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二之〈意地〉

各位同學！我們繼續看<意地>講述有關世界與眾生各方面的情況。我們已經講

過了「器世界」的成立了。既然世界成立以後，亦都看看眾生那方面，他們的生活是

涉及到哪幾方面的情況，已經講了很多方面了。其實它基本上都概括了我們大部分人

一生之中要接觸到各個不同方面的情況，它大部分都已經羅列在裏面，我們簡單看一

看他怎樣說的。譬如大家看「四種入胎」那裡，你們是不是第 15頁？「四種入

胎」？對了。

「云何四種入胎」？即是入胎的情況要分四個方面，「（第）一、正知而入，不

正知住、（與）出」。「住」後面就應該有一頓號的，「住」即是住在胎裡面，以及

「出胎」的意思就是出世了。「正知而入」的意思即是他那個「中有」最後的心，當

他入胎的時候，他不是以一種貪愛心而入母胎的。一般我們就是由顛倒心，愛戀父親

或者母親而去入胎，但是這個第一種的「正知而入」就不起這種貪念，不過當他出胎

與住胎的時候，他的心又處於一種迷惑顛倒的狀態之中，他是什麼人？

我們跟著後面就看到了：「初謂輪王」，即是「轉輪王」就是這種情況的。第二

種叫做「正知入、（與）住」，即是入胎、住胎都能夠清楚的，不是一種貪愛心或者

顛倒心入，但是「不正知而出」。意思是心在一種迷亂的狀況之下而出世的。這種就

是下面講的「（第）二謂獨覺」了，獨覺乘的眾生他就會是這樣的狀況。「（第）

三、俱能正知」，即是說能夠正知入與正知出，這就是第三的菩薩。不過這個應該是

指地上菩薩的，地前菩薩都應該是未能去到可以「正知而入、住與出」的。「（第）

四俱不正知」。「俱不正知」就是其餘的眾生了。我們一般普通的、普通的凡夫就是

這樣。這樣即是入胎有四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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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六種活命」，「活命」就是指我們謀生的方法，第一就是「營農」，即是

農耕，農作的方式； 第二就是「商賈」，買賣；第三就是「牧牛」，即是畜牧業；

第四就是「事王」，「事王」應該是從政的意思；第五就是「習學書算計數及印」，

這個大概就是指我們現在的會計行業差不多上下；第六就是「習學所餘工巧業處」，

其他「工巧業處」就是其他方面的行業，各方各面都需要有特殊的技能的，他就大概

就用了這六方面。古代主要都是前面那幾種，是嗎？所以他都講了幾種最主要的職

業，令得我們可以維持我們的生活的。另外就有「六種守護」，「守護」就是國家在

國防方面，或者軍備方面了，有六方面，就是「象軍」，「軍」就是指隊伍了，「馬

軍、車軍、步軍」，「步軍」是人構成的隊伍。

另外就是「藏力」，「藏力」是指庫藏方面，譬如軍器的儲藏，軍用物品等等這

些，就是「藏力」。「友力」就是指那些盟友方面，譬如當國家出事的時候，可以有

一些盟國可以互相守望相助、互相支援，這個就是「友力」。這個就是國家的守護方

面的六方面的情況，這個當然是講古代的軍事情況。現在就不是這些，現在的「象

軍、馬軍」就沒有什麼用，甚至「步軍」都不是有大用了，可能現在講的是什麼核子

彈那些，飛機、大砲，現在就是指這些。第七，另外就七種「苦」，我們很熟悉，即

是「八苦」裡面的前七種，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與求不得苦這八種。

另外有七種「慢」，七種「慢」是指自己與他人相比，這個「慢」，講的是驕傲

的態度，傲慢的態度，第一的「慢」就是講，一般我們的「慢」出現，就是看到有些

人比我們自己差，這種就叫做「慢」，相對一些比自己差的，我們比他好，自然就有

一個「慢」的心態出現，如果「過慢」，「過慢」就是別人比自己強，但是我卻覺得

自己與他差的不多，但其實別人比自己強得多，但我自己就覺得相差無幾，這種叫做

「過慢」。「慢過慢」指明明別人強過自己，但卻認為自己強一些，這種叫做「慢過

慢」。完全不符合實情的，第一個「慢」是符合實情的，你真的比別人強而起這個

「慢」，現在這些就不是，這是開始顛倒了，認為自己比別人強。「我慢」就是在五

蘊之上執一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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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增上慢」，「增上慢」是指修行的人很多是「未得謂得」，自己還未

到那種境界卻整日告訴別人自己已經取得某種成就了，這種叫做「增上慢」，「卑

慢」就是別人比自己強很多，我們卻說自己只是比別人差一點點，這種叫做「卑

慢」。「邪慢」就是自己明明是沒有修養，無德行，就說自己有修養，這種就叫做

「邪慢」。即是不正的「慢」。這樣「慢」就有七種，我們見到一些人在傲慢的狀況

之下，就大概在這七方面，我們就看到他是屬於哪一種了。有些是很過份的，有些人

明明不是這樣，他執自己是這樣。

「憍」就是七種「憍」，「憍」對於自己來看，不是與其他人對比，而是自己一

種自負的狀況，自我陶醉的一種染著，譬如「無病憍」，他自己身體健康的時候，恃

著自己身強力壯，這種叫做「無病憍」，「少年憍」，譬如年青的時候，青春美貌的

時候，這種就叫做「少年憍」，「長壽憍」，有些人很長命的；有些是「族性」方面

的，他的出身很好，家族勢力很大，這種叫做「族性憍」；「色力憍」就是指容貌方

面，容顏、氣力方面；「富貴憍」，是財富方面；另外有「多聞憍」，在知識是否廣

博方面起到一種「憍慢」。世間的人如果他起一種自負的時候，通常他都是這幾種的

其中一種，他覺得是值得驕傲的。還有「四種言說」，這四種言說是「依見、聞、

覺、知，所有（的）言說。」我們認知世界或與其他人的接觸，都不外乎依「見、

聞、覺、知」而有所了解，所以他概括了這四個方面。譬如「依見言說者」，「見」

是什麼？「謂依眼故」即是依我們的「眼根」，我們的視覺，「現見外色，由此因

緣，為他宣說，是名依見言說。」

譬如我見到一些什麼東西，譬如你告訴你的朋友，我今次見到某某人，這就是什

麼？就是你見到一種東西，而告訴他知道，依你所見而去對他有所講解。「依聞言說

者：謂從他聞」，聽別人這樣說。「由此因緣，為他宣說，是名依聞言說」。聽別人

那樣說，你亦傳達這個意思出來。這個就是透過這個聽覺而得到資料，然後再與其他

人去交往溝通。「依覺言說」這個「覺」就是指「不見不聞」的，意思即是並非我們

的經驗直接可以取得的東西，而是我們自己思惟、稱量、觀察，稱量、觀察就是在事

理的分析方面，「由此因緣，為他宣說，是名依覺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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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覺」不是指覺悟，應該是指理解力的方面，你理解一些事物，他不是透過

感官的知覺而得的，這個主要是意識，或者我們有時叫做什麼？「比量」，推度而得

的知識，前面的「依見」與「依聞」，這個就屬於現量的知識，但是意識的這種力量

就是很強，理解力很強的，這裡的「覺」就是指這種，「不見不聞」，不是透過我們

的知覺、不是透過我們的直接感覺而得的，是透過我們的腦，透過我們的觀察力，思

考能力而得出這個理解，得出這個結論，這種我們就叫做「依覺的言說」，然後「為

他宣說」。

最後就「依知言說」，「知」就是指那種內在的直接感受，「謂各別於內，所

受、（所觸）、所證、所觸、所得，由此因緣，為他宣說，是名依知言說。」這個

「知」也是一種現量來的，因為是內證的，內證之中，有一些是對苦樂的領受，這種

「所受」，覺得開心、不開心，這些是內在的感覺來的，「所證」，「所證」大概就

是你那個「鼻」、「舌」所接觸的那些情況，都是與你的感官直接有接觸之後，才能

夠感知到這樣。「觸」就是講那個「身」，我們的身體，身體的皮膚的觸覺，「身

根」的觸覺等等。

然後「所得」，「所得」就是，這個「得」應該就是「意識」方面去掌握，前面

有些是講「舌識」，「鼻識」、「身識」，這個「得」指有一些成就，你體會到有些

東西，尤其是在定中的感覺那些，體會所得的成果，這個就是「意識」所得的。所以

這裏所講的其實都是根據六識去講，有些是「依見」，有些是「依聞」，有些是「依

覺」，「覺」就是指「意識」理解的方面，這裏是有一個譬如依見、依聞的時候，就

有一個距離而了解。但是我們說「內所知」的時候，「內所知」就是直接內在的感

覺。

譬如那個是 （舌）、那個「鼻」與「身」，是要與其他的對象接觸了以後才知脷

道的，這樣我們就叫這種做「合中而理解」的，叫做「合中取」，「眼識」與「耳

4



識」屬於「離中取」的東西，即是說要有距離，我們才能夠知覺到那些東西，但有些

是合的，是嗎？「身識、鼻識、舌識」就屬於合，「合中取」的東西，「意識」、

「意識」就特別了，是一種是理解力來的，一種就是剛才講的那個「得」，「所

得」，所以他就有分出所謂「見、聞、覺、知」四個方面。我們與別人講話的內容、

資料不外乎就是由這些來的。由「見、聞、覺、知」而來。

然後跟住就講「眾多句」。即是在我們說話的內容裏面，是涉及到很多、很多方

面的，這裡就列舉了很多，「云何眾多言說句？謂即此亦名釋詞句」，「釋詞」是指

語言上它的意義，它的理解，有「戲論句」，大家講笑、閒談、講是非，諸如此類，

這些就是「戲論句」，沒有特別意義的；有些叫做「攝義句」，「攝義句」是含有一

些道理在裏面，或者它以一種譬如說佛經常常是用偈頌的形式，去將很多種道理攝持

在一首偈裡面，這些叫做「攝義句」。「如是等類，眾多差別」。這個「差別」即是

種種的類型，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就謂之叫做「差別」。「又諸字母能攝諸義」。

「字母」字母就是構成一個詞彙，然後詞彙又再組成一個句子等等，所以它的基本單

位就是字母。印度人就是由字母組成一個名詞，由名詞組成這些字句的。

譬如這些就是他們的字母，不過這些是羅馬化了的字母，本身就不是這樣的，本

身的字母可能是這樣寫的，諸如此類，這個就是他們的字母了，不過我們可以轉寫為

這一種，好像英文的那種形式，這些字母，就由不同的字母就構成了一個名詞，然後

由這些名詞，很多不同的名詞就組成一個語句，我們與別人交往談說的時候就要透過

這些基本的字母組成的東西，這個是總說，總說就是眾多言說句就包含了這麼多的東

西。下面就舉了一些例。

舉例裡，這麼多的詞彙裏面我們都需要幫它們分組的，然後比較容易明白他在講

什麼，譬如說：「彼復云何？」這些言說句是講什麼？譬如第一類，所謂「地」，

「地」就是指四大，或者是講我們的「九地」，即是「三界九地」，那些都是屬於

「地」的。「根」、「境」，「六根」、「六境」，「法」是什麼？「蘊、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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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法」，然後是「補特伽羅」（pudgala），「補特伽羅」就是指眾生，然後

「自性、差別」，「自性」就是事物本身的特質，「差別」就是事物的特殊的狀況，

在不同的狀況、不同的情況之下去表現，而形成了一種這樣的相狀出來的，這些我們

就叫做「差別」。

「作用」，事物有它不同的功用，同時有自身與相對他人的對比，或者是屬於有

還是無的東西。「問、答、取、與」，「取」即是取得，有些是給予別人，「正性、

邪性」等等。這些句，「句」即是範疇，如此多不同的範疇，現在這裡講的這堆東

西，我們看它的內涵，似乎是涉及了一些存在的事物，有關某些存在的事物的時候，

他就是在描述客觀的事物，這些事物有些與我們，可能與我們的生命有關的，有些是

我們所了解的對象，世界的情況，這一堆的內容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段我們見到，「又有聽」、「聽」即是說容許的，聽許到意思，即是容

許你可以這樣做，「制」，「制」就是防止的，即是不應該做的，這裏就是涉及似乎

是與那些倫理道德行為有關，或者意念有關，譬如佛就怎樣？「聽許」你做一些事

情，是嗎？這樣就叫做「聽」。如果「制」，譬如「制戒」，那就不可以做了。「功

德」，譬如你持守這些應該做的而去做，不應該就不做的時候，你應該會怎樣？有一

些功德，是嗎？善法的功德。如果你不是這樣的時候，違反它的時候就有種種的過失

了。還有一些是「得」與「不得」，「得」是什麼？得戒，得這個戒體；或者「不

得」這個「戒體」等等。

如果持戒持得好，或者持戒持得不好的時候，出現一些什麼？「毀、譽」這

些，、「苦、樂、稱、譏」這些，然後有人會批評你，你又會感受一些苦果或者是樂

果的。還有在「妙智」方面，如果是精勤就是會「堅」的，即是令到這個智慧，好的

智慧繼續持續落去，如果不是「堅」的話，他就會退的，「退」即是指你的智慧會減

少、減弱的，與你的精勤或者放逸有關，也是倫理的方面的那個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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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沈」，「沈」就是指昏沉的方面，「量」，這個「量」大概就是指立

量，即是你講出一些好的主張給別人聽，你認為好的，你就提出來，這種謂之叫做

「立量」，或者另一個意義叫做「量度」，即我們怎樣知道某些什麼東西，怎樣認識

一些東西，如是謂之「量」。「助伴」，就是做這些東西的時候，要有些配合，即是

要有背景或者條件，令到我們能夠成功或者實現，即不是單一的道德力量，要有很多

東西配合，「示現」，「示現」是就是指那個示範的情況，或者說法等等。「教導」

就是指導別人怎樣做，譬如怎樣持戒？怎樣守戒等等。如果見到他做得好就應該要

「讚勵」，是嗎？讚賞他，另外就是有「慶慰」，「慶慰」即是替他高興或者祝賀他

等等，這些，這些是「慶慰句」。

譬如我們有時會讚嘆別人修到好諸如此類，這些就是「慶慰」，諸如此類。「讚

勵」這些。這樣我們見到這一堆範疇，似乎就涉及到一些倫理道德方面的表現。然後

第三行就會看到與文法有關的東西，「又有七言論句」，有些叫做「七例句」，「七

例句」就是指這裡，現在我們看這裏，大概就是，這裏講「七例句」是可以加多一個

「八」都可以的，因為梵文的印度文法有所謂語文有個所謂「格」，即是 case的意

思，這個「格」，有八個「格」或者七個「格」，這裏講「七例句」就是講七個

case或者七個「格」。

其中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我們看這段文字就很難理解的，什麼叫做「補盧沙」

（puru asṣ ）？「補盧沙」是一個音譯來的，puru asṣ 這個字，這個字就是「士

夫」，通常佛經所講的所謂「士夫」，或者「士用果」就是這個了，是嗎？就是講

人，人為或者人的意思，這裏就是講主格，即是作為一個名詞，是一個語句入面的一

個主詞，它就是這樣的 case的，它全部都是在語尾裏做一些變化，我們看到後面，

後面有變化的，是嗎？前面也一樣，後面就是變化，由變化之中，我們會看到這個詞

彙是涉及到什麼用法，文法上是什麼用法，它是用在主詞方面還是用在賓詞方面，還

是用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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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具格」、「與格」等等的東西，所以「補盧沙」（puru asṣ ）就是這個

字，就是指主詞「補盧衫」（puru amṣ ）這個，這個就是講什麼？賓格，puru asṣ 就

是一個受詞來的，是一個 object來的，如果在一個主詞裡面，通常我們擺在前面，

然後加個謂詞，我們就知道他是正在講這一邊，這裡了。跟著是「補盧崽拏」，「補

盧崽拏」就是具格了，（puru enaṣ ），這個如果是英文就比較容易理解，就是

with，that man 或者 with the man，with the person，這個（具格）英文就是

(instrumental)，即是透過這些做一些東西那樣。「補盧沙耶」，「補盧沙耶」

（puru yaṣā ）、aya就是一個與格，與格就是給予他，給予他就是什麼？for the

man，譬如這些，給予他。

所以透過這個語尾我們知道它的用法是怎樣的，同一個字，如果它的語尾是這樣

的時候，我們知道是 for that person，for that man等等。然後跟住就是「補盧

沙」[多*頁]（puru tṣā ）這個字，就是從格，從格就是什麼？ from，  from that

man，from the man。「補盧殺娑」，「補盧殺娑」就是 puru asyaṣ ，這個、這個

就是屬格，屬格就是 of，of the man等等。補盧鎩，補盧鎩就是（puru eṣ ），這

個，這是謂格，in the man或者是 on the man等等。諸如此類。就是講這個位置的

方面，所以七個 case ，這裡是 7例句，七言論句就講這七個「格」。最後還有一個

「格」叫做「呼格」，就是叫那個人，叫那個人的時候就用「呼格」。

但是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透過七個「格」，我們就知道是怎樣用法，譬如

buddha這個字，佛陀這個字，我們可以是主詞，the Buddha，或者是謂詞，或者

是 for the Buddha，from the Buddha等等，就是看後面來確定，那個字是用在哪

裏的，現在這裏就是用 puru asṣ 這個字做舉例，然後就看這七個 case，七個格是怎

樣用法的。他們所有的每一個名詞或者是一個詞彙，他們都是用這個方式去進行，怎

樣去構成一個詞彙，怎樣造成一個語句等等，這裡就象徵著他們這個文法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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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跟住那一段：「復有施設」、「施設」就是建立一些東西；「教敕」，

「教敕」就是語言的訓示，即是指示你應該怎樣做；「標相」，「標相」大概的意義

據說就是所謂「結界」的意思；即是在這個範圍之中去做一些事情，譬如是祭祀或者

受戒，這個就叫做「標相」。「靜息」，「靜息」就是指那個受戒人在這種環境之

下，他要作一個準備，然後「表了」，「表了」就是向大眾講明我們現在要怎樣做，

譬如現在進行這個儀式了，等等；（「軌則」），「儀軌」就是直情是這個儀式。根

據什麼程序去做。「安立」、「積集」，「積集」就是大眾一齊聚集；「決定」、

「配屬」，這裏就似乎是涉及到一些事，譬如大家受了戒之後，通常受完戒之後，大

家就會誦戒，一起誦戒或者懺悔等等的事情。

這就是大眾一齊做的，大眾聚集之後就會再決定，做決定，譬如他現在是犯了戒

的，我們應該怎樣處理，諸如此類，他是不是真是犯戒就要有一個決定，判定他是不

是犯戒，另外如果他是犯戒的時候，怎樣「配屬」，「配屬」就是在這個戒律的條文

之中，他應該是受到什麼相應的處置或者懲罰等等。「驚駭」，就是令那個受化的時

候要極警惕，或者警醒他，還有「初、中、後句」，「初、中、後句」就是指三羯

磨，即是很多時候，無論他們在受戒或者是懺悔的時候，通常都要講三次的，重複講

三次，就是「初、中、後句」等等。

「族姓」（ku ala-sa jñś ṃ ā），「族姓」就是他屬於哪一種種性的人，戒律就可

能〔因此而〕有對他不同的處置，譬如〔屬於〕這個種性的人，可能此戒律對他來講

就不算是犯戒的，但若是另一種種性的人就屬於犯戒了，諸如此類。〔所以〕就要與

他的種姓配合。我們見到這裏也是與那種戒律有關，受戒方面有關。然後「立宗、言

說」、「立宗」就是指某一種主張表達出來，以及一些說法，是「言說」方面。「成

辦」、「成辦」即是如果涉及到戒的方面，就是指「得戒」的方面，怎樣堅持「戒

行」而得到成果，然後再「受用」，透過這個持戒自身得到什麼？得到一種修養，或

者是令到那種定慧做得更好，這些是「受用」。「尋求」就是求法，是嗎？

「守護」就是得到法之後你會很好地保護這個戒律，另外，作惡的時候有「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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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心，見到他人犯過的時候你要有「憐愍」心，還有，你持戒的時候都要「堪忍」

的，你都要克制自己很多欲念，很多惡習、陋習，這個你是需要「堪忍」的，即是你

不習慣，初時不舒服，不習慣，但你都要忍耐，令到自己能很好地去做。「怖畏」，

「怖畏」就是我們知道如果有過失的時候，它會構成什麼嚴重的後果等等。這些我們

都是應該清楚了解，這種我們叫做「揀擇句」。這一段大致上是與那個持戒、受戒的

那些問題有關。何解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呢？因為瑜伽師是要學什麼？「戒、定、

慧」三學的，所以這裏亦都涉及到這些問題了，這第四就與受戒有關了。

第五項我們看到是與我們日常的活動有關，譬如「又有父母、妻子等，一切所攝

資具」，即是我們日常所用的物品，「應當廣說」，譬如很多方面的東西。「及生、

老等乃至所求不得」，譬如有些「八苦」等的內容，「愁、歎」，我們日常有很多生

活的問題，我們很多憂慮或者不如意的事發生的時候我們有「愁、歎」的傷感的心

態。另外「少年、無病、」或者「老年、長壽」，「愛會」，即是所愛的能夠一起，

「怨離」，怨的就會分離等等。「愛會」、「怨離」是什麼？是一個從心所欲的情景

來的「所欲隨應、或（若）不隨應」，即是隨著我們的意願或者不隨我們的意願，有

順、有逆的情景，「往來顧視」，「往來顧視」就是在朋友之間，大家去探望、照

顧、聚會等等就是「往來顧視」。

「若屈、若申，行、住、坐、臥」，就是我們的身體的活動，「警、悟、語、

默」，即是有時講話，有時不講話，有時「解睡」，「解睡」即是醒覺；「解勞」就

是要睡覺了等等。這些句，這個範疇就涉及到我們日常的生活活動了。然後下面那一

段：「又有飲、噉、咀味」，這是飲食方面的習慣。「串習、不串習」，即是習慣做

某些事，或者不習慣做某些事；「放逸、不放逸；廣、略；增、減；尋、伺；煩惱、

隨煩惱；戲論（或者）離戲論」，這些全部都是相對的，  「力劣」、「力劣」即是

做不成功，但是如果「力」不是「劣」就「所成」了，或者「能成」了。「流轉、定

異、相應、勢速」，這些就是「不相應行法」來的。

「次第」，即是順序，「時、方、數」這些，「和合、不和合、相似、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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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這裏就有些涉及到「百法」裡的「不相應行法」，其中就有這些內容。但是又

有「相應行法」的，譬如「煩惱」、「隨煩惱」是我們的心所來的，所以這一段大致

上就涉及到「相應行」與「不相應行」的那些東西在內，即是有與我們的心理活動相

應的，有與心理活動不相應的這些內容。然後跟下來的那一句「又有雜糅」，「雜

糅」即是混合在一齊理解的。「共有、現見、不現見、隱顯句」等等。

這裏應該就是講及到我們應該對知識方面或者書本、經論方面的內容，我們應該

怎樣去探尋它的意義，這些應該是與那種研究、或者研尋方面有關，即是我們尋求它

的道理，嘗試去理解它的道理，理解的時候，我們可能要與不同的經典一起看，我們

才能夠知道、找到它裡面的意思的，有些很明顯是知道這個這樣，有些是「隱顯」

的、隱秘的，有些是明顯的等等。這些應該是研尋方面，探討、探討那些道理的時候

就涉及這幾句了。

跟住下面那幾句就似乎應該是與那些判斷有關了，即是你研究了之後，探討了之

後，你就有些結論得出來，譬如「能作、所作；法、律；世事、資產；真、妄；利

益、非利益」等等，即是你研尋了之後知道，這些是屬於符合法的東西或符合律的東

西等等，或者這些是真確的語言，真確的道理，有些是虛妄的道理，有些是屬於有益

的東西，有些是無益的東西，跟住就有一個「骨體」，這個「骨體」就很特別，無端

端整一個「骨體」出來，然後跟著就是「疑慮、驚怪句」，好似與這一段意思不是很

相應，我查過這個「骨體」意思，梵文真是應該講「骨體」，指我們背脊後面「骨」

方面的東西，所以可能這裡就譯「骨體」，但是單看「骨體」，何解無端整個「骨

體」出來？後面卻有「疑慮」，所以我嘗試理解一下它，因為前面的「真、妄」；

「利益、非利益」似乎是相對的，所以我估計它應該是另有一些意思，所以再查這個

字，它還有一種意義就是說，有一些人透過一個身體的姿態去表示一種很虔信的意

義，即是譬如有些人，譬如我們見到有些佛教徒，他在佛前頂禮等等，跪拜，我們透

過他這個動作就會知道，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等等，所以這個「骨體」

其實可能是指這一件事，就是指一個很虔信的一種態度，所以才能夠配合後面的那個

「疑慮」，「疑慮」就是不信，或者「驚怪」，覺得很奇怪，很好奇等等，這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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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可能就比較合理一些，配合一些。我們見到這裏應該就是研尋之後，研尋之後應

該就是判斷，判斷之中，你可能還有些什麼？還是有疑惑的，有些覺得是可信的等

等，或者判斷這種講法是屬於「法」，那種講法是屬於「律」等等。

「法」是教法的意思，「律」是戒律那些。然後「又有怯弱、無畏」，這個又是

相對的，是心理的表現，「顯了、不顯了；殺害、繫縛、禁閉、割截、驅擯句。」這

些亦都是顯示一種不是很好的態度，即是當我們面對內心或者有一種「怯弱」，或者

有一種不好的心態的時候就會出現這些內容，對其他人就會出現這一類態度，「又有

罵詈、忿怒、捶打、迫脅、訶責、燒爛、燥暑、摧伏、渾濁、聖教隨逐比度句」。這

些詞句似乎都是表達一些不是很好的表現，怎樣會出現這些狀況？可能去到判斷之

後，視乎信心的強弱就有好與不好的表現了，甚至乎對這些有一種不服氣的態度，可

能就會出現一些更不好的表現都說不定，就是這一些語句。這些語句都是同一個範疇

的東西，這些大致上就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上的各個方面，都是用這些不同的範疇之

中將它們歸納起來，總括了各方面的東西。我們在日常的言說之中大家都離不開這些

內容去一起溝通，或者表達我們自己內心的一種想法，這些就是「眾多言說句」了。

<意地>就是介紹這些「言說句」。跟著還有一方面，就是大概用十門去解釋「地」

的意思。

第一就是用一個「辨相」，「辨相」，首先是「略攝」，將要講的內容歸納、總

括為幾大類，這樣就謂之「略說」。「復次，即前所說」的，「前所說」是什麼？之

前我們已經講解過<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它們的「自性」乃至「業」，那五方

面的事，我們一路都要記住，<五識身>與<意地>我們都是圍繞著一個中心裏去講解

它，這個重心就是指「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這五方面，去到現在才剛剛

講完那個<意地>那十五門，即是五門就是一個通相來的，它是有共同的方面，但是

因為<意地>的作用是很特別的時候，那十五門是很殊勝的，那方面我們講了很長，

是嗎？剛剛講完，現在就開始講「地」方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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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皆由三處所攝」，當他講<意地>與<五識身相應地>的時候，這「五事」

其實可以是有三方面可以總括它們的，「謂由色聚故」，「色聚」就是「色聚」的

法，就是物質方面的東西，另外就是「心」與「心所品」，這就是指精神的方面的東

西，「及無為故」，「無為」就是指無為法，因為「色聚」與「心」、「心所」都是

屬於有為法來的。有為法就相對無為法，所以它大概分為三類，如果簡單來講就可以

分為兩類，是嗎？有為法與無為法就已經可以了，但是有為法中，有些是精神現象，

有些是物質現象，這樣就再分兩方面。

「除餘假有法」，「假有法」就是譬如將那些「不相應行法」就撇除了出來，因

為它們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來的，同時它們沒有自身的種子所現起，是「分位假法」

的東西，所以這裡就「除假有法」，其他就是「三處所攝」。就是有為的「色聚」，

與有為的「心心所」，或是無為法。然後是廣釋，廣釋就是詳細的解釋。第一就是解

釋三類之中的所謂「色聚」是什麼東西，「色聚」第一就要知道是「大種能為五

因」，「四大種」即是物質的最基本的元素，我們講是「地、水、火、風」，它就是

所有現在的物質現象構成的一些最主要的因素，現在我們就說，這個最主要的因素是

作為物質現象的五個因，即是形成的五因，「今當先說色聚諸法」。

「問：一切法生，皆從自種而起」，自己的種子而起，即是說，自己有這方面的

力量，或者有這方面的質料它才能夠出現的，「云何說諸大種能生所造色耶？」他這

個問法就是這樣，因為唯識宗認為任何現象的出現，背後是有一種力量的，這種力量

我們稱之為「種子」，既然所有東西都是種子所造成的，為什麼說物質現象的出現是

背後有一個「大種」令它產生呢？因為在佛教來講就是說，「大種」是能生「所造

色」，「大種」就生「所造色」，所以「大種」就有一種「能造」的意思的，這個叫

做「能造色」，這個叫做「所造色」，「所造色」包括什麼？最主要就是包括我們的

「五根」與「五境」，還有一個叫做「法處色」的，十一種類別，「色法」就有十一

種「色法」，「五根」、「五境」與「法處色」。

這些都是由「四大種」形成的「所造色」去分出來的一些主要的物質現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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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我們的「五根」，譬如說「五根」中的「眼根」，「眼根」已經有「眼根」

的種子，是嗎？按道理「所造色」就自己種子造成就可以，為何要「四大種」構成

呢？所以他就問了：既然「皆從自種（生）」是時候，為何佛經經常說什麼？「大種

能生所造色」？這是什麼意義呢？同時他們說「能生所造色」的時候，他講了五方

面，五方面的「因」，第一個就叫做「生因」，「大種」是「所造色」的「生因」，

其中一個因叫做「生因」，另外就是「云何造色」？第二就是「依彼」，「依彼」即

是說「大種」是它的「依因」來的，第三就是「彼所建立」，所以有一個「建立

因」，第四就是「彼所任持」，就有一個「任持」的「因」，第五就是「彼所長

養」，就有「長養」的「因」。大家看看，這個「彼」就是指「四大」，依它而出

現。另外他解釋的時候就看到 A、B、C、D那裡的時候，是不是見到「生因」、

「依因」、「建立因」等等？這就是「五因」的名稱。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問：何解「大種」是造色的這個「生因」、「依因」、「建立

因」、「任持因」與這個「長養因」？下面他就解釋。首先解釋那個「生因」，「由

一切內外大種」，「內大種」是指什麼？構成我們的個體生命，這個物質身軀的那些

「大種」，這種「內大種」是由「阿賴耶識」所執持、執持的根身，它是內大種所

造，另外「外大種」就不是說，不是好像我們「根身」那樣直接去執持，這就是指外

在的世界其它物質的東西，這種叫做「外大種」。「一切內外大種」。「又所造色種

子」，「所造色」即是譬如「五根」，這些「所造色」「皆悉依附內相續心」，「內

相續心」的「心」是指「阿賴耶識」，因為「阿賴耶識」有一種積集種子的力量，積

集名「心」，我們之前讀過，所以這個「內相續心」就是指那個「阿賴耶識」。所有

「造色」的種子都是依附這個「阿賴耶識」而存在。「乃至諸大種子未生諸大以來，

造色種子終不能生造色」。

意思即是那些「大種」的出現都要由「大種」的種子令它出現，但是首先要有這

個「大種」的種子先出現，然後才可以有「造色」的種子出現的，所以「造色種子終

不能生造色」的。就是要有前面的那個，要依附著「大種」已經出現了，已經存在

了，它才能夠出現的，所以「大種」是它的存在的必要條件，這個（「大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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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造色」）才能夠存在，  「要由彼生，造色方從自種子生」，即是「造色」

雖然是從「自種子生」，但是「生」之前要有個條件，就是要「四大」種子先出現，

它才能夠在這個「內相續心」裏面，由「自種子」去產生。「是故說彼能生造色」，

這個「彼」就是指「四大」了。

由於要它（大種）先存在然後它（所造色）才能出現， 所以我們說，這個（大

種）就是這個（所造色）的生因，這個「生」就不是直接的「生因」來的，其實是間

接的，這個「因」是一個「增上緣」而已，因為我們知道在佛教裡，「因」與「緣」

這個名稱很多時是共用的，有時「緣」即是指「因」，「因」有時是講條件，是

「緣」而已。所以我們要看脈絡，它的意義脈絡來決定現在所講的是指「緣」還是

「因」，一般講「因」，就是指能直接產生結果的，就謂之「因」，現在這個（生

因）其實是在講一個很重要的「緣」、一個很重要的「增上緣」，就是要它（大種）

存在，它（所造色）才能存在，但是實際上它是由「自種子生」，「自種子生」那個

才是「因」來的。「要由彼生為前導故」，即是說要那種東西先存在，「由此道理，

說諸大種為彼生因」。

所以這個「生因」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講的親生自果的「生因」，就好像我們怎

樣？我們的種子要放在一個適當的泥土裡，它才能夠生長一樣，生長是種子本身，是

嗎？但是要有一個泥土令到這個種子可以生長，所以我們說泥土也是它的「生因」，

但是這個「生因」的意義是「增上緣」。就好像這樣的情況。至於「依因」，第二個

「依因」，「云何造色依於彼耶？由造色生已，不離大種處而轉故。」意思就是「造

色」生了之後，它不可以離開「大種」的範圍而出現，它要與「大種」不相離地並存

的。所以它是依附於這個「大種」而存在，一來要它（「大種」）自己先存在，另外

它（「大種」）出現的時候，都要依附它而存在的，這種我們就叫做「依因」。

「建立因」，「云何彼所建立？由大種損益，彼同安危故。」「大種損益」，即

是當「大種」它是處於一種損害或者攝益的狀況，或者一種完好的狀況時，那種「造

色」就怎樣？相對來說好壞都與它一起了，如果它（「大種」）是好的，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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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會跟著好的，如果它（「大種」）是不好的時候，它（「造色」）也跟著不

好。所以這種叫做「建立（的）因」。「任持因」，「云何彼所任持？由隨大種等量

不壞故。」「等量不壞」由它聚集一個數量而形成一種、一股勢力的時候，它能夠

「持」著這個「造色」令到它不會被損減或損壞的，這種叫做「任持」，即是說「大

種」都有執持這個「造色」的意義。

「長養因」，「云何彼所長養？由因飲食、睡眠、修習梵行」，「修習梵行」即

是那些清淨行，沒有那麼多情慾方面的活動等等。「三摩地」就是禪定，「依彼造色

倍復增廣」，透過這些飲食的滋養，充足的睡眠、情慾不要太過分、過度，另外就有

修禪定，這些就會令到「造色」會增長、增益的，所以這個就由「大種」為它的「長

養因」了。這個「造色」怎樣維持下來保存得很好，有好的發展，就要透過這個「大

種」本身都有一個「長養」，就令得它也是相對來講一樣是得到這些滋養了。所以它

（「所造色」）是一種被動「色」，是依著這種（「長養」）而存在的。

所以最後是「結」，解釋完之後就是「結」：「如是諸大種望所造色有五種作用

應知」。這裡很明顯指出有「五種作用」，就是前面所講述的「生因」一路到「長養

因」，其實是什麼？是一個「增上」的作用來的，相依而有的一種「造」的意義，所

以它們的「能造」、「所造」是一種相依，相依待的意義，我支持你，你支持我，不

過一個是主要，一個是次要而已。這樣「五種作用應知」。物質就是以這種極微、即

四大是最主要的，然後就形成這個所謂我們很明顯地看到的物質現象。

不過在這裏那個「造色」我們仍然只會〔了解〕。我們看到的「五境」，是嗎？

但是「五根」仍然不是我們所能夠看到的，所以實際上它要有一個比較粗的「色」，

即是很明顯的一堆物質性的東西聚集起來之後，我們才能夠見到它的，所以就稱它做

「色聚」，就是一堆東西聚合了之後，形成一個比較粗大、粗顯的「色境」之後，我

們才能夠見到它的，如果是這些比較微細的「根」，我們基本上還是未能看到的，這

些屬於稱為「細色」，即是「所造色」裡面，有些是我們能看到的是一種「粗色」的

情況，但是「細色」我們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至於這些「極微」就更加看不到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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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四大種」我們是看不到的，我們的視覺不能夠接收到它們的。所以實際上我們

能看到的物質現象就是這些「粗色」，但是它們的構成，我們知道其後面有「四大

種」、有「所造色」等等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看看，極微究竟有無「方分」？「方分」即是那種東西可否分割，這

種物質的本身是否還可以分割？「復次，於色聚中」，「色聚中」即物質聚集那裡，

那些粗色「曾無極微生」，「曾無極微生」即某些極微不是在裏面中間生，而不是一

種漸漸生的狀況，而是當它一起聚集的時候就頓然生起這個「粗色」的境，一個「色

聚」的境，聚集到我們能夠看見它的形狀的時候，這些東西就出現了，這堆「粗色」

就出現了。所以它不是由極微慢慢、慢慢生這個境象出來的。「若從自種生時，唯聚

集生，或細、或中、或大。」這樣即是看它的「色聚」是大、中、小等等。聚集的時

候就能夠顯現，被我們的視覺可以體會到它。「又非極微集成色聚；但由覺慧分析諸

色極量邊際，分別假立以為極微。」

這裡是說，當這一堆「粗色」，即所謂「色聚」的時候，我們一般的理解，就是

在我們的意念之中就認為很多很多的極微，就聚集而成一團這樣的粗色可以被我們去

了解，但是我們是在這個「粗色」的邊際，「極量邊際」那裡，由我們的思考推測的

能力就分析，這些物質的組成它背後應該是有些更加細的物質單位組成它現在的狀

況，所以他說其實是由我們的「覺慧」，我們剛才不是講過「覺慧」就是理解嗎？透

過這種理解力去分析這些「色聚」，就認為它是由很多微細的分子所組成的而已，在

這裏，我們假立一個最小的物質單位就稱之為「極微」。所以是由我們以思考能力來

建立的一種概念來的，就不是真是有這個極微所相對應的所謂最後的物質。《瑜伽師

地論》就是這樣看這個物質的觀念，所以「極微」都是一個假名來的，就是指涉一個

最細的物質單位的意思。「又色聚亦有方分，極微亦有方分」，有些人可能會這樣

講，說「色聚」有「方分」，因為它聚集成一團的時候，你可以分割的，這是佔空間

的，故有「方分」，極微本身都是物質的一種的時候，它應該亦都有「方分」，但是

他就說，「然色聚有分，非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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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論就說，這個不是，這個（色聚）可以有「方分」的，可以分割，再分細

它，但是極微本身因為它已經最後、最細，所以它就無「方分」可分，不可以再分

割，「何以故？由極微即是分」，「極微」已經是最細分，最細分就不可以再分了，

再分即是還有再細的，既然你建立一個最小的觀念，這個已經是不可以再分了，「此

是聚色所有」，即是這個「方分」的觀念只是「聚色」所擁有的，「極微」就沒有這

個觀點。「非極微復有餘極微」，「有餘極微」就可以再分了，是嗎？「是故極微非

有分。」這個就是他對最細物質的分析。即「極微」就是最後的那個、最細的那個

了。

然後就「明不相離」。「明不相離」就是講那個「大種」與「造色」它們之間存

在的關係，「不相離有二種：（第）一、同處不相離：謂大種極微與色、香、味、觸

等，」「色、香、味、觸等」就是這些色境，這些「五境」，就在同處，大家在同一

個地方，大家不是分開的，意思是並存的。「於無根處有離根者」，  「無根處有離

根者」這是指外在的「器世界」，它就不是有「根身」的那種狀況、那種物質，意思

是說，外在「器世界」所攝的東西，它們外在「器世界」的「所造色」是不離開四大

而存在的，這樣叫做「於無根處有離根者」。「於有根處有有根者」，就是指「五根

身」了，「五根身」裡面都是有「四大」的，是嗎？它是與「四大」一起並存的，所

以這個軀體是「五根身」，但這個「五根身」裏面都有「四大」在內的。

外面的世界是「離根者」，但是「離根者」也是有四大在內的，所以它們各別都

是與四大並存的，這種我們稱為「同處不相離」。「和雜不相離：謂即此大種極微與

餘聚集能造所造色處俱故，是名和雜不相離。」這裏是講「四大種」就是某一類的，

「此大種」，「此大種」即是某一類的「大種」的極微。以及「餘」，「餘」就是指

其餘的，另一類的「大種」，「地極微」與「水極微」，它們是可以聚集在一起的，

一起去形成某一種「所造色」的現象，它們是要互相攝入的，這種就稱為「和雜不相

離」，即是大家混合在一起，但是它們有各別不同的質料在那裏，這種叫做「和雜不

相離」。所以它們的關係就是，第一，「處所」方面就是同處，同一處地方，另外它

們可以有「和雜」在一起的作用，所以有「和雜不相離」與「同處不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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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再解這兩種「不相離」的情況，譬如「和雜不相離」，「又此遍滿聚

色」，這種「和雜」「遍滿（於）聚色」裡面，「應知如種種物」，譬如「石磨為

末」，石磨為粉的時候與水混合在一起，「以水和合，互不相離」；是嗎？水與粉就

不能夠分開了。「非如胡麻綠豆粟稗等聚」。這些可以各別獨立，一粒粒個別獨立

的，但是如果將它磨為粉末與水混合一起的時候，就已經分不開了，但是分不開之

中，是粉應該還是粉，水還是水，所以這就是屬於「和雜不相離」的一種譬喻，它們

的「體」是不同的，本質、本質是不同的，但是它們「同處」，並且「和雜」在一

起。「又一切所造色皆即依止大種處，不過大種處量」，「不過」即是不超過它的

量，總之大種佔據了這個物質的範圍之後，跟著就「造色」在那裡，發揮它們的相

狀、作用等等。

「乃至大種所據處所，諸所造色還即據此」；它在那個地方，就只能在那個地方

造。「由此因緣，說所造色依於大種，即以此義，說諸大種名為大種。」「大種」的

意思，「大種名為大種」的意思就總有一個「能生」的意思，有個生長的意義，或者

增長的意義。所以「大種」之所以稱為「大種」，就是「依於大種」而能夠有種種的

長養了。「由此大種，其性大故，為種生故。」另外「大種」的意義還有那個「性」

是大，「性大」即是「普遍地」，普遍地為這些「色」、這些「造色」所依止。還有

一種意思就是，所有物質現象都有什麼？都有「四大」在內的，所以它亦有一個「普

遍」的意思，所以「大」就不是大、小的意義，而是「普遍」，普遍地為物質現象所

擁有的。「為種生故」，這個「為種生」就是前面所講的，「大種」生了之後「造

色」才能夠生，這種就叫做「種生」。

這個就是古代的一個所謂物理現象，這些物質的理論了，當然與我們現在、我們

現在一般的理論知識就有相當的距離了，有些不同了，但是作為在我們修行方面，其

實他們在這裏所講的理論仍然是有用的，就是因為在定中的時候，我們是會體會到這

些「大種」的情況的。即是現在他所描述的內容，我們現在聽就好像與我們沒有什麼

的大關連，總之有些物質現在在我們眼前就算了，我們不會深究它的背後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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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瑜伽師去慢慢體會一種物質現象，他要令自己不執著這種現象的時候，其實他就

要在意念中去分解那種現象，而令自己不執著這種現象，同時，他除了慢慢分解之

外，他還在定中體會到「地、水、火、風」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我們自己「四

大」所造的身軀都是這個「所造色」，即是「有根身」的「所造色」都是四大所造，

所以當我們在定中作很深微的體察的時候，我們會體察到身體的變動的情況，然後在

體會「地、水、火、風」的情形。

所以大家不要想，現在這些好像與我們認識的理論似乎不大相連，其實很多都是

定中的體會來的，在禪定中你會體會到「地、水、火、風」變化的情形，可能將來對

你們在修定的時候會有幫助的。當你體會到你身體的情況的時候，你到時候就可以應

用這些理論去理解。現在大家可能就要很悶（枯燥）地忍耐一下要講解的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一方面是比較抽象，二來它的理論都屬於比較複雜的。跟著就是「色聚諸

事」，亦都是由內、外方面去分析。「復次，於諸色聚中，略有十四種事」。即是我

們看它的本質有什麼東西呢？大概有十四方面，  「謂地、水、火、風」，就是「四

大」，「四大極微」，然後「色、聲、香、味、觸、及眼等五根」。

這裏就是講述這個，這裡已經指十種東西了，是嗎？然後再加「四大種」，所以

十四，本質來講最主要就是這十四種東西，「事」就是指物體，是講物體方面，「除

唯意所行色」。「意所行色」就是「法處所攝」的識了，因為這個「法處色」就不是

「五根」所了解的，是「意根」所掌握的東西，所以這裏就叫做「法處所攝色」，這

樣，「法處所攝色」裡面所包含的東西，這裏就不包含進去，即是說比較具體就是這

幾種：「五根」、「五境」與「四大種」。「一切色聚有色諸根所攝者」，「有色諸

根」即是我們的身體，「有一切，如所說事界」。「有一切，如所說事界」即是這十

四種都包括在內的。我們這裏的「五根身」就有這十四種東西存在，何解？何解？因

為我們的「根身」其實都是境來的，我們都要了解我們的「根身」的情況，所以雖然

它主要是了解外境，但是它都成為我們自己了解自己的對象，所以又可以包括了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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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色諸根所攝聚」，這裡是講「色聚」， 「如是有色諸根所依大種所攝聚

亦爾」。因為我們知道「同處不相離」，是嗎？所以一定是一起的，「所餘色聚」，

其餘的譬如「五境」，另外外面的「四大」等等，「除有色諸根，唯有餘界」。即是

除了我們這個「五根身」之外，其餘剩下外面的那些就是「五境」與「四大」。所以

剩下是九種東西，九種東西就是「唯有餘界」。「餘界」就是講另外的那九個界，就

是「有根身」以外的那些了。這裡就是分內外，即是與那十四種東西如何劃分？「有

根身」就十四種都有了，外在就九種。

「約諸攝辨」。「又約相攝有十四事，即由相攝施設事（的）極微。」「相攝」

與下面講的「界攝」就是說，因為《瑜伽師地論》它要分析宇宙萬有各種的存在的時

候，基本上它所涉及的名相非常之多，名相、概念很多，起碼都幾百個，甚至是千多

種都未定，如果我們要完全去掌握它就不容易，所以它需要作一些分類法，就是這麼

多種之中，他可以用一種不同的分類的方式去攝握它的，這種我們叫做「以簡來馭

繁」，名相眾多是這部論的特點，是嗎？但是我們如何去處理它呢？去統攝它呢？就

用一些簡約的方法，這個簡約方法就是用那個「攝」，即是將它歸類，根據某一種標

準去「攝」這些各種不同的名相，然後有些就屬於「相攝」，有些屬於「界攝」。

將來你們會讀的時候就有十幾種「攝」的，即是他將這麼多種不同的存在事物，

用不同的分類的方式去統括它，令到我們易於掌握，即是根據這幾種法則，我們就掌

握了基本的存在法。「又約相攝有十四事，」「相」就是每一種東西的自相，它本身

的體相、體性，然後根據這個體性我們分出有「十四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十四

種東西。這個就是由「相攝」去施設這種「事」的極微，由極微所形成的事物，這個

就是在自體方面，這個「自體」就是相了。另外如果「約界攝」，如果我們透過「界

攝」的準則去分析，「界攝」就是指諸法的種子，種子的角度去看，我們就叫種子做

「界」。

「隨於此聚有爾所界」，「隨於此聚」，這種「聚」是屬於哪一種「界」的？譬

如說，譬如這裡的「五根」裏面有些什麼？「眼根」的「界」，是嗎？或者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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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即是色境的「界」等等，這個都是講能生的力量方面去分的，就可以用「界」

來分這樣的「色聚」。「即說此聚爾所事攝」，即是在種子的力量方面去分。至於

「約不相離攝」，就是「體用不相離」的方面來看了，「或內、或外所有諸聚」，

「內」就是我們的「根身」；「外」就是非「根」所攝的、其它外在事物了。「隨於

此聚中，乃至有爾所法相可得，即說此聚爾所事攝應知」。即是根據它是屬於哪一種

法相，我們將它歸入不同的範疇裡去掌握，「所以者何？或有聚中」，或者有些「色

聚」裡面，「唯一大種可得」。

它很明顯只是一種性質可得，我們是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譬如說外面有一種

「石、末尼」，「末尼」是一種寶珠來的，「真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等

中」，這些東西就是指那些好像寶石一類的東西，寶石有一種「堅」的性質，所以這

是很明顯的「地大種」性質，我們在這些物質的現象之中，似乎只是見到什麼？堅硬

的「相」，所以我就說它是「一個大種可得」。另外是「池、沼、溝、渠、江、河

等」這些，這些是什麼？水的「大種」，濕性的；  「或火焰、燈燭等中，」就有火

的、暖的這種性質；「或四方風輪（之）有塵、無塵風等中」。

這樣這種風動的現象，我們就怎樣？見到「風大」，是嗎？四大各有一種現象，

這種現象就是說，在四大之中，這種是特別明顯的，我們只能夠把捉這種東西的相

狀。所以說，在這一類的相狀裡，只是一種「大種」可得，但是有些「色聚」裡面，

我們就明顯看到它有兩種「大種」可以得，其實這是視乎我們的理解，對它的感覺。

「如雪濕」有濕潤的狀況，「樹葉花果等中，或熱（的）末尼等中」，即是有暖的，

即是有些東西它是有濕也有熱的，兩方面都有的等等。「或有聚中，三大種可得」。

「（譬）如即熱樹等中，或動搖中」。「熱樹」之中就有什麼？「火」了，有

「風」與有「水」，樹裡面有水，諸如此類，有「三大種可得」。「或有聚中，四大

種可得，謂於內色聚中」，「內色聚」即是「根身」入面，「如薄伽梵說：『於各別

內身』，」即是指我們內在的「色身」，「若髮毛等乃至糞穢，是內地界」，「地

界」即是「地大」；毛髮是一種什麼？是堅硬的一種相狀，很韌的一種相狀，這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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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的「界」，「若小便等，是內水界；若於身中所有煖等」，即是我們有溫

度、暖氣這些，「是內火界」；「若上行等風，是內風界。」譬如我們呼吸等等，這

些有氣息的都是屬於「內風界」。即是我們的「根身」裏面都有「四大」的相狀，我

們可以知道的，可得，即是我們可以了解、理解到的。「如是若於此聚彼相可得，說

彼相為有」；當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的時候，我們就會說有存在這樣的性相了，是

嗎？「若不可得，說彼相為無」。

然後就再了解「諸色相續」與它的間斷情況。有些色聚、有些物質現象是持續

的，有些是有間斷的狀況。譬如「復次，聲於一切色聚中」，「聲」都是一種物質現

象，但「界故說有」，即是這種力量是有的，但「相即不定」，「相」即是聲音這種

東西就不是永遠都現前存在的，我們有時聽到這些聲音，有時聽不到這些聲音，是

嗎？「由現在方便生故」。「現在方便生」即現在有緣的時候它就出現。在這麼多

種，譬如「色、聲、香、味、觸」之中，「色境」是比較穩定的，持續的，「聲」這

個境就不是很穩定的，即有時聽到；有時是聽不到的，所以這是有間斷的，就不一定

是相續了。

「風有二種，謂恒相續，又不恒相續」。「風」有兩方面，有些是持續地相續，

有些不是持續的，譬如「恒相續者，謂於彼彼聚有恒旋轉風」。大概是指自然的天體

或者是電子的旋轉不息的運動，這些就應該是「恒相續」的。「不恒相續者，謂旋風

及空行風」。譬如颱風那些，或者是間中有的，這些就屬於「不恒相續」，這裡是講

風方面的情況。另外就是「又闇色、明色，說名空界及孔隙」。「空界」就是指一種

空間，我們的感覺，「孔隙」就是一些罅隙，「明暗」就是在這些地方看到，當沒有

什麼障礙的時候，這些空間就會顯現成為比較清楚明顯的一種境象。如果它是有障礙

物的時候，它的罅隙就顯現不到那些色像出來，這種我們稱為「闇」。

「又諸闇色恒相續者」，「闇色」有「恒相續」的情況的，「謂世界中間」，

「中間」是指當世界壞，一路到它未形成的時候，即是「空劫」的時候，那個就是

「闇色」的，整個世界都是黑暗的，因為我們知道，「壞劫」的時候日月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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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恒相續」就是說有時出現，有時不出現的時候就是「謂於餘處」，「餘處」就是

有光明的地方、黑暗的地方等等。另外跟著是「如是」，這個「加」字應該是「如」

字，「如是明色恒相續者，如果有明顯的顏色或光明的境象繼續存在，「謂於自然光

明天中」；「自然光明天中」就是指諸天，我們知道有諸天的身光。我們之前說過，

他們天生就身體有光的，就不會有明滅的狀況，這種我們稱為「恒相續」的色。「不

恒相續」就是其餘了，就是其餘的有情，譬如我們這些普通的眾生。

「又明闇色」，就是「明色」與「闇色」，「謂於顯色增聚應知」。「顯色」我

們之前讀過是什麼？青、黃、赤、白的那些「顯色」，這些「明闇色」就是在這些地

方，在「顯色」那裡增加的就是「明」；減少的就是、如果減少或者有障礙就屬於

「闇」。是「顯色」的一種有障礙或者無障礙的狀況，而出現的一種所謂光明或者黑

暗的情形。這裏就講述了「聲」與「色」它們的相續或者間斷的狀況。另外就是「約

諸種辨」。「又由依止色聚種子功能故，若遇相似緣時」，「相似緣」即是大家各別

自種去生的，不過大家接近的時候，我們稱為「相似緣」。

「或小聚無間大聚生，或大聚無間小聚生。由此因緣，施設諸聚有增有減」。那

些聚合的色象，物質現象，它們有時是由大轉細，或者由小轉大的時候，其現象有增

有減，就好像我們剛才講的色、聲的情況，就是有相續或者不相續的情況一樣，譬如

當我們用火去燒那些柴木的時候，那塊木本來是完整的一塊，但是當你把它燃燒後，

所剩下的就只是粉末，剩下的只是灰燼，這樣就是由「大聚」轉為「小聚」的樣子。

這樣就是有增有減，物質現象的有增有減的狀況。另外有些經文就描述這些狀況：

「如經言：」有時會引經來解釋這些情形，「若堅、堅攝、近攝、非近攝、執受，乃

至廣說。」「廣說」就是什麼？譬如「非執受」這些，很多很多的描述，經文都有這

些描述的。「堅」什麼東西？「堅」就是「地」了，「堅攝」是什麼？是「彼種

子」，即是指「地大」的種子，就謂之「堅攝」。

「又堅者，即彼界」，「彼界」即這種「地界」，「堅攝者」，如果是具體一

些，種子就是它那種出現的力量，但是出現之後的結果是什麼？就會引伸我們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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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毛髮，「謂髮毛等」，或者是外在世界的「土塊」，石塊、土塊這些東西。就是

堅攝的東西。這裏就是顯示一方面就是指「地大」的種子，然後地大種子就是哪些物

質現象與它有關？就舉了一些例子出來。「近攝」是什麼？「近攝」是「有執受」。

什麼是「有執受」？「有執受」是「內所攝」，「內所攝」就是內在的「阿賴耶識」

執持、攝受這些東西。「非近攝」即「無執受」，「無執受」是什麼？就是「外所

攝」了。外在世界所攝持的那些「色聚」的東西。這樣就有分「內攝」、「外攝」

了，以及「有執受」、「無執受」等等。「又心心所所執種子，名（為）近攝」，因

為與我們的內在有關，與我們的生命有關，這種就叫做「執受」，「與此相違，名非

近攝，名非執受」。

這個「非執受」除了是外在的種子不是直接執持之外，亦都是指一個所謂「無漏

種子」，它是屬於「非執受」的，因為內攝的東西中，「阿賴耶識」是不知道攝持有

這種無漏種子，它沒有意識到這個「無漏種子」寄存在它的身上。這個「非執受」就

包括了「無漏種子」在內。「又隨逐自身故」，即是跟隨這個身體就叫做「近攝」；

即「近攝」有幾個意義的，跟隨著我們的自身就叫做「近攝」與「執受」。「如前

說」，我們之前有分析過這些，這裏講了一個「地界」是這樣劃分的時候，跟住「如

是水等界，如理應知」了。如此類推。有所謂「水攝」、「水界」，是嗎？還有什

麼？「濕攝」這些，然後就又有分什麼？「內外所攝」與「執受、無執受」這些，如

此類推就舉了一個「地」作為一個例子，然後「地、水、火、風」跟著就懂得分了。

最後就講述這個「色」裡面，物質現象裡面是具備「四大種」的，「又於一切色聚

中，一切時」，任何時候，「具有一切大種界」，「大種界」就是「四大種」了。

「如世間現見乾薪」，即那些柴薪，「等物鑽即火生」，「柴薪」等就是什麼？

我們感覺到是「地」的質料，是嗎？但是當我們是磨擦它之後，它是會生火的，所以

他說，其實這些「柴薪」本身是有其它「大種」在裏面的，「擊石」亦然，我們擊石

也是可以引起火的出現，所以這些本身雖然很明顯是「地大」，其實它裡面也可以有

「火大」的元素，有「水大」與「風大」。「又銅、鐵、金、銀等」，這些是很堅硬

的物質，但「極火所燒」，但是用「極火」去燒它，即很高溫去燒它的時候，「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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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水」，它會融化成為液體，由固體變為液體，所以這些顯然裡面也有「水大」的成

分。 「從月愛珠，水便流出」。亦都印度流傳一種寶珠，亦都有這些濕潤的感覺，

有水會流出的，珠本來是堅硬的東西，亦是表示可以有水性。

另外「又得神通者」，即是有些人修定修得好的時候，他有超自然的能力，「由

心勝解力」，「勝解力」即是對這些「根」、「境」有些很清晰的了解的時候，他能

夠「變大地等」，變成「地大」的種子，「地大」、「水大」這些「等」，「大地」

就是由什麼？「四大種」這些去形成，但是他會將它變成什麼？「金、銀等」。即是

變泥土成為金與銀。即是說他能夠變的時候，它顯然裡面其中有些質料是可以替它轉

移了，令它顯現成為這些相狀的，因此他去證明一切「色聚」裡面，實際上就是應該

有「四大種」的成分在裡面，但是就一些境象，它是有比較明顯的「堅」的感覺，我

們就會覺得它是一種「大種」，有些我們可以體會到它有兩種「大種」或三種，實際

上就是「四大種」都有的。我們本課就先講到這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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