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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續上一次(的內容)。上一次講到⋯⋯ 

        聽眾甲：103 頁。 

        聽眾乙：己二呀。 

 

        是。講到「此能變唯三」，對吧？(接著是)「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佛家

說明這個宇宙，普通(來說)，分開「體」和「用」來說明，我們讀古代的佛經注疏，時時看

到「體」、「用」(這)兩個字。那麼，什麼叫做「體」？什麼叫做「用」呢？「體」，即是

(指)它的「實質」，(那)個「本質」；「體」字是當(作)「實質」(解釋)。「用」是(那)個實

質所顯現出來的「屬性」。在佛家來看，它叫這個宇宙的實質，叫做「法性」，或者叫它做

「真如」、或者叫它做「佛性」、或者叫它做「實際」、或者叫它做「諸法實相」、或者叫

它做「一真法界」；(有)很多名稱，都是指這個宇宙的本體的實質。由這個本體呈現出來

的、顯現出來的，(在)古代的注疏裡面，就叫它做「用」。這個「用」，(並)不是「用途」

這樣解(釋)的，這個「用」是指什麼？屬性。那個真如所顯現的屬性，即是那個法性所顯現

出來的屬性。這個「屬性」，普通的又叫它做「法相」。這樣(說的話)，那個實質叫做「法

性」，它所顯現的屬性就叫做「法相」，「性」「相」相對。 

 

        好了，一談到「法性」、「真如」，它就說(是)「無差別」的，(這指的是)「真

如」、「法性」。「無差別」者，即是「沒有比較的」、「絕對的」，真如、法性是絕對

的；即是這個宇宙的「體」，就(是)絕對的。但它的「用」，即是它的「屬性」，是千差萬

別的。「體」是無差別，「用」是千差萬別；「體」，就是「實質」、「本質」、「本

體」，「用」，就是「屬性」、「現象」、「法相」，(這)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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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既然有差別，那麼(，既然它是)千差萬別，(我們要)如何去認識它呢？它的

意思即是這樣：「體」是無差別，(所以)是絕對的，(但)「用」就一定是相對的。「體」是

絕對，「用」是相對，各種東西都是相對。 

 

        我們初學的人當看到這樣，就會覺得有一個問題：同是這個宇宙，變了好像全部都

是你說的，又說它是絕對，(但)又說它是相對；絕對與相對好像(是)矛盾的(嗎)？對吧？一會

兒說它是無差別，一會兒又說它是千差萬別，同是這個宇宙而已，你說它(有)「體」又(有)

「用」，好像(把它)劃開兩樣東西似的，對吧？為什麼要這樣呢？沒有辦法，因為(凡)用說

話講得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相對的；絕對的(東西，)你怎樣(能夠)講(得出)？(所以)講得出的

都是相對的。 

 

        那麼(這樣)是否矛盾呢？看起上來好像是矛盾，但這種矛盾，(是)不要緊的。為什

麼呢？ 

 

因為「矛盾」(，)普通的有(分)兩種，(第)一種是邏輯上的矛盾。譬如你説：甲一定不是非

甲。 

 

你說那個人是甲(同時)又是非甲的話，那麼這種邏輯上的矛盾就不能(接受)的，(它是)不合理

的。譬如你說一個人，他同時是人(但)又不是人，這是不合理的，在邏輯上(來)說。(說他是)

人(，他)就不會不是人，對吧？在邏輯上(來看)。那麼(這種)在邏輯上的矛盾(，)就(是)要不

得的。至低限度，站在唯識(宗)的立場是這樣認為。但是，辯證的矛盾是沒有問題的。即

是，同是一樣東西，(它)裡面包含矛盾的性質，這個是沒有問題的。譬如你說：如說一個世

界，(它是)非空又非有。非空就是有嘛，非有就是空嘛，如果你說它是非空(又)非有，不就

是矛盾(嗎)？對吧？但是你要知(道)，它這個矛盾是辯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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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辯證的矛盾」，(是指)每一樣東西裡面都含有(互)相矛盾的東西(而能夠)將它

統一起來的。譬如我們的生命，「生命」是兩個字，所謂「生命」一定是包括了兩樣東西，

不是一味「生」的，(因為)同時我們(是)正在死亡；每一秒鐘，我們都在生(長)，(所謂)新陳

代謝。 

 

當我們「新」(生長)的時候同時是「陳」(死亡)，對吧？我們不斷吸收營養來增長我們身體

的時候，同時我們排泄了很多東西出來的。(這)即是說明(了)什麼？每一個生命都是什麼？ 

每一秒鐘它都正在生(長)，但每一秒鐘都(同)是正在死(亡)。那麼這些所謂辯證的矛盾，我們

中國人二千多年前已經知道了，對吧？ 

 

        戰國時代，莊子、惠施這些(人所說的)「物方生方死」── 一件物件，當它正在

「生」的時候，它(亦)就是正在「死」。「日方中方側(睨)」──那個太陽正中的時候，就

是它側的時候。這個所謂「辯證的矛盾」，佛家是容許的，不過它就不用這個新的名詞，不

用「辯證的矛盾」這個名詞。我們現在講(「體」、「用」)的時候，因為遇著很多人說這會

發生矛盾，(所以)我們的答覆就是稍為用較新的名詞(來解釋)而已。 

 

        我們站在這樣的看法就知道，對於這個宇宙，一方面，從「體」來說，是絕對的，

絕對的(東西，)是(一開口)說就不對，所以(學)禪宗的人了解到這一種(道理)就知道，你說(出

來)就不對，開口便(是)錯，這個是以什麼(角度來說)？以「體」來說，(它是)絕對。可是

呢，不說又不可以啊，(所以)就(要)說，對吧？凡是說得出的，都是相對的。 

 

        好了，既然說得出的東西(都)是相對的，我們要說的時候，(如)說唯識(的道理)，都

是說得出的，都是相對的。那麼，相對的(東西)是怎樣相對的呢？怎樣叫做「相對」呢？在

唯識家們(的立場)來說，所謂「相對」者，就是(指)「能」、「所」相對。記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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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相對。所謂「相對」，即是(指)「能」、「所」相對。 

 

        那麼怎樣叫做「能」、「所」相對呢？這即是說，這個世界裡面的現象界，一定有

「能」、有「所」的。「能」(是指)「能夠做的」，「所」是(指)「被做的」。譬如我說：

我現在吃飯。我就是「能吃」飯的人，對吧？那些飯就是被我「所吃」的東西，這是

「能」、「所」相對(的例子)，對吧？譬如你說：我拜佛。我就是「能拜」佛的人，那佛是

被我「所拜」的佛，(這又是)「能」、「所」相對(的例子)。譬如我們唸經，我就是「能

唸」的人，那本經就是我「所唸」的經，這樣(又是)「能」、「所」相對。 

 

        好了，談到這裡，談到「識」了，(要談)「唯識」了。唯識家說：這個世界的所有

的現象，都是我們的「識」變出來的。(這)即是說我們的識是「能變」了，對吧？這個世界

是「所變」。那麼(關於)「能變」、「所變」，「所變」的宇宙萬有，(是)無比的多──那

裡有鏡架，這裡有佛像，這裡有枱，(台)上面又有人站著在講話，東西這樣的多，這是「所

變」的東西。那麼「能變」的東西有幾多呢？有「所變」，必有「能變」，他(唯識家)說

「能變」的「唯三」──只是有三種，(指)三種識。能變出這個世界的識只有三種。「唯」

字(有)兩個意義，記住﹗第一，「只有」──沒有其餘的，當(作)「只有」解(釋)。第二，當

(作)「決定」── 一定有這三種(識)。(「唯」字)有兩個意義。那麼，識就是「能變」。 

 

        我們講到這裡，我們又要顧慮到，當識未起的時候，有種子，之前已講過了。現在

我再講。譬如我打開眼，眼識出現，就會見到東西；但當我閉上眼，或者我睡著了的時候，

眼識就不(會生)起了，(這)是否沒有了眼識呢？又不是完全沒有。你(會)說：沒有的東西怎會

突然間變(成)有？對吧？如果眼識是沒有的，即是說眼識是等於「零」；但當打開眼的時

候，眼識(會)出現，(那)就不是等於「零」，(而是)等於「一」了。「零」怎會變(成)「一」

呢？對吧？「零」始終是「零」嘛。所以，當我眼識未(生)起的時候，我眼識出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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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指那)個功能，應該已經存在了；當我眼識出現的時候，不過是我們那種功能顯現變為

現實的東西，是這樣解(釋)而已。那麼這種識未(生)起的時候，就是識的功能，這些功能，

我們叫它做「種子」。(種子生)起了之後，當那些功能(顯)現出(這)個識的時候，我們就叫它

做「識」。對吧？ 

 

        即是說那個「識能變」是(有)兩重──兩個層次；很多人歡喜說「層次」，這(「識

能變」)是(有)兩個層次的。第一個層次，就是種子。譬如眼識的種子，(就是)第一個層次。

由有眼識的種子，(當)遇著機緣──即條件具備的話，眼識就成為現實的眼識，這就叫做

「眼識」了。即是説，由眼識種子變出眼識來，對吧？(這是)第一個層次，對吧？ 

 

        好了，再由眼識出現，(跟著)就變出五花八門的東西，這個就是第二個層次。第一

個層次，現在我(把它)說明(出來)，很容易明(白)，由眼識的種子變起眼識；第二個層次，再

由眼識變出我所見的這麼多東西，這個就稍費思量，對吧？那它(第二個層次)是怎樣的呢？

它就(是)這樣的：我眼識未(生)起的時候，已經有了眼識的種子；(這)個眼識的種子，(是)潛

藏了在我們生命裡面，我們現在所講的所謂我們的生命，在唯識宗的人(來看)，就叫它做

「阿賴耶識」。即是說我們眼識未(生)起的時候，眼識的種子，即是眼識的功能，就已經潛

伏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被阿賴耶識含藏著，當條件具備，它(眼識的種子)就爆發出來。 

 

        當(眼識的)種子爆發出來，變起眼識的時候，那些種子是否不見了呢？不是。(只是

它已經)成為現實的東西、成為現實的眼識。那麼這個現實的眼識，當它開始出現的時候，

(即)當它出現那(一)剎那，就一開(為)二，一開(為)二開(出)了什麼呢？眼識的種子，(當)條件

具備就起現行，成為眼識；(這)個眼識開始(生)起現行那(一)剎那，就開(出)成兩部份，一部

分是能夠見東西的力(量)，是無形無相的，這個「見」字當(作)「知覺」、「認識」來解

(釋)，能認識東西的這部份，叫「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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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部分，就(是)被它(見分)所認識的那幅東西，譬如(當)我眼識(生)起，一看見

這朵花(是)紅色，我能夠見到紅色的這種力量，就叫做「見分」；這幅紅色的東西──(即)

這幅影像──就叫做「相分」，有形有相的部分。 

 

        我們一般世俗(人)就以為，我看見紅(色)，那個紅(色)是在我們眼識外面，對吧？那

些講唯識(學)的人就說不是，我們所見的紅(色)，是在我們的眼識裡面的。你會這樣駁(斥)：

你說這個紅(色)是在眼識裡面？(當)你轉開(視綫)不看那個紅(色)的時候，(那紅色)不是一樣

在這裡嗎？對吧？(解答這問題的)那個答案是怎樣呀？那個紅(色)是有(，是在)這裡，我沒有

否認它說(它)不在這裡，不過那個紅色在這裡我看不到，對吧？我看不到。到我(把視綫)轉

回來看到它的時候，那個所謂紅(色)就反映入去我眼識裡面；我眼識把那個紅(色)反映了出

來，反映出來就成為一個「影像」，即是英文的 image──影像。我們所見到的紅(色)，不

是外面那個紅(色)，是我們的識的見分，把那個外面的紅(色)抽了入來成為一個影子，我們

所見(到)的就是這個影子，不是見(到)外面那個紅(色)。不過我(見到)的(這)個影子，就是什

麼呢？ 

 

把外面那個紅(色)反映入來的。就是這樣。 

 

        那麼，即是說我們的眼識好像照相機一樣，那個人坐在這裡，我們透過照相機來

看，(就會)見到那個人的公仔(影像)在這(照相機)裡，那個(公仔)叫做「影像」，對吧？在照

相機裡面看，只是見到影像，見不到那個人的，對吧？但不是說沒有那個人啊，對吧？不過

是那個人的樣(貌)反映了入我的(照相機)鏡頭裡面，你們(透過)在照相機背後(的觀景器)看，

只見到那個影像，(並)不(是)直接看見那人，(這)並不是否定(說)沒有那個人。明不明(白)？ 

 

        (當)一個眼識(生)起的時候，一開就開成兩部分，那個相分是影像來的，相分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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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影像」；(在)影像背後，(是)有本質的，眼識的影像背後，(即)相分背後是有本質的，

本質即是實質。因為這個種子現出來的識，這個識就叫做「識的自體」，我們叫它做「自體

分」，(把它)改名而已，或者你叫它做「識體」都可以。(當)種子條件具備就出現，成為一

個識體；當這個識體開始(生)起的時候，即刻一開二，變出相分、見分。 

 

        來到這裡，所謂「能變」就(有)兩個層次了。第一個層次，種子變識體。(這是)第

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是什麼呀？識體變出見分與相分。對吧？ 

 

        那麼，現在「此能變」──指這個能變的識體──有三類(或説)有三種。第一種，

叫做「異熟識」，即是第八阿賴耶識，(這)叫「異熟識」；第二種，叫做「思量識」，即是

第七識，又叫做「末那識」；第三類，叫做「了別境識」──能夠明「了」辨「別」那些

色、聲、香、味、觸、法，(屬於)外面這些「境」的「識」，就叫「了別境識」。就(是這)

三類。第一類(只有)一個的，(只有)阿賴識識；第二類思量識，即是第七識，又是只有一

個；第三類了別境識就有六個，(把它們)加起上來就(有)八個識。 

 

        那麼，現在講到這八個識，我們就要逐個逐個(地)數一數，因為(在座)有很多初學

的(人)，為了令他們對每一個識得一個嚴格的界說，同時(對)那些稍為學過一下的(人)，亦不

妨重溫。 

 

現在，我就要將八個識講一講，你不要埋怨(我)嘮叨。 

 

        所謂八個識，第一個(是)眼識，即是視覺，識是一種明了辨別的認識力，由眼所產

生的明了辨別的力，(就叫)「眼識」。那麼眼識還要(依靠)什麼(才能生起)呢？依我們的眼根

做主要的條件，所謂「眼根」，即是現在所謂視覺神經；以我們的視覺神經為主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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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那些眼識的種子(就)可以成為現實的眼識。即是我們(可以)說，由眼根而產生的那種

明了辨別的力，叫做「眼識」，現在(的人)叫它做「視覺」。這樣，眼識(生)起一定要以眼

根為依據，既然它是識，有認識力的話，(那麼)一定有被它所認識的東西，它所認識的就(是)

什麼？ 

 

顏色──紅、黃、藍、白、黑；(及)方、圓、高、下等等，這些「色」。即是以眼根為所

依，(以)色境為所認識的一種認識力，我們現在的人就叫它做「視覺」。 

 

        同一樣道理，以耳根為所依，以聲音為它所認識的那種力(量)，現在我們叫做「聽

覺」，在唯識(學)裡，就叫做「耳識」。同一樣道理，我們能夠嗅得到香臭的(認識力)，這

就叫做「鼻識」。不用詳細解(釋)了吧？同一樣道理，我們能夠嚐到味道的(認識力)，(即)這

種「味覺」，我們叫做「舌識」。同一樣道理，我們以我們的身體──身根──為所依據，

「身根」者，即是現代人所謂「知覺神經」⋯⋯不﹗(應該是)「觸覺神經」及「運動神

經」。以這個身根為所依據，就能夠接觸那些所觸的冷、熱、輕、重，與及舒服或者不舒服

(之類的)那些境界，那些叫做「身識」。這五個識，都一定是「以」⋯⋯(應該)用「用」(這)

個字，用物質的根為所依、為依據，然後才能(生)起。是這樣。 

 

        那麼，排列上，我們先將它們排列：一、二、三、四、五，(由於這五個識)排列在

前，(所以)就叫它們做「前五識」了。你讀佛經時讀到，(或)讀到經的注疏寫著「前五識」

的話，就(是)指這個前五識了。我們的前五識好像窗口一樣，(從)五個窗口可以看到東西

的，對吧？ 

 

那麼(在)內部起思惟作用的那個，那個就叫做「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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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裡，即是說，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是識，對吧？但是這些識

都有它所依的根，譬如眼識，依據視覺神經做根，(這是)它主要的依據，對吧？耳識，依聽

覺神經做根；每個識都有根，意識亦是識──邏輯是這樣進行──所以意識亦應該有根。那

麼意識的根是什麼呢？在大概過去(的)一千年之前，有兩種說法，佛家(之中)有些論師認為

意識的根都是物質來的，(這個)物質是什麼呢？叫做「肉團心」，(它好像)一團肉，(所以)叫

「肉團心」。它大概是指心臟，肉團心當然是指心臟。它又不(是)指腦，(而是)指心臟，因

為從前古人認為最重要的是心臟。(這是)「肉團心」。 

 

        以肉團心做根，意識才(生)起的；即是以物質做它的根了。(這)與現在(的看法)差不

多，現在談生理學的(人)，就(說是)大腦，(那)個腦神經；那(個)腦神經不又是物質？(看法)

彼此彼此罷了，對吧？不過它(古人)執著在這裡(心臟)，現在的生理學家就說是這裡(腦)，

(兩者)都是物質來的。佛家裡面有一派認為意識所依的根是肉團心，(它)是物質來的。 

 

        但是，(有)另外一派說不對，肉團心，甚至(那)個腦，都(只)是主要條件之一，有

(另一)樣東西比它(是)更為主要的條件，那個東西才是根。那個意(識)的根是什麼來的呢？

(這)又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有些人說，過去的意識，以及一、二、三、四、五、六──過去

的六識，會影響後來的識；過去的六識──即是這個剎那之前的六個識──就可以影響到現

在這個剎那出現的意識。所以過去的前六識就是意識的根，(這)不是物質。物質都是主要條

件之一，沒有它就不行，不過最主要的根，還是過去的六識。 

 

        那麼，過去的六識當然是會影響到後(來的識)的，對吧？這種說法是(來自)什麼

(人)？是小乘的說法。但當到了大乘唯識宗出現，就說不是，另外有一個識，叫做「末那

識」，這個「末那識」才是意識的根。那麼「末那識」是什麼呢？末那識經常(在)思量的，

「思」即是「想著」，「量」就(是)「量度著」，這個思量識，經常(在)思量，思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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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能」與「所」是相對的嘛，(既然)它(有)「能思量」，就必定有個「所思量」的東

西，它常常思量著自己，常常思量著有個自己，(即英文的)self，常常思量著有個自己。是

否有個很清楚的概念知道這個是自己呢？沒有，它是盲目的，只是一種衝動，總之(認為)有

個自己呀、有個自己呀，這樣，經常好像有個自己，沒有理性的，盲目的，常常覺得有個自

己。你們現在研究精神分析的(人)，可以參考它了。(它)與我們的下意識、潛意識(那)個主要

部分(有關)。意識可以有很清楚的概念、concept，末那識沒有的，只是衝動。這是末那識。

所謂「思量」，即是衝動式的、無理性的思量，一味想著它(有個自己)，這樣而已。 

 

        這個(是)以自我為中心，它一切(都)不理(會)的，只有顧著自己。那個第六意識的主

要的根，就是這個末那識。其次那些過去的六識，都是會有影響力，但不是根；甚至那個物

質(性)的肉團心或大腦都不是根。這個(末那識)才是根。為什麼呢？它的理由是這樣：我們

一世人，除非你是神經病，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人，由出生以後，一直到你一百年(後要)死

(之前，在這)一百年裡面，如果你是正常的話，你就一定(會)覺得有個自我，那個自我好像

每一剎那都連續(著)、連續(著)。當你被人打暈了的時候，你的意識就停(了)下來，對吧？第

六意識停止了，但是，你休息一下，當你(清)醒回來的時候，當那個意識(生起)，你會連續

回(到)之前的(意識的)：啊，我剛才被人打呀，(像)這樣，對吧？你會連續(之前)的。怎樣連

續？完全靠那個自我中心，對吧？剛才「我」被人打，現在「我」(清)醒回來，以那個麻木

所執的「我」，在我們心靈的深處做中心。 

 

        所以意識的活動，最主要是以它這個⋯⋯即連貫著整個人生之中，由你(出)生那剎

那一直到你死(亡)那一剎那，一直連續不斷的。意識就不然了，意識是千變萬化的，你(還是)

小朋友的時候，看到交通警察很威(武)的(在)指手劃腳，你會(覺得)將來我要做警察，做交通

警察呀，會這樣的，對吧？但是到你讀書讀到二十多歲時，當你讀過一下詩，(可能會認

為，)呀，我都是不做警察了，我要做詩人呀，像這樣，對吧？意識(是)會變的。但是萬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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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其中，那個「覺得有個自己」就不變，對吧？所以，這個(末那識)就是意識的根。 

 

        那麼，其他的(如)腦神經、心臟不重要(嗎)？沒有說不重要，對吧？不過說這個(末

那識)是更重要，對吧？所以當我們辯論或者讀書的時候要(留意)，別人沒有說不重要，你就

不要說別人當(作)它不重要。即是等於這樣，我說：我眼識看起上來只是看到影像而已，看

不到那朵花，那你就說：怎麼你說沒有花呢？像這樣。很多人是這樣的。但我何時說(過)沒

有花？ 

 

對吧？我說我看不到它，我眼識裡面沒有它，(只有它)的影像而已，對吧？尤其是(在)我們

辯論的時候，我們很多時會犯了這個毛病，如果我們(的)青年人學(習)一下邏輯，就會減少

(犯)這種毛病；如果佛教徒學(習)一下因明，如果你(對)因明熟(悉)一點，你就絕無這種毛

病。這(就是關於)意識(的根)。 

 

        這個意識排列在第六位，所以叫做「第六識」。第六識者，就(是)以末那識為它所

依的根；用宇宙萬有做它所認識的境，一切事物它都可以認識到的，(這是它所認識)的境。

(它)是由這個意根所發出來的識，所以叫做「意識」，(它)排列做第六(位)，普遍的叫做「第

六識」。 

 

        那麼(關於)末那識，剛才已經講(完)了，對吧？末那識排列在第七(位)，所以叫做

「第七識」。 

 

        好了，現在講到這裡，有一個邏輯上的問題，末那識的自我是中心，對吧？但我們

的意識以及前五識，假使我今年是三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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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中斷] 

 

        我們在小時候學(習)，又(要)唸一個乘數表，對吧？當學到科學的常識，又學到很

多很周密的理論，那個盲目的第七識包藏這麼多東西，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所以，我

們一定要有一樣東西，我們的心靈裡一定要有一樣東西用來貯藏經驗的，但是你又不能說

(它)是物質來的啊，譬如你說(它)是物質，藏在(那)個腦(裡)可不可以呀？(那)個腦怎能藏得

那麼多？ 

 

譬如我今年七十歲了，(假設是)這樣，七十年的東西(經驗)，(這)個腦(能夠)藏(得那麼多

嗎)？ 

 

還有，(那)個腦的細胞經常新陳代謝，我腦裡面沒有一個細胞是三十年前的細胞，但我隨時

記得三十年前的東西啊，那三十年前的經驗帶了去哪裡？放了在哪裡？一定另有一個貯藏經

驗的倉庫，對吧？我們幾十年(下來)學了很多知識，一定有個東西是貯藏我們的知識的。還

有，佛教修行六度萬行(，當中)有很多功德，這些功德(貯)藏在哪裡？除非你說有個閻羅

王，(他)有本簿(把這些功德)記起來，但是你又不承認說有(這東西)，對吧？那麼(貯)藏在哪

裡呢？ 

 

你自己一定有個倉庫(貯)藏起你的功德才可以的，不然(的話)，你做完的功德不就消失了？

(功德)即做即沒有了？這樣的話(豈不是)沒有人(願意)修行？一定有個貯藏經驗的貯藏庫，知

識的貯藏倉庫，而且這個倉庫一定是什麼？一定不是腦來的。腦是條件，不是說不需要腦

啊，腦是條件之一，但是最主要的條件，另外有一個，這東西一定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是一

種力量，一種連續不斷的力量，是一種連綿不斷的一種 energy、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能夠

吸攝你那些無形的⋯⋯經驗是無形的嘛，知識都是無形，能夠把(那)個無形的經驗、無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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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甚至你那些無形的功德貯藏起來，換言之，即是(要有)一個無形的大倉庫，或者是一

個無形的電腦(來)貯藏。一定要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你說這個無形的東西，一定要有另外一個嗎？末那識兼任這個(角色)可以嗎？不可

以。它(末那識)盲目的，對吧？第二，意識可以嗎？意識(也)不可以。意識會(中)斷，對吧？

譬如你患了某種病，需要入醫院，醫生幫你把全身麻醉，(這時候)意識停(止)了，豈不是(那)

個倉庫消失了？(因此)意識不可以(擔任這個無形倉庫的角色)。 

 

        (那麼)前五識可以嗎？更加不可以了。所以一定(是)另外有一樣東西，有一樣東西

──它應該寫在這裡，不過不夠(位置)寫──叫做「阿賴耶識」，梵文(是)ālaya 。ālaya

這個字(的意思)即是「倉庫」、「庫房」，或者當(作)「住宅」、「窟宅」，好像禽獸住在

窟宅裡。 

 

「窟宅」、「住宅」、「倉庫」，(就是)ālaya(的意思)。(它是)一個無形的倉庫，貯藏你的

功德、貯藏你的知識、貯藏你的經驗，所以一定要有這個排列在第八(的阿賴耶識)，所以稱

做「第八識」。所以一定(會)逼出一個第八識出來。 

 

        你說不談這個(第八識)可不可以呀？可以。你知道嗎，第八識都是假立的，你不要

執著它(是)實有啊，如果你執著這個第八識是實有的話，你就是「法執」。《成唯識論》清

楚說明：「若有執識為實有者，亦同法執」，你執它(是)實有就是「法執」。你(要)知道它

都是什麼？眾緣和合而生起的一種東西罷了，換言之它都是假立的、假設的。 

 

        那麼假設的(東西)就靠不住？假設的(東西)為什麼一定(是)靠不住呀？你看一下，

(假設)我們去買一張地球的圖(片)，(原本)地球上面沒有一條一條線的嘛，但我們一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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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有什麼？有很多直的經線，對吧？(又)有很多橫的緯線，(這些)都是假立而已，有誰

見過地球上面有一條一條的線呢？(這就是)假立。那麼假立有什麼(作)用呀？有用到極，哪

裡打大風，它(能)說(出是)東經幾多度，北緯幾多度；那個風在哪處起，它能告訴給你聽，

如果沒有這幾條經緯線，你怎知道(這些)？對吧？假立不是(胡)亂(地建)立的，要確是有實用

的，然後才假立，因(為)我們要解釋我們的經驗如何貯藏，我們修行的很多功德(又)怎樣貯

藏呢？ 

 

(這樣)然後才假立這個阿賴耶識。所以現在有些人，那些讀書不多的人就說：學唯識(學)的

人常常執著有個「識」，這樣(說)。他戇的﹗誰說學唯識的(人)就會執(著有個)識呀？你學唯

識(學就)會執(著有個識)，別人學的就不(會)執(著)，因為你見識太淺嘛，對吧？ 

 

        還有一些(是)佛教大乘(之中，)談空宗的叫做應成派(的人)，哎呀，(就)連那個叫做

月稱論師的，都造了一本書，叫做《入中論》，他又大駡，說唯識宗的人執著(那)個識是實

有，他戇的﹗你讀書(讀得)少而已﹗唯識(宗)的書你不讀而已，對吧？如果你(反)駁我，(我)

有證有據(可以拿出來)給你，即刻可以找出來給你看，但是我不肯(胡)亂花時間的，除非你

即刻拿一千幾百塊(錢)放入祭壇箱，我就即刻拿出來給你看，我不要你的錢。你要與我(辯)

駁，我可以與你(辯)駁，但是我的時間很寶貴，因為我日暮途遠，(已經)幾十歲了，(與死亡)

那條路(很接)近，過去了一點鐘(，)就(沒有了)一點鐘，對吧？如果(是)無益的，我懶得與你

(辯)駁，我不是要你(的)錢，(若)你入一千幾百入祭壇箱，我即刻就拿(出證據)給你看。(這就

是關於)第八阿賴耶識。 

 

        還有一種(理由，)非有阿賴耶識不可。前六識都是識，對吧？前六識都有根，第七

末那識也是識，(它)需不需要(有個)根呢？你要(回)答的，(回)答(的話，)一是有，一是沒

有。你答沒有，好像不是太(說得)通，對吧？你說都應該有，那(末那識)都應該有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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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這個根是怎樣呢？你說是物質來的，(是)這團肉、這團細胞，(這)可以嗎？

不可以。因為我們全身體的細胞經常新陳代謝，七、八年之後，整個身體的細胞都全換掉

了，那豈不是七、八年前的經驗全部消失了？所以不能(是)物質，對吧？一定是一種能力。 

 

        好了，還有，末那識從你出生的那一秒鐘到你死亡的那一秒鐘從未停過，(它是)連

續連續的，能夠做得(到)它的根，一定是要連續的，對吧？(只要有一刻)停下來就不得了

啊。眼識會不會連續呢？不會，對吧？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不會，即是說物質沒有資

格做根，前五識亦沒有資格做根。第六意識可以嗎？你說可不可以？不可以。為什麼？ 

 

        聽眾丙：它不是連續下去，(它)會(中)斷。 

 

        第六意識都會停(止)的，對吧？(只要)一個麻醉師就(能)弄停你(的意識)，對吧？所

以，第六意識不能做根。一定要另外有樣東西做它(末那識)的根，對吧？所以非建立一個第

八識不可。就由這(原因)來假定有第八識。 

 

        當然，你會說，那全部都是假定而已﹗(這)又不是。大概是這樣的，第八識的假

定、建立是(有)兩種。第一種，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種，那些早期學唯識(學)的人，最注重修

禪定，現在有一類無知的人，說學唯識(學)的人只是經常辯論而已，不修行的，這類人要入

地獄才可以。學唯識(學)的人最主要是修止觀，佛經裡面說修止觀，除了小乘以外，最講究

修止觀的就是唯識宗。唯識宗又叫做「瑜伽宗」，「瑜伽」，(即)yoga 這個字，就是禪定

(的意思)；在印度，(唯識宗)是以禪定著名的，而且(是)最著重修禪定的。 

 

        好了，講到這裡，那個第八識並不只是理論上假立的，那些修(習)瑜伽的人，當他

修(習)的時候，用內省的方法，時時鞭策他自己的內心，他就發覺到，眼識、耳識、鼻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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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識、身識，這五個識只是向外追求的一種力量而已；在這五識裡面，還有意識會思惟、整

理，把前五識所得來的資料、經驗，將它來綜合整理，有這種力量，這個叫做「意識」。但

是意識是會停(止)的，一定有樣東西(是)不停的；同時，我們凡夫之所以與聖人不同，主要

在凡夫有一種盲目的自我衝動，於是他就在內心處省察、觀察，覺得有一個連綿不斷的自我

的衝動在這裡，(這)就叫做「末那識」。再觀察(下去)，再深刻的觀察，他發覺我們有一種

能夠吸攝著、貯(藏著)、控制著我們的知識以及經驗的(力量)，這個(力量)又(是)連續不斷

的，有個這樣的東西，就叫它做「阿賴耶識」。最主要就是在禪定裡面體驗到出來，並不是

單純(在)理論上建立的。第一(種)，就是由於這樣。 

 

        第二(種)，就是(在)理論上(建立)，(因為)這樣比較妥當，換言之，好像那些講地理

(學)的人，你說在地球上面劃幾條經線、緯線，比較不劃(線會)更妥當，對吧？所以他要建

立(經、緯線)。 

 

        阿賴耶識是建立，佛家常常用「建立」(這)兩個字，「建立」(這)兩個字怎樣解(釋)

呀？ 

 

「建立」就是(指)「假說」、「假定」，這樣解(釋)的。 

 

        末那識(也)有它的根，以什麼為根？以第八阿賴耶識做它所依之根，它(末那識)一

定有認識的境──它盲目的認識自我；那個自我到底是什麼東西？它(末那識)又看(認知)著

阿賴耶識，緊緊的抱著阿賴耶識當它是自己，詳細的情況是怎樣呢？談到阿賴耶識的時候再

向你說明。 

 

        現在又(有)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前七識都是識，前七識都有它所依的根；第八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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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識也是識，(它)應不應該有所依的根？你(來回)答。說吧，你(回)答。什麼？不應該？為什

麼呢？ 

 

你全家人個個都要吃東西才飽，你要不要吃東西呀？抑或不吃東西也可以飽？你都要吃(東

西)的，對吧？前七識都是識，你歸納(一下)，它用歸納法嘛，識總共有八個，前面那七個都

是識，前面七個都要有根的，第八識又是識，(那麼)第八識需不需要有根呀？當然需要，對

吧？科學都是用歸納法而已。佛家最歡喜用歸納法。 

 

        好了，第八識亦應該有根，那豈不是要有個第九識來做(其)根？不行。如果第九(識)

也要有根，豈不是又要有個第十(識來做其根)？如是者，就(會)產生什麼過失？這種叫做

「無窮過」，對吧？無窮地多(地向後退而不能有結果)，(這樣)懂得吧。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第八識是連綿不斷的，做它的根的(也)一定是連綿不斷的，

對吧？ 

 

第八識尚且不能用物質做根⋯⋯不，(應該說)前七識都尚且不能用物質做根，第八識一定不

能用物質做根，一定要用一種能力做它的根。那麼這個(第八)識(的根是什麼呢)，我們去(尋)

找，在前七識裡(尋)找；眼識沒有資格，前五識沒有資格；第六意識都沒有資格做它的根； 

第七末那識有資格做它的根，對吧？第七末那識是連綿不斷的。還有，它(末那識)是一種什

麼(東西)？(它)不是物質，對吧？所以第八阿賴耶識的根，掉轉回來，用第七末那識做根， 

兩個(識)狼狽為奸，(兩者都)不是好東西啊﹗有很多人說阿賴耶識是好東西，阿賴耶識並非

好東西﹗你能夠消滅你的阿賴耶識，你才能夠成佛，只要阿賴耶識不消滅，你不可以成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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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阿賴耶識)消滅了不是就(什麼也)沒有？不是沒有。消滅這樣東西(並)不是(說它)沒有，

對吧？譬如我說這間店舖結業了，(但)我(並)沒有說不可以開另一間店舖嘛，對吧？所以(不

論)你聽(說)話或講(說)話就不要「死牛一面頸」，不要(偏)執，對吧？第七識更加(是)壞蛋

了，一切自私、罪惡，都是第七識做根源的，什麼都(是)自我中心，如果沒有(這)個第七

識，世界(就)沒有戰爭，人類就一切平等，世界亦沒有窮人，壞就壞在第七識。第八識呢？

都一樣不是好東西，(雖然)不是很壞(但)也不是好東西。(因為)它藏起第七識那些污穢不堪的

種子，它全部藏起來，(我們)要洗淨清(除)這種子才行。它藏垢納污，(就是)這個阿賴耶識，

所以一定要(在)成佛之前那一刹那⋯⋯不，第八地菩薩的阿賴耶識已經轉變了，一直到成佛

之前，第十地──成佛之前，那個叫做「金剛心」，那個時候就(會)消滅這個阿賴耶識，當

開始消滅這個阿賴耶識，(原本)阿賴耶識裡有很多種子，有些無漏種子寄存在這裡，只可以

說「寄存」，那天我已講過，對吧？寄存在那裡，好像《木馬屠城記》裡木馬裡面那些人一

樣。 

 

        就是那些無漏種子出現，消滅那個阿賴耶識。消滅了阿賴耶識，它(無漏種子)為王

了，對吧？那些無漏種子是什麼？八個識的無漏種子：無漏的眼識、無漏的耳識、無漏的鼻

識、無漏的舌識、無漏的身識，當(它們)爆發出來，(轉成)神妙莫測的前五識，這叫做什

麼？有一種智慧，平時五識沒有智慧，沒有wisdom，只是一種知覺而已，但(這時)無漏的

意識會跟隨它(五識)一起(生)起的，那種智慧，就叫「成所作智」。不只跟隨它一起(生)起，

還替它作主，這樣，無漏的五識就爆發。無漏的五識也有種子的，(那麼，)無漏五識的種子

(貯)藏在哪裡呢？有一個無漏的第八識，但無漏的第八識，(與)我們平時說(的)第八(識)恐怕

會混亂，很多人怎樣做？將「八」字改為「九」字，就說(這是)第九識，叫做「菴摩羅

識」。   

 

        那些無漏的前五識的種子(就)是藏了在第八的菴摩羅識裡面；(關於)那個意識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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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當無漏的意識種子(生)起，就成為無漏的意識了。那個無漏意識比較我們的有漏意識更

厲害，因為時時有(一)種智跟它一齊(生)起，那種智就叫做「妙觀察智」，(具有這種智，就)

能夠應機說法的；佛說法，就(是)用他那種(妙觀察)智去說法的。這樣，(就是)無漏的意識。 

 

        那麼，無漏意識應該(要)有個根呀，無漏意識的根，(是)無漏的末那識，有漏的末

那識已經廢除了。有漏的末那識(是)盲目衝動的，無漏的末那識並非盲目衝動；有漏的末那

識以自我為中心，無漏的末那識自他平等。所以它(末那識)有一種智慧跟著它(生)起，這(智

慧)就叫做「平等性智」。 

 

        這前七識的種子都是藏了在無漏的第八識裡面，(或說)藏了在菴摩羅識裡面。那無

漏的第八識就叫做菴摩羅識。平時我們的身體⋯⋯不，那個第八阿賴耶識，一般來說(是)

「內變根身」，它裡面的種子就變起我們的身體；「外變器界」，在外是變起這個物質世

界。它(菴摩羅識)變不變呢？它一樣變，「內變根身」，就(會)變起什麼呢？你們現在唸

佛，唸阿彌陀佛，又或唸毗盧遮那，「內」就是變起這些報身的佛──(佛)身；「外」就(是)

變(起)那個報土。我們為何變不出(這些)呢？我們變不出是因為那些有漏的勢力太大，對

吧？這樣(說)呢，他(佛)一樣有他的世界。這(是關於無漏的)八個識。 

 

        八個識都是由它的種子(現)起，說到這裡，你會說那(麼)阿賴耶識(這)個倉庫，它都

有種子嗎？它都有種子的。種子是一種功能而已，它很靈活的，(難道)第八阿賴耶識沒有功

能嗎？ 

 

它的功能在哪裡，是否上帝幫它(貯)存起來？不用呀，(是)它自己貯存而已。對吧？自己藏

回自己的功能而已。這樣，所有八個識的功能都藏在阿賴耶識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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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記(著)的時候，(有)兩個層次了，(第一層，)先由種子變起識體，對吧？(識體即

是)識的自體。(第二層，)再由識體出現的時候，就(會)一開二，變出相分、見分。在理論

上，每個識都有相分、見分，那麼識的自體需不需要(也有自己的一分)？你可以當有他一

分，這個叫「自體分」，這樣就(有)三分，對吧？我們講到識，說三分就(足)夠了。(至於識

的)第四分，要講都可以，慢慢再說。 

 

         「此能變為三」，(當中「變」)有兩個層次，已講了三類識的兩個層次都是如此

「變」： 

 

種子變起識體，(這個)識體叫「現行」，即是「現前活動的」，就叫做「現行」。由現行開

成兩個部分──相分、見分。今日我講來講去都只是講了這一句──「此能變為三」──實

在都未說得上講完。「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就要留待下星期(講了)。 

 

        好了，還未可以(下課)，我遲了十分鐘才開講，(現在)我就要補回它。如果我不補

回它(這十分鐘)，我就對不住毘盧遮那。這樣呢，我說(過會用)餘下的十五分鐘來講《百法

明門論》，對吧？因為有很多名詞是大家要了解的，最重要就是這一百個名詞，叫做「百

法」。 

 

如果大家去買《百法明門論》的話，你就去那間慈慧佛學社，佛學書局已經賣清了。你買這

本《百法明門論忠疏》。如果你不買也可以，幾百字而已，我講幾多(內容)，我就(把它)寫

出來。如果你要買，你就買這本，不買也無所謂。 

 

         我現在講的，叫做「大乘百法明門論」這個名(稱)；它還有一個名(稱)，就叫做

「本地分中略錄名數」，它(這本論)有兩個名(稱)的。你一看到「大乘百法明門論本地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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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錄名數」(時感到)好像莫名其妙，原來它有兩個名(稱)。(這本論)有兩個名(稱)。 

 

        「大乘」不用解(釋)了。大乘(佛學裡)有很多名詞的，對吧？你一翻開《大智度

論》，就見到有幾百個名詞；你一翻開唯識宗的依據，那本《瑜伽師地論》，裡面有六百六

十多個名詞，(這些都是)重要的名詞。那豈不是我們學佛首先(便先)打六百六十多(大)板？對

吧？ 

 

很吃力的。於是那位《唯識三十頌》的作者──世親菩薩，他將《瑜伽師地論》裡面所有的

六百多個名詞，將它篩選出來，篩(選後)剩(下)一百個，(這是為了)給那些學佛的人，令他們

能夠容易了解，所以叫做「百法」── 一百件東西。對吧？「明門」，(是指)這一百件東西

你一定要(認)識的，因為這一百件東西是你得到智慧之門，「明」即是指「智慧」，(這一百

件東西)是智慧之門，(若)你想入智慧之門，你不能不了解這些相當的名詞的意義，即是這一

百個概念，你(是)要了解的。這本「論」，是用來敎(導)學人的，這本論就是「大乘」「百

法」「明門」的「論」。 

 

        那麼這本論是怎樣來的呢？在《瑜伽師地論》裡面的<本地分>。「本地分」者，即

是《瑜伽師地論》裡(佔很)大部分的一分，《瑜伽師地論》分為五分，這一分是最闊、最豐

富的一分，(它有)很多資料的，叫做「本地分」。<本地分>裡面，有六百多個主要的概念，

它(《大乘百法明門論》)將它簡化了成為一百個(概念)，所以叫做「略錄名數」，「略」即

是(指)「將它簡化」，「錄」就是(指)「寫出」，寫出什麼？寫出那些名稱、概念，「名」

即是「名言」，亦即是「概念」與「名詞」；「數」即是「數目」，什麼(法有)幾多個、什

麼(法)又(有)幾多個，(這是)「略錄名數」。這就叫做《(大乘)百法明門論》。《(大乘)百法

明門論》，如果你(想)買，你就去買，不買的話，不買有不買的好處，不用(記)那麼多字

句，當你聽完，你(去)了解，(這)亦可以，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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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眾丁：已(把)影印(本發)給他們。 

        什麼？ 

        聽眾丁：已(把)影印(本發)給他們。 

        影印了⋯⋯啊，已經有了呀？ 

        聽眾丁：他們已經有了。 

 

        唔。好了，(這)影印(本)麻煩你給我一份。因為我(自己)這本要翻(來翻去)，我看這

個(影印本)就不用翻(來翻去)了，對吧？很簡單而已，對吧？這就叫做《(大乘)百法明門論》

了。 

不買那本大本的(書)都可以。我寫「本地分」，這裡寫「本事分」，「本地」即是「本

事」，一樣的，你(把它)改正(可以了)。 

 

        (這本論)是世親菩薩造的，這裡寫「天親」，因為(那)個「世天」，那個 Viṣṇu [毘

紐]天，叫做什麼？濕婆天，對吧？印度教的人，(即)那些婆羅門，個個都崇拜這Viṣṇu 天

的，(即是有)四隻手臂的那個，如果你想看Viṣṇu 天，你(可以)去尖沙咀，走上假日酒店那

個小閣樓，在小閣樓裡面，電梯旁的位置，有一個石像，那個(石)像很漂亮，那個(石)像很

值錢的，那個就是「世天」了。 

 

        世親菩薩的媽媽，在世親未出生之前，她很想生小孩子，(於是)她就走去向這個

Viṣṇu 天──這個世天，Viṣṇu (翻)譯做「世」──向這個世天求孩子，求了以後，就生下

了世親。所以他就改名叫做「世」天的「親」人，就叫做「世親」。 

 

        現在那些西方人，他們是這樣說的，(但)你不必相信他，不過我即管講(出來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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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們說觀音菩薩──觀世自在菩薩──就是佛教徒將婆羅門教那個毘濕紐天，

(即)Viṣṇu 天，將衪來佛教化，就變成四臂觀音了。觀音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四臂，現在西

藏那些(觀音)都是四臂的。再由四臂將它擴大，伸出多十個頭出來，就(變成)十一面(觀音)；

再伸出多九百多隻手出來，就(變成)千手千眼觀音了。(觀音)是一直這樣(演)變的。西方人是

(有)這樣的說法，我們不必(相)信他，不過我們知道有人這樣說，對吧？印度人很崇拜這個

(Viṣṇu)天的，說祂是最靈(驗)的，我們中國的說法都是，這樣多的菩薩(之)中，差不多最靈

(驗)的是觀世音菩薩。 

 

        你看一下，它(《大乘百法明門論》)怎樣說呢？我不把它來分科了，我一句一句的

解(釋)給你聽就算了。它說：「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這是半句，如果你(把它)標

點，一點一撇就對了；「何等一切法」，(加)一撇，「云何為無我」，這裡就(加)一個

question mark，(即)一個問號。(加)在這裡。它說，「如」，就(是)「依照」，依照釋迦牟

尼「世尊」所講，他怎(樣)說呢？他說一切事事物物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自我、沒有一個

永恆不變的主人翁，(這是)「一切法無我」。它說釋迦佛是這樣說。它說現在我們要了解

「何等一切法」呢？「何等」即是(指)「什麼」；「何等」──「什麼」叫做「一切法」

呢？(它)提出第一個問題，什麼叫做一切法？「云何為無我」呢？「云何」就(是)「怎

樣」，怎樣叫做「無我」呢？「何等」就是(指)「什麼」，你讀佛經讀到「何等」(兩個

字)，就是(解作)「什麼」；「云何」就是(解作)「怎樣」。「怎樣」叫做「無我」呢？(這是)

第二個問題。這整本論(就是)解釋、解答這兩個問題的。現在先答第一個問題，然後再答第

二個問題。 

 

        它說「一切法者略有五種，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

不相應行法、五者，無為法」，這裡你說它(是)半句可以，說它(是)一句也可以。我今日先

講到這裡。你看一下，「一切法者」，所謂一切事物(，即)「一切法」，「略有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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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就是「簡單地說」，(只有)「五種」而已，哪五種呢？ 

 

        「一者，心法」。第一種，「心」，即是(指)那八個識，眼識，一直至到阿賴耶

識；所謂正式的心就是這(八)個(識)，即是在唯識宗(的立場)來說，每個眾生都有八個心，

(這是)「心法」。 

 

        「二者，心所有法」。第二(種)，我們的心所有的、附屬有的作用，每一個識、每

一個心所有的附屬作用，就(叫做)「心所有的法」。那個英國人⋯⋯德國人，後來入英國籍

的那個叫 Edward Conze，他將「心所有法」這個字譯做英文，他譯做「Mental factors」，

「Mental」是(指)「精神的」，「factors」是指「因子」，他這樣(翻)譯。可以值得我們參

考的。(「心所有法」，)即是我們的心所有的附屬作用。 

 

        「三者，色法」。「色法」即是(指)「物質現象」。 

 

        「四者，心不相應行法」。第四種，與我們的八個識不是互相呼應一齊(生)起的，

「心所有法」與八個識中的任何一個識一齊(生)起的、相應的，它這些是不相應的。「相

應」這兩個字(的意思)，即是「(互)相聯繫」，Edward Conze 將他譯做什麼？「Connected 

with」，他將(它)來這樣(翻)譯，(意思是)「(互)相聯繫的」。這與我們的心「想是這樣，不

想又是這樣」，(這樣的話就)並沒有(互)相聯繫的，那些是什麼東西呢？記住，這些是假

法，叫做「分位假法」。怎樣叫「分位」呀？「分」就是(指)「時分」──「時間那部

分」；「位」者，就(是指)「空間的方位」。(這就是)「分位」。那什麼叫「分位」呢？(若

翻)譯做現代語，就是什麼？「特殊情況」。「特殊情形」或者「特殊情況」，就叫做「分

位」，等於英文的「occasion」。(它)是物質現象與心靈現象的某種特殊情況，在這種特殊

情況之上，我們假立一個名稱，這個名稱就叫做「分位假法」，(它) 不是實有的。例如，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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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說：我頭上「生」了一粒瘡呀﹗那粒瘡「生」，在佛教(立場)來說，世界上沒有一種東

西叫做「生」的。 

 

譬如我們說「生」，即是(指)我那粒瘡「生」──那粒瘡本來未有的，慢慢地一直變(成)有

──在這種特殊情況之上，我們假立(一)個名稱，叫它做「生」。明不明(白)呀？ 

 

        譬如你說，老羅，你很「老」呀﹗這個「老」，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老」，

而是什麼？我的身體漸漸由少而壯，由壯而衰，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上，我們假立一個名稱

叫做「老」。這種(是)假立的，完全是一種情況來的，並沒有實質的，是假東西、假立的，

這些叫做「心不相應行」，不是像「心所」那樣與心互相呼應、互相聯繫的，聽不聽得明

(白)呀？ 

 

明(白)了吧？很多人覺得(這很)難明(白)的，對吧？你回去想一下你就明(白)了。(還有)例如

什麼？「生」、「老」、「病」、「死」，這些都是「心不相應行法」；譬如我說「快」

呀，我走得很「快」，「快」是什麼？「快」是「心不相應行法」。(又譬如，)我現在求

職，求了多次也求不到，現在求「得」了，那麼這個「得」是什麼來的「得」呀？「得」是

「心不相應行法」，明(白)了吧？ 

 

        第四種⋯⋯不，第五種叫做「無為法」。「為」即是(指)「造作」；(「無為法」是

指)「不由眾緣和合造作出來」，它自己本身亦無造作的⋯⋯ 

 

 

 

<第七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