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十七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现在我们讲的是善心所的部分，善心所一共有十一个，我们介绍到第

七「无痴」。这个善心所的部分，是说明我们每个众生本来具有的这个性德，

自性本具的叫性德。我们的佛性里面本来就具足这十一种善法，可是为什

么我们现在这十一种善法没有办法显现呢？那就是因为有障碍，所谓的烦

恼障、所知障，障碍住了。虽然我们本自具足这个如来智慧的德相，那当

然包含了这十一种善法在内，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无

量的德能，可是没有办法显发，就是因为障碍的缘故。那我们修行其实就

是修显，修行去显发，显发叫做修显。显发什么？我们本来具足的这些智

慧德能，这些善法，我们去修显它。那我们借着修行这所有累积的功德也

好、开发的智慧也好、长养的慈悲也好，我们都称为修德。本来具足的那

个叫性德，自性的功德宝藏。这个如来藏，是我们本自具足的，一切众生

本来有的，那我们现在借着修行去显发它。好，所以我们现在修的这个部

分呢，这个功德呢，我们就称为修德。虽然自性本具，但是需要加功用，

加功用去把我们本来具足的佛性去开显它，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不用担心的。 

  那我们修行呢，拼命往外找、往外去求，往外去搜集法门、搜集宝贝。

实际上我们是颠倒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佛性都不在外面，所以我们往外面

找其实是找错了方向。既然是自性本具，这个性德是本来有的，我们应该

往内观，看怎么样去把它修显，去把它显发，而不是往外找。所以一切的

法门其实就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开显我们的如来藏，这个本自具足的这个

佛性而已。所以一切修行的努力其实就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往外找，

又找错了方向，而且我们用分别执着，或者是妄想去找，也找错了方向。

因为它在什么时候可以显发这个性德呢？是在我们离分别、离执着、离妄

想的时候它才可能显发。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分别、执着、妄想呢，

那反而是增长我们的无明，现在讲到愚痴，增长这个愚痴。 

  所谓的愚痴就是对事实的真相不明白，那什么是事实的真相呢？就是

一切法因缘所生，自性了不可得，虽然自性了不可得呢，可是它又能生出

无量的法，所以我们首先要体会的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一切有为法，

它是无自性的，自性是空的。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体悟。有了这样的体悟

以后，我们面对一切的，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你所看的、耳朵所听的，

色声香味触这个六尘境界其实它都是生灭法，我们就不会再对它生起任何

的分别、执着、妄想。这样我们就能够体悟空性而开显这个智慧，般若的

智慧，这是修行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们在平常日

常生活，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提醒的

这样的一个功用？这个就是修行啊！不是那个吽啊、吽啊、还是什么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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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修行，还是持咒、还是念佛。那个也是修行，可是最重要的，我们一

切修行的法门，无非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第一个：无自性的道理、性空的道

理。 

  那我们明白的话，我们的如来藏，「空如来藏」，对空性的智慧的如来

藏就能够开显，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是每一念的当下，是不是都是

这样的自我提醒：「一切法因缘所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既

然如梦幻泡影，为什么那么认真？为什么会为它生烦恼、为它造业、然后

轮回、为它受苦？其实是我们自作自受。那为什么还会这样的迷惑、颠倒，

就是当下没有起这样的观照，就是没有做到现在讲的「无痴」。「无痴」就

是你明白了是因缘所生，所以你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就不会生烦恼，不

会生烦恼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 

  那有了对空性的体悟之后呢，并不是就这么、就结束了我们的修行，

它才是修行的开始而已。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空性的智慧还不了解的话，

在因缘所生法现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地迷惑、颠倒的话，那就是我们

实际上连修行的第一步……，就是等于是还没有入道、也还没有开始。那

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们对空性有一些体悟的时候，才是我们入道的开始。

因为没有见空性之前都是盲修瞎练，因为你是带着你的分别、执着、妄想

来修行的，那都是心外求法。你老是往外去找，那没有往里面去体悟，这

个空性的道理。那当我们见性之后，所谓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禅宗的

用语叫做明心见性，念佛的就叫做一心不乱，那教下的话就叫做大开圆解，

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你的自性有一些体悟，有这个初步的

体悟，就是了解空性的道理。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才是修行的开始呢？因为要站在这样的基础之

上，对一切法、无自性，这个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勇猛精进、不懈

怠的，不会退心的行菩萨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是站在这个空性的基

础之上来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也会发心，可是会退心嘛。会退失菩

提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空性，我们依然带着很强烈的执着、很

强烈的分别跟妄想，试图想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可是障碍重重，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见空性。所以真正的菩萨道就是在你见空性之后，它才能够

开始行的。因为你已经见空性了，所以你发的菩提心是如幻的，对，你行

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是如幻的，你面对众生也知道

他是如幻的。所以你就不会这么认真了，他听不听，你也不会很计较，他

有因缘就听嘛，没有因缘、因缘还没有成熟也没有关系。就不会在这个你

想要利益他，可是他不接受或者是给你种种的挫折，或者是你不希望看到

的这种种反应而有一些情绪产生。会有情绪感受产生，那表示说我们对这

个事情还很执着，想要发心的事情、想要行菩萨道的事情还很执着。为什

么执着？就是因为没有见空性，所以我们才会说见空性是我们修行的开始。

阿罗汉也是见空性他才能够证涅盘嘛，所以不管小乘、大乘都是建立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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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性的基础之上来行的。 

  那小乘人，声闻、缘觉悟到这个性空的道理，他能够证得他的阿罗汉

还有辟支佛的果位。所以他只开显了我们如来藏这个「空如来藏」这个部

分，可是「不空如来藏」的部分，他就没有继续地加强，所以他就是沈空

滞寂。我们就说他会停留在这，反正都是什么？「反正都是假的，一切都

是如幻的，自性是空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地精进去度众生呢？众生

也是如幻的呀，所以我为什么要那么精进去度？都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这

么努力去完成它呢？」那就是说他堕在这个空边，而没有办法从空再生起

无量的妙用。 

  那菩萨道是从见空性之后开始发菩提心，这时候是胜义菩提心，跟空

性智慧相应的菩提心，没有任何分别、执着、妄想的菩提心。所以他这时

候所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甚至十波罗密都是三轮

体空。他不会觉得说有一个我在发心，也没有一个我发心的对象，他说法

也没有一切法的那个执着，就是因为他见空性了。所以他都是在这个情况

之下去圆满他的十波罗密、圆满他的菩提心。所以他不会生烦恼的，度众

生度到生烦恼，那个是自己的过错，因为自己的我执没有破的关系，法执

也没有破。所以能够站在这个空性的智慧之上，所完成的所有的菩萨道，

我们就是说它属于「不空如来藏」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假观的部分。刚才

是空观，现在是假观，是「不空如来藏」。 

  所以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一切法自性是空的、是如幻假

有的，可是他依然能够勇猛精进地行菩萨道。所以他知道自性是空的，可

是他能够在空性中现起无穷的妙用来。所以他不会着在空那边，虽然生起

无量的妙用，可是同时当下又知道它自性是空的，这样就没有着在空、有

两边，没有着在空、假两边。这就是中道实相，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

同时完成，当下同时完成，这个是属于中观的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行菩萨

道，是这样的情况下行的，虽然知道自性是空，可是他又能够勇猛精进地

完成、圆满一切的菩萨行，虽然圆满一切的菩萨行，可是又知道它自性是

空的，是同时完成、同时圆满，所以我们称为「空、不空如来藏」的圆满。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去除我们刚才讲的两种障碍：烦恼障跟所知障，

那无明就能够破，从破见思、到破尘沙、到破四十一品的无明，全部破尽，

究竟圆满成佛，这个才是现在讲的「无痴」。这个是以大乘的标准来说，这

个才是完全的「无痴」。可是小乘的「无痴」呢，就是已经可以破见思惑，

这是小乘的标准。可是以究竟圆满成佛来讲，「无痴」呢是已经破三惑了，

就是见思惑、尘沙惑跟烦恼惑，都已经完全除尽，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也

完全除尽之后，是圆满了现在所谓的「无痴」。 

  （第一七三页）那我们看书上它是怎么来解释这个「无痴」呢，一百

七十三页开始。什么是「无痴」？就是完全去除了「无明」。那什么又是「无

明」呢？就是对一切的事、理不明白，我们就叫做「无明」。一切的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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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理，那「事」是指什么呢？下面有解释，指一切的现象界。它本来是

因缘所生，它本来是无自性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在这个现象界上面呢，

看到它的无常、无我，不明白它是无常、无我，所以才会在这个生灭现象

当中，产生了分别、执着、妄想。这就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是妄心的作

用。我们的妄心是有生灭的，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那什么时候才有

真心呢？就是你入一真法界之后，那才是开始过的是真心的生活，而不是

妄心的生活。那什么时候入一真法界呢？就是你已经破除了见思惑、破除

了尘沙惑，就是已经圆满了，我们刚才讲的，空观你已经成就、假观你已

经成就，再继续破一品的无明开始，你就已经了解中道实相了。不会堕在

空、假两边而中道实相开始，破一品无明开始就入一真法界，这个时候过

的是真心的生活，你的心不会退了。因为真心是没有生灭的，不生不灭的，

才叫做真心。 

  我们现在念念生灭这个是妄心，因为它会退，所以千万不要太相信自

己，为什么？因为你变来变去嘛，你今天想这样，明天又想那样，你会变

心的，为什么？因为你用的是妄心，妄心是生灭的，生灭法是无常的，所

以它会改变。所以你甚至不能相信自己，那别人的话，你是不是就不要太

认真？所以你在受骗的时候，你就一笑置之也就罢了。为什么可以做到？

因为你知道他也是用妄心在讲话，你自己也是用妄心在听，就在那边生烦

恼，那就是自欺欺人、被人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境界，就是这三件事情，

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不然就是被人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

我们用的是妄心，而不是真心。可是菩萨他为什么发菩提心不会退？因为

他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他不会退、退失菩提心。所以除非我们已经证入了

一真法界，我们每天用的就是真心在过生活。除非我们到了这样的程度，

我们才不会退心菩提心，在这个之前都是进进退退，看自己的身心的状况

来决定。今天心情好一点，「好，我要度尽一切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

明天心情不好，生个病啊，还是怎么样啊，一个小小的挫折，好，就退到

完。这就说明为什么会这样？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用的是生灭无常的

妄心，虚妄不实的。 

  现在就讲到说我们就是对这一切的现象界，现在解释什么叫做「事」，

一切现象界就是「事」的范围，一切因缘所生法都是属于「事」的范围，

它是生灭无常的，所以它自性是空的，所以它是无我的。我们因为不了解

它是无我、它是无常、自性是空的，因此我们才会产生分别、执着、妄想，

这样子来过生活，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明」，迷于「事」的部分。所以反过

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这个生灭的现象界上，去体悟它的本体实际上

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法尔自然的，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理」

就是指我们的本体，我们的佛性的本体，我们如来藏的本体，我们的真如

自性的本体，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见性，见什么性？就是这

个菩提自性。我们明心见性，你见了什么性？明了什么心？见了什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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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悟到这样的道理。什么叫开悟？一点都不奇怪，形容得……哇！什么

虚空粉碎，大地平沈，经论上都形容了一堆，修行人也都形容了一堆，害

我们越看越迷糊。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一点也不稀奇。那个试图描绘的开

悟的境界，描述到最后，让我们扑朔迷离、一头雾水，不是「悟」的，是

一头雾水的「雾」，越听越迷糊，其实就是悟到了这个道理而已。我们的本

体自性它是没有生灭，就是悟到了这个。 

  你真正见到了这个菩提自性了，真正悟到了，真正的见到这个本体，

你的本性了，你才回头看，「啊！原来过去都在用妄心过日子。」因为过去

没有见到这个真心，没有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所以你都是用生灭心

在过生活。这个时候所谓悟到了，就是你见到你的本心，它原来没有生灭，

原来本来是这样子，原来本来是无常、本来是无我的，那我过去怎么那么

无明？为什么那么愚痴、迷惑、颠倒？就是这样的，当下的这一念的体悟，

我们叫做明心见性，叫做开悟。就悟到了这个原来本来没有我的嘛。那我

过去我执居然这么样的强，众生本来成佛的嘛，一切法本来无我的嘛，本

来没有生灭，生灭只是说明因缘的那个现象而已，那个事相的因缘生、因

缘灭，无常的展现这样而已。所以你从此以后就不会被现象界所迷惑，不

会再被它骗了。 

  所以你看生生灭灭的，欸，就好像看戏一样，好像作梦一样，你一点

都不会去执着，你就很清楚看到它的生灭是这样子的。那就在告诉你无常、

无我，你不再会起心动念，你不再会迷惑、颠倒了，这就是一个开悟的人。

他不再会被现象界所迷惑，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现象界就是因缘生灭的道理，

它既然是无我的，那我为什么还会起一个「我」去执着它呢？所以你会看

事情看得更清楚、更明白，而不会再被它影响了，这时候你会做到什么无

心啊、无念啊，无妄想，念真如嘛，你的心才如如不动，对境心不起，你

不再会起心动念了。你怎么能够成就这么高的定力，就是因为你知道它是

生灭无常的，现象的展现而已。好，这就是讲到了，明白了这个「理」，就

是本体界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菩提自性，这是属于本体界，这是属于理

体。所以现在事相、理体，我们要先把这个名词搞清楚。所谓讲到「理」

的部分，都是讲到我们的本性，自性本心；讲到「事」呢，就是现象界，

生灭的，所以本体是没有生灭，可是现象界是有生灭。所以我们要悟到这

个不生灭的本体在哪边去悟呢？就是在这个生灭的现象界，当下就看到它

不生不灭的体性，是这样子悟的。 

  所以离开生灭的现象界，也没有不生灭的理体，这样明白吗？所以想

要开悟、想要躲起来，想要排除一切外缘，想要开悟，是不可能的。因为

我们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就是在生灭无常的现象界，我们的红尘滚

滚里面去什么？当下去悟，因为事相没有离开本体，因为它的生灭，它是

凭什么来生灭？它不会虚空中莫名其妙就有生灭的现象嘛，所以请问这个

生灭现象的背后，它是起于什么东西？什么？它是从那边来？生灭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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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边来？它不会莫名其妙就生灭了嘛，那后面有一个东西，那是什么？

有一个它的起处啊、它的灭处啊，请问它生灭的起处、灭处在哪里？是什

么？就是本体嘛。对不对？所以用不离体啊？它的作用没有离开本体，所

以离开了大海水也没有水波，所以波不离水。波，有动荡的嘛，我们用水

波，有生灭的、有动荡的，这个来比喻现象界；大海，平静无波的大海水，

它没有动荡，比喻我们的菩提自性，我们的本体界，这个理体，是不生不

灭的，它没有动荡的现象。可是大海水面，水面上的那个波浪，它是有生

灭、动荡的，后浪推前浪，这样子相续为我们说明了无常的现象界而已，

它是生灭的相续这样而已。可是波不离水啊，所以一切的生灭现象并没有

离开我们自性的作用，不然是谁在吃饭、谁在讲话、谁在听经呢？对不对？

讲话是生灭法，耳朵听闻音声是生灭法，可是那个能听、能看的，那是什

么？就是你的自性啊，你的佛性在作用。因为你有佛性，所以你能够坐在

这边听生灭的音声，而有一些体悟。音声无常，是生灭法。可是你那个能

听的那个主人翁，就是你的真如自性，就是你的佛性的作用。佛性是不生

不灭，它的作用，见闻觉知是生灭，它没有离开我们自性的作用。所以离

开了大海水也没有水波，所以我们想要明心见性，想要离开红尘去明心见

性，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什么？离开了大海水想要找平静水波一样，是不

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那个金子，一团的金子比喻我们的本

体，可是这个金子可以打各种的佛像啊，你可以做你最心爱的本尊，看你

喜欢阿弥陀佛、还是药师佛、还是莲花生大士。金子可以做各种的器皿，

那各种的器皿表示「作用」嘛。那它有各种的现象，与我们现在讲的「事」，

这个现象界，它有千差万别的现象的展现，都是生灭法。就好像我们可以

拿黄金来做各种的器皿一样，打造不同的器物，可是器物跟黄金，是不是

都是金？器器皆金嘛，你可以以金来做器，可是器器皆金。那表示说你一

切的作用并没有离开你的本体，一切的现象界并没有离开你的本体，佛性

的作用，就好像你用黄金来打造各种不同的形状的东西，可是都没有离开

黄金的本质。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了，每一个你所打造的金器呢，就跟黄

金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是体用不二、性相不二，「性」是表示我们现在讲的

「理」，「相」呢就是讲我们的现象界。所以我们看佛经上看它讲说性相不

二，其实就在说明这个道理。如果是黄金，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可是

它可以生起无量的妙用，就好像你可以打造各种你想要打造的东西。 

  那我们每天都用我们的心在打造各种的身、口、意，也是用我们的心

在打造，所以我们的心作用，每天都在作用，生起了无量的差别，造作了

很多的身口意业，那就是我们在用我们的心。可是这所有的妄心呢，也没

有离开真心的作用，虽然妄心是生灭的，可是它不可能无根，它不可能你

的妄心没有起处，还是起于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

就不会很害怕妄念，我们也不害怕妄心，因为你丢掉了妄心，怎么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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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真心，对不对？所以你真心在哪边找？在你生起妄心的当下，你知

道它是虚妄的，马上就返妄归真。这时候你才知道全妄即真，你的妄心就

是你的真心，当下你有这样的体悟，无痴的话，当下你明白，有这样智慧

的观照，你知道妄心的当下就是真心的作用，所以你就不会试图想要丢掉

妄心，然后另外去找一个真心。离妄也没有真，因为真不离妄，妄心是真

心的作用，就好像金子所打造的器皿，并没有离开金子、黄金，是同样的

道理。 

  那我们梦境也是一样，所有全部的梦境都是你心的作用，那我们知道

梦是虚妄的，它是妄心的作用，心意识的显现，可是所有的梦境哪里来，

也没有离开我们真心的作用啊，是我们的真心怎么样？生起了分别、执着、

妄想，迷惑、颠倒、愚痴、无明，它就有十法界的梦境展现了。所以十法

界怎么形成的？也没有离开我们真心的作用啊，我们真心怎么样？分别、

执着、妄想就现出了十法界。有了见思惑、有了尘沙惑、有了无明惑，这

个三惑就现起了十法界。就好像梦境是我们真心的作用所显现的，它是虚

妄的。所以同理可证，十法界是虚妄的，轮回是虚妄的，可是它没有离开

我们的真心，如来自性，真心本性的作用。所以轮回怎么断？十法界怎么

灭？很简单，就是这样灭，离开分别、执着、妄想，十法界就没有了，你

就入一真法界，你开始就是用不生不灭的真心在作用，每天都是用真心。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现在讲的「无痴」了，这一段话主要就是在讲这样的

内容。 

  （第一七四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宇宙万法这个现象

界呢，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自性的作用，我们的自性就是本体界。所以离

开了自性呢，也没有宇宙万法的存在，因为所有宇宙万法、十法界怎么变

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真心的作用啊，所以离开了真心也没有什么？这个虚

妄的现象界，这时无明的遮障就能去除，每天虽然还是做凡夫一样的事情。

所以悟后，开悟之后做什么事？还是一样吃饭、睡觉、拉屎、做工，跟一

般人没有改变、没有差别的。可是差别在哪里？你从外面看不出来，因为

他过的还是凡夫的生活，差别在他用的是什么？不生不灭的真心。凡夫用

的是妄心，变来变去的，虚妄、迷惑、颠倒，每天生不完的烦恼，造不完

的业，差别在这里。所以悟了之后，每天还是依旧吃饭、穿衣，可是他过

的是什么？他从梦境中醒过来了，所以他过的是清醒的日子，每天用真心

而不是妄心，这就是「无痴」的境界。就是我们对一切的事、理都能够「明

白了解」，这就是「无痴」的体性。我们就明白什么叫「无痴」，它到底在

说什么？也只有「无痴」才能够对治迷于一切事、理的愚痴，也是因为破

除了一切闇昧、无明，才知道如何正确地行一切善，所以这个时候你用真

心，那做的就全部都什么？就全部对了嘛。 

  那之前用的妄心，那真的盲修瞎练，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还自以为

自己很发心，都是自以为，因为有「我」嘛，自以为我怎样、怎样、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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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在增长无明，他不明白，他每天做的，他以为的发心的菩萨道，其

实他在增长我执，他不明白。所以除非你用的是真心，你才能够正确的行

一切善，这个很重要。你用妄心所行的那一切善，你觉得怎么样？牢不牢

靠啊？对啊，不牢靠嘛。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行一切善，行得非常

的正确？就是说除非你是真正的发心，你用的是真心，不会退转的，那个

才是真正的成就一切的善法。那在这个之前，你所行的善，有没有它的果

报？还是有啊，是有漏善，人天果报而已，不能够开悟成佛的，差别就在

这里。那你用真心的善呢，是无漏善，是能够究竟圆满成佛的资粮，差别

在这里。一个是有漏的，一个是无漏的。那不明白这个，每天就是持咒多

少遍啊、念佛多少遍啊，然后又是宝瓶气啊、又是什么啦，都是什么？妄

功用行。虚妄功用，因为你用分别、执着的心在修嘛，虚妄、分别、颠倒，

还自以为很精进：「我一天念十万声佛耶，很精进吧」、「我大礼拜一千拜，

够精进吧」，妄功用行。所以其实都是用的愚痴、妄心在行善。所以「无痴」

的功用呢，它就能够「对治愚痴」，还有「行一切善」，这就是「无痴」它

所发挥的功能。就是不再有愚痴、无明、颠倒这些事情了，那成就的善才

是真正的无漏善。 

  （第一七五页）所谓「痴」呢，就是「无明」，对于一切事、理都不明

白了解，不明白了解就是「无明」。如果能够破除「无明」，对一切事【现

象界】、理【本体界】我们都能够彻底明白了解，这就是「无痴」了。所以

「明白了解」【一切事、理的内容】，我们就说是「无痴」的体性。这是重

复的。那对于佛法它的「一切事、理」，它有它的范围嘛，从声闻乘的这四

谛来说，苦、集、灭、道这个四圣谛，还有缘觉他们所修的十二因缘，这

是所谓佛法的事、理的内容。如果我们对这些内容都能够透过种种的加行，

去思惟、修习的话，我们就能够体证这些义理，得到「无我」的智慧，而

彻底明白了解一切事、理的内容。这段话就是怎么样证到空观，怎么样证

到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他们所明白一切的事、理的内容。就是透过对苦、

集、灭、道的思惟修习，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苦、集，苦是轮回的果，

集是烦恼，是轮回的因。你知道因为有烦恼，所以造业，所以才有这个苦

果，这就是明白了苦谛跟集谛的内容。 

  那怎么办呢？修啊，所有一切声闻乘的修行的法门，不净观开始，四

念处、三十七菩提道品，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体悟苦谛跟集谛的内

容，然后怎么样去完成灭谛跟道谛的内容。一切的道谛，就是说你怎么样

止息一切苦、止息一切烦恼、破我执，所有的内容方法，八正道，是从四

念处到最后的八正道、三十七菩提分，这些内容就是属于道谛的部分。你

透过这些方法来体悟到一切法本来无我，这个空性的道理。而能够到达破

除我执、证入涅盘，这个就是灭谛。证入空性，入灭尽定，小乘的涅盘，

你证到了这个，是属于灭谛。一切证到灭谛的方法是叫做道谛，止息一切

苦、止息一切的烦恼，断除我执的方法叫做道谛，达到这样的结果叫做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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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所以苦、集、灭、道，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可以帮助我破除以为有我

的这个无明、愚痴，这是声闻乘。 

  那缘觉乘呢，就是思惟十二因缘的道理，无明缘行、行缘识、名色、

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它怎么流转，那你要

怎么还灭的这个方法，你去思惟修习这所有的内容而证到辟支佛果。这就

是这边讲到的十二因缘，也可以断除……就往后面推嘛，你不要生、老死，

就不要……从那个触、受、爱、取、有，从那边开始断，开始练习，到最

后破除无明。它既然是环环相扣的，无明缘行、行缘识、一个缘一个，那

你中间断除之后，你到最后这个圆圈，轮回的这个就破了。那破除了就可

以证到辟支佛果。这个就是缘觉乘明白的事、理的内容，也能够破除我执。

那等到了悟这一切事、理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破除「无明」。这边前

面讲的这个无明，是声闻、缘觉乘的无明，对大乘来讲是见思惑而已，还

没有真正破大乘的无明。所以这个「无明」的内容，实际上它涵盖得非常

的广，像十二缘起，如果是以缘觉乘来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它这时候的

无明是指见思惑，而不是大乘的那个四十一品的无明来说的。 

  所以这时候能破除「无明」，开始行一切善。因此，「对治无明」和「行

一切善」呢，就是「无痴」的作用。所以声闻乘他已经圆满修学了四圣谛，

或者是缘觉乘的十二因缘，他只能够破除见思惑，只能够体悟到我们刚才

讲的那个空性的道理，「空如来藏」的部分。可是他继续要破尘沙惑，在空

中呢再生起菩提心，来完成这个六度万行，所以他要从空出假，修假观。

从空观当中再出假，从空入假、从假入空，从空出假，它的名称不一样。

最先呢是由假入空观，最先修呢是由假入空观。这个假呢，是指一切因缘

所生法，自性是空的，是假有的，要从这个现象界的假有的当中呢，去体

悟它自性是空的，所以是从假入空观。 

  那你证到空之后，要从空出假，这时候要修的是假观，假观破的是什

么？就是尘沙惑。你修一切如幻的，所以你就知道众生是如幻的，所以那

个尘沙就是说众生多到像什么？像灰尘、像恒河沙数这么多，如果我们不

明白一切众生是如幻的，我们就会心生怖畏，哦，这无量无边的众生度到

什么时候？你就很难发心，所以大乘他为什么能够发菩提心，一点都不怖

畏，就是因为他破了尘沙惑。虽然如恒河沙这么多的众生，虽然像灰尘、

数不尽的这么多的尘沙的众生呢，可是他知道是如幻的，如幻的自性就是

空的，所以众生了不可得。那他会不会害怕？不会，所以他就会任运生起

如幻的大悲心，如幻的大悲唷，不要以为又有一个「我」生起大悲，又错

了。如幻生大悲心，度什么？如幻，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像灰尘这么多

的，如幻的众生。能够生起这一念的大悲心，就是因为他破了尘沙惑。 

  那小乘他为什么急于解脱，他很难生起一个这样的菩提心，就是因为

他的尘沙惑没有破，他没有修从空出假观，他没有修假观。假观就是修如

幻嘛，如幻三昧。就是视一切是如幻的，一切的因缘所生法是如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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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人、事、物都是如幻的，所以就可以破除这个尘沙惑，而任运生起大悲

心。所以这个假观它主要要破的这个迷惑就是尘沙惑，它也关系到我们能

不能真正的、没有一丝毫的怖畏而生起这个大悲心，主要的关键就看你有

没有修假观来破除尘沙惑。尘沙惑破除之后，破除一品的无明，这时候才

入一真法界，我们称为法身大士，是真正的菩萨，是从这时候开始算起的。

因为前面都是加行，都不算数的，因为都是用妄心嘛，所以都不算数，它

都是有漏而已。 

  那我们再讲一个「轻安」好了。「轻安」很重要，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轻

安，所以打坐起来很辛苦，等到我们坐到有轻安，身心轻安的时候呢，我

们就不会……身心轻安的现象就是说，你坐在这边没有身体的感觉，你走

路的时候没有身体的感觉，不会觉得说是拖着那个六、七十公斤的赘肉在

走，走得很辛苦。所以走久了会累嘛，为什么很累？为什么爬楼梯，你们

大部分的师兄大概都是坐到十几楼然后再往下走的，对不对？有几个是坐

到六楼爬二楼的？我统计一下，看，不到一半嘛，三分之一，这个我不用

问就知道一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身粗重，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往下

走比较轻松，虽然是下三楼，上二楼，可是我宁愿选择下三楼，就是因为

身粗重。所以这个身心轻安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努力

精进的先要做到这个身心轻安。 

  「身轻安」就是「身轻如叶」嘛，好像一片叶子在空中飘，多么的轻

灵啊！所以那时候说不定你就会从一楼爬到八楼一点都不会喘，脸不红、

气不喘。你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没有身体的重量了。那是身体轻安的一个

现象，气脉通畅了。我们上次讲到所有的气脉，那个什么七轮全部都通畅

了，三脉七轮全部都通畅，所有身体的气脉全部都通畅，所以你五脏六腑

都非常的健康，因此你才可以做到没有身体的感觉。因为你如果五脏六腑

不健康，你的气脉有阻塞，你的身体一定很粗重，所以你就没有轻灵的感

觉，想要飘也飘不起来。因为气脉严重阻塞，然后五脏六腑它有种种的病

变，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身体非常的轻灵。 

  那心的轻安就说明我们有不断的烦恼，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跟烦恼相应

的，都没有离开。烦恼我们讲过了嘛，没有离开前面的根本烦恼、随烦恼，

烦恼还没有讲，我们现在是先讲善法，然后才讲烦恼，后面会介绍根本烦

恼还有随烦恼，我们才发觉我们念念没有离开过烦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心不轻安的原因。所以什么叫「心轻安」？就是心中没有事情，一天到晚

就没有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真心的境界，他会不会起心动念？他还是

一样吃饭、睡觉、拉屎啊，可是他不会起心动念，他会面对境界如如不动。

那他一定是心轻安，心非常的清净，因为他远离分别、执着、妄想了嘛，

所以他的心一定是非常的清净，法喜充满。所以我们如果心跟烦恼相应，

你说会不会法喜充满？喜不起来嘛，他就欢喜不起来，他就看起来很忧愁

的脸，好像看起来心事重重。心事重重就表示说我们的心有重量，被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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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的心事压得喘不过气来。心不轻安的关系，很多的烦恼、忧郁、烦闷，

没有事情他也烦闷啊，那就是说明那个心因为跟烦恼相应的关系，所以他

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在一个那种喜乐的状态。 

所以一个身心轻安的人，你随时看到他，他都是喜乐的状态。因为他身心

都没有重量了嘛，身体非常的轻灵；然后心没有烦恼，非常的清净。所以

他显现出来一定是喜乐，身心无比的喜乐的状态，没有忧愁啊、烦闷啊、

胸闷啊什么，都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情绪、感受。这就说明了「轻安」对

我们修行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到轻安的话，我们想要成就一切的善是不

是就很容易？就圆满一切的善；我们想要断除的一切的恶，我们也能够作

主。 

  我们现在想要断恶修善也很困难，因为我们心中有烦恼的时候，你说

要断恶，因为你的心就已经跟恶法相应，你要断恶他就很困难，心没有堪

任性。就是说你的心好像做不了主，即使我们想要远离一切的恶，都是明

知故犯。没有学佛之前，是愚痴无明的犯很多的业不知道；现在是很清楚

的造业。那为什么会我明明知道不应该，可是我还是会去做呢？那表示说

我们的心不能够自在作主，为什么不能够自在作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有

烦恼，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作主。你老是跟烦恼相应，那你就一定是跟恶法

相应，所以你所做出来的就是跟恶法相应。所以变成说你要断除一切的恶

非常困难，当然你要圆满一切的善也非常的困难，这就是「轻安」对我们

修行的重要。因为除非你达到身心轻安，你才能够成就一切的定力。因为

身心轻安的标准，就是说你的定已经到达初禅根本定了，色界的初禅根本

定才有身心轻安，这个之前没有身心轻安，是相似的轻安，等一下内容会

讲到。 

  「轻安」有很多种类，我们现在也有轻安啊，什么「无官一身轻」啊、

「无债一身轻」啊，也是轻安啊。那是凡夫的轻安，是「相似的轻安」，不

是我们现在讲的轻安，那是相似的轻安。那真正开始有轻安是你得了根本

定，入了色界初禅，你的身心就会有喜、乐相应的，没有忧、没有苦，是

这样的一个状态，身心轻安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要检查我们有没有身

心轻安，就是你的定力是不是有到色界初禅的定力，有的话才有身心轻安。

像欲界定，或未到地定，都还没有身心轻安。就是说你可以坐在那边，好

像也可以定得很好，可是没有身心轻安。这个我们就判定你还没有得色界

初禅，你只是得可能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所以你可以坐在那边很久，

一个念头都没有，可是你的身心没有喜乐，没有我们刚才讲那个身心轻安

的现象，这就表示说你没有入初禅，我们是用这样子来分别的。 

  （第一七六页）好，轻安对修行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一百七十六页，

有时在修观想的时候观不起来，这就在讲我们嘛，我们想要观，观不起来，

很正常，为什么？因为身心不轻安，他就观不起来，很正常；气脉不通畅，

观不起来。身心的状态，因为你的心有烦恼嘛，在那边打妄想，所以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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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来；你的气脉不通畅，因此你的观想没有办法成就，观不起来，就是

因为这样子。所以观不起来，还有什么？观想起来不容易持久，一剎那然

后就没了，然后很用力的、拼命的、很勇猛的观，好不容易好像有点清楚，

马上又模糊了，正常、正常，所以我们刚刚观什么蓝色的明点、透明的，

观不起来，正常，一剎那又闪掉了，正常，明白吗？因为我们没有身心轻

安，所以它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因为身心没有达到轻安的缘故，所以观想

不起来。一定是这样子的，即使观起来，一剎那又消失了，也是正常的。

那真正的轻安是靠修定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修定，因为你要达

到轻安，修定最快，没有比这更快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修定，轻安是靠修

定来的，也是因为有了轻安，又可以辅助我们禅定，使功夫不断的提升。

因为你轻安，你就容易伏烦恼，那你要持戒也比较容易，因为你的心开始

可以自在作主了，所以你持戒清净比较可能达得到，你要开发智慧，也比

较容易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机会。所以定力就变成它能不能让我们成就圆

满的戒德，还有能不能开显空性的智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为什

么要常常来修定的原因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一个没有定力的人，他可不可能持戒清净？对呀，因为他面对境

界……因为他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是说他心很散乱，他面对境界他的心

就动了，他一看到境界他的心就动了。他的心那么容易动，想要叫他持戒

清净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心动了，心动了就跟贪、瞋、痴相应，所以他就

容易造口业、造身业，起心动念都是跟贪、瞋、痴相应。为什么？因为他

心很散乱，没有定力，所以他面对境界心就动，心一动就跟贪、瞋、痴相

应，所以他就容易造身、口、意三业。因此他要持戒清净非常的困难，问

题就出在他的定力不够，面对境界他就动心。 

  所以所谓有定力，就是说你面对境界不动心，就是定力。很简单，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慧力。所以有没有定、慧力，就是看你面对境界

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容不容易受影响，不容易受影响你就是比较有定力了，

以前会动心的，现在不会动心了，表示你的定力在增加。以前不清楚的，

搞不清楚状况，你说一句话，旁边的人已经在跳了，你还搞不清楚状况，

这就没有慧力，没有智慧的观照。那你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的

每一句话，大家的反应，你都很清楚、明白，那表示说你的智慧力也在增

长。所以你每天的定力、智慧有没有在增长，就是这样检查。面对境界心

动不动，你就知道你的定力有没有在增加。是不是越来越清楚明白，看人、

事、物是不是越来越清楚明白，是的话表示你智慧力在增加。好，所以它

就说是功夫不断的提升。如果有轻安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定力、功夫不断提

升。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帮助我们持戒清净，还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智慧，

都有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在拣别有没有得初禅根本定的条件，这就是我

们刚才讲的，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身心轻安。如果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定境上，

可是并没有达到轻安，我们就说他没有证初禅，可能是欲界定或者是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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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定。 

  （第一七七页）什么叫「轻安」呢？就是身心舒畅、安适的意思。是

如何达到身心舒畅、安适呢？那就是因为已经远离一切的身心粗重，所以

轻安跟粗重是相对的嘛。好，我们没有轻安就是因为我们身心粗重，所以

没有轻安。那又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有人形容「身轻如燕」，或者是我们刚

才讲「身轻如叶」好像燕子、或者好像叶子，很轻灵，身体没有重量，这

就是「身轻安」的感觉。那这时候因为身体里面因为五脏六腑都调和了，

全身的气脉也都通畅了，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身轻安」。那所谓的「心轻安」，

就是心中没有烦恼，不再受七情六欲的牵动。那就看我们证的是什么样的

禅定境界，如果是初禅、二禅、三禅，还有喜、乐会动心，但是已经远离

了忧苦。所以只要我们证到色界的初禅开始，我们就没有忧、没有苦，没

有苦受、没有忧受了，只有喜、乐受，所以他才会说已经远离了忧苦的情

绪。初禅以上就没有忧苦了，没有忧苦的情绪跟感受。到了四禅以上连喜、

乐都没有，因为喜、乐还会让我们动荡心，所以我们要舍念清净，要把喜、

乐再舍，这时候就跟舍受相应，也就是既无欢喜也无忧了。你的心不但不

会起心动念，如如不动，也没有什么情绪感受，既无欢喜亦无忧。所以若

是得到身心轻安，就可以随意自在的修习止观。 

  那什么时候修止观得力？修止、修观比较可以得心应手？就是我们现

在也很清楚了，除非你身心轻安，要不然你坐在那边打妄想，不然就昏沈

嘛，是不是？就掉举、散乱嘛，不正知、失念，所以我们要修什么？修观

哪，观不起来、观不清楚，观起来一下跑掉，就是因为没有身心轻安；那

你修定也是一样，因为心散乱，不然就昏沈，就是因为身心没有达到轻安。

所以你修一切的止的法门、修观的法门，都没有办法相应的原因也是在这

里，身心不轻安。 

  （第一七八页）修习止观的两大障碍呢，就是昏沈跟掉举。昏沈是我

们的心不清明，因为第六意识已经迷糊了嘛；那掉举呢是我们的心生散乱。

昏沈使我们的身心没有办法修习一切的善念，所以必须以轻安来对治。所

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轻安它对治什么？就是对治我们的昏沈。「轻安」也能够

使我们所依的粗重身心，转为……本来我们是粗重，然后慢慢转成调畅、

安适，转成轻安。所以我们就知道「轻安」的作用，有「对治昏沈」还可

以「调我们本来粗重的身心变成很安适」，这个就是「轻安」的作用。「对

治昏沈」，让我们的「身心由粗重转成轻安」这样的状态，这就是「轻安」

的作用，所发挥的功能。那「轻安」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些功能呢？就是因

为「轻安」它能够降服，而且它能够除灭障碍得定的昏沈。「轻安」它能够

降服昏沈，也可以除灭昏沈。那昏沈是障碍我们得定的，所以它叫做障碍

得定的昏沈。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得定就是因为有昏沈，所以昏沈是障碍

我们得定一个很重要的杀手。那怎么样去昏沈呢？就是「轻安」可以达到

这样的一个功能，能降服跟除灭昏沈，所以能够达到轻安。使我们原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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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止的粗重的身心，能够转为安适，就是它的作用。 

  （第一七九页）所谓「轻安」，就是远离粗重。原本身体的四大不调，

心中的贪、瞋、痴等等的烦恼，使得我们身心呈现昏沈的现象。所以我们

现在为什么身不轻安？就是我们可能气脉不通畅，可能我们五脏六腑不是

很健康，因为我们身很粗重，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的心呢，有跟贪、

瞋、痴这些烦恼相应，因此我们的心呢也是粗重的，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修

一切的善行。那如果能够远离一切的粗重、昏沈呢，就叫做「轻」。这边先

解释什么叫做「轻」，什么叫做「安」。「轻」就是它远离粗重，所以它就是

「轻」嘛，因为不再重了，所以他远离一切粗重昏沈，所以叫做「轻」。那

什么叫做「安」呢？那我们的身体就可达到这个调适，转为调适跟畅悦，

非常的喜悦，这个叫做「安」，是安适的意思，非常舒服安适。如此「轻安」

的状态，使得修行人不再被粗重、昏沈所障碍，因此能够修习一切的善。

所以「调畅身心、堪任修善」。「堪任」就是说你可以作得了主的，你心可

以作得了主的，你想要修什么善都可以去作，不会被你的身心粗重所影响，

这是「轻安」的体性。它的作用就是「对治昏沈」跟「转变所依的粗重身

心为安适」。 

  （第一八０页）那转释当中它所说的：「轻安」，就是能调伏、除灭障

碍禅定的昏沈；而且让所依止的粗重身心转为安详舒适，所以这两者是「轻

安」的作用。这边是重复的。因为转释当中也是同样的内容，这样子来解

释「轻安」的。那接下来它就是要来说明轻安的差别，有这三种轻安的差

别：第一种是「相似的轻安」，是我们得定之前，我们凡夫有的相似入定的

轻安。像你入欲界定、未到地定，他也可以坐在那边好几个小时，没有什

么念头哦，可是他没有轻安的现象，他那个就不是初禅、或是入定，就是

现在讲的相似的轻安而已。所以他是在得定之前，或者是我们凡夫的众生，

他在外面很热、很热，回来冲个凉，躺在床上「哦！」那时候有剎那轻安啊，

也很舒服啊。所以平常让我们身心有一剎那的乐受生起，那个就是「相似

的轻安」，我们凡夫的轻安境界。那第二类是「有漏的轻安」。这是因为远

离烦恼，就是远离粗重，【那个「麤」（ㄘㄨ），是以前的古字是这样写的】

远离粗重而得的，有漏定相应的轻安。这就说还没有断我执，没有破除我

执之前，所得到这个轻安它是有漏的。为什么？因为有我执相应的那个禅

定的境界而得到的轻安，它是有漏的轻安；那如果说达到破除我执，那它

就是无漏的。所以破除我执他所得到的轻安就是无漏的轻安，这样子来分。

所以第三类，它是圣者的轻安，是「无漏轻安」，远离有漏了、远离粗重而

得的，是与无漏定相应的轻安。 

  它后面还是有解释的，我们再来看它详细的解释： 

  （第一八一页）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根本定之前所得到的轻安，我

们称为「相似的轻安」。那就是我们现在，欲界的众生呢，你不管有没有修

定，都可以有相似的轻安，譬如说「无官一身轻」啊。那这时候因为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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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暂时伏住了，所以身心也会有好像调适的这种感觉，由于没有真正远

离烦恼，因此只能够称为「相似轻安」。 

  第二类是「有漏的轻安」，这是与有漏定相应所得的轻安。有漏定，就

是指我们的世间定，世间有漏定就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色界：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

想处，这个四空定。四禅八定，这是属于世间定，所以四禅八定它是通外

道的，它是属于世间禅定，不能够解脱的。所以你修定只是证到四禅八定

的话，外道也是四禅八定，没有差别，定境是一样的内容。它都没有离开

三界，没有离开轮回，只是说你定力很高、你的功夫很好，定力的功夫很

好，得的是四禅八定，因为它属于世间定，它是有漏的，因为还没有解脱，

还没有离三界。所以它这边讲到，因为还属于世间、三界当中，所以我们

称为有漏的定。那有漏的轻安就是特别指四禅，这边所说的有漏的轻安特

别是指四禅，还没有无漏的轻安，这边还是有漏的轻安，指的是四禅。因

为有漏的轻安与身心有关，而在四空定中呢已经没有色身的存在，因为我

们知道无色界没有色身嘛，只剩下心识的作用、识心的作用，所以在四空

定中呢，我们就不谈轻安，因为他没有色身了，我们就不谈轻安。 

  那四禅当中的轻安也有层次上的差别，好，那就看你证的是初禅、二

禅、三禅、还是四禅。那初禅呢，他所得的轻安是离名言所得的轻安，离

名言所得的轻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初禅已经……五识已经没有哪些了？

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他哪一识没有了？还记得吗？证初禅没

有舌识跟鼻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证初禅的人他的饮食……我们这边有讲

过，饮食、睡眠、男女这些习气是欲界的习气，那什么时候这些习气慢慢

慢慢淡？淡到快要看不见了，那就是说他已经远离欲界而证入色界的初禅，

所以他的欲界身已经转成色界身，转成色界身当然就没有欲界身的习气了。

我们现在有欲界的习气，是因为我们身体是欲界的身体，所以你一定有欲

界的习气。那我们想要减少一点男女、饮食、睡眠的习气会比较困难，因

为我们色身没有转变。我们是欲界身嘛，那当然就有欲界的习气。 

  可是当我们证到色界初禅的时候，因为你的欲界的色身已经慢慢转成

色界的色身了，那你当然欲界的习气就会慢慢的淡了。所以男女、饮食、

睡眠的习气，很明显的在你身上慢慢慢慢地减少。所以你证到初禅的话，

鼻识、舌识是管什么？闻味道还有什么？吃饭的嘛，对，所以为什么初禅

的人他的饮食非常的清淡，多吃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消化功能很好，因为

气脉通畅，他多吃也不会消化不良，少吃他也不会饥饿，为什么？因为他

的气饱满，充满整个胃，他也没有饥饿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圣人他

可以，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就可以了；辟支佛，两个星期吃一餐就可以

了。平常什么？法喜充满，什么禅悦为食，他是靠什么吃？不是这个粗糙

的食物了，他是靠禅悦，什么？身心轻安的喜乐嘛，轻安有喜乐，禅悦为

食，非常的喜乐、轻安的喜乐为食物。所以他不需要像我们欲界吃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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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他不会有饥饿的感觉，所以证到圣果，阿罗汉他可以一个礼拜吃

一餐，其它六天不会肚子饿，所以原因在这里。 

  那我们不要说已经证果的人，像你证初禅以上，你有初禅以上的功夫，

你可以吃很多也没关系，不吃也没关系，所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鼻识

跟舌识不行，那我们讲话靠什么？讲话靠嘴巴嘛，要发出音声，对不对？

现在要讲离名言，名言是什么？语言、言说，离言说，他为什么可以离言

说？因为他的鼻识跟舌识暂时不发生作用，暂时不起它的作用，所以他只

剩下眼识、耳识、身识了，初禅；那到二禅的话，都没有了，五识都没有

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都没有了。就是它下面接着要讲的：

二禅是离寻伺所得的轻安。寻伺，寻伺我们还没有讲到，在后面不定法四

的时候才讲到，寻伺就是我们心粗的分别跟细的分别。什么叫粗的分别？

我们的心有分别心吗？我们的心，分别心，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让我们不

断、不断地攀缘外境，我们一看到外境就分别了，好，这个喜欢不喜欢，

这个是寻的功能，寻心所的功能；那伺呢，它就比较微细了，伺是伺察。

寻是寻求，不断的找寻目标，攀缘外境，生粗的分别；那伺呢，是你已经

锁定目标了，细细地观察，那个是伺。不再寻求了，不再攀缘外境，你已

经找到一个目标，然后停在上面继续地去仔细的观察，所以它是比较微细

的分别，这个叫做伺。 

  那我们平常修行呢就是靠寻伺在修行。我们的心，像念佛，也是寻伺

的作用；你观想，寻伺的作用；你持咒，寻伺的作用。因为你要靠你的心

来起分别嘛，那你观想是不是起分别？你的心要观想出一个什么来，像刚

才讲，观想出蓝色的明点，你的心是不是要起分别？不然你那个蓝色明点

从哪边来的？你没有分别心，怎么观出那个蓝色的明点，对不对？所以我

们要先现出那个蓝色明点是「寻」，先去把它观想出来，那观想出来之后怎

么样？定住了嘛，我们就一直在那上面，观想它放五色光，蓝色的明点观

想出来之后放五色光，安住在上面，这就是伺察的作用，「伺」的作用，这

是心比较微细的分别，然后念念安住在那个明点上面，这是「伺」。那任何

的修行都是靠寻伺的作用，所以寻伺到后面会讲到，寻伺不是坏的，看你

用在哪里，你用在什么，打妄想，然后生贪、瞋、痴造业，那个寻伺就跟

恶的相应，恶法相应；那你用在善法上面，它就是跟善相应；用在无记上

面就是跟无记相应，不是属于善、不是属于恶的时候就是无记。所以寻伺

它是不定法，「不定」就是说不一定是跟什么，它通三性：善、恶、无记三

性，看你用在哪里，来辨别它是善、恶、还是无记性，它本身是不定的，

所以它叫做不定心所。好，那我们现在就既然讲到这个名词，我们就顺便

先介绍，后面还会详细谈。 

  所以我们知道二禅它为什么可以离寻伺呢？因为二禅就没有寻伺的作

用了，好，就是说我们借着寻伺来修一个法门，是靠寻伺入手。可是如果

说你可以得定，因为这样子，寻伺入手，入初禅了，然后把寻伺舍掉，因

大乘百法明门论 17  善法十一-无痴、轻安 16



为你已经安住了嘛，你的心已经安住在那边，然后没有再起心动念，你可

以安住得很好，是不是就没有寻伺的作用了？因为你不再起分别了，因为

你已经安住，你已经得定了。二禅，无寻无伺三摩地，所以二禅以上都叫

做无寻无伺三摩地。因为已经没有寻伺的分别心在那边，因为已经安住在

定境了。只是安住的定境的当下的状态，我们来分它是二禅、三禅、四禅，

还是四空定，还是空无边处。当下安住的是空相应的，就叫空无边处；当

下跟识相应的，就是识无边处；跟无所有相应的，就是无所有处；非想非

非想处相应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四空定。所以我们就知道从二禅

以上，都是无寻无伺三摩地了。 

  那三禅呢，是离一切喜所得的轻安。因为它是乐嘛，三禅只有乐、一

心这样而已，只有这两个，二支，就这两支相应的。那四禅呢，是离出入

息。因为我们入四禅的话，很明显的口鼻呼吸断，已经没有出入息了，转

成什么？转成内呼吸，体内气体在交换，可是你的口鼻呼吸已经断了。是

内在的气体的交换而已。所以四禅它的轻安是离了呼吸、口鼻呼吸之后，

所达到的轻安，舍念清净的轻安。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初禅的轻

安、二禅的轻安、三禅、四禅的轻安，它还是有差别的。可是它都有轻安

对不对？所以轻安是拣别从欲界入色界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只要有身

心轻安就是入初禅，然后再看你的轻安是什么样的轻安，来分别你是初禅

的轻安、还是二禅的、三禅、四禅，这样子来分。 

  那第三类的轻安是「无漏的轻安」，那就是已经断我执，圣者所证到的

轻安了，是与无漏定相应所得的轻安。无漏定又称为出世间定，所以它的

定已经离开刚才讲的四禅八定，所以它叫做九次第定或者叫灭尽定、灭受

想定，都是在说明它不是世间禅。那又分为两种：因为阿罗汉所证的叫做

灭尽定，或者叫做灭受想定。这时候的轻安是指一切的受、想，受心所、

想心所灭了，这时候所得的轻安。那第二类的轻安是佛、成佛入的「金刚

喻定」，这时候的轻安，是证得无上菩提成佛的金刚喻定，这时候的轻安是

一切的粗烦恼、细烦恼，烦恼障、所知障，所有的种子都完全清净之后，

所得的轻安，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究竟圆满的轻安。入佛的金刚喻定所得的

轻安，是究竟圆满的轻安。其次呢就是二乘人所证得的灭尽定的轻安。这

个是属于出世间的无漏定相应的轻安，再下来就是世间的轻安。四禅八定

所相应的轻安，再下来就是凡夫的轻安。分成这三大类。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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