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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第)71 頁看起。「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這句話是十大

論師講的，它說我們寫這本論、造這本論是為了什麼呢？為了令一類人生起正確的智解。

(那麼)是為了令那一類人生起正確的智解呢？就(是)令他對於「人空」、「法空」這兩樣東

西，或「迷」而不解，或者解而有「謬」的這兩類人，令這兩類人生起「正解」。「解」是

(指)「智慧」(，)這樣(去)解(釋)的，「解」字是當(作)「智」字解(釋)。它說為什麼要令他們

生起正解呢？   

 

        我們看(第)74 頁：「生解為斷二重障故」。我們之所以令他生起智解，就(是)為了

令他「斷」──就是(指)「斷除」──兩種障，兩種障是(指)什麼呀？很重的障，為了令他

斷這兩種障。那(麼)是(指)哪兩種障呢？第一種障，就(是)「煩惱障」；第二種障，就(是)

「所知障」。煩惱障是什麼呢？煩惱障就是以我執為首、執「我」為首，因為當有我執，跟

著就(會)有很多貪、瞋、癡等等(煩惱)跟著(生)起，跟著它(「我執」)一起(生)起，這樣就(好

像)形成一個煩惱的集團似的；這個煩惱的集團就叫做「煩惱障」，(即是指)這個集團的這堆

東西。 

 

那為什麼叫做「障」呢？障礙我們(證)得涅槃。什麼叫涅槃呢？大家都知道了，(是)生死輪

迴那種狀態停止了，就叫做涅槃。學佛的主要目的是(證)得涅槃，(而「煩惱障」)是障礙我

們(證)得涅槃的，所以叫做「障」。 

 

        第二種障，就叫做「所知障」。「所知」，即是「真如」，換句話說，(若)用世俗

的話來說，就是「真理」；障礙我們認識真理的那種障，(就)叫做「所知障」。「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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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是)依主釋。這與「煩惱障」的解(釋方)法是不同的。「煩惱障」，(指)「煩惱即是

障」，(是)持業釋；「所知障」，(指)「所知的障」，(是)依主釋。那麼我們讀到這裡就知道

為什麼要講六離合釋了，(理解到)六離合釋對讀佛經的重要(性)就是如此。(當)我們說持業

釋，我們就明白(它的意思)，說依主釋，我們又明(白)，對吧？不用再嘮叨地解釋了。 

 

        那麼什麼叫做「所知障」呢？(它的)內容是什麼呢？(它是)以「法執」為首。怎樣

叫做「法執」呀？「法」者，(指)「事物」、「東西」，我們對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生)起

「(實)執」，當(作)那些東西是「實」──實在是這樣的，(如)當我見到茶杯，(便)以為這個

是「實(在)」的茶杯；見到人，就以為是「實(在)」(的)人；見到佛，就以為這個是「實

(在)」(的)佛，那麼這種對於我們所知的東西都當(作)它是「實(在)」的這種執著，就叫做

「法執」。有了「法執」，就決定決定不能夠(證)得大菩提。(就算)你入定入(到了)一萬劫，

你都不會(證)得大菩提；(或)你持戒持(到了)一萬劫， 你都不會(證)得大菩提。一定要剷除所

知障、剷除法執，然後才能(證)得大菩提。 

 

        那麼，這個「所知障」，是以法執為首，跟隨法執(的生)起，又有貪、瞋、癡等等

(的生)起，對吧？譬如你說有個人見到錢財(生)起(了)貪，如果你不執著錢財是「實(在)」的

(話)，你怎會(生起)貪？對吧？譬如你說一個色狼(好色的人)，他(會)做出種種如強姦等等的

這類行為，(但)如果他不執著那個對象是「實(在)」的，他白白的走去(做出這些行為，是)為

了什麼？ 

 

所以，都是由於有了「實執」，然後才會產生其他的過失的，(令)其他煩惱跟隨(生起)。即

是以法執為首，而跟著法執而起的很多很多(的)貪、瞋、癡、慢、疑等形成一個集團，這個

集團就會障礙我們對真理的徹底的認識；「對真理的徹底的認識」，就叫做「大菩提」。

「菩提」者，即是「覺悟」。這就是「二障」。有了「煩惱障」只是令到我們生死輪迴，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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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煩惱障」就(可以令)我們入無餘涅槃，就可以成阿羅漢了，對吧？但你不能成佛的，

(若要)成佛，一定要剷除「所知障」，對吧？所以要令他「生解」，是為了令他斷了二種

「重障」。 

 

        那為什麼又要斷這兩種重障呢？(下文)跟著解答，我們看(第)76 頁：「由我法執，

二障具生」，由於我們有「我執」，於是就形成「煩惱障」了；由於我們有「法執」，我們

就形成了「所知障」。如果我們「我執」、「法執」都有的話，於是我們就會怎樣呀？「所

知障」與「煩惱障」二種都齊備、具備，都有了──「具生」；「具生」者，(指)一齊生

起，完全生起。 

 

        那麼如何解決這兩種障呢？如何除去這兩種障呢？就要怎樣(做)？要「證二空」

──證得「人空」、「法空」；如何證得「人空」、「法空」呢？我們一定要怎樣？修止

觀。在(禪)定裡面修空觀──或者修人空觀，或者修法空觀。修人空觀，(是)觀自己這個

「我」是五蘊所成、五蘊和合而生，都沒有(實)「我」的，所以「我」是空的。「空」者，

即是(指)「不實在的」、「假的」、「不是實有的」，這就是「空」。自己的「我」是空，

任何人的「我」也是空。這樣反反覆覆在定中裡面(這樣地)修，在純熟的時候，你在第四禪

裡面，你就會體驗到，好像直接接觸到，不覺得有個「我」的，「我」是沒有的，那時候你

就會證得人是無我。於是，把(這)個「我執」斷(除)了。逐漸逐漸地斷(除)後，(當)完全斷(除)

「我執」，你就入無餘涅槃了。所以，如果你證得「我空」，就會斷除煩惱障；斷除煩惱障

(後)，你就可以入涅槃。如果你想斷除「法執」呢，又是一樣要修止觀。即是換句(說)話，

不修止觀，決定不能成佛。這是佛說的。一切佛果或其他什麼的果(位)，都是修止觀所得之

果。這樣，(要)在定中反覆觀法空，那麼觀法空要怎樣(做)呢？普通(來說)，觀法空有兩條路

(去)觀，一條是大乘空宗的方法，(是)觀一切法──所謂「法」即是(指)「事事物物」──一

切事事物物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除了「緣」之外，並沒有那件事物。然則「緣」是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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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將那些「緣」來觀：每一個「緣」都是空的。(但是)「緣」又有「緣」的，(這樣)一直觀

它(「緣」)是空，觀到無可再觀的時候，連(那)個「空」都空(掉)，明不明白？譬如我們說一

切法都是空的，這是一種(用)智慧(來)觀(的結果)來的，種種法都空了，一切法都空了，那麼

那(能)觀的智慧空不空呢？連那個智慧都(是)空，也把它空(掉)。連「那個智慧都(是)空的」

這句話都把它空(掉)。於是，那個時候一點兒概念都沒有，即是一點兒分別都沒有，那時候

好像什麼？大地平沉似的，對吧？禪宗所謂「大地平沉」，連那個「空」都沒有了，那時候

就叫做「虛空粉碎」。那時候那個真如與我的智慧好像渾成一體似的，(這)又(叫)「見

道」；(這時候)法執開首(斷除)，慢慢地、慢慢地(當)法執除掉一點、除掉一點，(直到)完全

淨盡的時候，你就叫做證得「大菩提」，就叫(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叫)「無

上的正覺」。如果我們想這樣(證得大菩提)就要修法空觀；即是說修法空觀，就(能)斷除所

知障，就可以成佛了。所以它說由於我執、法執，(所以)二障都生(起)了；如果我們證得人

空、法空這二空，那二種障，「隨」(是指)「跟著」，跟著就斷(除)了。 

 

        那麼斷了(這二)障有什麼好處呀？它再追問，下面就解答，它說：「斷障為得二勝

果故」，為什麼我們要斷障？斷障有什麼好處？斷兩種障，是為了得到兩種很殊勝的果實、

殊勝的果利。哪兩種殊勝的果利呀？一種是涅槃──停息了生死輪迴。但只是停息了生死輪

迴而已，(阿)羅漢也可以(做到)，不算是「大」；怎樣才算叫做「大」？能夠同時得到大菩

提，那時侯的涅槃才叫做「大」。斷障是(會)得到什麼？大涅槃，這是第一(種好處)。斷煩

惱障得大菩提⋯⋯呀﹗不對，(應該是)得大涅槃。(若同時)斷(除)了所知障，就(會)得大菩

提。大涅槃，就(是)第一種勝果，大菩提，(是)第二種勝果。(這是)兩種很優勝的、殊勝的果

利。   

 

        下面再說明得果是(指)什麼？斷煩惱障是得大涅槃果的，分別開(兩種)的，斷所知

障就得大菩提，不要搞亂，下面說明(給)你聽：「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解脫。由斷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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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障故，得大菩提」，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說由於你能夠剷除了煩惱障，煩惱障是什

麼？怎麼樣的煩惱障呀？「續生」的煩惱障，「續」，即是(指)「接續」；「生」者，(指)

「(在)另一世生起」。我們每一日都(生)起很多煩惱，(生)起很多我執、法執等很多煩惱，

(生)起這些煩惱之後，就會怎樣？由這些煩惱牽動我們造作種種行為，這些行為叫做

「業」。當造「業」(之後)，這種「業」就(會)成為一種業的種子，藏在我們的生命(中)，即

是藏了在(我們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裡面，(這些業種子，)將來就是(我們)另一世的資料了。到

了你臨終的時侯，你作了行為的那些業種子就活動(起來)，活動(是指)(它)在你的阿賴耶識裡

面刺激起你那些下一世出現的種子，令到它活躍(起來)，那些來世的種子好像菲林映出的電

影一樣，來世的種子當受到這種業種子的刺激，它就爆發；當爆發的時候，你第二段的生

命，即來世──所謂另一世──就出現了。這種情形叫做什麼呀？「續生」，又名叫做「結

生相續」，這是專有名詞，「結」即是「聯結」，今世與來世好像掛勾般聯結，「生」就是

(指)另一世(要)出世了，(這就是)「結生」；(然後是)「相續」，我們的生命是連續下去的，

這樣就叫做「結生相續」。這個「續生」即是指「結生相續」那種狀態。 

   

        「由斷續生煩惱障」，為何我們會「續生」呀？為何我們會「結生相續」？因為我

們有以我執為首的煩惱障，由煩惱障(故，)就令我們作業，由作業(故，)於是產生了「結生

相續」的情形。所以，煩惱障(是)可以令我們「續生」的。如果你想不「續生」的話，你就

(要)斷(除)煩惱障。它說由斷續生的那些煩惱障的原故，你就(會)怎樣呀？你就可以體驗到，

「證」──即是(指)「直接體驗到」──「真解脫」了。「真解脫」即是涅槃。為什麼涅槃

叫解脫？我們眾生都被生死輪迴束縛著，對吧？現在他就不用(再被生死輪迴束縛著)了，所

以就是解脫了。這就是「真解脫」。這即是說，斷了煩惱障，就得涅槃。斷了我執，就得煩

惱障(斷)。(道理)很簡單：(第)一，你(要)斷我執，對吧？(第)二，跟著你(要)斷煩惱障，(第)

三，得涅槃。(說明得)很清楚的。所以你讀過唯識(學)，你對於修行的線索會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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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斷礙解所知障故」，「解」字當「智慧」(來解釋)，由於你能夠斷除那些障礙

你的智慧的所知障。斷除了所知障之後，你就證(得)真如，對這個宇宙的真相，對於你生命

的真相，你(都)清清楚楚。「由斷礙解」的「解」字又是當(作)「智慧」(來)解(釋)，這種智

慧普通是指什麼？普通是指無漏智，對吧？(這樣)你就得大菩提了。大菩提即是最高的、最

圓滿的覺悟。即是說，你想成佛(的話)，你就(要)斷(除)所知障，對吧？「所知障」是「所知

的障」，不是「所知即障」。這樣大家清楚聽過這些之後⋯⋯現在人人都說：「你修小乘行

只是成(阿)羅漢而已，成不了佛的」，很多人這樣說；(又說：)「一定要修大乘才成得了佛

呀﹗」這些話有誰不懂說呀？你問一下他，為什麼(會這樣)呀？他(只會)張開嘴說不上。但

當你讀(到以上《成唯識論》)這一、兩句，它就解答了給你聽，對吧？所以如果你想做講經

的(老)師(的話)，最好你將這些(內容)唸熟一下，對吧？把它唸熟一下吧。 

 

        這是一種說法，(關於)為什麼要造這本論，這種說法是安慧菩薩等人講的，十大論

師之中，有位安慧論師，就是他講的。其他的(論師)有第二種說法，(因為大家的)角度不

同，所以說法也有不同。第二位(論師)怎樣說呢？我們看(第)84 頁：「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

唯識者，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這是第二位論師(的)說法。本來要第一個(說法)已

經(足)夠了，不過，當時唐三藏編譯這本論的時侯，覺得各有各的講法，也各有各的好處，

(所以)他也一同取用了。 

 

        「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唯識者」，「者」是指「那類人」，又為了開示給那類人知

(道)；「開」，是(指)「以前不了解的，現在解(釋)給你聽」，(這)就叫做「開」；「示」即

是怎樣？ 

 

以前你算是懂得多少，但不是很清楚，現在講清楚給你知，就叫做「示」。又為了開示給那

類「者」知道，那類是什麼「者」呢？謬執我法迷唯識者。「迷」是(指)完全不懂，「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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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就是(指)這種說(明)唯識的道理。因為他「迷」唯識，不了解(唯識的道理)，於是就「謬

執我法」了。「謬」即是「荒謬地」，荒謬地執著有一個「實我」，他不知道那個「我」不

過是那八個識的流轉而已。他又因為不了解唯識的道理，他就執著我們所對著的種種事物是

實有，這種東西是「實(在)」的、那種東西又是「實(在)」的，像這樣，(這是)「迷唯識

者」。 

 

它說要開示(給)這類人知，(這類人是)謬執我法迷唯識的。(為了)令這類人怎樣？「令達二

空」，「達」是(指)「了解」，令到他了解什麼呀？人空、法空，了解(這)「二空」。 

 

        (當)了解二空，對於了解何以有我們的生命、何以有我們的個體、何以有這個宇宙

(等問題)，他知道這些都是識的現象來的。令達二空，(是)對於唯識的道理「如實知」，怎

樣叫「如實」？「如」是(指)「依照」，「實」是(指)「實際的情形」；依照實際的情形是

怎樣，你就知道它是怎樣，(這就叫)「如實知」。 

 

        那麼玄奘法師為何要同時取(用)這種講法呢？因為這本(書)叫《(成)唯識論》，對

吧？第一段對「唯識」這兩個字並沒有談到，對吧？只是就大體而言，(而)它這裡就正式說

出為什麼要講唯識，對吧？又(有)第三個說法。這第二個說法是火辨居士等人講的，(他是)

與世親菩薩同時(代)的(人)。 

 

        第三個(說法)是護法講的。護法是世親的徒孫，(亦即)是玄奘法師的師公。(護法)他

說：「復有迷謬唯識理者」，還有一類人──「復有」，即是「又有」；「迷唯識」，完全

不懂唯識(的)叫做「迷」，「謬」是(指)懂得一些而不是(理解)得很正確，(這)就叫「謬」。

(這是說)又有一些(是)「迷謬唯識道理」的(人)，這類人是怎樣的？下面就列出了幾種人，第

一種(是)「或執外境如識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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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種人是「迷謬唯識(理)」的。第一種(是)執著外境──我們心外的境，心外的

色、聲、香、味、觸、法，「如識非無」──好像我們內在的心識一樣，不是無的，即是

「執外境有」。(或說)「執外境非無」，怎樣是「非無」？好像「識」一樣並不是無，那麼

這個「識」是實有的嗎？「識」是幻有，都是眾緣和合的有；「如識非無」，不是好像真如

般的實有，它是好像「識」一樣的幻有。(所以說)「如識」一樣的「非無」。這是第一種

人。這種人(像)是什麼？(站)在太平山(上)望下來，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的，對吧？(這是第

一種人──)「或執外境如識非無」。 

 

        第二種(人)，第 88頁：「或執內識如境非有」。又有一種人，空得太極端，如某

些佛教徒認為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的﹗別人說空，(是說)外境空才可以，在唯識(宗的

立場)來說，內在的識就不是空的，如果內在的識都(是)空的，那麼你又會去食飯？對吧？你

又會去瞓覺？你又會說話？你又會說「空」？對吧？它說有一種人(是這樣)，這是兩個極端

(的看法)了。(這)個心是無的，識又是無的──「或執內識如境非有」──好像我們所講的

「外境非有」一樣，認為「(內識)非有」。我剛才所講的(從)太平山望下來(是)第一種人最

多，第二種(人是)大乘佛教徒最多。(持)這種(看法的)人很多的，學了幾年佛法，又讀過一下

《金剛經》，或者聽(過)一下《心經》那種人，(認為)什麼都是空的﹗什麼都是空的﹗這

樣，連內識都認為是非有。(但)你說世人是錯的，(那)你又不會錯嗎？你執(內)識都是空的，

(難道)你又不是錯嗎？(這是執)「內識非有」。 

 

        (第三種人認為，)「或執諸識用別體同」。又有一種人，是這樣執(著)的，他執著

什麼呢？「諸識」──那八個識；「用別」，(指)「作用不同」，只是效用不同、作用不同

而已，「體」都是(相)同的，只是同一個靈魂而己，有些人這樣(認為)。什麼叫做眼識呢？

他們當作好像是一個靈魂，在眼裡望出來，就叫做眼識，在耳裡望出來，就叫做耳識，(這)

個「體」是同一個而已，(這就叫)「用別體同」。凡夫就執著這個這樣的(「體」)。(那麼)佛



9 

教徒會不會執呀？有，有一種人會執，(他們)執著只有一個意識而已：他的意識在眼裡走出

來的時候，就叫做眼識，在耳裡走出來就叫做耳識，在鼻裡走出來就叫做鼻識，在舌裡走出

來就叫做舌識，在全身(上)走出來摸到東西時，就叫做身識。他(這類人只)執(著有)六個識，

不談那(另外的)兩個識。佛教(裡)都有些這樣的(人)啊，有很多人認為，什麼都是「一心」而

已﹗這種人，當聽到「一心」(就認為：什麼)都是這個(「一心」)而已﹗原來這(看法)都是一

種執(著)來的。(這就是)「諸識」的作「用」有「別」，「體」就是(指)「本質」，本質都是

相同的，這樣(認為)：(「體」)都是只有一個而已。他(護法)為了要破這種人(的看法)，令他

(們)知道不要(這樣的)「執」。第三種人是菩薩來的。第一種人，我們說是太平山望下來(的

大部分人)，第二種人是一知半解那類凡夫，第三種人是菩薩來的，第四種人是那班(阿)羅

漢。 

 

        現在(說)第四種：「或執離心無別心所」。唯識宗認為除了「心」之所，還有很多

「心所」；「離心無別心所」(是指)離開「心」之外──「心」是指「識」。有一種人是這

樣的(認為)，佛說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即是佛將我們的生命分析為五

類東西，就叫做「五蘊」。第一(類)是色蘊，現在不必談它了，(因為)現是談「心」。第二

(類)是受蘊，「受」是心所來的，第三(類)是想蘊，「想」又是心所來的，(在)行蘊裡，其實

是以「思」心所為首的，很多小乘人解(釋)行蘊只是以一個「思心所」來解釋，(想蘊)是

「思」(心所)。即是說只有三個心所而已，「無別心所」──不會有(這)三個心所以外的別

的心所的，這樣認為。然則(像)貪、瞋、癡(等)這些都是沒有的，那些都是什麼？我們的意

識作用罷了，不是另外有這些心所的。「或執離心」，(指)離開我們的六個識──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個識叫做「心」，離開這六個識之外，就只有三個心所

──「受」、「想」、「行」──這三個心所，並「無別的心所」，是這樣解釋的。(若)你

(按)照字面解(釋)，很容易解(釋)錯的。對吧？以為連「受」、「想」、「行」(這三個心所)

都沒有。他們認為「受」、「想」、「行」是佛說的，他不敢說沒有，但其餘那些(心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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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這是覺天羅漢說的。 

 

        這樣呢，講到這裡我就想起，(現在)大家有很多人聽到我講「心所」(這兩個字)，

我在(講台)上面望下來看到一個情況，當我一講到「心所」的時候，(大家)好像很愕然似

的，對吧？有種這個情形，不明白那些「心所」(是什麼)，對吧？如果你真正是想學佛，想

將來(能夠)好好的修(習)止觀，(若)你不了解「心所」，你就很不(方)便，對吧？想了解的

話，你就要讀其他的書了。讀其他的書有兩個辦法，如果你想讀(一些)淺的(書)，你就(可以)

讀我那本《唯識方隅》，(這書)裡面有講到「心所」的，(這)是(較為)淺的。如果你沒有我這

本《唯識方隅》，反正你都要買書，你可以買這本叫做《百法明門論》。《百法明門論》有

很多注解(書)，你可以去佛學書局，(或)去那間慈慧佛學社也可以，買那本《百法明門論忠

疏》，(這本書)是唐朝時的一位法師叫做義忠做注釋的。《百法明門論忠疏》，很漂亮的版

本，是(用)木版的，很漂亮。這本書，(是)如果你想學佛的話，遲早都是要買了它比較好。

或者不讀《百法明門論》，就讀一本(叫做)《(大乘)五蘊論》。(這)《五蘊論》有一(個注解)

本，不過不是很適合你們，有一本叫做《大乘廣五蘊論》，你去佛學書局(那裡)有得賣。這

樣呢，你們買來讀固然可以，為奠定你們的基礎起見，我由下一次起，講完(《成唯識論》)

後，譬如我應該是講到十二點半的，我(會)講到大約十二點十五分左右的時候，我就將《百

法明門論》解(釋)給你知，《百法明門論》是很簡單的。這套書是必需讀的，《百法明門

論》及《五蘊論》⋯⋯《五蘊論》不讀也可以，但《百法明門論》必需讀。(內容)很短的。 

 

        因為你不懂「心所」，所以到解(釋)這句時，你自己讀可以明(白)，但叫你講給別

人聽你就不容易做得到了，對吧？ 

 

        好了，下面總結了：「為遮此等種種異執」，「遮」是「防止」──為了防止；第

一是當(作)「防止」解(釋)，第二是當(作)「破除」(解釋)──為了破除；為了防止、為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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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等」；「此等」即是「這些」；「種種異執」(是指)「種種不同的執著」──即是上

文所說的種種執著，(這是)「異執」。然後，(第)95 頁：「令於唯識深妙理中得如實解，故

作斯論」。防止這些種種的異執，令到他──令到上文所說的那種種不同的「者」──對

「於唯識」的「深」奧而精「妙」的道「理中」，「得如實解」──「解」即是「了解」，

得到了解、如實的了解、如其實在的了解；「如實」即是「實實在在地」，實實在在的了

解；「故作斯論」，所以十大論師就作這本論來解釋《唯識三十頌》。以上就把(這本論的)

序分講完了。 

 

        (佛教)經論裡面，普通都有三部分：第一是序分，第二是正宗分，第三是流通分。

(現在)序分已全部講完了。(大家)有沒有問題呀？  

 

(錄音中斷) 

 

        ⋯⋯《三十頌》的教訓，「廣」就是「詳細」；「成」是「解釋」；(「廣成」即

是)「詳細解釋」。現在開始看。科判的「甲」、「乙」、「丙」、「丁」，我不講了，因

為(若)我逐個的連科判都講，就真是十年都講不完了，對吧？你應該自己看「甲」、

「乙」、「丙」、「丁」這些(科判)，對吧？ 

 

        假設外人這樣問：「若唯有識，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法？」有外人這樣問，

他說你是講「唯識」，那其他什麼都是沒有的啊，只有「識」而已，「若唯有識」，「唯」

即是「只是」，如果什麼都沒有，只是有「識」的話，「云何」──「為什麼」，「世間」

──「世間的人」，形形色色的人，這個「世間」即是指什麼？佛教徒以外的人物，(就是

「世間」)；「及諸聖教」，(「及」是)「與及」，「聖教」是指「佛家的經論」，經論不只

一種，所以用「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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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世間的人及佛家的經論「說有我、法」呢？都說有「我」，常常說「我」

呢？又常常說「法」呢？哪裡有說「我」？翻開一本經，第三個字就是「我」了，對吧？

「如」、「是」、「我」、「聞」，什麼？你不是說沒有(「我」)的嗎？你看，佛經結集的

人，一開首結集就是(用上「我」)，而且我們中文(翻譯)是(在)第三個字，梵文是「我聞如

是」，不過梵文不寫「我」字，隱藏了，即是英文所謂的 understood；它(梵文的意思是)

「我所聞者如是」，一開首就用了「我」。這些聖教都一開首説「我」，對吧？又常常說

「法」，(如)這些叫做「五蘊」，一翻開《心經》，(就見到)「五蘊皆空」，說「五蘊」。

你說它是「空」，都要說個「空」，對吧？又「是諸法空相」，有個「諸法」的「空相」，

一會兒又說什麼呀？ 

 

「得大菩提」，「菩提」不是「法」來嗎？又「得大涅槃」，「涅槃」又不是「法」嗎？又

說要修「止觀」，「止觀」不是「法」嗎？對吧？(有)這麼多的「法」﹗無量多的「法」

門，對吧？又(有)很多「我」，一翻開《心經》──「觀自在菩薩」，這就是一個「我」

了，有個「我」叫做「觀自在」，對吧？一會兒又說「舍利子」，另外有個「我」叫做「舍

利子」。 

 

(有)這麼多的「我」﹗對吧？一會兒又說阿甲修行修到證到初果呀，這樣，這個是初果的

「我」；阿乙更證得第二果了，(這)第二果的「我」，是一來果；第一果叫做預流果。這樣

預流果的「我」、一來果的「我」，(或說)阿某某又成了阿羅漢呀﹗這得了一個阿羅漢的

「我」，這麼多的「我」，對吧？「法」(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無比多

的「法」，三藏十二部經裡全部都是「法」﹗對吧？聖敎裡面經常說「我」、經常說

「法」，外人就是這樣的提出，為什麼你們常說無「我」、無「法」，又說(唯)有「識」，

你自己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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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就用一首頌來(回)答，這首頌是《唯識三十頌》(的)第一首頌，「頌曰：由假

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先說三句。它說世間上的人常說有「我」、有

「法」，其實是他們不知道而已，它(「我」、「法」)不過是假設、假說而已。譬如現在有

個人叫做阿甲，他說有「我」呀──我今日吃了豬腸粉呀﹗這樣就有「我」，(但)其實它

(「我」)是(一種)假設，那裡有一個「我」(在)吃？只是(有)什麼呀？有一堆東西去食，那堆

是什麼(東西)？ 

 

無比多的細胞堆成一堆的東西，那堆東西會起活動，會一件一件腸粉夾來吃的，好像機器人

一樣，哪裡有「我」？如果那個「我」是實有，它就不會死了，但將來它會死，死了會化爛

變了垃圾一樣，對吧？這樣可見所謂「我」者，在某一段還會活動、還會吃東西(的時間)就

假立一個名(稱)叫做「我」。譬如一架 Benz 汽車，你說那汽車是「法」，但那汽車怎會是

有呢？如果被人拆掉變成零件的時候，什麼 Benz？﹗(只有)一件一件的零件，哪裡還有(什

麼 Benz)呀？但是在未被人拆(掉)以前，確(實)是整架車會動的，汽車開了它會動的。在這情

況之下，就假定說它是有這個「法」了，這都是假說而已。世間所謂「我」、所謂「法」，

都是假說的。這是「假說」。 

 

        聖教裡面所說的「我」、「法」，(像)「如是我聞」的那個「我」，不是執著有一

個「實我」的，因為他要講話：這件事(我)講給你知呀，這件事是從佛前聽聞的呀，(因為要)

這樣。說有個「我」只不過是一個符號、一個假名而已，不是執著它是實有的。由於世間的

「假說」──即是「假設」──種種「我」、種種「法」，聖教裡面又「假說」種種

「我」、種種「法」，於是怎樣？「有種種相轉」了。「轉」者，(指)「生起」，(這句指)

「有種種我相、種種法的相貌生出來」。如果你不執著，就根本沒有種種「我相」生起、沒

有種種「法相」生起；因為你假定了、假設了有種種「我」、種種「法」，於是就(有)無比

多的「我」、無比多的「法」產生了，「有種種相轉」──就(這樣)產生了。(這句話)很簡



14 

單，對吧？但簡單(之中)裡面所含的道理(卻)很多，下文就反雲覆霧來解釋它了。 

 

        「彼依識所變」──「彼」，即是(指)「種種我相、種種法相」這些東西，都是

「依」據什麼？依據我們內裡那八個「識所變」出來的東西來假立、來假設而已。(這裡説)

「識所變」，那麼是變了什麼出來呢？你會(這樣)問。(以下)就這樣解答：我們的第八阿賴

耶識裡面，有無數多的種子，其中有些種子是什麼？叫做眼識的種子，有些種子叫做耳識的

種子，有些叫做鼻識的種子，等等。這些種子當遇著「緣」──「條件」，條件具備時，它

(這些種子)就爆發，成為現實的「識」了。譬如眼識，當眼識出現的條件具備，這個眼識就

出現。 

 

當眼識出現的時候，即是一開為二──一個眼識出(現)，就開出兩部分，這個眼識開出那兩

部分呢？(有)一部份(是)能夠見東西的這種力量，無形無相的，就叫做「見分」。同時，當

「見分」(生)起那(一)剎那的時候，它即刻能夠把它所見的東西反映入來，好像攝影機攝影

時，把你那個攝影的人(的對象)反映入來，成為一幅「影像」，西方人叫它做 image，(即)

攝影鏡頭裡面那個(人的)頭(像)，成為一幅「影像」。這幅影像就叫做「相分」──有形有

相的部份。 

 

        當眼識(生)起的時候，第一，它會見東西，對吧？凡見東西都一定有某東西給它見

的，眼識(生)起的時候，能夠見東西的那種力量，就做「見分」──(這是)見東西這部份。

同時，這個「見分」有力量把它外面那東西的形象反映入來成為好像攝影機裡面那個公仔的

影像，(這)個影像就叫做「相分」。當我們的識(生)起，就變出兩樣東西，即是現出兩樣東

西。即是說(當)我見到一樣東西，其實(是)我見到我(自己)眼識裡面的影子而已，不是直接見

到那東西，對吧？我們以為我們現在看到花，其實我看不到花的，我只是看到我的眼識把花

反映入來那個影子、那個影像而已，這個影像叫做「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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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花(是)有還是沒有？現在不是討論花有沒有的問題，記住呀，不是說花沒有

呀，對吧？只是說我們看不到它(的本質)，明不明白？譬如有人在這裡喃無地唱爐香讚，說

我聽到爐香讚；但我們不是(直接)聽到爐香讚，亦不是聽到他唱的爐香讚，而是聽到什麼

呀？我們耳識(生)起的時候，(生)起「見分」，當(這)個見分出現的時候，能夠將唱爐香讚那

些高低強弱的聲音反映入來我們的耳識裡面，成為一個影像，我們(只是)聽(到那)個影像而

已。記住呀，(這)並不否定有個人在唱讚啊，對吧？不過我們不是直接聽到他唱讚。聽得懂

嗎？ 

 

        鼻識(生)起的時候，嗅到那些香水味很香啊，你不是嗅到香水味，只是什麼？你鼻

識起的時候，被那種香水的細粒子刺激你，所以形成那幅影子，你只是感覺到那幅影子而

已。同樣的，你現在吃糖水，你不是直接吃糖水，不是說沒有糖水，不過你的感覺，是感覺

到你受到那些糖水的刺激所起(那)個影像。 

 

        有時候那影像與那東西本身不一定相同。譬如你穿(一)件七彩的衣裳，我去看，只

能看到灰白(色)，因為我雙眼色盲。(可以是這樣，)對吧？而你會看到七彩(色)的。為什麼

呢？你爭論，我明明見到它是灰白色的，但你說不是呀﹗(或說)明明見到它是七彩色的﹗其

實(兩者)都不是，對吧？(是)你自己的影像，因為你色盲，你就(會)見到灰白(色)；因為(他)

雙眼是正常，他(就會)見到七彩(色)。可能不止七彩(色)的，不過我們人(類)的眼只是見到七

種(色彩)，可能還有八彩、九彩也說不定啊，對吧？不過我們感覺不到罷了。我們所見到的

是什麼？影像。一個影像叫「相分」，(另)一個影像叫「見分」。(當)一個識(生)起時，這個

識有(這)兩樣東西的。 

 

        那麼這個識(生)起時有沒有本質的？有。(這)個本質就叫做「識體」。「識體」不

是沒有，「識的體相」是有的。這個識的體相又叫做「自體分」；(它)很多名(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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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即是「本質」，(即)識的本質那部「分」；又叫做「自證分」。(它有)三個名(稱)。

「識」，最初是種子，由於它那個條件具備了，那種子就爆發，而成為「識」；(當這)個

「識」生起的時候，這個種子的本質一變，就叫做「自體分」；由「自體分」(再)開成「相

分」、「見分」。講(一)句不是很貼切的話，這個「識」好像我們中國人所講的「太極」，

未起的時候──(即)太極未出現；當太極開始出現的時候，裡面(有)一陰一陽，所以太極一

面是紅(色)，(另)一面是藍(色)就是這原因。(這就像「識」的)一面是「相分」，(另)一面是

「見分」，其實「識」是渾然一體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怎樣呀？那些種子能夠變出識的自體，對吧？(這)聽不聽得

明(白)？這識的自體一(開始)出現即刻又變出相分、見分，對吧？(這裡有)兩重變化：(一、)

識的種子變出識的自體；(二、)識的自體變出相分、見分。(有這)兩重變(化)。聽不聽得明

(白)？ 

 

識的「種子」變出「識體」；這個「識體」(又變出「相分」、「見分」)。聽不聽得明

(白)？ 

 

回去想一下吧。 

 

        我們的識的種子，(例如)平時我閉上眼，(就)看不到東西了，這個識的種子，是

「瞓」(潛伏)了在我的阿賴耶識裡面，(講到這裡)明不明白？現在打開眼了，又有光線，(即

這)個條件具備了，(要有)什麼條件呀？光線、有適當的距離、我的眼球又沒有壞，對吧？

(有)這麼多條件具備，這個識的種子就跳出來(令我們可以)看東西了，(這是)由種子變了識體

──識的自體(的情況)。明不明(白)？(識的)自體出(來)的時候(並)不是好像波那樣砰一聲地

出的，(識的自體)出來的時候，開(而)變出(一)幅「相分」，以及「見分」──我看見它(的



17 

作用)，聽不聽得明(白)呀？ 

 

        當你了解這裡(所講的，第一重變)：種子是「能變」──能夠變出識體；識體是種

子「所變」，對吧？第二重(變：)識體是「能變」──能夠變出東西出來；相分與見分是由

識體「所變」出來的。「能變」、「所變」，「能變」、「所變」。聽不聽得白(明)？什

麼？ 

 

還好吧？哈哈。 

 

        「彼」──種種我相、法相──都是依據我們識體所變出來那些相分、見分上假設

而已，(當)我的眼識生起，看見一幅七彩色的一幅東西，我們就說這叫做花，「彼」──這

個花，其實都是依據識所變的影像而說它是花而已，對吧？你們在這裡聽到我在講話，(你

們)聽到的那些東西你以為你是直接聽到我講的嗎？(只)是聽到我講話時那種空氣振動(而)刺

激起你，對吧？刺激起你的感官，你感官(生)起(一)個影像，在你意識上面(生)起一個影像，

就說(知道)我(是在)講話，對吧？其實是你耳識的自體，識體起的時候所變起的見分與相分

而已。明不明(白)？聽得明(白)嗎？ 

 

        鼻識也是一樣，譬如你嗅到花很香啊，其實是什麼？我阿賴耶識裡面那些嗅香的種

子──鼻識的種子，現在條件具備了，種子就出現，變成鼻識的識體。當鼻識的識體出現的

時候，立刻開出什麼？能夠嗅東西，以及同時所嗅的香臭，反映出(那)個香臭出來。這時我

們就說：呀，這(很)香呀。其實這個香是依據我們識體所變的東西(而)假立。舌識亦是一

樣，身識又是一樣。對吧？聽不聽得明(白)呀？ 

 

        現在(在)香港(，有)人教人入定，等於隔了牛皮搔癢一樣，修是要修止觀(兩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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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吧？ 

 

應該要修觀。怎樣觀？在定中很靜很靜的時候，將這些道理反覆思惟，若能多反覆思惟，我

們就會確是覺得其實這個世間只是那些識的現象而已，就會這樣。並無所謂實的「我」、並

無所謂實的「法」，(要這樣)反覆思惟。這種反覆思惟就叫做「修習」。 

 

        佛經裡面常常說「修習」，現在很多人對「修習」兩個字不懂得解(釋)。「修習」

這兩個字原來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意義的。廣義的意義，做好事就叫做「修習」。如果你做

公務員，依時上班、依時下班，你有多少工作你(就)做足多少工作；如果你是(打)掃厠所的

你就盡你的力量(把它打)掃得乾乾淨淨，(這)就叫做「修習」。如果你是每天都要過著宗教

生活的，(例如)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就去聖堂參加彌撒或者祈禱之類(的活動)；如果你(是)

佛教(徒)，你就(會)好像剛才金居士那樣歸依毗盧遮那佛，這是(宗教)生活。這樣你又是叫做

「修習」。你不食肉，不偷東西，持戒，(這)又是「修習」。你唸一下六字大明咒，又是

「修習」。很廣義的，總之凡是你有做積極性的好事，就叫「修習」，(這是)廣義的修習。 

 

        (至於)狹義的修習，即是嚴格意義的修習，就(是)指修止觀，尢其是指修觀。止就

是定，在定中裡面來觀，初初觀的時候你(會感到)很吃力、很苦的，但觀到純熟的時候，開

始坐下來後就好像電影(般)一幕一幕的出現，毫無痛苦的。這樣修習到純熟的時候，會到某

一天，你會好像只是見到這(你要觀的)東西，一無其他的東西(可見)，什麼都沒見到，親自

體驗到的，這樣那時候你就叫做「證得」，由「修習」到「證得」了。那時候不用起分別

的，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就算)講給你知但實在也沒法講得明白的。(這樣解釋)

明(白了)吧？ 

 

        「彼依識所變」，那些「我」相是「依識所變」，為什麼說那裡有個「我」？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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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陳天華的「我」？這個「我」叫做陳天華？其實是什麼？依據什麼(而有)？我見到有一

個像公仔的東西坐在那裡，反映入我眼識裡面，(於是)見到一幅東西(影像)，我就會說：這

是陳天華的「我」。如果我沒有(生起)眼識，(那麼)我可以見到什麼？這個是什麼(道理)？依

據「識所變」而說有一個(叫)陳天華的「我」。陳天華的「我」是沒有的嗎？又不是沒有，

他的阿賴耶識裡面那些變起他身體的種子，一堆種子變起他的身體；(那)個身體裡面有他的

視覺神經，(這)就叫做「眼根」。以眼根為條件，於是他(的)阿賴耶識裡面那些眼識的種

子，(及當)條件具備(時)，就會見東西。 

 

        同一樣道理，(當)條件具備，他的耳識出現、鼻識出現、舌識出現、身識出現，就

會覺(知)東西、會知道東西，於是(這)一大堆東西集合起來就叫做有一個陳天華的「我」，

其實這個「我」都是他的識所變。我所看到的「他」，是我的識所變，一切「我」都是「依

識所變」。 

 

        「法」又怎樣呢？譬如我們見到一部汽車，（它）是「法」、是「事物」、是「東

西」，在佛家來說，這是我們的識所變的，其實是沒有這架汽車的，一架汽車不過是一件一

件的零件而已，對吧？離開零件的排列就無所謂汽車。那些零件（又）是什麼？譬如那個軚

盤是什麼（來的）？或者（是）鋼鐵，（或是）塑膠造成，除了鋼鐵與塑膠哪有所謂軚盤？

沒有軚盤。鋼鐵、塑膠（又）是什麼？那些微粒子造成，那些電子、質子排列出來而已，離

開電子、質子哪裡有（鋼鐵、塑膠）？其實在科學家看來只有電子和質子，其他的東西都是

我們的識所變才對。那麼電子、質子不是識所變嗎？電子和質子在唯識（宗的立場）來說認

為不過是假立。為什麼是假立？現在你們學空宗的人，開口就說我是學應成派的，對吧？它

現在就用應成派（的理論）來解答。應成派怎樣解答呢？你既然說有電子、質子，如果你現

在提到有電子、質子，是只有兩個情形：一，就是(認為)這些東西根本是虛偽的、是沒有

的；二，就是(認為是)實有的；不外(這)兩個情形。如果是虛偽，那就不用說了，(因為)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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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來的，對吧？如果你說是實有的，好了，那我問你：我們經驗上所知道的東西，凡是實

在的東西、真實存在的、(即)我們經驗上認為真實存在的東西，都有東、南、西、北的方

向，或者可以(把那東西)分為一個一個的部份，那你(所說)的電子、質子有沒有東、南、

西、北的方向？ 

 

有沒有(這是)電子頭、電子尾，這是(它的)東面、西面？有沒有這(些)部份呢？只有兩個情

形： 

 

一，有；二，沒有。如果沒有，那就與龜毛兔角一樣了，那還用多說？如果有，好了，有問

題了，我們經驗上凡有東、南、西、北的方向，凡是有上、有下等部份，一定是再可分析

的，你(所說)的電子、質子，假設都是有東、南、西、北的方向，又有上、下四方的部份

的，應該可以(再)分析；如果你說有方有分都不可以分析，就違反我們的經驗；(若)違反我

們的經驗，那就什麼都可以說啦﹗(例如)我說孫悟空是有的，他坐在那裡呀，這樣也可以

呀，對吧？ 

 

(這是)違反經驗的。(所以)我們不能不信經驗。 

 

        好了，如果你說電子、質子可以分析的，於是，凡可以分析的一定不是實有。如果

你(所說)的電子、質子是可以分析的(話)，是有方向，又有(方)分的話，(這就)一定可以分

析，凡可分析的，一定不是實有。所以你所謂(的)電子、質子不是實有，對吧？那麼若不是

實有，你又說它是有？(因為是)那些科學家假說而已。假說就是所謂世俗諦。所謂「假說」

者，講得通就(可以)了。例如地理學家，他說地球裡面有很多條「經線」，百多條「經

線」；又有很多條「緯線」，(像)「南緯線」、「北緯線」這樣，你試一下去地球那裡看能

不能把那些線拔出來？(地理學家)說第一條(經)線是在英倫的 Greenwich (格林威治)，那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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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摸一下，聽說那裡是(有)座石在那裡(建立)起的，除了這塊石之外，你又(可以)試一下去

摸那條線，(但)根本就沒有這條線的嘛，這些叫做「假立」、「假說」。 

 

        那麼假說是胡亂地假說嗎？不是。假說出來可以解釋某一種現象，如果解釋得妥當

的，我們不妨(建)立這樣的假說。所以，電子、質子有沒有呢？在唯識(宗)立場來說是假

說，一個合理的解說，等於那些地理學家將地球劃出經線、緯線，因為為什麼？有效用。有

了這些假說，哪些風由哪處起呀，什麼風由哪處來呀，我們解釋得到；如果你不(建)立這些

經線、緯線，不(作出)假定的話，天文台沒辦法報告(天氣)的，(所以)有效用(的話)，我們不

妨假說。 

 

        所以，佛經裡面假說小乘法可也，即是在你修(行)起(來可以)證得涅槃，對吧？你

也可以假說到空宗，(這)也可以。你假說唯識──唯識都是假說的﹗你以為唯識是真(實)的

東西嗎？唯識都不是真(實)的東西啊﹗還有，大乘佛教最初由小乘(開始發展)，後來空宗發

達；(再)後來，唯識(宗)發達；再後一半，密宗發達；那麼密宗不又是假說？對吧？你所謂

修行成佛，同樣也是假說，對吧？不過假說得合理便是，如果是不合理的，那些假說我們就

不要，對吧？ 

 

        這樣，所謂一切我、一切法都是從我們識所變出來的相分、見分之上假說而已﹗

「彼依識所變」，「彼」就是(指)「種種我、法」，都是「依」我們八個「識」「所變」出

來的那些相分、見分之上假說的。(今日)我過(了)十分鐘(才)開講，現在我(補)講多五分鐘。

大家已經來了，就不要(白)花了時間，因為為什麼呢？我們人生幾十年，花了一點鐘，就與

死亡近一點鐘，對吧？很可惜的。我們不應該將我們的生命來糟蹋。 

 

        好了，這個世界的事情，(當)談到學理，這個宇宙的本體、這個世界最後的本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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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說的，為什麼不可說？凡可說的都是概念。因為宇宙的本質不是概念，本質是不可說

的，可說的都是概念。這個本質我們叫它做「勝義諦」，(這是)不可說的。但是，不說又不

可以啊，(那)我們(可)說什麼？說現象界。現象界是可說(的)。我們記住，從唯識(宗)的立場

──你說其他派(別)的哲學我就懶得與你爭辯──來說，現象界又名「世俗諦」，記住。(在)

世俗諦裡面一定是兩兩相對，不是絕對的，一定是相對的。(若)有能變，一定有所變。譬如

我拿起杯來飲茶，我就是「能飲」，這杯茶就是「所飲」，對吧？這個杯能夠載茶，杯是

「能載」，茶是「所載」，對吧？一直「能」、「所」，「能」、「所」⋯⋯這樣下去，明

不明(白)？ 

 

不能離開「能」、「所」的。譬如眼鏡，我就是「能戴」眼鏡(的人)，那眼鏡是被我們「所

戴」的眼鏡，對吧？任何事情都有「能」、「所」相對的。 

 

        有人說「能」、「所」相對不過是佛家談小乘和有宗的人經常講的話而已；其實

(說這話的)這類人最不通，你現在和我談話不是「能」、「所」相對嗎？你和我談，你就是

「能談(的人)」，對吧？你所說的話就是「所談」；你對著我，你就是「能對」，我被你對

著，我就是「所對」，對吧？你(自己)都不能離「能」、「所」嘛，自己打自己嘴巴。 

 

        所以，學習西藏黃教密宗(的人)，它先不准許你學習密宗，你明(白)嗎？先學顯

教，顯教不通(的話)不准許你學密宗的，黃教(是這樣)呀。但現在有些(人)是亂攪的。如果你

想真正修密宗，(要學)顯教十(年)至十二年，你問一下黃教的喇嘛，問一下達賴，對吧？在

這十年至十二年以內，總共(要學)五部論；除了這五部論之外，還要(學)一部《菩提道次第

廣論》。 

 

五部論之中的第一部是什麼？邏輯，(即)因明。如果你頭腦沒有邏輯，你不會(懂得)思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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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所以一開首就要你學因明，因明不就是邏輯？它(邏輯)叫做因明──Indian Logic。學完

(因明)之後，學《現觀莊嚴論》，即是現在我(用)《八千(頌)般若(經)》(來)對讀的那個，叫

《現觀莊嚴論》。 

 

        現在我們一般學佛的(人)是怎樣？籠籠統統﹗為什麼？不懂因明是(一個)很大的原

因，換言之，即是他頭腦不夠邏輯。 

 

        好了。有能變，就必有所變，對吧？有所變，就必(有)能變。那種種我相、法相是

我們的識「所變」，那麼識是「能變」，對吧？(這)沒辦法否認的，識是「能變」，那些

我、法是「所變」。我、法是「所變」，識是「能變」。還有，相分、見分是「所變」，識

體是「能變」，對吧？識體是「所變」，種子是「能變」，對吧？(這樣的)重重「能」、

「所」。 

你爺爺生(下)你爸爸，爺爺是「能生」，爸爸是「所生」；你爸爸生(下)你，爸爸是「能

生」，你是「所生」；你生(下)兒子，你是「能生」，兒子是「所生」，如是下去，是重重

「能」、「所」相對的。 

 

        有「所變」就必有「能變」，能夠變出我、法出來，又能(夠)變出的相分、見分的

識體有幾多種呀？(到)下面(了)，講多這一句：「此能變唯三」，這「唯」字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只有」。「只有」三種，並沒有第四種；第二個解釋，「決定」。決定決

定有三種，少一種都不行。「唯」字包括什麼(意思)？第一，「只有」；第二，「決定」。

哪三類呀？是三類，不是三個。「唯異熟」，第一類叫做「異熟識」，「異熟」即是(指)

「果報」；「思量」，常常思思量量想著「我」；「及了別境識」，能夠辨別色、聲、香、

味、觸、法這六種境界的東西的識。(關於)這個，下一次再講，(今次)講到「此能變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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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唯識論》只是解釋《(唯識)三十頌》，四句一首頌，我們今日講了第一首頌，

哪一首呀？就是「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此能變為三。」) 

 

 

 

 

 

 

 

 

 

 

 

 

 

 

 

 

 

 

 

 

<第六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