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廣五蘊論》就分開四個大段，第一段是「總標五蘊」是甚麼來的，即

「色、受、想、行、識」。這樣，然後「甲二、別釋五蘊」，即逐個「蘊」講，這樣

就講了「色蘊」，講了「受」，講了「想」，這樣現在進行講「行蘊」，「行蘊」又

分開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出體」，即是「行蘊」裏面是甚麼為主體，這樣就是兩

種東西，一個就是「心相應行法」，一個是「心不相應行法」，即是說「心不相應行

法」這些假法與那些心所，六位五十一個心所，加上它呢，就是這個「行蘊」了，不

過加了之外，就減了兩個出來，就減了「受蘊」、「想蘊」，因為獨立了變了另外一

「蘊」，這樣其實這個「心不相應行法」就得四十九個，就沒有五十一個的。

這樣，上一堂就已經講到下面的「丙三」，「丙三」即講到「心不相應行蘊」。

這樣，今日繼續講，就講這個「心不相應行蘊」，那麼「心不相應行蘊」有幾多內容

呢？這樣就是不同的論有不同的講法，這樣就兩種講法，一種講法就有十四種，就是

現在講的《廣五蘊》，是包括「得、無想定、滅盡定、無想天、命根、眾同分、生、

老、住、無常」就是死，「無常」就是死，「生老病死」的「死」，這樣就「名、

句、文與異生性」，這樣就一共十四種。

但是，另外的論文就不只十四種的，比方我們上一次講的《瑜珈師地論》，這裏

呢，它一共是有二十四種的，《瑜珈師地論》所講的與《百法明門論》所講的是有二

十四種的。這樣，現在《廣五蘊》就講十四種，那麼其餘那些是哪幾種呢？是這幾

種，這樣我們上一次就講了。這樣下面「丁三」就「廣釋」了，即是說將每一種的

「心不相應行蘊」，這個分位假立的法，這樣就逐種講，第一講「得」，我們講過

了，第二就講「無想定」，講了嗎？上一堂都講了「無想定」，「無想定」我們都講

了。這樣，現在開始呢，我們就講第三種，講「滅盡定」，那麼「滅盡定」的定義，

甚麼叫做「滅盡定」呢？這樣，第一句話是「云何滅盡定？」甚麼叫做「滅盡定」

呢？他說，「謂已離無所有處染，從第一有更起勝進，暫止息想作意為先，所有不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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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恒行一分心（與）心法滅為（體）性。」這樣，這句話這麼長，這麼長，這就是

說，「滅盡定」的意思就說，先是修行者透過修行，修行的時候，他就離開「無所有

處定」的貪，這個是離開「無所有處」的貪，「染」就是貪，是「無所有處」的貪。

這樣，「無所有處」是甚麼來的呢？大家知道在佛教裏面是講「四禪八定」，這

樣在無色界定裏面呢，就「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這就是說無

色界的第三種定，你離開這種定的貪著，這樣就是離開「無所有處」的貪著，這樣然

後就遞升到上一處，這處就叫做「非想非非想處」。那麼，「非想非非想處」叫做

「有頂」，這樣就從第一有，「第一有」即是有頂，這樣，即從「非想非非想處」的

定裏面，這就「更起勝進」，你為了更加修行，就進行進一步的修行。

這就是說，超越了「非想非非想處」，這樣然後就「暫止息想作意」，就是說它

有一個「作意」，就是有一種暗示給自己的心識，入定的時候希望暫時停息那個

「想」的活動。「想」就是取像的活動。這就是說，「受」、「想」我都不鍾意的，

「想」就是取像，就是說不鍾意有形象的，因為一取像的時候，你的心識，意識就起

了，起的時候，你就心猿意馬，不能夠集中，或者甚至呢，雖然集中，但很粗。

因為有「想」就有相，有「想」就有相，這樣如果你一有「想」而起相，有相的

時候就證不入真如的。這樣的時候，你有「想」的時候就是粗動的，這樣就不鍾意粗

動的心識，需要寧靜、寂靜的心識，這樣就自己暗示自己，暗示自己要「作意」，起

一個這樣的「作意」，起一個暗示，這個暗示就說：「所有『想』，我希望它暫時停

息的。」這樣就不是永遠停息，是暫時而已。

這樣，所以「暫止息想作意」，即是暫時停息這種「想」，這就做「作意」，就

是做一種暗示，希望暫時將「想」停息。這樣，「想」，大家知道是心所來的，是甚

麼心所啊？是哪一類心所？「遍行心所」，是吧？「觸、作意、受、想、思」，

「想」是「遍行心所」。「遍行心所」的意思是甚麼？就是一切心識起，無論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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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惡、無論不善不惡，起的時候，它應該起的。這樣，「想」心所不起呢，就所有意

識都不起了，所有意識都不能夠活動，那麼，所有意識都不能夠活動的時候呢，這就

是你的「眼、耳、鼻、舌、身」與「意」六識都停了，停了，所以他說，「為先」。

這樣然後，「所有不恒行的心與心法滅」，「不恒行」，記不記得是甚麼啊？

「不恒行」就不是恒常活動的，是哪些心啊？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識，

這六識就叫「不恒行識」，「不恒行識」。「不恒行識」就是要這樣（解）讀的，所

有不恒行的心，心即是識，還有與心相應的心法，這即是心所，因為心起的時候呢，

它不能夠單獨起的，一定有「心所有法」與它伴 一齊起的。着

這就是說，如果你入了「滅盡定」的時候呢，所有心王，就是「前六識」的心王

停，還有伴著心王所起的心所全停了，這樣，「觸、作意、受、想、思」與它有關的

都停了。還有，不只是這樣，「恒行一分心（與）心法」都暫時停了。「恒行」，本

來兩個識是常常活動的，一個就是阿賴耶識，一個就叫做甚麼啊？末那識，這兩個識

我們叫做「恒行識」。「恒」就是常常都在活動的，好像我們的恒星，是吧？恒星，

恒星，它不斷⋯⋯哦，對不起，恒星是停的，恒常不動的，恒常不動的時候，這個

「恒行心」就不是不動，它恒常活動的，不會是中間暫停的，沒有一個剎那停的，這

樣一般來講，凡夫來講呢，就有兩種識，剛剛說的阿賴耶識與末那識就叫做「恒行

識」，第一個「恒」就是恒常，第二個「行」呢，叫做活動，這樣，恒常生起的心

識，就是這兩個。

這樣，這兩個的時候呢，不是全部停了，是「恒行一分心」，就是說阿賴耶識沒

有停，就只是末那識停，這樣就在末那識停了。這樣，末那識的時候呢，它有很多心

所伴著的，最主要的就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除此之外還有「觸、作意、

受、想、思」，因為它是這個甚麼來的啊？是我們叫做「有覆無記」的，即是「有覆

無記」性的，「有覆無記」性起的時候，即是有煩惱了，有煩惱的時候，一定有些心

所伴著的，就是「掉舉、昏沈⋯⋯」那八個心所，乃至「懈怠、散亂、不正知」，那

些一齊伴著起，因此，一共有十八個心所伴著它起的，這樣，現在伴著它一齊起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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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心所都停了。這樣「滅」呢，就不是真的滅了，這個是暫時停息的意思，所以遇

到這個「滅」字的時候呢，在佛經的時候，你就不要照字面解釋，它未必是滅的，我

們說「滅」呢，就是種子全銷 了，叫做「滅」，但這裏不是這樣解釋，這裏只是說毁

暫時停息都叫做「滅」，就不是永滅，是暫滅的意思，暫時停息的意思。

當這樣的情形，就是你在入定，這個定呢，第一，這個定是離開那個「無所有

處」（的）染，這樣的時候呢，「無所有處」（的）染，那麼就是這樣，我們上一次

講那個「無想定」，記不記得啊？「無想定」呢，它由第三禪入第四禪的，「無想

定」的時候，離開這個「遍淨天」，「遍淨天」的染，它離開了，但是，未離開這些

「四禪」裏面的染，這就是說，那個「福生天」、「廣果天」，「廣果天」，這些未

離開的，「無想天」都未離，由「廣果天」進入「無想天」的，或者進入「無想

定」。但是，現在就不是，不是由那個「遍淨天」進入「無想天」，而是再高一點，

它就不是色界，這個是色界來的，它是無色界，無色界有四種天或者四個定，一個叫

做「空無邊處定」，一個叫做「識無邊處定」，第三個叫做「無所有處定」，第四個

叫做「非想非非想處定」。

這就是說，入這個「滅盡定」呢，你要由「識無邊處」進入「無所有處」，而在

「無所有處」呢，「無所有處」的執，你要停了它，你不要有這個「無所有處」的

執。如果你有「無所有處」的染，「染」即是煩惱，即是束縛，這樣如果有「無所有

處」的貪欲的束縛是不能夠超越上「非想非非想處」的，所以一定要「無所處」的那

種煩惱，那種執的煩惱，貪愛的煩惱，你貪愛「無所有處」的那種煩惱，要先將它降

伏了，這樣然後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因為「非想非非想處」呢，你那些貪愛的煩

惱未銷 的，未降伏的。毁

這樣，未降伏的時候呢，在這個「非想非非想處」，這處起修，修行就跳過「非

想非非想處」，這樣跳之前呢，在入定的就是「非想非非想處定」。在定的裏面就自

己給暗示自己說，「我不鍾意有粗動的『想』。」這個只是心識活動，沒有物質活動

的。因為在這個色界以下呢，就是這些色界以下，這些欲界、色界就有物質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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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那個無色界，就沒有物質活動的，純粹是精神活動，意識活動，連「眼、耳、

鼻、舌、身」識都沒有。因為，在這個第二禪天裏面呢，根本「眼、耳、鼻、舌、

身」識都停了。

只是初禪的時候呢，還有「眼、耳、身」三種識，就有「眼、耳、身」三種識，

所以初禪裏面呢，你的鼻識與舌識都停了，就是你嗅不到東西，嚐不到味道的。這

樣，進入第二禪的時候，你那個「眼、耳、鼻、舌、身」，五識都停了。這樣，第二

禪、第三禪、第四禪乃至到那個無色界，這些全部心識活動只是有意識活動的，是沒

有前五識活動的，只是有第六識。不過，（第）二、三、四禪生這樣的天，還有在禪

定裏面的時候呢，你就仍然有物質活動的，生天仍然有物質活動的。

但是在無色界呢，物質活動都沒有了，在這個無色界，裏面的四種無色界，無色

界生天或者定裏面，你的物質活動都不起的。不起的時候，所以「非想非非想處定」

的時候，是沒有物質活動的，只有精神活動，精神活動就是說你的意識活動，只是得

一個意識活動。

那麼，現在在「非想非非想處」，在定中作意，「作意」即是自己暗示給自己知

道，就說，「我是不鍾意『想』的，『想』是粗動的，我鍾意的是寂靜。」這樣，你

喜歡寂靜，不喜歡粗動，於是將你在定中有相的這個「想」呢，要壓伏它，那麼，每

這樣作意，這樣想呢，就是說在定中暗示自己，就每暗示一次，就熏習那些種子在阿

賴耶識裏面，這樣第二次又再暗示，又再熏習，於是將那個「作意」，這種種子就加

強了，就說是不鍾意，這種種子是名言種子來的，是意言境的種子，加強了它，使到

你的阿賴耶識裏面將來變現那個「想」心所的那些功能，這就是連意識功能都壓住

了，不讓它起。

如果能夠達到這個境界呢，就是意識不起了，這就是你的「想」不起了，「想」

不起了，「受」都不起了，「受」都不起了，其實這個「受」都是「捨受」來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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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第四禪裏面都是「捨受」來的，都是「捨受」，沒有苦樂的，它是「捨受」。這

樣，這個「無色界」的這些定裏面，這個「受」都是「捨受」，所以這個定有個名字

叫做「受想滅定」，就是說，「受蘊」與「想蘊」都停了的，「受蘊」與「想蘊」都

停了，意識肯定停了，是吧？這樣，於是整個「六識」，當你進入這個「無想定」裏

面呢，就是全部停了。全部停了的時候呢，那時候的定就叫做「滅盡定」。這樣。

所以這段文字呢，講出這個定，那個入定的過程就是先離開「無所有處」的貪，

貪的束縛，就進入第四禪，不是，是進入「非想非非想處」，這樣，「非想非非想

處」叫做「第一有」，這個「有」字代表三有，第一就是頂，即是說三有之頂叫做

「第一有」，這個「有」字叫做存在，就是最高的存在，最高的有煩惱的存在，最高

的。那麼在這裏，「第一有」的境界，「第一有」叫做「非想非非想處」的境界，又

希望再勝進，希望再進修，這樣進修的時候呢，就先要暗示自己要「作意」，就說，

「要暫時停息這個『想』的活動。」因為，有了「想」的時候，譬如《金剛經》說，

如果「有人相、 生相、壽者相，有我相、人相、 生相、壽者相」這樣，這些是衆 衆

「想」啊，這些是「想」來的。

這樣在譯本呢，有這個「相」字（譯）做「想」的，譬如在玄奘法師所譯的《能

斷金剛經》，就是這個「相」字譯做「想」的，譬如，「補特伽羅想」這樣，即是人

想，這樣譯這個「想」字即是「相」，那麼，有「想」一定有「相」，因此將這個

「相」呢，希望壓伏它，這樣修行，這個是叫做「加行」，做這個「加行」。所以

「為先」，因為你未入過定之前呢，先要進行「加行」，你不「加行」，你入不到那

種定的，是吧？這就是說，你要進入初地，要「加行」，要「加行」就要成功了甚麼

呢？成功了就是完全將那個「布施波羅蜜多」是成就了的，這樣你才能進入初地啊！

因為，初地的時候要甚麼啊？「布施波羅蜜多」成就。二地就要甚麼啊？「持戒波羅

蜜多」成就。

這樣就是你未到那個境界之前，要做「加行」，將那些某種煩惱要降伏它的，這

就是你未證入「滅盡定」之前，你要作「加行」，這個「加行」就是作意，這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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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是暗示自己「想」是不好的，「想」是粗動的，我就不希望粗動，我希望寂

靜，這樣就「為先」，為了加行，這樣然後為了達到效果，這個效果呢，就使到所有

「不恒行」的心與心法暫時停息，這樣就是「眼耳鼻舌身」識，這些心識與它相應的

那些心所是暫時停了。這樣還不只啊！還有那個「恒行的一分心與心法」都暫時停

息，「恒行」就一分，不是全部，這就是說，末那識與阿賴耶識這兩種「恒行識」裏

面呢，只是末那識暫時停滅，就留下阿賴耶識不能停的，如果停了，就沒有心識，沒

有心識呢，你就不是有情。

因為，有情叫「有情識」啊，「有情」的定義是有情識的一個主體，有情識的主

體。那麼，你連識都沒有，你怎麼叫做有情啊？你叫做「非情」，你與石頭一樣，是

吧？一塊木一樣，一棵花一樣，叫做「非情」，因為你沒有情識。這樣，就不可能停

了所有心識的，那麼就不停那個阿賴耶識，不停了，就將末那識停了，末那識停了的

時候，在這樣的特殊狀態，即分位，「分位」的意思是一種特殊狀態，在這種特殊狀

態給它一個名，這種定的名就叫做甚麼啊？「滅盡定」。

「滅盡定」即是盡滅的解釋啊，「滅盡定」，是盡滅甚麼呢？是將那個「前六

識」與第七識完全停息，建立這個名（稱），這樣就是「滅盡定」，「滅盡定」有另

外的名叫做「受想滅定」，「受想滅定」即是「受蘊」與「想蘊」都停了，其實「受

蘊」與「想蘊」都停了的時候，即是「受、想、行、識」四蘊都停了，是吧？因為沒

有了「受、想」，沒有「受、想」即沒有「遍行心所」，那麼你的心識怎樣起啊？這

樣就全停了，全停了。

好了，這樣就看看安慧的解釋了，那個就是世親菩薩的論文，這個是釋文，他

說，「不恒行」呢，這個心識就是不恒行的心與心法暫滅，就做它的「體」，它自己

沒有「體」的，它的「體」就只是那個「前六識」暫停與末那識暫停，這樣的分位假

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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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甚麼叫做「不恒行識」與「不恒行心與心所暫滅」呢？「不恒行」這三個字

呢，代表六轉識，六轉識，「六轉識」即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六轉識。

下面呢，「恒行一分心與心法暫滅」呢，「恒行」就謂兩種東西，就是攝藏識與染污

意。這樣，攝藏識即是藏識，他就加多個「攝」字進去，即是取其義。這樣，後來我

們都不要這個「攝」字了，叫藏（拼音：cáng）識或者藏（拼音： zàng）識，這樣

就是阿賴耶識，這就是說「恒行識」呢，是阿賴耶識。

「及染污意」，這個「意」就是思量的意思，思量的意，是染污的思量，是恒審

思量的那種作用的心識，這個就是末那識了，末那的那個梵文叫做 manas，manas

的意思就是思量的解釋，思量又有種譯法叫做「意」，所以末那識是正式意識。正式

意識。這樣，但是這個意識就與普通的意識不同，因為它有「我癡」、「我見」、

「我慢」、「我愛」伴著一齊起的，因此加多個形容詞，叫「染污的意」，它不是清

淨的，因為它是有覆的，有覆無記性的，「有覆」即是將你的那個心識變染污了。另

外，由於這個心識染污了，所以妨礙那些般若智生起的，這樣，所以叫做「染污」。

「染污意」，這三個字就即是末那識了。這就是說，「恒行識」是兩個，一個是末那

識，一個是阿賴耶識。

這樣，但不是全份起的，全份停的，是「恒行一分心」，這即是停一個，停這個

「染污意」，就不停那個阿賴耶（識）了。這樣再講下去，他說，「此中六轉識品與

染污意滅」，叫做「滅盡定」，這是正式定義了，就是說，在「六轉識品」，「六轉

識品」就不只是「六轉識」啊，「六轉識」與相應心品，整個是這樣的譯法，不過這

裏文字簡單叫做「六轉識品」。

「六轉識品」即是甚麼啊？即是不恒行識的心與心法滅。這樣，除了「六轉識

品」之外呢，還有「染污意品」，都有這個「品」字，但省略了，這個叫做「承上省

略法」，因為前面有個「品」（字），那麼下面就不再譯這個「品」了，那麼全個名

叫做「染污意品滅」，這樣解釋的，那麼，「染污意品」就不是所有恒行識啊，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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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識的一部分，因此即是說，叫做「恒行一分心與心法暫滅」。

這樣，在這兩種情況之下呢，就假立一個名稱叫它做「滅盡定」。這就是說，

「滅盡定」的「體」是不能夠離開心識活動的特殊狀態，這種特殊狀態叫做「分

位」，就不能夠離開心識的分位，因此它是假立的，叫做「分位假立」。「分位」即

是特殊狀態，因為你的心識活動的時候很多狀態的啊，有些停，有些不停，等等，這

樣在這種特殊狀態之上就建立一個名稱，叫它做「滅盡定」。

這樣，「滅盡定」是「無體的」，這樣是不是沒有「滅盡定」啊？是不是沒有

「滅盡定」啊？不是！有「滅盡定」啊！不過，「滅盡定」自己有個名，那個「體」

就是甚麼？這個「體」就是「前六識」與心所暫停，還有末那識的心王與相應的心所

暫停，在這個特殊狀態之上給它個名叫做「滅盡定」。

所以，「滅盡定」是沒有實體的，它的實體就是甚麼呢？就是心識活動的特殊狀

態，這就是說有「滅盡定」。是吧？這個「滅盡定」就是在某種心識情況，某種心識

活動的情況，這種情況是有的，「滅盡定」本身是假立，但是呢，這種心識狀態的情

況不是假立的，是真的！好像，你執著有靈魂，靈魂就沒有，但是執著有靈魂的那種

執是有的，是吧？一樣的道理。

這就是說，「滅盡定」是假法，沒有一種東西是真實的（「滅盡定」），你拿

「滅盡定」讓我看，拿出來，拿出來，但是，「滅盡定」在那個心識狀態上，假立的

心識狀態是有的，是存在的，這個名字是假立，但那種狀態不是假立，因此呢，這個

叫做「不相應行法」。這樣（「滅盡定」）它與「無想定」有甚麼不同呢？就看回

「無想定」，都要看，因為兩個定很容易搞錯啊，將它們混了。

「無想定」就是「謂離遍淨染、未離上染，以出離想作意為先，所有不恒行心

（與）心法滅（為性）。」就是它的「體」，這樣就是它都要加行啊！加行呢，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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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遍淨染」，這樣，「遍淨」是天來的，剛剛（講過）「遍淨染」的天就是第三禪

天，因為我們的那個境界就是甚麼？有欲界、色界、無色界，這樣，我們就生在人，

人在這處，這樣除了人就是地獄、畜生，畜生、餓鬼、地獄，那麼，上這個天了，由

這裏開始，這裏是欲界天，我沒有畫到，這裏，一、二、三、四、五、六，這個是欲

界天，是吧？這裏應該多一個天叫「欲界天」，「欲界天」，這樣就超越「欲界

天」，那麼就上到初禪天三個，二禪天三個，三禪天三個，這樣四禪天就八個，這樣

的時候呢，就上到第三禪的「遍淨天」的頂，是吧？這個頂，「遍淨天」，「遍淨

天」的頂的那個執還有沒有呢？沒有的。

這個「遍淨天」呢，「遍淨染」，離開「遍淨染」，是吧？離開「遍淨染」即離

開「遍淨天」的執（與）貪愛，就是你一定要離開「遍淨天」的貪愛，但是，「未離

上染」，「上染」即是那個「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天」，那

些這樣的貪愛是未離，在它之上所有由「無雲天」這裏一直上到「非想非非想天」，

那些貪愛是未能夠壓止到的，這樣未能夠壓止到的時候呢，他就在這裏起修，其實由

這個「廣果天」起修的，在「廣果天」起修。

這樣在「廣果天」起修的時候，怎樣修法呢？這個修法就是這樣修，在這個「未

離上染的貪」起修了，起修呢，作意，起作意為先，是甚麼「作意」啊？是「離想作

意」，即是不鍾意有「想」這種東西，不鍾意有影像的，不鍾意有，當你思維的時候

不鍾意有影像，不鍾意有相狀的，這樣呢，常常都說，「相狀不好的，相狀不好的，

我要壓伏它，我要壓伏它。」

這樣，熏些種子（進）去（阿賴耶識），熏些種子（進）去裏頭，自己現行的，

現行了呢，就叫做熏種子，其實外面沒有東西的，熏來熏去都是熏回自己，阿賴耶識

現行了之後呢，再熏進去阿賴耶識裏面，這樣的解釋。這並不是外面有很多種子熏進

來，不是這樣解釋。這就是說，現行了，現行是怎樣現行啊？即是「想」是不好的，

我要壓伏它，當你想「想」這樣的時候呢，已經熏了種子的，這即是「廣果天」這個

名稱，你未有聽過，這樣你自己說，「『廣果天』、『廣果天』！」，這樣你已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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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就上口「廣果天」了，是吧？

如果你完全未聽過「廣果天」呢，人家說一句，或者你自己讀這個詞叫「廣果

天」的時候呢，你十日都不再提這個詞，那麼「廣果天」這個名稱呢，你全不記得

了，因為弱了。這樣，所以「熏進去」的意思呢，就是你使那個概念常常現行又再將

它由顯變隱的狀態，又再現行，由隱變顯的狀態，這樣由隱變顯，顯了之後又再變隱

的狀態，這樣反覆，好像唸詩那樣，是吧？譬如一首詩，你不懂得唸，這樣讀三幾回

就懂得唸，這就熏些記憶的種子，這樣就對那首詩銘記不忘，你隨口就誦出來了，如

果你永遠不將它唸的時候呢，你十年都不唸一唸的時候呢，這樣你的功能就弱了。

那麼，現在就在定中強化它，就是不鍾意「想」，不鍾意「想」，不鍾意

「想」，這樣熏自己，熏自己的時候呢，就到了一個境界了，這個境界是甚麼境界

呢？就是「所有不恒行心與心法滅」，這樣的境界。那麼，這個境界就是剛剛我們說

的，就是所有意識與「眼、耳、鼻、舌、身」識不現行了，它們相應的心所不現行

了。這樣，在這個境界上呢，這種這樣的特殊狀態上，假立這個定叫做「無想定」。

這樣，「無想定」即是沒有實體了，即是一個心識活動的境界，這個境界上假立的。

這樣，它與「滅盡定」不相同，就是它少了一種心識，這個「無想定」就多了一種心

識起，那個甚麼心識啊？甚麼心識啊？是末那識。

那麼，末那識，這就是說，在「無想定」裏面，末那識起不起啊？起不起啊？起

啊！剛剛說的（「滅盡定」）末那識不起啊，剛剛說的「滅盡定」呢，就「所有不恒

行識與恒行識一分心與心法滅」，這樣就多了這個「恒行一分心」。那麼，這裏沒有

寫「恒行（一分心）」，它只是「不恒行心心法滅」，是吧？這就是它多了個末那

識。這樣，末那識是染還是淨啊？清淨還是染污啊？染污，這即是那個「無想定」是

染污還是清淨啊？是染污。這樣，至於這個「滅盡定」染污還是清淨呢？清淨，因為

那個末那識，染污的末那識沒有活動，它是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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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外道，不是外道，有些小乘人就以為這個「無想定」裏面就是涅槃，

因為那個境界與涅槃一樣。甚麼叫做「涅槃」啊？所有煩惱寂滅叫做「涅槃」。這樣

所有煩惱寂滅了，它是寂滅，那麼與「涅槃」沒有甚麼不同啊，就是住在「涅槃」的

境界裏面。不過呢，佛是不主張人家入這個「滅盡定」，這個原因就是你的前面所有

心識停了，停了的時候呢，你就不能夠精進，不能夠勝進，不能夠進步，這個問題就

是這樣。那麼，如果你入了一萬劫在那個「滅盡定」，而你未成佛，一萬劫後都成不

了佛，這就是原步走，畫個圈在裏面站著，站一萬年，或者一萬劫，不能行向前，不

能走一步，這樣有甚麼用呢？那麼人家個個都成佛了，你還站在那裏入這個「滅盡

定」，這就沒甚麼用的。

不過，你想入又入不到啊，要聖者才入到，你搞不定這個末那識啊，這個末那識

你很難搞得定它啊，它常常「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纏繞 你，着

你都沒有修，那麼你又入不得，你想入都不行，但入了又沒甚麼用，是吧？對你成佛

就沒甚麼用。因為我們呢，一定在加行道，又這個解脫道，這樣然後呢，勝進道，這

樣我們根本要勝進的啊，要勝進的啊，那麼你又不加行，又不勝進，這樣的時候，你

常常都在解脫道裏面，這樣就沒甚麼用啊，你常常都解脫，你就正在解脫，你就享受

著那種「涅槃」境界，你永遠都是享受「涅槃」的境界，那麼這個叫做「滅盡定」。

這樣，就看看那個解釋，這個就是蔣維喬，是吧？蔣維喬的注（釋），蔣維喬先

生就這樣說，「誰入得到這個『滅盡定』呢？」蔣維喬先生就這樣說，「二乘的三、

四果的 生」。「二乘」就是小乘，這就是說聲聞、緣覺。「三、四果」，就是「二衆

乘」的四個果，第一個「預流果」，第二個「一來果」，第三個「不還果」，第四個

是究竟的那個叫做「阿羅漢果」，是吧？或者叫做「辟支佛果」，是吧？就是最後尾

的果有兩個，因為有兩個名稱，如果你是聲聞乘就是「阿羅漢果」，如果你是緣覺乘

就是「辟支佛果」。

這樣就是說，最少都要「三、四果」，要那個「不還果」，還有那個甚麼啊？

「阿羅漢果」才入得。大乘的菩薩呢，十地菩薩呢，都入得的，十地菩薩至到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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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就有很多種講法的，十地包括初地，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

到佛果都可以入。

這樣，有些就說不是，要第八地以上才入得，這樣就各種論有不同的講法，那麼

他說的是寬的講法，十地菩薩都入得，不是只得第十地啊，是十地菩薩，不是第十地

啊，由初地到第十地都可以。佛肯定入得了，不能入，他都不懂得講這樣的定啊，這

樣就「皆能入此定」。這樣，「第一有」，就是這個了，「第一有更起勝進」，「第

一有」就是甚麼呢？就是「非想非非想處」的有頂了。

這樣，「更起勝進」是甚麼呢？即是超越了有頂，而有這個有漏的「惑」，超越

了，不會被「非想非非想處」那個境界的「惑」束縛你，你要超越了才行，因為有了

「惑」，你仍然入不到啊，因為有了「惑」，即你的意識有煩惱，是吧？你有意識的

煩惱，你的末那識又有煩惱，這樣的時候，你入不到，要超越這個「惑」，這樣，所

以它是清淨的，它不是有漏，是無漏的，這樣。

那麼，跟著再講了，這些定的名是沒有實自體的，是在心識活動的某種特殊情況

之上假立而已，假立，但是這些定是有的，這些定是有心識活動是有的啊。那麼，至

於修行之後死了，生的天是怎樣呢？有沒有這個「受想滅定天」呢？沒有的，就是不

需要有個這樣的天。但是，「無想定」呢？你日日修「無想定」，是今生（修）啊，

這樣，所以你今生完了，一期生命完了，你就生上一個天，這個天叫做「無想天」。

這個表就有「無想天」，我們這樣修行，我們修行，這些畜生、餓鬼修不到，那

麼先修這個欲界的天，就是說最低級的天就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

天」，「兜率天」都很低的，就是很容易生啊，這些是有情慾的 生生的，「兜率衆

天」都生的。這樣，所以阿難，好像是阿難，阿難，他想生天，就希望與那些天女接

近，是吧？他生天不是因為想修行啊，是那些好靚的美女啊！生天上，這就是說，這

些這樣的欲界天有很多靚的異性，就是他們可能有靚的異性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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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再上就沒有了，就是說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

（天）就沒有異性配偶的。這樣，於是初禪天有三個，二禪天有三個，三禪天有三

個，這樣，如果你在第三禪天的這個「遍淨天」再上呢，就上到「廣果天」，再上

呢，於是你就生這個「無想天」了，生這個天，「無想天」再上，下面就是最高「色

究竟天」，是第四禪最高的天，「色究竟天」。

原來，我們修行，就是修菩薩行，最多修到「色究竟天」了，你不要再上了，再

上你就沒有用了，因為沒有了色界，沒有了物質活動，你只有甚麼啊？精神活動，這

樣，我們就不會修這些無色界，釋迦（佛）不主張你修這些無色界的（定），無色界

的定，生無色界的天。這樣，就生這個天，這個天叫做「無想天」，「無想天」，這

個是第四禪的天，「無想天」。

那麼在「無想天」那處呢，怎樣界定「無想天」呢？他就說，「云何無想天？」

「無想天」是甚麼來的？這樣要加行了，於是呢，「謂無想定所得之果。」這樣，未

生「無想天」之前呢，就是你未死之前呢，你就日日地修，勤修這個「無想定」，因

為「無想定」不是永遠無想的，它這個定的力呢，到差不多了就再出定的，他不可以

整天修「無想定」的，好像那些人初初證真如的時候，不可能很長（時間）地證的，

羅公說只有證幾分鐘而已，很叻的了，初初證真如，因為你的力量不足夠支持你證幾

劫的真如的，到幾時才永遠證真如啊？第八地，第八地就可以常常在真如裏面，而且

不需要加功修行，觀自在菩薩，那時候就常常住在真如裏面，你的無想，就是無相觀

與有相觀，是可以同時自在顯現的，要第八地才行啊！

彌勒佛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彌勒佛是第十地（菩薩），一生補處啊，這樣肯定

可以了！常在定中！那就是說，常在定中就是整日在證真如啊，一方面，第二方面

呢，常常起悲心，施設教法去教導、去普渡眾生，可以說法利生啊！這就是同時做

的，一心有二用啊！那麼，我們就不能夠一心有二用了，是吧？這樣，這個是「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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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無想天」的時候呢，他就這樣說，「修無想定所得之果」，這樣所以呢，

「生彼天已，所有不恒行心與心法滅為性。」

這就是說，事前，今生你要修「無想定」，修「無想定」呢，這個是因來的，種

下這個因，這樣就修了十年、八年，這樣，「無想」的那種力就很強了，於是你就今

生死了，這樣就酬引一個異熟果報，這個異熟果報就是「生彼天」了，生那個「無想

天」了，剛剛指的那個第四禪，第一、二、三，第四個天了，第四禪的第四個天，它

不是最高的天啊！這樣，就生「無想天」，那麼生這樣的天有甚麼特點呢？與「無想

定」一樣而已，就是在這個天「所有不恒行心與心法滅」，就是說，「眼、耳、鼻、

舌、身、意」（識）與「眼、耳、鼻、舌、身、意」（識）相應的所有心所停，暫

滅，就是它的「體」了，這就是說，離開「眼、耳、鼻、舌、身、意」（識）暫滅，

這種這樣的狀態呢，是沒有甚麼啊？「無想天」。

那種狀態是怎樣來的？那種狀態都是果報來的，是異熟果報，這種異熟果報的特

徵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識）與它相應的所有心所是停息的。那

麼，有沒有用呢？生在這處？沒有用的啊！譬如生一 那樣說，這一 是浪費了，光刧 刧

陰浪費了，因為你不能勝進，你不能進一步勤加（修行），加功修行，不能夠披甲精

進，我們常常要披甲，怎樣披甲啊？不會被煩惱干擾你的，披甲啊，要披甲精進啊！

你又不披甲精進，你沒有「精進」心所，你的披甲精進的「精進」心所是與甚麼

相應啊？與意識相應的，是吧？你的般若智又不能起！般若智與甚麼相應啊？是與意

識相應的，意識都停了，沒有般若智，般若智都沒有了，都起不了，這樣就沒甚麼大

用！這裏，它根本是有漏的，它只是意識停了，「眼、耳、鼻、舌、身」（識）停

了，但那個末那識常常都執著啊，這個定就爽！我幾叻（很厲害）！入了這個定！是

吧！那個末那識執著「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是煩惱來的，是有

染的，是染污的，這樣，所以這些定呢，就是小乘人都不入的，外道入的這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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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就告誡那些弟子不要入這個「無想定」，沒甚麼用！對你度生啊，你自利利他

完全沒有用，既不能自利，亦不能利他，所以就不應該入。這樣就解釋了，他說，

「無想天」就是色界第四禪的第四天，這樣就是在「廣果天」之上，剛剛看了「廣果

天」，「廣果天」是第三，這樣就入這個「無想天」了。第四禪，最初就是「無雲

（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天）」，是吧？這就是說，

「廣果天」之上就是「無想天」了。

那麼，這個表都是我今早才畫的，這些天我都不懂的，在字典裏面查出來的，因

為我對「天」的那個認識很淺薄，可能錯了都未定，你們自己去查一下，查一下那個

「四禪天」，你試試找「四禪天」那處就有全部的資料了，就有全部的資料。那麼，

這些是我自己加進去的，這樣叫做「三界」，這樣叫「欲界」、「色界」、「無色

界」。畫漏了，應該畫這個天，這個天叫做甚麼？「欲界天」，是吧？有六個，又叫

做「六欲天」，有六種「欲界」的天，這個名叫「六欲天」。

「六欲天」不是一個天啊！「六欲天」是六個「欲界」的天，這樣解釋「六欲

天」，那麼，我們知道「兜率天」是其中一個。這就是說，在「欲界天」可不可以成

佛啊？可不可以成佛啊？可以成佛！怎麼不可以成佛啊？可以！可以成佛！因為呢，

彌勒佛在「兜率欲界天」下來人間成佛啊！所以，人生難得啊！佛法難聞啊！你常常

入了定都聽不到佛說法！要下來（人間）才有用！

所以要成佛的時候，我們不一定在天成佛的啊，你在「欲界天」下來人間成佛，

在「（欲界）天」都可以成佛！所以我們人天境界，這樣。好了，這個是第四個了，

這就第五個，甚麼叫做「命根」呢？「命根」原來是一個這樣的概念，它都是一個

「不相應行法」。「命根」，「謂於眾同分先業所引住時分限」就是它的「體」，

「為性。」這就是呢，「命根」是甚麼呢？是在「眾同分」，那麼「眾同分」是甚麼

呢？是眾生共同的「五蘊」的那個身體的分位來的，叫做「眾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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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同分」，下面解釋了，甚麼叫做「眾同分」呢？就是眾生共同的「五蘊」分

位。這就是說，眾生，我與你是同一個「眾同分」，「眾同分」即是人類，我與你是

同一類人類，為甚麼？你有「五蘊」，我有「五蘊」，在「五蘊」，我有「色蘊」，

你又有「色蘊」，我的「色蘊」呢，有個頭的，有四肢的，是吧？那對腳可以站立

的，所以，我那個「五蘊」裏面的「色蘊」的形體與你所具有的「色蘊」的形體有共

同相似的地方，於是，我與你是有共同的「眾同分」。「眾同分」，「眾」是眾生，

「同」是共同，「分」呢，就是「五蘊」的分位，「分位」即是特殊情況，在「五

蘊」裏面的某一種特殊情況。那麼，貓都有「五蘊」啊，但是貓的（「五蘊」）特殊

情況與你的那個不同，那隻貓呢，四隻腳那樣趴著的，牠不懂站立起來的，是吧？於

是，雖然貓一樣有「色蘊」，但是「色蘊」的那種特殊狀態，那個分位呢，與你我那

個分位是不相同，不相似，這樣，所以你我與那隻貓是不同的「眾同分」。

於是呢，如果是人就是人的「眾同分」，是吧？貓有貓自己的「眾同分」，狗有

狗的「眾同分」，乃至餓鬼有餓鬼的「眾同分」。這樣，他們的「眾同分」是各有分

類的，就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就站在同來看，於是這個「命根」是指「眾同分」

來講，這個「眾同分」就即是我們的軀體了，人的軀體講的。這樣，人的軀體的眾同

分是指「先業所引住時（間的）分限」，先業所引的住在這個世界的那個時間的分

限。這個「分限」有幾長呢？譬如你的「眾同分」，即是這個軀體，住著一百年的，

那麼你的壽命就叫做甚麼啊？一百年，一百年，這一百年就是你的「命根」。

那隻狗呢？可能那隻狗有十二年，是吧？狗的「眾同分」，即是狗的那個「五

蘊」裏面的那種「色蘊」顯示出來的分位假立，牠能夠先業所決定的啊，先前所做的

業決定的，這樣決定的時間，所住世的時間的這個分限，可能最多是十多年而已，那

些狗的壽命有幾長啊？

學生：「細狗有十幾年，大狗有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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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狗還小啊！所以都指明是「眾同分」啊，因為「眾同分」不同的時候呢，它的

時限，即那個住世的時間分限是都有決定的。譬如阿米巴蟲，阿米巴蟲的那個「眾同

分」，那個住世的時間很短的，蜉蝣砍大樹，蜉蝣的「眾同分」，蜉蝣的「眾同分」

只是幾秒鐘就死了，即它的住世時間的分限很短的，很短的。那麼，「命根」是指你

的「眾同分」所住的這個世界的時間的分限有幾長，在這個時限之上就假立有一個叫

做「命根」。這個「命根」就講時間的分限，住世時間的分限，這就是有沒有實際的

「命根」呢，沒有！但是，住世有幾長（時間）呢？就有。

所以佛教就說，時間是甚麼啊？是那種事物的 duration，它在這出現的時候有

多久，這個「有多久」就假立時間。譬如，我的心識很少很短的，剎那剎那，一念一

念的，所以不是永恆，因為這個時間很短，短到一剎那之間就要滅了，滅了，另一剎

那就再生，所以，心識存在的那個 duration呢，是非常之短的，短到我們叫做「剎

那」來分（辨）。這樣，這個就是「命根」了，那麼就解釋了，「眾同分」是眾人共

同的「五蘊」分位叫做「眾同分」。

那麼，這個「五蘊」共同的「眾同分」分位，你與我的時間不一樣長啊，「眾同

分」是一樣，但是，這個 duration ，這個分限有幾長呢，就你與我有差異，有些人

未出世就胎死腹中，這個「眾同分」，他入了胎之後，幾日就死了，是吧？但是有些

人呢，他百幾歲，幾百歲，那麼相傳呢，龍樹菩薩是幾多歲啊？是八百歲，相傳，有

些人說他七百歲，這樣現在我們一般都承認有百幾歲的，我們說，就是很長命啊！長

命到不死得的，他鍾意自己死就死。

所以，有些小乘人就請他入滅啊，他不入滅就阻住地球轉，因為他不入滅呢，那

個皇帝就不入滅，他懂得有辦法教那個皇帝不死，不死的時候，太子怎樣繼位？所

以，太子就問阿媽：「阿爸不去啊！怎麼搞？」阿媽就說：「找龍樹吧！」這樣，龍

樹菩薩就說：「好吧！好吧！我搞定他吧！」那麼他自己自殺死了，這樣自殺死了，

阿爸（皇帝）又自殺死了，那個仔（太子）就繼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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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這樣的故事啊！這樣就是龍樹菩薩的「眾同分」呢，那個 last 是很長的，

八百年的，究竟是不是？我們就不知了，我想都是假的，那麼長啊！所以，「眾同

分」是大家都一樣，但是這個時限不一樣，這個時間的那個分限呢，有長有短。那

麼，怎樣決定這個時限啊？最主要就是先業決定，這就是說，先天決定的，即是你生

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多歲呢，大致定了，不過你後天可以補救它，少少的，大概百分之

十的增減應該可以的，因為你後天保養得好，你又注重衛生，又飲食起居有定時，有

定份，這樣你就可以增強。

這就如人的智慧，IQ，IQ是不是定了？定不定呢？差不多先天定了，不過後天

可以加強它，百分之十是沒甚麼太大困難，一般在教學上心理的調查的結果，是可以

有少少的伸縮（增減）的，這就是後天可以再保養。這樣，「眾同分」也是一樣，

「眾同分」的那個時限呢，一般是先天決定，但今天、今世都有些改變，但這個改變

就不會很大的改變，好像我們的 IQ一樣，不會有很大的改變，他是白癡，怎樣改都

是白癡，很難（將）一個白癡變天才，這樣就不太大的可能。

這樣，所以他就強調了是「先業所引」的，住在這個世界的時間，那個「分限」

就叫做「命根」。這樣就是說，「五蘊」假體呢，「其身住世的時限」，這個就是

「命根」了。「命根」就是「五蘊」的這個假體的一生裏面，住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

的限制，就是「命根」。這即是「命根」是沒有實體的，「命根」就指在「眾同分」

的住世時間上假立的。但是，這個「眾同分」住世的這個時間就不是假的，是真的住

著有多長（久）啊！就是這樣。

那麼，再解釋甚麼叫做「眾同分」，「眾同分」，即這個概念，第一個的與第二

個是扣緊的，應該是我們教書時，就應該先解釋「眾同分」，後解釋「命根」，但

是，他列了出來就調轉來解釋了，這樣，所以難解一些了，因為這個「眾同分」是甚

麼，沒有講到。那麼現在講了，他說，「云何眾同分？」「謂諸群生各各自類相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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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實，「各各自類相似」就是「眾同分」了，這就是說，「謂諸群生」就是一

班眾生，人是一班眾生，那隻狗，畜生又是一班眾生，地獄他們又是一班眾生，餓鬼

又是一班眾生，這就是他們的「眾同分」同不同啊？不同了，是吧？這樣，即是我們

講的「眾同分」是指自己那一類，是人類的「眾同分」；狗的，畜生的「眾同分」；

餓鬼的「眾同分」；地獄眾生的「眾同分」。這樣分類。那麼，在自己那類的那班眾

生裏面呢，是「各各」的，這就是說各有各的不同的那類，各有各的「眾同分」不相

同。那麼，「各各自類」來講，「自類」怎樣是「眾同分」啊？是相似的，譬如說，

在人類裏面，我們的「眾同分」是相似；在狗那類，牠們的自類又相似，那隻狗的那

個「色蘊」，牠們是相似的；那隻馬騮，那樣馬騮自己的「色蘊」又相似。

這樣，在每一類的眾生，他們各類的那個「五蘊」假體所構造的身形是互相相似

的，在這個狀態，這個情況之下就假立叫做「眾同分」。「眾同分」就正式解釋了，

他說，「同類相望」，「五蘊」和合的身體是彼此相似的，譬如我們人類，你望我，

我望你，你有一個頭，有四隻手，站 的，我一樣，他一樣，個個一樣，那麼我們着

呢，就叫做有同一的「眾同分」，這樣，互相相似。

那麼在互相相似的情況之上呢，就假立為「眾同分」了，假立為你的類，你是

人，大家是人類；那隻狗，牠們是相似的狗類；畜生，所有畜生相似的，那牠們是畜

生類；餓鬼又相似，就是餓鬼類。這樣，餓鬼見到條清溪叫做膿河，那麼個個餓鬼見

到清溪都叫做膿河的；那麼我們人呢，見到膿河都叫清溪。因為我們的「眾同分」都

不同，因為「眾同分」所依的世界不同，一講我們的「根身」就要依這個世界，這個

「根身」不可能自己存在，他一定依一個世界存在。

這樣，你的「眾同分」就一定依你的「眾同分」所依的器世界，這樣器世界又跟

著改變了，這樣，這個就是「眾同分」。「眾同分」就是一類啊，即人類、畜生類、

地獄類⋯⋯類就叫「眾同分」。這樣，實際沒有「眾同分」的，就只是說，某些「五

蘊」那個構成的「色蘊」，身體的假體因為相似就建立它那一類叫「眾同分」，相似

就一類，不相似就另一類，相似就此「眾同分」，不相似就彼「眾同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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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同分」就多種了。這樣，第七種了，就是「生老病死」，這個「生住異滅」，

「生老病死」，「生」，「生老住死」，這處啊。

這樣，甚麼叫做生呢？是指對「眾同分」講的，是吧？因為生的時候講到「眾同

分」，「謂於眾同分所有諸行本無今有」的這個狀態「為（體）性」就叫做「生」。

這樣，「眾同分」即是人的「眾同分」，即是軀體，即是你的軀體，我的軀體了，這

個軀體就有很多成份的，是吧？裏面有很多「諸行」，這個「行」字等於遷流不息叫

做「行」，「行」即是現象，這個軀體有軀體的現象。

這個現象是怎樣啊？小孩子由細（小）慢慢變大，小孩子沒有牙的，慢慢就長牙

仔出來，那些頭髮就出世很多的，但是會全掉了，掉了之後，慢慢又生出另外粗一點

的頭髮，這些頭髮到了差不多六、七十歲呢，本來黑的，就變了甚麼啊？白色了，那

些牙就一隻隻地甩（掉）了，於是呢，起一些變化。這樣的時候，這個變化先不理，

先是這些這樣的「眾同分」裏面產生各種的諸行的各種現象，各種現象，這些現象本

無今有呢，就叫做「生」。

譬如說，牙仔（齒），牙仔（齒）是 BB的「眾同分」的一部份的現象，是吧？

這些現象本來一出世是沒有牙（齒）的，出世是沒有牙（齒）的時候呢，就現在到了

八、九個月了，是不是啊？BB仔是八、九個月出牙，八、九個月呢，就本無牙，現

在就變了有牙，這樣，本無牙，現在變了有牙呢，叫做「生」，那個「眾同分」的某

種現象叫做「生」。

這樣，至於你整個軀體呢，你在母體未出世之前，現在出世了，就整個「眾同

分」所有現象又叫做「生」，這樣本來世界沒有你的份，現在出世了，有你的份，這

樣又叫做「生」。那麼乃至呢，七十歲，四、五十歲，你的頭髮本來黑的，本來沒有

白髮的，現在白髮本來沒有，現在「眾同分」裏面那些諸行，影響白 的那些諸行，髪

這種現象，是由未有白 的現象，變了有甚麼啊？白 的現象，就叫做「白 生」。髪 髪 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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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生」就是「無生」的繼續，「生」就是某些「眾同分」裏面的諸行現

象，在「無」這個狀態變了「有」這個狀態之上呢，假名叫做「生」，這樣解釋而

已。那麼，這種「生」的概念，我們叫做「不相應行法」，與你的生命不是俱生俱滅

的，與你的心識不是俱生俱滅的，這樣叫做「生」。那甚麼叫做「老」呢？都是指

「眾同分」來講啊，指軀體的「眾同分」來講，他說所謂「老」呢，「謂彼諸行」，

就是說「眾同分」上的所有諸行，這就省略了「眾同分」來講，這樣就「相續變壞」

了，就叫做「老」。

這樣，你本來那些皮膚很光滑的，那麼皮膚（有）皺紋，沒有了彈力，鬆弛了，

本來你沒有肚腩的，現在有肚腩了，這樣的時候呢，衰（老），它不是突然間變的，

是相續的，這樣，就是由因變果，果變因，生滅、生滅、生滅那樣就不是斷，不是斷

了，未斷而起變化，因果相續起變化，那麼，起變化的時候，這個趨勢（是有）兩種

起變化的，這個相續有些是由弱變強，有些是甚麼啊？由強變弱的，由盛變衰的。這

樣，當你的「眾同分」的那些現象由強變弱的時候呢，由盛變衰的這種狀態呢，就假

立叫做「老」。

這樣就是沒有「老」的，本來，「老」不過是「眾同分」裏面的某種現象由盛變

衰、由強變弱，這種特殊的分限就假名叫做「老」。那甚麼叫做「住」呢？這樣

「老」的時候就有「住」了，未「老」都有「住」，那麼「住」亦都是講每個眾生的

「眾同分」裏頭的各種諸行，因此亦都相續存在，相續存在呢，「相續隨轉」，相續

一生一滅那樣，就跟隨現行的，這樣就是你暫時未斷滅了，這樣的時候呢，這段時間

叫做「住」。好像你出世，出世的時候，你的「眾同分」就是甚麼？「相續」，慢慢

變化，「隨轉」就是慢慢變化，不斷地變化，那時候你正在「異」了，其實這裏沒有

（說），「老」其實都是「異」，正在改變，那時候你正在「異」的過程當中，你未

死亡，未終止，未終止的那個假立叫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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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這個「命根」是住世一百年，其實這個就是甚麼啊？你的「眾同分」的那

個軀體，就相續隨轉了一百年，即是「住」了一百年。這個就叫做「住」了，世界上

都沒有「住」。那甚麼叫做「無常」呢？原來佛經裏面講「無常」有兩種意義，一種

意義就不是永恆的，第二種「無常」意義呢，就是滅的意思。「無常」，讀到「無

常」就是滅，那麼你讀《百論》啊，《中論》有時都這樣用，「無常」就是滅，你看

《中論疏》，（作者）吉藏他就說，「無常」有時候解作滅的，那麼，現在唯識都一

樣，在這個情況就解作滅的。

這樣解（作）滅呢，就這樣看了，「無常」是怎樣解釋呢？「謂彼諸行相續謝滅

為性。」你的「眾同分」的某一種活動，這種活動相續存在，這樣相續就變了停息，

「謝」即是滅，「滅」即是謝。這朵花謝了，花謝了，死亡；人謝了，捱到謝了，但

未死，謝了可能是老的（意思），這個「謝」字是解作滅的，「謝」就是滅了，這個

「滅」，即是死了，死了。因此，蔣維喬的注（解）就說，「此間無常」呢，指死亡

的意思，這就不是說，不是永恆的意思，因為呢，「老」都是「無常」，「住」都是

「無常」，「生」都是「無常」，但它不是指這樣的意思，它指謝滅，直情是消滅。

這樣，消滅了，就不是真的消滅啊，因為現在的「眾同分」在這個特殊形態上消

滅，但他的阿賴耶識變了另外一個「眾同分」，是吧？他是人的「眾同分」，他死了

的時候生在「無想天」，這樣就變了「無想天」的「眾同分」了，他有另外的，這樣

相續一個「眾同分」下去呢，就不是真的滅，這個「滅」就似乎是滅，蠢人就叫做

「滅」，那些聰明人就說沒有「滅」，因為轉一個形態，轉另外的「眾同分」的形

態，因為所有的「眾同分」都是異熟果報來的，因為前生所引的啊，這樣所以是換一

個新的「眾同分」，就不是這個眾生滅，這個眾生沒有滅，就只是這個現象是中斷

了，中間斷了，這個就是「滅」。

這樣，跟著第十一種，叫做「名身」，「名身謂於諸法自性增語為性，如說眼

等。」這裏才有（釋文），前面完全沒有釋文，前面全部是世親菩薩講的，這裏就安

慧講了，他說「眼」，「眼」這個字呢，這個字又叫名。那麼，「名身」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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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身」是很多名，plural number，叫做「名身」。這樣，「名」是甚麼來的呢？

「名」就是在諸法的法體上加些名稱進去，假立一些名稱，假立一些語言，增加一些

語言進去描述這個法體，所以就叫做「名」。好像這些 是個法體來的，又叫做事，枱

這張 又叫做事，在這個事之上，就是一塊木板加四隻腳，在這個事之上呢，就給個枱

名它叫「桌子」，「桌子」就是「名」了。「桌子」是增加了的，用甚麼？語言的增

加，增加語言去叫這個現象，叫這個事，這個事的現象，這樣加多了語言叫它的時候

呢，那個叫它的語言呢，就叫做「名」。即是我們叫的名稱了。

這樣，名稱與事物是兩件事，是名稱指謂事物，指謂。那麼讀語言學呢，這個名

稱叫做「signifier」，那個事物叫做「the signified」，是被那個名稱所指謂，指謂

這個名稱是新的，現在我們所用，能指謂呢，那個就叫做名；所指謂呢，那個叫做

事。那麼，我們昨天講「名事互為客」，所指謂呢，是所指向的那些東西，那些東西

本來沒有名的，本來沒有的，世界本來就沒有名的，本來就沒有名，但是呢，要彼此

之間要溝通，要建立一些名去溝通。如果不建立名言呢，所有名言都是俗諦的，世俗

人講的，這樣就順 世俗，約定俗成給些名稱，於是呢，在事之上建立些名，這樣，着

名就是增加的，是增語來的，是增加的語言概念來的，這些語言概念不只在你的腦裏

面啊，就是可以講出來給你聽的，這些語言概念就叫做「名」。

那麼，這些「名」是指事物的本身講，這個事物的本身叫做「諸法（的）自

性」。「諸法（的）自性」，就是諸法的法體，這個離言自性，諸法離開語言的那個

「體」，「自性」就是體，就是你所指的那種東西，就是 signified，被 signify的那

種東西。因為，這個語言是符號而已啊，這個符號指謂被符號那種東西，是能所關

係。「名」是能夠指謂其他事物。這個「法」呢，「法」的自性是被所指謂的那些事

物，就叫做法體，法體又叫做「自性」，又叫做「事」。這樣。

這樣，你說「眼」，「眼」，這個「眼根」，整個「眼根」，（梵

文：）cak urindriya ṣ ，這是整個「眼根」。這樣，「眼根」是指眼的神經，這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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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本來沒有名的，我們中國人就給個名它叫做「眼根」，印度人就叫它

cak urindriyaṣ ，這麼長的一個名，是幾個 syllable，幾個音節的，我們是兩個音節，

譬如，「眼」一個音節，這樣它就幾個音節，叫做 cak urṣ ，cak urṣ ，這麼多個音節

指「眼」，下面這些（音節）是「根」，這個「眼」字是這麼長的，這麼長，它是三

個音節的。這就是說，是約定俗成了，是增語，是增加進去的語言，世界上本來沒有

這種東西的，不是實在的，這樣就叫做「名」，「名身」，「名身」。這樣「名身」

呢，就兩個「名」以上，就叫做「名身」，一個「名」就叫做「名」。

為甚麼加個「身」（字）？因為中文裏面沒有雙數的， 就是沒有 plural

number ，沒有眾數，中文全部都是單，眾數又是個「身」，單數又是個「身」，雙

數又是一個「身」，但是梵文不是的，單數就是單數的，好像英文那樣，有些加

「s」的，有些不是加「s」的，有些就加很多東西的，譬如 radiuses是 radius的

plural number ，整個語尾變了，是吧？這樣就不同了，medium， 傳媒，是吧？

多個傳媒叫做「media」，這樣它有個 plural number ，那麼我們怎麼譯呢？在中文

不懂（怎樣）譯的啊，你那個雙數的字怎樣譯出呢？這樣於是呢，既然是雙數呢，就

加多一個「身」字進去，這樣叫做「名身」，這個「身」字代表眾數的意思，不只雙

數，（代表）眾數啊，兩個位以上。

這樣，「名身」本來沒有這種東西的，是在特殊情況加添一個語言去指謂一些事

物，這樣所加添的語言呢，就假立叫做名稱，假立，所以名稱是不實在的。那麼，名

稱實在是甚麼來的？是聲音來的，不是寫這個字啊，是那個聲音啊！請大家注意啊！

是聲音來的，後來將這些聲音是用符號記錄下來，把我們的聲音記錄。

那麼，這個「名」以甚麼為「體」啊？這個「名」以聲為「體」，以聲為

「體」，聲音為「體」，離開聲音沒有「名」的。這樣，所以語言的時候呢，語言是

講的啊！講的啊！不是字來的啊，不是文字來的啊，因為世界上先有語言還是先有文

字呢？答案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這樣，後來就經過幾千萬年了，那些人還都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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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都沒有文字的，這樣，然後那些叻的人就想，「講話就口講無憑啊，立紙為

據。」一立紙為據就有字了。

這樣中國人就「結繩記事」，是吧？「結繩記事」的時候，那個就是字的開始

了，其實都未到字，一個 symbol，代表一些東西，代表字，這樣就開始，這樣後來

看到雀仔踩在地上的痕跡，於是就發明字，發明文字。這樣，文字又不是一種東西

啊，「獨體為文，合體為字。」這就是說，有些字是自己一個結構的，有些字是兩種

東西合在一齊，譬如我說，那個「允」字，它是獨體；「何」字是合體，因為「人」

字做個「可」啊，那麼這個叫做「文」，那個叫「字」，這個就是中國（字）的特

別。但是，現在講的這個是印度啊，印度不是這樣啊，印度全部都 spelling，全部都

alphabet，那麼講到下面呢，印度就只用「文」的，沒有那個自然「字」的。

這樣下面就看回這個「名」，「名」之後呢，「名、句、文」，甚麼叫做

「句」？他說，「云何句？」甚麼叫做「句身」呢？這樣，「句身」的「身」字是怎

樣解釋啊？眾數，這就是說那些句子眾數。他說，「謂於諸法差別增語為性」，「諸

法差別」，就是在諸法自性之上，是用一些東西去描述它，這個描述就是「差別」，

描述它的特性就是「差別」，這樣描述特性的時候構成的語句，這樣就叫做「句」，

但都是增加語言的，這樣的時候就不清楚的，這樣在諸法的不同狀態之上增加語言就

叫做「句」。那怎樣叫做在諸法描述它增加語言的「句」呢？就舉個例，他說，「如

說諸行無常」，這一句。

那麼「諸行無常」，「諸行」是甚麼呢？「諸行」是自性來的，「無常」是差

別，去描述這個「無常」怎樣「無常」，述說那個「無常」，那些「諸行」的特徵

的，述說它，這樣所以呢，「諸行」這個自性呢，在這個語言裏面的句，我們叫做

subject，我們叫做主語。那麼這個差別呢，描述這個主語的那個描述的文字或者語

言呢，叫做 predicate，叫做謂語。這樣構成一個語句，叫做主謂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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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是「句」了，主謂語句，主謂語句，這樣就兩種東西，一種是「自

性」，一種就是甚麼？「差別」，這樣就構成語句。那麼，這樣的講法的時候呢，其

實呢，他是未懂語言學的，在現代不是這樣講的，現代的那個語言學裏面，未必是有

那個「自性、差別」的。甚麼叫做語句？一個語言能夠將它圓滿的意思表達出來就是

語句。譬如舉例，這些東西好不好吃啊？這個答案你不會說，這些東西很好食，沒有

人這麼說的，他說一個字而已，就是甚麼啊？好！是吧？好！「好」就是語句了，未

必是有主語的，它已經成為一句語句了。

但是，因為舊陣時的人對語言學的了解沒有這麼清晰，因為我們現在經過千幾年

之後，我們對甚麼叫做「語句」？「語句」有幾多類？我們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現

在這樣的語句呢，是一個陳述句，但是，除了陳述句，還有很多其他的句啊，還有感

嘆句啊，還有疑問句，還有祈使句啊！有四大語句。陳述句呢，就可以判斷是非的，

譬如說，這些東西好吃！不好吃！這樣我們就判斷到了。

譬如說，「這些食物挺好吃啊！」這樣可不可以判斷呢？不可以的，你個人的感

覺而已，你讚嘆，那麼這個語句是讚嘆，它沒有真假值。這樣我問：「這些食物好不

好吃啊？」這樣又一句了，它也是沒有真假值的，我問你而已，我沒有說好吃，沒有

說不好吃，那麼這個是疑問句，是吧？這樣，「拿去吃吧！」「拿去吃吧！」它都是

語句啊！但那個意義不同，「拿去吃吧！」是希望你吃，祈使是希望你吃，那麼這個

語句是不同的。這樣就是四大語句。

那麼，現在梵文所講呢，現在透過梵文講的呢，講不完所有的語句，這個例子只

是其中一種，這種語句我們叫做陳述語句，陳述語句可以做判斷的， judgement，

可以說是真的，可以說是假的。譬如，好像「諸行無常」，我找到一種東西是

「常」，那麼這句語句是假的，是吧？這句語句是假；要所有事物，件件都「無常」

的，找不出一個「常」的例，那麼這句語句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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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語句在邏輯上、哲學上還有很多種分法，有些是綜合的，有些叫做分析

的，那麼這句語句是綜合還是分析呢？這句語句是綜合的，你會見所有的事物，看一

下相機是不是常的，看一下桌子是不是常，看一下人是不是常，是吧？這樣在觀察了

所有你能夠觀察的事物之上，就綜合它，叫做「諸行無常」。但是，有些句子是不需

要的，那個句子本身就決定它是真或是假的了，舉例，他說，「紅花是紅色的。」一

定對，這句在邏輯上叫 tautology ，一定對，你說它 redundant，你說它多餘也可

以，紅花肯定是紅的了，都說明是紅花了。

這就是說，那個主語呢，即自性呢，自然是 imply那個 predicate，好像這樣的

語句，那個主語本身是圓滿地包含了下面那個謂語的特徵，紅花，它自然是包括紅色

的了，這樣還有啊，紅花還有是甚麼來的啊？除了是紅色，還有甚麼特徵啊？還有是

花來的啊，那麼如果你說紅花是紅色的，這樣又是真的，這種真呢，叫做 analytical

truth，是分析地真，這樣，牟宗三先生就最叻這種了，這些是分析地真，是怎樣的

真？綜合地真。

那麼，這些是讀語言學與語言哲學裏面就要講了，舊時的人就是這些學問未到

（位），所以我說，常常說現在的人叻，現在的人叻過舊時的人，他這樣的講法其實

是不好的，即是世親菩薩未到家，就是未必是需要有個謂語去指謂的，一個字也可

以，因為他們對語言學未到現在的那樣精，這樣，所以你不要取那些不精的地方，你

要取精的才對，這就是說，現在的人要補充了，就是說佛學本身都要補充，如果做一

門學問，你只是懂佛學，你不懂另外的學問，你不能跳出佛學。

這就是說，你讀因明（學），你只是懂因明，你對（被）因明箍死了，你要讀西

方邏輯，你要讀現代邏輯，你要讀傳統邏輯，你要讀量化邏輯，你要讀多值邏輯、模

態邏輯，邏輯都有幾十種啊！原來！這樣，在幾十種邏輯之後，再回來看因明，這樣

你對因明就了解了，還有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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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佛學一樣，讀佛學呢，普通就是轉述釋迦牟尼佛所做的東西，這樣就讀佛學，

但是你要將佛學發揚光大與這個時代相應呢，這樣你就不能只讀佛學了，你要讀些心

理學，你要讀些社會學，讀些語言學、人類學，這樣，還讀些西方哲學、中國哲學，

取其精華，這樣你就將佛學的思想就澄清得條分縷晰，還可以有創見。如果你未得到

那些知識，單讀佛學的時候，抱殘守闕而已，不能夠將它與時代相應，那麼有些單讀

佛學的人就說我亂 了，這樣你就不要相信我講的話，這個是我個人讀佛學的感受，噏

那麼你的感受可能與我不相同。

不過呢，就給一個這樣的特殊的感受，告訴你知道，你接受或不接受是由閣下自

己的判斷，我就不要求你接不接受我的講法。不過，講出來的時候，就知道在這個世

界應該將佛學推廣的時候，一定要有新的東西加進去的，新的元素加進去，好像佛學

在中國，因為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就開出了新的佛學，叫做

「禪宗」，是吧？在印度為甚麼開不出「禪宗」呢？為甚麼中國可以開啊？因為印度

沒有中國的那種傳統文化，就開不了，而在印度沒有中國文化就開不到「禪宗」，中

國有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印度的佛學加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進去，就推出另外一種存

在的形態，佛學修為的一種存在形態，這樣，於是它可以不朽，還有呢，不但不朽，

是適合當時那些經教被燒光了的時候，被唐武宗三母子一等人燒光了之後，但佛學仍

然保留興盛的狀態，因為與時代相應！

如果我們現在讀佛學，讀來讀去都是一千年之前的東西，與我們的生活完全不一

樣的，不相應的，與我們的思想不相應呢，那麼那些佛學不能夠在你的腦袋裏面產生

積極有效的作用，更加講不到怎樣將它發揮了，這裏講多了，講多了。這樣，這個

「句身」，「句身」就是一個語句，一個語句，講到語句的時候，我就很多東西講

了。這樣，他用的這個就是主謂語句做例子，這個主語就是「諸行」，在佛學裏面它

叫做「自性」，這個主語叫做「自性」。

那麼，一定有個謂語去 modif它，modify，modify即是述說它，即講出它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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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述說它，加個 predicate 去述說它，所以這個後面叫做「差別」。這就是

說，「自性」與「差別」構成一個陳述式的語句，陳述式的語句一般是用來判斷的，

有真假值，但不是所有語句都有真假值的。不過，現在世親菩薩所舉例的這個是語句

當中的四種的一種，但這種是最重要的，因為有真假值。有些語句沒有真假值，我

說，請你食飯！這是沒有真假值的，我心裏本來不是請你食飯都可以啊！（譬如）

說，挺好吃啊！或者真的不是很好食都可以啊！我就是這樣讚嘆兩句而已，這樣是不

是好或不好，都不知道，這樣就沒有真假值。

那麼，這些就有真假值了。這樣，因此蔣維喬先生就說，於「諸行無常」這句裏

面，「諸行」呢，「諸行」梵文的名字叫做 abhi sa sk raṃ ā ， sa sk raṃ ā 是

「行」，abhi是「諸」，這樣，就是「自性」，諸法自性，這個「諸行」。那麼

「無常」呢，anitya，這個就是「無常」，「nitya」就是常，加個「a」在前面呢，

就是一個否定的，否定的一個叫做 prefix，叫做前加的前綴，prefix中文譯做前綴，

加個前綴。這樣，無端端加些東西進去都可以啊，因為在西方的那個語言呢，它有

suffix在後面加進去叫後綴，前面呢，prefix，加一塊在前面都可以。

那麼，這裏加在前面的這個「a」字，就是代表否定，即不是「常」，這就是

「無常」。這樣，合起來就變了「諸行無常」了，後面那個呢，叫做「差別」，這

樣。那麼，至於這個「句身」呢，一定有個語句，就是說有兩種東西組成的。那麼，

至於這樣的「abhi」，這個「a」與「b-h-i」，這個「s-a-ṃ」，又「s-k- -r-aā 」，

這些這樣的一個個的，alphabet，這些字，我們叫做甚麼啊？alphabet我們叫做字

母。這些字母在梵文裏面，在佛學裏面我們叫做「名」，這個「名」不是名稱的解

釋，又不是字的解釋，這個「名」就是字母。

於是呢，每一個「句」、「名」，都是由「文」所造的，這些就是「文」了，譬

如，好像說「無常」那樣，anitya，這樣有一、二、三、四、五、六，六個「文」所

組成，那麼這個就是「文」了，這樣「文身」就不只一個了，這裏是六個。這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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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云何文身？」「謂即諸字」，「諸字」這裏講得不好，譯得不好，因為不是一個

字，一個「字」就是甚麼啊？一個名來的，中國字的一個「字」是一個名來的。但是

呢，這個「字」是字母的解釋，這處加多一點，這樣，「文」就是一個字母，這樣能

夠表達那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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