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呢，那些顏色也是意識所行的、所對的，意識的境界是意識的 object ，又

是意識所認識的東西，這些各種不同的名稱都是「名之差別」，名稱不同而已，其實

都是那種東西。好了，這就講了「辨異名」。那麼以上呢，「丑一」、「丑二」都讀

過了，「丑一」、「丑二」都讀過了。

最好你有這本書就看這一處，抓住這處來講，這個「科判」那處，「科判」可惜

它忘記了點元素，都有，「科判」裏面，第三十四（頁）那處，第三十四（頁）那處

的「丑一，辨體異。」讀過了，到四十三（頁）那處呢，「釋異名」，「丑二」，我

們又讀過了，這樣「丑一」、「丑二」讀過了，「丑一」、「丑二」合起來就是「子

二，隨釋。」（第）三十四那處啊，讀完了「子二，隨釋。」

「子二」讀過了，「子一」就早讀過了「標列」，那麼「子一」、「子二」，又

「標列」了，又「隨釋」了，合起來就等於「癸一，顯、形等三。」就是講「顯

色」、「形色」、「表色」等這三種「色」了。「癸一」讀過了，現在「癸二」呢？

就「辨好、惡」了，「等」了，就說明「色」之中有「好色」，有「惡色」，「惡」

即不好，這個 bad ，「好」就是 good ，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要說明了。

「又即此色，復有三種，謂若好顯色，若惡顯色，若俱異顯色，似色顯現。」

他又（講），上文所說的「色」呢，這麼多種「色」之中，其實又講「顯色」，

又講「形色」，又講「表色」，其實只有「顯色」才是真的。「形色」者，就「顯

色」的形狀而已。「表色」者呢，就每一剎那的「顯色」現（起），其實就是「顯

色」。所以就好與不好，看（這）個「顯色」就知（道）了。此「色」就有三種：第

一種叫做「好顯色」，怎樣叫做好啊？看上去舒服的，不會引起不好的效果的，這些

就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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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現在、將來都不會引起不好的效果的，這些就叫做好。或者再更好的，引

起好的效果的，你現在看戲都是看「色」啊，都有引起好的效果，有引起不好的效果

啊。你叫一個小孩子去看三級電影，肯定引起不好的效果的，是吧！那些好的文藝

片，你會引起好的效果的。所以「色」都會引起好的效果，有些引起不好的效果。

「若惡顯色，」壞的，引起不好的效果。「若俱異顯色。」怎樣「俱異」啊？既不引

起好效果，亦不會引起壞效果的，總之這三種都有，「色」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知（道）「似色顯現」，不是真正的有顏色，似乎你覺得它有顏色而

已。這句就難解了，這句「似色顯現」，兩個理由「似色顯現」。第一個理由，從佛

家的學理來說，照彌勒菩薩那個系統的思想來說，所謂「色」者，不是實的。所謂顏

色，是我們的眼識的「相分」來的，是我們眼識所變而已。「色」的形狀，（這）個

影子（是）眼識所變的。「色」的本質就是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的，不是真的有顏色

的。「似色」，似乎是顏色，實在是我們的眼識與阿賴耶識來的，「似色顯現」，不

是真正的，這個第一（個理由）照佛理說。

第二（理由）呢，所謂「色」者，我們見到紅色，是不是真的紅色啊？不是，正

是因為它這種東西不是紅的，你才見到紅，如果它真的有了紅，你見不到紅的。那些

發光體一射出來，普通（有）七種顏色，是吧？普通的，還有些紫外光、紅外光不算

了，七種顏色，紅、黃、藍、白、青、紫、綠，七種顏色射出來。

七種顏色射出來呢，如果七種顏色都平均的，那種東西全部七種（顏色）都吸收

了，就變了甚麼色啊？白色。如果它七種（顏色）中吸收了六種（顏色），吸剩紅色

它不吸，那些紅色就（反）射出來，刺激到我們的眼球，我們起一個感覺就說它紅

色。這樣，紅只是那些光線刺激我們的眼膜，我們的眼膜就報告我們的中樞神經，就

起了一種感覺，就說它這些叫做紅。其實它不要紅色，其實它吸（收）了其他顏色，

反射紅色出來了，那就是它不要紅，是嗎？那就是我們看見紅色，正是它不要紅色，

把紅色反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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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見到了綠（色），正是它不要綠，綠就（由）兩種（組成）的，是嗎？是

黃與藍兩種混合，它又不要藍色，又不要黃色，將這兩種色反射出來，刺激到我們的

視覺神經，我們就覺得它（是）綠（色），是不是這樣啊？那就是說，根本這色不是

這樣的，明不明白啊？似乎我們見到了綠，似乎那種東西是綠，實在那種東西不是

綠，它不要的色，是吧？明不明白？好了，這就講了，我們回看下這個目錄，看到四

十四（頁），下面這處，是吧！

這個「癸二」，「癸一」、「癸二」合起來就（是）「辨體」。「辨體」就

（在）「壬二」，「壬一」加「壬二」加起來就是「辛三」，就是講眼識所緣的對象

的，「所緣」。眼識除了「所緣」的對象之外，還有甚麼啊？眼識不是孤伶伶地

（生）起啊，還有它的「助伴」，助手，助手啊！當我的眼識看東西的時候，不是單

純眼識看，而是要很多的助手，幫助眼識一起射出去，好像七彩套色那樣，不是一種

的，它的「助伴」，「助伴」即是眼識的助手，眼識的助手普通叫做甚麼啊？叫做

「心（所）」。每一個識都有助手的，那些識的助手叫做心所，叫做心所有法。心是

指那個識，（那）個識所有的特殊作用，（叫做）心所有法。

四個字太 （可讀作：甩咳，意指不流利），我們減少（兩）個字，叫做甚麼㪐㩿

啊？「心所」，「有法」兩個字不要。「心所」，即每個識都有它的助手，這助手叫

心所。那你聽到這處好像很煩啊，不到你嫌煩的，是吧！因為你一定要懂多少（一

些）名相，你不懂多少（一些）名相呢，你一定沒有辦法深入，是吧！除非你去學禪

宗，要不學密宗，要不學禪宗，如果你學「教」的呢？肯定有（名相）的，天臺、華

嚴、三論，肯定有各宗的名相。你若是不了解名相，你沒辦法深入，所以呢，你如果

要想了解，一定要懂得名相。

「助伴」，又名叫心所，即是那些心所有法。每一個識都有幾個心所有法，那些

心所有法，簡稱叫做心所，即是心，這個識所有的特殊作用。心所有法又分三，「壬

一」到「壬三」，「壬一」就「出體」，舉出它的本質是甚麼；「壬二，辨相。」辨

即說明，說明它的相狀；「壬三，釋因。」說明這個原因。現在我們看一下「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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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體。」看了，「彼助伴者，謂彼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所謂作意、觸、受、想、

思，及餘眼識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

你現在讀起來好像很 （可讀作：甩咳，意指不流利），但是稍後一懂了，你㪐㩿

就不覺得它 （可讀作：甩咳，意指不流利）了。「彼助伴者」，「彼」是指眼㪐㩿

識，眼識的助手是哪些呢？「謂」即就是，就是甚麼呢？「彼俱有相應（的）心所有

法，」「彼」指眼識，是眼識的甚麼呢？「心所有法」，眼識的心所有法。看到嗎？

眼識的心所有法是不是只有一個呢？不只（一個），「諸心所有法」，好多個心所有

法。明白嗎？這些心所有法是怎樣啊？相應的，相應的，即與它相應的，怎樣叫相應

啊？corresponding，或者與它一齊（生）起的，呼應的，這叫相應。是吧？所謂相

應，你可以解作同在一齊（生）起，同在一齊出現。相應。

「俱有」，甚麼叫做俱有啊？「有」就是存在，存在，「俱」就一齊，同時，同

時存在的，不是說先一種出（現），然後第二個、第二種出（現），俱有的同時存

在。又「俱有」又「相應」的那些心所有法，有多少個啊？最少有這五個，這就是眼

識一看一種東西，除了眼識之外，還有五個助手一齊出現的。第一個叫做「作意」，

作意即 attention，留意，當你見到一種東西，如果你不留意，你看不看得到啊？看

不到，這種留意是一種作用，所以呢，一定要有個留意。

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講「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當這個心不在那處，

（就）看都看不到了。這個「在」，（就是）attend 了，是吧？「作意」，「作

意」是甚麼來的？「作意」如果詳細講呢，我們的第八識裏面藏著很多「作意」的種

子，專門警覺我們的心，未起的時候警覺它，令它起，這個心一起了之後，令到它注

意起來的這種作用。

這種作用未起的時候是一種種子，是一種功能，就潛藏在第八識，第八阿賴耶識

裏面，第八阿賴耶識即是你的生命，潛伏在你的生命那處，到了緣一具備了，即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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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備了，你那種事物可以出現的呢，你自己都未知，那個作意呢，那個作意的心所，

這個作意的種子馬上即刻：「喂，要起來了！」

即是我們的眼識未起的時候，還閉著眼，那時眼識的種子還在睡覺啊，為甚麼我

閉 眼呀？可能因為烏朦朦、沒有燈，所以我閉上眼，那個眼識不能起。或者，雖然着

張開眼，（但是）沒有燈，全部眼識看不見東西，那就等於（眼識）不起了。當光缐

有了，那電燈一開的時候，這個眼識就可以起了，這個眼識將起未起的時候，都還是

種子來的，眼識的種子，這個眼識的種子有一種作用，旁邊有種助手，那個叫做作意

的種子，這作意的種子就刺激那個眼識的種子，叫那個眼識種子：「你要起來了！看

東西了。」

它連這眼識種子一起出來，它不是真的說話，「你要起來了！」不過我只是這麼

說（明）有種這樣的作用。你會講這豈不是繁瑣，有時候是繁瑣一點，因為繁瑣一點

就清楚了。你起（建築）間屋子，又要這樣間隔，又要磅一下多少力也夠繁瑣的啊！

但是隨便亂堆（放），好像小孩子堆骨牌一樣就不會繁瑣啦！但是不行的，當你起

（建築）大廈的時候，你是要很繁瑣的，不然它會倒塌的。

這樣要有這個「作意（心所）」，大家都是種子的時候，它推動它，警覺它，很

敏感的這個「作意（心所）」。它（眼識）起了之後，這個「作意（心所）」跟著一

齊起，一起了之後呢，那處有東西看了，這個「作意（心所）」推動它看那處，令它

注意那處。這種作用，你信不信有種這樣的作用啊？有的，是有的，有種這樣的（作

用），不過很微妙，很微細，這個「作意」的作用，這個叫做（作意）「心所」了。

「心所」有很多人是讀英文長大的，「心所」兩個字，如果用英文（表示）叫做甚麼

呢？英文譯做 mental  factor，mental 即是心的， factor 就是因素，mental

factor ，心所。（這）一個「作意心所」，如果沒有「作意心所」起呢？眼識起不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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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樣的，沒有「作意心所」，「五識」起不起得呢？一樣起不了，鼻識、舌

識、身識如果它們沒有這個「作意心所」警覺它，起不了的，「作意心所」。第二個

呢，甚麼啊？「觸（心所）」，「觸（心所）」，當這個眼識起了，看到東西的時

候，一定這個眼識與那種東西接觸，接觸，它專管理接觸的作用。你會駁我：「肯定

會接觸的呀！不接觸怎麼看到呢？」沒錯啊！看到就肯定是接觸的。

好了，一個眼識有很多個「心所」一齊的，這個眼識起，有很多個「心所」伴隨

著它一齊起的，好像我們操(練士）兵一樣，一個班長走在前頭，幾個士兵跟著在

尾，是不是這樣啊？士兵是助手，這個班長是主力，兩個一齊操兵，如果那幾個士

兵，那十個、八個士兵，它們不依著時間去操練，人家每分鐘走三十下、三十步的，

一個兵就走三十步，一個就走二十八步，一個走二十五步，這樣的時候呢，是不是全

亂套了呢？這班人步驟不一致，你想他們步驟一致就怎樣啊？你看一下警察的訓練，

一定怎樣啊？左右左、左右左，是吧？你看看那些西人，left right left right ，肯定

要這樣吆喝的，如果不是就（會像）黃蜂陣一樣亂套了。

或者檢 的時候用個甚麼啊？用一個鼓，閲 bum、bum、bum，每 bum一聲，這

隻腳一定到地的。這樣統一他的行為，這麼多種不同的東西、行為呢，令到它互相統

一，調協，即是叫做調協，是吧！我們一個識與很多個心所一齊，如果不調協就怎樣

啊？不調協的時候，我們叫它做神經病，不調協了，亂套了。如果一個人神經是正常

的呢？一定是調協的，神經病人就不調協的了。

專負責調協的作用，這個眼識的集團裏有一個，有一種專門負責（調協），有一

種 factor ，那些mental factor，專（門）負責調整作用，不可少的這個，好像操

（練士）兵的那個鼓，不可少的，是吧？這樣專負責調整作用的那個叫做「觸（心

所）」。怎樣「觸」啊？第一，讓它與對象接觸，不只是這個識，這麼多個心所都讓

它帶起來一齊接觸、負責，同時還互相調協，令到它負責這個作用，這個心所叫做

「觸」。是吧！是不是應該有啊？你說有好點呢？還是沒有好點呢？有好啊！有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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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得妥當點了，「觸（心所）」。這些你可以叫做佛家的心理學，「觸」（心所），

有「作意」（心所）、有個「觸」（心所）。

這樣我的眼識起的時候，不只這個眼識那麼簡單，還有一個「作意」（心所）、

有個「觸」（心所），還有甚麼呢？「受」（心所）。「受」，即是 feeling ，「f-

e-e-l-i-n-g」，feeling 感受，苦樂之感。我們看一種東西有三個可能，譬如一看到

這種東西，第一個可能，覺得好舒服，一種好的 feeling ，是吧！覺得好的，愉快

的，快樂的 feeling 。第二種可能是甚麼呢？覺得太硬了，不舒服啊，苦的 feeling 

，是吧！

第三種呢？既不苦也不樂，都無所謂，是吧！第三種。這些叫做「受」了，

「受」有三種：一種是「苦受」；一種是「樂受」；一種呢，叫做「不苦不樂受」。

「不苦不樂受」就叫得太累贅了，不苦不樂的，就改個名叫做「捨受」，即是捨棄苦

樂，明白嗎？我們眼識起的時候，一定有個「受」心所的，或是苦，或是樂，或是不

苦不樂，是吧？「受」。第四個呢？是甚麼啊？「想」（心所），這個「想」你不要

當（作）胡思亂想的解釋啊！好多人解釋《心經》（的）「色受想行識」的「想」字

就解錯了，很多以為我想事情了。

佛家的「想」不是當（作）想東西的解釋。佛家的「想」，如果嚴格地來說，佛

家的「想」字叫做取像作用，怎樣取像？像者，容貌，我們看見一種東西的時候，一

定要把那種東西的容貌將它取入我處。譬如我看見一個人，一定要將這個人的容貌取

進來，這樣然後才能看見他。如果我看見一個人，都不將他的容貌取進來的，怎會叫

做看見呢？我看到他，如果又不將他的容貌取（進來），看他又不像容貌取（進來） 

 ，看她又不將容貌取（進來） ，那麼看他與看她有什麼分別啊？大家都沒有把容貌

取進來，但我一看就知道他是男人，一看她就知道她是女人，一看她就知道少女，一

看他就知道是老人家，為甚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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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為我把他的形象取了進來，我然後起分別啊，所以這種一定要有的取像作

用，你明不明白啊？把外面的形狀取進來，構成一個 image，構成一個影像，我們

的眼識好像一個影相機一樣，影相機影到的那樣東西，一定在鏡頭裏面有個公仔，把

人的樣子抽出來進入鏡頭的作用，明不明白啊？叫做取像作用。我們的眼識有一種取

像的作用，這種取像作用是怎樣的啊？眼識的取像作用很簡單的，即是英文的

impression，將那種東西的影像印了進來，就是取像作用了。是吧！

但是意識就不簡單了，不止 impression 了，還構成了甚麼啊？構成一種

conception，直接取了進來後還構成很多東西。那就是說，佛經裏面叫做取像作用

（的）這個「想」（心所），在今日來說，等於甚麼啊？等於印象作用以及概念作

用。印象作用即是 impression ，概念作用即是 conception ，這兩種加起來叫做取

像作用。這個叫做「想」（心所），不是說普通想東西啊。是吧！第四個，不是！

（是）第五個，「思」（心所）講過了嗎？

學生：「沒有。」

老師：「怎麼會沒有啊？思啊！」

學生：「審慮思？」

（「思」心所是）意志作用，是吧！意志作用即是 volition 、will ，是嗎？「我

要這樣！」「我要做好人！」或者「我要去看戲。」我要做甚麼、做甚麼，我要怎樣

做到，叫做意志。一切「業」就是意志了，我們作「業」（就是）意志的活動。意志

的活動，沒有發表出現呢，就叫「意業」。這個意志的作用發表在口說，動作在身體

上的就叫做「身業」，「口業」了，作「業」就叫做意志。所以，你說：「我現在修

心了，我現在做好人了。」佛家說不用這麼麻煩的，在你的意志上修這個「思」心所

就行了。在這個「思」心所，你不要想殺生啊！你的意志說：「我不殺！」就行了；

你不偷東西，你立志說：「我不偷東西。」不用那麼多紛亂的東西。這個眼識一活

動，看的時候，至少有五個助手跟著，至少而已，有多沒少啊！如果你很慈悲，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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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一幅東西，打穿頭流血了，沒有人給他止血，真是可憐了！

這個時候，除了這五個（心所）之外，還有甚麼啊？還有個「悲」的心所，慈悲

啊，一齊起了。如果你見到個仇人，這個仇人害得你很慘，你見到（他）後，眼睛都

噴火了，那時候有個什麼心所啊？有個嬲怒的心所，「嗔」，「貪、嗔、癡」的

「嗔」。是吧！就是最少（都要）這五個，即是最低限度都（有）五個，這五個凡是

任何識（生起）都有的，有份出現的，任何時候識起活動，任何識，任何時間這個識

起活動，都有這五個心所出現的。

每一個識都有這五個助手出現的，那些就叫做甚麼啊？這種所以就叫做「遍行心

所」了。這五個（心所）記住啊！你們不要怕名相啊！我再告訴你啊！因為有些人，

好多個啊，（有）四、五個（說）：「不要學那麼多名相啊！」不要（這樣）啊！你

一定要學名相。

我告訴你，你說不用學名相的話，只有這種人有資格講，我有資格講不要學名

相，因為我認識好多名相。你不認識名相的話，沒有資格講（不要學）。那就是說，

當你相當美的，你才可以說 人不美的啊！你都斜嘴豆皮，又鬥雞眼的時候，你不要别

說 人不美啊！收口才是啊！人家會作嘔的，聽見這麼說，我不是說你。是嗎？所别

以，你們有很多人讀國文的，是嗎？

大家（認為）曹子建很棒了，曹子建有封信，他講：「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

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南威是春秋時代的一個很美的女子，

淑媛即是美女。龍淵就是古代的那把寶劍，龍淵、龍泉（是）寶劍，斷割者，即劈

斷。

他說你有南威的那樣的容貌，你然後才好批評誰美誰不美，如果你沒有就閉嘴比

較好點。不知道學名相就一句話，就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是嗎？所以你不懂就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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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如果你（對）名相都認識了，你可以講，即等於有些博士對人說：「博士這個銜

頭有甚麼用啊！真功夫不在乎的。」他可以這樣講。如果你呢？大學都未曾進（修）

過，你不要講（這番話）。麻煩你就不要說（這種話） ，留給（有博士銜頭的）這

類人講。好了，是不是只有這麼多呢？不只，「及餘眼識俱有相應諸心所有法。」

他說，以及其餘好多好多與眼識俱有的，同時存在的，又相應的，那些其他心所

有法。明白嗎？這樣，如果你詳細看那些心所有法，你就最好，我勸大家買一本書，

你叫王玉嬋訂吧，再過多三個月或者有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裏面的）《佛教選

編》，它把大百科全書裏面講佛教的全部（編）輯在一起成為一本這麼厚的書。我

呢，我有百科全書，但是我沒有這一本，這一本我就要去找了，沒得賣，全香港都找

過了，（只有）一間有得賣，明天立刻打個電話過去，如果你想買，我知道他還有

七、八本。我買了五本，在霍韜誨那處，法住學會還有四、五本，他有十多本，我買

了五本。

這本書，佛教的很多東西都可在這查（找），還好過查《佛學大辭典》，白話

的，你一查「心所有法」，它就（有）講（寫）了。是吧！第二套書，這套我介紹你

買了，平（宜）的，第二套書三聯書局或者商務印書局有得賣，《中國佛教》第一

冊、第二冊、第三冊、第四冊，四冊書，你買一套回來，你查「心所」，它講（寫）

得很清楚給你知道，用白話（文）講（寫）的，不過文字較深，就沒有《中國百科全

書》那麼淺。這樣呢，我只是講了這五個（心所），我如果全講了，花兩堂（課）來

講，你就會瞌眼 （打瞌睡）了，你要知道。瞓

「辨相」了，「辨」是解說，解釋那個相貌了，解釋那些心所的相貌。「又彼諸

法同一所緣，非一行相，俱有、相應、一一而轉。」這句怎麼解（釋）呢？「又

彼」，「彼」即是那些，「諸法」呢？「彼諸法」即是那些心所，那些心所呢，這個

眼識起，至少五個心所，跟著它一齊起，「諸法」了，「諸法」。「緣」，緣就是認

識，認識一件東西的時候，同一所緣，那個對象（是）一個，同一個對象。但「非一

行相」，行相者，即活動，活動，每一個心所的活動不同。「行相」兩個字，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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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兩個字呢？我解做活動的情況，活動，「行」就是活動，「相」就是情況，

活動的情況叫做「行相」。

為甚麼活動的情況叫做「行相」呢？他這樣解釋，「行」即行解，我們的心啊，

我們會看一種東西的時候，會（有）一種了解情形的活動，這種了解的活動叫做行

解。「相」即相狀，行解之相名為「行相」，（這）個定義。凡是每一個識，每一個

心所都有它的「行相」的。但那些西人就譯得不好了，這些西人將「行相」譯做

aspect ，aspect 就是方面，「行相」兩個字就是活動的情形，怎可譯做 aspect 的

呢？那個 Edward Conze將它譯做 aspect ，譯得不好。「非一行相，」各人有各人

的活動情形不同。

「俱有」，「俱」是同時，「有」就存在，同時存在。「相應」，是互相呼應

的，不會互相抵觸的。「一一而轉」，甚麼叫做「一一而轉」啊？一一者，一一，一

一就是英文 each one 、each one ，是吧！這個「一一」呢，因為每一個識有自己

的種子，由這個種子而起出現，每一個心所也有它自己的種子。識，譬如眼識有眼識

的種子，眼識的「作意心所」亦有眼識的「作意心所」種子，眼識的「想心所」，有

眼識的「想心所」種子，各各有它自己的種子。「轉」，這個「轉」字怎麼解釋啊？

（解作）起，起作用叫做「轉」，「轉」即是起了。

它的相狀，它的所緣，那麼這些識，這個眼識與它的助伴，它的助手，是不是有

原因而起的？那些因素是甚麼啊？這個因素就是種子。這些種子平時潛伏在你的生命

裏面。你看第四十八頁，「壬三，釋因。」因者，就是因素，要素。「又彼一切，各

各從自種子而生。」所有的眼識與那五個（遍行）心所呢，各各都由它自己的種子

（而）起的。那麼講了它的「所緣」與它的「助伴」了，是吧！講到它的「作業」

了，作業者，它的作用，業即是作用。它（眼識）都會「作業」的啊！但這些「業」

呢，不是果報的「業」，這些「業」是它的作用，它的 action 。它有些甚麼的作用

呢？你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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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五，作業。」辛二（五），壬一、壬二。「壬一，略標。」壬二就各別列出

來，「別列。」你看「略標」，「壬一」，有嗎？看不到嗎？「略標」啊，「彼作業

者」，「彼」就指這個眼識與那些心所。是嗎？這個「作業」呢，主要講眼識的作

業。「當知有六種。」有六種 action 的。

第一種，六種了，哪六種呢？講了。「壬二，別列。」各別將它的六種「作業」

列出來給你看，分二，「壬二」，「癸一」、「癸二」。「癸一、初四了別業

（攝），」第一種，它有種了別的「業」，能夠明了辨別那些對象的，「業」，總共

有四種，明了辨別的「業」有四種。在初，「初四了別業攝」。「癸二、後二隨轉等

業（攝）。」後面還有兩種「業」，是它跟人走的，「了別業」是它自己可以主動自

己看到的。 「隨轉」就是跟別人而轉動的，跟甚麼啊？跟意識而轉動的。你看一下

它，逐種看一下它了。

「癸一、初四了別業。」先講第一種，先講第一種，然後再講其他三種。「子

一，初業。」「謂唯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謂」即就是，「唯」就只是，只

是明了辨別它自己的境界，這個自己的境界是它所……這個是「初業」，第一種

「業」。其餘呢？還有三種「了別業」啊？「子二」，「唯了別自相。唯了別現在。

唯一剎那了別。」這三種。第二種了別業呢？哦！不要揭（後）。

「唯了別自相。」一種；「唯了別現在。」一種；「唯一剎那了別。」一種。好

了，現在講了，講到這裏呢，這句講不完的了，只講一句你聽就要夠鐘了。凡是一種

東西都有兩種相，兩種相，種種東西都一定有兩種相的：一種是自相，即它自己的本

身；第二種就叫做共相，即是共通性。譬如一個人，一眼看下去這個人就（是）她的

自相，但她與別人有個共通性的，為甚麼？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一連五

個，六個，七個，七個人都有共通性的，是甚麼？甚麼啊？共通性是甚麼啊？女的，

七個都是女人，這共通性就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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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共通性就是共相，不是你獨佔的，自相呢？就是你，這個家伙就是你自己獨

佔的。是吧！那就是說，每一樣東西都有自相，有共相。自相只得一個，共相可以有

很多種的。譬如這七個人，女人就是一個共相，後面還有很多男人，是吧？女人也是

人，男人也是人，同是人，這個人也是共相。是吧！還有，人是動物，猴子也是動

物，狗也是動物，老鼠都是動物，等等 ……

譬如這個人是自相，自相是這個（人） ，那這個共相是甚麼？動物是他的共

相。明白了嗎？動物是共相了，動物也是物，礦物也是物，是吧？其他的生物也是

物，總之他是物，物是共相。這個，只（是）一個就是自相，自相只是一個，共相就

重重（無窮）那麼多的，明白嗎？

凡事都有自相，有共相。好了，你想一下，不要先看這本書，我問一下這位婆婆，當

你的眼識看見一件東西（一個人）的時候，這個是自相或共相？眼識啊？你看到他的

自相呢？還是看到他的共相呢？你回答我。

學生：「一看就看到自相。」

老師：「對！一看就看到自相。」

看不看得到共相啊？眼識不知道她是人的，你明白嗎？眼識只是看見樣子，眼識

只是看到自相，眼識看不到共相。看到共相是誰看啊？意識看啊！是吧！看到共相就

要甚麼啊？共相即是 concept來的，一定要意識運用那種 conception的作用，然後

才知道有共相。所以眼識只（認）識自相，不（認）識共相的。那麼我再問你，這個

問題是多餘的，耳識聽見任劍輝現在唱戲了，耳識聽到，這個耳識知道這些聲音，是

自相還是共相啊？自相。這個耳識知不知道這是任劍輝唱戲啊？知不知道？耳識怎會

知是任劍輝抑或是某劍輝啊？這個是意識知（道）的啊！是嗎？

這個是甚麼？這個任劍輝，這個某某，這個是共相來的。你明白嗎？這些是唱戲

13



聲，這些是共相。自相沒有概念的，換言之（就是）沒有名相，自相就沒有名相的。

共相就是名相，明不明白啊？鼻識聞到人家香水（味），聞到檀香味了，這個鼻識聞

到的檀香是自相還是共相啊？自相。聞到這個共相嗎？聞不到。你不用擔心，錯就罷

了，錯了我就告訴你錯了，這是共相。香呀，檀香這些是共相，這些是名相來的。

自相呢？只是聞到那種味，是吧？不知道它是檀香或不是檀香的。舌識舔一舔，

給些咖哩汁你舔一下，你猜（舌識）知不知道是咖哩呢？不知的，（不知是）咖哩，

只知道有點辣，這個是自相。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都是只能了

解自相，不能夠了解共相的。那為甚麼會知道呢？吃咖哩會知道是咖哩汁啊？這是有

個與它一齊起的時候有個意識，這個意識構成一個 concept ，構成一個概念，構成

一個名相，說這些叫做咖哩味了，聽不聽得明白？

好了，會解（釋）了吧！「謂了別自相」，只是能夠明了辨別自相，它（眼識等

五識）不能了解共相。講多一個也行，「謂了別現在。」這種就明了，譬如我看見

他，我眼識起了，看見他，只是看到現在的他，一會兒走開了，我不能回憶到他的，

眼識不能夠回憶他，明不明白啊？能回憶到他的是意識，明白嗎？所以過去了的東

西，眼識看不到的。

未來的東西看不看得到啊？都看不到的，未來都還未出現，更加看不到，過去的

已成過去，看不到。所以眼識只是看到現在的境界，過去的境界看不到，未來的境界

看不到。你說：「我回憶過去又如何啊？」（是）意識回憶，眼識不會回憶。預測未

來呢？好像預測股市明天大漲了？預測真是漲了的話，是不是眼識啊？（是）意識，

是意識預測。過去、未來的東西是意識才知道，眼識不知，同一樣道理，耳識不知，

鼻識不知，舌識不知，身識不知，是第六意識知。

第七末那識又知不知啊？不知，都是現在的。第八阿賴耶識又知不知過去的事

啊？不知！意識最厲害。好了，講完那句吧！「謂一剎那了別。」只是第一個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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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東西時的第一個剎那純粹是眼識，一到第二個剎那是不是沒有眼識啊？不是，不是

純粹眼識，那個意識混在一起了。那是怎樣的呢？譬如說，譬如我明天早上一早起

來，出去銅鑼灣一眼看到寶姑，一眼看到她的時候，我不知道這個是誰？只是甚麼

啊？只是好像影相機一影，影到她的樣子，是吧？第一個剎那這個是純粹眼識。第二

個剎那呢？我會這樣的，你不覺而已，第二剎那，這個人是誰呢？一定會是這樣的。

你會說：「你傻的嗎？怎麼會這樣啊？寶姑，你見到她就是了。」其實不是啊！

經過這種手續的，好像你去銀行拿錢一樣，快到極啊！它都是要經過這麼多手續的。

這個是誰呢？尋求，尋求，這個眼識是不會尋求的，那個是意識啊，甚至到當（意

識）尋求的時候，眼識會停一停，先停了。第一個剎那純粹眼識，就算瞪大眼睛看著

它，也不覺得它，一停了（眼識），這個意識活動，尋求這個是誰呢？第三個剎那，

如果是較陌生的，就連續尋求、尋求 一直連續一萬幾千個剎那，尋求不到哦。如⋯⋯

果尋求到三幾十個剎那，一直尋求到了，「啊！原來我舊時（以前）認識她的。」

又一個共相出現了，是嗎？再又尋求，幾時在哪處認識的呢？她叫甚麼名字？又

尋求 啊！她是寶姑哦！要經這樣多的轉折，這然後才知道是寶姑。這個是意識作⋯⋯

用，縱使這個眼識再起來望著她，都已經不是純粹眼識了，是意識，主要（是意

識），是吧！所以呢，眼識的純粹獨一作用只是一剎那而已，快到極！那麼，「了別

業」有四種了，第一、了別自相；第二、了別它自己的境界，自境，了別它自己的自

相；（第三、）了別現在；（第四、）了別一 那。好，留在下日（再講）了。刹

學生：「羅公，羅教授，那是不是眼識與那五個遍行心所都是這樣？五遍行心所都是

這樣嗎？」

老師：「都一致。」

學生：「除了遍行心所，其他心所都不是？」

老師：「其他心所都是一致。相應啊！」

學生：「是不是自相、現在都一樣嗎？只是遍行（心所）是這樣嗎？」

老師：「它的心所都是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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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非心所或者心心所與意識都是這樣嗎？」

老師：「都是了解自相。」

學生：「那眼識的心所只是五遍行心所嗎？」

老師：「有些（其他）心所的，那些大慈大悲的人的眼識，都有些（善）心所的，不

過你與我都不會有，是意識，是意識的共相，這個人可憐啊！這個是（意識）

的共相。」

作業了，行為，作業，眼識（作業）了，譬如我看東西了，（眼識）忽然間看這

處，忽然間看那處，這個就是眼識的作業了。是嗎？眼識的作業。這個「業」字怎麼

解釋呢？這個「業」字就是造作，行為。分兩段來講，一段就簡略地講，「略標」。

（另）一段就詳細地講，「別釋」，個別解釋，逐種業解釋。解了，「略標」，「彼

作業者：當知有六種。」「彼」是指眼識，眼識的行為造作有六種。不止是你其他會

作業，眼識一樣會作業，是吧！這樣是哪六種呢？你看了，現在講了六種呢，下面就

逐種講給你聽了。這就到四十九頁第三行，「壬二、別列。」即各別地將它那六種列

出來給你知（道）。這個「別列」又分二，「癸一」、「癸二」。

「癸一、初四了別業攝，」即初初先列四種業，那四種都是叫做了別業，能夠明

了辨別，能夠明了辨別（這）個作用的，了別業，四種。然後，「癸二」就後兩種，

（總共）六種啊，還有兩種就是「隨轉業」，「隨轉業」即是跟人家起的，人家起了

之後，它跟著人家起的，這樣總共六種了。那就是說，有四種就比較主動的，有兩種

就跟隨人家的。「癸一、初四了別業。」然後「初四了別業」又分二，「子一」、

「子二」。「子一」講這四種中的第一種，然後「子二」講其餘的三種。「子一、初

業。」即第一種業，「謂唯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

那就是說，那個眼識的作業就只是「了別」，「了」是明了，「別」是辨別，能

夠明了辨別它自己的境界，境界即是它的對象，它自己的對象，它的對象就是甚麼？

顏色。聲音，它不能夠了別的；香臭，它不能夠了別的。它自己有個界線的，境就是

界線的解釋，這個是初業。「子二、餘業。」其餘那些業，「唯了別自相」，我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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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聽了，有自相、有共相，每一件東西都有它的自相，有它的共相，會解（釋）了

嗎？共相即它的共通性，自相即它自己的本身，它只是了別自相，它不能夠了別共相

的，即是眼識看人，只是看到這個人，它不會知道這個是人的。那如果知道這個是

人，人是共通性來的，不可不知啊，是不是啊？

那就是說，這個眼識純粹是感覺，不會有概念的，沒有 concept的，只有 sense 

，即是感覺。「唯了別現在」，第一種（業）就是「了別自境所緣」，第二種業（就

是）「了別自相」，是吧！第三種業呢？「了別現在」，那些現在的東西才看到，過

去的東西它看不到的，未來的東西，它也看不到的。所以，有些人說他的眼睛可以看

到未來，他是騙你的。好簡單的，是吧！（說）過去的事也看到的啊！他也是騙你。

這是為甚麼啊？眼識只是了別現在。那你說：「過去的事他都能看到啊！」不是眼識

看，是意識看到而已，是吧！

第四種業，「唯一剎那了別」，怎樣一 那了別啊？這樣看東西，一看就是一刹 刹

那，它沒有第二個剎那連續的，你以為是這樣，我現在，譬如這個人，我看 他，譬着

如我這樣，我一出門口看見一個人，一眼看到他，你以為我一眼看到他，就是連續看

到他，想一下這個人叫做甚麼名字，以前又在那處聽我講過課，我會這樣吧！你以為

我的眼真的連續看著，不是！第一個剎那看而已，第二個剎那的眼識停了，你信不

信？這個意識在想而已，是吧？很快的！這個是誰呢？這個人我曾經認識的，一直這

樣想，想一下呢，這眼（識）跟著又再看，看到之後又接著想，想了之後，又再看到

這個人。就是每一剎那都伶伶仃仃，好像影片一樣，沒有兩（個）剎那互相關聯扣住

的。

你想一下，眼識看東西不會這麼看，不會怎麼看啊？譬如我看東西（人）時，這

個人到底是甚麼人來的？當我想到底他是甚麼人呢，那時我的眼識停了，（是）意識

去想，跟著我又會再看，好像在北園見過他了，又想，到底在北園的哪個時候見呢？

那個眼識又停了，跟著又再看……你想一下是不是這樣的，一剎那，每一剎那沒有連

續的，歇一下，歇一下，歇一下，是這樣了別的，一 那，就是不會兩（個）剎那連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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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生關係的，好像影相片一樣，一張、一張、一張 這樣就四種了，最後兩種⋯⋯

了，現在正式講五十頁了。

「癸二、後二隨轉等業。」「後二」，後面兩種，是「隨轉業」，即跟人家起

的，「轉」即是起，跟人家，人家起的時候，它就起，這種業，「隨轉等業」。你看

一下，第一種「標」，標者，舉也，舉出那兩種業。「復有二業。」，「復」即是

又，又有兩種業，兩種業，哪兩種業啊？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癸二」那處，「後二隨轉等業」，怎樣「等」啊？隨轉

就是跟著人家走（起），是否只是跟人家走（起）啊？「等」是等了甚麼啊？等它會

取果。這樣看回「復有二業」下面，我的注（釋），「二業」，即是「隨轉業」與

「取果業」。「取果（業）」即是產生結果的那種業。那現在講了，列了，逐種講

了。「子二、列。」列出那兩種業出來，就分二，「丑一」、「丑二」。「丑一」列

出「隨轉業」出來；「丑二」就列出「取果業」出來。

我們現在看「丑一、隨轉業。」「謂隨意識轉，隨善染轉，隨發業轉。」它這是

甚麼呢？怎樣叫做「隨轉」呢？「轉」就是起，或者「轉」是轉動，或者生起。「隨

轉」就是跟人，跟隨人，跟 誰轉啊？跟著意識轉，跟著意識轉，「謂隨意識轉。」着

就是甚麼啊？我的眼識想看東西呢，一定是意識與它一齊看的，如果意識不看東西，

眼識看不到東西的，你信不信？譬如我想看他，就是我的意識想看，之後眼識再看，

雖然一齊，但是這個指揮，就是意識指揮的。「隨轉」，「隨意識轉」，跟著意識而

轉動的。

這個都沒有那麼重要，第二個很重要的，「隨善染轉」，怎樣「隨善染轉」啊？

隨 這個意識的善或者染污而轉的。這是說，這個意識是善的呢，這個眼識跟著變善着

了。如果這個意識是染污呢？就搞得這個眼識變為染污了。譬如我看他，我的眼識是

善的呢？不是！如果我的意識看他時，起這個善心呢，我這個眼識就跟著善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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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一轉，意識起了仇恨心呢？這個眼識都變得染污了。那甚麼叫做「染」啊？來

到這裏，你看佛經就要……

世上事事物物，世界上無論甚麼都好，在它的價值來評判，我們就說它有三種

（評價）：一種（是）「善」的，即能夠自己和他人都有良好的效果的；一種就是

「不善」的，不善即是惡，這裏「不善」兩個字當（作）惡字的解釋，甚麼叫做惡

呀？對自己對他人都產生不好的效果，發生苦的效果，就叫做惡，又叫做不善。

還有中間的那種叫做「無記」，記者，標記，不能用「善」字來標記它，又不能

用「惡」字來標記它，即是它既不是善，也不是不善，這些叫做無記。「無記」就有

兩種：一種叫做「無覆無記」，這些要記的啊！不論你讀那一宗佛經，你都要記這些

名詞的啊！你如果連這些名相都不記得的話，你真是無謂學了，是吧！一種叫做「無

覆無記」，覆者，就是阻礙，怎樣叫做「無覆無記」啊？它是無記，又不（是）善又

不是惡，就是無記了，同時它不阻礙你成佛的，不阻礙你的無漏智的智慧生起的，叫

做無覆無記。

第二種就（叫做）「有覆無記」，覆者，即是障礙、遮蔽的解釋，這個不要讀覆

（粵音：福），讀覆（粵音：埠），如果讀覆（粵音：福）即是反過來蓋著叫做覆，

覆（粵音：埠）即是遮蔽的解釋，「有覆無記」即有障礙性的，無記就是無記了，它

會障礙我們得大菩提的，障礙我們的般若智生起，（障礙）這個無漏智生起，這種

（叫做）「有覆無記」。

這就舉個例，例如甚麼呢？人人都有個第八阿賴耶識，這個第八阿賴耶識沒有染

污性的，是嗎？如果第八阿賴耶識是染污的呢，你就永世不會成佛了，是吧？但如果

第八阿賴耶識是善的，你就永遠不會作惡了，但不是！你的阿賴耶識，即你的生命既

不是善又不是惡，它是無記的，無記就不阻礙（你的修行），既然是無記的，同時它

不阻礙你的修行，不阻礙你的無漏智生起，所以它（阿賴耶識）是無覆無記，第八阿

19



賴耶識。但第七末那識呢？就不是了，第七末那識常常執著這個「我」，一切自私的

東西都是由它做出發點的。

那麼，你會說：「自私都有罪惡？我自私，我沒有私你呀？」是啊，自私不是罪

惡，自私而已啊！就是這樣，我大把錢在袋子裏，人家窮到不得了，進醫院（治病）

都沒有錢，叫你出點錢幫他一下，送他進醫院，你有大袋現金也不肯幫的，你會說：

「我無罪啊！我只是孤寒呀！不過我自私，我想自己留多些錢呀！我沒有害他呀，他

病、他死是他的事啊！」這種呢，它都是無記，但它是有覆無記，如果這樣就障礙你

成為聖人，是吧！

這第七末那識就因為甚麼啊？它常常有個「我執」啊！所以它雖然是無記，但這

種「我執」障礙了這個「無我」的無漏智生起，它是「有覆無記」。「無記」的兩

種。好了，你會問我：「羅先生，你那套剛開始，你說善染轉，又搞出了三性是為甚

麼呢？」

我要告訴你聽，「有覆無記」與「不善」這兩種呢，就叫做染污，染污性的，這

兩種就叫做染污性。「無覆無記」就不是染污性的，「有覆無記」是染污性的，不善

的，惡的更加是染污了。所以佛經裏說的這「染污」兩字，或者解稱作「染」（字）

就是指「有覆無記」與惡性。

如果你的意識，起第六意識是「有覆無記」性的，或者是惡性的，就影響到眼識

轉變成惡性或者是「有覆無記」性，隨著意識的善或者隨著意識的染而起的。聽不聽

得明白啊？「隨善染轉」。第三了，哦，第六種了，是嗎？「隨轉業」就這三種都是

「隨轉業」。「隨發業轉」，作業啊！「業」就是行為，behaviour，行為，我們的

行為造作的主導性是意識，不是眼識。

譬如我睜大眼（睛）看著你，很惡地看著你，不是這（眼識），主要主導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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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隨發業轉」。那麼，你說：「明明我的眼識這樣瞪大眼睛看著他，很惡地看

著，還不是業嗎？」是啊，它是有業，這個眼識是有業，很兇惡地看著別人是有

（作）業，但是完全聽意識指揮的，隨著這個意識作業，因為這個意識仇視你，所以

這個眼識都是對你不善的。「隨發業轉」，「隨發業轉」應該是甚麼？隨意識所發出

的業而一齊作業。

那就是說，眼識不能自己單獨作業的，眼識的作業，只是做意識的助手。明白了

嗎？這樣你一讀過這些，你就很清楚，人家作業是甚麼，眼識會不會作業啊？有，是

吧？會作業，但是它不能單獨作業，意識作業的時候，它跟著一齊去作業，好了，這

個（這種）叫做「隨轉業」。「丑二、取果業。」「取果」怎樣叫做取果啊？「取」

就是招，「果」就是果報。

我們做善（業）做惡（業）招來的果報呢，眼識也會的，但是眼識就不會自己一

齊作業來取果的，是這第六意識作業，它跟著一起做而已。例如，一個人，譬如你這

樣，在一處見到別人給車撞傷了，你很同情的樣子，你的意識很同情想扶助（這個）

人，你的眼識肯定很慈祥的看著他，這是意識作慈祥的善業，這個眼識跟著起善業。

起了善業，善的業會招來生好的果，這個意識主動做好的業，譬如這個意識，你自己

有車的，你會（說）：「我載你去醫院！或者幫你找醫生！」這個意識作業，眼識也

跟著作業了，是嗎？這樣的時候，這個意識做的這種業就會引生來生好的果報。

甚麼叫做好的果報呢？例如呢，常常得到 人的幫助，遇到（危）險的時候，有别

人來救你，有這種果報。這個意識招（果報），眼識跟著招（果報），那就是說，你

時常很慈祥地看別人的時候，你來生就很少遇到 人瞪大眼睛盯著妳了，比較少這樣别

的事。那麼，為甚麼會這樣呢？這個留待講「意識」的時候再說，現在只是說眼識。

「又復能取愛、非愛果，」「愛」是快樂的，即可愛的。「取」是招，因為它會

作業，這些業有些是招可愛的果，「愛果」。「非愛果」（就是）不可愛果，即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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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個是第六種業了，「是第六業。」聽得明白嗎？眼識呢，都有六種業。「眼

識」講完了，連「作業」都講過了。是吧！關於「眼識」是怎樣的呢？佛家是怎樣講

的呢？視覺是怎樣？佛家有甚麼看法啊？這裏有講到，「眼識」是這樣的。聽不聽得

明白啊？

學生：「眼識的善與染是否說相應那個意識的善與染呢？」

老師：「眼識。」

學生：「我們看東西很難分善與惡啊。」

老師：「你看東西的時候意識是善的呢，你的眼識就是善。例如你的眼識很善意地看

他，那麼應該你的意識是善了，你的眼識看他也是善了。」是吧！這個眼識，

「你死了，等死吧！」這個時候我們的意識是這樣想呢，你看著他時的那個眼

識就是惡了。明白嗎？

學生：「羅教授，意識是不是可以分辨善惡的？」

老師：「會不會甚麼？」

學生：「會分辨好醜嗎？」

老師：「意識嗎？會！」

學生：「嬰兒的呢？那些剛剛出世的嬰兒，他的意識起不了啊？」

老師：「初初（出生）是嗎？怎樣啊？」

學生：「他說嬰兒的意識未能起（分辨善惡）！」

老師：「看東西時都有意識起的。」

學生：「他會不會辨別出來？」

老師：「哦！意識有兩種意識啊！一種是純粹感覺的意識，譬如第一 那見到有個刹

人，這個眼識看到（的）完全是感覺。意識都看到，都是完全是感覺，沒有概

念的。第二個剎那起了，這個意識就起概念了。」

學生：「嬰兒（意識的）第二剎那起不到（概念）？」

老師：「起不到。第二個剎那起不到，即初出世起不了，意識還沒起概念，未產生概

念。」

學生：「要多久才能起（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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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多久呢？一個個小孩的，要看他的健康程度如何了，是吧？如果他是白癡的

呢，就很難起了。是嗎？如果他是（健）壯的，很快就會起了，他跟著不久就

會起了。」

為甚麼呢？這個嬰兒見到爸爸、媽媽，不知道（是爸爸媽媽），只是見到一幅圖

畫那樣，同時呢，他的眼識就這樣。（同時）他的生理上會餓，會口渴，當他渴和餓

的時候，感覺（了），這個身識起了。這個身識起了，這個感覺起到了餓的感覺了，

是吧？起了渴的感覺，他會覺得苦了。這樣他覺得苦的時候，剛剛他的媽媽就知道這

孩子出世這麼久了，都要給他吃奶了，就給他奶吃了，一吃的時候，他有一種本能，

就會吸奶的。他的本能是怎樣來的呢？佛家說前生，無始以來遺傳的，無始而來遺傳

的意識，這個就是本能。本能啊，它就是這樣，為甚麼那些狗啊，見到老虎會垂下尾

巴呢？牠以前都沒有見過老虎啊，第一次見老虎啊！

我試過捉了隻小狗，放到動物園的老虎前，（逃）走了，這隻小狗啊！走啊！牠

沒有經驗（過）給老虎咬呀！但牠是驚（害怕）啊！那麼老鼠第一次見到貓，牠也是

害怕啊！牠這個是本能啊！這種叫做本能。為甚麼會這樣的呢？本能在佛教是這樣解

釋，牠無始以來已經給老虎咬過了，這些給老虎咬時的那些種子就熏入了第八識裏

面，當現在忽然又見到了老虎的時候，那種本能，（不知）幾多萬劫之前熏了進去的

（種子），突然就爆發，就會害怕了，是這樣解釋。是吧！

這個在心理學，在哲學上的解釋，心理學的本能就很難解釋（清楚）的。為甚麼

你給個奶嘴，這個嬰兒的嘴裏就會咕咕地吸呢？是嗎？為甚麼又不用鼻子噴出來呢？

又會咕咕地吸（奶）進去呢？這個就是本能。是吧！為甚麼會有本能啊？講心理學的

就說不知道了，我們只知道這是 instinct ，是本能。本能是怎樣來的，你問那些宗教

家，問那些哲學家了。是嗎？那麼佛家的解釋呢，就不是說有個上帝教他的，也不是

有個鬼教他的，而是他無始以來生生世世那種肚餓就要吸奶的那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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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是以前的，有意識的熏進了第八識裏面呢，雖然意識未起，他都會吸

（奶）的了。所以老鼠見到貓呢，第一次見到牠是會害怕的，本能是這樣。這解釋得

妥不妥當呢？若是不妥當，你就另外想一個解釋了。不過很難解釋「本能」，如果解

釋得到的，這些心理學家早就解釋了。好了，「耳識」，「眼識」一了解，「耳識」

都差不多了。來看一下，「庚二、耳識。」又分四，分四段來說。

第一段講「耳識」的自性，自性即是本質，記住！第二段講「所依」，耳識起的

時候不是憑空起的，一定有器官讓它依靠的，「所依」。第三（段講）「所緣」，它

所緣的就是它所認識的對象。「辛四、助伴及作業。」「助伴」即它的助手，那些心

所，意識不能、不會單獨起的，肯定有幾個助手，至少五個助手，「觸、作意、受、

想、思」，是吧？它自己有五個助手，但同時它又是意識的助手來的，是吧？意識不

起，耳識起不了的。它的「作業」，（就是）它的行為。

好，你看了，「辛一、自性，」「云何耳識自性？」耳識的自性是怎樣的呢？

「謂依耳，了別聲。」耳識的本質就是一種能力來的，這種能力就是甚麼啊？「依

耳」，依靠這個耳根，耳根，耳根就是那個聽覺神經。「了別」，聲音，了別各種高

低強弱的聲音，這種作用，這種力就叫做耳識了。耳識是依（靠甚麼起），剛才說它

「依耳」了，要依靠那個耳，耳根。但它不只是依靠耳根，還有些東西依（靠）的，

有三種「所依」的：第一種，耳根；是吧？第二種是等無間，即前一剎那的耳識讓位

給它；第三是甚麼？這個阿賴耶識裏面含藏耳識的種子。現在你看一下，「辛二、所

依分二：壬一、舉依，」舉出它所依，依甚麼。「壬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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