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問題是這樣，按照六祖的意思，是不是？你的心不動，風便不動，幡也不

動，是不是？只有你的心在動。現在問了，你的心看不到風，看不到幡的時候，風有沒

有動？幡有沒有動呢？如果按照六祖的意思，即是沒有，這個不就是 idealism嗎？是

不是？觀念論。但如果是我看不到而已，風同樣在吹的，那支幡同樣在動的。這個便是

實在論了，是不是？似乎唯識宗的正宗，並未有說啊。我只是介紹似按照玄奘、窺基和

護法的看法，就是實在論。即是說我出生在這個地球，我雖然未到過倫敦，但我第八阿

賴耶識變倫敦的種子，同樣變起倫敦。如果是觀念論的，我不去倫敦就根本對我來說就

沒有倫敦，我沒有變。這便像是很兒戲的，是不是？這樣覺得還是實在論好一點。這事

有時我們中國人就是「籠籠統統」便算了，是不是？尤其是現在那些整天講《楞嚴經》

的、整天講《起信論》的「籠統人」就根本都不問這些問題的。但如果你是稍為學哲學

的呢，就不同的了。別人問你的時候，你便很麻煩了。今日黃敏浩又不見有來呢，他問

我…

同學：「他沒空，沒有來。」

教授：「他問我《楞嚴百偽》那篇文章在那裏。我昨天答錯了他，我現在的記憶力都不

如前了。我答他，我說：『《中國哲學》那本雜誌，第十二期至第十五期，你

找找吧。』我記得個『二』字，但我加多了一個『十』字，其實是第二期。我

今日偶然在家中翻了一翻，事物是很奇怪的，不需要的時候它便不浮現的，需

要的時候它便好像在面前那模樣。很奇，很奇。真的，我都相信我家中必定有

些鬼仔，就好像會特別提醒我。黃敏浩不找我，我就回來那麼多天都見不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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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雜誌。黃敏浩昨日問我而我答錯了他……單是這一本《中國哲學》第二冊。所

以世界上的事物很巧合…。」

同學：「影印了它吧。」

教授：「嗄」

同學：「你說《楞嚴百…》什麼的？」

教授：「在這一本雜誌裏面，《楞嚴百偽》。」

同學：「在此處？」

教授：「在此處。一會兒看看誰有需要，影印一份給黃敏浩吧。你們需要的，可以影

印，但你不要給別人，你要就自己要好了。招惹是非。現在什麼大法師，什麼

大師姑整天都講《楞嚴經》，是不是？香港那個愍生法師，那個師姑，劉萬然

的師父來的。是不是你的師父？不是。她看見了幾乎差一點吐血，立刻說要寫

一篇文章來反駁他。其實沒什麼的。讓我的孫和美國的 John打架，必定死的，

是不是？和那個誰？考第一的那個，讓我的孫子和他打架，必被他打扁的。她

又真不自量力，她在《香港佛教》這幾期反駁，逐條反駁。我就因為她反駁得

如此『爽』(高興)，我又好的，把它(《楞嚴百偽》)拿出來影印幾份，讓他們知

道一下。這個…。有兩篇文章非常好，這篇是我的朋友王堯做的，王堯是世界

有名的，《西藏喇嘛教的形成》。那些人想認識藏密，這篇文章不錯。《楞嚴

百偽》這篇文章，誰要影印？影印五、六份在此處吧。」

同學：「好的，影印好放在此處。」

教授：「你，你，你不要合上它，《楞嚴百偽》。」

同學：「得，我曉得。」

2



教授：「影印了它吧。這個是孤本，有錢也買不到這本雜誌。」

同學：「羅公，你剛才講識和境，我現在還有多少不怎麼明白，我想你給我解釋。境是

識變的…」

教授：「是。」

同學：「…所謂識昧無境。」

教授：「嗄？」

同學：「識昧無境，是不是識昧無境？」

教授：「是，識外無境是對你的識來講。它的意思即是你的識看不到你外面的境。」

同學：「如此，這是不是否定，沒有這個境呢？」

教授：「否定。」

同學：「否定。所有這個森羅萬象是無的。」

教授：「無的。」

同學：「無的。是識變的。」

教授：「是識變的。」

同學：「由識這個種子，第八識變出來的。」

教授：「是的。兩個講法。一個講法，徹底的講法，識外無境。如此就看不到東西了？

那個境是識變的，所以那個是識來的，境也是識來的，所以識外無境。第二個

講法，淺一點講。所謂唯識者，不是說完全否定識外無境。只是識所變的境是

有。」

同學：「幻有。」

教授：「是，幻有。」

同學：「幻有可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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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的。」

同學：「實在是無。」

教授：「實在是無。」

同學：「是由識變現，種子變現出來的。」

教授：「是的。」

同學：「而不是否定這個境，全個森羅萬象都是無的。

教授：「不是無。這個觀念論是禪宗的講法，無的。不是無。」

同學：「有。」

教授：「有。」

同學：「幻有。」

教授：「識外…，你可以說識外是有境，不過境是識自己變的。」

同學：「識自己變現出來的。」

教授：「是的。這個是實在論了。你要講『識外無境』，這句說話並不徹底。所以歐陽

竟無他們就這樣…，和窺基也這樣說：『唯識者，並不是說境是無，只是說外

境是無，內境是有。』」

同學：「內境即是第八識的種子。」

教授：「就是它所變的境，有。識自己所變的境是有，識外的境是無。就是這樣。好

了，你這樣說，有人這樣問：『我眼識看見一個山，只是看到一個影子而已，

是不是？影子之外有本質，這不就是識外有境嗎？是不是？』是的，但那個本

質也是識來的，第八識嘛。」

同學：「第八識的種子。」

教授：「是的，第八識的種子變起而已。不過不是那個 (眼)識而已，第八識而已。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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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譬如你生在極樂世界，這個極樂世界應該是阿彌陀佛變的，你又如何見到

呢？阿彌陀佛所變的極樂世界，你鍾先生如果去的時候，你有何辦法見到？ 你

鍾先生的識之外並無一個極樂世界嘛，如何見到？是的，鍾先生那個第八識裏

面亦有極樂世界的種子， 鍾先生去到極樂世界，見到他自己第八識裏面那些變

極樂世界的種子所變的極樂世界。你再進一步，你所變的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

的那個有何關係？有的，確實有關係，阿彌陀佛所變的那個是增上緣，你自己

的業力弱變不起，那個阿彌陀佛早就變了一個極樂世界在那處。你受了阿彌陀

佛所變那個的影響力，你就把阿彌陀佛如何變的極樂世界，如何有金的，如何

有銀的等等。你受了他這種影響力，就反映入你的阿賴耶識裏面。你的阿賴耶

識受了他的刺激，自己的種子就起。即是你自己有火藥的，別人就弄一個火爐

在你身邊。那些火力影響到你，你自己的火藥就爆炸。明白嗎？這是你自己變

起的。因為你的業力弱，要受他的刺激才變起。如果你是十地菩薩，你都不需

要靠他。如果你是初地、二地，初地以上那些…。如果你是第八地以上那些，

你所變的和他同樣那麼漂亮的——上品往生。如果你是初地到第七地左右的那

些，沒有他那麼漂亮的。他變得很漂亮的，你變不到如此漂亮。即是那個人很

漂亮，這個人很漂亮，世界第一美人。但拿一個 box機你去拍照，會照得她們

面黑黑的。但如果你用那部 Leica機呢，你拍出來拍得她們不知多漂亮的。你

的照相機不同，那班人是相同的一班。所以阿彌陀佛所變的極樂世界，你是八

地以上菩薩，你是上品往生的，你便完全跟他差不多的。何解？因為他有力量

變，你同樣可以變。如果我是初地菩薩變的，中品往生的，我差一點了。差一

點了，即是有些人千里眼很遠都能望到，他一眼望去便能讀得出那些字的，老

實說我便讀不出了。一眼望去，有些人是讀得出的。是眼不同，不是那本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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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是我的眼不同。如果是地前菩薩，下品往生的，去到好像生天差不

多，稍為好一點而已。是這樣。正因為這樣，便稱本質相同，所變的影像不

同。」

同學：「有關種子的問題。」

教授：「種子的問題。你阿賴耶識自己變出極樂世界。變了極樂世界，你自己變的極樂

世界是本質，成為增上緣影響你的眼識作為緣。眼識有了增上緣就起一個相

分。起一個相分，整個你所變的極樂世界便反映進來，這便見到極樂世界，是

不是？所以你一講到淨土宗如何往生，一定要用唯識才講得通。如果不是，

唏，你荒謬絕倫，是不是？不如老老實實走去教堂，找基督教講的那些，祈禱

生天更好了。就是荒謬，是不是？所以那些人說不用的，可以的了，一味勤力

念佛便可以了。可以，沒說不可以，是不是？未必往生，條件很苛刻的，是不

是？臨死的時候又要心不顛倒，你夠難了，是不是？心不顫倒，還要什麼？」

同學：「一心不亂。」

教授：「嗄？」

同學：「一心不亂。」

教授：「是的，這東西是要很多條件的，不是容易的。」

同學：「多謝羅公。」

教授：「他就可以…。但它的理論如何？唯識解答到你，你其他的解答不到。不只解答

到這個，連生死輪迴都解答到。你其他的，你不是說…。你為何會輪迴呢？你

用其他派的，講來講去都講不通，只是唯識才講得通。因為全靠那些種子，一

講到種子就講通。與及受戒的戒體，為何受了戒比不受好呢？他又有戒體，為

何有戒體又有何好處呢？戒體是什麼呢？你受戒的時候，那個師父問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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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戒，你能夠守不？』你合掌恭敬，答一聲：『能。』你說『能』的時候，

『能』這個便是口業。你的心說『能』，這個便是意業。你合掌恭敬，便是身

業，三密，三業一齊起。密宗所謂三密加持，一齊三個其實只有一個種子，意

業種子，立刻形成一個種子在阿賴耶識裏面。這個種子，如果你當時越虔誠地

答，這個種子的力便很強。但有些人受了戒幾次，受了戒就根本沒有種子的，

他不知道法師在說什麼，你明白不？嗄？『兵兵砰砰』又打鐘、又打鼓、又炙

他的頭，炙那個疤令他痛，痛到他差不多暈倒。當時他都不知如何是好，那裏

有種子？所以炙頭炙疤這做法真不可為法，是不是？所以韓愈說：『焚頂燒

指，百十為群。』你讀讀韓愈的〈諫迎佛骨表〉，他未必是不對的。現在那些

傻人仍在，走去炙…」

同學：「現在沒有了吧？」

教授：「要行動然後才能灸出九粒的。」

同學：「沒有炙了。」

教授：「有，他拍了照。」

同學：「不過現在沒有了吧？」

教授：「有，很多。有些人炙一串珠，一灸八粒。我見過，我見過一個和尚…」

同學：「如果他還俗時，便還有這些疤在。」

教授：「被頭髮蓋著，無所謂。」

同學：「那些疤都有。」

教授：「無所謂。很多人也有炙手。其實這是無謂的，尤其是不適合中國人。中國人認

為是父母生你的身體，你這樣地把它『糟質』(折磨)，是不是？『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是不是？所以這套做法真的不可為法。現在站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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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立場，更加無用。你只是弄傷而已，很容易弄損了弄至細菌進入去。你

不用，感染了破傷風菌。你炙的時候有火，當然沒有。炙完之後你會發炎，被

細菌走進去的時候…。最不合理，但現在的人執迷不悟，而且根本他著重炙一

個疤，就不著重熏進去你答一聲『能』。答的那個戒體他不著重，他都不知那

做法的作用。所以他以為穿起一件海青，搭起一件袈裟，搖搖擺擺，『我是天

人師』了。『師鬼師馬』(你作什麼師)？你這種人根本連戒體也沒有的，是不

是？他自己以為是僧寶了，此稱為僧而非寶，是不是？所以那些人很憎我便是

這樣。你們自己說自己是僧寶，你是寶嗎？你所謂僧寶，第一、你要守比丘

戒，這二百五十條戒，你確是能夠守得，你便是寶了。但最怕你守不了，是不

是？怎樣？裏面最低限度有這些你守不了：沒有他人你自己一個人在房中睡，

你不能接見女人。你可以不？誰不去見師父？進入師父的房間？可以不？不可

以。沒有個人的財產，有人送錢給你，你立刻拿給寺院，交給寺院。你做得到

不？現在的法師人人都有 cheque(支票)簿的，是不是？這條金銀的戒律你又守

不了，是不是？還有很多其他戒律的，都守不了。僧你確是僧，但你是寶什麼

呢？連戒律都不守的寶。一個國家的公民而不守他這個國家公民的本份，他就

沒有資格稱為良好公民。『寶』即是良好之謂也，是不是？所以那些應稱作什

麼？我就笑他這種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就是這種人，他不知的。老老實實

倒過來我們走去敏智法師那些處受菩薩戒，可以說人人都有戒體。而那些去炙

疤，炙得滿頭疤那些呢，未必有戒體。但你講戒體，一定要唯識宗才講得他

聽，講種子才說得通。」

沒有問題了？沒有問題就繼續這處。前五識是用第八識任運變現的那個相分為本

8



質，受了它的影響。好了，你會問：「一定受影響的嗎？」同是這個世界之物，必有影

響，只看它的影響遠或近，必有影響的。譬如我坐在此處，那隻杯放在此處，沒有影響

嘛。為何沒有影響？我想看東西的時候，那隻杯便在我面前阻礙著我了，為何沒有影

響？凡事物必然互相有影響的，其影響不一定是…。有正數有負數的，即是有 positive

有 negative的。譬如我是散光的，那個散光眼鏡對我有影響，影響什麼？令到我看得

清楚點，是不是？如果我正在看東西的時候，忽然他放一陣煙出來，令我看不得清楚。

那陣煙對我有一個什麼？一個 negative的影響，必然有的，一些是數較為平均的。即

是等於那些水，波平不興的時候，你不說它沒有波浪，即是它的波浪是平的，是這個意

思而已。為何它會影響呢？同是由真如所顯現的，其本質便是真如。為何一定說它沒有

影響呢？凡事物都有影響的。布殊坐在白宮，對江漢霖都有影響的。你說布殊坐在白宮

辦事，對江漢霖，你能夠說對他沒有影響嗎？只看它的影響遠或近。你說布殊現在暈

倒，有問題，立刻股市會跌一跌，物價都貴了，你說影響江漢霖不？江漢霖外出購物都

會貴一點的了，是不是？影響的，總有影響的。

好了，看看。第八識變出來的那個相分作為本質，影響到那個眼識。那個眼識

「於自識上(於他自己眼識上)變似(一個影像，這個眼識的)影像相分而緣之(而認識這個

相分)；前五識相分有如鏡面所現的影像，而本質則如所映(出來)之物體也。」相同模

樣。前五識一定是有本質的，並不存在沒有本質的。你如果問：「有沒有一些是沒有本

質的？」前五識必然有本質，不存在沒有的。第六識呢？有些沒有本質了，譬如我現在

閉上眼在想，忽然想起孫悟空大鬧天宮；這個根本就沒有本質了。是不是？「第六意

識，能與前五識同時變似色、聲、香、味、觸境(如果沒有第六識和它一齊呢，前五識

不能變得起境的)，復能獨起思構(留意，沒有了前五識，他自己閉上眼，自己在獨起思

9



構。即是)五識不起時意識獨起，變似(一種境，那種境謂之)獨影境(，只是單獨有影子

而已)。獨影境者，謂所變境非如前五識所變色、聲、香、味、觸境之具(有)本質故(所

以謂之獨影，單獨有影像而已，沒有本質的)。如思惟義理時(譬如一個科學家思惟科學

的道理，哲學家思惟哲學的道理，思惟那些思想的時候)，意識中亦變似所思之(境)相

(變似的。

譬如我們在想一加一等於二，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們的腦裏面變起一個一加一

個一等於一個二，是不是？變似的境相。)；此相無本質(科學家想的東西都是沒有本質

的。我們不要以為沒有本質便是壞，沒有本質的東西有時更好。 )，唯有影像，故名獨

影境。」我們了解獨影境這道理時，有時人們又說見佛、又見觀音菩薩這些情況，這些

多數是什麼？獨影境而已。眼識見不到的，他起一個幻覺而已。第六識我們解決了，第

六識亦變似境。第七末那識又如何？「第七末那識，一方面依賴耶為根 (以阿賴耶識為

它的根，然後才生的，沒有根不行)而得生，一方面又向內反緣(緣即是認識)賴耶，托賴

耶為本質，於本質之上，變似自我之相(變起一個相。賴耶本質只是賴耶而已，它卻變

起一個自己，即是影像和本質不同。變起一個我之後，便『這個是自己來的，這個是自

己來的』)，而思量之不已(不斷思量著它)。故此識唯(只)向內緣(認識)；非(並不)如五識

及意識(之能夠)變(起)色、聲等(外， 稍為外一點的)境時，一若視為外物而向之追求

者。」你留意，只是「一若視為」而已，不是真的外物。第七識我們解決了。

第八識又如何呢？又如何變似境呢？這個你要稍為回去想想的了。「第八阿賴耶

識所緣之境(它所認識之境)有三種：一者、種子，即能生起諸行之各別功能，(這些種

子)為賴耶所攝持(吸攝著它，令它不會走)。」現在有些密宗的人，就說他唸唸有辭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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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觀想的時候，佛給他一些功德，佛給他一些什麼的。可以不？如果按照唯識，沒有

可能，是不是？你自己修行自己得。怎至於父親修行想給兒子一些福，都不行。若果兒

子是沒有福的，你這個父親之福不會庇蔭他的。父親作惡兒子如何做功德，也沒有用；

來超度他都沒有用。除非他的父親自己是有被超度的種子才可以，以超度為增上緣才可

以。這些種子「為賴耶所攝持(攝即是吸攝著，持者即是拿著它)，而藏伏於賴耶之中(潛

伏於阿賴耶識裏面，被阿賴耶識的見分吸攝著它，吸攝著它的種子。)，(當)眾緣具備時

(緣是條件，當各種條件具備的時候)，則顯現而成為(宇宙)萬象。以其為賴耶所攝持(因

為它是被賴耶所攝持著)，故說為賴耶之所緣。」我們謂賴耶認識著它，認識二字在此

作攝持。

眼識視物，我們就說眼識之視便謂之緣，認識。耳識聽聲，耳識之緣，耳識之認

識謂之什麼？謂之聽。鼻識嗅香臭，鼻識之認識力，我們謂之嗅，是不是？身識觸摸

物，身識之認識力，我們謂之觸摸。意識認識事物，我們謂之思量、思惟。第七識常常

想著「我」，我們謂之思量著「我」，謂之我執、執我。第八阿賴耶識恆常地拑著種

子，我們謂之什麼？攝持。它的認識謂之攝持。就是這個意思。「以其為賴耶所攝持，

故說為賴耶之所緣。」「眼識緣色之作用(稱)為見，耳識緣聲之作用(稱)為聞，鼻識緣

香之作用為嗅，賴耶緣種子之作用則為攝持。」「又種子祇是賴耶自體上的功能 (無形

無相的一種 power或 function，功能)，而賴耶與種子以力(與即是給與。即是支持種

子，支持它令它能夠起現行)令起現行；故說賴耶能變種子(其實賴耶不會變戲法般變出

種子的)。唯識家所謂變，自(然)有(一個)嚴格的意義，非若變戲法之變也。其義詳後(後

來再講)。」這個是第一點，第一種境。阿賴耶識所緣的境，第一種種子，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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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者、有根身(有五根的身體)，即五色根(色根即是物質器官，(眼等五種

由物質造成之根)，謂之五種色根)及根依處(根依處即色根所依之處，(這個根依之處)，

亦名扶根塵，意即扶助五根之塵)，賴耶即攝持此以為自體。」種子變了它之後，阿賴

耶識亦支持著它，攝持著它。這個攝持裏面，我們用白話解可以說滲透它；滲透它；攝

持它，滲透它。如果我的身體沒有賴耶滲透著它，我的身體便會麻木不仁的了。就因賴

耶滲透著我的身體，所以我們的身體會新陳代謝。譬如他這個人的腳都動不了，無法活

動的了。即是說那個賴耶的滲透力對他的腳有一點問題。攝持它的五色根，把它當作自

己。自體即是自己的身體，滲透它。這個阿賴耶所緣之境，第二種是有根身，即是身

體。第三種是器世界，相當於世人所稱之物質宇宙。「根身與器界皆是藏在賴耶中之種

子所變現(你留意此句，所變現)，而為賴耶之所緣。根身、器界雖由其自(己的)種子所

變，然以種子為賴耶所攝持故， (同時)種子(又)是賴耶自體上之功能故，賴耶(給)與種

子以力使(其)得變(現)故， 根身、器界(並)非離(開)賴耶而獨(立存)在故，故(所以)亦說

為賴耶所變。」是這個意義而已。

如果我此處把它壓縮為如此簡單，如果你讀《成唯識論》的《述記》便有很多東

西了，篇幅非常之多了。你記得回去把它想想，不用學參禪。最笨的便是參禪，我說它

是最笨的。別人那麼多學理給你講解，你不參考，你走去自己想？即是說，譬如你一個

年輕人，那麼多學校給你去學。你想學科學，你不入學校學，你自己要關上房門來到

想。我算你比愛因斯坦還要聰明，你還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學。學禪宗的人最差就是

不學，坐著來到盲想。想什麼？想著那些狗子有沒有佛性，想到又如何？是不是？想父

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想到又如何？念佛是誰？想到又如何？ 想錯了還不得了。

想出有一個真我，這便弊了，和佛教剛剛相反。念佛是誰？我這塊肉是不會念佛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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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頭髮不會念佛的，必定有一件東西是會念佛的了，什麼？那個便是我。弊了，如此便

是死症了，是不是？所以學禪宗，學參禪的人，十個之中有八個是死症的。而那些人不

學無術和懶惰學習的人，就頓入了，「我學禪宗是不用的。」其實不用？這種人什麼都

不懂，這種人將來做騙子，向那些愚夫愚婦取錢。搭著一件袈裟，那些愚夫愚婦，那些

老太婆無知的。有很多老太婆自小都沒有讀過書的，整天向他叩頭，叩一個響頭來給他

錢。這正是，給他錢的人固然是愚夫愚婦，受的那個人將來他下地獄，你還說什麼神

聖。所以一定要學。佛教尤其是唯識宗，只是禪宗一個是如此離譜的。和孔夫子一樣，

孔夫子的思想是什麼？固然是學和思，一味想和學。孔夫子是學與思並重的，但特別重

學。為何他要特別重學呢？孔夫子的話…。

同學：「這枝筆很難看。」

教授：「看不到，是不是？」

同學：「這枝筆，看不到。」

教授：「我讀讀它吧。」「吾嘗終日而思矣」，他說我曾經整天去想，想了一整天。

「不如須臾之所學也」，「須臾」者，for a moment，不如給一點時間去學更

好。別人想好了，你一下子學了，接受了別人的知識嘛，「不如須臾之所學

也」。他又舉一個譬喻，他說：「吾嘗跂而望矣」，即是蹬起腳來望。「不如

登高之博見也」，你那用蹬得那麼辛苦，爬高一點，行上高一點，你便能多見

很多事物了。即是你蹬起腳，能蹬得多高呢？你爬高卻可以爬得很高的，「不

如登高之博見也」。孔子學思並重，而特別重視學。唯識家亦是如此，學和思

都要並重，但學更重要。只有禪宗是籠籠統統，所以禪宗的人恨透我。我好像

宋朝那班宋明理學家一樣罵禪宗。禪宗本來很好，但只是給那些特別聰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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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好。你自己自命認為「我行的了」，你就是太過自己誇大。還有一個，這個

又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那個恆道，她講《六祖壇經》。唉，這些真是無恥

了，你懂些什麼，講《六祖壇經》！你禪宗，你參了多久禪啊？講禪宗，《六

祖壇經》你這麼容易講的嗎？你怎懂得講啊！恆道。

同學：「她實在是學什麼宗的？」

教授：「什麼宗都不是，她的師父是度輪。師父現在和她脫離關係。她的師父已經是沒

有宗，她更加沒有宗。她的師父沒學識的，在 California那間萬佛城。」

看回此處，這個識變似境大概無異議了吧，是不是？好了，唯識的道理講了多

少，有很多資料我們是需要的，八個識的定義。八個識並不是八個這麼簡單的，每一個

識有很多心所。心所就是…，八個識皆謂之心，心所有的特殊作用謂之心所。那個

Edward Conze把「心所」二字譯作英文，就譯作mental factors；mental即是精神

的；factors就是因子、因素。每一個識都有很多個心所跟著的，一個識起的時候，猶

如看有色彩電影，幾彩套色地看下去。我們看看，八識之心所，分為五點來講，(戊一)

到(戊五)。第一點是「識攝心所」。當我們提到「識」字的時候；「攝」即是包括；就

包括它的心所在內。現在先講(戊一)，「識與心所之分，是從禪定中觀察出來」，不是

像西方哲學家只是推論。因為經常修止觀，在禪定中覺得我們的識不是這麼簡單的，除

了一種認識力之外，還有一些東西的。所以我說它「是從禪定中觀察出來。」

「在原始佛教中，禪觀(即是修禪定)是最重要之修行法。(例如)四念住等(這些謂之)

菩提分法，皆在定中修習(並不是空談的)。」我們佛教的發展，最初是原始佛教。佛涅

槃之後二百多年，二百年左右，佛教漸漸分裂，分裂成為十八部。每一部有它所執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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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那個時候我們稱之為部執佛教，或稱之為部派佛教。到了部派佛教興起，屬於上

座系統的部派，當年主要有兩部。最初分裂為兩部，一部是上座部，那些老人家；一部

是大眾部，那班年輕人；兩派。那些上座部系統裏面分裂出很多派出來，由上座部分裂

出來的，其中最正統的名說一切有部。所以一說起佛教最正統的，不是講空的，講空的

是大眾部的系統。上座部才是正宗，上座部是講有的。不只很多東西有，佛有、法有、

僧有，一切有，說一切有部。除了「我」之外，其餘什麼都是有的，名說一切有部。它

說什麼都有的，又名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等，亦皆重視禪觀(很重視修禪定)。大乘

瑜伽宗(即所謂的瑜伽行派)與上座系(部)關係特深，又以修瑜伽行見稱，故於禪觀尤為

注重。」所以如此多派之中，大乘最注重修禪定的，就是唯識宗。

現在那些無知的人，無知的居士，有些無知的法師，說唯識宗只是講哲學的，不

修行的。他是「戇」(傻)的，這種人要入拔舌地獄鉤舌根才行。最講究修定的正是唯識

宗，而且它那套理論都是從修定得來的。稱為瑜伽宗嘛，瑜伽行嘛，瑜伽就是修定，怎

會整天在講理論呢？又不修行，何謂修行？要跪在佛面前搭起套袈裟拿著木魚敲「轟」

的才是修行嗎？「戇」(傻)的，這是最低級的修行。最高級的修行是什麼？持戒、修

定、讀經、引佛智慧這些才是高級的修行。甚至在佛面前叩頭，這些都是低級的，是不

是？敲鐘擊鼓這些是更低級的。看看此處，「彼等修禪(定)時，並非祗是繫心不動」，

繫心即是把心綁著，有些人把心綁在丹田，有些人把心綁在鼻端，有些人把心綁在胸前

等等。有些人把心綁在那裏？一個月亮，名月輪三昧，是不是？有些人想著佛像，名為

觀佛。…

…「亦從定中對(我們的)心性加以觀察、(加以)研究，(又加以分析，而且)分析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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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緻。彼等(即是他們這些修行的人，修禪定的人)發覺吾人不唯有八個識，而此八識並

非八個單一的整體。每一個識皆是由一個心王(一個中心，center，亦謂之心，一個心

王)與多個心所(心所，你最好是懂英文的，就用mental factors那個詞——多個心所)

複合而成為一聚(即是一個 group，一個集團)。故凡言識，便攝心所(包括心所)。」我

們講識是包括心所的。第二個標題，(戊二)、心所與心王。心王就是那個 center，要如

何？相應。何謂相應？即是 connecting，聯繫，不是散的，各各的，發生聯繫。相應

即是發生聯繫。「心王是一個識聚之主，所以名王。心所者，心王上所有的各種(附屬)

作用，(具)名為心所有法(具名即具備地，即整個名稱應該名為心所有的法)，簡稱心

所。心所非即是心王，而各有其自體(各有它自己的本身)；以具三義故，得心所名。」

為何稱作心所呢？因為具備三個意義，所以稱作心所。

那三個意義呢？「言三義者：一、恆依心王而起(恆即是常常，依靠著心王才生起

的。何謂依靠之呢？)心王若不起，心所必不生(所以它依心王而起)。」這是第一點。第

二點、「與心王相應(即是和心王相聯繫的，不是各顧各的)，相應義(我已經給你解說

了，即是聯繫 )…。」「三、繫屬於心王(繫屬即是隸屬，隸屬於心王的。繫屬即是

belong to)，心王有自在力，是主，其數祇(有)一(個)；心所隨(著)心王勢力而起，是伴

(伴即是助手)，其數有多(個)；有伴無主，則成(為)散漫；故以一統多(所以以一個主來

統攝多個心所)，以伴(來隸)屬主(這個是第三個意義)，是為三義。以其為心王之佐伴(佐

伴即是助手)，而與心王相應以取境(這樣來到了解那些境界)，故名『心所有法』(所以

稱為心所有法)。境之相狀(心所兩個字講完了，現在講境之相狀，即是那些 object。那

些所謂境之相狀)，有總有別(有總相，有別相。總相是 general的，別相是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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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 special的——有總有別)。例如眼識聚(眼識的一個 group包括心所，眼識聚)緣

綠色時(當它認識綠色的時候)， 綠是境之總相，此綠色上有悅意及不悅意等別(有些綠

得很漂亮的，有些一看下去綠得很慘的。有時是有悅意、不悅意之分的)，是(此即所謂)

別相。心王(對)於所緣境，祗取(取即了解，只了解它的)總相。心所不祇取(能夠了解)境

之總相，亦同時兼取其別相(了解總相不一定了解別相，但了解別相一定要同時了解總

相的。何解？因為別相是總相的一部分嘛)；以別相必依於總相，(例)如悅意及不悅意之

別相，必(定)依於綠色之總相故。

心王取總相，(猶)如畫師作畫，畫其輪廓。心所取別相，(猶)如(他的弟子，畫師的)

弟子填彩色(這個色彩)不離(開)輪廓(的)。」我這個譬喻。我已經在此簡，簡了很多，已

經縮成這個模樣了。明白嗎？聽得明，是嗎？現在解何謂相應？我們剛才解相應即是

connect，是嗎？何謂 connect？下面解「相應」兩個字，唯識宗是解得很嚴格的。你

看看，「言相應者：謂具四義故(具備四個意義謂之相應)，說名相應：一、時同(第一要

同時，同一剎那存在的)，一聚相應心、心所必(定)同(一)剎那(一齊)起，無有前後(謂之

相應；有前後就不能謂之相應)。「(第)二、所依同，謂一聚相應心、心所之所依根(一

定是同一個的。譬如眼識和眼識的心所，一定是同依一個眼根的，這個視覺神經的。同

一個所依的根和同一個等無間緣的，何謂等無間緣？下文再講了。 )等無間依必定同一

(根和等無間緣一定同一)。」「(第)三、所緣相似」，各人的心王變起影像，心所自己

又變影像的。那些影像相似但非同一個影像，各人套在一起的。「一聚相應心、心所之

所緣(的境，即是指相分)必(定)相似，如心王、心所緣青色時， 彼此各各變(起)其青色

之相分，而此各各所變之青色相分，皆相似而無甚差異，但決非相同。」「四、自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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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時候，每個心所只得一個，一個心王，其他每個心所最多只有一個，不會有多

個的。自體各一)，一聚相應心、心所，其體各一，非有多種；(例)如一(個)眼識心王不

能同時與二個受心所相應是(等)。」這個心王和心所相應的道理就全部講了。能否消化

得了？此處越來越多內容的了。

同學：「初聽是難了一點。」

教授：「嗄？」

同學：「初聽是難了一點。」

教授：「能否消化得了？消化得了不？平時看過的便會消化得了。回去再看看，以後看

其他的，你便會容易消化。你今晚回去不看，你便會忘掉。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是嗎？」

同學：「休息一下吧。」

同學：「飲杯茶。」

教授：「好的，休息一會兒吧。」

同學：「先休息一下。」

教授：「停一停。」

…這便講心所了。心所，現在一般來講就有五十多個，很複雜的。以前有一個學哲

學的人，他曾經講佛家最麻煩的便是那些心所了。實在亦是。我此處把它來篩過，已經

沒有那麼麻煩的了。如果你讀《成唯識論》更麻煩一點。你看看，(戊三)、講心所。心

所，我們先要明白，心所是有假有實的，難處便在於此。有些心所是假立名稱的，有些

則是實的。何謂假，何謂實呢？這個你是很容易分的。假的是沒有它自己的種子，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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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心所出現而假立其名稱而已，此謂之假。實的是有它自己的種子，此謂之實。最容

易分清楚了，有種子的就名實，沒有自己種子的就名假。我們看看，分兩段來講， (己

一)、(己二)。(己一)、假實之界說。界說即是 definition，何謂假？何謂實？(己二)然後

說假有三個不同的假法。現在先講(己一)、假實之界說。「法相、唯識家每談一法(一件

東西)，必(定)分別其為(到底是)假為(或)實。」唯識家很歡喜這樣的。何謂假？何謂實

呢？你看看，「凡法之有自性者(何謂有自性？你看我的注。)即可看作一個獨立的物事

者，(法即是東西；如果一件東西可以看作一個獨立的事物呢，我們 )便說為實，(例)如

五根(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五境(即是色、聲、香、味、觸五境)及眼識

等八(個)識是(這些便是實的)。但此所謂實，是依(據)世俗諦而說(它為實而已)。」你不

要讓禪宗人罵你：「那有實的東西？」在於空宗人，那有實的？現在告訴你，於世俗諦

中謂之實。「若說勝義諦而言，則一切法相都非實有。」所以現在只是就世俗諦而言。

心所都是從世俗諦而言的，如果說到勝義諦，根本就沒有心所。「無無明，亦無

無明盡。」什麼也沒有，就勝義諦而言。從世俗諦而言，我們可以說它有。「凡法之無

自性者(即是不能以它為一個獨立的事物)，便說為假。(例如什麼呢？)如龜毛、兔角、

瓶、盆、方、圓等是(這些都不是真的有一件獨立事物的)。」你會問，那個瓶，以前的

那些陶器，用以盛水的瓶，你說它無？一會兒你便知了。「今說心所 (即現在講到心

所)，亦應辨其假、實(應該說明那一個心所是假的心所，那一個心所是實的。)。各心所

何者是假，何者是實，將於『心所之名數』(即下面那一)段逐一(給你)說明。」我現在

先講有三種不同之假法，「假法有三種(即假的東西有三種)：一、凡由意想所搆(由我們

意識的想像力構成的)，但有虛言(即只有空虛的說話或空虛的概念)，宇宙間絕無此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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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這些假法是最徹底的假了)名無體假(根本沒有實質的假)；(例)如龜毛、兔角等是

(根本沒有這回事的，此謂之無體假。)。

(第)二(種)、由眾多極微和合而成者，名和合假；」第二種假並不是完全的假。極

微即是微粒子，由很多微粒子排列成一堆。譬如很多微粒子排列成這樣，我們稱之為

杯，是不是？很多微粒子堆成一堆的，成為一個塔的模樣，我們便稱之為塔，是不是？

這些稱作和合假，是由那些極微；極微即是微粒子；黏為一堆和合互相調協在一起而成

為這個形的。「(例)如瓶、盆、(甚至)地球等是。」這些都是和合假。假是假了，但是

和合假，不是無體假，是有體的。「三、凡由色法(色法即是物質現象)或心、心所法之

分位。(看佛經常常見到分位兩個字，你要了解何謂分位？)分者，時分(即是時間，即是

period，時間的一段)；位者，方位(space；一處一處地方，一個 place)。分位一詞略

當於世人所謂特殊情況(特殊情況即英文的 occasion或 case)。

(是在色法或心、心所之)上假立者，(此)名分位假；(例如什麼？)如方、圓。」世界

上並沒有一種東西謂方。那些微粒子排列成為一件物質，那個物質的形狀是有四個直角

的，四條邊是相等的，這樣我們便謂之方，其實沒有一種東西謂方。例如圓，是它的形

狀圓而已，是不是？離開那些物質，並沒有一個圓這回事的。「此二者是色法分位 (物

質現象的分位。方、圓，這些是物質現象的分位。)，(又例如什麼？)忿(忽然發惡謂之

忿)、放逸(何謂放逸？見到好的事他不去做，見到壞的事他不去除，這種情境謂之放

逸。忿、放逸)此二者(是)心所法分位。」何解？忿者是貪、瞋、癡中瞋的分位而已。放

逸是什麼？數個心所加起而已：第一懈怠，即是懶惰，是不是？第二是貪或瞋和癡，數

個心所合為一堆，自然便會見惡的不會去除，見善的他不會去做的了。所以所謂放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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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假法，是心所的一種分位假，分位假法來的。又例如生、老。他什麼生？世界上沒

有一種東西稱為生。只是那些物質現象，以前未有出現，現在出現了便稱之為生。又如

精神現象，以前未起這種精神現在起了，我們又稱之為生。老，他又一路衰老的那種情

況，我們稱之為老。「生、老此二者是色法及心、心所之分位(這些現象)等是。(便謂之

分位假了)心所中之假法皆是分位假。」不會是無體假的，亦不會是和合假的。和合假

是色法，物質現象才有；心所法只有分位假。假有三種，心所法所謂假就屬分位假。你

們要分清楚何謂假、何謂實，將來分清楚了便會很便利的。別人一講，這個是假的；一

講，這個是實的。現在，我此處沒有寫的，不過我給你解說，你記住：「實的東西是有

自己的種子的，假的便沒有自己種子的。」這個是最容易的了。

你看看，現在舉出心所的名字和數目。「心所之數，諸論略有不同。心、心所等

皆是用來表示某種事象的符號(只是符號而已)。既是符號，則是隨宜安立之假名，諸論

各隨所宜，所立名數便有出入。兹據《顯揚論》，將心所分為六類，(分了六類)而抉擇

(抉即抉定；擇即選擇；抉擇二字即檢討之意)其名數如左(下面)：」六類，心所有六

類。「言六類者：一、徧行，二、別境，三、善，四、煩惱，五、隨煩惱，六、不

定。」我們看看，第一類，我們先講第一類。「第一類、徧行心所。徧行是周徧行起義

(周徧即是很廣泛的，任何時間都有它的；行即是出現)。一切心王起時，必各有同性類

的徧行心所與之相應；」譬如一個無記的心起，心王起，一定有一個無記的觸…，即是

有五個無記的徧行心所和它一齊起的。一個善的心王起，一定亦有和它的性質相同的、

和它同類的徧行心所和它相應的。「即善心王起(時)，必有善性的徧行心所與之相應俱

起；餘可準知。徧行心所之數有五(個，一定有的。任何一個識起都有它五個的)：一、

作意，」作意又如何？平時它就潛伏於第八識裏面，非常警覺的，很敏感的。它一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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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它便警覺應該有資格起的那些種子。那些什麼？那些心、心所的種子。它警覺

它，令它起。眾緣已具，能夠現起的時候，它就很敏感，警覺那些同一剎那可以現起

的。同一聚的心所，它警覺它。警覺它什麼？警覺它的種子，心、心所的種子，令它同

時起現行。這種作用便是作意之本質「為自性」；為自性即是本質。它的本質我們講不

出，只是知道它有這種作用。它的本質就是這樣。「引現行心、心所，趣赴所緣之境，

為業用(業用即它的動作)。這個作意心所，它有何動作呢？能夠把現行的心，把現行的

心王和一起現行的其他心所，它把這些心王、心所「趣赴所緣之境」，即推動它們過

去，認識它們所應該認識的境，這個便是它的職務了，「為業用。此中言自性者 (我此

處解何謂自性)，即自體或本質之義。業用是功用或效用義(功用或效用)。同聚心、心所

未現起時，(它有資格，它敏感)警之令起(令同聚心、心所起)；既起以後，引之趣赴自

所緣境(推它過去)。」這種作用謂之作意。Edward Conze就把它譯作 attention。聽

得明白嗎？

凡我們的心一起，先要這個最敏感的作意心所先起的。一起了，第一部的工作便

是觸，接觸境界了。識和境界；和它所變的相分；接觸，起一種接觸的作用。「觸，順

生一切心、心所，」隨順，令心、心所，協助心、心所一齊現起。現起之後，令它互相

調協，不要矛盾，大家一同接觸前面的那種境。這個便是觸之自性。「作意、想、思等

(等即餘一切心所)生起之所依止(其他的作意、受、想、思之所以能夠生起，都是依據它

這種調協作用的)，為業用。設無此觸，則心、心所各有自體，便各獨立，步驟不一，

如何能互相調協，共趣一境。」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觸。第三是受。受、感受，苦樂之感

受。「領納順益(順的、又有益的，謂之順益。它領納那些順益的境，或領納那些什

麼？)，違損(之境，和你的意願相違損著你的)及非順非違(無所謂的這種境)。」這種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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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順境或違境的那種作用，便是受之自性。它的業用又如何？「生起貪愛，為業用。」

如果那個境相是好的、順的，便生起貪心所。如果是不順的又如何？也是貪，貪什麼？

貪快一點離開，是不是？這便是貪了。「可愛境相，名順益境相；不可愛境相(狀呢)，

名違損境相。緣順益境 (即它認識那些順益之境 )，則生樂受 (起快樂。這個

受，feeling，是快樂的 feeling)；緣違損境；則生(出)苦受：緣非順非違境，則生(起一

種)捨受，不苦不樂，說名為捨。故受有三種差別(三種不同的)。貪愛，即煩惱心所中之

貪。樂受起時，能引(出)貪起，於境耽著沈醉(那個貪起便耽著沈醉的境界)，不願離

失。(如果)苦受起時，亦引貪起，欲其(想它)離失。」有時把受分為五種，不只三種。

分為五種又如何？這處不講它吧，先講三種。

第四是想心所。想心所把那些境界的形象取進來，即 perception。「於境界取其

像貌(這種取其像貌的作用便謂之想)。」「施設種種名言」(因為取了像，於是我們施

設；即說出；說出種種語言，種種名詞來代表它。我們意識裏面的想心所，便會設立那

些名言概念。第五、思心所。這個思並不是作思想解的，作意志解，即是英文的

volition或will。別境心所，不對，思心所。「令心及餘心所(起什麼？做)起善、惡等

之造作(造作即是行為)。」這個能夠推動他做善或做惡的這個稱為意志，稱為思。「於

善、惡等事，(能夠驅役心，驅趕著心，『我要多做點善，多作點惡』)驅役心」，便是

思之業用。第一類徧行心所，凡是一個識起的時候，一定有五個徧行心所跟著它一齊起

的，少一個也不會的。我們今天就講這麼多好了，不然多了你就反為不妙。只要你們今

晚回去看一看，將來對你非常有用的。有沒有困難呢？不會困難的。人們說唯識難看，

有什麼難看呢？很容易看的。有沒有問題呢？有問題你可以提出來，沒有問題呢就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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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再講了。今日講得不少的了，很多名詞你是要記的。(戊三)、心所有假有實，是不

是？心所有假有實，分為兩段講的。一段是假實之界說，即是何謂假，何謂實，是不

是？(己二)是三種假法，假有三種假。現在(己一)已經講了，是不是？是不是講了？未

講，是不是？

同學：「未，未。」

教授：「(己一)、假實之界說。界說二字即是英文的 definition，又名定義。」

同學：「今日應該第二輪開始講。」

教授：「嗄？」

同學：「第二輪開始講。」

教授：「嗄？」

同學：「第二輪講。」

教授：「第一未講嘛，是不是？」

同學：「講了。」

同學：「現在應該由別境心所開始講。今日，是不是？」

同學：「別境心所開始。」

同學：「由『第二類』…。」

同學：「『第二類』。那處開始。」

教授：「『第二類』開始，是不是？」

同學：「別境心所。」

教授：「別境心所開始，是不是？」

同學：「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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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如此徧行心所明白了，是不是？」

徧行心所是實的或是假的呢？你看看假的定義。我告訴你我此處沒有寫的，實和

假的定義，此處我沒有寫的。有自己的種子謂之實，沒自己的種子謂之假。這五個徧行

心所都是實的，有它自己的種子。譬如我們的眼識起的時候，眼識種子起就變眼識。有

五個徧行心所的種子起，就變出五個徧行心所同時照出來的。徧行心所我們已經講了，

別境心所了。別即特別；境是境界；在特別的境界然後有這些心所起的。你看看，「第

二類，別境心所。此類心所，非如徧行心所之一切時恆起，乃緣各別不同之境界而始有

之；」明白了。徧行心所，一切時。一切時即是任何時間，都起的。恆起即是常常起。

它不是的，別境不是。乃只是緣各別，緣即是認識，認識各種不同的境界，即是特別的

境界，然後才有這些心所起的。

「境各差別，非能通緣一切境，故名別境。其數有五(五個)：」一名欲心所，欲心

所。欲和貪不同，記住。欲不一定是不好的，貪就是不好的。貪是想佔有的，欲只是希

望而已。「於所樂境(那種境界是他所歡喜得到的境)，(希望)希求冀望(想得到)，(這種

希求冀望的作用，便是欲心所之自性)為自性。」自性即是本質，這個欲心所的本質就

是一種作用，希求的作用。自性就是本質。業用就是它的影響力，即它的效用，即它的

purpose。它的業用是什麼呢？「精勤生起」，因為他想那東西，他自然便精勤。精勤

即是努力，生起一種努力。即是一有了欲想希望，他便肯勤力去做。生起一種勤力便是

它的業用。「此中『所樂境』，」你看佛經常常用「此中」兩個字即是這裡。這裡的所

謂「所樂境」，「是欲所緣之別境(別境即是特別之境，即是 special object，別境)；

於非所樂之境，必不起希望故。故欲是緣別境而起，非是徧行。以下四(個)心所之為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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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而非徧行，理(由)可(以)準知(可以準此我們了解)。『希求冀望』是欲之自性，『精勤

生起』之所依，就善欲而言。(善欲就生起精勤，如果惡欲就變了什麼？生起懈怠的

了。)若不善欲，應言為懈怠生起之所依，以於惡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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