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三之〈意地〉

我們今天繼續講，現在是第六方面的，講三性差別。首先就講「善法」。在我們

的生命或人生之中，涉及到的善法有很多的內容，都是根據不同的準則就分出很多

「善」的種類，所以有些是分一種，有些一路分了很多種。之前已經講了九種，我們

看看第七頁最後的那一行，「或立十種，謂有依善」，「有依善」即有所求的，有所

得的，譬如人天的樂果就屬於「有依」的善了。「無依（的）善」就是無任何願求，

心是無所執著的，這種叫做「無依善」。有些是屬於「聞所生（的）善」；有些是屬

於「思所生（的）善」，另外「律儀所攝（的）善」，就是屬於戒律方面，我們應該

遵守的戒律方面，所涵攝到或者會引致的善法的，就是「律儀所攝（的）善」。

還有「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的）善」，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的，但是這些中

性的東西它亦有所謂善的東西涵攝住，這個就是「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的）善」，

還有「根本眷屬所攝（的）善」，如果是聞、思、修這三方面，「根本」就是屬於修

慧，修所成慧，「眷屬」就是「聞」與「思」這兩種，這樣即是三慧入面就以修慧為

中心，為根本。「聞」、「思」就是輔助的，這樣謂之叫做「眷屬」，這個「眷屬」

就還有個「方便」的意思，「方便」就是幫助他加行，是一種方法，令得這種修慧能

夠成就的，這些就稱為「眷屬」了。還有三乘：「聲聞乘」、「獨覺乘」以及「大乘

所攝（的）善」。

這裏大約有十方面。「又立十種」，即是十種善裡又有很多種講法，其中一種就

是我們剛才講的那種，另一些就是在三界九地裡去分。譬如，「欲界繫」所攝的

「善」，被欲界束縛的，但它是屬於善法的東西。另外就是「四靜慮」，初禪、二

禪、三禪到四禪，那種四禪天，繫屬於四禪天的那種善，還有無色處：「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所繫的善，這裏前面所講的九種都是屬於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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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雖然它是「善」，但是有所繫縛，繫縛在三界裡面，後面最後的那個「無漏

所攝善」就是無繫的善，無束縛的善。「又有十種，謂十善業道」。「十善業道」我

們知道就是不殺生、不偷盜這些，一路到無貪、無瞋、無癡，這個就是「十善業道」

那方面。

還有十種就是那些聖人所擁有的，就是「無學正見」，「無學正見」就包括了八

聖道那方面，八正道那些，再加上「正解脫」與「正智」這兩方面，「正解脫、正

智」就是那些聖者到最後，修行到最圓滿的時候，它們自己會知道，自己已經是完全

斷除煩惱了，不會再生死輪迴了，這些「盡智」、「無生智」就包括在內的，我們又

叫這種做「十無學」的法，你見到「無學正見」，「無學」是那些聖者，他所擁有十

方面的善法，當然這些善法是無漏的，另外有十種，他就說包括了「能感八福生」，

「八福生」是指生在我們善趣那方面，譬如人間，生在人間，特別是生在富貴家庭的

人，他這些是屬於「福生」。

然後就是「六欲天」了，就由「四天王天」一路到「他化自在天」，再加上初禪

的梵眾天，所以就總共八個地方，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我們人間，另外七個地方都是屬

於天界的，天界的眾生，而天界的眾生有些是屬於欲界的天，有些是屬於色界的天，

譬如最後的那個，初禪的那個梵眾天，就是屬於色界的，色界的一些眾生來的，就稱

這八類的眾生為「能感八福生」的那些人。再加上「轉輪王（的）善」，「轉輪王」

即是統治世界的那些領袖，以及「趣不動善」，「趣不動善」基本上他們是修定的人

來的，他們將會投生於色界與無色界領域的那些眾生，那裏就屬於「不動善」，善法

就包括這麼多方面。「如是等類諸善差別」，即有種種的不同，「略說善有二種

義」，這麼多種我們很難記，但是如果你想簡單地掌握它是怎樣？

其實基本上是兩個，主要的，我們都可以掌握，一個就是「取愛果義」，「取愛

果」即它能夠感生一些可愛的結果，剛才講了很多的狀況都是一些福報來的，善報、

福報等等。但這些「取可愛果」很多是屬於有漏善的方面，後面：「善了知事及彼果

義」，「善了知事」的「事」指那些無漏解脫方面的東西，這個「事」不是一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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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是屬於解脫方面的東西，有關解脫方面的，同時，這些有關解脫方面與修行的

方法，特別是道諦的那一類，並且與它相應的那些解脫果，所以這些「事」既然是屬

於解脫事，它那個果就是什麼？

無漏的果來的，特別是解脫方面的果，其實簡單來講，就即是「有漏善」、「無

漏善」兩種，是嗎？如果這麼多的善，你記不了這麼多或者搞不定了，你就簡單記兩

種，「有漏善」、「無漏善」。學習就是這樣了，可以是多多益善，樣樣都知道一

些，但是我們不需要花太多精神去特別記它，我們大概掌握它是怎樣的就可以了，當

然，如果你記性好，或者譬如你職責上需要弘法，當然就要記熟這些東西就比較好一

些，是嗎？

但是如果你說我只是想學一些，世間萬法這麼多東西，我就不一定要什麼都記熟

它的，你大概知道是這樣分，你也大約知道，在我們那個生活的範圍裏面，哪些是屬

於「善」的，知道這些事的時候，我們多一些對應這方面的東西，是不是就會增長我

們的福德與善法？所以我們就應該要了解這些，就不需要一定什麼都要記下來，但是

作為一個準則來講，簡單去把握它，我們就知道它最根本是什麼東西？就是有漏善與

無漏善兩種了。善法就是這麼多種了，第二，因為它現在是三性的差別門，就要分開

善法、不善法與無記法，譬如不善法來講就當然與善法相違了，是相反的，並且是會

障礙那些善法出現的，這些就屬於「不善」。

亦都就簡單來講，「能取不愛果」。「不愛果」即是不可愛的果，那些不好的果

報，以及「不正了知事」。「不正了知」即他不能夠了解解脫的方法與解脫果。與它

相違就是知道什麼是「善」的時候，知道什麼是與它相違，我們就知道是不善了，所

以就不需要再重複講了。是嗎？跟著就是「無記法」。無記即是不善、不惡那方面的

東西，「無記法者，略有四種」，大概有四類，「謂異熟生」，「異熟生」就是我們

的業報所感的現在我們生命的一切，這些稱為「異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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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我們所感到的東西，我們不再講它是善還是惡了，所以這些就稱為「無

記」。另外「及一分威儀路、工巧處、及變化」。「一分」的意思就是「三性」裡面

它其中佔一分的，「一分」就是屬於「無記」的方面。「威儀路」就是我們的行為表

現、規範這些，就屬於「威儀」。譬如你走起路來有沒有儀態，有沒有風度這些就屬

於「威儀」。「工巧處」就與我們的職業有關的內容，或者是一些技能方面的東西，

變化是特別屬於由神通變化不同的景象，這種叫做「變化身」，這幾方面都屬於「無

記」。

特別再提一提，「若諸工巧」，如果「工巧」方面的無記法，「但為戲樂，不為

活命」，如果我們只是顧住去玩耍而不是為了謀生而學這種工巧，這樣就不是太好，

「非習業想」，「習業想」即是想學一門手藝，即一種技能，是可以幫助我們維生

的，這樣就稱為「習業」，如果你學一些東西卻不是為「習業想」，這樣就不算是

「無記法」的。「非為簡擇」，「簡擇」即是一種智慧的判斷，譬如怎樣做會做得更

加好？諸如此類。

「此工巧處業是染污」，如果我們只是為了嬉戲這個就是染污的「工巧處」，所

以「工巧處」一般基本上就是界定它屬於「無記法」，但如果是為嬉戲，那種就是屬

於染污的「工巧處」。其它就屬於無記了，即不屬於這些的，就將它歸類在無記法裡

面。「如工巧處」一樣，「威儀路亦爾」。「威儀」就是我們的行、住、坐、臥所表

現出來的那些行為，即是說「威儀路」都有「不善」、「染污」的各方面的，但是基

本上一般都屬於「無記」。但是「變化有二種」，這兩種就是「善及無記」。

大部分都是無記的，但它可以有善，變化本身就沒有這個染污，即不善的，不會

有不善的變化，因為通常如果是顯示神通那些，特別是大乘的那些菩薩，如果他要顯

示神通，多數都是為了引導他人或者是利益眾生而去顯示，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能

力，所以這個變化主要是指「善」或者「無記法」，大致就是這樣分，「無記法」有

這幾種。第六方面的「三性差別門」我們講完了，世間萬法之中哪些是善；哪些是不

善；哪些是無記法大概就是這樣劃分。接下來第七就是講「增處差別」。「增處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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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其實大概是講述「六根」與「六境」的，這樣基本上就是講「十二處」的內容，

叫做「增處（的）差別」。

「復次」，譬如說「六根」的眼的方面，眼又可以分很多種，第一就叫做「能見

識」，這一種就是基本的定義來的，「眼根」這個器官最主要就是能夠見到色境，如

果簡單把握什麼叫做「眼根」就是這樣。或者有兩種的劃分，一種稱為「長養眼」；

一種叫做「異熟生（的）眼」。「長養眼」即是透過我們日常的食物的滋養，令到這

個器官一路發展、培育，這個就稱為「長養眼」。「異熟生（的）眼」就不是了，就

是你的異熟果報，現在出現這樣的眼的狀況，即是有大家都有人的眼，但是有些人的

視力可能是差一些的，甚至乎是沒有視力的，譬如是盲的，這樣就是「異熟生（的）

眼」。「或立三種」，三種就是「謂肉眼、天眼、慧眼」。

所謂「肉眼」，就是指這種眼它會見到一些東西，如果是沒有障礙的物體，它就

能見到的，就謂之「肉眼」；「天眼」與它的不同，就是天眼會看到除了一般能夠顯

露自己的物體之外，那些不顯露的、有障礙的它都可以見到的，這樣，「天眼」與

「肉眼」的分別，就是「肉眼」是看到眼前顯露的東西與無障礙的東西，但是「天

眼」就不是，就算有些東西阻礙著，它仍然能夠看到後面的東西，這種就稱為「天

眼」。「慧眼」就是能看一切的法，一切法就是一個共相，指我們能夠、特別是指我

們能夠觀空的那種智慧，一切法都是空的，這樣的智慧我們稱之為「慧眼」。

這樣就分三種了。其中有些是分四種的，「謂有瞚眼、無瞚眼」，「瞚眼」即是

會眨的眼，會眨眼的，有些生物是怎樣？是「無瞚眼」，那個眼珠不能動，不會眨眼

的，譬如魚眼，很多都是不會眨眼的。這樣的區分法。「恒相續眼、不恒相續眼」，

「恒相續眼」即是經常保持住譬如他能夠見的那種力量，「不恒相續」就不是的，例

如是什麼東西？「恒相續眼」，譬如色界，色界的眾生他們的眼是「恒相續眼」，這

樣似乎他們是沒有晝夜之分的，整日眼睛都在活動的，我們人間就不是，如果睡覺或

者疲勞的時候，我們就會合起雙眼，那樣就是「不恒相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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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立五種，謂五趣所攝（的）眼」。就是天、人、餓鬼、地獄、畜生這五

趣。根據他們各別的界趣不同，他們眼的形態就不同了。「或立六種，謂自相續

眼」，「自相續」就是我們自己本身那種「相續眼的力量；」另外「他相續眼」就是

他人，有些叫做「端嚴眼」，就是他有很漂亮的眼睛，「醜陋眼」、「有垢眼」與

「無垢眼」。「有垢眼」是指他的視覺有些問題，有眼疾，那種就稱為「有垢眼」。

「或立七種，謂有識眼、無識眼」，有些眼是有辨別力跟著它一起的，如果是

「無識眼」就視而不見的樣子，那種叫做「無識眼」。「強眼、弱眼」是指視力、視

覺的能力，有些很眼利的，有些是視力模糊的。有些是叫做「善識所依眼」；有些是

「不善識所依眼」；有些是「無記識所依眼」，意思就是這個「眼根」，當你善的

「眼識」伴隨它一起的時候，你看東西的時候都會比較怎樣？用一種和善的態度去

看。「或立八種，謂依處眼」，「依處眼」依一些什麼？依「淨色根」，之前我們說

「眼根」就是什麼？是一些很微細的物質，以它作為一個視覺力量所依的地方，特別

就是我們的「扶根塵」了。另外一種就是「變化眼」，「變化眼」就不需要依這些

「扶根塵」而起，這些「眼根」的，例如什麼呢？

例如那些較高的禪境的眾生，譬如是色界的眾生，色界眾生他們可以借用其他眼

的，他們可以借初禪或欲界的眼去見景物都可以的，因為我們知道，「眼識」在二禪

開始就不存在了，是嗎？「眼識」只存在於欲界、初禪，二禪就應該沒有「眼識」

了，如果二禪的人想看東西，就可能要借用初禪的眼，欲界的眼。這種我們稱為「變

化眼」，它就不需要自己有這樣的「淨色根」去形成這個視覺的感官的，大概就是這

一種。有些屬於「善業異熟生眼」，這就與它的異熟果報有關了，有些是「不善業異

熟生眼」，通常如果那些人的眼睛是靚的都是「善業異熟（所）生眼」了，是嗎？

「食所長養眼」，這是經過營養飲食去滋長我們眼的視力，除了營養之外，還要

有睡眠，要有充足的睡眠，如果透過睡眠而令到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後就可以維

持它看境物力量。除了睡眠之外，還有梵行，梵行即是清淨行，意思即是說，有些人

他持戒是比較清淨的，連男女情慾都會不做的，這些就稱為「梵行」，即身心很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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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一類生活很簡樸、很清淨對於眼都有長養的力量的。在宗教上來講是有這種幫

助。

「定所長養眼」，就是你透過禪定，禪定有一種力量，令你的視覺會保持的更好

些。這麼多種都是與眼有關。「或立九種」，另外九種就是「謂已得眼」，「已得

眼」就是我們曾經得過的，譬如過去的眼與現在的眼，謂之叫做「已得眼」。通常

「得」與一個字叫做「成就」有關連的，即你已經擁有這種力量，就謂之「成就」，

或者曾經擁有過，或者現在擁有，這樣就叫做「已得眼」。「未得眼」就是那些未來

的，還未形成的那些就叫做「未得眼」。

「曾得眼」，就是之前見過，現在再重現的，就稱為「曾得眼」；「未曾得

眼」，就是現在才得，或者是還未得的，這種叫做「未曾得眼」；有些叫做「得已失

眼」，即曾經是有的，後來可能是因為盲了或者視力有問題，這個就稱為「得已失

眼」；還有一種叫做「應斷眼」，「應斷眼」即眼作為一種有漏的生命裡的一種東

西，所以如果作為一個十地菩薩，他就應該要慢慢斷除這個有漏的「眼根」，所以由

初地一路到十地，他們就有些「應斷（的）眼」了，在他們來講他們就應該做這樣的

功夫。

「不應斷眼」就是指佛眼，佛的那種最圓滿的眼，我們知道，佛眼包括五眼，是

嗎？包括「慧眼、天眼、法眼」等等，這些就是「不應斷」了，因為這些就不需要斷

的，都是那些有漏的「眼」就應該斷。前面的那些就是「應斷」，佛眼是圓滿無漏的

就不需要斷，已斷的眼就是指前面「應斷」的，現在斷了，這種謂之「已斷眼」，

「非已斷眼」是指不應該斷，現在就不需要特別做這些功夫去斷它，例如佛眼這些。

這裡大約就立九種的狀況。「或立十種者，無」。「無」即是大概在經典上找不到有

分成十種的講法，所以這裏就說「無」。沒有分十種的說法。

「或立十一種」，「十一種」就是分「謂過去眼、未來眼、現在眼、內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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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內眼」即是我們自身，身體中的眼，「外眼」就是他人的，「麤眼、細眼」

就是指欲界、色界的區分法；欲界的眼屬於「麤眼」，我們知道，欲界的物質是比較

粗的，相對來講，色界是屬於微細的、精細的物質，所以色界眼叫做「細眼」，這就

不是講大、小的方面，而是「麤」或者「細」，是精細的意思。「劣眼」，「劣眼」

是不善業所引生的眼；「妙眼」是善業所引起的眼，有些「遠眼」是指屬於過去、未

來的眼，就屬於「遠眼」；「近眼」就是指現在，現在的「眼」。

所以這些我們有時會覺得很繁瑣，是嗎？只是眼睛一種就已經搞了這麼多東西，

但是也很有趣，即是說，作為一個瑜伽師，我們不是限於現在的境界，可能我們要多

些知道，眼在不同的領域的時候，它是有不同的意義，有哪些我們還需要追求，或者

不要只貪戀我們現在的眼，現在的眼是應斷的「眼」來的，諸如此類。所以我們就知

道這些東西，當然我們現在是限於作為人的生命體，我們又不能夠沒有了這些

「眼」，因為它對於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也要知道眼原來可以分成這麼多

種的。

這個就不需要，我提議大家不需要特別去記它們，只是要知道現象界可能有這麼

多狀況而已。跟著，眼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器官，他很詳細地講述，然後耳、鼻、舌、

身就總括為一類簡單地講，「類前眼說」，即類似前面眼的劃分，「耳、鼻、舌、

身」其實也是這樣分的，你有空就可以自己去分，這裏就不再花時間去為大家分析

了。「如眼，如是耳等亦爾」。「耳等」的這個「等」就包括什麼？舌，「鼻、舌、

身」，對了。

但是它們當中都有些不同的，所以就「釋差別」，即是講一講它們不同的方面，

差別就有「增三（與）增四」，「增三、增四」，耳的方面有「三種耳」，即是有三

種區分，一種叫做「肉所纏耳」，即是屬於我們肉體的一部分；一種是「天耳」，

「天耳」我們知道是可以感應到很遠方的聲音，或者一些很強，或是很微細的聲音都

聽到，這種叫做「天耳」；一種叫做「審諦耳」，「審諦耳」本身就是屬於聞慧的，

即是聞、思、修的「聞」，即是你聽覺，聽東西就是識聽的人就與不識聽的人就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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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聽出你講的東西有什麼含義，有什麼特別意義，有些人就很識聽別人講話的，

這種我們叫做「審諦耳」。這是一個特殊的作用來的，是一個比較一般人只是能夠聽

東西的情況不同，就是有殊勝的作用，所以稱這種為「審諦耳」，即是留心聽、小心

聽，四種耳還有另外一種分法（劃分）即是四方面的，就是「恒相續（的）耳」，

「恒相續」我們知道，就是前面講述眼的時候，我們知道「恒相續」就是指色界天那

些，所以他的聽覺也是「恒相續」的，「不恒相續」就是我們欲界的那些。

另外「高聽耳、非高聽耳」。「高聽耳」就是它的聽的範圍，他的興趣就是聽一

些善法，好的東西，有些人就是這樣，你講一些無無謂謂的東西，他沒有興趣聽的，

這種就是「高聽耳」的人。「非高聽耳」就是別人講一些是是非非的東西他很有興

趣，或者八八卦卦的他就很有興趣，那些就是「非高聽耳」。即是惡法、劣法他很有

興趣的，我們就將他界別為「非高聽耳」。其實都無所謂，有時聽一下那些八卦東西

不要緊，只要不花太多時間在那方面就可以了。當然，作為佛教徒是應該有「高聽

耳」，是嗎？

即是有興趣，一聽到別人講有關這方面善法，我們很有興趣想知道，想知道多一

些，這種就是「高聽耳」了。鼻也是分三種。「三種鼻、舌者」，這是兩種概括一起

講，「謂光淨、不光淨及被損」。這樣「鼻、舌根」這些就有什麼？是比較光潔清淨

的，所以相對來講有些不是這麼好的，有些是有損壞的等等。另外「鼻、舌」的四種

分類也是「恒相續、不恒相續、有識、無識」，即有些是「有識」跟著它，有些是

「無識」跟著它等等。

至於「身」，「身」有三種分法（類），就是「謂滓穢處」，「滓穢處」就是譬

如我們作為人，或者是五趣的眾生，很多吃了東西之後就會有什麼？有渣滓在身體入

面，但是有些是「非滓穢處」，「非滓穢」這些是屬於諸天，諸天吃了東西就沒有那

些所謂「滓穢」的東西。即他們不會有污穢的物質在身體裏面的。「及一切遍諸根所

隨逐故」。「遍諸根」就是因為我們身體裏面擁有「五根」，所以作為「身」來講，

其實它是與其它「根」混為一體的，所以是「遍諸根所隨逐」了。另外「四種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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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恒相續、不恒相續」，同樣地，有些「有自然光」；有些是「無自然光」的。有

些生命體的身體是會發光的，有些就是那種自然光不明顯。特別是天界的眾生就有這

個自然光，好像我們見到的天使像那樣，有一個圓圈，這些就是有自然光了，身體就

是這樣區分法。

另外「意」那裡，這裡的「意」一般應該是指「意根」，因為前面講「根」，但

是內文入面似乎有些是講「意根」，有些是指「意識」，裡面似乎兩種意思都有，

「或立一種意，謂由識法義故」。這個「識」字是辨別、了知的意思，了知什麼？了

知「法」的境，這個「義」就是境的意思了。所謂「法」，這個「法」就包括了一些

具體存在的事物，以及一些抽象的事物，都是它所能夠了解的對象來的，所以這是由

「意識」所了知的法境，這就謂之「意」了。「或立二種，謂墮施設意」，「施設」

是指名言的設施，它會構作一些概念的，會運用概念的，這種就叫做「墮施設意」。

有些叫做「不墮施設意」，這個「墮」可以說，你們可以說另一個是「緣」的意思，

即它能夠「緣」那些名言施設的地方。

「初謂了別名言者意」，「初」就是「墮施設意」那裡，前一個，就能夠了別那

些名言的對象，後就是指「不墮施設意」，就是例如那些嬰兒，嬰兒的「意」還未識

得運用語言概念。「又初」，「初」即是前面那個「墮施設意」那裡，「謂世間

意」，「世間意」就是名言概念的出現，往往就是有一個相對性，是嗎？「長」就相

對「短」，「美」就相對「醜」，每一個概念的出現，其實就有一個與它相反的意思

與之相對，所以，當我們「墮施設意」，墮落這個名言概念入面，就自然屬於世間

了，世間就是講分別，譬如我們講解脫，就是有不是解脫的東西與它相對，每一個概

念都是這樣的。

這個就屬於所謂「世間」，世間就是一種分別、相對的意思，如果是「不墮施設

意」的，這樣就叫做「出世間意」，「出世間意」就不是一種世間分別的狀況，不是

一種相對性的狀況，即是有分別、無分別了，大約就是這樣分。「或立三種，謂心、

意、識」。即是「意」本身可以分為三方面，所以這個「意」我覺得就不只是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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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根」了，應該是包括了「意識」在的。「或立四種」，四種就是「謂善、不善、

有覆無記、無覆無記」，這四種「意」。

「或立五種」，就是「五位差別」，「五位差別」屬於：「因位、果位、樂位、

苦位、不苦不樂位」。也是一些相對的概念，感受方面，或者是屬於譬如「因位」、

「果位」那些，可能是修行上的劃分，現在你還是修行的階段就叫做「因位」，因為

你得到某一種成就果報，那種叫做「果位」等等。「或立六種」就叫做「六識身」。

「六識身」我們知道是什麼，「眼識」一路到「意識」這六種「識」。「或立七種。

謂依七識住」。

另一種分法（類）就叫做「七識住」，它大概就是這樣區分的，他在這兩方面去

看，「身」即是我們的身體；「想」，我們有一種意念等等的東西，然後「身」與

「想」就相對於那個「一」與「異」，「一」即是指同一，意思即是說，大家的身體

都是一樣的，這樣謂之叫做「身一」；如果是「異」就是身體不同的，各別不同等

等，這樣謂之「身異」，這樣身可以分「同一」與「別異」，想也是一樣，可以分

「同一」與「別異」，因此就分出了四個範疇，怎樣分？譬如「身一」、「想」是

一；是嗎？可以這樣的，還有呢？「身」是一，「想」是異，沒錯！跟住，「想」是

一，「身」是異。然後「想」是異，是嗎？「身」是異，「身」是異。對了！對了！

即是這裏，「身一」與「身異」；相對這個「想」的時候，就是什麼？「想一」、

「想異」那樣，就組成這四句。這裏這樣組成的時候就分出了大概在那個存在界，存

在界就有這樣的不同了，譬如「身一」與「想一」是在什麼狀況之下出現呢？

大概在三禪的人，他說他們的身體的形貌是差不多的，這樣就謂之「身一」。

「想」就是三禪的人的「想」全部都是一種「樂受」來的，所以這一種存在境界的眾

生，我們就稱他們是「身一」、「想一」，其實簡單來講，他其實是指三禪，三禪天

的眾生，有些就叫做「身一而想異」，「身一想異」是指二禪的那些人，因為二禪天

它是色界天，他們亦然，在二禪天他的身是一的，大家都一樣，不像我們人類，在人

間、欲界有人類、有畜生等等有不同，所以他們是「身一」；「想異」呢？「想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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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知道，在二禪是有喜的，「定生喜樂」，是嗎？特別那個「喜」是比較強

的，所以那個「喜」是指「想」那裏，它的「想」主要就是那個「喜」，但是它有時

在二禪修行的人，有時他會起一種「厭捨」的心，即這種「喜」他都覺得不是很好，

覺得是很粗，擾亂我們的內心，令我們的心不能進入更靜的狀況，所以他們有時會起

一個「捨心」的，所以會起一個「捨」的想，不過一般他們都是「喜」的想，但是間

中他們會有一種厭離，就會起一種「捨」。不過他們很多時是這兩種都是交替出現

的，「捨」得差不多，就再回「喜」，整日在兩者之間糾纏，所以就是「身一想

異」，這是形容二禪天的眾生。這樣就到了「身異想一」了，這個就是初禪，初禪天

的人，初禪天的人「身」是有「異」的，因為我們之前讀過那些，大概就是譬如他們

的生命、壽命都是有很多不同，是嗎？

大梵天與我們普通的梵眾的人是不同的，所以他們的身也是不同，但是他們的

「想」會是一，「想一」是什麼？譬如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創造世

界，我們是被某個神創造出來的等等，大家都有共同的意念，這個特別是初禪天，世

界最初形成的時候，他們會有這種的情況，他們大家都是一致，所想的東西一致，但

是身是不同的，這種「識住」就是指初禪天的那種「識住」情況。至於「想異」、

「身異」就很清楚了，是嗎？這是欲界的眾生，欲界眾生有什麼？一方面形態有很多

不同，另外「想」是「苦、樂、捨」都有的，不斷有，不斷有這種交替狀況，這裏就

是「七識住」入面的「四識住」，就包括了由欲界一路去到三禪，之後就一路再加上

這個「空無邊處」、「識無邊處」與「無所有處」這三個，合起來就稱為「七識住」

的眾生。

都是在「意識」方面出現這些「想一、想異」的情況，或者他們的「想」全部是

在「空」的方面，或者「識」的方面，或「無所有」的方面，這種就叫做「七識住」

了，是根據「意識」的那種形態的不同而這樣分類。「或立八種」，「八種」就是指

「增語觸（的）相應」，這裡是特別講「意根」，那個「意識」它能夠有什麼？能夠

構作語言，語言概念，施設語言，這些就是叫做「增語觸」，有「有對觸」就會與這

些「前五識」的「根」一起去對應那些境物，所以這個「意識」本身一方面是接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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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具體的東西，就叫做有「有對觸」的東西，有些是「增語觸」的，意思是它所了解

的東西是屬於什麼？概念性的東西來的，是抽象的東西來的。另外就是「依耽嗜」，

「依耽嗜」是指欲界相，你很沉醉某一些東西，譬如你追求某方面的東西，你就特別

沉醉在那裡，這樣是「耽嗜」。

「依出離」就是指色界、無色界與無漏界的情況就有出離了，一路超升，一路超

升的。「有愛味」，就是指有漏界方面，特別是「愛味」自身了，自己的「內身」即

是那個生命體。「無愛味」就指無漏界。還有「世間」與「出世間」，這個「世間」

是指世間的分別與「出世間」的無分別，都是「意識」所能夠知道的東西。所以這個

「意識」或者「意根」就包括了這八個方面。「或立九種」，這個「九種」就是「謂

依九有情居」。「九有情居」即是九界的眾生的劃分。「或立十種者，無。」即也是

沒有十種這個劃分法。「或立十一種，如前說」。這個「前說」指什麼？前面講述

「眼根」那裡，「眼根」不是有十一種分法？他說這裡就跟前面的「眼根」的情況一

樣。

「或立十二種」，「十二種」即是比眼的分析又多了一類了，有十二個方面，這

個我們稱它為「十二心」，就包括了第一的「欲界善心、不善心、有覆無記心、無覆

無記心」；意思即是說欲界的眾生裏面起碼就有這四種性質的「心」了。「色界有三

心，除不善」，意思即是前面提到的四種，它沒有「不善心」的，因為色界眾生他們

的精神質素是高於我們欲界眾生的，所以他們沒有「不善」的東西。「無色界亦爾」

亦然，意思是無色界有「善心、有覆無記心、無覆無記心」。「出世間心有二種」，

一種是「有學」的心，一種是「無學」的心。所以是「學及無學」。綜合起來就是十

二種心。這樣「意識」就稍多了一些，多了一種，有十二種的分別。

「六根」就講完了，「六根」各種的法相就講完了，跟住就講「六境」。「六

境」第一個就是「色境」，「或立一種色，謂由眼所行境（義）故」。這個「義」即

「境的意思」了。由「眼根」所接觸或所了解的對象，那個就是「色境」。「或立二

種」，「二種」是「內色」與「外色」，「內色」就是我們身體裏面的，「外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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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身體以外的，一般是這樣劃分。「或立三種，謂顯色、形色、表色」。我們

之前已經講過了。

「或立四種，謂有依光明色」，「有依光明色」，這種光明是有一種物質的依託

的，有一種叫做「無依光明色」，是離質的，離質而有的「光明色」。「正不正光明

色」，所謂「正」就是指日光了，「不正」是指月光、星光等等，這樣的「光明

色」。即是主要的，主要就是講日光，「積集住色」就是那些種種的物體聚集而形成

某種形狀，譬如圓形，四方形等等。這種就是「積集（的）住色」。可以分這四種。

「或立五種」，就是「五趣差別色」了，由五趣的眾生去分。

「或立六種，謂建立所攝（的）色」，「建立」就是我們的世界，世界怎樣形成

這些「所攝色」，就像我們之前講過的「風輪」、「水輪」那些，那些「色」。「覆

藏所攝色」就是屋宇，樓房屋宇那些；「境界所攝色」，即是我們所知的對象，「所

攝（的）色」；「有情數色」，有情生命，眾生都是一種物質的身體，所以他們都是

「色」、是「色」的一種類別來的。「非有情數色」，就是山河大地那些，不是那些

生命體；「有見有對色」，「有見」就是有形狀給我們看到，另外「有對」就是佔空

間、有質礙的，有些物質就屬於這一種，這樣就分了六種。「或立七種，謂由七種攝

受事差別故」，「攝受事」我們之前也講過，譬如父母、妻子等等，是照顧我們、照

應我們的等等，這些就屬於攝受事。

「或立八種，謂依八世雜說」，「八世」就是世間上，八種對於物質的一種描

述，譬如「地分（的）雜色、山雜色、園林池沼等雜色、宮室雜色、業處雜色」，

「業處」即是工作間或者工作的場所、活動的場所等等。第六就是「彩畫雜色」，繪

畫方面；或者是「鍛業雜色」，「鍛業」即是那些陶冶，即煉金、煉銅那一類的那些

工作，那些工作的地方，或者那一類的東西。「資具（的）雜色」就是我們世間的物

品，我們需要的物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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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九種」，就有「過去、未來、現在、麤、細、劣、妙、遠、近」。這些我

們之前講解過了。「或立十種」，就是「十種資具」。「資具」我們之前也是講解過

的，就是譬如飲食、衣服、車乘這些，就是我們日常要用的東西，屬於「色境」方面

就包括了這一些東西了。然後到「聲境」，如果「聲境」就是簡單一種，就是它的基

本的意義，就是由我們的「耳根」所了解的聲音的對象，「謂由耳所行義故」。

「或立二種，謂了義聲、不了義聲」，「了義聲」即是清楚它的意義的；相反就

是不清楚它的意義的意思。「或立三種，謂因受大種聲」，這種我們都解釋過了。

「因不受大種聲、因俱大種聲」。「因受大種聲」是由我們內身所發的聲音；「因不

受」就是自然界的音聲；「因俱大種聲」就是既有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又有自然界的

一部分，譬如我們吹笛那樣，吹笛是怎樣？其中有些音聲是由我們的喉嚨發出來的，

有些是由樂器發出來的等等。

「或立四種」，四種就是「善、不善、有覆無記、無覆無記」了。「五種」又是

「五趣差別」。「六種」就是「受持讀誦聲」，「受持讀誦」即是你學完就去溫習或

者去念誦；「請問聲」，譬如問一些問題；「說法聲」，即講一些道理；「論議決擇

聲」，即是大家討論，是嗎？「展轉言教」，「展轉言教」即是將我們所學的傳給其

他人，傳授給其他不懂的人。

其中包括「若犯若出（的）聲」，這是指誦戒或者是懺悔的時候，我犯了一些什

麼事，有些是有關我懺悔，我做錯了什麼東西，有些是「若出聲」是怎樣？我們接受

了你的懺悔了，現在你在這些罪過之中，你已經得到什麼？得到出離了，得到清淨

了，這樣叫做「還淨」，這樣叫做「出離還淨」的情況，即是有些聲音是涉及到這些

內容的。「喧雜聲」就是這些沒有什麼意義的，吵鬧聲等等。「或立七種，謂男聲、

女聲、下聲、中聲、上聲、鳥獸等聲、風林叢聲」等等。「下、中、上」亦然，又是

指在界別方面，欲界、色界這些劃分，或者善趣、惡趣的劃分，「或立八種，謂四聖

言聲，四非聖言聲。」什麼是「非聖言聲」？我們首先解釋這種「非聖言聲」。「不

見言見、見言不見（的）非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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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說顛倒了，明明見到的東西，你說沒有見到，或者講大話，不誠實的，這些

叫做「非聖言」；「不聞言聞、聞言不聞」，一樣了，「不覺言覺、覺言不覺」與

「不知言知、知言不知」，即是見、聞、覺、知你都是顛倒去講的，不是如實去講

的，這樣就叫做「非聖言」。「四聖言」是怎樣？「見」就說見，「不見」就說不

見，這樣就是「聖言」了。「又有八種，謂四善語業道、四不善語業道」「四善語」

是什麼？你們很熟戒律的，識不識「四善語」？「善語（的）業道」，不妄語，是

嗎？不離間語、不粗惡語、不綺語，這些就是「善語」的業；相反，粗惡語等等那

些，就是什麼？「不善語（的）業道」。這樣音聲就有這些了，有些屬於善的，有些

是屬於不善的。「或立九種，謂過去、未來、現在，乃至若遠若近」。就是前面所講

的九種，你可以回看前面的那些解釋。

「或立十種，謂五樂所攝聲」。「五樂」即是樂器的方面，音樂方面。「此復云

何」？有些是「舞俱行聲」；伴隨著舞蹈的，有些是「歌俱行聲」，有些是「絃管俱

行聲」；有些是「女俱行聲、男俱行聲」；混雜了一些人聲在內。「螺俱行聲」，有

些是那個吹響的物品。「腰等鼓俱行聲」，腰鼓就屬於比較小的鼓來的，「岡等鼓俱

行聲」就是就屬於大的鼓，這些鼓通常是國家的規格才用的，騎馬的時候一路打鼓，

譬如儀仗隊、軍隊那些用。「都曇等鼓俱行聲」，這個你見它沒有譯中文，即是我們

中國沒有這些東西，大約就是指大小的腰鼓一起響，這樣叫做「都曇（mrdagga）

等鼓」，「俳叫聲」就是指那些人講笑娛樂你們，就稱為「俳叫聲」。這裡就總共有

十種，聲音的類別就是這十種。還有「香」了，「或立一種香，謂由鼻所行義故。」

這是基本的，是嗎？

由「鼻根」所接觸的那些「香」的境，「二種」就是「內香」及「外香」，有些

與「內身」有關，有些與「外界」有關的，「三種」就是「可意、不可意、及處中

香」。「可意」的香即是你喜歡嗅的，「不可意」即是不喜歡嗅的，「處中」即既不

是香又不是臭的那種，就叫做「處中」，「或立四種，謂四大香」，即是比較香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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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香料，譬如沉香這些，「窣堵魯迦香」(turuska)，這裡只有一個譯音，中國應該

沒有的。「龍腦香」，「龍腦香」這種香的形狀，這種香燃燒的時候就好像雲那樣

的，很靚的；同時是透明的，這個就叫做龍腦香，「麝香」，「麝香」大家知道。這

一堆香料了。「五種」就是「根香、莖香、葉香、花香、果香」。就是那些植物或者

農作物本身就有種香氣，不同的部位都有香氣，就可以分成五種。「六種」就是飲食

方面，「食香、飲香、衣香」；「衣香」就是薰了之後的香。「莊嚴具香」，「莊嚴

具香」是什麼？

譬如我們現在有這些都是「莊嚴具」是嗎？譬如我們供佛這些，那些供具，那些

都是屬於「莊嚴具」，或者是打扮，打扮、裝飾都屬於「莊嚴具」。「乘香」，「乘

香」即是車乘那些方面；「宮室香」，住屋方面；七種就是「皮香、葉香、素泣謎羅

香」，這種「素泣謎羅香」據說只有一粒芝麻那麼大的，紅色的，但是雖然它這麼

細，它的香味是很濃、很大的，這種就屬於這種香的。「栴檀香」，就是檀香那些，

「辛香」，「三辛香」即是三種辛辣的東西就形成一種很濃烈的味道，「熏香」，

「末香」，即是磨碎粉的香。「或立八種，俱生香、非俱生香」，「俱生香」是天然

的香氣，「非俱生香」是人工製作的香氣，加工之後的香氣，「恒續香、非恒續

香」，「恒續香」可能應該是天界那些，色界，色界天。「雜香、純香、猛香」，

「猛香」我估計是一些很濃的味道香，「非猛香」等等。「或立九種」，同樣地：

「過去、未來、現在」等等，都是與之前那些分析一樣了。「或立十種，謂女香、男

香」，即女孩的身體本身的氣味，男性又有種氣味等等，男性與女性都有些不同的氣

味。

「一指香」，指這種香的形狀好像手指那樣的，謂之「一指香」，「二指香」、

「唾香」就是口水，人或者動物的口水都有種味道的，當然我們人類可能不是很覺察

那種重要性，但是在動物界就很重要，牠們的口水，牠們的唾液所形成的香氣，可能

是牠們的分泌，不論是求偶、覓食，找路這些等等，這些都是牠們日常發揮很重要的

力量。「洟香」就是鼻涕方面，鼻的分泌那方面的香，「脂髓膿血香」，就在我們的

內臟裡面的那些氣味，「肉（的）香」，「雜糅香」即是混合的，「淤 香」就是塗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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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指擦在身上的那些香。「香」大概是這樣的劃分。至於「味」，「或立一種味，

謂由舌所行義故」我們的舌去品嚐那些東西。

二種就是，內、外。三種就是，「可意」或「不可意」等等。四種，這些味有些

是「大麥味」、有些叫做「粳稻味、小麥味、餘下穀味」。即是穀物方面的味道；五

種，就是「酒飲味、非酒飲味、蔬菜味、林果味、所食味」。「林果」即樹上的果實

等等；「或立六種，（就是）甘苦」、酸甜等等的這些味道。「或立七種，（就是）

酥味、油味、蜜味、甘蔗變味、乳酪味、鹽味、肉味」等等。「或立八種，如香

說」。「如香說」即看前面解釋香的八種的劃分方法。九種亦然，亦根據「香」的九

種解釋而劃分。

「或立十種，就是可嚼味」，即可以咀嚼，「可噉味、可嘗味、可飲味、可吮

味」；另外有些叫做「可爆乾味、充足味、休愈味、盪滌味、常習味」。他說後面這

五種，「後五是（謂）諸藥味」來的。「諸藥味」就是製藥、煎藥的那種特別的味道

就是這五種，一般就是前面的幾種來的。前幾種我們解釋過了。跟著還有一個是

「觸」，「觸」就是：「或立一種觸，謂由身所行（的）義故」。由我們身體接觸；

「或立二種，如香說」。其實即是內與外，「內觸」、「外觸」；「三種」就是「可

意」、「不可意」等等；「四種」就是「摩觸」，「摩」就是一種接觸，撫摸的一種

狀況。

如果是「搦觸」，「搦觸」是一種壓觸；壓的時候，有一種叫做「打觸」；有一

種叫做「揉觸」，「揉觸」就是搓動的。這幾種「觸」如果有按摩經驗的人就應該知

道的，這幾種都是這樣。「或立五種，謂五趣差別」。「又有五種」，即是有五種不

同的分法，五趣是一種劃分，另外五種，一種是「蚊虻」的觸，即是與其他昆蟲的接

觸，「風、日、蛇、蠍等觸」，「或立六種」，這六種就是「謂苦、樂、不苦不樂、

俱生」，「俱生」即天生就是這樣。「所治攝」與「能治攝」，「所治」，特別是

指，譬如是疾病方面，「能治」就是指藥，譬如敷藥等等。這些都是與我們的身體有

接觸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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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七種，謂堅鞭觸、流濕觸、煖觸、動觸」。這些是指「四大」的方面的

「觸」來的，「跳墮觸、摩按觸、身變異觸、濕滑等（觸）」，這是身體方面的接觸

了。「或立八種」，有些就是通過手而接觸的「觸」稱為「手觸觸」；有些是「塊觸

觸、杖觸觸、刀觸觸、冷觸觸、煖觸觸、飢觸觸、渴觸觸」。即是冷熱、飢寒等等的

感覺，其實我們之前解釋「觸」時也有講，不過就是用這樣的名稱去表示。「或立九

種」，就如「香」的講法一樣。「或立十種」，十種就是「謂食觸、飲觸、乘觸、衣

觸、莊嚴具觸」、「床坐觸」，即是睡覺的時候在與被鋪的接觸，現在我們那些沙

發、彈弓（簧）床很舒服，是嗎？以前的床鋪都是很硬的，是嗎？這個也是感受上是

不同的。謝謝！

跟住這幾個「机」，這個「机」應該是指這個「几」，即是那些小的 ，跟住那枱

個「橙」就應該是這個字，這個是「蹬」，這個「蹬」就是以前的人，很多時有一張

〔承腳〕的東西，特別是那些皇帝坐在龍座的時候，他有個腳蹬在那裡，托住腳，托

住腳的，就是這種，可能是以前的人抄寫的問題，其實是應該是這個字。「臺」，這

個「臺」，另外，跟住那個「臺」，「臺」之後的那個，好像枕頭的「枕」就應該是

這個「炕」字，這個就是以前的，特別是北方人，我們見到他們的床鋪，用磚砌成的

那些，所以這幾個字要留意其實是指這幾個。這些都是我們身體接觸的東西來的。

「及方座觸」，即座椅。「女觸、男觸」，即是男女的身體的接觸；「彼二相事受用

觸」。「彼二相」指前面的男、女，意思是男女的情慾方面，互相擁抱或其它交配方

面等等，這種就是「受用」的「觸」。也是身體的接觸來的，是嗎？這個就解釋了很

多種「觸」的情況。最後就講「法」。「略說法界」，這個「法」，最後講的就是法

界，「若假、若實」，有些是屬於假法，有些是實法來的，「有八十七（種）法」那

多，「彼復云何」？麽

這個很厲害，有八十多種，是最多，即是涉及的範圍是最多，因為「法」即是什

麼？其實基本上就是涵蓋了一切法，其中八十七種裡面，其中有五十三種就是「心所

法」。所以第一種就是講這個「心所有法」，「始從作意，乃至尋伺為後邊」。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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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行心所」、「作意心所」一路到那個「不定心所」，「尋心所」、「伺心徧

所」，為最後的，所以八十七法裡面減去其中五十三個，就屬於「心所有法」，「法

處所攝色有二種」，這個與物質有關，剛才「心所法」是精神方面的東西，現在是物

質方面，物質方面就有兩大類，一類就是「律儀、不律儀所攝色」，另一個是「三摩

地所行色」，兩種。

「律儀、不律儀」指「無表色」，是由你那種善的行動、惡的行為遺留的一種力

量，將來能感召果報的，所以這裡據說是一種物質的力量，所以這個是屬於「色

法」。「三摩地所行色」就是在禪定裡面所見到的一些物質的景象，故這種也屬於

「色」的境，所以這個「法界」部分屬於精神的「法」；部分是屬於物質的「法」，

所以既有「心所法」，也有「色法」。還有「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種」，「不相

應行法」是我們思想上的一些範疇，它怎樣將世界劃分出不同的種類，所以這也是抽

象的東西來的，並非實質世界上的東西來的。例如「得」，我們擁有一些東西或成就

一些東西，我們稱為「得」，我成功了！我得到了！等等這些。

但是這個「得」傳統就認為，傳統的佛教就比較執實一些，認為是有一種特殊的

力量，當它能夠與你所做的一些事和合一起的時候，是會令得你成功的，是另一種東

西，當它與你所做的事結合的時候，就會令你成功。但是在唯識宗來講，它就不用這

些方式去理解，唯識宗認為，「得」就是當我們成就一種東西的時候，我們就賦予它

一個概念或名稱叫做「得」而已，其背後並沒有一種實質性的東西叫做「得」。

但是小乘佛教就認為這個「得」是另外一種意義，是一種具體的力量來的。「無

想定」，「無想定」是「不相應行法」來的。「滅盡定」亦然，是一種特殊的禪定狀

況而賦予它一個名稱等等。「無想異熟」一樣，「無想異熟」就是修「無想定」的

人，當他去世的時候，他下一生就會生在「無想天」的，所以這是一個異熟的果報。

「命根」也是一種施設來的，就是說，我們能夠保持我們生命的一種力量，我們大概

將它分為幾種，一種就是我們的氣息，譬如當我們還有呼吸，還有氣息的時候，意味

著我們的生命是延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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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身體有一種暖，暖氣存在，不是凍冰冰的。另外唯識宗還有一種很重要，就

是「第八識」要仍然執持。有這三種就象徵著你還有生命存在，所以「滅盡定」的人

就好像沒有了活動那樣，但是我們還會說他是繼續生存，是因為他還有「命根」，這

個「命根」就包括這三方面的東西。「眾同分」就是指不同的存在界的眾生，他們有

共同的東西，共同的相貌，大家的思維的方式與溝通等等大致上相同，或者大家喜好

的東西都很接近的，這種叫做「眾同分」。

「異生性」就是凡夫的一種狀況，「異生」即是不斷地、不斷地輪回，稱為「異

生」；「生、老、住、無常」或者「生、老、住、滅」等等；這是指有為法的四個階

段。「由無到有」就稱為「生」；由他一路一路衰退就謂之「老」；他持續的時候就

我們就稱它為「住」；然後到一個很大的改變的時候就稱為「無常」，「有為四相」

就指這四方面。「名身、句身、文身」就是涉及語言、概念方面，「名」就是名詞；

「句」是什麼？語句；「文」是什麼？字母。

「流轉」就是指相續，生命的相續，或者事物的延續，這樣謂之就「流轉」，

「定異」，就是形容大家決定不同的狀況，一定不同的，明顯的不同，譬如善與惡是

不同的，因、果是不同的等等。「相應」是說，他們能夠和合在一起，譬如因、果能

夠相應，善的因能夠感得快樂的果報，這種稱為「相應」，一種規律。「勢速」指一

種遷流不住的狀況，很快很快地轉變，它的狀況是保留不到的，它不能夠永恆地保

留，甚至乎（不能）連續兩個剎那或兩分鐘等等。次序、「次第」即是那種序列，即

排列的方式，一、二、三、四等等，這個次序，或先後的次序等等。「時」就是就時

間；「方」就是空間；「數」是什麼？數字、數目。

「和合」，「和合」就是說一種東西與一另一種東西，他們大家不會互相抵制

的，這樣叫做「和合」；「不和合」就是說，它們互相之間存在抗拒的力量，這些

「不相應行」有二十四種，其實都是我們思想的範疇所建構出來的東西，令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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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了解世界的時候，我們是怎樣運用這些東西？我們描述這個世界就很多時都用

到這個範疇，是嗎？譬如說，我們現在處於這個課室裏面，就有幾十位學生在裏面，

是否正在運用很多範疇？譬如課室就描述了地方，然後有個數目，是嗎？這個地方有

幾十個人，而他們在做什麼等等，全部就在我們的描述內，當描述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就用了很多範疇加進去，令得我們大家能夠互相了解，如果沒有了這些範疇，我

們就很難去理解這個世界、描述這個世界的。但是這些是我們「意識」所知的境來

的，就不是眼、耳、鼻、舌所能夠知道，它是我們「意識」能夠了解，或者分別的東

西。

最後這個「法境」亦包括了這種「無為法」，「無為法」有八方面：「虛空無

為」，因為「無為法」那種不變的狀況好像虛空那樣；另外「非擇滅無為」，「非擇

滅」是相對「擇滅」來講的，「擇滅」就是透過智慧的判斷力而得到這種對真理的了

解；「非擇滅」就不是，「非擇滅無為」是說，如果那種條件是不存在的時候，那種

東西就不會出現了。例如一個聖人他已經見了道之後，一般來講惡道、三惡道就與他

已經絕緣，他不會再做一些能夠感惡道的業，由於這個感惡道的緣是缺的時候，這種

就稱為「非擇滅（的）無為」，因為這種情況對於他來說已經是不存在了。

但是這個不存在的狀況並非是透過他的智慧力，而是透過一種緣的缺，因為那些

煩惱、感生惡趣的煩惱力量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它就是一種「非擇滅」的狀況。還有

一種「善、不善、無記法（的）真如」，不論是「善法」、「不善法」或者「無記

法」，它都是「如此如此」的，即是真理是包容了一切，所有一切東西都與這個真理

相關。真理是什麼？如果空宗講的就是「空性」，是嗎？「一切法空」，不論是善

法，其本質都是「空」，不善法也是一樣，無記法也是一樣。

所以「道」是什麼？無處不在，所以包括了善法、不善法，都有「道」的性質或

者「真理」的性質存在。「不動（的）無為」就是指第四禪天，他們苦樂的感受是不

明顯的，只剩下「捨受」，這個「捨」就好像心是不動的，它不受很多東西的影響，

在這種狀況之下他們所了解的那種真實，這種我們叫做「不動的無為」。「想受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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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是指在「滅盡定」所了解的真理，沒有取像，沒有感受，所有微細的

「心」、「心識」的活動亦停止了，這種就稱為「想受滅」，其實就是「滅盡定」。

「滅盡定」亦是體證真理的一種狀況來的。

如果在「無為法」來講大概就是這八種，「廣」就是八；「略」就有六，「廣

八」就是以八方面詳細分析那種無為法，八個方面。如果是簡單將它簡化，就可以講

六方面的無為法，六方面是減了哪幾個方面？你們見不見到括住了「善、不善、無記

法」？就是將這三個擦了去，剩下這個真如，這樣就是六種了。即是如果簡單講就只

是講「真如無為」，「真如無為」就包括了一切，善、不善都是包括在內，所以詳細

講你可以將這個「善真如」、「不善真如」、「無記法真如」，可以「善法真如」、

「不善法真如」，可以這樣詳細講，但是如果簡單講就只是「真如無為」就可以了。

所以「略」就是六種。「若六、若八，平等平等」。即是不論你是講六種也好，

八種「無為」也好，其實都是涵蓋了所要講的東西了，所以是「平等平等」。既可以

增，又可以減，但是增減之中，其實就已經包含了他所要講的內容，這裏已經解釋了

「法境」。所以總括一下「法境」的範圍，「有為法」方面包括了什麼？「心所」是

嗎？「心所法」；我們有時叫它做「心相應行法」，另外就是包括了「不相應行法」

的二十四種範疇。第三是什麼？「色」法，是嗎？有些是「色境」，「法處色所攝」

的東西，這些是屬於「有為法」來的。然後再加多一個「無為法」，「無為法」不是

我們的眼等「前五識」可以了解的，是「第六識」去了解的，所以這個就是所謂「法

界」。

我們一般講的法界就要包括這麼多東西的，就是有為法、無為法所涵蓋的那麼多

東西，在這裡他所講就有八十七法。聽眾：一般「真如」都是講善、真理那些，何解

這裏又講「不善真如」？講者：因為真如是不會劃分善就有真如，不善就沒有真如

的，任何東西都有真如，任何法，任何的存在都有真如在。聽眾：因為有時用真如一

般都是講關於真理的，譬如證了空是真如，這裡的真如……講者：我明白你的意思，

一般我們講的「真如」是賦予一個很高的價值給它，一個最高的真理，所以在這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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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它是「善」的，但是這個「善」就是我們怎樣評價，在世界萬法之中，它是最高

的，它是最高的一種「理境」來的，所以我們說它是「善」 ;但是這裏的「善法真

如」與「不善法真如」就不是，而是平等所有一切法都沒有離開這個真理，這個真理

是遍一切的，所以不論是善的、好的東西、不好的東西，或者無記法的東西，都有這

個真理在這裏，或者有這個「空」在內等等。我們一般可以將這個真如當是「空」、

「空性」，一切法都有「空性」，善法又有「空性」，不善法也有「空性」；無記法

也有「空性」，所以我們說真如是善的時候，就看他是指什麼，講了如此多的東西，

我們怎樣評價？最高的評價就是真如，但是如果就真如是一個普遍性的意義來講，就

普遍於善法、不善法、無記法，那是一個「普遍」的意思，可以嗎？

再做一些分別，即再做一些區分。就是基本就是這個「法」、這個所謂「法界」

是涵蓋這些內容的，這些「存在法」，但是如果再分別，就是「復次，法界」，「或

立一種」，好像前面的劃分法，「謂由意所行義」，這些全部是「意識」所知的境界

來的，「意所行義」。「或立二種，謂假所攝法、非假所攝法」。這種「假所攝

法」，這裏又要分一些屬於有實質性或者無實質性的東西，譬如這種「不相應行法」

在唯識宗來說是屬於「假法」，因為它是我們概念的構作來的，你可以整二十四個範

疇，十幾個範疇都可以的，是假立的東西，所以這些是「假法」。

「色法」裡，有些是「假法」，譬如「無表色」或者「律儀所攝色」是假設、假

立出來的，但是那個禪定所見的「色」是真實的，你定中所見的那種物質的現象，那

個是真的，是確實有那種力量的，所以那種是「實法」，所以裡面有些是屬於「假所

攝」的東西，有些是「實所攝」的東西來的，即是裡面有假有實。真如亦然，真如是

八種真如，其實基本上最主要是只有「真如無為」是最真實的，其它都是假立的，即

是某種意義來講，它是在真如到再分一些，做一些分析，實際上就只有一個真理，所

以裡面就有假有實，「心所」也是，有些「心所」是有實的力量，有些是假立的力量

而已，所以又有假又有實。所以有些是「假所攝的法」，有些是「非假」，「非假」

的意思是有真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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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三種，謂有色、無色及有為、無為」。這裡三種的劃分，「有色、無色」

的劃分，什麼是「有色」？「有色」就是物質，「無色」是什麼？「心」那些，

「心」就屬於「無色」。「及有為、無為」，「有為、無為」其實在前述的「有色、

無色」中，應該是在「有為法」裡包括在內的，然後就再加上這個「無為法」，所以

所謂「三種」，三種是應該是「有為（的）有色」，「有為（的）無色」與那種「無

為法」。「或立四種，謂有色假所攝法、無色（的）心所有所攝法」，這個「有

色」，「有色」即是物質現象，「色法」裡面，有些是「假所攝（的）法」「無色」

就是「心所」那些，這裡不是指無色界，而是它並非物質現象的意思。

所以屬於「精神法」來的，這個是屬於「心所」，「心所有所攝的法」來的。還

有一種是「無色法」，它也不是物質現象，是「無色法」，但它是「不相應（的）假

所攝法」。還有「無色無為」，「無色無為」的「假（與）非假所攝法」。怎樣

「假」？前面講，基本上有五種是假的，「非假」有三種，三種就是「善、不善、無

記法」，那個真如就是「非假」，再簡單就是「真如無為」，這個就是「非假」的。

即是現在他替你們再區分，哪些是物質，哪些不是物質，物質之中哪些是實，哪些不

是實等等。然後「或立五種」：「心」，這是「色法」；「心所法」、「心不相應行

法」，以及那個什麼？「無為法」。「無為法」就是什麼？加上「善、無記」等等。

即是說我們一般指的「五位」，「五位」就是這個意思了，「五位百法」，或者

「五事百法」這些，即以五個大的範疇概括了世間萬象。「或立六種」，六種就是

「受、想、相應行、不相應行、色、無為。」一樣的，即是另一種的劃分，但這種並

不普遍的。「或立七種，謂受、想、思、染污、不染污、色、無為（法）」。「或立

八種，謂善、不善、無記、受、想、行、色、無為」。因為「受」、「想」就包括了

「心所有法」，「心相應行法」，「行」、「行」主要是指「不相應行法」，也有

「相應行法」的。「或立九種，謂由過去、未來等差別」。這九種是與之前所講的九

種的劃分一樣。

「或立十種」，這「十種義」就是：「隨逐生義」是第一種，「隨逐生」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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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作意心所」，「二、領所緣義」，就是對這個所緣境有「領受」，這個

是指「受心所」。「三、取所緣相義」就是指「想心所」；「四、於所緣造作義」，

即是對於所緣然後你有所行動，這個就是「思心所」，「（第）五、即彼諸法分位差

別義」，「分位差別」就是指「不相應行法」，「分位差別」。「（第）六、無障礙

義」，「無障礙義」就是指「虛空無為」，「（第）七、常離繫義」，「常離繫」就

是你的智慧判斷令你不會受煩惱束縛住的，這就是「擇滅無為」。「第八、常非離繫

義」，「常非離繫」即是「非擇滅無為」，它不屬於智慧的揀擇。「（第）九、常無

顛倒義」就是指「真如的無為」。「（第）十、苦樂離繫義」，「苦樂離繫義」就是

前面講「無為法」那裏，是指那個「不動滅無為」，即是沒有苦受與樂受了。然後最

後那個，其讀法就是「非受離繫義及受離繫義。」「非受」是什麼？「非受」是指那

個「想」，「受」就是指那個「受」，其實這兩個合起來就是指那個「想受滅無

為」，這麼長的名稱，其實就是指那個「想受滅無為」的那個講法。

即是說這十種其實就是前面的那一大段內容的再一個劃分方法，總共就是這麼多

種劃分。跟住就「結說」了。總結，總結前面所講述的「如是若內、若外」，即是不

論內、外的劃分法，「六處所攝法」，即是「色、聲、香、味、觸、法」六方面，所

攝的「法」的差別，「差別」即是種類，這麼多種東西，「分別有六百六十」。即是

剛才我們這一課就講了六百六十法那麼多了，這「六百六十法」其實簡單就是講「五

位」，「五位百法」大家都識得，「五位百法」，世親（Vasubandhu）那部《百法

明門論》就是分析了宇宙萬有，簡單就是將它分為「五位百法」。

《瑜伽師地論》是講「六百六十法」的，就是這樣分，每一種又立若干種，世親

（Vasubandhu）擔心我們怕繁瑣，就將「六百六十法」縮減為「百法」，即是將它

精簡為「百法」的，但是我們知道，佛教再前期一些的時候，在部派佛教的時候，其

實他們也是有的，是嗎？「五位六十七法」、「七十五法」這些，都是有的，他們已

經基本上做了這些分類。不過瑜伽行派的時期又再廣泛些、再概括多一些內容，就成

為「六百六十法」。簡單一些，較適中的就「五位百法」比較好一些，「五位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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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比較容易記，同時基本上也概括了許多種類，不過我們知道，種種的劃分方法

其實都不外乎這個綱領，以這個綱領為主而已。我們本堂先講到這裏，下一課應該就

會講完這個〈意地〉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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