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蘊裏面，就是「色、受、想、行、識」，五蘊。我們未講的這個「識蘊」，原

來在《大乘廣五蘊論》講「識蘊」是最簡單的，沒有詳細講這個「識蘊」。那麼，最

嘥(費)時間是「行蘊」，「行蘊」包括兩大部份，一部份是「心相應行蘊」，即是

「心所」；第二部份叫做「心不相應行蘊」，是講心物之間的某一種特殊狀態，這個

「心相應行蘊」就叫做「心所」，所以呢，「心所」又叫「心相應法」，有很多詞彙

在唯識宗是很特別的，「相應」即是心所；「分別」即是整個心所與心王。

這樣，有些詞彙就不是用正的詞彙的，用側的，因為心所與心王相應的，所以用

「相應」這兩個字代了整個「心所」。這樣，「心所」分開六大類，過去講了五大

類，六大類當中就是「遍行」、「別境」、「善」、「煩惱」與「隨煩惱」。「遍

行」是任何善、 、無記的心識活動，它現行的時候，這些心所，「觸、作意、受、恶

想、思」，這些心所一定現行的，所以叫做「遍行心所」。

「別境」呢，就是起的時候，對境各別不相同，譬如，「欲、勝解、念、定、

慧」。「欲」就是說對所樂的境來講的，對你鍾意的境，「欲」就是鍾意了，希望能

掌握它、把持它。但是，「勝解」是對所了知的境說的，對所了知的東西是完全了解

的，與印持一定要這樣做，是沒有另外的解法的，「勝解」。譬如「念」，「念」的

心所，我這裏省略了，「念、定、慧」，「念」的心所是指你以前曾習的境，你是記

憶不忘的，那麼我們上一次講過「失念」是無「念」，這樣的時候，是對記憶來講

的，如果你未接觸那個境，你不能夠起一個「念」心所，「念」心所一定是對你以前

接觸的境講的，這樣所以叫「別境」。

「善心所」，就是說那些心識活動，就是「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

」等等，起活動的時候，一定是純善的，這樣的心識一定是善的心識，所以，善⋯

者，就是說你今生或者來世得快樂的果報，這樣叫做善。這樣，煩惱心所叫做「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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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心所」，這些一切不善與一切有漏的心識活動一定與它相應的，叫做「煩惱心

所」。這樣，「隨煩惱(心所)」即是由「(根本)煩惱心所」的「貪、瞋、癡」衍生出

來的，衍生它的，所以是隨著煩惱而分化衍生出來的，譬如好像「忿、恨、覆、惱、

嫉、慳」，「忿、恨」這樣的心識活動是與「瞋」心所衍生出來的，「覆」心所是從

「貪」心所，「貪、瞋、癡」這個「煩惱心所」衍生出來的，所以叫做「隨煩惱 (心

所)」。這樣，(「隨煩惱心所」)裏頭分開小、中、大，「小(隨煩惱心所)」是最嚴重

的，它之所謂「小」也者，即是活動範圍最細(小)，所以「小」。

「小」，因為如果那個「忿」起，「恨」未起的，先是「忿」起了之後，過去

了，然後「恨」才起的，它們兩個心所不可能一齊起的，當「恨」起的時候，這個

「忿」一定停了的，它們不是一齊起的，所以這個活動範圍最細(小)，所以叫「小(隨

煩惱心所)」。「中」呢，「中隨煩惱(心所)」就是這些心識起的時候呢，這個「小隨

煩惱(心所)」與「根本煩惱(心所)」起的時候，它一定起的，這個「無慚」、「無

愧」。這樣，譬如說「貪、瞋、癡」起的時候，「無慚」、「無愧」一定起的，

「忿、恨、覆、惱、嫉、慳」起的時候，「無慚」、「無愧」又一定起的，所以這個

活動範圍廣闊了，所以叫做「中隨煩惱心所」。

「中」不是性質上的嚴重性講，是從活動範圍是中等來講。這樣，「大隨煩惱

(心所)」就是呢，「大」不是最嚴重，不是最大的過失，而是範圍最闊，所有「根本

煩惱(心所)」起，它又起，這個「小隨煩惱(心所)」起，它又起，「中隨煩惱(心所)」

起，(它又起，)一切「惡」的心識與「有覆無記」的心識起，它都完全起的，這個範

圍就很闊了，所以叫做「大隨煩惱(心所)」。

那麼，大、中、小是這樣劃定的，這樣講完了之後呢，就講「不定心所」，就是

「悔、眠、尋、伺」四個心所。這樣「悔、眠、尋、伺」呢，就講第一個。第一個，

「戊八、釋不定心所」。「云何惡作？」這個「惡 è」字讀「惡 wù」，「惡 è」就

是那種東西是「善惡」的「惡」，「惡 wù」就是動詞來的，「惡 è」字就是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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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這個惡的行為，這個善的行為，這個是形容詞。「惡作」就是對以前所做的事

情，我就憎惡它的，厭惡它的，這樣叫做「惡wù」。

所以，漢字就很得意了，它不同的實際情形，它的含意就不相同，所以

meaning，它的意義要一定跟它 contextual meaning，某種語言脈絡裏面呢，去決

定它那種含意的。譬如，我們讀《中庸》，「誠者，無自欺也。」他說，誠的時候就

不會自己呃(騙)自己。那麼，怎樣不會自己呃(騙)自己啊？這就舉例出來了，他說，

「如惡惡臭」，「如惡惡臭」，「惡 wù」與「惡 è」是同一個字，「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這個「好 hào」與「好 h oǎ 」都是同一個字來的。

「如惡惡臭」，就是憎(恨)那些惡臭的東西，那些魚全臭了，這樣就不鍾意它

了，這樣呢，叫做「誠」。這樣叫做「誠」，因為不鍾意臭的東西，就個個都不鍾意

的了，是吧？於是不會違背良心，這個就叫直心，是吧？《六祖壇經》就有「常行一

直心」，這個就是直心了，你的心沒有扭曲了，就沒有說，那些魚臭了，就因為你請

我吃飯，我就讚你(的魚)鮮美，因為我 你讃 (的魚)鮮美就是不「誠」。「誠則無

物」，「誠」的時候呢，一定是這個心是怎樣的就直接講出來的，完全一點點的偏差

都沒有的。這個「惡 wù」呢，「如惡惡臭」，就是這個字了，「惡 wù」了，「惡

wù」就是討厭，不鍾意，討厭，討厭那些惡臭的事物。

「如好好色」，「好色」即美色，美麗的顏色，這樣「好色」就是好的顏色，美

麗的顏色，這是怎樣啊？是好(hào)(好 h o)ǎ 色，鍾意，這個「好 hào」字是鍾意，這

個「好 hào」字讀「耗(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這個是孟子所用的

「好 hào」字，「好 hào」字，「好 hào」字讀「耗(音)」。「好 h oǎ 」字呢，就是

好壞，是形容詞。「好 hào」字是動詞。這樣，甚麼叫做「惡作」呢？「惡作」就是

對你以前所作的行為，你覺得討厭，這樣叫做「惡作」。

這樣解釋了，他說，「謂心變悔為性。」這個心變得就是懺悔，悔恨，悔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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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心變成悔恨的，這個體(性)就叫做「惡作」。這樣，其實「惡作」與「悔恨」是

兩件事，其實由「惡作」，就是對以前所做的事，我不鍾意，於是你才悔恨，是吧？

悔恨在後啊，其實「惡作」在先，但是這樣的定義呢，這樣的定義本來就不是很好

啊！因此呢，安慧菩薩就解釋了，為甚麼將「悔」字，「悔、眠」的「悔」字是解釋

是「惡作」的體(性)呢？這個「體」即「性」，以前講過了，「性相」，這個「性」

就是「體」來的，「相」是相狀。這樣就怎樣解釋呢？他說，「謂惡所作，故名惡

作。」解釋這個「惡作」，他說，甚麼叫做「惡作」呢？他說，討厭你以前所作的

事，「惡所作」，對你所作的事，你對這件事是討厭的，討厭做了這件事，很多原

因，不知道為甚麼，譬如，你幫了別人，現在這個人反而害你，於是你就「惡作」，

我知道就不幫他了，這樣進一步呢，我悔恨以前幫過他，悔恨就嚴重很多了！這就是

對我所幫過他，我就覺得這樣是不好的，這個是因，然後呢，我悔恨做過這件事，這

叫做果，這樣，對所做的是厭惡的就叫做「惡作」。

這樣他說，這個「惡作」的「體」，現在就說它是「悔」，悔恨，變得悔恨，但

這個是方便講的，其實嚴格來講呢，「非即變悔，」在嚴格來講，就不是等於完全百

分之百的悔恨，變得悔恨，不是百分之百等於(這樣)。這樣為甚麼呢？他說，「由先

惡所作，後起追悔故。」因為呢，彼此之間有因果關係，由於過去你先有厭惡你所做

的行為，這樣然後才產生追悔，產生悔恨，這樣，所以不是兩個詞彙相等的，是有因

果關係的。這樣的解法呢，就叫做「即以果從因為目」，就用「果」這個角度去解釋

這個「因」，作為這個解釋的條目，這就是說，這樣的條目解法呢，是用果來解釋

因，這即是說，變悔是「惡作」的「體」的時候，這樣的講法呢，就是其實變悔，追

悔是「惡作」的果，就是用果的文字去解釋這個因，這樣叫做「以果從因為目」。

「目」即是這個條文，條文叫做「目」。這樣，就是這個條文啊，「云何惡作？

謂心變悔為性。」這個條文是以「果」去解釋「因」的，這樣就「故名惡作。」這

樣，所以就將追悔叫做「惡作」的「體」了，那麼，這樣的解法可不可以呢？這樣，

別人懷疑為何這麼累贅啊，用「果」去解釋「因」的？他說，在印度就很平常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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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常常有這樣的解法出現，這就舉例了，他說，「譬如六觸處說為先業。」這樣他

解釋這個「先業」，那麼「先業」的「體」是甚麼啊？「六觸處」就是「先業」了，

就是先所做的業，先前你的過去世，你做了些行為，這些行為現在不知啊，都過去

了！那麼我怎樣知道過去的行為是好與壞呢？這樣我現在說，「欲知前世果，今生受

者是。」這樣「受」是怎樣受啊？是從現在的「六觸處」受的，「六觸處」即用眼根

所接觸的東西，耳根所接觸的東西，鼻根所接觸的東西，身根所接觸的東西，舌根所

接觸的東西，與意根所接觸的東西。如果你過去做的行為是善行多的時候呢，今生，

眼所見的都是漂亮的，耳所聽的全部是舒適悅耳的。

相反呢，你過去生命是做了很多壞事，你今生接觸的全部都是不好的，同樣大家

食飯，人家的菜式很美味的，你的菜就有沙的，咬得牙都崩了，同樣是那碟餸(菜)是

大家吃的啊，為甚麼？我請你吃飯，那個就很有福氣，過去做了很多善行，請你一齊

吃飯，你過去就做了很多惡行，那麼你吃的那碟餸(菜)都不好的。這樣，就從六根所

接觸的地方是反映出過去先業的善惡，這樣叫做「六觸處說為先業」。這段文字是這

樣解釋。那麼，這樣解釋就很難解了，所以蔣維喬先生就解釋這段了，他說，「六觸

處」是六根接觸所依的地方，「先業」是先世的業，他說，「先業為因，感今世六觸

處為果。」這樣，果從因為名，叫做「六觸處」，「六觸處」就是「先業」的

「體」。這樣就是我們常常都說，就剛剛說的那句，就是「六觸處」不是等於「先

業」的，我們說「先業」以甚麼為「體」啊？以「六觸處」為「體」，這個是方便講

的。好像我們說，「欲知前世因，」今生是甚麼啊？「受者是。」

「今生受」是怎樣受啊？「六觸處」就是「受」了，從現在你所「受」的境，就

反映出你過去所做的業是善或是惡了。這就是說，在佛典裏面是常用這個方法的，用

果去講因，用果說因，這樣做解釋的條文，這個「目」即是條文，這樣。因此，用這

個「譬如六觸處說為先業。」這裏是㪐㩿(不流暢)的解法，就是文字上很難了解，那

麼現在你就應該了解了，原來剛才的那些條文呢，即是說，甚麼叫做「惡作」？「謂

心變悔為性。」就不是真的心變悔，是因為你有「惡作」，所以產生追悔，它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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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這樣用法的時候呢，在佛典上常是這樣用，不是獨一的例子，很多例子這樣。

這樣下面就講追悔的時候，為甚麼叫「不定心所」呢？這個釋「不定心所」，這樣所

以「不定」的定義就是這個心識活動可能是善、可能是惡、可能是無記，這樣叫做

「不定心所」。我們看看那些「不定心所」為何「不定」，這樣可能「無記」就很簡

單了，就是與善惡無關的。

這樣，他先講「善惡」，他說，「此有二位」，「位」即是情況，他說有兩種情

況，這個「位」字就是情況了，兩種甚麼情況呢？「謂善、不善。」就一種是善的追

悔，一種是不善的追悔，兩種情況。這樣就怎樣叫做「善」？怎樣叫做「不善」呢？

這樣下面講(解)了，這樣於是，「復有二種」，即是「善」的追悔又有兩種，「善」

的「惡作」又有兩種，惡的「不善」的「惡作」又再分兩種。

第一種先講「善」，他說「善」的，「若善位中」，在「善」的追悔有兩種情

況，一種「先不作善」，他說，先是「無記」，你不做善行，你沒有做善行，這樣

呢，「後起悔心」，後來就追悔為何我不做善行呢？這樣，譬如一個人，他生病，你

本來可以幫他，給錢他醫病，你沒有給，結果死了，這就「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為我

而死。」這樣你追悔，「我應該幫他，現在沒有幫到，所以我追悔。」這樣善不善

啊？善，這樣是善了，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本來就是你沒有幫他，你沒有做「惡」

啊，是吧？你沒有幫他而已，你是「無記」，是吧？你沒有幫人家，但沒有害人啊，

你沒有起「瞋」心，這樣，所以這個是「無記」，於是呢，就是你沒有做到好的行

為，現在你追悔以前沒有做到好的行為，這樣呢，就都是善的。

這樣就解釋了，他說，「彼因是善」，這裏「彼因是善」本來不是，應該「彼因

是無記而說之為善」，那麼，安慧的文字有時候就不是很理想的，因為這個都不是

「善」啊，我不作「善」而已，應該是「無記」才對啊，這樣他解作甚麼呢？不作

「善」就當「善」了，這樣就當它「善」了。因此呢，玄奘法師做《成唯識論》的時

候，就不用安慧的解釋，不用安慧的解釋，就用護法的解釋。現在看他真的沒甚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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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啊，明明說「先不作善」，後來就追悔的心了，這樣就說，「彼因是善」，「彼

因」就是說因為你不作善，就善。這樣，「(追)悔亦是善」，追悔肯定是「善」，因

為你追悔沒有做善行啊，這樣肯定是「善」。

那麼「因」都當是「善」，這樣應該就不對，其實「因是無記」，你沒有做善，

這樣然後就追悔了，追悔才是「善」，其實應該這樣，大概文字上是這樣的解法，安

慧菩薩是這樣的解法。這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那個「悔」的，就是「惡作」，

「悔」的這個心所活動就是「善」的心所活動，因為你初初沒有做到善行，現在你追

悔沒有做善，你應該做善，現在沒有做到，這樣悔恨了，那麼你悔恨的時候，下次你

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就會幫人了，是吧？你做善了。

這樣，所以這個「追悔」對你的心識活動來講，那個倫理的價值呢，善惡是倫理

價值，三分法當中是善的分法。這樣，第二種情況了，他說，「若先作惡」，先做惡

的行為，「後起追悔」，追悔我做了惡，我真的不應該了，這樣，「彼因不善」這惡

就真的不善了，這個是沒錯的，但追悔那部份是善，因為你追悔你做惡了，於是呢，

因是不善，而追悔的果是善的，這裏就沒有講錯了。這樣，於是善行有兩種情況，善

的追悔，這種心識活動，因為它都是行為來的，這種行為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你

沒有做到善，你追悔；第二種，你做了惡而追悔。

這樣都是善，對你以前沒有做善，你悔恨自己沒有做善， (乃至)到以前你做了

惡，你悔恨自己做了惡，這樣的心識活動呢，在倫理價值來講，它是善的心識活動。

這樣，第二種情形就不是了，他說，「若不善位」，在「不善」的追悔的情況來講，

亦都有兩種，兩種情況，他說，「先不作惡，後起悔心」，那麼就先前沒有做壞事，

這樣後來不作惡的時候呢，它應該是無記還是善、惡啊？「不作惡」，(是)無記，我

沒有作惡啊，亦都沒有做善，應該是無記，他說先前是沒有做過惡事。

沒有做過惡事，這樣「後起悔心」，後來就追悔我沒有做過惡事，這即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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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你對敵人，初初是看輕這個敵人，放他一馬吧，放他一馬，你就追悔了，就好像

曹操，放了關羽回去之後呢，在華容道相遇了，曹操就追悔了，是吧？「我為何這麼

好人放他一馬呢？我為何不殺了他？殺了他的時候，我就不用在華容道了，遇到他，

向他求情呢！」如果這樣的想法呢，就是惡。

惡，本來你以前都沒有這樣的想法，現在你悔恨你沒有做惡，應該心狠手辣才

是，當你悔恨應該心狠手辣的時候呢，你這種追悔是惡的追悔。這樣就解釋了，他

說，「彼(前)因不善」，其實前因都不是不善的，他說前因是甚麼啊？「先不作

惡」，不作惡不是不是善啊，當它是不善吧，安慧菩薩當這個沒有作惡是叫不善，沒

有作惡哪裏是不善呢？就當不善，然後「悔亦不善」，悔恨你沒有做惡，這就肯定不

善了！這樣，這樣「悔恨」的本質就是不善了。

所以，這個方式的解法呢，這句說話就不是很理想，應該說，初初是無記，這個

「悔」就是不善，這樣才是對的。這樣又說，「若先作善」，先前你是幫過別人，好

好的讓他白手興家，這樣，後來你的公司就被吃掉了，那麼你就嬲(怒)了，於是「後

起悔心」，幫了人，悔恨我幫過他，現在他的生意就風生水起，我就蕭條，這樣的悔

恨呢，這就是不善了。這個「後起悔心」，就是「彼因是善」，因為以前你作善，所

以「因是善」，那麼「悔」這部份呢，就不善了，你悔恨做過善事，即是你情願做

惡，這樣，「悔」這部份呢，就不善了。

這就是說，不善也是有兩種情況，一種呢，你沒有做到惡，而悔恨你不作惡；第

二呢，就是你做了善，悔恨以前做過善。這樣都有的，實際情形是很平常的，你想一

下自己過去的人生當中有沒有這種情形？一個人大公無私就不會(這樣)，一對你這個

利益有大衝突的時候呢，你會起一個這樣的「悔」。這個「悔」是不好的，這個

「悔」是不善的。這樣，由此知道「悔」是有兩種特性，一種是善的，一種是不善

的。那麼，有些是「無記」的，譬如，我寫這個字寫得不好，啊，我應該用心寫了，

這樣的時候，它無所謂善惡啊，我寫好與不寫好，不是對人啊！這樣它是屬於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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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就不講了，中性的就不講了。這樣，下面這一段就解釋了，就解釋剛才為何

明明我沒有做善行，這樣後來追悔的時候呢，這就說這個「因」就是善，這個「悔」

又是善呢？這樣不對啊，應該是中性才對啊，「無記」性的啊，為甚麼是這樣的講法

呢？這樣，蔣維喬先生就解釋了，他說，「惡作通三性」，本來還有「無記」性在這

裏沒有講到，他說，今將無記不善歸到善來講，他說，不作惡就歸到不善來講，就是

剛剛那處了，應該無記就是這些無記了。

這就是說，我以前沒有做到善行，這樣是無記的，我追悔它，我追悔以前為甚麼

不做善行？這樣的時候，無記就當它善，這樣本來是無記性的，那就不講「無記」這

部份，就歸到善、惡來講。後面呢，我以前沒有做惡，這樣現在追悔，那麼結果這個

「追悔」本身是惡了，於是將我沒有做到惡就當惡講了，當惡來講了。

因此，他就解釋這裏了，將「不作善」當善講，「不作惡」當不善來講，否則就

解不通的，就是剛剛那段文字，這些不通的，「先不作善，後起悔」，這個因是善，

為甚麼「不作惡」是善呢？初時看得一頭霧水！蔣維喬先生就講清楚了，原來是將中

性的那個「無記」當它是不善或者當它是善，這裏就當它是善了，這樣來講，「不作

惡」，這樣應該是中性，就當它不善來講。這樣。

那麼，這裏就有講「體」，沒有講「用」，是吧？因為那個「惡作」的「體」就

是甚麼啊？「悔」，變悔或者追悔，這樣有甚麼「用」呢？沒有講，那麼沒有講的時

候，就要加了，於是呢，蔣維喬先生就將《成唯識論》解的這個「惡作」，就這樣

解，他說，「惡所作業」，對你以前所做的業行就追悔，你就討厭它，這就「追悔為

性」，這個「體」就是追悔。

這樣，「用」是甚麼呢？就是「障止為業」，於是妨礙你修止觀，妨礙你將心識

集中的。為甚麼會妨礙你將心識集中啊？因為常常追悔的時候呢，(修)定就會追悔，

那麼你怎麼(修)定啊？你定不到，對你過去所做的事常常追悔的。這樣，有人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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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你怎樣做才會增加俸祿啊？」他說，「言寡尤，行寡悔。」是吧？他說，你講

話就不會產生過失，「尤」就是過失，行為當中不會追悔的，「祿在其中矣。」梁居

士很熟，比我熟。這樣的時候呢，不追悔的時候，使得這個會心定的，你就是不追

悔，你沒有追悔，所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自然在定中了，常在定中，要集中

就集中了，我要集中就自己能夠集中，因為頂天立地啊，「上不愧於天，下不愧於

人」，這樣的時候呢，你對天、對地、對人，全部問心無愧，你就很容易集中的，但

是，你「船頭驚風，船尾驚賊」，對過去所做的行為常常追悔的，這樣，你沒有辦法

入定。因此，佛家要入定的時候，先要怎樣啊？守戒啊！你守不到戒，不能入定！因

為你常常犯戒，常常追悔的，你怎樣入定啊？一沒有戒，(就)沒有定可講，沒有定、

沒有慧可講，因為，在定中，那些「慧」，最猛利的智慧才出現，這樣三者是彼此相

應的。

這樣，中國人一樣知要講心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

後能得。」是吧？那麼，你不懂「知止」，「知止」是 concentrate，「知止」，將

這個心止於某個地方，這樣，然後才定，定才能靜，靜才能安，安才能思慮，慮就是

觀，止觀叫做靜慮，整個「靜慮」呢，是出自中國的文字，借用中國的文字，借用

《大學》，《禮記》，《大學》的其中一篇，就是《四書》裏面的其中一篇，拿出來

的，就拿那個「靜」與「慮」，它們彼此之間有關係，這樣，所以你修止觀的時候，

都要先學甚麼啊？先學止，後學觀，你止都止不了，你觀甚麼啊？沒得觀！

不過呢，你學一下修觀都可以，就是你修止觀的時候，有兩種方法，第一，先止

後觀，第二呢，先觀後止，不過先觀後止這種觀不是真正觀啊，是觀甚麼啊？學習而

已。這樣，因此追悔呢，它的業用，就是說它的影響，它間接引致的作用呢，就是使

到你不能夠止，不能夠把心集中，止即是集中。

這樣，第二種，「云何睡眠？」甚麼叫做「睡眠」心所？「睡眠」不是睡覺了，

「睡眠」是睡著覺的時候的心識狀態，請大家注意了，這個狀態，你的心在甚麼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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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是一種昧略的狀態，暗昧的，不能澄明的，心識不能澄明的狀態就叫做「睡

眠」。因為，你坐著都有「睡眠」啊，你沒有睡著，你都在「睡眠」狀態，這就是心

識的狀態。這樣，「謂不自在轉」，「睡眠」呢，就是心識不能夠自在的，「自在」

即是什麼啊？自己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叫「自在」。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這個「觀自在」，他自己的心識鍾意怎

樣起就怎樣起，我變土就土，變身就身，我鍾意變甚麼都可以，這樣叫做「自在」，

是不受任何東西干擾的，叫做「自在」。「不自在」，受干擾，「不自在」使得心識

受到很多干擾，不能夠很安寧的隨心所欲的，這樣，就是你的心識活動不是由你做主

宰，你想想事情，想不到的，你想見的那些東西模模糊糊的，就叫「不自在」。

「轉」就是生起，這就是使到不自在的心識生起，這樣就叫做「睡眠」。這樣，

其實包括兩種，「睡眠」本身不自在，亦都使到其他心識不自在。這樣，它的特點，

它的「體」是甚麼呢？就是「昧略為性」，「昧」就是暗昧，「略」呢，就是我們叫

做輕略，即是這個心不能夠腳踏實地的那樣，浮浮浪浪的，你自己試過眼瞓(睏了)

嗎？你睏了，第一，你想看書，書上的那些文字你想看，看不進腦的，是吧？第二，

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啊，我想看快一兩行都看不到啊！這個人浮的，這樣叫做「略」。

「略」，這樣就解了，「昧略」這個字是兩重意義，第一是暗昧，第二呢，輕

略，這個心輕浮、不定。「不自在者，謂令心等」，「心等」就包括心所，不自在生

起(「不自在轉」)，這就是說，這個「睡眠」使到你的心識不能很澄明地生起。這

樣，其實有沒有自己的自體呢？本來有自體的，現在安慧菩薩說沒有自體，「是癡之

分」。這個呢，現在我們不接受，我們(按照)《成唯識論》裏面所講，安慧菩薩所講

的，他說這個是沒有自體，但是護法菩薩就說有自體的，這樣現在呢，新的唯識，即

是有相唯識說，《成唯識論》說它有「體」的。

所以讀書的時候呢，大家都讀唯識的資料，但是資料之間有衝突的，究竟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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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呢？這裏安慧菩薩說沒有「體」，《成唯識論》說有「體」，這樣玄奘法師、

窺基法師就認為有「體」，就接受新唯識那派，就不接受古唯識那派。自己有自己的

「體」，有「體」即是甚麼意思？在阿賴耶識裏面有自己的種子，有「體」有

「用」，能夠起用，自己獨立自己的種子的，這個叫「睡眠」。

這樣，他說「是癡之分」，安慧菩薩在解釋世親菩薩的《廣五論》裏面呢，就也

曾解釋過「睡眠」是「無體法」，是「癡」心所的其中一分，這樣是我們資料上的安

排，那麼我們要不要這份資料做你的研究的依據呢？這個答案就是不要，我們現在寫

文章的時候，就交代安慧菩薩說過它「無體」，但我們說它「有體」，是跟甚麼？跟

《成唯識論》，跟《成唯識論》來講，就不是跟其他的資料來講。

這樣，好像我們《攝大乘論》講的的種子呢，我們當它是熏生的，但是，我們現

在不能說種子熏生的，我們說善的心識，我們說是本有的，一樣的，這麼出名的《攝

大乘論》都這樣講，於是就互為他所說的「熏生」是怎樣解釋，「多聞熏習，如理作

意」是怎樣解釋，這樣新解它，這樣。

這就是說，這個是正正式式的甚麼啊？佛家的甚麼啊？「依法不依人」！權威又

怎樣？我不是不想要它，是他對這個道理覺得不夠透徹，我就不要它了，所以「依法

不依人」，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專家就將他所講的話百分之百接受，不是啊！這個是佛

教的精神！這個是佛學的精神！

《聖經》，你就不可以這樣做了，耶穌這樣講，你怎可以改變他所講的話？聖人

所講的，不能夠改啊！不過，佛教都會用一種態度，就是這種會違的態度，他這樣講

呢，是方便講的，他這裏都是啊，這個講法，本有自體的，就是這個「睡眠」，「今

從俗，言無體」，俗人說它「無體」，這樣就依俗說了，這樣叫做會違，這樣叫做會

違，這樣不是叫滑頭，叫做會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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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是你可以依法，依道理講得通就跟他，他這樣講是依世俗講，他是跟一般

世俗而已。這樣，他又說，「此自性不自在」，因為這個「睡眠」本身都不自在，當

你「睡眠」狀態就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所以，「故今心與心法極成昧略」，這樣，現

在因為他自己不自在，就引致心王與心所都產生昧略，產生昧略，「昧」，就是暗

昧，神志不清，「略」是浮浮浪浪那樣不能夠踏實地做事。

他說，裏面是分開兩種，「此善、不善」，三種的，還有「無記」，三種特性。

這樣，它以甚麼為「業」啊？有甚麼副作用啊？它的副作用就是「能與過失所依為

業」。「與」就是給予，給予行為上產生過失的，就依這個「睡眠」，「依」即是因

也，因為你有「睡眠」，所以你的行為就有過失了，好像你想打坐作觀的時候，當你

「睡眠」心識起呢，觀不到了，因為你的「睡眠」本身是甚麼啊？昧略，「昧」就是

暗昧，「略」，這個心是浮動的，浮亂的，這樣你怎麼作觀啊？

所以，《成唯識論》就不是這樣來講「業」的，不是說「與過失所依為業」，是

說「障觀為業」，就是剛才說甚麼啊？「追悔」是障甚麼啊？是「障止為業」，這裏

是障甚麼？「障觀為業」，這樣對你作觀就有障礙。這樣又沒有錯啊，因為「過失所

依為業」，就是依它產生過失，那麼你作觀依這個「睡眠」，使你不能夠作觀，產生

過失，這樣沒有錯，這個講法是大的講法，是吧？

《成唯識論》就是怎樣啊？從細面來講，誰講得好呢？他是講得好過《成唯識

論》的，因為「睡眠」不只是影響你作觀啊，還使到你一切的心識不自在啊，因為他

講的地方講得寬闊許多，從廣義來講，《成唯識論》就從這個狹義來講，這樣，廣狹

就不相同了。這樣為甚麼說，這裏先解釋「昧略」，「昧略」就是說這個心暗昧，烏

凜凜的(意指模模糊糊)，羅公就最鍾意(說)了，烏凜凜的(意指模模糊糊)，不能澄明，

這樣然後呢，「略」是輕略，浮浮泛泛的，不能夠踏實去做事的，一到「睡眠」的時

候你就不能夠踏實，你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這樣叫做「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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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為甚麼說可以與「三性」相通呢？他就再解釋，他說因為無夢的時候，你睡

著覺，無心睡眠呢，這樣你就是「無記」，因為你沒有夢，那個夢一是善，一是惡，

那麼既然連夢都沒有了，好像孔子說，「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那時沒有惡，

是「無記」，夢不到周公，周公怎樣與他治天下，那套東西聽不到，這樣的時候，你

一覺睡到天光的時候，在那個心的狀態裏面呢，你的「睡眠」心所起的，起的，這種

心所是「無記」性。

但是，你做夢的時候呢，其實做夢很多都「無記」的，做那些無謂的夢，我去遊

公園，這樣是善還是惡呢？「無記」，遊公園，我沒有害人，又沒有幫人，這樣它是

屬於「無記」的，有夢都可以「無記」的，但是這裏呢，無夢是「無記」，有夢都可

以「無記」，不過沒有講。這樣有夢的時候呢，他說，善夢的時候是善的，你發夢去

幫人，因為慈悲心而起這個夢，那麼這個夢就肯定善了。

如果你瞋恨心起這個夢的時候呢，那個時候的夢就是惡了，「忿、恨、惱、嫉」

那些這樣的心識起呢，它就叫惡了。這樣的時候，惡的時候呢，你的這個「睡眠」心

所就是惡了。這樣，這裏講完了。「睡眠」這麼精密啊！佛教將「睡眠」分開這麼詳

細的！又有「善」的情況，又有「惡」的情況，又有「無記」。我們中國人睡眠就睡

眠了，怎會理它的「體」是甚麼？怎會理它有甚麼作用呢？又怎會理甚麼善、惡、無

記呢？那麼，印度人就不是，印度人很精密，將它心理分析，所以要研究佛家心理學

的時候，一定要讀這些，因為它將心識活動很精細地加以透徹地分析。

這樣，第三個「不定心所」叫做「尋伺」，那麼，「尋」那些善就是善了，

「尋」那些惡就是惡了，「尋」呢，叫做尋求，「伺」是伺察，一樣的。這樣就沒有

「體」了，這是「慧」心所，智慧的「慧」，是「慧」心所的一種特殊作用來的，它

自己沒有自體，但是呢，剛剛的「惡作」、「睡眠」在《成唯識論》是有自體的。

這樣，先講這個「尋」，他說，「尋謂思慧差別」，是不同的「思」，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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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特殊情況，「思慧差別」，「差別」就是不同的，不同的「思」心識活動與

那個「慧」心識活動。「思」就是甚麼啊？推動你做行為的，叫做「思」，「思」這

個性是甚麼？做作為性。「慧」呢？是揀擇的，決定的，決定你應該這樣做或者那樣

做，決定這件事是對或者不對，這樣決定的力量就叫做「慧」。

這樣，有時候是「思」，有時候是「慧」，有時候是「思」、「慧」合起來的，

這樣叫做「思慧差別」。這樣的時候呢，它是意言的境，他說，「意言尋求」，「意

言」，透過意言的境，「意言」即是意識的活動，「意言」，意識的活動是用甚麼活

動啊？是名言。意識活動的時候，它一般來說是透過名言概念，所以當它尋求的時

候，不是說找那隻貓在哪啊！是想那些東西，那隻貓走去哪裏呢？這樣想的時候，你

起一個貓的概念，你有名言的，當你思維的時候，尋求思維的時候，你正在找貓啊，

你腦裏面，你見不見到那隻貓啊？見不到，那麼你找些甚麼啊？找這個影，是吧？找

個名言，貓的名言，你未見那隻貓啊，那隻貓走了，你找牠出來啊，你找牠出來的時

候，根本沒有貓給你找，你找來找去都是腦裏面的那個概念，貓的概念，貓的概念包

括影像，貓的影像，這樣你就只得名言了。

這樣，所以「意言」的意思就是意言尋求，就是說在意識上產生尋求的作用，這

種作用是甚麼來的？推動你尋求是甚麼心所啊？推動你尋求是「思」心所，你的想

法，尋求的方法，哪裏找，你決定去哪裏找的時候，這個是甚麼心所啊？是「慧」心

所，這樣，所以他說這個「思」心所與「慧」心所是不同狀態裏面所轉換出來的一個

心識活動，這個「意言尋求」。

這樣，「意言尋求」的「體」是甚麼呢？這個「體」是分別來的，「分別為

性」，起分別，起一個分析，起一個辨別，那隻貓，分析牠在哪個地方出現，哪個地

方牠不會出現，這樣，然後辨別那個地方真的有，這個地方真的沒有，這樣有兩種作

用，所以加上了「分別」。這樣，「分別」這個詞彙很多種解法的啊，有時候就指回

憶過去的東西又叫做「分別」；起執著又叫做「分別」；就心識活動本身都叫做「分

別」；心與心所都叫做「分別」。「虛妄分別有」，是吧？虛妄分別的心所與心王活

15



動是存在的，這樣的時候，那個「虛妄分別」，「虛妄分別」是虛妄心識的意思。

所以是很多種解法的，讀佛學的困難就在這裏，同一個「分別」怎樣解釋呢？這

裏就不解作心識活動，就是說它不是心識，它不是以心識為「體」，是真的起分別作

用為「體」。這樣，分別作用有些是「 相分別」，有些甚麼啊？是「細相分別」。麁

這樣，它就是甚麼啊？「令心(起) 相分別」就是它的「體」了。「 相」，粗的尋麁 麁

求；「細」的叫做伺察；從這個相來講的，有些相是粗的，有些相是細的，這樣。

好了，他就解釋了，這個就「意言」是怎樣解釋呢？安慧菩薩說「意言」就意

識，意識起呢，一定有名言起的，伴著一齊起。這樣，「是中或依思、或依慧而起

(分別)。」起這個尋求，「是」即是這的意思，在這處，「是」即是這處，即指尋求

這處，這樣有時候是「慧」心所起，有時候是「思」心所起，有時候是兩個都會起

的，不過是哪種多一些而已，這樣，或者起這個「慧」，或者起這個「思」，而起這

個分別作用，是分析辨別作用。

其實，推動起分析辨別作用的這個是「慧」，推動力本身呢，這個是「思」，這

樣的解法就正確了。甚麼叫做「 相」呢，「令心 相分別為性」的「 相」，他麁 麁 麁

說，「 相者，謂尋求瓶衣車乘等之 相。」這樣叫做「 相分別」，哪裏有架車麁 麁 麁

呢？哪裏有衣服呢？這樣尋求，或者這架車是怎樣的啊？衣服是怎樣的啊？這樣都是

尋求，從粗的地方講。其實，沒有嚴格的講怎樣叫做細？怎樣叫做粗的？都是簡略的

說微細的東西就是細，粗淺的東西就是粗了，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

這樣，所以做研究有兩種研究法，精密的科學要量化，是吧？劃定一條線，到多

少叫做粗，甚麼情況叫做細。這樣，但是這些玄學就沒有了，隨便相對來講，相對，

譬如長短，那麼你說甚麼叫做長？甚麼叫做短呢？一呎對於一丈來講就是短了，但

是，一呎對於一寸來講就是長了，那麼，粗與細是一樣的，所以相對的。所以，空宗

說「空」的，無所謂粗的，無所謂細的，相對講的，哪裏有「體」？怎樣劃定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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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沒有界限劃定的，所以這裏都是相對講的，其實，你可以將「尋伺」當作一種心

識活動都可以的，不過，分就分作兩個，這樣解釋而已，根本兩種都沒有「體」，是

吧？都是「慧」心所起活動而已，所以都不需要太認真怎樣粗、怎樣細。這樣的時

候，會引致甚麼業呢？產生、引致你快樂或痛苦的，這個「尋求」，他說，「樂觸苦

觸等所依為業。」依這個「尋求」產生樂的感覺，「觸」即是感覺，還有痛苦的感

覺。

那麼，甚麼時候是樂啊？下面解釋了，他說，「樂觸者，感受快樂；苦觸者，感

受痛苦。」這樣解釋很簡單。《成唯識論》解釋很詳細，就是如果你尋求有所得，你

就是樂；尋求而無所得，你就是苦。這樣就好很多了，所以《成唯識論》的解釋就好

過這個《廣五蘊論》了，好過啊，因為它很清楚啊，尋求而有所得，這就快樂了，你

達到目的了，是吧？尋求而無所得，勞苦而無功勞的，「唐功」即「唐捐」，你做

了，尋來尋去都尋不到，這樣就是現在我的貓不見了，找來找去都找不到，那麼你整

晚都不能睡覺，這樣就是苦了。

所以，因此會引致你快樂，引致你痛苦，這樣就依那個情況而定，某種情況，這

個就是業用了。「業用」也者，間接作用。「體」也者，就是體性，就是說它自己本

身的活動就叫做「體」。由這個活動而引致 side effect的，那些 side effect就叫做

「業」。這樣，「業」字與「體」字是這樣解釋。這樣，引致痛苦不是尋求來的，但

是，這種痛苦是由於你尋求所引致的。好了，這樣看看下面，甚麼叫做「伺察」呢？

「伺察」一樣是等於「尋求」一樣，一樣「謂思慧差別」，「思」與「慧」的特殊情

況，這樣它一樣是「意言」的，它是意識所起的細心的伺察，就叫做「伺」。

這就一樣令這個心起分別的，就是它的「體」，就是這個心起分別的就是它的

「體」。這種分別是甚麼呢？分別細相，微細的相狀，不是粗顯的相狀，那麼剛剛

說，粗顯與微細沒有量化，我們就不能說哪些就叫粗顯，哪些叫微細，這樣就相對地

講。這樣就解釋，他說，「細相者，謂於瓶衣等分別細相成不成等差別之義。」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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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細相」。甚麼叫做「成不成」呢？這樣譬如，我燒這個瓶燒到怎樣是燒得好

呢？你識這件衫織到怎樣是織得好呢？(怎樣是)織得靚呢？這樣就叫「伺察」，這樣

是「伺察」了。

這樣，就不是這件衫、這個瓶，找到這件衫、這個瓶的時候，這樣是粗的。整個

瓶看，就當它一個相，但是現在問，這個瓶燒得靚不靚？能不能拿去賣錢？賣得貴不

貴啊？那些紋理、那些肌理靚不靚？是否精細？這樣就要「伺察」了，這樣要慢慢看

了，這件是真的古玩還是假的古玩啊？它能夠成為真的古玩，是唐代的作品，這件是

青花，是明朝的作品，究竟(是不是)現代人假做的？那麼，這個就不是尋求了，這個

是甚麼？是「伺察」，很仔細地運用學識，還要運用那些學識去評價這件作品，這個

瓶是怎樣的瓶，這樣我們就叫做「伺察」。

這就不當作是「尋求」，因為這個相是細相，這個相要決定它、鑒別它是屬於甚

麼時代的作品，這樣就要很精細了，就是細相了。這樣解釋我不知道對不對，只是我

這樣解釋，因為他只是說「成不成」，不過，這樣解釋大家都會明白，「伺察」，更

精細地去審定、鑒定，所以你要鑒定珠寶，其實是要專門的學問，讀過大學取得證書

的，不然就沒有得鑒定，簽了名，你鑒定錯了，人家要告你的，是吧？那麼這些觀察

法，分析法、分別法，就是屬於「伺察」，不是叫做「尋求」。這樣，這處講完了，

於是我們就分別出六類心所了，講完了六類心所。

還有「業」，漏了一句，他說，「業如前說」，這樣有「體」一定有「業」的，

這個「體」一樣，這個「業」是甚麼呢？即是這處，能夠引起「樂觸苦觸等所依」就

是「業」，由於你「伺察」，這樣就用了《成唯識論》的解釋，「伺察」有所得，就

引致你怎樣？快樂的感覺，「伺察」而無所得，這就引致痛苦的感覺，那麼這種感覺

呢，就是業用了，就是間接作用了。那麼講完了之後呢，再看了，「行蘊」就講了一

半，「行蘊」講了這麼久啊！「行蘊」講了五十一個心所，六位五十一個心所，這樣

就有兩個心所不在裏面的，其實就四十九個，因為那個「受」心所與「想」心所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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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講過，於是就入了「想蘊」、「行蘊」，不是，是入了「想蘊」、「受蘊」，就不

包括在「行蘊」的了。這樣另外，「行蘊」的「行」字怎樣解釋呢？這個「行」字

(指)活動遷流的，可以由這裏到那裏，所以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是有為法不是無為

法，因為無為法不能遷流的。

譬如，虛空，沒有東西，這樣是無為法了，無為法怎樣令虛空遷過去啊？這樣所

以不是。這樣由此，「蘊」裏面全部的「色、受、想、行、識」全部都是有為法來

的，不講無為法的，沒有一點是講無為法，因為「色、受、想、識」，其實全部

「色、受、想、識」，全部是「行」，全部是現象來的。

全部是現象，不過，這裏特別講「行蘊」，特別講「心所」與「心不相應行

法」，是特別抽出來的，其實可以全部取消了，加多一項叫「心所活動」都可以，那

麼，這裏就不是這樣講了。因為，傳統是這樣講，「行蘊」就是兩類東西，一類叫做

「心所」，第二類就叫做「心不相應行法」，就是這類，即「得、無想定、滅盡定、

生、老、病、死、名、句、文、命根」，這些叫做「心不相應行法」。

這樣「心不相應行法」裏面呢，我們就講「丙三」，這處「丙三」，在大的科判

裏面，現在講「五蘊」事相，講了「色、受、想、行」，「行」裏面分開「丙一」、

「丙二」、「丙三」，「丙一」是「出體」，第二，「丙二」就「別釋餘心所」，這

樣講完了，四十九個，這樣現在「丙三」就「別釋心不相應行法」。

這樣，他說「出體」呢，「行蘊」就是兩類東西，一類就是「心相應行法」，第

二類就是「心不相應行法」，這樣就將「心相應行法」講一段，「心不相應行法」又

講另一段。

這樣，現在講「丙三」，「丙三」裏面又再分開「出體」，再分三段，先講「出

體」。「出體」，他說，甚麼叫做「心不相應行法」呢？這個定義，「出體」即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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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意思，在佛家的名相是叫「出體」，在現在的語言叫做定義，那麼翻譯就不要用

「出體」了，這樣「出體」是甚麼？就是定義，這個 definition是怎樣。

他說，「云何心不相應行法？」甚麼叫做「心不相應行法」？就是定義了，這個

答案呢，「謂依色心等分位假立」的法，就是「心不相應行法」。「謂依心」，「謂

依色」，這就是說，它是依心的分位，「分位」就是活動的某種情況，這個「分位」

不是全個活動，是活動裏面的某一點，某一個情況，在物質活動的某種情況上面講

的，在某個心識活動的某一點來講的，這樣就叫做「色心」。

「等」是等甚麼啊？「等」甚麼好呢？你們說，不是「等持」，是「心所」，因

為這個「心」字，還有「心所」沒有講，「心所」即是特殊情況，這樣就依物質的特

殊情況，還有依甚麼？依心王的特殊情況，依心所的特殊情況，建立，假立而已，假

立的，其實無體的，它的「體」是甚麼來的？一是物質，一是甚麼？那個心王，一是

甚麼？這個心所，這個「體」就是這幾種東西。

這樣，它自己沒有「體」，沒有「體」不是空，不是零，不過這個名相沒有自己

的「體」，是依另外的東西做「體」，這樣的解釋，不是沒有那種東西，沒有「體」

就沒有那種東西了，不是這樣，是依另外的東西(做「體」)。

所以，那個「遍計所執」都有東西的，依甚麼啊？依心識活動啊，「虛妄分別」

啊，「虛妄分別」起那些「遍計」了，這個「遍計」本身是沒有的，但它的活動是有

的，有些東西去「遍計」的啊，那些東西是心來的，這個心能夠「遍計」，這個心是

有的，所「遍計」的就沒有，能「遍計」就有。這樣能「遍計」是「依他起性」啊，

因此就不要一說那種「無體」，就說等於零，這樣不可以，它不是的。

這樣就像地球，地球有沒有東經線幾多度，西經線幾多度？沒有啊！但是，它有

沒有用啊？有用啊！在我們的劃分裏面，這個 location要這麼劃分才對啊！這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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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決定這個座標在哪裏啊，這個地球座標。這樣就很有用的！原來「無體法」就很有

用的，在某種特殊物質活動或者精神活動的某一種作用來講。這樣是人所建立的，很

多 formula，很多計數的 formula也是「無體法」，但你不要說沒有用啊，它很有用

的，那些 formula。

譬如，我們化學的公式很有用的啊，那麼公式是假的啊，是在物質活動之上某一

種特殊情況而假立這個公式，世界上沒有這個公式存在啊，你「上窮碧落下黃泉」都

找不到這條公式的體，所以它是假法，但是，公式本身雖然是假法，但是它很有用！

這樣就說，「謂此與彼不可施設異不異性。」

為甚麼叫「心不相應行」呢？先了解「相應」，甚麼叫做「相應」呢？一定與物

質活動是同生同滅的，這樣叫做「相應」；與心識活動是同生同滅的，這樣叫做「相

應」。這就是與實法同生同滅的，就叫做「相應」。所以，心所是不是「不相應行

法」？是不是啊？不是，因為心所與心王要怎樣啊？同生同滅的，是吧？

譬如說，「瞋」的心所，憎惡人的心所是與甚麼同生同滅啊？是與這個意識同生

同滅，這個意識一停了的時候，你還會不會惡啊？不會惡，惡不出樣子了，所以呢，

在「無想定」裏面你就不會作惡的，因為在「無想定」裏面，你的意識根本停了，還

作甚麼惡啊？這樣，所以一定要與甚麼啊？這個心識同生同滅的就叫「相應」。

「心不相應行法」就不是了，不是同生同滅的，心識滅了，它都還有的，所以

呢，就說，「謂此與彼不可施設異(不可施設)不異」，「此」是指甚麼呢？這裏讀佛

經又有些麻煩了，「此」是指上面所說的那些「心不相應行法」，「彼」就是剛剛我

們所講的心王、心所，那些色法。

這就是說，「心不相應行法」與心識活動本身呢，不可以假設它完全是一樣，或

者假設它完全不是一樣。這樣，如果大家是「異」的時候呢，就不能夠說它是心識的

21



分位假立了，「異」根本是離，無關的，這怎麼說它是分位假立啊？所以一定不是

「異」。「不異」呢，就是相同啊，相同的時候呢，這樣心識活動就不需要說是甚麼

啊？「不相應行法」了，譬如好像說「生」，生存的「生」，這樣，生存的「生」是

心識、物質活動與心識活動的假立。

「生」，甚麼叫做「生」啊？你的「五蘊」假體由無到有就叫做「生」。這樣的

時候呢，你這種「生」是不是完全離開「五蘊」呢？不能夠離開「五蘊」，離開「五

蘊」就哪裏有「生」啊？你生在世界上一定有「五蘊」才能有(「生」)，這樣，所以

是「不異」了，是吧？「不異」，就是不可以說它「異」，不能施設它「異」。這

樣，如果你說它一樣也不行啊！一樣的時候呢，你有「生」，即是說你有「五蘊」，

你的「五蘊」就是「生」了，不行啊。

「生」只是在沒有的狀態轉到甚麼啊？有的狀態那個角度來講，你的「五蘊」在

這個角度來講，至於你的「五蘊」相續的時候，這樣不叫「生」，叫甚麼？叫

「住」，是吧？你的「五蘊」衰弱了，叫甚麼？沒有了就叫做「滅」，是吧？這樣

「生住異滅」的時候呢，都在「五蘊」上建立某種特殊情況，這就不是完全不異的，

這樣就不能說它「異」，不能說它「不異」。那麼就怎樣啊？就說是「分位假立」

了，這就是說，「異」與「不異」之外，還有種特殊情況叫做「分位假立」。佛教就

是這麼得意了，善與惡之外，有種甚麼啊？無記。快樂與痛苦之外呢，有種叫

「捨」，是吧？還有呢，「常」與「斷」中間有種東西叫做甚麼啊？叫「相續」，

「相續」的。「異」與「不異」呢，中間有種叫做甚麼啊？那種叫「相應」。這就是

佛教在兩個極端之外呢，是有一種「中道」的東西存在，這種東西是最難了解的。

這種東西是最難了解，一般人是偏執，偏向一邊講，兩邊都不偏的，你說

「斷」、說「常」都錯，「相續」才對。這樣，因此你說「不相應行法」與心識一樣

又不行，你說完全是沒有關係的，「異」又不行，「不異」又不行，它是一個「分位

假立」的法。這樣。這樣解釋「不相應」呢，心所與心王，不是，解釋五十一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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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王，這個心叫做「相應」，這樣就是這裏先借解「相應」，這樣就舉例了，心所

與心王這樣叫做「相應」，心王起，心所就起，心王不起，心所就不起，這樣的時候

就是「相應」。

至於現在呢，十二種的「不相應行法」就不是這樣，他說，「此十二種法則

否」，就不是與心王、心所同生同滅的，所以「故名」，「名」甚麼啊？名叫做「不

相應行法」，就「非如識心有體有相有用」的，有可得的，它沒有自己的體，沒有自

己的特徵，沒有自己的獨立作用，這樣叫做「不相應行」。那麼，這裏就是講定義

了，這個定義就是這樣解釋，這個定義就是「謂依色心等分位假立為性」，下面就補

(解)了，甚麼叫做「分位假立」？識與心不能施設說「異」，不能施設說「不異」，

是補解。

這樣。那麼，現在講出這些「分位假立」的「不相應行法」，他說，「此復云

何？」「云何」就(解作)是甚麼，他說，這些這樣的「不相應行法」是甚麼呢？他

說，「謂得、無想定、滅盡定、無想天、命根、眾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

句身、文身、異生性」十四種，「如是等。」這樣一共舉出了十四種。這樣，《瑜珈

師地論》與《百法明門論》就舉出不只十四種的，二十四種，多十種，這本《五蘊

論》只是講十四種。這樣就是「不相應行法」可以多一些、少一些，無所謂的，減少

一些沒有所謂的，不需要那麼認真。但是，我們講「心所」就很認真了！「心所」究

竟有沒有「睡眠心所」呢？就有爭論，很嚴格的爭論。這些就不是很爭論的。

這樣，十四種呢，現在少了哪十種呢？是吧？這裏就補了，其餘那十種呢，就是

「流轉」，即是世界流轉，生死流轉。「定異」，一定不相同的。「相應」，剛剛我

們講過「相應」，同生同滅是相應。「勢速」，很快的。「次第」，一個跟 一個着

的。「方」，是甚麼來的啊？空間。「方」。「時」，是時間。「數」，是數目。兩

種一齊叫做「和合」。還有「不和合」，「和合」、「不和合」。這樣加起來是十

種，合起來就二十四種，二十五種可不可以呀？都可以，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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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牟宗三先生寫了本書，那本書叫做《佛性與般若》，不知道大家看過沒

有？很難看的這本書，很難看的，你不要以為《佛性與般若》很容易看，很難看啊，

因為整本書先做一段經文，這樣就講了兩句話而已，那麼你讀完基本不知道講甚麼的

時候，那兩句說話沒有辦法了解是甚麼，這樣，牟宗三先生的書很難看的，但是，

《佛性與般若》是很重要的著作，是牟宗三先生對佛學方面的最主要的著作之一，這

本是全本講佛教的，還有一本是甚麼？《現象與物自身》，這本書又有講佛學，在後

面講「天臺」，講那個最高的境界，都是很難看的，牟生的書很難看的。這樣，但是

他有講到這些「不相應行法」，他是不主張有這麼多種「心不相應行法」的，那麼就

種種都是「不相應行法」也可以啊，桌子都是「不相應行法」啊！實際上，世界上沒

有桌子的啊，它是依甚麼啊？色法的分位假立而已。

我打拳，甚麼叫做打拳啊？打拳都是分位假立而已，世界上哪有打拳這種東西

呢？你玩太極，玩太極，甚麼叫做太極啊？太極都是分位假立而已。那麼，世界上所

有都是分位假立，全部「不相應行法」啊！這樣又沒有講錯啊，他是好的啊，這樣他

就不主張這麼多的，只是幾種就夠了，是講特別的，特別，是講關係，在一切，是不

立它不行的，這樣是哪些啊？「次第、方、時、數、和合」這些就是了，甚麼是時

間？時間，你說是心還是物呢？是心物真的分位假立的時間，所以分位假立呢，「不

相應行法」就是分位假立，其實就是範疇來的，在思維某種東西的時候，一定在某一

個範疇。

譬如，我今日與大家討論佛法，它一定進入範疇，進入某一個空間講的，某一個

時間你聽我說這一段文字的時候，(你聽)這種聲音的時候，一說聽見了，你一定在這

個範疇去聽，在某個時間、某個空間、聽多少是數，在某個時間、某個空間。所以，

到了十九世紀在西方講「範疇論」是很後的，是離開現在一百年，離現在百多年而

已，十九世紀，即是很後的。但是，「範疇論」在佛教就不是叫「範疇論」，叫做

「不相應行法」，即是「範疇」啊，「時間」就是範疇，「空間」、「次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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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全部是範疇。

這樣，所以建立另外一些法，這些法只有形式的實體，是沒有自己的形式，它的

定義，是實體來的，不過它的實體不是普通的實體，這個實體不要執它是實體，這種

實體是方便建立的一種形式體，它不是色法，不是心法，是某種形式。

所以呢，在康德那個《純理性批判》裏面講這些範疇，它是先驗的，它是超越講

的，transcendental，超越講的，不是一個物質世界，是我們在物質世界上某一個概

念，建立概念，你只有建立一個概念才能產生認知，沒有這個概念，你不能認知。

這就是說，離開時空你不能認知，你見白色一定在某一個時間見，某個空間見，

這就是落入了甚麼啊？時空範疇，你才能認知，所以，康德這個是西方哲學裏面的一

個很重要的一部份，我們叫做「範疇論」。這樣，其實「範疇論」在佛教很早已經講

了，很早，這個「不相應行法」很早講了，我們講「五蘊」就是講「範疇論」，不過

那些研究佛學的人就未有將它整理好。

所以，如果有興趣研究「範疇論」呢，就請你看一下牟宗三先生的《佛性與般

若》這本書，這本書是講到龍樹菩薩的《中觀》後面的那段，在上冊的，因為牟宗三

先生那本《佛性與般若》有兩冊，在上冊，在上冊尾的部分，也不是尾，就是一半之

後，我不記得幾多百頁了，我的記憶不是很好，不記得是幾多百頁了，不過我記得是

在上冊，大概講康德，講破這些「不相應行法」的時候，因為我們講《中論》的時

候，都講過破「三時」，破時間，沒有實的時間。

那麼，我們讀《十二門論》又有一個「觀三時門」，即是破三時，因為佛教很重

視這些這樣的範疇，這些範疇是實的呢？還是假的呢？這樣，牟生就說在形式上是真

的存在，在形式上，它的存在是純形式的存在，範疇肯定是純形式了，它的作用是透

過這個形式產生認知的，如果你不透過這個形式，不能產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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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世界上的學術呢，就不只是一個民族才有的，在另外的民族都可能

有，如果民族開放的時候呢，就把人家的精華納入自己的民族裏面的文化，你的文化

才能夠廣、能夠大！如果你封閉了文化，我只是認識這些，不認識另外的東西，人家

的東西完全沒有用的，這樣不是應有的態度，更加不是佛教應有的態度。佛教如果更

加將它發展呢，就要用現代方法的，譬如說，康德那個「範疇論」，我們就借用它去

研究現在講的甚麼啊？「不相應行法」，可以借用，那麼這裏，現在我講的時候是提

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如果你有興趣做這種研究呢，就可以讀這些，不過現在未講之

前，或者是給大家一個引導。

好，講了，「釋」，「廣釋」，這樣就講「云何得？」第一種是「得」，上面講

了，他說，「此復云何？謂得」，這樣先講「得」，後講那個「無想定」。這樣

「得」呢，他就說，「謂若獲、若成就」，他說「得」呢，或者叫做獲得，或者叫做

成就，都可以，這樣，「此復三種」，「得」呢，有三種東西，三種，一種叫做甚麼

呢？「謂種子成就」，叫做種子能夠成就，或呢，「自在成就」，或者叫做自在的成

就，或者叫做「現起成就」，就「如其所應。」應照某種特殊情況，就可以這樣分三

種了。

那麼，甚麼叫做「種子成就」呢？這樣就不懂解釋了，因為他沒有講清楚啊，因

為安慧菩薩沒有解釋啊，你看看這本論，這是誰作的啊？論是世親菩薩作的，這樣下

面有個「釋」字呢，譬如「睡眠」那處下面有個「釋」字啊，「釋」是誰做的啊？安

慧菩薩，那麼他沒有，看這處沒有解釋啊，這就是有「論」沒有「釋」。

這樣，就有「注」，這個「注」就解釋了，這個就是蔣維喬先生的解釋，這樣就

說，「種子成就者，謂凡夫當中以成佛的種子。」「種子成就」，這就是說「得」甚

麼？這個人有甚麼啊？得佛的種性的，他「得」佛的種性。這個人有甚麼啊？「得」

菩薩的種性的。那個人呢？弊了！無種性，無「得」，無種性的人就是無「得」，一

26



闡提就是無「得」，無「得」就是甚麼？他得不到解脫的。

那麼我們呢，其他的，我們那些有種性的就得到解脫的功能，那些無種性呢，就

得不到甚麼啊？解脫的功能。所以，這個就是「得」了，「種子成就」，我們就是

「種子成就」了，這樣，你能夠聽這段文字，這段佛經，如果你覺得有趣，你一定能

夠成佛了。因為，你沒有興趣的時候，未必不能夠成佛，如果你有興趣，一定成佛，

如果你真的不能成佛，你離開很久了，你還坐那麼久聽嗎？

這就是說，你一定有功能追尋這種真理的，你一定有！那麼你追尋這些真理，你

一定成佛的啊！我們叫做「種子成就」，這即是有解脫的功能，這樣有就是「得」

了。這樣，這種是「有種性」，那種叫做「無種性」，這種是得到成佛的種性，那種

是未得到成佛的種性，未得到呢，唯識家說，未得到成佛的種性就永遠得不到的了，

這麼糟糕啊！得到(就)永遠得到！

這樣，甚麼叫做「自在成就」？「自在」原來是「定」來的，這樣就說，「自在

成就，好像定力變土木，變金寶。」這就是說，這些定力裏面有神通，那麼這些是神

通了，神通的成就呢，這個「神境通」的成就，「天眼通」都算啊，不過他沒有舉

例，當你得到「天眼通」了，這樣就是「得」了，這樣「得」就是成就了；「天耳

通」，你得「天耳通」了，這樣又叫做「得」，那麼「自在成就」就是講神通，在定

中所得的神通，他說，「定中的神通是自在力」，叫做「自在」。

這樣，甚麼叫做「現起成就」啊？「現起」是現起人的相，這個現起人的身，那

個現起畜生的相，畜生的身，這個現起這個天(人)的「五蘊」，這些叫做「現起成

就」。這樣他說，「現起成就者，如身在欲界成就欲界的法。」如果身在欲界當中亦

都可以離欲啊，離欲而成就甚麼啊？上界，上界是甚麼「界」？色界，或者甚麼？無

色界。這樣就是這個人入定了，在欲界的身體而可以得到甚麼啊？色界定，成就色界

定，或者再高一點，成就甚麼啊？無色界定。這就是在欲界裏面成就欲界，都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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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又可以進一步，在欲界裏面成就色界，成就無色界，這樣叫做「成就」。

那麼，這裏就用一些例子去講了。這樣，他沒有講「用」啊，沒有講「用」，又沒有

講以甚麼為「性」的，為甚麼？因為它沒有「性」的。

這個「性」是甚麼？譬如，「自在成就」的「性」是甚麼來的？意識活動，是

吧？意識活動來的啊，是意識產生的，現在由欲界定，欲界的人而入到甚麼啊？色界

定，你入到色界定是甚麼來的啊？是某種意識與心所活動來的啊，是吧！這樣在心所

與心王的活動裏面的某種特殊情況假立叫做成就這種定，成就這種神通，成就這個

「五蘊」。是吧？

成就「五蘊」就不只是心識活動，包括甚麼啊？包括物質活動，譬如你過去做了

這麼多善業，這樣你就生在欲界天那處了，這樣就成就欲界的「五蘊」，這個「五

蘊」呢，是包括「色、受、想、行、識」的啊，「色」就是物質了，「受、想、行、

識」就是甚麼啊？心啊，心與物，是吧！於是呢，在這個心、物分位假立這個

「得」，這個成就了，所以回應了我們的定義都是對的，它自己沒有「體」的，又不

講這個「用」的。

這樣，其實進一步講「用」都可以的，只是一講「用」的時候，就說這個學問是

超離了佛法了，是講到西方哲學，好像牟宗三先生在那本《佛性與般若》講到這個存

在，是甚麼存在呢？是形式，純形式的存在，不是物的存在，不是心的存在，是純形

式上概念的存在，它的存在就是概念裏面的，離開了概念，它自己就沒有「體」的。

這樣，第二個了，叫做「無想定」，「無想定」是一種定來的，其實這樣不是很

好啊，因為(除了)「無想定」，任何定都是(「不相應行法」)啊，是吧？「空無邊處

定」、「色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都可以說是甚麼啊？

都可以說是「不相應行法」，是吧？那麼，他就特指這種，所以這樣的分法呢，十四

種分法呢，是不了義的分法，所以可多可少，沒甚麼所謂，這叫「小德出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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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意義就很大了，因為在心識活動裏面，能夠取其那個特殊的形式存

在，這點來講呢，這個意義很重要，但是，至於取幾多類來分呢，這個次要，所以，

牟先生說，批評他在佛教這樣的意義大，但分做二十四種與十四種，這樣的分法呢，

意義不大，我覺得「無想定」這樣的分法沒甚麼特別的意義，不過都講吧。這樣，甚

麼叫做「無想定」啊？「謂離遍淨染、未離上染」，這些文字就難讀了，甚麼叫做

「離遍淨染」呢？「遍淨染」原來是第四禪，離開那種貪執，第四禪是「離遍淨

染」。

這樣，甚麼叫做「上」呢？在定裏面呢，最「上」是哪一種定啊？第幾禪啊？第

四禪，這就是未曾離開第四禪的那種貪，這樣的狀態進入甚麼啊？這個「無想定」。

這就是說「無想定」呢，一定在色界定入的，不是在無色界定入的，那麼是第幾

禪入啊？它是第四禪入的。為甚麼啊？因為離開第三禪才能入第四禪的，於是呢，離

開遍淨染，即是離開這個第三禪了，就是不在第三禪修的。如果你執第三禪的時候

呢，你入不到第四禪的，是吧？你常常執著，就是執欲界，執欲，情慾，你不能入色

界的。要離開這個欲界的執，才能上得色界；要離開色界的執，才能上得去甚麼？入

到無色界上面的。

這樣，離開第四禪的那些執，執即是煩惱，煩惱是染來的啊，這些煩惱就纏縛著

你，這樣你就不能夠入第四禪，現在你離開第三禪的纏縛，其實就是在第三禪的時

候，你都有情執的，都執著的，貪的，如果你第四禪都不貪的時候，你就全離開了

(貪執)，你就在證那個真如了，那麼你仍然在第四禪，執著第四禪，執這個第四禪。

這樣，「以出離想作意為先」，這就是在那個第四禪裏面呢，就不鍾意那些

「想」，「想」是甚麼？形象的東西，思維，「想」的心識，粗動的意識活動，因

為，所有意識活動，所有心識活動一定有「想」心所，因為「想」心所是甚麼心所

啊？叫做「遍行心所」，「遍行心所」有「想」，「想」是「遍行心所」，這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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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遍行心所」一齊起的，這個「想」是「遍行心所」的取像作用，所有心識活

動都有個像的，現在我想某一種東西，我想著甚麼，我思維甚麼，我作甚麼觀的時

候，全部都有個影像的啊，等等，還有概念的啊！

這樣，概念都是「想」心所構成的啊，所以對「想」起一個「作意」，「作意」

就警醒這個心，「我不鍾意『想』！我不鍾意『想』！我不鍾意『想』！這樣，

『想』因為是粗動的，不精細的，我覺得它是干擾我的心識，不能寧靜的。」這樣去

想，這樣去想的時候呢，於是你就熏那些種子進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在某些情形種子

就起作用，就真的將「想」心所壓伏了，不能起了。

因為「想」心所是種子來的啊，種子與種子之間可以互相刺激的，是吧？因為，

你鍾意這個離想「作意」(心所)，「作意」是警醒你的心，警醒甚麼啊？鍾意離想，

鍾意離想，鍾意離想那種心識，警醒這些心識，這些心識警醒就熏種子，這個心識都

是阿賴耶識出的心識，一現行的時候(就)強化，強化就再變回種子，就變了由顯到隱

的狀態，這樣不斷強化，不斷「作意」，「作意」離開「想」、離開「想」、離開

「想」的「作意」，於是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就有種「離想」的功能，這種功能是

種子來的，就將你那些「想」的心識就撳住了，不起了。

這樣，一想不起的時候呢，你的意識就起不了，意識沉。那麼意識沉了，前五識

還起不起啊？不起了，根本意識不沉，前五識都不起，為甚麼？第四禪啊！初禪的時

候呢，「眼耳身三二地居」，眼(識)、耳(識)、身(識)在初禪都不起啊，在二禪都停了

的，是吧？所以，到了第三禪，根本前五識都停了的，所以這些不用講了，不在話下

了。於是，你的意識因為這個「想作意為先」撳住了，這樣於是意識不起了，這個

「想」心所不起了，「想」心所不起了，意識就不起了，除了甚麼識啊？末那識、阿

賴耶識之外，所有心識不起了，那個叫做甚麼啊？「無想定」，「想」心所不起，不

只是「想」心所的，「想」心所是「遍行心所」，這個「遍行心所」不起，因為這是

相應的啊，因為與心王相應，那類與它相應的心王就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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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說了，「所有不恆行心(與)心法滅(為性)。」就是它的「體」，這個

「體」呢，就是這種特殊情況，「不恆行心」是甚麼呢？就是前六識叫做「不恆行

心」。這樣，先(解釋)「恆心」，「恆心」就是甚麼？就是阿賴耶識與末那識是「恆

心」，因為阿賴耶識與末那識是常常不停的，「恆」即是常的意思，常時現起的。那

麼調轉，不是常時現起的，這樣就是前六識了，因為我們那個意識都會停的，我們睡

著覺那個「無心睡眠」都停的，這樣於是呢，「眼、耳、鼻、舌、身、意」，這六識

叫做「不恆行識」。那麼，這個識一定不是自己一個起的，還有些心法一齊起的，

「心法」即是甚麼法啊？即是心所有法，簡稱叫做「心法」。這樣又麻煩了，「心

法」是甚麼來的啊？「心所有法」的簡稱。

這就是說，它是一個心品來的，就是這個「前五識」呢，不只是「前五識」這麼

簡單，一定要相應的心所連在一起的，於是呢，「不恆行心(與)心法」就即是「不恆

行心」的心王及心所。「滅」，不是真的滅了，是暫伏的意思，暫時停息。所以呢，

用字用得不好的，這裏，如果我們以後寫文章，不要用這樣的字，因為引致你「滅」

了，「滅」了就沒有種子，沒有種子了，就永遠不能再生，這樣就不是的，是暫伏的

意思，暫時停了，這樣，在這種體相之上，假立叫做「無想定」。這就是「無想定」

沒有這種東西了，「無想定」就只是甚麼啊？即是說你的「眼、耳、鼻、舌、身」識

不起的那個「定」，這個「定」來的。

這樣，我被扑暈了頭都是「無想定」了？這樣又不是啊，它要「想作意為先」

啊，就是要這樣產生的，要在定裏面先做「離想作意」，是嗎？離開「想」那種心識

激發你那些變成種子熏習阿賴耶識裏面，然後，那時候的那個「離心作意」，那些這

樣的種子就壓伏你「前六識」，讓它不起了，那個狀態叫它做甚麼啊？叫做「無想

定」，實際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無想定」，在這樣的分位假立叫做「無想

定」，這樣而已。那麼就讀完這一段，外道就以為滅了「想」，就是涅槃了，就是說

「無想定」即是涅槃了，「滅」就是「想」不起了，「想」心所不起了，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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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這樣是錯的，其實不是的，這樣於是呢，就修「無想定」了。

那麼，「離遍淨染」即是離開第四禪的那個「遍」貪的煩惱，「染」即是煩惱。

這樣「未離上染」呢，「上」即是第四禪，就是未離開第四禪以上的那些「染」，就

是包括「空無邊處」、「色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那些都未

壓伏啊，這樣的情況，他說，「不恆行心與心法」即是前六識與相應心所。這樣，阿

賴耶識與末那識兩個識是無有間斷、恆起的，所以叫做「恆行識」。那麼，現在這個

就叫做「不恆行識」，就是它不常常活動的，它可以有停息的情況。這裏是解釋名

詞，那麼，名詞我解釋了。這樣，我今日講到這裏，講得慢少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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