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子一」就是「一切智的一切相加行」。「今初」，即是「子一」。就看看是

什麼。「知如來出現」，一撇，即是第一種。智相的第一種，他舉出十六種相。一

撇；「世界無壞性」，一撇，即是第二種；「有情諸心行」，第三種；「心略」，第

四種；「及」，有個「及」字就不用一撇了。「有情諸心行」然後一撇；「心略」是

第四種；「及外散」，第五種。「外散」，一撇。

「知無盡行相」，第六種，一撇；「有貪」，「有貪等」，第七種；「及無」，

一撇，第八種；「廣」，一撇，一種了，即是第九種；「大」，一撇，第十種；「無

量心」，一撇，第十一種；「識無見無對」，一撇，第十二種；「及心不可見」，一

撇，第十三種；「了知心出等」，第十四種。「除此等所餘，知真如行相」，一撇，

「除此等所餘」一撇，「知真如行相」，又一撇。這兩句合起來，又一種了，即是第

十五種；然後，「能仁證真如，復 他開示」，一句，這樣是第十六種；然後，「是爲

攝一切智」不用撇，「 品中諸智相」，一句。

很亂糟糟，對不對？你讀不慣的話，很難讀，有人說法尊法師都不知道他會不會

譯的？我說，不是不會譯，只是譯得不暢順而已。你不會只是你自己看不慣而已，他

不是不會譯。現在就逐種講了。講一切智加行，一切智的一切相加行。第一種，第一

種，第一種相狀，就是「知如來出現」。他，如果有佛出世，他都未成佛，他就會知

道，會有佛出現的了。又或者見到佛，見到他的樣子就知道他是佛來的了。他有這樣

的智慧。

來看看散文：「一切智加行」，即小乘人那種人無我的智的加行，總共有「十六

種相」。十六種相是什麼呢？「謂由修一切智加行 依，知如來出現世間」，一句。爲

這樣不容易看。他說，他由於他的一切智的加行的力量為依據，他就知道有佛出現於

世間，什麼時候有佛出現於世間。即是甚麼？即是偈頌裡面那句「知如來出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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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不過，你一搞定它，寫下一二三四地對證下去，它又不深了。

你覺得深不深？不深。你現在烏林林來把它這樣來對，你會覺得深，可能你花兩

小時都未必搞得到。好了。第二種，「世界」，先看偈：「世界無壞性」。我們看見

這個世界，會壞的，對不對？成住壞空，會壞。但他說，在勝義諦中，根本世界沒有

壞。世界有壞只是世俗諦的。在勝義諦裡面，根本不會見有山河大地。既沒有山河大

地，那又怎壞？根本是沒有壞的。記住了。

這個「無壞」是什麼？勝義諦中。這個世界，在勝義諦中根本是沒有壞的。「世

界無壞性」。即是說，你能夠修這種智，修這種加行，你會知道這個世界，說它是有

壞的，是假相來的。實際沒有壞相。

看回散文：「通達世間勝義無壞慧所攝智」一句。他說，能夠通達，即是證到，

證到什麼？「世間」，見到這個世間，這個世間，如果這個世間在勝義裡來看，根本

是無壞的。這種菩薩有這種智慧。這種智慧能夠證到、知道，或者證到，高級的證

到，普通的知道這個世界是無壞的。因為我們有這種慧所攝，所攝的智，即是屬於這

種慧的智。我們有這種智，我們就知得道、我們就能夠通達，這個世間見到有壞的，

都是幻相，實相是無壞的。那樣就是第二種了。「世界無壞性」。

第三，「有情諸心行」。他知道，那些眾生的眾生，世界上的眾生、那些有情，

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心的活動。「心行」者即是心的活動、心的狀態，即是精神狀

態。「心行」即是精神狀態、心的狀態、心的活動。他能夠了解一切眾生，知道眾生

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心行。「有情諸心行」就是第三種了，對不對？我們看回散文：

「了知 生無量心行」一句。上文「所攝慧」一句，這裡一句。「心行」一句。衆

他又，先看散文：「心略」，一撇。怎樣叫「心略」呢？「略」者攝略。什麼叫

「攝略」？收歛、集中。即是精神集中。收歛、集中，叫做「攝略」，即收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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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眾生的心，不是，是他知道自己的心，「我現在心集中了」，攝起來，攝即了

了然的。聽得明嗎？入定要這樣的，那個心沒有好像自己什麼魂遊他方，我自己⋯⋯

做夢，心略。看回散文：「於補特伽羅無我知心攝略」一句。攝略，心凝聚，凝聚在

哪裡？是不是凝聚在鼻尖？凝聚在腳趾上那樣？不是。

這個攝略主要是什麼？攝略於補特伽羅無我的智慧。即是一切眾生都無實我的，

都是五蘊為緣所造成，並無實我的。時時心凝聚在這點，即是不要有我見，即是精神

無我。行嗎？行就解下面第五個：「及外散」第五種。他又心散了。忘記了補特伽羅

無我，走去想別的東西，散，散亂。這個都是講修止觀的時候的情況。心散亂。本來

他常常修無我觀，一切智，那些小乘的人修無我觀，現在心一散了，看別的東西，那

怎樣？叫做「外散」。內，在定中的叫做「內」。出了定，在外面就叫做「外」。外

散即是向外散，自己的心向外散的時候，即當他修止觀的時候，心向外散，你自己又

清楚。「外散」，第五種了。

「猶如」，「知無盡行相」，第六種，一撇。他又知道，當他修止觀的時候，他

又知道什麼？心，各個自己的心，無量。這個心「猶如虛空」不可盡的，見到心。會

有這樣感覺的。你試過沒有？元朝有一個不信佛的理學先生，但他常常打坐。很多不

信佛的人都一樣會打坐。忽然間有一日，覺得自己的心，「覺此心如一片長空」。覺

得自己的心在定中，好像一片虛空、長長的虛空，無窮無盡、無邊無際的。「知無盡

行相」。知心活動的相狀是無邊無盡的。你看看這裡：「猶如虛空知心無盡相」一

句。第六。我們休息一下。

講到第六，對不對？「知無盡行相」，對不對？第七，「有貪等及無」。他在修

止觀的時候，他知道內心還有沒有貪，「等」是「等」什麼？瞋、痴，有沒有？貪

「等」是「等」什麼？瞋、痴、慢、疑等等。他很清楚。所以佛家的心所都是什麼？

是定中看的心念，看到覺得沒有問題，便定出名字來，不是用機械，不是代表別的，

完全是內觀，在定中，一定清楚。有沒有貪、有沒有瞋、有沒有痴、厲害不厲害？

「有貪等」，第七。「有貪等」，第七。「有貪等」，第七。即是散文：「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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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貪等，等取有瞋有癡」一句。然後，「及無」，一撇。第八，即是無貪。

「又知」，這個「無」即是沒有，「又知」，即散文：「又知心無貪無瞋無癡等」。

「等」是「等」什麼？無慢、無疑、無惡見等。一句，這樣第八。下面第九，

「廣」。「廣」字，一撇。「廣」字即是什麼呢？看散文：「又知心行廣大」，一

句。又知道我們心的活動的範圍是很闊的。你自己看得到，在修止觀的時候看到。就

是「廣」字。

「大」，一撇。偈那裡：「大」一撇。看見嗎？「大」一撇。看散文：「又」，

「又知於名言中大心」。「大心」即是什麼？「名言中」即是世俗諦。俗諦中，在世

俗諦中，心，有人的心的範圍很闊，活動很大。看回「大」字就是第十了。下面，第

十一，「無量心」，一撇。這是第十一。看偈：「又知於勝義無量心」一句。「大」

就是指在世俗諦的。這個「無量心」是指勝義諦，即是觀察勝義諦的時候的心。

「大心」是指觀察世俗諦的時候的心。又知觀察勝義諦的時候的心，心量是很廣

大，廣大到好像無量那樣。這句是這樣讀的：廣心、大心、無量心。對不對？廣心就

包括勝義諦、世俗諦兩方面的；大心是指世俗諦裡面的；無量心就是指觀勝義諦的時

候的。又到下面：「識無見無對」，這是第十二種。修止觀的時候在定中他會看到，

我們六識，眼、耳、鼻、舌、身、意這六識，「無見」，見不到的；「無對」，它的

活動不會跟外面物質相碰的。「識無見無對」。看回散文：「知心於眼識等無見無

對」一句。知道我們的心，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都是不會阻礙、

「無見」，見不到的，「無對」即是沒有障礙的、不會碰得到。然後，「及心不可

見」。

又知道，與及知道，這個第十三種了。我們的心用五眼都不能見的。又可以這樣

解，我們如果照法尊法師這個譯，五眼的心是我們見不到。五眼的心是甚麼？五眼的

心都是心來的。記不記得？五眼。那首偈，記不記得？「天眼通非礙」，意思是，那

些出家人平常時 隔牆可以看東西的。看隔離，通，沒有障礙的。第二，肉眼。這⋯⋯

兩種眼都是果報眼來的，異熟眼。生天的眼和生人間的眼，「肉眼礙非通」，肉眼有

4



障礙的，隔牆看不到東西的。法眼。「法眼唯觀俗」。

法眼就只是用來了解世俗諦的，不能了解勝義諦的。世俗諦即是有為法，勝義諦

即是真如。法眼只是看世俗諦，看不到勝義諦的。這個法眼是什麼？這個不是真的

眼，不是異熟眼。法眼即是什麼？那些見了道的人的後得智，在世俗諦。 後面這一

種呢？這種呢？觀空的是什麼眼？慧眼。慧眼直接與慧字一樣解，「慧眼直緣空」，

只是看空，這個空是空性，即是真如。慧眼，慧眼即是什麼智？慧眼是智，是根本

智。慧眼是那些羅漢，已經得了預流果或大乘初地以上那些根本智來的，觀空的。還

有什麼？還有什麼眼？佛眼。佛眼最厲害。「佛眼如千日」。其實佛眼，即是佛的四

種眼。我們四種，佛就一種，就四種齊。一種眼有四種用途。

「佛眼如千日，  照異」，它照出來的功用是不用、異；「體還同」，本質還是

一個而已。記住了。不用那麼多東西的，整本書看，這些八句東西，幾多句？一二三

四五六句。美國那個沈家楨用英文寫了本《 Five  eyes》，這本書講得不三不四，講

完都不明白的，別人看起來也看不明。他又不懂，他不懂東西，得那兩個措詞，卻又

以為自己很懂東西，又不肯學。你們去過沒有？他起了幾間寺，大圖書館，在 Long

Island，美國那間圖書館，甚麼佛經也有，錢多。為何要給他那麼多錢？因為他們除

笨有精。美國人拿錢做善事，除了笨亦有精。你明不明？譬如你今年賺了一百萬，如

果你今年賺十萬，可能會收你二萬五千元稅。

如果你賺一百萬那怎樣？第一個十萬，納二萬五千，第二個至第五個十萬就是四

十萬了，即是第二十至四十萬要納你百分之十，不是，百分之二十這樣。即是幾多？

有四十萬元要納百分之二十。即是幾多？八萬。二萬五加八萬。如果你有五十萬。二

萬五加八萬。十萬零五千。如果你到八十萬，那三十萬，百分之五十，納了十五萬。

剛剛計了幾多萬？十五萬？再加十五萬上去，即幾多？三十幾萬。是嗎？八十萬。

若再又一百萬，那個二十萬就立百分之七十五。二十萬計上去是幾多？二十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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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了十五萬。如果你不夠，剛剛九十五萬的那怎樣？那九十五萬就照百分之五，百分

之幾？即照你前一級納的。那即是除了笨，你如果明明三萬，如果你做善事，就可以

扣除、免稅。如果你有一百萬，就可能要給四五十萬稅。但你不夠一百萬，你明明一

百萬但不夠，得，你做了二萬銀善事便可。是的，我賺了一百萬，但我有二萬元做了

善事，免稅，即是一百萬，九十八萬稅，一百萬稅，例如你抽五十萬的。

九十八萬稅呢，只是四十萬稅而已，或者納四十五萬，是呀，真是除笨有精，你

明不明，我只是納四十萬元稅，做二萬元善事，加起來就可能四十二萬。我納四十二

萬元稅之嘛，如果我沒做這二萬元善事，那便要五十萬，再納多八十萬，再納多八

萬。除了笨，還有這些。你明不明？所以美國那麼多人做善事，他們很肉赤（心

疼），不是真的想做善事，因為做善事可免稅。(香港有些都可以的，香港做善事都

是免稅。)。香港有些都可以的，香港能仁書院就不可以，因為能仁書院不是不牟利

的有限公司。你捐去香海蓮社，佛聯會，僧伽會。例如你有一百萬，要納很多稅的，

你捐了三萬、四萬去僧伽會或者佛聯會，他們會叫你不用納稅。

你除了納稅，除了做幾萬元善事以外，你的稅款還會慳些，你去那些，有些人專

門與你們計算這些數口，或者那些會計師，你可以做一些東西，就可以減稅。美國那

些，有些人如何，明明有小孩都領多兩個小孩來養養，原來領個小孩來養可以，他可

以減稅。佛眼者即是佛的智慧。智慧即是把四種加起來，一個佛的智慧，包括四種。

即是五眼，實質只是兩種是眼來而已，果報生出來，天眼和肉眼是異熟眼，其餘那些

是智慧來的。

我們又看：「五眼心不可見」，用五眼都見不到我們心的相狀的。又或者這樣

解，用我們五眼的心，我們見不到的。下面，先看偈：「了知心出等」。心有四相。

心有時候會出的，有時候會沒的，有時候會屈的，有時候會申的。心，一陣（一會

兒）你識解，什麼叫做「沒」，為什麼叫做「屈」，為什麼叫做「申」，若我現在解

給你聽，就會麻煩你。你看，我們修止，這些菩薩在修止觀中，就看到我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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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什麼時候的心是出，什麼時候的心是沒，什麼時候的心是屈，什麼時候的心是申

等。

我們先看散文。「又知心出等，等取沒、」一個頓號，「屈、」一個頓號，

「申，皆依蘊起，皆是補特伽羅無我」一句。他又知道，我們的心有時會出，有時會

沒。「等」是「等」沒和等個心屈和申。我們又知道，心又出又沒、又屈又申，都是

依，由於五蘊而起的，依五蘊而起的。不論它怎出怎沒，並不是有個主人翁、有個

「我」指揮。都是無我。為什麼無我？完全是五蘊的起沒、五蘊一起一落的。好像五

蘊的機器那樣，五蘊好像一部機器那樣，那些精神現象有時候起，有時候沒，所以心

有出有沒。並不是有個靈魂、有個「我」指揮著，並不是有個補特伽羅指揮的。

「補特伽羅」是主人翁。一會後才解心的出沒，留待一會後。「此等所餘」，看

回偈文。不是。「除此等所餘 知真如行相」一句。此處怎樣？是一樣的，一句。這

句又怎樣？「除此等」，「此等」是指什麼？心的出、心的沒、心的屈、心的申。除

了心的出、沒、屈、申等，就知道其餘，其餘一切心的活動，都是無我的，「所

餘」。這種無我性，就是真如。能夠觀一切無我，就是真如，就「知真如行相」。

「行相」者，即是當性質解。又可以這樣解：「除此等」，除了補特伽羅無我之外，

其餘那些心的出、沒、屈、申等這些所餘的現象，都是空的。而這個空的性，就是真

如。

所以他知道這種真如空性的相狀、的情況，行相。「行相」者即是情況的解。會

不會解？這個就是第十五種。好了。那看散文了：「又知除此人無我相而知其餘出沒

心等真實空之真如相」一句。他這樣解就即是我第二種解釋。他又知道，那個人修

觀，在止觀中他又知道，除此人無我的相，即是補特伽羅無我，只有五蘊的活動，並

無我的那種情況。

又知除此人無我相之外，又知道什麼？其餘心有時會出，有時會沒，有時候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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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申。當它出、沒、屈、申的時候都實在是空的，都是五蘊的幻的作用來而已。

真實空就是真如來的。真實空的真如相，「真如相」即是真實的相。即是，這是什

麼？「除此等所餘 知真如行相」一句。以上就是第十五種，聽到嗎？下面，第十六

種：「能仁證真如，」一撇，「復 他開示」一句。他又知道，能仁，即是釋尊、釋爲

迦牟尼尊，他確是證到真如，不是假的。他又能夠為他人宣說開示，教別人如何去證

真如。他自己在定中，能夠體驗到。我們看回散文：「又知能仁自證彼真如，」一

撇，「復 他開示建立」，「建立」即說明解，佛經裡面「建立」兩個字時時當「說爲

明」解的。那以上就是十六種，對不對？十六種智相。

「是攝」  我們應該能夠知道，他能夠包括了一切智中的所有智的相、體⋯⋯⋯

相。然後，下文又講，講什麼？講知心出等，上文所講，心會出、會沒、會屈、會

申。怎樣叫做「出」，怎樣叫做「沒」呢？現在看：「又出、沒、屈、申四（種）

心，即十四種不可記」的「見」。他說，這四種心，就是佛經裡面，《大般若經》和

小乘經裡面所講，那十四種不可記的見，即是不能夠預言說它會怎樣的，那種是一種

執來的，見。

「見」者即是那種惡的智慧、不善的智慧，叫做「見」。不可記的，即是，我們

有執著的，不值得稱讚的，不可記。那什麼叫做十四種見呢？又說四心，四心即是十

四種見，這十四種見又是什麼東西來呢？「十四見者依前際有四」。所謂「十四見」

即是什麼來呢？「見者」個「者」字，應該點兩點（：）。那十四見有什麼？「依前

際有四」。「前際」即是什麼？我有生命、今世有生命之前，即是前世之前，依著前

世來觀察。

那有些修止觀的人，有些人起邪見，他們觀察過去世，有多少神通，會觀察到過

去。「依前際」，觀察過去。這裡所講，全部都是講定中的東西。依前際的東西，即

前生前生，即前一截有四種見，有四種邪見，不正的見解。「謂執我及世間是常，是

無常」，「是常，」一撇，「是無常，」一撇，「二俱，」一撇，「二非」一句。

「依前際」，在定中看前世，就會看到什麼？會覺得這樣，他就執著、起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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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世間的人，「我」和世間、這個世界，是常的、永恆的、不斷的；或者執是

常，有些人執什麼？無常的、一斷就沒有了、人死如燈滅的，無常；「二俱」，又常

又無常，「二俱」；「二非」，非常亦非無常。

在定中觀察前世，會有這四種執，認為我們的生命和世界是常；有些人就覺得是

斷的、非常；有些人覺得什麼？亦常亦無常的；有些人就執著非常非無常。有這樣的

執。「依後際有四，」，一撇；「謂執我及世間有邊、無邊」，「有邊，」一撇；

「無邊，」一撇；「二俱，」一撇；「二非」一句。他依據，他在定中觀察以後、我

現在以後的那段時間，有四種，有四種執。

即是怎樣？「謂」，他執我，世間的我和這個世界，是有邊的，即是有限度；有

些執著沒有邊的；有些就是什麼？執二俱，亦有邊亦無邊的；有些就二非，非有邊非

無邊。幾多種？八種，對不對？「依涅槃有四」，他觀察怎樣為涅槃，又是起四種

執。「謂執如來死後有」，一撇，「非有」，一撇，「二俱」，一撇，「二非」。一

句。又執著在如來死之後，還有的、不死的，還有如來；有些人執什麼？如來死後沒

有的了、如來都沒有的，「非」；有些人執什麼？二俱，亦有亦非有；二非是什麼？

既非有非非有。

那樣，三四一十二種執。又什麼？「依身命有二」執，依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壽

命，又起兩種執、有二。「謂執命者即身，命者異身」一句。即是執什麼？「命

者」，命者即是我的靈魂、有壽命的主人翁、那「命者」。《金剛經》叫它做「壽

者」。有命者，這個是靈魂，我、實我，這個「我」、這個靈魂，即是我身體來的；

有些是「異身」，即命者和身體不同，靈魂就是靈的，身體是衰的，靈魂入了身體而

已，異的，「異身」；以上就十六種了。不是，十四種。下面繼續解釋：「其中執我

及世間是常」，一種了。和執世間「是無邊」的，或者他執「如來死後有」的，這些

叫做什麼？叫做「出心」，即是心積極向外、肯定的。「出」即是肯定、開展。叫做

「出心」。為什麼叫做「出心」？「以此執著是於境轉趣相故」，一撇，「如數論外

道之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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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叫「出心」？「以」是因為，因為「此執」、這種執、是執著，這種執對

於他所了解的境界，起一種什麼？肯定的相。肯定，和推進、積極的。例如哪些？例

如「數論外道」的見解的執。另外，「其執我及世間無常」的，是「有邊」的，「如

來死後非有」的。這種執，又名叫做「沒心」。「沉沒」的「沒」。為什麼叫做「沒

心」？「以此執著是於境遮止相故」一句。「以」是因為，因為這種執著，對於他所

了解的境，是什麼？否定的、遮止，否定，或者退回的。即是哪些外道？「如斷見外

道之見。」

好像印度有種叫做「斷見外道」，即是什麼？印度的唯物論、順世外道，人死如

燈滅，這種是斷見外道的見解。又有些執，「其執我及世間亦常亦無常，亦有邊亦無

邊」，又執著「如來死後亦有亦無者」。那種滑稽的執著，叫做「申心」，申出來

的。為什麼叫「申心」？「以此執著於進退二相平等轉故」，一方面是進，一方面是

退，平等的，平等的活動，平等的活動。「如無慚外道之見」。好像印度當時有外道

叫做「無慚外道」。為什麼叫做「無慚外道」？因為他是裸體的，只要好像小孩子包

屎片地包著。你看戲，你看甘地那套戲，未看，未看可以去看，你們出家人都可以去

看。那套戲寫那個印度的聖人，印度的甘地，甘地他不穿衣服包著屎片，好像你們那

些去游泳的褲那樣的。光脫脫。

那些人是這樣的外道，那些人叫做「無慚外道」，有人說即是現在的耆那

教。Jaina教。佛教就滅了，它沒有滅。佛教在印度滅了，它沒有滅。好了。亦有人

執：「其執我及世間非常非無常，非有邊非無邊，如來死後非有非非有者」，這些叫

做「屈心」。叫做屈心，為什麼？「以彼執著，於進退二相俱遮止故」。「以」是因

為，因為他們的執著，對於進他又不進，退他又不退，進退兩種都遮止、都否定的。

「如犢子部見」，好像佛教裡面小乘有一派叫做「犢子部」那種見解。

「其執命者即身如勝論師，執命者異身如數論師，亦是出心，以彼執著是於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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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相故」一句。其執著，那些人有些人執著，執著什麼？執著「命者」，即靈魂，

「即身」，即是身體。那些人就如勝論師，勝論派那班人。那些人執著命者是異身，

和我們身體是不同的、離開的，就例如那些數論師。那些執著什麼？不是，那些勝論

師、數論師，「亦是出心」，都是叫做「出心」。為什麼叫做「出心」？「以彼執著

是於境進趣相故」，它都是一種肯定性，進趣即是英文那個 positive。

「又彼十四見皆可收 出沒二心，於境轉趣者即出心，退縮者即沒心故」。又可爲

以這樣分類：十四種見都可以，每種見都有出心、沒心。不要講申，只是出、沒算

數。「於境轉趣」，即是肯定性的，我們叫做「出心」；退縮性的，我們叫做「沒

心」就夠了，不用又屈又申那麼多東西。又可以這樣解。以上，就解了什麼？子一，

一切相智的加行的相，對不對？今日都講得不少。此中因為有三智，所以又分做「一

切智的一切相加行」。現在就講「道相智的一切相加行」，對不對？道相智，子二。

加行那個相，十六種。

「空性及無相，」一撇；「并捨棄諸願，」一撇； 「無生，」一撇；「無滅

等，」一撇； 「法性無破壞，」一撇；「無作，」一撇；「無分別，」一撇； 「差

別，」一撇；「無性相。」一句。「道相智品中，」一撇； 「許 諸智相。」一爲

句。它總共十六種。第一種，空性。第一種，即是了解空性、了知空性。如果他是資

糧道和加行道，資糧位和加行位，對空性起了勝解、了解。但如果一到見道，就直情

是通達、證得。了知空性，這樣一種。我們讀下去。空性，這樣一種。我們讀散文

先，讀散文：「此加行相有十六種」，哪十六種呢？「謂依道相智加行般若波羅蜜

多，了知空性」一句。第一種，空性，頌文就「空性」，第一種。意思即是了知空

性，明了、知道空性。

他說這個道相智的加行，就是依據菩薩的道相智去修加行，修這個一切相加行，

對般若波羅蜜多去加行的時候，就應該要，而且實際做得到的了知空性。你們都可以

了知的，不過你現在用有漏的資糧智去了知。如果到加行位的了知，那就可以入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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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第四禪裡面，止就是第四禪，觀就是煖、頂、忍、世第一法四種，那樣去，仍

然是有漏智，加行，加行是有漏，去了解空性。

當你用有漏智去了解空性的時候，空性是有形相的。為什麼？有相分，不能無形

相。有漏智不能無形相，一定有相分。到你過了世第一法，突然無漏智出現，那時候

見道。見道就有兩級、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真見道，無分別智起，就是正式的

般若智。沒有相分的，直接洞察真如。那時候，就叫做真見道的時候，無分別智起。

不變，如何不變？以為那個智不變，不是這樣解。平時那些有漏智和後得智都變起相

分。變起相分來緣相分。會不會解？譬如我的眼識起的時候，眼識起，那眼識起的時

候，它就挾帶著顏色一齊起。眼識有眼識的種子。當眼識的種子爆發的時候，眼識出

現了，對不對？

當眼識出現，當眼識將出現未出現的時候，這個眼識的種子做增上緣，明不明？

刺激顏色的種子，刺激顏色的種子。顏色種子一起，那就有顏色了，對不對？顏色的

種子一起，顏色的種子起就變成顏色，譬如你看我，紅色的。紅色起，那個本質來

的，那個有自己種子。顏色起，有了顏色起，那我的眼識未必看到顏色，即看不到顏

色。就要怎樣？要那個眼識的見分，挾帶著一個相分的種子。那個相分種子一起，就

把本質種子，好像一面鏡透過，我們看的眼識，眼識的見分看，看在那處？是看在相

分處，不能夠直接看本質。

聽得明嗎？聽得明嗎？你呢？你聽得明，你們明白啦，應該。陳文華你都應該

明。聽得明嗎？如果你不是太明，你就找我本《唯識方隅》來看看，或者你看那日本

人的《唯識三十頌》，你們已有影印。沒有影，你們已經借了來影。(沒有，沒有聽

過，沒有，沒有影過。) 沒有嗎？昨天還有一個人說影了，還說 : 「過兩天還給你，

羅生。」沒有，是夜晚，是夜晚的人，不關你們的事，肥女，是一個肥女來的。(羅

生，是不是《唯識三十頌講記》？) 是你？(我是借了來影 )，唔好唔好劃，你們有

借？暫時放開這段，先不要解它，一陣（一會兒）再解它。當我們的眼識未起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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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們的眼識的種子已經有了，明白嗎？

你看他，他那眼識的種子隱藏了在我的第八阿賴耶識裡面。為什麼它不走出來？

它緣不具備。要眾緣和合才可以。它緣未具備又未和合，是嗎？所以他的眼識的種子

沒辦法走出來看東西。例如，小嬰兒，你還是小嬰兒在媽媽的胎裡面，都未開眼。你

有眼識的種子，緣不具備。縱使出了世，沒光，一樣看不到。要有光才看到。明不

明？因為他緣不具備，眼識看不到東西。看不到東西的時候，眼識只是種子。

當你，當你眼識一出現，然後眾緣具備。幾多個緣才夠？你查查我本（《唯識方

隅》）。要有光呀、有光明，又要甚麼？眼球要沒有壞、眼根沒壞，又要甚麼？又要

有境界在前面，很多緣，眼識九個緣。九個緣都具備，眼識就出現。當眼識出現的時

候，眼識的種子就變、變起眼識。所變起的眼識，就叫做「現行」，明不明？「現

行」。由顏色的種子一變，變出眼識的現行。當眼識種子變起眼識現行的時候，它就

會什麼？挾帶著眼識的種子，挾帶著顏色的種子一齊，如果沒有顏色你看不到東西，

看不到顏色。

一定，例如你想看紅色，那眼識的種子一定要挾帶著紅色的種子一齊起給他看。

明不明？挾帶著。那紅色的種子，顏色的種子，綠都可以的，平時不起的時候，又隱

藏在第八阿賴耶識裡面。那種種子叫做「本質種子」，明不明？這個眼識種子叫做什

麼？叫做眼識的「見分種子」，聽不聽得明？當眼識見分種子將快要起的時候，就刺

激做增上緣，刺激那個本質種子，挾帶著它一齊起。就好像我起身時，它還在 ，我瞓

起身了就拉著它一齊起，譬如而已，不是真的用手拉。那本質種子起，就看得到了

嗎？都看不到。它還要怎樣？又挾帶著相分的種子。相分種子一起的時候，整個紅色

的相，反映出紅色的本質種，一個紅色的狀態，反映入那個的相分裡。

那相分好像一面鏡，於是見分看在相分處，看在這幅東西時，譬如它在你後面，

這幅東西時，一面鏡，把你整個樣倒轉。我這個眼是眼識，不能夠 看到東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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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東西，那個相分。那個相分未起的時候，相分是種子來的。起的時候，就變了相

分現行。即是說，三個種子起。一個見分種子、眼識的見分種子，生起見分；一個本

質的種子，就是眼識，本質即是實質，就生起本質；中間有一個媒介在那處，相分種

子又起，生起相分，然後才看到東西。那麼，便變了這樣，眼識的見分種子，一個種

子，一起，變了眼識見分。中間，一個相分種子起，變出相分，明不明？相分種子後

面，有個本質種子。有三個種子在這裡。明不明？見分有見分的種子，相分有相分的

種子，叫做「見相別種」，見分、相分各別有種子。

印度有一派菩薩叫做「見相別種」，見分與相分各別有種。聽得明嗎？但是有時

見分和相分，同在一粒種子。我數給你聽，當我們的眼識起，看到紅、看到綠、看到

東西的時候，一定是三個種子一齊起的。見分和相分各別有種子。本質是不是各別？

本質不用說，是實質來，當然有種子，是嗎？沒有實質我們這個世界就空幻了。我們

世界之所以不是空幻、不是虛幻，就是因為有實質。對不對？所以，唯識宗的唯識，

與那些亂講唯心論的是不同的。

他承認有種子，明白嗎？三個種子。眼識起就看見顏色，眼識起，見到紅。一個

紅的影子，就叫做眼識相分。那個紅色的實質。那就是見分和相分各別有種子的，叫

做「見相別種」。眼識起一定是這樣。耳識呢？是不是這樣？耳識起你就聽見「呯」

一聲，當我聽到「呯」一聲的時候，耳識起。是不是各別種子？( 是呀) ，你說是不

是？ 耳識也是一樣。譬如你聽見呯一聲的時候，即是你耳識的見分種子起。當你耳

識見分種子起的時候，挾帶著相分種子和本質種子。「呯」一聲的影子，就是你的相

分。「呯」一聲的影子後面的實質，實質即是空氣，那個就是本質。( 但是有時我們

聽見呯一聲的時候，好像是沒有這個本質？  ⋯⋯⋯ )

做夢不會是耳識，你明不明？耳識是不會做夢。眼識也不會發夢。為什麼？你做

夢的時候合上眼睡覺嘛！與你的眼識有甚麼關係？當你發夢，「轟」一聲燒大炮的時

候，因為在夢中燒，沒有實質。所以，由此證明，做夢裡面「呯」一聲，聽見「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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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的時候，不是耳識，和耳識無關。明不明？那是什麼？意識。明不明？同一樣道

理，鼻識，那耳識又是一樣，見分和相分，各別有種子。耳識。鼻識呢，鼻識呢？鼻

識又怎樣？陳文華你說呢？鼻識起時，是否各別有種子？( 應該是。) 會不會同一種

子？(應該唔會。) 唔會，對，聽到沒有。

一定要有香臭在這裡才可以。如何那處不香不臭，你怎會聞到香聞到臭？那我發

夢聞到香味？發夢不是鼻識聞。鼻識是不會發夢的，記住。前五識都不會發夢，發夢

是第六意識。同一樣鼻識是如此。舌識呢？明了吧？又是一樣，舌識也是這樣。見

分、相分、本質各別有種。身識呢？譬如現在我飲杯茶，嚐到茶味，不好。飲杯茶，

摸到暖，這個暖是身識。是不是個別有種子？是。這個暖不是夾硬想出來的，確是有

暖，是不是？有本質然後就有相分，有相分就被見分看到。身識起的時候，見分、相

分、本質三種不同的種子。明了吧？

好了。第六意識，第六意識麻煩了。因為第六意識有幾種，第一種叫做「五俱意

識」。普通分，我那本《唯識方隅》有，因那個分得不複雜。同前五識一齊起，當我

眼色起的時候，眼色沒有獨立起的資格，一定要有意識伴著它一齊起，不然它不知道

東西。那個意識，跟著眼識一齊起的，叫做「眼俱意識」。和眼色俱起、一齊起的。

如果意識是跟耳識一齊起的，叫做什麼？「耳俱意識」。

同一樣道理，有「鼻俱意識」、「舌俱意識」、「身俱意識」，明不明？那麼多

種那麼麻煩，所以通通叫做「五俱意識」，即是前五識，五俱意識。五俱意識，一定

又是三樣東西：五俱意識的見分、五俱意識的相分、五俱意識的本質。三個不同的。

明不明？那麼，意識的五俱意識就沒有問題，但是，有些意識不是和五識一齊起的。

前五識停了但意識繼續起，那些叫做「五後意識」。五後意識是獨頭起的。又怎樣？

譬如我一看，我看到這個東西，看到一畫。第一個剎那一看到藍的時候，我不起分別

心。眼識好像影相機照這個藍，亦不知道是藍，在第一個剎那。到第二、第三個剎

那，「啊原來是藍色！」，已經過廟了。明不明？第一個剎那眼識看到藍，但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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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名字的，沒有名言的，沒有概念的，純粹感覺。或者用現代心理學的名稱，這些

叫做「純粹感覺」。很難得的。佛家將這些純粹感覺叫做「現量」。

又可以叫做「純粹經驗」，純粹經驗。聽到嗎？來到這裡，我介紹你們看一本

書，去圖書館，有一本叫做《新哲學論叢》，是我的老師張東蓀，廿字頭，一個「子

孫」的「孫」，東面的東。他自己讀張東蓀（音荀），不知為何？我們廣東人，張東

蓀，我們叫他張東蓀（音孫）先生就被他 ，他說我是張東蓀（音荀）。他很好國語駡

的，「孫」國語讀做 Shun（荀），孫子叫做 Sun Tzu。不是讀 Shoon（酸）。如果

是 Shoon  ⋯⋯ 他要讀，「荀」字國語讀 Xin（先），我們叫他張東蓀（音先），就

被他 ，是張東蓀（音荀），（音荀），為什麼？我們那本大字典是這樣。誰人懂？駡

這篇東西如何識得？而且這本書我勸 ⋯⋯⋯

《新哲學論叢》，現在你們看《新哲學論叢》很難看，為什麼？他讀外文，他英

文很好，日文很好，讀到化的。說出來呢，那些人，學生給他筆記給他改，改得很流

利。張東蓀的白話好過魯迅很多，他更好的是理論的文章，你可以，有得賣，十多塊

錢便可買到。你各位，你去買，對你們好。現在純粹搞國術的很少。（簡體字還是甚

麼字？）無無無，（不是簡體字嗎？）張東蓀反對寫簡體字，沒有簡體字。簡體字百

幾個，讀了它有什麼所謂，很容易懂。

你去中華書局買本簡體字，那麼小本百幾個字之嘛，那本東西很好看，現在已說

了，因為我講起那個名詞，所以我介紹你們聽。現在那班香港學者，亂用名詞，那些

名詞都不懂解釋，亂用，張東蓀那些好嚴格，我用名詞也好嚴格。我們到底見過一些

名師，張東蓀名師，見過是不同的，見過名師和未見過名師是不同。最初，第一個剎

那，就是「純粹經驗」，或者「純粹感覺」，佛家叫「現量」。但一到第二個剎那的

時候，我們的眼識仍然望著它的話，眼識是現量，是純粹經驗，但第六意識不是純粹

經驗。第六意識是望著它想，實在那個第六意識不是望著它的。眼色望著它而已，第

六意識另一條路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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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看的第六意識是回憶，剛才我看那件是什麼傢伙，在想，第二個剎那在想。

到第三、第四個剎那，然後才會想到答案。是怎樣？「我從前看過與這樣相似的顏

色，叫做藍」。然後，可能再過一個剎那，「這個顏色和我從前看過的藍色一樣」，

再然後一個剎那就「所以這是藍色」。意識是這樣子，離開了眼識，不是俱了。是不

是？一個剎那很快，還未知道它是藍色的時候已經是，一知道的時候已經不只第二個

剎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明不明？一知道它是藍色的時候，已經，眼識可能

已經停了，或者還望著它也不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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