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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學會活動】 (以下活動，除特別註明外，皆在法相會址舉行）

逢星期一

《阿含經的智慧、禪法與禪思》

講者：岑寛華居士 日期： 2017年由8月7日至12月18日（逢星期一 7:30PM-9:00PM)

逢星期三

《唯識三十頌》**連續講座**

講者：張漢釗居士 日期： 2017年(全年）1月4日至12月27日（逢星期三7:30PM-9:00PM)

逢星期五

《三自性諭》**連續講座**

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與法相學會合辦 

講者：趙國森博士

日期： 2017年3月10日開始（逢星期五7:30PM-9:00PM)

地點：（會外）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地下禮堂香港銅鑼灣大坑道9號

星期六

誦《瑜伽菩薩戒》（參加者須已受瑜伽菩薩戒）

曰期：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6:45 PM-8:30 PM

讀書會（平均每月一次）主持：趙國森居士與陳國釗居士

星期曰

《佛經選要》講座

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女居士林與佛教法相學會合辦 

日期：由2017年9月3日開始（逢星期日11:00AM-1:00PM)

地點：（會外）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地下禮堂香港銅鑼灣大坑道9號

佛學研習小組（平均每月一次，星期日10:00AM-12:00NN)

主持：陳森田居士

佛學星期班

日期： 2017年4月23日至11月26日（逢星期日2:30 PM-4:00 PM ) 

地點：（會外）三輪佛學社九龍佐敦道18-24鴻運大廈14字樓G-H室 

報名：buddhismcourses@gmail.com

佛學進(扨班)修班

日期： 2017年4月23曰至11月26日（星期曰2:30 PM-4:00 PM ) 

報名：buddhismcours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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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學會消息】

唯識學高峰論壇J
》法相學會應邀成為論壇的協辦機構。

籌備2017及2018年「佛經選要』講座

》2017年講座(第三屆）

已張貼海報，已於8月開始登廣告，9月3日開講。將製作書簽作為宣傳。 

以下是廣告日期：

曰期 宣傳媒介

2017年8月開始 海報

2017年8月開始 網路廣告

2017年8月10日 溫暖人間雙週刊（第469期）

2017年8月21日 明報

2017年8月21曰 信報

2017年8月21日 am730

2017年8月24日 溫暖人間雙週刊（第470期）

2017年10月23曰 明報

2017年12月8曰 信報

2017年 12月 140 溫暖人間雙週刊（第478期）

2018年 1月 110 明報

》201S年講座(第四屆）

將於9月申請理工大學作講座場地，智度會將協助申請場地，若成功申請， 

租金全免。智度會將加入為合辦機構。未來兩會會加強合作。

廣化寺印《法相學會集刊》

》廣化寺已寄第一輯的英文部分、第二、三輯全文。後四輯預計9月完成。由 

陳森田負責校對及統籌。

》陳森田報告，佛學研習班的同學已完成第一輯的校對工作，正在進行第二、 

三輯的校對。由張翠蘭負責英文稿中的梵文校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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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門網「法相津塗」專欄

》專欄在2016年2月首刊，至今深受讀者歡迎，內容多元，獲評論為能扣緊佛 

法，為當今佛教文章開拓新風。佛門網十分感謝本會及各撰文者的支持，提 

出2017-2018年繼續合作。由陳森田統籌工作。

》陳森田報告，專欄開始時共有15位撰文者，今年有兩位請辭，其後補上兩 

位，現時仍有15位。每位撰文者需要1年撰寫2篇文章。已聯絡佛門網，表 

示本會樂意繼續合作，共揚佛法。

籌備2018年「彌勒淨土法門」講座

》於2018年上半年舉行，約6-7講。講者包括衍希法師、駱慧瑛、鄭家成、陳 

雁姿等。

》由本會與智度會合辦，智度會協助申請理工大學作講座場地，若成功申請， 

租金全免。由容慈珊及Winnie幫忙籌備。

籌備《能斷金剛經講記》版

》內容包括羅公原書資料及講座錄音資料，預計約五冊/套。

》由趙錦鳳打字及校對羅公《能斷金剛經》，陳雁姿負責編審。之後交網絡組 

做可剪輯的文字檔及電子書。

籌備本會網址做可剪輯的電子書

》除了《能斷金剛經講記》外，將做《唯識方隅》電子書，然後加講座錄音資 

料出書。



【成唯識論〗解讀〈八〉 陳森田、嚴詠芳

前文已破外道所執的實我。以下，論主會解釋為甚麼凡夫都認為有我，以及這 

個我是如何形成的。

但緣内識變現諸蘊，隨自妄情種種計度。然諸我執略有二種：一 

者倶生，二者分別。倶生我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内因力故恒與 

身倶，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倶生。此復二種： 

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執為實我。二、有間斷，在 

第六識緣五取蕊相，或總或別起自心相，執為實我。此二我執細 

故難斷，後修道中數數修習勝生空觀，方能除滅。

「但緣內識變現諸蘊」意思是以內識所變現的蘊為所緣，「隨自妄情種種計 

度」表示基於妄情計度，將非真實的我，執著為真實的我。此我執有二種，一是倶 

生我執，二是分別我執。首先說倶生我執。「虛妄熏習」指有漏的現行對第八識的 

熏習作用，若是無漏現行的熏習就不是虛妄熏習。這種熏習所成的種子即是內因 

力。由於第八識恒時執持此種子，故種子恒與身俱。因此這種我執不需待後天的邪 

教或邪分別，而是與生倶來的。邪教即是錯誤的教法。佛教認為外道，如數論、勝 

論等的教法都是錯誤的。邪分別是指對那些錯誤教法的思考。倶生我執不需依待， 

故任運而轉。

倶生我執又分兩種，第一種是常相續。第七末那識以第八識阿賴耶識的見分作 

為所緣對象，生起一個似我的相分，把此似我的相分執為實我，即成為我執。由於 

末那識在一期生命中恒時生起，而第八識更是沒有間斷，故這種我執恒常相續。第 

二種是有間斷。「五取蘊相」即五蘊身的相狀。五蘊身是有情的生命存在，又稱為 

五取蘊，原因是這五蘊身由「取」而來。十二因緣中的第九和第十支，分別是取和 

有。取是對所愛的執取，執取即成有，這即是有情的生命存在，亦即是五蘊身。第 

六識執取由第八識所變現的五取蘊相，以此為自我。「或總或別」表示或是五蘊總 

體，或是個別某些蘊，例如當前五識不現起時，第六識所執的自我則不涉及色蘊， 

只有其餘的蘊。第六識緣此相分時，生起似自我的心識相分，執此為實我，即成第 

二種倶生我執。由於第六識經常有間斷，例如在深沉的睡眠、昏闕、無想定中等情 

況都不現起第六識，故這種我執有間斷。

這兩種倶生我執，因為非常微細，所以非常難斷，必須要達到修道位才能斷滅 

此種我執。「勝生空觀」指一種殊勝的，照見一切生為空的觀。



分別我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倶，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 

方起，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此亦二種：一緣邪教所說 

蘊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我。二緣邪教所說我相，起 

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我。此二我執麁故易斷。初見道時觀 

一切法，生空真如即能除滅。

分別我執由兩方面因素構成，首先是跟倶生我執一樣，依於無始時來虛妄熏習 

而成的內因力，第二是依現在外緣力。這外緣力來源於該我執的有情自身以外，因 

此不是該有情自身所具備的。這種我執要待邪教和邪分別為緣才能生起。邪教是一 

種分別，邪分別亦是一種分別。邪教是來自他者的錯誤教法，例如數論的二十五諦 

和勝論的句義。數論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由實在的自性(prakfti)轉變而成，因此都 

是實在的。勝論認為語言、概念所指向的東西都是實在的。這些實在論都把主體與 

事物放在相對的位置中，由此構成主體與客體的分別，因此是一種分別，又稱為教 

分別。這教分別令有情產生思考上的分別作用，這即是邪分別。由於這種分別是在 

有情的思維中進行，故又稱思分別。這分別我執只在第六意識中有，因為邪教的學 

習必須透過意識來進行，而邪分別所依的思維亦是意識的作用。

分別我執可分作兩種，第一種是緣邪教所說的蘊相而生起似自我的心識相分， 

意識見分對這相分進行分別計度，執為實我，這樣形成的我執即是上文所說的即蘊 

我。這裏提到的「邪教所說蘊相」，指邪教對五蘊與自我的關係的見解，以色蘊為 

例，這包括：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我、我在色中，這四種見解。對五蘊各有 

這四種見解，共計有二十種見解。這些見解中的我都不離五蘊，故由此生起的我執 

為即蘊我。第二種是緣邪教所說的我相，這「我相」指那些認為自我獨立於五蘊的 

見解，如前面提到的數論和勝論的見解。這些見解中的自我離於五蘊，故由此生起 

的我執為離蘊我。這些邪教所說的蘊相和我相，是現前的外緣力，在四緣中屬增上 

緣，令有情生起似自我的心識相分，經意識的見分計度，執為實我。

這兩種我執由於粗顯，故容易斷除。粗顯表示可被感知的。前六識的對象可被 

感知，故稱為粗境。而第七、八識的作用則微細難知。這兩種分別我執是意識的作 

用，而意識的作用是在粗顯的、能與所相對的格局中進行的。在初見道時，觀一切 

法的空相，這空相即無相，無對象相即是無所知相，無所知相則無能知相，這即是 

沒有能取、所取的分別，無分別即平等，這即是真如。在証真如當中既然無能、所 

的分別，故此，分別我執亦斷除。



如是所說一切我執，自心外縫■或有或無，自心内蘊■一切皆有。是 

故我執皆緣無常五取蘊相，妄執為我。然諸蘊相從緣生故，是如 

幻有，妄所執我橫計度故，決定非有。故契經說，宓羁當知世間 

沙門婆羅門等所有我見，一切皆緣五取蘊起。

這裏就我執作總結。「一切我執」包括倶生我執及分別我執。「自心外蘊」指 

其他有情，即是外緣力的來源。分別我執依於外緣力，倶生我執則不依外緣力，故 

說「或有或無」。「自心內蘊」即有情自身，這是內因力的來源。兩種我執皆依內 

因力，故「一切皆有」。無論外緣力或內因力，都來自五取蘊相，都是無常的，故 

說「我執皆緣無常五取蘊相」，有情執著緣此而起的自心相為自我。然而，由於種 

種蘊相都是從緣而生，如幻有，有情只是基於強行計度，便將之視為實在的我，所 

以這自我定非實在的有。論主又引經支持以上的說法，其中的「世間沙門」指佛教 

小乘，「婆羅門等」則泛指婆羅門教和其他外道。契經指出，小乘和外道等所執的 

我見，都是緣於五取蘊而起的。

實我若無，云何得有憶識誦習恩怨等事？所執實我既常無變，後 

應如前是事非有，前應如後是事非無。以後與前體無別故。若謂 

我用前後變易非我體者，理亦不然。用不離體，應常有故；體不 

離用，應非常故。然諸有情各有本識，一類相續任持種子，與一 

切法更互為因，熏習力故，得有如是憶識等事。故所設難於汝有 

失非於我宗。

論主在這裏擬設外道提出詰難。詰難是，如果沒有實我，為甚麼有憶、識、 

誦、習、恩、怨等事情呢？外道認為，記憶、知識、背誦、學習、恩怨等，都必須 

有一個恒常的主體攝持著，否則，記憶、知識等事情便不能維持。而這個恒常的主 

體就是實在的自我。

論主則指出，外道認為存在的實我既然是常住不變，就應在經歷某事情之後， 

跟經歷前一樣沒有該事情的記憶；或是反過來，在經歷某事情之前，跟經歷之後同 

樣已有該事情的記憶。這是因為外道所說的實我在事前和事後，其自體沒有不同。

倘若外道辯稱，說實我在事前和事後在作用上有變，但其自體不變，因此在事



前未有該事情的記憶，而事後則有。論主指出，這說法亦不合理。由於用不離體， 

如果體常有，用亦應常有；體不離用，如果用非常，體亦應非常。

論主指出，諸有情各自有一本識，這本識在有情處於有漏的階位時，稱為阿賴 

耶識。這本識自無始以來一類相續。「一類」是就本識的性類而言，阿賴耶識由有 

漏的種子現起，故它的性類為有漏。無始以來，阿賴耶識保持著有漏性，故說為一 

類。「相續」是就本識存在的方式而言。延續地存在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恒常不變 

的存在，二是恒久相續地存在。實在論者，包括大多數外道和小乘，對事物採取第 

一種看法。而唯識則認為本識是以前滅後生的方式相續地存在，即是第二種說法。 

在這種方式中，本識不斷地生滅、轉變，然而前後相似。（橫山紘一即以前後的相 

似性來解釋「一類」的意思。）「任持種子」意思是任運地執持著種子，令種子不 

會散失。任運表示自然而行，無目的之意。這些種子與一切法更互為因，一切法指 

現起的一切事物。種子為因，現行而成的事物為果；事物為因，熏習而成的種子為 

果。前所經歷的事情熏習成種子，這些種子能現行成為憶、識、誦、習等事情。由 

於外道所執的實我不能解釋憶識等事情，反之，唯識義理卻能圓滿解釋，因此，以 

上擬設外道的詰難只顯出外道所執實我義理之過失，於唯識義理卻沒有妨礙。

若無實我，誰能造業？誰受果耶？所執實我既無變易，猶如虛 

空，如何可能造業受果？若有變易，應是無常。然諸有情心、心 

所法因緣力故，相續無斷，造業受果，於理無違。

外道又提出另一詰難試圖挽救實我的義理。他提出，如果沒有實我，那麼，誰 

造業，誰受果呢？外道認為必須有一個恒常的自我作為造業和受果的主體。論主則 

反問，外道所執的實我既然無變易，如何能造業受果呢？能造業、受果的，必有變 

異，若有變異則是無常。因此，外道所執的恒常不變的實我不能作為造業受果的主 

體。如果按照唯識的義理，有情的心、心所法，以因緣力，即以上所說種子與現行 

事物更互為因的作用，而本識一類相續，以這相續的本識作為造業受果的主體，於 

理無違。故外道的詰難不能成立。



【A物專前〗李葛夫教授專_ (上） 嚴詠芳陳花涵

李葛夫教授現時是佛教法相學會永久董事、志蓮淨苑文化部主任、香港大學佛 

學研究中心漢文佛典課程導師，也是泰國國際佛教大學碩士、博士班客座教授和斯 

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碩士班客座教授。

1983年李教授開始接觸佛教，參加由九個佛教青年團體組成的「此岸彼岸」 

弘法活動，包括講座、展覽等等。後來在志蓮淨苑認識師父並皈依及受持五戒，往 

後每星期都到志蓮當義工，學習經教，有時間便去法相學會聽羅時憲教授講經。

在志蓮大約過了五年之後，師父鼓勵李教授到新亞文商書院進修哲學課程，開 

拓新視野，俾日後更能宏觀地修習佛學。因他本身讀歷史，對哲學也感興趣，欣然 

接受師父的提議。當時新亞文商書院剛巧由梁瑞明教授擔任院長，採取較開放的教 

學方法，遂一直學習下去。

哲學系畢業後計劃前往斯里蘭卡繼續深造佛學，並且親身前往斯里蘭卡大學瞭 

解當地的課程。可惜因緣未具足，因父親的病情反覆，遂決定擱置前往斯里蘭卡繼 

續修讀佛學的計劃，改為考進新亞研究所，隨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先生學習。

在新亞研究所學習期間，除了跟隨牟老師修讀東西方哲學外，也曾隨嚴耕望教 

授學習人文地理學，開始從事佛學、哲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並以此方法寫成博 

士論文畢業。

最近幾年在台灣也有多位教授推廣這門「人文主義地理學」學科，他們都是地 

理學家，這些教授都認為研習地理不能單用冷冰冰的數字來作研究，必須要兼顧地 

理背後的人文精神。

李教授在1995年加入志蓮文化部作研究工作，其時志蓮正在重建唐式木構寺 

院，需要搜集大量佛教叢林法制的資料。不久遇上政府要處理青山寺產權訴訟案， 

律政署邀請他成為香港律政署佛教專家證人，主要解釋十方叢林的法規。這案件非 

常複雜，牽涉很多方面的專家，歷時很多年才審結。

李教授的碩士論文是〈月稱入中論辯破唯識無境之研究〉，由李潤生教授指 

導，原想在此方向作博士研究，由於志蓮重建及青山寺訴訟案件花了大量時間及精 

神在各項目上，於是隨順因緣，轉為探討佛教叢林顯密圓融精神，深覺因緣確實不 

可思議。



在一般人來看轉改論題是極不划算的事，由於他喜歡歷史，習慣看不同種類書 

籍，各類資料都看，涉獵頗為廣泛。李教授很幽默地說：他是個不浪費的人，每次 

研究過的事情都會放在自己大腦資料庫中，當需要什麼元素便可隨時提取。

李教授一直修持淨土法門，這幾年更由念佛法門擴展至「藝乘（Art as 

Vehicle)」之研究。「藝乘」是波蘭劇場導演葛羅托斯基所開發的理論，及後台 

灣鍾明德教授繼承研究，從特殊音聲裡看「覺性」。「藝乘」是透過藝術作為一種 

舟乘。這個「藝乘」方向使他的思想更加開拓，除了佛教的建築、圜林，更可以涉 

獵到佛教劇場等等範疇，於是幫忙新派劇場「華嚴經」和「五會念佛」的顧問工 

作，又推廣傳統佛教崑劇。因藝術可以接引更多人，通過藝術的吸引，如圖像、音 

聲令人較易瞭解佛教，繼而讀經時也可以獲得新的體驗。這些都是李教授近年在佛 

教發展路上的方向，至於經教方面多集中於天台宗和華嚴宗。

近代佛學家張澄基先生講述大乘佛教的發展，從客觀歷史來看，能夠開花結果 

的有禪、淨、密三宗。李教授認為張先生所說的禪、淨、密三宗背後其實都與「藝 

乘」有關。三宗的藝術部分都非常豐富，可見宗教能開花結果的因素與藝術息息相 

關。他曾寫了一篇文章給華嚴經劇場《宗教與藝術的會通》，說明宗教和藝術兩者 

之間的互動。

李教授加入志蓮文化部後，除了推動各類學科外，更與檳城檀香寺及斯里蘭卡 

大學合辨南傳佛教証書課程，又從斯里蘭卡邀請大長老來港教巴利文，至今志蓮仍 

有老師及學員孜孜不倦地翻譯南傳經藏。近年志蓮書院畢業生若成績佳，便可以報 

讀泰國佛教大學的碩士班及博士班。

筆者：李教授可否跟我們談談您對淨土的看法？

李教授：大乘佛教的根本就是淨土，大乘人世世修行，清淨國土即是我們的依 

報。無論想求生在東方淨土、西方淨土或彌勒菩薩兜率內院都是淨土，為何有些人 

較喜歡阿彌陀佛淨土？因阿彌陀佛願力大，祂以海納百川式來接引眾生，到了極樂 

淨土也可以到其餘地方不斷參學及修行。因此，淨土宗在不同系統都可以融合，不 

單龍樹菩薩講淨土，世親菩薩、天台宗、華嚴宗都講述淨土修行，每宗都與淨土有 

關係。這說明淨土法門的廣大兼融。

筆者：初學佛者是否應先學淨土？是否修淨土就等於同時修學了其餘的宗派， 

這樣理解對嗎？



李教授：應看個人的根性，因各人有不同的志趣，只是淨土法門較能廣納百 

川。記得牟宗三先生曾經講過哲學名理及教下名理的分判，教下名理是指在某個特 

定宗派之下修持實踐，但實踐久了可能會黏滯，甚至排它，當發覺有黏滯及排它的 

時候，我們就要跳出來，透過哲學名理去觀察，與不同宗派甚至外教、哲學來互相 

溝通和互相摩蕩。學佛過程是需要依教下名理與哲學名理不斷互動，活潑修行。

筆者：請教李教授對初學佛者如何能得知自己處於封閉境界當中，又怎能拿捏 

教下名理與哲學名理，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感恩李教授今晚讓我學習到 

「藝乘」的道理，瞭解到藝術與宗 

教緊扣著，最重要是令宗教變得更 

有活力而不失規範。強調藝術能提 

升個人美感，對美的追求，自然地 

與善、真同時發展。

李教授：龍樹菩薩所說：「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 

化。」說明眾生都容易執著，如執空為實，變成頑空。在學習階段過程中好容易生 

起増上慢，自以為已到達某種境界，感覺比別人優勝，所以要處處提高警覺，小心 

注意自己，跳出去與不同體系互相 

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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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門關】倶胝豎指

倶胝和尚，凡有詰問，唯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 

指。胝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負痛號哭而去。胝復召之，童子回首，胝卻豎起 

指。童子忽然領悟。胝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言訖 

示滅。

無門曰，倶胝并童子悟處，不在指頭上。若向者裏見得，天龍同倶胝并童子，與自 

己一串穿卻。

卷邊語：童子只知學豎指，不知其意，故斷之以斷其迷。不應只看指頭，如指月， 

應見月忘指。指乃工具，譬如言說，不應墮於言說。

徵稿啟示

〈法相季刊〉的分享圜地歡迎法相會友及各界人士投稿。來稿只限與法相學會或佛 

教相關著作，稿件必須為原創，未曾在任何書刊中發表，字數在三千以內。本刊經 

費有限，不設稿酬。投稿必須實名，並提供聯絡資料，如住址、電話或電郵地址。 

來稿請以電郵寫上姓名及聯絡資料，附稿件電子檔，電郵至： 

admin@dhalbi.org 季刊編輯組。

查詢請電； 2771 8161 °

編採小組成員：

陳森田、鄭志剛、黃笑鳳、鄭紫薇、黃首鋼、嚴詠芳、陳芷涵

鳴謝

本會各項弘法活動的部分經費，獲《陳廷驊基金會》捐助，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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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廣博，宗門各異，

義海注洋，每令學佛者 

知難卻步。數十年前，

香港一代佛學宗師 

羅時憲教授（1914-1993)， 

成立編纂委員會，

從（大藏經》中選輯要籍， 

編成（佛經選要》，藉以 

方便大眾學習佛法。

陲喜參瞎費用全免 

毋須報名不設留座

2017年9月開始 

教主

2017年9月3日-170

有情與世界

9月24日-10月22日（除10月1日）

唯識、真實義

10月29日- 2018年1月14日 

(除12月24日）

人天乘、解脫道

1月21日-3月18日（除2月18日）

2018年9月開始

菩薩行

止觀了義

修行階次

佛果

淨土

因明

密宗

2019年9月開始

宗門法要

天台宗

華嚴宗

2017.09.03開始♦逢星期日♦ 11 ：ooam-i：oo pm

(佛經透耍》於五十多年前出版，是次講座内容主耍參照《佛經選耍》，開出約八十講，分三輪各約半年時間進行， 

由超過四十位講者分別擔任講授。

講者：陳穎斌醫生、翁裕雄胬生、范玉玲、區鼠谣、沈志堅、榥榮贷、黎志堅、耿能英、黄笑風、易振康、陳潔M、 

呂思如、姜武光、周潤美、葉莉娓、關志明、何惠嬋、容慈珊、李少笾、趙綿風、鄭;S僙、麥培湞、開你樂、 

郯明娟、王澤聲、吳炫樺、黎國權、釋衍希法師、黄癀昌、麥國荣、鶬m柏、王怠馑、王钰堦、譚耀華、逭樺、 

鄭紫薇、黄首綃、李秀芳、胡若輝、趙敬邦、陳浩衡、尤堅、雜惊輝（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女居士林與佛教法相學會合辦

贊助機構：

1 陳廷驊
基金會

地點：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地下禮堂 

銅鑼灣大坑道9號至9號A

班言宗女屈士林：http://buddhistmantra.hk 佛教法相學台：http://dhalbi.org

存關講座日期及講題，訥致氾2771 8161丧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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