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了那種無想定，入這種定入到意識都停了的，完全沒有知覺，他練習這種

定。練習這種定的人，練習得純熟，他死後便生無想天。所以佛家叫人不要學，學這

種定無謂。即是等於把你放入雪房雪五百劫返出來一樣，有什麼好處？不如把這五百

劫的時間，你多做一些好事更好，佛叫人切不可入無想定。所以有些人一味入定，

說：「我不思惟，很了不起。」其實他是絕對差勁。很容易入這種定多了，死後生無

想天。當你生在無想天的時候，沒有意識的。意識沒有，前五識也沒有了。譬如我眼

識能夠起，一定有一個意識和它一齊起。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

一定要和意識一齊起然後才能起的，不然是不起的。

即是說鋸他的腳，即是如嚴重的麻醉一樣，鋸腳都不知痛的。生無想天，一種。

你未死而生前可以入到無想定，即是我剛才講的無想定，什麼都不知，稱為無想定。

佛家勸人不要入的。無想定的狀況即是醫院裏面那些嚴重麻醉的那種狀況一樣。它是

和無想定差不多的，亦是沒有意識的。滅盡定和…，不對，我寫錯了無心定，是無想

定，沒有意識的。大家都沒有意識，為何要分開兩個呢？只有唯識宗解釋得最清楚

了。它說，因為我們只是沒有意識，沒有前六識，還有一個第七末那識。你入了無想

定，沒有了意識，第七識仍然是有的。如果沒有了第七識，你將來如何醒來呢？有第

七識作為線索的。滅盡定亦是有第七識的。其意義有何不同呢？

第七識是有一些煩惱和它一齊起的，一個叫做我癡、一個叫做我見、一個叫做我

慢、一個叫做我愛，即是有四種衝動跟著它起的。我癡即是迷迷懵懵地覺得有一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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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你現在是覺得有一個自己的，當你覺得有自己的時候，你不會像科學家那樣，

「這個我自己是否存在呢？這個我自己是怎樣的呢？」沒有的，總是覺得有一個自

己。當你和人爭的時候，覺得有自己的時候，你是最衝動的。第七識整天有那種衝

動。第六意識停了之後，第七識仍然有很微細的自我、衝動的，那種謂之我癡。我癡

即是 foolish，the fool，不知何解有一種衝動的意思。我見，執著有一個我，執著有

一個自己謂之我見。由我癡執著我見。我慢，覺得自己總是比他人好的，我慢。我

愛，整天地愛著他自己。

有這四種，這四種煩惱，常常跟著第七識一齊起，不停的。所以當你睡的時候，

你前六識可以完全停止，你的第七識不停。第七識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從來

沒有停過。由無始以來，一直到現在，總未停過。所以我們這些眾生的生命根本就是

染污的，因為第七識是染污的。如此，豈不是我們不能夠成為聖人了？它說不是，我

們修行，在第六識裏面修禪定、修觀。從外面打進去，第七識是在內面的，由外面打

進去。常常修一種無我的觀，空觀，在外面削弱第七識的煩惱之力量。漸漸地經過長

時期的磨練，第七識裏面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 stop了，而第七識則不 stop，

那個時候的第七識很…，是很清淨的，稱為清淨末那。在還未練到這樣的時候，便稱

為染污末那。只要你是眾生，個個都有染污末那。

好了，如果你的染污末那還未除，但你又入了無想定，你入了無想定你仍然是凡

夫。因為你雖然意識是停了，但你的第七識裏面仍然有那四個壞蛋，我癡、我見、我

慢、我愛，常常跟著你，所以你不會是聖人。但如果你是阿羅漢，阿羅漢入定入到滅

盡定，第七識雖然是有，但是沒有了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所以他是聖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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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聖人入定入到意識停了。如果你是凡夫，你的第七識仍然有我癡、我見、我慢、

我愛，你這種定只可以稱為無想定，不能夠稱為滅盡定。如果你是阿羅漢，你是聖

人，入定入到第六意識都停了，那你的第七識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便沒有了，

停了，stop了，那時候你的定便稱為滅盡定，是聖人才入到的。入滅盡定。

第三個 case，睡眠的時候，可以沒有第六識的。但睡眠有兩種，一種是有心睡

眠，會做夢的。雖然是睡眠，但仍然有意識活動的，稱為有心睡眠。另外一種就如吃

了重麻醉藥一樣的，完全不省人事那樣，那種稱為無心睡眠。現在的心理學家，有些

就認為有無心睡眠，有些就認為是沒有的。有些心理學家認為必定有夢的，不會是無

夢的。但佛就認為睡眠有兩種，一種是有心睡眠，一種是無心睡眠。當你入了無心睡

眠的時候，就是第六意識停了。第六意識雖停，第七識沒有停。所以你睡一個小時，

第六意識停了一個小時也好。一個小時過了之後你醒來，你可以回憶之前的事，中間

有一條線索的。還有一種是無心悶絕。

無心悶絕，「悶絕」即是不省人事，虛脫或麻醉，嚴重麻醉或扑倒，完全整個人

暈掉那樣，那種稱為悶絕。不省人事謂之悶絕。悶絕有兩種，一種是有心悶絕。有些

人接受輕的手術，一路別人為他做手術，他還覺得知道的，知道醫生為他做手術，他

只是不覺得痛而已。一種是無心悶絕，就完全不知的了。在無心悶絕的時候，第六識

是停的。此謂之五位無心。五位無心，《唯識三十頌》裏面有一首偈（注：「意識常

現起，除生無想天，及無心二定，睡眠與悶絕。」）。將來你需要念《唯識三十頌》

的，現在先念懂它。這首偈，「（第六）意識常現起，除…」「除」即是 ex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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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無想天」，除了第一個 case，生在無想天。這個 case提過了，「除生無想

天」。又如何？「及無心二定」，何謂「無心二定」？

無想定和滅盡定，兩種定都是沒有第六意識的，這兩種稱為無心定，一種是凡夫

入的，一種是聖人入的。「及無心二定」，這便是兩種了，兩種無心定。「（無心）

睡眠」，這個「睡眠」上面有「無心」兩個字，是「無心二定」，「無心睡眠」那

樣。「睡眠」，無心睡眠的時候，是沒有第六意識的。還有什麼？「（無心）悶

絕」，「無心」兩個字一路帶下來。無心悶絕，「睡眠與悶絕」。現在你可以先念了

它，三十首頌你讀二十九首。還有那首便可以。你將來讀（井上玄真）那本《唯識論

講話》，它解釋《三十頌》。此謂之五位無心。即是說…，你看看「小乘…」。此處

解釋染污末那識，是不是？末那識，你是凡夫呢，你是入不了滅盡定的，你入無心定

都仍有第七識。

第七識都有四個煩惱，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四個煩惱。那個末那識名為染

污末那，第七識。現在我們所謂第七識是指染污末那。當我們成了羅漢的時候，第七

識便不是染污的了，就稱為清淨末那，那個第七識便是清淨末那。懂得解了。「小乘

《阿含經》及論藏雖說有意根，但不說有第七末那識。小乘所謂意根，（多數是指什

麼？）多指無間已滅的前六識，能為第六意識生起之所依者（依據）而言。」來到此

處，我又要給你解說了。我這本書壓縮得很厲害，幾乎初學的人不聽，只看是看不通

的。我怎樣呢？意根…。佛家除了講五蘊，五種 skandha之外，還有十二種處。五

蘊之外還有十二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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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處，Edward Conze譯作十二種 sense-field。十二種 sense-field，十二

處。又有人講十八界，十八種 elements，十八界。都是把這個宇宙萬有及我們的生

命來作分類、分析。這個十二處又如何呢？眼，眼根，眼根處，加上一個「處」字。

耳根處。眼根處，如果解得淺一些，通俗一些就是視覺神經。解得深一點就認為是我

們裏面有一種微妙的物質，不是視覺神經這樣簡單的。是能夠作為增上緣，作為條件

產生眼識的。耳根就同樣道理，和聽覺神經差不多，我們就以它是聽覺神經，可能

…。鼻根處即是嗅覺神經。「處」者即是由那處產生識的。舌根處、身根處；身根處

者即是觸覺神經和運動神經。和意根處。根即是器官，眼、耳、鼻、舌、身、意，都

是有根的，由它產生識的。

意識起的時候都應該有根，意根是什麼呢？有兩派說法，有一派是和現代的生理

學的說法一樣，意根是一個肉團。現在的生理學家認為什麼？意根產生思想即是大

腦，在一個殼裏面的那團東西，像豬腦的那團東西，便稱為意根。但佛當時小乘並不

是說這裏，他說是在心臟，像豬心的那個心臟，他認為便是意根。所以佛家認為意

根，有些人指肉團心，心臟。有些認為不是，意根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力量，是一種

一連串的，連續不斷的一種 power，或是一種 energy，能力來的。不過唯識宗就認

為不是肉團，是一種能力來的。

由於有六根就產生六識，由眼根處就產生眼識，以眼根處作為條件產生眼識處、

由耳根作為條件產生耳識處、由鼻根作為條件產生鼻識處、由舌根作為條件產生舌識

處。不對，我寫錯了，我寫了十八界。由眼根作為條件就見到顏色。色處，眼根產生

眼識見到字——色處。耳根就見到聲音處——聲處；鼻根——香處，這個香是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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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臭也包涵的；舌根——味處；身根——觸處；意根，什麼東西都包括——法

處，法即是東西。六根、六境，上面名六根，下面名六境或稱六塵。六根、六塵合而

成為十二處。我們所謂生命者，把它分析便是這十二種東西。甚至我們所住的世界，

把這個世界作分析，都是不外這些東西。

譬如我們見到太平洋，就不過是見到色而已，一幅畫而已，是不是？太平洋的水

是有聲音的，聲處而已。太平洋吹過來有一陣腥味的，香處而已。太平洋的水有點兒

鹹，這個便是味處。太平洋的水我們摸下去，「僻僻泊泊」的，這個便是觸處。我們

想著太平洋這個觀念，便是法處。離開十二處並沒有所謂世界，所謂世界者即是這十

二種東西而已，謂之十二處。豈不是，又說有眼識？在那處？眼識放在那處好呢？把

這個世界分成十二格，即是十二個 locker要你把這個世界全部放進去，你怎樣放

呢？眼識放在何處？你想想，胡麗麗你告訴我，放在那個 locker？十二個 locker，

十二格，放在那一格？眼識，即是我們的視覺，放在那處？你想想看，放在那處妥

當？是要你放的了，不放便打，你放在那處？

同學：「色處。」

教授：「色處？即是你的眼識都要顏色的，看到顏色而已，是不是？放在那處？」

意處，放在意處。你的耳識放在那處？同樣放在意處。鼻識、舌識、身識、意

識，六個識全部通通放在意處。然則意處的範圍很闊的了，過去所有 cases。過去，

譬如你今年四十歲，過去四十年的意識全部放在意處。現在這一剎那的意識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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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將來假使你一百歲也不死，你將來那幾十年的意識又全部放在意處。明白嗎？如

此，十二處是無所不包的。又有些人不歡喜這樣，歡喜什麼？歡喜把那六個識抽出

來，讓它獨立，這個時候如何？不稱作「處」了，稱為「界」；不稱作 sense-

field，稱為 element。十八個，稱作什麼呢？十八界，眼識和色…。眼稱為根，稱

為界，眼根界。由眼根界產生眼識，眼識界。由眼識界看到顏色，色界。明白不？看

到不？

佛家的法看上去是很齊整的，此即所謂法相。耳識，耳根界產生耳識，耳識界。

由耳識界看下去什麼？看下去聲界。其他看得及不？鼻根、舌根、身根，香、味、

觸，不用寫吧？不用寫，最後又如何？把意識裏面這六個識抽了出來，最後這裏是意

識界了，第六意識收在此處。這個意識界的範圍很闊了，意識界有六識，第七、第八

兩個識放在那處？兩種講法，一種是仍舊保留在意根裏面；另外一種是放在意識裏

面，即是你的意識是很廣闊的，包涵第七識、第八識的。十八界，把宇宙萬有分為十

八類東西，十八界。又可以把我們的生命，分析為十八類東西，稱為十八界。意根如

果在十二處來講，意根是很闊的，包涵六識的。如果是在十八界裏面，意根就縮小一

點的。

聽得明白不？聽得明白嗎，余美琴？所以學唯識，你一明白了便會很舒服的。但

你在未明之前，一路聽或一路看的時候，就會悶到極的。它好像把它一格，一格地來

分。聽得明白嗎，陳汝聰？好了，小乘人雖然亦講意根，明白嗎？「但不說有第七末

那識。」即是小乘人沒有講第七末那識的了。「小乘所謂意根」，多數是指什麼？

「多指無間已滅的前六識」。好了，有人就問，意根裏面產生意識，由意根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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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意識就了解一切法，是不是？意識是現時活動的，意根是什麼？到底意根是什

麼？要不就是承認那團肉，是不是？要不認為不是那團肉，是什麼？是過去的意識，

稱作意根。現在的意識，稱作意識。現在這一剎那的意識，過去的意識，就稱作意

根。無間的，即是中間沒有間隔的，以前那部分的。

過去的前六識，就是意識。何解呢？理由是現在這個剎那的意識起的時候，和前

剎那的前六識都有聯繫的嘛。這個聯繫就是意根了。聽得明白嗎？想想看。無間滅，

已經滅了但又無間，中間沒有間隔的那個意識，那個前六識，和現在是有關係的，你

能夠說沒有關係嗎？譬如我一眼看見他，我知道這個是胡麗麗，和以前我認識的一個

胡麗麗是有關係的嘛，是不是？有聯繫的。那些過去了但是有聯繫的，那些意識，那

六個識，稱為意根。明白嗎？但小乘人認為那個無間滅的六識，就稱為意根。這個意

根還「能為第六意識生起之所依（據的）。」有何證據呢？有一本書名《俱舍頌》，

《俱舍頌》如此說…。

這本書是小乘很重要的書來的，《俱舍頌》云：「由即六識身，無間滅名意，為

第六依故…」。「由即」是不用解的。就是那六個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這六識。為何有一個「身」呢？那些是梵文的文法。英文的文法又如何？

是 plural number就要加一個 s或加一個 es在那些 noun尾後的。梵文要加一個

「身」字在尾，即是表示它是 plural number的意思，六個識身。那六個識身，無間

滅。和現在的中間沒有東西間隔開，但已經滅了，已經過去，便名為意根。「無間滅

名意」，這個「意」是指意根。為何它名為意根呢？為何過去無間滅的意識是意根

呢？因為它是「為第六依故」，它可以作為第六意識生起的聯繫之依據的。「從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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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第七識者」，從來那些小乘的人，沒有人說有一個第七識的。我們知道小乘人是不

講的。

「惟有一類四阿含所不攝之零落經本，稱為《解脫經》。」「惟」即是只是，只

是有一類經，就是那四種《阿含經》，小乘的經藏的四《阿含經》所不包括的。

「攝」即是包括。所不包括的那些零落的，零零星星的單行小經。這種經就「稱為

《解脫經》。解脫是零落而不攝入經藏之意，（你）不可（把解脫）作涅槃解。」那

些經有一種稱為《解脫經》。你看看，「按大迦葉波結集佛（遺）教時，（有一人

名）富婁那阿羅漢，（他帶）領五百（出家人）比丘行乞南山（在南面山區處行

乞）；及聞迦葉波結集已了，」後來他聽到迦葉波已經結集佛之遺教結集完了。富婁

那說什麼呢？富婁那即是現在那個什麼？《小（品）般若經》的那個滿慈子。他說

「諸德之結集佛法自是」；「諸德」即是各位大德；你們各位大德結集佛所講之法，

自然是對的。

「（但）然我從佛得聞之法亦當受持。」我親自聽過佛講很多法，我亦要把它結

集起來，讓大家記憶它的。「可見當時結集佛說者，不止畢鉢羅窟一處」，並不止那

五百個上座在畢鉢羅窟那裏結集一處。「所謂五百結集，僅由少數長老把持，其事未

必盡愜人意，而窟外別有大眾結集之說為（應該是）可信。不唯如此（不只如此，

『唯』即只也），除了上座、（和）大眾兩個大規模結集（之）外，尚可能有較小規

模的結集。故富婁那之受持佛說，吾人不必硬指為即大眾結集，而可設想為規模較小

的另一種結集也。故《解脫經》可能即（是）上座、（和）大眾兩處結集以外所結集

之經典。《識論》（《識論》即是《成唯識論》）。《識論述記》說《解脫經》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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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共許之經（共許即共同承認的經）。既得大小共許，必有（其）來歷可稽（稽者

即是考，稽考）。

而《解脫經》於六識（之）外別說有（一個）…」，「別」即是另外，另外說有

一個「染污末那」。「染污末那」是那些《解脫經》講的，這個便是後來的第七識

了。「《識論》曾引此以證有第七識，故知慈氏、無著之說第七識，除（了）本之

(於《解深密經》)《深密》、《楞伽》（即是《楞伽經》）等經外，亦與《解脫經》

有關係。」於是我就把上文那個表修正，雜藏裏面分為空輪、有輪。有輪裏面產生大

乘有宗。這個大乘有宗並不是只由有輪經產生的，還在那些《解脫經》。《解脫經》

裏面有一個染污末那。就在那處將來歸入大乘裏面，大乘有宗裏面，這樣完成大乘有

宗的。此處明白嗎？繼續讀下面那段，你不要看它少，我把它壓縮得很厲害。（丁

三）種子之建立與小乘論藏之關係。

唯識宗常常講種子，種子是什麼？即是一種功能，function。即是我們現在一張

開眼，就有一個眼識出現，便看到顏色了。唯識宗它說，當我的眼未張開的時候，雖

然是沒有現實的眼識，但已經有能夠產生眼識的可能性了。這種產生眼識的可能性，

便稱為眼識的 function，眼識的功能，此種功能又名種子。即是說，我們閉上眼的

時候，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沒有眼識。我們沒有現實的眼識，但眼識的種子在裏面。即

是說，現實的眼識就稱作現行，即 appearance，現行。那些眼能夠產生眼識的功

能，就稱為眼識的 function，或稱眼識的 seed，種子。聽得明白嗎？即是說，你剛

剛生了兒子，將來你的兒子或許會做一個大科學家，比愛因斯坦更出色也不定，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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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如何而已。

為何他可以如此說？因為這個小孩子現在不過仍未讀書，他已經有比愛因斯坦更

偉大的科學家之種子。只要你把他培養得好，他會出現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有種

子的。即是說，我們仍未有人類，仍是猴子模樣之猿人的時候，那些猿人的生命裏面

已經有建設一間核子發電廠的種子。不過他那個時候的文化低落，沒有辦法有這麼好

…。condition不行，他沒有辦法產生那些成為一種 appearance，一種現實而已。

同一道理，很多眾生都有成佛的種子，不過他不肯修養，所以他未能成佛。如果他肯

修養，走著一條正的路，他便是佛來了，他便會成佛。是這樣解釋。

即是說，人人都有做百萬、千萬富翁的種子。你的生命裏面有這些種子，你培養

吧，你上大學學經濟，你外出留意那些財務研究。慢慢地你便會是千萬富翁的了。條

件具備你便會爆發，你的種子便會成為現實的了。那些稱為種子。當一種現實的東

西，未曾出現之前已經具備有這種功能。此種功能，即是此種 function，或此種

power，或此種 energy，這些謂之種子。唯識宗什麼都用種子解釋，所以它一講到

種子，什麼都能處理。譬如算命，談命，就是種子。何解？他的命不好，即是他的種

子之排列，是排列到如此差勁的。是不是？為何他的命那麼好？他的種子排列得他那

麼好。但他好完之後是會衰的，因為你怎知種子怎樣排列。

忽然在你二十歲到三十歲，排列到你飛黃騰達，是不是？到了你四十歲的時候，

排列到你如何？被人拉去打一身。即是那些種子陸續出現，你一世的生命，就是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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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種子排列成便出現。好像命定論了，什麼都是 determined的，但又不然，何解

呢？是的，定了的。但你事事都命定，有一樣東西又是命定的，那一樣東西？那東西

便是智慧。智慧有很多種，有些是命定的。有些都是命定，但命定成怎樣？命定到它

不聽話，不命定的，有一種這樣的智慧。可以的，命定嘛，不聽話亦是命定的。有一

些是聽話的，命定的命定；有一些是反命定的命定。這種是什麼？這種便是無漏種

子，反命定的命定，人人都有這種。

你有這種東西，只要你培養這種東西，它一爆發出來，你的命運不會靈驗的，因

為你反命定，你會超越它的。那種不是命定都是命定，命定它有一種反命定嘛，是不

是？明白嗎？所以有時你研究哲學，縱使你不看佛經都很有趣的。你講命定嗎？事事

都命定嘛，反命定也是命定了，是不是？我們的命定又有一種反命定，剛剛碰著它出

現的時候，便全盤推翻，是不是？即是我們有一種無漏智，它出現的時候，把某命運

排成的生死輪迴全部推翻了。就是這樣。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又如何成佛？這個種子

說的建立是什麼？在小乘的經、律、論中的論已經有這種東西了。

「次說種子。在慈氏說《瑜伽論》之前六百餘年」，慈氏是在佛滅後，佛涅槃後

第九百年然後才說他那本《瑜伽師地論》。慈氏菩薩說《瑜伽師地論》之前六百年，

就有一個，有一派，小乘的一派名說一切有部。「說」即是講，講什麼都是有的。你

以為佛教講空，讀得書太少了，你以為佛教只是講空。佛教的正統派說一切有部是不

講空的，一切都是有的。他問你，什麼是一切都有？那個「有」有沒有？你回答我。

那個「有」都是有的。如果那個「有」是沒有呢，世界怎會有？一定是那個「有」都

是有的。是不是？譬如你說，我現在去按那一個機，那些什麼機？按下去會有紙幣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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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些，你一按下去：「我現在『得』了，按到了。」紙幣吐出來了，此謂之

「得」。

那個「得」，有沒有呢？如果那個「得」是沒有呢，你怎會「得」？所以世界上

除了紙幣之外，還有那個「得」紙幣的「得」也是有的。這種是極端的有，那些才是

正統派的佛教，說一切有部。它講到什麼？它有一個標語，「三世恆存，萬有實

有」，這派激死講空宗的人。過去的東西已成過去，沒有了。過去的東西仍然是有

的，何解？它潛藏著，不出現而已。現在固然是有了；未來呢？它未出現而已，都是

有的。如果它是沒有，未來如何出現？所以過去的東西亦有，現在的東西亦有，未來

的東西亦都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東西都是實有的。…

…現實主義，英文是 realism，現實主義，有的，有的，有的。都是 existing

的。一派就名為什麼？idealism（唯心主義），不是實有的，完全是我們的思想認為

它有而已。佛教如果是空宗，完全是 idealism。如果是小乘的說一切有部，就是極

端，極端的 realism。所以你要…。那些人只知道佛教皮毛，開口又說什麼「四大皆

空，我們又體空的。」其實他這種人讀書太少。好了，有一個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

部裏面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名世友。這位世友著作了一本書名《品類足論》。他在《品

類足論》裏面建立一種學說，名無表色，建立一種 idea，名無表色。「無表色」三

個字在上文有一個梵文，是什麼呢？第二十一頁第一行（《唯識方隅》第三十三頁第

十三行），avijñapti-r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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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這個字？第二十一頁第一行（《唯識方隅》第三十三頁第十三行），是

不是有這個字？這個便是無表色。現在我便要介紹何謂無表色，講完無表色便可以下

課了。無表色是什麼呢？佛出世之前，印度人都有一種共通的信仰，是信仰什麼？人

死後是再度輪迴的。佛接受它此種思想，認為人死後都有輪迴的。佛是一個聖人，又

有很好辯才，他說有便人人都說：「是有的，佛都說是有的。」這樣人人都相信，沒

有人質問的。但佛去世之後，大約第三個世紀，那個時候人類的思想又進步了，又有

外來的思想侵入印度。於是人們質問了：「你說死後會輪迴，是什麼在輪迴？如何輪

迴？為何我今世是富人，下一世又會做狗，你說吧？為何我今世做牛，下一世會上

天？何解？」

他說是因為你的行為，你的 behaviour，即是你的 karma，你的業。因為你的業

不同，如果你的業是善的呢，你死後一定生天。你的業是惡的呢，你死後不是落地獄

都是做畜生那類。外道說：「好，我姑且承認你這一點，我現在只是問你，我死了我

的業在那處？我人就死了，屍體也化了，是不是？我的業在那處？在骨那處？或是在

棺材那處？或是飛了上天？現在我只是請求你答覆我這個問題。我做了很多業，殺

人、放火做得多了，你又說我落地獄。我現在反問你，我死後那些業是應該落地獄，

是不是？但我死了，人已經死了，那些業放在何處？是否有一個閻羅王，為我找一個

罌載著那些業，是不是？把我放落地獄。是不是？

你認為是否有一個上帝，為我拿一本簿記下來，是不是？你如何知道有呢？普通

的文盲相信有一個閻羅王，是不是？有一個判官，有一個牛頭馬面，把你記下來。你

死後趕你上刀山、下油鑊，但你有什麼證據呢？人們會這樣問的，人們有發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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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這樣，問題便來了，你如何回答呢？譬如你現在是佛弟子，去了世，以前佛在世

的時候就沒有人問的，現在有人問了，你如何回答？你怎答？人已死了，那條死屍也

化了，那些業在何處？你說業力嘛，業在何處？於是那位世友菩薩，不對，那位世友

論師，他造了一本《品類足論》。他認為你生平作了很多業，不用等到死…。

譬如有一個人殺了另一個人，這個殺人的業，當你殺他的時候，馬上就有一種影

響力，發生一種力，這個力稱作業力。由你作的那種業所產生的一種力，這種力是無

形無相的，看不見的，無所表示的，「無表」嘛。它是什麼？它是一種 form，

「色」來的，看不到的物質。為何會這樣呢？很簡單的，作業便是如此，他是這樣解

釋的。譬如這樣，他在此處，現在要殺他了，當我殺他的時候，拿刀殺他的時候，是

要經過三步曲的。

第一我好不好殺他呢？必定這樣想的。當我想的時候，我身體的神經和細胞完全

抽動、活動。物質是會抽動的，物質以前是什麼？地、水、火、風四種原子嘛，四種

elements的活動。到了第二個階段，決定。都是殺了他吧，決定。又更加緊張地抽

動的嘛，即是我們身體裏面那些 elements起變化出現了。然後拿刀，一刀殺下去，

更加刺激，更加牽動嘛，那時候真正的業成立了。第一是準備階段，作考慮；第二是

決定；第三才是真正的業出現。當它出現的時候，最緊張，最牽動得最厲害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全身的 form，色，完全起變化。一起變化就產生一種新的物質，一種

新的 form。這種 form是看不見的，但是存在這個 universe裏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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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死了，我的骨都可以軟。但是這種無表色是看不見的，燒亦燒不去的。你

用火來把他燒，但只燒了他的屍體。那些業力是無形，無所表示的，燒不到的。如

此，它便在此處，怎麼無表色？那些無表色就稱為業力。那些無表色，在你死後一有

機會它便爆發，牽動你的地、水、火、風，這個世界的地、水、火、風。總之，條件

一合，無表色驅使你，就產生一個新生命。當你死了之後，有一個中有，那個殘餘的

精神到處飄蕩，這種無表色黏著你的中有，存於中有。令到你的中有，你做惡業多，

好事多為的，令到你見到人會不留意，看不見。見到豬你就覺得合意，你看見豬就覺

得比楊貴妃更漂亮，看見豬如此美麗，就撲向那隻豬，你的中有便死了。

那些業，無表色，是一種力量來的，驅使你這樣。如此，你便黏進豬胎，將來那

隻豬懷胎期滿，你出生，將來就被人殺了。就是這樣，無表色是這樣的。那些稱作無

表色，你明白不？所以業力就稱為無表色。他說，所以一個人，你想做好人，最好你

去受戒。為何受戒呢？因為你受戒的時候，你是有一種無表色的，那種無表色稱為戒

體。師父問你：「盡你一世人，你不殺生，你能否做到？」他問你。你就要很恭敬，

身、口、意三業，身很恭敬；口就回答他「能」，我能夠。意業是確是要決心「我能

夠」。答。當你身、口、意合而一答「能」的時候，「不殺生」這個印象便永遠存於

你的生命裏面。當你遇著有機會殺生的時候，你會覺得不怎麼好，不怎麼忍心。即是

無形中好像有一種力量啟示你，令到你不要殺了。

這種不是上帝，不是天主，是你受這個戒的無表色。如果你不受這個戒，都有，

無表色都有。但你沒有受戒那時候的無表色，沒有了這種強有力的驅動力。所以當你

受了戒，便有了這種強有力的驅動力。因為你當時很虔誠，所以你的無表色很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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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驅動力很大，這個便是你的戒之本質，你的戒之 elements，名為戒體。戒體就是

一種無表色來的，你發一個誓願亦都是無表色來的。譬如你吞沒…，有人拜托你，譬

如有人臨死拜托你，「我現在有一個孩子，我現在死了，但我有一副身家，我把我的

孩子交托你，你替我把他撫育成人，我有多少錢。」你說：「可以，我一於應承，我

一於培育你兒子。如果我有做虧心事，我又會被雷劈，又會天誅地滅的。」他會發

誓，讓你這個死者安心。

你普通人以為他是發誓如吃生菜。不是，當發這個誓的時候，如果你是發假誓，

你便起了一個欺騙的無表色也不定，是多少世不能了的，你這個無表色推動你受苦

的。如果你是真的一時衝動，我要怎樣的。後來你不做呢，因為你有一個無表色在推

動你。你不做呢，那個無表色會推動你，令你惹禍的。你發那個誓說什麼天誅地滅，

真的可能地震，別人不死而你死。雷劈呢，劈不到別人但劈到你那樣，就是那些無表

色推動你。譬如那棵樹是雷劈下來的時候，就會有雷劈的。人人都不走過去，總是令

到你渾渾噩噩，你自然就會走過去的。走到過去巧合地那個雷剛劈下來。這件事並非

有一個上帝在玩弄你，亦不是閻羅王註定你，亦不是觀音菩薩推你過去，而是你自己

的無表色之衝動。

這個業力是這樣解釋的，這個稱為無表色，用無表色來到解釋。講到無表色之

後，它對於輪迴，好有好報，醜有醜報，它總解釋到多少的，是不是？不是很滿意，

但解釋到多少。問題就是，還有什麼不妥呢？還有一點不妥。是的，沒有錯，我承認

任何人都有一個無表色，但我的骨已經壞了，被火葬燒了，那個無表色在那處？一定

你要講有一個上帝替你拿著，是不是？不然去了那處？你非有一個上帝不可，但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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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承認有一個上帝，如何呢？於是怎樣？它說，我們有一種力量，無表色是無形無

相的，我們有一種無形無相的力量，這個無形無相的力量，便是我們生命的本質。這

個生命的本質，好像基督教、天主教所謂之靈魂，是無形無相的。那種無形無相的，

一連串的力量，由無始開天闢地之前，一路至到永無窮盡，有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

這個力量便是我的生命，這個我的生命是無形無相的。猶如一個電腦，無形的電

腦，把你的無表色全部吸著，這個便是你的生命的本質，這個稱為第八識，稱為阿賴

耶識。如此便美滿了，解答了。被一個無形的電腦，儲藏著所有資料，這便是解答

了。這便成為唯識了，解答到此處便是唯識。就變了什麼呢？居然這個無神論而又可

以 keep著你那些無表色的。那些它不稱作無表色，這些稱為種子。你做了之後立刻

成了一種種子，這種種子存入你那無形的電腦裏面，存於你的生命裏面，那個第八識

裏面，一有機它便會爆發出來。如此，便很圓滿了。「這還是很圓滿。」它還有很多

細節的，你想了解它這些細節，要整本《成唯識論》讀完，你自然了解。你要批評，

你就要讀完《成唯識論》，你然後才好作出批評。

有一個神父，名邁格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在 Cambridge

教書，教東方哲學的。他寫了一本書名《佛家哲學通論》，現在可以買到的。趙國森

都買了一本，趙國森他猛看。他這個邁格文是一個神父，原來他是一個佛學家，他的

佛學知識比很多大法師還要好。他寫了這本書之後，他講到唯識，講到種子這類，他

大事讚揚。他說：「啊，這個好到極了，周密到極了。佛家這個空中樓閣，真是建得

美麗啊！」他說：「唯識家這個空中樓閣，真是美麗到極了，但可惜仍然是空中樓

閣，不及我們講有一個神那麼徹底。」因為他是神父，你明白嗎？他縱使言不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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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要這樣講的。不然他的教會會把他趕走的。邁格文這個人在 Cambridge教了有

十年、八年書，而他講佛學概論的這本書相當好，你們人人都看得懂。

同學：「到那處買？」

教授：「你去百德新街便可以買到，《佛家哲學通論》。如果買不到，你找趙國森借

這本書影印。」

同學：「英文名字是什麼？」

教授：「嗄？不知道是什麼《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A Manual of

Buddhist Philosophy》），是和這名字差不多的。因為它並沒有印上英文名

字。」

同學：「…」

教授：「嗄？中文？《佛家哲學通論》。你去那裏？」

同學：「…」

教授：「誰？」

同學：「問你（作者是）什麼名字？」

教授：「邁格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英文應該是什麼

Maiman、Madiman，是不是？是什麼近似 Madiman吧。邁格文。它那處

又沒有把英文名字寫出來。他是神父。」

同學：「現在邁神父是否仍在英國？」

教授：「死了，死了。現在的神父沒有如此博學的，是以前的神父才博學。譯者又是

一個天主教徒，名江紹原。江紹原好像也是神父，天主教神父。他研究宗教是

很有名的，研究比較宗教是很有名的。江紹原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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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你看完之後有機會不信佛的，因為他的口吻，「這個空中樓閣建得很美

麗」，那類寫法。他又指出很多佛教的缺點，又說佛教常常講眾生，以前是可以的，

現在則不怎麼好了。因為現時大家認為所謂眾生，是什麼呢？是生物之一種。佛家不

認為一棵菜是眾生的，但現在科學認為菜也是生物。他認為這個佛家是要重新檢討

的，之類。有很多批評佛教的缺點。你卻是看這些書呢，反為有用一點，因為它是局

外人講的，是不是？但他對佛家的優點也有講，不過指出缺點的多一點，講優點的少

一點。因為他沒有辦法，局限於他是師父。Edward Conze對佛家呢，他不講優點，

他一味是不講。

好了，解釋了何謂無表色。即是說你現在承諾別人的一句話，都有一個無表色

的。受戒就有一個無表色了。譬如你是一個佛教徒，你皈依了便有一個皈依的無表

色，你不皈依便沒有。你若果是天主教徒，你去洗禮你便有這個洗禮的無表色，不洗

禮你便沒有這個無表色。如此你可以解釋到其他的都通。好了，五時了。

教授：「講到？」

同學：「二十五頁。」

教授：「第三十頁，是不是？」

同學：「二十六。」

教授：「二十六，第二十六頁（《唯識方隅》第三十八頁）。（丁四），是不是？現

在講（丁四），是不是？」

同學：「講到無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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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講了種子的建立，是不是？」

於是，有了種子。建立了種子，便很多東西都可以解釋得到。就有了一個阿賴耶

識承載著那些種子，今世做了什麼業，那些業一動，那些業一作，便立刻成為種子，

這些種子是藏於阿賴耶識裏面。前世的種子活動了，過去了。前世的種子活動便變了

今世。今世過去了，即是有了空檔，今世所做的那些業，那些種子就起作用，就變做

來世。這樣，生死輪迴就解釋得到，不需要講有一個閻羅王或什麼的，是不是？亦不

需要有一個上帝來安排，完全由你自己的業力安排。譬如這樣，譬如《新約聖經》

說，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安排。如果在佛教徒，（業力）就代替了上帝，一切事物都

是我們業力的安排，就代替了。世俗人所謂閻羅王等等，便全部由業力代替了。此即

是說，種子…。

同學：「羅公，我想問你。所謂佛教講無我，因為我是整天都在變，所以無我。我可

否講有第八識？」

教授：「是的，有第八識。無我是沒有那個『我』，沒有那個是『一』的。」

同學：「即是一定不變的我。」

教授：「不是。無我是沒有那種『我』，是什麼『我』呢？那個『我』是不可分割

的、『一』的，整個不可分割的『我』、獨立的『我』。即是離開眾緣而可以

獨立的『我』，是不是？永恆不變的『我』。無我就是沒有這種『我』。」

同學：「是的，是的。」

教授：「第八識呢？第八識就是什麼？第八識是眾緣和合而成的，不是整個獨立的。

第八識不是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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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但第八識又不可以是…。是一個人的，是一個 entity，right？」

教授：「是的，是的。但是每個人一個 entity，一個單位。是一個 unit而已，但這

個 unit是由各種 condition 構成的。」

同學：「是的。但那個 entity仍然是有。」

教授：「是的，是的。那個並不是 real的 entity，是一個假的 entity而已。」

同學：「即是 conditional的 entity。」

教授：「是的，conditional的 entity而已。」

同學：「即是說第八識換句話說都是 entity。」

教授：「是的，第八識是一個 entity，但不是『我』。第八識是…」

同學：「即是你不可以講『我』，但是一個 entity。」

教授：「是的。這個 entity 是 conditional 的，是眾緣和合的。所以不能稱作

『我』。是不是？如果是『我』，一定具備兩個條件。一、獨立的，即是

independent的。第八識不是 independent的，全部是 dependent的。如

果『我』，一定是什麼？unconditional的。第八識是完全 conditional的，

剛剛和『我』相反的。明白嗎？還有，所謂『我』，是永恆不變的。第八識是

常常變的，每一個剎那都一生一滅，一生一滅，一生一滅的，明白嗎？」

同學：「我的意思即是說你這個第八識，我有我的第八識，他有他的第八識。」

教授：「是的，是的。」

同學：「這個第八識常常變的。」

教授：「常常變的。」

同學：「我的第八識不可能變他的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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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他一樣，也可以比他的好。」

同學：「是的，即是你變 changeable。」

教授：「是的，changeable的。」

種子我們明白了，是不是？只是講種子，如果沒有一個東西承載著種子是不行

的，是不是？所以還要建立一個第八識。這個第八識的建立，有什麼根據呢？是否由

無著、世親幾個人憑空地講的呢？是不是？於是他找回這個根據，在那些小乘經和小

乘論裏面，找回這個根據。此即表示並非他們個人所建立的，是在經論上有根據的。

好，我們看看。「次說阿賴耶識。（在）小乘經、論中雖未（曾）正式說有（一個）

阿賴耶，（小乘經論無正式說阿賴耶，主要原因是沒有正式說），但類似（阿）賴耶

之法相（法相者即那種概念，或類似那種概念）則早已建立。」建立即是早已說了出

來的，例如什麼呢？證據，「大眾部經藏」，上座部結集了上座部的經藏，大眾部又

有大眾部所結集的經藏。

大眾部的經藏裏面，就曾經說過有一個話，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根本識。這個根

本識它不稱作阿賴耶而已，其實即是阿賴耶，是不是？這個根本識「能貫徹無始以來

的生死流轉」，由無始之始一路到現在，我們每一世都生死輪迴，生死輪迴。它這個

根本識貫通、貫徹的，猶如一根線地連下來的。雖然是每一個剎那生滅、生滅，但它

是連續、連續的——貫徹。於是到了世親菩薩造《唯識三十頌》的時候，就沿用它的

名字，又稱第八阿賴耶識為根本識了。所以如果你認為阿賴耶識這個名字沒有根據，

你別稱之為阿賴耶識，（稱之為）根本識吧。即是這麼多個識之中它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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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即是怎樣？如果有此看法，當建立了阿賴耶識，你便這樣看了：我們這個

世界本來是無所謂你，無所謂我。這個整個世界，整個宇宙，整個 universe的實

質，最基本的 essential我們稱之為真如，是無形無相的。聽得明白嗎？無形無相的

真如。這個真如只是本質而已，有本質的東西必定要有屬性，attribute的。既然有

本質，有 essential，就一定有 attribute的。你承認這一點不？這張紙是有本質的，

是不是？是有本質的，它是有實質，有material的，是不是？即是它有 essential的

了，是不是？但這張紙一定有 attribute的，一定有屬性的。屬性謂之用，用。

例如什麼？我們怎知道有這張紙？因為我眼見到它是什麼？白的。由於我見到

白，就知道有這張紙存在。不然，我怎知道有這張紙？這個白便是這張紙的屬性。你

聽不聽到我講屬性，attribute？我摸到這張紙是滑的，我們便知道這張紙是滑的，不

是粗的。明白嗎？因為有滑這種屬性，所以我們知道有這張紙存在。是不是？這張

紙，我們看看，可以寫上很多東西的，我們便知道這張紙有此種屬性，有

attribute，可以用作寫東西的。根本我們知道有這張紙，是完全因為它有屬性，所以

我們才知道有這張紙。明白嗎？即是說這張紙是有屬性的，不是沒有的。明白嗎？

這張紙是有 essential的，essential就謂之體。凡有 essential的東西，就一定

有 attribute的，這些 attribute就謂之用。明白嗎？首先明白不？你明白不？記住，

凡有體的東西，就必定有用。即是說，凡有 essential的東西，就必定有 attribute。

而且所謂 essential，我們根本不能夠直接知的。明白嗎？因為它有 attribute，我們

便儲著它一堆 attribute，就知道有這種體和用。明白嗎？好了，講到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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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是有或無呢？我們一定承認它是有的，是不是？如果真如是無的話，便沒有

這個世界的了，是不是？真如是有的。是的，我們再問，真如是有的，所謂有，是有

本質，或是有 attribute呢？這個真如是有 essential，或是有 attribute呢？你認為

是有嘛。我們的答案就是，真如是有 essential的、有本質的，不是沒有本質的。你

們又推論了，凡有本質的，必定有用；凡有 essential的，必定有 attribute。明白

嗎？真如既然有本質，所以真如一定有 attribute。明白不？真如的 attribute是什麼

呢？我們所見這個五花八門的世界，便是真如的 attribute，明白嗎？好了，是

的，attribute那麼多，我們要把它來到整理一下，才能夠說明的。

佛教的答案是這樣，真如的 attribute是很煩雜的，真如的用是很煩雜的，煩雜

如一堆亂頭髮那樣。我們想這堆亂頭髮不亂，最好我們梳理一下它。是否如此看法？

這個真如所現出來的 attribute，的那些用，如此五花八門，最好我們梳理好它。如

何梳理好它？我們分開它、排列好它；把之 arrange，排列好它，講得很清楚。講清

楚什麼？於是它便這樣說了，真如的用呈現出來，就是無量無邊那麼多的阿賴耶識。

明白嗎？真如是 essential，阿賴耶識是真如的 attribute，無量那麼多的阿賴耶識，

都是真如的 attribute。聽得明白嗎？真如是體，由體顯現出無量無邊那麼多的阿賴

耶識。這些無量無邊的阿賴耶識，就是真如的用。聽得明白不？

這樣，我們每一個眾生，都只不過是每一個阿賴耶識而已。每一個眾生都是真如

所現出的用，明白嗎？每一個眾生都是那個…，真如又名佛性，都是佛性所顯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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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是不是？明白嗎？對了。那豈不是太簡單？不簡單，用中又有體又有用的，明

白不？體用重重的。真如為體，阿賴耶識為用。再進一步來講，用中又有體，用中又

有用。阿賴耶識為體，記住，無量種子是阿賴耶識的用，聽得明白不？再拉一層，種

子是體，無形無相的種子是體；現出來有形有相的東西，是種子的用。明白嗎？就是

如此看法的。明白了。

這種說法就和一個歐洲人，一個講神學的人最相似了。所以那個英國人，B.

Russell，大讚此人。這個人是 Spinoza，荷蘭人，斯賓諾沙。這個是神學家來的，

內傷而死的。現在的學者去到荷蘭，就一定去…，學哲學的人，還向他敬禮的。它的

銅像刻著幾個字，它的荷蘭文如何寫我不知，人們就翻譯為「如果那個人見到這樣的

一個人，一個銅像，都不向他敬禮，這個人便應該遭殃了。」即是他的人格非常好。

大學請他當教授他不做，有錢他不要，每天他磨眼鏡，「車」眼鏡的，「車」夠他的

生活他便不做，便讀書了，這個人是這樣的。結果他營養不良，肺癆而死的。斯賓諾

沙，很簡單，很少著作的，只有幾篇文章而已。你去買，很平宜便能買到的了。

斯賓諾沙又如何？他在哲學上，你說他哲學又可以，你說他神學亦可以。他的學

說是單子論，單子論這個字英文如何寫呢？我現在就寫不出來，因為我忘記了，我看

過那個英文字。你查一查《辭源》，查什麼？查單子論，不用查《辭源》，《辭海》

便可以了。我是查《辭海》的，查「單子論」這三個字（Monadology）。「單子

論」這三個字，它的下面告訴你「單子論」是什麼名字？是斯賓諾沙的學說。你可以

告訴別人這個單子論，學唯識的最好看一看它。如果你沒有《辭海》，你有那本什

麼？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成《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的那本書，裏面有西洋哲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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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哲學那裡有講及斯賓諾沙。查斯賓諾沙，好像是 Spinoza。我會寫錯的，差不多這

樣，查這一個人。如果你想找英文的，你查《大英百科全書》，查這個字，查

Spinoza這個字，便有很詳細資料給你的了，《大英百科全書》。

他的單子論是什麼？何謂單子？即是佛家的阿賴耶識。他的真如，我們唯識講的

真如，他稱之為上帝。他認為上帝是無形無相的，無乎不在的上帝。不是好像有鬚又

有鼻，又會用泥來做人，做了一個阿當出來。不對，他認為這些是譬喻而已。由這個

無形無相的上帝顯現。上帝是本質，essential，它的 attribute就顯現出一個用，這

個用就是什麼？無數單子，無量無邊那麼多的單子，每一個單子就是一個用。上帝顯

現出單子，因為當時的人不明白，便說上帝製造出人。其實上帝造人不是拿一團泥這

樣做的。這些單子就是上帝本身來的，所以我們的體就是上帝，上帝顯現出來的就是

我們。這個便是唯識，真如顯現出來的就是無數的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的實質便是真

如。是不是？

單子論，很出色，真的很出色。但只是一樣，它不及唯識就是…。我的看法而

已，因為我是佛教徒。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一定不同意我現在的講法，就是什麼

呢？佛家知道這個是空的，這些單子是空的，真如是空觀所顯現的實質。斯賓諾沙就

不知道它是空的，是執它為實。差一點兒不到家，就不知道它是空的。或許他知也不

定，他不講也不定，是不是？不能說他不知，只可以說他沒有講，是不是？不過站在

佛教徒的立場，你不講便當作你不認識。嗄？即是等於那天我們開會的爭論，我們當

時就「你不看就當作你已經看了」，是不是？這亦是同樣。這不過是在於佛教徒，如

果站在天主教徒來講，是你佛教徒開口自高聲價而已，別人不講便認為別人不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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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嗄？

同學：「羅公，我想請問，他不講，他會不會是因為是基於宗教立場呢？即是那時在

歐洲…。」

教授：「可能。」

同學：「不知，他即是明哲保身。但如你所說，他不是不知而不講，是基於當時的背

景做成他不可以講。」

教授：「你不能說他知，你只可以說他不講，是不是？他沒有講而已。即是說，孔夫

子沒有講過民主，你不能夠說孔老夫子反對民主的。文化革命就是因為孔老夫

子沒有講，他就說孔老夫子反民主嘛，是不是？所以羅素便認為西方那麼多哲

學家中，只是佩服一個斯賓諾沙而已，羅素。不過這一點真的值得佩服，學唯

識的人對斯賓諾沙的這一點真是值得佩服。不過如此聰明的人都是早死的，中

國除了孔夫子之外最聰明的顏淵，三十多歲便死了，是不是？三十二歲難接班

嘛，死了。魏晉南北朝，最聰明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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