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亦都有它的種子，又出現，一堆種子一齊出現。綜合起來，變了這個東西。這

個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我阿賴耶識裏面，那種變球的種子，那堆種子起現行變的。那

堆種子起現行變的時候，我阿賴耶識的那堆種子起現行變，其實我未進來前已經變

了。何解？因為我未進來前都有東西掛著的，不過是我進來才見到而已，阿賴耶識已

經變了的。即是說，我還在香港未飛來的時候，我阿賴耶識已經變了這個球在此處，

但我見不到。何解？我還在香港，被香港的東西掩蓋著。好了，到了我來到此處，我

來到此處我在 Hamilton 住，同樣見不到，角度不對。就如播音台，你不調較正確波

段，你沒有辦法接收到。現在我在此處對正了，即如收音機調正了，就應該出現吧。

那個時候，我現在…

…本質，我第八識裏面變起球的那堆種子一齊起。紅色的種子變紅，摸下去又軟

又滑那些紙質的種子，就變軟變滑。還有，這個種子裏面…。不對，這個球裏面是有

實質的，那些實質是什麼？實質是現在科學家稱為電子、質子。佛家稱作極微，即是

微粒子。每一個微粒子都有它的種子一齊…。顏色就鋪在那東西的外表，那些微粒子

的種子現行，現出無數那麼多微粒子，就充滿那東西的內容。於是那堆種子合在一

起，那件東西便出現了。它出現我也見不到，我還要如何？阿賴耶識不會見到東西

的，它只是含藏著種子，種子才是變起那東西。那個時候，我剛剛已經走了進來，又

坐在此處了。這些便是緣，藉這些緣角度又對正了。緣具備了，如此我的眼識便出

現。眼識為何會出現？因為我的眼球沒有壞，因為光線充足，因為有適當的距離，各

種緣具備了。眼識本來就是種子，睡在阿賴耶識裏面，緣具備時眼識的種子…。眼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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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子就是見分的種子，就爆發了，爆發的時候就挾帶著相分的種子。相分的種子是

什麼？就是能夠反映出那個紅色東西的那種，的那個相分。挾帶著它一齊起，見分、

相分。為何相分會起呢？一定要有本質，因為第八阿賴耶識裏面變那個球的種子早就

變了，有了本質。

所以我的眼識起的時候，就挾帶著一種東西。這種東西能夠把那個本質反映出來

的時候，整幅猶如鏡子一樣，就成為一個 image，此謂之相分。我眼識之見分望著

那個相分，看不到那個球的，只看到 image 而已，這便看到了。當我看的時候，還

要什麼呢？還要有一種第六意識跟著一齊起的，而起分別看得到，一齊起。第六意識

裏面又有它的見分，第六意識的見分種子起變見分。第六意識的相分種子起變相分，

而那個相分又把那個球反映入第六意識裏面。如此，我們的眼識和第六意識便一套，

如七彩套色般套在一起。看，便見到它了。見只是見到 image 而已，那個影像，那

個相分而已，本質是見不到的，始終見不到。所以你如果是禪宗的人，他說：「你張

開眼見到那個球嗎？」

你說：「見到。」

他說：「你錯，見不到的。」

你問他：「為何見不到？」

他說：「你去參一參吧。」可能你參三年你都未必參到。

講得如此淺便是這樣，因為我們是見不到它的本質的，只是見到它的相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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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稱為見到球了。明白嗎？這即是說，種子變了現行，是不是？變了現行的時候，

每一個現行又立刻熏入第八識裏面成為種子。第一個剎那起現行，立刻熏入去成為種

子。第二個剎那這個種子又打出來，又變現行了。現行又立刻打入去成種子，跟著又

打出去變現行了。即是說我們的阿賴耶識，每一剎那就好像燈塔閃光地閃下、閃下、

閃下。望下去一路定下來，實在是每一個剎那一幅的。一眼一眼，一幅一幅之間，可

以幾百萬個剎那。即是幾百萬幅打出去，幾百萬幅熏回來，簡直是電影一樣。即是說

根本沒有那一個球，只是一幅二幅那個球幻象的影子而已。

同學：「我問兩個問題。」

教授：「唉。」

同學：「第一個問題是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是同一個剎那？或是不同時間的？」

教授：「種子起現行，同一剎那。」

同學：「現行熏種子。」

教授：「種子為因，現行為果，因果同時。種子，譬如我看見紅的時候，紅的種子出

現。

紅的種子出現就起這個現行，這一個格表示一個剎那。起現行之後，馬上又熏回

來。熏回來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就成為新的種子。因、果，果同時又是因；又果。這

稱作三法展轉(注：能生之種子、所生而能熏之現行，及所熏種子，三者互相展轉成

為作用。)，因果同時，它一定要同時同生。三法，一、二、三，一剎那裏面，時間

比一霎眼還要短。只是一剎那，一、二、三。一剎那過後呢，這個種子變了，產生第

二個剎那的新種子了。第二個剎那的新種子起時，馬上又起新現行。新現行起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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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又馬上熏入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又成為新的種子。每一剎那都三法展轉，『展

轉』者即互相來因果同時。」這圖就是如此了。好了，這個是起現行，種子、現行都

起那個時候的狀態。如果我睡覺，我現在仍然正在睡覺，個個剎那起正在睡覺，我的

種子去了那處？種子在第八識裏面。那有沒有三法展轉？沒有。沒有又如何？沒有便

要這樣，第一剎那種子起，一起立刻滅，一滅的時候就產生新的種子。一起立刻又

滅，滅又產生新的種子。這就不是三法展轉了，種子是剎那生滅了。

它解釋佛說「縱使千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就是用這

個解釋了。譬如你一萬劫之前拿刀殺一個人，那個業的種子就在那處，成為業種子

了。殺人之後，你殺完人之後你死了，自殺死了，也死了。那又如何呢？你自殺死一

回事，你殺人的種子仍然在。仍然在又如何？你去投生，當你投生的時候，出世。出

世又八十歲都不死，八十歲都沒有機會給你受報。可能那八十歲裏面，你一路病足八

十年，別人殺你亦不行，是不是？或你那八十年做了王子，沒有人殺得到你。如此你

的一世又過去了，下一世剛剛你又念佛，又沒有人殺得到你。第三世又沒有機會，你

又生了天。第四世你又做其他的，做畜生；第四世做蛇，沒有人捉到你，到了一百幾

十年你便死了，在蛇洞中自己死。

這個報始終報不到在你身上，是不是？那就要什麼呢？萬劫之後有機會了，剛剛

你走到那處，別人在試槍，有人試槍，你就「烏龍龍」(糊裡糊塗)地走過去，被別人

一槍打中。未必是你殺過的那個人射你，可能是另一個，是不是？為何你會被人打

中？因為你萬劫之前，你殺人的種子一路地每一剎那一生一滅、生滅、生滅、生滅，

到了萬劫之後有機會。到了此處有機會，萬劫之後一有機會便變了這樣，起現行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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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你。被人殺你的時候，你不是立刻斷氣死去的，如此一路到死為止。到死為止，那

條界，業種子就消了這條界。它就是這樣解釋，因果報應就是這樣解釋，不需要閻羅

王，不需要神的。就是這個，完全是種子功能。所以你為何作了業千百劫都不亡，你

一定要用唯識才解得通的，你用般若都解不到的，生死輪迴你解不通。好了，我們看

看。緣生者即是那些種子遇著緣便生現行，那些現行遇著緣又熏成種子，這種情形謂

之緣生。我分開這三方面來到說明，現在先說現行，慢慢再說種子。現行，所謂現行

即是一切什麼？「色、心諸法之別名。」「色」就是物質現象，「心」就是精神現

象，這種現象的別名，我們稱之為現行。

「言現行者：現是顯現義；(色和心)色、心諸法從(隱約)沉隱的種子而顯現故，

(所以謂之現)說為顯現。行是遷流義(遷移流動的意思)，不固定義；色、心之生，不

暫住息(不會停的)，念念之間前滅後生(念即是剎那之別名；每一剎那，每一剎那之間

都前滅後生，一生一滅)，遷移流動故，如物之遷，如水之流，(所以稱為遷流)說為遷

流。若嚴格言之，現行者，亦(可說是)識之別名(何解？因為色、心也是識變的)；識

從種子顯現故，一切色、心諸法皆是識故。」所以現行亦可以說是識之別名。好了，

現在講到識了。「一切眾生各各有八種識。」這個特別重要，每一個眾生都有八種

識。在佛經裏面人人都說…，《大乘起信論》，讀《大乘起信論》，它如何說呢？那

個眾生心在宇宙裏面，眾生心包含有真如，又包含有諸行的。那眾生心如此就變起這

個宇宙萬象，但問題是它沒有交代清楚。又說萬法唯心，這個心。現在問你所有全世

界的眾生共同一個心，或是你們每個人一個心？如果是世界大家共同一個心的，這樣

我的心即是釋迦佛的心，是不是？釋迦佛成了佛，為何我們「烏林林」(糊裡糊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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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佛味也沒有呢？何以解答呢，是不是？你說是多個的，他佛有佛的一個，我有我

的一個。是的，他有他的一個心，我有我的一個心。

釋迦佛說法，是釋迦佛的心說法了，為何走到我那處呢？很多問題的。因為那些

人的頭腦到底是「籠統」，我們不可諱言，中國人的頭腦很「籠統」。現代那些人固

然是相當「籠統」，宋明理學家都很「籠統」的。你不信你看看，我介紹你看我的朋

友錢穆先生，你去買一本他的《靈魂與心》，是不是？買一本《靈魂與心》。你看看

他如何看靈魂，講到「烏煙瘴氣」(混亂)，以一個如此大的學者都是如此。中國人最

「籠統」便是這樣，整天在講唯心，唯心；唯一個心或是唯每一個人的心？唯心在西

洋則不然，西洋是很清楚的。西洋講唯心論是有兩種唯心論的，一種名為客觀唯心

論，即是一個 universal mind。黑格爾那些，宇宙心。有些是主觀唯心論，有些是每

人一個心的。別人分得很清楚。你讀一下《大乘起信論》，看起上來它的文字好像是

一個公共的，宇宙心。但一個宇宙心又如何解釋迦佛是成了佛？我偏偏不成，是不

是？很難解釋。所以佛家裏面有兩種唯心論，一種是客觀唯心論，即華嚴宗那些。華

嚴、天台是客觀唯心論，唯識宗的就是主觀唯心論，每人一心。不只每人一心，每個

人八個心；一切眾生每一個眾生有八個識，識就是心的別名。所以唯識宗的人是多元

信的，多元的，不是…。即是解釋現象界是多元論的，而不是一元論的。但你又不能

說它是多元論，它談起整個宇宙又有總共的一個真如，又是一元。

所以講唯識非一元亦非多元，何解呢？每一眾生各有八識，每一眾生的八個識都

變起它自己的世界。在此來說，不就是多元？多元是什麼？是不是名 dualism(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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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pluralism)，是不是？dualism，是不是？多元嘛。一元就是 monism，是不

是？如果在唯識來講，在這方面就是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識。無量眾生就是無量那麼

多個八個識，就此而言它並不是一元，是多元。但都是由什麼？這無量眾生的八個

識，都只是屬性，只是用而已。其體是真如，真如是一切眾生公共的，就此而言即是

一元，是不是？所以講唯識既含有一元的氣味，又含有多元的氣味。只可以說它什

麼？非一亦非多。所以如果你這樣，現代的那些人動不動就說佛教是一元論。不要講

佛教，說唯識是一元論固然是錯；你說唯識是多元論，同樣是錯。好了，再講了。這

句你要特別點著它，「一切眾生各各有八種識。」即是什麼？我們看看這個表，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排列在前面，稱作前五識。第六個是意識，亦

稱第六識。第六識加上前五識就稱作前六識。第七個識是末那識，亦稱第七識。加上

前六識就稱作前七轉識，多了一個「轉」字，會轉變的。第八個是阿賴耶識，亦稱第

八識——稱作根本識。阿賴耶識是根本；前七識都會轉變的——轉識。識，這八個

識，你的頭腦應該清清楚楚，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識。

「識亦名心。」如果在其他宗，「心」字是講得很玄妙的，唯識宗則不然。識又

名心，即是每一個眾生有八個心，是這樣簡單而已。但禪宗則不是，它的「一心」很

厲害，這是指佛性，是不是？華嚴宗講的「一心」又很厲害，它是指真如心，真常

心，等於真如。但現在我們就唯識宗而言，識亦名心。「心」者，其意義為何？是

「集起」的意思，「集」者聚集、積集，「起」者生起。為何稱作「集起」呢？積集

很多種子；積集很多種子起現行，能令它生起現行的現象，所以稱作「集起」。眼

識，為何眼識稱作「心」呢？因為眼識起完之後，…。我現在看東西，眼識起了。起

完之後，我閉上眼，眼識立刻停。當它將停未停的時候，立刻熏成種子，藏於我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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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耶識那處，積集那些種子。到了我再睜開眼的時候，種子又起現行。眼識如此，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都有「集」， 都有「積集種子，

(生)起現行」的作用。所以八個識都可以稱為「心」。「亦名意」，八個識就有八個

意。「意者，思量之義，(何謂思量？)於境思慮量度故。」境即是 object；對於那些

境界、對象能夠思慮，能夠量度，所以謂之「意」。「一切眾生皆有八種識，即一切

眾生皆有八種心，或八種意。然此但寬泛言之(即是比較籠統地說而已，很寬地說而

已)。若嚴格言之(則不是了，嚴格而言)，則唯第八阿賴耶識專名為心；(何解呢？)賴

耶能積集諸行之種子(它不只堆積自己的種子，把其他一切諸行，一切現象界的種

子，都可以堆積在它裏面的。)

生起現行的諸行故(各種現行法)。」所以嚴格而言，是第八識然後才可以稱作

「心」。明白嗎？「又唯第七末那識專名為意；末那恆內緣賴耶為境(內即是向內，

不是向外追求的；緣即是攀緣，攀緣賴耶，阿賴那識，以阿賴那識為一個 object。

對著它)思量不已，(何解？這個是我來的，這個是我來的，那樣。執著)執(它)為自我

故。」心和意，即是嚴格而言，第八識才稱作心，第七末那識稱作意。這個懂了不？

此處說得很清楚的。

「八識中，前五種皆依色根(色即是物質，根即是那個器官)，物質造成之根，名

色根。(前五種識皆依靠色根，物質之器官)而起現行，(生起現行的。如此我們分別

它)為一類，稱為前五識。前五識及第六識，同是(跟隨它的根而立名的。眼根所發出

的識謂之眼識，耳根所發出的識謂之耳識， 乃至意根所發出的識我們謂之意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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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謂之)隨根立名，(六個識都隨根立名，我們稱之為什麼？)合稱前六識。由具三義

故，所以隨根立名(為何要隨根立名呢？)：(第)一、依根故；即依眼根之識，名眼

識，乃至依意根之識名意識也。(第一個意義是依根。第)二、根所發故(由根所發出

的)；即眼根所發之識，名眼識，乃至意根所發之識名意識也。(第二個意義。第)三、

屬根故(隸屬其根源)；即屬於眼根之識名眼識，乃至屬於意根之識名意識。(我和《成

唯識論》有點出入，我們不要管它。)若隨境立名，(每一個識都是依它的境，那個

object 來到取名， 我們可以怎樣？)則前六識依次名色識、聲識、香識、味識、觸

識、法識(我們看看那個注)…。」「又前六識及末那識通名轉識。轉者，轉易。修行

者於見道之後，成佛之前，在定中入觀時，此前七識是無漏性，出觀後，仍是有漏

性；性有轉易，故名轉識。其第八識，要待成佛之前金剛心時始(然後才)轉成無漏，

(所以第八識不稱為轉識)不名轉識，但名根本識，以第八是前七識之根本依故。」如

此，八個識我們已讀了，這個八識之名義。先休息一會。這個理論的內容，一下子太

多是不行的。你聽得明白嗎？

我們讀讀(丁二)、八識所依根及(其)所緣境。這個「緣」字作認識解； 它所依的

根和它所認識的境。「根」即是器官，「境」即是對象，object。「八識各有其所依

根及所緣境。根者，(其意義是)增上義(增上即是增加、向上的意思)， 即勢用強盛之

意(勢用即是力；它有強盛之力。中文時時用『勢用』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energy或

power 的意思。)眼等根對其所發之識，有強盛的扶助力； (例)如根強所發之識亦

強，根損則識力劣，根壞則識不得起等；故名為根(猶如一顆樹之根本)。眼識依眼根

(眼根約相當於現代的視覺神經)，認識色境。 (這個色是指顏色)此中言色(即是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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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顏色之色，非指一切有質礙之色。耳識依耳根，認識聲境。鼻識依鼻根，認

識香境(香境即是香臭)。舌識依舌根，認識味境(滋味)。身識依身根，認識(所)觸境。

(何謂所接觸之境呢？例如：痛、癢、寒、熱、饑、渴等，這些是所接觸之境。)前五

識所依之根，皆是物質的；《五蘊論》等說根是一種『清淨色』，意即極微妙的物

質。

此種清淨色所造成之根，藏於根依處中。根所住之處，名根依處；亦名扶根塵，

是扶助五根之塵故；乃器世界之一部分也。」我們所謂的眼、耳，這些都只是扶根塵

而已。眼和耳裏面的視覺神經和聽覺神經就是根。根就是由那些清淨的色造成的。

「此種清淨色所造成之根，藏於根依處中，與根依處和合似一(五根和五種根依處和

合一起，猶如一體)，而非普通眼識所能現見(這種根是普通的眼識所見不到的。那要

什麼？相傳是要佛眼或極高級的天眼才能見到)，以有發生五識之功用，由果推(知)

因，比知是有耳(比即是推度；推度而知道它是有的。)。今人梁漱溟謂前五根即今所

謂神經系，於理可然(於道理是應該可以通的)。熊十力據安慧等五根各有自種(自體而

言)，遇緣則生現行五根之義， 謂梁說於小乘義可通(梁說即梁漱溟之說法)，於大乘

義不合。

今按五根是大種所造(大種即是元素，地、水、火、風四種元素)， 五根種子現起

為五根後，分析五根亦成大種，此乃瑜伽正義；梁說於大乘義並不相違。意識、末那

(識)、賴耶三識所依之根，則為非物質的。」這即是八個識之中，前面的五個識，它

所依之根是物質的。後面的三個識，它所依之根是非物質的。前五識我們很明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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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識又如何呢？「第六意識，以第七末那識為(它)所依(之)根，以一切法為(它的)境。

此所謂法，乃(指什麼？)過去、現在、未來、有為、無為等一切法也。通塗(通塗即是

一般的)所謂思慮分別，皆是此識之作用(此識指意識，都是意識的作用)。餘識祇緣現

在法生(起)了別用而已(對於未來、現在的事物，其餘那些識是不了解的，是第六意識

才了解的)， 此識則遍以一切過去、現在、未來法為所緣境(了不起就在於此了)。言

『意』者：謂此識以第七末那識為所依根，末那識亦名為『意』；從根立名，名為意

識。」即是依根，由「意」發出之根，名為意識。如此，已讀了前六識。前六識所依

之根，所緣之境，我們明白了。「第七末那識，以第八阿賴耶識為所依(之)根。阿賴

耶識從無始(以)來任運相續(任運者即是自然而然地，譯作英文即 naturally，自然

的；相續的。因為它任運相續，所以…

因為它任運相續，所以好像是「一」，實在不是「一」。好像是「常」，實在不

是「常」。「似一、似常，與世間所執實我相似；故(此)末那識轉緣賴耶(之)見分，

(起)分別(起)計度，執(它)為自內我(自我和內在的我)，堅牢不捨…」即是說我們常常

覺得有個我，最原始的是先由末那識執著阿賴耶識為我。阿賴耶識有相分，有見分；

是執著它的相分或執著它的見分呢？答案是執著它的見分為我。為何不執著相分？因

為山河大地都是阿賴耶識的相分，那裏有人執著山河大地為我的？所以一定是執著阿

賴耶識的見分為我。「執(著它)為自內我，堅牢不捨。第六意識，於睡眠、悶絕等

位，或不現起。此識(即是第七識)恆時審細思量，虛妄計度；故名末那。末那為梵

語，義譯為意；意是思量之義。所以用音譯者，為簡別於第六識(之原)故。」第六識

又是意，意識。第七末那識又可以稱為意識。但恐怕名字相同，所以它此處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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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阿賴耶識，乃生起其餘諸行之根本識。賴耶亦是諸行之一。此識能含藏諸行之

種子，(記住，它含藏諸行之種子而已，它不能夠含藏真如之種子…)，無始以來恆時

現起(即是常常都現起的)，以末那為所依根，以種子、有根身及器世界為(它的)所緣

之境。」如此，八個識所依的根和所緣之境就讀了，最好是你什麼為什麼根，以紅線

在旁邊劃上， 那便不用看那麼多了，一看紅線便可以。讀書的方法，韓愈教我們，

記住，「記事者必提其要」。

讀那些專門記載事實的書，我們就要把它的要點mark 起它，提它的要。「纂言

者…」，有些書籍是專門集合；「纂」即是集合；集合別人的說話，講的說話，你又

如何？「…必鉤其玄」；「玄」者玄妙；特別精彩玄妙的，你就鉤起它。這樣，以後

你看書便容易找資料了。你們…(丁三)、八個識有三種分別。不講它了，這一章不重

要的，不講。(丁三)不要。八識所依的根，所緣之境，聽得明白嗎？這個要記得清清

楚楚。譬如你讀《般若經》，什麼根，什麼識的，你就「烏林林」(糊裡糊塗)了。此

處你認識了，你便清楚了。尤其是將來你入觀，你打坐修止觀的時候，要觀東西的。

你觀東西的時候，觀到什麼根，什麼識的時候，你會清清楚楚，不然你便不懂。譬如

你讀《楞嚴經》，本來《楞嚴經》這套經是假的，不過人們歡喜讀它而已。你如果不

懂唯識，你讀《楞嚴經》是讀不通的。《楞嚴經》裏面常常有什麼？有「色陰區宇，

受陰區宇，想陰區宇」，這種字，何謂「色陰區宇」？何謂「色陰」？

何謂「受陰」？為何它有一個「區宇」？你們很難解的，但你一懂唯識就不只了

解，知它這樣說都是不對的，都知道。好了，讀一讀「八識之三量」，(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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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是量度，即是知道、了解。我們了解的力有三種，一種是現量，直接知道

的，不需要推度的。一種是比量，「比」即是推度，由推度而知道的。現量和比量這

兩種知，現量是有真有假的，如果現量沒有錯的呢，就稱作現量。現量而錯誤的呢，

就稱作非量。比量亦是，有時比錯了的，那些便是非量。比對了的，就稱作比量。我

們看看，「諸識緣境之作用(那八個識認識境之作用，或對於境界的了解。這種了解

就謂之量，量)有三種：一、現量，二、比量，三、非量。」其實這幾句話講得不怎

麼好的，應該是這樣講法：量有二種：一、現量，二、比量；現量和比量之似是而非

的就謂之非量。這樣解釋才對。不過現在先按照我所講的，到了下冊的時候，再糾正

它吧。

「前二種是正量，後一種是謬誤的知識，名非量。現量者：現謂現前、現在、顯

現。」這個我解釋，我們知道知識，真正的知識，正確的知識只有兩種：一種是現

量，一種是比量。別人問你：「現量，何謂現？」你的回答，「現」有三個意義：一

是現在的，二是顯現的，三是在現前的，在你前面的。「量，原義為量度，引申為

『知』之義。能認識的心(我們那個有認識力的心，在)現在、(在)現前了知色、聲等

顯現境時，(那些顯現之境的時候，那個時候能夠)離(開)名言，色、心、長、短、

黑、白等乃至一切名句(詞)，皆是名言。(名言即是概念。記住，名言即是概念。)，

…」「…種類等。依於名言，假立一法，貫通諸法，如立『色』之一法，貫通一切

青、黃、赤、白等；是名種類。(其實種類也是概念之一種而已。離開名言、種類等)

所有分別，逼附所緣境之自體(即是直接接觸)，而冥沒於其中(好像『烏林林』地整個

撲過去的模樣)；故名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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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量者：比謂比類(度)，量(字的意)義同前(面一樣)；於不現前的色等境，藉已

知境(即憑藉著已知的境)，比類量度而正知之；如見遠處有煙，知彼處有火；又見瓶

等是所作性，知(道它是)其無常；(這種情形)故名比量。」「非量者：似現量而實非

現量，似比量而實非比量，即謬誤的知識；謂若有境(即是說例如有境)，非可現知明

白而照(你想以現量知道那些境，是不行的)，亦非可比擬推度而知(亦不可以用…，亦

不夠資料讓你推度)，或(實無這種境；實的境這種本質實在是無的)實無境體，非可量

度，於非量處而起心量；如見(到)繩而以為蛇，覩見到陽燄謂之(以)為(是)水，又如於

霧等妄謂為煙(霧等我們說它是煙)，(那種邪證就所見到之不正的資料)邪證有火(邪證

它確是現前知道的)；(這些)故名非量。八識中，前五識及第八識唯是現量(記住，前

五識不起分別的，前五識的知識都是現量。第八識是機械式的，亦是現量。)第七識

唯(只)是非量(沒有那東西卻執著那東西)，第六識容有三種(可能容納三個量)。」看看

這個表。前五識、第六識、第七識三個，前五識只是現量。第六識有時現量、有時比

量、有時非量。第七識一定是非量的。第八識一定是現量的。我這個表就對了。至於

自性分別那些，那一個是那一量呢？我因為不講那三種分別，所以下面的表也不要

了。「此中所說量義(三量的名義)，取便引用而止。其詳見於下文量論(下冊)。」有

沒有問題？有沒有問題？你們不要覺得悶，這些定義全部認識，你將來受用無窮。有

沒有困難？現在未至於有困難。這個難不難？

同學：「…」

教授：「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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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教授：「看起上來好像很瑣碎，誰不知將來判斷是非，就是拿這些瑣碎的東西來作資

料。在多倫多，這套理論你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學到，你只有在此處學的了。

而且唯識我都少講了，我多講般若，因為般若人們覺得『空空靈靈』的，很

有趣；唯識就悶。」

同學：「但這把是尺來的。」

教授：「嗄？」

同學：「這把是尺來的…」

教授：「什麼？」

同學：「…將來慢慢來度…」

教授：「這把是尺來的。是的，被它一量度，你跑不掉的。這是一個照妖鏡，一照下

去，你是否妖怪便現形的了。」

現在的人講佛法，連到五根也不懂的。眼根…，講《心經》眼根便是那隻眼了。

其實那隻眼是眼根嗎？眼裏面那些微妙的物質，相當於視覺神經，那些才是眼根。整

隻眼，這個是什麼？扶根塵來的。連到這些都不認識的也有。這些都不認識，他又去

講經了。你講經，如何講啊！你說：「我不用講如此深的。」什麼「如此深」？你講

《心經》好不好？《心經》：「無眼耳鼻舌身意」，這便是五(六)根。那何謂眼？何

謂耳？何謂鼻？你不懂得了。現在的人講《心經》，便是如此，應講的他卻「sir」

一聲過了去，他不講。那些說故事的，他卻講一、兩個小時。唐三藏如何去取經那

些，他卻講了幾個小時。「照見五蘊皆空」，何謂五蘊？講的時候，那個講的不知何

謂五蘊的，也有。所以那些貿貿然地站著講的，他還說想做功德，那處有功德？你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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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已經很好了，是不是？還有德？「八識總論」講了，如果你也想讀三種分別，你

回去自己讀便可。明白嗎？沒有問題今天便講這麼多了，多就悶了。

…是不是。

同學：「不是。(丁四)開始講。」

同學：「(丁四)。」

教授：「(丁四)。」

同學：「三量。」

同學：「(丁五)開始。」

同學：「(丁五)開始。」

教授：「嗄？」

同學：「(丁五)開始。」

教授：「(丁五)開始，是不是？」

同學：「(丁五)開始。是的。」

教授：「(丁五)，現在我們接續。」

(丁五)這個標題是講「識變似境」。「識」、我們主觀的認識力。「變似境」，

「變」…。「境」即是 object；即是它為何要「似」呢？「變似」、不是真正有

object 的，是「識」自己變似的。似乎是在「識」之外的一種 object，只是「似」

而已，不是真正「是」的，就是「識變似」。變了「似」的「境」，不是真正有

「境」。「境」並不是無，不過不是實的「境」而已。我們看看，「一切眾生各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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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記住，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的)。八識中，前五識皆向外追求；其所追求之境，乃

是五識各變似之(變出一幅影子，好像是外面的模樣)。眼識變似色境(眼所見到的東

西，是不是？)，耳識變似聲境，鼻識變似香境(這個『香』是廣義的，把臭也包含在

內的)，舌識變似味境(鹹、酸、苦、辣等)，身識(呢？身識即是觸覺)變似所觸境(所觸

之境例如什麼？冷、熱、餓、飽、渴、輕、重這些所觸之境。)」我現在解釋「變

似」兩個字，「言『變似』者，以諸識所緣之境(這個『緣』作認識解；『以』即是

因為。因為識所認識的境)，是自識之相分(相分即是 image，影像)。而此相分是自

識之所變故(所以說『變似』而不是真正有這些境的)，識之相分似是外物而實非外物

故。

前五識以第八識任運變現之相分為本質」，這句就難解一點了。前五識例如眼

識、耳識等；前五識即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前五識。耳的用，以什麼

為境呢？那個境是它自己變的，為何它自己會變到呢？因為它以第八識，即是第八識

裏面任運變現…。此處應該這樣解的，第八識中的種子任運變現。「任運」兩個字懂

得解嗎？自然而然的，自然的，即是所謂 naturally。自然變現的那些相分，不對，

不對。第八識，它自己有它自己的相分，相分裏面的種子是相分的一部分。第八識它

自然變現那個相分，那個相分是由第八識的相分種子自己變的。那個相分變起之後，

例如怎樣？我見到一個山，我的眼識見到了一個山。我的眼識見到一個山，就是眼識

自己變的影子，但這個影子，這個 image，不是沒有實質的，這個影子後面有一個

實質存在的。這個影子即是照相機裏面的那個影像。實質是那個人在此處被你照相的

那個人，不然他不能現出影像的。那個稱為本質，即是實質。那個實質是什麼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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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譬如我見到一個山，那個山就是阿賴耶

識的相分，那個山的本質就是阿賴耶識的相分。阿賴耶識為何會變出那個山呢？阿賴

耶識裏面含藏很多種子，那個山的草是綠色的，綠色的種子起現行就變綠。

那些泥土是黃的，那些黃的種子起就變黃，是不是？那個山裏面是泥造的，是不

是？泥有泥的種子起而變泥，而泥是什麼造的呢？泥是微粒子造成的，每一個微粒子

都有它自己的種子一齊起。即是說那個山無量那麼多種子一齊起，而形成一個山。其

實不是有一個整個的山， 是無量無邊那麼多種子一齊起，我們見到它一個整個的

山，其實就沒有整個的山。整個的山是我們的意識裏面，把那些材料綜合起來，說它

有一個整個的山。這些是《金剛經》所謂之一合相，是執著來的，是不是？那個無數

那麼多種子一齊變，如此奇怪的？不是很奇怪，你聽過交響樂不？交響樂只是 violin

都幾十個，一齊奏；又有銀笛，又有大的那些「wee wee烏烏」地一齊奏。每一個

小提琴一條弦線，是不是？每一支銀笛，一啖空氣吹得它振動。那麼多，無量那麼多

聲音形成一支樂曲，其實並無一支樂曲的，是不是？你執著說有一支曲而已，其實只

有什麼？每一條弦線所發出來的振動而已，是不是？那處有一個整個樂曲。整個樂

曲，譬如我們聽貝多芬的交響樂，那處有整個交響樂？其實是每一條弦線，每一個管

裏面的空氣振動所形成的東西而已，並沒有一支整支的樂曲，但我們看到它整支樂

曲。

我們見到廳如此光，其實是什麼？很多光線一起，匯合一起而已，互相交融而

已，那處有整個光的空間。說有整個光的空間，是這些稱作一合相，是我們的意識執

著它有而已，是不是？如此，同一道理，你見到一個山，是無量那麼多顏色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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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子的種子， 和各樣的種子一齊如交響樂般一齊奏出，我們的意識就說這個是

山。其實我們的眼識看下去，根本不知道它是山。我們的眼識好像一個照相機，機械

而已，那裡知道它是山？知道它是山，是我們的意識。意識，第一個剎那，都不知道

它是山。第一個剎那，眼識起看到有一個山。眼識起看到山的時候，第六意識要跟著

它一齊起的。如果意識不跟著它一齊起，眼識看不見東西的，眼識和意識一齊望下

去。當它望下去的時候，就把那個什麼？那個本質，第八識所變的，無量種子所一齊

變起的那一個本質，把本質反映進眼識裏面。眼識猶如菲林片，能夠把人的樣子映進

來。他看到那幅影像，眼識看，看到他自己那幅影像。即如照相機，你在照相機裏面

看到，你並不是看到那個人的，只是見到那個人反映進鏡頭裏面而已。那個鏡頭便稱

作相分，鏡頭的那個影像謂之相分。在(被)照相的那個人稱作本質，本質是第八識變

的。亦不是第八識自己變的，是第八識裏面那些無量的種子自己變的。種子是什麼？

種子是一種力來的，是一種 power 來的，或一種 energy 來的，一種力來的。

每一個力的單位稱為一個種子，一齊好像萬盞燈一齊照這個室那樣，形成那個本

質，不是整個的。眼識看到那個，把它的本質反映進來。那個眼識反映進來的，是否

如本質一樣？天曉得，我只是見到影像而已，本質根本是看不到的。如果你是色盲的

呢，你只看到是灰白色的。別人明明看到是七彩的，你會看到灰白的。別人的本質是

七彩的，你那個影像映進來是灰白色的。如果你是散光的，別人不知多清楚地見到一

座東西，你那個影像是「矇查查」(不清晰)的，是不是？本質和影像並不是完全相

符，相似而不相同，根本是兩件東西來的，是不是？我們不能說我們所見的就是這

樣。如果你說我們見到鍾先生坐在那處，我就是真的見到鍾先生，唯識家就說你是荒

謬。我的眼識所見到的，是見到鍾先生反映進來我的眼識裏面的那幅影子。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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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我所見的這幅影子，說它便是鍾先生了。如此，我便是荒謬了。即是等於執著你

在照相機裏面見到的影像，以為那個便是人了，同樣(荒謬)。但又不是沒有那個人，

又不是沒有本質，有本質的。第八識所變的相分為本質，而第八識的相分又是由很多

種子一齊變現的，那些種子是第八識的相分來的。第八識猶如那塊磁鐵、磁石，那些

種子猶如那些鐵粉，第八識吸著那些鐵粉，第八識攝持著那些種子，令其不散。令其

不散，所以我的種子不會飛得過去季先生那處的，季先生的種子不會飛得過去我處。

他有很好的福氣，福氣亦是由種子造出來的，它不會飛得過去我處的。正因為這樣，

所以什麼？同檯食飯，各自修行。看到，是不是？很多銀紙，你入到匯豐銀行、滿地

可銀行裏面有很多銀紙。不是你的，是不是？或是別人各自存款的，你是見到，但不

是你的。是不是？都是第八識裏面的種子變的。主要是第八識…第八識的相分包含三

件東西：第一、無量那麼多種子，被第八識攝著。

第二、身體，是第八識的相分來的。為何身體是第八識的相分呢？因為第八識攝

持著種子嘛，種子之中有一些變起我的身體嘛。其實那些種子變我的身體，我的身體

的種子變我的身體。但那些種子是被第八識攝著的嘛，我們就這一點意義，就說我們

的身體是第八識變的，是這個意思，其實是那些種子變的。物質世界，又名器世界，

即是這個自然界；器世界即是現在科學家所謂的自然界。又即是一般人所謂什麼？物

質世界。這個自然界或物質世界，在唯識宗就稱為器世界，簡稱器界。這個器界其實

亦是變器界的那些無量種子一齊奏出來的，不是第八識阿賴耶識自己變的。是種子變

的，不過它吸著那些種子。如果它不吸著呢，豈不是我們的山飛了去極樂世界，是不

是？就是因為吸著那些種子，是不是？所以說這三個是第八識的相分：第一、無量的

種子；第二、我們有根的身體，有五根的身體；第三、這個自然界，器世界，都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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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的相分為本質，是不是？當我各種緣具備，九種緣都具備的時候，眼識的見分就

出現了。出現的時候，它便挾帶著其相分一齊現。其相分就把第八識的本質反映出

來。第八識的本質，我看不到的時候，變不變呢？現在是這個問題了。我看到一隻杯

的時候，當然杯是有本質，本質是第八識變的無疑，是不是？我看不到杯的時候，那

我的第八識變不變本質？眼識就是不變的影像，第八識還變不變本質呢？想想，你先

想想。我先給你講一段故事，明朝有一個人名王守仁，是不是？名王陽明，他說什麼

都是心變的。

有一個人問他：「深山裏面的花，自開自落。你見到它的時候，它又開，照開照

落。你見不到它，開不開呢？落不落呢？如果你說你看不到它都會開會落，這不是唯

心了，是不是？心外面有一件東西了，有一朵花了。如果真的你的心所變，應該你看

到的時候它才變出來，看不到的時候就不變了。」挺難答的，他說所有東西都是心變

的。王陽明答得我們不滿意的，不過他說得很巧妙，答得很巧妙。他說：「深山的

花，那棵花，不論它開也好，落也好。當我們見到它的時候，這朵花和我的心一齊出

現，一齊生起，一齊出現，一齊生。當我見不到它的時候，我的心和那朵花都一齊沉

寂了，silent，沉寂了。」但他沒有解答到它變不變。沉寂了，其實你看他還是沒有

解答到。沉寂了就變成種子，現出來便謂之現行嘛。即是說，照王陽明的說法，「我

看不到那朵花的時候，那朵花只有種子而已，沒有顯現，是不是？到了我眼識的見分

起，看的時候，那個眼識就挾帶著其相分一齊起，其相分就挾帶著本質一齊現了。如

果是這樣就好像變得玄虛一點，是不是？但有人說不是，我看不到的時候，只是我的

眼識不起而已。但我的第八識起，第八識裏面的種子同樣在變這個山，在變這個花。

即是說，縱使我是盲的，我看不到這個世界，但我的第八識同樣在變這個世界，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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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到而已。這豈不是便變了是實在，是不是？有兩個解法，王陽明顯然是什麼？

騎牆派，你明白不？你見到它的時候，是你的心和那樣東西一齊出現。你不見到它的

時候，就是兩者都一齊不出現。

如此，你並沒有解答到，是不是？現在問見不到它的時候，那朵花出現不出現？

你並沒有解答到人家這個問題。但循他的意思即是說不出現，是不是？即是我見不到

山的時候，對我來說並沒有山出現。是否沒有？有，有沉寂的種子。但另外一個看

法，我雖然看不到山，我的第八識變這個山，第八識的種子同樣在變這個山的。大家

一齊變起這個山嘛，我的眼識不起，不能反映進來而已。即是我替鍾先生拍照，我拿

著照相機來到看的時候，那個鏡頭裏面才現出他而已。我收起照相機的時候，鍾先生

同樣正在坐著，是不是？這即是在說明什麼？第一種看法，我的眼識看不到的時候，

他便沉寂了，沒有現出了。這種就是屬於什麼？所謂觀念論的傾向，即是那些英文所

謂 idealism 的傾向，觀念論的傾向。但如果謂我不看他的時候，我的眼識不看而

已，第八識同樣在變他的，這個便是實在論了，realism。很重要的，就是兩回事，

是不是？不過現在科學如此昌明的時代，都是實在論比較活一點，是不是？別人不會

說你玄虛。我不見而已，我的眼識不見而已。難道我的眼盲了便沒有了那個山嗎？這

個好一點，而且這樣解釋得很好。有這個好。

譬如我生在欲界，但我是有色界的種子的，有無色界的種子的。這即是說，欲界裏面的

山河大地，我都在變的。我投入欲界時，我的阿賴耶識已經在變須彌山、四大部洲，不

過就沒有變色界而已。但我是有色界的種子的，沒有變起。無色界的種子也有但沒有變

起；極樂世界的種子也有但沒有變起。但欲界的，我雖閉起眼但我變起。不只我見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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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山在此處，見到這間屋在此處，這間屋和山變起。我睡著了，看不到了，我沉沉大

睡，同樣地我們阿賴耶識在變這間屋，同樣在變這個山。如果這樣講法，就變了很實

在，是不是？兩種講法，一般古人喜歡第一種，我不變的時候便沒有了。尤其時六祖，

禪宗的人最喜歡這一種。你記得嗎？六祖聽別人講《涅槃經》， 他在聽印宗法師講

《涅槃經》，忽然風吹動了那支幡，一個和尚便說風動，風在動。另一個和尚卻說不

是，幡在動。一個和尚先說幡動，那個卻說風動。六祖就看不過眼，他說又不是風動，

又不是幡動，你的心在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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