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惡欲就變了什麼？生起懈怠的了。「若不善欲，應言為懈怠生起之所依，以

於惡事而策勵者，（便謂之）懈怠。」佛家是這樣的，你懶惰固然稱作懈怠，對於惡的

事你勤力去做，都稱作懈怠。欲，欲亦是有它的種子，所以它是實的東西。「二、勝

解」，一種清楚的了解，勝解。勝解依什麼特別境起的？「於決定境」，我們那件事是

決定無疑的了，一點兒都清清楚楚的了，那時候便起一個勝解心所。定境就是它的特別

境界了。欲的特別境界是什麼？「所樂境」，這個是決定境。

它對決定境能夠印持，「印持」即是得到一個什麼？很清楚的 impression謂之

「印持」；「印」好像一個印章那樣印入去；「持」即是拿得很緊的意思；印持為

性。這種印持的作用，對於這個決定境能夠印持的這種作用，就是勝解的自性。它的

效用又如何？它的作用，業用：「不可以他緣引誘改轉，為業用（是它的業用）。」

他一清楚見到它，你用第二種原因引它是引不到的。譬如你見到一件事物，很清楚的

了，明明見到一個人，你是認識他的。別人說不是，不是這個。你一定不信的，是不

是？你一定和他拗的。

「…它的業用。此中（即是這裡）『決定境』者，（就是什麼？）為非猶豫之

境。」猶豫即是疑疑惑惑，不是很清楚的。譬如你見到一個人，又好像是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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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像不是的，如此猶猶豫豫。為何稱作猶豫呢？現在我們說他很猶疑，猶疑兩個字

就是猶豫兩個字。我常常講他很猶疑的，猶豫。猶豫是什麼呢？猶豫是古代的一種野

獸，好像狐狸般模樣的，有人說牠即是狐狸。這種野獸，牠是多疑的。冬天河水結

冰，牠過河，牠很聰明，走一步想一想，想清楚然後再來一步。牠看看會否掉下河？

每走一步都猶猶豫豫的，所以人們見到總是猶豫不定的，便說他猶豫了，就如那隻猶

豫，一種野獸來的。現在我們常常說他很猶豫，廣州話說他猶猶疑疑的，猶疑，就是

猶豫這兩個字。「非猶豫之境（即是很清楚的）。『印解任持』（印解即是我了解猶

如印鑑印下去那樣清楚的；任持者即是我常常拿著它，是這樣的了。例）如緣青時

（當我們認識青色的時候），印持此是青，（不是紅，不是黃，明明是青，當時那種

心所的作用便稱為勝解了。）非餘色（是青色，非餘色）；又如緣義理時，（印持這

義理是對的）印持此義如是，非不如是等。」此亦謂之勝解。譬如我讀完那篇〈楞嚴

百偽〉之後覺得它說得對。〈楞嚴……不會不假的——勝解。但如果別人如愍生法師

那樣，她說《楞嚴經》一定是真的，她又要反駁他。她又起一個勝解，《楞嚴經》確

是真的。勝解是可以互相矛盾的。譬如你是一個基督教徒，有一個勝解說一定有上

帝。佛教徒有一個勝解說一定沒有上帝的。

共產黨的勝解是要什麼？什麼都共，在社會上是均分的。資本主義，資本家就說

有才能者便自己發達，沒有才能者你便墮落。各人的勝解不同。「然此所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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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謂『印持』，皆就當念（當念者即當時所起之心念）。對境毫不猶豫而印持

之（那種）；至於未印解前有所懷疑（那時勝解未起）及印解後又改變（思想）思

慮，則非此所論（又當別論了）。」譬如你今日…。譬如梁啟超早年說一定要有君主

立憲才行，但後來他改變了，可以不要君主了，立憲便行。別人問他為何你如此的，

你的主張不同了。他答：「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論戰。」即是這樣，其勝解不同。譬

如你以前是信先天大道的，現在你聽了佛經之後，你不信先天大道而信佛。勝解改變

了。這個又當別論，所謂勝解只是當時講的而已。這個說法是參考熊十力的那本《佛

家名相通釋》，他講得好，所以我取他的。「言『不可以他緣引誘改轉』者，亦就當

念而說。」不是永遠計的。第二個心所講完了。第一個、欲，第一個心所、欲。第二

個是勝解，第二個別境心所是勝解。

你們現在如果已經發了菩提心，你們便稱為菩薩。你們是什麼菩薩？你們這些稱

為勝解行地菩薩。「勝解行地」者即是未見道的，只有勝解而已；對於佛經有一個決

定性的了解，即謂勝解。「行」即是修行，你想修行都是以勝解來指導你的修行而

已，不是真的體驗得到的。真正體驗得到的是什麼？「歡喜地」，即是十地，十地是

直接體驗。「勝解行地」裏面又分作什麼？分作兩位，「資糧位」，發了菩提心之後

便是資糧位。到了你修戒、修定都修得很好了，那時已經有了煖、頂、忍、世第一

法，那時便是「加行位」。「資糧位」很長，可以是幾百劫的。你們可能過了一百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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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劫，或過了一千幾百劫也不定；又或初來也不定。「加行位」是很短的。「歡喜

地」亦是相當長，那些長短不一定，看看你是否很勤力？不過「歡喜地」已經是很好

的了，登了「歡喜地」時，三惡道必然沒有你的份兒。有人說是不會退轉的了，有人

說會退轉一下，退一退便立刻起來。吳美英，…，是不是？「勝解行地」。

第三個別境心所就是念，念即是記憶，memory。念，第三行，好了，我現在講

了。譬如你昨日…，譬如你，不用昨日了，譬如十年前，你和你的兄弟打架，有這麼

的一回事。但在今日很空閒的時候，你偶然觸動起，回憶起來，就把你和兄弟打架的

那一幕，整幕能夠在你腦海中呈現出來的。這個作用就謂之記憶，是不是？佛家稱之

為念。念又如何？是否念就會把你以前的那一幕抽出來呢？不是的。念不是直接把你

的記憶抽出來的，因為你當時打架的時候，沒有一個念心所的嘛，是不是？你當時打

架有什麼？眼看著兄弟來打架，有一個眼識。耳聽著兄弟和你吵架，有一個耳識。拳

頭打過來，有一個身識。同時，和眼識、耳識、身識一齊起的有一個意識。當這幾個

識做了行為之後，立刻打進你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成為種子，一幕一幕情境之種

子。這種種子整天放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猶如那本電腦裏面的資料那樣。要靠什

麼？電腦的資料要靠你按的，這個按的力量就是什麼？那個念。念心所有力量，有一

種選擇力，它把你所需要的資料抽出來。不是純粹念來記憶你那些東西，念有力量把

你當時打架的那個意識，和當時打架的眼識、身識。眼識、身識不能再起的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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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的眼看不到，只是把你當時的意識而已。把你當時的意識，打架時候的那個意

識再打出來演練。因此，你便想起你當時打架的狀態。念心所即是等於你按電腦，那

些資料就是意識來的。它有力量把你過去意識的相分再抽出來，再抽出來之後，立刻

又再打入去。到了你十年再過十年的時候，一想起的時候，念心所又會找到它，又再

打出來。

如果你是一個阿羅漢，你會怎樣？幾百世之後，當入了定時，念心所起把你幾百

劫前兩兄弟打架的事找出來。這是什麼？宿命通。是不是？為何會有神通呢？不是他

的靈魂有什麼特別作用，簡直就如機械式那樣。就是這樣，他便能解釋到神通。現在

的所謂特異功能等等，全部都是這種東西。都可以解釋到。甚至於你以前，十世之

前，你的父親有五縷長鬚的，你的父親之形狀或外表，  你現在如果定力足夠，你可

以把十世之前你的父親之形狀在意識裏面，把當時意識的相分再現出來。這些就是念

心所的作用，明白嗎？不是它直接再現出來，而是它以前的意識再找出來。你看此

處，「念」，念心所是對一種特別的境界才起作用的，那種是什麼？曾習境，曾經習

慣的、曾經見過的境界，他就會起記憶。這種便是特別的境界了。對於那些曾經習見

過的境，它並不是直接把它找出來。它「令心、心所明記不忘，」能夠令到意識的

心、心所，令意識的心、心所的相分，很清楚地記憶它、再找出來不忘。這種作用，

這種力便是念心所之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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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佛家心理學解釋念到底是什麼？它比現在的西洋心理學家還清楚，西洋心理

學家那有如此清楚。它的影響，即它的 purpose又如何？「作定生起之所依止，為

業用。」「依止」即是依據。你念心所之作用是什麼？被我們利用呢？令我們會定

的。你的心…，定即是精神集中，即是 concentration。你想精神集中，最好利用念

心所。何解呢？譬如你前一個剎那想著一個月亮。用念心所，第二個剎那用念心所，

把你前一個剎那想著月亮的那個意識再找出來，又現一個月亮。第三個剎那又利用念

心所，又把你這個意識之月亮的相分又再現，又是…。

如此，你一直連續一百萬個剎那都是月亮、月亮、月亮那樣，其實你每一個剎那

月亮都現出來。每一個剎那念心所之作用，念心所每一個剎那都把前一個剎那的意識

之相分再抽出來，抽出來。這便是定了，你的心便集中了，不想其他東西。來到此

處，你知道為何教人念佛，目的不是讓你見佛，目的不是請佛保佑你，而是要你定。

這一剎那想著觀音菩薩，這一剎那剛過去，第二個剎那就利用念心所，把這一剎那想

著觀音菩薩的那個意識，那個相分再現出來。第三個剎那又現。如此你連續現，每一

個剎那都是念著觀音菩薩。如此精神便集中起來，不想其他東西，此謂之定。

其實當你想著觀音菩薩的時候，我想著一個觀音菩薩在此處，你以為真的是每一

個剎那都是那個觀音菩薩。不是的，每一剎那只現一個出來，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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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你試試想著月亮，觀音菩薩你還可以想著一整個，每剎那個個都差不多模

樣，你想月亮是想不到的。你想月亮吧，我想不到，忽然月亮是扁的，忽然第二剎那

月亮是長一點的，忽然又不知如何窄了的，你試試吧。為何如此？你以為是月亮在動

嗎？不是的，每一剎那月亮的樣子不同，是不是？這即是說每一剎那你的心不夠定

了，但如果夠定每一剎那都很圓淨的。

學密宗的人有一個法門名月輪三昧，想著前面一個月。其實是月便可以，不過他

就裝模作樣諸多造作，想一朵白色的八葉蓮花在天空處。那個天空一片藍色，深藍色

猶如八月十五晚上的天空，灰藍色，深灰藍色的天空。一朵白色的八葉蓮花，蓮花之

上距離一、兩寸，有一個圓圓的月輪。那個圓圓的月輪好像一隻大湯碗那麼大，整個

猶如鏡子般對著你。你歡喜說它是一個立體的球形亦可以，你歡喜說它是一餅平面也

可以。因為你又說立體又說平面，你這便是起分別了，不用的，總之它在面前。你想

著它，想到它每一剎那都是差不多相同模樣，此便謂之入了月輪三昧了。忽然又長，

忽然又短，忽然又高，忽然又低，你便是心不定了。你回去試試看，最好是月輪三

昧。臨睡最好，你想著一個月，月光光的月那模樣照著自己，不會發惡夢，會睡得很

甜。那些出家人臨睡應該想光明，現在的出家人「烏林林」（糊裡糊塗）什麼都不

懂，臨睡之前作光明想，出家人就是如此。臨睡之前避免你發惡夢，避免你胡思亂

想，臨睡的時候就想著一些光明的東西，照著你睡。想光明想什麼？你歡喜想月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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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歡喜想著一枝蠟燭照著你亦可以，歡喜想著觀音菩薩的光明對著你亦可以。其

目的在那裏？那些迷信之徒以為這樣便有觀音菩薩來到加被你了，那些是低級人，你

明白不？實在的目的是什麼？concentration，讓你精神集中。然則，我想著觀音菩

薩，他就不會加被我的了？亦有，有加被你，是不是？其實所謂加被者，只是你自己

的心加被你而已。是不是？你自己加被自己。

你以為真的自己的心以外有一個觀音菩薩加被你嗎？ 這些便是「戇居」（傻呼

呼）的，現在學佛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戇居」的。你不信便不要信，其實鍾先生幾十

年前也是「戇居居」的，現在他不「戇居」了；費先生也是。你懂唯識、懂般若便不

會「戇居」了。不懂唯識、不懂般若信佛現在十有九九是「戇居」，迷信、「戇

居」。其實都有加被力，但加被力講來講去又是你加被的。如果外面有一個佛來加被

你，此謂之「心外有法」，明白不？「心外有法」是和佛家有所抵觸的；「心外無

法」嘛，是不是？好了，念心所是如此厲害的。念可以令到你的定依念而起，主要就

是這樣。所以你念佛的作用，固然亦可以生極樂世界，但最主要是什麼？念著它便一

心不亂。你整天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來念去這幾句聲音，心便不會亂，是不

是？這便是定，一心不亂謂之定。「…為業用。念即世俗所云記憶。曾習境者，謂前

六識過去所曾（經）緣（緣即是認識）之境。過去前六識心、心所取境時（取即是了

解，了解境界的時候。）」

8



當了解的時候，熏發習氣。熏者猶如打入電腦一樣，把資料打進去謂之熏；發、

熏了之後便發生新資料；熏發了習氣。習氣即是種子打進去謂之習氣。「熏發習氣於

賴耶中（賴耶即是你的生命，你的第八識）；  由憶念力，喚起舊習（把你舊的習氣

喚起），令第六意識心、心所，於曾習境（能夠）明記不忘（能夠再現出那些相

分。」如此便為定生…。如此便明記不忘，解釋了上半部。何謂「為定生起所依者

（呢？），謂前後剎那相續憶念同一類（的）境（記住，只是同一類，並不是即是那

幅）， （令）心（專注）不流散（這便是念的自性，念的本質），便能引定令生

（引生那種定心所，令定心所生起）。」如此，你現在了解你不一定要念佛才行，念

來念去念著一隻杯也可以生定。但你念一隻杯就沒有加被力，是不是？念佛就有加被

力。你說加被來加被去，都是你的心加被，但你亦可說是他加被你的。他亦有一個心

嘛，佛有一個心嘛。佛的第八阿賴耶識就變起他那個世界和變起他那個報身。佛的前

五識起作業，作業又如何？有時會令你見到他，他的化身。見不到他的時候，他有一

種加被力，猶如一種電波打在你處，你就接到他的電波，你的阿賴耶識裏面。

譬如你…，有些人沒有兒子，他又求子。有些人求到，有些人就求不到。譬如他

的阿賴耶識裏面都還有多少生子的種子，很弱，你整天求子，整天向他求：「觀音菩

薩，觀音菩薩，給我一個兒子，給我一個兒子。」如果他是這樣呢，其實是你的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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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你，你的業力是還可以生子的，不過弱了一點。如此你便增強了你的業力，可以生

子，你便變了…。你整天求他，即是你的電波發給他，他就加被你。加被你什麼？刺

激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有兒子的那些種子，你的阿賴耶識受到他的刺激，自己起一個有

兒子的作用。是不是？不是說心外有法，他加被你，生子是你阿賴耶識自己的（問

題），但受他的影響。如此，這個（道理）便明白了，是不是？所以你這些學密宗、

念佛，一讀唯識就很清楚，是不是？第四個心所，第四個別境心所名三摩地，是音

譯，sam dhiā 這個字是梵文。三摩地舊譯譯作三昧，整個意義譯作等持。「等」即

是連續，「等」字作連續解；「持」即是拿著，控制著。連續每一剎那，每一剎那都

控制著你的心，令你的心很服從，不跑到其他地方，此謂之三摩地，等持。

有些人把它譯作定，其實「等持」兩個字應該好一點，譯作定是沒有那麼好的。

不過一般習慣了，是不是？中國人歡喜簡單一個字的，此亦無所謂了。何謂定呢？

「於所觀察境（這種便是特別境了，你不觀察便不起定。於你所觀察之境），前後剎

那平等（平等即是連續）持心（控制著你的心），令心專注不散，（這種令心專注不

散的力，的作用，便是三摩地，定的本質）為自性（本質）；（它的 purpose呢？

它的作用呢？其效用、業用為何？）作智生起之所依止（念的心所一定，那些智慧便

會生起了。所以你多匆匆忙忙、緊張，你的智慧是不起的，你做事便很多錯誤了。你

希望做事不錯，一定要淡淡定定。淡定即是定，是不是？你一味匆忙，必然很多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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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所以諸葛亮家中那對對聯，諸葛亮有句格言，他說：「淡薄以明志」。一個人不

要太過事事都很緊張，又不要太過虛浮，不要太過虛榮。「淡薄」，這個「淡薄」又

可以有人寫這個「淡泊」的，不讀作「柏」，讀「搏」音。「淡薄以明志」，我們的

心…，一個人「淡泊」令到我們的心志清明。「寧靜而致遠」，「寧靜」便是定。時

時都很安寧，時時都很安，很靜。

如此便可以「遠」，「遠」者即是久遠，在空間上很遠的，持戒上可以很長遠

的，我們都可以打算得到，最重要是「寧靜」。諸葛亮的格言。定可以令智生起，所

以你想生起智慧，就一定要修定。但你的心想定又如何？你的生活就要如何？不要太

過匆忙，要如何？守戒。所以由戒，戒作為手段，目的就是想生定。定作為手段，目

的就是生智慧。「五、慧（慧又是所觀境，特別的境界），於所觀察境，（能夠怎

樣？）簡擇其是非」，何謂簡擇是非？此處簡擇作判斷解。判斷，即英文的 judge，

判斷。為何要判斷和簡擇呢？譬如你說對不對那樣，不就是兩個嗎？一個是對，一個

是不對。你簡擇它對或不對來到加於它身上，所以謂之簡擇，此處簡擇作判斷解。對

於事情的是非，能夠判斷。「分別其善惡」，這件事或行為是善或惡，我們能夠分

別。這種作用，這種簡擇和分別的作用，便是慧之自性。慧一起便不會懷疑，以「斷

疑為（其）業用。此（這個慧是）就慧中之殊勝者（來講而已），說有斷疑之用；

（並）非一切慧皆能斷疑（那些低級的慧不只不斷疑，還令你多一點疑的）；思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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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即我們思考道理的時候），雖未斷疑，亦有慧故。

又此心所中（這個慧心所），有與癡相應者（癡即是無明；慧和癡一齊起，相

應，那種慧便是染污，便）「是染污性，不惟（只）不能如理簡擇，（又不能夠）如

理分別（如理即是合理地，分別），反為顛倒推求，起顛倒見（慧心所和無明心所一

齊起，便變了一種惡慧，起顛倒見）。諸論即於此染慧及癡俱起之分位上，立為（謂

之）惡見。」謂之惡見，惡見即是慧和癡一齊起的。惡見「亦名不正見」。五個別境

心所，四種特別境界。欲是在所希望之境，特別境。勝解是在那處？決定之境，決定

無疑之境起勝解。對於過去的，曾經見過之境，就起一個念。對於所觀察之境，想令

心集中，就起一個三摩地或定。又對於所觀察之境，想判斷其是非，就起一個慧，這

個特別之境。這五個別境心所是有種子的，是實的。即是說我們現在講和以前講了十

個心所，五個徧行、五個別境都是實的。如此，第二類心所我們已經讀了。有沒有問

題？心所是很重要的，而且最枯燥，但最重要。現在人們在搞佛經搞得不好的，很主

要的就是什麼？心所搞不通。這個是佛家的心理學之一，是不是？西方的心理學真的

很笑話，我們讀過唯識之後，那些西方的心理學…。西方的心理學最早的是希臘，希

臘的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他相信人是有一個靈魂的，那個靈魂裏面有三樣東西。

第一、有一個什麼？智慧力，即是什麼？understanding，了解力，此謂之智。第二

謂之情，emotion，情感。第三是意志，volition或will；我要這樣，我要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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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只有三樣東西，靈魂的內容只分為三樣東西。一個靈魂裏面有三樣東西，

即是說一個湯碗裏面有芝麻糊、有綠豆沙、有杏仁茶，三者混合；靈魂就是這樣的。

阿里士多德只是如此而已。後來的人講心理學，到了近代。近代心理學之中有一派名

結構心理學，又名構造心理學。為何名為構造心理學？專研究心理結構的。就認為人

的心理，人的意識裏面有三樣東西。第一謂理智，即是 understanding；第二謂情

感，即是 emotion；第三謂意志，volition；三樣東西。其實是跟著阿里士多德，跟

著二千多年前的阿里士多德走，那一派名結構心理學。這派結構心理學在中世紀以

來，一路到二十世紀初，都是很有勢力的。到…到了近代，到了二十世紀初，改變

了。二十世紀這個世紀最厲害，什麼都變。有兩個人把這個所謂結構心理學推翻，幾

乎給他們完全推翻。不過現在又不信了，現在又再信它了。一個是美國人屈臣（華

生），Watson，屈臣氏那個；華生，美國的（John B.）Watson。你讀過教育的，

是不是？你有沒有讀過屈臣的行為主義的心理學？沒有。沒有學過心理學？

同學：「沒有學過這個。」

教授：「教育心理學，如果那些師範出身的，必定學的。你不是師範的。」那個恆道

什麼講一些心理學或什麼的，她又說心理學畢業。我和她談這些，談及這類

內容時，她都「烏 sir sir」（糊裡糊塗）的，都不懂的。好像對於這類內容，

13



我還比她懂得。所以現在的人只是一把虛聲，沒有實際的。一個是屈臣，是

美國人。另外一個俄國人，名 Petrovich Pavlov，巴甫洛夫。這個人最有名

氣，你查辭典就查巴甫洛夫，Pavlov。這個人最厲害。他就說：「沒有的，

沒有靈魂的。」第一、要推翻阿里士多德的靈魂；第二、意識也是沒有的。

意識只是靈魂二字改了一個名字為 consciousness而已，本來就是 soul，他

硬把 soul改作 consciousness而已。沒有的，沒有靈魂的。靈魂既然沒有，

靈魂裏面的三個成份也是沒有的。

不過，然則有什麼？有是有的，行為。什麼都是行為，behaviour行為而已。行

為是怎樣來的？行為者，裏面的內容不是所謂意志、感情，不是。行為的內容包括兩

樣東西，一是刺激，二是反應；有刺激就有反應。為何我們會…？譬如有一個人，他

會哭。為何他會哭？刺激，受了刺激，看是什麼刺激？例如別人放催淚彈，別人隔鄰

警察捉賊放催淚彈，放的催淚氣跑了過來你處，令你的眼不舒服，這是刺激了。刺激

你眼裏面的那些 glands，那些內分泌，那些東西。內分泌那些…分泌那些東西，內

分泌那些東西。你就去韓國講心理，他呢？沒有意識，亦沒有所謂感情，亦沒有所謂

理智。理智又如何？我們受了刺激的大腦細胞活動，這種大腦細胞活動，神經細胞活

動 的 現 象 謂 之 理 智 ； 謂 之 智 慧 ， 謂 之 理 智 ， 謂 之 reasoning 或 謂 之

understanding。我們受了刺激，我們的 glands，即是那些分泌腺就分泌一些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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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出來。酸，便刺激到流眼淚。流眼淚者，所謂悲…。為何你的心酸？人們說心很

酸，心酸，為何會心酸？真是酸的。

我們的內分泌腺裏面，受了刺激分泌一些酸汁出來便覺得酸。情感這一刻很勇

猛，賀爾蒙多一點便勇猛。你看那隻雞公多勇猛，是不是？男性賀爾蒙是勇猛的嘛，

是不是？一個人膽子不大，你為他注射男性賀爾蒙，他便膽子大了。全部都是什麼？

刺激，受刺激就起反應，反應即是 reflex，起一個反應。不斷刺激便不斷反應，此謂

之行為。所謂心理者，就是刺激和反應。他再把我們人類來到降級。有一日…。我們

中國人以前相信人為萬物之靈，控制一切。天主教、基督教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雞

鴨並沒有靈魂的。因為人是最貴的，人是上帝作出來的，所以他有靈魂。那些牛、豬

等是上帝造出來讓人吃的，被人用的。不是的，人不過是什麼？人是猴子變的，那些

人猿變的，好像猩猩那些人猿變的。人猿再前是那些「四腳爬爬」兩棲類。兩棲類之

前一路上溯，就是地球初成時那些泥漿裏面的 amoeba， 阿米巴蟲變的而已。一路

上是動物在演變而已，既不是上帝造，亦沒有靈魂。這與佛家是有很多相同的，對沒

有靈魂這說法是與佛家相同。它只有刺激和反應，人既然只是動物之一種，不過高級

一點而已。

所以我們研究人的心理學，研究動物便可以；動物如是，人便如是，於是找狗作

實驗。找狗作實驗，他就發明了一條心理學的原理，名交替反應，又名交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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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Pavlov's rule。他如此巧合，Pavlov和Watson並不是好友，各人同時弄出同

一套理論，他就如何呢？交替反射，reflex這個字就譯作反射，又譯作反應；又譯作

制約反應。所以我們中文有些是很矛盾的，忽然看這本書又說是制約反應；忽然看那

本書就沒有制約反應，就有交替反射。除非它補充上英文注解在下面，這樣我便能理

解，即是英文的 conditioned reflex而已。名為制約，這個譯得太文雅了。交替，你

來我去謂之交替。制約就更加那個，conditioned嘛，是不是？conditioned嘛，

「制」即控制；「約」即約束嘛。把 conditioned這個字譯作制約，如此就譯作制

約反應。這個字就是沒有意思的，是不是？conditioned reflex…。「ex」，有些寫

「x」又可以，有些寫「t」又可以的。如果寫「x」便不要「t」了，是不是？reflex

嘛，制約反應。又可以你譯作條…

…所以看中文書就是有此處難。所以有些人，懂一點英文的人說：「唏，看中文

書真是麻煩，不如索性看英文還較容易。」

同學：「大陸稱之為條件反射。」

教授：「嗄？什麼？」

同學：「大陸的書稱之為條件反射。」

教授：「稱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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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條件反射。」

教授：「條件，又是的，conditioned又譯作條件嘛。條件反應，真的，真的。」

同學：「他們譯為條件反射。」

教授：「其實譯為條件並不是那麼好的。condition是可以譯作條件，condition加

上「ed」就不能譯作條件的了，是不是？條件是 noun來的嘛，加上「ed」

便是 adjective，所以大陸那個不怎麼好。應該譯作…。

要不這樣，譯作條件的反應就可以，但條件都不怎麼好了。不如制約二字更好一

點，「制」即控制；「約」即是約束。他又如何呢？找一隻狗或找一隻貓，他怎樣

呢？他每天餵那隻狗，餵它的時候，每次餵狗就敲鐘「叮叮叮叮叮」那樣。那隻狗聽

到「叮叮叮叮叮」便受了刺激，是不是？但同時有東西吃，它的反應便是流口水，是

不是？想吃東西便流口水，它的胃出汁（分泌）。有刺激，兩種刺激，一種是被香味

刺激。第二種是什麼？「叮叮」聲的刺激。它的反應是什麼？胃出汁。兩種刺激，一

種反應，是不是？好了，第二天…。其實主要是什麼？給它東西吃的那種刺激和那些

胃出汁、流口水作為反應，只有此兩種而已。但他同時多做了一種「叮叮叮」地響，

換了它，即是把條件換了。

第二天都沒有東西給它吃，一味敲鐘，這個時候那隻狗同樣是猛流口水的。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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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為它習慣了那種刺激，就起流口水的反應。就交替了，即是也條件交換了，就

是這樣。用這方法來到控制它，令它起反應。人也是如此，人受教育，大學裏面教你

認識這麼多東西，這麼多科學。即是什麼？從小學生開始老師教你，同樣道理。而從

小學生教你的道理是什麼？等於那個餵狗什麼的。小則如餵狗，再進一步是什麼？教

狗伸手，和你握握手那樣；教猴子會做戲、戴帽，不就是一樣？都是交替反射。人學

習教育，學習科學都是和教猴子戴帽同樣的，都是交替反射而已。所以到了那兩個傢

伙出現，就寫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罵那些舊古董，罵那些舊的結構心理學「這些是狗

不懂」。以前我的一個老師，我學過這科目的，我選修了兩年。我在大學時選的，

第一是選普通心理學，第一年；第二年選了教育心理學；第三年我選了變態心理學。

所以變態心理，我很熟識變態心理。他們二人這樣來解釋，又說以前的結構心理學是

舊古董。風行一時，說他這些是什麼？他的可以在實驗室實驗的。

他說：「我們這些是實驗心理學，是科學心理學。你那些是狗不懂的心理學，要

不得的。」是這樣的，美國當時有一輪是這樣的，還吹到去中國。我的老師是郭任

遠，現在他衰落了，現在他靠老婆。在香港，潮州人郭任遠，中國第一名行為主義心

理學家，在中山大學教書。現在卻請也沒有人請他，舊了，他那一套理論舊了，現在

行為主義不再吃香了。現在歐洲，德國和法國有新的心理學出現，現在新的心理學我

們都不大認識的了。很多新的心理學，這個什麼？基斯塔心理學，一個什麼？全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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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心理學），即是比較舊一點的。我的老師郭任遠弄到沒有人聘請，在香港全靠

老婆在九龍醫院當護士養他。

我說：「弊了。」我又另外和人說：「郭老師現在『折墮』（造孽）了，以前就罵這

個誰？」他常常罵什麼的嘛，他罵宗教是民族的…。他信馬克思的，

他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民族的鴉片煙。最差是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

全部都要不得。回教更是野蠻，要滅絕才行。儒家呢？孔夫子已經是不行的

了，那些信有一個天的都不行了。』」這個人，別人說一個天字也不對。誰

知道十多二十年之後，那種行為主義的風氣過去，便沒有人請他教書了。中

文大學又不請他，香港大學又不請他，嫌他老，他已有七十多歲了。現在仍

未死，前年我仍見到他，我說：「郭老師，去飲茶，好不好？」他潮州人

嘛，「喂，去飲（音夕）潮州茶（音爹）吧。」

他說：「好的，好的。喂，我沒有帶錢。」

我說：「不用，我請你吧。」郭任遠。

好了，講回此處。我們佛家就如何？單是意識裏面，就有五個徧行心所。觸，觸

是它所沒有的；作意，作意只是 attention而已，它沒有，不打緊；受等於它的

volition（feeling）； 想等於它的 understanding？思，思等於 volition；想是等於

19



什麼？conception、perception。還有別境心所，有欲、有勝解、有念、有定、有

慧，這些都是實的。有假有實，所以講到心理學，微細精微，還是佛家的最好。好

了，第三類，善心所了。一講到「善」字，即是對己對人都要有利的，都要有等級

的，此謂之善。那件事對己對人都有利的，或是利多而害少的，這個等級。善有兩

種，記住，我的書沒有講的。你看書，你查字典你都查不「掂」（到）的。善有兩

種，一種是自性善，一種是相應善。自性善是什麼呢？自性即是本質，本質是善的謂

之自性善。第二種是相應善。  如果有一件東西，它本身無所謂善，無所謂不善。只

是因為有一件自性善的東西和它一齊起，影響到它也一起善，此謂之相應善。

好了，現在所講的這個善心所是自性善。凡有什麼東西和它一齊起的，受了它的

影響都變了善的，那些稱為相應善。譬如我們的意識起，意識起的時候，有一個自性

善的心所和它一齊起，就影響到意識都變了善，這個意識便是相應善。意識一善，前

五識，眼識、耳識…和意識一齊起的，又受了眼（意）識的影響，又變了善。有自性

善、相應善，這些便是自性善了。「第三類，善心所。此類心所，於自於他能為順益

（順者，令你條氣順的，很舒服的。益者，令你確不會有害，有益的。），（所以稱

之為善）故名為善。心王生時（那八個識便是心王，心王生時），若有此類心所與之

相應（而）俱起，則其心王亦是善性（如此，其心王是相應善了）。依（據）《顯揚

論》等，其數有十一（個）：」《顯揚論》是一本什麼的書呢？無著菩薩請彌勒佛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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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晚上為他講經說法，無著菩薩把彌勒所講的話紀錄起來，成為五部大論。五部大論

之中，一部是《瑜伽師地論》；第二部是《辯中邊論》；第三部是《分別瑜伽論》，

《分別瑜伽論》是中國沒有的，是教人打坐的。第三（四）部中國人傳說是《金剛般

若論》，西藏人傳說是《現觀莊嚴論》。四本了，還有一本是《大乘莊嚴論》，一

說。

第二說認為不是《大乘莊嚴論》，是《王法正理論》，教人治理國家的。總之是

五部，中國人的傳說和西藏人不同。《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很繁富，於是無著菩薩就

把一百卷的《瑜伽師地論》， 把它刪掉繁複的內容，把它的精華取出，即是做一個

summary，成為一套書名《顯揚聖教論》。這套書是唯識宗裏面一本最簡單扼要的

課本，而且又是什麼？我們修行打坐之一本很根本的書籍。這本《顯揚聖教論》，它

把我們的善心所分為十一個。你看看。「一、信（這個是宗教的，它把我們信仰的那

種信之情感，把它獨立了，說我們有一種信的心所。信心所是什麼呢？我們看看），

於（實、德、能）實（即是實事實理，真實的事情，真實的道理謂之實。對於真實的

事情，真實的道理，我們起一種嚮往的，羨慕、嚮往的感情。這種羨慕、嚮往的感情

謂之信）、德（對於那些聖人、賢人有道德，我們會信仰他、會仰慕他。德，對於有

德的人）、能（對於我們自己的能力，例如什麼？我們眾生，只要我們修行，一定會

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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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善因就會引生善的果，能夠引生善的果。這種能。），（對於實事實理、

對於德、對於能，都能夠什麼？深（深地）忍（忍者，即是什麼？有個深刻的印象，

忍。忍是 impression；一個 deep impression謂之忍。有一個深的忍）、樂（樂即

是愛好、高興、歡喜）、欲（想得到，想、希望。對於實、德、能這些好的東西，我

們有一個深的忍、深的樂、深的欲）。」這種情境便是信的自性，本質。但這個講法

不怎麼好的，它講不出信的本質是什麼，是不是？實、德、能只是信之境而已，信之

object而已。忍、樂、欲就不是信之本身。因為它忍，能夠忍，有一個深刻的印

象；又有樂，有愛好；又有欲然後才起信。所起的那種情緒，那種情感才謂之信，是

不是？它並沒有講出信。但信究竟是怎樣的？很難講得出。信其實是什麼？有一種作

用，有一種力量，令我們的心很澄清的一種力量，你一會兒便會明白。「復能清淨餘

心、心所」，信起的時候，它令其他的心、心所和它一齊起的，都受它影響變成清

淨。譬如你是信基督教的，你那種信令到你的心和信有關的都清淨。你是信佛的，你

令一切東西和佛有關的都清淨。令其餘的心、心所都受它影響而清淨的。這種力量就

是…，不是。深忍、樂、欲，它的自性清淨，它自己的本質固然清淨。它復能影響其

他的心、心所，令人也受它影響而清淨的；這種便是信的自性。

然則信的自性即是一種什麼？有力量，洗淨我們的心的這種力量謂之信。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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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它的業用又如何呢？「對治不信（有一種不信的心，我們的信一起，不信心便被

它對治了。對治不信）及樂求善法（它對於好的東西，它會喜了、歡喜了），為（這

便是它的）業用。」好了，我詳細講它。「此信心所，就其所依之處不同，分為三種

（即是它所對的目標，所依之處即是它所對的目標，它所對的 object不同，分為三

種）：（第）一、信有實（對於真實的事理我們相信，那個 object就是真實的事

理。信有實），謂於真實事、理（我們信），（真實事理我括弧內注了。）於真諦中

有實理（勝義諦裏面有實理，即真如理），於俗諦中亦假設種種事或理。（即是對於

二諦事理）深信其為有（相信這些道理是有，這些事實是有）而隨順忍可故（隨順，

我不反對謂之隨順；忍可即是認可，我自己取它為自己主張，確認它是如此。）。忍

者，印也，認也。」第一種是信有實。二、信有德（對於真正的德，即佛之德、羅漢

之德等等），起深信而生喜樂故。

三、信有能，謂（對）於一切世間及出世間善法，」我們都相信它， 相信我自

己能夠得到的，他人亦會得到的。而且我們亦都能成果的，我們起一種希望。希望即

欲，信會令你起欲的。就它的對象不同有三種。「言對治者，譬藥之對治疾病。」如

此，那種清淨的本質和能夠影響其他心、心所的那種，令他清淨的那種力就謂之信。

這個信你要回去體味一下才可以，是不是？這個信是最難解的。如果是結構心理學，

那個信是作為什麼？一半是感情，是不是？一半是什麼？理智。一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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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一半是 volition。（第）二、精進，（亦即所謂勇猛、勤力，）亦

名為勤，（這種所謂勤對）於斷除惡事及修行善事，（能夠）精勤策勵，（能夠）勇

悍（這種力就是精進的自性）為自性。（它的 purpose是什麼？）對治懈怠，（能

夠成滿，成即成就；滿即滿足）成滿善事，為（它的）業用。勇是勝進、策發之義。

悍是堅牢（不怕）、耐勞之義。」儒家所謂智、仁、勇…。很奇怪，阿里士多德是西

方聖人，阿里士多德說靈魂是理智、情感和意志三項。中國，我們儒家就如何？講我

們善的心是什麼？智、仁、勇。智就是理智；仁就是好的情感；勇亦是意

志，volition意志。

古代的聖人東西是很相似的。近代我們中國人研究哲學的，章太炎認為柏拉圖的

哲學和唯識最相似。實在是最相似。三個和唯識最相似的，一個是柏拉圖，一個是康

德，還有一個是誰？英國的 Berkeley巴克萊，和唯識很相似。近代有一個人，是美

國最紅的，美國這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現在美國來說是三個人，一個是

James詹姆士，很大套書的。《詹姆士全集》你去買，即是有那些《大藏經》一格

那麼多的， James。第二個是 Dewey 杜威，又是著作很多的。第三個是

Whitehead（懷海德），白頭的那個Whitehead，這個還 xxx，他更偉大，他的著

作又是一整格的。Whitehead有一個學生名羅素，羅素是他的學生。Whitehead認

為什麼？哲學就是柏拉圖，除了柏拉圖之外沒有哲學。他有一句話「哲學就是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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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柏拉圖就是哲學」，你看他多推崇柏拉圖呢。他用現在科學的見解，現在數學的

見解，來到解釋柏拉圖的哲學。不過可惜…。好像日本人曾經把Whitehead的全

集，中國人稱他懷海德，日本人翻譯了他的全集。《杜威全集》，日本人有《杜威全

集》、《詹姆士全集》、《懷海德全集》都有，中國沒有。現在有了，有一套，有一

點了，有《莎士比亞全集》大陸譯了出來，《莎士比亞全集》。《羅素全集》都沒有

一整套譯的。有一個人曾經想翻譯《阿里士多德全集》，好像是大陸人，大陸發動翻

譯《阿里士多德全集》。如果他的全集出版，你們有錢就不妨買下它放在此處。是

的，放在此處也是好的，對你的子女也會有些好處。你知嗎？日本國會有一批議員十

年前來香港，來香港參觀，到處看。香港政府就找一班人帶他四處看，又讓那班爵

士、那班紳襟輪流請他吃飯，那些有大屋的。有些日本人是很刻薄的，別人請完你吃

飯照例你便讚幾句吧。  他回到日本，那個朝日新聞，最大的報社，它的記者問：

「你到香港行走回來的觀感如何？」

他說：「那些食物很好吃，地方又很漂亮，人們建了很多屋，我們日本也不及他們。

即以人力改造自然，香港人真了不起。但有一極奇怪的事，和我們日本人相

差很遠了。」什麼奇怪事呢？

他說：「我們日本人，只要你是一個中等人家，在家庭中都有少少房間或少少角落作

藏書室的。我到了香港感覺得最特別的是那些所謂爵士、大富人，他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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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繁華，但沒有藏書室的，沒有書放著的。」你說多麼看不起香港人呢？

日本人，這個人尖酸刻薄。不過亦是值得別人批評的，你香港這班人都沒有

格。你不用多說，譬如李家的屋，也挺漂亮的了，但他也沒有一個書室。即

是這樣，以前何東的家也沒有一個書室。何東衛城道的家也沒有一個書室

嘛，它可讓人進去看的，沒有。

同學：「現在的人粗俗，何鴻燊就更加沒有。…」

教授：「日本人真的這樣，小小地方他都弄一個角落放書的。不過現在香港有些人已

經是這樣的了，在家中客廳放一套《百科全書》等等。都比較好一點。」

同學：「…」

教授：「嗄？都比較好一點。我去別人處坐，別人的書…。我最歡喜拿別人的書來

看，我必然看看他有沒有黑痕的。如果他的書沒有黑痕，他不是讀的，只是

放著而已。如果是讀的必然是有黑痕的，讀過的書必定有黑痕，後面一定有

黑痕的。我有一個世伯更差勁，姓張的，很富有的，名拱篷張。廣州的拱篷

張，很大家庭很富有的。他好讀書，整間屋一柜一柜書。你猜他做什麼？他

請了一個京師大學畢業生，你認識不認識拱篷張那些人？  旗下人來的，拱篷

張。拱篷張是很有名氣的，家中藏書很多。他請一個人為他圈書的，用一個

雲石墨硯，放些白芨，藥材鋪研些白芨，用一些好朱砂磨放些白芨。用筆，

吩咐人把那些詞句，一句一句圈著。為何要圈著它呢？讓別人看書時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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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這個人把這些書都全讀過了，把書圈著。』原來他付工資聘人為他打

圈的，拱篷張嘛。奇怪。所以我常常和我太太吵架，我家中的書這處放一

本，（那處放一本）。她說我『丟架』（丟臉）。我說『丟架』？我說是

『架勢』（威風、堂皇），這些是我『架勢堂』。你在香港有多少地方？把

書這樣地放？別人要看的嘛。」

同學：「讀書人是這樣的。」

教授：「是的，這些才是『架勢』。說是『丟架』，真的是！…我說妳都不夠文

化。」

同學：「我去過 Eric處，我的甥子在…大學教書，他自己一個人住， 又沒有結婚，

他帶我到他家看看。嘩，我看…通地都是書書籍籍。…」

教授：「但又有些，上海有些藝術家，又有一種這樣的人。」

同學：「為何你又不找個書架放好它呢？費事麻煩。有些人是這樣的。」

教授：「去到梁啟超的家便是這樣的了。在北京、天津梁啟超的家便是這樣的。但又

有些人是這樣的，裝模作樣，故意在客廳處把書打開亂放的。又有這樣的

人，即是表示我有文化，我家是如此的。亦有個人，總之這個世界很巧合。

你總之看見那些書打開，都是打開著很新的模樣，這種人都不是讀的。越殘

越舊那些，由新書被他讀到舊那些，那些才是真正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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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們看回此處。信、精進，兩個都是有種子的、實的。第三是慚、第四是

愧。中國人只有「羞恥」二字，佛家則不然，慚和愧是不同的。慚是自己的良心，自

己的自覺。即是我現在讀聖賢書，不要做壞事，這種自覺就謂之慚。愧是懼怕被別人

取笑，「不好意思」（難為情）的那種心理謂之愧。我們看了。「依尊貴自身（即是

尊重我們自己，自我尊重）及聞正法（或依據他聽聞的正法）而發生之那種（影響

力）增上力（即影響力），（令到他如何呢？）崇敬賢德（崇重賢士，崇重那些有賢

德的人）、尊重善法（道理，那些善的道理。這種崇重賢人、尊重善法，這種情緒、

情感就是慚之本質。一種自覺）為自性；（它的影響力是）對治無慚（有些人面皮

厚，無慚的，它能夠對付無慚）及止息惡行（停止；止息即是 stop；停止那些惡行

就是它的業用），為業用。增上力者，謂有殊勝威力，能扶助他法或阻抑他法（的這

種力量謂之增上力，即影響力）也。善法者，謂正理及正義等是。如說，『我如是

身，解如是法（能夠了解這些東西），敢作不合理、（不）正義之事耶？」譬如這種

心便是慚了。

「愧、依世間（世間即是世人，世間所謂清議，別人的批評謂之清議。依世間）

訶責暴人及厭棄惡法之增上力，輕（藐）惡人而不親（近），拒（絕）惡事而不作

（此種不親惡人，不作惡事，這種愧心便謂之愧）為自性；對治無愧及止息惡行是它

的業用），為業用。」慚和愧都是有種子的。「五、無貪」，這個「無」字並不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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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意思，這個「無」字即是有一種力量可以抗拒。這個「無」字和英文的「anti」

那個字即是抗拒。無貪，我們內心有一種抗拒貪心之力，這種力謂之無貪。「於諸順

境（境者，包括眾生和事物和見解等這些境。這些順境，即是令到你舒服的境）無著

（不要被它束縛著、不要黏著。這種不為順境所黏著的，能夠自由自在的，這種便是

無貪之本質），為自性。」譬如你見到錢，快快地整個人都不同了，就被那些錢困著

你了。你不會這樣的——無貪。「對治貪著及能作眾善，為業用。著者黏著、泥著

之意（何謂黏著？譬如那處有些膠，我們把東西一黏便黏附著，便是黏著。泥著者，

泥（音利）即是泥（音黎），好像我們騎馬，那隻馬一腳踏進泥內，它都不能把腳拔

起，不能自拔的，此謂之泥（音利）著。）；人心滯著於境，如物之為膠所黏著，如

馬足之為泥塗所泥著也。

此無貪非表無有貪心之消極名詞；乃表（示）人心中有一種勢用，（勢用即是

power。中文所謂勢用二字即是英文的 power或 energy。）能順應於境，而無留滯，

且有制治貪著令不得起之功用。下無瞋、無癡二名準此。」好了，再講「六、無瞋，亦

名慈」，基督教所謂博愛便是這個，這個無瞋，佛家稱作無瞋；又名大慈大悲的慈。儒

家稱之為仁，是差不多了。仁，仁慈。它為何稱作無瞋？不是沒有了瞋心的意思，它能

夠抗拒憎恨心的。「於違逆境（即是不舒適的境）無恚（不嬲怒。這種能夠不嬲怒，很

慈祥的便是無瞋的本質），為自性。」「對治瞋恚及能作眾善，為業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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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無癡（無癡即是好像很清明的），於諸理、事（能夠）明解（，這種明解的力，對

於事理能夠明解的力，便是無癡），為自性。」「對治愚痴，能作眾善（，為業

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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