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就是沒有了「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無餘涅槃」就

整個「識」沒有了，「第七識」、「第八識」都沒有了，如果「有餘涅槃」都還有

「第七識」、「第八識」。「阿羅漢」，「阿羅漢位」，「第七末那」、「染汚末

那」沒有了，第二、「滅定」，「滅盡定」，「定」有九次第定，修定，如果你修，

你現在學修定，修到「輕安」之後，「輕安」充滿你的身體後，你就叫做入了「初

禪」了，就「離生喜樂」了，入「第一靜慮」了。再進一步就「定生喜樂」，「第二

靜慮」了，「第二禪」了；再進一步就「第三靜慮」了，再進一步就「第四靜慮」

了，這樣就叫出「四靜慮」，又名叫做「四禪」。

本來「四禪」就「見道」、甚麼都可以了，但是有些人「四禪」之後就好似遊戲

神通那樣，看看還有甚麼新境界，他於是就入「四無色定了」。第一步，入了「第四

禪」了，他要觀，有禪定都還不夠爽，要怎樣？

要觀一下一片虛空，無邊無際的，不要那麼多東西的，山河大地都不要。這樣就

在「地」處修觀，「觀」甚麼？觀無邊的虛空，一觀了之後就在「第四禪」了，一片

虛空，無邊無際那樣，甚麼都沒有，住在那樣的情景處，叫做「空無邊(處)」的「三

昧」了。入了「空無邊三昧」還是覺得未夠癮，未爽，還有一個虛空像大罋那樣，無

邊無際，連那個虛空都不要！

那時，那個虛空的概念都沉沒了，就覺得一片，虛空就沒有了，但我主觀的心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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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識」還有，於是就覺得我自己的「心識」無邊無際那樣，還有一個「識」的概

念，「名言」。

再進一步「無色界」，「無所有處」，一切東西都不覺得有，只是剩下一個概

念，有一個叫做「無所有」，一個概念，「無所有處」，再進一步怎樣，沒得進了，

就怎樣？矇查查(糢糊)了，「非想」，你說它無概念，它又有少少，「名言」仍然有

些，你說它是很清楚想嗎？它又不是，矇查查的，叫做「非非想」，即好似半睡半醒

的，如果入了這種狀態就真是僵了，進了那種狀態？叫做「非想非非想定」，最高級

的禪定，世間的禪定最高級的。

這樣，如果你是「阿羅漢」，或者有些是強的、智慧強的「不還果的人」，他就

在「非想非非想定」一轉，連想也沒有了。

外道做不到的，沒有了，真的「無想」了，外道就「無想定」可以，但他們的

「無想」就沒有「第六意識」而已，「第七末那識」仍然起那些甚麼？「我癡」、

「我見」、「我慢」、「我愛」，不能去除這四個傢伙。

所以還有一個很微細的「我」的衝動的，但「阿羅漢」就沒有了，真正「無想」

了，那時就不叫「無想定」了，叫做「滅盡定」了。

滅了「前六識」，「第七末那識」沒有滅的，「第八識」那時不叫做「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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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叫做「異熟識」了。還有，這樣(就是)「滅盡定」，滅盡了「前六識」的「識」

與「心所」。還有就是，「滅盡定」又叫做「想受滅定」，「想心所」沒有了，「第

六識」沒有又哪有「想」呢？即是無概念，不止無，感受、感覺都沒有了，感受都沒

有了，「受」、Feeling又無，「想」Perception都無，「想」Perception，「受」

即是 Feeling，沒有了，「想」、「受」都滅，因為「前六識」都停了，入這種定。

「第七識」的「我癡」、「我見」 (等等)的那四樣種壞東西都停了，早就沒有

了，「滅盡定」。

有些「阿羅漢」都入不到「滅盡定」的，有些「阿羅漢」一入又即刻退出來的，

有些「根性」利的羅漢他就能入「滅盡定」。

不過這樣，你不要以為迦葉尊者入「滅盡定」，入了雞足山等彌勒出來那樣，你

不要以為這樣，迦葉尊者是大乘菩薩化身，他就可以這樣，不然你的身體會爛的。

入「滅盡定」，《大毘婆沙論》勸人不要入「滅盡定」太久，從前有個比丘入

「滅盡定」入了幾日，太久了，到他醒的時候，一出定他就死了，出了定他就死了，

出定他就死了，身體已經壞了。所以天氣太熱或者太冷，就不要入「滅盡定」，因太

冷，你的體溫支持不住，沒有了(體溫)你就死了。

所以那些人說虛雲和尚在終南山裏面入定，入了十三日，出定之後，那些芋頭已

經發霉了。我就不相信，學「唯識」的入都不相信，這麼冷，終南山上面都會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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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乾掉了！是嗎？冷到零下幾度會發霉？

你說熱，若果熱就會發霉的，若果熱的時候，十三日？無大便，無小便，你一個

肉身而已，沒有了新陳代謝？入「滅盡定」都有新陳代謝的，有體溫的嘛！

釋迦佛講，一個人「壽」、「煖」、「識」三者和合，就未死，「壽」、

「煖」、「識」三者一散就死。是嗎？

你那個「識」可以得，有「阿賴耶識」，有「末那識」的「識」，「煖」，你的

體溫要保持，沒有新陳代謝你怎樣保持體溫？

體溫是怎來的？吸收了那些營養品，澱粉之類，醣質那些，生出多少 Calories

的熱量，支持嘛，十幾天，水都沒有喝，你說，人不飲幾天水就死了，你說他入定不

會死的，我算你入定十幾天，新陳代謝怎樣？

據西藏人講，入「滅盡定」時，那個丹田還未凍的，因為還有微微氧氣出入，

「壽」、「煖」、「識」，「壽」(壽命)是指甚麼呢，是指那些「命根」的「種

子」，「種子」連續「命根」，總之，你說虛雲和尚入定十三日，這是值得我們懷疑

的。可能呢，說他入定十三日，那個人是我的朋友，(他)替他寫的，那個叫做岑學

呂，岑學呂這個人，「烏澟澟」一個文學家來的而已，是我的鄉裡(同鄉)來的，誇大

的而已，又說狐狸向他聽法之類，捕風捉影，佛法不需要這種東西的，是嗎？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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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次在廣州，虛雲和尚去到廣州，那些人請他食齋，我坐在他身邊，問他，

我問：你是不是十幾日無出定？

他答：我那裏曉得？那樣說。他真聰明，他說：我那裏曉得？

我問：你何解不曉得？

他說：我沒有「通書」嘛！無蔡伯勵那本《通勝》呀！沒有「通書」嘛！

他說：入多久我怎知？只知入了很久，我無 Calendar在，沒有「通書」嘛！我那裏

曉得？他真聰明。我又問他，那些入說你一百三十幾歲，

他說：我忘記了，我沒有計數，總是不小了，他聰明。

他說：總是不小了，幾多歲我不記得了。

他很平易近人的，他講的沒有誇大的，你們那些人替他加油加醬。即是這樣，在

沙田的月溪法師我都認識他的，彈奏一下古琴，他原來在俗家的時候都有些功名的，

會寫一下寫文章的，那些人寫到他聖人那樣，那個替他寫的？我的朋友給他寫的，那

個人叫做呂燦明，呂燦明專替月溪寫東西的，我們叫他做呂師爺的，那個呂燦明。呂

燦明的兒了就很了不起的，兩個兒子，一個兒子死了，寫那些，呂壽琨，用西洋畫來

的，用日本畫的畫法和西洋畫的畫法來畫中國畫，呂壽琨，是他的兒子；另外一個是

太極拳的，在油麻地輪船公司做稽核那一類事，教人打太極拳的不知叫做呂甚麼，我

見過他。

他的兩個兒子，有一次我對他講：喂，月溪法師的文章是你父親寫的是嗎？他哈

哈笑。很多東西都是他。現在那些還不是整定的，譬如覺光法師開光甚麼的，七個字

一句，拿著那張東西照讀，讀到最後「開」！那樣，開光了！這些這樣的儀式與凡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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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甚麼關係的。禪宗我認為最無聊的甚麼？

「拈古」，「頌古」，「拈」古人的幾句東西，那些方丈升座，講幾句古人的東

西，作麼生，嘿！下座！是這樣的，那些方丈升座。有一次我就去北京旅行，日本人

打中國之前，去北京旅行，在北京我們學生去旅行，本來在廣州搭(坐)車，直搭去武

漢，武漢轉車就直去北京了，我們不肯，在廣州買飛機，不是！買火車票很便宜的，

我們坐，我們坐臥卡鋪，三等票，應是二等票，二等臥卡很便宜的，十幾元，去到湖

南，去到湖南衡陽看一看，衡陽的回雁峰，說那些雁在北方飛來，去到那個峰就回轉

的了，回雁峰，去看一看，南嶽衡山在那裏，看一看，衡陽和衡山在那裏，看一看，

停留二天，再去，就去甚麼？

長沙，看看嶽麓山又住一天，又再去岳陽城，在岳陽城，在城樓上望著那洞庭

湖，在那城樓上，好大。鄭州轉車去開封，開封府是宋朝的國都來的。一去到你估就

看甚麼？一去到就看甚麼？看最有名氣的那間和尚寺，大相國寺真的莊嚴，我所見到

的和尚寺中它是真的莊嚴，大到無比，那大法與北京的皇帝的殿一樣大，那正殿那樣

大，大相國寺，我們可以在那裏住的，即好像大嶼山那樣，你在這裏住，他煮齋你

食，我們在這裏住，那個知客師與我們聊家常，見我們是大學生，去旅行的，舉著大

學那枝旗那樣，他很客氣地與我們聊家常，我做帶隊，就和他聊：有甚麼好看的？

(他說：)你們在這裏住多一天，後天是十五，你可以看看，你沒看過，你可以看

看，看看我們佛門的那些方丈升座的盛況，你看看。明天就是了，我們說，好！橫豎

都是了，就住多一天，遊覽一下宋朝舊時的地方，根本就是爛瓦渣那樣，根本是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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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宮的地方用來起爛地，打鑼鼓賣武那樣，  變成了這樣，總之都是遊了一天，有

些是舊時的石山，很美麗石山那些。第一日。

第二日早上，他一早就叫個小孩兒，五更天就叫醒我們。我們去看了，看來真的

好過做皇帝，大相國寺的方丈升座真的是了不起了，我想布殊總統上禮堂都沒有如此

架勢，嘆為觀止了。幾對那些提宮燈的那些人先行，跟著提那些吊爐，那些香爐，吊

爐，一對一對地行，行得非常之有規矩，那種威儀還好過人家結婚的花男花女的行

法，一對對的，然後一個侍者，很威儀、很好的，走起路來衣服差不多都不動  的，

行最尾，捧著…先行，然後那位方丈四方步，真的行得戲檯上的行路都沒有他那威儀

好，只有星雲法師或者才有這樣好的威儀。一路路行、行方步踏那樣，一路行，行到

丹墀那裏，兩邊那些幾百和尚全部六十、四十五度角，本來合掌相對的，他一行到界

線，丹墀的界線，即刻一轉，引罄一響，小小一聲而已，全部四十五度，非常之齊

整，合掌向著，斜斜地向著，他一踏，全部俯伏，全部比軍隊步操還齊，全部趴在那

裏，他就大模斯樣一路行，行過了，行過了之後，行過這裡就一路陸續；連續一路起

身，到他行到最尾的時候就全部起身，又四十五(度)，九十度一轉，斜斜向著他，他

然後升座上去，他一上去將近升座一轉過來，他當然又不知做甚麼，可能拜一拜佛之

類，在那裏搞一輪我們看不清楚了，那裏沒那麼光亮看不清了，我們在外面看，看不

清了，總之看到外面丹墀那裏的那班和尚，他本來四十五度那樣向著，一到六十度一

擰，擰向正前面，斜斜向著他，又俯伏著，他升座時那些引罄一響，又全部，非常

齊，軍隊都沒那麼齊，我想：做和尚做到他那樣真的很爽！

皇帝出朝都是差不多而已！原來這樣架勢的！你別說，做到那些僧官都要很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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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才行的。

好了，講回來，如果是大乘就這樣了，「第八地阿羅漢」，做「阿羅漢」就捨

棄，無有了「染污末那」了。但是有「清淨末那」，除非他涅槃，如果他不涅槃，那

「清淨末那」還在，「阿賴耶」，那時如果成了「阿羅漢」就不叫做「阿賴耶」了，

叫做「異熟識」了。「阿羅漢無有」，「滅盡定無有」。還有「出世道」，甚麼叫

「出世」？

「出世道」，「道」即「智慧」那樣解，「出世智」即是「無漏智」，那「無漏

智」出現而正在「證真如」的時候，那個「末那識」的那四個「傢伙」停的，就變成

無有力去染污那個「末那」，「出世道」，即是那「無漏智」出現的時候，即「根本

智」和「後得智」出現的時候，就無有「染污末那」，就「清淨末那」，好了，這樣

「第七識」就講完了。

聽眾：講「思量能變」講到「九次第定」。

羅公：嗄？

聽眾：「思量能變」

羅公：「思量能變」。

聽眾：上次講到「九次第定」的。

羅公：講甚麼？

聽眾：上次講到「九次第定」。講初禪、二禪那些，入定。

羅公：哦，即是「思量能變」，講到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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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出世道無有」。

羅公：嗄？「出世道無有」，哦！

聽眾：第三能變。

羅公：嗄？

聽眾：「次第三能變」。

羅公：講到「五位無心」，是嗎？

聽眾：講了，已講了「五位無心」。

羅公：嗄？已講「五位無心」了。是嗎？

到「無心睡眠」，是嗎？「無心滅定」，不是！「無心二定」是嗎？「無心二

定」與「出世道」，那個「道」字當「無漏智」解的，「出世」的「無漏智」出現的

時候，那個「第六識」 ，「第六識」暫時轉變一下，是嗎？「出世道無有」。這樣

就到第二首頌了，是嗎？第二首頌是甚麼？「依止根本識」是嗎？

聽眾：「次第三能變」。

羅公：已經講了？

聽眾：未，「次第二能變」而已。

羅公：已經講了「五位同心」？

聽眾：你講了出世道，你即是講了「滅盡定」。

羅公：即是現在應該講「第三能變」， 「次第三能變」？

再其次，現在就講到第三類的「能變識」了，「差別有六種」，「差別」即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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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同，不同的，它的異樣不同有六種不同、六個不同的「識」。但雖然有六個，

但都是以「了」那些甚麼？「外境」為「體性」，以「了別」那些外境為「行相」。

「境」是指甚麼？這個「境」指「十二處」裏的那個「六塵」，「六塵境」：

「色」、「聲、「香」、「味」、觸」、「法」。六個「識」分別是「了」那六種

「境」，這個「了別」這六種「境」的力量。就是這個「第三能變識」的「自性」，

而它的「行相」，它活動的情形亦不外是「了別」那幾種東西，即六種「境」而已。

它在「三性」之中，它是「善性」、抑或「惡性」、抑或「無記性」呢？

「善不善俱非」，有的是「善性」的，有時是，那六個「識」有時是「善性」，

有時是「惡性」的，即「不善性」的，有時是「俱非」，既不是「善」亦不是「不

善」。好了，來到這裏，「善不善」就要講一講了，講到「善」，是有兩種不同的

「善」的，一種就叫做「自性善」，「自性」即是本質是「善」的，就叫做「自性

善」，另外一種就叫做「相應善」，「相應善」，「相應善」即是它本身無所謂

「善」與「不善」，本身只是一種靈明的作用而已。但是如果有些「自性善」的東西

和它一齊起，與它相應，它就變了「善」。這樣哪些是「自性善」呢？十一個「善心

所」叫做「自性善」，「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

「精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這十一個「心所」，就是

「自性善」，本質是「善」的。如果有誰與它一齊起，就會令到其它與它一齊起的東

西都一起「善」的；那麼「相應善」又怎樣？與這個「自性善」，即是「信」、

「慚」、「愧」那些呢？與它一齊相應而起的，都變為善了，那些叫做「相應善」，

即是被動的「善」。例如我們的、我們的「意識」本來無所謂「善」，無所謂「不

善」，但如果有一個「信心所」與它一齊起，譬如他信「三寶」，那時那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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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成了「善」的「意識」，何解？因為它有一個「信」的「心所」與它一齊起。譬

如一個人做了錯事，他自己後悔，自己懺悔，何解他會懺悔？

因為他有一個「慚愧心」，是嗎？那個「慚愧心」是「善」的，因為他有一個

「慚愧心」起，所以他那個「意識」就「善」了。例如，又例如，有一個人臨死了，

還未昏迷，他的心亦無所謂「善」，又無所謂「不善」，未曾想到「善」、「惡」的

東西的時候，如果有一個人給他念一下佛，於是他聽到人念佛，他一跟著念，他的

「信」的「心所」就起了，當他「信心所」起的時候，那個「信」是「自性善」，就

傳染到那個甚麼？那個「第六意識」都善了。「第六意識」善了，影響到他望一下

人，「眼識」、望人的「眼識」，那個「眼識」又被它傳染了，是嗎？又變成「善」

了， 本來「眼識」無所謂「善」的，它只是看東西的，是嗎？但是他那個心就正在

起「慚愧心」，或者正在起「信心」，那個「第六意識」就影響到它了，那個「信

心」，令到「眼識」都「善」了。明不明白？這個很重要，他一善心死，他不會入惡

道的，地獄、餓鬼、畜生道都不去的，一定先在「人天」，寧可他在「人天」，縱使

他罪大惡極了；是要落地獄了，但是他善心死，他不會落地獄的。他怎樣？

他的「中有」是「人天」的「中有」，人的「中有」或天的「中有」。不過可能

那個「中有」很快死都說不定，是嗎？可能那個「中有」兩三日就死，一死的時候，

那個「地獄中有」起，可能這樣。如果假使有人正在給他修法，正在給他唸佛，(雖

然)它死，那個「中有」如果它看到這樣的情景，那個「中有」是覺悟的，就一路跟

著好好的心，保持著善心，那「中有」縱使是死，不會變一個，那「中有」臨死的時

候又是善心的，它也是不會變地獄的「中有」。又是人天的「中有」的，一路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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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有」死，另一個「中有」未必死的，是會這樣的，這種就是「救度中有」的取

巧辦法，是嗎？取巧的。那些西藏喇嘛那些「中有救度」甚麼的，就是建立在這些理

論上面，所以它是通的。那些牧師、神父在人臨死前給他做一下彌撒；給他念一下聖

經，給他祈禱一下，也是通的，這件事是通的。但是如果他死定了，你才念就沒有甚

麼效的。如果很有錢，做甚麼大功德，找些甚麼虛雲和尚來替他做功德都是沒有大用

的。因為他那個「中有」都不知去了那裏了。哪裏聽得到？是嗎？這樣，「相應善」

與「自性善」明白了？

好了，來到這裏，「部執佛教」裏面，南方有些叫「分別論者」，「部執佛教」

即小乘佛教興盛的時候，有一派叫所謂「分別論」。甚麼叫「分別論」現在的人就爭

論得很厲害，但依據玄奘法師的解釋，他就說：「分別論」，「分別」者，即是說他

有執著，不是很正的。那些正統派的佛教，即是「上座部」那些，與大乘唯識家那些

就說那些不正宗的人，它認為不正宗的人，叫這些人做「分別論」(者)，即是「有分

別的論」，那樣解，玄奘法師是這樣解的。

但現在近人就不是這樣解，近人又怎樣解？近人將「分別論」認為即是「分別

說」。我就說它錯的，因為佛涅槃後，那些部派分裂。分裂，分裂出很多派，很多派

之中就有兩類，一類叫做「一說部」，「部」字即「派」那樣解，一說是凡佛所說的

都是對的，沒有不對的，佛講句句都對，即是一言堂，沒有不對的，就好像舊時共產

黨說毛主席那樣，主席說就一定對的，一說部，一說部不就是一言堂！

「部」即堂，「一說」不就是「一言」？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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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叫做「分別說部」，就分開來講，不是佛講的就一定對的，佛有時都故

意講些不是很對的話的，分開來看才行的，不是說凡是佛說就一定對的。這個叫做

「分別說部」，兩派。這樣其實就是指「分別說部」和「分別論者」是不同的，「分

別論者」就是唯識宗與小乘上座部立的，這些「分別論者」，即等於舊時儒家說的那

些異端來的。這樣，唯識宗就駁斥、駁斥有些它認為不正宗的人，叫做「分別論

者」，它駁斥他甚麼呢？他說，那些「分別論者」說：「心性本淨，客塵煩惱所

染」；那些「分別論者」就這樣說：「心性」本來清淨的，那個「心」本來清淨的，

何解要搞到起妄念、起煩惱，而搞到要「輪迴生死」呢？它說因為有些「客塵煩

腦」，「煩惱」就是「煩惱」，與「心性」是沒有關係的，走來染污了我們的

「心」，所以才說「心」是「雜染」、是「有漏」而已，如果我們肯修行就離煩惱，

離開了那些煩惱，把那「煩惱」離開了之後就即得清淨了，我們的「心」就與佛是一

樣的了。「心性」本性本來是清淨的，這就是「一切眾生本來是佛」的那種境界了。

唯識宗說這些叫做「分別論」，理由是甚麼？

你既然是清淨的，你怎會被那些「客塵煩惱(所染)」？

你的「心體」，你的「心體」是甚麼？唯識宗問它，它說如果是「心」，「體」

即是「真如」來的，「真如」是不能被染污的，能染污的便不是「真如」。如果你心

性不是「真如」，你心性不是「真如」即是普通的「心」而已，這有何出奇？是嗎？

所以說你們這些人是「分別論」來的。《成唯識論》有一段專破它這裏的。但是

這樣，那句話如果解得不好，就解成這樣子，因它執著那個「心性」就是甚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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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性」，那些「分別論者」，所以唯識宗駁它。你一讀到這裏，「心性本淨」我

們中國人就時時說「本來是佛」，我們眾生，是嗎？

後來就起妄念了，所以或者有煩惱黏過來，所以才輪迴而已。與我們中國人的思

想最適合。那個「心性」即是這個，差不多即是「自性心」，這個與「真如自性」不

同，「真如自性」會被那些「客塵」染污了，這樣《成唯識論》就駁它。但是如果你

解正它，這幾句話又是對的，你說那個「心性本淨」的「心性」即是「真如性」就錯

了，那個「真如性」被「客塵煩惱」，這即是說「真如」之外還有「客塵」了？這就

「二元論」了，是嗎？那個「真如」好像一塊鏡子那樣，被那些「塵」染污了，這樣

豈不是鏡之外還有「塵」？那樣說又怎會通？是嗎？為甚麼說正確解回它又無錯呢？

解正確就可以了，無錯了。「心性」的「性」，這個「性」即是「體性」，不是指

「本體」的「體」，而是我們那八個「心王」，「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的那個「心」，這個不是「真如心」，這個就是「了別心」，

明不明白？這個「了別心」的「本質」，「性」就是「本質」，「了別心」的「本

質」是清淨的，明白了？它本來清淨它亦不會是「善」的，何解？因為有那些甚麼？

「信」、「慚」、「愧」都與它一齊起，所以才搞到它「善」而已，是嗎？它本身無

所謂「善」，更加它本身亦不會「惡」的，若「貪」、「瞋」、「癡」的「心所」與

它一齊起，就傳染到它變成「惡」。

「客塵煩惱」就是那些「貪」、「瞋」、「癡」的「煩惱」，那些「煩惱」與那

些「心王」與那八個「了別心」根本是各有「種子」的，這些「煩惱」是做「客」

的，不是它本身的，那些做「客」的，「客塵」的「煩惱」，這些作「客」的「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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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就像「塵」一樣，染污了那六個「了別心」而已，是嗎？

離「煩惱」時即得「清淨」，如果我們修止觀，把那些「貪」、「瞋」、「癡」

等的「煩惱」壓住，不用殺了那前六個「了別心」的，壓低那些「煩惱」的時候，那

六個「心」就明明了了很清淨了。是不是對？想一想。

聽眾：何解你只講六個「心」？第七、第八呢？

羅公：第七、第八都是，第七都是！  有個「我癡」、「我見」，那四個「客塵」

嘛！是嗎？

聽眾：第八呢？

羅公：第八就沒有，不過它載著很多、載著很多「有漏種子」，載著很多「貪」、

「瞋」、「癡」的「種子」，載著在它裏面嘛，洗清它了，就清淨了，是

嗎？這樣就通了，是嗎？講到這裏，就順便涉及到這裏了。

「心性本淨」這幾句東西看你怎樣解釋，如果那個「心」是「真如心」就不通

的，如果這個「心」是「了別心」，指那六個「識」的「了別心」，甚至指那八個

「識」都可以，那「了別心」就只有六個而已，(那)就通到極了，所以彌勒菩薩說

《辯中邊論》的時候，他解釋講我們的「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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