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高些呢，就沒有飲食男女之欲的了，有物質的身體，那個就是甚麼啊？初禪有

三個「天」，初禪啊。第二禪有三個「天」。第三禪有三個「天」。第四禪呢，有四

個「天」。這樣另外呢，還有無色界的「天」，有四個無色界「天」，這就總共呢，

你計（算）一下有幾多個？普通（就）我知道《瑜伽師地論》講，就這麼多個，一會

兒他會數給你聽的，一會兒他會數給你聽的。

這樣「天」呢，三十幾個「天」呢，其中有六個是欲界天。「欲界繫」的，

「繫」即是束縛，被欲界的煩惱束縛到他，令他不能自在的，這叫做「六欲天」。這

樣「欲界繫（的）善」，善就是善了，就是欲界繫的善。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靜慮即是禪，靜，很靜，但是能夠思慮的，禪就是譯音。譯意呢？就是靜慮。初靜慮

繫的善，第二靜慮繫的善，第三靜慮繫的善，第四靜慮繫的善，這就四種了。

這樣再加無色界繫的四善，「空無邊處繫的善」，「識無邊處繫的善」，為甚麼

沒有這個「繫」字啊？這個「繫」字在下面而已，「無所有處繫的善」，「非想非非

想處繫的善」。這些呢，以上那些「善」呢，都是有漏的善，外道的人修呢，都可以

生這些「天」的。「無漏所攝善」呢，就是佛家大、小乘所修的無漏法，所得到的無

漏善法。這樣就十種了，是吧？他說「又有十種」，又有些經論呢，又講十種，叫做

「十善業道」。

你打開本甚麼（書）啊？《十善業道經》啊，《十善業道經》都可以，記不記得

啊？陳與藍你記不記得？你數給我聽一下，先數身 身、語業，身三語四之外再加⋯⋯

查字典吧！自己去查字典了！查「十善」吧，你一會找本《十善業道經》看一⋯⋯

下，「身三語四」就七支，加「不貪」、「不瞋」、「不邪見」，是吧？是吧？有沒

有錯啊？這樣就「十」了，是吧？記不記得啊？這些普通常識而已！記一下它吧！記

一下它好點的！不記得亦無大礙，不記得就查吧！是吧？「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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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十種」，又有些經論講「十種」，哪「十種」啊？「謂無學正見乃至正解

脫、（與）正智。」「無學」，阿羅漢果的善，阿羅漢果的善有幾多種啊？這你看看

有幾多種啊？「正見」，「正見」是甚麼啊？「八正道」的第一個，是嗎？

「八正道」，就是無學的人所有的「八正道」，無學的人的「八正道」，數不數

得到啊？數不數得到啊？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定，甚麼

啊？正念，是吧？八了，是吧？那些阿羅漢所有的這八種正道，是吧？

這八種正道呢，再加些，「正解脫」，「解脫」就是成了阿羅漢果，可以在定中

入這個涅槃的境啊。「正解脫」，「解脫」就是涅槃了。與甚麼啊？「正智」，阿羅

漢啊，阿羅漢的智，加上阿羅漢的智，就十種了，是吧？阿羅漢所有的八種再加阿羅

漢所有的兩種，就十種。又有些經論是怎樣啊？「又有十種，謂能感八福生及轉輪王

善，及趣不動善。」

那麼，怎樣叫做「八種」呢？不是，怎樣叫做「十種」呢？能夠感召到他另一世

做，另一世所生的八種福，「八福生」，「及轉輪王」，感召到第二世做「轉輪王」

的，這「八種」加「轉輪王」就九種，再加呢，「及趣不動善」，入定的善，「不

動」即是定，入定的善，定心是善的。

那麼，怎樣叫做「八福生」呢？「八福生」啊，那些經論有不同的解法，現在

呢，我們要這種解（釋）了，這處我列了兩種解釋，枯且要一種，在這處揀一種吧。

「八福生」，第一種生人中得富貴類，一種；第二種，即八種有福的生命，是嗎？

第一就是生人中得富貴類；第二就是生「四天王天」；第三就是生「三十三

天」；第四，生「夜摩天」；第五就生「睹史多天」，「睹史多」這個譯音

啊，Tu itaṣ ，Tu itaṣ 舊譯譯作兜率，兜率天，譯意呢，就譯做知足天；第六，生「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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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天」；第七，生「他化自在天」；第八就生在「梵 天」。他說生在這八處呢，衆

都是有福的，叫做「八福生」。

那麼再好些的就生做「轉輪王」了，「轉輪王」即是我們中國人一般相傳的所謂

真命天子啊，轉輪王。就再加呢，叫做「不動善」，怎樣叫做「不動善」啊？就是一

種善的行為能夠令你生去色界或者生無色界的，這些善行就叫做不動善。「不動善」

呢，即你在欲界裏面修定啊，修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是吧？或者修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定，修這些定，死了之後，你就生那處了。「趣

不動」，即是趣入那些不動的，時時都在定中的那些「天」的境界。「如是等類諸善

差別」，這麼多種分類法的，只是分「十種（善）」都有五類，是嗎？

那就是，為甚麼舉那麼多給你們聽呢？就是說不是一定的，那些經論針對一時一

時的機遇，而講有種種不同。好了，下文呢，他講那些經論裏面釋迦佛常常都說「善

哉善哉」那樣，釋迦牟尼佛說「善哉」到底是甚麼意思呢？彌勒菩薩真的很詳盡，連

這些他都解釋了，是吧？「略說善有二種義，謂取愛果義，善了知事及彼果義。」他

說呢，所謂「善」呢，就是經裏面所謂「善」與釋迦牟尼佛時時說「善哉」的這樣，

是怎樣叫做「善」呢？他說有兩種意義的，即是經裏面所說的「善」具（有）這兩種

意義，與釋迦佛時時講「善哉」是具有這兩種意義的。

這樣，一種是甚麼啊？「取愛果義」，就是這種東西能夠（產生），「取」即是

取得、產生，產生第二世的可愛果，或者後半世的可愛果，有這樣的意義的，所以叫

做善。第二呢，就「善了知事及彼果義」，「善了知」，「善了知事」即是甚麼啊？

「苦集滅道」四諦裏面的「道諦」，小乘呢，就指這個「道諦」。這個「道諦」是指

甚麼呢？指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這三十七種菩

提分法，叫做善了知事，合起來講呢，就叫做道諦。「及彼果」，修這個三十七菩提

分法呢，修這個「道諦」呢，就會得「滅諦」的果，「滅諦」即是涅槃，涅槃。及彼

果。他說這些呢，即是佛常說的「善哉」，與經論裏所謂「善」呢，都是這兩種意義

的，一種很闊的意義，凡是會產生可愛果的東西，他都說善，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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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意義呢，很嚴格的，就是甚麼啊？只是講修行，修行「道諦」就是善了知

事。第二呢，就是他所得的果，這個涅槃，這個就是狹義的。好了，這樣「善」法講

過了，（講了）甚麼叫做善法。這樣，相反就叫做「不善」啊，那麼甚麼叫做「不

善」呢？「不善法者，與善法相違，及能為障礙。」他說所謂「不善」呢，即是，佛

家的經裏面呢，「不善」兩個字當作這個「惡」字解（釋）的，怎樣叫做「惡」呢？

「謂與善相違」，與上文所講的「善」呢，與那十類「善」呢，剛剛相反的，就

叫做惡，叫做不善。「及能為障」，不只相反，它還會障礙那十種善的，叫做不善。

他說，為甚麼說它「不善」呢？「由能取不愛果故，及不正了知事故。」這個理由，

為甚麼那些不善的東西，我們說它「不善」呢？這樣是由於那些不善的東西啊，能夠

招取那些苦果的，不可愛果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呢，「及不正了知事故」，它呢，與修道剛剛相反，「道諦」呢，就

了知事的，正了知事的，它剛剛相反，不了知事的，令到你呢，沒有智慧的，這樣就

叫做「惡」了。這樣世界上那些事情啊，除了「善」與「惡」之外，還有些不善不惡

的，無記的，他解釋怎樣「無記」了。「無記法者，略有四種，謂異熟生，及一分威

儀路、工巧處及變化。」他說，所謂「無記」的東西呢，在佛經裏面就指這四種，簡

略來說有四種。第一種，叫做「異熟生」，怎樣叫做「異熟生」呢？這處所謂「異熟

生」呢，就與《成唯識論》所講的「異熟生」呢，有些不同的。這樣現在就講了，

「異熟」，記得嗎？今世做的善的業，或者做的惡的業，會得到來世的果。來世的果

呢，不能說「善」，不能說「惡」的。

例如，舉個例，你今世做很多善的行為，來世呢，你做到「轉輪王」，這個身

（體），這樣你得到「轉輪王」的身（體），今世你的業就是善了，來世你就做「轉

輪王」了。「轉輪王」不一定善的，你明白嗎？「轉輪王」他有權殺人的，作惡都可

以，是吧？但「轉輪王」不一定是惡的，是吧？所以呢，「轉輪王」這個果呢，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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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懂不懂啊？還有，你作惡，譬如你常常殺豬這樣，殺得多，又常常最喜歡吃豬

肉的，常常殺豬的，這樣你第二世呢，好可能得到做豬的果，這樣做豬的果，就常常

被人捉去 了，善不善啊？無善啊！惡不惡啊？做豬有甚麼惡呢？任人 都還惡？是劏 劏

嗎？所以呢，你來世做豬的時候，這豬呢，不善亦不惡，是無記的。

你做的業因或善、或惡，而所得的「果」呢，是無記的，那個無記的「果」，這

個「異熟果」，異類而熟，主要就（這樣）。你的因呢，是善，但「果」是無記，這

「果」不是善，這「果」是無記而已，不是善的。你的因作惡，但是「果」一樣無

記，不是惡的。因果異性，這性不同，性質不同，所以叫做異類而熟。這樣，「異

熟」呢，你今世作善或者作惡，你死了之後呢，就得到個「異熟果」，是吧？這「異

熟果」的本質是甚麼來啊？你想一下，今世我做善業，來生得到「異熟果」，這

「果」是甚麼來啊？譬如我來生做「轉輪王」，這樣「轉輪王」的果是甚麼來的？

「轉輪王」三個字就空空洞洞的啊！那麼甚麼叫做「轉輪王果」啊？這個本質是甚麼

來啊？是吧？

現在分析這本質了，今世你做了善業，來世你做「轉輪王」了，這樣「轉輪王」

都住在這個「轉輪王」的世界啊，是吧？這個世界是你的異熟果的一部分，是吧？還

有，這個「轉輪王」都有個身體的啊，這身體就是你的異熟果的一部分了，是吧？那

就是說，你的「異熟果」的本質呢，就是你的這個世界與你的身體啊！是吧？但這個

身體與這個世界是甚麼變的啊？你的阿賴耶識變的啊！是吧？這第八識變的啊！這就

是說，你今世作善作惡都好，感召到來生這個變好的東西或者變壞的東西就是這個第

八識，是吧？這個你來世果報的本質就是這個第八識，是吧？

你今世作善，你來世所得果報的這個第八識呢，就載住了金銀珠寶那些好東西的

種子，好容易走出來的。如果今世作惡呢，就感召到來世這個第八識載住了那些古靈

精怪，沒有一種好的種子的，是吧？載著些好東西又是第八識，載著不好的東西又是

第八識，是吧？就是說，你來世的果報，那個「異熟果」的本質是甚麼來啊？是來世

那個第八識，是吧？所以你來世的第八識叫做「異熟識」，懂不懂啊？你現在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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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所謂「異熟識」了。

那就是說，做善做惡所感召到的「異熟果」呢，就是你來世那個變世界，變起來

世世界，變起來世身體的這個「異熟識」，是第八識。那麼只是第八識嗎？感召到

（第八識）？這樣來世就無第七識？無第六識？又無前五識？有！沒有說沒有啊！不

過呢，這主要的本質就是第八識啊！那麼其他叫做甚麼啊？能不能叫「異熟」啊？

能！加多一個字，（叫做）「異熟生」，是由這個「異熟生」再產生出來的。懂不懂

啊？這樣呢，本來分開「異熟」與「異熟生」的，《成唯識論》。

這樣我講過之後呢，如果你想詳細看呢，你呢，就找我那本《唯識方隅》，就裏

面講這個「異熟」與「異熟生」啊，我列的表就列得很清楚了，《成唯識論》呢，它

都沒有列表給你的，我就為你列了表，是吧？看過沒有啊？看吧，看看那處吧！你一

看過，「異熟識」你就懂了。異熟。這樣《成唯識論》呢，就把「異熟」與「異熟

生」分得很清楚的。但是呢，這裏呢，通通叫做「異熟生」，《瑜伽師地論》，就沒

有分開的，來生所得到的叫做「異熟生」。懂了吧！

凡是「異熟生」呢，即是主要是指異熟識，它不過是多了個「生」字而已，是無

記的，所以呢，阿賴耶識，這個第八識一定是無記的，因為它是「異熟果」來的，

「異熟果」的本質來的。他說，「無記法者，略有四種，」一就是異熟生，是由今世

的業所引的果報來的，這個果報呢，你說它「苦」、「樂」，可以！但是「苦」、

「樂」不等於善惡的啊，你以為「苦」就等於「惡」嗎？「樂」就等於「善」嗎？

「樂」都有些惡的啊，有時候（會這樣）。

「異熟生」的東西是無記的，即凡是由果報產生出來的東西都是無記的。第二

種，「威儀路」，啊，這個最難解了，「威儀路」好多人不識解的，威儀就威儀了，

怎麼叫做「路」呢？加個「路」字。現在先解釋甚麼叫做「威儀」，「他很有威儀

的！」這樣，你讀《詩經》甚麼啊？有沒有人啊？你們讀《詩經》，甚麼啊？「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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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威儀」，我們中國的這個「威儀」是指甚麼？走出來很得體的，很雅致的，是

吧？很大方的，這樣就他有威儀，是不是這樣解釋啊？佛家不是這樣的啊，「威儀」

不一定是好東西啊！「行」、「住」、「坐」、「臥」這四種姿態，就叫做威儀。

「行」（是走）路的姿態，「住」就是站著的姿態，「坐」就是坐著的姿態，「臥」

是睡覺的時候的姿態，這四種姿態就叫做威儀。「行」、「住」、「坐」、「臥」就

是四大威儀。這樣「威儀」呢，為甚麼又叫做「路」啊？除非你不做人，你做人就肯

定有威儀的。

你睡著覺的時候有沒有威儀啊？睡著覺的時候就是「臥」了，是吧？就是你一日

未斷氣，一日都要威儀，就是除非你不出外，出外就肯定要走路，所以威儀者，是人

人之所共有的，所以叫做「路」。「威儀路」原來它是這樣的。你說：「為甚麼會這

樣怪啊？」你就不要那麼多質問了，這些東西就（這樣）。凡是每一門學問或者每一

家裏面的東西呢，總有些奇奇怪怪的東西的，是嗎？不會沒有的。威儀路。這樣，為

甚麼講「威儀路一分」？一部分是無記的啊！「行」、「住」、「坐」、「臥」都是

威儀，照理是無記，「一分無記」，怎樣解釋啊？

有些「威儀」是善的，佛的威儀是善的，明不明白啊？我們的威儀就是無記的。

所以「一分威儀路」。「一分工巧處」，「工巧處」即是甚麼啊？工藝，雕（刻）圖

章啊，造佛像啊，建屋啊，鑄（造）金屬啊，造首飾啊，這些就叫做甚麼啊？工巧

業，即工業，工藝了。工藝呢，無記性的，是嗎？你說：「我會打（造）金（飾）

的。」這樣，打（造）金（飾）會很善嗎？是嗎？你說：「我會造刀的。」這樣，造

刀很善嗎？造刀給人殺人都可以的，是吧？所以呢，那些工巧的東西呢，工程藝術的

東西呢，都是無記性的。

這樣，「一分」而已，是嗎？「一分」而已，「一分威儀路」，又「一分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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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為甚麼啊？有些是善的。譬如，佛為化（度） 生呢，故意設種種工巧處呢，衆

它（工巧處）就是善了。「及變化」，變化即是神通變化，神通變化出來。譬如他這

樣，（信）佛的，常常唸「觀世音菩薩」的，常常唸「大悲咒」的，有一個不知甚麼

名的，常常唸「大悲咒」的，那麼他呢，就做軍官的，民國的，做司長的。就另外有

一個人，就想買他的廚子來毒他，就是落毒藥想毒死他。他因為常常都唸，他唸「大

悲咒」的，常常唸「大悲咒」。

那個廚子拿碗湯，拿碗出來，他准備就這麼飲了，怎知他的手一縮的時候，即刻

有人 了他的手，「啊，怎麼這麼奇（怪）呢？」有東西好像在後面 他的手，即令掹 掹

他的手不能碰到那隻匙羹，他想一下，這麼奇（怪）的，誰在 我（的手）呢？沒有掹

人啊，就是這樣。再來一次，又想拿來飲，又有人在他的手 處，就是有種力量呢，踭

他，咦，這件事有些蹺蹊啊！那就怎樣啊？即刻檢驗一下，是不是有些問題呢，真掹

的落毒！落毒，即刻就捉那個廚子了，那個廚子已經走路（逃跑）了，已經（這

樣），知道事發了，已經走路（逃跑）了。

一回這樣的事啊，一回這樣的真事，那麼這些呢，這些叫做甚麼啊？神通變化，

這觀自在菩薩啊，神通變化。他這個人唸「大悲咒」就是善了，但是觀世音菩薩那些

神通變化無所謂「善」、「不善」，是嗎？觀世音菩薩的神通變化是善了，如果普通

那些人的神通變化不一定是善的。這樣呢，變化，變化變出的東西不一定是善的。變

化即是神通變化。這四種呢，神通變化的一部分（是）善，就一部分是無記的，這樣

四種「無記」呢，我們要記的。好了，上文就講「工巧處」與「威儀路」有些

「善」，有些「不善」，是吧？

下面，他再來「料簡」了，「料簡」即是檢討。你看佛經啊，看到「料簡」兩個

字啊，即是檢討、批評。他現在批評了，「若諸工巧，但為戲樂，不為活命，非習業

想，非為簡擇，此工巧處業是染污。餘是無記。」他指明說，工巧業不是絕對無記

的，一部分是無記，有些是善的，固然，這佛啊，或是那些甚麼是善啊，但是有些直

情是染污的。「染污」與「善」，這個你就要清楚了，事物有三性：善性、無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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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性。這樣，「善」呢，就有兩種的，一種是無漏善，一種呢，就叫做有漏善。一

種。

「無記」呢，（有）兩種，一種叫做無覆無記，本身是無記，但是它不會發生影

響，「覆」即是障礙，不會障礙你的修行，不會障礙你的無漏智出現的，叫做無覆無

記。例如你的第八識。另外一種叫做有覆無記，是吧？本質固然是無記的，同時它有

覆，「覆」即是障礙，有障礙，障礙你的無漏智的出現的，障礙你修行的，這些叫做

有覆無記。這樣呢，這兩類叫做染污，在這個「無記」上分開它，懂不懂啊？就叫做

染污了。這些要清楚啊！這一圈啊，我用雙圈圈住它，「有覆無記」與「不善」合起

來就叫做染污。「無覆無記」呢，我們只說它「無覆」，是吧？

七十一（頁），他說如果呢，「但為戲樂」，即是去玩。「不為活命」，不是為

了搵食的，又「非習業」，不是你的修行習業，又「非為簡擇」，「簡擇」（就是）

智慧，並不是為了你的智慧選擇的，這樣呢，屬於這類的工巧業呢，就是染污性了。

「餘是無記」，其餘呢，為了活命的，為了你的職業去做的，就不是染污的。即是說

呢，換言之呢，你為了享樂去攪攪震（亂搞）那樣，人家搞藝術，去做戲呀，去做甚

麼的，你就是染污的，染污性的。為甚麼啊？就是好像用牟宗三的一句說話來講，說

你這種這樣的做法呢，就是甚麼啊？糟蹋你的生命！

為甚麼糟蹋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有限的啊，一百幾十年而已，你將那些光陰這

樣搞法，你都不做些有益的事情，不就糟蹋了你的生命？你白糟蹋你的生命的呢，這

些就染污性的。但反過來呢，你為了甚麼啊？養妻活兒而去做的，為了一個人不能不

做一種職業，去做一種職業，這樣呢，就不是染污性的。這處，「工巧業」之類有染

污性的，不染污性的。總之呢，《瑜伽師地論》就很清楚的，你詳細讀它啊！

所以章太炎臨到晚年呢，他得了結論啊，他說「瑜伽不可加」，就是《瑜伽師地

論》呢，它裏面啊，在世界上找不到一本書這麼詳盡（教授）做人、做事，與引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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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的，不可再加了！章太炎講的，他晚年在蘇州講學，他晚年寫了一篇叫做《述

學》，述（說）他自己做學問功夫的經過，即是「瑜伽不可加」。好了，下面，「工

巧處」，「如工巧處」，好像工巧處一樣，有些是染污，有些是不染污。「威儀路亦

爾」，「威儀路」都是一樣有些是染污，有些就不染污的。

譬如你是一個女子，這樣你擺 pose來引人呢，他說你是染污的，是吧？你走路

啊，或者要去做事啊，這樣呢，你肯定有個 pose的，是吧？這些就不染污的。「變

化心」呢，「變化有二種，謂善及無記。」神通變化都有兩種，一種是善的，譬如佛

啊，那些就是善的，一些普通的神通變化是無記的。好了，以上呢，就屬「子一」，

「子一」就是講甚麼的呢？你看一下，以上啊，我們看回第十五頁，「性類差別」，

「子一」，是嗎？第十五頁，最尾那行，不是，這個目錄啊，你看那個「科判」啊，

看這個「科判」，「科判」第十五頁，最尾那行「子一」，以上就是「子一」了，講

「性類差別」，怎樣叫做「性類」啊？「善」、「惡」、「無記」，是嗎？講

「善」、「惡」、「無記」的呢，由六十三頁起，講到現在這處，講到七十二頁，都

是講這三種性類的，講完三種性類了，現在講甚麼啊？

現在講「子二」，「根境差別」了，「根」，內有五根、六根，外有色、聲、

香、味、觸、法等「境」，「根」與「境」都有種種不同的種類。現在呢，就詳細講

「根」、「境」了，講「根境差別」呢，現在呢，就逐種講了，由一種講到十種了，

「或立一種」，「或立二種」，一直把那些經論裏面的綜合來講。還有呢，先講內，

內身的「內六處」，（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中呢，前五種呢，就

叫做五種物質根。第六種呢，就不是物質來的，叫做意根。是吧？現在先講「五

根」，是吧？「五根」之中呢，最淺是「眼根」，眼根即現在所謂視覺神經。你看一

下，講「眼根」，那麼經論裏面講「眼根」的有幾多種講法呢？原來有很多種講法。

所以呢，你讀經呢，記住！記住！不要死牛一面頸（意指固執己見），以為肯定

是這樣，原來（有）很多種講法的。「復次，眼有一種，」如果總括來講啦，眼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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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而已，怎樣叫「一種」啊？「謂能見色。」能夠見到「色」的，這件東西，我見

到「色」的，就叫做眼了。「或立二種，」有些經論就講「二種」的，「謂長養眼，

異熟生眼。」怎樣叫做「長養眼」啊？先講「異熟生眼」，你前世作業，今世做人，

人是有眼的，你一出世就有對眼，你（這）對眼就是「異熟果」所生的眼，就是異熟

生眼。

「異熟生眼」不是一定很好的，有時候你的眼很差的，但你找醫生為你搞一搞

（醫治）它，就找些營養的東西吃一下，漸漸你的眼會好起來的，「長養眼」，這些

叫做（「長養眼」），懂不懂啊？不好變好了，就是「長養眼」了。生出來就是這樣

的，叫做「異熟生眼」。有些經論呢，「眼」就只講兩種。「或立三種」，有些地方

就講三種「眼」，哪三種眼？

一就「肉眼」，我們人人都有肉眼；二就「天眼」，那些天上的人的眼；第三就

「慧眼」，我們證真如的那種智慧，不是「眼」來的，這個叫做「眼」而已。這樣普

通呢，就分「五眼」，這處呢，就沒講那種詳細的「五眼」，反為（這樣），後期的

人才講「五眼」，我寫了後期的「五眼」，寫了給你們，記不記得啊？普通用的，

「五眼」記不記得啊？記不記得啊？「五眼」啊，有四句話的，有沒有啊？你記不記

得啊？

學生：「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

是！沒錯了！「天眼通非礙」，記啊！要記啊！不然，尢其是你想出去講一下佛

法啊！你不記得的時候呢，你就窒啊！「天眼」，那些天上 生的眼，是通的，看到衆

隔壁啊，看穿牆都可以的，好像那個馮馮啊，他看小狗呢，他看到牠的那排骨的，好

像他有「X光」那樣的，通的，沒東西障礙的，「天眼通非礙」。「肉眼」呢，可以

有東西障礙它的，肉眼，「天眼通非礙」，「肉眼」呢，就是有礙的，不是通的，

「肉眼礙非通」。說吧，說下面的兩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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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法眼。」

「法眼」，這樣「法眼」不是眼來的，「法眼」是智慧來的，「唯觀俗」，

「唯」就（解作）只是，只是看現象界的，世俗諦，看到現象界的東西而已，即是這

個就是後得智，有概念的，有概念的智慧，就是「法眼」。佛呢，說（佛）法仍然是

要有概念的智慧才說得出的，就是「法眼」。說（佛）法用的。第四句呢，「慧

眼」，這個「直」字當（作）只是的解釋，「直緣空」，「緣」就是觀。「慧眼」就

指這個根本智，就能夠觀到這個「空性」的，這個「空性」就即是真如。「慧眼直緣

空」，是無概念的，慧眼。這樣就「佛眼」了，

學生：「佛眼如千日。」

「佛眼」，佛所有的前四種眼，是比較這些 生還更優勝的，「佛眼如千日」，衆

他，好像成千個日光那樣，「如千日」。還有呢？「照異」，那些日照出來就不讃

同，譬如「天眼」又是照，「肉眼」又是照，他所照的東西是不同。「體」就是本

質，這「佛眼」的本質呢，雖然分四種，這四種呢，作用不同的，這個本質呢，還是

相同的。

這樣，記住！記住啊！你們讀熟它，讀熟它呢，甚麼叫做「五眼」呢？四句（偈

語）就通了，哪用囉囉嗦嗦整本書講啊？在美國有個有錢人叫做沈家楨，用英文寫了

本（書）叫做《Five Eyes》，「五眼」啊，看完都不知它講甚麼啊！四句而已，是

吧？這樣呢，他這處只是講了三種，是嗎？他說，「或四種，謂瞚眼、」「瞚」是

（指）眨眼，這隻眼會眨的，瞚，會眨眼的。

「無瞚（眼）」，有些眼是不會眨的，你見過有哪些眼是不會眨眼的？蟹眼會不

會眨（眼）的？蟹那些眼好像（不會眨），刺牠有沒有眼皮動的啊？都沒有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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瞚眼」。很多蟲的眼是「無瞚（眼）」，不會眨眼的。「恒相續眼」，連續的。「不

恒相續眼」，一下子就沒有了。我就沒有見過不恒相續眼。

「或立五眼」，「五眼」呢，我剛剛講過「五眼」了，但（這是）另外一個「五

眼」啊，「五趣所攝眼」，「五趣」，（指）天、人、地獄、餓鬼、畜生，叫做五

趣。那麼阿修羅呢，阿修羅屬天，撥入了天。「或立六種，謂自相續眼、他相續眼、

端嚴眼、醜陋眼、有垢眼、無垢眼。」這些不用解了吧。「自相續（眼）」，這個

「相續」是指身體，自己身體裏面的眼。「他相續（眼）」，另一個人的身體上的

眼。其餘那些你自己會解（釋）了。

「或立七種，謂有識眼」，有些眼無識的，看不到東西的，有些眼「無識」的，

「無識眼」。「彊眼、弱眼」，「彊眼」就是看東西看得厲害的，「弱眼」就是沒甚

麼力量的，弱眼。「善識所依眼」，他的眼呢，裏面有的眼根產生善的眼識的，這個

眼是善識依它而生的，叫做善識所依眼。

「不善識所依眼」與「無記識所依眼」，這個就不用怎樣解（釋）了，是嗎？

「或立八種，謂依處眼、變化眼、善業異熟生眼、不善業異熟生眼、貪所長養眼、睡

眠長養眼、梵行長養眼、定所長養眼。」這些呢，為甚麼這樣囉嗦呢？因為那些經有

些這麼講啊，他彌勒菩薩不能不引經啊，是吧？他說，有些人，有些經呢，就講八種

眼，一種呢，就是「依處眼」，「依處眼」有兩個解釋，一種呢，叫做變化眼，神通

變化的眼。但當你用神通而起變化的，這種神通眼呢，是依據你本有的眼來做依據來

變的。

譬如，你們有些人，道教徒就叫做出陽神啊，是嗎？佛教徒呢，就說有些叫做意

生身啊，他坐著入定，他作觀的時候呢，他觀自己的身體走出來的時候呢，他在定中

用的定力啊，修觀，他會覺得變起一個人出來的，到處走，去見你，其實，他正在房

裏坐著，你在倫敦，他可以還快過火箭，他去倫敦見你。這樣就兩種，一種是他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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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見不到他的，這種就譬如你在房工作，他進去呢，他看到你在房幹甚麼的。

他有眼的，那個意生身，他的眼就依照你坐在房內的那隻眼那樣的做依據，模仿

他那隻眼現出來，這些叫做神通變化出來的眼。神通變化出來的眼呢，就以你的眼做

依據的，你那隻眼呢，叫做依處眼。這是一種解釋。

第二種解釋呢，就謂「依處眼」不是真的眼，怎樣呢？你那個眼球不就好像一個

波那樣嗎？但是你的眼根啊，這個波那樣的不是眼啊，裏面那些神經才可以發生眼識

啊，那些神經才是真正眼根啊！但是這個波那樣的東西呢，就是依處，給那些神經在

這住的，用來保護你的神經的。這樣，這種眼呢，本來叫做扶根塵，這個扶根的塵，

就叫做依處。你那個視覺神經呢，就是正式的眼。這是第二個解釋。

兩個解釋，哪個最正呢？不知了，其實我們無謂去搞（清楚）誰正的，是吧？就

是那些經論裏面有些這樣的講法而已，是吧？好，依處眼，與神通變化出來的眼。

「善業異熟生眼」，由那些善業所產生的果報，這個果報身裏面所有的眼。「不善業

異熟所生眼」與「貪所長養眼」。怎樣是「貪所長養眼」啊？這隻眼常常起貪心專看

壞東西的，是嗎？另外的好事不做，看壞東西呢，你都不知多麼利的，長養得這隻眼

就是「貪所長養眼」。還有呢，「睡眠長養眼」，你的眼累了，你睡眠一下呢，你的

眼睡眠充足呢，你的眼神就非常之好，你的眼就是「睡眠長養眼」。

「梵行長養眼」，修梵行，修那些清淨的行呢，你的眼是不同的，你信不信啊？

那些修梵行的眼不同的，一個人這個心很清淨，他的眼呢，一望過去的眼呢，好像甚

麼啊？好像蘇哈仔（嬰兒）的眼那樣的，你覺不覺得啊？蘇哈仔(嬰兒）的心好純

的，好純良的，蘇哈仔（嬰兒）的眼呢，一看下去呢，神如秋水那樣，很清的。我們

那些古靈精怪的心，這些眼（是）渾濁的。

我見過一個人的眼，就是呢，真是細路哥（小孩子）一樣的，大、黑眼睛，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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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去呢，整個（像）蘇哈仔（嬰兒）珍珠眼那樣，熊十力的眼就是這樣了，（他）

一看看著你呢，好像個細路哥（小孩子）那樣，大的黑眼睛照著你那樣，熊十力，我

見過他兩次。

那些修行的人的眼啊，定功好啊，與他戒律好的人呢，那些大德的眼呢，你看下

去呢，就好像很純良，好像那些小孩子的眼那樣。你信不信啊？虛雲和尚，你看下

去，他的眼都不同的，看下去有些不同的。現在那些修定修得好的，那隻眼都不同，

就「梵行長養眼」。「定」，「梵行」就範圍很（廣）闊的，持戒啊，修其他清淨行

都叫做梵行，「梵」即是清淨的解（釋）。「定所長養眼」呢，就只是指定，修定所

長養眼。看完眼吧，「或立九種」，一種是「已得眼」，已成過去的眼，這個真是！

「未得眼」，未來的眼。「曾得眼」，以前有過這樣的眼，現在再重現的。曾得

眼。「未曾得眼」，(以前沒有)現在新鮮有這種眼的。已「得已失眼」，不用解了，

這個。「應斷眼」，這隻很差的，這隻眼應斷的這樣。「不應斷眼」與那些「已斷

眼」、「非已斷眼」，這個就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佛當時應機說法啊，不知針對些

甚麼？所以有這麼多種。彌勒菩薩就全錄出來，就這麼講，即是這目的就叫這班人不

要執著，是吧？「或立十種者，無。」無，經論裏面沒有的。「或立十一種，謂過去

眼、未來眼、現在眼、內眼、外眼」，「內眼」就是身體裏面的。

「外眼」就是他人的眼。「麤眼」，欲界的眼，麤眼。「細眼」，色界的眼。

「劣眼」，那些不善的業所生的果的那些眼，譬如地獄眼、畜生眼就是劣眼。「妙

眼」，那些天人的眼，妙眼。「遠眼、近眼」，遠眼者，久遠的眼，舊時，很久以前

的眼；近眼呢，就是最近的眼。那麼，這些呢，都是無關重要的，這樣就結束了。

「如眼如是，耳等亦爾。」他說，眼有這麼多種分法，經論裏面講這麼多，耳、

鼻、舌、身，這四種呢，也是一樣，「亦爾」，「爾」就是一樣，也是一樣。但是，

也有些不同，不是真的種種都這麼多個啊！「是中差別者，謂增三、增四。」三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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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四種它又增加了，就不用追究了，你就（這樣）。這樣其餘呢，講耳、鼻、

舌、身呢，又會增三、增四的，怎樣增法呢？留待以後再讀了，是吧？所以呢，就你

讀起來呢，古代那些經裏面所講的呢，幾乎是全部採集了。

我看（講課）還有一次還是兩次啊？十五號之前就要結束，還有一次，下星期一

講了呢，以後那截呢，你自己看了，記住啊！自己慢慢看，看完它！我明年回來呢，

不是明年？是嗎？回來呢，就跟著呢，就第四，第三冊出版了，就講第三冊。

學生：「哪本《中論》的解釋是好啊？這演培法師可以嗎？」

老師：「是《中論講記》，可以當入門書。可以！」

學生：「這樣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可以嗎？」

老師：「可以！但是深了些，看因明（的書），看我的就行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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