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麼起尋求呢？本來就尋求過去的事情啊，前剎那的事情，但是實際上過

去的事情已成過去了，他怎樣尋求得到呢？實在它甚麼啊？它現前，就是現在

的剎那變起些影子好像過去的東西一樣，這樣懂不懂啊？這就是說，我要解釋

給你聽了，就是這樣，當我們看見一種東西，當我們，譬如一會兒出門口，一

眼看，看見這架車飛過了，非常之快，不守規矩，飛過，有一幕這樣的事情。

這樣當我看到的時候呢，我眼識的率爾墮心了，是嗎？這個意識又是率爾墮心

了。這架車過去了，於是我就尋求了，這個眼識可能停了，這意識呢，尋求

了，「啊，剛才那架車真是豈有此理啊，好彩無人在，有人在，就撞死人

了。」在說這些，在起分別，又尋求，是嗎？這樣到最後有個決定，「這個這

樣的開車人呢，一定是新發財，新鮮買了架汽車，叻唔切 (顯擺自己)的人，如

果那些是老財主呢，一定不會這樣開車法的。」就會這樣，這樣下判斷，起決

定。

當我們想尋求與決定的時候呢，是不是要將已成過去的那幅汽車「 」這唓

樣飛過的時候，(影像)在腦裏再現啊？再現的時候應該就是過去境了，是嗎？

是嗎？已經過去境了，但實際上他現在正想啊，那些東西就已成過去了，但實

際上他現在正想 啊，那就怎樣呢？你說是過去的呢？抑或它是現在的呢？你着

想一下，學哲學呢，就是要你想這種問題了。你說它過去，又似 (是這樣)，確

是已成過去了。你說它現在，是啊，現在出現啊，現在想 的腦裏出現啊，就着

現在啊。兩種都像(是)，到底是過去呢？過去境抑或現在境呢？你想一下。這

樣，我們要分開了，凡是一種東西，有本質，有影像的，本質 (指)實質，影像

就是 image。有本質，有影像的，譬如我看到一個人在這處，看到你，這個你

是本質，但我看到的呢，就不是你這個本質的，是把你的本質的影 (像)反映入

我那個眼識裏面的一幅影子，是嗎？這就是說，我所看到的你呢，只是看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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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是嗎？這影像後面有個本質，我看不到的，我只能將你的影像，你的本

質反映入我處，成為一個影像。明白這個嗎？聽得懂嗎？

好了，那就是說我們看的東西有兩重，一重是影像，一重是本質。懂了嗎？那麼

現在我所看的本質與影像是同時的，同一剎那的，但是有時不同一剎那的，譬如我現

在轉身，就想回你的樣子，這個時候呢，這個本質就是過去了，剛才看到的。但是我

(你)的影子呢，現在看呢，你的影子呢，就是現在的。懂不懂啊？那就是說，當我們

看一種東西的時候，這本質與影像可以是同時，是嗎？又可以不同時的，懂不懂啊？

照剛剛舉的例子呢，這本質就是過去的，這個影像就是現在的。聽得懂嗎？好了，當

我們的尋求意識在尋求，譬如剛才那架車飛過，我現在尋求，「啊，這架車這樣飛

過，真是不對啊！」現在說他不對了，那架汽車這樣駛過，這樣我們想的時候，是不

是現在的？這幅影像(是不是現在的)？現在。那就是說甚麼？他所認識的東西，這本

質是過去，但這幅影子、影像是現在。明白嗎？這處懂了嗎？你懂了這處。

這個「緣過去境」，過去就五識看到的啊，這五識無間所生的這個尋求意

識，或尋求心，或決定心，或染淨心，這個呢，它的本質就是過去境，是嗎？

但他目前的意識所想的在現在出現了。「唯應說緣現在境」。聽不聽得懂啊？

這麼㪐㩿(指不流暢)。是嗎？我看這本書呢，都還是，幾十年都猶猶豫豫，到

昨晚我說，明天要講課了，脫節了，然後再重新檢討，決定用窺基大師所講

的，明天我就要改這個標點了。所以有時候讀書，讀書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怪現

象了，以後你們都會一樣有這樣的怪事啊！你覺得很怪的，但是呢，一怪完之

後你會覺得很舒服的。

「若此即緣彼境生」，若此，若此種尋求與決定的意識呢，即緣彼境生，你也可

以說，即是緣過去的境生了。明白嗎？是不是很清楚啊？這樣。這樣呢，你經過這處

清楚之後呢，我介紹你看一看這一段的文章，看一下這個注(釋)，你看一下，做學問

之難啊！有時候(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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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一看，我們看這段：「此段文意不甚明瞭，」懂了嗎？「然非由於譯者之不

善巧。」若是別人，我真是很忠厚的，我這個人已經算是(這樣)，若是別人就會罵那

個玄奘法師譯書譯成這樣的，我還為他辯護，並非由這個翻譯的人不善巧。「何以

故？」為甚麼不能說他不善巧呢？「依奘師所傳，」即玄奘法師所傳，當時玄奘法師

講給人聽的。「當時在印度已有三種訓釋故。」在印度，在當時已經有三種不同的解

釋，對於這句經文，這樣就不關玄奘法師事了，印度的人(對)梵文，自己都搞不清

楚。

「若文意明瞭者，」就「不應如是。」是吧？所以我們不能怪這個翻譯的人。

「故知原文文意已不甚明瞭也。今梵文原本既未發現，」沒有了梵文原本。現在人人

啊，很多人又說要，我要讀梵文、看梵文啊。他戇的！他這種人！現在梵文有幾多

本？全世界的梵文(佛經)原本，都不夠四十本。佛經這麼多本啊！那些騙人的！好多

啊！「我又讀過梵文啊！我又拿來對啊！」對來對去，對一兩本罷了，對甚麼啊？

《金剛經》啊、《心經》啊、《法華經》啊，對幾本，那些對亦得，不對亦得，這些

經啊，因為甚麼？這些經文意很明顯的，你對又是這樣，不對又是這樣，真正這些

呢，他都無所謂對的。不過，很多人是這樣的，是嗎？喲，那位衍空法師，是嗎？你

們聽過他講課了，是吧？有一次，中文大學有一個佛學會，還是甚麼的(學會)，請衍

空法師去講《心經》。

衍空法師講了，講《心經》講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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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一句，都還未曾入深處，這句是開首而已，就有

一個沙塵白霍(意指驕傲而輕浮)的(人)，就走來與衍空法師說：「梵文本沒有這句的

啊！」這樣，即沒有「度一切苦厄」這句。衍空法師給他一拋，真的被他拋窒啊，他

說：「我對過梵文本沒有這句的啊！」原來他連梵文本都懂的，真的被他拋窒啊！這

樣，怎樣就不知了，窒得怎樣就不知了，那截情形我就不知了，就知給他搞得窒一窒

了。但如果我呢，就一定呵斥他一頓，罵他一頓，「你快點去讀多點書，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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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定說他。我一定這樣說他，「你用梵文來對，你在誰的地方學梵文來對啊？

你在法住學會霍韜晦先生那處用的梵文，他最歡喜用梵文的《心經》來對的啊！好！

我問你，他那本梵文是哪個時代出現的？是不是現在抄回來的？現在抄的那本梵文本

是哪個時代發現的？講我聽吧！」他肯定不知的！好！不知。

那即是說，你那本，根據的那本梵文本是哪個時代出現？是這五十年出現呢？抑

或五十年前？抑或五百年前出現？如果它是一千年前出現的，不同！這五百年內出現

的都有問題！為甚麼啊？凡是這些本子有先有後的啊！你怎麼知道後期出的那些不會

被蟲蛀了幾句、幾個字啊？你怎知道後期出的那些，那個抄寫的人會不會漏了幾個字

啊？是吧？你又怎知道有些好事之徒故意刪了幾個字啊？你怎麼知？他肯定答不到我

的！好，第二個再問你，現在就要教訓你要多讀點書，告訴你聽《心經》有六、七個

譯本，懂不懂啊？最初的那個譯本就是鳩摩羅什法師譯的，鳩摩羅什法師所譯的呢，

是比玄奘法師所譯的現在那本早幾百年，鳩摩羅什法師譯的那本就是晉朝的時候譯

的，是東晉時候譯的，公元後呢，不過是五、六世紀而已，距離現在一千五百年，鳩

摩羅什那本有甚麼啊？「度一切苦厄」，即是說鳩摩羅什法師看到的那本梵文本有

「度一切苦厄」這幾個字。是吧？這難道鳩摩羅什法師眼花？你就看得清楚，他就眼

花？是嗎？鳩摩羅什法師不會講大話！硬要加幾個字啊！即是鳩摩羅什法師那本是有

「度一切苦厄」！是吧？

好了，那麼跟著呢，玄奘法師譯的呢，又有「度一切苦厄」。那麼跟著呢，宋朝

那些人，有兩本譯的呢，又有。個個看那本都錯？你不錯？是嗎？你可以問他：「你

老兄有沒有對過啊？」肯定未對過了！若對過，你會這麼倉猝講(嗎)？未對過了。所

以現在要教訓你，以後呢，講話就小心點。是吧？先看多一點，這個大概是不知那一

系的學生了？沙塵(意指驕傲)啊！現在很多動不動呢，尤其是那些日本人，(說)梵文

本是怎樣。梵文本看一下它是哪個時代發現的，同是那本(佛)經啊，新的梵文本與一

千年前的梵文本，與一千年後的梵文版本，不同啊！有很多差了整段啊！這樣，我們

看回這處了，這所以梵文本未發現，西藏有譯本，有西藏譯本，這樣「必取藏譯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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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對勘或有分曉。」對勘，在未曾對勘之前呢，我們都難以十成十判斷的。「斯有待

於今人之努力也。」所以呢，你肯做佛經功夫呢，就把功夫給你做，是吧？

我判斷下面這處，我們看，「爰唐代以迄今茲，」由唐代到現在啊。「章疏所

存，共有五解。」對於這句，五個解法。「基師《略纂》二解，」窺基法師做了本叫

做《瑜伽師地論略纂》，舉出兩個解釋。「皆奘師所傳印度古釋；」他說明這兩個解

釋都是玄奘法師所傳的印度人的解釋。「基師抉擇而採其第二解。」窺基法師將這兩

個來比較，批判，抉擇，就說認為第二個解就對。他的第二個解釋是我現在今天改

過。

「遁倫記存四解；」遁倫(是)一個韓國人，一個韓國的法師，在唐朝來中國留學

的，他做了一本《瑜伽師地論記》，他傳了四個解釋。「前三解皆是奘師所傳印度之

說，」前三解呢，又是玄奘法師傳的，都是印度人的解。「較《略纂》多一解；」比

較窺基法師多一解。「其第四解乃唐人《瑜伽論》補決所釋也。」

第四個解呢，我們中國人所寫的一本叫《瑜伽論》補決的解釋，這一解呢，自然

是沒甚麼價值的了，這一解。這樣最低限度呢，三解是有些價值。「近人韓清淨(就

作了本叫做)《披尋記》(《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又有新解。」或者你老兄呢，以後又

有新解都不定啊，如果你對一對，你讀一讀西藏文，現在的人不夠精進啊，應該要

啊，西藏(佛經)豐富到極，那些藏經多過中國，豐富到極，而且翻譯又翻得圓融，如

果你真正有志學啊，又還可以甚麼啊？名留萬世啊，這個是不朽的事業啊！中國很多

經未譯的呢，你可從西藏文譯過來。「故合為五解。」這五解怎樣呢？我沒有排列

啦。

「今依《略纂》，」依窺基法師的《略纂》。「以第二解為勝。」為甚麼說它勝

呢？「斯乃護法門人最勝子之說。今取之。」我現在取這一解。「其第四解，與第二

解無異。」即是實際三個解。「餘皆不取，」我不要了，我雖不要，你可以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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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可自尋檢。」你就自己找了，我就用他這個解，今日我就改動了它。下文那些

我不讀了，你自己(看)，解了。

香港大學有一個叫做甚麼啊？佛學會啊，那個佛學會的人就請我去講一講，去講

個多小時的課，我就答應了去講，講這個《佛教的道德原理》。講一個這樣的題目，

講完之後呢，有一位女生，真是妙了，她啊！不過問得很好。她說：「現在同性戀很

流行，佛教對同性戀怎樣看法呢？你今日講的是佛教的道德原理啊！」佛教對於同性

戀怎樣看法呢？如果不是跑慣江湖的都被拋窒的啊。這樣我說，她問我了，很多人看

著，坐了這麼多人啊。我說：「我看佛經當然不會本本都看過，都看了相當多的，但

是還有很多未看過的，但我所看過的都發現不到有同性戀這種東西啊，沒講這種東西

啊，是吧？這樣將來我會不會繼續看那些書，會不會看到有同性戀的東西呢？我就不

知。但是一個人做學問呢，我以為就是要忠實些，當你，因為我沒有看過這種，我又

不是專 究同性戀的，所以我就沒有留意佛經裏面對同性戀的這個問題，是吧？我現硏

在講的是道德的普通的原理，是吧？就不是特殊同性戀是否道德這個問題。所以呢，

我答你呢，就是說我現在對同性戀這個問題未有深切的研究，只是聽一下，在報紙看

一下。這樣我就不能，第一，我不能夠答你同性戀是否合道德，因為我沒有研究過

的，不能亂說。第二呢，佛教對同性戀怎樣看法呢？這樣我又不是戒律專家啊，我又

不能亂講，我亂講呢，就會誤你，所以我不能夠答覆，如果我將來有研究呢，有時間

研究這個問題呢，我一定答覆你。」是的，就是這樣，是啊！我沒有研究過就不能隨

便答覆你啊。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問題來的，在道德上。有這樣的事情的，有時候有些小朋友，

就好像他這麼大，不過她找這樣的問題來問。試過啦，不知誰又被別人問過呢？是葉

文意呢，或誰被人問，在大會堂，墮胎問題，就是佛家對墮胎怎樣看法呢？真是特別

到極，這些問題！好了，現在講了，這個意識與前五識都有了別作用，這樣又有心王

又有心所，是吧？關於這個心王、心所呢，這了別是不是一樣呢？如果心王與心所都

是了別這種東西，還何必分心王、心所呢？如果你說心王歸心王，心王的了別與心所

的了別是不同的，那又怎樣不同法呢？是嗎？人家會問你的啊。現在就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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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又識能了別事之總相。」

現在姑且先講這六個識，不要講第七、第八識了。這六個識呢，都有了別的作

用，有明瞭辨別的作用，但是它只能夠了別那個事物的總相而已。一種事物的形相，

有總的(相)，即是整體的；有別相，別相即是特殊的。是吧？譬如現在我看見一個

人，這個是男人抑或女人？這個是女人，肥人或是瘦人？這個是總相，是吧？別相是

怎樣啊？她肥，肥得笨拙不笨拙？瘦又瘦得如何？叫做別相。譬如我看見一朵花，看

到這花只是總相，但是這朵花好看不好看呢？叫做別相。它看起來有益抑或無益呢？

又是別相。懂了嗎？好了，心、識又是了別，心所又是了別。他現在告訴你，這識

呢，這六個識只是了別事的總相而已。這繼續了，「即此所未了別(者)所了別境相能

了別者，說名作意。」

「心所」了，這個識對於那種東西所未了別的，就是說這個還未了別的那些境

相，它能夠拖這個心去令它了別的，這種作用呢，就「說名作意」。這樣來到這處

呢，我們又知道了，譬如一個人坐在這處，我初初見不到，現在呢，各種條件具備

了，光線又好，又(有)刺激了我的光線，於是我就發現有一個人坐在我前面了。那麼

這個人，當我發現的時候呢，就一定要留意看了，是吧？那就是說，我們的心有一個

「心所」，是引我們的心去留意看一件對象。我們的心未看的時候，它引我們的心去

看。當我們看的時候，它令到我，拉 我的心去注意它的，這種作用就叫做作意。作着

意者，即是負一種特殊責任。至到我看見整個人的總相呢，這個是我眼識的事。懂不

懂啊？

這個眼識的總相是一個相分，是一個影像來的。這個「作意」呢，又有作意的相

分，這個「作意」就是留意，留意所留意的境界，作意。跟著，「即此可意、不可

意、俱相違相、由觸了別。」第二個心所叫做「觸心所」。「即此可意」，「此」即

(指)這個總相，所看到的東西，這個所看到的東西呢，是「可意」呢，是令我們覺得

合意的呢，抑或不合意的呢，或者「俱相違」，既不是合意，又不是不合意，叫做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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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違。這種呢，就是由那個「觸心所」去了別。這就是說，可意與不可意呢，就是這

個「觸」(心所)所變起的相分。這件事物的總相呢，就是這個眼識所看到的。那即是

我一看，看到個人呢，一個眼識裏面反映出這個人的總相。

這個「作意」心所呢，就在這個總相裏面，反映出那個甚麼啊？我們值得留意到

的，這個就是相分。跟著呢，我的「觸心所」又接觸到一個別相，就是甚麼啊？令到

我舒適或不舒適，可意、不可意。還有一個心所，「即此攝受、損害、俱相違相，由

受了別。」跟著就是一個「受心所」，「此」即這個這樣境界，這個境界裏面呢，

「攝受」，攝受即是值得享受，攝受即是吸取；「損害」，或者甚麼，一看了之後覺

得損害的；這樣呢，或者「俱相違」，既不覺得吸取，亦不覺得損害的呢，就叫做甚

麼啊？「受心所」，由「受」了別。

「即此言說因相，由想了別。」那麼講到這處呢，這個「想心所」啊，「想心

所」是甚麼呢？「想心所」就當我們看一種東西的時候呢，就能夠對這種東西好像劃

一條界線那樣，劃了界線呢，就將這界線內(這種東西)吸取它，就取像，取像，這個

取像心所呢，就是甚麼啊？「言說因」，就人類來說的，「言說」就是講話，講話就

我們人類之所以能講話，這原因何在啊？貓狗呢，就不能夠講話，牠呢，就是欠缺這

種，欠缺這個言說因。為甚麼叫做言說因啊？當我們說這塊叫做黑板這樣，叫做膠板

這樣，當我講膠板這句說話的時候呢，我的意識要怎樣啊？要在我們見到這些東西之

上呢，要將它來劃一條界線，是吧？這之內叫做膠板，這之外呢，界線之外呢，不是

膠板，是嗎？這樣啊，我要經過這樣的手續，然後才能講得出膠板，不是憑空的。那

有這麼混亂的！你會覺得混亂而已，你那個腦很微細的，你的思想很微細的，還微細

過普通的電腦，它會分得很清楚。聽得懂嗎？

那些把這個形象劃定界限來取像，這種叫做「想」。那些英國人將它來譯做

perception。那就是說，我們的眼識看下去，就看這件東西，一幅總相，劃定這個

界線來抽取它，起一個觀念，這個叫做膠板。這樣呢，起一個這樣的影子呢，這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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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啊，這個就是甚麼？這個「想心所」的相分。這即是當我們看到這樣的時候，幾多

重相分啊？第一重就是這個總相相分；第二重，我們所注意的那個「作意」相分；第

三重就是這個「觸」的相分；第四重，這個「受」的相分；第五重，「想」的相分。

五重相分在這，不止五重，還有一重啊。

「即此邪、正、俱相違行因相，由思了別。」對於那種東西，到底我們認為它

邪，我們放棄的，或者認為它正的，我們要去跟著取的呢，或者俱相違，既不邪亦不

正，我們不理它的，這樣呢，這些呢，能夠造成覺它邪，覺它正的，或者俱相違的因

的，這種這樣情景的影子呢，這個相呢，是由「思」了別，由我們的意志去了別。這

又一個。這說我們的眼去看一幅東西呢，就一個眼識的總相。

另外呢，那五個心所，五個別相，好像六彩套色那樣。這樣你就會了，講到這

呢，你就會了。我們中國人，有一個人叫胡適之，他呢，就研究過唯識，看過唯識的

書，他說唯識中的東西就與中世紀歐洲那個天主教那些經典裏面那種瑣瑣碎碎的作風

一模一樣，這些叫做繁瑣哲學。胡適之啊，他說：「我就沒有那種心機去學這種繁瑣

事哲學了！有甚麼用啊？」

就像剛剛那個(例子)，看東西就是看東西啊，又要分清幾多重相分有甚麼用啊？

用起上來就好像沒甚麼用，講起來好像沒甚麼用，但當你真真正正修止觀的時候呢，

你這套學問一明白了，令你反觀自己內心，覺得玲瓏浮凸，非常清楚的，是嗎？你如

果沒有這套學問的基礎呢，你懵查查(模模糊糊)的，觀心啊，這個心最緊要！

好了，下面又來一個，這樣就五個 行心所了，除了 行心所，還有些別境心所徧 徧

的啊，他不講了，費事講了，結束了。「是故說彼作意等思為後邊名心所有法， 一徧

切處、一切地、一切時、一切生。」他說，這五個心所呢，都是 行心所。「是故說徧

彼」，所以呢，佛經裏面就說，「彼」，彼即這五個 行心所。哪五個 行心所？徧 徧

「作意等」，作意、觸、受、想、思，「思為後邊」，這五個心所呢，「思心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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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後，作意是第一個。

「名心所有法」，叫做心所有法。是這個心，這個心即是識，這識所有的特殊作

用，而且呢，這五個叫做 行心所。它「 一切處」，一切處是甚麼啊？不論善心、徧 徧

惡心、無記心，一切心起的時候，它都有跟著起的，一切處。「一切地」，三界九

地，地地都有這種心所的。「一切時」，任何時間，你的識一起呢，都有它的這五

個。而且「一切生」，一個起就五個一齊起的，呼朋引類一齊起的，所以叫做 行心徧

所。懂不懂啊？很詳盡啊！是嗎？但是，詳盡呢，你經過這詳盡(解釋)之後呢，你已

經很清楚了。是吧？懂不懂啊？有沒有興趣啊？都有些興趣了吧？

好了，下面呢，他不厭求詳了，逐個心所講你知，先講這個 行每一個心所的活徧

動情況，你看一下，下面逐個講你聽。「作意云何？」「作意」的活動情形是如何的

呢？這樣，「謂心迴轉。」令到你的心識呢，「迴轉」，本來你睡覺，現在叫你醒就

是迴轉了，本來你看這種東西的，跟著看另一種，這就迴轉了。「令心迴轉」，即是

刺激你的識，令你看這些境界。「觸云何？」「觸心所」的活動情形又如何呢？

「謂三和合。」怎樣三和合啊？根、境、識三者接觸。譬如眼，眼識的

「觸」這樣，眼根與顏色的色境與這個眼識，三者和合。「受云何？謂領

納。」「受」的活動情況又如何呢？就領，領受那種境，就接納那種境。「想

云何？」甚麼叫做「想」心所？「謂了像。」將那種東西，那個像抽入來明明

瞭瞭的了解它。「思云何？」怎樣的意志？「思」心所又怎樣？這個活動的情

形是怎樣呢？「謂心造作。」令我們的識起造作，起行為，造作即行為。講過

了，他還講了，五個 行講過了，他還講這五個別境徧 (心所)了。「欲云何？」

這「欲」心所又怎樣呢？它的活動情景又如何呢？

「謂於可樂事，隨彼彼行，欲有所作性。」他說甚麼叫做「欲」呢？

「謂」，謂即(指)就是，對於令我們歡喜的事，「樂」，樂即喜歡，那些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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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喜歡的事，「隨彼彼行」，我們跟著它來活動，彼彼即指它、它、它，這樣

跟著那些來，行就是活動。「欲有所作性」，我們呢，現在未做，我們想發動

做一種事情，希望，「欲」。「勝解云何？」「勝解」的活動情況又如何呢？

「謂於決定事，隨彼彼行，」對於決定無疑的事情，我們跟著來起活動，(跟

著) 行動。「印可隨順性。」「印可」即認可這件事情確是如此了，印可它，来

隨順它，覺得它是這樣的了。這樣，現在說的「信解，信解」呢，有些叫這個

「勝解」做「信解」的。「念云何？」「念」即回憶，甚麼叫回憶呢？

這樣，「謂於串習事，隨彼彼行，明瞭記憶性。」對於那些習慣見到的東

西，我們跟著它來活動，能夠很明明瞭瞭地記憶出來。「念」。「三摩地云

何？謂於所觀察事，隨彼彼行，審慮所依心一境性。」「三摩地」，這個梵文

sam dhiā 這個字，就譯了中文呢，有些人就用音譯就譯做三摩地，是嗎？又有

些呢，古代就略去尾音，就譯做三昧。現在很多人喜歡用「三昧」這兩個字

啊。「三摩地(sam dhi)ā 」如果意譯就譯做等持。

每一剎那呢，連續、連續的這樣控制你的心，這就是等持，即是定了。怎樣叫做

定啊？前一剎那，怎樣叫定啊？譬如你唸佛這樣，前一 那想著阿彌陀佛，第二個剎刹

那呢，又想著阿彌陀佛，第三個剎那又想著阿彌陀佛，前後剎那都是很相似的，連續

連續相似的，這就叫做等持。簡單來譯，叫做定，即將精神集中，即英文的

concentrate，等持。「三摩地」的活動情形怎樣呢？「謂於所觀察事」，所觀察的

東西，「隨彼彼行」，跟隨它來活動，「審慮所依心一境性」，隨彼彼行的那種心一

境性。怎樣叫做心一境性啊？這個心專注在，集中在一種對象，心一境。「審慮所

依」，這個心一境性呢，即是集中精神了，就是能夠審慮了。如果我們的精神不集

中，不能審慮的啊，我們之所以能審慮，完全是依據我們的精神能夠集中。這種精神

集中是審慮這種行為所依的，這種這樣的情景，這種心活動就叫做三摩地。聽得明白

嗎？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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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慧心所」，「慧」又名叫做智，智慧，智慧。「慧云何？」甚麼叫做

「慧」呢？「慧」活動的情形又如何呢？「謂於所觀察事，隨彼彼行，簡擇諸法

性，」於所觀察的事情，對於這件事情呢，隨著它而去活動，「簡擇諸法」，在這處

呢，簡擇，這個簡擇呢，即是檢討，批判，選擇，包括(這些)，這種叫做簡擇。好像

我們挑選東西，好像我們去買菜那樣，挑選這些好，那些不好，這些值得買，那些不

值得買。這種判斷、選擇就叫做慧。那麼這種「慧」呢，他告訴你聽，得到這種

「慧」，其實是前面那幾種別境心所都是啊，「或由如理所引，」或是由合理的識所

引導它的，「或由不如理所引，」不合理的識所引導的，「或由非如理非不如理所

引。」既不是如理，又不是不如理。

甚麼是如理啊？如理即是好的，合理的；不如理就是不合理的。這即是「慧」有

善慧，有惡慧了。好了，這叫做別境心所，後面這五種。哪些叫做別境啊？五種特別

的境。第一種就是甚麼啊？我們在這個「欲」心去「可樂事」，我們高興的事，特別

的了，不是不可樂的。第二，決定事，不是不 定的，不是猶猶疑疑的。第三，這决

「念」心所呢，串習事，不是未見過的，未見過的東西就不能回憶的。第四呢，「三

摩地」就是所觀察的事。第五，「慧」呢，亦是所觀察的東西，所以「定」「慧」

呢，就是同一種境了。

這樣呢，就叫做甚麼啊？他這個，十個心所，他已經講得很清楚給你聽了，他還

怕你不清楚啊，他再講，這五個心所，十個心所，能夠作甚麼功效，作甚麼業出來

啊？「作業」，這下面講「作業」了，(「又作意作何業？唯引心為業。」)無效的，

無結果的，它不願意(這樣)的，佛經啊，種種都清楚地打算盤(計算)的，有益或無益

啊，無益的，他不願(做)的。他講「業」了，他說「作意」又做些甚麼事業呢？「唯

引心為業。」這個心未起，它引心出來看那種東西了。「觸作何業？」這個「觸」心

所做些甚麼事業呢？「謂受、想、思所依為業。」一定要有了「觸」(心所)，然後這

個「受」心所、「想」心所、「思」心所就有依據，如果沒有「觸」，它們根本不能

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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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作何業？謂愛生所依為業。」其實不只是有「愛」，「愛」與「非愛」都

生，「受」是依甚麼業啊？你受，覺得感受是舒適的呢，你就對它愛了；如果對於不

舒適的呢，你就怎樣？非愛了，就不愛了。這個只講「愛」做例子。「想作何業？謂

於所緣，令心發起種種言說為業。」說話，對於所緣的境，令這個心發起種種語言，

有這樣的事業，以這樣為事業。「思作何業？謂發起尋伺身語業等為業。」他說這個

意志，這個「思」(心所)呢，就作甚麼業呢？「謂發起尋」，有一個「尋」心所，

「伺」心所，「尋」、「伺」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是今日我們所謂思想。因為有意志的

作用呢，我們然後起個甚麼啊？起這個「尋伺」，起思想，一有了思想呢，就起身語

了，這身動作，語就講話了，身業、語業為業。

這然後呢，看這個「欲」了，「欲作何業？謂發勤為業。」產生勤了，你一想、

一有希望就勤了，是嗎？「勝解作何業？謂於所緣，印持功德、過失為業。」對於所

緣的對象呢，對於你所認識的對象呢，是印持，即是印定它，肯定它，說它這些是有

功德的，或者說它這些有過失的。「念作何業？」即回憶又作何業呢？「謂於久遠所

思、所作、所說，憶念為業。」這「念」(心所)呢，對於長久以前所想過的東西，所

思的東西，所做過的東西，所說過的東西，能夠憶念出來，它的事業就是如此了。

「三摩地作何業？謂智所依為業。」這個最厲害了，一切智慧都要依據這個「三

摩地」才起的，如果你沒有定呢，精神不集中呢？沒有辦法起智慧的。「慧作何業？

謂於戲論所行染污、清淨，隨順推求為業。」我們智慧又作甚麼事業呢？他「謂

於」，他說我們普通的智慧呢，對於「戲論所行」，戲論者，即虛妄的，對於虛妄的

言論，對於虛妄的言論思想所行的那些染污的境界，或者那些清淨的境界，或者你隨

順它，或者不隨順它呢，都推求來想它，為業。即是甚麼啊？對於那些事物能夠思

想，這個就是這個「慧」的(業用)，能夠思想，能夠判斷，這個就是「慧」的作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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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解釋完這些心所了，解釋完心所之後呢，他然後解釋了，解釋些甚麼啊？

又甚麼叫做「過去」呢？甚麼叫做「現在」呢？甚麼叫做「未來」呢？甚麼叫做

「生、住、異、滅」呢？這些這樣的東西是甚麼來的？這樣一輪的講，這就好像很繁

瑣那樣，但你一經過這樣的繁瑣呢，你就確是種種都很清楚的了。你知道他是二千年

前的人物，他能夠很清楚，比較現代的心理學家更清楚。好了，今日就講這麼多，有

沒有問題啊？你們真正想學佛學呢，你們不要怕深(難)啊！不要怕煩，最緊要！凡是

學問的事，肯定到差不多有些很煩的，到差不多呢，又好像豁然開朗那樣。接受到

嗎？接受到嗎？接受到了，是吧！

就請大家看一看那個科判，即這個目錄，這個目錄裏面呢，第五行，就「庚一」

了，是嗎？「庚一」說「三處所攝」，即是說以上第一冊所講的這麼多東西呢，就將

這麼多東西來整理呢，(就)不出三類，即不出三堆。第一堆呢，就是物質，叫做色

法，是吧？第二堆呢，就是心心所，是吧？心心所。第三堆呢，叫做無為法。不出

(這)三類而已。這樣，色法即是物質現象；心、心所即是精神現象；無為法即宇宙的

本體。不出三類。

這「庚一」說「三處所攝」，這於是就將三種東西來講 (解)了，是嗎？這樣講

(解)呢，就先講呢，分兩段講(解)，就「辛一」、「辛二」。「辛一」就「別辨

相」，即將三類，將這三種東西呢，即是將哪個啊？物質現象，將個精神現象與將個

無為法呢，將這三種呢，個別個別地說明它的情況。相就是情況；辨就是說明。聽懂

了嗎？這樣呢，「別辨相」裏面就分開兩段來講，第一就「略攝」，很簡單舉出這個

大概，是吧？我們讀過了「略攝」，是嗎？第二呢，就是「壬二、廣辨」，就是詳細

說明，是嗎？詳細說明。

詳細說明呢，分開三種來說明，第一種就是「辨品類」，把上文所講的三類東西

的種類詳細說明，辨品類，「癸一」就「辨品類」。「辨品類」呢，就把甚麼來辨

啊？把物質現象說明得很詳細了，有「地、水、火、風」啊，「眼、耳、鼻、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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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啊，這樣，講得很詳細了。第二就講「心、心所」，是吧？又講過了。「無為

法」呢，他沒有怎麼講了，因為宇宙的本體是難以講的，是嗎？在這處不適宜於講，

他就沒有講了。這樣呢，「癸一」就「辨品類」，講完了。

現在呢，就「癸二」了，看了，看科判第十三頁，第十三頁，第六行，是吧？

「癸二」就「明建立」，就說明呢，它這處，為了要再進一步詳細說明呢，他要建立

若干的標準，建立甚麼呢？這樣，主要呢，他講第一，「明建立」分三，即是「子

一」、「子二」、「子三」，看到嗎？「子一」就「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

世。本來呢，他說就是這樣，這個宇宙無所謂叫做過去，無所謂叫做現在，無所謂叫

做未來，由無始之始以來，一直連續，連續到無窮那麼遠的啊，哪一截叫做過去啊？

哪一截叫做現在啊？哪一截叫做未來啊？是吧？你說這樣，我今年五十歲，四十九歲

就是過去了，你是這樣罷了，第二個就不是這樣的啊。是吧！以你做標準就是這樣。

是嗎？如果呢，以這個太平山做標準呢，那就怎樣啊？哪一截叫做過去啊？是吧！那

麼未來又有幾多年啊？沒有的啊。現在，所謂現在是甚麼啊？現在只是這一秒鐘就是

現在而已，眨眼間這一秒鐘過去了，就已經過去了。就是說甚麼啊？過去、現在、未

來，這個所謂時間呢，好像一條河流那樣，這個標準是人定的。是吧？但是，我們常

常說，過去我又如何啊，未來我們又會怎樣啊，這些都是甚麼啊？先建立了一截叫做

過去，此刻叫做現在，將來哪一截起又叫做未來，是嗎？先建立了。

甚麼叫做「建立」？建立者，即是怎樣解釋啊？即是假說，假定，假定。「建

立」這兩個字即是假定，這樣解釋。假定又為甚麼叫建立呢？我一會兒講給你聽。這

樣，「建立三世」，為了詳細說明這個世界，與說明我們的人生呢，要假定這時間上

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才行。

第二呢，「子二」了，建立甚麼啊？「四相」。其實又無所謂叫做「四相」的，

「四相」都是假立的。甚麼叫做「四相」啊？「生、住、異、滅」。譬如你一個人，

你出世的時候就「生」了，你生而已，未必他生啊，這個時候，是吧？或者你生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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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剛剛他死也(說)不定啊！就某一個標準的建立就叫做生。懂了嗎？「生」了之

後，就「住」，譬如你是八十歲的，這樣就住八十歲。當「住」的時候呢，不斷變化

的，由年青變年老的，是吧？就「異」了。「生」、「住」、「異」了，到最後呢，

還是不免於死，「滅」。「生、住、異、滅」。

每一個人都有「生、住、異、滅」，隨人而不同。不只每個人都有「生、

住、異、滅」，每一朵花，每一棵樹，甚至每一座大廈都有「生、住、異、

滅」啊！永無不倒的大廈啊！這世界，是吧？山都有「生、住、異、滅」。譬

如講，有些大城市，譬如傳說就這樣，美洲那邊的百慕達那處，是吧？原來有

幾個大城市的，是嗎？這個大城市叫甚麼啊？Atlantic，大西洋啊，Atlantic啊，

舊時很繁榮的啊，後來呢，一夜之間沉，沉了下去，即現在百慕達那處啊。相

傳就是這樣啊！是吧！就是一個大城市都有「生、住、異、滅」，是吧？這

「四相」。凡是現象界的，現象界啊，不論甚麼現象，精神現象也好，物質現

象也好，一定有這「四相」。你說沒有的，沒有，是「涅槃」就沒有這「四

相」，是「涅槃」沒有這「四相」，就宇宙本體就沒有這「四相」。其他的

呢，彭祖高(壽)八百歲都有「生、住、異、滅」。是嗎？現在你說，無量壽去

生(在)極樂世界，那位阿彌陀佛壽命四十八劫，一樣是「生、住、異、滅」，

是吧？四十九 他就滅了啊！凡是有為法就一定有「四相」。「建立四相」。刧

還有，我們常常說事態的出現又是有因有緣的啊，是吧？「因緣」到底是怎樣

的啊？他建立甚麼啊？

「子三」，第十四頁，看不看到啊？「子三、四緣」，將這甚麼叫做「因緣」？

甚麼叫做某某緣？「因」與「緣」，其實無所謂「因緣」，都是建立來解釋這個事情

而已，就建立「四緣」。說明這三種「建立」，明白嗎？如果不建立這些標準呢，我

們沒辦法講話的了，是嗎？譬如你出去買米這樣，你一定要有標準的，這些標準是人

建立的，因為會用幾多磅去計，會說幾多個 kilo，是吧？會說幾多殼這樣計。這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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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一定是假定的，一定要建立標準才有得說。如果你不建立這些標準呢，根本就說話

都沒有可能。是嗎？所以我們呢，人類社會一定要建立些標準。

那麼在佛法呢，講佛法呢，亦不能例外，講佛法要建立什麼啊？建立「三世」，

建立「四相」，建立「四緣」，這才有佛法可講，不是就沒得講。「建立」，這樣就

叫做「建立」，懂了甚麼叫建立。這所以呢，這個字有時候叫做建立；有時候叫做安

立；你不妨記住啊！安立！有時候叫做假說；有時候叫做假設；有時候叫做施設，施

設；有時候叫做設施。都是不過(指建立)，都是呢，等於建立，這樣就講了甚麼叫做

建立。他說亂建立可以嗎？是嗎？不可以啊！建立，怎樣才是有資格的，即建立在甚

麼才是合理的呢？要合理的建立呢，建立了這個標準之後呢，對於一件道理的說明，

或者對於一個事實的說明呢，是有補助的，沒有它就確是沒有那麼好的這樣。這樣

呢，這樣然後才可以建立啊。

例如，我們太古的時候呢，我們不知道甚麼叫做一年的，亦不知道甚麼叫

做一個月，亦不知道甚麼叫做一日的。後來呢，有些人啊，譬如埃及的祭師之

類，見到呢，太陽都每日早上出來，夜晚，這個太陽就落了，雖然這日子又長

又短的不同，但是又出又入，是日日都有的，於是呢，建立。建立，怎樣建立

啊？這個太陽出到太陽落，是嗎？叫做一日，是吧？這樣，或者太陽出至到第

二日的太陽出，中間經過的這段時間叫做一日夜。是吧？建立而已。建立一日

都不夠了，就要怎樣啊？看看這個月光了，見到它呢，一個月的第一日會烏朦

的，沒有的，第二日就一條線那樣，第三、第四日就是個娥眉月，是嗎？慢䑃

慢、慢慢呢，就整個圓，慢慢地又缺，缺了，又沒有，這樣將它一環(算)，三

十日左右，將這個循環就建立叫做一個月，建立而已。又將呢，再將三百多日

建立叫做一年。

建立，用太陰曆來建立了，有些人說太陰曆建立沒有那麼好啊！要用太陽運行來

建立，叫做陽曆。通通是建立，而且建立甚麼啊？現在那些人死了，明明他是九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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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這樣，是啊，一會兒又說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就是為甚麼啊？又是建立

啊！建立甚麼啊？積 啊！兩年多就一個閏月，是嗎？兩年多就一個閏月啊！二十幾閠

年就多了一年了，應該，是吧？那即是如果二十幾歲死呢，應該積閏就加一歲了，是

嗎？如果你二十五歲死呢，二十四、二十五歲死呢，應該這個燈籠要(寫)夠二十六歲

了，是吧！積閏多一年啊！是嗎？就是你們的男青年、女青年糊塗啊！死了怎麼加三

歲呢？這樣，其實加三歲這些是戇的！譬如你現在這麼年輕死啊，你有甚麼資格加三

歲啊？是嗎？二十幾年才加一歲啊，是吧？你要有七十歲死才可以加三歲啊！七十多

歲死才可加三歲啊！如果是二十歲，都未夠二十歲死，根本就夭折，加都沒有得加，

加一歲都加不到，是吧？這樣積閏啊，是吧？這些積閏幾多歲就是建立了。人家有些

人拜壽的，這樣明明他是，只八十一歲，不是，八十三歲或者八十四歲而已，他就要

誇大一點了，九十啊，就晉幾多了，九十是開三了，八十幾(歲)而已，你哪有九十歲

呢？叫開三了。這樣之類，這些都是假定假立的，都是安立的。社會上一切制度都是

安立的，是吧？社會上，為甚麼到仔大女大就要結婚啊？看他成家立室啊？安立而

已，不成(婚)都可以啊！出家不行嗎！這些全部是安立。懂了嗎？那麼，最顯著的安

立呢，就是甚麼啊？地球上那些經線、緯線，你幾時見過地球上的一條條線啊？誰見

過啊？他還要說在倫敦的 Greenwich的那個天文台，還要說是第一條啊！根本就無

線！是吧！無經線，亦無緯線。是甚麼啊？是那班天文學家開會的時候建立的。是

吧？建立，建立即是，就好像建立一個徙置區，建立一個公園那樣，建立而已。那

麼，這處就告訴我們這全部，「三世」都是建立的，「四相」都是建立的，是吧？這

「四緣」都是建立的。其實呢，三藏十二部經，全套通通都是建立。明白嗎？但你又

不要小看「建立」啊！如果不建立怎麼行啊？不「建立」連開口都不行！不「建立」

(的話)就(這樣)！懂了嗎？

這樣上文呢，就講完了「癸一」，現在就「癸二」了，就說明我們 生界衆

裏面呢，是要建立些東西的。佛說法度 生啊，都要建立很多東西來到衆 (度衆

生)，建立很多標準，然後可以度 生的。這樣呢，我們了解「建立」有甚麼好衆

處啊？我們甚麼都不用執著，本來就沒有的，全部都是我們建立，是吧？離

18



開，如果我們不建立的時候少很多執著的。但是呢，人類往往這樣，一建立了

之後，就死(硬要)執著，這些就叫做食古不化，行不通！是吧？這樣，我記

得，我一個阿 ，那隻腳就這麼細嫲 (小)的，好像我們的手指那麼長，我的阿嫲

這隻腳啊，她要紮腳的，走起來呢，幾乎給風都吹得倒，搖搖晃晃。她認為

呢，我親耳聽過她講，她說現在的女人就是賤格啦，這樣，為甚麼這樣說啊？

她說她們大腳啊！她因為大腳就說賤格！要學她那樣紮到好像臭老鼠這樣才叫

名貴！這是甚麼啊？都是建立而已！舊的建立與新的建立就不同，新的建立就

要天然赤足才是健康，是吧？舊的呢，就要一隻豉油碟，真是的啊！這隻腳要

踩在那隻豉油碟的那樣剛好，叫做三寸金蓮，那些人啊！懂了嗎？一樣是建

立。

好了，現在講「建立」，建立就很多東西的，不過最主要就是這幾種：第一種就

是「三世」的建立。「建立」一定有些依據的，譬如這個地球上面建立些經線、緯

線，它都要甚麼啊？由哪處起計第一條。這樣。那麼「建立三世」呢，在哪處來建立

啊？兩種講法，一種呢，是唯識家的講法，他說過去、未來、現在這三世呢，完全依

據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那些種子，種種都是一截一截的，只是這些種子呢，無始

以來一直連續連續。在這無始以來連續連續，好像一條河流那樣之上，我們就劃分一

個標準，這個剎那之前，我們叫做過去；就這個剎那，這一秒鐘，叫做現在；一秒鐘

或者一剎那以後，我們叫做未來。是依據那些種子建立的。那麼另外一種講法呢，就

不只是唯識宗的，就是依現行的事物建立的。但是這個呢，(依)現行事物建立呢，我

就問一下你了，譬如依據這塊膠板來建立，現行的了，這塊膠板的過去，膠板的現

在，膠板的未來，(這樣)建立可以嗎？可以。但是，膠板的過去是有限的，那間工廠

未製造它出來的時候，(就)沒得講的。是嗎？但是，種子就有得講了，那即是說，依

據那些現實的東西來建立過去、現在、未來，比較妥當些呢？抑或依據種子來建立妥

當些呢？這就一般呢，那些學唯識的人呢，認為依種子建立妥當些。有些呢，說既然

種子，現行都是種子來的，兩方面了，種子、現行兩方面建立，折衷辦法了，其實種

子、現行兩方面來建立，就是偏重種子！是吧？所以呢，我們抉擇的結果，最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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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的抉擇結果是依種子建立。好了，你看了，「云何建立三世？」怎樣建立過

去、現在、未來這三世的標準呢？在哪種東西上面建立的呢？

下面了，「謂種子不離法故，如法建立。」他說照理呢，就應該依據種子來建立

的，彌勒菩薩就這樣說。但是，種子都不離開那些現實的東西啊，「法」啊，那即是

依據種子現實法呢，現實的東西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種子應該亦有過去、現

在、未來。這樣所以呢，彌勒菩薩就講這句話，就講得比較籠統啊，就搞得後人(有)

兩個主張了，有些呢，彌勒菩薩就偏重種子的；有些人就說不是，種子兼現行的。是

吧？「如法建立」啊！這「如」字即是依照的解釋啊。你說呢？依據種子建立好呢？

抑或兩種呢？抑或依據現行呢？你說一定是種子！很偏，是嗎？說現行呢，有時講不

通。如果做和事佬呢，就說種子兼現行，是吧？這因 「如法建立」，這「法」是指爲

現行法。好了，他說了，甚麼叫做過去？這就「如法建立」了，即假定有所謂時間

上，有所謂過去，有所謂現在，有所謂未來了。這樣，怎麼的時候叫做過去呢？怎樣

情況之下叫做現在呢？怎樣情況之下叫做未來呢？

「又由與果，未與果故。」這偏重種子了，那些種子已經出(現)果了，我們叫這

些種子做過去；那些種子還未產生現行的結果呢，我們叫它做未來。聽得懂嗎？照這

樣看，彌勒菩薩就很明顯就偏重種子。「與果」即是發生結果；「未與果」即未產生

結果。好了，但是只偏重種子呢，就似乎有些人是不服的，彌勒菩薩又講了現行，你

看下面。

「若諸果法，若已滅相，是過去；有因未生相，是未來；已生未滅相，是現

在。」這個就甚麼啊？就現行的東西來說。「若諸果法」，若是你歡喜一定要在現實

的現行的東西來講呢，就這樣講了，「若已滅相」，若那種東西已經滅了呢，我們叫

它做過去。「有因未生相」，有可能性出現，「有因」，但是還未出現，我們叫它做

未來。就是未來。「已生未滅相」，如果一種東西已經生出來了，但是還未滅，我們

叫它做現在。那就是，如果你已經死了，你就成過去了，是吧？就過去了。你都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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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的，但你會出世的，將來，你就是未來了，是吧？你現在呢，已出世了，還未

死，就是現在了。是吧？都是假定的。這樣呢，「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三

世」的建立是這樣建立的。懂了嗎？你就覺得它真是夠繁瑣了，是吧？胡適之就說這

些是繁瑣哲學，但(雖)繁瑣，它又很有意味啊，有些人喜歡它繁(瑣)。是吧？

好了，這又如何建立「四相」呢？在未講之前呢，我先講「四相」有兩種，一種

「四相」呢，叫做「一期四相」；另外一種呢，叫做「剎那四相」。這個呢，「一期

四相」就人類來講的，或者就 生講的；「剎那四相」呢，就普遍的講的。怎樣「一衆

期四相」呢？譬如你現在出世了，就叫做「生相」。你一生了之後呢，一直到你死之

前，這段這麼長的時間呢，就叫做甚麼啊？「住相」。「住相」。

但你，譬如你八十歲，「住相」就八十年，但你這八十年裏面不斷變化的，日日

的你不同的，而且秒秒鐘的你都在變，這種變化呢，就叫做「異相」。那麼講到這處

呢，你就記住！記住！「住」、「異」兩相同時的，懂不懂啊？「生」，我們讀就要

這樣，「生」、「住」、「異」、「滅」，舊時這樣讀。這樣讀沒那麼好啊，「生」

這樣，一起讀就這樣，「生」、「住異」、「滅」，這樣，是吧？因為「住相」與

「異相」是同時的，「住」著的時候就正是「異」，異即是變化，變化呢，就是正在

「住」了。「生」、「住」相、「異」相，到死的時候就「滅相」，你一期的人生而

分為四相，叫做一期四相。

第二種是「剎那四相」，怎樣「剎那四相」啊？譬如，我隻眼，眨一眨

眼，這隻眼眨一眨這樣，這種眨眼的現象呢，一剎那出現了，但一剎那一出現

之後呢，跟著是甚麼啊？一剎那出現，出現的時候就是「生相」。一「生」的

時候，「生相」一起的時候呢，似乎是停一停的，是吧？但當停一停呢，即刻

就變化了，是嗎？「住相」、「異相」。跟 呢，就「滅」了，這種舊的情況着

滅了，舊的情況一滅呢，這新的情況產生了，第二個剎那。第二個剎那的新的

情況產生呢，就「生相」；一產生之後，即刻停一停，「住相」了；停著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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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變化，「異相」、「住相」；跟著呢，就「滅」了，這種情況就滅了。這

樣每一個剎那呢，都是「生、住、異、滅、生、住、異、滅⋯⋯」，一剎那，

最短最短的時間裏面「生、住、異、滅、生、住、異、滅⋯⋯」，這個叫做

「剎那四相」。這樣，你說「一期四相」合理呢？抑或「剎那四相」合理呢？

學生：「兩個都合理。」

兩個都合理，但是呢，真真正正學術的意味呢，就是「剎那四相」。是

吧？因為甚麼呢？你說我現在出世就是「生」了，其實(經過)很多剎那的，是

嗎？四相、四相、四相⋯⋯這樣的，是吧？真的嚴格來說，就應該是「剎那四

相」。不過，一般的，方便來說就是「一期四相」，是吧？聽得懂嗎？這樣你

一懂了，這處呢，主要都是就「一期四相」說的。這說「云何建立生、老、

住、無常？」「無常」即是滅，是吧？「謂於一切處識相續中，一切種子相續

俱行建立。」他說，這個「生、老、住、無常」是這樣建立的，「謂於一切

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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