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已經出體了。「辯類」，現在再將眼與種子重新講一講，重新講一講，你看一

下，子二，再重新舉出那幾種出來了。丑一，先分三，「丑一、眼。」「丑二、

意。」「丑三、一切種子。」又再分開三種來講，重新講過了，你會說：「這麼噚

（長氣）啊！」是啊，菩薩是這樣噚（長氣）的，釋迦佛都是這樣噚（長氣）的啊！

講來講去，講著講著又講回頭了，他怕那些人不明白，他又講過。但好處是甚麼啊？

你不明白的，他（能）講到你明白。是嗎？他又再將三種所依重新講過，重出體。

第一是眼了，俱有依。第二、意，是等無間依。第三就是種子依。他又重新講

了，先講俱有依，眼了。「丑一、眼，丑二、意，丑三、一切種子。」「丑一、

眼，」眼呢，上文講到眼根，眼根又是甚麼來的呢？他解（釋）給你聽了，「眼謂四

大種所造、眼識所依的淨色，無見、有對。」眼是甚麼來呢？四大種所做。現在你們

讀書有沒有學化學啊？學 chemistry有沒有學過？學過，你們學的時候有幾多種

elements？

學生：「都不記得了。」

老師：「 ！都還給他（老師）了。你呢？你新鮮熱辣，有多少吓 elements？我們這

個世界，造成這個世界的物質，那些元素有幾多種啊？有幾多種啊？」

學生：「一零三，一零三。」一零三（種），是嗎？我們讀書的時候只有九十二種，

現在就一零三（種）了，再過多幾年，可能一零五、一零六（種）都不定，總

之，科學越進步就越講得詳細了，是嗎？舊時的人不知道有一零三這麼多種

的，以為甚麼都是那四種而已。

中國人就甚麼都以為是那五種，中國人以為甚麼啊？「金、木、水、火、土」，

五行，五種 elements。希臘，西方的希臘，那些 Greece，他就說甚麼啊？「地、

水、火、風」，四種。印度人呢？多數是講四種，「地、水、火、風」。後期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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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密宗就講到甚麼？六種，「地、水、火、風、空、識」，連那個「空」都是，都是

element。《楞嚴經》還加多一種，「地、水、火、風、空、識、見」，是嗎？

「見」真的沒有道理，加個「見」，這個「識」就是「見」了，是嗎？那為甚麼另外

有個「見」呢？這樣，現在呢？現在進步了，一百零三種（元素）了，是嗎？那麼你

說：「舊時講四種，難道那些舊時的人全都不懂啊！」舊時文化沒有這麼進步，就算

是識都不敢講的了，你以為講就行了嗎？人家不認同啊。

舊時以為是四種（元素），「地、水、火、風。」好了，講到這裏，「地」不是

我們踩著的那些叫做地，那些不是「地」。「水」呢？不是開了水喉流出來的那些是

水，不是啊。「火」呢？不是熊熊燃燒的那些。「風」就不是一陣風吹來的那些風。

是指甚麼啊？ ？是指那些微粒子，那些叫做極微。現在呢？那些科學家叫做甚麼吓

啊？電子、質子那些。佛教認為造成這個物質世界的，是由四種極之微細的微粒子造

成的。

第一種就是甚麼？堅硬性的微粒子叫做地。第二種是潤濕性的微粒子，就叫做

水。第三種，那些熱性的微粒子，好像電那樣的微粒子，發光、發熱的那些微粒子，

就叫做火。第四種，那些動性的微粒子就叫做風。是這樣解釋的，那麼你說：「我一

腳踩下的還不是地？」那不是真的地，那些叫做假地。為甚麼叫做假地啊？因為一腳

踩下的地都是「地、水、火、風」四種微粒子聚在一起的，不過那些「地」的微粒子

強些、多些，所以我們踩下的就變地。

開了水喉流出來的水呢？也是「地、水、火、風」四種微粒子造成的，不過裏面

那些「水」的微粒子多些，所以才這樣。四種微粒子，這四種微粒子叫做甚麼啊？

「四大」。為甚麼叫做大啊？「大」即很普遍，整個世界，整個宇宙東南西北四面都

有它（們）存在著，所以它（們）分布的地方很廣大，所以叫做大。那麼，「四大」

者，即四種 elements，是嗎？

2



這個眼呢？就是甚麼啊？眼根是甚麼來的？四大種所造的。四大（種）為甚麼叫

做大種啊？萬物都由這些好像穀種、穀芽那樣，由這些種產生的，這就叫做大，又叫

做大種，明白嗎？眼是由四種大種（造的），大種直接叫 element就可以了，元

素，四種元素所造出來的。四種元素所造出來的就是叫做眼了，是不是啊？不是。眼

是四種元素造的，不是四種元素造的就是眼。明不明白啊？明白了吧。

你們學過幾何，就是那些逆定理非一定是真的，是嗎？就是說，有三個角，哦，

不是，三條邊都相等的是屬三角形，是嗎？但是，並不是凡是三角形的三條邊都相等

的。譬如你說，廣東人是中國人就可以，但是你說中國人即是廣東人，你就錯了。逆

定理，逆命題不一定真確。所以，眼（根）是由四大種造成的，但由四種大種造成的

就不一定是眼。

眼根是由四種大種造出來，但由四種大種造出來的不一定是眼根，聽不聽得明

白？眼識所依，還要是，眼識要它做依據的，然後才能（生）起的，這個是甚麼呢？

眼根，是吧！眼識所依，還要是甚麼？眼識所依的是甚麼？眼識所依是不是好像

（那）隻豬眼、牛眼那樣，這個球是整個球啊？這個框都是眼識所依的啊？不是。

「淨色」，「淨」即是很微妙的，那些很微妙的物質。這就是說我們的眼，視覺

神經是一種很微妙的物質來的，不是普通的物質來的，「淨色」即是甚麼？那些有機

的組織，那些有機的組織、物質。「淨色」，它的性質是怎樣的呢？「無見」，不可

見的，見不到的，你見不見到？你看一下 人，見不見得到他的眼根呢？見到那隻眼别

好像豬眼、牛眼，那個不是眼根啊，裏面的視覺神經才是眼根啊。

那你說：「我要抽出來就看到了。」抽得出來的眼根就死了，是嗎？你去死屍房

裏面解剖出來的那個已經不是眼根了，是不是啊？是已經死掉了的眼根。見不到的，

真的眼根見不到的，你說：「我用 X-ray就看到了。」X-ray看到的不是真的那樣

啊！是嗎？「無見」，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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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但你碰到是可以的，你用手摸一下，你接觸到你的視覺神經，你接觸

到的。「有對」，對者，就是可以碰到、觸到的，「無見、有對。」明不明白啊？這

樣（就）詳細解釋「俱有依」了。第二種了，「丑二、意，」即是（這）個意根，

（這）個等無間的意根。「意謂眼識無間過去識。」這個意根，「眼識無間」，即中

間沒有間隔，已經已成過去，那些讓位了的識，過去的識。不只是眼識，「五識」也

是，那六個識都是無間的過去的識。看一下，「丑三、一切種子識。」

這個阿賴耶識，「一切種子識，謂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

識。」呵，這一句，中國的文法很少有這麼長的句子，這簡直是甚麼啊？那些歐洲、

印度那些人的句子。「一切種子識」即是那個種子，那個阿賴耶識。包含，現在讀到

這處（就）知道，「一切種子」加個「識」字，即是包含一切種子在內的那些

（識），那即是甚麼呢？「謂無始時」，謂甚麼啊？謂「異熟識」。

先一直看下去，所謂一切種子呢，就是異熟識。那為甚麼又叫做異熟識呢？剛才

叫做阿賴耶識，為甚麼現在突然叫做異熟識啊？那現在要解（釋）了。阿賴耶這個字

呢，梵文叫 layaā ， layaā 就譯做甚麼？倉庫，倉庫，（這）個穀倉，米倉、穀倉，

譯做倉庫，或者譯做庫藏。這個「藏」字讀藏（粵音：撞），載著好多寶物，好多貨

物的那些庫藏。

那些西（方）人將它譯做 store，store conscious，阿賴耶識譯做甚麼？庫藏

識。六祖呢？就叫它做含藏識，因它含藏一切種子。阿賴耶識因為它含藏一切種子，

所以叫做庫藏識， layaā 即是庫藏。這個阿賴耶識，又名叫做異熟識，為甚麼叫做異

熟識啊？異熟者，（當作）果報的解（釋）。果報為甚麼叫做異熟呢？果報呢，就今

世造因，就來世受報，由你作業的因，到你受報是不同時間的，異時而熟，所以叫做

異熟。你說：「即刻造因，即刻受報可不可以啊？」即刻造因不會即刻受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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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造因，即刻受報的那些是互為因果才會的。否則，一定先因後果的，因在

先，果在後。佛家講因果有兩種，一種是同時因果，互為因果就是同時因果。一種就

先因後果的，普通就（這樣），就算今年作業，來年受果，都是異時啊！今早作業，

今晚受果，都是異時啊！前一秒鐘作業，後一秒鐘受果，都是異時啊！這叫做異時因

果。異時而熟，凡是果報一定異時而熟的，不是同時的。由因，由作因到得果呢？一

定要經過相當的醞釀，經過相當的醞釀的，為甚麼啊？作的因為生，由生到熟，它然

後才出現果報。

好像你種一棵菊花那樣，最初一路由小轉變到大才會成熟的，所以叫變異，即經

過相當的變化才成熟的。你作了業的因，這種業因，這種業力經過相當的變化，然後

才成熟得果，變異而熟。還有呢？這個是最難解的，而且是最重要，叫做異類而熟。

凡是果報，因與果一定是不同類的，為甚麼不同類啊？這個類是指甚麼？指善、惡、

無記這三類。凡是造業因，一定是善的因，善的業或者惡的業才受報的，無記的業不

受報的，無記業不受報。

善業、惡業才受報的，這些善業、惡業呢，你作了這種業，譬如你呢，殺了很多

豬，你開這個豬肉鋪，殺了幾千（隻）豬，（這）一世人，假使你來世是做（隻）

豬，這樣殺豬這個業因是惡的了，來世你做回（一隻）豬，豬惡不惡啊？豬無所謂惡

的呀！牠已經這麼蠢了， 叫那樣蠢了，還說牠惡？是嗎？你說牠善嗎？也不是㗒㗒

善，牠是無記的，非善非惡的。所以（這）個因呢？這個業因呢？非善就是惡。

（這）個果呢？非善非惡，異熟果一定是這樣的。這種呢？因有善惡，而果一定是無

記的，我們的因果異類而熟，性類不同，異類而熟。

這個第八識是專司果報的，它是一部果報的機器來的，它的果報就由因，作了業

因慢慢地成熟，它這個異熟識、阿賴耶識就管理這種果報的，叫做異熟識，阿賴耶識

亦名叫做異熟識。這樣，「一切種子謂異熟識。」是嗎？這個「異熟識」是甚麼啊？

含藏著一切種子的，一切，為甚麼是一切啊？種子就是種子了，為甚麼是一切啊？種

子呢？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惡的，有些是無記的，一切。一切者，就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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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有的這些種子。

「一切種子」，有些是有漏的，有些是無漏的，包括了全部種子，一切種子。一

切種子都含藏在這異熟識裏面，所以是一切種子的異熟識，即是說含藏一切種子的異

熟識。這樣 analyse，會了嗎？怎樣？這些種子是怎樣得來的呢？是不是上帝放進去

的呢？不是！是怎樣啊？「樂著戲論熏習為因」所生出來的種子。這是甚麼？「樂著

戲論」，「樂著戲論」，甚麼叫做戲論啊？戲論即是笑話，虛妄的，不是好東西，又

不是真東西叫做戲論。

笑話就沒有一樣是好的了，譬如你說：「你中了馬票頭 呀！」「是不是啊？」奬

「騙一下你而已！」這個就是戲論啊！是吧！不實在的！「樂著戲論」，本來這個世

界很多東西都是戲論來的，你偏偏是甚麼啊？沉醉其中，「樂著」，沉醉著那些戲

論，這個世界上許多東西都是虛虛假假的，就偏偏以為這就是好東西，整天沉醉下

去，這叫做「樂著戲論」。明白了嗎？

對那些虛妄不實的東西，偏偏樂著即愛好，即英文的 like，「樂著」。「樂」就

是 like，歡喜。「著」是甚麼？attach，「a-t-t-a-c-h」，attach，常常都愛，歡喜

那些戲論的東西，不只喜歡它，還執著它，以為還是真的。「樂著戲論」，「樂著戲

論」的結果就把這種「樂著」的（特）性熏進了阿賴耶識，做一種執著的因，第二

（未來）世你就起很多執著了。「樂著」。又呢？「樂著戲論」，你那些戲論不是好

東西來的，你偏偏覺得是好東西，又把那些戲論又熏進那個異熟識裏面，於是第二

（未來）世又有大批戲論現出來了。

那就是第二（未來）世的時候，（因為）今世常常「樂著戲論」，第二世、第三

世、（第四世、）第五世那些「樂著戲論」有兩種東西出現了，一種就是「樂著」出

現了，陸續「樂著」，一種是那些「戲論」陸續出來了。那些以「樂著戲論」為因，

打進去那個（阿賴耶識、）異熟識裏面，好像打了資料入電腦一樣，後來只要你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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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掣，你就霹靂啪啦，那些資料就打出來了。這些「樂著戲論」是否只是前世或者

今世啊？不是啊！多世的，世多得怎麼樣啊？無始以來啊，由無始之始，不知道幾多

萬萬年，世，一世、一世、一世，全部打進出了，一些就出現過，出現然後又打了進

去。無始以來「樂著戲論」為因，這樣就生了這些種子出來了，不是上帝放進去的。

這樣，這些種子就給異熟識含著它，抓住它。所謂一切種子就是甚麼？無始以來樂著

那些戲論，但是（這些）戲論就熏，好像那些煙一樣熏進白紙上，熏入阿賴耶識裏

面，熏成這種種子在這處，這種這樣的異熟識。聽不聽得明白啊？這樣「一切種子

依」講完了，所依三樣講完了，講完「所緣」就收工了，因為甚麼呢？「所緣」都不

少，講一些吧，講不完「所緣」。

「申三、所緣。」即是 object，眼識起的時候，所看到的東西。分兩段來講，

壬一，壬二。「壬一、出體。」舉出這些 object的體相，體相的東西。「壬二、辨

類。」說明有多少種類。現在「壬一、出體。」「彼所緣者，謂色，有見、有對。」

「彼所緣」，這個眼識所緣的 object、對象。

「謂」，謂即就是。就是甚麼？「色」，這個狹義的了，眼所見的那些

colour，顏色，這些顏色呢？「有見」，可以見得到的，「有對」，可以摸得到的，

可以碰的，一碰可以碰壞的，為甚麼啊？這些顏色紅紅的，你的手骯髒地碰了它，

（變）黑了，「有對」。「有見、有對。」這個就舉出了「色」的本質了，體了，

舉，出就是舉出，舉出它的體質。然後「壬二、辨類。」說明這種色有多少種類。種

類呢？有兩種分類法，一種是甚麼？將它的情況，顏色的情形來分類；第二種，將善

惡的價值來分類。

第一種分類，把它講了，癸一、顯、形等三種，將顏色分作顯色、形色、表色，

三種色。癸二、就分作好色、惡色、不好不惡的色。現在先講第一種，「癸一、顯形

等三，」又分二，「子一、標列。」標即舉，列就是列出名字出來。「子二、隨

釋。」跟著解釋它。現在我們看「子一、標列。」「此復多種，略說有三，謂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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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色、表色。」「此」即是色，顏色，「復」即是又，顏色又分為多種，這麼多種顏

色，總共幾多種啊？簡單的說，就有三種，詳細的說，就有多種。三種，是哪三種

啊？第一種顯色，很明顯我們看到的，顯色。第二種是形色，只是指那個形狀的。第

三種是表色，能夠表示它的內心出來的。

現在你不明白的，你看下去就會明白了。「隨釋」，跟著解釋，「隨釋」又分兩

段，一，丑一、丑二。「丑一、辨體義。」辨即是說明，說明這三種色的本質、體

（性），義就是屬性，這個義字當屬性解（釋），本質、屬性。然後，「丑二、釋異

名。」舉出那些不同的名稱。現在「丑一、辨體義。」分三，「寅一、第一義(出體

性），」舉出它的體性、本質。

「寅二、第二義（明色相），」就說明甚麼啊？各種色的相貌。「寅三、第三義

（顯差別）。」就說明它的異點，不同之處，（這）幾種色的不同之處。現在我們先

講「第一義，出體性，」舉出這三種色的本質，分三，第一、先講「顯色」，卯一，

講「顯色」；卯二、就講「形色」；卯三、就講「表色」。

現在「卯一、顯色，」「顯色者，謂青、黃、赤、白、光、影、明、闇、雲、

煙、塵、霧及空一顯色。」（這）個「顯色」就有這麼多種。第一種，「顯色」是好

著，好明顯的，可以看到的，第一種，青，即是藍色；第二種，黃，黃色；第三種，

赤，朱紅色；（第四種，）白，白色。最基本的顏色是這四種，這四種是實的色，為

甚麼叫做實啊？有它自己的種子的，其餘各種是假色，為甚麼叫做假？都是青、黃、

赤、白這四種（色）顯現出來的，叫假色。

天空（有）很多太陽（光）的，這太陽的光就叫做光，即發光體發出的光叫做

光。舊時的解（釋）呢？就講甚麼呀？太陽的光叫做光。影，為甚麼叫做影啊？你遮

（擋）著的光，下面的中間有些就暗了，有個影了，遮住了光不就有一個影啦！光這

樣蓋住，你在這處看不就是整部書的影（出來）了？那些叫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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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都是青、黃、赤、白來的，是嗎？影是甚麼啊？黑，影。「明」，「明」

與「光」在佛經裏面是不同的，太陽光叫做光，明是甚麼呢？那些珠寶會（發）的

光，那些月亮的光，那些就叫做明，明。「闇」，「闇」是怎樣啊？這本書遮擋著

（光）有影，中間這裏看不到光了就叫做闇，這個太陽下用東西遮擋著（光），不就

是闇了，闇。所謂明、闇都是這樣，青、黃、赤、白是濃抑或是淡而已。

「雲」，那些雲整團的那樣，其實雲都是假的，雲的色都是甚麼啊？都是黑色來

的，半黑白而已，灰色。「煙」，那些煙又好像有些（顏）色的，這些色是甚麼？

青、黃、赤、白。「塵」，那些塵，滿（天）空都是塵，都是色，又是青、黃、赤、

白來的。「霧」，在大霧裏面朦朧朧的那種色，也是青、黃、赤、白，它看不清楚而

已。

「空一顯色」，甚麼叫做空一顯色啊？印度自古相傳，這個世界中間有一座大

山，就叫做須彌山。（這）個須彌山就用金、銀、琉璃、頗胝造成的，七寶造成，四

面就這四種，我們就是南贍部洲，即是南贍部提，就是在南面的，須彌山的南面就全

部用琉璃造的。琉璃者，即那些青石，青的寶石，那些藍寶石造的，藍寶石讓太陽一

照它，就將藍色寶石的光映（照）在天空，所以我們一望向天（空），就見到一片蔚

藍色的，這片蔚藍色就由這個太陽的光線射在須彌山的南面，那些琉璃的光反射出來

就變藍色了。

印度古代在佛未出世的時候，已經有這種講法了。佛出世之後呢？就沒有改它的

這種講法，那即是甚麼？這種色叫做空一顯色。就是空中一片藍色的那種，是由

（這）個須彌山映過來的空一顯色。

這樣以上這麼多種色就叫做甚麼啊？叫做「顯色」。（其餘的）都假，青、黃、

赤、白是實的，其餘的（色）是在實色之上假立的。實色就有它自己的種子，假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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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己的種子。第二種了，（第）三十八頁，「卯二、形色。」有「顯色」之後，

一看下去就肯定有形，譬如這個白色的，這個是甚麼啊？方形，是嗎？這些就是「顯

色」了，白色了，這個形不就是「形色」了？方形，有些是圓形的，有些是圓形的，

這個佛的那個鏡是圓形的，附著在「顯色」上的那些形狀叫「形色」。現在講的「形

色」有幾多種？形色者，謂長、第一個是長。短，長與短是相對的，短。方、圓。

麤，整個大的是麤，細，小的叫做細。正，對稱的叫做正。不正，不對稱的叫做不

正。高、（下，）下即是低。這些就叫做「形色」。

「形色」是假的，統統（都是假的），都是在「顯色」上現出形狀。第三類呢，

卯三、叫做「表色」。你看一下它，「表色者，謂取、捨、屈、伸、行、住、坐、

臥，如是等色。」這些叫做「表色」。表者，能夠表示內心出來的，叫做表。第一是

「取」，怎樣「取」啊？一手把東西拉過來，叫做取。「捨」是怎樣啊？將這樣東西

扔出去，「捨」。都有個內心指揮的啊！有所表示的。

「屈」，兩隻手這樣屈進來，叫做屈。「伸」呢，本來這樣的，就伸過去，伸。

「行」，行路了。「住」，即 stand，站住了。「坐」，坐下來。「臥」，睡覺，睡

下了。如是等，很多動作等等這些叫做「表色」。色不外三種：「顯色」、「形

色」、「表色」，這是第一義，第一種分類法。

第二種分類法呢？第二，第二天才講了，第二義，今日就講這麼多，明不明白

啊？……「第二義，明色相。」相是相狀，講這個「色」的相狀。講「色」的相狀，

就分三，因為「色」有三種，所以分三，「顯色」、「形色」、「表色」。現在先講

「顯色」，「又顯色者，謂若色顯了，眼識所行。」

甚麼叫做「顯色」呢？所謂顯色者，看這個「謂」字，如果是文言文，這個

「謂」字譯做白話文（即是）就是，就是甚麼呢？如果，（這個）「若」（字）是如

果，如果我有這種色，顏色的色，是顯了的，很明顯的，「顯了」即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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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字當作明字解（釋），是眼識所行，我們的眼識所行的，這個「行」字者，即

是對於它而起思慮的，那麼這些叫做「顯色」。「形色」者呢，卯二、「形色者，謂

若色積集長、短等分別（相）。」

這是說「形色」呢，就是那些形狀啊，形狀是一種甚麼東西來呢？它講「若色積

集」，一種啊，這個「色」就指「顯色」，那些「顯色」積集起來，積集多了，就變

了長，是嗎？積集得少，就短了。這些「色」，「色積集」，這個「色」是指那些

「顯色」，那些「顯色」積集，或積集得長，或積集得短。

這樣呢，「等」，「等」是等甚麼呢？積集成方形，積集成圓形，長啦、短啦、

方啦、圓啦 這些就是「形色」等，這種「分別相」，「分別相」即是各種不同的⋯⋯

形狀。（第）三、「表色」，表色者，表者（即）有所表示的，就是甚麼啊？（就

是）我們手想屈，用手屈著，我們的手這樣想伸出去，表示我（的手）要伸，有所表

示的。「表色者，謂即此積集色，」就是一長一短那些「色」。

「生滅相續，」這句就難解了，「表色」是表示一種東西，為甚麼要「生滅相

續」啊？它就這樣，現在有很多人對於我們的活動，活動，譬如我動了，我的手在這

處，拳頭在這處，這個拳頭由這邊移到那邊，這樣就叫做動。

我們普通常識要移轉位置，就叫做動，但是有人這樣講：「沒有動的，世界

上。」為甚麼呢？因為我的第一個剎那 為甚麼呢？因為我的第一個剎那的手在這⋯⋯

處，沒有動的；第二個剎那的手在這一處，也沒有動；第三個剎那，這隻手在這處，

也沒有動啊，即是每一剎那來計算，每一剎那都是靜的，是沒有動的。那些哲學家很

多是這樣說的，沒有動的，就是一幅幅都沒有動的。

我們中國呢，從前呢，我們在莊子（著作）裏面看到，看到甚麼呢？他引當時那

些辯者，惠施那班人的學說，他講有甚麼啊？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句（「飛鳥之影未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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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飛鳥的影（子），這隻鳥這樣飛，第一剎那，這隻鳥在這裏，這個影子在

這處沒有動；第二剎那，這隻鳥在這裏，影子在這處，沒有移動；第三剎那，那隻鳥

在這裏，影子在這（也沒有動），每一剎那來計（算）都沒有移動。「飛鳥之影未嘗

動也。」每一秒鐘（都沒動），第一秒鐘這隻鳥，這隻小鳥的影子在這，這個影子在

這；第二秒鐘（這）個影子飛到這裏，影子在這裏，秒秒鐘的影子都沒有動的，是

嗎？就是沒有動的，世界上的東西沒有動的，你信不信啊？沒有動的？你信不信他這

樣的講法？沒有動的，他說沒有動的。

我們中國人就這麼講，這樣呢，這種如此的講法，佛家也是一樣，沒動的，沒動

的。我們的所謂動呢？其實是幻覺來的，真正是沒有動的。猶如我們看電影，你看見

一個老人家拿著一根（香）煙，這樣一直的，我們看見電影裏面的老人家拿著一根香

煙，一直放在口裏咬住它。其實，分析起來是不是（這樣）啊？不是的，一幅一幅靜

的，一幅幅菲林（底片）都是靜的。所以我們看電影覺得這個老人家動呢，是我們的

幻覺來的，真正是沒有動的。「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佛家也是講沒有動的。

好了，你一知道他說是沒有動的呢，那些「積集色生滅相續」，如何「生滅相

續」啊？譬如這隻小鳥，由這個影，第一 那起，這小鳥在這裏，這影子就生了，是刹

嗎？第一個 那完了，這隻小鳥離開這裏，（這）個影子就滅了。第二個剎那，這個刹

（影子）又生了，第二剎那呢？滅了，第三個剎那，第四個剎那，每一個剎那的新的

狀態都生，一生了之後，那種生的狀態立刻滅，一滅的時候，第二個剎那開始了，第

二個剎那開始的時候，這種新的狀態又產生了，新的狀態產生了以後，立刻就滅了，

滅了之後，第三個剎那又有新的狀態產生了。

每一個剎那都是一種新的狀態產生出來，每一個剎那的新的狀態產生了，跟著就

滅，實在沒有動，你信不信啊？你想一下是不是？這個問題（就是）動還是不動呢？

譬如你說動，他說你這個是幻覺來的，不動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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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我不信，他就問你：「一隻小鳥由這邊飛到那邊，假使要十個剎那，這

樣第一個剎那小鳥在這邊，有沒有動啊？」沒有啊！到第二個剎那就在那邊，有沒有

動啊？有沒有動啊？沒有動！第一個剎那在這處的時候，這種狀態出現了，就叫做生

了，這個剎那就要過了，一過的時候，這種舊的狀態又不見了，滅了。

到第二個剎那，這隻小鳥在這處出現了，那就是生了，第二個剎那一生了之後立

刻就滅了，沒有動過，這隻小鳥在第二個剎那裏面沒有動。第一個剎那裏面，這隻小

鳥沒動；第二個剎那裏面，這隻小鳥也沒有動；第三個剎那，這隻小鳥動不動啊？不

動！第四個剎那呢？這隻小鳥沒有動。到了第一萬個剎那的時候，這隻小鳥有沒有動

啊？一萬個剎那裏面，這隻小鳥都沒有動。

那就是這隻小鳥沒有動了，是嗎？這個影子也沒有動。但是，雖然這隻小鳥沒有

動，我們看到這隻小鳥這樣飛過，（是）幻覺。又看到這隻小鳥的影子一直這樣移

（動），（是）幻覺。這個不是實的相狀，實的相狀呢，真實的相狀呢，這隻小鳥不

動。這隻小鳥會動是幻相來的，你信不信啊？沒有動的，沒有遷動的。是啊！那個剎

那是沒動！第二個剎那動了，你說是嗎？第二個剎那有沒有動？你自己回答了，沒

動！

學生：「實際前進了啊！」

學生：「實際上相續了，由這一步到那一步是前進了啊！」是啊！每一個剎那沒有

動，你起了幻覺以為動，動是幻相，不動才是真相，是吧！不動才是真相，根

據這樣，所以講沒有動的。

學生：「你說每一個剎那沒有動，那為甚麼起這麼多的剎那呢？」

老師：「 ？」吓

學生：「為甚麼會起這麼多的剎那呢？你說每一個剎那都沒動啊？」

老師：「是啊，每一剎那沒有動，那請問你，牠有沒有動、不動，如果牠動，譬如有

一萬個剎那，是啊，你起了幻覺，因為你起幻覺，第一個剎那沒動，一直到第

一萬個剎那都沒有動，但是你起了幻覺，以為由第一個剎那一直到第一萬個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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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樣移了過去。他說這是你的幻覺啊！」這個不只是佛家這樣講的，中國

的莊子也是這樣說，希臘的哲學家很多都是這樣（說）。正是因為每一個剎那

沒有動，但你覺得牠動，不動但你覺得牠動，那豈不是荒謬了！是嗎？

學生：「每一個剎那的動作是不相同的。」

老師：「 ？甚麼呢？」吓

學生：「每一個剎那的動作是不相同的。」

老師：「沒動作啊！沒動，何來動作呢？有動才是動作！牠都沒有動啊！你說牠動而

已！」

學生：「牠的位置不同了啊？」

老師：「不同，是不同啊！但牠不動，現在只問動（或）不動，這個剎那可能這樣，

第二個剎那可能那樣，當第一個剎那這樣的時候牠沒有動，第二個剎那這樣的

時候又沒有動啊！」只有靜的東西連續，積集連續，一連串靜止的連續就有，

動就沒有。是嗎？ 沒動，一連串靜止的連續，好像看電影，你看見（有）⋯⋯

個老人家拿著煙斗，一直放進口裏吸，實在是你的幻覺。一拆開來（分析），

（就是）無數那麼多的菲林（膠片），一幅幅的，一幅這樣，一幅那樣，一幅

這樣，一幅那樣，每幅都不同，但每幅都是靜的。

學生：「羅教授，是不是和卡通片一樣啊？」

老師：「 ？甚麼呢？」吓

學生：「是不是和卡通片的原理一樣啊？卡通片的原理呀？」

老師：「是啊！是！是啊！電影和卡通片就是一樣啊！是吧！」那就是這樣：從世俗

來說，是講動，即從常識來講就是動；從勝義來說（就是）沒動。明不明白

啊？可以說動，你可以說動，但你是世俗之見，是動。如果講勝義呢？真正是

（沒有動）。兩種的釋義，你說動，他跟你講動，但你知道這些是世俗之見。

這個真正的真實狀況呢？沒動！

學生：「但真是從左邊飛到右邊啊！」

老師：「你執著啊！因為你不知道它是一幅幅的，所以你起了幻覺，這種幻覺叫做虛

妄分別，你以為是在這處飛往那處。」這實在是你的虛妄分別，為什麼你有這

個虛妄分別呢？你因為對於那些不動的東西，你偏偏以為它動。（若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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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定要覺得動才舒服的，也可以，但你這是世俗之見，你是世俗之見，這

是世俗諦，世俗之見。是嗎？如果你是真真正正（明白）真實的狀況，不動才

是對的。不是不讓你（說動），你可以說動，但你低級。

學生：「數學有這概念，數學上面有這個概念。學微積分都是這樣的概念。」

老師：「是啊！這位知道是這樣了，是啊！學微積分都是這樣的。知道是這樣啊！是

吧！」

在這裏他講「積集」，那些「積集」的「色」，每一剎那呢，新的狀態生出，這

一剎那將近完的時候，這種狀態即刻滅，這種狀態即刻滅了。到了第二個剎那，那種

新的狀態又產生了，一產生之後即刻滅。因為甚麼呢？為甚麼我要用中國（哲學）來

說呢？因為說佛經的這種講法你會不信的，我不如抬出中國自己那一套出來，「飛鳥

之影未嘗動也。」如果再抬呢，他說數學上是有微積分這個概念，世人很巧妙的，你

說微積分，說我們中國的東西（哲學），他就乖乖地接受，是嗎？你說這些是佛經這

樣講的，他就（反而）懷疑你了，是吧？你是不是這樣？「由變異因，於先生處不復

重生，轉於異處或無間或有間或近或遠差別生，」這句怎麼解釋呢？他講世界上的東

西沒有動的，沒有郁動。

所為郁動者呢，那些積集成一堆的「色」，譬如好像這隻小鳥，一堆的這個「色

生滅相續」，第一個剎那，這個狀態生出來，這個剎那完了，這種狀態就滅，牠沒有

動過。第二個剎那，又一種新的狀態生出來，一生出來之後，跟著就滅，又沒有動

過。第三個剎那，又一種新狀態出現，一生了，一出現了之後馬上又滅，又沒有動

過。

每一個剎那都沒有動過，譬如你講一萬個剎那，或者一百萬個剎那，他現在問

你，第一個剎那有沒有動啊？沒有；第二個剎那有沒有動啊？沒有；第一萬個剎那有

沒有動啊？沒有；第十萬個剎那動不動啊？沒有。這樣全部，第一百個剎那的時候有

沒有動啊？一樣沒有！一百個剎那，一百個沒有啊！算起來都是沒有啊！一百萬個無

（零）加起來都是無（零）啊！不會等於有的。是吧！明不明白？這樣所以不過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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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靜止的東西連續生滅，（一直）生滅、生滅這樣出現而已。為甚麼會生滅啊？一定

有它的原因，為甚麼我們覺得動啊？為甚麼明明靜止的東西，為甚麼我們覺得它會變

化啊？一定有變異、變化的原因，但這個變化的原因，他就先不告訴你。

那麼現在可以說的，彌勒菩薩就不講給你聽，他只講這個「變異因」，但我可講

給你知道這個「變異因」是怎樣的。過去一連串那麼多的這種狀態打入第八識裏面，

成為一種種子，這種種子現在一遇到緣了，一到條件一（配）合了，它就打（現）出

來，一打（現）出來就生，一生立刻就滅，一生一滅。第二個剎那再打（現）出來，

又一生一滅。第三個剎那又再打（現）出來，又一生一滅。那為甚麼這個樣子會不同

呢？

第一個剎那我這樣站，第二個剎那會那樣，第三個剎那會這樣，為甚麼會這樣

啊？因為我們有很多意欲驅動我們想動，實在是沒得動。因為有想動，就所以影響到

那個、那幅東西（狀態）不同了，影響到那幅東西（狀態）不同。因為一樣東西再出

現呢，不可能不變化的，一樣東西出現，一樣東西這麼出現以後，再出現的時候一定

有一些變化的，這個是宇宙間的定律來的。

我再講，凡是一樣東西，當它第一次出現，第二次又出現，第三次又出現的時

候，第一次的出現與第十次的出現一定不同的，你信不信啊？

這個差不多是宇宙的事實，第一次出現與第十次出現一定不同，為甚麼第一次出現與

第十次出現會不同啊？原因有很多，為甚麼呢？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可能太陽照 我着

的時候，剛好照在頂（上），所以你看得到我很清楚，當我第十個剎那出現的時候，

可能太陽已經（偏）側了，所以只是照到我斜了，右邊的臉會光一些，左邊的臉就會

暗一些，是不是啊？

當外邊很多原因，大家就叫做緣，這些眾緣，眾緣決定它呢，令到它會不同樣

了，聽不聽得明白？到了第一萬個剎那以後，可能太陽已經落在西山了，烏烏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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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的樣子讓你看到就整臉都黑了，其實我這塊臉沒有黑，這個太陽落到西山而

已。太陽照 的我的時候都是這塊臉，日落西山的時候，都是這塊臉，這塊臉沒有着

變，這種外在條件的改變，所以令到每一幅都不同。明不明白啊？這樣解釋每一幅的

不同。

你會問：「為什麼剛剛的一幅是這樣？一陣子（一會兒）過了一萬個剎那的時

候，那幅又調轉了呢？」緣的條件，外邊的條件影響。所以佛家就講，每一樣東西

（事物）的出現都是受那些條件叫做緣決定的。這個緣多，（條件）充足呢？那樣東

西（事物）就明朗；這個緣少呢？就模糊。信不信啊？好像我看東西，譬如我的眼睛

不太好，譬如我現在幾十歲了，看東西看（得）不清楚了，如果我配一副好的眼鏡，

又老花又散光全部配足了，我就看得清楚過年輕人了，是吧？如果這副眼鏡不好的

呢？沒有眼鏡，不戴眼鏡呢？看得模模糊糊的，是吧？

其實都是我的眼睛看啊，明不明白？多一副眼鏡就是多一個緣，多一種條件就不

同，這個條件好呢？譬如你真的配眼鏡配到了認真嚴格的很好的呢？你看東西就會很

清楚。隨便在街上買到差不多的，你就戴起來了，（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清楚，

（這）個緣不好，明不明白啊？同是那樣東西（事物），那些緣決定的，每一剎那的

緣可能不同，因為世界的事物很多變的，是吧？那些緣不同了，那個樣子就不同了。

是吧？明白嗎？每一幅都是靜，由變異因，變異因即是包含了很多條件，令到它（事

物）改變，變異因。

由於各種條件的關係呢，「於先生處不復重生，」本來這隻小鳥在這裏出現，

「生」，由各種變異的因，令到它第二個剎那不再在這了，舊的那處不再出現了，這

處新的（狀態）出現了。第三個剎那呢，於先處，生了，再生了，在新的地方又生

了，聽得明白嗎？完全是緣的關係，條件的關係，不讓你作主宰，全部都是條件支配

了的，明白嗎？譬如你現在聽到明白了，你就會笑笑口，是嗎？為甚麼你會笑笑口

呢？好彩。如果有種壞的緣在呢？你笑也笑不出來，現在本來很舒暢的笑了出來，但

如果剛剛有一條百足（蟲）咬了你一口，就在這個剎那，恐怕你笑也笑不出來，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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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啊！是吧！不到你決定。是嗎？ 每一剎那的狀態都不同，每一剎那的條件，所

謂緣，這個緣越美滿，所生的結果越美滿；這個緣差一點，結果就會差一點；這個緣

沒有出現，結果就不會出現；這個緣與你相反，就抵銷了那種狀態。明不明白啊？

所以呢，所謂郁動是沒有的。由各種變異因，這些緣，條件的關係，令初初生起

的地方不再生了，覺得它好像在另一處出現了，每一次的出現都是靜止的，不是動

的。聽不聽得明白啊？於先生的地方，於先先生起的地方不再生，就「轉於異處」，

「異處」即是第二處，生了，在第二剎那，生的時候呢？「或無間」，「無間」即是

連續，「或有間」，「無間」即連續，「有間」（即）中間讓東西隔開了，不能連

續，「或遠或近」，「差別」，「差別」即各種不同的情形，各種不同的情形之下

生。又可以這樣的，「或即於此處變異生。」或者你覺得它不動、變化，就即是我轉

到這處不動了，都是在這處啊，忽然間我又轉到那處，變異，同一個地方，那個空間

沒有轉移，而那個形狀變化了，明不明白？「變異生」。這種情形呢，好像動一樣就

叫做「表色」，聽得明白嗎？

那所謂「表色」，即是甚麼？一，生、行、住、坐、臥等等這些「表色」。好

了，第二個義就講它的相，講「色」的相。第一個義，講「色」的體，即本質。第二

個義，相就是相貌、相狀。第三個義呢？就講各種「色」的不同點，差別，不同的地

方，三種「色」，三種「色」不同的地方，與每種「色」又分很多類，每一類不同的

地方，差別。顯者，即表示出，顯示出它的差別。分三，「卯一，顯色。」「卯二，

形色。」「卯三，表色。」一樣。現在先看「顯色」，「又顯色者，謂光明等差

別。」

所謂「顯色」，其實就是甚麼啊？一光一暗的不同的色而已。「光明等差別」，

不過這些很奇（怪）的，為甚麼呢？譬如我明明見到紅，見到綠，這兩種不同的，為

甚麼講光明不同呢？為甚麼？好奇怪啊！即是光波不同了，估不到它幾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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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日照射顏色的光線。」

老師：「是啊！」

光波的顏色，本來我見到紅，不是因為那塊東西是紅的，我見到綠，不是因為那

塊東西是綠的，而是這個光波刺激我們的感官，令我們起了紅的感覺，令我們起了綠

的感覺而已。是嗎？那些講科學的是這樣講的，這些完全是甚麼啊？光明等不同，明

白嗎？「形色」呢？「形色者，謂長短等色積集差別。」所謂形色呢，不外一長一

短，對稱，或不稱，或圓或方那些「色」的積集不同。

「表色」了，「卯三，表色者，謂業用為依轉動差別。」「表色者」，就是一屈

一伸，一行，一住，一坐，一臥，這些就是甚麼啊？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又不動

的呢？是不是呢？不動的，看見好像行（走），實在是沒有行（走）啊，為甚麼會這

樣呢？為甚麼會做成這樣呢？我這個拳頭在這處，沒有動，第一個剎那，第二個剎那

在這處，沒有動，第三個剎那又沒有動，第四個剎那又沒有動。

每一個剎那都沒有動，一萬個剎那我的拳頭都沒有動過，但是好像剛剛那樣說

過，為甚麼又見到它在這處，過一陣子又見到它在那處呢？誰去推動它呢？是否有個

上帝將我的手推過去呢？是否有個牛頭馬面或者土地判官將我的手「轟」這樣推過去

呢？他說不是。他說這個是甚麼啊？「業用為依」，我們的心啊，這種「業」，

「業」者，即 「用」就是作用，我們「業」的作用。「業」是甚麼呢？甚麼叫做⋯⋯

「業」啊？「業」者，譯作現代語呢，就叫做行為、造作。

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行為推動，令到它呢？我這個行為令到它呢，忽然間本來就

在這處出現，我的行為推動，我們因為想走上去拿那樣東西，就起了行為，就好像推

動（這）隻手一樣。那麼這個「業」的推動呢，就所以第二個剎那的手就會在這處出

現了，第三個剎那在那處出現，是這樣推動它。「業用為依」，「業」譯作現代語

呢，譯做行為，或者譯做動作，英文呢？就譯做這個 behaviour，或者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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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或譯做 action，梵文叫做 karma。「業」，「業」的作用，依個「業」的

作用就起了轉動。那麼「業」的作用是怎樣的？「業」是甚麼來的？我那天不就講過

了「業」的作用。「業」的作用是三步曲的，第一個，我們想作一種「業」，第一步

就是動機，「業」的本身就是一種意志的作用來的，心理學就所謂意志，意志。

「業」的本質是什麼？就是意志的作用。

意志在佛經裏面叫做「思」，佛經裏面的「思」字不是當思想的解（釋），

「思」和思維不是當作思想的解（釋）。思想叫做尋伺，又叫做覺觀。這個「思」當

意志解釋，意志即英文的 volition，volition或者will，「w-i-l-l」will，推動我們的

行為叫做意志。這個意志，所謂業者，就是「思」的作用。我們的「思」的作用，我

們「思」的作用（生）起的時候就三步曲的，第一步，就是審慮，記得嗎？這個

「思」是「審慮思」，審者，就是審察；慮，就是思慮。「審慮思」譯做現代語呢？

不是很確切，但是（也）差不多，叫做甚麼啊？動機。動機，我們做一種行為，一定

先有種動機，這個（在）佛家叫做「審慮思」。審察⋯⋯

這種東西很淺的，這些叫做「意業」，沒有動的，動機而已，只在我們腦海裏面

有這樣的動機、意念，都沒有做，譬喻我殺了你都行啊，那麼想一下也不行嗎？我沒

有殺了你呀！那麼心想的呢，這個是「意業」。「意業」，普通在因果、果報上不受

報的，在唯識來講，果報上不受報的。譬如我想：我殺你，我殺你，想一萬個想殺

你，都不受報的，因為我沒有殺過你，是嗎？即在果報上不受（報），在隔世的善惡

果報上不受報，但在性格上就受，你整日想殺人啊，雖然是想，你沒有殺過，但你也

是壞蛋啊！好兇惡，這個性格上會有影響，隔世的果報不受報。

這種事，你一了解業的作用呢，你就不會別人講經你就會問：「那些木蚤，我一

腳踩死了牠，我怎麼辦啊？我怎樣還得完債啊？」葉文意在大會堂講經時，別人問

她：「那些狗蚤、木蚤咬得我們全身都不舒服，我們怎麼辦啊？打死牠也不是，又說

殺生！是嗎？不打牠也不是，（令我）全身都不舒服，那又如何呢？怎麼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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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如果是新式的，就會這麼說：「這種東西打死牠也不礙事！」或者星雲法師講

到：「殺就殺了，都是以人類為主啊！其他不用那麼執著啊！」

那就是說，蒼蠅會傳染（疾病）的時候，拍死那些蒼蠅也不是很緊要了，是吧！

現在的新派法師是這樣講的。香港就沒甚麼蚊子，如果你在新界、元朗那些村裏面，

夜晚要用蚊帳才能睡覺的，你捉得了幾多蚊子啊？是嗎？這個真是很麻煩啊！所以你

一懂得（就）不會有這個問題發生，你不用問人。第一步就審慮，這個是「意業」，

在這個「意業」，不好的「意業」只是造成你的壞性格，好的「意業」呢，造成你好

的性格。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眾生與眾生的關係沒有這種報應。這就是說，你轉

身剛剛壓死了隻木蚤呢？你不是殺生的，你哪裏見到（牠）走近呢？轉身的呀！是

吧？即是你沒有「審慮思」，即是沒有動機啊。沒有動機，不成立，不受報的。第一

個「審慮（思）」，都是「思」，都是「意業」。第二步呢？我講過了，記不記得

啊？

學生：「這裏沒有講過，不是在這講的。」

老師：「沒講過嗎？」

學生：「你在另一處地方講的。」

（第二步是）「決定思」，都是「業」啊，都是「意業」。譬如我決定要這麼

做，譬喻一個人暈倒了，那救不救他好呢？救不救呢？決定救他，或者這個是壞人，

決定不救他。決定，決定而已，未曾正式行動啊，「身業」、「口業」、「意業」之

中都是「意業」而已。一到下一個剎那，或者連續幾個剎那，叫做「發動思」了，這

個真正「業」了，受報的了。「發」者，發出說話，發出命令。

譬如說你現在想殺人，找到了個凶（殺）手（說）：「喂，你為我去殺了他，我

給一百萬元你，你為我殺了他。」發出了語（言）、發出了命令。「發」，發語，發

出語（言），「動」是甚麼？動是郁動，拔刀殺人、拔槍打人。「動身發語」，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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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身，發個口作口業，這個直情（簡直是）表達出來了，就有「表業」了，是嗎？產

生「表識」了，那時候呢？這個一定受報的，是吧！這就是三者具備，經過三步曲就

自然受報的。就是說，你 （駕駛）車 得很小心的了，而剛剛（有）一個傻佬就撞揸 揸

上來，死了，那怎麼樣呢？你根本都沒有「審慮思」，是吧！也沒有決定殺他，這個

無心的殺人，不受報，不受報。最多是產生個甚麼啊？驚險的鏡頭，將來你會發個惡

夢，發惡夢會撞倒啊，或者到來世走路時，遇到車“fee”一聲，嚇到你幾乎跌倒，

只是驚險鏡頭，就不會受報的。

這就好了，你一懂得這個道理，就不用去問：「那些木蚤，我壓死了，將來會去

哪處啊？」就不用問了，你不用問了，何需問呢？是嗎？還用不用問啊？不用！有個

會這樣問的，不過這樣問就是找事做了，對嗎？你明不明白啊？「業用為依」，這些

叫做「業」了，是嗎？為甚麼我的手在這，為甚麼一陣子（一會兒）又在那呢？幅幅

都沒有動的，為甚麼會這樣呢？

「業用為依」，這個作為一種「業」去推動，令到這幅滅了之後，那幅出現，這

是「轉動差別」。這樣，以上就「丑一」了，讀過了，「丑一」就「辨體義」了，

「丑一」在三十四頁裏面，「辨」就是說明，「體」就是本質，「義」就是它的屬

性，講過了，這個「色」的本質與屬性都講完了。現在「丑二」了，「釋異名」，解

釋眼識的對象，那個「色」的不同的名稱。

在佛經裏面有種種不同的名稱，「如是一切顯、形、表色，眼所行、眼境界，眼

識所行、眼識境界、眼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名之差別。」那麼

這句怎麼解（釋）呢？「如是」，（解作）這樣啊，「如是」即這樣。上文所講的一

切「顯色」、「形色」、「表色」，有很多不同的名稱，有些地方，有些經論裏面叫

它做甚麼啊？「眼所行」，即眼（根）所對的對象，「眼所行」。有些就叫做眼

（根）的境界，境界就 object，眼（根）所對的對象，object。又有些地方叫它做

甚麼啊？「眼識所行」，眼識，視覺，我們視覺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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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境界」，又叫做「眼識所緣」，這個「緣」就是認識。來到這處，就有些

不同了，眼（根）就只有所行，只有境界，就沒有所緣的。眼識呢？就有所行，有境

界，還加多個所緣的，是嗎？為甚麼呢？這個「緣」字當認識的解（釋）。眼（根）

不是靈活的，就沒有認識力的，有認識力的是那個視覺才有認識，這個眼識就有所

緣，它就單是眼（根）就沒有所緣，沒有認識的對象，不能認識東西的，聽得明白

嗎？當我們看見白的時候，又要我們的眼根對它（白色），（這是）第一個條件，第

二個條件要眼識起認識它，是不是這樣就可以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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