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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四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看「善法」。 
  「轻安」。什么是轻安呢？轻安，就是不粗重。是什么不粗重呢？就是

身、心不粗重。 
  什么是身、心不粗重呢？ 
  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身的粗重？身的粗重，就是指五脏六腑不调和，

气脉不通畅，譬如说：我们的五脏生病了，肝不好、心脏有问题、还是肠

胃不消化、肾功能不足……等等的，不然就是脖子酸、腰痛，反正就是身

体总是不是这边不舒服、就是那边不舒服，平常是小病不断、大病偶尔来

一下，不然就是这边塞住了、那边堵住了，气脉不通畅，这些都是属于身

体的粗重现象。 
  什么是心的粗重呢？心的粗重，就是指心中有烦恼，把自己压得透不

过气来，心中有烦恼，想一想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没有几天是真正

的开心的，不是烦这个、就是愁那个，一下子烦工作的事、一下子又烦小

孩的事、找不到屋子的事……，心中总是有很多的忧虑牵挂，这个就是心

的粗重。 
  所以，如果身体五脏六腑调和，气脉通畅，心中没有烦恼，无忧无虑，

这个就称为「轻安」。所以，所谓的「轻」，就是远离一切的粗重、昏沉；

「安」，就是身心达到调适、畅悦，这个叫做安。 
  那么，轻安为什么是善法呢？因为轻安，它能够使修行人不被粗重、

昏沉所障碍，因此才能够修习一切的善法，所以它是属于善法。 
  那么，它对修行的人，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身体四大不调，心里面

充满了烦恼，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这时候想修个什么法门，不管你是念

佛、持咒、观想、还是打坐、数息、内观禅，统统都不得力，所以想要断

恶修善也办不到，所以才说轻安对修行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它等于是

我们能不能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里面有烦恼的时候，

这时候读经也读不下去，拿着经本在前面，看两行，心就飞了；读经读不

下去，那就打个坐吧，打个坐就开始打瞌睡，昏沉就来了；观想吧，也观

不起来，就算观起来，也模模糊糊的，观不清楚，不管你观什么，都观不

清楚，那个就是身心粗重的现象，所以你修什么法门，都很难成就的。 
  所以我们才知道，身心的粗重，是修行的障碍，它让我们没有办法修

习一切的善法，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一样，你身心状况如果不好的话，它

的效果就是出不来，想断恶也没办法，知道这个不应该做、那个话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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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应该动不好的念头，可是没办法，为什么？头脑不清楚，昏昏的，

胡里胡涂就造业了，那个就叫做身心没有堪能性。身心没有堪能性的意思，

就是说你自己作不了主的，是你的业力、烦恼、习气在作主，你明明知道

那个不应该，可是就胡里胡涂就把它做了，然后事后才忏悔，可是已经来

不及了。为什么你身心没有那个堪能性？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轻安，所以作

不了主，心作不了主，所以想断恶也没办法，想修善也没有办法。修善就

是刚才讲，你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是不得力。 
  所以，如果身心能够有堪能性，想修什么法门，很快就能够契入，如

果身心是在轻安的状态，心中没有什么烦恼，所以心很清净，想修什么法

门，很快就能够契入，想断恶修善也作得了主，这样子的话，不管你修什

么法门，都很容易成就。所以，轻安对修行真的是很重要，身体要把它调

好，心尽量减少烦恼，保持清净。 
  这个轻安，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样得轻安的？轻安既然这么重

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轻安，身心轻安的现象呢？它是修定来的，所以要

修止观的原因，就是得定，我们身心就能够从欲界身转成色界身，所有欲

界身的这些习气，就会慢慢、慢慢地愈来愈淡，饮食、睡眠、男女这些都

是欲界身才有的，当你的欲界身转成色界身的时候，欲界身的这些习气，

它自然就慢慢地远离，是很自然的，你不用去压抑，压抑没有办法解决根

本问题，压一段时间，它就爆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欲界身没有转，你的

身体还是欲界的身体，欲界的身体就有欲界的欲望，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压

抑的，除非你修禅定，修到转变成色界身，它自然就没有欲界身的那些习

气，它自然就能够慢慢地断了。 
  所以说轻安怎么来呢？修定来的，我们要修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有所

谓的身心轻安的现象产生呢？没有很困难，初禅就好了，只要得初禅，初

禅它是属于色界，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属于色界的；四空定

属于无色界的，所以色界初禅以上，你都能够得轻安，身心都是一种轻安

的状态，所以它最低的门坎，就是你至少要得初禅，因为初禅属于色界，

所以你才可能转你这个欲界身为色界身，才能够远离一切的粗重。所以修

定要修到初禅，就能够得身心轻安，是因为身体已经由欲界身转成色界身，

因此才能够调伏欲界的睡眠、昏沉。 
  也是因为得了根本定，因此它能够伏住烦恼，所以你的心才能够轻安。

心轻安，是因为定力把你的烦恼伏住了，虽然那个种子都还在，但是它能

够不现行，是因为你有定力，定力够，所以那个烦恼不会起来，你心中就

不会常常烦烦恼恼的，忧虑牵挂，总是挂虑了很多的事情在你的心里面，

不会。这就是心轻安，是因为定力伏住了烦恼；身轻安，是因为欲界身转

成色界身，所以身就有轻安的现象。 
  轻安还是有分不同的种类，一般来说，是把它分成四个种类，从凡夫

的轻安，一直到佛的轻安，它是有程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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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似的轻安：这是凡夫的轻安。 
        2.和有漏定相应的轻安：这是得初禅以上的轻安。 
轻安 
        3.和无漏定相应的轻安：这是阿罗汉证「灭受想定」时的轻安。 
        4.究竟的轻安：这是佛证「金刚喻定」时的轻安。 
 
  凡夫的轻安，我们称为相似的轻安。它不是真正的轻安，因为他还没

有证到初禅，所以它是相似的轻安。这种相似的轻安，每个凡夫都有这种

经验，像很冷很冷的冬天，像我们在台湾，现在是冬天，你去泡个温泉，

泡得舒舒服服的，手脚也不再冰冷了，然后全身气脉很顺畅，泡完起来那

一剎那，也是身心轻安；或者是那个作官，作了一辈子的，好不容易到退

休的年龄，平常忙碌得不得了，在卸任的那个时候，那一剎那也是，好轻

松喔！叫做「无官一身轻」，那也是凡夫的一种轻安；还有就是还钱，一身

的债务，还还还，还到还完的那一剎那，也是好轻安，那个叫做「无债一

身轻」，对不对？这个都是凡夫的轻安，反正是身心暂时没有粗重烦恼的那

个状态，可是它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没有定力的摄持，至少当下身心是一

种轻安的状态，因为远离粗重，心暂时烦恼还没有生起的那一剎那，是相

似的轻安。因为是凡夫的轻安，所以它不能够远离烦恼，它没有办法远离

烦恼，因为那个轻安现象一过去，烦恼又回来了。就像我们在新加坡，好

烦，工作到很烦的时候，赶快去渡个假，现在都渡假回来了，马上身心又

粗重，心中烦恼又回来，可是渡假的时候，好像也有那个相似的轻安现象，

暂时可以把这边很烦恼的事全部都丢在一边，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真的是很愉快的事。 
  第二种的轻安，就是和有漏定相应的轻安。就是我们刚才讲，你得了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以上，它是属于世间的禅定，所以我们称

为有漏定。有漏，就是跟我执、烦恼相应的，就叫做有漏，它是有渗漏的。

因为四禅八定还在三界当中，所以它是有漏的世间禅定，不管你是得了色

界的四禅、还是无色界的四空定，它都是属于有漏的定，这时候所产生的

轻安，就是第二种的轻安，刚才我们讲了，它的轻安怎么来的？就是定力

暂时伏住了烦恼，所得的轻安。初禅以上，定力就能够伏住烦恼，有能力

伏住烦恼，所以身心就会呈现一种轻安的状态。 
  第三种是和无漏定相应的轻安。这个就是证果的阿罗汉，像阿罗汉证

到灭受想定的时候，这时候的轻安，是因为他已经止息了一切受心所、想

心所之后，所得的轻安，这个是跟无漏定相应。无漏，就是他已经没有渗

漏，他已经没有我执，阿罗汉已经断了我执，所以它是属于无漏的，所以

阿罗汉得的定，是无漏的定，因为他已经断我执，暂时伏住烦恼了，这时

候的轻安，是止息一切的受、想，所得的轻安。 
  第四种的轻安，是究竟的轻安。这是成佛的时候所证的，成佛的时候

证的定，叫做金刚喻定。就是你在成佛的前一剎那，你入金刚喻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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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一切粗、细烦恼障、所知障的种子，完全清净了之后，第二剎那成

佛，所以成佛之前，都会入一个定，叫做金刚喻定。入这个定之后，你所

有的，不管是烦恼障、还是所知障的种子，粗的、细的，完全的清净，就

是因为这个定当中，定、慧是最强的，定力跟慧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可以

清净一切种子，这时候所现的轻安，就是究竟的轻安。 
  所以我们知道，轻安对修行非常重要，除非得了身心轻安，我们才有

堪能性，想修什么法门都很容易成就，所以也相对的就说明了禅定的重要，

我们身心的粗重是靠禅定来慢慢地调的。 
  下面一个，什么是「不放逸」呢？不放逸，就是不放纵、散逸自己的

心。所以「放」，就是放纵；「逸」，就是散逸。 
  像我们平常为什么会造业？为什么会破戒？都是因为放逸来的，我们

曾经也介绍过，为什么会破戒的四个理由，其中有一个就是放逸，只要你

身心一放逸，就很容易造业、很容易破戒，因为你的身心完全地放纵，散

逸，就是整个都散出去，收不回来的那种状态，完全地放纵自己，一点都

没有收摄身心的力量，因此也是没有办法防止任何的恶行不发生，你想修

一切的善，也是很困难的。 
  可是，我们众生又偏偏比较喜欢放逸，为什么？放逸的感觉很舒服，

因为你不用再约束自己的身心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绑手绑脚的，你会

觉得一点约束都没有，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可是它就是让我们容易造下

种种的错误，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还有起心动念，因为你

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因为你已经身心都放逸得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个时

候就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容易造下种种的罪行。 
  所以我们看有一些人，他一要修什么法门，他就开始身心很紧张，就

是因为他平常放松惯了，现在一下要收摄你的身心，他就变成身心很紧绷，

坐在那边，身体都僵掉了，意念也守得太紧，很多师兄有这样的经验，平

常都还好，可是一打坐，就觉得一下就全身酸痛，胸闷也阻塞了，呼吸也

不顺畅了，这个都是因为身心太紧绷的关系，是因为他平常已经习惯放逸

的状态，现在突然要收摄身心，他就变得很紧张。 
  可是一般人，你说：「你就身心放松吧！」一放松又完了，他就变成放

逸，放松马上变成放逸，他没有（办法）放松，然后又不放逸，这个就是

要有很高的定慧力，他才做得到，不然就是一放松，又不知道散到那里去，

又一发不可收拾，变成又是业力、习气、烦恼在作主，身心都作不了主，

就念念贪瞋痴，所以这个时候想防止恶行，不让它生起，做不到；想修习

善法，让它不断地增长，也做不到，都是做错了事情以后，才说：「我也不

想这样啊！」可是一切都来不及，这个就是放逸的结果。 
  所以，如果能够做到不放逸的话，就能够随时防止恶法，不让它生起；

也能够随时修习善法，使它增长，这样子随时在防恶、修善，就是什么？

我们昨天讲的，什么叫精进？止息一切的恶，很努力地止恶，很努力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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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就叫做精进。所以不放逸的意思，其实它就是精进的表现，只要你不

放逸，你就一定能够精进地止恶修善。不能止恶修善，就是放逸来的，做

不到不放逸；放逸之后，就没有办法止恶修善，所以除非收摄我们的身心，

高度的警觉，不让它放逸，这个时候就能够做到止恶修善，这个就是精进

的表现，同时也能够做到无贪、无瞋、无痴这三个善根。 
  所以，什么叫做不放逸？就是精进在无贪、无瞋、无痴三善根上面，

这个就叫不放逸，你只要离开了无贪、无瞋、无痴，跟贪、瞋、痴相应，

这个就叫做放逸。所以你一离开不放逸，你就一定是放逸，就一定是跟贪、

瞋、痴相应。所以怎么样精进作到无贪、无瞋、无痴，什么时候就作到不

放逸，所以作到不放逸，就一定能够精进，就是能够止恶修善，然后安住

在无贪、无瞋、无痴上面，就是念念都是无贪、无瞋、无痴，这个就是因

为你身心没有放逸，才能够念念都安住在无贪、无瞋、无痴这三善根上面，

所以你要止息一切的恶、修一切的善，才有可能性，所以不放逸也非常的

重要。 
  所以，能够随时精进在三善根上面，当然就很快能够成就、圆满一切

世间还有出世间的善法，所以你想要圆满一切的善法，也是要从不放逸来

的，就是精进在三善根上面，就能够圆满、成就一切的法，不管是世间、

还是出世间，因为你不犯错、不破戒，你就能够圆满世间的一切善法，进

一步修行、精进，就能够成就出世间的善法，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也是很

快就成就了。 
  什么是「行舍」呢？行舍，就是平等、正直、无功用住。 
  什么是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呢？ 
  平等，就是心没有高下，没有高下，才平等；有高下，就不平等。譬

如：如果我们的心一散乱、掉举，心就不平等了，这个时候就不平等了，

所以只要我们一散乱、掉举，心就不平等。 
  什么是正直呢？正直，就是心方正、直取，所以只要我们的心一有邪

念、分别，就不正直了。 
  这个平等、正直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不放逸来的，就是只要你的

心能够精进在无贪、无瞋、无痴上面，就是念念都在无贪、瞋、痴上面，

这样子精进用功，才能够得到现在的所谓的行舍，你的心能够平等、正直。

平等，就是因为你精进在无贪、无瞋、无痴上面，所以你的心不可能散乱、

也不可能掉举，所以你的心就平等；而且你的心当下一定是正直的，没有

任何的邪念、分别，因为跟无贪、无瞋、无痴相应，所以你就不可能有不

好的念头，也不会有分别、执着心，妄想、分别、执着的心，所以这个就

是正直的心，是从不放逸来的。 
  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能够随时精进在三善根上面，时间一久，就不

会再受到掉举、散乱的影响，这个时候的心就没有高下，就是平等；心远

离邪念、分别，就是正直；等到功夫纯熟，你不用再提念，心也能够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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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在寂静当中，这个时候就叫做「无功用住」。 
  无功用，就是你不用再加任何的用功了，你不用再提念，你自然就能

够安住在这个平等、正直、寂静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寂静安住在平等、

正直这样的状态。任运，任运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再特别用功，或者是

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怎么样」，那个都是要提念，现在不用，因为你已

经功夫很纯熟了，你念念都是无贪、无瞋、无痴；无贪、无瞋、无痴，那

当然就一定是平等，你的心一定平等，也一定是正直，没有邪念、分别，

所以功夫纯熟的话，你就能够很寂静安住在平等、正直这样的一个状态当

中，我们就叫做「行舍」。所以它也是精进在三善根，不放逸所得的结果。 
  所以，所谓的行舍，就是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住。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精进在三善根之后，所达到的结果。 
  现在所谓的「行」、「舍」。舍，就是弃舍，我们说放下。这个行，就是

行蕴的意思，行蕴有很多内容，从我们内在的身心、到外在的世界，它都

是生灭、无常变化的，这就是行蕴的作用。现在把一切行蕴的作用都弃舍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内在的身心，以至于外在的世界，你全部都舍

下了，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你内在的身心、外在的世界都放下了，也就是

所谓的万缘放下。 
  像念佛的都会讲：「你现在就万缘放下，提起一句佛号」的意思，就是

这样，「万缘放下」多难！现在我们知道多难！万缘放下，就是现在讲行舍

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你的心是在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寂静安住在这

样的一个状态，佛号很自然的现起，就是这样子，这样很快就得念佛三昧，

对不对？所以，精进在三善根有多重要！不放逸有多重要！这个行舍有多

重要！就是对我们修行来讲，所以它都是属于善法。 
  其实我们众生本来都有这些善法的，本自具足，我们的真心是纯善的、

是至善的，所以不管你是十一种、还是一百一十种、一千一百种，都没有

问题的，我们真心里面都有的，只是我们现在把善法大致归纳十一种，其

实它也是无量无边的，可是无量无边的善，也没有离开我们清净的自性心，

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念佛、还是打坐、还是修什么法门，修到你的清净

心现前，你的真心现前，其实这些善法本来就有、本来都有，这样比较快，

不然觉得说要修，不晓得要修到什么时候，你只是恢复清净心就有了，因

为它一直都在。 
  所以现在讲的这个行舍，就是弃舍行蕴，就是一切的身心、世界全部

都放下了，就是万缘都放下了。这是第一个「舍」的解释，舍，就可以说

你的身心、世界，你都放下了，叫做舍。 
  也可以说你是舍掉了一切身心粗重、掉举，这些得定的障碍。因为你

已经舍掉你身心粗重，就刚才讲的轻安，你已经身心得轻安了，然后也远

离了种种的散乱、掉举，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得定的障碍，我们为什么不能

得定，就是散乱、昏沉、掉举，现在这个舍，就是说你已经舍弃了这些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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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定的昏沉、掉举、散乱的现象，因此你的心就能够寂静安住，这个时候

就叫做行舍。这是第二个「舍」的解释。 
  第三个「舍」的意思，就是得四禅的时候，我们叫做舍念清净。所以

现在所谓的寂静安住，就是四禅的舍念清净现前了，也可以说这样的状态，

就是一种行舍的状态。 
  会不会很难？还好啦！所以这个功夫当然不是一开始马上就可以心平

等、正直、无功用住，没有办法一、二、三就马上证到这样的境界，所以，

第一步怎么办？就是精进在三善根上面用功，平常观察自己，我的贪又起

来了，就赶快忏悔啰，让心是跟无贪相应，所以贪一起来，你发现，它其

实就消失了，你就安住；等一下又想起那个人对不起我，那个瞋心又起来，

忏悔！我还有瞋恚的种子没有清净，所以我才会生气、我才会恨他，赶快

把无瞋找回来，三善根——无瞋，我们应该无瞋，所以再寂静安住在那个

无瞋的状态；等一下无明又起来了，那就愚痴又回来了，那就忏悔，我还

没有见空性，我还没有证到一切法无我，所以还有愚痴、无明的现象，赶

快把「一切法无我」思惟一遍，空性的道理，一切有为法因缘所生，无自

性、空，空就是无我，所以只要明白一切有为法它是因缘生灭的，它的自

性是空的、是无我的，当下就没有愚痴了，因为这个就是无痴的现象，就

是明白无我的道理，明白这个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你这样思惟一遍，当

下就是无痴的状态。所以常常这样的熏习，让自己的心尽量精进在无贪、

无瞋、无痴上面，这样用功、用功久了之后，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不放

逸，你的身心先把它收摄回来，你才可以精进在无贪、无瞋、无痴上面。 
  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当然心就可以平等、正直了，对不对？因为你的

心慢慢地能够精进在三善根上面，它自然就不会受到散乱、掉举的影响，

心就没有高下，心没有高下就是平等，也没有邪念、分别，就正直了，对

不对？所以第二步的阶段，就可以让我们的心保持在平等、正直，这样的

一个状态。 
  等功夫纯熟了，就可以任运，我们说这时候就不用再提醒自己：「我要

无贪、无瞋、无痴」，不用，因为你念念都是无贪、无瞋、无痴，因为功夫

纯熟了，因为你每天都是精进这样子来练习，所以功夫纯熟了之后，你就

能够很寂静安住在平等、正直、无功用住，这个时候就作到行舍了，所以

它可以这样一步一步的练习。最后，你平常不管行、住、坐、卧，都是任

运安住在寂静当中，这就是行舍的境界。 
  最后一个，「不害」。不害，就是不伤害。不伤害什么？不伤害自己，

也不伤害别人，对一切的有情都不起伤害的念头了，这个就叫做不害。没

有伤害众生的心了，这个就是不害。 
  这个不害的心，它是怎么来的呢？我生气的时候，有没有不害？我巴

不得他……就不用讲出来了，咒他都来不及，我怎么可能对他有不伤害的

念头呢？我就希望他一切不如意、不顺心，对不对？最好是穷困潦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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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瞋恚心起来的时候，是不可能做到不害的，所以不害是从那里来的？

它是从无瞋来的。你没有瞋恚心，你才可能不会生起伤害众生的念头，你

在瞋恚的时候，你念念都是怎么样去伤害别人的念头，对不对？只是看你

有没有去做，还是想完就算了，忏悔一下就算了。要不然你如果当下没有

高度警觉心，还不是就一直恨、一直恨，然后就一直想怎么报复、怎么样

去整他，所以不害怎么来的？就一定是无瞋的状态，你才可能有不害。 

  所以要先做到无瞋，才可能不伤害一切众生；不伤害一切众生，你才

可能生起对众生的悲愍心，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你的悲心从那里来的？

从不害来的。不害从那里来的？从无瞋来的。所以你的悲心从那里来？就

从无瞋来的。 

  所以有一句话，不是说「瞋心障慈，害障悲」？瞋心障慈，我们慈心

为什么不能生起来？就是因为瞋心；「害障悲」，害心障碍悲心没有办法生

起，我们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是这句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因为你有伤

害众生的念头的时候，你不会对他起大悲心，他有苦，你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会想说怎么帮他拔苦呢？悲，就是要帮他拔苦，叫做悲心。暗自欢喜，

所以不可能有悲心的，所以有害心，就不可能有悲心，现在我们就知道为

什么了。 

  这个不害是从无瞋来的，无瞋跟不害有什么差别呢？这两个有什么差

别呢？既然不害是从无瞋来的，那就讲无瞋就好了，干嘛还讲个不害呢？

它们是有差别的，所以还是要分两个来说。 

  无瞋，是对会断众生命的瞋来说的，因为当我们瞋心起来的时候，可

能就会想要把他杀掉、把他除掉，所以瞋心起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很冲动

地把对方的命结束掉，断众生命，这是瞋。所以无瞋是相对瞋来说的，瞋

会断众生的命。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害」，它不会，它只是伤害众生，但是不会要众生

的命，这是它们的差别。所以不害，它是对会伤害众生的那个「害」来说

的，因为当害心生起的时候，只会伤害众生而已，不会断命，所以这个就

是不害跟瞋它们的差别，这是第一个差别，一个会断众生命的瞋，一个是

会伤害众生的害，所以是不同的，所以要分无瞋跟不害的差别。 

  另外一个原因，是要显示慈心和悲心的差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瞋

心障慈，害障悲」，慈跟悲是不一样的，慈是给众生快乐，悲是拔众生的苦，

一个是无瞋来的，一个是无害来的，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慈悲心在

大乘菩萨道来说，在利益众生的立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有

必要把慈心跟悲心，把它分开来说明，一个是给众生快乐，一个是拔除众

生的苦，所以我们要分无瞋跟不害的差别，就是为了要说明慈心跟悲心的

差别，慈悲心对我们大乘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必要去把它分清楚。 

  以上就说明了十一种善法。 

  我们现在要把它作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这十一个是属于善法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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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善法，又为什么对我们修行人这么重要呢？ 

  因为有了这些善法，如果我们具足这个，从信心一直到不害，如果我

们都已经具备的话，就能够对治一切的烦恼；对治一切的烦恼，才能够成

就、圆满一切，不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善法，才能够成就、圆满一切

的善法。我们修行的目的，不就是要成就吗？那你怎么成就？就是除非你

具足这些善法；具足这些善法，你自然就能够对治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烦

恼被对治了之后，你才可能从止恶开始，然后修善，一直到圆满一切的善，

这个都是靠这十一种善法，才能够成就的，所以它对我们修行人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 

  它是怎么样对治一切烦恼呢？ 

  像信的话，它就是对治不信。所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清

净的，那个不信、怀疑一起来，你的心马上就受到污染了。所以，信是对

治不信的烦恼来的，能够对治不信，你才会好乐修习一切的善，同时也能

够恢复我们清净的自性，所以说它和我们的开悟有关，想赶快开悟，就是

修信心，就能够很快。 

  精进，能够对治懈怠。一不懈怠的话，我们才可能勇猛精进地去断除

一切的恶，还有修习一切的善，让我们的善法不断不断地增进，一直到圆

满为止，所以精进能够对治懈怠，因为懈怠一起的话，你就不会去忙着要

去止一切的恶、修一切的善，所以精进也是很重要的。 

  惭，能够对治无惭。对治无惭之后，我们才可能对自己有羞耻心，然

后来止息一切的恶行，进一步去圆满一切的善行。 

  愧心也是同样的，它能够对治无愧。对治无愧之后，我们才会害怕被

别人指责、批评、讨厌，为了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才会尽量的来止

息一切的恶行，进一步去成就、圆满一切的善行。 

  所以惭和愧，就是我们能不能很快速断恶最主要的关键，就是靠惭愧

心，一个有惭愧心的人，他很快就能够止息一切的恶行。 

  无贪，能够对治贪。对治贪之后，我们才能不执着，尤其是对行善不

执着。 

  无瞋，可以对治瞋。对治瞋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累积功德、善业，

因为不会再火烧功德林。 

  无痴，就是对治痴。对治愚痴之后，我们才能够早日见空性，才可以

早一点见到空性，开发无我的智慧。 

  这样子看来的话，就是无贪、无瞋、无痴，我们称为三善根。无痴，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证到无我的话，这就是能够早一点做到无痴；无

贪，就能对行善不执着；无瞋，就能不破坏善行，这样就能够用不执着的

心，很快速地来累积福德、还有智能资粮，开悟成佛，所以它称为三善根。

所以贪、瞋、痴，就要靠无贪、无瞋、无痴来对治。 

  轻安，可以对治昏沉。对治昏沉，身心才有堪能性，想要修什么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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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很快契入；想要断恶修善，也能够作得到，自己能够作得了主，就

是身心要达到轻安。所以身心达到轻安，就能够对治昏沉，身心有堪能性，

去修习一切的善，成就一切的善。 

  不放逸，能够对治放逸。对治放逸之后，才能够很快速地防恶修善，

进一步去成就、圆满一切的善。 

  行舍，能够对治掉举。刚才说心能够寂静安住，所以你就不再会有散

乱、掉举的现象，所以行舍它是能够对治掉举，对治掉举之后，心才能够

寂静安住，就是说随时行、住、坐、卧都是在定中，就是寂静安住，都是

行舍的状态。 

  不害，能够对治害。对治害之后，才能够生起悲心。 
 
              惭 
      止息一切恶行 
              愧 
 
              信   好乐行善 
              无贪 
              无瞋  作善 
善十一   修习一切善行  无痴 
              精进 
                   圆满善行 
              不放逸 
 
      伏烦恼、成就观行   轻安 
      成就禅定、寂静安住   行舍 
      悲心   不害 
 

  所以我们看那个表。 

  总而言之，想止息一切的恶行，要靠惭、愧。 

  想要修习一切的善行，就要靠其它六个，就要靠信心、无贪、无瞋、

无痴、还有精进、不放逸，这个是你想要修习一切的善行，就必须具备这

六个善法。 

  它们之间又有差别，你想要好乐行善，要靠信心，因为你相信这样做

是好的，你才会去做，所以那个好乐学佛修行的心，就是要靠信，因为你

不信的话，你就不会做、也修不好；作善，要靠无贪、无瞋、无痴；想圆

满一切的善行，要靠精进、还有不放逸。不放逸，就是精进在三善根上面，

叫做不放逸。这样才能够圆满一切的善行。 

  想伏烦恼、成就观行，要靠轻安；想成就禅定，寂静安住，要靠行舍；

想具足悲心，要靠无害。 

  有了这十一种善法，一切的恶法、一切的烦恼，你不用断，它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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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因为它能够有所对治的关系，它能够对治一

切的恶法、对治一切的烦恼，就用这十一种善法来对治不善。而且我们清

净的自性当中，是本来就没有恶的，清净的自性当中，它是纯善的、它是

至善的，所以它也不含恶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修到清净心，让我们清净

的自性现前的话，自然就具足这十一种善法，自然就断一切的恶，它是很

自然就断，你不用特别去断，它自然就断，只要你能够作到这十一种善法

具足的话，一切的恶法它是自然断，因为我们清净的自性当中，是本来就

没有这一切的恶法，这一切的烦恼，自然就能够远离。 

  这样就把十一种善法介绍完了。 

  我们这一次的弘法，就到今天结束、圆满。 

  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