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法執而起的。「戒取見，於隨順諸見（即是上面所講各種見）所制定之戒

禁」，外國人就最多，很多的。星期五外出，如果那天是十三日又剛剛是星期五就不

敢外出之類。那個時候，那天又不要剪指甲，是不是？這些之類。外國人很多這些禁

忌的。不要笑中國人，外國人很多這些禁忌的。「及其所依五蘊，執為最勝，能得涅

槃。」還有一種是「邪見，謗無因果」，認為修善無樂果，修惡不會有苦果等。這些

謗無因果，在佛家謂之邪見。亦不相信這一世死後又會有下一世的，那類和佛經不合

的見解，便謂之邪見。

例如：「沒有佛的，沒有阿羅漢的。」這些在佛經來講，就說它是邪見，邪見的

範圍是很闊的等。所有其餘不屬於上面那四種見的，通通稱作邪見。我們看看，我括

號中的注。「薩迦耶見、邊執見、見取見、戒取見名餘四見（其他的四種見）。（其

餘之外的）或謂謗因、謗果（毀謗沒有因果的）、謗作用、（有些就毀）謗實事（何

謂實事？實事實理。例如：諸行是無常的，諸法是無我的。這些實事實理，他毀

謗。）名餘四見（之外的見）者非；（其餘四見之外）所攝諸餘邪執（通通稱作邪

見）。」以上合而稱為惡見。以上是六種煩惱，但有人說煩惱有十種。何解呢？他把

後面的見，惡見五種開為五樣，這便是十種了，是不是？好了，下面，下面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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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六種煩惱，依現起之異致（異致即是情況不同。這六種煩惱，各種煩惱現起的情

況之不同），各有俱生及分別二類（種)。」這六種煩惱，由它現起的情況來說，我

們分作兩類。一種是俱生的，如何俱生？與生俱來的。

第二種是分別，如何分別？由於你學哲學或學其他的，硬想出來執著而執著的。

或由於你信了一種不好的宗教，於是而起執著的。這些都稱作分別。分別者，即是由

於你的思想，後天的思想而起的。俱生者，即是先天的，與生俱來的。那些煩惱有兩

類，如何兩類呢？下面我講了，「其行相深遠（它的活動情況、情形很深，不容易拔

除的；影響很遠的。），與生俱有（不用教的，到了差不多時他自然會的。）」譬如

嬰兒，你弄到他自然會『呱呱』聲哭的。譬如你養兒子，養到他十三、四歲時，自然

他又如何？他對於女朋友，他會有興趣的。這些是貪的煩惱，俱生煩惱，之類。「與

生俱有，不待思慮分別（分別即是思慮）而後起者，（這種煩惱）名為俱生煩惱。」

是最難拔除的。

有一段故事你們都會聽過，有一個老和尚住在深山，自小帶了一個小孩子回去養

大，收了他為徒弟，十多年都未曾下過山的。有一次，他的師父說：「我現在下山化

米，我帶你一起去，以後你大概都要化米吃的了，一起去吧。」帶著徒弟一起去，和

徒弟到了市集，什麼都不懂。師父告訴他，這些是豬，那些是牛，這些是人，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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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逐一告訴他。見到一些女人打扮得很漂亮，他（徒）便問：「這是什麼東西？」

他（師）說：「這些是老虎。」

他（徒）說：「聽說老虎是會吃人的。」

他（師）說：「是的，這些便是會吃人的了，不要接近！」好的，看又看完了，化米

又化完了，於是上山。

師父問他（徒）：「你見到如此多東西，你覺得什麼是你最歡喜的呢？」

他（徒）說：「都是那些老虎。」為何會這樣呢？沒有人教他的，這就是俱生煩惱。

你養小狗養到它七、八個月大，它自然見到狗女便會跟著它去了，這些都是俱生煩

惱。人又有，畜生又有…。

…這是俱生煩惱的表現。應該那小牛，母牛生下小牛。小牛嗅到奶味，自然會找

到母牛的奶。它這個是什麼？本能。本能就是俱生煩惱來的，本能中的一部分是俱生

煩惱來的——俱生煩惱。好了，另外一種。「其行相麤顯（很粗的，又很顯著的。俱

生煩惱是很深遠但不顯著的。另外有些很顯著的，雖然顯著，但）要待不正學說（學

了一些不正的思想學說）、（又或是染了一種）不良風氣及由於自身（起了一種荒謬

的思想）謬妄思慮分別而後（然後才）生者，（這些煩惱就）名為分別煩惱。」分別

煩惱很容易除的，你稍為學點經教，時時警惕自己便沒有的了。分別煩惱，即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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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樣，只會有很少的分別煩惱，很少。俱生煩惱就一點也沒有動過，這些…。

「貪、瞋、癡、慢（這）四（種）煩惱，各（每種都）有俱生、（有）分別二類。」

有些俱生的貪，例如什麼？狗仔之追狗女，小牛吸牛奶，這些便是俱生煩惱，俱

生的貪。那些是分別的貪？有很多分別的貪，打麻將想贏錢，這些便是分別的貪，是

不是？他學了打麻將之後，而且贏了錢確是可以買點東西的。起思慮的那些亦都是

貪，但是分別的貪。譬如得功名那些貪，這些都是什麼？分別的貪。分別的貪是很容

易除的。俱生的貪，見了道都除不得，見了道對俱生煩惱動也動不了。但見道的時

候，那個無漏智起呢，就把分別煩惱包括種子全部都剷除。貪有俱生、有分別，是不

是？譬如你如何？別人一腳踏著你，你立刻發惡，不假思慮的，這是什麼？這是俱生

的瞋。

第二種是什麼？譬如你看報紙看到卡達菲如何不對，如何如何地不對。你便會

說：「這種人真的可惡。」你是如何？這是分別的瞋，是不是？瞋心所。癡則更甚，

貪、瞋、癡。慢，有些是俱生的。兩個小孩子好好地，偏偏「我要打至你哭的，我要

第一。」這是俱生的慢。

第二種慢是什麼？那些讀書人的那種慢，「『車』，我確是不好，但你何時追得

到我！」這些是分別起的，是不是？貪、瞋、癡、慢這四種煩惱，都有俱生的，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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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好了，疑、惡見又如何呢？「疑唯（只有）分別起（沒有俱生的）。（惡見

中）薩迦耶見（即是我見、我所見）及邊執見，  亦（有俱生、有分別）通俱生、分

別（兩種）；見取見、戒取見及邪見（這）三（種，只是分別的，沒有俱生的）唯分

別起。」這種說法，我是從《成唯識論》裏面取的，這種（說法）是對的。如此煩惱

就讀完了，是不是？歇一歇，兩分鐘，先讓你們消化一下。

同學：「有些宗就分成三個級別，中隨、大隨、小隨，是不是？這三種，如何分法？

中隨煩惱，大隨煩惱。」

教授：「啊，大隨是獨立起的。」

同學：「大隨是獨立起的。中隨呢？」

教授：「嗄？」

同學：「中隨呢？」

教授：「中隨是嗎？不善心起的時候，它便起了。」

同學：「不善心起的時候它便起就是中隨。小隨呢？」

教授：「小隨是嗎？不只不善心起它就起，那些染污的心起，有覆無記的心所起，它

都起的。」

同學：「無覆無記的呢？」

教授：「無覆無記，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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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Pauline Ma，妳…。」

欲心所，「欲」即是希望得到。欲心所其本質即是一種希望，對於所歡喜的東西

起希望，這種希望便謂之欲。它的 purpose，它的業用又如何？如果一種善的欲心

起呢，它便會產生一種精勤，令到你勤力。如果惡的欲心起呢，就不會令你產生精

勤，就會產生懈怠、懶惰，懈怠的。它的問題是這樣：「惡的欲就會產生懈怠，欲是

會產生精勤的嘛！」我的解答，佛家的那個懈怠是兩方面的。我們的所謂懈怠即是懶

惰，lazy而已。佛家的懈怠不只這樣，佛家的懈怠包含兩個意義，第一是懶惰。懶惰

即是什麼？好的東西，他卻懶惰；對不好的東西，卻特別有興趣去做；此謂之懈怠。

佛家的懈怠，其定義如此。它的定義不同，就變得可以爭論了。如果我們和別人討論

的時候，先訂下定義就不會爭論。嗄？明白不？明白了。

現在要結束六種煩惱了，「此類心所（即那六個煩惱心所），若廢假存實。」把

那些假的，沒有種子的廢除了不要。保存著那些有種子的，實的就實得五種而已。貪

是有種子的，瞋是有種子的，癡是有種子的，慢都有種子的，疑都有種子的，惡見是

沒有種子的，何解？惡見只是惡的慧而已，沒有它自己的種子。這便講了全部煩惱。

那些人所謂：「我煩惱了，我起煩惱了。」就是起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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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現的人動不動就找一些喇嘛，找一些法師去演講，又找一個懂英文的

作翻譯。可不可能？你找一個博士來翻譯，行不行？不行，他博士是他自己的事。現

在的人「烏 sir sir」（糊裡糊塗），找人做什麼？請一個人去多倫多大學，那些人請

人作演講。找一個懂英文的、稍為學過佛的來作翻譯，是否全部翻譯了？煩惱二字如

何翻譯？  你譯作 trouble？嗄？不妥的，是不是？ Edward Conze 就譯作

defilement。譬如貪，你譯作什麼呢？你如果譯作 desire又不對。欲，欲又不定是

desire 的，是不是？如此，貪譯作什麼呢？有人譯作 greed。是不是

greed，Alice？greed。這些你最好你能夠把它每一個英文字，把所有心所就在…；

Edward Conze都譯得不錯的了；把它來到用英文注釋著，你自己參考就容易一點

了。

有一個人，在美國有一個有錢人，我又在批評人了。那人名沈家楨，聽過嗎？此

公寫了一本書名《五眼》，《Five Eyes》，都不知他在講什麼？用英文寫的。他連

到五眼都不是很懂得解的，他寫書。還有，他有錢，拿二百萬美元出來，要想什麼？

他發大菩提心。「發心你都批評？」他錯了，我可憐他。我只是用慈悲心來到可憐

他，說他錯了。二百萬美元很大嗎？作為翻譯佛經，想把《大藏經》來翻譯成英文。

一套《大藏經》，只得二百萬美元，二千萬都做不到，二億元亦未必做得到，二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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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翻譯一套《大藏經》。翻譯，只是翻譯那些半套就可以，日本人那些不要的，拿二

億元把它請來，來到修飾。請幾個教授長期…，你猜他請了誰？最初想請印順法師，

印順法師你以為他是傻的嗎？一個有見識的人嘛，不肯，他不肯。印順法師不肯，他

想請敏智法師。敏智法師說：「此事我不敢擔，英文我都不認識，我那敢主持此事，

不敢，不敢。」敏智法師又不肯。你猜是如何荒謬呢？  請一個不懂英文的，後來拿

了博士學位才學英文的，那人是張博志的師父，什麼名字？聖嚴，只是在日本立正大

學的博士候選人，他的英文根本完全是不行的。請他主持，難得他又答應了做主持。

後來見到不對路，趕快辭職不幹，都算是精明。結果就去了台灣，台灣就沒有人肯擔

起來，就找到了張澄基。張澄基一個人不肯全部承擔，於是分開了幾個人，找了一個

姓奚的和一個姓張的，三個人你譯一點，我譯一點。三個都不是專家，張澄基只學過

密宗，你請他翻譯唯識？他「死症」（沒有可能）嘛，是不是？結果他不敢翻譯。他

翻譯一下那些什麼？他是可以翻譯《…祖師傳記》之類，翻譯那些還可以。找那個姓

奚的，他根本就不怎麼懂佛法的。那些他就會譯得到，《地藏經》、《阿彌陀經》他

譯得到。

這些《解深密經》、《般若經》他怎譯得到？某一個名詞等於什麼他都不知，他

怎譯啊？結果他的二百萬，花下花下現在花了大半，沒有了一大半，好像譯了幾本出

來。你說傻不傻呢？以為二百萬就可以譯《大藏經》，真是蠢人。日本人以國家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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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來到支持，把《大藏經》中那些由印度翻譯為中文的，花了十四年功夫來翻譯。而

且又什麼？不是一個人翻譯的，只是找一個老行尊當主席，找幾個當秘書幫忙而已。

它如何翻譯？譬如你是一位很有學問的法師，你專門研究《法華經》的。不只《法華

經》，各家的解釋你都懂的。好了，聘你請你負責翻譯這一本，你需要多少錢我給

你。但是條件要這樣，你要署名是你負責翻譯的，如此你便要小心了。你看看，你可

以買一套看看的，《國譯一切經》，十四年功夫。《阿彌陀經》他就找來一個淨土宗

的專家，請他譯。並不是一、兩個人就全部翻譯了，沒有人這樣的。如此尚且花了十

四年功夫，花多少錢？你說吧。所以現在不容易。

他，你說拿一、兩億元出來，花十年八年功夫，請一些專家。不過你請不到幾

個，亦請不到。所以最好不要譯，不要譯又如何？辦一間佛學院，如果讓我來做，一

定是這樣，功德最大就是這樣。設一間，不要稱作學院，稱作佛學研究所。每年有

…，不用多，如果是在香港設的話，每年有百多萬經費便夠了。我和覺光法師談過，

他說：「如此，你來替我辦一個研究所，好不好？」只是空談，談過後，我來加之

後，再回去都見到他，也不見他再提了。永惺法師又說很有興趣，誰知又不見他再

提。花那麼多錢，他怕了。這樣，先要招約二十個研究生，你來讀書。你的資格要大

學畢業，你來讀書，等於讀碩士那樣，讀三年，即是等於半碩士半博士那樣。讀三

年，專學佛經。先學三年，你便是研究生畢業，做三年研究生。那又如何？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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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讀書，你大學畢業，普通譬如你在香港普通大學畢業，都是大約七千元薪金，那便

提供你七千元薪金。

同學：「不只…」

教授：「什麼？不只七千元。」

同學：「萬多元。」

教授：「萬多元薪金，是嗎？是的，你便要付他才行。」

一個萬多元，十個便是十多萬，是不是？付給學生，你讀書的目的就是你讀書。

要 check你，你要交 paper。找不到教授，在香港找到，在香港能找到幾個。我可以

教，霍韜晦可以教，李潤生可以教，是三個居士而已。重點是要到台灣請人，必要時

請日本人，請日本人，一定要請，請日本人的費用不是很大。如此，一個月我看經費

要五十萬左右便可。一個月五十萬，一年的經費便要六百萬，才能夠做得到，一年六

百萬。你想要培養新人材，你不給…，他大學還未畢業，你請他，除非你考過他有大

學畢業程度，檢定他，是不是？不然他「烏 sir sir」那樣是沒有用的，你還要他讀這

麼多年，讀二、三年左右。二、三年左右，然後找一個專家來主持，讓他作助手。即

是集體翻譯，這便可以。翻譯完之後，再找一個專家來檢核，有什麼意見他提出修

正。如此，最初幾年剛才算過也要六百萬一年，是不是？六百萬即是接近一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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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你拿那區區二百萬美元出來想翻譯《大藏經》，這真是蠢材到極了，不如拿來

收息更好。這些一年要近六百萬的，它的息口等於什麼？一億元的息口，是不是？六

厘息，一億元。有人肯捐一億元出來，都還勉強可以做得到。

同學：「…」

教授：「嗄？」

同學：「周校長未死。」

教授：「她在說什麼？」

同學：「周校長未死。」

教授：「是的，他是想如此。但這種人是會死的，是不是？這種人是會死的。在這個

世界，那些常常袋袋平安的，就會長命百歲。這些是什麼？這些是魔，這些

稱作魔。你做到差不多時便會有障礙的了，有魔的，到差不多時便會有魔

的。我一寫那本《（八千頌般若經論）對讀》，我的身體便發癢；立刻不

讀，身便不癢了。是的。你再讀《般若經》讀下去便知道，漸漸地便會有很

多留難，不是很對的，他有些惡的魔眷屬攪你的，是這樣的。」

同學：「…」

教授：「你不怕，你戰勝他便行，不管那麼多，漸漸地他便無可奈何。是這樣的。如

果是盧勝彥那些，如果盧勝彥肯攪他便很容易，要賺幾百萬一年，他真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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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到的，你不要取笑他。我們就永世都賺不到的，盧勝彥那些是會做到的。

盧勝彥賺幾百萬多容易，很容易的。日本人就肯由國家支持，日本人有見

識。」好了，我們看看此段。看看你們座上誰人中了二億元的什麼彩之類，

做這一段功德，這段功德真的好。

第五類名隨煩惱，「隨」字即是英文的 sub-。sub-的，即是什麼？ 次一級的，

跟隨的。有了根本煩惱起了之後，然後它跟著起的，稱作隨煩惱。「隨煩惱心所。此

類心所，由煩惱心所引生，隨（著）根本煩惱（上面那六個名根本煩惱）而起，故名

隨煩惱。依（據）《顯揚》等論，其數有二十（個）。」

第一個名忿，忿又如何？突然間你發起惡來的。忿有時是俱生的，不一定是分別

的。如果它會分別的話，它會不發作的，正是一下子「撼」，就是這個。你們好好修

養的話…。融熙法師有一次跟我講，已經出了家，出了家你就收起一把火氣吧。我、

陳湛銓和他去了一家齋菜館，不知是「養珍」或什麼的，我們去那處吃飯，吃完飯出

去。他又近視眼，眼睛不好，被一個「飛頭」（流氓），他正在跑，不知是在追人或

什麼的，一腳踏著他。你知融熙法師他穿著老人家那些布或禮服絨做的鞋，被一腳踏

著是很痛的。而且那些「飛仔」（流氓）穿著那些厚底皮鞋，一腳踏著他的腳趾，痛

得他不知多痛。他說：「唏，你盲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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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湛銓說：「你都還有這個？你已出了家，火氣都還未收？」

他說：「唏，痛，佛也不行。」這是什麼？俱生煩惱，俱生的瞋、忿。忿自然興起。

「對（於）現在所接觸之不饒益境（不饒益即是不舒服的境界；境即是

object）而起（的那種）憤怒。（當然它這個是假的，不是實的。何解呢？）此依瞋

之分位（而）假立（貪、瞋、癡之中瞋的一部分來的，假立一個名目）。（何謂不饒

益境呢？）不饒益境者，謂令己（極）不愉悅（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此

謂之忿。忿就沒有自體，沒有種子的了，只是瞋而已。

「二、恨」，忿之後便會恨。譬如你去打工，被老闆罵一身，但又不敢反駁老

闆。你走了出來之後便一路：「你這個死人老闆。」一路這樣，這便是恨，是不是？

這種謂之恨，忿完之後便會起恨，又或不敢忿出來，他亦會起恨。「於先時所忿怒之

事，後時懷怨不捨。亦（是）依（著）瞋之分位假立（，沒有種子的）。」

第三是惱，即是什麼？好像一個人「發忟憎」（發脾氣），猶如「食火藥」般一

碰就發作那樣。現在好像那些人被老闆罵完之後，回到家裡找太太來到出氣，太太問

他一聲就立刻發起惡來那樣。那些便是惱。「追憶先時忿恨之境，復（又）觸（著）

現前不如意事，心中便起暴熱、狠戾（發惡）；囂暴、躁熱、凶狠、毒戾。亦依瞋之

分位假立；由忿而恨，由恨而惱，瞋相轉深也（瞋的相狀轉得更厲害之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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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瞋的分位，沒有自己的種子。

第四是覆（音埠），不要讀作「福」音。作為動詞，反轉之意，讀作「福」音。

如果又是動詞，遮擋之意，讀作「埠」音。遮蔽謂之覆（音埠）。「恐失財利（恐怕

失去錢財，財利）或（恐怕失去）名譽，（他又如何？）隱藏自（己）所作（之）罪

（過。恐怕別人知道，他會損失。這種隱藏的心理，便謂之覆。）。此依貪及癡兩心

所之分位假立；」何解呢？貪、你恐怕失去信用，自己做錯事卻不敢吭聲。這便是

貪，是不是？癡、其實此人真傻，做人坦坦白白便好，為何要遮遮掩掩呢？這便是

癡。是貪、癡兩個混合而起的。「恐失利譽是貪，隱其不善是癡故。」覆。

「五、誑（說謊的那種心理），為獲財利或（為獲）名譽，本（來）無德而詐現

（成）有德。（此）亦（是）貪及癡之一（部）分，理由準前（和前面相用）。」

第六是諂，諂媚。見到別人有地位、有權勢或有錢，就走去諂媚別人。「為取他

意或（隱）藏（自）己（之過）失，曲順時宜（一味遷就別人），詐現恭順（弄得很

恭敬，很順意、柔順那樣），（此）亦（是）貪及癡之一（部）分，由貪名利及愚

癡，始（然後）作（出）曲順時宜事故。」

第七是憍，「於自己所有之盛事（盛事即好的事），如（自己）有高貴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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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己的）美貌、（或自己的）強壯、（或自己的）聰明、（或自己的）財富、

（或自己的）權勢等。（對於自己的這些）深生貪著（即是整天自我陶醉。憍即是自

我陶醉），惛迷傲逸。（此）亦（是）貪之（一部分）分位。」世上所謂自我陶醉就

是這個憍。憍和慢不同，憍是自我陶醉，慢是看人不起。

第八是害，這個害是作殘忍解。「害，於諸眾生，心無悲愍（悲愍即是同情

心），損害逼惱（總是想損害人、逼人。逼人即是虐待人。）。（此）亦（是）瞋之

一（部）分。」

「九、嫉（妒忌），殉自身之名利（殉者，為他而死謂之殉，殉自身之名利），

於他所有功德、名譽、恭敬、利養等，媢嫉（這個不應該是『媢』字，這個應該是

『妒』字，妒忌的『妒』字。妒嫉，『女』字旁的『妒』，妒忌的『妒』，好像…那

樣。妒嫉）不耐（現在很多的妒忌別人）。（此，妒忌人和惱人）亦（是）瞋之一

（部）分。」

「十、慳，於自（己）所有學識或資財，不能惠施（即是不捨得施捨別人），秘

藏悋惜（自己有錢卻秘藏著，恐怕洩了氣一樣。吝惜不肯給人。）（此）亦（是）貪

之一（部）分。」慳和儉不同，記住。慳者，應捨而不肯捨謂之慳。儉則不然，不應

該浪費的你就不要浪費，此謂之儉。不同的，儉是美德；慳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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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無慚，不顧自身（即是不夠自尊心）及所學正法（你對於所學的都不尊

重），輕賢德而不尊（對於有德的賢人，賢人所有的道德，你都不尊重），拒善法而

不從（明明有好的路你都不從），  為（此種心理就是無慚的）自性；能障礙慚，又

（能）生長惡（的）行（為），為（它的）業用。」慚和愧不同，慚是對己的，愧是

對人的。

同學：「…」

教授：「嗄？」

同學：「業用是什麼意思？業用。」

教授：「業用，是嗎？業用；業，本來『業』字是作行為解的；加上『用』，用者效

用。業用是他作了這種業，『業』和『用』加起來是作影響力解，或是效

用，purpose。最好譯作 purpose。」

「十二、無愧，不顧世間之訶厭（訶即是批評你、責罵你；厭是討厭你。無愧即

是面皮厚。），（只是）崇敬暴（惡的）人，尊敬（重）惡法，（這種面皮厚的心

態，這種心的作用），為（就是無愧的）自性（本質）；  能障礙愧及生長（起）惡

行，為（這便是它的）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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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是不信。這個「不」字不是沒有的意思，這個「不」字即是抗拒。它一起

便會抗拒那種正的信不能起，此謂之不信。「與信相反，（對）於實（即是什麼？實

事實理）、德（一種高貴之德行）、能（即是自己的能力，能夠成佛，能夠如何，

能）不忍（不能夠認識清楚；忍者認也）、不樂（不愛好）、不欲（不真正起欲念，

不起希望。），（這種情境，有這種情境發生。這種情境只是表面，它的本質是）自

性渾濁（它這種不信是有一種渾濁性的，它一起便令很多東西不妥的了），復能渾濁

餘心、心所（它起能令其餘的心和心所受它影響，都成為渾濁的），為（這個便是不

信之）自性；（它的業用）能障淨信及為懈怠所依，為（它的）業用。」第十三種。

「（第）十四（種）、懈怠，與精進相反，於斷除惡事及修行善事中（即是應該

斷除惡事，應該修行善事，在這種情形中，卻偏偏）懶惰，為（它的）自性；能障礙

精進及增長染（污之）法（何謂染污之法呢？惡的和有覆無記的，此兩種謂之染污性

的。），為業用。設於染事而策勤者（如果你對於染污之東西而起勤力），亦名懈

怠；（何解呢？因為它可以令到你之善法退失的）退失善法故。」如此，懈怠已經讀

了。

「（第）十五（種）、放逸」。上文不是有一個不放逸嗎？不放逸是假的，這個

放逸亦是假的。你看看它，「與不放逸相反，不能防（範那些）染（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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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修（那些清）淨（的東西），縱恣蕩逸。」它是沒有自性的。由懈怠、

貪、瞋、癡四種，此四種煩惱所起的作用，才有這個放逸的現象而已。「故是此三之

分位（是這三種煩惱，懈怠、貪、瞋、癡這三種煩惱之分位來的），  非別有自體

（性，並不是它另有本質的）。」這便是十五。

「十六、惛沉」，這個最「棹忌」了。我們常常有的，現在正在聽都還有一點

的，是不是？所以覺得有點不怎麼妥的，尤其是你打坐的時候，它來了，最厲害的

了。惛沉，它也是一種力量，是一股不知什麼的衝動那樣，是一種力量，一種

power。這種力量就令你的心和心所，心和心所應該了解那些 object，那些境的。

它令到你於了解境無堪能，令到你總是「矇查查」（糊裡糊塗）那樣，總是不能夠了

解得清楚的。無堪能，這種力量令到你的心、心所對於那些境界，對於所緣的境，無

堪能，就是惛沉的自性。它的業用又如何呢？「能障礙輕安」，一有惛沉起，就輕安

不能起。即是你學打坐，硬是輕安不起，即是你的惛沉還未除盡。惛沉一除掉，你的

輕安就起了。輕安起並不是「噼噼啪啪」起那些，那些是少少的身輕安而已，那些只

是輕安觸而已，仍有些昏沉，那些「嚦嚦嘞嘞」，那些是很粗的。「無堪任」，何謂

無堪任呢？不對，它的業用是「能障礙輕安及障觀」。我們修觀的時候，它會令到我

們觀不得的。你的惛沉一起，你修月輪觀來觀月輪，你試試看。你的惛沉一起，就變

得「矇查查」那樣的了，是不是？你觀阿彌陀佛，本來是清清楚楚的一個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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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到了惛沉時阿彌陀佛便會如一個餅那樣。惛沉，能夠障礙你修觀，為業用。何謂

無堪任呢？「謂惛懵沉重，無所堪能任受（就謂之無堪任）。

惛沉之自性是惛懵沉重，亦能影響其相應（相應者，即是同時起的）心、心所，

令（其）無堪任也。」說它障觀，觀是什麼呢？「言『觀』者，梵語毗缽舍那，此

（即中國，中國人把它）譯為觀，謂觀察事理（謂之觀）。又此心所與癡有別（不

同）。」有人說惛沉是癡的一部分，是不是呢？不是，我認為不是，有別。「癡

（對）於境迷暗，正障（礙）無癡，而非懵重；惛沉（對）於境懵重，正障（礙）輕

安，而非迷暗，故（所以）不同。」惛沉是有它自己種子的。「（第）十七、掉

舉」，掉舉是我們有一種力，令我們的心和心所對於境界不得寂靜。如何不得寂靜？

應該寂靜的時候，很清楚有一個佛在此處的。不是的，我們觀佛，忽然見到佛前面多

了一個花瓶，一會兒見到花瓶是會走的。一會兒又見到有一個和尚站在他旁邊，一會

兒又見到佛伸腳出來走動，是這樣的。你整天不想東西不行，這種稱為掉舉，即是對

於想東西很有興趣的。

同學：「羅公…」

教授：「嗄？」

同學：「雜念和掉舉有什麼不好處？雜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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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能夠令雜念起的這種勢力謂之掉舉，它所引起的就謂之雜念。」

「言『觀』者，梵語毗缽舍那，此譯為觀，謂觀察事理。又此心所與癡有別。癡

（只是對）於境迷暗，正障（礙）無癡，而非懵重；  惛沉（對）於境懵重，正障

（礙）輕安，而非迷暗，故不同。」其實是差不多。「（第）十七、掉舉（掉即是突

然，心突然不起不行的），令（即是有一種勢力令）心、心所於境不寂靜，為（此種

勢力便是掉舉之）自性；」它的業用，「能障行捨及障止」，行捨者，心很平衡不

動。上文不是講過嗎？捨心所，行蘊中的捨。這個掉舉起，障礙行捨不能起，又障礙

我們修止的。何謂不寂靜呢？「不寂靜者，謂囂浮動盪。掉舉自性囂動，亦能影響

（令與）其相應心、心所，令（到它也囂動）不寂靜也。何謂止呢？「言『止』者，

梵語奢摩他（ amathaś 這個字），此譯為止；（止即是什麼？）是凝攝其心，止息

妄念（這種作用謂之止）之意。」掉舉是能夠障礙止的。「（第）十八、失念」，即

是忘記。念是記憶；這個失念即是忘記。「於所緣（觀的）境」。不對，「與念相

反，於所緣境不能明記。此以念及癡各一分為體。」我們的念起的時候，有一個癡心

所跟著它一齊起呢，就變了我們的記憶不清楚的了。

「按失念之所以列入隨煩惱者，以（以即是因為）念與癡相應（相應者，即是一

齊起），遂成染性（念都變得染污了）；  且為散亂所依故。」失念一起，我們便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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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平時你念阿彌陀佛，一下子忘記了念，跟著散亂就起了。「念為定（心所之

所）依；失念與之相反，（就便起散亂心所）為散亂依。」失念就沒有自己的種子，

是不是？是念心所和癡心所二者起的時候的這種狀態。「（第）十九、不正知，於所

觀境（界）謬解（看錯了）。此亦依慧及癡相應之分位（一齊起的）上假立。」

「（第）二十（種）、散亂，與三摩地相反（三摩地即是定，和定心所相反），令

心、心所（對）於所緣境（即是所觀之 object）流移蕩逸（移轉了，不能集中。這

種不能夠集中，推了我們的心往他處的）。為（這種力就是散亂之）自性；能（夠）

障（礙）正定及為惡慧所依，為（就是它的）業用。散亂自性流蕩，亦能影響相應

心、心所，令其流蕩。

此與掉舉有別（即是說散亂和掉舉有何不同呢？）：掉舉能令（我們的）心、心

所（對）於一（種）境起多種（見）解（，又說如此，又說這般，這一種便是掉舉)

，散亂能令（我們的）心、心所（跑了去他處）數數更易其所緣境，（既然它常常更

易其所緣境，便變了與修止相反），不能自止。」我們看完它吧。「此二十（種）隨

煩惱，又別為三類：由忿至慳，凡十種，各別起故（獨立生起的，不會呼群引類

的），名小隨煩惱。無慚、無愧二（兩個），一切不善心起時，皆有此二與之俱起故

（都有它們一份的），名中隨煩惱。由不信至散亂，凡八種（不信、懈怠、放逸、失

念…，由不信起，不信、懈怠、放逸、惛沉、掉舉、失念、不正知、散亂這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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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切染（污的）心（起時都有它的）；不善及有覆無記皆名染污，簡稱為染。

起時，皆有此八與（之）俱起故，名大隨煩惱。」休息一會，好嗎？不然會很悶的。

休息一會吧，悶過了便不悶了，悶過了你會很快樂，將來你看經，「啊！一看就明，

一看就明。」那樣。先休息一會。

此二十種…，讀到那處？此二十種，是不是？

同學：「隨煩惱…」

教授：「『唔』，未講此處，是不是？此二十隨煩惱，又別為三類：由忿至慳…」

同學：「不對，講了。」

教授：「嗄？」

同學：「此處已經講了。下一節，這裡…。二十隨煩惱，皆…」

教授：「二十（種）隨煩惱，皆通俱生、分別二類（有些俱生，有些分別起的）。」

「又此二十隨煩惱中，忿、恨、惱、害、嫉五者（這五個），皆瞋之分位（沒有

它自己種子的）；覆、誑、諂、憍、慳五者（這五個），皆貪之分位；失念是念及癡

俱（一齊）起之分位；不正知是慧及癡俱起之分位；放逸是貪、瞋、癡及懈怠（三

者）之分位。有時（是）由貪、癡、懈怠三法相應（三個一齊起）而成（為）放逸，

有時由瞋、癡、懈怠三法（三種東西）相應而成（為）放逸；（但）貪與瞋必（定）

不（會）相應（不會一齊起的。貪他的便不會嬲他；嬲他便不會貪他的，所以貪與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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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不會一齊起的，不相應的。），以（因為其）體相違（反）故（其本質相違反

的）。」好了，「故此十三個心所，唯（只是）根本煩惱上之分位假法，（並無別

體）無別自體（自體即是自性），今廢之（現在我廢了它）。（至於）其無慚、無

愧、不信、懈怠、惛沉、掉舉、散亂等七（這七個），別有自體（即是它是有種子

的）。體相之體，非實體之體（實體即是指宇宙本體了）。

皆是實有，相、用非無，依世俗諦說為實有，與真如不同（真如是真正實有的；

它們這些是有相有用，有它自己的種子。既然它有相有用，有它自己的種子，）故不

可廢（這七個不能廢）。綜合上文，表之如下：」實在隨煩惱只得七個，所謂二十個

者，其他那十三個只是分位而已，真正的只得七個。如此，隨煩惱我們已經讀了。第

六類，有一類心所名不定心所，不一定是善不一定是惡等等。例如，「此類心所，非

如善心所之決定是善性，（又並不是如）煩惱、隨煩惱心所之決定是染（污）性；非

如（又並不是如）徧行心所之決定與一切心王相應；（更有餘義我們不管它，只取這

三個意義）故名不定（所以有一種心所名不定心所）。依（據）《顯揚論》等，（這

些心所）其數有四（個）：」

第一個名睡眠心所，不是睡覺之意。睡眠有兩種，一種是生理上之睡眠；一種就

是將近入睡之前的那種心很簡略的那種情況，此謂之睡眠心所。「睡眠，令身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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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試試看，睡眠心所起的時候，你坐也坐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的。尤其是你打

坐，睡眠心所起的時候，你會連腰骨也不舒服的，是不是？  其狀況如何？它是一種

力量，這種力量令身不自在，不到你自由自在的；令你的「心極闇昧、輕略，（這種

情形，這種力量）為（就是睡眠心所之）自性。」它的業用呢？「障觀，為業用。」

即是障礙我們修觀，睡眠心所起修觀是修不成功的。「身無力用，名不自在。」何謂

不自在呢？我們的身體無力量，不能夠起作用，謂之不自在。「心無觀察之用，名為

闇昧。行相疏簡，名為輕略。此乃入睡前之心作用，而（並）非生理上的睡眠狀態；

亦非是夢，（何解呢？）以夢是獨頭意識之分位故。（因為夢是獨頭意識起的時候之

那個狀況。）睡眠心所（這個心所）一說（即有人如此地說）是依據徧行心所中之思

及想之分位假立（思得不妥，想得不妥，就變了睡眠心所），一說別有自體（性，即

是說它另外自己有種子的）。今用後說（現在用後一種說法）。」

第二種是悔，後悔。「悔，亦名惡作（即是憎惡以前所作之事，謂之悔），於先

時所作或先時所未作之業，追悔（以前作了。『唉，可惜我做了它，知道我便不做

了。』，追悔。有時又會『為何我不做呢？』未作的，我們又會追悔。此種追悔）為

（悔心所之）自性。」它障礙我們修止，我們靜坐的時候…。懺悔是好的，但靜坐的

時候你就不要悔，悔的時候你便不能定的了。「障止，為業用。悔通善（、惡、無

記）等三性（三種悔都有，有些悔是善性的，有些悔是惡性的，有些悔是無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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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悔先時不作善，此（種）悔是善性；悔先時不作惡，此（種）悔是不善性（即

是惡性）；悔先時未作之事屬無記性者，此（種）悔即（屬）無記性。悔能令心不

安，故能（夠）障止。依《識論》（《識論》即是《成唯識論》），此心所有別體

（悔是有別體的）。（但）今人熊十力謂悔依別境心所之念及慧假立。今按（即我的

按語，到底是熊十力說得對或是《成唯識論》說得對呢？）念能（夠）追憶先（前）

所已作或未作業，慧能於先所或已作或未作之業辨（別）其是非，皆是悔之因，非即

是悔，（悔是另外一種作用，所以我認為）應（該）從（依據）《（成唯）識論》

（不依熊十力）。」第一種、睡眠，第二種、悔，第三種、尋，尋求。「由思（心

所）與慧（心所兩種混合），（對）於事（情）或（道）理不深推度〔『求求其其』

（馬虎隨便）地明了，當時的狀態便謂之尋。），思之作用強而慧之作用弱時，名

尋。故（所以）尋是依思及慧（兩個心所）各一分上假立。」

第四個心所是伺心所，伺即是窺察的意思。「由思與慧（都是由兩個心所混合起

的），（對）於事或理能（夠）深（刻）推度，（那時）思之作用弱而慧之作用強

時，（我們）名伺。」現在的人所謂思想，思想，即是什麼？尋和伺。浮浮泛泛的思

想謂之尋；那些很深刻的思想謂之伺。「亦依思及慧之分位假立。」「以上四個不定

心所，二實二假（睡眠心所和惡作心所是實；尋和伺是假）；今（現在）廢假取實，

則不定心所唯有睡眠及悔二者而已（又省了兩個）。」「綜括上文，五十一（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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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有假有實。實者有自（己的）種子，假者唯於他實法（只在於其他的東西；法

即是東西；在其他東西）之分位上假立其名。今（現在）攝假以從實（把假的收回

來，全部把它放在實的裏面，現在只說實的）：廢除假法，實得三十二種（心所，不

用五十一個那麼多的），如下表：」「徧行（心所）五（個）：作意、觸、受、想、

思。別境（心所）五（個）：欲、勝解、念、三摩地、慧。善（心所）八（個）：

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輕安。煩惱（心所）五（個）：貪、瞋、

癡、慢、疑。隨煩惱七（個）：無慚、無愧、不信、懈怠、惛沈、掉舉、散亂。不定

（心所剩下）二（個）：睡眠、悔。」總共三十二個心所，你認為我這樣地縮好，或

是照舊的採納五十一個好呢？兩種都通。因為現在的人歡喜簡單，所以我把它縮了。

這樣，心所的名字和心所的數目，我們解決了。

好了，我們看看心所俱起時之狀態，我們列一個表。我們看看，「在同一（個）

識聚中（一個心王和幾個心所合稱作一個識聚），心所與心所之間，有互相影響之作

用；或一個心所起時，與別個心所相應而俱起（有時）；或此一心所起時，妨礙彼

（另外）一（個）心所令（它）不得（能）生。」例如什麼？貪和瞋兩個就一個起而

另外一個便不起的了。「（現在）玆依窺基《識論樞要》之意（思），將三十二個心

所（之）間」，可能有幾多個一齊起呢？我列一個表，我們看看。第一、心所的種

類。我們先講徧行心所，徧行心所有五個，第一個是作意心所。作意心所起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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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還有其他四個一齊起的；此謂之徧行嘛；觸、受、想、思。即是說心所起的時

候，最少是五個一齊起的，不會四個，不會三個，不會兩個，不會一個的，一定五個

心所一齊起的。觸起的時候也是如此，受亦是如此，想亦是如此，思亦是如此。即是

說一起最少五個。別境心所起的時候。欲，這個欲心所起，另外又有五個徧行心所跟

著它起的。

即是欲心所起，最少得六個心所。勝解也是如此，念也是如此，定也是如此，慧

也是如此。信心所起，就多了。一個作意，一個觸，一個受，一個想（，一個思）這

五個徧行心所一定起的了，加上信便是六個。信一起…。八個善心所，一個起其他七

個都起的，只是輕安不起，一個起其他最少有六個起。信心所一起，一定有什麼？精

進、慚、愧、無貪、無瞋、無癡一齊起的，最少都有十二個。多少？十二個，對不

對？是的，十二個。如果一個善心所，精進心所起，一定最少十二個，你數數看。猶

如十二彩套色般套下去的。慚心所亦是，慚、愧、無貪、無瞋、無癡、輕安都是。一

起便是十二個，最少十二個一齊起，有多無少。煩惱心所，譬如貪心所起，最少又是

多少個？又是十二個…。貪、慢、癡、疑必定起的。煩惱心所的瞋心所起，是有十四

個的。比較之前那些多了兩個。癡心所起，最少十一個心所。同一道理，無慚心所，

無愧、不信、懈怠、惛沈、掉舉、散亂，每一個起，都有下面那麼多個心所起的。不

定心所起…。睡眠心所起，最少是這個睡眠加五個徧行心所。悔起又是悔加五個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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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即是六個起。我知道…，回去如果不明白，把那個表對一對，明白也把它對一

對，對你會很有益。

今晚我講的就講到此處，不能講太多了，是不是？心、心所之結構，又介入了義

理方面。今日就講這麼多好了，回去看一看。熟識了心、心所，對你很有利的。尤其

是那些準備出來講課的，對心、心所不熟識，很難講得了課。現在我們講（丁七），

是不是？心和心所之結構，是不是？心就是心王，即那八個識中之任何一個識；心所

就是它的附屬作用。每一個心王和每一個心所，它的內部都是有一個結構的。關於心

王、心所之結構是怎樣的呢？它內部的結構是怎樣的呢？例如我以前講過希臘的亞里

士多德，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靈魂。而每個人的靈魂之結構都是由三部分構成

的，一部分名理智，是不是？

第二部分是情感，第三部分是意志，是由三部分構成的。所以後來研究心理學的

人，稱呼這些…，把我們的心靈分析為多少部分構成的，用這種方法來解釋的那種心

理學，人們把它稱為結構心理學，或稱為構造心理學。佛家那些講唯識的，亦是把每

一個識…。先把每一個識，每一個識他稱作一個識聚，即是每一個識都不是單純的東

西，而是一堆東西聚合在一起的。普通我稱之為識，其實即是一個識聚來的。每一個

識聚的構造是怎樣的？是由一個心王，心王簡稱心，是不是？簡稱心，即是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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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一個心，圍繞著這個心就有很多個心所。心所整個名字是心所有法，即是心

所有的附屬作用。

英國人把心所二字譯作mental factors，即心的成份，把它作此譯。再深一層，

每一個心、每一個心所又可以再有一個結構，它的結構是怎樣的呢？它並不像亞里士

多德那麼簡單，說是由三樣東西，理智、感情和意志三者構成一個靈魂。它並不是如

此簡單，它認為每一個心王和每一個心所都可以分析成數部分的。關於這種解釋，就

有四種不同的講法。即是有四種不同的所謂菩薩，有四類菩薩的解法不同。即是有些

菩薩…，普通經裏稱之為菩薩，是不是？一般稱之為論師，即是作論的人謂之論師。

即是那些論師有四種不同的講法。有一種說每一個心、每一個心所都是渾然一體的，

整個不可分割的，你如果硬把它來作分析是不合理的。此種說法名一分說，分即是一

部分，整個識只是一整部分而已。即是說，我們如果嚴格地翻譯它，應該翻譯為全體

說，是不是？一分說。第二派的論師，即是第二派的菩薩，就認為每一個識，都是由

兩部分構成的，此謂之二分說。又有一些菩薩，就認為每一個識或每一個心所，都是

由三部分構成的。於是便稱為三分說。

又有一些菩薩，就認為每一個識，都是由四個部分構成，才是合理的，此謂之四

分說。換言之，意見不是一致的。如此豈不是很矛盾，是不是？其實並不矛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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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只是他不分而已，即如我們買一層樓，不作分間，不又是那一層樓，是不是？把

它間作一廳一房，不又是那一層樓？你它間作四個房，都是那一層樓。即是這種東

西，間隔，每一個人的看法不同而已，是不是？所以我們了解他這種分法，就不會覺

得他矛盾的。在印度，那些人在當時爭得很厲害。但一來到我們中國人手上…，中國

人的特點是什麼？很善於調和。你多矛盾的東西，來到我們中國人手上，他便解釋到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樣，總之大家都是合理的，我們中國人最拿手便是這

樣。我們看看，我們讀讀這一段。「識之意義（即是識字，之意義即是它的

meaning，是什麼呢？）是了別（了即是明了；別即是辨別。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

生命中，每一個人的個體都有明了、辨別之力的，都有八種不同的明了、辨別之力的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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