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三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前面介绍「大乘百法明门论」这本题目，这个论的内容，我们就知道

这本论的重要性。它就是借着大乘一百个法的了解，就能够获得菩萨无漏

的智慧，大乘菩萨无漏的智慧。这个无漏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明白「一

切法无我」的智慧，空性的智慧。那有了这个菩萨的无漏慧，就能够直达、

通达无碍的断除二障：烦恼障、所知障；能够了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

易生死；得两果、二果：菩提果、涅盘果。这所有内容、理论，这就是百

法、「大乘百法明门论」的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个经题的介绍。 

  （第十三页）接下来我们看，造论者是谁呢？是天亲菩萨造，从十三

页这边最后一行：接下来介绍造论者是天亲菩萨。 

  （第十四页）百法的内容，原本是佛所说的。佛在经论上面，常常谈

到宇宙万法——就是宇宙万有的现象，佛经常说是万法、用这个万法的名

称。 

  万法实际上是非常的庞杂，所以在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因为悲悯一

切邪见的众生，难入正法。所以从兜率天终将神识降入到中印度的阿瑜陀

国，为无着菩萨演说瑜伽师地论，所以瑜伽师地论本来是弥勒菩萨说的法，

无着菩萨晚上入定，他晚上入定，去听弥勒菩萨说法，白天再出定把这个

瑜伽师地论记录下来，所以瑜伽师地论它的来源是这么来的：是无着菩萨

晚上入定，听弥勒菩萨说法，白天再出定把它记录下来。 

（第十五页）好，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他将原有的万法囊括为六百

六十法，佛所说的万法呢，他把它归纳整理成六百六十法，并且把各法的

名称和义理做了详细的说明。所以瑜伽师地论里面是把万法归纳为六百六

十法，它一共有一百卷，瑜伽师地论有一百卷，分为五分，就是这边讲的：

本地分、摄决择分、摄识分、摄义门分，还有摄事分，分成这五分，就是

整个瑜伽师地论的内容。 

  天亲菩萨觉得六百六十法的内容还是太过庞杂，繁复庞杂，所以他从

瑜伽师地论的本论当中，再简略节录为一百种，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百法

的来源，是这么来的。 

  使宇宙万有的根本跟宗旨，都能够运筹于指掌之间。就好像只要把全

国的九条主要的河道疏通了，那其它的小河流都可以归入大海，不管他小

河流有多少，有万条的小川呢，也都可以全部汇入大海。所以，归纳之后

的百法，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有一百个，比原来的六百六十法，少了很多，

可是没有关系，它是最精简、最扼要的，等于是说明宇宙万法最简单扼要

的、最精要的、精简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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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页）那既然是从瑜伽师地论中节录出来的，那这边为什么要

说是天亲菩萨「造」的呢？为什么要用「造」这个字？明明不是他造的，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呢？那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造」是说明什

么？他虽然是从瑜伽师地论里面节录出来的，可是他在造这个百法的时候

呢，他是遵循祖师先哲们的言教，再依这个言教的宗旨，加以弘扬所写出

来的文章。就是有遵循祖师大德们，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并没有他自己的

东西加进去，所以也可以用「造」这个字。有关天亲菩萨的出身、家族、

生平事迹呢，它这边就没有再多加说明，那要看他的、天亲菩萨的传记里

面就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它这边呢，就不再繁录了。这是有关造论者，是天

亲菩萨。 

  （第十七页）那谁翻译的呢？玄奘法师翻译的。在什么时代翻译的？唐

朝，本论是唐朝的玄奘法师，他是奉诏，所以他叫做诏译。那个诏就是奉

了皇帝的命令，皇帝的圣诏呢，才翻译出来的。为什么称为三藏法师？那

就是精通经、律、论的我们都称为三藏法师，所以我们称为玄奘法师为三

藏法师。他奉皇帝的圣诏翻译了这部论。那玄奘法师是译师的名字，他是

在唐朝贞观七年到达印度，首先在那兰陀寺，亲近依止诫贤论师。所以诫

贤论师是他唯识的老师，教他唯识的老师，所以他所有的有关于法相唯识

宗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亲近这一位诫贤论师，从他这边受教的。那在所有诫

贤论师的弟子当中，只有玄奘法师他独得到唯识的宗旨，而秉承了他的老

师的师承。 

  （第十八页）所以他精通唯识之后，当时在印度的时候降服五印度所

有的这些外道的也好，还有佛法里面的这些论师，都一一降服，所以他当

时的名声呢，是威震整个印度。当时的印度分成东、南、西、北、中五印

度，所以它这边讲五印度是已经折服了全印度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声、当

初的名声是非常远播广大的。那他在唐朝的贞观十九年，他就带一些梵文

的原著呢，回到了长安，后来就奉唐太宗的圣诏而做翻译，其中翻译了很

多的经论，其中一本，现在我们念的这一本，就是那个时候翻的。「译」是

什么意思？就是改变、变易的意思，改易、变易的意思，就是把原来是梵

文，改成华语，我们就称为「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译」呢，就知道它

是改变的意思。 

  （第廿页）好，这整本论就是只有解释这句话，就是如世尊言：「一切

法无我」这整本论说明，为什么世尊说「一切法无我」的所有道理。所以

诚如世尊所说：「一切法无我」。这是大乘解脱最主要的见地，也是本论的

总纲，所以列于最首。所以本论一 始，就把这个本论主要的内容先写出

来，所以它列于本论的最首。 

  为什么称佛为「世尊」？因为佛祂是一切情器世间当中最尊贵的，所

以我们称为「世尊」。这个「世」，就是一切世间，世间、出世间，一切的

世间当中最尊贵的，所以我们称为「世尊」。那为什么称为「如世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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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造论者推崇及尊重法的来源，是佛所说，而不是自己

的推论或者臆测。所以他写「如世尊言」，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世尊、佛，

祂曾经说过「一切法无我」。那什么是「一切法无我」呢？那就要了解什么

是「一切法」？什么是「无我」？一切法就是……本论来说，是把它归纳

成一百个内容，有为法九十四、无为法六，所以加起来一百，这是一切法

的内容；那什么是「无我」呢？就是分成「二无我」，「人无我」跟「法无

我」，这两种无我，这就是「一切法无我」的内容。 

  （第廿一页）那既然「一切法无我」，那就应该没有说的人、也没有听

的人、也没有所说的法才对。「一切法无我」，那怎么会有说法的人，又有

说法的对象，还有所说的一切法的内容呢？接下来就解释这个。 

  如果是这样，佛就是说法的人，一切法就是佛所说的法。那既然佛说

「一切法无我」，那「无我」就应该也没有说的人、没有听的人、也没有所

听的法，三轮体空，应该是这样才对。那如今为什么有说法的人，又有所

说的法，还有闻法的众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就要分本体界跟现象

界来讲，本体界是那个如如不动，没有生灭的，无为，我们称为本体界；

可是现象界是有生灭的，它是有为的，有为、生灭、无常的，这个是现象

界。所以以本体界来说呢，它是没有的。可是「无我」，你没有说明，你没

有藉诸语言文字来对众生说的话，众生不明白「无我」的道理。所以本体

来说，虽然是一切法无我，可是为了要让众生明白，佛不得不借着语言文

字相来说明一切法为什么无我，所以以现象界来说还是有的。 

  若以本体来说，的确没有说法的佛，也没有所说的法，更没有闻法的

众生。但是因为众生还有执着（从凡夫、外道、到声闻、缘觉、菩萨，只

要还没有成佛之前，其实都有不同的执着），凡夫有凡夫的执着、外道有外

道的执着，声闻、缘觉、小乘呢都有他们的执着，菩萨也还是有菩萨的执

着，各有各的执着。但是他们对「无我」的体悟也有浅深的差别，所以佛

才会随顺机宜，对不同的众生，演说不同的法，来破他们的执着。因此佛

说「一切法无我」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 

  那这边就说出来，佛说法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目的，祂说大小——

大乘、小乘、权实，不管是权宜的善巧方便、还是直接的宣说，不管祂用

什么方式，只有一个目的，佛说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破众生的执着，这

样而已。 

  （第廿二页）那么，什么是「一切法」的内容呢？就是世间、出世间

法所有圣者、凡夫所执的法，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一切法的内容。 

  凡夫执的是什么？就是妄执五蕴假合之身为我，这是凡夫的执着，把

这个五蕴假合之身以为是我、我的色身。外道有什么执着？那就看他是外

道的哪一种，外道有很多不同的论说，什么数论派、胜论派……，他们的

说法都不一样，那这边的神我是其中的一种，外道一种说法。他们是妄执

神我为我，他们有不同的妄执，他这边只指出一个例子而已。那小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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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也有执着啊，他执着什么？有涅盘可证，所以妄执所取的涅盘为我，

以致落于偏空之果，这是小乘的执着。那菩萨有没有执着？有，他以为有

众生可度，有菩提心可发，有众生可度、有佛法可以度众生，这个都是菩

萨的执着。所以这边说：菩萨妄见有众生可度，有佛道可求，因此才会发

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果认为只有「我」菩萨可以度众生，只有「我」

菩萨可以圆成佛道；对于所证的真如、所求取的无上菩提，也以为是有证、

有得的话，这个都没有忘记我，所以菩萨还有他的执着。 

  （第廿三页）由以上所说可以了知，从世间的凡夫妄执五蕴身心为我；

外道的妄执神我为我；声闻、缘觉二乘妄执涅盘为我；还有大乘菩萨妄执

有个真如可证、有菩提可得、有众生可度，都仍然还有我执。所以佛才会

以一个「无」字，总破这一切的执着，从凡夫到菩萨的执着，佛说一个「无」

字来破，「一切法无我」这个「无」，破什么？破一切的执着，因此才有「一

切法无我」这个所宣说的内容。就是不得已才说的，因为有执着，所以祂

必须要说。 

  一切法本来是无我的，佛又何必说呢？这是因为众生执着有一切法，

所以佛才要说一切法。可见，这一切法是众生所执的法，而不是佛所说的

法。这个明白吗？所以是有感则应，佛说法不是说祂先有那个演讲稿，我

决定今天晚上讲什么，然后才来说。祂每天说法，祂不是预先设定说我今

天准备要说什么，而是看到众生他们的情况。我们看那个佛经都有，每个

佛经前面都有参加这一会的听众的内容，所以我们看不同的经，它与会的

大众不同。那就是不同的众生呢，佛说不同的法门，所以不是佛在决定说

祂要说什么，而是不同的对象，祂为了要破他们的执着，是恒顺众生说的，

所以祂所说的法，是众生所执着的内容，而不是佛要说的法，众生他执着

什么，祂就说什么，这样明白吗？ 

  （第廿四页）只因众生妄执为「有」，佛才用「无」字来破，又哪里有

一切法的存在呢？本来一切法无我嘛，那为什么要说半天？因为众生执着

「有」啊，所以佛才要说个「无」字来破。那这个「无」字，也是不得已

才用的，如果我们听了一切法无我后，又执着一个「无」的话，那又错了。

它是不得已才用的，只能够说它是破除执着「有」的那个工具而已，用「无」

字来破。所以就本体来说呢，哪里有实在所说的法，或者是说法的人呢？

以本体来讲，三轮体空的，都没有。 

  以上就是佛说：「一切法无我」，最主要的目标和宗旨，也就是万法的

根本所在。本论在一 端，就以「一切法无我」来作为标题 示学者，用

意呢就是希望学者能像佛所说的，去体悟「一切法无我」的道理。 

  如果我们学的人能够通达「无我」的深意，那对于这一部大乘解脱的

法门，就可以说已经成就一半了。因为这一部百法最主要就是要我们明白，

什么是「一切法无我」的道理。如果真正能够契入的话，就等于是已经成

就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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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六页）那就问：为什么什么是「一切法」？什么是「无我」呢？

接下来就是先解释「一切法」，「一切法」的内容解释完，最后呢，才解释

什么叫「无我」。 

这是天亲菩萨采用先问后答的方式，来标示本论的宗旨。这种问答式

的教育，往往能启发学者的思考，而达到归纳、创造能力的学习效果。这

是一种教育的方式，就是用问的。所以这整本论是天亲菩萨自问自答，他

讲这一个题目，问，然后再答，都是他自己来……他用这种问答的方式，

来说明「一切法无我」的内容。这是一种教育的方式。天亲菩萨这样问的

用意呢，就是希望学者能够了悟，「一切法本来无我」的道理。 

  一般来说，所谓的问，有五种问。有关发问的方式，一般在瑜伽师地

论里面，它是提到五种发问的情况：一个是为了利益众生来问的，你明明

知道了，但是，有些人不知道，那你就帮其它的众生，其它不知道的众生

来发问，可是你已经明白了。我们看很多佛经上面也是，祂旁边那些大弟

子提出问题，可是他们不是不知道，他是帮众生问，帮我们这个末世众生、

学佛的众生来问的，这是指第一类「利乐有情问」。就是为了利益有情的众

生才发问的。譬如说，菩萨已经知道「一切法无我」的道理，但是众生并

不知道。所以为了利乐一切有情众生，便借故问于佛，希望众生听了佛的

示之后，能够了悟「无我」的道理而超凡入圣。这是第一类，利益众生

来问。 

  那第二类是真的不了解才问的。那就是自己对于一切事理不明白，所

以才请教他人，就是不了解才问。 

  第三种是「愚痴问」。就是愚痴才发问的。因为自己愚痴暗钝，对于事

理总是迷惑颠倒，所以要请问他人。 

  一个是不了解；一个是愚痴。 

  （第廿八页）第四「试验」，为了试验别人，才故意发问。就是说你已

经知道答案，可是你要知道他明不明白，所以你就故意问他，可是你已经

知道答案，这个叫做「试验」。那目的就是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不明

白的话你就要为他 示。可是你可以先问他，用问的方式来测验他是不是

真的明白了。 

  第五种情况是比较轻慢的态度，就是故意的，故意要触怒对方才发问

的。这有时候也会用这个方法，因为对方他就一副很贡高我慢，好像懂得

很多，一副久修——年久失修的样子，桀傲不驯的众生。所以就故意用轻

慢的态度，出言无状，是故意要刺激他。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情况，出言

无状去戏论于他。 

  现在天亲菩萨他到底用哪一种方式呢？他这边讲到，天亲菩萨在这里

所设立的问题，是属于五问中的第一个「利乐有情问」。他知道嘛！可是他

就故意设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给我们答案，所以利益众生才用这种方

大乘百法明门论 3 （一切法无我） 5



式。所以他问，一 端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什么是「一切法」？什么是「无

我」？所以这整本论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先回答：什么是「一切法」的内容？第二个回答：什么是「无

我」？这本论就讲完了，那都了解了之后，就可以体悟到「一切法无我」

的道理。 

  （第卅页）那什么是「一切法」呢？有五种：心法、心所有法、色法、

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是「一切法」的内容。所以三十页这边首先标

出一切法的数目还有名称来解答第一个问题。它一 始就问：什么是「一

切法」？那就回答：「一切法」的内容有五大类。 

  其实，一切法的内容何止于五种，因为众生的情欲无量无边，因此应

机所说的法门，其实本来是无量无边的。正所谓：「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

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就要说八万四千

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所以实际上，法门它是无量无边的。

那在佛所说的法门当中，我们把它归类：经律论三藏，那也有把它归在九

部的（九部就是契经啊、祇夜、记别、伽陀、本事、本生、缘起、方广、

希法），一般是把它归成九部或者是十二部，也有把它分成十二部的，这只

是 合的不同，而本论就是把「一切法」的纲要宗旨，归纳为五大类。那

不管它怎么样归类，实际上，你把它归成经律论三藏啊，或者是九部或者

是十二部，那个都不重要，只是把这个佛所说的法我们试图把它归类而已。 

  （第卅一页）现在本论就是把「一切法」的内容归纳成五类。这五大

类当中，前面四种是回答「有为法」的部分；最后一个，第五种，是「无

为法」的部分。那前面、具有前面四种有为法的，我们就称为凡夫、外道。

所以凡夫、外道都是活在一切有为法当中，有生灭的，因为我们是用妄心。

妄心，就是有生灭的，是无常的，我们是用这个来生活，所以在凡夫跟外

道还没有见到空性之前，没有见到那个真心，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如本性之

前呢，他全部都是用虚妄心在过生活的，所以归在凡夫外道这一类。所以

我们还没有见真心之前都是这一类，这一类是活在什么？一切有为法当中，

因为他对那个没有生灭的无为法还没有什么体悟。 

  虽然我们这几天猛找，找了半天有一些些、一丝、一些微的体悟啦，

那接下来就各位多多体会，多多来……它是自然浮现的，我们不要用第六

意识，不要用妄心去找，说那个真心在哪里？它找不到的，它只有当我们

所有的妄心息灭了之后，它自然显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又是宝瓶气、

又是修定？对，那就说你所有的妄心都息灭了之后，真心自然显现。我们

要让它自然显现，不要说我要找真心，然后用妄心、用分别心、用生灭心

一直去找。你那个有生灭的，怎么能够找到那个没有生灭的呢！懂不懂？

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静下来，把我们的身心安顿下来，息灭妄想之后，真

心自然显现。明白吗？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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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卅二页）我们没有见到真心之前，就是在这个有为法当中，九十

四个有为法当中生活的。那如果能够见到第五种——无为法，那六种无为

法呢，那就是、可能是小乘，那也可能是证初果以上的圣者所证的无为境

界。那它这边只有讲到说妄执有涅盘可证的偏空小乘，可是六种无为，小

乘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还有其它的。 

  倘若能在一切有为法的生灭、无常相上，悟到不生不灭、常住的「无

为法」，又能在一切「世间法」上，见到「出世间法」，而于世间、出世间

当中出入自在、圆融无碍，这就是大乘菩萨。这边就讲到大乘菩萨，他是

怎么悟道的。悟到这个没有生灭的无为，他没有离 有为法去悟到无为，

不是，他是在有为法的当下，去体悟到它的没有生灭性。那怎么在有为法

的当下，有生灭的有为法当下，去体悟到无为呢？怎么悟？怎么体悟？用

什么生灭？用什么生灭可以体悟到？那个有为法明明就是生灭、生灭、生

灭的啊，因为有生灭，所以自性是空的嘛！那空性有没有生灭？那是不是

就悟到无为了？就是这么容易悟！再讲一遍，有为法是有生灭的，因为它

是有生灭、生灭的嘛。所以我们看到只要它是有为法，它就是有生灭的、

它就是无常的。因为它有生灭、因为它是无常、所以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它没有它的自性嘛。没有自性就是它的自性是空的，对不对？这就体

悟到无为了——诸法实相——就是没有生灭的、无为的，是从这上面。那

菩萨，他就是从这个世间法有为的现象界上面，去体悟到出世间的无为。

可是他又不像小乘，见到空性之后他就停顿了。他就很怕他那个空的境界

怎么样？丢掉了，所以他要好好地抓住他的涅盘这样子，动都不敢动，所

以他没有办法再从这个空中生出无量的妙用，这是小乘。 

  菩萨不一样，这边讲，所以他可以不用抛家弃子，也不用移民，他可

以在世间里面安住在无为法上。对！寂静涅盘当下去过他的生活。对！心

是寂静的涅盘。对！不生不灭的寂静的涅盘境界去出入、自在无碍，在这

个红尘世界——世间法无常生灭的现象去出入无碍。没有什么差别的，你

在哪里有什么差别？那个是空间的执着嘛；然后什么时候也没有什么差别，

那是时间的执着嘛。那有时间相、有空间相，还有各种各种不同的习气跟

执着，所以他就会有取舍。要出入世间、世间、出世间出入无碍呢，就是

你没有取舍，你没有好恶、你没有爱憎、没有喜欢、讨厌。对呀，所以在

哪里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任何境界，六尘境界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

他已经没有取舍，有取舍才有差别，有取舍因为有爱憎嘛，才有取舍：我

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就是取舍、就是爱憎。喔！David，对不对？

还是要移民，哈！  

  （第卅四页）好，接下来是介绍为什么要依照这样的次第来介绍本论。

它首先是心法，然后心所有法，第三个是色法，第四个是不相应行法。那

为什么要依照这样的次第来介绍，不能够跳跃呢？所以接下来它就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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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首先是要介绍心法。为什么？因为万法唯心嘛！所以心法最重要，

所以第一个就介绍心法。 

  第二个为什么介绍心所有法？因为心所有法是属于心法所有的，所以

介绍心法完之后我们就介绍心所有法，因为它是跟心法同时来生起作用的。 

  第三个介绍色法，为什么？因为它是心法八识的相分境，就是八识所

现的影像，所以第三个介绍色法。 

  第四个，介绍心不相应行法。为什么称为心不相应呢？因为它不跟心

法相应、也不是属于心所有法、也不是属于色法，而是这三个的分位假立。

所以心不相应行法呢，就不能离 前面我们介绍的心法、心所有法跟色法

的内容，是这三个的分位假立，就是一部份一部份，所以叫做分位假立，

不能离 这三个，所以第四个，介绍心不相应行法。 

  第五个，第五个是介绍无为法，那无为法是怎么样来的呢？是从有为

的当下去体悟，从有为法的当下去显现这个无为法的存在，所以离 了有

为法也没有无为法的存在。所以最后介绍无为法，是因为前面四个都是在

说明有为法的现象。所以要在这个有为法的现象上面，当下去体悟无为，

所以最后介绍无为法，这就是本论介绍五法的次第。 

  后面它详细介绍。首先，将「心法」列在第一的原因，是因为三界中

所有的善恶法，都是一心所作，一切圣者跟凡夫、染污和清净、因缘还有

果报等千差万别，都是依心而建立的。所以「心法」是五法当中最殊胜，

因此列在最首——万法唯心。 

  （第卅五页）第二，是与心法相应的「心所有法」。因为「心法」虽然

是具有主宰、支配万法的力量，但是它本身没有善、恶的差别，心法的本

身没有善、恶的差别，所以它一定要加上五十一个心所。五十一个心所我

们前面目录曾经念过，它有善法十一个，还有烦恼法，所以就是要有「心

所有法」跟这个心法同时作用才能分出它的善恶来。所以它这边讲说，「心

法」它本身无法独立造业，必须加上其它的力量，从旁协助，才能造作种

种的善、恶、无记等业，因此「心所有法」就是协助心法去造业最主要的

势力。 

  「心所有法」是随着「心法」而起，永远系属于心、与心相应，就像

臣子永远追随在君主的身旁一样，所以将它列在「心法」之后，位居第二。

所以「心所有法」永远都是跟「心法」同时出现，但是它是附属的地位。

心法是好像主人，那它是奴仆；心法好比是国王，那它好比是大臣，可是

他们一定要同时出现，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一定是要同时出现。那个场合

就是我们六根面对六境的那个场合，它就出现，就有种种不同的心所生起，

然后就知道这一念我生起的是好的念头、还是不好的念头，那就看跟善法

相应、还是跟不善法相应。 

  （第卅六页）那第三个「色法」，卅六页，它是所现的影相，就是「色

法」。这个「色法」并不是外来的，我们会以为说：喔！外在的山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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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的内容有哪些？五根六尘嘛，前面念过，五根六尘是属于色法，这十

一个是色法的内容。我们都会以为外在的这个是在外面，其实不是，色法

是我们心识的显现而已。所以它是八识的相分，八识种子所变现的相分。

它不是在外在，所以这个体悟非常的重要。 

  我们有了这个体悟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谓外在的境界，没有离

我们心识的作用，那我们要破外境是实有的就很容易。所以了解唯识的

话，你可以马上就把外境空掉，因为你知道外境是你心识的显现，没有离

你心识的作用，所以破外境实有就很容易。那你打坐，或者是平常要破

外境的执着也非常的容易，因为你知道它没有离 你心识的作用，所以等

于是自心的影像如同镜子，它能够反映物体。八识本身就像一面镜子。所

以色法呢，是我们镜子当中所显现的影像而已。因此色法它不是本身显现

出来，而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八识是能变，色法是所变，先有能变，才

有所变。为了要显示色法是心识所显现的影像，因此我们把它列在第三位，

因为先有心法以后，才有什么？心所变现的这个色法，因此它排在第三位。 

  第四位，分位差别就是指「心不相应行法」。它是不离 「心法」、「心

所有法」、「色法」的作用，但它又不跟「心法」、「心所有法」、「色法」相

应，它只是这三法在差别作用上假立的名称，因此把它列在第四位。因为

没有离 这三样的、三种内容的作用，因此我们把它列在第四位。这个是

什么没有离 这三个，现在你们可能还听不懂，没有关系，后面会很详细

的介绍。就是说它都是名言假立的，我们所谓的时间啊、空间啊，实际上

它是名言假立，它没有离 前面这三法的作用，可是它又不属于「心法」、

不属于「心所有法」、也不属于「色法」，它只是这三个的名言假立，所以

它是假立的。 

  我们明白这个内容之后就可以很快的、很轻易的，就把时间相、空间

相这些数量，全部都可以空掉了。我们知道它只是名言假立，时间是我们

定出来的嘛，还没有生起的，叫做未来；生起的当下还没有消失之前，我

们叫做现在；生起的消失，我们叫做过去，它并没有实体的存在，是名言

的假立。所以这所有廿四个不相应行法呢，实际上都是名言假立，所以我

们要把整个物理世界全部空掉，就很容易，只要我们能明白它是名言假立。

这廿四个不相应行法就是说明我们整个物理空间，它构成的要素，并没有

离 这廿四个内容。那我们明白它是名言假立之后，就知道这个物理世界

它也是无常生灭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名言假立。 

  （第卅七页）那最后一个就是「无为法」。前面四位，是属于「有为法」，

第五位呢是「无为法」，造论者将「无为法」排在最后，用意就是要借着「有

为法」来显示「无为」。等到「有为法」所有的生灭现象都灭尽了，这就是

刚才讲的，我们在有为的生灭现象当下，去体悟它自性是空的嘛。自性是

空就是、就显示出来的就是「无为法」，因为空性当中没有生灭，没有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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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无为，所以「无为法」被列在最后。这就是五法为什么要按照这样

的次第排列的原因。 

  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明天 始讲「心法」，八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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