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心」，前八就「有心地」，是嗎？前面的八地都有第六意識的。「故先

說。」先講「有心地」。「後一就無心地。」後一個「滅盡定」是「無心地」，就

「故後說。」那麼「境」講完了，是嗎？這樣你看一下，「十七地」以為剛剛開

(始)，原來它會組織這麼多文的。

由「境」之後就到「行」，有「境」就起「行」了。「行」了，這處先不抹去，

「行」了，就「行六地」。「行六地」，「行」有兩種，這處真要抹一點了，好嗎？

啊，記住了，我 了這些。「行中六地」，即是「行」有兩種，一種叫做「通行」，抺

「行」的普通的，英文叫 general；一種叫做「別行」，special，或者 particular，

「別行」。(「行」)分做「通行」與「別行」，初三種就「通行」，初三種，你告訴

我聽了，

學生：「聞所成地。」

「聞所成地」，人人都要讀經，人人都聽佛說法，由聞經教所成得到的智慧，叫

做「聞所成地」，很粗(淺)的。還有呢？「思所成地。」不只聽了，聽了之後消化

了，「思所成地」，又高一點了，是嗎？「修(所成地)」，這個「修」是指修定修止

觀，由修定然後修止觀所成的智慧。這三地，不論你是聲聞乘、獨覺乘或者大乘，一

定要修的，就是說聞經(教)與思惟與修定，一定要做的。有些人說不用修定都可以

的，他又是騙你！不是騙你，他不是騙子，他就荒謬了！(告訴你)不用讀經的，這種

人應該入地獄了！有很多人說不用(讀經)的，我聽到的，肯定死的這種！這種(人)準

備超度他都可以了，(還)超度不了呢！定業啊！

這是「通行」，「初三」就「通行」，是嗎？「通行」。「三乘皆修。」三乘即

1



是甚麼？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三乘都修「三慧」行的，「三慧」是甚麼？聞所

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都要修這三種(智慧)的，所以是「通」的。「初、中、

後起以為前後。」最初起的是「聞所成」，「聞所成」之後是「思所成」，最後體驗

的就是「修所成」。「後三別行。」後面的三種叫做「別行」。哪三種「別行」啊？

後三種講吧！

學生：「聲聞地。」

「聲聞地」即是小乘了，那些 (人)聽了佛說《阿含經》會修行的「聲聞地」。

「獨覺地」，不用靠佛的，自己觀察這個世事，知道「無常」，知道「苦」，知道

「無我」的，這種可以單獨覺悟的「獨覺地」。

(以上)兩個都是小乘，第三呢？「菩薩地」，即又名「大乘」了，是嗎？「菩薩

地」就是大乘了。這三地就是「別行」，各人不同的，聲聞不修大乘的，大乘又不修

聲聞的。是嗎？「別行」。「隨機修法成自果故。」隨著根機到底是獨覺，到底是聲

聞，抑或大乘根機而修(屬於)他的法，得到他自己乘的果。「聲聞乘」的人得到「聲

聞乘」的果，即阿羅漢。「獨覺乘」的人修行的結果，就得「獨覺乘」的果，就成辟

支佛。「菩薩乘」的人就修「菩薩乘」的「行」，得到成佛的果，得到自己乘的果。

「劣、勝，小、大，方便、根本以為前後。」以劣，聲聞是劣，獨覺稍勝，菩薩

最勝，「劣、勝」。「小、大」，獨覺是小，菩薩是大。聲聞與獨覺是方便，實在佛

都不是很想化(度)這種人的，菩薩是真實可化的，「方便、根本以為前後。」「行六

地」。「果」呢？果有多少地啊？餘下 (多少地)？兩地。「果二地中，」果(有)兩

地，一地叫做甚麼？「有餘依地」，一個人證得涅槃了，但還是沒有死，還有一個殘

餘的所依身體，這種情景就叫做「有餘依地」。還有一個「無餘依地」，他成了(阿)

羅漢，(證)入涅槃了，他死了，連到身體都死了，那個殘餘的所依身體都沒有了，以

後再不出世了，叫做「無餘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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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是「果」了，你看了，「果二地中，若依二乘，」分開講，依小乘人，

「二乘」即是聲聞乘，獨覺乘來說，「因亡果亦亡，」如果他證得「有餘依地」呢？

他的果報身還沒有死，是嗎？但是他不再作業了，他「因亡」了，業因亡了。是嗎？

如果到「無餘依地」呢？他的果報身都死掉了，「果亦亡」了，明白嗎？「有餘

依」就「因亡」，「無餘依」就「因亡」之外，「果亦亡」了，「因亡果亦亡」，於

是在果上「立二門以為前後。」在果上立「有餘依地」、「無餘依地」這兩門，一前

一後了。「若至佛身，」如果是大乘成佛來說，「菩提、涅槃分成兩異以為前後。」

如果在大乘來說，菩薩可以證到涅槃，他都不入涅槃的，始終留下身體，他要化度眾

生，他死了，又(到)第二世有個身體化度眾生的，這樣只是為了大菩提，(而)不入涅

槃。到成佛了，那麼他可不可以入涅槃呢？他可以，隨時可以入涅槃，但他不入涅

槃，他已經能得到了涅槃的德，但是他不入涅槃，這叫不叫做涅槃啊？這叫做無住涅

槃，不入涅槃的涅槃，明不明白啊？

不是說無住就入不了涅槃，即是這樣，有錢人都可以穿爛衣服的，是嗎？那你會

講穿爛衣服就是窮人了嗎？可以入得涅槃的，他不入而已，是嗎？那即是「有餘依

地」在大乘來說就是大菩提，化度眾生不入涅槃的。「無住涅槃」即指涅槃，就是他

可以入涅槃(但)他不入而已，雖然不入，那也是涅槃，是「無住涅槃」，聽不聽得明

白？這樣的排列，這「十七地」就是這樣的排列，一步一步很有系統的，這個你改都

不行的。明白了？這就講了，未講「五識身相應地」之前先講全部「本地分」內「十

七地」的組織，是嗎？

歇一歇，我然後才開首，叫做開首講「五識身相應地」，先歇一歇，看看你們有

甚麼問題，有沒有書呀？有啊。乙二，第二行，「廣釋地義」，詳細解釋這「十七

地」的道理了。這樣就分十四段，「地」就有十七個「地」，但是文就分十四段。第

一段就「丙一」，叫做「五識身相應地」，即是與前五識有關的那些資料，那部分的

理論，「丙一、五識身相應地，」我們要解(釋)「五識身相應地」呢，我們最好看回

3



一下第十六頁，倒數上來第三行，看到了嗎？「五識身相應地，如前題解。意地 」⋯

哦，這個不要、不要，這個不要。

第十七頁，第三行「五識身相應地，隨其所應有、無漏位，」即是隨著「五識身

相應地」不只是我們有的，那些有漏位的人有的，即我們就有漏的，有煩惱的人，有

漏位。如果我們修行修到我們已經是第七、八地菩薩了，那時候我們常常都無漏的。

不論有漏位、無漏位，都通有五識的，那就隨其所應有漏與無漏位。不論有漏

位、無漏位，都以有漏、無漏的五蘊為體。這個「五識身相應地」固然是「識」，但

這個「識」是甚麼？這個「識」開拓成為我們的生命體，就成為五蘊了，五蘊：色

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好了，剛剛說過「地」的體不外是甚麼？「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是嗎？

總共八個識而已，為甚麼現在走出來一個「五蘊」呢？解答是這樣的，不論有漏、無

漏，「五蘊」有兩種「五蘊」：一種叫做「有漏五蘊」，未成佛以前的五蘊，或者未

成阿羅漢之前的五蘊，都是有微小煩惱的，就叫做有漏五蘊。漏者，即煩惱的別名。

成了佛或是成了阿羅漢的那種人，他的「五蘊」，即他的生命個體，「五蘊」指

生命個體，他的 individual，個體，如果他是佛、羅漢呢，他的個體就無漏的，「五

蘊」是無漏的。不論有漏、無漏，我們所謂的八個識就包括「五蘊」了，一開就成為

「五蘊」，而所謂「五蘊」就不外那八個識。為甚麼呢？理由是這樣，色、受、想、

行、識五蘊，受蘊，心所，這個受心所；想蘊，這個想心所；行蘊，兩種行，心相應

行與心不相應行；識蘊，那八個識，即說這五蘊不外是那八個識來的，講了八個識即

是講了五蘊了。

為甚麼呢？甚麼道理呢？這樣解釋，色蘊，這個物質世界，這個物質世界是甚麼

變的？就是識蘊裏面的第八阿賴耶識變的，所以色蘊就是第八識來的，明了嗎？受

蘊、想蘊這兩蘊是心所來的，每一個識的附屬作用來的，心所，八個識都有受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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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識都有想蘊，所以不離那八個識。行蘊裏面有兩種行蘊，一種就是心所來的，一講

行蘊你就頭疼的了，今晚不講那麼多行蘊的東西你聽了，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講給你

聽，好多人不明白甚麼叫做行蘊。

行蘊，我們知道有兩種行蘊，一種叫做心相應行，心相應行蘊，這個即是心所，

即是心所來的。另外一種叫做心不相應行，這種東西就複雜了，它不與心相應，這些

是假的，假立的名目，是甚麼呢？例如「得」，即是你去求職，第一次求(職)不得，

第二次又求(職)不得，第三次求(職)別人用上(聘用)你了，你會告訴別人說：「我得

了！」這個「得」是甚麼來的？你告訴我聽這個「得」是甚麼來的，是不是物質？不

是！是不是心？又不是！既不是物質亦不是心，但是，你說它離開物質、離開心又不

行的，是嗎？譬如你說：「我得了！」你(能)離開物質？你找到那份工作，你就有得

吃了，食甚麼呢？食物質的。你不得了就愁眉苦臉，得了就整個寬容起來，那麼你說

離開了心嗎？

既不是色，物質，亦不是心；亦不能離開色，亦不能離開心。一個滑脫脫的東西

來的，「得」。這些是甚麼來的？這些是在物質與心之上假立的名稱。舊時未曾，舊

時那種狀態都還沒有人用的，假立的名稱叫做「未得」，現在有人用到了，就假立個

名稱叫做「得」。聽不聽得明白？是假的，是假立名目的，這些假立名目叫做心不相

應行。明不明白啊？還有很多假立的心不相應行啊！你說：「我買了一輛汽車，這輛

汽車速度非常之好，我這輛跑車的速度，去比賽肯定第一的。」「速」，這個「速

度」是甚麼？又是假法來的，你說離開了汽車有「速(度)」嗎？不是。

你說「速」即是這輛汽車嗎？又不是。那麼這個是甚麼呢？不相應行法，假法，

假立名目的。還有「生」，你說：「某甲她昨天生了個兒子。」「生」，甚麼叫做

「生」啊？你說「生」就是她的兒子，又不是，兒子是兒子！生是生啊！為甚麼呢？

生抽也是生啊？這樣你說生就是他的兒子？是嗎？所以呢，它這個「生」，甚麼叫做

「生」啊？是離開物質現象、離開精神現象是沒有的。你說它即是也不是，假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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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舊時(以前)沒有出世，現在呱呱聲的出世了，假立「生」，這些是甚麼？假立名

目的東西，「生」。

「老」，你說：「我這個人整個都老了！」甚麼叫做「老」啊？你講給我聽？離

開(這)個人又不能說老，說他這人是老又不可以，只他老嗎？ 人都老啊！你養的雀别

(鳥)都老的！離開又不能，即是又不是，這些都是在某種情況之下，某種 occasion

之下假立名目的，這些叫做不相應行法。「生」、「老」。「住」，甚麼叫做「住」

啊？停留著的就叫「住」，又是心不相應行法。「死」了，叫做無常了，「無常」是

甚麼？那件東西壞了不能動了，就說「無常」了，離開了那條死屍哪還有無常啊？但

你說無常即是那條死屍又不行啊，那隻小鳥都會無常的，是嗎？明不明白？

所以這些是假法，這些假立名目的，是心不相應行法。好了，你會有個錯覺，你

會問：「羅(先)生，假立名目的東西肯定壞了，肯定不好的。」也不是，你不要這樣

看法，有時這些心不相應行法很好的。佛教你，他說：「諸行無常。」「諸行無常」

就教你的(道理)，你(難道)說不好嗎？還有，這些心不相應行法，一、二、三、四這

些數，number是甚麼來的？數是這種(心不相應行法)來的。

假立名目啊！你說：「一、二。」甚麼叫做一？甚麼叫做二？你講我聽？你拿個

一給我看一下，你拿個二給我看一下，一個蘋果又是一，是嗎？一間屋又是一，那麼

這個一，到底是一間屋？抑或是一個蘋果？抑或是一粒沙呢？實在樣樣都不是！是

嗎？假立名目而已。「數」，你說「數」有用嗎？人類征服月球都是靠那些數學計出

公式的，是嗎？你說沒有用？有用到極！

所以，你不要以為不相應行這些假法沒有用，有時候這些假法的用處更大。所以

真假是一回事，有用(與)沒用是另一回事，你不要以聽見假字就以為他沒用，是嗎？

你不要聽見真的就以為實有，我們的頭腦要這麼清楚才行。這樣，色蘊就是第八識變

的，受蘊附屬在那八個識，想蘊也是心所，行蘊也是心所附屬，不是，想蘊也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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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屬在那八個識裏面，行蘊呢？心相應行蘊即是心所，附屬在八個識處，心不相

應行蘊就是假立名目的。

假立的名目，那些名目是誰立出來的呢？ (那)個識立出來的，我們的意識將它

(假)立的，也不離識。八個識的識蘊也是識來的，所以那八個識即是五蘊，五蘊即是

八個識，而所謂世界不外是五蘊。萬法不離五蘊，五蘊不離識，萬法唯識。無漏的，

我們有漏的呢？就以有漏五蘊為體，我們無漏界就以無漏五蘊為體。這樣下面那些不

理它了，這處不讀也罷。

還有，第二頁，看看要不要讀，不用，不用讀，我已經講過了。行了嗎？那麼今

天(學)識這些夠了嗎？夠啦，好了，有沒有問題啊？有就問。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這五識呢？我們今天會叫它做甚麼？叫它做五種感覺，感覺。這五種感

覺，佛教就叫五識。五識是怎樣的？為甚麼要加個「身」字啊？「身」字表示眾數，

即是英文，好像英文一樣，眾數加個「s」或者「es」。梵文的眾數就加個「身」

字，一個識就叫做「識」，兩個識以上呢？就叫做「識身」了，五個識要加個「識

身」了。「相應」即是甚麼？「相應」即是有關，有關。

「五識身相應」即是與五識有關的，「相應」兩字，如果你們讀英文，這個「相

應」兩字(譯做)connected with，聯繫、相聯繫，或者可以這樣翻譯， regard to

related。與五識身有關的「地」，地者，即修行的階段，修行的階段，好像我們走

路的地那樣，「五識身相應地」，「地」譯做英文就是 stage，「五識身相應地」。

那麼我們最先(講)，最顯淺的東西，眼見得到、耳聽得到、五識可以接觸得到

的，最顯淺的，由此講起。好了，「五識身相應地」，先解問答，「五識身相應地」

分開兩段，分析成兩段，一問一答，現在先看一下問，然後再看答。

問了，丁一，問：「云何五識身相應地」呢？「云何」即是怎樣，怎樣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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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識身相應地」呢？先解這個問，問了之後就是答了。釋，解釋了，解釋甚麼叫做

「五識身相應地」了。解釋就是丁二，釋，釋裏面又分兩段，丁到戊了，甲、乙、

丙，丁，戊、己，丁就到戊，戊一，戊二。「戊一、略辨，」簡略地說明，辨字當作

說明的解(釋)。「戊二、廣顯。」顯字又是說明的解(釋)，廣字(解作)詳細，詳細說

明，即先簡略說明，然後再詳細說明。現在我們看了，「戊一、略辨，」略辨又分兩

段，己一，己二。己一，就解釋，解釋甚麼？解釋「相應地」與它有關的。然後己

二，解釋為甚麼叫做「五識身」。這樣現在就「己一、名相應地。」為甚麼叫「相應

地」，那麼你看一下，它答了，「謂五識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助伴，彼作

業，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

它怎麼講呢？就是說這「地」裏面所講的就是下面的幾種了，第一，他要講的是

甚麼？這「地」裏面，彼「五識身的自性」，「自性」譯作白話譯做甚麼？本質，五

識身的本質是甚麼？英文叫做 essential，五識身的本質是甚麼東西。「彼」，彼也

是指五識身。「所依」，五識身一定要有所依，不是憑空就可以起的，一定有些感

官，有些器官作依據而起的。例如眼識起(了)，一定要依據眼、視覺神經；耳識起

呢？一定要聽覺神經作依據。

「彼所依」，五識身所依據的器官，佛教叫做「根」，一般人叫做甚麼？神經。

眼根即視覺神經，耳根即是聽覺神經，鼻根即是嗅覺神經，舌根味覺神經，身根

觸覺神經與運動神經。「彼所依」就是五(識身所依的根)，「彼」指五識身，五識身

所依的根。「彼所緣」，這「彼」也是指五識身，五識身所緣，這個「緣」字呢，在

此處當緣慮解(釋)，甚麼叫做緣慮啊？譯做白話呢？譯做認識，五識身所認識的對

象，所緣，如果你譯做英文呢？譯做 object，五識身所緣的 object。

眼識的 object是甚麼？顏色。

耳識的 object是甚麼？(聲音。)

舌識的 object呢？鹹酸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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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識的 object是甚麼？你說吧！觸覺到的東西，例如甚麼？冷、熱、輕、重、飽，

飽都是啊！餓，是吧？等等 這些就是身識所緣，⋯⋯ object。

「彼助伴」，助伴是甚麼？助就是助手，伴就是同伴，五識身起時，不是單獨起

的，每一個識起時，一定有些助手的，助伴，assistant，每一個識都有它的

assistant，助伴。「彼作業」，作業，它的活動，它的行為，即是它的甚麼？它的

activity，它的 behaviour，它的 action，明不明白啊？作業。這麼多東西了，就是

五識身，所謂五識身相應地者，就包括這(幾)種東西：五識身自性，五識身的所依，

五識身的所緣，五識身的助伴，五識身的作業，五種東西，總括成五類東西就是五識

身相應地，與五識身有關的就是這(幾)類東西了。聽得明白嗎？

「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如是」兩個字怎樣解釋啊？譯做甚麼啊？(譯做)

這樣就，如是就是這樣，這樣，「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這樣就總名叫做五識身

相應地了，是嗎？你可以將它譯做白話，譯做白話的話，那些初學的人看到，就很容

易明了。好了，解釋了甚麼叫做相應地，講過了，是嗎？

現在解釋為甚麼叫做「五識身」了，甚麼叫做「五識身」？解 (釋)給你聽了。

「己二、名五識身。」為甚麼叫做五識身了，解釋了，它講「何等名為五識身耶？」

「何等」，看佛經看到，遇著「何等」兩個字與「云何」兩個字是不同的。如果「云

何」兩個字就很闊的，「云何某某」，有時候當英文的那個 how字解(釋)，h-o-w，

有時候當英文的what字解釋，有時候當英文的 兩個解法啊！有時候當英文的那⋯⋯

個which，what、how、which，如果譯做「云何」。那到底這個(是甚麼)？你看上

下文就知道了。如果你遇到「何等」兩個字呢？就不能當 how字解(釋)的，就當

what字解(釋)，what或者which，當這兩個解(釋)。

「何等名為五識身耶？」那甚麼叫做五識身呢？即英文，「何等名為五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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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是不是英文「what are」？甚麼叫做五識身呢？下面是答了，「所謂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叫做五識身了。好了，以上就叫做甚麼

啊？「略辨」了，很簡略的講給你聽。下面就詳細講給你聽了，「戊二、廣顯。」詳

細講給你聽了，「廣顯」如何呢？分兩段，「己一」、「己二」。

「己一、別辨五相。」「別」即是甚麼啊？特別地逐樣逐樣講，各別，別即各

別，各別地，各別地。「辨」是說明，「五相」就指五識身的五種情況，哪五種情況

啊？彼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作業，還有彼甚麼啊？五種了？是嗎？自性，所

依，所緣，助伴，作業，五種了，五種的情況，「相」者就是情形。這五種情形，既

然有五種情形，就分開五段來講了，分五了，由庚一就到庚五了。「庚一、眼識

攝。」這個「攝」字當(作)類，屬於眼識那類，屬於眼識那一類，屬於眼識那一類，

每一類又分五種(情形)來講了，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是嗎？將眼識的五

種情況講給你聽。

你看一下，辛一到辛五了，「辛一、自性。」這個眼識的自性，「云何眼識自

性」呢？甚麼叫做眼識的自性呢？眼識的本質是甚麼呢？下面是答了，聽不聽得明白

啊？「謂依眼了別色。」「謂」字譯做白話文是甚麼？就是。就是甚麼啊？就是「依

眼」，依據這個眼根，「了別」，「了別」即是認識，這個「了別」當作認識解釋，

當「緣」字解(釋)，「了」即明了，「別」即辨別，辨別，依據眼根做器官而辨別這

個顏色做它的對象，它的 object，依眼根為根，為器官，就了別到，以紅、黃、

藍、白、黑等這些顏色做它的對象。

那就是說，眼識的本質是甚麼呢？這個眼識的本質就是依據眼根做器官而能夠了

別那些顏色的這種力量。這種力量就叫做眼識了。會解(釋)了嗎？好了，那麼第二

了，講完它的自性了，就講它的所依了，所依的根了。「辛二、所依。」「所依」又

分兩段，辛(之後)就到甚麼？壬，壬一、壬二了。「壬一、略顯三種所依。」「略」

是簡略地，簡略地說明，「顯」是說明，簡略地說明眼識的三種所依的東西，即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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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視覺神經這麼簡單，還有兩種的，(總共)三種的。明白嗎？

壬二就說之為二，三種太詳細了，再收縮一下它，收縮為兩種，攝即是收縮了、

壓縮了。現在「壬一、略顯三種所依。」既然所依有三種了，應該分三小段來講了，

分三了，癸一、癸二、癸三了。現在先講癸一，「癸一、俱有依。」最重要的，它的

(所)依啊，它的所依的東西，(甚麼是)「俱有依」呢？「俱有」即是同時，「依」

(「有」)就是存在，同時存在的所依據的東西，即是說甚麼？眼識起的時候，一定有

它同時存在的，不用說都知是甚麼了，眼根啦，視覺神經啦，如果沒有視覺神經與它

一齊同時存在，這個眼識怎麼起啊？是嗎？

所以呢，現在有些人講他，「他不用的，閉上眼就見到了，閉上眼就見到觀音菩

薩了，閉上眼就見到關公在了。」他的神經不健全啊！你明不明白啊？你要睜開眼見

的， 色的，是嗎？那你閉著眼怎樣見呢？這就不是眼見了，閉上眼都見的就不是見颜

到了，是你的意識，你腦裏的意識，你的意識幻想出的那樣東西！是嗎？或者你的意

識呢，真的有神通也不定，你的意識見到了那個關公、見到了那個觀音都不定，但不

是用眼識見的，閉上眼都見的就不是眼識，是意識見的，意識見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為甚麼呢？閉著眼就能見到觀音，還不是好事嗎？不一定。為甚麼啊？兩個可能：

一、很好，你很虔誠，觀音加被你見到(觀音)。這就好啦！第二是怎樣啊？你根本，

見到佛就很好了，這種情況。但是有時，你因為想佛想得多，是嗎？你的知識又不

(足)夠，你以為這樣就見到佛了，這未必是好事，所以你們見到東西不一定是好事，

不見到東西不一定是壞事。

現在有些人常常想見東西，有些人啊！這樣就弊了！是嗎？那些打坐的人，會動

的，(會)跳的，當會動、會跳是不是好啊？兩種(情況)，可能好！可能不好！我講給

你聽，好是怎樣的呢？一個人將近入初禪之前，他的身體裏面的組織稍為變換一下，

就所以激動，就相當短時間的激動，激動完他就冷靜下來了，這樣就好了。這個歷程

一定有的，將近入初禪，或者由初禪將近進入二禪，或者由第二禪將近進入第三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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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激動的狀況。

但是，如果有些人見到別人動，為甚麼我不動呢？動一下也好啊！整個身體起作

動，本來就是不動的，搞得動了起來，彈上彈下的，那就弊了，動到不能停止的，不

能停的，全廳走的，那隻腳的膝蓋彈上彈下的，全廳彈，那就弊了，不能停的那樣就

弊了，那些真的不要坐了！這樣所依就同時存在的，眼根是也，「俱有依，謂眼。」

即指這個眼根，這個眼即是指眼根。眼根與眼是不同的，這是佛家所謂眼多數是指眼

根，眼根者，眼球裏的視覺神經就是眼根。眼是整隻能看得到的，眼根是看不到的。

第一種叫做「俱有依」，眼根。第二種，二十六頁，「癸二、等無間依。」甚麼

叫做「等無間依」呢？「等」就是連續，「無間」就是中間沒有東西隔開。我舉個譬

喻，你們大家個個都會試過，(從)尖沙咀過海，或者進入惠康超級市場買東西，從尖

沙咀過海是不是入了硬幣進去，之後走進去，後面一個跟 ，如果有成串的人龍，這着

樣就一個個的進入，前一個人若是站著不讓開，不走進去，後面那個人就走不走得進

去呢？走不走得了？走不了，是嗎？逐個逐個走開，讓位給你(進入)。

好了，那麼前一個與後一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啊？有兩種關係。我們看到：第一

就是連續的，「等」，聽得明白嗎？「等」即是連續的，「等」就是連續；第二，中

間沒有東西隔開的，沒有第三者隔開了的，沒有人隔開了，他就輪到他了，「無

間」，是不是兩種關係呀？「等」而又「無間」。你聽不聽得明白啊？「等」又「無

間」，好了，甚麼叫做「等」，甚麼叫做「無間」，會了吧？

每一個識都是，譬如我現在眼望這處，白(色)，我的眼識看到白色，我現在的眼

識是看見白色的眼識，眼一移，移過來看到綠色了，是不是看白色的眼識是先行，跟

著無間，中間沒有間開就看到了綠色，是嗎？這就是「無間」，「等無間」。如果我

常常看著白(色)，不讓開位置呢？我就看不到綠(色)了，是吧？明白了吧？「等無

間」即是前面的這個識與後面的識是連續的，中間就是沒有間(斷)開的那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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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前一個的識不讓位，後一個識是沒有辦法起的，所以前一個識，前一個

眼識是後一個眼識的「等」而又「無間」的(依據)，明不明白啊？做依據啊！為甚麼

啊？你要依靠它，靠它讓位給你(後一個識)，明不明白啊？「等無間依」。好了，講

到這裏就順便講這「四緣」了。譬如我們外面的東西，譬如一粒穀，將這粒穀放進泥

土裏面，加些水、加些肥料放進泥土裏面，過了幾天它就會發芽，再過了十多天，它

就會整棵禾生出來，再過了兩三個月它就會(有)一串一串的榖，那些禾花，那些穀。

那麼我們就說這粒穀種就是因，那棵禾就是果了。這樣由因到果，由因而得果呢，這

個因呀，很籠統的！這個因，分析這個因，是有兩種東西來的，是兩種條件來的，一

種就是最主要的條件，就叫做因緣，因緣即是主要條件，因緣。

另外一種呢？是輔助的條件。那粒穀種是主要條件，如果那粒是石頭來的，你就

任你怎樣淋水，任你怎樣施肥都不會出禾的，一定要那粒穀種，然後才有禾，是嗎？

所以那粒穀種就是最主要的條件，沒有它是不行的，沒有他就不行了的那個條件就是

主要條件了。我們普通叫它做甚麼？要素，這個最主要的，佛家叫做因緣。因緣，你

不好將因緣兩個字亂解，(以為)因緣是月老，月老就是因緣，這樣就不對了。是嗎？

主要的條件叫做因緣。

除了只要條件之外，還有甚麼？增上緣。增上者，即是輔助的解釋，輔助它，令

到助成它，是甚麼？是那些呢？譬如我們種的那棵禾，那些泥土是增上緣，是嗎？

增是增加，上即向上，令到它增加，增加力量令它向上發展的叫增上緣。增上

緣，例如種的那棵禾，那粒穀是因緣，那些泥土是增上緣；淋水的水是增上緣；要太

陽照下來，太陽是增上緣；又要有個農夫去耕種，農夫是增上緣。是嗎？還要有甚麼

啊？還要有不相反的條件啊！如果你常常在這棵禾旁邊，(用火)燒得很熱，那棵禾就

會熱死了，是嗎？

又要沒有其他相反的條件，沒有相反條件的這種情形都是增上緣。各種增上緣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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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包圍 這個因緣，那就產生甚麼啊？那棵禾的結果了。那就是說，我們身外的東着

西，由因到果要具備兩種緣，明不明白？一種叫做因緣，一種叫做增上緣，兩種就夠

了。因緣普通就是一種，增上緣可能就有多種了，是嗎？那麼外面的東西，由因到果

就兩種緣就夠了，但是我們的精神作用，即是我們的、我們的心識，眼識、耳識等這

些心識，這種心識的出現(依靠)兩種緣是不夠的，就要具備四種緣的。

四種緣就是甚麼？第一種因緣(是)固然要了，這個因緣是甚麼啊？因緣是眼識的

種子，當它未出現的時候，它就潛伏在這個，你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眾緣具備它就

現出來，這個因緣。種子。第二呢？就要有甚麼啊？等無間緣，為甚麼？譬如我前一

個眼識是看白(色)的，現在要轉眼看，看藍的，這樣就要看白的(眼)識讓位才行啊！

這樣，看白的那個(識)就叫做甚麼？那個就叫做等無間緣，看藍色的那個識叫做等無

間緣了。那即是說甚麼啊？除了因緣，還要等無間緣，那一種了，是嗎？要有等無間

緣。還要有增上緣，是嗎？增上緣是甚麼啊？

眼識起的增上緣(有)很多了，眼識起的增上緣，第一，最重要的增上緣就是甚

麼？視覺神經，眼根，最重要的，這個叫做俱有依了，是嗎？除此之外還要有甚麼增

上緣啊？光線，是嗎？等等，還有適當的距離，是嗎？等等這些增上緣。那麼三種緣

了：因緣，等無間緣，增上緣，夠不夠啊？不夠，還有甚麼？

還有所緣緣，所看的，所認識的對象，object，這些 object是它所緣的，所認

識的東西，這個所認識的東西都是條件之一，緣就是條件了，所緣的緣。聽不聽得明

白啊？我們的心識生起的時候要具備四緣，少一緣都不行。第一、因緣；第二、等無

間緣；第三、增上緣；第四、所緣緣。心識的生起必定要具備四緣，外面的東西，那

些物質現象生起，(具備)兩種緣就夠了，一是因緣，二就是增上緣，兩種(緣)就夠

了。那麼這個俱有依就是甚麼啊？增上緣之中最重要的，增上緣有很多的。

這樣除了增上緣之外，增上緣，眼根是增上緣，是嗎？還有呢？等無間緣，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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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起的眼識，它要讓位，騰出來讓位才行，聽得明白嗎？「等無間依，謂意。」這

個等無間依就叫做意，意即是意根。好了，講到這裏呢，就麻煩了，怎樣麻煩呢？眼

識起的時候，一定有眼根，這個眼根是甚麼呢？是物質造成的，是嗎？物質來的嘛！

耳識起的時候，一定有耳根，耳根即是聽覺神經，這個聽覺神經是物質造成的。鼻識

起的時候，一定要有個鼻根，鼻根即是嗅覺神經，這個嗅覺神經是物質造成的。舌根

起的時候，不是，舌識起的時候，一定要有個舌根，即是味覺神經，這個舌根是甚麼

造成的？物質造成的。身根，我們的身識起的時候，一定要有個身根，這個身根即是

我們的運動神經和觸覺神經，合起來就叫做身根，這個身根是甚麼造成啊？物質造成

的。是嗎？那就是說，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這五識的排列次序

呢？排列在前的，叫做前五識。

前五識的根都是甚麼啊？物質造成的，都是物質來的。好了，我們除了前五識之

外，我們還有一個識，應該是還有三個(識)，但現在姑且照小乘的講法，還有一個叫

做意識。意識，現在我問你們，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都是識來

的，但這五個識都要有根的，第六識也是識，第六識應不應該有個根啊？應該有個

根，有個根。好了，問題就是這樣了，第六識的根是物質呢？抑或不是物質呢？你答

我，不答呢抑或不會答呢？不是。

不是，但有人說是的，在千幾年前，印度很多派的佛教徒，其中有些，有一派，

或者兩派，一派、兩派，認為意識所對的根是物質的。這個眼識的眼根就在這處，耳

識的根就在這處，是嗎？那麼意識的根在哪處呢？他說在心臟，就是心臟的裏面，心

臟就是意識的根來的，小乘那派是這樣講的，但是大乘的就說不是，不通，因為不

通。為甚麼不通啊？他說我們每一個人的全身細胞，大概七、八年就全部更換了，而

我們這些人八十年前的事情都記得，八十年前都未曾有這堆細胞，未有這堆東西，為

甚麼八十年前的東西會打進裏面了呢？入裏面呢？是嗎？不可能。

眼識、耳識、鼻識 這前五識都是了解現在的東西，不能夠了解過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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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就不是了，七、八十年前的東西都想得回來的，所以它這個意識一定要另外

有個很特殊的根，這種根不是物質來的，是一種甚麼？是一種力量來的，是一種甚麼

呢？energy來的，不是 matter，不是 material，是 energy，或者是一種 power

力。大乘(佛教)認為有種這樣的(力量)，那麼小乘(佛教)有一派，有一派，這一派很沒

有勢力，就(講)是物質的，除了它自己之外，沒有人承認了。但是你知道的，現在那

些講生理學的，他認為意識的根是物質的，你問一下那些醫生，我們的意識他認為是

在我們的大腦神經裏面，我們的意識完全根據腦神經，那些好像豬腦的那塊東西，是

嗎？是物質根，但佛教說不是！不是！不是！心臟固然不是，這個腦都不是。

那麼沒有這個腦都可以想東西啦！不是！並不是！這個腦是條件之一，還有一種

最重要的條件叫做意根，腦不過是第二個條件來的，心臟也是第二個條件，為甚麼

啊？心臟一停就不能想東西了，所以心臟和腦是第二條件。第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是一

種力量，是一種 energy，是嗎？這前六識會影響到後面的，所以已成過去的，又無

間的那些前六識，就是現在意識的根，小乘(佛教)這樣講。那就是說意根，所謂意的

根，在佛教裏面有三種講法：第一種，就是甚麼啊？那塊肉團，那個肉的心是意根；

第二種，過去的無間的那些等無間緣，就是意根；第三種，大乘(佛教)講唯識的，就

說另外有一種意根，末那識才是意根。

這樣就三種講法了，意識的根有三種不同的答案，三種都是那些羅漢、那些菩薩

講的，那麼到底哪一種是真呢？哪種真呢？我們讀書都要選擇的，有時候那些菩薩講

的東西都互相矛盾的，這又如何呢？這樣，我們大概現在知道的，第一種，講這個意

根是物質來的，這講不通！我們不要它！是一些羅漢講的，大乘菩薩不聽見有人講，

是一些羅漢講的，我們不要它，那就剩下兩種，就是意根有兩種，是嗎？

第一種就是過去的無間的那些等無間緣，等無間依就是意根。第二種這個末那識

就是意根。這兩種是沒有矛盾的，是嗎？所以我們就 ，初期，唯識宗初起的時候，説

就講意根有兩種，一種就是無間滅的意，無間滅意；第二種就是這個末那識。兩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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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根，這個過渡時期，就是不想與小乘的人爭拗，就說：「你講得對，不過我可以

加多一種的。」

後期講唯識的呢？就不要了，這個末那識就是意根，那個無間識的就不算了，無

間識就是無間識，就不算意根了。這樣的講法，真正的意根就末那識才是，這個是後

期的(講法)。初期是兩種兼容並包，那你現在看佛教的論裏有些是兼容並包，講兩種

的(意根)；有些只是講一種的(意根)，只講末那識。那就可以告訴你聽，兩種都可

以，最好兩種都講，一種是無間滅的。那就是說，意根有兩種：一就是無間滅的無間

依，等無間依；二就是末那識。兩種都對，都是意根，那就穩當了。是嗎？

這個「等無間依，謂意。」它這處沒有講末那識啊！是嗎？為甚麼？是不是彌勒

菩薩不懂啊？彌勒菩薩講的是照小乘的講法，講等無間依，沒有講末那識啊？為甚麼

啊？當時聽他講佛法的人有很多是小乘的人，現在未曾講到那個問題，無謂多生枝節

來問，他說的都對，兩種他講少一種而已，這個先講，到後來慢慢講還有一種，明不

明白？就好像你們教孩子一樣，本來有兩種東西的，你先跟他說一種，講了這種，等

他接受了，到了以後就說還有一種啊！是嗎？你們教孩子是不是這樣教啊？你呢？你

教孩子會不會這樣教啊？你是教書的？是不是教書的？教學生(時)先講一樣，以後就

再加一樣。

這是他遷就小乘的人，「等無間依，謂意。」是嗎？那麼你會問：「會不會彌勒

菩薩只是講，同小乘一樣的講(法)，不講後面那一種，不講末那識啊？」不會。為甚

麼？因為下文他講給你聽，是稍慢一點而已。好了，講了第一種依就叫做俱有依，是

嗎？第二種叫做等無間依。第三種呢？種子，它的因緣了，種子。「種子依，謂即此

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阿賴耶識。」所謂種子依，就是阿賴耶識是也。

好了，來到這處呢，你會問：「種子即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個識來的，種子

就會個別的，為甚麼即是阿賴耶識呢？」這個理由是這樣，阿賴耶識裏面含藏無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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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那麼多的種子，裏面有些有漏的種子，有些無漏的種子，有善種子，有惡種子，甚

麼種子都有，照理種子應該是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著的那些種子，就叫做種子依，照

理就這樣解法才對的。但是他呢？阿賴耶識就是種子了，就是種子依了，似乎好像很

倔那樣，是嗎？但是你講他倔也可以，但是實在不是很倔。

為甚麼啊？種子就是阿賴耶識裏面含藏了的，阿賴耶識含藏的種子不是說像個罐

子含藏著白豆那樣，不是那樣的，不過阿賴耶識裏面附著了很多種子在裏面，即是你

在這處要明了「體」(與)「用」這兩個觀念。世界上的東西，有「體」就一定有

「用」的，記住啊！有「體」一定有「用」，沒有有「體」沒有「用」的，還有世界

上的東西，有「用」必定有「體」，沒有有「用」(而)沒有「體」的，聽得明白嗎？

例如講，那甚麼叫做「體」？甚麼叫做「用」呢？「體」即是本質，即自性與本

質。「用」呢？就是屬性，屬性與活動。「體」就是本質，凡有本質的東西一定有屬

性，一定有它的活動。屬性就是甚麼啊？屬性即是 quality，「體」就是 essential，

凡有 essential的東西一定有甚麼啊？quality。還有甚麼啊？活動，活動即是它的

action，activity，活動不一定常有，但屬性必定有，所以我們屬性裏面將它廣義一

點，所有活動都叫做屬性，這所以我們就不要這個了。

「體」就指本質，「用」就指屬性。這樣廣義的屬性英文叫做 attribute，是否

attribute？你知道嗎？是否 attribute？本質所表現出來的是不是叫做 attribute？好

像氣氛差不多的，attribute，你查查字典，「屬性」。你明白「體」、「用」，阿賴

耶識是「體」，一切種子不過是阿賴耶識體上的「用」來的，明不明白？

「體」與「用」不可分離的，離開「體」就沒有「用」，是嗎？調轉過來，離開

「用」就沒有「體」，所以依據這意義，它就說，一切種子，所謂種子依，就是阿賴

耶識，其實的意思是阿賴耶識的「用」來的。聽不聽得明白？阿賴耶識。謂即甚麼？

「謂即阿賴耶識。」是嗎？看到了嗎？先略了中間那幾個字，種子依謂即，「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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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就是，就是阿賴耶識，其實不就是阿賴耶識，就是阿賴耶識上的「用」，是嗎？

即是阿賴耶識所含藏著的種子。聽得明白嗎？

這個阿賴耶識是甚麼啊？「異熟所攝的阿賴耶識。」這個「異熟所攝」是一個形

容詞，是一個 adjective，是形容阿賴耶識的，那些阿賴耶識是甚麼阿賴耶識啊？異

熟那一類。這個「異熟」是甚麼？「異熟」是果報，果報那一類的，即這阿賴耶識是

一部機器來的，專門負責管理果報的，這個專司果報的那個阿賴耶識。「異熟所攝阿

賴耶識。」即是專司、專門負責果報那部份的作用的那個阿賴耶識。聽不聽得明白？

「異熟所攝的阿賴耶識。」

這個阿賴耶識同時又是甚麼啊？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種子有很多的，這個種子，

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種子，就讓這個阿賴耶識執受著，甚麼叫做「執受著」呢？這個

「執受著」當(解作)抓住。「執受」即英文的 hold，「h-o-l-d」hold，執受。這

樣，「執」就好了，為甚麼要「受」啊？執住它，執住它，當它是自己的，「受」

的，好似不是很活動的執住它，不是像個鉗，鉗住東西那麼(刻)板的。

阿賴耶識執住那些種子，享受住那些種子，覺得那些種子好像它自己那樣。「執

受」，這個「執受」當作執持解(釋)，直情(簡直是)當抓住，一切種子都讓它抓住

的，依據它，然後那些種子才不會飛出去，「執受所依。」一切種子都住在它裏面讓

它執受住的，那個這樣的阿賴耶識，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的阿賴耶識，異熟所攝的阿賴

耶識，明不明白啊？將它 analyse，將它分析，這句是這樣解(釋)。如果不這樣分

析，甩甩咳咳(不通順)的怎樣讀呢？讀來讀去都讀不明白，現在讀得明白了。讀不讀

得明白？讀得明白嗎？讀得明白了。

為甚麼這麼累贅的呢？沒別的，印度人所用的這些文字是梵文，梵文即是

Sanskrit，Sanskrit的這種文與英文、法文同一個系統的，每一個名詞一連串有很多

adjective來形容。這處有兩個 adjectives，一個是甚麼啊？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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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一個是)異熟所攝的，阿賴耶識這樣一分析，它就兩個形容詞形容那個名詞，

就很容易解(釋)了。是嗎？但這種解法呢，就(利)益了那些讀番書的番書仔，他學過

文法的就容易(理)解。那些老先生讀起來就麻煩了，很累贅的，反而不會，那些年青

人就(會了)。會不會啊？

我這樣解釋給你聽，你會不會啊？會了吧，兩個 adjectives，qualify 那個

noun。是嗎？阿賴耶識就是含藏那些種子，不只含藏，這些種子就是它的屬性了，

所以阿賴耶識就是種子的體了，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就第三種依了，是嗎？那麼三種

所依講完了。這樣，我們的眼識一起的時候就不是那麼簡單了，為甚麼我們的眼識會

起啊？有三種所依的依據它才能起的，第一種是「俱有依」，眼根，視覺神經。

第二種是甚麼啊？「等無間依」，前面的，前剎那的六個識讓位給它。第三就是

阿賴耶識裏面含藏著的那些種子(「種子依」)了。聽得明白嗎？聽得明白嗎？

學生：「外境那個境是甚麼來的？那個眼識起時要有個境的，那個境又是屬於哪一

類？眼識起時有境的啊。」羅公：「境不是(所)依，境是所緣。」

學生：「它都需要這樣東西啊？它都要這樣東西才能起眼識的啊？」

羅公：「是啊，要有境，它沒有說不要境啊，但它所依，境不是它所依，境是它所緣

啊，你明不明白？境是它所緣，是嗎？所緣不就是境了，(所緣)是顏色，(這)

個 object。」

三種所依(都)講了，將三種壓縮一點，壓縮它，收一收它，只有兩種，就分兩

段。壬二，(第)二十九頁，壬二，「攝之為二」，將它一收縮，攝即是收，收了它，

將它縮為兩種。癸一，標，壬就到癸，標，標即舉也，舉出它的兩種。癸二，隨即跟

著解釋，解釋那兩種。「癸一、標列。」標出它的名，標了它的兩個名(字)出來，就

列出將兩個名排列出來，舉它的名而排列出來。「如是略說二種所依。」「如是」即

這樣，把那三種所依將它略說，即是簡單化，將它來簡單化，就它的所依就實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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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哪兩種啊？「謂色、非色。」「謂」即就是，「色」，物質，那個「色」字在佛

經裏面有兩個解法的，你要看上下文，第一個解(法是)廣義的，當物質解(釋)，當物

質解(釋)，那些有形有象的東西，那些英國人譯做 form，「f-o-r-m」。

第二個解釋呢？就是甚麼啊？指 colour顏色，紅、黃、藍、白、黑，顏色，狹

義的。這個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你想一下，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廣義的，指物質。

「謂色」，第一種是物質。「非色」，就不是物質的。三種所依之中，哪種是(物

質)？你答我吧，哪種是物質的？哪種不是物質的？你答我。

學生：「俱有依。俱有依是物質，其他不是(物質)。」

俱有依是物質，其他不是物質。「隨釋。」第二、隨釋了，跟著解釋了。明白

嗎？俱有依是物質，等無間依與種子依不是物質。「隨釋。」隨釋裏面分兩段，第

一、辨類，說明甚麼？說明色與非色兩類，哪種屬於哪一類。「子二、出體。」舉出

那件東西出來。「子一、辨類。」辨類，是甚麼啊？「眼是色。」眼根是物質的。

「餘非色。」其餘的等無間依與種子依就不是物質的，「餘非色」。會解 (釋)

了，你們以為《瑜伽師地論》深，其實深不深啊？深不深啊？不深的！是嗎？只要你

有耐性，心平氣和，冷靜地看，世界上那些譯得通的，都不會深的，除非它不合邏

輯、不通的，那就真是譯到深了，它不通的話，我們先不要。那麼現在講到眼，這已

經出體了，辨類，現在再將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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