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部《大乘廣五蘊論》是分開四部份的，我們過去完成了甚麼叫做「五蘊」，

「總標五蘊」。這樣又討論到的「五蘊」的事相，「色、受、想、行、識」，每一

「蘊」是講些甚麼，這個是「甲二」。

「甲三」是「別釋五蘊義」，「蘊」這個概念怎樣解釋，這個「蘊」的概念就是

積聚的解釋，譬如，「色蘊」是有很多事物組成它的，它不是一種單純的事物，那麼

「受蘊」亦都不是一種「受」，是多種「受」，所以，它是很多事物共同積聚就叫做

「蘊」。這個「五蘊」即是在我們的生命體當中是分做五大類的存在事物，那麼這五

大類的存在事物當中的每一類都有很多東西積聚的。

這樣，我們就講到甲、乙、丙，即「甲一」、「甲二」、「甲三」、「甲四」，

我們已經講到「甲四」了。這樣，講完「五蘊」的時候，就是「順釋三科餘義」，就

除了「五蘊」之外呢，我們在原始佛教裏面又分作「三科」，「三科」就是「五

蘊」、「十二處」、「十八界」。這樣「三科」裏面，前面講了一類就是「五蘊」，

那麼另外兩類就未講的，一類是「十二處」，第二類叫做「十八界」，這兩類就未講

的。這樣，「十二處」我們上一堂就已經處理了。那麼「十八界」，上一堂就處理了

一部份，就解釋了甚麼叫做「十八界」，又解釋了「三科」彼此之間的關係，又解釋

了甚麼叫做「界」。「界」有兩個意義的，一個意義是「因」，第二個意義呢，

「界」是分類的解釋，這就是說，「十八界」是構成宇宙萬有之因來的，它攝持所有

的種子，變現「十八界」，變現「十八界」（即）變現整個宇宙的存在，都是由「十

八界」顯現出來的，這樣就我們上一堂講到這裏。

這樣，今日要講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解釋建立「三科」的緣起，就是為甚麼無

端端釋迦牟尼佛在原始佛教裏面，就以「阿含」為主了，需要建立「五蘊」、「十二

處」、「十八界」呢？這樣，初初講「五蘊」的時候，我都講過了，講「五蘊」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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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不是說每一「蘊」是實的，這就是說，不是有實在的「色蘊」，實在的「受

蘊」，實在的「想蘊」，實在的「行蘊」，實在的「六識蘊」，不是這樣的！這個目

的是破「我執」，因為，佛在世的時候，那些人就以為這個「五蘊」，以為在離開

「五蘊」或者「五蘊」本身就是我們的生命體的靈魂所在，就是一個「實我」、就是

一個「神我」。這樣，佛教的第一大意義就是講「緣起」，第二個大的精神就是破

「我」的，破「我」的時候，從「人我」開始破，最後就要破「法我」的，這樣，破

「人我」、破「法我」的時候，就需要有方法了。那麼，破「人我」的方法就用「五

蘊」去破，這就先建立「色蘊」，「色蘊」是否實的？「受蘊」，「受蘊」是否實

的？這樣逐種去處理。這樣，「色蘊」就是沒有實在的「色蘊」，因為「色蘊」是無

常的，無常就是苦的，苦就是無我的，無我就無我所，乃至「受、想、行、識」每一

「蘊」都是無常的，無常就是無我，無常因 苦，苦就是無我，無我就無法，這樣，爲

無我就無我所，我所即是法，於是就破了「執」。因此，在這裏我們就要處理除了

「五蘊」之外，這個「十二處」、「十八界」是否有實在的「六根」、有實在的「六

境」呢？是否釋迦牟尼佛說這個世界上有實在的「六根」、有實在的「六境」，乃至

有實在的「真如無為法」呢？如果不是的時候，為甚麼要講那個「十二處」呢？為甚

麼要講「十八界」呢？因此，我們就要處理這個問題了。

今日要處理這個問題了，於是「丙四、釋立三科原由」，就解釋建立「三科」的

這個原因何在。這樣就假設問，「以何義故？」有甚麼原因，這個「故」即是原因，

即緣故，「何義」是哪一種原因，就「說蘊、」這個「蘊」即是「五蘊」，「說

界、」即是「十八界」，「說處、」就是「十二處」，乃至到其他「三科」之外的一

些名相。這樣，建立「蘊、處、界」這樣的名相究竟有甚麼意義呢？提出一個這樣的

問題，那麼就答，他說這個目的呢，「說蘊、處、界等」目的是「對治三種我執」。

這樣，這個緣故很清清楚楚了！人家問你，佛為甚麼要建立那個「蘊、處、界」，這

樣，在《阿含經》裏面沒有講清楚的，那麼，現在世親菩薩就很清楚地告訴你，就是

建立「五蘊」、建立「十二處」、建立「十八界」，目的就是破「我」。

「對治」就是破的意思，我們簡單的叫做「破」，「對治」就是「能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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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對治」，「破」的對象叫做「所對治」，能夠「破」的道理就叫做「能對治」。

這就是說，是用「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做「能對治」去對治「我執」。

那麼對治哪些「我執」呢？這樣他就說，「所謂三種我執」呢，就是「一性我執」，

「一性我執」，有個靈魂主體，一個獨立不變永恆的靈魂主體。第二個呢，就是「受

者我執」，是一個能夠受果報，受苦樂的一個這樣的靈魂。三者，就是「作者我

執」，一個靈魂，它能夠造作行為的，這樣造作行為就受果報了，那麼這個造作行為

的主體就是一個「神我」，就是「一性我」。這樣就破這三種東西，所以就先破靈魂

主體，即是「一性我」，再進一步破，就是能夠⋯⋯

其實先破這個，能夠造業的那個「我」，有個靈魂能夠造業。這樣，然後破一個

靈魂能夠流轉生死的，是接受果報的，是破這三種東西。這樣就「如其次第」，依建

立這個「五蘊」去破，建立「十二處」去破，建立「十八界」去破。因此，我們要看

看，將三個概念先解釋了，第一就是「一性我執」，要破這個「一性我執」，「一性

我執」就是說，在「五蘊」呢，那些 生執它為「一、常、實我」的，那麼，我們現衆

在破這個「一、常、實我」，因為 生將那個「色、受、想、行、，識」，這個「識衆

蘊」就以為是這個「我」，又其餘，這個「識蘊」就是「六識蘊」，又其餘「色、

受、想、行」這四個「蘊」就叫做「我所」，我的所有的事物，是屬於我的構成部

份，由這個「識」，由這個「六識」做主宰，主宰我的「色」身，主宰我的感

「受」，主宰我的「想」，取像的力量，主宰我的「色、受、想、行」，「行」為，

是吧？這樣就以為有個主宰了。這樣，這個「受者我執」就是離開這個「五蘊」，另

外有一個能夠接受果報的一個個體，那麼，佛家是說沒有的，因為，你的整個生命體

就是一個「五蘊」，你流轉生死就是「五蘊」，今生死了的時候又有新的「五蘊」，

是沒有實在的一個永遠不變的、在現實的「五蘊」之外有個流轉生死的主體存在，那

麼這個流轉生死的主體存在就叫做「受者我執」。這樣，接受果報就要造業才行啊，

那麼外道的人就執著有個靈魂去造業的，靈魂去主宰我們的身體，這個「色、受、

想、行、識」，被這個主宰，最主要是由「識」去主宰它的，「神識」去主宰它的，

加個「神」字。這樣，「神識」去主宰我們的生命的時候，於是我們就造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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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在「五蘊」裏面，我們的存在不是那個靈魂去主宰造業的，我們造業是

配合了「色、受、想、行、識」，合起來一齊去造業的，而且最主要驅使你去造業

呢，只是「行蘊」裏面的一個活動，「行蘊」不是一種東西來的，「行蘊」是兩大類

東西，一類就是「心所法」，一類呢，就是「心不相應行法」，合起來，這樣就沒有

一個「一」的。這樣，完全受果報的「五蘊」不是「一」了；那個造作事物的時候，

造作行為的時候，以「行蘊」為主，「行蘊」不是「一」，「行蘊」是多的，有十四

種「心不相應行法」，有五十一種與心王相應的「心所」，這樣，所以就沒有一個主

宰性的能作的作者了。這樣，「如其次第」就是破三種「我」呢，就依上面的「蘊、

處、界」的次第就可以破了。這樣，由此我們看回這個表，整個「蘊、處、界」就是

這樣，那麼如果是有個實在的「一、常、我」體，那個「五蘊」就應該不是五堆東西

了。這個「蘊」的意義叫做甚麼啊？積聚義，它由「色蘊」、「受蘊」、「想蘊」、

「行蘊」、「識蘊」。這樣，外道以為這個「識蘊」就是靈魂了，這期的「色、受、

想、行」是被靈魂所受用的事物。這樣，佛家就不承認了，這個原因就是「色蘊」不

是「一」的，不是「一」，哪有「一、常」的主宰呢？這個「色蘊」本身都要與

「受、想、行」這些一切配合才能起活動的，因為「受、想、行」是「心所」，叫做

「遍行心所」，是與心王、心所配合才起活動的，因此，既然要配合就沒有「一、

常」。這樣，所以透過這個「五蘊」就破了我們的「一、常」靈魂。那麼，「色蘊」

是我們的軀體，軀體都不是「一」，是由「五根」、「五境」，這個「無表色」與

「四大種」，四大類事物積集而成我們的軀體，這軀體又不是「一」的，因此就破那

個「一性我」。

這樣，至於破那個（「受者我」），受果報的「我」呢，亦都是整個「五蘊」構

成的，不是「一」的，因此就是沒有「一」去受果報的，我們的身體是五種東西組

成，就五種東西受果報。這樣，這個造作的「作者我」呢，亦都沒有一個獨立的「作

者我」，一般來講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行蘊」，這個以「思（心所）」為造作，但

是，「思（心所）」不可以獨立造作，一定要配合我們的那個「六識」，又配合我們

的「色蘊」，因為「色蘊」是我們的軀體，你要造作行為的時候，你拿把斧頭的時

候，要用隻手去拿的，這樣手是「色蘊」來的，這樣亦沒有「一、常」的主宰。

4



這樣，因此整個「五蘊」就是破「一、常」，亦都將「五蘊」開作「十二處」，

「十二處」，我們上一次都已經講過，現在再花一些時間記一記它。「十二處」就是

「內六處」，「內六處」即是「五根」與「意處」，這個「五根」與這個「意根

處」，還有「五境」與這個「法境處」，是吧？這就是「六根」、「六境」，是吧？

「六根」、「六境」為甚麼要分開寫呢？因為這個「意（處）」很特別的啊，這個

「意（處）」很特別的，因為這個「意（處）」概括了所有的「識蘊」。因此，這個

「五根」，「五根」就包括我們「色蘊」裏面的「五根」，所以「五根」不等於「色

蘊」，這個「五根」等於「色蘊」裏面的「五根」。「五境」就包括兩種東西，一種

就是「色、聲、香、味、觸」，這個「五境」等於「色蘊」的「五境」之外，還兼

「四大種」，兼了「四大種」的，因為「四大種」都是我們的對境來的，因為小乘人

（是這樣）。那麼，這個「無表色」呢，就屬於「法處」的，「法處」即是「法境

處」，就是說，「色、聲、香、味、觸、法」是「意識」的對境，是吧？這個「意

識」的對境就是「無表色」。「無表色」是「意識」的對境，為甚麼？因為「無表」

是「眼、耳、鼻、舌、身」識都不能夠認知的，它只是靠「意識」去推想它的存在，

因此它就屬於「法境處」。這樣，於是就「色蘊」齊了，那麼「受蘊」呢，「想

蘊」、「行蘊」，三類呢，就是屬於「十二處」當中的「法處」。

這樣「法處」很多（內容），它的內容很豐富的，一方面就是這個「法處」，即

「意識」的對境，它是「無表色」。第二的「意識」對境的法處，它就包括了「受、

想、行」這些「蘊」，「受、想、行」這些「蘊」就包括了甚麼呢？包括「心所法」

與「心不相應行法」，全部在這個「法處」。那麼，還不只這樣啊，「法處」還有一

個內容就是「無為法」的，「無為法」，所以你證真如的時候是「意識」證的，因為

「意識」的對境就是「法」，是吧？所以呢，這是誰證真如呢？「眼、耳、鼻、舌、

身、意」，哪個「識」證真如呢？這就很清楚了，是「法處」，「法」就是「意識」

的對境，「意識」，那個「法處」就是「意識」的對境。這樣，這個「法處」是包括

三種東西，是「無表色」與「心所」，（包括）四種啊，還有「不相應行法」與「真

如」。如果對「五蘊」來講，就是三種東西，但是「五蘊」不包括「無為法」的，它

有這樣的特點，你說「五蘊」的範圍大呢？還是「十二處」的範圍大呢？答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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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的範圍細，「十二處」的範圍大。因為，「十二處」是包括了宇宙萬有，現

象、本體界，兩種都包了，而「五蘊」只是包括現象界，是不包括本體界，這點是特

別的。

這樣還有一種呢，在「五根」、「五境」，不就是沒有「識」？即沒有「眼、

耳、鼻、舌、身、意」識，這又不是啊，這個「十二處」的那個「識」呢，在「意

處」裏面的，「意處」就等於「意根處」的解釋，「意處」是「意根」來的，這樣

「意根」就包括一切的「識」了，甚至包括「第七識」與「第八識」，這是大乘講

的。小乘不講的，小乘都不建立「末那識」，又不建立「阿賴耶識」，又不建立「庵

摩羅識」，又不建立那些「阿陀那識」。這樣的時候，它就沒有了紅色的這些字，這

樣於是整個「五蘊」就可以「十二處」全包括了，還多了一種，還多了個「無為

法」，在「法處」裏面包了。這樣「十二處」呢，「十二處」有沒有「一、常、我」

體呢？沒有，就是「一性我」是沒有了。這樣，有沒有一個獨立的「受者我」呢？又

沒有，因為其中這個「受者」是「受蘊」，「受蘊」也者，是「法處」的一部分，這

樣就沒有一個獨立的、能夠受輪迴流轉的那個不變的主體是沒有的。這樣，有沒有一

個「作者我」呢？有沒有一個能夠真真正正獨立的不變的造業的「我」體呢？答案又

是沒有的，因為造業的時候，以「行蘊」為主，「行蘊」就不是它自己的。「行蘊」

裏面有甚麼啊？有五十一個「心所」，還有十四個「不相應行法」，還有在另外一些

的論疏裏面呢，是講二十四種「不相應行法」。這樣，於是它不是「一」的，它不是

一個獨立不變的主體，於是在「十二處」裏面呢，亦都沒有那個「一性我」，又沒有

「受者我」，亦都沒有「作者我」。所以，建立「十二處」呢，很多人不明白的，固

然「十二處」構成了佛家的認知的基本理論，認知的時候，一定要「根、境、識」三

和合才能認知，既然認知是緣生，所以緣生的道理即是沒有「我」體在認知，所以最

終的精神是破「我」。這個「十二處」的最終精神是透過認知的這種範疇，去了解到

沒有一個獨立不變的靈魂主體存在的，這個「十二處」。那麼，「十二處」的表達方

法有一個不是很善巧的地方，就是那個「識」在「根」裏面的，在「意根」裏面，又

不開作六個「識」，這樣就純粹在認知來講呢，這樣就沒有這個認知的主體了，沒有

一個認知的心識活動表達出來。這樣，於是從「十二處」再開，再進一步開，就開作

「十八界」了，這就是說，有「六根」對「六境」的時候，就產生六種心識，於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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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六根」與「六識」，這樣彼此之間「根、境、識」和合，就產生認知

了，就認知的這個概念呢，就更加清晰了。這樣，清晰的時候我們看一看它與「十二

處」有甚麼不相同了，第一，「十八界」裏面的「五根界」，即是與「五根處」是一

樣的，它們都是認知「五根」。

第二就是「五境界」，即是「色、聲、香、味、觸」，它除了「法」拎出來了，

這就與「五境處」是一樣的，是認知這個「五境」的，但是，這個「五境界」除了認

知「五境」之外，還認知一種東西，還認知一種「四大種」的，好像這個「五境處」

一樣，它除了認知這個「五境」之外呢，還認知「四大種」的，是吧？這樣，所以它

們功能是完全一樣的。這樣接下來看，這個「十二處」的「意處」就認識很多個

「識」的，認知所有「八識」。那麼，在「十八界」裏面認知的這個「識」就不是叫

做「意處」的，它另外新立一個叫做「六識」，就包括「眼、耳、鼻、舌、身、意」

識，這六個「識」，整個「六識」就認知，沒錯，就是認知這個「識蘊」。但是，

「六識」只是六個「識蘊」啊，那麼「第七識」與「第八識」怎樣呢？這樣，我本來

的這個表放在這，由這個「法境處」認知，其實我畫錯了，應該是從這個去認知，由

這個「意根」去認知。因為「意根」呢，因為那個「意識」的「根」就是末那，在唯

識宗那個「意識」的「根」，在小乘「意識」的「根」是「無間滅意」，即是過往的

「六識」就做未來「意識」的「根」的，「無間滅」即是上一個「六識」滅的時候

呢，是沒有間隔地做下一個「意識」生起的助緣、所依，叫做「意根」。這樣，但是

唯識宗就不是的，再建立一個「識」做「意識」的「根」，這個就是「第七識」。

這樣，「第八識」其實不是「根」，但是呢，沒有地方放，因此就將「意根」，這個

「意根界」攝入去了，攝入這個「第七識」與「第八識」全在這裏，這樣就與「意

處」相似了。這樣，「意處」的本身，「意處」即是「意根處」，是（包）攝了一切

「識」。那麼，現在將「意根處」剩下的「第七識」與「第八識」就交給這個「意根

界」去攝持。這就是說，將「意處」的功能分作兩種承擔，分做「六識界」與「意根

界」承擔，這就是說，「十二處」的這個「意處」，這個「意處」本來是指向「五

蘊」裏面的「識蘊」，但是在「十八界」裏面的這個「識蘊」呢，就包含了「第七

識」與「第八識」，就交給了「六識界」與「意根界」兩種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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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一般的「六識」即是「六識界」，「第七識」與「第八識」就「意根

處」去承擔。這樣，至於這個「無表色」、這個「受、想、行」，這些「蘊」與「無

為法」，那麼在「十八界」裏面是屬於哪一類呢？這樣看看，那個「法界」，即「法

境界」是最大的，它的範圍最大，因為「法境界」就被我們的「意識」認知的對象。

這樣，「意識」認知，第一，它認知我們的「無表色」；第二呢，它認知，不只認

知，還包括了一切「受、想、行」三種「蘊」，這三種「蘊」裏頭即是兩大類事物，

一類叫做甚麼啊？五十一個「心所」，第二大類是甚麼？「不相應行法」，對了，

十四種「不相應行法」，全部在這個「法境界」。這樣，還有「無為法」，於是又在

「法境界」，這樣它承擔的工作就好像「法處」一樣，就與「法處」一樣，這個「無

表色」、這個「心所」與「不相應行法」與「無為法」。這樣「法境界」就一樣了，

這個「無表色」、「受、想、行」三種「蘊」、「心所」與甚麼？與這個「不相應行

法」，與第三類是「無為法」。所以，裏面這裏就不是一個整體來的，是很多東西組

成的，因此呢，在「十八界」裏面亦都沒有一個「一性我」，沒有「我」體，又沒有

一個「受者我」，又沒有一個「作者我」在裏面。這樣，所以建立「五蘊」、建立

「十二處」、建立「十八界」的目的，釋迦牟尼佛的目的，就不是告訴你有實在的

「十八界」，不是實在的「十二處」和不是實在的每一種「蘊」，這個精神是破

「我」的，是沒有一個「我」，這個「我」是開做三大類，一個呢，正式的主題，

「一、常」的「我」；第二呢，受果報的「我」；第三種是甚麼啊？造作善惡業的

「我」，這三類的「我」是不存在。相反呢，你的「我」是甚麼啊？是 緣和合所產衆

生的「五蘊」，積集、假立的「我」，所以在佛教裏面叫做「五蘊假我」，是吧！加

個「假」字，即不是「神我」，與「神我」相對，它不是「神我」來的。

那麼，這個表我修訂過變成這樣，這「四大種」在原有那處，漏了劃一條線，即

是說「四大種」亦都在「五境界」裏面的，屬於它的範圍。所以，「十八界」對應了

所有的「五蘊」，「十二處」對應了所有的「五蘊」。這樣，請你（把）畫得不清楚

就改了它，有兩條線，一條線加在這裏，這條線斷了，即這條線移上了這裏，就是間

錯了條線，現在將這條線移上來，這裏劃這條線，那條線取消了它，那條點點點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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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它，因為它是「法根處」的內容。那麼，這一點有沒有問題啊？這個精神，沒

有問題的時候，跟著下面就討論到一些其他的，最後一節了，就是這一節。

這個呢，「十八界」裏面的「丙五」，就是「釋十二門分別」，「十二門分別」

可以學、可以不學，都無所謂。這樣，就是小乘人常常問，在「十八界」裏面，哪一

些是物質活動？哪一些是非物質活動？哪一些是有縛的，哪一些是不受縛的，甚麼是

落入繫了，欲界繫、色界繫、無色界繫，哪一些是能了別的？哪一些是有分別的？哪

一些是無分別的？哪一些是有漏？哪一些是無漏？逐種問，於是逐種問就問了十二個

範疇，就二十四個問題。這樣，下面這裏「丙五」就解釋，用「十二門」去解答了二

十四個問題。這樣，看看我們用一堂能不能解答所有的問題，這樣第一個問題，這個

「丙五」就「釋十二門分別」，透過「十二門」去了解下面不同的概念，這樣叫做

「十二門分別」。這個「分別」呢，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解釋的意思，所以〈分

別瑜伽品〉，即解釋修瑜伽行的時候，那整個歷程與特質的，這樣叫做「分別」。但

是呢，《唯識三十頌》的「分別所分別」，這又不是那樣解釋啊，「分別所分別」是

能夠起一些執著的能力，是了知過程當中有執著的能力。

這樣，所以「分別」有種意思，是有執的解釋，那麼這裏就不用「執」的意思，

是不用「邪執」的意思，譬如說「起分別」，這樣就不好的，起「邪執」。這樣，但

是這裏就是解釋的意思，因為透過「十二門」去解釋「十八界」裏面二十四個概念。

這樣就第一門，「第一門」即是第一對，在「十八界」裏面，「復次此十八界」，這

個 subject，是主語，「幾有色？」即是有幾多個「界」是物質活動呢？就「幾無

色？」有幾多個「界」，「十八界」即是十八類，有幾多類是非物質活動呢？這樣就

提出兩個問題，就是「第一門」，這一門叫做「有色、無色門」，是吧？即要答兩個

問題，一個問題是，哪些是物質活動？哪些是物質性的，哪些是非物質性的，這樣。

他說，「幾有色」呢，就是有幾多「門」是物質活動呢？這就答了，「謂十界一少

分。」他說，有十個完整的「界」與有一個「界」的一部份。那麼，是哪十個

「界」？還有哪一個少分呢？他答了，「即色蘊自體。」他就說，整個「有色」就是

「色蘊」的全部。這樣，第二個問題呢，就「幾無色」呢？哪幾個「界」是非物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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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呢？「謂所餘界。」這就是說，其餘的七「界」，這裏「十加一」就是「十一」，

「十八界」裏面減了十一（「界」）有七（「界」），這樣七（「界」）裏面有六個

（「界」）根本全部是不涉物質活動的，但另外有一個「界」的一少部份是非物質活

動。這樣。這樣就看了，他說「十界一少分」是物質活動，是哪「十界一少分」呢？

這個「十界一少分」是包括「五根」、「五境」與「法界」的一分，是「無表色」，

於是這十一種東西是屬於物質活動的，物質性的。哪些是屬於物質性的呢？凡是與

「色蘊」相應的那些是物質性，與「色蘊」相應呢，就是「五根」、「五境」，「四

大種」都是「五境」，是吧？於是這個「五根」、「五境」就十種，「五根界」與

「五境界」都十個「界」了，還有「無表色」啊，「無表色」是屬於「法界」的，

「法界」的一部份加上「五根界」、「五境界」就是物質活動了。

那為甚麼說「法界一分」呢？不是全個「法界」呢？因為「法界」除了認知那個

「無表色」之外，包括「無表色」之外，「法界」包括「無表色」之外，還包括

「受、想、行」這些「心所」的，還有甚麼啊？還有「不相應行法」，又包括甚麼

啊？「無為法」，這些「無為法」不是「色法」，那個「受、想、行」這些「心所」

與「不相應行法」不是物質活動，所以不是全部「法界」是物質活動，只是「法界」

裏面的一少分是物質活動。那麼，其餘這些就是甚麼啊？非物質活動了，其餘即是甚

麼啊？包括「六識界」、「意根界」，這是六種了，七種了，七種加上「法界」的一

少分，七種加上「法界」的一大分，不是一少分，因為「法界」分開三種東西，這

樣，「法界」除了這個「無表色」之外，「法界」屬於非物質性的，這個問題就解釋

完了，第一門解釋完了。

那麼，第二門了，所以這些表可以用的，你自己都可以看這些表啊，找出來。

這樣，第二個問題就是「幾有見？」，下面就是「幾無見？」有幾多種是被我們

「眼識」所能認知見到的？有幾多種呢？在「十八界」裏面有幾多種是不能夠被我們

見得到的呢？這樣答案呢，「有見」呢，就是「一色界」，「一色界」是代表甚麼

呢？「一色界」，就是「眼根所行（的）境」，因為這個「眼根」所認知的對象，即

是「色境」，這個就是「一色界」了。這樣，「一色界」裏面包括三大類的事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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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我們叫做「顯色」，第二類叫做「形色」，第三類叫做「表色」。那麼，甚麼叫做

呢「顯色」？「顯色」是「青、黃、赤、白」，是被我們「眼識」認知的啊，是吧？

「顯色」，都是「色境」來的。

第二呢，就是「長、短、方、圓」，這些叫做「形色」，因為形象是長的，譬

如，這支棒是長的，這裏是圓的，是吧？這個東西是方，這張 是方的，「長、短、枱

方」，有些是長的，那麼對這個就是短，這樣，長短是相對來講，「長、短、方、

圓」，就舉四個，其實不只的，沒理由舉那麼多，這樣「形色」是這幾類。這樣，

「表色」通常指活動的，就指「取、捨、屈、申」，「取、捨、屈、申、行」，有個

「行」都可以，行動就包括「取、捨、屈、申」了，「取、捨、屈、申」這些是「表

色」。（以上）這些叫做「一色界」的內容了。這樣，有幾多非「眼識」所見的事物

呢？在這個「十八界」裏面，「幾無見？」有幾多「界」是見不到的呢？這個答案就

說，「謂所餘界。」這樣，就說剩下那些，剩下那些有幾多「界」啊？十七，因為

「十八減一」，這就是說在哪講呢？「十八界」的「五境界」裏面，「五境界」是五

種「境」啊，「色、聲、香、味、觸」，是吧？這就只是「色境界」是被我們見的，

「聲、香、味、觸」都見不到，這樣就「色、聲、香、味、觸」，乃至甚麼啊？那個

「眼、耳、鼻、舌、身、意」，這些「根」，乃至「六識」，乃至「法界」都是見不

到的，都非我們所見的，這是第二門了，第二門叫做「有見、無見門」。

這樣，第三門叫做「有對、無對門」，「對」就是對礙，對礙就是佔有空間的意

思，所以這個詞「有對」就不知道講甚麼，「對」就是佔有空間，譬如，這台複印機

放在這裏，我再放我的指揮棒在這裏呢，放個 pointer 在這是放不下的，這樣叫做

「有對」，它佔有空間，又叫做「對礙性」，因為佔有空間就妨礙另外的事物佔有空

間，「對」的意思是妨礙叫做「對」，「有對」不是相對的解釋，是妨礙其他事物佔

有空間的特性就叫做「有對」。那麼，「無對」就沒有妨礙的，這樣，通常有妨礙人

家佔有空間的多數是物質性的；如果非物質性的，所有事物都不妨礙的，想幾萬種東

西，同一樣在意識想都可以的。這樣，阿賴耶識沒有妨礙的，阿賴耶識，你（將）所

有功能放進去都不會打架的，放甚麼進去都可以。那麼，你的腦袋去記憶是不會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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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記很多很多東西都可以的，你不記又可以，你記很多東西都不會搞亂的，不會

記了這種東西，不記得另一種東西，我的眼睛見到白的時候，同時見黃都可以的。這

樣，於是「有對礙性」就有「十色界」，「十色界」，這樣，「十色界」就有「五

根」、「五境」，這些有對礙，有對礙性，五種「根」與五種「境」。他說，「有對

礙」的意思就是甚麼呢？「謂若彼於此有所礙故。」由於這種東西在這裏的時候呢，

對其他的事物呢，就妨礙它存在了，他說，由於有這種，「由此」在呢，「彼」的事

物就不能夠再佔有，妨礙「彼」的事物佔有，若果有這種事物，因為有這種事物在這

呢，這就有妨礙了，有所礙了，阻礙了不能夠佔有空間，所以，對者，礙也，叫做

「對礙性」。這樣，「幾無對？」其餘那些就沒有對礙，這就是「五根」、「五境」

那些有物質性的對礙，那些非物質性的，所有八個「界」都是沒有對礙的，這樣就其

餘的八「界」是沒有對礙了。這樣，這裏指出「十色界」，指「五根」、「五境」是

物質活動，我們的那些神經都是物質組成的，凡是物質性所組成的事物，都是有對

礙；非物質性所組成的事物，是無對礙，這樣。那麼，這裏是第三門了，第三門是有

些有「對礙」，有些沒有「對礙」。

這樣，於是第四門了，「幾有漏？」與「幾無漏？」在「十八界」裏面，有幾多

「界」是「有漏」的呢？「有漏」即與煩惱相應；「幾無漏」是沒有煩惱相應呢？這

樣就答了，「幾有漏」，哪幾「界」是「有漏」的、有煩惱相應呢？這個答案就是

「十五界」與後面那「三界」裏面的「少分」，就叫做「有漏」。這樣，我們稍後看

「十五界」是甚麼？「三界」是甚麼？這樣要解釋了甚麼叫做「有漏」？他說，這

「十五界」與「三界少分」呢，「謂於是處煩惱起故、現所行處故。」所以「有

漏」，「所以有漏」這個詞彙是省略了的。這樣，「有漏」的意思是在「十八界」的

某一「界」裏面是有煩惱產生的，所以「有漏」呢，就是與煩惱相應的就叫做「有

漏」。那麼這句話是從哪處來的？是從這裏來的，我們以後一說「有漏」呢，就用世

親菩薩的定義，凡是有煩惱起的地方就叫「有漏」；沒有煩惱起的地方就是甚麼？是

「無漏」，這就不是我們亂作的，是有出處的！

那麼，這處《廣五蘊論》就很清楚了，「有漏」的世界有煩惱相應；「無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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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沒有煩惱相應；「有漏」心識與煩惱相應的心識；「無漏」心識就是沒有煩惱相

應的心識。這樣。那麼，至於「無漏」呢，「有漏」的是前「十五界」與後「三界」

的少分，這就是後「三界」的另一少分就是「無漏」了。是吧！這樣，「十五處

（界）」是甚麼呢？「十五處（界）」就是那個「五根處」、「五境處」、「五識

處」就「十五處（界）」。這樣，「後三處（界）」是指甚麼呢？這個「意識界」，

「意識界」裏面，還有這個「意根界」與那個「法境界」，即是將這個「六識」分

開、合起，就是分開兩類也行，就是「五根界」、「五境界」還有「五識界」與「意

識界」、「意根界」與「法境界」都可以啊。那麼，前面講「根、境、識」這十五類

是叫做「有漏」。

那麼，後面的三類呢，只是部份「有漏」，所以下面要解釋了，「後三分」是指

甚麼了，「後三分」清楚指出，所謂「後三分」是一部份「有漏」，一部份「無漏」

的，「後三分」是指「意界」與「法界」、「意識」、「意界」即「意根界」，「法

界」即「法境界」，這個「意識界」。這樣，為甚麼前面的那個「五根」、「五

境」、「五識」全部「有漏」呢？因為他說這樣解釋，他說，現在我們講的「有漏」

呢，是有兩個情況講的，第一是與煩惱相應來講的，與煩惱一齊起的，那麼與煩惱相

應是「現所行處」，就是現在「十八界」所活動的地方，那麼現在「十八界」所活動

的地方全是「有漏」的，因為我們是凡夫，凡夫，我們「有漏」。因此呢，我們凡夫

要轉變這前面的「十五界」呢，是有困難的，通常我們的八個「識」真正能夠轉變的

就在「見道」做分野，「見道」的時候，你的「意識」可以變「有漏」而改作「無

漏」也可以啊，是吧？那麼，你的「意根」是「有漏」，可以變作「無漏」，你的

「法界」「有漏」，可以變作「無漏」，所以，後面的這三種東西呢，是在「見道」

的時候可以改變的。但是，前面的十五種東西，即是「五根界」、「五境界」與「五

識界」呢，它們就不能夠改變的，直至到你甚麼啊？直至你能成佛才能改變，你成佛

就不在這個現實世界了，未來世界。所以，它在現實世界來看，你前面的「五根」、

「五境」、「五識」永遠是「有漏」。因為，它屬於「五八六七果因轉」，因為「第

五識」即「前五識」與「第八識」要到了甚麼啊？「果位」才能改變的。所以，如果

「前五識」全部到「果位」才能改變呢，即是「果位」之前不能改變，這樣「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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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它是「有漏」的，這就永遠「有漏」了。

這個「前五識」，「果位」之後才能改變，「果位」之前改變不了，即是「果

位」之前，你成佛之前，它「有漏」，所依的「根」亦都「有漏」，它所對的「境」

亦都「有漏」，「無漏」的「境」不能夠認知，它只是能夠認知甚麼啊？這個「有

漏」的「境」。這樣，因此這個「十五界」呢，這個「十五界」即「五根」、「五

境」、「五識」永遠是「有漏」的，直至到成佛為止，它才是「無漏」的。那麼，其

餘的「意識」，其餘的「意識」不同啊，它中間可以變啊，是吧？在「見道位」可以

轉變，就是這個「意識」是（這樣），即般若智起了，你的般若智未起就「有漏」，

般若智一起了就「無漏」，正在起就「無漏」，起完又「有漏」。那麼，這個「意

識」依那個「意根」來的，那個「意根」本來就「有漏」，「意根」是「末那識」

啊，它是與「四煩惱」常俱，「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但是，有

時停的，這些煩惱，這些是「漏」來的，這四種煩惱是「有漏」來的，但「見道」的

時候，這四種煩惱沉的，所以，它在「因位」可以轉了。因為，「第六識」、「第七

識」在「因位」，「因位」即未成佛之前，它的「有漏」、「無漏」的性質是可以加

以改變的，這樣在「因位」就可以轉了。因此呢，就凡是涉及到「意識」，凡是涉及

到這個「末那識」的事物，在「因位」可以改變。

那麼，這個「法境處」一樣啊，「法境處」呢，對那個「無表色」，這種就不可

以轉變了。但是，這個「法境處」對「無漏法」（即）「真如」，當「真如」起的時

候，這個「法境處」就可以改變了，當它不起的時候，它只是攀緣那個「無表色」，

攀緣「色、受、想、行」的時候，那麼這個「法境處」就可能是「有漏」。但是，當

它攀緣到甚麼啊？「無為法」、「真如」的時候呢，它即刻變「無漏」了，這樣，因

此「意識界」因為「意識」與般若相應，所以它可以變「無漏」。這個「意根處」，

因為「意根處」就是「末那」，「末那」可以在「因位」轉的，就是「見道」的時

候，它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可以沉的，所以它可以由「有

漏」又變「無漏」。這個「法境處」一般情況之下「有漏」，但是當你「見道」的時

間，每次證「真如」的時間，你就證「真如」，其他不證了，其他，你不攀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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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想、行」了，你不理那個「無表色」，那些沉了就證「無為法」，這個「真

如」就顯現了，那時候又變做「無漏」。這樣，因此前「十五界」一定是「有漏」

的，而後「三界少分」可以變做「無漏」，就是這樣了。這樣，但是這個後「三界」

亦都可以少分變成「有漏」，因為它未「見道」的時候，就是「有漏」了；在未證

「真如」的時候，就「有漏」了；即使你在「修道位」，你未證「真如」的時候，都

「有漏」啊，你正在證「真如」就「無漏」，你出定了就「有漏」。

這樣，直至到「第八地」就永遠「無漏」了，現行「第八地」，因為現行的「第

八地」呢，那些「有漏法」沉沒，它的種子狀態就存在，那麼現在不講種子的，他講

明了，為甚麼不講種子啊？因為他講明了從「現行處」來講的，「現所行處故」，因

為，從現在活動來講，這樣我們的「有漏」生命體的活動都是「有漏」。那麼這裏解

答了「十八界」裏面有幾多是「有漏法」，幾多是「無漏法」。這樣，跟著就是第五

門了，就問了，「幾是欲界繫？幾是色界繫？幾是無色界繫？幾是（完全）無繫？」

「繫」即是繫縛，因為，我們生在欲界的時候，被欲界的煩惱縛著我們的；我們生在

色界的時候，起色界貪，你不貪怎會生在色界呢？這樣，色界貪就束縛 你；你生在着

無色界的時候，被無色界的貪束縛 你。這樣，有些完全沒有束縛，佛就是沒有束着

縛，那個「無繫」是完全沒有繫縛。這樣，於是在「十八界」裏面有幾多「界」是受

「欲界繫」呢？有幾多「界」是受「色界繫」呢？有幾多「界」是受「無色界繫」

呢？有幾多「界」是「無繫」呢？這樣就常常都接觸這些的，在佛教，這樣就透過現

在的機會就了解這些術語了，甚麼叫做「色界繫」、「無色界繫」呢？這樣在「十八

界」，「幾欲界繫？」這個答案是「一切」，即所有「十八界」都是被甚麼啊？被這

個「欲界繫」，因為我們是在欲界生活啊，是吧？那麼在欲界生活，你的「眼、耳、

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全部通通是「有漏」。這樣，但是

我們透過修行可以使到某幾「界」變成沒有了「欲界繫」，只有「色界繫」的。這樣

就說，「幾色界繫？」「十八界」裏面有幾多「界」是受「色界」繫縛呢？

「色界」不用解釋了，你們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個世界沒有情慾的，那些 生衆

是沒有情慾的，但有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那些 生叫做甚麼啊？叫做「色界衆 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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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這樣就是生在「色界」的 生，那麼，「色界」的 生的時候，我們知道只有衆 衆

「十四界」啊，是除了「香境」、「味境」、「香界」、「味界」，那個「鼻識

界」、「舌識界」，這是為甚麼啊？因為在「色界」裏面，即是「四禪」的世界，即

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這樣在初禪的時候呢，你還有眼的活動去對「色

（境）」，有耳朵的活動去對「聲（境）」，有身體的感觸去對「觸（境）」，是

吧？這六「界」都有。但是，在初禪的時候有兩種「識」停了，這是甚麼「識」啊？

有種甚麼「識」啊？有了、有了，你找出來，有兩個「識」停，一個是「鼻識」，就

是初禪的時候嗅不到味的，嗅不到東西的，那麼沒有「鼻識」起的時候，自然那個

「香境」停了，是吧？「香界」停了。這樣，還有「舌識」停了，你所快樂的事情是

禪悅，不是食物的快樂，你是透過坐禪而快樂，所以你的「舌識」停的啊，那麼，

「舌識」的對境是甚麼啊？味道，所以「味界」停了。這樣，於是就停了四「界」，

於是只有「十四界」，就沒有這四「界」，「香、味、鼻、舌」這四「界」是沒有

的，這個原因是這樣，很清楚了。那麼，以後人家說：「我證了初禪。」你問問他，

「你嗅不嗅到東西（味道）啊？」，如果 訴你，「我嗅到。」那即是你未證得。吿

那怎麼知未證得啊？這個是世親菩薩講的，除非你說世親菩薩講錯了，這就是

說，你初禪的時候，人家旁邊那些花很香，你都完全嗅不到的，固然你不會進食了，

就是說那些口水很甜，都是入不到初禪的，人家很清清楚楚地說，在「色界繫」是剔

除了這四種東西。這樣，其實讀唯識的好處是給一把尺你，自己量度修行到甚麼境

界，很清清楚楚的，是不可以亂講的，未至謂至，未得謂得，這樣，一用把尺量一下

就知道自己有沒有犯這樣的過錯。這樣，又再看「無色界繫」，「無色界繫」，甚麼

叫做「無色界繫」？就是說那些 生呢，受這種繫縛的 生，他是沒有物質活動，沒衆 衆

有情慾的，只有甚麼活動啊？是，精神活動。那麼看看了，「無色界繫」就「後三」

才有的，「後三」是哪種啊？「意識」，還有呢？「意識」的「根」，即「意根」，

還有「法境」，是吧？因為那些是心識活動啊，你在「無色界」只有精神活動，「意

識」活動，「意識」活動對兩種東西，第一種是「根」，即是末那識；第二呢，就有

甚麼啊？有那個「意識」的對境，要觀都要有「境」啊，這樣你要作觀的啊，那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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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境叫做「法境」。那這些呢，當你在這「三界」的活動就受那個「無色界繫」

了。這樣，哪些是完全沒有繫縛啊？他說，「幾不繫？謂即彼無漏。」剛剛說的「無

漏」那些，「無漏」就是後面的「三界」，是吧？即「意識」，還有甚麼啊？「意

境」，還有甚麼啊？「法境」，「意根」與「法境」，這「三界」，因為是「無

漏」，「無漏」一定是不會受任何繫縛了，完全沒有繫縛了，這「三界」。這就很清

清楚楚了，這些文字我剛講過，不讀都可以了。

這樣，下面第六類（門），「幾是蘊所攝？幾取蘊所攝？」那麼，「蘊」與「取

蘊」就不同了，「蘊」就求其分作「五蘊」，這樣，「五蘊」裏面是包含宇宙萬象

的，只有一種是不包含，是甚麼？就是「無為法」。這樣，所以，他就答了，「謂除

無為。」即是所有「十八界」，「十八界」是除了「五蘊」之外，還多了一種東西

啊，「十八界」，「十八界」全部這裏有個表，這樣就（配）對了所有的「五蘊」，

是吧？但是，（配）對了所有的「五蘊」之後呢，有一種叫做「法境界」，它攀緣

「無為法」的，「無為法」就是甚麼啊？「五蘊」之外的法，「五蘊」不包含「無為

法」，即不包含真如，因為只是現象，講了「五蘊」是現象，是叫做「生命現象」。

這樣，但是「無為法」是生命的「體（性）」，不是現象啊，但是「十八界」是

包含的，「十八界」包含在「法境處」涵攝。

這樣，於是人家問你，「十八界」有幾多是屬於「五蘊」的？你答案是「十八

界」全部除了「法境界」裏面所包含的「無為法」，除了它之外，包含「法境界」裏

面所講的「無表色」，還有「法境界」所包的「心所有法」與那個「心不相應行

法」，全部「十八界」都是「五蘊」所攝。這樣，跟著「五取蘊」呢，就與「五蘊」

有些不同，這個「取」字就是「執」的意思，「執」就是說一執（著）就有煩惱了，

是吧？如果你的「五蘊」可以沒有煩惱，佛都有「五蘊」啊，釋迦牟尼佛都有「五

蘊」啊，那麼釋迦牟尼佛沒有煩惱啊，你不可以叫它做「五取蘊」，叫「五蘊」就可

以，就不能夠叫做「五取蘊」。但是，我們那個「五蘊」呢？就是叫做甚麼啊？「五

取蘊」，因為我們是凡夫來的啊，那麼凡夫是「有漏」的，即是有煩惱相應了，這樣

所以凡夫的「五蘊」是「有漏法」。所以他說，「幾取蘊攝？謂有漏。」謂「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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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麼啊？「有漏」的「十八界」，即全部都是可以「五取蘊」，當你「有漏」的時

候。但是，當你證真如的時候呢，就不是全部了，就是這個「五根」、「五境」、

「五識」才是甚麼？「五取蘊」所攝，至於那個「意識」、「意根」與「法境」，證

真如的時候就不是「五取蘊」所攝了，是分出來了，因為你證真如的時候，你沒有

「取」啊，你有「五蘊」而沒有「取」啊，這樣，所以在「十八界」裏面的後面三

「界」可以不包括那個「五取蘊」，可以而已，它不一定，在某種特殊情況之下，它

可以不包，可以包。這樣，尤其是那個「法境處」，「法境處」更加包括真如了，因

為這個「真如」不是那個「五取蘊」範圍之內啊，所以剔除了「法境界」的一部份，

這個就清晰了。

這樣，就第七類（門）了，這些文字我剛剛講過了，甚麼叫做「取蘊」？「取

蘊」的解釋就是有情，因為貪欲所執取的有漏「五蘊」，是吧？這就是說，凡是「有

漏」的時候就叫做「五取蘊」，有漏的「五蘊」。所以，無漏的「五蘊」叫做「五

蘊」，但不是「五取蘊」，就不能叫「五取蘊」，只是叫做「五蘊」。這樣，當我們

講「五取蘊」，這個「取」者，這個意思不是取，是執。這樣，還有在佛典裏面不叫

做「五取蘊」，叫做甚麼？叫做「五受蘊」，這個「受」字亦都是取的解釋，但

「受」字有時解作「苦、樂、捨」三「受」，但未必是（這樣），在某些特殊情況之

下，某些譯者譯成「五受蘊」，這樣即是「五取蘊」，「取、受」之「蘊」，是被我

們執著它而有所覺受，有所覺得它快樂，覺得它痛苦的，這樣，於是亦都是「取」的

意思。這樣，那些文字就有些（相）像，有些這樣譯，有些那樣譯，那麼，那個意思

就「五取蘊」、「五受蘊」是一樣的，凡是起執的「五蘊」、凡是被執的「五蘊」都

叫做「五取蘊」。

這樣，又再看了，「十八界」裏面有幾多是「善」的呢？有幾多是「無記」的

呢？有幾多是「不善」的呢？這樣它就分開三大類，一是「善」，一就是「不善」與

那個「有覆無記」，有哪幾類是純粹的「無覆無記」呢？可以這樣分的，這樣就答

了，他說，「幾善？」在「十八界」裏面有幾多是「善性」的呢？「幾不善？」有幾

多是「不善性」的呢？幾多是「無記性」的呢？這樣就答了，他說有十種是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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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就是說，十種即是「十界」，又是「善」的，又是「不善」的，又是「無

記」的，那麼，這三種就矛盾了，他的意思不是這樣講，這就是說，它含有這三種的

性質，就未必一定起，當它起的時候，起「善」就不能起甚麼啊？「不善」，起「不

善」就不能起「善」，他只說範圍包括，他沒有講同時包括，這樣。那麼，是哪十種

通「三性」呢？他說，第一，「七心界」，「七心界」是甚麼呢？「七心界」就包

括，「通三性者」是「六識界」，即「眼、耳、鼻、舌、身、意」這「六識」，加上

呢，「意境界」，為甚麼要包括「意境界」啊？「意境界」是「根」的，不是，是

「意根界」，「意根」的境界，「意根」的境。那為什麼要包括「意根」的境？因為

「意根」的境是甚麼來的啊？是「末那識」，末那識可以變染又行，可以變淨又行，

當它是清淨的末那識屬於「善」的，佛的末那識是屬於「善」的，這樣，但是凡夫的

末那識屬於「染」的，那麼，所以包含這個「意界」，「意根界」。這樣，就「七

心」啊，「七心界」。

這樣之外呢，還包「色」、包「聲」及包「法界一分」，為甚麼包括「色」呢？

因為「色」可以造業的，是吧？我們現在小乘人說造業的時候，這個「體」是「色」

來的，是物質活動，所以，「有表色」，當你做完叫甚麼「色」？叫「無表色」，原

來「色」都有善惡的，那麼大乘就說不可能了，因為這裏講「十八界」是（包括）講

了小乘的，所以「色界」都可能有「善」、有「無記」，又有「惡」的。這樣

「聲」，「聲」可以構造成甚麼業啊？靠它的甚麼業啊？「身、口、意」，口業，是

吧！語業靠「聲」的啊，這樣，語業有「善、惡」的，所以它又包含「三性」了。這

樣，「法界一分」又怎樣解釋呢？「法界一分」呢，看這個「法界」裏面可以包括很

多種東西的，「法界」裏面包括那個「無表色」，固然有「善、惡」了，「法界」包

括真如，它是純「善」的，不可能是「惡」的，但是，「法界一分」而已，不是全部

啊，「法界」包含「受、想、行」這三種，這三種是甚麼來的啊？是「心所有法」，

「心所有法」有部份是有「善、惡」的，這樣，於是「法界一分」即是「受、想、

行」這三種，「心所」有些是「善」，有些是「惡」，有些是「無記性」的，因此，

「法界一分」都是通「三性」了，這樣。那麼「法界一分」，哪「一分」有通「三

性」呢？這樣講了，其中，「法界」當中的「遍行（心所）」、「別境（心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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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心所）」，「法界」裏面通「心所」的，「心所」分六類，其中一類叫做甚

麼？「遍行心所」，就是「觸、作意、受、想、思」，因為你的「識」是「善」的，

這個「遍行（心所）」就「善」，你的「識」是「惡」的，它就變「惡」了。這樣，

「別境（心所）」，這個「欲、勝解、念、定、慧」，一樣了，如果你的「識」起時

是「善」，它就是「善」；你的「識」起時是「惡」，它就是「惡」；「識」起時是

「無記」，它又是「無記」。這樣，「不定（心所）」，又是染淨不定，就是甚麼？

「悔、眠、尋、伺」，你「尋」那些是「善」，它就是「善」了，你「尋」些「惡」

的，想辦法去殺人，這樣它是「惡」了，是吧？所以，這三類「心所」，不是三個

啊，總共十四種「心所」，因為這個「別境（心所）」是五個，「遍行（心所）」是

五個，「不定（心所）」四個，這就十四了，這樣與「法界」十四「心所」相應的那

部份的「法界」，即是「法境界」，就是屬於通「三性」了。這裏解釋了。

那麼，有八個是「無記」的，這八個「無記」呢，這處寫錯了一個字，「八無者

者」，將這個「者」字改回「記」字，這樣，八個「無記」是哪八個呢？「五根」，

因為「根」是「無記」，你那個「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

根」，這些「五根」是「無記」的，那「五根無記」的時候還有「境」啊，「香境無

記」，沒有「善」，沒有「惡」的；這樣，又「味境無記」，那些味道，我們舌所嚐

的「味境」，它是「無記」，身所接觸的都是「無記」，於是加起來，五加三就變了

八個，這八個一定不可能是有「善、惡」的，這樣就答完了。那麼，但就是有沒有純

「善」的呢？只是「善」，沒有「惡」的呢？是有的，這樣，純「善」就是「法界」

裏面，「法界」攝「心所」的，「心所」，就有些「心所」是純「善」的，「善心

所」，是吧？哪些「善心所」啊？是「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安、不

放逸、行捨、不害」，全講了，那麼這十一種是純「善」的，就是說我們的「法界」

裏面就有一部份是純「善」。這樣，還有剛剛講的「法界」兼甚麼「法」啊？是「無

為法」，真如肯定純「善」了，所以，純「善」就補充世親菩薩所講的。這樣，有沒

有一些是「不善」呢？只是壞蛋，只是「有覆無記」的呢？這個答案是有的，所有

「煩惱（心所）」、「隨煩惱（心所）」就是了，「法界」所攝的「煩惱（心所）」

與「中隨煩惱（心所）」、「大隨煩惱（心所）」、「小隨煩惱（心所）」，這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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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覆無記」與「惡」了。這樣就很詳細的，很清晰的。

那麼，然後再看下面了，這樣又問了，有哪些是內在的軀體？有哪些是外在的軀

體？這樣答了，「幾內？」有幾種是內在的呢？（「謂十二」），這裏有十二種，十

二種是哪十二種呢？他說，在「十八界」裏面，除了「色、（聲、）香、味、觸及法

界（一分）」全部都是內在，就包括「六根」、「六境」與「法界」當中的「無為

法」，還有「法界」當中的這幾個「心所」，「受（心所）」、「想（心所）」、

「行（心所）」，「心所」是包括「心所」及「不相應行法」，那麼這些都是內在

的，不可能外在的，「心所」沒有理由外在的。這樣，就那個「無為法」都是內在，

「真如」都是內在的，在我們的生命「真如」是怎樣啊？是一切現象的「體（性）」

啊，這樣，所以這「十二處」呢，就純粹就是內的。那麼，「幾是外？（謂所餘

六。）」這樣其餘那六種就是外了，就包括「色、聲、香、味、觸」及「法」裏頭有

一種是外，因為「法」是包括三種，一類呢，就叫做「無表色」，物質來的，因為

「無表色」的時候就唯識宗不承認，就當它是外，「法界」當中有一種是外的。「法

界」當中有兩種是內的，「真如無為」，還有「心所」與那個「不相應行法」。這

樣，但是講到「無表色」這種東西呢，它是「色」來的，它是外在世界的，這樣就放

它在外，這個講法都是小乘人自己承認的，因為這個「無表色」在哪裏存在呢？這樣

其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麼唯識宗就說沒有「無表色」的，「無表色」是騙你的，

是種子來的。這樣，（「無表色」是）種子的時候，在阿賴耶識裏面，於是就變了

內。但是，這處外道的人與小乘人立「無表色」，唯識宗就不承認，那麼就放到外，

這樣，如果你說「無表色」是種子，這樣的時候就變了內。

這樣又第七門了，「幾是有緣？幾是無緣？」有幾多可以攀緣對境的呢？有緣即

是能夠攀緣對境，有幾多能夠攀緣對境的呢？他說，「七心界及法界少分心所」，就

叫做能夠攀緣。這樣，「七心界」剛剛講過了，「七心界」是甚麼啊？是「眼、耳、

鼻、舌、身、意」識，這樣就加個甚麼啊？「意根」，加個「意根」，因為甚麼加

「意根」？因為「意根」裏頭是包括甚麼啊？包括末那識，包括阿賴耶識，這樣所以

能夠攀緣，所有心識都能夠攀緣的啊，這樣，逢是「七心界」都能夠攀緣。但是，這

21



個「法界少分」，「法界少分」是包括「心所法」，因為「法界」裏面包括「心所

法」的，因為「心所法」能夠攀緣，所以「法界少分」又能夠攀緣了。因此就說，

「有緣」者，就是「六識界」與「意根界」與「法界」當中的「心所」，因為「法

界」裏面有「心所」。這樣，幾多是不能夠攀緣的呢？不能夠攀緣事物的呢？不能夠

了知事物的呢？他說，「謂餘十種及法界少分」，所以不能夠攀緣的就是我們的「五

根」、「五境」，那些不懂攀緣的，是給我們的工具，還有「法界」當中的「無表

色」不懂攀緣的，還有「不相應行法」都不懂攀緣的，就是說，「得」啊，那個

「生、老、病、死」，「生、住、異、滅」，「名、句、文」，那些這樣的「不相應

行法」怎麼能夠攀緣啊？怎麼能夠有認知活動啊？這樣就不能夠攀緣！不能夠認知

的！「無為法」都不能夠攀緣，因為「無為法」是被認知的，它做「境」而已，它做

「法境」，但它不能夠攀緣，這樣，這些就不能夠攀緣了。

這樣，第十門了，「幾有分別？幾無分別？」這樣他沒有第二句了，可能他漏

了，不知為何，以世親菩薩這麼嚴密的人的思想，這處「幾有分別？」之後，他沒有

問一句「幾無分別？」這應該有「幾無分別」的，這就漏了沒有。那麼，我們對過兩

個版本都沒有，即是玄奘法師翻譯的沒有，除了玄奘法師翻譯的，其他法師翻譯都沒

有了後面，這就不知為何，或是世親菩薩不是寫漏的，就是可能脫簡，即是寫在貝葉

紙上的，貝葉紙可能後面漏了，它不是紙來的，樹葉來的，那麼崩了一邊，這樣就後

面譯不到了也未定，於是沒有譯到這個「幾無分別？」這樣，先「幾有分別？」有幾

多「界」是能夠有執著的呢？「分別」即是執，剛剛的「分別」與「十二門分別」有

不同的解釋，同一個「分別」，「十二門分別」是用「十二門」的解釋，這個「分

別」呢，用分別來解釋的意思，這裏的「分別」就不是，是起執（著）的意思，這個

「分別」，這樣就答了，他說，「意識界」分別，只有意識才可以分別啊，你不是意

識怎樣分別啊，怎懂得起執啊！因為這個「眼、耳、鼻、舌、身」識不懂「執」的。

這個阿賴耶識懂不懂得「執」啊？這個阿賴耶識都不懂的。這樣，那些「境」肯定不

懂「執」的，只有「識」懂得「執」的，那麼這八個「識」，只有兩個「識」懂得

「執」，一個是「意識」，第二個呢，就是「意境界」，不是！對不起！是「意根

界」，「意根界」即是甚麼？末那識，末那識肯定懂得「執」了，「意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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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呢，「法界少分」，「法界少分」是甚麼呢？「心所」，有些「心所」懂得

「執」，有些「心所」不懂得「執」，於是就「法界少分」。「有分別」就是我們的

「意識」，「意識」當中的「末那識」起執，還有「無間滅意」，「無間滅意」這種

我們不要的，小乘人因為沒有「末那」，那麼就有個叫做甚麼？叫做「無間滅意」，

這就是說，前面的「意識」滅了，就可以是後面「意識」的「根」，這樣的講法就很

不清晰的。這樣，「法界」當中有些「心所」，「心所」會起執啊，於是就包括「法

界」當中的「心所」。這樣，「法界」當中就不只有「心所」啊，還有甚麼？「真

如」，這個就不懂得「執」了。這樣，「法界」當中還有甚麼？還有甚麼？還有，

「法界」當中還有個叫做「無表色」，它不懂「執」啊，這樣所以是「一分」，就不

是全分。這樣，「無分別」呢？就是其餘那些了，即「五根」、「五境」，「五識

界」，就是「根、境、識」這十五種。

還有，「意根處」當中有些都不懂「執」啊，「意根處」裏面，因為「意根處」

包括兩種東西，一種是「末那」，一種是甚麼啊？「阿賴耶」，這樣，那個「末那

識」會「執」啊，「執」個「阿賴耶」做「我癡」、「我見」、「我慢」、「我

愛」，執「我」，但是「阿賴耶」不懂「執」啊，所以「意根處」當中的第八識，即

「阿賴耶」，它就不懂「執」了。這樣，「法界」當中有些懂得「執」，有些不懂得

「執」，懂得「執」的是「心所」，那些不懂得「執」的呢，那些「無分別」就是

「無表色」與「無為法」，這些是不懂得起「分別」的，於是又沒有「分別」了。這

樣，「十八界」全分開了，有些是起有分別的執著，有些是沒有執著的，這樣，所

以，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的「眼、耳、鼻、舌、身」識，全部沒有執著的。那些執

著從哪裏來啊？是「意識」帶出來的，你沒有「意識」，不會起執著，機械的，機器

來的，機器哪裏有執著啊？就是工具沒有執著。

這樣，第十一類了，「幾有執受？」「執受」就不是執著啊，「執受」就是它能

夠執取那些以為自己身體的一部份，這樣是「執受」。因為，這個「阿賴耶」又叫做

甚麼？「不可知執受處了」，是吧？這個「阿賴耶識」有些東西是很難了解的，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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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的，不可知的。哪些東西不可知啊？「執受」不可知，「執受」是兩種東西，

一個是種子，一個是根身。還有，「處」是不可知，「處」就是甚麼啊？器世界，根

身所依的地方，這個「處」又不可知，因為它不是很明白、不了解甚麼叫做「處」，

對「阿賴耶識」來講。這樣就「了」不可知，那種分別力量因為很微弱的「阿賴耶

識」，所以叫做「了不可知」。那麼，「了不可知」在梵文本就不是這樣解釋的，那

麼這個是另一個問題了，沒有「了不可知」的。

 這樣就如果你看一下霍韜晦先生的（《安慧「三十唯識釋」原典譯注》），安

慧解釋《三十頌》的，安慧釋是沒有「了不可知」的，是玄奘法師的版本有，這樣，

所以霍生說玄奘法師譯錯。那麼，我又不敢說（玄奘法師）譯錯，怎樣知道玄奘法師

的版本是否這樣啊？因為我未見過玄奘法師。不過，你只可以說，安慧解釋的那個

（版本）沒有，就不能說玄奘法師譯錯啊，我就不敢說玄奘法師譯錯，霍韜晦先生就

說他譯錯了，就不應該這樣譯的，「不可知執受處了」不是這樣譯的，它有另外的譯

法。這樣，於是「執受」就是「執為」甚麼？自體，能起覺受，共安危故，這樣，

《成唯識論》就成段文字解釋這個「執受」。這樣，這裏解釋這個「執受」，是甚麼

叫做「執受」呢？這裏解釋「執受」，是解作能夠生起苦樂的就叫「執受」。這樣就

解得不好的，即是蔣維喬先生解得不好啊！這裏這樣解釋，這樣相反就叫做「非執

受」。這樣，甚麼能夠起「執受」，執為「我體」呢？這樣就說，「五內界及四界少

分。」

這樣，「五內界」是關於甚麼呢？這樣我們解釋了，這個是「根」來的，他說，

「眼、耳、鼻、舌、身」，這個「五根」叫做「五內界」。還有，「香、味、觸」，

沒有「聲」啊，這個「色、聲、香、味、觸」，它就「色、香、味、觸」這四個

「境」，這亦都是變做「執受」，因為變做你身體的一部份，因為「色、香、味、

觸」境就構成你的扶根塵，所以叫做「四界少分」，不是，這個是全部份。這樣，另

外「四界少分」，「四界少分」是指甚麼呢？「四界少分」就是這「四界」，「色、

香、味、觸」，這「四界」不是全部份，是一部份「執受」。因為「色、香、味、

觸」的時候，可以構成宇宙的其他事物啊，構成一棵樹，不是我們身體的一部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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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這棵樹都是「色、香、味、觸」構成的啊，構成這個大山、大河都是「色、香、

味、觸」構成的啊，這樣，所以就不是全部的，「色、香、味、觸」全部份是我們的

「執受」為內境，內在生命的一部份，內在軀體的一部份，這樣只是少分構成我們的

生命。那麼，除了「聲境」，因為聲音不可以構成甚麼啊？我們的身體呀，我們的

「五根」，還有構成我們的「五根」的「色、香、味、觸」，那些「界」，一共有九

「界」，這個我們就叫做「執受」。這樣，他又解釋，這個「四界少分」就是指

「色、香、味、觸」這些的一部份，不是全部了。這樣，「幾非執受」，哪些是不能

夠執為自己身體的一部份呢？就謂其餘的九種，還有「色、香、味、觸」的另一少部

份。這樣，他就說，「非執受諸界」是包括其餘的「六識」，包括「意根」，包括

「法境」，這些是身體之外的，還有「色、香、味、觸」，那些一少部份，於是呢，

「餘九及色、香、味、觸」，「餘九」即是這幾種了，「色、香、味、觸」之外的少

部份，這樣就構成我們的「非執受」。因為，這裏「九」，「九」是甚麼啊？「六

識」加「意根」加「法境」，還有一個「聲境」，九種東西了，九種東西，合起來

「色、香、味、觸」，就非我們軀體之內，變成外在世界的那部份，都是不能夠執為

一個自己身體所有的。

這樣，最後一門了，叫做「同分及彼同分」，是最難解釋的，在唯識宗是不需要

的，但在這個「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毗曇學」裏面就很多東西的，所以

「毗曇」是一個很複雜的，繁複的，經典學派裏面最繁複概念的一個學派。這樣，

「同分」是指甚麼呢？指「根」、「境」、「識」組在一齊的組合，這個組合呢，同

一類的「根」、「境」、「識」，譬如說「初三」，「初三」是我們的「眼根」，我

們的「色境」，還有「眼識」，三種和合在一起的時候呢，這樣，於是這個組合是一

個「初三」的組合了，那麼，「初三」組合的組成部份就叫做「同分」，因為大家在

一個組合的組成部份，這樣叫做「同分」。那麼第二，「二三」就是甚麼啊？「耳

根」，是吧？對那個甚麼「境」啊？「聲境」，起甚麼「識」啊？起個「耳識」，這

樣，它又組成第二個部份，組成第二部份呢，大家一齊的時候呢，這個「耳根」又攀

緣這個「聲境」，這個「耳識」又攀緣「聲境」的，是吧？這樣共同攀緣這個「聲

境」的，攀緣自己的「聲境」，它不是攀緣「色（境）」，它又不能攀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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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它又不能攀緣「味（境）」，它又不能攀緣「觸（境）」的，只是攀緣它

自己的這個「二三」，第二組的三種組成的那個組合。那麼，在三種組成的組合的時

候，每個組成部份又叫做甚麼呢？「同分」，「同」是相同，「分」是甚麼？就是組

成部份，就是相同的組成部份了，這樣叫做「同分」。這樣，但是我們的「根」、

「境」、「識」常常走在一起，一起活動的啊，是否一齊攀緣那個「境」啊？攀緣那

個「境」啊？不是啊！它未必攀緣那個「境」啊，好像睡覺了那樣，它不攀緣「境」

的，我們有「色境」都沒有攀緣，沒有東西去攀緣的，這樣你有「眼根」，你的「眼

根」可以不起的啊，所以那時候呢，「眼根」、「色境」、「眼識」就不能叫做「同

分」，因為未有組合，未有互相相攝一齊產生活動，這樣就不能叫做「同分」了，因

為不是「初三」的組成部分，它是未和合啊，未一齊相交相攝啊，這樣所以叫它做

呢，叫做「彼同分」。「彼同分」就是說，是與剛剛的那個「同分」是相類的意思，

為甚麼啊？一會兒和合的時候就是「同分」了，現在就不是「同分」，但是與「同

分」相類，叫做「彼同分」。這樣，有兩個概念的，因此，兩個概念就變成有兩個問

題了，有幾多個是「同分」，就是說在「十八界」裏面有幾多「界」是「同分」？有

幾多「界」是「彼同分」呢？這樣就很容易了解，他說，「謂五內有色界」，「五內

有色界」，「五內有色界」即是我們的「五根」了，是吧？這樣有五種內在有物質活

動，即是「五根界」，這樣，即是「五根界」。這樣就「與彼自識等境界故。」因為

它就與自己的「識」，自己的「識」就是甚麼「識」啊？就是說，「五根界」對那個

「五識」，因為這個「五根」起「五識」啊，譬如，「眼根」的自識是甚麼呢？就是

「眼識」，那麼，「耳識」是不是它的自識啊？不是，與它無關的，是吧？這樣，於

是呢，就對它的自識，是同，「等」即是同，同緣一個「境」，這個「等」字就很難

解的，「等」字就等同、等同，就將這個「等」字做動詞，同一個「境」的時候。那

麼是同一個甚麼「境」啊？譬如，「眼根」與「眼識」對甚麼「境」啊？對那個「色

境」；「耳根」與「耳識」對甚麼「境」啊？對「聲境」；如是「身根」與「身識」

對甚麼「境」啊？對「觸境」，這樣叫做同緣一個「境」。這樣就是說，這個組合起

活動，就是「眼根」起了，又有「色境」，又起這個「眼識」，這樣就「根」、

「境」、「識」和合了。那麼，和合的時候，就互相相攝，即同一個組合產生活動，

這樣產生活動的時候，因為「眼根」與「眼識」，或者「耳根」與「耳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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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根」與「鼻識」，乃至它們的對境，因為同時相攝的時候，它們的組成部份就叫

做「同分」，是「同分」，這就是「十八界」都是「同分」啊，是吧？「十八界」，

因為「三六一十八」啊，即是六個甚麼啊？「根」，六個「境」，六個「識」，不過

分作六組，每一組自己做「同分」，是吧？每一組，就六個組合，這樣每一個組合的

一個組成部份叫做「同分」。

這就是說，第一個組合有三個「同分」，第二個，「二三」又有三種，第三個組

合又有三個「同分」，乃至第六個組合即是「意識」與「意根」，與對這個「法

境」，那麼它們一齊活動，這樣的時候，又是第六組的「同分」，那麼「同分」就是

這樣解釋。這些文字很難解啊，因此「同分」就是，先看「等境界」怎樣解釋呢？具

有同一的境界，這個「等」字就是同的意思，具有相同的境界。那甚麼叫做「同分」

呢？指諸「根」能夠與「境」、「識」，是更相交攝，這個「更」字讀「庚

（音）」，更相交攝時，即是互相一齊起作用，叫做「更相交攝」，講過了，就是

「根」、「境」、「識」一齊配合的時候，這樣「三者彼此同此分義」，三種東西就

同時具有這個行相，同一的行相，是「根」與「識」的共同行相，「行相」即是活

動，具有相同的活動，所以，「根」、「境」、「識」都叫做那組裏面的甚麼啊？

「同分」。第二組不是，是自己的這一組啊，是自「識」自「境」來講的，與第二組

沒有關係，因此呢，有六組「同分」。這樣，甚麼叫做「五內有色界」呢？「五內有

色界」是指這個「五根界」，這即是「五根」，譬如好像「眼、耳、鼻、舌、身

根」，與「眼、耳、鼻、舌、身識」，「五識」，就同以「色、聲、香、味、觸」，

這個自「境」，就做「所緣境」，這樣的時候，就都叫它做每一部份「皆得名為同

分」。

這樣，將「十八界」怎樣分呢？那麼我現在就自己寫了，就是其實「十八界」都

可以是有「同分」的，因為甚麼「十八界」都可以有「同分」？「十八界」都可以有

組合的，互相相攝的，一齊起活動的，肯定有「同分」了。但是，有一個是只有「同

分」，不可以有「彼同分」的，就是「法界」，因為「法界」的時候呢，它不能夠單

獨存在的啊，譬如說「法界」，我想一種東西，我想一個概念叫做「快樂」，這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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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了，有沒有「快樂」這個概念嗎？沒有，直至到幾時有啊？起活動就有了，你的

「意識」起啊，你的「意識」，「根」、「境」不起的時候，這個「法界」不能起，

是吧？是靠我們自己做出來的啊，那些「法界」，所以就只有「同分」，就沒有一個

「彼同分」，那麼其餘就有「彼同分」。這樣，「十七有同分及彼同分」，「十七」

就是「十八界」都有「同分」，而「彼同分」呢，只有甚麼啊？「十七界」，是剔除

了個甚麼？那個「法界」，剔除了出來，這樣，就簡略地將它總結了。這樣叫做「彼

同分」的時候呢，就是怎樣叫做「彼同分」呢？這樣就講了，「幾是彼同分？謂自識

空時與自類等故。」當這個「根」、「境」、「識」，這個「識」本身「空」，即是

不起活動，就是「根」有了，「境」又有了，這個「識」不起活動，那麼這些「根」

與「境」就不可以彼此交攝了，不可以更相交攝，不可以一齊活動了，所以那時候的

「根」，那時候的「境」，乃至都未起的「識」，都不能叫做「同分」，「同分」是

彼此互相相同的一個組合，那麼現在不是相同的組合，就不能叫做「同分」。但是

呢，「與彼自類相等」，相同，因為都是那個組成部份的成員啊，相似啊，都是一合

的時候，它就變成「同分」了，這樣與「同分」相似，所以叫做「彼同分」。這樣，

於是用十二個角度去分析二十四個問題，這樣對這個「十八界」的內容性質呢，就應

該明白了。今日到此剛剛好夠鐘，未夠鐘？未夠鐘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剩下的三兩分

鐘，你們可以提出問題。

學生：「老師，我想問為甚麼『無為法』一定是為善的呢？」

老師：「『無為法』為善？『無為法』本來就是無善無惡的，這樣，『無為法』當證

入的時候，就不能說是善，不能說是惡，這樣講都對。但是『無為法』呢，當

證入了就只有善的反應，沒有惡的反應，因為證入『無為法』的時候呢，一定

將所有的煩惱降伏、壓伏了，即那個先天的，後天的要全銷 了。哪些煩惱是毁

怎樣來的啊？惡又是怎樣來的啊？惡是由煩惱來的啊，沒有煩惱怎會惡？有

貪、有瞋、有癡，你才產生惡啊！那麼你無貪、無瞋、無癡，你哪會惡啊？這

樣，所以當你證入『無為法』的時候，你的『加行道』已經是善了，因為證入

『無為法』不是就那麼證啊，中間有個程序的，由『加行道』，這樣又『無間

道』、『解脫道』，到了『解脫道』就證了，那麼，你前面的這個『無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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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的時候，這樣下面的那個『解脫道』一定善了，所以『無為法』叫做善，

當我們道理上推是善，但當你真真正正證入真如體，你就無所謂善惡了，因為

你沒有概念，一說『善』就有『善』的概念，就有分別了，這個『分別』不是

剛剛說的『執』啊，就是一個語言上的表達，這樣是離言的，證入真如的時候

是離言的，是無分別，是離言的，無二無分別，叫做『諸法實相』，《中論》

講，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說『無為法』是善的，因為『無為法』不能是不

善，又不能無記，因為『加行道』已經是善的了，所以它所了知的全部活動是

善。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學生：「想問一下，佛教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如果父母做得不好，會不會

報應到下一代自己的子女呢？」

老師：「這個答案就是，純粹在父母的行為當中是不可能影響子女的，但是這個子女

與父母是有些關係的，因為父母一生做過的惡事多，這樣的時候呢，那個子女

投胎在這個惡的家庭裏面，好的人他不會投胎這裏的，他一定是與他們相應

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投，是吧？所以，這個子女最終都會有些問題的，這樣

就好像你做了壞事，就使子女受報。其實不是，這個子女未投胎去你的家庭的

時候，他已經有了業種子是引致那個非福果報的這個因素。但是可以改變的，

怎樣改善呢？這個子女做人的時候，後天可以改變的啊！」

學生：「即是積善可以改變啊？」

老師：「是！積善，這個大趨勢是可以被影響的，但他所受到的教育，當時的發心，

信佛啊，等等，行善啊，這樣可以改變的，這樣。所以在儒家思想說，『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時候呢，這個解法，現象上是如

此，但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個『慶』字讀『彊（音）』押韻啊，這個

子女受福的時候，他自己本來就修了很多善行，就不是將父母的善行的那些果

是交給了子女，他自己在前生已經修的了，當世又修，他才有這樣的果報。」

學生：「這個意思即是如果上一代做得不好，子女就已經受盡了上一代的報應，如果

子女行善會不會將下半生改變呢？」

老師：「可以！可以！應該可以，應該可以的，因為他投胎的時候，前生那些業而

已。前生的業，我們有些業我們是不能改的，但一投生到那處地方呢，他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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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的，但除了投生的根身不能改，根身不能改之外，他的器世界不能改。

但之外呢，那個『異熟生』的時候就改得了，這就是『真異熟』改不得了，即

是做豬就是豬，做狗就是狗了，是不能夠改的。但是呢，異熟果報有兩種的，

一種是『真異熟』，第二種是『異熟生』。『真異熟』就是他投胎去慘淡、悽

慘的那個世界，這是沒有得改的，譬如他做了惡事，落地獄，這樣他是地獄衆

生，他要受苦了，是沒得改的，你要入去的時候就始終要入，但在生的過程當

中，他那個『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識』所感受的『境』呢，就可

以改啊，叫做『異熟生』，『異熟生』在你這生裏面做的行為呢，就可以改變

到，所以那個父母做了惡事，但這子女由於他當時、當世他能夠行善，這個時

候就可以改變到那個悽慘的命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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