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就上兩個星期我們已經開始了講第一會，一共有六會。這樣就今日講第二

會，我們未講之前呢，我們複一複上一次講到哪處。《大乘廣五蘊論》一共分作四大

部分去處理，我們上兩次，就是第一會呢，先講了「總標五蘊」，這些項目「甲一」

已經處理完了，這樣我們用一、兩分鐘再複一複它。所謂「總標五蘊」呢，先了解我

們的「五蘊」，就是一個人的生命個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佛教是認為生命是沒有

靈魂的，不是一個整一體，它是一個組合體。組合也者，就是有很多組成的部分。

這樣如果是細分呢，是無量那麼多的組成部分，但是，大略的分呢，就分做五個

部分。這樣在此節就講了哪五個部分，第一就是「色蘊」，即是我們物質的組成部

分。第二呢，是「受、想、行、識」這四個蘊，這四個蘊是精神活動的組成部分。這

節呢，就將一個人的生命個體，他的組成部分呢，先劃分是「五蘊」，即五個集聚

體。

一蘊不是一種東西，一蘊是很多種東西組成那一蘊的。這樣每個集聚體又有組成

部分。這個目的就反映出，我們千萬不要執（著）有我啊！你執有個靈魂我體呢，就

在這個事實現象之上是找不到的，在「五蘊」裏面找不到這個靈魂我體，於是這目的

是破人我執。佛教所建立「五蘊論」的目標，我們讀《五蘊論》，我們知道這個「五

蘊論」的目的是建立，都是建立而已，建立這個「五蘊」論的時候，就是給那些信衆

了解到生命個體是怎樣。這樣，這一項「甲一」先標出甚麼叫做「五蘊」。

跟著呢，就是第二節，我們上一會就正在處理，就是「別釋五蘊」的事相，即是

分別將五蘊的內容講出來，這樣裏面又分開「乙一」、「乙二」、「乙三」、「乙

四」、「乙五」，這樣「五蘊」即是「色、受、想、行、識」五個集聚體。這樣所以

在「乙一」就先講第一個內容，第一個事相，即「色蘊」。這樣然後「乙二」就講

「受蘊」；「乙三」就講「想蘊」；「乙四」就講「行蘊」；「乙五」就講「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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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這樣其實講到這處呢，《五蘊論》就講完的了，再多一些呢，就解了「甲

三」，就甚麼叫做「蘊」，就「別釋蘊義」，再進一步詳細再界定甚麼叫做「蘊」。

其實在這處我們已經講了「蘊」，這個「蘊」字已經解釋了，蘊是一種聚集的意

思，是吧？這個梵文叫 skandha，很多東西集合在一起，就叫做蘊。不過呢，在結

構上呢，《大乘廣五蘊論》的結構上，它另外有一段再強調「蘊」是甚麼，所以在這

處「甲二」已經夠了，但要再強調，這樣就再開一節。另外呢，佛教是講「三科」

的，即是講「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那麼「五蘊」與「十二處」有甚麼

關係呢？「十二處」與「十八界」有甚麼關係呢？所以最後再加多一項，這一項叫做

「順釋三科餘意」，順便將「五蘊」與「十二處」、「十八界」的關係作一個交代，

為甚麼要交代呢？因為「五蘊」裏頭有一種沒有講的，就是「無為法」，「蘊」是不

攝「無為法」。

這「三科」呢，（包）攝宇宙萬有的，即宇宙的一切法是無所不攝的。這樣一定

呢，在「五蘊」之上，再與「十二處」、「十八界」的關係有個交代，如果這個交代

是成就了，完成了的時候呢，這樣整個宇宙萬有的結構就了解了。我們上一次就講這

個了，「乙一、別釋色蘊」，「色蘊」又分開三段，第一段是「出體」，整個「色

蘊」是兩種東西構成，一個是「能造色」，一個是「所造色」。「能造色」呢，就是

那些元素，四大元素，就是說它能夠構成宇宙一切物質活動的基本元素，就是「地、

水、火、風」。這樣就第二節，第二就「別釋能造色」，就將「地、水、火、風」的

內容講出來，這樣這個「丙二」就將「地、水、火、風」的每一個內容介紹。

這樣另外，「丙三」就是「別釋所造色」，就是說將「四大」，能造色的「四

大」，即「四大皆空」的「四大」，「四大」所構成的物質是有幾多類呢？我們正講

呢，我們上一次講一共有十一類的，十一類就是「五根」、「五境」與「無表色」。

「五根」就是對「五境」的，「五根」即是「眼、耳、鼻、舌、身」根，這（「五

根」）我不詳細講了，上次講過了。那麼，這「五根」就對向「五境」，這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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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就對向「色境」的，「耳根」就對向「聲境」，「鼻根」就對向「香境」，「舌

根」對向「味境」，這然後呢，這個「身根」對向「觸境」，全對應了，即「五根」

對「五境」了。這樣「五根」對「五境」之後，還有一個呢，不是前「五根」所能接

觸的，是只有意識所能接觸的，這個是「無表色」。

「無表色」呢，就不是前「五根」所對的境，而是意識的對境，是意根的對境，

就不是「眼、耳、鼻、舌、身」根的對境，因為它無所表示，無所表示被你知。於是

整個「所造色」呢，就是十三，是十一大類，十一大類呢，我們上一堂已經講了七大

類，應該，我講了六大類，上一堂講了六大類，我們講到呢，是「色境」。「色

境」，「色境」就是三大類的，「色境」裏面再分，裏頭分呢，「顯色」、「形色」

與「表色」。我記得下課的時候，有人以為這個「表色」呢，他以為是「無表色」，

其實不是，這個「表色」是看得到的，「取捨屈伸」、「行住坐臥」，見得到的，眼

可以見得到的。

這樣於是，眼的對境呢，可以分做三大類，一類叫做「形色」，一類叫做「顯

色」，一類叫做「表色」，這處我們不講了。這樣今日開始呢，我們要講「聲境」。

這樣「境」呢，裏面分五大類，「聲」就是說第二類這個所知對境。那麼從今日開

始，我要講快一點，因為我們的堂數，只得六堂啊，本來想租堂，我心目中想用八堂

來講的，但是租不到，到了三月呢，我離開香港的時候，就只得六堂讓我講，所以就

要講快一些了，不可能（像）第一堂那麼慢。

這樣「聲境」，就看論，這部論就是世親菩薩的作品來的，然後釋呢，就是安慧

的注釋來的，這是因為《廣五蘊論》是安慧解（釋）世親菩薩的《五蘊論》，這樣所

以你看見這個「論」字呢，就是《五蘊論》，「釋」字呢，就是《廣五蘊論》，這樣

我就不再講了。那麼，世親菩薩解釋這個「聲境」，他說，「云何聲？」他說，甚麼

叫做聲呢？甚麼叫做聲？「聲」即「聲境」，「聲境」是甚麼來呢？聲音的對境是甚

麼來的？他說，「謂耳之境。」就說這個「耳」字呢，就不是耳朵，是耳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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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講「眼、耳、鼻、舌、身、意」，這幾個字，一定是指根的，一定是指

根的，在讀佛經，裏面的「眼之」某某，「耳之」某某，這個「耳」就是耳根了，耳

根所了解的對境。這個「境」字是怎麼解呢？所知對象叫做境。就是說這個聽覺神經

所能接觸的事物，就叫做聲，聲境。除了這個聽覺神經能夠接觸，我們的視覺神經接

觸得到嗎？接觸不到，因為看不到聲音的，我們這個味覺神經是接觸不到的，我們這

個嗅覺神經是接觸不到的，我們這個觸覺神經都接觸不到的，只是我們的聽覺神經才

有力量去接觸到它的！所以，相對的，相對，這個「聲境」一定對這個「耳根」講

的，它不可能對「眼根」講，不可能對「鼻根」、「舌根」、「身根」講，因為那些

是不能夠認知「聲境」的。

如果不能夠接觸到它的時候呢，即是我們的「眼識」是不能夠了知「聲境」的，

是吧？乃至到「身識」都不能了知「聲境」的，因為「身識」要靠甚麼啊？靠這個

「身根」去接觸這個「觸境」，它不能用「身根」去接觸這個「聲境」的，接觸不到

的，它不知的，這樣所以說明這個「境」是相對於「根」來講的，是相對「耳根」來

講。這樣裏頭有幾多類呢？他說，這裏又分三大類，他說第一，他說這種聲，叫做

「執受大種因聲」，第二種叫做「非執受大種為因（聲）」，所產生的聲，第三類

呢，就是「俱大種因聲」，「俱」即是怎樣？亦執受亦非執受的大種為因所構成的聲

音，這樣累贅的啊！這樣，我們先了解甚麼叫做「執受」？這處有個名詞叫「執受」

啊！

「大種」，大家都知道了，甚麼叫做「大種」啊？即「四大」，是吧？「四大」

的種子，即是「地、水、火、風」，這「四大能造色」。為甚麼說聲音都是物質呢？

因為聲音是靠物質所構成的，沒有物質就發不出聲音了。我現在打下去（發出）「嘚

」聲的時候呢，這支棒是物質來的，這塊木又是物質來的，由兩種物質相敲，於是嘚

就發出這個聲音了。這樣，聲音構成的時候，有三大類，一類就是人所發出的聲音，

譬如我現在講話，我沒有敲任何東西，是人的軀體，身體所發出的聲音。一種就不是

人的，是風吹樹林都會響的，沙沙聲響的，風林之聲呢，不是人所造的聲音，是自然

界的聲音。這個天籟、地籟，還有人籟，莊子分的三籟，是吧？莊子都了解啊，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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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界的聲音，有些就是人的聲音，那些天籟、地籟呢，是自然界的聲音。

這一類呢，是人與自然界合起來的聲音，譬如我現在打這處就是了，因為我自己

是人，拿 這種物質去敲打。這樣我發的聲音就不只是自然界的聲音，又不是不是自着

然界的，因為這樣的物質它自己吼動就是自然界，但是我的意志加到它的身上而響的

啊。所以呢，就分三類（聲音）了，是人發出的聲音，叫做「執受大種因聲」。自然

界自己發出的聲音，天籟、地籟，這個是甚麼？是「非執受大種為因（所發出的）聲

（音）」。這樣，第三類就是人利用自然界做工具所發出來的聲音，就是「俱（大種

因聲）」。「俱」也者，就是一方面是人為的，一方面是自然的，自然與人為合二為

一所發出的聲音。

這樣所以要了解「執受」，這個「執受」，這位安慧解釋就是心與心法是能執

受。「心」就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這六識乃至到末那識與阿賴耶

識，這些叫做心。「心法」就是與心相應的法，即是心所有法，就是說一種心理活動

所產生的，譬如貪、瞋、癡、慢、疑、惡見，等等，這些呢，是心理活動來的。這樣

呢，心理活動與心識合起來的力量，就是「能執受」。那麼，甚麼叫做「所執受」

呢？所執受就是我們的身體。

「所執受」，他說，「蠢動之類，是所執受。」就是我們的身體能夠郁（動），

「蠢」，我們說，「蠢蠢欲動」，有個（這樣的）成語，是吧？就是會動的東西，就

是我們人會郁（動），人的軀體會郁（動）。這就是說，所以這個註解說，「蠢動之

類」指我們的身體，這就是說，身體是「所執受」，因為這個心執這個身體是我。因

此，「執受大種」就是說，透過我們的心識、軀體所構成的大種為因，所發出的聲

音。那麼我們身體，就是說身體，我們人用心靈驅使我們的身體所發出來的聲音，譬

如我說話，我說話是我用人的意識與思心所去推動唇的郁動、舌的郁動，還有甚麼

啊？聲帶的振動，這就發出聲音。這樣，那個唇啊、聲帶啊、牙齒啊，都是四大所造

的啊，但這個是由我們的執受，我們的心識與我們的軀體所產生的，它不是自己會動

的，因此呢，這個叫做執受大種為因所構成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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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舉例了，好像執受大種為因所構成的，手雙擊，兩隻手這樣拍掌，那麼這隻

手是身體來的，由我們的，被我們所執受的身體發動的，這個身體就由「四大」種子

構成的，而發出的聲音是人所造的，這樣一類。這樣另一類呢，另一類呢，語言也

是，語言剛剛講過了，語言要靠聲帶啊，唇啊，這個唇、牙、舌，這個喉、牙、舌、

齒、唇，是吧？在中國讀這個聲韻學裏面說，聲音的發出是喉、牙、舌、齒、唇，是

五種東西構成的。這五種東西都是物質的啊，都由「四大」所組成的，又要透過我們

的心與心所推動它發出的，所以這個是執受大種，執受的大種為因所產生的聲音，這

叫做「執受大種因聲」。這個「因」是為因的解釋，這個「因」是因果關係，這個

「四大種」為因，因為聲音是所造色，所造色是靠能造色產生的啊，離開「四大種」

根本沒有聲音的，一定要有「四大種」才能構成聲音。這是第一類。這樣，第二類

呢，不是靠執受，即不是靠人的軀體所產生的。這樣就有些大種，不是人的軀體的，

不是靠人的軀體所發出的，這樣就自然界的「四大種」為因所發出的聲音。

好像風林，那些風吹樹林，沙沙聲地響；又好像車水，好像水，流水的聲音，那

些流水嘩嘩聲地流。這不是人啊，人控制到嗎？控制不到，好像水災啊，你想水少一

點都不能啊！這樣自然界是有這樣的現象，這樣所發出的聲音就叫做「非執受大種為

因（聲）」，所產生的聲音。

那麼第三類呢，就叫做「俱（大種因聲）」。「俱」也者，剛剛解釋過了，就又

是執受大種為因，又是非執受大種為因，所產生的聲音，這樣就叫「俱大種因聲」。

這樣就好像手打鼓，因為正式發出聲音呢，就是這個鼓，這支棍打在鼓的皮革，但有

人拿著這支棍，人去驅使鼓棍郁動，這就兩種東西了，是人的身體加上非人的身體的

物質所合，雙擊所發出的聲響，這個聲響就是俱大種為因所產生的聲音。那麼這些

呢，通通這些聲音都是我們耳根的對境。這樣，耳根的對境之後呢，我們的耳識才能

生起，認知它。如果連對境都接觸不到，即是我們的耳鼓都接觸不到聲音，將收到的

那些資訊傳遞給腦被我們的耳識了解的時候呢，這樣耳識根本不知道有聲音。譬如你

的耳鼓穿了個窿，你打甚麼鼓，你都收不到信息，但你本來有甚麼啊？有這個聽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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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啊，你以前都有啊，是吧？所以現在暫時沒有的原因呢，就是暫時這個耳根有問

題，是吧？就不能夠將這個聲音與這個根的神經接觸。

如果接觸不到的時候呢，我們沒辦法認知聲音，這就起不到識了，這個耳識根本

就不起。如果你修補好了，就是現在的科技那麼昌明，我們的醫學又那麼昌明，我們

穿了窿可以隨時修補這個耳鼓的啊，這樣修補了之後呢，又可以將聲音振動我們的耳

鼓神經，神經就是我們的耳根啊，就帶給耳識認知了。這個根的作用就是接觸這個外

境。知的作用就是識。好了，這樣就第七類了，第七類。這樣第八類的所造色就是

「香境」。「香境」，這樣於是世親菩薩就問了，他說，「云何香？」甚麼叫做香

呢？

甚麼叫做「香境」呢？這個「境」字省了，因為云何香境？這樣的，就省了。

「謂鼻之境。」這個「鼻」字就不是鼻子，是鼻孔裏面某些神經，是鼻根的意思。鼻

根的所觸境，鼻根能夠接觸的那些對境。這樣舉例了，有這個「好香」，有這個「惡

香」，有這個「平等香」。這樣，甚麼叫做「好香」呢？好香就是你鍾意聞的香了。

「好香」者，這個就是安慧的解釋了，「謂與鼻合時，於蘊相續，有所順益」的香。

他說，「好香」是一種香味，這些香味呢，這個「鼻」是指甚麼啊？鼻根，是吧？這

鼻根相接觸的時候呢，就「於蘊相續」，「蘊相續」就等於我們的身體，直情是

「我」，假我啊，因為假我叫做「五蘊相續」。

我們沒有一個獨立的生命啊，我們的獨立生命體呢，就是「五蘊」相續，怎樣相

續呢？「五蘊」不是常的，「五蘊」不是斷的，「五蘊」不斷生滅生滅生滅，那樣前

因引後果，前因引後果，這樣的存在，這就是生命存在，這個「蘊相續」就是生命存

在。「五蘊相續」假體，對這個假的生命體，就是假我，這個假我所喜歡的，喜歡的

東西，我們叫做順益。「順」即是順應自己的，就是隨順，順就等於你鍾意的。

「益」就是對我們滋益的，你產生喜樂，產生滋益的作用。你不會排拒，這樣叫順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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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損呢，這樣就排拒了，你不鍾意就是違，心意相違；你鍾意呢，就是心意相

順。你鍾意聞的東西，這是對你順了，你不鍾意聞，就是逆你。「順我者生，逆我者

亡。」「順我」，即合乎我鍾意的東西，「逆我者亡」，即我不鍾意的東西就逆了。

所以順呢，就是合乎你心意的東西，就叫做順。這樣，合乎你心意的東西就肯定對你

有益，你不會嬲的，是吧？於是你鍾意，就是你喜愛的。這樣，「香」也者，這就很

主觀的，是對「蘊相續」的這個人的喜愛，但是對另外一個「蘊相續」的人未必喜愛

的，是吧？所以曹丕有句話，「海畔有逐臭之夫」，有些人鍾意臭的東西啊，臭豆腐

很好的啊，臭豆腐的香對阿甲就鍾意，對阿乙呢，掩鼻而過啊！是主觀的，是吧！所

以他用詞用得很好啊，沒有客觀標準的，沒有的啊！對某個「蘊相續」，這個個體，

這個生命個體鍾意而已。

這樣所以讀佛經就處處都給靈感你，是人的本質看得很清楚，不是絕對的有個客

觀的純好味的，這是沒有的。狗屎我們都憎（恨）它，但是呢，很多蒼蠅圍著它啊！

是吧！對我們是最不鍾意的東西，但對蒼蠅就是最鍾意，最鍾意。因為對蒼蠅的「蘊

相續」，它就產生順益；對我們呢，嘩！又病菌又驚（怕）了，見到都怕！嘔啊！作

嘔啊！但對那隻蒼蠅呢，就完全不同。因為佛教所對的對象就不只是人啊，所有的有

情啊！蒼蠅都是有情，所以你怎能下一個定義，甚麼叫做好的香呢？都是從主觀好惡

的。我就覺得很精彩，很多義理在裏面，你細心讀的時候，是給你很多靈感的。好

了，下一種，這種是惡的香，不鍾意的香，就是說它對鼻根相合，即是接觸，因為

「合」也者，即是根境識相和合的意思。和合即走在一起，相順而走在一起。這時候

呢，就對這個生命個體有違損的，就是不鍾意，所以不鍾意的時候，它就叫做「惡

香」。所以對這隻蒼蠅是好香，但對人呢，就是甚麼？是惡香。

我們吃的食物也是，我們的 菜隨你的主觀好惡的，沒有絕對的標準，甚麼叫做餸

好味，甚麼叫做不好味，沒有絕對標準的！好了，這樣甚麼叫做「平等（香）」呢？

「平等（香）」就又沒有說是順益，沒有說是違損的，這樣的香。那就是我現在拿著

的這支指揮棒，它都應該有些味的，但對於我來講呢，又沒有順益，又沒有違損，是

平等香。你坐的那些凳啊，那些用木所造的東西，它會發出木的香，是吧？但這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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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對你來說，對大家來說都是平等香，你又不會覺得它討厭，又沒有特別的喜愛。於

是，他就說，「與鼻合時無所損益。」就是無所違損，亦無所順益的。這樣就叫做

「平等香」了。這處就補一句，我們的注文那處，我們前面講了幾種「境」，一種叫

做「色境」，一種叫做甚麼？「聲境」。那麼「色境」、「聲境」與那個「根」的接

觸呢，與現在所講的「香境」是不同的，因為「色境」與這個「聲境」是離開（這個

「根」），就是「根」與「境」是離開而產生作用的。而「香境」呢，就不是了，

「香境」一定要親自接觸這個「境」，它才能產生作用的。

這樣，就「眼根」、「耳根」是離中取境，「鼻根」、「舌根」、「身根」呢，

是合中取境。所謂「合三離二觀塵世」，是吧？那個《八識規矩頌》裏面有的一句名

句。這都很有用啊！這就是說「根」與「境」裏面就分開兩大類，有些是合取境的，

有些是離取境的，這個香、味、觸，這三個「境」是要接觸到才能取的，合取境的，

但是，顏色與聲音可以離很遠都可以知道它存在。所以這個注文呢，蔣維喬先生的注

文呢，就加了一句，他說，眼、耳二根是離開這個境去接觸這個境的，離開這個境而

對這個境有所接觸。這樣就鼻、舌、身，這三根呢，一定要接觸這個境，完全接觸了

才可以能夠產生這個觸，產生觸，所以就不同的。

這樣跟著就第九類，就是「味境」，甚麼叫做味呢？「云何味？」甚麼叫做「味

境」呢？他說，「謂舌之境。」就是舌識的對境。這樣就舉例，舉了「甘、醋、

」，醋即是酸來的，「 」（就是鹹），「辛」即是辣，「苦、淡」，這樣，這些醎 醎

就是「味（境）」了，不用詳細講了。這樣，這個釋文，這個論文就這樣完了，完就

不對啊，因為這幾種只是六種啊，味的東西怎會只有六種啊？味不只有六種，是吧？

因此在釋文就加上了個「等」字，即是說除了這六種之外，還有很多味的。因為任你

（調）校味的啊，你將甜的東西（調）校些鹹的東西，你又可將甜的東西（調）校些

酸的東西，你將甜的東西（調）校些苦的東西，這樣都可以，是吧？你這樣混合味就

混合了無限的那麼多種！整個太極就歸於陰陽啊！都是宇宙萬象，兩種東西混合了，

就分作無限那麼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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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現在有六種東西，六種東西互相混合，這樣調配起來就無量那麼多種了，所

以就加個「等」字，這樣不用詳細解了。這樣進一步就是第十類，（解）釋這個「觸

境」，這就說，我們知道「觸」不是全部的，是講「觸一分」，不可以講全部。為甚

麼不可以講全部呢？原因就是，我們這個（「觸」），以前講過了，因為「觸」的時

候呢，是有兩大類，一類叫做「能造觸」，一類是甚麼？沒錯，「能造觸」與「所造

觸」。「能造觸」即是地、水、火、風，這「四大」種子。它都應該觸到的，是吧？

你都接觸到的。這樣但是這處已經講過了，因為現在講「色蘊」，在前面，我們以前

不就是講過一個「能造色」嗎？這樣就講過了。所以現在的「所造色」，就把「能造

色」這四種的元素是剔除了，只是講「所造色」，所以呢，就講「觸」一分。

我們這個「身根」所接觸的「觸」呢，是不再講「能造」那一部份，因為「能

造」的那個分類法不在「所造」裏面。分類法裏面就是把「色蘊」分做兩大類，記不

記得啊？第一類叫做「能造色蘊」，第二類叫做「所造色蘊」。這樣，這個地、水、

火、風，這「四大」種子，都是「觸」的境，都可接觸，但在「能造色」講了，這樣

所以（講）「所造色」的時候呢，將「能造色」剔除，這就不會重複，於是我們的身

根所觸就只講「觸」一分，就不是講全部的「觸」，因為「能造」那部份不講了，只

是講「所造」那部份。

「觸」還有一種啊，「觸」呢，我們叫做甚麼啊？叫做心所，還有力量啊，我們

也不講力量的那個心所了。現在講「境」，現在不是講「心法」，是講「色法」，因

為「觸」又有「心法」，又有「色法」。「觸」是很麻煩啊，一說「觸」字，究竟是

「觸境」，還是「觸心所」，要先分清楚！「觸境」又分兩類，一類是甚麼？「能

造」的。一類是甚麼？「所造」的。「能造」就「四大種」都被我們「觸」到的，那

麼「所造」的時候呢？「所造」就現在看了。這樣，「所造」這部份呢，「謂身之

境」，是我們「身根」的對境，「身根」叫做觸覺神經，上一堂講過了。

為甚麼「一分」啊？除了「四大種」，不講，「四大種」我們不講，因為這「身

根」不知「四大種」的，感覺不到「四大種」的，為甚麼？因為太微細，實際你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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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實際你接觸到的，因為「觸」到粗、滑、輕、重，都是「四大種」來的啊，是

吧？但是，你接觸到又等於接觸不到，譬如我的身體有沒有接觸空氣啊？有啊，但你

知不知道空氣啊？我就不知了，是吧？除非很大風，除非那些風很強，我才能觸到那

個（空氣的）流動，如果不是很強的空氣流動，根本我都不知，接觸而不知，是吧？

所以「觸」是講一分，不是講全份講，「四大種」不講。

除了「四大種」是「觸境」之外呢，還有所造的東西有哪幾類呢？「謂滑性、澁

性、」「 」字讀「溺（音）」，讀做，字典就讀「剎（音）」，「重性、輕性、澁

冷、飢、渴等。」這樣講七種，七種，不只七種的，還有十五種，一會兒就知道了。

這樣就看看了，第一種我們叫做「滑性」，是甚麼「觸」呢？這樣他說，「滑性」

呢，就是很細很軟的，就是我們普通語言就很滑了，摸這張紙很滑，你摸到很滑。但

是，摸那塊布呢，很 （粗糙），那麼 呢，就叫做「 」。「 性謂 強。」就是嚡 嚡 澁 澁 麁

很粗糙的，你觸到很粗糙的，摸得到的，是吧？摸得到。滑的東西呢，就感到滑；麁

的東西呢，感到 。澁

甚麼叫做「重」呢？「重」字我們讀做「頌（音）」，「重」的時候呢，就是說

可稱到的，這個「稱」字讀「秤（音）」，覺得墜手的，是嗎？可稱即是覺得墜手。

這樣，甚麼叫做「輕」呢？「輕」就反是，不墜手的東西，其實「輕」都可以稱的，

不過這個「稱」字我解作墜手，就更加清晰，沒有那麼墜手了，就是「輕」。這樣，

甚麼叫做「冷」呢？「冷」呢，是「煖欲為冷」，即是你有種感覺，感覺到之後呢，

你就覺得想暖一點的，希望暖一點，譬如很凍，我們會說，「開一些暖氣吧，暖一點

都好啊！」這就叫做冷，你想暖一點就叫做冷。

你想比較暖，這樣就叫做冷，這樣所以冷呢，不是「觸」來的，其實是「觸」了

之後，有想暖的要求。你「觸」到一種東西之後，譬如這塊冰來的，這塊冰你的手摸

了，你覺得不舒服了，希望暖一點就好了，這樣的時候呢，「觸」是「觸」，「冷」

是「冷」的，「冷」是一種要求，要求它暖的意思。這樣所以呢，他解了，「觸是冷

因」，你接觸那種東西的這種「觸」呢，是有種要求，要求它暖的因來的，要求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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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接觸了那種東西的時候，你有種要求，要求暖一點。這樣呢，你就說那種東西冷

了。這樣接觸的時候，本來不是冷的，接觸的時候就只是接觸而已，接觸為因，而有

種要求暖，這樣的要求就叫做冷。

那麼現在就方便講，你一接觸的這個就叫做冷。這樣，冷的定義，冷的定義就是

想暖，想暖，這就接觸之後才想暖啊，是吧？不是一接觸就想暖啊，這樣接觸為因，

想暖一些為果，即是接觸它為因，而覺得冷，這樣就叫這種接觸叫做冷。冷本來不是

因，冷本來是果，果來的，接觸之後有這樣的要求，暖一點的要求，就把這種「觸」

的情況，給它一個名（稱）叫做冷。給它一個名（稱）叫做冷。這處很特別了，佛教

將這個心理活動說得很精細，第一它界定甚麼叫做冷，冷就想暖一點，叫冷。

這樣你接觸了一種東西，如果你的內心世界想暖一點，那麼這種「觸」就叫做

冷。這種「觸」就叫做冷，冷的「觸」，冷「觸」。同樣的道理，好了，於是這樣的

講法，這樣加以概念，概念化，這個 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呢，就叫做依因立

果，「此即於因立其果稱」，即是依因立果之名的方法。因為我們建立概念有很多方

法的，有時候在因上建立這個名稱，但這個名稱是果來。

利用這個果去講因的，這樣冷的感覺就是用這個果去講因的，你接觸那種東西，

本來就想暖的，想暖就叫它做冷，叫這種「觸」做冷。冷其實是果來的，不是他會

冷，他本身不會冷的，溫度低一點而已。所以因人而異了，你覺得冷，但阿乙覺得不

是冷啊，有人在零下十度都覺得很暖的，是吧？但有人呢，十幾廿度都覺得很冷，穿

很多衣服，各有各的感覺啊！不是絕對客觀的，都相當主觀的。所以冷呢，沒有說標

準的，怎樣叫做冷？甚麼叫做暖？就你隨便想暖一點，這樣就叫做冷。所以佛教說這

個「冷」的定義就「煖欲為冷」，是完全很合心理要求的，因為是各人各不同的，是

沒有客觀標準的，好像肚餓啊，口渴啊，都是，全部都是主觀性的。這樣再看了，這

處舉例了，這樣「依因立果之名」，這不是唯一一個例子啊，安慧菩薩連續舉了幾個

例子，用因去講果名的，舉些甚麼例呢？我們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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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諸佛出世樂」的快樂，諸佛演說正法就快樂，所有僧 ， 僧和合不吵衆 衆

架，這樣就會快樂，所有修道的人一齊努力，同修精進就快樂了。這樣，其實不是

啊，佛出世的時候有甚麼快樂呢？佛出世之後呢，佛就給我們教誨，我們才覺得快

樂。佛出世是因，我們見到佛快樂而是果來的，但有時我們看因說果，佛出世就快

樂。同樣道理呢，說正法，說正法的時候呢，就是佛說法的時候是因，說了正法，我

覺得正法很合理了，我很舒暢，心理很安詳了，那個時候才快樂，所以佛說法為因，

我覺得快樂是甚麼啊？是果來的，但那些果是正法樂，是吧？常常說祝你甚麼法樂，

聽正法而得快樂。

這樣你有樂，其實我說正法不是快樂，聽正法都不是快樂啊，聽正法很痛苦的，

要集中精神啊！精進，精進很苦啊！下面再講。這樣所以，他本來不快樂，但將來會

快樂啊！這樣就說法樂，無量法樂，常常都這樣說的啊！所以，聽正法、說正法都是

樂，因為得樂果！現在當下是苦都不定，但將來（會樂），這都是依因立果名，用果

的名稱去講這個因的。

就不只這個例啊！還有精進，還有，那些「 僧和合樂」，大家一齊出家，一齊衆

六和合那樣的生活，這樣六和合不快樂啊，為甚麼啊？因為沒有自由，沒有

privacy（私隱），種種（事情）都被人知的，一會兒黑白二日又要甚麼啊？又要將

自己的罪惡發露（懺悔），快樂甚麼啊？但是呢，你這樣修（行）呢，將來會快樂，

是吧？在這個因上立果之名，這樣大家和合僧一齊生活多麼快樂啊，這是將來的事！

當下是苦的，暫時你正苦著的，因為你要守戒律，三百五十條戒，是吧？四百幾條

戒，每條戒都要守，不守又要發露，是嗎？又要被人指出來，問你有沒有犯過，你沒

有犯過呢，又說你說謊，是吧？

本來就很不方便的，但是呢，你的果是快樂啊！因為你修行了就證果，這個果是

無量的樂，這是因上是苦，但果是樂的。這樣是因中立果名。還有精進啊，一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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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齊讀書，讀書很花費時間啊！我們個個都想安逸的，不想勞苦的，但讀書要勞

苦的，所以現在說香港教育，小朋友要快快樂樂的讀書，怕苦！這樣那些人很難有成

果了，所有的大成就都要經過甚麼啊？刻苦！刻苦！教小朋友刻苦，其實是教育很重

要的一環！教小朋友躲避刻苦，見到苦要怕，（拖）累了這個小孩子！（拖）累了

他！他將來不懂發憤的。這樣所以精進呢，我們精進，一齊精進，你說快樂，正在精

進是苦的，這個果才是快樂。

這樣因此精進勤苦啊，精進本來勤苦的，精進即勤，正在精進著是勤，勤就是苦

了，所以英文說「Take pains to learn」，「Take pains」是苦的！是吧？以前讀書

的時候，先生常常教我們「Take pains to」，是要受苦的了！刻苦啊！刻苦就快樂

了！你克服了那些困難，你就快樂。你克服不了困難，你永遠不會快樂！這就是你現

在快樂，當快樂失去，就是痛苦了。這樣所以精進就是勤，勤就是苦的，但是呢，它

是樂之因啊！雖然精進是樂的因，但精進本身是苦的，所以從這個果上說呢，它是

樂，是樂的因啊，這種苦做因，將來得到的果是甚麼啊？是樂，這樣所以叫精進做快

樂了。說為樂。所以叫做甚麼？「勤精進樂」。是吧！

大家一齊勤修快樂，勤修本來不快樂，但這個果是快樂。這處就指出了，這樣的

語言運用是很平常的用法，常常是這樣用。這就再舉例了，剛剛說「觸」，我們正說

「觸」，這個「觸」正講「冷」，「飢」一樣！「渴」一樣啊！甚麼叫做肚餓啊？肚

餓，「飢」。「飢」，肚餓即是「欲食為飢」，即是想吃東西的意思啊，你有沒有覺

得肚餓啊？肚仔餓？要喂你，快點給你吃東西。這個時候呢，餓也者，即你有這樣的

欲求，想吃東西。這樣現在你說肚餓了，這樣肚餓是一種「觸」來的，你「觸」了之

後，內在「觸」，就是說你的胃裏面有這樣的感覺，這種感覺。

胃都是甚麼啊？都是身體的一部份啊，是吧？因為你的胃有神經，有觸覺啊！這

樣胃的觸覺，而某種情況，就是肚空空的情況，這樣肚空空的情況為因，就使到你覺

得需要吃東西了，那麼這種觸覺呢，就給它一個名稱，叫它做甚麼啊？飢餓。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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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所以「飢」呢，不是因來的，是果來的，是「觸」（了）之後所得的果。這

就把這種「觸」叫做飢。飢餓，我覺得肚餓。覺得肚餓的意思呢，覺得有這種感覺，

你想吃東西的意思，有這個果就是吃東西的意思。這樣，所以把這個因叫它做肚餓

了，覺得肚餓了，覺得肚餓，這種肚餓是果來的，是「觸」之後所引致的果來的。同

樣的道理，「渴」亦如是，「渴」，「渴」就是說你的舌頭，你條 講話講得多了，脷

沒有水份了，這樣你就有種「觸」，這樣「觸」了之後呢，就有些甚麼？想飲水這樣

的要求，那麼我們叫做「欲飲為渴」。這就是有種欲求，想飲東西，這樣的欲求呢，

就叫做口渴了。

所以口渴是果來的，你覺得口渴，這個覺與口渴是兩件事來的，你覺了之後才想

飲水，那麼想飲水才是渴，想飲水才是渴，這樣解釋。這樣於是，他說，「欲食為

飢，欲飲為渴，說亦如是。」這樣我們在這個表達的方法上呢，亦是一樣，都是在一

個因位上取果位的名稱，於因說果，用因位的情況，就借用果位的名稱來表達的。於

是呢，我們最主要的這幾種，七種都講完了，這樣「已說七種造觸」，這樣已經講了

七種是由「四大」所造的「觸」境。這樣前面講了四種「能造觸」，是吧？「能

造」，「及前四大」，加上，「及」即加上，上面我們講過的「地、水、火、風」四

大種子，它們都是「觸」來的，它們都是「觸」境來的，這樣就一共呢，「十一種

等」。一共有十一種。十一種之外，還有其餘的，那麼其餘指甚麼呢？就是剛剛那七

種之外，滑啊， 啊，輕啊，重啊，冷啊，飢啊，渴啊，這七種之外，還有很多的，麁

數不盡。

這樣，安慧菩薩就再列出十五種，這十五種就是這樣，列出了「軟」、「緩」，

即慢，「急」、「飽」、「力」，覺得很大力的拉著你，「劣」、「悶」，「癢」，

粘著你的「粘」，「病」，你覺得病，你覺得「老」，你覺得「死」，覺得「疲

倦」，覺得「停息」，覺得「勇猛精進」，這樣一共十五種。

這樣十五種都不夠啊？怎知不夠啊？有個字告訴我們知的，哪個字啊？「等」，

這個「等」字，列了十五種都不夠，還有無量那麼多，因為根的「觸」是無量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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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隨便列一些給大家參考而已，不能用語言講得盡那麼多的，因為「觸」是無量那

麼多種。好了，這就最後一種，最後一種是（解）釋「無表色」，「無表色」就不是

我們「眼、耳、鼻、舌、身」根的對境，是我們意識的對境，是意識所認知的，不是

我們身根所認知。他問了，「云何無表色等？」「無表色」不是一種東西，加上個

「等」字，「等」即是 數，「無表色」不是一種東西，是很多種東西，這樣加個衆

「等」字了。他答了，「謂有表業，三摩地所生、無見無對色等。」等等的色。

這就是說，「無表色」是無見無對的物質。「無見」，即不能夠用「眼、耳、

鼻、舌、身」識去接觸的，不能夠用「眼、耳、鼻、舌、身」根去接觸的，這樣叫做

「無見」。這個「見」不只是眼啊，不是眼，這樣聲都是無見？聲都是見不到啊！所

以讀這個「見」字的時候呢，你要仔細，「見」是廣義的「見」，廣義就是除了眼根

見不到之外，還有耳、鼻、舌、身根都見不到的。所以這個「見」字就不要執死了，

我們要分廣義、狹義的。廣義的「見」就是這個眼，眼根所接觸的這個「見」，這個

狹義的，這個最狹義的，最嚴格的。但有時比較寬（鬆）的講法，就是逢「五根」的

對境，這樣就說它不是五根對境。是吧？第一。

第二呢，就是「無對」，這個「對」就是對礙，甚麼叫做對礙呢？那樣東西你放

在這處，它就阻住你的，譬如現在錄影機放在這處，我現在想將維他奶放進同一個空

間，可以嗎？不可以，因為它會阻礙著我，它有對礙，這個「對」就是相對而阻礙你

的，換句話說就是佔有空間的意思。

這樣於是呢，非五根對境與不佔有空間的，一萬種東西放在一起都可以的，這樣

叫做「無對」。「對」就是對礙，不會防礙你另外的東西的東西在一起的，這樣叫做

「無表色」。那甚麼叫做「無表色」？舉例來聽一下吧，這樣下面他說，是由有表業

所產生的物質，又由三摩地，三摩地即是定，即入定，禪定，所產生的物質活動，那

麼這些呢，就叫做「無表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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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再詳細看這裏，甚麼叫做「有表」呢？「有表業」，「有表業」所產生

的，這樣「有表業」一定有表色了，有表色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色、聲、香、味、

觸都叫做有表色，因為可以表示（才）被人知啊，你見得到，聞得到，觸得到的，那

些是有表，「表」即表示被人知，即是身業、語業所表，因為是身業、語業所能顯現

的，這樣叫做有表。

那麼「有表色」又分開幾類的，是通善、惡、無記的，善、不善、無記三種性

質。有表的物質活動，譬如說我們拿著那個斧頭砍死了人，這都是物質活動，這有所

表示的，這就是惡了，是吧？有個小孩子跌進了井下，這樣你放條繩進去拉他上來，

這都是見到的物質活動，這是善了。這樣現在我把這件東西放下了，這是善還是惡

啊？無記，是吧？它亦非善亦非惡，它是無記的。這樣於是，「有表色」不外是這三

大類。其實「色」的本身，絕對的講是一類，是無記，但是這個「色」被心意活動

呢，才有善惡之分，嚴格講是這樣講。

所以有表的時候呢，因為你有表示被人知，拿著斧頭究竟是幫人呢？還是砍人

呢？這樣你就表示出來，你幫人是善，你砍人是惡，於是透過你的行為、思心所就構

成它有善、惡意義了。它本身是無善、惡意義的，它本身純粹是甚麼啊？是無記的，

本身是無記。這樣透過這個，這個本來有三類的，三類不是所有都叫做「無表色」

啊，三類當中只有兩類構成「無表色」，即是善的有表色、有表業與惡的有表業。就

是說「有表色」構成善的有表業與構成惡的有表業，你做了這些業之後呢，就遺留一

些餘勢力在你的生命體，那麼這些餘勢力就將來引致福報或者是非福報，得到快樂的

果報或痛苦的果報。這個行為本身就叫做「業」，所構成的那些餘勢力就叫做「無表

色」。它就是這樣的。「無表色」就是說，「所生色者，謂即從彼善不善（表所生之

色）」這種表業所產生的物質。

這樣其實都不是物質活動啊，其實嚴格來說不是物質活動，這種物質活動的這樣

的講法是借用了《俱舍論》，是說一切有部的講法。唯識的講法就不是（這樣）的，

這個心靈活動都是心理活動來的，不是物質的，不過它將來酬引果報的時候呢，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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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好了，我再加一點，做了善的行為，或者我舉個例，你守戒，你在佛前說，「我

決定不殺生！」那個羯磨師問你：「你能夠盡形壽，能夠守不殺生戒嗎？」這樣問一

次，你說能，然後再問第二次，你能夠守戒嗎？你又說能，又問第三次，你都說能，

這樣你有戒體，這個戒體叫甚麼？律儀，善的律儀。這個律儀有餘勢力啊，在生命裏

面呢，有防非止惡的作用，還有激發你去做善的行為。這樣有防非止惡呢，是防你身

體活動，語業，身業，因為身體去殺人的啊，這就是說有防止你起物質活動去害人這

樣的力量，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它與物質性有關，這樣就說這個戒體呢，叫做「無表

色」了，叫做律儀，律儀。

在你的生命體裏面有餘勢，因為你發過願啊！分分鐘警醒你，你想踩死隻蟻，但

是都不好（這樣）了！我講過不殺生的！我明明見到生命體，我都取了這生命體的

命，怎麼可以啊！這樣會提你啊！提醒你！這樣說提醒你的力量呢，在你的生命裏面

就叫做戒體。你守戒，你發過願守這條戒，所剩下的餘勢力提醒你的。這樣還會產生

這種慈悲心的，你不鍾意殺（生），就常常提醒你不殺，就對所有 生有這種慈悲的衆

感覺。這樣慈悲都是甚麼啊？身業的顯現啊！你幫人啊，你去救人啊，就把這種力量

方便假說為物質現象，其實不是物質現象，其實應該是精神活動。但是呢，所有其他

部派都說是物質，這樣就順應那些部派，即說一切有部，都叫做「無表色」。

這樣，其實不是「無表色」，唯識家說根本不是「無表色」，所以是假色，不是

實色，是沒有這種色的，因為所有見不到的，是心理活動來的，是精神活動。但是這

裏沒有講清楚，而蔣維喬先生又再講，你如果讀蔣維喬先生的注呢，就很清楚了，不

過事前講清楚這叫做所生的色。這樣的「無表色」呢，即是業的體啊，業的體，所做

的戒體，所做業的餘勢力，它就是不能表示，因為你見不到的，它是無見無對的。

「見」即是前五根接觸不到的，又不會妨礙其他事物存在的，它不會對礙撞的，它不

會妨礙其他事物存在，所以叫做「無表」。「故名無表」，「無表」也者，不能表示

被人知的意思。見不到，不能夠認知的，因為不能夠用五根、五識去認知它的。

那 甚 麼 叫 做 「 三 摩 地 所 生 色 」 呢 ？ 「 三 摩 地 」 這 個 詞 語 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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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dhiā ，sam dhiā 就是定的解釋，就是我們修行，修定，但是這個「定」呢，就

不是普通定啊，「謂四靜慮」，「定」即是你真的入定了，即初禪、二禪、三禪、四

禪，這四禪。這四禪呢，你就有神通了，四禪啊，在四禪裏面，第一，四禪，修四禪

呢，本身都得到戒體的，它都有種（物質的餘勢力），根據說一切有部講，都有些物

質的餘勢力在那些生命體，這些餘勢力都叫做「無表色」。

另外呢，這四禪當中，你在四禪裏面可以有神通，這樣神通呢，變現很多東西的

啊，這樣變現的東西亦都是叫做「無表色」。這樣四禪所生的色，所產生的，所生的

物質活動，就叫做「三摩地所生色」。這樣又說這些「無表色」是所造色，是由地、

水、火、風四大所構成的，這就是說一切有部講的。如果唯識嚴格地講這些「無表

色」都不是物質活動，都是精神活動。這些所造色呢，舉例了，好像「善律儀」，

「不律儀」。「善律儀」舉過（例）了，即在佛前，你受戒，律儀即戒，你受了戒所

得的戒體，一定善的，律儀一定是善的。

如果不善呢，就是「不律儀」，不善即是破戒，你受了不殺生戒，結果你殺了

生，這樣殺了生都有餘勢力啊，這種餘勢力叫做「不律儀」。你守戒的戒體，這個戒

體叫做「善律儀」。你破戒，犯了殺生那些行為，那些行為的餘勢力就是「不律

儀」。這樣「善律儀」、「不律儀」這些呢，就叫做「無表色」。這些也叫做業，就

是說業的種子。這又叫為種子，即「業種子」。「業種子」呢，在我們唯識宗的角度

就不是物質活動來的，是精神活動來的，不過方便假立叫做「無表色」。這樣就順應

部派思想的人講的，這就順應叫「無表色」。

這樣「無表色」就根本不是真正「無表色」來的，根本是精神活動的餘勢力，在

這個生命體上產生防非止惡的作用的那種力量來的。這種力量就不是「眼、耳、鼻、

舌、身」識所觸的，就不是「眼、耳、鼻、舌、身」根所能觸的，而是意識，意根所

觸的。就是這樣，「業種子」。這樣看怎知它是神通呢？再講，看注解，注解就是蔣

維喬的注解，他說，四靜慮即四禪，四禪即第四禪，即是初、二、三、四禪，即四種

禪定。這樣四種禪定產生的色叫做「定果色」。由定所產生的結果的副作用，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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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定中這種神通所產生的物質活動，這樣叫做「定果色」。這樣，「三摩地所造

色」又有個名（稱），這個名（稱）叫做「定果色」。

這樣「定果色」呢，怎樣解釋呢？他說，定力能夠變土為金，變石為金，等等，

可以變的，在定裏面變。這樣變的時候有個對象的，它不是客觀的，是對某人變，但

不是對全世界的人變，所以你催眠我呢，我被你催眠了，我見到他是甲。如果我不被

你催眠呢，你變來變去都變不到甲的。這是對某些人是這樣，你的意識強過他，這樣

透過你定的力，就使到他見到某某，但不是所有人見到的，是對某些被你度的人，被

你影響的人，這才見到了。所以，定中所用的魔術、幻術、定，等等所變現的那些假

法呢，假的物質活動都叫做「無表色」。在這處叫做三摩地所生的色，這樣的。

這樣，整個所造色是分開十一大類，十一大類很容易記的，「五根」、「五

境」，是吧？但是，「五根」、「五境」之外，有意識對境的，這個就叫做「無表

色」了，「無表色」是眼根接觸不到的，耳、鼻、身根都接觸不到的，是意識所能接

觸的，這個「無表色」是意識的，意識所能接觸的。

這樣，這麼多種色呢，我們又將它再分類，於是呢，「丁三、結三種色」，將它

總合，總合所造色，又可變成三大類，這樣是哪三大類呢？這個釋文就不是世親菩薩

造的，這釋文是誰造的啊？是安慧造的，即《廣五蘊論》的釋文。《廣五蘊論》就再

總結了，他說，「如是諸色」，即上面所說的「所造色」呢，「略為三種」，這樣簡

單的講可以歸納為三大類，這是哪三大類呢？

第一，「可見有對」色，這個「色」字省略了，「可見有對」，即是可以被前五

根接觸的，與佔有空間的，譬如我們的形色、顯色，我們這張檯，那些啊，譬如我們

吃的東西，食物啊，等等。

第二，「不可見有對」色，見不到的，就是眼見不到，耳聽不到，舌嚐不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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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哪些呢？這些就好像我們的根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些根見

不到的，那些神經見不到的，神經見到就不是神經了，是吧？那些神經一見到的時候

呢，它就變了普通物質了，它就不是神經了，它見不到的，因為舊時解剖學不是那麼

厲害啊，因為我們人將神經剔出來，神經都死了，那些神經線將它割出來，看見已經

死了，這樣當活生生的人呢，是見不到那些神經的。

但是，神經在身體佔不佔有空間啊？佔的，佔的，於是呢，是「不可見有對」

色，它是物質來的，神經是物質來的，根是物質來的，但不可以見。但是現在就可以

了，我們斷了神經，我可以（接）駁它，因為科學這麼發達。

但是舊時，千幾年前，科學沒有這麼發達，所以說這些神經呢，是不可見的有對

色。還有第三，「不可見（的）無對色」，就是「無表色」，即那個善律儀、不律儀

那些了，那些戒體，由禪定所引致的色，見不到啊，禪定的人就肯定能啊，我不是禪

定的人就見不到啊！所以是又不可見又無對色。這樣舉例了，他說，「是中可」，

「是中」即此中的意思，這個「是」不是是否的「是」，這個「是」即是「這裏」所

講的，他說這裏所講的可見有對色是甚麼呢？顯色，好像形色、顯色等等。這些表色

是三大類，是吧？就是「取、捨、屈、伸、行」，我們都見到的，這些就屬於這類

了。這樣第二類呢，「不可見有對色」呢，好像「眼根等」，「眼根等」就包括甚麼

啊？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些呢，根呢、神經呢，就叫做「不可見有對色」。

這樣，不可見又無對呢，這就是「無表色」，你作的業所得的不律儀，或者守戒所得

的善律儀，善律儀即是戒體。

這些呢，不可見又無對的，你做了一萬件事都是在你的生命體內藏住了，不會是

我做多了幾件就妨礙我藏不下了，你犯了很多惡，彌天大罪的惡，都是你一個人犯，

都是放在生命體裏面的，因為甚麼啊？因為不可見無對，不會妨礙其他東西的，你做

很多壞事都可以的，你做很多好事都可以的，它都有餘勢力的，這些餘勢力不會妨礙

一種餘勢力，不會妨礙另一種餘勢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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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處就講完了，就講完了我們的第一部份，第一部份呢，就是「乙一、別釋色

蘊」，就先「出體」，就是啊，「色蘊」是「能造色」與「所造色」。這樣「丙一」

就講完了。這樣「能造色」呢，即「四大」，「丙二」就講完了。

「所造色」呢，就是「丙三」，又講完了，就這麼多段了。這樣，今日繼續討論

的就是「乙二」，是第二種蘊，「受蘊」，因為「五蘊」是甚麼啊？是色、受、想、

行、識，是嗎？這樣就很有條理，是吧？先講了「色蘊」，再下去就講第二個蘊，這

個「受蘊」。這樣看看「受蘊」怎樣講，「乙二、釋受蘊」，這就整段間著的地方都

是世親菩薩所造的，他說，「云何受蘊？」他說，甚麼叫做「受蘊」？他說，「受有

三種」，「受蘊」一共有三種。

這樣，哪三種啊？「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一種是感覺快樂的感覺，一

種是感覺痛苦的感覺，一種呢，感覺又不痛苦又不快樂的，這樣於是就三種了。這樣

再解（釋）甚麼叫做「樂受」，「樂受者」，所謂快樂的感受呢，「謂此滅時有和合

欲。」是當那種感受完了的時候，你又希望再有這種感受就好了，再有這些和合在一

起的感受就好了。譬如說，那些東西好吃，你吃花生，食完一粒花生呢，完了，但還

想吃第二粒，因為再想那些南乳肉的香味，你再想有這種香味的感受，這樣所以你再

想的，再想有第二次的，那麼這叫做甚麼啊？樂受。樂就是這樣。你現在是百萬富

翁，你希望日日都是百萬富翁，現在千萬、億億富翁，遞進下去，你不想做完富翁，

有樂的時候，你不想不做富翁的，你想繼續做富翁的，這樣對你就有樂受。這樣「苦

受」就調轉了，「苦受者，於此生時」，當你苦的時候，那就「有乖離欲」，你想它

離開你。

譬如這裏很凍，嘩，摸 塊冰的地方，你想怎樣啊？你想離開它，是吧？快點縮着

手。那些火很熱，燒你的手覺得痛，苦了，你即刻會縮手了，怎麼會縮手啊？因為要

離開它。「有乖離」，乖，「乖」與「離」一樣的，乖即是相悖，相反的，與空間相

反的，離就離開它，這樣就不想接觸，不想和合，乖離與和合相反的，「乖離」。甚

麼叫做「不苦不樂」啊？「不苦不樂受者，謂無二欲。」又沒有說鍾意和合，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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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鍾意乖離，這樣就是不苦不樂了。於是呢，甚麼叫做「受」呢？「受謂識之領

納。」就是識那種感覺，心識對某種事物產生的那種感覺，叫做領受，領受是覺得它

是樂，覺得它是苦，覺得它是不苦不樂。這樣行文上就可能不是這樣的，可能是錯簡

了，應該這些文字，這句話應該放在前面，即是「云何受蘊？謂識之領納。」然後

「受有三種，」這句話應該放在這處才對，是嗎？

這樣行文上就搞錯了，這樣不出奇啊，因為抄的時候呢，可能這頁在別處，這樣

漏了此處，這就分開了，這樣其實這句話，行文上應放在前面，應該放在前面才對，

但他沒有這樣做，這就沒甚麼所謂了。這就是說，在結構上它是有些錯的，應該先講

甚麼叫「受」，先界定，受是對外境的領納。那麼領納有幾多種啊？有三種。哪三種

啊？「苦、樂、捨」，是吧？不苦不樂叫做「捨」，又叫「捨受」。這樣然後呢，甚

麼叫做「苦」啊？甚麼叫做「樂」啊？甚麼叫做「捨」啊？這樣界定。這樣才對啊！

行文上沒理由調轉的，這樣一定在抄錄經文的時候呢，抄這些論啊，都是佛經來的，

抄錄佛經的時候呢，可能抄的人可能有一句漏了，就補回在後面。這是錯簡。

這樣整段都是世親菩薩造的，這樣安慧就解了，他說，「無二欲者」，就是這句

了，甚麼叫做「捨」啊？捨叫做「無二欲」，「謂無和合之欲」又「無乖離之欲」。

這處就講它的（體）性，就是說「受」的「體」就是領納，對某種事物的感覺。那麼

「用」呢？有甚麼間接的影響呢？間接呢，於是又可以界定，「欲」的界定就是「起

愛為業」，產生一種染愛的心理活動。「欲」，譬如說，我現在快樂，快樂，你覺得

快樂之後呢，就使到你繼續希望能夠掌握它，執持它，不要喪失這樣的快樂，是吧？

會產生副作用的。這樣所以呢，「受」之後呢，這個「受」之後呢，沒錯了，就會產

生欲求，產生執 ，產生執 的，這種執著又不是「受」，是副作用。着 着

這樣所有甚麼「業」，甚麼為「業」的時候，就是副作用；甚麼為「性」，甚麼

為「性」，就是「體」來的。就是說，「受」，感受的這個「體」就是領納順違；

「受」，感受那種副作用呢，就是促使你對你所感受的東西，就產生執著，有愛惡的

執著，推動你的行為。這樣於是就講了這種副作用，這種副作用叫做「起愛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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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是產生，愛就是一種染著，染著。譬如你說：「『樂』才會染著啊！『苦』怎會

染著啊？」「苦」都染著啊！染著這「乖離」啊！是吧？要「乖離」才好！接觸它就

不好了，這樣對「乖離」來講呢，你都是染著。

有時候就不明白啊，為甚麼？為甚麼「苦」都是染著呢？「苦」都執（著）？不

是執（著）這個「苦」，是執（著）「乖離」這部份，執（著）這個作用。這樣使到

你的行為就產生抗拒了，感覺，躲避的感覺；行為，就產生躲避的行為。所以它都是

「愛」，愛躲避，愛「乖離」。快樂就不是了！愛甚麼啊？愛「和合」，是吧？那種

愛不同，但是，其為愛一也，一個呢，快樂時候的感受呢，就愛「和合」；一個呢，

如果產生痛苦呢，就愛「乖離」。那麼中性呢，就是無所謂，「乖離」也可以，這個

「和合」也可以，這樣都是一種執著啊！都是產生愛啊！好了，愛就是貪的那種情

況，愛。好了，這樣就講完了，快啊！這一節最快，這麼少內容。

這樣再看下去「乙三（二）、受蘊」，「受蘊」就很簡單，即是我們的生命體裏

面呢，除了物質組成這個軀體，這樣物質組成這個軀體就不只是這個軀體啊，由這個

軀體推到被我們認知的事物，是吧？所以，我上一次都講佛教所講的「色蘊」本來就

是解作物質性的軀體，但是這個軀體有認知其他東西的啊，透過「五蘊」可以認知其

他事物的，把一切被你認知的東西，是納入你的生命體裏面。所以，儒家思想，「仁

者天地萬物為一體」，因為天地萬物是你認知的對象。

認知對象裏面呢，有些是物質性，這樣所以你的眼識的觸境都是屬於「色蘊」，

你的耳識的觸境又是「色蘊」，你身識的觸境又是「色蘊」，鼻識的觸境又是「色

蘊」，你的舌識的觸境又是「色蘊」，就是宇宙一切物質現象是被你認知的，你接觸

到的是你生命的一部份。

所以，儒家說「親親愛物」，「親親仁民，仁民（而）愛物。」就把物與天下所

有百姓（當作）是你的生命體的一部份，因為他們都是你的接觸。所以，我們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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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不是說只我一個人乾淨，是整個區的乾淨；不只整個區的乾淨，整個地球都乾淨

啊；不只地球乾淨，太空都要乾淨啊！所以太空有垃圾，我們不敢去太空。是吧？我

們現在的衛星爛了，我們都不鍾意 便造衛星上太空做垃圾啊！這樣就把我們的生命随

體無限的擴展，因為是你的認知對象啊！因此，講「色蘊」本來就是講我們的軀體，

但我們人的生命體，不只限於我們的軀體，因為一有限呢，這個人就好極有限、叻極

有限，微小到極！這些（道理）把你的有限生命擴大了，擴大到所有被你認知的東西

與你同體的，所有儒家思想、所有佛家思想、所有道家思想都體會到，西方的思想都

體會到這種，我們的生命體不只限於這七尺之軀的！這樣所以，因此把這個「色蘊」

呢，就加以適當的擴大。

這樣我們的生命體又要接觸外境的時候，一定有感受，接觸內境又有感受，所以

第二種蘊呢，一定要「受蘊」，我們的生命體一定有「苦」的感受，有「樂」的感受

與有些「捨」的感受。這樣，所以我們痛苦的時候才能改造它，使到對自己對人都能

夠快樂。如果你沒有感受呢，在儒家思想叫做甚麼啊？叫麻木不仁，是吧？麻木不

仁，這個人就是廢人了，完全沒有感受的，沒有苦樂感受的，沒有苦樂捨的感受，這

個人生在世界上，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這個人是麻木不仁。這樣佛教講

「悲」，就一定要講感受！你沒有感受，怎能夠「悲」呢？見到那個小孩子被人打的

時候，你都沒有惻隱之心的，這樣你還是人嗎？你沒有感受的，麻木不仁的，這樣所

以佛教一定要有感受，所以強調這個「受蘊」。

「受」，一定要有感受，所以釋迦牟尼佛臨死的時候，那些弟子個個都哭得很厲

害，都有感受，希望佛住世！因為佛住世就怎樣？佛出世就樂了！佛說正法就樂啊！

剛剛我們說過啊，他走了的時候，沒有人說正法啊，是吧？所以哭了，不是為自己而

哭啊，為天下蒼生而哭。

所以孔子死了個學生，他都哭！因他不是為這個學生顏淵哭啊！是沒有人承繼他

的道而哭啊！是吧？他死了之後呢，顏淵死了之後誰承繼孔子的道呢？所以孔子慟

啊！「慟」也，即捶胸頓足，那些弟子說，「夫子慟矣。」哭得太淒涼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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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為這個人哭，為誰哭呢？」孔子為學生而哭。

所以，這全部都講「受」啊，一定有個「受」！所有講宗教、講倫理、講道德一

定要講「受」。不講「受」，這些全部要破產，全部都不能講了。那麼，這些是我多

餘加進去的，這樣你覺得對就接受，你覺得不對那就算了。姑妄聞之，妄聽之。這樣

下面呢，就看一下第三節「想蘊」，即我們的生命體除了「受」之外，是不使它有麻

木不仁，一定要有「受」，這樣然後進一步就是「想」，「想」是怎樣解（釋）呢？

我們看了。「想蘊」，「想蘊」就是，「云何想蘊？」甚麼叫做「想蘊」呢？這樣

說。「謂能增勝取諸境相。」這些文字很 （意指不流暢），能夠增勝，能夠對諸㪐㩿

境能夠產生相狀的，這樣叫做取諸境相。

甚麼叫做「能增勝」而取相呢？這樣看安慧的解（釋）了，能夠增勝取相的意思

呢，他說，「增勝取」者，「增勝」的「增」就是強烈的意思，「勝」就是殊勝，

「取」呢，能夠構成一種作用的，他就說，「謂勝力能取。」好像呢，大力的人就叫

做勝力了，這個是印度人講的，「勝」即是殊勝，所以好的東西，那個地方的環境好

美，叫做勝景。這個「勝」字不是勝利的解（釋），是殊勝的解釋，殊勝。就是說，

我們有那種認知力量，它就是很強烈的，很殊勝的，能夠在諸境之上，能夠產生相狀

出來。

這樣，文字很難解啊，如果我沒有看過釋文，根本不懂解（釋），我譯了過來，

因為我譯的構思（方）法與印度人的構思（方）法不同的，這個構思（方）法是印度

人的，譬如說「勝力」，這樣我們都不知道甚麼叫做「勝力」，是吧？但是印度人

（解釋）殊勝的力量，就叫做「勝力」，那麼「殊勝」我們知道是特殊的力量，非常

強的力量就是殊勝力量。

這就是說，在我們的生命體裏面有一種力量，它是很強烈的，「增」即是強烈，

增上的力量，是吧？它是有殊勝力量的，能夠對諸境有取相的作用。這樣，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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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想蘊於境取像為性。」這個用《成唯識論》的，他本來不是《成唯識論》的

這些文字。這就是說，「想」即我們對外境，譬如取色境，（例如）紅色這樣，這樣

我們的眼識起的時候，一定有一個心所與它一齊起的，這個心所叫做想心所。想心

所，那麼想心所的作用就是怎樣呢？就是眼識取這個「總相」，想心所取這個「別

相」，「別相」取了黃（色），這就取了黃（色）的相。這個眼識就整個的，它黃也

可以，圓也一齊的，圓啊、黃啊，全都一齊的。但是，這個「別相」呢，就是甚麼

啊？只是取黃（色）的那部份。這樣於是，黃（色）的時候呢，我們能夠認知黃

（色）的時候呢，於是我們了解那些顏色是黃（色）了。

當我們認識黃（色）的時候，都沒有黃（色）的這個概念！請大家注意啊！就是

說，我見到這個黃（色）的時候呢，你就知道有些這樣的顏色，這樣這樣的顏色，這

樣這樣的顏色，然後你說它黃（色）呢，就不是眼識說的，因為你取了像的時候，就

是那個「想蘊」幫你取這個像，由意識以前定義，這樣這樣的色呢，這名（稱）就叫

做黃（色）了，這樣我現在見到黃（色）。

那麼，你見到黃（色）不是眼識決定的，是由這個意識決定的，就構成了，構成

了我們的這個概念了。這樣構成概念的時候，這個就是意識所做的功夫了。這樣然後

我們再看了，這處「取像為性」，取像之後呢，還「施設種種名言為業」，有了這個

像之後，有了 images，就是說你有了黃（色）的影像，這樣能夠在外境取了影像之

後呢，於是建立各個名言了。「名言」即是概念，說這個是黃，那個叫做白，那些顏

色叫做紅，說這些叫做圓的，說那些叫做方的，說這些叫做長的，說那些叫做短的，

那麼這些名言都是因為你有取像作用之後，才可以施設的。如果連取像作用都沒有的

時候呢，就不可以施設了，不可以施設了，即一個動物，如果牠沒有眼根接觸外境，

於是取不到像之後呢，這些動物根本在意識裏面沒有這個顏色的，是沒有顏色的，空

白的，顏色對牠是空白的，因為牠不可以施設名言啊。不可以施設名言。

所以一個盲眼的人，他要施設顏色的名言呢，是做不到的，最少他所了解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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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都是因你講的聲音叫做白，但他那個白的內容是空白的，因為他沒有了甚麼

啊？這個「想」，沒有這個像在裏面去對應。這個白與黃，白一定與非白對應才構成

白的，那麼白取不到，非白又取不到，這樣怎能建立白這個概念啊？所以概念裏面

呢，白這個概念呢，又沒有外延，又沒有內涵。這樣因為一個概念的構成呢，我們讀

哲學的時候就知道有兩種東西構成，一個概念一定有個外延，即有幾多份，又有內

涵，譬如我們人，人的內涵呢，就能夠有理性的動物，有理性的動物，他的外延呢，

是有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等等，這些外延，這些分子。這樣，對不能夠取像的

那些 生，他沒辦法對那個像的存在構成一個概念，因為他的內涵又沒有，外延又沒衆

有，這樣只是一個空的聲音而已。所以盲人呢，你說紅橙黃綠青藍紫，對他呢，你說

紅與白呢，一樣而已，都是聲音。

學生：「其實比量可以啊！應該。」

老師：「比量怎樣可以呢？」

學生：「橙是黃色，他說橙是黃色了，但他未見過黃色。」

老師：「橙是黃色，這就弊了，那種圓滾滾的，那個酸的東西叫做黃色，或者甜的東

西是黃色，圓滾滾的（是黃色），這樣都不正確啊，取不到（黃色的像）啊。

這個橙都可以是紅色啊，所以他不行啊！這個橙，搞不清楚啊！」

所以「瞎子摸象」，這個象是怎樣呢？他摸腳以為是象，他摸鼻又說是象。所以

一個盲眼的人最好與人傾（談）一下這種東西，大家放下一切成見，不是挖苦他的，

大家尋求真理而討論一下顏色，看他怎樣。這樣根據我們的分析，就是不可能的，就

是他所認識的顏色與我們認識的顏色是截然兩種東西。

因為甚麼啊？他沒有這個「想」，沒有甚麼啊？沒有眼識的「想」而已！他有另

外的「想」，甚麼識啊？耳識的「想」啊，所以他對音樂很厲害啊！因為他音樂的

「想」比你厲害幾十倍啊，所以盲眼人的音樂藝術的百分比高過我們很多的，對音樂

的感受很尖銳的，很強烈的，不同的。因為他呢，盲了，他少了一種兼顧，（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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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些啊！concentrate在那處，所以那個果是不相同的。這樣所以，這個「想」就是

取像，是把外面的影像，不只是顏色啊，（還有）那個味道的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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