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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相分與見分，我已經解(釋)了，對吧？(這是關於)識所變的相分與見分。這些識所

變出來的相分與見分，一定有一個能變的東西，對吧？有所變，就必定有能變。那麼，哪些

(東西)叫做「能變」呢？能變有兩個層次，已經講過了，對吧？(第)一個層次，是由那些種

子，(即)由八個識與那些心所的種子，這些種子平時潛伏在第八阿賴耶識裡，一遇(到)機

緣，它就爆發出來，就(會)變(化)，變出「識」──現實的識了。由識的種子做「因」，就

變出那八個識與心所做「果」，這(是)一重因果了，對吧？ 

 

那個識的種子與心所的種子，變起了那八個識與及那些心所之後，每一個識與每一個心

所又(會)一開(為)二，(即)一變出二，就變出相分與見分(這)二種(東西)。那麼，這即是說這

個識本身是果來的，(因為)種子是因，識是果；(由)識這個果再變出兩個果，(即)變出相分、

見分(這)兩個果。因此，「能變」就有兩重，第一重，就是(由)種子變識，(這)就叫「因能

變」，名(稱)就(是)叫「因能變」。這個「能變」是由種子這個「因」變出來的，變出識，

就叫「因能變」。當變出識與變出心所，再由識與心所一開(為)二，(就)叫做「果能變」。

果就是指那個識體，(包括)識與心所，(在這個)果上再變一變，(就)叫做「果能變」。即是

「能變」這兩個字，有兩個層次，對吧？懂不懂(得)解(釋)呀？後面(的人)聽不聽得明(白)

呀？(這是)「果能變」。那麼即是說「能變」有兩種，一種叫做「因能變」，(另)一種叫做

「果能變」。 

 

好了，這即是說，我們一聽到這裡，就知道佛家所謂「變」，並不是好像變戲法(般)呯

一聲變些東西出來，(它)不是像變戲法般用毛毯蓋著(什麼)然後一抽掉就變了(些東西出來)，

(佛家所說的「變」)並不是(像)這樣的變，如果你用這種看法來解釋，就是很大的錯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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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記住了，「變」有兩種，一種叫做「因能變」，(另)一種叫做「果能變」，明不明(白)

呀？ 

 

(接下來要說到)「變」的分類。如果你平時不聽慣這些(內容)的(話，)你會(覺得)這樣：

真是麻煩了﹗變就是變啦，又(要分)因能變、又(要分)果能變，這麼遴迍，會(覺得)這樣，

(但是就)是這樣的了啊﹗等於你在大公司裡幫人記帳，一會兒這是「借方」，一會兒那是

「貸方」；這些叫做「資產」，那些叫做「負債」，你會說，呀，這麼遴迍啊﹗不如找一本

流水簿逐條逐條寫下來就(足)夠了。對呀，沒有錯，如果你是(在)家鄉開一間豆腐店，每日

做幾十塊錢生意(的話)，(用流水簿)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在(經營)一間大公司，這樣就不行

了，對吧？所以，如果你說這樣：馬馬虎虎的，我只是拜一下佛，結一下緣，留待下一世智

慧好一點我才(去)學(習)，這樣的話就無所謂；(但)如果你說要把握今世的生命，我們要作一

個詳細了解的話，你就(要)記住記住，不要怕麻煩，對吧？世間上沒有東西是信手拈來這樣

好的，(若)你想賺多兩個錢，是需要相當努力的，對吧？求學問亦是一樣，對吧？凡是(拿)

一本小冊子隨便讀一下就全部懂得的，那些不是學問來的，記住呀。不要怕麻煩，記住﹗我

再複述，「能變」有兩種，一種是「因能變」，(另)一種是「果能變」。 

 

好了，再(弄)煩你們一下，「能變」又可以在另一個角度來分(類)，又(可以)分兩種，不

要怕麻煩啊﹗不談「能變」，先只談「變」字。「能變」已經說過了，現在再單講(這)個

「變」字。「變」有兩種，不要怕麻煩，記住﹗一種叫「因緣變」，(另)一種叫「分別

變」。 

 

怎樣叫做「因緣變」呢？那東西變是(會)變，它是另有原因變的，它有變的原因，不是

說：現在要變了(，這樣)像變戲法地變，它(的變)是別有原因的，那種變法，叫做「因緣

變」。我舉幾個例子是(關於)因緣變，我舉三個譬喻來說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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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有一塊地，用它來種(植)玫瑰花，你會怎樣(做)呀？你會走去賣花種的地方，買

玫瑰花的種子，對吧？(然後把它們)放入泥土，施肥加水，對吧？(加上)有相當的陽光，這

樣(令到它)有適合它生長的條件；這樣，那些玫瑰花的種子漸漸就由一粒如芝麻般的東西，

慢慢地就變出芽了，對吧？(即所謂的)萌芽；再(經過)萌芽，(就)慢慢的生長(出)小小的葉

(子)，(這時就)有莖有葉了；再慢慢培養(的話)，整棵(植物)變成一尺多(，接近)二尺長，這

就是玫瑰的花卉了。(變)成花卉後，它就會開(出)花苞或者花蕾；再由花蕾開出花，(這樣)一

直變。這種變，(是要)你培養的，對吧？是否你施(展)魔術變它出來呀？不是。它自有原

因。那原因是什麼？(由)花的種子，變出花來。這種變，就不是你施(展)魔術變(出來)，亦不

是你頭腦裡面胡思亂想的幻想(地)變，不由得你(用)催眠的，把那朵玫瑰花(變)出來，它(的

變是)別有原因的，即是別有因緣的──「因緣」即是「原因」──這種變叫做「因緣

變」。明不明(白)呀？ 

 

倒轉過來，(假設)你是一名傻子，你幻想：玫瑰花，我現在(要)變(起它)﹗天下第一最美

的玫瑰花就在這裡了﹗如果你神經有問題會這樣的，你確是經驗到、見到(玫瑰花)，對吧？

你閉上眼就(會)見到有朵玫瑰花，那朵玫瑰花是什麼？是否(真正)有的？不是(真正)有的，

(而)是什麼？是你的思想的分別力，起分別心──這些是玫瑰(花)，那些不是玫瑰(花)；現在

我變的這朵是玫瑰(花)了，這樣起分別心。起一種分別心，用強迫的方法把它想(像)出來，

這些叫做「分別變」。明不明(白)呀？(這)都是變，對吧？(已)用一個譬喻(來說明)，(就是)

種花，對吧？ 

 

(現在用)第二個譬喻。譬如你是小學教師，你專(門負責)教(導)頑童，或者那些智力低下

的小孩子，你要很花心機，(才能夠)把那些頑童教得很乖，對吧？把那些幾乎(是)白痴那麼

愚鈍的人，教得他(們變得)很正常；這樣的話，別人就說這個教師真是厲害，他能夠改變這

些呆頭呆腦般傻傻的小孩子，將他們變質，變成很正常的學生，這個真是好先生、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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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像)這樣。他會變化學生的氣質的。這種變，是因緣變？還是分別變？你(回)答我。 

 

聽眾甲：因緣變。 

 

(對，)因緣變。不是你變戲法呀，而是這個小孩子他有變成正常小孩子的功能，你不過

(是)扶助他，令到他(變)正常而已。你不能貪天之功，以為：全靠我令到他(變回正常的)樣

子﹗如果那個東西根本是全部已壞掉的，你(是)變不到它的，對吧？這種變是別有原因的，

叫做「因緣變」。反過來(的情況)，你在幻想，譬如你幻想水濂洞(裡)那隻馬騮精，本來馬

騮只得一隻，後來不知怎的慢慢變出齊天大聖來，(會)這樣的(幻)想。你腦裡真的好像做戲

般，有馬騮精，又(有)大鬧天宮，(像這樣一幕)一幕的戲(上演)，那幕戲是什麼(來的)？分別

變。對吧？ 

 

再(來一個譬喻)，(關於)一個接生的醫生，(假設)一個產婦已經有了(身)孕，你不過(是)

經常去診治她，令她(身體維持得)很正常，到(經過)相當(時間)的時候，她(要)正正式式生產

了，生產小孩(的過程)很順利、很好；這樣呢，他(醫生)是變，對吧？他令到她變(出小孩子

來)，但是他(這種就不是)分別變，(因為)你這位醫生不是變出(那)個小孩子出來的，別人的

肚裡本身(就)有小孩子，不過(是)你扶助她而已，對吧？這樣呢，這種就叫「因緣變」，對

吧？聽不聽得明(白)呀？明(白)了(吧)？ 

 

反而你胡亂地想出來的就(是)「分別變」，對吧？好像這樣，有很多東西都是分別(變)

的、想出來的，譬如，有一些人看著(一)塊鏡或者白(色)的板，他就想：我想看我祖父的樣

子，呀，現出來了，現出來了﹗你定定的看著，就會現出你祖父的樣子出來，這是因緣變抑

或分別變呀？分別變。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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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很多人，分不開因緣變與分別變，譬如世俗上有很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在)

三更天，望著鏡，拿著蘋果來批(削)，(不斷)這樣的批(削)蘋果，譬如她是女孩子，(就會

想：)我未來的丈夫會是怎樣的呢？她(不斷)批(削)蘋果，批(削)得一段時間，整個人(未來丈

夫的樣子)就(會)現出來，她這個(情況)是什麼？這些都是「分別變」。將來她結婚時未必是

現出來的人的那個樣子。但有時(候)，偶然(會是)相似的，因為人都是相似的，人人都是有

耳，人人都是有鼻，她模模糊糊的以為這個就是她將來的丈夫了，對吧？ 

 

我有一個學生，她以前在珠海書院讀書的，這位學生姓馮，她就是用這套方法，她(是)

聽到別人說(有這個方法)的；她看著看著，她想看她未來的丈夫，一看就看見一個印度人在

那裡，嚇得她(把蘋果)一扔就扔到鏡上，像這樣之類(的例子)，這就是「分別變」。 

 

不過很奇(怪)，分別變有時都靈(驗)的，譬如我說(的)這個學生，四十年前，我與我太太

一起到馬場看跑馬，就(剛巧)碰見這個學生，很奇怪的，分別變有時都會靈(驗)的；(她對我

說：)呀，羅先生。跟著她說，這位(是)我外子。(我)一望(向他)，(是)印度人？這樣奇(怪)

啊，我突然間(覺得，怎會)這麼靈驗呢？這些可能是偶然，因為我都只是聽她說見到印度人

而已，但不是我見到。印度人都是有眼有鼻，模模糊糊都是差不多罷了，碰巧(這樣)，有可

能影響了她。因為她相信這些幻覺，(她)說她將來的丈夫是印度人，所以以後她出來(社會)

工作，就對於印度人特別留意，剛巧遇著一個印度人五官端正的，她會覺得：呀，這個就是

了也說不定啊﹗以此為緣，它就會靈(驗)。所以凡是這類東西(方法)，我們不要以為很像(預

測到結果)，我們就判斷它是(一定)對。不能夠這樣。尤其是唯識家，絕對不許可有這樣的想

法。第二種(「變」)，是「分別變」，對吧？明白了吧？ 

 

「變」有兩種，一，(是)「因緣變」；二，是「分別變」。這個(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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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多修(習)淨土(法門)的人，坐著觀(想那)個淨土，又作日輪觀、水觀等等，你在學

(習的這些觀法)，是因緣變？還是分別變？你說給我聽。 

 

聽眾：分別變。 

 

(對，)分別變而已，不是因緣變。你不要以為你(在)自己的腦(袋)裡(繪)畫一個阿彌陀

佛，你不要以為這個是阿彌陀佛，這個不是的，這個是分別變。但是如果你一直這樣修觀的

話，你不要駁(斥)，這個是佛家的說法，到時(候)你就會明(白)；如果你修觀的時候，在初禪

裡面修觀，都仍然是分別變，你(一直)觀(，)到第二禪，(這)又是觀，(到)第三禪又是觀，一

直到第四禪都是觀，你的心好像明鏡止水一樣，那時候你的觀(是)不起分別的，(若)你平時

都了解的話，那時候不起分別心，一見就見到阿彌陀佛在這裡，這個是因緣變。學密宗的

(人，)你觀那個毗盧遮那佛，(情況)都是一樣。如果你是在第四禪，在定心裡面(觀佛)，那個

是因緣變，(是)會有實質的。那麼為什麼這個(佛)會有實質呀？這個不是今天(要)談的問題，

對吧？今天不是要談這個，只是我說給你聽有兩種變化。好了，這個已解(釋)完了。 

 

有所變，就必有能變，對吧？「此能變」──這個由識變出來的相分、見分，「此」

(是指)「這些」；「這些」所變的東西，它「能變」的東西是什麼呢？「唯三」──只有三

類，決定決定是三種(或說)三類。第一類，叫做「異熟識」，(我)解(釋)了沒有？「異熟」

者，簡單來說，即是「果報」，對吧？詳細來說，「異熟」(有)三個意義。第一，是什麼

呢？(你們)懂不懂呀？不懂得？忘記了？「異時而熟」，對吧？(這是指：)不同時。第二，

「異類而熟」，你作的業因(可以)是善或惡，(但)所得的果是無記的，(這是)「異類而熟」。

第三，「變異而熟」，由因變果是經過相當(的時間)蘊釀而變的，不是像砰(一聲)突然地

變，(這是)「變異而熟」。這就叫做「異熟」。這個異熟識，即是第八識。解釋完了，對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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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當你)了解之後，(我們讀)到第 111 頁了，對吧？無形中這本(書)已經講了半

部，(裡面)細(字的)那些注(解)你們慢慢看，看不明白怎麼辦呀？看這些注，你明(白)到(它)

三成(內容)，都已經有益處了，明(白)四、五成(內容)，已經很好了。 

 

聽眾：羅公，羅公。不好意思，你上(一)次已經說了八識是什麼，但是未說為什麼第八

識是異熟果。 

 

什麼？ 

 

聽眾：已經說了八識是什麼，但(是)未說第八識為什麼是「異熟」。 

 

(關於)第八識，對吧？我已(經)解(釋)了「異熟」(這)兩個字了，(第)一(種)是什麼？「異

時而熟」，第二(種)是「異類而熟」，第三(種)是「變異而熟」，(這些)我(已經)解(釋)了，

對吧？ 

 

聽眾：換句話說，「異熟」是否(即是指)第八識？ 

 

是。第八識有另一個名(稱)，叫做「異熟識」，你(先)暫時這樣(去了解)，之後就會詳細

一點地讀。 

 

好了，現在它(要)解釋了，上面那些頌文──五個字一句、五個字一句，這些叫做「頌

文」，這些好像歌訣一樣；下面那些是散文，「論曰」之後那些(文字)是散文，(它)是解釋

那些頌文的。「論曰」，接下來是解釋了，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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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說：「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這是解釋(頌文的散

文)。(之前頌文)說「由假說我法」，對吧？怎樣叫做「我」？怎樣叫做「法」呢？它要解釋

「我」字、解釋「法」字。它說「世間」，「世間」者，就是指那些外道，即是(指)佛教以

外的其他各學派的宗教或哲學，(它們是)佛教以外的，(這是)「世間」。「聖教」，就是指

佛教，(包括)大乘、小乘的佛教，大乘、小乘；顯教、密教，這些叫做「聖教」。它說「世

間」(的)人及「聖教」裡面的(人)，都說有「我」，都說有「法」；不過，這些「我」、這

些「法」都不是實實在在有件東西叫做「我」、叫做「法」，(它們)都是由假立(而有)的， 

即是「假說」而已。譬如世間的人說：「我老羅，今日在這裡說話。」你都是假說有個「老

羅」、有個「我」而已，對吧？(若)離開這堆細胞造成的這個會活動的東西之外，哪裡有個

「我」呀？在我這堆細胞所造成的東西之上假說有個「羅某某」，對吧？ 

 

(又)譬如，歐陽寶都，他是那堆有骨有肉的這些零件所合成的東西，(在這)之上，我們

說有一個「歐陽寶都」，不過如此而已，對吧？都是在某一件東西之上假設說它(是)有，假

設一個名稱就說有一個「我」；當假設了之後，我老羅有一個老羅的「我」，歐陽寶都有歐

陽寶都的「我」，對吧？那位小姐有那位小姐的「我」，各(人)有各(人)的「我」，都是假

說而已。(這是)「但由假立」。這個世間(就)是如此，對吧？ 

 

聖教(又怎樣)呢？聖教是什麼？佛教。(我們)翻開一本(佛)經，裡面的第一句是什麼？

「如是我聞」，不就是說「我」？對吧？它(論)說這個「我」都是假立的，那位阿難尊者(或)

之類(的人物)，當時他結集的時候，說這些法都是我親自在佛那裡聽聞的；那個「我」是(指)

什麼？是一個會動的動物，叫做「我」而已，對吧？都是假立而已。「但由假立」，「但」

即是(指)「只是」，只是由於「假立」而已；「非實有性」，這個「性」，即是(指)「實

質」，不是有個「我」的實質的。在佛經裡面，那個「性」字，很多時當(作)「體」字(來)

解(釋)，「體」就是「實質」了。並不是有實質的──(這就是)「非實有性」。這句話很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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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性)的，對吧？那就要詳細解釋了。下面詳細解釋這句話。 

 

什麼叫做「我」呢？因為佛家(對於)什麼(東西)都有很嚴格的界說，什麼叫做「我」

呢？「我謂主宰」。什麼叫做「法」呢？「法謂軌持」。「我」字就是什麼(解釋)？人人都

說「我」，這個「我」字的意義，即是認為我有一個主人翁，有個主，我的身體裡面，或者

整個身體是一個主人翁、一個主體，這個主體有作用的，會宰割，宰割即是好像(切)割東西

一樣，即是什麼(意思)？有判斷力的。譬如：「我要吃飯。」(或)「我要去逛街。」有個判

斷力在這裡，好像一個宰官，(有能力)決定一樣東西，這叫做「宰」。「主」，就是指

「我」這個「體」，對吧？「宰」，就是指「我」的「作用」；「我」就是「主宰」。

「我」就是(指)這個「主宰」。(若)用俗語來說，即是「主人翁」。再用(另一個)俗語來說，

就叫做「靈魂」，對吧？這個「主宰」，西(方)人(翻)譯做「soul」，(亦即是)「靈魂」。

「我」就是這個「主宰」。 

 

「法」，這個「法」字怎樣(解釋)呢？(若)翻譯做俗語，叫做「東西」，對吧？雅致的

說，就叫做「事物」；說得(通)俗一些，就叫做「東西」。「法」就是什麼？東西。那(麼，)

什麼叫做「東西」呢？別人會再問你的，當你說「法」就是「東西」啊，那麼(，)什麼叫做

「東西」呢？它有一個嚴格的解釋。什麼叫做「東西」呢？凡是具備兩種性質的事物，就叫

做「東西」、叫做「法」。第一，「軌」；具備「軌」的意義。「軌」者，(指)「軌範」；

「軌範」即是它的 form──「f」、「o」、「r」、「m」，form；它有它自己的 form。

「軌」，即是指有它自己的法式，即是怎樣呢？譬如這個有蓋的茶杯，叫做「法」(或)叫做

「東西」；為什麼叫做「法」？(因為它)有兩個性質，先說第一個(性質)，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它有它的「軌」，「軌」，即是(指)它有它的「方式」，(這)與花是不同的，花的

form，與這個東西(茶杯)的 form確是不同的，它有它自己的法式。明不明(白)呀？(這就)叫

做「軌」，(它)有它自己的法式，有(它)自己的方式。因為它有自己的方式，令他人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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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就)知道它是有蓋茶杯，(而)不是無蓋茶杯；它更加不會是花，更加不會是貓，不

會是人。為什麼我們說它不是貓、不是人、不是無蓋(茶杯)呀？因為它有它自己的軌範，有

它自己的方式，所以就令到外面的人看見它(的時候)，就知道它的軌範，知道它是一個有蓋

的茶杯了。(這是)「軌」(的意思)，明不明(白)呀？為什麼說這些是人呀？因為它是會有思

想、又會有活動、又有文化，(它)有這些軌範，所以說這些叫做「人」，(這)確是與猴子不

同；猴子有猴子的軌範，我們一看(到牠)，就知道牠是猴子。 

 

好了，你(會)問，譬如你說：你今天花很多錢呀？我說沒有，那個「沒有」，有沒有軌

範呀？它都「沒有」，哪裡有軌範(可言)？有沒有呀？「我」也有個「我」的軌範的，「沒

有」是什麼？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見，這就叫做「沒有」，這個(是)「沒有」的方式。聽

不聽得明(白)？即是說，我這頂帽，有帽的「軌」，我們不會說這是花瓶，對吧？第一(種性

質)就是具備「軌」──軌範，對吧？ 

 

第二(種性質，是)「持」。「持」，即是(指)「保持」，怎樣「保持」？我這頂帽要保

持帽的性質──可以戴上頭上──這就叫做「帽」，對吧？假使我拿這帽用來包(裹)東西，

它就不是「帽」了，若果它是用來包油炸粽，它只是包油炸粽的東西而已，就不是「帽」

了，對吧？(這是)「持」。當我說它是「帽」的時候，就一定要保持可以(有)戴在頭上的這

種性質，對吧？如果你是(用)腳穿的，(叫)做「鞋」，(這樣它)就不能夠保持戴在頭上的性

質，就不是叫做「帽」了。保持它自己本身的性質，就叫做「持」。具備這兩種意義的東

西，就叫做「法」。明不明(白)呀？ 

 

這樣呢，(這)個「法」(字的意義)就很廣闊了。一枝鉛筆，鉛筆有鉛筆的軌範，對吧？

(加上)鉛筆(有)保持鉛筆的性質的時候，就叫做「鉛筆」；如果將來把它拆斷，當垃圾丟掉

它，燒掉它變成灰(燼)，即是說它失(去)了自己的性質，(那時候它)就不是「鉛筆」了，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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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了，對吧？ 

 

「法謂軌範(持)」，(這)個「謂」字即是「就是」(的意思)，「我就是主宰」，「法就是

軌持」。 

 

「彼二皆(俱)有種種相轉」，「彼」即是指那些「我」及「法」；這些「我」及

「法」，「皆(俱)」即是(指)「都」，「我」及「法」「都」有種種不同的「相」狀

「轉」，佛經裡的「轉」字當作「生起」(解釋)。佛經裡面的「轉」字，有(時)當(作)「轉

變」，有時當(作)「生起」解(釋)的，現在當作「生起」(來解釋)。「彼二」，即是指「我」

及「法」這兩種東西，都有種種不同的相貌、種種不同的相狀；「轉」──生出來、顯現

的。譬如「我」，有種種不同的「我」：這個叫做羅某某的「我」，對吧？那個叫做周某某

的「我」，那個(叫做)歐陽某某的「我」，(有)種種不同的「相」，「我」有種種不同的

「相」。還有，這些是叫做「觀音菩薩」呀？(這就)有個「我」叫做「觀音菩薩」；那個叫

做「阿難尊者」的「我」，對吧？這個叫做「阿彌陀佛」的「我」，(這是)「我」的種種

「相」。這些「我」的種種「相」的生起有個條件，就是我們一定(是)先假定有個「我」，

對吧？如果「我」是沒有的，怎會有(「我」)？「我」是沒有的﹗全部都沒有這種東西的﹗

這就不會有個「我」。之前要有個這樣的「我」才可以的，對吧？ 

 

好了，「花」⋯⋯，這頂叫做「帽」，(它是)「法」，(這是)一種「相」；那張叫做

「檯」，這塊叫做「布」，(這)就有五種「相」生起了。好了，它已經說(明)得相當清楚

了，(現在它)再追深一層，再(說明得)更清楚一些：「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我種

種相」，就(著)那些外道、世間人的執著來說，有些「我」叫做「有情」，即是「眾生」的

別名，《金剛經》所謂「眾生相」，就是(指)這個「有情」。(它們)執著有這個「有情」。

還有執著什麼？「命者」，(在)《金剛經》(裡)叫做「壽者」，(指)一個「有壽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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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種種「我」。「等」是指什麼呀？人(等)⋯⋯《金剛經》裡有四個名(稱)：我相、人

相、眾生相、壽者相。對吧？現在有些人叫(它)做「靈魂」，中國人叫它做「三魂七魄」，

對吧？這個叫做「孫中山」，那個叫做「蔣介石」，那個叫做「毛澤東」。這是「我」的種

種(「相」)，等等。這些都是世間、外道所承認的。 

 

那麼聖教裡面所執的「我」是哪一類呀？「預流一來等」。阿某人修行已經修行得很好

了，他昨日已經證到預流果了﹗這叫做「預流」；又有人修行得很好，他死了後再回來這個

欲界一次，再回來一次，就會證涅槃了，他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了啊﹗這些叫做「一來

果」。「等」是「等」些什麼？某個人已經證到不還果了﹗某個人已經是初地菩薩了﹗那個

叫做十地菩薩啊﹗這個是佛啊﹗聖教裡面有這樣多的「我」。(這是)「預流一來等」。

「我」有種種相，在眾生裡面有不同的「我」；佛教的經典裡面又有種種不同的「我」，聽

不聽得明(白)呀？ 

 

「法」(又如何)呢？「法」就多了。現在，就著這個世界來說，科學家們說這些叫做

「電子」，那些叫做「質子」；這些叫做「汽車」，那些叫做「飛機」；這個叫做「太陽

系」，那些叫做「銀河系」；(有)無比多的「法」。這樣呢，在我們今日(的世界)，就(有)很

多這些(「法」)。這些叫做什麼？「物質」，那些叫做「心靈」，(有)這樣多的「法」；但

是古代與現在不同，(在)古代印度(，關於)當時(的)執著，有幾大派的外道，(它們的勢力)非

常之強的，與佛教(是)對敵的，有所謂「數論」，有所謂「勝論」，有所謂「瑜伽派」，有

所謂「正理派」，有所謂「吠檀多」，又有所謂叫做「彌曼薩」，(有)這幾派的外道，(它們)

都是與佛教對敵的。 

 

這樣，在佛教裡面，一定要把各派外道所執著的東西來破(除)。本來，你會問：現在都

沒有這些外道了，對吧？你幾時見到有數論的禮拜堂？你只見過基督教、天主教的禮拜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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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你們見到有勝論派的什麼聯合會嗎？沒有的嘛﹗對吧？你見到有勝論派的聯合會嗎？沒

有啊，那你現在講這些是為了什麼？我講(給)你聽，講這些東西有很大的好處，為什麼呢？

第一點，古今不同。大概所執⋯⋯ 

 

[錄音中斷] 

 

⋯⋯怎樣破古代那些(執著)，你就可以將它(拿)來看，(然後用它)照(樣)破現代那些(執

著)，對吧？第二(點)，古今有很多名稱不同，但是實際上(意思一樣)，譬如說的「我」、

「有情」、「眾生」、 「壽者」，(用)今日(的語言)叫做「靈魂」。如果你說破那些

「我」、破那些「壽者」；破那些「人相」、破那些「眾生相」，沒有人會與你打架的；但

如果你說：我要破「靈魂」呀﹗首先基督教(徒)會與你打架，(這又)何必呢？對吧？我破的

是古代的，你那些我未有研究清楚，等我研究清楚，再慢慢的與你談。(這樣就)避免很多爭

論，你明不明(白)？你要駡人，不用指著你來駡，指著別處來駡就可以了，他說你為什麼駡

我？我幾時有駡你，我駡那裡而已，你在那裡嗎？對吧？(這樣會)避免很多是非，對吧？而

且，它(《成唯識論》)破得非常之精明，你取了它的方式，現代那些我執、法執，你一樣可

以照(樣)破，對吧？不用(與人)爭(執)，自己心中有數，所以有這樣(的)好處。 

 

(關於)「法種種相」，印度古代的外道有一派，幾千年前到現在還有，叫做「吠世史

迦」，現在還有這一派外道，(梵文叫)「Vaiśesika」，(翻)譯做「勝論派」。它(的主張)是什

麼呢？是一個多元論者，這一派是(主張)多元論的。(這會使)你了解佛教如何破多元論；今

日很多(人主張)多元論的，我看一下，談到哲學思想，每個(人)都有的，座上諸君，我相信

有半數是(支持)多元論的，對吧？它(佛教)如何破多元論，在今日一樣都是這樣的破，而且

不用得罪人，(因為)我只是破古代那些，你那些(主張)我不清楚，我不敢說是破，對吧？他

聽到你這樣說，他自己就(心中)知(道)了，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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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那麼怎樣叫做「多元論」呢？普通是這樣的，(請注意，)我現在不是與座上很多

的專家──他們有很多在大學裡教哲學的，我不是向這些人講，如果你是這類人，你可以閉

上眼休息(一下)，我只是向那些未懂得的小朋友，講給他們聽。 

 

如果是研究哲學的(人)，如果他是研究純粹的哲學，哲學的部門，不外是三個部門而

已，第一個部門，就(是)什麼呢？叫做「知識論」，又叫做「認識論」，又叫做「知識哲

學」，有些人又叫它做「方法論」，專(門)研究我們認識的方法，這一(個)部門就叫做「知

識論」，叫做「Philosophy of knowledge」，又叫做「Epistemology」，這部門就是叫做

「知識論」。 

 

第二(個)部門，叫做「宇宙論」⋯⋯不，應稱做「宇宙哲學」，不是「宇宙論」，「宇

宙論」是另外一種意義。「宇宙哲學」，即是「Philosophy of cosmology」，(它)是研究(關

於)宇宙的。這樣呢，這個研究宇宙論的，又名叫做「形而上學」，(英文)叫做

「Metaphysics」──超過這個物理現象的。Metaphysics，中國人(翻)譯做「玄學」。玄學

不是指看相(算命)那一種，那些不是玄學來的，有些看相佬、算命佬說是什麼什麼玄學大

師，那些不是的，(我們說的)這個玄學是指什麼？Metaphysics。(它)即是研究什麼呢？(它)

是研究這個世界的本質──最後的本質──是什麼東西來的，即是(研究)那個 final 

substance 是什麼東西。這些就叫做「玄學」，又叫做「形而上學」，有些人叫它叫「本體

論」。 

 

好了，第三(個)部門，就是研究我們的人生，我們應該如何做，我們的人生，life，(或

說)human life──「人生」，我們的人生，應該如何歸宿；在(我們的)人生，未死之前，我

們應該如何生活；我們做人的態度應該是樂觀的？抑或是悲觀的呢？研究這個有關人生的問

題，就叫做「人生論」，或者叫做「人生哲學」。 



15 

好了，所謂「純粹哲學」，就(是)不出這三個部門的(內容)。(至於)佛家，講唯識學的最

著重第一個部門，就是認識論(或說)知識哲學。你看剛才我們所說的，對於「我」說得這樣

嚴格，對於「法」，說得這樣嚴格，為什麼呢？(因為)它著重這個知識論。其他(如)華嚴

宗、天台宗那些(宗派)，甚至密宗，都是著重形(而)上學，(即是)著重第二個部門。這樣呢，

第二個部門就叫做「形而上學」，又叫做「玄學」；這個形而上學或者玄學，又叫做「本體

論」；這個本體論裡(面的內容)，大概來說，分做了很多派(別)，有些人認為這個世界的實

質，這個世界最後的質料，是物質來的，只有物質而已，一切知識、一切思想等都是那個物

質活動所產生的現象，好像油，拿一鑊油來燒，(當)那些油燒得熱的時候，那鑊油的(表)面

有七彩的膜，我們的思想，猶如那鑊油的七彩膜一樣，不能離開油而獨立存在的；所謂思

想、所謂意識，不過是物質衍變裡面的、所顯現出來的一種(現象)，好像那鑊熱油(顯)現出

來的七彩膜。又好像小孩子拿起(吹)筒把肥皂泡吹出來，(吹出)一個七彩的球，那七彩的球

五顏六色，其實七彩的球的那些七彩，(是)不能離開肥皂泡而存在的。同一樣道理，無論你

(有)多高妙的思想，或者(如)佛教的道理，或者(如)李太白、杜甫那種文學的天才等等，不過

都是那些物質衍變的過程所顯現的現象而已，(即是說，)除了物質之外，什麼都沒有的。(這

種哲學思想，)我們叫做「唯物論」。 

 

現在，唯物論(的思想)，在世界上有(超)過半數的人類，都是(接受這種思想)。你不要輕

看它啊，蘇俄，(即)俄國，大部份是(接受)唯物論的。(在)我們中國裡面，共產黨都是講什

麼？唯物的辯證法，(即是)辯證法的唯物論，這又是講唯物論。而且很多現在(的)人學(習)的

工程，或者(其他)等等，都是唯物的思想。這些(就)叫「唯物論」。 

 

第二種，就是「唯心論」。(它們)認為，這個世界都是由我們的心變出來的，所謂物

質，是我們的心變出來的東西，我們(的)人生，猶如做一個大夢，夢是心變的，我現在做

夢，(在夢中)我拿起酒來飲，哪裡有實(在)的酒？是我的夢而已，對吧？這個唯心論，有些



16 

人的主張是什麼？每人都有一個心，好像佛教所說，每人都有一個阿賴耶識，這些叫什麼？

「主觀的唯心論」，又叫做「人各一心論」。 

 

但是有些人說不對，你的心與我的心，這些都不是心，真正(的)心是一個「大心」，整

個世界是一個「大心」，這個叫做「宇宙心」，(英文是)「Universal mind」，是整個的

「大心」，(這)即是什麼呢？我們佛教的華嚴宗就像這種(思想)；密宗也像這種(思想)，最低

限度，東密就像這種(思想)；我們中國的《易經》，亦有「太極生兩儀」的「太極」；又好

像黑格爾認為什麼？這個宇宙的大心變出這個世界。這些(思想)叫做什麼？「客觀的唯心

論」，(又)叫做什麼？「宇宙一心論」。(關於)唯心論，又(分)有兩派了。 

 

(關於)這兩派，「唯物論」與「唯心論」，我們都叫做什麼？「一元論」──唯(有)一

種東西而已。對吧？ 

 

除此之外，又有所謂「二元論」。(這派)認為這個世界不是這麼簡單只是物質的，亦不

是這麼簡單只是心靈的，(而是)兩樣都有。(這就是)「二元論」。佛家的小乘，很多是這樣

(的認為)：又承認有「心」，又承認有「物」。佛家的小乘(有)很多是這樣(認為)，即是有這

樣的傾向，佛家什麼(思想)都有，對吧？唯識宗就是「主觀唯心(論)」；華嚴宗與東密(是)

「客觀唯心(論)」；小乘那些(派別)，很多是「二元論」，又叫做「心物二元論」。現在，

我看(相信)這類(思想的)人物最多，座上這類人最多，一是(相信)「多元(論)」，一是(相信)

「心物二元(論)」。 

 

第三種，叫做「多元論」。這個(思想是)最粗淺的，世界上哪有這樣簡單啊，只有

「心」而已嗎？只有「物」而已嗎？有很多東西的，(這是)「多元論」。即是簡直不用說、

不能說，這是「多元論」。但你不要以為(是)多元論就一定不是好東西啊，你們看一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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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古代有一派(主張)多元論，這派(主張)多元論的叫做「勝論派」，(梵文是)

「Vaiśeṣika 」，(譯音是)「吠世史迦」。(這一派)有很深奧的經典，到現在有很多人，(包

括)歐洲人、印度人(等)想將它來復興。還有，它(勝論派的)這一種思想，與我們(佛教)的密

宗，尤其是東密很相似，東密(的思想特徵)是什麼？東密(的思想)有多元論的意味，(它有所

謂)「六大緣起」，對吧？「六大」，造成這個世界是「六大」──「地」、「水」、

「火」、「風」，這四種是物質；「空」，空是什麼呀？在東密來說，也是一種元素；

「識」，心靈。(這是)「多元」了。你說它是「多元」可以，(若)你將它來劃分(，也可以)是

什麼？「地」、「水」、「火」、「風」是「物」；「識」、是「心」；「空」是「無

嘢」。(若)這樣的說，就是「二元論」，對吧？即是佛家這個大包袱，裡面什麼也裝得進，

有「二元論」、有「一元論」、有「多元論」。 

 

還有，有些叫做「單元論」。這很難說的，「單元論」與「一元論」有什麼分別呢？在

中文裡面，很難翻譯的，但(在)英文，(這)兩個詞是不同的，「一元論」[應為「單元論」] 

叫做「Singularism」，「單元論」[應為「一元論」]叫做「Monism」，(兩者是)不同的。 

 

「單元論」是怎樣的呢？簡單來說就是：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心」的，這個世界最後的

實質不是「心」，亦不是「物」。總之有一樣東西，這東西(要說)是很難說出來的，總之是

有一種存在，這東西是什麼？整體的。這個整體的東西，不是一個人的「心」，亦不是所有

人的「心」，亦不是一粒粒的「物質」，而是一個整體。那麼「心」是什麼東西？「物」又

是什麼東西？「心」是這個整體的一面，一個 aspect，(這就)叫做「心」；另外一個面(向)

就叫做「物」。「心」與「物」都是這整個東西，你可以說是這整個怪東西的兩面而已，這

叫做「單元論」。你查一下《大英百科全書》「Monism」[應為「Singularism」]這個字。

(這就叫做)「單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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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佛經(裡面)有沒有「單元論」(的思想)呀？多得很，但是「單元論」，有些人又

叫它做「一元論」，翻譯過來有些(是這樣)，你不要以為我講錯啊，對吧？唯識宗，實在就

是「單元論」，為什麼呢？整個宇宙，最後實在的東西是什麼呀？叫做「真如」。這個「真

如」是怎樣的？不可說，不可說，不能說它是心，亦不能說它是物，「真」者，(指)「真真

實實的」，不是虛妄的，「如」，即是(指)「常常都如此不變的」，(「真如」是)一種這樣

的東西。這個本質就是「真如」。有本質，就一定有屬性，(這)個「真如」的屬性顯現出來

的，就(是)無數這麼多的眾生；所有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

一切一切無量眾生，都是這個「真如」本體所顯現出來的屬性，真如叫做「體」，所顯現出

來的一切一切的(東西)叫做「用」，整個世界、整個宇宙，就(是)不外這個「體」、

「用」。這個「體」就是真如，這就是「一元論」了。唯識宗徹頭徹尾是「一元論」。有些

人說唯識宗是「唯心論」，(這是)錯(誤)的。(這)個心是阿賴耶識，不是「元」來的。唯識

宗，嚴格的來說，不叫得做「唯心論」，是「一元論」。 

 

好了，(那麼)中觀宗是否「一元論」呀？有人說它是「一元論」，這個諸法實相是「一

元」；有人說它不是，不是(「一元論」，那麼是)什麼？它說這個(是)虛無主義，「虛無

論」，即是說什麼都是空的。(這是)兩類人(的)講(法)。說它是「一元論」的，(有)很多人

講，照我看，它都是「一元論」。但是又有人說它是虛無主義，日本有個人叫做高楠順次

郎，(他)寫了一本書，叫做《佛家哲學要義》，現在你可以買得到的，它列了一個表，就這

樣把中觀宗，龍樹菩薩一系列(歸)為虛無主義。但是以前蘇聯的一個佛學家，叫做

Stcherbatsky，他說它(中觀宗)與龍樹菩薩及《般若經》都是「一元論」。那麼，到底你說

它是「虛無主義」，抑或「一元論」呢？有兩種說法。我就說它是「一元論」。龍樹菩薩斷

斷不是虛無主義，後期那些(如)月稱、清辨(等人)，你可以說它有虛無主義的傾向，對吧？

有這樣的傾向；而且不只有虛無主義的傾向，還有神秘主義的傾向。日本有一個佛學家，叫

做梶山雄一，他就(是)這樣說：我們讀《大般若經》，好像向著那個神秘主義的舞台看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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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他(有)這樣的說法。總之是人各一說就是了。 

 

說回這裡。(我們)談到什麼？所謂「形(而)上學」(或)「玄學」，有一派「多元論」；而

在世界上講「多元論」的，有人這樣說，不是我說的，我有一位老師這樣說，這位老師叫做

張東蓀，(他)有很多著作的，我上過他一課而已，他是講「多元論」的。他說過這樣的話：

自古至今講「多元論」的，沒有東西妙得過吠世史迦了。這位張東蓀是一個相當有份量的中

國哲學家，而他(也)這樣說，我們就看一下古代最有名氣的「多元論」。(這是)「多元論」

的，你看一下：「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這個是吠世史迦(的)「法」。吠世史迦怎樣

說呢？它(也)分開古、今兩派。 

 

好了，(已經到)廿五分了。下一次(上課)是幾時？(開始)放假了，幾時開首(復課)呀？初

九開首？初九開首，對吧？這樣到初九開首的時候，就麻煩你提醒我，因為我沒有記性的，

「你講到吠世史迦。」這樣(提醒我)。好呀，好意頭呀﹗一開年就「多元」，大把錢(財)。 

 

聽眾們：初九是否好像(是)法相學會團拜？ 

聽眾們：對呀，對呀。 

聽眾們：廿五(號)。 

聽眾們：初九好像是十點。 

 

十點團拜，拜一下就可以了啊。 

 

聽眾們：怎可以(這樣)呀。 

 

「昭其有也」而已──「我現在來團拜了﹗」(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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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應該要說回《百法明門論》。(關於)《百法明門論》，你們拿著這個(文本)來查

(看)：「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我複讀而已，(這)已經解(釋)了。「何等一切法」呢？

「云何為無我」呢？(以上是)問，(下面就)答：「一切法者，略有五種」，將「一切法」分

為「五種」。「一者，心法」，(指)「心」，對吧？「二者，心所有法」，每一個心所有的

特殊的作用。 

 

(聽眾們：咪沒有電池了。 

聽眾們：好像(用)9v(電池)。) 

 

「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心所有法」，)即是(指)每一個心所有的附屬的

作用。「三者，色法」，(指)物質現象。「色」字有兩個解法，一，當(作)「物質」解(釋)，

等於英文的「material」；第二個解(釋)，就是指什麼？「顏色」、「color」。「四者，心

不相應行法」，那天我已經解(釋)了，對吧？有沒有解(釋)過？(「心不相應行法」，)與

「心」不是一起(生)起的，對吧？「五者，無為法」，都(已經)解(釋)了，對吧？即是(指)這

個宇宙本體，唯識宗叫它做「真如」；華嚴宗又叫它做「真如」，或者叫「一真法界」；三

論宗──即是中觀宗，叫它做「諸法實相」；禪宗的人，普通叫它做「佛性」；小乘的人，

只是叫它做「涅槃」；這叫「無為法」。 

 

好了，那天講到這裡，對吧？現在繼續(要)說的是，為什麼有種東西叫做「心法」呢？

為什麼有些東西叫做「心所有法」呢？為什麼有些東西叫做「色法」呢？為什麼有些東西叫

做「心不相應行法」呢？為什麼有些東西叫做「無為法」呢？(這有)什麼理由呢？下面就解

答：「一切最勝故，與此相應故，二所現影故，三(分)位差別故，四所顯示故，如是次

第」，(這樣為)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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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說為什麼第一種法叫做「心法」呢？「一切最勝故」。在「一切」──萬事萬物之

中，它(是)最優勝、最殊勝的，即是特別注重「心」，物質比較呆板一點，對吧？「心」比

較(有)活動(性)，而且我們想成佛(的話)，我們要修「心」，所以「心」是「最勝」的。萬物

之中，以「心」為「最勝」，所以，先說(這)個「心」。懂得解(釋)了吧？ 

 

「與此相應故」，(這是)說「心所」了。為什麼「心所」排列在第二(位)來說呢？「與

此」──「此」是指「心」，這類「心所」，與「心」是相應一起(生)起的，「相應」者，

即是(指)「(互)相聯繫」，(「心」與「心所」)是(互)相聯繫的。 

 

第三，為什麼這個「色法」──物質現象──排列在第三(位)呢？(它)解答：「二所現

影故」，「二」就是指「心」以及「心所」(或叫)「心所有法」(這)兩種。這個所謂物質現

象，是由「心」及「心所有法」(這)兩種東西「所」顯「現」出來的「影」像而已，即是它

這裡明顯的不承認物質的存在了，對吧？(物質現象只是)image──影像。所謂「物質」

者，(只)是「心」與「心所有法」這兩種東西「所」顯「現」出來的「影」像，(是)它們的

影子而已。(這是)「二所現影故」。 

 

「三(分)位差別故」。為什麼那個「心不相應行法」排列在第四(位)呢？因為這個「心

不相應行法」是前面的「三」種東西，哪「三」種東西呀？(是)「心法」、「心所有法」以

及「色法」這三種東西的「分位差別」來的。「分位差別」，即是英文的「occasion」，中

文叫做「特殊情形」。所謂「心不相應行法」，不過是「心法」、「心所有法」及「色法」

的某種特殊情形之上假立的名稱而已。例如，「心不相應行法」之中，有一種叫做「速」，

很快呀﹗很速呀﹗(但)怎樣叫做「速」呀？那火車走得(很快的)颼一聲不就是「速」嗎？對

吧？即是說，所謂「速」者，是在火車走得快之上假立的名稱叫做「速」而已，對吧？(計

算)每一秒鐘走多少呎，這叫做「速度」，對吧？「速度」者，又是假立而已，那些東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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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麼快，就叫做「速度」。 

 

譬如你說：我那朵玫瑰花開花開得很「遲」呀。什麼叫做「遲」？世界上有沒有一種東

西叫做阿「遲」？沒有的。在什麼(地方上假立叫做「遲」)？在那朵玫瑰花開得很慢的時

候，我們假立說它叫做「遲」，對吧？ 

 

(又譬如，)有些人廿多歲就生小孩，有些人四十多才生小孩，(你會說)，呀，她生小孩

真是「遲」了。(但)沒有一個(東西)叫做阿「遲」的，因為她四十多歲才生小孩，在這種情

況之上假立(一)個名稱叫做「遲」而已，對吧？(它)沒有實質的。這些叫做「心不相應行

法」，(它)不過是什麼？是「分位差別」──它是「心法」、「心所有法」及「色法」的某

種特殊情形之下改的名(稱)而已。聽不聽得明(白)呀？ 

 

「五者，無為法」，為什麼叫做「無為法」呀？「無為法」是什麼？「四所顯示故」。

「四」是什麼？第一，是「心法」、第二，(是)「心所有法」、第三，(是)「色法」、第

四，(是)「心不相應行法」，上面這四種都是屬於現象界──phenomena，(它們)都是有為

法。有為法不過是一些現象而已，現象哪有實質？實質(這東西)，我們是看不見、摸不到

的。由於它有現象，「顯」──顯示出(令)我們知道它有實質，由於那些實質是由現象顯示

出來的。「顯」者，(指)「揭露」，它本來(是)隱藏的，現在把它揭露出來；「示」者，是

「指出」。「顯」即是猶如什麼？你(口)袋裡有很多金仔，別人看不到，現在扯開你的(口)

袋了，你的金(仔)就顯露。現象界有這麼多東西，現在扯開它，我們(就)知道有個本體、有

個實質了。「示」是什麼？好像你不知(道)月(亮)在哪裡，他用手指「指示」給你，看﹗那

裡就是月(亮)了，像這樣。「四所顯示(故)」，由這「四」種東西「所顯示」，令我們知道

有(一)個實質，這實質叫做「無為法」──不由眾緣和合而為它出來。明不明(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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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次第」，我們現在說的，是(以)這樣的次第來逐種逐種說給你知(道)。 

 

這樣，先說這(第)一個(部分)給你聽，(讓)我們說完這個。 

 

現在逐種說了，先說「第一心法」。它說所謂「心」：「略有八種」，簡略地說，(有)

八個心，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心。「一、眼識」，即是視覺。「眼」，是指「視覺神經」，

用我們的視覺神經做基本的條件(而)產生的一種認識力，(就)叫做「眼識」。「識」是(指)

「認識力」。「二、耳識」。「耳」，是(指)「聽覺神經」，由我們(的)聽覺神經為條件而

顯現出來的一種認識力，(就)叫做「耳識」。同一樣道理，我們(有)「(三、)鼻識」、有

「(四、)舌識」、有「(五、)身識」。「身識」是什麼？用我們的身根，身根即是現在所謂

「觸覺神經」和「運動神經」；以這個「觸覺神經」和「運動神經」為必要條件而顯現、發

生一種觸覺，這種觸覺，就叫做「身識」。第「六」，我們的思維力、思想力，叫做「意

識」。第「七」，叫做「末那識」。「末那」(這)兩個字，梵文叫做「manas」；

「manas」即是經常思想、量度、思量著，這樣的解(釋)。思量著什麼？經常思量著自己，

這個(「manas」)沒有理性的、沒有概念的，(只是)經常覺得有個自己而已，它(經常)思量著

自己。這個第七末那識在我們心靈的深處，(這是)第「七末那識」。第「八」種呢？就是

「阿賴耶識」。(它)好像一個倉庫，儲藏我們一切知識，儲藏我們一切經驗；不只今世的知

識、經驗它(會)儲藏，過去無量這麼多世的知識和經驗，都儲藏在這個倉庫裡面，帶到(來)

我們今天；我們今天所儲藏的經驗及知識，(到)我們死(亡)的時候(也)一直帶著(到)第二個個

體，好像(一)個倉庫那樣。「阿賴耶」──「ālaya」 是「倉庫」(的意思)。 

 

這八個(識)，記住呀﹗(它們)不是公共的，每一個眾生都有這八個識。蛇蟲鼠蟻，甚至

到污水裡面的會跳的草鞋蟲，都有這八個識。那麼你會說，譬如蒼蠅沒有眼晴的，哪會有眼

識呀？牠沒有現實的眼識，(但)有眼識的種子。若果(有個人)他生下來是盲的，哪他便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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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他沒有現實的眼，但有眼識的種子，如果假定有一位很高明的醫生，幫他醫治好雙

眼，那他的眼識又(會生)起的。這樣，一切眾生都有這八個識。 

 

(這)五類法之中，第一類叫做「心法」，已說了，一百個法(已經)說了八個了，對吧？

還有九十二個而已，是否很(顯)淺？你讀起上來好像很不流順，其實讀起上來很容易上口

的，你看：「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我」，多麼容易上口；「一切

法者，略有五種」，(它是)四個字一個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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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下面就解答(，跟著這)五個次序：「一切最勝故，與此

相應故，二所現影故，三(分)位差別故，四所顯示故，如是次第」。「一心法」，第一(種是)

心法，「略有八種」，「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

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很容易讀。你回去可以讀得懂的，回去立刻教人也可

以，對吧？ 

 

好了，今日(到此為止)，明年再見，對吧？再見﹗ 

 

 

 

 

 

 

 

 

 

<第八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