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壓住它了，透都透不過氣來的，這要怎樣才行啊？要多聞熏習，多讀經教，讀了

經教，了解之後呢，就一定要修止觀，修止觀修得多了，藉 修止觀的定力與修觀的着

那種智慧的力，就消毀(有漏種子)，就增強那些無漏種子的勢力。強呀，強呀，強些

(又)強些，強到最後最強的時候就爆發，好像個炸彈爆發一樣，好像大革命那樣，那

時候就摧毀那個有漏第八識。明白嗎？一般人就以為甚麼啊？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

下，夜晚見到明星出現的時候，就是那個時候，那個第八識的那些無漏種子爆發的時

候，一過了的時候，他就成佛了。

就這樣的，理由就是這樣的，並不是無漏種子變了個佛出來，不是，不是，並不

是有漏種子變出了無漏的佛，而是那些無漏種子寄存在這阿賴耶識裏面，因為你修止

觀的結果，就培養到那些無漏種子漸漸成熟，它自己爆發。明白嗎？「隨依附依止

性」，「依附」即是寄存著的，依附著而已。跟隨著我們的第八識，那些無漏種子跟

隨著第八阿賴耶識「依附」，寄存在這，住在這裏，姑且住在這裏，有機會就爆發，

摧毀你(這個阿賴耶識)。聽不聽得明白啊？這句話在這裏最㪐㩿 (可讀作：甩咳，意

指不流利)。

這處呢，這個阿賴耶識。這就「心」，我再讀了，「心謂」即這個心就是，就是

甚麼啊？就是阿賴耶識，是甚麼樣的阿賴耶識啊？「異熟所攝」的阿賴耶識、「體能

執受」的阿賴耶識、那些無漏種子「所隨依附依止性」的阿賴耶識、那些有漏種子

「所隨依止性」的阿賴耶識。聽得明白嗎？你聽過這本論，你不用去別處聽了，(在)

別處聽你聽不下去了。

好了，第八十五頁了，「壬二、意」。「意謂恒行意及六識身無間滅意。」以前

講「意」，沒有說(有)兩種，只是說「無間滅意」，現在正式講出兩種「意」，「意

根」有兩種意根的。「意」，所謂意呢，「謂」即就是，就是甚麼啊？就是這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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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叫做「恒行意」，「恒」就是永遠，(永遠)叫做恒，永遠地，第一個「恒」是

permanent，「恒」(的英文是) permanent，常常、不變的。「行」就是活動、現

行。第一個「恒」字就 permanent，第二個「行」字就是現行，appear，常常起作

用的，「恒行」。「恒行」的「意」，這個即是甚麼啊？這個第七末那識了。第七末

那識呢，由無始以來，數上去無始之始以來，不知經過幾多萬萬萬世，到現在這秒

鐘，它都未(曾)停過的，它都未(曾)停過的，這樣這個「意」就叫做「恒行意」。明

白嗎？

時時都出現的，「行」出來的，這個「行」字當(作)甚麼？appear，出現，時時

都出現的，「行」者，活動，時時都在活動。這個「意」，第七末那識，你睡覺都不

停的，你死的時候呢？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停了，第七末那識不停的，

你死了之後，拿去燒了，這個第七末那識都不停的。不停的，你去醫院做大手術，前

六識可以停，第七末那識不停，當然，第八阿賴耶識都不停，不停的。這個這樣的末

那識叫做「恒行意」。會不會解釋啊？這個第七識了。

第二個，第二個「意」就叫做「六識身無間滅意」，前六識已經已成過去了，不

阻住現時的第六識出現的，不阻礙的，讓位的，這個叫做「無間滅意」。聽明白了？

兩種「意」，這樣就解釋了「意」。

「壬三、(識)」八十六頁，「識謂現前了別所緣境界。」所謂「識」呢，就現

前，對著那些境 (就指 )現前，能夠明了辨別它所認識的、所瞭解、所認識的

object，object(指)那些境界，境界即那些對象。會解釋嗎？這樣「心、意、識」的

自性解釋了，所有「意地」的自性講過了，給兩分鐘你們消化一下它。

「庚二」那處，「所依」了，它生起的時候，所依的必需的條件了，「所依」又

分二。第一，它所依的「等無間依」，這個必需的，讓位給它。第二呢，種子(依)，

如果沒有種子(就)不能起(現行)了。現在「辛一、等無間依。」「彼所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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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就指這個「意地」，就是指這三個識，指第六、第七、第八這三個識。

「(辛一、)等無間依。」第一種「等無間依」，「等」即是連續，「無間」就是

中間沒有東西間(隔)開的，已經成過去的那些識，這個又叫做甚麼啊？叫做「意」。

這個又叫做「意」，是嗎？這個叫做「無間滅意」。這個會了嗎？

然後，「辛二、種子依」，如果沒有種子，不能起作用的，「種子依謂如前所說

的一切種子阿賴耶識。」「種子依」就是甚麼？即是前面，前六個識所講的一樣，就

是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種子，那些種子是阿賴耶識的一部分，所以說「一切種子阿賴

耶識」。這個「種子依」，這個「依」就是因，這個「種子」就是(主)因來的，很緊

要哦！即英文的 cause，很緊要的。這裏我順便寫這個，龍樹菩薩有一首偈：「諸法

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共生，亦非無因生。」龍樹菩薩(的)兩首偈，一首是這

樣的：「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共生，亦非無因生。」一首(是這樣)。

另外一首就這樣的，要不你會說：「羅生，你引錯了。」你不要(這樣)，現在我

唸另一首給你聽，「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前兩句一樣，第三句就是「不共不

無因，」第四句就「是故知無生。」就是這樣的。現在我就取他這首，「諸法」(指)

一切法，即事物、東西，一切東西不會自己生自己的，你會不會自己生自己出來的？

自己肯定是爸爸媽媽生的，怎會自己生自己呢？是嗎？「諸法不自生」。

「亦不從他生，」你就不明(白)了，「不從他生」你就不明(白)了，「他」即是

另一樣東西，你會說：「我從阿媽生、與爸爸生的啊！」媽媽爸爸，你是媽媽爸爸的

身體變出來而已，不能說他來的，媽媽爸爸對你來說不是他來的，完全與你沒有關係

的就叫做「他」，不會從他生。「亦不從共生，」所謂共者，(即是)「自」加上

「他」啊，「自生」等於零，「他生」又等於零，零加零都是等於零啊，所以「共

生」亦是等於零。但是你說無因而可以生又不行啊！「無因而生」，為甚麼你現在不

做百萬、千萬富翁啊？你現在還要打工啊？有個原因才可以啊，你才能成啊，這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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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無因而生」又不行啊！

這個「因」是甚麼啊？種子啊，是嗎？種子。這「所依」講完了，有沒有問題

啊？你們有沒有問題啊？沒問題是吧？

學生：「是龍樹菩薩講的嗎？」

老師：「龍樹菩薩的。」

「庚三、所緣。」它所認識的對象了，又分二，分開兩段來講，其他的識就一段

講完了，但這個「意識」就厲害些，就分開兩段來講，「辛一」、「辛二」。

「辛一、通緣一切法。」「緣」即是了別，認識，它能夠認識一切事物的，一切

東西它都認識的，「有為法」、「無為法」，「有」的東西，「無」的東西它都可以

認識得到。「通缘一切法」，怎樣「通」啊？「通」是共通，前五識所緣(認識)的東

西，它都能共通認識的，「通緣一切法」。

然後呢，「辛二、別緣不共境。」「別」者，特別，特別的去緣那些，「不共」

即是獨有的，special 的，獨有的境。「通」、「通緣」就是 commonly，「通」就

是 commonly；「別」者，specially，「不共」，「不共」即特殊的、獨有的。

現在「辛一」就說明「通緣一切法」，「彼所緣者，謂一切法如其所應。」

「彼」就指這個「意」，這個「意」在這其實指甚麼？指第六識，第六識，「彼」，

這個「彼」指第六識，第六識所緣的呢，就是一切法，無論甚麼東西它都可以緣的。

「如其所應」，它哪個時候應該緣哪種東西，它就可以有力量緣的了。「如其所

應」，「如」就是依照，依照它所應緣的時候它就可以緣的了，它的力量(是這樣)。

「辛二、別緣不共境。」它特別地能夠認識那些獨有的境，獨家的境，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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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境」就(解作)object。「若不共者，所緣即受、想、行藴，無為，無見無

對色，外六處及一切種子。」這個第六意識極聰明了，是吧！它所緣呢，通緣一切法

已經講了，(無論)甚麼前五識所緣的東西，它都可以緣。除了前五識所緣的東西之

外，單獨只有它才能緣得到的，它才能了解的，前五識不能了解得到的，哪些啊？

「不共」，特殊的呢，它的所緣就是甚麼啊？

「受藴」，我們的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這三種受叫做受。「受藴」，它能

夠(認識)我現在覺(得)苦了、我現在覺(得)樂了，它都知道的，我的「受藴」怎樣的它

都知道。眼識看不見的，是嗎？看不到苦、看不到樂的，它才知道，第六意識知道

的，「受藴」。「想藴」，「想藴」，「想」是甚麼呢？取像，我不就講過取像了

嗎？取像，英文叫做 perception，perception，取像作用。「想藴」如何取像呢？

這種取像作用是怎樣的呢？它都可以認識得到的，它可以研究心理學的，我們的意

識。「行藴」，「行藴」呢，大家會不會解釋「行藴」啊？在這裏給大家温習一下，

你們以前聽過《俱舍論》，是嗎？

《俱舍論》的《分別界品》，淨達(法)師講過給你們聽，你有沒有聽啊？你沒聽

過，有沒有人聽過？你聽過？沒有呀。所謂「五藴」呢，所謂我們的生命是甚麼啊？

佛家講我們的生命呢，是五堆東西、五堆零件湊合(而)來的。第一堆叫做「色藴」，

「色藴」即是叫做甚麼啊？物質現象，material，物質現象，明白嗎？「色藴」，這

個「色」字有時當(作)colour 解釋，當(作)顏色解釋，有時候就當(作)material，當

(作)物質解釋。這個「色藴」是指物質現象，物質現象分做甚麼啊？物質現象裏面，

內有「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五根」是物質來的。外有

甚麼啊？「五塵」，「色」，這個顏色，「聲、香、味、觸」，也是物質來的。

「五根」、「五塵」都是物質來的，還有一種，還有一種叫做甚麼呢？叫做「法

處色」，你不要追問「法處」兩字怎麼解釋，今天不是說這些。是吧！「法處色」。

「法處色」，「法處色」是甚麼呢？「法處色」是兩種東西，一(種)就叫做「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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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無表色」，為甚麼叫做「無表色」啊？看不到的，叫做「無表色」，無見

的，看不到的，無對的，摸不到的，物質來的，是小乘人說的，叫做「無表色」。

「無表色」是甚麼啊？譬如現在，你以前未(曾)歸依過的，現在你就跪在這歸依三

寶，那位師父就問你：「你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以後永遠不歸依那些邪魔外

道，你能不能啊？」這樣你就(回)答，是吧！你怎樣答啊？記不記得啊？肯定答

「能！」

這樣當你一答「能」的時候，就三業具備：(這)個意業就說「我能」；是嗎？(這)

個口業就答出「能」；是嗎？這個身業呢，你合掌恭敬或者跪下來；身、口、意三業

具備。那時，當你身、口、意三業具備的時候呢，你的師父問你，你一答「能」的時

候，全身的物質，那些極微，那些「地、水、火、風」的極微即刻來一個變動，一變

動的結果呢，(就) 產生了新的物質，那種物質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但是物質來的，

就叫做「無表色」。這種「無表色」呢，藏在你的第八識裏面，遇到有人叫你去聽外

道的東西或者叫你歸依外道呢，你的心(會)怯的，會不想(去)的，有種這樣的力量的，

明白嗎？

好像你們不懂就說：「冥冥中註定啊！」其實「冥冥中」就是你的「無表色」，

那個你歸依的時候的歸依體。你受戒也是(一樣)，譬如你受戒，受戒時候的戒師問

你：「盡你一生，盡你的形壽，你不殺生，你能不能？」你一(回)答：「能。」這樣

你全身裏面的「地、水、火、風」的極微，立刻起了變動，一(回)答的時候就神經緊

張的呀！當你神經緊張的時候，你那些極微就來一個變動，變動的結果就產生了一種

很微妙的物質，那種微妙的物質摸不到的，看不到的，無見無對的，但是呢，它是存

在著的。存在哪處啊？藏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當以後剛剛遇到人家說：「喂，我們

不如去釣魚吧！」你就會呢，人人都很樂意去釣魚，你就會好像有種力量令你會覺得

不是很好似的，會不會覺得這樣啊？

這種力量就是那個「無表色」起的作用，那種叫做「無表色」，本來就不是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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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又摸不到的，是「色、聲、香、味、觸、法」，屬(於)「法處」的，但是因

為它是物質來的，所以叫做「法處色」。明不明白啊？還有我們的黑板或者那盞燈、

這間屋子，將它們來分析，都是那些微粒子來的，是嗎？微粒子沒人見得到啊！不過

照理用數學計(算得)到，用科學的推理推(算得)到一定有微粒子而已，誰會見過啊？

你見過微粒子嗎？沒有呀！你見過電子、見過質子了嗎？沒有的，是吧！這些呢，見

不到，摸不到，但不是沒有，是存在的，這個叫做「法處色」。

這類叫做無見無對的「法處色」。那就是「色藴」(有)十一種東西，你數給我

聽，「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十種，還有一種呢？還有一種

「無表色」那種就叫做「法處色」，也叫做「無見無對色」，見不到、摸不到的色，

十一種叫做「色藴」。十一種零件搞成一堆，「藴」者，譯做英文是甚麼？heap，

「h-e-a-p」，heap，堆，這堆，我們的生命呢，第一堆就是物質現象。

第二堆是甚麼啊？第二堆就是心靈的現象，叫做「受藴」，第二堆，即是第二

藴，anotherheap，是甚麼？「受藴」，「受」是甚麼？我們有很多「苦」的感覺、

感受，有時有些「樂」的感受，有時候就「不苦不樂」的感受，這三種感受，一世人

每日都有的三種感受。這所有所有與你有關的「受藴」，與你有關的「受」，不論

苦、樂，通通加在一起叫做「受藴」。

「想藴」，「想藴」剛剛我就講了，就是英文的 perception，當我們見到東

西、摸到東西或者聽到東西的時候，我們有力量把所聽到、所摸到的東西，把它的形

狀、相貌抽進了我們的識裏面，成為一個影子，這種這樣的力，這種取像的力，就叫

做甚麼啊？「想藴」。好容易解釋的這堆(「想藴」)，一世人有很多的「想」啊！

「行藴」，「行藴」你肯定初聽的時候，淨達(法)師肯定有講的，別人沒講我或許會

相信，但淨達(法)師就不會不講的，她肯定講的。「行藴」是甚麼啊？「行」者，

「行」就是怎樣啊？「行」字呢，(這)個「行」字是遷流的解釋，「行」呀，由這處

行到那處呀，會變遷(這)個位置，流就好像水那樣流到別處了，遷流。「行」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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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流也，一種會遷流的東西，「遷」就遷移，「流」就流動，一種會遷移流動的東

西，是甚麼呢？

你不要詳細解(釋)了，淺淺地解(釋)，「行藴」裏面分為兩種東西：第一，叫做

「心相應行」，與(這)個「心相應」的。「心」是指這八個「識」，與這八個「識」

相應的東西，與八個「識」相應的東西即是甚麼啊？叫做甚麼啊？知不知道啊？與

「識」相應的東西叫做甚麼？你知不知道？與那八個「識」(相應的)，每一個「識」

都有這樣的東西與它相應一齊起的，那些叫做甚麼啊？

學生：「心所。」

「心所」，沒錯！「心所」，mentalfactors，mentalfactors，mental，精神

的 factors，mentalfactors，「心所」。「心所」，與心相應，即是「心所」。「心

所」有哪些啊？「遍行心所」，有多少個啊？「觸、作意、」「受」不用計(算)了，

「受」已放進「受藴」了，是吧？不用計(算)它了，「觸、作意」，「想」都不用計

(算)，放進「想藴」了，「思」、「思」，「觸、作意、思」(是)「遍行(心所)」。

「別境(心所)」呢？

學生：「欲、勝解、念、定、慧」

老師：「呀！是不同啊！你聰明！」

「欲、勝解、念、定、慧。」「善(心所)」呢？「信、慚愧、無貪、」淨達師肯

定要你唸了，「無貪、無嗔、無癡、精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煩惱

(心所)」呢？「貪、嗔、癡、慢、疑、惡見」，你有聽嗎？淨達師講(的)，你有沒有

聽啊？有啊，有啊，努力些吧！你肯唸的(話)，是啊！漸漸地，你也可以講的了，一

兩年後，你啊，你不要以為那些講(佛經)的(人)好架勢(正字：霸勢，意指風光、輝

煌。)，很厲害，你一、兩年後一樣可以站在這裏講的，只要你肯讀(學)就行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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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與心相應一齊起的，即是「心所」，叫做「心相應行」。明白了嗎？

第二種呢，就「心不相應行」，不與「心」相應的，這些是假的，是那些物質現

象或者精神現象的某種 occasion 來的，「心不相應行」。例如甚麼呢？要舉例了，

(譬如)「得」，你去求職，求不得，今天求又不得，明天求又不得，後天去求，(那)

個老板立刻請你了，你回來對你阿媽怎麼說啊？「得了。」是吧！甚麼叫做「得」

啊？「得」，這個「得」不是物質，是吧？但你說「得」是「心所」嗎？也不是「心

所」來的，這叫做甚麼啊？是一種 occasion，明不明白啊？一種 case，一種

occasion 來的，即是一種 occasion。

佛經裏面叫做「分位」，英文叫做 occasion，「分位」英文叫做 occasion，叫

做 case，「分位」。佛經叫做「分位」，如果譯做白話呢？譯做甚麼啊？我將它譯

做白話，譯做「特殊的情況」，occasion 不就是特殊的情況？佛經就叫做「分

位」。在「五藴」裏面呢，是叫做「心不相應行」，還有哪些啊？你去求職說「得

了」，這個是心的「分位」抑或物質的「分位」啊？既有心的「分位」又有物質的

「分位」，是嗎？你「得」了，找了份工作做，與心靈有關係，與物質都有關係的，

將來你會有薪水的，是吧？

如果你種的那棵禾(稻)，種來種去呢，幾次都失敗，現在居然種到了，你說甚麼

啊？「得啦！」這個「得」是甚麼啊？物質的，物質的特殊狀況，是吧？譬如你說夜

夜都失眠，今晚不失眠，人家教你臨睡做了幾下運動，你就不失眠的了，你今晚試一

下，真的不失眠，你就說：「得啦！」這個是甚麼啊？精神上的「得」。是吧？

這所以「得」是甚麼啊？是物質現象裏面的那種特殊情況，或者是精神現象裏面

的特殊情況。「得」(的)相反呢？這個「失」也是這樣，不過一般人只是寫「得」，

沒有人寫「失」的，因為這個「失」字不是很好，很多人所以就不寫「失」，只是寫

個「得」字，「得」啊，(就)寫「失」吧！「失」。

9



好了，「生」，怎樣叫做「生」啊？由無變有就叫做「生」，你現在養隻貓，

(這)隻貓生了隻小貓啊，就是「生」了，是嗎？這個是物質的「生」。是吧？(譬如)

他呢，一直都很(憂)愁的，常常找不到工作，很愁的，現在忽然間呢，(有)一封信來

請他工作了，整個人(都)生猛(活潑)了，哦！他「生」了！「生」，這是精神上的

「生」。「老」，世界上有沒有一種東西叫做阿「老」的？沒的！你這個物質本來青

靚白淨的，現在變了雞皮鶴髮了，就「老」了，這是物質現象。或者精神現象，怎樣

呢？

老態龍鍾，好像我一樣，行(到)玻璃門都不知道，「boom」一聲，撞上去了，

這是甚麼？「老」了，是嗎？就好像他那樣，就是「老」了，是不是「老」了？都是

「老」的了。「老」啊，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老」，而是那種狀況變成這樣。

「住」，甚麼叫做「住」啊？停留在這，他還在世間沒死，「住」了，是吧？

「住」，所謂「住」是甚麼？世界上並沒有一個阿「住」的啊！就是他還沒死就叫做

「住」了，是嗎？

第四叫做「無常」，甚麼叫做「無常」啊？他「無常」啊！「無常」是甚麼？就

是死了，死了，「無常」。還有啊，我多舉兩個例，因為這個最難明(白)了。「流

轉」，這個最難明(白)了，「流轉」即是輪迴，因果，因果流轉，甚麼叫做因果流轉

啊？世界上有沒有種東西叫做「流轉」啊？沒有。怎樣叫做「流轉」？一種這樣的情

形叫做流轉，這個因，由(於)這個因，就得到這個果，這個果又變作因，又再產生第

二個果，這個果又成為因，這個因又得到果，如是者呢，因果、因果、因果，前因後

果一直好像條鎖鏈那樣環環相扣，這種這樣的 occasion，這種這樣的情形，這種這

樣的狀態，就叫做流轉，也叫做輪迴，是嗎？「流轉」。

「同」，甚麼叫做「同」啊？妳、妳、妳，同是女人，「同」，並沒有一個叫阿

「同」的，是嗎？因為就某一種共通性而言，就叫做「同」。(「同」的)相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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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人與禽獸是不同的，人是「異」於禽獸的叫做「異」，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

叫做「異」，不過是兩者比較叫做「異」，這種 occasion 而已。(以上)這類東西就

叫做甚麼啊？叫做「心不相應行」。

還有啊，我舉個(例子)，「數」，「數」，數目，一、二、三、四、五，這些數

是甚麼來的？(是)「心不相應行」而已，是嗎？世界上哪裏有一個阿「一」啊？你以

為有「阿一靚湯」那個「阿一」嗎？沒有的啊！「阿一」(這)個「一」就很抽象的，

你聽不聽得明白啊？這樣你說：「這沒有用了。」不是沒有用啊！很有用的！「心不

相應行」。為甚麼很有用啊？舊時就去不了月球，現在我們可以坐火箭去月球，是

嗎？那些科學家設計給我們由地球上月球，是靠甚麼啊？靠很多數學的方程式啊！是

吧！一系列的方程式就這樣推論下去，居然可以推到去月球都行啊，還有，推遲一、

兩年去到火星都可以也不定啊！就是靠「心不相應行」。

牛頓啊，就是靠⋯⋯你記得嗎？牛頓在那棵蘋果樹下，不知是睡午覺或是甚麼，

給(樹上的)蘋果「boom」一下掉在他處，(他)又覺得奇怪，這個人神經質的呀，(他

想)為甚麼它向下面掉？而不是向上面飛呢？肯定有種力量拉它下來的，於是想啊想

啊⋯⋯結果讓他想通了，就是有種甚麼啊？就是有種地心吸力，是嗎？地心吸力是甚

麼？你以為真的是甚麼東西來嗎？地心吸力是可計算出來的，每秒鐘(有)多少的加速

度，每秒鐘的多少，這個每秒鐘的多少是甚麼啊？是「數」而已！所以你不要以為沒

有用，所謂科學家常常弄來弄去的就是那些「心不相應行法」。

你不要以為這些是「名言」，所謂「名言」都是「心不相應行法」。「名」啊，

(就是)概念、名詞，概念，concept，「名」，這個「名」一方面當(作) concept 解

(釋)，一方面就當(作)甚麼解(釋)？當(作) word 解(釋)，「w-o-r-d」word 的解釋。

「名」啊，你不要以為這些講佛(法)是名言，名言啊！我們去月球都靠名言啊！我們

聽佛經都靠名言！沒有名言，我們怎會懂呢？所以名言不是一定壞的，所有的名言就

是「心不相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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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講了，「心相應行」加上「心不相應行」全部東西叫做「行藴」。明白嗎？

要懂的，要懂得的啊！這些不會是不行的，你如果想出來講經說法，現在有很多連這

些都不懂，他居然站出來給別人說法，這種人真是，如果遇上有個調皮的(聽眾)問

他，他都不知道怎麼辦了。你如果修行都要這樣的，都要這樣的，你修止觀時，觀佛

法時都要這樣的。這樣是「行藴」。

「識藴」又怎麼樣啊？這八個識就叫做「識藴」。「色、受、想、行、識」五

藴，所有一切有為法，總合計算只有「五藴」，除了「五藴」之外呢？就是「無為

法」了，「真如」了。好了，就這樣，這個「受藴」、「想藴」、「行藴」，「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不能了解的，不能夠了解這幾種

東西的，是第六意識才能夠懂的。還有「無為」，「無為」是甚麼啊？「為」即造

作，怎樣造作啊？

佛家說，世界上的東西，除了「無為法」之外，所有所有的東西都是由眾緣和合

而造作出來的，唯有「無為法」呢，是不由眾緣和合而造作出來的，是無為。「無為

法」是甚麼？佛家叫做甚麼啊？「真如」，誰能造到「真如」出來啊？沒人可以造出

來的，所以「真如」不由眾緣和合造出來的，叫做無為法。還有，「涅槃」，「涅

槃」是無為法，無人能造得了「涅槃」出來的。「涅槃」是甚麼？要把你的煩惱停息

了之後，自然體驗到的，不是作出來的，所以「涅槃」又叫做無為法。

這樣，「色藴」、「受藴」、「想藴」、「行藴」、「識藴」，我都講過了。甚

麼叫做「無為法」呢？我先解釋給你聽，「為」就是造作，不由眾緣和合造作出來

的，而本然存在的。只有一個「真如」，但從八個 aspects，即從八個不同的角度來

體會這個「真如」呢，(就)看出八種不同的東西了，就叫做八種「無為法」。

第一種叫做「虛空無為」。「真如」的本質，毫無障礙的，猶如(這)個茫茫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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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甚麼都在它裏面出現的，就這點來講，我們叫這個「真如」，從這個角度來

講，叫它做「虛空無為」。並不是這個太空(好像)一個罌那樣，明白了？

第二(種叫做)「擇滅無為」。「擇」就是無漏的智慧，用無漏的智慧揀擇力而證

得的那種煩惱停息、煩惱息滅的狀態，就叫做⋯⋯若是用，我再說，若是用無漏的智

慧的力量，用無漏智慧的揀擇力而令到這個煩惱息滅的那種，那種煩惱息滅，很恬靜

的這種狀態就叫做「擇滅無為」。「擇滅無為」者，不過是「真如」的另一角度看

(法)，都是「真如」來的，明不明白啊？「真如」。但是呢，「擇滅無為」的對面就

有一個「非擇滅無為」了，怎樣叫做「非擇滅無為」啊？不需用無漏智慧的揀擇力，

而能自自然然的，這個緣缺乏了，不出現了，叫做「非擇滅無為」。是怎樣的呢？

舉個例，舉個例，例如你，譬如你修小乘的行，你已經證「不還果」了，不用再

下來欲界出世了，假使你是這樣，地獄對於你是怎樣啊？地獄是(屬於)欲界的呀！你

都不用再回來欲界了，你永遠不會入地獄了，明不明白啊？那就是地獄對於這些人

呢，是會有可能出現的，對於他呢，是無為，不出現了，但這種不出現，是不是用無

漏智(慧的)揀擇力啊？不是！而是因為他修行，修到證得「不還果」，那種地獄的情

況對他來說自然不出現，這種不出現的狀態叫做「非擇滅無為」。明不明白啊？

如果你修大乘的佛(法)，修到你見道了，入初地了，你是初地菩薩了，那時候你

就不會再入地獄，縱使以前做過很多入地獄的事情，都(全部)凍結了，不會再入地

獄，你不會再做畜生，亦不會再做餓鬼了，最多都是做回人而已，或者入天。這樣地

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對你來說是「非擇滅無為」，明不明白啊？

「非擇滅無為」有很多種情況的，就是多 (個而)不是一個。明白嗎？講了甚麼

啊？一、「虛空無為」，二是「擇滅無為」。「虛空無為」不過(是)「真如」的那種

無障礙的這種情況。「擇滅(無為)」呢，就是無漏智一剷除煩惱之後，所顯現的那種

「真如」的狀態，「擇滅無為」。「非擇滅無為」是因為他修養到一定程度，那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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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他不想就自然不出現了，這種「非擇滅無為」，也是「真如」的顯現。

還有呢？「善不善無記法真如」，你做善的東西，善的東西最後的本質都是「真

如」，惡的東西最後的本質都是「真如」，無記的東西最後的本質都是「真如」。你

明白嗎？你不明白？我不講佛(法)，我講道家的給你聽，講道(家) 的給你聽。莊子有

一次碰到一個人，那個人問他：「喂，你常常講道，我們佛教就叫做真如的，又叫做

佛性。道家就叫做甚麼？叫做道，道到底是怎麼樣啊？這個道在哪處啊？」那個傻子

以為可以走去摸，去找的，那個傻子。這樣，於是莊子就答他：「道在螻蟻。」他說

道就在螻蟻身上了，道在螻蟻身上，那些螻蟻就是道，這個意思怎麼解釋？螻蟻都是

由那個「道」顯現出來的，明白嗎？再問他：「這麼低級的道啊？你再說吧！」他

說：「道在瓦礫！」瓦礫(就是)那些垃圾，那些缸瓦碎、瓦片那處啊，「道在瓦礫

處？又低級一點啊！我以為你說得高級一點呀。你再說吧！」

(莊子)再說：「道在矢溺。」矢即是屎，溺即是尿，道就在那些屎尿了，是嗎？

因為屎尿都是那個道顯現出來的啊！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都是這真如本體所

顯現的啊，是吧！所以呢，善法只要我們不執著它呢？當下它的本質就是真如了，是

吧？明不明白啊？惡法，十惡、五逆十惡(的)惡法，如果你不執著它，當下它就是真

如了，惡法的真如。無記法，你不執著它的時候，當下它也是真如了。所以，善、

惡、無記的真如，明不明白？

你對於那些屎、尿、螻蟻，你不執著它，這些螻蟻又高級又低級呢，當下它就是

道了。聽不聽得明白？明白嗎？這個呢，「善不善無記真如」，也是無為，是吧！還

有「不動無為」，怎樣叫做「不動」啊？「不動」者，入定，定，初禪、二禪、三

禪、四禪，這種入定的狀態叫做不動。

當我們入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時候，所有那些，在定中所有那些妄念，

那些執著，暫時停息一下，那時候暫時停息的這種狀態都是這個真如無為顯現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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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顯現的，所以在這種情形，入定的情形叫做「不動無為」。入定入得很到家的時

候，它會怎樣啊？普通的羅漢入定叫做九次第定。九次第定，第一就是入了初禪。由

初禪再進一步(是)第二禪。第二禪再進一步呢？是第幾禪啊？第三禪。再進一步呢？

第四禪。四禪就無可再入了，就禪定(來說)。再上去看一下情況如何，就會怎樣啊？

「四無色定」。「四無色定」第一個叫做甚麼？「空無邊處定」，第五個了。第六個

呢？「色無邊處定」，第六個，是嗎？第七個呢？「無所有處定」，第八個是嗎？不

是，(這是)第七個。第八個，「非想非非想處定」。八個，無可再入了。

再入又如何啊？「非想非非想(處定)」，(就到)「滅盡定」了。「滅盡定」呢，

當我們入了「滅盡定」的時候呢，前六識都停 (止)了。記住，前六識(是)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都停(止)了，只有兩個識沒有停，末那識不停，阿賴耶

識不停。

那時候，普通的人不叫做阿賴耶識不停，普通人入不到「滅盡定」的，是那個甚

麼啊？那些羅漢。羅漢的第八識不叫做阿賴耶識，叫做第八識。第八識、第七識不

停，前六識都停了，拉你去屠房鋸也不知了。這樣呢，那時候這個「想心所」沒有

了，第六意識都沒有了，哪有「想心所」呢？

前六識都沒有，「受心所」都沒有了，「想受滅無為」，那時候的那種境界呢，

「想藴」、「受藴」都滅了，滅即是停息，那時所顯現的那種情況，那種情況就是真

如無為所顯現的。明白嗎？這麼多種無為，八種了，是嗎？八種無為。有一種是開三

(種)的，是嗎？

無為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不能了解無為法的，是意識，當你證

真如的時候，都是第六意識證的。還有一種叫做「無見無對色」，剛才我講過了，你

講一下給我聽，有一種物質，會不會呢？無見，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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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法處色。」

老師：「是，法處色。是吧！」「法處色」，即那些無表色等，是吧？「無見無對

色」。

「內六處」，內六處是甚麼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這是內

身裏面的六處。前五識不能看得到的，不能觸得到的，是要第六意識才能夠知道的，

內六處。「及一切種子」，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的一切種子，又要第六意識然後才了

解到的。

第六意識所了解到的這麼多東西，特殊的，它才了解到的，不共的，(有)多少東

西啊？受、想、行，這三藴，無為、無見無對色，內六處及一切種子。這幾種都是第

六意識，它才能了解到的，它不共的，特殊的。還未夠鐘(下課)，把這些講完。

「庚四、助伴」，「助伴」即心所，讀一下就好了，是吧？我間中選一、兩個問

一下你們。「助伴」分三，第一就是「(辛一、)出體性」，把它的名稱及本質舉出

來，「出」就是舉出。「辛二、釋俱有」，就說明它這些心所與這個識，「俱有」

(是指)同時出現，同時存在的。

「辛三、釋相應」，解釋與這個識互相呼應的、合作的。現在，「辛一、出體

性」，「彼助伴者」，「彼」即這個意地，「助伴」呢，其實這裏主要是講第六意

識，因為第七、第八識兩個沒有這麼多助伴的，是第六意識才齊(全)。「彼助伴者，

謂作意。」懂不懂呢？

「 行心所」徧 (的)第一個(是「作意」)。

第二(個)是「觸」。

第三(個是)「受」。

第四(個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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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是)「思」。

這五個叫做「 行心所」。不用解釋了。跟著五個「別境心所」：「欲」，對於徧

沒有得到的東西，希望(得到)，叫做欲。

「勝解」，對於一種已經知道了，很清楚的，對於那種東西起個信念、起個信

解，現在佛經裏的「某某信解」就是這個「勝解」心所了。「念」，即是記憶。「三

摩地」，即是定，入定，三摩地 concentration。「慧」，智慧，決擇力，即

wisdom，用 wisdom 不夠好，wisdom 都是好東西，「慧」不一定是好東西，是

嗎？應該找過第二個名稱。

「信」，faith，對於一種東西嚮往、信仰。

「慚」、「愧」，會解(釋)了「慚」「愧」。

「無貪」，能夠抗拒貪的。

「無嗔」，「無嗔」即是大慈大悲的這個「慈」。

「無癡」，即是現在的所謂甚麼？理性。

「精進」，即是勤勇。

「輕安」，「輕安」要入定才有的。

「不放逸」，不放逸者，即是這種是一種 occasion 來的，對於好的東西不放過，對

於好的東西我們的心不放過，對於壞的東西我們要除去，我們不放過叫做不放逸。

「捨」，「捨」即是那種不動心的狀態，不動心的狀態。

「不害」，即是悲，大慈大悲，這個悲即是甚麼啊？ sympathy，同情心，「無

嗔」，就是慈、仁慈，這個「不害」就是「無嗔」的一部分而已，是同情惻隱之心。

「貪」，貪即是陶醉與佔有。

「恚」，恚即是嬲怒，即是嗔。

「無明」，無明即是癡，ignorance ，無明、無知，那種盲目的衝動。

「慢」，對於自己，好像很高舉自己，沒這樣的就自己高舉一點，我與你都一樣的，

17



都覺得自己勝過一點的這種心，「慢」。

「見」，見即是成見執著。

「疑」，對於合理的東西都猶豫不前。

「忿」，突然地嬲怒，怒氣發作。

「恨」，忿了之後，亂亂的這個心含恨，恨。

「覆」，覆即遮掩，自己害怕缺點讓人知道了，遮掩。

「惱」，這個心惱亂，即現在所謂嬲，(那)個「嬲」字就是這個「惱」字了。

「嫉」，妒忌。

「慳」，自己有財富或者有知識，不肯施捨給人。

「誑」，誑是騙人，那種心理，騙人的心理。

「諂」，諂媚，對於別人有權有勢有錢就諂媚。

「憍」，陶醉，對於自己的好，稍為好些的東西就硬要陶醉，憍。

「憍」與「慢」不同，「慢」就是對(別)人的，

「憍」是對自己的。

「無慚」、「無愧」。

「惛沈」，入定的時候特別(感)覺(到)的，這個心好像重重墜(下)一樣，惛沈。

「掉舉」，不想東西不行的，你想學(修)定的時候，這個心好像意馬心猿，硬要很有

興趣要想東西的。

「掉舉」，「掉」，突然間又想東西了，你要不想不想，突然又想，「掉」即突然，

「舉」是舉起。

「不信」，對於真理，應該信的，卻偏偏抗拒，不信。

「懈怠」，即懶惰。

「放逸」，見好事不肯做，見壞事不肯除，這也是一種 occasion 來的，放逸。

「邪欲」，欲之中，那些欲就是對於沒得到的東西想要，邪的欲，不合理的欲。

「邪勝解」，信念啊，邪勝解，現在人家那些壞壞蛋蛋的東西，你偏偏走去信了，邪

勝解。

「忘念」，記憶不清楚，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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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亂」，這個心流散，入定的時候，這個心就是不能定，流散。

「不正知」，(即是)錯誤的見解，我們知道的東西錯誤，不正知。

「惡作」，這個「惡」字讀「wù」，惡作，(對)我們做過的事我們憎惡，即是後悔，

後悔，惡作即後悔，以前所作的事，現在覺得後悔叫做惡作。

「睡眠」，睡眠不是睡覺啊，睡眠有兩種的，一種是生理上的睡眠，睡覺；另外一種

是將近入睡時候的那種矇矇昧昧的狀態，就是這個睡眠了，這個是心所來的。

「尋伺」，現在的人所謂思想，就是尋伺，尋伺，尋即是尋求，伺即是伺察。

「尋」應該有一個橫點的，尋是尋，伺是伺，尋是很粗的尋求，伺即很微細地觀察。

「如是等輩」，即如是等諸如此類。

「俱有相應心所有法」，「俱有」，俱就是同時，有就是存在，起時與那些心同時存

在。

「相應」即互相合作呼應的那些心所有法。

「是名助伴」，這就叫做助伴了。

出了體性了，「釋俱有」了，「辛二」，九十四頁，解釋怎樣叫做俱有，同時並

存就是俱有，同時存在。「同一所緣」，這些心王，不，這個心，這八個識，每一個

識與那些心所，它所緣的 object 是同一個。就「不同一行相」，行相即活動的情

況，它活動的情況不同。

例如同是看這朵花了，我的眼識只是整朵花看到了，但我的「受」心所可能覺得

「啊！好舒服啊！看起來。」不同的，行相不同。我們的「思心所」一起看著它，我

們可以(這樣)：「啊！拿下它也好啊！或者我再買一些更好啊。」「思」，其實是這

個意志，等等，這個行相，活動的情形不同，同時對這種東西，不同一的行相。「一

時俱有」，同是那剎那，「俱有」(指)同時存在，「俱」是同時存在一齊活動。但

「一一而轉」，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種子，「一一」(指)個個有不同的種子，

「轉」就是起，這個「轉」字在佛經裏面當作起，生起，每一個有它自己的種子生

起。「各自種子所生」，每一種東西，每一個心所都有它自己的種子。這樣解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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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有」，解釋「相應」了，即是互相合作，互相調協。

「更互相應，有行相，有所緣，有所依。」

「更互」(即)大家互相。

「相應」即大家合作，互相呼應。

「有所緣」，大家都有所緣，各有、都有同一個所緣，大家都有所緣。

「有所依」，大家都有那個甚麼啊？所依的根，或者所依的無間滅依，有所依。

這樣就叫做相應。這就解釋了「意地的自性」，「意地的所緣」，是吧？「意地

的所依」，「意地的助伴」，(這都) 講過了。

「意地的作業」就煩了，「意地的作業」好煩的，這個「意地的作業」就留待下

星期，要幾個星期講解了。這個聽不聽得明白啊？回去記得看一下啊！明不明白啊？

有沒有興趣啊？好清楚了，是吧！

(「壬一、能了別，」)了別說明，它能夠明了辨別很多東西的，甚麼它都能明了

辨別的。

然後「壬二」說明它的甚麼啊？「能為二轉發業」，兩種，一種就是轉，一種就

是隨轉，兩種轉發業它都能夠做到。那甚麼叫做「轉發業」？甚麼叫做「二轉」、

「隨轉發業」呢？一會兒就說。

「壬三、能取異熟果」，「異熟」即是我們的果報。「取」是(指)招，我們招果

報，主要就是 (第六意識)。

我們捨身救人都是這第六意識指揮的，你用手去殺人，這個手 (不會指揮的，是

意識)去指揮的。所以它(這個第六意識)做了好事，或者做了壞事，而招異熟果的都是

這個「意」，那種動力都是由第六意識發出來的。

20



然後「壬四、能引發一切識。」它就是怎樣「引發一切識」呢？它這個第六意識

一起呢，它能甚麼啊？能夠引回它自己下一個剎那以後自己的意識，它也可以引起另

一個識出來的，它的力量這麼強的，所以他用好多、好多的說話來解釋它。

那麼現在我們先看「壬一」，「壬一」就說明第六意識的作業。「作業」即是甚

麼？即是行為，行為，behaviour，行為又是甚麼啊？造作，即是 action。「作

業」，它的作業，它的作業之中呢，第一件，它能了別，它的行為能了別事物的，好

了，「壬一、能了別」。「壬一、能了別」，又分四點，「癸一」到「癸四」。「癸

一、了別自境」，了別它自己應該了別的境界，它自己所能了別的境界，它能夠了

別。

第二，「(癸二、)了自共相」，它能夠了別「自相」，又能夠了別「共相」。前

五識只可以能夠了別「自相」，不能夠了別「共相」的，它(第六識)能夠了別「共

相」。那甚麼叫做「自相」？甚麼叫做「共相」呢？一會兒再詳細講(解)。

「癸三、了別去來今世。」(「去」是過去，過去世的東西它能夠了別。)「來」

是未來，未來世的東西它也有力量去了別。「今世」即現在世的東西它能夠了別。前

五識能不能了別過去的？你答我，不能夠，只是了別現在這剎那而已，未來的東西可

以嗎？看不到的，眼看不到未來的東西。但意識就不是了，意識可以回憶過去，又可

以預測未來的，是吧？去來今，今即現在世。

「癸四、斷續了別。」怎樣叫做「斷」啊？怎樣叫做「續」啊？一了別就完了，

停止了，這就叫做斷。「續」又怎樣？連續連續下去，「斷續了別」。

我們看一下，先看「癸一、了別自境」，了別它自己的範圍。自己的境界，這麼

(寬)闊的，現在解(釋)了。「彼作業者，謂能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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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六意識，第六意識的所有作業呢，即這個行為造作呢，即是甚麼呢？這個「謂」

字即是，如果用白話文呢，(解作)就是，就是如果譯作英文是 this。就是能夠了別它

自己所認識的東西。「緣」是認識，自己所能認識的東西。這個「是名初業」是它的

第一種作業。

然後，我們看「癸二」了，「了自共相」。「復能了別自相、共相。」它最強

了，不只可以了別「自相」，還可以了別「共相」。那我們現在就要花一些時間來說

明「自相」與「共相」了。「自相」者，一件事、一件東西它自己本身的狀態，就叫

做自相。「相」即狀態，「自」就自己，那件東西它自己本身的狀態，叫做「自

相」。

「共相」就不是(這樣)，共通的狀態，共通的狀態呢，用現在的白話來解釋就是

甚麼？共通性，共通性。舉個例，例如這個人叫做高麗梅，這個呢？就叫做什麼啊？

馬珮貞，馬珮貞，這個呢？就叫做吳太太，是嗎？是嗎？這就三個，是嗎？這個名代

表她的自相。「共相」是什麼啊？都是人來，不是馬騮(猴子)，是人，不就是共相

了？是吧！還有，第二重「共相」，都是女人，是嗎？不是男人，不就是共相了？明

白嗎？共相者，即共通的性質，就叫做共相。自相呢，自己獨有的情況就叫做自相。

這「自相」與「共相」在佛家的邏輯上就很重要的。在我們普通西洋形式邏輯裏

面的「自相」、「共相」就是甚麼呢？我們很多東西都很多叫做概念的，那些

concepts，是嗎？concepts 有些叫做上位概念，有些叫做下位概念。「存在」兩個

字在佛家用個甚麼字啊？叫做「有」。「有」，有就是存在了。是吧！「有」的對面

是甚麼啊？「非有」，是嗎？「有」與「非有」就叫做甚麼啊？不能說，不可說，是

嗎？不可說。最高的不可說是甚麼啊？不可說。不可說也不是無，是甚麼？這個是萬

物的共相，佛家叫這個做甚麼？這個叫做「真如」，叫這個「勝義諦」，不可說的。

是吧？這樣，下位就叫做自相，上位就叫做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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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看到顏色呢，只是看到顏色而已，顏色是甚麼它不知道的，是吧？譬如我看

到黃色，就只是看到黃色而已，是吧？其實，色不只黃色的，有藍色、有白色的，那

個色是共相，這個黃色是自相。明白了嗎？黃色，同是黃色有深黃色、有淺黃色、有

明黃色、有土黃色、有滕黃色，這麼多種黃色，每一種黃色就是自相，黃就是共相。

明不明白啊？

我們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只是能了別自相的，不能夠了別共相的，

明白嗎？但意識就不是了，除了了別自相之外，還可以了別共相，它是這麼厲害的。

這樣你會說：「現在叫你講佛經啊，你講這麼多這些東西幹嘛？」佛經的範圍很(廣)

闊的啊！甚麼都包括在佛經裏面的，彌勒菩薩就說這個「自相」、「共相」了，不是

我說的，(是)他說的，我不過解釋它給你聽而已。這(個)意識呢，「復」即是又，又

能夠了別「自相」，又能夠了別「共相」，這個是第二種作業了。

第三種作業是甚麼呢？九十六頁「癸三」，「了去來今世。」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只是了別現在世的東西，不是說現在我們今世的一世啊！(是)了別現

在一 那的東西，前一 那它不能了別，後一 那它都不能夠了別。我們所謂現在世刹 刹 刹

呢，是有兩種不同的解法的。

第一種解(法)，所謂現在世呢，就指我們今世由出世到死的那幾十年，叫做現在

世。這種就很寬的解釋。

第二種解釋很嚴格的，就是目前的這刹那，一剎那，當我們說：「這剎那啊！」

這已經過去了。這現在世，不停的這(個)現在世。意識呢，多少剎那前，它都可以回

想到；多少剎那之後，它都可以預想到；現在這剎那，它能夠把捉得到。意識，就過

去、未來與今這三世，三世的東西它都能夠可以把捉的。明不明白啊？

第四種作業，「(癸四、)斷續了別。」有時候，了別的時候，一了別完了，這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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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停了，斷了。「續」就不是(這樣)了，第一個剎那了別完，第二個剎那跟著再了

(別)。譬如我看東西，看著這個佛像，這樣，我眼識看，看著佛像，只是一剎那而

已，一剎那而已。第二個剎那呢？第二個剎那另外起過了。

還有，如果嚴格來說呢，我第一剎那看到(這)個佛像，不知道它是佛像的，你信

不信啊？如果你知道它(是佛像)的呢？不是你眼識的作用，是意識的作用。我眼識一

看它，第一個剎那看到，第二個剎那我停了，眼識不看了，是(這)個意識回憶我第一

個剎那眼識看到的那個佛像，然後(就想)：「這個是甚麼來的呢？」這樣，跟著就會

尋求了：「這個是甚麼來呢？我舊時見過，這個好像是佛像啊！」這樣就(想)：「對

了，沒錯了，這個是佛像。」是不是這樣啊？這然後就(決定)：「這個是佛像。」這

然後呢？第四個剎那呢？連續知道是佛像了。那個眼識跟著又再起了，又看了。明不

明白啊？是這樣。這個意識連續，前一刹那與後一刹那掛鉤的，連續下去的，叫做相

續了別。前五識就一刹那了別，每一剎那各管各的，獨立的。聽不聽得明白？

第一刹那所看到那幅佛像與第二剎那看到的那幅佛像沒關係的，各自獨立的。但

意識就不是，一看了之後(就想)：「這個是甚麼來的？這幅就叫做佛像。」這樣一直

連續下去的。第一種叫做剎那了別。第二種叫做相續了別，連續了別下去的。聽得明

白嗎？

意識就能夠相續了別，前五識只可以剎那了別。這以上「癸一」、「癸二」、

「癸三」、「癸四」，四點都是說它了別的「業」，是吧！就講它了別，了別，只是

「了別」這兩個字就已經這麼多內容了。第二了，現在說「壬二」，它說甚麼呢？

「能為二轉發業。」「二轉」，第一種叫做「轉」，「轉」是怎樣啊？「轉」，例如

這樣，我們的意識，第一個剎那，我看見你的錢包，譬如這樣，我是偷東西的，譬如

是這樣，我是小偷來的，譬如我看見你的錢包，這樣就是，一看見錢包呢，第一個剎

那看錢包，是善還是惡的？這剎那？無所謂善惡，是吧？但是，第二個剎那呢？我就

會怎樣啊？我就會這樣：「咦，這是好東西啊！」是不是啊？都還沒有惡啊？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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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剎那(就這樣)：「我偷了它才行！」善還是惡啊？惡了，是吧！

那就是說會變的，本來是，本來連續的，會轉變的，明白嗎？眼識、耳識不會轉

變的，是第六意識會有這樣古惑(意指狡猾)的東西，轉變。又可以再轉的，怎樣轉

啊？「偷了它才行。」後來一想：「我曾經受過五戒啊！我受戒的時候說叫我這一世

都不要偷東西啊！」這樣，一直這樣想了，是善還是惡？善，惡完是善，善完又惡。

再想想：「都是不偷了！」這樣又善了，是吧！轉變，但是你又可以再想想：「喂，

這樣我的媽媽病了，沒錢醫(治)啊！不偷也要破戒做一次了，先偷回去醫(治)媽媽了

啊。」這樣又轉變了，是吧？又一善一惡連續轉變了，常常轉變這意識叫做轉。明白

了？有轉的發業，但是「隨轉」，跟著善就一直善下去，惡了就一直惡下去，就是

「隨轉」了，跟著，「隨轉」即是 follow。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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