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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八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接下来是介绍中随烦恼，它有两个：就是无惭、无愧。 

  中随烦恼它不是个别生起，而是同时生起，只要有一念的恶心生起，

这其中就有无惭、无愧。这个是因为没有惭愧心的话，才会让不好的念头

生起，所以只要起心动念是不好的念头，里面就一定有无惭、无愧。 

  什么是无惭呢？无惭，就是没有羞耻心。我们形容一个人说他没有羞

耻心，自己做错事情不会感到羞耻，如果你跟他说：「这样不太好吧！这样

做，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会做的事喔！」可是他都不在乎，你跟他说：「这样

子对一个人的品行、道德、修养都有所违背。」他也不睬你，这就是无惭。

而且，他看到有品行道德修养的人，他也不觉得应该要见贤思齐，他也不

觉得应该要这么做；对于做善事功德这些事情，他也是不屑一顾，不觉得

有做的必要，这就是无惭。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愧对自己良心的事情，但

是他无所谓，这个是无惭，是对自己来说。 

  对社会、国家、舆论，外在的环境来说，就是下面一个「无愧」。无愧

也是没有羞耻心，但是它跟无惭不一样，一个是愧对自己的良心，一个是

愧对外在的社会、国家、或者亲朋好友。所以这个羞耻心，无愧这个羞耻

心，是针对外在的世间来说的。就是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

顾世间的舆论、或者是批评，对于任何的责难、或者是讥毁，他也可以不

在乎、无所谓，完全不去理会，这个就是无愧。 

  所以不管是无惭、还是无愧，结果都是不可能会改过，不认为自己错，

不认为自己有改过的必要，因此就会继续造下更多的恶行。 

  一个没有惭愧心的人，他造恶也脸不红、气不喘，他也不觉得自己有

什么需要改过的地方，可是这样的人只会造下更多的恶业。即使来学佛修

行，他也不可能有什么断恶修善，他也不可能忏悔，也不可能断恶修善，

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所以在佛经上说，只有两种善法可以救众生，

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一位众生有没有救呢？就是看他还有没有惭愧心，

有惭愧心就有救，没惭愧心就没有救。所以没有惭愧心的人，他反正已经

不在乎了，所以他不可能改过，所以我们就说他没救了。有惭愧心的人，

他才会在意说所作所为会不会愧对自己的良心，然后他也不想被别人批评

说他是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人，他也蛮在意的，所以他就会反省自己；那反

省自己发觉有错的时候，他就会改正自己的过错，他才会愈来愈好，所以

他才可能断恶修善，所以我们才会说他是有救的。 

  我们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去为非作歹，也不可能再犯下很严重的错误，

那我们需不需要忏悔啊？或者是感觉有惭愧心呢？还有没有必要？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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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虽然我们不可能去犯下严重的错误，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就之

前，还是要靠惭愧心来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只有这样子修行才可能进步

得比较快速。我们虽然不会犯下很严重的身、口、意，但是那个比较轻微

的身、口、意业，还难免有时候会一个不小心、不经意地会犯到，是很难

避免的。所以要让自己修行快速进步，还是要把所有最微细的小戒也要持

得很好。所以只要我们还会有过失，身、口、意的任何过失，都需要靠惭

愧心来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才可能开悟成佛。 

  因为经典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不是佛，

还是凡夫呢？这就应该感到惭愧。为什么现在还是凡夫？就是因为我们的

自性没有被开发，我们的佛性没有开显。我们的佛性为什么没有开显？我

们的自性为什么不能够现前呢？就是因为有遮障嘛！那是什么遮障了我们

的自性呢？就是烦恼、无明、业力，就是业障。所以，只要还有烦恼、无

明、业障，我们就要对自己的这些烦恼、无明、业障感到惭愧，这样我们

才会早一点清净这些遮障，早一点开悟成佛。所以在真正圆满成佛之前，

都是要靠惭愧心来改正我们的错误。 

  我们前几堂课讲到见思二惑，只要我们还是凡夫，就是见惑——五不

正见具足，只要我们一开口跟人家对话，就五不正见具足，因为在我们的

念头里面一定有萨迦耶见；然后一定是落在一边，一定有边见，不然没有

什么好争论的，两个人都落在边见当中，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的理论

很高明。自己的理论，那个就是萨迦耶见──身见，第一个；然后都是落

在两边，因为两个人都中道的话，就没什么好吵的，两个人都悟到了中道

实相，还会不会吵架？不会的，所以一定有邪见在里面；然后他所坚持的

那个，就是他的戒禁取见；主观的成见，就是见取见。所以一开口就是五

不正见具足，但是我们不明白、不知道，因为见惑没有破，不明白那个无

我的道理，所以见惑还在。思惑也没一个断，贪、瞋、痴、慢、疑，哪一

个断了？也是五毒俱全，所以应不应该感到惭愧？应该感到惭愧！连证初

果都还没有资格。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不起……哦！那只是初果阿罗汉，我们见惑都还在，

还输那个初果阿罗汉。我们是大乘菩萨！可是你见思二惑都没断，至少四

果阿罗汉已经断了见思二惑，所以也是要感到惭愧，因为我们的见惑也在，

思惑也在，尘沙、无明统统都没有少一个。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具足佛

性，但是没有办法证得，没有办法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遮障。这些

遮障怎么很快速地去除？就是靠惭愧心，因为你感觉惭愧，就觉得我今天

学佛，就应该跟佛一样，可是我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

无明、烦恼、业力，统统都在呢？所以惭愧心越强的人，他断恶修善越快，

因为他不容许自己还有这么多污点，这么多不完美的地方，所以那个就是

靠惭愧。 

  这个就是中随烦恼有两个，无惭、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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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大随烦恼，它有八个。为什么叫做大随烦恼呢？因为它的范围

最广、也最严重，只要是恶心生起，就一定有这八个。就是说你这个起心

动念，你这一念是不好的念头，里面就有这八个大随烦恼，所以很严重，

对不对？而且它恒常与第七识的我爱、我痴、我慢、我见，恒常相应，就

是念念都有这些东西的，都有这四惑，严不严重？够严重，所以叫它大随

烦恼，因为它不但范围很广，而且非常严重。而且又是与生俱来的，天生

就有，不是后天熏的，每一个人，凡夫众生，天生就有，所以它也是最难

断的原因，就在这里。 

  第一个，不信。「不信」以学佛修行来讲，就是不相信佛法所说的真理，

不相信三宝真实的功德，也不信自己能够证得这些真理，成就这些功德。

不信的话，当然就不会很努力地想去达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精进

修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根本不相信，没有真正的信心。 

  大家一定反对，对不对？心里在讲：「我信啊！我信啊！我很有信心的！」

真的吗？真的吗？因为真的信，会有什么结果？你如果真的相信佛法所说

的真理，你就会依教奉行，对不对？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但是我们

都做到了吗？我们如果做到，现在应该成佛了！现在没有成佛，就是佛说

的统统没做到嘛，不然怎么还是凡夫呢？所以你说你相信，你相信，为什

么没有依教奉行呢？这好像有点矛盾喔！相信就应该做到，对不对？佛说

的我都相信，所以我就依教奉行，统统做到。 

  佛教导我们要生起出离三界的心，如果我们真信，就不会再贪着世间

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而真实生起了出离心。所以佛告诉我们说要

生起出离三界的心，我们就应该生起出离三界的心才对啊，因为你真信嘛。

所以你就不可能再贪着世间的这种种，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完全做到，

有一点啦，有一点出离心。 

  佛也教导我们要发菩提心，如果我们真信的话，就不会再自私自利，

整天为自己打算，而能够真实生起菩提心，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菩提心

也不圆满，偶尔有啦，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发一下。事业不顺利，然后有障

碍现前的时候，要发菩提心很难，所以也还是没办法做到。所以你说你真

信？出离心也不圆满、菩提心也不圆满。 

  还有，如果你真信三宝的功德，遇到事情应该怎么做？祈请三宝加持

嘛，对不对？我们前面说了，供养三宝，然后启白三宝，用佛法的智慧，

深信业果，来解决一切问题，还会不会去求神问卜啊？还会不会去算命啊？

排紫微斗数啊？看今年流年适不适合出国啊？还要不要改风水啊？可见没

有真信嘛！你真信三宝的功德，这些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有点开始承认说：对啊！我没有真信。前面以为自己很有信心，

结果分析的结果，好像一个都没做到。佛法真实的功德，佛法所说的真理，

没有依教奉行。 

  三宝的功德，我们前面介绍过，它有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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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的，可是我们信不过，所以才会去求一些别的嘛，就是因为我们信不

过嘛，信不过三宝的功德。所以三宝比不过那个算命师、风水师，还有那

个很灵验的那些庙。 

  所以我们修了半天，为什么不能成就？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

信心，没有真信，所以，天生下来就有的第一个，就是不信。以世间人来

讲，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个疑根比较重的人会怎么样，我们在贪、瞋、

痴、慢、疑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那个是以世间来说。我们现在不说那个，

我们说学佛修行来说，你是不是真信？你还有没有「不信」这个大随烦恼？

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有了嘛，对不对？ 

  那「不信」它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因为它会染污我们清净的自性，障

碍我们清净的自性不能现前。因为它会染污我们的心，因为你不相信，你

就不会断恶修善，你不相信因果，你就不会去循着因果，应该如是因、如

是果的那个真正清净的因去做。所以你不种真正的善因，可是却祈求得到

善果，那可见因果就不正确啦。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是，你想要得到什

么果，你就要去种那个因，你不求，它也自然有那个果才对啊！ 

  所以只要我们心不信，它就受到染污，其它的善法统统没有了。只要

你怀疑不信，其它的善法统统没有了。善法的内容很广，我们只要举例前

面讲的十一种善法就好了。前面讲的十一种善法，第一个就是讲「信」，现

在既然不信，当然就会障碍那个善法的信，信的善法就没办法生起，因为

你不信嘛，对不对？因为不信，就会障碍信的生起，第一个善法就没有了；

既然不信，当然就不会去精进，我们刚才讲的，你不信，当然就不会去精

进地断恶修善，然后怎么样依教奉行，就不会很精进地去修行，就是没有

「精进」这个善法了；然后没有精进，就会懈怠、放逸，所以也没有「不

放逸」，这个善法也没有了；你不会精进在无贪、无瞋、无痴这三善根上面，

当然也没有「行舍」，这样就四个没有了，没有无贪、无瞋、无痴，行舍这

个也没有了；不信的话，就会继续造恶，继续造恶就没有那个惭愧心，而

是无惭、无愧，因为你还会造恶，就表示说你那个惭愧心不够，所以「惭」

跟「愧」的这个善法也没有；你会继续造恶，你当然就没有那个「不害」，

那个善法也没有，因为你会去造恶，就一定会去伤害众生，会去做那个损

恼众生的事，所以也一定没有那个不害；也不可能有「轻安」。 

  所以，只要还有不信，就不能够成就一切善法，只会增长一切的恶行。

前面的十一种善法，一个都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我们说不信是非常的严重。

它能够染污我们的心，使所有的善法都不能够成就，只会增长一切的恶行。

怎么办呢？多修信心，来对治不信。相信自性本来清净，众生本来具有佛

性，既然本来具有佛性，当然就能够成佛，只要恢复本来清净的自性，佛

性开显，自然就能成佛，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既然一切众生有佛性，他

就一定能够成佛，只要依照佛所教导的法门来修，就一定能够达到最后成

佛的目标，是一点疑问都没有，就看你信得过、信不过，信得过你才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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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随烦恼就是「懈怠」。什么是懈怠呢？懈怠，就是松懈怠慢。

就是身体都懒懒的，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精神上也是松松散散的，

这就是一种懈怠的相貌。 

  懈怠也是天生每个人都有的，懈怠一般比较常用语，就是懒惰，懒惰

每个人都有，都很会，对不对？这不用教的，天生就会，小朋友就会。你

没有盯着他做功课，他就偷懒，他就去偷偷打电玩。你看他整天都不出门，

在玩计算机，然后他跟他妈妈说：「我在做功课。」他妈妈好高兴喔！好乖

喔！今天整天都没有出门哦！都在计算机前面用功喔！不知道他上哪个网

就不知道了，不晓得上哪个网站。所以就是天生每个人就很会偷懒，能偷

懒就偷懒，能休息就一定不会用功，能躲过去就躲过去，马马虎虎、得过

且过，不想承担责任，这些都是懈怠的习气，每个人都有，天生都有的。 

  这个懈怠、懒惰，为什么是恶法呢？它为什么是烦恼呢？你说我只是

懒惰一点，我只是懒散怠惰一点，我也没有去做坏事啊，应该不会算太糟

嘛，对不对？我只是比较懒而已，我又没有去做坏事情啊！可是这种习气

会让我们对不应该做的恶事，不会想要赶快去断除，为什么？因为懒得去

断，懒到这样。明明知道那个不应该的，可是就是因为懈怠，所以就提不

起劲说要赶快把它断除比较好，所以我们那个坏习惯，一辈子，它可以一

辈子这么几十年都不改，就是他懒得去改嘛，有人念一念，念一念就给他

念啰，还是懒得改啊！所以对于那个不好的，他自己也知道不好，可是他

就是不改，那就是懈怠，因为他懒得改。 

  对于那个应该做的善事，譬如说：我们知道应该断十恶业，他也没有

很精进去断，应该行十善业，他也没有很精进地去行十善业，所以对那些

应该做的善事，他也不会想要积极地去做，因为也是懒懒的，提不起劲去

做善事。人家说：一起去圣地，然后去供养，「啊！这么远喔？算了吧！」

那我们去精进，去打个佛七，「好累喔！」反正一谈到那个行善的事情，如

果说是有人去帮他做功德 O.K.，你要去，好，来帮我做一下。如果是太辛

苦、太累、太远、太什么……，有条件的，他就懒得去做，那个就是懈怠。

就是没有很精进地要去行善的那个心，那个心念提不起来，那个就是懈怠。

我们谁都知道要行善累积功德，可是为什么那么慢？就是因为懒得去做，

这就是懈怠。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故意去造恶，但实际上却是

一种恶的行为，因为它不断滋长我们三界的染污，让这个懒惰、放逸的习

气不断不断地增强。它不会自己消失的，因为它天生下来就有，你不断不

断串习，就愈来愈懒、愈来愈懈怠，就是这样，永远不可能精进的。那这

样子可能成就吗？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学、怎么修，都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就是因为懈怠。 

   所以，我们只要检查检查自己就知道有没有懈怠，就是我们刚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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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四个重点： 

  第一个，我一发现自己做错，有没有马上改过？还是懒得改？就是我

们刚才讲的，知道自己错了，懒得改，知道那个不好，也没关系，得过且

过，马马虎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有没有随时起防护的心，让自己不要犯错？这就要讲到后

面的放逸了，因为放逸，所以身心全部都放逸出去了。所以他不会起防护

心，让自己很小心谨慎地千万不要犯身、口、意，再微小微小的戒也不要

犯到，他没有那个防护心，为什么？因为他懈怠，所以他不会起防护心，

来防止一切的恶事不让它发生。这就是第二个，检查自己，我有没有随时

起防护的心，让自己不要犯错。 

  第三个，对那些应该修的善，譬如十善业，或者是六度——布施、持

戒、忍辱、精进、禅定，我有没有积极地去修？有没有去开始修？没有的

话，也是懈怠，懒得修。 

  对那些已经修的善，我有没有努力地继续使它增长？不是偶尔做一下

就好，要长时熏修。所以问自己有没有，那个偶尔做一下的善，有没有继

续让它增长？每天每天都在增加那些善法、善根。 

  如果这四点没有做到，就承认自己有懈怠。所以我们把它简单地说，

就是只要没有勇猛积极地从事断恶修善的事，就是懈怠，这是以学佛修行

来说。学佛修行就是要从断恶修善开始，然后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

后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一切的佛法，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些，从断恶修善

开始，然后再自净其意，连善也不着。 

  所以，只要没有积极断恶修善，就算是懈怠，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已经

有在修一些功课，也许有些人他每天固定在做早晚课，或者是他修个什么

法啦，每天在持咒、或者是念佛，很精进，以为很精进，也常常跑道场，

参加佛七、拜忏，参加法会、灌顶、听经闻法……统统都来，可是重点：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四个，你有没有做到？如果你没有积极地断恶修善，

你虽然看起来有很多修行的事相，那个是在事相上修，但是你的心没有修，

因为你的心没有断恶修善，只是在修行的事相上，好像很忙碌在从事一些

修行的事情，但是只要你恶没有断、善没有修，一样叫做懈怠。所以我们

就知道，什么叫懈怠？它的重点就是要积极地断恶修善。 

  因为不能断恶修善的结果，就会使恶法继续地增长。因为你没有积极

断恶，那个恶法就一直增长。恶法增长的结果，就会使善法不断不断地退

失，所以就一面建设，然后一面搞破坏，那就是我们为什么累积功德这个

慢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懈怠。虽然那个「火烧功德林」

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懈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懈怠，所以没有对治

瞋恚心，没有发菩提心，所以才会火烧功德林，对不对？所以还是懈怠是

罪魁祸首，都是懈怠惹的祸，让我没办法精进地发菩提心，所以瞋心才会

那么重，才会火烧功德林，才会善业很难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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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懈怠它是属于一种恶法，它是属于烦恼，大

随烦恼，为什么？它的原因就出在这里。所以它是跟贪相应的，随烦恼，

我们说随根本烦恼来的，那你说懈怠是跟哪一个根本烦恼相应呢？它是跟

贪烦恼相应的。因为贪轻松的那种懈怠之后的感觉，他觉得好像心里没有

负担，那是跟贪相应的。懒惰、不勤快，那个就是贪。然后不明白它会让

我们恶法不断地增长，善法不断地退失，所以它是愚痴──不明白这个道

理，不明白这个懈怠的过患，它会障碍我们成就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但

是不明白，所以它也是属于愚痴的一分。怎么办呢？那就是精进地断一切

恶、修一切善，这样恶法就能够断除，善法就会增长。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以后，做错了事情要赶快忏悔，使恶业早日清

净，这是第一个功课，做错事赶快忏悔，这样我们业障才能够净除得比较

快；第二个功课，就是要小心防护，不要造身、口、意业。起防护的心，

不要懈怠、放逸了，赶快起防护心。因为有那个防护的心，你就可以减少

很多犯错的机会，因为你有小心、谨慎、注意、提高警觉；第三个功课，

就是对于一切的善法，要勇猛地去修；第四个功课，就是不但要勇猛地修，

而且还要不断不断地使善法增长。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相信很快就能够

断除懈怠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放逸」来了。什么是放逸呢？放逸，就是放纵散逸。就是故

意放纵自己，使心散逸开来，一点都不想约束自己，这种心态就叫做放逸。

不想约束自己的身心，故意去把自己放纵开来，这个就是放逸。 

  一般有这种个性的，就是属于放逸的，听好了！那种很随性的，个性

很随性的，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他是标准的放逸型的。平常就是放荡

不拘，从来都不约束自己的身心，从来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想看什么就

看什么啦、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啦、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啦、喜欢买什么就买

什么，从来不约束自己的习气，让自己的习气爆发，任由它发展，一点都

不想约束自己。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哦，他觉得这样很自在、很悠哉、很

洒脱、很有品味、很懂得过生活，因为他懂得享受嘛，那个叫做搞品味，

过着很有品味的生活，很自在逍遥，为什么？因为不约束自己，当然自在

逍遥，可是这就是放逸的现象。有这种个性的，他天生就是很放逸的，放

逸比较严重的，就是他过的是这样的一个放逸的生活。 

  所以等到他哪一天学佛修行，他就很惨了，懂吗？因为他这样散惯了，

现在说好好地坐在那里数息，完蛋了！修止、修观，他就开始肩膀也硬了、

腰也酸了、呼吸也不顺畅，紧张、压力都来了。平常都没有紧张、压力的，

从来没有压力的，因为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不可以高兴干什么就干

什么，要乖乖坐在那里，他就不行了。所以对于修止观来说，对他来说，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都是因为他平常放逸惯了，所以现在突然要

收摄自己的身心，就会变得身体僵硬、精神紧张，修一下就觉得好累喔，



大乘百法明门论(新讲)8 中随烦恼、大随烦恼 8 

度日如年这样子，才五分钟，他觉得时间怎么那么长！他为什么会觉得好

累？就是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正是违背他自己喜欢放逸的习气，违背他

那个放逸的习气，所以他做起来就不自在了，因为平常自在惯了，所以他

才会觉得这么辛苦。 

  其实放逸的心态每个人都有，因为它是天生的，而且谁都喜欢那种感

觉，放逸的感觉，因为很轻松自在，那个时候是最舒服的，身心最舒服的，

因为你不用收摄。那修习什么法门，止观法门要收摄身心，就马上心也紧

起来了、身体也变硬了，所以它就是违背我们原来喜欢放轻松，那个放逸

的习气，现在突然要把它收摄身心，他就会觉得很辛苦。 

  可是这样放逸的结果，有什么好结果吗？虽然看起来好像过得很自在

逍遥，可是它会让我们的贪、瞋、痴烦恼不断现前。因为你不收摄身心，

就很容易放逸，因为放逸而造下身、口、意业。放逸就容易生烦恼，因为

放逸本身就是贪嘛，对不对？所以它会让我们贪、瞋、痴烦恼不断地现前，

不断现前的结果，就会不断增长我们的恶业，同时不断减损我们的善业，

所以它等于是一切恶事的所依，就是一切的恶事都是从放逸来的。所以只

要你一放逸，所有的烦恼都现前，烦恼现前就造业，所以一切恶事都是从

放逸来的。因为放逸，所以我们不会对一切善法，很乐于精进地修一切的

善法，不会，因为放逸；也因为放逸，使我们对一切的恶法，心没有防护，

所以放逸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 

  我们刚才讲懈怠，现在讲放逸，好像有一点相似，对不对？可是它是

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明，懈怠跟放逸的差别。刚才讲的懈怠，

它是对善法不努力精进，就是没有努力地断恶修善，尤其是善法，不会很

努力地去精进；现在讲的放逸，是对我们自己的贪、瞋、痴烦恼的习气的

放纵，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没有精进在无贪、无瞋、无痴三善根上面，这

个叫做懈怠；每天我们的六根忙着去追逐六尘境界，念念和贪、瞋、痴相

应，这个叫放逸。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什么叫放逸呢？就是懈怠、贪、瞋、痴，

加起来这四个，叫做放逸。所以什么是放逸？懈怠、贪、瞋、痴叫做放逸，

这样子就弄清楚懈怠跟放逸的差别了。 

  所以说，放逸的结果，只会不断增长恶业，不断损坏无贪、无瞋、无

痴三善根。善根被损坏的结果，就会让我们想要舍、放下，但是做不到，

譬如你想成就布施，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贪，因为放逸使你贪，所

以你就没办法成就布施了；想慈悲也做不到，因为瞋，一放逸，瞋心来了，

也不约束自己的身心，瞋心来了就乱发脾气，想慈悲也做不到，因为有瞋；

想开发智慧，当然也做不到，因为愚痴。贪、瞋、痴都有了，所以我们才

会说放逸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修行进步，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

的继续放逸自己的身心，那怎么办？应该怎么做呢？就每天收摄自己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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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密护根门，《广论》讲的「密护根门」，审慎地、好好地防护你的六根

门头。六根门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每天六根在接触色、

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境界的时候，我们收摄自己的身心，保持现量

无分别。看就是看、听就是听，不起分别执着，这样就不会生起贪、瞋、

痴，就不会跟贪、瞋、痴相应，只要你第六意识保持现量无分别，看就只

是看，没有喜不喜欢，没有我在看；听，听就是听，没有喜不喜欢这个声

音，这个音乐好不好听，这样就不会有贪、瞋、痴。因为六根面对六尘境

界，只要你一分别，第六意识一起分别，第七意识执着一放进去，我在看

这个花，我喜欢就生贪，我不喜欢这个 pattern就是瞋，没有特别喜不喜欢

就痴，所以只要你第六意识一分别，贪、瞋、痴就起来了，这就是放逸的

结果。你不放逸，收摄你的身心，看就是看，听就是听，六根面对六尘，

保持现量无分别，就不会生起贪、瞋、痴。这样慢慢训练就可以做到不放

逸，就是密护根门，不取形相，不取随好。 

  第四个「昏沉」。大随烦恼，第四个是昏沉。什么是昏沉呢？昏沉就是

心陷入一种昏昧沉重的状态，昏昧沉重，叫做昏沉。就是头脑昏昏的，身

体重重的，就是一种昏沉的现象。 

  昏沉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头脑不清楚的时候，虽然白天不是在睡觉，

但是头昏昏的，那个就是昏沉，头脑不清楚。头脑不清楚，这个时候你拿

一个《百法》来看一下，第一页还没看完就睡着了，没有办法随文入观，

为什么？昏沉，所以它让我们看书也看不进去，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经义里

面去。那书合起来，经本合起来，那我就来打个坐、修个观吧，观不起来，

对不起！那就数息好了，一、二、三，又不知道数到哪里去了，数字不见

了！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一样。念佛，就念一念，也是佛号不见了，那就

是昏沉，障碍我们修行很严重的。 

  所以想对治烦恼，没办法，因为它本身就是大随烦恼，想断恶没办法，

想修善没办法，想精进没办法，想修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整个

心都陷在昏昧沉重的状态，一点都没办法作主，是昏沉在作主，你的心没

有办法作主。所以，昏沉它让我们没有办法从事任何的修行，都没有那个

办法，一点都使不上力。没有办法好好地修行，脑子也变得愈来愈迟钝，

记忆力愈来愈差，当然你这样子怎么打坐，也不可能得到轻安。所以昏沉

它就会障碍我们的身没有办法轻安，因为昏沉本身就是一种粗重，使我们

身心粗重，粗重就没有办法得轻安，所以它障碍我们身得轻安。心呢？不

能修观，所以你想观什么都观不起来，因为昏沉性太重了，所以观不起来。 

  所以它障碍我们的身没有办法得轻安，心没有办法修观，所以没有办

法成就慧力，智慧力。因此，昏沉是和愚痴相应的，贪、瞋、痴的痴，根

本烦恼「痴」相应的，因为它障碍我们没办法修观。我们讲过，观能够成

就智慧力，既然没办法修观，当然就没有办法成就智慧，所以它是跟愚痴

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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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想要好好修行，就应该尽量让我们的心随时保持一种清明的

状态，就是你的意识，第六意识都是一种清明的状态。功夫好的话，他连

睡着了，他的意识都还是清明的，所以他可以慢慢克服睡眠的原因就在这

里。 

  我们的心能够保持在清明的状态，就比较容易见性，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的真心是灵明不昧的，所以当我们的心保持清明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跟我们的真心本性相应，所以比较容易开悟。但是它是要靠禅定的力量，

修止、修观的力量。所以，如果能够保持头脑清明的话，这时候拿佛经起

来，也统统看得懂，也很快能够契入佛经里面所说的境界；要修什么法门

也都能够自在作主；想得定就得定，想修定它就能得定；想修观也能够修

观，想观什么都观得起来；想念佛、想持咒，统统没问题。也能够得到身

的轻安，心也能够开发智慧。 

  可是这个功夫，要到什么时候，禅定功夫来说，我们要修到几禅，才

能够克服这个昏沉的现象呢？初禅，初禅就好了，没有很高，只要你有初

禅的功夫，你就可以克服这个昏沉的现象。白天当然是头脑很清楚，即使

晚上睡眠，我们称为睡眠是大昏沉，对他来说没有大昏沉这件事情，他即

使是在睡眠的情况之下，他的头脑也是一样是清明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

就能够断取睡眠，所以我们说证初禅，就能够断男女、饮食、睡眠这些欲

界的习气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禅定功夫好的话，他自然对男女的欲望、

还有饮食的欲望、还有睡眠的欲望，自然就能够慢慢减轻，一直到完全的

断取男女、饮食、睡眠。 

  第五个是「掉举」。什么是掉举呢？就是我们的心掉动轻举，没有办法

寂静安住在所缘境上。像我们说打坐数息，数丢了；念佛号，一面念佛号，

一面打妄想；或者是虽然坐在那里，但是妄想纷飞，这些都是掉举的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得止的原因。 

  刚才昏沉是障碍我们没办法修观，现在掉举是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得止，

为什么？因为妄念纷飞，它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寂静安住，一直在掉动轻

举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打妄想，那个妄想不断，那个就是掉举。 

  为什么会掉举呢？因为心里面，坐在那边都在想什么？大部分在回忆

过去，会不会回忆痛苦的事？当然不会啰，那是回忆快乐的事，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坐在那里回忆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尤其是令我们欢喜快乐的事、

很难忘的事，所以我们心里总是在追忆怀念，然后沉醉在那些情境里面，

不断不断地去怀念、去回忆，所以掉举是属于贪的一分，它跟贪这个根本

烦恼是相应的。 

  因为贪，所以不断不断地回忆过去，令我们开心欢乐的事情，就是贪

着在那些境界上面，你才会不断不断，那个画面不断不断地涌现，平常也

是不断不断地在回忆，打坐的时候，它不断不断地冒出来，为什么？因为

它含藏在八识的种子，寄放在那边，所以你一打坐，它就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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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掉举的情况，要特别注意！喜欢做功夫的人，要特别注意。

就是在修定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境界现前，譬如说他会看到什么啦，一下

子看到山，重重无尽的山，汪洋无尽的大海，各式各样的光，太阳光、星

光、月光，不同颜色的明点，他以为发神通了，那我们都知道它跟孪生兄

弟很近，叫做神经，对不对？所以很多有这种现象，喜欢修禅定，然后又

有种种境界现前的，他就以为他可以看到一些画面，他就以为他得了神通，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掉举，懂吗？它是属于一种掉举的现象，

因为真正得定没有画面的，懂吗？真正禅定没有画面的，有画面是因为他

的心掉举了。 

  那个种种画面从哪里冒出来的？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爆发了，懂吗？

因为你在打坐，坐到没有妄念，但是不是得定，那个叫做细昏沉，懂吗？

你坐在那边，坐到好像没有念头，其实是一种细昏沉，你以为得定了，就

是因为它是细昏沉，因为这时候你没有什么念头了，所以第八阿赖耶识的

种子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爆发。你平常怎么想，最好乐什么神通境界，这

个时候统统都给你出来、给你看。所以你以为你见佛了，看到莲花了，西

方净土现前了，那是你平常忆佛、念佛，所以现在在细昏沉当下，掉举就

发生了，那个不是真的西方世界现前，懂吗？因为阿赖耶识的种子爆发，

所以爆发的那些种子，都是你平常自己熏进去的，你平常好乐什么，希望

看到什么，全部熏进去，所以你现在在细昏沉的状态之下，因为没有妄念，

它统统都冒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看到那个，看到很多很多的境界现

前。所以要注意了，第一个，不要把细昏沉当作入定；第二个，不要以为

自己发神通，要不然真的就变神经了。 

  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因为很多喜欢修禅定的，都会落在这个境界

上面，然后从此功夫不会再进步了，也不会开发智慧，因为是细昏沉，懂

吗？我们刚才讲昏沉是跟愚痴相应的，所以他怎么坐，坐到驴年，没有这

一年嘛，第十三年叫驴年，第一个是鼠，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十

三叫做驴，他就是坐到驴年也不会开悟，也不会开发智慧，为什么？因为

他就贪着在这个境界上面，一打坐他就入细昏沉，然后这些境界就现前，

他就乐此不疲。他不晓得自己的心在跟自己耍花样，他自己不知道，自己

在玩弄他的心意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八识变现的境界，然后自己着

在上面。所以他不可能开发智慧，也不可能得真正的神通，因为他入的不

是真正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而是昏沉定，所以很严重。特别把它

提出来说明，它是在掉举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他看到的那些境界，也都是

他贪着的境界，所以我们才说掉举是跟贪相应的。 

  我们就看下一个，第六个大随烦恼是「失正念」。失正念，就是失去正

念。为什么会失去正念呢？因为心散乱。心散乱就会失去正念，使我们的

心不能够安住在正念当中；不能安住在正念当中，烦恼马上就生起来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烦恼会生起？因为你没有住在正念当中，你只要一失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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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就有机会现行，所以你的心如果能够安住，一直安住在正念当中，烦

恼就没有机会现行。所以既然失正念，烦恼马上就生起，我们就很容易……

生烦恼就造业，就很容易造下身、口、意种种的业。 

  什么是正念呢？就看你修什么法门，那个法门就是正念。所以任何法

门都是正念，都是你心的所缘境，你只要安住在那个所缘境当中，就是在

正念当中，你一离开就叫做忘失正念。所以念佛的时候，佛号就是你的正

念；数息的时候，那个数字就是你的正念。我们不是说闻思修佛法吗？你

平常思惟佛法的时候，佛法的内容就是正念。所以正念很多，内容很广，

你用功的法门的那个内容，都是正念，所以你一忘失，烦恼就现起，然后

就造业。 

  所以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其实都是在培养正念力，这个很重要，正

念力很重要。所以只要不断不断地训练，我们的心可以安住在法门上，训

练久的话，自然就有正念力。平常就是一开始你会散乱、昏沉、掉举，所

以要马上收摄身心，然后再安住在你所修的法门上，再安住在正念当中，

可是它等一下又去打妄想，再把它拉回来，等一下又昏沉，再把它拉回来，

不断不断地训练，你这个正念力就愈来愈强。正念力愈来愈强，就容易得

定，得定就容易开发智慧，所以智慧是从正念力第一步开始来的。如果你

正念力不强，就是说你经常都是在失念的状态，你可不可能成就定力？不

可能啊，因为你不是散乱、昏沉、就是掉举，所以没有定力，就不能开发

智慧。所以想要得定的大前提，就是正念力，那个念力要非常非常的强，

正念力强了，很快就得定，真正得定，当然智慧就开显了。所以你不管修

什么法门，其实都是在培养你的正念力。 

  所以正念力成就的人，他的心可以自在作主。就是那个大修行人，或

者是我们讲佛菩萨，你看他坐在这里，其实他都用念力去利益众生，但是

我们不知道。经典上面我们也看到佛说法，弟子看到佛在打坐，其实祂已

经用祂的念力去度众生了，去利益众生了。所以正念力成就的人，他可以

用神通力，然后利益很多众生，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问说：我每天练习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要自他交换，

我把一切众生的恶业吸到我身上，然后我一切的善业都给众生，他就很担

心啊，我这样子观想，一切众生的恶业化成黑气入到我心中，我会不会没

办法负担啊？一切众生的恶业多重啊！化成黑气进入了我心中，我会不会

全身变黑啊？因为业太重。放心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念力不够强嘛，

你这边发一个念波，还没有到门口就已经消失不见，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一

切众生的恶业到我身上成熟，它过不来的，因为你念力不强，懂吗？所以

安啦！ 

  所以也有人问说：那个超度到底有没有效？那也是靠念力啊，靠那个

主法的法师他的超度的能力，就是看那个念力强不强，他如果正念力强的

话，那个超度的力量就强。真正正念成就的修行人，他不用按照那个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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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用按照那个法本修，他就靠他的念力就可以超度，懂吗？所以佛菩

萨祂去利益众生，也全部都是靠念力，我们就都知道这个念力非常非常的

重要。 

  像在密教，为什么上师观察弟子要几年啊？十二年而已啦，没有很长，

上师要观察弟子十二年，主要是观察什么？就观察他的心啊，因为密教成

就的根本是菩提心，你修任何的法门，如果没有菩提心作为基础的话，再

怎么殊胜的大什么、大什么都没有用，大圆满、大手印都不可能成就的。

或者是任何的本尊法，如果你没有菩提心作为基础，你修任何一个密法都

不可能成就的。 

  如果你是一个瞋心很重的弟子，上师要不要传法给你啊？会不会传法

给你？会不会传那个很 powerful 的那个忿怒金刚的那种，忿怒尊。因为那

个咒语的力量，摧破力量非常强，他如果瞋心很重，要不要传给他？千万

不可以传给他，懂吗？为什么？因为他念力如果很强的话就惨了。他得了

那个很 powerful 的法，然后他念力很强，瞋心很重，你看，那还得了。哪

个人曾经得罪他的、伤害过他的，他那个瞋心一起来，靠着他那个强大的

念力，那对方不是都死得很惨吗？所以上师为什么要观察弟子十二年，看

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这个啊！他是不是具器的弟子，他是不是真正有菩提

心，他只要还有我们昨天讲的忿、恨、恼、嫉妒、害，就不可能传给他，

他还有一念的这些，跟瞋心相应的这些烦恼，就不会传给他，就怕他哪一

天发脾气就惨了，这就说明那个念力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念力越强，它就好像波，念是一种念波，它是一种波动，念力强的人，

它这个波动可以通整个法界的，所以佛菩萨的念力是可以什么？我们说十

法界是相通的，一念就可以到达整个十法界。我们前面也讲「五遍行」，对

不对？讲我们心识的力量可以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对不对？可见我们心

念的力量本来就是可以遍满整个虚空法界，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到达。可是，

我们没有成就正念力的人，他的念力的力量太微小了，所以没有办法遍满

整个法界。那佛菩萨祂可以，因为祂正念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管

修什么法门，要训练的就是这个正念力，只要你正念力能够慢慢地成就的

话，那你当然说什么得定、开发智慧，还要开发神通，还有一个重点，这

个也很重要，开发神通也是很快速的，它都是念力，正念力的结果。所以

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都要好好地培养我们的正念力，这样我们在修一切

的法才可能成就。 

  第七个大随烦恼是「不正知」。不正知，就是不正确的认知。就是面对

事情的时候，在认知上有了错误。也许是看法错了，也许是想法错了，总

而言之，就是观念、思想见解上有了错误，我们都叫做不正知。就是说认

知上是错误的，不正确的认知，叫做不正知。 

  为什么认知上会有错误呢？就因为愚痴，所以不正知是跟痴相应的。

它产生的都是邪知、邪见，所以它又跟邪慧相应。因为愚痴才有认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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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以佛法来讲，是不明白中道实相，不明白诸法真实的面貌。诸法真

实的面貌，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就是一切现象界，它是生灭、无常、无我

的，我们没有弄明白，就会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真实的法，把它们当作

是永恒存在的，这个就是错误的认知，才产生我执跟法执。 

  有了错误的认知之后，就会生起各种的邪知，因为他的认知上有错误，

所以他遇到事情，他就用他那个错误的邪知、邪分别，我们也称为邪慧。

因为他认知上有错误，所以他的判断会错误，他碰到事情的那个分别、或

者是那种知见，都是错误的。我们说邪知邪见，那个邪知就是在讲这个不

正知。遇到事情，他用的都是邪慧、邪分别。所以不正知会障碍正知的生

起，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正知。我们要做到正知、正见，可是不正知就会

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正知，也会让我们的身、口、意业有很多违犯的地

方，因为错误的认知，当然就容易造下身、口、意业。所以遇到一切的境

界，就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变成是非颠倒、善恶错乱，这就是不正知

的结果。 

  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打坐，看光什么的，有的人是喜欢感应，现在气走

到哪里了、我的气机有没有发动？这些会搞感应的，会什么看光、还是感

应气的这些，这些他自己以为他在修菩提道，因为我们说要修止、修观，

要练习打坐。可是他一练习打坐，他就变成是在搞身体，可是他以为他在

修菩提道。可是菩提道不在光上面、也不在气上面，所以那个整天在搞感

觉，他是不可能会开悟的。 

  因为菩提道是觉悟之道，觉悟什么呢？觉悟一切法无我，觉悟这个空

性的道理，我们只是靠着这个打坐的姿势来训练身体的安定性，因为我们

身体坐定了，一定要用那个七支坐法，身体安定了，我们的心就容易专一，

心专一就容易得止，得止就容易开发空性的智慧，这个才是打坐真正的目

的。可是不正知的人，他打坐就会变成说在练气、在看光，要不然就是在

修腿、在搞感受，所以我们说他不正知，对打坐这件事情是不正知的。因

此他这样子来修练是不可能开悟、解脱，只是被色蕴、受蕴困住，不得解

脱。所以我们要先听经闻法，建立正知见之后，再来谈修行，这样才不会

修错，才不会走错路，先要有正知见，才不会有不正知的现象产生。 

  那有了正知力，面对一切境界，才能够起正观察，当下知道是该做、

还是不该做，该说、不该说，每个念头对、还是不对，这个就是《广论》

里面讲的「正知而行」。这样子身、口、意自然就清净，也能够生起真正的

智慧。 

  最后一个「散乱」。什么是散乱呢？散乱，就是驰散动乱，因为心向外

奔驰分散，所以变得躁动扰乱。所以散乱就是比喻我们的心往外面散开，

就好像我们到河边，丢一个石头，咚！那个水就会起一阵一阵的涟漪往外

面扩散开来，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往外驰散，叫做散乱。 

  为什么会散乱呢？因为我们的心向外攀缘，向外在境界攀缘，所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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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驰散动乱，没有办法专注在所缘境上。没有办法专注在所缘境上，就没

有办法得正定，没有办法得正定，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所发

的都是恶慧，或者是邪慧，或者是邪分别。为什么叫做「邪」呢？因为它

不能够让我们开悟、解脱，所以我们就称为是恶慧；真正的智慧，才能够

让我们开悟、解脱，就是空性的智慧。 

  像一般来说，散乱心比较重的人，他的性格是比较不稳定的，就是稍

微遇到一点挫折，他就想要逃，怎么逃呢？就是换环境，以那个一直换工

作，就是标准型，像有些人他一直在换工作，有没有？一个工作都做不

到……很少超过三个月，三个月已经很长了，可能三个礼拜。他每次换工

作，你问他为什么要换工作？他就开始 complain，老板不好啦、同事很难

相处，要不然就是工作太苦、太累、时间太长，反正在他的眼里就没有一

个工作可以做就对了，没有一个工作合他的意。所以也不是老板的问题、

也不是同事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工作时间的问题，都不是，其实是他自己

的问题，因为他的心散乱，心散乱，他的心就不能够集中。因为我们刚才

说像那个涟漪一样，就往外散开，所以他整个散开，他的心力不容易集中，

意志力就容易分散，意志力容易分散，就容易受到外境的干扰。所以一点

点外在境界，很小的风吹草动，他就没办法了，他就严重干扰，对他来说

是严重干扰。也是因为干扰，他就会对周遭的环境，不管是人、事、物都

失去了耐心，所以散乱心重的人，他一定耐心很差，就是一点点他就没办

法忍耐，抗压性很低。 

  还有，一般来说，那个花样越多、思想越多的人，散乱心也越重。看

起来他是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因为他点子多、脑筋动得快。但是现在也

同样的情况，把他抓来这边打坐，他也完蛋。要他修止、修观来说，这种

散乱心重的，就会变成一个得止、得定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散乱心重。

所以他很难坐得住，心一直散乱、一直往外驰散，一直攀缘外境，有一点

声音他就不行了，什么光线太亮也不行，太暗会睡着，也是很麻烦，所以

他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干扰，就是因为他散乱心很重。所以他脑筋动得快，

说明他的内心是动荡不安的，所以它障碍止，没办法得止。因为内心老是

动荡不安，因为他一直在动脑筋，停不下来。所以脑筋动得快，就说明他

内心是一直在动荡不安的状态，所以现在要修定，他怎么可能得止呢？很

难得止，所以我们才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得止的障碍。修观呢？点子

多，说明他的分别心很重，这个又障碍修观。所以不管修止、修观，都是

很大的障碍。 

  如果再加上他好辩，主观意识很强的话，就会变成恶慧，因为都不是

正知正见。因为他没有办法得止，所以没办法成就定力；没有办法修观，

所以没有办法成就真正的慧力，真正的智慧，见空性的智慧，他没有办法

得到；主观意识很强的意思是什么？表示他分别、执着非常非常的重。所

以他不但没办法成就止观，而且还会变成恶慧、邪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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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我们看世间人，就是那种第六意识心很强的，他来做学问、

搞知识，他不管学问知识再高，他也没有办法开悟、解脱，为什么？他是

用他的意识心，第六意识去分别所做出来的学问跟知识，所以只能说他是

世智辩聪，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佛法真正的智慧，就是无我空性

的智慧，因为在空性的智慧当中，是远离一切的戏论分别，所以他用种种

分别心写出来的文章、或做出来的学问，那个是分别来的。在空性的智慧

当中，是远离一切的戏论分别，是没有散逸、没有动乱，就是我们说的「菩

提自性，本自清净，菩提自性，本不动摇」。因为他现在是散乱心所做出来

的，分别心所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就不是我们清净自性里面的东西，因为

我们的菩提自性是清净的，是本来不动摇的，可是他现在心很散动，所以

就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从清净自性所起的作用，才是智慧的观照，才能够善能明白一切

法是因缘所生，是无自性空的，不会起任何的分别、执着。可是由散乱心

所起的分别，它是由我执分别来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它是恶慧，而不是真

正的智慧，差别在这里。 

  以上八个大随烦恼已经介绍完了。这八个大随烦恼是与生俱来的，生

下来就有，所以它很难断，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断呢？见道的时候就能断，

就是你什么时候体证无我，什么时候见空性，什么时候见道，什么时候才

能够断除。因为它是恒常与第七识的我见、我爱、我痴、我慢相应，所以

只要不好的念头一生起，恶心一生起，就一定有这八个烦恼在里面，所以

我们平常就要多修对治。怎么来修对治呢？我们要多修信心，来对治不信；

修精进，来对治懈怠；修不放逸，来对治放逸；修观，来对治昏沉；修止，

来对治掉举；多培养正念，来对治失正念；多培养正知，来对治不正知；

多持戒、修定，来对治散乱。这样才可能有一天见空性、开悟，然后悟后

起修，才能够到最后证得果位。 

  我们这次的课程，说了根本烦恼六个，小随烦恼十个，中随烦恼两个，

大随烦恼八个。我们介绍这些内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明白烦恼

的种类，譬如说，这些烦恼它是怎么障碍我们的成就的，它是怎么障碍我

们善根没有办法生起，或者是它是怎么让我们的心被染污，或者说为什么

我们的身心会时常处在热恼当中……等等、等等，就是所有根本烦恼，还

有随烦恼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话，我们就能够认识烦恼，认识这

些烦恼，才能够正确地修行，知道自己还有哪些习气没有断，应该从哪里

下手做功夫。因为我们每个都有讲对治法，那你检查发觉说我这个比较严

重，就修那个对治。这样子来做功夫的话，很快就能够成就善根，成就止

观，成就戒定慧，成就最后的果位都没有问题。所以先要认识烦恼的内容，

然后去对治它。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