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又有一句話，「人之生也直」，〔《論语》孔子〕「人」即是人，人類。人類

之出世，與生俱來的本性是「直」的，坦率的，無所謂「善」、「惡」的，「直」就

是「無記」了。但他又有這句話：「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语》孔子〕他說有一

些壞蛋一出生，幸運的，就免於受罪，作罪惡而已，這種人都是不會好的了，不會做

好事的，又有這樣說。他孔子他說的話兩邊閃，這樣〔解釋〕又行，那樣〔解釋〕也

對，那些「聖人」都是這樣的。耶穌講話都可以兩邊解釋的，釋迦佛的話也可以兩邊

解釋的，如果釋迦佛每句話都斬釘截鐵，那就不會出現那麼多宗派了！是嗎？就是因

為他不是很肯定那樣講，這樣才覺得這樣麻煩嘛！古代的聖人都是這樣，正是因為這

樣他才是聖人，如果他肯定地說，你們後面的人就沒得講了，變成你們後面的人沒得

講了。

後來的人每個講，都〔帶〕有他的一套，這樣才有得爭，有得講，所以聖人都是

不全部講給你聽的，你看看，中、西聖人都是一樣，那些大宗師，大賢，賢人，有個

特點，一定偏的，一定是死牛一邊頸，偏向一邊的，一定偏的。六祖就是大宗師，他

偏的。

你念佛他都說不對的嘛，六祖。他不贊成你念西方的佛的，要「自性彌陀」的。

現在香港甚麼？《香港佛教》？那本東西，有篇文章好像替六祖翻案，是嗎？六祖明

明是不喜歡人家念佛了，他一定要又說六祖的淨土思想，硬要講到六祖都很贊成人家

念佛的，那用這樣？凡是大宗師一定偏的，佛就不偏嗎？菩薩都偏。這樣，大宗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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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偏，孟子是大宗師，就偏「性善」，荀子是大宗師，就偏「性惡」，董仲舒是大宗

師，他就說「性」裏面有「善」有「惡」。

告子都是大宗師，他說「性」不善、不惡。這樣，一定偏，大宗師一定偏，不偏

他不能做大宗師。不偏又怎樣？兩種人不偏。一種是大聖人，他不偏。第二種是怎

樣？很平庸的他不偏。他因為平庸所以沒有得偏。是嗎？大聖人他又不用偏，大宗師

就一定偏。

你看看，龍樹菩薩是大宗師都偏，偏「空」，無著菩薩是大宗師，就偏「有」。

賢首法師是大宗師，他要講「如來藏」，講「真如緣起」。玄奘法師是大宗師，他要

講「阿賴耶」，「賴耶緣起」。慧遠不都是大宗師？他要修「般舟三昧」，投生淨土

的。六祖是大宗師，他說不用去，當下就可以了，一定偏。

「心所」是「無覆無記」，正因為它「無覆無記」，所以我們儘管去修行，它不會

障礙我們修行。如果「有覆無記」就不得了，如果它是「有覆無記」，我們就無法修行

了，會阻礙我們的。「觸等亦如是」，那是「阿賴耶識」是「無覆無記」然則那個

「觸」、「作意」、「受」、「想」、「思」，那五個又如何呢？也是一樣，也是一樣。

這樣這個有兩個解法的，「觸」等也是一樣，是「無覆無記」，第一個解。第二

個解是甚麼？「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處了」，也是常與「觸」、「作

意」等相應，也是「唯捨受」，也是「無覆無記」。這麼多個「也是」的，這裏，兩

個解，你自己看看兩個選擇那一個好了，暫時你不要拿那麼多，先選「觸」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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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覆無記」那樣先。「恆轉如瀑流」，它這裏是形容「阿賴耶識」了，「恆」者，

連續不斷，由無始以來，不是上帝做它，亦不是任何人做它，本然就有它的，

「恆」、一路連續，現在都有，不止現在有，除非你成了「阿羅漢」，在你一日成為

「阿羅漢」之前，這個「阿賴耶識」一路相續不斷的，所以它「恆」，「恆」者，延

綿不絕，好像那個伯格森的「生命之流」，延綿下去的，「恆」，「恆」豈不是不

變？豈不是「常」？又不是。

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的。「轉」、「轉」者，每一剎那都生滅變化，每一剎那一

生，一生的時候就停一停就「住」，「住」的時候就起變化，就「異」，「異」之後

就滅，每一剎那都「生住異滅」、「生住異滅」、「生住異滅」那樣。

這就是「轉」，轉變無常，這即甚麽？「恆」，就非斷，非斷。「轉」就「非常

非斷」，「非常」。講到這裏，你就要。佛家說「無我」，有個「阿賴耶識」，豈不

是有個「我」？不是，佛家的「無我」是沒有那個「永恆不變」的我，沒有一個「永

恆不變」的「我」，佛家的「阿賴耶識」是「非常非斷」的。「常」就不變，但它不

是「常」的。

「阿賴耶識」因它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的。所以它，「阿賴耶識」你要一定叫

它做「我」就要怎樣？「非常非斷」的我。既然是「非常非斷」了，就不是「永恆不

變」的了，那個「我」就無所謂了。是嗎？「恆」「轉」，一方面就「恆」，連續不

斷的，一方面就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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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講就「生住異滅」，「生住異滅」；簡單來說就說它「生滅」、「生滅」、

「生滅」。前一剎那起的時候，「阿賴耶識」就生，一生的時候就停一停，停的時候

就變化，就「轉」，變化了，最後就滅。生，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叫做剎那，亦無所

謂叫做時間，那個「阿賴耶識」「生住異滅」，「生住異滅」，這個過程叫做「一剎

那」。簡單來說就說它「生滅」、「生滅」。前一個剎那舊狀態起，一起了之後即刻

就滅，當它滅的時候，所謂「滅」者，只是隱伏而已，不是沒有，不是等於零，當它

滅的時候，即刻引起下一個新的狀態出現，又生，一生的時候又變了舊狀態了，又

滅。一滅的時候又引起了新狀態，這樣，每一剎那都引起新的狀態出現。新的狀態出

現。

這樣，剎那、剎那變化，即是好像柏 格 森說的「延 綿」，〔（ Henri

Bergson，1859年－1941年），法國哲學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一方

面就「恆」，連續不斷，一方面就每一剎那都「轉」變，這樣即是用中國的話來說，

叫做生生不息，就好像甚麼？《易經》的「乾卦」，那「乾卦」是怎樣？生生不息的

這個「乾卦」。根據章太炎解釋，說《易經》的「乾卦」，「乾」是「阿賴耶識」來

的，「坤」就「末那識」，章太炎說，他將八卦配成這個「識」，太過迂，這樣講

法，好了，哪個時候就斷？斬斷「阿賴耶識」？或者哪個時候就永遠伏了「阿賴耶

識」呢？「阿羅漢位捨」，你修行，修成了「阿羅漢」的那個階段，你就捨棄了「阿

賴耶識」了。你就「斷」了。

有兩個說法，小乘就說「斷」了「阿賴耶識」了，沒有了。在芸芸眾生之中沒有

了你的生命了，沒有你了。但如果是「大乘」就說不是，「大乘」就說，「第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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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菩薩叫做「阿羅漢」，因爲他時時都證得「無我」，時時都「有漏種子」都斷了，

不起「現行」了，「第八地菩薩」，那時亦叫做「阿羅漢」。

「阿羅漢」的「捨」只是「捨」了「阿賴耶識」的名而已，不叫做「阿賴耶

識」，因爲何解？因為一到「第八地」，那個「第七末那識」不「執藏」「第八識」

做「我」，所以就不能叫、不能叫做「藏」了，不能叫做「阿賴耶識」了，所以叫做

「阿陀那識」，「阿陀那識」；「執持」著那些「種子」，或者可以叫做「異熟

識」，還仍然有「果報」。而不能叫做「阿賴耶識」了。所以在「大乘」來說，就是

一到「第八地」的「阿羅漢」，就捨棄「阿賴耶」的名稱，不是捨棄「第八識」。

如果是「小乘人」，一入「涅槃」就沒有了「第八識」了，沒有了。融歸這個

「涅槃」了，「涅槃」者，是「大我」來的，永恆的「大我」。「阿羅漢位捨」。怎

樣可稱做「阿羅漢」呢？要不要講？要講就一陣講。休息一下。不用講就自己找些書

看，一陣再講罷。好了，休息一下。有兩件事當時要做的，第一、他們通知我說要學

期拿成續表，就提出了，下星期能不能交卷？之後你就，你就可以看，歐陽大師全集

裏面有本叫做《唯識講義》，（歐陽竟無。初版。台北市：佛教，民 67）《唯識講

義》裏面就有講的了。

你亦可以有資格，句句幾乎要瞭解，《唯識抉擇談》。〔歐陽竟無。香港佛經流

通處，民 59。〕以及你要看《成唯識論》的八段十義，關於「阿賴耶識」的那一大

段，同時，你可以看《攝大乘論》，《攝大乘論》第一品，不是。第二品，叫做＜所

知依品＞，《攝大乘論》。「種子六義」等等，那些就出自＜所知依品＞的。「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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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識」就在＜所知依品＞那裏講了，你一瞭解之後，你就可以看那些，看了之後你就

會很充實了，這樣就第二件了。是嗎？兩件而已。

這樣，第三就不成為一件事了。第三、就是「第七識」了，我們開首（始）講

「第七識」。我們看看那首偈頌：第二「能變識」了。「次第二能變 是識名末那」

我先把它讀完。「依彼轉緣彼 思量為性相」「四煩惱常俱 謂我癡我見」「並我慢我

愛 及餘觸等俱」「有覆無記攝 隨所生所繫」「阿羅漢滅定 出世道無有」有沒有讀

錯？沒有。

就是這麼多句而已，我解兩句：「次第二能變」即是第一個、第一類的「能變」

的「識」，「變」出「宇宙萬有」和變出我們的人生的，那個「能變」的「識」，第

一類「能變識」就是「阿賴耶識」。第二類「能變識」就是就「第七識」了，「是識

名末那」，「是」、「是」字作「此」字解，「此識」，即是「這個識」，名叫做

「末那識」〔Manas-vijñ naā 〕，Manas 譯做「思量」，整日不斷「思量」著

「我」，一般來說，就說它這個「思量」是「恆審思量」，「恆審思量」，執「賴

耶」的「見分」為「自我」。

「自我」即是自己，「恆審思量」，八個「識」都會「思量」的，思即是想，凡

是「識」都會「思量」的，它的特別在「恆審思量」。「恆」者，連續不斷，時時都

這樣的，就叫做「恆」。「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

個「識」都會「思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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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就「思量」著顏色，是嗎？

「耳識」就「思量」著聲音；

「鼻識」就「思量」著香臭；

「舌識」就「思量」著那些鹹酸苦辣；

「身識」就「思量」著所「觸」覺的東西，都「思量」。

「第六意識」「思量」甚麼？很多概念、觀念，

「第七末那識」就「思量」著那個「我」，

「第八阿賴耶識」都「思量」，它有一個「思心所」嘛！

「思量」著甚麼？「思量」著它的「相分」，「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

的「相分」是甚麼？就是那幾種東西，一、「執受」，即是「種子」與「有根身」是

它的「相分」，二、「處」，無比的「空間」就是它的「相分」。這樣就「思量」著

它的「相分」。「思量」著這個「空間」；我們的身體。這樣就每個「識」都會「思

量」的，但是，現在這個「末那識」是「恆審地思量」，「思量」就「思量」了，它

又「恆」」又「審」的，「恒」者，連續不斷就叫做「恆」了，現在我們逐個「識」

檢討了，第一「眼識」，「思量」了，「恆」不「恆」？你答我。不恆 ，何解不

「恆」？

聽眾：即馬上變，不停地變，

羅公：我現在問你，是不「恆」，為何不「恆」？

聽眾：因為它會「轉」動，合上眼就不「恆」。

羅公：有時會不「思量」的，你睡著了覺，熟睡，就不「思量」了，你昏倒，它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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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了，你死了它又不「思量」了，是嗎？就不是「恆」的，是嗎？「眼

識」不能「恆」，「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恆」不

「恆」？即是前「五識」都不「恆」。「思量」就「思量」了，但不能

「恆」。「第六意識」呢？「恆」不「恆」？不「恆」，無錯，何解不

「恆」？

聽眾：睡著了。

羅公：熟睡的時候會沒有，麻醉了亦沒有，「第六意識」也不能「恆」。「第八阿賴

耶識」呢？「恆」不「恆」？「恆」。

聽眾：「恆而不審」。

羅公：對！這個「末那識」呢？「恆」，它整天執住「我」不停的。只有兩個「識」

是「恆」的而已。是嗎？

「思量」就八個「識」都會「思量」，但只有兩個「識」，「末那識」、「第八

阿賴耶識」是「恆」。這樣「恆」的就只有它兩個。「審」了，「審」就是很精細，

很「強」的，「審」。「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

個「識」，不能「審」怎麼？不但止不能「恆」，而且還不「審」，不能深刻的。即

是說，它不能起一個有「意義」的作用的，「第六意識」就「審」了，很深入的，

「第六意識」，就「審」了， 但可惜不能「恆」，「第六意識」就「審而不恆」，

「前五識」就不「恆」又不「審」；「第六意識」「審」就能「審」了，但不能

「恆」。「第八阿賴耶識」是能「恆」，但不能「審」。何解？它好像機械一樣，

「恆而不審」。還有能「恆」又能「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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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第七「末那識」。

羅公：第七「末那識」。是嗎？所以說，「恆審思量」。「思量」甚麼？「思量」著

那個「我」，「思量」著誰是「我」？

它整日「思量」著「阿賴耶識」的「見分」，以為那個「阿賴耶識」的「見分」

是它自己，於是就托「阿賴耶識」的「見分」做「本質」，就變起那個「阿賴耶識」

的「見分」的「相」，本來變起那個「相」不要緊，而且執那個「相」說〔這〕是

「自己」，即是這樣，那個「阿賴耶識」的「見分」是「本質」，它托受了「本質」

的刺激，反映出這個「本質」出來，成為「相分」；這個「相分」是無「罪過」的，

因它好像一塊玻璃、一塊鏡那樣照影而已，是嗎？那個「見分」就「見」它了，那個

「見分」去瞭解它了，那個「見分」〔去〕瞭解那個「相分」了，誰知那個「見分」

去瞭解那個「相分」的時候，人家這個「相分」即是「阿賴耶識」的「見分」，這個

「相分」是指第七「末那識」的「相分」。

這個「第七末那識」的「相分」是托那個「阿賴耶識」的「見分」做「本質」而

反映進來成為「末那識」的「相分」，這樣呢，那個「見分」就「見」落那個「相

分」那裏， 本來就好像一塊鏡子那樣「反映」過去就沒問題了，但它又不是， 它一

廂情願地整出一個「我」出來， 覺得它是「我」， 那個「我」完全是它主觀的， 其

實根本就沒有這個「我」， 是它誤、誤會「阿賴耶識」的「相分」為「我」，這個

「相分」是「賴耶」的「相分」，不是！是「末那」的「相分」，是「末那」的「相

分」，這個是「阿賴耶識」的「相分」，這個是「阿賴耶識」的「見分」，這種叫做

甚麼「境」？「境」有三種，一種叫做「性境」，「性境」一定有「本質」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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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刺激我們的「識」，反映入我們的「識」處，成為我們的「識」的「相

分」， 我們的「見分」見落那「相分」處， 這個就是「性境」了，這個「境」就是

「性境」了。「性境」了。

聽眾：「性境不隨心」？

羅公：是。第二種是無「本質」的，

聽眾：「獨影境」。

羅公：這個「相分」，這個整個是「見分」。在「見分」裏幻變出這個「相分」出來

的，這就是「獨影境」了。

這個「獨影境」，這個就是「帶質境」了，這個是憑空自己創造的，這個是實際

反映出來的，但是有本質的，帶有本質的，「帶質境」。「性境不隨心，獨影為從

見」，已經講過了，是嗎？「帶質通情本」，「情」就是「一廂情願」，「本」就是

本質，「帶質境」通乎情與本。

「恆審思量」，那個「阿賴耶識」的「見分」，說它是「我」。很荒謬，即是一

個醉酒的人，見到一條電燈柱，見到一支掃帚在那裏，以為那是他的太太，一見到，

即刻走上去抱住那條電燈柱來親一口，以為那是他的太太，其實根本不是，是錯覺，

太太不在這裏。完全是錯覺。這樣，是「識」，是「思量」。「末那」即是「思

量」，「恆審思量」，所以叫它做「末那識」，「是識名末那」，已經解釋了。是

嗎？今日解這麼多就好了。「轉」出「第七識」的「見分」的現行，「第七識」的

「相分」的種子，變出「第七識」的「相分」的現行，這些就是「因緣變」，「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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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那個「見分」起了之後，就起了一個虛妄的執著，本來它的那個「相分」，就

是反映出那個「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出來的，這個就不是「我」來的，它在

「阿賴耶識」的「見分」所反映入去的「第七識」的「相分」的形狀之上，在那裏起

一個妄執，變起一個「我」，變起一個的自己的「相狀」，這樣，於是這個「我」就

是「分別變」了，是「第七識」的「見分」起「分別變」了。

即是說「第七識」的「相分」是兩重「相分」的，一重是「因緣變」的，另外一

重是「第七識」的「見分」扭曲地「分別變」的，是「賴耶」的「見分」，這個就做

本質，這個本質反映入去「第七識」裏面，就成為「末那」的「相分」了；「末那」

的「相分」有自己的「種子」的，「阿賴耶識」的「見分」，這個是本質，它亦有它

的「種子」的，本來這個是「性境」來的，是嗎？如果只是這樣，但可惜它，於是這

個「賴耶」的，這個「末那」的「見分」，「末那」的「見分」看落去「末那」的

「相分」那裏，「末那」的「相分」就反映出「賴耶」的「見分」，這個本質、本質

反映入來。而這個「末那」的「見分」去「見」它，當它「見」它的時候，如果它能

夠如實、如實地那樣去見它，無加，怎樣叫做「如實」？

不加不減就叫做「如實」，如果能夠如實地將它來了解，就是「性境」來了，是

嗎？但可惜它起了妄執，變起一個「我相」，執著「末那」的「相分」所反映出來的

「阿賴耶識」的「見分」為「我」，這個叫做甚麼「境」？這個「境」就是「帶質境」

了，這個「帶質境」，這個「境」，你說它無本質嗎？它有本質，那個本質反映入來，

故「帶質」，但它起「虛妄執」，說它為「我」，故「帶質」的，兩重「相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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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相分」的，兩重。這一重「相分」，這一重亦是「相分」，這一重是「虛

妄執」的影像，不實的，這個是如實的，這個是如實的，這個不是如實的，兩重，

即戴起一個有色眼鏡，看落那些東西處。兩重鏡，一重鏡，這個鏡就將這些事物映了

進來，是映對了，但可惜它戴著有色眼鏡來看落這個鏡處，這樣就看到一層顏色了，

是嗎？

這樣，這個「末那識」的「境」是這樣，「是識名末那」。這個「識」叫做「末

那識」。「末那識」、凡是「識」都有所「依」的「根」的，是嗎？「眼識」依「眼

根」、「耳識」依「耳根」，乃至到「第六意識」就依這個「末那」做「根」，「末

那識」都是「識」來的，它應該是有「根」，抑或是不應該有「根」？兩個給我們選

擇，我們覺得「末那識」都應該有「根」，然後才妥當的。所以我們肯定它，那個

「末那識」亦是有「根」的，有它所「依」的「根」的， 「末那識」「依」誰呢？

「意識」就「依」它做「根」了，它「依」誰做「根」呢？

聽眾：「阿賴耶識」。

羅公：做它所「依」的「根」，一定要具備、具備幾重資格，第一、「末那識」是永

恆、永恆連續，它不是永恆不變，是永恆連續，由無始之始，一路至到我們成

佛之前，這個「有漏」的「末那識」都不停的，做它的「根」也一定要由無始

之始，一路至到成佛都不停的。

有這樣的資格的，才能做「末那識」的「根」。是嗎？好了，「眼識」能不能做

它的「根」？不行，因為「眼識」會停的；「眼識」、「耳識」、「鼻識」、「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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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身識」，這「前五識」都無資格做「末那識」的「根」，「第六意識」也不

行，因為「第六意識」都會停的，熟睡的時候它就停了；進入「無想定」的時候它亦

停了；打昏了他，不省人事，它亦停了，這即是說，「意識」也不能做「末那識」的

「根」。

「心所」做「根」行不行？「心所」更不行，「心所」都沒有自主力的，是嗎？

任何「心所」不能做「根」。誰做「根」呢？「真如」做「根」，行嗎？唯識家就否

定「真如」可以做「根」的，如果這樣就即是「真如緣起」了，唯識宗不許可有「真

如緣起」。

何解呢？「真如」是「無為法」嘛！它會做「緣」而引生，引起生出「末那識」

來，這樣豈不是「為緣而生起法」了！是嗎？這樣豈不是「有為」了！你可能說，不

同、不同「種子」，「種子」「有為」就直接生，它那裏間接都行，間接生，那個

「真如」做「緣」。你一定要說「真如」為「緣」可以生起東西，你說另外一個「第

八阿賴耶識」生好呢？抑或是由「真如」生好呢？做「緣生」好呢？若你說由「真

如」做「緣」來生的話，「真如」是永恆的，不變的，是嗎？「真如」是永恆的，不

變的，豈不是我們的「末那識」到了我們成了「阿羅漢」的時候，當剷除了舊的「末

那識」裏面的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之後，那個「末那識」

就變了，改變了，這樣「真如」不止可以做「緣」了，還可以做「緣」，影響到、做

「緣」令到它所生的東西會變化了，如果這樣講法，就會有很多葛藤的了，就不如說

另外有一個「有為法」來的，做它的「根」，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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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用「無為法」來做「根」的，就真是「真如緣起」了。如果你說有另

一個「有為法」做「根」的，你就承認這個「賴耶緣起」了。這樣，唯識宗就選擇

「阿賴耶識」做它的「根」。何解？因確實是「阿賴耶識」有資格做它的「根」。

「阿賴耶識」無始之始以來一直至成佛之前都存在的，它是「有為法」來的，而且含

藏「種子」，是嗎？何解不可以做「根」呢？一定要搞出一個「真如」來做「根」

呢？似乎沒那麼好。所以我們選擇的結果是「末那識」以「阿賴耶識」做「根」，以

「阿賴耶識」做「根」，「依彼轉」，「彼」指「阿賴耶識」。

 這個「末那識」依「阿賴耶識」而生起，「轉」就是「生起」，「生起」；

「末那識」依「阿賴耶識」而生起， 有它所依的「根」了。 我們選擇做「根」的，

有兩種東西可以選擇，是嗎？ 一種是「真如」，是嗎？一種是「阿賴耶識」。選

「阿賴耶識」就妥當些，何解呢？因為「阿賴耶識」含藏著它的「種子」，是嗎？

「真如」就不能含藏「種子」的，「真如」是那些「種子」的實質來的，是嗎？明白

了嗎？所以，就不如「賴耶緣起」，好過「真如緣起」。

將來我們讀「緣起論」的時候，確確實實是華嚴宗那些人所講的「真如緣起」就

不夠美滿，就不如唯識宗講的這個「賴耶緣起」，《大乘起信論》說那個「真如」，

說它「忽然念起，名為無明」更加不妥， 「一片清淨」又怎會「忽然念起」？是

嗎？「念」是妄念，忽然會「念起」，那個「真如」豈不是就不「清淨」了，是嗎？

沒那麼好，最低限度，無得講就用它勉強都還可以，但有些好過它就何必用它？即是

假使你去找老婆那樣，一個就單眼的，一個就平頭正臉的，為何你平頭正臉的不要，

要那個單眼的呢？是不是？無謂嘛！我初時都讀《大乘起信論》的，很迷《大乘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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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後來覺得越想越不對，越想越不對。這樣就「依彼轉」了，講的是它「所依

的根」凡「識都有所緣的境」，是嗎？即是除了「末那識」之外，所有「識」都有

「所緣」的「境」因為沒有「所緣」的「境」，又怎會叫做「識」呢？是嗎？要有種

東西讓它「識」才可以嘛！

「末那識」既然是「識」了，一定亦應該有它「所緣」的Object，它的「境」

了，那麼「阿賴耶識」「緣」甚麼做「境」？你看看那圖，看看那枝箭嘴，「末那

識」的「見分」，緣它的「相分」，但它的「相分」是甚麼來的？是將「末那識」做

本質，反映進來的，是嗎？這樣即是說，「緣」就「緣」這個，真正「緣」就「緣」

這個「阿賴耶識」，這個「末那識」就這樣，「緣」這個「阿賴耶識」，「緣彼」，

以「阿賴耶識」為它的「所緣境」，「彼」〔是〕「阿賴耶識」，「彼」。

「緣彼為境」，「緣彼」「阿賴耶識」為「境」。「緣」「阿賴耶識」，「識」

有「相分」、有「見分」，是嗎？「緣」「阿賴耶識」的「相分」呢？抑或是「緣」

「阿賴耶識」「見分」呢？「緣」「見分」。何解？因為「見分」是「無形無相」

的，我們整天覺得那個自己是「無形無相」的，那個「自己」不會一堆地在那裏的，

總之，你那個自己，你那個「我」，假使你覺得有個「自己」，你不會執著個頭那塊

肉是「我」的，亦不會執著你的心是「我」的，一定會執著很微妙的、一個「無形無

相」的靈體，亦有人執一塊東西是「我」的，不過通常都是執著靈體，「無形無相」

的，這樣，這個靈體又是「無形無相」的。

這個是甚麼？是「阿賴耶識」的「見分」。不是「我」來的，何解？叫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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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嗎？也無不可，你叫它做 X亦可的，是嗎？不過，一般來說這個所謂的「我」是

指甚麼？是指主人翁，「主宰」。「阿賴耶識」的「相分」，那個「阿賴耶識」不是

「主宰」來的，那個是「阿賴耶識」的「見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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