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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开始��上课了，��所以��先念诵前行课诵，��就如同之前说的，��忆念释迦摩

尼佛导师的身语意功德��，以及��带着一个��虔诚的心，��然后��皈依��以及对是世尊的礼敬，��
还有��诸佛菩萨，��我们的心��向着真理��向着一个����善根的一个方向，而去来做一个��课前

的课诵的时候的一个动机，以及��上正行课的时候也是要��心��进入一个课堂里面而��
不散乱。��再来，��������课后我们作为一个��小时多的时间里面，��累积的善根回向给一切如

母有情以及��希望这些善根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成佛的一种��因，因此��我们的动机��
以及正行的时候的思维，��还有后行的时候的回向，��就从第一开始就要做好一个心

理的调整。��好，我们先念释迦摩尼佛的��《释迦佛赞》。����

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

解、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吉祥世尊、胜者、释迦能仁（三遍）

当汝二足中尊降生时于此大地跨出七妙步

宣说于此世间我最尊彼时具智世尊我礼敬

具有清净尊体最胜色智慧大海犹如金须弥

美名令望显赫于三界怙主证得最胜我礼敬

胜相具足无垢月容颜色如纯金于汝我礼敬

三界无有如汝离尘者无等智者于汝我礼敬

我于大悲依怙尊一切智慧说法者

福泽功德大海田如来如去恭敬礼

我于离欲之清净度脱恶趣之妙善

独一最上之真实寂灭正法恭敬礼

我亦于诸已度脱指解脱道具福德

善住清净学处者圣田僧伽恭敬礼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如星翳障或灯火如幻朝露或水泡

如梦闪电或云彩有为法应如是观



愿诸有情能以此功德证得佛果调伏过失贼

并且脱离轮回大苦海永出老病死浪之波荡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

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 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三遍）

文殊赞

礼敬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三遍）

谁之智慧 离二障云 犹如净日极明朗

所有诸义 如实观故 胸中执持般若函

诸有于此 生死牢狱 无明暗覆苦所逼

众生海中 悲同一子 具足六十韵音语

如大雷震 烦恼睡起 业之铁索为解脱

无明暗除 苦之苗芽 尽皆为断挥宝剑

从本清净 究竟十地 功德身圆佛子最胜体

百一十二 相好庄严 除我心暗敬礼妙吉祥

嗡啊惹 巴扎纳的……

愿汝大悲慧光明 亮吾心续皆痴暗

证悟佛经论诸义 祈赐辩勇明智慧

（供曼达拉）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我们��进入上课的状态，����如同《��护国问经》，��有个����护国者��在释迦摩尼佛座

下��问��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讲到说，他那个经里的名字也是《��护国问经》，��
有四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就是说藏文的话是……（按：藏文 13:35-13:46）。��意
思是说：��“空性寂静无生理，众生未解故漂没，悲尊以多百方便，及百正理令彼

悟。”也就是说��佛陀��因为慈悲而看到众生��是不愿堕落到��轮回里面，��不愿����受轮回的

苦。��但是��还是一样的，��想脱离但是没办法脱离。��因此��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自己��
想要得到的没办法得到，��而且这种的一个得到的方式，��我们也没办法��能够了悟。��
所以师尊说��“空性寂静无生理”，��你若没有通达��空性、��没有办法��通达真如的话，��
我们是很难以通达，��而且我们��没办法了悟空性，��没办法证悟这个空性的话，����那我



们��也没办法��脱离轮回。��虽然佛说出了��真如，��但是我们��也未必马上能够通达，因此

所谓的空性��是非常难以通达的。��但是我们又��不去通达，或者是不去对他的认知��
了解的话，��我们��还是难以脱离这个生死。��因此��佛陀��大慈大悲的为我们��用不同的法

门，��为了众生不同的根器而宣说了不同的法。��所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宣说了不

同的��初转法轮、��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因人施教，����所以说��，我们的确是在轮

回当中��受到的苦或者是我们对于��苦的认知��还不够，��因为我们堕落，��所以佛用很多

种的方便和看他人的根器来为他��来调理，��让他最快的一个速度，��让他能够进入��
了悟、通达这些真实，认清世间的每一个��法的奥妙。

��我们��并不像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真实，��而��因为我们��这样的缘故，

所以一直堕落。��表面上的一个假名��安立的一个法，可是我们��却是无法能够知道它

的真理。��所以我们��用自己的一个执着的方式，��自己的一个烦恼的方向而去解读这

些法的时候，我们往往��一直是堕落的。��因此佛说的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内心里

面的一个良药，��而因由这样佛��也是透过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讲

说了不同的法门。当在讲说这些不同的法门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对于��佛讲

述的道理要去理解，��并不是说��佛讲的��我们就直接去相信，��那是因为佛虽然讲的��
是非常珍贵有加持的，可是我们��不知道佛��讲��那个法的时候是为了谁而调伏这种的

缘故而宣说这种法。��所以��不能��直接对于佛的��任何一个字面上的肯定。��所以他可能

就是在这个方面上讲的，所以这个道理应该是要��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去讲，他是

这样讲的，我们应该要去这么去理解。��所以佛��讲的这些也需要透过我们的一个合

理的正理��方向去把这个佛说的那些经要圆融，��才能够��在佛讲说的三转法轮里面��
互不相违，��可以了悟到����。所以��在中国的大师的����《辨了不了义善说经论》里面��也有

讲到佛说的��经要用��了义或者是不了义的方向��、方式去��把它的内容归纳，��这是为何

而宣说的。��

因为刚好也是在所谓的我们《解深密经》当中有讲到��有一个��弟子。��胜义生菩

萨，��他就是这么问佛陀的。��问说佛陀��你宣说的话是如何如何，因为第一次转法轮

的时候，你��讲到诸法都是谛实执有，谛实有、自性有，��但是讲到第二转法轮的时

候，��诸法都是无自性，��这些法��它们该怎么去理解，因为他相信佛陀所说的这些是

不会有相违的，但是我们众生的根器，��智慧上有所不及，所以希望佛给我们一个

解释，����因此佛在��《解深密经》第三转法轮里面有讲到的，��为了什么而宣说谛实执

有、诸法为谛实执有，��为了什么而说谛实执空、无自性，��三无性��等等的一些说法，



就在��《解释密经》里面��就开始讲。而在这里面又圆融出了所谓的��唯识的一个思想��
出来。��第二转法轮��也是��以藏传的一个��思想观念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中观的思想

方式而宣说的。��第一转法轮是为小乘的一个��佛学共同点的一个方式而产生，��所以

我们要了解这些佛讲的精华或者是它的一些字面上的，��不是随意直接去相信或者

是去承认佛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直接去相信的话，可能��佛经里面��有些讲的是��
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有些法义里面��讲的都是一切法都是自性成立，��所以这个怎

么去拿捏，��因此必须要透过正理或者是讲到一些我们，佛在他的经典里面也有讲

到��我说的并��不是说��因为我是一个佛陀，所以我讲的都让你们去相信，��你们应当要��
像一个��商人一样的去��把这些����我讲的看有没有道理，然后去��琢磨，然后去觉得说这

个有道理的话，你们才去信才去����才去修行。��所以又在一个佛经当中，“��比丘与智

者，当善观我语，如炼截磨金，信受非为敬��。”�意思是说当时有很多比丘以菩萨

和大学者，佛说��比丘与们，我讲的这些法，��我宣说的这些话，��你们必须要好好地

去观察，��就像一个��商人��去买金子的时候，那个金子就怕它是一个��不纯粹的金子，

所以你先要去磨��或者是截开来看，��用火烧也可以，��你要看它是不是假冒的、假货

的。����你这样才能够把这个生意做得很实在，很有，��不会被人受骗。所以我说的��
这些法语，��你也可以像这种的一个��观念��来去��用逻辑推理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一

个道理去思维。��如果觉得我讲的��有意义，��你就去��修行，用这个方式去修行，��而并

不是说我是一个佛陀，然后你们必须要礼敬我，我说的就是直接要去相信，��并非

是这样，所以信受非为敬。

��因此��，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懂了之后，其实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

那��我们��因为对佛法的那些奥意太��，含义太深，所以��没办法��一下子了解。��因此我们

也是需要从第一步开始学习，��从心类学��从心里面的每一部分慢慢的分清它的����定义，

从它的定义、它的分类去认清��我的内心��究竟是不是在佛经里面说的有那么多的烦

恼吗？��究竟是不是我的心，是因为我的心的执着的原因，而我一直不��快乐，��一直

在痛苦当中，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维，��
需要去思维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信心��去相信，那��这个也需要靠我们现在��自己对于这些法义上

面的��去了解，而且也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正理，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佛教徒，就直

接相信。��因此��不只是佛的经来去引经论证，��但是我们也要有��它的一个��道理。����所以��
一般来讲，它讲的是用四个道理去认证我们自己所做的或者是所学的是不是可靠



的。��因此一般��在佛理理解佛意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的一些道理是有四种：��观待道

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法尔道理。

��观待道理，什么叫做观待道理？��一般观待道理是依靠这个��法的它的来源是什

么，找出它的因，��这个因是不是这个����果的因。��那这个果是不是必须要依靠它这个

因而来��生出这个果，��依靠原始的因以及因��而生出的果的这种的道理。��比方说苗芽

观待种子，��苗芽��观待种子。��苗芽一定是需要有个种子才能够生出苗芽。��也可以说��
我们十二缘起当中��我们一直��就是说造业，然后一直循环在轮回里面，��这种的循环

我们是造业，这个造业又是从哪里而来？它是从何而观待的呢？就是��从无名而观

待的吗？��

十二因缘里面第一个是无名，第二个是行支，业。�� ��所以说��要有一个造了一

个业，必须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造了一些��不善的业，����才能堕落这个轮回当中��，这

种的一个道理叫做观待道理。����作用道理，��什么样叫做作用道理，就是说��不同的法��
有它��各自不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种下了��那个青稞��的种子，��这个种子它生出来的

果不会是一个��苹果，��也不会是一个桃子，��青稞的种子它只会生青稞��麦苗��等等这样

而已。����而种下的青稞它不会长出其他的豆之类的。所以说每一个法它都有它产生

的作用以及它的一个��自然规则。��种瓜得瓜，��而不是说种瓜得苹果，��所以这种的一

个法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造了恶业，��你一定会受到的是苦，你造了善业一

定是��得到的是善报，而不是说你造了善业是得到的是苦，��并非是这样，所以这种

的一个道理叫做作用道理。

��再来����就是证成道理，正量道理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要有��对于这些法的����了解

上必须要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一个逻辑上智慧上去辨别，��所以智慧上辨别凡夫人��
最有实力的是什么？��我们内心当中的比量。��如果你内心中的比量来逻辑推理、来

承办一个法的存在，承认是有的时候，��你再从上面��增加它的一个功夫，或者是你

对它的一个肯定而去实修的话，你��久而久之会得到一个现量的一个证量。��这些��
的一个互助（31:34）是什么？就是量，圣言之量，��圣言之量又是什么？就是佛��
以及��诸佛菩萨那些圣者们所宣说的一些佛意，他们的道理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依靠，

��因为他们不会说谎，��而是用他们的修行的一个道理而讲说出来的，所以因由他们

的一些道理的这种圣言量��来维护我们自己现有的内心当中的这个分别量也好，��



或者是��现量��，来增加来成立����法的存在，而并不是说只是单靠一方面，��这两种都需

要的。��

再来，就是��一个����法尔道理。��什么叫做法尔的道理？����简单地来讲，��我们每一个

法都它有它的规则，��水是往下流，��而不会是水往山上去流。��水从山上流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共��通世间共知的一个自然规则。��火是往上烧，向上的。��水是往

下的，而不是水往上。��这种的道理是叫做一个本身法上面它是自然��就有的一个法

尔的道理，��我们不能相违这种的一个道理，而去��争取��探讨他这个逻辑，成立��自己

想要领悟的这个法。��所以说��当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四种的道理来��配合我们学习的一

些方法的话，那我们��在学习法义上面必须要��不只是透过圣言量，��佛说诸佛菩萨讲

说的这些佛经和那些论，��而也要透过自己的逻辑思维，而且这种的思维逻辑正��
理上面需要通过��非常��正量的，而不是说一个错误的正量来成立它。��

所以我们��要学一个佛法，��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学

得到，��必须要放��出长远的一个时间来维持我们这个心。��好，那我们��为什么会佛说

的这个《护国经》当中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达而所以��堕落呢？��就是因为这样，我

们对自己个人的内心里面的知识都��他不知道，��而人家讲的一些��能够脱离我们的那

些东西，我们也可能��没办法去相信。����因此我们��缺少的很多，��缺少了很多正��能量的

一些力量。��所以我们堕落。

我们上次讲到的是二十随烦恼的��是��第十五个是不是？��第十五个，不信。����所以

不信，我们刚也有讲到什么叫做不信，而是谁烦恼当中的不信。

��简单地的来讲，不信就是不相信。��而对于这个烦恼里面，����我们必须要以法的

为则，法的为理由、��善的为理由里面，而对于��自己信仰的��我们是一个信仰佛教，

然后信仰三宝的，��但是说你对三宝没有��相信的一种��信心的话，你对于信仰生起了��
不欢喜，或者是对他不欲的一种的心。��这样的一个心所呢，简单地来讲就是一个��
不信��。那不信的话，��我们在科判里面来看，��我这个中藏文版的是 70 页，��下一段

不信。“不信之义：‘不信或不敬业果等善处与信相违品的心所’”“不信或不

敬”，对于三宝不相信，或者是对于三宝��不恭敬，��而且对于业果你造了恶业，你

产生的是一个苦果，这种的方式��我们也去不去相信。��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都可能��
成为我们所说的不信��的心所，��所以不信它会干扰到我们��什么呢？��不信的作用又是

什么？��它在这里面有不信的作用是系属“痴分”。“痴”，��他讲的是六根本烦恼



里面的那个痴，贪嗔痴的痴。����它是一个根本烦恼嘛，痴。它属于这一个里面一个

支分。“为懈怠的所依与衰退信根”��，��因为有了对他的不信，��内心当中有了这种

的一个不信的一个心所的存在，所以你��可能会懈怠，��对于这个事情。����因此不信��
的所依是懈怠的所依，��而且我们��对于佛学方面上，��有些时候��对他的不信才会��对他

的信任上失去了信心，��就不会有进展，��衰退信根啊。��“对善法不相信、不尊敬、

不乐求”。不乐求，不悦求，��不悦求这种的就是说对它没有欢喜心，因为对它不

相信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产生一个对它的一个欲求心跟欢喜心，不可能嘛。

��再来“分类：仅因为没有看见善法的目的或成果而不信”。不信这里面的不

信，一定是对于��一些善法��或者是法义上面我们不去才叫做不信，��并不是说所有的

不信是在二十随烦恼里面的不信，不一定。��它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信或不

敬业果，业果是因果关系的那种����与善处于��信相违品的那种心所才叫做不信，而不

是说我们一般在人��间里面，大家互相开玩笑，没有一个所谓的��善恶之中的一些法

的信不信，并不算是二十随烦恼的不信，��并不是这样。��所以它分类有两种，��仅因

为没有看见善法的目的或者是成果而不信��。我们眼前��有些人可能会这样，��他可能

要去学佛法或者是��做一些供养，可能他也有他的一个目标或者是目的，��希望透过

这种的一个布施或者是供养，��它能够在今世里面能够得到事业上的很大的一个顺

利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目的，可能。��如果说当他这么做了供养之后，他却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的顺利，反而可能会有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他就��对于佛法失去信心，��
那也是常见的。��很多人也是会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不信中的之一。��

第二种“因妄计彼等或计彼等无有的不信”。��这个是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没有

因果关系的一种说法。������它对于一些��完全��颠倒的一个说法。��这世间没有什么因果，

而现在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因果的观念，或者是对他的没有他

的一个��信念存在，��所以他��这个社会当中会出现很多����十恶不赦的人，��在人家门口就

把小孩子拐走，��然后把孩子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世间里面，��有很多��啊。他把这

些小孩的生命不当做一个生命，��也不顾忌它这样会造了下地狱的这种的一个恶业，

所以他完全不信的原因，��所以��这种的一个也是一种不信的原因。“共二者，总之，

为断善根或将断善根的所依。”��因为有了对法的佛法方面上的不信，��或者是��对因

果观念上的不信，��所以你累积善根��的��所依是��不会存在的，��也是会失去你累积善根

的一个机会。����你的心绪当中就不会��，不是那么会有善根。

��再来是懈怠。��第十六，��懈怠之义：“具有‘紧紧握持暂时的快乐相，而不希



求善事，或虽欲求，但令退却’的作用的心所。��”懈怠��就是一个懒惰的一个说法，

我们一般��，因为我们对于��学习佛法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一下子你没办

法得到什么内心的一个领悟，或者是����没有什么证悟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学也是没

有学到什么。��然而我们还是觉得说自己短暂，眼前的那些��快乐比较重要，��然后就

往这个方向去生活或者是这样。��这就是对于佛法的一个��明知道��有些��佛法是珍贵，

但是因为他的懒惰而放弃了这些精进。��对，这个就是这样，而不希求善事，对于

修修学善法之类的，����这些都他不稀罕，或者是他没有精进��的这种的一个心。��所以

他��会对我们修学佛法也好，��内心里面的证悟的因会慢慢地退却。����它的作用是什

么？��它也是一个��痴，����贪嗔痴的痴的一个部分，��它会减弱你的精进根。��因为有了懈

怠，��当然��你对学习佛法上很精进的一个人，生起很欢喜的心的一个人，��你有一天

你有了一个����懒惰的一个思想的话，��你可能就会����懈怠就是在干扰着你的精进，会减

弱你的精进根，连自己累积的善法也会失去退失��，不起新善法的，也没办法生起

新的善法，它就是一个能让你新生起新善法的一个障碍。��这是��不生起新善法的一

个所依为业。“如《念处经》说：‘诸有烦恼一处所，即是懈怠余何有，若谁存

有一懈怠，于彼则无一切法。’”��所以说一切的烦恼����就是说只要有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懈怠的话，��它可能会把我们所有的善根都会��没办法让你精进，就一无所有的

这种一个��方向，可能它会��导致��有这样的一个��在����。“以��障善之门可分为”，��障碍我

们内心的善根的一个有可以分为好几种，四个吧。����

“最初就认为，成办善无有意义的颠倒作意懈怠”，对啊，有些就是因为��
布施��供养三宝��还有什么意义，��而自己辛辛苦苦的可能就��用在自己吃喝玩乐这个方

向，��这样的一个思维，那就是一个��成办善意��中觉得说无意义而颠倒地去做懈怠，

然后��这样是在导致你累积善根的一个说法。“虽知能成办善法，但想‘像我这样

没有能力’，而对自己轻视或怯懦的懈怠”��。��有些时候可能很多人认为觉得说我

没办法像他们那么聪明，��没办法学到这些佛法，佛法太深奥了，我不行，��也有人

这样自己为自己怯懦。��也有人因为自己对三宝或者是自己布施的没有像很多有钱

人那样，��我没有能力而不行，我们就不要跟他们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懈怠的一

个��内心所��障碍的一个法。不管人家有没有钱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上有多

少，��多多少少随喜，��随喜可以��能够��就是说跟��那种其他所修大善法的一样的功德那

样的大。��也可以去随喜，��也可以��用自己一个小小的东西，��或者是说��虽然没有像人

家那样��有智慧一下子会学会，但是说你如果能够精进的话，这个也可以滴水穿石

啊。����所以��不能对自己懈怠、退却、怯懦，��不能对自己……其实学佛法��必须是需要



很深得��先要累积善根，而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当下就要开始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做法。

������

第三像我这样有能力成办，但还想有时间对有些��聪明或者是他能够累积善根

的，他的��机会是有他有这个能力，但是说他觉得现在还��不是这个时候，慢慢来，��
慢慢来，现在先去��玩或者是怎么样，��把时间拖延，这也是一种懈怠的一个来障碍

你累积善根的一个做法。��

第四，“虽知现在必须成办，但被贪着恶事压伏的懈怠。”（念藏语50:44-50:48）

所以说第四个，虽然明知道这些事情是需要立马去做的，但是��可能��因有一些其他

的一个贪念或者是贪事，��可能��你明知道要这样精进，但是可能��会导致你的摊面��
而去，你有能力��你能够现在就办，但是你可能贪，����是很多种的。��你贪名�、�色��等等

都可以去贪，你为了这个名誉而去做，��但是这个做事就是颠倒的。����或者是你��本来

就要这么做，但是说因为��另外一个方式��可能贪着其他的一个事情，你觉得说这个

时间的一些事情��很重要，��明知道需要成办，但是说被另外一个贪而耽误了，这些��
这种的懈怠也是��第四种。

��（52:00）第十七，放逸。“放逸之义：具有‘因懈怠而不修善，且心不防

护有漏、心旷恣意行乐’的作用的心所”。放逸意思就是说��是有因懈怠而不修善，��
我们��（按：52:33-53:11 是杂音）具有因懈怠而��不修缮，��因为懒惰作为一个因，

然后你不去��修学或者是累积善根，��不去累积善根，��而心里面也不防备这些有漏。��
比方说��我们时常也会出现内心里面，��因为我们觉得今天太累了，不要做功课了，��
可能每天需要做功课的也许把它留到后面最后面，��然后��开始开启电视或者是看到

电视剧了，��慢慢��被这种的一个��而心往这种的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的时间和你的

功课��越来越迟了。��当我们��睡意浓浓的时候，可能��功课也��不想要做了，明天开始吧，

明天起来再做可以。��也有人这样。��所以这种的一个做法是内心里面这种的一个心

所叫做放逸。����以此类推，��其他任何一些��都会有产生这样的时候，那时候是放逸的

缘故。����也是懈怠，��做出了这个因而产生的放逸。

“作用：假立于三毒任一与懈怠”��，它本来��现在其实也是在于贪嗔痴里面，����
然后也可以说在懈怠当中也有“令恶增长”。所以说我们的不善业也会����因由放逸��
才会去增长。��那善法呢，我们的善法会慢慢地减去，��内心中的善根会减去��，“且

令所依的补特伽罗丧失具量体性为业。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按：55:31-55:40
年藏文）��所以他��你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精进，大家都����很尊重，这是一个很��精进的人，



但是他慢慢��用放逸来��把他的心压低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失去人家对他的一个��
信心和对他作为榜样的一个，����这个放逸可以会干扰到这些。��所以引经据典于��调伏

天阿阇黎说：��“‘于贪、痴与懈怠等施设放逸；作用则是令恶增长与令善减弱之

因。’”放逸就可以让你的贪嗔痴增长，��让你的善根减少，��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

“总之，退失信等五根。以作用可分为：心放逸，身、心二者放逸两种。”��心放

逸。��心��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心不守，��不自守规矩的话，这样放手的话，放逸的

话，心放逸。身心二者放逸，��身心��二者就有时候我们��打坐，��打坐一段时间就慢慢

累的时候，你就身体也会慢慢垂下来，然后心也放慢跟着他放。啊呀，��算了，不

要太那种��太精进或者是太累了，心要休息一下。��这样��也是一个放逸障碍出来的。

十八，失念。失念之义：“具有‘丧失执取善的所缘行相之后，忆念烦恼的

所缘行相且能引发散乱’作用的心所”。��所以说��所谓的失念，这里面的失念就是

说我们没办法想起自己��曾经老师们讲的那些法义，��记不起来，��那种叫做失念。

（sanfs？按：58:28）。��好的东西很难记，����坏的东西��容易学也容易记，��不难忘。

失念就是说好的东西善的法，��能够对自己今生跟来世都有意义的一些道理跟��知识，

我们却��容易忘记��，丧失所取的那个善所缘行相。��念，念头烦恼（59:05），忆念

烦恼的所缘行相，且能引散乱。��所以��一个打坐的人或者是修行的人的时候修，你

打坐的时间可能，����长久修行的他可以在几个小时里面，��但是说刚修学的人可能就

是几十分钟或者是几分钟，��但在这个几分钟里面他都会觉得时间很长，��然后慢慢

地放逸，��然后心会散乱。��那就是因为��这些放逸跟散乱而所干扰的。��

“作用：衰损持善器、念根与趣入诸烦恼的所缘行相。如调伏天阿阇黎说：

‘失念乃任何与烦恼相应的念。’”����任何与烦恼相应的念。��这里他就是讲到是说��
它能够，��失念可以让我们的善根也会损掉，“念根与趣入诸烦恼”，你的定��或者

是那种的念根，��也会让你慢慢地去衰退，而从中你会生起的是什么行相呢？烦恼

的行相，��烦恼的行相。����在《阿毗达摩集论》当中也有。��什么叫做，“何等妄念？��
为��诸烦恼相应念为体，散乱所依为业。”����这个是在《阿毗达摩（集论）》。

在我们心类学里面，它所��依据的都是调伏天阿阇黎的。《阿毗达摩集论》是

无著菩萨所写的，����所以也是一样，其实它内容是没有什么差别。��依据的论��不一样

而已。《阿毗达摩集论》也是一个主要讲心的，心类��里面的一个��大论，��所有的��
唯识��也是依据它的这些观点，《现观》里面的那种��跟它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说��失念乃任��一烦恼相应念��，跟烦恼是非常的一个相应，��而且有了��妄念的



话，��他心容易散乱，��没办法集中在一个��善法当中。��当我们讲法听课��或者是自己修

行的时候，��一个小时也会觉得很长，��两个小时也会��觉得更长。��但是我们一般大家

都出去玩或者是��等等这样的时候，��一天的时间都也不会觉得����很长，��而且觉得很短。��
我想要再多几天玩，����这种都是在我们刚才二十随烦恼里面的那些心所的��而导致的

障碍的。��然后对��啊，一个小时里面没办法专注，心一直在散乱。��可能��在��我们这里

讲课的时候也会大家会想到有些人可能想到今天��的工作或者是前几天的一些事

情，����这就是一个心在散乱。��所以��我们学心类学，其实你看��主要是让我们认清楚我

们内心当中有多少不同的心，��而你��也不能就是说跟着上课只读一次啊，��上完课之

后��可以再反复的自己去��思维��、去听，��或者是再去摸索它的内容，��必须要把，如果

可以的话，就把它的定义这些背下来。��之后，��这样的话，你慢慢去学那些大论，

《菩提道次第广论》《入普萨行论》，��以及我们��一般的��比方说《四部宗义》，还

有《善说现观庄严论》��这些��都需要这些心类学的一个基础。那个基础丰富，而且

你确��定到它的那些定义的时候，你再去学的时候��不会那么困难。��而且自己也可以

发现在讲或者是学《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这些每一个法都是在讲自己内心

的一个不足，的确我们内心里面��这些��烦恼都存在。��不知道其他人，我自己我觉得

好像��我内心里面的那些所有的��障碍或者是这些��烦恼都是��讲的都是我一样。��

“分类：因善的所缘行相不清晰而变成失念”。����当我们��观释迦摩尼佛法相的

时候，��只观他。��但是说我们观察的时候，��不用几秒钟，你的心��有可能是在散乱当

中，��没办法一直清晰地定在佛尊的容貌或者是他的法身当中，��你还是跑到，心会

跑到外面去的。��所以这就是“因善的所缘行相”。����我们��在多么抽时间去看佛像，

或者是一些佛菩萨的这些容颜或者是法身的时候，��都是累积善根的，但是说我们��
自己��在��没有佛像的一个状态下，然后自己打坐去观想这些佛像的时候，��你需要用

的时间��是能够��几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还是说一分钟里面都��
有办法去，��就是说没办法��一直定在善当中，��你会心往外��跳，就是说散乱。��由于注

意烦恼的所缘行相而��变成失念。��对啊，因为我们��如果观��释迦摩尼佛的法身的时候，��
入定，��这样��心要专注在一个画面的时候，可是这个时间长短当中可能��我们自己修

学的一个����你自己有没有精进的一个缘故，可能有些在一分钟里面，��心可能会转到

烦恼的所缘行相当中，所以那时候那种的一个��而变成就是失念��，��所谓的失念，��
忘记所累积的所缘善的行相而向着��烦恼行相��而追随的那种的一个心所，��变成是失

念。

��不正知。十九，不正知之义：“具有‘不作任何观察或因观察粗率而变成染慧。”����



这个率也是多音字，��也有念 lǜ，这里应该是 shuài。��“粗率而变成染慧”。“即

于三门的行为不了知，仍轻率行动作用的心所”��。不正知之义，不正知就是��没有

办法了解他真正的意义，��具有��不做任何观察或者是��因观察粗率而变成的染慧。这

个不正知它也算是一个烦恼，��烦恼慧��之一，��而它的这种烦恼慧之一主要是说对这

个法完全不去观察，��没有去研究，����没有去探索��对这个法的奥妙。��或者是说有些对

于我们，比方说所谓的��善法或者是不善法，��完全不去学，��当然他不会��对它的了解

是一个不正直，但是说有些��不正知只是一个草率的或者是一个��粗品的一个��了解，��
这样的话他其实也完全没有真正没有懂得它的意义，所以而变成了染慧，杂染的

智慧。“即于三门的行为不了知，仍轻率行动”，��因为我们的三门就是身语意嘛，��
身体和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内心的思想的意，��这些都��它里面的所有的诸烦恼

都是从三门而进，三门而出。��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不了知的原因，��在草率的一个��
做法。��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心所叫做��你不正知��，完全��不了解这个烦恼慧。��

他所依据的是调伏天阿阇黎说：“不正知乃是任何染慧者，凡当下不知身、

语、意行为而发起，即谓是染慧，沦落之因为业。”所有的烦恼其实都可以称之

为不正知，����也是一个��身、心、����语任何一个所做出的烦恼，因为是不正知的原因，

而导致了生起最细微的这些烦恼。��最细微的烦恼也有不正知。��所以说����沦落这种的

一个染慧，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善业为空，��也是有的，��而且可以为罪。��所以《阿毗

达摩集论》当中��何等不正知，��为诸烦恼相应慧为体，由此慧故起不正知身语心行��
悔所依为业，��它能够毁掉我们所有的一些善根，或者是让我们一直��堕落，没办法��
让我们向上精进的一个它的一个做法是这样。

��“作用：退失慧根”��，因为有了不正知，内心里面对法的认知不够，所以不

正知，��因为不够，所以我们内心里面还没有产生智慧，��善的智慧，��所以退失慧根。

“增长三门过失”，因为不正知而造出了很多身语意的��罪业，所以��增长三门过失

的所依，��当成它的所依。��“障碍追悔往过、障碍不再犯等四力对治生起为业。”

它能够障碍追悔往过。��因为不正知的原因，我们即使做错了，我们也不会觉得说

要去��忏悔或者是觉得悔过。因为不正知，所以我们放下的很多或者是��我们需要��
对治烦恼的四对治力��内心当中没有生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正知这些法的真正的

奥妙是对是错的原因。��所以你内心、我内心��都没有办法生起这个��可以对真正烦恼

的一个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分类为恶见助伴的不正知。“恶见助伴的不正知”，��做了一个��恶业，造了一



个恶业，而他因为不正知就是在伴随着他让你造恶业，��因为是不正知的��协助下��
是这样产生的。��第二，“障碍如理观察慧生起的不正知”。��我们必须要生起空正

见，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不正知干扰了我们��如理的没办法生起这种的一个空正见，

也是因为不正知��。

“障碍奢摩他的不正知”，这就是刚才讲的，止观里面任何一个，反正他就

是我们没办法生起的原因就是��不正知。��像现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所谓的我，��
到底是一个��实执的我还是��实执空的我��存在。而我们虽然懂得佛意上，但是我们还

是在内心当中有��很多不正知对它的不理解，而��因由而它造业，��而我们在固执，我

们��有多久那么固执放不下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正知，��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真正

的我��。所以我们��没办法生起奢摩他，��那就是在障碍奢摩他这个不正知。后者为更

细，对啊，前面的是讲的比较粗，��后来能够��让我们没办法证得空正见的那种的一

个不正知才是障碍当中最细微的一些��不认知，��不正知有很多����。

第二十，��������好，今天二十，散乱，留到下个星期吧，��下个星期就会讲完。�

（以录音为准，以上文字仅供参考，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