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廣五蘊論》，這在手上，大家都有一部份的講義，就不齊的，因為這個講

座一共是講六次，這堂之後呢，下個禮拜就休息了，是嗎？再隔一個禮拜才繼續，就

是一月份講四次，不知三次還是四次？四次，到十七號才再講，這樣二月份就講兩

次，就是加起來是六次，這個日期你看那個報告版就知道了。那麼，這個題目就是

《大乘廣五蘊論》。

《大乘廣五蘊論》呢，大家都知了，就是這位作者，就是世親菩薩了，叫做，他

原有就不叫做《大乘廣五蘊論》，叫做《五蘊論》。《大乘五蘊論》。這樣，《大乘

五蘊論》與《大乘廣五蘊論》有甚麼不同呢？這個「廣」字的意思呢，是解釋這樣的

解法。這是另外一個人，這位叫做安慧。安慧是世親菩薩的大弟子，因為世親菩薩有

很多弟子，最出名的就是安慧與陳那。這位安慧呢，這位安慧呢，他傳是世親菩薩那

個阿毗達磨那部分的，即論藏那部分的。

這樣它的題目，因為是解釋那部《大乘五蘊論》呢，就加這個「廣」字了，叫做

《大乘廣五蘊論》。這個「廣」字的意思是解釋。這樣，我們所用的資料呢，就是用

《大乘廣五蘊論》，《大乘廣五蘊論》講了的時候，一定是《大乘五蘊論》講了，因

為《大乘廣五蘊論》就包括了《大乘五蘊論》了。這樣列的題目就很得意，《大乘廣

五蘊論》的第一，就講世親的《大乘五蘊論》，又講安慧的《大乘廣五蘊論》。這樣

《大乘廣五蘊論》就是解釋世親菩薩的《大乘五蘊論》。

《大乘五蘊論》呢，好像《成唯識論》，你讀了的時候呢，一定知道《唯識三十

頌》講甚麼的，因為《成唯識論》就解釋《唯識三十頌》的，這就不用另外讀《唯識

三十頌》了。這樣，讀了《大乘廣五蘊論》就自然明白世親菩薩的《大乘五蘊論》

了，就不用另外再讀《大乘五蘊論》。你看藏經是兩本書來的，就是藏經裏面呢，

《大乘廣五蘊論》是一套書，這樣《大乘五蘊論》又一套書，讀的時候呢，沒有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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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乘五蘊論》的，（會）讀這套《大乘廣五蘊論》，因為「廣」是解釋了啊！就

是解釋得清楚一點。

那麼，為甚麼會選講這個《大乘廣五蘊論》呢？為甚麼講《大乘五蘊論》呢？簡

單講了，為甚麼講《大乘五蘊論》呢？講「五蘊」呢？其實，「五蘊」就是佛教的基

本的名相來的，因為原始佛教講「三科」，「三科」就是甚麼呢？就是「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這些呢，是將一些概念，佛家概念呢，將它羅列了，排列

了。這個思想系統呢，思想的本源呢，講「緣起」呢，就是講「四聖諦」、講「十二

因緣」，就指他們的修行，那個境、行、果的關係，講因果關係。但是，講名相呢，

講概念啦，講「五蘊」就不需要因果關係，就將名相詳細排列出來。這樣，為甚麼佛

又要講「五蘊」呢？將名相排列出來幹甚麼呢？

這樣，在原始佛教《雜阿含經》講「五蘊」就不是單獨講「五蘊」的，講「五

蘊」一定要扣住一個很主要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佛教不承認有一個「我」體，一個

靈魂的實體。這樣就要破這個「我執」，破這個一般世人有個「我」，有個「我」，

把神我這樣的執著破斥它，一定將我們的生命的整個結構，就詳細做一個分析。

分析的方法呢，在《雜阿含經》呢，就用「五蘊」來分析了，是把我們的生命

體，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體，無論你是執有我或是無我，都如實地這樣將它分析出

來。分析結果是怎樣呢？是五堆東西，五個聚集體，五聚，這個「蘊」字，這個

「蘊」字呢，我們會再詳細解釋的。就解五聚的東西，五集聚的東西，五堆東西，就

是用普通的俗語。

在梵文裏面，叫 skandha，skandha，就是一聚，aggregation就是一聚東西那

樣。這樣就有五聚東西，我們的生命就是五聚東西。一般人呢，他執有個靈魂我體

呢，一是在「五蘊」上執，一是在「五蘊」外執。在「五蘊」之上執這個靈魂我體

呢，叫做「即蘊我」。我們生命的這個「五蘊」，他以為是個靈魂，實的我體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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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五蘊」之外執另外一個靈魂我體呢，就叫做「離蘊我」。離開「五蘊」另外有

個我體。這樣，在原始佛教裏面，即是《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那些典籍裏面

呢，去建立一個「五蘊」，就要來破「我」的。

最主要的破法呢，就是在「五蘊」之上，如果你執有靈魂呢，我們就來一個深入

的考察，「五蘊」上可不可能有一個不變的，主宰性的，永恆性的，一個統一性的，

一個這樣的靈魂我體存在呢？這樣就先觀察，將這個「五蘊」，一蘊蘊的看了。「五

蘊」就是五堆東西啊，哪五堆東西啊？就是色、受、想、行、識。就是色蘊、受蘊、

想蘊、行蘊、識蘊。我們下面詳細講，簡略就是（這）五堆東西。

這樣「色蘊」就是物質的，即是我們的軀體，軀體。「受蘊」呢，就是我們感受

快樂，痛苦，不苦不樂。「想蘊」呢，就是我們認知的時候，把我所認知青紅赤白，

長短方圓，認知的時候，一定有個像被我們吸取，這種取像作用呢，我們叫做想。

「想」不是思想啊！這個「想」就是將外景拿了一個影像出來，這樣叫想。因為透過

想，就建立名言了，建立語言概念。如果沒有「想」的時候呢，就不能夠建立語言概

念的。這個道理下文另外再分解。這樣「行蘊」就是造業，這個「行」即是說思心所

來的，這個「行」，做善的行為，惡的行為，不善不惡的行為。這樣最尾的第五蘊

呢，「識蘊」就是六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這六識，這六識是了別的作

用，我們人有認知作用，我們的認知作用，主要的認知作用就是這六大類。

這樣就變了「五蘊」了，這樣「五蘊」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色蘊」，就是「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個「色」了，就是我們《心經》的那個「（色）蘊」了，就是

物質性的，即是我們的軀體，因為我們的軀體用物質組成的，你那個骨骼，你那個肌

肉，等等，你身體裏和暖的溫暖的熱能等等都是物質啊。

這樣至於「受」、「想」、「行」、「識」就是精神的，精神活動來的。

「受」、「想」、「行」三種是心所來的。這個識呢，我們的心王，都是精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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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我們的生命過程中，不外是物質與精神的配合體，就叫做生命體了。生命體，這

個物質性的軀體可不可能有個靈魂啊？

這樣物質性的軀體是無常的，BB一生出來的時候就（重）六磅，他之後呢，就

一呎半高，那麼慢慢長大的時候，他就七呎高，  一百二十磅，到再老一些呢，他就

會縮水了，他由七呎高可能變到六呎八了，會縮的，因為寒背啊，因為那些軟骨磨損

了，退化了，是吧？那個高度呢，度一下都會損（減）的。這就是說，由六磅幾至有

二百磅的時候，不是一下子變這麼多的，是每日變，如果每日變呢，就是每一分鐘都

變，每一剎那都變，這就是無常啊！

無常就不是永恆的，起變化的。這樣起變化的時候，你說有靈魂，靈魂是常的，

永遠都是這樣的。這樣現在我們發現我們的軀體不是常的，顯然這個不是靈魂體。還

有啊，無常的東西是引致痛苦的，你的身體會有病、有老、有死亡與痛苦的。如果這

個軀體是你的主宰，那麼你主宰自己，想自己病，想自己受苦，會不會呢？不會的

啊。顯然這個軀體不是主宰性的軀體。這就是顯然這個不是一個靈魂的個體。

這個靈魂自己要主宰一個我啊，你自己定義了，界定了它自存的，永恆存在的一

個統一體來的，一個主宰體，這樣的我體。現在違反了定義，完全不符合這個靈魂主

體的定義，不能夠自主的！那麼這個靈魂不能夠自主的，就不能叫做靈魂了。這個軀

體，這個「色蘊」就不是靈魂。那麼「受」、「想」、「行」、「識」那四蘊，一

樣，四蘊是無常的，它就是苦的，苦自然就是無我，苦之所以無我呢，因為苦，你說

我是主宰，這樣它一苦呢，即是主宰不到。因為你想快樂，你常常都想快樂，偏偏得

不到快樂，這肯定不是主宰了。

這就是說，「五蘊」裏面，「色蘊」乃至到「受」、「想」、「行」、「識」，

其餘每一蘊都不是主宰，都不可以有主宰性，所以都不符合那個「我」的原則。因此

呢，我們知道整個「五蘊」，無論是每個看與合起來看，都不可以變「我」，因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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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蘊都無「我」，你將五個蘊放在一起啊，都不會是「我」啊！好像一個盲的人看不

到顏色，你找一百個盲人看顏色也看不到啊，是吧？所以你加起來「五蘊」，合起來

看又都不會是靈魂我體。獨立來看亦都不會是靈魂我體。

你說，這個「即蘊我」不成立，「離蘊我」成立了吧！我離開了我們的「五蘊」

裏面，可能這個靈魂我體在「五蘊」裏面，可能這個「五蘊」在靈魂裏面，或者「五

蘊」在靈魂裏面，靈魂又在「五蘊」裏面，這樣相撞，這樣可能嗎？這都不能啊！因

為離開靈魂，不是，靈魂離開那個「五蘊」，另外有一個主宰性，這樣又能夠造業，

又能夠受苦樂呢，是沒可能的！因為我們能受苦樂，我們的行為呢，一定是在「蘊」

上做的！

那麼你感受到苦、感受到樂，這個就是「受蘊」，是吧？你能夠造業，這個就是

甚麼「蘊」啊？「行蘊」。這樣離「蘊」，你離開了你的造業，這個「行蘊」，又離

開了「受蘊」來感受苦樂，哪有這樣的事啊？這就「即蘊」非我，「離蘊」當然非我

了，整個佛教講「五蘊」是這樣講的。所以，在原始佛教裏面講「五蘊」是很簡單

的，就好像我剛剛說的那樣就講完了。在《雜阿含經》裏面講「五蘊」呢，就只是用

十分鐘就講完了，這麼簡單。

但是，佛教的那個名相就慢慢慢慢地增加下去，因為解釋很複雜的東西，初初只

是講人生簡單的破「我」啊，又講「緣起」啊，「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這樣

簡單的只是這麼多東西。但是呢，要解釋宇宙萬象，又解釋輪迴，要解釋修行證果，

（解釋）境、行、果的時候呢，開出來複雜的概念，就不是一兩個概念就講得完了。

因為每一種學問，它之所謂成為學問的時候呢，它將這些經驗累積累積累積，這就多

了很多東西了。（就像）初初我們學電腦，很簡單的，但是現在我們複雜了，是吧？

這個問題就是它那個思想越系統化，越進步，那麼這個概念就複雜了。

佛教一樣啊！佛教初初很簡單，我們讀原始佛教的東西很簡單，那些經就一百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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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字一篇，一部經了，所以有幾千部經在《阿含經》裏面。但是呢，後來的經很長

的！十卷，有些就一百卷，有些就怎樣？  六百卷，《大般若經》啊！這麼複雜！這

樣於是由簡而繁，這個是必然的！可以講是必然的！它在一個文化體系裏面一定是由

簡而繁，由簡單的變了複雜。這樣變複雜的時候，「五蘊」就變得複雜，就不是剛剛

那樣簡單了，不是說「色受想行識」那樣五句說話就講完。

這樣後來所有的部派思想，即是佛教分裂了之後，那些討論小乘學派的那些部派

思想。這樣大乘經論出來的時候呢，大乘又有它自己獨立的不同的思想，又有中觀學

派，又有甚麼啊？唯識學派，又有密宗的思想，又有這個如來藏的思想，這樣的時候

呢，需要多一些的概念，需要多一些的名相。這樣於是呢，多了名相的時候呢，這個

「五蘊」的內容就不是三言兩語就講完了。

這樣因此，世親菩薩在世的時候呢，佛滅度九百年之後他才出世啊，他死的時候

離佛滅度有一千年，那麼這一千年時間呢，已經與原始佛教的那個名相來比，是增加

了很多，尤其是呢，在小乘學派裏面，就是包括那個說一切有部、正量部、經量部、

犢子部，那些部派就各有各的自己解釋佛經，成立很多概念。

這樣，這些那麼複雜的東西就要統攝起來了，因此世親菩薩就寫了一本論，就是

這本《廣五蘊論》了。《廣五蘊論》呢，就加了兩個字進去，加了「大乘」，就是小

乘那些呢，我們會提，但就不是主要，從大乘唯識的角度去解這個「五蘊」是甚麼。

如果了解到「五蘊」的時候，就知道甚麼呢？知道我們的生命，每一個 生的生衆

命的內容是甚麼，他的結構是怎樣。這就透過「五蘊」的分析，一方面掌握了每一個

生命體裏面的內容結構。另外呢，這個生命體的結構之外呢，它有認知這種東西的，

這個生命啊，生命不只是我們的軀體，所有被我們認知到的東西都是我們生命的一部

份。因為甚麼？這個眼識就不只是眼球就是眼識啊，識之所觀之處，這個相都是眼識

的一部份。就是這個境啊，就是被我們的眼識所觀的這個色境都是眼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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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說，我們的眼識看多遠呢，眼識看這整個世界啊，可以張開（眼睛），夜

晚抬起頭，「舉頭望明月」，又看到北斗星，這樣銀河系的星，還有其他，牽牛星、

織女星，其他星系。那就是說，我們的生命體不只是眼前的這個有限的生命體啊！可

以看到無邊際那麼遠的所對境都是你的眼識的一部份，就是我們要這樣看啊！這樣你

的生命就從有限變了無限擴展的，這樣才是有意義，這樣人的價值才能如實地去了

解，就不真是你的生命有限的軀體這麼少的。又這樣的時候呢，我們就了解到「五

蘊」的時候呢，就不只是了解軀體，個人軀體之外呢，個人軀體所了知的對象都包括

在「色蘊」裏面了。

所以，「色蘊」本來就是我們的軀體，但是將「色蘊」擴大被你認知一切法，物

質性的，所有物質性的。乃至到我們意識所認知的，不只是眼、耳、鼻、舌、身識，

眼、耳、鼻、舌、身就是物質性的，所了知的境一定是物質性。這樣意識呢，就是精

神活動來的，精神活動所對的境，有些都是屬於「色蘊」的，叫做「法處所攝色」。

很大範圍的，五大類啊！這就是物質現象不只是被我們的眼、耳、鼻、舌、身來接觸

的，甚至被我們的意識接觸，因此用「五蘊」這個概念就可以擴到「十二處」，再擴

到「十八界」。

這樣，我們講《大乘廣五蘊論》的時候，我們一方面希望聽 在六講中了解這個衆

生命的結構之外，還要了解到宇宙的結構，整個宇宙不外乎這個「十二處」、「十八

界」，「五蘊」是攝「十二處」、「十八界」，除了一種不能攝，就是無為法不能

攝，這個真如體它不包攝的，所以無為法是不討論的，「五蘊」不討論的。

這樣因此呢，我們就講六堂的《大乘廣五蘊論》。跟著我們要講的《大乘廣五蘊

論》所依的譯者呢，就是一個在唐朝唐高宗的時候，在唐高宗的時候玄奘過身了，玄

奘滅度之後了，他來中國的一個三藏，叫做日照三藏，日照三藏這個梵文譯文名叫做

地婆訶羅，叫做 Div karaā ，Div karaā 這個就是梵文了，Div karaā 這個名照唐代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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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叫做地婆訶羅，地婆訶羅，這樣中文譯做日照，太陽照射。

他的年歲，我們有考是 613（年）至 687（年），唐高宗的時候，就是後過玄奘

法師的這位法師，他不出名的，因為他與玄奘法師比呢，就玄奘出名了，雖然他不出

名，但是這本論出名啊！《大乘廣五蘊論》出名啊！這譯者就不是很有名氣的翻譯

家，但譯得不錯。

我們看講義裏面的第一版，還有啊，第一版呢，我們有個科判的，這些科判就是

直行這樣列的，在這樣的科判之外，我又將它改了一個這樣的表列式，

甲一，總標五蘊

甲二，別釋五蘊

甲三，別釋蘊義

這個表列呢，我打了印過一份，下一堂，下一堂吧，不用抄了，下一堂，我們麻

煩工作人員將這個表再印一份給大家，或者就這樣影印一份，如果你需要的時候就兩

個表（看）。這個表容易看一點啊！

《大乘廣五蘊論》就分開四大段而已，第一大段就是「總標五蘊」，就是或者五

蘊是甚麼？就是「色、受、想、行、識」，講完了。第二段呢，就是別釋「五蘊」的

事相，就分別去將每一蘊的每個內容，事相即內容，詳細的內容叫事相，詳細的內容

呢，講出來了。這樣第三大段呢，即甲三，就叫做將事相列了，就將內容列了，還未

解甚麼叫做「蘊」，於是這一節專講為甚麼那些事相叫「蘊」。於是就是「甲三、別

釋蘊義」。其實這樣就講完了，到此就講完了，全講完了。

但是呢，因為佛教的那些名相與另外的名相很多有相攝的，就是一種名相與另一

種名相的名稱不相同，但很多內容彼此相關的，因此另外開一節就講「三科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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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解釋「三科」的其餘的意義。「三科」，我們講了「五蘊」，「五蘊」一科，

「十二處」一科，「十八界」一科，於是在這裏將「五蘊」、「十二處」、「十八

界」的內容呢，就是一個交攝地這樣研究，「五蘊」的內容哪些等於「十八界」，哪

些等於「十二處」，就在下一節來處理。

這樣越後就發現了，越前的（內容），安慧的注釋越多，越後呢，安慧的注釋越

少了，講到這個「十二門」來分辨的時候呢，安慧是根本沒甚麼大的注釋了，就完全

將世親菩薩的《大乘五蘊論》照列出就是了，這樣越前就越有詳細的分析。這樣至於

「甲二」裏面就有很多內容了，因為「別釋五蘊」，於是第一部分就「別釋色蘊」，

第二部分就「別釋受蘊」，第三部分就是解釋「想蘊」，第四部分就解釋「行蘊」，

最後就解釋「識蘊」了，這樣就「色、受、想、行、識」這「五蘊」。

下面呢，就是解「色蘊」又分開幾節，解「受、想」很簡單，就不再分析了，這

樣「行蘊」又分開三節，三節裏面呢，「丙三」是再次詳細解釋的。這樣那些簡目就

列了出來，那些細目呢，這就不列了，你自己看就可以了。這張表就很清楚，知道整

本論裏面的內容綱要是怎樣的。啊，你劃了，你做了，好了，這就不用做了，阮惠芳

她說已經為我做了一個這樣的表了，只是欠這一條未加入，這樣你自己就加上去，即

這個表了。

這樣然後，我們今日就繼續講了，就是講「甲一」，就是這處「總標五蘊」。

「總標五蘊」，這段文字很簡單啊，「論」字呢，這裏的「論」字呢，就是表示這本

是世親菩薩的《大乘五蘊論》。當寫這個「釋」字的時候呢，這個就是《大乘廣五蘊

論》，因為「廣」是釋的意思，是解釋《大乘五蘊論》的。當有個「注」字呢，當寫

這個「注」字的時候呢，就是在近世有個對佛學的研究者，叫做蔣維喬先生，我用了

蔣維喬先生的《大乘廣五蘊論注》的，這即是說這段文字呢，就是講蔣維喬先生的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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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看第一個了，「總標五蘊」，他說「論」，世親菩薩的《大乘五蘊論》

了，「佛說五蘊」，佛說的，《雜阿含經》講的，「佛說五蘊」，那麼「五蘊」即是

甚麼呢？「謂」，就是解釋「五蘊」了，就是「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那麼這個「蘊」是甚麼呢？「蘊」就是 skandha，skandha的意思呢？即是積聚的

意思，即將很多散列的東西合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這就叫做「蘊」。就是說「色

蘊」，我們這個軀體，有很多東西的，有手、有腳、有眼睛、有耳朵 等等的東西⋯⋯

合在一起，這就是「色蘊」了，這個就是軀體。

這裏就是依蔣維喬先生的注來講的，那麼蔣維喬先生的注很多的，很長的，就是

這本，就是這本了，這個時候呢，我就只將他的重點抽出來而已，如果不是呢，這個

講義就不如買一本書了，這個重點就寫出來，那些不是重點的，我就口講給你聽，那

些更加不重要的就略去了，因為讀書都是這樣的，就不可以將本書由頭讀到尾的。

我能夠凌空的將這個重點，將這個最主要的東西提出來，這樣已經夠了，你只要

詳細的地方，不再次講了，你自己看就應該可以了。這樣，蔣維喬這本書，還有單行

本，有線裝本，因為他都是老先生，死了很久了。這之外，你想看《五蘊論》的資料

的詳細注釋呢，還可以看熊十力先生的，叫《佛家名相通釋》，就全有了，《佛家名

相通釋》裏面含有每一個概念，「色蘊」是甚麼，「受蘊」是甚麼，這個「想蘊」、

「行蘊」、「識蘊」等等都有很詳細的概念。

那麼，蔣維喬先生就是我的老師唐君毅先生的老師，即他是我師祖。熊十力先生

是我師祖來的，你亦可以去買一本，中華書局有，台灣版也有，熊十力先生都是很出

名的作家、思想家，你們可以看他的作品。好了，這樣「甲一」就這麼多了，就是第

一項，因為總標，「五蘊」是甚麼「五蘊」呢？就是「色、受、想、行、識」。這樣

詳細「五蘊」，這樣怎麼解，我已經解過了，無需要再解。這樣第二節，即「甲二」

了，就「別釋五蘊」，這個事相，即「五蘊」的內容了，「五蘊」的內容，這內容裏

面呢，這個「別釋五蘊」事相。「別釋五蘊」又分開五節的，別釋「色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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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想蘊」、「行蘊」、「識蘊」，這樣今日就只講這種，只講「色蘊」。

這樣「色蘊」有些甚麼呢？於是別釋「色蘊」，這然後分開三節，第一節呢，

「出體」，第二節講「能造色」，第三節就講「所造色」了。「色蘊」是兩種東西，

一種是「能造色」，一種是「所造色」。「色」是物質，在梵文裏面是 r paū ，「r-

-p-aū 」，r paū 。「色」呢，就分開（來看），眼識所見到的那個又叫做色，但這個

不是，都是色，都是色蘊的一部份，這樣青紅赤白都是色啊，但是青紅赤白的「色」

是不夠「色蘊」大的，「色蘊」很大啊，裏面的一部份是眼所見的，有些是眼所見

的。

看下去，先「出體」，「丙一」，解釋甚麼叫色蘊，「云何色蘊」，甚麼叫做色

蘊呢？他說兩大類，「謂四大種」，第二，「及大種所造色」。這裏詳細講呢，「色

蘊」就是「四大種」與「四大種」所構成的物質活動。這個「色」字就是物質活動，

顏色都是物質活動的一部份，所以這個「色蘊」是大的，色境是細（小）的。既然

「色蘊」就是「能造色」與「所造色」，這樣進一步問甚麼叫做「能造色」啊？解完

問甚麼叫做「所造色」啊？

所以「丙二」呢，就講「別釋能造色」，講「能造色」了，因此我們的表裏面

呢，解釋「色蘊」的時候呢，就是「丙一」、「丙二」，第一就是出體，第二，這個

體就是「能造色」與「所造色」，那麼跟著「丙二」就解「能造色」，「丙三」就解

「所造色」。你發現它的系統性很強的，每一節與第二節（下一節）有連鎖關係的。

這樣就進一步解「四大種」了，就是「能造色」，四大種為甚麼是「能造色」

呢？下面了。「云何四大種？」「云何」即（解作）甚麼是，就甚麼是四大種呢？

「云何」這個概念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為甚麼，第二種解法是甚麼，是甚麼都是「云

何」的（解釋），這就看某種情況，我們的解法就不同了。在這處呢，「云何四大

種？」就（解作）甚麼是四大種呢？這樣就解了，「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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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界」這種東西，就是地大種了，這個「界」字解作大種。

第二，「水界」就水大種。「火界」就火大種。「風界」就風大種。這樣「大

種」的概念是甚麼呢？這樣根據蔣維喬先生的注，「大種」呢，這個「大」字就是廣

大，廣大；那麼這個「種」呢？就是「能為造色作因。」能夠做「所造色」的因，這

個「因」就是呢，物質因，這個是物質（的因）。因為「因」有很多種，我們用西方

思想的，構成這個所造色的構成體，這個物質的構成體。

譬如好像說，這種牆，構成牆的因是甚麼啊？這種磚瓦，是吧？就是說這種牆壁

是透過磚瓦木石構成的，這樣磚瓦木石就是這種牆的因了。這個「種」，「種」字的

意思呢？就是呢，是因的解釋，這個「種」字，「種」字是因的解釋。「大種」的意

思呢，普遍存在構成物質的因，的淵源，的來源，物質的來源。所以用「種」，所以

能夠做「所造色」的物質來源的，這樣所以「大種」就是廣大的因，這樣的解釋。這

樣「為所依處」，是這個所造色所依靠的地方，好像這種牆是用磚瓦木石構成的時

候，這種牆是依磚瓦木石而有的。

這樣（了解）「所造色」的時候，譬如我們這個身體就是所造色了。「所造色」

是依甚麼？地、水、火、風這些四大種所構成的。那麼「四大種」這個名相是古老

的，在現在以新的名相去講的時候呢，是四大元素。即是現在西方用化學的時候，講

化學的 elements ，我們不只四大 elements，有百多種 elements，是吧？這些叫

氧，那些叫氮，那些叫做碳，等等，這些叫做 sodium，這個 calcium，各種的那些

名相。這個叫做氫，氫氣的「氫」，譬如水，水叫做 water，是由氫與氧兩種元素組

成的，這樣氫與氧就是種，大種。

這樣，古代人他不懂化學元素，他就知道這個物質以為用很簡單的元素構成，那

麼有幾多種元素啊？四大種元素。那樣，不只在印度啊，在西方的那個希臘都講「四

大種」的，是吧？地、水、火、風。有個思想家叫做 Thales，一個泰爾，譯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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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他說，人的宇宙的最後那個根源是甚麼啊？是水，是吧？又有人說宇宙的根源是

甚麼啊？是「四大」，是吧？有人說 atom 是最後的元素，就越往後講 atom

了，atomism，這是一早有的了。

就是說在印度講「四大種」的時候呢，不是印度獨有的，在西方，在古代西方人

那個思想界裏面一早有「四大」了，有「種」這個概念了。因為印度人那些雅利安族

就是與西方人同種的，是中亞細亞的種，有些向西發展，有些向東發展，有些向南發

展。向南就是非洲，就是希臘啊，不是，是埃及，那個以色列啊。那些民族向西就甚

麼啊，變成俄國人，變成意大利人，變成匈牙利人，變成英國人。向東發展就變成印

度人了，印度土著那些高鼻樑，白色的肌膚，肌膚白，但是現在不白，因為曬得多變

黑了，本來很白淨，所以那些印度人住在西方，住了幾代的呢，他已經變白了很多，

與西方人沒甚麼不同的了，是吧？

因為受了後天的陽光影響，因為抵受那些紫外線，這就使到肌膚黑一些，就不那

麼容易被那些紫外光侵害你的細胞，那麼你患皮膚癌的機會減少。那些白人曬多了就

很容易患上皮膚癌，因為那些黑色素不夠強來抵禦那些紫外光。因此呢，雅利安人本

來是白人，本來是白種人，但是他們後來經過這麼多千年，  三千多年，因為由中亞

細亞去到印度有三、四千幾年這麼長，這樣長的時候呢，他一代傳一代，就受太陽的

照射，因為熱啊，這樣的時候，肌膚就變顏色了，就是這樣。因此，這個「四大種」

的概念就不是印度人獨有。

中國人不是講「四大種」的，中國人講甚麼啊？「五行」啊！講「五行」的，

金、木、水、火、土，金就是一種元素來的，木也是一種元素，水、火、土等等（元

素）。後來呢，將這個「金、木、水、火、土」的解釋就多樣化地解了，就不只是講

元素，就講到一類東西，一類性質的東西。這樣你用在占卜也可以，用在醫人也可

以，（譬如）金太多，就用些甚麼去補它；水又太多，就用些甚麼去補它，用在醫學

上，這就很難學了。這樣所以中國的醫學就很難學了，因為它有很多套系統，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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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陰陽五行一個系統，有些不講陰陽五行，就另外一個系統，這樣在中國講醫學

就很複雜了。這些我是外行了，我是拋磚引玉而已。

所以，這個「界」字，「地界」就是地大種，那麼這個「種」字的這個概念是古

老的，因為種可以生芽啊，可以變成一些其他制法那樣，所以根本，所以這個「種」

字，這個「種」字，因也，即造一切現象的因，物質現象的因，所有物質現象都是由

四大元素所構成的。這樣。這個「界」字有很多解法的，「界」字解作因也可，又解

作分類也可，這樣又解作能持的力量也可，這個「界」字就掌握了。

他說，「界」呢，為甚麼叫做「地界」呢？「界」即能持大種的自體。「地

界」，「地界」即地大種。「地大種」即硬的東西，很硬的東西，堅硬的東西，堅硬

的東西，這種東西自己，它都是存在，自體存在，要自己持自體，不要分裂開了，如

果它自己可以分裂了，就不是叫做「大種」。

因為「大種」就是不能再分裂的了，是吧？它「能持自性」，能持「種」的自

性，就是說「種」就不能再分析的了，是極微來的，分析到「種」這個階段就不能夠

再分析了，能夠持，把捉住它以「種」做最細（小）的單位，最細（小）的單位，最

微細的 unit，這樣能夠把持自己的體性，因為它是最細（小）的單位來的，存在單

位，不能夠再細（小）了。

這樣舊時呢，以為「水」自己是一種最細（小）的單位，但是，我們有分析不是

（這樣），是氧、氫構成的。這樣以為氧、氫是最細（小）的單位，現在又發現不

是，氧呢，就由電子、中子，沒有中子，氧沒有中子，氫也沒有中子，是電子與那個

質子構成。這樣有些呢，（除了）有電子與質子構成，還有中子構成。

這就以為中子、質子、電子就是最細（小）的單位了，現在分析不是，電子、中

子、質子都可以變為 energy，叫做粒子，粒子再分析就叫做能。這樣沒有一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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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持自性，因為舊時的科學不發達，以為「大種」呢，這個地的種子，就是地的極

微，地的元素就是最後，就不能夠再分析其他的東西了。這樣就能夠持這個種的本身

自性，是不能再分析的最細（小）單位。它又不只持自性，能夠持「所造色」，因為

所造色有構成的，肯定能持了。譬如這張 ，就是由地、水、火、風構成，這樣要靠枱

些甚麼啊？地、水、火、風的種子去組成這張 ，就能夠掌握這張 的構造，所以這枱 枱

樣叫做界。「界」就是這樣的解釋，能夠持種的意思，能持自性，包括它自己的自性

與種的自性所構造的一切物質現象，都是靠它來把持。

那麼，這四大元素又怎樣呢？這處講了，「此復云何？」這個「云何」就不是

「是甚麼」了，這每一種的四大種究竟是如何的呢？究竟是怎樣呢？有甚麼特徵呢？

「云何」，如果現在譯就是有甚麼特徵。他講出來了，他說「地大種，地堅性。」

「地大種」呢，有種堅的特性，與「水大種」不同，與「火大種」不同，與「風大

種」不同，它的特徵是堅硬性的。

這樣「水大種」呢，（「水濕性」），濕，潤濕性，有潤濕之性。「火（大

種）」就沒有潤濕性的，「地（大種）」也沒有潤濕性，是這種「水大種」才有潤濕

性。然後「火大種」呢，有「煖性」，溫暖的，所以我們的身體這樣暖，一定有火，

一定有火，有「火大種」構成的。這樣「風大種」呢，為甚麼我們的身體會郁（動）

啊？因為「風大種」有種飄動的作用，所以有「輕動性」，輕動性。這就「水大種」

沒有輕動性，這個「火大種」也沒有輕動性，「地大種」也沒有輕動性，「風大種」

它就有這種特性。

這樣我們的身體兼具這麼多（特）性，我們的身體的骨骼多麼堅硬啊！我們有

「地大種」。我們裏面的身體有血流動，於是，又會吃東西的時候呢，又分泌，去消

化它，吸收它，等等，於是呢，一定有些水的元素，就是「水大種」。這個身體暖

的，一不暖就死了，當這個身體沒有暖氣的時候呢，這個人就死了。古代人呢，就判

斷一個人是否死亡呢，就看你的身體有沒有暖氣。這樣於是我們的身體，如果是一個

人呢，就一定有這個「火大種」構成的。這樣，還有我們的身體會郁（動）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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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那樣硬的啊，他呢，就能夠活動的，這樣活動呢，我們身體構成的那部分是甚麼

啊？「風大種」構成的。因此整個「色蘊」就是我們的身體，這就分作「四大種」去

解。

這「四大種」就是構成我們的身軀的那個根身的來源，組成部份由它基本的組

成，最基本的組成。好像這個世界所有物質活動由元素所組成，或者由原子所組成。

原子還可以分析作元素，元素就最好了。這樣，每一個大種又叫做「界」，又叫做

「因」。這樣解釋。這就是「四大」，「四大」了，講了這個「能造色」，這個物

質，地、水、火、風這些元素。這是物質。這些物質呢，它可以合起來一種，合起來

幾種，很多的元素，很多的「四大」，合做一種東西。

譬如我們食飯這樣，這些飯呢，就不只是一種東西做的，飯裏面呢，飯有硬的地

方，就是甚麼啊？「地大種」了；這些飯軟的，有這個濕性啊，濕濕的，它一定有甚

麼？「水大種」在裏面；又有甚麼啊？這些飯又暖的，於是又火大，有「火大種」；

這些飯又倒得出啊，會郁動的，一定有「風大種」。這就不是一種東西。

即使水本身啊，我們飲的水啊，它都不只是「水大種」啊，是吧？如果只是水大

種，我們煲來煲去都不會滾啊！這些水煲了會滾的，水煲了會滾的就不只是「水大

（種）」，一定有「火大（種）」！不只是「水大（種）」、「火大（種）」，這些

水會流的，有「風大（種）」！水就沒有「地大（種）」了？不是！我將它降到零下

一、二度，它即刻變硬了，很堅硬，用它扑頭會穿窿，這頭會流血，是吧？變硬也可

以，所謂「上善若水」，水就是很犀利的，它能載舟，亦能覆舟。

這樣水就沒有「地大（種）」？不是！一樣有「地大（種）」！如果沒有「地大

（種）」，水怎會結冰啊？怎會有堅硬性啊？不過它不顯而已，所以真正的是水呢，

它包括「四大（種）」的。我們真正燒的火，那些叫甚麼火啊？我們叫做事火。事火

裏頭都有「四大（種）」的，就是哪一種顯特徵。譬如我們飲的水，水那種「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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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它的特徵就最顯。「火大」呢，真正事火，即煮東西的那些火，它就以「火大

（種）」最顯，並不是不具有其他（大種）。因為這些是事相來的，就是現在講事

相，這個是事相來的，它能夠顯出這個特徵的，因此就是所有物質差不多是由「四大

（種）」組成。

這樣，他們就不懂講現在的元素了，百幾二百種元素。這樣跟著就了解到這個

「能造色」，之後就是「所造色」。「所造色」我們分開幾節，就先講「丁一」，列

這個「所造色」的名，「云何四大所造？」這個「能造」講過了，即「四大」講過

了，即由「四大」能造所組成的「所造色」，這樣解釋。這不就是「四大」又「所造

色」又「能造色」嗎？不是！「四大」一定是「能造色」。

由「四大」所構成的事物就是「四大」的「所造色」。「四大」的「所造色」是

否就是「四大」啊？是嗎？是嗎？不是，不是，是由「四大」所組成的其他東西來

的。這個「四大」是修飾這個「所造」，是由甚麼所造啊？由「四大種」所造的物質

現象，我們現在的語言（是這樣）。那麼，由四大種所組成的物質現象是哪些啊？講

出來了，「列明」就是列出各種各樣由「四大」，即是地、水、火、風這四大元素，

所組成的所造色，有哪幾類呢？有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五根」。第二大類就是「五境」。第三大類是「無表色」。這樣

「五根」是甚麼呢？即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就是

這「五根」了。這樣沒有「意根」啊，因為「意根」不是物質的，「意根」就是意識

的根，不是物質的，是精神。所以在六識（根）裏面呢，就只是前「五根」是物質

的，第六根不是物質的，是精神。

另外呢，我們的根是有對境，接觸這個境的，這就接觸「色」、「聲」、

「香」、「味」、「觸」這五境。「色」、「聲」、「香」、「味」、「觸」的時候

呢，觸是觸一分，觸一分，為甚麼是「觸一分」呢？因為「觸」呢，其實「觸」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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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很廣闊的，是包括那個「能造色」的，「能造色」就是眼根都是「觸」來，眼

根由「四大（種）」構成，所以「四大（種）」都是「觸」來的，地、水、火、風本

身都是「觸」來的，就是被我們接觸，被人接觸到的。

這樣這處呢，如果我們的這個「觸」，這個「觸」包含「四大（種）」，這就重

複了，「能造（色）」（與）「所造（色）」都合起來了，那麼現在講「所造

（色）」，就不講「能造（色）」的「四大（種）」了，只講由「四大（種）」所構

成的，被我們身體所接觸的，我們這個觸覺神經的對象。

所以，「觸」本來包括「能造（色）」，但現在講「所造色」的時候呢，就不能

攝「能造（色）」，只是講「所造色」，「所造」的「觸」，「能造」的「觸」就不

講。這就使到系統圓滿了，就不會是 overlap。因為講事物要分類，最弊是不清不

楚，這處就分得很清楚，講明在這個「所造色」裏面呢，所造的物質現象裏面是不包

括「能造色」這一部份，所以叫做「觸一分」，就不是全部「觸」。

全部「觸」很多啊，有二十種那麼多啊，七加十五，有二十二種「觸」。這樣現

在只講七種好了，講七種好了，暫時講七種。至於「所造色」，地、水、火、風這樣

的「所造色」都是「觸」，都是被我們的這個身體接觸到啊，這樣的時候呢，就不包

括在「所造色」裏面了。因此，這「五境」呢，就是「色」、「聲」、「香」、

「味」、「觸」，「色」、「聲」、「香」、「味」、「觸」的一分，不是全部

「觸」，「觸」的一分。另外呢，一分構成的物質現象呢，就是「無表色」，那麼下

面我們就詳細講「無表色」，這處暫時就先講這個名稱。

好了，這然後呢，這個就列出了名稱。列出了名稱的時候呢，下面我們在看一下

安慧菩薩怎樣分析了，他說怎樣叫做「造」呢？有個這樣的概念。「造者因義。」這

個「色」呢，是因這「四大」，即地、水、火、風「四大（種）」的「能造色」造它

的，這叫做「造色」。「造色」是因「四大（種）」而有，離開能造（的）「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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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沒有「所造色」啊？有沒有？沒有，沒有。所以，「所造色」一定因

「能造色」而有。

好像這幅牆是木造的，離開這些木條，有沒有這幅木牆呢？沒有。這樣於是呢，

因木條所做的木牆，就叫做所造的木牆。被造出來的啊。「所」呢，就 passive；

「能」呢，active。這就是被人造出的啊，被甚麼造啊？被地、水、火、風「四大

種」所造成的。所以「造」的意思呢，就是因的解釋，因前面的四種元素所構成的，

叫做因。

這樣，「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的「根」呢，

「根」有幾種意思的。「根」者，第一種叫做「最勝自在義」，它本身有種殊勝，自

己存在的作用，這就叫做「根」。好像我們這個由「根」接觸的那個「境」，所以這

個「根」呢，能自在地接觸「境」。如果沒有「根」呢，沒有了這個自在，我們沒辦

法了解「境」了。又「主」義，因為這個「根」是一個主體，而被接觸的這個是客

體，這樣，這個主體一定要自在，它才是主體了，那麼有了自在，它就是主體了，主

體就可以接觸客體了，被認知的叫做客體，接觸它（客體）的就是主體了。

譬如我將這隻手拍在 上， 就是甚麼？客體，我這隻手就是甚麼？主體。這樣枱 枱

所以根呢，有「主」的意思，有主體的意思。這樣「增上義」，就怎樣增上呢？就是

做一個有利的條件，有強烈有利的條件使到我們的識生起，做識生起的增上。為甚麼

我們看到東西啊？看到東西一定要有個境給你看，一定有個眼根，用眼根能接觸這個

境，有了「觸」，這樣我們的眼識就起了，才能看到東西。如果沒有這個根呢，就看

不到東西，譬如好像本來我們的腦細胞有視覺能力，但我們的眼神經是受損的呢，被

人扑爆了眼球，你的神經受損呢，雖然你能夠有見東西的力量，這些細胞，但是都見

不到東西。

所以，這個眼根就是眼的視覺神經，視覺神經就是幫你看見東西的這個有利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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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條件，這種強烈的條件在佛家名相叫做增上。增加向上力，使你能夠達到一個

目的，這叫做增上。因此呢，這個根有第三種義，叫做「增上義」。這樣就有四、五

種義的，我就取了最主要的，第一就是自在義；又有種主，就是主體義；還有呢，能

夠增加力量，使到眼識生起的（增上）義。

這樣，他又說，怎樣「主」呢，「所言主義，與誰為主？」他再解，為甚麼這個

根叫做主呢？對甚麼是主呢？他的解法，「謂（即）眼根，與眼識為主。」他說眼根

呢，做主幫我們的眼識生起。「生眼識故。」這樣眼識起的時候呢，這能夠助成（眼

識）的部分就是主，眼識反而不是主，眼識被它助成生起的，這樣所以這個眼根呢，

是眼識生的主。但是，認知的主就不是了，認知的主是眼識。但是生起眼識的時候

呢，就是眼根做主，幫它（眼識）生起。

好像我們的那些芽生起的時候，以甚麼為主啊？以穀為主，沒有穀就生不出芽

了。因此，這個根有生起的意思。「如是乃至身根。」身根就是我們身識生起的主

了。使到身識能夠生起了。這個意思呢，我們再看了，甚麼叫做「眼根」？「眼根」

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視覺神經。這個眼球不是啊，這個眼球裏面一些尖銳的敏銳的

視覺神經。這些視覺神經可以使到我們接觸到這個色境，就是青紅赤白，長短方圓。

它就有種自在的力量，就作主，在眼根呢，視覺神經呢，接觸這個外境。又呢，

作主幫我們的眼識生起，使眼識認識這個青紅赤白，長短方圓，於是眼識就生了。這

樣眼識之生呢，就是視覺的了知作用，視覺的了知作用一定是視覺神經幫它生的。如

果那種動物沒有了視覺神經，它有視覺了知作用，都沒有用。一定要有這種強烈的助

緣，讓它視覺的能夠認知的力量，發揮這個力量出來。固然，沒有了視覺的了知力

量，有根也沒有用啊。

譬如你老了，眼根怎樣了？受損的時候，你的眼根怎樣正常，你的視覺神經怎樣

正常，你都看不到東西，是吧？你看不到東西。這樣就是要配合的，就是說這個視覺

20



能力，認知能力叫做眼識。能夠幫助眼識生起的這個視覺神經，是叫做眼根。被我們

認知的這個叫做色境，顏色的「色」，就是青紅赤白的顏色與長短方圓的形式，與顯

色，這個形象就是長短方圓，顏色就是青紅赤白，青黃赤白，這些呢，就被我們的眼

識所認知。

在認知之前呢，一定有個眼根，一定有這個視覺神經去接觸這個外境的，要接觸

到的，如果接觸不到呢，根本沒有辦法認識那些顏色與形象的。顏色與形象的認知

呢，這個能知體就是眼識，這個所知體就是這個色境，青紅赤白與長短方圓是那些色

境。這個媒介體呢，這個工具呢，就是透過眼根，透過我們的視覺神經，那麼這個就

是現代語言了。這樣，耳根一樣，耳根就是聽覺神經了，我們聽覺神經所接觸的境是

聲音來的。譬如說，在我們的耳朵打一下，你聽見就是聲波振動你的神經，振動神

經，你未必知的，一定要將那些資訊傳到你裏面的意識入面，意識入面，意識有能知

力，知道這些聲音。

於是呢，這個眼根做主，做增上，使到你那個 不是，是耳根做主，做增上，⋯⋯

使到你這個意識了知聲音，這樣所以叫做耳根了。同樣道理呢，鼻根、舌根、身根是

一樣的，這個鼻根不用講，這個就是嗅覺神經。舌根是甚麼神經啊？味覺神經。身根

呢？觸覺神經。一樣，觸覺神經，觸覺是觸境了，觸覺神經的對境又叫做觸，這個

「觸」境呢，就是剛才的「觸一分」。這樣所以，眼根對這個色境，耳根對聲境，鼻

根對香境，舌根對味境，這個身根對觸境。所以「觸境」呢，這裏是指「四大」之外

的所造色。這樣前面（講了）十種，還有一種「無表色」，「無表色」。這樣未解

「無表色」，先拿出這個「注」，先解「觸一分」，這個就是蔣維喬先生的（注），

「觸一分」怎樣解釋呢？

這處說，「唯取所造色。」這處我們所說的，這個「取」就不是執（取），我們

所說的這個「所造色」呢，只是選取「所造色」來講。就「不取能造」，就「不取四

大」。四大種的「能造色」，「能造色」所造的「觸」呢，就不包括「所造色」在內

的，就不要了，暫時就不要了。甚麼叫做「無表色」呢？這樣「無表色」了，分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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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我本來想講三、兩種的，那麼現在就全講了。「無表色」呢，是我們那個「法

處所攝色」，是被我們意識所了解的，不是我們前五識所了解的。

因為我們的六（五）識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這個叫做五識，前五識。還有一種叫做意識，意識呢，那個對境就是法，對

境就是一切法，最大的東西來的，一切事物都叫法。這樣有種東西是物質性的，這叫

做「法處所攝色」。這樣「法處所攝色」有幾多類？裏面的認知內容包括些甚麼呢？

第一，包括「極略色」，甚麼叫做極略色？粗的東西，譬如說這塊木，粗色，四

大組成的，我將這粗色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

二，這樣繼續分、分分 分到最後呢，不能再分，最細了，這個「略」即是細的解⋯⋯

釋，即最細。「極略」就是極為簡略，極為細小的，細到不能再細了，最細的單位

了，那時候叫做極微，極為微細啊！這樣，極為微細的東西呢，就叫做「極略色」

了。極為微細的東西呢，我們的眼識見不見到啊？見不到的，耳識聽不聽得到啊？聽

不到的，舌識嚐不到，鼻識也嗅不到，身體的觸也觸不到，所以極為簡略，不能夠了

解，是由意識想像出來的，因此這種物質呢，就極細，所以是「極略色」。

第二種呢，「極迥色」，極迥色，迥即遠也。這個太虛，太虛有沒有顏色啊？高

舉頭看這個天空有沒有顏色啊？有沒有啊？有！有顏色，藍色的，綠色的，青色的，

是吧？青天大人啊，是吧？青色的天啊，天怎麼會沒有顏色？蒼蒼者天，蒼就是深綠

色了，是吧？我們會說蒼天，不會說沒有顏色的天啊！一定有色。

這樣太虛裏面那個「蒼蒼者天」的那個蒼綠色，就不只是蒼（綠色），有幾種黃

色，有暗黃色，多些霧的時候就更多色了，那個污染指數一百六十的時候，就更加多

色了，變得很多色了。

這樣將那些極遠的色呢，一樣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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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這樣的分法，分到最細不能再分了，就不是真的分啊！

在意識分而已，在思維上分而已，因為我們都沒有工具去分。因為當時呢，公元前幾

百年，根本沒有工具，沒有技巧去分，但雖然沒有，人的智慧很厲害的，如果人的智

慧不厲害的時候，後來就不會出工具了。初初就沒有工具，想像，譬如我們人很喜歡

飛，想飛，但是結果就發明了飛機去飛，是吧？個個想上太空，初初就沒有辦法上，

結果現在火箭上到了。

這樣，初初如果人沒有這種企圖上太空，怎會做火箭上太空啊！這樣，想是很大

功勞啊！這不是夢想啊，它真的刺激我們人類的文明啊！因此呢，我們根本沒辦法將

這個虛空在物質性的顏色上分的，但在意識上可以作這樣的想法，作此觀，想到最細

的單位了，叫做「極迥色」。這種物質，其實是不是物質我們都未知，只是意識想像

的假色，假的色。這樣極迥色。這樣有種「受所引色」，「受所引」，「受」呢，就

是受戒，你受了律儀或者不律儀，不律儀是犯戒，受戒就是律儀。

那麼你受律儀的時候呢，問你：「你能夠盡形壽不殺生嗎？」你就答能，問了第

一次，再問第二次，問你能不能，這樣你又答能，又再問第三次你能不能，你又說

能，這樣問了三次，你又答了三次呢，問三次，應該講，這樣你就有戒體了，「不殺

生戒」在你生命裏面有了。

這樣戒體，在印度人以為是物質性的，有這樣的物質性的存在，這樣的存在你的

生命裏面了，就可以呢，防非止惡，想整死隻兔仔，整死它都是不忍心了，我受過

戒，我還是忍一下手了，我不會 兔仔了，於是有種防非止惡的力量，因為是物質性劏

的在你的生命裏面。那麼這種是物質來的，就是在那個部派佛教尤其是更加是物質，

在大乘就未必是物質，這處都有說到小乘認為是物質的，這種物質就是「受所引

色」，由於你受戒所引起的一種物質，很微妙的物質存在，在你的生命裏面。這樣有

種「自在所引色」，自在啊，最自在是甚麼呢？就是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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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定，在定裏面呢，可以有神通啊，可以將沙泥變黃金的，是吧？甚至是沒有東

西都可以變隻兔仔，是吧？在定裏面有神通的，這樣在定中的那個不是物質而變成物

質呢，因為印度人，很多人都懂得入定啊，現在我們說有些人有特異功能，他就是有

特異功能啊。特異功能不是現在有的啊，三千年以前都有特異功能啊！他在定中的特

異功能，在沒有物質之上呢，是構成到物質的，這個叫做「自在所引色」。這是第四

種色。

第五種就是執著（「遍計所起色」），本來是沒有東西的，空中本來沒有花的，

你就偏偏見到空中花，那麼它都是什麼啊？都是物質來的啊！水中本來沒有月的，你

見到水中有月，那麼空中之花，水中之月，乃至到圓裏面的方，青色裏面的白，都可

以啊，你可以構成這樣的想像啊！

印度人不會這樣說，但我們現在可以構成這樣的東西，那些不是物質，是由你的

執 ，你這個遍計所執，執出來的存在物質，就叫做遍計所執，遍計所起的色，由遍着

計所執而引起的色。其實不是的！所以空中之花，眼睛見不見到啊？見不到啊，在甚

麼來見啊？意識，意識來見，這個意識自己想而已！你見不到啊，空中的花怎樣見

呢？圓的方，見不見到啊？見不到啊！你走遍全世界，「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

茫皆不見。」找不到啊。

但是呢，我們人很聰明啊，沒有那種東西就想有那種東西啊！人之所以偉大，創

造就是這樣，沒有的，我們人就想像它存在！於是就想像不存在的東西，想像它存在

了，這就是「遍計所起色」。那麼這些都是「無表色」，將「無表色」的範圍包括這

麼多種東西，包括這麼多種東西，「無表色」。所以「無表色」不是一種東西，是很

多種東西。這樣，一種就「五根」，（一種）就「五境」，加上這個「無表色」呢，

就叫做「色蘊」。這種「無表色」在原始佛教有沒有啊？沒有的。原始佛教的《雜阿

含經》有沒有「無表色」這種東西啊？沒有「無表色」這種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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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以就證明佛教的思想慢慢慢慢的發展，就起了很多特別的概念，這些概念多

了很多了，這樣就整理，因此世親菩薩就用《五蘊論》整理，是將「色蘊」呢，將剛

剛的五大類的「無表色」合做一類，是十一類的「色蘊」裏面的一類，所以「蘊」的

意思呢，叫做積聚的意思，因為不是一種東西來的，是很多種東西。就這樣。好了，

了解這種了。剛剛的這個「所造色」呢，「所造色」就十一種東西，就是眼、耳、

鼻、舌、身、色、聲、香、味、觸的一分，與這個「無表色」了。

這樣然後，我們將這十一分（類）呢，「丁二、廣釋」，每一份講，有十一類東

西，剛剛是很粗略的講，現在再用放大鏡，顯微鏡，將每一類再詳細的講。就是你不

清楚也不緊要，因你不清楚的時候呢，就再放大一些看啊！於是就放大了，只是講

「眼根」，只是在十一類的色蘊裏面，只講第一類，「眼根」這一類。這樣就（看）

論了，「論」即世親菩薩的本論，他說，「云何眼根？」他說，「眼根」是甚麼呢？

「謂以色為境，淨色為性。」這個眼根呢，它有接觸這個境的，接觸這個色境，以色

為接觸的境。所以「色」又叫做色境，這個「境」字即 object ，就是被人接觸的東

西，這個根是能接觸，這個境是所接觸。

這一定要有根！一定要有境才行啊！沒有境就接觸不到根。譬如你沒有觸覺神

經，你觸不到這個被你接觸的粗啊、滑啊，那些這樣的感覺，顯不到！一定要有相

對，有根，一定要有能觸，與被它接觸的所觸，這個所觸的名呢，我們就叫做色。

這樣，這個眼根是怎樣構成啊？它的體，這個性就是體了，「淨色為性」，

「淨」即是微妙的解釋，即微妙的物質，這個色就解作物質，記住了，這個「色」字

就是物質，微妙的物質構成，因為物質有些不微妙的，很粗略的，有些很微妙的，事

物是啊，有些粗，有些妙的啊，這些是妙色，淨妙色，微妙的物質。所以我們的神經

呢，我們的神經，我們的手啊，斷了手指，很容易地就用甚麼啊？用針縫起就好了。

但是你斷了手裏面的神經呢，那些醫生是用放大鏡來幫你（接）駁的，是很難

25



（接）駁的啊！是吧？因為它微妙，很微細，是很精妙的，很難去（接）駁神經的，

你斷了神經很難搞的，這骨就很簡單，你不用（接）駁也可以，將它夾住了，兩三個

月就生出來了，很簡單，因為粗色啊，微妙的東西就不是，很精細，就是很精細的物

質所構成的。

這樣看一下這處就是世親菩薩的解釋了，不是，世親菩薩的論的本體了，下面

呢，這個就是論的解釋。「謂於眼中，一分淨色。」眼呢，就是眼根所在之處的解

釋。當這個「眼」字，「眼」字後面沒有東西呢，通常指眼根的，指眼根，或者眼根

所在之處。就是加個「識」字，才是「眼識」。它一定不包「眼識」。

這樣就眼根所在之處的一部份的微妙物質，就是這個眼根啊，這個眼根是淨色所

組成，淨色所組成的時候呢，就是一分而已，一分，就是說眼根所在的地方，就不是

全部都是淨色的，是一部份淨色，眼根發揮感觸的力量的那些細胞才是眼根。即神經

體才是眼根，神經體之外不是眼根。

這然後呢，怎樣是淨色啊？一部份淨色，不是全部。因為「如淨醍醐」。大家知

道「醍醐灌頂」就知道「醍醐」了，「醍醐灌頂」，就是將一些奶精煉它，精煉到最

純的那部份就叫做醍醐了。

這樣在粗色裏面最精細，最美妙的那些物質，好像奶中的醍醐，色中之妙色，猶

如奶中的醍醐，這樣來描寫那種妙法，淨法，淨妙色，有這種精密的物質所構成的那

些神經，這些神經呢，就不是整個眼球都有的，只是一部份有的，一部份有的那處就

叫做眼根。粗那部份就不是眼根。

這樣他說，「此性有故」，「性」字怎樣解啊？體，這個眼根的體存在，這個

「有」即是存在，這個「有」，存有存有，即存在。因為存在的眼根呢，「眼識得

生」，眼識就能生起了，就利用這個眼根做工具，我們的眼識就生。因為知道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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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要透過這個眼根傳遞給這個眼識了解的，所以沒有這個通訊的體，你這個眼識看

不到的。因此呢，如果沒有眼根為體，你的眼識不能生起的。

他說，「無即不生」，如果有這個眼根，就眼識生起了。「無」就指（沒有）眼

根，無。「不生」指眼識不生了。這樣下面是蔣維喬先生的注，他說，淨色呢，淨色

就「非是扶根塵的粗色。」這樣，淨與粗相對，我們這個眼球外面的那些是粗的，眼

球裏面的微細的那條視覺神經呢，裏面的視覺神經就是細的。那麼，眼根不是指眼球

啊，這個眼球叫做甚麼？叫做扶根塵，扶助根的那堆物質，它就不是眼根。這樣眼根

就在扶根塵的眼球裏面的一些視覺神經，視覺神經來的，所以就不是粗色了。視覺神

經很微細，所以就叫做淨色。這樣，為甚麼會一分？一分的淨色啊，這個眼根所在之

處的一分淨色構成這個眼根的，不是整個眼球構成的，只是眼球裏面的一部份而已。

他說，「淨色非遍滿於眼根所在之處。」這處加多一個，不是整個眼根所在的眼

球都有眼根的，只是眼球的某一個細部份裏面有眼根，很少的。所以你撞瘀了眼球會

不會盲啊？，都未必是，都不是，因為你撞的不是眼根啊，你弄斷了眼根就盲了，是

吧？所以是「一分」而已。是眼球的「一分」。這樣你不要說印度人不醒目呀！很聰

明啊！不是現在的醫學啊，在千幾年前就這樣講啊！這樣就知道我們的眼球呢，這眼

根是少分而已，不是全部眼球是眼根，是眼球裏面很少的一部份是眼根。是很聰明！

我們要把這個時代，因為講到科學的時候呢，那個時候離現在很遠的啊！但是都很清

楚！這樣所以是「一分」。這樣，看到他的用字很精妙的，加（這）個「一分」是很

有原因的，你不要以為是整個眼球。

譬如這隻手，我的身根是不是一分呢？不是啊，整隻手都是身根，都有觸覺神

經，不要說手裏面的一條啊，是觸覺神經，所以觸覺神經呢，身根有很多的，遍滿你

的皮膚的。但是呢，眼球裏面的眼根又不是（這樣），是很少，一小份而已。好了，

這樣解釋了「眼根」呢，就知道怎樣解了。跟著呢，「眼（根）」就到甚麼啊？到

「耳（根）」了。好了，「戊二、耳根」，「云何耳根？」這個耳根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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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以聲為境，淨色為性。」這種東西，那麼耳根呢，他說由這個很微妙的物質

構成耳根的體。這個耳根以甚麼為境啊？接觸甚麼啊？接觸聲音的，以接觸聲音為

境，用淨色所構成的這個體，這個體就叫做耳根。這樣，這個就是安慧的解釋，他

說，「於耳根中」，於耳中，即耳根所在的裏面，即這個扶根塵裏面，「一分淨

色」，只是耳根所在處，以為是整隻耳，裏面啊，就不是整隻耳都有聽覺神經的，就

只是一分，在整隻耳朵裏面，是一部份是淨色，那部份淨色，就叫做耳根。

這樣「此性有故」，這種耳根之體，性就是體，存在，「耳識得生」，引起這個

甚麼啊？聽覺的能力，這個了知能力，這個「識」就是了別，了別聲音的這個（耳）

識就生起了，就產生聽覺了。

這個耳識就是聽覺，耳根就是聽覺的神經，不同的，這就產生聽覺了。這樣「無

即不生」，如果沒有這個耳根呢？就是（沒有）這個聽覺神經呢，這個聽覺就不能產

生了。這就解釋了「耳根」。這樣第三個就是鼻，眼耳鼻，鼻，第三個，第三個呢，

「云何鼻根？」甚麼叫做嗅覺神經呢？「謂以香為境」，這個嗅覺神經的對象呢，就

是香臭。然後呢，「淨色為性」，它是微妙物質所產生的體。

這又解了，「謂於鼻中，一分淨色」，在鼻的扶根塵裏面，就是鼻識所在之處裏

面，不是全部的鼻子都能嗅味道的，是裏頭有某種嗅覺神經，這個嗅覺神經才能嗅到

東西，嗅覺神經很少的，很少部份的，這樣所以是「一分」。「一分淨色」，在鼻根

的這個扶根塵裏面的一小部份微妙的物質所構成的這個體，就叫做鼻根。他說，「此

性有故」，這些鼻根存在，即嗅覺神經存在。這樣於是呢，「鼻識得生」，這樣嗅覺

就生起了，就生起了。這樣，固然還需要有甚麼啊？還有香（境）才生起啊！

只是有（鼻根），還有香（境）才可以，但是香這個境他不講了，因為識的生起

一定是兩種東西，根，與根的對象，是甚麼？境，一定有境的，一定有這個香境的，

加上它才能產生的，最基本的。「無則不生」，如果沒有這個鼻根呢，即這個嗅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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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呢，「不生」是指那個鼻識，這樣嗅覺就不能夠生起了。這樣就第四種，「云何舌

根？」甚麼叫做味覺神經呢？「謂以味為境。」這個味覺神經就以那個味道所接觸的

對境的。這樣它呢，「淨色為性」，它是微妙的物質所生起的體，不是生起，是所構

成的體來的。

這樣安慧的解釋是在這個舌頭上是「周遍淨色」，他說，這條 的地方不是一條脷

線，不是好像眼根裏面那樣一條微絲血管，或者微細的神經，不是的！是遍滿神經，

在 裏面， 全遍滿了（神經）。不過，每一種神經接觸的東西就不相同了，不過那脷 脷

時不懂，譬如越後呢，接觸就越苦，這樣甜就在前面，前面就是甜的，中間就是酸

的，等等，這樣那些神經的那種感覺力呢，分佈有不同。這就是說，整條 都分佈滿脷

了（神經）。他們都挺厲害的，千幾年前都知道，眼、耳、鼻就不是的，不是佈滿神

經的。 呢，就遍滿了那些味覺神經，每個地方都會感覺味道，這樣就是說「周遍淨脷

色」，是在這條 上面每處地方都有那些味覺神經存在的。脷

這些味覺神經是怎樣啊？是用微妙物質所造的。他說，「此性有故」，因為有這

些味覺神經存在。於是呢，「舌識得生」，味覺就生起了。「無即不生」，如果沒有

這些（味覺）神經呢，它就不能生起這個味覺的。但是，有一另說，另說更精彩，他

說，「有說，此於舌上，有少不遍。」好像少到毛端那麼細的，不遍，就是兩個味蕾

的中間，有些地方沒有味蕾。

這是真的啊！我們的味覺神經不是排得緊貼著啊，中間有一些小的空隙，是沒有

味覺神經的，它排滿了神經，但兩條神經中間都不是滿的啊！是吧？那個時候是安慧

（菩薩），安慧（菩薩）的時候呢，就離開現在千幾年啊，安慧（菩薩）應該是公元

第五世紀，這樣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一千五百年前，他說，當時的人研究那條 的那脷

些味覺神經，有一部份微細的地方是沒有神經的，是不能夠有味覺的，不過細得太少

了，好像那個針孔那麼細，穿針孔那麼細。因為他都不肯定，他說，「有說」而已，

這樣我們就括住它了，古人就這樣。這樣講完這個，就講「身根」，身根就是觸覺神

經，我們的身體所接觸的神經。他說，「云何身根？」甚麼叫做身根呢？甚麼叫做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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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神經呢？

「以觸為境」，這個對象就叫觸，對象就是觸的一分，因為其餘的那個「四大」

觸不到，因為「四大」就我們普通的觸是接觸不到的，摸不到的，其實你摸到，不過

你不知道它是「四大」，所以，包括這個粗的現象，那麼微細的現象就不包括的，這

就是「以觸為境」。這個觸覺神經呢，「淨色為性」，用微妙的物質構成，在我們的

身體外面，身體外面的皮上。所以在另外的論裏面呢，譬如外道的論，它不是叫

「身」的，它叫「皮」。

譬如說數論，它是「眼、耳、鼻、舌、皮」，叫「皮」的，翻譯做皮膚啊，這個

皮膚啊，它不是「身」的。但是，佛經裏面通通用「身」，在外道裏面呢，除了

「身」這個譯法，還有譯做「皮」，皮膚的「皮」，因為皮膚有觸覺（神經）。這樣

在身體周遍的，全個身體都全部有觸覺。但是也有一說，就是剛剛的一說，或「有少

不遍」，好像毛的端那麼細的，毛的尖端那麼細，不遍，那麼這個「不遍」可能平時

靜就覺得了。

這樣「此性有故」，這個身根如果存在呢，「身識得生」了，這個觸覺就產生

了。「無即不生」，如果沒有這個觸覺神經，這個觸覺就生不到了，不能夠生起了。

這處就講了「前五識（根）」了，我們再講多一點，下面，這樣除了「前五識」之外

呢，不是，是「前五根」之外呢，我們還講「前五境」，還講「五境」。第一，「色

境」，「云何色？」這個「色」即是色境，色境就是眼之境，這個「眼」字就指，任

你揀了，是「眼識」好呢？還是「眼根」好呢？這個「眼」字沒有東西的。

在佛經裏面呢，就這樣「眼之境」呢，是眼根對境，不是當作識的，不用當作識

的，就是眼根接觸的東西。因為剛剛說的就是這個眼根接觸的境，就是這個色境，這

樣就倒轉而已。這樣就看回（之前的），這樣甚麼叫眼根？「云何眼根？」就說「以

色為境」，是吧？這樣倒轉了，就（問），甚麼是色境啊？他說「云何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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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色之境」，不是，是「謂眼之境」，這個「眼」就不是眼識，一定是眼根，眼根

的對境。

這樣，眼根的對境是甚麼來的呢？這樣就兩（三）種東西，一種叫做顯色，一種

是形色，這兩種，還有一種表色。這樣就是形、顯、表，這就是形色、顯色與表色。

這樣下面解釋了，安慧（菩薩）的解釋，甚麼叫做「顯色有四」，這個「顯色」有四

種，哪四種呢？就是青黃赤白。「形色」有四種，「謂長短」方圓等等，這樣就省略

了「方」、「圓」，其實不只（這些），舉四種，那麼其餘的，你可以想當然了。這

樣就沒有解到那個「表色」，不知道為何沒有解到「表色」，但是，我們用回這位蔣

維喬先生的注，蔣維喬先生說，「表色者，包括取捨屈伸行住坐臥」等等，可以見得

到的「表色」。

他說，「取」就是這樣拿起來，眼睛看見我拿的啊。「捨」呢，將它放下，這支

筆放下它，你的眼睛看到啊。「屈」，就是甚麼？這個拳伸直，又屈進來，見到屈的

啊。「伸」就見到我伸出去的啊。「行住坐臥」，你見到「行」的，你見到「坐」

的，見到你「臥」的，見到你「坐」在這，停在這裏，「住」即是停在這裏。「行」

呢，就是在動。「住」呢，不動了，停了。「坐」呢，停的某種形式，坐下的形式。

「臥」呢，就是住的某種形式，就是躺下的形式。所以「住」呢，包括甚麼啊？

「坐」與「臥」。都是「住」。

這些都能見到的，這個人躺著，就是「臥」著，這樣是見到的。所以眼識（根）

的對境，除了「形色」的長短方圓，「顯色」的青黃赤白，還看到它的行動，行動之

色，行動之色是「表色」，可以表示，給你知道我喜歡「行」就「行」，我喜歡

「站」就「站」，可以表示。這處就是「色境」了。至於「聲境」，我們下個禮拜，

再下個禮拜，十七號的時候再討論，如果有問題的時候呢，你可以問五分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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