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五識身相應地〉

開始講《瑜伽師地論》的文本了。我們上一次已經解釋了第一首嗢 南，就是拕

「十七地」的名稱以及大概的一些相關的觀念。解釋完之後，跟著就要開始講那個

〈五識身相應地〉了，這個「五識身」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那個感覺的經驗的範圍來

的，就是眼、耳、鼻、舌、身這五種。關於這個「五識身」，其實也有很多名相大家

需要讀的，還有裡面的那些資料，初學的同學可能會覺得很悶，有些如果不是初學的

同學就會很熟悉，因為聽完又聽，但是在「瑜伽師地」的重要性來講，就是他首先需

要由這個作為一個開始，或者一個基礎，知道我們的經驗的知識是怎樣由哪一個基礎

裏面開展出來，以及如何累積這些經驗，也都是透過這些五識，即這五個感覺的認知

能力，令到我們能夠與世界知道怎樣去接觸。

同時亦都透過這個形成所謂人與人之間，譬如互相之間的溝通、交往的人際網

絡，大家都是互相有影響的。但是五識，在我們最基本、最明顯見到的這五個心識的

作用之後，其實它背後就有一個心識在影響著它的，或者是主使住它的，這就是五識

之後的「意識」，我們讀的時候就會看到，其實五識的運作它又不是很主動性的，它

很多是被帶領要這樣做的，而帶領的作用就是這個「意識」來的，所以我們一方面知

道，經驗上我們取得很多世界的資料，自己的資料等等是透過前五識，但是背後一路

驅使著我們的五識的運作是「意識」。

我們稍後就會讀到「意識」的部分，然後「意識」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背後又

有一股力量在影響著它，這股力量就是潛意識的領域，譬如我們的那個「第七末那

識」，我執的力量；另外就是第八的那個「阿賴耶識」，就是我們生命與世界有一個

很龐大的力量的來源，現在影響著我們的，只是這個龐大的力量的其中的一部分而

已，還有很多部分是需要開發，或者還未發揮它的作用的，所以又「五識身」一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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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令到我們了解，逐步、逐步了解，令到我們了解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那八個識

的情況，同時透過這幾個識的了解之後，我們知道由哪一些地方，我們需要著重去改

變，或者去轉化我們，可能在八個識之中，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搞那個「意識」，因

為「意識」的力量是很明顯、很強的，再進一步，我們要知道怎樣去開發「阿賴耶

識」的其中一些好的力量，這個就會影響我們現在這一生的際遇，以及我們未來生的

生命的存在的情況，所有這個我們作一個交代，就是大家讀這些名詞的時候，很難免

會覺得很沉悶，或者是不知道讀來做什麼，但是我需要交待一下的就是，你讀的時

候，其實它是一路帶引著我們，怎樣去了解我們日常的那些經驗的運作，而這些經驗

運作的背後的一些其他的精神力量的影響，甚至乎我們怎樣去轉變我們自己的根源在

哪裏。

這些就是我們學這些名相的時候所需要知道的一些背景，以及整個脈絡之中，它

整個重要的地方。「五識身」是指五個識，「眼、耳、鼻、舌、身，」都用了一個模

式去講解的，就是用五個方面，就是「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這五個，由

於這五個都是同一組，而且是一種接近的性質，所以他就將它歸為一組，就總括為這

個「五識身」。我們已經講過，以「眼識」為主來講就是有「眼識」的自性，「眼

識」就是什麼？依「眼根」去了別顏色的景象，那一種的認識力，那種的認識力就是

視覺的認識力。

另外這種認識力之能夠產生是有一個所依的，所依有三方面，一個是「俱有

依」，就是視覺的感官，就是「眼根」；另一個是「等無間依」，「等無間依」叫做

「意」，就是這個眼識，它剛剛過去，或者剛剛滅了的那一剎那的心識活動，是讓位

給下一個「眼識」之所以能夠出現的一個條件；第三就是「種子依」，「種子依」就

是指「阿賴耶識」了，它攝持一切種子，同時是在我們的「眼識」現行之後，一路再

熏進去的資料庫來的，而這些活動將來會形成一種現行的力量，這就是「阿賴耶

識」。

這樣要三方面，所以是以「阿賴耶識」為「種子依」，實際上就是以「眼識」自

2



身的種子，作為它的真正的因緣。而這兩種、這三種「所依」可以分為兩個類別，一

個是屬於物質性，一個是非物質性。至於作為「眼識」、「眼根」它的那個本質，我

們知道它是四大種所造的，同時是有「淨色根」、「無見」、「有對」，這就是它的

特質。然後還有的就是「一切種子識」，「一切種子識」就是「阿賴耶識」。

我們上次就講到這裏。「一切種子識，(就是)謂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因所生

一切種子異熟識。」它「樂著戲論」那裡就是講我們不正確的思維，是虛妄分別所發

起的一種、一種分別。這種分別其實就是當我們見聞覺知到各種不同的事物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看一種東西，或者見到一個境象，很自然就會賦予一種名詞給它，我見到

這一隻是杯，這張是 等等，這是一間屋，或者一個課室等等。櫈

這些就是我們接觸事物之後，這種事物給我們的印象，而這個印象我們就給予它

一個名詞，而這個名詞給予、加於一個事物之後，我們往往會將這個我們所賦予的名

詞執實。所以我們這些了解就構成了「阿賴耶識」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類別，稱為

「名言種子」，以後這種境象再浮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很自然會識得稱呼它、知道

它是某種東西，我們的分別就在這裏來的，這個分別力就來自這些「名言種子」。

它就是攝持住所有的法，一切的法，所有的事事物物，我們在多生多世見了這麼

多東西，經歷了這麼多東西的時候，這些力量就不斷熏入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

所以他說「無始時來」，即是我們生命裏面的一種難以追溯來源那麼長的時間，不斷

地「樂著」這些言說的分別，這些「名言種子」來自我們在言說上的分別力；這個

「戲論」就是因為我們往往都忘記了名言是我們自己所賦予它們的，之後又會執這些

名言是有實在性的，我們的我執、法執就是由這裏而來。

所以「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因」，這些名言種子一出現之後，又再熏一些，

又再加強我們的分別力，同時這些名言種子當它成熟的時候，又會形成了我們一種行

動的取向，又形成了另一種叫做「業種子」，這些「業種子」它又不斷變化成熟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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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又影響，又再影響「名言種子」，令它再產生一些新的力量。這樣不斷地用這種

方式，「名言種子」、「業種子」不斷地互相、互相為緣，而產生這個所謂「一切種

子異熟識」，「異熟識」就作為一個運作的機關，這些機關就有這些「名言種子」、

「業種子」，而這些名言種子出現之後，出現的時候，它如果是透過行動去出現，它

就會形成這些業種子，然後又再熏一些名言種子進去。

我們整個生命世界出現的因素就是來自這些「名言種子」與「業種子」，所以他

說，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出現這種「眼根」，這個「眼根」就是這一堆名言種子，其

中因為受到有些業種子的影響，所以我們現在就會有這種「眼根」，這種「眼根」就

是人類的「眼根」，如果是其它動物的「眼根」就會與我們的有些不同了。好像有些

不同類別的動物，牠們看東西的範圍，或者是感覺到物象的能力可能與我們是很不同

的。譬如蒼蠅的「眼根」就與我們的很不同，它是複眼的結構，是因為牠們的業力令

牠們有複眼結構。或者像蝙蝠那樣，黑暗中的都可以看到東西的，這些就是大家不同

的業種子形成某一類的名言種子，出現這樣的「眼根」，我們需要看這些「眼根」的

本質，可能背後就有很多這些東西，名言種子、業種子，它們怎樣運作之後，出現我

們現在所擁有的「眼根」。

如果我們萬一天生就是盲的時候，亦可能是某方面的業種子，令到這種名言種子

不能夠健全地出現。也都解釋了有些人為什麼「眼根」的構造是差一些的，原因在那

裏呢？就是在這些名言種子、業種子那裏，這些是「出體」的方面。接下來就是到

「眼識」的所緣，「眼識」的所緣，由於眼是有所見的物象，所以就在這個「有見，

有對」方面去作解釋，就叫做「出體」，即這種視覺的辨別力或了別力，它所知的境

界是什麼？這個就叫做「所緣」，就是現在一般講的所謂「對象」，「對象」就是所

緣的意思。

「眼識」的所緣是物質性的，所以「謂色、有見，」有些形象給我們看到，然後

「有對」，同時所見的物體是佔空間的，有質礙的，這就是我們的一般視覺所能夠把

握的事物，簡單就是色，它是物質性的，「有見，有對。」至於種類方面，「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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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的那些物質是什麼？接下來就講三方面了，就是「顯色、形色、表色」這三方

面，所以首先就講出它各別的類別，所以講「辨別相」，「此復多種，略說有三」。

簡單來講，歸類為三大類，就是「顯色、形色(與)表色」這三種。跟著又再第一方面

就要將它的要本質講出來，所以就「出體性」了，「顯色」是什麼？

「謂青、黃、赤、白、」這些是顏色的景象來的，無論是小乘或者大乘瑜伽行

派，他們都認為「青、黃、赤、白」是屬於一種真實的色，有實在性，它是構成我們

現在見到的各種事物都有顏色的境象，那些是構成的元素，另外就有「光、影、明、

闇、雲、煙、塵、霧、及空一顯色。」「光」與「明」通常我們會連在一齊用，在古

代來講，「光」是特別指日光的方面，即是太陽所發出的光芒就叫做「光」，如果是

月光或者是星光，或者是珠寶所發出的光，珠光那些，就叫做「明」，即是日與明是

不同的，「光」與「明」是不同的。

另外「影」與「闇」又可以作為同一類的，「影」就是有些東西受到遮蔽，遮蔽

的時候就令它不能夠明顯地呈現被我們了解，但是隱約還是可以見到它，例如當那些

陰雲遮住日光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世界就會呈現灰灰暗暗的樣子，但是仍然可以看到

事物，隱約都會看到，但是如果是「闇」就完全是障蔽，那些東西就看不清楚，就像

我們入了一個暗室裏面，如果不是將燈打開，我們就看不到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影」與「闇」大概是這樣分別，它都是受一些東西遮蔽住，令到我們看不

清楚一些東西，但不清楚的程度，「闇」比「影」較為強，「雲、煙、塵、霧」這些

大家都知道了，這些是自然的現象，還有一個就是「空一顯色」，「空一顯色」我們

看看這個註，第七那個註：根據《俱舍論記》，就是註解《俱舍論》的，我們知道

《俱舍論》是世親造的，而《俱舍論記》是中國的一些僧人造的。這個《俱舍論記》

它裏面說：「妙高山四邊空中，」「妙高山」就是佛經所講的須彌山就叫做「妙高

山」，據說是宇宙的中央，並且是一個很高的山峰，這個當然是古代的宇宙觀，所以

這樣看，至於那一個是謂之「妙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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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就很難在世間裏對應哪個是等於是「妙高山」，它可能是在宇宙的另一

個位置有這個高山，這個高山「四邊空中」，它有東、南、西、北四角，每一個角都

有不同的物質反映出一種顏色出來的，所以它是「各一顯色，」就是說這個「妙高

山」的山頂的四邊就有每一種顏色，所以當它反映在空中的時候，就有一種「顯

色」，顯現成為一種顏色了，如果以我們這個世界來講，它說這個「空一顯色」就是

「蘇迷廬山」，(Sumeru)「蘇迷廬山」即是須彌山的另一個音譯。

「所現純色。」一般來講，都認為它是出現一個所謂青琉璃色的，在佛典裡，我

們不要見到這個「青」字就認為是綠色的意思，其實是藍色的，這個「青」字是藍

色。所以我們現在是因為根據它這樣講，說須彌山的其中一個角，南方的一個角就出

現這個青琉璃色，所以我們見到天空是藍色的就是如此。「空一顯色」是說這是一種

我們視覺所能夠把捉到的一種景象，這樣，列舉了這些，我們有時會讀其他一些「阿

毘達磨」，它都有其它，還可能有更多。

即是說，這些「顯色」可多可少，即是基本上就劃分了這一些給我們知道，這種

東西我們叫做「顯色」，有形有象，並且有顏色性的，第二叫做「形色」，另一類就

是「形色」，「謂長、短、方、圓、麤、細、正、不正、高、下(的)色。」「長、

短」是根據我們的四邊來比較作一個區分，譬如這張 就是比你們那一張 長，以對枱 枱

比來分，這樣分長短；「方、圓」，大家知道，就是四方和圓形；「麤、細」也是一

個對比，「麤」就比較大的意思，大與小，「正、不正」是一對，整齊的我們謂之

「正」，不整齊的叫做「不正」，「高、下」，古代怎樣劃分高下呢？就看一種東

西，如果中間是突出來的就叫做高，中間向下陷就叫做低，高下就是這樣區分，譬如

山峰是高的，山谷是這樣的就叫做低了。這是「形色」。其實這些「形色」大概就接

近一種所謂線條狀況的景象給我們知道，前面那些通常是不同顏色或者是光明、陰影

這些景象，現在是線條方面的景象來的，我們稱之為「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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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就叫做「表色」，「表」字就講出一種顯示的意思，那個「表」字示就是

顯現出來的一種情況，這裡舉出例子來就是「取、捨、屈、伸、行、住、坐、臥。」

這些就是「表色」，我們看到，如果「取、捨」，「取」就是我們取得一些東西；

「捨」就是我們放下一些東西；「屈、伸」，「行、住、坐、臥。」「住」即停在那

裏，坐或者是躺下，這些基本是透過身業，即是通過身體的動作而顯示出某一些內心

的情況，所以這些就叫做「表色」，當然與它相對應的就是一種「無表」的狀況，表

示不到出來的，但是這些由於是透過身體的動作，我們會見到，所以這種我們就叫做

「表色」。這樣視覺就是取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就是我們所知的對象，這些叫做「所

緣」。第二義就是要講出這些所緣是怎樣安立的，即這些名稱是何解這樣構成的？

「又顯色者，」這「顯色」即是我們剛才講這一堆顏色方面的名詞，「謂若色顯

了，眼識所行。」「顯色」即是說，當這個景象，即這個所緣，當它存於我們在眼前

的時候，它就會有很強大的力量吸引住我們的視覺、視力，同時，它有能力令我們眼

的辨別力就在這個境上去遊歷，或去經歷，這就是「顯色」的那種很強大的力量，令

「眼識」會對向著它，以及取那種景象，這些就叫做「眼識所行」。第二的「形色

者，謂若色積集」，「積集」即是說它有很多種組合的狀況，有些組合成為長，有些

組合成為短，這些分別相，所以，在佛教的一些佛學家，他們會認為這些形式很多是

假立的，是一種假的「色」，相對剛才說的「青、黃、赤、白」是實色，這個是假色

來的，因為你可透過組合去改變，譬如大家見過別人整拉麵，是嗎？

那一團麵粉，他可以反覆地拉，就可以拉到很長、很細、很薄，但他可以不到拉

到這麼長，是可以縮短一些的，所以這些形狀其實是「積集」不同的組合方面的表

現，它並不是真實這樣的，這種就是所謂長短的分別相，它就是在「積集」方面或組

合方面構成這樣的情況，至於「表色」，「謂即此積集色，」這就是這些各種不同顏

色、線條等不同的因素，如果是「生滅相續，由變異因，」「生滅相續，」即是它一

路〔生生滅滅地〕存在，繼續存在的時候，「由變異因，」這個「由變異因」就是講

由這個意志，由我們的「思心所」，意志，以這個意志為因，以思為因，令我們的身

業，這個「思為因」就影響著我們的身業，即是我們身體的動作，因為我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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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行為，其背後是因為我想要這樣，想要這樣做，所以背後一定是有一個什

麼？一個動機或者一個推動力的，令至它出現這個行為動作。

所以「表色」，剛才我們講的「表色」，是「行、住、坐、臥、取、捨、屈、

伸」這些，這一堆「表色」主要就是由這個「變異因」，即「以思為因」，然後令這

個身業起變化，身業起變化的時候，由各種不同的動作或者造作，就可以顯示到這個

「思」背後的一些內涵，「思」我們是看不到的，無形無象的，但是透過我們所做的

動作，就多多少少會透過它反映了我們內心的狀況，所以說這是「由變異因」，這個

「變異因」就出現有兩種不同的情況，所以就分成一個圈就代表一種情況，另一個圈

就代表另外一種情況。「於先生處不復重生，」即是說，這個動作之前在某一個地方

做了之後，它不再出現，不再重複，而「轉於異處，」即在另一個地方去做，譬如果

我們行的時候，就由 a點行到去 b點，在之前的地方就不再停留了，移動了去另外的

地方。

就「轉於異處，或無間、」「無間」即它是繼續的，相續就是「無間」，「或有

間」，「有間」即它中斷了之後再起，譬如走一段之後，停一會，然後又再起，這是

有間斷，「或近、或遠(等的)差別生；」「差別」就是種種不同的情況，而這樣出

現，這裏就是講，透過以「思為因」所影響的身業的表色，就有一些在「先生處不復

重生，」即是在之前活動的地方它不再繼續，轉了去另外的地方，另一個就是「或即

於此處」，即是在原來的地方，「變異生」，即是繼續一些活動，例如，譬如我現在

這裏，站在這裏講課，我可能一路延續一個多小時就在這裏，雖然我在這裏，但是我

可能都會動手動腳各方面，或走來走去，你們也在一路繼續坐在這個位置，這就是

「即於此處變異生，」因為你抄資料的時候，你們的身體也有一些動作的，手也有動

作的，或者我們拜佛的時候，拜佛的時候有跪下、起身的時候，但都在原處那裡，這

種就是即於此處，而出現的那種「變異」的狀況，「是名表色」。

這個就是何解要講「顯色、形色、表色」這些名詞它們的特質，因為每一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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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都是相對應某一種事物的特性而這樣去建立的，所以當它們有「青、黃、

赤、白、」「顯色」這些東西，其實它們背後的安立都是分類並且有一種特殊的意

義，然後才賦予這種名稱給我們了解。第三方面就是顯差別了，講述它們的不同種

類，這個差別就是講種類方面的不同，名稱上的不同。又是這三類，「又顯色者，謂

光、明等差別。」有光，有日的光，有月的光等等的不同。「形色者，(就有)謂長、

短等積集差別。」

即當你說那個「形色」，其後面長、短、方、圓等等，就全部的差別或者不同的

名稱，至於「表色」，「表色」這裏就說，「謂業用」，「業用」我們知道是表示一

種行動，行動背後是什麼？也是「思」，「思業」為因，所以「謂業用」即是它背後

的「思業為依」，以這個作為一個條件或者依靠而「轉動」，「轉動」即是活動的種

種差別，譬如「取、捨、屈、伸」這些。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其本上，窺基法師，玄奘的弟子或者當時的法師大部分都是用這個解釋，當他講

「表色」的時候，他就跟隨前面的意思，那個「變異因」，以「思」為因，所以有種

種的活動，種種的動作，但是因為現在我們有梵文本，所以我的老師，我有另外一個

老師法光法師，他看梵文的時候，他就說，他認為這一句的讀法應該是有些不同的，

就不是以「思業為因」，「為依」而轉動的，而是應該，如果根據梵文的資料來看，

它就應該是，其實這幾個字都是講一些動作，第一就是那個「業」，第二就是

「用」，第三就是那個「依」，不是！第三就是「為」，第四就「依」，第五是「轉

動」，這一堆都是行動、活動、作用，這些名詞，所以這都是名的差別〔不同〕來

的，表色方面的差別。譬如「業」就有造作的意思，做一些事情，造作的時候，它就

有某方面的行動或作用這些東西，那個「為」字也是，行為，行為的意義，這個

「依」，「依」都有一種譬如一個動作的意思，依靠著某一些東西而這樣去活動，或

者這樣運動的。

轉動就更加，明顯就是一個活動的意思，所以現在我們就有兩個解釋，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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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以來就是「業用為依」，這個「為依」就是一個什麼？以這個作為基本，然後有

這個動作等等的不同，這個「為依」就是這樣解。但是在這裡，這個「為」、「依」

〔各自〕本身都是一個動作的一個名詞來的，所以現在就有兩個解答，西藏都比較接

近這一個解答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不同的資料看的時候，就會發覺它們之間會稍有不同，這樣亦幫

助我們了解。「表色」，它的意義來講，有些是根據上下文作這個解釋，有些是如果

我們根據名稱上的不同而有種種的差別，就似乎這個才是名稱上的不同，這個就似乎

合理一些，我們已經出「體性」了，一、二、三，「體性」、「安立」與「差別」已

經講完了。

然後就「釋異名」。第二方面，「釋異名」就要對比前面的第一個，就是「辨別

相」，就是這些「眼識」的所緣，這個所謂「顯色、形式、表色」，就是有各別的

相，就是我們剛才分析了的它們每一類是什麼東西，現在他接著就是「釋異名」，

「釋異名」，「如是一切顯、形、表色，是眼所行、眼境界；」「眼所行」與「眼境

界」，通常如果我們見到只是得眼字而沒有「眼識」，一般都是指那個「眼根」，所

以它是「眼(根)所行」的，與「眼根」所取的境界，這樣謂之「眼所行」、「眼境

界」，因為所謂「眼根」就是它的視覺器官，就好像我們身體裡面的影相機那樣，外

面有一種東西存在的時候，它就會攝那種景象進來，但是「眼根」有「眼根」的所行

與「眼根」的境界，另外「眼識所行、眼識境界、」「所行」就是它所對應的對象，

所取到的那些東西，那個境，那個境相，另外，「眼根」在這個物體上去進行認知，

而進行認知的時候，它取了這個物體的景象，這個境界，所以這個「眼識」的境界就

是這種眼的辨別力，視覺的辨別力，它所能夠領取的境界，它接納這個境，然後取它

這個相，這是「眼識」的境界。

然後「眼識」的所緣，當這個物體在它之上取了一個大概的景象之後，它會再在

它的「眼識」之前，再形成另一種相狀，這個就是「眼識」的所緣，這個就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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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所緣，它取得這個境相之後，形成了一種對它整幅東西的了解，所以真正的

了別，了別的就是那個所緣，但是這個所緣與境界就有一些分別了。

有時所緣與境界是同義詞，眼的境界就是眼的所緣，但是如果再細分，就可以分

成眼的境界就是取出外面的東西，但是取外面的東西之後，外面的那塊東西形成了內

心的一幅景象的時候，這個才是我們的所緣，如果細分就可以這樣分法。另外就是意

識的所行，這裡再開始帶出那個「意識」就是「第六識」，當「前五識」認知外物的

時候，都有這個「意識」與它一齊去了解的。所以有「意識(的)所行、意識(的)境界

(與)意識所緣，」這個就是「名之差別」了。

「名之差別」就是這些「顯色、形色、表色」，它有各別的被了解的主觀的能

力，一種是「根」，一種是「眼識」，一種是「意識」，這即是說三種識一齊去了解

外境，這個物體。這個物體可能是「形色、表色，」或者「顯色」，但是我們對它進

行認知的時候，就要有「眼根」、有「眼識」、有「意識」一起，所以它是一種緣和

合之下所出現的一個了解，而了解之中就各別有自己獨特發揮的作用。但是這三者之

中，沒有了「眼根」還有沒有「眼識」？應該沒有了，是嗎？沒有「意識」也不會有

「眼識」起的，所以大家是要相依、相待的。

當然，其中每一個部分都有它的重要性的，因為你有「意識」而沒有「眼根」，

也是看不到物體的景象的，但是在各方面都有它各別的重要性之中，有些是更加重要

的，譬如是「意識」是更加重要一些的，或者再深入追溯的時候，「阿賴耶識」又更

加重要等等。這個就是「釋異名」了。即是這個所謂「對象」就相應於「根」、

「識」、「意識」就有各別的不同，其實是同一個對象，是嗎？同一對象，「根」取

到一些東西，「識」也取到一些東西，「意識」又總合一些東西等等。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認知的對象。是「五識」所見的對象，特別是「眼識」所見的。

第四就是「眼識」的助伴。這個「眼識」辨別的能力，或者認知力出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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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它與它一齊出現的一些心理活動或者精神活動，我們叫做「眼識」的助伴，

「出體」那裏就是，「彼助伴者，謂彼」，這個「彼」就是那個「五識」，「眼

識」，「謂彼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俱有」的意思，就是與這個心識與這個

「眼識」一起生滅流轉的，謂之「俱有」，即一起生滅活動，與它一齊相應去了解這

個景象的，那些所有的心所有法，「心所有法」即是心具有的那些心理的活動，其實

是一些附屬的心所來的，它就先舉了這個例子。

這些就是比較普遍的心所，譬如「作意、觸、受、想、思，」大家知道這些是

「遍行心所」，是嗎？所有認知活動一出現的時候，一定要有這五個心所伴隨著去了

解的，還有「(其)餘眼識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除了這五個之外還有其它的。

「眼識」、與「眼識」一起相應的心所就大約有 36種，現在這裡舉出五個，即這五

個是必要的，一定會出現，但是其餘的那些就或者有其中的五個之外，或者還加多十

種或加多十幾種，這個就是總共是 36法。

心所大家可能都十分熟識了，我們簡單講就可以了，「作意」就是我們注意的景

象，對它留意的，「觸」就是當他要理解這個景象的時候，有一個心所是協調著很多

不同的心所，大家一起去對應這個外境，即是大家一起去看它，「受」就是對於這個

景象的一種感覺，我喜歡或者不喜歡等等，「想」就是對這些景象的取像的一些活

動，取它的那幅景象進來，取得之後，然後當你知道它是什麼的時候，接著就賦予名

言給它，這是一幅畫，這是一朵花等等，這是取像之後給予的名言概念方面的活動。

另外就是「思」，「思」就是你見到這幅東西的時候，你會有什麼行動？你會想

怎樣做？這個就是「思」。這是會驅使你做一些行為的，其它的相應大概就是「遍行

心所」五個一定具備，「別境心所」有五個，就會在某些特殊情況之下出現的，另外

有時與「眼識」一起相應的，有「善心所」，十一個「善心所」。還有「煩惱心

所」，「根本煩惱心所」就有三個，就是貪、瞋、癡的三個，但六個「煩惱心所」還

有三個是不與它這個相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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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隨煩惱心所」，就有，其中就有「中二」、「大八」，「中二」就是無

慚、無愧的那個，另外八大隨煩惱就是那些普遍性的，我們一般常常都會出現的什麼

「惛沉」、「掉舉」、「散亂」、「不正知」這些，但是在《瑜伽師地論》裏面，它

與一般的唯識典籍所講的五十一個心所有些不同，它是講五十三個心所的，所以它多

了兩個，就是有一個「邪欲」與「邪勝解」，「欲」與「勝解」我們就知道在「別境

心所」裏面，那五個「別境心所」的其中兩個。但如果是不正確的意欲或者是不正確

的勝解，這裡就多了兩個的，所以總共是五十三個。與「眼識」相應就有這一堆，三

十六個就是與它這一堆相應的。但是因為後文還會講五十三個心所，我們現在就不花

時間講太多了。只是大家知道，與「眼識」相應有大約有三十個那麼多，這是「出

體」。第二就是「辨相」，「辨相」即是當它與「眼識」一起活動的時候，它有些什

麼不同或相同的地方？

譬如就有「又彼諸法」，「諸法」即是心所，「心所有法」，「同一所緣，」

「同一所緣」即是與「眼識」一起，都是對向那個物像，但「非一行相，」「非一」

即是大家在那個「行相」方面不是很相同，「行相」就是它那個理解的方式，或者了

解的方式，大家是有不相同的認識，即是大家對向〔相同〕的景象，但是其它的心所

是各別都有一些不同的理解的方面的，譬如「受」是一種感受的理解，取像，或者

「想」是一個取像的認識，所以了解的方面不是很相同，所以是「非一行相」，意思

即是說，心識作為「心王」或者「心所」的輔助作用，就是同一所緣，但不同行相

的，了解的方式有些不同，但是它們「俱有相應」，「俱有相應」即時間上大家是一

起活動，「俱有」、一起，但另外就是所依是相同，大家都是依這個「眼根」發出這

種認知，另外「所緣」相同，還有一個「事」相同，即是對於那種事件，認知事件的

方面大家是一樣的等等。由於這幾方面，時間、所依、所緣與「事」是相同，因此我

們叫它做「相應」，「心相應法」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一起共同活動，活動中大家一起相應的，相應就是時間相、所依相、所緣相

等等相應，「一一而轉。」「一一而轉」即是說每一種心理活動就是隨著這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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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不同的了解，但是不同了解之中，我們要記住，它不會是一剎那之間而有兩個

譬如「受心所」、兩個「思心所」等等，只能夠有一個「受」、一個「作意」、一個

「觸」等等的活動，這就是我們理解心所的時候，這麼多個心所，但是這些心所與心

識一起去認知外境的時候，它們是一個怎樣性質的活動？這個就是講「辨相」了，

「辨相」就是它的特質是怎樣的？而這些心所全部都有這種特質的，大家能分辨嗎？

作為心所，它本身在「相」方面，大家基本上都有共同的這些特質，即是什麼？

同一所緣、非一行相、「俱有相應」，特質相同，但是由於它們大家了解的方式不

同，我們就賦予它不同的名稱，所以有些心所叫做「受」、有些心所叫做「想」、有

些叫做「思」。大家能分到嗎？名稱上大家有些不同，是嗎？但是一個層次上的名

稱，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性質，這就是在「相」的方面講。然後大家因為有各別不同的

作用，所以我們就給它什麼？這個「心所」叫什麼名稱，那個「心所」叫另一個名

稱，大家可以跟得(明白)到嗎？

聽眾：老師有個問題想問一問，你說「眼識」有一個助緣，譬如一個例子，譬如一個

孩子他十歲前是能看到東西的，十歲之後看不到，這樣就是盲了，其實在他的

「眼識」的助緣是否沒有了？

講者：是，他的「眼識」之後出不到了。

聽眾：但他憑他以前的那個？

講者：是，憑他的記憶。聽眾：在他的記憶裡面是否可以……

講者：在「意識」裏再浮現它那個景象。但是「眼識」就不會再起了，可以起的只有

「意識」而已。因為「意識」與「眼識」在以前一起了解過這種景象，這樣

「意識」有這種記憶力，它可以記憶起那個人以前的樣子，或者什麼叫做紅蘋

果？他曾經見過紅蘋果，他知道，那個紅蘋果的景象能夠再浮現出來，但再浮

現出來的不是「眼識」的景象，「眼識」一定要見到那種東西，眼前的那種東

西。

聽眾：但是中止的 ul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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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ultimate你講什麼？物體？

聽眾：他見那個 A，十歲前見到 A，加上現在出現的 B，去到一個境界那邊，跟著十

歲之後，他不是自己把A再拿出來……

講者：有相似性。

聽眾：但不一樣。

講者：不完全一樣。因為現在，譬如蘋果的品種類別已經有很多不同了，可能幾十年

前的蘋果與我們現在的蘋果可能已經有很多品種，他可以有蘋果的概念，但是

可能蘋果的類別已經不同，所以他不能夠再見到現在新的品種，但是他可以出

現過去舊品種的那種形態，但是它就不可能與它是完全 100%吻合的，

聽眾：吻合了甜的感覺？講者：甜的感覺？甜的感覺又不同了！甜的感覺是「舌

識」，「舌識」的作用了！

即是如果他只是「眼識」看不到，其它「識」仍然能起到，蘋果的那個，他對蘋

果的這個所緣境不是很完全，它的線條的形象他看不到，但是它的味道、它的觸覺、

那種氣味、那個甜甜的感覺，他仍然是會有的，這個都是屬於他現在心目中所了解的

關於蘋果的東西，但是我們知道他是缺乏了一些東西，就是缺乏了顏色與線條，那個

形狀也沒有了。由此我們看到，只要有一些條件的改變，我們所見到的景象就有一些

不同了。所以各人看各人自己所見的所緣境，所以說有「眼識」的所緣，這個所緣就

是你自己內心呈現出來的那幅景象，這幅景象是取決於背後的「根」與「識」的組合

活動。

第三就是「釋因」，「釋因」，就是它本身主要的因素是從哪裡來？「又彼一

切，」這個「一切」就是講「心所」，因為現在還在講「眼識」的助伴，這個「心

所」是「各各從自種子而生。」即是說，在一切名言種子裏面，有些是「受心所」的

種子，有些是「思心所」的種子，它們各別有自己的力量，所以感受有感受的力量，

取像有取像的力量等等，這裏已經講了「眼識的助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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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一般只是簡單去說，「眼識」去了別外境，了別一些境物，其實當它了

別的時候，它後面就有一大堆心理活動去配合去取這個境的，這些心理活動其中有些

因素稍有改變，那幅畫面都已經是有一些不同的意義了。第五、第五個方面，因為它

是根據五方面去分析，現在第五就是「眼識的作業」，「作業」就是這個作用或者活

動的作用是怎樣分呢？

「彼作業者，當知有六種：」這個「彼」是什麼？「彼」是指「眼識」，「眼

識」的作業有六個方面，第一就是「一、初四種業」，首四種業我們將它歸為一個名

稱，叫做「了別業攝」，「了別」就是辨別，認知、區別的意思。「眼識」首四種業

用就是，第一，「謂唯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自境所緣」即是說眼只能夠看

到顏色的景象，線條的景象等等的東西，這是「自境所緣」；而其它心識，它們就不

是對這個境的，譬如「耳識」就不是對這個境了。這是「初業」。

不過現在我們所講的「眼識」的「初業」，就只是講我們現在一般的情況是「自

境所緣，」，但是如果去到譬如成佛的境界的時候，據講就是佛的「眼識」就不是只

是了解色境的，佛是怎樣？佛是六根互通的，他能夠眼可以聽聲音，眼可以辨別那個

氣味，味道等等的東西，這個就是在果位的時候，他是六根互通的，但是我們普通人

就不是，就只是了別「自境」而已，自己眼就是只能見顏色的景象，耳就只是聲音的

景象等等。第二就是「唯了別自相。」「自相」即是一種眼前境的特殊狀況，就叫做

「自相」。

因為它是一瞬間取得這個境的特質，一瞬間取得這個特質的，我們知道事物是一

種什麼？事物就是在一個變化遷移的過程中存在的，每一瞬間它都有一些東西不同，

有一點點的改變，「眼識」所了解的物體的景象就是一瞬間、一瞬間的不同，這一種

每一瞬間它的特別的狀況，我們就叫做「自相」，這個自相是一個特殊相來的，特殊

的境，那種物體現在、此時此刻的特殊的狀況就叫做「自相」，眼就是取到這種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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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在流轉世界的過程上，它取的東西就是瞬間、瞬間的不同，譬如我們剛剛

寫一個字，這個白板就剛剛加了一些東西，即刻就不同了，與前一瞬間就不同了，這

個就是瞬間、瞬間的不同，這就是境物的「自相」。另外，在時間方面只是「了別現

在」，現在當下這一刻事物本身的情形，現在，它不會理過去的景象，或者未來的景

象，當下這一瞬間的景象就是「了別現在」。第四就是「唯一剎那了別。」「剎那了

別」就是這一瞬間的了解而已。

這樣《瑜伽師地論》在這裡就講出，「眼識」它不是有一種能力，它自身沒有一

種能力持續下去的，它只能夠是一瞬間的了解，如果它是要繼續第二剎那的了解，它

是需要「意識」去帶它而生起，所以這裏就講述了「眼識」不一定是一種持續的了

解，它可能是一瞬間的了解，或者可能是連續數剎那的了解，或者幾分鐘的了解，但

是它自己有一種特質，就是它自己本身沒有能力帶出第二剎那的認識，這裡只是顯示

出「眼識」與「意識」的不同，「意識」就可以自己都可以持續下去的，有能力持續

第二瞬間都繼續了解，但是「眼識」就不能，「眼識」這種力量就比較弱，所以我們

可以看到，這裏的四種了別業，其中一種，第一種就在境的方面，它就是了解「顯

色、形色、表色」這方面，另外就是了解境的特殊相，不是一個共相，共相就是一種

普遍的性質，它不是了解那些。時間上是了解現在，還有，在維持的時限上就只是維

持一瞬間而已，一剎那而已，這就是「眼識」的特別狀況。了別的時候的那四種特殊

的情形。另外，剛才說作業有六種，現在已經講了四種，所以接下來就是「後二種

業」了。

接下來講兩方面，這兩方面我們可以將它歸入去「隨轉等業攝」。既然有個

「等」字，即是有其它的內容，就是第一、括住的「隨轉業」與第二的「取果業」，

因為費事這麼長，所以就「隨轉等業攝」就算了。「復有二業，」還有兩種業用的，

第一種就是「隨轉業」，「隨轉業」是什麼呢？「謂隨意識轉」，即是跟隨「意識」

而生起的，並跟隨「意識」的「善」與「染」而發出它的力量，譬如它是善的「意

識」，那麼「眼識」都隨之而善的，譬如你心念是善的時候，你看事情的眼光都會溫

和、親善一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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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意識」是處於憤怒的狀態，你的「眼識」就會出現眼火爆(目露凶光)

諸如此類的情況。這就是眼隨「意識」而轉變的的情形。另外就是「隨發業轉。」這

個「隨」是隨著「意識」而發業的，「隨發業轉。」我們看看註解，窺基的註就說，

就是「後二者」，即是後二種業，「一、隨他起，自力微故；」即它要透過「意識」

帶起它，自身不夠力量再起，力量是很微弱的，第二就是「得異熟」，即「牽果」的

那種勢力是強的；「得異熟」就是跟著取果的方面；「牽果」勢力強。

「隨他有三」，即是「隨業轉」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自不能起，隨意(識)

轉，」「決擇具釋；」即是後來〈決擇分〉會再詳細分解的。第二是「自不善、

惡，」即「眼識」本身無所謂善與惡，但由「意識」帶引(「由意引」)，就會令它或

善或惡；第三是「自不能為轉，」即它不能夠單獨發出那個動作或者業用，「但能為

隨轉，」「隨轉」即是隨「意識」轉而「發諸業」。即是說，它是隨著那個「意識」

而活動，這樣第五個方面「隨轉業」的主動力量其實就在「意識」那裏，它是有些被

動的作用來的，第二就是在「取果業」的方面，「又復能取愛、非愛果，是第六

業。」「第六業」，「第六業」即是「眼識」的第六方面的作用，它會取這個「可愛

果」，即善的果或者是，「非(可)愛果，」就是那些惡的果報方面。

聽眾：老師，這個「得異熟」是什麼意思？

講者：「得異熟」即是講那個「取果業」，

聽眾：它又講……

講者：因為他是講六種，後面的兩種，第一種是「隨它起」，就是講「隨轉業」；

「得異熟」就是那個「取果業」，後面，最後的兩種就是這兩個。

聽眾：但這個不是講「眼識」？

講者：「眼識」的那個異熟是跟住「意識」才有的，是、是，即是「意識」為主，最

後是講「意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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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眼識」的五方面我們已經講完了，大家已經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但是以

這個「眼識」為例的時候，「眼識」有五個方面，大家記得，譬如「五識身」裏面的

「眼識」，透過五個方面去了解，譬如自性，自性的方面，譬如「依眼根了別識」，

這個就是「自性」；另外是所依，「所依」是三方面，那個「俱有依」、「等無間

依」、與什麼？對了，「種子依」三個；第三就是「所緣」，「所緣」基本上就是什

麼？物質性的，「有見」、「有對」，然後再分什麼？「顯色」、「形式」、「表

色」三方面，跟著就是眼的「助伴」，即它們是怎樣與「眼識」相應而起？最主要就

是那五個「遍行心所」與其他大約三十個心所一起。最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什

麼？「作業」的方面，作業有六個方面，六個方面分三大類，一個是「了別業攝」；

就有四種，一個是「隨轉業攝」；一個是「取果業攝」；三方面。

你知道「眼識」根據這五方面去分析之後，「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都是同樣地以一個這樣的模式去進行了解的，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名詞在「眼

識」那裏已經解釋過了，跟著的幾個「識」就講得簡單一些了，因為你之前已經知道

基本的五方面是什麼意思了，所以就只是講它特殊的那方面，但是當我們讀到「耳

識」的時候，我們要記得，其實它與「眼識」一樣，因為是同一組的心識來的，它們

都是以這五個角度來分析它。

第二節就是「耳識的五相」。第一是透過自性去了解，是嗎？「耳識」的自性，

「耳識」的自性是「謂依耳了別聲。」就是依那個「耳根」去辨別那些音聲的境界，

這種就是「耳識」。「耳識」是一種特殊的認識力，它透過「耳根」，即是我們的聽

覺，去取一些音聲的境界。第二就是「耳識的所依」，所依也是一樣，是「俱有

依」、「等無間依」與「種子依」。「俱有依」就是講「耳根」，這個是聽覺的感

官。「等無間依」是什麼？前一念的那個「耳識」剛剛滅去之後，令後一念的「耳

識」能夠生起，那個就是就是「等無間依」，它又叫做「意」。

第三就是「種子依」，即是「阿賴耶識」，包含住一切種子，但是「種子依」我

們要記得，其實現在講的「種子依」是來源自「阿賴耶識」，但是「阿賴耶識」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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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耳識」的種子，就是這個「種子依」，跟著就是「出體」，「出體」就是「耳」

是什麼？耳是「四大種所造」，即四大元素所造與「耳識所依」，以這個聽覺的辨別

力，依這個所謂「耳」的「淨色」，「淨色」即是「淨色根」。譬如那些聽覺的神

經、細胞這一類，就是「淨色根」；「無見」的，耳這個(聽覺神經)我們不可見，看

不到這種視覺神經等等的構造。但是它「有對」，「有對」即是它在某一個空間存在

的，有「體性」的，有質礙的，這個就是耳的本身。

至於「意及種子」，即是這個「等無間依」與「種子依」就「如前分別。」就是

我們之前已經講解過的，所以這裡就不講了，意思都一樣，即「耳根」與「眼根」的

意思都一樣，它唯一的分別就是要解那個「俱有依」，因為「耳根」與「眼根」不

同，所以它就要解「耳根」是什麼一回事，但是其它的「等無間依」與「種子依」基

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就不詳細講了。第三就是那個「耳識的所緣」，即「耳識」的

對象，這樣就「出體」了，這個景象本身是什麼？它是音聲，聲音無見的，聲音也是

無形無象的，但是「有對」，即是說，它存在於一種物質的空間，我們現在知道那些

所謂的一種波，音聲是一種波，所以它是有質礙的。

種類方面就有很多種，第一種就出多種，多種的音聲類別，「此復多種，」這些

是所緣來的，我們日常所接觸的音聲之中，就包括了下列的這麼多種的：當然舉例是

舉不了這麼多，只是概括出來這幾種而已，譬如「螺貝聲」，「螺貝聲」即是用螺貝

做樂器的聲音，可以吹出音聲，或者「大小鼓聲、」譬如打鼓的音聲，「舞聲、」即

是跳舞時候的聲音伴隨著音樂的聲調，「歌聲、」唱出來的音聲；「諸音樂聲、」種

種音樂；另外就是「俳戲叫聲、」「俳戲」就是一種雜耍或者是一種滑稽劇；滑稽劇

我們知道通常是一種搞笑的，很熱鬧的那種氣氛，這種就叫做「俳戲叫聲」。亦都類

似於我們去看戲曲，去看大戲，很多鑼鼓、很多音聲很嘈雜，這些就是「俳戲叫聲」

了。

有「女聲、男聲、風林等聲、」自然界的音聲，有人發出的音聲，「明了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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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聲、」這個「明了」聲是說，它是一種了義的聲，或者是不了義的聲，意思是很

清楚的，意義是很清楚的，叫做「明了聲」，「不明了聲」就不了義，即是他講的時

候，它不是表面的意義的，它後面還有其它的含意在這裡，這種我們就叫做「不明了

聲」，「有義聲、無義聲」是相對的，在註解方面，一般就認為「有義聲」就是講四

聖、四聖的言聲。如果是「無義聲」，就是非四聖的言聲。即是不屬於聖言量那些，

聖言量那些就會引出什麼？義利，即是對眾生有益的，「無義」就是「無義利」的音

聲或者是一些說話。「下中上聲、」就分出所謂「下」就是惡趣的音聲；「中」就是

人趣的音聲，「上」就是天趣的音聲。據講天趣的人那些音聲是很美妙的，很好聽

的，很和諧的。

人類就是一些普通的音聲，如果惡趣的音聲令人聽起上來毛骨悚然，或者是很恐

怖的〔音聲〕等等，都不是很好的聲。就分所謂「下中上聲」了。這是在界趣方面去

劃分。「江河等聲、」這就河流、流水的音聲，「等」就是等鳥獸的叫聲等等那些

聲。還有一種就叫做「鬥諍諠雜聲、」即那些人吵架、爭論的音聲，吵鬧的音聲，

「受持演說聲、」就是譬如現在講解一些道理，這就是演說的音聲，有些人就受持等

等。另外就是「論義決擇聲。」就是大家討論一些道理的，互相討論、探討，這些就

叫做「決擇聲」了。

「如是等類，有眾多聲。」即是不止現在舉出來的這麼多種，還有很多，無數、

無數那樣多。宇宙間有那麼的音聲，只能夠大約舉這幾種出來。這就是我們在「耳

識」所取得的音聲的景象，就是這一堆內容，這樣，跟著就是「略三種」，既然基本

知道之後，這樣就將它分為三大類，或者聽到這麼多種類別音聲之後，它們基本上可

以為三個種類：首三種，「此略三種，謂因執受大種聲、」第二種叫做「因不執受大

種聲、」第三種「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三類。

「執受大種聲」，我們看看第十三個註解那裡，有個「執受大種」，「大種」就

是講那個「地、水、火、風」，這四種基本物質元素，「此為依因，」即是以這個作

為基礎就「遍生造色，」「造色」就是那些音聲作為一種物質現象，這個就是「所造

21



的色」來的，所造的物質景象，而得這個「得大種(之)名。」這是依「大種」而生

的。「今依大種有三種差別，」三種不同的情況，所以「建立成三種聲。」

如果「大種(是)內身所攝，為阿賴耶識之所執受，」我們叫這種叫做「執受大

種。」即是說，譬如我們這個「根身」，即是我們的身體，如果這個「大種」是身體

內部的一種結構或者元素，而是被「阿賴耶識」所執持住的，我們就叫這種做「因執

受(的)大種」。由這一種「大種」所發出的音聲，其實就是我們人類的喉音，由喉嚨

發出來的音聲等等，我們叫這些做「內聲」，即是「內身」而出現的東西。

我們再看回前面：「因執受大種聲，唯內緣聲。」即是以內身為緣而發出了這種

音聲，即是人的聲音，或者是動物的聲音，第二，「次，唯外緣聲。」「外緣聲」就

是外在的器世間所生的音聲，譬如剛才講的，「風林等聲(音)」，是嗎？雷聲、雨聲

這些，這些就不是「阿賴耶識」所攝持的，即不是「根身」所發出的音聲，而是自然

界所發出的，我們叫這種做「外聲」，第三種……這種「外聲」就叫做「因不執受大

種聲。」即「阿賴耶識」不執受的這種音聲。

第三種就是結合了前面的兩種，就是「內、外緣聲。」有些是由我們的「根身」

發出來的，有些是外在的器物所形成的音聲，譬如演奏一個音樂那樣，或者是一路演

奏，一路唱歌，一方面有這個內聲，另一方面就有那個外聲的配合，所以這一類就叫

做「內、外緣聲」。給它一個名稱，就叫做「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這樣分法。

這裡與剛才的分別，大家分得到嗎？剛才是講現象界裏面有些什麼音聲的類別，舉出

一些例子，現在就把這些例子，它那個基本構成的來源在哪裏？有些是內聲，有些是

外聲的那種區分。還有就是有後三種，前三種就根據「內聲」、「外聲」、「內外

聲」那樣分。後三種就是分「謂可意聲、不可意聲、俱相違聲。」

「可意」就是我們喜歡聽的，有些是我們不喜歡聽的音聲，不喜歡聽的叫做「不

可意聲」，不中意聽的，譬如剛才講的什麼？「鬥諍諠雜聲」，吵架的聲音，「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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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聲」，「俱相違」即是說，它既不「可意」也非「不可意」，即是沒有所謂的這

些，這些就是一般性的東西，一般性的音聲，這個就是基本上就分六種，但是其實最

重要就是前面那三種，哪些是內聲發，哪些是外緣發，哪些是內外一起結合而發出的

音聲。而後面這三種，就是我們主觀上覺得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第三就是

「釋異名」。

「釋異名」就是在所緣上去解釋那個不同的名稱，「約彼相辨」，「彼相辨」就

是這些音聲的性質，「又復聲者，謂鳴、音、詞、吼、表彰語等差別之名。」鳴叫聲

即是通常是昆蟲鳥獸發出的音聲就叫做「鳴」，「音」就是一些聲音、音響這些，

「詞」就是言詞方面，言說方面，「吼」，「吼」通常就是那些猛獸大叫的時候，我

們就叫做「吼」，譬如獅子吼，或者人類有時都會發出吼聲，譬如憤怒叫喊的時候，

就是這種吼聲，或者是自然界的一些很巨大的音聲，當颶風吹的時候，那些風是呼呼

聲的，那些我們叫做什麼？譬如北風怒吼，就是那些音聲強度的表現，這些就是音聲

的那些不同的狀態、性質，所以就叫做「相辨」了。第二就是「約根識辨」。「根識

辨」就是好像「眼識」的情況，有些「是耳所行，」即「耳根」所取的，「耳(的)境

界」，有些是「耳識」的所行；「耳識」的境界，「耳識」的所緣；它還要配合「意

識」的所行、「意識」的境界、「意識」的所緣。至於「助伴」及「業」，如眼識應

知。

所以你們看，「眼識」的「助伴」大約有三十六種，它基本上亦差不多了，起碼

都有五個「遍行心所」與其他一起。因為它是一種感官的認識，所以它們的心所大致

上是差不多的，作業方面也是這樣，隨「意識」轉的，同時它的「取果」亦隨「意

識」而取果。「耳識」很快講完了。但是雖然很快，其實它們的基本的五方面都是一

樣的。接下來就是「鼻識」的五相。「鼻識的自性」也是，第一個是自性，什麼叫做

「鼻識」？就是依「鼻根」而了別「香境」的一種認知力，當然就不只是了別香，臭

的境也是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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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鼻識的所依」，所依就是「俱有依」、「等無間依」與「種子依」，

「俱有依」就講它是鼻，「鼻」即「鼻根」，其它都一樣。「出體」，「鼻根」是什

麼？「鼻根」是「四大種所造，鼻識所依淨色」即「淨色根」。也是「無見，有

對。」我們的嗅覺神經亦是看不到的，但是它也是佔空間的，「意及種子(依)」，與

前面的分別一樣。然後是「鼻識的所緣」，「鼻識」所知的景象是什麼？就是香，包

括臭，是「無見，有對」的，香味是無形象的，但是它這種香都是在空間上是一種氣

味而存在。

然後就辨種類，種類有很多種，有些是「好香、惡香、平等香，」有些很好聞

(嗅)的，有些是不好聞(嗅)的，有些味道是很惡臭的，那些叫做「惡香」，其實這個

「香」是一種氣味的意思來的。「平等」即既不是香也非臭的那種氣味，其中「鼻所

嗅知」事實上的例子，就是譬如「根、莖、華、葉、果實之香。」這些香味，可以看

到植物我們去嗅一下它不同的部位都有一種氣味的。有種氣味的，這樣就大約舉了這

些，因為這些是物體自然發出來的氣味。我們就以這些為例，「如是等類，有眾多

香。」如此種種，其實每一種物體本身也有一些氣味的。問題是它是濃的香還是淡的

香，或者是我們一般不是很明顯區分到的氣味，那些種種的不同的類別。

至於「釋異名」方面，就本質方面，就「相」的方面來辨，「香者，謂鼻所

聞，」「聞」，就是它所嗅到的那種氣味，是嗅覺來的，「鼻所取」，這是講「鼻

根」所取，「鼻所嗅等差別之名。」鼻與眼、耳都有少少不同，通常我們認為那個

「眼識」所看到的色境，與「耳識」所聽到的聲境，通常是要有一個距離去見的，但

是鼻所嗅到的東西，通常是比較近距離，甚至乎是比較近距離才嗅到那種氣味，所以

這裡就有所謂一種所謂一種是離，「離中取」，譬如「眼識」與「耳識」的狀況，它

們要有距離，但「鼻識」這些我們叫「合中取」，就要近距離一些，甚至乎要接觸

到，那個嗅覺才能嗅得比較清楚。所以我們想嗅這些東西的味道，我們就要擺到鼻前

面去嗅，這樣就是「合中取」。至於「根識」方面是「根識辨」，是「鼻所行，鼻境

界；鼻識所行，鼻識境界，鼻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助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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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如前應知。」也是那三十幾個「助伴」。

「舌識的五相」。「云何舌識自性？」就是依舌去了別味道。依「舌根」，我們

的脷(舌)，那些味覺神經去了解、辨別那些各種味道，那種認識力就謂之叫做「舌

識」，「舌識」的所依就是「俱有依」，就是那個「舌根」，「等無間依」就是無間

滅的前念的「舌識」，「種子依，(就是)阿賴耶識。」「出體」方面，「舌根」，

「謂四大種所造，舌識所依淨色。」「淨色」即是神經細胞那些，「無見，有對。」

神經細胞亦然，也是看不到的，但是亦有質礙而且佔空間的。

脷(舌)的構造很有趣，據小乘的「阿毘達磨」講，我們的味蕾，我們的舌有很多

味蕾，我們的味覺的主要來源，但是中間有一處地方就不是味蕾來的，但是又要靠中

間那裏分泌出一些東西，令到我們接觸到那些食物的時候，就覺得可以接受那些食物

的味道。但是如果這裏是壞了的時候，中間的地方，有個地方，很特別的地方，壞了

的時候，我們就食任何東西都覺得味道不好的，這樣就很接近一個人快要死亡的時

候，我們會見到很多病人，臨死的時候什麼都沒有胃口，沒有興趣食，同時味道、味

覺也改變了，這個是「舌識」的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還有就是一些人，如果他平時很喜歡講話去傷害別人，即是用說話去批評別人，

誹謗別人，講一些中傷人的說話，通常那些人臨死的時候，它這個中間地方就會大量

分泌一些不好的物質，令到他當時會很辛苦的，這是「阿毘達磨」所分析我們的脷

(舌)，即「舌根」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這是一個補充的資料給大家知道，即是除了

這些特殊，即是嚐各種味道的力量之外，它還有一種很特別的力量，我們現在覺得那

些東西味道不錯，喜歡吃，是因為這裡沒有壞。在醫學上不知有沒有這些講法？有沒

有？知不知道？

聽眾：有。

講者：有嗎？可能他們真是發覺有這種情況。都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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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都與業力有關連，譬如平時做人喜歡詆毀人，他是特別差一些的，他將來的

影響。「出體」，這就是另外的「意及種子」都是一樣。再講「舌識的所緣」，那個

味覺的對象是什麼呢？也是「無見，有對」的。

味道這種東西也是「無見、有對」，但是分出種類，「謂苦」、有些是苦、苦澀

的味道；有些是「酢」，這個「酢」即是醋的意思；酸的，「辛、」「辛」即是辣；

「甘、」即是甜，「鹹、淡，可意、不可意、」即是你喜歡或者不喜歡。喜歡與不喜

歡就是很主觀，即是臭豆腐有些人覺得很臭，有些人覺得很香，這就是「可意、不可

意」了。「若捨處所，」「捨處所」即是說「(非)可意、(非)不可意」，這個叫做

「捨」。總之這一堆，這一堆內容，這一堆的情況都是屬於「舌所嘗」的。是即所品

嚐的、所試到的味道，所以辨別到的味道，這就是它的種類。就是它的所緣。

我們平時吃東西嚐到的那些酸、甜、苦、辣就是我們味覺的所緣來的。至於它的

「異名」就是就它的相去辨。「又味者，謂應嘗、」「嘗」即是試味，試各別不同的

味道，「應吞、」「吞」是什麼？不經過咀嚼就吞下去的。很多動物都是那樣，當牠

捕獵到一頭獵物，捕吃牠的時候，就整塊吞下肚裡。人類就比較少吞，是嗎？除非是

食藥丸，如果不是，都多數是要咀嚼的。「應噉、」「噉」就是要有咀嚼，譬如我們

吃飯等等。這叫做「噉」；「應飲、」譬如我們飲液體的方面；「應舐、」舐就是

舔，我們見到很多動物都是怎樣？「舐犢情深」就是什麼？那些動物的媽媽都是很愛

動物的 BB(嬰兒)，通常就是舔牠們，常常這樣。有些食物有時也會舔，透過舔去試那

種味道的，有些是「吮、」「吮」就是用口去給吸，譬如那些 BB仔(嬰兒)飲奶的時

候，就用「吮」的狀況，「應受用，如是等差別之名。」即是說，當我們辨別味道的

時候，用些什麼方式去辨別呢？

就是用這幾種的方式，不外乎這幾種。「約根識辨」。「是舌所行，舌境界；舌

識所行，舌識境界，舌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即是說「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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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要跟「意識」一起，帶住這樣去作意、作用。至於「助伴及業(就)如前應知」

了。這樣又是那幾十種心所，三十幾種心所。

另外作業就是隨著「意識」而起，同時它只能夠怎樣？了解自境的所緣。是嗎？

一剎那的味道的感覺，因為跟著就有可能改變了，另外就是隨著那個異熟果，也是要

跟「意識」，跟「意識」而起，跟「意識」而轉。你會見到，大概已經分析了眼、

耳、鼻、舌四個識，四個識的類別雖然很相似，但是它們各別都有些不同的。這就是

我們在〈五識身相應地〉的時候，就是透過這五個角度，就是自性、所依、所緣、助

伴、作業，就了解各別「識」的不同。

作為瑜伽師，首先你要了解你如何基本去認知這個世界？它們基本的功能是什麼

呢？就是你先要自己熟悉，即你首先要認識你自己，認識對象是怎樣的？然後有很多

地方，我們才能夠知道將來，當我們清楚知道的時候，就知道我們將來的修養工夫要

在哪裡做？譬如當我們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言」的時候，這些背後是什麼力量呢？

其實那是「意識」的力量，「眼識」應該不懂得什麼叫做「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的。所以慢慢我們就會知道，在哪些地方，透過這個五識的作用，我們知道要重

視哪一方面的影響或支配力？然後我們才能夠慢慢轉化我們自己，這樣就由一個基礎

開始，就由我們感官認識開始的。我們這一次就講到這裏。今課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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