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上文它就說，所有在「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裏面，就是以前所講的

所有的事事物物呢，都將它歸納為三類，是嗎？(第)一類就是物質現象，叫做色聚，

對吧？第二類就是心心所品，即是精神現象。第三類就是無為故，即這個本體，宇宙

的本體。三種，那現在呢，上面就標(列)了三種東西，下文就詳細講了，逐種講了，

那麼先講甚麼呢？先講「色聚」，物質現象。

「色聚」，這就看一下，「子一」那處，「色聚」裏面呢，分開三段，第一段就

是「標說」，就是舉出這個要旨，這「標」字就當作舉出的解釋。「丑二」就是「別

辨」，即各別的說明。我不是拿了幾十本第一冊來了？拿了，是吧！各別說明。第

三，「丑三、料簡」。有很多新學的人呢，就不懂得「料簡」兩個字的用法的，是佛

家用的，儒家與其他的文學家都沒甚麼用的，是佛家的經典裏面時時有「料簡」兩個

字的。

這「料簡」兩個字怎樣解釋呢？這個「料」字不是當作材料那麼解釋。「料」字

呢，當作量度的「量」字這樣解釋的，量度。「簡」字呢，這個「簡」字呢，「簡」

字當作擇，揀擇。「料簡」即是料量揀擇這樣的意思。這個「簡」字呢，就與這個剔

手旁的「揀」字是通用的，通用的。揀擇，揀擇啊，對吧？料量揀擇，這就叫做料

簡。這怎樣叫做料量揀擇呢？相當於現代人所謂甚麼啊？檢討，檢討，我們現在慣用

的叫做檢討。或者呢？檢討，這「料簡」兩字意思比「檢討」兩字還闊一點的，加起

來是檢討，批判，包含兩個意思，「料簡」兩字，檢討，批判就叫做料簡。

為甚麼我那麼重複地講呢？因為你們將來時時看到的，是吧？你們常常唸佛啊，

對吧？唸佛不就是有所謂的「四料簡」，懂不懂啊？「四料簡」，懂不懂啊？想不想

知道啊？學唸佛的人，這個永明禪師就有四句偈語，就料簡參禪與唸佛的，記得嗎？

因為有些人就參禪不肯唸佛，是嗎？有些就只肯唸佛不去參禪。這樣到底唸佛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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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參禪好呢？抑或兩種都做呢？抑或兩種都不做呢？是嗎？

這於是他就用幾句，用四句料簡，他怎麼說呢，只是參禪不唸佛就無淨土，這怎

麼樣啊？記得嗎？「十人就九蹉路」，是嗎？十個人呢，就九個人走錯路的，「十人

九蹉路」，這樣呢，這個是第一個料簡了，是嗎？第二個料簡就是「無禪有淨土」，

不參禪的，只是一味唸「阿彌陀佛」的。這又怎樣啊？記得嗎？「萬修萬人去」了，

「萬修」，一萬個修呢，就一萬個都可以生去極樂世界。這個「路」字與這個「去」

字呢，「qù」(與)「lù」，這是韻來的，「萬修萬人去」。這樣如果兩種都有呢，

「有禪有淨土」呢，就怎樣啊？就「猶如帶角虎」，這老虎多隻角。是嗎？好了，這

就是他主張要怎樣啊？又要唸佛兼參禪，對吧？這就三句，是吧？第四句要怎樣啊？

不用說了，「無禪無淨土」，甚麼都沒有了，是吧？所以他不說第四句了，你明白

嗎？那麼這個所謂料簡呢，即是料量揀擇，量度的量， (量)度一下，來到選擇、決

定。

現在就講了，先講「標說」，色聚的標說了，「丑一」了，「今當先說色聚諸

法」，先講那個物質現象的事物。這樣又分開來，現在就分開講了，下文「別辨」，

「別辨」裏面分開兩種來說明了。第一就先說明「大種」，大種即元

素，elements。第二就解釋甚麼啊？「色、事」，色是(指)物質，事是(指)事件，那

些一件一件的具體物質事件。現在先講「寅一、大種攝」，就講元素了，又分三，第

一就說明「作業」，那些元素啊，元素啊，凡是一種現象都有一種作業的，活動啊，

元素有甚麼活動呢？業即是甚麼啊？activity，活動。第二就講甚麼啊？元素呢，是

甚麼東西來的呢？是一粒粒，一粒一粒的微粒子來的。「辨說極微」。然後「卯三」

呢，就解釋為甚麼叫做大種呢？又不叫做細種呢？是嗎？

現在「卯一」就說明五種作業了，說明大種能夠做五種業用的，即有五種效用。

作業啊，activity即活動，一活動就有效用了啊。這現在假設一個問答，先問了，

「辰一、問」，問了，「一切法生，皆從自種而起，云何說諸大種能生所造色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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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怎麼解釋呢？我先解釋這句，這說「一切法」，法是 (指)事物。一切事物的出

現、生起呢，「皆從自種」，這個「種」字不是當(作)大種解的，應該(當)作甚麼解

釋啊？種子，是吧？都是由它自己的種子顯現而成的，「皆從自種」，即是它自己本

身的種子，那種東西自己本身的種子而起。「云何」，即為甚麼，為甚麼又說，為甚

麼在佛經裏面這樣說，說那些「大種能生所造色耶？」「耶」即呢，為甚麼說這些大

種能產生，能夠造出所能造出的物質呢？怎樣叫「造色」啊？

譬如，譬如這塊木板，假定這塊木板，這塊木板是甚麼做的啊？是那些原子做出

來的啊，那些甚麼啊？碳的原子，是嗎？等等，那些碳的原子與水的原子，組成那些

甚麼啊？那些纖維，是吧？組成那些植物纖維，植物纖維合在一起，這就叫做一棵

樹，將這棵樹鋸開就變板了。是嗎？那就是說這塊板的質料呢，就是那些甚麼啊？

碳、水的元素了，是吧？是碳的元素與水的分子這一類了，水又是氧與氫，碳、氫、

氧幾種原子而已，幾種極微而已，佛家叫最細的微粒子做極微。

這就是說這些極微呢，這些碳啊、氧啊、氫啊，這些原子呢，這些極微呢，就是

能造出這塊板的大種，是嗎？而這塊板就由那些大種所造出來的物質，明白嗎？「所

造色」即是所造出來的物質。懂不懂啊？既然種種東西都有它自己的種子產生了，為

甚麼佛經裏面又說那些地、水、火、風這四種大種呢，能夠生出它所造的物質呢？第

一個問題了，是吧？

第二個問題，「云何造色依彼，彼所建立，彼所任持，彼所長養耶？」這又為甚

麼，「云何」啊。為甚麼佛經裏面又這樣說呢，說甚麼啊？那些造色，那些由大種造

出來的物質，是「依彼」，完全是依靠，依即是住在那處，住在那些大種上面的，懂

不懂啊？依大種而存在。「依彼」，這個「彼」字指大種。「彼所建立」，完全是由

那些大種建立出來的，如果沒有大種支持它呢，「建立」即支持，沒有大種支持呢，

不會有這些物質的。「彼所任持」，它所擔起，那些大種擔起，執持那些物質的。

「彼所長養」，這些大種所造出來的物質呢，要靠那些大種給養它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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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提出幾個問題，就是甚麼？五個問題，是吧？

第一個，能生大種，是嗎？

第二個，大種依它而存在。

第三個，由它所建立。

第四個，由它所任持。

第五個，由它給養，它所長養，長就令它生長，養就令它不爛。

這你看一下這個注(釋)那處，「此有五問，謂諸大種與所造色，云何能為生、依、

立、持、養五因耶？」

這個呢，如果你是準備將來講學呢，如果你不是講學，就不用理了。如果我是做

法師，縱使不做法師，我做教授要講學，這樣呢，你就要怎樣啊？就要記得了。大種

對於它造出來的物質呢，是有五種因。哪五種因啊？「生、依、立、持、養」五種

因。是嗎？佛家的老生常談來的，但是可惜現在很多人常常講佛經，他都不懂，是

吧？這些是甚麼啊？這些是不肯讀書之過。我們廣東人每每犯這毛病，北方人就很沉

潛啊，廣東人懶啊！廣東人聰明但是懶，北方人沒有廣東人那麼聰明，可能沒有，沿

海的人是聰明一點的，但是懶，廣東人懶。

這樣就問了，是吧？現在答了，答了，答分兩段，第一段解釋，第二段就結，結

束前文。現在答了，他問了五個問題，五個因，是嗎？就分開五段來答，是吧？

第一段，「午一」答「生因」，大種能生。那本《陀羅尼雜經》那處有這首咒

的，因為呢，我就揭這本《大般若經》，就揭到《心經》裏面呢，由那處起，由「舍

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一直至到「無智亦無得」，這麼大一段啊，原來就在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的「觀照品」裏面拿出來的。咒就肯定有來源的，哪處的

呢？這樣衍空法師拿那本《陀羅尼集經》，唐朝唐高宗衍慶年間翻譯的，一位印度法

師翻譯的，是本密宗的經，叫做《陀羅尼集經》。這首咒呢，原來叫做《般若大心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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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尼》，這原來就是那本經有，這本經有，到底是結集《心經》的人在這本經裏面抽

出來結集的呢？抑或是這本經，結集這本經的人就在《心經》裏面抽出來的呢？我就

想，不過要⋯⋯

大種要有它自己的種子，不出奇了，這就大種的種子變出大種，是吧？這再由大

種變這些物質了，這物質不會另外有物質的種子的，是嗎？應該(不會)，但佛家不是

這樣說的，記住！地、水、火、風，這些大種各有自己的種子，這固然了。由地、

水、火、風變出這塊板呢，這塊板另外又有這塊板的種子，佛家就是要這樣的講法

的。

你就會覺得不慣了，哎呀，怎麼這樣奇怪的呢？這樣是不是覺得奇怪啊？不是奇

怪的！你讀多一些，看多一些，想多一些呢，你就會知道他的講法是要這麼講才通，

否則不通。因為佛家不是說先由那些種子變出些元素，再由那些元素變出這些東西，

不是這樣。大種變元素呢，是理論上假立的，那些東西的出現呢，有它自己的種子，

這反為是實的。為甚麼要這樣呢？這你就要讀(學)唯識。

學生：「不是因緣和合生的嗎？」

固然了，都是因緣和合才生，但「因緣和合」這幾個字很籠統的，這因是甚麼

呢？是嗎？這因就是種子，這塊板的出現呢，就要有因，這塊板的種子就是真的因，

懂了嗎？那些，對了！你的講法！那些大種不過是緣來的，不是主因，明白嗎？這樣

你先放下這個懷疑，先不要解答，這說「一切內外大種」與及那些內外所造色，的物

質，大種出來的物質，各有各的種子，那些種子在哪處來啊？是不是在上帝手上啊？

不是。

「皆悉依附內相續心。」這些種子通通依附住，即是住在我們這處，住在哪處

啊？內，我們的內身，即是自己的，不是在外面的。「相續」，相續即身體，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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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身體裏面，在身體哪處啊？是不是在肉啊？不是！身體，相續呢，這個身體不

是物質的身體，就指甚麼？我們的個體，這個生命體，individual這個，在我們的個

體裏，我們的 individual裏包含兩種東西，一是物質，二是心。是不是依附在物質

啊？不是，依附在我們的心。這個心是哪個心啊？心有八個心，是吧？怎樣的八個心

啊？怎樣？你講給我聽，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

識，八個心。那麼住在哪？依附在哪個心啊？依附在第八阿賴耶識這個心處。這個相

續心。

那麼這些種子做因了，只有因不能生果的啊！記住啊！單因不能生果的啊！還要

有緣，緣即是條件。因就是要素，除了有要素之外，還要有條件適合，才出現一個果

實的。這樣，這些種子，大種有大種的種子，大種所造色有大種所造色的種子，總

之，不論那一種種子，都要這個條件適合，它然後才能出現。懂了嗎？

這樣，兩種種子都是藏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無始以來一直藏到現在。「乃

至」，乃至即 untill，till或者 untill這個字，一直至到「諸大種種子未生大種以

來」，一直至到呢，那些大種的地、水、火、風這些大種的種子，未生出大種以來，

即以前，那些「造色種子終不能生造色」，那些大種造色的種子不能夠出現來產生大

種造色的，即是一定要先有那些大種的種子，先變出大種，然後那些大種造色才變得

出大種造色的。

即是這個白色是大種所造的，能夠造出白色那些質料呢，就叫做地、水、火、風

的極微，懂了嗎？一定要先有大種的極微，即地、水、火、風的極微，造出，不是，

地、水、火、風的極微又有種子的，這個大種所造色，這個白又有它自己的種子。這

樣照理(來說)，大種所造的色的種子，一下子爆出來就有塊白色在此了，這樣不行

的！先要有個條件，明白嗎？有一個先決條件，這個先決條件呢，就是那些大種的種

子，地、水、火、風的大種的種子先起作用，變出地、水、火、風的大種，填滿了這

處，然後那些大種造色那個白的種子然後出現，就鋪上那個大種的種子上面，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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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所以呢，這樣的講法呢，不只是好像發夢一樣見到白那麼簡單，這白的裏面還有

些實質，有些種子的。聽得懂嗎？

這樣來到這裏，你選擇了，剛剛你說覺得奇怪啊，現在我問一下你的選擇，兩個

講法，你選擇，第一，第一個講法，我看見一種東西的時候，好像發夢那樣，我見這

些東西的種子呢，「boom」一剎那就變，即刻見到整個關帝公在這處，第一是這樣

的變法。第二，不是(這樣)，我們想變出關帝的樣子是變不到的，一定要先怎樣？譬

如這個關帝的形象與內容呢，由地、水、火、風的極微，微粒子，一定要先有微粒子

(的種子)變出地、水、火、風的微粒子，造了這個關帝公的質料的內容，這然後變關

帝公那個種子才變得出這個關帝公。如果沒有這些極微做它的內容呢，變不出的。這

是第二個(講法)。

老師：「你選擇哪一個？你選擇第二個，是吧！第二個好像很實在，對吧？比較實在

一些。第一個呢，好像直情發夢一樣，很虛幻的。是嗎？」

唯識宗就是第二個講法，就不是第一個講法的，對吧？所以說到這呢，我就會說

了，我就很多題外的話，你記住記住！你聽我講東西啊，你要學我講，學我題外的那

些話，我的功夫在我的題外之處啊，不是解經之處，解經之處你找王玉嬋解給你聽都

可以，叫莫瑞霞解給你聽都可以，但是呢，你講我的題外知識，她講不出的。是吧！

不可不知！

這樣，我講兩種東西你知道，第一種，佛家裏面啊，爭論，爭論了很久，到現在

呢，都沒有一個一致的解決！就是明明釋迦佛坐在靈山會上說法啊！是吧？他在說

《法華經》，說《般若經》，大家都以為他說法了，是嗎？現在提出一個問題，釋迦

佛有沒有在靈山會上說法？你說沒有，有沒有人說有？你就說沒有，你說有，有人說

有！你們全部都是菩薩！有些菩薩說有，有些菩薩說沒有，不只是你，很多菩薩都是

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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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說沒有的就怎樣呢？他說：「成了佛！怎麼還要身體啊？」是吧？但是身體

不需要，但佛與凡夫到底不同啊！佛就有很大的大悲，是吧！佛所有的是大悲，佛有

很大的智慧，佛有大智，是吧！佛有很大的定力！佛有大悲、有大智、有大力，不需

要這個物質身體的！是吧！所以佛沒有說法！如果說法，就有這個物質身體，這個口

開開合合才行啊，他沒有物質的身體，說甚麼法呢？是吧？就是佛無說法論，叫做

(這樣)。

但是這樣，三藏十二部經又怎樣來啊？你以為真是佛講的嗎？你們這些 生啊，衆

就是你們這些人啊，這善根成熟了，你們的識就可以發大夢那樣見到佛，善根成熟

了，大家都善根到了，剛剛大家的善根到了這一點，都是成熟啊！就於是大家好像覺

得有個佛出身這樣。但是沒有緣又不能出現的，要因緣和合才行啊！這個因就是你們

這班人的善根！這個緣是怎樣啊？佛在大定裏面起(這)個大悲，又有(這)個大智，你

這班人有善根可以見佛了，又想見佛了，這你們的意願呢，佛有個大智，是嗎？你們

這些 生的意願想見佛聞法，佛的大智即刻就知道，知道了，他起這個大悲心，在這衆

個大定裏面加持你們這些 生，令你們這些 生步驟一致，好像見到有個佛出世一衆 衆

樣，又好像見到佛說法說了四十九年。實在啊，佛一句話都沒有說到法，這個佛自己

講的，他說：「我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過一個字。」他有根有據，可見呢，佛就沒說

法。這樣一個說法了，佛沒有說法了。

第二種人呢，佛雖然不用要身體，但是有身體又何妨啊，是嗎？都無妨啊。

假使你有一個老爸，這個老爸都不餓，但你的兒子很孝心，說要請他吃東西，這

個老爸吃一下又何妨呢？你說飽了，我不吃，一定要這樣的嗎？食一口也無妨啊，是

不是這樣啊？所以佛雖然不一定要這個身體，他沒甚麼需要，但是呢，為了這些 生衆

的原故，他亦可以出世，現這個身體，現這個身體就說法，讓這些 生見到有個佛在衆

說法，即是說佛有說法。第二個講法，佛有說法，叫做佛有說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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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樣取哪個呢？這是一件事了。是吧？我們要抉擇了，選擇啊，你選擇那一

種？佛沒有說法那種抑或佛有說法這種？」

學生：「有。」

老師：「有！是吧！你選擇哪種？有。」

如果你說佛沒有說法的呢，你不用唸佛求生淨土也行了。是嗎？「唯心淨土，自

性彌陀。」關了房門，一切辦妥了。是吧？不用去佛堂禮佛也可以了，跪都是多餘

的，拜都是多餘的，是嗎？這個心就可以了，對嗎？佛寺佛事都不用了，是嗎？這個

心就是了，如果是這樣。好了，這就影響到這樣了，這是一件事了，現在很多人都選

擇佛有說法。

第二件事，就是六祖那件事，大家都知了，六祖聽《涅槃經》，這位印宗法師講

《涅槃經》，那些幡被風吹動了，一個聽者說那些風動了，(另)一個就說不是，(是)

那些幡動，是嗎？或者一個先說幡動，一個就 風動。六祖就禁不住，他就說甚麼説

啊？又不是風動，又不是幡動。就是風也沒動，幡也沒動，對吧？他說你的心動，是

吧？那麼這個講法就是甚麼啊？佛沒有說法論一樣了，是吧？你的心才是！很多人這

樣的，對吧？

尤其是你們的女居士就最多，女居士去拜佛呢，你的先生說：「哎呀，信佛就講

心啊！怎用去拜啊！」很多是這樣啊。那些兒子見到媽媽去拜佛呢，就說：「多事

了！多事了！不用的。」是不是這樣說啊？不用的，這些都是屬於那種啊，是嗎？心

就可以了的這種。

好了，這影響很大的，這個甚至到你造了間佛堂，興不興旺呢？都受它影響的，

是嗎？如果個個都第一種講法呢，佛沒有說法的這種講法呢，這進佛堂幹甚麼啊？是

吧？他在家裏關著門就行了。是嗎？但如果佛有說法呢，他要恭恭敬敬買花回來插好

在佛前叩頭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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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你取哪種呢？你取哪種啊？我不知道甚麼叫做層面啊！我現在問你，你要選

擇，我要你的答案是 simple sentence，我不懂得這些名詞，甚麼叫做層面？

你說甚麼啊？你選擇第一種講法還是第二種？抑或兩種都不是，只有三個答

案。」

學生：「我覺得兩種都是。」

老師：「你說甚麼？」

學生：「我覺得兩種都是。有也對。沒有也對。」

老師：「有又怎樣對呢？」

學生：「他的確在講，即現了出來講。」

老師：「這就有啦！那為甚麼沒有又對呢？」

學生：「但另一個層面沒有。」

老師：「沒有層面，我不懂講層面。」

這樣，我講給你聽，你不要嬲(怒)啊！你這些叫做法執啊！執著有種東西所謂層

面，甚麼？aspect這些叫做，這些叫做某種 level，這些啊！不要說這些，最後單刀

直入去了解！或者你可能呢，見我這樣說，你嬲(怒)起來，下次不來也不定，不過我

站在一個學佛者的立場，我講給你聽，這些呢，是法執來的。要怎樣啊？收起來，你

將來呢，你會知道，你讀多些禪宗的書呢，你就會懂，不要這些，就是我們已經嫌名

相多了，你還整多兩個名相，是嗎？這所以就慢慢來啊！是嗎？

老師：「你說呢？楊美娟，對嗎？」

學生：「第一個選擇，沒有說法。」

老師：「沒說法，大抵呢，選擇沒有說法的人是聰明的人，是吧？那些老太婆呢，就

肯定說佛有說法的，是嗎？」

好了，就講到這處，講佛有沒有說法，我介紹了兩種說法，第三種說法就好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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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小姐差不多的說法，就好像你的講法，似，但不完全學你一樣。第三種講法呢，就

是中國人認為唯識的正宗的講法，即是《成唯識論》裏面護法菩薩的講法，有沒有聽

過護法菩薩啊？沒有啊？他沒聽過護法菩薩。護法菩薩啊！是吧！你昨天講甚麼，

「爰有護法等十大菩薩。(澂情七囀。)激河辨而贊微言。(遊神八藏。)振金聲而流妙

釋。」我唸過啊。

護法菩薩就折衷兩個(說法)，他說佛有說法，但是我們所見到的佛呢，不是佛的

本身。不是佛的本身，這是為甚麼呢？他說佛既然是佛了，他的身體就是無漏的，我

如果是凡夫呢，我見到的佛呢，就沒辦法變出個無漏的佛出來的，我們只可以變出個

有漏的佛，不過就要受那個無漏的佛做基本反映進來。換言之呢，就是你穿的衣服是

七彩的，我拿的相機呢，只是(拍攝)灰白相片，就不會影到你七彩，我就影到灰白而

已，明白嗎？

這樣所以呢，佛雖有說法，但我們看到的不是完全是佛在說法的那種了。還有

呢，佛明明是講了十句話了，我是小乘人的根器呢，我就聽出小乘的道理出來；你是

大乘人的根器呢，你聽了這十句話呢，聽出大乘的道理出來的。所以呢，我們不是那

套，那套是甚麼啊？是以他那套為基礎，加上我們的主觀那套進去的。那麼這套呢，

這個護法(菩薩)的講法，是吧？那麼這種講法呢，好像呢，有些講哲學的，認為我們

所認識的對象呢，到底是實在的，抑或是由我們的觀念，由我們的那些 idea放射出

去的呢？

於是呢，有所謂甚麼啊？認為我們所見的板，這塊板確是 real的，真真正正是

這樣的，這樣我們的這種講法就叫做實在論。realism。是嗎？另外的一個看法就說

不是，我們哪見到板呢，這所謂的板全是我們的 idea，觀念放射出去而已，不是實

有的，這個叫做觀念論。

如果說佛沒有說法的呢，是觀念還是實在論啊？觀念論，是吧？如果說佛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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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呢，偏向於實在論。而到護法菩薩的這種呢，是第三種，是嗎？觀念，亦有些

人認為我們所見的東西實在，有些人就說不是，我們所見的東西是我們的觀念來的。

於是，有種人又說，實在的東西不是沒有，但是我們所見的東西，是一個實在的，把

這個實在的佛反映進我們的知識裏面，再鋪上一層我們主觀的色彩。那麼這些所謂甚

麼啊？一般的所謂新實在論。差不多是這樣，new realism，就是這樣。這就是康德

的批判論差不多，不過我就不是康德專家，你想詳細研究康德呢，你就走去新亞研究

所，找個牟宗三才行。

這樣講了兩種東西，你取哪一說法？有說法的，是吧？有說法會穩當些，很緊要

的，對淨土很緊要的！如果佛沒有說法，沒有淨土可生的，是吧？如果佛有說法呢，

真是生的啊！不同的啊！差很遠啊，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啊！是吧！但護法(菩薩)的

解法最好，為甚麼呢？你生去西方淨土有九品，九品所見的佛不同樣的啊！其實都是

那個阿彌陀佛坐在那處，你自己的⋯⋯你閣下的眼睛有問題，是吧？看一下你的散光

有多少度，是嗎？看一下你的近視有多少度了，是吧？這樣的問題，它將分為，你的

眼睛，你的主觀的色彩有九種，這就見到九種不同的佛。好了，這個懂了嗎？這個直

情是甚麼啊？實在論的講法了，我們所見的東西不是好像發夢的那樣，只是觀念，裏

面有個實質的內容，是甚麼啊？直情有微粒子在裏面了。

「乃至」，乃至即直至。大種的種子未曾生出大種以來呢，即之前，造色的種子

呢，就始終不能生出大種的，一定要有這個條件，這個大種的種子生出大種。「要由

彼生」，彼是指大種的種子，一定要由大種的種子生出大種，是吧？要由彼生，大種

的種子生出大種。這然後呢，有這樣的條件了，然後「造色方從自種子生」，然後那

些造色的種子呢，出現了，然後才變出所造的色出來。

「是故說彼能生大種(造色)」，就這一點意義來講，就好像那位小姐那樣，就這

個層面來講呢，就「是故說彼能生大種(造色)」，說它能生大種，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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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彼生為前導故」，前導就是先決條件，要由那些大種種子生出大種作先決

條件，然後這個造色的種子就可以生出造色。

那麼，這樣的道理就是因緣和合而生，就是這樣生的，就不能說因緣和合生啦，

那麼就籠籠統統的！不行的！這樣。好了，「結說」，來一個小結了，「由此道理就

說諸大種為彼生因。」由於這個道理，我們就說那些地、水、火、風的大種呢，就造

那個所造色的產生的原因，其實就不是原因，其實就是甚麼？條件，先決條件。明白

嗎？

第二個因了，又說大種，不是，造色要依附大種然後才可存在的。「云何造色依

於彼耶？」這個「彼」就指大種了。為甚麼這個造色就要依靠那些大種呢？「由造色

生已，不離大種處而轉故。」他說由於那些大種所造的物質，一生了之後呢，一出現

了之後呢，它不會離開那些極微大種而存在的，極微大種在那處，它一定在那處，

「不離大種處而轉」。「轉」就是(指)存在與活動。明白嗎？這處。這所以叫做依，

依大種。

第三，建立因。「云何彼所建立？」為甚麼說那些大種所做的色是由彼，「彼」

是指大種，要由大種建立呢？就好像你說這間屋是由那些磚建立出來的呢？建立出來

的呢？建立啊，懂了嗎？這答了，「由大種損益，彼同安危故。」由於呢，大種有損

呢，這件造色就損的了；大種有所謂有益呢，這所造色就有益了。明白嗎？

這樣，講到這處呢，就是唯識宗的思想很現實的，是吧？你的營養好些，你就怎

樣啊？精神些，是吧？大種有益啊，營養好些，你就精神些，肥、白些。大種有損就

怎樣啊？吃些不營養的東西，是吧？或者無原無故地吃得拉肚子，那你怎麼樣呢？上

氣不接下氣那樣，你那個甚麼啊？所造的色跟著就損。大種與所造色同安同危，懂了

嗎？就因為這樣，就好像這間樓(房)是用紅磚造成的那樣，那些紅磚少了幾個呢，這

樓(房)就危(險)一些，那些大種危，它就危了。做好了它，那些磚穩當些，這座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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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當些。同安同危，所以叫它做建立。明白嗎？

所以很多人就說《瑜伽師地論》，就是唯識宗所講的東西呢，不夠高啊，不夠高

級，不夠妙啊！就是這些東西了。第一就好像瑣瑣碎碎那樣，你看上去好像很瑣碎。

第二呢，就好像很實在，不空靈啊，比較禪好像很空靈的呢，就好像六祖那些，「本

來無一物」這麼空靈的，或者又「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你心動。」這麼空靈！唯

識宗沒有這樣空靈的，實實在在，好像矮仔上樓梯那樣，一級一級一級的上，就不是

「boom」的跳上去了。明白嗎？

「任持因」，「任」就是擔任，擔起它。持者，抓住它。「云何彼所任持？」為

甚麼說那些所造色是被那些大種任持著呢？「由隨大種等量不壞故。」由於呢，大種

的份量有幾多決定它所造色的份量是幾多，份量不能夠超過大種。譬如這件東西是五

噸鐵造成的這個桶，這個大種就是五噸重了，你所造出的都是五噸重，鐵是五噸，你

所造的東西也是五噸，這個量是相等的。「量不壞故」，不會壞的，這個量有幾多，

它就有幾多。這樣就叫做任持。

第五個因了，就是「長養」，大種長養。所以講到這處，大種長養，有很多人現

在講到妙得不合理的，我們就不會簡揀那些了。你看一下，「云何彼所長養？」為甚

麼說那些所造的色是讓那些大種給養它，給營養它呢？這 「由因飲食、睡眠、修習説

梵行、三摩地等，依彼造色倍復增廣，故說大種為彼養因。」由於我們「飲食」，一

飲一食，能夠飲些適宜的東西，吃適宜的東西，就令我們身體裏的大種獲益，跟着

呢，我們就會怎樣啊？這身體就會受益。

「睡眠」，睡眠的時候讓那些大種呢，不要消耗那些大種，讓它休息，睡眠。或

者「修習梵行」，梵行即這些清淨的行，例如禮佛、經行那些，修習梵行。「三摩

地」，入定，入定都好啊，你們現在那些人就說運氣，入定的時候全身血脈流通的，

可以延年卻病的，三摩地。三摩地的梵文 sam dhiā 這個字，sam dhiā 這個字譯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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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啊？譯做等持。第一就是平等，每個剎那的狀態平等。第二，這個「等」字作相似

的解釋，前一剎那的情況與後一剎那的情況相似，前後相似就名之為等。明白嗎？持

者，執持，控制。

我們坐著，譬如我坐著常常想 這個呼吸，每一剎那我都想著這個呼吸，前後剎着

那相似、相續，連續，又前後剎那相似，又連續都是看著呼吸的，這就是等持了，控

制住這個心平等。這個「等」字是相似與連續。例如你入定，你修三摩地的時候，你

觀想著阿彌陀佛，每一剎那都是見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在這一樣，每一剎那都是相

似又連續，每一剎那這樣，不散亂的，那麼這種情況，這種情況就要怎樣啊？靠一種

控制力的，是吧？如果沒有這種控制力，會飛走了(的)這個心，這種控制力叫做甚麼

啊？叫做 sam dhi(ā 三摩地)，叫做等持。明白嗎？(三摩地)是心所作用之一來的，心

所之一來的。聽得懂嗎？

老師：「你在這處聽，又在居士林聽，還在那處聽啊？」

不要聽那麼多啊，你聽我的勸告，聽完這處，(再)聽居士林的就好了，再多不行

啊，我說一句，我不跟你說佛理啊，我跟你說孔老夫子的講法，孔老夫子教我們怎樣

啊？孔老夫子教學生啊，他怎樣教啊？他說，「君子」，即一個有學問有知識的人叫

做君子。「君子多乎哉？」一個君子要多的嗎？多乎哉。他答，「不多也。」不需要

多的，把握到要點就可以了，不用多，明白嗎？我見你這個人甚好啊，所以我就多嘴

講一句你聽，我就懶(得)理了。

修習梵行與修三摩地，修三摩地可以令我們的大種增長的啊，現在有些人病了，

他一修三摩地會好的。是吧？還有些啊，還有些找人過氣的，是嗎？過氣，過氣照理

就很玄虛的，是嗎？我的氣又怎會走過你處呢？這些都是，可能是心理治療，對嗎？

你橫 這條頸痛了，我的手就暖暖的，我就過些氣到你處啦，你就好了，你真是覺得竪

暖暖的氣過來了這樣，其實當你這樣的時候，你的心的作用啊，激動你的神經，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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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就強健起來。那麼你說過氣沒有，又不行啊！是嗎？實在是沒氣過到你處，是

吧？但是它又有作用，令到你的神經受了刺激(就)增強了。我的解法啊，所謂過氣，

非有亦非無，是嗎？你說它有呢，哪有氣過呢？氣是 gas，放些 gas在你處嗎？

學生：「老師，現在有些人在北京的，老師說有個學生在靜坐，他說那個時候是早上

不可以去上課的，他說由早上九點至十一點要接氣，這個氣功師在北京過氣給

他啊，他要坐著接氣啊，由正月已經開始了，到十月。」

老師：「肯定可以啦，他信他啊！因為《華嚴經》說「信為道源功德母」啊，你信就

搞定了！你信鬼的人，然後就會見鬼，不信鬼的人根本就見不到鬼。是吧！」

你說它完全沒有作用嗎？它有，有作用，有 function，有 purpose，但是呢，

沒有實質。那些 gas怎麼過得去呢？要是 air，gas怎可？放屁就可以，放屁那些就

是 gas了，放屁呀。那些不是 gas來的。

學生：「如果從北京來到。」

老師：「如果是可以啊！這麼好啊！那些人不用死了。你見過有氣功師傅不死的嗎？

沒有！九十歲都難找啊，都是六、七十歲就死了，是吧？很多都沒有我現在這

麼長命啊！」

我就講得多了，中醫所謂氣是甚麼呢？氣是甚麼啊？中醫常常講「血與氣」啊！

血者，臟腑的實質就謂之血，不是真流的血。中醫所謂氣呢，那些五臟的機能，那些

機能就叫做氣。一血一氣就是實質的機能，補血者，就補你那些臟腑的實質。你欠缺

鐵質，就補鐵質，是吧？你欠缺那樣就補那樣，補你的實質就謂之補血；補氣呢，就

增長你的機能，令你的機能活潑、活動，這就謂之補氣。就是這樣，我是這樣(認

為)，我就不是專家，(對於)這些，這些就是甚麼啊？好像王亭之那樣的講法，「姑妄

聽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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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那麼入定、入三摩地那些呢，怎樣令到身體好了？有些人身體好了。」

老師：「是啊！它這處彌勒菩薩都說三摩地可以長養大種啊！

學生：「怎樣可以入到呢？」

老師：「怎樣啊？因為你入了三摩地的時候呢，你很定很定的時候呢，你呢，就將近

走入色界了。」

你是欲界的人，你定，你定到極的時候呢，你要把飲食男女之欲全部停了，很定

很定的這個心啊，很清的那樣，那時候你已經忘記了欲界的東西，你就快要走(進)入

色界，就快要進入色界的時候呢，你的身體就會有一種，現在的人所謂氣了。有一種

這樣的現象出現，是暖暖的，痹痹的，會全身走的，那麼這些呢，就是甚麼？色、

聲、香、味、觸，這些是屬觸覺的，觸所觸到的，是由地、水、火、風大種做出來

的，所觸的，是物質現象來的，這些叫做觸。是吧？

觸有多種，這種觸就特別，一起的時候就令到你輕快的，令到你覺得很安和的這

些叫做輕安觸。(輕安觸)是物質現象來的，一定要哪些條件啊？要你將近入到色界那

時的狀況，這些輕安觸啊，這種輕安觸大種的種子即刻就變起輕安觸的大種，同時這

種輕安觸、這種觸的種子呢，即刻起就變出了輕安觸。

這種輕安觸有時在頭頂起，有時在鼻這處起，有時在手處起。手起(輕安觸)的時

候，令你縮下縮下的，彈一下那樣。或者有時在肚臍下方起，肚臍下起的(輕安)就會

走的。有時在你的腳處起，就會整隻腳都震的，這樣慢慢地全身都郁動了，就啪啪跳

的這樣。這些都是輕安觸起，輕安觸是一種物質現象，是地、水、火、風四大種所造

的。現在的人所謂氣呢，就不是 gas，是這些輕安觸來的。那麼這些呢，你的老師葉

文意常常講輕安、輕安啊，就是這種了，是吧？

這樣，這種輕安觸一起的時候呢，初起呢，就慢慢爬而已，漸漸就霹靂啪啦的這

樣。當它霹靂啪啦的時候呢，就是那些輕安觸大起了，那時候就告訴你將近入初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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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時候就是初禪的預備班，就(像)是你讀書，叫做初禪的近分了。每一個禪定

呢，肯定有近分，這個近分就霹靂啪啦震動的，震動一輪呢，如果你很緊張的跟著，

啊！很爽啊！跟著動呢，這樣你永遠不能入初禪，整世都停留在近分，所以現在聽咒

的那些呢，(這)一世都不能入初禪的。

這要怎樣啊？要全身神經放鬆，放鬆，不要它，放鬆放鬆！這樣呢，全身放鬆之

後呢，那些瀝瀝啦啦就減低了。你再放鬆放鬆呢，這就整個不能動那樣，呼吸微細到

極，這呼吸的時候呢，很細很細，是吧？很慢，細慢；很深，直落會陰；很長，時間

很長；那時這個身很定。那時候有沒有輕安呢？不是沒有啊，充滿了一身，都不覺得

那處有了，你的身體會覺得，你好像一個橡皮人那樣，給那些溫暖的水充滿了這個橡

皮人，很舒服！那時候就輕安充滿，這樣就說你修奢摩他成功了，修止成功了，修止

成功呢，即是說你入了初禪。

初禪，如果你時時能做到這樣的境地呢，又能夠持戒呢，能夠修十善呢，你死了

之後，你就生初禪天，佛家就這麼說。不是不知，知！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樣，

輕安所到之處呢，就會把那處的窒礙驅除了。

譬如你這處酸(痛)的，輕安到這處就令到你很舒服，就是好像電療那樣，找個東

西在治療一樣啊！不就好了嗎？是吧？是會這樣在神經上覺得這些神經受了刺激就很

強，同時真的有那些大種所做的輕安觸走到那處，走到那處呢，那些普通的病呢，就

驅除那種病。除非你的業力說你的壽命已盡了，這就沒有辦法。如果不是壽盡的呢，

會好的，卻病延年，是吧？卻病呢，如果你病，沒病了，死的時候就很定了，這樣你

死的時候就會怎樣啊？你的三摩地的力令到你不痛苦，減少你的痛苦，這樣你就很安

詳的那樣，很安詳。如果你入到，正式入到初、二、三禪呢，你呢，可能感覺到都是

這樣大(歲數)了，今晚就要走了，這樣他就會告訴你：「今晚我就要請假了。」或者

甚麼的，(能)預知時至，就是這套東西了，就是用三摩地就可以了。懂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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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這套方法，用過氣就過不到你處的，要你自己的。一味的唸咒也唸不到

的，唸咒都是修止而已。為甚麼呢？唸咒呢，不是不行，你的口不要唸出聲才行，唸

出聲會動氣啊，令你的呼吸不能調節啊。唸佛不用唸出聲的，這個聲帶微微地震動就

可以，漸漸地不用聲帶震動了。

我唸咒不用口唸咒的，我唸咒可以這樣唸的，我想著肚臍下面，我是這樣，我沒

有叫你學我呀！肚臍下面，是吧？肚臍下面會陰那處呢，就水汪汪的那樣好像一個大

洋一樣，就上面有一朵蓮花，很靚的那種白蓮花，蓮花上面呢，有一點火，好像蠟燭

那樣，就好像播音那樣播些音出來，唸咒呢，譬如我唸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

吽」，我都不用口唸的，叫它唸，這就好像播音播出來，那點火播出「唵嘛呢叭咪吽

唵嘛呢叭咪吽」，我的這隻耳就聽它播，你試一下啊！好舒服的這樣！是吧！就是不

在那處唸。

你三摩地坐得差不多呢，你不覺得這個肺呼吸的，好像肺沒動那樣的，是這個呼

吸在肚臍那處，肚臍與肚臍下面那處呼吸而已，這個肺好像沒有動那樣，你試一下，

呼吸好像不用肺一樣，實質是肺！你懂嗎？但好像不用肺那樣。這樣，你呢，你唸咒

(可以這樣)。(唸)阿彌陀佛都可以的，「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你就好像一

個「pick up」那處播出來那樣，我們聽聲，聽見唸「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

佛」，你聽見打磬，聽見打鐘都可以的，你想而已，是吧？這樣你的口不用動，聲帶

動而已，挺好的，如果想慣了，當你臨死的時候，你的身體就很好，但壽命就盡了，

你也沒有甚麼痛苦，這就見到你自己當時一點光明那樣在唸佛，你就真的好像見到佛

來接你一樣。

好了，講回這裏，閑話太多了，是吧！

三摩地，是嗎？修定。「等」，等是(指)其他甚麼運動啊，等等啦，是吧？不

過，我告訴你們聽，只修定不夠的，尤其是你的身體未曾很好的時候啊，只修定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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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啊！肯定兼做運動才可以啊！如果只是修定，學修定呢，不做運動不行啊！最好

啊，你修定呢，做一下那些甚麼啊？瑜伽，做一下瑜伽，揀(選)三、四十個瑜伽做一

下，不用多，三、四十個，買本那些甚麼？《自學叢書》甚麼的，(關於)Yoga就可

以了，不用交學費去學了，買本(書)，揀(選)幾個式，是吧？揀(選)二、三十個式就夠

了，打坐啊。

我朋友馮公夏呢，今年就八十九歲，昨晚夜我們跟他一起吃飯，他說話，我聽他

說，今日晏晝(下午)葉文意請他到大會堂講東西。他都不知道有多精神，我問他：

「為甚麼你這麼精神呢？」他走的時候呢，我就有人用 taxi 送，我都有時候坐，他還

不坐，他說：「我怎會要坐啊？」他在山頂(住)，在他女兒家住。他這麼壯！這樣我

前幾年問他：「你吃甚麼啊？」他說：「很簡單的，我一日那兩餐就那兩餐，不吃

多，早上肯定喝杯水。」他又不喝茶不飲咖啡，飲水一水杯，大便一次，吃東西呢，

早餐他吃甚麼呢？他

在加拿大住，在溫哥華，他吃一餐飯而已，晚餐就吃飯，早餐不吃飯，吃那些

bran，麥糠，現在 bran很貴的，要在屈臣氏才有得賣，這麼小一包，三十幾元一

包，這麼小一包，豈有此理！貴到這樣！在美國或者加拿大，整包好像肥田料一樣這

麼大包，三塊多錢一包而已！是吧？很賤的這些，我都時時食的。他呢，就吃

bran，每天，一支鮮奶，放些 bran進去，bran是粗糙的，再加些麥皮進去，用來

煮，煮呢，就加一點糖，這就一餐了。他說：「我四十年都沒有病過了，傷風就試

過，傷風兩日就好了。沒病過。」好精神的，現在。

好了，講回這裏，「依彼造色」就「倍復增廣」了，因為你打下坐，睡多些覺，

這樣呢，那時的大種呢，你那些大種就得到休息，是嗎？得到保養，跟著呢，你的身

體，所造的色，(即)物質，大種所造的色就增廣了，健康了，更健康。就是從這一點

來說，「故說大種為彼養因。」所以說大種是受這個，就是甚麼啊？所以說大種就是

這個所造色的營養的培養的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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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講完了五種因，大種對於所造色有五種因，五種因：生、依、立、持、養，

是吧？下面呢，來一個小結了，第六頁，「如是諸大種望所造色，有五種作用應

知。」「如是」即這樣，那些大種呢，「望」即對於，對於，對於它所做出來的物

質，就有五種作用了，即是五種 purpose，五種作用，我們應該知道的。

好了，這樣關於大種與極微講過了，是吧？下面就講，不是，現在上文就講所造

的色，是吧？下面呢，專講極微了。講那些極微了，「卯二、辨說極微」，分二，留

意這處了，「辰一、簡實有」，他告訴你所謂極微，你不要執死說真有極微，不是實

有的，在理論上要這麼說而已。懂了嗎？說有極微甚麼的，理論上是這樣講法而已，

你不要以為真的我們身裏面有一粒一粒的那些極微。你們現在的那些電子與質子，你

都見不到一粒粒的啊，理論上是如此，這樣才講得通啊！

「簡」，簡即別，別開，別於，別於說實有，不是實有的！若是唯識宗裏面講

呢，除了這個真如之外，沒有一種是實有的。「辰二、明假說」，說明這種是假立的

學說罷了，這個極微啊。下面了，所以有些講空宗的人又說講唯識宗的人執著到極，

(說)實有極微啊！他都懵的！人家都說明不是實有的啊！是吧？說明不是實有，又說

人家執著！

「辰一、簡實有」，「復次，於色聚中曾無極微生。若從自種生時，唯聚集生，

或細或中或大。」這處說穿了給你聽了，剛剛我說實在的兩種啊，現在他說穿了，實

在不是有的，不過理論上要這樣講才通，明白嗎？如果不是這樣說呢，就太空洞了，

明白嗎？「復次，於色聚中」，「聚」即一堆堆，在那些一堆堆的物質現象中呢，

「曾無極微生」，未曾有過真正的一粒粒的極微生出來的，在理論上是這樣說而已。

「若從自種生時」，那些所造的色，當它由自己的種子出現的時候呢，就「唯聚集

生」，只是呢，整幅整幅，整塊整塊的聚集的東西出現，不是先變了極微再變它的，

它是聚集在一起生，「或細或中或大」，不等，大亦是一樣，細亦是一樣。這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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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又要說極微呢？因為說極微呢，這種講法會好一點，這麼解釋罷了，是吧？

你看一下，「明假說」，「明」即說明，說明所謂極微是一種假說來的。怎樣假

說呢？「又非極微集成色聚；但由覺慧分析諸色極量邊際，分別假立以為極微。」這

樣好像走回六祖那條路了，是吧？這是怎樣呢？「又非極微集成色聚」，不是真正的

一粒粒極微的聚集，就變成那些粗的物質的。「但由覺慧」，「但」即只是、不過，

不過由我們的意識，意識裏面那些智慧啊，用我們的智慧啊，「分析諸色」，將那些

物質用我們的智慧來分析，一分為二，二分為二，二又分二，二又分二⋯⋯分到不可

再分的時候呢，「極量」，分到它細到極、細到極的時候呢，就邊際了，已經分到最

邊不能再分了，我們就怎樣啊？「分別假立」，在這處起了分別心啊，原來都是法執

來的分別心啊，假立一個名稱，「以為極微」，就安慰你的心罷了，其實都是沒有

的。

這樣的講法呢，六祖的那條路又對啊，是吧？但是呢，他說這樣呢，你修行的人

這樣不行的，這樣會太空洞！「(巳二)、辨」「又色聚亦有方分，極微亦有方分；」

哈哈，這處就難解(釋)了，原來「方分」這兩個字就兩個不同的解釋。「方分」啊，

第一個解釋，兩個不同意義，第一個意義呢，「方」，東、南、西、北、上、下，就

叫做方。那些向度啊，叫做方。第二呢，「分」，一部部分，東面那部份，西面那部

份，分。方是方，分是分，這個是複詞來的，「方」及「分」合起一個名詞叫做方

分。懂了嗎？第二個解釋呢，方就是東、南、西、北，叫做方。分呢？方就是分了，

不會另外有部分的，明白嗎？即是有方無分了。第一個解釋就是：方是方，分是分。

第二個解釋呢，方就是分了，再沒有分了，為甚麼？它最細了，如果它再有分呢，它

不是最細了，對吧？既然是最細了，就只有東、南、西、北方，就不再有部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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