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導論、〈五識身相應地〉

各位同學！我們繼續講一講《瑜伽師地論》的一些基本背景資料。已經是解釋過

題目以及這本論是怎樣出現的，還有的就是歷代的一些註解與各方面的資料。現在我

們講到的應該是最後的一部分，就是那個六門辨釋，六門辨釋主要就是根據最勝子他

用的這種方法，去將《瑜伽師地論》的六個方面去系統地將它的各方面的意義告訴我

們知道。

我們已經講了第一部分的「敘所為」，就是因何事要造這本論，另外，第二的

「彰所因」也已經講過了，就是這部論是怎樣出現的。第三就是「明宗要」，「明宗

要」就是指「十七地」，是包括了一切文義，無論是簡略的意義或者是詳盡的意義都

包羅了在裏面了，這個「十七地」主要就是第一個部分的「根本地」，後面還有四

分，這四分都是解釋最初的「十七地」的那些重要的文獻，所以它都是不會離開十七

個瑜伽師的階段去講解的。所以如果是宗要，即一本論的主旨是什麼，就是以「十七

地」作為主旨。

這個「宗」我們知道「宗」就是那個主張，它的意義方面，文義方面所主張的、

所尊崇的與所重視的方面，這個就是它的「宗要」。即是很簡單地，這部《瑜伽師地

論》的宗要就是以「十七地」為主的。第四就是「顯藏攝」，「藏」就是指三藏之中

它屬於哪一「藏」，其實我們已經講過了。此論「雖復通明諸乘境等」，「諸乘」即

是指三乘，甚至包括了人天乘，「然說(論)者」，大家知不知道哪一頁？第七頁，你

們是不是第七頁？找到嗎？

「然說(論)者」，即是講這部論的人，「問答決擇諸法性相」，因為這本是論的

時候，它對於存在的各個方面，它都會透過討論，有時是透過討論，有時是透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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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決擇是一種分析，然後講出它各方面的特點與重要性，這是論的特色來的。一方

面它是很有系統，很有條理地去組織，但是最主要它要抉擇它的深義與各方面的特

性。「意為菩薩令一切」，「一切」是指無論他是什麼「乘」的人，「皆得善巧」，

「善巧」我們記得就是通達的意思，能夠掌握這個道理，並且能夠明白，無論它的義

理方面，方法方面等等。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切皆得善巧」。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希望眾生都能夠「修

成佛果」，因為「佛果」最重要就是得到覺悟，「佛」的意思就是覺悟，覺悟了之

後，你還可以覺有情，是嗎？覺其他眾生。「利樂無窮」，意思即是不單指個人得到

利益，而且將這個利益擴及無數那麼多人。是故此論它的本質就是屬於「菩薩藏」

的，屬於大乘的論藏。「欲令菩薩得勝智故」。希望那些求無上菩提的人，他最後能

夠得到殊勝的智慧。所以在三藏裡面，它是屬於「阿毘達磨藏」，即是論藏。

這是第四方面，就是了解這部論它是屬於三藏中的哪一種類別，然後第五解題

目，就是我們以前已經講過了，總題來講就是講一切乘的「境、行、果」各方面所包

攝的東西就叫做「瑜伽」，因為「瑜伽」就是與「境」相應、「行」相應、「教理」

相應，是嗎？以及「果」相應。這是總題，但是還有一個所謂「別題」的，「別題」

就是因為它的組成部分有五個方面，所以我們都要知道一下它的五個部分的名稱的意

義，首先頭一個部分我們叫做〈本地分〉，這是「部中之別稱」，「部中」就是分成

五個部分，每一個「部」都有自己各別的名稱的，這些名稱是什麼意義呢？「本」就

是根本的意思，「地」我們以前已經解過了，是嗎？記不記得？

是瑜伽師的境界，所依，所行與所攝那方面。此初分，「初分」即是指〈本地

分〉，是「教導理趣」，道理與宗旨、目標，這些叫做「理趣」，「是分別法相摩怛

理迦所攝」；「分別法相」即是分析各種的存在，事相、它的本質特性等等的東西，

這些是「摩怛理迦所攝」，「摩怛理迦」亦都是論藏的另一個名稱的。是「瑜伽師之

所依止」，瑜伽師就是依止這些他所了解的各種法相，作為一種預備基礎，然後向上

一路提升進步，所以這就是他們能夠進步的一個基礎，「望餘四分此為根本」，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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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對其餘的四個部分，這一「分」，即第一個部分是最大，而且是最重要的，我

們稱它為〈根本分〉。而且得這個「本地名」，即「根本地」的意思。

這樣其實是根本所依了。「餘明所攝」，其他的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地」

字是「所依」、「所攝」這些。所以在「所依」就主要是跟〈本地分〉的意義了，至

於「所攝」的部分，就在其他四分可以顯示這個意思，就是解釋，解釋這個〈本地

分〉的不同面，這四個其實是補充的，補充這個〈根本分〉的一些重要的資料，再作

一些分析，或者它是牽涉到什麼問題等等，它就分出了其他的四分.所以所謂「分」

其實即是「支節」的意思，即是另一個部分。

「論雖百軸」，「百軸」即是百卷那麼多，「但約地辨宗。」它的宗要主要就是

十七地，每一地地的那種特質、重要性，「宗不頓(煩)顯」，即是就這樣我們不是完

全清楚，現在將它分為五個方面、五個部分，這樣就會比較包攝了它各方面的意義

了。所以就是「支別開(為)五」，所以就稱之為「分」。這個「分」就是五個方面，

五個部分，這一段主要就是解釋「五分」的，它的「分」的名稱與意義，以及作為五

個部分之中，哪一個是比較重要。到第六個部分就是最後了，就是「釋本文」，就是

解釋這個《瑜伽師地論》的論文方面。

我們解釋論文之前，大家都應該知道他如何去分那五個部分的，第一個所謂〈本

地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所謂「根本」的部分，就有整整五十卷那麼多的，就是由第

一卷一路到第五十卷，即是說整部《瑜伽師地論》的一半的部頭就是第一分，所以第

一分很大，篇幅很多，包羅萬有那麼多，所以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叫做〈根本

分〉，然後接下來有三十卷，我們稱之為〈攝抉擇分〉，這部分應該是無著去做的一

些抉擇，我們知道抉擇就是將已經講了的這麼多道理之後，我們將一些重要的方面，

再加以分析，或者解釋，抉擇它的深義，這個就是叫做〈攝抉擇分〉了，這樣就由五

十一卷去到第八十卷，都是相當長的部分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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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個部分一般是比較深一些，因為他要抉擇深義，但是你有了前面的五十卷

做基礎，了解了之後，你進一步去掌握它的深義就應該不會太難，但是如果你直接就

這樣讀五十一卷開始的〈攝決擇分〉，就會稍為深了一些，第三個部分我們叫做〈攝

釋分〉，只有兩卷，所以很短的，就由八十一卷去到八十二卷，這個〈攝釋分〉主要

就是解釋，通常我們是一個說法師，他說法的時候，他應該要有什麼準備，有些什麼

程序？有些什麼儀式要去進行？這當然是指法師為主，法師說法的時候要有些這樣的

程序，即是說解釋經文或者你是著書立說的時候，是有些規矩你要依循的，這就是

〈攝釋分〉。

然後有兩卷也是很短的，就是〈攝異門分〉就是由第八十三到第八十四卷，「異

門分」就是我們經常在經典上見到有不同的名稱，這是讀佛學的時候的一個很大的困

難，是嗎？其實他講的就是那種東西，不過可能有些多至幾十個名稱，十幾個名稱或

者幾個名稱，變成很多學佛的人就在這個地方遇到很多困難，這裏的〈攝異門分〉就

有兩卷會講出《瑜伽師地論》裏面有些名稱，其實是《阿含經》裏面都有這些名稱，

其實它們都是同義詞來的，這種我們就叫做〈攝異門分〉。

最後〈攝事分〉就有十六卷，都是相當長的，是最後由八十五卷開始一路到一百

卷，這個部分基本上是講經、律、論三藏，但是就以《阿含經》裡面所講的內容為

主，同時亦涉及到律的方面，即是戒律方面，所以它是解釋經與律，以《阿含經》的

經、律為主，但是他解釋的時候，因為運用了很多解釋，發揮裡面的意思以及整理，

所以其實也是包括了論的部分，經、律、論三方面。

這個就是《瑜伽師地論》如何可以從《阿含經》作為一個思想的源頭，然後發展

到大乘思想的時候，其實是它沒有違背到佛所說的重要的法相，重要的道理，這個是

最後的〈攝事分〉。我們已經將整個《瑜伽師地論》的組織的五部分大致上已經理解

了，所以要全部讀完一百卷是要相當長的時間，因為是涵攝了很多方面的佛學內容。

但是〈本地分〉是以全論的基本部分，所以我們說〈本地分〉是論的主體，是最重要

的方面。同時一方面它講〈十七地〉，瑜伽師的十七地，另外，它是詳細講了三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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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一些根本的事相，「觀行」就是實踐的方面，在實踐的方面他會遇到什麼情況？

會有些什麼景象？這些情形他應該要了解的，由於它是以這個十七地為主，所以

之前有些翻譯就將它譯為《十七地論》就是這個意思。至於後面的四分就主要是解

釋、補充的，是抉擇解釋這個論本，這個論本就是講〈本地分〉，兼及一些經律的要

義，就是講與《阿含經》的關連。窺基法師在《略纂》裏面就說，第一個〈本地分〉

是論述了十七地，基本上可以用「境、行、果」三方面去總相攝它，涵攝它，這就是

或落入「境」的範疇，或落入「行」的範疇，或「果」的範疇。

其中一切法是以「識」為體，因為我們的了解是與我們的心識的那個認識或者理

解力有關的，甚至乎再高一些就要用領悟力等等的東西，覺悟力有關，所以首二地，

〈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就是一個境的「體」，這個「體」是什麼？以「識」為

體，所以首兩地主要是講「識」，「尋伺三地」，接下來的「三地」主要是講〔理解

力〕，其實還是包括我們的理解力三方面的劃分，因為在佛教，對於我們眾生的分

類，我們普遍一般比較熟悉的就是什麼？「六道」、「四生」這些是比較熟悉的，但

是〈有尋有伺地〉、〈無尋為伺地〉與〈無尋無伺地〉，其實都是可以作為一種眾生

的分類。

它以什麼來分類？是以眾生的那種理解能力去分，就是有尋思力的範疇之下的那

些眾生，就屬於「有尋有伺地」的那一類的眾生，而當他的理解力升到「無尋唯

伺」，他有很深是伺察力的時候，他就是另一類的眾生來的，再上一些就是屬於「無

尋無伺」，所以其實都是眾生的分類，不過是在那個理解力方面去分。

由於這樣的時候，則變成在理解上有上、下、粗、細的分別了，是嗎？粗就是尋

思，「伺」就是一種很細微的探察，甚至乎有一種是純粹的領悟，就是「無尋無伺」

的那種〔境界〕。這種就是境的「相」。就是根據你對境的那種把握的狀況，這樣去

劃分三地。當然其中涉及很多，由於包括了上地，「上地」是指在定的方面，定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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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的時候，它當然有很多這方面境界的一些內容的描述。

而這個部分，很多是講我們的宇宙論，即是三界眾生的存在領域是什麼情況，再

有另外的四地就是〈等引地〉、〈非等引地〉，這個有時叫做〈三摩呬多地〉、〈非

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這也是在定中的那個境界裏面去分，有定

心、有散心，或者我們心理活動有些很明顯的活動，譬如我們表面、表層的意識的活

動，或者表層的經驗心識的活動，這是很明顯的，大家能夠了解。但是有些很深層

的，很隱微的那些活動，我們就不是很清楚的，所以這幾「地」是會分出哪些是定

心，哪些是散心，哪些是認識活動很明顯，哪些是很微細的，就算去到「無心地」，

並不是所有心識都停頓，只是說明顯的心識我們不覺察它有活動的狀況，但是那些深

層的心識仍然是繼續活動的，所以這個我們就叫做「境」的「用」，就它各別不同的

狀況作用而分出這四地。

接下來的六地是三乘的「行」了，通修三慧的行，「三乘行」即是菩薩乘、聲聞

乘與獨覺乘，三乘的實踐，他一定要修三方面的智慧，一個是由聞而得的智慧，即是

聽聞道理而得的，一種是通過思考力而獲得的智慧，一種是透過身體力行、實踐而得

的智慧。所以「聞、思、修」是一種通行，即是大家都一定要經歷的，基本上是缺一

不可。這是通修，即三乘共修，當然共修之中，由於他們的目標內涵不同，他們相對

的領域當然會有一定出入的。

譬如小乘所學習的「聞、思、修」可能範圍會少一些，相對大乘來講就比較狹小

一些，但是都不能離開這些「聞、思、修」三方面，三乘都隨機修法的時候，就成就

自乘的結果了，所以就有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三地，這三地我們叫做「別行」，

「別行」即是各別地，他喜歡修這一種的，他就修這方面，所以這種叫做「別行」，

這六地的首三地，即是〈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我們叫做三乘

「通行」，然後〈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就叫做「別行」，最後，無論

你是哪一乘的實踐者，你就不外是得什麼？不外乎就是獲得這個有餘依涅槃或者是無

餘依涅槃，這就是三乘的果，總括了，窺基法師就總括了十七地它們在境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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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果」的各方面如何去對應、涵攝，我們大致上就清楚了〈十七地〉就大概

講這些內容了。

很簡單地勾畫出它們的「境、行、果」的關連。第二的〈攝抉擇分〉，基本上就

是抉擇或者是發揮〈本地分〉沒有詳細的講的、一些深層次的、隱微的那些重要的道

理。第三個〈攝釋分〉就是有關說法與解釋那些軌則，而儀法與軌則，譬如解經有六

義，說法就要有五分那樣的。這些就是說法的人或者是著書立說的人、解經的人應該

要了解的。〈攝異門分〉是由關於《阿含經》法相的名義不同的類別我們要知道。

然後〈攝事分〉就基本上是將《雜阿含經》眾多的要事義，就是講「契經事」、

「調伏事」，「契經」我們知道就是經文的本身，「調伏事」就是什麼？是律，戒

律，戒律方面。最後是透過「本母」去發揮它們各別的意趣，宗旨、意義。最後就是

〈攝事分〉，亦是很重要的部分來的，基本上五分裏面是以〈本地分〉為一個重點，

然後後面的四分是一個補充，或者解釋一個道理。

另外《瑜伽師地論》在這五分裏面，其中有很多部分是引大小乘經的一些資料

的，譬如在〈本地分〉裏面有〈思所成地〉，就引《法句經》，《法句經》的本母

釋，這裏有很多《法句經》裏面的一些重要的偈頌，他在裏面有很多引了出來，這部

分我們一般不容易明白，但是如果將它與《法句經》關連起來的時候，就知道它是屬

於解釋《法句經》的一些資料來的。

另外在〈攝抉擇分〉那裏，即是五十一卷之後那裡，其中當講抉擇到〈菩薩地〉

的時候，就引這個《小品寶積經》，《小品寶積經》我們稱之為屬於古本《寶積

經》，因為古本《寶積經》也有幾次翻譯，有些是舊譯，有些是新譯，這個《小品寶

積經》就是講古本《寶積經》，其中也是納入了新譯的《大寶積經》裡面，裏面有一

些重要的資料，是大乘的法寶積集的一種論典，一種經典來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

是，將《解深密經》差不多將大部分納入了〈攝抉擇分〉裏面，基本上可以說除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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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分〉之外，其他、其餘的都加入了。

可見他就是抉擇一些深密的道理，所以現在就有些想法是，究竟《解深密經》是

論抑或是經？因為在《瑜伽師地論》裡就全引了它所有的解釋，當然一般都是認為

《解深密經》是經來的，〈攝事分〉就引了《雜阿含經》，也是《雜阿含經》的本母

釋。即是《雜阿含經》裏面有很多資料與這個《瑜伽師地論》是可以互相對照來了解

的，這個就是印順法師就造了一本《雜阿含經論會編》裡面就主要講這個部分。大家

可以取來看，或者參考一下，就知道《阿含經》這樣講，《瑜伽師地論》這樣講，大

家是這樣去對應、配合的。

所以當我們讀這部《瑜伽師地論》的時候，一方面我們是知道抉擇諸法的法相與

瑜伽師十七地修行的所依，另外其實他是要貫通很多大小乘經典的資料，就是要發揮

佛說的道理，這個雖然是彌勒菩薩所講的論，但是他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宣揚釋迦牟尼

佛所說的教義。這是我們需要知道的，即是當我們讀這本論的時候，不要純粹以為這

本論就是分析法相的一部論典，其實是幫助我們了解很多比較早期的經典，它們是怎

樣去講這些道理，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一些去探索的時候，可以有這些道理的推展，

或者這些義理的涵攝的範圍等等，這些是在我們讀之前我們需要的知道的一些地方。

我基本將背境資料已經交代了，現在我們正式讀這個論文。

福嚴佛學院做了一個很詳細的功夫，將這些很多資料蒐集了在裏面，因此大家讀

的時候就方便了很多，不需要自己查很多辭典去讀，當然我們知道，讀論我們不能夠

只是靠辭典，因為你查辭典都不等於一定會明白，需知道它系統，它的系統的義理脈

絡是講想一些什麼東西的？它那個、它這方面的意義是怎樣發展出來的？這些其實都

是需要一些佛學的基礎和功夫。但是有人做了這些整理之後，我們讀的時候就方便了

很多，省回我們很多的時間。

我們看看他們怎樣處理這個論的一些內容，譬如在第一章，這是卷一，我們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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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個部分，就是〈五識身相應地〉，就見到〈本地分〉，是嗎？〈本地分〉就是五

個大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這個〈本地分〉有五十卷那麼長，我們

可能要幾年時間才講得完，這是肯定的。未講〈五識身相應地〉的時候，首先未講這

個「五識身」的時候，就首先總括這個十七地，作一個總說，所以第一章就是分出了

這個十七地的總說。

另外有些字，括住的字就大家可以找《大正藏》第三十冊，那個頁碼是在 279

頁那裏，你要找那段相應的文字，至於 a你怎樣去找呢？譬如說 279a8那樣，我們

知道是第三十冊裏面的第 279頁，是嗎？這個 a，因為《大正藏》通常這樣分，經文

我們知道分上、中、下三個部分，由於現在的人造論文的時候，是需要指出你的資料

的出處，所以為了方便別人查閱，他們就分了，將上、中、下分為 a b c，可以嗎？

然後那個 8在那裡？是在第八行，即是在第八行裏面找回這裏，「云何瑜伽師地」？

這樣分到嗎？

將來我們看其他人的論文的時候就識得這樣分，有些人就不是這樣仔細，去到

a8都講給你聽，a8譯就花了很多時間，他要逐行數給你聽，他就很花時間，所以很

多時都不會有這個號碼 number的，真是很仔細的學者才會做的。一般都是 a、b、c

那樣，或者有時不是用 abc，就是用上中下，上、中、下即是代表如果上的時候，這

段文字應該就在這裏找到，如果中就在這裏找到，下就在這裏找到。可以嗎？還有

《披尋記》，由於裏面搜集了很多韓清淨的《披尋記》，它裏面的資料幫助我們去解

釋的時候，所以你就可以去看《披尋記》，因為《披尋記》有很多冊，就是第一冊，

第幾頁就找到這些資料的。

「云何瑜伽師地？謂十七地」，你們知道「十七地」是什麼意思了，「何等十

七」？有哪十七地呢？「嗢拖南曰」、「嗢拖南」，這一種音譯來的，就是

ud naā 、udd naā 這個音，我們讀佛經最麻煩就是這些地方，那個梵文的名詞就用音

譯出來，這樣我們中國人接觸這些名詞就不知道它講什麼了，通常我們讀佛經比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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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地方，第一，很多時就是同一種東西有很多個名詞，另外這些名詞有些是音譯，

有些是意譯，搞到大家就很亂，這些你就要花很多年功夫，慢慢去搞清楚這些名詞的

分別，當然有人講解給你聽就會快些，省卻很多時間，如果每一字都要查字典就會查

得很煩。

「嗢拖南」的意思一般我們叫做「集施頌」，「頌」的意思即是偈頌，詩偈，我

們知道這些詩偈在佛經裏面很多的體裁用詩偈的形式，譬如我們有「重頌」、「應

頌」這些，「孤起頌」這些，「十二分教」有講這些，但是「集施頌」是偈頌的其中

一部分表達的方式，這種表達方式通常是會用很簡短的一些語詞，就將它綜合了很多

道理在裡面，然後以一種偈頌的形式去表達出來，在這個綜合之中有個好處，就是它

將很多道理總合成一首偈，令你容易記得，容易念誦，但是問題在於，它如此簡潔的

時候，它裡面所蘊含的道理其實是應該要知道了之後再記憶，這首偈對你才有用，如

果你不知道它的道理而單是記這些偈，可能對你的幫助不大，譬如就像《唯識三十

頌》那樣，《唯識三十頌》其實就是「嗢拖南」來的，它是以三十首頌將整個唯識

「三能變」，「八識三能變」的系統樹立起來，然後將「唯識相」、「唯識性」、

「唯識位」串連起來，其實你要了解整個唯識系統之後，念這個《三十頌》就幫你記

得很多名稱，很多意義，如果你不知道唯識的系統而念《三十頌》，你念的意義就不

大，是嗎？都不知道那些名詞是講什麼？譬如《八識規矩頌》也是，很簡單，幾首頌

就將整個系統講出來。

現在這個「嗢拖南」也是這樣，這些偈頌就是將那些扼要的東西全部綜合，然後

就以偈頌的方式集合起來，這就叫做「集」。「施」就是一種法的布施，就供養、施

與給眾生，施與給那些願意學這方面道理的人，令他容易去受持，所以叫做「集施

頌」。「嗢拖南」就用這首偈將十七地的名稱總括起來，我們讀這首偈在之前，我們

看看下面，下面有「一者，五識身相應地。」是嗎？這個在佛經的體裁來說，這種我

們就叫做「長行」，就是一種散文的方式，散文是什麼？長短句，是嗎？每一句可以

五個字、七個字、或十個字等等，而組成一段文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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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偈頌就不是，偈頌通常是什麼？五言一句，或者是七言一句等等，或者是四

言一句，這就有什麼？整齊的字數，散文就不是，所以現在這裡有首「嗢拖南」，就

總括了「十七地」，但是因為它是扼要的，所以很多名稱省略了，譬如你見到第一句

就是「五識相應、意，」其實全名應該是什麼？「五識身相應地」，第二就是「意

地」，這樣就濃縮並精簡了。所以我們讀的時候就要偈頌配合那個長行，即以散文去

看這首偈是想講什麼。

「五識相應、意，」第一句，就是講十七地的第一個〈五識身相應地〉，第二就

是〈意地〉。「五識身」就是講我們的「眼、耳、鼻、舌、身」五個識，將這五個識

形成一個組別，一組，這樣就將它總括為一「地」去了解。第二個〈意地〉就是主要

講第六識，但「第六識」之中都要講「第七識」方面，第七那個「意」，所以第一句

就是講首兩地。然後「有尋伺等三，」「三」就包括三地了，這三地我們看長行方

面，就是「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這裡就是有三個「地」了，是

嗎？

所以就說「有尋伺等」，「等」是「等」什麼？「等」這個第四地、第五地，總

括就有三地了。你就見到它這裡減略了很多「地」的名稱。然後第三句：「三摩地

(sam dhi)ā 俱、非，」「三摩地」，它在這裏把梵文也給你了，原來的經文是沒有

的，因為有人整理過，所以就加了梵文 sam dhiā 這個字，「三摩地俱」，這裏就代

表了哪一地？就代表了第六的「三摩呬多地」，看到嗎？但何解它要用「三摩地俱」

那樣？

我們看看「三摩地」這裏，就有一個 2，「俱」後面有一個 2，這裡有一個註，

有一個註解，我們看看這個註解，「三摩地」我們一般叫做「等持」，「等持」這個

意思，就代表 我們的心能夠專注於一境，心一境性，凡是我們達到心一境性，我們着

都可以叫做「三摩地」，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心由於專注一境的時候，那個心就不是

處於一種散動的狀況，但是這種三摩地涵攝的範圍很闊(廣泛)的，是由我們欲界地，

11



當我們欲界的人能夠達到這種心一境性的時候，都可以叫做「三摩地」，然後譬如去

到色界定的人，他的禪定是再深邃一些的時候，他又可以叫做「三摩地」，所以它通

很多的。

你見到它在註解裡，「三摩地通說」，即是它概括了欲界與定地，「定地」就是

色界定、無色界定等等，所有的心、心所的狀況，只要它符合這個基本的意義都可以

叫做「三摩地」，所以這是「心一境性，任運相續無散亂轉」，就叫做「三摩地」。

普通我們不是在入定或者在入定之中去到這個心一境性，未進入這個色界定之前，我

們欲界定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譬如有些人很專心做研究，做實驗這些，他可以完全

不理外界正在發生什麼，他不受騷擾，這些可以是心一境性，所以我們一般有些人修

禪定的時候有一個過程，是嗎？

有一個「九住心」的過程，而這個「九住心」實習去到心一境性的時候，仍然是

欲界定，那裡又叫做「三摩地」的，所以它是包括了欲界、欲界定、色界定、無色界

定等等，是最闊(廣泛)的、廣義來的。但是現在有一個限定，即是對這個「三摩地」

有一個限定，所以要加一個「俱」字，這「俱」字我們看看註解那裡，如果定，這個

是「俱」的時候，加了些什麼意思呢？

即是除了這個基本的「心一境性」之外，我們「有多差別相應而轉」，即是還有

幾種情況一齊並起的，包括了什麼？包括了「得三摩地」，所謂「得三摩地」就是你

第一次，由一個不是定心的狀況進入一個定心的狀況，這個我們叫做「得」，「得」

是一種成就，而這個「得」就只是你第一次初得而已，或者我們叫做「創始」，之前

未曾試過。現在第一次試過(嘗試到)，就好像見道那樣，之前你從來未見過真理，第

一次見真理，那個階段我們叫做「見道」，也是第一次得的。

凡是第一次得，通常佛經都有些名詞界定，這個與之後，之後你的那些經驗再累

積，對這方面熟悉之後，它又有不同的名稱，所以「得三摩地」就即是第一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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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摩地圓滿」，「三摩地圓滿」是指你能夠進入這個「根本定」了，意思就是你這

個四禪的基礎可以穩固了，你能進去了。你能夠基本上可以自己懂得控制、掌握如何

能入到這種根本定。當入到根本定，你就入到所謂什麼？起碼是初禪，是嗎？或者二

禪、三禪、四禪等等。

這種我們叫做「三摩地圓滿」。「圓滿」就是你不只是「九住心」了，而是「九

住心」再進一個階段，就是升入了色界定的那個精神狀況。至於「三摩地自在」就是

講，我們雖然入了根本定，但是我們初入根本定的時候，那個心還是仍然有很多疑惑

的，或者你初得的時候，你會有一些驕傲的，你自己覺得自己了不起，可以入到色界

定，你已經不是普通欲界的眾生的境界了，所以多多少少有些人是會有的，大部分人

都會經歷這個情況。

另外有些疑惑，你初接觸新的境界，你會有一些疑惑的，會有「無明」、「疑

惑」、「見」等等這些，這些我們叫做一種屬於染污性的心理狀況，但是當你再修得

好一些的時候，就會令到這些染污的心態或者心理會慢慢、慢慢逐步減少，然後就轉

為一種你在定中的心態，變成一種很清淨的，很鮮白的，即是那個定境一來會感覺到

很美麗、很光明、很和諧那種的情況。我們用一些形容詞叫它是什麼？就是「清

淨」、「鮮白」的那種情形。

那種感覺與我們在欲界所看到的境是不同的，如果當我們去到這個時候，這種我

們叫做「三摩地自在」，「自在」就是你那些染污的心態已經減少了，到很低了，現

在處於一種清淨、鮮白與智慧通透的狀況，這種就是「三摩地自在」。所以就說「三

摩地俱」，意思即是說，不只是簡單的心一境性，就叫做入了所謂的「三摩呬多

地」，如果叫得「三摩呬多地」的時候，他就需要有剛才所講的幾種東西一起，那幾

種就是，一方面你要得「三摩地」，第二你要得「三摩地圓滿」，第三是你要「三摩

地自在」，這樣謂之「三摩呬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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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註三那裏，「三摩呬多」就叫做「等引」，「等」字就是代表你的這個心境，

你定中的心境就是什麼？很平衡的，是嗎？你不會惛沉、掉舉等等。還有一個界定就

是，「無悔、歡喜、安樂所引」，「無悔」就是你所有的惡、染污的不善法已經遠離

你了，另外你內心亦充滿歡喜安樂，由這些心理狀況或者精神境界，就會引一些所謂

殊勝的定境，所以「三摩呬多」主要就是講一個所謂殊勝的定，它引發這些勝定的功

德，勝定的一些能力。

這些是屬於較高的精神境界，修養境界，所以是什麼？要揀擇，即是它要區分出

來，與欲界的心、心所要區分，甚至要區分欲界的定心都不包括在內，是要超出這個

欲界，是「無悔、歡喜、安樂」，與剛才講的「三摩地圓滿」，三個地自在，這樣才

謂之「三摩呬多」。這個「三摩呬多」就是名稱上的翻譯，他們在長行入面加了

sam hitā ā這個字，就是「三摩呬多」的音譯，而我們在意譯方面就叫做「等引」，

「等引」就是平等持心，定心的狀況之下引發很多殊勝的功德，殊勝的狀況。所以很

簡單的四個字就包羅了很多意思在裏面，這些就是「嗢拖南」了。

這個「俱」字，「三摩地俱」，這個「俱」就是代表了一種什麼？限制這種「三

摩地」，不單是這個意思，而是要符合「三摩呬多」的意思，所以相對長行來講，它

是屬於第六的〈三摩呬多地〉。至於跟住那個「非」字，頓號之後的「非」，這個

「非」字我們要知道與前面相反，這個「非」就不是「非」下面這個字，是「非」前

面的那個，即是就不屬於〈三摩呬多地〉的情形，這就是第七的那個什麼？「非等引

地」了，或者叫做「非三摩呬多地」。意思即是與剛才所講的殊勝境界相反的，就是

一般欲界眾生的心理狀況就是這樣，或者精神狀況就是這樣。

然後第四句就是「有心無心地」，「有心無心地」就是第八了，第八的「有心

地」與第九的「無心地」，我們大部分的狀況都是有心理活動，精神活動的狀態，無

心地就有些精神活動不明顯的，那些我們就叫做「無心地」，這句比較簡單一些，由

「聞、思、修所立」，聞、思、修所立跟住就是那三地，第十地的聞所成地，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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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思所成地與第十二的修所成地，至於「所立」是什麼意思呢？由於聞思修是一種

方法來的，我們需要努力去掌握一些方法，令到我們的實踐有一些什麼？能夠有基

礎，能夠去成立一些東西，成立什麼東西呢？

這個「立」字，「聞、思、修所立」就是講成立的「立」，成立就是要「諸勝解

相」，你透過聞，聞所成慧，你對於一些佛學的名詞與道理，你慢慢由不明白到明

白，這是一個勝解，你有清楚的了解就叫做「勝解」，你有更深刻的體會也是叫做

「勝解」，是嗎？所以是逐層逐層一路就是有進展的，初時你只是聽別人講，你自己

未有能力去分析，去進一步推演，但是慢慢你可以透過思考，透過消化，融會貫通，

那套道理就真的是你自己了，那個思所成地，但是去到思所成地還只是概念上的理

解，還未能夠真正付諸在你身心的體會中。

你就要透過什麼？實踐修行，由修行之中，你對現在佛教講很多境界，譬如三摩

呬多地的境界剛才描述了很多，我們只是概念上的了解，是嗎？但是你真是要實修，

你才知道他正在講什麼？清淨、鮮白是什麼回事？講是很難講給你聽，就好像我去飲

一杯茶，有多涼？有多熱？很難形容給你聽的，但是我飲了，你真是拿來飲，才能夠

知道有多冷？有多熱？

所以這些純粹是你自己的體驗，自己的感覺，所以在修所成地亦然，也是要成就

什麼？勝解相，你對這個真是清清楚楚的了解，如實地了解。就好像佛陀證四聖諦，

「苦」真是如此，「集」是如此等等。這就是「聞思修所立」，它要成立的時候，成

立什麼？就是令你在不同程度上的勝解得到支持，得到成立。「如是具三乘，」這個

「如是具三乘」就是接下來講的第十三〈聲聞地〉、第十四的〈獨覺地〉與第十五的

〈菩薩地〉，這個「如是具三乘」是什麼意義呢？

我們知道「三乘」是指這三地，但是這個「如是具」，是指我們前面講的「聞思

修所立」，這就是我們的所謂「正方便」，這是我們真正要努力、加功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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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經的方法。由這個方法，由這些聞、思、修就達到接著所講的三乘的境地。當然三

乘是各別根據你的所依，你自乘是應該怎樣修、怎樣學的？就透過「聞、思、修」這

些正方便，達到你那個「乘」所應學的東西，這樣謂之「如是具三乘」。

然後「有依及無依」就講第十六的「有餘依地」與第十七的「無餘依地」，這樣

就將十七地的名稱全部講解過了。然後最後那句就是「是名十七地。」這是〈根本

分〉，即這個〈本地分〉所講的十七地的內容的概說，就是用一首「嗢 南」將長行拕

裏面這麼多的文字怎樣？就是用簡單的偈頌就已經概括了。概括了之後，你現在已經

記得十七地的名稱了，這樣就是背了這個「嗢 南」就很容易記得這個〈十七地〉拕

了。

聽眾：想請問這兩個心所為何特別在十七地裏面特別抽出來作為一個境界來講？

講者：何解要這樣講？

聽眾：即是這麼多心所，何解會特別講這兩個心所？

講者：我剛才都講過，因為在這個三界眾生存在的領域是可以這樣劃分，它是用這三

地去劃分，其實這三地就已經講了三界眾生的存在狀況，明不明白？三界即是

欲界、色界、無色界的三界眾生，他們的精神狀況是有不同的，但是他是透過

這三地，我們將這些三界的眾生的類別大概地去劃分，當然裏面有很多，因為

裡面是牽涉到生命觀與世界觀的這三地，那些眾生的類別，雖然我們是可以簡

單地透過這三地可以這樣分這個類別，但這只是大概的劃分，但是最細微的劃

分就是每一界的情況，到時會有這樣的講法。

聽眾：可不可以說尋伺就是代表了一種理解力？

講者：尋伺就是理解力，沒有錯。

聽眾：以理解力劃分？

講者：是，這是代表了一種理解力，以代表眾生存在的那種精神狀況、精神境界，這

就是眾生的分類的一種類別而已，類型，但是這個類型所涵攝的內容就很豐富

的，講到這個世界觀的各方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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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個總說，即是第一個部分總說了十七地的名稱，當中都有一些比較深的名

詞，譬如「三摩呬多地」這些是比較深的，同時你會看到，「嗢 南」因為太簡要，拕

所以變成了我們讀的時候，每一個字都要捉實它的意思，譬如什麼「三摩地俱」，如

果你不搞清楚它講些什麼，你就不能夠很明白地到底這個「三摩呬多地」指什麼。你

搞清楚之後，然後背熟它就很容易了，如果不是，你背完之後你都可能糊里糊塗都不

清楚它到底講什麼。現在進入正題的時候，然後我們開始難一些了。接下來，十七地

已經介紹過了，之後我們就要講第一地，第一地就是〈五識身相應地〉，所以已經分

了給你們，「五識身相應地總說」。

這一地就比較短一些，十七地裏面屬於比較短的一地，應該很快就可以講完，首

先就提出一個總括，一個概說，概說，「云何五識身相應地？」這裡包括了「五識身

(的)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助伴、彼作業，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這裏的

「五識身」後面有五個方面就是：「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這個「彼」

字，「彼」字就是對應前面所講的「五識身」了，「五識身的自性」即是「五識身」

的本身，其本質是些什麼呢？「五識身」的所依，「所依」即是說，它依什麼感官而

引起呢？

然後就所緣，他所認知的對象，它所認識的對象與它認識對象的時候與它一齊起

的心理，種種的心所一齊，這些叫做「助伴」，另外它們的作用，「作業」即是它的

作用、功能是跟住什麼而起的？這是五個方面，在「五識身相應地」，因為「五識

身」主要是講眼、耳、鼻、舌、身這五個識作為一組，這一組由於它是一種什麼？大

致上是一個很相類似的心識狀況，認識的狀況，這樣將它組合成為一品，或者一類。

因為這五個，這五個識我們一般都稱它謂之經驗的感覺來的，譬如「眼識」是什

麼？視覺，是嗎？「耳識」是聽覺、「鼻識」是嗅覺、「舌識」是味覺，「身識」是

觸覺，是否全部都是感覺？由於它們都是感覺，它們都很相類似，因此它們出現的狀

況、或者發揮作用的狀況是可以作為一組去理解，這樣謂之「五識身」，這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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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一個眾數的意思。五個「識」因為作為一組，我們就叫它做這一組的「識」，

這樣去理解。所以總名就是「五識身」了，但是在分析之中就透過那五個方面，即五

個角度，就是「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這五個，無論是「眼識」、「耳

識」都是用這種方式去理解、去分析它。我們就要知道，為何瑜伽師他第一個所依的

地，就是我們的感覺知識？感覺的認識？我們的生命一開始，是否要由感覺開始？

即當世界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是如何去理解它的？我們嬰兒狀態的時

候，是首先透過視覺、聽覺這些，所以這是一個我們認識世界的最基本的地方，就是

由「五識」去取得世界的資料，然後你由透過理解世界的種種資料或圖像，反映進來

的時候，我們不但止了解這個世界，同時我們亦都在了解自己，所以一方面是認識世

界由這個「五識」開始，認識我們自己都是由這裏開始，然後慢慢我們就會知道，這

就是我們所謂主體與客體相交的一個最關鍵的地方。我們為何能夠劃分到我與世界的

界線？就是由這個感覺開始的。

這就是我，屬於我的範圍，但是我的感覺所得的，它們就是我們所知的對象，所

了解的外在的世界，所以就區分到所謂「內在」與「外在」這些東西，就是主、客，

主、客相交的那種關係的開展來的。然後，我們就會慢慢總結這些經驗，得出經驗之

中的各種規律與它們之間的理則，然後再進一步才有概念、思維、分析這些東西，即

是說，無論是我們經驗的感覺、概念思惟這些知識，它的最基本的地方就是由感覺開

始。

瑜伽師他所要知道的各方面的內容，他的實踐的各方面，都是由這裏開始的，所

以第一步就是要講這個「五識身」。所以大家不要想：講視覺、聽覺這麼煩的東西？

因為我們中國人很少理會這些，我們中國的經典，譬如《論語》這些，很少講「眼

識」、「耳識」這些，不會去詳細分析這些東西，但是印度人或者西方哲學就會詳細

分析這些內容。首先我們如何會認識這個世界？怎樣由世界去反映、認識自己等等，

都是由這些東西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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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會比較仔細地去分析，我們如何知道世界？然後，但是如果我們純粹只有

經驗知識，這些是很零碎的，我今天見到這個影像、那個影像，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將

它總合或者總結這些經驗，我們的知識就不能夠發展到如今這個水平的，所以我們能

夠達到這個水平，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基本資料就是來自這個經驗與感覺，瑜伽師作

為一個實踐的人，他依然不能夠離開這個基礎而去發展他的生命的升進的過程。

我們首先要知道它的重要性，然後我們才有一個推動力去學習它，如果你完全不

知道，你就不明白聽這些名相，學來做什麼？那就不知道我們要修行，其實是有很多

東西我們要了解，了解到各方面由依緣而起的情況，然後由這些地方一路慢慢地減低

我們的那種執著，然後在各方面慢慢地有一個轉化。所以我覺得對這些東西的了解其

實是頗為重要的。「總說」就講了這五方面，然後就有一個別釋，「別釋」其實就是

要有一個詳細的解釋，將每一個識各別地去分解、去分析，所以第一節是講五識中

「眼識」的五相，「五相」就是剛才講的五方面。

第一就是要了解「眼識」的自相，「自相」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本質，本有的體

性，所以叫做「自相」，每一種東西都有它自己特別的，與其他東西不同的地方的，

我們就稱它做一法的「自相」，或者叫做「自性」，有時叫做自相的，或者叫做自

性，自性多數是指它的「體性」，即是這種東西的本身是什麼東西來的？什麼謂之

「眼識」的自性？視覺的本質是什麼？就是「謂依眼了別色。」很簡單的一個定義，

界定了什麼叫做「眼識」的自性，就是這種認識，這種透過視覺，透過我們的眼睛而

了解外在的顏色、形狀這些景象的那種認識。因為「眼識」是一種什麼？了別力來

的，是嗎？「了別名識」，記不記得？

「根」、「境」、「識」，其中我們能夠辨別這種東西是什麼，這種東西是筆，

這種東西是 ，這種辨別力我們叫做「識」，這種識是一種精神的了解力來的，但是枱

這種眼能夠了解什麼？眼就是了解顏色的東西，形狀方面的東西，或者看到有些人的

動作等各方面的情況，這就是視覺所能夠取得的東西，或者我們能夠辨別這一堆內容

的東西那種認識力，所以「眼識」的自性就是眼這種辨別力或者認識力，它「自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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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是什麼？它是一種「依眼根」，「根」是一種感官，視覺的感官了別這些顏色

等等的境狀，那一種了別力或者認識力，可以嗎？這是「眼識」基本的定義。

所以這個「眼」就是指「眼根」，就是感官，或者視覺，感官各方面，視覺器官

取得而辨別到這種色境，這就是「眼識」的自性，然後第二就是「眼識」的「所

依」，這是第二方面，所依就有三方面，所以說「別舉三種所依」了，即是這種「眼

識」它出現的時候需要有三個條件，所以「眼識」本身的這種辨別力不是自己想出現

就出現的，它需要有三個依靠，三個條件，第一就是叫做「俱有依」，這就是「眼

根」，剛才講過依眼而起，這個「依眼而起」就是依「眼根」而起，「俱有依」就是

說，這個「眼識」出現的時候，它有一個與它一齊並起的，就是它的那個「眼根」，

「眼識」因為依「眼根」而起的，所以當它出現這個辨別力的時候，或者認識力的時

候，它要與這個眼根一起，這就是叫做「俱有依」，或者這個「俱有依」有另外的名

稱叫做「增上緣依」，增上緣我們知道是一個很強的助緣，令得它可以產生，就叫做

「增上緣依」，但這個「增上緣依」是一種俱有的意義，「俱有」即是同時，同時發

揮作用，同時並起。

「眼根」就是講我們的那些視覺神經，這種就是「眼根」，就要與這些眼的辨別

力、即這個視覺一起出現，這樣才能令這種辨別力能夠產生的，它叫做「俱有依」的

時候，第一就是有可以同時而起的特質，同時一齊起，第二它們大家是會損益同時，

所謂「損益」就是，當那個「根」是差的時候，辨別力亦差，如果你的「根」是散光

或近視等等，就會看不清楚東西，因為你所依的「根」不行，所以你的辨別力就差一

些，如果你的根是利的，很敏銳，視覺力很好，有正常的視力，你看東西是比其他人

清晰，所以這就是損益同時了。所以根利，你的認識力、了解力就強很多，看東西就

比別人了好很多，清楚很多。

還有叫做「不共餘識」，意思是這個視覺的感官只能夠被這個視覺所用，聽覺對

它有沒有用？沒有用的，所以這是「不共所依」，即是五識裡面只有「眼識」是依這

個，其他是不會依它的。另外，如果「根」是壞的時候，不只是損，而去到壞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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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的「識」就完全不可以起了，即是說，如果你的視覺感官已經是完全損壞的時

候，你就變成盲了，你的「眼識」就不能夠出現。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眼識」的生起，雖然我們說「眼識」很重要、很

重要，因為基本上，我們了解世界的大部分的資料的來源就是來自眼睛，你想想，我

們收集了外界很多資料，我想佔七、八十個 percent來自我們的眼睛，如果我們眼睛

的視力沒有了的時候，你所知的世界就隨之而縮到很小很小，縮到只有很少，所以這

個很重要，這就是「損益同時」與「不共所依」。還有就是如果「眼根」完全壞的時

候，你的「眼識」就完全不能夠起。這樣就講出緣起的狀況，其中「眼識」出現的一

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俱有依」。

另外還有一個條件就叫做「等無間依」，這個「等無間依」的另外一個名稱，我

們有時叫它做「開導依」的，「等無間依」就叫做「意」，這個名稱叫做「意」，這

個「意」很容易被大家誤會了以為是「意識」，這不是講「意識」，這個是指五識其

中一種，譬如我們現在講「眼識」，「眼識」剛剛過去的那一剎那，那個「眼識」滅

了，然後這一剎那的那個「眼識」才能夠出現的，這裏就是代表著它是一種，這種認

識力，當它剛剛過去的時候，或者剛剛消失的時候，才能夠讓這個空間給它起另外一

個認識力，這種我們叫做「等無間依」。這亦是一個條件來的，當它就快要滅的時

候，它有能力牽引另外一個「識」，或有能力讓出一個空間去給它產生，這個也是需

要有這一種的條件，才能夠令到「同類識」在下一剎那能夠相續而起。

但是同類識，這個是有些是可以同類，亦可以異類的，即是說，我們現在「眼

識」出現，但是下一瞬間，我固然可以「眼識」出現，或者下一瞬間是出現另一種

「識」的，譬如是「意識」出現，或者是「耳識」出現等等，都是透過有一些「識」

已經滅去，不繼續持續了，另一個識才能夠產生。我們的心念常常轉變的，轉變的原

因就是條件，就是之前的那些心念一路一路過去，這樣當它已經消逝的時候，就有新

的認知力出現，這個就叫做「等無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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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等無間依」譬如就「眼識」來講，不一定是「眼識」的前一剎那，或者是

「耳識」的前一剎那，或者是「意識」的前一剎那，都可以做「眼識」的前一

剎那？

講者：這個是，可以是這樣，因為它說可以是同類或者是異類都可以的。

聽眾：因為我們的「眼識」不是突然生起的。

講者：是，不過它這個「眼識」之所以能夠生起，一方面固然是它過去的「眼識」已

經消逝了，新的「眼識」才能夠出現，其中一個意思就是這樣。但是另一方面

也可以講，因為其他的都沒有活動而這個有活動，可以這樣看。不過當我們回

首想，譬如我們這個視覺能夠出現，其實是都是要再追溯什麼？之前的某一種

視覺認識消逝了，這個才能夠產生那樣。

聽眾：但是可能那個已經消逝了很久了！或者我剛才看過東西……

講者：是！是！可以的！可以的！

因為那個無間，有一個無間，總之就是有一種能力，令到下一次出現的那個認識

可以生起就可以了，這個叫做「無間」、「無間」地，總之就是讓了位給它，其實它

的意思就是開導，開出什麼？讓出一個位置，令它可以生起。但它不一定要持續下

去，譬如今天晚上睡覺之前，我的「眼識」出過，一進入睡眠的時候「眼識」就停頓

了。是嗎？我到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時候，打開眼的時候，這個能夠在第二天早上另一

個「眼識」出現，都要我睡覺前那一瞬間的「眼識」消逝，另一個才能夠產生，大致

上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就叫做「等無間依」，我們叫做「意」，這個「意」就是「無

間滅意」的意思，即是說剛剛過去的那一個，所謂剛剛過去，可能是中間隔了一段時

間，看你是處於什麼狀況。

另一個條件，這是第二個條件。第三個條件也是很重要，這個叫做「種子依」，

這個「種子依」的界定就比較長一些，你會看到，「謂即此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

熟所攝〔的〕阿賴耶識。」你見到有一些字有這個括弧括住的，那就是整理的人加下

去的，原文是沒有的，這一句的讀法可以是不需要中間那些頓號的，即是可以一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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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去，「種子依，謂即此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阿賴耶識。」其實這樣長，

「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其實都是形容「阿賴耶識」的，所以其實「種子

依」就是「阿賴耶識」。簡單講就是這樣。但是中間有這一堆意思的時候，我們都要

處理它，「一切種子」就是我們知道「阿賴耶識」含藏了宇宙萬法，有很多的潛能在

裏面，我們叫那些東西做「種子」，其中「一切種子」裡面，那些能夠生起「眼識」

的那一類潛能，就是屬於現在那些「眼識」的「種子依」，明不明白？

本來世間萬事萬物，如果我們說，既然它能夠出現的時候，它一定是有些能力，

有一種力量令它產生，有這種力量令它產生，這種力量的產生，我們就叫它做「種

子」，所以每一種現象，每一種現象本身我們都可以追溯到一種能力，或者叫做「種

子」，但是「眼識」既然是一種作用，一種現象，精神現象，我們就會追溯什麼？

「眼識」就有「眼識」的種子，是嗎？但這些種子是存在哪裡？種子就存在「阿賴耶

識」裏面。所以首先是有一個能夠包藏著這個、儲藏著這個「眼識」種子的那個「阿

賴耶識」的存在，令到這個「眼識」的種子有機緣的時候，這種力量就會發揮出來，

產生出來。

這就是「種子依」的其中一個意思，所以其中「一切種子」固然是指「阿賴耶

識」包含一切種子，但是作為「眼識」本身它能夠出現，它所依的就是「阿賴耶識」

裡面的「眼識種子」。另外，「執受所依」就是當「眼識」出現之後，完全了解之

後，了解了很多不同的景象之後，這些能力出現了之後，也知道了那些東西之後，它

就會形成一種新的力量，當以後你再見到同類景象的東西，你就會覺得很熟悉。

初時第一次見，你會覺得很好奇，很新奇的樣子，不知是什麼東西，當你越來越

接觸得多的時候，熟悉了之後，你就會慢慢地不會感覺到、很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樣

了，譬如，我們第一次去一個新的地方，我們要尋找路線，要看很多地圖或者街道的

情況，當你走熟那條路之後，其實你自己的心就不需要在那條路上用心了，你不覺得

自己走了一條路，不知不覺你就回到到家裏，或者不知不覺間你就去到某一個地方，

這是當你熟悉之後的情況，何解你有這樣的情況？

23



因為你經常的熏習，對於這些你已經很熟悉、很清楚，去到那裏，你自然就會轉

彎，諸如此類，都不需要意識去指引了它了，那時候就是一種曾熏習過，熏習的一種

情形，意思就是我們的認識力，這種視覺的能力出現了之後，慢慢就會形成一種更強

的力量，很熟悉那種東西的時候，這樣我們就會說，它會不斷不斷地形成一種新的力

量，這種新的力量又擺在那裏？也是在「阿賴耶識」那裏再儲藏。所以「執受所依」

的意思就是說種子熏習了之後，它要依藏的地方也是這個「阿賴耶識」，它就像一個

倉庫那樣，那些種子就全部存放在裡面。

「執受所依」主要就是那些曾經現行過的種子，它這種力量由這個「阿賴耶識」

再執持，再執受，「所依」就是它所依住的地方，就是「阿賴耶識」。其實都是講種

子的，第一個種子是講種子的特殊能力是由這裏來的，講來源；「執受所依」主要講

這個來源出現之後，它不斷不斷地加強，跟住就依在哪裡再繼續這種力量？

這種力量就在「阿賴耶識」裏面，然後「異熟所攝」主要就是指「阿賴耶識」裡

面包含了那些「一切種子」，裡面包含了一些曾經現行過，有些或者未現行過，有些

是曾經發揮過力量，有些未發揮過力量，但是如果它是要經歷，需要經歷過很多的行

為，行為有善有惡，有不同的傾向，這些行為本身就形成了這些所謂「業種子」，由

行為而形成的一種力量，我們叫那些做「業種子」，「業種子」有些是善的業、惡的

業、有些是無記的業等等。

但是業與那些種子本身的「一切種子」，它就有一種規律上的相應的，這些業種

子會影響著「阿賴耶識」裡面所儲藏的業種子，某方面的善種子與它有一種屬於好的

方面的種子，它會容易出現的，不好的業又會影響一些不好質素的種子會出現，這

樣，所以這些業種子通過一種活動，再儲藏進來，然後在「阿賴耶識」裏面不斷地有

一種改變，所以就慢慢、慢慢令到某方面的種子成熟，而形成現在的結果，或者未來

的結果，這些我們叫做「異熟所攝」，這樣就通過這種業種子而令到那些「一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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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變化的狀況。

所以我們再看「阿賴耶識」包含著幾方面的意思，包藏著一切存在的種子；另外

曾經熏習過的種子；同時由我們的行為影響著我們的種子所會產生的異熟果報。所以

「阿賴耶識」我們說它有「因相」，有因的方面就是種子，有「果相」就是有它異熟

方面的情況，變異而熟。還有一個「自相」，是嗎？「阿賴耶識」的自相，《攝大乘

論》不是講「阿賴耶識」的三相？這裡大致上也與它配合，大概有三相的意思。

我們再看看「眼識」的三種所依，第三種所依就是「種子依」來的，「種子依」

在這裏的那一句就是指「阿賴耶識」，但是我們要知道，它雖然是指「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是我們「眼識」生起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但是就不純粹是「阿賴耶

識」，而是「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眼識種子」才是它真正的生起的因緣。可以

嗎？現在我們講因緣就是講「眼識」的種子，但是這個種子因為是存在「阿賴耶識」

那裡，所以現在將「種子依」叫做「阿賴耶識」，但是實際上「種子依」其實是講

「眼識種子」那部分，而這個，我們叫這個做「因緣依」，而這個重要一些，相對這

個「增上緣依」與這個「開導依」，「因緣依」是最重要的，因為沒有這個「因緣

依」，你有這些都沒有用。是嗎？可以嗎？所以因緣和合出現的「眼識」，最重要就

是那個「因緣依」，這個「因緣依」儲藏在「阿賴耶識」裏面，固然「阿賴耶識」是

一個很重要的，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現在這個論文就不講，沒有清楚講這個

種子，「種子依」，而實際上「種子依」就是那個「眼識」的種子。

所以它不是可以自己單獨出現的，它是要透過這些眾緣才能產生，而這三類，三

種所依就跟著分出它的性質，所以就是「略釋兩種所依」的，如果簡單地歸類就可以

將它分成「色類」或「非色類」，「如是略說二種所依，」意思是說可以簡化為兩

種，一種是屬於物質性的那一類，一種是非物質性的，非物質性即是精神性，哪一種

是物質性？就是眼，「眼(眼根)是色。餘，非色。」「餘」是指什麼？眼就是指這個

「俱有依」，即「眼根」，「餘」就是指這個「等無間依」與「種子依」，它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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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屬於精神性的，所以叫做「非色」，「不是色」那一類。所以「辨類」那裡就是

分出，如果我們講兩種所依，一種就是「色類」，一種就是「非色類」，所以就是其

實其中既需要有什麼？物質性的條件，又需要有精神性的條件才能夠產生。再說「出

體」，「出體」即是說，「眼根」是什麼？

「謂四大種所造，」「四大種」即是四大種元素，地、水、火、風，所以物質的

要素是四大種所造的「色」來的，所造的物質。這裏的[是]是加上去的，括住的那

個，「[是]眼識所依(的)淨色(與)無見，有對。」它這裡這樣分，「是眼識的所依淨

色」就變成了一個項目，然後再加「無見，有對。」

就是說「眼識」是「體」的四個方面，但是羅老師就講就有五個方面的，五個方

面，他就是說「眼識」的所依是一個，一個，然後「淨色」是另一個，即是說「眼識

所依(的)淨色」其實是拆成兩個，兩方面的，所以看你怎樣解讀，如果你這樣解讀就

變成了四方面，現在如果將它分開就是五個方面的，第一就是四大種所造，第二是

「眼識」所依，如果我們將它分開就是「眼識所依」；第三就是「淨色」，「淨色」

就是講那些很精緻、很微細的物質，就是譬如講，我們的視覺神經那些，視覺神經、

細胞那些，很精緻，很幼細的物質，不是那些很粗顯的物質，這種我們叫做「淨

色」。

另外就是「無見」，「無見」就是我們的視覺一般是看不到它的。「有對」，

「有對」是指有質礙性的，它有體積、有質礙，它是佔空間的，同時，如果你接觸它

的時候，它是有障礙的，這個物體，如果它佔空間的時候，它佔著物體，我們想進入

這個物體的時候，它會障礙我們，這種我們叫做「有對」。

「眼根」就是這樣的，眼根它大概的本質就是這類東西，至於「意」，「意」就

是那個「等無間依」了，就是「眼識無間過去[的]識。」是嗎？這裡主要特別是指我

們前一剎那過去的，或者剛剛過去的那個「識」剛剛過去的「識」可能是前一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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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睡覺前的那一個，或者是入定前的那一個剎那，諸如此類。

因為我們有時入到比較高的禪定時，譬如第二禪就已經沒有「眼識」了，當你入

到第二禪時，那個「眼識」就會停止了，當時那個眼識會停的，當你出第二禪的定

時，「眼識」再起，你就要訴諸你入第二禪之前的那個「眼識」為「等無間依」，可

以嗎？就叫做「無間過去[的]識。」這個「識」就是講自類的「識」。

第三就是「一切種子識」，就是那個「種子依」了，「謂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

為因所生(的)一切種子異熟識。」這一句就比較長一些，簡單來講，「戲論」就是指

我們的虛妄思維、分別所起的一些執著的見解，這些見解通常就引起我們的「法

執」、「我執」的，所以它不能夠引生善法，或者對我們的身心有益的方面，而是引

無義，即是無益的，對我們無益，而且它沒有能力壓伏煩惱，因此它是輪迴生死的一

個根本來的。

因為我們有這些執著，我們就不斷地輪迴生死，但是我們經常樂著，即喜歡這些

「戲論」虛妄分別，所以就形成一種我們在唯識宗的種子學說來講就叫做「名言種

子」，這些名言種子是經常熏習為因，所生的一切種子異熟識，「一切種子異熟識」

就是講這個現行的「阿賴耶識」，這個現行的「阿賴耶識」是一種果報出現的一種識

體，所以其實就是指剛才講的「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的阿賴耶識」。

但是現在，剛才我們解那一段「業種子」之後，現在就再加上一個「名言種子」

在這裡，其實就是一切種子這裡，它就是由這兩類種子，名言種子、業種子，形成了

我們的生死輪迴的生命，有漏的生命主要就是由這裡來的，這一段就講述了「種子

依」，其實就是講一切種子識，也就是「阿賴耶識」，這是作為一個補充，即是說，

什麼是「阿賴耶識」？或者什麼是「種子依」？就是我們「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

因所生(的)一切種子異熟識。」我們這一課就講了五識，五個方面，第一個是「自

性」，第二就是「所依」，其它的「所緣」、「助伴」、「作業」我們留下一課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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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第一個〈五識身相應地〉我相信兩節課左右就講完了，因為比較短。本課先講到

這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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