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不飲酒，我就受戒了，受了五戒，我就不飲酒了！法行啊！這樣，酒不能飲，

鴉片煙可不可以吃呢？佛沒有說不要吃鴉片煙啊！這然則可以吃鴉片煙了嗎？是嗎？

「隨法行」，酒是刺激品，都不可以飲了。鴉片煙呢，這是麻醉性質的東西都不應該

吃。那麼這個「隨法行」就這樣，即是由這個「法行」推論出這個結果，必然應該是

這樣解釋的，這叫做隨法行。這範圍很闊了，是吧？但是，很多經講到「法隨法行」

就不解（釋）的，那些註釋家不解（釋）的，你試試看一下，《阿含經》啊，很多這

句，「法隨法行」這句。你看那本甚麼啊？佛光藏那本解得呢，用白話文解這句「法

隨法行」都不清楚，你說我們中國人，有時候多麼論盡（含糊）呢，都不及番鬼佬

（外國人）解釋得那麼清楚。

好了，「及無為故」，以及無為法，無為法普通是指真如。這就三類了。「除假

有法」，除了那些假有的不算數，裏面有很多涉及那些假的東西啊，這些假有法，怎

樣叫做假有法呢？這些就叫做假有法了，不過我現在解釋給你聽呢，我的目的就是幫

你的忙，等你將來看書，看佛經呢，是有把握啊！你不要嫌它麻煩啊！因為甚麼呢？

你自己學，很難學的！解一解釋給你聽，你一了解呢，以後記得了，你就很便利啊！

除非你以後打算不是讀很多佛經的這樣，這樣就沒得說了。那麼，你以後打算都自己

看的呢，你就要留意這些了。

所謂假法，即是色心分位差別。這些色心分位差別呢，又叫做分位假法。懂不懂

啊？你不懂嗎？懂不懂啊？學生：「就是不相應行。」對了，對啊，沒錯，不相應行

（法）那類。分位呢，這解釋「分位」兩個字，懂得解釋嗎？「分位」，分者，就是

時分；位者，就是方位。

這樣解釋都不清楚啊，如果用白話來解釋呢，佛經裏面「分位」兩個字來解釋

呢，應該這樣解釋，特殊情況，特殊情形，或者特殊情形，叫做分位。就是某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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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它是這樣的狀態；在某個空間，某個方位，它又變了那樣的狀態。這個本質沒有

變，但狀態變化了的，那麼這種變化的情形叫做分位。如果翻譯做英文，你就容易懂

得解（釋）了，叫做 occasion，occasion很容易解（釋）了，是吧？某種特殊的情

形叫做分位。凡是分位呢，都是假東西來的。所謂分位呢，不外是甚麼啊？在物質現

象（的）「色」與精神現象的「心」。

在物質現象與精神現象的某種特殊的情況而已，所謂分位就（這樣）。色心分

位。為甚麼又叫做差別呢？分位是一個名詞，差別就是形容詞，即是不同的分位。分

位差別即是差別的分位，即各種不同的分位。那為甚麼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面啊？我們

中國很少這樣啊！中國很少這樣，但那些印度人就很多這樣啊！是嗎？當時翻譯

（佛）經的那些法師呢，他就照著印度的習慣直譯出來，這就所以不譯作「差別的分

位」，他譯作「分位差別」，是吧？就是說等於我們香港人，叫做甚麼啊？「文華酒

店」這樣，如果是法文就「洒店文華」了啊！是吧？它將形容詞放在後，在這個名詞

後面，這所以各國各種語言有它自己的習慣。梵文呢，它的習慣，那些人翻譯佛經就

照 印度的那種習慣，直譯作中文，就所以叫做分位差別了。着

就是色心分位差別呢，譯作白話呢，（就是）物質現象及精神現象的各種不同的

特殊情況，是嗎？這叫做分位差別。這些分位差別呢，就是這些分位差別呢，就沒有

實質的，一個名而已，它的本質不外是物質現象或精神現象，它在物質現象或精神現

象上假立一個名字而已。明白嗎？這叫做分位差別，又名叫做分位假法。法即是東

西，是一種分位，一種假東西來的。聽不聽得明白啊？記住啊！如果你們想看佛經

啊，你不要怕這些東西啊，你不要說：「哎喲！這麼煩的！」是這樣煩的，沒辦法

了。是吧！你、你、你除非不是想做一個生物學家，如果你想做生物學家，是要這麼

厚這麼厚的這麼大本生物學（書），你是要讀的。就除非你不做醫生，（想做的話）

就肯定要大本大本的那些甚麼病理學，甚麼內科學，那些不讀了它不行啊！

你學佛一樣啊！你說你貪懶啊，不行的這樣。這樣「色心分位差別」，懂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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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些叫做假法。這為甚麼說它假呢？舉實例了，譬如「得」，我以前解過了

「得」，「得」，甚麼叫做「得」啊？你本來找不到職業，本來沒有職業，現在找到

一份工作了，叫做得。對吧？你入到馬場，拿五塊錢買馬贏了，「得」這樣啊！又是

「得」，是嗎？又是「得」。你去找個朋友，現在找到了，這又是「得」，是嗎？一

個名詞你不懂解釋，現在查字典，你查到了，又是「得」！這個「得」根本沒有一種

實質的，對吧？這個「得」附屬在物質現象處，就是物質現象的「得」；是嗎？附屬

在精神現象處，就是精神現象的「得」。這樣「得」是分位差別而已，對吧！聽得懂

嗎？「得」。

「生」，生不一定是物質（的）生，又不一定是精神（的）生，總之舊時未有，

現在有就叫做生，是吧！所謂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生的，看一下它是物質現象的

生，還是精神現象的生而已。所以這個「生」是空洞的，附屬在物質現象的，就是物

質的「生」；附屬在精神現象的，就是精神的「生」。所以這個「生」是假東西來

的，是吧！假法。再舉兩個例：「老」，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老，因為個人的個

體，又後生（年輕）而變了老的這種情況啊，在這種情況上，我們假立一個名稱叫做

老。對吧？「住」，怎樣叫做住啊？某種東西停留著不動，我們就叫做住。怎樣叫做

死啊？無常啊？甚麼叫做無常啊？本來有的，本來有種東西，現在變了沒有，這就無

常了。

懂不懂啊？甚麼都可以無常啊！我們的心又可以無常，這件物質又可以無常，那

朵花也可以無常，是吧？甚至太平山都可以無常啊！那麼這個無常並不是有實質的，

只是一種特殊的情況而已。那麼這些特殊的情況呢，你說：「沒用的，全部是空

的！」對！是空的！但又很有用的，為甚麼啊？這樣，我舉一個有用的（例子）你

聽，這些分位假法很有用很有用的。這個數目字，這個數是不是分位假法啊？數啊？

數是分位假法啊！number啊，分位假法啊！一個蘋果是數，是吧！兩個蘋果固然是

數，但兩個蘋果是數，兩架汽車都是數啊！數是很重要的，由「1」到「10」一直增

加。由這個「數」推演出甚麼啊？由這「數」推演出很多方程式啊，這些叫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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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方程式啊，科學家由地球坐火箭，坐到去月球呢，都是靠甚麼啊？都是靠整套方

程式而已！

如果沒有了，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想偷人家的秘密，就怎樣啊？花很多的錢都是

偷幾條方程式啊，這些方程式是數來的啊，你說多有用啊！建一座大廈，那一條柱承

重力多少磅，怎樣才行，全部是數的結構來啊，這些是什麼？不相應行法，這是假法

來的「數」。「量」，這種東西幾多斤？這種東西幾多噸？量，是吧？這些呢，都是

分位假法。這些分位假法，你不要以為（沒用），假的都有用？假東西都很有用！有

時候（這樣）。好了，譬如你，講回佛經，有一種定，就入定，啊！他入到初禪了！

初禪是甚麼來的？

初禪是一種分位假法來的，他定到差不多了，那種程度就是初禪。怎樣叫做初禪

啊？入定到這個心就好像，好像很輕靈了，輕安起了，這個心很定了，縱使間中這個

心忽然間會亂，即刻就控制得住的，這種情形，在這種情形之下，這種狀況就改個

名，這些叫做初禪。再進一步呢，還連到這個心連亂都不亂的，一坐下去之後呢，可

以說：「我不起的，我不起雜念的。」完全不起都可以的，而且這個心很安和的，一

點跳動都沒有，一點刺激跳動都沒有了啊！這種叫做第二禪了。第二禪是甚麼啊？有

種東西？好像有支筆這樣，這個叫做二禪嗎？不是！完全是你的那種精神狀態與你身

體的狀況，在這種狀況，這種特殊情況之下，改個名叫做二禪。是吧！（這）以後

呢？三禪、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通通都

是這些分位假法。是假法。

說某個羅漢可以入到「滅盡定」，滅盡定也是一種分位假法。為甚麼啊？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個識都停了不動，這種狀態就叫做滅盡定。這

樣，這種叫做分位假法，這種分位假法都是依據色心這些實法之上假立的。那現在

呢，這些假法就叫做甚麼啊？不相應行法。我現在就不解釋「不相應行法」這幾個字

了，「不相應行法」要不要解釋啊？不用解了，「不相應行法」。「除假有法」，除

去那些假有法不講，為甚麼啊？因為它是假的，假的呢，就是實的那些識聚與心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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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的分位而已，所以就不需要講，就所以只有三聚。這其實呢，所有的法呢，如果

站在唯識的立場呢，就將所有的宇宙萬有，就分成五類的，其實啊，就不是分三類

的。那怎樣五類呢？我在這裏介紹給你，叫做五位百法，這個五位呢，即五類的解

釋，五類東西加起來就有一百種，叫做五位百法。五位百法裏面呢，即是將宇宙萬有

分為五類東西，五類東西是甚麼呢？

（第）一、心法，心呢，即是精神的主體，眼識一直至到阿賴耶識，八個識，叫

做心法。第二叫做心所法，心所有的法，即是甚麼啊？觸、作意、受、想、思 這⋯⋯

一類是心的助手來的。（第三、）色法，物質現象。色法。第四、不相應行法，即分

位假法。（第五）就是無為法。這些就是五位百法，將宇宙萬有劃分五類，每類有幾

種，總共是一百種。那一百種現在就不講了，你自己去查一下，買本《佛學辭典》，

查一下「百法」，它會列一個詳細的表給你看的。心法就那八個識。心所有法呢，就

是心的助手，觸、作意、受、想、思 這些。色法呢，就是甚麼？物質現象。在我⋯⋯

們的身體內的，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在我們身體外的呢，色、聲、

香、味、觸這些叫做色法。不相應行法，剛剛講過了，生啊、老啊、住啊，這些就是

色法或者心法的分位來的。第五種就是無為法，這個真如。

這樣，整個宇宙萬有五類就全概括了。這怎樣全部概括了呢？無為法就是本體，

叫做體。無為法是體，這個宇宙最後的實在，實在 reality，實在。這四種呢，叫甚

麼好呢？用，用。明年叫他講一下初級班，他很清楚。「體」，「用」，「體」即是

本質、實質，又即是宇宙的本體，你說它即是真如行不行啊？勉強可以，但實際不

行，為甚麼啊？我跟著講你聽。其他是「用」，用就是屬性，屬性，屬性。在佛經裏

面時時看到「體用」這兩個字，「體」就是實質，本質；「用」就是屬性，一於這麼

解釋就可以了。無為法呢，其實就即是真如，但你說即是真如又會被人（反）駁，為

甚麼呢？我講給你聽。

無為法呢，小乘人就不講真如的，記住啊！小乘人就不談真如的，是大乘人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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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的。小乘人就有「真如」這個字，但是不是這樣解釋的。大乘人的真如就指你的

佛性，在人生論裏面就指你的佛性，在宇宙論呢，指這個本體。那這個無為法呢，如

果在小乘來說呢，小乘啊，就三種無為，小乘人認為無為法有三種。那現在有那麼多

名詞，會不會覺得辛苦啊？大家啊，如果你肯接受了它呢，將來對你非常之有幫助的

這些。怎樣叫做三種無為法呢？一種叫做虛空無為，小乘人以為茫茫的太空，無邊無

際的這個太空呢，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但是存在的。

如果沒有這個茫茫的太空呢，這些物質就沒有地方放置，這些物質放在哪處啊？

我們在這兩邊走都是在這太空走啊，這個世界就放在太空裏面啊，如果沒有這個太

空，怎樣？我們怎樣生存啊？怎樣活動啊？所以這個太空呢，叫做虛空無為，這個太

空是實有的這樣。小乘人（是這樣）啊，大乘不是的啊！大乘不是這麼解釋的！不過

小乘是這樣解釋而已。這樣你會問了，這個太空看不看得到？你答我啊，看不到的。

你看出去就是空框框的，你看上去哪處是空框框呢？白白的啊，看上去，要不就是藍

藍的啊！是吧！那些是顏色而已啊！是嗎？藍色是顏色，白色又是顏色，哪有看得見

啊？太空看不到的！你信不信啊？虛空看不到的。

你不要以為我看到上面那個就是那個！不是！那些是顏色而已，摸不摸到啊？你

摸吧！你說我撥一下有東西啊，那些空氣來的，撥一下會動，會擋住你的手嗎？對

嗎？真正的虛空你摸不到的啊！但它允許你在動來動去，它不阻礙你。這樣然則所謂

虛空是甚麼啊？那種無障礙的情況，叫做虛空。是吧？但無障礙的情況，這是情況來

的，無障礙的情況是屬性。這個無障礙的情況，所能夠顯示出這無障礙的情況有一種

東西，這種東西是實在的，叫做虛空。明不明白啊？這個虛空是怎樣啊？好了，誰作

這個虛空出來啊？沒人作它出來的。是吧？除非你信上帝，上帝會作個虛空出來。但

佛教又不信有個上帝啊！那誰作啊？沒有！沒有人！你找不到誰是這個虛空的作者？

沒人作它出來，沒有人為它，為是造作啊！

還有，這個虛空啊，是不是由 緣和合產生這個虛空啊？你回答我，不是啊！怎衆

樣產生？另外的東西就可以產生， 緣和合產生一隻牛就可以，是嗎？一隻公牛與一衆

6



隻母牛為緣就可以產生一隻小牛了，這樣就可以，是嗎？一間工廠，一間汽車廠，結

合了甚麼啊？工人啊，鋼鐵啊，與那種造汽車的圖則啊，以及那間廠的資本啊，那些

緣，那些條件一和合就可以造作一輛汽車出來。但這個虛空是造作不到的，你怎樣造

得個虛空出來啊？是吧！這樣所以虛空是無為法。是吧！這樣講到這處，你說真如就

是無為啦，在大乘裏面就這樣說。在小乘裏面就甚麼？無為有三種，一種叫做虛空無

為，就是這個茫茫太空是也，是無為的！第二個了，懂解釋了嗎？虛空無為，以前懂

不懂解釋這些的？聽過一下。要記的，這些要記一下！

老師：「甚麼啊？你說甚麼啊？」

學生：「沒甚麼啊。」

老師：「我見你站著這麼辛苦。」

學生：「看不到，看不到啊。」

這樣「虛空無為」就懂了。第二種呢，叫做「擇滅無為」，這個「擇」就指無漏

智，無漏的智慧。無漏的智慧呢，有很高的抉擇力的，抉擇就當作判斷、選擇的解

釋。這個「擇」啊，這個「擇」字當作選擇。

「抉」就是抉斷，「擇」就是選擇，我們譯作白話文呢，最好譯作判斷。「擇滅

無為」是怎樣呢？用我們的無漏智，把一切煩惱剔除，決定剔除了它，將那些煩惱剔

除了一些又一些，全部剔除了呢，那時就一塵不染！那時候呢，就由我們的無漏智的

抉擇力，就令到一切煩惱都滅了，是吧？於是呢，我們就入了這種狀態了，一切煩惱

都滅了的這種狀態，這種狀態我們叫做寂滅。滅。滅。這種寂滅呢，我們說它是一種

狀態啊，狀態必定有種實質的，無實質怎會顯現狀態出來啊？這種狀態所依附的，我

們可以說由這種狀態代表所顯現的那個實質，這個實質就是甚麼啊？這個實質呢，小

乘就叫做甚麼啊？自性涅槃。大乘就叫做真如了。

來到這處，你都是難聽（懂）一些了，但是沒辦法，難聽（懂）是難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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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要聽一下，到你讀完《俱舍論》呢，你就懂解釋了；你不讀《俱舍論》呢，你今

天這樣聽一聽，你就不懂解釋的，懂一點，對嗎？那種擇滅由無漏智的揀擇力所體驗

到的那種「滅」，這個「滅」就是涅槃來的。這個擇滅，這個擇滅呢，是無為的，無

人造作它出來的。它亦不會造作其他東西的。你不過用無漏智滅除了那些煩惱之後，

它顯露出來。

你不滅除煩惱呢？它一樣存在的，（但）你看不到，就好像你的袋裏有顆不知有

多麼名貴的鑽石（而）你不知道在你的袋（裏），是嗎？有人告訴你，你打開了袋，

整顆鑽石（就）出來了，其實這顆鑽石早就在袋（裏），不過現在才發現而已。懂不

懂啊？這個擇滅無為即是涅槃。涅槃，涅槃是無為了，是吧？涅槃是無為法了。

「擇」是有為的！明白了！你都（懂了），你很聰明！「擇」啊，擇就是一種為啊！

但是擇出的那種滅是無為啊！懂解釋了，兩種。

第三種叫做「非擇滅無為」。不是由無漏智的揀擇力，它本來不生，它不能生。

怎樣不能生啊？凡是一種東西的生起呢，一定要有 緣和合啊，那些緣沒有了，不衆

生。這樣，「擇滅無為」呢，就好像很多個啊，你沒一些（煩惱）就是擇滅無為，再

沒一些（煩惱）又是擇滅無為。「非擇滅無為」亦是很多個的，這為甚麼很多個呢？

你想一下，你會明白的。

例如，你證了「預流果」了，你又持戒持得很好，又證得「預流果」了，還會不

會下地獄啊？不只今世死了不會下地獄，將來都不會下地獄的。做人就（可能）會，

其他就（可能）會，進入地獄就不會的。那即是地獄對你來說沒關係，對吧？明白

嗎？你證得「預流果」之後呢，地獄還是地獄，留著給別人進入，與你就無關，你懂

嗎？對你來說呢，那個地獄是甚麼？沒有了，是吧！那麼這種地獄沒有了的情景呢，

是一種無為法來的，懂不懂啊？因為它不生起了，對吧？又例如呢，你證了「阿羅漢

果」呢，你就不用生死輪迴了，是吧？這就是說，你一證得「阿羅漢果」呢，你就是

怎樣啊？生死輪迴與你無關了，是吧？這樣就是說甚麼啊？你證得「阿羅漢果」呢，

你證到生死輪迴的非擇滅無為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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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無漏智揀擇啊！你不過持戒而已。是吧！就是現在的人說你只要生到極樂

世界呢，這個五濁惡世與你都無關了，以後都無關係了，這就是說甚麼啊？五濁惡世

對你來說是非擇滅無為。是吧？你只是唸佛而已，你沒用無漏智滅這個五濁惡世的

啊！「非擇滅無為」，懂不懂啊？

這就是說，非擇滅無為者，緣缺不生啊。當一種東西，這個緣缺乏了，緣即是條

件，它缺乏了生起的條件，所以它不能夠再生起了。這種情景叫做非擇滅無為。

所謂無為法，在小乘來說只有三種，《俱舍論》講的。聽得懂嗎？你讀《俱舍

論》呢，最難明了的就是那個「非擇滅無為」啊！其實不是難啊，是吧？不是難的！

這樣，這三種叫做無為。

一到大乘呢，加多兩種，加多三種，唯識宗加多三種，其他宗就加多兩種。我講

唯識宗的。這就變了甚麼？唯識宗就這樣，就不是三種了啊。大乘呢，如果空宗就照

小乘一樣講三種無為。唯識宗就六種無為：第一種照小乘的講法，就是「虛空無

為」。第二種就是「擇滅無為」，與小乘一樣。（第三種）無為，就是「非擇滅無

為」。三種了，三種呢，還加多了三種。（第四種，）「想受滅無為」。

當你證到阿羅漢果，你就可以入一種定，入了這一種是怎樣啊？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六個識都停了，六個識都停了，第七識裏面呢，那些煩惱心

所，第七識裏面有些煩惱心所都停了的那種定，那種定前六識都沒有了，第七識裏面

的那些煩惱都沒有了，這種定呢，叫做滅盡定，又叫做想受滅定。這種想受滅定是怎

樣啊？

想的概念作用，印象作用與概念作用都沒有了。受，一切感受都沒有了。你用鋸

來鋸他都不知痛了。這種定，你入了想受滅定呢，不是不存在。不過呢，當你入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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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滅定的時候呢，其他的東西全部停了，那個無為的真如就顯現出來，這種叫做想受

滅無為。聽得明白嗎？難一點，記一下吧，有時候我們需要記的，記得到嗎？記得到

啊，你很勤力，昨天聽完我講，又聽衍空法師講，是吧？第五種是「不動滅無為」。

不動者，就是入定了。在這定境中很多東西停止了，那種東西停止了，也是無為的一

種，是無為所顯露的一部分來的，所以叫做不動滅無為。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每一禪呢，都有一種寂靜的狀態，這種寂靜的狀態呢，雖然是程度不齊，但都是那個

無為法的顯露。最後一種呢，叫做「真如無為」，這個真如本體。

這樣就六種無為。就好像一種繁瑣的哲學那樣，是嗎？但你不要嫌它繁瑣，凡做

學問你不能怕繁瑣的。你怕繁瑣就做不到會計師，學會計就最繁瑣的。你怕繁瑣就做

不到醫生，做醫生是最繁瑣的。你做甚麼啊？如果怕繁瑣，最好你走去做甚麼啊？攝

影家啊，沒那麼繁瑣，不過都很多問題的，是吧？藝術家沒那麼繁瑣，畫畫都繁瑣，

你一開首就畫得像八大山人那樣（好看）嗎？恐怕寫得像「嗷嗚」一樣（難看），是

吧？都是繁瑣的！學問的東西肯定繁瑣的。好了，這豈不是繁瑣啊！不繁瑣！知道就

不繁瑣，你知道一個就夠了。知道哪個夠了？知道哪個夠了？知道一個「真如無

為」，你了解就可以了。其他呢，都是「真如無為」的某一個角度的講法。

真如就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宇宙萬物都是由它呈現的，所以它對宇宙萬物都無障

礙，既不障礙你成佛，又不障礙那個魔鬼。那種無障礙的情況，真如有種這樣情況，

真如有種無障礙的屬性，是吧？這種無障礙的情況呢，在這個真如那種無障礙的情

況，即是 occasion上面假立一個名稱叫它做虛空無為。並沒有一個實的太虛空，所

謂太虛空者，就是這個真如所顯露的無障礙的狀況而已。這樣與小乘不同了，小乘就

真的有個大甖載 我們那樣叫做太虛空。但唯識就不是了，沒有一個大甖的，這個真着

如不障礙萬物的那種無障礙的屬性叫做虛空無為。聽得明白嗎？所以呢，「虛空無

為」是假的，「真如無為」才是實的。聽得懂嗎？難不難啊？難啊！聽得明白嗎？有

點難，是吧？不怕了，回去再聽一次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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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擇滅無為」，常常用無漏智揀擇到結果是一種無為的狀況。這種

狀況是甚麼？不就是這個真如顯現出來嗎？所以擇滅無為都是假的，真如無為才是實

的。就是說「虛空無為」者，就從它無障礙這個角度改一個名（稱）。所以擇滅無為

者，就從甚麼啊？要由無漏智才體驗得到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就叫它擇滅無為。聽得

懂嗎？聽得懂吧！你如果繼續這樣聽下去呢，不要搞雜了它，你會很厲害的！

第三種「非擇滅無為」更加是啦！「真如無為」的某一個角度，這個「緣缺不

生」就無意中露出了些「真如無為」出來。你聽得明白嗎？你聽得明白嗎？暫時很難

啊，不怕！由它難就可以了，是吧？就像學打功夫，你學習的時候就是很難的，但是

你練習一下，習得的時候呢，你就打拳很容易了，對吧？「想受滅無為」入「滅盡

定」不是說不存在的，都有一種存在，這個是甚麼？真如的顯露啊！那就是說，所謂

「滅盡定」者，是從真如的某種角度改一個名（稱）。「不動滅（無為）」呢，在定

裏面，在定裏面覺得那種寂靜的狀況，其實那種很寂靜的狀況呢，是無意中能夠體驗

到真如的點點滴滴，「不動滅（無為）」亦是假的！真如就是實的！真如是實的，其

餘五個部位都是假立名稱。這樣講就講得很繁（複）啊！對吧？一收起來就只有一個

「真如無為」而已！是吧！

儒家說「放之則彌六合」，聖人的道理說，將它擴大了，就充滿了東南西北上下

四方，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將它捲起收回來呢，就只一點點，收起了。道

理就是這樣，明白嗎？這樣呢，「心所法」，不是，法呢，就分作三聚，只是那些假

法，假法就不要，為甚麼不要啊？它都是假的，有些實的就可以了，是吧？還有，假

法呢，有些法呢，這個，這六種法，剛剛說六種法，一種是心法，一種是色法，不

是！一種心法，一種心所有法，是吧？一種是色法，第四種就是不相應行法，第五種

就是無為法，就（這）五種了。五種之中呢，無為是體，其餘那四種是用，一體一

用，是吧？這樣就縮作兩種了，一體一用，體就是實的了，是吧？用呢？用中有實的

用，有假的用，哪些是實的用啊？心法就是實的用，心所法就是實的用，色法是實的

用，不相應行法是假的用。用中有實有假。明白嗎？怎樣叫做實？怎樣叫做假啊？你

會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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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者，有它自己的種子的，用之中有它自己的種子就叫做實。沒有它自己種子的

就叫做假。這就是說，五位法之中呢，前三位是有種子的，第四位不相應行法，因為

它是假的，沒有種子，就是因為它沒有種子，所以說它假。這樣，無為法有沒有種子

啊？找你回答我，你回答我啊，無為法有沒有種子的？你想一下，你想一下，沒有

的！無為法沒有種子的。如果有種子呢，就應該它會「為」了，那些種子生它出來

了，它「無為」的，不需要種子生，本然存在的，所以無為法就沒有種子的。為甚麼

是這樣呢？慢慢呢，你琢磨琢磨一下，你一定發覺這樣才（說得）通，不是這樣就

（說）不通。這樣，這句解過了。是吧？夠鐘啦，是吧？好了，你不要嫌少啊！只有

兩行呀，很多的啊！你已經很累的了，你如果要記啊，累啦，是吧！相當累的，你聽

這些。

學生：「教授啊，這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就不是在我們的身體裏面嗎？這前五識

都有所依啊！這樣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就是第七識依第八識啊，第六識

依第七識啊，這就不是在我們的身體裏面的嗎？」

老師：「在不在我們的身體裏面？是嗎？你可以說它不在這個身體裏面的！凡所在之

處，我們所知道之處都在！」

學生：「就是沒有實實在在的。」

老師：「在內在外只是物質現象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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