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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不講這一套了，現代心理學家什麼都要講實驗的。舊式的心理學

家，十九世紀末年的舊式心理學家，就說我們的心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稱為

智。這個「智」字可以寫成這個「知」字。第二個呢？…。智、情、意，我們

的心之活動，把我們的心之活動分析成三部分；即是說這個心的結構有三部

分，又可以說我們的意識的結構有這三部分，智、情、意。是對的，不過現代

的實驗心理學，就說已經是太古老，不要了，實在是很好的。是不是？「智」

是什麼？我們讀佛經，一切智慧，一切識、智慧都屬智。大悲心是「情」，是

最高尚的情而已。「意」是什麼？意志。意志是什麼？我「要」成佛，我現在

「要」發菩提心。我「要」成佛，一定「要」成佛，不成不行。佛家講的業，

這些又是考老師的。這個業，「業」者造作也，Action，Behaviour。造作，又

可以譯作行為。 

 

「業」即造作，行為。業是有好的業和壞的業，現時發菩提心是業來

的。你說：「我現在入定，不作業了。」不是，你剛剛才作業。入定不就是作

業？入定不是業嗎？是不是？入定都是業。我現時在發菩提心。發菩提心不是

業嗎？有些不通的人便說，凡業都是不好的。其實惡業是不好，是不是？善業

為何不好？作業這個「業」是指行為。行為的本質是什麼？行為的本質就是意

志，行為的本質就是「思」。行為的本質，一切所有 Behaviour 的本質就是意

志，Will，意志。好的，是不是？不過佛家就沒有阿里士多德，沒有這些心理

學家如此簡陋，智、情、意便算了。它就分為五十一個心所，單是遍行已經是

五個，觸、作意、受、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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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是什麼？觸是屬理智方面。作意？Attention 又是理智方面，受是那方面呢？

你回答我，受。這三類屬那一類？Feeling，受，感情方面，是不是？廣義的感

情，是不是？所以有時我們讀書的時候，廣義、狹義是差很遠的，你要知道。

這個讀書方法，每看一個名詞，看看上文、下文，每一個名詞都有廣義，有狹

義的。你要看看它，這個詞應該用廣義解或是狹義解呢？你要了解，這個是方

法。做學問沒有方法是不行的。觸、作意、受，受就是感情，思是什麼？意

志，思就是意志。這即是說，佛開為…，遍行心所把智、情、意開為五種。 

 

別境心所呢？那天講了，欲、勝解、念、定、慧。欲，對未來的東西或

所想得到的東西起一個希望。似乎表面上三者都有，是不是？好像也是三者都

有，起希望嘛。似乎又與意志比較接近，是不是？所以我們讀到這裏，就覺得

西洋這一種三分法，不似得佛家的如此精詳，是不是？你覺得不？佛家把它分

為欲，你說為何是欲？欲即是希望，wish，希望。理智又似，感情又似的。希

望嘛，感情。你的兒子走去男女學校讀書，見到一個女孩子很好的，幾乎愛上

了她。他希望和她結婚，你說是不是情呢？是不是？但又是意志，我只想她，

不想其他。這些不清楚，是不是？以前的舊式心理學稱作結構心理學，是不

是？又稱構造心理學。現在是落伍的了。現代的心理學，現時的孩子學心理

學，有些還不認識這種的了。 

 

第一個，欲，對未來的或所希求得的東西起希望——欲。第二是勝解，

對一件事物，明明是如此的、毫無疑問的，起一個什麼？起一個那些什麼？一

個 Clear Concept，很清楚的了解，那個時候便稱作勝解。念——記憶。定——

你現在時時修定。定，即是說我現在的精神很集中，集中看著一件東西。我們

有一種力，當我精神集中的時候，你是否覺得有一種力量，令到我的精神對著

一件東西，而不對著另一件東西？你是否覺得有這樣的一個作用？有嘛。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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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想，我現在想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要亂，不要想其他東西，阿彌

陀佛。是不是你覺得有一種力量拉著我的心，想著阿彌陀佛？不讓它想其他

的，是否有這樣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稱為定。定的梵文為 Samādhi，Samādhi

舊譯譯作三昧。是不是？ 

 

你不要學王安石，王安石解釋三昧是不知所謂。這位宰相，（古文）八

大家之一。他解三昧，他說：「佛家的定有三種，第一種是空，空三昧；第二

種是無相三昧；第三種是無願三昧，這三種都是定。」又說：「這三種定是昏

昏昧昧，似睡非睡的狀態，所以又稱為三種昧，三種昏昧。」他不知佛家的三

昧是 Samādhi 的音譯，他就把它解成三個「矇查查」（昏昧）的那種昧。唉，

他真的是，王安石。所以你不要因為他的名氣大，便完全相信他。王安石名氣

如此大，都擺了此等「烏龍」（誤會）。還有一個「烏龍」，我又要…。你不

要以為一定是拿著經才是佛法，你了解我這些，你看佛經有了一個方法，此也

是佛法。我給你講講王安石的笑話，這個人很信佛。蘇東坡不信佛，你不要以

為蘇東坡信佛。說蘇東坡信佛，這人是未讀過《蘇東坡全集》的人。如果你讀

過《蘇東坡全集》，你便會看見很多問題。他罵佛，時時罵佛的。王安石則是

真的信佛。他解那個「篤」字，王安石，他說「篤」字作何解呢？他說是以竹

來策馬子，「以」即用也，用一枝竹；這個便是「竹」，「策」即是鞭，用竹

子鞭在馬身上便是「篤」了。「篤」下去。王安石解個「篤」字，以竹策馬謂

之「篤」。其實不是。如果你在香港，普通一個高中居士，香港十年前一個高

中生都知他錯了。這個是形聲字，「竹」字是聲，「馬」字是形，是形聲字。

即是以竹策馬謂之「篤」。蘇東坡是最憎王安石的，常常和他開玩笑。他說：

「以竹策馬謂之「篤」；以竹策犬，以竹來策那隻狗，不知有何可笑呢？」

「笑」字，俗字是這樣寫的。蘇東坡又「擺烏龍」，「笑」字又怎會是以竹策

犬呢？拿著竹來打狗呢？你說，以竹鞭馬謂之「篤」，那你以竹來打狗，又有



4 

什麼可笑呢？蘇東坡他是如此「烏龍」的，其實個「笑」字是這樣寫的，下面

一個「夭」字，形聲字。為何會是以竹策犬？不過蘇東坡，他就「碴」（批

評）王安石，但他自己又「擺烏龍」，他自己都「擺烏龍」。 

 

你不要以為文人了不起，蘇東坡你以為他很信佛，原來他不是很信佛，

他信莊子那類東西，他還罵佛。王安石是真的不罵佛，相當虔誠。他甚至於皇

帝在金陵賜了一間大屋給他，他把它送出來做佛寺。是他自己的屋，他只有一

間屋在金陵，他把屋送出來做佛寺。蘇東坡是不肯的，日日食大煲肉，蘇東坡

的東坡肉是很有名的。這個人你說他很達觀，王安石真的是達觀，死的時候仍

是很達觀。 

 

蘇東坡並不是很達觀的，他只是能講。蘇東坡坐牢，你知嗎？他在牢中

怕死，哭了。他因為做詞做出了一個禍，做了什麼〈水調歌頭〉，是不是？或

什麼的？這個「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人們便說他「碴」

（批評）皇帝行新法，說他閒話。於是就…，本來他是在湖州做知府的，湖州

知府即是等於現時 Peterson 的職位。硬把他鎖回京師，把他鎖回開封，把他下

了獄。古代是不准探監的，除非你有很大人事（關係），不然是不准探監的。

現在則很文明，有律師是可以探監的，古代是不准的。岳飛給人下了獄，是不

能探望的。蘇東坡給下了獄，家人不能探望。他吩咐家人，家中有數人跟著

他，就准送飯、准送衣服。他便吩咐跟著他的人，他說：「你替我探消息，看

看會不會殺頭？你探探消息，你要給我一個暗號才行，你天天送飯就不要送

魚，如果你聽到會殺頭，你便送一味魚來。我見到魚我便會知道要準備後事

了。」蘇東坡真的是有這回事的，誰知那工人「擺烏龍」，天天不用魚，有一

日就買了些魚。他又沒聽清楚說不要買魚，送了給蘇東坡吃。蘇東坡掀開個飯

盒見到有魚，便吃不下，哭起來。在那處又哭、又寫詩、又做文章了。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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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此人是如此不豁達的。 

 

王安石則很豁達，王安石能夠騎那隻驢子，那隻驢子又弱等等。看見人

們耕田，他居然和人說：「我現在做宰相，下一世我可能做牛、做馬。現今這

一世都要積積功德了，準備一下第二世才行。」王安石則衷心說了這樣的一句

話。沒有架子，這個人是很好的。 

 

我是順便講講，我就勸你不要信文人。那些文人全部都是「烏里單刀」

（亂七八糟）的，韓愈就更加衰，簡直是衰人來的。人們又會問：「韓愈又開

罪了你那裏？你在罵他衰人。」我是說他衰人，為何他是衰人呢？整天罵道

教、整天罵佛教，他吃那些道丹。唐朝的皇帝，十個皇帝中起碼有六個皇帝吃

那些道家、道教的丹藥，吃壞吃死的。韓愈又吃了那些丹。又如何證明呢？他

臨死失禁遺便，排出一些什麼東西？瀉出一些水銀。為何你臨死肚瀉，會瀉出

一些水銀？你不吃水銀又為何會瀉出水銀？水銀是不能吃的，他吃道丹，丹是

用水銀來煉製的。用水銀超過一千度熱就變為氧化汞，變了那些三仙丹；再煉

煉這些三仙丹，就還原變回水銀。臨死瀉出一些水銀，所以台灣就弄出風波說

他有性病，水銀是用來醫治性病的嘛。弄到打官司，是前年台灣的事。 

 

韓愈是這樣的一個人，口不對心，整天罵道教、罵佛教，他卻吃道丹。

你會說：「他吃道丹，但他的人很豁達。」並不豁達。並不豁達，怎樣呢？人

們去旅行，他又去旅行，他想去太華山旅行，西嶽華山旅行。爬上山頂下不了

來，不敢下來，無人能協助他下來，他在哭，在華山上面哭。你說多丟臉呢，

一個省長，走去爬上山頂，下不了來弄至哭。你都未必哭，韓愈就哭了。確是

如此。一味寫文章賺錢，賺很多錢的。 

同學：「他賺死人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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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賺死人的錢。」 

同學：「他替人寫墓誌銘。」 

老師：「是的，專寫墓誌銘。」 

同學：「李翱拿走了他的錢。在他家裏看到錢，死人的錢是人人都可以拿的，

一拿了便走。」 

老師：「所以你們不要太過慕名。」 

 

好了，那五個，欲、勝解、念，念即是記憶，定、慧。慧最重要，現在

講般若便是這個慧了。慧為何…？慧應該是善的，為何你又說這種不作為是善

的好東西呢？慧是有善有惡的。你現在修行，修止觀，此謂之慧。修止觀的慧

是善的。有些是惡的，你想方法去爆夾萬，你想方法去打劫，你猜是沒有慧

嗎？打劫都要慧的，沒有慧如何去打劫？所以慧是有惡的。 

 

不過，總之不論它是善或是惡，慧都是有這樣的一種作用——選擇、判

斷。佛經裏面不歡喜用選擇二字，歡喜用抉擇。抉擇，「抉」即決定。這個

「抉」即這個「決」，「抉」即決定。決定即判斷。是不是？「擇」呢？我們

有一種什麼呢？我們的內心裏面，有一種判斷力。什麼判斷力呢？這是禍不是

福，這是好人不是壞蛋，是否判斷？是否選擇？把好人和壞蛋兩樣東西擺在

此，現在我把他作什麼？他是好人，是這個，不是那個。是否選擇？在兩個不

同的範圍裏面，把這個範圍放在那個範圍，是不是？就是選擇。你聽得明白

嗎？慧，這一種判斷、選擇的作用。你看佛經，它只說抉擇。有很多人…，如

果你是中文很好的，你懂得解。 

 

如果你是土生的，加拿大土生那些，他看見個「抉」字都不知這是什麼

字，再加上「抉擇」他都是莫名其妙。他真是不認識的，你試試看，你走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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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拉一個中國人出來，「抉擇作何解？」你未聽佛經，我問問你。你大學畢業

了，你認識不？你更加不認識啦，是不是？你都沒有選修過中文這一科，你更

加不認識了。你認識不？你有沒有學中文？有啊，學學中文吧。記住，何解

呢？因為我們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這個民族不能亡滅的，

中國的文化亦不能亡滅的。你中國人不懂中文，即是說你不能夠了解中國文

化，你便失去了你很多東西。 

 

你說：「我全盤接受西化。」不行的，一個人最低限度有兩部分。第一

有體質、第二有精神文化。只是文化不行，還要有體質。根本你的體質就是中

國人的那種體質來嘛。你的頭髮不是黃的嘛、你的皮膚不是白的嘛。總是思想

和黃頭髮、白面孔的人的思想，總是有多少不同。一定要學，你要有一樣東

西。而且中國有很豐富，很豐富。外國的呢？沒有多少有中國那麼豐富的。要

學，你這麼年輕，你一定要學。 

 

觸、作意、受、想、思、欲、勝解、念、定、慧，前面的五個稱為遍

行，第二個五個稱為別境。「別」，「別」是什麼？Particular 的，特別的，某

種特殊的；「境」是 Object。某種 Particular Object，然後它才起這種作用的。

聽得明白嗎？別境。你看佛經，時時看到個「境」字。「境」字有兩種解法，

有時解作對象，Object。我眼的對象就是顏色；耳的對象是聲音——對象。第

二個解法是什麼？目標。目標，對象有時作目標解。普通六根是對六境，就是

指對象。目標呢，你們買了那本什麼？《Large Sūtra（on Perfect Wisdom）》

那本書裏面，分為境、行、果三種。境裏面分什麼？三種智，一種稱為一切

智；一種名道種智；一種名一切種智。把佛所有的智慧分為三種，謂之三智。

三種智是什麼？境。即是說什麼？學般若，讀《般若經》修般若，是對準三個

目標去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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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般若的目的就是求得到三種智慧，這三種智慧就是我現在修行的目

標。明白嗎？作目標解，三種智慧境。是不是？這個「境」字是作目標解。學

佛經不難，難就難在這一少許。我初初看的時候，三智是三智，為何是境呢？

因為我看太虛法師那篇序，「《現觀莊嚴論》就以三智為境，四加行為行。」

三智是三種智，智是能夠了解事物的，如何會是境呢？境應是被了解的。都莫

名其妙。又沒有人可問，你問他又如何？除非你問太虛法師，不然你問誰呢？

在香港，在廣州無人可問，我還懂得多過他，怎問呢？結果後來想想，啊，原

來作目標解，這便好了。後來就看什麼？呂澂那本書證實我說的沒有錯，它真

的是解作目標。這便沒有錯了，這便可以…。即有時作目標解，有時作對象

解。 

 

欲、勝解、念、定、慧，這五種東西，這五種心所是在某種特殊的對象

才出現的。聽得明白嗎？這是十個了，煩惱又解了給你聽，我現在和你覆述煩

惱心所。煩惱心所呢？貪、嗔、癡、慢、疑，記得嗎？ 

 

同學：「無明。」 

老師：「不是。癡即是無明，那天他問無明。」 

 

疑、惡見，是不是？第一是貪。貪又名愛，記住，貪又名愛、又名貪

愛、又名貪著。都是貪字的別名。意思即是怎樣呢？即是對於那種令你悅意的

東西，你沉醉於其中，沉醉下去。沉醉其中弄至你不能自拔，這種會沉醉的，

心的作用，便稱為貪。它的特性是什麼？一定是想佔有的。我喜歡錢，我想佔

有它。不能自拔的癡就是貪。貪這字和慈悲這詞相同不？不同。慈並不是想佔

有，你還會犧牲自己給它，是不是？所以有一個牧師，他和我傾談，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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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宗教都有講愛的，只有佛家不只不講愛，它還罵愛，罵愛是不好的。這真

是特別了。」那牧師，他如此說。我說：「你又不看看，你一味只是讀神學不

讀佛經。佛家的愛字和貪字的意義是相同的，是佔有性，不能自拔的嘛。」有

兩種佛經，一種是佔有的，一種是不能自拔的，此謂之貪。你耶穌上十字架。

你說他愛，這種愛其實他這種是慈悲的慈，慈愛。他犧牲，他不是想佔有。耶

穌想佔有十字架嗎？他不是想佔有嘛，是不是？他不是想佔有，他更加不是膩

著、不能自拔嘛。所以他這種稱為慈。「你啊，」我說：「你啊。」我就說：

「不怕我開罪你，大家老朋友才敢說，你們那套神學對於分析這些，你們不是

很清楚。我們就清楚一點。」他說：「是這樣的嗎？」我說：「是的，你不信

你便讀讀吧。」是的，他們是這樣的，他們不明白的時候，你給他解說。「原

來是如此的？」 

 

「貪」，懂得解了。還有呢？你記住，丈夫愛太太，是貪來的。如果他

不貪，假使他歡喜那個女子，他貪便非要與她結婚不可。如果他不貪又如何？

如果她有另一個比你更幸福、更好的，應該要讓出去給人才對的，是不是？這

才是真愛嘛，跟著你捱窮嗎？是不是？讓出一條生路給她去，這才是好的，應

該是這樣的。但你不是這樣做，可見夫妻之愛就是貪，不是好東西來的，煩惱

來的。不過這樣，然則要出家才對了？不是。這個又要明白，一天不斷貪，有

夫之婦，有婦之夫的修行也是假的，這又不然。所以有時候要明白，貪是煩

惱、是煩躁的、會惱亂你的。但煩惱有兩種…。貪、嗔、癡這些是煩惱。 

 

煩惱有兩類的，一類是惡性的，佛家「不善」兩個字是作惡字解的，是

惡性的、有破壞性的。一類是有覆無記的，大家還未…，很多人不懂得解，不

過我不能解得那麼多。「無記」者即是不善不惡，但它雖然是不善不惡，它是

有覆，它是會遮蔽你的智慧，遮蔽你那種無漏的智慧。稱作有覆無記。不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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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便是惡的，有覆無記只是障礙你多少而已，不會是惡性的，不會令到輪迴六

道的。所以夫妻之愛和父子之愛，雖然這個愛是煩惱，但是有覆無記的，不是

一定差的。如果有覆無記也沒有，豈不是人人都要出家！出家都不得了，出家

走出去也不要望東西，是不是？有覆無記。 

 

還有很多是這樣的，明明是惡的東西，這件東西是惡的，譬如殺人是惡

的。殺人是惡的，但是有些人殺人並不是不善，他是有覆無記的。譬如你打

劫，是惡的。殺人，打劫而殺死人是惡的。但是如果敵人來到傷害這個社會，

想殺掉你一條村的人，那你又如何？全部拿起機關槍打擊敵人，一百幾十個敵

人被你一掃便掃死了。如此殺人是否惡呢？但你又不能說他善，是不是？亦都

可以說他是善，大乘的便是。你先不要說他善，單就他此行為來說，這個人沒

有受菩薩戒，一條也沒有的。總之他認為，「你打我是不行的，我一定要打你

了。」都不是惡的，明白嗎？是有覆無記，一定是無明。明白嗎？他有個理

智，「因為你要救這條村的人，非此不何。」 

 

如果你發大菩提心，受菩薩戒言，「這些是惡人，我憐憫你這班人作

惡。我一方面憐憫你作惡，一方面我又要救這條村的人，我殺人我入地獄是我

的事，我要拿槍去殺死這些敵人。」如果你是如此，被兩種東西攝持著。攝持

即是傍著他，支持他、傍著他。攝持是很難找到一個現代的名詞來代替，又似

支持、又似保護、又似控制。你索性慢慢想想，攝持兩個字你想想用什麼字？

我想了幾年都想不到，用個什麼字來解釋攝持。即是告訴你，殺人本來是惡

的，如果你是比丘戒，你殺人。他人殺人是他人的事，你總之不要殺他。殺一

萬人是賊的事，你殺一個賊就是不對。是不是？比丘戒是如此的。但菩薩戒則

不是，你要殺死他救這一萬人。如果是這樣，你殺的時候，你去殺人，殺死這

個惡人，救回這些人，你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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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兩種東西攝持著你，攝持即是做你的增上緣。第一、被般若攝持著

你。般若是智慧，被智慧攝持。你有一個智慧管著，如果縱容他，他殺害全村

的人。他殺害全村的人，村民死了，那些村民固然是無辜，他亦做了要下地獄

的業。沒有利。如果是我殺死他呢，我救了這些人，而且這個惡人，現在殺死

了他，他在這世上他不能作惡，減少了很多罪惡。若果將來我殺死了人我下地

獄，這是我的事而已。這樣我要殺死他。他呢？即是什麼？他有一個智慧，判

斷的智慧，被智慧攝持著他。明白嗎？我都不知，我找不到一個名詞，所以說

是以智慧作為他的增上緣或是…。你說它控制又不對，有些人說是控制。你說

傍著他，傍著他又俗了一點。找不到。 

 

同學：「後盾呢？」 

老師：「嗄？」 

同學：「後盾。」 

老師：「矛盾？」 

同學：「不是，是後。」 

老師：「作為他的後盾，是不是？作他的後盾比傍著好那麼一點點，都不是很

雅。後盾不就是支持他，是不是？總之我就找不到。」 

同學：「可否解讀為，『攝』字解作引導，指導。攝引嘛。如果用英文來講便

是 Under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即是我引導，指導與支持。在智

慧的指導和支持之下去做此事，即等於英文那個…。如果要用一個字

來代替是沒有可能的。」 

老師：「沒有可能。『攝』就是攝引。」 

同學：「是的，Under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老師：「攝引，個『攝』字在前面拉他；『持』就在後面推他。如果說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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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便解釋了『持』字。『攝』字就是 guide 了。聽得明白嗎？他不懂

中文的，他懂中國話但他不懂中文。」 

 

因為你有智慧攝持著他，所以他本來惡性的東西，變而為什麼？如果他

不是菩薩戒弟子呢，他便變為有覆無記性。是不是？不是惡性的。如果他真的

是發菩提心做呢，是善性的。不是惡性，善性。所以殺人都會是善性。如果你

是菩薩戒，是無罪成功德，功德是善嘛。為何他會明明是惡也會變善呢？他和

你那些沒有智慧攝持他不同，他這個是被智慧攝持著的。第二、他有什麼？有

一個大悲心攝持著他，又可以被大悲心引導他出來，引導出這種行為，用大悲

心支持著他。這便不是惡了，因為大悲心和智慧都是善的。如此你明白了。明

明殺人為何都說不是惡呢？有些人是聽不進的。他說：「羅先生，你真是特

別，說這些的。殺人都會說是好的？」是的，是好的。如此殺人是好的。這樣

你便明白了，這個…。欲、…，煩惱是嗎？貪是有些什麼？父母愛子女是什

麼？有覆無記。是不是？但是這樣，一個已經見了性的菩薩…。現在你學禪

宗，「我已經大開大悟了。」這個時候，你忽然，你…。一個夙生的女子和你

有緣，你便和她結婚。那又如何？你又不是和尚，你可以結婚，你便和她結婚

了。結婚便是愛情，是不是？這個愛情是什麼？愛情便是貪。這個貪又如何？

酬他的夙願，是不是？這個貪是什麼？極其量只是有覆無記的。如果你是一個

發菩提心的人，以大悲心，「如果我不和她結婚，她會流浪。我和她結婚，她

會有好處。」便和她結婚。就便變了什麼？這個貪是什麼？善性的，明白嗎？

因為他有一個大悲心和菩提心，攝持著他。聽得明白嗎？你不要覺得特別，我

講的東西是如此特別的，是不是？這樣聽得明白嗎？ 

 

即是說貪有兩種，一種…，不要說是善的那一種，一種就是惡性的。譬

如你，明明你和兄長兩人分了父親的身家，分了遺產。你想「作」（奪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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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長的。這必然是惡性的了，貪。但你和同一個女同學相愛而弄至結婚，這個

是有覆無記性。有覆無記性呢，如果你時時以大悲心。就如你們兩人，時時一

起去發菩提心，互相影響的，不是惡性，會有功德的。不會是惡性，所以不能

一概而論。你同樣可以這樣做的，你同樣可以「搞掂」（說服，影響）你陳先

生，「搞掂」他。在這個時候，你婚姻的愛是被大悲心攝持著，有功德的。這

便是貪了。嗔，嬲怒呢？如果在小乘和什麼來說，必定是惡性的，有覆無記都

不會，因為嬲怒是最差的。 

 

但是大乘呢，你受了菩薩戒，發菩提心，那個嗔被大悲心和般若攝持

著，便會無甚惡性的，極其量只是有覆無記。你這樣說是要說得通才好，何解

呢？很簡單的，你讀讀儒家的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那個紂王不

好，文王起革命，想起（革命）但未成功；武王真的起了革命。起革命不是坐

著便是起革命的，要有什麼？要勸人，不打他不行了，是要發惡的。所以孟子

說他「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他一發惡，天下之民眾都被他安樂，都得到

安樂。這些就是什麼？這便是嗔。這個嗔是什麼？這個嗔簡直可以說是善性

的。縱使你認為它不是善性，它都是嬲怒，極其量是有覆無記性，不至於是惡

性。 

 

還有一些有覆無記性的煩惱，你要保留，你不要剷掉它。剷掉它你便會

麻木，麻木不仁的。何解？你連做人也不行，你死了想回來？麻木不仁嘛。你

想回來欲界，你如何投胎？完全沒有男女情欲，便不能在欲界投胎。他起碼生

色界，生色界那處的人那用你來化度？他們在那處入定，你跟他們說法嗎？誰

聽你講話？是不是？一定要在欲界，你要入欲界才行。人間你差不多不能進

入，除非你有很大的定力。那些大菩薩用定力入胎，但這是你一個初地菩薩，

此事是做不到的。這便要如何？要保留煩惱，記住啊。煩惱，故意保留。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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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講唯識的人就最精了，最精釆的了。明明可以斷除煩惱，貪心、嗔怒心可

以斷除，稍為保留，只是那些太惡性的才不要。你想不惡行不行？行。你用菩

提心、大悲心、般若這三個攝持著它，它便不會是惡性的了。故意保留它，因

為你保留多少男女情欲，你將來有機會可以利用它來做工具投生欲界。還有，

父子、母子都有愛的。這種愛有時不一定是慈，也會是愛，是煩惱來的。你如

果連那些愛的煩惱都沒有，父親見到兒子。兒子回來見到父親，就如入廟見到

菩薩一樣，一點情趣都沒有…。 

 

最重要是尋求睿智，亦可以智去性，「智」字去聲。讀「知」字都可

以，也無所謂。不過你要知道是一個名詞，沒有智慧的。無明是解作什麼？

「明」就是智慧，「無明」即是沒有理性的，是不是？只是一種盲目的衝動。

盲目的衝動，你試試，人人都有的。盲目的衝動，何時都有的。你稍為定一

定，你會否覺得自己有一樣東西？如果入定就更加覺得。時時好像有一股力

量，總是制都制不住，時時湧上來的，是不是？稍為定一定你便會覺得了，你

試試，感覺到不？有一股東西莫名其妙，令到我不安寧的那股力量。你感覺到

不？你閉上眼，總是覺得有一種東西硬是令你不寧靜的。那種東西稱為衝動，

外國人稱為衝動，心理學上稱為衝動。 

 

「衝動」者，即是盲目的，沒有理性的，Unconscious 的，沒有思慮之那

種盲目的衝動。盲目的衝動就令到你的智慧昏暗，所以稱為無智、無明了。無

明呢，這一套佛家認為是什麼？為何眾生生死輪迴？最主要是什麼？就是這種

無明了。無明是什麼？無明有兩種。最深的無明是什麼？是生命的衝動，時時

想有生命的。一切動物、植物都好像有種這樣的衝動。植物有沒有我就不知，

動物必定有。因為有此種衝動，所以它發展而成為一個生命的個體。所以佛教

徒便說什麼？生命的來源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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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呢，在理論上的最初，不是實際上。就以無明為主了，即是有一種

盲目的生命衝動為主。由這種衝動作為中心，旁邊還有很多貪、嗔圍繞著，以

它為代表。由無明為中心，旁邊就加上那些貪、嗔，令到你會作業。「無明」

就產生「行」，「行」者作業。前世起無明，前世作業。到了你前世死後，便

引起你今世入胎了。「行」就緣「識」。當你有一個「識」，「識」是指你最

初入胎之神識。有了你入胎之神識，你就在胎兒裏面，在胚胎裏面發展。發展

的時候，混混噩噩的，根本分不開任何東西的。裏面不外只有兩種，物質現

象。你知嗎？胚胎開始的時候，就像一團鼻涕一樣，是不是？物質裏面有精

神，謂之「名色」。而且漸漸約三個月左右，變了一個娃娃。那個娃娃是有五

根、有六根的，稱作「六處」。「六處」之後，十月懷胎滿了，足月便出世

了。跟著由有無明，有前生之無明就有今世的人。今世這幾十年又不斷起無

明，又不斷作業，於是又產生來世的人生了。在來世的幾十年之中，又實在不

斷地每秒鐘都起無明的。我們每秒鐘都在起無明的，每秒鐘都起業的，「行」

即是業。又引伸第三世，一天無明不剷除，一天你就照著輪迴。所以最歸根究

底是什麼？剷除無明。這個無明，那種無明。那無明是惡了？不是惡，只是煩

惱。 

 

煩惱不一定是惡的，大部分無明是有覆無記的。而這些是在講根本的那

種無明，還有一些普通的無明。你以為是這樣，「我現在讀文學，我寫首詩寫

得很好。」其實你是什麼？你寫詩的時候你起無明，你沒有無明，你如何寫得

出詩來？是不是？是的，除非真是如馬鳴菩薩，以歌頌來說法那些又作別論。

如果你說是一個文學家，想寫一首詩，沒有無明他是寫不出來的，你試試看。

你讀過毛澤東那一首什麼？〈沁園春〉。蘇東坡那一首〈大江東去〉，讀過

不？讀過了吧，蘇東坡。弊了。蘇東坡那一首〈大江東去〉，他就如何？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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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的嘛。這些無限感慨是什麼？衝動，是不是？衝動最後便是貪，因為他做

不成宰相，他又被人貶過，有一點嬲怒，這便是「嗔」。是不是？他貪宰相位

貪不到，又「貪」又「嗔」。常常在衝動，不就是貪、嗔、癡齊全？少一種都

不可以。如此好之〈大江東去〉的詞，其本質是什麼？貪、嗔、癡。 

 

所以站在小乘的人來說，吟詩作對根本就是不對，不對的，這些是不對

的。但是大乘則不要緊，何解？他用大悲心、菩薩戒攝持著它。這些是什麼？

蘇東坡做〈大江東去〉是什麼？「綺語」，犯戒的。但如果他是（大乘），他

不犯戒。蘇東坡是犯戒，其他人做則不犯戒。為何他（不犯）？他為度眾生，

以大悲心，用智慧想和眾生接近，故意寫一些很跌宕的文章，引人入勝，他還

有功德、是善。問題就在這裏，明白不？這即是說「癡」，有個大悲心和般若

攝持著，把它扭轉變為得到善的，得到功德也可以。看你如何運用而已，同是

一把刀，賊人拿著便會「箍頸」（打劫）、殺人，是不是？如果讓一個大勇士

去，便會拿去救很多人。外科醫生拿著刀，他可以怎樣？替人施手術救很多

人。同是刀。聽得明白嗎？如此就是貪、嗔、癡。「慢」呢？人人都有的。我

就很厲害了，看人不起。 

 

「你比我好嗎？你都不怎麼認識的。」那一類。「慢」，很多人都有。

但是這樣，譬如是年輕人像你們這些就不可無。一點點，只要你被慈悲心、理

智控制著，多少「慢心」。如果全無「慢心」，整個人「喎喎妥妥」（馬馬虎

虎），是這樣的，我這種人怎能做大事？人如是這樣就「弊」了。如果孩子是

這樣：「我都是做不成大事的，我那是立大志的？我都是將來出好好地打工，

有三數千元一個月，夠將來退休就算了。」這有什麼用呢？如果你是「慢」：

「唉，你這班人都是碌碌無能的，我是不同的，我要做一番事業給你看。」不

妨如此。以前有一個人名毛遂的，他看不起他人，他說這班人是碌碌無能。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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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無能，是「毛遂自薦」的毛遂，「那我行的，他們是不行的，班人是碌碌無

能的。」 

 

人是這樣的，所以有些時，留多少「慢心」不打緊，不要學我，我留得

太厲害。留得太厲害，不過學唯識的人，很多是這樣的——「慢」。「疑」，

記住「疑」有兩種，一種是煩惱，一種不是煩惱的。第一種「疑」是什麼？明

明是這樣的，他硬是猶豫不前的。明明是你走去尋花問柳，有人告訴你，「你

很容易沾上愛滋病，你不要搞了。」你明知這句話是對的，你卻，「去了今次

才再算吧。」是這樣的。戒煙，明明是告訴你多吸煙會引致肺癌，你卻無論如

何都要繼續吸，「下一個月才戒吧。」下一個月又下一個月。 

 

明知卻去做，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明知這東西是不好的，他都猶豫不前的。有

沒有這個情況？你都是很坦白，有的。那種便是煩惱了。真理放在你面前，你

都不嚮往、不接受的，此種稱作煩惱。另外一種是什麼？科學家的懷疑。這個

問題如何解決呢？「啊，這樣走。」那種稱作什麼？那種稱作沉思、尋伺，那

種不是煩惱的「疑」，那種會得到好結果。釋迦佛坐菩提樹下那些，一路是會

疑下去的。是不是？所以有些人就這樣，看見人說「疑」，便是煩惱了。便把

它來問人。我們讀禪宗的語錄，讀到有一個祖師，他說：「大疑大悟，小疑小

悟，不疑不悟。」即是「疑」是好東西了，「疑」為何是煩惱呢？這些又

是…。 

 

我被人問過，問的那一天剛剛我的脾氣又不太好：「你多讀一點書便

行。」弄至他以後都不來聽我講。因為我有時不是很舒服，你問這些問題，又

不肯讀書，偏偏要問。問而問得合理的，我會好好地答他，很詳細地答他。他

那些平時又不讀書的那些人，我就「得」他（噴他一鼻子灰）。其實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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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疑大悟，小疑小悟」那些是第二種「疑」，尋求真理的那種「疑」，是不

是？煩惱那種「疑」就是明明吸煙不好，你都是要吸，是不是？明明修行是好

的，你偏偏猶豫不前，不肯去修行。這些「疑」便是煩惱，聽得明白嗎？所以

你不要見到科學家有懷疑，有懷疑精神，便說懷疑不對，不行的。 

 

「惡見」，「惡見」是什麼？凡是你看佛經，看到個「見」字呢，「乜

見物見」呢，都是這個「見」。是什麼東西？它的本質是「慧」，以「慧」為

體，「體」即是本質，它的本質是「慧心所」。「見」是「慧心所」來的，

「見」之中有善、有惡、有無記的。「惡見」是指那種不好的，這個「惡」字

都是廣義的，不一定是很惡的，至於有覆無記都算的——「惡見」。這個「惡

見」裏面，即是那種「慧」之中惡的。惡之中有五種不同的惡法，開出五種

「惡見」。 

 

第一種名「薩迦耶見」。這是常識來的。「薩迦耶見」，「薩」字即 sat

這個梵文字，「sat」字是作「可壞」或「轉移」解。「迦耶」，梵文為 kāya，

kāya 這個字譯做「身」。「薩迦耶見」即是「壞身見」，或是可壞的身見，或

是轉移的身見。這個字作何解呢？很多人不懂解的，你又是可以去考老師的。

我是專教人去考老師的，這是破邪方法之一，有功德的。我教你，你不要以

為，「羅先生，你多事。」我現正在做功德。讓你怎樣？節省很多你生命的時

間。 

 

人生就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即是五堆東西，五堆零件組合而

成。是不是？凡是讓幾件零件組合而成的東西，一定是什麼？可壞的。這個錄

音機是很多零件組合而成的，這個錄音機今年不壞明年壞，明年不壞後年壞，

總之有一天它會變垃圾的——可壞。你這個人，你現在很好的在這處，再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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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你會怎樣？整個老態龍鍾。是不是？再過二十多年呢？你又如何？他人要

去拜你了。「唉，為何你如此毒？」不是毒，你必然如此。我先行，跟著是你

們。我比你們先行，你都一定是如此的。我們的身體是可壞的，這個身體是可

轉移的，常常轉移。何謂轉移？你現在那麼年輕，二十多歲、三十歲。再過一

會你五十多歲呢，整個眼皮起皺，頭髮班白——轉移。到最後變了什麼？死屍

一條。轉移，不斷轉移。轉移的身，可轉移的身。可轉移的身就不是值得可寶

貴的東西，但我們偏偏覺得是最可貴。你是否覺得什麼都沒有那麼可貴，最可

貴就是我的身體？ 

 

「見」，起個見解。那個可壞的身本來是一堆零件，經常轉移的。今朝

的你和今晚的你不同，今朝的你是這樣，至了下午你加多了兩碗飯，轉移了。

大便一次，又取走了一些。出汗一點、新陳代謝變了「老泥」（身體污垢），

又轉移了。到了今晚時候的你，和今朝時候的你不同了，轉移了。一個可轉移

的身，不固定的，你偏偏執著這個是「我」。對於可壞之身，是零件來的，你

偏偏執它為一個整個的東西，說它是「我」，這種稱為「壞身見」。聽得明白

嗎？ 

 

《金剛經》說它是什麼？「合」，即是一個綜合的，「一合相」。如何

「一合相」呢？本來是多的，五蘊，多不是一，你偏偏以為它是一個整個—— 

一。本來是不斷轉移、可分離的，你偏偏以為它是固定、合的——「合」。

「壞」，對一個可壞之身。「我」本來是五蘊，偏執它為「我」——「薩迦耶

見」。即是「壞身見」，等於「我見」。現時你們常常起我執，即人人都有

「薩迦耶見」。沒有「薩迦耶見」的呢，稱作什麼？最小的是羅漢，大則是

佛，是不是？小則羅漢，完全沒有的，徹底沒有的。小則羅漢，大則佛。「薩

迦耶見」，惡見中的第一種。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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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邪見」。何謂「邪見」？已經起了個「我見」，於是繼續。

現在有一個我，這個我是永恆不滅，或是人死如燈滅呢？如果他想、想、想、

想、想到個結果——靈魂不滅。我就是靈魂，靈魂是不滅的。本來是時時轉變

的，偏偏執它是不變、不滅。這個稱作什麼？「常見」。又有一種人（相信）

人死如燈滅，他日我死的時候，便一了百了。這些稱作什麼？「斷見」。一是

「常見」，一是「斷見」。是不是？不論「常見」或「斷見」等等，就稱作什

麼？「邪見」，是不是？好了，稱作「邊見」。「邊見」，「邊」是邊執。

「薩迦耶見」又稱「邊執見」。 

 

何謂「邊執」？一是執它為常，永恆不滅；一是執它人死如燈滅，會

斷，「斷見」——「邊執見」。第三是「邪見」。以為作善不會有好報的，作

惡不會有壞報的。這些人不信因果的，稱作「邪見」。這即是有了什麼？「薩

迦耶見」、「邊執見」、「邪見」，有了這三種見。有了這三種見之後，我就

說我這三種見都是對的，不會錯的。把我這種見經常執著，說它是對的，此謂

之「見取」，「取」即是執著。有了上面這三種見，他偏偏執取它，說它是最

好的，此稱為「見取見」。人人都有這樣的，自己說完之後，說了不算數，

「我說的話才是對的。」——「見取」，「見取見」。簡稱是「見取」，又稱

為「見取見」。聽得明白嗎？還有，有些人執著了我之後，於是做了很多事出

來。有些人又說要什麼？訂下很多戒律，例如什麼？ 

 

有些人，你是回教徒…。這裏沒有回教徒嗎？有我便不講這句話，尊重

你。…認為牛肉、魚肉，什麼肉都能吃，只有豬肉不能吃。這個是他的戒條，

他二十多個戒條，執著這個戒條是對的，不是不對的——「戒取見」。本來稱

為「戒禁取」，有戒有禁嘛。戒便例如我剛才說回教徒不吃豬肉，這便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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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還有一些是禁忌，外國人又說星期五很多事都不能做，是不是？星期

五不要…，如果星期五看見黑貓，便一個人，不外出了。這些稱為禁忌。這些

禁忌…。有了禁忌，他認為這些禁忌是對的——「戒禁取」。有了這些「戒

禁」，之後又說這種見解是最對的，稱為「戒禁取見」。聽得明白嗎？ 

 

「薩迦耶見」、「邊見」即是「邊執見」、「邪見」、「見取見」、

「戒禁取見」，這五種都是壞的、壞的見解，即是壞的慧。這五種全都是惡

慧，所以稱作什麼？惡見。明白嗎？六種煩惱。六種煩惱之中，第六種是包涵

五種東西的。把它打開就變了什麼？前面五種，加上五種便是十種煩惱了。有

些書是說十種煩惱的，有些書說五種煩惱。來到這處，講煩惱，你們說不認識

煩惱，現在認識不？回去要記住，你晚一點，一年多吧，你可以給人講了。是

的。你講經，可以拍著和葉文意差不多，你拍王聯章可能拍不到，拍葉文意你

是可以拍到的。可以的，最多兩年，你有膽講便可以。你都可以，大膽便可以

了。 

 

同學：「我有一個問題，剛才你講個『慢』字，問問你的意見。發覺一些悲心

越懇切的人，即想救世人，便越讓人覺得他慢心很強。歐陽竟無是如

此，太虛大師亦如是。太虛大師他對圓瑛，甚至諦閑、虛雲那些，他

都看不起。」 

老師：「人們說他我慢。」 

同學：「印順法師又是這樣。印順法師的《佛法概論》裏面便說，那些只是懂

得建大廟那些人，他看不起，他是這樣說的。但這些人便覺得他的

『慢心』很強。」 

老師：「他的『慢』是被大悲心支持的。」 

同學：「這些其實是否真的是『慢』？或只是悲心？不過這種悲心就如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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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擇善固執，其實是一種法執。算不算是『慢』呢？『慢』又好像

是低級一點。」 

老師：「法執又是執。『慢』呢…」 

同學：「『慢』像是我，以自我為中心的。」 

老師：「『慢』是自我的，是的。不過這個『慢』極其量是有覆無記的。因為

它如何？就如印順、太虛那些、歐陽竟無那些，他是完全用他的大悲

心，用般若控制著它，所以他有時無意中這樣，就屬有覆無記。但他

真正詳細起『慢心』的時候，他會是有功德的，會是善的。所以不能

一概而論。」 

同學：「所以你的『慢心』是有功德的。」 

老師：「有時會有，有時又是，有時會是。有時我覺得我罵他是罵醒他，我是

在做功德的，因為有一種人是這樣。譬如一個人她的罪惡多，如果被

一個惡家婆罵她一身，便可以給她消了一些業的。可以消業，是的。

不過你不要恃著這樣做便橫行，這樣又不行。要有相當條件。」 

 

這六種煩惱之中，大家要記住。凡是煩惱，不是…。六種煩惱都有些是

與生俱來的，稱作俱生煩惱。記住，記住。煩惱有兩種，一種是俱生，與生俱

來的。即是什麼？佛經說它任運而起，佛家很多這樣的經。任運即自然，

Naturally。Naturally 即不是有意令它起的，任運，即自然而起的。稱為俱生，

與生俱來，你一出生做人便帶著來的，這些總…俱生的煩惱。另外一種稱為分

別煩惱，這個「分別」是作思惟、思想，由思想而起的。例如什麼？你親近惡

朋友，常常受一些惡朋友紛擾，思想受他影響。 

 

或是你信那些邪教，如信那些白蓮教，什麼一一貫道這類組織，受了它的影

響，令到你什麼？你現在找個盧勝彥，學了他的那套東西，你便是起分別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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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我勸你，有一位見到我常常罵盧勝彥，罵得他一文不值。他便問我：

「同是佛教都有這樣的派別嗎？互相攻擊的嗎？」他不明白，是佛教就不會互

相攻擊，他不是佛教，他不是真佛教嘛。他都是不合邏輯的，他首先肯定盧勝

彥也是佛教，那才是「弊」。定義不同，我就說盧勝彥所講的不是佛教，他的

看法就是盧勝彥所講的也是佛教。不同的，是不是？ 

 

煩惱有兩種，一種是分別起，一種是俱生的。我舉一個例子，貪是否俱

生的？有沒有俱生的？是的。養小狗養到差不多的時候，你拿食物引誘牠，牠

便會吃了。是不是？貪嘛，與生俱來的。還有，你養孩子養到他十五、六歲，

他見到女孩子，他起貪心的了。這是正常的，貪。是不是學科學學到的？不

是，是與生俱來，是他出生時已經帶著的。不過是到了十五、六歲後才爆發而

已。貪，有些是俱生，但有些是分別起的，思想弄出來的。譬如有一個人，時

時貪，貪享天堂的快樂。時時去守禮拜，想死後生天堂。他又是貪。為何他有

這種貪？你又不見我有這種貪，因為我的思想和他不同。他就入教會學校，受

牧師那些教了他那一套，又說有一個天堂，將來會怎樣、怎樣的。所以他便起

貪，由於他有那種思想然後起的，稱為分別煩惱。聽得明白嗎？分別煩惱

呢…。貪，有俱生的貪，有分別的貪。嗔呢？更是了，俱生的最多。小點兒便

「Bum」地爆發無明火，那些是俱生的，是不是？ 

 

有些是分別起的。講一句話，孔夫子。孔夫子是聖人，有一次他有一個

同鄉名原壤，是不是？原壤不知是死了父親或是死了母親，一點悲哀都沒有，

還坐在母親或父親棺材旁邊，一點兒悲哀的容貌都沒有。孔夫子見到他一點悲

哀的容貌也沒有，孔夫子便罵他，孔夫子起嗔怒心。他說：「幼而不孫弟，長

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現在的人常常罵「老而不」，是怎來的？是孔

子發惡，他說，你這個人死了母親，卻毫無悲傷，你「幼而不孫弟」，你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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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又沒有信實又對長輩不得謙讓；「長而無述」，你現在長大了，亦沒有值得

稱述的好東西，沒有一點好東西讓人稱讚的；「老而不死」，你現在將老已，

你這種人老了便要死。你老了也不死便是害了社會，吃冤枉了米。「老而不死

是為賊」，孔子罵他。孔子為何會如此？孔子因為有了那種什麼？孝悌忠信的

思想，認為父母死是應該悲哀的，你不悲哀。他有他的邏輯，父母死應該悲

哀，現在你原壤不悲哀。父母死而不悲哀的人，便傷害名教。傷害名教的時

候，便不能見容於社會。此邏輯是一路下去的，你是不見容於社會，所以你

「老而不死是為賊」。所以他這樣地發脾氣是經過思想的，明白嗎？接著孔子

便拿起手杖來敲他的腳，「以杖叩其脛」，一拐杖打在他的腳上。孔子便是如

此。孔子這種雖然是分別起的嗔，卻他仍是有一個大悲心攝持著他的，不是說

他對自己不利的。等於釋迦佛罵提婆達多一樣，明白嗎？所以嗔是有俱生，有

分別的。 

 

癡呢？更加了。與生俱來，一個小孩子出生的時候，就如一團粉一樣，

在母胎中已經是癡的了。小孩子在母胎裏面撐撐腳的時候，已經是癡起的了，

俱生的癡，是最厲害的。如果沒有俱生的癡，完全沒有他便是佛了。有些是分

別起的癡，有種人是越讀書多就越無知的，他少讀一點書便沒有如此無知。有

一種人，我兒子和我的未來媳婦都是這樣，時時迷著信上帝，整天捧著《聖

經》，以為天下真理全在其中。這些是什麼？分別起。好學不學，學了一套神

學。學了一套神學之後，思惟有了分別，執著它是最好的。執著，法執很多是

如此的，這便是法執。法執也有好的，擇善固執那些便是好的。那一樣是最好

的，我一於執著它不放了。那些是好但仍然是執。不過這種執是被什麼？被大

菩提心、被般若攝持著它，所以它不是惡的，它還會做出功德來的。這樣癡亦

是有分別的，有俱生的。慢呢？兩說，一說是有俱生，有分別；有一說則認為

只有分別。應該是有俱生，有分別的。疑呢？分別，必然是分別的。疑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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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生的，懷疑那會是俱生的呢？必然是分別起的。惡見呢？有俱生、有分別

的。「薩迦耶見」即我見，我見已是有俱生、有分別的了。你現在整天…。如

果你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你不要外出說人啊。 

 

那些時時執著有個靈魂的那些人，靈魂只是我的別名而已，他不稱之為

我，他稱之為靈魂。時時信有靈魂，這個便是我執，「薩迦耶見」了。現在你

走去信教，信天主教、信基督教的那班人，時時都在「薩迦耶見」中打轉。有

些是俱生的，有些是分別的，越學越弊，越學越深。你是否教徒？如果你是教

徒則對不起了。我不想傷害他人的宗教，但是學理不能不講。你呢？你是否教

徒？有俱生，有分別，這些稱作煩惱。說到煩惱，有兩種看法。貪是有它自己

的種子，當他貪未起的時候，已經有貪的種子在第八阿賴耶識內了。 

 

嗔也是有的、癡又是有的，貪、嗔、癡都有它自己的種子。有種子的便

說是實的，實有的。有些呢？疑是有種子不？兩派不同的講法，護法菩薩和玄

奘法師那些就說是有種子的，實的。有些則說是沒有種子的，只是惡慧來的。

兩說。將來你取那一說，將來你多讀一點書，你自己決定吧。我就取第一說。

明白嗎？惡見呢？有沒有種子的呢？有些有種子，有些沒有種子。你亦可以

說，所有見、這些見都是沒有種子也可以。何解？它是慧，慧是有種子的，不

用它有種。如果在小乘來說，「薩迦耶見」強調它，你說它有亦可。不過，最

好是你說它是沒有種子的，它只是慧而已，慧是有種子的。即是說有些有種子

的，亦有些沒有種子的。還有，（認為）是有種子的，有這種解法，印順法師

便是如此解的。他說，其實佛教講有貪、有嗔、有癡、有慢、有疑，都好像是

多餘的，就是一個無明而已。所謂貪者只因他不明白事理，所以起貪，這便是

無明之所至，無明的變相而已。嬲怒，嗔恚。嗔恚都是無明，不懂事理才嬲

怒，懂事理為何會嬲？總之對付一個無明便足夠了。印順法師有如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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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他一切都是末尾來的，無明是最厲害的。 

 

如此說法亦可以省去很多說話，是不是？但是古人已經講了那麼多，你

又如何？不能夠把古人講的全部都說是不對。所以如果你是簡便的講法，你便

說什麼？一個無明便已足夠了，就如印順法師，直接了當。如果想說，我是一

個學究式，研究式的。不妨學古人一樣，即學我這樣。把它來到分開，這些是

俱生的、那些是分別；這些是有種子的、那些是沒有種子的。這種是什麼？這

種是研究的，這些稱作什麼？學院式的，經院式的。各有好處。好了，即是說

煩惱，有些是有種子的，有些是沒有種子的，是不是？除了煩惱之外，應該到

什麼？煩惱之後到什麼？遍行、別境，還有一個善我沒有講過，是不是？我講

過煩惱，善，是不是？ 

 

同學：「善。」 

老師：「善。」 

同學：「十一個心所。」 

老師：「十一個善心所。善心所，亦是有些有種子，有些沒有種子；又有些俱

生，亦有些分別的。這個不用解了。」 

老師：「這小孩子是很出眾的。」 

 

善，十一個善心所。好了，講到這處，你就要了解何謂善？善與不善，

你先要了解善有兩種，一種名自性善，一種名相應善。不可不知的，不知也

行，不過知則好很多。大家就知道自性有很多種解法，《六祖壇經》的自性，

有時是作阿賴耶識解，有時是作真如解。如果是外道，自性是什麼？哲學上那

些原始太初、混沌初開，作混沌的物質解。普通一般最多的是作何解？本質

解，本質。自性善即這東西的本質是善的。何謂善？這東西當它起作用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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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會產生到效果的，會產生快樂之效果的。或會產生快樂之效果的，或會產

生一個…。或許有些東西稱為不善的，自性是不善的，便會產生惡之效果的、

會產生那些苦之效果的。善又可以有程度上之不同，對己有好的效果，對他人

都有好的效果。這即是對自己、對社會都有好的效果了，這些是最善。 

 

第二、對己雖然沒有好的效果，但對社會、對人有好的效果，是為次一

等善。明白嗎？都是善。 

 

第三、對自己有好的效果，沒有害人的。都很微了，但這都不是惡，是

不是？都是善。有好的效果，不過三級不同而已。 

 

惡亦有了。那些善的自性，即其本質是善，本質會引起好的效果，自性

善。第二種稱為相應善。何謂相應善？它本身無所謂善與不善，但有一種自性

善的東西，跟它一齊起，影響到它也變為善，稱為相應善。你現在還未明白

的，你將會明白的。 

 

譬如你起了一個意識，第六意識起。意識是如此想，「我現在…，一會

兒去買一對鞋，買皮的好或是買布的好呢？」意識起活動，一個意識活動，你

回答我，是善或惡？更加不會惡了，買一對鞋又如何惡呢？善不善呢？不覺得

它是善，是不是？因為買一對鞋都善，是不是？我們可以這樣說。但如果你

說：「我一會兒去買一對鞋，因為街口有一位老人家很慘，沒有鞋穿。我買一

對鞋送給他，讓他有鞋穿。」是善或是惡？善了。為何它會是善的？同是想去

買鞋，為何他這個善，那個不善？因為當你說…。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