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個識就有八種不同明了、辨別的力。外人所謂靈魂、所謂心者，在唯識家就分

為八個識，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識。所謂八個識，亦不是這樣簡單的，每一個識，除

了識的本身主體。識的主體稱作心王，是那一個識之一種主的作用。除了心王之外，

還有好幾種附屬作用跟著它一起的，那些稱作心所。

我們看，「識之意義是了別。既言了別(一講到了別)，即有能了、所了(即是能了

別、所了別的了)。」譬如我們說打，一個「打」字。說到打，就有能打的人和一個

被打的人。「能了」，即是那個主體，那個 subject。「所了」，就是那個被動的，

那個 object。

凡是你有一種動作，都可以劃分為二，就有能了和所了。「然此能、所之分，

(我此處說明它，所謂又能又所。能、所即是主與客，subject與 object)祇是理論施

設(理論上說如此分，其實是渾然一體，很難分的)；事實上，有所了之處，即有能

了，有能了之處，即有所了；不可分成兩截。」事實上，分不開兩截，但理論上我們

為了便利，可以分開兩截。例如我們的地球，本來是整個地球的，但為了便利，為了

那些地理學家…。為了便利紀錄風向，或紀錄某次發生什麼事情的位置，所以把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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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成很多條直的經線，和畫成很多條橫的緯線。事實上，我們坐飛機繞地球一圈來

看，看不到有一條經線，看不到有一條緯線的。此謂之施設，那些科學家為了便利起

見，「施」即是安布，「設」就是設立。我們在理論上施設這些，猶如地理學家施設

經線和緯線，事實上地球上並沒有這些線的。如此，他所謂把之分為一分、兩分、三

分、四分，不過是一種假施設，假定而已。

如果你執著說我們每一個識一定可以有四塊的話、三塊的話，這個人是蠢到極

了，是不是？好了，講到此處，我們一旦明了這些說法，我們便知道。有一本經名

《楞嚴經》，人們，那些無知的人，以為這本經妙到極，了不得。其實，你稍為頭腦

清楚點，就會覺得這本經所講的，都是非常含混的。這本經模稜、籠統，現在那些無

知的人說它是經中之王。又如何呢？說它很妙，妙到怎樣？七處徵心，說是最妙的。

如何七處徵心呢？它問，這本經裏面有一個問答，它說：「我們的心能夠了解事

物…」譬如我隻眼，先不要講心，講眼。我隻眼，我的視覺是能夠見物的。譬如我的

視覺起，見到一朵花。我的視覺，我的眼見花。它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眼見到

花，即是說我們有一種行為稱作見，是不是？那個見是在眼內或是在眼外呢？」你幫

助他回答。我見花，是有一種見，我的那個見是在眼裏面或是在眼外面呢？你說吧。

同學：「非外非內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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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你說在眼裏面，但那朵花在外面，他又怎會看到呢？是不是？」

同學：「它.. 」

教授：「又不通啊。」

同學：「它《楞嚴經》是否說是非外非內？」

教授：「都說《楞嚴經》這本經籠統模糊。人們，那些無知的人，認為它是經中之

王。是不是？現在《香港佛教》這本雜誌，我的朋友愍生法師聽到日本人和

聽到有人說《楞嚴經》是假的。她非常生氣，就要寫文章來到反駁。反駁得

不三不四，好像在吵架一樣。現在《香港佛教》這本雜誌這一、兩期只是還

未寄到來這裏。我熟識她的辯論，那些人問我：「羅先生，你怎麼看？」

我說：「等於我的孫和看門口的印度人打架，我的孫必定輸。我的孫不足兩歲，那印

度人卻如此高大，必定輸的。」是不是？這是不自量力，她叫愍生法師。還

有，台灣有一個南懷瑾。唏，此公什麼都懂，但沒有一樣是精的。他又寫了

一篇文章，說《楞嚴經》無論如何都是真的，南懷瑾。」

同學：「因為他又寫了一本《楞嚴經》(《楞嚴大義今釋》)嘛。」

教授：「他寫了一本書。最近又寫了一篇文章，罵別人懷疑《楞嚴經》是假的，是不

是？其實真假亦無所謂，很多假東西比真東西還要好。我們買一幅字畫，有

很多時買到的假字畫比真字畫還要好。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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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是它本身好不好，是不是？本身比真的還要好也不一定。但這本《楞嚴

經》本身並不好，是那些籠統的頭腦，籠統的人才說它好。稍為學過哲學的人，多看

兩本書，都知道這本書是籠統，不設實際的。例如這樣，人們就說很妙。它說：「譬

如我們見物，那個見是在眼裏面呢？或是在眼外面呢？……外面那朵花呢？不通吧。

你說是在外面，我見之物是在外面，但我的眼又看得到。在眼外面，我的眼又如何看

到呢？又是不通。難道是在中間嗎？在中間就『兩頭不到岸』(兩邊不靠譜，進退兩

難)了，那又如何呢？是不是？這些等等來到徵問，以為是了不得。其實這種問答是

很詭辯的，在佛經裏面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很簡單的，你說『見』嘛，現在不是問隻眼，不是問其他東西嘛。『見』，譬如

我見一朵花，那個『見』就已經在那朵花處，是不是？我『見』那朵花嘛，那個

『見』不就是那朵花處，是不是？有所見就有能見，那可以分得開。你想想是不是？

那用弄至『七處徵心』這個辦法，是不是？譬如我見到鍾先生坐在那處。你如何問

法？你問我老羅是在那處？我就說老羅在此處，在凳子那處，是不是？就不是在鍾先

生那處。當我老羅見到鍾先生的時候，見鍾先生的這個『見』在那處？就在鍾先生那

處，因為我『見』鍾先生嘛。是不是？很簡單的。」

同學：「這個道理即是能、所不能夠分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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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不能夠分得開的嘛，硬把它們分開而已。」

這等於地理學家畫經緯線一樣，那有得爭辯的呢！其實爭辯已經是無聊的了，而

那些人還說爭辯得怎麼妙，那些人更無聊！所以我在香港常常說《楞嚴經》是假的，

假的。那班人嬲到極，幾乎想鳴鼓而攻之那樣，但他又不敢來問我，是不是？他看書

看得太少。現在那些，那個恆道便是這樣，恆道。恆道她還反駁我，她並不是反駁

我，她說：『羅先生，其實你又說《楞嚴經》是假的，那些人又說它是假的。 (她並

不說我說它是假的，而是說那些人說它是假的。)其實它出身較後而已，只是後來才

發現，那便能說它是假的嗎？』我說：『我說它是假的理由，並不是因為它是後來才

發現那麼簡單。還有在文字上，這種思想在歷史的演變上如何，還有很多原因。是那

麼簡單的嗎？』我便如此地批評她。譬如有一本書，我說你講前後…。譬如有人有一

本書，說是秦始皇以前的人造的，但漢朝的歷史都沒有記載這本書，後來很後很後期

才發現的。你說它是真的，我說這本書百分之九十可能是假的，就是這麼簡單。結果

她很謙虛。

我說：『恆道法師，妳是在 Stanford學 psychology的，妳 psychology的造詣可能

很深。我認為這些屬文獻學上的問題，妳一定沒有研究過，妳要多讀一點這

些。我的年紀比妳大得多，讀佛經可能比妳的師父還要早，所以妳聽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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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多讀一點書。』其實這句說話是很難受的，是不是？『請妳多讀一點

書。』這句說話是很難。不過她聰明，真的聰明，我到處稱讚她。我一路講

的時候，故意望著她，她好像虛懷若谷那樣。我說她真的好，這個人真謙

虛，這個人真的好了。這處的人就反駁我，『唏，她是藝員嘛，她會表演

嘛，她猜她是真的嗎？她把她自己的心投入一個謙虛的人這個角色，她便弄

成好像很謙虛的模樣，為何你都被她騙到呢？』我說：『不是。我所見到

的，她真的是很謙虛，所以我才說她謙虛。』我還在猛讚她。啊，估不到沒

多久她還了俗。」

好的，說回它此處。有一分說、二分說、三分說、四分說之分，四種不同講法，

我現在逐一給你們介紹，先講一分說。現在佛家常常講一心，是不是？中國人很歡喜

講一心，是不是？禪宗的人，什麼都只是一心。尤其是籠統的人，更歡喜講一心。其

他的都很歡喜講一心的，例如什麼呢？宋朝的時候，岳飛是很勇猛的。有人問他，問

岳飛，問他：「你如此勇猛，用兵如此了得。你到底有何法寶，有何辦法如此了得

呢？」

岳飛怎樣回答？他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他說我兵法運用之妙處，完全

在於我的一個心。所以中國人很歡喜講一心，包括打仗都以一心來解釋的。不過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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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說是源自印度，中國人特別喜歡此說，尤其是禪宗的人。「一分說據云出於安慧

(安慧者，世親菩薩的大弟子，他有很多著作。很多著作，安慧是唯識家的十大家之

一)。持此說者(即是主張這種一分說的)以為將一(個)識(或一個心所)分剖(割)為所知

(所知即是 object，在唯識宗謂之相分。相分即是有形相的，即是那個 image，相

分。)與能知(的見分。見分即是指 subject的作用。了解，見分，能夠見物的那部

分。把它來劃分)祇是妄執(而已)，」實際上、事實上是沒有分的，是渾然一體的。祇

是妄執。妄執，在唯識宗稱為徧計所執，上文已經講過了。「其實每一個識 (或每一

個心所都)皆是渾然一體，故(此)實無相分、見分(實在不能分開)，唯有一(個)自體分

(即是一個整的自體分，整個的東西之自體分。這個自體分又稱自證分或稱識體。)」

一分說是這個講法，我已經介紹了。

下面是我的按語，「今按若(果)執(著)實有劃然的二分，誠是妄執(硬是執著，等

於說地球上是有一條條線那樣，這固然是妄執，是不是？)但若不執(此)二分為實有自

性(自性即是本質，不執著此劃分界線為有本質的呢)，而知其為一個識起現行(現行即

是出現時候的那種活動謂之現行，起現行)時所變現之能、所二相(兩部分)，則非妄執

矣。」即是等於你知道地球上的經線、緯線，不過是科學家為了解釋和為了紀錄那些

風向、地位等等而假設的。你不執它實在有一條條線，則不能稱為妄執。明白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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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果你說一分不行，但你就不必攻擊別人的二分和三分，是不是？我再介紹二分

說，把一個識或把一個心所劃分為兩部分，在理論上劃分為兩部分。「二分說是最原

始之說(佛講的識是用二分說的，釋迦牟尼是用二分說的，所以這個是最原始的)，大

乘有輪經中(即是上文所講有輪那部分經中)已有其義(已經有這種意義的了)。(例)如

(有輪經中有一本)《厚嚴經》(《厚嚴經》怎樣說呢？ 它)云：『一切唯有覺，所覺義

皆無，能覺、所覺分，各自然而轉。』」這本經相傳…，這本是很早的大乘經，大乘

經裏面有一首偈是這麼說的。怎說呢？

它說：「一切唯有覺」，此處「一切」者是指我們一切的認識，一切的知識。一切的

認識就是什麼呢？都是一種覺來的，知覺來的。所謂一切認識者都不外是一

種知覺來的。這個「覺」是指什麼？指能覺的作用。一切都只有這個能覺的

作用而已。「所覺義皆無」，被我們看到的，另外有一種 object被我們看到

的，稱作所覺。這個「義」者作境界解，這個「義」字不是作義理解的。

「所覺義」的這個「義」字是作境界解，境界即是 object。一切都只是我們

覺，「覺」即是了解，「所覺」即被我們了解的東西，是無的。這句作何

解？把我所了解的東西，是我能了解的主觀所顯現出來的。如此，很多人是

不信的。譬如我看見一幅東西是七彩的。我的眼睛是很好的，看到非常清

楚，一點毛病都沒有。如此，整朵花是七彩的，我看到的了。是不是？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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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都看到了。如果假使坐在我旁邊的那個人是色盲的，他看不到七彩的，

是不是？他看不到七彩的。色盲的，譬如他看到是灰白的。如此，到底那朵

花，你說它是灰白的才對呢？或是我看到它七彩才對呢？

同學：「二者都不對。」

教授：「嗄？」

同學：「二者都無，二者都無。」

教授：「你說它二者都對，又可以。何解？因為確是…，從他的主觀來看，他確是看

到灰白嘛；你這個確是看到七彩嘛。那還不對？他明明如此看到了，那還不

對，是不是？從這一點來說，他是對的。但從第二個角度來看，就二者都不

對。如果它真是七彩的，另一個人不應該看到灰白的了。它真是灰白的，他

這個人又不應該看到七彩的了。即是你讓我說的這朵花可能是灰白，而你看

到七彩； 又可能它本來是七彩的，而你看到灰白，是不是？其實不是相同

的，可能是二者都不對。

譬如你一朵花放在此處，我拿十塊錢，走去一家玩具店，買一個小孩子玩的

box，box機(照相機)來為它拍照。照出來的那朵花的照片是『矇矇查查』的，是不

是？如果你再去找一架很貴的 Leica機，拿著它來拍照，照出來的是非常清楚的。你

說那朵花是很清楚的，或是『矇查查』的。其實那朵花既不是『矇查查』，亦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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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是不是？花本身就是花，你『矇查查』或是很清楚呢，就是你那架機的事。你

那架機裏面所現出來的 image，這個 image稱為相分，現不現得清楚？所覺就是什

麼？所看到的境，所覺的 object，其實是無的。不是說並無外面的東西，你那個東

西是虛構的。」「能覺、所覺分」，我們所謂有能覺和所覺，都是我們人思想上來到

把它劃分而已。「各自然而轉」，其實一個東西顯現出來，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

說它為所覺；從這個角度來看，就說它為能覺；其實所覺和能覺是渾然一體的。這本

經對此是這樣解法的，聽得明白不？

如此可見是很早的，這個二分說的資格是很老的。另外又有一本經，《解深密

經》。《解深密經》裏面有一品〈分別瑜伽品〉。〈分別瑜伽品〉云，如何說呢？

「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這句話就是唯

識學的祖宗，整套唯識的哲學就是由這幾句話演變出來的。這套理論是怎樣來的呢？

是這樣來的，有一次，彌勒菩薩，即是現在掛在此處畫像中的彌勒菩薩。他問釋

迦牟尼佛，請釋迦牟尼佛教他修止觀，即是教他修禪定。釋迦牟尼佛就教他，這樣

修，這樣修吧，修的時候你要觀想一種境。即是你坐著修定，你的意識裏面要觀想，

即是想，想一種什麼？想一種 image出來，想一種影子出來作為境。那些影子就是

你修禪定的時候，意識上面的 object、境了。他說：「你要這樣想的。」講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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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彌勒菩薩便問釋迦牟尼佛：「我在此處修禪定，就想那些 image，那些境。現

在我想問，譬如我修定的時候，想，譬如我想一朵花。

想一朵花，那朵花便是 image，便是 object了，是不是？當然這個是虛構的，

但雖然是虛構的， 那朵花的形象，image，是和我這個能夠想花的心，那個mind，

是一件東西或是兩件東西呢？」是一或二呢？和《楞嚴經》的「七處徵心」差不多。

釋迦佛這樣回答他，他答了這句話：「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此中」即是

這裡，即當我現在講此事，這裡。「無有」即是沒有。「少法」，你可以譯作

something或 little thing。並無少少東西是可以見到其他別的東西，沒有少法能見

另外少少法的。「法」就是東西。即是翻譯為：在這裡來說，並沒有少少東西是可以

見到另外別的東西。聽得明白嗎？「然即此心如是生時」，「然」即是可是、不過。

不過「即此心」，當我們能想東西的心，是這樣起作用的時候。「即有如是影像顯

現」，那個時候，就有這樣的 image在你的心中現出來的了。明白不？譬如我想一

朵花的時候，是否那朵花在我…？我想一朵花，那朵花能夠和我想花的心，是一件東

西或是兩件東西呢？釋迦佛回答：「從我這裡的觀點來說，並沒有一件東西(我們可

以稱之為心)，是能夠見到另外一件東西、imag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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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這個是否指心生法生這個問題？」

教授：「是的，心生法生就是這個意思。」

「然即此心如是生時」，不過又不是見不到東西。當我這見花的心，「此心」即

我見花的心。「如是生時」，這樣生起的時候。即是這樣，去見花這樣生起的時候。

「即有如是影像」，那麼就有這樣見花的現象。「即有如是影像」，即是就有那花的

image在我們的意識出現。情形就是如此，你說我那個能見的意識，和我們所見的

那個影子，是一或是二呢？ 你答，你代他答。他沒有再講了，即是沒有二的。我心

閉上眼想，想那朵花，那朵花就是我心中的東西，並不我們那個能見，能想花的心之

外有花在。聽得明白嗎？無有二，即是無二。

好了，無二，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們在幻想，當然是無二了，是不是？但是我

真真正正見到花的時候，有沒有二？他一路推論，現在我不是講他此處。「都無有

二」，當我現在坐在此處，見到真真正正放在那處的花。那朵花，我有見到花，和我

能見花的這個心，是否兩樣呢？他說「都無有二」，都是我們的心，是渾然一體的。

因為我所見的花，不過是我心的一個 image而已。我見到那朵花是七彩的，可能它

是八彩、九彩也不定，是不是？譬如我們普通見到都是七種色而已，但七種色之外，

那個三菱鏡分析的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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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紫色之外還有紫外的光，是不是？還有那些紫外線的，不過我們普通感覺不

到而已。其實我們何止有七種，何止有七種色？

我們人類眼球的神經只可以感覺七種而已，宇宙間色的光線可能有九種、十種、

十一種、十二種也不定。現在還有那些紫外的光，又有紅外的光。不能就我們的常識

所見到，就以為如此實的。我們所見到的花是如此，只是因為那是我們的影子而已。

如果我是散光的呢，見到那朵花是「矇查查」的。如此，你認為那朵花是「矇查查」

的嗎？是你閣下的眼看到它「矇查查」而已，是不是？那個影子是你閣下的事，並不

等於客觀的花。你又不能這樣反駁他：「然則是無？」我沒有說無，是不是？記住，

很多人這樣反駁的。你說我所見到的那朵花，那朵花不過是我心的影子而已。

如此你便會被駁了，「然則你這些便是唯心論了，明明有一朵花你都說無。」那

些人太過躁急便會如此。但你要明白，他沒有說外面無，他沒有說外面無花，不過你

閣下所見到那朵並不等於外面那朵而已。然則怎樣？你閣下所見到那朵花，是受到外

面一種力量的刺激，受了那客觀的花刺激，你自己變起一個 image而已。那個

image是你自己變的，並不是因為你自己變的 image，就外面沒有一個客觀的實

質。明白不？

同學：「即是境是由你的識自己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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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你所見的境是你的識自己變的，…」

同學：「自己識變的。」

教授：「…並不等於外面沒有境，是不是？」

他是這樣解的，所以唯識宗講的識，說「心外無法」是怎樣？你心所見到之外，

沒有你所見那種東西存在的，但並沒有說另一種東西不存在。是這個意思。它此處是

這樣解的，當你見到那東西的時候，你所見的那幅東西就是你自己的心，與你自己的

心無二。明白不？「又云(《解深密經》又說)：『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它

說，我釋迦牟尼說：「我們的識所緣(這個『緣』字作認識解，認識。我們的識所認

識到的東西)，唯識所現故(不過是我自己的識所顯現出來的)。」

「唯識」二字就是這樣來的。如此，這個識是由兩分構成的，一個名「相分」，

一個名「見分」。好了，另外一位唯識宗的大祖師，無著這個人，無著作了一本書名

《攝大乘論》。無著的《攝大乘論》然後依據。「之」，這個「之」字是指它，依據

什麼？ 這個「之」字是指這兩本經，指《厚嚴經》和《解深密經》。依據這兩本經

所講的道理，而「建立相、見二分(建立即是假說有；假說有相分、見分)。」「建

立」二字即是施設，亦即是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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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十師中(《識論》即是《成唯識論》。《成唯識論》的十大家，十個

唯識大家之中)，持此說者(持即是主張；主張此二分說的，那十個人之中有幾個，一

個是)親勝、(一個是)德慧、(一個是)難陀、(一個是)淨月四家(四個人主張一個識分作

兩分。他的理由是釋迦老祖亦是分為兩分，我們何必要講多？)。」「彼等(即是他這

班人，這幾個人)在理論上將每一個心王或(每一個)心所析為二分(在理論上將它分析

為兩部分)。」

一部分名相分，即是那個 image。一部分名相分，「相者，相狀義(它的形狀的

意思；這個『義』字即意思。)」「一個心或(一個)心所(當它)起現行時(即是出現而起

作用的時候)，必(定)帶有所緣相狀(所緣即是所認識。一定帶有它所認識的 image，

相狀的。)。帶者，不離之義。

(一定不離開，如果離開相狀，如何能稱為見呢？例)如眼識起時(眼識即是視覺。

當我們視覺起的時候)，必(定)帶(有)青(色)、黃(色)等相狀；耳識起時，必(定)帶(有)

高、低、強、弱等聲音之相狀；鼻識起時，必(定)帶(有)香、臭等相狀；舌識(舌識即

是味覺)起時，必(定)帶(有)甘、辛(甘是甜、辛是辣)等(即等等，其他的味之)相狀；身

識(身識即是觸覺。當我們的觸覺)起時，必(定)帶(有)堅、濕等相狀(這些是硬的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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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濕的，有這種感覺。這種感覺的影子謂之相狀)；意識(當我們能夠思想的意識)起

時，必(定)帶(有什麼呢？)色、心(色就是物質，這些是物質；這些是心的作用，一定

帶有此)等相狀(譬如我說這些稱為物質。

當我說這件東西是物質，這樣想的時候，心中有一個『物質』此字的 concept。

這個 concept便是一個相狀，一個 image來的。)；末那(識即是第七識，當第七末

那識起的時候，常)常帶(有一個)自我之相狀(常常覺得有一個影子，這個是我，這個

是我自己——相狀)；(阿)賴耶(識起的時候，它的相狀又如何？它的相狀就是所有種

子)常帶(一切)種子、根身(有五根的身體)、器界(這個自然界，這個物質世界)之相

狀。(這個種子、根身和器界，不過是阿賴耶識的相狀，的相分而已)。

此所帶之相狀，名為相分。」我已經解釋了何謂相分，聽得明白嗎？「二曰見分

(第二部分是見分)，見者，見照義(猶如照到他那模樣，好像一個照相機那樣照到東西

那模樣；好像一面鏡照到東西那模樣謂之見照。見照的意義。)心、心所能照了其所

帶之相狀，名見。此能見之作用，名為見分。見分是能緣(緣字指認識，即是能認

識)，相分是所緣(即所認識)。(能認識即是 subject；所認識即是 object)合能緣、所

緣二分而成(為)一個(整個的)心或(整個的)心所。二分說建立之經過如是(就是這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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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的)。」其實如此多說法，最簡單明了便是二分說。不過二分說是不怎麼徹底的，

三分說就最徹底。三分說最徹底但有一點漏洞，所以後來的人要做成四分，這便是四

分說了。如此便足夠了，而不需要五分說的。

同學：「實在二分說已經足夠。」

教授：「二分說已經足夠…」

同學：「自證分、證自證分那些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教授：「嗄？」

同學：「證自證分那些…」

教授：「即是恐怕別人辯駁的時候，以作解釋而已，二分說是最足夠的了。當我們入

觀、應用的時候，二分說已經足夠。」

佛家的「一切唯心」便是這樣，我們所知的東西就只是相分、見分而已，是這樣

的。所以佛家的「唯心」二字，和現在西洋哲學家所謂 idealism，是不同意義的。

這個便是唯識學最基本的知識，我們所謂的生命，按照它的解釋…。我們的生命最原

始便是整個宇宙，一個渾然一體；在空間上無邊無際，在時間上無始無終的一個渾然

一體。這個渾然一體的東西，那些宗教家稱之為神；道教徒稱之為道；《易經》稱之

為太極。佛家，唯識宗那些稱之為真如，又稱之為法界。禪宗的人最歡喜稱之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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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稱之為佛性。《般若經》稱之為空性。《心經》稱之為空；其實這個空應是空

性。「色即是空」，這個空性。是整個渾然一體的，不可分割的本體。西洋哲學家就

稱之為什麼？reality，稱之為實在或譯作實體。或把它譯作什麼？究竟的實質。譯作

究竟的實質，稱之為 final substance。

我們所謂生命者，就是和這個宇宙的本體，本質上是相同的。那又為何我歸我，

他歸他呢？它認為是這樣的，最後的本質上是一體；但這個一體…。它認為世界上的

事物，有體就必定有用，有用必定有體。世界上的事物，沒有無體的用，亦沒有無用

的體。記住這個，你這樣然後才能夠了解唯識的。體就是什麼？最後的本質謂之體。

用是什麼？所有的屬性，attribute；所有的屬性謂之用。

你看中國的宋明理學家整天在講「又體又用」；看魏晉南北朝的人，常常講又體

又用；又看禪宗的人講又體又用；弄到你一頭霧水，是不是？什麼體？什麼用呢？我

勸你們全部用一個名詞代替它，體就是本質，最後的本質，一個 final substance。

用是什麼？所有的現象，phenomena。即是一切現象，不過是最後的本質所顯現出

來的 attribute，屬性而已。用即是屬性，體即是本質，是如此簡單而已。但那些人

咬文嚼字，就弄到你一頭霧水，是不是？以前用文言文那些人，就以寫文章寫到你不

懂得解才算高級，這些人弄到如此。滿口體用，你不懂便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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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立奇標異嘛。」

教授：「是的。以前章太炎有時也是這樣的，唯有梁啟超這些便沒有。明明很深的，

他可以給你解得很淺。章太炎那些，明明是很淺的，他卻給你講到很深。」

記住，體就是本質，用就是屬性。所謂屬性，包括什麼？它的顏色、它的香臭、

它的形狀、它的活動情形，通通稱作屬性。有體必有用，既然這個宇宙是渾然一體

的，那個稱為真如。真如只有體而已，有體又那來有用？那些是用？我們見到的五花

八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會飛的禽及會爬的獸， 與及我們會思想、會說話

的人類，通通都是由這個體所顯現出來的用。

所謂你和我坐在此處，你不過是這個宇宙的體所顯現出來的那個用之一點點，我

亦不過是一點點。這即是說無數那麼多，古今所謂英雄豪傑、聖人賢人，不過是宇宙

的本體所顯現出來的大用之一點點小微塵，不過是很渺小的一點而已。是的，為何會

如此奇怪呢？又有一個名盧茵，一會兒又加上一個江漢霖，如此奇怪呢？一會兒又有

一些稱作貓，又有一些稱作狗，如此奇怪呢？ 答案很簡單，是如此奇怪便如此奇

怪，又何用解釋？它是現象，這樣便是這樣嘛。

譬如你說我的鼻子生得歪了：「為何你是歪的？」歪就歪吧，是不是？你追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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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最多是他媽媽懷有他的時候，胎教做得不好。最多只是這樣而已，是不是？

再追究下去又如何？一路「打穿沙盤問到篤」，問到最後其實是沒法回答的，你看

看。最後就是什麼？這樣便是這樣，是不是？即是如此，一路追下去，有體就有用。

你再問便沒法問了，為何會有體又有用呢？無體無用又不好嗎？為何要有體有用？

哲學家不能答這個問題，科學家更加不能答，宗教家回答不了。宗教家又如何？

「不能問，這個體就是神，神也可以問的嗎？能讓你問得到的便不是神嘛。」強辭奪

理，是不是？你不要以為什麼都有道理可以解釋得到，可以說得通。你講到最後的道

理是沒法講。即是那又如何？惟有你自己「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們自己的信念

是如何。到最後只有你自己的信念，是不是？你不要學那些稍為讀過幾本自然科學的

人，就以為什麼都可以用科學解釋得到。解釋不了，最後的東西你解釋不了，「問到

篤」的時候你解釋不了。此就謂之什麼？佛教謂之「不可思議」，又稱「不可說，不

可說」，到最後是「不可說，不可說」。

我又講了一些題外話，但比較題內的更重要。現在的人，尤其是現在那些讀了幾

本書的青年，動不動就什麼？「這又有道理嗎？」是不是？「這都有道理嗎？」是不

是？普通的，尤其是那些年輕人：「這又不合理。這都有道理嗎？」最時興這樣。你

如果問問他：「何謂道理？請你告訴我。道理的 definition是什麼？何謂道理？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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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江漢霖，你講不講得到？何謂道理？」

道理已經難講了，是不是？何謂道理？道理即是宇宙間的一種屬性，亦只是屬性

而已，是不是？再問你，道理有多少種？即是好像這樣，以前有一個人，別人和他講

道義。又這樣是沒有道義，沒有道德。你猜他如何回答？「道德多少錢一斤？道義多

少錢一斤？有多重的？」這便氣死了。譬如你和別人講道理，道理有多少種？不要問

你多少錢一斤？太過滑稽了。道理有多少種？佛家就清楚，唯識就清楚了，它說道理

有四種。

記住，學唯識最重要學它。道理有四種，第一種名觀待道理…。記住，要認識

的，稱作四種道理。講完之後，你們大家想想，請你去…，有空時請你去找《佛光大

辭典》查一查。查什麼呢？查四種道理。我講完之後你去查，我保證你懂。未講你未

必懂，但講了你一定懂。道理不過是四種，道理包括什麼？原因和理由，合共四種。

四種是什麼呢？第一種、觀待道理……這些太深的問題是很難的。觀待，「觀」者即

是「睇」(看)；「待」是比較；即是比較的道理。觀待含有什麼呢？比較的。作為形

容詞，「觀待」二字是形容詞，adjective來的，解作比較的。這種道理是比較的，

不是絕對的。不是絕對的，而是比較的，這種道理便稱作觀待道理。記住，王雪珠，

四種道理。何謂觀待？比較的道理又如何？譬如我說：「桂先生是老。」說他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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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理？「胡麗麗」，我問你：「我現在說桂先生老。這句話合理不？合理不？你

回答我。」

胡麗麗：「和年輕人比便是老。」

教授：「嗄？」

胡麗麗：「和年輕一點的比便是老一點。」

教授：「她在說什麼？」

同學：「和年輕一點的比當然是老。」

教授：「是的，所以便是觀待。如果桂先生是七十歲，江漢霖是二十五歲。他和江漢

霖比較，他是老，是不是？但他和我比較呢？他不老，是不是？因為我七十

八歲。我記不起了，要問我太太是不是才行。好像是七十八，或是七十七或

七十九，我記不起。他比我呢…。」

同學：「…」

教授：「唏，一個人最好是記不起自己多少歲，我忘記了自己老才是…。」我生平最

怕是坐車，別人站起來：「老伯，你坐吧。」我最憎是這種事。我最憎人稱

呼我老伯的，我一聽到老伯，心中已經「打個突」(愕然)的了，老了，「那頭

近」(死期近)了。最憎！所以我忘記了自己的年紀，我最歡喜和小朋友一齊

的，我並不怎麼歡喜和老人家一起的。我每個月聚餐一次，去到聚餐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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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心傷的，所以別人問我為何總是不來？我有一個同學會，我們那一屆畢業

的，一圍檯坐著，十二個人坐一圍，一圍檯就超過了七百歲。一圍檯坐著的

就超過了七百歲，看上來像是老人院聚餐那樣。唏，看得我心也「悒」(忐忑)

了，所以我是很怕的。我真是記不起了。剛才潘雪芬和我講說我第幾個兒

子，她說我的第四個兒子，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我想我的四兒子為何會跑

來法相學會呢？原來她在說我的三兒子，由紐約來到探望我。她是子女同排

時是第四個，所以說他是我的四兒子。我自己心目中總是想著我只有四個兒

子，為何我有一個第四兒子會跑來此處呢？

同學：「或許你有兩個老婆呢。」

教授：「世界就是…。你不要笑，此種事是這類人特別會長壽的，是的。我現在已經

是七十多了，你知嗎？我四十多年未曾病過，四十多年沒有病，沒有看過內

科醫生。最多是喉痛走去找家庭醫生拿支藥，有時還都不用，我走去中華藥

房買些甘草、桔梗煲水飲便痊癒了。我女婿是醫生，專科醫生。從來我什麼

內科問題都不會交上，我沒有找他的。他常常勸我去檢驗一下，我檢驗後又

沒有毛病。就是因為我健忘，忘記了年紀。是的，我最幸福便是這樣，不是

錢的問題，就是這樣，忘記了自己是會老。如此…，正在講什麼？

同學：「觀待。」

教授：「忘記了。我講講下會忘記自己講到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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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自己老和自己嫩都不知道。」

教授：「因為這個又是，你說老是會這樣，我幾十年前都是如此，我記不起的。你和

我說話，講笑話我不懂笑。等到人人笑完，我想起便好笑了，我自己才笑。

『你做什麼？羅先生。』因為我那時才想到，因為我的腦袋很鈍。很鈍，尤

其是聽東西，我要人傳話。有時那些人和我問答，『他講什麼？』等待那些

人傳話，我才聽到，因為我的腦袋很鈍。我又聾，走去找一個耳科醫生。我

說我聾。他說：『你的病沒法治療。你的耳沒有問題，是你的神經遲鈍，退

化，沒法治療的。你不用醫，你多睡多休息，不要做那麼多事便行。』西區

醫院那個醫生說：『你的病沒法治療，你不用看醫生了。你歡喜就儘管用一

個助聽器。』結果做了兩個也沒用，我現在都丟棄了。」

好了，說回此處。第一種是「觀待道理」，即是「比較的」道理。譬如你說：

「我有五呎五高。」你認為我是高個子或是矮個子呢？如果我比較那個五呎高的，我

便是高個子。如果我比較那個六呎高的，我便是矮個子了。是要有什麼？有比較才能

決定它是真的或是偽的，這種道理就謂之觀待道理。這是一種。第二種稱為「作用道

理」。作用道理就是就那物件的效用和影響。「

作用」者是指效用和影響力，就其效用和影響力而言的，那些道理便稱為作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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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例如你說什麼呢？你種田，放適當的肥料，又有適當的陽光，是不是？你又不要

讓禾受到害蟲侵害，你所生產的禾一定很大粒，很秀麗的了。這是一個道理，但這一

類稱為作用道理。又例如有此因就一定有此果的，這種是作用道理。例如什麼呢？你

把兩筒氫氣，一筒氧氣，混在一起，通過電流一定是會產生水的。科學上所謂那些什

麼？一切方程式這些東西，這些道理就謂之作用道理。科學家多數是這一種了，是不

是？作用道理。第三種謂「證成道理」。什麼是證成道理呢？

「證」即是有理由可以證明它的，或是有事實來證明它的，如此這種道理便會成

立的了，此謂之證成道理。證成道理有兩類，一類是用現量，即是用五官的感覺證明

的，我們不能否認的。例如我們見到紅，我們只可以說見到紅，我們不能說是見到

綠。我見到這隻是鹿不是馬，我們只可以說他見到鹿，不能說他見到馬。何解？因為

我的五官接觸到的是鹿不是馬。不能歪曲事實，即是用現量證明。第二類是用比量，

用推理來到證明。

例如我們見到那處真正有煙出，我們就證明那處一定有火。因為凡有煙的地方，

一定有火。沒有火的地方，一定是不會有煙。所以只要那是真的煙不是霧，真正是煙

灰的煙不是霧、不是水氣。如證明到它，我們就應該要相信，那處下面一定有火。這

些即是在邏輯上歸納、演繹來到證明的。這些道理，甚至用數學證明的，好像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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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盤帳的結論如此。 你的公司是賺多少、虧多少，確是有一連串的理由是證明它

的。這類情況就稱為證成道理。換言之，即是用五官接觸到的，確是如此沒有錯誤

的，和用邏輯上的歸納法或演繹法來到證明的；與及數學計算上證明的，這些認為在

計算上必然如此的，真確的，不會算錯的了。

這種是我們要接受的，這種便是道理，稱為證成道理。現在的科學家接受此兩

種，證成道理、作用道理。本來是已經足夠了，不過還有一種，稱為「法爾道理」。

「法爾」者，即是自然而然的，沒有解釋的。「法爾」即是英文的 naturally，自然

是如此的。這種道理不用討論的，沒有道理講的。那些是法爾道理？例如：數學上一

加一等於二。你說等於三不行嗎？不行就是不行。為何不行？沒有解釋，是不行的。

你試試看，是不行的。你說一加一等於三，你必定是錯的，是如此簡單而已。「沒有

什麼道理，這也有道理嗎？」為何沒有道理？道理就是如此。

「沒有解釋的嗎？」沒有解釋，沒法解釋的。一加一只會等於二，不會等於三。

再問：「為何我們的世界會存在？為何這個世界會 exist？何解？」沒法解釋，沒法

解釋的。「你問上帝。」上帝又能解答你嗎？你再問為何會有上帝？他同樣是沒有辦

法解釋的，此謂之不可思議。你不要以為世俗的講法講不通，然後才不可思議，不可

思議，這些是騙人的。這個不可思議即是那種法爾道理，說到盡頭是沒有解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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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道理是沒有解釋的，即是問到最後的道理，是沒有解釋的——法爾道理。

「為何我們會有人生呢？」沒法解釋。尤其是再問：「為何會有宇宙？為何會有

這個 universe？為何又會消失呢？」沒法解釋，它是如此，便是如此。法爾道理佛

家稱為法爾如是，是不是？同學：「羅公，我想問一個問題。『法爾如是』和『法位

法住』是否同一意義呢？」

教授：「什麼？」

同學：「『法爾如是』這個名詞，和『法位法住』是否同一意義呢？」

教授：「是的。每一種法住於它本來的狀態，到了最後是沒有解釋的。」

同學：「同一道理。」

教授：「是的。這個才是最高道理，最高道理是不能道出的。」是的，何解呢？何解

它是最高道理呢？是因為我們這樣問，為何是觀待道理呢？我七十八歲，對

一個七十五歲的來說，又說我是老。我對於一個九十歲的老人家來講，我又

說我年輕。何解呢？什麼道理會讓我如此呢？為何會有此種道理呢？這種稱

為觀待道理。現在再問：「為何在此這世界上會有觀待道理？為何會有？」

沒有解釋的。你最多是這樣說：「宗教家說觀待道理是上帝創造的。」你再

問：「為何上帝會創造觀待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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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因為祂是上帝，祂高興如此。」「為何會有上帝？」回答不了，是不是？也

是回答不了的。所以創造多了一個上帝，在佛家來說，是多此一舉。不如不

創造還好，因為到了最後還是解答不了。為什麼有觀待道理呢？沒有解釋

的，因為觀待道理本來是有的，法爾如是。又為什麼會有作用道理呢？你

說：「凡有煙處，就必定有火。有煙處無火又不是更好嗎？」沒有解釋，是

不行的。「為何會如此？如此沒有道理呢？」不是沒有道理，此謂之法爾道

理，就是如此。但為何是證成道理？我們看到馬便不能稱之為鹿。為何說這

盤帳，經過會計師算過沒有錯，又再核過都沒有錯；為何又稱作對呢？沒有

解釋，對便是對。「這幾句是什麼？為何對便是對？對變為不對又不好

嗎？」不行的。此稱作什麼？此稱作法爾道理。如果沒有法爾道理的話，前

面的三種道理都不能成立。因為有這個法爾道理，所以前三種道理便可以成

立，是不是？所謂不可思議就是這樣的不可思議。不是好像那些人問，他說

不通就說那些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那樣。那些人，那些人是騙你的。現在遍

地都是騙人的人，美國又有，加拿大又有，香港最多，台灣又多得很。順便

講了這個，這個是要記的。這個是學唯識的基本知識，四種道理。有時你和

那些人談談，你不要說這些是從唯識裏面取出來的，你把它以通俗語言來

講。譬如你在外國，在那些大學修讀哲學系，寫一張 paper，寫寫這些，全

部以通俗語言來寫。如果剛剛那個教授是不懂這套東西的，便會說：「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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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出眾。」是不是？是的，很多是這樣的。好像我有一位老師馮友蘭，

他寫了一本《中國哲學史》，現在很風行。他在 Columbia 讀書的時候，考

哲學博士，找杜威(Dewey)來指導他，杜威是不懂莊子的。他就講什麼？他寫

那篇論文談莊子的哲學，看得杜威一頭霧水，幾乎想放棄指導他。後來胡適

之寫信救他：「你一於指導他，此人如何如何地好的。」，然後杜威就「馬

馬虎虎」地給了他一個合格。現在中國人去外國拿哲學博士的，很多是搬我

們的陳酒、舊酒，拿出來給外國人，他們就說是好東西。前年或是再前一

年，有一個韓國學生在哈佛或那一間大學，是哈佛的了。在那裡拿哲學博

士，拿了那本《解深密經》，即是我拿來刪注的那一本《解深密經》。拿

《解深密經》和《心經》寫了一篇什麼？寫了一篇博士論文，〈圓測法師思

想的研究〉。哈佛便給了他一個博士，現在回去當教授了，前年台灣的台灣

大學又聘請了他為客座教授。你說拿一個這樣的博士多容易。我的一個姐夫

的哥哥名何家卓，他在紐約大學研究經濟，拿了一個 master(碩士)。以前拿

到一個碩士回來已是很厲害的了，以前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大學畢業也很厲

害的了。人們請他出席宴會，我是他的親戚，我便坐在他身旁。

我說：「唉，家卓兄，你用不用交論文的？你取得一個碩士。」

他說：「要的，我們要寫碩士論文的。」

我說：「你的碩士論文是什麼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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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孟子的經濟思想〉。」

我說：「你有沒有弄錯了？《孟子》我也念過，孟子有什麼經濟思想呢？」

他說：「有，那裏沒有。」

我說：「孟子？你告訴我吧。你的資料是從何處找到的？」

他說：「我是從那本《四書味根(錄)》處找資料的。」

我說：「只是從此處找？那也沒有，《四書味根(錄)》是以前的八股人拿來作參考，

讓人寫八股文章而已。是如何講的？」

我說：「老老實實，孟子的經濟思想我來給你講吧。孟子的經濟思想總共有三段：第

一段，『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等等為一段。這段在《孟子》這本書裏面出現兩

次，算起來得兩段。還有一段名『陳(許)行』的那一章。有一個人名陳相，陳

行(良)的弟子陳相，批評一國之君主，說那君主不懂道理。人們問他：『你為

何認為他不懂道理，那君主這般好。』

他說：『好也算是好，但他不懂道理。如果懂道理，就要如何？作為國君是要和人民

平等的。作為一國之君主要和人民一起耕田而食，大家吃同樣的東西，他不

能特殊的。』這即是今日之所謂最徹底的無階級主義。是不是？當時有一個

人，孟子又批評他，認為他不通。孟子認為如何不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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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他說這個社會上，有些是大人物所做的事情，

有些是小人物所做的事情，不能混為一談的。大人物做什麼？大人物要治理

國家、管理人民的。那些小人物就耕種、納稅的。有兩種人，世界上應該要

有兩種人，因為要分工。人人都要做總統的話，這個世界便亂籠的了，是不

是？人人都要做大王，這個世界便亂籠的了。人人都去耕田，便沒有來管理

國家的了，一定要分工。有些人做鋤頭的，他就不需要做鞋；那些做鞋的，

就不用去做鋤頭。做棺材的，就不用去建屋；建屋的就不用去做棺材。這個

世界是要分工的，而且事事都有大小不同的，鞋有大小，不能劃一每對鞋都

一樣大。所以你這個老陳如此說法，是完全不懂道理的。孟子這樣罵他。因

為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經濟是如此的，社會上是如此的。我講一段。」

我說：「整本《孟子》只有這三段是講經濟的。你如何作(論文)？你那篇碩士論文，

起碼要有三幾千字才像樣，你如何作？」

他說：「很容易寫的。」

他說：「解釋這些的注解有很多的嘛。還有，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事實可用作證明

的嘛。我便引了，集合而成為一篇論文給他。如此確是我合理，不然他不給

我碩士嗎？」

我說：「哦，原來你是如此。我有空也去取三、五、七個(碩士學位)吧。」是不是？

是這樣，我的親戚亦是如此。這是人的執著。講到此處，二分說講完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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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就問，一個問答。這個問答是我要作來解釋它的。

「問：心、心所現行時，何以必帶有所緣相狀及具有能緣相狀耶？」當我們的心

或心所出現的時候，為何一定要有一個所緣的 image，一定有能緣的那種力量，能

了解的那種力量呢？假設一個問答。

「答：心、心所現行時必帶有所緣相狀者 (即是一定要有一個 image，何解

呢？)，其理由有(有幾個理由)：(第)一(個)、若緣青之心不帶有青之相狀，則無以異

於不緣青之心。」明白嗎？

如果當我看見青色，這個心起的時候，如果心中不帶有這個青之 image。和我

們看不到青，有何分別？所以一定要帶有它的相狀。這個聽得明白嗎？「彼不緣青之

心不帶青之相狀，吾人不說彼能緣青(我們不說它緣青，了解青)；今緣青之心既(若

果)不帶青之相狀，何以獨能緣青？」講不通了，不合邏輯了。

所以我…。在唯識家慣用一個邏輯的形式，這個印度的邏輯，此即所謂因明，你

不懂因明便不用理它。因明，你們有很多人學過了。劉萬然暑假的時候，講了《因明

入正理論》。江漢霖有沒有聽過？懂得看它這個嗎？這個是「量」，「量」即是它的

論式。那個論式，那個 form。「此中有量(有一個論式)云：汝緣青時之心實不能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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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有一個量來破它，你所講的，說是認識青色之心，一定不能夠緣、認識青色

的。這個是結論，這個是宗。

「(理由是)汝許不帶有所緣相故(因為你認為不帶有一個青的所緣相都可以緣青，

那個青可以不帶有它的相嘛。所以我認為你是不對的。)，如不緣青時之心(好像和其

他不認識青的心一樣。這個不認識青的心，因為它不帶有青的 image，所以我們說

它不緣青。你這個緣青的心又同樣不帶有緣青的那個…，不帶有青的 image，所以

我現在認為你是不認識青的。這個論式並沒有錯。不過你要懂得因明，然後才可以。

你有沒有聽過因明？沒有。你有沒有聽？明不明白這個論式？它這個是三相具備

的，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這個真是證成道理來的。「故知不帶有

所緣相狀之心、心所，必不能緣(得)此所緣之境(境即是 object)。」如果你要參考，

我這個論式就在《成唯識論》二(第二卷)和《述記》裏面有的。「(第)二(個理由)、緣

青之心與緣聲、(緣)香、(緣)味等心，同是不帶有青之相狀， 則何以此一(此一個，說

它)能(夠)緣青，(其)餘則(我們說它)不能(夠)緣青？」所以又不通了，所以一定要帶有

青之相狀。

「量(指論式)云：汝緣聲、香、味等之心亦應(該)能(夠)緣青(色)，(這個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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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不帶有所緣相故(你認為它不帶有所緣的 image，相狀，都可以緣的嘛。)，如緣青

之心(例如緣青的心)。」你說緣青之心不帶有青之相狀都可以緣青，其他緣香、緣味

的心，不帶有青之相狀它亦應該可以緣青了。「故知不帶有所緣相狀之心、心所，應

不能緣此所緣之境。」如果不懂便罷了，我此處講是一問一答。為何我要這樣問答

呢？因為為了避免那些「哇哇叫」的人來到質詢它而已。「(第)三(個理由)、若(果)心

不帶有青之相狀(即是緣青的心，不帶有青之相狀)而可以(說它)緣青，則除青(以)外

(的其)餘一切法(事物。例如香、紅色、黃色等)亦得為專緣青時之心(之)所緣(境)，以

同是無青之相狀故(你都說是可緣的)。」

「量云：除青(之)外(其)餘一切法(法即是事物，東西。一切東西)亦應(該)為此(此

即是這個)專緣青時之心所緣(這個是宗)，(因呢？因是理由，宗是結論。)汝許無所緣

相故(這個是因)，如汝現所專緣之青(這個是喻)。故知所緣之相狀，必(定)為能緣(之)

心所帶有。」看看我下面那些，「以上說心、心所必帶有所緣相之理。」

「心、心所現行(的)時(候)所以必具(有)能緣(的)相(狀)者，其理(很容)易知。

此中有二量(我又再舉兩個論式)以反證(出)心、心所必(定)具(有)能緣(之)相(除了有所

緣之相狀之外，還有一種能緣的力量，能了解的力量)：一云，若心、心所無能緣相

狀，應非能緣(它都沒有那東西，怎能說它能緣呢？這個是宗)，無能緣相狀故(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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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喻是)如虛空等。」虛空等無能緣之相，虛空等不能緣青。現在你這東西亦無能

緣之相，亦應該不能緣青。

第二個量，「汝虛空等應是能緣，無能緣相狀故(無能緣相狀都可以緣的，虛空

都應該是能緣了)，(喻是)如心、心所。」如果不懂因明的話，你可以把它劃掉不要。

這個一問一答，可以不要它。如果你懂因明的話，你作為訓練你的因明。因明是很好

用的，用以訓練你的思想，很好用的。這樣二分說便讀了，是不是？三分說和四分

說，休息一下，過了個 break 才講了。明白不？一分、二分。……三分說了，把一個

識或一個心所分析為三部分。你看看，「三分說是陳那所建立。《識論》(即是《成

唯識論》十師之火辨亦主(張)此說。陳那將無著、世親以來之二分說再加擴展(充)，

將原來之見分剖析為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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