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變器界，「器界」者，這個物質世界。這個物質世界，山是泥做的、石做

的。泥的種子變起泥，石的種子變起石，水的種子變起水，不過這些種子是藏於阿賴

耶識裏面，到了種子成熟，它便出現。阿賴耶識不過就如夾萬藏著銀紙一樣，不是夾

萬會變銀紙，夾萬只是藏著銀紙。

同學：「即如 computer。」

教授：「嗄？」

同學：「即如 computer。」

教授：「什麼？」

同學：「即如 computer 變了…。」

教授：「是的，沒錯。沒有錯，computer 不會變出資料來的，它自己有。如此，這

種是因緣變。分別變則不同，幻覺來的。是不是？是那些文學家在想像。李

太白有『白髮三千丈』。不是，『華嚴瀑布三千尺』，華嚴瀑布那有三千

尺，他硬是起分別便說它，覺得它如此。是不是？一對愛人在山盟海誓，又

說海枯石爛都不會變等等，這些全部…，他們講的那一套全部是分別變。不

過變有兩種，阿賴耶識內變根身，外變器界，就是因緣變。」

同學：「羅先生，我想請問你。譬如你的阿賴耶識，你一生所做的事，存於阿賴耶識

處。你如果證到真如之後，你所存著的東西，可不可以磨滅得了？」

教授：「不會磨滅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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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如此你便變了不能證得真如。」

教授：「不是。我解答你這個問題。證真如有兩種證法的，一種是不能夠證得很清楚

的，部分證。一部分，有些是證得很清楚的。當你是證得很清楚的時候，你

便稱作佛。你只是局部證到多少的時候，你便稱作十地菩薩了。」

古德講了一個譬喻，我們看一棵花，在霧中看花，和隔著一道簾望出去看花，和

親自走到花旁看花，是不同的。都是那棵花，在霧中看花是『矇查查』(不清楚)的，

是不是？隔簾看花更是有一道東西隔著，是不是？要走過去看花。不同，都是那棵

花，但你自己看的情況不同，你便看得不同。

真如是指什麼呢？無乎不在的那個宇宙之本體。這個宇宙本體，一切善的東西都

是這個真如所呈現的，一切惡的東西都是這個真如所呈現的，因為真如本身無所謂

善，無所謂惡，善與惡是相對的。當你證真如…。眾生就有很多善的心所，是不是？

但亦有很多貪、瞋、癡那些心所嘛。當貪、瞋、癡那些心所起的時候，它便會令到你

起惡的行為。起惡的行為便把將來不幸福、痛苦的東西刺激而令它興起了。如果你做

那些善的、慚的、愧的，用那些善法來到作動機而起一種行為， 你這一種行為便會

牽引到、刺激到那些好的、幸福的那些情況出現。

同一道理，如果你用那些煩惱，貪、瞋、癡那些去做你的行為，你便會流轉輪

迴，永無止境了。但如果你用信、慚、愧那些善法…。善法之中有兩種，有一種有漏

善，有一種無漏善。用善法來做動機，來到起行為，就會壓阻那些惡的行為。壓阻惡

的行為，你便謂之有福無禍嘛。還有，別境心所裏面有些慧，慧心所是有抉擇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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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即是抉斷，「擇」即是選擇；有抉斷，有選擇力的。

你用你的慧心所知道這件事是不對的，我不要做；這件事是對的，我做。如此你

用我們的抉擇力來作指導，我們便會去修行。如何修行呢？修行持戒。「持戒」者，

令到一些具體惡的行為不出現，即是說那些作惡的種子被你壓低。如果你壓低得多，

簡直凍結了。同時你把那些善的心所，善的行為發揚，即是說你今生善的東西比惡的

東西多。

如果長始以來，來生繼續修行持戒，來生善的東西更多，惡的東西更少。到了最

後最後，簡直是你的行為沒有所謂惡，沒有一樣是惡的，都是善的。即是說惡的東西

雖有種子，但不能夠起。還有，你用你的慧心所…，用你的定心所來修定，在定中引

發無漏的慧，這種無漏的慧就會令到你怎樣？世間的善慧都會令到你得到煖、頂、

忍、世第一法。用世第一法為條件，引生出什麼？引生出無漏的慧。

無漏慧的第一次出現，便謂之見道。見了道之後不斷練習，即是說有漏的勢力不

斷發展。不對，無漏的勢力不斷發展，有漏的勢力不斷被壓低。好像一塊板，小孩子

玩耍的(蹺蹺板)，這邊越高那邊便越低；無漏的勢力越強，有漏的勢力便越低了。低

到極的時候便起變化了，如何變化呢？即是說當你見道的時候，仍然是你的阿賴耶

識，不過阿賴耶識裏面有一些無漏慧的種子，把那些有漏慧的種子暫時壓一壓，無漏

慧的種子出現。不斷練習，不斷練習，就把那個有漏的勢力削至最低。

到了你修行修到第八地，我現在沒有講，到了第八地的時候，你時時都猶如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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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雖然你仍是那個有漏的識所變起你的身體，但你有漏的勢力是很弱的了。如此，

一路經過第八地、第九地，到了第十地的時候，那時有漏的勢力弱到極，無漏的勢力

強到極。即是說把阿賴耶識裏面有漏的種子壓至很低，無漏的種子提至很高。

好了，到了此處就有一個問題了，阿賴耶識是有漏或是無漏的呢？涉及到這個問

題了，是不是？是否應該涉及到？答案就是阿賴耶識是有漏的，一天有那個阿賴耶識

一天不能成佛，一定要毀滅了那個阿賴耶識然後成佛。用什麼來毀滅，用你最強的無

漏慧，般若智慧，根本智，最強的根本智來毀滅了那個阿賴耶識。因為阿賴耶識整天

被第七識執著它為我，這個是我，這個是我。到了第八地的時候，第七識的我執已經

被削弱至沒有了力量，就不執阿賴耶識為我。到了第八地之後，阿賴耶識不再稱為阿

賴耶識，即是雖然是有漏，但已經沒有人執它了，不執它為我。

如此，一路到成佛之前，成佛之前一個剎那，那個剎那名金剛心。「金剛」者，

即是最強的無分別智，根本智。用猶如金剛一樣的根本智，剛出現的時候，所有那些

殘餘的有漏勢力全部消毀了。好了，講到此處，阿賴耶識是有漏的，消毀不消毀呢？

消毀，包括阿賴耶識的種子也消毀掉。全部沒有了。到了成佛之前的一剎那，謂之金

剛心。

阿賴耶識消毀的時候，記住有一點，火並不燒火的，火是燒其他東西的，火是不

燒火的。阿賴耶識裏面不是有一些無漏的智慧嗎？阿賴耶識被那些無漏的智慧消毀

了，無漏智慧是不會消毀那些無漏東西的。阿賴耶識裏面含藏著一些無漏種子，阿賴

耶識的無漏種子之中有一種無漏的第八識種子，名菴摩那識，又名無垢識。無漏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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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種子爆發了。何解呢？為何以前不爆發？以前有一個阿賴耶識壓著嘛，現在那個

阿賴耶識已被毀滅，這樣那個無漏的第八識便出現了。

第八識出現的時候，已經沒有了有漏種子，它只含藏著那些無漏種子。那個無漏

種子就變起佛的報身、化身那些，變起極樂世界那些世界。第八識變根身就變起報

身、化身；第八識變器界就變起極樂世界的那類世界。那時候便完全沒有無漏，那時

候一切識，一切都是無。不對，是完全無有漏，沒有煩惱，即《八識規矩頌》所謂

「圓明初發成無漏」。有沒有問題？

同學：「好，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很多謝羅教授今天和我們很精簡地講解。」

…就稱作遍行心所，即是普遍地出現的，不論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個

識出現，它一定跟著，一定伴著那個識一齊起的，所以名為遍行心所。第二類是別境

心所，「別」即是特別，在某一種特別境界它才會出現的。如果不是特殊境界，它不

會出現的，名為別境心所。第三種是善心所，這些善心所它一起的時候，就影響整個

心都是善的，故名為善心所。講到善心所，是不是？煩惱心所講了不？第一是遍行，

第二是別境，第三是善，第四講了不？未講，是嗎？

第四類是煩惱心所。煩惱是一種心所來的。現在有很多人學佛，整天講煩惱，煩

惱，煩惱是什麼呢？一些初學的人他不認識。你試試測驗一下，你去找那些學佛學了

十年、八年那些，你拉著他問問：「煩惱的 definition 是什麼？」我相信十個之中，

起碼不會少於四個是講不出來的。何解呢？人們籠統，籠籠統統便算了，做學問最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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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籠統。然則煩惱有些人把它翻譯為英文之 problem，也是不對的。

煩惱二字的意義為何？我們一分析便可解，「煩」者躁也。躁，煩躁，不是

「火」字旁的，「足」字旁的。心很焦躁的「躁」字，「足」字旁。寫作「火」字旁

則不對了，煩躁。「惱」者亂也，攪亂。即是說我們的心裏面，我們八個識之中，起

碼有七個識裏面有這一種東西的，我們的識裏面有這些附屬作用。這種附屬作用，它

的本質是煩躁的。它有一種「惱」，它起作用的時候，令我們的身心惱亂的，攪亂我

們的身心，令我們的身心不得安寧的。這種心之一種壞的，一種 bad power，那種

bad power 謂之煩惱。因為它的本質是煩躁的，它的性質是煩躁的，它能夠令我們

的身心惱亂的。這種力量，我們心裏面的這種力量稱作煩惱。

大家初學佛門，記住，記住。要不學了一、兩年之後，「煩惱」兩個字也不懂得

解，什麼是煩惱你又舉不出例子，這樣你根本無需學佛，學也學不來，只是得「籠

統」兩個字。煩惱是一種東西，是一種心的、惡劣的力量。不過煩惱普通的有六種，

不出六種，煩惱有六種，我逐一介紹給你們。

第一種是「貪」，又名「愛」，又名「貪欲」。「貪」，貪瞋癡的貪。何謂

「貪」呢？對於一件令你高興的，令你覺得它是好的一種東西，你整個心陶醉、沉

迷、沉沒了下去，想佔有它，記住，「貪」。「愛」，愛著，整個像掉了進去一樣，

陶醉。「貪」有兩個特色，第一個是整個沉醉、陶醉，第一個特色。第二個是什麼？

想佔有，自私、佔有。「貪」與仁慈不同，仁慈是可以犧牲自己的，只是一種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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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則不是，想佔有、陶醉下去、沉沒下去的，此謂之「貪」。

所以「貪」又名「著」，貪著，貪著。「著」字作何解？「著」字即是黏著，猶

如一隻馬踏進泥沼中，被泥巴膠黏，膠著它的腳而不能拔起那樣。「著」，貪著。如

果淺易一點來解個「貪」字，等於泥(音利)著，「泥」字讀「利」音。泥著，令到他

不能自拔。沉醉、泥著不能自拔的這種惡勢力謂之「貪」。例如普通我們貪的有什麼

呢？歡喜吃的人，見到一些好吃的，這些是魚翅，那些又是什麼好的東西，便整個人

口水流流那樣，像是什麼都不管了，只是專門先要享受了它才是。這種便是食的欲。

食欲是貪之一種。

第二種是色欲。你養一隻狗仔，養到一年多時，它外出見到狗女，它硬是跟著它

的。譬如你騎馬，我有一次騎馬，幾乎掉下來穿了頭。我在雲南騎一匹馬，我不怎懂

得騎馬的，以為拿著支鞭便打的。誰知我騎著一匹公馬，行時它忽然見到路邊有一匹

母馬，那匹馬便不管我，走向母馬旁。我鞭它，它硬是不理，鞭得它如何痛它也不

理。再鞭一、兩下，它還走向牆邊，一個身靠過去，弄得我整條絨褲穿了，幾乎大腿

的肉也給它拉出來，一轉身便把我拋下來。它不理的，何解？這是自然的，與生俱來

的那種貪，現在稱作男女之欲。動物都有，並不一定是人才有的。這些男女之欲，又

稱作色欲，又稱作貪。

食欲、色欲。我們見到香水，經常想走去嗅嗅呢，嗅覺的貪。還有什麼？嬰兒被

媽媽抱著他的時候，覺得很溫暖，他便很舒服。一放開他便「呀，呀」地叫，這個是

什麼？觸覺的貪。色，貪色；貪聲，來到唱歌，貪聲；貪味道。色、聲、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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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貪觸，嬰兒都是貪觸，與生俱來的；還有男人的 kiss 那些又是觸。色、聲、

香、味、觸，法呢？

那些讀書人搖頭擺腦地說：「好文章！好文章！」自己作了一篇文章便搖頭擺腦

地說：「好啊，蘇東坡、李太白都不過如此而已。」他又對自己那篇文章貪法。色、

聲、香、味、觸、法，對法起貪。對什麼都可以起貪的，貪法。「貪」是一種煩惱。

明白了，未明的今日之後應該要明白何謂「貪」了。沉醉、佔有便是「貪」。貪之中

最厲害的就是欲界的貪。欲界的貪有…。

色界的貪是什麼？貪定，入定，「哈，很舒服，有氣起了。」那些是色界的貪。

有些是無色界的貪，入了什麼都無想，飄飄欲仙那樣，這些是無色界的貪。欲界的貪

是什麼？那些狗仔跟著狗女，和什麼的？你養兒子養到長大，他又會去追女孩子的這

種，這些都是欲界的貪。欲界的貪是最厲害的。欲界的貪我們容易覺到，色界的貪你

們不容易覺的。有些人他經常入定，他覺得「爽啊！入定爽啊！」他都不捨得出定

的，這是什麼？色界的貪，知道嗎？

好了，「貪」，明白了。第一個煩惱是「貪」，第二個煩惱名「瞋」，有人寫

「目」字旁，有人寫「口」字旁。「瞋」者嬲怒，這東西最「棹忌」(忌諱，怕)，瞋

怒。有些人用個「恚」字，瞋恚。「圭」字下面加一個「心」，即是「恚」，嬲怒。

還有，「貪」不一定是惡性的，是不是？「貪」不一定是惡性的，「瞋」必定是惡性

的，記住。最「棹忌」是這一種，什麼都破壞的。「貪」，譬如父親、母親貪念著子

女，這些都不是惡性的，是不是？他人的錢，你貪它才是惡性的。母親貪念著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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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然也是惡性？「貪」不一定是惡性。但「瞋」必定是惡性。記住，破壞性的。打

架、殺害人，沒有瞋心你想殺人都殺不到，「瞋」。

「瞋」，大就會殺人，小是什麼？「發忟憎」(心中惱怒而色惡)。有些…，例如

你說：「我沒有瞋。」你留意反省一下。譬如你在寫字樓做事，被老闆罵了你幾句，

你都周身不舒服，回家見到太太便借意發脾氣了，這便是「瞋」。是不是？這便是

「瞋」。有些則不舒服便「發忟憎」，「忟憎」就是「瞋」。大的「瞋」是會大發脾

氣、殺人；小的「瞋」便「發忟憎」，周身不舒服，氣不過，這些是小的瞋心。惡性

的。第二是「瞋」。

第三是「癡」，「癡」又稱作「無明」。又稱作「無明」，又名「癡」，同一個

解， 「無明」即是「癡」；「癡」即是「無明」。又稱作「無知」，「知」字應該

讀作「智」，「無智」；同一意思的。到底「無明」，「無明」是沒有了「明」，是

不是？不是這樣解的，「無明」的這個「無」字不是作沒有解的。「明」是指智慧；

「無」者，即是對抗、壓低個智慧。因為這個「癡」，這個「無明」是有內容的。是

指什麼呢？你們大家試試閉上眼，我們覺得有一股…。我們的心什麼都不想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一股力量，有一股衝動。

所以西洋人說這個「癡」是什麼？盲目的衝動，無理性的衝動。理性即是智慧，

無理性的衝動，那股…。你試試看，我們座上的保證人人有，我有，你有，他有，人

人有。沒有呢，你便是佛了，連那股「無明」都沒有，你是佛了。菩薩是見了道的菩

薩，除非你正在見道，你一出定就會有了那股「無明」，整天都有一股盲目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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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如何，你正在靜的，忽然覺得不舒服，你忽然覺得不安寧的。你試試看，你閉上

眼自己做，是否有一股衝動力？這股無始以來，一路到了你成佛，然後才能全部剷除

掉，最厲害的。覺得有不？有一股東西令到你硬是「矇懂」的，不舒服，那股「無

明」和「癡」最厲害。不一定是惡性的，證了阿羅漢果仍有「癡」的。

貪、瞋、癡，因為這三個心所，一切惡的行為都由這三個心所發動的，所以稱作

什麼？稱作三毒。三毒，毒藥的「毒」，三毒，貪、瞋、癡。又稱作什麼？三不善

根。無貪、無瞋、無癡這三個心所就稱作三善根。貪、瞋、癡稱作三毒，又稱作三不

善根，一切不善的行為，都是以它為根本，在它的基礎之上而發生的，貪、瞋、癡。

你們念〈懺悔文〉，是不是？「往昔所作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

所生，我今一切皆懺悔。」你念的時候，好像這句般入觀，「念口簧」(死板地背誦)

是沒有用的。你念的時候，你應該要這樣觀，慢念的時候，「我往昔所作的身、口、

意三方面的惡業，都是由於我有貪、瞋、癡這三種煩惱而發動的。由這些煩惱發動

了，我們的業透過什麼而作出的呢？透過我們的身、口、意，身業、語業、意業，透

過這三方面而發動出惡的行為。

我現在從無始以來已經作了那麼多惡，所以才感召到現在如此苦的果。以往作的

我就無可補償，但我們以後不再作了。所以，以往作的我們懺悔，以後不再作了。所

以是『從身語意之所生，我今一切皆懺悔。』」你懺悔的時候應該作此想，這樣想來

洗淨你的心，這才有效的。不是那些「往昔所作諸惡業，什麼什麼的」(死背)，好像

「叮叮噹噹」地「噹」數下那樣，這又有何用？只比不「噹」好一點兒，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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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講了三種煩惱，第四種是「慢」。「慢」是分得很多詳細的「慢」，傲

慢。「慢」是對人的，「慢」和「憍」不同，「憍」是對己的，自我陶醉謂之

「憍」。「慢」者，看不起人，覺得自己…你和我都是差不多的那種「慢」。「慢」

有多種，最厲害的「慢」是他人本來比你優勝，而你「我都比他優勝，他那有我那樣

卓越！」「離譜」到如此的，最厲害的「慢」。還有第二級，他人明明比你好，你就

覺得這樣，「他不比我好多少，好是比較好，不過只是一點兒而已。」這些是第二

級。第三級的「慢」又如何？他人明明好…。不對，他比人頑劣很多的，而他覺得：

「我也不怎麼比他頑劣，差一點兒而已。」這些又低級一點。還有一些很頑劣的，他

人頑劣而他又頑劣的時候，他又「大家…是兄弟也，他能更勝我嗎？」這是最低級的

「慢」。「慢」有很多級的，這些是「慢」，「慢」是對人的，拿人和自己比較的，

起一種這樣的心，「慢」。「慢」，貪、瞋、癡、慢都是什麼？這四個心所之本質是

煩躁的，起的時候會令我們之身心惱亂的，尤其是「慢」。

第五種是「疑」。這個「疑」字最難解。你有些人一定這樣問：「『疑』也是煩

惱？祖師們不說『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疑就是好東西。』參禪的時候，

什麼『疑情大起』，是不是？那麼好的，你為何認為『疑』是煩惱？如此豈不是佛矛

盾？」這個，所以我就勸大家，讀佛經每一個字最重要是把握到它的 definition，有

這種界說、定義，你了解之後便沒有問題。一個字可以有兩種不同用法的，是不是？

「疑」字有兩個不同意義，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對於一個問題，未曾了解而尋求、追尋，想去了解它的那種懷疑精神，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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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疑」。這種「疑」又如何？這種「疑」是好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是這種

「疑」。這種「疑」即是思想，我們會運用思想來解決問題的那種「疑」，第一種。

這種「疑」不一定是不好的，是不是？又不一定是好的。這種「疑」即是思想。

第二種「疑」是壞的，是煩惱。第二種「疑」是明明那東西它擺出來是這樣，他

偏偏不信。譬如有一個人風濕腳氣，他的腳幾乎走不了，跑去見醫生。醫生吩咐他不

要再喝酒，你再喝酒你便不能痊癒了。他呢：「醫生是這樣吩咐。雖然他是這樣說，

怎能不喝酒。明天再算，先喝完今天明天才戒酒。」明天又：「先喝完今天明天才

算。」這種「疑」，明明真理擺在目前，他偏偏猶豫不前的這種「疑」。明明知道這

件事不好，他偏偏要去做。是的，我們很多是這樣的。明知賭錢是無益，他同樣地必

須去賭的。那些回去教兒子不要賭錢，那父親夜晚卻晚晚打麻將打到十二點的那些，

你看看是不是？有很多這樣的人，他硬是猶豫不前，明明真理擺在目前，他對真理並

沒有服從，沒有嚮往的精神的那種「疑」。此處的「疑」是指這一種，這一種「疑」

是煩惱來的。如此便沒有問題了，是不是？「疑」的用法不同，大家沒有問題嗎？

第六種是「惡見」。「見」即是智慧，一種惡的智慧。智慧不一定是好的。有一

些很好的智慧，你用你的智慧去修行、修觀，這是好的智慧。但有一些智慧是很壞

的，那個去打劫、爆夾萬、偷東西的，他都是要智慧的。沒有智慧他如何去偷？如何

去爆他人的夾萬？這些智慧便是惡的智慧了，謂之惡慧。所謂「惡見」是一種惡慧。

佛經裏面的「見」字都是指慧的。惡慧普通的分為五種，大家如果嫌它麻煩，你不用

記，只是一種惡的智慧便算了。如果我分析我告訴你，儘管寫，如果大家嫌麻煩你不

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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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有很多個名字的；是「身見」，又名「薩迦耶見」。你看佛經時時見到

這個名字的。如果你嫌麻煩便不用記，我只是勸人不用記，我講話你也不用記，怕你

初學攪亂了你的思惟。「薩迦耶見」，我、我所見。本來沒有個我的，在五蘊和合的

那個假東西上，是本來是一堆壞的東西來的，但我們偏偏執取它這種「我見」，起一

種執著說它是我。本來就沒有個我，只是一堆細胞，身體就是一堆細胞；精神則今天

想這樣，明天就想那樣。是不是？肚餓就想吃飯，飽的時候就什麼都不想吃，一堆這

樣的精神作用，是不是？忽然又喜怒哀樂，又是感情作用，是一堆零件砌成的。這堆

東西，我偏偏在這堆零件之上，執著以為有一個實的我。

這種執著，這種見解謂之「我見」。有了「我見」之外，跟著便有個「我所

見」，「所」即是所有。執著有個我，然後執著這個兒子是「我的兒子，我所有的兒

子」了。你在銀行所存放的錢，「這是我所有的存款」。這隻手，「這是我所有的

手，不是你所有的手」。這件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你的衣服」。「我見」和

「我所見」，這種又名「薩迦耶見」，又名「身見」。所以「惡見」第一是最厲害，

你不能入涅槃都是因為這個「薩迦耶見」，沒有了「薩迦耶見」你便可以入涅槃。

第一種「我所見」。第二種是「邊見」，又名「邊執見」，簡單的稱作「邊

見」。它執著什麼？這個人身…。「邊見」普通的有兩種執著，一種名「斷見」，一

種名「常見」，最普通的「邊見」，兩邊的。有些人就認為「人死如燈滅」，既沒有

靈魂亦沒有第八識，什麼也沒的，這個人一死便萬事皆了，這種是什麼？「斷見」，

人死便斷橛的了。有些人就認為「人雖死，我的靈魂永遠不滅，走去其他地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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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些稱作「常見」，執永常，恆常存在的常。

佛家認為「斷見」是不對的，「常見」同樣是不對的。不斷便是常的了，然則怎

樣才是對的？要「非斷非常」。何解呢？「非斷」者，人死了你今生所作的業會牽引

你有第二生，所以「非斷」。那不就是常嗎？為何又「非常」呢？今生的你不等於來

生的你，今生的你可能是一個公子哥兒，來生的你可能是一隻老鼠也不定，是不是？

今生的你可能是一名齋姑，來生的你可能成為一個很有戒行的比丘也不定。所以你說

是恆常，永遠不變。不是不變，變但是連續。因為變所以不是常，因為連續所以不是

斷，「非斷非常」，人生既不是斷亦不是常。如果你執著人生是斷，你便是「邊

見」。你執著人生是常，你亦是「邊見」。起這種見，執著這種見，就稱作「邊

見」。「邊見」是煩惱來的。

「身見」、「邊見」。第三種是「邪見」，何謂「邪見」？不信因果，認為無因

無果。作善不會得樂，作惡不會得苦。世間並沒有無所謂佛，亦無所謂阿羅漢。根本

仁義道德這東西是講講而已，只為維持社會的安寧，那裏是行仁行義真的有什麼好

處，那有因果報應這回事，都是沒有的。這些在佛家來講便謂之「邪見」，不正的

見，和「正見」剛剛相反，「邪見」。記住，我分析得如此微細，大家認為它麻煩，

你最好不要記。尤其是初入門的，你最好不要記這些，總之是「惡見」，一些不好的

慧便算了，可以的了。

「見取見」，第一個「見」字是指上面的三種見，「我、我所見」、「邊見」、

「邪見」這三種見。有了這三種見，我們還「取」，「取」即是執著。執著我這種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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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最好的，天下第一的，最正確的，這種稱作「見取見」。覺得自己的見是對的，

最高無上的那種見謂之「見取見」。怕不怕麻煩？你不怕麻煩。何解？因為對你學佛

最有幫助。

唯識宗對你學佛最有幫助就是這樣，不論你修什麼？修禪也好，修淨也好。如果

你修淨土的話，有些人說：「我修淨土便足夠。」是的，可以的，但你要了解淨土之

理去修淨土，就沒有了一個疑。如果你「矇查查」地修淨土，都不知是不是的，如此

你一定不會往生。不知是不是的，有這種心一定不能往生。你沒有一個堅信，是不

是？你想有堅信，你一定要明它的理。

「見取見」，認識了。「戒禁取見」，這個「戒」並非指佛家的戒，是指外道的

邪戒。外道有了執著，有個我，有了「我、我所見」、有了「邊見」、有了「邪

見」，又有了「見取見」之後，他這些外道的祖師立了很多戒條。「戒」即是戒條；

「禁」即是禁忌。很多外道都有外道的戒條。例如：你念《關帝經》，我自小便聽我

媽媽念，聽得我現在也念得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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