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十五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一五三页）一百五十三页，「惭」。十一种善法的第三个是「惭」。一般人无

法断恶修善，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别人，或者对一切善法无

法生起敬重的心，这都是因为没有「惭」心的缘故。就是我们修行……就是我们修

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发现自己的缺点，怎么样努力的改过，是靠什么呢？怎么样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最快速的方式，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就是靠惭愧，我们所谓的

惭愧心，它是一种反省的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有些是因为他定慧力不足，他

没有办法反省到自己到底还有什么过失，还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我们也不能怪他，因为他还没有一个高度的反省力。可是慢慢慢慢借着我们

修定、修慧、修止、修观，或者是明白了更多佛法的道理，了解了所谓的五戒或者

是十善，这个种种善恶的、在佛法里面善恶的分界。慢慢明白了什么是对的、什么

是错的之后，我们就用这个标准来反省自己，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合乎佛法所谓的五

戒十善的标准，或者是一切善法的内容，这种反省的能力就是惭愧。如果前面没有

办法反省自己还有哪些过失需要改正的话，那就是要继续地来增加可能对佛法的了

解、对戒律的内容，或者是增加自己定慧的能力，慢慢慢慢就能够培养出这个反省

的能力。 

  那一旦已经发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又愿意改正的话，那是靠什么

力量来自我修正呢？就是惭愧力。就是说你已经看出来自己的过失或者是缺点，或

者是有违犯戒律的地方，那你是不是能够马上地忏悔，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不

能够原谅自己。不需要人家来指责，或者是把你的过失很明显的指正出来，你只要

有反省的能力，你就是可以自己看得清楚。就好像形容良马，良马是看到，那个马

是一匹好的马的话，牠是看到那个鞭子的影子，鞭子还没有打到牠的身上，牠只看

到那个影子，牠就可以跑得很好。好，那我们修行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怎么样

鞭策自己断恶修善，很快的把这个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就要像良马看到那个鞭影，

牠就可以走，而不是那个鞭一直抽打到牠的身上，牠不得已，很痛，不得已，然后

才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形容「惭愧」，这个反省力的重要，我

们是自己反省出来，自己就马上要改过。 

  那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快就希望自己改过，就是因为我们有惭愧心，我们反省出

来之后有这个惭愧，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你才有下决心决

定要改。可是有一些人他是发现自己的错，但是他不会很快就改，我们就知道他的

原因出在哪里。就是他明明知道错了，可是他不觉得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地方，他不

觉得这样子会不好意思啦，或者是不能够原谅自己啦，他不会，他觉得那个没有什

么，大家都差不多，然后，我自己犯错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比较没有那个羞耻心。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他要修行进步的话，就非常的缓慢，他速度会非常

地慢。前面是没有看到缺点，可是看到自己的缺点，他还是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要修

正的地方，他也觉得无所谓，那别人的批评，他也没有关系。 

  那「惭」跟「愧」它都是一种反省的能力，一种自我观照、省察的这样的一个

能力。可是「惭」跟「愧」它有什么差别？「惭」就是你检查出来，觉得说，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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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应该，自己就不能够原谅自己，你不需要对其他的人负责，你是自己就觉得

应该要改正过来，这个是惭心。那「愧」呢，是因为你犯了一些错误，害怕社会的

舆论、国家法律的制裁，或者别人对你的批评的那种压力。你觉得不应该，做人不

应该做到让人家批评到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不能够原谅自己，

有违犯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自己就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社会

舆论的压力，不愿意作一些违反社会上……譬如说：道德的标准啊，或者是做人的

标准啊，这是属于社会的舆论。就是说大家、社会好像有一个标准，才能够让这个

社会和谐。那我们修行人不会去故意要……好像很奇怪或者是标新立异，作一些让

社会大众有一些舆论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会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愧」心。

所以「愧」是对他人来讲，外在的一个我们觉得不应该引发外在的一些、一些舆论，

然后它对我们个人会有一些批评，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对社会负责、

对国家负责、对团体负责、对家庭负责，这样的一个责任感，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就不会做，这个是属于「愧」。那「惭」的话是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就

不能够原谅自己，有那个违犯过失或者是戒律的这样的情况发生，这就是「惭」跟

「愧」它们的差别。那都是同样是属于反省力，一个是反省自己觉得不应该；一个

是反省对社会、国家、或者是团体、家庭等等有一个交代，不应该做一些让他们反

弹，或者是造成种种舆论，或者破坏法律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不会让它发生。 

  好，我们明白这两个的差别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书上怎么写的。所以

它说：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断恶修善，就是因为他即使反省到自己的错误，他也不愿

意改。那他会找出种种的理由或是借口说：「我也不希望这样子啊，可是没有办法

啊，因为怎样、怎样、怎样……」他有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说我今天会这样子，

会堕落到这样子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家庭的缘故或者是什么缘故，他就是有

很多的理由，为自己来辩解。所以它这边说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不尊重自己又不

尊重别人。因为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他一定不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他已经自

暴自弃了，当然他对别人也不会有那个尊重的心，那对一些善法也无法生起敬重的

心。他不会看到那种我们所谓的见贤思齐，我们看到贤人、世间的贤人或者是圣人，

我们会生起一股仰慕的心，我们希望向他学习。有一些有那个长者的风范啊，或者

是有一些修行人修得很好啊，我们希望向他看齐，希望达到他那样的一个很高的境

界也好，或者他一个道德的标准也好，或者是他学问好、道德也好，又有很多的才

艺或什么，各方面我们觉得是好的、是善良的，那我们就会，很自然的生起一股景

仰的心，希望效法，希望我们自己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具「惭」心的人他会有

这样的一个景仰的心。 

  可是如果没有「惭」心的人呢，他看到可能会妒忌、他可能会轻视、他可能会

毁谤。那他自己没有想要效法这样的，他反而看到那个道德很高的人，他不敢亲近

他，因为不是一国的嘛，因为是同类相聚。那个特别会走一些邪路的，那种险行的

那样的一个犯罪者呢，他碰到那种好像长者的风范的那个，他反而会有一种好像自

卑啊，然后不愿意亲近啊。可是他心中也没有说希望自己改过迁善，没有这样子的

心，那我们就知道他没有「惭」心。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是有「惭」心的

人，我们就会自然希望能够成就一切的善法，那对一切贤善的人，我们也会生起这

个崇敬、景仰的心，那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就是没有「惭」心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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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惭」就是能够反省自己，反省的自觉能力，借着自觉与反省来发现自己的过

失。那发现自己的过失之后，只要生起羞恶心，自己觉得很羞耻，不要等人家讲，

自己都已经惭愧得不得了，这个就对了，就会谴责自己，并且发誓不再犯。所以所

谓的忏悔，是你一定要有惭愧心你才会忏悔，你反省到自己的错，你会赶快，我们

一般是说那个过失不过夜，不留它过夜。就是说我今天犯的过失，我一定今天就要

改过，今天就要赶快忏悔，我绝对不让它跟我，怎么样？一同入睡，然后等到明天，

绝对不拖延的。我们一般是发现：噢，我刚才讲错一句话，赶快忏悔。不要等到说，

晚上作晚课的时候才来忏悔，或者是拖过明天，或者是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没有把

它当作一回事，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断恶的那个时间会很长，

就是一直很难、很难进步，就是不够快速，那个忏悔心，要当下就忏。你发现你刚

刚讲错话，就赶快忏悔，然后告诉自己我下次一定不要这样做了；那动了一个恶念，

也赶快忏悔，不要生气生很久了，才想说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学佛这么久了还跟人

家计较。那个都太慢，我们发现一个念头，不好的念头生起来的时候，就第二念就

当下赶快忏悔，绝对不让它拖延时间。那现在讲的就是要谴责，因为我们有惭愧心，

所以发现自己错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谴责自己，而且赶快忏悔，发誓不要再犯同样

的错，因此，「惭」可以止息一切的恶行。所以「惭」跟「愧」呢，它的作用就是

止息一切的恶行，让我们一切的恶行从此不再发生。靠什么？就是靠惭愧心，反省

之后赶快改过，所以我们就很快就能断除一切的恶行。 

  （第一五四页）好。我们看一百五十四页。「惭」，就是一种反省、自觉的能力。

人类本身就具有这种自尊自重的清净善性。所以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到，现在介绍

的是善法，十一种善法其实是我们本自具足的，每个人都有的。我们的佛性或者菩

提自性里面，它本来就具足这些善法，它是本来就有的，也是因为染污的关系、障

碍的关系，所以这些善性都没有办法被开发出来。所以它这边讲到说，其实我们人

类是每一个人都本来就有这种自尊自重，要尊重自己又要尊重别人，这就是属于

「惭」心，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佛性里面本来就有的。同时对佛法、真理呢，

也有高度尊重崇敬的心。一方面是对人讲，一方面是对一切法、一切的善法，不管

是世间法，世间法，我们也希望作一个好人啊，不要让人家背后有一些批评的话；

那对一切的法也是，只要是善法，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佛法，只要是善的，

我们都是生起这种崇重的心，希望能够，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对一些

贤善的人、修行好的人、道德高的人、持戒清净的人，我们都是也是同样的生起这

样的一个景仰的心。因此只要这个善心所能够真正的开展，他必定是一位能够推崇、

恭敬一切贤善，以及尊重一切善事的人。所以「崇重贤善」，就是「惭」的体性。

什么叫「惭」？就是有这种「崇重贤善」的心，对人、对事来讲都是有这样的心，

我们就说我们具足了这个「惭」心了。 

  也是因为具有这种体性，所以会经常地反省自己，当自己作错事情的时候呢，

也能够很快的察觉，而觉得自惭形秽，会觉得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这种羞耻过

失、恶行的心理，就能够对治毫无羞耻的「无惭」。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这个「惭」

心的话，他就无所谓，人家讲也无所谓，自己做错也无所谓，就是「只要我高兴，

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子的话，他就很难改过了。同时也能止息一切的恶行。所以

说，「对治无惭」还有「止息恶行」，是「惭」的作用。「惭」的体性是「崇重贤善」，

我们有一种崇重，希望自己成为好的人，还有成就一切的善法、善事，这个是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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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体性就是说它的本体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它所发挥的作用呢，就是它可以

对治那个「无惭」。只要有「惭」心，他就不会做出那种恶行，然后自己觉得无所

谓，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而且也因此它可以止息，不让一切的恶行再发生，

这就是它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五五页）好，所谓「惭」，就是羞耻心，依于这种人类自尊自重的善根

力，以及对于佛法真理的高度尊重。于是反省自己，如今我已经拥有了这个堂堂的

七尺之躯，那佛法来讲，就是我现在已经拥有了暇满人身，应该赶快来修行，赶快

断恶修善。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得到这个暇满的人身，也具足了灵明不昧的佛性，我

相信每个人都有的，可是如果没有好好修行的话，也没有好好借着这个暇满的人身

来累积功德，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就是说我们没有勇猛精进地来成就一切善法，实

际上已经很不应该，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还去造恶业，所以如今反倒行恶，这一

点呢是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我们暇满人身就是要赶快怎么样？断恶修善，然后来

开悟成佛，才没有辜负这个暇满的人身，可是我们现在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呢，就

要好好地来反省、反省自己了。 

  由于「惭」具备这样的体性，所以见到一切贤善、有德的人呢，我们都能够生

起尊重恭敬的心。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是恭敬他而不是轻视毁谤、或者

是排斥他，不愿意跟他亲近，不是。我们应该常常地亲近有德行的人、有修行的人、

持戒清净的人，这样子，我们向他效法，向他学习，这样我们修行才会有很快的进

步。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象呢，都能够生起尊重恭敬的心，就会好像看到自己

父亲一样的恭敬，像恭敬长辈一样这样地恭敬，像事奉自己的老师一样的承事。就

是说我们会去承事他，会去服务他、侍奉他，就好像侍奉我们的老师一样的这样的

恭敬。 

  （第一五六页）也是因为能够对自己的过失及罪恶感感到羞耻，因此有过必改、

有恶必除。所以不但对治了毫无羞耻的「无惭」心，而且也止息了一切的恶行，这

就是讲到它的作用。可以对治「无惭」还有止息一切的恶行，这是「惭」。 

  （第一五七页）那「愧」，「愧」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一百五十七页，十一种善

法的第四个是「愧」。「愧」，也是一种反省、自觉的能力。这个完全相同的，「惭」、

「愧」都是相同的一种反省的能力。可是「愧」它就是跟「惭」不一样了，它是对

于遭到社会的舆论，就是社会，你做出哪一些事情来，然后会受到社会的那种批评、

舆论，或者是国家的制裁，这个就是指你做了犯法的事情，然后被判刑啊，什么的，

还有世人讥嫌的事情。就是你做了一些会让世间人、一般人有一些批评，对你这个

人有一些批评，不好的批评，讥笑啊、或者是嫌恶啊，觉得说你这个人简直太糟糕

了，不愿意跟你交往。那对于这一些呢，我们如果会感到羞耻的话，因而不愿意去

做这些罪恶的事，这个就叫做「愧」心。所以它是对外在的环境，来反射到自身来

讲的一种反省力，我们不愿意这样子做，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会让它发生。好，

这是恶行。 

  对于还会从事这些暴恶之事的人，也会羞于与之为伍，而将他排拒在外。那这

种朋友一般人就不会交。菩萨度众生例外，他是越是坏的人、暴恶的人要先度。为

什么？不先度的话，他会继续造恶业，所以菩萨发菩提心反而是要先度那个坏人。

因为好人他已经不会坏到哪里去，他已经会自己去努力用功、精进修行，他也会去

行善、也会断恶，那你不用那么精进地去度他。我们反而是要精进地去度那个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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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十恶不赦的、已经为众人所唾弃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作奸犯科的，

我们觉得他无可救药的，这种反而要先度。所以这边讲到说是一般人，因为我们自

己都没有修好，如果常常又跟他在一起，可能会受到他不好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同

类相聚嘛，你常常跟他在一起，人家就会以为说你跟他是一伙的。好，那他犯案的

话，警察要问的话，也是先问他交过什么、哪些朋友嘛、全部都怎么样？到法庭来

问案，说你们常常进进出出的，他现在犯案，你是不是同伙的人？可能也会被卷进

去那个官司里面，那跟这样的一个朋友交往，也怕自己会被他影响，而跟他一起造

业。所以除非我们已经修得很好了，就可以去度他，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好

的话，那可能是要先成就自己。所以它这边讲到的也是，一般人也是，就不会跟

他……不会很喜欢跟他在一起。 

  因此这种「轻视暴人、拒绝恶事」的心态，就是我们所谓「愧」的体性。所以

什么是「愧」呢？就是我们轻视这样子，他会造严重恶业，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

不希望跟他怎么样？同伙、作朋友，也拒绝做他会犯的那些错误，或者是罪恶的那

些恶行，我们也不会去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话，就是代表我们有了这个「愧」

心。 

  （第一五八页）那一百五十八页。由于不屑于从事这些有违法律、公理的事情，

也恐怕遭受到世人的诃责或者是嫌恶，即使有犯，内心也会对这些过失、罪行感到

羞耻。所以，「愧」能够对治毫无羞愧的「无愧」心，也能「止息一切的恶行」，这

就是它所发挥的作用。所以一个人有「愧」心的话，他就会发挥这样的作用，他就

不会说没有惭愧的心，没有羞耻的心，那也就不会去造这些事情，所以他能够止息

一切的恶行。他不会去做违反法律的事，违反公理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样子是错

的，他就不会特别说，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继续造，然后也不在乎人家的批评，他

就不会这样子做。所谓「愧」，是自觉羞耻的心。基于世间的舆论、世间舆论的讥

毁、诃责。讥，就是讥笑，在背后讥笑他或者是当面讥笑他；毁，就是毁谤他，当

面毁谤他，或者是背后毁谤他；或者是诃责，诃责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像长辈对小

孩子管教的时候，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怎样、怎样的话，就会怎

么样的后果」，就是说严厉的诃责。 

  可是一般如果说他没有「愧」心的话，他很难接受，他可能会对你反感，或者

是反而本来你们的友谊关系可能很好的，可是因为你这样子诃责他，他不但不能接

受呢，他不会悔改呢，可能就是从此以后，你们的关系就变得很恶劣。就是没有「愧」

心的人，他反而是很难去接受人家的劝导的，以及别人对自己恶行的厌恶，这两种

因素，因此不愿意被别人批评说：「某某人，不顾社会的道德」就是说他会做一些

违背世间的那个道德规范的事情，然后他自己无所谓；或者他会去作奸犯科，去做

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所以他就不愿意别人批评他说：「某某人，他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呢？不顾社会道德的人，他是一个会犯法的人」，或者「是会遭受到别人讥笑、

毁谤的人」。那他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别人批评就会说他没有什么廉耻哦，没有什

么羞耻的心，他会不顾这些社会道德、国家法律，或者是别人的讥笑、毁谤。 

  （第一五九页）好，也是因为以上这两种因素的缘故，所以我们见到暴戾的人，

自然轻视而不愿意靠近，这种人一般是敬而远之的，躲得远远的；那看到作恶的人

也会将他们远远的排拒在外，而不敢亲近。同时，对自己过去的无知感到羞愧，对

于曾经犯下的过恶呢，也会感到羞耻，所以，「愧」它能够对治「无愧」，也能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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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切的恶行。这样我们对「惭」、「愧」就有一个观念了，「惭」、「愧」这两个呢，

都是指反省、一种反省力、自我的反省力，或者是自我觉察的能力，也同样有羞耻

过恶、止息一切恶行的作用，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两个还蛮类似的。可是我们刚才前

面已经解释过它们两者的差别，那它这边也稍微提了一下，因为都是反省、自觉的

能力，然后也都能够羞耻过恶、止息一切的恶行。那它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会让人

家很难去分辨两者的差异。其实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惭」是崇重有益于自

己的善法，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作错自己就会反省，自己会改过，然后觉得

很羞耻，做错事情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然后对一切贤善的人、善事呢，也是生起

一种崇敬的心，这个就是称为「惭」；而「愧」是轻拒有损于自己的恶法，有损于

自己的恶法，就是前面讲的包含了社会的舆论、国家的制裁、众人的轻视毁谤，或

者是诃责，这个就是「愧」。「惭」是在自己心中感到羞愧、羞惭，自己感到羞惭，

有这样的羞耻的心；而「愧」呢是自身的过恶向世人披露之后而感到羞愧。所以一

个自己、一个是他，所以是「惭」自「愧」他。「惭」是对自己来说，自己心中觉

得：「唉，很不好意思，做错事情了」；那「愧」呢，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被人家发现

之后，而引来的一些批评啊、毁谤啊，这些，我们叫做「愧」。所以这种羞耻心是

来自于对世间舆论的一种尊重。这样我们对「惭」、「愧」呢，就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了。 

  接下来是「无贪」，「无贪」是三善根之一，我们自我修证、自我成就，自己圆

满的成就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无贪、无瞋、无痴，所以我们说无贪、无瞋、

无痴是三善根。善根的这个「根」，就是说一切善法要从这三个善根，才能够成长，

生长出一切的善法来。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做到无贪、无瞋、无痴的时候，他才可

能成就一切其它的善法，才可能全部圆满。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有贪、瞋、痴

的时候，我们想要成就一切的善事是不可能的，我们想要圆满一切的善法是不可能

的。为什么？因为贪、瞋、痴一起来就完了嘛，你就不可能行善了，所以无贪、无

瞋、无痴是我们自己用功、自己成就的一个标准，一个善的标准。就是我们念念都

要跟无贪、无瞋、无痴相应，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而不是念念跟贪、瞋、痴相应。

所以我们先看什么叫无贪、无瞋、无痴，那它就是我们一切善法、善根的标准，所

以它这边说无贪呢非常重要，可是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念念都有贪嘛，我们是欲界

的众生，就是贪欲最重，贪欲什么？五欲，色声香味触，就是贪这个。所以我们看

到了就马上有喜欢、不喜欢啦；听到什么，哦，马上有不同的反应啦，都是随着五

欲的境界，色声香味触在什么？随着境界在转。所以这个贪对于一个初学、初修的

人实是非常的难，难做到。那看破一切贪欲，然后放下，那除非是有很大的决心、

毅力，才可能做得到。 

  所以我们一般怎么看说，他是不是很有善根的人？我们看他那个善根是宿世善

根深厚呢，还是他不是一个很有善根的人，怎么看呢？就是看这个，他的贪还有多

少。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的宿世善根深厚，就是说他过去已经修得很好了，他这一世

很快的，他一听闻佛法，听到哪里他就修到哪里，他就做到了。他知道，马上就放

下，那个就是一个善根很深厚的修行人，所以他这一世要成就可能性非常的大。那

如果是我们已经知道说不应该贪，可是又舍不得、放不下，有时候可以看破、放下，

可是有时候又很悭贪难舍。像这样子的话，很难放下的、越难放下的呢，他的善根

就越浅、越少，越难舍、越难看破放下的，这个他的善根就越少、越小；越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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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就看破、就放下了，这个他是善根比较深厚的人。一般我们观众生他的善根怎

么样呢，我们就是看他快不快，放下的快不快，就知道他善根的深浅，是这样子来

观察的。 

  （第一六一页）可是真正修到无贪呢，除非我们已经没有我执了，见到无我、

空性智慧的人，他要断贪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没有「我」嘛，已经

明白「无我」的道理，没有「我」，他会不会有那个「我」而引发的贪？没有了。

因为我们贪，是「我」才有的，我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要拥有什么……，这实

际上由我执来的。所以他真的要做到无贪的话，除非他我执已经断了，没有「我」

的话，那我们还要不要为自己设想？不用了，因为没有我的存在，一切法本来没有、

本来无我的，所以他自然就不会为我的立场呢，引发了很多贪欲，想要拥有什么，

或者是希望保护自己。像保护自己也是一种很强烈的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

太愿意吃苦，其实就是要保护自己嘛，不能够吃一点点修法上面的苦，天气太热也

静不下来、有些地方太冷也不行、心情不好也不行、然后太累也不行……反正就是

很多的情况，然后一点点苦呢，都没有办法忍受，他要成就就很困难了。可是我们

去追根究底，他为什么一点点苦都不能够吃呢？噢，原来是他太保护自己的缘故，

这就是贪啊！就由我执而引发的贪。因为他的念头里面还有一个坚固的我，这我执

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念念呢，都是想到自己，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

为考虑，很难去想到别人的，因此他的贪就很难放下，很难看破、放下。所以它这

边讲到呢，主要在断我执，我执断了以后，才能做到真正的无贪。没有我，就没有

一个我可以保护的嘛，没有一个我需要保护的，我也不怕人家、我也不需要防别人，

怕别人伤害我，不用，因为本来没有我嘛，他是伤害到谁呢？虚空，你能够杀害虚

空吗？不可以。其实无我呢，我们的自性就是好像虚空一样，是没有丝毫的遮障的，

那我们会颠倒无明，以为有一个我要保护，这个就是因为我执没有断的缘故。 

  所以只要有我执，行的都是贪、瞋、痴，因为一切身口意都有自他、能所的对

立，因为有我呢，就有你、就有他，这个就形成一个人我之间的对立。所以为什么

我要保护我呢？为什么我要伤害他人呢？就是有自他的这样的一个能所，能所就是

心、境它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所以它就有能所的对立。「能」是说有一个我的心、

能够攀缘外境的心，这个能缘的心我们叫做「能」；那「所」呢就是你所攀缘的外

境叫做「所」。一般人我们都是活在能所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们每天都

有一个我嘛，对不对？我早上起来，然后我早上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我早上去做

工啦，或者是我今天有事去哪些地方……你今天所有面对的人事物，都是你的所缘

境，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今天到了什么地方，我跟那个地方是两件事情；我今天

晚餐吃了什么，能缘的心缘那个晚上的那个晚餐是所缘境，我，有一个我呢，是能

吃，用晚餐的那个，我用我的心去用那个晚餐，所以我就会对我的晚餐有一些不同

的感受，好吃不好吃，还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讲我们每天都是活在能所对

立，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六根攀缘六境，眼耳鼻舌身意，它面对的是色声香味触

法这个六尘境界，在我们没有见空性之前，它是两件相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天就面对种种的六尘境界，然后引发我们的贪、瞋、痴，然后造作

很多的身口意业。可是见空性的人呢，我们那天讲到了，整个法界就是自己，我的

心就是法界。这样子能所双亡、能所一如，能缘的心跟所缘的境是一个，不是两个，

叫做心境一如，我能缘的心跟所缘的境一如，是一样东西。那如果是已经契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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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里面，我们的心已经契入法界，那整个法界就是自己的心的话，他就没有这个

能所的对立，这个是对一个见空性的人（而言）。契入空性之后，他就可以慢慢契

入这个从我们前面讲的空、假、中这个三观，契入不可思议的中道的境界的时候，

就没有能所的对立。所以他面对的六尘境界就是自心，自心就是六尘境界，无二无

别。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贪、瞋、痴，绝对没有贪、瞋、痴，所以他的心一定是绝对

的平等、无分别的，绝对的清净，所以他不可能跟贪、瞋、痴相应。所以这样的一

个心境之下，他一定是无贪、无瞋、无痴，这样子相应的。可是有一个我就有对立

嘛，有我就有他，就有身心世界的种种的差别，有千差万别就是由这个我执而产生

的，见思二惑而产生的。那我们学佛的目标就是要成佛，所以对无贪、无瞋、无痴

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不但对三界六道的事物不生起一念的贪着，就是对学佛

修行所有的教理还有修证也要做到不贪。 

  这个就很困难了，一般我们前面学佛都是转移目标，把对世间的贪着呢，转移

到对佛法的贪，我可以慢慢地放下世间的这些了，名闻啊、利养啊，什么世间的这

些，我慢慢可以放下。可是呢，很可能我们就把原来对世间的那个贪着，转移了对

象，转到什么？佛法的，它这边讲到教理的贪，还有修证的贪。教理的贪就是你听

闻任何的佛法，可是你着在那个上面，把它抓得、执持得很牢，因为一切法也空，

我空、法也空。可是我们学佛，并没有把我们学佛的那个内容，去如实了知它的自

性，一切佛法的内容的自性实际上也是空，所以我们就会很执着。譬如说我们听到

戒律说：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很执着抓着那个戒条，然后怎么样？不

是要求自己唷，就开始规范别人：「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书上写的，因为戒律上有

讲，我那天去上课有听到，那个戒律的内容说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

样……」，所以呢，他就开始要求他周遭的人：「你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为什么他会坚持要改造别人？他了解越多的佛法，他如果把佛法执为实有的话，他

就用这佛法的内容，然后名正言顺的，因为书上讲的，佛说的，你敢说 NO 吗？不

可以的。他就自己执着了以后，然后开始去要求他周遭的人要怎么样？合乎佛所说

的那个内容。旁边的人就开始有压力了，自从他学佛以后就很惨了，很多事不能做。 

  这个我们学佛的人自己首先就要检讨，我们是不是太执着在那个法上面了，它

讲的那些教理没有错，可是我们把它执为实有，这样子并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我们

自己持戒律也会持得很紧张，因为我们把戒律也当作是实有的，这是一种法执，不

是好现象。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中间突破出来的话，我们会学了一辈子的佛，

然后抓了很多的佛理，本来是抓世间的那些东西，可是我们现在转移目标了，开始

来抓一些佛教、佛法里面的东西。那如果修得法门多了，他就开始执着种种的法门，

然后喜欢跟人家讨论法门，你修什么法、我修什么法。人家修什么法关你什么事？

可是你就很关心啊，那你就要想一想，为什么你很关心人家的修行？他修什么法为

什么你这么关心？还不是有法执。因为你想要知道人家他修什么法，然后跟我的比

较一下，咦，他的是不是比较殊胜，然后我觉得我的比他殊胜，然后我在他的面前

好像就高人一等，就好像高他一等。为什么？因为我灌的顶比他灌的顶殊胜，我修

的这个法是比他的那个法……他的小乘我的大乘嘛，这样就把他比下去了；他是显

教我是金刚乘，又把他比下去了。这个都是法执，这个都是贪，贪法来的结果，不

是真正的……。你那么执着，你怎么可能解脱呢，你对法那么执着，你也不可能借

着这个法来解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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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切的佛法、一切的修行法门，是要我们达到什么？无贪、无瞋、无痴，

清净、平等、慈悲的心、智慧的心，智慧就是见空性、无我的、智慧的心，是这样

的目的。可是你那么执着在学、那么执着在修，你怎么可能达到这样平等、无分别、

没有执着呢，无贪、无瞋、无痴不可能，因为你也是在搞贪、瞋、痴嘛，对不对？

你跟他辩，讨论那个佛法，觉得说好像、好像蛮不能够契合，回去两个人都很生气

这样子。对，你把他辩倒，他很生气，然后他讲你什么你又不服气，所以两个回去

又生烦恼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不对？本来应该是互相切磋、互相鼓励，本来应

该互相讨论佛法，两个法喜充满的回去，这样就对了。可是两个回去都心里怪怪的，

想说我下次碰到他要怎么把他辩回来，那就是两个人都犯了法执，对法的一种执着。

所以这边讲到的，还有对境界的一种渴望、一种希求，后来就变成说希求神通、或

者希求感应，或者是希望有所得，这个都是不对。有所得、有所求，这个就是贪啊！ 
  可是佛法是希望我们达到无贪啊，无欲、无求，无贪、无瞋、无痴嘛。可是我

们竟然对一些佛法的境界啊，或者是对一些神通的，或者是感应的，或者是别人讲

的那些境界，我们好希望自己达到。然后我们就对一些境界，或者是自己已经修到

某种的境界，你就对那个境界一执着你就完了，从此以后你的修行就到此为止。因

为你不会突破你现在的境界，因为你觉得你现在修证的，譬如说：禅定的功夫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悟境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很好的觉受也好，你就觉得这个很不得了。

然后就赶快去昭告天下，让所有的师兄都知道，我现在的境界有多么的高，好好地

炫耀一下。你们走每个道场都会碰到那个很喜欢开示的师兄，他就是很喜欢谈种种

境界啊，然后什么啊，然后那旁边初学的都这样子，听得这样子、目瞪口呆，哇，

他就有成就感。哇，好爽，回去好爽。对，这就是一种对境界的执着，然后他很好

乐，可是不一定他自己修到那个境界，他可能是看书来的，可能是听来的，可是他

就很喜欢告诉别人，这也是对境界的一种追求，一种希望自己能够达到，或者希望

别人达到。他就很喜欢谈境界的事情，谈一些那种有的没有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很喜欢谈，这也是一种贪、对法的贪。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谨慎的检查自己，我学佛以后是不是有把世间的贪转移到佛

法？因为贪的本质没有改变，只是对象变了。你本来是贪着世间的东西，因为没有

学佛修行；那学佛修行之后，听了很多佛法的东西，学了很多的法，还有修、自己

有很多修证的境界，我们在这中间是不是也产生了种种的贪着呢？如果是的话，那

可见我们学佛修行以后，我们的贪并没有减少，只是转移了对象，贪的本质没有改

变。好，所以这句话主要是提醒我们，不但世间的一切我们不贪，连学佛修行之后

佛法的内容我们也不贪，法门不贪、修行不贪。所以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学佛修行呢？

无所求、无所得的心，这就跟无贪相应，这就对了。所以它这边讲到，对法门不贪、

对境界不贪、对功德不贪。这个对初修的也很难讲到、很难学到、很难做到，因为

你们带别人去参加灌顶，一定是跟他讲说这个功德很大；劝人家行善，也要跟他讲

这个功德很大嘛。所以一般呢也是，初学的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总是要有一个好

像一个因缘，让他契入这个佛门嘛，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说，很善巧的说这个有功德

所以你要练习开始做。可是慢慢我们进入佛门之后、开始修行之后，我们就不要执

着了，对功德就不要执着。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功德才来修行的，也不是为了布施有

功德然后才布施，或者行善有功德我们才行善，不是。而且我们也都是有回向嘛，

我们很不执着的成就一切的功德，再把这个功德怎么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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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都不执着，就是说我们即使是不执着的行善，它有它的功德，可是我们连

这个功德都不执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功德再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这个就彻底做到

无贪了。所以你可以圆满一切的善行，可是你中间没有一点点执着功德的心，这就

跟无贪相应，这边就讲到对功德不贪求，也不求清净。 
  不求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一些学佛之后，他就会不太喜欢跟人家接触

了，不太喜欢跟人家接触，他就好乐清净。本来，尤其是修定的过程，他本来就是

要在寂静处嘛。我们看书上都写要在水边啊、林下啊，找一个寂静的地方或者阿兰

若处去修定，这个本来是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修定的目的是要开发智慧，

然后自己成就之后要来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不会变成说另外一种型态，就是说远离

了人群，然后好像看到众生是：「你来障碍我禅定的」，这样就不对了。那就是这边

讲到的，自己因为希望能够好好修定或者是好好修行，反而变成一种排斥、排斥那

种喧闹的场所。所以他就变成说他不喜欢参加人家的婚丧喜庆，然后不喜欢跟很多

人相处，喜欢一个人躲起来好好的修。本来他的发心、动机是没有错误，可是因为

这样然后对众生有排斥就不对。因为它会变成是障碍我们发菩提心的一个原因，因

为你要成就自己的修行，然后你就变得排斥众生，然后觉得说他们来找你啊，或者

是他们来干扰你的修行啊，然后会变成你成就的障碍啊，这个就不对。因为这样就

变成说你对众生有一种怨恨、埋怨，一种瞋恚的心，然后排斥在外，那你怎么可能

发愿说我以后要度尽一切众生，这个菩提心就很难生起。所以我们要用功可以，可

是我们要很注意我们的心，不要转变成说喜欢清净，然后很排斥那个喧闹。 
  因为清净跟热闹呢，它也是相对立的境界，它也是分别。我们的心有分别心，

所以我们有清净跟热闹的分别。可是真正的定是你在很热闹的地方，你的心还是很

清净，那才是定啊，那跟外在喧不喧闹其实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因为观念错误了，

会喜欢清净而不喜欢热闹，我们觉得说清净才可以成就我们的定力，实际上这个观

念不是正确的。所谓的定，是心不动，只要你心不动，不管你在什么境界当中，在

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你做到如如不动，面对一切外缘，你的心不动，那个就是

有定。那很多人，你的心还是心如止水，如如不动，那表示你有定力啊。所以修定

并不是一定要远离群众，只是说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专修或闭关，一个人的话，当然

我们的定力可以增长得比较快，因为没有干扰，确实是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因为

这样，而对众生或者是喧闹的环境，而有一些排斥的心理，这个就是不求清净的意

思。 
  不求空，就是我们讲说修行第一个要证到空性嘛，我们就开始去找那个空性。

空性不是找来的，因为你只要放下它就现前，我们的菩提自性，它本来就是具足这

样的一个空性的智慧在。也不要想要求开悟，因为你用有所求的心，你的心就动了

嘛，可是悟境是不生不灭的那个当下，开悟的境界。可是你的心一动的话，那是生

灭心，你有所求，你这一念的求就是妄念、就是妄心，它是有生灭的。可是我们达

到那个空性的境界也好，见空性的境界也好，开悟的当下的境界也好，它是不生不

灭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心如果是生灭心，没有办法跟不生不灭的那个空

性或者开悟的境界相应，没有办法，生灭不等于不生灭。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除非

我们能够借着修行、修定啊，或者是什么内观啊、还是什么法门，让我们的心达到

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你就可能见空性，你就可能开悟，因为不生不灭的当下，等

于不生不灭的悟性，不生不灭的空性，懂吗？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有所求，你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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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你的心越乱，你就越不可能开悟见空性。好，我们就是要把心安下来，修定，

好好地修定，安住在当下的那一念。只要你安住得很好，那个妄心不再让它生灭的

那个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你就有可能可以开悟。 
  它这边主要就是讲到，我们不要只想到、想要见空性啊，或者想要求开悟啊，

也不要求菩提、涅盘。因为菩提、涅盘的自性也是空的，我们只是用菩提、涅盘这

样的一个名称来比喻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烦恼已经完全调伏的话，我们叫做那个境

界、已经没有烦恼的境界，叫做菩提、叫做涅盘。烦恼完全止息了，我们叫做涅盘；

我们本自具足的佛性开显的时候，我们叫做菩提。所以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觉悟的

意思叫菩提，所以它只是一个名称，它只是名相，形容说我们修证的一个境界，它

是什么个样子。因为我们总是要有目标嘛，你没有目标，你说你要到哪里去，你说

我要……总要有一个地方你要去哪一国、哪一个国家旅行，或者是哪一个目的地旅

行，你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有很多的佛法的名相，菩提啊、涅盘

啊、空性啊什么的，很多名相。可是我们就不要执着在这个名相当中，以为它是一

个真实的菩提可以得到、真实的涅盘境界可以抓得到，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你修到

烦恼完全止息的那个当下，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涅盘。涅盘的自性也了不可得，

它的自性也是空的，就不要把它执为实有，然后你修行有一个实有的目标，这样又

错了，这就是它说不求菩提、不求涅盘的意思。 
  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修行呢？无所得的心、无所求的心做种种、勇猛精

进。不执着，不分别、不打妄想，就是这样勇猛精进，自然就能够到达。所以它不

是求来的，佛不是求来的，菩提、涅盘也不是求来的，见空性、开悟也不是求来的。

因为任何法门修的都是清净心，只要有所求呢，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我们本来不

生不灭的清净心就开始起妄念了，它就有生灭了。所以只要有所求，心就不清净，

我们又如何跟法门相应呢？因为法门是要达到清净心，可是我们一有所求，心就不

清净，因此你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不相应，没有办法相应。所谓的善法欲，法门无量

誓愿学，它是不是告诉我们贪啊？善法欲嘛，欲就是贪啊，我们是不是对一切善法

要有贪求？还有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够贪了吧，这个是大贪啊，所有的法门全部

要学完，这是不是贪呢？不是的。不要误会了，所谓的善法欲，还有法门无量誓愿

学，并不是用来增长我们的贪的，不是这个意思。一切的修行呢都是在清净心当中，

它自然就圆满成就的，不是求来的。 
  （第一六二页）好，我们继续看一百六十二页，这样我们大概对贪就有一个概

念。什么叫「无贪」？就是「不染着」的意思，你只要做到心没有染着，你就是无

贪。那对什么没有染着呢？对三界当中一切的盛事，就是好的事情，三界当中一切

好的事情，我们都不再染着了。为什么能够做到不再染着呢？那个是因为我们已经

明了三界中轮回的因果关系嘛。我们为什么会轮回？很简单，一念的贪来的，因为

一贪就生烦恼、然后就造业，然后有业就轮回了。所以实际上造成轮回的根本原因

在哪里？就是这一念的贪欲来的。那我们中阴身也是贪欲，你才会去投胎，这个我

们曾经也讲过。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到无贪呢？就是我们已经明白了「贪」是轮回的

根本、轮回的种子，那我们当然就不要贪了嘛。所以就从中体悟到「贪」是轮回的

根本，因此才能生起厌离心而不再染着。那么什么又是三界轮回的因果关系呢？就

是我们现在众生对一切的资财、眷属【眷属就是六亲眷属，你的亲人啊】、生命啊，

我们最爱的生命啊，还有名誉啊、地位啊，还有要吃好的、穿好的，等等这个五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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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嘛，六尘境界。我们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得到，不然为什么那么

努力的赚钱要干什么？就是成就这些嘛。资财，就是你要有一些财富嘛，然后要有

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然后六亲眷属都很和睦，然后你的生命活得健康长寿，还要有

好的名声、有高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一生。一个人，他所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这

些，也是辛勤努力一辈子希望达到的、追求到的东西，（就是）这些。 
  可是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呢？哦，看一看。那我们为了要追求这些境界，所

以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就会努力的赚钱啊，拼命的做一些什么啦，拼命的努力啊。

可是在得到之后呢，因为很难、很努力才赚来的嘛，哦，所以就要很殷勤地守护，

希望它不要失掉。可是追求的过程很辛苦，你得到之后怕它失去的那个，希望紧紧

的抓着的那个也很辛苦，这就是贪。所以由此不断地生起烦恼，造下许多的善、恶

业，再由不同的业，在六道中受生，这就是轮回的因。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贪求这

些东西，实际上是造成我们不断、不断轮回的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一念有

所求的心，我们就轮回了。因为有所求的心生烦恼，烦恼就造业，有业就一定会轮

回。那有了这个轮回的因，就会生出三界轮回的果。所以，染着三有的资具【就是

这个有】，是轮回的因；所生出的这个三界呢【三有，三有就是三界，欲界、色界、

无色界】，是轮回的果，就是我们贪欲是轮回的因。有了这个因，你就会有轮回的

果报，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当中。若是能够了知贪是生死的过患、轮回的根本，自然

就对它会产生厌离，从此不再因贪着而造作种种的恶业，也会开始行善以累积成佛

的资粮。 
  （第一六二页）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贪」原来是造成我们轮回最主要的原

因。那我们想要解脱，想要开悟成佛，第一个就要断「贪」。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断

恶修善，一步一步地累积成佛的智慧资粮跟福德资粮，最后连善也不能执着，因为

你执着善也没办法成佛。因为执着善，一切的善行只能够有人天果报，没有办法开

悟成佛。所以开悟成佛，成佛的资粮是无漏善，是没有烦恼、我执相应的那个善法

的圆满，就能够成佛。可是只要我们还带着我执、烦恼去行一切的善，最高、最高

只有人天果报，没有逃出六道轮回，还在三界当中。是看你什么善业，然后生到哪

一道去，没有离开三界轮回的范围，就是最高是生到人或者是天道这样而已，就是

因为行的是有漏的善。好，所以它说最后要连善也不执着，即使是出世间的涅盘果

呢，这些贪欲也不取着，这样就彻底做到了「无贪」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

虽然知道我们要证的是涅盘的境界、菩提的境界，可是我们是以无所求、无所得的

心去这样子修，这样就不会跟「贪」相应了。因此，我们说：「不染着」是「无贪」

的体性；「对治贪着」跟「作诸善业」，是「无贪」所发挥的作用。所以什么叫「无

贪」？你心没有染着就是「无贪」。那它有什么作用？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你不再会去生贪了，然后你又会因为这样子而成就种种的善业，到最后是无漏

的善业，圆满成就就能够成佛。 
  （第一六三页）好，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无贪」、「无瞋」、「无痴」这个三善根。

这边解释，它为什么叫做「根」呢？因为这三种善法，能生出一切的善法，它的功

能是最殊胜的，所以称为「根」。就是说一切的善法都要建立在「无贪」、「无瞋」、

「无痴」的基础之上，你才够圆满一切的善法。那这边比喻就好像草木，一旦有了

根之后呢，才能够生出它的枝叶花果来。这就是以「出生」一切善法这方面来说。

所以我们称它为善根的这个「根」，就是好像植物一样，可以慢慢的从种子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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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慢慢地形成树干、枝叶，最后的花果等等的。那为什么说它的功能是最殊胜的

呢？这就是因为这三善根呢能够对治，近对治还有远对治。「近对治」，就是它可以

对治「贪」、「瞋」、「痴」，「无贪」是对治「贪」嘛、「无瞋」对治「瞋」、「无痴」

对治「痴」。所以它可以近对治这三种不善根，所以我们说它是最殊胜的，这个是

以它「对治的功能」这方面来说。那为什么说它是「近对治」呢？因为「对治」，

我们一般说有「近的对治」还有「远的对治」这两个对治来说。那什么叫「近对治」？

是各别各别对治，就像现在讲的「无贪」，它可以各别对治「贪」，那「无贪」不能

对治「瞋」，所以它是各别各别的对治；那「无瞋」它是只能对治「瞋」，不能对治

其它的，所以我们称为「近对治」，就是它只能对治一个，它是各别对治的。好，

那「远对治」的话，就是指我们对佛法的正知见。它就是可以对治一切的什么？邪

知邪见，所以它叫做「远对治」。正见可以对治一切染法，成就一切善法。由于它

的范围广大，不是针对各别染法来说的，所以我们就称为「远对治」。 
  （第一六五页）好，那前面有谈到说什么「有」啊、「三有」啊、什么「有聚」

啊，它就是一个讲轮回的果，一个讲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就是贪嘛，所以就会有轮

回的果报，因此，所谓的「无贪」，就是对为什么会轮回三界的因果关系，有了深

切的体认，了解到「贪」是轮回的根本，因此心生厌离，而不再染着，同时也能够

开始的积极地行善，所以我们说「不染着」是「无贪」的体性；「对治贪着」跟「能

成就一切善」是「无贪」的作用。 
  好，这个我们就对「无贪」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希望

从现在开始念念都跟无贪相应，当下的一切，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贪，我们

都现在开始练习放下，因为它会变成我们轮回的根本，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

努力地把它看破、放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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