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二十二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第三一三页）三百一十三页，「失正念」，就是大随烦恼。每个人都

有的，而且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对它了解，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修行，知

道我们要在哪些地方加强。要不然这样子一辈子呢就空过，看起来好像很

精进，到处跑，好像很精进，可是有没有实质的效果呢，那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还有哪些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要很清楚，修

行人如果连自己的烦恼都看不见的话，那个很难进步。每天他的生活状况，

他是怎么样的身心状态，如果不清楚的话就很难突破。所以我们念这个百

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更认清楚事实的真相，不但是我们身心的关系，

还有整个宇宙的真理，我们都要能够了解。 

好，十八是「失正念」，就是忘失正念。心对于所缘境，不能够明白的

记忆，就是常常忘失所缘，这就是它的体性。所以什么叫「失正念」呢？

就是对于你的所缘境，所缘境就是你所修的法门，譬如你是念佛的话，你

在念佛，佛号丢掉了，那个就叫「失正念」。你如果是念佛的话，佛号就是

你的正念；你如果数息的话，数息就是你的正念，像我们刚才练习那个方

法，吸气跟吐气还有观想的方法，如果你跑掉了，那个就是「失正念」。所

缘境，就是你的心要缘在那个上面，你只要跑掉的话，就是「失正念」，忘

失正念，不能够明白记忆，就是不清楚。就是说你观想，可是那个观想的

对境不是很清楚，或者忘失了，模糊不清了，这个都叫做「失正念」。反正

不在正念当中就是「失正念」，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明记不忘，这个正念就

很难培养。 

像我们的定力是从正念力来的，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散乱、掉举、昏沈、

忘失正念，我们要成就定力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定力的前面是正念力。就

是我们的心，常常能够安住得很好，不管你安住在什么法门上，或者你思

惟的那个法义上面，你的心只要能够安住，那个就是「正念」。因为「念」

是「明记不忘」嘛，你能够明白记忆，在你的心中没有忘失，没有剎那的

忘失，那个叫做「正念力」。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念力强不强，就看他

心念集中的那个力量可以保持多久。非常专注，高度的专注力，那个就是

「念力」。所以我们常说有些人他的念力很强，「念力很强」就是他的精神

专注的统一，那个就是「念力」。像催眠啊，也需要念力啊，你们持咒啊、

观想啊，都需要念力。（学生发问）在你的工作上，那个就是正念力。你做

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专注，不会一心二用，或者是散乱、昏沈、掉举，没

有这些现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正念力」。做工的时候专心

做工，不会胡思乱想，不会一面做工，然后一面在想事情，然后嘴巴又讲

话，然后又很忙这样子。 

大乘百法明门论 22 大随烦恼-失正念、不正知、散乱 1



（第三一四页）好，所以一失念的话，就障碍「正念」的生起，并且

为一切的散乱的所依，这就是它的作用。所以常常失念的话，这个人一定

很散乱，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非常地专心来做一件事情。像学生读

书也是，有的人读书读不好，就是他虽然坐在那里，书打开，可是他脑筋

就很多妄念，就开始坐在那边胡思乱想，想过去、想未来，怀念过去，然

后计划未来，就是坐在那边想半天。所以虽然他坐在书桌前面两个钟头，

可是什么都没有看进去，那个就表示他的心非常的散乱。这跟「正念力」

有关系，就是说他的心想要专注在某一个对象上面，可是没有办法专注得

很好，他会忘失，这个就表示他常常在失念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读书不专

心、功课不好、上课不专心。做什么都不专心，那个就是「失念」。所以它

的作用呢，就是障碍我们正念力没有办法培养起来，所以它是一切散乱的

所依。就是说我们的心散乱，就是因为失正念的缘故。所以「失念」，就是

忘失正念。一旦失去正念呢，心马上就跟烦恼相应了，这个是我们比较担

忧的。 

因为一失念，烦恼就生起；一失念，就开始打妄想；一失念，就开始

执着。只有我们的心在正念当中，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只要你的心在你那

个所缘境当中没有忘失的话，你就不会跟烦恼相应，这时候贪瞋痴没有机

会起来。可是一失念，它就起来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正念力跟我们的修

行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刚才讲了，失念的人，心一定很散乱，那是不是很

难得定？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我们的定力可不可以修得很好，跟我们平常专

不专注，每次做事情是不是非常专注有很大的关系。好，心散乱当然就没

办法得定。那为什么散乱？就是因为常常在失念的状态，所以它的作用呢，

就是一切散乱的所依。为什么是一切散乱的所依呢？因为失正念的人，心

一定散乱。 

好，我们现在就知道，失念就散乱，就不能得定，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想得定就要培养正念力。怎么样培养正念力？就是说你在修任何的

法门的时候，你的心都要非常专注的在这个法门上，数息不会数丢，也不

会数过头；念佛也不会一面念，然后一面在打妄想，这样子就可以慢慢培

养正念力。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先练习，就是专注，你做一件事情，

你就做这件事情，不要同时进行。为了要节省时间，可以一面看电视，一

面听音乐，再看杂志，还可以聊天，还可以喝茶、啃瓜子，一次进行五、

六件事情。得定的人可以，因为他可以六根并用，可是没有得定之前，就

是散乱，在培养散乱、掉举的心，那他要得这个正念就非常的困难。因此

他在修定的时候会非常的散乱，就是他平常这样散乱惯了，他现在一下要

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很困难。因为他平常都一心二用，已经很客气，

他是一心五、六用嘛，所以现在要让他收摄起来，只用在一件事情上，他

就很难专注，因为他平常是这样培养的。好，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一

心好几用的习惯。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念力跟我们的修行，尤其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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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定有很大的关系，平常多多培养正念力，对我们的修行有很大的帮助，

也比较容易得定。 

好，那我们有没有失念啊？一天当中有没有失念的情况啊？非常严重

吧，心住正念的时间很短吧，你们认为怎么样？还是失念的时间比较短？

还是正念的时间比较短？咦？失念的时间比较短？比较长？我以为你这么

厉害。好，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第三一五页）我们下面一个：「不正知」，这个也很严重。「不正知」，

就是对所观境，起了错误的认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个人你的看法有

错误，你的想法有错误，你的思想、观念、见解有错误，这个都叫做「不

正知」。就是对事情的认知发生了错误，看法错了、想法错了、观念错了、

价值观啦、什么观啦，都错了，这个叫做「不正知」。因为遇到事情，每个

人的看法不同嘛，有的人说学佛修行一定要吃素，有的人说不一定要吃素，

不然南传的，他们日本也吃荤、西藏人也吃荤、南传也吃荤、韩国也吃荤，

全世界只有你们中国佛教徒吃素，所以一定要吃素吗？就有人不以为然嘛。

有些人说：没有吃素，杀生啊，断失大悲种，很残忍啊，又是什么的。你

们认为呢？我们现在讲要有「正知」。正知，就是有正知正见嘛。什么才叫

做有正知见？一定要吃素吗？不一定？吃素的目的是什么？（学生答：慈

悲心）哦，培养慈悲心。所以慈悲心比较重要，你每天慈悲心有没有在增

长，这个比较重要，而不是在你有没有吃素，是不是？慈悲心比较重要，

吃素是长养慈悲啊，当然已经不会杀生了，我们只是说已经杀好的那个到

底可不可以吃，有没有认为不可以吃的？（学生答话）咦？吃一斤要还六

两，吃半斤还六两，你在说什么？（学生答话）一斤到底几两？一斤有十

六两？那就是相同的是不是？吃半斤就要还八两，吃一斤要还十六两，哦，

是这样子吗？那他有没有正知见？我们现在在讲正知见，他有没有正知

见？你好像问过我这个问题嘛，要不要吃素？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你们

都是很有智慧的，都能够分辨，这应该没有问题嘛，我们不用再讨论了。 

学佛修行的人可不可以玩股票、赌马？再来讨论一个话题。有在玩的

时候可以，没有玩的时候不可以？（学生答：看环境）看环境？你的「看

环境」是什么环境？这样子吗？你觉得可以，为什么？（学生答：多赚的

话你可以拿去做慈善）有没有要赎罪的心理？会不会有赎罪的心理？觉得

赚太多，不好意思，所以拿去做功德，那个叫做赎罪，要为自己赎那个罪

恶感，没有？就是捐掉，反正多的嘛。那输的话呢？赔的时候怎么办？化

缘？赔的时候你怎么平衡呢？（学生答：就算了）就算了哦，这样子，赚

钱可以做功德，赔了就算了，所以可以玩，他的知见是这样子，正不正我

们再说。你们还有其它的看法吗？（学生答：投资）投资可以？长期投资

可以？把它当作……智慧的关系？什么叫做有智慧，来讲一下，我们都好

希望有智慧的去玩股票、赌马，赶快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有智慧的玩法？（学

生答：不要放个「我」啊）哦，不要放一个「我」在那边哦，那输赢就无

大乘百法明门论 22 大随烦恼-失正念、不正知、散乱 3



所谓啰？反正也没有一个「我」在玩嘛，是不是？没有一个「我」在输还

是赢，只是玩而已，这样子，跟「我」没有关系，「无我」去玩是不是？有

空性的智慧去玩，你没有？个人的程度？哦，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哦，

他如果不执着的话就可以，他如果还会执着，会引发他的贪瞋痴就不可以。

这个比较能接受哦，如果因为「贪」去玩，就恐怕比较不能够接受，对不

对？很难哦。那就是他讲的，他讲的有空性的智慧，然后他讲的不执着嘛，

这种情况之下可以玩，其它都不可以哦，会引发烦恼的话我们就要考虑了

嘛，对不对？ 

我们修行就希望每天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希望不要引发贪

瞋痴。不只是玩股票、赌马而已啊，平常也是啊，你在做工的时候也是希

望能够念念都不跟贪瞋痴相应嘛，是不是？这不是我们修行的生活应该这

样吗？精进于无贪、无瞋、无痴，不是吗？前两天讲的。对呀，那现在这

件事情上面也应该同样同理可证嘛。这样可以同意了哦，不引发烦恼的可

以，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一致通过，好，不是这种程度的，做不到这样

的，就收敛一点。这样大概有正知见了哦，算是正知见了嘛。（学生发问）

个人的积蓄？应不应该存钱吗？有贪哪，你赚钱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为

了自己着想就有贪，你如果说我赚钱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或者是为了别

人，为了利益别人，这个就没有贪。不管赚什么钱都一样，对不对？这样

子嘛。 

（学生发问）借假修真哦？他讲的境界都好高哦，借假修真？假装玩

股票，然后就证悟空性了吗？就开悟是不是？修真就是要悟到我们的真如

本性啊，你去假装玩股票，如梦如幻的玩股票，然后证到菩提自性。「借假

修真」是这个意思吗？不晓得玩股票可以开悟哦，借假修真，这样的话我

们就鼓励大家去玩，赶快开悟。也有可能哦，受了高度的刺激，赔得很惨，

倾家荡产，他可能就放下了，所以他就悟，当下就悟了。唉呀！原来财富

不过是过眼烟云、如梦如幻。他搞不好就万缘放下，因为受到刺激，所以

就开悟了。本来还有钱可以执着，现在一无所有了嘛，那是不是就全部放

下？对，搞不好开悟，有可能，所以你们要赌就赌大的，这样死得比较快。 

好，那像一般佛法上讲的「不正知」大概就是那个五不正见嘛，上册

的最后讲到根本烦恼，六个根本烦恼，贪瞋痴慢疑，然后不正见，有五个

不正见。五个不正见是哪些？萨迦耶见，就是以为有一个「我」，见取见、

边见、戒禁取见、邪见，这五个，都是属于不正见。就是这边讲的不正知，

就包含了那五不正见，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在轮回，这有没有正知见？

这就萨迦耶见嘛。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在造业、有一个「我」在受

报，这个其实都是萨迦耶见。因为本来是无我的，我们会以为有一个我，

然后坚固地执持有一个我，每天增长它的习气，以为有「我」的这个习气，

这是萨迦耶见，不正见。有一个「我」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那个是常见，

对不对？一直轮回啊，所以「我」不会灭啊！我可能上三善道，可能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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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道，可能上生三善道，人天果报，有一个「我」在享福、有一个「我」

在受苦，这个边见，永远都是在那边轮回，这个是边见。所以其实我们都

没有离开五不正见。 

那戒禁取见有哪一些呢？规矩？戒律？以为跳到恒河里面沐浴就可以

消业障。他不能够消业障，他以为这些方法可以消业障。或者行一切苦行，

百般的折磨自己，他觉得这样可以消业障。非因计因，就是说不是成佛的

因，不是消业障的因，不是解脱的因，他以为是遵守这些、某些的规矩或

者戒律，就可以达到解脱或者是消业障、或者是证果。可是它不可以的，

是错误的见解，这个就属于戒禁取见。以为学佛一定要吃素这样才可以成

佛，不吃素就不能够成就，学佛一定要出家，不出家就不能成就，这个都

不是正知见，都是属于戒禁取见的范围。 

还有就是四颠倒，四颠倒也是不正见，不是不正见，是不正知，不正

知也是不正见，一样的意思，没有正确的见解。什么是四颠倒呢？没有我

以为有我，无常以为是常，才会每天计划，因缘所生无自性嘛，计划什么？

还是要计划啦，随缘计划，不要太执着，你就不会生烦恼，有尽心尽力在

把事情圆满就好。那一切的果报现前的时候，都能够坦然面对，这个是明

白一切法无常的道理。一定要顺着自己的意，或者是得到应该……，他觉

得应该有的结果，这个就是没有无常观，这就是常倒。他觉得可以顺着他

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都不能够出丝毫的差错，这个就是落入这个常倒，

以为是「常」的这样的一个邪见当中，不正见当中。因为一切既然是因缘

所生，所以实际上是因缘在决定，可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可是尽力之

后随缘。因为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而是因缘，因缘在决定，或者是业力

在决定，没有一个「我」可以决定，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既然是

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的，它也不可能是永恒、是一定是什么样子，或者不

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还以为说我们可以控制的话，这个就是堕入常倒当

中。 

那还有什么倒？乐倒。每天都希望过得比较好，以为有安乐，以为轮

回里面有安乐。轮回里面有安乐吗？我们一般世俗所谓的快乐，它是真的

快乐吗？它是烦恼的根本吧。欲为苦本嘛！因为我们心中有欲求，那就开

始烦恼，开始生烦恼，有欲求就贪嘛，贪不到的时候就瞋嘛，那愚痴无明

以为可以有所求、可以满自己的愿，所以得到的时候生贪，得不到的时候

生瞋，那就是因为愚痴，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以为有安乐。 

龙树菩萨就是悟到这个道理才出家的嘛，你们知道吗？龙树菩萨他出家因

缘你们知道吗？都不知道，讲一下，他就是悟到这个道理。他很年轻的时

候，还没有学佛之前，当时他们都是会学一些什么四吠陀啊，一些外道的

经论。他学遍了所有的外道的典籍之后呢，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学的

了，那就学一些法术吧，什么画符、念咒啊，全部外道法他都学完了，最

好玩的就是隐身术。那学了隐身术之后怎么办呢？要实验一下有没有效嘛。

大乘百法明门论 22 大随烦恼-失正念、不正知、散乱 5



对，世间的所有好玩的都玩完了，没有意思，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去过，然

后又有隐身术，就开始打王宫的主意，王宫没有进去过，我们学了隐身术，

怎么样？先一、二、三，把身体变没有了之后，潜进去。那每次潜进去都

成功，光潜进去不好玩啊，那怎么办？开始调戏宫女，调戏一阵子之后当

然就会出事嘛。那宫女莫名其妙怎么肚子就大了，一个一个怀孕，那国王

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到底是哪一个大臣，还是在皇宫里面的人越轨，

全部召过来问，每个人都说大人啊我冤枉啊，不是我，全部都问完了，没

有一个人承认啊。 

  王宫也有一些像我们中国的宰相，或者是相师，会看相、会卜卦、会

法术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说可能是有外面的人，用隐身术潜进王宫，然

后调戏宫女，只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里面的人都没有人做这个事情，那

一定是外面的人，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就是因为他们会隐身术，那

隐身术怎么办？看不到啊，那懂法术的那个相师就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发现，

就是什么？地上洒白粉。他身体隐住了，可是看得到脚印，偷偷的地上全

部洒白粉，所有王宫的武士有的躲在大柱子后面，有的躲在大树的树荫下

面，全部都隐藏起来，开始要抓，要开始抓人。结果龙树菩萨跟他几个一

起玩的这些年少轻狂的子弟们，这样三五成群的，有一天又偷偷的潜进去

了。那卫兵们都很仔细的看地上有没有脚印，果然，噔、噔、噔，看到好

几个脚印，他们就出来一阵厮杀。一砍到那个人，因为他是隐身嘛，可是

他的身体在，所以一砍下去鲜血就洒得满地。 

  龙树菩萨一看到他这些友伴，一个、一个就这样子死在他的面前，他

吓得发抖，躲在国王的旁边。他比较有智慧，躲在国王的旁边，因为国王

的旁边不会有人注意。他随着国王的脚步，国王走一步他就踏一步，国王

再踏一步，他（龙树菩萨）就踏在他（国王）的那个脚步上面，所以就没

有人发现地上有另外的那个脚印。所以正在他那边全身发抖，躲在国王的

背后，看到他一个、一个朋友死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突然悟到了这个「欲

为苦本」。所以他就发誓：我如果可以活着逃出王宫的话，我一定要出家！

太不好玩了，这个世界。原来一切苦的根本就是贪欲！他明白这个道理，

他发愿要出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愿出家的。所以结果果然被他逃

出来了，其它的朋友都死光光，只剩下他一个。出家吧！他就出家，所以

他就在说一切有部当中出家了，这就是他出家的因缘。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悟到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快乐，快乐都是一种假象

而已，是痛苦的减少，我们误以为是快乐，没有叫做「快乐」这个东西。

痛苦的减轻相对的那个感受，好像是有乐受生起，可是不是，它是痛苦的

减轻而已。所以所有我们认为快乐的只是在除苦，除我们的苦受。只要苦

受好像被解除了一些，我们剎那间所生起的那个乐受，我们以为那个是我

们要追求的快乐。可是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个真正的快乐这件事情。

不然你们可以举例啊，什么是永恒的快乐，不会消失的？可不可以举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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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来？那表示世间有真正的快乐可以追寻，你们可以找到那种东西吗？可

以找到吗？打麻将？（学生答：中马票）中马票？中马票是一件快乐的事

吗？你可以快乐多久？还有吗？可以举出例子吗？真正的快乐，没有嘛哦，

那就都同意了，没有了哦。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都不要想要追求快乐

的事。 

  好，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颠倒就是「不净」嘛，以为是清净的。我

们最执着这个身体，其实它是种种不净物的聚合，可是我们以为它是清净

的。所以每天要洗得很干净啦，穿得漂亮，喷香水，打扮得漂漂亮亮，以

为它是清净的，这也是一种颠倒。这个会腐烂的肉啊，怎么会是清净的呢？

好，这个我们大概对「不正知」就有一些了解了，反正是认知上的错误都

是属于不正知。 

  （第三一六页）因此，它能够障碍「正知」的生起。既然观念错误，

所以它所引导的身、口、意三业也一定都是错误的，所以身、口、意三业

也容易有所毁犯。就是我们观念错误，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错，因为认

知上有错误，这是它的作用。它有两个作用，只要是不正知，就没有正知

正见了嘛，所以它障碍「正知」的生起。那不正知就身、口、意业全部都

错误，有所毁犯。因为「不正知」的人，对一切事理没有正确的认知，经

常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所以身、口、意业多所毁犯。那它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慧」跟愚「痴」所摄，这个慧不是智慧的慧，是邪慧。就是说他很

多错误的观念，所以他在分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判断的错误，这个叫做

「慧」，这边讲的「慧」是这个意思。因为「邪慧」的引导，才会生起「不

正知」。那为什么「不正知」？就是愚痴嘛，没有认清宇宙事实的真相，它

原来是无我的、是无常的、是苦的、是不净的，没有认知真正的这个面貌，

所以他才会有错误颠倒的想法，这个都是因为愚痴，所以对事理不明白。

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正知」它是属于「慧」跟愚「痴」所含摄的范围。 

  「不正知」，就是对于所观境，生起错误的见解。这个错误的见解呢，

称为「邪慧」或者是「恶慧」。这个「慧」属于「别境」，我们前面讲过五

别境，这个别境。别境就是欲、胜解、念、定、慧，所以有这个慧。那慧

呢，在别境的慧是通三性的，就是善、恶、无记性它都通。那现在讲的是

通于不善的，通于恶性的范围，是和第七识相应的「我见」。就是念念有我，

第七识念念恒审思量，执八识的见分为我，是跟这个相应的。所以我们第

七识没有转成「平等性智」之前，就是没有转识成智之前，第七识会转成

「平等性智」，「平等性」就是已经「无我」才能够真平等。我们「我执」

没有断之前，我们说要平等是不可能的，有「我」就有对待嘛，就有你、

有他，怎么可能平等呢？所以除非我们真的已经悟到空性，证到无我，「无

我」的话才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一切相才能够远离，才

会不着一切相，这才是真正的平等。有我，就有人，就有众生，就有寿者，

这四相一个都没有离，所以是不可能平等的。所以没有转成平等智之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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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一定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执着。所以我们说它是属于「染污慧」。

因为有我见、我慢、我爱、我痴，这个四根本烦恼相应的，所以它是染污

的慧。 

  （第三一七页）有了「邪慧」才会生起「不正知」，身、口、意三业呢

多行毁犯，是因为对一切的事物，没有正确的观察，不知道该做、不该做，

所以才会常常犯错。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正知见，来引导我们身口意的正确

性，所以我们常常会做错事情、说错话，然后起心动念常常跟烦恼相应。

因此身口意想要远离十恶业就非常困难，这个都是因为「不正知」的引导

在先，我们后面造业在后。因此呢，错误的见解就好比认贼为子，以是为

非、以非为是，对的把它认为是错的，错的把它认为是对的，就是颠倒是

非。所以，而有所毁禁犯戒的罪恶行为，也无不都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私

欲。所以他要增长他的贪、保护他的贪的时候，他就歪理千条，譬如，书

上是讲：「酒肉不碍菩提路」，这个就是常常听到的嘛；「酒肉穿肠过，佛在

心中坐」，所以喝酒吃肉，不要着相嘛，不要着在相上嘛，心里面有佛就好

了，喝酒吃肉有什么关系？就是他有很多可以允许他破戒啦、或者是允许

他贪欲不断、不断增长的很多的理由跟借口。 

  这些见解怎么来的？就是从「不正知」来的。等我赚够了钱才开始修

嘛、儿女长大之后才开始修嘛，这个是有没有正见？等我买了房子、儿女

大了、事业有成、又赚了一笔钱的时候，我才开始好好修行，这样对不对？

不是大家都这样做吗，怎么可以不对呢？不都是这样子吗？不是啊？你们

都不是这样子？不然你们都怎样？都万缘放下就精进修行啰，能出家的出

家、能闭关的闭关、能专修的都去啰，是不是？因为都没有牵挂了嘛，不

然是怎么样？你要说什么？（学生答话）哦，为了不要让人家说你是怪物，

所以你都要跟人家一样，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你不可以不一样，你说你

要出家、要专修、要闭关，就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不可以，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不正见？标准的。我又找到一个例子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欲，然

后很多理由跟借口，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习气，这样子。 

  所谓「放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真的是让我们就去抛家弃子吗？

工作也不要了，然后都不要了，就叫做「放下」了，是不是？不是哦？这

个叫放弃哦？那放下是什么意思？（学生答：不执着）哇，你们都有正知

见了哪，不是事相上的放下，是心上放下了，不着在那个相上，是放下心

中的牵挂、放下心中的执着、放下心中的忧虑、放下心中的分别、放下人

我是非、放下烦恼……是讲从心上没有牵挂这些事情，不是在事相上放下。

所以可不可以上班？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不然怎么过生活？可不可以

结婚？可以啊，结婚没有碍到你什么，还债嘛。可不可以生小孩？为什么

不生？对不对？可以，大不了还债嘛。都不在事相求啊，我们在心上求。

心上不执着，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的嘛。只要我们心中不执着，只要我

们心上真的放下了，事上你每天忙什么不重要，只是说你在忙的当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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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念念都在照顾自己的心？是不是念念都在当下？看得很清楚？都有

那个觉照？保持那个明觉，念念都看得很清楚？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嘛，

念念保持在当下，这样就可以了。跟你每天忙什么事情没有关系，那个是

事相上而已，事相都是如梦如幻的嘛，因缘所生，所以不重要。最重要是

我们是不是念念分明，这个比较重要。好，你们都有正知见了。 

  （第三一九页）「散乱」，心向外驰散，不能专注在所缘境上。这就是

心向外攀缘了，六根攀缘外面的六尘境界，心向外就是「散乱」。那前面讲

的「掉举」，是你的心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这个是内在的，跟外境没

有关系，这个是「掉举」，所以这是细的「散乱」。「掉举」呢，是你内在没

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数息的时候，会数丢、数过头；念佛，会打妄想，

这个跟外境的攀缘没有关系，只是你内在没有办法安住得很好，这个叫做

「掉举」。「散乱」，是心向外攀缘六尘境界了，像听到刚才那个声音，心就

跑出去了，眼睛看出去了，这个叫做「散乱」。攀缘外境才叫做「散乱」，

只是你内在的不安定，那个是「掉举」，这两个要弄清楚。所以它就能够障

碍「正定」，没有办法生起。所以心若是向外驰散呢，就没有得定的可能，

因此它障碍「正定」的生起，这是第一个作用。 

  「散乱」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它没有办法得定，障碍我们得定；第

二个呢，也成为一切「恶慧」的所依。那是因为没有「正定」，就没有「正

慧」，没有「正慧」，我们就叫做「邪慧」或者是「恶慧」。真正的智慧是从

「正定」来的，真正的得的是「正定」，不是邪定、不是枯木定。是「正定」，

才能够开发智慧；不是「正定」，其它的所开发的是叫做「邪慧」或者是「恶

慧」，它不能够解脱的。所以它两个作用，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定，第二个

呢没有办法成就真正的智慧。「散乱」的别相是什么呢？就是「躁扰」，由

于心的躁动、扰乱，使得我们心、心所法，所有都奔流荡逸。就是说心全

部往外去驰散，散到外面去叫做「散乱」。 

  （第三二０页）所以它这边就问到这个问题啊，前面所说的「掉举」，

它的作用就是，也是障碍得定啊；那现在讲「散乱」的作用，也是障碍得

定啊。只是它用的名称不同，它说一个是障碍「行舍」，还有「止」；那「散

乱」是障碍「正定」，这两个看起来好像都是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得定、得止。

那到底它们有什么差别呢？「掉举」，是指心在所缘境上不断的分散，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心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你会散掉，这个叫做「掉举」，

跟外境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寂静、安住。你的心没有办法寂静、安住

在什么法门上面，这个叫做「掉举」。可是「散乱」就不一样，「散乱」是

指你的心不断的向外驰散、散逸出去了，因此不能够专注在所缘境上。所

以，这两种情况不一样，一个是内在不能安住，一个是往外奔驰散乱、散

动。所以，一个是「心」的不能寂静安住；一个是心容易攀缘外「境」，这

就是两者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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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乱」，就好像就是心不断的向外驰散，所以称为「流荡」。「散乱」，

就是「流荡」的意思，往外奔流。「流」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流水，一直往

外驰散，就好像流水「流」过去，它不可能回头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六

根一直往外攀缘六境，没有办法收摄回来。「荡」的意思，就是指像波一样

的「荡」漾而不停息，这就是「流荡」。「散乱」的意思，就是「流荡」，像

流水一样、像波浪一样的，没有办法停息，这个就是「散乱」的体性。那

「散乱」，就可以障碍「正定」的生起，没有「正定」当然就没有「正慧」，

所发的都是「恶慧」。 

  （第三二一页）后面也问：「掉举」跟「散乱」这两者作用有什么差别？

「掉举」，是指心容易分散，不能安住在寂静当中；「散乱」，是指心容易攀

缘外境而向外驰散。就是我们的心不断、不断的变异。这个「易」，是「变

异」的意思，就是形容我们的心念呢，念念迁流、变异。一下想过去、一

下想未来、一下想什么人、一下又怀念什么事情，在人、事、物上面，不

断、不断地变换我们的念头，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这样跳来跳去的，

这个就是「变异」的意思。「掉举」跟「散乱」都是让我们的心念不断、不

断地变异，可是它们有差别，一个是内在的动荡，一个是向外攀缘。所以

「掉举」呢，就是对于所缘境念念迁流、变异，不得寂静；「散乱」呢，是

攀缘外境，也是念念迁流、变异。「念念迁流、变异」是一样的，只是一个

是内在不能够寂静，一个是不断的攀缘外境，使心流荡。譬如说我们在打

坐的时候呢，妄念纷飞、攀缘外境，这个属于「散乱」，这个只是失其正念；

内在不能安住在法门上面，失正念，心不寂静，这个叫做「掉举」。 

  这样子应该对「散乱」跟「掉举」都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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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