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法，一切法的業。「壬五(三)、能取異熟果。」「取」即是招，未來受的果

報。「異熟果」即是果報，未來的果報。它能招未來的果報，招未來果報的呢，以意

識為主，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些都是助手而已，真正招果報的呢，就是

意識。

第四種業，「(壬四、)能引發一切識。」能引發自己後一 那的識，又引起其他刹

的識，這麼強的。「能引發一切識」，分二，「癸一」、「癸二」。「癸一、引餘識

身。」引第二個識，癸一。「癸二、(引)發等流識身。」那怎樣叫做「等流」啊？一

會兒再解(說)。現在先解釋「癸一、引餘識身。」它說，「復能引餘識身。」怎樣叫

做「餘識身」啊？

譬如這樣，我眼識都沒有看東西的，眼識不看的時候(是)看不到東西的，我的意

識忽然間發動，「我現在看一下，看一下那邊有什麼才行。」這意識一發動，立刻就

眼識看過去了，這個意識可以引起這個眼識的。不只這樣，看一下那邊，再看一下這

邊，我又轉到這邊，又看這邊了，又引發(看)這邊的意識。

譬如我看見這個金的，這樣顏色的，這麼漂亮的，敲一下它，看看它響不響，

(這)又引起了甚麼識？耳識。是嗎？明白嗎？這朵花好漂亮，摸一下它才行，身識。

一個意識可以引出這麼多的識出來的，「復能引餘識身」，明白了嗎？

「癸二、發等流識。」「發等流識」又怎麼樣啊？等流者，等者，前後相似叫做

等，前一剎那與後一 那相似而又連續的，就叫做等。流者，好像一直連續。等者，刹

相似。我再解(釋)，等是相似，流者，連續，好像那水流下去一樣，連續，相似而又

連續就叫做等流。明白嗎？那怎樣叫做等流呢？普通等流是指甚麼啊？善或者染污，

善或者不善來說，是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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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剛剛說的這個人，他說見到面前有些東西可以偷的，但是他呢，他說：「我

受過五戒不可以偷東西，不要偷了。」這樣一直連續很多個剎那，「雖然這件東西很

好，但是都不要偷啊！」這樣一直連續下去，這個意識一直連續，前剎那的意識是善

的，是嗎？後一剎那都是善，再後一 那也是善，連續都是善的等流識身。前後相似刹

相續的識身，為甚麼要加個「身」字啊？記不記得啊？眾數，是吧？沒錯了。這樣以

上呢，都是約甚麼啊？「通相辨」，約這個普通的一般性來說它的作業。下面呢，

「申二」了，就「約最勝辨」，依據意識最特別，最優勝的業，第二個識(其他識)做

不到的，只它才能做到的，來到說明了。

這又分甚麼呢？分兩段來說，「壬一」就「標列」，先標列出有多少種。「標」

就是舉也。「列」者，逐種列出它的名(稱)。標列。然後，「壬二、隨釋。」標完、

列完之後，跟著，「隨」就是跟著，跟著逐種解釋，隨釋。好，現在先 (解釋)「標

列」。

「壬一」，「又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謂分別所緣，審慮所緣，若醉，若

狂，若夢，若覺，若悶，若醒，若能發起身業、語業，若能離欲，若離欲退，若斷善

根，若續善根，若死，若生等。」這麼多種業，第二個識(其他識)做不到的，是它做

到的。它這一個「等」字就指不只這些，是吧？你看他數了多少，「又諸意識」，所

有的意識，無論甚麼人的意識。「望餘識身」，這個「望」者，就是比較，將它來

較，將它來比較，「餘」就(指)其他，將它與其他的識身比較呢，就有「勝作業」，

它有些特別殊勝的，特別優勝的業。哪些是啊？「謂」即就是。下面列出了，上面就

標了，是嗎？「又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這就是標了，舉了。

下面就列了，「謂分別所緣」，第一種作業，第一種殊勝的作業呢，就是分別，

能夠辨別所緣的東西，眼識就像照相機一樣照過去，不能深刻的，意識就不是了，能

夠分別的，分別這些是甚麼來的，這是分別所緣，「所 」即是對象，那些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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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所緣的境。

第二，「審慮所緣」，分別完之後繼續檢討。「審慮」，譬如我們見一樣東西，

初見就分別了，跟著把前剎那所分別到的東西，現在再詳細地審察，這就叫做審慮。

審者，審察。慮者，就是思慮。先有分別，然後有審慮的「審慮所緣」。這樣

「若」，「若」即或，或解作英文的 or，或。「醉」，飲醉酒了，醉醺醺的那種情

形，這個意識會醉的，你喝酒多了就會醉的了。「醉」是怎樣的？是否只是身體醉

了？身體醉是身體的事，這個心靈也會醉的啊，是吧？醉的時候那種狀態，「醉」。

「若狂」，有時候會發癲，癲狂了，癲狂也是這個意識，意識會癲狂的。

「若夢」，會發夢的，第二個識(其他識)不會發夢的啊，是意識才會發夢。

「若覺」，這個「覺」就是睡醒覺，「覺」。

「若悶」，「悶」即是不省人事，不省人事那樣。「悶」有兩種，一種就還有微微

(的)知覺的悶，一種就是完全不省人事的悶，叫做「悶」。

「若醒」，悶完之後醒過來就叫做醒。

「若能發起身業」，它能指揮我們的身體作業，發身業。

「語業」，「語業」即口業，能夠指揮我們的口講話。「身業」、「語業」完全是讓

意識指揮的。

「若能離欲」，這種最厲害的了，欲者，煩惱，能夠離煩惱的。

「離欲」，有兩種離欲，一種就是世間離欲，世間離欲是怎樣呢？怎樣叫做世間離欲

啊？

我們欲界的眾生呢，就有男女情欲的，那些人就覺得男女情欲真是無謂，搞搞震

(意指搞三搞四) 而已，嘿，紛擾了，我還是生初禪天好了，或者入初禪定好了。初禪

就是入色界，初禪以上就是色界，欲界就有男女情欲，一到色界就沒有男女情欲了。

這樣，你想生(在)色界，就入初禪，初禪天的境界，或者入初禪定的境界。這樣他在

欲界裏，好像(在)蒲團打坐一樣，坐著就觀甚麼啊？欲界太粗了，太不好的紛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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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就好啦！初禪好了！我現在要把所有這些情欲，所有壓下來，不要不要的，一直這

樣撇、撇、撇，撇得多的時候，這個心就冷靜，一點情欲都沒有了，都不起而已，不

是全沒有了，(是)不起了，不能夠鏟除的，一出定就有了，這樣於是沒情欲起了。沒

情欲起呢，這個身體，一沒情欲起之後，那時輕安就充滿了身，全身好像大氣磅礡一

樣，這之後就入了初禪。

初禪再進一步呢，入初二禪，為甚麼入第二禪呢？他覺得初禪是好一點，好過欲

界，但是，都是太粗了，還有這輕安好爽似的，(但)都是粗啊！要很冷靜才行。

這樣第二禪(就)冷靜了，由初禪就觀了，在定裏面，在初禪裏面觀，初禪粗了，

第二禪就妙了，就於是漸漸地進入了第二禪。再逐漸地，第二禪呢，這個身體很微

妙，很快樂，覺得還是不夠妙，還有快樂，要連快樂，這個快樂還是粗啊！我要很微

妙才行，不夠妙。於是呢，再觀了，就觀甚麼呢？第二禪都是粗的，第三禪就妙了，

於是漸漸地又入了第三禪，只有這身體的愉快，這精神的歡喜跳躍都沒有了。

這樣再進一步，就覺得第三禪都是粗的，還有快樂的身體，我要入了一種絕對的

境界裏，連快樂都不覺的，苦固然沒有了，快樂都不是好，我要很靜，很靜，不只苦

沒有，要樂都沒有了。這於是呢，觀苦，有快樂都是粗的，要苦、樂相對的都沒有，

於是就入了第四禪。

第四禪連快樂都沒有了，這個心明鏡止水一樣，第四襌，入了第四禪，如果他再

進一步呢？覺得入到第四禪是好了，不過還有沒有新境界呢？試一下吧！本來第四禪

就最高的了，是吧？世間的禪，但他又試一下，試試如何啊？第四禪還是覺得還有些

甚麼啊，我們看看，還是粗，要甚麼都沒有，空洞洞的才好，於是就怎麼樣呢？(於

是)就入觀，觀第四禪都是粗了，要怎樣啊？一片虛空那樣，浩瀚無邊的才是妙啊！

這樣就入了甚麼啊？「空無邊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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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呢？還有一個虛空，都是不夠妙，是吧？要連虛空都沒有了，這就入觀

了，入觀就要入再妙一點的，就入了甚麼(定)啊？「識無邊處定」。「識」即這個

心，覺得這個心無邊無際那樣，這就更妙了，是吧？於是，有這個心都還是有一點點

(甚麼)，都是不行，連這個心都要放下來才行，這才夠妙，有個心還是粗的，哪他怎

樣了？於是就觀無心就最妙的，哪個甚麼啊？「無所有處定」。一無所有，到了一無

所有的境界，都是不夠妙，還有個「無所有」都是不行，都還是不夠妙，要入到去連

「無所有」都沒有才行，哪這個是甚麼？入了「非想非非想(處定)」。本來甚麼都沒

有，也不是沒有，本來應該就是涅槃的境界，但他是世間的離欲，他不能入涅槃，這

就怎麼樣呢？

若是阿羅漢呢，入到「非想非非想定」再一跳，就涅槃了啊，再跳一跳，就是

「滅盡定」，在「滅盡定」試一下出定就入涅槃了，他不行啊，那時候入了一種甚麼

狀態呢？非驢非馬了。你說他沒概念嗎？這又不是啊，「想」就是概念，

想，perception，想，「非想」就是 non-perception，會不會啊？non，加個「n-

o-n」，non-perception，無概念，「非想」就是 non-perception。又「非非

想」，有些模模糊糊的 perception，那時候就好像甚麼啊？似夢非夢，似睡非睡那

樣，是嗎？入了那種境啊，非想非非想，他就以為入涅槃，誰知道呢，就只有個爛

桔，是嗎？好桔也不是啊？是吧？就是半爛的桔。外道所謂的離欲離欲呢，就到此為

止了，就(到)非想非非想為止了。所以「非想非非想定」呢，就叫做非想非非想天，

叫做有頂的天，「非想非非想定」就叫做有頂的定。為甚麼叫做「有頂」啊？你估

(猜)一下。

學生：「還可以再上。」

老師：「他說甚麼？都不是，你應該懂，一提(醒)你就懂了。」

三界叫做甚麼啊？三有，有頂，是吧？三有的頂啊，三界的頂，三界最高的天叫

做非想非非想天啊，世間的定，最高的就是「非想非非想處定」，明白了嗎？是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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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頂的狀態。如果平時修呢，你入定呢，你關了房門可以入到「非想非非想處定」，

修「非想非非想處定」成熟了，你死了之後，你就生非想非非想天，一生(在)非想非

非想天，你就慘了，不是(好)呀，就是入了冷房啊，冷藏，冷藏幾百劫，再到出定的

時候，再來投生的時候，這個地球爛了幾次也(說)不定啊！爛了再修好，你再成了應

該已經(是這樣了)，所以佛叫人：「你不要，你不要入這些定啊！」不要求生色界

的、無色界天，這些長壽天啊，長命天啊！好長命的，幾百劫的壽命，三途八難，八

難之一啊！這個生長命天。

那麼，這些就叫做甚麼啊？世間離欲。世間離欲是怎樣的啊？在定(中)要觀，要

靠觀的，觀，觀甚麼啊？你記住啊！你記住啊！你叫做甚麼？莫瑞霞是嗎？你最聰明

了，這處位置你最聰明，除了阿都，阿都不在這，是吧？我問她都會的大多數。

怎樣可以離欲啊？觀下地粗性，上地妙性，這你就可以達到世間離欲了，不用讀

書的，沒有經給你讀的，你肯這樣修，找個靜靜的地方一直這樣修。「下地」，甚麼

叫做「下地」啊？「下地」會不會啊？

學生：「是欲界嗎？」

老師：「是了，下地即是欲界。」

三界裏面分了多少地啊？九地，是吧？欲界一地。再上一些呢，「空無邊處

地」、「識無邊處地」、「無所有處地」、「非想非非想處地」。五加四，九，在世

間不出九地，跳不過的，上到最高，一出定就走下來了，就像在床底下打皮球一樣，

打來打去，打到頂又彈下來了，彈下來了。這就要怎樣啊？怎樣才可以離欲啊？世間

離欲，在靜坐的時候觀：「下地是粗了，不好了。我現在欲界這地不好了，粗了，我

們要上初禪的上地。」一直這樣觀，這就將男女情欲的煩惱撇、撇、撇⋯⋯

這種子撇不去啊！它不出現而已，一出定就依然故我了。這樣觀「下地」那種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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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性」就是情況，「下地」是粗的，那種粗的情況。「上地」呢，妙啊！這

就逐級逐級爬上去，就是叫做甚麼啊？世間離欲。聽不聽得明白啊？那麼出世離欲

呢？就怎麼樣啊？修行「戒」、「定」、「慧」。修行「戒」、「定」、「慧」呢，

「定」就要修禪，「定」即是止，「慧」就是觀，修持「戒」，修止修觀。這樣在止

觀裏面呢，觀的時候呢，觀「苦集滅道」這個四諦的道理，觀成熟了，就在修觀的時

候，引發那些有漏的善的智慧。有漏善的智慧叫做甚麼啊？最高級的叫做甚麼啊？

「煖、頂、忍、世第一法」最高級了，這個不能夠得到出世的(離欲)，這個只是壓住

了(煩惱)，不能夠鏟除煩惱的。

由「世第一法」，由「煖、頂、忍、世第一法」這些最高級的有漏慧做前導，引

出無漏慧出來就「見道」。「見道」呢，一起，這個無漏智一起呢，就鏟除(由)分別

起的煩惱。「煩惱障」與「所知障」都有兩種，一種是與生俱來，俱生的，很難斷的

啊！一種是分別起的，由思想搞出來的。

例如甚麼啊？信有實的靈魂呀，一會兒又信甚麼實的神呀，那些甚麼呀？信有實

的那些陰陽二氣，信有甚麼呀？實的甚麼八卦呀，那些之類。這樣，這些就是甚麼

啊？分別，由你的思想而引出的煩惱，一到「見道」就全部(將)分別煩惱鏟除清了，

一點也不留，以後再出定了，再也不信這類東西了。但是，「俱生煩惱」不會除去

的，這就要怎麼樣呢？見道了之後，常常修、常常修、常常修，就將那些「俱生煩

惱」今年磨掉一點，明年再磨掉一點，後年再磨掉一點，磨了幾十年都還沒撇除掉。

(這)就要第二世，第二世又有機會你再修行，一直磨、磨、磨，磨到⋯⋯

如果你修小乘，快則今生了結，得到出世離欲成阿羅漢；遲不過六十世，有甚麼

要緊呢？一世比一世好，有甚麼所謂的？今世都已經不錯了，來世還比今世好，這又

有甚麼所謂呢？

學生：「有七番生死的呀？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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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甚麼所謂啊！」

學生：「不是七次(生死輪迴)嗎？」

老師：「七次、十次、八次都沒所謂啊！最遲六十世。是吧！」

得了預流果之後，就是幾次而已，你都沒得預流果。這有些很快的，快到一世都

可以，速則一生，遲不過六十世而已！修小乘。大乘就不是了，三個無量劫啊，三大

阿僧祇劫啊，三個無量劫，所謂無量者，即是用天文數字也數不清的劫數，大乘是這

樣說，是這樣說而已，你以為真的這麼難的嗎？不是這麼難的，不過就用誇大的講法

而已。是吧！不怕的！怕甚麼呢？一世比一世好，怕甚麼啊！

學生：「怕不記得啊！」

老師：「不會不記得！不會！不會！那些是嚇人而已，不會。」

我跟你算一下你的那條數吧！你過去世做過好多入地獄的業呀，你有嗎？你怎麼

知道沒有呀？你總是做過許多惡事的，過去世，善事會有很多，但惡事難免啊，是

吧？你可能犯了許多真的入地獄的業啊，會(這樣)，但是為甚麼你今世不入地獄呢？

你今世做人，不只做人，還舒舒服服的，是嗎？還有機會給你學佛，那就是甚麼啊？

你做人的業與有資格學佛的業，還強過你進地獄的業，是嗎？如果入地獄的業更強，

你現在已經在地獄了，你現在不是在地獄，你現在做人有衣有食，還有佛法給你學，

你不就是已經人中之上等了！這就是說，你入地獄的業不夠你做人與學佛的業強，是

吧！所以你今世就不用入地獄了，你今世再努力地學下去，比較前世，不就是更強

了？是嗎？

這樣，前世呢，就將那些入地獄的業拖慢一些，是吧！那來世呢？你今世肯修

了，來世又比較上會好點的，應該是吧！這一直好點、好點，你入地獄的業一直凍

結，你明白嗎？這筆帳啊，凍著，凍著，凍(結)到你已經證了預流果了，小乘。或

者，大乘呢？凍(結)到你見道了，一見道，由見道那剎那起，你與三惡道已經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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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經(這樣)。不是沒有了，這種子(還)有啊，這筆帳是有，沒(是)不用還而已，這

筆帳啊，這筆枯帳來的，是吧！

這樣見道了，你肯定修得很好的，這筆帳就一直枯，一直枯，枯到成佛之前那一

剎那，那個無漏智強到最強的無漏智，那個金剛心的時候，一時就銷毀了，沒有了，

是嗎？不怕的！不用擔心的！你不要作惡就可以了，是吧！不要作惡。你有數可算

的，是嗎？你算一下，你找會計師來算，也是這樣算的，怎麼樣都是做人的業與學佛

的業強過你下地獄的業啊！這怕甚麼啊！你今世也沒有做入地獄的業，是吧？不怕

的。

這樣，如果大乘的話，你就見道，一直(由)初地乃至到十地成佛，不用等到成佛

才能出世離欲的，到了第八地，你已經全部的有漏法都完全不現行了，已經完全離欲

了。你會說：「喂！這樣豈不是很著數(划算)！」是啊！是很著數(划算)啊！你看你

把捉不把捉到這個機會啊！這樣，「若」，若即是或也，或能離欲，或者出世間離

欲，或者世間離欲。「若離欲退」，或是世間離欲肯定會退的，是嗎？還有，出世離

欲，你沒見道之前呢，都會退的，遇到惡友的招惹，這樣你會退的，會退，離欲退。

「若斷善根」，本來修得好，你(卻)做了些五逆十惡的(事)，那些或者毀謗大乘

那些等等，你會斷善根的，斷善根可以續回的，不過你將來要續回時就麻煩了，是

嗎？斷善根。「若續善根」，或者可以續回。還有呢？(「若死」，)會死，死就是意

識死了，死不死主要是(意識)，眼識是不會全死的，要意識死才全死了，要意地死了

才可以。

這樣，初初眼睛看不見東西了，你臨死的時候，眼看不到東西了；漸漸地，這個

身都冷卻了，剩下心房還有一些暖暖的；耳聽不到東西了；鼻嗅不到東西了；還剩下

微微的意識，這個微微的意識，最後呢，連這個意識都停了，全沒有知覺，沒有了知

覺，這個心還暖，那時候呢，第七末那識與第八阿賴耶識還支持著你的心臟，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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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房都冷了，這個醫生經他用科學的方法證明你，宣佈你死亡了，那個時候才證明

你的第八識已經都不變起你的身體了。

當你的第八識不變起你的身體的時候呢，只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就立刻起個

「中有」，即所謂中陰身；如果第二種情形呢，你沒有「中有」，你入涅槃，入涅

槃，或者呢，生無色界，生無色界沒有「中有」的。這樣，所以死呢，到最後死呢，

還是這個意識死，這個意地。意地呢，意地(是有)三個識的：第六意識、第七末那

識、第八阿賴耶識。是吧！

這三個識之中呢，意識先走，阿賴耶識與末那識，兩個狼狽為奸 (是)不會先走

的，到了最後呢，你的心房都冷卻了，那時候它已經走了，正式走了，這就叫做死

了，這三個識死了，依次死，死了之後呢？它會再生的，「若生」。下文講了，這處

上面標列了，列了，列了這麼多種業，死都是業之一種啊，生也是業之一種啊。

「壬二、隨釋。」隨別釋，跟著個別、個別逐種解釋了，甚麼叫做分別所緣，甚

麼叫做審慮所緣，等等。

這樣我們看了，「壬二、隨別釋。」分十四，因為上面數了十四種，是不是十四

種啊？你數一下，是不是？是十四(種業)，是吧？十四種(業)，來看一下。第一種，

「癸一、分別所緣。」對於所緣，「所緣」就是所認識的對象，能夠起分別作用的，

辨別的。現在先講「分別所緣」，第一種業，第一種優勝的業，又分三，「子一、

徵，」即是假設一個問；「子二、釋，」解答；「子三、結。」拿到結論，文字結

束。

「子一、徵」，「云何分別所緣？」這個意識，「云何」即怎樣，怎樣去辨別所

緣的對象呢？這個徵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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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呢，「子二、釋」，釋又分兩段，先「丑一、標列」，然後「丑二、隨

釋」。

「丑一、標列」，「由七種分別，謂有相分別、無相分別、任運分別、尋求分

別、伺察分別、染汙分別、不染汙分別。」對於事物的辨別呢，有七種，列了，是

嗎？標了、列了，跟著呢？怎樣叫做「標」？怎樣叫做「列」呢？「由七種分別」，

這個就叫做標了，是嗎？下面呢，「有相分別、無相分別⋯⋯」逐種說出來就叫做列

了。現在呢，標完、列完了，就跟著解釋了，「隨釋」了，它舉標了七種，就逐種講

了，「寅一」到「寅七」。

「寅一、有相分別，」第一種分別(是)「有相分別」，「有相分別」普通是指甚

麼呢？有清楚的概念的，有名言相的，我們的分別是辨別。我們辨別東西，你去辨別

就都會有相分別的，但當你是剛出世的嬰兒時，初出世的時候，你看到的東西沒相

的，不是說看不到，是沒甚麼啊？沒概念的，未曾起概念的，未曾起名言，言就是語

言。

嬰兒初出世未曾有概念，未曾有語言，就沒有名言，是吧？又可以解為，語言即

是概念來的，在心裏就叫做概念，說出來就叫做名言、叫做語言。所以很多人都將

「名言」兩字當作概念的解(釋)了。

第一種，「有相分別」，「有相分別者：謂於先所受義、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起

分別。」甚麼叫做「有相分別」呢？「於先所受義」，佛經裏面的「義」字呢，常常

都當 object解的，當(作)境的解釋，境界，對於前一個剎那所領受到的境界而起分

別，起分別呢，有時有相，有時無相。怎樣叫做無相呢？如果這個嬰兒，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他都是無相的，沒有概念的。如果你是一個大人呢？你一會上街一看，看

見一個人，一看看到一個人，有手有腳，穿一件紅色衣服，假設這樣，你只看到他是

這樣，這個叫做甚麼啊？先所受的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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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又如何呢？你就會想：這個人好像似曾相識，姓甚麼的呢？尋求了，尋求有

結果就決定，這個人是住在我隔壁街的陳先生，這樣決定了。尋求、決定，跟著你會

怎樣啊？「這個陳先生很可惡的，他曾經倒垃圾時特意倒在我家的後門，這個人最壞

了！」這樣就對他含恨了，就起染汙，起了一種染汙心，一染汙之後呢？「該死了！

該死了！該死⋯⋯」這樣連續下去就是等流了，是吧？明不明白啊？「於先所受

境」，「先所受」即是第一剎那看到的境，率爾境了，是嗎？率爾墮境。

跟著呢，如果是嬰兒呢，就常常是率爾境，不會尋求的，但是呢，如果你這個人

「諸根成熟」呢，就是三、四歲了，就諸根、五根都已經成熟了，嬰兒就諸根未成

熟。「諸根成熟」又「善名言」的，能夠很善巧運用概念的，運用語言的，這種人

呢，一起分別就不得了啦！(有)好多東西的想法了，你明不明白啊？這些這樣的分別

叫做有相分別。你試過了嗎？有相分別，你現在還在有相分別啊！點頭點腦的已經是

有相分別了，是吧？現在有幾個人是無相分別的？都是有相分別的，這種叫做有相分

別。

第二種叫做「無相分別」，沒有概念的，看到就看到而已，莫名其妙的，是嗎？

「無相分別者：謂隨先所引」，甚麼叫做「隨先所引」啊？我先讀完(再解釋)，「隨

先所引及嬰兒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別。」第二種，「無相分別」就謂「隨先所有

(引)」，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是先先、前面已經那個第一個剎那看到，第二個剎

那，第一個剎那看到，看到之後呢，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如果繼續都是不知道的，

「隨先所引」，是嗎？一樣是無相的這種。

第二種呢？一看，看到之後呢，譬如我剛剛說 (的例子)，「隨先所引」，一直

說：「呀！這個是隔壁街的陳先生，該死啊！這個人很該死的！」一直這樣：「這個

人死了就好啦！這個人該死、該死⋯⋯」一直這樣，「隨先所引」啊。「隨先所

引」，當他說：「該死！該死⋯⋯」那時候他不想的，染汙了一直染汙下去，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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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這個是我大恩人啊！我真是很恭敬他的啊！」這樣又不同了，就是善

了，或善或染都是隨先所引的這些分別。「及嬰兒等」，以及那些小孩都沒有概念

的，那些人所起的分別。懂了嗎？無相分別。

第三種，「任運分別」，他沒有想的，甚麼叫做任運呢？說起來這兩個字就很怪

的，不知道為甚麼，佛家翻譯呢，譯時用了「任運」這兩個字。如果唐朝以後呢，那

些人就不會用「任運」這兩個字的，是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那個時候呢，中國那些玄

學流行，就是《老子》、《莊子》、《易經》這三本東西就叫做三玄，這三本都是講

玄妙道理的書叫做三玄。專門研究三玄的這種學問就叫做玄學。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呢，就玄學很流行，在玄學裏面，那班玄學家很歡喜用「任運」這兩個字。怎樣叫做

「運」啊？你們有人讀過《莊子》嗎？《莊子》第一篇就是《逍遙遊》，你有沒有讀

過？未讀過？快回去讀一下。《莊子》第一篇是《逍遙遊》，《逍遙遊》裏面是怎樣

用這個「運」字的？他說：「北海上面有一條魚，那條魚叫做鯤，那條魚呢，大到不

知有多少千里，北海上的一條魚，其大幾千里。」

「化而為鳥」，牠一變，變成了一隻鳥，就變成了大鵬鳥，「其名為鵬」，就叫

做大鵬鳥。那條魚變了大鵬鳥，那隻大鵬鳥怎樣了？「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那

隻大鵬鳥的背脊就寬到幾千里的，這就很論盡(意指累贅)了，想飛就挺麻 了，這麼烦

肥(胖)，就像大胖子要他跳都已經難了，只是背脊都幾千里的，怎麼飛呢？不易起

飛，要甚麼啊？要海上的空氣變化，就是說甚麼啊？颱風啊！熱極生風的時候，海上

的空氣變化，那些空氣變化叫做海運。解釋這個「運」字了，海上那些氣候變化，

「運」，海運，海上的氣候自然變化叫做海運。這個海運的時候呢，就遷徙南移，牠

就飛了，飛到南極那邊的南海，飛到南海了，這個南海是一個自然的大池來的。

這樣，我說到這就止了，我要解釋這個「運」字，是吧？這個「運」是甚麼啊？

即是自然地運行，是嗎？自然的運行叫做運。「任運」，怎樣叫做任運啊？我們只是

甚麼啊？任由我們的自然決定，我們不加自己的意見，不自己決定，任由這個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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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行，它要我怎樣我就怎樣。

換言之，自然界的運行，它要我死，我就死，它認為不應該死就不死，應該病就

病，應該不病就不病，叫做任運。如果譯作英文呢，譯作甚麼啊？naturally，是

嗎？應該這樣啊！「任運」兩字就是 naturally，一個 adverb來的。譯作白話、中文

白話又怎樣啊？自然而然地，是吧！自然而然地叫做任運。你看佛經常常(看到)任運

某某、任運某某，如果你是番書仔(意指在西方國家讀書的人)出身，你就麻煩了，

「任運」。你只是查字典查(「任運」)，查字典，它引《莊子》、引那些啊，你還要

找人來解釋字典裏面的那些語句，是嗎？所以你不要以為買了本字典就萬事解決了，

你還要解釋字典裏面的那些字啊。

所以呢，你是中國人，中國的文化的遺產這麼豐富啊，縱使你是番書仔出身，你

都應該努力，花多些時間來讀一下中國。中國啊！中國很美！美麗！人生啊！美！我

們追求美的啊！是吧！為甚麼你去極樂世界啊？極樂世界就是美啊！是吧！「七重行

樹，七重羅網，」又「黃金為地」，這是美啊！為甚麼你做人要蓮花化身這麼好看

啊？你不去做阿修羅？這樣是吧？因為他的樣子醜啊！人就厭惡醜，喜歡美的啊！中

國古代那些文學啊！美！講道德亦講到做人，透徹到極！善！(只)是科學就夠不及外

國人了，講求真呢？在科學方面呢，是不及 人，但求真呢，科學上不及人而已。别

哲學我們是可以的，哲學最低限度有佛經，中國這麼多的佛經可以讀。說到談哲

學的問題，只是一套《大藏經》已經花掉你半世都可以令到你很滿足了，是嗎？所以

你不要以為，尤其是你不要以為我恃老賣老的，得罪了你們年輕人，你們不要以為這

樣就可以了，懂一下白話就可以了，不行啊！你要文言的東西都要懂啊！你以為白話

就行了，看佛經都行了，不行的，一定不行的！你說我荒謬看不起你呢，你的文字程

度不夠，你一定不行的，到差不多(的時候)，你就發生問題了。

「任運」即是自然而然地，那種分別(是)任運的，這是怎樣啊？無意的，有意就

14



不得任運了，是吧？「任運分別」呢，(是)說無意去看一樣東西的，但那樣東西來到

出現了，我就看一下，這就任運了。我無意去看它，但它現在出現在我面前，我就

看，這就是任運。如果你說：「我無意去看它，出現在我面前都不看它。」這樣是不

是任運啊？這就不是任運了，是嗎？這就不是任運了，有意了，你有意不看了，這不

是任運了。就是(東西)煮好了在你面前，你就吃了，這就是任運，是吧？(東西)煮好

了在你面前，你都不吃呢？就不是任運了。

「任運分別」即是甚麼啊？那種境界的勢力吸引我們，我們無意去看它的，無意

去聽它的，這樣就叫做任運，那時候就叫做任運分別。我解釋了，「謂於現前境

界」，對於現前的境界，境界即那些 objects，是嗎？現前，現前的，現在在前面

的，對過去的東西不會任運的，你肯定有意才想的啊！過去的東西。未來的東西，預

測未來的東西也不會任運的，肯定有意的。任運的東西肯定是現在的，現在，現在在

面前的那些境界。你就怎麼樣啊？「隨境勢力」，跟隨那些境界的吸引力，「勢

力」。「任運而轉」，自然而然地起一種知覺。「轉」即起也，這個「轉」字當

「起」字(解釋)，「任運而轉」。起，起甚麼？起這種分別，所有這些分別，會不會

解釋啊？現在連國文也學到了，好了，這樣任運而轉的，而起的這種分別，這些叫做

任運分別。

第四種，「尋求分別」，去甚麼啊？去 research的，尋啊！尋啊！尋找，尋

求。「尋求分別」，「謂於諸法，」法即是東西，即是對於那些東西觀察，用我們意

識的力量去觀察它，不止觀察，(還)尋求。觀察就(對)目前的東西觀察而已，將它來

再想，想深一層，尋求，這些這樣的分別，就是那些很粗的思想。

第五種，「伺察分別」，「伺」就是留意，「察」就是看，「尋求」就是粗的，

「伺察」就微細的。我已經講過了，看你們大家記不記得，不論是「尋求」與「伺

察」，都是以兩種東西為本質，第一種是甚麼啊？知道嗎？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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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心所與慧心所。」

老師：「對了，你是挺聰明的，除了她就到你了。」

以「思(心所)」與「慧(心所)」為本質，是嗎？「思」就是 行心所，即現在的徧

所謂意志，有造作力的。

第二種就是「慧」，有抉擇力的，有判斷力的，「慧」是吧！「思」即英文的這

個 volition或者will「w-i-l-l」，will。「慧」呢，wisdom，智慧，是嗎？用「思」

與「慧」兩者混合一齊起的，我們世俗叫做思想，是吧？思想。佛家叫做「尋伺」，

其實「尋伺」就應該分開，「尋」就是尋求，「伺」就是伺察。

佛家嫌「思想」兩個字太過籠統，就將它來分開說，「尋」，尋求，「伺」，伺

察，分開兩種，粗的思想就叫做尋，或者叫做尋求，微細的思想就叫做伺，或者叫做

伺察。這粗與細怎樣分(辨)啊？就這樣分(辨)了，不論「尋求」或者「伺察」，都以

「思」與「慧」這兩個心所為本質，是嗎？這樣兩種都是「思」與「慧」了，這樣兩

種都是「思」與「慧」，為甚麼又叫做「尋」？又叫做「伺」呢？你記不記得啊？

學生：「尋是粗的，伺是細的。」

對，粗想就叫做尋，細想叫做伺，無論粗想、細想，都以「思」與「慧」這兩個

心所做本質。這大家怎樣叫做粗呢？怎樣叫做細呢？初時想的時候就「思」強而

「慧」弱就叫做尋，想到微細的時候呢，就「慧」強而「思」弱，這就叫做伺，即是

粗細的思想，「尋伺」。這你不要以為「尋伺」甚麼啊，「尋伺」(在)有些(佛)經(裏)

不譯作尋伺的，譯做覺觀，你有沒有聽過？聽人講過《八大人覺經》啊，「有覺有

觀」啊！即是「有尋有伺」啊！覺就是尋，舊時的人譯時譯錯了，譯作尋，譯作覺，

伺就譯作觀，「有覺有觀」即是「有尋有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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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欲界是怎麼樣啊？欲界的人常常都「有尋有伺」的。一到色界呢？初禪呢？

初禪啊，入初禪的時候呢，初禪近分呢，都還「有尋有伺」的，到你正式入了初禪，

就「無尋唯伺」了，「尋」沒有了，只有很微細的「伺」。

一到了第二禪又如何啊？「無尋無伺」了，「尋伺」都沒有了，這個思想好像親

歷其境一樣，無「尋伺」的。這就說「伺察分別」了，「伺察分別者：謂於已所尋

求、已所觀察，伺察安立所起的分別。」這句呢，有一點點㪐㩿(意指不流利)，一解

(釋)了你就不會覺得㪐㩿(意指不流利)。「伺察分別者」，甚麼叫做「伺察分別」

呢？「謂」，謂即就是，就是甚麼啊？「於已所尋求」，所已經尋求的東西。「已所

觀察」，已經尋求、觀察過的東西，即第一步已經做過了的。

第二步，再深刻點，「伺察安立」，怎樣叫做「伺察安立」啊？安立者，就是安

立那些概念來代表東西，伺察那些概念，在概念上來伺察、來思想，明不明白？伺察

那些我們所安立的概念，所謂我們用思想呢，搞來搞去都是在概念裏面打滾。所以學

禪宗的人就最棹忌(意指忌諱)你在概念裏打滾了，那些古代的禪宗的大德，他笑那些

人常常用思想，說那些常常用思想的人，就是常常尋伺，常常尋，常常伺，與佛性沒

有甚麼大關聯的，不會尋到這個佛性出來的，也不會伺出這個佛性出來的，一味的尋

伺沒有用的。

這樣就笑那些人了，他說甚麼啊？我們那些常常坐著又尋又伺的人呢，等於那隻

猴子，常常在樹上跳來跳去，是在樹上跳才有用，離開了樹就任人抓了，這些猴子。

所以他說甚麼啊？那些常常用尋伺的人呢，當他們是猴子，他說是猢猻，猢猻即是猴

子了。那些猢猻離開那棵樹的時候，那棵樹就代表尋伺，那些猴子離開那些尋伺的樹

呢，牠就沒有甚麼辦法，任人捉了，就說「猢猻離樹就全無伎倆」了，「伎倆」即是

辦法，牠一離開棵尋伺的樹，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有種人是這樣。

現在那些不修止觀的，常常說哲學的，那些人就常常在概念上打轉，這種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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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猢猻離樹全無伎倆」，沒用的，這些常常在概念上搞(的人)。「安立」即是指所安

立那些概念、名言，常常在所安立的名言上起分別，搞來搞去都是甚麼啊？名言而

已，與佛性無關的。

佛性是甚麼啊？離言的，離言的。這就解釋了「尋求分別」、「伺察分別」，解

釋了，還有一種叫做甚麼啊？「染汙分別」，有染汙性的分別，這種就最棹忌(意指

忌諱)了。這種「染汙分別」呢，裏面分兩種來說，「卯一」、「卯二」。

先解釋甚麼叫做染汙，我解給你聽啊，要記住啊！一切事物，我們可以從價值上

來批判它，來批評它，就叫做甚麼啊？所得的我們叫它做性類，就是從價值上來評

判，性類有三種。三種：一種就是不善性，即是惡性，對己對人都引起不好的效果

的，這些叫做不善，又叫做惡。第二種，就是無記性，既不能說它善，亦不能說它

惡，這就是對己對人不發生良好的效果，亦不發生壞的效果的，這些就叫做無記。

「無記」有兩種，一種叫做「無覆無記」，覆即是障礙，就是這種是無記的，它

本身是無記，它也不會障礙這個無漏智生起的，叫做無覆無記。例如甚麼啊？甚麼都

是如幻的，但你如果(想)：都是如幻的、如幻的，這你就不夠虔誠了；那(想：)實有

的、實有的，這才夠虔誠的。

這樣，起一種執著了，說它是有的話，但是這種執著，它不會障礙你的，他相信

有個極樂世界而已，是吧？雖然是執(著)，你說他善也不是很善，但是都不會障礙你

修行的，所以這可以叫做無覆無記，可以(這樣)。「有覆無記」就不是了，(會)障礙

你的修行的，這一種叫做有覆無記，有障礙性的。

例如，第八阿賴耶識是無記的，是「無覆無記」，它不會阻礙那些它所含藏的無

漏種子。第七末那識就不是了，(它是)「有覆無記」，它是無記，它常常執著(有)個

我，執我，執我，你說：「它惡甚麼呢？我執著有個我而已，我沒犯到你啊！」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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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惡的。但是，它雖然不惡，但執著有個我，始終障礙那些無漏智生起，所以第七末

那識是「有覆無記」，就是這麼解釋。

第八阿賴耶識就是「無覆無記」。第六意識是甚麼呢？三種都有，有時第六意識

是「善」的，有時是「惡」的，有時是「有覆無記」，有時是「無覆無記」。這樣，

「無記」(有)兩種，第一種就是善，善性的東西裏面分兩種，一種叫做有漏善，善則

善，但它沒有力量消滅煩惱，還可以與煩惱並行不背的，有漏善，善而有漏的。一種

就叫做無漏性了，從價值來批判，一切事事物物呢，就不出這個表。

好了，你會問：「羅生，你現在說得是不是超出了範圍啊？」我沒有講出了範

圍，未曾講出範圍。怎樣沒有講出範圍呢？現在講到甚麼啊？染汙與不染汙啊！染汙

不染汙，這完全是價值上的事，現在呢，哪一種是染汙呢？我現在問你了，不善性是

染汙呢？還是不染汙呢？你答我啊，染汙的，不善的，惡了，還不是染汙？這個是染

汙的了。

「無記」性呢？有兩種：一種就是「無覆無記」，一種就是「有覆無記」，是

嗎？寫在這邊會好點，「無覆」寫在這一邊。「有覆無記」，染汙不染汙啊？染汙、

染汙，它阻礙無漏智啊！我所以寫在那邊，這就染汙的了，這一 part就是染汙的，

是吧？「無覆無記」呢，是不是染汙啊？不是！它無垢無淤的。「善」性更加不是染

汙了。這樣，這一截呢，就叫做甚麼啊？不染了。

學生：「有漏善都是嗎？有漏善都是不染嗎？」

老師：「凡是善的，都是不染。」

記住啊！染汙，不染，不染又名叫做清淨。「染汙」與「雜染」不同的，如果

「雜染」這兩個字呢，即是「有漏」的解釋。這樣，有漏了，有漏善固然是有漏了，

「有覆無記」是不是有漏啊？是，都是有漏了。有漏善都是有漏了，何況「無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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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呢？「無覆無記」都是有漏了，何況「有覆無記」，是吧？這樣，所有呢，不善

性、有覆無記、無覆無記與有漏善這一截(部分)，通通叫做有漏了，是嗎？這一截，

這條界線，這一邊通通都有漏，只有這個是無漏，有漏又叫做雜染。所以看佛經你

(覺得)難就是這樣，通通叫做雜染，即是有漏。染汙就不是，染汙指甚麼？指這一

截，這個範圍很窄，你劃住它才行啊！我用染汙，這個叫做染汙，這處就叫做雜染。

這樣你呢，將這些概念劃(分)清楚它，你看佛經呢，將來你很容易看(明白)，你

如果這些一搞亂的時候，忽然間「雜染」你就當「染汙」，「染汙」你就當「雜

染」，你就很麻煩了，是吧？好了，這樣「染汙分別者：」即染汙性的分別。「謂於

過去顧戀俱行，」你對於過去的東西，常常都戀戀不捨。「俱行」即是一齊起。「顧

戀」就是甚麼啊？貪心、貪愛，對於過去的東西常常都愛著那樣，就是等於甚麼啊？

一個老人常常懷念年輕時的那種榮華，那種好，怎麼樣的好東西，現在都已經老了，

你還顧戀它幹嘛啊！只得傷神，是吧？

「顧戀俱行」就是一齊起，顧戀即是貪愛，對於過去的東西起貪愛就是顧戀，而

顧戀俱行的分別，一齊出現的，與這個顧戀(一齊出現的)。不用寫了。於未來的東西

呢？就常「希樂俱行」，常常都貪著，想得到，對未來的東西，有沒有馬票中都不

定，我們常常走去買，「希樂」中到多少(一些)，或者不是(中)頭 都奬 (希望中)二 ，奬

這樣「希樂俱行」。「希樂」不就是貪心啊！於現在的東西呢？就「執著俱行」，陶

醉，自我一下沉醉下去，執著即是沉醉下去，與一個沉醉的貪心一齊起，這些這樣的

分別叫做染汙分別。「染汙分別」有兩種，一種與貪煩惱，依據貪煩惱是否與它一齊

起來(分)辨。

跟著呢？不只這樣，「卯二、約一切煩惱辨。」不只與貪啊，與嬲怒啊，嬲怒就

是嗔，與嬲怒一齊起的這個分別呢，一樣是染汙的。「若欲分別」，若即是或也，這

個欲仍然當(作)貪，其他的貪分別。「若恚分別」，恚就是嬲怒，嬲怒是一個染汙性

的煩惱來的，嬲怒，不要嬲啊！最好(不要嬲)，不過不容易做到，你如果修行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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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時時檢察自己呢，你會嬲，一嬲之後第二念呢，你就(想)「無謂(需要)嬲！」，

立刻就降低了(怒氣)，做不做得到啊？一點點，都好啊！

學生：「輕微呀。」

時時警惕一下，這就到後來做得純熟到不嬲怒了，很難得的啊！一嬲怒 (的時

候 )，普通不容易做到完全不嬲怒的。第一，做到不嬲怒是怎樣啊？最初

呢，bingbingboomboom(氣沖沖的)嬲怒，這是最低等。再高一點呢，就怎樣啊？

表現不悅的顏色，不罵人的，最多(是這樣)，這個就高級一點。再高級一點是甚麼

啊？喜怒不形於色，看不到他是否嬲(怒)的，好像沒有這件事一樣的，實在(這)個心

裏面嬲極你也不定，喜怒不形於色，又高級點。再高級點的(就)不太會嬲(怒)了，一

嬲(怒)即刻制止，不嬲(怒)很難，不嬲怒的。

一個羅漢，你猜是否不嬲(怒)的呢？羅漢應該沒有煩惱，應該不嬲(怒)的。是，

羅漢的煩惱是沒有了，但是煩惱的習氣仍然有。習氣是甚麼啊？習氣即是影響力。他

不嬲(怒)了，他以前嬲(怒)過的啊，以前嬲(怒)過的那種影響力到現在都還有。

舉個例，舍利弗啊，是羅漢來的，很高級的羅漢，有人一得罪他呢，就暴跳如雷

的，舍利弗啊，脾氣很壞的，但他一跳完就即刻沒事。舍利弗。為甚麼呢？他的習氣

啊！就是習氣。還有呢，一個人呢，就是男女情欲都洗得很(乾)淨的了，已經老僧入

定了幾十年了，但是無意中看見個靚的女孩，他都會這眼睛看到會(想)：「都挺好

的！」會這樣的，但是他第一念這樣，第二念就會即刻收回了，他會這樣的，你不要

(責)怪他，因為為什麼啊？羅漢都尚且有個習氣啊！

有個這樣的故事，那些羅漢，舍利弗、目鍵連⋯⋯這班人已經沒有煩惱了呀，印

度好多那些白鴿的，他走去那些白鴿的地方，那些白鴿見到他倆來了，就飛走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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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佛走近(那些)白鴿，那些白鴿不(飛)走的，很親善那樣，那些人問他：「為甚麼

這麼奇怪呢？白鴿沒理由知道你是佛(而)不走，知道我們不是佛(而)走啊！為甚麼

呢？」釋迦佛就(回)答他：「這些是習氣的影響，你們阿羅漢雖然是沒了煩惱，但是

煩惱的習氣依然未斷，所以那些白鴿的感覺很敏銳，見到你來，牠就飛走了。我久已

沒有了煩惱的習氣，所以牠們沒有這種怕的感覺。」

舉一個這樣的例子，習氣。(煩惱)沒有了，習氣都還有的。「若恚分別」，恚

(指)嬲怒，即是嗔，「貪、嗔、癡」的「嗔」，因嬲怒而起分別，同時起那個嗔的心

所，一齊起，這些也是染汙的。「若害分別」，「害」與「恚」，有甚麼分別啊？快

快當當(趕快地)的說完這個。

「貪、嗔、癡」(中)有一個「嗔」，「嗔」是嬲怒，嬲怒就是三種不善根之一，

是嗎？「貪、嗔、癡」是三種不善根，又叫做三毒。「嗔」的相反呢，就叫做「無

嗔」，無嗔亦名叫做甚麼啊？看你記不記得，無嗔亦名叫做甚麼啊？又名叫做慈，大

慈大悲就是這個「慈」了。「嗔」呢，又名叫做怒，又名叫做恚。「無嗔」呢，就是

一種慈祥，慈祥有很多種的，是嗎？慈祥中有一種慈祥法，就是甚麼呢？慈祥有很多

種的，其中有一種就叫做「不害」。「不害」即是甚麼啊？中國人叫做惻隱之心，孟

子所謂：「惻隱之心，人之端也。」惻隱之心，如果用白話呢？叫甚麼啊？同情心。

同情心不過是慈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呢，有了同情心就不害了，就是不忍傷害人了，

叫做不害，即惻隱之心，又叫做同情心，(英文譯做)sympathy，是嗎？

佛家學術的名(稱)叫不害，又叫同情心。「無嗔」呢，慈，即是仁慈，所謂同情

呢，不過是仁慈的一部分而已，「不害」。同樣道理，「嗔」就是嬲怒了，嬲怒之中

有很多種嬲怒的，一點點嬲也是嬲怒，嬲(怒)到發脾氣也是嬲怒，還有一種嬲怒呢，

有一種嬲怒就是甚麼啊？「害」，叫做「害」。「害」即是甚麼啊？殘忍，兇殘，殘

忍叫做害。殘忍是「害」中最壞的一種，這樣就會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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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害分別」，有個殘忍的心與你的分別一齊起的，這種也是染汙的。「或隨與

一煩惱、隨煩惱相應所起分別。」或者呢，「隨與一」，隨便，是但(隨便)一個，即

英文的所謂 any，與 any煩惱、與任何一個煩惱，或者任何一個隨煩惱相應，相應即

一齊起的這種分別。(以上)這些都是叫做染汙分別。那甚麼叫做「不染汙分別」呢？

今天就沒有時間講了，詳細的就留待下次講。「寅七、不染汙分別」。

第七種分別，是嗎？「不染汙分別」，上文說了「染汙分別」，我們看一下，

(這)就分兩段，「卯一、標列」，「卯二、隨釋」。

「卯一、標列」，你看一下，「不染汙分別者：若善，若無記。」「善」的，當

然不會是染汙的了。「無記」呢，在這裏就是指「無覆無記」，如果「有覆無記」

呢，仍然是染汙的，不過這裏沒有詳細講(解)。「若善，若無記」，這個「若」字就

當(作)或字解(釋)，或者是「善」的，或者是「無記」的(分別)，這些就算是「不染汙

(分別)」。好了，標列了，兩種是吧？「善」的與「無記」的。

下面呢，「卯二、隨釋」，跟著解釋了。跟著解釋了，又分兩段，「辰一、善分

別」，分別之中是善的，與「辰二、無記分別」。

現在，「辰一、善分別」，「善分別」裏面又可以細分幾種的，「謂出離分別、

無恚分別、無害分別或隨與一信等善法相應。」它這裏不是嚴格的分類，舉例而已。

所謂善的分別呢，例如：「出離分別」，出離者，即譬如你想：「我想擺脫煩惱，盡

量能擺脫多少就擺脫多少。」那麼這種思想，就是你起一種思想，想離開煩惱的，起

這種思想，分別就是思想來的，是吧！這樣叫做「出離分別」。這個「出離」主要

(指)離開欲界的煩惱，欲界的煩惱是怎樣的呢？主要就是甚麼啊？食、色，貪飲貪

食，還有貪女色，這兩種最重要的，「出離」是指這兩種啊。

「無恚分別」，「無恚」呢，這個「恚」字呢，就同這個「嗔」字一樣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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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字不同而意義一樣，嬲怒，所謂嬲怒。「無恚」呢，是不是沒有嬲怒呢？

不是，「無恚」即是「無嗔」。「無嗔」是一個學術名詞來的，在佛經裏面，是一個

術語來的，是指甚麼呢？仁慈，無嗔。那麼仁慈就是仁慈啊！無嗔就沒有嬲(怒)啊！

無嗔就是仁慈嗎？不是這樣解釋的。原來，「無嗔」這個字的結構，「無」是指甚麼

啊？抗拒、抗拒，壓倒，消滅，這樣的意思的。這就是說那種仁慈心能抗拒嬲怒心

的，能夠壓倒嬲怒心的，所以就叫做無嗔。

(這)是表示我們的生命裏面或心裏面有一種力，有一種 power，有一種力，這種

力一起作用的時候呢，會把你的怒氣壓低的，會令你這個人很仁慈的，那這「無嗔」

兩個字是當(作)仁慈解(釋)的。「無恚分別」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起思想、起分別，

但同時我們起一個很仁愛的心的，這就是「無嗔(恚)分別」。「無害分別」呢，「無

害分別」呢，「無害」即是⋯⋯

又名叫做「不害」，這個也是專有名詞來的。「不害」等於甚麼呢？等於悲憫，

悲憫，悲憫等於現在的所謂甚麼啊？等於我們現在的所謂惻隱之心，又等於現在所謂

甚麼呢？白話的所謂同情心。所謂「不害」呢，實在就是「無恚」的一部分，你能夠

仁慈呢，自然就有個惻隱心了。所以，「無嗔」的範圍就寬，仁愛、仁慈，惻隱的範

圍就窄點，對於那些人有苦的時候，他(是)同情的。「無害分別」即是「不害分

別」，「不害」又名叫做悲，佛家所謂的慈悲就是這樣解釋了，這個「慈」就是無

嗔，仁慈；「悲」呢，同情。是這樣解釋。「無恚分別」，「無害分別」即不害，當

我們起分別的時候，同時起了個悲憫心的。「或隨與一信等善法相應。」或者這樣，

它這裏舉了兩個例了，「出離分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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