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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讀⋯⋯(已)過了十一分鐘，稍後我一定會補回的。講到第幾頁呀？ 

 

聽眾：126(頁)。 

 

126(頁)。「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預流、一來等。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講

到這裡，對吧？ 

 

聽眾：講完了。 

 

講完了。大家已經知道古代印度有一派非常之權威的學派，(直到)現在還(是)很權威

的，叫做「勝論派」。大家如果學佛，假使你是要(去演)講，或者你想深入一些了解，你要

對這一派內容的大要，要懂多少的，因為佛家(裡)有很多宗派的思想與這一派很相似的，它

這一派就叫「勝論派」，梵文叫做「Vaiśesika」，(譯做)「吠世史迦派」。它把這個世界分

析，將這個世界分析，用智慧分析，最後(分析)成六類東西而已。(這)六類東西，(第)一類叫

做「實質」，叫做「實」。第二類叫做「德」，「德」即是(指)「屬性」；「實」即是(指)

「實質」、「本質」，「德」就是「屬性」。(第三類是)「業」，「業」即是(指)「動

作」、「作用」。第四(類)叫做「大有」，為什麼世界會有呢？一定有個原因令它有的，這

個令世界有的原因就叫做「大有」。第五類叫做「同異」，這個世界裡面，有些東西是相同

的，有些東西是不(相)同的；同之中又有不同，不同之中又有同，為何這樣奇怪呢？(它的)

來源是怎樣的呢？它(勝論派)追究來源，令到這個世界裏面的東西有同有異的原因，這個(原

因)叫做什麼？「同異性」。還有，這個世界會和合的，為什麼他倆夫妻會和合起來同居

呢？為什麼我們的左手和右手會和合的同時一齊造作東西呢？為什麼(兩手)不會彈開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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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個原因令到世界上那些東西互相和合的，這種叫做「和合性」，或者簡稱叫做「和

合」，這是第六(類)。將這個世界一直分析到最後最後，就(只有)六個範疇，即是六個

category，用六個範疇來解釋這個世界。 

 

那麼，你說我們都要懂得一些(這些理論)，為什麼呢？我舉一個例，(譬如)一本佛教徒

很熟悉的書，叫做《大乘起信論》，對吧？《大乘起信論》一開首就是(說)什麼？說

「體」、「相」、「用」(這)「三大」，大乘之所以為「大」，第一個是「體大」，即是(指)

「本質」大，對吧？第二個「相大」──「形相」，(那)不就是(指)「屬性」？(「相大」是

指)「屬性」大。第三個(是)「作用」大。(這是)「體」、「相」、「用」──「三大」，(這)

即是什麼？(受到)「實」、「德」、「業」的影響，對吧？如果你說這本書是馬鳴菩薩造

的，(那麼)馬鳴菩薩是印度人，可能馬鳴菩薩年青的時候讀過勝論派的書，所以他用與勝論

派相似的思想來解釋佛經也說不定，對吧？所以呢，(若是做)研究，一定要互相比較，然後

才(會)更清楚。 

 

好了，我們已經知道了，「實」、「德」、「業」，在佛家來說，說這些是執著來的，

它(勝論派)說得頭頭是道，但在佛教看來，這些全部是執著。但是你要記住啊，你不要兩句

(就說別人)「你執著」，隨便扣別人帽子，這不可以的，一定要怎樣(做)？你哪一處執得不

對，你哪一處不合(乎)邏輯，(要)這樣說明才可以，對吧？但是佛家說它(勝論派)是執著，

(於是)逐點駁(斥)它，一會兒我們讀下去就(會看到佛家把它)駁(斥)到不留餘地。它(《成唯識

論》)舉了一個例，說這些是「法」，對吧？「實」、「德」、「業」這些就是「法」，亦

即是「東西」。這只是外道(的「法」)，對吧？「實」、「德」、「業」這些是外道(的

「法」)而已，佛教裡面(也有)說很多佛法的嘛；它解釋，佛家亦說很多「法」的，例如什

麼？說「五蘊」，當我們讀《心經》，一開首就(是)「五蘊皆空」，「五蘊」就是「法」。

「色」、「受」、「想」、「行」、「識」，一個人的生命，就是五堆零件配合而成的，它

(佛家)說(這是)「五蘊」。有時佛將我們的生命分析成什麼(東西)？「十二處」。內(六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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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眼」、「耳」、「鼻」、「舌」、「身」、「意」；外(六處)有「色」、「聲」、

「香」、「味」、「觸」、「法」，二(乘)六(等於)十二，(就有這)「十二處」。(還可分析

成)「十八界」，由「眼根」對著顏色的「色境」，就產生「眼識」，「眼根」對「色」，

產生「眼識」；「耳根」對「聲音」，產生「耳識」；「鼻根」對「香臭」，產生「鼻

識」；「舌根」對「味道」，產生「舌識」；「身根」對「我們所觸的境界」，產生「身

識」；我們的「意根」，對著很多的「觀念」、「概念」那些東西，就產生「意識」。這

樣，有六個三，三(乘)六(等於)十八，所謂我們整個生命，不外是這十八堆東西而已，這就

是「十八界」。 

 

那麼，需不需要解釋那「十八界」⋯⋯不是⋯⋯(是)「五蘊」、「十二處」、「十八

界」給你們聽？我今日不是講《五蘊論》，所以沒有這麼多時間將「五蘊」來說(明)，對

吧？講「五蘊」就一定附帶說明「十二處」、「十八界」的，(但)今日不是講這個主題，所

以就未曾(講)及於它(「五蘊」等)。不過，不要緊，我一會兒(是)兼講「百法」的，講完「百

法」之後，(只要)將「百法」一套回去，就是「五蘊」。將「五蘊」一開一合，就是「十二

處」、「十八界」。這個(是)佛學裡面的基本名詞，一定要懂得的。本來，如果你們讀過佛

學初級班，你們教佛學初級班那些講師，應該早就講了給你聽；如果你讀過佛學初級班，都

不懂得「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對它們)不清楚，不能隨口說出來的話，即是

(對它們)不清楚，這個就是什麼？「師之惰」，對吧？以前我們讀三字經，不是有這幾句話

(嗎)？「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我思疑座上都有很多教佛學班的人，我說話

是恃老賣老，得罪人不用本的，你們教出來的學生(若)連「五蘊」、「十二處」、「十八

界」這些內容都沒有一個清楚的觀念的話，你(就)真是「師之惰」，認真要(去)檢討檢討才

可以。好了，那麼我知道這些是佛家的說法。「等」是(指)等些什麼？「等」字(是指)「四

諦」──「苦」、「集」、「滅」、「道」，「十二因緣」等等。 

 

好了，講到這裡，我們繼續(讀下去)。它(現在要)解(釋)「轉」字，因為《三十頌》的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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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怎樣說？「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這個「轉」字是怎樣解(釋)呢？記住﹗這個

「轉」字，在佛經裡面，普通有兩個用法，很普通的。第一個「轉」字，就當(作)「生起」

解(釋)，「生起」──這東西本來未「生」出來的，現在「生」了；本來未曾「起」作用

的，現在「起」了。(「轉」字的)第一個解(釋)──「生起 」。第二個解(法，)是當(作)「轉

變」解(釋)。最普通的用法就是這兩個用法。(當)你看到這個「轉」字，大概你將它來代入

(以上的解釋)，就知道(「轉」的意思)是(與以上的解釋是)差不多的。那麼，這裡是當作什麼

(來)解(釋)呢？「有種種相轉」，怎樣解(釋)？你(用以上的兩種解法)代入它，「有種種相

轉」嘛，「轉」字應該當(作)「生起」解(釋)抑或當(作)「轉變」解(釋)？ 

 

聽眾：「生起」。 

 

生起。代入它，「有種種相『轉』」即是「有種種相『生起』」；「種種相」是指「種

種我的相」、「種種法的相」。「法的相」是指什麼？「實」、「德」、「業」等等；「我

的相」是(指)什麼呀？「有情」、「命者」等等。當假設了有個「我」，就有種種「我」的

相狀(可以)講出來了，種種「我」的名相、種種「我」的相狀(可以)講出來了。如果你不假

設有個「我」，(就)沒有這麼多麻煩，對吧？假設世界上有些東西叫做「法」，於是這些又

叫做「五蘊」，那些叫做「十二處」，那些(叫做)「十八界」；這些叫做「實」，那些叫做

「德」，那些(叫做)「業」，有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有這麼多的「法」出現。 

 

現在解(釋)「轉」字了。這個「轉」字，是「(『轉』)謂隨緣施設有異」。「隨」著各

種不同的情境──這個「緣」字，是指「機緣」、「情境」；「隨」著各種不同的「機

緣」、「隨」著各種不同的「情境」，而說種種「我」的相狀、而說種種「法」的相狀。

(這)個「緣」(字)，佛家除了什麼的「緣」，(例如)這些叫做「預流果」，那些叫做「一來

果」；這些叫做「十地菩薩」，那些叫做「佛」，這些都是「我」的相狀來的。隨著什麼

「緣」，為什麼？「緣」字即是(指)「契機」；依據什麼的「契機」而說出這麼多的名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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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呢？(這是)為什麼呀？現在我們看一下，佛(是)由於什麼契機，為了什麼機緣而假說種種

這些叫做「預流果」，那些叫做「一來果」，那些叫做「阿羅漢果」等等，為什麼要這樣

呢？為什麼呢？為了要解決什麼問題呢？「緣」，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要度眾生，對吧？

所以要假立這樣多的東西。等於你是一位幼稚園教師，為了令那個幼稚園學生的知識慢慢增

加，你就(要)怎樣(做)呀？把很多積木(給他，)讓他(學習)堆砌(房)屋，又(或)堆砌其他古靈精

怪的東西，這些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一種機緣。什麼機緣？令那些幼稚園學生，令到他得

到知識，所以要設立種種(如)這個是積木，那個是用木頭砌成的汽車，甚至現在砌成一架小

型飛機會飛上(天上)去的也會有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呀？是為了某一種機緣，(這是)施設

的，(為了某一種機緣)而設立的。佛之所謂要說這麼多名詞，設立這麼多「五蘊」、「十二

處」、 「十八界」；這些又叫做「預流」、「一來」；那些叫做「十地菩薩」，他的契機

不外是令眾生了解，好像幼稚園教師想令那班幼稚園(學)生得到知識，而弄很多砌飛機、砌

房屋等等，(道理也)是相同的。「隨緣」，「隨」著各種不同的「緣」。「施設」，「施」

者，指「擺佈」。「設」是(指)「設立」。或者(指)「說出來」，「施設」當(作)「說出

來」。「有異」，(指)「有不同」。佛之所以說這麼多「我」、 這麼多「法」的名詞，是隨

著度眾生的緣而擺佈出、設立出這麼多的名稱而已，聽不聽得明(白)？ 

 

(至於)那些外道又怎樣呢？佛是為了度眾生，外道又怎樣？它都說是(為了)度眾生的

啊，不過我們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來說(，說)它的東西是假東西而已，在它(的立場)來說，它

都說(自己)是度眾生的，對吧？但在佛教(立場)來說，說它是什麼？隨著妄執的緣──沒有

那樣(東西卻)執(著)那樣(東西)，隨著妄執的緣而施設種種虛妄的「法」，我們(佛教徒)這樣

駡它。我們是這樣駡它，但它說你才是妄執，它不(認為自己是)妄執的，對吧？這樣說明不

明(白)？聽不聽得明(白)？隨著種種不同的緣而施設種種「我」的相狀、施設種種「法」的

相狀，「異」就是「不同」，(所以說)「有異」。「有種種相轉」都已經解(釋)了，這兩句

解(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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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下面就詳細解(釋)整句的意義了。「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假設有

外人質問佛教徒，「如是諸相」，「如是」者，(指)「這些」，「這些」種種的「我」相，

(例如)「預流」、「一來」；「有情」、「命者」(等)這些「我」相；(及，)「實」、

「德」、「業」；「蘊」、「處」、 「界」這些「法」相，「如是諸相」──這些種種

相，「若由假說」，如果你說通通是假東西，不是真東西來的，這樣的話，「依何得成」

呢？假一定要依真的，譬如我們弄一個假古董，一定先有個真古董才(能)弄假古董的嘛，對

吧？你弄一隻假老虎在這裡，世界上一定是有真老虎，我們才(能)弄假老虎的嘛，那麼，你

說種種「我」相、種種「法」相都是假的，那麼，那些真東西呢？(因為是)依據真東西來弄

出假東西的，「依何得成」呢？依據什麼真東西而弄出這些假東西呢？外人這樣問。聽不聽

得明(白)呀？於是下面解答：「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彼相」的「彼」，是指

「那些」。「相」是指「種種我相、種種法相」。「皆依」，(指)「都是依據」──不是依

據真的我，而是依據另一種東西，依據什麼？依據「識所轉變」出來的東西。依據我們每一

個眾生所有的那八個識，那八個識所轉變出來的東西；它就(是)依據我們識所變出來的東

西，假說為種種「我」、假說為種種「法」。外道是錯誤地假說，(而)佛教是怎樣呢？很巧

妙地將它來假說。 

 

那麼，「識所轉變」──識轉變了些什麼出來呢？它說世間與佛教都設立種種「我」

相、種種「法」相，都是依據我們識所變出來的那些東西而假說，那麼我們的識，變出什麼

東西來呢？這樣就要講到「變」字了，對吧？「變」有多少種呀？「變」有兩種，對吧？一

種叫做「因緣變」，對吧？(另)一種叫做「分別變」，記不記得呀？有沒有人不記得？記得

嗎？記得吧？記得的話就不用再講了。「變」的性質有兩種，一種叫「因緣變」，(另)一種

叫「分別變」。「變」的層次是怎樣的呢？記不記得呀？「變」的層次有兩種，一種叫

做⋯⋯記不記得呀？ 

 

聽眾：因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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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沒錯。「變」的層次，一種叫做「因能變」，(另)一種叫做「果能變」，對吧？

「因能變」即是怎樣？宇宙萬物的因，唯識家叫(它)做「種子」，對吧？這「種子」平時藏

在我們生命裡面，我們的生命，他(唯識家)叫做「阿賴耶識」。即是說種子是藏在阿賴耶識

裡面。那些是什麼種子呀？大致來說，有物質的種子，有心靈的種子，有各種事事物物的種

子。不過，簡單來說，可以說(是)八個識的種子──眼識有眼識的種子，耳識有耳識的種

子，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每一個識都有它自己的種子。那些種子

平時藏伏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做為萬事萬物的因──原因。萬事萬物都以它(種子)為原

因、(即)以這些種子為原因而得有的。這些種子平時瞓(眠伏)了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直

到「緣」具備──(即)條件具備，它(種子)就爆發出來，就發露出來；當發露出來，就成為

現實的東西了。即是說，譬如我們的眼識，(我們)閉上眼，現在我看不見(東西)⋯⋯譬如這

樣，(原本)我是盲的，看不見東西，但是現在有一個眼科醫生非常之厲害的，他勉強幫我弄

一弄它，(弄出)人工的眼，弄出來之後⋯⋯最主要的條件是視覺神經，對吧？他幫我弄一個

視覺神經，弄好我雙眼，於是我眼識的種子，平時我已經有眼識的種子，就算盲的時候也有

眼識的種子，只是欠缺了那個視覺神經──(因為)壞了、起不到作用，現在它(視覺神經)弄

好了，條件具備了，(加上)還有很多條件(配合)，(例如)有光線，又有相當的距離等等條件，

各種條件具備，你讀佛經，「各種條件」這四個字叫做什麼？眾緣。「各種條件具備」，在

佛經裡面叫做「眾緣和合」。那麼，當各種條件具備的時候，我眼識的種子就爆發，當爆

發，(眼識)就顯現出來了，好像那些燈光，平時已經有(接上了)電(源)，對吧？當打開那個

(開關)掣，條件具備(時)，(燈光就)立刻(開)著，本來沒有光的，就變有光了。我們本來有的

眼識種子，當條件具備，就發現了，就成為什麼？「看到東西」了。這個就叫做「眼識」，

對吧？以前只有「種子」，現在變了成個現實的「眼識」了。 

 

這個眼識，我們叫它做什麼？叫做「識體」──眼識的體。因為眼識都有眼識的實質，

「體」即是(指)「體質」，不是虛無的，是有體質的。本來眼識的種子，當條件具備，即刻

顯現而成為那個眼識的體質，即是說，眼識的體質就顯現了。這個眼識的體質，我們(幫它)



8 
 

改個名，叫做「自體分」。「自體」即是「自己的本質」；「分」者，我們先不理會它。自

體「分」，它是一部分，這叫「自體分」。這是眼識的本質。 

 

這是(第)一層的「變」。第一層，眼識的種子一轉變，就變出什麼？眼識的自體分，(這

是)第一重變，(即)第一個層次。當變出了自體分，那個自體分就一開(為)二，一個自體分，

開出成兩個部分。那麼不是很奇怪(嗎)？好像爆仗那樣爆(出來)？不是。自體分是本質，開

成(為)二是(它的)作用，(這是)有體有用。「體」就是叫做「自體分」，它的「用」──即是

它的「屬性」、「作用」，就開成兩種。說一句不切當的(話)，記住呀﹗你不要拿著我這句

說話來做根據呀，我是說一個譬喻，刺激一下你們而已。好像我們(中國)八卦裡面的太極，

對吧？自體分好像太極一樣，太極裡面好像兩條魚，一邊是紅的，(另)一邊是黑的，對吧？

(它)是(有)兩面的。即是(說)，太極裡面含(有)一陰一陽，對吧？它這個(自體分)又是一樣，

(這)個自體分，一裡面含有二。譬如我眼識的自體分，本來是眼識的種子，現在醫生弄好我

雙眼，本來我是盲的，現在我看到東西了，當我看到(東西)──眼識出現，當(它)出現一定

是有兩種(東西)的，第一種，是給我們看到的 image──影子、影像；如果沒(有)影像怎可

以叫「看到」？可以叫「看到」即是說有影像，對吧？沒有影像的話，即是說你看不到，對

吧？(道理)很簡單而已。 

 

耳識亦是(這樣)，可以叫做「聽到」，耳識裡面一定是有個影子的，有一個高低強弱的

聲音的影子，如果連影子都沒有的話，即是聽不到。所以(識體的出現)，必需一開二，開成

一個影子。這個影子怎樣來的呢？總之這個影子是有的﹗(它)怎樣來的？你想一下？譬如我

望著一個人，那個影子是怎樣呀？將那個人的樣子反映入來，對吧？是這樣簡單而已。譬如

我望著那個人，你估我真的是望到那個人(本身)嗎？(只是)看見(他的)影子而已，對吧？我們

普通的說：我看到那個人呀﹗這種思想是很樸素的。我們只可以說：我看到外面有個人，那

個人的樣(子)反映了入來我那個識裡面，就成為一個影子了。即是我的識好像那個照相機的

鏡頭，拍照是將那個人(透過鏡頭)反映入來成為一個公仔，我們在照相機裡是看到公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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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你怎會看到那個人(本身)呢，對吧？那麼，一定要有個影子(，或叫)「影像」，西方人

翻譯做「image」。只是有個影像是不行的，(只)有「影像」又怎樣？你不知道也是沒有用

的，還要有「我知道有個影像存在」，對吧？「知」是一種力量，(它)無形無相，「影子」

是有形有相；那種「知」的作用是無形無相的。那個影像、image 因為有形有相，就叫做

「相分」──有形有相的部分。你歡喜叫(它)做「影像」可以，歡喜叫它做「相分」也可

以。那種我能夠知道它(「相分」)的這種無形無相的「知」，你會問：無形無相是否有呀？

無形無相的東西一定是沒有嗎？譬如現在我肚痛，我知道我肚痛，「你知不知(道)？」你不

是死(了)的話，你就(會)知(道)嘛，對吧？無形無相都可以存在的，對吧？這樣呢，那個無形

無相，能夠「知」的這種作用，就叫做「見分」，借眼識(為例)來說，就叫做「見到」。(這)

個「見分」是廣義的，耳識都有「見分」的，耳識的「見分」是「聽」，對吧？免得用這麼

多名詞罷了，耳識應該用「聽分」，對吧？鼻識應該叫做「嗅分」，若果這樣分類，名詞不

是比現在還(要)多？都是不要這樣，通通用一個「見」字代表全部。(這是)「相分」(與)「見

分」。 

 

即是當我的識的種子起作用轉變成為識體的時候，這是第一重轉變。完成之後，就在那

剎那一開(為)二，成為什麼呀？相分(與)見分。明不明(白)呀？(這就)是第二個層次的變化。

你不要這樣認為：一、二、三，好像游泳那樣先划這隻手，再划那隻手。不是這樣啊﹗(是)

一剎那一起發生的，(講)理論的時候說它是分開兩層，其實是一下就來的，對吧？即是等於

小朋友搖跳板，你告訴他你這邊這個人壓低，那邊那個人就會升高了；你不要以為你第一秒

鐘壓低，第二秒鐘他才升高，不可以的，就在同一時候，你壓低，他就升高。所以(「變」

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做什麼？「因能變」，種子為因，變出識體。對吧？第二個層

次，識體是「果」來的，種子是「因」，識體是「果」；在「果」上面再變一變，一開(為)

二，叫做「果能變」，由識體變出相分(與)見分，(這)叫做「果能變」。(是)這樣「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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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於是眼識變出什麼？眼識的見分，我們叫它做「視覺」，對吧？眼識的見分所看

到的影子，是眼識的相分，我們叫(它)做「影像」、「相分」。耳識呢？同一樣道理，耳識

也有見分，叫做「聽」；耳識是「聽」那個高低強弱的聲音，這是耳識的「影像」、耳識的

「相分」。同一樣道理──我囉唆一點──鼻識(生)起的時候，又是有個見分，有個相分。

舌識(生)起的時候，又是一開(為)二，有見分，有相分。身識，譬如我摸到暖，這個

「暖」，就是我身識的相分，我「摸」──這種摸的作用，是身識的見分。意識呢？譬如現

在我的意識想什麼？我現在想孫悟空大鬧天宮，這樣去想；我這種「想」的力量，就是意識

的見分。我想的時候，我見到腦裡面那個孫悟空拿著棍胡亂地舞弄，好像做戲那樣，那個是

什麼？意識的相分。一個科學家在想，他要創立一個方程式，他在想的時候，就是他意識的

見分；他想的那個方程式，就是他意識的相分。第七末那識，記住，第七末那識完全是一種

衝動，不是有理性的，(它)沒有概念的，第六意識才有概念；前五識沒有概念，是第六意識

有概念。第七識沒有概念的，只是盲目的衝動，經常覺得有個東西是自己來的；在我們心靈

的深處，總是覺得有個自我。這種覺得有個自我的「覺」，是第七末那識的見分；那個被它

「覺」的「(自)我」，就是第七末那識的相分。對吧？ 

 

好了，第八阿賴耶識又怎樣呀？你先不要問，慢慢你自然就會知。第八阿賴耶識的作

用，見分是「攝持」，「攝」者，即(是指)「吸著」，「持」者，即是(指)「把持著」。或

者不要(用)「攝持」(兩字)，(而)叫「含藏」，或者(叫)「含攝」。那麼「含」著什麼？

「攝」著什麼呢？「攝持」好像一舊磁石攝著鐵粉一樣，阿賴耶識猶如磁石，鐵粉猶如種

子，被它(阿賴耶識)吸著。因為吸著，所以我的種子不會飛到你那裡，我偷了東西，犯了很

多罪孽，我這些罪孽的種子不會飛到你那裡，因為我那個阿賴耶識「攝」著我自己的種子。

同一樣道理，你老爸是善長人翁，做了不知多少好事，(但)兒子無惡不作；你老爸說我要減

壽給我兒子，我又要做些什麼來保祐我兒子，(這是)沒有機會(成功)的，對吧？除非你兒子

不作惡，對吧？因為你做善長人翁的種子怎會飛到你兒子那裡？你說佛的加持力幫我拿過去

呀﹗佛怎會做這些事情呀？佛不是萬能的，佛都不能這樣做的，對吧？所以呢，我是講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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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極端，不過我這個講法是真正了義的，如果你疼愛你兒子，最好(是)你教育你兒子，令他

不要作惡，令他做的行為都是好的，這就是同枱食飯，各自修行，(會)對你兒子有益。你說

你(要)做好事情來保祐我的乖兒子，這樣你就一定不成功的。我們是這樣一直推(論)下去

的，對吧？依著邏輯推(論)下去而已。 

 

好了⋯⋯糟糕，我忘記講到哪裡⋯⋯。第八識攝持著什麼？攝持種子。只要種子一有機

會，就(會)變(現)東西，變(現)東西之後，那東西裡面還是有種子的，它仍然攝持著種子。

(關於攝持)種子，是最普通的(是)，每一個人都有身體的，對吧？變身體有變身體的種子，

為什麼呀？每一個細胞都是存在的，都有它的種子嘛，種子是一種力而已，被它(阿賴耶識)

攝持著。頭髮是黑的，黑有黑的種子；頭髮摸上去是堅硬的，堅硬有堅硬的種子；(把)頭髮

分析起上來，有磷質的，磷質有磷質的種子。無數多的種子都是在阿賴耶識裡面，它呢，你

未出生已經具備，出生後慢慢培育出烏溜溜的頭髮；又有鼻子，鼻子是軟的，骨頭是硬的，

等等。各種(東西有)各種(種子)，無量多的種子，都被阿賴耶識吸攝著，當遇到機緣它就出

現。它出現的時候是否走了？不是，它內部仍然是種子來的。譬如我的頭髮是黑的，黑是表

面而已，黑的內容、內蘊仍然有黑的種子，這個黑的種子仍然被我的阿賴耶識吸攝著。因為

這樣，所以我頭髮的黑不會飛到你那裡，我頭髮的白亦不會黏到你的黑，各人(的阿賴耶識)

吸攝著(各人自身的種子)。 

 

那麼，阿賴耶識的見分是什麼？阿賴耶識的見分是「吸」、「攝」、「持」、「含

藏」。(它)那個相分是什麼？那些「種子」就是它的相分了。還有，種子變出我們的身體出

來，對吧？即是說，我身體就是我阿賴耶識的相分，對吧？譬如辛漢威在這裡，他在這裡，

就是他阿賴耶識所變的辛漢威的相分。我在這裡舞手弄腳，就是我阿賴耶識變出來的相分。

為什麼我會活動呀？那些種子一起一伏，我便活動了。即是說，阿賴耶識的見分就是那種

「攝持力」，對吧？(或叫)「含藏力」。阿賴耶識的相分呢？簡單來說就是那些「種子」；

詳細一些來說，(由)種子所變出來的「身體」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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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中斷] 

 

⋯⋯即是說這棟樓是你的，這棟樓所屬的種子(就)是你阿賴耶識的相分，對吧？是阿賴

耶識的相分。這樣呢，明明這棟樓是(用)紅毛泥、石屎等等(做的)﹗但無論是紅毛泥或其他

什麼都好，總之都是你的種子變的。那麼為什麼這些是你變的，而我又見到呢？(這)又另當

別論，現在不是解釋這個問題，對吧？問問題要分得清楚，不要這裡問一下、那裡又問一

下，這樣你會搞不清楚的。即是說，你所有的物質現象，都是你阿賴耶識的相分。你說：我

見到茫茫太空呀﹗這是(屬於)誰的？你所見到的茫茫太空是你阿賴耶識的相分。你說：我見

到(太空)的框(架)而已，太空裡面還有倫敦、有巴黎，難道這都是我(阿賴耶識)的相分？對

了﹗倫敦、巴黎，都是你阿賴耶識的相分；不只(這樣)，整個太陽系都是你阿賴耶識的相

分。明(白)了吧？你說：這樣會不會比較玄妙？比較空洞？(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講哲學不

談空洞不空洞的，對吧？(它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我不是講那個問題，現在我不過(是)順

便講給你聽。 

 

即是說，當每一個識出現的時候，都是一開(為)二，分成相分(與)見分。這叫做「轉

變」。由種子變出識體，就叫做「因能變」；種子是因，識體是果，由因變果，就叫「因能

變」。那個識體能夠一開(為)二，識體是果，(在)果上再變，這就是「果能變」。(有)兩重

變。一言以蔽之，即是說⋯⋯再解釋「變」字，「轉變」⋯⋯(應解釋)「轉」字。「轉」

者，即是「轉變」，(論說：)「依識所轉變」。那麼怎樣「轉變」？「轉變」不外兩種變

法，一、因緣變，二、分別變。第二(點)，變的層次有什麼呀？有「因能變」，有「果能

變」。(這是)「識所轉變」。 

 

「彼相」，即是那種種「我」相、種種「法」相，「皆依」識所變出來的相分(與)見分

──「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譬如我說，這個叫做「宇宙」，施設「宇宙」這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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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宇宙」是什麼？我阿賴耶識所變出來的相分，依著這樣來假施設而已。(又譬如說：)

這個是我的身體呀。(這)是依據什麼(而說)？是依據我阿賴耶識所轉變出來的我的身體而假

施設叫做「我的身體」，「而假施設」是這樣解(釋)而已。聽不聽得明(白)呀？ 

 

好了，現在要解釋「識」字：「『識』謂了別」。這個「識」字，梵文是用兩個字(來

表示)，有時用「vijñāna」 這個字，即是(指)「了解」，它是這樣解(釋)的。有時用

「vijñapti」，這個字是什麼(意思)？「表現」、「顯現」，這樣解(釋)。這兩個字，其實都

是(同)一個意義，因為「了解」者，即是有一件東西在你面前「顯現」，是這樣解(釋)的

嘛；如果沒有一件東西「顯現」，怎樣(稱得上)叫做「了解」？所以「了解」亦即(是)「顯

現」。「顯現」者，說有一件東西「顯現」在你面前，不就即是(等於)說你「了解」這東

西？所以，「vijñapti」與 「vijñāna」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唯識」這個字並不是用

「vijñāna」的，是用「vijñapti」；因為這樣，所以有一些日本人就說「唯識」這兩字應該

要(翻)譯做「唯表現」，原因就是這樣。 

 

那位霍韜晦先生──我的學生──他說玄奘法師(翻)譯「唯識」是(翻)譯錯了，應該要

(翻)譯做「唯表」，(他)這樣(說)。其實就不是(這樣)的。玄奘法師是了解、知道這個

「vijñapti」是「表」這個解(釋)，並不是不知道；但他(玄奘)認為在這裡應該(翻)譯做「識」

(字)比較妥當。而且不是玄奘法師錯，(而)是什麼？玄奘法師之後的義淨法師，還不是一樣

(翻)譯做「唯識」？玄奘法師不懂得而已，(難道)義淨法師又不懂得？這樣巧合？﹗ 

對吧？玄奘法師之前是誰？真諦法師，(他)又是(翻)譯做「唯識」，(這樣)錯就錯在真諦了。

與真諦同時(代)的，北方有一個叫做菩提流支(的法師)，又是(翻)譯做「唯識」，(難道)四大

唯識家都錯？﹗(只有)你一個不錯？﹗世界沒有這樣(的事)。所以日本人的那些說法，有時

候是吹毛求疵，不夠廣泛。所以有位日本教授批評這種說法，他說這種就是「未經深思熟慮

之說」，就是這樣的原因。所以仍然應該用「識」字。譬如現在解(釋這)個「識」字，

「『識』謂了別」，它不當(作)「顯現」解(釋)，「了」，即是「明了」；「別」，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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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明了辨別的力，「了別」即是現在所謂的「認識」(，是)這

樣解釋嘛，(是)「認識」、「認知」。(「識」是)一種「了別」的力。 

 

好了，它說又有所謂的「心所」，那什麼叫「心所」呀？它告訴你：「此中『識』言亦

攝心所，定相應故」。「此中」，即是(指)「這裡」，這裡「識」這個字；「言」即是(指)

「這個字」。「識」這個字呢，「亦攝心所」──亦包括心所在內的。為什麼呢？下面說出

理由：「定相應故」。即是(說)「心所」不能獨立活動的，一「定」要與那個識「相應」，

然後才可以活動的。「相應」者，即是(指)「(互)相聯繫」，一定要與那個識「(互)相聯

繫」，然後可以活動。所以，我們一說到「識」字，就包括「心所」在內了。 

 

(接著)下面就解(釋)「變」字：「『變』謂識體轉似二分」，要把下面那句(連著)一起讀

才可以，「相見俱依自證起故」。它說現在解(釋這)個「變」字，意思是怎樣呢？「謂」這

個字，即是(指)「就是」，(關於)「變」呢，「就是」(這樣的意思)。「識體」，剛才已說

了，是(指)「識的自體」。「轉似二分」，「轉」是(指)「轉變」、「在轉變」。「轉變」

出什麼呀？「兩」部「分」。(這)兩部分是什麼？一部分叫做「相分」，(另)一部分叫做

「見分」，(這是)「轉似二分」。 

 

識體，叫做「自證分」。為什麼識體叫做「自證分」呢？譬如一種東西──你看一看我

(那)本《唯識方隅》(就)會清楚一點了──這一劃代表「相分」；這一劃代表「見分」。譬

如我眼識的視覺看到一個影子，那「相分」後面，可能有個本質、有個實質，對吧？譬如我

看見一個人，可能那個人有個實質，那實質影響到「相分」，對吧？「見分」見到「相

分」；但那互不相干呀，一定(要)有關聯才可以，於是⋯⋯這個是「識體」，(即是)「自體

分」。由「自體分」開出「相分」(與)「見分」的。「自體分」又叫做「自證分」──

「自」己「證」明。先談三分，暫不談第四分。譬如，「相分」猶如一匹布，「見分」猶如

一個人去量(度那)一尺、二尺的那匹布，對吧？這個「自體分」(猶如)那個人的智慧，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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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布匹的時候要數著一尺、二尺的嘛，對吧？(這樣「自體分」就)一開(為)二，這個「自體

分」由「種子」(變出來，)當(它)出現的時候就即刻一開(為)二──「見分」(與)「相分」，

對吧？「相分」就是那個「影像」，「見分」就是「看到那影像的力」。「相分」(與)「見

分」都是依據「自證分」而起的，(它們)不能自起的，(這就是)「相見俱依自證起故」。 

 

再看下面，(第)142 頁，第一行：「依斯二分施設我法」，世間上每個人都說這是

「我」、那些是「有情」，那些是「命者」；佛又說這些叫做「預流」、那些叫做「一

來」，這些叫做「菩薩」；那些外道又說這些叫做「實」、那些叫做「德」、那些叫做

「業」；佛家又說這些叫做「五蘊」、那些叫做「十二處」、那些叫做「十八界」等等，都

是依據什麼？依據我們八個識所變出來的那些相分、見分──「依斯二分」，就是依據我們

那八個識，各個識所變出來的相分(與)見分，「施設我法」，勉強「施設」──即是(指)

「假設」──叫做「我」、叫做「法」，(這是)「施設我法」。 

 

它說：「彼二離此無所依故」。「彼二」者，即是(指)「我」與「法」這兩種東西，

「彼二」即是「那兩種東西」。那「我」與「法」兩種東西，是「離」開「這個」我們八個

識的相分、見分，是「無所依」故，是無依據的。所以我們說宇宙萬象不外是依據我們八個

識的相分、見分而假施設而已。這已經是一個段落，(即是)一個說法了，對吧？它(本論)恐

怕別人不(明)白，(所以)又引第二個論師的說法：「或復內識轉似外境」。(「或復」是指)

「又可以這樣說」。「內識」即是(指)「內在的識」，「內在」即是(英文的)「internal」，

內在的識。「轉」變，變出很「似」是「外」在的各種對象、各種「境」界。這是「內識轉

似外境」。它說這種(說法)亦可以。它說為什麼我們內在的識會轉變出似外在的境界呢？它

解釋(這)個理由：「我法分別熏習力故」。向上數，不能找到起點，記住﹗記住﹗講到這裡

要記住，很多哲學家、很多宗教家都談第一因──這個世界最初是什麼東西。佛家就叫人切

不可(以)談第一因，因為當你說到第一因，你就會走進牛角尖；走了入死胡同的話，你就不

能自拔的。因為當你說到第一因，一定(有)兩個過失是你解決不到的，第一，有「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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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即是)有一個無窮的過失，你(說)的「因」一定是無窮的，為什麼呢？譬如你說：世

界是由原始天尊造出來的。好，他(會)問你，世界是存在(的，是)不是？是，世界是存在

的。那麼，原始天尊這麼厲害，會造(出這個)世界，衪是否存在的呢？當然是存在的﹗好

了，世界是存在，世界裡面五花八門那麼多東西都是存在，原始天尊亦是存在。現在是你相

信原始天尊而已，我還未(相)信啊，對吧？現在先放開(，不談原始天尊)。世界上凡是存在

的東西，都是有原因作出來的，對吧？譬如汽車，要透過鋼鐵、汽車廠、工程師等等各種條

件配合，而創造出那輛存在的汽車。(又，)這棟大廈是存在的，(它)都(是)靠什麼(東西造成

的)？要靠建築工程師、靠磚、瓦、木、石(等)各種東西造出來的。即是凡存在的東西，一定

被其他的東西作出來的，對吧？如果你(說)的原始天尊是不存在的，那就不用說了，(衪)不

存在的話，不如省一些話還比較好；如果你說原始天尊是存在的，好了，他就會說，就我們

所知的、我們的知識範圍裡面，凡存在的東西都一定有東西作它出來，如你所說，這個世界

的存在是透過原始天尊(創)造它出來的，但是你原始天尊又是存在的，亦應該有一個「原原

始天尊」作衪出來才對啊；那個「原原始天尊」，又(要)有一個「原原原始天尊」作衪出

來，(那)豈不是那個原始天尊一直延伸到無窮？你說不是啊，我的原始天尊是萬能，怎會與

你(說的那個相同)呢？你說衪萬能而已，萬能或不萬能是後來講的事，我現在未承認，我現

在只是問你(衪是)存在(或是)不存在。科學不外是歸納而已，我們歸納到我們的知識範圍、

經驗範圍裡面，我們知道凡存在的東西，都一定有東西作它出來，既然原始天尊是存在，你

(說的那)個原始天尊就一定有東西作衪出來，一直推(論)上去就(是)無窮，這樣就是「無窮

過」，對吧？那不就是一個死胡同﹗不說(出來)好過說(出來)？說出來就是「無窮(過)」﹗ 

 

第二，你說不是，衪是特別的，(若說衪是)特別的(，就)是「不平等過」。為什麼？同

是存在，你說你的(原始天尊)厲害一點，不需要(靠其他東西作)，其他的東西就要(靠其他東

西作)，你有什麼理由(這樣說)？你說：衪是神聖的﹗你說衪是神聖而已，對吧？只是你說而

已，我還沒有說(承認)衪是神聖，對吧？不能只是你說就可以的。(情況)就是這樣，又是死

胡同來的。你又說：(這是)我的信仰﹗你說信仰而已，(但)我不(相)信呀，要我(相)信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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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即是他沒有辦法征服到你。 

 

好了，(這是説，)佛教是不承認有第一因。你一說便錯，(所以)最好不說，因為我們不

可能推(論)到有第一因的。因為世界推(論)上去不能找到起點，你先找到起點才能找到第一

因，對吧？譬如你去祝酒，(要知道)由哪裡起酒，然後才能說(去祝酒)的。你都找不到那個

起點，說什麼第一因呢？所以(佛教)不說第一因的，記住呀﹗如果你說第一因，就錯了。這

是佛家說的。中國的《易經》，佛家是看不起它的，(但)你們這班人覺得《易經》很了不

起。為什麼？「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最初只是混然(的)一個太極──第一因；太極裡面

含有陰陽二氣──(這是)「是生兩儀」；由「兩儀」生「四象」──「老陽」、「少陽」、

「老陰」、「少陰」。「四象」互相磨盪，而生「八卦」；由「八卦」變成「六十四

(卦)」；(每一卦)又各有「六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一直這樣(開展出來)，這是說第一

因的。 

 

在佛家來看，在印度裡面，數一下都不知有幾多(這種說法)﹗你就覺得了不起。但是，

你會問我──(但)你不要問我──羅生，你又覺得(怎樣)？我又覺得未必，不要學佛家這種

說法，因為我都是中國人，不要把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東西看得這麼低，對吧？「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是(有關)時間的。凡是說到起源，就有兩種說法，一種叫做「時間的起源」，

第一秒鐘先有太極，第二秒鐘再產生兩儀，這(種說法)是不通的。「時間起源」的緣起是不

對的。但是說「理論的緣起」是可以的。即是說因為有我這個身體，所以我會吃東西⋯⋯

不， 

因為我有身體，所以我會活動，(應該)這樣(說)。不是說第一秒鐘有身體不會活動，第二秒

鐘會活動，不是這樣；有身體，就同時是會活動的。這不過是在說(出來)的時候有次第，對

吧？不是說是真正的「時間次第」，這是(說得)通的，對吧？等於你佛教說的「真如為

體」，萬物都以真如為體。你說「真如為體」就可以，我說「太極為體」就不可以嗎？(兩

者)一樣的。即是不說「時間的緣起」，(這是)不通的。猶如《大乘起信論》經常被人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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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先說本來一片真如，後來忽然起妄念，就(成)無明，這樣(說)。(若從)「時間的緣起」(來

看)就錯到了不得，所以有些人說它是外道的東西。但是你說不是「時間的緣起」，是「理

論的次第」而已，這樣它亦(是說得)通的。 

 

好了，今日講到這句(為止)。「我法分別熏習力故」，留待下一次再講。現在(時針)是

(指到)二十五分鐘，我(會)講到四十分鐘。因為要說到名相，我們看回《百法明門論》。 

 

(上次)講到哪裡？《百法明門論》裡面，第一種「心法」，即是八個識，已講過了，對

吧？第二種「心所有法」，有六位，對吧？六位之中，第一位叫做「遍行」心所， 已講過

了，「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第二位，就叫做「別境」心所，

講過了沒有？未說到？「別」就是(指)「特別」，「境」就是(指)「對象」、「境界」，在

一種特別的境界，即是特別的對象才出現的，(並)不是說凡有對象它都出現的。怎樣叫做特

別的對象、特別的境界呢？境界即是對象。所謂「別境」，有這幾種「境」，第一種，是指

什麼？「曾」就是(指)「曾經」，「習」者，(指)「熟習」，「境」即是(指)「對象」、「境

界」，曾經摸過、見過的，曾經熟習過的那些對象。例如是什麼呀？昨晚你作了個惡夢，今

日回憶它，那惡夢是曾經作過的，這個就是特別的境界了。 

 

第二種，所希望的境，現在未出現，(但)我們希望它出現的那些境。例如，你還未發

財，現在你希望發財，(這個)就是你所希望的境。 

 

第三種，決定境──決定無疑的。譬如我見到他，我看清楚他，決定(他)是男人、決定

不是女人，(這就是)決定境，毫無疑惑的。這是決定境。決定境的相反的(境)是什麼呀？懷

疑的境、猶豫的境，對吧？ 

 

第四種，所觀察的境。譬如現在我正在考慮、正在觀察的那這種境；有些(境是)我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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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我不理(會)的。即是它所注意、觀察的那些境。 

 

所謂「別境」，普通來說是指這四種境。(這是)「別境」。即是說有些心所，一定在這

四種境界中隨便一種境界才會出現的。這些心所，就叫做「別境」心所。 

 

「二、別境五者」，即第「二」位心所，「別境」心所有「五」個，是哪五個呢？

「一、欲，二、勝解，三、念，四、定，五、慧」，就有五個。第一個，就叫做「欲」心

所，那東西我未得到，(而)我想得到，這就叫做「欲」。「欲」就是「希望」。記住呀，

「欲」字與「貪」字(是)不同的，「欲」是想(得到)而已，對吧？「貪」就不是了，不只想

(得到)，(還)經常想佔有的，對吧？但我們時時讀經讀到「貪欲」(兩個字)一起用，(這)又如

何(解釋)呀？「貪欲」(兩個字)一起用的話，就是(指)什麼？往往「欲」心所出現的時候，帶

有「貪」一同(生)起；或者當「貪」心所(生)起的時候，同時它又很「欲」的，其實就兩種

心所不同。「欲」，有些是很好的「欲」，譬如我現在「欲」成佛，你說這多好呀，對吧？

「貪」就不是了，我「貪」某些東西，(這)是壞的呀，「貪」字是污糟邋遢的；「欲」可以

是很好的。(這是)第一個「欲」心所，對於所希望的境而(生)起「欲」；(那麼)對於它不希望

的境生不(生)起「欲」呀？不(生)起「欲」的。(這是)「欲」。 

 

第二個，叫做「勝解」，有時候又叫做「信解」。對於一件事情覺得毫無疑惑的，於是

你就有一個好清楚的了解，直情相信它是這樣的了，這就叫做「勝解」。「勝解」即是什

麼？對於那些決定的境，然後才(生)起「勝解」的，對於猶豫不定的境，它不會有個「勝

解」心所(生)起的。 

 

第三個別境心所，叫做「念」。「念」即是(指)「回憶」。對於曾經熟習的境界，然後

才會回憶的，所以是在一種特殊的境界才(生)起的。(這是)「念」。「念」很有用的，你想

入定，就要(用)「念」心所。所謂定，我經常這樣說，譬如你觀著一個佛像，我現在想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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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的樣子，第一個刹那想這個佛像，到第二個刹那，就回憶番前一個刹那想的那個佛像，

第三個刹那又回憶番第二個刹那那個佛像的樣子，如果不回憶又怎樣？前一刹那佛是肥的，

下一刹那佛是扁的，那就會混亂了；但(若)有回憶、有「念」心所，如果你是修定的老行尊

的話，整個小時想到有個佛坐(在那裡)都可以的，每一秒鐘，即每一個刹那回憶番前一個刹

那，掛勾一樣勾著的，這個是「念」。因為你如果想入定，一定要靠這個「念」，後一秒鐘

與前一秒鐘勾著，這樣你個心就定了。 

 

(第四個別境心所，是)「定」。「定」又叫「三摩地」，舊譯譯做「三昧」，是(梵文)

「samādhi」這個字。「samādhi」這個字的原來意義，是「等持」這樣解(釋)。「等」

者，是「連續」、「相似相續」，後一刹那與前一刹那的活動情形很相似，又連續的，這就

叫做「等」。「持」即是(指)「控制」，每一個刹那心都是相似相續的、控制著的，這種控

制力就叫做「三摩地」，(又叫)「等持」。我們用意譯(的話，)譯做「定」。這個「定」是

(指)「精神集中」，(英文是)「concentration」。(這是)「定」。在什麼情形，什麼特別的境

界才(會生)起「定」呢？(在)所觀察的境，你就會(生)起「定」了。你不想觀察的境你是不會

(生)起「定」的。 

 

(第五個別境心所，)「慧」呢？「慧」是一種抉擇力。「抉」是(指)「決定」──這種

東西是對的，(或)錯的；這樣事情是好的，我們應該做的，或者不應該做的。「抉」就是

「決定」；「擇」即是(指)「選擇」。這種決定、選擇，以及判斷，這個就是「慧」了。即

是英文的「wisdom」──「慧」。對於什麼特別的境界才(生)起「慧」呀？對於所觀察的境

(生)起「慧」。「定」與「慧」都要(是在)所觀察的境才會(生)起，否則不會(生)起的。所以

它(「慧」)是別境心所。 

 

每一個心所都有它的本質，你看那些書，會說(到)它的「自性」，「自性」就是「本

質」。還有，它的「業」，(即)「業用」，「業用」者，指它的「效用」。每一個心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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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的「自性」，有它的「業用」。這樣呢，每一個心所以什麼為本質，以什麼為效用呢？

你將來讀《成唯識論》讀到後(面)部分(時)，它會很嚴格地告訴你知；在未讀到那一部分，

我看要明年才讀得到，當你讀到那部分，你可以看我那本《唯識方隅》。(在)《唯識方隅》

裡面，每一個心所以什麼為本質、為自性，以什麼為業用，我有說明給你的。 

 

以上說明了十個心所了，五個「遍行心所」：「觸」、「作意」、「受」、「想」、

「思」這五個「遍行」心所；五個「別境」心所：「欲」、「勝解」、「念」、「定」、

「慧」(這)五個；總共十個。當我們說到心所的時候，我們(會)分開它有實有假，有些心所

我們叫它做「實」，有些心所我們叫它做「假」。怎樣叫做「實」？怎樣叫做「假」呢？是

否很麻煩呢？你現在覺得麻煩，遲一些你就覺得不麻煩。「實」，即是(說)它有自己的種

子，有它自己的種子的就叫做「實」；沒有它自己的種子的，(那它只)是另一樣東西來的，

不過在某一樣東西的另一個角度改多一個名稱而已，(這)就叫做「假」。那麼，這五個「遍

行」心所是「實」還是「假」呢？「實」的﹗五個「別境」心所是「實」還是「假」呢？

「實」的﹗每個(心所都)有它自己的種子。即是當我意識(生)起的時候，意識有意識自己的

種子；與意識一同(生)起的一定有五個「遍行」心所，當意識(生)起，有「觸」──接觸

境。「觸」有「觸」自己的種子。「作意」，即留意，留意有自己的種子。「受」、

「想」、「思」都有自己的種子。 

 

譬如我意識生起，(就)有一個意識種子，再(加上)有五個「遍行」種子一同(生)起了；剛

巧我又「欲」──想(得到什麼)，這就多一個「欲」的種子(生)起了；我(對我)想的東西很清

楚地想，(那就有)「勝解」種子了；忽然間我又回憶以前的東西，又(有)這個「念」的種子

了；我現在集中精神在這裡想的時候，(就有)「定」的種子了；我又在思惟抉斷什麼對，什

麼不對的時候，又有「慧」的種子了；可能有十個心所的種子與一個意識的種子，加上來十

一個(種子)一同(生)起，好像十一彩套色一同照出來，(生起)活動。這樣我們懂得五個「遍行

(心所)」，五個「別境(心所)」了。其他的「善心所」留待另一日再講了。 



22 
 

好了，就這樣，是這麼多了。如果有問題的，你可以問我；沒問題的可以自己走人去吃

飯了。  

 

 

 

 

 

 

 

 

 

 

 

 

 

 

 

 

 

 

 

 

 

 

<第十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