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從前，我們就領略到這種「味」，這個領略的「領」呢，是「舌識」的

「見分」，我們的「身識」摸到這些是「冷」(的)，那些是「暖」(的)，這個「冷」

和「暖」呢，不過是這個「身識」的「相分」。「身識」所變出來的「相分」，和

「身識」所變出來的那個「見分」來的，(能)感覺得到的「意識」，我們的「意識」

(生)起時有種種概念，種種觀念，這些概念，觀念呢，就是「意識」所變出來的「相

分」，同時我們體會到，了解到這種種觀念；種種概念；種種的作用呢，就是「意

識」，由「意識」所變現出來的「見分」，我們覺得有個「我」呢，這個「我」呢，

不過是甚麼？

是我們的第七「末那識」所變出來的「相分」。同時呢，我們覺得有「我」的這

種「覺」呢，不過是第七「末那識」所變出來的「見分」。我們又見到有甚麼？有這

個身體，這個「根身」，又見到有一個物質世界，這個「器世界」，這個「根身」和

「器世界」都是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現出來的「相分」。

同時呢，我們又能夠支持這個「根身」、這個「器世界」，這個「(器)世界」令

到它不毀壞，支持它在這裏的，這種支持的「力」呢， (是)「阿賴耶識」所產生的

「見分」，明白嗎？這個「相分」、「見分」呢，都是(那)個「識」所變現出來的。

所謂世界上的人，那些外道執著有種種「我」，種種「法」呢，不過都是由 (這)個

「識」所變出來的東西，(那些)「相分」，「見分」之上，執著，而假施設說有

「我」，有「法」。佛法裏面呢，亦是在我們的「識」所變出來的東西之上，假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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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我」，種種「法」，都是「假說」來的。不過呢，外道的假說呢，是起「執

著」而起，佛家呢，就明知它這是「假說」，不過是意思不同而已。聽不聽得明

(白)？這個的意思聽不聽得明(白)？陳文蘭？明(白)啦？好了，我現在就要講到「彼依

識所變」了，就要講到「識」了。

「識」呢，小乘有六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就六個(「識」)；大乘呢，就說有，大乘呢，有「空宗」、

「有宗」。如果大乘「空宗」來說呢，同小乘一樣，都是六個「識」而已，不過小乘

就「執著」那六個「識」是「實有」，大致上(是這樣認為)。空宗呢，都知道那六個

「識」都是「眾緣和合」的假東西。所不同(者)也是如此而已。

大乘的「有宗」，唯識宗呢，就認為「識」不止有六個，應該有八個，這八個都

是「因緣和合」而生的，為何有八個呢？(因為)多了(一)個「末那識」，(和)多了(一)

個「阿賴耶識」。何解小乘又不講有那兩個(識)，你又多了兩個(識)呢？其實我們平

心靜氣而論，小乘的所謂第六個「意識」呢，範圍好闊的，連大乘所說的那個「末那

識」與「阿賴耶識」都是包括了在內，不過含混些，籠統些而已。

大乘就劃分得清楚些，在那個「意識」裏面，譬如說，普通 (例如)我們的「意

識」是這樣大的，大乘呢，就我們的「意識」這樣大呢，一種呢，裏面分成幾截  ，

一截呢，就叫做(了)，「了境」的，能夠「了別」種種「境界」的「意識」，一部分

呢，是「自我意識」，覺得有「我」的，「自我意識」。一部份就覺得有整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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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宇宙的。宇宙，不外是這樣。所謂「意識」其實就這樣大。釋迦牟尼佛在小乘經

裏所講的「意識」是這樣，而大乘的唯識宗呢，就將這部份劃了出來，就叫它做「末

那識」，明不明(白)？它又將這一截(部份)劃了出來，叫做「阿賴耶識」。第六識就

縮(小)成這樣嘛！是嗎？其實一樣嘛！現在的人執著說：釋迦佛，釋迦老祖(釋迦牟尼

佛)都沒有講的！你(卻)這樣講！其實釋迦牟尼佛(釋迦老祖)講「意識」，已經講(過)

了。

唯識宗所講的「意識」，(只)是這樣很小的一部份(咁小小的)，這樣，它將釋迦

牟尼佛所講的「意識」裏面這部份呢，劃出來，叫做「末那識」，將這部份劃出來叫

做「阿賴耶識」，一樣的。同是一樣多的東西，小朋友(細路哥)的那副積木全部疊又

是這樣多，如果將它來疊起，分開蓋三間屋，都是同一副積木，你一明白這種道理，

實在就沒有得諍論，難道一副積木在這裏，難道一定要蓋成一間屋就可以，我分開

它，拆開它蓋三間小屋就不行嗎？就這樣了。

「識」，唯識宗就改成八個「識」。那八個「識」之中呢，記住，那八個「識」

的次序呢，「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不論大、小乘都

是排列在先的，排列它在前的，普通(通常)叫它做「前五識」。排到第六呢，就(叫)

「意識」，所以叫做「第六識」，「意識」，就(是)「第六識」。這樣，那個增加了

的(識)是「末那識」，「末那」者，(作)「思量」解。成日思量著那個「我」的。

這樣呢，就叫做「第七識」，因為它就是「第七識」。好了，講到這裏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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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識」加上第六個「意識」呢，又名叫做「前六識」了。明(白)了嗎？「前五識」

加上(這)個「意識」，就「前六識」囉！(再)把「前六識」再加上(那)個「末那識」

呢，就叫做「前七識」，叫做「前七識」，「前七識」呢，就有轉變的，就所以，何

解說它有轉變呀？當你修行的時候呢，它會轉變(一)下的，即是你入定，你在定中，

把那些「執著」壓倒，把「煩惱」暫時壓住，本來是「有漏」的，染污的「識」暫時

會轉變(一)下，「無漏」。「轉變」，這叫做「前七轉識」。「前七識」的「轉

識」。

「第八識」呢，對於「前七轉識」來講呢，就叫做「根本識」，就叫做「本

識」。這樣(相對)「前七識」叫做「本識」，「第七識」叫做，不是！(相對)「第八

識」叫做「轉識」，排列就這樣計法。好了，這樣我們又要知道，(那)個「識」的排

列我們知(道)啦，「彼依識所變」的「識」字，第二呢，我們要知道，凡是「識」，

必有所「依」的「根」，記住。凡(是)「識」必有所「依」的「根」，「根」即是

「器官」，由於(這)棵樹必有它所「依」的「根」，樹頭的「根」。

「識」，由這些「根」而產生(整)棵樹，「識」亦是，有它所「依據」的「器

官」。這個所「依」的「器官」呢，「眼識」，所「依」的「器官」，所「依」的

「根」呢，就是甚麼？是「眼根」，記住，「眼根」不是這隻眼，這隻眼不是「眼

根」，這隻眼裏面那些很微妙的物質，可能是有機體的、指那些視覺神經，很微妙的

物質。那些才是「眼根」，那些我們見不到的。現在那些研究解剖學的呢，在死屍裏

可以勾出那條神經出來，但勾出來的那條就已經不是「眼根」的了，你明白嗎？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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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到「識」的嘛！死了的嘛！生的「眼根」你那裏看得到？是嗎？用  X光現在

都看不到的。

死的「眼根」你看得到，所以凡是「識」都有所「依」的 「根」，「根」是一

種叫做「清淨色」，即很微妙的物質。「色」的物質。這樣那個眼球又怎樣？這不叫

「眼根」，這個叫做「扶根塵」，「塵」者「六塵」，「扶根」，扶助「五根」的

「塵」。「扶根塵」，「扶根塵」呢，即是扶助「五根」的，實在由「色」、

「聲」、「香」、「味」、「觸」，這「五塵」組成的。「扶根」的「塵」。這個

「扶根」的「塵」呢，簡稱叫做「扶塵」了。「扶塵」者，即「扶助」五根的

「塵」。簡稱叫做「扶塵」。「扶塵」呢，只是「扶根塵」即不是「根」了。那些人

誤會了，因為「扶根塵」它又叫做「扶塵」，所以叫做甚麼？於是就搞錯了，就說這

是叫做「扶塵根」了。說眼球是眼的「扶塵根」，其實就「扶根塵」才對的。因為

「扶根塵」就簡稱做「扶塵」。所以他就搞亂了就叫做「扶塵根」。明白啦？

所以我們查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那些，他就說：「根」有兩種，一種就叫做

「清淨根」，「勝義根」，另外一種叫做「扶塵根」，講錯啦！還有錯得離譜！那個

「扶」字同那個「浮」字同音啦，又叫做「浮塵根」了，更離譜了！你查一下丁福保

的《佛學大辭典》啦，叫做「浮塵根」了。 (那)個「扶」字同個「浮」字呢 ，

fu、fu、fu 嘛！就搞出這樣多，這樣多。「眼識」就以眼的裏面，眼那些「扶根

塵」裏面的那些「清淨色」為它的所依的「根」。如果那個所「依」的「根」，它無

(沒有了)所依的「根」呢，(那)就「眼識」不能起的，記住。這隻眼怎樣？不能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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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你會這樣問：有些人不用眼都看到東西，(那是)一種特殊的人，有「天

眼」的。

「天眼」有「天眼」的「根」，他有「天眼」的，是一種。另一種呢，他看得到

呢，無眼都看得到呢，是「意識」看，不是「眼識」看。明不明(白)？是第六「意

識」，「意識」都會看到東西的。「眼識」它依「眼根」，沒有那個「眼根」它都會

起。同一樣道理，「耳識」又依「耳根」，這個「根」又是「清淨色」。這隻耳朵

呢，那個圈(耳翼)是「扶根塵」，依「耳根」，「鼻識」依「鼻根」，「舌識」依

「舌根」，「身識」呢，「身識」特別些了，依「身根」，「身根」在那裏？全身佈

滿的那些甚麼？大概(約莫)相當於那些甚麼觸覺神經，佈滿全身。同運動神經，整個

身體都是你的「扶根塵」。這樣這個「前五識」的(那些)「根」，都是物質性的，因

為它的「前五識」，都是以物質的東西做「根」的，這個物質的「根」呢，叫做「色

根」，「色」就物質，依五種「色根」做「增上緣」，然後才(可以)產生「五識」出

來。

那五個「識」呢，有時就一個「識」起，有時就兩個「識」起，譬如說，我這樣

看東西，一個「識」起，同時呢，我看那裏，(同時)又聽到「嗚嗚」聲的，是「眼

識」、「耳識」一齊起。如果它放出臭味來呢，就「眼識」、「耳識」、「鼻識」一

齊起。如果它又，譬如這杯熱辣辣的這杯朱古力這樣，「噓噓」聲又熱的，又香的，

這樣就「眼識」、「耳識」、「鼻識」、「舌識」一齊起，飲下去(嗒下它)就「身

識」都起來了。摸下它就可能一個「識」起，(亦)可能兩個，三個「識」，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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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都可以一齊起。那些外道就執著有一個靈魂，(那)個靈魂在裏面，那個眼、

耳、鼻、舌、身，的靈魂(有)五個窗口，它在那裏，(那)靈魂由五個「窗口」看出

來，在眼這個窗口看出來，就叫做「視覺」，在耳這個窗口看出來，就叫做「聽

覺」。

佛家說不是！根本就是五樣東西，你這個「執」執著甚麼？你這個叫「一合

相」，硬要，本來是六種東西硬要說是一樣，明明是六種嘛！是呀！六種有關聯，但

六種有關係不是等於一個嘛！是嗎？他阿媽生五個兒子出來，很好的，五個兒子都是

同樣的樣(子)，(但)都是五個！不能說是一個的！是嗎？佛家就說是「五件」就是

「五」，不能說它是「一」的。所以就否定，佛家有兩派，一陣(遲些)我講到「意

識」就講你聽。好，休息一下。

「前五識」所依的「根」是物質性的，「第六識」所「依」的「根」是甚麼呢？

是不是物質的呢？現代那些心理學的人認為，「第六識」所依的「根」都是物質的。

就是甚麼？大腦神經，大腦神經就是物質了。但佛家說不是，大腦神經不過是這個

「增上緣」之一，主要的「根」是大腦神經，這個「根」是甚麼？如果在唯識家講

呢，就是第七「末那識」。

是第六意識的「根」，(是)第七「末那識」，第七「末那識」呢，就不是物質來

的，是「識」來的，它是第六意識的「根」，因為何解呢？為何說不是物質性的

「根」呢，「第六意識」，因為「第六意識」的「根」呢，你說它是那個「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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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腦的細胞成日(不停地)新陳代謝，十年八年(後)全部細胞都換過了，但我們五十

年(前)，六十年(前)，七十年(前)的東西都還是記得，那你說我們幾十年前的經驗

「印」了在那裏呢？如果「印」了在細胞處，細胞(卻又)已經全部換過的時候，怎麼

辦？所以呢，你說它是物質(性)的「根」來的，就不是很圓滿，你說它沒有「物質」

都可以想東西(思考)又不通，它(又)是一個條件之一，因為怎樣？我就(如果)無物質，

譬如你肚(子)餓呢，你都不能想到東西的，都是條件之一，最主要的呢，就(是那)個

第七「末那識」。因為(那)個第七「末那識」由無始以來，至到今時今日未曾斷過，

以後呢，除非你成(為)阿羅漢，將它來改造了，否則呢，(那)個「第七識」都不斷

的。所以它能夠怎樣？可貫通，我們的一世這幾十年它都可以貫通。

這個「第七識」是一種「能力」來的。不是物質，是「能力」。是一種

Energy，六個「識」都是 Energy，是一種「能力」而不是物質。「第七識」(也)不

是物質，是 Energy，是「能力」。以這個「第七識」做「根」，然後生起(那)個第

六(意識)，「這」個「識」的生起不只是(那)個「根」，只(是)「根」也不行的，還要

有其他條件的，「根」是最主要的條件，譬如說「眼識」，(生起)「眼識」(要)多少

個「緣」？多少個條件(才能)生起？第一、要有甚麼呢？要有「顏色」的「境」，無

「顏色」你怎樣看(得到)？(要有)「境」。第二呢，要有眼的視覺神經，「根」，有

「根」有「境」。第三、有甚麼？(要)有「空間」，你貼(緊)過去你看不到東西的，

對嗎？要有相當的距離，「空間」，第四、要有「光明」，無「光明」黑麻麻的你看

不到東西的，對嗎？第五，你看東西時要有個第六「意識」起，然後才知道事的，第

六「意識」，跟隨著它一齊起，第六。

8



還有個、還有個甚麼？「第七識」的「識」，何解呢？你這個「眼識」，我們何

解，我們凡夫何解「眼識」是染污性的？因為我們的「第七識」有個「我執」，染污

了，所以有個「第七識」，還有，(那)個「第八識」是最根本的，(這)個「第八識」

叫做「根本依」。這樣就第七個囉，還有呢，它自己的「種子」，沒有(那)個「種

子」，那個「眼識」的「種子」，當它「眼識」不起的時候，那個「種子」就藏在

「第八識」裏面，那個「緣」一具備呢，那個「種子」就跳出來，就起「現行」。所

以就要(有)個「種子」。

這樣即是總共呢，要九個條件具備。然後才生得起，這樣，這個詳細呢，可以參

考一下《八識規矩頌》，你回去看一看，去圖書館，找那本《八識規矩頌》。王恩洋

注釋的那本《八識規矩頌》。《八識規矩頌釋》演培(法師)都得，演培(法師)有一本

都得(可以)，演培(法師)的那本有少少，一點點不是很妥。就(是)講到，解到最尾的那

句，最尾的兩句，不是很(幾)妥。「三類分身息苦輪」解這句解得不是很(幾)好。其

餘呢，都好。這樣「末那識」的「根」呢，不是！「第六意識」的「根」呢，就不是

物質的，「末那識」是它的「根」。「小乘」的人呢，你不要以為現在的生理學說我

們「意識」的「根」是物質，以前(舊時)那些佛學家，「小乘」的那些論師呢，都有

些認為是物質做「根」的。古代的那些「小乘」呢，有些說甚麼？那個「肉團心」，

即是我們的那個心臟就是「意識」的「根」來的，是這樣說的。

今日那些生理學家就說是大腦神經，古代的那些「小乘」佛教的、有一部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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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佛教徒把那個肉團，一團肉的，好像豬心、牛心的「肉團心」說是「第六意識」

的「根」，固然那個「心」是不會啦，是嗎？

但這個佛家說，「大乘」佛法說那個「腦」也不是，唯識學，空宗都不說的，空

宗不講的，這樣，第六「意識」所依的「根」，就是第七「末那識」了，第七「末那

識」又「依」甚麼為「根」呢？前五、前六「識」是「識」，「前六識」都有

「根」，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亦是「識」，難道它們可以無「根」

嗎？應該有「根」，是嗎？所以第七，第八「識」 (呢)，都應該有「根」。「第七

識」依甚麼為「根」呢？

你記著，「第七識」就由無始以來至到、直至到以後你成「阿羅漢」為止，「第

七識」都未曾斷過的，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一生一滅、一生一滅，停一停又顯現、

停一停又顯現、停一停又顯現那樣，是「無常」的，但是，是連續的，(這)個第七

識，這樣呢，能做(做得)「第七識」的「根」就一定要連續才可以，(至得)。那個

「第七識」連續的「根」(如果)不能連續，(豈不是)很容易斷掉？所以呢，這樣說

來，它不能用甚麼？「眼識」不能做「第七識」的「根」，因為「眼識」不能連續

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都不能連

續的，都無資格做「第七識」的「根」，「第六識」可以嗎？你想想，「意識」可以

嗎？不行，何解不行呢？

聽眾：它依「第七識」做「根」，怎可做回「第七識」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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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都不是的，倒轉都可以的，互相為「根」都得(可以)。

即是你靠住我，我靠著你互相為「用」，你靠住我，我靠著你互相為用都可以

的，但是有一樣不行，理由是怎樣呢，「意識」會停的，你入去醫院，你施大手術的

時候，全身麻醉的時候，你就好像死了一樣了，「意識」就停了，因為你的腦電波的

意識都不起了。(那)個第七「末那識」不能用「第六意識」做「根」，所以第七「末

那識」的「根」是甚麼？「阿賴耶識」，「第八識」是它的「根」。

所以「第八識」就永(遠)，由無始以來至到以後成「阿羅漢」之前，它都不停

的，這樣呢，所以第八「阿賴耶識」有資格做第七「末那識」的「根」，這即是說第

七「末那識」的「根」就是第八「阿賴耶識」來的。聽得明(白)嗎？倒轉過來，第八

「阿賴耶識」又以甚麼為「根」呢？不能整個第九「識」做「根」的，如果你說有個

第九「識」呢，那第九識又以甚麼做「根」呀？豈不是有第十「識」？這樣就變了

「無窮」？是嗎？犯了個「無窮過」，第八囉，第八「阿賴耶識」就不用「根」的，

那又不平等！大家都是「識」，人人都有「根」，你又不用「根」的？是嗎？那又如

何？於是呢，唯有怎樣？

(由)第七識倒(掉)轉過來，做回第八「阿賴耶識」的「根」，你做我(的)「根」，

我做你(的)「根」，就好似(好像)呢，兩樣東西(互相)依靠，好似(好像)兩件東西(互

相)依靠著，這個為甚麼不跌？因為靠另一個支持，那個為甚麼不跌？因為靠這個支

持。互為「根」，明不明(白)？「第七識」做「第八識」的「根」，「第八識」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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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識」的「根」，因(為)它們兩個都是由無始以來到成「阿羅漢」都不停的，互

為「根」，這樣就通了！是嗎？所以呢，八個「識」都有它所依的「根」，明白嗎？

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聽得明。

聽眾：羅公，剛才你講的那個「第七識」是等於「自我意識」，那有些患了失憶症的

人都不記得自己是那個了。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第七識」，劃了一個圖出

來，「第七識」叫做「自我意識」，有些患了失憶症的人都不記得自己是那個

了，這又是怎樣說？

羅公：我們普通(通常)覺得有個「自我」就不是「第七識」，覺得「我」、「你」的是

「第六識」，「第七識」的「自我」是盲目的，只是執著有個「自己」，就無概

念的，譬如我說：我現在去那裏，我在這裏有概念。凡有概念的，都是第六「意

識」，「第七識」只是一種盲目的執著，所以 (即使)是失憶的，他都覺得有個

「自我」。就是不知道這個叫做「我」。他只覺得有個「自己」，他亦覺得：我

為甚麼不記得事情，不記得事情？是嗎？即是有個盲目的「執著」。我們普通(通

常)的所謂「我」呀，「我」現在如何呀，這個「我」就(是)「第六意識」的。

「第七識」的那個是盲目的，當我們睡覺的時候呢，睡到熟睡的時候呢，(這)個

「第六意識」就不覺、不起了，就不覺得有個「我」了，但(那)個第七「末那識」就

仍然覺得有個「自己」。這樣總括一句就是，八個「識」都有它所「依」的「根」，

再講，八個「識」都有它「所緣」，「緣」，「緣慮」，它所看到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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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八個「識」，每個「識」都有它「所依」、「所緣」的「境」，第一個，

「眼識」，它所「緣」的「境」是紅、黃、藍、白、黑等的顏色。「耳識」所「緣」

的「境」：即是高低、強弱的聲音。「鼻識」所「緣」的「境」，就是「香」、

「臭」，廣義的「香」就連「臭」都包括在內，狹義的「香」就真正是香的。那些

香、臭，以及不香、不臭，這些。

這些就叫做，它所「緣」的「境」就叫做「香」。「舌識」所「緣」的「境」

呢，就(是)鹹、酸、苦、辣等的「味」，「身識」所「緣」的「境」呢，「軟」、

「硬」、「輕」、「重」、「動」，覺得「動」，「悶」，好「悶」啊！「悶」，這

樣，「飽」，「飽」都是「境」來的，「餓」、「渴」，這些，這些都是「身識」的

「境」，「第六意識」的「境」呢，多了！「色」、「聲」、「香」、「味」、

「觸」，這「前五識」，「第六意識」都可以知道何解，除此之外呢，還有很多甚

麼？觀念 Idea，概念 Concept，都是「第六意識」來的。「前五識」呢，就只是知

道物質的，實質的，無概念的。無 Idea 觀念，無 Concept 概念的。無觀念，無概念

的。「第六意識」呢，好多概念、觀念的。

那些概念、觀念與「前五識」所「緣」的一切東西的總和，「第六意識」都可以

了解的，所以一切「法」，它都可以了解的，所以「第六意識」所了解的叫做「法

塵」、「法境」。「眼識」所「緣」的「色塵」，「塵」即是當「境」那樣解。「耳

識」所「緣」的「聲塵」，或者「聲境」，「鼻識」所「緣」的「香塵」或者「香

境」。「舌識」所「緣」的「味塵」或者「味境」。「身識」所「緣」的「觸塵」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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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境」。「第六意識」所「緣」的(是)「法塵」或者「法境」。六個「識」所「緣」

的「境」。「第七識」所「緣」的「境」是甚麼呢？「第七識」叫「末那」 Manas 即

(作)「思量」解，成日「思想」著、「量度」著那個「境」。這即是說「第七識」所

「緣」的「境」就是「我」。「第八識」所「緣」的「境」是甚麼呢？你好難現在即刻

明白，慢慢你就會明白，慢些。

「第八識」所「緣」的「境」呢，第一、「一切種子」。何解叫做「一切種

子」？「眼識」未起之前，已經有了甚麼？生起「眼識」的「可能性」，生起「眼

識」的「功能」，是嗎？「眼識」未起時，譬如你會起「眼識」，一定要這樣的。

(那 )個「眼識」未起之前已經有了「功能」了， Function  或者 Power，或者

Energy，如果你(連)「眼識」都無，無生起「眼識」的「功能」，(譬如說)盲人，盲

人都有(眼)，不過眼(睛)壞了而已，如果科學家幫他整(造)過一隻眼，他就(看)得(到)

了。因他有「眼識」的「功能」的，這個「眼識」的「功能」呢，有這個「功能」他

就會生起「眼識」。無「功能」呢，譬如你說：我會不會「成佛」呀？你有「會成

佛」的「功能」你自然會成「佛」。如果你無「成佛」的「功能」呢，你如何(可以)

成「佛」？你叫石頭去「成佛」行嗎？不行，它因為何解？它無「成佛」的「功

能」。這些「功能」叫做甚麼？「種子」。猶如一粒榖種生起(一)棵禾。

又例如那粒麥(的)種(子)，生起一棵麥。這個「功能」用「譬喻」做名詞來叫

它，叫它做「種子」。這些「功能」就可以怎樣呢？(是)在外面「打」入去的。例如

怎樣？那個小朋友(細路仔)成日同那些「阿飛」行到一齊，把那些「阿飛」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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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入去。於是搞到這小朋友成個「阿飛」的形(格)。即是說他的生命內充滿著做

「阿飛」的那些「功能」。他不做才(先至)奇怪，是嗎？那這些做「阿飛」的「功

能」是怎麼來的？就是由成日和那些「阿飛」混為(搞埋)一堆。「熏」了入去，好像

那些煙熏了在一塊布般「熏」了入去，「熏習」，「熏」成那些「習氣」，所以呢，

這些「種子」又名叫做「習氣」。明不明(白)？「種子」有好多個名，又叫做「功

能」，又叫做「習氣」。又叫做「因」，原因的「因」。

所有的「種子」呢，「眼識」未起的時候已經有了「眼識」的「種子」了，「眼

識」起的時候不過那些「種子」出現而已。那閉上眼不看了(又怎樣)？那些「種子」

又縮回去，到打開又(再)出來，一生一滅，一生一滅。這樣，「眼識」這些這樣的

「功能」呢，「眼識」的「種子」，有了「眼識」的「種子」，一有「機緣」呢，

那個「眼識」就出現了，未出現的時候就叫「種子」，一出現就不叫做「種子」，叫

做「現行」。「現行」，「現」者現在。「行」者，「行出來」。活動，「現行」。

「種子」就是一種潛伏的「功能」，「現行」即是成為現實的東西，有「種子」

就會生出「現行」，「眼識」的「種子」生起「眼識」的「現行」。「耳識」的「種

子」就會生出「耳識」的「現行」。「鼻識」的「種子」，「舌識」的「種子」，

「身識」的「種子」，就會產生，生出甚麼？「鼻識」，「舌識」，「身識」的「現

行」，「意識」未起的時候是「意識」的「種子」，當「意識」起的時候，(那)個

「意識」的「種子」起「現行」，「末那識」有「末那識」的種子，時時都起「現

行」的，那些「末那識」不停的。第八「阿賴耶識」呢，亦有第八「阿賴耶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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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這些的「種子」呢，時時都起「現行」的。

那些「種子」平時藏在那裏？一是(或者是)藏在自已處，一是(或者是)藏了去另

外一個人處，假使你說藏在另外一個人處，通不通呀？你的「種子」藏在我處，通不

通？不通啦！這樣就一定要藏在自己處。是嗎？藏在那裏？藏在「眼識」處行不行？

不過「眼識」會有時閉上眼就看不到，這樣「種子」走去那裏？八個「識」它都

有八個「識」的「種子」，八個「識」的「種子」縮到「眼識」裏(處)不通。同一樣

道理，縮到「耳識」(裏面)？(那些)「種子」縮到「耳識」裏面也不通，(同一樣道

理，縮到「耳識」的「種子」，縮到「耳識」裏面也不通，)因那個「耳識」不是成

日(恆常)出現的，當它不出現的時候呢？怎麼辦？

那八個「識」的「種子」走去那裏？不行，是嗎？放在「鼻識」內不行，放在「舌

識」內，又不行，放在「身識」內也不行，放在「意識」行嗎？「意識」都會停的，也

不行。放在「末那識」處好嘛？沒那麼好，「末那識」是長命，但是「末那識」它成日

昏昏沉沉執著(那)個「我」的，是嗎？藏在那裏？最好就藏在「阿賴耶識」。是嗎？

所以呢，「前七識」的「種子」再加上「阿賴耶識」自己的「種子」，都藏在「阿

賴耶識」裏面；因為「阿賴耶識」是你的生命來的，你的生命，你的 Life！這即是說甚

麼？它「含藏」住所有八個「識」的「種子」，(所有「種子」)它都「含藏」住。

譬如你五十年前，曾經同人打過架，一下子「因緣」一會(遇)呢，見到一地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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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以前打架的地方差不多(咁上下)呢，你就會聯想到舊時(以前)，五十年前，我與

某人好像(在那裏)打過架，那地方也是差不多的，再喚起出來，在你的「意識」內，

何解？因為你打架時的那種印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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