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五識身相應地〉

繼續講《瑜伽師地論》的那個〈五識身相應地〉。之前我們已經講過「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這四個「識」已經講過了。每一個「識」都有五方

面的，所謂五個「相」，就是在「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這五方面去做分

析。現在看看「身識」，「身識」的自性是「依身了別觸」。意思是說，它透過「身

根」，「身」這個感官然後去分析或者了別那個「觸」的境。我們接觸外境的各方面

的情況，這個就是「身識」的自性。即是它的本質或者基本的定義。這是「依身根」

去「了別觸境」。

至於第二的「所依」，第二的「所依」就與以前一樣，有「俱有依」，即是說這

個「身識」出現的時候，或者去進行這個辨別觸境的時候，就有個所謂身的「根」，

就是我們的皮膚上的感覺的器官(神經)，能夠可以 sense到出面的情況的，這就是

「身根」。另外「等無間依」就是那個「意」，「意」就是那個「身識」本身它的前

一念過去了，然後讓位給另一念的「身識」去生起的，這就是叫做「等無間依」，又

叫做「意」。第三，「種子依」也一樣，就是「阿賴耶識」，它裡面所含藏的一切種

子裡面，那些能夠生起「身識」的那些種子，這個就是「種子依」。這個首先舉出了

三種「依」，就是「所依」的三種。

然後再講，這些「所依」它的本質是什麼？「出體」就是指它的「體相」或者本

質，這個「身」是指「身根」來的，就不是「身」的識，就是「謂四大種所造」，

地、水、火、風這些基本的元素，並且是「身識所依(的)淨色」，意思即是有「淨色

根」，那些微細的細胞，能夠感觸到外面的各方面的資料的，這個是「淨色」。「身

識所依」的這個「淨色」而能夠產生了別的作用，這種「淨色根」就是「無見有對」

的，我們見不到這種觸覺神經與細胞這些東西，但它們是有對礙、有體性、佔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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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至於那個「意」，即是「等無間依」與「種子依」就與之前的分析是一樣，基

本上那種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所依」的本身是什麼體性已經講過了。跟著就講所緣，「身識」的所緣，

「出體性」就是所緣的本質是什麼？「謂觸(境)」，觸這個「境」就是所緣，「身

識」的所緣。是「無見，有對」的。不是我們的眼睛所取到的景象，但是我們是有一

種接觸的感覺，「有對」，有對礙，就會發覺譬如就是聲的所緣，鼻的所緣，舌的所

緣與身的所緣全部都是「無見，有對」，是嗎？但是「眼識」的所緣就是「有見，有

對」的，這就是所緣方面的一些不同。

至於「觸」的種類，譬如這些所緣的景象有哪幾方面呢？其實有很多方面的，有

多種，「此復多種，謂地、水、火、風」，這麼多種之中，最主要就是這四類，就是

構成那些物質的感覺的東西，而這四方面又是所謂物質的實在的要素來的，如果我們

說物質的那種實有性，或者實在性就是這個「四大」，它是構造所有物質的現象的，

我們稱這個四大做「能造」，由四大去構成種種其他物質的事物，那些就叫做「所

造」，所造的「色」，所造的物質。所以現在的「地、水、火、風」就是指能造的

「四大」，這些物質的元素，後面的那些就是這些物質元素所表達的一些性質、屬性

的東西，這個就是「所造色」來的。

譬如我們會有些感覺就是什麼？就是「輕」的感覺，「輕」與「重」，這是一種

相對的觀念；「滑」與「澀」也是相對的，是嗎？有些是很滑溜的，有些是粗糙的、

不順手的，那些就是屬於「澀」；「冷」是一種身體的感覺，是嗎？對外面的氣候有

一種感覺，凍，凍的感覺，「飢、渴、飽」這三方面都是接近同一類，都是我們在覺

得肚餓，「飢」就是肚餓，口渴或者覺得很飽滯，這些都是身體的一些感覺。出現這

些感覺的時候，就代表有些內在的東西不平衡，所以通常是說「界」是不平等，

「界」有「因」的意思，指這個「四大」，指「四大」不均勻的時候，我們就會出現

了「冷、飢、渴、飽」這些情況。然後「力」與「劣」，這個也是相對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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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是我們的感覺，譬如精氣比較旺盛，很有氣力，很壯健，這些都是屬於

「力」；但是「劣」就是指那些虛弱的情況。

「緩」與「急」也是一種相對，是嗎？有一種寬鬆、很緩和的一種情況，或者慢

的狀況，有些是很快速的狀況，這樣謂之「急」。「病、老、死」是一類，我們的身

體起變化，一路衰老是嗎？或者生病，甚至乎死亡，都是在這些過程之中有一些感覺

的，這種感覺是不同的。這是「病、老、死」，跟著「蛘(癢)」，「蛘」就是痕癢的

感受。「悶」就是一種很鬱結，或者是好像心口有東西壓著，呼吸不是很通暢，那種

就是叫做「悶」。

「粘」就是一種黐黐的感覺，很粘滯的感覺，這種粘性的感覺，這種我們叫做

「粘」。「疲」就是指勞累，疲勞，這也是一種感覺，身體上的感覺來的。「息」就

是指我們得到休息之後，那個「界」得到平等，當你不覺得疲勞，而且你覺得應該是

休息夠了，你就有恢復了身心的一種放鬆的狀況，舒服的狀況，這種就叫做「息」，

「軟」就是軟綿綿的，柔軟的情況。「怯」與「勇」也是一對觀念，就是我們有些害

怕，或者懦弱，或者畏縮，就是「怯」；「勇」就是一種自信、無畏，這屬於是

「勇」，這個「勇」即勇敢或者是勇氣，這些都是一種感覺來的。

感覺這麼多種，「如是等類」，有這麼多方面的，我們會看到他分出了很多類

別，同時不單止現在講的這麼多種，還有「有眾多觸」。即是除此舉例之外，其實還

有林林總總的各方面。這樣就多種了，但是這麼多種之中，如果是簡單地分類就是分

三種的，「此復三種，」第一就是好的「觸」你覺得舒服的，感覺好的，「惡」的觸

就是不舒服的，這樣就是「惡」，這是你自己主觀的評價，主觀的感受覺得好與不

好。「捨處所觸」就是既不覺得特別好，或者也不覺得特別差的，這種就叫做「捨處

所」的「觸」，這些就是「身所觸」的三方面。在那個我們的感受方面，覺得它好與

不好的一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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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從這個感受方面分，而是各別不同的內容，那就是我們前面講過多種那

些了。至於「釋異名」，這裏就講了很多種了，當有不同名稱的時候，「約彼相

辨」，這個「相」就是指以那些性質方面去分。譬如「觸者」就是我們「所摩、所

觸」，我們觸碰到的東西，我們觸摸到的東西，這個就是「所摩、所觸」了。「若鞕

(硬)」你們可以印到這個字出來？印到？

聽眾：「鞭」？

這個等於那個「硬」字，不是個「鞭」，「鞭」有個企人邊(亻)，這個沒有企人

邊(亻)的，那個「硬」字，即是軟硬的「 」，相等於這個鞕 (硬)字，意思即是很堅

硬、堅實的意思。軟，一般我們覺得軟就與硬對分，硬與軟一對，但是在遁倫的《疏

記》，他說軟是代表濕的。譬如有些東西有水的成分，就會令到它柔軟的那種狀況，

動、還有動，是一種轉動那樣，另外暖就是一種熱的狀況。這四個「硬、軟、動、

煖」，這四個代表什麼？就性質來講，其實就是代表「地、水、風、火」這四方面，

「地」就是「 」（硬），性質是堅，「水」的性質就是濕潤、柔軟，水是一種柔軟鞕

的性質，是嗎？這個就是「軟」了，風就是「動」的，另外火就是「煖」的、有熱

氣、有溫度的等等。「如是等差別之名。」即是說這麼多種「觸」的所緣境，其實它

不外乎就是什麼？「地、水、火、風」這四個方面，這是由「相」的方面去分析。

如果「約根識」方面的分析，「約根識辨」，「（就）是身（根）所行」，身根

所接觸的，所遊歷的地方，另外是「身（所知的）境界；」這個是「根」的方面，

「身根」的方面；身（的）識，就是這個身體的感覺、身體方面的觸覺，這種知覺，

這種知覺所行的「境」，「所行」的地方，「身識（的）境界、身識（的）所緣；」

一方面就是要成為它自己內在的境相之後，它才有這種知覺的內容出現，這是「身

識」的所緣，除了「身識」本身之外，還有一個「識」與它一起，這個就是「意識的

所緣」，「意識（的）所行」，「意識（的）境界」與「意識（的）所緣」。這樣即

是與其它的「識」的情況是一樣。這個就是「根識」方面的辨，這個就是本質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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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是「地、水、火、風」這些東西。

接下來就講助伴與作業，這個就沒有再特別分析了，因為之前已經講過什麼叫做

助伴，即是心所，另外作業就是跟著「意識」而起的，那些是「身識」與前面的一

樣。所以簡單講就是，「助伴及業，如前應知。」我們在再看以前的「眼識」、「耳

識」那些，就知道它的「助伴」與「業」是什麼意思了，基本上是一樣的。講到這

裏，〈五識身相應地〉的五個「識」，即是「前五識」作為一組的感覺的知識，已經

講解完了，講解完，是透過這「五相」去分析，它們各別的「自性、所依、所緣、助

伴、作業」，全部分解了。

分析了之後，接下來的一段，第四章那裏，就是「作意與識生之關係」，即是說

這個「識」除了它本身有這基本的五方面的特質之外，它這個「作意」就是講心所，

與這個「識」，即是不同的感官的知識，它出現的關係是怎樣的？於是就講這個

「生」，生起的因緣，這樣首先是舉這個「眼識」來說明，即由「眼識」去概括其它

「識」，第一就是「簡不生」，這個「簡」就是「簡別」的意思，我們就在它不能夠

生起的方面去講了，首先從「眼識」不能夠生起那方面，去講出何解它不能夠出現

呢？有什麼條件不具備？等等。

「復次，雖眼不壞」，這個「眼」如果只有一個字，我們就知道是指「根」，是

嗎？「眼根」，「眼根」本身沒有問題的，是健全的，就是「眼不壞」；而且「色

（境）現在前」，前面它所接觸的所緣境是在那裏的，事物在這裡的，通常我們知道

「根」、「境」這兩個條件具備的時候，「識」就應該生起了，是嗎？根、境和合就

生識，這是基本，佛教整日講的，認知的出現就是透過這兩個條件，這兩個我們叫做

「所依」、「所緣」，這兩個條件具備，「識」就應該生起的。

但是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能生作意」，「若不正起，」這個心所，作意的「心

所」，如果它不是同時一齊起的時候，「正起」就是在那個時刻生起，這個作意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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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對景象的注意力，我們會留心這個景象，留心這個景象的時候，同時這個心

所會帶引其它心所、心理活動或者精神活動一起去取這個外境的，一起去看這個境

的，如果這個作意心所不起，其它的心所就沒有一個一致的對象，一致的目標，就不

能夠出現的。

所以如果作意心所那個時候不起，「所生眼識」都不能夠生起了。即是傳統來

說，有「所依、所緣」，「識」就可以生起了，其實是不止的，還要加上這個，起碼

要有這個「作意心所」。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狀況了。如

果沒有這個注意力，留意這個「作意心所」，就不會見到，不會知覺到有這種景象出

現。自然沒有這種知覺力的生起，至於它的作意包括哪些東西？

包括了與「前五識」一齊起的那個「作意心所」，因為我們知道，當我們分析那

個所緣的時候，不是！助伴的時候，是不是每一個心識都有它自己相應的心所？有三

十幾個的，是嗎？其中一個就是「作意心所」，這些就是講它各別的前五識，它的那

個所謂「作意心所」了。另外除了「前五識」之外還有「意識」，「意識」都有個

「作意心所」的，因為我們知道，「前五識」要跟著「意識」一起出現，所以「意

識」出現的時候，也要有「意識」的「作意心所」。

我們再推下去，除了這個「意識」的「作意心所」之外，還有什麼條件？都是

「作意心所」，要有什麼？是否可能還要有「末那識」的「作意心所」，有「阿賴耶

識」的「作意心所」，幾個加起來。基本的「作意心所」就是指某個「識」的「作意

心所」，但是實際上，這些東西是根據「意識」而起，「意識」，後面的那個「意

識」包括「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這三個「識」的「作意心所」都要

生起的，即是說有一堆東西陪伴著這個感官的知覺一起湧現，這樣才能夠得到這個所

謂認識。如果不是，任何一個條件不具備，都不能夠生的，簡別那個不生的狀況。

即是這些是必要的條件來的，缺任何一種，「眼識」都不會生起，耳識都不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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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等等。相對來講，它能夠生起是一些什麼狀況？第二就是「顯得生」了。即是指示

出能夠生起這些認識的時候，它那些需要的條件是什麼東西。譬如「要眼不壞」，即

是說「眼根」是沒有問題的，「色」、即是說這個事物現在眼前，「現在前」，「能

生[的]作意正復現起，」又能夠注意到這些東西，所以所生的「眼識」乃至於所生的

身識等等，「方乃得生。」這個就作為一個對比，「不生」是什麼情況？「生」是什

麼情況？等等。

以「眼識」為例之後就講出「例餘識」，第二是「例餘識」，即是如此類推，其

它「識」都是如此，「如眼識生（起）」的狀況一樣，「乃至身識，」即是「耳、

鼻、舌、身」，都是「應知亦爾。」都是這樣的狀況。「不生」是這樣，「生」就是

這樣，這個就是講「生」的因緣。第五章就是講這個「五識與五心（生起）的關

係」，這個是「生隨轉」，認識那個程序，或者次序、或者經歷，或者過程，這個就

叫做「生隨轉」，第一就是舉「眼識」為例，首先我們提出「五心」中的首三個

「心」，「復次，由眼識生，」當「眼識」的條件具備了，出現了，「三心可得，」

有三種心，我們可以看到有個過程出現的，出現的過程，「如其次第，謂率爾心、尋

求心、（與這個）決定心。」

「率爾心」是指一種很匆忙、很急的狀況，就是指那個心突然之間墮入一種境相

之中，或者接觸了一個景象，但是它還未能夠判別到這些是什麼東西，總之接觸了一

種境，一種相狀，他知覺到有些東西，但這個具體是什麼東西就還未知道。所以第一

瞬間就是那種「率爾心」，「初」就是眼識的「率爾心」出現了；「如其次第，謂率

爾心、尋求心、決定心。」（率爾心）是；二（尋求心、決定心）在「意識」。」

然後第二就是，接下來有兩個「心」，就是「尋求心」與「決定心」，這兩個心

主要就是在「意識」那裏，「意識」才能夠尋求這種境相是什麼東西？即辨別它是屬

於什麼內容？然後當它決定的時候，就已經判斷到，我現在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譬

如你突然之間見到一個人，覺得他很面善，但是你一時之間還不知道他是誰，你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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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追憶一下，這個樣子到底是誰呢？到最後你就會想起，原來他是我以前的舊同學

等等。

這個就有決定了，當你確定了這個樣子的他是某個人之後，這種確定的狀況是在

「意識」那裏的，但是「眼識」就不能夠確定尋求與決定，它只有那個「率爾心」，

「率爾心」即刻墮入這個境相中，這個「三心」、即是說順序，當你接觸「境」時

候，第一是「率爾心」，第二是「尋求心」，第三是「決定心」，我們看看第十六的

註解：中間那個《披尋記》它就有一段這樣講的：「眼識生已，」即「率爾心」一出

現的時候，「從此無間必意識生。」即「意識」一定跟著它一齊起，「無間」，無間

隔，那個「意識」就會生起，「從此無間，」「意識」生起之後，那個「意識」生起

之後，它就可以「從此無間，或時散亂，」可能「意識」想了別的東西，不再追尋這

個景象是什麼東西，如果它不再追尋的時候，就可能是另外其他的那些「識」生，

「或耳識生，」或者是其他識生，「或五識中隨一識生。」但是如果它「不散亂」，

仍然是專注這個境的時候，它「必定意中第二決定心生。」即是說，它接下來就有尋

求、決定這一類「心」生了。如果它不是被其它的認知力干擾的話，它就會繼續去看

這個境是什麼，那個時候就會跟著有這個尋求、決定。

「此中且約意識生，無散亂為論，」這個即是講解主要在「意識」，它沒有散

亂，繼續專注這個境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個「五心」的次序，「是故說」，所以這樣

講：「言由眼識生，三心可得」。三種心就會次序地出現的，「……當知「意識」生

[時]，或時散亂，則不定爾。」我們這樣說就是就這種狀況之下，就「意識」沒有散

亂的狀況之下是如此。如果「意識」有散亂的時候，它是否「三心可得」？不是了！

是嗎？所以現在「三心可得」這個字就並非必然是這樣的，只是說，如果它（「意

識」）不是散亂而繼續看這個境的時候，就「三心可得」，但是「意識」轉變了境的

時候，就不是「三心可得」了。

所以它不是必然如此。假設它是繼續看這個境的時候，後面這兩個心的隨之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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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就是「染淨心」與「等流心」這兩個。「決定心」之後就有「染淨心」的生起

了，這個人，他是我的舊同學，他以前整天在班上捉弄我或者是欺負我諸如之類，你

就會生起一個不中意的心，是嗎？就有個「染心」；或者你會想起，他是我的舊同

學，以前很 friend的！常常一起玩的等等。這就是什麼？「淨心」了，一個好的

心，或者他這個人與我的關係不是很密切的，這樣就起了一個什麼？不染、不淨的心

等等。

這個就是「染淨心」了，即是決定了之後，你會這樣追下去，就會有這個「染

心」或者「淨心」的狀況生起，然後就「等流」，「等流」就是「此後乃有等流眼識

[於]善、不善轉，」即是說你之前的那個「淨心」或者「不淨心」就關乎那個善與不

善的問題，於是你的「眼識」會隨著這個「意識」的染、淨的狀況，「眼識」會生起

一種親善的狀況，或者是敵視的狀況，「意識」就會跟著這樣轉，「而彼」，「彼」

即是講「眼識」，因為「眼識」是隨轉的，它不是有自主力，而是隨著「意識」去變

化的，所以「（眼識）不由自分別力；」它不是自身是這樣，是由「意識」這種分別

力，引起它有這種狀況的出現，這個「等流」就是「意識」與「眼識」這樣等流，

「乃至此意不趣餘境，」只要這個「意識」沒有轉去另一個境的時候，「經爾所

時，」即隨著那段時刻，「眼」、「意」兩個識，「或善或染相續而轉」，即是隨著

我們的淨心、或者染心，或善心或惡心，就相續下去。「相續」的意思就是前後念的

心分別不大的，繼續下去那樣，這樣我們稱之為相續而轉。

即是說，我們平時認識一些事物的時候，它通常都會有這個「五心」的次序這樣

去出現的，除非中間有改變。「眼識」是這樣，「眼識」有這五個心，隨著「意識」

而轉之後，接下來就是「例餘識」，「例餘識」就是其它識都一樣，「如眼識生，乃

至身識，應知亦爾。」如此類推，它們都是有這個「五心」的狀況。

這裏就是分析這個「五識」與「五心」，即是「率爾心」一路去到「等流心」這

些，他們的那個關係，即是「識生」不是一瞬間生起的，這個一瞬間生起之後，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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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延續過程的時候，就有個「五心」的歷程，這裡是講一個「心識」出現歷程的情

形。然後第六章，即第六段，就「舉譬喻（去解）釋」這個「五識之相」。「五識之

相」就是又講回這五相了。第一個譬喻就是用「行旅」的譬喻，即是去旅行的時候，

去旅行，你要有目的地，這是作為一個譬喻。

「復次，應觀五識[的]所依」，「所依」就是它所依的「根」，「如往餘方者所

乘；」「所乘」就是什麼？就是工具，是嗎？你透過一個工具去目的地，「根」就是

工具的作用，它幫我們攝取外境的那些特殊的狀況。「所緣」就是「所為事」；你去

這裡，你想做些什麼？要有一個目標、目的地等等。「助伴」就是與你一起的伴侶，

同伴；「業」就是「自功能。」是指每一個「識」它本身所發揮的作用。這個是用

「行旅」來譬喻這五個相，如果大家掌握每一個相的性質，當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的時

候，他就舉一些譬喻令我們容易把握。

佛經很喜歡這樣，是嗎？解釋了一段之後就用譬喻，幫助大家去理解。第二就是

「如居家喻」了。這裡舉出另一個譬喻，「復有差別」，有不同的，「應觀五識

（的）所依如居家者（的）家」；每個人的家都有一些不同，另外就是「所緣」，

「所緣」就是「所受用」的、「所受用」的情況；或者譬如一間屋就是舒適一些的，

或者有些是不夠舒適的等等，「所受用」的情況；「助伴」就是那些「僕使」，就是

那些工人，幫助你工作的。「業」就是你在這間屋裏面的種種活動等等。這些就是在

「居家」的譬喻。

〈五識身相應地〉來到這裏就講完了。很快就講完了這裡，很簡單，將五個感覺

器官作為一類，主要就是透過這個五相去分析，接下來就是十七地的第二地，就是

〈意地〉，〈意地〉是我們心識之中很主要的作用，所以它涉及的範圍有很多方面，

它就不能夠好像「五識身」那樣，就很簡單用五個相去分析就夠了，因為它涉及了很

多，輪迴、解脫以及我們的思維力、理解力等等的內容都包括在內，所以〈意地〉的

論文就比較多，內容比較豐富。當然其它各方面的情況也會比較複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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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要標「意地的五相」，首先講「意地」，也是有「五相」，「已說五識

身相應地。」這個就是結前的，即是之前我們已經講過「五識身」了，現在講另一個

題目就是〈意地〉，「此亦五相應知。」五個方面我們要知道的，就是「意識」的

「自性」；「意識」的什麼？「所依」，「彼」就是講「意識」了，「彼所緣故，彼

助伴故，彼作業故。」又是五個方面。

首先是總括了五方面之後就各別相再去解釋，第一就是「意識」的自性，「意

識」的自性是包括三方面的，就叫做「心、意、識」三個方面，第一就叫做「心」，

「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所隨（依附依止）性，」「所隨性」，有些其它的版本就

有「依附」、「依止」這幾個字的，所以也括了在這裡。「體能執受，異熟所攝[的]

阿賴耶識。」即是這一句所謂「心」就是什麼？「阿賴耶識」，中間那一堆都是描述

「阿賴耶識」的一些作用的。

我們知道在唯識宗，對於「意」是一個很闊的範圍，是包括了明顯的「意識」或

者是潛「意識」的範圍，所以是涉及到「第六識」、「第七識」與「第八識」三個方

面，這樣，如果我們說「心」的時候，通常就是指「阿賴耶識」，這個「心」的意義

就叫做積集，就叫做「心」，積聚一些東西與集起一些東西，集起一些什麼？集起種

子，即生命中的很多潛能，潛在的能力，一方面這些潛在的能力儲藏在「阿賴耶識」

裏面，這個就是「積」、積的意思，這個「集」一方面有聚集的意義，另一方面就有

「令它生起」的意思，這些種子只是儲藏在「阿賴耶識」裏面，而它沒有活動的生

起，它不能夠發揮作用的，是嗎？所以「阿賴耶識」一方面有聚集的意義，另一方面

就令這些種子有一個活動的場所，令它出現它的那個作用。所以「積集」就名

「心」，「心」這個意思就是「積集」，「積集」什麼？就是積集種子。

這就是「阿賴耶識」的一個最基本的意義，既然它積集種子，所以它說，「一切

種子所隨依止性，」就是說，那些各方各面的潛能，都是依止著這個「阿賴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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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隨逐住這個「阿賴耶識」而寄存在它那裏，這個叫做「所隨依止性」，但是這個

「所隨依止性」現在就還有一個簡別，就是說，它這些種子是那一類的種子，但是

「阿賴耶識」在我們的「八識」裏面來講，如果當我們是屬於一個凡夫的境界的時

候，「阿賴耶識」是什麼？是有漏的性質，是嗎？所以它潛藏的種子，由於「阿賴耶

識」差不多是有染污性的倉庫，所以它裏面的種子都是一些有漏的種子，不是一些純

淨的種子。

「有漏」即是多多少少與煩惱執著相關的東西，即是我們的一些潛能表示出一種

執著性與煩惱性的，這種就是叫做有漏種子，依止住「阿賴耶識」的一切種子，無論

是精神性的種子或者是物質性的種子，它都是有漏性的，因為這個倉庫本身就這是一

種有漏性的東西，「阿賴耶識」本身是有漏的，但是所隨的「依附、依止性」那個，

就是指「阿賴耶識」裡面還有一部分的東西，它就與這個「阿賴耶識」的性質沒有一

個連繫的，沒有密切的關連，它是一些無漏的種子，即是清淨的種子，不帶有執著性

的種子，那些種子都會擺在「阿賴耶識」裏面，不過它們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因為

「阿賴耶識」本身就有漏，而這一堆是無漏種子，所以在唯識宗的體系來講，就說這

一堆（無漏種子）只是什麼暫時寄存在那裏，這個寄倉的而已，隨時它都會不要這些

東西的，不要這個倉庫的。

這就是包括，在一切種子裏面有「名色」的種子，有精神、物質等等的種子，而

這些主要就是有漏的種子來的，至於無漏的種子就只是一種寄存的狀況而已，就不是

與「阿賴耶識」混為一體的，這種就叫做「無漏種子」。這些就是寄存，一方面它暫

時是依附在這裏，但這種無漏種子本身也是一種對治這個心的力量，因為我們知道無

漏就可以怎樣？對付有漏的，或者是消滅有漏的，所以這些種子將來它發揮它的作用

的時候，去到一個極致的狀況的時候，它會銷毀這個「阿賴耶識」的，會消除它，剷

除它的，所以它是暫時依止在「阿賴耶識」裡面而已。

「體能執受」就是講回「阿賴耶識」，它本身能夠攝持這一堆「一切種子」，同

時它是「異熟所攝」，即是說它透過我們的行為造作之後，是某些業力所引發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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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熟的果報，都是透過這個「識」去展現它的結果的，所以「阿賴耶識」作為「心」

的一個主要的意義，就是作為一種「積集」的方面，有「執受」方面的意思，有「異

熟」的意思，種子、執受、異熟就是「阿賴耶識」的一些主要的性格，當我們講得

「意地」的那個「意」，就包括了這個「阿賴耶識」，我們一般是叫它做「心」，第

二就有個名稱叫做「意」的，這個「意」就是指，「謂恒行意及六識身[的]無間滅

意。」「意」就有兩方面，「恒行意」的意思就是，它是指經常地活動的，無時無刻

不活動的，我們生時、死時、或者有心、無心的狀況之下，它都有活動，這個「恒行

意」是指「第七識」，那個思量，「思量識」，這個「意」就是一種思量的意義，

「積集名心」，思量就是什麼？名「意」。

這個「意」主要就是講這個「恒行識」，經常活動的「識」，而這個「識」經常

是思量什麼？思量自我，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的這個觀點為核心去看這個世界的，

看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我們一定是用我們自己的觀點看事物，為何我們要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的前六識是受這個思量、思量的「恒行意」影響著，所以我們總會帶有一種

「我」的觀點去看東西。這就是我們自私的根源，自我的根源來的。

「意」就主要是講這個第七識，另外就是包括了前面那六個識，「六識身」的

「無間滅意」，「無間滅意」之前我們講的什麼？就是每一個「識」去活動之後就讓

位給下一瞬間的識再出現的，那些就是叫做「無間滅意」，這個「意」就包括了「第

七識」與「前六識」的那個「無間滅意」。最後有個名稱叫做「識」，這個「識」就

是了別、「了別名識」，「辨別境界」，這個就是了別的意思。「謂現前了別所緣境

界。」「現前」就是我們眼前所見的各方面的情景，各方面的事物，我們都有辨別力

去知道它是什麼東西，這就是「識」，這是指「前六識」，「前六識」辨別各方面的

境界。

八個「識」其實都可以叫做「心」，或者叫做「意」，或者叫做「識」的，但是

有些特殊的意義來講，最好就是「阿賴耶識」配那個「心」的名稱，「末那識」就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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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的名稱，「前六識」就配合「識」的名稱。這裏講「心、意、識」基本上就

是囊括了八個識在內了，八個「識」都統括在這個「心、意、識」裡面，這就是「意

識」的自性。所以這個「意識」基本上就不只是講「第六識」，包括了「第七識」與

「第八識」。由於「意識」常常都帶引著「前五識」一起，所以變成「前五識」就基

本上離不開「第六識」去講解了，所以就八個識一起。

第二方面就是講所依，「意識」的所依，「彼所依者，」這個「彼」就是講那個

「意」了，就是有這個「等無間依」，就是前念識的開導依，另外就是「種子依」，

即是「一切種子阿賴耶識。」一樣的。但是就少了一個，少了一個什麼？三種依其中

一個少了，知不知道少了哪一個？是！「俱有依」，沒錯！這裏就沒有講「俱有

依」，但是應不應該有「俱有依」？

聽眾：應該。

講者：應該是有的，對！沒錯。

應該是有，但是略了不講，因為「第六識」是以第七與「第八識」作為「俱有

依」。它們大家都是屬於精神領域的一種認知力，與前五識有一些不同，前五識我們

知道是比較集中在感性的認知方面，同時它大部分都是向外，向外去取境的，是嗎？

但是後面那三個「識」，最後那三個「識」就是內外都有的，有些是向外，有些

是向內，它也不是純感性的，感性又固然有，理性的也有，各方面的理解力它都有

的。所以「意識」，每一個「識」本身都有「俱有依」，即是「阿賴耶識」有「俱有

依」、「末那識」有「俱有依」、「意識」都有「俱有依」的，「第六識」就以什

麼？「第七識」就作為「俱有依」，是嗎？「第七識」就以「第八識」作為「俱有

依」，「第八識」以什麼？「第七識」作為「俱有依」，所以他雖然沒有講，但是應

該知道它是有「俱有依」。就是每一個「識」都有所依與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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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意識」的所緣，是「彼所緣者，謂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宇宙萬有，

任何東西，「如其所應。」「若不共者，」「不共」是什麼？就是不共「前五識」，

與五識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所緣，就是包括在其中一類，就是「受、想、行蘊」，

「前五識」的那個所緣有沒有「受、想、行蘊」？大家記不記得？沒有的，有什麼

「蘊」？

聽眾：「色蘊」。

講者：是「色蘊」，物質的景象。對了。沒錯。

聽眾：老師，「身識」那裏，它的所緣好像都有很多感受的，即是說「身識」的所緣

都不止是「色」了？

講者：但是它的感受方面都是物質性的感受來的。

聽眾：譬如勇，怯，都是心理？會不會呢？

講者：它不是心理來的，它是與它的身體狀況有關的，勇即是有氣力，很威猛那種狀

況，即是給人的感覺很壯健、壯實、有氣力那樣。

聽眾：完全不是心理？

講者：不是心理的。它是生理方面的。

所以它與「色蘊」有關，這個所緣就是說，「意識」當然可以是有「色蘊」，是

嗎？它與前五識一起取境的，但是它另外與前五識「不共」的地方，就是它有

「受」，即感受方面，有「想」，取像方面，以及「行蘊」，就是與它的意志的方

面，這幾個都是精神性的作用來的。另外與前五識不同的，它的所緣包括了無為法，

前五識的所緣，因為它的「色蘊」全部都是有為法來的，「色蘊」是因緣造作形成的

東西，是各種條件聚合之後出現的各種景象，無為法就不是，無為法是不需要因緣和

合形成的。這種特殊的景象是「意」的所緣，即是「意」的一種所緣的境來的。

但前五識就不能夠緣無為法，即是「意識」可以緣有為法，亦都可以緣無為法，

可以緣物質的景象亦可以緣精神的景象，另一類就是「無見無對（的）色」，我們之

前只是見到「有見、有對」或者「無見、無對」的識，是嗎？但是「意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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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一方面是「有見、有對」或者是「無見、有對」，它都了解到。它還多一種，就

是「無見無對（的）色」它都能夠了解的。這一種「無見無對的色」，既然是「色」

來的，它就一定是物質了，因為是「色蘊」，即是有一種「色蘊」是我們眼見不到

的，它由不佔空間的，就沒有體積的這種物質，這種物質是什麼呢？

聽眾：「無表色」。

講者：對！「無表色」。就是那些「戒體」那些，影響著我們的行為，當你想作惡或

者作善的時候，它會警惕我們或者鼓勵、鼓勵我們去做的。

這一種「色蘊」就是這種「無表色」。特別是指「戒體」方面的東西，這種能夠

影響著我們的行為的一些力量，就是「意識」所知的，不是前五識所知的，所以是

「意識」所知的景象，這是第三類。第四類就是「六內處」，「六內處」即內在於我

們的身體的六根，「六根處」，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

根」，還有一個是什麼？「意根」。這個「意根」就包括了我們的所謂「識蘊」，我

們見到前面沒有那個「識蘊」，「受、想、行、識」，少了那個「識蘊」，「識蘊」

擺在什麼位置？其實是擺在「六內處」那個「意根」那裡。

因為「意根」攝這個「識蘊」，「識蘊」的範圍。還有就是「一切種子」，那些

潛在能力都是「意」的所緣，這個「意」的所緣就不是我們的明顯「意識」的所緣，

主要就是「阿賴耶識」的所緣。我們看到，「意識」的所緣與「前五識」的所緣，那

個辨別的範圍就相差很遠了，是嗎？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是「意識」所知的範圍來

的，包括了「前五識」所知的範圍，這就是所緣。

至於「助伴」，既然它所了解的範圍是這樣闊、這樣多的時候，它那個心理的活

動，表現出來也是千差萬別的，很多方面的，很多方面的內涵。「彼助伴者，」就是

「心、意、識」的助伴，這裡就列了五十三種心所，其中的「作意、觸、受、想、

思」就屬於五種「遍行心所」，「遍行心所」就是所有心識一起的時候，它一定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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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遍行心所）相應而起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之下它都一起活動。

這些「心所」的名稱一方面大家都比較熟悉，另外就是在〈意地〉的時候，再後

一些的篇幅都有一些解釋，所以現在我們這裏就不花太多時間講每個心所的情形，所

以大家大約知道，有五種心所是屬於遍行心所，另外就是「欲」、「勝解」、

「念」、「定」、「慧」，「定」這個三摩地，就是「別境心所」。另外五種，這五

種就是特殊的情況之下它才出現的，就不是所有心理活動一出現它就出現的，這種我

們叫「別境心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輕安、不放逸、捨、

不害」，這裏有十一種的善心所，善心所的定義基本就是這些心理活動出現的時候，

對自己對他人都有益處的，都有好的影響力的，這種我們叫做「善心所」。

接下來的六種就是煩惱心所了：「貪、恚、無明、慢、見、疑」，「恚」就即是

嗔的意思，憤怒，這六種就叫做「煩惱心所」，叫做「煩惱心所」的時候，它就會有

一種力量會擾亂我們的身心，令我們的身心不安寧的，同時它會帶引我們不斷沉溺生

死，生死輪迴，並且不能夠得到解脫，是解脫的障礙來的。這種就叫做「煩惱心

所」。隨著根本煩惱而繼續生起另一些不好的心理活動，這些叫做「隨煩惱心所」，

其實它是隨著根本煩惱而起的一種等流的煩惱狀況，譬如這種狀況再加深的，一種煩

惱的力量，就會再建立一些名稱給它，譬如「忿」這些，「忿、恨、惱」這些，是

「恚」心所再加強的一種狀況來的，是嗎？

你不止嬲（惱怒），你嬲（惱怒）到咬牙切齒，那個憤怒的狀況再加深，在高一

個層次的，那些就會有這樣的隨煩惱了，所以它其實就是什麼？是「嗔」的煩惱心所

的等流狀況，「覆、惱、嫉、慳、誑、諂、憍、害，無慚、無愧、惛沈、掉舉、不

信、懈怠、放逸、邪欲、邪勝解、忘念、散亂、不正知」這裡總共有二十二種「隨煩

惱心所」，我們平時讀五十一個心所的時候，就知道隨煩惱心所有二十種的，現在多

了兩種就是那個「邪欲」與「邪勝解」了，對於那些不應該希求的東西，我們是不斷

追求，這就是「邪欲」，「邪勝解」就是我們對某些東西有一些清楚的了解，但是這

個清楚了解是不符合正理的，不如理的，我們就叫這種做「邪勝解」。他主要就多了

17



這兩個心所。這樣與你們一般讀《唯識三十頌》，它講的五十一個心所就有一些不同

了，就多了這兩個。早期的瑜伽行派的經典多數都是提五十三個心所的，後期就精簡

為五十一個心所。接下來的四個我們稱之為「不定心所」。

「惡作」，即後悔，做了一些事情又後悔，「睡眠、尋（與）伺，」這都是屬於

不定，即是它的善性或惡性不能夠簡單地將它歸入善心所或者煩惱心所，視乎情況，

有時是善的，有時是惡的，有時是無記的，這種心理活動我們叫它做「不定心所」，

總共就有五十三個心所就與這個「意識」相應的，「如是等輩」，「等輩」即是說這

一堆心所，「俱有、相應心所有法，是名助伴。」我們記不記得「俱有」的意思？或

者「相應」的意思？就是同時、同時刻一齊活動，他們有同一個什麼？跟那個「所依

根」，是嗎？如果「眼識」的心理活動是依「眼根」而起，還有什麼？同所緣，同一

個所緣，不過怎樣？不同行相等等，這樣有相應而起，我們就叫這種做「助伴」或者

「心所有法」。「同一所緣，非同一行相，」

每一個心所，它們對於同一個所緣景象，它們的理解的方式都不同的，有些是感

受的理解方式，有些是「尋」的理解方式，有些是「欲求」的理解方式，所以它們的

行相是不同的。但「一時俱有，」即當他們一起活動的時候，大家個別有各方面的表

現，「一一而轉」，就是各別生起，各別生起的時候，它有自身的「自種子」而來

的，即是說它們的能力的來源，就是某一個心所的所謂「種子」、潛能，由它們自身

的種子而出現這樣的活動，這樣的力量。

「更互相應，」即是大家互相呼應，呼應之中，一起活動的呼應的狀況，一方面

「有[能緣的]行相」，「能緣」即是主觀的認識力那方面，一方面有「識」的認知

力，認知的那個能力，認知中有各別的心理中的行相，大家都有主觀的理解，理解的

方式，所以「有[能緣的]行相」。

另外一定要有所緣，是嗎？有所知的境。如果在「意識」來講，這個所知的境可

以具體的境物，或者具體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並且有「三所依」，三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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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就是一定有「俱有依」、「等無間依」、「種子依」三種。

至於在「助伴」方面，我們剛才講了五十三種，五十三種主要是與「第六意識」

相應的，「第七識」沒有五十三種那麼多，「第八識」亦沒有五十三種，當它如果能

夠與全部五十三個心所一起，就有不同情況的活動，〔這裡〕主要就是講「第六意

識」就有這麼多種心理一起活動，當然就不是五十三種一起湧現，而是五十三種的其

中可能十幾種，或者二十幾種等等可以一齊起。但是「第八識」就只有五種心所，就

是「遍行心所」，「第七識」又多一些，「第七識」有二十幾種心所，這樣最厲害就

是「第六識」，有五十三個心所就各別不同的情況與它一起活動。

至於「作業」，「助伴」講完了，第五方面就是作業，「意識的作業」是就「通

相辨」，「通相」即是我們的基本，我們之前在「了別業」、「隨轉業」這些，我們

繼續就這方面可以分解這些「意識」了別的狀況，在了別的方面，「彼作業者」，

「謂能了別自境所緣，」「自境」即是「心、意、識」各別的所緣「是名初業。」第

一個「業」，不過它這裏主要是講「第六識」，都是以「第六識」作為一個代表去

講。

在「第六識」的「自境所緣」，它有些是與那個「五識」一起，有些是「不共五

識」的。所以它的「自境」那裡，我們要了解它有一種是「共五識」的，與「不共五

識」的，這是第一種，第一種業。既然「五識」的，「共五識」的它又有，「不共五

識」的那部分也有，所以這裡我們就說它是「一切法」。它的自境所緣就是所有的東

西，所有法。「復能了別自相、共相。」

「自相、共相」就是事物的特殊狀況，他可以把捉，可以把捉到，「共相」就是

事物它本身是有一種普遍性的性質，它也是能夠把握到的，這種叫做「共相」，我們

之前講「前五識」的時候，在「了別業」，「前五識」只能夠了解「自相」，每一瞬

間它所見的事物，每一瞬間都在改變中，它就只能夠捕捉那一瞬間的特殊狀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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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我們叫做「自相」，特殊的情況就是自相，但是共相就不是，共相是一種普遍的

穩定性，或者是一種普遍的性質的時候，它很穩定的，這一種就是概念上的了解，當

它定了一個概念的時候，它就可以對應在那些很多不同的那一類事物。

但是那一類事物有共同性質，我們就稱它為「共相」，譬如眼，眼能夠見到那個

「自相」，譬如這隻杯，這隻杯的特殊情況，眼識只能夠了解它的自相，但是「意

識」除了能夠了解這個「自相」之外，就是世間上所有能夠叫做「杯」的東西，它凡

是符合「杯」這個定義的那些東西，它都能夠了解的，這個杯與這個杯有些共同的性

質，這樣它都可以了解那個「杯」的概念，我們大家叫這兩種東西叫做「杯」，其實

這兩種東西大家是不同的東西、不同的事物來的，是嗎？但是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性質

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共同的概念來概括這類東西，世間上所有「杯」都可以。

這個「意識」所了解的就不單是各別的事物，還有的是同一類的事物的那種共通

性，它都能夠了解的，這種我們叫做「共相」。所以「共相」就是不共這個前五識

了，能夠了解這個「自相」的，我們通常就叫做「現量」，現前所能夠了解，了解概

念上的那些共相，就是那個「比量」，「現量」與「比量」知覺的不同。「復能了別

去、來、今世。」即是過去、現在、未來的，這個「意識」都能夠知道，過去，它能

夠回憶過去的情況，或者我們會期待將來怎樣？都是「第六識」可以能夠做得到的，

或者現在這一刻，我們想怎樣做？也是「意識」可以知道。

所以它與「前五識」的最大分別，「前五識」只能夠了解什麼？現在的東西，但

是「意識」就可以了解過去、未來的東西，「復剎那了別，或相續了別。」「剎那了

別」即是一瞬間了解了之後就轉變的，這個就叫做「剎那了別」；「相續了別」就是

它繼續能夠貫注在這個境相，再作一些分析，再進一步了解。這種就叫做「相續了

別」。如果有「相續了別」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一定有五心的過程，是嗎？

「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與「等流心」，這五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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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有「相續了別」。「了別業」，「意識」就有這幾方面的了別業。我們看到它

與前五識是有不同的，既然與前五識不同，所以獨立成為另一類再作分析。第二的

「能發業」，這個「能發業」與前面的「隨轉業」就不同了，這個「能發」就講出它

的主動性了，「復為轉、隨轉發淨、不淨，一切法（的）業。」

即是說這個「轉」就是「意識」的那個分別力，它是可以自身在剎那之間，它可

以選擇繼續或者不繼續的，「轉」即是說，我現在看這個東西，我現在不喜歡看了，

我看另外一幅東西，這就叫做轉變，剎那轉變，「隨轉」就不是，「隨轉」是繼續

的，繼續下去，就相似、相續地那樣，如果相似、相續的時候，我們跟著就知道有什

麼？「淨」與「不淨」這些「等流心」了，所以「意識」與前五識的最大分別就是，

它自身可以是發起這個剎那轉變，或者相續，相似、相續這樣的了解的過程。

但是「意識」、不是！前五識就不是，「前五識」就隨著「意識」的轉向，它這

個就繼續看這個境，或者跟著轉變。這樣，「前五識」是「隨轉業」，「第六識」就

叫做「能發業」。至於取果的方面，「復能取愛、非愛果。」「意識」這裏又有一個

主動的能力，就是在取異熟果方面，它是主動去感召這些果，「前五識」就不是，

「前五識」是隨著「意識」去感召這些可愛或者不愛果的，第四是「能引發」。「能

引發」就是「復能引餘（五）識身。」

因為「五識身」是跟著它起的，所以它有一個牽引其餘的「五識身」的這種力

量，帶引它出現那個「率爾心」等等的東西，「又能為因」即是一種條件，「發起等

流識身。」「等流識身」即是令到這個「五識身」繼續相似相續下去，所以我們會看

到，「意識」相對這個「前五識」來講，主要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力量都是來自這個

「第六識」，是一種主導的力，牽引的力，這是「通相」方面的變，「通相」就是因

為我們在作業的時候，基本的分析就是那個通相，是嗎？

共通的性質那方面去講，另一方面「約最勝辨，」「最勝」就是「意識」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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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強烈，比較明顯的那方面，就再去分析它與「前五識」的不同，這裏就提出了十

五門，即是十五個角度，去分析這個「意識」何解會比前五識是更加殊勝？更加有優

勢的，更加有主導力的等等。「又諸意識，望餘識身」，「餘識身」即是講「五識

身」了，是有「勝」的作意，有殊勝的一種表現的，特別是在它們這個「明利」的方

面的不同，「意識」很清楚的，那個知覺的力量相對、相對前五識是比較暗鈍，它是

「利」的，「利」與「鈍」是相對，是嗎？

「明」與「暗」也是相對，亦都顯示了「五識」是跟隨這個「意識」去活動的，

「意識」就是一個很主動的力，然後標列這「十五門」，「十五門」就是分別有下面

十五種：第一「分別所緣、審慮所緣、若醉、若狂、若夢、若覺、若悶、若醒、若能

發起身業語業、若能離欲、若離欲退、若斷善根、若續善根、若死、若生等。」有十

五方面。那個「生」的「等」，那個「等」字就包括了「憂、悲、苦、惱」這些內

容，「憂惱」這些，就是「生」等。

現在首先它就要將這十五方面的名稱列舉了出來，然後第二就是隨釋，即是逐個

名稱再進一步解釋，第一就是「分別所緣」，第一門，第一門之中它又分兩方面去

講，就是首先就有一個「總說」，即是概括什麼是「分別所緣」，然後就「別釋」，

即是講出這幾種「分別所緣」是些什麼意義？然後第三才有一個「總結」。

即是在這段文字來講，當它講第一門的「分別所緣」，就分成三方面去分解，第

一是「總說」。「云何分別所緣？」什麼是「分別所緣」？「由七種分別。」這七種

就是「謂有相分別，無相分別，任運分別，尋求分別，伺察分別，染污分別，不染污

分別。」現在這些名相大家開始會覺得很辛苦、很煩，一個簡單的名相，譬如「分別

所緣」又再分，再開出七個方面，「總說」即是先概括了這七種，然後「別釋」就是

逐項再講。

第一的「分別所緣」裡面，其中的「有相分別有（者），謂於先所受義」，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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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是「境」的意思，之前它已經是接觸了某些境，知覺了某些境之後，「[及]

諸根成就」，「諸根成就」這個「就」字，在其他本子是叫做「成熟」的，大家看第

22的註解，有些是用「成熟」的，「諸根成熟」是指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一些人，就是作為人，到我們的「根」，即是我們的感官發展到比較

健全的階段的時候，通常大概就是去到怎樣？青少年的階段，我們應該基本上是發展

成熟的時候了，然後由少年的階段就一路去到老年的階段，這一段生命的歷程，我們

都稱之為「諸根成熟」的階段，或者叫做「諸根成就」的階段，至於少年期之前那

些，因為正在發育，那就是未成熟的，或者叫做未成就的，「有相分別」就是第一，

你之前已經見過很多境了，另外就是你的諸根要成熟，成熟之後你還要「善於名言者

所起[的]分別。」「善於名言」即是你能夠運用語言概念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你

自己內在的情況等等，這個就是叫做「善於名言者」了。根成熟，即你又接觸了很多

境，見過很多不同的景象，並且你能夠運用語言概念，去將你所認識的世界再表達出

來，這叫做「善名言者」。

如果你能夠這樣，你就屬於「有相（的）分別」。現在我們的「耳識」，譬如現

在我們上課，我講書或者你們聽講的時候，你正在運用的是什麼？「有相（的）分

別」來的，是嗎？現在你們已經正在用這種分別，而這種分別就屬於什麼？「分別所

緣」，是你的「意識」能夠分別一些對象的某些情況，這些情況就叫做「有相分

別」。另一種就是在「分別所緣」之下再有一種分別，就叫做「無相分別」，當然是

相對之前的「有相分別」了，「謂隨先所引，」「先所引」就要連帶後面的分別了，

因為它說「隨先所引，及嬰兒等不善[於]名言者[的]所有分別。」所以「先所引」的

分別，與「嬰兒等不善[於]名言者[的]所有分別。」

所以後面的分別就要連貫前面所講的那些，「先所引」即是之前他都是曾經接觸

過一些不同的景象，但是在接觸的時候，他是屬於嬰兒，我們知道嬰兒都是能接觸到

外境的，會看到外境的景象，「嬰兒的等」是「等」哪些？「等」那種「童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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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 BB對於外界的影像都是很朦昧的，不是很清晰的，至於「童子位」是指由嬰兒

BB到成長再大一些，有些就能夠去爬行、去玩的那些小兒，他也不是很大，但是已

經過了嬰兒期一段了，那些就叫做「童子位」了。即是兒童時代。那個階段也只是

玩，他還未識得運用語言概念的，但是他已經接觸了很多事物，這幅東西叫做車，那

幅又叫做其它東西等等。

這個就是「先所引分別與不善[於]名言者」，就譬如嬰兒、「童子位」那些。那

個階段就叫做「無相的分別」。這樣還包括了動物方面，動物很多都是牠是有分別

力，但是牠們就不能夠用名言去表達。但是在人方面主要就是「嬰兒位」及「童子

位」了。這是「無相」的分別，我們都曾經經歷過這個階段的，就是我們的嬰兒期，

嬰兒期與童子的時期了。

「任運分別」就是另一種情況，就是「謂於現前境界」，相對現在的境界，「隨

境勢力任運而轉[的]所有分別。」「隨境而轉」，「任運」，即是自然而然地生起，

自然對它有一種分別力的時候，這種通常是指那些一方面是我們很熟悉的景象，就是

「任運而起」的分別了。你不用太刻意去怎樣分析它、了解它的，你都知道是大概什

麼東西，另外一種是剎那相續而生起的東西，這種就是「任運分別」。這個也是，無

論是我們的嬰兒期或者成長期的時候，都有這種「任運分別」的，即是自然會對這些

景象有些知覺，有所知覺。

第四種「尋求分別」。「尋求分別」即「（對）於諸法觀察、尋求所起 [的]分

別。」就是觀察這種事物有什麼特殊的狀況，然後去探求這種事物的一些它自己本身

特有的情況，對它有多一些了解，這些我們叫做「尋求分別」。譬如我對一種東西不

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的時候，我會盡量去了解它是什麼東西，這種是「尋求」。

「伺察分別」就是「謂於已所尋求、已所觀察」的東西，再進一步是「伺察安立所起

[的]分別。」「伺察」就是比較深細些、深微些，或者深入一些再了解，這樣就不是

一種表面的或平面的了解，是一種透徹一些的了解，就叫做「伺察分別」，我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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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的，平時有「尋求分別」、「伺察分別」。再進一步就是那個「染污分別」。

「染污（分別者），謂於過去顧戀俱行，」過去值得我們喜歡的，我們喜歡的東

西，過去曾經擁有的東西我們有「顧戀」，即是我們很留戀它，不捨得它的，這樣就

叫做「顧戀俱行」，「於未來希樂俱行，」對於未來我們想得到的東西，我們想追求

的東西，我們有一種希望，尋求的希望，這個就是與未來相關了，另一些就是與現

在，現在的好的東西，我們很容易怎樣？「執著俱行」，這個「執著」就是講什麼？

就是講耽著，沉醉於其中，這種耽著的狀況，沉迷於其中的這種執著。

因為我們中意的東西，我們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們都是對它留戀，希望再繼續

有，現在擁有的時候，我們會有一種執著的狀況，至於對於所中意的東西，亦與煩惱

有不同的相關連，有些是與「欲（的）分別，」「欲」即是欲求，或者是貪的方面，

貪欲，貪戀這些就是剛才講的「染污分別」，至於「恚分別，」就是嬲（惱怒）的，

憤恨的，嗔恚的這些，就叫做「恚」，「恚」，就是如果你之前有的東西你現在沒有

了，就會很不開心，很不中意，很不滿，等等，這是「恚分別」。或者你會很不甘

心，別人有的、別人可以享受到，我享受不到，別人有的東西我沒有，這些是不甘心

或者憤怒的狀況就屬於「恚分別」。

現在不止是「恚」了，再進一步可能是「害」的分別，這個「害分別」就是你得

不到的東西，你就可能寧願玉石俱焚，譬如有些人失戀就會對他的女朋友做一些傷害

她的事情，譬如毀她容，或者是甚至乎殺了她，這些就是屬於「害（的）分別」，

「或隨與一煩惱、隨煩惱相應所起分別。」這個主要就是講「欲」、「恚」、「害」

這幾種，但是不只是這三種的，所有與煩惱心所與隨煩惱心所相關的，而且有這種染

污性的，在過去、現在、未來出現這種心理的，這些都叫做「染污（的）分別」。譬

如與妒忌有關，諸如此類。

「染污分別」之外與它相對的就是「不染污分別」，「不染污」就有分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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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無記」兩種，這兩種我們叫做非染污性的，不是與煩惱有很緊密的聯繫

的，如果是屬於「不染污」就包括了下面的這幾種：有「出離（的）分別，」「出

離」就即是出離煩惱染污的狀況；「無恚（的）分別，」這個「出離」主要就是離欲

的方面，貪念的方面，「無恚」就是擺脫這種嗔恨的心，「無害」就是抗拒這種損害

的心，損害別人的心。「或隨與一信等善法相應，」「信等」就是講「善法」心所

了，「善心所」，隨便與某一種善的心所相應起的，這種我們都叫做「不染污心分

別」裏面的、善的分別的狀況，在這裏，由「出離」一路去到善、「信等善法相

應，」全部是屬於「善」的分別。下面那個「威儀路」開始就是屬於「無記」的分

別。「威儀路」主要就是講我們的行動方面或者儀態方面，譬如行、住、坐、臥的這

些活動，就叫做「威儀路」，因為行、住、坐、臥沒有所謂善與惡，是嗎？所以通常

就屬於無記了。

「工巧處」是指我們在技能上、或者學習上這些，也是沒有特別所謂善與惡的，

或者是工作上的東西，都是叫做「工巧處」，都是叫做「無記」的。「諸變化」就是

講神通的變化力，神通變異的東西基本上都不能夠將它簡單歸類於善與不善之中，除

非你的神通變化是為了幫助眾生那些，就可以歸類於善那裏，一般你顯現一些神通，

那種就是屬於無記的，譬如有些人是顯現他能夠飛高幾尺，那些對人是有沒有益處？

那些是既沒有益處也沒有什麼害處，那些是屬於「無記」。有這幾種就是屬於「無

記」的分別。

我們一般分析那個無記，我們就講四種「無記」的，就是「威儀無記」、「工巧

無記」與「變化無記」，還有一種「無記」，就叫做「異熟無記」，「異熟」即是

說，你作業感果之後，得到那個異熟果報，這個異熟果報，當你接受這個果報的時

候，基本上本身就無所謂善與惡了，它是由善或者惡的因素、業因而引致這個結果，

但是作為結果本身就不再分善與惡了，它是一種結果而已，之前的好與不好所引生的

結果，這種結果本身就不再分善惡的，為何不可以再分善惡？

其實我們有時都會說，這種是好的結果或者是不好的結果，這只是一般來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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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這樣分析它，但是如果就異熟果報本身的性質來講，就應該是無記的，因為我的

果已經「感」了出來，無論是怎樣，它都是屬於無記。如果它本身還有善或者惡的時

候，它就很容易引申善再引善，惡又再引惡。所以異熟果報一般在佛教的定義來講，

就是將它歸入無記，這個果「感」了之後，就不會再發揮力量，受報就只是受一次，

受報的時候就不再講善與不善了，就好像一個犯了罪的人，當他定了罪之後，譬如判

他坐牢或者罰款，諸如此類，這個結果就不會再分它善與惡了，因為它已經接受了這

個果報了。

但是之前所造的一些事，令這個果報出現，那些就會分善與惡等等。但是現在的

問題就是說，在這個「不染污分別」裡面，當講到「無記」的時候，就沒有講這個

「異熟無記」，因為這個「異熟無記」了，因為這個「異熟無記」不屬於「意識分

別」所起的，它是什麼呢？它是由我們之前的業，之前的業所引發出來的，所以在

「無記」的範圍裏面，這個「異熟無記」就抽了出來，不包括在裡面，它不是我們

「意識的分別」。

聽眾：是不是「阿賴耶識」？

講者：是！它是「第八阿賴耶識」，但又不是「阿賴耶識」的那種分別帶它出來的，

而是之前的前六識，它的善、惡業，造了那些業，而引發這個結果，所以它現

在不屬於這個分別所緣，你連著是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再分析，因為我們現在是

講什麼？「分別所緣」，就是「意識」的那種理解活動之下，它有些什麼所緣

的內容，而這個所緣，這個「異熟果」的所緣就不是屬於這個範疇的內容來

的。

所以它就另外抽出來，在無記的部分就不講這個。當然「意識」可以分別這個異

熟果是怎樣來的，有什麼因會有什麼果？當然亦可以這樣分析，作為果報的本身的出

現，就不是「分別所緣」來的，可以嗎？最後就「結」，「結」就說：「如是等

類，」即是前面所講的七方面，就叫做「分別（的）所緣」。所以我們一般講，怎樣

分別，簡單就講分別，但是其實詳細就有這麼多種類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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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可以自己清楚地了解，我們在進行分別的時候，進行了解的時候，其實就

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狀況，有些是染污的，有些是不染污的等等。第二就是「審慮所

緣」了。「審慮所緣」就是一種我們經過一些思考，詳細地去思維過、考察過，然後

才對這個所緣有所了解的，這種就叫做「審慮所緣」。這樣就不算是一般性的了解

了，前面的「分別所緣」就是較為一般性的了解，但現在是再進一步，「審慮所

緣」。「云何審慮所緣？謂如理所引，不如理所引，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這個三

方面。第一個「如理所引，」就有這下面這個狀況，「謂不『增益非真實有，如四顛

倒』」。

如果我們看到佛典裏面，前面有一個所謂「不」字，然後下面有一堆東西，有一

堆語句的時候，它的意思就是否定下面的整個語句的，這樣謂之「不」。「謂不」，

即不會出現下面的情況，例如「增益非真實有，」不是真實有的，你不要加些東西進

去，「譬如四顛倒」這種狀況，「四顛倒」就是在無常的時候你是「常倒」，即是起

了一個恆常不變的顛倒見，在「苦」的狀況之下你反而引以為樂，這種就叫做「樂

倒」；不淨你就「淨倒」，明明是不淨的，你認為是清淨的，本來是無我的，你就認

為是有一個實在的主體，實質性的東西，這個就是「無我」而有「我倒」。現在就是

否定的，如果是如理所引的，即是符合正理的，合理的東西所引發的那種「審慮所

緣」，就不會出現下面的這種情況，就是「四顛倒見」的情形了。

另外「亦不」，就是另外一種就不會出現下面一種情況，「損減諸真實有，如諸

邪見」。「真實有」即是真實的存在，你否定它的存在性，這個就叫做「損減」，前

面那個是什麼？不存在的，你卻說它存在，或者不是這樣，你卻說它是這樣，這種是

「增益」，「損減」是它是存在的，你反而說並非這樣，這些都是不正見來的。

「[諸邪見者，]謂無施與等諸邪見行。」「無施與」就是有些人認為什麼？善惡的果

報規律是沒有的，譬如你布施，救濟別人，這些「施」、這樣的善性活動是沒有相應

好的結果的，這些就是屬於邪見。否定因果規律的存在，否定譬如聖者，譬如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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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些，有些人認為世界上沒有這些解脫果的，這種是存在著這種東西，但你否定

它，這屬於這種「損減見」。

如果你如理所引，你就不會出現這種「損減見」，也不會出現剛才那種「增益

見」。還有就是「或善清淨出世間智如實覺知所知諸法。」這個不是否定了，這是一

個肯定，前面的「不」就是否定的，否定以下的這些內容。不應該發生的東西，但是

「如理所引」，有一種肯定方面的講法，就是「善清淨」，「善清淨」是講那些無學

位的「善清淨智」，善的、清淨的智，不是，再前一個，sorry！「或法住智如實了

知諸所知事。」「法住智」就是世俗智，這種世俗智就能夠如量、如量地知，在那個

「量」上，他是會廣泛地去了解的，廣泛地去了解什麼？

我們看看註 31：「所知事者，」即是什麼？「不淨」、「慈愍」、「緣性緣

起」、「界差別」、「阿那波那念」，即數息；「蘊」、「界」、「處」、「處非

處」等等的東西，「四諦」，這些就是「所知事」了。如果你是「法住智」，即是

「如量智」，就世間你應該要知的東西，或與你生命的改進相關的東西，那些道理你

應該要了解，那些情況你要了解，這就是「法住智」所應要了解的東西，這個就是肯

定了，前面的那個是否定的，如果是「如理所引」就要否定前面的「增益見」、「損

減見」。

但是「法住智」就是要如實地或如量地知道「諸所知事」，還有就是「善清淨

智」了，那些就是無學位的聖者，他們的修學就已經去到最高的境界了，他們的出世

間智，如實覺知所知的諸法，他們是再高一些的，達於至善的聖人，他們所知的事是

什麼？我們看註 32，就是什麼？「心、心所有（法）、色（法）、不相應行法、無

為法」。即他們是了解一切東西，一切的事物。前面所講的四種就是「如理所引」

了。即是如果你要合乎正理，而所帶引出來的那種了解，屬於「審慮所緣」的，這種

就叫做「如理所引」。第二方面就是「與此相違」，就是「不如理所引」，與它相反

的就是「不如理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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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非如理所引、非不如理所引」的，就「依無記慧」，「無記慧」即是

「無記心」，「無記心」去觀察事物，譬如你做科學實驗，諸如此類；或者你造一些

論文等等的事，或者是工巧的事業，這些就是「無記心」所審察，很精細地去考察一

些東西，這種就叫做「審慮所緣」。所以說「如是名為審慮所緣」就包括這幾方面

了，如理、不如理，無記性的那方面那種思考。「意識」就很多分別的，其中我們就

只是講了十五門其中兩個部分，十五方面就講了兩個部分，其它的部分我們就在另一

課再講了。下一個星期是假期，我們就放一節假。本課就講到這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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