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熟練了，(練習)多了，就心正直性，不用怎樣吃力了，不用很吃力，自自

然然，稍為提點一下，就會平衡了。有沒有經驗啊？稍為提點，熟了稍為提點

就可以。好像游水，游泳啊！初學游泳，在水中很緊張的，然後才扒得動的，

是嗎？一下子不緊張點呢，就整個沉過頭了，沉下去了，是嗎？慢慢地慣了就

怎樣啊？稍為一二三四的(用)手扒一下你就過了，但仍然要稍為留意，一熟(習)

了呢，推你到水中，你都好像若無其事的，在水中好像載浮載沉，一點問題都

沒有了。第三步曲啊。第一步，心要吃力的，心平等性。第二步就心正直性。

第三步就心無功用性。達到這種狀態了，不需吃力，不需加功，不用加功的，

自然就得了！行不行啊？

舊時一個人賣油的，你有沒有讀過這篇古文啊？那個賣油郎，熟(練)到怎樣啊？

他一邊跟你說話，一個樽，載油的，用個好像酒樽那樣載油的，賣油(的)他一直與你

說話，連看都不用怎麼看一下，望一下就行了，他一裝下去，就那麼倒下去，一點兒

也不瀉出的，注滿那個油樽，一點也不漏瀉的。於是，側邊一個文學家見到這麼奇怪

的，(就)問他：「為甚麼這麼厲害啊？」他說：「沒甚麼，熟(練)而已！」是啊，你

修定呢，修得熟(練)啊！你不熟的時候呢，你的心不平衡，你入不了定的。

你想令這個心平衡呢，最初這心平等性(是)很吃力的；再進一步呢，心正直性，

不用很吃力，稍為提點就得了；最後呢，心無功用性，不用留意的，就坐下去，他的

心自然就平衡了，那麼這種狀況就叫做捨。捨就捨了！這我又說一個笑話給你聽吧，

三十幾年前，有一個佛學團體就辦(學)，(到)教育司署拿到一間津貼學校，在徙置區

辦(學)。這樣辦(學)呢，他就有一個人，那個主辦的人就說要作句校訓，作句校訓，

在禮堂整幾個字，整四個字，這樣就叫我為他想(四個字)。有甚麼好想的？校訓不就

是隨意找幾個字就好了嗎？我就說，「慈悲喜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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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好了嗎？慈悲喜捨不就是好嗎？是吧？誰知道呢，到了開董事會的時候呢，

好像我都是董事來的，其中有一個紳士，紳士來的這個，這個紳士看到校長提出已經

定了校訓「慈悲喜捨」，這樣(他說：)「慈悲喜捨，『捨捨』聲，有甚麼好啊！」他

根本就不懂！人家「慈悲喜捨」是佛家的成語來的啊！怎麼「捨捨」聲就不好呢？捨

棄了就不好了？「捨捨」聲就不好了嗎？人家看見(就)印象不好了那樣，那個校長就

怕董事，怕校監的啊，就不敢出聲，就問我怎樣。我就罵了他啊！我理他呢，我生平

不怕的，第一不怕紳士！第二不怕有錢人！為甚麼啊？你紳士奈得我何？法治的地

方，是吧？第一我不用怕你；第二呢，有錢人，我更加不用怕你啊！你的錢不會給我

的啊！是吧！我怕你，你的錢亦不會給我，我不怕！我說他，當時有一位先生，這位

先生呢，現在從加拿大回來這裏了，他說是的！是的！照舊用啦，照舊用啦！這樣我

就不出聲了，有些這種事啊。捨。

世界上的人呢，所謂最弊是有些人愚而好自用啊！蠢不要緊啊，蠢就不要自用才

行，自己蠢還以 很了不起，叫做愚而好自用。孔夫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爲

專。」這兩種人就最弊的！好了，講回「捨」就是了，怎樣叫做行捨呢？因為捨有很

多方面的。「受」就有苦受，對吧？有樂受，又有捨受，即是不苦不樂叫做捨受。有

捨受，那很容易人家以為搞錯了捨受啊。它這個色、受、想、行蘊，色、受、想、

行、識是行蘊裏面的「捨」，就不是受蘊裏面的「捨」，就加個「行」字，即行蘊中

的捨。懂不懂啊？懂了吧。這樣，第十一個叫做「不害」了，不害是一個學術的名

稱，學術上的名稱。如果普通用的呢，這個「不害」就叫做悲，大慈大悲的「悲」。

悲即是惻隱之心，對於有苦的人，你憐憫他的那種憐憫心，就叫做不害。

怎樣不害啊？不者，就是對抗。是嗎？這個「不」字即是 anti那樣，對抗。

「害」呢，即是兇殘，殘忍。因為這個「不害」的心所呢，一起就可以對抗殘忍的心

的，所以叫做不害。這樣不害又叫做悲。悲就是悲憫了，悲。又即是儒家所謂的甚麼

啊？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啊，不忍他人受苦的心。這樣，這就(講了)十一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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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所的十一個，明白嗎？很瑣碎啊，但你不要怕瑣碎啊，你一明白了，(這些)心所

清楚了呢，以後你看佛經啊，(就)非常非常之便利的。

這十一個心所呢，有些是有自己的種子的，就叫做實法，實的；有些是沒有自己

的種子的，是在他人的，其他的另一個心所的某一個 occasion，在某一個情況之上

假立的，這些叫做假法。十一個心所是有實有假。這個就深一點了，但你不用驚(害

怕)啊，你先接受了。哪些是實的？哪些是假的呢？我問你就問得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信」，有沒有它自己的種子呢？你估(計)？有沒有啊？有沒有啊？

有！有它自己的種子的，是實的。

第二，「慚」與「愧」，有沒有自己的種子啊？你認為，慚愧心有沒有自己的功

能啊？有沒有啊？有的，有的，「慚」與「愧」都有的。第三個，不是，「信」、

「慚」、「愧」是三個。

第四個，「無貪」有沒有啊？可以對抗貪的那種力量，有！有的。

第五個，「無瞋」有沒有啊？都有的，仁，仁慈是有種子的。

(第六個)，「無癡」有沒有啊？有。但有人說它沒有，有些菩薩說它沒有(種

子)，說是那個「慧」，「慧」中的善，善慧而已，慧的種子來的，亦有人(這麼說)，

那些菩薩這樣說的，都通的，是嗎？不過一般就沒有人用它的，一般人當它有啦！第

六(七)個是甚麼啊？「精進」，有它自己的種子的，勤勇。

第七個？第八個？是嗎？

第八個，「輕安」有沒有自己的種子啊？有的，有它自己的種子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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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個)，「不放逸」有沒有啊？沒有了，所謂甚麼叫做不放逸呀？「無貪」、

「無瞋」、「無癡」的，再加上「精進」，這四種作用混和起來就是不放逸了，所以

不放逸是假法。好了，「行捨」呢？有沒有呢？有沒有啊？你說有沒有啊？學生：

「有！」

沒有的，沒有的，行捨是甚麼來的？怎樣叫做捨啊？怎樣叫做平衡呢？是「無

貪」、「無瞋」、「無癡」這三種(善心所)起的時候，自然就心平，心平氣和了，自

然就(這樣)，就是這三個起時的狀態來的。行捨。「不害」呢？有沒有啊？有沒有

啊？沒有。為甚麼啊？

不害者，即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不過是那個「無瞋」來的啊，當這個「無

瞋」，這個仁慈的心所，如果你這個人是仁慈的，見到人有苦呢，你自然就起個憐憫

心了，是吧？所以呢，不害是假法來的。這樣不只講過了，(還)將它分別為實(法)、

假(法)。這樣，你說要詳細些來看，要怎樣啊？

如果你看英文的呢，就看那本《成唯識論》；如果你想看中文的呢，很多書了，

你可以看我那本《唯識方隅》，《唯識方隅》裏面講心所啊，你回去看得懂的了，你

就這麼看未必很懂，你今晚回去看我那本《唯識方隅》，看到這裏你就會懂了，你一

定是很佩服我，佩服我甚麼啊？「羅先生，你抄別人的書抄得挺好！」我抄襲罷了！

講明了，我抄古人的，你估(以為)我發明的嗎？不過你會佩服我抄襲都抄得不錯，是

嗎？都挺有用，你會這樣(想)。這樣就解答了這處，未夠鐘，好了，就到三十一頁，

上文那些叫做善心所，講到這處，還有一種講給你聽。

譬如我們的五十幾個心所之中，那十一個善心所，肯定善了，不用講了。但是，

我們的眼識、耳識、鼻識這些有時是善，有時就不是善，那是不是固定的？善就肯定

是善，不善就肯定不善，是不是啊？不是的，是真正善的就這十一個(善)心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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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那些善不善是甚麼啊？與這十一個(善)心所一齊起的它就善；沒有這十一個善心

所的其中一個一齊起的，就不是善。懂不懂啊？所以，善有兩種了，一種呢，叫做自

性善。它本質是善的，這十一個(善心所)是也。

第二種呢，第二種善不善呢，就叫做相應善。怎樣叫做相應善啊？相應者，就是

一齊起，相聯繫，凡是與這十一個之中隨便一個相聯繫，它就變成善了，這種叫做相

應善。即是聯繫而成善的。懂不懂啊？難不難記啊？不難記吧！回去記得看一看才

行，今晚即刻新鮮熱辣去看看你就整世都會記得，你放到下個禮拜才看呢，你看的時

候又不懂，看完之後又不記得了，會(這樣)。記得嗎？你有沒有看？哎呀，你真是

的，聽了那麼多年，你都不看，看一下，熟了才行啊！是吧？

好了，除了以上講的那些都是善的，是嗎？有些不善的，那些心所，不善的呢，

有些是甚麼啊？直情就是惡的，惡又名叫做不善，有些直情是惡的。有些呢，雖然它

不是惡，叫做有覆無記。它是無記，無所謂善惡，但是它有覆，覆即是阻礙，阻礙你

修行的，阻礙你的無漏智出現的，那些叫做有覆無記。它自己不是惡，但它會阻礙人

家的那些叫做有覆無記。

這兩種合起來，有覆無記與惡，兩種合起來叫做染污，簡稱叫做染。這樣，染污

的心所有沒有呢？有！有染污心所。染污心所呢，有兩種：一種叫做煩惱心所，一種

叫做隨煩惱心所，現在合起來一齊講叫做染心所。染心所有幾多個呢？有二十九個，

煩啊！煩啊！有二十九個。

這樣就講(解)了，第一個，你看一下了，「幾唯依染污？非一切處心生，非一切

地，非一切時，」這個「時」字加上一撇，就「非一切耶？」這樣，他說是有幾多個

心所是依傍著那些染污的心識起，就「非一切處心生」，並不是一切的善、惡、無記

的心起，它都起的，那就是說，只是在那個惡心與有覆無記心起的時候，它才傍著起

的。「非一切地」，也不是一切地，三界九地都起的。就「非一切時」，更加不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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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間都起的。又「非一切耶」，並不是一個起就呼 引類，令到一堆一齊起的，明羣

白嗎？

這樣就答了，「謂貪等」，第一個就是「貪」，「等」就等了其他的二十四個。

「不正知為後邊。」第二十六個就叫做不正知，就是最後了，二十六還是二十九啊？

我說的是(多少個)？二十九，二十九個，是吧？這樣善的心所，第一個就叫做無貪，

是吧？

這個染污的心所呢，第一個就是甚麼啊？「貪」了，貪是甚麼？自我陶醉與想佔

有，就是對於一種東西，我們覺得悅意的，我們想佔有了，這種這樣的心叫做貪。

(貪)又名叫做愛，所以佛家講的「愛」字就說不好，就是這樣(的原因)。貪的別名(叫

做)愛。又有時候「貪」字與「愛」字一齊用的，就叫做貪愛。貪，就是一方面自我

陶醉，不只自我陶醉，還想佔有，叫做貪。第二呢，我寫了，是吧？第一個貪，第二

個呢，「瞋」，嬲怒了，嬲怒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解(釋)了，是嗎？第三個呢，這個

「瞋」，有些地方又叫做恚，它讀「畏」字(音)，恚，有些地方用個「怒」字，用

(這)個「瞋」字好點！第三個，叫做「癡」。癡是一種甚麼來的？一種盲目的衝動，

盲目的衝動，即是愚蠢。愚蠢是甚麼來的？愚蠢就是一種盲目的衝動。癡又名叫做無

明，是無明的別名。所以無明呢，就是癡的別名。(癡)又名叫做愚，愚蠢。記住啊！

盲目的衝動，無理性的衝動，癡。

(第)四，就是「慢」，慢，看不起別人，自己高舉，對人的。(「慢」)與「驕」

不同，驕傲就對己，「驕」是自己驕；「慢」是對人的，看不起人。驕與慢。「慢」

裏面分很多種的，一種是「慢」，怎樣「慢」啊？我自己好過你，我覺得他差過我的

這樣，普通叫做慢。

第二種了，第二種叫做「過慢」，過度的「慢」，就是怎樣啊？我與你都是一樣

的，我覺得我叻過你的這樣。或者呢，我不及你的，本來(是這樣)，我偏覺得我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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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即太過了，突出一些，叫做過慢。還有一種叫做「慢過慢」，在(佛)經裏面

啊！你不用記這麼多的，你記得這個「慢」就可以了。

「慢過慢」，這種慢呢，還超過「過慢」的，即是怎樣啊？「過慢」就是突(出)

些了，你與他一樣的，是吧？你與他一樣的呢，他以為他叻過你一點，是吧？「慢過

慢」是怎樣？人家本來叻過他的，(他覺得)我還叻過你，這樣，跨過頭，這種慢叫做

慢過慢。懂不懂啊？一種呢，叫做增上慢。怎樣叫做增上慢呢？自己沒有得到的就說

得到，就是你自己都未證得阿羅漢果的，你就說我證了阿羅漢果。

現在有很多人啊，又說自己證得某某果啊，台灣很多這樣的人啊，是吧？那種未

得謂得，未證謂證的，這些叫做增上慢。還有一種叫做「我慢」，常常覺得自己(有)

「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的，這些叫做我慢。「慢」可以分這麼多種的，不過，你

不用理了，你記憶(就)不用記憶了，如果要的時候，你查一查我那本書就可以了，是

吧？就是有很多東西不需要記的，是嗎？記來做甚麼？你可以查的啊！

譬如你問我：「甚麼叫做八解脫啊？」我肯定說不知的，我怎麼記得了那麼多

啊，是吧？最好你這樣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麻煩你講給我聽。」誰會記

得？你自己不會去查字典嗎？是嗎？誰會記的啊？沒有人這麼蠢的記這些東西啊！是

吧？這樣，「貪、瞋、癡、慢」，第五個，「疑」，疑有兩種，懷疑啊，一種呢，對

於未曾解決的問題，用疑心去解決，又是叫做疑，是吧？這種疑呢，就是好的，懷疑

啊，禪宗的人就說，「大疑就大悟，小疑就小悟，不疑就不悟。」是嗎？這是好的，

這種疑就是好的。所以你不要一聽見說疑就是不好的就罵：「你又說大疑大悟！」人

家的那個「疑」不同這個「疑」啊。是吧？

第二個「疑」就是這樣，這個真理擺在面前，明明是這樣的，你都猶豫不前的，

這種疑就是屬於壞的。就是甚麼啊？那個醫生都告訴你知，「你生肺 cancer的時

候，已經有跡象了，你不要食煙了，食煙就弊了。」你偏偏又怎樣啊？「啊！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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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先食一下啦！還是多食一個禮拜或者多食一個月吧！下個月一號起我就戒(煙)

了。」這樣之類，到了下個月一號就說遲點再戒。這種猶豫不前的，明明真理擺在面

前，你疑(心而)猶豫卻步的，這種疑就屬於這類壞的，是染污的。前面那種「疑」

呢，「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呢，這種疑是好的疑。明白嗎？

現在講的就是這種(染污的)疑，講第二種疑了。第六個就是「惡見」，又叫做不

正見。怎樣叫做惡見呢？裏面包括幾種：第一種，本來我就不想寫「薩迦耶見」這幾

個字出來的，但這幾個字呢，將來你看(佛)經，你會時時碰見它的，所以我特別寫它

出來。本來叫做「我見」就可以了，或者叫做「身見」就可以了。梵文叫做

「satk yaā 」這個字。「見」者，這個「見」字是甚麼？用我們思量的結果而執著

它，叫做見。「薩迦耶見」，薩迦耶呢，這個「薩」字就是(指)壞的解釋，「迦耶」

呢，就是(指)身或者聚，一堆東西，一聚東西。薩迦耶見即是壞身見。叫做 (薩迦耶

見)。

怎樣壞身見啊？你這個身體會壞的，八十歲不壞，你九十歲都壞的，九十歲不壞

呢，一百歲你都(會)壞的，這個可壞的身體，你偏偏就執著這個是我。懂不懂啊？把

這個可壞的身體執著是你(自己)，或者執著你有一個靈魂住在這個身體裏面，這個身

體是你所有的，這樣，這種這樣見解叫做壞身見。懂不懂啊？你看佛經時時看到「薩

迦耶見」這幾個字呢，就是壞身見，或者叫做壞聚見。聚就是堆，一堆零件來的，你

偏偏執著說是「我」，或者執著是我所有的東西。壞身見，又名叫做甚麼啊？我

(見)，我所見，執著有個我見與我所見，我見就屬於這一類。又簡稱身見，壞身見，

叫做身見，將這個「壞」字略去了，身見。這個「薩迦耶見」有這麼多個譯法，有人

譯音譯(做)「薩迦耶見」，有人譯意譯做壞身見，有人譯意譯做壞聚見，有人譯意譯

做我、我所見，有人譯意譯做甚麼啊？身見。五個譯名，是嗎？「薩迦耶見」即是有

我見，最壞的，有它呢，你永遠不會(證)得涅槃，你想證涅槃，首先就除了它。第一

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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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叫做「邊見」，又叫做「邊執見」，這個名呢，怎樣「邊執見」呢？有些

人執 人死如燈滅的，沒有了，死了就沒有了，這些就叫做斷見。是吧？有些人就執着

著這個靈魂是永遠不滅的，這些叫做常見。斷與常都是一偏之見，兩種都叫做邊執

見。是吧？又有些人認為，這個世界是有邊的這樣，有些人執著這個世界是無邊的，

這又是邊執見。明白嗎？凡是兩偏之見就是邊執見。

第三叫做「邪見」，否定因果的見解，不信因果的，邪見。第四種叫做「見

取」，有了上面的那幾種「見」了，好，這樣，逐種擴大講，先有了「薩迦耶見」，

執著這個「我」，跟著就「邊見」，這個「我」是有邊的呢？抑或無邊的呢？這樣對

嗎？就起邊見了，對吧？人是死了，我就沒有了呢？抑或我會永遠不滅的呢？起邊

見。一起了邊見之後呢，就怎樣啊？會否定因果。為甚麼啊？因為死了(就)人死如燈

滅了，沒有了，哪裏有因果呢？是吧？如果他說靈魂是永恆的，不會輪迴的，做了人

之後，人的靈魂會永遠都是人的，最多就是升天，不會做狗做貓的，這樣這種常見

呢，這種常見又是因為有邊執見才起啊，所以有了邊見跟著起邪見了。有了，起了這

四種見之後呢，見取了，加個「見」字，「見取見」，有了上面那四種不正見，就

取，取即是執著，執著我這些見解是最正確的，取即是執取，認為這是最正確的，見

取見。第六種了，第五種，不是，不是，不是，這個開的，惡見裏面開成一、二、

三、四，有一個依。

「戒取見」了，那些外道呢，有了上面那四種見了，就訂立些戒條了，那些不合

理的戒條，有些人就怎樣啊？樣樣都不用戒，戒吃狗肉就得了，叫做狗戒，其他肉就

即管吃；牛肉就不能吃，有些牛戒；有些是狗，有些是牛，除了狗與牛呢，其他肉可

以吃了，它這些戒是這樣的，佛家說這是戒取見，完全是有種不合理的見之後訂出來

的。有些人呢，除了戒取見，不是，除了戒取之外呢，有些是這樣的，印度有些(這

樣)，朝朝起身向著個日頭曬一兩個鐘頭，要這樣的，有些人曬得(像)墨那麼黑。有些

人呢，你看一下佛經裏講，有些人就單腳站著對著太陽這樣練啊，它的戒條是這樣

啊。有些呢，就不能(接)近豬肉的，你碰了豬肉就打你的，有些人啊，你給豬肉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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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你了。有些這樣，除了豬肉就甚麼肉都可以吃，有些是這樣的。那些這樣的呢，

戒取，它有了上面那些邪見、那些惡見呢，它就訂些戒律出來了。這些戒取見，有很

多禁忌的，有些就逢星期幾就不好做甚麼，這樣的，有些啊。有些就遇到某一樣東西

就要即刻回家了，很多這樣的禁忌，這些通通就叫做戒取。

戒取見，這樣六種見，第六種開成五種，是吧？有些人就將這「惡見」兩個字不

要，將這個「薩迦耶見」改為六、七、八、九、十，又有人這樣的，叫做十種。這樣

所以這六種叫做根本煩惱。煩者，就是躁的解釋；惱者，就是亂。這六種東西的性質

就是煩躁的，惱亂你的身心的，所以叫做煩惱。這六種叫做根本煩惱。其餘那些呢，

叫做隨煩惱，次一等的煩惱，次一等的煩惱就有十三種了，就留待下次(解說)了。懂

不懂啊？你回去記得，有我的書就記得看看，看看你就一世都記得了。有沒有啊？有

沒有看過啊？有啊，這就好。

六祖，是吧？見到六祖的時候呢，他對著六祖，拄著支鍚杖對著他，這樣，六祖

見到他那麼嚴肅的這樣，就問他，問他怎麼說呢，他說一個人啊，有三千威儀，八萬

細行，他說你從何處來？這樣於是，這個覺玄(玄覺)就答他，他說：「生死無常。」

不是，「這個無常迅速啊！」這樣六祖就答他怎麼樣呢？「何不體此無生？了此無速

呢？」這樣問他。這樣於是這個覺玄(玄覺)就答他，他說：「生死無常。」不是，

「無常迅速啊！」

這樣六祖就答他怎麼樣呢？「何不體此無生？了此無速呢？」體即是體會啊，他

說你何不體會一下那個無生的佛性呢？這樣。佛性是不生不滅的啊！無生，即是真如

佛性。就「了此無速」，了解那個無速的，永恆的，無速的，又是真如佛性了。這樣

如是呢，覺玄(玄覺)聽了這之後呢，他就答他「體即無生」，體是體會，他說我這種

體會呢，就是，本身就是無生了，所謂體會，就是現在的體會，體會就是一種作用來

的，這種作用的實質呢，就是這個無生的真如佛性了。「了即無速」，他說我能夠了

解這種了解是作用來的，這作用的實質呢，就是無速的真如佛性了。就是這樣「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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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生」，他說，「體即無生，了即無速」這樣。他這樣就是這個意思，想問一下六祖

這樣對不對。這樣六祖呢，就答他：「對了！對了！」這樣，你是如此的講法，我都

是如此看法，是吧？可以了，這樣。於是他呢，一場從浙江來到廣東，很遠的，是

吧？當時要走幾十日的(路)。這樣來了，他一聽了之後，他的目的已達了，他就是勘

一勘(求證)對不對而已，這樣他就說：「我就辭別了，我請假了。」這就想走了，六

祖就告訴他：「何必這樣倉促呢？過一(個)夜晚才走吧！」好了，於是就過了一個夜

晚，於是那些人又叫這做一宿緣，過一個夜晚而已，覺玄(玄覺)這個人啊。如果想，

因為他講起「無常迅速」，是嗎？那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樣答他啊。

他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的生死啊，這件很大的事啊，一下子就會過世了的這

樣。「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很快的，他想趁 他有生之日，把捉到這個真理，這着

就於是呢，六祖然後才問他，「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呢？」這樣，他即刻答：

「體就是無生，我能夠體會這種作用呢，本身就是無生。我能夠了，了解這種作用

的，本身就是無速了。」是吧？就是說這個真如佛性啊，這個「體」與「了」的作用

呢，就是真如佛性了，體用一如啊！

這樣六祖於是答他：「對了！對了！」他說你是如此，我都是一樣。好了，我們

開首了，第幾頁啊？三十一。它這裏講呢，講了很多心所，心所呢，如果你這個星期

日，這日就是前日，是嗎？昨日啊，如果你在居士林聽過我講的呢，你就會懂了，是

吧？如果只是今天聽的呢，又沒有這麼明白了，是吧？你聽得明白嗎？

心所，每一個識都有很多的附屬作用，這些附屬作用叫做心所。心所呢，總共有

多少個呢？《瑜伽師地論》就五十三個心所。《成唯識論》呢 一開一合罷了，不⋯⋯

緊要的。這樣五十幾個心所之中呢，分作六類，第一類叫做 行心所，懂不懂啊？普徧

遍地活動的，就是任何一個識起，不論它善的，惡的，不論任何的地方，只要八個識

之中，只要有一個識起呢，都有它跟著起的，有五個，其中，有五個 行心所，是徧

嗎？五個 行心所呢，第一個叫做甚麼？作意。第二個叫做觸。第三個叫做受。第四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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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叫做想。第五個叫做思。

說到這裏，是吧？現在這裏了，現在這裏剛剛，不止了，這處講多了，那五個徧

行心所，講過了，懂了！這個了解這些心所很緊要的，如果你說我們的目的是隨便修

行唸佛那樣就可以了，那就不需要記這些東西了。如果你想繼續讀藏經呢，你一定要

了解每一個心所的定義。如果你說，我還想宣傳佛法的呢，你更加要了解，是吧？你

不了解呢，你講錯了，就會鬧很大的笑話的，是吧？這樣，我講一個笑話給你們聽，

會鬧笑話，他不懂名詞就鬧大笑話，有一個博士，有人問他甚麼叫做安般啊？梵文叫

做 n p naā ā ā ，即是甚麼啊？ naā 就是呼吸，吸入， ap naā 就是呼吸 (的 )呼

出， n p naā ā ā 即是吐納，即是呼吸，是嗎？

這樣佛經裏面，藏經裏面呢，有一套經叫做《安般守意經》，是三國時候那個安

世高譯的。現在的人打坐呢，調息都跟他這本書，這本《安般守意經》。這樣，你身

為博士，又講佛，又學人家講佛，那你都應該懂得解釋啊，是嗎？但是呢，他因為不

懂這些名詞，不懂名詞最好就不要講，是嗎？但他又講，那麼結果怎樣啊？他選擇不

答，他如果是老老實實說我都不懂就沒事了，但他又不肯說不懂。這「安」字就是安

然那樣，「般」就是般若，安然的學般若。真有這回事啊，博士啊！

你呢，對心所了解呢，你以後讀佛經很 利，還多不會撞板顺 (碰壁)。這樣，五個

行心所之外呢，跟著還有五個別境心所，是吧？別就是特別，境就對象，境界，是徧

特別的境界才起的，不是時時起的。這樣五個別境心所，哪五個啊？

第一個是欲，對於未來的東西起希望。

第二個就叫做勝解，對於那些決定無疑的東西，這個心呢， (生)起很清楚的了

解，叫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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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呢，叫做念，回憶，對於曾經做的東西，能夠記憶。

第四(個)叫做三摩地，三摩地譯做定。當我們想觀察一件事的時候呢，我們要把

精神集中，我們的心裏面有一種令我們精神集中的力量，就叫做三摩地，叫做定心

所。定。

第五個呢，叫做慧。判斷是非善惡等等的這種力量叫做慧。

這五個(心所)就在特別的境界才起的，叫做別境心所。又講過了，是嗎？好了，

又有些呢，就叫做善心所，如果你的那個識有個善心所伴著它一齊起呢，那個識就是

善了。善心所有哪幾個啊？有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癡、精進、輕安、不放

逸、行捨、不害，十一個。

除此之外呢，除了善心所之外呢，還有沒有啊？有些染污的 (心所)，污糟邋遢

的，它一起呢，搞得整個識都污糟了。這些心所呢，講過了，這些心所有很多個的，

是嗎？貪、嗔、癡、慢、疑、惡見，是吧？還有些呢？跟著起的，貪、瞋、癡、慢、

疑、惡見，這六個叫做根本煩惱。還有些呢，跟著根本煩惱起的，次一等的煩惱叫做

隨煩惱。隨煩惱叫做甚麼呢？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憍、無慚、無

愧、掉舉、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就二十個。

《成唯識論》二十個，《瑜伽師地論》多兩個，一個叫做邪欲，(一個叫做)邪勝

解，這就二十二個。這些呢，二十個根本煩惱與這些呢，不是，那六個根本煩惱與這

二十二個隨煩惱，加起來總共有二十八個，都是染污性的，它一起呢，我們整個識都

被它染污的了，不會是善的。講到這裏了，是不是這裏啊？這裏？現在呢，除了這麼

多心所，這樣就講了一種叫做 行心所，是嗎？一種就是別境心所。甚麼？哦，講了徧

根本煩惱而已，我講到隨煩惱。隨煩惱呢，普通就有二十個，《瑜伽師地論》就二十

二個。

13



第一個呢，就是「忿」，忿者，突然間的這個脾氣發作，那時候那種心的狀況就

叫做忿。「忿」，其實所謂忿呢，離開貪、瞋、癡的瞋之外呢，並無一種東西叫做忿

的，是嗎？我們有了這種瞋，嬲怒的心呢，一遇著環境不好就「boom」的那樣發

作，這就叫做忿。所以這個「忿」就沒有它自己的種子的，是假法，沒有種子的叫做

假法，是瞋的一部份來的，是瞋的 occasion，某一個，瞋起的時候呢，某一種特殊

情況啊，就叫做忿，這樣解釋而已，即是說那個「忿」依據那個「瞋」的分位假立

的。聽得懂嗎？第一個是忿。

第二個，「恨」，恨，發完惡之後呢，譬如你嬲一個人之後呢，事過境遷都懷恨

在心的，叫做恨。其實恨亦是瞋的一部份來的，如果你不嬲一個人有甚麼好恨呢？是

瞋的分位來的。

第三就叫做「覆」，這個字呢，如果你讀「反覆」這樣作動詞用呢，即是覆轉它

呢，就讀(粵語音)「複」；如果你當遮蔽這樣的解釋呢，就讀(粵語音)「埠」。怎樣

叫做覆心所呢？自己做了某些事，怕人笑，怕人批評，遮遮掩掩不給人知的這種叫做

覆，恐怕給人知呢，自己會有損失了的這樣。其實這個是甚麼啊？是甚麼的一部份

啊？想一下，你說是哪一個的部份啊？不會是瞋的一部份。一定有癡起，但它不是癡

的一部份，它起的時候，一定有癡一齊起。貪的一部份，是吧？是吧！貪！害怕損失

啊！凡是這些起，一定有癡的，沒有癡，它不起的。

(第四是)「惱」了，這個心，好像火燒心那樣，惱啊，好像你們做事忙到極了，

一遇到人家問一下你，你即刻發起脾氣，惱啊！好像你在寫字樓，你們男人在寫字

樓，給老闆罵了幾句，又不敢出聲，回到家呢，太太問你：「幹甚麼啊？」他就即刻

吼一聲發脾氣了，借太太來出氣，有這種「惱」。惱是甚麼的一部份啊？瞋的一部

份，嬲惱啊。「嫉」了，妒忌啊，妒忌，是甚麼的一部份啊？妒忌人家不就是嬲惱別

人嗎？是吧？「慳」了，慳都是煩惱嗎？是隨煩惱嗎？佛家說慳是隨煩惱來的。怎樣

叫做慳？你說慳儉不好嗎？我們的思想太籠統了，「慳」與「儉」一齊講(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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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慳是慳，儉是儉。儉是一種美德，好道德。慳是一種煩惱。

怎樣叫做儉啊？可以省節的，不好浪費的我們就不好浪費，那麼這種心呢，就叫

做儉，是美德來的。是嗎？慳就不是了，應用而不用，守財啊，守財如命，應用又不

用的，這種呢，如果儉呢，不應用的就不用，是吧？慳呢，就是甚麼？應用而不用，

不同的，是吧？慳是甚麼的一部份啊？貪的一部份啊。誑了，講大話(說謊)的那種心

理，就是甚麼的一部份啊？貪啊，不用說了，是吧？你講大話(說謊)是為甚麼啊？害

怕自己做的事不妥當，給人知道了不是很妥(當)的那樣，是嗎？誑，(呃人)騙人啊。

呃呃騙騙的那種心理。

「諂」了，諂媚啊，見到人家有權勢呢，就一味巴結人家；見到人家有錢呢，就

一味巴結人家。這些是甚麼啊？是甚麼的一部份啊？貪的一部份。(第)九，「害」。

慈悲的「悲」字呢，就叫做不害。這個呢，剛剛與悲相反，就叫做害。即是甚麼啊？

悲是同情。害就是甚麼啊？殘忍，殘忍，害(是指)殘忍。殘忍是甚麼啊？瞋的一部

份，是吧？憍了，自我陶醉，自我陶醉是甚麼的一部份啊？貪的一部份啊，是吧？

「無慚」，慚即自覺、自尊、自重。無慚呢，完全不自重，無恥，自己無恥。無恥有

兩種，一種是怕別人笑，是吧？一種不是怕人笑。這種不是怕人笑，即是完全不自覺

的，即是沒有自尊心。「無愧」，面皮厚，就是不怕人家笑的，不怕人家批評的。就

是那些甚麼啊？好像魯迅講過「橫眉冷對千夫指」那樣，是嗎？這種就是無愧。是

吧？

好了，這兩個，講到這兩個的時候要特別提一下，這兩個都不是其他的一部份來

的，它有它自己的特性的，即是有它自己的種子，就不是其他的一部份來的。而且這

兩個呢，各有各自己的種子，不過它兩個一起的時候呢，一齊起的，當無慚起的時

候，一定無愧都會起的。

「掉舉」，掉即突然，突然，舉即舉起，即是一種突如其來的心。就是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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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甚麼啊？不想東西不行的，你試一下，意馬心猿，硬是要想東西的，你試一下，

你不能靜的，很多人(這樣)，你能不能靜啊？不想東西的時候？看情形，是吧？有時

不到你(控制)的，有時覺得怎樣啊？憂來無方那樣，都不知要怎麼的那樣，是吧？掉

舉，就是不想東西就不行的，奄尖腥悶(意指諸多挑剔)那樣。掉舉又是有自己的種子

的，入定就最棹忌(意指忌諱)這種了，你學修定啊，學修定，你想要控制這個心，硬

是控制不了，你試一下，你想(知)掉舉是怎樣的，最好是今晚回去學一下定，那時候

就知道，掉舉。

第十四就是「惛沉」，當你不掉舉的時候，好像昏昏欲睡的那樣，惛沉了。入定

的時候呢，最棹忌(忌諱)這兩種了，不是掉舉就是惛沉，輪流來的，是吧？又是有自

己的種子的，有人說不是，這個是癡的一部份而已，都通的。「不信」，不信不是說

不信的那樣，就是它有一種力量啊，偏偏呢，明明是合理的東西，他卻不肯嚮往的。

就是那些人啊，戒酒那樣，明明知道自己再飲酒就快點死了，他都是要飲了才算的這

樣，有些人，是吧？這種是不信，明明這個真理擺在面前是這樣的，他偏偏就不嚮往

的，反抗的，不信，又是有它自己的種子的，這個啊。

「懈怠」，懶惰啊，又是有它自己的種子，懶惰。這個沒有它自己的種子了，

「放逸」，放就是放過了；逸就是讓它走過去了。這樣，怎樣叫做放過了又走去了

呢？就是明明一件好的事情、善的事情，你不肯把握時機去做的；明明那件是惡的事

情，你可以剷除它的，你偏偏不肯把握時機去剷除它。就是見善而不能行啊，見惡而

不能除，這種這樣的心的狀態就叫做放逸。那麼有沒有種子的呢？沒有，沒有自己的

種子的，是四種東西混合起來的。

哪四種呢？你想一下。貪、瞋、癡，這三毒，這三種東西，在加上一個懈怠，

貪、瞋、癡、懈怠四者，四種東西，這四種東西呢，或者合在一起出現，或者四種東

西中三種出現，或者兩種出現，甚至到一種出現的時候，都有這樣的性質。就是甚麼

啊？令到你見善而不能行，見惡而不能除的這樣，這種這樣的情景就叫做放逸。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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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現在都把放逸與懈怠混淆了，不同的，是吧？懈怠是有它自己的種子的，放逸就沒

有它自己的種子的。

「失念」，又叫做忘念。好的東西偏偏不記得的，好的東西偏偏不記得，有些人

是這樣的啊，壞的東西就甚麼時候都記得，好的東西就不記得了，這些叫做失念。失

念是甚麼來啊？沒有自己的種子的，是兩種東西合起來，一是癡，貪、瞋、癡的

「癡」，二就是念，別境心所的念心所。這個念心所起的時候多個癡加入了一齊起

呢，它就變了失念。失念。

「散亂」，就是你入定你就知道，有一種東西好像推動你的心，你本來想 阿彌着

陀佛的樣子的，怎知道卻推動了你想第二種東西了，好像有一種力量的，那種力量叫

做散亂。散亂，散亂是有它自己的種子的。亦有人說它沒有自己的種子的，是(這)個

定加個癡，這個定心所起的時候，多了貪、瞋、癡的「癡」呢，就變了散亂了，這

樣。

「不正知」，了解東西，但不是正確的，偏偏歪了，這個就是甚麼啊？是這個慧

心所加上了癡，癡與慧一齊起了，就令到這個慧看東西不清楚。《成唯識論》呢，就

二十個，《瑜伽師地論》就多兩個(隨煩惱心所)。

「邪欲」，欲就是希望，那些不應該希望的東西偏偏希望得到，邪欲。是嗎？我

們時時都有的，邪欲啊！我講一件故事，一件事你聽一下。一個專研究變態心理學

的，他說他是學者，他說一件故事，他說這種是邪欲，自己都不知的，每每自己的那

些邪欲，自己潛意識裏面自己做了都不知的。他是怎樣的呢？這樣，他是一個紳士，

很斯文的，他是英國人，英國人很歡喜拿 一把傘的，在倫敦大霧，出街拿把傘。他着

去探朋友，很禮貌周周的去探朋友，去到探朋友呢，那個朋友就不在，那個朋友的太

太就在招呼他。這位朋友的太太就非常之漂亮的，他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離開時就

留下了(那)把傘，走了很遠回去，他都不知道留下了傘，這個潛意識裏面有邪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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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然後才發覺，啊，留下那把傘了，即刻就返去，問人家的太太拿回那把傘。他說

他這個，這個心理學家解釋呢，他說這種(是)不正當的慾望來的，他表面上受很好的

教育，他不會想這樣的東西，但這個潛意識上不知不覺他就會，自自然然的連那把傘

也留下，他的目的就是想見一見人家的太太，他的潛意識是這樣。

邪欲就有時候我們做了都不知的，是吧？邪欲，不正的慾望，不正的，不正當

的，我們偏偏會希望它。「邪勝解」，別境心所裏面不就有一個勝解(心所)的？勝解

裏面有邪有正的啊，《瑜伽師地論》就特別強調一個邪的勝解不好，所以特別提出

它。即是這兩個都沒有種子的，三個都沒有種子的，不正知也是沒有種子啊，這個慧

(心所)加了癡而已；邪欲呢，這個欲之中呢，帶有邪的東西而已；邪勝解就勝解心所

帶有些邪的，帶有那些貪、瞋、癡在一起而已。是吧！

這樣，這二十二個就叫做隨煩惱心所，跟隨著根本煩惱而起的，如果那六個根本

煩惱中沒有一個起呢，其他這些不會起的。我解釋過了，是吧？怕不怕煩啊？煩不煩

啊？不煩，不煩呢，你……

很多人因為覺得煩就因為不了解才覺得煩，了解過你就不覺得煩的，煩不煩啊？

你了解的時候，你覺得很清楚的。好了，「不正知為後邊」，散亂、不正知，他講到

這個，邪欲、邪勝解呢，就將它撥到上面。這就講了幾類心所了，一類 行，一類別徧

境，是嗎？一類呢，就是善，一類呢，就是根本煩惱，是嗎？一類就是隨煩惱，五

類。

第六類呢，現在呢，叫做不定心所，不一定是善的，亦不一定是惡的，不一定是

跟著哪個識一齊起的，在三界九地裏面呢，不一定是哪一地才會有的，不定。「不定

謂」，這個「謂」字當(作)那類這麼解釋的。這樣，問了，「幾依一切處心生」，這

說心所之中，有幾多個心所是依據，一切處即是不論善的處、惡的處或者無記的處，

都可以生的。「非一切地」，但是，不是一切地都生，有些地沒這個心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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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呢，我們生無色界啊，無色界那四地就沒這個心所了。非一切地。又「非一

切時」，不是任何時間都有它的。「非一切」，非一切即是並不是一切一齊起的，呼

引類啊，那些不定心所一個起就個個一齊起的，叫一切。非一切，懂不懂啊？這樣羣

答了，「謂惡作等，」就「伺為後邊。」他是當你懂得了。惡作是怎樣呢？這樣，不

定心所就有四個。

第一個叫做惡作，不要讀「惡(è)作」啊，(讀)「惡(w )ū 作」，又名叫做悔。第二

個叫做眠，又叫做睡眠。第三個就叫做尋。第四個叫做伺。

這四個之中啊，尤其是尋、伺這兩個最緊要啊。第一個叫做惡作，怎樣惡作啊？

我剛才做了一件事，已成過去了，但我現在呢，很憎惡我做那件事的行為。譬如我以

前，前一個鐘頭偷了人家一個銀包，但現在我自覺，我憎惡我過去所做偷銀包的行

為，這樣叫做惡作。或者呢，以前我在街上見到人仆倒，我應該有力量可以拖人起來

的，我沒有拖，就這樣走開了。我現在就覺得，我剛剛見到人跌倒都不會拖起人的，

這樣就憎惡我過去不作這件事。都叫做惡作。聽不聽得明白啊？

惡作呢，我們又叫做後悔。怎樣叫做後悔啊？惡作罷了，是嗎？你現在的懺悔，

懺悔就是惡作了。惡作，在學術上的名(稱)呢，就很多叫做惡作，是吧？不過普通

呢，很多就叫做後悔，叫做追悔。

悔呢，不一定是善的啊！是吧？譬如你說，剛才我偷東西了，我現在後悔了，

(這是)善的，這個是吧？但是呢，我剛剛沒有偷，我現在後悔(說：)「真是蠢呀！剛

才我都沒有偷！」那麼就變得惡了，是吧？

剛才，我應該走過見到人家做的熟番薯很漂亮，我應該可以買一條來吃，但是我

又沒有吃到，我現在的肚子挺餓的，哎呀，真係可惜了，剛才見到這麼好的番薯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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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這樣又是惡作啊，這樣善不善啊？善甚麼呢？你沒有買番薯而已。惡呢，又不惡

啊，買了條番薯就惡了嗎？那麼，這些是無記，是吧？不一定善，不一定惡，不一定

無記。而且呢，不一定是，不是說地地都有的啊，我們欲界就惡作，生在無色界哪有

惡作啊？是吧？這樣所以呢，不一定，不是說地地都有的這個惡作。不定心所。還有

呢，眠，留意了啊，這個眠，佛家講的睡眠，又叫做睡眠，分兩種啊，這個字呢，你

想用英文來譯音(就)譯不到的，因為英文可能沒有這個字的啊，你不好譯作 sleeping

或者 sleep，這樣就全錯了。因為普通所謂 sleep呢，就是生理狀態，我累了，我現

在要睡覺，這種睡覺的生理狀態叫做睡眠。但這個睡眠不是啊，這個睡眠就完全是心

理作用來的啊，即是我們將近入睡之前，或者入定呢，在惛沉之前，那種呢，這個心

懵查查(迷迷糊糊)那種這樣的很暗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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