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治愚癡。這三個傢伙，無貪、無瞋、無癡，它們都有一個效用是能夠作善

的。我們世人之所以能夠作善，就是因為我們有這三個東西。所以這三個東西稱作善

根，三善根。譬如我說：「他這個人都有一點善根。」就是這種東西，有這樣的一種

東西的。「以上三種心所，生善之功用殊勝，一切善法皆以此三為根本而得生，故名

三善根。」這三個都是有種子的、實的。我們先看看第八個。「八、輕安（輕是輕

快；安是安穩。），（那種輕安一起，能夠）令（我們的）身、（我們的）心（靈

都）遠離麤重（都好像沒有麤重，很輕靈的模樣），（令我們）適悅安樂，（它對）

於善法堪任修持 （真正輕安起，我們修行善法，尤其是修行止觀特別好的。這種力

量）為自性。」現在修行的人無知，就稱之為氣，說：「那些氣起。」其實是身輕安

起；所謂氣多數是指身輕安。身輕安一起，你有什麼外感等等，你的輕安走遍全身，

令你出一身汗，有時是會好轉的。

「…為自性。對治惛沉（輕安一起不會惛沉），轉捨（能夠轉變了、捨棄了其麤

濁的、）染濁（的）身心，轉得清淨身心，為（是它的）業用。」留意此處，「此心

所唯與定心俱起（相應），」入了定才有的，出了定便沒有的了。初禪、二禪、三

禪、四禪稱作定心，入了定才有的。「麤重者，謂（即是）一切染污法；即不善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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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覆無記法謂之染污法；此能令人身心麤重故（即是這些染污法能夠令人身心麤

重）。遠離者，（即是說）麤重不起也。」所以你學修定能夠輕安一起，你便很輕靈

的了。如果你肯修，日日修，每日修一次約五十分鐘，修得一個月左右，你便有微微

輕安起。有些四、五個月輕安便會走遍全身。如果一日有兩次，一個多星期你的輕安

便起的了。一入了輕安，有了輕安起，你便是入了色界的境界。欲界是沒有輕安的，

輕安一起，你的境界便是色界。這八個都是實的，有種子的。其餘，休息一會兒，就

講剩了那三個沒有種子的，假的。好了，先休息一下。

以上講了八個善心所，所謂自性善，那一個心王、那一個心所和它相應，都受它

影響變為善，此謂之相應善。以上的八個是有種子的，稱為真實心所。下面有三個是

假的，即沒有它自己的種子。在別人身上另外某一個角度取一個特別名稱而已，所以

是假的。我們看看，第「九、不放逸」。不放逸，如何不放？「放」字即放過；

「逸」是走掉。何謂放過又走掉呢？見到好、見到善的，我們不要放過。你又放過，

有善的東西有把捉的機會，你又把捉不到，走掉了。這便是逸，是不是？即是見善不

能行，見惡又不能除，此謂之放逸。所以我們現在常常…，文字上放逸和懈怠常常混

亂，懈怠只是懶惰而已，是不是？不放逸，即是有這個心所起便沒有放逸的。不放逸

這個心所，為何說它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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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一齊起，或兩個一齊起，或一個起，都有這種作用，都有見善能夠把捉，

見惡能夠除的作用，所以假立一個名稱為不放逸。「即精進及無貪、無瞋、無癡（這

四個心所。四個東西謂之）四法，（有此四法）於所應斷的惡法（它所斬斷的惡

法），能（夠）防（止）令（它）不起，於所應（該）修的善法，能（夠）修令

（它）增長（令它增加、長大）之功用。」這種功用便謂之不放逸，其實只是那四個

心所的功用而已。「又此心所既是精進等四法上之功用，故是分位假法（分位即是

occasion；即是一種特殊的 occasion 之假情境而已），非別有自體（沒有它自己的

本質。自體即是本質，即是自性，即是沒有自己的種子。）」，不放逸。第「十、行

捨」。何謂行捨？「捨」，現在很多人把「捨」字弄錯為施捨的意思。這個不是的。

這個「捨」又如何？你看看，「精進、無貪、無瞋、無癡四法」這四個心所。這四個

心所或許四個一齊起，或是三個起，或是兩個起，或是一個起的時候，都有這個功

用。有何功用？「令心不流於掉舉」，令到我們的心不會掉舉。

掉舉者，那個心突然起，又想這個，又想那個，不想著東西不行那樣子，此謂之

掉舉。「掉」是突然；「舉」即是舉起；突然舉起——掉舉。這四個心所都有此功

力，令到心不流於掉舉，「（又）不陷於惛沉」，如此心便會很平靜。平靜有幾個階

段。「始而平等」，最初…，平等即是平衡。惛沉、掉舉謂之不平等。惛沉就傾向一

邊，掉舉就傾向另一邊了，便不得平衡；名不平衡，不平等。離開惛沉，離開掉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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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之平等，「名平等」。最初心很平等，當我們都很平等的時候，我們要很著力，吃

力的。「繼而正直」。再進一步，所有一切染污的東西都沒有了，很靜，仍然是吃力

的。「後而無功用住」，無功用者，即是什麼？毫不吃力，不須提防，不須檢點，自

然他能夠心很平衡。那種功用，能夠令心這樣的那種功用，謂之「捨」。

「捨」，有一個人…；這個「捨」，有一個神父研究佛經，研究得很好的。此人

名邁格文，此人不知是在 Cambridge 或 Oxford當過教授的，他寫了一本書。此處

有沒有？如果沒有的話，不妨買一本，《佛家哲學通論》。他把「捨」譯作什麼？譯

作不動心。即是這個不動心很平靜。不動心不容易（做到）的，我們中國儒家的孟子

教人不動心。孟夫子怎樣講呢？他說：「我四十不動心。」他說：「我自十多歲開始

便學習（儒家），一路修養。要修養到四十歲，我然後才做到心不動。」何謂不動心

呢？大概所謂不動心就是「富貴不能淫」，有富貴當前讓你取，縱使你取得富貴…。

取得富貴就最容易淫的了，淫者淫亂，事事都太過。譬如你有了權力，你是權貴了，

你便會如何？隨便濫用權力，濫用權力便謂之淫，過太便謂之淫嘛；不一定是搞男女

關係才是淫，做事過太便是淫；有錢，無限制揮霍又是淫；飲食，一味好東西才吃，

常常糟蹋食物又是淫；女色，總是追求女色無厭又是淫；行樂，毫無止境日又娛樂，

夜又娛樂又是淫。「富貴不能淫」，雖然富貴你都不會至於淫。「貧賤不能移」，一

個人又貧又賤是最容易變心的。你窮，別人問你：「你替我帶白粉，我給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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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你的心便會動了。貧賤都不會移，不做這種事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對你威迫利誘，你不怕，「死就死吧！」。

那些稱作什麼？心堅定，謂之不動心。孟子就說：「我四十歲就不動心。」這種

不動心的狀態，那個神父譯作不動心；佛經謂之捨。為何稱作行捨？捨有兩種。我們

的受，色、受、想、行、識的受蘊，有苦受、有樂受、有捨受，是不是？苦的時候我

們謂之苦受；我們覺得快樂的時候謂之樂受；我們又既不覺苦又不覺得快樂的時候，

很平靜謂之捨受。即是捨棄苦、樂兩邊的，謂之捨受，捨受是受蘊中的捨。現在這個

捨就不是受蘊的捨，是行蘊，五蘊裏面屬行蘊的捨，即心平靜的意思，所以稱作行

捨。行捨有三個階段的，「始而平等」，心很平衡，即是時時用我們的意志力控制著

我們的心，令我們的心不會亂貪慕，又不會亂發脾氣，很平衡。要吃力的便謂之什

麼？謂之「平等」，即是心平衡。再進一步，修養好一點的便是「正直」。不只平

衡，不用很吃力，稍為提點一下就自然心很平衡的了，此謂之「正直」。再進一步，

修養到家的，「無功用」，不用留意的，自然心就平衡的。即是好像我們什麼？

譬如你學打 tennis，別人的球來到，你拍也拍不到的。拍到立刻掉在地上，很留

意也拍不到的；除非你認真留意才拍得到的。就稱作什麼？「平等」。「正直」又如

何？稍為留意別人的球飛來，你便能拍回去的。留意一下便可以，這便是「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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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功用」又如何？簡直是若無其事那模樣，球來到手便自然會去的了。這便稱作

「無功用」，不需加工。我們學游泳亦是，最初要數一二三四的，作什麼？「平

衡」、「平等」嘛。第二步是「正直」，都不用數了，只要留意一下便扒得到。第三

步又如何？都不用的，下了水便自然扒的了。捨的狀況有三種，最難得是做到「無功

用」。這三種情境…。「此心所亦依精進等四法之分位假立，無別（自）體（沒有自

己本質的）。為欲別於受蘊中的捨受，故（所以）名行捨；即行蘊中之捨。」大慈大

悲大喜大捨，是這個捨。你不要以為入廟的時候拿些錢出來的那種捨，那些人便說：

「捨了，慈悲喜捨。」你拿些錢來捨，慈悲喜捨的捨並不是這個意思。

好了，第十一個是不害。不害；「害」即是殘忍；對眾生都有惻隱之心，不殘忍

的。這個是什麼？這個便是悲，即是儒家所謂惻隱之心。其實所謂惻隱之心即是現在

所謂什麼？同情心，sympathy，同情心，別人痛苦自己同情。此即是慈而已，即是

無瞋，即是仁慈而已。只不過仁慈對於那些有苦的人的時候，從那個角度來看，就稱

之為悲。所以現在的人解釋，就說「慈」者即是慈祥，能夠令人快樂的。「慈」就是

給別人予樂，「悲」就是拔人的苦，其實根本「悲」就「慈」的一部份而已。「悲」

在學術上並不稱作悲，名為「不害」。「慈」的學術名稱是「無瞋」。「亦名悲，即

無瞋上於諸眾生不為侵損迫惱之功用。此亦依無瞋之分位（上）假立，無別體。」這

即是說這三個是假的，不放逸、行捨、不害這三個是假的。十一個善心所，其實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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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是有種子的。下面所述是我的意見，別處所無的，這是我的意見。

「以上十一個善心所中，信等八個有自體，不放逸等三個是分位假。《顯揚論》

等所說善心所之名數如此（十一個）。不放逸等三既無別體，（我大膽）今廢之（廢

除了它們，不要它們），存餘八種（剩下八個）。如下表：」善心所只得八個。如此

便講了善心所，也把那幾個煩惱說說吧。第四類是煩惱心所。「煩」即是煩躁，

「惱」即是惱亂。這些心所一起，便令我們的身體和心靈，都會覺得煩躁而又惱亂

的，所以這些心所稱作煩惱。我們看看，「第四類，煩惱心所。能煩擾惱亂眾生身

心，令（他）沉溺生死，不得解脫，故（所以）名煩惱。以其（以者因也，因為它）

能（夠）引生後（面）一類隨煩惱心所故（後面有一些名為隨煩惱心所， 它能夠引

起隨煩惱心所。所以這些煩惱心所加上二字）亦名根本煩惱。其數有六（個）：」根

本煩惱有六個，第一個是貪，和無貪剛剛相反。「貪，亦名愛」。現在一般人講愛是

好的，但佛家認為愛是不好的。和一般人的解法不同，一般人所謂愛是把仁慈也包括

在內，而佛家所謂愛是貪之別名。

「於諸順境染著（猶如染色地被染著，如有東西被它困著。著，猶如馬腳被泥黏

著那模樣。於諸順境染著，這種染著便是它的）為自性（它的本質）；能（夠）障

（礙）無貪（，它起的時候，無貪便不能起，障礙無貪）及生眾苦（因為貪是能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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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便是它的）為業用。由愛染故，淪溺生死；故言生苦。」「二、瞋，於違逆境

增恚（嬲怒），為自性，能障（礙）無瞋，及為不安穩性惡行（即是那種躁暴的行

為，謂之不安穩性惡行。）之所依（依之而起），為（便是它的）業用。」「三、

癡，亦名無明，又名無知（人們譯作 ignorance），於諸事（事情）理（道理）迷闇

（不明白），（這種不明白猶如一股衝動，盲目的衝動。一股衝動盲目的便謂之癡）

為自性。能障無癡，及為一切雜染所依（雜染即是有漏的別名），為業用。

癡是一種迷闇的衝動（留意這一句，一種迷闇的衝動）；有漏（的）人生，由此

引致（由癡引致）；由有癡故，（引）起（其）餘煩惱及隨煩惱，由煩惱故作業（作

那些有漏業），由業故招後（一段）生（死）；此煩惱、業、生（煩惱、業和生死，

此三種），名三種雜染。」這個貪、瞋、癡，在煩惱中最厲害，尤其癡最厲害。有些

人這樣解，其實煩惱只得一個癡而已，貪和瞋都只是癡之變相而已。如果他不癡，則

不會有貪；不癡亦不會有瞋的，所以貪和瞋都只是由癡轉化出來的。這種見解是誰

的？台灣的印順法師。有一次印順法師來香港，我們法相學會請他演講。演講完後食

齋，食齋的時候我和他談起，印順法師是這樣講的，其實煩惱都只是癡而已，其他都

是由癡轉化的。他還這樣講，好像孔老夫子儒家，儒家講道德，又有忠、孝、仁、

愛，仁、義、禮、智、信等，其實只得一個仁而已，印順法師是這樣看的。何解？因

為你有一個仁慈的心，這個是總根源。有了一個仁慈的心，把仁慈的心來對待父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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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孝；把仁慈的心來對待子女便謂之慈；把仁慈的心來對待朋友便謂之信，其實都

是仁慈。所以儒家講道德，講來講去只得一個仁。

我們不可以說他不對。他說佛家講煩惱，講來講去只得一個癡，印順提倡的。我

問他：「是否你確實如此講法？決定？」他說：「還未可以決定。」他還未決定，但

他的意見是如此。這個說法都不錯。他說即是煩惱的根本原理，根本原理即是什麼？

原理二字其實我們不是讀哲學的人是很難理解的，原理二字應該譯作什麼？根源，

「根」是根本；「源」是源流；根源。即是英文 principle 這個字，根源、原則、原

理。他說什麼煩惱的原理就只是一個「癡」而已，貪和瞋都只是癡之變相。如果這

樣，癡就有種子，貪和瞋都只是分位假法而已。「以上三種心所，為一切不善法之根

本，故名三（種）不善根。」又名三毒。好了，我們今天就講這麼多，好嗎？學佛的

人，大部分人是搞不清心所的。 如果你搞清楚這些心所，對你非常有益。這個就是

什麼？心所就是佛家的構造心理學。我們看到…，善心所讀完了，是不是？八個是實

的，三個是假的，是不是？我們要分實分假，是不是？另外，假的你可以廢掉它。但

同時記住，實的即是有它自己種子的，假的即是沒有它自己種子的。如今，第四類是

煩惱心所，是否讀了一部分？

同學：「讀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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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讀完了，是不是？」

同學：「第五類。」

教授：「讀到第幾行？」

同學：「今晚第五類。」

教授：「第五類，是不是？」

同學：「是的。」

教授：「薩迦耶見那些都講了？是不是？」

同學：「上次你都未有講完。」

同學：「是的，第四（類）還未（講完），第六十一頁（《唯識方隅》第七十五

頁）。」

教授：「我的頁數和你的頁數不同。」

同學：「講到『慢，恃己所長』…」

同學：「講到『三不善根』。」

教授：「什麼？」

同學：「講到『三不善根』。」

教授：「嗄？」

同學：「講了『三不善根』。」

教授：「啊，講了『三不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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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講了『貪、瞋、癡』。」

教授：「還未講完煩惱。」

同學：「未。」

教授：「煩惱有六個嘛。」

同學：「開始講『慢』。」

教授：「是的。」

同學：「第六十一頁第二行，『慢』。」

教授：「『三不善根』講了，是不是？記住，貪，佛家又有一個名是愛的…。」

…是不是？凡是所謂愛和貪，即是指有佔有性的，是不是？即是陶醉而又佔有

的。好像一隻馬蹄，踏入泥沼中而不能拔起那樣，的那個狀態，此謂之貪。和慈不

同，不同仁慈。仁慈不只不需要佔有，還會捨己為人的。「三不善根」就讀了。第四

個煩惱名慢。「四、慢，（何謂慢呢？）恃己所長（恃著自己的長處），於他眾生心

生高舉（對於其他的眾生，不論他是誰也好，自己把自己抬高，覺得自己是勝的。高

舉，本來只有那麼多的，偏偏覺得還多一點的，謂之高舉。這種情境，這種作用便是

慢的自性），為自性（為它的自性。自性即本質。）；（它的效用，有何效用呢？它

的 purpose 又如何呢？或它的影響力又如何呢？）能障不慢（它一起，這種慢心一

起；我們有一種謙虛，不慢是謙虛的心便不會起的了。能障不慢）及生眾苦，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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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慢是沒有好處的，會產生痛苦的，會產生不好的東西，就是它的影響，「及生

眾苦，為業用」，即是它的影響。它說慢是心生高舉，如何舉呢？它分析所謂高舉，

心有七種不同的舉法。

「慢之種類有七：（第）一、（種一般稱作）慢，（即是）狹義的慢，（廣義的

慢包括七種，狹義的慢是很單純的。如何單純呢？你看看）謂於劣者計己為勝；」這

種慢都比較公道，你比我差，我就覺得我比你好；計即是執著。這個很公道，我是比

你好便說比你好，是不是？這個是普通的慢。「於與己等者」，對於和自己一樣的，

這個是不公道的了。我和你一樣…。不對，這個都是公道的。唏，你很了不起嗎？我

和你不就是一樣。計自己和你等，是不是？現在世界上的人，很多人是這樣的。你有

錢嗎？我不就是和你一樣，大家都是如此嘛。這是一種慢，單純的慢。很多人是這樣

的，你很「架勢」（威風）？我同樣是如此「架勢」。是不是？如果對於那些比你差

的人，「『車』，我比他更好。」這種人時時都有的，不一定是講名氣，不一定是講

錢的。尤其是學者講學問，我都有，還很厲害的。「『車』，你們怎會懂得。」之

類，最厲害的了。

那些師姑和尚又是厲害的，「『唏』，我這些天人師，我是受了戒的，你們這些

凡人。」是不是？這個是普通的慢，謂之慢，狹義的慢。「（第）二（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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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即是過分一點的慢。慢而過分一點的，又如何？「謂於等己者，計己為勝」，

別人和你相等的，你就偏偏說「我比他好一點的。」即是大家文章都是差不多分數

的，老師偏心而已，我比他高一點的。小朋友是這樣的，大家都是相等，他卻覺得自

己好一點的。「…計己為勝；於勝己者，計己與之等。」別人本來明明是比你好的，

你卻「我和他都是相等的。」執著自己，計較我和他都是相等的。這種就稱為過慢，

即是過分一點的慢。第三種是慢過慢，又稱過過慢，更過分一點的。慢，比較過的

…，過慢已經是過分的了。它過慢之慢，這即是更過分一點。如何呢？「謂於勝者反

計己勝」，別人明明勝過你，你偏偏…。你計較說和他相等已經是不妥了，「我更勝

於他」，此種稱為慢過慢。

第四種、我慢，最厲害是這一種。「謂於五蘊所成身心」，本來我們的身體…，

所謂身心者，是指我們的身體，the individual，是五蘊所造成的。但我們偏偏覺得

這個是「我」，起我見，執著它是一個我。一執著有我，「因之自恃高舉」這個我，

這個我特別不同的…。…那個董事，那個江妙吉祥。她跟我講…。有一次我問她，

我、劉銳之和她一齊去飲咖啡，我問她：「江姑娘，為何妳又不出家呢？」「出家有

什麼好？現在的出家人，未曾出家，頭頂還未炙疤，就先學了我慢。」是的，真的

是。現在的出家人最我慢，大模斯樣。實在是不對的，出家人應該要特別謙卑才是

嘛。她說不是，…。你看看那個恆道的師父，有沒有看過？《明報周刊》的那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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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訪問他，背後有幾個人伴著，好像官首那模樣。坐在那處讓記者來：「有什麼，你

來問吧。」這種…。

譬如外國也有人，記者去見外國總理都沒有他這般「架勢」（威風）。這些又是

我慢。現在的師姑和尚有那個不我慢的，他自己以為是僧寶。他不知他自己是僧，寶

不寶是另外讓人來評價的嘛，是不是？講到那裏？我慢，自恃比人高的我慢。還有一

種是增上慢，最差是這種了，增上慢。硬是增加，沒有那樣卻弄出那樣，沒有那樣以

為那樣就是這些。「謂於所未證得之勝德」，譬如他還未證得預流果的，他又說覺得

自己已經證了。現在很多出家人如此，自己說我已經見道了。他什麼都不懂卻說自己

已經見道，此謂之增上慢。他完全都還未達到，他卻以為自己已經如此。我見到很多

那些什麼？我的嘴巴不好，但是又需要有這一種人。沒有這一種人，那班人太得意

了。他如何呢？我見過很多。以前常常站在別人後面替人添飯的，那些婆媽。站在那

些大家（庭），吃飯時站在後面的稱作婆媽，站在後面替人添飯斟茶的。那些人替人

做事，跟著「事頭」（老闆），有「斧頭」（便宜）就「打斧頭」（佔便宜）。沒有

呢，就別人給利是、「貼士」（小費）那些就收集起來，儲起一、兩個錢。那時候，

到了差不多時她便說去修行了，走去做功德了。做功德就做什麼呢？有一種稱作功德

頭，你知什麼是功德頭嗎？

14



譬如我去鼎湖山做功德，我拜七日大悲懺，或拜三日大悲懺。我拿一個元簿（功

德簿）去鼎湖，在鼎湖山訂下了一個日子，就拿了它的元簿。拿了它的元簿就：

「嗱，現在何時何時做功德，請大家加入做吧。」有些人就捐百元、十元，多多少

少，多多益善，少少不拘。如此便有很多錢，弄到夠為止。以前一壇功德普通只是幾

百元而已，三幾百元一場功德的了。她募捐則不只三幾百元，給鼎湖山慶雲寺就給三

百元，她就募捐了四、五百元，如此她便袋袋平安了。她是功德頭不用付嘛。很多那

些所謂功德頭，以此來到賺錢的。賺到差不多時，覺得都不錯了，於是便要求受戒。

先受五戒，就搭起件袍衣，覺得自己…，我慢了，不同了。再進一步就出家，出

家她又不去庵堂，她自己儲到點錢，自己買一間屋，建立一間靜室，自己住在那處。

自己在那處，便收徒弟，是不是？收了一個徒弟。自己便去受具足戒作師姑，成為師

姑。作為師姑，受戒的時候連戒體都未有的。那個戒師父問她：「妳如何如何的戒，

妳能否遵守得到？可以不？能不能？」她都不知道別人問她什麼，是不是？有些人呢

…，一個維那做不了那麼多的嘛。他還有很多助手的：「能吧，能吧，能吧。」是這

樣的，是不是？她都不知道別人問什麼，便說：「能。」問完後便受了，三壇大戒都

受了，那時候便是天人師了！有些無知的婦女，見到她就叩頭等等。我知很多是這樣

的，我記得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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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現在仍未死的老比丘尼，她的師父是為我的媽媽梳髻

的。以前又如何呢？那些女人是梳髻的，沒有人（像現代）那樣的，你剪一個頭髮，

像畫了一個椰青那樣。必定是梳髻的，是不是？梳髻，妳不能請…，除非妳很富有才

請一個人專門為妳梳髻。普通的又如何？有一種人專替人梳髻的，是不是？她有一個

鐘 mark著時間的，九時正就到妳家替妳梳，為妳梳一隻髻。梳完，到了十時正，又

到了她那家，為她梳髻。如此一路做下去，就按月給她多少錢。這些人是替人梳髻

的，她自己就梳著一隻大髻，她名亞順，名順姑，她的別號我們稱她為大髻順。因為

她的髻很大，又替別人梳髻，所以人人都稱她的別號為大髻順。結果是什麼都不懂，

本來是梳頭媽姐來的，一出了家就整個都不同了，以專做功德頭為業。她年年帶人去

一、兩次鼎湖山，或帶人去一次朝山進香，背著那個朝山進香的袋就去普陀山，又去

九華山，到處去。總之每去一處，她都有入息，即是等於那些旅行社帶人旅行一樣。

這是一個，我認識的大髻順。她又有一個徒弟很了得，所以又猜不到。她又如何呢？

剛剛有一個，有人說他是蔡松坡，不知是不是？總之丈夫是軍長，一個非常漂亮的比

丘尼。

當時我看見，我說：「啊，這個師姑真漂亮。真的可惜啊，跑去做師姑。」一個

非常漂亮的師姑，大髻順有一日介紹收了她為徒弟。作為徒弟呢，因為這個是新寡，

一個軍長的姨太太。軍長死了，有人說那個軍長就是倒袁世凱的蔡鍔，有些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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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她就出了家，以前的將軍很多都會如此的。不過她這一個，我知道她是一個軍長

的人，但是誰則不知。死了，她就心灰意冷，走了去出家，出家就拜著大髻順為師

父。啊，出了家之後，這個大髻順不讓她見其他人的。所有如果是男人見她呢，一律

要在大髻順面前才可以。她說戒律是如此的，她又不知…，那麼多戒律她又不認識，

只是認識這一條。我當時十多歲不經事，我不管那麼多：「啊，大髻順。」我是這樣

的嘛，我是不怕她的嘛。好了，有一次有一位法師名悅西法師，很多這些故事，都有

一點學問的，他就閉關。她這位大髻順就在大埔墟買了二、三萬呎地，建立一間精

舍。那間精舍是別人賣出來的，二層樓的。那位悅西法師要找地方閉關，大髻順歡迎

他去閉關。而這個師姑，她的徒弟就服侍他一下。那個法師偏偏和那個…。本來閉關

和尚是不發聲的，他卻和她傾談，和這個漂亮的師姑傾談。弄至這個大髻順說這位法

師不正經：「他和我的徒弟傾談。」大概閉關是閉三個星期左右之類吧，快點三星期

完便快點送走法師，「唏，這個人都不正經的。」她跟我說：「常常吸引我的徒弟傾

談的。」一直收藏著她的徒弟，出入都跟著她後頭。她的徒弟本身是中學畢業左右程

度，後來…，現在還在香港。這個徒弟很有名氣，一講出來幾乎無人不識的。我的嘴

巴又不收的，前幾年她請我吃飯，

我說：「唏，法師妳多少年前，妳住在那處，妳的師父我們稱呼她為大髻順嘛。」

我說：「我初見妳時，我驚嘆為何有一個比丘尼如此漂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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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羅公，不要這樣，不要這樣說。」

我說：「確是的。沒什麼，這個掌故我寫出來都可以，對妳無損的，是不是？」

她說：「是的。不要講了，不要講了。」

這些事之類，我講的是增上慢。還有一個，劉萬然的契娘。劉萬然在不在？劉萬

然不在。他的契娘名六姑，又是替人梳髻或…。這兩種職業，第一是梳髻，或做近身

（女僕）。何謂做近身？以前的小姐出嫁，要找一個婆媽跟著小姐的，稱為做近身。

那個是誰？是金思莊的媽媽之近身。你認識金思莊，是嗎？金思莊的媽媽之近身。金

思莊的媽媽是誰人呢？是佛山梁新記牙擦舖的大小姐。梁新記牙擦，有沒有聽過？你

們沒有聽過。自稱「一毛不拔」嘛，梁新記牙擦嘛。

同學：「很有名的，以前是很有名的。」

教授：「它的格言是『一毛不拔』嘛，即是它的牙擦好到擦來擦去都不脫毛的，是好

的。我們以前一向有外國牙擦我們都不買，買梁新記牙擦。很紅市的，流行

全廣東。」

金思莊的媽媽就是梁新記的大小姐，嫁給金思莊父親的時候，六姑便是近身。後

來沒有做近身，就轉而為什麼呢？轉行了，別人不請便轉行了，就做了大妗（媒

婆）。大妗的待遇是很好的，知不知？待遇很好的。新抱（新娘子）…，別人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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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著新抱在作揖等等。那些利是很豐厚，給新抱一封，就必定給她一封的嘛。不管多

少，總之她一定有一封的，沒有人只封一封給新娘而不封給大妗姐，必定給的。還

有，以前你們結婚，很多人…。你們結婚，將來沒有的了，沒有這些的了，我們結婚

當時還有。送你入新房的時候，看看吧，「大少，添丁啊。」你人人都想添丁的嘛，

她拿著一個托盤來，「添丁啊。」就給她一封利是，「再添。」沒有人會說：「我不

要再添了。」一路給，一路添，起碼添三添，添是好意頭嘛，如此之類。她做大妗。

做一次大妗比以前的人做中級人員一個月薪金好。做大妗，她能夠積到很多錢，在跑

馬地集祥街開了一間「佛有緣」。

同學：「成和街。」

教授：「嗄？」

同學：「成和街。」

教授：「成和道，是的。『佛有緣素食館』，開了又在越南開支店。」

她沒什麼的，她就是做功德頭，她就如一個法師的模樣，實在什麼都不懂，她是

劉萬然的契娘。劉萬然的子女也不多，但都跟契娘，跟著她。在志蓮淨苑住，所以劉

萬然那麼熟，對「叮叮噹噹」那些事那麼熟，其實是跟他契娘那處學到的。因為他來

香港讀書嘛，他的老家在越南，劉萬然在香港讀英文。所以契娘是那樣子，她做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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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有很多錢。他的契娘有很多錢，又是做功德頭，是什麼都不懂的，但那種增上慢卻

是了不起，猶如大法師那種格局。現在恆道亦如是，她雖然是見到人很謙虛，但整個

人猶如大法師的那種格局。這些又是增上慢。好了，我們看看增上慢。「謂於所未證

得之勝德，謂已證得（即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便是這種事了）；或僅得少分而自

謂得其全（之類）。」此謂之增上慢。還有一種是卑慢，如何卑慢呢？「於他多分勝

己者，而謂己僅少分不及。」即是這樣，你有一千萬元身家，我只得兩萬而已。如此

應該照實說：「我和他差很遠，是不是？他比我有錢得多。」但你卻說：「不是，他

比我有錢一點的。」即是自己和他差不多的意思。此謂之什麼？卑，卑之中而帶慢，

卑慢。慢有六種。不對，還有，七種，第七種是邪慢。何謂邪慢？最多是這一種，自

己沒有德卻說自己有德；自己未見性卻說自己見性。很多，現在那些現在出去「撈世

界」的都是未得。增上慢只是差一點卻說夠，攀高而已。這個邪慢簡直是沒有的，他

卻說有。即是盧勝彥之流，盧勝彥之流。」

同學：「現在他的書…」

教授：「嗄？」

同學：「現在他的書，書局都在減價。」

教授：「是的。他自己當作自己是蓮生活佛。這些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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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種 都 是慢， 「 此七皆 是『令 心高舉』，祗是 分位不同（ 分位即 是

occasion，不同而已），（把它）開為七（種）耳。」其實我們可以一個「慢」字

便算了。如此第四種、慢，已經讀了。第五種、疑。「疑」者，即是迷惑。迷惑有兩

種，你從此處讀，「疑，（普通的在佛家講疑）於四諦等道理（即是苦、集、滅、道

等道理）猶豫（猶豫者即是不能夠抉斷），（這種猶豫迷惑）為（疑之）自性；（它

的影響又如何？）能障不疑（不疑即是很清楚抉斷的它能夠障礙你。與）及（障礙）

善品（其他信、慚、愧那些善法，一有了疑這些善法便不容易生起了），為（它的）

業用。」我下面解釋它，「四諦是佛家根本義理，故疑四諦，對（於）修佛道而言，

則為煩惱。又以猶豫故，善品（即那些善心所就）不（能）生，故說為障善品也。」

好了，來到此處我們有一些是要解釋的。「此心所」，到底它是實的或是假的呢？兩

種菩薩有不同的見解。

第一種「有義（有義者即是有人這樣講；有義、有一個這樣的義理）以慧為體

（即是別境心所的慧心所來的）。」慧本來能夠作抉斷的，這個慧為何又不能抉斷

呢？你看看，慧起的時候如果有一個癡和它一齊起呢，就令到它猶豫不定。所以這個

所謂疑是慧加癡一齊起的，有人如此說。但另一個菩薩則說不是。「然護法則謂別有

自性（它是另外有種子的，另外有它自己本質的）。」如此，兩個菩薩，不同的見

解。現在下面我就取一個見解，取一個解法。這個解法並不是我的，是熊十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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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有二種（有兩種不同）。第一種衹是猶豫不決，並無推求抉擇之作用（抉擇即是

判斷），亦不引起（業，不會引起作業的；）故思業（即是）有意義的行為（謂之故

思業；業即是行為。故思業即是故意想清楚，想過的）者，此種疑，即護法所指

（謂）別有自體之疑。」護法所講的疑是指這一種。

「第二種（疑），乃尋思觀察而尚未判斷（當時）之分位（分位即是當時之情

境）：此種疑，則以徧行心所中之思及別境心所中之慧為體（體即是本質）， （如

果是這種疑便）是分位假法（是思和慧之分位而已）。」這即是兩個菩薩講的都對，

那個第一個菩薩講的只是什麼？那個慧是指第二種。第二個菩薩，護法菩薩講的疑，

是指第一種。兩種都對。「煩惱中之疑心所（應該）屬第一種，故（所以）以護法之

說為當（比較妥當一點）。」這處我就把熊十力之說法修改了，所以我並沒說是他講

的。第六種煩惱名惡見，「惡見，亦名不正見（不正見便沒有自體的了）。」「乜見

物見」（什麼見）有一個見字的，多數是慧之分位。「惡見，亦名不正見，即染慧

（即染污的慧心所）上（對）於諸諦理（諦理者即是什麼？真實的道理）顛倒推度

（別人明明是這樣的，他偏偏顛倒推度。那種顛倒推度）之作用（就謂之惡見）。

（這種惡見，）此是慧與癡並起之分位假法（癡心所和慧心所一齊起的時候，那個慧

受到了癡的影響，就不能作抉斷。所以這種慧，這種惡見），離（開）慧、癡（這兩

個心所之）外無別自體（沒有另外自己的本質。這個惡見）其行相（行相二字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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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行即是活動；相即情形，它的活動之情形）有五種（謂之五見）。」這個又

是學佛都要記的，這個不是學唯識都要記的。

第一種是薩迦耶見。薩迦耶見這個字如果譯成英文的話，Edward Conze 把之譯

做什麼？view of individual，不對，是 view of individuality。View，view 即是

見。individual 是單獨；individuality 就是那種單獨性。本來是五蘊做成的，我們偏

偏把它當作是一個 individual，一件東西。所以這種薩迦耶見即是我見，我見和我所

見。我們看看此處，第一種是薩迦耶見，「薩」…，薩迦耶之梵文是 satk yaā ，薩迦

耶。「薩」（sat）字是作轉移，是會轉變的。轉移的意思即是不固定，又可以敗壞

的，會敗壞的意思，「薩」字。「迦耶」（k yaā ）是和合積聚的意思；是很多東

西，幾件東西，很多東西和合於一處的，積聚於一處的，我們偏偏把它當作是一個單

位，一件東西。那種見解即是什麼？《金剛經》的一合相。

本來是多樣東西合成的，我們把它當作是一的那種見解，就稱作薩迦耶見。引申

為身，身體，五蘊做成的身，由五種東西做成的，我們偏偏以為它真是一個「我」來

的。所以說一切有部師解作有身見，有一個身。我就不用這個解釋了，「今皆不

取」。我取什麼？「薩」是會轉移的，不固定的。「迦耶」是那堆東西，一堆東西，

會轉變的一堆東西來的。我們這些愚夫，蠢人卻偏偏把那堆東西執著它為我。此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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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耶見。Edward Conze 把它意譯譯作 view of individuality。此即是我見和我所

見，執著有一個我，執著我所有的東西，此種執著稱作薩迦耶見，最簡單的了。王日

麗，聽得明白嗎？

第二種是邊執見，先有了薩迦耶見然後才起的。「邊執見，即於前（面）所執之

我（之）上，」再於我之上執他為常的呢？恆常不變的呢？或是死後會斷的呢？死後

斷滅。執他為永恆的，那個我永恆不變的，那個驅殼變而已，我們的靈魂以後是不變

的，此謂之常見。那些執著人死如燈滅的，謂之斷見。佛家就認為二者皆不對，何解

呢？那個我不過是五蘊做成的，是無常的；根本就沒有一件東西稱作靈魂的，所以常

見是不對的。但是如此，你認為人死了是否滅呢？又不是。我們五蘊的身體，死了我

們有另外一個組合，好像我們打麻將那樣，這一鋪牌完結，第二鋪牌連續，是不是？

雖連續但你不能說前一鋪牌等於後一鋪牌。如此，連續，既然連續就不是斷了，所以

斷見又不對。何解呢？如果站在唯識來講，你說常嗎？我們生命的主體不過就是阿賴

耶識，阿賴耶識不是永恆不變的。何解呢？

我的阿賴耶識，我今天的無漏種子全部壓死著不能起。可能我是一個惡人，但過

得三、兩年，經過相當修養，可能我一變，那些善種子起，那些惡種子壓低，我就變

為一個善人。惡人變善人顯然是無常的，是不是？既然是無常，那便斷吧。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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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以前一個惡人，惡人變了之後變為善人，這個善人是接續著惡人的。又不斷，所

以非常亦非斷。阿賴耶識，我們生命即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不是常，每一剎那都生

滅、生滅的。但是雖變而不斷，連續、連續的，所以是非斷。如果你常見、斷見，此

謂之邊執見。

第三種、見取見。有了薩迦耶見，有了斷見或常見之後，你仍說：「我這種見解

十分對。」硬固執著你這種見解認為是對的，邊執見，見取見。已經有了這種見，你

仍取；取即是執著它的那種見。「於餘諸見之中，隨執一（種）見（幾種見之中硬執

著一種見，執著一種或多種，認為是對的。執著這些見）及（這些見）所依（的）五

蘊（身體）」，執著它認為這個是對的。我所講的是最勝的，是對的。我這種見解，

依著這種見解去修養，還可以得涅槃，「能得涅槃。」這種是見取見，執取，「堅執

之意」，取是堅執的意思。

第四種、戒取見；有人譯作戒禁取見。有了上面幾種見之後，於是祖師們便設立

種種戒條。有些人，譬如你是講神打的，你們祖師便設立了一些神打的戒。有一些常

常拜關帝的人，他又設立一些戒。其他的就不用戒了，戒食狗肉，戒食牛肉便可以。

「不食牛犬等肉，可免牢獄囚刑」，《關帝經》有這樣說，如此便設立了牛戒、狗戒

了。印度人，那些外道，戒是非常多的。有些戒就要什麼？戒熟吃，要吃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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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戒就要…，總之戒「棹忌」（忌諱）這樣「棹忌」那樣。還有，那些佛教徒還有

一種戒，戒這個…，講經的時候不漱口不行。不對，讀經，當你讀經之前要漱漱口，

這些又是「無那樣弄那樣」。甚至到入佛殿要束褲腳，束得那般醜陋。釋迦佛時代的

人都不穿褲子的，搭一條那些 sh longā （紗籠）什麼的，那有穿褲子的，是不是？好

像日本人穿一條「屎片」（丁字褲）差不多，佛當時連「屎片」也不穿，像一條裙般

掩著身體，一條背心長裙那模樣，那件襯衣…。

現在我們就「無那樣弄那樣」了，你束著它，你說多醜陋呢！弄得樣子漂亮也

罷，弄得如此醜陋。這個又是…，頑童才「無那樣弄那樣」，你卻炙幾個疤在頭上，

這些是…。這些便是戒禁取，不過他就不是由執我而起，由法執而起。戒取，「於隨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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