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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律法師佛學講座 - 楞嚴經(85) 

第八十五講: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64)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今天是端午節，諸位能夠這樣堅持聽經聞法，堅持就一定會有所獲得，一定的

道理。師父對各位法師、各位護法居士大德堅持聽經聞法，表示讚歎、由衷的

敬佩。諸位請翻開《楞嚴經講義》３６５頁，倒數第二行，[巳二、受陰(分三)。]

我們上個禮拜講五陰的色陰，色陰的最後是：「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

緣，非自然性。」我們今天要講受陰，色、受、想、行、識，為什麼統統是非

因緣、非自然性？[午初、擧喻合法。二、就喻詳辨。三、結妄歸真。今初。] 

 

經文：「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

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妄生澀滑，冷熱諸相。」 

 

先解釋一遍：阿難！我們要解釋這個受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舉一個貼切

的例子，譬如有一個人手足宴安，這個「宴安」就是逸樂茍安，不圖振作，它

的本意是這樣。那麼，宴安也可以說；什麼叫做逸樂茍安呢？逸，孫逸仙那個

逸；快樂的樂；茍且的茍；平安的安，逸樂茍安，不圖振作，表示沒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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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安」在這裡表示沒事，手足宴安。百骸調適，這百骸調適就是說：他的筋

骨調和得非常好，就比喻真如不動，百骸調適。忽如忘生，這個「生」有三層

意義，第一、這個「生」表示突然忘記色身，這個色身的意思就是：因為他生

活得很好，沒有什麼苦，也沒有什麼樂，非常的滿意，一個人通常滿意就不會

發現這個身體的痛苦，所以，因為沒有苦樂，所以，忘了身體的存在。忽如忘

生，就是沒有種種的苦、樂、捨，所以，忘記了這個色身。這個「生」也當作

存在，突然忘記了這個色身的存在，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所以，這個「生」當

作是存在。性無違順，「違」當然就是苦，心情苦，違背自己的心，當然就是

苦，就像一般人如果違逆我們，心靈不舒服；色身遭受到重大的違逆、傷害，

我們也是苦；順的話就是樂，樂。３６６頁，第一行，其人無故，無故就是無

端起妄，沒有什麼事，太閒了，這個人莫名其妙的就起妄想了。以二手掌於空

相摩，以二手掌，這表法的，表示六根攀緣六塵，根塵相對，就比喻二手掌，

這二手掌就是比喻生滅、不生滅。於空相摩，於二手當中，妄生澀、滑、冷、

熱諸相，這個「澀」比喻作往生三途；「滑」比喻人天道；「冷」表示二乘道，

聲聞跟緣覺；「熱」的話就比喻權教菩薩，諸相。 

 

直接解釋一遍：說：阿難！就像有個人，手足逸樂茍安，不圖振作，身體調適

得很好，突然忘記了自己的色身的存在，因為沒有苦樂的刺激，所以忘記了。

所以，性無違順，本來是沒有違順、苦樂種種的這個感受，這個人無端起妄，

用二個手掌互相搓摩，在空相摩，於空相摩，就是根塵相對，因此產生了澀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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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熱種種的感受諸相，這個「澀」比喻三途；「滑」比喻人天；「冷」比喻二

乘；「熱」就比喻權教菩薩。 

 

[此顯受陰即藏性。]表示受陰當體非因緣，非自然，就是藏性。[以下開一心

法為四陰。]開一個心法為四陰──受、想、行、識，我們上次已經講過了。[受

即徧行五心所中受心所，]因為它的覺受特別的強，[以領納為義。]所有一切

眾生，只要碰到一切事情，五根攀緣五塵，一定會有種種的領受、領納，所以，

這個受心所，在五十一心所法特別的強，因此特別的列出來。[領納違（苦境）、

順（樂境）、俱非（不苦不樂）、境相，而生苦、樂、捨（苦樂雙捨即不苦不

樂也）三受，]就是苦受、樂受、不苦不樂。這比喻說：一切眾生所有的感受，

不是苦受就是樂受，要不然就是捨受。[雖諸識中，皆有受心所，而前五識根

境相對，受之用偏多，受之力最強，即以五識為受陰。此文就自法為喻，以身

識領受觸塵之境，]因為用二手手掌搓摩。[但事出假設，又偏約身識，故得為

喻耳。]用身識來比喻，眼識、耳識、舌識、身識，眼、耳、鼻、舌、身，用

身識來為自己作比喻。 

 

[譬如有人，即假設有此一人，手足宴然安靜，百骸調和順適，]就是沒事兒。

[此喻真如不動，性德自如。忽如忘生者：忽然忘其有生，即不知有身之謂也。]

也就是忘記了色身的存在，因為沒有太多的刺激。[大凡人生，有苦有樂，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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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身，而受苦樂之境，若無苦樂，即不知有身。忘生，亦可作忘身解，尚且

不覺有身，而安知有受耶？違是苦受，順是樂受，苦、樂兩無，併身亦忘，正

屬捨受。]這個捨受，在唯識學裡面講，叫做癡受，癡，或者是叫做無記受，

也不能分辨苦、樂，也不能說他有覺性，所以，因此叫做癡，有一個名詞叫做

癡受，或者叫做無記受。[喻心體離念，無受陰故，以捨受難破，]捨受難破就

是沒有辦法覺察到。為什麼難破呢？因為難以覺察，不苦不樂就很難覺察，落

入比較微細的癡受。[故下只約苦、樂]容易覺察到的[二受破。] 

 

[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就是在虛空，在虛空當中，[相摩者：無故即無端

起妄；]無端起妄就是六祖講的：無端起知見，情存一念覺，寧越昔時迷。就

是我們莫名其妙的就起知見，知見就是頭上安頭，本來真如自性心性不動，莫

名其妙就加一個念頭，這個念頭就是知見立知，知見本身是通達如如不動的涅

槃妙性；可是，我們現在不是，把真知轉換成妄知，所以叫做頭上安頭，就是

六祖講的：無端起知見，莫名其妙的就頭上安頭；莫名其妙的就起無明，情存

一念覺，我們想要修行，那就是妄，不知道行本來無可修。[二手於空相摩，

即根塵相對，]六根對六塵。[亦可指生滅不生滅和合，]我還是告訴諸位：和

合是絕對有語病的，不能作這樣如此解，平、等量齊觀，才可以講生滅跟不生

滅和合，男跟女結婚就是等量齊觀，平等、分量一樣，才可以這樣講，記得！

生滅如果跟不生滅和合，我們永遠沒辦法了生死，因為和合就是：不是左邊高

就是右邊高，這個一定要認清楚這個語病，大悟的人絕對不會這樣講。就像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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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從來就不與諸相合；但諸相不能離開虛空，如是體悟，要如是體悟。因為

生滅是妄，不生滅是體，生滅是沒有體性的，不生滅它是有體性的，一定要了

解，這二個不是平等的東西，生滅是不生滅的影子，投影而已，也就是意識心

本身就是性所起的影像而已，並不是真實性的東西，所以，二者不能和合，卻

不能相離，如是解，才是真正悟道的人講的話。[三細俄興，六粗競作。] 

 

諸位翻開《表解》六○頁，三細，表解六○頁，為什麼呢？因為這裡有一些初

學佛法的人，這一堂課聽了以後，他就會還給師父，下一堂課來，他就會忘記，

忘記以後再重新再提醒，沒辦法的事情。六○頁，諸位看，無明不覺生三細，

往左邊六一頁看，境界為緣長六粗。什麼叫做無明不覺生三細呢？一就是業

相，我們所講的相分；二就是轉相，就是我們所講的見分，把轉真智為妄見；

第三叫做現相，就是妄現境界，妄現境界。 

 

境界為緣長六粗，第一就是智相，這個智相不是智慧之相，是分別心的意思。

第二、相續相，這個，二六時中我法二執不斷，沒有辦法斷，相續相，你時時

刻刻，任何一個眾生他開口，他一定是「我」；就是修行了二十年，他對法上

的執著還是很難破，總覺得自己很有修行，卡在一個「我」在修行。第三、執

取相；第四、計名字相；第五、起業相，就是造業了；第六就是業繫苦相。我

們業就像繩子，作繭自縛，不只是蠶作繭自縛，一切的眾生都是作繭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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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說：單純是需要智慧的，生命的單純就接近於真理，我們因為不能單純的

過日子，他的苦就會跟在後面，本來我們好好的人生，我們把它搞得很複雜，

單純的生命是需要智慧的，這是佛講的；但是，我們因為沒有辦法過單純的生

命，硬是要過複雜的生命，所以，我們的苦就一定會跟在後面，本來家庭好好

的，對不對？他就外面又搞一個家庭，就變成很複雜了！是不是？這個錢夠用

了，還是不少呢，還搞一些股票，投注下去，套牢了！眾生他就是沒有辦法活

在單純的世界裡面。如果我們能夠把複雜的生命，轉變成單純的生活，能夠知

足，能夠時時刻刻滿足，運用智慧，能夠把我們所有的欲望降到最低點，這個

是有智慧的人，也懂得生命的藝術，生命的藝術。 

 

所以，不是說蠶‥‥‥蠶是吐蠶絲那個蠶，叫做昆蟲，作繭自縛。人就是作繭

自縛的蠶，因為我們不懂得把生命單純化，我們就是吐蠶絲，這個絲就是業，

吐了貪心的這個絲，就是業的絲；吐了瞋恨心的；吐了這個愚癡的絲，我們一

直作繭自縛，一直綁到死，仍然沒有辦法掙脫名、利、色三關。人的一輩子，

名、利、色，還有家庭，再來就是睡眠，佔了一個人的生命９９％的時間，還

撥出一點點、一點點時間來聽個《楞嚴經》，一聽：唉！所以，這個世間要講

到修行是很難，真是難！還撥出一點點的時間來聽經聞法，還覺得自己很偉

大，眾生很難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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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３６７頁，則三細俄興，「俄」就是突然，就興起了。六粗競作。[於

二手中妄生澀、滑、冷、熱等觸，即妄現受陰之相。]所以，記得！一切法不

受，叫做正受，這是佛講的，無論你接受苦受、樂受、不苦不樂受，統統是妄，

因為所有的受都是幻；但是，不是說沒有苦、沒有樂、沒有捨，不是這個意思，

是說苦無實性，能放得下苦，不是世間沒有苦喔，如果你的世間沒有苦，又不

是大愚癡！對不對？苦，但是，苦無實性，所以，知道說苦是生滅的，就儘量

忍，這個是佛的境界。我們一般苦，就是牢騷、抱怨、痛恨，就增加生命的第

二重負擔。所以，我們的生命是輸二次，沒有學佛的生命是輸二次的；學佛的

生命觀剛好抵觸，我知道苦，苦無實性，忍下來，進入第一義諦，苦，化作心

地的安詳，所以，沒有輸。可是，眾生，苦已經輸一次了，在苦當中妄生恨，

加上恨，恨老公拋棄我們；恨老婆跟人家跑掉；恨兒女不孝順，這個緣起法當

中本來已經很苦了，還加一層恨，就輸了二次，生命種種的煎熬跟痛苦。 

 

所以，了解苦無實性，樂也是無實性，眾生，你在追求快樂的當中，要了解它

是生滅的東西，生滅的東西。為什麼六祖講：本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為什

麼講：不見一物，名為見道？為什麼？無論時間、空間、人事時地物，無一法

非幻，沒有一樣事情不是幻化的；沒有一樣事情不是緣起的，緣起，它就是如

幻，你眼睛看出去的、耳朵聽到的，沒有一件事情，人事時地物，乃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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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沒有一件事情是真實性的東西，推究其體性，沒有一樣不是緣起、不是

如幻。所以，於二手中妄生澀、滑、冷、熱等觸，即妄現受陰之相。 

 

經文：「受陰當知，亦復如是。」[先擧喻，此法合。一切受陰虛妄，自當比

例而知，亦如摩掌，妄生覺受。此喻即自法，但能了喻之妄，便知受陰之妄也。

藏性不動，本來無受，即喻中有人喻藏性；宴安調適喻不動；]比喻不動。[無

故二掌摩空喻無端妄起無明，不生滅與生滅和合，妄生三細六麤，故有澀、滑、

冷、熱諸相。澀喻三途苦受，滑喻人天樂受，冷喻二乘滯寂枯受，熱喻權教事

修等，觸指樂受等，以上皆明從真起妄。初擧喻合法竟。]為什麼叫從真起妄

呢？其實真從來不起妄，只是我們不覺悟而已。所以，我們沒有發現真理，為

了解釋方便，為了解釋第一因，為了解釋無明，只好這樣講。雖然說它是語言、

文字；可是，這個觀念還是挺重要的！ 

 

諸位法師！將來你要上台弘宗演教，你要成為善知識，這一點你可不能弄錯，

真是絕對從來不起妄的，真若起妄，我請問你：佛有沒有真如？佛有沒有真如？

佛有真如。好！再請問你：真如莫名其妙又起妄，無端又起妄，那真如，佛的

真如會不會變眾生？會啊！真如如果會起妄，就表示成佛就會變眾生。諸位！

真如是絕對，記得！就像虛空的絕對，它一直存在，法性本空，就是絕待，就

是絕對，任何的六根、六塵、六識，一十八界，發生任何事情，都跟本性無關；



 

-9-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這個世間，無論是宇宙成住壞空、人的生老病死，都跟本性無關，悟道的人，

於涅槃妙性當中，求其生老病死、迷悟、聖凡、苦樂，盡不可得，真從來不是

妄，講：真起妄，是為了方便說。 

 

為什麼我在這裡一直重複呢？在座諸位出家眾，將來會成就法師，不能不對妄

本無因、知真本有，達妄本空的道理了解，達妄本空，知真本有，通達妄心、

妄識本不可得，知道真心、如來藏性本來就存在，所以，問題是迷跟悟。但是，

如果說你講悟，這個也是迷，因為頭上還是安頭，見性大悟是對眾生講的；性

相一如，平等不二，是對究竟義講的。所以，如果說：你認為有一種人他叫做

開悟，那是對眾生講，說這個人開悟，而真正的悟道，進入絕對的性相一如，

沒有悟這個名詞；頭上安頭，從來不迷，又為什麼要加一個悟？絕對的虛空，

需要加一層絕對嗎？絕對的虛空，無量劫來、無始劫來，本身就存在；講無量

劫、無始劫以來，這個仍然是妄。何以故？自性沒有過去心，過去心不可得，

現在心不可得，未來心不可得，哪有無始無明？哪裡有無始無終這個名詞？既

然過去心不可得，就表示無始；現在心不可得，就表示沒有現在，所以，「回

歸當下」，這個也是方便說；未來心不可得，就表示無終，未來心不可得，時

間、空間是因為心影現出來的，心若不住，哪有終點？沒有過去的起點；沒有

現在的當下；沒有未來的終點，所以，講無始無終，仍然是方便說，在眾生受

到時空的受限性的時候，為了破除眾生的「第一個」時間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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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外道講：七千年前，上帝創造天地萬物，或者七萬年前，上帝創造天地

萬物；那麼，七萬年前、七百萬年前是什麼？七百萬年前、七億年前是什麼？

七億年前、七十億年前是什麼？你硬要講最初那個因，那個就不是最初。所以，

佛有苦衷，在沒有悟道的時候，很無奈的才講無始無終，既然講：過去、現在、

未來都不可得，時空本是妄，妄本不可得，不可得中，就是絕對的空性，絕對

的空性就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所以，在佛的真心裡面，所有的相都是真

如，也就表示沒有生滅的意思。所以，山河大地無論如何變動，涅槃妙性一直

沒有增減，如是體悟，才是佛的弟子。 

 

底下，[午二、就喻詳辨。]，經文：「阿難！是諸幻觸，不從空來，不從掌出。」

[幻觸，即身識所覺之觸受。空中本來無物，但是二掌相摩妄生諸觸，虛妄不

實，故稱為幻。上二句雙標二途，]二途就是：是空來？或者是掌出？意思就

是，幻觸就是：到底是從空來？或者是從掌出？都不是，叫做二途，二途就是

我們現在所講的：從二個角度去討論，到底這個觸，身體的這個觸，是從虛空

來的嗎？還是從二隻手掌相摩，而產生的觸？[究其來處。]來好好的討論，到

底這個觸受，二掌相摩的觸受，是從虛空來嗎？或者是二掌相摩產生觸受？ 

 

３６８頁，經文：「如是，阿難！若空來者，既能觸掌，何不觸身？不應虛空

選擇來觸！」這裡的意思就是說：如是，阿難！假設說：這個觸覺是從虛空自



 

-11-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己跑出來的，好！虛空既然能夠觸掌，為什麼虛空不會來觸你的身體呢？為什

麼一定要去觸掌？因為虛空是絕對啊！是不是？到處都是虛空，身體以外，哪

一處都是虛空啊，為什麼一定要觸你的掌？所以，佛底下這一句講得非常好：

不應虛空選擇來觸，因為虛空又不是有情、有感情的，它是絕對的存在。是不

是？不應該虛空自己選擇；人類有感情、有智慧，來選擇一二三四五六，或者

選擇地方；虛空哪裡？虛空既能觸掌，當然也可以觸身，為什麼它自己會來選

擇？就表示虛空來的觸塵是錯的、是不存在的。 

 

[此下詳辨推破。先正破空來，身之外皆空，若從空來，既然能觸於掌，何以

不觸於身？空無知覺，不應虛空，有所選擇，喜來觸掌，不喜觸身也！]它不

是有情，有情才講喜歡不喜歡，虛空不是這樣。 

 

３６８頁，中間，經文：「若從掌出，應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則掌知，離則

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

身中往來，何待合知，要名為觸？」注意聽！我們先把義理貫串起來，如果這

個觸塵；接觸的觸。如果說：這個觸塵，身體的觸若從掌出，意思就是說：掌

應當自己出，這掌自己會出觸，應非待合？那又何必要等到二隻手合起來搓

摩，才產生觸塵呢？意思就是說：掌不能自己出這個觸塵。 再講一遍：如果

說這個觸塵，是掌、從掌自己跑出來的，那就不必等到二隻手搓摩才叫做觸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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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會跑出來。又掌出故，掌能自己跑出觸塵，那麼，我們曉得，二個掌、

手掌可以跑出觸塵，合的時候掌知道，因為有這個觸塵；好！離則觸入，因為

自己會跑出來，當然就會跑進去了。離，二隻手掌分開來，二隻手掌分開來，

就應當有觸塵、觸覺可以入。諸位看這裡，諸位看這裡，二隻手掌，假設說，

這是假設，假設說：左掌自己會跑出觸、觸塵，事實上沒有啦；右掌也跑出觸，

佛就問：如果說掌自己跑出觸，那又何必、為什麼要等到二手搓摩才產生觸？

再來解釋：如果說掌出、自己會出，掌自己會出，就不需要待合才產生觸。好！ 

 

底下說：又掌出，二個手掌跑出一物觸塵，自己跑出來一物觸塵，好！合的時

候，掌知道有觸塵了；離的時候，這個東西會跑進來，從哪裡出，就從哪裡入

嘛！合則掌知，合的時候，二手合掌的時候，有這個觸塵能夠讓你知道；把二

掌分開的時候，就應當有觸覺可以入，就好像有一種東西要跑進去，觸入。臂、

腕，有的人念腕ㄨㄢˋ，臂的下端和手掌相連的部位叫做腕；骨：骨頭；髓：

最內部的叫做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一定有可以覺察到，知出知

入，自有一物，身中往來，意思就是事實是沒有。何待合知，又何必等到合掌

的時候才知道，要名之為觸？意思就是說：這個手掌沒辦法自己產生觸塵，要

二隻手，要二隻手。如果說：掌可以自己出來的話，合的時候，你知道有觸塵

產生，那麼，二掌分開來，那個觸變成自己會跑進去，因為從哪裡出，就一定

會從哪裡入，身體好像有一種觸塵跑來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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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註解，[此正破掌出。約未合不出，]未合就是未合二掌前，這個觸塵為什麼

不會產生？不出就是為什麼不產生？就未合掌前，觸塵為什麼不出來？[既離]

中間加二個字：為何[不入，]離就是把二掌分開來，為何沒有感覺到觸塵進入

這個身體，在身體的骨、髓、腕跑來跑去？為什麼都沒有？[兩途而破。]就是

不存在，表示從掌出是不對的。[二應字皆當念平聲。初二句謂若此觸受，是

從掌中而出，未合之前，]二掌沒有合之前。[應當即出，應非待合之後方出？

又掌出故下，合則掌知觸出，有出必有入，]離的時候，那麼，就很清楚的知

道，有一種觸塵灌進去你的手掌，在身中跑來跑去。 [離時則應知觸入。如果

有入，而手腕肘臂，]肘就是上臂和下臂相連的關節部位，叫做肘。肘臂[以及

骨髓，應當亦要覺知，此觸入時蹤跡，在於何處？] 

 

[必有覺心，知出知入，則此觸受，自有一物，在人身中往來，爾時即可名之

為觸，何待合掌而知，要名為觸耶？二就喻詳辨竟。]為什麼要等到合掌？你

掌自己出是沒有道理的，掌自己出是不可能，也沒有道理的。 

 

[午三、結妄歸真。] 經文：「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所以，我們應當知道，受陰本身是虛妄的，求其體性不可得。本非因緣，不能

講它是因緣；非自然性，也不能講外道講的無因，也不可以，不壞緣起法。[是

觸受非從空來，]不是從虛空來。[非從掌出之故，]手掌不能‥‥‥單掌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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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觸。[當知擧體虛妄。]意思就是：你所有的感受，其實是不實在的。[本無

生體曰虛，循業偽現]為什麼叫做偽現？擺在你前面欺騙你的真心，你不知道

它是虛偽，偽現就是妄現。[（二掌相摩業也）曰妄。此句結其相妄，下二句

結顯性真。]這一句，這幾個字什麼意思？這一句就是：你要修行，一定要了

解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妄相當體即空。你要結顯性真，只有那個如如不動的

真心，才是你要找的，這個才是生命的真諦，才能究竟得到安穩解脫、快樂幸

福的人生。[謂觀相元是虛妄，觀性究係何物耶？曰本來是非因緣，非自然之

妙真如性，]非因緣，就是講它當體即空，它不是因緣法；非自然性，也不能

說它是無因，因為它仍然不能壞緣起；但是，緣起自性本空，要再更進入大乘

的究竟絕對的思想。所以，二乘人所執著的因緣法，佛破了；外道所執著的無

因論也破，這個就表示說：萬法、受陰，所有的感受都是妙真如性，但莫於受

住著。[此二句解見上科。]上面都有解釋。[二受陰竟。] 

 

底下叫做[巳三、想陰（分三）。]想陰。[午初、擧喻合法。二、就喻詳辨。

三、結妄歸真。今初。] 經文：「阿難！譬如有人：談說酢梅，口中水出；思

蹋懸崖，足心酸澀。」底下用想陰，用空想的。阿難！譬如有人，談說酢梅；

這個念酢ㄘㄨˋ「酢」梅就是我們酸醋那個「醋」的古字，我們廚房煮的那種

「醋」的古字。有人一講到說這個梅很酸，酸梅，酸梅，酢梅就是酸梅。一講

到這個酸梅，口中自然出水，沒有吃到酸梅，只是聽到而已，口中自然流出口

水。思蹋懸崖，蹋就是足踐，就是腳站在這個懸崖邊，只是用想的而已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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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只是用談的，沒有吃到酸梅；現在你只想到站在懸崖的旁邊，足心酸澀，足

心酸澀。我們曾經作夢就夢過，跑‥‥‥突然從懸崖掉下去，突然就醒過來了，

醒過來了！每一個人都會作過這種夢，跑‥‥‥掉下去，突然又醒過來了；

跑‥‥‥滿地都是錢；如果晚上水喝多了，在夢境裡面，一直急著要找廁

所‥‥‥沒有嗎？都有，大家都有，是不是？有這個經驗，是不是？就急著要

找廁所；沒有才怪，你是正常人，怎麼會沒有呢？對不對？ 

 

[此顯想陰即藏性。]想陰當體即空，就是藏性。[想亦徧行心所之一，]以攀緣

思慮來作定義， [以緣慮為義，]什麼叫想？想就是攀緣外境，同時思慮；也

可以講：緣慮為義，這個也講說對內，單一的，緣慮就是：對內攀緣那個能思

慮的，叫做想。如果把二個字分開來，會攀緣思慮的，這個叫做想；那麼單一

的，如果說緣慮，也就是說：從內部來講，這個思慮，它能夠緣到內在裡面的，

思慮，想得比較深叫做思，所以，這裡用「想」包括一切。[能安立自境分齊。]

自境分齊，譬如說：眼對色來安，眼安色塵；耳安聲塵；緣慮就是意識所安。

知道嗎？意識安什麼？意識就是安想，就是安緣慮，叫做自境分齊。安立自境

分齊，也就是說：六根都有自己的範圍，分齊就是自己的範圍，眼對這個明、

暗，還有色、空這個範疇，耳朵才對動、靜，剛剛講太快了；自己安自己的範

疇，那麼，這個意識心就安什麼？安緣慮。[諸識雖皆能安立自境，而意識偏

強，以能緣慮三世境故，]能緣過去，能緣現在，能緣未來。[即以意識為想陰。

此亦就自法為喻，單取意識之懸遠想像。譬如有人，亦假設一人，談說酢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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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酸如酢故以稱之），口中自然水出。酢梅是所想之境，]並不是真正吃到了

酢梅、酸梅。[梅雖未食，但談說懸想，即能令口中出水，故下文云，想陰是

融通妄想。]為什麼要講融通呢？融通內外，色、聲、香、味、觸，融通裡面

的眼識、耳識、鼻識、舌識、身識、意識，融內外叫做融通妄想。 

 

[昔日曹操出兵，兵行失路，]走錯路了，迷路了。[口渴無水。乃下令曰：大

家速行，過去不遠有大梅林，梅子甚多，可以摘食。兵]這些兵，曹操的兵，

聽到這個酸梅，就想到要吃這個酸梅。 [聞梅想梅，口中水出，操有權宜，]

曹操有權宜。[知望梅可止渴。又譚子云：有言臭腐之狀，則輒有所噦ㄩㄝ(乾

嘔)；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嚥者，]這什麼意思呢？「有」就是有的人；「言」

就只是說一說而已，有的人這個嘴巴只是說一說：哎呀！這個很臭啊，臭豆腐

很臭啊！或者怎麼樣，或者是：哎呀！這個屍體很臭啊，腐爛了！只是講而已。

譬如說：檢察官、法醫到謀殺的現場，這個人已經死了一個禮拜了，這個屍體

臭不可聞，一般人沒有這個因緣接觸這個屍體，那個惡臭、流膿，這檢察官、

法醫就說：哎呀！我們幹這個職業的，老是跟這個屍體接觸很臭！這旁邊妻兒

一聽到，哇！就跑到後面去。則輒有所噦，這個「噦ㄩㄝ」就是嘔吐的時候，

只發出聲音，而吐不出東西出來，乾嘔的意思。只聽到這個屍體很臭很臭，嘔

吐的時候只發出聲音；但是，吐不出東西，叫做噦，則輒有所噦。如果這個色

身是那麼可愛，死的時候為什麼那麼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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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在《阿含經》講：這個色身要存燒想，燒想，你所可愛的東西，放

一把火燒了，要常常這樣觀想，叫做燒想，在《阿含經》裡面講燒，火燒島那

個燒。就是你覺得世間上什麼最可愛的，佛陀教我們：你觀想一下，放一把火

燒了試試看，燒後成灰，那到底可不可愛？那個可愛，你所有對這個相上的執

著，你會冷卻三分。愛得死去活來，發生一場火災，看到屍體被燒到焦黑，那

個可愛、那個美都沒有了，沒有了！這個世間，看到究竟處，你就不會迷惑。 

 

說：有言臭腐之狀，之狀，立刻就嘔吐，發出聲音，吐不出來。才聞到珍饈，

哎呀！這個很香啊，香噴噴！尤其我們現在的電視節目，美食專家，要炒幾分

鐘、要什麼浸泡、要加入什麼佐料，聽到這個珍饈，不得了！還沒有吃到，就

妄有所嚥，好像是吃到了。最近在廣告這個粽子，這個粽子裡面是包什麼什麼

的，談了以後，好像是很想去吃一顆，吃一顆。有一個小姐，說一天吃三顆粽

子，長了針刺，長了針刺，因為那糯米做的東西，還是不能吃太多，長了針刺。

以前我媽媽說，偷看人家大便的時候會長針刺，結果不需要，吃粽子就會長針

刺，長針眼，長針眼。 

 

則妄有所嚥，[非妄而何也？  思踏懸崖，足心酸澀者：懸崖未登，]還沒有登

到懸崖。[只思踐踏，而足心酸澀。與酢梅未食但談說，而口中水出，可以類

推而知，同一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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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想陰當知，亦復如是。」[此法合。前擧二喻，皆自法為喻，都是意

識懸想之境，]為什麼懸想？不是親臨其境，你也沒有吃到酸梅，也沒有真正

站在懸崖邊，沒有啊，統統沒有！所以，[擧體虛妄，]我們的想舉體是虛妄。

[一切想陰。]都是這樣。[當知亦復如談說酢梅，思踏懸崖，同一虛妄。一喻

順境之想，一喻逆境之想。初擧喻合法竟。]順境，吃到這個酸梅是順境。是

不是？站在懸崖旁邊就逆境，統統是妄想！ 

 

[午二、就喻詳辨。] 經文：「阿難！如是酢說，不從梅生，非從口入。」這

個字不曉得有沒有改過來？我這裡是打「人」；有改了，（新版已更正）口入。

阿難！如是酢說，加二個字：酢「梅之」說。不從梅生，非從口入，這意思就

是說：為什麼會跑出口水呢？阿難！如是酢梅之說，產生了口水，絕對不是從

梅而生出口水，也絕對不是單一個口就會生出口水。[酢說文字不足，應云酢

梅之說，所引之水，不從酢梅而生，非從口入而出，]兩途。[此雙開兩途，以

明想妄非實。] 

 

３７１頁，經文：「如是，阿難！若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說？若從口入，

自合口聞，何須待耳？若獨耳聞，此水何不耳中而出？」先解釋一下：如是，

中間加四個字：口中之水，這個語意更清楚，如果不加，就看不懂他到底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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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好！講到這裡，如是口中，為什麼產生了水？阿難！這種情形是怎麼產

生的呢？好！你來究竟分析一下，到底這個口中之水，好！第一個，若梅生者，

如果只有酸梅產生的，酸梅產生就是酸梅自己講了，梅合自談，梅合自談就是

酸梅自己說話了：我很酸喔，我很酸喔！如果這個口水，是單一的這個酸梅所

產生的，那麼，酸梅，梅合自談，酸梅就自己講：我很酸喔，我很酸喔！又何

待人說？又何必待人說？我們都知道，酸梅不會自己說：我很酸！一定要人

說，何待人說？是不是？所以，這個酸梅不會自己產生口水的。 

 

好！第二個角度，若從口出，如果說這個口中的水，是口中自己產生口水的，

自合口聞，那麼，你這個嘴巴，自己就會聽聞到酸梅，酸梅，這個嘴巴自己就

能夠聽聞，自合口聞，口聞就是嘴巴有聽聞的能力；我們都知道，能聽聞一定

是耳朵，嘴巴不能聽聞。這一句意思就是說：如果這個口水是嘴巴自己出的，

不必借重於耳朵，好！那麼，就是自合口聞，那麼，嘴巴自己聽聞就好了，又

何需待耳朵聽聞說：嗯！酸梅是酸的，口水才流出來？意思就是：單口不出口

水，只有嘴巴，不能產生口水。若獨耳聞，此水何不耳中而出？這個水，如果

只有從耳朵聽聞，耳朵聽聞，就自己會產生水，那麼，耳朵為什麼不會流出口

水？你也從來沒有看過耳朵會流出口水。所以，獨耳聞，此水何不耳中而出？

這個在表達什麼？一切法無生，緣起而生，緣起生，就是一切法無生，緣生就

是妄想生，就是妄生，虛妄而生。諸位！梅不自生，口不自生，耳不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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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講一遍：梅，單一梅不生口水，單口不生口水，單耳不生口水，三個加起來

產生口水，卻是妄，每一個單一分析卻是無生，無生加無生加無生，其實仍然

是無生。那麼，緣生，其實空性就是無生，所以，緣生就是幻，這個重點在這

個地方。所以，這個口水是緣生，緣生其實就是無生。所以，單一去分析、剖

析每一個相，其實當體即空，就是無生。那麼，無生，虛妄緣生，虛妄緣生就

是無生，這個在強調這個。 

 

底下，[梅生口入，皆指水言。如是口中之水，不從梅生，非從口入；若謂此

水從酢梅而生，則梅合當自談，自出其水，何待人說而後口中水出耶？梅不談，

則此水不從梅生也，明矣。]酸梅不會自己說：我很酸！叫做梅不談；這個文

字太簡單了，實在太簡單，因為簡單到實在看不懂。梅不談，意思就是：酸梅

不會自己說：我很酸，我很酸！要看這個還是要有一點功夫。 

 

[若謂此水從口入而出者，則聞酢梅者，應合是口，何須更待耳聞，]如果說：

這個口中之水，是嘴巴自己跑出來的，則聞酢梅者，應合是口，那麼，聽到這

個酸梅，應該是口自己講自己聞，又何必等到‥‥‥「待」就是借重於，這個

「待」，用「等待」，力道不大，要「借重於」，又何需更待、更借重於耳朵

來聞？這個就完全符合註解的意思，又何必借重於耳朵的聞呢？[而後口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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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耶？口不聞，]口當然不能如耳之能聞。[則此水非從口入也，明矣。]因為

口也不生口水。 

 

[若觸耳聞酢梅，故有水出者，]如果這個觸動了耳聞，這個「觸」就是觸動。

若觸動了這個耳聞，這個酢梅所以才有水出者，[則此水何不從耳中流出，]

為什麼聽了以後，卻這個口水從口中流出來呢？ [而轉從口中流出耶？]意思

就是：單耳也不能出口水；那麼梅、酢梅不能出口水；單口不能出口水；單耳

也不能出口水，要梅、口、耳緣起，一切法本來無生，現在緣生，所以，緣生

如幻，緣生就是無生，無生，緣起如幻，就好像有那麼一回事兒，好像真的有

東西很好吃；又好像有那種東西很難吃，我們被綁死在好吃、不好吃的煩惱裡

面。[耳不出，則此水非耳所致也，]這個水不是耳朵所致。[又明矣。] 

 

經文：「思踏懸崖，與說相類。」前面舉這個酢梅，這個例子已經很足夠了，

推論到說單單用想像的思踏，一個人一想到站在這個懸崖邊，快掉下去的時

候。與說相類，與口說，「說」就是口說，口說什麼呢？酢梅，相類就是相類

似，相類似，相似類就是可以類推，「相」就是相似；「類」就是可以類推，

意思就是：在這裡不重複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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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踏懸崖，與說相類，[思想自身，足踏萬丈懸崖之上，足心酸澀，與口說酢

梅相似，可以類推。若合上文如是崖想所生酸澀，不從崖生，非從足入。若崖

生者，崖合自思，何待人想，若從足入，自合足想，何待心思？若獨心思，此

酸澀何不心中而出？若知此水與他酸澀，二處皆無所從來，則幻妄稱相也，明

矣。二就喻詳辨竟。]所以，你眼睛看、耳朵聞，一切盡是幻，幻當體即空，

心性如如不動，即是真。 

 

[午三、結妄歸真。] 經文：「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而是本如來藏，妙真如性。[準上可知，此結相妄性真。]諸位！相妄性真，這

個道出修行的根本，就是不可以在相上妄加種種的言語、種種的推論、種種的

諍論、種種的闡釋，就是在相，相是妄，沒有任何的語言，沒有任何的文字，

沒有任何的思慮，直契無生，就是性真。[昔黃山趙文儒，親覲]「覲」就是覲

見。[圓通善國師，]這個，親覲ㄐㄧㄣˋ也可以，親覲ㄐㄧㄣˇ也可以。親覲

圓通善國師，覲就是親見了圓通善國師。[有省頌曰：]「省」就是令人省悟，

有省頌曰，令人省悟的偈頌說：[「妄想元來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

動靜承誰力，仔細看來無別人。」三想陰竟。]回去把這一段拿筆起來解釋解

釋一下，用郵寄的寄過來給我看一看；我看還是自己講比較快！妄想元來本自

真，妄想當體即空，當體即空，當體寂滅，妄想元來當體寂滅，其實本來就是

自己的真心。你動一個念頭，想要除去這個妄想的時候，又變成另外一層妄想，

除時又起一重塵，塵又是妄想。說：我要把妄想除掉！叫做妄上加妄，除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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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重塵，記得！歇即是菩提，放下就是，無可討論。言思動靜承誰力，「言」

就是語言；「思」就是思想，一切語言、一切思想、一切動、一切靜，承誰力，

到底是依靠什麼力量而有作用呢？仔細看來無別人，無別人當然就是真人了，

妄處體空，即真心處，仔細看來無別人，就是真心，本如來藏，妙真如性在作

用。 

 

底下，[巳四、行陰（分三）。午初、擧喻合法。二、就喻詳辨。三、結妄歸

真。今初。]行陰就是念念生滅，相續不斷，念念生滅，相續不斷。經文：「阿

難！譬如暴流，波浪相續，前際後際，不相踰越。」「踰」就是超越。這用暴

流、波浪後浪推前浪，來比喻意識心生生滅滅，滅滅生生，前念滅，後面一念

又起來，用這個生滅的意識心，來比喻作波浪，波浪來比喻作意識心，一波又

起，一波又滅‥‥‥生生滅滅，滅滅生生。阿難！行陰就像一波一波的暴流，

這個波浪一直往前挺進，前面波浪滅，後面的波浪又起，前際後際，很有次第

的，不相踰越。阿難！意識心也是這樣子的，前念滅，後念生，意識心就像暴

流。 

 

[此顯行陰即藏性。行即五徧行中思心所，能驅役自心，]所以，這個思心所比

想心所更微細。[造作善不善等業，]所以，內心裡面：我想要去造善！就堅持

善；我想要去造惡！就堅持惡，你看世間的惡人就是這樣子，那壞到極點了，



 

-24-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殺人放火，還自己覺得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邊。[即是業行；於百法中，攝法

最多，以造作遷流為義。]這個要畫雙紅線，我們對行陰不了解，這四個字就

是，造作就是身、口、意，身口意造作，意識生滅遷流，就是這個意思。相是

遷流，性變成化作一念的妄動，仍然是遷流。 

 

[雖八識皆有遷流，而第七末那識，恆審思量，念念相續不斷，遷流最勝，即

以七識為行陰。]七識就是第七意識，這個我們在唯識學都有講過。[喻如暴流，

波浪相續：即陀那細識，]陀那細識，第八意識的微細意識，叫做陀那細識。

其實七八二識沒有辦法分離，第七識如果分離，把第八識分離，那就是見性，

金剛道後異熟空，陀那細識就是這樣子。[習氣所成，念念生滅，各有分齊，

前不落後，]前念不落後念。[後不超前，]後念也不超前念。[故曰：前際後際，

不相踰越（即超越）也。]沒有互相超越。 

 

[此陰有麤、有細，]麤就是容易覺察，面對外境的執著，很容易覺察；細，在

對內，牢執第八意識的見分為自我，這個難！要八地、九地、十地菩薩以上，

才能覺察到，這個太難！此陰有麤、有細，[若究根心潛伏之本，]如果就這個

根本之心，這個行陰，微細的意識心，潛伏的根、之本，[乃比前受、想為細。]

比前面受陰、想陰更為微細，更為微細是什麼意思？更難以覺察，更難以覺察，

這個就是動念即乖，禪宗講的，就是行陰，動念即乖。[如本經十卷中云：「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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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生基，沉細綱紐」是也。]這什麼意思呢？同分生基就是同分妄見、共業

的根本難以覺察，叫做同分生基，「基」就是一切的根本，同分妄見、共業之

根本。沉細綱紐，這個「綱」本來是事物的要領；「沉」是什麼意思？它不是

浮，沉就是說：其形相微細，潛伏在微細的第八意識裡面，很難去理解、去探

討，很難去觀照到。為什麼？為什麼形相微細？因為剎那生剎那滅‥‥‥一般

人沒有這種功夫觀察到，能夠在白天控制得住自己，已經很不容易了，何況在

晚上睡夢當中，那一剎那生剎那滅的執著，那更難！不要說晚上，就是晚上沒

有作夢的時候，我們的指甲，第二天指甲會長、頭髮會長，這個是什麼？這個

就是行陰。行、行陰一直執著這個第八意識，根身、器界、種子幻化出來的，

會讓他成住壞空，成長、生老病死。所以，這個成長就是這樣子，第七意識執

著第八意識，一直在往前推進。 

 

因此這個行陰的形相非常的微細，剎那生滅，一切我法二執之所依，這個就是

沉。那麼，「細」就是微細；「沉」就是潛伏得很深的地方；「細」就是難以

觀察，「細」就是形相剎那生滅難以觀察；「綱」就是事物的要領；紐，這個

紐，紐西蘭這個紐，它本來的意思是帶子交結的地方，這個帶子打結的地方叫

做紐；或者是扣子，我們說：鈕扣，鈕扣，其實這個就是‥‥‥「綱紐」就是

重點、事物的要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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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句實在能夠貼切的就是：第七意識的行陰是什麼？它是同分妄見、共業的

根本依靠，同時又是非常的微細，沉伏在第八意識的深處，你難以覺察的形相，

剎那生滅‥‥‥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地方，「綱紐」就是最重要的地方，就

是指行陰。 

 

[然內由此念，則外之造業趣果，無量麤相，似暴流之不可遏，]「遏」就是阻

止。[故約迷位，]迷位的眾生位來講。[則細隱而麤彰；]細就是：細的意識是

隱藏起來的，「細」底下加：識，細識隱而麤‥‥‥麤就是麤識，麤糙的意識，

加一個意識的「識」就更清楚了，則細識隱而麤識彰。[約修位，則麤盡]麤的

意識盡了，而細的意識才顯露出來。 [而細顯。]所以，修行要先能夠從觀察

得到的先除、先除掉。譬如說六根攀緣六塵，從這個地方下手，再來就禪三昧

的功夫；再降伏內在的生滅意識；再來，首楞嚴三昧；到最後，無明的微細意

識全斷，一步一步來‥‥‥[今約迷位，故喻暴流。]因為是迷嘛，所以叫做暴

流。 

 

經文：「行陰當知，亦復如是。」[此法合。]行陰就像暴流。[諸行無常，念

念遷流，相續不斷，亦復如暴流相似，雖無間斷，實則生滅不停。孔子一日在

川上]在河川上。[嘆曰：「逝者如斯夫，不捨晝夜。」]這個「逝」就是消逝

的水，就像這樣，一波又一波的消逝，不捨晝夜，這其實是在表達生滅法，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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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晝夜，這一句就是諸行無常。逝者如斯夫，哎呀！這個河川的波水，一波一

波的前進又消失，就像我們現在諸行無常，生生滅滅，滅滅生生，這個生滅竟

然不捨晝夜，「不捨」就是不分，不管白天、晚上，都是無常！[幼時讀書，

但讀其文，未諳其義，迨學佛之後，方知孔子，亦是嘆諸行無常，如逝波之不

可挽！莊子喻如夜壑負舟，]晚上在深壑裡面；山谷叫做壑，負舟就是承載這

個輕舟。晚上在這個深壑，輕舟這樣走過去，到第二天，哇！就走了千里了，

就表示速度很快！[即念念遷流不覺之意。初擧喻合法竟。] 

 

[午二、就喻詳辨。] 經文：「阿難！如是流性，不因空生；不因水有；亦非

水性；非離空水。」解釋一遍：阿難！如是急促、渾濁暴流之性，不是因為虛

空而生；也不是因為水而有；也不是水性；但是，也不能離開虛空和水。 

 

３７４頁，[此雙約空、水、即、離破。謂如是暴流之性，不因空而生，]「空」

就是指虛空，不是因為虛空而生。[亦不因水而有，亦非即水之本性，此標不

即空水矣；]最後，[亦非離空水外，有此暴流，此標不離空水矣；破意在下，

空喻真如，水喻藏識，行陰非即真如藏識，非離真如藏識。] 

 

經文：「如是，阿難！若因空生，則諸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流，世界自然，

俱受淪溺！」解釋一遍：如是，阿難！如果這個渾濁、急促暴流之性，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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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暴流，如果是因為虛空而產生的，那麼，在這裡會產生暴流，另外一個虛

空也一定會產生，則諸十方，無盡的虛空就會產生暴流，成無盡的暴流，世界

自然，俱受淪溺，因為虛空沒得選擇。這意思就是說：暴流不是因為虛空而產

生的；如果是虛空而產生的暴流，那麼，十方都會淹水，都變成暴流。 

 

[此非即空。若謂暴流因空而生者，則十方有無盡虛空，當成無盡暴流，如是

則世界眾生，自然都在水中，俱受飄淪沉溺之苦，今虛空無盡，暴流有盡，則

知非因空生明矣。]「明矣」就是很明顯的不是，這個暴流絕對不是來自於虛

空。  [法合：空合真如；暴流合行陰。真如周徧常住，是無盡，而行陰若從

真如生，亦應無盡，則佛菩薩俱應永受生滅，而不能破行陰，]所以，我已經

告訴你：真如不守自性，這一句話是不對的，大悟的人不會這樣講。這一句話

就是：真如如果不守自性，會不守自性，那麼，成佛會繼續不守自性，就會變

眾生，人就永遠沒有辦法成佛，諸佛菩薩，因為真如會不守自性嘛，所以，佛

菩薩就俱應永受生滅。所以，這個觀念是錯的，悟道的人不會這樣講。[而今

行陰生滅遷流是有盡，]意思就是說：真如絕對不會不守自性，真如從來不生

不減、不滅，沒有增減、生滅，都沒有！而相是妄，生滅其實是妄，是不存在

的，而今行陰生滅遷流是有盡的，所以，能夠破這個生滅、了生死，可以成佛。

[故非即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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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若因水有，則此暴流，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若這個暴

流之性，是因為水而有，這個前面如果不加幾個字還看不懂：「若此暴流之性」，

這樣子接下來：若因水有，你這樣才看得懂，現在是講到暴流。如果這個暴流

是因為水而有，那麼，則此暴流，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如果說這

個暴流之性，是因為水而產生的，那麼，就變成有能還有所，則此暴流，性應

非水。為什麼？因為它變成有能所相，若因水有，才有暴流的話，就像父親生

了一個兒子，兒子絕對不是父親；如果說因為澄清的水會產生暴流，這個暴流

就一定不是水，則此暴流，性應非水。為什麼？水是靜止的、澄清的；暴流是

濁的、渾濁的、是急流的，所以，則此暴流，性應非水。為什麼？若因水有，

就像父親生了兒子，兒子一定不同於父親；就像樹生了水果，這一棵樹生了水

果，水果就一定跟樹的相貌不一樣。所以，如果這個暴流，是因為水而有，就

變成有能所，有能所，能生的水，所生的暴流，這樣才對。 

 

再講一遍：如果這個暴流，是因為水所產生的，那麼，就必需建立能所，建立

能所。為什麼？水是澄清，能生，暴流是所生，則此暴流，性應非水。為什麼？

因為已經濁了。暴流是濁，性應非水，因為水是澄清的，由澄清的水能生暴流，

渾濁的暴流。所以，這個變成能所必需要建立，「有」就是能有；「所有」就

是所生，有所有相，水性是能有，因為它是溫和的；所有是暴流，暴流就是外

表非常的急流，我們的水性本來是溫和的；但是，所生的卻是急流。有所有相，

這一句話的意思就是說：如果說水產生了暴流，你必需建立在能跟所這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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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有所有相，就是一定要很清楚的，有能生的水，還有所生的暴流，二種相

同時存在，才可以講，暴流是由水流所產生的。有所有相，今應現在，現在應

當明白，同時存在二種相，有能生、所生，才可以說：暴流是因為水而有，因

為水而有。所以，我們要了解，你說暴流是因為水而有，必需建立能生跟所生

的關係，才有辦法說：暴流就是由水而來的；但是，我們現在了解，暴流跟水

它是一體的。所以，在這個地方，是站在相的角度來論斷。 

 

再講一遍：如果這個暴流的性、性質，是由靜止的水而有，那就必需要建立能

所的關係，就像父親生了兒子，兒子不同於父親；就像樹木生了水果，水果不

是那個樹木、不同於樹木，要能生、所生的相非常的清楚，才可以說水生出暴

流。則此暴流，性應非水，暴流是濁，當然不是靜止的水，有所有相，能生的

水性，和暴流（所生的相），應當同時存在，建立能所，才可以說：暴流是因

為水而有的；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建立，那就表示暴流絕對不是因為水而有的，

說暴流因為水而有是不對的！你們有沒有聽懂啊？沒什麼反應，有一點困難，

是吧？有一點困難。 

 

我已經告訴諸位過，《楞嚴經》，如果是見性，就用本性來聽；如果是意識心，

他就轉來‥‥‥一下子轉過來，一下又轉過來，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所以，

用理解的方式要去理解佛，是絕對沒有辦法的；用推論的辦法去推論佛，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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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的。所以，佛法不是理則學、不是邏輯學、不是推論學、不是玄學，就

是這個道理。 

 

底下，看小字的，[此非即水。]就是這個暴流之性，當然就不能說是水性了。

[若謂暴流，因水而有者，]是不對的。為什麼呢？[則此暴流之性，]是急促的、

是渾濁的，應當不是水的清淨之性。 [應非水之自性。 何以故？暴流之性渾

濁，水性澄清，]無法構成能所。[水性為能有，流性為所有，能有所有二相，

今應明白現在，]一個是暴流渾濁，一個是澄清，是完全不同，要有二種不同

之相同時存在，[方可說因水而有。] 

 

[喻行陰，]色、受、想、行、識的行陰。若說這個行陰，[若說因藏識有者，]

就像父親生了兒子一樣，不同於父親的面貌；那麼，則行陰應當就不是藏識了。

[則行陰性應非識性，]就是藏性。能有所有之相，[能有所有之相，應當現在；]

是很清楚的能所，能有就是能生；所生‥‥‥就像父親生兒子；或者是樹木生

水果，二種相都很清楚的擺在前面，才可以講能所。[如樹能生果，能生樹，

與所生果，分明可辨。]相是不同的，樹是樹，樹是樹相、水果是水果相，同

時存在，才可以講能所。現在渾濁的水跟水其實是一樣的，所以不能說：暴流

就是因為水而有。是不是？因為沒有辦法建立能所嘛！[今二相叵得，]就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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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沒有辦法建立能所，所以，行陰生滅，即非藏識。[故非即藏識。]加四

個字：故行陰生滅，非即不生滅之藏識，這樣看更清楚！ 

 

經文：「若即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如果說：暴流當下就是水性來講，

那麼，則澄清的時候，渾濁已經沒有了，應當就不是水的體性。 

 

好！把筆放下來，這個沒有聽師父解釋，不管你怎麼思惟，都不能到達解脫的

境界。來！看這裡，好！諸位！這個譬如說渾濁的水，渾濁的水，這渾濁的水，

水擾動，渾濁的水，這一句話就是說：若即水性，中間加二個字：若「暴流」，

若渾濁的暴流，就把它當作是溫和的水性、靜態的水性，這一句這樣加，你才

看得懂。若渾濁的暴流，就是溫和清淨的水性，假設說這樣子，來！先來講，

好！要看這裡，譬如說這個水二個波繞‥‥‥如果你把時空定位，定位說：這

個渾濁，現在渾濁的水就是水，這個觀念建立了，渾濁的水，這個才是真正的

水，假設說你有時空的凍結的觀念，你一認同說：現在渾濁的水就是水；可是，

渾濁的水，它有一天會怎麼樣？澄清‥‥‥澄清以後就變成非水了，因為你已

經定位，前面那個渾濁的時空的水，才是真正的水；那麼，這個渾濁的水如果

是水，現在這個也是水，那等它靜止以後呢？渾濁性已經沒有了，那就變成不

是水了。是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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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好！看字面，如果你把這個渾濁的暴流的水性，就當作是溫和的、澄清

的水性，把那個時空定位，渾濁才是水性，那麼，現在就是：當渾濁的水澄清

的時候，這個渾濁的相已經沒有了，那麼，這個時候，就應當不是水的體性了，

因為已經變了嘛！對不對？事實上，渾濁的水就是水。所以，這一段，渾濁不

是水性是不對的。 

 

譬如說一個人喜歡動怒，臉上瞋恨心很重，常常發脾氣，〝結面腔〞（板個臉

孔）喜歡動怒，很不高興，你說：這個就是他，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子！如果你

把他定位說：這個才是他本人，這個才是他本人。有一天他學佛了，慈眉善目，

如如不動，那如果說：以前那個人他叫做人，那現在如如不動，慈眉善目，那

就不是人囉？懂這個意思嗎？ 

 

如果你把渾濁定位說：那個才是水。那麼，渾濁的水澄清就不是水了，意思就

是不能這樣講。知道嗎？渾濁的水還是水的本性，不管你怎麼改變，它就是水，

還是同一個人、還是同一個水。聽得懂這個意思嗎？好！諸位根器都很利，各

位小朋友，大家都很有善根，才坐在這個地方，好好的聽，老師下次會給你糖

果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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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此非即水性。]如果說這個暴流來講，不是水性。[若說暴流即水性者，

暴流渾濁，如即水性，則澄清時，渾濁已無，應非水之自體。喻行陰即是藏識，]

行陰即是藏識。[則行陰破後，應非藏識，何以必待行盡之時，藏識始現？]

所以，[故非即識性。]所以說：暴流就是水性是不對的，因為生滅不是不生不

滅。 

 

經文：「若離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流。」如果離開虛空和水，那麼，虛空

豈有外？虛空沒有內外，一切都盡在虛空裡面。水外無流，離水當然就沒有暴

流，水外無流，離開水怎麼會有暴流呢？暴流當然是水構成的，離水外就沒有

別的暴流。[此非離空水。若謂暴流離空水者，水空圓滿周徧，並非有外，豈

能離空別有耶？水外亦復無流，豈能離水別有耶？喻真如圓徧，真乃無外，萬

法唯識，識外無法，行陰豈離真如藏識，而別有耶？既不即又不離，則行陰皆

幻妄稱相也，明矣。二就喻詳辨竟。] 

 

[午三、結妄歸真。] 經文：「是故當知：行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準上可知。四行陰竟。] 好！我們先休息十五分。 

 

(中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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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位！行陰比較難，翻開行陰的原文，師父簡單再解釋一下、強調一下，直接

看經文解釋就好，３７２頁，行陰，念念生滅相續的行陰，難以覺察微細的意

識。阿難！行陰就像暴流，一波接一波相續，前際後際，不相超越。３７３頁，

行陰當知就像這樣子，一念接著一念‥‥‥生生滅滅，阿難！如是流性，這個

暴流之性，不是因為虛空而生；也不是因為水而有；也不是水性；也不能離開

虛空和水。３７４頁，看經文，如是，阿難！若說這個暴流是從虛空自然而生，

那麼，則諸十方的世界，無盡的虛空，都會成無盡流，都會被淹沒，因為從虛

空而生暴流，世界自然，俱受淪溺！所以說：虛空會產生暴流是不對的。３７

４頁，倒數第三行，如果說：暴流之性是因為水而有，那就必需建立能有和所

有，能有跟所有的關係，才能說：暴流是因為水而有。譬如說：父生子、樹生

水果，要能生跟所生二相同時存在而建立，才可以說：暴流是因為水而有。但

是，這個暴流，這渾濁的暴流，是急、是促、是渾濁，性應非水，這急流之體

性，當然應當不是水的體性，因為它是能有跟所有所建立存在。有所有相，今

應現在，能產生暴流的水是溫和的，水性是能有；所有，這個暴流是為水性所

有，外表是急流的。水性能有是溫和；流性所有是急流，這個相，二相應當同

時存在，今應明白現在，能生和所生、能有和所有，必需建立不同相同時存在，

才可以說：暴流是因為水而有。３７５頁，若說暴流就是水也不對，因為當暴

流渾濁的時候，當渾濁澄清的時候，這個水性變成消失了，應當不是水的體性，

所以說：暴流是水是不對的。若離開空水，如果離開了虛空和水，就絕對沒有

暴流，所以，離開空、水、虛空沒有外；離水也沒有暴流，是故當知，行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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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生生滅滅，滅滅生生，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它本來就是如來藏，妙真如

性，緣起，相妄性真。 

 

３７６頁，[巳五、識陰（分三）。午初、擧喻合法。二、就喻詳辨。三、結

妄歸真。今初。] 經文：「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塞其兩孔，滿中擎空，

千里遠行，用餉他國。」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這個頻伽，我們在《彌陀

經》裡面講是共命之鳥，一身二個頭；這個頻伽瓶，有一瓶卻開兩孔，所以，

這個蓋子形狀像頻伽鳥，所以稱為頻伽瓶。塞其兩孔，滿中擎空，裡面裝著空、

虛空，千里遠行，用餉他國。 

 

[此顯識陰即藏性。識即阿賴耶識，]第八意識。[以了別為義，能了別自分境

故。以受、想、思]受就是前五識；想就是第六意識；思就是第七意識。[三陰，

已分配前七識，]受就是指眼、耳、鼻、舌、身，前五識的感受；第六意識就

是想；第七意識就是思，三陰已經分配前七識。[此當獨指第八阿賴耶識。觀

本文之義，皆指第八識，以瓶外空喻藏性，瓶內空喻識性，祇因迷執成二，觀

下解自知。人喻眾生，瓶喻妄業。瓶以頻伽名者，頻伽此譯妙音鳥，瓶形像鳥，

故以名焉。眾生由業牽識走，]業牽著識。[如瓶擎空行。瓶塞兩孔，喻眾生起

我、法二執；空分內、外，]我們現在也是，執著，就分成內四大、外四大；

但是，我們很清楚，死了以後，我們這個色身的四大要交回大地。所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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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是很公平的，如果你恐懼死亡，你必需要安慰自己、告訴自己：我們食衣

住行，取之於大地，用之於大地，現在我們臨命終要死亡了，我們又把這個元

素回歸到大地，其實是滿公平的。你今天不管是吃素也好，吃水果，或吃蔬菜，

都從大地成長而來。所以，我們就以吃素來講，我們今天吃的蔬菜水果，統統

來自於大地，取之於大地，新陳代謝，吸取能量，而維持了這個色身的生命，

其實大地是我們的母親，養活了我們；如果有一天我們離開了世間，其實也沒

有什麼東西可以悲哀，只是四大分散，元素回歸大地，它很公平的，上蒼對每

一個人都非常公平。但問題就是說：佛法是心法，當你緣起了這個四大，你懂

不懂得學佛？能不能破除對內的執著？能不能跟內外平等的心來相應？這個

是重點。如果我們生命一出生、一直無明、迷茫到死亡，到底我們所為何事？ 

 

人的一輩子，他就是為了飲食、為了男女、為了繁衍後代，結束了一輩子的生

老病死。所有的物種，你注意看動物頻道；或者是國家地理頻道；或者是

Discovery 頻道，這個知識性的頻道，或者 Smart 頻道，都是這樣，任何的昆

蟲、鳥類、動物、獸類，一輩子只有做二件事情，就是從白天一直找飲食，成

長以後繁衍了後代，最後結束了生命，一切的眾生、昆蟲，都是做這種事情。

人之所以偉大在於他能夠覺性、覺悟，能夠學佛、能夠超越一切表像，不為飲

食困擾、不為男女困擾，而超越了一切假相。所以，當四大分散的時候，他完

成了圓滿。人為什麼要學佛？就是邁向生命的圓滿；要這樣執著飲食跟男女，

那就跟一般眾生沒有什麼兩樣，昆蟲也是這樣子，從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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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忙到明年，從明年忙到死亡，雙手一放，它就是空！因為我法二執陰隔了內

跟外，所以，分內跟外。 

 

[瓶內空喻識性，瓶外空喻藏性。由二執障蔽二空真理，]二執就是我執還有法

執，什麼是我執？對人生觀的迷茫。什麼是法執？對宇宙觀的迷茫。 

我執也可以說對這個地水火風構成的緣起的假的色身，牢實不可破，什麼統統

要佔有，什麼統統不滿，什麼統統嫉妒，這個「我」的痛苦就天天時時刻刻存

在。 

什麼是法執？擴大來講，可以說對修行人來講，對法上來執著，就是自己覺得

自己所修的法是最殊勝的，別人比不上的，這個就是對法上的執著。各個宗派

就是這樣子，才會產生紛爭，我修淨土宗這個法，它就是三根普被、利鈍全收，

為了弘揚淨土；禪宗講即心即佛，然後八大宗派，大小二乘，像水火不容，在

我修學佛道三十年來講，這個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八大宗派一定有它的交

集，你總不能講般若失去淨土，講淨土失去般若；講了般若失去了涅槃妙性，

講涅槃妙性失去了淨土，諸位，這個不是佛法！ 

 

藏傳、北傳、南傳，共一個佛祖，八大宗派共一顆佛心，如果你所講的，不是

佛心性流露出來的，你叫做外道，不叫做學佛。我看不出佛法有什麼東西可以

爭，這個我實在想不通！為什麼這個道場會攻擊那個道場？這個法門會攻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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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門，這個法師的徒弟會攻擊那個法師的徒弟？到底我們是在學佛還是在學

魔？如果是由佛陀心性流露出來的本來面目，佛當時在世，有八大宗派嗎？佛

當時在世有大小二乘嗎？有嗎？佛當時在世有南傳、北傳、藏傳嗎？ 

 

諸位！因為地理位置，文化的進入，而且佛教要生存，佛教來到了漢傳，要融

入儒家的思想、融入道家的思想，變成一種漢傳的特有文化，唱誦啊、法會啊、

水陸啊、拜懺啦、放生啊，佛在世哪有這個？你到西藏去看，佛法來到西藏，

融入西藏的文化，西藏本身就有很多神秘的。所以，大藏經裏面一些咒語，這

不是全部佛說的，密教部裏面很多是融入西藏的當時的文化，而存留下來的。

佛法為了要在西藏生存，融入西藏的文化，所以，西藏就變成藏傳特有的文化，

你看，帶著面具表演，佛在世哪有這個？佛在世哪有這樣子？可是，密宗也是

三密相應啊，總是說：身、口、意清淨。所以，融入當時候西藏的文化，也是

希望進入大圓滿。 

 

諸位！什麼叫做大手印？無印就是大手印，虛空就是最大的手印。什麼是本

尊？你的心就是本尊，要不然心外哪裡有法？你的本尊是文殊師利菩薩嗎？是

阿彌陀佛？是觀世音菩薩嗎？你觀到阿彌陀佛現前，那個就是你的自性佛，本

尊就是你的心性，你的心性就是自性。什麼叫做大圓滿？如來藏性就是大圓

滿。其實法法是相通的，只有愚癡的眾生，分裏分外、分這個分那個。我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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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三十年，八大宗派會歸心性，沒有可以鬥爭。六祖講的我最喜歡：諍與道

相違。諍，你在跟誰諍啊？好！你說：我這個淨土法門最了不起！那你有沒有

瞭解佛陀講：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這是什麼意思？法門有高跟下嗎？要看因

緣嘛。你這裏念南無阿彌陀佛，西藏的人不認識這一句佛號的偉大啊！六字佛

號出乾坤，西藏的人，阿彌陀佛為本尊，念佛的人少，人家念什麼？念唵嘛呢

叭彌吽，蓮花中的摩尼寶珠，你到西藏看，大家都念唵嘛呢叭彌吽。對不對？

因為他對漢傳的文化不是很瞭解，所以，念六字大明咒，也能了生死。為什麼

叫做最殊勝的？心悟解脫就是最殊勝的。卡在一個觀念，我是最好的、最直接、

最了當的！否定其他的，這完全是束縛！ 

 

佛在經典裏面講：若自以為高，貶低別人，智者名為束縛，叫做桎梏。就是把

自己捆死，殊不知佛法裏面，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空裏有二嗎？我請問你，

空有二嗎？就像虛空，虛空它就是絕對，小乘講空，我們稱他小乘，他不這樣

認為。乘沒有大小，根器有利鈍；法無大小，根器有利鈍；法無高下，緣有深

淺。我們如果瞭解佛的這一顆心，二六時中都超越主觀跟客觀的時候，他很尊

重別人，我並不一定硬要改變你啊！碰到一個不同的師父、不同的徒弟、不同

的宗派，我沒有一定要去改變你。為什麼？你因緣不具足，怎麼改變你呢？我

反而同情那一些執著淨土法門最殊勝的，批判禪宗不實在，好談、好高騖遠、

不著邊際，從來不瞭解禪宗的道理是什麼。那一天電視上有一個上師，他就說：

密宗是最上乘的，醍醐啊！它是八大宗派最殊勝的！他這樣講有他的依據，不



 

-41-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過對漢傳實在不瞭解，你要依據你的時、空間，你的背景；我們一定要瞭解，

理性的瞭解，每一個宗派，都有它經典的依據；都有它的文化的傳承；都有它

的時空的不同性，不能執自己是最殊勝的東西。這個就會由二障障蔽二空的真

理。 

 

就講到這個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勉勵，凡是佛陀的弟子，要瞭解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眾生在諍那個什麼法門殊勝，吹噓、自我膨脹，你笑一笑就好！

八大宗派融入；如果沒有融入心性，八大宗派講得通嗎？就舉一個例子，台灣

如果現在有一個人念南無阿彌陀佛，美國也有一個人念南無阿彌陀佛，同時

念。我們每天講西方接引導師阿彌陀佛，好！我們西方作西方解，台灣這個剛

好在日落要往生，美國這個也念佛，也好剛同一個時間要往生。我們說日落的

地方是西方，台灣這個念佛要往生的時候，太陽西下那個方向叫做西方，好！

神識要往西方走，諸位！美國跟台灣那個同時念佛，二個人同一個時間死，我

們台灣叫做往生西方，因為在太陽西下，那美國要往生哪一方？要往生東方

啊！那西方極樂世界到底在哪裡？你一定要瞭解，東方不可作東方解，西方不

可作西方解，東方是心性上的東方，西方是心性上的西方，如是解才叫做正解，

這樣才是有智慧的人。如果台灣跟美國同時死亡，我們說求生極樂世界西方，

那美國人就是叫做求生東方，西方有一定的位置嗎？東方有一定的位置嗎？當

然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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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佛要理性的看待一切事情，才不會跟眾生一樣，一直在這個我執、法執

裏面起爭執，爭到頭破血流。有智慧的人，是很憐愍這樣的人的，很可憐！八

大宗派，各有文化的傳承，書籍的依據，那因為有時空性的東西，不一樣！你

說：我一定要修這個行，念南無阿彌陀佛；你去小乘看一看，都是修四念處，

他哪裡認識阿彌陀佛？你去泰國、去柬埔寨、去緬甸，它那邊披著袈裟，所有

的比丘，只觀無常、觀緣起，觀身不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哪

一個比丘不是這樣修？你講：你這樣不對！念南無阿彌陀佛才是最殊勝的。他

不認識阿彌陀佛啊！你到泰國去看，看哪一個比丘，他根本就不認識阿彌陀

佛，你叫他念什麼佛？這個就是告訴諸位：執著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自己

障礙自己的道業自己不知道。所以，總而言之，就是好好的修自己的行，其餘

的沒我們的事，這樣子就解決了，OK！靜靜的修行，其餘的與我們無關，這個

就是懂得修行的人。  

 

[依惑造業，依業受報，如瓶擎空行，將藏性裹入身中，而成識性，致使藏性、

識性，不隔而隔，究之內空、外空，固無二空，藏性、識性本來一性。]諸位，

八大宗派會歸同一個心性。所以，八大宗派矛盾是人在矛盾，真理並沒有在矛

盾。諍來諍去都是人的問題，跟佛有什麼關係？都是人自己搞出來的，跟佛有

什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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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擎空行一句，當約迷位、修位，二種解釋。先約迷位：業牽識走，捨身受

身，輪迴六道之家，有人喻三界內眾生，依善惡不動(禪定也)三業，受苦、樂

等報。第八識為總報主，]所以，第八意識被牽著走，[隨業受生。業報身喻瓶；

瓶內空喻識性；由惑業故，轉藏性成識性，]藏性就是真如藏性，因為範圍大；

識性就變成執著的識性，範圍小，只是講身內的識性。藏性如虛空，識性就像

內在的空。 [隨業所牽輪迴六道。本道]就是像人道，[為此國，餘五道為他國，

如擎空遠餉也。餉者田野送飯曰餉，即饋送義。] 

 

[次約修位：瓶喻業識，塞其兩孔，喻起二執，滿中擎空，喻二執未破，識性

受局，地、水、火、風之中。千里遠餉，喻佛道長遠，發心修行趣向，當歷信、

住、行、向，及四加行、十地、等覺諸位，猶如千里路程。他國喻常寂光土，

開孔喻二執已斷，二空已證，轉八識成四智，則全識性是藏性，如瓶內空，即

瓶外空，一空無二空也。]一空，佛法就是絕對。所以，記得，萬法會歸心性

就是正法，法由佛陀的心性流露出來，回歸到佛陀的心性，這個如是了解，萬

法不離佛的心性，所以，心性就是究竟第一義諦、就是正法，凡所有說法，必

須跟究竟第一義諦結合，如果不是這樣，就不是佛說。 

 

 [《指掌》問：此識去後來先，為受報之主。]去後先來，離開是最後，投胎

是先來，為受報之主。[古德謂業牽識走，如瓶擎空行；捨身受身，如用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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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我們現在就是這樣，這個色身壞了、爛了，又去另外一個國土又受身。[似

甚有理。今約轉有漏入無漏釋之，而有何理可據？答：此識固為報之主，亦是

成佛之源，故前文呼為菩提涅槃，元清淨體。而後文識陰盡處，則曰超諸位盡，

入於如來妙莊嚴海。]有一個法師問：請問師父，哪一種人可以生死自在？我

跟他講：破識陰，則生死就自在。色、受、想、行、識，我們生死不自在，就

是這個識陰不破。 

 

[況此識即是六根中性，而是經所以獨為推重者，正以其用為因地心，決定成

佛故。 是知此經，不取捨身受身之功，但取修因尅果之力，為順佛意，故作

此配。下破悉照後義。] 

 

經文：「識陰當知，亦復如是。」 [以法合。孤山曰：「瓶喻妄業，空喻妄識，

業牽識走，]這個「識」要寫：第八識，只牽著第八意識走。[如瓶擎空行；捨

身受身，如用餉他國。」] 

 

[《正脈》云：「愚謂但約現身，尤益日用，身即喻瓶，空乃喻識，]比喻作識，

[千里萬里，但是身之往來，識常不動，以總攝識性周遍矣！]這個是祖師大德，

《楞嚴經正脈》是這樣注解，所以，各有各的見解。[又曰：非破識陰無體無

性，但破其無去無來耳。]識陰本無來去，說來是妄，說去是妄；說增是妄，



 

-45-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說減是妄，所以，若論佛法，一切現成；當相即道，見處即真，不離本處，即

得菩提，就是這個道理。識並沒有來去、生滅。[識陰無有去來，亦復如瓶空

相似。初舉喻合法竟。]  

 

明天把《楞嚴經講義》帶來，《義貫》也帶來，今天就上到３７８頁。   

 

 

 

 

 

 

 

 

 

 

 

 

 

 

 



 

-46-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勤修清淨波羅蜜  恆不忘失菩提心 

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切妙行皆成就 

Email:dakuan00@yahoo.com.tw 

牟尼佛法流通網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 

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 

http://www.muni-buddha.com.tw/book/ 

 

mailto:dakuan00@yahoo.com.tw
mailto:dakuan00@yahoo.com.tw
http://www.muni-buddha.com.tw/dakuanQA/
http://www.muni-buddha.com.tw/p2-detail.asp?Pid=1248&tohit=1
http://www.muni-buddha.com.tw/p2.asp
http://www.muni-buddha.com.tw/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