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公：祝你們)福德、智慧資糧速速圓滿﹗健康長壽﹗(及)積集很多財富﹗你不要嫌我講得

俗啊，(在)瑜伽菩薩戒(裡)，它這樣說，一個大乘的佛弟子，(要)積集財富，愈積(集)得多就

愈妙；不過他要做很多好的事，將這些財富(用)來做好的事，它這樣說。(這)不是俗啊。 

 

聽眾：多謝羅公。 

 

(羅公：)本來是(要)先接續講《成唯識論》，但今日要特別調一調(課堂內容的安排)，先講

《百法明門論》，因為它涉及一些「心所」(理論)，學佛學的人，很多人(覺得)最麻煩的是

那些「心所」。我們看一下《百法明門論》。《百法明門論》，我們讀到哪一句？就是「如

世尊言，一切法無我」，讀過了？ 

 

聽眾：讀過了。 

(羅公：)「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我？」 

聽眾：(也)讀過了。 

 (羅公：)讀過了，對吧？ 

聽眾：讀到「八、阿賴耶識」。 

 

 (羅公：讀到)「一切法者，略有五種」，對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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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吧？之後(是)：「一切最勝故」，對吧？(你



們看，)我現在也(可以把它)唸得過呀，我今年八十歲了。這個(論)是我(在)六十五年前唸

的，(到)現在我也唸得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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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讀到這裡？ 

 

聽眾：還要多一點。 

 

(羅公：)還要多一點？嗯。關於心法是什麼呀？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

那識、阿賴耶識，已經說了，對吧？ 

 

聽眾：全部說過了。 

 

(現在要說)第二(部分)，「心所有法」。「第二、心所有法，略有五十一種，分為六

位」。「心所有法」的「法」字，即是所謂「東西」、「嘢」，「心所有法」的「心」

(字)，就是指那八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

識」、「末那識」、「阿賴耶識」，這八個叫做「心」，對吧？「心」字與「識」字的意義

是一樣的。「心」所有的，指這八個「心」，每個「心所有」的「法」──「法」即是「東

西」，「它(心)所有的東西」。意思即是怎樣？每一個「心」所有的「附屬作用」。「附屬

作用」，那些英國人(翻)譯做「mental factors」；「mental」，(指)「精神的」、「心

的」；「factors」，就是(指)「因子」、「因素」，對吧？(「心所有法」)即是(指)「每一個

心所有的附屬作用」，總共分析為「五十一種」。關於這五十一種(「心所有法」)，(在)現

代的人(來看)，有些(人)認為它太過瑣碎；但又有些人認為它非常之精(細)、非常之微細，那

(麼)我們試(說明)一下。(「心所有法」，)總共五十一個，但是否每一個識都有五十一個呢？

不是，有多有少。譬如阿賴耶識，只是有五個而已；只有第六意識是五十一個都齊全。它共



有五十一個，(而)這五十一個「分為六位」。「六位」者，即是「六類」，(這)個「位」

字，是指「類」；「位」字，是相當於英文的「case」，或者「occasion」，(「分為六位」

即是指)「分做六種」 ──從六種不同的情況來分類。(這是)「分位六位」。如果簡單來

說，就是分為六類。 

 

「六類」者，(先從)第一類(開始)，「一、遍行(有)五，二、別境(有)五，三、善(有)十

一，四、煩惱(有)六，五、隨煩惱(有)二十，六、不定(有)四」，(這樣)分做六類。第一類叫

做「遍行」，「遍」(指)「普遍」；「行」(指)「出現」。(「遍行」即是指)「普遍出現

的」；「行」(可)當(作)「出現」，或者當(作)「活動」(來)解(釋)，(「遍行」亦可指)「普遍

地活動的」。那即是什麼(意思)？八個識都有它(「遍行」)的，八個識都有這一類的心所，

(這是)「遍行」──「普遍活動的」，(它有)五個。 

 

(第)二(類)，就是「別境」。「別」即是「特別」；「境」就是「對象」。在特別的對

象之上、之前，它才起作用的，平時不起(作用的)，(這是)「別境」。舉個例，(先舉「遍

行，」)例如：留意(即「作意心所」)。我們任何一個識都要(有)留意(的作用)的，除非我們

不看東西，除非我們不覺知東西，如果(要)覺知東西的話，我們一定要「留意」的。譬如這

個「留意」(的作用)，這個就是「遍行」(心所)了，對吧？「別境」是(指)在特別的境界才生

起的，譬如「定」，我們入「定」，「定」是什麼？我們留心觀察東西集中精神而(才能生)

起「定」，是在(此)特殊的情形而才(生)起「定」心，(「別境」心所就是如)「定」之類。

「別境」──特別的境界，(在)特別的境界之前，我們才(生)起這種作用，(這)就叫做「別

境」。 

 

 

 



第三種，「善」。「善」的心所，即是說當它這種「善」的心所(生)起，就影響到所有

的心都是「善」的。好了，說到這裡，就要說給大家知(道)，「善」有兩種：一種叫做「自

性善」，(另)一種叫做「相應善」。記住啊，「自性」(這)兩個字，在佛經裡面，大部分的

時間是當(作)「本質」(來)解(釋)；「自性善」即是指這些心所它的「本質」就是「善」的，

(這)就叫做「自性善」。(至於)「相應善」是怎樣呢？即是這類東西(「相應善」)，它本身無

所謂「善」，亦無所謂「不善」；如果它與「善」的心所一齊(生)起的話，它就變了

「善」；如果它沒有與「善」的心所一齊(生)起的話，它就不是「善」。全靠與它「相應」

的心所影響它而令它變成「善」，這就叫做「相應善」。記住呀，「善」有兩種，對吧？譬

如我們的意識(生)起，我們的意識無所謂「善」(或)「不善」，但如果我的意識生起時有(一)

個慈悲心與它一同(生)起的話，(這)個意識就是「善」的；「慈悲」固然是「善」，意識都

受它影響變成「善」了。所以這個意識，那時候的意識是「善」，是「相應善」；但那個

「慈悲」，是「自性善」。聽不聽得明(白)呀？這樣，「善」心所有十一個。 

 

第四類叫做「煩惱」心所。「煩」字──記住呀﹗如果你記得到我所講的要你記住的東

西的話，以後你讀佛經就非常之便利，對吧？現在的人讀佛經之所以糊里糊塗，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對於那些名詞、概念不清楚；如果概念(弄得)清楚，你讀書就勢如破竹。「煩」

字，(指)「躁」、「焦躁」，(這個「躁」字)是「足」字部，不是「火」字部，「火」字部

那個是「燥熱」的「燥」，這個是「急躁」的「躁」。(這是「煩」字的意思──)「躁」。

「惱」字(又如何)呢？是(指)「亂」。即是我們有一種心所，它的性質是煩躁的，它能夠影

響到我們的身、心，(即)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影響到我們的心靈，(都)被它惱亂。令到我們

身、心惱亂，所以就叫做「惱」。對吧？即是說我們有一種惡的心所⋯⋯不是⋯⋯不是一定

惡的，(應該說)不是好的心所，當它(生)起作用的話，就令到我們的身、心都煩躁而惱亂，

這種心所，就叫做「煩惱」心所，英國人將它(翻)譯做「defilement」，(這是)「煩惱」心

所。 



「煩惱」心所總共有六個，「遍行」(心所)有五個，「別境」(心所)有五個，「善」心

所有十一個。 

 

「煩惱」心所有六個，(至於)「隨煩惱」心所呢？有二十個。「隨」者，即是「跟

隨」，「跟隨」著那六個「煩惱」(心所)而(生)起的，如果這六個(「煩惱」心所)不帶頭(生)

起，那些「隨煩惱」是不(會生)起的。(這)就叫做「隨煩惱」。即是次一級的、跟在後面的

「煩惱」，這叫做「隨煩惱」心所，(有)二十個。「善」的心所當然是好的，對吧？「煩

惱」心所都是壞的；還有一種，(叫)「不定」心所，(「不定」是指：)不一定是好，(也)不一

定是壞。這(種)「不定」心所有四個。那麼，六類心所加起上來，(共有)五十一個。 

 

今日我先講兩個(心所的類別)給你知，「一，遍行五者：一、作意，二、觸，三、受，四、

想，五、思。」(「遍行」有這)五個。什麼叫做五個「遍行」心所呢？第一個，就(是)「作

意」，(指)「留意」。我們讀過中國書(就會知道)，孔老夫子他說(過)什麼？「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所以我們想知道一樣東西，我們的心一定要「在」──留意它，即是

「留意」。所以一些西方人將這個「作意」翻譯做什麼？「attention」，(即是)「留意」。

任何一個識(生)起，不論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當(生)起作用的時候，一定要

有個「留意」、有一個「作意」心所跟著它(識)一同(生)起的。那個「作意」心所是個非常

之敏感的心所，在(它)未(生)起之前，譬如我(的)眼識未(生)起之前，眼識的種子眠伏在我的

阿賴耶識裡面，「作意」心所亦同時眠伏在我的阿賴耶識裡面，當條件具備，(如)光線充

足、有東西在面前、同時我的視覺神經沒有壞掉之類，各種條件都具備，那個眼識的「作

意」心所(是)非常之敏感的，(這時)即刻就會醒覺；當它醒覺的時候，就會催促意識(生)起，

一同去看東西呀﹗會這樣，它會催促意識(生起)；當那個眼識(生)起，那個「作意」心所(會)

帶著眼識(令)它看(著)那樣東西，(「眼識」)未(生)起的時候，催促它(生)起；(「眼識」生)起

了之後，(就會)推(動)它看著那樣東西，(「作意」心所的)作用就是這樣，這個就叫做「作



意」心所。聽不聽得明(白)呀？(這是)「作意」。 

 

第二個，就(是)「觸」，(英文是)「touching」，(即)「接觸」。只有「作意」是不行的，要

與那東西「接觸」才可以，對吧？譬如我看一樣東西，不是只有「留意」就可以， 

我的眼識還要與那東西「接觸」才可以；如果不「接觸」的話，怎會看得見？對吧？(這是)

「接觸」。那種「接觸」(的)作用，你不要看輕它啊，你說「作意」就是「接觸」了，不是

呀﹗「接觸」有「接觸」(的作用)，為什麼呢？心所(是)有很多個一同生起的，只是「遍

行」心所都有五個了，有時候起煩惱時，就又有幾個「煩惱」(心所)，(說不定有)十個、八

個心所一堆的一同(生)起。一堆的一同(生)起(的話)，問題來了，如果那十個、八個的心所，

各人做各人的事的話，就會很混亂了，對吧？一定要步驟劃一，譬如我看一個月輪，就要我

那堆心所一同看著(對向)那個月輪；如果我看著那個月輪的時候，「作意」心所看著(對向)

月輪，「觸」心所又看著(對向)月輪，(但)其他另外的東西(心所)看著另一面的時候，這樣就

亂七八糟了。為什麼有些人會(得)神經病呀？就是因為他們的心所與心步驟不齊一，(這)就

好像士兵步操，那個哨子「咇、咇、咇」地響，或者步操的時候那個鼓「砰、砰、砰」，當

你聽到那個鼓「砰」一聲，你就放腳，對吧？譬如你先放左腳，當聽到「砰」一聲，你就放

左腳，其餘(時候就)放右腳，這樣就(會)齊一。如果你(步操)不齊一，就好像變了打黃蜂陣一

樣了，對吧？你看一下，如果士兵步操不齊一，確是(不)甚好看的，(會)亂七八糟的。如果

(一)個人的精神、心所不齊一，即是(會)說他(是)什麼呀？神識紛亂，對吧？嚴重的神識紛

亂，就叫做什麼？叫做「情意綜」，(即是說精神混)亂(起)來；若再(混)亂一點，(就)叫做

「精神分裂」，對吧？亂成一團的，癲佬就是這樣，(心與心所)步驟不齊一就(會)變成癲

佬。所以，那個「觸」(心所)是(指)什麼？除了「接觸」外面的境界之外，它還好像哨子(和)

鼓一樣，令到所有的識(心)與心所的步驟齊一，(它有)管理、統一的作用，那個(就)叫做

「觸」。 

 



也把「受」先說。第三個遍行心所叫做「受」。「受」即是(指)「苦、樂，或者不苦不樂的

知覺、感覺」，西方人(翻)譯做「feeling」──「f」、「e」、「e」、「l」、「i」、

「n」、「g」，「feeling」。舒服，或者覺得不舒服，這就叫做「受」。不如先把五個(遍

行心所)說完吧？第三(個遍行心所 )個是「受」。 

 

(第四個是)「想」。「想」不是指胡思亂想啊﹗記住呀﹗佛家(說的)「想」字，不是(指)胡思

亂想，(在)佛家，「想」字的定義叫做「取像」，這種取像的作用叫做「想」。(例如，)當

我看著月輪的時候，我就(會)看見月輪；但當我扭轉頭看另一面，就看不到月輪，對吧？看

到月輪與看不到月輪有什麼分別呀？「看到月輪」者，即是說我把月輪的「像」「取」來

了，對吧？「看不到月輪」者，即是說我沒有「取」到月輪的「像」，對吧？這種取像的作

用，就叫做「想」。一般的西方人(翻)譯得不是很確切，(翻)譯得不是很好，即是很難找到

個名稱來(翻)譯這個「想」，有些西方人將它(翻)譯作「perception」，另外有些人將它(翻)

譯做「conception」。「conception」(的翻)譯(是)不對的，「conception」即是指(由)意識

構成(的)概念；意識才會(構成概念)，眼識怎會構成概念呢？好明顯「conception」這個字是

不對的。「perception」呢？好一點，對吧？(它的意思是)「知道」、「把那樣東西拿

到」，(這翻譯)比較好一點。(「想」就是)取像作用，都是用回我們中文好。「看到一樣東

西」與「看不到一樣東西」的分別是什麼？(分別在於)你有否「取」那個「像」入來而已。

即是好像照相機，能夠拍下來與拍不到有什麼分別呀？「能夠拍下來」者，即是(指)鏡頭能

夠「取」了那個「像」來，對吧？「拍不到」即是說沒有(「取」到)那個「像」而已。取像

作用叫做「想」。「想」(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沒有「想」心所，我們(是)不能說話的；

我們之所以能夠說話，是一定要有這個「想」心所活動。譬如我說：「我見到月輪。」如果

我沒有「想」心所，沒有月輪的觀念，心裡面沒有月輪的影子，我怎能說我見到月輪？所有

一切語言、說話、寫文章，統統都是第六意識那個「想」的作用來的。(這就是)「想」。 

 



那些畜牲、低級的動物之所以不能夠說話、牠的智慧不夠，是(因為)牠的「想」心所不發

達；那些高級一些(的動物)牠的「想」心所比較發達。譬如狗，牠的「想」心所比較發達；

猴子，「想」心所也是比較發達；那些老鼠，「想」心所也發達。老鼠有「想」心所啊，你

打過牠、嚇過牠之後，牠取像見(回)那東西，牠會(覺得)恐怖──呀，(是)這東西，糟糕了﹗

牠會覺得有這個「糟糕了」，牠(就)會即刻逃走，這是「想」心所(的作用)。但有些(動物)是

不懂的，(像)黃犬蟲、草鞋蟲之類，哪裡有(這種反應)？那些沙蟲哪裡有「想」心所的作

用？那些是低級的(動物)，牠不是沒有(「想」心所)，(只)是它不起現行；(依)佛家說，牠的

阿賴耶識裡面都有「想」(心所的種子)，都有很明確的「想」(心所)的作用，不過它不起現

行、不起活動，除非牠做回人，對吧？譬如狗，牠都有很強的「想」的種子，只是牠現在做

著狗，條件不具備，牠的聲帶不行，牠的腦亦不行，(所以說條件)不得具備。如果說(當)牠

做回人，腦的機構又好，聲帶又正常，他同時生在一個有文化的社會裡面，(那麼)他自然會

(懂得)説話。(情況)就是這樣。(這就是)「想」心所。 

 

第五個，叫做「思」。又是要記住啊﹗佛家的「思」不是當(作)「思想」(來)解(釋)，

「思」(這個)字是當(作)「意志」解(釋)，記住﹗(是)「意志」──我「要」怎樣、我「要」

吃東西、我「要」說東西，對吧？這個叫做「思」。有些佛經裡譯作「思惟」，「思」與

「思惟」都是(指)「意志作用」，即是相當於英文的「volition」，或者「will」，「w」、

「i」、「l」、「l」──「will」。就是(指)我「要」怎樣，是一種推動我們行為的一種力

──「造作」，或者譯做「action」，不斷有種力──我「要」這樣做、我「要」這樣做。

那個(作用)叫做「思」。 

 

很多人解(釋)「八正道」(時)，把「正思惟」解(釋)錯了，他說我們的「思想」要「正」

呀﹗這樣說。完全錯(誤)。「八正道」裡面的「正思惟」，即是說我們的「意志」要

「正」，起心動念的「意志」要「正」，是這樣解釋的。很多人，十個佛教徒有八個解(釋)



「八正道」時以為「思惟」就是「思想」，是「thinking」、「thought」，(這樣解釋)就完

全錯(誤)了。所以呢，學唯識(學)之所由就是這樣，學唯識(學時)，一開首它就(要)是什麼

呢？記住，學唯識(學時)一開首最重要(是)「正名析詞」。每一個名，都有一個嚴格的定

義，叫「正名」。「析詞」，當看到每一個詞語的時候，一定要分析(每)一個概念的內容線

索是怎樣的，(學)唯識(學)最重要是這種東西(「正名析詞」)。 

 

不只唯識(學)是這樣，我們中國儒家都認為(它)很重要，對吧？孔夫子被他的學生問

到，孔夫子去到衛國，學生問孔老夫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他說如果衛國的

君主找你去做宰輔，叫你去做行政的工夫，你老夫子第一步應該要做什麼呢？孔夫子怎樣說

呢？他說「必也正名乎。」他說我第一件(要做的)工夫就是正名，有「名」就要有「實」，

你是公務員，你就做公務員的工夫；你是警察，你就要去捉賊，即是去負責保安。「名」

「實」要相符，(這是)「循名責實」。如果「名」不正就糟糕了，對吧？「名不正，則言不

順」，(若)你「名不正」，一切寫出來的東西如報告，或者命令都不順的；「言不順，則事

不成」，你就弄得一團糟了；「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文化更加說不上了；「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夫子的意思是這樣。所以，唯識宗第一步是

「正名」，就是中國的儒家也是要「正名」的。 

 

好了，我們懂得五個心所了。我們(的)識有八個，是否只是眼識有這五個心所，是這樣

嗎？眼識裡面一定有這五個心所，當眼識一見到一樣東西，(這)五個心所就伴著它一同(生)

起的，即是六種東西同時(生起)，好像六彩吐色般，一同吐出去看那樣東西。耳識聽東西也

是(一樣)，耳識有耳識的「作意」、「觸」、「受」、「想」、「思」的作用，六種東西同

時來。譬如眼識、耳識，譬如當我眼看這東西，眼識(與心所就共)有六個，而(同時)我又聽

它(那東西發出)的聲音，耳識(與心所)又(有)六個了；這時十二個心所一同生起了，對吧？所

以有些人就(會)說(什麼)？唯識宗是什麼來的？唯識宗是多元論，有個人這樣說，他說唯識



宗是多元論。(其實)唯識宗不過是對於事物的解釋有多少多元論的傾向，因為唯識宗太注重

經驗，我們經驗上確是有這麼多的東西啊。好了，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每個識

都有這五個心所，當(識生)起時，就有這五個心所一同(生)起。第六意識也是一樣，第七末

那識，經常執著有個「我」，亦是經常有這五個心所跟著它一同(生)起，(至於)第八阿賴耶

識，佛家說，阿賴耶識都有這五個心所與它一同(生)起的。譬如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經常

「拑」(藏)著種子，那些種子是它的對象，它「拑」著這些種子的這種「拑」的情況(是怎樣

的)？「拑」是指「藏」著它(種子)，這種「藏」就是它(阿賴耶識)的活動了。它(阿賴耶識)

「 藏」著種子、「拑」著種子的時候，就不會放棄種子的，對吧？經常留意著(種子)，

「拑」著它，不會把它扔了出去，這個就是阿賴耶識的「作意」。 

 

「觸」，(阿賴耶識)經常與種子接觸的。 

 

問題又來了，阿賴耶識是麻木不仁？抑或是醒覺的呢？佛家的答覆(是)，阿賴耶識不是

麻木不仁，既不是麻木不仁，就一定有「受」了；不過，「受」有三種，一、是「苦受」，

即(是指)覺得不舒服；二、是「樂受」，(是指)覺得舒服；三、是不苦不樂，叫做「捨

受」，「捨」──捨棄苦樂之受，叫做「捨受」。(有)這三種「受」。阿賴耶識沒有苦受

的，阿賴耶識(也)沒有樂受的，但阿賴耶識有捨受。所以有些人，他不讀唯識(學)，說那個

人死了之後，七日(後)才好把他燒掉啊，不然的話，他的阿賴耶識會覺得痛呀，(說這話的)

這個人是戇的﹗一個人死了，阿賴耶識還不走嗎？對吧？要死了七日？一日就走了。阿賴耶

識那一秒鐘不走，他都是還未死(亡)，當醫生聽一下他的心脈、看一下他雙眼，判斷了他是

死了，這時候，這個人的阿賴耶識已經不存在在他那裡了，哪裡還是等一日、兩日呢？不過

小心一點而已，怕那個醫生看不清楚，等一日、半日都沒所謂，(但若是等了)一日、半日也

不回復生命的話，就是已經死了，對吧？那為何要放到發臭才燒它(屍體)呢？對吧？不用(這

樣做)的。所以有時很多人錯誤，錯誤就是因為他「正名析詞」的功夫做得不夠。 



 

那麼，阿賴耶識有「觸」、「作意」，也有「受」，有「想」嗎？既然不是麻木，即是

有很微細的取像作用。 

 

(它會)有「思」、有「意志」？你不要以為阿賴耶識沒有意志，對吧？當你切掉水母的

一隻腳，牠會生回一隻的⋯⋯不⋯⋯那些(是)海星？對吧？牠會生回一隻(腳)出來的，即是

牠會有一種行為的推動力的。我們割損了手，即刻有白血球來聚集這裡，馬上(把傷口)填

平，恢復我們(的傷口)，一日、兩日後就會完全痊癒，(阿賴耶識是)有行為的，對吧？有造

作的。為何說有「行為」、「造作」？因為有一種推動力，這就是「思」，所以阿賴耶識都

有「思」心所的。 

 

好了，已經講了(五個「遍行」心所)，對吧？講了五個心所。(要)記住﹗記住﹗(「遍

行」)心所，(有)五個。 

 

以前歐洲的舊式心理學，裡面有一派叫做「構造心理學」，(在) 構造心理學裡面，將我

們的心靈、我們的心，分析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什麼？叫做「知」(或)「智」，叫

做「理智」；第二部分，叫做「情感」；第三部分，叫做「意志」。我們的心，(可)分做三

種因素，舊式心理學是這樣的看法。但是佛經怎樣說？有「觸」、「作意」、「受」、

「想」、「思」五種。如果將這五種(心所)與舊式的西方心理學來相併(會)是怎樣？「觸」

與「作意」是屬(於)「理智」那方面；「受」是屬於「情感」方面；「想」，又是(屬於)

「理智」方面；「思」(就是)「意志」，對吧？比較西方舊式的結構心理學，(佛家的說法)

還比較周密一點。 

 



好了，《百法明門論》說了這麼多個(心所)，我們(就)知道什麼叫做「心所」。跟著它

(下文)就會說到心所了。你們唸「阿彌陀佛」，或者你們密宗唸咒，意識經常是什麼(狀況)

呀？譬如你說，經常唸「阿、尾、囉、吽、欠」，其實是什麼(來)的？當你(唸)「阿」的時

候，那個第六意識與那個「阿」字接「觸」，跟著(生)起捨「受」；跟著(生)起「作意」，

經常留意著(「阿」字)，心不散亂；跟著「想」心所只是取「阿」(字)，沒有(取)另外的字，

(這就是)「想」；「思」，推動我們現在唸(這)個「阿」字，這樣，(有)五個(心所)。還不止

五個(心所)的，還有個「定」心所，集中你的意念在這裡(──「阿」)，有這個(定心所)。還

有呢，你相信(「阿」字)的，(這就)有「信」心所一同(生)起的。這樣(就)一堆(心所)一同(生)

起。所以你(唸)「阿、尾、囉、吽、欠」每一個字的時候，有十個、八個心所一同打出去，

每一唸，就(有這些心所)一同打出去。唸「阿彌陀佛」也是這樣，唸「南無阿彌陀佛」也是

一樣。每(唸)一個字(那些心所)都是這樣打出去的。 

 

好了，看回《(成)唯識論》了。(我們)講到《(成)唯識論》第幾頁？ 

 

聽眾：126頁。 

126(頁)，嗯。 

 

我們(的課)已經講了一、兩個月了，仍然保持這麼多人(來聽課)。將來你們這班人之

中，一定會有很多人在「正名析詞」的功夫會做得相當好；做得相當好之後，你們這班人之

中一定有很多人以後(在)讀佛經時一定讀得非常之順利的。這些不是我的功勞啊，記住﹗我

明白的告訴你，這是你自己種子的力量，我不過是從旁邊刺激一下你們而已，對吧？等於你

們所謂⋯⋯譬如你們種花，你的花的種子生長出來就有一朵很漂亮的花，我不過在旁邊澆一

下水而已，如果你沒有花的種子，我澆水澆十年都沒有芽出的，對吧？如果你有花的種子的



話，(當)水(澆)到，你就(會)發芽。(關於)你們，我預計，我都有多少靈感的，不要求多啊，

十個、八個(人)，或者十多個(人)，你會發芽滋長。(有)十多個(人)就(算是)很豐收了，你知

道嗎？譬如我一個(人能影響到)產生(多)一個人(成就)，就沒有蝕本，對吧？一對一。一個

(人)影響了兩個(人)的話，就有賺了，(與)做生意一樣，對吧？好像我們結婚生孩子，譬如我

倆夫婦生(下)一子一女，沒有蝕本的；如果再多生一個兒子，就(算)賺多(一)個了；(若)再多

生一個女兒，(就是)加倍賺了，很厲害的，倍(數)倍(數的增長)下去，(要)努力一點啊﹗將來

你們(的成就)一定會倍(數)倍(數的增長)下去的﹗為香港的佛學研究(作貢獻)，(及)一定會(做

得)很生色的。(第)126(頁)。 

 

[錄音中斷] 

 

得預流果，(就)有預流果的「我」；哪些(人)證到一來果，就有一來果的「我」，對

吧？那豈不是有很多「我」？還有，世間上很多人說很多「法」，「法」即是(指)「東

西」，又說這些叫做「石柱」，那個叫做「月輪」，對吧？這杯叫做「茶」，這些就是

「法」、「東西」了，對吧？(又，)這些叫做「佛法」，這(又)就(是)「法」了。世間的人說

各種各種的「法」，你(們)佛教亦說很多種「法」，甚至有些人說「佛法無邊」，(有)這麼

多(的)「法」。這樣呢，它(《成唯識論》)就(回)答，它說不論世間及佛教(所說)的種種

「我」、種種「法」，都(不過)是一個假立的概念而已，(並)不是有真正的實的「我」、不

是有真正的實的「法」。譬如，因為有假立的種種「我」、種種「法」，於是世上就有很多

種種「我」的相狀出現、有很多種種「法」的相狀出現。現在就(要)說(明)，(有關)世間的

「我」、世間的「法」。 

 

世間的「我」種種相，有些人叫它做「靈魂」，對吧？叫「我」做(「靈魂」)；有些人



叫「我」做「我」；有些人叫「我」做「壽者」；有些人叫「我」做「眾生」，對吧？世間

(說的「我」)就是這樣，佛教裡面講種種「我」(是)這個叫「觀音菩薩」，那個叫「文殊菩

薩」；這個(叫)「一來果」，那個(叫)「預流果」；這些是佛教裡面的種種「我」。 

 

那(麼)世間裡面的種種「法」呢？例如什麼？現在的科學家說這些叫做「原子」，那些

叫做「電子」，那些叫做「質子」；這些叫做「公式」，對吧？那些叫做什麼什麼(，諸如

此類)，(這就)是「法」了。(在)古代，有很多派外道，與佛教爭衡得很厲害的。與佛教在印

度裡爭衡的，最主要、最主要的(有)幾派大外道，這些大外道所說的東西，與我們中國的佛

教裡面所說的東西非常非常之接近，而且(它們)說得非常之精到的，(所以)佛教徒時常與他

(們)辯論爭衡。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在佛經裡面，時常參考古代外道的說法，等於我們說中

國哲學的時候，我們要說什麼？時常要說一下儒家的思想是怎樣的，墨家的思想是怎樣的，

名家的思想是怎樣的，道家的思想是怎樣的，(這樣)來互相觀摩、互相參考。佛經裡面，時

常用到幾派外道的思想，與它互相觀摩、互相辯論。其中印度古代重要的外道之中，(影響

力)很強、很強的，就有兩派，(第)一派叫做「數論派」，(又)叫做「僧佉派」，「僧佉」

──這個是「佉」字。另外一派，叫做「勝論派」，又叫做「吠世史迦派」，(梵文是)「Vai

śesika」。它(《成唯識論》)現在說世間的執著有種種「法」的相狀，它舉(出)勝論派(的理

論作例子)，(第)126頁第一行：「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世間的人──它這個(句子)

舉外道為例──執著有種種「法」的「相」狀，「謂」字是(指)「例如」，例如勝論外道它

執著有「實」、有「德」、有「業」「等」，「等」(些)什麼呢？我現在就介紹一下它的(理

論)，(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你花這麼多時間(去說明)呢？(因為這)對你很有益的。我先略略

地說明，印度有一派外道，叫「吠世史迦」──(梵文是)「Vaiśesika」，它說自己的理論，

是非常之優勝的，所以稱做「勝論」──(這)是它自己說的啊，所以叫做「勝論」。 

 

它(「勝論」這一派)是怎樣的呢？它在哲學上，是(屬於)多元論的。在哲學上，那些研



究這個宇宙的哲學裡面，有一派認為造成我們這個世界的，不是一種單純的東西，不像唯心

論那樣，(認為)這個世界完全是心變出來的；亦不是好像唯物論那樣，認為這個世界是物質

堆成的，不是(這樣)；而是認為是多元的、多樣的、又有心，又有物，還有很多其他因素造

成的，這些叫做「多元論」。「元」者，(指)「來頭」、「根源」，(這是)「多元論」。 

 

那麼勝論派是如何「多元」呢？它是這樣的：它說這個世界是如何造成的呢？第一，這

個世界是有「實質」的，不是沒有「實質」的，(這)叫做「實」。實質是什麼？一粒(一)粒

的微粒子等，(有)很多類微粒子堆起上來(而)成為這個世界，這就好像是(以)物質(為實質)

了，好像現在(的)科學所謂「電子」、「質子」，(世界是由)很多種微粒子堆積而成的，這

就叫做「實」。 

 

是否只有「實」呢？不是，還有「德」。「德」者，(指)「屬性」或者「性質」，

(「德」)叫做「性質」，只是有「實質」不可以，還要有「性質」。譬如它說，顏色是性

質：紅色、藍色、白色、黑色，這些就是性質了，顏色是性質。有香味沒有呀？有呀，香

的、臭的，這些就是性質。透明的？抑或是不透明的？這又是性質。譬如這樣(的情況)，會

不會突然間(燃)燒起來？會不會突然間(變得)冰冷？這些(亦)是性質。這就叫做「德」，

「德」即是「屬性」、「性質」，(英文是)「quality」、或者「character」，(這就)叫做

「德」、「屬性」；(「德」)又可以叫做「特性」，有人(把它翻)譯做「特性」。造成這個

世界，不只有「實質」，「實質」堆砌起來，還有很多「屬性」。 

 

第三(種)，就(是)「業」，「業」就是(指)「作用」。那些「實」連著很多「德」，而且

還會有「造作」的。例如風會吹，有些風的微粒子(，這是「實」)；風是透明的，對吧？(它)

是會活動的，透明是它的「德」；它的「業」是什麼？會流動的，這樣就會吹了。(假設)現



在一陣風吹來，裡面有「實」、有「德」、有「業」。 

 

「等」是「等」什麼呀？它(勝論派)認為造成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三種(：「實」、

「德」、「業」)這樣簡單啊，還有第四種，這些想法中國人是沒有的，只有印度人是這樣

想。(這第四種)叫做「大有」，簡稱叫做「有」。什麼意思呢？他提出問題：「這個世界是

否是「有」？」你說這個世界有沒有？這個世界有沒有？有。為什麼這個世界會「有」？為

什麼它不是「沒有」？(而)它要「有」？一定有個原因令到這個世界是「有」的，如果沒有

原因令到這個世界「有」，它(世界)不能是「有」，但現在事實上這個世界是「有」，這個

「有」一定有個來源，令到這個世界「有」。不只這個世界如此，譬如我說：我的頭髮(變)

白了啊。白頭髮是「有」，都要有(一)個「有」連著我的頭髮，然後白頭髮才能夠「有」，

對吧？譬如你倆夫婦結婚了，「有」幸福了。為什麼不是「沒有」幸福，而要「有」幸福

呀？(因為)有一種推動力令你的幸福是「有」，對吧？這種思想真是離奇怪狀﹗對吧？

「有」者，即是(指)「存在」。為什麼這個世界會存在呢？有(一)個原理令這個世界存在；

令這個世界存在的原理，叫做「有」。 

 

那麼，「實」、「德」、「業」都是「有」了，為什麼「實」、「德」、「業」會有

呀？(因為)有一個「有」令「實」、「德」、「業」有。如果沒有這個「有」令它有，

「實」、「德」、「業」不能有的，就是這樣。聽不聽得明(白)？(關於)「有」，明不明

(白)？這種說法又幾(有)趣啊，對吧？ 

 

第五(種)，叫做「同異」。男人與男人是「同」，對吧？男人與女人就(是)「異」，(這

就)有「同」有「異」。男人之中有老的男人、有年輕的男人；有肥的男人、有瘦的男人，

(這就)又有「同」，又有「異」。大「同」裡面有小「同」，大「異」裡面有小「異」，對



吧？這個世界是同同異異，不知有多參差複雜，為什麼這樣奇怪呢？因為有一種動力，令到

我們可同可異，解釋這種動力令我們能同能異，這個世界根本不能同，不能異，(那麼)所以

一定要有個「同」、「異」源頭的根源，(這)就(是)「同異」。這些叫做「原理」，哲學上

時常說的「原理」，即是「最根本的道理」，叫做「原理」。世界上的東西又同又異的，為

什麼會有同異呢？因為我們(的)世界有個「同異」的原理，令到這個世界裡面的東西有同有

異，(這就是)「同異」。 

 

似乎都(足)夠了吧？夠冗贅了吧？還未(足)夠，還要多一種。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如)你

的頭與你的身(體結)合在一起的，為什麼它不會「砰」(的一聲，)頭飛了(出)去、身(體)走了

去另外的地方呢？(為何會)這麼奇怪呢？一定有個原因的，(所以)又有一個原理，叫做「和

合」。萬物之所以能和合者，就是因為有一個「和合」的可能，令到你和合。它(勝論派)說

這六種東西就是造成這個世界的基本原因，沒有這六種東西(的話)，就根本不成(為)世界；

而令到我們的世界五花八門，就完全是因為這六種東西(在)作怪。這六種東西，即是說什

麼？即是將這個世界分做六個範疇，範疇即是(指)六類最基本的東西，這個世界，由六個範

疇(造成)。世界是五花八門的，但是簡單來看，不出這六個範疇，這六個範疇不斷活動。 

 

我們中國有些談陰陽五行的(人)，就認為什麼？這個世界不外是那五類東西，(即)五個

範疇(或說)五個原理而已，「金」、「木」、「水」、「火」、「土」，這五種動力，對

吧？這五種動力不斷摩擦，不斷摩擦而不斷推動，而形成這個世界了。勝論派就說(是)這六

種東西(形成這個世界)。(若)將這個世界分析，(不斷地)分析下去，不外這六種東西；而這六

種東西就形成我們這個世界，(使得世界)這麼複雜。那麼我們知道這些有什麼用呢？它說很

有用，當我們了解(這些)就不會「迷」；(若)不了解這個世界由這六種東西(而)來，就會

「迷」；「迷」(的話)，就會沉淪生死。(若能夠)了解，(即)「悟」的話，我們就不會隨波逐

流，我們就為聖為賢。(它的道理)是這樣。(關於)這派別，若(要)詳細地講，慢一步它(《成



唯識論》)會再詳細說給你聽，你不要討厭。世界上很多人都說種種「法」，(甚至)將這個世

界分成六類「法」，這樣，「實、德、業等」(的「等」，)就是「等」些什麼？「大有」，

「同異」，「和合」。 

 

好了，這些是世間的外道等等的「法」了，對吧？那麼佛教裡面有沒有「法」呀？佛教

(就)更多了。佛教裡面有什麼？這些叫做「五蘊」，那些叫做「十二處」，這些叫做「十八

界」，這些就是「法」了﹗對吧？還有很多的，「等」是「等」些什麼？這些叫做「四

諦」，那些叫做「十二因緣」，(有)這麼多「法」，對吧？ 

 

那麼，什麼是「五蘊」呢？將來說完《百法(明門論)》之後，我就會選一本叫做《五蘊

論》，讓你們讀一下，(我)接續下去(會說)，不過我現在先說給你聽。(這)個「蘊」字， 即

是一堆結(集在)一起，就叫做「蘊」；「蘊」者，「聚」也──「聚集在一起」。即是說，

在原始佛教裡面，它在《阿含經》裡面就(是)認為我們的生命、每一個眾生的生命，都並不

是一個實的「我」；而且我們的生命裡面，並沒有一個「我」，我們的生命不過是五堆零件

配合而成而已。這五堆東西，就叫做「五蘊」。這樣呢，原始佛教就將我們的生命分析成五

堆東西，叫做「五蘊」。 

 

「五蘊」者，第一堆就叫做「色蘊」，這個「色」字有廣義與狹義。廣義的「色」，就

(是)當作「物質」解(釋)，(英文是)「material」。狹義的「色」，就(是)指「顏色」。這個

「色蘊」是廣義的，是(指)「物質現象」，造成我們的生命一定有物質的，即如我們(身體)

這堆細胞，就是物質現象了。 

 

第二，我們不是麻木的，我們生命的特點是不麻木，不是麻木不仁的，(有)「受」的。



「受蘊」即是「受心所」，(它是指)苦、樂、不苦不樂的感覺，這叫做「受」。有物質(的

「受」，也)有精神的「受」。 

 

「想」，懂得解(釋這個)了吧？新鮮熱辣(，剛才講遍行心所時已經解釋過了)。

「想」，記不記得呀？(是指)「取像」作用。如果沒有取像作用，我們的生命根本就渾渾噩

噩的，對吧？這是「想」。 

 

還有，「行」。「行」，即是(指)「活動」，「行」字原來的意思是「活動」、「遷

流」。在原始佛教裡面(所說)的「行」，就是指「思心所」──(即)「意志作用」。原始佛

教裡面(的「行」，)是指「思心所」，但後來(的人)將它擴大。我們先知道它是指原始(佛教

所說)的「思(心所)」。 

 

「識蘊」，是我們的「認識力」、「認識的主體」，即是「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原始佛教只有(談及)六個識。 

 

這就叫做「五蘊」。那麼是否這麼簡單呀？並不簡單。為什麼呢？「色蘊」裡面，(是)

再分三類的，很早很早的時候，(在)原始佛教(時)已經(這樣劃)分了。內身裡面有「五根」：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有)這「五根」。外(境)呢？有

「五塵」，又叫做「五境」：「色」、「聲」、「香」、「味」、「觸」，(有)這五種東

西。這就(共)有十種了。還有一種叫做什麼？叫做「法處色」。「法處色」是無形無相的，

我們看不見，但不能否定說它沒有，例如什麼？造成這個世界的微粒子，你們有誰見過微粒

子？摸到微粒子？沒有人(會)見到的，見到的只是顏色，摸到的是軟、滑，粗、硬，對吧？

但我們不能否定說沒有這個微粒子，這個(微粒子)是造成這個世界的實質來的，這些叫做



「法處色」。 

 

又例如，「法處色」裡面還有一種叫做「無表色」。你受戒(的時候)，師父問你：「你

終身不殺生，不(傷)害眾生的生命，你能不能？」你(須)身、口、意三業很鄭重的(回)答他：

「我能﹗」當你(回)答「能」的時候，全身的血脈牽動，就(會)產生了一種特質在這裡，這

種特質叫做「無表色」──「無」所「表」示的，看不到的。這個「無表色」有什麼作用

呢？將來你遇到可以殺生的情況，你(會)縮手的，你會不是很願意(去殺生)的，(「無表色」)

會影響到你，對你有影響力的，這種(力量，)在你受戒的時候，叫做「戒體」，受戒與不受

戒的不同(之處)就是這樣。受戒的人他有戒體，(可能你說：)「我不受(戒)也一樣罷？我不殺

(生不就可以)嗎？」(你)可以(這樣)，但你就缺少了戒體，對吧？ 

 

還有，(若)你很虔誠地歸依，你就有(一)個歸依的體，這個歸依的體就是「無表色」。

遇著別人謗法、毀法的時候，你會不願意(就範)的，明明有種力量牽動著你令你不願意(就範)

的。你們密宗(的弟子)去灌頂的時候，那位阿闍黎與你身、口、意三業──教你唸咒、教你

觀想、教你結印的時候，你(的)三業一起(作用，)全身牽動，就造成一個「無表色」，這

樣，你以後修法，(這)「無表色」會助成你(會)靈驗的；若你沒有這個「無表色」，不是說

不可以，最低限度你不會這麼靈驗，這是(因為)缺少了這個「無表色」，這個「無表色」就

是他灌頂的體了。那些(是)無形無相的，叫做「法處色」，這些都是物質現象來的。 

 

「受蘊」，大家知道了。「想蘊」，大家(也)知道了。「行蘊」你們也知道了。(唯)獨

是這個「行蘊」我們要留意的，原始佛教(說)的「行蘊」是「思心所」，但是到了部執佛

教，即是釋迦牟尼涅槃以後，將這個「行蘊」擴大；擴大(之後，就有)一種叫做「心相應的

行蘊」，即是(指)「心所」，與心相應的，除了「受」、「想」之外，其餘的心所叫「心相



應行蘊」。還有一種叫「心不相應行蘊」，你不要怕啊，你說怎麼這樣麻煩？你不要怕麻

煩，我勸你，你不要怕麻煩；你不怕麻煩的話，將來你會受用不盡的。(記住，有一種叫)

「心不相應行蘊」。例如什麼呀？我現在走路走得很「快」呀。這個「快」，不是心所來

的，(它是)「心不相應」的，但是，是有「快」這回事，「快」確是與「慢」不同的嘛，(難

道)你說它是沒有嗎？譬如阿某甲她今年「生」了一個小孩，(有)「生」，對吧？這個「生」

不是心所來的，但「生」這回事你不能說沒有的。這種「與心不相應」的東西，放入「色

蘊」又不對、放入「受蘊」又不對、放入「想蘊」又不對、放入「識蘊」又不對，只有放入

「行蘊」(才對)。那麼，為什麼要放入「行蘊」呢？慢慢的，將來讀到《百法明門論》⋯⋯

那叫做什麼？第四類，叫做「心不相應行法」，那時候就詳細解(釋)給你知。 

 

懂得了吧？記住﹗記住﹗因為這些東西(名相)大家(都是)最怕的，認為麻煩的，(但)你一

定不要怕麻煩，不怕麻煩的話，將來你一定會很快樂的。好了，今日已經(講完了)，我過了

十分鐘⋯⋯不，十五分鐘(才開始講課)，(現在)我已經補回十分鐘了，今日就到此(為止)。 

(今日)只是說(明)了一句「(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對吧？好了，下星期再繼續講了。 

 

 

 

 

 

 

 

<第九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