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到底是讀物理學抑或是哲學？如果你是學哲學，一定要相信那些科學家的結

論，你不能自己進入實驗室做結論，所以，現在我們一定要相信聖言量。我也是這麼

認為，而這一個聖言量是指廣義的聖言量。並不是指佛、羅漢所講的那麼窄，而是現

在合格的專家判斷。三量，三量之中，這個（聖言量）姑且不要，  現量和比量一定

要的。現量，實證的知識，科學最重要的就是現量，進入實驗室就是為了取得現量。

比量，邏輯，（就是）邏輯的推理和數學的驗算，邏輯推理，數學驗算，現在的比量

還不止這些，只要你輸入電腦的資料正確，電腦所顯示的結果就是比量，比量的範圍

很廣闊。

佛家認為知識只有這兩種知識是可靠的，這兩種（知識）就叫做正量。其他這兩

種知識以外的就叫做非量，非量者，不是正確的知識，非量一定要排除，正量我們一

定要服從。所以，佛教與其他宗教所不同的特點就是（佛教）非常尊重知識。這樣，

「照見五蘊皆空」，就是那些觀自在菩薩不是靠比量說它「空」的。譬如，我和你都

是要靠比量去說它「空」的，不能說是照見，只是推論出來的。他就「照見五蘊皆

空」，觀照得到，用現量觀照得到，照到甚麼呢？他認為照到，是我們的生命所造成

的五蘊，不只是我們的生命是「空」，我們的五蘊中的每一蘊都是「空」的。「空」

字那天我解釋過了，當形容詞，解作不實在的，如果用葉阿月的解法也說得通，沒有

實在的自體的，「空」是一個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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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夠這樣，就可以度過一切痛苦，知道沒有痛苦了，而且你直接體驗到五

蘊皆空，那觀自在菩薩是沒有苦的，厄即是災難，為甚麼？你樣樣東西都明理，你就

會知道，災害未生你就早作迴避，災害已到，你知道所以然，安然接受，可以改變就

盡量改變，不可以改變，你可以安然受之。這樣，最低限度能減少災難，減少痛苦，

他用誇大的語氣說「度一切苦厄」，度即是度過。這樣，跟着說，釋迦佛又再叫一

聲，舍利子啊，「色不異空」，「異」字有些人解得好玄妙，你不要聽，照《大般若

經》裏的看法，「異」字是作「離」的解釋，所以，唐朝的圓測法師解釋：異者離

也。「色不異空」，色者五蘊中第一個色蘊，色蘊即物質現象，這個「空」不是形容

詞，這個「空」是指空性，色蘊不離開空性而存在。

「色不異空」，猶如波不離水，是嗎？又猶如你手上戴的戒指，那些黃而光亮的

顏色是不離開戒指的黃金而存在。這個「空」是空性，是實質，色不過是這個空性所

顯現出來的屬性之一而已，「色不異空」，但是，色不離開空，空可不可以離開色

呢？色是現象界，空就是本體，離開現象界去尋找本體又可以嗎？即是離開我們的一

切有為法，去尋找無為真如又可以嗎？不行，為什麼不行呢？「空不異色」，這個空

性本體，這個真如本體，亦不離開色蘊而存在的，因為色蘊是屬性，空性是本質，本

質不會離開屬性而存在。很簡單的，不用很玄妙的解釋，現在，我看見有很多《心

經》注釋，將「不異」、「即是」，解得很玄妙，不需要。

但是，異字是不離，不離有兩種，譬如兩夫婦，整天好像稱不離砣似的，去到那

兒都是兩個在一起的，不離的，這是第一種不離。第二種的不離是什麼？黃金是黃色

而光亮的，這種黃色而光亮的屬性，又不能離開那塊黃金，如果這是黃金就不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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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而光亮這種性質，也是不離。兩夫婦常常不離是一種不離，黃金質與光亮的顏色

不離也是不離，顯然是兩種不離，是嗎？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呢？你們想一想，看過我

的書便會知道，有沒有看過呢？不離有兩種，有甚麼不同？一種是異體的不離，是異

體的不離嗎？兩夫婦不離就是異體的不離，怎樣不離都好，到底是兩件東西來的，聽

得明白嗎？聽得明白嗎？但是你的戒指的黃金與黃色的不離，是甚麼？是同一件東

西，是同體的不離，聽不聽得明白？同體的不離。

這樣不離就有兩種，那到底是哪一種呢？你說色不離空，空不離色，他答，是同

體的不離，不是異體的不離，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又即是空，

我們明白了。那受又如何？受和空性是兩樣或是一樣（東西），也是一樣的，受又不

異空，空亦不異受，受又即是空，空亦即是受。想蘊又如何呢？也是一樣的。行蘊又

如何呢？也是一樣的。識蘊又如何呢？也是一樣的。這麼冗長繁瑣的，那我們怎麼

辦？將它們修辭縮簡，「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亦復如是」即是也是一樣啊。明

不明白啊？已經講完了，實際《心經》已經講完了。是嗎？以下那些只是加上一條尾

巴，講完了，照理應當已講完了。這樣，他再講一下，詳盡一些。

再叫一次「舍利子啊！」，「舍利子，是諸法空相」，「是」即這個，解作

「此」字。「諸法」，佛家《般若經》說諸法，諸法即是一切現象，是嗎？一切現象

都是空的，一切現象都是空，它是有空性的，一切現象都是有空性的，一切現象都

空，那麼一切現象都有一個空性，同一個空性，那麼這個諸法的空性，相，相是甚麼

呢？表徵，表徵，甚麼叫做表徵呢？譬如醫生告訴你，那些肺癆的人有一個表徵，一

到下午，他的兩顴紅紅的，會微微發熱，那個就是肺 TB的人的表徵之一了；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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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是什麼呢？常常會咳嗽；第三個表徵，有時還會咳出血絲，之類。此叫表徵，即

表現出來的證據，表徵，徵者證據也。

又可以叫做甚麼？特徵，特徵比較容易解，那有甚麼特徵呀？你旁邊的人的樣子

有甚麼特徵呢？他的特徵就是臉上有一粒癦，這個就是他的特徵了，是嗎？ 譬如有

一個人他的肚子很大，那就是他的特徵。那麼這個諸法空性，一切法都空，空性有甚

麼特徵？答：「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現象界的東西，都是有生有滅

的，這個本體，這個空性從來未曾有生，甚麼叫做生？先前是沒有的，現在才有，這

就叫做生。這個本體既然是本來存在的，就不會舊時沒有而現在生出來了，舊時沒

有，現在生出來了那就叫做生，現在（這個本體）不生，那麼這個本體會不會滅呢？

會滅的就不是本體，所以不滅。現象界的東西，樣樣都是有生有滅，唯有這個本體，

空性是無生無滅的，這個就是本體的特徵。

「不垢不凈」，現象界的東西有些是骯髒的，有些是乾淨的，本體又如何呢？骯

髒的東西亦是由它顯現出來，乾淨的東西都是由它顯現出來，因為，它的本身無所謂

垢淨，它所顯然出來的東西，你說它垢，說它淨，這種是價值觀而已，是嗎？你說這

些東西骯髒不堪，那些東西乾淨清潔，完全是你的主觀判斷。你看到別人長了香港

腳，自己看到了香港腳，怕到要死，或許會找醋去洗，摸都不敢摸。我曾見過一個

人，很有名的人，他最喜歡打麻將，有空就打，這個人當他打麻雀的時候，因為他有

錢又有地位，所以他很不羈，陪他打麻雀的人都恭恭敬敬，他卻很放縱，很喜歡脫鞋

脫襪，豎起隻腳來打牌，打牌時會一隻手拿牌，另一隻手就放到腳趾縫中搓來搓去，

搓完之後，你知道嗎？他還摸牌，那些牌就好容易感染他的香港腳（病菌）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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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找來他的下屬和他打牌，他的下屬為了自己的職位又不敢不賠他，和他打牌怕

得要死，他不只是搓腳抓癢，搓完了還把手放在鼻子上嗅，這些東西很骯髒的，垢

的，他不會説這是垢的，他如果認為垢的，他又怎會嗅呢？是嗎？

他覺得那些是淨的，他認為那些是好東西來的，我認識他的，他姓甘，他的侄兒

是中山大學校長，我在中山大學跟他的侄兒一起工作，所以我認識他，「甘老先生，

到底是甚麼味道？」只有我才敢問他，他的下屬是不敢問他的，我不怕他，甚麼味

呢？你猜他怎樣回答，「好像炸草菇的味道。」是將草菇炸了的味道。有這樣的事

情。所以，垢與淨都是甚麼？都是你給與的概念，那本體無所謂垢淨，垢亦是它顯現

出來，淨亦是它顯現出來。現象界的東西有增有減，肥了幾磅就是增，瘦了一些就是

減，有增有減，但是本體呢？增亦是由它顯現出來，減亦是由它顯現出來，它本身沒

有增減，不增不減。

他用六句顯示，你看，依六義證顯空相，空相者，空性之相。空指空性，相指特

徵，這個空性的特徵，有這六點，其實，怎會只有六點呢？還有甚麼？不善不惡，不高

不矮，不肥不瘦，凡是相對的，你說一世也說不完，你說甚麼甚麼的，相對的，「千

不」、「萬不」都是相對的，它不過只用了「六不」來作代表。那麼，空性的特徵都講

給你們聽了，得到一個結論了，作一個小結，「是故空中無色」，有色就有生有滅了，

有垢有淨，有增有減，所以，既然空性是無增無減，無垢無淨，他得到結論，有增有

減，有垢有淨的色蘊，根本就是一種屬性，那個本質，空性沒有這類東西，空性之中並

無所謂色蘊，亦無所謂受蘊，亦無所謂想蘊，亦無所謂行蘊，亦無所謂識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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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甚麼呢？你說空性即是色蘊，色蘊是有增有減的，他現在去曬（太陽），曬

得（皮膚）黑了，膚色加深了，他住在家兩個禮拜不上街，（皮膚）就會變白了，

（膚）色又減了，如果空中有色呢，豈不是空性有增有減？所以，既然空性是無增無

減，就是空性不是色蘊，如果這樣，你說本體就不即是現象了，通不通呢？這又不通

啊！要反面，本體不即是色蘊，但反面呢，本體又不是離開色蘊，是嗎？要這樣（理

解），即是不即不離。明不明白？不即不離，不即是離，在形式邏輯來看，不離就是

即，豈不是矛盾？

那天我說過，矛盾有兩種：一種是形式邏輯上的矛盾，一犯一個矛盾律是不合邏

輯的；第二種是甚麼呢？是辯證的矛盾，這個是事實來的，譬如你說：「我這隻手是

左（手），左的。」我站到你身前，把我的手拍在你的手上，我這隻明明是右手，你

的那隻才是左手，即是我的這種左性同時又是右性。「物方生方死」，讀過莊子（的

書）了嗎？惠施對人說：有些東西當它正在生的時候，正在死去。「日方中方 側

（睨）」，那個日（太陽）正在中間的時候就開始（偏向）側了。即是說甚麼？一種

現象的結束的時候，同時就是第二種現象的開始了。這種是事實的矛盾，事實的矛盾

即是辯證法的矛盾，可以同時並存。

所以，空性與五蘊非即亦非離，非一亦非異，非有生命亦非無生命，這樣的說

法，即是說便不對。說都不對，但又不能不說，不能不用不徹底的話而說。「空中無

色，無受想行識。」明不明白？禪宗的人最聰明，把你的嘴巴掛在牆上，是嗎？就是

不要說，開口（說話）便錯了。禪宗第一義諦是不能說的，你說「即」又不對，你說

「離」又不對，那你會說，不即不離又不對嗎？不對的，「不即不離」，你執著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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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東西是「不即不離」也是執著，是吧？好一點而已！凡能說出來的東西，最多是好

一點而已，不能說全對，即是換言之，講得出的都不對。

所以，禪宗的人（說）：「一落言詮成戲論。」一說出來就是戲論了，你不要說

他不對，初學者就不要搞這套，是嗎？那麼你會說：「我不用說了！」是呀，有些人

是這樣的，那用看經書的，都是這樣，現在好多這種人。這樣，佛家有些會用甚麼

呢？將我們的生命，甚至將宇宙萬有，將整個現象界分析成五蘊，但佛有些時候就不

分析成五蘊，就會分析成十二處，五蘊不包括本體，十二處就包括了本體。十二處是

怎樣的呢？我們的生命，內有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和精神上的意

根，內有六根。根者，即是甚麼？當作器官的解釋。外呢？有六塵，色聲香味觸五

塵，五塵之外，另有意識所了解的一切概念、觀念，一切東西無所不包，叫做法塵，

外有六塵，或有六種境。六根對六境，是十二處。

那麼十二處和五蘊有甚麼不同？眼根即是色蘊，屬色蘊，物質現象，耳根、鼻

根、舌根、身根這五根都是色蘊。意根呢？意根是甚麼呢？色、受、想、行、識，最

尾的那個識蘊。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中，色處、色塵屬色蘊，聲也是色蘊，香也是色

蘊，味也是色蘊，所觸的境也是色蘊。法蘊有很多，法蘊有甚麼？本體就在法蘊內，

和一些我們看不到的物質，例如甚麼呢？所謂原子，微粒子我們是看不到的，這些都

是法塵，一切觀念、概念，這些通通都是法塵。那就是甚麼呢？將五蘊套在十二處裏

面，十二處會較闊一點，五蘊會較窄一點，闊在何處？十二處的法塵包括本體，包括

空性，而五蘊就不包括空性。好了，五點多了，是嗎？今天講到這個「無眼耳鼻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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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有沒有問題呢？沒甚麼問題的，很簡單的，不過有些人故作

玄妙地去解釋它。

好了，說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已講過了，就是空去那五蘊，即是

說，你在打坐時，修止觀時，修空觀的時候，就觀這個「我」是空的，為甚麼說是空

的？都是五蘊，五堆東西組合而成的，其實只有五堆東西，並沒有一個「我」，這樣

就空去「我」。繼續空去五蘊，五蘊逐蘊空去，色蘊空，受蘊空，在這處解釋，當我

們證得空性的時候，不見有色蘊，即是從宇宙的本質上說，並沒有所謂色蘊的，色蘊

不過是宇宙本質所顯現的一種屬性而已，那就是五蘊空。

繼續，佛在小乘經裏面，時時論證「無我」的道理，當他論證「無我」的時候，

但有時會對人說，人的生命不過是五蘊，所以那個「我」是沒有的；有時會說人的生

命裏只有十二樣東西，只有「十二處」，並沒有所謂的「我」，「十二處」，「十二

處」我們講了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十二處空。好了，佛有時

在小乘經裏，佛有時推論這個「無我」的時候，認為眾生的生命不過是十八類東西組

成的，「十八界」，「界」者，作因素解，「界」者，因也，因即因素，十八種因素

造成的。「處」字又怎樣解釋呢？現在補充講一下，處即地方，甚麼地方呢？眼處，

眼是一處，顏色也是一處，這兩處相對，就產生眼識；耳處與聲處相對，就產生耳

識；處者，即是我們認識力生起之處，就叫做「處」。「界」者，因素，所謂我們的

生命不過是十八種因素而已。所以十八種因素，我是不是寫了一個圖表？是嗎？沒有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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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種因素，眼，眼根，眼根就對色境，眼根與色境相對的時候，就產生眼識

了。耳根與聲境相對的時候，就產生耳識了。鼻根與香境，這個「香」是廣義的，包

括臭在內，相對就產生鼻識了。舌根與味境相對，就產生舌識了。身根與所觸的境相

對，就產生身識了。意根與一切法，一切事物叫法境，相對就產生意識了。整個生命

都不過如是，是嗎？那麼，這個「十八界」的內容，「十八界」的內容與「十二處」

是一樣的。「十二處」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

二，就包括了整個生命，推廣就包括了整個宇宙，但「十八界」也是一樣的，那又怎

樣呢？「十二處」的意根裏面包括六個識，它現正「十二處」的意根裏面抽了五個識

出來，將它們獨立成一個「界」，一樣的。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意，意即是心意，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不過都是心意、認識力而已，

將這六種東西，連意識，這六個識合起來，放到意處，那就是十二種了，如果你在意處

抽出這六種東西出來，那就是十八種了。就是這樣了，排列不同而已，其實一樣的。佛

有時對人說「五蘊」，有時對人說「十二處」，有時對人說「十八界」。這樣，最初只

是分析眾生的生命，慢慢地擴展到整個宇宙，整個宇宙都不過如是。譬如你，譬如我，

我所見的宇宙，就是這十八樣的東西，我的眼根，裏面的視覺神經，眼根，我看東西的

認識力，這種感覺，眼識，我所見到的種種顏色，色。我聽到的聲音，耳根產生耳識，

聽到東西，那些聲音。同樣道理，鼻根，鼻識，香味。舌根，舌識，味道。身根，那種

觸覺，所觸的冷熱、輕重。意根，思維活動，我們的意識，思維力，意識，和一切事事

物物，我所見的宇宙就是「十八界」，每個人所見的宇宙都不過這十八種，所以，「十

二處」和「十八界」既可以做個人生命的分析，也可以是宇宙萬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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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五蘊」只是現象界的分析，就不包括本體。那麼，「五蘊」是空的，

「十二處」也是空的，「十八界」也一樣是空的。我們修（止）觀的時候，觀「十八

界」都是空的，「十八界」空。佛家說輪迴，因為印度古代的思想都是相信輪迴的，

那麼輪迴的狀況是怎樣的呢？在小乘經裏面，有些將輪迴的狀況分成七段，七個階

段，有些將它分成九個階段，最後，比較進步的，就將它分成十二個階段來解釋輪

迴，這樣就是「十二有支」，講過了嗎？沒有講過。這個叫做「十二有支」，「十

二」就是十二段，「有」就是存在，生命的存在，「支」就是階段，將生命從時間的

先後，將它切成十二段。「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好像切花一樣，是橫著

的切成十二種、十八種。

「十二有支」，「十二有支」呢，又叫做「十二緣起」，緣者，就是條件，起就

是生起，前一段作為條件，就產生後一段，後一段為條件，又產生再後一段，前段為

緣就產生後段，就叫做「緣起」。「緣起」舊譯譯做「因緣」，譯得不好，譯作緣起

會好一點，舊譯譯作「十二因緣」，這個「十二有支」或「十二緣起」，好了，「十

二緣起」是怎樣的呢？第一段就是「無明」，「無明」即 Ignorance，無知，佛家所

講的無明兩字，如果用現代語來說，用無知兩字太籠統，你可以用甚麼？無理性的衝

動，盲目的衝動，盲目的衝動，我們有生命的人和有生命的動物，都有盲目的衝動，

照佛家的看法來說。

譬如，你好好的在這處，好和平的，忽然間你會憂從中來，想起一些問題的時

候，你就會憂從中來，你有一種衝動。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就會急躁的，先起個衝

動，跟着就發脾氣，衝動，尤其是你們出家人，因為食齋，衝動比較少，那些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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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甚麼呢？（因為）食肉多，以食肉為緣，衝動特別厲害，你看西人食牛扒食得

多，打架也猛一些。不只佛教，印度其他好多宗教都勸別人減少食肉，但不會叫人食

長齋，佛也沒叫人食長齋，是來到中國才這麼嚴格，佛只是不准出家人買肉吃，別人

給你的是可以食的，因為你是乞食的，不能揀飲擇食，別人給你食咖喱雞，你說你不

食了，那怎麼行呢？你給一個砵給別人裝（食物），你會拿回去食的。

不只佛教勸人不要吃那麼多肉，因為食肉多會衝動，飲酒更加容易衝動，最不好

的衝動中，性慾的衝動最不好。如果是吃素，減少食肉的衝動，比較冷靜。食得肉

多，你試一試，那些常常吃煎牛扒的人，見到異性會急色的，尤其是那些飲酒的，你

知道嗎？你食了洋蔥煎牛扒加兩杯酒，一食完之後，你有錢的話，就會想去舞廳，又

想去找女朋友。如果你吃素，心就會冷靜，冷靜一點的，所以，出家人吃素，並不是

甚麼大功德，吃素有甚麼大功德呢？你不吃肉是沒有過失而已，有甚麼功德？是不

是？你應該要食肉的嗎？不應該食別人的肉，不應該食眾生的肉。我現在不吃肉了，

就是沒有過失，不是功德，是嗎？好了，你救別人的生命，這些就是功德了。功德是

積極性的，不吃肉不過是消極性，無過失，不過，減少過失都是好的。那麼，那種衝

動，一有了無明衝動，跟著其他就會起了。

貪心，想佔有，在理論上是那個衝動先起來了，其實這種盲目的衝動一起就一齊

起了，在那剎那就起了，貪、嗔、癡其實應該是癡、貪、嗔，那個癡，癡即是無明，

最重要。那麼，以無明為中心，圍繞無明的還有貪、嗔、慢等等其他生命裏面的惡的

勢力，那些所謂的煩惱。這些煩惱，就像一個集團，就以無明為代表，所以「十二有

支」裏面的無明，不只是一個無明，而是以無明為代表的一個煩惱集團。譬如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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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從前生講起，前世，譬如我前世有八十歲，由出世到死那一天，八十年裏面，沒

有一天未試過沒有那種無明的衝動出現的。這樣，你會說，我在書房安安靜靜地聽音

樂了，沒有無明衝動了吧？你聽音樂，聽音樂是藝術，為何你會欣賞藝術？有種藝術

的衝動，是吧？你隨便翻開一本《藝術概論》看一下，藝術的起源亦是來自藝術的衝

動。文學的起源，為什麼我們想做一位詩人，要唱首歌，小孩子唱「月光光，照地堂

⋯⋯」為什麼會這樣？它有一種起因的，那種起因是甚麼？

我們有種剩餘的精力，有種遊戲的衝動，遊戲的衝動就是無明來的，凡是衝動，

無明就是一種衝動，所以，一世人之中，幾乎沒有一刻是離開無明的衝動的。在佛家

是這樣看的，你說合不合道理呢，就要你自己去體驗了，因為我不是傳教，現在我只

是講課而已，佛家合不合理就要你自己去體驗。不過，我介紹你這個做法，你冷靜冷

靜下，會不會覺得好像時常有一股力量，沒有理性，不能講邏輯的，總之沒有理性，

有一股力量，即是有一種衝動力，時時令到我們不安的，這個就是無明，我們可以體

驗得到，這個無明是和意識一起有關聯，還有和其他有關聯的無明，我們心靈的深

處，那些無明很厲害的，你讀一下精神分析的書，讀一下弗洛伊德 Freud那些書，

你就好可能承認我們心靈的深處不斷有一種無明。譬如，Freud的早期的精神分析來

說，他說，每一個人，推動我們的行為，都是由兩種東西推動的較多，一種是自我之

愛，是嗎？

我們的行為出發都是為己的多，自我之愛；第二種是異性之愛，一切行為的推

動，都是為了達到這兩種的效果。你會說：「我不是這樣，我想要的是名譽，我只想

要名，又不是想桃色，又不是想甚麼自我滿足，我不過只是想要名。」為甚麼你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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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了名，就有利，是吧？有了利就會滿足你的自我，有了利，你娶老婆的嫁粧也

會好一點。推理下去，都是那一套，都是自我的滿足。為甚麼我們好食？古人說，

「食色性也。」為什麼我們要食？維持這個「我」，不然吃來幹甚麼？那麼辛苦，又

要幹這，又要幹那，想維持自我而已。孔夫子都承認，色是人人都有的，為甚麼你要

食、要色呢？為甚麼你不冷靜呢？以無明為首，其他的一切貪、嗔，嗔是嬲怒。那

麼，前世就不斷是這樣，由於無明為首，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行」，「行」即是行為，Behaviour，行為，又叫做業，業，又有無

明和貪、嗔、癡等等，就令我們作業了。作甚麼業呢？為了滿足自己，侵害他人也不

定；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我們要經營商業，又要去打工等等的行為。由「無明」而

有「行」了，這個「行」字，如果照中國文就應該讀「杏」，行很杏（粵音），是

嗎？作名詞，用去聲，行很杏（粵音），杏仁的杏，用去聲。如果用作動詞，行路，

行為，行，讀「恆」，那麼在佛經裏面就說「無明」緣「行」，佛經難看就在於這些

語句。你讓一個剛剛在會考得 Distinction，考了國文Distinction，沒有聽過佛經的

人解釋這句，會解得十分困難的。甚麼叫做「無明」緣「行」呢？原來他這樣解釋

的，以「無明」為緣，緣即是條件，就產生行為了。

以「無明」為緣而產生「行」，這個就是「無明緣行」，那些語句不但止古，還

另有一格，是嗎？一有了行為，譬如你前世八十歲，八十年的行為的積累，八十年行

為的積累，每一個行為都會引起後果，每一個行為都叫做「業」，這種「業」一做了

之後，這種「業」的力量，這種「業」的效力就依附於你的生命裏面，那麼依附在哪

裏呢？另外有個解釋的，如果你要問的話，我一會兒再給你解釋。總之，這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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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於在你的生命，有了這種「業」，你前世死了，你八十歲，作了八十年的

「業」，你死了，當你死的時候，你死的時候，你的這段生命就結束了，死了。當你

這一段生命結束的那一剎那，就是你另一段生命的開始。

這就是輪迴，譬如，我現在死了，我這段生命結束了，第二段（生命）我應該去

非洲做王子的，假使是這樣，那為甚麼會突然間去非洲做王子呢？我的業力驅使我去

非洲做王子，是可以的，但是那個非洲的皇母，未有適當的機緣讓他投胎，即是換言

之，那個非洲的老皇和非洲那個皇后，他們都沒有結合，換言之，說句俗話，他們都

沒有敦倫，沒有做愛，那你想去投胎也不行啊！是嗎？即是在中間，在中間的時間裏

面，你有一段真空的時間，這段真空的時間，你的生命怎樣度過呢？於是，在佛家就

有所謂，在中間有個過渡時期的生命，即是我們那些殘餘的精神結合了，形成了一種

中間的存在，有是存在，中間的存在，即是中間的生命，舊譯譯作「中陰」，「中

陰」，但有些人喜歡加個身字，説他有身體的，就叫做「中陰身」。那些不識字的

人，就會讀「音」，讀「中陰身」，陰是陰陽的陰。這個「陰」字作積聚解釋，

「陰」，應該讀「蔭」，讀「中陰身」，這個「中陰身」是中間過渡時期。

那麼這個「中陰」是怎樣的呢？我一死的時候，那些業力的衝擊，如果小乘，就

說是業力的衝擊，就形成一個很稀疏的身體，我們殘餘的精神會形成一個很稀疏的身

體。如果大乘的呢？唯識宗就說當我們死的時候，我們的生命的本質就叫做阿賴耶

識，那個阿賴耶識，即刻形成了另一個身體，很稀疏的，這個身體到處飄蕩，到處飄

蕩，如果他作惡業多的話，他或者會下地獄，  甚麼叫做下地獄呢？就是當他的「中

有」飄飄蕩蕩的時候，會覺得很陰森，很痛，見到很悲慘的景象，很恐怖，他又很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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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又不能休息，當他一休息的時候就死了，一死了，他的業力形成，如果是唯識宗

就說他的阿賴耶識，即刻顯現成一個地獄的眾生，地獄的眾生不是我們人的樣子，很

醜陋的，最惡的，譬如你生時作了殺人全家、殺父母，這種人死了的時候，就會有這

種結果。

其次，就生在鬼道，那個「中有」到處飄蕩，見到一種鬼的境界，就好像比較我

們人間，沒那麼好，比較陰暗的一個這樣的世界，去到那處就覺得疲倦，想休息，當

想休息時「中有」就死了，一死，他的業力或者第八識呈現一個鬼的身。鬼就有多

種，有些好像人差不多，有些好豪爽的鬼，有些鬼住在鬼界，有些就寄居在人間，怎

樣寄居在人間呢？譬如某處地方起一座廟，正好了，他就來到這處，他就做這間廟的

神，他作這廟的神，會找很多嘍囉、很多隨從，他就作阿哥，現在的車公廟、黃大仙

都是這樣。所以，佛家叫大家不要拜神，你拜的神就是這類東西，是吧？你建的關帝

廟裏面未必就是關帝，做阿哥的（鬼）就會走來，佔據了廟來享受，那些有福德的鬼

就是如此。那些沒有福德的鬼，如果在鬼界，他們是很慘的，沒有東西吃，很辛苦

的。

如果他寄居在人間，專門蹲在殺雞殺豬的地方，那些雞屎、豬屎，在雞腸棄置的

地方，他們就吸那些氣味作營養，有些鬼專吸這種味道。有些就專吸人的口水痰的味

道，一有口水痰，他們就走來吸。有些就專門吸你的氣，如果你走衰運。如果你當

旺，會有光明，你的身體會放光明，有放射的光明，那些鬼不會走近你。如果你剛剛

行衰運那類，或者身體弱那類，那些鬼就會到你處，吸你的氣，那些就是人間的鬼

了，就是衰鬼了，都有很多種鬼的。我舊時有一位世伯，叫做趙釗，我和他逛了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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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令我很害怕，原來他隨處見鬼，他是基督教徒，他能見鬼，他永遠不會走近燒臘

鋪，一走近燒臘舖就說：「這邊！這邊！」我就問他為什麼這樣，他就說「好多鬼附

在那處吸叉燒的味啊！燒肉啊！」他不吃叉燒，不吃燒肉的，那些燒臘檔蹲滿了鬼在

吸那些氣，他是這樣的，他是這樣說的，別理他。

不過，佛家都這樣認為，那些「中有」，有些會變餓鬼的，生在餓鬼界的。如果生

做人呢？看你的業力如何，你的「中有」，和你有緣的，你就會見到，譬如你與中國人

最有緣的，你的業力驅使你做中國人，你是見不到老番的，就只見中國人，如果你是黑

人就會見黑人，在見到他的時候，就到處，因為他的 Density，他的密度很鬆，好似電子

一樣，那些電可以鋼鐵也能通過，因為那些電子的距離很疏，鋼鐵的原子聚在一起，中

間有些間隙，電子可以通過，密度很疏，那個「中有身」可以穿堂入室的。

如果你剛剛娶老婆，就正好了，你娶老婆在洞房花燭時，他就來看，他就來看，

好像那些人看成人電影一樣，這個「中有」蹲著看，看到最緊張的時候，這「中有」

有類是陰性的，有類是陽性的，如果是陰性的「中有」，將來第二世會做女人的，陽

性的「中有」就做男人。陰性的「中有」在看的時候就喜歡那父親，就討厭那母親，

希望那母親離開，讓她取而代之，這樣，她越看越緊張，在最緊張的時候就起了幻

覺，起了幻覺就自己撲向父親身體那處，一撲過去的時候就死去了，「中有」就死

了，如果那時候，剛剛「中有」死的時候，剛好那個父親有精子和母親有卵子在那

處，於是那個精子和卵子，舊時父親的就叫做精，今日母親的就叫做卵，舊時母親叫

做血，舊時中醫（說）父精和母血結合而產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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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家認為並不這麼簡單的，父的精、母的血結合，再加上那個在看著的「中

有」，當他一死的時候，業力驅使他的神識，唯識家稱為第八識，就攝入他的精血裏

面，於是那個比芝麻還小的胚胎就有了生命。就是甚麼呢？這個生命是有三個人支持

的，精子是由父親的第八識，阿賴耶識變，那個卵子是母親的第八識變，那個生命就

是那個投胎的第八識變，於是就形成了一個胚胎，這個就是他了。當他撲過去的時

候，叫做識，投胎時候的識神，那麼做人就是這樣。這個是佛家說的，你不要駁我，

我不是傳教，你要駁就駁那些法師好了，我只是講學，講學術史而已，以後你們要駁

可以和他們討論。

如果他生天又如何呢？生天的「中有」又是看不見人間的，看不到地獄的，只是

看到很美妙的天界，天有色界天，有無色界天，有欲界天。如果他生在無色界天，就

沒有「中有」的，他一死就入了無色界定，壽命很長很長，世界變換了幾次，他都未

死，他一出定就死了，沒有「中有」，無色界是沒有「中有」的。如果生在色界呢？

色界就沒有男女情慾的，他不會看東西的，那麼他生在色界又如何呢？那個「中有」

很光明，很輕鬆的到處遊山玩水那樣，去到一個地方很美妙，最適宜於入定，於是他

就在那兒入定了，當他一坐下來入定的時候，那個「中有」就死了，那個業力就推

動，如果唯識宗就說，他的第八識阿賴耶識立刻變現一個色界的身體，就會在色界

（天）了。

如果是生在欲界天的呢？他不會像人間那樣，欲界天就有天女，他就看見天上有

天女，那些天女很美麗的，就好像柏拉圖戀愛差不多，他沒有看到有性的交合的行

為，他看到那些天女很美麗，而那些天女見到他便相視而笑，他（的中有）就在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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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走向天女身旁，他就死了，他一死就寄托在天女的身上，形成胎了，到這個胎

滿的時候，那個天女覺得自己要生孩子了，起了幻覺，覺得有一團光在大腿膝蓋上，

一團光，令她很愉快的，不一會兒就有個小孩出現，欲界天就是這樣的。這都是識的

作用，即最初成胎的那個識神，「識」是第三支了，主要是為人類而說，因為我們是

人。

第四支是「名色」，「名色」是甚麼呢？我們的生命是色受想行識五蘊。五蘊的

第一個色蘊就是「色」，其他的四蘊是無形的，我們就叫做「名」，那四蘊就叫做

「名」，第一蘊叫做「色」，即是有個五蘊存在了。由入胎之後，立刻就有了五蘊的

生命了，即是我們人間最初比針鼻還細的胎，你不要以為這個胎比針鼻還小，這已經

五蘊具備了，那個就叫做「名色」了。即是在母親身體裏面，最初形成胎的那一點點

東西，叫做「名色」。這個「名色」很長的，一直一直地發展，發展到幾個月之後，

有兩三個月，就整個像手指節那麼大，好像一團肉那樣，再過多些（時間），五六個

月就像個娃娃了，好像那些放在酒精裏浸泡著的標本，像個娃娃一樣，一到八九個

月，就五官具備了。

這樣最初就是「名色」，由「名色」一直發展，就叫做「六處」，又叫做「六

入」，眼耳鼻舌身意具備了，第五段具備了，到這處已經是兩世了，「無明」和

「行」，這是前世，那麼今世又怎樣？由「識神」入胎開始，由「識」變成「名

色」，由「名色」變成「六處」具備，「六處」具備之後，差不多十個月，九個多月

或十個月，他就生出來了，一生出來就「觸」，這個「觸」是另有意義的，接觸，和

這個新的世界接觸了，在媽媽的胎處出來，接觸這個新的世界，「觸」，接觸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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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這個很長了，經過很多歲月的。「名色」起碼幾個月，「名色」就有三四個月，

這個「六入」又有三四個月，「六處」。

「觸」也很長的，由出世到兩三歲，最初渾渾噩噩，出世的時候，對世界的感受

是沒有甚麼感受，沒有吃的就哇哇叫，吃飽了就睡覺，渾渾噩噩，沒有很明顯的，有

知覺而沒有明顯的概念，這是「觸」。「觸」之後，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漸漸清楚了。

「受」，何者是苦，何者是樂，那些東西我們覺得舒服的，那些是我們不舒服的，很

明朗很清楚了，大概是兩三歲以後，這是「受」。這個最長了，由兩三歲一直到五六

歲，「受」的結果要寫下來。

「愛」，「愛」就是煩惱，本來與「無明」相依，一直跟隨下來，現在起現了，

到七八歲時，如果你是女孩子，見到五顏六色就要打扮了，愛了，男子有好多東西想

要，小孩子，起愛了，到九歲、十歲還有很多東西愛，「愛」的發展，到了十三、四

歲更不得了，譬如你去讀書，見到旁邊一個女孩子都頗漂亮的，就會和她古靈精怪

的，又性愛了，如果你十五、六歲，就更加不得了，寫情信都有份的，那時候，

「愛」起了。「愛」之後呢？就是「取」了，堅固執着，追求，非要不可那樣，

「取」，那個「愛」的進一步，是吧？一做到樣樣都堅固執着「取」，不只貪色，吃

要吃好的，沒有吃的要去找吃的，色，要娶老婆，為了達到食色的目的，追求功名，

要賺錢，是吧？等等，都是「取」。

「取」的結果，一世人經歷很長時期去「取」，去追求，這樣就「有」了，這個

「有」即是存在了，來生的狀況怎麼樣呢？已經存在了，這個業力決定了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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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生發展成好與壞的資料已經具備了，「有」，這個「有」很長的，由十來

歲，一直到如果你有一百歲，死的時候就一百歲了，這樣，最後還是不免於死了，不

用說了，這個「有」包括了死。死了之後就第二世了，又之後有個「中有」，死了之

後「中有」又生了，又第二世的生了，這一段是今世，生的結果，第二世的生，有生

必有死，於是第十二段了，「老」了，有生就必定會老，老了就肯定死了，當死去之

後，又有個「中有」，又有「識」，「識」之後「名色」，這樣下去永遠無窮，這生

命的無窮進展，就以這十二段來做代表，此之謂生死輪迴，此之謂生命的流轉了。

就不是閻羅王，牛頭馬面那些規定你的，而是你的行為，哪個是閻羅王，那會是

閻羅王呢！這個「行」就是閰羅王，你的行為，「業力」就是閻羅王。那些人說閻羅

王，又說甚麼甚麼的，這個是舊時代文化未很發達，你要跟他說哲學，說生命的哲

學，帶有很重哲學意味的東西，那些人怎會明白呢？最好是作出一個閻羅王之類的。

這樣就是「十二有支」的生死輪迴，生死輪迴就是我們在現象界內煞有介事，又說要

修行，又說要如何，如果當你證得真如，證得本體，和本體合一的時候，你見不到有

「十二支」的，「十二支」都不過是幻象，由本體顯現的幻象而已。在這本體裏，在

這「空性」裏並沒有這十二樣東西，即「無無明」，根本就沒有所謂「無明」，這

樣，沒有「無明」就沒有「行」了，這個不用說了，沒有「行」就沒有「識」了，沒

有「識」就沒有「名色」，一直無無無，連生、老死都沒有了，所以連老死都是幻

的，「十二有支」都是「空」的。這樣，「無無明」我們可以解釋了。

「亦無無明盡」又怎樣解釋呢？原來佛家說，他說我們常常生死輪迴，就是這十

二段，我們常常生死輪迴是沒甚麼意義的，是不是啊？今世你和你的母親非常的恩

愛，第二世，你的母親又不知是否去了南美洲做皇后，是吧？你可能去蒙古做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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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恩愛的母子都無法碰頭，是吧！不止如此，你夫妻很恩愛，連體那麼好，一個先

死，另一個後死，縱使一齊死，那個「業力」不同，可能你第二世做豬肉鋪的老闆，

而你的太太就做豬，你就買了些豬回來殺了牠們，說不定的，是嗎？因為這個隨業流

轉。

人生是如此，就變成了完全沒有主宰的人生，你我都沒有主宰。那麼這種做法不

行，沒有意義，是嗎？不如不要這樣，Stop了它吧！Stop了它，苦集滅道的滅，滅

就是 Stop，滅字譯做 Stopping。苦集滅道的英文比中文還容易解，苦就是

Ill， Ill， i-l-l， Ill 就是不舒服意思。集，Collection，招集；滅就是 Stopping；

道，Way。所以，你們英文仔出身的人，看英文的佛經，比看中文的還更容易。這

樣，生命如此就沒甚麼意義了，不如讓它熄滅，不要它。這樣，不要它了，就有一種

新的狀態，沒有了生死輪迴的狀態，好像那盞燈熄滅了，涅槃就是這樣，熊熊的火吹

熄了它，小乘的涅槃就是這樣。大乘就不是這樣，本來小乘的涅槃就是吹滅了那盞燈

的意思。

這樣，現在就小乘來說，就要怎樣呢？我們的生命這樣是沒有意義的，不如不

要，停息了這個生死輪迴的現象，沒有了生死輪迴的這種狀態，那種 State，那種狀

態，叫做涅槃，Nirv aāṇ ，涅槃，又叫做「寂滅」，寂者，全部生死輪迴的東西都沉

寂了，即是生死輪迴的因，「無明」和「行」都沉寂，不再作，這個因沒有了，果也

沒有了。寂滅，譯作寂滅，又譯做解脫，涅槃譯作解脫，為甚麼呢？那時候是真正的

解脫，我們的生死，好像擔着生死輪迴的擔子，現在我們解脫了，涅槃又叫做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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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得到解脫呢？這樣再說了，釜底抽薪，你想沒有老死，你害怕老死而已，我

們想沒有老死，要怎樣呢？你不要生，就沒有老死。為甚麼會有生呢？因為你有追求

十八類（東西），「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

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吹熄了那盞燈，是嗎？

你想不想吹熄它？想不想？

大乘就不想吹熄，你自己吹熄了，還有很多你那些媽媽，那些爸爸，差不多世界

上的人沒有一個不做過你的爸爸，沒有一個不做過你媽媽，你自己自了離開嗎？你了

解那個道理就行了，就是吹熄了，用你的般若智慧控制，控制一切。如果這樣，吹熄

了的就叫做無餘涅槃，不吹熄了的就叫做無住涅槃。這樣，一直順著下去就叫做甚麼

呢？「流轉十二支」，倒過來的，一處斷了，下一處便斷，「無明」滅則「行」滅那

些就叫做「還滅十二支」，明白了？這個「流轉十二支」和「還滅十二支」都是現象

界的幻象來的。既然是幻象，我們用修行的力量可以避免，用你的智慧又可以控制，

既不必害怕，亦不必執著它。

所以，當你修止觀修到純熟，那個空性顯現，證得空性的時候，這個空性就是你

的生命的本質，亦是宇宙的實體，那個本體。在你的生命的本質裏面，在宇宙的本體

裏面，並沒有所謂流轉這一回事，既沒有流轉亦沒有還滅，流轉、還滅都是幻象來

的。所以，「無無明」，對於流轉來說，還滅就是「無明」盡，則「行」盡，盡即是

已經滅了，「亦無無明盡」，就是「流轉十二支」沒有了，「還滅十二支」也沒有

了，「乃至無老死」，一直「無明」盡，「行」盡，「識」盡，「名色」盡，一直到

「老死」盡，「乃至」即英文的 Until，你就明白了，乃至到「老死」都沒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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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幻象來的，就是因為這樣的幻象，所以大乘是不會害怕的，何需急急忙忙地求涅

槃啊！對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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