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大乘廣五蘊論》的「甲、乙、丙、丁」四部份，我們討論了「甲」，甚麼叫

做「五蘊」，即「色、聲、香、味、觸」，不是！即是這個「色、受、想、行、

識」，「五蘊」。這樣，我們開始講到「甲二、別釋五蘊相」，就是將這個「色

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五蘊」的內容與相狀，就

把這些事相分開很多點去討論。這處「五蘊」呢，就是「色蘊」、「受蘊」、「想

蘊」、「行蘊」與「識蘊」這「五蘊」。

那麼，我們過往在「別釋五蘊」的事相這處呢，是交代了甚麼叫做「色蘊」。

「色蘊」就是物質現象，物質現象本來是指我們有根身的軀體，但除了軀體之外，還

包含我們認識的客觀的對境，就是說我們的「眼、耳、鼻、舌、身」識所認識的

「色、聲、香、味、觸、法」的境，都在「五蘊」的「色蘊」裏面，這樣所以就分開

兩大部份，一部份是「能造色」，一部份是「所造色」。

「能造色」呢，就是那個構成這個物質現象的四種元素，就是「地、水、火、

風」。「所造色」就是由這個「地、水、火、風」這四種「能做色」的元素，所構成

的我們的軀體與器世界，這個根身與器世界。這樣，所以分開就是「五根」、「五

境」與「無表色」。我們上一堂處理了這處。這樣跟 呢，上一堂與大家亦探討過第着

二種「蘊」，這樣第二種，「受、想、行、識」這四「蘊」就是同一類的。

因為前面的「色蘊」是屬於物質性的，那麼「受、想、行、識」的活動呢，是屬

於精神活動的，是心理活動與精神活動的總稱。這樣如果我們細分呢，這個「色蘊」

就是等待我們的心王，「受、想、行」這三蘊是心所來的，心所來的。因為我們認識

的主體的認識作用就分開八種識，即是「眼、耳、鼻、舌、身」識與意識，加上末那

識與阿賴耶識。這樣我們未講的，我們將會在最後尾才講。這樣伴著我們八個識起的

時候呢，一定有些精神的活動，我們叫做心所有法。就是與心王俱生俱滅一齊伴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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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的一些心理活動與精神活動，這裏頭分開很多類的。又在這個「五蘊」裏面，

就標出三種最特別的，一種就是「受」，感受「苦」、「樂」這種力量，與「捨」，

不苦不樂的「捨」，就是「苦」、「樂」、「捨」。

這樣，「苦」、「樂」、「捨」之外呢，在精神上就加了兩個，一個就是

「喜」，一個是「憂」，這樣，一般就不在加了，就三種「受」，加了就五種

「受」。五種「受」有兩種呢，譬如身體上的快樂，精神上的喜悅，這些是正面的。

那麼身體上所感受到痛苦，與精神上所感受的憂慮，那麼這兩種是負面的。這樣，中

間是無記了，中間不能記別，中間是「捨」，不能夠分辨它是苦或者樂的，中性的叫

「捨」。這樣就我們上一次都討論了。跟 呢，就講「想」，「想」就不是思想的解着

釋，這個「想」字你不要望文生義。「想」呢，就是取像，因為我們認知的時候呢，

要認知客境或者認知內境都好，它一定有個像被我們認知的。

這樣，我們對客境，我們把這個影像取進來了解它，所以才會有概念產生的。譬

如，你見到這張 是四方的，那種是四方的，這種又是四方的，這樣在很多具體四方枱

事物之上，這個像你取得了，於是就一切四方的東西，我們給一個概念叫做「四

方」。這樣於是，本來這個像本身無所謂四方不四方，每一個角都是直角，四個角都

是直角的話(就叫做四方)，是我們給一個概念它而已，它自己是一個，每一個存在的

客體都是不同的存在，大家的四個角是直角，但是有大有小，有長有短。

這樣在具體事物所取的像之上，我們將它抽象化，抽象化，就構成概念。通常概

念不是一對一的，是一對多。那麼，四方的東西，四方的東西就無千無萬的多，四方

的東西，這樣於是構成一個概念。這樣因此，「想」就是取像作用，是它本身的體

(性)來的。

這樣，引伸它的間接的作用呢，使到我們的意識構成概念。如果沒有這種取像的

作用呢，我們的意識根本不可能構成概念。因此，這個「想」心所在認識來說，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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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很重要的心理活動。這樣上一次呢，上個星期就講了這部份。這樣，今日開始就

講這個「行蘊」，即是第四個蘊，「色、受、想、行、識」這個「行」。這個「行」

字呢，照字面解釋很簡單，行為，就是你造作，就是你有意志去推動行為，這種意志

力才叫做行為。這個正式的解法。

但是呢，在這個「五蘊」裏面所講的「行蘊」呢，除了這個意志推動力之外，還

兼及到很多東西的，這樣所以我們討論這個「行蘊」的過程當中就不是好像「受

蘊」、「想蘊」那麼簡單了，一段就講完了，就不是 (這樣)。(「行蘊」)就分開三

段，頭一段呢，我們叫做「出體」。「出體」這個詞彙即等於現在我們的術語裏面的

定義，給一個定義它，甚麼是「行蘊」，即概括解釋甚麼叫「行蘊」。然後「別釋」

呢，即分別詳細解釋「行蘊」是甚麼。「行蘊」就是兩種東西，即兩大類東西，一類

就是「心相應行」，一種是「心不相應行」。

這樣於是在第一段就解釋甚麼叫做心相應行法，與第二段解釋甚麼叫做心不相應

行法，加上頭一段，於是有三大段，「丙一」、「丙二」、「丙三」，開做三大段。

這樣今日呢，就都講不完這處，今日連這個「心相應行法」都未能講完，因為裏頭很

複雜的，整個「五蘊」最複雜就是「行蘊」的，最複雜，需要相當的時間，最少要兩

三堂時間才能講清楚甚麼叫做「行蘊」。這樣現在看看，看看這個「出體」，即界定

這個「行蘊」的定義。「丙一、別釋行蘊」，「出體」。這樣「云何行蘊？」，他

說，甚麼叫做「行蘊」呢？他答了，「謂(諸)餘心所(法)及不相應行。」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行蘊」就是包括兩大部分，即它的範圍就有心所，即心

法，「諸餘心法」，心所(有)法就是心相應行法與心不相應行。這樣，但這處加多了

一個字，「除受、想，諸餘心法」，這個意思就是怎樣解釋呢？其實呢，這些心法

呢，我們叫心所，即是心所，其實應該包含「受心所」與「想心所」的，但是在「五

蘊」裏面呢，第二蘊已經講了「受心所」，第三蘊已經講了「想心所」，所以涵涉的

範圍來講呢，就在這個「心相應行法」裏面呢，暫時不討論這個「受蘊」的那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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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即「受心所」，暫時又不討論這個「想心所」，這樣其餘的心所都全部在此了。

這個心法即是心所。心法。

這就是這個「行蘊」的範圍呢，就是所有的心所，除了「想蘊」，除了這個「受

蘊」，除了「受蘊」、「想蘊」裏面的兩個心所之外，其餘一切心所都在裏面，在這

裏面最主要的那個就是「思心所」，「思」就是意志，「思心所」就是意志，這樣我

們下面再詳細(說明)。

但是，不只這樣啊！還有個「及」字，就是除了這個「心相應行法」，還有「不

相應行法」，「不相應行」的詳細的術語應該叫做「心不相應行法」，這麼長，但是

省略叫做「不相應行」。「不相應行」是甚麼來呢？是一些概念來的，這些概念的時

候就與心識不是俱生俱起的，它沒有實質的客觀的「體」與心識俱生俱起的。好像我

們說得到東西，我們失去東西，這樣世界上有沒有實在的「得」呢？有沒有實體可以

讓我看看呢？與這個心俱生俱滅的呢？沒有的！拿不出來。「得」，我得到東西了，

我得到名譽學位，我得到博士學位，我得到甚麼甚麼，這樣那個名譽學位，有張文憑

的紙給你啊，紙啊，它不是「得」啊！它不是「得」啊！你的那張紙屬於你呢，寫了

你的名字，你獲得某某某的銜頭的時候，這樣叫做「得」。

這樣所以它本來拿不出來看啊！它是抽象的，於是呢，沒有一種實質的事物是完

全，即有體法，有體有用的實質事物與心相應。「相應」，即同起的叫做相應，相應

是同時起的，它的所緣境是相同的，它的根又相同的，這樣叫做「相應」。這樣，沒

有一種東西與它一齊起的，與它俱生俱滅一齊起的，這樣所以呢，是抽象的給一個概

念而已，「得失」這種東西，這就沒有實在「得失」的。這樣，這個人的命生得好不

好，這個「心不相應行」，那麼命能不能拿出來看呢？有沒有實質的命呢？沒有，命

根，命根是找不到的，找不到命根的。

因此呢，這些這樣的，我們下面會講的，我們下文會詳細講，姑且我講一兩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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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那麼，這些叫做「心不相應行法」，沒有客觀的實體與心相應一齊起的，只是一

個抽象概念而已。而且概念不會變的，不會變的，「得」呢，千差萬別的「得」，即

是實質的「得」啊，就是現在你得到甚麼，得到名譽，你得到金錢，你得到，中獎，

了架奬 Rolls-Royce車，這樣是千差萬別的，但是呢，「得」的本身是不變的，具體

你所得的事物是變的，所以它呢，你的心怎樣變，那個「得」的概念都不變，所以這

些這樣的概念存在了，我們叫做「心不相應行法」。

這樣，整個「行蘊」在這個「出體」就說，在「行蘊」裏面是包括些甚麼東西

呢？這就包括兩堆東西，一堆叫做「心相應行」，一個是「心不相應行」。「心相應

行」裏面呢，即說「心相應行」有個名叫做心所，在所有「心相應行法」裏面呢，是

剔除了兩個「心相應行法」不講，就是有兩個心所不講，這兩個呢，叫做「受」與

「想」，這原因呢，前面講了，如果重新再講呢，那我們就複疊了，overlapping，

這樣分類法就有問題了，所以「五蘊」的分類，你發現這些又除了，那些又除了，目

的就使它不會重疊這樣的意思。

如果一個分類重疊了，這個分類就有問題的分類，就不是完整的分類。這樣，佛

教的思想體系是很清晰的，它不會重疊的，重疊的時候就是不好的，因為經過審慮，

很長時間的修訂，然後才變成這樣的思想體系，它是已經將困難的地方，不合理的都

剔除了，因此呢，講的時候一定不會重疊的，不會與前面的重疊。

因此呢，在界定的時候呢，就將這個「受蘊」與這個「想蘊」，這兩個心所就剔

除了，這個就是「丙一」了。這樣於是，我用藍色的字是我加解的，這個解也是跟蔣

維喬先生的注解，這樣蔣維喬先生有很長的注解，我取他最主要那點介紹給大家。這

樣，「行」這種東西，這樣的活動，叫做「行蘊」，它的意思是造作之義，這個

「義」即是意義，這個意思就是造作，造作即推動我們的行為，這樣叫做「行」，

「行」即是行為。它本來的字叫做 sa sk raṃ ā ，它本來的梵文，它本來的字是

sa sk raṃ ā ，就是代表行為，推動我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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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心所的時候，它就是「思」心所，其實有個心所叫「思」心所。這個

「思」字呢，多了個「想」字，你就不要望文生義是思想的解釋，這樣就錯了！這個

「思」字不是解作思想。這個「思」字的意思呢，就是推動我們的行為，推動行為是

甚麼推動呢？即決定我做這種東西，或者不做這種東西，即推動你能做一種東西，那

種推動力。這樣，於是從現在的語言來講，這個「思」呢，這個「思」就是意志力的

解釋。在我們的心識裏面，有種力量，意志的力量推動你做些善的行為，推動你做些

惡的行為，推動你不善不惡，推動你做一些又不是善的，又不是惡的行為。那麼，這

種推動的力量我們叫做意志。

在這個佛家的理論上，佛家的名相上，就叫做「思」，叫做「思」。這樣所以，

「行蘊」的正確意義就是「思」心所。這樣「思」心所如果決定了，於是你的生命體

就有意義了。這是怎樣的生命體呢？那麼，我們知道那個「五蘊」呢，第一個就是

「色蘊」，基本上就是你的軀體，因為是物質造成的軀體，你的骨、肉等等，你的血

等等，血肉之軀是物質的，這樣一般我們的整個軀體一定有物質方面的，這樣物質方

面我們叫做「色蘊」。

這樣另外精神作用，精神作用最主要呢，就是後面這個「識蘊」。這個「識蘊」

是了別作用，認識，認知，你能夠認知這個世界，向內認知自己，向外認知一個外

境，這個世界。這樣於是呢，一個人的生命體差不多最主要的骨幹形成了，但我們的

生命體不只是認知與這個軀體的。我們的生命體裏面呢，還要有行為的，有行為的，

你每天都做事啊，是吧？你做些善的行為，做些惡的行為，做些不善不惡的行為。

這樣，這個行為的本身是一種推動力，是心靈上的推動力，推動手去造業的，推

動口去造業的。推動手，身體造業，我們叫身業。推動口造業，這個叫甚麼啊？語

業，或者口業。這樣，推動你思維做事，想東西，思考，這個是意業。這樣一定我們

有行為的，所以在這個「五蘊」，這個「五蘊」是分析人的生命，一定有行為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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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這裏，在你的生命裏面不可能沒有。這樣，有了這種推動力之後呢，這樣，他做

了行為一定有反應的啊，是吧？

譬如，你幫了別人，這樣他就覺得很喜悅了，這樣見到人喜悅，於是呢，他開

心，你開心，他 happy，你 happy，是吧？於是，你有感受的啊，你有感受，譬如

我們害了人的時候，他覺得痛苦，你覺不覺得痛苦呢，就因人而異了，於是你有感受

的啊。這樣，因此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我們遇到的外境，與你的行為去加諸人的身上

的時候，或者加諸物的身上的時候，你一定有個反應，那麼這些反應呢，開心與不開

心，這種反應呢，就具有這種「受蘊」，一定有這種感受，有這種 feeling，感受，

否則你不是人。

如果你沒有這種感受的時候呢，這樣你就麻木不仁了，你一定有些感受。所以，

在我們生命的那個整體上，一定有些功能，它呢，感覺到苦樂，或者是不苦不樂。這

樣因此，佛菩薩就把我們的生命分析，就一定有這個「受蘊」，有「受蘊」。

同時呢，認知過程當中，與你感受過程當中，一定有個像，這個像可能很模糊，

或者很清晰，就因這個內容不同有不同的影像。如果沒有這個像的時候呢，這樣你就

不能建構到這個概念，如果你不能建構概念的時候，你的存在就是孤獨的存在，人與

人之間是不能夠溝通的。我現在是在講佛理，講佛理的時候呢，因為你在腦內有若干

的概念，我，講者又有若干的概念，大家對這些概念有共同的認同，於是我講的一番

說話，你就知道我講甚麼。因此呢，一定要構成這樣的取像作用，而取像作用是構成

一些概念的，那麼人與人之間就可以感通了。

所以人與人之間就要直接的感通就產生很大的困難了，因此在我們的生命體裏

面，組成部份一定要有這個「想蘊」。這樣，如果我們的生命體有物質方面，我們的

軀體，這個「色蘊」；有精神的主要認知作用，這個「受蘊」；與其他輔助的心理活

動，「受」、「想」、「行」，即「思」，這個「行」即「思」，即推動我們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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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意志力。

這樣如果具有的時候，你想我們的生命體還缺少了甚麼呢？應該無所缺少了。是

吧？在你的生命裏面，有哪些東西我們是沒有包括在裏面呢？譬如我們說食飯，食到

很好吃，(這是)「受」；你開了架車，駕駛汽車，這是甚麼啊？「行」，是吧？你打

開書來看，能夠知道裏面內容講甚麼，「識蘊」了，是吧？我今天病了，這樣你那個

「色蘊」有問題了，於是感覺痛苦就是「受」了，這樣差不多呢，你的生命裏面，你

無所缺少了。

這樣佛教就把一個人的生命個體透過「五蘊」，這個「蘊」字就是組合的解釋，

即五堆東西，五個聚集，就是五個組合體去組成，五堆即是組合體，五個啊，每一堆

另外有東西去組成你的生命。這樣你的生命裏面是沒有一個獨立的不變的靈魂，不可

能有！如果有的時候，你說在你的存在裏面那一部份是靈魂呢？

這樣因此要建立這個「五蘊」，建立「五蘊」，這樣就要返回講這個「行蘊」，

回過來講「行蘊」。這樣「行蘊」裏面就最複雜，因為除了這些心王與心所之外，所

有的精神活動都全在這處了，於是我們把它定為兩大部份，一部份就是心相應行的

法，一部份是心不相應行的法。這樣，其實這個「行蘊」，在這麼多的內容裏面，最

主要就是「思」，「觸、作意、受、想、思」的「思」，「思」是意志。這樣於是

「甲」的「出體」就完成了。這樣就回來講我們的第二部份，就是在我們的那個「行

蘊」裏面，所謂「心相應行法」是包括甚麼呢？

於是，「丙二、別釋餘心法」，就是除了心相應行裏面，除了「受」、「想」之

外，其餘的心所。這樣裏面分開三段，第一段呢，是「列明」，就把所有心相應行

法，除了「受」、「想」兩個心所之外，其餘的全列出來。這樣然後呢，就將它逐種

逐種解釋了，分兩大段，就將它「別釋」了。這樣於是看第一段，先「列明」，就

說，「云何餘心法？」這句話就跟這個來的，「行蘊」就是除了「受」、「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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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諸餘心法」，是吧？這處就解釋這句話了，這些不用解了，因為以前這些都解

過了，所以不用解。

這句說話就要解，提出甚麼叫做「餘心法」呢？「心法」即心所法，列出了名

稱，他說，「謂與心相應諸行。」他說，與心相應的一切心理活動，心識活動。諸

行。那麼是哪些呢？於是我這裏分了 A、B、C、D、E六大類。這樣第一大類，就

「觸、作意、受、想、思」這些，但是，那個「受」與「想」是剔除了，於是就只講

三類，「觸、作意、思」，「受」、「想」因為上面說除了啊，除了「受」、

「想」，本來五個的，那麼現在就列出三個，因為還有兩個列了，這就不用再列了，

如果列了再列就重復了，這樣的分類法就不好了。

第二類呢，就是「欲、勝解、念、定、慧」，那麼這些是甚麼，就一會兒再講

了，它下面再解的，「廣釋」的時候再解，下文會詳細解，這樣第二類呢，就叫做

「欲、勝解、念、定、慧」。第三類呢，就是「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

進、輕安、不放逸、捨」，捨又叫做「行捨」，「行蘊」裏面的「捨」，因為現在講

「行蘊」，所以就「行捨」。「捨」有兩種，這個「喜、樂、捨」，這個「捨」之外

呢，還有「行蘊」的「捨」，與「喜、樂、捨」的「捨」不同的解釋，所以，遇到這

個「捨」字要小心了，這個是「受(蘊)」的「捨」，還是「行蘊」的「捨」，這個是

「受蘊」的「捨」，還是「行蘊」的「捨」，這你自己要分開它了。

這樣就「不害」，(第三類)這裏有十一個。這樣第四類呢，他說「貪、瞋、慢、

無明、見、疑」，我們在另外的典論裏面就說「貪、瞋、痴、慢、疑、惡見」，但這

處的次序呢，《廣五論》就與《成唯識論》有些不同，這樣讀慣了《成唯識論》的

人，讀慣了《唯識三十頌》，這個順序就發現有些不同，不同都沒有所謂，即是調先

調後，這就沒有太大的問題，這是第四大類。

第五大類，「忿、恨、覆、惱、嫉、慳、誑、諂、憍、害」，我們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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憍」，他就將兩個調轉，這亦都無所謂，這樣另外呢，又「無慚、無愧」，另外又

呢，「昏沈、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這樣還有四個，叫

做「惡作」，這個「睡眠、尋、伺」，這就全講了。

這麼多的心理活動！講到這處全列了名，那麼全列了名之後呢，就引出下文的原

故呢，所以他提出一句，他說，提出一句「是諸心法」，他說上面這麼多的心相應行

法裏面，這樣「五是遍行」，其中有五個呢，屬於叫做「遍行心所」，五個是「遍行

心所」。

這樣，這處就是，這處全文就是世親菩薩所造的，造這處的時候呢，安慧菩薩加

以解釋，解這個「五是遍行」的時候有這個「釋」，這個「釋」就是安慧的解釋，即

《廣五蘊論》，就是《五蘊論》裏面就講了這麼多，他還有的，同一論都講《五蘊

論》的，他中間插了些解釋，插了解釋的部分就是安慧菩薩加插的。

這樣，他解釋了，怎樣「遍行」呢？他說，「此遍一切善、不善、無記心」，所

以「故名遍行。」他說，有五種法叫做「遍行」，哪五種法是「遍行」呢？就是這個

「觸、作意」，與這個「受、想、思」，這五個是「遍行心所」。「遍」的意思，即

周遍，「行」即起活動，行起，周遍行起。這樣，所謂周遍的意思是怎樣解啊？即所

有心識的活動，無論是善的，這五種心所有起的；無論是不善的，這五種心所有起

的；無論它又不是善的，又不是不善的，是無記的，這五種心所都起。都一齊起現

行。

如果它不起活動的時候呢，根本心王沒辦法起活動，心所，其他心所根本沒辦法

起活動。這樣所以遍行，於是周遍起活動的，即任何情況，逢心識起活動，它都起活

動的，這樣所以叫做「遍行」了。這就解釋了為何那五個心所叫做「遍行」。這處是

補進去的。那麼另外有個心所叫「別境」，他說，「五是別境」，在裏面其中的這五

個呢，即「欲、勝解、念、定」，「定」就是三摩地，三摩地是梵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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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am dhiā ，在漢語裏面就譯做定。還有「慧」，智慧的「慧」字，這樣一、二、

三、四、五，這五個心所呢，叫做「別境心所」。

這樣，「別境」的意思怎樣解釋啊？就是說它是對不同的境，就起不同的心所，

「別」就是不同的，它對應不同的所知對境，它就起不同的心所，這樣叫做「別

境」。於是呢，安慧菩薩就解釋了，他說「此五」，即上面那個「觸、作意、受、

想、思」，啊，不是！是這個「欲、勝解、念、定、慧」，即是「欲、勝解、三摩

地、念、慧」，這五個呢，是「此五一一於差別境，展轉決定(性不相離)」，「一

一」，每一個對它自己那個不同的對境呢，就起個決定的，這樣甚麼對甚麼境叫做決

定的境呢？這樣我們看一下了，「欲」，這個就是你想，你鍾意、希望的，希望，你

希望的東西就一定鍾意，於是對你所樂的境，即你鍾意的境，你喜歡的境才有

「欲」，你討厭的境不會有「欲」的，是吧？

「欲」即是希望獲得啊！那麼，那種，譬如好像生病，這樣你不會想自己生病

啊，因為病不是你鍾意的東西啊！於是呢，你所喜樂的東西，你鍾意的東西才會有

「欲」的心理活動。所以呢，對這個境，一定是你喜樂的東西。這樣至於這個「勝

解」，第二種了「勝解」，「勝解」，「勝解」即是對這種理論，或者這種事物有深

入的，深刻、圓滿，是無所動搖的了解，「勝解」，「勝」是殊勝，「解」是理解，

有殊勝的理解。這樣，殊勝理解的時候呢，這個境就決定的。當你懷疑的時候呢，就

沒有殊勝的理解。

這樣，所以它對的境一定是對個決定的境，是確實這個境是這樣了，於是才產生

殊勝的理解。這樣第三類呢，我們叫做「念」，「念」不是說讀書的意思，不是唸書

的「念」。「念」是記憶的解釋。其實唸書都有這種意義啊，你今日唸書啦，即是說

你背誦啊，因為你透過記憶，這就是說這個「念」字解作記憶，記住那樣東西的

「念」，銘記不忘是「念」。這樣所以，銘記不忘一定有東西被你銘記不忘，這樣哪

種東西可以做到銘記不忘呢？這種事物一定是你見過的，是吧？曾經你接觸過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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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銘記不忘，那麼你未接觸過的，你怎會銘記不忘啊？你都沒有對象啊，是吧？

這樣所以，在這個「念」的記憶的心理活動裏面，你的對境呢，一定是對以前接

觸過的境物，你才會起這樣的心理活動。這樣至於「定」呢，就直情修定啊，集中精

神的「定」啊，集中精神的「定」的時候，對這個集中的點呢，就是所觀境，即是說

你要觀察，譬如我留意這篇文章怎樣寫，這樣整篇文章就是你所觀察的境了，你集中

的時候呢，於是你有「定」。

你入定的時候呢，又可以把你的呼吸，你數呼吸，這就集中精神在你的呼吸上，

呼就知道呼，吸就知道吸，每一個呼都清清楚楚知道呼，每一個吸都清清楚楚知道吸

的時候，這樣你就是入定了，入定，這個就是「定」。

所以「定」呢，一定對所觀境的。還有，還有這個「慧」，「定」在梵文叫做

sam dhiā ，它這個是梵文的音譯，這個意譯呢，就是「定」。

這樣「慧」呢，就是智慧，這樣智慧，作觀的時候呢，你智慧起的時候要作觀，

對你所觀察的東西產生抉擇，這個智慧是抉擇，它確是這樣，它確不是這樣，它是 A

而不是 B，這樣你有抉擇，它是好，不是壞，它是白，不是黑，這樣你有抉擇，所以

對你有智慧產生抉擇的時候呢，這樣一定有所觀境。

因此呢，每一個心理活動起的時候，對境都不同的，五種這樣的心理活動就對四

種境，對四種境，一個是可樂境，一個是決定境，一個是曾習境，一種就是所觀境，

這樣不同的境，因此呢，叫做「別境」。

就是說那些能知的這個心識，對這個不同的、各別的所觀的對境而產生作用，這

樣所以叫做「別境」，是別別相同的，一一差別的對境，產生決定的。這樣還有啊，

產生決定的時候，它自己之間有沒有關係呢？就是說，這個「欲、勝解、念、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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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五者之間有沒有關係呢？這樣，一般就很少講的，但是，安慧菩薩就加了一

句，他說這些境決定之外呢，即是各別境決定之外呢，還要輾轉決定的，就是說，有

微細之間的影響的。他說，「性不相離」，它們五種別境心所的性質不是完全分離

的，都有互相影響的。

所以呢，因此他說，「是中有一，必有一切。」他說，在這五種別境心所的其中

一種，你集中精神而起呢，就其餘那四種，它都會起的，不過呢，就各自各決定，各

自各對境的決定，但有助成的力量。那麼，這個就是安慧菩薩特別提出來的。這樣就

看，有個注(釋)，下兩行有個注(釋)，這個蔣維喬先生的注(釋)，他說，「別境五

法」，即別境的五個心所，「隨一起時」，只一種起動的時候呢，「餘四不離」，其

餘的四種都不會是完全分開的，都有助成力量，但是，這些助成力量是「微細相

資」，「資」是助也，是微微的助成它的。

這樣，可不可以舉個例呢？這亦可以舉個例的，譬如說，舉這個「欲」，鍾意的

東西，那麼你鍾意的那種東西，與「勝解」有些關係，你所鍾意的東西，你喜樂的東

西，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那種東西，你沒理由都鍾意啊？是吧？即要對它產生有若干的

「勝解」，若干明白那種東西是甚麼。

譬如你現在簽約，我現在想簽約，但你了解這約是甚麼？你一定要了解啊！你不

了解，你不會簽的，你不會想去與人簽約的，這樣你與人簽約呢，你希望簽到合約，

那這個對合約本身有最少微 的了解啊，少少的勝解都有啊，完全不了解，你亂簽㣲

啊？我說你欠我五億元都可以啊，告到你上終審庭都可以啊！沒人這樣做的！

這樣所以，你有「欲」的時候呢，不多不少一定有「勝解」支持你這個「欲」，

這樣如是者，乃至「念」，「念」，因為你對那些(合)約了解之後的時候呢，你有曾

習境，以前有人解釋過那個合約是甚麼內容，你記得那個內容的，如果不記得，你亦

都不會簽下去的，你都忘記了，要再解釋過給你聽才簽的，這樣簽約之前的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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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簽約，有「欲」之外，你一定有「念」的，你對(合)約的內容是一定記憶不忘。

這樣，你簽的時候，就是你想簽合約的時候，你一定要集中精神去簽的，那麼集

中精神呢，就是甚麼啊？「定」。還有呢，「慧」，抉擇，我現在簽不簽呢？是嗎？

在事前都有抉擇的。這樣因此呢，雖然「欲」這麼簡單，它就不是單純的「欲」，不

過，活動本身，「欲」還是「欲」一種活動，那個「勝解」還是「勝解」一種活動，

「念」還是「念」一種活動，但是它們彼此之間都是有微細的相資的，相資助，這個

「資」是資助的解釋，不是錢的解釋，這個「資」字是相助，這樣所以呢，這個安慧

的講法都有他經驗的依據。

好了，這處就講了兩種了，這樣跟著下面呢，就有十一種心所呢，心所是善的，

「十一為善」，哪些十一呢？就是「C」這類了，就是「信、慚、愧、無貪、無瞋、

無癡、精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那麼這十一種呢，就叫它做「善心

所」。

「善心所」，這樣，甚麼叫做「善」呢？我給個定義「善」，「善」就甚麼叫做

「善」呢？這樣佛教就很清楚，「善」呢，就是行為來的，這些行為是道德性，就是

說有善，有善、惡、無記這樣的性質的，怎樣才叫做「善」的道德意義呢？就要這個

行為做了之後，今生與來世，它會引起一種快樂的酬報，這個行為就叫做善，這樣界

定的。

那甚麼叫做「惡」呢？「惡」即是這個行為，你做了，今生或者來世，它會產生

痛苦的反應的，導致痛苦的酬報，這樣就叫做「惡」。如果這個行為做了之後，又不

會使到快樂，又不會使到痛苦的，那麼這個行為就叫做「無記」。中性，neutral。

這樣就是說，如果任何一種行為，與這個「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

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一齊現行的時候，就是隨便一種活動與它相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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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這樣一定有個果報，即是將來有種反應，這種反應呢，使到你今生或來世，或

是同在一齊，會得到快樂的，這個行為本身就叫做「善」了。因此這種心理活動會引

致好的果報，有快樂的果報，這樣所以叫做「善心所」。

這樣就很容易了，甚麼叫做「善心所」，你看看是不是這十一類，是這十一類相

應的那些呢，就是「善心所」。不是這十一類相應的那些呢，就不是「善心所」。

這樣列出就很清楚，否則的時候呢，你說：「做了行為，在今生、來世得到快樂

的反應，快樂的後果，那麼我未做啊，我怎知道那種快樂不快樂啊？將來。」這樣你

說：「我不做了，雖然善，我都不做啊，因為我不知道將來會是怎樣啊？」但是，如

果你明明知道任何的行為，它能夠與「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精進)、

安(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相應的呢，就是說這個行為將來一定有好的結果

的！又一定有好的報應的，這樣所以你應該做善(的行為)了，好清楚具體告訴你聽，

這樣就叫做善了。

這樣另外呢，「煩惱」，這種叫做根本煩惱，其中有六個心理活動是屬於「煩惱

心所」那類，這樣「煩惱心所」又叫做「根本煩惱」，與隨逐煩惱，這樣隨逐起(煩

惱)的那些叫「隨煩惱」，根本那些呢，就叫做根本煩惱。

哪些叫做根本煩惱呢？哪六種呢？即是「E類」，「貪、瞋、癡」，他又不叫

「癡」，「貪、瞋、慢、無明、見、疑」，這個「無明」即是「癡」。那麼在《成唯

識論》就是「貪、瞋、癡、慢、疑、惡見」，我都唸慣了，這樣他的次序呢，我就跟

不到他了，因為我唸慣了《唯識三十頌》，他就調轉了，「貪、瞋」，這個「癡」就

在後面的，先講「慢」，這就「貪、瞋、慢、無明、」「見」就是惡見的意思，

「疑」，這就一共有六個，一、二、三、四、五、六，六個。

這六個呢，叫做「煩惱」，三不善根就在這裏面了，在這裏面(有)這三種不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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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就在這六種煩惱裏面。那麼，這六種煩惱是不是惡呢？又不是啊，就是這

六種東西叫「煩惱」，不叫惡啊！請大家注意，它不是叫惡。譬如說「貪」，譬如

「貪」，我起貪心，起貪心是不是將來有苦的報應呢？不是的啊！起「貪」未必就苦

的，但有一種東西一定惡，哪一種東西呢？揀一個，六分一，「瞋」，對了，

「瞋」，你憎恨人呢，這樣不用說了，你任何心理活動，任何行為，與這種憎恨心相

應而起的呢，他將來一定沒有好報的，一定有惡報，因為它是憎恨人(就)損人損己

的，這個憎恨對自己沒有好處，對他人亦沒有好處，這樣所以一定有惡，一定有不快

樂的後果的。這六種心所。

這之外還有二十種啊，其餘呢，有二十種這麼多，就叫做「隨煩惱」。其餘呢，

這六種煩惱啊，「餘」，即除了六種煩惱之外，其餘那些煩惱呢，就叫做「隨煩

惱」。「隨煩惱」就是依這六種根本煩惱，隨逐這六種根本煩惱而衍生出來的，有二

十種這麼多。

這樣，「餘二十種」，是哪二十種呢？讀出來了，叫做「忿、恨、覆、惱、嫉、

慳、誑、諂、害、憍」，「憍、害、無慚、無愧、昏沈、掉舉、不信、懈怠、放逸、

失念、散亂、不正知」，一共是二十種，我們叫做「隨煩惱」，裏面分開「小隨煩

惱」、「中隨煩惱」與「大隨煩惱」。

那麼我們以後再講，哪些叫小(隨煩惱)，哪些叫中(隨煩惱)，哪些叫大(隨煩惱)，

我就劃了出來，這麼多項就是小的，這個「無慚、無愧」，兩類是中的，那麼其餘的

是大隨煩惱。

大中小(隨煩惱)呢，是講活動範圍，越小就越厲害，壞的地方越厲害；越大呢，

因為活動範圍闊啊，所以它的為害就少一點。這樣，這個「隨煩惱」的大小與為害的

大小呢，成反比例。那麼我講到下面再處理這個問題了。這樣，還有四個呢，我們叫

做「不定心所」，他說，「四不定」，是哪四個呢？就是「惡作」，這個「惡(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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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讀「惡(wù)」，即是悔恨，即是做了以前的事，我就悔恨我做了，惡作，憎惡我以

前做過那樣的事，我以前做的事真是不好了。

這樣它可能是善，可能是惡的，因為「惡作」，如果你是「惡」那些惡呢，這就

是甚麼啊？是善。你「惡」那些善呢？，就弊了！惡！可惜我沒有整死他，如果整死

他，我今日不用報應了。這樣的「惡作」呢，它本身就是惡的。是吧！

所以你「惡」那些惡的事，這樣就善；你「惡」那些善的事，這樣剛剛相反的。

所以「惡作」即是悔恨。這樣第二呢，叫做「睡眠」，「睡眠」這個心所來的，我們

很少人注意的，這樣「睡眠」呢，使到你無堪忍性，你眼 ，你想寫個字都歪歪斜斜瞓

的，是吧？你沒辦法成就。這樣所以「睡眠」都是一種心理活動來的，烏懍懍的，睡

眠，看東西懵查查，睡眠的時候，聽東西(就)全聽錯了，都是一種心理活動，所以它

呢，不可以說它善，不可以說它惡，它可能是善，它可能是惡的，如果你用惡心睡

眠，這樣是甚麼啊？這是惡了。

用善心睡眠，這就善了，你睡覺的時候都想著佛，這你就善了； 覺都想著害瞓

人，這樣就是惡了。這樣它可能是善，可能是惡的，所以不定。這樣，睡眠亦都是，

有善心睡眠與惡心睡眠，亦都有無記心睡眠，都可，一般就無記心了。還有呢，

「尋」、「伺」，「尋」之後就「伺」了，就是思維那些道理，尋找真理，解決問

題。這樣，「尋」就是粗淺的，「伺」呢，就是深入的，微細的。這都是心理活動，

這樣你「尋」善就是善了，你想法子害人，這樣你就是惡了，所以，「尋」與「伺」

就是想法子，你想法子的時候，可善可惡的，因此就不定了，因此這兩類叫「不定

(心所)」。

這樣，怎樣(解釋)這四類呢？即後面的四類，即「惡作」、「睡眠」、「尋」、

「伺」，這樣就有解釋，這個安慧的解釋，他說，「此不定四」，即剛剛的那種「惡

作」、「睡眠」、「尋」、「伺」，這四種心所，是「非正隨煩惱」，不是真正的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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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所以排列(就)在「隨煩惱」後面，其實它不是正式的隨煩惱，因為根本不是煩

惱。

為甚麼不可以說它不是真正的「隨煩惱」呢？因通善、(惡、)與無記性的，它可

能是善也不定，亦可能是無記，它呢，就不一定是不善的，這樣因此就是不定。這

樣，這處就完，講完這處就完了，那麼從這句開始呢，就引起下文的，引起下文，我

們叫做「廣釋」，他說，「觸等體性及業應當解釋。」他說，現在先講第一類，就是

「觸、作意、受、想、思」這個「遍行心所」，它們的「體」，即這個本體，「性」

就是它的體性，體性就是本身內容是甚麼，體性就是事物的自體是甚麼，「用」，作

用，業用，就是它的體，它自性的體與產生的作用，這些呢，我們在下文應該詳細解

釋的，這處就是承上轉下，所以引出下文了。

引出下文，下文就是「廣釋」了，現在開始講了，於是就分開八大段，第一大段

呢，就講「遍行心所」，但「遍行心所」不用全講，因為有兩種不用講，哪兩種啊？

「受」與「想」不用講，因此在下文的「廣釋」裏面，第一段呢，叫做「釋餘三

遍」，因為「遍行(心所)」有五種的，這樣只是講三種，因為那個「受」與「想」講

過了，講過就不重複了。

這樣就講「觸、作意、思」，這三種，「思」是「行蘊」的基本內容來的。這樣

下文就講了，先問，「云何觸？」「觸」就要留意前面了，就是這個列名的時候呢，

列完了名，那才講這個「觸」，第二步講「作意」，第三步講「思」，第四步講

「欲」，第五步就講那個「勝解」，但是，我分了很多類，有六類，這三個呢，就是

這個「遍行心所」了，「三遍行」，其實應是「五遍行」的。

這就「三遍行」了，這就先看第一個，「云何觸？」甚麼叫做「觸」心所。這

樣，心所就與心王一齊起的，叫做「心的所有法」。與心相應而起的，所以又叫做

「相應」，現在讀「相應」兩個字，即是「心所」，又叫做「心相應」，又叫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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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行法」，又叫做「心法」，最簡單，心法就是與心相應而行的法，這樣叫做「心

法」。這樣，「心所」、「心所有法」、「心法」、「心相應行法」、「心相應

行」，五個名字一樣解釋。

讀佛經，麻煩就是這樣了，因為它可長可略的，那麼我們現在讀書的時候也一樣

了，就如「人大」即是人民代表大會這樣，那麼你鍾意講「人大」也可以，你鍾意講

「人民代表大會」一樣也可以。是吧？這樣，我們習慣了，我們就隨口講得，人家寫

佛經的時候，就不是現在寫的，是過往千幾年前寫的啊，千幾年前聽慣了，鍾意怎樣

寫就怎樣寫了，不過我們離開千幾年，讀回古人的書就覺得困難而已，在古人就沒甚

麼困難了，這樣亂講都可以，都是指那種東西啊！

好了，這樣就「觸」了，那麼「觸」是怎樣解釋呢？他說，「謂三和合，分別為

性。」「三和合」就叫觸。這樣「三和合」，甚麼叫做「三和合」啊？於是有釋文

了，他說，「三和也者」，「三和」即「三和合」，三種東西合在一起。「謂眼、

色」與這個「識」，「如是等。」那麼這處呢，就舉(例)，我們的心王就有八個，這

樣就先講第一個，就是眼識，以眼識為例。這樣一共有八個(識)，哪八個啊？「眼、

耳、鼻、舌、身、意」識，六識，再加個「末那識」，加個甚麼？「阿賴耶識」。這

樣現在八個識，先講這個「眼識」，眼識是視覺的認知力量，是吧？那麼視覺的認知

力量是怎樣起的啊？

視覺的認知力量呢，一定有所對的眼根，所以第一個「眼」呢，是眼根的解釋。

這樣，第二個，「色」呢，是色境來的，甚麼叫色境呢？兩大類，一類叫做，這個

「顯色」，它就是「青、黃、赤、白」，它是「形色」，就是甚麼啊？「長、短、

方、圓」，等等。「形色」的「形」(指)形狀；這個「顯色」就是顏色。那麼，形像

與顏色都是我們眼根的對境，是這個眼識的認知內容來的。因此，當我們認知的時候

呢，一定要對這個境起活動要集中在一起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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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的眼根就不起活動，只有這個境出現，那麼你都見不到顏色的，是吧？

這就要呢，你要有「根」，有根即要視覺神經正常，又有對境出現，譬如這個白境，

有這個白境，你的眼根正常的，這就接觸這個境，於是起心識了解這個叫做白。但它

叫白的時候，都不是這樣了解的，即是有些顏色(被)感應，是吧？那些所謂白(被)感

應到，你知道它存在。但它叫白呢，就不是這個眼根決定的，是由甚麼決定的？是意

識決定的，是將那些資料呢，是給意識去決定叫做白。

這樣說它白的時候，就不是眼識了，眼識就決定了顏色存在了，這樣。這樣的時

候呢，要三種東西合在一起才產生作用的，那麼合在一起的時候就需要有個心識，令

三種東西不要分散，這個心識與心王一齊起的，叫心所有法，叫心相應行法，就叫

「觸」。這樣因此，「觸」也者，即是一種力量，心理力量，使到「根」、「識」與

那個「境」呢，要集合一起的，這就產生「觸」了，產生「觸」了。這就「眼識」如

此，這樣「耳識」一樣，需要「耳根」，是吧？有甚麼「境」啊？聲境，還有呢？這

個「耳識」，三種東西一合起，這就產生「觸」了，產生「觸」了，才可以認知的。

如果三種東西分散了，是不能認知的。於是，有個心理活動，使到心王、心所一

齊活動，對這個境產生活動，這個叫做「觸」了，叫做「觸」。那麼，這種「觸」

呢，就說它是叫做「分別為性」，分別就不是說了解它的意思，分別就是令心觸境，

是帶領那些心王、心所對這個境加以接觸，這樣叫做分別。因為這樣就對這個境將來

有分別，因為拉它向著境的時候，這樣於是就將來起分別了，從因去講果，就未起分

別的，因為你將那些心王、心所集中對那個境，認知那個境，這樣於是呢，我們叫這

種活動做「分別」。

「性」，即是體，這個體是作用的本身，就將我們的心，驅使這個心去接觸那個

境的，因此呢，這個就是「觸」的最大作用。那麼，這處講呢，就是有幾種講法，這

樣有沒有實在的「觸」呢？這樣不同的派系有不同，在唯識宗來講呢，「觸」是實在

的心理活動。但有一派，我們叫做經量部，就說「觸」是無體的，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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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識」三種合起來自然有「觸」了，假立的「觸」。

這樣另一派叫說一切有部，它就認為與唯識一樣的，就 有實在的心理活動叫做説

「觸」。這即是在佛教上有兩大類講法，有些人說「觸」是無體法，有些人說「觸」

是有體法，那麼唯識就比較傾向於「觸」心所是有實體的。這樣，我們將所有的心

王、心所集中對境，與那個「根」、「境」、「識」三種匯合的，這樣那種力量就叫

做「觸」了。這個就是論文了，那麼下面呢，剛剛我講了這個眼識了，這又引出耳

識，這樣其他鼻(識)、舌(識)、身識與意識是一樣的。

那麼意識就是甚麼？意識的根是意根，這個境是法境，與意識，三種東西和合

了，這我們就叫做意識裏面的「觸」。這樣可不可能這個眼識對一個法境，與一個意

識在一起可不可以呢？不能，這樣就不同類的，這樣就不產生「觸」的。要全分類

的！將那六種，六種不同分類法，即是眼根對色境，就產生這個眼識，一組；耳根對

甚麼啊？聲境與耳識，這是第二組；這到甚麼啊？鼻根，就是香境，這是鼻識，這就

第三組；乃至意識呢，就是意根，有個甚麼啊？法境，意識。

這樣一組組的，初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這樣，三個三個一組

的，因為它三種東西合起來就是「觸」，於是有六種「觸」，六種「觸」。其實不只

六種的，末那識都有「觸」的，與那個阿賴耶識都有「觸」，阿賴耶識一樣都是心

識，它不可能沒有「觸」，因為這些「觸」是「遍行心所」，任何心起活動，無論它

是善的、無記的、惡的，都有起的，他說，周遍恒起的，所有心識活動的時候呢，它

一定會參加下去的，這種是「觸」了。

那麼，這處只是舉眼識，所謂「如是等」，「如是等」是包含其餘的甚麼？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等等，不再講了，只是講一種例

子。他說，「此諸和合」，這個「諸」指甚麼啊？「根」、「境」、「識」，是吧！

這三類東西將它們合起來一齊的時候呢，「心心法生」，這樣就心心法生出來，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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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認識了，這樣「故名為觸」，所以「觸」是驅使心心法和合在一起對境產生認知

的。

這樣，「與受所依為業」，「與受」這個「與」字呢，是特別解釋的，就不是同

這個「受」，這個「與」是給予的解釋，引導、引致，引致那個「受」心所產生，就

是說，依這個「觸」呢，依這個「觸」就使到這個「受」心所產生的，做它的業用，

叫做「與業所依」，是為那個「受」心所做所依，而使到「受」心所產生活動，這個

就是「觸」的作用了。

那麼，「業」字怎樣解釋呢？「業」字是 (指)作用的意思。與「性」呢，這個

「性」本身是 function，是性。「業」呢，是間接的 function，它有些影響力，就

產生這樣的 side effect，這個 side effect就使到「受」心所起活動，就是說沒有

「觸」心所，這個「受」心所不能起活動，是吧？不只是「受」啊，「觸、作意、

受、想、思」都(這樣)，就是「想」心所、「思」心所都有它引致的活動。

如果沒有，因為甚麼？因為「觸」心所使到心王、心所產生活動的啊！他說，

「三和合」，就是「根」、「境」、「識」和合，心王、心所才能產生活動的。所以

呢，心所是指這個「受」了，心王指自己的眼識，是嗎？這就不只是「受」(心所)，

還有「想」(心所)、「思」(心所)都要的，一大類，呼群引類。這即反映了甚麼？反

映了我們的心理活動的認知不是這麼簡單，譬如眼識起，就不只是眼識認知白境(或)

認知黃境，不是這麼簡單！當我們認知活動的時候，是很多輔助心識呼群引類，彼此

配合才能認知的。

這個是反映甚麼呢？反映人呢，這個構成體不是單純有個靈魂就可以了，是很多

種條件將它聚集在一起，才能產生認知活動。(這是)認知活動的其中一種而已，你的

視覺認知活動而已，視覺認知活動都不是只是視覺的那個能力，那個眼識的一種，還

要有很多種輔助的東西，有「觸、作意、受、想、思」啊，有「根」啊，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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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全部配合了，它才能產生活動。

這就是說，緣生的！認知本身都是緣生。那麼這個 生，他能夠認知，這個 生衆 衆

肯定是緣生了！是吧！所以講這些「五蘊」的目的是破「我」的，要使自己，我的生

命體不是單一、主宰性的生命體，是很複雜的，很多組成部份彼此配合才能構成這個

生命個體。生命個體不是(單)一，生命個體有組成部份，那麼這些是組成部份。

生命個體能夠起活動，他的每種活動都有各種組成部份構成，所以緣生！生命就

是緣生！重點就在這裏，如果忽略了這裏，你根本了解「觸」有甚麼意義呢？固然，

了解「觸」都很大意義，是古時的人啊，對一個人的生命的那個功能，是很細心、精

審地做分析的。現在普通人都不知道有這麼精確的！你沒有聽過佛經，你想不想到你

的內心世界是有這麼多種功能呢？你知不知道呢？你未必知道，是吧？除非你讀過心

理學，是吧？讀過行為心理學，甚麼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等，就知道人的心理是

很複雜的。

一個人怎樣認知在某種心理活動現行時的認知？這樣佛教在這方面就很精審了！

雖然是千幾年前，對一個人(的心理活動)怎樣認知，不只是認知啊，還有些講善惡

的，就是心理活動的分析呢，是一個很精密的(分析)，所以在外國的時候，研究佛教

心理學就用這些資料了。

佛教很重視心理！將人的內心世界，將它一層一層的抽絲剝繭出來加以分析，這

樣就知己知彼了，你知道自己的生命體究竟是怎樣的，這樣就不起執著！如果你不知

道呢，於是你有迷執，這樣你迷了，就不能悟。那麼這一點呢，我就有個注，有個注

文，這個注文就是蔣維喬先生的注，他說「和合」的「合」字是這樣解釋的，他說，

「未合時三法各住本位」。這樣，「三法」是哪三法啊？「根」、「境」、「識」，

這三種東西合起來產生「觸」，那麼「根」、「境」、「識」未和合在一起呢，就各

有各的存在，就是「根」還是「根」的存在，「境」還是「境」的存在，「識」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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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存在，這樣就沒有認知了，沒有認知了，它都沒有「觸」，怎樣認知啊？這

就各有各的「住本位」，「本」是它自己那個存在的情況，即在自己的地位上，就不

會合在一起了，於是就各有各自己所處的環境就不能和合了。

那麼以後呢，將這三種東西合在一起的時候呢，於是，「各有順起觸心所功

用」，就「根」、「境」、「識」三種東西合在一起的時候呢，每一種啊，「根」又

有種作用，產生「觸」，那個「境」又產生「觸」的作用，「識」又產生「觸」的作

用，合起來產生。

這就各有各的，本來就各有各的，現在就合起來使到各有而合起來，順起一個

「觸」心所的功能，順住這樣的和合而引起，這個「起」即是引起，是佛家，唯識家

認為有體，就不是用產生，就引起「觸」心所的活動功能出來了。這樣叫做引起

「觸」心所的功能出現了。

那麼，「觸」心所是怎樣呢？就是三和合所生的果，可以說三者不和合，就是

「根」、「境」、「識」不和合，這個「觸」(心所)不出現，這樣，所以三種和合之

後呢，這個「觸」(心所)才能出現。出現就不能產生它的，它另外有獨立的心所，不

過，我剛剛說到在有些派系呢，經量部就以為沒有「體」，合在一起就叫「觸」。這

樣。這樣的時候，就不能使這個心與心法和合的，要它自己有體才能有力量使它和

合。

這樣再講「分別為性」，「分別為性」即是將這個心心所拉動它去接觸外境，這

樣叫做「分別為性」。你接觸了，就能夠起分別；你不接觸了，不能夠起分別了。這

樣所以能夠觸動啊，這個「觸」能夠(帶)領，帶領著你的心與心所向著那個境集中，

能夠了解。因為，剛剛講了，譬如見到白境，不只是眼識見這麼簡單啊，還要甚麼？

有「作意、受、想、思」，一齊集中的，它不只是心，心王啊，還有呼群引類的東西

同時集中那點，這樣一齊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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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所以你認知白境，跟著呢，你鍾意不鍾意白啊？不鍾意，就擰轉面不再看

了；你鍾意呢，看久一點，分析它有幾種白。於是你有感受的啊，還有，看了之後，

白得怎樣呢？這樣於是呢，那個白的影像你要掌握啊，有「想」(心所)啊，這樣如果

鍾意的時候，有個「思」(心所)推動你繼續看，繼續看，這個是意志來的，推動你的

意志繼續觀察，那個白境究竟白得如何。

這樣就引起其他識，意識，說它白，白得靚不靚，好像雪花那麼白呢？或是好像

梅花那麼白？或者甚麼那樣白呢？好像白雪那麼白，白乳之白夫？白雪之白夫呢？這

樣會引起一連串的甚麼啊？想像能力與那個思考能力下去的。

這樣所以有個「觸」(心所)的拉動所有有關的心所集中在一點，所以它一定有

力。如果有力量的時候呢，它就不可能是一個假法，假法就沒有這種力量拉動心王、

心所集中在那個境去認知的，因此在唯識家就認為「觸」心所是有體法，不是無體

法。「有體法」，即是它有種子造的，它有種子所產生的，有特別的生命功能出現

的，沒有這些功能呢，它不會出現的，這就叫「有體」。如果「無體」，就是無功能

的，是假立而已，這樣叫做「無體」。

那麼，我們未出現「無體」，以後出現才再講。這樣三和合「觸」的時候呢，即

是「根」、「境」、「識」三和合產的「觸」心所，能夠「正生心心所功能」，正確

地產生心與心所應該產生的功能，它就出現了，心心所的功能就出現了。如果沒有這

個「觸」的時候，心心所的功能就不能出現了。因此，我們叫做「分別為性」，這處

就幫我們解釋這句說話。這樣，第一種講了，很複雜啊，我講得明白嗎？

學生：「很清楚。」

老師：「多謝！多謝！」

學生：「分析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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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好了，講第二種，這樣「遍行心所」除了「觸」，還有「作意、受、想、

思」，這五種，現在這個「受」、「想」不講了，講第二種。第二種，「云何作

意？」甚麼叫做「作意」心所呢？「作意」這個字，這個字就我們叫做留意，作意即

是留意。

蔣維喬先生注解都不錯啊，做淺白的解釋，我們才明白，作意即是留意，使到我

們留意的一種力量，使到留意。這樣解釋了，「作意」是怎樣呢？「(謂)令心發悟為

性。」就使到這個心啊，「發悟」的意思就是警醒的解釋，「發」即啟發它，「悟」

即睡醒了，「悟」即明白，能夠產生明白的作用，不是烏懍懍的作用，這就是警醒的

解釋，如果有人睡 了，吵醒他，叫他起身，校個鬧鐘叫他起身。着

這樣呢，這個「作意」心所就是這樣的，因為這個心都可能，因為靜者常靜，動

者常動。我不想東西，這樣的時候，你想(東西)就要引起動機了。那麼，這個「作

意」，就你這個心睡著了，眼識、意識不想東西的時候呢，要它思維，要它認知，要

它了別，那麼這個「作意」的作用就是這樣，叫做「發悟」，「發悟」即是叫醒它，

「發悟」用俗語就是叫醒這個心。

這樣有種心所的作用是叫醒這個心的，這個叫做「作意」。因為這個心不醒的時

候，它沒有產生了別的力量啊！它呢，就要醒了才能了別的，這樣於是有心所叫醒

它。因此，安慧就解釋了，他說，「令心心法」，這個「心法」即是心所了，使到這

個心王與其餘的心所，「現前警動」，先解這個「警」字，「警」即是叫醒它，就產

生活動，叫做「警動」，好像警鐘那樣鈴鈴聲，你睡著，它都叫醒你，叫醒你起身救

火，是吧？產生作用了，叫醒它而產生作用，這樣叫做「警動」。

這樣，「警動」呢，不是昨晚「警動」，就不是明日「警動」，是現在「警

動」，當下的心所一起，你就「警動」，所以是「現前」，現在，在前面，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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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作用的，現前產生作用的，是這個時間，「警動」。

因為「警動」呢，我給這個 signal，明天才執行的，這就不是「現前警動」，我

提前 reminder你，是吧？設個 reminder，reminder明天執行也可以啊，但這個執

行要即刻做的，所以「現前警動」。這樣「現前警動」的時候呢，「是憶念義」。

「憶念」不是記憶的意思啊，這個「憶念」真的很弊，這個翻譯的時候，不知為

何翻譯作「憶念」，不是很好，可能不是翻譯錯，可能原有的字是這樣。這個「憶

念」不是解憶念的意思，這個「憶念」是解作留意的意思。因為呢，看一下，「發

悟」能夠引發警覺，即是叫醒你，使到警覺的時候呢，又叫做「憶」啊，又叫做

「憶」，「憶」就是叫醒你的意思，叫醒你。這裏呢，「作意」叫做留意，這樣於是

呢，「憶念」即是叫醒你的意思，留意著，叫醒你留意著，這樣叫做「憶念」。

這樣如果你不讀註解，就不清楚了，這個詞語，我們常常說「憶念」就是記憶的

意思啊，但它不是解作記憶的，是解作警醒你的(意思)，留意，使到你留意，這樣叫

做「憶念」。這樣又說，「任持攀緣心為業」，這就產生副作用。「任持」，就是說

它有種拉動的力量，即是說驅使你，驅使你甚麼啊？驅使你的心，這個心是甚麼心

呢？是攀緣外境的心，對這個心，能夠拉動這個心接觸外境。

這個「攀」字解作至的意思，「緣」是所緣，使到這個心走到所緣境。「任持攀

緣心」，即是說拉動這個心，走到哪？接觸這個外境。這樣。因為它是接觸，所以接

觸之前的時候呢，同時要起「作意」的，因此有些典論呢，就這個「作意」擺在第一

的，這個「觸」擺在第二，要「作意」醒了，才有「觸」，其實是一齊，這個「作

意」就叫醒「觸」，「觸」就拉動其他心所，是幾種心理活動合起來合作的，這就特

別講。

「任持」，有種堪能的力量，「持」就是抓住，抓住這個心去攀緣這個境。「攀

27



緣」，即是對這個境有所接觸，拉動這個心去到境那裏。譬如我將眼望到白色，我變

得看白，這樣要心醒了，才能看到白啊，於是拉動、警醒你的心，使到你的心望向

白，如果沒有人驚醒你的心呢，你不會望到的，你不會望那個境的，這樣所以「任持

攀緣心」。

「為業」呢，就是說做它的業用，做它的業用。因為有「體」有「用」，這個

「體」是自己的功能叫做體；「用」呢，間接所引致的其他作用，就叫做用，又叫做

業，這個「業」即等於活動的意思，活動就是間接的作用。這處就是「作意」了，這

樣所以「作意」是一切心都有的，譬如現在你想東西的時候，一定有「作意」，如果

沒有「作意」的時候，你的心自然就不會想東西。一定有！先警醒這個心，然後就產

生「作意」。

那麼，警醒這個心，你想東西的時候，一定有所知境的，所知境呢，所知境，這

個「境」與「心」與「根」，三種東西接觸，這然後你才能認知的，不論是你的眼

識，或者耳識，或者鼻識，或者舌識，或者身識。如果沒有「作意」的時候呢，中國

人就最鍾意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吃而不知其味。」因為甚麼啊？這個心都不

在啊！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吃而不知其味。」

這樣就這個心醒了，這個心醒 醒了！這才接觸，吃過的朱古力怎樣甜法。這⋯⋯

樣接觸朱古力，這個舌頭呢，就是「根」，這個舌根；那個朱古力呢，就是「境」；

是吧？這樣然後覺得它很甜，甜絲絲的這種甜法呢，這個就是「識」。這些是這種甜

的，沒有概念的，這然後意識就說這樣的感覺呢，原來叫做甜啊，那樣那樣的感覺，

叫做酸啊，那樣那樣的感覺，叫做苦啊。那麼這些就叫做甚麼啊？是叫做名言概念，

是意識的作用。這樣因此，先有警覺的(「作意」)心，後有「觸」，這樣。

這個警覺心是「作意」，這樣有「觸」，這然後心起，起就同時有「受」了，你

鍾意不鍾意那些甜的東西，鍾意就繼續吃下去，如果是苦、酸、辣，這樣有些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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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這些)的啊，眼淚水都標出來，即刻吐了它，這樣於是反映有這個「受」。

這個「受」的活動，一齊起的，一定有「受」。

那麼，有些就無所謂，吃不吃都無所謂，這個是甚麼？「捨」，是吧？都有

「受」，這個「捨受」，它又不是「樂」，又不是「苦」，是「捨」。這樣一定起

的，一定伴隨起的，「觸、作意、受、想、思」。還有，它甜得怎樣？都有個影像

的，有個 Image的，它酸得怎樣？都有個 Image的，它苦得怎樣？都有不可以說的

這個 Image，講不出，這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冷暖」都有種「受」，是

吧？這樣其實「冷暖」，我們應該叫它「觸」(覺)。

好了，這項就是第二項了。這樣第三就叫做「思」。「思」，記不記得呀啊？

「思」不是思想啊，叫做甚麼？意志，「思」是等於意志。他說，「謂於功德過失及

以俱非，令心造作。意業為性。」「性」就是體，它的體就是這樣，他說這個「體」

呢，就是有所造作，「令心造作」。

這樣，「造作」的時候，一定有些活動，有對這個活動本身的性質的，這個性質

就是這樣，可能這種造作使到有產生「功德」的。「功德」，就是說產生順益的境，

將來有好的反應。他說，這種造作產生「過失」的，將來有違損的境，產生不善的

境，不善的效果的。這樣所以，產生一個快樂的後果，產生一個痛苦的後果，產生快

樂的後果叫「功德」，產生痛苦的後果叫「過失」。這樣，或者一種業用，一種動作

行為，這個行為，它呢，產生的境，產生的結果是甚麼呢？是「俱非」，又不是痛苦

的，又不是快樂的，即是既非「功德」，又非「過失」，這類叫做「俱非」。「俱

非」是非「功德」，非「過失」，就是非善非惡，非善非惡的反應。

那麼，這些這樣的推動作用就「令心造作」，令這個心造作這樣的活動，造作有

「功德」的活動，造作有「過失」的活動，造作又非「功德」，又非「過失」的活

動。這樣換句說話，推動你的心去做一些行為，這些行為是善的行為，是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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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善非惡的行為，是吧？這樣，所有心起都有這些這樣的善、惡、無記的，譬如

說，剛剛說見到白，這樣它屬於甚麼啊？「俱非」，白無所謂善、惡的，是吧？就是

說，令這個心做了些行為，望它，這樣望著，它無善無惡的。

但是呢，令這個心去害人呢，這樣於是呢，你的心起一種造作，去產生「過失」

的行為，這樣是惡。這樣，如果你幫人，將一些道理解釋給人聽，這樣能夠有一些力

量推動你將一些道理解釋給人聽呢，這樣的行為是「功德」的行為，是善的行為。這

樣無論是任何的活動，它都可以分類，它一是，這個行為是有「功德」的行為，或者

這個行為是有「過失」的，或者這個行為又沒有「功德」，又沒有「過失」。這樣除

了這三種，還有沒有第四種啊？沒有啊，因為這個不是二分法，是三分法，非「功

德」，就是「過失」，之外，還有種「無記」，這樣就齊全了。這個是不能夠記別它

善的，不能記別它惡的，叫做「俱非」。

這種呢，是力量來的，我們現在叫意志，我們現在的人叫意志，這樣「思」就代

表意志。那麼這一點呢，安慧菩薩就加以解釋了，「此性若有」，這個「性」字呢，

就是體，這個「性」，即是體性。這個「性」是指甚麼體啊？是講「思」的體性，這

個是存在，這個「有」即是存在。這樣你讀佛經逢見到這個「有」字呢，即是存在，

即「存有論」啊，「存有」的這個「有」字都解作存在的。這個「有無」的「有」字

不是說有沒有的解釋，是存在於不存在，這個是存在。如果，剛剛講的「思」這種意

志的心所是存在的話呢，這個「識攀緣的用，即現在前。」

你那個心識，你的心識對那個，「攀」就是甚麼啊？至到，那個「緣」呢，所緣

境，這樣叫做「攀緣」，就是說，你的心識就可以去到甚麼啊？你所要做的境裏面，

去到那個境，那麼，這個作用呢，當下就能夠產生了。

這個意思怎樣解釋啊？就是你要做一個行為，譬如拿起一個杯，要有種意志去推

動我怎樣啊？我的心識，手抓住杯，(手放)到杯上拿起它，於是，如果這個意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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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是這個攀緣的作用就能夠產生了，你那個攀緣杯的作用就能夠產生。

這樣，如果沒有這種意志呢，我的手收起，我作壁上觀，我對那個杯不產生任何

作用，不產生任何行為，於是我的心識就不至那個杯了，不到那個杯了，這樣就無所

攀緣。這樣所以，任何心識與心所都有攀緣作用的，因為所有心識要認知的時候，要

到境才能認知，叫做「至境認知」。這樣，你不至境就不能認知。這樣於是呢，你這

個心識能夠認知的時候，一定有種意志力推動你的心識活動。如果沒有這些推動力的

時候，你的心識根本不會認知那個對境。那麼，這種推動的作用呢，我們叫做「思」

心所。

這樣推動了之後呢，這就舉例了，用些最淺白的例子，他說，「猶如磁石引鐵令

動。」我們的心就好像塊鐵一樣，我們的「思」心所推動力呢，就好像塊磁石，這塊

磁石就拉動鐵去某個方向，這塊磁石就比喻「思」心所，那塊鐵就比喻其餘的心識活

動，包括心所活動，它之所以能動呢，就靠這個「思」心所，好像磁鐵一般的「思」

心所所產生的作用。

否則，它不會郁動，所謂不會產生郁動，即不會產生認知活動，這個「動」就是

活動。這樣所以，有「思」心所，所有心識才能產生活動；如果沒有「思」心所，就

完全不產生作用活動，就靜者常靜，你的心就全靜了，不會想東西，亦都不會思維。

這樣就有甚麼作用啊？這個就是體性而已，這個體性就推動這個心做行為，這個就是

「思」心所。那麼，這樣有甚麼副作用呢？有甚麼間接的作用呢？他說，間接的作用

就是這樣，「能推善、不善、無記心為業。」能夠推動這個心去做善業，推動這個心

去做不善業，推動這個心做無記業。

所以，這個意志呢，意志本身呢，就使到你的心現前，是一種動，但怎樣動法

呢？就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種動呢，就是去做善業的動；一種動呢，就是做惡業的

動；一種動呢，就是去做甚麼？無記業的動。這樣至於善、惡、無記呢，就另外心理

31



活動去決定了。如果你做的行為，它動的時候呢，是與「無慚、無愧、忿、恨、覆、

惱」一齊活動呢，那麼這種動呢，就叫做不善心為業的動。

如果你被那個意志推動心的時候呢，而這個心所做的行為是與「無慚」，不是，

是與「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精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

害」，隨便一個與它相應而做呢，這樣你的這個動就是屬於甚麼啊？善的動。

這樣，如果你的心活動，動了之後，是與其餘心所的，即是「悔、眠 」那些⋯⋯

心所活動的，或者是「觸、作意、受、想、思」這樣心所活動，那麼它的活動就是中

性的，是無記性，是無記的心識活動。這樣因此，它本身的意志就推動你做善、惡行

為，但做的時候怎樣決定善、惡呢？就看用甚麼心所相應，與甚麼心所相應，那種心

所法就使到這個意志變成它的善、惡。如果沒有善、惡的心所相應的時候呢，它可能

就是無記性。這樣，第一類就講完，講完了，即是「遍行心所」就有五個，這樣我們

就講了三個，講了三個，那麼還有兩個呢，都講過了，「觸、作意」，「受」以前講

過了，「受」就是感受快樂、痛苦、不苦不樂，「想」就是取像作用，將來會產生甚

麼啊？概念，推動產生概念的。

這樣「思」就是現在(講了)，「思」就是一種意志力量，推動你的心去做行為，

推動做行為，做些甚麼行為呢？可能做善行為、惡行為、無記行為的。這樣有些甚麼

問題呢？現在的時間剛好七點正，有些時間可以問一下問題。

學生：「李生，我想請問一下，根據那個不定心所，有個『睡眠』，即不是指睡覺

了，就是未進入睡覺之前嗎？」

老師：「是啊！未進入睡覺之前。」

學生：「那麼它與『昏沈』有甚麼分別呢？」

老師：「『昏沈』的時候，通常我們在(修)定裏面的時候，我們不能夠有堪能性，它

與(『昏沈』)，『昏沈』呢，就是(修)定中講的，是一種那個『定』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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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它們的作用相似，相似是怎樣呢？使這個心闇略為性，我們未講到，闇

略為性的時候，我們叫做『睡眠』，可能時間很長，不是在『定』中的。但

是，普通『昏沈』就這個時間就很短而已，它不是很長的，只是不能夠集中，

沒有力量去觀想。」

學生：「這樣就沒有『作意』了？懵懵懂懂的啊，那個『睡眠』即是睡覺之前，這樣

哪有『作意』呢？當時，『作意』是遍行一切時的，即這個『睡眠』，未睡之

前是懵懵懂懂的，它怎樣『作意』呢？」

老師：「是這樣，它『作意』的時候呢，它本身不是『作意』，『作意』是另外一個

心所。」

學生：「但是它遍行都有啊！」

老師：「但是這種心所起了之後呢，那個認知的作用就越做越是沈沒，那個『作意』

是越做越少的，應該，越做越微弱的。」

學生：「是不是想 未 的呢？這個『睡眠』想 未 的那樣？」瞓 瞓 瞓 瞓

老師：「但是，未 之前的『作意』不是為『睡眠』『作意』，是為你的心識『作瞓

意』。你睡眠之前呢，譬如我正在做眼識的，這樣眼識起的時候呢，它有『作

意』心所起，但是呢，這個睡眠呢，它有 counter reaction，是使你的心識不

能夠清晰，不能夠堪能，那個『作意』的力量越做越弱，你的『睡眠』心所越

做越強，這就剛剛是相反的作用，即有兩種作用在你的眼識裏面，如果這個

『睡眠』心所繼續強下去呢，你的眼識沉了下去，即是睡著覺了。這樣，如果

這個『作意』心所很強的時候呢，你還有其他心所的啊，『精進』心所等等，

它不是單純一個啊，是呼群引類啊，這樣的時候呢，如果幾種心所都很強的時

候，你那個悲心又很強，那個『輕安』心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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