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廣五蘊論》，這樣《大乘廣五蘊論》，我們就講那個「別釋行蘊」，「別

釋行蘊」我們就處理那個「心不相應行蘊」的部分。 這樣，「心不相應行蘊」這部

分就講到最後的一個，即是「名、句、文」的「文」，「名、句、文」的「文」。 

這個「文」呢，他說，「云何文身？」這個「身」呢，上一次講了， 數叫做衆

「身」。 他說，「謂即諸字」，這就是說，這個「字」等於字母，那個「文」字就

是字母。 這樣，「文身」是眾數，所以有時候在漢語裏面那個「身」字代表 數，衆

而另外在那個「字」的前面加個「諸」字，「諸」字這個形容詞一加上去呢，這樣後

面的那個是 數，單一個字不可以說「諸」字，「諸」字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才可衆

以說「諸」字。 

這樣，「文身」即說不同的字母，即是「a、b、c、d 」，我們的不同字母，

這樣就說，「此能表了前二性故。」透過那些字母，就可以將前面的兩種體性，兩種

事物的體性可以表達出來，可以表達之後呢，可以使到聽者能夠了解。  這樣的時

候，前面的兩種性是甚麼呢？即是這個，即是「名」、「句」，這個「性」即是體，

將那個「名」的體就透過字母去表達，這樣比方我們說，「無常」這樣，不是，用

「諸行」，譬如「諸行」這樣，這個？abhisaṃskāra，這樣，這個就是「諸行」，那

麼 abhisaṃskāra 這個字呢，是要透過那些「a-b-h-i」，「s-a-ṃ-s-k-ā-r-a」，這些這樣

的字母去將它表現出來才可以啊，譬如「abhi」這樣，「啊」用「a」代了，這樣

「bhi」就讀「be」，這樣的時候，這些是聲音來的啊，這些聲音是用一個最基本的

音素去表達出來。 

那麼最基本的音素，在語言學上我們叫做最基本的音素，這些音素在這個佛學裏

面，它不是用音素這個名稱的，因為音素是一個很現代的語言學的術語，那麼他就說

「名身」，「a」是一個名，這個「b」是一個名，「h」是一個名，「i」又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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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譬如 saṃskāra，「s-a-ṃ」這樣就三個「名」去構成這個聲音「saṃ」，那麼

kāra，「k-ā-r-a」，這樣又用四個「名」去表達。 因此呢，他就說這個「名」呢，

「名」即是一個詞彙，一個詞語，那麼這個詞語就可以透過這個字將它表現、表達出

來，那麼你表達說「saṃskāra」，這樣你聽到了，聽到「saṃskāra」知道是「行」的

意思，現象的意思，那麼這個「saṃskāra」就是現象，「abhi」即是 多的現象，諸衆

行，諸就不是一個，是多（個），這樣，於是就了解到你想講的是甚麼，我所講的

「saṃskāra」即是行的意思，那麼你講的是「saṃskāra」，我收（聽）你的聲音，又

要收（聽）「saṃskāra」進入我的耳朵，這個「saṃskāra」有很多 syllables，那個

「abhi」就不理它，就這個「行」，「saṃskāra」是三個音節，三個音節構成。 甚麼

叫做「音節」呢？「音節」就是說在耳朵，你聽到的時候呢，是最細的單位叫做音

節，最細。 

譬如就這個「s」，它就「嘶」，就不構成音節，它不是最細的單位，要將這個

「s」加個「a」、「ṃ」，合起來「saṃ」，這樣就是音節了，你就很清清楚楚，

「saṃ」是一個很清晰的音響，你就吸收到這樣叫做一個音節。  「kāra」呢，「kā」

譬如沒有了「ā」的響音，只有「k」音，「卡（音）」，「卡（音）」的時候你都分

不清楚，我說「k」加個「ā」，如果沒有「ā」，你聽不到啊，你不能了達我在講甚

麼，但加個「ā」就聽清楚了，於是聽清楚就叫做一個音節。 

於是，「saṃskāra」是三個音節，伶伶俐俐地聽到是三個音節的，那麼構成這些

音節的最細的單位，我們就叫做音素。 音素，在語言學上叫做音素，這些音素就是

alphabet，就是現在我們的 alphabet，即是「文」，音素有兩大類，一類音素是

vowel，是元音，一類音素是輔音，叫做 consonant，輔音。 

這樣，通常一個語言一定有一個元音與輔音，甚至有些半元音的，這就是它本身

是輔音，但是帶有原因性質的，梵文有個「 r」字帶「點（.）」，那麼它是輔音來

的，那樣就當它元音用，當它元音用，這些是半元音。 這些在語言學上我們叫做音

素，音素，我們叫做 phoneme，phoneme。 一個音節我們叫做 syllable。由音節所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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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個「名」呢，我們叫做 term，這個 terms 可能是名詞，可能是動詞，可能是

形容詞等等，有個 term。 這就是說，「名身」呢，就是構成那個，不是，「文身」

呢，這些字母就構成「名」的「體（性）」，顯現這個「體（性）」，還有，人家聽

到這樣的聲音就知道你要講甚麼，於是呢，一方面是「表」，一方面是「了」。

「表」是講出來給你聽。 「了」就是你聽到那些聲音，就明白所講的是甚麼。 

這樣，明白那個意義呢，通常是約定俗成的，conventional 的，即是說，有些地

方是這樣了解，有些地方是那樣了解，譬如，這個「我」字呢，有很多語言去表示

的，（用）「我」又可以，（用）「吾」又可以，（用）「余」又可以，譬如，「余

致力國民革命」，「余」即是「我」，是吧？ 這樣就是說，在某一個地方，當第一

身的音呢，「余」就是第一身了；在另一個地方，「吾」就是第一身；在另外的地

方，「我」就是第一身。 

譬如，有些上海人，「儂」是（第一身），「儂」，「儂」字就是「儂本多情」

的「儂」，「儂」即是我，這個「儂」就是我。 這就是每一個地方有一個聲響，透

過聲響去表達意義，這個意義構成一個 term，這個 term 與那個 meaning 意義是約

定俗成的。 這就不是說構成聲音一定有意義的，那麼有些聲音是有意義的，有些聲

音是沒有意義的，通常是人為的聲音才有意義的，自然的聲音是沒有意義的，風吹雨

打，這樣的聲音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現在這些「名、句、文」是有意義的，是人造的、人為的，artificial，是

人所做的。 這樣就說，用透過「名」就構成這個，不是，透過「文」就構成這個

「名」了，而且（透過）「文」，「文」又可以組成這個「句」，是吧？組成一個

「句」，「名」所組成這個「句」的時候呢，都要靠透過「文」表現出來，你要透過

這樣的字母，你就聽到，然後就了解這個句的含意。 

譬如說，「諸行無常」，這樣變成一句，就這樣「諸行」呢，它只是一個

「名」，那個「無常」，都只是一個「名」，但無論是「名」也好，「句」也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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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事物的體性呢，是要靠這個「文」去將它表達出來，你要靠這些「文」所發出來

的聲音去了達它表達甚麼意義，這樣叫「文」。 所以，「文」是沒有甚麼特別的自

己的自性的，它沒有自己的自性，只是聲音來的，這些聲音因為構成這樣的結構，是

增語，全部是增語來的，在增語之上呢，就分開，因為它是字母，所以叫做「文」。

這樣，下面再解釋，他說，「亦名顯」，這個「文」字是顯的意思。  這個

「顯」是指甚麼呢？「謂名句所依顯了義故。」是這個「名」的體（性）與「句」的

體（性）要依它，「所依」是依它，這個叫「能依」，這個「文」是「所依」，這

樣，於是這個「名、句」依這個「文」就顯現出來，顯然出來呢，又使到人聽了就了

解那個含意是甚麼，所以，它又解作顯的意思，就將它的意義顯示出來，顯示出來。

 

這樣，「亦名（為）字」，亦叫做「字」，但是，這個「字」字不要當作是中國

人的字，這個「字」是翻譯得不好的，其實「字」即是字母的意思，alphabet，這個

「文」字即是字母。  那麼，怎樣叫做字母呢？所有字母，他解釋，「謂無異轉

故。」他說一種字母所發出的聲響不能夠轉做第二種字母，是獨立的。 譬如，好像

「a」字就是「a（粵音：啊）」的聲音，「e」字就是「e（ 音：姨）」的聲音，粤

「a」字就不可以轉做「e」的，「e」字又不可以轉做「a」的，這樣叫做字母。 這

樣的字母叫做「無異轉」，不能夠由一個音轉到另一個音的，「k」就「k」音，

「b」就「b（爸）」音，「k」是「k（卡）」音，這樣這些音都不可以轉到第二種情

形的，這樣叫做「無異轉」。 

這樣下面呢，這些文字就是世親菩薩所講的，一千六百年前的語言，這樣，所以

將這些語言講作現在的語言去了解就隔了一層紗了，那麼就要加現在的話去講，這樣

才能明白。 這樣下面的釋文就是安慧菩薩所做的，安慧菩薩就說，「前二性者」是

指甚麼呢？他說，這個「文」是「前二性」所表了，是吧？  這樣，「前二性」就

說，「前二性」就是自性，那個「自性」與「差別」，就說這個「名」、「句」所構

成這個前面的這個叫做「自性」，後面的那個叫做「差別」，「自性」與「差別」都

是「名」來的，是吧？都是「名」，因為語句，一說「自性」與「差別」就是一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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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這個語句的前面的那個叫做「自性」，後面的那個叫做「差別」。 

譬如，「諸行無常」，「諸行」叫做「自性」，來分別這個「諸行」是甚麼的樣

子啊？是「無常」的，這樣「無常」就叫做「差別」。 這樣，這些「自性」與「差

別」，這些每一個「名」呢，每一個「名」都要靠那個「文」去構成的。  這樣，兩

個「名」構成一個語句，一個叫做「差別」，一個叫做「自性」，這樣它們本身亦都

要靠這個「文」去顯示出來，你聽的時候，透過這些顯示就了解它了，這樣叫做「自

性」與「差別」。 

其實，「自性」與「差別」即是「名」與「名」所構成的語句，在語句上就分開

前面叫做「自性」，後面叫做「差別」，而每一個「自性」本身與「差別」本身都是

「名」來的，就像剛剛講「諸行」是一個「名」，那個「無常」又是一個「名」，這

樣。 這樣就「顯」字怎樣解釋呢？「顯」是顯了的解釋，「顯」是顯了，這就是

說，靠那個「名」呢，不是，靠這個「文」啊，這個字母就顯出那個「名」與

「句」，它構成的「自性」，構成的「差別」，使到你明白它講甚麼。 

這樣，如果沒有了那些字母呢，那麼就不能夠構成那個「名」與「句」，這樣就

不了解一個語句裏面的「自性」是講甚麼，「差別」是講甚麼。 這樣，下面就是蔣

維喬先生的注（解），他說，「二字以上就叫做文身」，即說這個「身」字呢，一定

是兩個文字，這個「字」就是字母，兩個字母以上叫做「文身」，單一個字母就不能

叫做「文身」的，叫「文」，不叫做「身」。 

這樣又說，蔣（維喬先生的注，）「表了前二性」是怎樣解釋呢？他說，這個

「文」字就構成那個「名」、「句」所依，剛剛我們講過「名句所依」，構成「名」

的所依，還有「句」的所依，構成「名」與「句」的所依，所以叫做呢，構成

「名」、「句」所依呢，故能表顯出與了達，他自己講的人是表示、顯示出，聽的人

就了達「名」、「句」的體性，還有含意。 如果沒有了「文」這樣的字母呢，就不

能夠表示、表達給人聽，既然不能夠表達心中講甚麼，你就不能夠靠它去了解我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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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所以有一個表了的作用。那麼這裏說呢，這個「文」字又解作字，為甚麼叫做

「字」呢？因為它「無異轉故」，是「無異轉」。 「無異轉」，那甚麼叫做「無異

轉」呢？這樣他就舉例了，他說，好像「a」字、「e」字這些「文」，「a」就是漢

文寫的「阿」，那麼這些括號是我加的，就是括號裏面的這些字母呢，就真是梵文來

的，這個音就讀「阿（a）」；這個「i」字在梵文就不是讀「埃（音）」的，就讀

「姨」音，「姨」音，一個音而已，英文的「i」字呢，有時讀「姨」音，但有時讀

「埃」音的，是吧？英文呢，就一個字母有很多個音的，很多個音，譬如這個「 c」

字都有很多個音，讀「s」音又得，讀「k」音又得，是吧？英文「abc」的「c」字，

這樣就一個字母可能有幾個讀音，但梵文不是（這樣）的，一個字母讀一個音，是很

清楚的。為甚麼英文這麼複雜？因為英文呢，不是純粹的英文來的，它有些是德文過

來，有些是挪威文過來的，有些是拉丁文轉過去的，有些法文轉過去啊，所以，由於

是很多的文字炒雜碎，炒成英文的，那麼炒雜碎炒成英文，於是英文的一個字母呢，

可能在某些字元上，可能「c」字不是讀「k」音的，是（讀）「s」音的，那麼，有

些地方「c」字是讀「s」音的，等等，這樣的時候就一個字母就可能有很多（讀）

音，很多（讀）音。 梵文呢，可能這個真是純粹的人造語言，因為初初佛在世的時

候，都不是用梵文講經啊，用甚麼講佛經啊？用方言講經，即時去到某個地方講甚麼

話（方言），那麼釋迦佛就用那種話（方言）去說法，就不是用國家的語言或母語，

就是國家的國語去說法，不是的，用方言。 

這樣，所以發現現在的基督徒去傳教的時候呢，  潮州人就用潮州話去講福音

的，是吧？上海人就用上海人的話去講福音的，你是廣州人就用廣州話去講福音的，

你是北京人就講北京話去講福音的，那麼這個是對的啊，因為宗教最主要是你聽得百

分之一百清楚知道。 如果我用另一種語言講的時候，你可能不清晰，這樣用回土話

講，方言講是很合理的。 這樣，佛教的這些經論全部是用方言講的，方言講就後代

的人在佛入滅後三、四百年之後才寫成這些文字的，寫成這個梵文，但現在無所謂梵

文不梵文了，是你用甚麼話（方言），都是這樣的「a」啊、「e」啊，這些這樣的

（讀）音，那些音式，那些我們叫做元音或者輔音，這些這樣的字母構成的，不過，

構成之後呢，就構成不同的語言了，就是任何語言都是這樣構成的。 那麼，中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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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不是這樣構成啊？中國語言是一樣的，不過中國語言的時候呢，因為我們先要了

解先有語言，後有文字，這樣有了語言，那些人就構造一些新的方法是記錄這些語言

的，那麼，記錄語言用的工具是文字。 

那麼，中國人就很不好彩，我們的祖先開始記錄文字的時候呢，記錄那些語言所

用的文字，就是用方塊字去表義的，譬如那個「因為」的「因」字，這樣「因為」的

「因」字就一個大的框框，裏面有個「大」字，那怎樣表現這個大的圈圈，一張床，

鋪在地下的，榻榻米的那種床，這樣有個「大」字呢，一個人那樣躺在那睡覺，這樣

就是「因」了，那怎麼解釋啊？「因」即是依也，是那個人依 那塊地去睡的，這樣着

叫做「因」，這就是表意了，這個「因」字就表意。 

這樣，所以後來這個「因」字就轉解作因為等等，但通常是（解作）依的，我們

的佛經裏面講的「因」字多數是依的解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了，「相因待」，

是吧？「相因待」就是你依我，我依你，你靠我，我靠你，這樣是「相因」啊，互相

是「相因  」。  「相因」即是你依我，我依你，你依我，而且這個「因（拼音：

yīn）」字呢，「y 呀」音開始的，這個「依（拼音：yī）」字也是「y 呀」的聲音，

是吧？這個「因」字（拼音是）yīn「因」，它都能用字母串得出的。那個「依」

呢，（拼音是）yī「依」，是吧？這個「依」音是「y 呀」音，即是 yī，yī「依」，

或者 jī，正式用的字母是用「j」的，這樣就「jī」。 這就是說，它們用的音的本身都

是有元音、輔音構成的，不過呢，中國人就不是將元音、輔音清清楚楚的在文字上顯

現，這樣文字上就用了方塊字。  而梵文就不是一開始用方塊字，一開始就用甚麼

啊？標音的文字，就是這個「阿」音，於是就用一個字母代「阿」，用個「a」字代

「阿」，這個「姨」音，這樣就用「i」字去代。 

那麼，初初寫也不是這樣寫的，因為它自己有「阿」字觀，「a」字那樣寫的，

不過現在的我們將梵文那個「a」字的寫法呢，將它叫做羅馬化，romanize，是吧？

即是說通行我們英文的那些字，是羅馬化，用羅馬的，因為羅馬常用都有些這樣的

字，這個羅馬化就是 romanize。 那麼，現在我們買一本詞典，買本 sanskrit，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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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的字典 ，有兩類或者講三類，一類純粹是原有的那些，譬如天城體，這樣全部

都是天城體的，它沒有羅馬字的。 這樣，第二類的梵文字典呢，它又有羅馬字，全

部都是羅馬字的，沒有原有梵文天城體那樣的梵文字母。 這樣有一種呢，就兩種一

齊的，這樣就肯定最好了，即是原有的梵文的那些「a、b、c、d 」又有，又有羅

馬化之後的「a、b、c、d 」那麼你一看（就知道）原有是這樣寫的，現在是這樣

寫的。 這樣，原有是那麼寫的時候，就很麻煩了，我們打字打不出來啊，但是，現

在就將它 romanize（羅馬化），變了我們的電腦，我們的打字機可以打出那些梵

文。譬如，剛剛說的 dharma、saṃskāra，那些這樣的字，saṃs 它寫出來不是這樣的

啊，我們經過羅馬化，變成了這樣。 

好了，這樣就了解到漢語裏面呢，是很難了解這個「文」的，因為在中國傳統

上，千幾年前的人，根本不懂甚麼叫做「文」，不懂這個「文」，他只懂一個字，因

為「字」就是呢，但他不譯做「字」，他譯做「文」，因為「獨體為文，合體為

字。」他以為「字」就是最基本的代表這個音，基本的，其實就不是。這樣後來呢，

中國人在聲韻學發展到唐（代）就很發達了，守溫和尚有三十六字母等等，這樣的時

候呢，他們對中國的文字裏頭所發出的聲音是很專門的研究，這樣就構成一門學問，

這門學問叫做聲韻學。  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聲韻學，「聲」就是一個發音的開

始，那個字開始的，那個「韻」就是後面收聲那部分叫做「韻」。 

這樣，那些聲韻學家呢，百分之九十幾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為甚麼？因為那些

出家人了解梵文是甚麼來的，這樣，所以他們研究中國的文字就很有貢獻了。  這

樣，所以佛教對中國的人影響很大，因為除了在宗教上的影響，還有文化上的影響，

還有學術上的影響。 譬如，我們說聲韻學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但是，這門學問的

創造者是出家人來的，是比丘來的，是和尚來的，這個名叫做守溫和尚，這個名叫做

守溫，釋守溫，這樣就他們了解這個文字背後是記錄聲音的，這樣對中國的聲韻學很

大影響了，中國的聲韻學從唐（代）之後就很發達，這個原因呢，在唐（代）之前，

那些印度出家人來中國研究中國的文字與聲韻，這樣。 這樣，因此中國人自己呢，

後來讀了佛學就好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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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還不只啊，還有影響日本人啊，日本人空海和尚在唐代，是吧？來中國留

學，那麼日本沒有文字的，本來，於是他們學了梵文的那些方式，透過一個表音的符

號來製造出日本的文字，即是片假名、平假名，那些「 a、 i、 u、 e、 o、

ka、ki、ku、ke、ko、sa、shi、su、se、so、na、ni、nu、ne、no」，這些。 

這樣構成就好得意了，「a（ㄚ）、i（一）、u（ㄨ）、e（ㄝ）、o（ㄛ）」就

只是元音，「a、i、u、e、o」，全部是元音的，全部是元音，沒有輔音的。  那麼第

二組呢，譬如「na、ni、nu、ne、no」，這樣就「l」，「na」就是「n 一 a」是吧？

「那」音就「啊」，這樣，於是第一個字是一個 consonant，輔音，夾雜了一個元音

在後面，所以它不是純粹的，它不是純粹的 alphabet，它是將它夾雜了的，夾雜了

alphabet  與那個  vowel ，即將它夾雜了  consonant  與  vowel  一致的，即

「a、i、u、e、o」是純元音，當它讀「na、ni、nu、ne、no」呢，它就不是純元音

的了，是一個輔音兼一個元音，「na」，「ni」是一個「l」音兼一個「i」音，其他

一樣了，你讀「ka、ki、ku、ke、ko」就「k」音，加個「i」就「ki」，是吧？「ka」

就「k」音加「a」，即等於我讀 saṃskāra，是吧？這個 saṃskāra，諸行的「行」

字，這個「kā」就「k 一 ā」，是吧？這樣就橫著有一劃的，這個「ā」字就橫著有

一劃的，這樣橫著的一劃即是 long「a」，即是這個音是長音，即是我剛剛說的

saṃskāra，「a」字上面有一劃的，這一劃即是 long「a」，即是這個音是長「a」，

拉長去讀，如果沒有畫一劃呢，一般那樣，短的，short，short「a」，這樣。 

那麼，就證明中國人就很困難了解甚麼叫做「文」，即是講不清楚，除非那個學

者是懂得印度人的那個語言，又懂得中國語言就知道它的那個差異。 這樣，中國的

學問要懂文字學，還有聲韻學，這樣你就懂少少梵文，這樣你就讀得掂（明白）這些

文字，那段意義。 所以，讀佛經都未必個個讀得清楚的，因為他不是了解這些這樣

的文字，他都不了解甚麼叫做「a、i」，這些「文」呢，就「但居其自性，不轉

」那樣，他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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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再看看，「a」與「i」這些「文」呢，「但居其自性」，即是「a」的體本

就是「a」，「i」的體本就是「i」，就不會轉這個「a」音而變為「i」（音）的，這

個符號你見到是「a」，它就是「a」，它不應該讀作「i」，這個符號是「i」就不能

讀作「a」（音）的，這樣是不可以異轉了，「不可異轉」。 譬如，我們中國的那個

「因」字呢，可以解作「依」，「依」字可以解作「因」，這樣在意義上可以轉啊，

是吧？其實那些語言呢，原來很多轉了的，轉了那種含意，將原來的含意轉了，但是

呢，這些這樣的 alphabet 就不能傳的，它是這樣讀就這樣讀，一萬年都是這樣讀的

了，不可以轉變的。 如果轉變了，那種語言就不是梵文的那種語言，應該都不能轉

變，譬如說，英文將個「 i」字讀幾個音，「a」字讀幾個音，是吧？「a」字有

long「a」，有 short 「a」，中「a」，這麼多種，又讀「at（音）」又可以，又讀

「a（音）」又可以，是吧？幾種讀法的。 這樣的時候，它可以轉，那麼轉呢，就不

是正正式式的「文」了，這就是說，這個符號不理想了，在印度的梵文就很理想的，

一個符號就一種讀法，就不能夠有兩種讀法，不可以轉另外一種讀法的，那麼這個就

是理想的，在語言上是理想。 

這樣，英文那麼難學啊，就因為它轉了很多，就是說表音文字你完全不查字典，

你未必懂得讀那個字，因為那個字怎樣讀，不定啊，是吧？不定的這樣就難讀了，因

為它可以轉另一種讀法，譬如，芝加哥，你讀「 chicago」還是「shicago」呢，

「ch」怎樣讀呢？你不查字典，你不可以亂讀啊，即是說你見到「ch」，你都不敢

讀，因為「ch」讀「sh」都可以啊，它的讀法不是一個符號一種讀法，一個符號有幾

種讀法，這樣就是「異轉」。 

如果一個符號，即是一個「文」是一種聲音，那個體就是那種聲音，就不能夠改

另外一種的，那麼這樣就最理想了，那麼，「文」的意思就是這樣，是一個符號，就

一種聲音，就不能夠讀兩種聲音。  這樣，「a」就不能夠轉移為「i」的，不可以。

這樣，蔣維喬先生他又舉例，他在漢語裏面的例子，這個例子你看一下對不對，他

說，好像漢語裏面的「葡萄」就變成「名」了，這樣，「葡」字是不懂解釋的，沒有

意思的，「葡」字沒有意思的，在漢語裏面，「葡」（與）「萄」合起來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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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葡萄」即是甚麼？葡提子，是吧？這樣只是「葡」字、只是「萄」字沒有意義

的，那麼「葡」（與）「萄」合起來就是一個「名」，「名」即是 term，即是一個

詞彙，這個 term 即是一個詞彙，一個詞彙，那麼這個詞彙呢，就有兩個 syllable 構

成的，一個是 「葡」的 syllable，一個是「萄」的 syllable，這樣他就說，「葡」

（與）「萄」單獨講就是「文」來的，就是基本的，構成這個詞彙自性的基本成分，

它的 components 就一個是「葡」，第二個是「萄」，這樣 compose 了，構成「葡

萄」了，這樣，所以在「葡」字本身看，在「萄」字本身，它是「文」，它不是

「名」，就這樣的「萄」字沒有解的，我說「萄」，你知道我講甚麼？是不知道我講

甚麼。 那麼「葡」呢，都不知，「葡」字，你以為是葡萄牙人，Portugal，以為是

（這樣），是吧？Portuguese，葡萄牙人，但這就不是，在中國，Portuguese 是外國

語文翻譯的，那麼現在估它是 Portuguese，但在舊時根本不懂有 Portuguese，根本

想不到是 Portuguese，這就是說，單獨這個「葡」字是沒有意義，那麼構成這個

「文」呢，構成「葡萄」這個「文」呢，構成「葡萄」這個，我們叫做「名」呢，就

有意義了，就成為有意義的「名」了。 

這樣，又舉例，又「文」這個字，梵文這個字「dharma」，dharma，dharma 是

一個「名」來的，dharma 是一個「名」，因為它有意義的啊，dharma 是甚麼啊？是

被意識的對境，意識能夠了解那種事物，那個事物叫做「dharma」。 意識很厲害的

啊，了解有為法、無為法、現在法、過去法、未來法、有體法、無體法，都全部包含

了，都是「法」。 那麼，dharma 是一個「名」，那麼 dharma 這個「名」由甚麼構

成啊？由這個「文」構成的，由這個「d-h-a-r-m-a」，這些這樣的每一個「名」，

哦，是每一個「文」，每一個字母所構成的。 這樣，我剛剛說，「葡萄」其實可不

可以說當作一個「文」來看呢？嚴格是不可以的，因為「葡」字是兩種聲音構成的，

「葡」字，是吧？一個「p-o-u」，「萄」是「t-o」，「p-o-u」是三個音素的，一個

「p」，一個「o」，一個「u」，所構成的「葡」；「萄」呢，「t-o」「萄」，這個

是「o」字不是一個音素，這個「o」字是英文的「a e i o u」的「o」字，是「o」與

「u」兩個音素合起來叫做「o」，「o」與「u」讀快一些，「o」，所以「o」字

呢，不是一個音素來以，「o」字；「a」字也不是，一個「a」，一個「i」合起來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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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吧？它不是單純一個 vowel  ，它是一個兩個元音構成的，英文那些

alphabet 是兩個元音構成的，它不是純粹的音素。 

這樣，為甚麼不講純粹的音素呢？因為在一千六百年前，所講佛經的時候，語言

學未發展到甚麼叫做音素，甚麼叫做元音，甚麼叫做輔音，甚麼叫做詞素，甚麼叫做

詞語，甚麼叫做語句，這些這樣的語言學的專門學問未發展到的，於是就求求其其

（隨隨便便）地講了，那些字母就構成了字，那些字就構成了名，名就構成了語句，

這樣就很基礎地、約略地講。 現在我們這樣講，就不是的，我們現在講語言學呢，

就不能那麼簡單講，語言學背後呢，有一套很複雜的一套學問在裏面，那麼你有興

趣，讀一下那些中大、港大的校外課程，就是「語言學導論」，這樣你就明白些了，

如果你在大學裏面是修讀過語言學，這樣就更加明白了。 

譬如，修（讀）過中國的聲韻學，你就會明白些了；修（讀）過中國的文字學，

這樣又會清楚些了。  譬如，語句，怎樣叫做語句呢？它本身是有個語法學做基礎

的。 這樣語法學呢，中國人有中國的語法學，漢語有漢語的語法學，英文有英文的

語法學，梵文有梵文的語法學。 這樣，所以你要懂梵文呢，你要懂得幾種東西：第

一種，要懂得梵文每個字母是怎樣構成的，即是說梵文的聲與韻怎樣構成的。 

第二呢，要知道梵文的字是怎樣構成的，一個字怎樣構成一個字，又知道那些字

怎樣構成一個語句，在語句的應用的時候是有規律的、有語法的。 這樣就梵文有梵

文的語法，那麼這些語言呢，它不是一個 living language，不是日常用的，是用來幹

甚麼呢，是用來寫作用的，即有些語言不是日常生活用的，是要來記錄的，因為人為

的語言差不多多數是記錄用的，就不是口語用的，好像我們的那些文言，現在我們這

些差不多都是文言來的，那麼這些文言我們在日常生活不講的啊，是吧？都是記錄那

些思想、事情，這樣，是用來記錄，古代的人是講的，這即是古代的文言怎樣啊？是

living language，是要講的，生活上的語言來的，但是過去了幾百年之後呢，那些語言

是死語言。 死語言並不是沒有用啊，死語言都有用的，因為一千年、二千年前我們

都知道他講甚麼，孔子講過甚麼，「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那麼到現

12



在我一讀都明白講甚麼，這就是全靠那些死語言告訴我們知道。 

如果 living language 就是講他那些語言用文字表達，用聲音去表達呢，這樣，孔

子講的那句話，即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是這樣的講法了，因

為那些聲音與我們的聲音不同，「知之為知之」，他那時候不是這樣的讀法，是另一

種讀法的啊，是另一種讀法，這是因為那些語言是不斷隨 時代變化是改變的。着  所

以讀英文呢，你讀回十五世紀的英文，你也不懂得讀，你都不知道講甚麼，除非你受

過訓練。 十五世紀的英文，因為它是標音文字，標音文字呢，就是要將口語怎樣

講，將它表達聲音，記錄聲音，這樣的時候呢，這些聲音是古代人的聲音，與現在有

很大的距離，就不明白，我們現在的人就不明白，除非你是專門在大學是研究十五世

紀莎士比亞的英文，這樣你就知道跟著變化了。 

譬如，好像「型」字，「型象」的「型」字，這個「型」字，現在我發覺，在地

鐵（看到）「這個人很型啊！」都有的，在古代沒有人用這個「型」字構成啊，「有

型」，「你很有型！」就有啊，加個「有」字在前面的，加個動詞「有」字在前面

的，但是「很型」都有的！ 於是，「這個人很 man 啊！」真是厲害！「man」字是

一個 noun 來的，就變了一個 adjective，變了個（形容詞），這個「man」字即是很

有男子氣概，這樣，在舊時不是這麼說的，在舊時我們不懂「很 man」這種東西，

那麼現在這個時代呢，於是將那個語法改了。 

這個語法可以隨時代改的，好像一個代名詞，舊時不可以前面有形容詞形容代名

詞，那個形容詞只是形容名詞。  那麼，現在我們說，很有自信的他！這樣都可以

啊，我們就那個「他」字前面加個「有自信的」，舊時，古代漢語有沒有這樣講的

啊？沒有的。 這樣，高行健的《靈山》，昨日拿獎的那個，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個，

他用的文字改變了很多啊，不同巴金那時候所用的文字啊，就不是因為巴金拿不到諾

貝爾文學獎，所以他的語言就不相同，就是現在時代改了，這樣就不相同了。 

那麼，這裏講多了，這個目的就是給你了解到在梵文裏頭所講的「名、句、文」

13



呢，這個「文」的本身就不可以用中國概念去了解它，一定用印度人的語言結構，這

個是一個字母來的，這樣了解，那些字母呢，alphabet 去構成一個 term，由 term

呢，我們就譯作「名」了，是吧？去構成一個「句」，一個 sentence，這樣。 

這樣的了解，這樣的了解就明白了，這就是說，你們座上的人對「名、句、文」

的了解是超過了唐代的人的，因為唐代的人是懵查查的（對）「名、句、文」，因為

中國人沒有啊，這種語言是沒有，除非他讀梵文，玄奘法師他可能就明白了，因為玄

奘法師怎樣啊？就是在印度用印度語言去演講的啊，教學的啊，因為玄奘法師在外國

教佛經的啊，教《攝大乘論》的啊，你讀一下《玄奘傳》就知道了，他教書的，他教

佛經的，這樣他就明白了，他住在印度十七年，這樣肯定明白了，但是其他的中國人

不明白他講甚麼的，因為那種語言是外國的語言，不是好像現在我們的每一個小孩子

讀書的時候，不是一年班了，讀幼稚園都讀「a、b、c、d 」的，讀英文，這樣在

舊時中國不是的，外國語言是很難學的。 好了，這裏就了解到甚麼叫做「名、句、

文」。 這樣，「名、句、文」都是一個增語來的，增加進去，在事實之上是用一些

符號代了些東西，那些符號沒有實體，在色、心，色與心的分位假立。 在某一種情

形，這個「阿」字呢，「阿字觀」的「阿」字呢，是代表甚麼，就另外給個意義，它

本身沒有甚麼特別意義的，那個意義是約定俗成的意義，約定俗成就是增語了，本來

沒有那種東西，是加進去的。 這個法體是存在，這樣用那些思想，或者是語言，或

者是符號去表達那種東西，這就是增加了，是增語，所以它本身就是沒有自性，這個

自性就是心的分位假立，或者色的分位假立，心即是精神活動，色即是物質活動。 

這樣，現在的「a、i、u、e、o」是色的分位假立，這是物質性的，是吧？聲音

是物質性的，如果不是物質性，你聽不到啊，這個耳識的對境，這樣就構成了，即說

這個含義呢，是約定俗成的，所以說是增語來的。 這樣，了解這些叫做「不相應行

法」之後呢，還要了解一個不相應行法，叫做「異生性」，「異生性」，異生是體。

「異生性」，異生是體，那甚麼叫做「異生」呢？「異生」是凡夫的解釋，他說，

「謂於聖法不得為性。」他說，這種體呢，異生體呢，即是說這個人他對聖法是掌握

不到的。 這樣，「聖法」是甚麼呢？「異生」就是五趣，「四生」就異類凡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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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聖法」就是無漏正法，即真如，「聖法」就是真如。 

這就是說，異生的人呢，即是凡夫，未證過真如的，那麼這種異生的體性呢，異

生的體性呢，沒有所謂異生的，沒有所謂異生的體，異生的體，即是說這些 生呢，衆

他是不能夠證入那個真如法性這種聖法的，假立叫做「異生」，假立叫做「凡夫」。

這個人就有啊！這個人是甚麼啊？是五蘊來的，這個人是五蘊來的，這個五蘊，有些

五蘊可以證入真如體性，有些五蘊的生命體是未證入五蘊（真如體性）。 這樣，就

這個特殊情況，即是未能夠證入真如那些五蘊的生命體，不能夠證入真如的五蘊的生

命體，五蘊的生命體即是 生啊，記住！五蘊的生命體即是 生！因為 生沒有一個衆 衆 衆

靈魂的，在佛教裏面是五蘊合成假立這個 生。那麼，這個生命體呢，由於他未能夠衆

證入真如，未能夠證入聖法，就給個名叫做「凡夫」。 

所以，凡夫是沒有體的，凡夫的體性是沒有的，凡夫的體性是甚麼？要靠五蘊的

那個存在形態，甚麼存在形態？這種五蘊是未能夠證入到真如的，那類五蘊，那麼這

類五蘊叫做「異生性」。是異生的體，這樣。 那為甚麼凡夫叫做「異生」呢？在玄

奘法師就譯做「異生」，在鳩摩羅什譯做「凡夫」，這樣是翻譯的不同。 

那麼，這個凡夫叫做「異生」的原因呢，凡夫是怎樣呢？是在五蘊，在五蘊體

上，假體，在五趣是流轉生死，是今生的生存形態有異於來生的生存形態，來生的生

存形態有異於來來生，因為今生可能人，來生可能天，再來生可能阿修羅，再來生可

能地獄，再來生可能餓鬼，再來生是畜生，再來生又變回人，都未定，於是不斷轉

變，不斷改變，改變就是異，就是說轉變的形態有改變，有異，這樣，所以就叫做

「異生」。 佛就不是了！佛可不可以改變做畜生？不能啊，他是佛了，佛就是佛

了，他不能夠再改變的，譬如，我證得了不來果，證得了不來果，你就是聖人了，你

不能夠調轉頭變做凡夫的，你的果位決定了你的，你到了的境界不會回過頭（倒退）

的，即是說，現在你沒有煩惱，不會突然間變得有煩惱的。 

雖然天台宗說佛都有煩惱，但這個煩惱不是這樣的解釋啊，佛都有惡性，不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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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個解釋的，是因為佛能夠攝 生， 生的惡，佛能夠知道 生的惡，如果他完全沒衆 衆 衆

有對惡的這種了解，他怎麼會知道 生的惡啊？他自己要了解這個惡才可以，了解惡衆

就是說他沒有排除這個惡性，在認知的角度，他沒有排除惡的性， 這樣才能了解。

所以，有人問，兩個人傾偈（對話），我說：「你是狗屎來的。」那麼你說：「我見

到你是佛。」這樣，誰比較高啊？你見到我是佛，你是高，我見到是狗屎，我是低，

因為我只是認識狗屎這些污糟邋遢的東西。 如果你的生命裏面，你所認知的是佛來

的，是完滿的，是清淨的，這就是你想的，思想全部是清淨的。 如果你沒有這些清

淨的東西，你不會說我見到你是佛，不會這樣說的，如果你所想的東西全部都是污糟

邋遢的，你說人都是污糟邋遢，說你是賊，說你是狗屎，說你是垃圾，這篇文章是垃

圾，這樣就是你的腦裏整天堆滿了垃圾。 如果你的腦裏面沒有垃圾呢，你不會說這

些是垃圾文章，不會的，是吧？這是很有意義的！這一點，我覺得很有意義！所以，

那些佛學的東西，看一下（禪宗）語錄其實很有意義的，裏頭很有意義的，看你用甚

麼角度去看，反映了很多人生的百態。 

所以呢，佛都不排除惡，如果他是完全沒有惡性呢，他就不知道他的惡，即這個

生的惡，他能夠了解惡的時候，因為我們不能夠了解我們生命以外的東西啊，即是衆

唯識啊，是吧？如果你的生命根本沒有垃圾，你不會了解垃圾，亦都不會講垃圾。如

果你的生命裏面沒有佛這麼崇高的理想人格，你不會了解到佛這種東西啊，你要有才

能了解啊，那麼如果佛沒有惡這種特徵，他怎能夠了解這個 生的惡呢？所以天台宗衆

只從這個角度呢，所以說佛都有惡性，這樣是另外一種學問，這個不是印度佛學，這

個是中國佛學，是中國人的一種特別，那麼我們中國佛學知道很少的，這些都是看牟

宗三老師的文章所了解的，就不是在佛典裏面可以明白，因為這個是天台宗將佛法那

種道理再發揮所討論的，這樣到這裏我要暫停。 這樣了解「異生」，「異生」就是

說這些凡夫在「五趣」裏面不斷轉變那個生命形態，這個生命形態不斷有更異有改變

的，所以叫做「異」。 這樣，又在「四生」上又有異，有些是胎生，有些是卵生，

有些是濕生，有些是化生，等等，它是不斷改變、轉異的，這些生命形態不斷地有所

改變，有所轉異的，這樣，所以這些 生呢，這些凡夫 生呢，叫做「異生」，是衆 衆

吧？ 「異生性」呢，即是說那些凡夫他們具有不能夠，尚未能夠了解證入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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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體的，那麼在這些他不能夠了解與證入諸法實性的真如體，就假立叫做「異

生」，他含有異生，這個是異生的體，「異生性」。 

那麼，其實沒有「異生性」的，「異生」這種體是假立的體，是指某一類 生他衆

未能證入聖法，未能夠用般若智了解真如，這樣就假立這個名稱叫做「異生」，就並

不是真的叫做「異生」。 那麼，這裏是「不相應行法」，在心法上分位假立，在色

法上分位假立，這樣的講法，那在這就講完了。 我繼續下去，講「五蘊」現在全部

講完了，現在我們最後的那個「心不相應行法」都講完了，這即是「行蘊」講完了。

 

這樣，「五蘊」是有「色、受、想、行、識」，是吧？這樣，今晚一定要講到

「識蘊」了，那麼「識蘊」就比較簡單，沒有那麼複雜，「五蘊」裏面最難了解是

「行蘊」，最多東西是「行蘊」，因為它包括四十九個心所，與十四種不相應行法，

這每一種都很複雜的。  那麼，現在看的「識蘊」就簡單，「識蘊」呢，這個唯識

啊，唯識講的「識蘊」是有八個，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識，這六

識是其他各派都共許的，這樣有兩個添加進去，一個就是「末那識」，一個是「阿賴

耶識」，這樣就八識。  這樣，其餘的宗派，就是講六個識的，唯識家是講八個識

的，這樣「識蘊」就講八個識了。 

這樣，「乙五」就是「別釋識蘊」，那麼「云何識？」甚麼叫做「識蘊」呢？

甚麼叫做「識蘊」呢？那麼「識蘊」有個定義，「謂於所緣了別為性。」它對攀緣的

事物能夠清楚了解是甚麼，所以，「識謂了別」，「了別」即是，「了」是了解，

「別」就區別。 為甚麼要區別啊？它白就區別出非白，紅又區別出非紅，人就區別

出非人，是嗎？這樣，這個「識」能夠分別，能夠區別出這種事物與另一種事物的不

同，所以叫做「了別」，又叫做「分別」。  「了別」，「分別」，「了」就是明

了，「別」就是分別，能夠清清楚楚分別出此與彼不相同的是甚麼，相同的是哪一

點。  這樣，通常我們了解兩種東西，「同」與「異」都要區別，這樣這個就是

「識」了，這個「體」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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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識」就不只是叫做「識」的，有時候叫做「心」，所以說，「亦名

心」，這就是說，亦名為心。 這樣，叫做「心」的時候呢，那麼叫做「識」的時候

呢，一般是六識，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識，叫做「心」呢，就一個，這

個就是「阿賴耶識」，又叫「阿陀那識」。  「阿賴耶（ālaya）」或者「阿陀那

（ādāna）」，這樣，這個「阿陀那」已經變了音，應該在古代這個音是「阿丹那

（ādāna）」，這就梵文字，古人譯它做「阿陀那（ādāna)」，那麼「阿」字現在可

以讀做「（粵音：）阿 ō」的，但如果跟足那個梵文的讀法，我們讀「阿陀那」，繼

續這個讀法，即是阿（粵音：柯 ō）難又叫阿難，是吧？一樣了。 

那麼，阿（粵音：柯 ō）彌陀佛，就應該是阿彌陀佛才對，是吧？因為梵文是

「阿 ā」的，這個「阿 ā」字代表「無」的意思啊，因為無量壽、無量光啊，

amitābha  這個字就是無量壽、無量光的解釋，因為它有意思的，為甚麼是

amitābha？這個「阿 ā」字是代表甚麼？「mitā」又是代表甚麼？「mitā」就是壽，

無量壽，所以 amitābha 正確的音譯叫做無量壽佛，是吧？這是一樣啊！無量壽佛就

是阿彌陀佛，即是阿彌陀佛。 

所以，「阿（粵音：柯 ō）字」正確讀「阿 ā」，這樣，但是古代人讀「阿

ā」，現在的人個個讀「阿（粵音：柯 ō）」了，我也讀「阿（粵音：柯 ō）」了，

譬如好像「阿（粵音：柯 ō）賴耶」，我們都不讀「阿（ā）賴耶」，那麼，應該讀

「阿（ā）賴耶」，一樣，這個時代變了，變了就不同的讀法，這個字是不同讀法，

但那個文是一樣的，這個文，字母是一樣的， 這個 alphabet 是一樣的，「阿（ā）」

音沒有改變。 這樣，就這個「心」我們叫做「阿賴耶」，「阿賴耶」叫做「心」，

那為甚麼「阿賴耶」叫做「心」呢？他說，「能採集故」，能夠將那些種子、功能

呢，將它集中在一起，攝持它。 

這樣，「採集」這個詞（譯得）不好，「採集」呢，可能是舊時所譯的「採」是

拿些東西回來，「採」是採取，「集」收集，採取收集，這樣其實呢，我想它的意思

可能是那些功能被阿賴耶識攝藏的解釋，於是我們解作攝藏、收藏，聚集收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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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這樣可能呢，就是這個《廣五蘊論》是世親菩薩早期的作品，後期的作品，我

們讀《大乘成業論》就不是用「採集」，他說「集起心」，「心」就是集起，不用

「採」字了，一樣是玄奘法師譯的啊，他不用「採集」，是用「集起」，「集起名

心」，「思量名意」，「了別為識」，了境就叫識。 

於是，這三個詞彙是很清楚的分別的。 那麼，這處「心」，他不用「集起」的

意思，「集」就是積集，「起」呢，可以生起的，那些種子可以由隱的狀態，變做顯

的狀態，這樣所以叫做「集起」。這樣心又叫「集起」，「集」是積聚那些種子，攝

持那些種子，在 緣和合之下，那些種子不是死物來的，它可以由種子隱的狀態功衆

能，就變做顯現的狀態功能，這樣叫做「現行」。 這樣，「現行」就是現起了，那

些種子的功能能夠現起，變做現行的，將兩個意義合起就叫做「集起」。 

那麼，這處用舊的講法，這樣，「心」就是採集的解釋。 那個「識」字呢，除

了「心」字是叫做「心」之外呢，又叫做「意」都可以，「亦名為意」，「亦名

意」，這就是說，這樣讀了，「識亦名意」，這就是「識蘊」亦都可以說，「意」都

是「識蘊」，「識蘊」呢，心都可以叫做「識蘊」，這個「意」又叫做「識蘊」。

那麼，「意」是甚麼呢？「末那識」就叫「意」，這個「意」的意思是思量，思量為

「意」，整日都思慮量度有個靈魂「我」體，就是「意」了，這個「意」字是思量的

解釋，整日想著那種東西，就叫「意」。 

這樣下面呢，他說，「意所攝故」，思量所攝持的識，即這個「識」是屬於思量

作用的，這樣就叫做「意」了，因此呢，這個「識」，這個「識」字又解作「意」，

因為有思量作用啊，這樣所以又叫做「意」，這就是指「末那識」了。這樣，不論

「阿賴耶識」都有了別的作用的，又有集起的作用的，又有思量的作用的，不過，有

些明顯，有些不明顯，這樣解釋，這就是說，這三個名稱是所有識共有的。 

不過，有些識是某一點是殊勝，有些識就沒有那麼殊勝，譬如好像說，在這前五

識來講，或者前六識來講，它的了別，了別境的了別作用最殊勝；在那個「末那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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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呢，它是思量的作用最殊勝；在這個「阿賴耶識」或者「阿陀那識」來講呢，它

那種集起，即聚集的功能，這種攝持力量最殊勝。  這樣，所以下面分開講了，他

說，「若最勝心」，他說，如果是最殊勝的集起為心來講呢，那麼這個呢，「即阿賴

耶識」，這樣，其他都有集起作用的，不過呢，「阿賴耶識」就最為殊勝，那麼這個

「阿賴耶」就是 ālaya，是吧？將個「ā」字讀「阿」音，一定讀「阿」的，「la」

呢，這個「l 一 a」字又讀「啦」（音），「ya」呢，又讀「ya（音）」，這就是那

個「ā」字一定不會讀「at」音的，我一定讀「阿」音的，一定讀「阿」的，那麼這

處是這個「阿賴耶」，這樣就讀「ālaya」，那麼，ālaya 是「心」中的最殊勝。 

這樣，下面就描述這個「阿賴耶」的特徵了，他說，「此能採集諸行種子故。」

這樣，「採集」剛剛解作攝持，這是因為「阿賴耶」能夠攝持一切現象的種子，現象

包括兩種東西：一種是物質現象，即是「色蘊」，那些「色蘊」的種子；一種是

「受、想、行、識」精神活動的種子。這樣都是由它攝持的。這樣，又這種「阿賴

耶」的行相，「又此行相不可分別，前後一類相續轉故。」他說，這個「阿賴耶」的

行相很細微的，我們一般人不了解，這樣，它就不能夠分別前後有甚麼不同。 

譬如，我們的眼識就有分別，我現在見到光，我一陣（之後）見到黑，這就很容

易分別那個眼的行相有很大的差異。  譬如，這個鼻識很容易前後常常有分別的行

相，前面嗅到的東西很香的，還有嗅到臭的東西，嗅香與嗅臭的行相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阿賴耶」的行相很難分別的，為甚麼這麼難分別這個行相啊？因為前後一類

相續，前念又這樣攝持種子，後念又這樣攝持種子，後後念又一樣這麼攝持種子，那

麼攝持種子的行相的活動情況是完全沒有改變，行相即是活動的情況，是完全沒有改

變到的，這樣，所以它前後沒有分別，叫做「一類相續」，它的作用只是單一式，就

是攝持力量，就是採集力量，單一種，就不是說我們的前六識那麼多轉變的，那麼多

花樣的，這樣。 那麼，他又說，所以呢，我說它最勝，這種「心」就最勝。 「又由

此識從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起者，了別境界轉識復生，」為甚麼會「復生」呢？

「待所緣緣差別轉故」，那麼這句話表示甚麼呢？表示其他六識都要依靠這個「阿賴

耶識」提供功能才生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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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舉例，好像這個「阿賴耶識」當它在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的時候，

就仍然活動的，但是呢，在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的那些 生呢，他的「眼、耳、衆

鼻、舌、身」識全停了，意識都停了，那麼停了之後呢，為甚麼能夠再生起啊？因為

停了的時候呢，就由這個「阿賴耶識」提供這些功能，提供兩種功能，一種給它提供

認知的境，第二種提供甚麼？他們的心識活動的功能，那個境就是物質性的，他們再

起的時候呢，那種「眼、耳、鼻、舌、身」識，識的功能是精神活動的，這樣全靠那

個甚麼啊？「末那識」提供。  那麼，如果沒有「末那識」的時候呢？你入了滅盡

定、無想定、無想天呢，就永遠不會想東西，「眼、耳、鼻、舌、身」識全部停了，

永遠停，與那塊木頭沒有甚麼不相同。 

這樣，但不是的，入定入了無想定的時候會出定的，你入了這個滅盡定又會出定

的，當你出定的時候，或者你生天，由天界下來人間，那時候怎樣呢？那些了別的境

界，那些了別境界的識，了別境界的識是甚麼識啊？「眼、耳、鼻、舌、身」識是了

別境界的，「眼識」是了別甚麼境界的？了別顏色的境界；「耳識」是了別甚麼境

界？聲音的境界；「鼻識」是了別甚麼境界？香臭的境界；「舌識」是了別甚麼境

界？那些味道，甜、酸、苦、辣，那麼這些就是境界了。 

這樣，它要了別這些境界呢，「轉識復生」，「轉識」即剛剛所說的「眼、耳、

鼻、舌、身、意」，這六識都生，生就由哪處生啊？由這個「阿賴耶識」提供功能

生，提供功能生呢，這樣就一個識的生呢，有兩個條件一定要具足的，一個是

「根」，譬如是眼有「眼根」才能生，耳有「耳根」才能生，鼻有「鼻根」才能生

 這樣，只是有「眼根」都不能出現「眼識」啊，還要靠甚麼？所攀緣的境，是

吧？譬如有顏色，又有「眼根」是健全的，這樣你的「眼識」就看到東西了，如果你

的「眼識」健全，但沒有東西給你看，這樣你的「眼識」就生不到的，這樣，所以在

這個「阿賴耶識」再提供一種東西，提供所緣緣，是不同的所緣緣，使到它生起，

「轉」即是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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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待所緣緣差別」，這樣「所緣緣差別」呢，亦都是這個「阿賴耶識」提

供功能，因為這個是「阿賴耶」的甚麼啊？相分，是根身與器世界，因為看這個世界

啊，這個世界有「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是吧？這個世界有六塵，是誰

提供這五塵呢？物質性的五塵就由「阿賴耶識」提供的。 這樣，於是一方面就提供

起識的那些功能，第二呢，就提供不同的境，不同的所緣緣，攀緣的對境，即是

「色、聲、香、味、觸、法」，提供這些這樣的境，提供了境之後呢，於是你的轉識

就生起，生起就了解這些所緣緣了，這樣就產生活動了。 

如果沒有了這個「阿賴耶識」，就沒有人能提供那些「色、聲、香、味、觸」，

這些五塵，又沒有東西可以提供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些心識功能，

這樣你就入了無想定或者滅盡定之後呢，你就永遠入的，永遠不懂想東西，永遠不懂

得思維，永遠都沒有了別作用了。 那麼，現在你之所以有了別作用就全靠「阿陀那

識」，或者叫做「阿賴耶識」提供功能。 

這樣，提供功能即是說，它為甚麼會提供功能？因為本來是攝藏了功能啊，它採

集了功能種子，所以現在適當的環境會提供給前六識起活動了，這樣。 那麼，又這

個「阿賴耶識」呢，有個名叫做「異熟果報識」，就每一期生命不相同的，今生呢，

你生人間，你得人間的根身，你這個人間根身就住在人間器世界這處。 那麼，如果

沒有了這個「阿賴耶識」，這樣你就不能夠攝持你的根身了，可能你的根身與乙的根

身合起來了，就不能夠分開甲的根身，那個是乙的根身，這是甲的器世界，那個是乙

的器世界，那麼這個器世界是大家共變的器世界，就是這個器世界是每個 生共同衆

的，因為業相同，就變起同樣相似的器世界。 

因此，這個「異熟果報識」呢，即是「阿賴耶識」而已，不過有不同，「異熟果

報識」就一期生就一個，「阿賴耶識」呢，就一類相續的，因為甚麼呢？因為每一期

生，他的根身、器世界有改變，這樣改變了的時候呢，那個「阿賴耶識」起了一個很

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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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現在你身在人間，你的「阿賴耶識」所對境是三種東西，第一種東西就是

種子，攝藏種子，第二攝持根身，第三攝持那個器世界。 但是，來生的時候，你死

了落（入）地獄，這是假定而已，落（入）地獄，那麼你的根身，就由人這樣莊嚴的

根身變了地獄的根身了，地獄那個很醜陋的根身，被油炸到 的根身，這樣的時候燶

呢，你那個根身起一個很大的變化，還有，我們這個地球是四季分明的，這個環境又

有花草樹木的，很美麗、很好的，但是落（入）地獄就不是了，又有油鑊，又有刀

山，很悽慘、很可怖的，恐怖的世界，那麼這個恐怖世界與現在的這期生命的根身與

器世界是截然不同。 

這樣，因此呢，雖然是同一個「阿賴耶」，但是每一期生命的形態改變得太大，

所以在每一期生命來講呢，就叫做一個「異熟果報識」，這樣來生就第二個「異熟果

報識」，這樣相續下去。 這樣就是「異熟果報識」中間會停的，這就是說，由人的

「異熟果報識」變做甚麼啊？地獄的「異熟果報識」，由地獄的「異熟果報識」變做

甚麼啊？你生天（就）天上的「異熟果報識」，這樣就是每個「異熟果報識」有很大

的差異了。這樣，因此他說，「數數間斷」，因為「阿賴耶識」又叫做「異熟果報

識」，所以每一期呢，每一期每一期的那樣有間開的，因為人有人的「異熟果報

識」，當你在地獄的時候，叫做地獄的「異熟果報識」，地獄的「異熟果報識」又再

生天，叫做天人的、阿修羅的「異熟果報識」，這樣就有間斷了。 

但是那個「體」都是甚麼啊？「阿賴耶」，那個「體」是不變的。  這個「異熟

果報識」是有間斷的，這樣，於是有間斷的時候，不是真的沒有了啊，不過是轉變個

形態，大的轉變，翻天覆地的轉變，因為根身（與）器世界有很大的轉變。 所以你

呢，就有間斷而已，就不會終斷啊，相續的，因此「還復生起」，今一期生命的「異

熟果報識」停了，於是你生天，天（人）的「異熟果報識」再生，繼續生，這樣又再

次生起另一個新的「異熟果報識」，這樣叫做「還復生起」。這樣，「還復生起」就

使到你怎樣啊？輪迴流轉，就「令生死流轉迴還故。」就使到你流轉生死，不斷地輪

迴，「迴還」即是輪迴。 這樣，輪迴的時候，每一次的的輪迴都變異一個新的「異

熟果報識」，但這個新的「異熟果報識」通通都是「阿賴耶識」的特殊狀態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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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這樣又說，這個「阿賴耶識」又叫做  

那麼這個「阿賴耶識」，這裏講完了這個心了，講完了下面又再講另一種，他

說，「阿賴耶識者」，這個「阿賴耶識」呢，「謂能攝藏一切種子」，他又再將「阿

賴耶識」的特性再講，再講這個「阿賴耶識」能夠攝藏一切種子，「又能攝藏我慢相

故」，是將「我慢相（狀）」又攝藏。  那麼，「我慢相（狀）」其實是另外一個

識，那個甚麼識啊？「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這個甚麼識啊？是這個「末那

識」，他又不用「末那識」，在文字上不是幾好了，它能夠攝藏那個「末那識」，這

就是說，掉轉了，這個「末那識」就怎樣？執這個「阿賴耶識」做「我」，它被執，

這個就「我愛執藏」，是吧？將「我愛執藏」掉轉講了。 

那麼，《成唯識論》講得好過它了，《成唯識論》呢，這個「阿賴耶識」是「我

愛執藏」，是由「我慢、我愛」那樣執持「阿賴耶識」以為「我」的，那麼這裏講了

「阿賴耶識」的另一特徵了。這樣，「又復緣身為境界故」，又攀緣我們的根身是做

這個「阿賴耶識」的攀緣對象，「境界」即是攀緣對象。 這樣，又呢，這個名又有

其他名的，「又此亦名阿陀那識」，這個「阿賴耶識」又叫「阿陀那識」，又叫做

「心」。 這是怎樣的「阿陀那（識）」呢？「阿陀那」是執持的解釋，他說，「執

持身故」，是能夠將我們的根身執持的，你由凡夫到（成）佛之前都叫做「阿陀

那」，都有根身的，都有執持根身的，這樣，所以由凡夫到（成）佛都叫做「阿陀那

識」。 那麼，變了做佛的時候就不叫「阿陀那識」了，叫做「庵摩羅識」，清淨的

識，這樣看看，都叫的，叫的，對不起，再講，「阿陀那識」呢，變成了佛都可以叫

做「阿陀那識」，不過呢，它就執持這個清淨的根身，這樣就執持這個清淨的根身來

講，給多一個名它叫做「庵摩羅識」，或者叫做甚麼啊？叫做「大圓鏡智」，轉識成

智，還有多一種。 

所以，「阿陀那識」這個識呢，凡夫、聖者、佛的究竟位，都叫做「阿陀那」，

所以是最好的名，貫穿了凡夫、聖者與佛的境界。 「阿賴耶」就不是了，「阿賴耶

識」是染污的，「阿陀那」可以染污，可以清淨，可以純清淨都行！這樣，它們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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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況不同，就給不同的名稱它了。 那麼到這裏呢，就解釋完了這個「最勝心」是

甚麼了。 這樣，跟 就解釋「末那（識）」了，「末那（識）」，「最勝意者」，着

除了這前六識與這個「阿賴耶識」，還有個「最勝意」，這個「意」字是思量，思量

名「意」，思量就是「末那識」，「末那識」是 manas，這個字是思量的解釋。 

他說，「謂緣藏識為境之識」，「藏識」是甚麼識啊？甚麼識啊？「阿賴耶

識」，它就攀緣「阿賴耶識」做所知對象，就以為它是甚麼啊？靈魂，實「我」，將

這個「阿賴耶識」以為實「我」。 那為甚麼我們人一生出來就有「我執」啊？就是

靠那個甚麼？「最勝意」，這個染污意，攀緣那個藏識的「阿賴耶識」，以為是靈

魂，以為是實「我」，這樣就執了，執死它了。 

那麼，這個「末那識」有甚麼特徵呢？他說，「恒與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相

應」，那麼這種「最勝意」呢，這樣，他不用「末那識」的，當時這個「末那識」的

名詞不流行，這個意義就有了，那麼這個「末那識」呢，這個「最勝意」呢，就常常

與「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一同生起的。  「相應」即是同生同滅，叫做「相

應」，一齊生起的。 這樣，至於這個「末那識」怎樣「前後一類相續隨轉」？過去

的「末那識」就是「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相應，後面的剎那一樣是這樣，再後

又一樣是這樣，沒有改變。 這樣，但不是完全沒有改變的，他說有個情況改變，他

說，「除阿羅漢、聖道、滅定現在前位」的時候呢，這種分位就會改變，除了這個情

況之外，全部一類相續。  這就是說，你證得了「阿羅漢果」呢，你有沒有「末那

識」？都有「末那識」，你有「末那識」的時候呢，再沒有「我癡、我見、我慢、我

愛」了，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你證入聖道，「聖道」即是正確的智慧，就是般若無漏智，證「真

如」的那個境界，叫做「聖道」，「道」即智也，「聖」即證也，正確的智慧生起

了，那時候即是般若智，證「真如」的時候，你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

這種煩惱，「末那識」的煩惱又不生了。 這樣又「滅盡定」一樣，你能夠入「滅盡

定」這種定的時候呢，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的煩惱又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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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除了這三種情況之外，你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是恒常一類相

續隨轉的，隨著而生起叫做「隨轉」，隨著那個時間、空間這樣來生起了，這樣叫做

「隨轉」，是一類相續而隨轉，除了這個「阿羅漢果」的情況、證「真如」的情況與

入「滅盡定」的情況。  這樣，佛呢，佛怎樣啊？生不生啊？佛不生，為甚麼不生

啊？因為佛恒常與聖道相應，佛就是甚麼啊？最圓滿的阿羅漢！這樣他就不用入那個

甚麼啊？滅盡定，他就不用入滅盡定了，但是，他恒常是阿羅漢來的，他恒常是怎樣

啊？般若智起的，恒常是般若智起，所以他恒常的那個「末那識」，那個「我癡、我

見、我慢、我愛」不起了，這樣他就是聖人了，不起就是聖人，起就是凡夫。好了，

這裏就講完了，那麼這處就解釋，他說，「如是六轉識及染污意、阿賴耶識」三種東

西就「此八（種）名識蘊」，即「識蘊」有八種東西，第一種就是六轉識，「眼、

耳、鼻、舌、身、意」（識），第二種就是染污意，即是「末那識」，第三種呢，

「阿賴耶識」。 

這就是仍然用這個「染污意」，仍然沒有用這個「末那」，這即是說甚麼啊？即

是說，寫這篇論的時候，世親菩薩很早期寫的了，不是後期寫的，後期呢，我們讀那

本《唯識三十頌》已經用「末那識」了，「第二能變識，其識名末那」，是吧？這樣

「依彼轉緣彼」是吧？這樣的時候呢，那處已經用了「末那」，這即是很清清楚楚

了，所以我們不是生在世親菩薩（的年代），我們不知道世親菩薩幾時寫這本論，但

是，好肯定我們知道《唯識三十頌》是晚期寫的，那麼現在這本所用的詞彙是與《唯

識三十頌》不同的，這即是世親菩薩寫這本《廣五蘊論》的時候，或者《五蘊論》的

時候，一定是在《唯識三十頌》之前，不會在《唯識三十頌》之後的。 因為「末那

識」這個這樣的術語呢，連《攝大乘論》都沒有用到，都沒有用到。  這就是說，

「末那識」這樣的概念，這樣的名稱是很後期的，不是早期的唯識學派所用的，早期

或者叫做「染污意」。就是這樣了。 

那麼這些詞語解釋呢，我想不需要解了，都明白了，需不需要再解釋？不用就到

下面了，這個剛才講完了，「數數間斷」剛剛講過了，因為這些是「流轉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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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甲三」了，「甲三」就是我們那個《大乘廣五蘊論》有四大段，第一大段就

是標出那些「五蘊」，第二大段是別釋「五蘊」的事相，這樣就講完了，即是講到這

個「別釋識蘊」了，即是「色受想行識」齊全了。  這樣，於是「甲三」就「別釋

蘊」，那甚麼叫做「蘊」？這個「蘊」字怎樣解釋，這就只是解釋這個「蘊」字，這

樣我們用十分鐘的時間看一下這個「蘊」字怎樣解釋。 他說「別釋蘊」，「問：蘊

為何義？」這個「蘊」字怎樣解釋？他就「答：積聚是蘊義。」 這個「蘊」字的意

思呢，就是積聚這樣的解釋，積聚，「skandha」，梵文這個字，不過就沒有寫出來

了。 那怎樣積聚啊？「謂世間相續品類趣處差別色等總略攝故。」這樣解釋。 那麼

這個句子就很長了，他說這個「蘊」字呢，舉例就好像「世間相續」，「世間相續」

是甚麼來的呢？「世間」即是說，你是流轉生死的 生，在世間裏頭活動的；「相衆

續」呢，就是「五蘊相續」，是吧？那麼，「世間相續」的時候就不是一種品類，有

很多種品類，因為你有一些「蘊」是甚麼？「色蘊」在世間相續，又有「受蘊」在世

間相續，又有「想蘊」在世間相續，又有「行蘊」在世間相續，又有其他的「八

識」，「阿賴耶識」繼續相續，這樣都在世間相續。 「世間相續」的時候呢，就顯

示出你是人趣、你是天趣、你是餓鬼趣、你是地獄趣、你是畜生趣，他們都有「五

蘊」的，是吧？所以，這個「蘊」字呢，都是在世間相續顯示各種「蘊」。 「處」

呢，那個「五蘊」所生之處，你是天趣就生在天處，是吧？你是人趣的 生就生在人衆

那處，所住的處，這樣有幾多「蘊」就有幾多「處」所住。 這樣，在這些「蘊」、

「處」，與那個「五蘊」的品類裏面呢，就裏頭含有很多東西了，有那個物質活動的

「色」，那個精神活動有「受」、有「想」、有「行」、有「八識」。這樣。  那

麼，這些「色」是怎樣啊？不是一類，是差別的「色」，「差別」記不記得怎樣解

釋？是各種各樣的「色」，又譬如這個「色」字是物質，是四大種所造的物質，哪

「四大」啊？「地、水、火、風」，這樣就不是一種物質了，即是「四大能造色」，

這樣「四大能造色」造出的「所造色」呢，無量那麼多。 

這樣，只有一種、兩種的東西合起來就可以造無量那麼多，譬如《易經》，「一

陰一陽之謂道」，一種叫做陰，一種叫做陽，這樣合起來呢，就變了千千萬萬的存

在，所造的千千萬萬。 這樣，物質活動是一樣的啊，物質活動最基本的組成部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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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元素，一類是「地」，很硬的元素，堅硬性的；一類是「水」，就是甚麼啊？流

濕性的元素；一類是「火」，是炎熱性的元素；一類是「風」，是流動性的元素。

這樣，「地、水、火、風」，「堅、濕、暖、動」，是吧？這些這樣的元素呢，就構

成宇宙萬有了。 《易經》就兩種都可以，一陰一陽都構成宇宙萬有。 何況現在不只

兩種，四種，是吧？四種彼此不能轉的，即是地的元素不能轉作火，火不能變作水，

水不能變作風，每一種元素是不能變的，不能異轉的，既然不能異轉的，一組成的時

候呢，就變無量。 

這即是數學，一個「0」（與）一個「1」，就變一切數目了，是吧？現在電腦也

一樣，是吧？構成電腦都是一個「0」（與）一個「1」啊！ 那麼，現在不只一個

「0」（與）一個「1」啊，是四種東西，那麼四種東西（構成的）這個「色」呢，物

質活動呢，不是一種的，是很多種的物質活動，這樣，所以叫做「差別」。 這樣，

不只是物質活動如此有差別啊，那個「受蘊」，「受」有各種的「受」，差別的

「受」；「想蘊」有各種各樣的「想」；「行蘊」有各種各樣的「行」，有善、惡、

無記，善有多種的善，無記就多種無記，惡有多種惡，這樣就有差別。因此呢，這些

每一種東西是怎樣的呢？即是「色、受、想、行」，每一種的活動，物質活動或者精

神活動，它是一種品類來的，這種品類怎樣分呢？是不同「趣」就不同品類，不同

「處」就不同品類，它自己是有無量分別的。 

這樣，「總略攝故」，是將它總合各種各樣的「色」，略而為一種「色蘊」；總

合各種各樣的「受」，就略為一種「受蘊」；總合各種各樣的「想」，就變成約略，

就 simplify 它，變成一種「想蘊」；有各種各樣的行為，就統攝它，總為一種「行

蘊」；又統攝了各種各樣的「識」，心識活動，「識蘊」，就叫做一種「識蘊」。

這樣叫做「總略攝故」，總攝各種各類的物質活動就變成「色蘊」，就總合各種各樣

的精神活動，變成「受、想、行、識」，其餘的「四蘊」，這樣叫做「總略攝故」。

 

那麼統攝來講呢，這個「蘊」字就是聚集的解釋，積集的解釋，將不同的物質積

集為一種「色蘊」，將不同的「受」積集為一種「受蘊」，乃至到將不同的心識就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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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起，譬如一種「蘊」，叫做「識蘊」，這個「蘊」字就這樣解釋了。 這樣，安慧

菩薩解釋了，他說，「世尊說」，他引佛經，釋迦世尊講：「比丘！所有色，」現在

講「色蘊」啊，就是「色蘊」，所有的物質活動呢，這些活動在哪呢？「若過去」的

物質活動，「若」即是或者的解釋，或者未來的物質活動、或者現在的物質活動，或

者內在我身體裏面的物質活動，或者外在器世界的物質活動，或者 的物質活動，好麁

像山河大地就是 的，或者細的物質活動，好像甚麼啊？好像我們的眼根、耳根、鼻麁

根、舌根、身根，那些物質活動很微細的，那些神經很微細的，那種根的神經，這

樣，「若勝」，殊勝的，「若劣」，粗劣的，「若近」的，「若遠」的，所有物質活

動，於是呢，「如是總攝為一色蘊。」 

「色蘊」是這樣啊！即是過去了的身體叫做「色蘊」，現在的身體叫做「色

蘊」，未來的身體都叫做「色蘊」的。那麼，「色蘊」如此了，「受、想、行」一

樣，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粗的「想」、細的「想」、勝的「想」、劣的

「想」、合遠的「想」、近的「想」 全部叫做「想蘊」。是吧？ 

「受蘊」也是，粗的「受」、殊勝的「受」、甚麼「受」 全部總合為一種

「受蘊」。 這樣，乃至了別的「識」，各種了別，粗的了別、細的了別、近的了

別、遠的了別、有的了別、無的了別 全部合做一種了別，叫做甚麼？「識蘊」。

這樣的解釋。 那麼，這裏所有的「蘊」就明白了，明白了，這個註解就讀一讀它，

他說，剛剛說的「世間」是不攝「無為法」，如果「出世間」就是「無為」。現在講

的是世間攝持，「總略攝故」，將世間所有的物質攝做一種，叫做甚麼啊？「色

蘊」。 

世間所有的「受、想、行、識」叫做「四蘊」。 這樣就包不包括「真如」啊？

不包括，因為「真如」是出世間所證入的，世間的人證入不到，這即是「五蘊」不攝

「無為法」了，這很特別了！ 我們的「十二處」就攝「無為法」，「十八界」就攝

「無為法」，但是呢，「五蘊」是不包括「無為法」，是「世間法」，是不包括「無

為法」的。 這樣，「世間相續」，甚麼叫做「相續」啊？就顯示一切法不是永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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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是剎那生滅的，即我們的「五蘊」是剎那生滅，不是永恆的。 「趣」呢，是

指人趣、天趣 那「六趣」。 「處」呢，就是那個「趣」的人所住的地方，所以叫

做「人天等處」，所住的「處」。 這樣，「差別色等」是甚麼？「差別」即是差別

的「色蘊」，「受蘊」、「想蘊」等「五蘊」叫做「差別色等」。 

「等取」呢，「受、想、行、識」，其餘的「蘊」，所以加個「等」字。  「總

略攝故」，「總略」怎樣解釋？即是總合不同差別的「色蘊」，變做一種「色蘊」，

（不是，）總合不同的「色」，物質活動，變做一種「色蘊」。 那麼同樣道理，總

合不同的「受」，變做一種「受蘊」；總合不同的「行」，就變做一種「行蘊」；總

合不同的「想」，變做甚麼？一種「想蘊」；總合不同的認知的「識」，就變做一種

「識蘊」，這個意思就是這樣解了。 於是「攝五蘊」呢，就攝一切法，但有一種法

是不攝，就是「無為法」，是不包在內的，所有「有為法」、「世間法」都包括進去

的。 

這樣，我們現在的這張 是不是「五蘊」之內？是啊，這張 是「五蘊」之內，枱 枱

為甚麼啊？它是「色蘊」所攝，因為「遠」啊，你的身體，這個是「色蘊」，你所認

知的這張 ，你能夠認知是你的「眼識」認知的，是吧？這樣的時候呢，它都是你的枱

「五蘊」的一部份。 這就是說，世間任何一種事物，它都是不離「五蘊」的。 

今日講到這裏，那麼我們下一堂呢，就講「三科」與「十二處」，「十二處」與

「十八界」，那麼，這種就未講的，這就與「五蘊」有甚麼不相同呢？這樣我們再講

兩堂，就講完這本書了，即這篇論文了。 好了，到此，我們下個禮拜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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