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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十一
前面二個「遍行」跟「別境」，總共有十個心所，

就是「作意、觸、受、想、思」，以及「欲、勝解、念、定、慧」，這十個心

所它不決定是善，也不決定是惡。假設跟善的心所相應，加強善心所的勢力，就

變成了善；假設跟煩惱相應，也能加強煩惱的勢力，就變成了惡；所以遍行跟別

境的心所，體性是不決定的。而這十一個善心所，它體性決定是「善」的。

●『能為此世他世順益，故名為善。』這十一個心所的體性都是善，決定是善。

在我們內心的活動當中，都是屬於善良的心所。而佛法中所謂「善」，不是世間

法中之善、或有漏福報，而是能成就無漏聖道之究竟善法，共有十一個

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痴、精進、輕安、不放逸、行舍、不害。此十一法。

收盡一切善業。世出世業以信為本。故首列之。



●這十一個善心所：第一個「信」、第二個「精進」、第三個「慚」、第四個「愧」，

剛開始先從這四個心所下手，因為這四個心所讓我們建立因果的觀念，深信因果而啟

發「精進、慚、愧」，進一步達到「無貪、無瞋、無痴」。「無貪、無瞋、無痴」必

需要有一點止觀的力量，內心有對治的力量；而「輕安」、「不放逸」、「行捨」，

跟「不害」，這個多少要有一點禪定的力量，這四個心所要生起就比較不容易了，不

是散亂心就能夠生起的。

我們對於三寶境界，有三方面要生信：

（1）信：什麼叫做“信”呢？信有三種――一是“信實”二是“信德”，三是“信

能”。

什麼叫做“信實”呢?“實”是“實事”和“實理”。例如父母師長、法律倫理，

這是世間上有這種事實：我們應當要孝順父母師長；遵守法律，合乎倫理，這叫做

“信事”。例如佛說的四諦以及唯識、中觀之理，這是千古不移的，這叫做“信理”。

什麼叫做“信德”呢?“德”是“功德”和“道德”。例如佛教所說的佛法儈三寶

的“功德”，以及世一間圣賢的“道德”這都是真真實實有的，我們不能撥無其事，

這叫做“信德”。

什麼叫做“信能”呢?“能”是“能力”。例如佛說的“善業可以感善報”，佛說

的“惡業可以感惡報”，信這善惡的“業力”比什麼都更厲害，這叫做“信能”。

吾人能夠信仰上面這三種實、德、業，而始終不淪，這就叫做“信”。「信為道

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



（2）精進：什麼叫做“精進”呢?“精”是“不雜”，“進”是“不

退”，也就是努力為善和努力斷惡。“精進”同“勤”有一點不同，因為

“勤”可以通三性；勤而為“善”，亦可以勤而為“惡”，乃至耕田種地，

是屬於無記性。“精進”則不然，它是完全屬於“善”的一方面說，所謂

努力“斷惡”，努力“修善”是也。若是就損人滅理為非作惡方面說，雖

勤亦名“懈怠”，不可去做的，故“勁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這就叫

做“精進”。

精進的對象有二個─「斷惡」和「修善」；就著「斷惡」來說，有二件事

情要做：

第一、已生的惡法令斷：

第二、未生的惡法令不生

對於善法也有二個態度：

第一、未生的善法令生。

第二、已生善法令增長。



（3）慚：什麼叫做“慚”呢?要“慚”是“羞恥”，就是恥不如人。做恥不若人的惡

事，對自己不住，這就叫做“慚”。

（4）愧：什麼叫做“愧”呢？愧的性質本來同慚一樣，平常都是把慚愧兩個字連

在一起。不過“慚”是對“自己”說，“愧”是對“別人”說的，就是正要作惡的時

候，恐怕別人誹謗，社會批評，并受法律的處罰，假如照這樣子去為非作歹，是對別

人不住，這就叫做“愧”。經云。有慚愧者。可名為人。既具信心。加增慚愧。則善

法自成矣。

「慚愧」，對一個凡夫來說相當重要，印光大師自稱為「常慚愧僧」。而佛教徒多少

有一些因果觀念，雖然有時候控制不住也造惡業，但內心有慚愧，當這個慚愧一活動

──『息諸惡行，以為業用』，就能夠把身口意惡業的勢力，削減掉一大部份。

所以因果，在得果報的時候，有堅固跟不堅固的差別。好比有些人業障一現前，特別

堅固，拜懺也不行，這八十八佛拜了三年、五年，還是不能轉變，就是那個業障特別

堅固；有些人的業障不是很堅固，業障一現前，至誠懺悔，拜了一百零八部的八十八

佛，消除了。為什麼呢？就是因地的時候有慚愧心。



●「慚愧心」，《南山律》說有三種情況：

最好的慚愧心，是在「方便時」：就是在造罪之前，你要去造罪，馬上起慚愧心。

第二等人是「根本時」：就是正造惡業的時候，慚愧心活動了，那麼把惡業的勢力給

削減了。

第三種人是造完以後「成已時」──啊呀，我剛剛不應該作這件事情。依此慚愧心而訶

責自己。這個是下品，但至少還有慚愧心。

假設你造一個惡業，「方便時」沒慚愧心、「根本時」沒慚愧心、「成已時」也沒慚

愧心，那這個就是一個定業，很難轉變，果報特別堅固。所以律上說，我們平常就要

注意，當一個惡的行為出現時──「數數現行，都無慚愧」，這個業就要小心了！不管

是大業、小業經常出現，你已經習慣了，內心已經沒有慚愧心在活動了，將來得果報

時，必定堅固，難以轉變，所以慚愧心是我們斷惡修善的一個基礎。

當然，除了慚愧心，還要深信因果，以這個作為前提；所以這「慚」與「愧」是從正

見來的；這二個心所對我們修行太重要了，一旦失去了慚愧心，那你的惡法就很容易

出現。

前面的四個善心所「信、精進、無慚、無愧」，大都是在初學的階段，依止佛法的正

見，由正見而生起信心，這個信心還不是很深，就是仰信─仰信因果；之後，生起慚、

生起愧，將惡法降低一點。

慚愧心---戒波羅蜜



（5）無貪：什麼叫做“無貪”呢?“貪”是“貪愛”，貪戀世間上的財色名利，過分追求，
非義而取，并且對於自己所得的財法慳吝不舍，不肯惠施於人。若能廣布施行，即為“無
貪”。
「無貪」內心已有法的力量、有一種對治的力量，多少能夠作得了主。
對於財富的對治，就需要修「無常觀」。

（6）無瞋：什麼叫做“無瞋”呢?“瞋”是“瞋恚”，逆境當前，不能忍受；加害有情，

橫起暴惡；饑渴寒熱來的時候，常發忿怒，缺少涵養。若能修忍辱行，即為“無瞋”。

「無瞋」是「慈」，就是「與樂」，經常想要給眾生種種方便、隨時想要幫助眾生，祈願眾

生能得樂。

小乘的戒律對於「無貪」是很強調的，內心要清淨。大乘的戒法就不一樣，因為必須跟眾生

接觸、要攝受眾生，「慈悲心」就很重要。所以大乘的菩薩戒，對於菩薩擁有多少衣服、多

少缽、跟女眾保持多大的距離，沒有很嚴格的限制。但是眾生對你有觸惱的事情、向你懺悔，

你一定要接受；而且你不能起瞋恨心去毀謗三寶、去毀謗說四眾過，這些罪都制得很重。你

看菩薩戒，菩薩要是以瞋恨心造罪，都是制得很重，你有點貪煩惱啊，制得比較輕，剛好跟

小乘相反。為什麼呢？因為眾生要親近你，你的修行功德是一回事，你的慈悲心最重要。



（7）無癡：什麼叫做“無癡”呢?簡單說就是一種智慧。 “癡”是“愚癡”，又叫做“無
明”，就是“不覺”的異名；起諸邪見，謗無因果，事理不明，是非不辨。若能隨智慧行，
即為“無癡”。

以上“無貪”、“無瞋”、“無癡”名“三善根”，一切善法由此而生，故名為“根”。

「無痴」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所，前面的無貪、無瞋都要依止智慧。因為無貪的心所要生起，

必須透過不淨觀、無常觀；無瞋的心所，也一定要修慈悲觀─觀功念恩，觀察一切眾生都是

我過去的母親，他對我有很多的恩惠。而這樣的觀行，都是依止智慧做基礎的，所以說「無

痴」是「無貪」跟「無瞋」的基礎。總之，無貪、無瞋跟無痴，在整個菩提道上，這三個心

所都非常重要，無量善法都以此為根本。

（8）輕安：什麼叫做“輕安”呢?“輕”是“輕快”，“安”是“安樂”。煩惱是粗重

的別名，脫離了煩惱的重擔，故得身“輕”心“安”，方能成辦世間一切善法的大事。輕安

就是禪定的一種前方便。在禪定未得到以前，有一種輕安的境界。這種輕安境界從什麼地方

來的呢？它是從精進而來的。精進於善法，而止住一切的惡法，再加上三善根(無貪、無嗔、

無癡) 所得的功德，就會產生一種輕安的感覺─覺得身心舒暢，身自在，心也自在。到了那

種境界就會感覺非常快樂，這就是參禪時有的無上快樂境界。



（9）不放逸：不放逸就是守規矩。 “放”是“放蕩”，“逸”是“奔逸”，是以貪、瞋、

癡“三毒”為體，成就一切惡事。今不放蕩奔逸，是以無貪、無瞋、無癡、精進“四法”為

體，成就一切善法，故名“不放逸”。

「不放逸」，這個心所，要有四個心所做基礎：首先要有「精進」的力量，來斷惡修善，勇

悍為性；其次，要有「無貪、無瞋、無痴」的心所幫忙；你內心當中這樣的精進，而且沒有

貪著心、無瞋心、無痴心，以這四個心所來做基礎。這四個心所在活動時，對於所斷的惡法

─防令不生，對於所修的善法─修令增長；不斷的懺除罪障、積集資糧，這就是它的體性。

在菩提道上，我們還沒有見到法性、證到空性，都是帶業修行。

（10）行捨：什麼叫做“行捨”呢?“行”是“行蘊”，“捨”是“捨棄”。行蘊的捨是簡別

不是受蘊中的捨，因受蘊中有三種受的捨受是無記性。現在行蘊中的捨是屬於“善性”，怎

樣知道行捨是善性呢?因為“行”可以作修行的行字來講，“捨”就是捨棄執著。學佛如果

不肯捨棄執著，怎樣可以達到成佛之目的――涅槃――到彼岸?所以叫做“行捨”。

行捨就是將五蘊中行蘊裏面所有一切染污法都捨去。捨什麼呢？捨去不合乎規矩的惡法。行

蘊中的捨和受蘊中的捨是不同的，受蘊的捨是隨覺隨捨，而行蘊的捨在行蘊內念念遷流，不

停薰化不合規則的念，而令它捨掉。捨一點就與道相應一點，所以念念捨就念念入，入就是

入道。



「行捨」跟前面的「輕安」一樣，都是與「定」相應，不是散亂心能夠出現的。

『亦即精進及三善根』，它的出現，也是要依止精進力跟無貪、無瞋、無痴三善根一起運轉。

※※一般我們判斷一個人有沒有得到禪定，就是以「行捨」這個心所來作判斷。比方說你念

佛，念到功夫成片──佛號一句接一句，內心沒有惛沈、沒有掉舉，明了而寂靜，寂靜而明

了，明靜而住；你的佛號也能夠維持很長時間，那麼你的佛號到底是成片，還是一心不亂呢？

就看你內心是不是有「行捨」的心所出現。如果你對佛號明靜而住，是一種平等的、正直的、

無功用住的，那麼就是「一心不亂」，得定了。如果還要假借如理作意，那就只是「功夫成

片」而已。所以一般判斷「你是不是與定相應」，就看你的內心是不是有「行捨」的心所在

活動，這是主要關鍵。



（11）不害： “害”是“損害”。什麼叫做“不害”呢? 不惱害一切眾生。例如損害人

的生命，損害人的名譽，損害人的財產，這都是惱害有情的惡事；學佛的人是要利樂一切有

情，所以叫做“不害”。「不害」名為「悲」，就是「拔苦」，儘量不要給眾生製造苦惱。

身業不去侵損逼惱他，口業講話要注意，不要講話傷人，乃至於意業也不去侵損逼惱；這就

是以「無瞋」為體性。

蕅祖把「無瞋」跟「不害」的體性，做一個揀別：

『無瞋名慈，不害名悲，與樂拔苦，度生勝用，故體雖一，約用分二。』

前面的「無瞋」是「慈」，就是「與樂」，經常想要給眾生種種方便、隨時想要幫助眾生，

祈願眾生能得樂。而「不害」名為「悲」，就是「拔苦」，儘量不要給眾生製造苦惱。

蕅祖把「無瞋」跟「不害」的體性，做一個揀別：『無瞋名慈，不害名悲，與樂拔苦，度生

勝用，故體雖一，約用分二。』

前面的「無瞋」是「慈」，就是「與樂」，經常想要給眾生種種方便、隨時想要幫助眾生，

祈願眾生能得樂。而「不害」名為「悲」，就是「拔苦」，儘量不要給眾生製造苦惱，所以

走路的時候留意不要踩到螞蟻，講話的時候注意自己的口氣，不要像刀子一樣傷人，內心也

是這樣想─不給眾生添麻煩、添痛苦，這就是悲。

『與樂拔苦，度生勝用，故體雖一，約用分二。』「與樂」和「拔苦」，是大乘度化眾生最

重要的根本，你想要利益眾生：第一個，為眾生拔苦，最起碼不要給眾生增加痛苦；其次，

就是給眾生種種方便、種種快樂；這是度化眾生最殊勝的作用。因為這二個心所太重要了，

各有各的作用，所以在《百法》當中，把這二個分別出來。



十一個善心所，生起的次第，再做一個攏總的解釋。可分成三個次第：

第一個次第：信、精進、慚、愧，四個心所。

第二個次第：無貪、無瞋、無痴，三個心所。

第三個次第：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四個心所。

我們在無明的妄想當中，由於過去的善根，今生跟佛法接觸時，第一個出現的善根就是

「信」，最主要的內容是深信因果。生命的痛苦和快樂是怎麼來的呢？是由業力來的。由於

過去殺盜淫妄的罪業，而招感三惡道的果報；由於五戒十善的業力，得人天果報；由於四諦

十二因緣的業力，趨向於二乘的涅槃；由於菩提心跟六波羅蜜的業力，而感得佛菩薩的萬德

莊嚴。

這時候，我們對宇宙人生的因果法則，生起了清淨的信心，因為這一念信心的支持，就會皈

依三寶唯有皈依佛、法、僧，我們相信三寶決定能夠救拔我們。這就是我們初到佛門的信心，

包括了「深信因果」，也包括了「皈依三寶」。

之後，進一步「精進」，我們會去接觸一些佛法，或者到道場去親近三寶、勇猛精進一段時

間以後，受持戒法─受在家五戒、八關齋戒，或者是出家戒。由於戒法的攝持，內心就有一

個標準，內心當中有就「慚愧心」，以「崇重賢善，輕拒暴惡」為標準。從修善進一步去斷

惡，就是由慚愧心的攝持，對於身口─殺盜淫妄的惡業，能夠慢慢降低下來，不但能斷惡，

也能修善。這斷惡跟修善，內心所依止的功德就是信、精進、慚、愧。這是我們剛學佛的第

一個次第。



由於慚愧心的加強，使令我們對於善法的追求，以及惡法的調伏會更深入，就進入到第二

階段──無貪、無瞋、無痴。首先生起的是無痴─「般若波羅蜜」，前面所依止的是一種世俗

諦的智慧，主要是在有相的境界活動──皈依三寶，雖然身口二業有慚愧心的攝持，但是內

心受境界刺激的波動，還是不能停下來。到了「無痴」，才慢慢學習大乘經典，解第一義諦；

這時候依止聖教量的指導，開始迴光返照，看到內心深處那一念清淨心，是無我無我所、沒

有貪瞋痴。由於空性的體會，就能夠把內心貪、瞋的煩惱調伏下來，這就是修習止觀。就不

只是皈依外相的三寶，更皈依了內心的三寶。從前面慚愧的戒波羅蜜，進步到「止觀」的力

量。再進一步，這時候就是要加強「禪定」。前面的無貪、無瞋、無痴，雖然有時候入無相

行、有時候是有相行，但心仍是散亂的境界，完全都是聞思的智慧。這時候息諸外緣，加行，

把這散亂的心，以一句佛號攝持──「一句彌陀念誦聽，十句成片三三四」，慢慢把散亂心

收攝回來，從欲界定到未到地定，乃至於到初禪。

這時候內心有了禪定，就會出現「輕安」，身心有殊勝的三昧樂。當這種輕安樂一出現，對

佛法的信心那是不得了，更加有信心，而且不容易放逸。

透過禪定的力量，這時候「行捨」任運現前，不像前面無貪、無瞋、無痴，打坐時正念分明，

離開了座位，回到塵勞的境界，煩惱多少還會活動；有了禪定，正念自自然然任運現前。更

進一步「不害」─慈悲心生起、心調柔了。



這時候繼續修慧─般若波羅蜜─空性的智慧；因為有禪定的攝持，突然之間一念相應─「因

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就把無始的我執跟法執給破壞掉，而證入無生法忍。這就是我們

修學十一個心所的次第，它的總相都不離開皈依三寶；剛開始是外相三寶，之後提升到內心

三寶，最後是一念的相應，「能皈依的心」跟「所皈依的三寶」不二──證入了法性。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皈依三寶、跟三寶相應，對外道也有信心、也能夠精進、有慚愧，那

就不是這裡所說的十一個善心所。

●這十一個心所都必須跟三寶相應，才能夠成為大乘的善心所。



《大智度論》：「莫失好時，若失好時者，不可救！」不要隨便去浪費美

好的時光。什麼叫美好時光呢？第一個「善得人身」。第二個「生於勝

處」。

首先，能得到暇滿人身，人的果報對修道很重要。其次，生於佛法住世的

地方。雖然正法消失了、像法也消失了，但是語言文字這些經典都還在，

至少末法還在。「生於勝處」，這個殊勝的處所就是指「三寶住世」的地

方。只要這二個因緣具足了，就是「好時」，莫失好時！我們隨便喪失好

時，以後沒有人能夠救拔我們，就得繼續流轉。因此，我們要趕快把前面

的十一個善心所，沒有生起的使令它生起，已生起的使令它增長廣大，唯

有暇滿的人身，才能夠生起這十一個善心所，其他的果報都不容易生起。

這個心所是愈多愈好，對日後的修行有很大好處。所以要好好把握，多多

利益他人積功累德！



“根本煩惱 ”六者
●一貪。二嗔。三癡。四慢。五疑。六不正見。

『體性--煩躁擾動，產生的作用--惱亂身心，故名煩惱。』 ， 《唯識學》有一個

名詞叫「煩惱障」，是說煩惱的活動能障礙我們修學聖道。

根本煩惱就是十使。

五鈍使：貪、嗔、癡、慢、疑。於事情上無所明瞭而不能決定，來的非常緩慢，

所以叫鈍使。

五利使：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這就是五種不正見。利是很快

的，遇到事情很快就決定了，所以就叫五利使。



● “根本煩惱”-- “煩惱心所

「一、貪者，於有有具，染著為性；能障無貪善根，生苦為業。」

『於有』─正報，貪愛自身，或者貪愛他人的色身。『有具』我們所依止的環境，房子、或

是車子等等資具。對於這一切正報、依報，內心出現『染著』。會把我們過去生，所栽培無

貪的善根給破壞掉。你過去生本來修四念處修得很好，今生一放逸、貪煩惱一活動，就把這

些善根破壞掉，『生苦為業』，因此而引生很多的苦惱。越分追求，非義而取，就叫做

“貪”。

『二、瞋著，於苦苦具，憎恚為性；能障無瞋善根，不安穩性惡行所依為業。』

貪，所面對的境界是如意的境界；「瞋」煩惱所面對的境界是不如意境界，是三界的一種苦

果。也就是我們正報─老病死的苦惱，這個苦是約正報來說的；而正報所依止的外在環境，

飢餓、或者是寒冷等等，這些不如意的環境，叫「苦具」。我們對於不如意的依正二報，內

心出現了憎恚─「憎恨」跟「憤怒」，這就是「瞋」的體性。我們過去所栽培的慈悲觀就被

破壞了，引生不安穩，內心躁動，身口意種種惡行都生起了。

（2）瞋：什麼叫做“瞋”呢?“瞋”是同“無瞋”相反。有瞋心的人不但見到違逆我的一人，

含恨忿怒，乃至自己的父母師長最親愛的人，他亦常常發怒。這雖然是宿世孽障，其實是沒

有養成慈悲的習慣所致，故凡無“慈悲心”的人，就叫做“瞋”。



『三、癡。癡：什麼叫做“癡”呢？“癡”是同“無癡”相反，不是完全無知，即

對於一切事理沒有正知正見，以是為非，執非為是，因果迷亂，義理全乖。故凡

是“無明迷昧”的人，就叫做“癡”。

癡迷也有兩種――①俱生無明，是屬於先天的；②分別無明，是屬於后天的。什麼叫做

“俱生無明”呢?即是與身俱生，生下來就有的。什麼叫做“分別無明”呢?即是與俗同污，

長大了染習的。因此而有“我執”，因此而有“法執”，造成了“根本煩惱”的主因。

《俱舍論》上說，有二種因緣，使令一個人出生會愚癡：

第一、你過去生有「謗法」的因緣”。因為謗法的因緣，生生世世感得愚癡，就算聽到佛法，

你也聽不懂；法師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奇怪你還是聽不懂。就是你這一念心跟正法之間有一

道牆，被謗法的罪障，障住了，使令清淨的法水不能到入你的心中。

第二、你過去生有賣酒、毒藥給別人吃。你造這種業，使令一個人迷惑顛倒；所以賣酒、賣

安非他命的人，將來會墮到三惡道去，以後回到人間，生生世世愚癡，沒有智慧。

。



（3）



●『四、慢者，恃己所長，於他有情，心生高舉為性；能障不慢，生

苦為業。』

就會以自我為中心，把這個「我」給提高──啊呀，你們這些人，沒有一

個比得上我，心生高舉。？『能障不慢，生苦為業』，會引生很多的苦惱，

為什麼？「我慢山高，法水不入。」因為「慢」就像一座尖峭的高山，對

我們有幫助的勸諫法語，我們一概不能接受，就像那山上的水都流掉一樣。

「慢」是修行的一大障礙。古人說：「謙受益，滿招損」，謙卑一點，才

能受善知識的教化， 「慢」與宿世有關係。

慢：慢有七種。

①慢 ②過慢 ③過過慢 ④我慢 ⑤增上慢 ⑥卑劣慢 ⑦邪慢

上面這“七種慢”的內容雖然各各有異，然而“高舉”為性，卻是一樣相

同的。





●『五、疑者，於諸諦理，猶豫為性；能障不疑及諸善品為業。』

疑就是對真理懷疑不定。遇到事情不能決定，有所疑惑。有了疑，當然是不生一切善法。因
為不相信的緣故，就不能在一切善法中精進修學。「懷疑」的三種相貌：疑師、疑法、疑自。

『六、不正見，於諸諦理，顛倒推求，染慧為性；能障善見，招苦為業。』

亦名惡見。也就是邪見。 “知見不正”。一種邪惡的知見。就是對四聖諦的道理，因為沒
有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的緣故，這樣『顛倒推求』，內心也生起一種智慧，但是這種智慧
是一種「染慧」─染污的智慧。就很難接受善知識的善見，後果當然是招來很多苦惱。
有五種：

①身見： “身見”或“我見”。此身既是“四大”與“五陰”和合所成，那裡有一個

“常恒不變”的“真我”? 以為他是“主宰者”，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在五蘊當中，執著

這個是「我」、一切法是我所受用的。以下這四種邪見─邊執見、見取見、戒禁取見，乃至

邪見，都是依此「我見」而生起的，這個根本邪見就是「我見」。要透過「無我」才能得

到解脫。

②邊見： “我見”上，執“斷”或執“常”。怎樣“執斷”呢? 人死如燈滅，一死永死，

沒有什麼善惡升沉輪回的一件事。撥無因果是佛學上最大邪見。 “執常”-- “人死還是為

人，生生世世都是為人；畜死還是為畜，生生世世都是為畜。



③邪見：「謗無因果」。那麼外道看到這個人一生行善，臨終之後，做一條蛇啊，所以出

定以後就說：「唉啊！這世界上是沒有因果的啊！善業不能夠成就可樂果報，惡業也不能成

就不可樂果報，生命是沒有軌則的，完全是自然而有、完全憑個人的運氣。」這時候就謗無

因果，世界上沒有因果法則存在──善業沒有成就可樂果報的作用，惡業也沒有成就不可樂

果報的作用，誹謗業力的作用，也謗因果沒有事實。這就是撥無因果。

④見取見：什麼叫做“見取見”呢?見，就是前面的“我見”、“邊見”、“邪見”；這種

人在這三種見上執著為最勝、最妙、最上，又叫做“非果計果”。例如有一種外道生到無想

天或非非想天，本來是有漏天，他誤認當做涅槃妙果，所以叫做“非果計果”。

⑤戒禁取見：什麼叫做“戒禁取見”呢?“戒”是“性戒”，如殺、盜、淫、妄之類；

“禁”是“遮禁”，如飲酒、食肉之類。持“戒”持“禁”，本來是“善法”，為什麼又把

它入在“不正見”之內呢?這是過在“執取”。有一種外道，執著不食牛肉、不食狗肉，以

為這是持戒，其實一切眾生的肉都是不可以食的。何故有這種不平等之戒呢?因為他們外道

的始祖得了天眼，看見一條牛生天，他以為牛是由吃草而生天；他又看見一只狗生天，他以

為狗是由吃糞而生天；他不知道牛和狗生天，是由過去“宿因”所致，於是他自己要生天，

也學吃車和吃糞，自吃勸人，久之就成了一種外道教。因此，所以叫做“戒禁取見”，又叫

做“非因計因”；因為吃草吃糞不是天生的“因”，他妄計為“因”啊。



“隨煩惱 ”二十

小隨十種
●「隨煩惱」。又名隨惑，所謂「隨」，跟隨、隨順的意思，就是跟隨根本煩惱生出來的，」。

“根本煩惱”如樹之根，“隨煩惱”如樹之枝，一切“染法”皆隨“根本煩惱”而生。可見二者

只是開合不同，性質一樣；合起來是「六根本煩惱」，開展出來是「二十個隨煩惱」，這是「開」

跟「合」之間的差別。從煩惱的體性來觀察，不論是根本煩惱、或是隨煩惱活動，都會使令我們

身心擾動，讓我們今生、來生感得不安樂的果報，所以安立作「煩惱」。【等流】等者等同之義；

流者流類之義。等流，即同一流類之義，簡單的說，果同於因稱等流。《俱舍論》卷二十一載：

「無慚、慳、掉舉，是貪之等流。」即謂無慚等係由貪所流出，以無慚等皆為具有同於「貪」之

法，故稱等流。



隨煩惱二十者。一忿。二恨。三惱。四覆。五誑。六諂。七憍。八害。九嫉。十

慳。十一無慚。十二無愧。十三不信。十四懈怠。十五放逸。十六昏沉。十七掉

舉。十八失念。十九不正知。二十散亂。

隨有三義：

1. 自類俱起。「人以類聚，物以群分。」例如學佛法的人只和學佛法的人在一起；

學魔法的人也都跑到學魔法的地方去；「物以群分」，生物是有說不完的這麼多

種類，同類的集合在一起。

2. 徧不善性。徧就是普徧，這種不善性是互通的，譬如你有「慚」，「愧」就生

出來；你有「不信」，「懈怠」，「放逸」也都生出來了。

3. 遍諸染心。有二：有覆和無記。

「有覆」有所覆藏，掩飾遮蓋，不叫人知道。

「無記」也不記善，也不記惡，也不知道是善、是惡。

所謂「小、中、大」，不是約著勢力的強弱，而是約著活動範圍。

如果三類都具足，就列為大隨煩惱；只有二類（自類俱起、遍不善性） ，就列為

中隨煩惱；單具一類（於不善心中各別而起者）。



小隨煩惱計有十種，曰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憍。其發生作

用面最小，而行相粗猛，於不善心中，各別生起。

1. 忿。不順心意，於是嗔心遽發，這種嗔恨心突然而發，就是忿。

2. 恨。嗔心沒有發出來，藏在心裏深處，永遠都不能遺忘，好像用繩子打成死結

縛牢似的。這個埋在心的深處的心，就叫恨。

3. 惱。煩惱也。惱含有忿和恨，忿恨到極點，忍也忍不住，就生出煩惱來。

「忿、恨、惱」，不是從「惱」來對治，一定要從前面的忿、恨，就要把心中的

結，解開來。

●用智慧來化解心中的結、化解心中的恨。二種方法，1. 「當作隨緣消舊業想，

更莫造新殃 」 ，一定要先相信這是業力招感來的，才會心甘情願承當下來。2. 更
積極了，「當作善知識想」 ，寬恕包容，轉逆緣成菩提道 。

4. 覆。覆就是覆藏，蓋藏著。造了罪業之後，恐失利養名譽，不敢把這個罪業表

達出來。因為覆藏，使令罪業增加，等到得果報時，本金加利息，最後會悔惱與

不安穩。

5. 誑。就是假仁假義。矯現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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