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邊是光，那邊是暗，穿過去(是)沒東西阻(擋)你的，古代印度的羅漢就是

這樣的解法了，虛空是我們見不到的，我們見到的只是明暗而已，好像菲林 (底

片)那樣，一黑一白的那樣，一光一暗的，我們就說它是虛空了。

其實那些是甚麼啊？虛空啊，真正的虛空呢，不是眼見到的，那些叫做罅隙，是

個窿來的，這個窿來的，隙來的，眼見不到的，眼見到是明暗而已。明白嗎？這你看

一下，「又闇色、明色」，我們說這些闇色、明色呢，就說明空界，這些叫空界，空

的了，又孔隙，又叫做窿，其實窿我們見不到的，是吧？這些是明暗色來的。那麼，

這樣的思想很奇的啊！為甚麼印度人會這樣想呢？我們中國人沒有這樣想的啊！明明

見到個大窿罷了，窿就是窿啊，是吧？他說不是的，我們見不到這個窿，這些是顏色

來的，一明一暗相映罷了。你懂不懂這個道理啊？不是很懂。

譬如這間房空框框的，我們一看就說它空的，是不是用眼看見空啊？眼見不到

的，眼見到的是一黑一白、一光一暗罷了。那為甚麼？但我們事實上知道是空的，為

甚麼呢？是我們的意識活動啊！明白嗎？聽得懂嗎？這個意識活動，這個意識活動就

聯想，你知道有一種叫聯想嗎？聯想。聯想呢，你初初知道人事的時候，你阿媽養到

你這麼大一個知道人事的時候，你看見這邊是光，那邊是暗，穿過去沒東西阻(擋)你

的，試過一次，再試過又一次，試的次數多了，啊！原來一明一暗這樣的就穿過去都

沒有阻(擋)的，這樣你就說見到這處有個大窿了，這房空的了，是不是這樣啊？這是

我們的意識，眼識見不到它空不空的，明白嗎？聽得明白了嗎？

他說「又明、闇色」來的，這種是(這樣)，我們又說它是甚麼啊？是這個窿，有

這個孔隙，其實就是明暗色。至於是不是孔隙呢？要靠我們的意識聯想的。聯想力很

緊要啊，聯想啊，如果人啊，沒有聯想，我們就搞不好了，我們過馬路，如果你沒有

聯想力呢，你就連馬路都過不了，是吧？你看見這架車離得很遠，肯定不會駛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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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甚麼你就有膽量過啊？因為你聯想啊，是吧？但是這車很近了，你就不敢過

了，為甚麼啊？因為你以前見過這車離得很近，有人過(馬路)就給撞死了，是吧？或

者一次呢，這車離得近，你過呢，嚇得你跳起來，嚇得你飆汗了，或者曾經這些深刻

的印象刺激了你，你今天過馬路的時候見到那輛車這麼近，就不過了，(這)完全是靠

聯想。是吧？

聯想，這種聯想呢，佛家叫做念， (念即指)記憶，是吧？只有記憶不行啊，聯

想，記憶要加上(這)個「想心所」，兩種一齊起作用，這樣就發生聯想了。好了，這

樣就有明暗了，是吧？有沒有一些暗的色是常常都連續的呢？有沒有啊？這個房是暗

的，你開著了電燈就不暗了，但他說有些地方時時都暗的，除非這個世界 滅了，在毁

這個世界一日未 滅呢，它暗到極的，不會變光明的。現在科學家證明了有個黑洞毁

啊，是吧？除非這個宇宙沒有，是吧？有一個黑洞，舊時就不知道有黑洞的，他說是

世界的中心啊，世界的中心裏面是黑的，不知道是不是指黑洞。地球的中心啊，是

了，地球的中心，是吧！

「又諸闇色恆相續者，謂世界中間；」「不恆相續者，謂於餘處。」其他地方，

這黑暗不是常常相續的這樣。闇色就如此了，明色又如何呢？「如是明色恆相續者，

謂於自然光明天中；不恆相續者，謂於餘處。」他說，明色時時相續的呢，他舉例

了，「於自然光明天」，天上面有一個叫做自然光明天，這個天子一出世，這個身就

光明的了，一直到，除非他死了，而且他死了，第二個人在那處一樣是那麼光的世

界，有個自然光明天，就這光明時時相續的，不歇的。「不恆相續者」呢，(在)其他

地方，「謂於餘處」。

他又解了，「明色、闇色」，解釋這個「明色、闇色」上面講過了。他再解「明

色」，「又明闇色：謂於顯色增聚應知。」明色、闇色是否實有啊？這個問題，這處

很光明啊，那處很暗的，他說這個「明、闇」是不是實有的？他說不是實有的，明與

暗不是實有的。為甚麼啊？「明色」與「闇色」呢，「謂於顯色增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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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色」，顯色即青、黃、赤、白這四種(顏)色，這四種(顏)色增加的時候，我

們就說它是明，是嗎？這四種(顏)色減少的呢？我們就說它闇。那一聚的物質呢，那

些顯色增加的，我們就說它明；顯色減少的，我們就說它闇，就這樣解釋而已，明與

闇不是有實質的。我們記不記得啊？色有三種，是吧？一種叫做顯色，青、黃、赤、

白。第二種呢，叫做形色，方、圓、大、小、高、下這些。第三種是表色，屈、伸、

行、住，表色。色就不外這三種而已，是吧？哦，到點了，講到這處止了，還要有

一、兩天悶的，但你們不要怕悶啊，是吧！悶過了之後，你將來看回呢，你會知道很

有用。有時候你會覺得奇怪，現在很多我們發現的東西呢，為甚麼有千多(甚至)兩千

年前，這位彌勒菩薩又會講了這些東西呢？就好像預言一樣，是吧？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本《大預言》啊？有沒有？有沒有看過啊？不妨買一本來看看，你看甚麼《四柱流

年》啊，看那本《大預言》，看今年有甚麼事發生。

學生：「在哪買《大預言》啊？」

老師：「《大預言》，你去辰衝書局有英文本。」

學生：「講今年嗎？」

老師：「不是，它逐年講的。」

「和集不相離」，全部《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最悶就是這兩段，你們就(聽)

過了這兩段，今天都是悶的，不過沒有那麼悶，是嗎？那麼現在要講的呢，第幾頁

啊？二十頁，「寅二」，上文啊，這一冊開首講的就是第一冊裏面所講到的那麼多東

西，所有所有的東西將它歸納起來呢，不出三類，這樣是嗎？

第一類就叫做甚麼啊？你記不記得啊？第一類，一開首這一本說以上所講的這些

法不出三類，第一類叫做甚麼啊？屬於色聚，是吧？第一類。第二類呢，心、心所，

啊，現在進步啦！初初啊，很一般的初初，現在好，現在進步了。第三類，就是無為

法，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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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當然是先講色聚了，講色聚的時候呢，講色聚的時候就講了色聚即物質的

現象，是吧？色是(指)物質啊，是嗎？物質現象呢，它先講甚麼啊？講大種，是嗎？

造成這些物質的那些元素，是吧？那些大種。講完大種呢，就講由大種所造成的那些

東西，是吧？那些事，是吧？講完大種所造成的事之後呢，就講甚麼？料簡，即是檢

討了，將上文所講的東西來檢討了。那麼檢討呢，就分三方面來檢討：第一，就依

色、聲、香、味、觸等那些東西來說明，即是「寅一」，是吧？第二，就依據那些大

種與那些種子來說明，即是現在所說的(「寅二」)。

「寅一」就講完了，那麼我們現在就講甚麼呢？「約諸種辨」，是吧？

那麼我們讀佛經呢，讀到這個「種」字呢，種類的「種」字呢，就有兩個不同的

解法，一個就當作種子的解釋，是嗎？即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的種子，叫

做種。種子簡稱為種。是吧？

第二個解法呢，就是指大種，即是地、水、火、風，四種元素，大種。

這樣現在呢，就「約諸種辨」，你看佛經看到「約」甚麼，「約」甚麼呢，這個

字應該怎樣解釋啊？這個「約」字，(解作)依據，依，當作依字解(釋)。

由晉朝、南北朝、隋唐，那個時代啊，所有的那些人寫文字呢，這個

「依」字時時都用個「約」字的。有很多的那些儒家的讀書人，文人啊，遇到

有些人用這個「約」字呢，他都解(釋)錯的，因為甚麼呢？他不慣這樣用啊！

我們要依照佛經那樣的慣例解法，這個「約」字當依照解，這樣解釋不會錯！

你查字典查呢，查這個「約」字呢，它沒這個解釋說當(作)「依」字解釋的，

當(作)簡約那樣解，當(作)約束那樣解，或者當(作)條約那樣解。但是，在佛經

裏面是特別的，當作「依照」這樣解。而那些儒家的人與那些文人遇到這個字

的時候，每每就解錯，這個「約」字解錯。我講一個解錯的，一個大名鼎鼎的

一本書解錯的給你聽，大家都知道儒家的書，有一套書啊，有一套叢書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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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之重要的叢書啊，就是甚麼啊？

《十三經注疏》這套叢書，是吧？幾乎你研究中國的學問呢，就非研究《十三經

注疏》不可，如果你的書房裏面都沒有一套《十三經注疏》的呢，就顯示你收藏的書

都是很一般的了，是嗎？《十三經注疏》裏面呢，第一冊就是《易經》，一直數呢，

數到第十三本就是甚麼呢？就是中國最古的那本字典，叫做《爾雅》，好像(是這

樣)，是嗎？由倒數第二數上去的就有一本書，叫做《孝經》，是中國那些，漢朝以

前那些人講孝道的，差不多都是依據這本經的。但可惜現在的人呢，第一，那些人沒

有那麼講孝道，現代的人；第二呢，沒有人讀《孝經》啊，真的奇怪啊！很多都有人

讀，《孝經》沒人讀的啊，在香港啊，都不見有人讀《孝經》的。我看看，在十年八

年前，我在能仁書院的哲學研究所與中文研究所，我在做所長的時候，我教書的時

候，就曾經將《孝經》講過給他們聽，就試過(這樣)，其他都沒有人讀《孝經》的。

實在這本書很好的，你想知道我們中國古代儒家的所謂孝道是怎樣的呢，你非讀一下

這本書不可！是吧！好了，這就順便講一下而已，這些是題外的話。

我現在要講這個「約」字，那些人就解錯了，《孝經》啊，《十三注疏》

裏面的《孝經註疏》，《孝經註疏》呢，《孝經》的註疏，這個註是誰造的

啊？唐明皇造的，唐玄宗造的，因為古代的很多帝王啊，他們要提倡孝道啊。

唐明皇本來這個人有時候都烏喱單刀(意指亂七八糟)的，但他又提倡孝道。清

朝的順治王呢，也是不知去了哪處的，但是呢，有本《孝經》的註(解)是他

的，現在買不到了，你現在去書局，你說買《孝經》的註(解)，要清朝的順治

皇帝註的，你挺難買了。舊時呢，我小孩子的時候，在文武廟附近那些地攤裏

面幾乎都有這本書的，清世祖註的《孝經》都有。我們小孩子的時候，我曾找

個 齋攴攴 (意指私塾書館)的先生來補習， 齋的先生就教我們讀《孝經》，攴攴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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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呢，如果你跟我(打)賭，誰跟我(打)賭，你拿本《孝經》，我唸給你聽，如

果我唸得到半部的，你拿一千元出來請客，不是很多啊，結緣罷了，是吧？如果不夠

呢，不夠半部呢，我請，我敢與你(打賭)，是吧？我現在仍然唸得出那半部《孝

經》。我們舊時靠唸書的，所以我教他們唸書，他呢、他呢、他呢，這三個呢，我叫

他唸《成唯識論》。我分開兩種人，講《成唯識論》，一種人呢，我叫他連散文都要

唸的，我就看高了他；有些呢，不用唸散文，只唸《唯識三十頌》，這個(屬於)二

等；不用唸了，看看就行了，看三幾次就行了，三等；不出聲的，四等，就是你問我

都不答理，不叫的呢，你就四等，就是我給你四等。

這樣我講了，唐明皇作了《孝經》的注(解)，他就寫了篇序(文)，如果你們喜歡

文學的，喜歡四六(駢)文的，我勸你讀一下這篇序(文)，唐明皇(在)《孝經》的那篇序

(文)啊，是一流的四六(駢)文。等於唐太宗作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又是一流的四

六(駢)文，但那些人又不讀，不知為何？尤其是唐太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啊，

真是一等一的(好)。四六(駢)文，為甚麼那些人不讀呢？沒甚麼的，他不會解典故，

主要是不會解釋那些典故啊！這個這個，好多啊，尤其是中間那處很多典故的，有說

甚麼啊？

「驚沙夕起，空外迷天。」不知甚麼了，後面的我都不記得了，「積雪晨飛，」

甚麼無地，我都不記得了。他這樣的四六(駢)文啊，又要熟悉地理的啊！怎樣「驚沙

夕起」啊？「空外迷天」呢？原來他去到新疆省啊，那個沙漠中，夜晚的風啊，這個

太陽一收了之後，這天氣一冷呢，那些風就呼呼地起了，第二天早上呢，你整個帳幕

住了，第二天早上可能那些沙蓋過你的帳幕了，可能(這樣)。所以呢，一起風的時候

呢，就「空外迷天」，空氣外，那個天空外可能連這個天都見不到的。「積雪晨

飛」，一冷起來就即刻下雪，夜晚下雪，早上的雪一停了，那些雪就滿天飛，仍然是

見到有些這樣的情形。那麼這一類的(典故)與很多那些講到印度的典故(都)不懂，所

以那些教授就懶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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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現在我就講了，唐明皇那篇四六(駢)文，那篇《孝經》的序(文)啊，你一讀

起來，啊！一流的呢！他說到甚麼呢？他說，「韋昭、王肅，先賢之領袖；」上面一

比了，「虞翻、劉邵，抑又次焉。」這個「虞」字，我可能寫錯，可能是另外一個

字，這個音是「禹」。我講下面寫的幾個字了，他說，講《孝經》的呢，三國的時代

有個人叫做韋昭，他說韋昭與晉朝的一個人叫做王肅，他說韋昭、王肅這兩個人呢，

講《孝經》啊，就「先賢之領袖」了，先代那些讀書人的領袖了，這兩個人。他說，

「虞翻、劉邵」，一個虞翻，一個劉邵，這兩個呢，「抑又次焉」，又低一些了。這

樣講了這班人都是數出那些研究《孝經》的那些人出來。「劉炫明安國之本，」他說

另外有一個劉炫，他就把漢朝的孔安國對《孝經》的注釋呢，能夠原原本本地將它托

出來，「明安國之本」。

另外呢，隋朝的時候有一個叫做陸澄，「陸澄譏康成之注。」漢朝呢，後漢的時

候，有個叫做鄭康成曾經注(釋)過《孝經》，隋朝的陸澄就譏諷他，說那個鄭康成的

注(釋)呢，不是很有用，「譏康成之注」。他數盡了古代的那些注家啊，他然後在下

面批判了。「在理或當，何必求人？」只要他講得言之成理，理由恰當呢，「何必求

人？」(指)何必一定要譏諷，責這個人呢，求者，即責成這個人。他說我現在怎樣

呢？「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我現在，我唐明皇注(釋)這本《孝經》呢，就把上文

的六大家的異同舉出來，哪六大家啊？韋昭、王肅、虞翻、劉邵，這就四個了，劉

炫、陸澄，這就六個了，是吧？

他說，「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會五經之旨趣。」「約

文」，現在這個「約」字出現了，「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

貫。」看一下這個注(釋)了，「今特舉六家之異同，」就會合五經之旨趣。「會五經

的旨趣」啊。「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前面是對頭了；「分注錯經，理亦條貫。」

這是對尾了。是嗎？兩比啊。「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這樣，「約文敷暢」，

你估(計)《十三經注疏》的那個疏啊，注上注的啊，注上注就叫做疏，叫做疏。這個

「疏」字讀(粵音)「so3」。那個「疏」字怎麼解釋啊？你揭(翻書)一下，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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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你也可以打賭，你回去揭(翻)一下，找回這篇的注(釋)啊。

他說「約文敷暢」，他不會解了，他說用簡約的文章來敷暢《孝經》的道理啊，

全錯了！用簡約的文章來敷暢它嗎？人家不是這樣解釋的。人家唐朝的人(解釋)「約

文」啊，依照《孝經》的一句一句文，就在下面來注(解)它啊，「約文」來「敷暢」

啊，與現在的「約甚麼」的「約」字一樣解(釋)啊。「約文敷暢」就「義則昭然」，

經裏面的義理就昭然若揭了，看到了。「分注錯經，理亦條貫。」這句「約文敷暢」

呢，與「分注錯經」剛剛一對的。怎樣叫做分注錯經呢？我來考一下你們的國文，想

一下，我不難為你了，這句不行了。「分注錯經」懂不懂啊？分開那些注(釋)來到錯

經，怎樣錯經呢？錯經啊，懂不懂？懂不懂啊？你們英文書院畢業的多數不懂了。

錯者，犬牙交錯，你見過那些狗口的牙嗎？狗口的兩排牙是這樣，對嗎？這樣錯

的，我們的牙就這樣的，是嗎？那些狗牙是這樣的，這樣的就叫做錯了，即梅花間竹

的那樣就叫做錯了。分注來錯經，不要讀「錯(音)」啊，搞錯了本經就不好了！分開

那些注(釋)來與那些經(文)相錯，明白嗎？

現在看到很多的都是一段經文一段注(釋)啊！那麼這些就叫做分注錯經。以前的

讀書人就經是經，注是注的。他現在分開每一段經下面就放一段(注釋)，編輯一段注

釋，這樣來分注錯經，與經(文)相錯。這樣「理亦條貫」，這道理都很條貫的。所以

就「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這樣就寫下來了。「琬琰」，他是皇帝身份啊，難

道要找張牛皮紙來寫嗎？皇帝寫作的東西肯定要甚麼啊？琬琰者，那些漂亮的玉石，

玉啊！就寫在那些玉板上面。他是皇帝啊！「庶有補於將來。」希望對將來的人有所

補益，這樣之類。頌文裏面有一個字在字典不是這樣解的，現在佛經卻這樣解了，我

再講給你聽。「庶」字呢，如果是佛經以外的中國書(籍)呢，就庶者，庶機，庶機，

就是近乎那樣了，是嗎？庶機能行了，可以了，這樣(的解釋)。

譬如這樣，你的兒子現在參加考大學了，我就說，你的兒子這麼勤力讀書，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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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考到入香港大學的了。這樣之類。那麼這個意思就是甚麼啊？就是近乎會考到了

的這樣解(釋)，是吧？庶就當作「近」字的解釋啊。但佛經裏面呢，這個「庶」字怎

樣(解釋)啊？窺基法師那個「庶」甚麼甚麼，他直接講，庶者，冀也，我現在解(釋)

的多數用他這個，庶者，冀也，冀者，希望。你有沒有讀過？你們有些人聽我講的

《成唯識論述記》的那篇序(文)，最尾(後)那兩句，記不記得啊？有沒有讀啊？未讀

啊，快點讀吧！

記得嗎？「庶玄鑒來英，鏡詳幽致云焉。」，記不記得？希望那些有聰明智慧的

未來精英呢，能夠借鏡我這本(書)就知道《成唯識論》很深奧的道理了，聽得到嗎？

記不記得這個字啊？你有沒有興趣將它來唸啊？看你夠不夠福(氣)，你夠福(氣)呢，

就唸得到，你不夠福(氣)呢，你不會唸的，唸了它，你會終身受用啊！哎呀，你這樣

誇大了啊！不誇大！你過多幾年，你就知道。我現在都唸，一下子就會，現在老了，

一下子會窒一下，我定一定呢，又會記得了。懂了嗎？「約諸種辨」，就是依據那些

種來說明，辨即是說明，解說。這個「種」呢，這個「種」字呢，又可以當(作)種子

的解(釋)，又可以當(作)大種的解(釋)。

我們這處呢，這段文呢，就當作甚麼啊？就當作種子解(釋)的。這樣，種子有兩

種種子，色聚有色聚的種子，大種有大種的種子，這是為甚麼呢？譬如我見到一塊板

是白色的，這個白是顏色，白的顏色有白的種子。白的顏色只是這塊板的表面，它的

內容是微粒子來的，一般(是這樣)，每個微粒子有(每個)微粒子的種子。不過呢，白

的種子就實的，他說。現在你們未懂的，微粒子是種子(變的)都是假說的，在理論上

如此說而已。甚麼啊？想出去嗎？不用了，我自己走可以了，不用不用，自己走可以

了。

色聚者，那些甚麼啊？那些微粒子，就是那些極微聚在一堆成為那些大件的物

質，叫色聚。色聚有色聚的種子，大種又有大種的種子。你看一下，「約色聚辨」就

分開兩講了，第一，先講色聚，「約諸種辨」就先講色聚，其次呢，就再講四大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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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色聚辨」了，約色聚的種子來講了。「又由依止色聚種子功能故，若遇相似緣

時，或小聚無間大聚生，或大聚無間小聚生。由此因緣，施設色聚有增有減。」這解

答一個甚麼問題呢？

譬如你養一隻狗仔，牠現在只得五斤重，但是呢，過了個多月牠有七、八斤重，

整隻肥了，後來這只狗又生虱子，越來越瘦，過了一年，他瘦得還細(小)過以前很

多。肥就叫做增了，對吧？瘦了就叫做減了，對吧？增減啊。好了，你做生意，忽然

間一下子賺了很多錢，增啦！或者你蝕本，蝕了一大截，減了，是吧？色聚有增減的

啊！凡是有形有相的東西都會增減的啊！好了，他這處解釋為甚麼這些東西會有增

減，都是這個識變的啊，都是大種造出來的，為甚麼這樣奇怪？你養隻狗仔，這隻狗

仔是地、水、火、風四種大種造的，為甚麼忽然間大種造得牠肥了呢？忽然間大種造

得牠這麼瘦呢？我們普通的一般世俗就說：「是啦，他吃得飽，吃得多就肯定肥了，

你餓一下牠就瘦啦！」但在學理上，在唯識上就不是這樣解(釋)的，因為那些東西是

識變的。你餓牠或者給多些東西牠吃，這些是外面的緣來的，條件來的，主要的原因

呢，別有所在的，為何別有所在呢？他解答給你聽了。

「謂由依止色聚種子功能故，」「依止」就指甚麼啊？普通指我們的身體，叫做

依止。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就有精神現象，又有物質現象，這個身體的物質現象

叫做色聚。這個色聚是甚麼變的？是種子變出來的。譬如我這塊臉是黃的，變黃的種

子起，變我的這塊臉黃；我這塊臉是軟的，軟的種子起現行，變得是軟了。譬如我

(的)頭髮是黑的，黑的種子起現行，變成黑；頭髮摸下去是硬的，硬的種子起現行，

變成硬。整堆種子啊，好像交響樂曲那樣一齊奏(而)形成的那樣。依止我的身體，身

體裏面有色聚的，有物質的，這些物質都是由它的種子造出來的，那些物質的色聚的

種子。這個種子功能，這個種子都有功能，這個種子的(功能)就是甚麼？這個功效，

這個功能(指)功效，即能力，種子的能力。這個功能兩個字即英文的 purpose。種子

的功能故，這種子是有功能的，有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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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種子怎樣啊？陸續出現，「若遇相似緣時」，怎樣叫做相似緣啊？與它相適

合的緣。這「相似」兩字不是說它兩個樣子相似啊，是當(作)與它相適應的，與它相

適合的緣出現的時候呢，它就或變大，或變小了。為甚麼叫做相似的緣啊？譬如你養

過小孩，譬如你的身體，你吃多點好的東西，吃多些有營養的東西，這就是相似的緣

了，變大了，就一直(變)肥了，肥了，相似的緣，空氣又好，或者休息又多，這些

啊，營養又好，這些就是相似的緣啊。

緣即是條件，那些相適合的條件，一砌(組合)起來的時候，它就會怎麼樣啊？變

大了，懂了嗎？又呢？有些緣會令變小的，變小的相似緣，都有相似緣的，剛剛我講

的是變大的相似緣。變小的相似緣是怎樣啊？餓兩餐啊，睡覺睡不足啊，常常吃刺激

的食物啊，那麼這樣的相似緣，這些就是會變瘦的相似緣，有這些相似緣的時候呢，

這會變瘦了。這樣，遇到相似緣的時候呢，「或小聚無間大聚生」了，本來是小聚

的，跟著呢，變了大聚，變肥了。

「或大聚無間小聚生」，本來肥大的，忽然間變小了。這都是識變的，為甚麼

呢？譬如這樣，你前一個星期一百二十磅，現在這個星期呢，變了一百一十磅了，細

(小)了，這樣就是說變了，為甚麼會這樣變啊？其他的都是緣來的，主要的就是甚麼

啊？一百二十磅的時候，那些變一百二十磅的那些種子啊，一齊變就變出一百二十

磅；現在瘦了呢，那些種子，有些變換，少了些種子，或者雜的種子混在一起縮小，

就變得一百磅了，懂不懂啊？聽得懂嗎？是這樣解釋的，這就是前一個星期那些種子

的出現呢，與這個星期的種子出現不同。如果再將它詳細分析又怎樣啊？前半個星期

與後半個星期的(種子出現)又不同，明白嗎？再分析呢，前日的種子出現與今日的種

子出現不同。

再分析又怎樣啊？前一個小時的種子出現與後一個小時的(種子)出現不同。每一

秒鐘將它分成百萬分之一，或幾十萬之一，叫這做一剎那。每一個剎那呢，那些種子

都出現，但每一個剎那一出現之後呢，那些種子出現之後即刻就滅了，那些種子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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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滅了。一滅呢，第二個剎那的新種子又爆發了，一爆發之後呢，第三個剎那的種

子又爆發了，因為這樣，每一剎那的種子不同。所以呢，你就怎樣啊？前一個星期所

變的形狀呢，與後一個星期所變的形狀一定不同。聽得明白嗎？不只這樣，前一日的

種子所變的與後一日的種子所變不同。再分析，前一剎那的種子所變出來的形狀與後

一 那的那些種子所變出來的形狀都不同。聽得懂嗎？聽得懂嗎？刹

「小聚無間大聚生，大聚無間小聚生。」「由此因緣」，這個「因緣」當作原

因，基於這樣的原因呢，就「施設諸聚有增有減」了。「施設」就是說，說，就是我

們講。由於這樣的原因呢，我們就說那些色聚就會有增有減的。這對於一個人一肥一

瘦，一增一減，他給予一個甚麼啊？學理上的解釋，你可以說給予一個玄學上的解釋

都行，實在這是給予一個認識論上的解釋。聽得懂嗎？這就依據色聚來說明那些物質

現象會有增有減的。

現在呢，就第二，「卯二、約大種辨」，是依據地、水、火、風那些元素來說明

了，又分兩段，第一段，依經言，引那些小乘《阿含經》；「辰二」呢，就說明我們

人呢，確是具有經裏面所講的那些東西的，「明具有」。現在你看，舉出經說了，這

些呢，大抵都是《阿含經》裏面的，但是我們呢，就未曾有人將整套《四阿含經》逐

本(翻)揭、揭、揭，(翻)揭到是哪一本《阿含經》有這幾句，未有人找到，不過我知

道這幾句是在《阿含經》裏面的。現在呢，舊時的人不要說了，現在《心經》呢，我

們就知道了，我們常常唸的《心經》啊，就花(費)了四個人的力量啊，然後才將《心

經》(編輯好)，(知道)那些語句是在哪本經書裏面抽出來的。

《心經》不是佛就這麼(直接)說的，是那些後人呢，後代的菩薩呢，就在佛所講

的經裏面把它重要的句子抽出來(編)輯成的。看完了(《心經》)呢，那你就可以在

《大藏經》看。「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這幾個字呢，是《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分，第二分裏面的，至於說第幾卷第幾頁

呢，我現在沒有在手上，你要的話我可以告訴你聽，連第幾頁(都知道)，日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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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藏經》第幾頁的這幾句，我講給你聽。原來就在《大般若經》裏面的，它不是用

「觀自在菩薩」這幾個字，它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色蘊空、

受蘊空、想蘊空、行蘊空、識蘊空」(就是)「照見五蘊皆空」了。

還有呢，下面「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呢，又是在《大般若經》第二分，是釋迦佛叫了舍利子的名(字)，「舍利子！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它就很詳細，它是「受不異

空，空不異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舍利子！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全部是《大般若經》(的經

文)。

這然後呢，「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一直至到甚麼呢，「無智亦無得」，

都是這樣，一句都沒有改到。我發現了，但是我那本，以前那本經書的講錄我就未曾

有放進去，因為那本講錄呢，就是由劉錦華與陳瓊璀兩個人，拿錄音帶來(筆錄)的。

我說是《大般若經》抄的，就寫在黑板，錄音帶就沒有寫在黑板的(內容)，就是你聽

我講話，你即管可以聽我講話，但我剛剛寫的那段東西裏面就沒有了。是吧？錄音帶

的缺點就是這樣，但錄影就不是了，錄影就齊全了。

這樣，我知道《心經》的主要部分就在《大般若經》裏面。這樣，舊時在這處講

的，在初級班講書的，(又是聖一法師的徒弟)，又是松泉法師的徒弟，那個衍空法

師，我就告訴他，我說，我已經找到第幾卷了，這本《心經》那些句子在《大正藏

經》第幾卷，我已經找到了，如果我再要找到(餘下)兩段，齊齊全全的，我將來下一

次出版就將它放進去了。衍空法師這個人真的很努力啊！很難得一個青年的比丘這麼

努力，他真的去揭(翻經書)，四圍揭(翻經書)，他找甚麼呢？他想找那首咒啊，我知

道「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莎婆呵！」這句，這首咒一定是密宗

的咒來的。當時呢，肯定當時的人與「般若」有關，當時很流行的，在印度。但是，

《大般若經》裏面呢，全部看完了都不見有這首咒，我就說，真的沒辦法了，(找不

到)這首咒。

13



那麼他說，去找密宗的書啊！我說，我哪有這麼多時間啊！密宗的書那麼

多！估不到他，只是在幾個月前講給他聽，兩個月前講給他聽，他有閒去揭 (翻

書)啊！去揭(翻書)啊，他找到了啊！找到原來在《大正藏經》裏面有一種叫做

《陀羅尼集經》，裏面就有這首咒，叫做《般若大印經》，《般若大印咒》 (應

是《般若大心陀羅尼》)，完全一樣，「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

⋯」是多三個字，「跢姪他」三個字，「跢姪他」就是「即說咒曰」，這幾個

字不是咒文來的。他找到就非常歡喜，即刻就親自找我說，羅生啊，《大正藏

經》第幾卷找到了，還找到了，在密宗裏面找到，是胎藏界裏面的持明院，胎

藏界的壇城的持明院，有一個叫做，那個第五位的菩薩叫做般若菩薩，是他的

咒來啊！真的！那我就即刻說，現在呢，就不能掠美啊，是我提出的，但是他

找到的，「揭諦揭諦」就找到了。

那就再找了，我就記得在《大般若經》有這幾句的，「故知般若波羅蜜

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

虛。」肯定都在《大般若經》的了，我約略見過，《大般若經》六百卷啊，就

不記得在哪裏啊！是嗎？

我有一日就跟區樹根和那幾個說起，剛剛區樹根就買了套《藏要》回來，

就揭起了《藏要》，揭起的《藏要》就選了《大般若經》的第五分，是最簡要

的一本，給他一揭，看著看著，就(看到)原原本本，一字不逆啊！就在這處

啊！所以他前兩晚啊，就拿給我看，說：「羅生啊，你看看，一字不逆啊！在

這處。」確是啊！他拿著本《藏要》揭起來(找到的)。

那就是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百分之九十五差不多的字句就在《大般若經》

裏面抽出來的。我就來呢，不過現在還有幾百本那些《心經講錄》未送出，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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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設法送給人。再印，再印呢，我就放進去，在這注明，這段這幾個字見諸《大藏

經》裏面第幾卷(的經文)放了進去。這就有人提過，有位東初法師就略略提過，但他

提得不完備啊。如果我放了進去呢，就可以怎麼樣呢？唐朝以來最齊備的了，沒有人

講過啊，是吧？好了，這樣就說回這裏，順便講這個而已。他引這經，我就不知是

《阿含經》，因為甚麼呢？現在的《阿含經》與這處經文的文字有些不同啊，可能這

意思相同，但未曾找得到(經文)，希望能找得到，都(說)不定。我已經對於那些研究

《阿含經》的人啊，叫他們留意了。

如果遇到這幾句差不多的，你講給我聽，等我又放進出啊，是吧？但是可惜呢，

香港現在的人呢，將四(本)《阿含經》拿來讀的都很少見這類人，只是讀一本《雜阿

含經》的現在就很多了，現在很多很多了，拿來講的都有，但還有三本《阿含經》

呢，是嗎？好了，經這樣說，「如經言」，例如經裏面釋迦佛就這樣講，「若堅、堅

攝、近攝、非近攝、執受、乃至廣說。」那麼這幾句有甚麼關係呢？

四大種者，人人都知道佛家講元素就講地、水、火、風，四種叫做大種。但是很

多人都未知道它，那些大種是怎樣的呢？原來要這樣說的，大種就是微粒子來的，好

像現在的所謂電子、質子那樣，即最微細的粒子叫做極微。大種就是極微來的。

「地」就是甚麼啊？一種堅硬性的(微粒子)，地大種呢，不是我們看到的地，而是一

種堅硬性的微粒子。「水」的大種呢，就不是水汪汪的水啊！而是有濕潤性的微粒

子。「火」呢，就不是烚烚的火，而是那些有溫熱性的微粒子。「風」就不是好像一

陣風吹過來的風，而是甚麼啊？一種動性的微粒子。

這本經，它這處講甚麼啊？地、水、火、風之中，他用地大種做例子，我們認識

了地(大種)，了解地(大種)就水、火、風都了解啦。這「地」呢，地就是堅性的微粒

子啊，這說「若堅」，這個堅啊，就是堅性的微粒子。你看一下這裏，這一段就韓清

淨的《披尋記》的，你看看這段，「此引經言」，這一段「姑且舉地界」，地、水、

火、風四界啊，做例子。舉地界來做例子呢，「若堅、堅攝、近攝、非近攝、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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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受」的三種地的不同，三種，元素之中同是地元素都有這麼多種的不同，差別就

是不同。他說，文中略無非執受，既然有執受，就應該有非執受啊，他就略了它，他

說「當知即是廣說事。」「乃至廣說」，這「廣說」兩字呢，就包括了「非執受」。

「復次當知」，也應該知道，執受、非執受呢，執受(與)非執受呢，就是甚麼啊？在

識處叫做執受。執受者，我們的第八識滲透進裏面就叫做執受。令到起知覺的叫做執

受。那麼，經就是這樣講了，我們先不理這些，也不要理其他東西，經是這樣說了。

解釋經(文)了，彌勒菩薩自己解釋經(文)，你看他自己解釋，第二十二頁，彌勒菩薩

自己解(釋)。

「堅云何？」甚麼叫做堅？他解答了，「謂地。」即(指)就是，就是地，那些地

的極微。第二個了，經裏面怎麼說啊？「堅攝。」「堅攝又云何？」甚麼叫做堅攝

呢？「謂彼種子。」地極微的種子，就是說藏在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種子，一起現

行，出現的時候呢，就會變成地極微的種子，即每粒地極微有地極微的種子。這理論

上是如此了，這個「攝」字是(指)屬於。好了，又再解，「堅者，即彼界。」又啊，

所謂堅呢，就是指的彼界，彼界即是堅的元素，這個「界」字當作元素的解釋，當

elements的解釋。

「堅攝者」就是甚麼啊？屬於堅的那類東西，我們人身裏面的那些髮與那些毛

等，這些叫做堅攝，或者那些身體外面的土塊等，也是堅攝。明白嗎？那麼「堅」與

「堅攝」是兩個不同的解釋了，一個呢，就是指甚麼啊？堅」，就指堅性的那些種

子，不是，是那些堅性(的)地的現象。堅攝就是地的種子。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

(釋)呢，堅者，即是堅的元素，即(指)地的元素。堅攝者呢，現象中那些堅硬的東

西，例如我們身體裏的那些骨頭、頭髮，身體以外的泥土、石，聽得懂嗎？這樣解釋

了「堅」、「堅攝」兩個，「近」與「近攝」了。

「近攝云何？」「謂有執受。」他說所謂近攝呢，即是有執受而已。他說是名詞

不同罷了，如果同樣道理，「非近攝」即是「非執受」了，是吧？即是執受。那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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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執受啊？這樣我再講了，在佛經裏面時時碰到「執受」的，你的第八識滲透入你

的身體，它所滲透的部位呢，就會有知覺的。如果它不滲透呢，你就麻木不仁的。

(這)就是說我們的身體呢，雖然都是第八阿賴耶識所變，但是這個阿賴耶識變了之後

呢，它就滲透我的皮、肉、筋骨的。它沒有滲透我們的頭髮，所以我們剪那些頭髮都

不會痛的。它亦沒有滲透我們的手甲、腳甲，所以我們剪手甲，剪腳甲都不痛的，但

如果你剪塊皮呢，你就痛了，這樣叫做執受。為甚麼我會有知覺呢？這個身體，就是

因為有個阿賴耶識執受它。這意思就是甚麼啊？怎樣叫做執受呢？執持它，令到它起

感覺。這樣，我再解釋得清楚一點呢，滲透了它，滲透進裏面，令到它起知覺，這就

叫做執受。

譬如一個人，一死了的時候呢，你將他鋸了，他都不知痛的，為甚麼啊？這個阿

賴耶識已經不執受他了。是吧？「執受云何？」「謂內執受。」內者，這身體內，我

們身體的裏面呢，屬於我們身體裏面的物質。再解(釋)了，「非近攝云何？」「謂無

執受。」就是沒有執受的，非近攝。「無執受(又)云何？」甚麼叫做無執受呢？

「謂外所攝。」我們的身體之外的東西。(這)就是說，身體內、身體外的

東西都是我們的識所變，不過身體內呢，我們變了之後還執受；身體外呢，雖

變而不執受。聽得明白嗎？你身體裏面，為甚麼刺一下你，用針刺一下你會痛

啊？因為你的阿賴耶識滲透進你的身體，(刺你臉的時候)你的阿賴耶識滲透你

的身體，滲透到你的臉，就令到你的臉起知覺。明白嗎？當你死了的時候呢，

這個阿賴耶識不再執受你的身體了，當阿賴耶識不執受你的身體的時候呢，鋸

你都不知道，明白嗎？

還有呢，阿賴耶識滲透你身體的時候，你的身體就有新陳代謝的作用，不會變死

了，不會死的，不會變死屍。當這個阿賴耶識離開你的身體，不執受你的身體時候，

這個時候就叫做死亡。你死亡了，這時候會腐爛，會臭的，會發臭的。甚麼叫做無執

受呢？謂外所攝，我們身體外面的東西。這樣，「近攝」與「非近攝」就一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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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又有第二個解釋，「又心、心所所執種子名近攝，名執受；與此相違，名非

近攝，名非執受。」那麼說到這處呢，你又要留意了，他說我們第八阿賴耶識裏面

呢，就有兩種種子的，普通的，一般來說，有些人就(只)得一種，但是一般來說就有

兩種，一種就叫有漏種子，與煩惱相結合的，可以(這樣)，這些有漏種子就是阿賴耶

識的一部分來的，是屬於阿賴耶識的。但是，有些人除了有有漏種子之外，他還有些

叫無漏種子，即清淨的種子。

這些清淨種子是不是在阿賴耶識？都是，寄存在阿賴耶識。為甚麼是寄存啊？就

是你有個大夾萬(保險箱)，你有很多港幣，是你的，但是，另外有一個人有些美金，

他沒有夾萬(保險箱)放，寄存在你那個夾萬(保險箱)，那些美金不是你的，是人家

的。明白嗎？這就叫做寄存。無漏種子只是寄存在阿賴耶識。

我們舊時初學的時候，我會質問那些先生，阿賴耶識又有有漏種子，又有無漏種

子，是嗎？同是一間屋，又有男人，又有女人，為甚麼你說有漏種子就屬於阿賴耶

識，無漏種子就寄存的呢？是嗎？就是這間屋有男又有女，為甚麼你說女人就屬於這

間屋的，男人就不屬於這間屋的，這有甚麼道理呢？我們曾經(這樣)問。當時我們很

無知啊，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幼稚，不應該這樣問來丟架(丟臉)的，實在很丟架(丟臉)

的，這樣問法，是吧？但是，現在我又給很多人問啊！當時我在昆明，在昆明時時去

見太虛法師，太虛法師在昆明城外，在聖恩寺住，我們兩個禮拜就去，在昆明住的時

候，去見一下他。

有一次我問太虛法師：「為甚麼啊？同是在阿賴耶識裏面，為甚麼有些是寄存？

有些是屬於，為甚麼呢？」他又不是答得很清楚啊！他說，你讀多些書就知！哈哈！

真讓他氣壞了！那麼我說：「是啊，我現在未有讀多啊！你解一解給我聽，行不行

啊？」他說行！他說有漏種子就屬於阿賴耶識的相分來的，就讓阿賴耶識的見分攝

住、吸住的，好像(這)個鉗那樣鉗住它，好像(這)塊磁石攝著那些鐵粉那樣，就攝著

它，這樣那些有漏種子就給阿賴耶識攝著，給阿賴耶識的見分攝著的，好像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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鉗鉗住。這個無漏種子就不是，寄存在阿賴耶識的自證分的，不是給它的見分鉗著

的。那麼，當時是不是這樣都是不明(白)啊，都是不明(白)啊，就等於我現在複述給

你聽，你明不明白啊？都是一樣不明白啊，對嗎？

太虛法師就這樣講，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他，再問又再丟架(丟臉)了，這種東西就

不好意思再問。後來呢，真是的，果然讀多些書呢，就懂了。因為甚麼呢？原來，為

甚麼有漏種子就屬於阿賴耶識的一部分呢？無漏種子就不屬於它的，只是寄存呢？因

為，講著講著，原來一定要這樣講才(講得)通的，不是這樣講原來就不通的，所以現

在有很多青年讀這讀那，為甚麼會這樣啊？又為甚麼會那樣啊？有時候真的要學太虛

法師那樣的講法：「你讀多些書你就知道的了！」真是的！為甚麼呢？他說，我們的

第八識裏面呢，就寄存了很多無漏種子，其中有些無漏種子就怎樣啊？有些無漏眼識

的種子將來有機會跳出來，跳出來變了無漏的眼識；有無漏的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的種子，將來有機會跳出來呢，變了無漏的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還有，現在我們的有漏的意識就很淺鈍的，無漏的意識就非常之猛利的，將來我

們呢，或者一見道的時候呢，它就跳出來；或者成了佛之後就長期跳出來，這樣很猛

利的。現在不過躲在那處，即好像避雨那樣躲在那處而已。還有這個無漏的第七末那

識呢，自他平等的。我們的第七末那識呢，常常執著(有)個「我」的，污糟邋遢的。

他說那個，自他平等的那個清淨末那識呢，那個種子寄存在阿賴耶識。

還有最重要，我們現在的第八阿賴耶識是有漏的，為甚麼啊？我們這個世界是有

漏的啊！我們這個不是極樂世界啊！為甚麼不是極樂世界啊？為甚麼有漏啊？因為是

我們有漏的第八識變的啊！是吧？但是，我們有些無漏種子裏面有個無漏第八識的種

子，因為我們現在的有漏第八識正現起，無漏第八識的種子就不能現出來，就只是種

子寄存著而已。一定要 滅了這個有漏的第八阿賴耶識，這個無漏的第八識叫做阿摩毁

羅識，然後才可以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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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於我們從尖沙嘴過海，如果正(堵)塞著，你怎麼過啊？(前面的障礙)一定要

離開了，推開了，你這才能過得了。你正坐在這，你不走開呢，我就不能坐在你的位

置啊！要請開你，我才可(坐)啊！好了，你懂不懂啊？講到這處呢，你已經有三成懂

了，是嗎？懂不懂這三成啊？這就是說一定要有這樣的需要啊，要請開那個(有漏的)

阿賴耶識。但如果說，無漏種子是阿賴耶識的那部分呢，不就是連自己都請(開)了

嗎？明白嗎？是吧？懂不懂？所以一定要說寄存，請不走的這個寄存，寄存在你這處

而已，你死了，第二個來了，它就寄存在第二個那處了。懂不懂啊？一定要寄存。而

且這樣，我們怎麼樣請得開這個有漏的第八識呢？他說要靠甚麼啊？靠那些極之強的

無漏智。

這些極之強的無漏智就寄存在阿賴耶識裏面，好像我們看戲，看那部《木

馬屠城記》，有沒有看過啊？《木馬屠城記》(講述了)那些人放進馬裏面，那

些軍隊，是吧？等到有機會就去滅了那個國家。我們的無漏種子寄存在阿賴耶

識呢，就好像《木馬屠城記》的那隻馬那樣，一有機會的時候，就爆出來呢，

滅這個國家， 滅這個阿賴耶識，即是請開了這個阿賴耶識，請開了，消滅毁 毁

了，直情(是這樣)。消滅這個阿賴耶識了，那時的無漏種子裏面有個種子叫做

阿摩羅識的種子，它就爆發，就是佛的第八識。如果你說這個阿摩羅識的種

子，無漏種子是阿賴耶識的一部分，那麼誰來消滅它啊？是嗎？是在它裏面爆

發消滅了其他啊！如果它(無漏種子)是它(有漏阿賴耶識)的一部分就不會消滅

了。正是因為它(無漏種子)不是它(有漏阿賴耶識)的那部分，它躲在裏面而已，

《木馬屠城記》那隻馬裏面的敵人而已，這樣才能消滅你啊！如果它是那個國

家，它不會消滅自己啊！懂不懂啊？是不是一定要這樣的講法：說那些無漏種

子寄存在第八識的，就不是給第八識的見分鉗死了，而是寄存在第八識的心體

上而已，自證分上面。明白嗎？是不是要這樣說才通啊？

原來太虛法師說：「你讀多些(經論)就懂了！就懂了！」你猜我怎樣啊？十年後

20



才懂啊！十年後才知道啊！不是讀多些才知道。

學生：「這樣我們不就是很好彩(好運)嗎？」

這樣就是啊！這樣就是啊！不知為甚麼那些老師是要這樣啊！他又不全說

給你知道，你以後就知道了，知道了，這樣。懂不懂啊？你今天不要以為是題

外話啊！你知道你將來成佛的種子啊，就不是你第八識的一部分來的。你不要

以為你的阿賴耶識會令你成佛啊！你將來成佛的無漏種子就寄存在那處， (好像

是)《木馬屠城記》裏面那隻木馬罷了，一有機會呢，它作反的啊，革命的啊，

消滅這個阿賴耶識的，當它消滅阿賴耶識的時候叫做甚麼啊？金剛心。成佛之

前的剎那叫做金剛定，金剛定的時候就是作反的時候，(是)消滅第八識的時

候。講到這呢，你說是不是啊？任你選，兩(個)說(法)你選哪一說(法)呢？你要

選這個說法才通。是吧？你選另一說法就不通。所以呢，現在有很多人的講

法，動不動就駁(斥)，又說舊時的講法沒有現代心理學那麼好啊；又說舊時的

⋯⋯

人家有千多年了，那班菩薩千多年(來)不斷不斷地想啊！你那三幾年的，在大學

讀了三、五、七年，你想一下，人家那些菩薩啊，一世人在想，想完了又第二個想，

想完了又第二個想啊！千多年的歷史。你以為呢，今日我想了又想，想到(以為)自己

聰明了，想到人家錯了，我就搞定了。不行！我都試過很多次這樣，結果就是找架

(臉)來丟的，是啊！「又心、心所所執種子名(叫做)近攝。」這個就是甚麼啊？有漏

種子給個心、心所執著它的，好像太虛法師講的給這個鉗(鉗住了)。(太虛法師)真妙

啊！他說給個鉗鉗住它了，原來他的意思，現在就說所執，他就說鉗住它了。所執的

種子就叫做近攝。即是指有漏種子。就「名執受」，這些種子給它執受，為甚麼啊？

這些種子難道有知覺？它一有機會就會跳出來的，會活動的，執受。「與此相違」，

即是與這個近攝的相違，這個「相違」是甚麼啊？無漏啊，是嗎？無漏種子「名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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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了，叫做非近攝。又「名非執受」，不是給我們的有漏第八識執受的，它不過寄

存在這罷了。

換言之就是《木馬屠城記》裏面的木馬，(木馬)肚裏面的那些糧餉就不是《木馬

屠城記》那個國家養它的。人人又說呢，唯識就到甚麼啊？(到)護法菩薩才進步啊！

(他)才說「有漏種子，無漏種子寄存在有漏種子。」護法菩薩講的，《成唯識論》

啊！現在，熊十力的那些人就說，「這些是玄奘法師自己講的，窺基法師自己講

的。」一追(就)追索起，原來這班人都不讀(《瑜伽師地論》)。熊十力之流啊，連

《瑜伽師地論》都疏忽了，不詳細讀啊！這處是甚麼啊？玄奘法師的老師叫做戒賢論

師，戒賢論師的師父就叫做護法(菩薩)，護法(菩薩)的師父就叫做陳那(菩薩)，陳那

(菩薩)的師父叫做世親(菩薩)，世親(菩薩)的師父就是無著(菩薩)，無著(菩薩)的師父

就是彌勒(菩薩)，人家已經說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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