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就《大乘廣五蘊論》就分開「甲一」、「甲二」、「甲三」、「甲四」，

這四段。

這樣，「甲一」就講出甚麼叫做「五蘊」，「五蘊」就是「色蘊」、「受蘊」、

「想蘊」、「行蘊」與「八識蘊」。這樣，第二節就講及這個「五蘊」的事相，「五

蘊」的事相，內容名稱就叫事相。這樣裏面，「五蘊」就是五種東西，就是「色

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五種東西。這樣，我們上一次

就已經交代了「色蘊」是甚麼來的，這樣又交代了「受蘊」、「想蘊」，但是，「行

蘊」這部份呢，就未講完的，所以，今天應該就由「行蘊」這裏講的。這樣，但是放

下了這麼久，可能座上有些朋友或者是新來的，或者是不記得了，這整本論裏面的大

意是講甚麼，這樣我們花大約十分鐘或八分鐘，做一個少少的複述。

這樣，世親菩薩做的《五蘊論》，這本《五蘊論》，那個目的是甚麼，我們先做

一個概括，「五蘊」呢，就是顯示我們的生命體由「五蘊」組成。因為，佛教與其他

宗教有一點很不相同，佛教要破「我執」的，就認為一個實質上的「常、一、主宰

性」的一個靈魂呢，或者一個叫做「神我」呢，或者叫做「實我」呢，或者叫做「自

我」呢，那麼這些這樣的執著，就是一個我體，永恆不變，一、常、主宰性的，這個

這樣的我體呢，佛教就認為是不存在的。

那麼，不存在(就)並不是沒有「我」啊！是有行為的那個主體，有思維上的主

體，有感受的主體，有這個軀體等等。這樣於是，因為是由各種的物質活動與精神活

動，結合成我們的生命，那麼，這個生命體就與外道所了解的是不相同了。外道所了

解的靈魂呢，它是「一」的，它是一個整一體，所謂「一」也者，即是這個整一體本

身呢，是沒有組成部分的，它不可以一分二的，不可以的，它不可以一分為二，就是

說它不可以由物質或者精神合成這個生命體的，他認為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中間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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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分割的，不能夠有組成部份的，這個是外道的看法。

這樣，但實質上我們的生命就不是整一體，我們的生命是由很多東西合成的，最

主要是兩大類合成的成分，一類是物質性的「色蘊」，合成的「色蘊」，這樣，「色

蘊」就是我們上一次所講的，就是代表那個「四大種」與「四大種子」所構成的一切

物質活動。「四大種」，即是地、水、火、風，這些元素，因為舊時對元素的理解是

沒有現在那麼進步，現在有百幾種元素，古代只是分四種元素，因為舊時的知識，即

物理學的知識是貧乏，這樣就不能夠很清楚地講這個世界上有幾多種元素，就分得這

麼精細，就分得，粗略地分，於是就分四種元素，地、水、火、風，四種元素。這

樣，由這四種物質性元素構成我們的軀體，我們就叫做「色蘊」，最簡單的這樣講。

這樣，構成我們的軀體包括幾多種東西呢？包括我們的「六根」與「六塵」。

「六根」，即是眼，這個視覺的神經，我們叫「眼根」，這樣「耳根」、「鼻根」、

「舌根」、「身根」與那個構成我們那個意識的「意根」，「意根」就不是物質的。

最主要構成五種根，就是這個「眼、耳、鼻、舌、身」，這五種根是物質性的，這樣

由這五種根所認知的客體，這個「五塵」，或者「五境」，就是我們的「眼根」對

「色境」，我們的「耳根」對「聲境」，我們的「鼻根」對「香境」，「舌根」對

「味境」，我們的「身根」對「觸境」。

那麼，這些境呢，這些境本身呢，它是物質性的，這樣我們的軀體都有這樣的境

啊，我們的手的皮膚是白色，這樣都是「色境」來的；但我們的兩手互相拍而有聲

音，這樣就變成「聲境」。那麼，軀體都具足了這五種境的，即是「色、聲、香、

味、觸」的境，我們都具備。這樣之外呢，在小乘人所講的那個「無表色」，「無表

色」都是這個「色蘊」的範圍，乃至到你做了「業」，你做了一些善的行為，與惡的

行為，這樣譬如，你受戒，你受戒有戒體，那麼戒體在小乘人就是物質性的，這個戒

體本身都是屬於「色蘊」範圍所攝的，於是，這個戒體在小乘人就叫做「無表色」。

那麼，大乘人就不承認「無表色」的，只是承認那些功能、種子。於是，我們說這個

「色蘊」也包括小乘人所講的「無表色」。這處是構成我們生命的一個大的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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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我們叫做物質性的組成部份。

這樣，除了這個組成部份，更加重要的與繁雜的呢，就是我們精神活動的組成部

份，就是由「受、想、行、識」，這另外的四大組合。「受」，就是我們的感受，

苦、樂與不苦不樂捨，這些感受，領納為性，就接受到外面的那個外境，這樣就起一

個內心的反應。「樂」，甚麼叫做「樂」呢？當你接觸那個事物的時候呢，希望再有

機會接觸的，這樣就叫「樂」。甚麼叫做「苦」呢？它的定義是這樣的，你接觸那種

事物之後呢，你希望快點離開它的，這樣就叫「苦」。譬如，你牙痛，這樣你感覺到

痛了，你第一個目標是怎樣啊？快點看牙醫，將它醫好了，就不再痛了。所以，那種

東西產生接觸之後呢，你快點離散的，將它離開了，這樣，表示你的感受就是「苦」

了。這樣，如果接觸了一些事物，亦都沒有希望再次接觸的，亦都沒有希望快點離散

的，這樣的感受呢，我們叫做不苦不樂，叫做「捨受」。

這樣，這類叫做「受蘊」，我們的生命就有這樣的「受蘊」，「受蘊」的時候

呢，所有靈魂都有這種受的感覺，這樣就不是佛教，是其他的宗教。他們認為有靈

魂，靈魂除了「一」的，它是一個整體；它是不變的，「常」的，沒有說現在有靈

魂，突然間就沒有了靈魂，不會的；還有「主宰」的，主宰我的生命，我鍾意做善就

做善，我鍾意做惡就做惡，主宰的能力，這都是靈魂所具有的特徵；另外呢，靈魂還

有呢？能夠做業的，有行為的。

這樣，現在這個「行蘊」，好像那些人不了解了，「行蘊」就主宰我們的行為，

主宰我們的行為，「行」，這個「行蘊」就是「思心所」，我們一會兒就繼續講的。

這樣就有了行為之後呢，得到果報，一是快樂，一是痛苦的果報，這樣你的靈魂呢，

就是外道執有個靈魂呢，是能夠感受到苦樂的，這樣，所以這種感受呢，就是「五

蘊」裏面的「想蘊」，是假立而已，並不是靈魂能夠感受苦樂，是你的「五蘊」裏面

有一個組成部份叫做「受蘊」，去感覺到苦樂，佛教就不是靈魂感受到苦樂，是在你

的生命裏面有一些心所，叫做「受心所」，去感覺到苦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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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想蘊」就與認知有關的，與概念有關，就是我們對一切外境，我們了解

的時候呢，一定把這個取像，有個取像作用的，如果是紅，就有紅的像；白有白的

像；聲音響亮，有響亮的像；聲音微弱，有微弱的像；影像。那麼，這些影像為甚麼

會構成啊？就是在我們的生命裏面的精神活動那裏是有一種能力，在接觸外境的時候

呢，將外境的形象是構成在我們的認知對境裏面，這個就是「想蘊」了，「想蘊」的

作用。那麼，如果是沒有了「想蘊」呢，就我們的一切影像都不能夠構成，不能夠構

成影像，就是不能夠構成概念，不能夠構成概念。

譬如說，「紅」，「紅」這個概念出現呢，就一定是這個眼能夠接觸到紅的花、

紅的桌子、紅的椅子，在具體事物之上是將它抽取一個影像，是獨立的影像，叫它做

「紅」，是吧？那麼，如果你連那個取像都拿不到的時候，你沒有辦法起一個概念，

是一個言語的概念，是沒有辦法起到的。

這樣，如果你不能夠拿到影像，所以就沒有辦法能夠在語言上有概念。因此呢，

有些人聽不到聲音，這樣他就是啞了，他就啞了。小孩子之所以不啞的原因呢，他就

一定要他的耳朵要靈活，聽到人家講話，人家見到椅子，他就知道叫做椅子，這張又

叫做椅，那張高的椅，低的椅，於是，聽很多人講的說話，全拿了影像，這樣然後就

說，這就是椅了，所以懂得講話。講話，能夠講話的時候呢，他背後一定要有個聽覺

上的取像，最少是在聽覺上的取像，能夠在聽覺上取像的時候呢，於是，透過這個取

像的模仿，就發出相同的聲音，人家說椅，他就說椅，是吧？人家說大，他就說大；

人家說好，他就說好。如果連聽不到人家說好、壞，這些聲音的影像拿不到進去的時

候呢，這樣的時候，他都不懂講話。因此，就如果沒有了這個「想心所」的活動，取

像的作用，這樣，我們人與人之間是不能夠透過語言概念去溝通的。所以，「想心

所」是構成那個，即就是「想蘊」亦都是「想心所」，它是構成我們語言的基本形成

的條件來的。

這樣，在我們的生命體裏面呢，佛家就講並沒有個靈魂去取像，而是我們的生命

裏面是有些叫做「心所」，這個「想心所」去作取像的作用。這樣，第四類呢，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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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命裏面呢，又叫做「行蘊」。「行蘊」就是說，剛剛我們說其他宗教就以為這

個靈魂可以做善業、可以做惡業，那種作業的能力呢，就是這個「行蘊」。就是這個

「行蘊」，是「行蘊」的一個作用，這個「行蘊」不只是作業，這個「行蘊」還包括

一切，我們下面再講，是包括一切心理活動的心所，與「不相應行法」那些關係，事

物上的關係都全部包含在「行蘊」裏面。在「五蘊」裏面，最繁複的組成部份就是這

個「行蘊」，就不是其他的「色蘊」、「受蘊」、「想蘊」，那些很簡單，「行蘊」

就是最複雜的。

這樣，現在我們先不詳細講「行蘊」，只講，當這個「行蘊」是一種力量去推動

我們去作善、惡業，這種力量呢，我們叫做「行蘊」。這樣，於是能夠作業，能夠取

像，能夠感受，這些心理活動之外呢，還有認知的活動，認知活動就是我們的「識

蘊」。「識以了別為性。」能夠認知到，眼識能夠看到東西，耳識能夠聽到東西，我

們的鼻識能夠嗅到東西，舌識能夠嚐到味道，我們的身識能夠觸到事物，我們的意識

能夠思維，能夠思維，這樣的時候呢，就認知、了別，認知這種力量就是這個「識

蘊」。這就是說，佛家將我們的生命體分析作不同的功能，最主要分作兩大類，一類

就是物質性的，我們叫做「色蘊」；一類精神活動的，我們叫做「受、想、行、

識」，這五類就是「五蘊」。這樣，就並不是離開「五蘊」之外，是有一個「一、

常、獨立不變、主宰」你的生命的這樣的靈魂。因此，佛教認為那個「我」體就是假

我，假我又叫做「五蘊假我」。

這樣，世親菩薩所以要做這本《五蘊論》，就讓人認識到我們的生命體究竟是怎

樣的一個存在來的，不是一個整一體的存在，是由很多東西組成的。「蘊」的意思

呢，就是一個積聚的意思，積集的意思，就是很多事物聚在一起，這樣就叫做

「蘊」。就不是一個獨一體，是多而非一的，這樣。那麼，我們上一次就已經講了甚

麼叫做「色蘊」，甚麼叫做「受蘊」，甚麼叫做「想蘊」，這樣，我們就講到「行

蘊」。「行蘊」本身就是，是分開兩大部份，一部份叫做「心相應行法」，就是說當

「心王」，即「眼、耳、鼻、舌、身、意」識，這六識，加上末那識與阿賴耶識，它

起的時候，它不是孤立起的，一定有些助伴幫它手，好像國家領袖，他不是只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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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理國家的，有很多部長等等幫助他一齊治理國家。

這樣，於是心識起的時候，一定有些助伴起了，助伴我們叫做「心所有法」，是

屬於這個心助成的心理活動。那麼，我們這種「心所有法」的名稱就叫做「心所」，

簡單的叫「心所」，詳細來講就是「與心王相應的心所有法」，這個就是完整的名

稱，簡單的稱作「心所」。那麼，所有的「心所」，都是這個「行蘊」，但是在「行

蘊」裏面呢，已經有兩個「心所」講過了，一個是「受蘊」，一個是「想蘊」，都是

「心所」來的，「受」與「想」已經講過了，這樣在「行」裏面呢，所講的「心所」

就不包括這兩個了，不包括那個「受蘊」，與那個「想蘊」是不包括的。

這樣，五十一個「心所」剔除了兩個出去，只得四十九個，在「行蘊」裏面，

「心所」只得四十九個。這樣，這個「行蘊」除了「心所」包括之外呢，還有「不相

應行法」，「不相應行法」就各種的經論所講的「不相應行法」數目是不一樣的，不

一致的，有些說是十四類，有些說是二十四類，各種的講法是不相同的。這樣，這本

《廣五蘊論》所講的「心所」，這個「不相應行法」有幾多個呢？有十四種，有

「得」、「無想定」、「滅盡定」、「命根」、「生」、「老」、「病」、「死」、

「無常」，乃至「名」、「句」、「文」等等，那麼這些就叫做「不相應行法」。

這個是甚麼來的呢？其實是一種事物的關係來的，是一種關係。譬如我們說，甚

麼叫做「生」？「生」是種關係，是甚麼關係呢？是一種事物不存在，顯現為存在

了，這樣，在事物之上呢，就給個名稱它，這個名稱呢，就是存在與不存在的關係，

給個名稱叫做「生」。這個關係怎樣呢？即由不存在的狀態變成為存在的狀態就叫做

「生」。譬如狗，那隻母狗生了隻狗仔，牠本來沒有狗仔的，是吧？現在母狗生了隻

狗仔之後，那隻狗仔就由不存在變成為存在，這樣就叫做「生」。

「生」這樣的「不相應行法」呢，就是沒有一種事物叫做「生」啊，譬如說有

「生」，你拿些「生」給我看一下，是拿不到的，不過在事物的發展過程當中，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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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關係，一種是不存在的關係，另外一種叫做存在的關係，由不存在的關係，由不

存在的狀態演變為存在的狀態，這個關係之上，是假立它叫做「生」而已。「生」，

這個物質性的「生」。但是，精神性都有「生」的，譬如我們想出一個辦法，現在

呢，有很多困難了，我不懂解開這條數，我想這條數，怎樣去解開這條數呢？那麼你

想一種方法，這個不是物質的，這個是精神的。

那就是說，方法本身是心理活動來的，就能夠從解不通的狀態，變做甚麼啊？解

得通的狀態，這個關係之上，假立叫做「生」。是吧？這樣，所以世界上沒有「生」

啊！所以叫做「不相應行法」，即是沒有一種實體與心理活動和物質活動是完全俱生

俱滅的。「相應」就是俱生俱滅的相應。「不相應」就是不能夠與它俱生俱滅的，這

樣，那些事物呢，叫做「不相應」，叫做「不相應法」，它屬於「行蘊」，所以叫做

「不相應行法」，這個「行」字就不是走路的意思，是「行蘊」裏面的一類，所以就

簡稱叫做「不相應行(法)」。

其實，「不相應」有「心不相應」與「色不相應」的，與物質不相應，與那個心

理活動不相應，不能夠相應。「相應」呢，就是同生同滅；「不相應」是不能夠同生

同滅。譬如，我們說「生」一種東西呢，它不是與物質同生同滅的，一切物質常常起

變化，但「生」這種關係呢，沒有變化的，不會變化的，它不會起變化。古代人對

「生」的理解與現代人一樣，都是由沒有，最先不存在，後來演變為存在，都是這樣

解釋，都是這樣解釋，它不起變化的，這樣，顯然與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不是同生同

滅了，是吧？所以叫做「不相應」，所以這個關係是「不相應」。

這樣，其實這個「不相應行法」，其實這樣的東西，「不相應行法」是很先進

的，在西方的社會，西方的哲學界裏面呢，就在康德的時候，所講的「範疇論」就是

講這種東西，甚麼叫做「時間」，甚麼叫做「空間」，甚麼叫做「數目」，這些這樣

的形式的存在，只是形式的存在，它沒有實質的存在，它沒有實體的存在。它的存在

只是一個形式，一個 form就只是一個 form而已，有時間的形式，有空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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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目的形式。這樣，康德的時候就對那個人的認知呢，一定要透過時空的範疇，有

十二個範疇去認知的，離開呢，這些範疇是先天的，我們無始以來有執著，有執著時

間，有執著空間，有執著數量，有執著那個性質，等等，在生命裏面構成一個範疇，

透過這樣的範疇才能夠認知，不透過範疇不能夠認知的。

譬如，你說現在有光了，在甚麼時候有光啊？在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的六號、六

日，在七點，現在五點五十四分幾多秒，存在這光，是吧？它一定要透過時間的。透

過空間呢，在甚麼地方存在啊？在香港島中環天星碼頭附近的大會堂八樓，高座八樓

某某室，存在就一定是透過空間(認知)。那麼，這些時間、空間，這些架構都是沒有

實質相應的，它不是實質的，如果實質，你拿些空間我看看，你拿些時間我看看。

這樣，它就沒有實質，它就沒有實體與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是同生同滅的，所以

只是一個概念，只是一個形式的存在，這樣的形式存在，我們叫做範疇，在現代西方

的哲學裏面就叫做「範疇」。討論範疇的這種學問叫做「範疇論」，是康德的一個很

出名的創作。其實這種「範疇論」，其實在東方的佛教思想一早已經存在，現在講的

世親菩薩所說的「行蘊」就是範疇了，範疇就占了一部份，另一部份呢，就是「心所

有法」，這樣就是「行蘊」。這樣，另一個是「識蘊」，「識蘊」就有八個識，前五

識，「眼、耳、鼻、舌、身」識，意識，第七末那識與第八阿賴耶識，那麼這些是認

知的。認知的又分作兩大組，一組呢，就是阿賴耶識，這個我們叫做「集起心」，就

是說，它能夠將種子聚集了，那個緣具備了，它就能夠現行，生起了，這樣叫做「集

起心」。

這樣，其餘的七種呢，我們叫做「種種心」，就是說，各種各類的認知活動的一

種能力來的。這樣合起來，兩種加起來，我們叫做八個識，就是這個「識蘊」。這

樣，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只得五大堆東西，五大組合，組合成我們的軀體，我們的生

命，這就是說，在佛教看我們的生命體就沒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一、常、主宰性」，

能夠做善惡業的，能夠感受苦樂的，那個這樣的靈魂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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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靈魂不存在，但我們的生命體真的能夠感受苦樂的，所以我們的生命體有

軀體，它有「色蘊」，它有感受的主體，它能夠有取像的主體，它有行為的主體，它

有認識、認知的主體，這就是我們的生命除了這四種主體，加上我們的軀體之外，還

有沒有些東西遺漏了呢？可以說沒有！有的話可以提出來。這樣，佛教講的「五蘊

論」就是這樣，給我們認識到，我們沒有這個靈魂之外，我們還有另外的東西構成這

個生命，就是這兩大類，一類就是物質活動，一類就是精神活動，物質活動構成這個

軀體，精神活動是各種的主體，認知的主體，行為的主體，感受苦樂的主體，等等，

包含取像的主體。

這就是說，我們具備外教所執著的靈魂的功能，這樣，在我們沒有靈魂的情況之

下，我們的生命體都具足他們以為的靈魂所具有的功能，那麼這個就是佛教與其他宗

教不相同的地方。佛教，不論大乘，不論小乘，都接受這種講法，這種講法就是釋迦

牟尼佛一早是這樣講的，不過呢，詳略就有不相同了，越後講，它就越詳細；越早

講，就是《雜阿含經》那些就講得簡單，沒有那麼詳細，沒有說十四個「不相應行

法」的，「不相應行法」裏面是怎樣構成的，這就沒有詳細講。因為，佛的說法要對

機，初時的人的機不能夠那麼精細去了解到事物本來的面貌是怎樣的。

這樣，我們上一次已經講及到「心相應行法」，就是這處，「心相應行法」呢，

兩大類，就是「心所」與那個「不相應行法」。那麼，「心所」裏面就分作「六位心

所」，就是說「心所」有六大類。一類叫做「遍行心所」，「遍行心所」在「行蘊」

內取消兩個，就取消「受蘊」與「想蘊」，本來有五個，有「觸、作意、受、想、

思」。「觸」，就是能夠接觸外境那種能力。「作意」，就是警醒我們的那個心識，

讓它不要懨懨欲睡，能夠起認知作用，有這樣的能力。「受」，感受苦樂的能力。

「想」，就是取像的能力。「思」，就是推動我們做善惡業的那種推動力。這樣，在

「心所」裏面，本來的這個「遍行心所」，就是任何心識起，這五個「心所」都一齊

起的那個「遍行」，無論它是善的，無論它是惡的，無論是無記的，它們都會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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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你的心識起活動，這些「(遍行)心所」一定起活動了。

那麼，這個「受」與「想」呢，就不在「行蘊」裏面了，因為它自己獨立了另外

一個「蘊」，「受」就叫做「受蘊」，「想」就叫做「想蘊」，這樣就五類。第二類

呢，就叫做「別境心所」，這樣又是五個，「欲、勝解、念、定、慧」，是吧？

「欲」，大家記得了，有希求作用的。「勝解」，就是對我們所認知的境是徹底完全

了解的，是深信不疑的，是忍認它是這樣的，這就叫「勝解」。「念」，「念」就是

記憶，「念心所」就是記憶，我們對過往發生的事是銘記不忘，這樣叫做「念」，對

現在的事亦都是銘記不忘，這樣叫做「念」。所以，你打坐的時候呢，你一定要

「念」，現在我數息，數「一」就念著下面的「二」，「二」之後就念著下面的

「三」，這樣，你就不會掉舉，不會昏沉。

如果你失念的時候呢，就是數到「二」的時候，不記得了下面的「三」，想起了

剛才飲咖啡，這樣的時候呢，你就是掉舉。因此，現在都有「念」，過去都有

「念」，現在都有「念」，這就是說，對每一個概念起的時候，都能銘記不忘的這種

作用，這樣我們的生命就具有這種作用，「念」。「欲、勝解、念」。「定」，我們

能夠集中精神，我們集中在(某個)境裏面，我們散心又可集中，我們定心裏面又可集

中，都叫做「定」，能夠集中的力量，這種力量使到你集中。

這樣，所以如果患了精神病的人，這個「(定)心所」很弱，不能夠集中，那麼這

個「定心所」就起不到了。這樣，還有一種最主要的就是你的智慧，能夠判斷抉擇的

這種「慧心所」。這類叫做「別境心所」，它們每一種「心所」的對境不相同，所以

叫做「別境心所」。

這樣，第三種「心所」叫做「善心所」。「善心所」，就是若然這個心識活動起

的時候呢，它一定是與意識一齊起的，所有「心所」單獨不能起的，一定是與八識一

齊俱起，所以叫做「相應的心所有法」，與心王相應的這個「心所有法」，它一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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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王一齊俱生俱滅的，它不能單獨起的。這樣，「善心所」就是說，這種心理活動起

的時候呢，就是一種行為來的，你做了的一種行為，這種行為引致你將來得到福報

的，這樣的行為。

所以，它是一種價值，可以是一種價值判斷，就凡是這些「心所」起活動的時候

呢，你將來在今生或者來世，或者來來世會得到快樂的果報，所以就叫做「善心

所」。「善」的意思就是今生或來世，來世不只一世，可能很多世也不定，得到快樂

的果報的，這樣就叫做「善」。這樣包括很多類了，包括「信」，對真理能夠信服。

「慚」，做出的，有過失的時候呢，是自增上、法增上引起羞恥心的，就是對自己的

良心，對那些善法，覺得對不住的，覺得有羞恥的，這樣叫做「慚」。

「愧」，他增上，就是說，你做了錯誤的行為，在他增上的情況之下呢，引致你

有這種羞愧心的，這樣叫做「愧」。有羞恥心，這個羞恥心的原動力就不是內在的，

是社會的，譬如你說，你欺騙別人，這樣別人告你，身敗名裂，這樣，於是你驚怕社

會輿論壓力，於是你不敢做壞事，這樣的心理活動呢，我們叫做「愧」。「愧」，譬

如我要幫助人的，人家叫我又幫的，人家不叫我也幫的，因為如果我不幫人呢，我覺

得對不起自己的，那麼這個就是甚麼啊？不是「愧」，是「慚」。(這)是「慚」，你

不幫人，沒有人指責你的啊，但你自己對自己的良心交代不了，這樣你一定要幫啊，

這個時候呢，這個就是「慚」。「慚」是對內的，對內的，所以叫做「自增上」。

那個「愧」是對他的，是叫「他增上」，有些社會輿論有壓力，這種壓力對你有

壓力，所以你不敢做壞事，如果你做壞事的時候，你覺得羞恥的，羞恥的淵源不是從

內發，是從外來，不過這種感覺羞恥的這種力量呢，是你自己本有的，這種叫做

「愧」。這樣，還有「無貪、無瞋、無癡、勤、安、不放逸、行捨、不害」，這些以

前講過了，這類叫做「善心所」。這樣，跟著我們上一次講到這個「煩惱心所」，有

六種東西，「煩惱(心所)」，六種叫做「貪、瞋、癡、慢、疑、惡見」，這六種東

西。這樣，今日呢，就講及到這裏，現在講下去，在這「煩惱心所」裏面，我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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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講過了，六種講了四種，不過，我們複習一下。

「貪」，那甚麼叫做「貪」呢？他說，「於五取蘊染愛耽著為性。」這就是說，

對我們那個「五蘊」的軀體，我們沉迷，執著它是實的，迷戀我們的軀體，這個叫

「愛」了，不是，這個叫「貪」。「貪」又叫做「愛」，在佛家，這個「愛」字是一

個貶詞，在其他的宗派，這個「愛」是好的，譬如，「神愛世人」，遣他的獨生子來

救所有的人，那麼這個「愛」就是好的了，他這個博愛，博愛就是儒家「博愛之謂

仁」。但是，佛教的「愛」就是不好的，「愛」呢，就是貪愛，這個就是「愛」，

「愛」你自己為主，因為你最主要是愛你自己，因為你愛你的兒女，因為這個兒女是

你的兒女，所以你會愛你的兒女。如果是另外的人的兒女，你未必愛啊！這樣，所以

其實是個「貪」來的，這個就是「貪」了。對你的「五蘊」起「貪」，由於起

「貪」，於是就輪迴生死，為甚麼輪迴生死？因為你「貪」欲界，於是你有欲界的

「貪」，就纏縛住你的生命，這樣，今生死了的時候呢，你就第二生會生去欲界。

如果我是「貪」色界的，就是色界鍾意定的，就好像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貪」這些禪定呢，這樣你有修行的話，那麼你死了的時候呢，由於你有色界

「貪」，於是就纏縛住你，這樣你就不能夠解決，那麼你下一生就生在那個初禪天或

者是二禪天，或者三禪天、四禪天，這樣你有「貪」才生。那麼，再高一些的，譬如

我不鍾意這個欲界，又不鍾意色界，鍾意無色界，又沒有這個物質活動，又沒有這個

情慾的世界，只有精神活動的，這樣叫無色界。這樣，無色界，你「貪」無色界，你

又修無色界的定，你今生死了的時候呢，這樣你就生在無色界的四處天，就是「空無

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等等，這四

種天，這樣的時候呢，你都是有「貪」。

這樣，你完全沒有「貪」的時候呢，你變得離開這個「三界」，這樣你就解脫，

得解脫，這樣就不容易的，就是說，因為你有與生俱來的「貪」，這種是沒有「貪」

的。這樣，第二種所以叫煩惱，煩惱就叫「惑」，為甚麼你會流轉生死啊？流轉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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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苦來的，因為你有「惑」，有「貪」加上做「業」，所以流轉生死。如果沒有

「貪」，你不做「業」的，你完全不起「貪」，你就不會做「業」，與「三界」相應

的「業」，你不做，你做的是與「三界」不相應的無漏業就會做的。有漏「三界」相

應的有漏業，你就一定會做，這樣就叫做(「惑」)。「漏」呢，「漏」就是煩惱，

「漏」也者，有「漏」就是煩惱，因為你的行為，你的「業」與煩惱相應。

這樣，煩惱相應最主要的「三不善根」裏面就是「貪不善根」，就使到你不能夠

出離生死。這樣，第二種就更弊，這種呢，「貪」未必落地獄的啊，剛剛說，我

「貪」的時候，我生在「無色界天」都可以啊！你不一定要生天，你享福也可以的，

固然，「貪」的時候要加上個，由於「貪」推動你，你無惡不作，產生害人的心理活

動與行為呢，你就有「瞋」心所起了，這個時候你一定落地獄的，或者是餓鬼，或者

是畜生道，是落三惡道的，就是這個「瞋」，「瞋」是最壞的。那麼，「瞋」為甚麼

壞啊？因為對於群生損害為性，對於其他的生命體，你為了達到你的目的，你不擇手

段去殘害人，這樣呢，你的這種心理活動呢，我們叫做「瞋」。

這樣，「慢」呢，就是傲慢了，有七種傲慢，一種叫做「慢」，一種叫做「過

慢」，一種叫做「慢過慢」，一種叫做「我慢」，一種叫做「增上慢」，一種叫做

「邪慢」，一種叫做「卑慢」，是吧？七種，這樣，我們過去講過了，就不想很詳細

地講，因為一講的時候，就要講半個鐘，因為每一種「慢」與另一種不相同，這就很

複雜，這裏我們只是複習的時候，我們就不詳細講了，這樣就「慢」。「慢」呢，就

是一種傲慢，傲慢就是說覺得自己重要的，「慢」。「心高舉為性」，「心高舉」就

是覺得自己重要過別人，「慢」。

這樣，於是為甚麼你會自私啊？因為你有「慢」就會自私了，你沒有「慢」就不

會自私的，因為你覺得比別人重要，是吧？你的軀體比人家的軀體重要，你的名譽比

人家的名譽重要，你的家庭比另外的家庭重要，你的國家比人家的國家重要，這樣就

世界大亂，就是由於你有「慢」，「慢」就硬是自己是重要過他人的。所以，你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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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識為甚麼是壞啊？末那識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有「我

慢」在這裏，有這個「慢」，是認為這個「我」最重要的，是去犧牲他人而成就自己

的，只有我負天下人，不要有天下人負我，就是「慢」了！因為你覺得重要過別人

啊！你不肯犧牲啊！因此，「慢」就使到你沉淪的，你是凡夫，你做惡的行為呢，

「慢」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這樣，我們就講到這個「慢」 對了，還有「無明」，「無明」就是「癡」，⋯⋯

即第四種，「無明」，「無明」即是愚癡，「無明」有個名叫「癡」，就謂對「業」

與我們的「果報」，與「四諦」，與「三寶」是缺乏了智慧，就叫做「無明」。如果

你沒有「無明」，認識到這個因果關係，這個「業」、「果」，認識到「四聖諦」，

我們的生命是「苦」，為甚麼是「苦」啊？因為有「集」，所以是「苦」，因為有煩

惱與「業」引致這個苦果。

那麼，怎樣出離啊？出離的理想就是「滅諦」，我們叫做涅槃，怎樣才得涅槃？

因為你修「八正道」，所以能夠涅槃。那麼，這裏整個道理呢，我們叫做「諦」。

「諦」是指真理，就是真實不虛的，不顛倒的真實就叫做「諦」。如果你掉轉呢，就

是顛倒，顛倒不與「諦」相應，這樣由於你顛倒，所以你沉淪生死。如果你有「諦」

呢，這就是你了解到你的生命「苦」之來源呢，由於你有「集」，這樣，你要怎樣改

變你的生命啊？你就修「八正道」，修「道諦」，而得到解脫的涅槃，「滅諦」，這

樣你就不會輪迴了。

這樣，你之所以輪迴生死，就是由於你不了解「諦」，就由於「無明」。這樣，

因此「十二因緣」裏面的第一個，第一支叫做甚麼啊？「無明」緣「行」，是吧？第

一支就是「無明」。「無明」就是以這個「惑」為主，還有與「惑」一切相應的煩惱

都在裏面，「貪」都在裏面，不過，這個「無明」為主。所以，「無明」緣「行」，

因為由「無明」，所以作「業」，有「業」呢，所以有心識，有未來生命的心

「識」，這樣。這個「諦」是缺乏了智慧，就叫「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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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三寶」，對「三寶」，對於「佛寶、法寶、僧寶」，你沒有抉擇的了

解，你是不知道佛是可以做一個榜樣，你是聽佛說法，你依法修行可以解脫生死的，

這些你就不了解。這樣說這種法，可以護持這個「佛寶」、「法寶」還有「僧寶」，

「僧寶」的時候你又不理解，這樣的時候，所以就流轉生死了，因此這個就構成「無

明」。這樣，這裏上一堂已經講過了。

這就(講)「煩惱心所」的時候呢，我們講到第五種了，這個「見」，又叫做「惡

見」。因為在《成唯識論》裏面，又叫做「貪、瞋、癡、慢、疑、惡見」，這個次序

掉轉了一點點，在《成唯識論》或者在《唯識三十頌》裏面，「貪、瞋、癡」就講

「慢」，又講「疑」，「貪、瞋、癡、慢、疑、惡見」，那麼這個「惡見」最後的，

但現在先「惡見」，早過「疑」講，擺前了。

這樣，現在看看甚麼叫做「惡見」？他說，「云何見？」甚麼叫做「惡見」？這

樣，先講「惡見」的種類，他說，「見有五種。」一共有五種「惡見」。那麼，第一

種「惡見」是甚麼呢？「謂薩迦耶見」，satk yaā ，這個是梵文來的，一會再解釋它

了。「見」呢，(梵文)叫做 d iṛṣṭ 。「薩迦耶見」，第一種。第二種叫做「邊見」，

「邊見」。第三種叫做「邪見」。第四種叫做「見取見」。第五種呢，我們叫做「戒

禁取見」。這樣，一共有五種，下面就講這五種「見」。

第一呢，就是「云何薩迦耶見？」甚麼叫做「薩迦耶見」呢？他的那個解釋就

說，「謂於五取蘊隨執為我或為我所」，就叫做「薩迦耶見」。他說，在那個「五取

蘊」，這個「取」是執的解釋，在執著這個「五蘊」之上，就以為是「我」，因為執

著這個「五蘊」，跟隨呢，就以為有個靈魂「我」體了，這個就叫做「薩迦耶見」。

那麼，這個就是「即蘊我」，在「五蘊」上以為「我」。這樣，另外一種是「離

蘊我」，這個「五蘊」不是「我」來的，在這個「五蘊」之外，有獨立的靈魂就寄在

「五蘊」裏面，或者「五蘊」在那個靈魂裏面，或者靈魂在那個「五蘊」裏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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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靈魂裏面，或者相撞，這就是說，靈魂在「我」，不是，靈魂在那個「五

蘊」，「五蘊」在靈魂，互相撞，互相存在，這樣構成的那個執呢，這個就是「離蘊

我」。「離蘊我」。

這樣，「離蘊我」，那個「五蘊」就不是「我」了，「五蘊」是「我」的所有，

是「我」的工具來的，這樣，所以有些就執「或為我所」，或執這個「五蘊」是

「我」的軀體，是「我」的工具，是「我」的工具來的，是「我」的作「業」，感受

苦樂、認知的工具而已，它不是「我」。

這樣，現在的人就執靈魂多數是「離蘊我」，認為「五蘊」不是「我」，「五

蘊」是「我」的工具，我透過眼識去認知，我透過耳識去聽到東西，我透過軀體能夠

存在，這樣，我透過我們的前六識去認知，那麼，這些是我的工具來的，就不是

「我」。

這樣，即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執「五蘊」是「我」，另一種是執「離蘊我」，在

離開「五蘊」之外，有個獨立的「我」體，這樣「五蘊」就變了「我的五蘊」，是

「我」的工具來的，「五蘊」不是「我」，這樣，這個就顯示出了那個「薩迦耶見」

的活動。那麼，這種「薩迦耶見」的活動以甚麼為體(性)啊？它呢，以「染慧為體

(性)。」這就是說，沒有一個獨立的自體的，它是智慧的，它本來是智慧。

這就是說，一個人懂得執是比那些不懂得執的人有智慧，是吧？那張檯就沒有智

慧了，它都不懂得執，是吧？那個單細胞的動物呢，牠沒有智慧，牠不懂得執的，我

們吃的海蜇，那些水母，牠都是生物來的啊，但牠不懂得執的，牠不懂得執。所以，

你懂得執的時候，都要靠智慧啊！不過，這個「慧心所」，就是說要「慧心所」，就

是「欲、勝解、念、定、慧」的「慧心所」。

不過，這個「慧心所」有點麻煩！它被愚癡的這個「癡」去染污了，就不能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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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抉擇，因為它不能如實地去判斷、去揀擇、去認知，所以，你所得的推理的結論是

不正確，本來沒有「我」，你以為有「我」，本來就只得「五蘊」，你在「五蘊」之

上，執這個「五蘊」就是「我」，或者離開這個「五蘊」另外有個「我」，去利用這

個「五蘊」，寄存在「五蘊」裏面，這樣就是推理上產生問題，就不是你的智慧有問

題，你的智慧本來沒有問題，不過呢，你受了那個愚癡的干擾，不能夠如實去了解，

這樣，所以「染」，「染」就代表「癡」。「慧」，這個智慧呢，是個體性來的。那

甚麼叫做「薩迦耶」呢？「薩迦耶」是梵文(satk ya)ā 翻譯的。「sat薩」這個字，這

個音呢，這個音是梵文 sat這個字的音譯，那甚麼是「sat薩」？「sat薩」是敗壞的

意思，是會容易壞的，會變壞的。「迦耶」呢，k yaā 這個字呢，音譯就是「迦

耶」，它的意思就是和合積聚的解釋，這就不是一體，是一個綜合體，是由很多事物

合起來的，這樣就所以譯做「薩迦耶」，又叫做「壞身見」。

這個「身」是有很多東西集合的，「身」是 plural number，是 數，這個衆

「身」字是代表很多種東西的組合，叫做「身」。譬如，「五識身」，這個「身」就

有五種識，「眼、耳、鼻、舌、身」識，不是一個識，是五類識，所以加個「身」

字，這個「身」字代表 數，和合 數的意思。這就是說，在我們的軀體之上就執著衆 衆

有個身體叫做「我」，執著有個靈魂叫做「我」，其實就不是實「我」來的，其實是

會變壞的身體，有變壞的積聚體來的。這樣，在會變壞的積聚體之上呢，就執著以為

有個實在的靈魂，實在的「我」體，這樣的執呢，所以叫做「薩迦耶見」。

這樣，其實這種執是叫它「薩迦耶見」，是幫我們不要起執的，這是為甚麼啊？

因為在這個「薩迦耶」之上呢，就那些人執它是「一」，執它是「常」，執它是

「一」體，執它是「常」體，執它是「異蘊有我」，是離開「五蘊」有個「我」，或

者「蘊為我」，說這個「五蘊」就是「我」，這樣執，那麼，佛教就希望別人不可以

這樣執，所以就說「sat薩」呢，給個名它就叫這種執是「sat薩」，「sat薩」就是

破「常」的，因為這個「sat薩」字是變壞的(意思)，變壞就不是「常」了，所以你

就是在變壞之上執「常」，這就是教你不要執它是「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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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耶」呢，它就不是「一」了，「迦耶」是由組合的，由和合、積集的，積集

而成的，這個生命本來有各種東西積集的，由這個「五蘊」積集的，是吧？那麼「五

蘊」是組合體，就不是「一」了，於是希望我們不要執，就破「一」了，破「一」，

於是無常積集，就叫做這個「迦耶」。所以，在「薩迦耶」裏面呢，並沒有「常、

一」的「我」體與「我所」的體，是破「我」體，破這個「我所」。

這就是說，這個「五蘊」是你的獨立存在的靈魂的工具都不對！因為根本這個

「我」不是「一」體的，是很多東西組成的，它不是「常」的，會變壞的，就是在有

變壞的，有很多積聚而構成那個「我」體呢，你就執它是「常」，執它是「一」，這

樣的執著是不對的，因此呢，叫這種不合理的執著呢，叫做「薩迦耶見」。這樣，

「薩迦耶見」即是「我見」，這個「見」是怎樣解釋呢？不是見到的意思，這個

「見」就是執的意思，這個「見」字即是執著，甚麼「見」都是執著。

但是，這個「見」加個「地」就不是執著，這個「見地」即是看法，是吧？有甚

麼看法，用甚麼見地，你有很高超的見地，這樣「見地」的時候，它就不是貶詞，它

是中性的詞。但是，這個「薩迦耶見」，甚麼「見」的時候呢，就是個貶詞，是執著

的解釋，所以是「惡見」，是「見」的一類，是執著的那一類。那麼，這個「薩迦耶

見」是怎樣呢？這個「薩迦耶見」以「染慧為體」，「染」就是愚癡，「慧」就是智

慧，有愚癡的智慧所構成的。

這就是說，這種執呢，就有智慧，不過智慧「謂與煩惱俱」，一定有「煩惱心

所」與它一齊，這樣，「煩惱心所」有六種，其中有一種叫做甚麼「心所」啊？叫做

「愚癡心所」。那麼，「愚癡」是「煩惱心所」的一部份，那麼這種「慧」就不是純

粹的「慧」，是「煩惱心所」當中的「愚癡」、「無明」心所與它相應。那麼，它的

「用」是怎樣呢？它的作用是怎樣呢？它的間接作用是甚麼呢？影響作用是怎樣呢？

他說，「一切見品所依為業」，「見品」就是一切有邪見的各種各類的東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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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即是品類，「品」即是類，一切與「見」相類的事物，都依這個「薩迦耶見」

而起的。

這就是說，如果沒有「薩迦耶見」呢，其他的「邊見」、「見取見」、「戒禁取

見」，那些「見」就不會起的，不會起的，這樣讀到下面就會知道了，讀到下面的

「邊見」就知道了。「邊見」就是在這個「薩迦耶見」之上而起的，沒有「薩迦耶

見」就不會起「邊見」。因此，他說，一切的「見」，一切的執，「見品」就是各種

各樣的執都是依這個「薩迦耶見」而起的，所以就「一切見品所依為業」。這個

「業」字就是作用的意思，「業」就不是作業的解釋，作用就是間接作用，所以這裏

講就一定講「體」的，這個「體」是以甚麼為體啊，「體」是智慧與煩惱合起來為

體。這個「業用」呢，就由於有「薩迦耶見」，就引致一種間接的影響，這間接的影

響是一切「見」的起是依「薩迦耶見」而起的。第二種就已經講了。

這樣，跟著就是「邊見」，看看「邊見」講甚麼，他說，「云何邊見？」甚麼叫

做「邊見」呢？他說，「謂薩迦耶見增上力故」，就是說依這個「薩迦耶見」做強烈

的助緣，「增上力」即是助緣。這樣然後，「即於所取或執為常、或執為斷」，「所

取」即是「我」了，執著這個「我」了，因為「薩迦耶見」即是「我」，這個「我

執」，在這個「所取」的「薩迦耶」之上，即「我」之上，或者執這個永恆的

「我」。這就是說，今生死了之後，這個「我」不死的，於是就輪迴到另一個世界，

那麼，第二生又生活了若干百年，於是又輪迴到另一個世界，它永遠是不變的，永遠

是「一」的，永遠是「常」的，永遠作「主宰」的，這個是「常見」。

這樣，「或執為斷」，這就有兩派，有些在印度的順世外道，就認為這個「我」

體，就是我的軀體而已，就是我今生的軀體，死了的時候呢，你的軀體就散了，你的

「五蘊」散了，這樣你的軀體等於沒有了，好像「人死如燈滅」的觀點，這樣就是執

那個「我」是斷，那麼這個是「斷見」。這樣，「常」與「斷」是兩個極端，一個極

端就是永恆不變的存在；一個極端就是甚麼啊？今生死了，就沒有你了，你完全沒有

了生命。那麼，這兩個極端呢，我們說偏激，因為這些是「邊見」。「邊」也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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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極端的意思，是極端。一個是「斷」的極端，一個是「常」的極端。

這樣，佛教就不是的，佛教說，我們的「五蘊」假體，這個「五蘊」假我，這個

軀體呢，就是這個存在體，它是「非斷非常」，那麼，「非斷非常」是怎樣啊？這

樣，就另外提出兩個字的概念，這個概念叫做「相續」，常常起變化，今生完了，有

第二生相續；第二生完了，有第三生相續。相續的時候，他會起變化的，過去的假我

與未來的假我不是同一，是「非一非異」的，「非一非異」而不會中斷的，又不是

「常」又不是「斷」的，這個就叫做「相續」。

這樣，佛教就不是說這個「我」體不存在，實「我」、常「我」、靈魂的那個

「我」體是不存在，但是，非「一」、非「斷」、非「常」的那個生命體是存在的，

不過，這個生命體不是「一」，不是「常」的，是不斷生生滅滅起變化，所以他不是

「一」的「我」體，亦都不是「常」的「我」體，但不是說沒有了這個「我」，他有

個假「我」，相續的假「我」，是「非常非斷」相續的假「我」，這個假「我」是存

在的。這樣，讀佛教的書就要清楚了，這種大家都明白了。這個是「邊見」。這樣，

「邊見」是以甚麼為(體)性呢？這個(體)性亦都是「染慧為性」，因為你要判斷，你

要判斷，因為這個「慧」是甚麼？「慧」是抉擇啊，抉擇的力叫「慧」。

這樣，你要抉擇你的生命是「常」呢？或是「斷」呢？你抉擇「常」都是智慧

啊，你抉擇「斷」都是智慧，不過，你抉擇的這種智慧就受這個「無明」影響了，就

不能夠如實抉擇，就是錯誤的抉擇，但錯誤都是一種抉擇啊，所以，它都是智慧為

體，但這個智慧加了個「無明」進去，就「染慧為體」了。這樣就解釋了，這個解釋

就是安慧菩薩的解釋，他說，「常邊者，謂執我自在，為遍、常等。」這是認為這個

「我」體是神我、靈魂呢，它是自在的，它是不受其他事物影響的，它本來是如此就

如此的。

這樣，有些執它是「遍」的，這個「遍」呢，就認為「我」，執著「我」是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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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這個「我」不只是軀體那麼大，因為「離蘊我」。如果「即蘊我」，這個軀體

有多大，這個「我」就有多大。但「離蘊我」呢，這個「我」是可以遍虛空的，可以

這麼大！這樣相反呢，那個軀體在這個「我」裏面，是吧？那麼，另一種就是這個

「我」就不是「常」，不是，就不是「遍」的，是很細(小)，細(小)得像芝麻那麼細

(小)，就在你的軀體運轉了，但是呢，這個速度很快，是每一念就運轉超過一次，那

麼這個就是最細(小)的「我」，最細(小)的「離蘊我」。這樣，第三種執(「見」)，就

是外道執(「見」)，就是那個「我」體，就會能大能少的，好像風箱那樣，好像吹風

箱那樣，你的軀體有幾大，這個「我」就剛剛那麼大。

這樣，為甚麼少一半不行呢？因為少一半的時候呢，打你的頭，這個「我」就走

到腳，打這個頭不會痛，為甚麼會痛啊？是因為這個「我」覺得痛啊，所以你的身體

就感覺到苦樂的時候呢，由於「我」雖然很細(小)，但它的活動很快，所以每一吋肌

膚都有感覺，這樣執，這樣的執都是執「常」的，執「常」的。執「常」的等等的

執。這樣，至於「斷」的執是怎樣呢？「斷」的執亦是執「我」。他說，「斷邊者，

謂執有作者」，「作者」是甚麼啊？行為主體就是作者。

這樣「丈夫」，「丈夫」即是一個成年的男子，就叫「丈夫」。那麼「丈夫」就

顯示甚麼呢？顯示神我，puru aṣ ，這在外道的時候，這個勝論派，不是勝論派，是

數論派，就講二十五諦，就是物質的存在叫做「自性」，是「一」的，那麼除了，宇

宙除了物質存在之外，還有很多靈魂，那些靈魂就是每一個獨立生命的個體了，這樣

叫做「神我」。「神我」即靈魂，這個「丈夫」就暗示這些靈魂，這就是說一個能夠

主宰的這個主體，這個就叫做「丈夫」。行為的主體就是甚麼？「作者」。

這樣，還有其他的主體的，還有認知的主體、感受的主體等等這些主體，這些主

體怎樣啊？「彼死已不復生」，當這些主體死亡的時候呢，就不再生了，這即是人死

如燈滅了，死了就這麼大，就一期生命完了，這樣就完了。佛教說我們的生命體是有

三世的，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那麼，有些宗教就有二世的，基督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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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沒有過去世的，因為神造你，你就有今世，但是你有來世啊，你的來世可以上天

堂，可以落地獄，就是來世，就只講二世。那麼，這裏就講一世，在印度講一世，在

過去的時候亦沒有一個能生的存在體，未來亦都沒有存在體的，這樣你就生一世而

已。

這就是說，世界上可以執，都不能叫執啊，對我體的了解呢，是有三種形態，一

種是一生的，一世的，「一世說」就是這個印度的順世外道。還有，中國人都有這個

「一世說」，中國人啊，「未知生，焉知死」那些，是吧？孔子都是「一世說」的，

過去的時候就不理了，未來的也不理的，只要今生做人，好好的對得住天、對得住

地、對得住父母、對得住你自己的生命、對得住你自己，這樣就覺得好了，那麼這個

就是「一世說」了。這樣，在印度的時候，那個順世外道的這班人就是「一世說」。

剛剛說的基督教就是「二世說」，不講過去的，講現在，還有將來的生命，「二世

說」。

這樣，佛教就講「三世說」，就是我的生命，過去有個我的，現在有這個假我，

未來亦都有個假我，這樣輪迴下去，或者是解脫，這個是「三世說」。那麼這個呢，

「斷」即是「一世說」，「二世說」不是「斷」啊，基督教不是「斷」啊，都沒有

「斷見」。不過，他們有「常見」，這個「常」是開始的，開始就是上帝造你的第一

因，就是他這個生命起了，有個第一因就是上帝，這樣有你的存在，你又是未來的存

在，繼續存在下去，這個就是「常」。

那麼「斷見」的時候呢，就是人死如燈滅，「斷見」就像個瓶打爛了，就不能夠

(盛)載東西了，他說，「如瓶既破更無盛用」，「盛」即是盛載。這個杯打爛了，

「呯」的一聲打爛了，不能夠(盛)載水了。這個「瓶」字不是指插花的，在印度這個

「瓶」是(盛)載水的，是水器來的，因為印度人去恆河拿水來飲，就拿個瓶去(盛)載

水了，打爛了，於是就不能夠(盛)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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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的生命體死亡，就再沒有來生了，這樣。那麼這種看法會怎樣啊？有

種壞的影響啊，他說，「障中道出離為業。」如果你執「斷」的時候呢，就障礙你今

生修行，就不能夠出離生死。這樣你說是「人死如燈滅」而已，但事實上不是！佛教

說不是！因為佛教的人有智慧，他有定力的時候，他看到「宿命通」，佛都有「宿命

通」，看到你個去世是做甚麼的，現在做甚麼的，現在做甚麼業，知道你來生做甚麼

的，這樣有「宿命通」，人家就看通不是啊！

這樣，你執你的「斷見」罷了，但是你不能「斷」得去啊！不能「斷」得去的時

候呢，你今生盡情享樂，因為印度那些順世外道呢，因為只有一生，就盡情享樂今

生，不理用甚麼手段，都要獲取快樂，不擇手段獲取快樂，這樣就不能夠解脫的！這

樣你會沉淪下去的啊！

這樣，你就不知道沉淪，實質在沉淪，因此，就變了「障中道」了。「中道」，

就不是「常」不是「斷」，不是「常」不是「斷」，這樣叫「中道」。這樣，就不能

知道「中道」！還有呢，「障出離」，就不能夠脫離輪迴，你以為脫離輪迴，以為死

了就沒有了，但不是的，死了都有個生命體受苦的，這樣，「斷(見)」就「障出離」

了，這做那個間接影響了。這樣，第三種叫做「邪見」，甚麼「邪見」呢？「謂謗因

果、或謗作用、或壞善事」，就叫做「邪見」。「邪見」的「體(性)」一樣，所有

「見」的「體(性)」一樣，都是「染慧為性」。

那甚麼叫做「謗因果」呢？這樣就要解釋了，於是，謗因還(是)因，謗果還(是)

果，他說，「謗因者，(因謂業煩惱性)」，「因」就做「業」「煩惱」的體(性)就是

因了，這就是說，沒有「業」的，沒有煩惱引致「業」的，這樣叫做「謗因」。於

是，在這個「十二因緣」裏面呢，甚麼叫做「因」呢？「十二因緣」裏面就有五種，

有五支做「因」，這五支呢，「煩惱」有三種，就是「無明」、「愛」、「取」，都

是因，都是做「業」的「因」。還有呢，做「業」有兩種東西，「業有二種，謂行及

有」，這些是「因」了，這些「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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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那個「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

色」 這個「十二因緣」。我將「十二因緣」列一個表，這樣就看得清楚，這就有⋯⋯

五種「因」，「因」就是「四聖諦」裏面的「集諦」。「集諦」就是兩種東西，一種

就是「煩惱」，一種就是「業」。這樣，「十二因緣」裏面，「無明」緣「行」，

「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

「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

「生」，「生」緣「老死」，這樣，於是有十二個概念。

那麼，十二個概念的時候呢，「煩惱」就有三個，這個就是「無明」的煩惱，由

於這個煩惱，於是就推動你做「業」，善的「業」或者惡的「業」。這樣，推動你做

善、惡「業」的時候呢，於是你今生死了，就有入胎的心識，入胎的心識在胎裏面長

成這個「名色」，即是「五蘊」，這樣又長成「六入」，即是「六根」，這樣就出世

了，就接觸這個世界，於是接觸這個世界的時候呢，就有感受苦樂了，這裏就是果報

了，這些果報。這樣，但是今生又有煩惱啊，你有「愛」的煩惱，你會起執了，有嚴

重的「取」啊，嚴重的執啊，於是，貪愛與執取，又是今生的煩惱，又由於這個

「愛」(與)「取」，於是呢，又再做許多「業」，於是有「有」，這個「有」呢，又

是「業」。

這樣，因此我們發現，「因」的時候，就「無明」與「行」是「因」，引致這五

種果，就是引致「識」、「名色」、「六入」、「觸」、「受」的果，就這個「無

明」與「行」是過去世的(「因」)。這個就是今世的果，「識」、「名色」、「六

入」、「觸」、「受」是今世的果。今世又有「因」，「愛」、「取」，這個煩惱的

「因」與「有」這種「業」合起來就是今世的「因」，引致來世的「生」與「老死」

的果，這樣，其實這個叫做「三世兩重因果」。是吧？

唯識家不是這樣解釋，這個不是用唯識家的解法，這個是用小乘人的一般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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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時候呢，我們發現呢，「因」就有兩類，過去的「因」就有那個「煩惱」與

「業」。「煩惱」就有三種東西，過去世的「無明」是「煩惱」，現在世的「愛」與

「取」是「煩惱」。「業」呢，過去世的「行」就是「業」了，今世就有甚麼啊？

「有」就是(今世)「業」。因此呢，這句話，「謗因者，因謂業煩惱體(性)」，

「性」即是體。「謂有五支」，剛剛講了「五支」，這樣於是呢，煩惱有三支，哪三

支？就是「無明」，就是過去的煩惱了，「愛」、「取」就是今生的煩惱。這樣，

「業有二支」，「業」有二種，過去世就叫「行」，現在世就叫甚麼？「有」。這些

就是「因」了。

那麼，這些「因」呢，就「謂依阿賴耶識」的「業種子」，這個「有」支，

「有」呢，其實是指種子，這些種子就依阿賴耶識的「業種子」，所以呢，「亦名為

業」，「有」即是「業」。這樣，唯識家就不是這樣的解法，唯識家就認為這個

「有」呢，是一世，是一世的，不是，是二世的一重因果，「無明」就是過去你所做

的，你起的「煩惱」。「行」就是你做的「業」，就是你過去所做的「業」。

這樣，過去所做的「業」的時候呢，它就會激發你的心識，裏面變現未來生命的

那個心識裏面的阿賴耶識的種子是排列的，激發那些種子，將來這個「識」，就變成

今世的你了，你的那個「根身」與「器世界」。那麼這個種子呢，就是「識」的種

子，還有刺激這個「識」的種子，刺激未來生命的「五蘊」的種子，刺激「六根」的

種子，刺激「觸」的種子，刺激「受」的種子，刺激它們，讓這些種子活躍。活躍的

時候呢，今世你做了「業」的時候，這些種子未夠強引致你來生的生命，就使到你有

愛、起貪，淺的貪愛、深的貪愛去取，這些「愛」與「取」呢，就是「煩惱」來的，

就將你的種子呢，強化它，將上面的「行蘊」所引致的這個，這個不是「行蘊」，這

個是「業」。

「業」的種子，強化它，這樣強化的時候，就再激發這些「識」、「名色」的這

些種子亦都跟著強化，這樣，強化到極，今生完了，就能夠生的未來生命的那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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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們叫做「有」。「有」。「有」呢，就是受到你過去做的「業」，受到今生的

「愛」與「取」滋潤了它，使到它將來能夠成熟的，成熟的時候呢，就刺激你的

「識」、「名色」、「六入」、「觸」、「受」，這樣的種子，當生一死亡，於是就

變成「生」，這些種子現行了，現行做「生」，這就是「生」了，今生。這樣，今生

的時候，你會衰老的，你會再「老死」的，「老死」的時候呢，種子再轉弱，這就是

說，刺激你的生命變現今生的世界與你的軀體，這個「根身」與「器世界」的種子再

由強變弱。這樣就兩世了，由這裏呢，「有」之前呢，是過去世。「生」與「老死」

是今世。又可以這樣看，由這裏到那裏呢，是今世，「生」與「老死」是過去世，都

可以，那麼這個就是唯識家所講的叫做「兩世一重因果」。

這是與說一切有部的，剛才講的不是這樣啊，剛才講的是過去的「無明」與

「行」去引這五種果，是吧？「識」、「名色」、「六入」、「觸」、「受」，這樣

的果。這樣，今生有三種「因」，就是這個「愛」與「取」的這種煩惱的「因」，有

這種甚麼啊？「業」的行為做「因」，引致未來生命的甚麼啊？「生」與「老死」的

果。這樣，就變成「三世二重因果」，就與「唯識宗」所講的不相同了。那麼，誰講

得好？誰講得不好呢？如果你問我，我肯定說「唯識宗」好的，因為我是讀「唯識

宗」的。這樣，你就不要相信，你自己去判斷了。

因為，我的解釋很簡單，因為甚麼這個叫做「行」？那個叫做「有」呢？是否一

樣呢？不一樣的啊，這個「有」與「行」有些不相同的，因為「有」的本身是經過潤

生之後的，就是煩惱滋潤之後的種子來的，它們不是一樣的。那麼，你硬是說一樣的

時候，你就講得不清不楚了。這樣，這個「無明」、「行」的時候，這個「行」要引

伸這個「愛」啊，「識」啊、「名色」啊、「六入」啊，需不需要滋潤呢？沒有講，

為甚麼後面講滋潤而前面不講滋潤啊？所以，「十二支」不一定是「十二支」的，

「三支」都夠了，在《雜阿含經》用「三支」，《雜阿含經》講「三支」，講「五

支」，講「七支」，講「九支」，講「十二支」，都有的。

這樣就不是講「一支」，我有個學生是個比丘尼，叫做釋悲昱，她就寫了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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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雜阿含經的研究》，是講這個「十二因緣」的。這樣有幾種講法，就是《雜阿

含經》裏面有幾種講法，就不是一種講法，最簡單是三種。這樣，其實嚴格來講是怎

樣呢？你做有「無明」刺激的「行」，「行」有「業種子」，都需要有「愛」有

「取」，變成「有」的，變成「有」，這樣「有」才招引那個來生的入胎心識，一樣

的那個生命體裏面，那個胎裏面有「名色」、「六入」，出世有「觸」、有「受」，

一樣要有的，要加進去才可以，這樣但是「十二因緣」是沒有講這一部份，少了啊，

這樣就顯示「十二因緣」的講法是不圓滿的，用「三世二重因果」是不夠圓滿的。

所以，唯識宗講「二世一重因果」就圓滿了。因為呢，譬如講今世，今世你有煩

惱刺激你去做「業」，做「業」的時候，你一做「業」就已經刺激你的阿賴耶識的種

子排列了，排列了，你做壞事可以變起悽慘的地獄世界的種子已經排了，這不是你上

街被車車死，這樣你(的種子)不成熟的時候就不變地獄了，都不是即刻變現的。這就

是說，你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你變現地獄的那些種子，就是這個「識」的種子來

的，已經排好了，你的「五蘊」是怎樣的「五蘊」，那個「六根」是怎樣的「六

根」，他接觸悲慘的世界是怎樣的感受，那些痛苦是怎樣的，這些所有的種子全部都

排列了。

這樣，排列了的時候呢，現在再加深而已，再做些貪愛、執著，這樣強化那些

「業」的功能。於是，強化那些「業」的功能，這些功能就更加強化了，是吧？強化

了之後，它的功能就給它一個名稱，叫它做甚麼？叫做「有」，叫做「有」。「有」

呢，甚麼叫做「有」啊？「有」就是存在，就是你未來生命存在的功能的解釋，就是

說在你的阿賴耶識的功能已經排列好了，已經(這樣)。不過，你做那些善的行為有好

處，讓那些變做落地獄的功能弱一些，是吧？另外呢，變起美好世界的功能又再(加)

強。這就是說，你做的壞事多的時候呢，你有時都不會落地獄呢，就看一下你未來的

心識是不是很強的「善心所」出現，如果很強的「善心所」出現的時候，你可以把以

前那些排著隊落地獄的那些功能可以暫時壓伏它，不起作用。因為，你的每一種行為

它都是一個「行」啊，它都需要「愛」、「取」等等來強化或弱化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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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所以你的每一種行為就干擾了你未來生命的那個排列組合。這樣，未來生

命的排列組合的功能是甚麼呢？「有」，叫做「有」，「有」是存在，「有」是種

子，是功能，就引起你未來生命的一切功能，那個果報的功能就是這個「有」，就是

這個「有」。這樣，然後由這個「有」就引致未來生命的「生」與「老死」。因此，

這段文字就是我們要了解「謗因」，就是說「謗」前面所講的甚麼啊？「無明」、

「行」、「愛」、「取」、「有」這些，這些引致你未來生命的「因」。

那麼，這些「有」就是種子來的，是諸業的種子，就是藏在阿賴耶識裏面的，所

以「有」都是這個種子。這樣就引經了，他說，世尊對學生弟子阿難說，「(阿難！)

若業能與未來果，彼亦名有。」他說，如果做的「業」，善、惡「業」，「能與未來

果」，這個「與」字不是同在一起的意思，「與」是指引致，這個「與」的解法是給

予、引致，因為你做的「業」，能夠引致未來的果報，那麼這個「業」就叫做

「有」。這個「有」字在《阿含經》裏面已經解作存在，是講功能的，是講功能的，

這句是引《阿含經》的，因此，佛對阿難講，你現在做的「業」又叫做「有」，怎樣

「有」啊？因為引致你未來的果，未來的果就是存在的啊，引致你存在「欲界」，或

者存在「色界」，或者存在「無色界」，這種功能就叫做「有」，因此，「有」就叫

做「業」，「業」又叫做「有」，這樣。

這樣，「如是等，此謗」，「謗」了上面所有的東西就「名為謗因」。「謗

因」。這樣，「謗果」就是下面的七支，他說，「謗果者，果有七支」，哪七支啊？

「謂識、名色、六處、觸、受、生、老死」，就是這七支，這七支就是剛剛講的七

支。這七支，用「三世二重因果」，就「無明」、「行」就引致今世的五支「識」、

「名色」、「六入」、「觸」、「受」，今生的「愛」、「取」、「有」的因就引致

未來生命的甚麼啊？「生」與「老死」。

這樣，如果我們說，在「二世一重因果」呢，今世的你也是「果」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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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引致的未來生命的「識」，未來生命的「名色」，未來生命的「六入」，未

來生命的「觸」的功能，未來生命的「受」的功能，未來生命的「生」與未來生命的

「老死」，這七種東西就是「果」了，這七種東西就是由前面的五支所引致的。

這樣，因此無論是「三世二重因果」或者「二世一重因果」，都可以當那七支都

是叫做「果」。那麼，這七支是「果」的時候呢，「此謗名為謗果」，「謗」即是毁

謗，說它沒有，說它不可能的，你做善業不可能有這個樂的果報，不是，做惡業不可

能有這非福的果報，你做善業不可能有福報，這樣叫做「謗果」，這樣叫做「謗

果」。

這樣，「謗果」講過了，這個「謗果」。這樣，或「謗作用」，或「謗壞善

事」，那甚麼叫做「謗作用」呢？於是，「(或復)謗無善(行惡行名為謗因，謗無善行

惡行果報名為謗果。)」還有解法，還有解法，他說，或者這樣講，「謗無善行、惡

行」，就是這個果報，就叫做「謗果」，「謗」沒有這個善行，沒有這個惡行，這叫

做「謗因」，這個就是粗略解釋。第一個解法，就是用「十二因緣」解釋；第二個解

法就是粗略的講，你說沒有善、惡行為的，這是「謗因」，第二就說沒有善、惡行為

所引致的福報與非福報的，這個是「謗果」。

這樣，甚麼叫做「謗作用」呢？這看下面的這個「邪見」。這個「邪見」，「謗

因果謗作用」，「謗作用」就謂「謗無此世他世、無父無母、無化生眾生，此謗為謗

作用。」這樣，你流轉生死就有生死的作用啊，有今生、此世做「因」，來世、他世

得「果」，這樣有這個作用，那麼，你就說沒有這些因果關係。

這樣，還有「無父無母」是怎樣呢？就是佛教認為你的父親都可以做你的兒子

的，為甚麼？你的父親死了，你才生仔，你的仔可能是你父親投胎生的，是吧？母親

一樣，如果你的母親死了，但母親死了，你的母親亦都可以投胎做你的女兒啊，那麼

就有這樣的作用，如果你說不可能的，父親就永遠都做不到仔，媽媽就永遠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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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這樣也是「謗作用」，謗作用的名稱叫做「無父無母」，謗這樣的作用。還

有，佛教認為我們的生命體有些是胎生的，「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等等，「四

生」，這種「四生」，除了胎生之外，還可以有化生，化生就是不需要投胎了，譬如

你生地獄，這樣你就不需要投胎在地獄的阿媽的身體生你出來啊，沒有啊！你落地獄

就變現個地獄啊！

那麼，你生天亦不需要，這天有些有胎生，有些沒有胎生，譬如說「空無邊處

天」，這樣就沒有一個人叫「空無邊處」的阿媽生你在「空無邊處天」的，你直情化

生「空無邊處天」的，這樣，那些外道認為化生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化生是不可能

的，他一定要胎生，這樣就不可能是化生，那麼你說不可能化生，亦都是「謗作

用」。這樣還有呢，「謂從此世往他世作用」，又說沒有的，這都是「謗作用」。這

樣，還有些作用是種子作用，又 謗「種子任持作用」，那甚麼叫做「種子任持作毁

用」呢？這就是說，當你胎生的時候呢，你見到你的父母行淫的時候呢，你一投入那

處呢，譬如你投入這個父親的精子，那麼精子裏面就與母親的卵子結合了，於是你的

生命就寄在精子、卵子裏面，這樣我們叫做種子，這樣種子就任持你的生命，讓這個

精子、卵子在你的母體內慢慢成長，成長就生起你的這個「五蘊」了，「五蘊」，還

有這個「六入」，就是「六根」，這樣然後出世，出世就有「觸」有「受」，那麼，

如果你否定了這件事呢，就是這個「結生相續」，說你的生命不可以由你的父母的種

子任持而有這種「結生相續」的作用，這叫做「謗作用」，「謗作用」這處是這樣講

的。

這樣還有，甚麼叫做「壞善事」呢？「壞善事」呢，「善事」就是修行，修行得

到美好果報，那麼你認為這種美好果報是不存在的，譬如，好像說「謗無世間阿羅

漢」，「謗無世間佛」，「謗無世間辟支佛」，這樣叫做「壞善事」，你認為世界上

沒有佛的，是沒有辟支佛的果報的，亦都沒有阿羅漢的果報的，這樣叫做「壞善

事」。這樣，剛剛的「謗因果」、「謗作用」、「壞善事」，這些叫做「邪見」，這

個是「邪見」。那麼，這個「邪見」是以甚麼為「體(性)」呢？就是以「無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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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為「體(性)」的。

這樣，有甚麼作用呢？有三種作用：第一種作用是「斷善根」，斷了你的善根做

它的作用，這就是說，你不會修善的，你只會向惡那邊修的。第二呢，「不善根堅固

所依為業」，你的不善的「貪、瞋、癡」繼續增長，鞏固這個「貪、瞋、癡」的這種

心識活動。這樣還有呢，「又生不善、不生善為業」，這樣你就不會做善事，你做的

都是惡業，這個就是間接作用了。那麼，這上面我們講了「惡見」，不，是「邪

見」，第三類，這樣還有第四、第五類呢，我們下個禮拜才與大家探討了。

下個禮拜我們會準時下課，因為這個禮堂七點前就要用，我們在六點五十分的時

候，我就會停止了，下個禮拜，如果下個禮拜你約了人來聽呢，希望大家準時一點，

因為我會準時開始講。今天到此為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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