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中士道 13 
(生起出离心、除邪分别、解脱正道)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中士道。 
  中士道是解脱道，我们修习中士道，就是希望能够从三界当中解脱。

想要达到解脱，首先就要生起希望解脱的心，也就是出离心。生起出离心

的方法有三种：第一个是思惟苦谛；第二个是思惟集谛；第三是思惟十二

缘起的道理，这些内容我们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 
  现在的重点，是要检查自己出离心是不是真的生起了？是不是真的生

起了希求解脱的心？这个出离三界的心，是不是真的能够生起来。怎么检

查呢？那就是看自己想要出离三界的心迫不迫切？如果我们修行还是觉得

说反正不急嘛，等小孩大了、退休了、再存一笔钱，还要有钱，有钱、有

闲，对不对？等红尘的责任了了，该了的、该还的都还了，再也没有什么

后顾之忧了，这个时候我才来好好地修行，不晓得来得及？来不及？如果

还是这样想的话，就表示说我们出离三界的心还不够迫切，如果你心里面

想说学佛修行这件事情是慢慢来、没有关系，反正时间还很长，等我安排

好了、计划好了，所有准备的功夫都做好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牵绊我的、

或者让我挂心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才好好来修，这个我们就说他出离心还

不够迫切，急于想要解脱的心还不够迫切。 
  怎么样才算迫切呢？到底要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能够比喻，像这

样的情况叫做迫切，譬如说：房子着火了，你会不会说：「不着急嘛！慢慢

等我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行李打包好，再把服装整齐地穿好，然后再慢

慢地走出来，反正不着急嘛」？会不会这样子想？不会嘛，对不对？房子

着火了，二话不说，也不做第二念想，就往外面冲就对了。我们出离三界

的心就要这么迫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生起出离三界的心，对三界没有一

念的眷恋，没有一念的贪会生起，如果我们生起的心是这么迫切的话，我

们不会再耽着平常的色、声、香、味、触，什么好吃的、好看的、好闻的、

好穿的，统统都没有办法激起你贪欲的心了。如果不是的话，每天就是耽

着在五欲当中，要看好看的、听好听的、吃好吃的、闻香味、穿好穿的、

舒服的、要过好日子，所谓的有水平的好日子，如果每天想的是这个的话，

那表示你的出离心没有生起。所以我们检查自己那个心迫不迫切呢？就是

看像不像房子着火了，你是不是想要赶快冲，三界这么苦，你要赶快出离

啊！就是这样的心念，这是一个比喻。 
  我们还可以再作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好像犯人关在牢里，你会不会想

说：「反正不着急，反正我出去也没事干，我就好好地、安心地蹲着，在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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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好好待着」？会不会这样想？不会，因为没有自由嘛！解脱就好比你真

正得到自由，你的自性真正得到了解脱，真正得到了自由，只有出离三界，

你才能够真正从苦当中解脱出来，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如果我们出离三界的心，像房子着火了，或者是关在牢里的犯人，

想要赶快离开这个牢房，这样子才算迫切。所以我们检查出离心是不是真

的生起，就是这样子来检查。 
  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出离心必须这么迫切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

非常的迫切呢？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生起出离

心，还觉得红尘很好玩，还有很多事情让自己眷恋不忘，一点都不觉得轮

回很苦，也不着急，也一点都不急着想要出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的

话，我们看到其它的众生还在生死轮回当中漂流，受种种的苦，我们会不

会想要帮助他们解脱轮回的苦呢？会不会？你自己都不觉得苦，你会想要

帮助众生解脱轮回的苦吗？不会吧！所以不会想要帮助众生解脱轮回的苦，

大悲心就生不起来，大悲心生不起来，菩提心也不可能生起来，所以我们

如果说自己是发菩提心的大乘行者，那都是空话而已。所以，如果连我们

自己都不想解脱，是不可能帮助众生解脱，我们自己不觉得轮回很苦，也

不可能帮助众生除苦，不想除苦，就没有大悲心，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悲，

就是拔苦，拔一切众生的苦，想要除一切众生的苦，我们悲心才能够生起

来，可是现在我们没有生起想要除苦的心，帮众生除苦的心，我们没有生

起来，那有没有大悲心？没有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就没有菩提心。所以没

有出离心，就不可能发菩提心，所以出离心是菩提心的根本，这就是为什

么说出离心必须要迫切生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出离心，就不可能

有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是

大乘行者，想要行菩萨道的大乘行者，他就是靠一颗菩提心，可是菩提心

没有办法生起来，是为什么？是大悲心生不起来，为什么大悲心生不起来，

因为没有想要急着为众生解脱轮回的苦，没有这样除苦的心，为什么没有

除苦的心？因为你不觉得轮回苦，因为你没有生起想要解脱轮回的心，出

离心没有生起，所以出离心只要没有生起的话，后面统统没有了，你自己

不想解脱，也不可能帮助众生解脱，你自己还觉得轮回很好玩，也不想除

苦，所以你也不可能生起想要为众生除苦的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就没有菩

提心。所以为什么说出离心非常重要？为什么要这么迫切地生起菩提心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菩提心的根本，是菩提心的基础，你没有出离心就

不可能有菩提心，就不可能行菩萨道。每天做的是什么？就是眷恋红尘，

看你还是顾家、家庭、事业、小孩、马票、股票……，念念心系红尘俗世，

所以那个出离心就是没有办法生起来。自己都不能解脱，我们也没有能力

帮助众生解脱，所以说要行菩萨道帮助众生解脱、帮助众生开悟成佛，一

切都是白说，因为都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也不可能帮助众生做到，所

以它非常非常重要，出离心一定要非常迫切地让它生起。所以，我们每天

中士道 13 2



就应该多多思惟修习苦谛，刚才讲有三种方法：思惟苦谛、思惟集谛、还

有十二缘起的道理，让我们的出离心不断不断地增长，一直到迫切出离的

心生起来为止，就这样不断地思惟修习这三个内容，它能够让我们的出离

心很快就能够生起。 
  可是往往我们在修习出离心的时候，又容易产生一些偏差的思想，就

是错误的知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出离心是小乘人才要修的，大乘

人不需要修出离心，为什么？出离心就是解脱的心，想要走解脱的路，那

个是小乘人想要急于入涅盘，他们才要修出离心，因为他们想要赶快出离

三界，赶快从三界当中解脱，所以出离心是小乘人才修的，大乘人不必，

为什么？悲不入涅盘，小乘人是因为没有悲心，所以他才要入涅盘，我们

大乘人是因为有大悲心，所以悲不入涅盘，既然因为大悲心不入涅盘，就

不需要解脱三界，不需要解脱三界，所以不需要生起想要出离三界的心，

这个出离心就不需要生起啊！这样对不对？这样想对不对？前面刚才那段

话听得懂就知道不对了！因为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所以出离心不是小

乘人才修的，大乘菩萨道更应该要修出离心，为什么？因为它是菩提心的

根本，你没有出离心，就不可能有菩提心，所以出离心不是小乘人才要修

的，大乘菩萨更应该要有出离心的基础，有了这个稳固的基础，他的菩提

心才能够真正的生得起来，帮一切众生，无量无边、一切法界众生除苦的

悲心才生得起来，所以出离心对大乘菩萨尤其重要。所以第一个要澄清的

观念：出离心不是小乘人修的，不是要解脱才要修出离心，你要行菩萨道

更需要有出离心，要不然我们的心系红尘，不想要出离，每天忙着就是红

尘俗世，那就是不可能生起刚才讲的那个大悲心，所以菩提心也没有着落，

所以出离心尤其重要，对大乘菩萨来讲。 
  所以，会这么说的，他就不了解中士道是上士道的基础，我们修习这

个共中士道，其实是要趣入上士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才会犯下这样的

错误，这么严重的错误的知见。可是，经论上不是说菩萨不应该厌离生死

吗？书上是这么说的，经论上都说菩萨他不应该厌离生死，不应该厌离生

死，并不是说菩萨不应该有出离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菩萨不应该厌

离生死，不是说对三界的苦不应该厌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为了利益众

生，发愿在三界当中受生。所以菩萨他发菩提心，每天练习发菩提心，就

是随时碰到任何的状况、任何的境界，他都是能够来长养他的慈悲心，就

是长养他的菩提心，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的菩提心每天都不断不断

地在增长，每天都是这样子在修菩提心，当然有他修菩提心的方法。所以

不管是碰到顺境，譬如说碰到顺境，他就愿一切众生都是像我一样的顺利，

如果他今天遇到的是顺境，他也同时发愿回向一切众生都是这么样的顺利；

如果遇到逆境也是一样，他遇到一切的逆境所生起的种种的身心的苦，他

也发愿一切众生的苦在我身上成熟，所以他不是遇到顺境才能够生起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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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们一般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我今天心情好，我今天就比较可能生起

这样的心，可是当我受苦的时候，我受到种种磨难、或者种种折磨、人生

逆境的时候，这时候再叫我发菩提心是很困难的，可是菩萨不一样，越是

大的苦，他越能够发大菩提心，就是因为他是这样子来转他的心念，他在

受苦的当下，他愿一切众生的苦，反正我苦了嘛，我就发愿一切众生的苦

在我身上成熟，希望一切的苦都远离，希望一切众生都远离种种的苦，所

以我今天受苦，我不但发愿一切众生的苦同时在我身上成熟，我同时也发

愿一切众生都远离种种的苦。也是因为他这样的发心，他会不会想要急于

解脱那个苦呢？三界虽然是很苦，他知道，可是他会不会想要赶快解脱这

个轮回的苦呢？就不会，因为他要悲不入涅盘，是真的，因为大悲心，所

以他愿意发愿生生世世再来娑婆世界，继续地利益众生，但是他发这个愿

并不表示他没有那个解脱的智慧、或者他没有解脱的能力，不是，而是因

为大悲愿力的关系，所以他愿意发愿再来。所以菩萨不应该厌离生死，指

的是这个，而不是说菩萨不应该有出离心，不是，是因为大悲心的关系，

所以他是为了利益众生，虽然他常常发这样的愿，希望一切苦在自己的身

上成熟，既然发这样的愿，所以他会不会害怕苦或者害怕轮回？不会。所

以他能够生起广度众生的大悲愿力，然后非常精进地来利益众生，做这样

的事情。 
  为什么菩萨能够做到不厌离生死呢？这就是菩萨他的思惟，他是这样

来思惟的，他为什么可以做到知道轮回是苦的，他也生起想要出离轮回、

或者种种苦的出离心，他也有，但是他还愿意发愿再来娑婆世界受苦，就

是为了利益众生，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不厌离生死呢？因为菩萨知道，

他每一念发菩提心，就是愿一切众生苦都在自己的身上成熟，虽然是每一

剎那他都在承受众生的苦，但是他知道这个苦都是在累积他成佛的资粮，

他这样子发愿来承担众生的苦，其实他是在累积资粮，累积成佛的资粮，

什么资粮？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所以他发这样的愿，其实是在累积他的

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不但可以自利、又可以利他，因此才能够心生欢喜，

遇到任何的苦，任何的磨难也好，任何的逆境也好，他都一样是可以这样

发心，不但不退心，而且每天都在增长菩提心，每天都在增长，就是因为

他发这样的心，因为他都可以作这样的正思惟，所以他可以心生欢喜地坚

忍而受，一切在他身上成熟的苦，他都能够欢喜来接受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知道这样做，不但可以自利、又可以利他。 
  而且菩萨认为精进度化众生，胜过自己证得菩提，是精进度化众生重

要呢？还是自己证得菩提比较重要呢？那个比较重要？对菩萨来说他是认

为精进度化众生胜过自己证得菩提。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证得菩提只有自

利，精进度化众生可以利他，所以不但不起厌离生死的心，反而还会生欢

喜心，欢喜来承受一切众生在自己身上的苦，而且还继续地能够发这样的

菩提愿，所以他不但不会厌离生死，而且还会很欢喜地生起大悲心，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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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来娑婆世界，发愿继续来六道当中度众生。这就是为什么菩萨能够做到

不厌离生死的原因，利他胜过自利，不但自利、还可以利他，而且利他胜

过自利。所以在菩萨的心里面，或者他每天在想的，都是利他的事情比较

多，像一般的凡夫俗子，他是自利的心比较多，偶尔会想到别人，会考虑

到别人，但是菩萨刚好相反，他是利他的心胜过自利的心，他才有资格当

菩萨，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就是因为他发菩提心，所以他一定利他胜过自

利，所以他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样去利益众生的事情，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事

情。所以，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以为菩萨不应该厌离生死，所以菩

萨不必修厌患三界的心，也不必急着要断除烦恼，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他

就是大错特错。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邪执倒见，错误的知见必须要导

正，菩萨是见到三界轮回的过患，虽然非常的厌离，但是因为大悲心的缘

故，才不会急于想要证入涅盘，发愿在三界六道当中行利他的菩萨道。 
  这个错误的知见导正了之后，就是有了正确修解脱道的观念之后，接

下来我们就要知道，修解脱道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方法。 
  修习解脱道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 
  修习解脱道不是说你想修就能够修，如果你是三恶道的众生：地狱、

畜生、饿鬼道这三恶道的众生，是没有办法修解脱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

知道，三恶道每天忙着受苦都来不及，是不可能闻思修佛法的，所以三恶

道的众生没有办法修解脱道。恶道的众生不能够修，善道就能修吗？也不

一定，对不对？即使你是生在善道，像长寿天的天人，他也没有办法修解

脱道，所以我们知道长寿天也没有办法，就算是生在人间，就可以修吗？

如果你是生在没有佛教的地方，生在边地，也没机会听闻佛法，当然也没

有办法修解脱道。那你说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就能够修吗？也还不是很稳

当，对不对？所以就算有机会学佛，也不一定，如果是生性愚痴、或者诸

根不具，就是眼睛瞎的、耳朵聋的、身体残缺的、因为他种种的不方便，

或者是他手脚都好好的，也生性聪明，他就能学吗？不一定，因为他满脑

子的邪知邪见，也都完了，佛法进不去，你要跟他讲，全部都被他的邪知

邪见全部把你挡回去了，所以法不入心，也一样没有办法闻思修正法，所

以有那个执邪倒见的，也一样不能够解脱，因为他不相信，他可能不相信

因果、可能不相信佛法，所有的这些内容不相信，他听闻不相信，他就没

有办法思惟，没有办法思惟就没有办法修习，所以一样没有办法修习解脱

道。以上所说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八难，就是八无暇，生在八无暇的

地方，是没有办法修习解脱道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想要修习解脱道第一

个条件，就必须具备暇满的人身，这是第一个条件，修习解脱道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不要生在八无暇的地方，要必须具备暇满的人身才能够修习解

脱道，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你们说有了暇满的人身之后，是在家修好呢？还是出家

修会比较容易解脱呢？出家修比较容易解脱的举手。在家修比较容易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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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勇敢！看你的发心，看你是发小乘心？还是大乘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了，菩萨不厌离生死，因为他有大悲心、有菩提心，所以他很勇敢地就再

来三界当中，但是是愿力来的，不是业力来的，这样 O.K.，这样就不论在

家、还是出家都很好，都能够圆满修学菩萨道。可是对于那个他没有想要

修菩萨道的，急于想要自己赶快解脱的，像要赶快证阿罗汉，这样出家比

较快？还是在家比较快？在家修比较快？还是出家修比较快？如果是这个

大前提的话？出家修比较快，因为他可以躲起来，远离红尘，一心一意修

止观，很快就解脱了，看他是四谛、还是十二因缘，解脱的方法，还是内

观禅、什么禅法都很快，四念处就可以证阿罗汉，十六特胜都可以，很快，

他可以所有红尘俗世全部放下了，万缘放下，躲在一个寂静处，叫做阿兰

若处，一心一意的，所以很快就可以证果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出家修

比较快。可是行大乘菩萨道就不一定了，就看你那个菩提心，大乘菩萨道

来说，是看你的菩提心圆不圆满，用这个来，跟在家、出家比较没有直接

的关系，跟菩提心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讲的修习解脱道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一个是暇

满的人身；第二个，如果你想自己解脱的话，就是出家修会比较容易解脱，

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不用再做工，不用再为生活奔波劳累，所以不会每

天为衣、食生很多的烦恼，因为你要做工就会生烦恼，所以你不会为了生

活、为了工作生很多的烦恼，生烦恼就造业，所以本来是为了要生活，可

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又难免生很多烦恼，生很多烦恼就造很多业，出

家就都不用，出家就是十方的供养，所以他不用为生活生烦恼，所以也不

会造业，他也不必和世俗攀缘，所以也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减少很多的

麻烦，只要他自己可以过着少欲知足的生活，所以他就可以远离尘嚣，居

住在很安静的地方，一心一意地修止观，很快就能够断除烦恼、得解脱，

所以想要修习解脱道，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具备出家身，这是以自己赶快

想要解脱这个大前提来说。如果想要修习大乘菩萨道的话，就不一定要具

备出家身，我们现在讲的是小乘的解脱。 
  具备了修习解脱道的条件，就是暇满的人身之后，我们就要知道如何

解脱的方法。应该要修习那些内容才能够达到解脱呢？这个大家又很熟了，

就是戒定慧三学，应该修习戒定慧三学，才能够达到解脱。 
  为什么必须修习戒定慧三学才能够解脱呢？我们就要分三方面来分

析。 
  第一个是以调心来说，以调心的次第来说，必须要修习戒定慧三学。

像一般如果没有修的人，他的心都非常散乱，当心散乱的时候，我们应该

打坐吗？应该修定，对不对？错！若心非常散乱，你坐在那边也是胡思乱

想，所以对那个非常散乱的心，我们应该建议他先学戒，所以那个心很散

乱的，不是说你应该学打坐，不对！你应该学戒。所以我们这个散乱的心，

要怎么样让它不散乱呢？就必须要学习戒学。所以第一步，我们以调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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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来说，调伏我们的心的次第来说，第一个是应该要学戒，学戒的目的

就是要使我们散乱的心不再这么散乱，为什么可以不再这么散乱呢？因为

你开始有正确的观念，什么该做、不该做，很清楚，那个不该做的，就不

要做，应该做的，就要去做。杀盗淫妄，不应该做的，我就断杀盗淫妄。

为什么断杀盗淫妄，能够让我们的心不散乱呢？因为你可以开始行善之后，

因为戒律，为什么要持戒？最主要就是要度毁犯，就是防非止恶，止息一

切错误的恶行，身口意三方面的恶行，因为是这些恶行让我们的心散乱的，

所以当你能够持戒的话，你自然心就不这么散乱，为什么？因为都在戒律

当中，身口意三业都在清净的戒律当中，所以你的心自然就不会散乱，所

以要调伏我们的散乱最好的方法，就是持戒清净。所以调心的次第，第一

个就是戒学。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得定？最主要两个原因就是昏沉跟掉举，所以昏

沉跟掉举是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得定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想要调伏

昏沉跟掉举的心，就必须要学习定学，所以调心的第二次第，就是要学定

学，就是要修禅定。我们前面讲四禅八定的时候也讲过，我们想要证初禅，

必须要伏五盖，五盖里面就是有这些昏沉、掉举的心，你什么时候能够伏

五盖，你什么时候就可以证初禅，就是真正的得初禅，就是真正的得根本

定，因为一切的定都是从这个根本定的基础然后再发展上去的，所以你没

有证得初禅，那个定很容易就退失了，如果你只是得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

或者是连欲界定都没有得，你只是坐在那边胡思乱想，不是昏沉、掉举、

就是散乱的话，也一样没有办法得定，所以真正要定力，至少要有初禅以

上，一切的不管是神通也好、或者是一切的有关于定的功德，也都是得根

本定以后才会有的，所谓禅定的功德。禅定有十种功德，我们曾经都讲过，

详细讲过四禅八定还有十六特胜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知道，想要制伏障碍

我们得定的昏沉、掉举的心就必须要学习定学。 
  当这个散乱、昏沉、掉举的心都调伏了以后，想要达到解脱的话，就

必须要有智慧，要有解脱，就是所谓空性的智慧，这个空性的智慧怎么来

呢？它就是属于慧学的内容，所以我们想要进一步的能够调伏我们烦恼，

甚至进一步断除我们的烦恼、还有习气等等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

要靠空性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因为禅定只能够伏烦恼，没有办法断

烦恼，只能够伏住烦恼不让它生起来，但是那个烦恼的种子全部含藏在我

们的第八识，一个都没有少，只是因为你定力很高把它伏住了，它不会生

起现行，这样子而已，但是种子都还在，烦恼的种子还在、习气的种子都

在，这些种子怎么让它清净呢？只有靠空性的智慧才能够清净，所以慧学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必须要有空性的智慧，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解脱。空性

的智慧为什么能够达到解脱呢？因为解脱（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我执，

为什么有我执？就是因为有无明，以为有我，然后就有我执，以为有我就

生烦恼、就造业，有业就要轮回，所以我执是轮回的根本。空性的智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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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无我的道理，所以它能够断我执，断我执就不会生烦恼、就不会

造业、就不会轮回，所以它能够解脱轮回，所以想要解脱是靠无我、空性

的智能，其它任何的功夫都办不到的，你定力再高都没有办法，它只是把

你这些种子伏住，但是都没有清净，这些种子想要清净，就是烦恼、还有

习气的种子，都要靠空性、无我的智慧才能够彻底地把它清净掉。 
  这就是以调心的次第来说，必须要戒定慧三学。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解

脱的方法，就是一定是戒定慧，没有其它的，就是要靠戒定慧三学，首先

是以调心的次第来说。 
  第二个，我们以证果的内容来说，也必须要修学戒定慧。因为戒学所

得的果报，就是生在欲界的人天，因为我们知道持戒清净，就能够得人身，

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能够持戒清净，不但能够得人身，死后也可以

生天，这个都是靠持戒的功德，所以持戒的果报就是有人天果报，因为毁

犯戒律的话，就是堕三恶道，所以你不想堕三恶道，想要有人天果报，你

就是持戒，你就可以做到，所以持戒的果报，就是有人或者是天道的果报。

定学的果报，就是能够生在色界、或者无色界天，就看你禅定的功夫。看

你生前如果是证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死后就生在色界的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你生前如果能够证到无色界的四空定，你死后就能够

生在无色界的四空天，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所以，禅定它的果报就是生在色界的四禅天、或者是无色界的四空天，这

就是定学的果报。慧学的果报，就是能够证得涅盘，这个涅盘，不论是小

乘的涅盘、或者是佛的究竟涅盘，都必须要靠这个空性无我的智慧才能够

证得涅盘。所以这个是以证果来说。 
  第三个以断惑，断惑就是以断烦恼来说，以断惑的内容来说，必须修

习三学。首先，想要破坏烦恼的现行，就必须学习戒学。破坏烦恼的现行，

就是说你不再会生烦恼这件事了，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过，你持戒能够防

非止恶，你不再做杀盗淫妄，或者是你不再做十恶业，然后行十善业，你

行十善业，是不是就破坏烦恼的现行了？所以想要破坏烦恼的现行，就必

须要学习戒学。想要伏住烦恼的现行，就必须要学习定学，因为学习定学，

就能够伏住烦恼的现行。刚才是破坏烦恼的现行，现在是伏住烦恼的现行。

我们烦恼怎么让它伏住，不让它生起现行呢？就是靠定力，因为你定力的

功夫够，你那个烦恼就不会生起，就是暂时的伏住了，所以定力只能伏住

烦恼，但是不能够断烦恼。想要断烦恼的话，想要断除或者是断尽烦恼的

种子，种子喔，刚才是现行，现在是讲种子，就必须要学习慧学。所以伏

烦恼是靠定学，断烦恼是靠慧学，而且是清净烦恼的种子，都是靠空性的

智慧才能够断除，或者是断尽一切烦恼的种子。现行呢？破坏现行靠戒律；

伏住烦恼的现行靠定力。所以这是以断惑的内容来说，也必须要修习三学

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想要解脱必须要修戒定慧的三个理由，不管是以调心来

中士道 13 8



说、还是证果来说、还是现在讲的断惑来说，这三面来分析，都必须要学

习戒定慧三学。 
  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明天介绍犯戒的理由，为什么会破戒

的四个理由，还有进一步降伏种种烦恼的方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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