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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諂。就是諂媚，給人戴高帽子，盡向人家說好話。討好對方 。

7. 憍。憍慢自負，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高貴。 對治方法「常居學地」 ，內心始終

都要保持謙卑學習的態度。

8. 害。對於有情眾生，心無悲愍，損害人他人，令他人苦惱。

9. 嫉。嫉妒他人勝過自己。多數有「妒忌」心的人，都是我執、我見比較重的人。

嚴重一點就會去障礙、破壞別人。隨喜功德」有二個好處：

1.隨喜別人的功德，使令他的善法更精進，是一種利他行。

2.讚歎他的功德，你跟這個善法就結下善的因緣，以後這個善法在你身心要出現，

會比較順利一點。跟善法結善緣很重要！要是嫉妒、傷害，以後要修這個善法

就會有困難，因為你曾經對這個善法，有嫉妒的心所在裡面，除非懺悔，否則

這個煩惱也會障礙你。你說︰「奇怪，這個善根我怎麼都栽培不起來？」就是

過去曾嫉妒別人。

10. 慳。就是慳吝，不肯布施。鴿子都是因慳貪才做鴿子，過去生中牠們不但不捨，
還吃人家的。

「慳財者，世世貧窮；慳法者，世世愚痴。不可不戒也！。「財」跟「法」就像
流水一樣，要流通才能夠增長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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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隨二種
●中隨煩惱有二種，曰無慚、無愧，能夠普遍的在一切不善心所，只要起的是不
善，一定有無慚、無愧。這就是「中隨」，活動範圍比前面更廣，但較後面小。
具有自類俱起，遍不善心二義，故曰中隨。此二者，對自己所犯的過惡不感到羞
恥，是其共同點；而慚者「輕拒賢善」，愧者「崇重暴惡」，是其相異點。
●中隨煩惱遍染到前五識，無慚、無愧是前六識的問題，是這輩子的



11. 無慚。就是不尊重自己， 『輕拒賢善』，對於賢善─功德的境界，本來是應該要讓它增

長的，但是你輕拒─輕視拒絕。既然你對成賢成善之事，沒有希求心，那你的生命就是生長

惡行，增長一切惡法。

12. 無愧。不怕人譏笑，也不怕人諷刺。『崇重暴惡』，本來這種暴惡的事情，我們應該要

去對治、消滅，結果你對暴惡的事情，還特別歡喜。

「慚愧心」，以「崇重賢善，輕拒暴惡」為標準。

一個沒有學佛的人，內心是沒有標準的，對於聖人的理想追求，以及罪業的厭離，完全不當

一回事，只要現在快樂就好，管它是賢善、是暴惡，完全沒有標準。但是受過戒的佛弟子，

內心有慚有愧，會尊重善法、排斥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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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慚、無愧這兩個心所，大都是同時生起的；一個是「輕拒賢善」、一個是「崇重暴惡」。

這兩個心所，『此惡遍不善故，名為中隨煩惱。』它能夠普遍地在不善心所當中活動，故名

「中隨煩惱」。換句話說，只要是不善的心所，前面的忿、恨、惱、覆、誑、諂、憍、害、

嫉、慳，「十種小隨煩惱」，任何一心所活動，一定是夾帶無慚、無愧。所以叫做「中隨煩

惱」。



其實慚愧心，在沒有入聖位之前，對我們非常重要！沒有入聖位、沒有斷煩惱之

前，從「信心」引生「慚愧心」，它是斷除惡法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在《瑜伽師地論》上說，有二種方法可以對治已經進入

阿賴耶識的業力：

第一、「懺悔所損業」。這就是指「懺悔」，你可以面對一位比丘，或者面對佛

菩薩，修懺。請一位比丘、或者找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當懺悔主，或是以本尊

阿彌陀佛當懺悔主。寫一篇懺悔文，把你整個造業的因緣，至誠的表達出來；表

達你的懺悔心，並立定誓願，從今以後寧捨生命誓不再犯！禮拜、或者持咒、念

佛。由於慚愧心的緣故，念念之間就把第八識罪業的勢力、慢慢破壞掉，這是懺

悔所損業。

第二、「對治所損業」。通常我們造惡業，一定有一個煩惱，可能是貪煩惱、或

者瞋煩惱、或者是痴、慢、疑、不正見…各式各樣的煩惱。當這個煩惱現前時，

你要對治它，就是不能隨順這個煩惱。因為你造惡業的時候，這個煩惱有等流性，

它下次還會再出現，而且出現的力量，會比上次更厲害。應該怎麼辦呢？對治所

損業。不再隨順這個煩惱，雖然煩惱還有等流勢力，但是你已經在抗拒它，心中

開始生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這時候，這方

面的業力也會慢慢的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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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隨八種
●
●「隨煩惱」。所謂「隨」，隨順的意思，它是隨順「根本煩惱」而生起的煩惱，
是根本煩惱的一種等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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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隨煩惱有八種，曰掉舉、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其

發生作用範圍最廣，具有自類俱起，遍不善性，遍諸染心三義，故曰大隨煩惱。

13. 不信。本論特別是指對於「法」─四聖諦實事、實理的存在性，不能夠忍可隨

順。對於三寶的功德，三寶的境界，不能夠「好樂」─不歡喜、不好樂。對於自己

是不是能成就三寶功德，心不存希望。

14. 懈怠。懶惰，不精進。假設我們對於這些殺盜淫妄雜染法，主動積極，白天做、

夜晚也做，這樣的話，也叫「懈怠」，因為「退善法故」。

15. 放逸。放逸就是不守規矩，它比懈怠又更嚴重；因為懈怠是對功課鬆散了，而

放逸不但是懈怠，又加上貪瞋痴了，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就是已經放縱自己的

煩惱活動，所以說「放逸」比「懈怠」更嚴重。

※※＆上次我們去杉林溪，很明顯的一個情況，就是那些杉木種在一起，每一棵都

站的很挺直。為什麼？為了要去吸收那些露水，你要不挺直的話，彎彎曲曲的，

吸收不到露水你就要枯死！為了生存，每一棵樹都長的直直的。旁邊有一棵樹，

離開了這個叢林單獨住，長的彎七扭八的，因為沒有人跟它爭露水嘛。彎七扭八

的樹能作什麼材料呢？也不能作傢俱，砍掉作材燒而已。這表示什麼呢？「叢林

無曲木」，在大眾當中生活，每個人都要增上，你的心力自然會提起來，所以

「依眾靠眾」很重要。



前面「不信、懈怠、放逸」三個心所，大都是在塵勞的境界出現。
以下四個心所─「昏沈、掉舉、失念、不正知」，多數都是在止觀修行當中出現。
其中「昏沈、掉舉」可以歸屬一組；「失念、不正知」也可以歸屬一組。
16. 昏沉。昏沉就是睡覺的別名。 「昏沈」能令我們這念心，面對所緣境─無堪任；
明了性失掉了，創造功德的能力也失掉了，因此而沒有堪任性。既然功能失掉了，
內心就昏昧了。當昏沈生起時，就達不到禪定輕安的功德，也沒有觀慧─對諸法的
實相不能如實了知，修「止」、修「觀」都被障礙了。
17. 掉舉。什麼叫掉呢？他不能靜下來，不能安處清淨的境界，他的身體不停亂動，
剛坐下來又站起來，站起來又要坐下去。心裏也胡思亂想，盡是想入非非，一會
兒想起這個，一會兒又想起那個，總想個不停，想入非非。
「掉舉」，明了性還在、內心很清楚，但是不寂靜，不能夠在所緣境專一安住，
心在五欲六塵中到處攀緣。這時候對於禪定的功德、止的功德，就產生障礙了。

沈在心中串習的勢力非常強大了，所以很難對治。但是不對治，就不斷在增長愚
痴！
我們一定要思惟昏沈的過患，這個煩惱不容易對治，比「掉舉」還嚴重。
「掉舉」心不寂靜、會擾動我們，我們會感到厭煩而去排斥它；但是「昏沈」的
相貌是寂靜的，很容易跟禪定的寂靜混濫。昏沈、明了性沒有了，跟法就不能相
應， 所以一定要對治！



昏沈的可怕怎麼樣呢？下次它還會再來，昏沈更厲害。這個賊，現在不對

治它，你一天一天把它增長廣大，以後就更難對治了；現在要用一分的力

量對治，以後要用十分的力量。任何事情都是這樣──串習，你一次又一

次去串習煩惱，它的勢力就漸漸加強；你一次又一次去串習正念，也是漸

漸增強。

如果已經昏沈了，打坐的時候不要閉眼睛，打開眼睛讓光明進來，就不容

易昏沈。總之，就是一定要下定決心，不要讓昏沈相續下去！

昏沈是「痴」，掉舉是跟「貪」有關係，你會向外面攀緣，就是對外境有

染著，所以才會去攀緣它。這是我們修習正念、正知的兩個障礙，就是

「昏沈」和「掉舉」。



18. 失念。正念失去了，就是邪念。在修習止觀的時候，特別是講到「修止」，一

定要有一根本所緣。以淨土法門來說，彌陀名號這個聲塵，就是我們的根本所緣。

本來我們對佛號，應該是要專一安住的，但是當我們失念之後，我們的正念就不

能分明了，這時候散亂心開始活動，因為失念下一個就是散亂。

19. 不正知。我們對於所緣境，只是專一安住還不夠，必須還要「相續」。在相續

當中對於所觀境要能夠「正知」；而這個「不正知」就是一種錯謬的理解─謬解

──到底我們是不是安住在所緣境，不知道；或者在念佛當中有什麼境界出現，我

們也不知道；這個境界是真實的、虛妄的？是善的、惡的？應該增長、應該對治？

完全不知道，這就是「不正知」。

因為不能夠如實了知所觀境的真實相，對於已經成就的戒定慧功德，就會有破壞。

一個是破壞「戒」功德，一個是破壞「止觀、定慧」功德。比方說外道修習禪定，

雖然正念力很強，但是正知力薄弱，得到禪定之後，在禪定當中看到有人一生修

善，因為臨終起了惡念，墮落到畜生道去。他就起了「不正知」說：「啊呀，原

來造善並不能成就可樂果報！」因為他對宇宙人生錯誤想法，沒有過去、現在、

未來三世因果觀念，就以現在所看到的景象來做判斷。所以出定以後，就開始造

惡業。

第二種情況是毀犯「止觀」功德，就是「錯認消息」。



公案：過去叢林，在禪堂有一位老參，打坐時都很相應，但是有一天，出現突然了一隻大蜘

蛛。這隻蜘蛛從他的前面走過來又走過去、走過來又走過去，一開始也不去管牠，還是守住

自己的話頭─「念佛是誰」。慢慢、慢慢地這隻大蜘蛛愈來愈過份了，竟然爬到他身上來，

從腳上爬到頭上、從頭上爬到腳上，這時候他的身體就受干擾了。

之後，實在忍無可忍，就跟隔壁一位同參說︰「這隻蜘蛛實在太過份了，下次要準備一把刀

在旁邊，牠再跑來，我一刀就把牠給殺了。」旁邊這個道人有經驗，跟他說：「你不要這樣

啊！不要拿刀殺牠，你拿一枝筆在旁邊，下一次在再看到，在牠身上畫個圈，牠就消失了。」

「哦，這樣子！好，那就試試看吧！」下次啊，這隻蜘蛛又在他身上跑過來、跑過去，他就

用毛筆在牠身上打一個圈。從靜坐出來之後，發現這個圈圈，正好畫在自己的肚子上！

哪有什麼蜘蛛呢？明明圈圈是畫在蜘蛛身上，結果畫在自己的肚上，表示這隻蜘蛛是他自己

心識變現出來的、是一種幻相。但是他在打坐中看到的，就像親眼看到一樣真實。

一般人修止觀，如果過去曾經串習過外道法，之後放棄了外道法，在打坐當中，會比別人看

到更多的景象。如果你修行很單純，沒接觸過外道的思想，打坐的情況就會比較單純，風平

浪靜，什麼景象都沒有，就是所緣境歷歷現前。如果你過去曾修過外道法，經常看到什麼，

這樣的等流習性來到佛門，你在打坐的時候，幻相就特別多。如果你不正知、不正確了知的

話，那你所栽培的止觀功德，就容易被破壞掉。這個「正知」，也是需要透過經論學習來的。



20. 散亂。散亂的心，紛紛擾擾的亂七八糟，心不歸一。這和掉舉不同。

「散亂」，是對於所緣境令心流蕩，已經不能安住在所緣境了，到處流蕩、

飄流、攀緣。

「散亂」跟「掉舉」，掉舉是「一境多解」，一個境界有多種理解；本來

修止是不能分別的，修觀才要分別，「修止」是無分別住，對於所緣境─
佛號、或是數息，只有皈依的心，一次又一次去憶念；如果對一個境界產

生很多的分別、理解，這個叫做「掉舉」。而散亂是「一心多緣」，就是

一個心去攀緣很多境界。由上可知︰「掉舉」是在一個境界產生很多分別，

「散亂」是到很多境界去分別，二者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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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四種
不定四者：一、睡眠。二、惡作。三、尋。四、伺。

『不定是善，不定是煩惱，不定徧一切心，不定徧一切地，故名不定。』



什麼叫「不定」：

1. 不定是善性，不定是煩惱：是說以下這四個心所，它的體性，不決定是「善」，

也不決定是「惡」。比方我們以「睡眠」來說，假設你睡眠的目的，是為了修行，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那你睡覺的動機是為了修行，就安立做「善」；如果你

休息的目的，是為了放逸，那就是「惡」。看你用在什麼情況，它的體性可善可

惡，所以叫做「不定」─善、惡體性不決定。

2. 不定徧一切心：是說它不一定跟哪一個心相應，不決定。比如說睡眠，當然第

七、第八識沒有所謂睡眠，第八識、第七識永遠在活動，從無始劫到現在、從現

在到無始劫，沒有成佛之前，第七、第八都不休息，只有前六識才會休息，所以

它不決定徧一切心。

3. 不定徧一切地：是說它的範圍也不決定。比如說睡眠在三界九地中，只有欲界

的眾生─「五趣雜居地」需要睡眠，色界以上的眾生，色界的四禪、無色界的四空，

這些眾生都不睡覺的。初禪以上的眾生它不用睡覺，所以是不決定徧一切地。

因為它有這三種不決定：體性不決定、所相應的心王不決定、活動範圍也不決定，

所以叫做「不定」。



一、睡眠：若為休息而眠，調理身心，勤修善法，這是屬於“善”；設若

是懶惰懈怠，不知精進，這是屬於“惡”。所以“睡眠”也是屬於“不

定”。

引起睡眠有三種因緣：

1.「飲食」：人要吃飯、也一定要睡覺，為了消化食物就一定要睡覺，這

是生理上的需要。而飲食所引生的睡眠，差不多是四到六個小時。

2.「習慣」：如習慣飯後一定要睡半小時，一次又一次串習，下次不睡覺，

就會覺得全身不舒服，因為生活習慣引生的。

3.「放逸」：對修行沒有目標，逮到時間就想去睡覺，因為放逸而隨時都

想睡覺，這是放逸引生的。

如果睡眠調得適當，它是屬於善心所；調得不適當，就是惡心所，所以不

決定。



二、惡作：後悔的意思。就是追悔從前所做過的“善事”或“惡事”。分

為四種：

①已作善事，悔之何不早作?此“事”本是“善”，“悔”亦是“善”。

②已作善事，悔之何必去作?此“事”雖屬“善”，“悔”是屬

“惡”。

③已作惡事，悔之何必去作?此“事”雖屬“惡”，悔是屬“善”。

④已作惡事，悔之何不早作?此“事”本是“惡”，“悔”亦是

“惡”。

如上言②③兩項，一則“事善悔惡”，一則“事惡悔善”，故名“不

定”。 上。



三、尋：“尋”是“尋求”，是粗的分別。

四、伺：“伺”是“伺察”，是細的分別。

這兩個心所的性質一樣，只是就著「麤轉」和「細轉」來作分別。「尋求」，羅什大師舊翻

譯為「覺」，「伺察」舊的翻譯為「觀」，所以尋伺又名為「覺觀」。

尋伺是一粗一細，在善惡將作的時候，自己就先來算一算，用意識自己和自己開

會議：「這件事情你說這樣做好不好，是不要這樣做吧！」粗的思惟是「尋」，

微細的推度是「伺」，這兩種不定的心所，都是以思惑為本體。



色法，略有十一種：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色。七、

聲。八、香。九、味。十、觸。十一、法處所攝色。

色十一種



● 「色法」，這是指五根六塵 。

●前面的心王跟心所都是有了別性，能夠明了、分別外在境界，有明了

、分別的功能。以下這十一種色法沒有明了性，即便是色界、無色

界清淨光明的四大，特別的精妙，沒有明了性還是屬於色法。

「色法」在唯識學的定義叫做「質礙」；「質」是具有質量、重量，「

礙」是占有空間，有一定的質量、空間，叫做「色法」。這十一個

色法，都是會變壞、有質礙的東西。

「識」有四個部份，其中「自證分、證自證分、見分」，這三個是能變

現，屬於「能」的部份；「相分」是所變現的境界，這個「所變現

的相分」就是屬於色法。這裡說「色法」是識所變現的，是什麼意

思呢？就是我們的色身以及一切山河大地─內五根、外五塵啊，它

的性質不是從它自身生起的，而是由內心生起的。好比這朵蓮華，

不是從蓮華生起的，是從我們的內心變現出來的。既然是內心所變

現的，我的內心改變，外在的世界就改變，是講這個道理。



雖然色法種類很多，這地方提出了十一種，分成兩部分：第一是

「內五根」，「內」是指我們的色身─眼根、耳根、鼻根、

舌根、身根，這是屬於正報的色身。其次「外六塵」，「外

」是指依報，外在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五根」和「六塵」這二個色法，是有點不一樣。《成唯識論》

上說，「色法」都是第八識所執持，但是第八識對外在六塵

叫「執持」，對內在的五根叫「執受」，加上「受」字，就

是領納以為自體，有「領納」的功能。譬如說，拿一根棒子

打一顆石頭，你不覺得痛，因為第八識只是執持它（石頭）

、並沒有領納的功能；如果你用棒子打你的手啊，你會覺得

痛，因為第八識對於內五根是執受，有領納的功能，這地方

不同。雖然同樣是色法，但是第八識一個是執持、一個是執

受；所對的一個是正報、一個是依報。



（1）眼根：什麼叫做“眼根”呢?根有二種――①“勝義根”，又名“凈色根”

，是能造的四大“地、水、火、風”，同所造的四塵“色、香、味、觸”所

成的，與現在的生理學家說的神經相似。②“根依處”，又名“浮塵根”，

是虛浮不實的肉眼。亦名“扶根塵”，外面的“肉眼”就是扶助裡面“勝義

根”的，其實不是根，乃勝義根所托的地方，故名“根依處”。這“勝義根

”所緣的境界是“色塵”，它的相狀同“葡萄朵”一樣。

（2）耳根：什麼叫做“耳根”呢?它是以“聲塵”為所緣的境界，以“凈色

”為它的體性；它的相狀同“新卷葉”一樣。

（3）鼻根：什麼叫做“鼻根”呢?它是以“香臭”為所緣之境，也是以“凈

色”為體；它的相狀同“雙垂爪”一樣。

（4）舌根：什麼叫做“舌根”呢?它是以“味塵”為所緣之境，也是以“凈

色”為體；它的相狀同“初偃月”一樣。

（5）身根：什麼叫做“身根”呢?它是以“觸塵”為所緣之境，也是以“凈

色”為體；它的相狀，同“腰鼓顙”一樣。

以上講的是“五根”，下面講的是“六塵”。



以上講的是“五根”，下面講的是“六塵”。

（6）色塵：什麼叫做“色塵”呢?“色”有青黃赤白等“顯色”、大小方圓

等“形色”、行住坐臥等＜如伸展、彎腰、跳躍等動作＞“表色”各種分別

。

（7）聲塵：什麼叫做“聲塵”呢?“聲”有語言說話的“屈曲聲”，和水流

風動的“逕直聲”、可愛可厭“聲”、眾生有情“聲”、非眾生無情“聲”

，乃至正理非正理“聲”等分別。

（8）香塵：什麼叫做“香塵”呢?“香”有旃檀沉麝等“香”，又有伊蘭等

“臭氣”，乃至蔥蒜韭薤等“氣”的分別。

（9）味塵：什麼叫做“味塵”呢?“味”有酸甜苦辣咸淡，及和合俱生等“

味”的分別。

（10）觸塵：什麼叫做“觸塵”呢?冷暖澀滑、痛癢饑渴等“覺觸”的分別

。

※※（11）無表色：什麼叫做“無表色”呢?要知道怎樣叫做“無表色”，

先要知道“有表色”。“表”是“表示”，是屬於身和口，或“善”或“惡

”或“無記”。“無表”是屬於意識所緣之境，無形無相，無所表示，乃屬

“心力”所攝持，如“善律儀”或“惡律儀”皆是。



心不相應行法
二十四

第四心不相應行法。略有二十四種。一得。二命根。三眾同分。四異生性。五無

想定。六滅盡定。七無想報。八名身。九句身。十文身。十一生。十二住。十三

老。十四無常。十五流轉。十六定異。十七相應。十八勢速。十九次第。二十時。

二十一方。二十二數。二十三和合性。二十四不和合性。



這二十四種叫心不相應行法。什麼是不相應呢？用現代的名詞來說，就

是不合作。你不和我合作，我也不和你合作。

●二十四種不相應，是和誰不合作呢？和心、心所有法、色法、和無為

法都不合作。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心和心所都以能緣外境為功能；

而二十四種不相應法就沒有這種能力，不能緣境，所以與心和心所法

不相應。

這二十四個法，因為沒有緣慮的功能─沒有明了性；有明了性才能夠造

業。造業一定要有心識，譬如說蘋果成熟以後，從樹上掉下來，打到

人了，這個不構成業力，既不是善業、也不是惡業、也不是無記業，

不屬於「業」，業的本身一定要有心識的推動。以下二十四種法，它

沒有造業的功能─沒有明了性，所以不跟「心」、「心所」相應。

那麼為什麼和色法不相應呢？這二十四種法，它沒有質

量，不佔有一定的空間；因為沒有質礙的性質，所以不跟「色法」相應

。因為這些不相應法沒有形質，沒有障礙，沒有自相和本體，完全是

虛假的。就因為是假的，所以和各方面都不相應。



●二十四種假法雖然沒有形相，但卻有生滅

。有時增加、有時減少，有時出現、有時

消失，會生滅變異。因為有生滅，所以和

無為法又不相應。無為法沒有生滅，二十

四種假法都有生滅在裏面，它是由心法，

心所法和色法三種法交互顯現出來的影子

，所以是假，沒有一個真的。



（1）得：善業的造作，或是惡業的造作，因緣成熟，自然就會成就可樂、或是

不可樂的果報。而這個果報一出現，即安立做「得」。

「富貴從布施中來」，你現在行布施，錢財依你的施心，透過身、口、意的種種

造作，把它表現出來；但這時候富貴的果報還沒有出現，所以不能講「得」

。等到下一期生命，你得到富貴了，那時候才叫「得」。

（2）命根：什麼叫做“命根”呢?“命根”亦是假設的，由壽、暖、識三法上假

和合而成。壽、暖、識三法若舍棄了一樣，命根就不能存在，故“命根”亦

是假名。

（3）眾同分：即眾多有情具有共同之性質。就是大眾都有相同的一分。例如你

有個身體，是你的一分；我有個身體，是我的一分，大家相同地有個身體，

這就叫眾同分。

（4）異生性：在相同之中有異，異中又有同，這叫異生性。例如同是人，但是

各有個的所好和習慣。

（5）無想定：這是外道所修的，他們厭倦生死，為求出離，用一種強制的力量

來令心和心所不工作，停止思想。滅第六“意識”，不起“現行” ，但是根

還在。第七識「俱生我執」(與生俱來的執著)和第八識「命根」尚存在， 如

石壓草，出定還想，是“外道定” 。修無想定則生到無想天去。



（6）滅盡定：「滅盡定」是聖人的境界；三果以上的聖人。這個聖人是指還沒

有入涅槃，人的果報體還在。滅盡定又叫做“滅受想定”。 “受”是領納前

境，“想”是想像前境。

滅“第六意識”心王心所，兼滅“第七識”染污的王所。第七識的俱生我無跟心

所也停下來 ，只有微細的第七意識的「俱生法無」和第八識還在，第八識不

能斷滅的；不管用禪定、用智慧觀它，第八識只能夠轉變。

生死作業，固在“第六”，然生死根本猶在“第七”；故“無想定”、“滅盡定

”凡聖分途，一在滅“第六”，一在滅“第七”，如草除根，永不復起。三

果聖人能入此“定”，三乘無學果亦入此“定”，故又名“無漏定”。

（7）無想天：無想天又名“無想報”，曾在人間修“無想定”。定力既成，報

在“無想天”，五百大劫都無想心。報盡命終，隨先造業，還入輪回，升沉

不定，故圣者不入此“定” 。

●「滅盡定」跟「無想定」的相同點，都是第六意識不活動，不過「滅盡定」在

禪定當中，「我空」的智慧有現前，「無想定」沒有我空智慧，完全是如石

壓草，二者有差別。



（8）名身：名就是名稱，例如我們都叫「人」，這就是通名。東西也有名，各有各的名字

。名身呢？具有兩個字，例如香爐、花瓶等。

（9）句身：名和句都是顯法的。什麼叫句呢？就是一句句子的句，例如說：「諸法無常，

是生滅法。」就是句身了。以一句顯出法來，就叫句身。

（10）文身：就是文字。單單是一個字，稱為字，當字連起來，有了意義，就叫文身。一

切的經典是文身，一切的書籍是文身，凡是文章都叫文身。

※「名身」、「句身」跟「文身」，都是語言文字的一種表達。

（11）生：本無今有。

（12）住：停在本位不動。

（13）老：色心念念不住，遷變流動，慢慢衰老變異。

（14）無常： “無常”就是“空”、“死”、“滅”等的異名。

①“世界”--成、住、壞、空的“四相”。②“眾生”--生、老、病、死的“四相”。

③“心念”--生、住、異、滅的“四相”。此三種“四相”循環不息，都是“無常”



（15）流轉：「流」就是「相續」，「轉」是「生起」──相續的生起。依止色心因果前後

的相續而假立為「流轉」。

（16）定異：我們依於善惡的因，感得可樂、不可樂的果報。種子是「約因」上說，現行

是「約果」上說；不論因跟果，有善有惡，這當中雖然各各不同，但絕對不會混淆──
造善業的因，一定成就可樂果報；造惡業的因，一定成就不可樂果報，善惡因果絕對

不會有錯失、混濫的。

沒有學佛，放縱自己的煩惱，殺盜淫妄都可能做。但以前沒有學佛造惡業的時候，身體健

康、錢也多，現在修行吃素，反而身體不好、…會想啊呀，造了善業，為什麼沒有出

現可樂果報呢？

「報通三世，轉變由心。」有情生命的阿賴耶識，它不是馬上得果報，而是「異時而熟」

，現在造善業，是先保存下來，因為現在這個生命果報體，是過去生所創造的，所以

有一段相續的時間。現在所造的善業，跟阿賴耶識過去造業的惡種子一接觸，會把三

惡道的業力給破壞，先把這個病毒逼出來，這叫「重報輕受」。

要相信「定異」，善業不可能出現不可樂果報，造了善業卻出現不可樂果報，是過去造的

惡業，現在被這些善業逼出來，這是好現象，重報輕受。



（17）相應：相應， “善法”同“善法”相應，“惡法”同“惡法”相應，心法同“心法

”相應，“色法”同“色法”相應，宇宙萬有各從其類，故名“相應”。●前所說之

“不相應”者，是說此“二十四個”不與“心王”相應。今說“相應”者，是說“善

法”與“善法”等相應。蓋此“二十四種”既不是有知覺的東西，當然不與“心王”

、“心所”相應；又下是有質礙之物，當然不同“色法”；既是有生滅之法，當然不

是“無為法”。現在所說之“相應”，就是約前面“同類”而言，故名“相應”。

（18）勢速：一切有為法，都是生滅不停，剎那剎那，念念遷變，所以叫做“勢速”。

（19）次第：世間一切有為法，一定都有“次第”的。如一排二排三排，由前至后，從左

至右，凡有“言說”，定有“次第”；例如說：甲、乙、丙、丁等，子、丑、寅、卯

等，這都是叫做“次第”。

（20）時：依於色心剎那展轉假立，故有日月年運，長短差別。「時」是指「時間」。這

個時間相，是我們色心剎那、剎那變動而有的。

現在的觀念是靠太陽運轉──太陽出來了、太陽下山了，就安立為一天。但是《唯識學》安

立這個時間，比較微細，不是依止太陽，而是依止色心剎那變化而安立的。各各法界

不同，每一法界的眾生，色心變動的相不同，好比說︰四天王一晝夜是人間五十年﹔
四天王天的天人，他過一天，人道已經過了五十年。時間的長短有差別。



（21）方：方向。前後、左右、上下都各有其方向。

（22）數：就是數目。例如說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

、十、百、千、萬、億、兆、京、秭、階，這都是叫做“數”。

（23）和合：「和」是調和，把水混在牛奶中，就分不清水和牛奶，這叫和。「

合」是蓋合，茶杯有個蓋子，一蓋上正好相合，這就是合。和”如水土相和

，“合”如函蓋相合。故名“和合”。

（24）不和合：冰與炭不可同爐，水與火不能共處，故名“不和合”。

這二十四個法，雖然不跟「心、心所」相應、不跟「色法」相應，也不跟「

無為法」相應，但是能夠表顯我們色心的某種特殊狀態，因此而安立這二十

四個專有名詞。



無為法
六

第五無為法者。略有六種。一虛空無為。二擇滅無為。三非擇滅無為。四不動滅

無為。五想受滅無為。六真如無為。



（1）虛空無為：虛空是一個形容詞，以“無礙”為義。試看世間上那一個

地方沒有“虛空”呢? “無為法不障礙一切物，一切物也不會障礙無為法。

切切不可誤會當作是外面的“虛空”，那是有物處就會障礙。

（2）擇滅無為：“擇”是“揀擇”， “滅”，滅除煩惱。不生不滅無為法的

空理，是要把“煩惱”滅除了才能顯現。用什麼東西才能把“煩惱”減除?
“智慧” 。揀擇“智慧”，減除“煩惱”，所證之理就叫做“擇滅無為”。-
--二乘分析色相來觀空，明白了空理。權教菩薩所證的涅槃境界。

（3）非擇滅無為：兩種解釋：1.“煩惱”永遠缺緣不生。一切“有為法”都

是仗“因”托“緣”而生的，“煩惱”也是有為法之一，不能離開因和緣，

所以要遇到緣才會生；若是永遠遇不到緣，那就會永遠生不起來，“非擇滅

” 就是這個道理。煩惱缺了緣既然生不起來，揀擇什麼東西去滅除他呢?因
為有“煩惱”才要去“滅”，“煩惱”尚且沒有，當然用不著“滅”，所以

叫做“非擇滅”。

2.“自性”本來清凈。 就是“無為”的“法性”“自體”本來就是清凈，那

裡還有什麼煩惱?既然沒有煩惱，用不著去擇智慧來滅除。---實教菩薩所證的

境界。



（4）想受滅無為：“想”是“想心所”，“取像”為義，“

受”是“受心所”，“領納”為義； “想”“受”一滅

，“善”“惡” “有為”一停，“無為”顯現。--入“滅

盡定”的人所證到的“無為”。

（5）不動無為：說的是“色界第四禪”的禪定情形。怎樣

“色界第四禪”會叫做“不動”呢? 世界將要壞的時候，

火燒初禪，水淹二禪，風掃三禪；這時候世界已大動搖，

唯有到了第四禪天的境地，火災、水災、風災都不能到，

叫做“不動” 。

但第四禪天又有凡夫、外道、圣人三種之不同，現在所說的

是圣人――“五不還天”之“三果阿那含。這是“三災”

不至，“煩惱”不生而顯現的“無為”，所以叫做“不動

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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