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種狀態，有一種力量令到我們的心暗昧而簡略的，這種狀態叫做睡眠心所。聽

得懂嗎？你不要當，這個字應該，很難譯的這個字，是啊。這種眠呢，到處都有的，

欲界有，色界都有的，你色界入定，將近出定都會有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心所。好

了，這兩個最緊要啊，尋、伺。悔與惡作與睡眠呢，是有它自己的種子的。一說呢，

就說都沒有的，睡眠呢，是癡的一部份來的；惡作呢，是思的一部份來的。亦有，衆

說不定，是吧？

這個尋與伺呢，就決定沒有種子的。現在的人所謂思想，我們說呢，佛家叫做尋

伺。尋伺，尋者，就是尋求；伺呢，就是伺察。尋求就很粗的，是嗎？我們不見了東

西到處地找的那樣，尋求。伺呢，好像隻貓候(守捕)老鼠的那樣，在老鼠洞前一動不

動的那樣看著就叫做伺，就很微細的。

我們的思想不外是，一時就很粗地想，一時就很微細的，所以我們所謂思想呢，

等於佛家的叫做尋伺。這樣，到底這個本質是甚麼來的呢？尋伺這兩種，所謂思想的

本質是甚麼來的呢？佛家的分析呢，就說兩種東西混合的，它沒有自己的種子的，沒

有自己的特質的，是兩種東西合起來的。所謂尋呢，以這個思心所為本質，以這個思

心所與慧心所做本質，思就是我們的意志作用；慧呢，就是我們判斷的作用。

這個思與慧兩者合起來一齊運作，那時候我們叫做，好像很粗的思想就叫做尋。

慧是怎樣啊？這個伺也是一樣，也是思與慧為體，為本質而已，體就是(指)本質啊。

那麼尋與伺有甚麼分別呢？是粗(與)細的分別。思多而慧少，即思強而慧弱的時候

呢，就叫做尋。慧多，慧多而思少呢，即慧的力量強，這個思的力量弱呢，那時候叫

做伺。

我們在思想，有時尋一下，有時伺一下，有時尋，有時伺，這些叫做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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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伺」這兩個字舊譯譯做甚麼呢？譯做覺觀。覺，這個「尋」字譯做覺，這個

「伺」字譯做觀。譯得不好了，但是你們有沒有讀啊？《八大人覺經》啊，甚麼有覺

有觀的，即是有尋有伺。

但是你知道嗎？中國人呢，有種，現在沒有了，舊時，舊時中國人有種壞的習

氣，就是甚麼啊？凡古都是好的，古代的東西肯定好過現代的東西，中國人有種這樣

的壞脾氣啊。所以舊時譯呢，舊時譯做有覺有觀呢，新譯譯做有尋有伺呢，它偏偏不

要新譯，要用古譯，是這樣的啊！例如《金剛經》那樣，明明鳩摩羅什那本譯得不是

怎麼好，新譯有兩本好過它，但他一定要用鳩摩羅什那本。

不定心所講過了。答，「謂惡作等，伺為後邊。」這個「伺」是最後，這樣。那

麼以上呢，就是「寅二」，就講心所之中呢，相應的差別，它與它的識是怎樣相應

的，各類心所不同。明白了嗎？下面呢，就講「寅二(三)」，就「生緣差別」了，緣

即是條件。

這些心所生起的時候呢，各有各所需的條件，有些就兩個條件可以，有些就三個

條件，有些要四個條件具備才可以的。它生起的時候，所需要的條件的不同，「生緣

差別」，這樣分作兩段，先「標」，標舉了大意，然後才「釋」，是詳細解釋。這樣

你看一下「標」了，「復次，根不壞，境界現前，能生作意正起，爾時從彼，識乃得

生。」他說「復次」，即是「又」啊，他說我們的心所生起作用呢，一定要有這三個

基本條件。

所以你一讀過這些書呢，你就知道，你聽見人家說甚麼啊？神神化化的，摸一下

這個虛空，又說見到這種；一時又說閉起雙眼，又說見到那種；這些呢，你就一定不

信的，你學唯識的人，一定不信這些東西的。心所要起，至低限度要有三個條件，少

一個都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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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根不壞」。眼識一定要以視覺神經做根。耳識就一定以聽覺神經為

根。鼻識一定要嗅覺神經做它的根。舌識就以味覺神經做它的根。身識就以這個觸覺

神經與運動神經做它的根。意識呢，一定要有個末那識做它的根。

要「根不壞」，這個根沒有壞，這就是說，眼看見東西呢，一定要眼根好才能說

眼根看見東西了，如果有人捂著(眼)都說看到的，這個人一定騙你的，是嗎？他都不

用(眼)根的就說見到了，他還不是騙人？是嗎？或者他盲了，都說見到甚麼，這個都

是騙你的，盲人見東西呢，是他的意識啊，意識幻覺而已，不是真的。所以我們能夠

這個心所起作用呢，一定是第一個條件就是根不壞。第二呢，就要甚麼啊？根不壞，

你以為就肯定見到了？「境界現前」。

境界，境即 object，這個對象，這個對象有一定的界線的，譬如眼識的對象，

這個界線就是顏色，聲音就是界線之外了，境界在他面前，正對(著)他，如果沒有這

境界對著他呢，他看不到的，境界現前。

第三，就要「能生的作意正起」。有一個叫做作意心所，留意的，如果這個作意

心所不起呢，他看不到東西的。聽得懂嗎？這樣三個基本條件，那些心所然後可以出

現。他說「爾時」，那時啊，當這三個條件具備呢，「從彼」，從彼是指這三個緣，

這三個緣，從這三個緣呢，「識乃得生」了。不是，「從彼」，從就是跟隨，是嗎？

跟隨，跟隨甚麼呢？彼就是識，心所起就跟著識起的啊，從彼。

從彼識，然後這個心所才可以生，這樣，一個解 (釋)。第二個解(釋)呢？就好像

我剛剛的解法了。「爾時從彼，識乃得生。」這個「彼」是指那三個緣，從這三個緣

具備呢，這個識就生了，這個識一生呢，心所自然就跟著它起了。這個是第二個解

(釋)，第一個解(釋)好一些。

好了，那甚麼叫做「根不壞」啊？甚麼叫做「境界現前」啊？甚麼叫做「能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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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能生起識，能令識生起的作意心所。他逐種解釋給你聽，「云何根不壞？」

怎樣，云何是(指)怎樣，怎樣叫做根不壞呢？答了，「謂有二因，一不滅壞故，二不

羸劣故。」這就叫做根不壞，兩個原因具備了就叫做根不壞。

第一呢，第一個原因呢，就「不滅壞故」，這根沒有滅了，即這隻眼，譬如這個

眼根看東西，這個眼根沒有盲了，耳又沒有聾了，就是根不滅壞故。(第)二呢，就

「不羸劣故」，根不壞啊，但是它羸劣都是聽不到的，譬如你細聲同我講話，我就聽

不到的了，這個耳根是羸劣的，羸即是瘦弱，劣者，就是不夠力，是嗎？兩種具備

呢，就叫做根不壞。那甚麼叫做境界現前呢？「云何境界現前？」這樣，下面就答

了，「謂或由所依處故，或由自性故，或由方故，或由時故，或由顯了不顯了故，或

由全分及一分故。」

那甚麼叫做境界現前呢？他說這樣的(情況)就叫境界現前。第一，「或由所依處

故」，所依處即是在這個世界裏面的，所依處，依是(指)住，我們所依住的地方，即

是這個世界。那麼世界以外的呢？我們看不到的，是嗎？所依處故。(第二，)「或由

自性故」，自性是甚麼呢？兩個解法。第一個解法，自性者，這個三自性，三自性，

一是遍計所執自性；二、依他起自性；三、甚麼啊？圓成實自性，現在聰明起來了，

圓成實自性。

世界上的東西，不外這三類的本質，是嗎？有這三類在面前，就由自性故。第二

個解(釋)呢？自性就這樣，不是這麼簡單的，是三自性裏面附屬有很多東西的，是

吧？譬如這個識，每一種東西的自性就是這件東西啊，這件東西裏面都有它的屬性

的，都包括在內的，那即是這個注的解釋了，你暫時不好用這個注的解釋那麼詳細，

你看一下亦好，不明的就罷，是吧？記住，這個第二個解釋。

(第三，)「或由方故」，你想說境界現前，一定不是在東面，就是在南面；不是

在西面，就是在北面。是嗎？肯定有一方的，境界現前啊，方向，方故。(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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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時故」，一定在這個時間，某一個時間之內的這個境界。(第五，)「或由顯了

不顯了故」，我們看一種境界的時候呢，有時就很明顯的，有時就懵查查(模模糊糊)

的，明顯的就令到，影響到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它懵查查的呢，令到我們很模糊，顯

了與不顯了，這個境界。(第六，)「或由全分及一分故」，有時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

全部的，有時候就只是看一部份的，有時那件東西的全部吸引我們的，有時呢，它的

某一部份吸引我們而已。這些就是所謂境界現前了。

這樣呢，如果這樣呢，我們看見一個人望著個虛空亂指又說有神有佛，又甚麼

啊，又說有龍啊，(有)甚麼啊，我們一判斷呢，這些叫做騙人。學唯識啊，永不信這

種東西啊。境界現前才是，境界現前呢，一定是甚麼啊？有方向，有時(間)，在這個

世界以內，與或者顯了、不顯了，如果不顯了的，我們根本就不應該信的。

這樣，這處說明甚麼叫做境界了，所謂境界，就這麼多東西，在這個世界的東

西，是吧？這個三性的東西，是吧？同時呢，或顯了或不顯了的東西，是嗎？一定在

這個空間裏面的，一定在某一個時間裏面的這些東西，這些叫做境界。

那麼，怎樣叫做現前啊？現在要解釋現前了。「若四種障所不障礙，亦非極

遠。」這說呢，如果那四種障礙都不障礙到它了，又呢，不是在很遠，這個境界啊，

這樣就叫做境界現前了，叫做現前了。

這樣，哪四種障礙呢？所謂四種障礙是甚麼呢？這樣，第一種叫做覆(蔽)障。譬

如我在外面想看屋裏面的東西，給這間屋遮(擋)了，我們就看不到了，覆(蔽)障。譬

如我想看櫃裏面的東西，給這個櫃遮擋了，我們就看不到了，覆(蔽)障。如果有障

礙，覆(蔽)障呢，就叫做不現前了，是嗎？無覆(蔽)障就現前了。覆(蔽)障者，指那些

屋宇遮蔽。

第二種叫做隱沒障，隱沒障是怎樣啊？用神通啊，用神通啊，佛家或者印度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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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道呢，都有些這種力量的，你想看一種東西，他入定，這個人譬如他是一個羅

漢，他入定就觀：「我要他看不到，我要遮住，要他看不到那種東西。」他這樣觀

呢，就看不到了，干涉到你，令你看不到的，這個定力。這種叫做甚麼？隱沒障，令

你隱沒的，兩種，這種是隱沒障。

第一種，就是譬如你想看東西，你進入這裏想看東西，他呢，在入定，在裏面入

定，我要他看不到，要他全部看不到的，看不到這些東西的，全部東西都要看不到的

這樣，你就忽然間覺得空空洞洞，甚麼都沒有了，你會驚 (怕)起來的，會令到你(這

樣)。或者會行的這個，美國不就是有個魔術師嗎？令到那些人連自由神像都隱沒

了，見不到的。

魔術都可以了，這定力更加可以了，有很多魔術是一種定力來的。這樣一種令你

見不到。第二種呢，就是甚麼啊？他故意想一種東西，觀一種東西出來遮住你。遮住

你，譬如你走路，現在想走路去扯旗山這樣，本來你有一條路識(走)的，他偏偏要你

呢，你走著走著會不見了這條路的，四(周)圍找不到這條路，其實這條路在你前面

的，你硬是見不到的。

那麼這種呢，即他故意呢，觀想，觀想一座山在前面，即在路中間，他觀想一座

山，想，想著一座山，就令到你呢，去到見一座山在阻住了，這樣。你信不信？有些

所謂鬼帶路啊？我就曾經試過，讓鬼帶路，帶著走了個多鐘頭，這隻鬼都挺荒唐啊！

是吧？如果我不先搞它呢，他就不至於要報復的，因為我篤一篤它，是怎樣呢？這

樣，很多年前了，大概是一九三九，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差不多，中山大學呢，就

在廣州市，就避日本人，就搬了去雲南。

雲南在哪裏呢？在昆明附近的一個縣，叫做澂江縣，西南聯合大學就搬去昆明，

中山大學就搬去澂江，我就跟中山大學，就跟去澂江縣，跟去澂江縣呢，我就在澂江

縣外一間和尚庵，叫做翠竹庵，我就在這處住，與陳湛詮那幾個人在這住，雖然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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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是城外，但我們時時都入城內，即我們的宿舍在城內，我自己就租地方在城外，

這樣在城內我有一個床位的，有一間，兩個人一間房的床位。

那晚夜呢，就有人請我們去郊行，郊外去野餐。那城外邊呢，就有一個湖很大

的，叫做撫仙湖，很靚的撫仙湖，我們在撫仙湖畔野餐，這個撫仙湖，就距離這城要

走四十五分鐘，四十五分鐘，直(走)路四十五分鐘才可入城的，這個城門呢，就十一

點鎖城門，就回不去了。

這樣我們呢，就在野餐，在撫仙湖畔野餐，野餐的時候呢，大家吃燒烤食物，吃

完的時候就已經十點鐘了，就收(拾)了，我們走回去城還有十五分鐘，入城呢，大把

時間了，偏偏就給鬼帶了，不見了十五分鐘，那麼就怎麼樣呢？

大家十點正就起程了，大家挽著些東西就去了，我們那時呢，人人都拿著支

stick 的，因為甚麼啊？有些野狗啊，你不拿著支 stick 好危險的，那些野狗咬了你，

瘋狗症不得了呀，所以呢，一見到遠遠的野狗來就拿出來對付牠了，所以個個都拿支

stick的。

這樣我們就拿著 stick走啊走了，手挽著些東西一邊走，一邊拿著支 stick一直撥

動這樣走，走了一半路就到田邊，就走那條田邊的路，見到一棵好像樹那樣的，一棵

棵大杉一樣，人又不是人，樹又不是樹，在月亮之下有一個影，怎麼這麼奇怪的呢？

又不是樹，又不是甚麼，模模糊糊的 在路邊幹甚麼呢？我們就這樣走著，走著呢，竪

它見到我們來，一倒就倒下了，那東西就有這間屋那麼闊(大)的，這麼高的樣子，它

怕我們嗎？難道是鬼怪？是嗎？它怕我們啊，膽雄(大)啊！它怕我們都(說)不定啊！

不理那麼多了。

「喂，怎麼會有這種東西的啊？」有些人見到，有些人見不到，見到的就說：

「是啊！很奇怪啊！不怕的。」我就走近了，「是怕我們吧，它倒下來避我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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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這樣就一直拿著 stick，一直在撥動，一直在走了，走到田邊了，就是它倒下的

地方了，還有一個黑影在，這個黑影就好像那些水炮那樣，就是那些橡皮灌滿水一

樣，怎麼會有這東西呢？我拿著支 stick篤下去，走近去篤了幾下，啊，好像篤下去

一個水炮那樣啊，有些彈力的啊，為甚麼呢？

我說：「喂，來吧！看一下這是甚麼來的。」篤著，叫大家過來。不見了！又不

見它了，啊！這就奇怪了！因為我叫大家來篤它啊！沒有了！這樣有個人就說：「老

羅，你是不是飲醉酒了？眼花罷了！」有些就說：「不是啊，我都見到啊。」這樣就

我一個篤它，就我叫大家篤，怎知大家正有一兩個上來篤呢，就不見了它。大家就嬲

我，嬲到極啦。這樣呢，就一直走，走來走去，走了有半點鐘，已經走到過鐘了，已

經走了一半啊，都不到城門的，為甚麼呢？有個就說：「喂，我們走錯路了！」我

說：「沒走錯路啊，那條是一條路的，怎會錯的呢？走吧！」繼續走，不是啊！走了

有四十多分鐘，看看這個表，「喂！已經關城門了！怎麼這樣的啊？再走一會，走遠

一點看怎麼樣吧！」

原來，我們在城南邊的湖向著北邊走，一條直路就走入城了。不知為甚麼轉了去

城東門？走城南去呢，就剛剛夠時間入城的啊，轉了東門入城就繞了個大圈，就過了

鐘。過了鐘呢，去到就當然關城門了，就進不得。這隻鬼就整得我們「鬼帶路」了，

就去到呢，給人家關了城門。關了城門，當然都有辦法的，給錢，給錢他就是了，給

十塊錢他，他就放下來開城門了。

這樣給鬼帶路，我就試過的，我自己先搞它的，自己篤它啊！即是那些鬼有少少

的神通啊，會令你隱沒一些東西的，這是隱沒障。就「映奪障」，映奪障就是甚麼？

現在的魔術很多用映奪障的，他用一種東西，很刺激的東西，吸收了你的注意力，令

到你不注意其他的細的東西，這就是說甚麼啊？這時時啊，譬如他說一個人(進)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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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箱，是吧？他又會被刀鋸的那樣，其實這個人在箱後面走掉了，他用其他的東西映

奪你這些觀 的眼的視覺，他在下面爬走了，你不發覺的。衆

映奪，即好像這個日光太強呢，有很多星在的，那些星，我們看不到的，日光強

了，就看不到了；月亮強的時候呢，有很多星星都看不到啊！就是映奪，映奪，映奪

障。幻惑障呢，這些就是鬼迷了，那些鬼給精怪整了。幻惑障，或者用幻術，或者那

些鬼啊，給鬼整你了，鬼魅，幻惑障。這樣呢，這四種障，沒有這四種障，又不是極

遠，怎樣叫做極遠呢？這解釋，「極遠有二種，謂處所極遠、損減極遠。」所謂極遠

有兩種，一種呢，距離你太遠了，距離太遠你看不到，境界你看不到。第二種就是損

減極遠。怎樣叫做損減極遠呀？這種東西將它來分析啊，分析到遠的，你看不到的。

這個損減極遠是怎樣的呢？這個在學術上的名稱來的，譬如這個石香爐，明明我

們都見到的，但我們將它來分析，這個石香爐呢，它的本質是甚麼來的？是那些石的

分子來的，這樣，當我們想分析到它是分子的時候，我們就集中精神留意它的分子，

就忘記了那個香爐了。

再呢，我們說，那些分子都是原子排列的，無所謂分子，是原子來的這樣，當我

們精神集中在原子的時候呢，就把那些分子損減去了，不留意了。再將它呢，將原子

分析成陰電子、陽電子的時候，我們就覺得甚麼啊？只有陰電子、陽電子，就沒有這

個原子了。這樣將它來損減，越整越遠，越整越遠，就損減到極的時候呢，我們看不

到的，是吧？損減的東西。這四種障礙沒有，又非極遠呢，這樣呢，就叫做境界現前

了。

就繼續了，這樣他說第三個條件，「能生作意」，即能夠生起我們的識的作意，

又要「正復現起」，剛剛又要起，這樣的時候呢，怎樣叫做能生的作意正起呢？下面

解釋了。他說有四個原因，就令我們的作意起的，「由四緣故：」四個原因：「一、

由欲力，」我們常常希望看到的，由欲力，欲是希望。「二、由念力，」我們過去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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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見過，現在我們回憶到。念力。「三、由境界力，」那種境界，以前的境界太刺激

我們，這個刺激力強大。「四、由數習力。」慣了，數即是屢屢，屢次；習即是習

見。

現在的人研究記憶心理學，就有兩個原則啊，是嗎？我們對於一種東西會記得

的，怎樣啊？兩個原則，一是甚麼啊？要那種東西出現在我們面前，刺激我們，刺激

得很劇烈的，這個就是甚麼了？境界力了，是嗎？

第二個是甚麼啊？多次出現，是嗎？多次出現我們就記得了。我們的所謂記憶心

理學就主要這兩個，不過它就多了兩個，「由欲力」，「由念力」。這樣，這四種力

它逐種講。這說，「云何由欲力？」怎樣叫做由欲力令那些作意起呢？「謂若於是處

心有愛著，心則於彼多作意生。」「謂」即就是。

「若於是處」，我們的心對於這處，這樣的地方，即是對於這件東西。「心有愛

著」，即平時我們的心呢，都愛它的，這樣呢，這個心呢，就容易起作意了。這就是

欲力。念力呢，「云何由念力？」怎樣叫做由念力呢？「謂若於彼，已善取其相，已

極作想，心則於彼多作意生。」「謂若於彼」，謂即就是。對於那種東西，「已善取

其相」，過去曾經呢，很善，很好地，很善巧地，「取」是了解，了解到相貌了，了

解到很清楚了。「已極作想」，已經想通想透，對於那種東西想得很清楚的了。這樣

呢，這心呢，就對於那種東西很容易留意了，就會(這樣)。

第四(三)就由境界力。「云何由境界力？」「謂若彼境界，或極廣大，或極可

意，正現在前，心則於彼多作意生。」「謂」即就是，就是甚麼呢？「若彼境界」，

那種境界，在我們面前的境界。「或極廣大」，非常大，很大的，即是刺激力強了。

「或極可意」，或者極悅意，可意即悅意，令到你很悅意的，這樣呢，剛剛在你前

面，正對你，那你就怎樣啊？「心則於彼多作意生」，你特別留意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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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了，「由數習力」，即是多次經歷見過的，「數習」，「數」，這個讀 (粵

音)「索」；如果這個字呢，如果當 number這樣解釋呢，就讀(粵音)「素」；如果當

數一下幾多呢，「兩個、三個」呢，就讀(粵音)「嫂」；如果當多次多次出現呢，就

讀(粵音)「索」。

中國字呢，就是多這些麻煩了，是嗎？不過不要緊了，讀偏、讀錯都不緊要，你

了解就可以了，很多人都讀錯字的了，有甚麼辦法啊？是吧！

「云何由數習力？」「謂於彼境界」，不是，「若於彼境界，已極串習」，這個

「串」字讀(粵音)「慣」啊，即是 心邊這個字，有時候就可以寫這個的，又是讀竪

「慣」的，有時候又寫這個的，一、二、三都可以的，這個字。「由串習力」，即習

慣見到的了，已極串習。「已極諳悉」，(這個「諳」字)讀(粵音)「音」又可，讀

「奄」又可，我們廣州話讀甚麼？「 」啊，「 」這個字，「 唔 啊？」啱 啱 啱 啱

「 ！」是吧？就是這個字了，「 」。啱 啱

但是呢，你讀(粵音)「 」，本來廣州人人都讀「 」了，但如果你教書讀啱 啱

「 」，人家就說你讀錯了，其實這個「 」字沒有讀錯的，「 」啊，「啱 啱 啱 啱啱

好」，不就是「 」了嗎？諳者，即熟習的解釋而已。我一般呢，就讀啱 (粵音 )

「奄」、讀「音」，是吧！「已極諳習」。「悉」，悉者，盡也，盡量全知道了。

「心即於彼多作意生」了。這樣以上呢，就講了四種力了。這就是說，這個作意

起呢，一定要具備這些這樣的條件。下面了，結束句了，「若異此者，應於一所緣

境，唯一作意一切時生。」他說呢，你講了這麼多條件，然後這個作意才起。起不

起，是不是會不會麻煩啊？煩瑣啊！他說不是煩瑣啊，你一定要接受才行啊！如果你

不接受呢？這個作意就常常會起的了。你接受了，就是要條件適合才起，條件不適合

就不起，這樣你才解釋得到。

11



否則呢，為甚麼我見到你現在才見到啊？為什麼過去見不到啊？應該常常都見到

啊？這還了得啊！譬如見到你一個就常常見到，見到他也常常見到，這豈不是像個神

經病了？這個人，是嗎？為甚麼不會呢？就是因為對著你的時候呢，境界現前，這個

條件；這樣呢，境界不現前，這樣然後才解釋得到為甚麼有時見，有時不見。我們現

在呢，都很少留意這個細節的問題了，誰知道千幾年前呢，這位彌勒菩薩啊，他會講

到這麼微細的。有很多，我們呢，現在當我們，當我們如果研究精神分析，或者研究

變態心理的時候呢，我們還可以將它來參考。好了，以上呢，就是「寅二」了，「寅

二」都是講「心所」的，是嗎？講「心所」的生起的條件，這個「生緣」。

現在了，就「寅三」了，講相續的差別了，這些心所哪個時候就連續起的呢？哪

個時候它會不起的呢？為甚麼有時候忽然會起呢？忽然又不起呢？又要解釋了，講

「相續差別」了，即是連續生起的情況的不同了。

這樣就解了，就說明了，「又非五識身有二剎那相續(隨)俱生，亦無展轉無間更

互而生。」他說呢，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的「識」叫做五識身。

是嗎？他說五識身一起的時候呢，如果單獨五識身起的呢，即是這個五識身起，只是

它活動的呢，是一個剎那而已。一到第二個剎那呢，這個意識就會尋求了，這個五識

身縱使伴著起，都不發生作用了，這樣。這所以呢，「又非五識身有二剎那相隨俱

生」，第一個剎那。

「亦無展轉無間更互而生」，亦不會說這個剎那眼識起了，第二個剎那就輪到意

識，第三個剎那又輪到眼識，第四個剎那又輪到意識，不是這樣交互，不是這樣的，

即五識起完了，例如這個眼識起完之後呢，一定是這個意識連續下去的，不會交互

的，即不會梅花間竹那樣的。「展轉」即是交互，你起完到我，我又輪到你，這樣。

聽得懂嗎？更互而生。好了，這個前五識就只是一剎那，即發生作用只是一剎那而

已。「又一 那五識身生已，從此無間，必意識生。」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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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第一個剎那意識都起的，不過它第二個剎那，這個「必意識生」呢，就必是

這個尋求意識生。他說，又啊，第一個剎那，這前五識起了之後呢，一到第二個剎那

呢，不會說這前五識是單獨起作用的，一定是甚麼啊？無間，中間無間歇，一定有個

尋求的意識生，這個是尋求意識。譬如我一 那見到他，第一個剎那呢，我見他的時刹

候呢，這個眼識起，是嗎？一剎那，這個意識當然亦跟著一齊起，都是現量的，看到

他，是吧？

一到第二個剎那呢，我的眼識呢，可能連續起，又可能不連續起，不論連續起與

不連續起，第二個剎那我的意識一定起，「這個是誰呢？」這樣，會不會啊？尋求，

可能這個眼識不起的了，意識起。這個意識生起之後了，這個尋求意識在想「這個是

誰人呢？」「從此無間，或時散亂，或耳識生，或五識身中隨一識生。」從這個時候

開始，「無間」(指)中間無間歇，這樣呢，就會怎樣啊？有時會散亂的，這個心想了

第二種東西的。有時這個散亂心所一起呢，就推動我們看了第二種東西了。

「或時散亂」，一散亂的時候，就呢，譬如我看著他的，第一個剎那看他的，第

二個剎那應該意識起了，尋求這個是誰了。但有時候會這樣的，散亂的啊，這個散亂

心所起呢，我就看了她了，忘記你了，明不明白啊？或時散亂。那麼一散亂呢，就會

怎樣啊？「或耳識生」了，這個耳識生，聽見「噹」一聲那樣，這耳識生。「或五識

身中隨一識身」，或者五識身裏面呢，是但(隨機)一個識生，聞到香味啊，或者碰到

這東西啊，隨一個識生。「隨一」即(指)是但(隨機)一個，是但(隨機)一個識生，如果

散亂就這樣了。如果不散亂又怎樣啊？你看一下，「若不散亂」呢，如果沒有散亂心

所起推動我們呢，「必定意識中第二決定心生。」

不散亂呢，就尋求完了，是吧？尋求完呢，「這個是某某人了。」無疑了，這就

決定心生了。「由此尋求、決定二意識故，分別境界。」由於有兩個意識跟著起了，

一個是尋求，「這個是誰？」，尋求之後呢，就決定「這個是誰了。」這個尋求意

識，尋求與決定兩個意識連續起之後呢，就起分別心了，「這個是誰啊？」分別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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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樣呢，我們為甚麼會起思想分別東西呢，原來就是這樣起法的。講到這處好了

吧？下面那處好長的了。懂不懂啊？懂了吧！

學生：「我想問那些心所啊，都有種子的，那些種子有沒有自己本質的？」

老師：「你再說，慢一點。」

學生：「那些心所就有自己的種子，那些種子有沒有自己的本質呢？」

老師：「這個種子就是本質來的了。」

種子是一種力來的，是一種無形無相的力，它的本質就是一種力來的，有種子即

是說它有本質的，無種子的即是它沒自己的本質的。種子就是本質，譬如我的眼識，

眼識的種子就是眼識的本質。

當我們的眼識起的時候呢，譬如我們的第一個剎那，即我們的第一秒鐘這眼識未

起，這就當然是種子了；第二秒鐘的時候，我的眼識起了，看到東西了，那時候是不

是這個種子變了眼識呢，不是！這個時候不過是這個眼識的種子顯現的作用來的，其

實它裏面仍是種子，它的本質仍然是種子來的，種子是一種力而已。是吧！

第四十頁，上文就結束了。「由此尋求、決定二意識故，分別境界。」上文就是

這樣說，當我們初初突然間見到一種東西的時候呢，那時候呢，第一個剎那我們就好

像掉落到一種境界那樣，掉落到一種新的境界那樣，那時候呢，就未曾起思量的，亦

不知道那些境界到底是甚麼東西，不知道的，只是見到，只是知道覺得有種東西，第

一個剎那就是這樣而已，你試一試，第一個剎那見東西的時候是這樣的。

一到第二個剎那呢，這個意識呢，第一個剎那都有意識的，第二個剎那的時候，

這個意識起尋求了，找了，「我見到這些是甚麼來呢？」找了，「是甚麼東西呢？」

這樣，「我以前見過沒有呢？」這樣在找，連續在找，找很多個剎那的，會(這樣)。

如果你是聰明的，很利根的呢，找一個剎那就找到了，但有時候你會找很多個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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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嗎？這樣經過一個或多個剎那，在尋求了，那時候叫做尋求意識了。

譬如我們的眼識第一個剎那見到東西，當我看到這幅東西的時候呢，是兩個識一

齊看的，第一個就是眼識看，第二呢，就是這個意識跟著它一齊看，兩個一齊看呢，

就兩個都是突然間看到的，那時候呢，兩個都叫做是甚麼啊？率爾，率爾墮心。懂不

懂啊？

一到第二個剎那的時候呢，就兩種情形不同了，有時呢，這個眼識看不到，不看

了，只是意識在活動了；有時呢，就是這個眼識跟著看，這個意識就另外活動的。眼

識雖然是看到它，看到一種東西，但是眼識不會尋求的，這個意識就另外活動了，它

尋求了。這樣尋求的時候呢，這個意識就是尋求意識了。尋求完一輪了，就想到了，

「哦，原來這個是甚麼來的。」就決定是甚麼了。

懂不懂啊？就好像我們一樣，譬如你今早出門口，突然間見到有個人一撞撞向你

一樣，突然間見到這樣，你只知道一個人撞過來了，那時候你的眼識就看到有人撞過

來，到底這個是甚麼來的？你都不會知的，總之一個影那樣撞過來，你的意識亦是一

樣見到一個人撞過來，第一個剎那是這樣。

到第二個剎那呢，你的眼識可能還望著他，又可能已經不望了，但是這個意識一

定連續的，這個意識就(尋求)，「這個是甚麼家伙來的呢？」這樣，找了，「這個是

甚麼呢？這個人以前見過沒有呢？」再想一下，又要靠回憶了，是吧？在尋求了，以

前都未見過的這樣，看一下他的樣子都是鬼鬼祟祟的，似乎這個是小偷來的，想來打

荷包了，這樣一直尋求，這樣看到他之後呢，看到他躲躲閃閃，摸手摸腳的這樣，知

道此人決定是小偷了，由尋求至決定了。

你懂不懂啊？尋求之後就決定，決定之後呢，就變了甚麼？有所謂善惡了，有所

謂染污或者不染污了，是吧？如果你這樣，你很慈祥的這樣(想：)「他這個人不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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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而已，沒得吃，所以他才偷東西。」這樣，「他偷不到我的東西就算了。」是吧？

就算了，這樣呢，你就變了一種清淨心了，是吧？很慈祥的那樣，這樣連續下去呢，

一輪都是清淨心了。

這樣，這個清淨心起呢，就叫做甚麼啊？淨心。淨心之後呢，連續的淨心起呢，

就叫做等流心。一直連續。如果你這樣：「你這麼該死，上來偷我的東西，我這樣

惡，你都偷我的東西，好，等我打你一頓才行。」這就起一個不是清淨的心了，是染

污的心了。這樣一起了染污心之後呢，連續很久都是染污的，打又好，不打也好，總

之連續都是染污心，這就等流了，叫做等流了，染污到等流了。

這樣一直等流呢，直至到甚麼啊？這個等流心直至到甚麼時候才停啊？直至到兩

個情形才會停，第一，有人叫你啊，或者吸引了你看第二種東西啊，你就停了，轉變

了，吸引了你轉變的時候，又一個率爾墮心了，第二個，是嗎？或者沒有人叫你的，

你剛剛是唸著佛的，「哎，我都是唸佛吧！」你又唸回佛了，這樣唸佛，第一下唸一

樣是率爾墮心啊，是吧！懂了嗎？就尋求、決定兩個意識起，一有了尋求、決定兩個

意識起呢，它就會分別這個對象了，境界了，這個是甚麼人呢？這個是好人或壞人

呢？起分別了，明白嗎？這樣以上呢，就講尋求心、決定心，講完了。

我剛剛講了尋求、決定之後，就有染污或者清淨，現在正式講染淨心。「巳二，

染淨心」，又分二，第一就是「標」，染淨心呢，為甚麼會有染心呢？為甚麼有淨心

呢？標列它的原因。然後第二呢，就甚麼啊？就說明這個意識起了染心與淨心之後

呢，這個眼識與耳識就跟著這個意識起了，跟著這個意識變染、變淨了。你看看，

「又由二種因故，或染污，或善法生：謂分別故，及先所引故。」他說，又由於兩種

原因的緣故啊，就會產生那些染污的心，或者產生那些善的心。

這是哪兩個原因呢？「謂」，第一個，「分別故」，起分別，這種東西到底是甚

麼呢？這樣，起分別了，起分別就會變染、變淨了，是嗎？或者呢，「及先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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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剎那起就是分別了，分別了之後連續起呢，就由前剎那的心引，連續引它，前

剎那是淨的，它一直淨下去；前剎那是染的，它一直染下去。是嗎？聽得懂嗎？這處

懂不懂啊？好了，這樣呢，現在講到這處呢，我們又知道了，甚麼都是這個意識帶

頭，是吧？眼識、耳識那些是跟尾的，是吧？「意識中所有，由二種因。」

意識裏面的活動呢，有時呢，就由分別，他說由兩個因，一個就是分別，一個就

是先所引，前面剎那的先所引。他說兩個都有的，意識就(這樣)，意識起啊，有時就

因為分別，成染、成淨，有時就因為前一 那的識是染是淨，就引到它變染、變淨，刹

兩種都有。這樣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又如何呢？五識就沒有這麼

多了，只是一種而已。「在五識者，唯由先所引故。」在五識呢，只有，它甚麼都被

動的，被前一 那的意識引它變善，或者變染污。刹

「所以者何？」為甚麼呢？「由染污及善意識力所引故，從此無間，於眼等識

中，染污及善法生。不由分別，彼無分別故。」這樣，他說為甚麼呢？他說由染污或

者善，前一 那由於有個染污的意識，或者善的意識，這兩種意識的是但刹 (隨便)一種

意識的力啊，就引它，引導它，那麼這個染污的或者善的意識一起呢，引導它「從此

無間」，即刻跟著第二個剎那呢，就「於眼等識中」，就在前五識，眼識、耳識、鼻

識或者舌識、身識，於是跟著這個意識，是「染污及善法生」。

他說那些前五識，即是眼等五識，於善、於染的生起呢，完全是由於給這個意識

引導的，因為它自己無分別力的，不曉分，眼識、耳識、鼻識、舌識，都不曉分別

的，只是見到個影子而已。「彼無分別故」，「彼」是指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這五個識是無分別力的。這樣，我們知道呢，前五識，即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完全是工具來的，是吧？做善、做惡呢，這個意識指揮的。譬如一把刀一

樣啊，你拿去斬柴來燒火煮飯吃，這就是清淨的，是吧？如果拿把刀去打劫呢，這就

染污了。這刀無所謂善，亦無所謂染污，全部給你這個人帶而已，給你的意識帶的，

給你這個人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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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識都是一樣，完全給這個意識帶的，那即是說，如果我們的意識裏面呢，有

那些善心所傍著一齊起呢，這個意識就是善的了，信啊、慚啊、愧啊、無貪啊、無瞋

啊、無癡啊，這些心所，如果意識裏面有這些心所起呢，這意識就變善了，即說這意

識善不善呢，都是受這幾個心所影響而已。

這個意識一善呢，就會影響到甚麼啊？同這意識一齊起的眼識也善，耳識又善，

是吧？

這樣，下面又來一個結束了，「由此道理，說眼等識隨意識轉。」他說由於這樣

的道理呢，我們上文這樣說，說這眼、耳、鼻、舌、身等這五個識呢，是跟隨這個意

識而轉動的，意識是善，它就善；意識是不善，它就不善。這就講了，是嗎？講了甚

麼啊？尋求心、決定心，是嗎？以前就講過率爾心，是嗎？率爾墮心、尋求心、決定

心、染淨心，五種心講過四種了。

等流心呢，連續就叫做等流了。那就是不用講我們都知道了。等流心。是吧？這

就講完五種心了，實在是已經(這樣)，就是我們的心的活動就是這樣活動法的。這就

有甚麼好處呢？你聽這種東西，你就會，你知不知道啊？如果你是學修止觀的呢，你

就會時時修四念住的，是吧？不是一定要修它，不過普通都學下修四念住的。修四念

住呢，第一個是甚麼？記不記得啊？「觀身不淨」，是嗎？第二個呢，「觀受是

苦」，是嗎？第三個呢，「觀心無常」，然後第四個「觀法無我」。這樣，我們拿第

三個來看，第三個念住呢，就是「觀心無常」。當你修第三個念住的時候呢，你如果

了解了這些呢，你就很清楚了。譬如你說這個心無常，怎樣無常法啊？你觀了，譬如

當我們看一樣東西的時候，一定有個眼識起，眼識起的時候呢，眼識不能自己起，有

個意識與它一齊起，一起了之後，這就看到了。

第一、第二個剎那即刻變了，變成怎樣啊？第一個剎那率爾墮下去的。第二個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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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樣啊？尋求了，怎樣尋求法啊？那個眼識有時就停了，有時就繼續起，這個意識

就在找了，尋求了，剛剛不尋求，現在尋求，這就是無常了。是吧？尋求之後啦，尋

求又尋求，尋求又尋求，有時就尋來尋去都尋不到；有時呢，尋一下就尋到。是吧？

這樣尋求到之後，就決定了，哦，這個是甚麼東西了。又變不同了，變化了，一決定

了之後呢，就於是或者染污，或者清淨了。又變了，舊時無染污，無清淨，現在又有

染污，有清淨了。又不同了。

那麼清淨了之後，然後就等流了，每一剎那的連續連續，每一剎那的這種等流心

呢，一剎那開始就即刻出現，這一剎那將近完的時候呢，這個心就滅了，滅了就第二

個剎那又起了，這樣就好像個燈塔那樣閃光一閃、閃、閃、閃……我們的心這樣。那

時候你呢，就明白甚麼啊？這個心啊，心是無常，怎樣無常法啊？這樣無常法啊！懂

不懂啊？譬如你說，修止觀，觀心無常，你不能說這樣：無常、無常、無常 好像⋯⋯

唸佛那樣，這樣叫無常，不行啊！你要(觀)怎樣無常法，你一看過這些，你就知道

了，一路這樣無常。聽得懂嗎？

這樣呢，現在下文呢，這處就講完了，已經因為上文講完尋求心、決定心了，講

完之後就順便，人家外人呢，會發生一個疑問，發生一些問題，他就解答的。那麼外

人發生甚麼問題呢？這樣外人呢，有些人就讀了一些經啊，小乘經裏面有這幾句話，

外人讀了這本經裏面的幾句話，讀了甚麼呢？小乘經裏面呢，有一句這樣的話，他說

如果一個 生呢，只要起一個心，叫一聲我「善逝大師！善逝大師！」這樣叫一聲。衆

那些人叫佛做善逝的，或者叫佛，這樣譬如有一個人這樣，叫聲他「釋迦牟尼佛！釋

迦牟尼佛！」起一個這樣的心。

「如果有一個 生起一個這樣的心，叫一聲我，這個 生已經，我說這個 生已衆 衆 衆

經很有善心，將來就會有很好的結果了，這樣，何況他多個心照著我的教法去修行

呢！」佛有過這樣的說話，即是在小乘經裏面有一番這樣的說話。這樣裏面講到，起

一個心叫聲我，是嗎？那麼，這些人讀了這部經就說，「如經言：起一心，若 多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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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裏面就說起一心讚佛，叫一聲佛；或者呢，多個心，唸完又唸，唸完又唸，

叫完又叫，這樣呢，就 多心。衆

多心者，又可以解說衆 (是)照著他的方法去修行。 多心。懂不懂啊？經是這麼衆

說。那麼經這樣說呢，又說一心，又說 多心，到底甚麼叫做一心啊？ 多心就不用衆 衆

解釋都可以了，一個心，一心又一心又一心，這樣就 多了。那麼怎樣叫做一心啊？衆

經裏面說叫一聲佛，這一個心，那怎麼叫做一心啊？你又說有率爾墮心，又說有尋求

心，又說有決定心，一會兒經又說一心，到底怎麼搞的呢？這樣，甚麼叫做一心啊？

那些人這樣問啊，聽得懂嗎？

於是他就解釋，順便就解釋了，他說我們平時所謂一心者呢，是兩個不同的解法

的。這是兩種不同的解法的，一種解法呢，就說一個心連續下去沒有變化，即不大變

化，這就一心。即說很專心下去，這就一心了。有人這麼說，有時這麼解(釋)。有時

呢，所謂一心呢，就是一剎那起的那樣叫做一心。他說，我們不要誤會解錯了。他解

答了，彌勒菩薩解答了，他說，「云何安立此一心耶？」安立者，即(指)說，說明。

他說怎麼說明這個所謂一心呢？他說我現在講給你聽。

「謂世俗說言一心剎那，非生起剎那。」他說世俗上呢，這些人說一心，我現在

一心做甚麼呢，不是說真的一 那的這個心這麼解釋的。不是說好像剛才說過的一刹 刹

那的率爾心，第二剎那的尋求心，不是，不是這樣解釋的。世俗上所謂一心剎那，這

剎那不是真的一個剎那，只是連續下去，沒怎麼變就是一心剎那了。「非生起剎

那」，並不是好像我們很嚴格那樣，第一個剎那就率爾墮心，第二個剎那就尋求心，

不是這麼嚴格，就指這個心生起的時候的這一個剎那而已。懂不懂啊？就是說你看佛

經呢，看到說一心呢，你就不要當一剎那，一定是一剎那這麼解釋。即是有時候當作

是一條心這麼解釋而已。是嗎？聽得懂嗎？這處不懂也不緊要，這處是解答問題啊，

很詳細啊！彌勒菩薩。他又再解了，「云何世俗說言一心剎那？」他說世俗的這些人

所謂一心剎那，到底這個意義是怎樣講法的呢？到底它的意義怎樣叫做一心剎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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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了，「謂一處為依止，於一境界事有爾所了別生。總爾所時名一心剎那。」

他說，世人所謂一心呢，不是很嚴格的一剎那一心。「謂一處為依止」，一處即

是甚麼啊？這個一處是指內六處的一處。佛經裏面啊，常常講十二處啊，十二處呢，

內有六處，哪些內六處啊？你講我聽，不記得？你記得嗎？眼、耳、鼻、舌、身、意

是我們身內的六處，是吧？色、聲、香、味、觸、法是指我們外面的六處，合起來就

十二處。

「謂一處為依止」，這個是甚麼啊？十二處中，內六處的一處為依止，即或者甚

麼啊？眼，或者耳，或者鼻，或者舌，或者身，或者意，一處，六處中的一處為依

止，為依據。就「於一境界事」，對於一種境界，眼所對的境界就是甚麼啊？顏色。

耳所對的境界就是聲音。鼻所對的境界就是香臭。舌所對的境界就是味道。身所對的

境界就是觸，是嗎？意所對的境界呢，就是法，一切法。以一處為依止，對於六種境

界中的一種境界，這種境界就是外六處的一種了。

這樣呢，就「有爾所了別生」，有爾所即(指)這些，有這些，不是，你讀(作)這

些或者那些，那些了別生，即是甚麼啊？眼根，眼為依，顏色為所緣，為境界，於是

有甚麼啊？有一種了別力起，這種了別力叫做眼識。是吧？有那些了別生，懂不懂

啊？以耳根，以耳為所依，就以聲音為境界，又有那些了別生啊？有這個耳識(的)這

種了別生。明白嗎？當有這些生起時，「總爾所時」，總之不論它是一個剎那也好，

十個剎那、一百個剎那好，它看東西這樣連續下去，這一段的時間，就叫做一心剎

那。

世俗是這樣說的，懂不懂啊？就不是很嚴格的一個剎那，聽得懂嗎？他這樣的講

法呢，你不慣的呢，就會不明(白)的，是吧？聽得懂嗎？這樣呢，世俗所謂一心剎那

呢，是這樣解釋的。他說，還有啊，一心剎那就不只一個剎那了，實在，是嗎？「又

相似相續，亦說名一；與第二念極相似故。」他說還有，前一個剎那與後一個剎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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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心呢，都是連續，而且又相似。譬如前一個剎那我想吃芒果，這樣第二個剎那又

想吃芒果，一直這樣想啊，前後剎那不就是相似又相續了？這樣我們說，他想吃芒果

啊，譬如他想了有五十秒鐘的，我們都叫做一心的了。懂不懂啊？就很寬的，所謂世

俗上的一心。明不明白啊？那麼這段呢，懂不懂都不要緊的，這段，不過呢，你最好

就懂了。是吧！

好了，下面呢，這段呢，就很大的問題了，下面這段，就是怎樣呢？根本這標點

就成問題，到底真正怎樣解法呢，就要等到我們有一個人，就要研究西藏文，就讀西

藏的譯本的《瑜伽師地論》，將它勘到這段，到底這標點怎樣標點，然後才能徹底解

決的。現在我們解呢，就以意為主的，求其解通了它，就這樣解釋而已，而且以意為

主的解釋呢，總共啊，有四個不同的解釋，我現在講給你聽的呢，只是用一個解釋而

已。如果四個排著解釋，來討論呢，今日很容易就過去了。是吧？

這樣你看一下，就講甚麼呢？就說明五心，即是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

心、等流心，這五個心的時間的次第。「明五心緣境之世」，緣就是認識，這五個心

認識境界的時候，這個時間的次第。世者，就是時間。時間的次第，那麼這處就怎樣

呢？如果你有這本書呢，你將這個標點改一改它，因為我這個標點呢，這本書的標點

就照 韓清淨的標點，而我的解釋呢，現在就有韓清淨的解釋，但我不想用他的解着

(法)了，就所以改它的標點。

「又意識任運散亂緣不串習境時，無欲等生；爾時意識名率爾墮心。」這處呢，

本來就是一個 comma，是吧？就請你將它改了個圈，改了它一句，在這處斷句。如

果照過去的解法呢，就不斷句的，「名率爾墮心，」這樣一撇，就「唯緣過去境」，

這樣然後才一句的，但是你想下去呢，想來想去呢，是不通啊，即是用這個解法不是

太好，我就用回第二個解法。這樣你就不要說：「羅生，這古人這樣的解法，你又說

不對，你要用自己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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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不是我的解法，是，這個解法呢，是窺基法師的解法，窺基法師就舉出

三個解法出來，我現在就選，窺基法師就有三個解(法)，三個解(法)呢，都是玄奘法

師口述的，說印度的人有三個解法，這樣窺基法師就照錄了這三個解(法)，記錄了這

三個解(法)。近人呢，韓清淨呢，自己又整(理)多一個解。是嗎？這樣我們看一下，

「又意識任運散亂」，當我們的意識，任運即是沒有特別意思的，順其自然的，任

運，順其自然的；散亂，它亦無集中的。「緣不串習境」，緣即(指)認識，認識這種

舊時都未好清楚見過的，那些不串習境。境是(指)對象，很順其自然的認識一種不見

慣的對象的時候呢，那時候他的意識，就「無欲等生」了，就不會有那個欲心所與它

一齊起了。

甚麼叫做欲心所？記不記得啊？記得嗎？希望，是吧？他都未見過這種東西的，

他怎麼希望啊？對吧！「無欲等生」，他說那時候就怎樣呢？「爾時」，即那時啊，

「意識就名率爾墮心」了，那時候的意識呢，就叫做率爾墮心了。是不是很清楚啊？

這個解法。你如果加了下面那一句呢，就糊里糊塗了。「唯緣過去境」，率爾墮心就

怎會認識過去的境啊？肯定是現在的境啊。這所以呢，應該呢，「名率爾墮心」，這

「心」字下面呢，就一句了。這樣下面呢，這又怎樣呢？那甚麼叫做率爾墮心，懂了

吧？是吧？好了，「唯緣過去境」，下面不就有個圈嗎？取消了它，「唯緣過去境五

識無間所生意識，」這句很長啊。「或尋求或決定，唯應說緣現在境，若此即緣彼境

生。」

嘩！《瑜伽師地論》裏面的難解語句，有好幾句是第一流的，這句就是第一流

的，難解的。他說這樣，唯緣過去境的五識，要這樣解的。這個「唯」字呢，即是

(指)但是。是嗎？「緣」就是(指)認識。認識過去境的五識無間所生的意識，唯緣過

去境的，緣過去境的甚麼啊？不是五識啊！唯緣過去境的意識。聽得懂嗎？唯緣過去

境的意識。唯緣過去境的意識，這個意識是怎樣的？五識無間所生的意識。

第一個剎那就是甚麼啊？咦？怎麼有些川芎味啊？聞到嗎？川芎，很香。五識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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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生的意識，即是尋求意識與決定意識了，是嗎？第一個剎那起就是率爾墮心啊，

前五識的，是吧？五識無間所生的意識，即是尋求意識與決定意識，是吧？這種意識

呢，或者是尋求，或者是決定，這些這樣的意識呢，「唯應說緣現在境」，這個意識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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