根」，明(白)吧？所以，佛家

的經論這樣說：縱使你現在下了地獄，都未曾斷「善根」的。你作惡而入地獄，

當然「善根」都應該已經是(被)剷除了，但它說不是；他現實的「無貪」、「無瞋」、

「無癡」(這三種)「善根」不(生)起了，他都下地獄了，對吧？壞到極了，但他

仍然有「善根」的種子。他下完地獄走出來的時候，(若)遇著良師益友刺激他，

(他)那些「善根」的種子又會出現、起現行的。這個叫做「三善根」。 

 

好了，與「三善根」相反的，就有「三」什麼呀？「三不善根」。「三不善根」

是什麼？「貪」、「瞋」、「癡」，這三樣東西剛剛(與「無貪」、「無瞋」、「無癡」)

相反；它這三樣「無貪」、「無瞋」、「無癡」是抗拒這(「貪」、「瞋」、「癡」)三樣

的，「無」，是拒抗它、壓倒它(的意思)。「貪」、「瞋」、「癡」叫做「三不善根」，

(它們是)拒抗「善根」的。「三不善根」會令到我們悲慘，所以又叫做「三毒」；

「三不善根」亦名「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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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種(善心所)，叫做「輕安」。怎樣叫做「輕安」呢？「輕」即是(指)「輕

鬆」、「輕快」；「安」是(指)「安穩」。記住﹗欲界無輕安。眾生有三類，(第)一類，

有男女情欲，叫做「欲界眾生」。第二類，沒有男女情欲，而只有物質，叫做「色

界(眾生)」。第三類，連物質也沒有，只是純綷精神作用，叫做「無色界(眾生)」。

眾生有三類：「欲界眾生」，「色界眾生」，「無色界眾生」。因為眾生有三類，所以

這三種眾生所住的地方，亦有三處。「欲界眾生」所住的地方，叫做「欲界」；「色

界眾生」所住的地方，叫做「色界」；「無色界」的眾生，沒有地方住，對吧？他

沒有「色」嘛。欲界是沒有「輕安」的，即是說欲界眾生不起「輕安」的。色界

(的眾生)，有「輕安」。無色界(的眾生)，有些(眾生)有，有些(眾生)沒有，不過一

般都是有的。色界(的眾生)，都有一些是沒有的，(當)他入「無想定」的時候就

沒有「輕安」了。我們(先)不去理會這些，我們記住這一句(話)：「欲界無輕安」。

所以我們欲界(眾生)，總是有煩(惱)，他(們)沒有「輕安」的。 

 

那麼，怎樣叫做「輕安」呢？是這樣的，欲界的人沒有(「輕安」)，(若)你

想有，就要修定。修定時，(當)精神集中的時候，沒有雜念的時候，我們第八識

裡面有些「輕安」的種子就(會生)起。「輕安」種子(生)起的時候，(我們的)狀態

是怎樣的呢？將近「輕安」初起的時候，(要)視乎你的精神(狀況)，譬如你修定，

什麼也不想，譬如現在你去打禪七呀，或者普通的入定，你就會覺得你身體裡面

有一處地方，隨便(一處)，有時是頭頂，有時是鼻前面，有時是胸口，有時是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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臍下面，有時是手指，有時是脚趾，會有些觸覺生起；這種觸覺，就叫做「輕安

觸」，這個不是「輕安」啊﹗這個叫做「輕安」的「觸」，是物質性的，是你身體

裡面的「地」、「水」、「火」、「風」的種子起作用。這種「輕安觸」，如果你在頭

頂處(生)起，它動一下、動一下，好像有些東西(令你感到)有點兒麻痺，實在不

是麻痺來的；有時(令你)覺得重重的，好像有些東西(壓著)，重的，(身體)某部份

(可能)是這樣的(生)起；某部份(可能)好像那些 hot cake 那樣，一餅的在這裡移

動著，會移動的。有時會移動，有時不會移動。有時不像一個餅，而好像一條小

蛇，在你身體那裡走呀、走呀，在你身體上走，橫的走，一直周圍的走。初初會

有這樣的感覺，這些叫做「輕安觸」。有很多人以為這樣就好厲害了，(以為到了)

什麼境界；(但)這算什麼境界呀，根本不算得(上)是什麼境界﹗那些叫做「輕安

觸」。 

 

修習下去的話，如果在頭(部生)起，就是這樣(的情況)；如果在肚臍下面(生)

起的話，它就(是)暖的，有熱氣在兩邊擺盪，在擺盪途中，它會向下面走，由肚

臍下面直落到會陰，經過會陰，在肛門兩邊，好像兩條氣那樣(向背後)通過，通

過尾龍骨又合在一起，走上去脊骨，一直這樣走，好像坦克車(或)水車那樣，噠

噠噠噠——這樣的走，這樣就叫「運轉河車」。很多愚蠢的人就說：我又通三關

了﹗又(到了)什麼境界了﹗什麼境界？﹗這是「輕安觸」走兩圈而已﹗對吧？不

是什麼境(界)﹗你切不要以為了不得﹗對吧？如果你以為了不得，不如沒有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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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這樣呢，如果你(的「輕安觸」)一直擴大的話，就會令到全身充滿這些東

西。全身充滿這些東西的時候，你會感覺怎樣呢？第一，你整個(人)好像是橡皮

人那樣，(又或)你像暖水袋，(被)那些很和暖的水充滿一樣，很普遍，整個身(體)

到處都是(充滿)，很爽的；這種很爽的(感覺)，即是「輕安觸」充滿你那個大暖

水袋(即身體)。這些「輕安觸」是物質性的。當你的「輕安觸」(生)起時，同時(在)

你的意識，你就感覺到舒服、舒暢、輕快、安穩的感覺，這種輕快、安穩的感覺，

就叫做「輕安」心所。當你的「輕安」心所充滿你身(體)的時候，你就叫做入了

初禪，記住﹗(這時)你就叫做入了初禪。如果你修定、修止觀，(當)「輕安」充

滿你的身體，就叫做「修止成就」。這樣呢，當你充滿了(「輕安」)之後，你的

心是不亂的，很多人以為得了「輕安」就是見性，不是，「輕安」只是(些)什麼

呢？覺得很和(順)調暢的感覺而已。你說「輕安」(生)起的時候，好像不見了自

己一樣，對，好像不見了自己；又好像與這個世界渾然一體，對，有少少這樣的

感覺，但不是見性。見性(時是)沒有我、沒有人，沒有主觀、沒有客觀，(但)那

時你明明覺得有一種我的境界，那麼你怎樣稱得上見性呢？記住呀，(得)「輕安」

(充滿並)不是見性，(有)很多道長弄錯了，他修定修到「輕安」充滿，他就對別

人說自己見道，大錯特錯﹗禪(定)有四級，初禪、二禪，乃至第四禪，你剛剛入

了初禪，即是(等於)小學(有)四(個)年級，你(現在只是)剛剛入學而已；記住呀，

你不要把自己(的成就)過份放大啊。這就是「輕安」。那麼，你說欲界沒有「輕

安」嗎？昨晚我修定「輕安」已經充滿，那不是欲界嗎？對，當你的「輕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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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時候，你就(進)入了色界，你明不明(白)？你變成色界的眾生(了)，你的驅殼

是欲界的驅殼，(但)你在那時候已變成一個色界的眾生。那時候你所見到的那種

愉快的境界，那是色界的境界來的，(是)色界的世界，所以，我們會在定中走上

色界。那種(就)叫做「輕安」。記住，「輕安」有它自己的種子的，不只一種種子，

有兩種種子。對方，即那種境界，就是「輕安觸」，是物質性的。另外一種「輕

安」心所，就是感覺到舒服的，這個是「輕安」心所。現在只是說它的心所。這

樣就清楚了吧？(這是)「輕安」。 

 

你說我修了三、四十年(定，為什麼)都沒有「輕安」？是你不行﹗是這麼簡

單而已。一定有的，不會沒有「輕安」的。我親口問過印順法師，因為很多年前，

我們法相學會請他來演講，我就好奇問一下他，現在的人(說自己有)很多境界，

又(有些)什麼什麼(境界)的，他說這些不是(什麼)境界，印順法師這樣說。我問是

否一定有像這樣的氣？他說有呀，這個是「輕安觸」，一定有的。他修行了幾十

年，他亦一定有這個「輕安觸」(生)起的(經驗)；他說一定有的。我又問過虛雲

老和尚，我問虛雲老和尚，不是問「輕安」(的問題)，後來我知道那些氣就是「輕

安觸」。有一次在廣州，我問虛雲老和尚，我問(修定)是否一定有氣？他說一定

有﹗一定有﹗虛雲老和尚這樣(答)。即是說一定有的，如果你修幾十年都沒有的

話，是你有問題而已，對吧？(這是)「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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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那八個(善心所)都有它自己的種子的，因為(知道)這個很重要，譬如有

人說入定(是)怎麼樣，說東說西，你(心裡)好像有一把尺(可以)量度，唯識宗這套

(道理)，真的是照妖鏡來的，(用它來)照一照，什麼妖怪都會現形。以上那八個(善

心所)都有自己的種子，下面那幾個(善心所)就沒有自己的種子，是在其他(心所)

的作用上假立的名稱而已。 

 

第十(個善心所)，「行捨」。「捨」是什麼呢？「捨」(這個)字，當(作)「平衡」

來解(釋)，即是不傾向一邊的，(就)叫做「捨」。「捨」有兩種「捨」，一種是「捨

受」，「受」，即是英文的「feeling」。「受」有三種，一種叫做「苦受」，覺得苦的；

一種叫做「樂受」，覺得快樂的；一種叫做「捨受」，既不覺得苦，又不覺得樂；

你不要以為又不覺得苦，又不覺得樂的時候就沒有「受」，不是呀﹗(「受」)一

定有的，除非你停了你的知覺，(若)有知覺就一定有「受」，不過它沒有「苦受」，

沒有「樂受」，(但)有「捨受」。我們的眼識看東西不是苦的，就是樂的，對吧？

我們看上去一片綠色青蔥，眼識就會(生)起樂受；如果看向火，刺激我們的眼，

我們的眼識就會(生)起苦受。(又例如)我們朝早起來(開眼)看東西，既不覺得苦，

又不覺得樂，那時候我們(眼識)是(生)起一個「捨受」，一定有(「受」)的。眼識、

耳識、舌識、鼻識、身識，任何一個識(生)起，一定有「受」。第六意識(生)起的

時候，(如)我現在正在想東西，又不覺得苦，又不覺得樂的話，(這)個意識都有

一個「捨受」的。第七末那識有沒有(「受」)呀？(它)常常覺得有個「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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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捨受」的。第八阿賴耶識都有「受」啊，不過是很微細的一個「捨受」。

第八阿賴耶識沒有苦，沒有樂的，所以某個人死了——經過醫生證明確是死了，

你去鋸它，它都不知道的；你去燒它，它也不覺得痛，因為它的第八識已經停了。

縱使第八識未(離)去，有些人說他死了，你不要移動他呀，移動他的話，他的第

八識會覺得痛苦呀，你是否聽過有這種說法？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說話？(說這

些話的)這類人不知所謂﹗第八識只有「捨受」，沒有苦，沒有樂，你去鋸他，它

都不知道的﹗(那)為什麽那些人又會有這樣講呢？有很多大德居士這樣說，說人

死了後幾日(內)都不要移動他呀，為什麽會這樣講呢？一句話，刻薄一點地說，

無知﹗講得好聽一些，他沒有讀唯識的書。 

 

(這是)第一種，叫「捨受」。第二種，叫「行捨」。「捨受」，在「五蘊」裡面，

是「色」、「受」、「想」、「行」、「識」(中)「受蘊」的「捨」，對吧？「行捨」的

「捨」，是屬(於)「行蘊」裡面的「捨」，不是「受蘊」裡面的「捨」，聽不聽得

明(白)呀？所以叫做「行捨」，是「行蘊」裡面的「捨」。那麽，「行蘊」裡面的

「捨」是怎樣的呢？是這樣的，我們現在經常會說，(在)我們修養到家的時候，

我們(對)什麼(東西)都不動心，對吧？那種不動心的狀態，(就是)「捨」。孟子有

一次這樣說，有人問他，什麽叫做「大丈夫」呢？他怎樣說？孟子說：「富貴不

能淫」，(在)很富貴的時候，不會因為富貴而心(想)做越軌的行為，(這是)「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在)很窮的時候，不會被人威迫、利誘，(不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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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了，我就(跟著)去(做)了﹗不能移動他。(這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若)你用威迫脅制他，(他就算)死都不怕你的。「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樣就叫做「大丈夫」。「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種不動心的狀態，(所謂)不動心，是不會被外

在的東西傾動你的，這種不動心，不過是一種狀態而已，這個(狀態)叫做什麽？

「捨」，(是)「行蘊」裡面的「捨」。 

 

那麽，「行蘊」裡面的「捨」，最重要、最重要的，尤其是修定的人，最重要

的是這個「捨」，這個「行捨」(是)最重要的。「行捨」有三步曲，我們修定的時

候，心會很平衡；很平衡、很平衡的時候，這個「捨」的進展有三個歷程：第一

個歷程，我們修定的時候會這樣的，最初，獲得「心平等性」，這個「平等」當(作)

「平衡」來解(釋)，「性」是(指)「狀態」。當我們修定的時候，最初我們獲得一

種這樣的境界、狀態，心很平衡，怎樣叫心很平衡？外面有好聽的聲(音)，我們

不會去貪，對吧？那裡有「沙⋯⋯沙」的聲音擾亂我，我們可以(做到)不理會它，

這樣就是「平衡」。不(生)起貪心，不(生)起嬲怒心；既不昏沉，又不掉舉，這種

心平衡的狀態，叫做「心平等性」。(這)就是最初級的「行捨」了。修定(時)，你

(的心)會這樣。你(可以)試一下修定，對吧？最初(會)有這種狀態的。這個「心平

等性」有一個特點，我們要很吃力來控制心，不控制心的話，就(會)不平衡，對

吧？這種就是最初級的「行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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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叫「心正直性」)，就是得到一種狀態，心很「正直」的狀態，「性」

字有時候當(作)「狀態」來解(釋)的。不只平衡，而且自然不傾動的，(即是)怎樣

呀？稍為提點一下心——不要這樣呀﹗不要亂呀﹗這個時候，心就自然很平衡，

尤其是密宗的修法最容易感覺到，最初你一直唸誦的時候，就有一種心平等的狀

態，(保持)心平等的狀態要很吃力的，不要亂呀﹗不要亂呀﹗要這樣，要一直對

咒字很著重(留意)，一點都不要(唸)歪，要這樣才可以的。修得多就不用了，稍

為提點，你不提點，心就會傾動啊，稍為提點就可以。那種叫做「心正直性」。 

 

(關於)這些，你問修禪宗的人，或者你問修密宗的人修法的時候那種狀態，

最後它(心)會怎樣？最初是「心平等(性)」，要提點⋯⋯啊，(應該講到)最後(狀態)。

最後，有一種這樣的狀態出現：「心無功用性」，不用加功的，自然不會被外面的

東西紛擾到你，自然很平衡，最後(是)這種狀態。就在你得到什麽成就(的時候)，

就在這個「心無功用性」這段(時間)成就的。這個是「捨」的最高境界。這種(是)

「行蘊」裡面的「捨」：「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功用性」。好像你學游

泳，最初「心平等性」——一、二、三、四，一步一步(地)划，成功了，(但)你

不數著(這些步驟)你就不行了，這是「心平等性」。其次，「心正直性」——稍為

留意，不會亂和錯了。最後「泵」(一聲)跳下水去就自然會划了，(這是)「心無

功用性」。(無論)什麽作用(生)起，就算神通(生)起也是在「心無功用性」那時候

才會(生)起的；反而(若)你(是)談理論(的人)就不是太清楚，那些修禪(或)修密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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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就很容易感覺(到)這種情形，(這)叫做「行捨」。(這)個「行捨」是沒有種

子的，無種子的話，那是什麽來的？是「無貪」、「無瞋」、「無癡」這三種心(所

生)起的時候，自然就形成這種平衡的狀態。(它)只是一種狀態而已。明不明(白)

呀？(這是)「行捨」。 

 

第十一種(善心所)，「不害」。記住呀，(這)個「不」字是「抗拒」這樣解(釋)。 

聽眾：漏了講「不放逸」。 

 

啊，對，我漏了講(第九個善心所)「不放逸」，對吧？怎樣叫「不放逸」？

「放」就是「放過了」；「逸」者，(指)「逃去了」。那麽，怎樣叫做「不放逸」

呢？對於修行善法與除去惡法毫不放過，這種就叫做「不放逸」了。當有善法當

前，我們就要做，不會放過它不做；當有惡法(生)起——這裡(所講的)惡法主要

是煩惱，毫不放過，一點都不給它留下來，尤其是(在)修定的時候，(這「不放逸」

是)很重要的。善法(生)起，即是那種「無貪」、「無瞋」、「無癡」(等)善心(生)起

的時候，我們助長它；惡法(如)「貪」、「瞋」、「癡」等煩惱心(所生)起的時候，

毫不放過，壓低它，這叫做「不放逸」。我們(中國)儒家的「智」、「仁」、「勇」，

那個「勇」包括了「勤」(，又名)「精進」，及「不放逸」。「不放逸」是(有)四種

東西混合的，記住，「無貪」、「無瞋」、「無癡」、「精進」，(這)四者混和所起的作

用，就叫做「不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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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們有很多人唸早晚課，對吧？有一本《禪門日誦》，你們經常唸的，《禪

門日誦》裡面，在晚課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臨睡入觀文>，對吧？教你們臨

睡的時候作如此觀的，有沒有人試過(唸)？(它)怎樣講的？我又表演一下我的記

性給你看，這幾句話怎樣講？「是日已過，命亦隨⋯⋯」什麽？ 

 

聽眾：減﹗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當)今天過(去)，我壽命亦減了一日。之後是什麼？

「命亦隨減」(之後)是什麽？ 

 

聽眾：如少水魚。 

「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對吧？好像那條魚，一日水少一點，一日水少一

點，到最後就(變)乾(涸)；「斯」是指人生，所以人生是一日一日減(去)，一日一

日接近死亡，這個人生，「斯」(亦)是(指)「此」，這人生有什麽快樂(可言)？(這

是)「斯有何樂」。所以要怎樣呀？「當勤精進」，所以我們要精進。「慎勿放逸」，

我們(小心)不要放過⋯⋯ 

 

聽眾：如救頭燃﹗ 

對，「如救頭燃」，怎樣叫「如救頭燃」？「燃」是「燒」，好像現在燒到頭

頂了，我們要救他一樣，趕緊去救他，不然會燒死他，所以要精進，不要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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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吧？我都不記得多少年前，大概五十年前，在那些寺門裡聽見那些法師讀，我

都未看過這幾句話，我知道是《禪門日誦》裡面有(收錄)。以前的人臨睡是作如

此觀的。 

 

但是在印度(修)小乘的人就不是用這種觀(法)的，臨睡的時候，作「光明想」。

小乘佛教教人睡前是這樣(作觀)的，臨睡的時候，就要有這樣的想念，想著些什

麽呢？想著一個月亮，那月亮很美滿的照著你，(這樣)作「光明想」。它說(若)

這樣想的話，在夜夢裡面不會(生)起古靈精怪的邪夢、惡夢，會睡得很甜美的，

想一個月亮照著你。或者，(若)想不到月亮，你(可以)想蠟燭的一點光，照著你，

很客易想到的。或者想一位佛放光照著你。小乘的人，臨睡之時，作「光明想」。

這是(有關)「(不)放逸」。它沒有種子的，只是一種狀態而已。「行捨」已說過了，

對吧？ 

 

第十一種(善心所)，叫做「不害」。記住，「不」(字)，當(作)「抗拒」、「克服」

這樣解(釋)的。「害」字，是(指)殘害眾生。它(論文)說我們的心裡面有一種力量，

當這種力量起作用，就(會)把你殘害眾生、殘害他人的心壓低。「害」即是「凶

殘」；「殘忍」又叫做「害」。「不害」就是「制服殘忍」。「不害」是學術上的名稱，

普通的名稱叫做「悲」。「無瞋」叫做「慈」，對吧？「不害」就叫做「悲」。「悲」

是什麽？對於有苦的眾生，我們同情他，即是現在所謂「同情心」。「慈」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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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闊的，(如：)「慈祥」、「仁慈」。「悲」是「仁慈」的一部分，對有苦的眾生，

(生)起一種憐憫與同情的心，孟子所謂「惻隱之心」，或者叫做「不忍人之心」，

即是(指)這個「不害」了。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悲」，就是「同情」、「憐憫」

(的意思)。那麽，「不害」有沒有它自己的種子呢？沒有。「不害」是「無瞋」的

一部分，是仁慈的一部分。當你有仁慈的心，碰見有苦的眾生的時候，你對他自

然(會)有一個悲憫的心。(「不害」)沒有自己的種子的。這是十一個善心所。如

果你的心，不論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如果只要有一個這些

(善)心所與你的心(共同生)起，你整個心就是善的。即是說，你的心是否是善，

就要視乎你的心是否有這些善心所跟著一同(生)起；隨便一個善心所跟著你(的心)

一齊(生)起，你就(是)善。現在，你判斷別人的行為動機是善或惡，有很多爭論

的，對吧？其實在佛教(的看法)裡面，沒有得爭論，一句話，你判斷別人的動機

是否良善，你的意識(生)起的時候，推動行為，當你這個推動行為的意識(生)起

的時候，在這十一個善心所中(，若)有一個(生)起的話，你的動機就是良善；如

果沒有的話，你的動機(就)不是良善。很簡單而已，(佛教的講法)斬釘截鐵的，

怎麽需要去爭論呢？所以有些人絮絮不休，經常爭論，(但只要)讀到佛經裡面(的

內容)，一點兒爭論也沒有了，對吧？ 

 

這樣，善心所我們已講(完)了。其次，時間夠了，(關於)煩惱心所，很容易

讀的，我講給你聽。我們講到這裡，記住呀，我們讀書聽別人講話，只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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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凡起例」而已。老師講話給你聽，凡是什麽，你要怎樣怎樣，(或說)凡是什

麽，就要怎樣怎樣，發起這個「凡」；「起」一個「例」給你，(告訴)你這樣做法，

是這樣而已，你不要完全依靠他，以後的部分是要靠你(自己)，對吧？要靠你(自

己)的。「迷時師渡，悟時自渡」，「迷」時就要人「發凡起例」，當你「悟」的時

候，你就要樣樣東西都是自己處理的。所以你要如何讀懂它呢？我指(點)兩條路

(給)你，一定成功的。第一，你找我(寫的)那本《唯識方隅》，裡面有很多談到「心

所」的，(對於)那些「心所」，你讀兩次就懂了，一次不行，(要)兩次，讀完(一

次)，再讀一次，你就懂了。那麽，「心所」懂得了。「色法」，我早已經講過了，

你已經懂了。還欠什麽？還欠「心不相應行法」，最難、最難懂的，我的《唯識

方隅》又沒有解(釋)，那怎麽辦呢？你(去)買一本《百法明門論疏》。有三本很好

的注疏，(第)一本，是義忠造的《百法明門論忠疏》，你去佛學書局可以買到，

或者去慈慧書局，已經有得買了，而且(是)很漂亮的版本，(叫)《百法明門論忠

疏》。你讀過之後，你就行了。第二(本)，《百法明門論疏》，普光造的，普光是

玄奘法師的大弟子中的表表者，玄奘法師死的時候他在(場)送終，(是這位)普光

法師。而且玄奘法師(翻)譯《百法明門論》的時候⋯⋯  

 

 

 

<第十二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