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一 那的耳識讓位給它。「癸三、種子依。」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耳識的種子。刹

現在我們逐種看了，「癸一、俱有依。」「彼所依者： (俱有依，謂耳。)」耳識生

起，一定要有它所依據的條件。它所依據的條件是甚麼呢？三種：第一、俱有依，俱

有，「有」是存在，「俱」是同時，同時存在，我的眼識與眼根一定要同時存在的，

不能夠眼識在先，眼根在後，或者眼根在先，眼識在後，不行，一定同時存在的。這

個就是耳根了，這個耳是指耳根，不是指耳朵，是指耳裏面的(聽覺)神經。

「癸二」，(第)五十三頁，「癸二、等無間依。」「等」即是連續，「無間」，

中間沒有東西隔開，前一 那的耳識停了讓位給它出現。「刹 (等無間依，)謂意。」這

個「等無間依」又叫做意，「意」即是意根。意根有兩種，一種就叫做甚麼？「等無

間意」。是吧？第二種是甚麼？第七末那識那個意根。

但這裏他不講第七末那識，只是講「等無間意」。為甚麼啊？因為當時彌勒菩薩

說這些佛法的時候，又有大乘的人，又有小乘的人，小乘的人都不信有個第七末那

識，是吧？他(們)只是信有「等無間意」，彌勒菩薩當時就(隨順)他(們)，就(隨順)他

(們)，「等無間依，謂意。」但是，這點不能(遷)就了，說(有)阿賴耶識這點沒辦法

(遷)就他(們)了。

第(癸)三、「種子依」，一定，意識起一定有功能，種子即是甚麼啊？即是功

能，function，意識能夠起呢，一定有種能夠起意識的 function才行，(有)能夠生起

意識的 power才行，或者 energy才行，它這種，你叫它做 function 也好，叫它做

power 也好，叫它做 energy都好，它是用譬如的名稱，叫做種子。現在呢？你可以

叫它做甚麼啊？功能。是嗎？又可以叫它做可能性，是嗎？「種子依」就是甚麼？阿

賴耶識，含藏一切種子的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著的那些種子，這一切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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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中所含藏著的耳識種子，這句話應該這樣 (說)。這樣，以上舉出它的「所

依」了，是吧！

「壬二、出體。」耳識的本質，「體」是本質，說出來給你聽了。分二，第一，

這個「壬二、出體」是講(耳識)所依的「體」，(還)未講耳識的「體」，是嗎？

耳識的「體」，就是這耳根是怎樣來的呢？這個「等無間依」的「意」是怎樣來

的呢？它的本質是甚麼呢？「出體」。

「癸一」是說耳根的「體」，本質是甚麼。「癸二、意等」，「意」即「等無間

意」，「等」是指這個「種子依」。這裏聽得明白嗎？現在「癸一、」先舉出這個耳

的本質，這個耳根的本質，「耳，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

「耳」，這個耳根是甚麼？「謂」，即就是，就是甚麼啊？「四大種所造」，「大

種」即是元素，element ，是四種 elements 所造成的。佛家呢，尤其是小乘佛教，

認為這個物質世界，這個自然界，甚至到我們的身體都是甚麼啊？都是「四大種」造

成的。

現在你們常常聽到甚麼啊？有些人常常聽到「四大皆空」，本來不對的，「四大

皆空」這幾個字不對的。「四大」是非空非不空才是。這句話是怎麼來的呢？宋朝有

位蔣山禪師，那個宰相那時不記得他做了宰相沒有，那個王安石，王安石就很信佛

的，就很崇拜這位蔣山禪師，他走去蔣山禪師處坐，談起話，不知道怎樣講起了法師

的「四大某某」，蔣山禪師就答他：「老僧四大皆空的。」這樣王安石就引用。所以

現在這些人就借用它作口頭禪，「四大皆空」就是這樣來的。

小乘佛教是這樣的，認為這個世界將它來一直分析、分析，一直分析到這個世界

分析到最細(小)，最細(小)，不能再分的時候，那些最微細的就是連眼(睛)也看不到的

了。眼(睛)會看到的不會是最細小的，眼(睛)看得到的就叫做微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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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塵仍然是大的，再分析，再分析，分析到眼識都看不到的，除非你用很強的天

眼，或者佛眼，然後才能看到的。普通肉眼看不到的那種最細 (小)的微粒子，最細

(小)的微粒子是怎樣呢？是圓的，最細 (小)的微粒子，那些羅漢的天眼看到它是圓

的，細又圓，一粒一粒的，一粒粒看不到的。

這個世界壞的時候，這個世界怎會壞呢？又有風災、又有水災、又有火災，結果

最後這個世界整個 滅，即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毀滅。毁 (只是)我們的這個世界毀滅，

另外的世界(並)沒有毀滅，是吧？這樣，那些眾生就生到另外的世界。那麼這個世界

毀滅的時候，整個世界的物質散布成一粒粒，一粒粒的散布於空中。

現在呢？那些微粒子是連在一起的，到那時候就會散布開了。到了這些微粒子將

來有機會一連在一起，又一個世界又成了，物質世界。這樣，這些微粒子本來最細

(小)看不到啊，是你的眼睛看不見，不是沒有啊！他說你的肉眼看不到，不是一定沒

有的啊！現在已經證明了我們的肉眼看不到的，有時那些高倍的顯微鏡會看得到。這

樣，那些最微小、最微小的，現在就分為甚麼？叫做電子、質子那類，舊時就叫做極

微。極微是看不到的，七粒極微一結合，不知為甚麼他說是七粒呢？大概呢，有些說

是五粒，有些又說是七粒，這個不明了，那些羅漢這樣說。

《大毗婆沙論》裏面這樣說，他說七粒極微連在一起，就成為一粒比較大一點

的，叫做微塵，是最強的肉眼可見得到的，最細的。即是甚麼啊？那些極微就是等於

舊時的原子差不多，或者是電子、質子那種，肉眼看不到的。再肉眼看得到的，最細

小的呢，他說七粒極微所造成的，那些普通的天眼都可以看得到，肉眼普通人都未必

看得到的，好厲害的！好厲害的那些是甚麼啊？特別強的轉輪王啊，或者甚麼啊，那

些認真好的肉眼才看得到。那種就相當於分子了，原子、分子。

那麼七粒，為甚麼是七粒呢？我們不明。有人說五粒，五粒是怎樣的呢？五粒是

這樣了，上一粒，下一粒，這樣就三粒，這邊了，四粒、五粒，五粒就粗(大)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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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的)五倍了，很強的肉眼，普通的天眼看到了。有些又說七粒，五粒就夠了，為

甚麼又要七粒呢？是嗎？有些說是七粒，但有些羅漢就說是五粒，大概他都是想當然

而已，我想一下，是嗎？他未必看過。是吧！但是有人說這「七」的數(字)是最圓滿

的，所以是七。七者，最圓滿的數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這麼多的數字中，七是最圓滿的 (數字)。他說為甚麼

呢？世界上的形狀最美麗最圓滿的莫過於這個圓形，是吧？是不是圓形是最美滿的

啊？為甚麼啊？這個圓心距離側邊的(這)條邊都是處處相等的，在另外的(形狀)找不

到的，四角(形)、三角(形)都找不到，是圓形才能。這個 centre (圓心)距離圓周相等

的，肯定相等的，這是第一美滿了。

第二呢，任憑你怎樣轉它都是這樣的，不會有個角突出來的，又是第二種美滿。

第三呢？還有一種最美滿的，一個圓放在這，你試一下，我都畫不到，你找幾個五角

硬幣擺在這，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我畫得不好啊，五個，六個，剛好七個，你

試一下，七個連在一起的，七個圓，六個不能(形成圓)了，是嗎？推不動的，(若是)

七個連在一起。六個的話就會歪斜了，五個都不能，五個中間空了，七個是連在一起

緊貼的，七個最圓滿的東西連在一起緊貼著的，即是圓滿又圓滿。所以這個「七」

字，不是說真的剛好七個，那就是說最圓滿的數目連在一起，結合就成為一個分子

了。

微塵，再堆(多一粒)，微塵又微塵，微塵又微塵，堆在一起成為甚麼啊？大塊的

物質。(微塵)堆(積)到最大呢？整個地球。是這樣。那麼這些極微有多少粒(種)啊？現

在就一百零幾種，是嗎？一百零幾？一百零三。

舊時就不知的，不論是希臘或是印度，都以為只得四種，一種是甚麼？熱性的極

微，那些微粒子熱性的，就好像現在的電子，發熱的那種，是吧！一種是動性的微粒

子，輕而動的，動性的。熱性的微粒子叫做火大極微。動性的微粒子叫做風大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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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堅硬性的微粒子，就叫做地大極微。一種呢，潤性的微粒子，潤濕性的微粒

子，就叫做水大極微。其實極微不是，我們不是說⋯⋯「四大」你不要解作⋯⋯

十個人中有八個人會錯的，以為水汪汪的那些就叫做「水大」了，不是啊！水汪

汪的那些水是「四大」極微共同組成的，不過「四大」極微之中，那「水大」的極微

勢力強一些，它就水汪汪了。如果「火大」極微增強起來，它就變氣體了。這樣，我

們踩著的地，那個不是「地大」啊！那個是由「地、水、火、風」這四種極微，四種

大種，大種就是極微來的，所共同組成的，不過這堅硬性的極微比較強一點，所以就

叫它做地，就這樣解釋。

那麼，我們的耳根，即聽覺神經，是「四大」種所造成的，他不否定有物質造成

的世界。耳根，耳識所依，耳識之所以出現，是一定要它(耳根)做條件，所依的條

件，就好像甚麼呢？那個是電掣，電還是電，電就猶如耳識，譬如那盞燈，那盞燈與

電線就似那個耳根，電就用來譬喻那個耳識。耳識生起所依的條件，這個條件是甚麼

啊？「淨色」，不是普通的粗的物質造成。「色」就是物質，這個「色」啊，微妙

的、淨的色，就是說甚麼？有機體。有機體，我們同是「地、水、火、風」造成的，

那些是不同的，那些是有機質來的。這些是「淨色」。

「無見」，普通用肉眼見不到的，要用很強的天眼才見得到，但現在不用了，是

嗎？現在用「X-ray」能不能啊？都看不到的，照不到的，要穿了它，拉了出來就

能，在死腦中割那些神經出來在顯微鏡下就能(見)，但已經死了，拿得出來讓你看得

到的時候，生的話恐怕看不到。「無見」，用肉眼見不到的，要怎樣(才可見)？要極

強的天眼，普通的天眼看不到的，極強的天眼與佛的眼可以見到。「有對」，對者，

(解作)觸(碰)，它在這，你一碰它就不行了，對者，碰啊，碰得到的，觸，觸得到，

碰得到的。

那麼，這處就解釋了耳根了，所謂耳根就是這樣的東西。那這隻耳朵，這隻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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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耳一樣的，整幅那樣好像一塊葉的，它是甚麼啊？這個不是叫耳根，好像罐子一樣

的不是叫做耳根，這個叫做扶根塵，那些粗的物質，扶根塵。那個耳根呢，就叫做耳

根，或者叫做淨色根，是那些微妙的物質造成的根叫淨色根。這是第一種，它所依的

第一種「謂耳」，第一種是耳、耳根。第二種呢，是「意等。」「意」就是甚麼啊？

無間滅地讓位給它的無間識，聽得明白嗎？無間識。第三種，「等」是甚麼呢？等是

指阿賴耶識裏面的意識的種子，意及種子。「如前」，翻到前(面)，即是眼識，猶如

前面眼識所講的。「分別」即是說明，分別。會解釋了嗎？你懂不懂？懂不懂啊？

耳識所認識的對象，叫做耳識所緣，現分三段來說，「壬一」至「壬三」。「壬

一、出體性。」體性即舉出所緣的，耳識所緣的東西的本質。「壬二、辨種類。」辨

即是辨別，辨別耳識(所緣)對象的種類。「壬三、釋異名。」解釋耳識(認識)的對

象，我們叫做聲音了，是嗎？又有很多別名的。現在，「壬一、出體性。」「彼所缘

者為聲，無見、有對。」「彼」即是耳識，這個耳識所認識的對象是甚麼啊？是聲

音，聲音是怎樣的呢？「無見」，聲音是看不到的，沒有看得見的聲音啊。「有

對」，但你可以觸到，可以接觸到的，為甚麼？聲音來了，你找隔聲板一擋就擋住

了，是嗎？「有對」。那麼「出體性」就讀了。

「壬二」，耳識所 的對象有多少種類，「辨種類」。「癸一」、「癸二」，缘

「癸一、出多種。」舉出很多種，舉例舉出很多種。然後「癸二」，將它來歸納，歸

納成三種，簡略地歸納了三種。現在先「癸一、出多種。」「出」是舉出，舉出多種

做例子。「此復多種」，「此」即是這，這就是指聲音，是吧！這種聲音又可以分為

多種。例如甚麼？「如螺貝聲、」這螺貝聲是甚麼啊？你有沒有看電影？看《魯賓遜

漂流記》，魯賓遜叫人家拿那個螺殼，拿著來「嗚嗚⋯⋯」吹，他們叫(這做)螺貝，是

嗎？螺貝聲，舊時的人打仗啊，或者甚麼呢，都是吹螺貝的。「大小鼓聲、」那些

「乒乒 boom boom」(的鼓聲)是大鼓，小鼓是甚麼呢？那些「瀝瀝落落」(的鼓聲)是小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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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聲、」跳舞都有聲音的嗎？印度人跳舞有聲音的，是嗎？現在那些西洋人跳

舞(都有聲音)，你看電視都有聲音的，他們跳舞「嘀嘀噠噠」、「嘀嘀噠噠」的舞

聲，是嗎？印度人的那些舞聲更厲害，印度人光 腳來跳舞，那隻腳綁一串鈴鐺上着

去，他能夠練習到甚麼啊？入拍子的，這隻腳踏下去「嗓嗓、呏嗓、呏嗓」那樣不會

亂的。那是舞聲。

「歌聲、諸音樂聲、」那種音樂聲。「俳戲叫聲、」這個讀「排」、讀「匪」都

行的，那些戲子的「俳戲叫聲」，那些戲子(表演)「嘰嘰呱呱」叫出的聲音。「女

聲、男聲、風林等聲、」風是吹風聲，風吹在樹林的聲音，「等聲、」等其他的那些

聲。「明了聲、」有些聲音是很清楚的，「明了聲」是指甚麼？有意義的、很清楚的

(聲音)。「不明了聲、」無意義的、不清楚的(聲音)。

「有異聲、無異聲、」這個同「明了聲」、「不明了聲」，有意義而講得清楚

的，就是明了聲；你講得很清楚，但我聽得不清楚的就是不明了聲，這隻耳朵有點聾

了。「明了聲」。另外，又有人這樣解釋， 無謂重複了，他說：「佛說的經有些是説

了義的，有些是不了義的，那些講了義佛經的聲音就叫做明了聲，講不了義佛經的聲

音就叫做不明了聲。」這種講法就太牽強附會了，是嗎？「明了聲」即是意義清楚

的，這就好了。「不明了聲」就是含含糊糊的，(這樣)也行。是吧？

「有義聲」就是裏面包含有概念在內的。這個，「無義聲」就是裏面沒有包含概

念的，那些「吱吱」聲，這些之類的。「上中下聲、」很難講了，甚麼叫上、中、

下，就是大聲、中等的聲、小聲。是吧？「上中下聲」。「江河等聲、」那些水流

(聲)，「呵呵」聲的水流。「鬥諍喧雜聲、」打架啊、吵架啊、打鬥，「諍」是吵

架，「喧」，喧嘩吵鬧的是喧雜聲，是吧？

「受持演說聲、」「受持」是念經，念經的聲音；「演說」那些說話，現在我講

的話就是演說聲。「論議決擇聲。」「論議」就是大家在辯論，「論議決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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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討論那些道理，印度人很喜歡辯論的。「如是等類有眾多聲。」諸如此類的聲

音有很多的，(這裏)隨便舉幾個例子而已。以上(就是)「出多種」。「癸二」呢？這

麼多種又複雜，那又怎樣呢？

「略三種。」將它們歸納成三種，兩種的歸納法，就是兩種分類，兩種 (分類各

有)三種。「子一」，「辛二」(分)「子一」、「子二」。「子一、初三種。」第一個

三種；「子二、後三種。」第二個三種。「子一、初三種。」分二，「丑一、標

列。」舉出這三種，列出來。然後「丑二、料簡。」料簡呢，佛經裏面常常看到「料

簡」「料簡」這兩個字的，怎麼解釋呢？這些名詞解釋了給你聽，以後看到了這兩個

字，你就不會發生問題了。

「料」字，料者，就量也，量一下有多少，料(指)量。「簡」者，這個「簡」字

與這個「揀」字通用，譬如我買蘋果，我去揀一下，揀一些大個的，這是揀。「簡」

者，就是揀擇，料量簡擇就叫做料簡。那甚麼是料量簡擇啊？凡是一種道理，我們都

量一下、度一下它怎樣講才好，這就叫做料量簡擇。相當於現在白話的甚麼字啊？

「料簡」，「料簡」相當於檢討，差不多(是)檢討、批判，批判這兩個字好像嚴重了

些，檢討，「料簡」是檢討，料量一下、揀擇一下。「料簡」是怎樣啊？譬如你念

佛，有些人只是參禪，就不念佛，宋朝(時)；有些人就念佛不參禪。

宋朝初年，有一位大師叫做延壽法師，(你們)有沒有聽過啊？延壽法師他住在永

明這個地方，所以有人叫他做甚麼啊？永明禪師。是吧！他呢，以前的人啊，念佛的

人就不參禪，參禪的人就不念佛的，在他之前大致是這樣。但是一到他呢，就提倡禪

淨合一，修禪宗的一定修淨土，修淨土的都不妨兼修禪定，那他就是禪淨合流的。他

主張將這個問題來作一個檢討，這個是甚麼問題啊？我們應該去參禪呢？抑或應該去

念佛呢？這個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來作檢討，那就料簡這個問題了，他將這個問題來

料簡了，這又怎樣料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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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呢，他的句式叫做四句料簡，四句，普通料簡都是用幾句來料簡的。四句料簡

的形式是這樣的，(一種是 A)不是 B，只有兩種東西，AB兩種東西；一種呢，是 B不

是 A；(一種)是 A又是 B；一種就非 A 亦非 B。A、B兩種東西發生關係不外四個情

形，是嗎？你找不到⋯⋯

兩件東西相對，只可以有四個範疇，四個 category ，句就是 category ，不會

搞出第五句的，就是這樣。就是這四種：它只是 A，不是 B，一種；它只是 B，不是

A，又一種；第三種，它同時又是 A，又是 B；第四種就它兩樣都不是。不會有第五

種的。他就是用這個格式，這種叫做四句料簡，又名叫做四句分別。很好用的這種

(格式)，你凡是兩兩相對，你一將它來套(入)，你的頭腦(會)很清楚的。將參禪與念佛

兩種相對，然後套進去(這種格式)。

那麼你告訴我，第一種是怎樣啊？講吧？參禪不念佛，是吧？第二種是甚麼？念

佛不參禪；第三種呢？參禪又念佛；第四種呢？兩種都不做，不參禪不念佛。不外這

四種，沒有第五種。這樣，他就做了四料簡出來了，他把參禪用個「禪」字來代表，

念佛就用「淨土」兩字做代表，那他怎樣啊？

「有禪無淨土，」「有禪無淨土」這(句)是 A非 B了，是吧？「有禪無淨土，就

十人九蹉路。」料簡，檢討了。第二句呢，「無禪有淨土，」就是掉轉而已，即是有

淨土，無禪，但現在(為了)順口，將它來「無禪有淨土，」是怎樣啊？「萬修萬人

去。」有沒有錯啊？「萬修萬人去」，第二句了。第三句呢？就又禪又淨土了，就

「有禪有淨土」了，是嗎？「有禪有淨土」是甚麼啊？記不記得啊？「猶如帶角

虎。」老虎加對角，老虎已經惡的了，加上一對角，沒有角已經勇猛的了，加對角就

更加勇猛了。是吧？

這樣(第四句)，「無禪無淨土，」這不用說了，甚麼都沒他份了。所以，普通四

句料簡，講三句就夠了，甚麼都「無」，那講來幹嘛？是嗎？那麼，這種辦法叫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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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啊？四句料簡，或者叫做四句分別，很好用的。

第二(「丑二」)是「料簡」。現在先講「丑一、標列。」標舉出，先列出來。

「此略三種。」「此」即是聲音，這種聲音簡略的來歸納，就可以歸納成三種，哪三

種啊？「謂因執受大種聲、因不執受大種聲、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這處你不要以

為難，你一清楚它，就很容易的了。

「大種」就是極微了，那些極微，「大種」有兩種，一種是「執受」的，怎樣叫

做執受啊？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就是我們那八個識，尢其是指第八阿賴耶識，我們

的阿賴耶識滲透進入它裏面，抓住它，支持它，叫做執受。執者，執持著，即是抓

住，hold ，抓住。受者，起知覺，起感受，feeling ，感受。這個意思是甚麼？我們

的第八識支持它，同時令到它生起知覺。

這樣，那就是說，我們的「大種」有兩種，一種是給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滲透

的，一種就沒有滲透的。例如，你穿的那件衣服，你的阿賴耶識有沒有滲透你的衣服

啊？你答我，你想一下⋯⋯即是銀行倒閉，你的錢存在(這)銀行，你也不會開心的，但

你不會滲透銀行的錢啊！所以呢，就是這樣，你會起知覺，起感覺的，叫做受。

你的衣服不會起感覺，燒了你的衣服，你都不會痛的，只是肉赤(不捨得)而已，

不會痛，是嗎？那就是你的身體與你的衣服在內，你的衣服也是「大種」造成的，你

的身體也是「大種」造成的，但兩種「大種」是不同的，你的身體就有執受的，給阿

賴耶識滲透的，有甚麼啊？會新陳代謝的，因為這阿賴耶識支持它新陳代謝。你的衣

服不會新陳代謝，只會愈來愈舊，不會更新的，所以，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你的衣

服，你的阿賴耶識只是執受你的身體，沒有執受你那件衣服，你明不明白啊？所以你

的衣服燒了，你可以換過一件。

但你的身體呢？斬了你隻手，你就不容易了，除非你是水母(可以)生過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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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人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們的身體，那些我們身體裏的「地、水、火、風」

大種極微是有執受的，明不明白啊？這些大種是「執受的大種」，「執受大種」。

「因執受大種」，因為那些執受大種以執受大種為原因而發出的聲音，明白嗎？

譬如我現在講話，我的口、我的舌發出聲音，我的口、我的舌是大種造成的，是

嗎？但我的口、我的舌的那些大種，即那些極微是不是有執受啊？有沒有啊？我的舌

有沒有執受啊？有，有執受的，會動的，是嗎？會震動的，同時我拿針刺到舌頭會流

血的，痛的，是吧！還有，會復原的，有執受就會復原，這個傷口會復原的，有執受

的，那就是說我的舌頭與口腔是「有執受的大種」。

我的衣服是「無執受的大種」做成的，明白嗎？我講的話呢？就是因為我的「有

執受大種」震動而發出的，是吧？但是，如果這處，譬如我的衣服「嚦⋯⋯」一聲破爛

了，「嚦嚦」聲的，是嗎？這些聲音是甚麼呢？是不是「有執受大種」發出的聲音

啊？不是！是那些「無執受大種」發出的聲音。明不明白啊？

以「有執受大種」為因發出來的聲音，就叫做「因執受大種聲」。由那些「無執

受大種」發出的聲音，就叫做「因不執受大種聲」。明不明白？很㪐㩿(粵音：甩

咳，意指不流利)，是嗎？行嗎？聽不聽得明白？因執受大種的聲音，現在我講話的

聲音。因執受大種聲。因不執受大種聲呢？撕裂的聲，「 」聲，電話聲，是嗎？啲啲

還有，因執受不執受的，一半執受，一半不執受的那些聲，哪些是啊？譬如這樣

(用手敲打木板)，這個聲音，這個聲音是由兩種東西發出的聲音：第一、是由我的執

受大種發出來的，我的手；第二、由那不執受的大種(木板)發出來的。

由執受、不執受兩類大種共同發出來的聲音，是嗎？譬如我拍掌的聲(音)，(是)

執受大種發出來的聲音，是嗎？那些「噹噹噹」的鐘聲就是不執受大種發出來的聲

音。譬如打鼓的聲音，我的手「boom、boom、boom」地打鼓，(是)執受不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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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種(發出的聲音)。不外是這三種，說起來好像很繁瑣那樣，但這能訓練你的頭腦很

周密的，只是聲音都劃分這麼多。分為三種。

好了，將它「料簡」了，批判了，不一定是四句的。「初唯內緣聲。」「初」就

是第一種，第一種是甚麼啊？因執受大種聲。「唯」就(解作)只是。「內緣聲」即是

甚麼？「內」就是以身體內，「緣」就是條件，以身體為條件所發出來的聲音。第二

種，「次唯外緣聲。」「次」即第二種，因不執受大種聲。這種因不執受大種聲就

「唯外緣聲」，是我們眾生身體之外做條件所發出來的聲音。第三種，「因執受不執

受大種聲」，就「內外緣聲」，一內一外，就是身體內與身體外兩種做條件發出來的

聲音，明不明白啊？(以上是)第一個三種，分三類，「因執受大種聲」、「因不執受

大種聲」、「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三類。

「子二」，(第)五十七頁「子二」，後三種，「此復三種，」又可以分三種。

「謂」，謂即就是。就是甚麼啊？「可意聲、」可意聲即是悅耳的，聽起來覺得挺好

的可意聲，螺音了，是吧？(「不可意聲、」不可意聲就是不悅耳的聲音了。)(「俱相

違聲。」)非吵耳、亦非不吵耳，「俱相違」，兩種都相反的，這是甚麼啊？例如甚

麼啊？風吹的聲啊，之類，那些風扇發出的「胡胡」聲啊，「俱相違聲。」既不是可

意，可意就悅意，也不是不悅意。

其實，為甚麼要這麼多種分類啊？第一種分類：因執受大種聲；因不執受大種

聲；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就是真正是耳識了解的。這三種呢？悅意不悅意呢？不是

純的(耳識)，是意識的。是嗎？第六意識，側重第六意識，悅意、不悅意。

「釋異名」，解釋各種不同的名稱了，又分兩段，「癸一」、「癸二」。「癸

一、約彼相辨。」「約」即是依照。「彼」就是聲音。依照那些聲音本身的相狀來說

明，叫做約彼相辨。「癸二、約眼識辨。」不是，「約根識辨。」完全依據，「約」

是依據，依據這個器官，根是器官，由器官所發出的識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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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一、約彼相辨。」「又復聲者，謂鳴音、詞、吼、表彰語等差別之名。」又

所謂聲音呢，就是甚麼啊？有些屬於「鳴音」，即不論是有意義(與)無意義的聲音，

一直的「嗚嗚」聲啊，或者那些鐘「 嗒嗒」聲，「鳴音」。啲啲

「詞」，「詞」即是甚麼啊？那些詞句，有意義的詞句。「吼」就是無意義的，

「嗚⋯⋯」這些無意義的吼。「表彰語」，有所表示的語言，等等⋯⋯都是屬於聲的差別

之名，都是聲的差別的名稱來的。

「癸二、約根識辨。」依據那些耳根與耳識來說明。「是耳所行，」「行」者，

就是行下去那樣，是耳識所對的境，不是！是耳根所對的境。眼根不會對聲音的

(境)，是「耳境界」，耳的對象，耳根的對象。

「境界」即範圍，耳根所活動的(範圍)，耳根的活動只是聽聲音，不會看到顏色

的，它有界線，「境界」即是 limit。境界。同時也是「耳識所行、」，這也是我們

耳識的對象來的。「(耳識)對境、」是我們耳識的境界，耳識的範圍，活動範圍。同

時是「耳識所緣、」是耳識所真正會認識到的。這耳根不會「緣」的，「緣」字當

(作)認識的解(釋)，耳識就會認識的。同時又是甚麼呢？

「意識所行、」我們的耳識起的時候，這個意識跟著一齊起的，「意識所行」。

是「意識境界、」也是意識的一部分境界。又是「意識所緣。」意識所認識的。那就

是說，是耳根所行、(耳識)所緣，是耳根的境界，又是耳識的，又是意識的，三類

的，同是聲音，三方面的，同是「噹噹」的聲音，一方面它與耳根發生關係，一方面

是耳識所緣、所行的對境，也是耳根的範圍，也是耳識的對境，也是意識的範圍，意

識的範圍，更是意識的所認識的，同時，又是意識的對境，是意識的範圍，又是意識

的所認識的。這就是說我們耳識起的時候，一定有個意識(一齊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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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說這個「助伴」了，就是「心所」了，還有「作業」。好簡單的，「助伴

及業，如眼識應知。」「助伴」與「作業」跟眼識一樣，是吧？「助伴」有甚麼？最

少五個「助伴」：「觸、作意、受、想、思」，不可少的這五個，這耳識一起了，一

定有這五個(「心所」)跟著起了。眼識起的時候也是有五個(「心所」)一齊起的。

除了這些(「心所」)之外，還有甚麼啊？還有很多啊！你看一下，至少這五個

(「心所」)，眼識有多少個，就是耳識有多少個了。溫習一下，(第)四十五頁，「彼

助伴者，」即眼識的「助伴」，眼識，「謂彼俱有相應的諸心所法。」就是與它「俱

有」，即同時存在的那些心所有法，即是心所。一定有的是哪幾個呢？五個。「所

謂」(解作)即是，即是甚麼啊？「作意、」警覺。「觸、」接觸。「受、」苦樂的感

覺。「想、」取像作用。「思。」意志作用。(以上「心所」)一定有的。

還有沒有其他啊？還有！其他不一定有，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及餘」，以

及其餘。「眼識俱有相應」，那些其他「心所」。那麼，這裏「耳識俱有相應諸心所

法。」是嗎？有多少個啊？數不數得出啊？你看它這裏啊！引你深入一點啊！「眼識

與諸心所有法，」眼識與那些「心所」呢，是「俱時流轉，」同那個時間一起流轉

的。

「同生住滅，」同在一起生，同在一起停留的，同在一起滅。「於一所作更互相

應，」「所作」即所做的行為，對於一件所做的行為就是甚麼呢？就是互相呼應的那

些眼識與那五個「心所」。「是名俱有相應」了，這就叫做俱有相應。「即由此

義」，就因為這樣的意義呢，心所有法就得到「助伴」的名稱了，就叫做「助伴」

了。

「心所有法種類非一，」很多種類。「今依此論，」現在依據這本《瑜伽師地

論》，就「六位心所。」即分作六類的心所，六類之中呢，總共有五十三個，這本論

就(說)五十三個，五十三個就是甚麼呢？「於顯揚等五十一上加邪欲、邪勝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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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與《顯揚聖教論》等，《顯揚聖教論》等，就只是說有五十一個「心所」而

已。它這裏呢，本論就多出了兩個，多了的叫做「邪欲」、「邪勝解」，這樣就五十

三個「心所」。(這些「心所」」)是否一起出現啊？不是！那五個(「遍行心所」)就

一定出現。

「五識於此五十三中，但與三十六法相應。」前五識就只有，每個識就只有三十

六個相應，哪三十六個啊？「遍行五，」即是甚麼啊？「觸、作意、受、想、思」五

個。另外，有十一個叫做「善心所」，十一個「善心所」，淨達法師(已)教給你們

了，十一個「善心所」，你唸給我聽一下。

學生：「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癡、勤、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

老師：「好！行了！你會不會呢？你沒有讀過嗎？」

學生：「沒有。」

老師：「你呢？」

「善心所」受意識的影響，是嗎？這個意識有「善心所」起，它就跟著起了，明

不明白啊？「煩惱(心所)」有三個而已，眼識、耳識都有「貪、嗔、癡」，看東西都

有「貪、嗔、癡」，這一看到一種東西，好像沉醉其中，很想(要)似的，這就是

「貪」了，「貪」心(所)起了。盡力瞪大眼睛，好像有仇似的，那時候就是「嗔」

了，是吧？見到東西如癡如醉那樣，就是「癡」了。

「隨煩惱(心所)」有二十個，是哪二十個啊？「無慚、無愧、惛沈、掉舉、不

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邪欲、邪勝解」總共十二個，完全是因為受

意識影響的。這樣就解釋了，它同時告訴你知，你看著這處下面，「此說因位，」甚

麼叫做「因位」？(就是)由你發了大菩提心的時候起，一直到你成佛之前，叫做因

位。你處在修行的時候，(就是因位。)一到了成佛就叫做甚麼啊？(叫做)果位。「因

位」就是這種情形，又有煩惱，又有貪、嗔、癡。一到「果位」又是怎樣啊？一到

15



「果位」就叫做無漏位，無煩惱的，那個時候就只得二十一個「心所」，沒有三十六

個那麼多了。

這是哪二十一個(「心所」)啊？五個「遍行(心所)」、五個「別境(心所)」、十一

個「善(心所)」，沒有「煩惱心所」，成佛了就是「果位」。那麼你現在讀到這處就

知道，(如果)有人問你：「你的心的狀態是怎麼樣啊？」你可以告訴他，你的心呢？

看你有多少個心，眼識又是心，耳識又是心，分開來說，你的眼識有三十六個心所相

應，除了眼識之外，三十六個是甚麼啊？五個遍行(心所)、五個別境(心所)、十一個

善(心所)、三個煩惱(心所)、十二個隨煩惱(心所)，你可以逐個分析給他聽。

(「辛二」)就說所依據器官，根，然後「辛三」說它所緣的境，即所緣就是

object，然後「辛四」就說「助伴與作業」，「助伴」即它的「心所」，「作業」即

它的作用。現在「辛一、自性。」「云何鼻識自性？」鼻識的自性是怎樣的呢？

答了，「謂依鼻，」即是以鼻為它所依的根。「了別香。」去明了辨別那些香臭

的味道。它的所依呢？它的所依，它的所依為甚麼不說(是)根啊？因為它所依的不只

是根的，是吧？根不過是「俱有依」來的，除了「俱有依」之外，還有兩種「依」

的。

還有兩種「依」，一種叫做甚麼「依」呢？還有兩種「依」，一種叫做甚麼

「依」啊？記得嗎？

學生：「等無間依。」

老師：「是，等無間依。還有呢？」

學生：「種子依。」

老師：「種子依。是的，好的，記得了，是吧！」

所以就說它的所依，就不要個「根」字。「彼所依者」，即這個鼻識所依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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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俱有依」，即是根，同時存在的就叫做俱有。因為根，那個器官與那個器

官所發出來的識，一定同時，同時有的。「謂鼻」，這個「鼻」字，就指鼻根了，大

略的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甚麼啊？嗅覺神經。第二，「等無間依」，這個前一剎那的鼻

識停了，讓位給它，那個「等無間依」，中間沒有間隔的，是吧？

「等」就是連續，連續時中間沒有間隔的。連續而中間沒有間隔的呢，現在順道

提一個問題了，譬如有一個人，他現在能聞到東西的(味道)，現在聞到東西的(味

道)，一會兒(後)，他入了「無想定」，停了(鼻識)，這個鼻識停了，意識都停了，假

使入定三個小時，然後他出定，那麼你在他旁邊放些香味，那(他的)鼻識就起了，是

嗎？那他的鼻識有沒有「等無間依」啊？有！是吧！肯定有的。

這哪個是「等無間依」啊？它剛剛起的，這「等無間依」是怎樣啊？它三點鐘時

起的，聞到的味道，但他入定了三個小時，那麼它的「等無間依」在哪處啊？有，你

說有是對的，在哪處啊？答吧！大膽的去回答啊！

學生：「入定之前那個。」

老師：「入定之前，三個小時前的。」

它說「等」，「等」就是連續，這樣似乎不連續，但它「無間」，中間沒有東西

隔開，明白嗎？所以「等無間依」不一定要前一 那的，普通的前一 那，有時候是刹 刹

幾百劫都可以的，譬如你現正聞到味道，聞到味道，聞到味道之後，你立刻入定了，

一入定(就)生在「無想天」，這個壽命一百劫、兩百劫都不死。

這樣就在「無想天」死的時候，(要)出定才能死的，因為不出定，這個「中有

身」不會死的，是吧？這就出定了，一出定(就)聞到香(味)，距離有多遠啊？距離有

一百劫、二百劫，只要中間沒有間(隔)就行了，是不是啊？有間(隔)就不行了，立即

第二個剎那都不行的，無間的時候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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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嗎？「等無間依」，一定要有的「等無間依」，「等無間依」叫做甚麼

啊？叫做「意」，即是前一 那謝了，讓位給後一 那的叫做「意」。「意」有兩刹 刹

種，一種叫做甚麼啊？「無間滅意」，就是它那個識的前一 那滅了，或者前幾十個刹

剎那(滅了)，總之無間的(就)叫做「無間滅意」。另外，第二種「意」呢？叫做甚麼

「意」啊？甚麼啊？第二個「意」？第一個是「無間滅意」，第二個呢？

學生：「等無間意。」

老師：「第一個是等無間意，第二個呢？」

學生：「種子。」

老師：「那不過是種子依，種子依不是意啊！這處沒有說的，是嗎？沒有說的，但那

天我說過了。叫做甚麼啊？記不記得？有沒有人記得？有沒有人記得啊？看誰

記得，記不記得啊？記不記得？不記得了？」意識的根，除了「等無間意」，

第六意識的根，除了這個「等無間意」，

學生：「末那識。」

老師：「都是你叻。末那識都是意，估不到哦，很聰明啊！」它這裏沒有說，是吧？

那為甚麼不說呢？因為大概當時聽的人，都是小乘人(佔)多數，小乘(佛教)就

不說第七「末那識」的。

好了，「癸三、種子依。」是嗎？「種子依，謂」，「謂」即就是。「謂含藏一

切種子的阿賴耶識。」既然含藏一切種子，當然連那個鼻識的種子也含藏了。那麼以

上就講了它(鼻識)的「所依」了，它的「所依」了。

講完「所依」之後呢，就「壬二、出體性，」舉出它的「所依」的東西的體性是

甚麼來的，即這個本質是甚麼，它「所依」的本質，「體性」即是本質，體性、自性

都是當(作)本質的解(釋)。這個「所依」的本質了，即是這三種的本質：鼻的本質、

意的本質、種子的本質，是吧？鼻的本質是甚麼啊？「癸一、鼻的本質。」「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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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等。」「鼻謂四大種所做，」即它那個鼻根啊，是「地、水、火、風」四種極微，

四種大種的極微造成的。

「鼻識所依」，是鼻識要它來做所依的器官，所依的根的。「淨色」，是一種很

微妙的物質，「色」是(指)物質，那麼這種物質是怎樣的啊？「無見」，用我們的肉

眼見不到的，除非你用很強的天眼，然後才見得到的，「無見」。「無對」，「對」

即是碰到你所接觸的，碰它、摸它，摸不到的。啊！不是！(是)「有對」，摸得到

的，你現在摸都摸得到啊，這個鼻，你挖一下鼻(孔)，鼻的神經都給你挖得到的，

「有對」。這樣，鼻的本質就是四大種所做，是物質來的，你不要以為佛家是完全不

講物質的，是吧？

「意等」，「等」就是，「意」就指這個「無間意」，「等」就是甚麼啊？

「等」就是種子了。「意及種子，如前分別。」「如」就是依照。「前」就是前面，

前面就是甚麼啊？鼻識的前面不就是甚麼啊？耳識、眼識，是嗎？「照」，依照眼

識、耳識一樣，這樣來分別。「分別」即是解釋或者說明。這就解釋(了)，讀了「所

依」了。「所緣」，鼻識所緣的境，分開三段來說。

「壬一、出體性，」「出」就是舉出，舉出它所緣境的本質、體性。「壬二、辨

種類，」「辨」就是說明，說明它的種類，這鼻識所緣境有幾多種類。然後，「壬

三、釋異名。」解釋許多種不同的名稱，鼻識的所緣境有種種不同的名稱。

「壬一、出體性，」「彼所緣者，」「彼」就指這個鼻識，鼻識所緣的境就「謂

香，」那些香、臭(味道)啊，這個香是廣義的，連臭也包括在內的，這些香(臭味道)

是怎樣的呢？「無見、」看不到的，即用肉眼看不到的，「有對。」但是香(臭味道)

可以觸到的，譬如那些香煙，聞到的香味，一陣子就會走到別處了，「有對」。已經

(講解)「出體性」了，你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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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辨種類，」辨別那些(所緣境)有多少種類，分三段。「癸一、標，

「標」者，就是舉出它的大意。「癸二、列，」逐種列出來。「癸三、結。」總結。

「癸一、標，」「此復多種。」「此」即指甚麼啊？這些香，是吧？這些香又有多

種。怎樣多種啊？「謂好香、惡香、平等香，鼻所嗅知根、莖、華、葉、果實之

香。」它講「香」有很多種類，例如甚麼啊？有些叫「好香」，好香者，即對我們身

體有益處的，「好香」。「惡香」，(表示)對我們身體有壞處的，「惡香」。第三種

叫做「平等香」，既不能令我們的身體好，也不會令我們的身體壞的，叫做平等香。

除此之外呢？還有「鼻所嗅知根、莖、華、葉、果實之香。」除此之外，還有那

些鼻所聞得到的那些甚麼啊？那些樹「根」、菜「根」的香，「根」的香，是吧？譬

如你拿個番薯掰開它會有一種香氣(味)的，「根」的香。「莖」的香，那些樹枝，有

些樹的莖，你拉它會有味道的，譬如肉桂，肉桂就是(肉桂)樹「莖」的皮。

「華」(讀音：花)，這個「華」字呢，就是「花」字，因為古代的「華」就是

「花」字，後來讀「華」字就變了意義了，因為「花」字不是這種寫法的。最初的

「花」字是這樣(寫「華」字)，後來逐漸地變成這樣(寫「花」字)，而且這個是多此

一舉的，這個才對，這朵花(華)，這些是甚麼？花瓣，是吧？花瓣了，這條呢？是甚

麼啊？花的蕊，看到了嗎？花的中央有條花蕊的，是嗎？這個呢？花萼，這個托，是

嗎？這條呢？花的枝了，是吧？這個「華」字，這個(就是)「華」字。

「華」字是名詞，就是 flower 花了，花是嗎？後來呢？花就是美麗的，是吧？

這樣所以就「華」了，華麗，是吧？這樣解釋而已。現在才看到這幅圖很漂亮，誰畫

的？畫得很漂亮！是不是你畫的？不是嗎？你也可以畫得到。「葉」香了，葉也有香

(味)的，「果實」都有香(味)的，你拿個蘋果來聞一下，多香啊！好了，結了，「癸

三、結。」「如是等類有眾多香。」

下面(是)「壬三，釋異名。」解釋「香」的不同的名稱了，分兩段，「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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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一、約彼相辨，」「約」就是依據，依據那些「香」的狀況，「相」就是狀況，

來到說明，(說明就是)「辨」。「癸二、約根識辨。」依據那些根，鼻根與這個鼻

識，就是這些「香」與鼻根與鼻識的關係，依據這樣來「辨」了。

現在，「癸一、約彼相辨，」它講「又香者，鼻所聞，」總之鼻所聞的都叫做

香，「鼻所取，」是我們的鼻根所對的(就是)所取了，「鼻所嗅，」鼻根聞到的，

「等，」很多名稱，你叫它做鼻的香也行、叫它做鼻的所聞也行，叫它做鼻的所嗅也

行，等等，「差別之名。」「差別之名」就是不同的名稱。

「癸二、」這處(以上)就以它的相狀來說明了，下面就是依據它與鼻根和鼻識的

關係來說明，這些「香」與鼻根和鼻識有甚麼關係呢？「鼻所行，鼻境界，」「香」

呢，總之所謂「香」呢，(是)「鼻所行，」這個「行」者，即是行為，即鼻識起行為

的時候，這個鼻起行為的時候，就與這個「香」接觸了，「鼻所行」。

「鼻境界，」境界者，即這個界線，鼻的活動只限於「香」，鼻不會聽到聲音

的，是吧？只是聞(嗅)到「香」而已，所以這個「香」就是鼻所限的範圍了，「境

界」，這個「境界」可以當(作)甚麼？英文 limit的解釋。又「鼻識所行，」不只是

鼻，也是鼻識所行，是鼻識的境界，不只啊，這個關係多了一重啊，鼻識所緣，

「緣」者，思慮，認識。

鼻根不會認識東西的，只可以怎樣啊？「行」(這)個「境界」。鼻識就不是了，

除了「行」，除了「境界」之外，還有「所緣」，有認識力的，不只這樣，鼻識起的

時候呢，(這要)記住啊！當你的鼻識起的時候，一定有個意識跟著一齊起的。

我再問你，眼識起的時候，有沒有意識跟著一齊起啊？有！耳識呢？有！同一種

道理，鼻識、舌識、身識起，這五識起的時候，這五識(中) 便一個識起，一定有意随

識與它一齊起的，如果沒有呢？就起不了。明白嗎？「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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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聽不聽得明白啊？「辛四、助伴及業。」「助伴」即是心所，是吧？「業」即

是它的作用了。「助伴及業，如前應知。」「如前」即是好像前面所說的耳識、眼識

一樣，我們應該這樣去了解。這樣鼻識說完了。

舌識，你看一下這處，彌勒菩薩多詳盡啊！是吧！本來說一個(識)就匆匆地過去

了，他不是(這樣)，他逐個逐個(識)去說，這樣有這樣的好處啊！就是你不明(白的時

候)，詳盡的(解說)，(若)你不明(白)都變得明白了，是吧！佛都是這樣詳盡的，佛都

是這樣詳盡的，你讀一下《般若經》，講來講去都是講那麼一點點，是吧？好了，舌

識了，舌識，舌識又分四，「辛一、自性，」「辛二、所依，」「辛三、所緣，」

「辛四、助伴及業。」

「辛一、自性，」「云何舌識自性？」他就假設一個問(題)，下面就(回)答了，

「謂依舌」，它說就是有一種東西，依據那個舌根，依據那個舌根做它的器官的，就

「了別味。」它能明了辨別各種不同的味道，這種力就叫做舌識。這種力。「(辛

二、)所依，」它所依的是甚麼啊？三種「所依」，一種是根，第二種(是)等無間依，

第三種是甚麼啊？看看你們知不知道，第三種是甚麼？

學生：「種子依。」

老師：「種子(依)。你都可以，有些人呢，怕我問的，是吧！我因為教書(習)慣了，

最喜歡第二，第一、二行那些(同學)給我問得慌了，許多，是吧！有些怕，怕

我問的，怕我問的有些學生躲在後面了。」

(「所依」)又分兩段，第「(壬)一、舉依，」舉它所依的東西，第「(壬)二、出

體。」舉出它所依東西的本質。「壬一、舉依，」分三，又分三。「癸一、俱有

依。」第一種。第二(種)，「(癸二、)等無間依。」第三(種)，「(癸三、)種子依。」

現在(講解)「俱有依」，「癸一、俱有依。」「彼所依者：俱有依，謂舌。」要不要

解(釋)啊？會了吧！是吧！「癸二、等無間依。」「等無間依，謂意。」無間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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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癸三、種子依。」「種子依，謂一切種子阿賴耶識。」這樣現在就會了，是

嗎？以後你看佛經，(習)慣了便一直看下去就行了，是吧！你不要以為很深啊！沒有

人解釋(就以為)不行了，你要自己相信自己：「我行的！現在都看得懂了！」是吧？

將來你拿起本經書來看，也一樣看得懂的。是嗎？

好了，「舉」完「所依」了，「壬一」。是吧？現在就「出體」了，舉出，

「舉」與「出」也是一樣的解(釋)，「舉」是舉出，「出」又是舉出，是嗎？舉出這

個所依的東西的本質。這三種所依東西的本質，分二，「癸一、舌，」說這個甚麼

啊？「俱有依」。第「(癸)二、意等，」、即是甚麼？(即是)「等無間依」與「種子

依」的本質了。「癸一、舌，」「舌謂四大種所造，舌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

會解嗎？可以嗎？不用講了吧？你看你們多快(掌握)啊！是吧！「癸二、意等。」

「等」是等甚麼啊？記不記得啊？你這位姓葉的(同學回答)：「等是種子依。」

老師：「等(是)種子依！不錯啊！」「意及種子，如前分別。」「分別」就是說明，

是吧？好了，我們可以，我在這裏最低限度可以講完這本，我走之前可以講完

這本，如果講完這本，我第二次回來呢⋯⋯

分二，「癸一、舌，」「癸二、意等。」「癸一、舌，」「舌謂四大種所造，」

「大種」即是甚麼啊？元素，是不是元素？elements，四種元素所造的。「舌識所

依」，舌識以它作器官的，所依的器官。「淨色，」是一種微妙的物質。「無見、」

用肉眼看不到的。「有對。」觸它、摸它 (是)摸(得)到、觸(得)到的。「癸二、意

等。」「意及種子，如前分別。」(解)釋了「種子依」，這三種所依的本質都知(道)

了。

「辛三、所緣境。」「所緣境」又分三。第「(壬)一、出體，」舉出「所緣境」

的本質。「壬二、辨種類，」說明辨別它有多少種類，「所緣境」有多少種類。「壬

三、釋異名。」舉出它種種不同的名稱。現在「壬一、出體性。」「彼所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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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即是甚麼啊？(即是)這個舌識，舌識所緣的境是甚麼呢？「謂味。」就是味道

了，這些味道呢，就是「無見、」見不到的，用肉眼見不到的，「有對。」摸得到、

觸得到的。

「壬二、辨種類，」「此復多種。」「復」即是又，「此」即是指這些味了，這

些味道又分為多種，這是哪些啊？「謂苦、」苦味，懂了。這個甚麼字啊？知道嗎？

會不會啊？這個甚麼字啊？「酢、」醋啊，醋啊，現在你喝的那些白醋，浙醋那個

「醋」字，不過它普通是這樣寫，現在我們寫甚麼啊？寫「酢」，這個是正字來的，

「酢」即是酸味。那個「醋」字就是做名詞才行。這個(「酢」)呢，即可當(作)酸味

的解(釋)，當(作)形容詞，「酢」即是酸味。「辛、」就是辣。「甘、」甜的。

「鹹、」不用說了，鹹(味)。「淡、」(清淡的。)「可意、」「可意」即是悅意的，

好味道的。「不可意、」吃起來，嘗起來難過的，覺得不可意。

「若捨處所舌所嘗」，就是又既非可意、亦非不可意。為甚麼？為甚麼它又不用

「平常味」呢？又要「捨處所舌所嘗」呢？「捨」就指捨受。「受」有三種：一種是

甚麼？「苦受」；一種呢？「樂受」；一種叫做「捨受」。它說「捨受」所起之處，

「捨受」依它而起的，就是嘗下去，依據它嘗了，就起(這)個「捨受」了。此所以

「捨受」所依之「處所」，「處所」，「處所」這兩個字就是 place，就是地方，

「捨受」就是由這地方而起的。

「舌所嘗」，是我們的舌所嘗到的。「壬三、釋異名。」又分二，「癸一」、

「癸二」。「癸一、約彼相辨。」依據那些味道的情況來說明的。然後「癸二、約根

識辨。」就是依據它(味道)與舌根與舌識的關係來說明。「癸一、約彼相辨。」「又

味者，應嘗、應吞、應噉、應飲、應舐、應吮、應受用，如是等差別之名。」在印度

呢，就這個味呢，就有這麼多名(稱)的，有些人叫它做「應嘗」，「應嘗」就是嚐一

下；有些就叫它做「應吞」；有些就叫它做「應噉」，「噉」就是咬一啖啖；有些

呢？就(叫做)「應飲」；(有些)就叫做「應舐」，舐，舐啊，讓那條脷(舌頭)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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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人讀「舐(lái)」，是不是「舐(lái)」啊？「舐」就是這個字了；(有些就叫做)「應

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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