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五識即是好像什麼？猶如影片，零零碎碎的 impression，那些心理學上的什

麼？印象。第六識是一種思惟、思想的作用。第七末那識是一種自我的，內部的自我衝

動。還有沒有嗎？不只如此簡單，還有什麼？一定還有一種東西可以存貯我們的經驗。

你老兄孩提的時候和你的哥哥打架，可能今天七十歲的時候，有人提及你哥哥的

時候，你會想起你和哥哥打架的那一幕，這些是從何來的？如果你認為你的腦像電

腦，七十年的資料現在拿出來，這樣豈不是很玄虛，是不是？這便是經驗，過去的印

象能夠再起。

我們有一種無形無相的力，能夠把過去的印象、過去的思想、過去的一切感受，

猶如電腦的資料攝聚在一起。令他把一個經驗的儲藏庫，不只我們六、七十年前的經

驗可以儲藏。如果你修定修得好，連到你在媽媽胎中的感覺如何？都是經驗來的，你

在媽媽胎裏面都有感覺的，有感覺便有經驗的了，這些經驗你肯修定便會再重現。還

有，你的媽媽在未有你的胎之前，你一定是有一個來源的。你的來源便是你的中有，

你的中有如何投胎？

如果你修定修得好，就會把你的中有投胎時候的狀況，猶如做電影整幕歷歷然地

現出來的。還有，中有以前，你前世死的時候，臨死時那種依依不捨的那種狀態，那

種情境如何？和如何辛苦，如何什麼的時候，它…。你修定，這些很小的宿命通，又

可以有辦法再重現。如果你修定修得好，前世、再前世、前十世、二十世，他可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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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沒什麼的，一世一世就如一個 current，一個河流般，你可以跳上一格，再多跳

兩格便可以了，多跳兩格便多跳幾世的了。即如你看那一套什麼，七十年什麼的？有

這樣的一套電影。

同學：「時光倒流七十年。」

教授：「是的，是的。時光什麼的，這個也是道理。」

同學：「Back into the Future。」

教授：「是的。」

我們的宿命通其實就是這樣，一世一世攀上去而已。是的，你會如此攀上去，看

得這麼多東西的，好像有一個庫房儲存著那些東西。銀紙都要有一個夾萬來儲存的，

那些經驗存在那裏？一定還有一種力量可以把過去的經驗，過去的思想，尤其是你所

學到的東西。去了那處？你沒有打進電腦的。如何呢？

一定是有一種力量能夠把你學的東西攝持著，猶如磁石攝著鐵粉一樣。那種力量

稱作什麼？那種力量唯識家便說，「這個就是你生命的本質，你的生命。」這就是你

的 life，你的生命。你這個生命名為阿賴耶識， layaā 。 layaā 意即倉庫，夾萬、倉

庫、庫房。是你的倉庫，把你過去的經驗和你今生的思想存儲的。還有，你所有一切

所作的業，每做一件業便打進了一個種子，一個無表色了。

那種無表色，那種種子全部都在倉庫裏面。在倉庫中，有機緣便會跳出來。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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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變成什麼？如果那些幸福的種子跳出來，你就是什麼？好世界了，是不是？長命、

富貴或生天，是不是？如果那些偷雞摸狗，你做了這種事的種子起來，你就變了什

麼？做小狗被人劏。或什麼的？生在世界都是什麼？你看過那些什麼？怒海奔逃

(《投奔怒海》)的世界，那些已經可稱為地獄的了。人間地獄嘛。不是一定是下那個

地獄才是地獄，人間都可以有地獄。

如此之類，就完全看你那些存儲的種子來到決定了，那個就稱作第八阿賴耶識，

或稱藏(音撞)識。「藏」者(儲)藏也。 layaā 即是庫藏，大夾萬。六祖稱之為含藏識，

能夠含藏一切種子的那些功能。這個是第八阿賴耶識。講到此處就要怎樣？要把那八

個識分為…，前五識排列在前。看到很粗淺的感覺，一定是向外追求的，這些我們稱

為前五識。

第六意識是會思惟的，一方面能夠跟著前五識向外追求，一方面又會向內反省

的；又不只回憶過去，更可以預測未來。第六意識最厲害，你想成佛又是它，下地獄

都是它。還有一個，自我中心的，末那識，亦是一切罪惡的淵源。由末那識執著有個

我，影響到第六意識就自私。第六意識有自私，便運用前五識為工具，來滿足他自私

的欲望，此為世界之罪惡所由生也。

有了第七末那識，是不是？第七末那識就有一個第八阿賴耶識為它存儲一切的

種子。不只存儲一切的種子，還有，第八阿賴耶識，內就變根身。我有機會的時候

向你們解釋，第八阿賴耶識「內變根身，外變器界」。此兩個名詞要解釋了，根身

是什麼？ 剛才解過，「根」者五識所依據的五根就是「根」，第六識就依據第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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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識為根，又是「根」。有根的身體，即你們一個二個，有根的身體。他的身體有五

根，我的身體有五根，有五根的身體。它說這個有五根的身體是什麼變的？由阿賴耶

識裏面所含藏著那些變起根身的種子。這些變起根身的種子呈現出來，顯現而成為我

們的根身。即是說我們的根身就是由我們的阿賴耶識創造的。「內變根身」——在內

的方面看就變起了我們有五根的身體。

「外變器界」，什麼是器界呢？用白話來譯了它——物質世界，就稱為物質世界

或自然界。在外來說，就變起這個物質世界。何解阿賴耶識如變戲法般變？不是，阿

賴耶識含有那些變山的種子，那些種子顯現而變山；阿賴耶識裏面含有那些變熱的種

子，那些種子顯現而成為光、成為熱；阿賴耶識裏面含有那些變原子、變分子、變質

子、變電子的種子，顯現而成為原子、質子、電子等等。由此等而組成這個世界謂之

「外變器界」，「器界」者自然界或物質世界。它可以代入，這句話是不會錯的。

「器界」就是物質世界。何解？物質世界猶如一件工具、一件器具般讓我享受。

這樣八個識，夠了。你會問：「有一本《楞伽經》不是講九識的嗎？」你先不要

理會，你現在讀「人之初」就不要拿本《禮記》來弄。《楞伽經》說有九識者，它是

在那八個識之外多了一個庵摩羅識，amala，又稱無垢識。無垢識者，是你成了佛之

後的那個第八識。雖然你未成佛，但它已經潛伏在你的生命裏面了，所以說九識就是

如此解法的。至於如何去解釋？你現在只是唯識入門而已，你未讀《楞伽經》嘛，那

麼快是不行的，是不是？

在八個識之中，前五識，記住前五識只是找到現在的東西，能夠把捉到現在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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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過去一秒鐘的東西它不能了解到，未來一秒鐘的東西它不能夠了解到。猶如照相

機只能夠照到同一剎那，同一秒鐘的東西。過去的東西不能了解，未來的東西不能了

解，就時間來看。

第六意識則不是，能夠過去千年、萬年的東西，它都可以計算到。天文學家能夠

計算到多少光年以前的東西。未來，這個世界如何毀滅，有什麼新的世界產生，他又

可以計算到。未來、過去都可以的，末那識。不對，這個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又如

何？又是常常現在的，懵懵懂懂的，懵懵懂懂的。

不過這樣，意識就不容易斷，意識不容易斷。前五識常常斷的，第六意識不容易

斷，要那個時候才斷呢？小乘人講的「五位無心」，如果嫌這個名詞深，大家可以不

要記。「位」即 occasion或 case；在五個 occasions裏面是沒有第六意識的，謂之

「無心」；這個「心」字指第六識。那五位呢？在那五個情況之下沒有第六意識？即

是停了，stop的。

第一、如果你生前修一種定名無想定，修定時常常不想東西，不思想。常常不思

想，不思想，修得多時整個意識停了的，和吃了嚴重的麻醉藥一樣。無想定，無知

覺。你可以這樣，自己暗示的，我要入一小時的無想定。不想，不想，不想，不想

地。你修習得多，真的一個小時不想東西，他自自然然覺得約一個小時左右他便起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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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此事，你看那些印度人做的書或歐洲人做的書，那些講 yoga的，講瑜伽的

書。我看過印度有幾本這樣的書，有一本還是在印度的總督衙門裏面的。有一位印度

的 yogi，那些術士，那些瑜伽師傅，他能夠連醫生也讓他騙倒，聽他的心脈都停了

的，全部知覺停掉。在那個總督衙門裏面表演，用一個龕載著，把他放下去，以泥土

蓋著他。廿四小時之後替他開龕，開龕就找人引磬。引磬的作用是最容易引人出定

的，你入了多深的定也好，拿個引磬在你的耳附近‘叮’，你便出定了。立刻找個師

父來助他出定，出定之後他便回復知覺，有呼吸了。當時有三個醫生當值，他有呼吸

了。

當時還有一個醫生和那兩個醫生爭論，一個醫生…。原來印度是這樣的，你為一

個病人診斷的時候，你發現他的心脈停了，那個醫生便要宣佈他死亡的。三個醫生，

有兩個是知道這是試驗，其中有一個認為不行，「我們犯了例，他的心脈已經停了，

我一定要宣佈他已死亡的。」當時是這樣，有這麼一個故事。後來他慢慢醒來，心脈

起了，然後聽到他「唵」的一聲，一路「唵」幾聲之後他出定了，廿四小時。

有些人說他是入了滅盡定，滅盡定不是這樣的。這些是無想定，入無想定。無想

定是你可以學得到的，但你學是很「棹忌」的。萬一你的暗示不是很靈驗，你說是一

個鐘頭醒來，卻三個鐘頭還未醒，剛剛有問題發生，你說怎辦，是不是？不要輕易嘗

試，無想定。滅盡定又如何？滅盡定要羅漢才能入到。無想定和滅盡定，我現在講的

是不同的定。滅盡定者…。無想定只是第六意識停了，不作思想。他的第七末那識是

沒有停頓的，第八阿賴耶識都沒有停，即是說生命沒有停。阿賴耶識是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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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盡定就是第七末那識的四個壞蛋停了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那四個壞蛋

停了的。無想定就只是第六意識停的，第七識裏面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是不停

的。所以滅盡定是要羅漢才能入到的，他沒有了那種我執。無想定是外道都能入到

的，那些 yogi能入到的，很多那些修道的道長等都能入到無想定的。

如此又講了「五位無心」，我另外差不多有一個小小的結論。第一、生前修無想

定，死後便生無想天，生無想天壽命五百劫。所以佛家叫人切不可這樣做，白花五百

劫的時間，把這五百劫用作修行不知多好。五百劫用來麻木無知，生無想天，所以是

「三塗八難」之一。

你那些長壽天，生天生在長壽天，一下子便是多少劫了。生無想天，如果在無想

天五百劫，五百劫沒有第六意識。第六意識不起就前五識都不起了，但末那識和阿賴

耶識同樣起，每一剎那都起，第一個 case。第二個。入無想定，剛才講了，經常我

不想東西，不想東西，不想東西。一入了無想定，當你入了無想定的時候，第六意識

停止。第三，寫過這面吧，剛才講了阿羅漢才入到的。無想定是只有第六意識停的，

第七末那識裏面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這四個壞蛋不停。滅盡定就除了前六識停

之外，第七識裏面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這四種壞蛋都停掉的。如此便三個情

形。

第四、無心的睡眠。在我們極重睡眠的時候，意識會停的。現在有些人說極重睡

眠都不停的。佛家，唯識家就說只有第七末那識不停，第六識是停的。極重…。佛家

說睡眠有兩種，一種是有心睡眠，即是睡眠時在做夢。一種是無心睡眠，第六意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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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無心睡眠。無心悶絕，「悶絕」即是不省人事，是否稱為休克？

同學：「coma，昏迷。」

教授：「昏迷，完全沒有知覺。」

同學：「休克即是 shock。」

教授：「完全沒有知覺謂之無心悶絕。悶絕有兩種，一種是有心悶絕，還有微微知覺

的；一種是無心悶絕。」

當你在無心悶絕狀態的時候，意識停的。是為「五位無心」，這五個 occasions

是沒有第六意識起的。第六意識，除了這五個 occasions，都起的。好了，第七末那

識又如何？第七末那識由無始之始到你入無餘涅槃之前都起，不停的。你死的時候，

只有前六識停，第七末那識不停。你入胎、住胎什麼也好，第七末那識不停，第八阿

賴耶識更加不停。它是你的生命，它停了便沒有你的生命了。是什麼？入無餘涅槃才

停的。

此處順便補充一句，前五識的根是物質的根。第六意識的根是第七識。第七識亦

應該有根的，第七意識的根是什麼？第八阿賴耶識是第七意識的根。第八阿賴耶識亦

應該有根的，它以什麼為根？倒轉過來以第七末那識為根。兩個，第八阿賴耶識和第

七末那識，兩個狠狽為奸。眾生之所以為凡夫者，就完全是這兩個，第七末那識和第

八阿賴耶識不好。如果我們能夠把第七末那識那四個東西，我癡、我見、我慢、我

愛，用我們修止觀之力，用無漏的慧，無漏的智慧來到剷除這四個傢伙，如此我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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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證得阿羅漢果。如果我們以修止觀之力，把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那種煩惱種子，

那些有漏的種子消滅掉，把它的無漏種子發揚出來。那個時候那些無漏種子根本就如

內部革命一樣，消毀了阿賴耶識。當阿賴耶識被我們消毀之後，第九庵摩羅識，有位

置便可以出現，那個便是無漏的第八識。如此一切眾生各有八識，便講了。

同學：「現在暫告一段落，好嗎？」

教授：「嗄？」

教授：「一切眾生都有八個識，人人都有。那個 number是什麼來的？」

同學：「甲。」

教授：「甲，是嗎？現在到乙了，是嗎？」

第二個標題，每一個識並不是單純一個的，每一個識都是一個 group，一組、

一堆東西來的，很有組織的一堆東西。即是，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識，即是說每一個

眾生都有八個 groups——識的。每一個識都好像是一個組織似的。我們讀生理學的

時候，我們看每一個細胞，都有細胞核，有很多原形質，很多什麼的。每一個識都很

複雜，每一個識都有若干個，若干種附屬的作用跟著它一齊起。

這些附屬的作用稱為心所。心所二字，「心」是指識；識所有的附屬作用；

「所」就是所有。每一個識所有的附屬作用便是心所，每一個識都有若干個心所。有

些識有很多心所，最多的可以多至五十一個——第六意識。少的呢？不少過五個。這

即是每一個識都有若干個心所。識，就是每一個識的主要作用；心所是附屬作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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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例，例如我們的眼識起了…。譬如我現在有一個眼識起，看見綠。當我眼識起而

看見綠的時候，眼識猶如照相機般照出去，至到看見綠之後…。我們看東西時時會這

樣的，看到綠我們會很舒服的；如果看到火紅的，我們的眼睛會覺得不怎麼妥的。即

是說，當我眼識起的時候，不是看見物件那麼簡單的，還要看到什麼？舒服或不舒

服，是不是？我們早上看見山邊的青青綠綠，就有一種舒服的感覺，眼識裏面有一種

舒服的感覺。我們看火山爆發的時候，我們會有一種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即是說，每一個眼識都有一個心所——受，「受」即是 feeling。受，覺苦或覺

樂，或既不覺苦亦不覺樂，即是平淡。即是苦、或是樂、或是平淡，三種「受」隨便

都有其中一種的，謂之「受」。人生數十年，一路「受」，不斷的不苦則樂，不苦則

樂一路如此。你想想，是很笑話的。人生數十年，一幕一幕的「受」，數十年完了，

就是這樣。「受」。即是說，眼識除了它自己自身之外，它還有一個「受」的心所。

眼識有「受」，耳識有沒有呢？請你們大家回答我。

同學：「有。」

教授：「有。鼻識有沒有呢？」

同學：「有。」

教授：「舌識呢？有沒有？有。」

身識呢？有。意識？更加有了，是不是？末那識有沒有？有，有一個很平淡的感

覺。阿賴耶那識有沒有？唯識家說它有，不過我們普通感覺不到。你常常修定，修定

修得很好的時候，你會透過定力，你的第八識起一種很平淡的感覺。這些你要問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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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的老行尊，而他又會兼做一些唯識工夫的那種人，他的體驗。不過在理論上我們

可以推到。我們的邏輯是如此，識總共有八個，前面的七個識個個都有「受」，第八

識亦是識，第八識亦應該有「受」。邏輯是如此進行，所以第八識有個「受」，每個

識都有一個「受」心所。好了，每一個識都有一種淺的「想」，即印象作用，我們不

用印象兩個字，取象作用，把外面的形象取進來的。

我來問問大家，我見到一件東西和見不到一件東西，有何分別？一件東西放於

此，我見到和見不到有何分別？最主要的分別是什麼？「見到」者即是我門主觀的認

識裏面，有這個形象取了進去，是不是？「見不到」者即是沒有這個形象在。見到和

見不到只差這麼一點。即是說，「見得到」即是說有這個象在，便謂之「見到」。連

這個象也沒有走進我處，我們便謂之「見不到」，是不是？

同學：「你是見不到，但隔離再隔離可以見到。」

教授：「我現在講我見不到而已，我沒有說你見不到，是不是？我並不是說沒有這件

東西，要分開。我並不否定有一件東西，只是說我見不到。同時告訴你，我

見不到而你見到的時候，我見不到和你見不到有什麼分別呢？因為我沒有這

個象在我處，你見得到是因為有這個象在你處。如此便更加深來到解釋它，

是不是？」

即是說此種取象作用，取象作用佛家稱作什麼？「想」。淺的取象作用，前五識

那些是取象作用。如果是第六意識的「想」，的取象作用，不簡單的。第六意識的取

象作用可以做到些什麼？conception，起一個概念，整個 concept 創造出來，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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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即是由淺等於 impression，印入；深便是 conception。我們總之稱其為取象

作用。取象作用謂之「想」。

所以有些人解《心經》，他解錯了。我有一個老朋友解《心經》，真的那個人他

又常常解錯佛經。他又老福老壽，這事很難講。他解《心經》，解「色受想行識」，

他說：「色便是女色。」色是物質現象嘛，怎會解作女色呢？他說：「你見到女色便

受了，覺得快樂。這便是受。」受有些是苦受的。「看完，受完回來便整晚都睡不

著，胡思亂想了——想。」「想」字人家的意思是取象作用，他用來解作胡思亂想。

「胡思亂想之後，便去追求了——行，實行了。」行的結果是什麼？「一輩子在心田

裏面都有這個印象了——識。」八識生命。我那個老朋友，他是這樣解法。

本來是罪大到極的，把佛經，把《心經》如此地弄，但他又老福老壽，這真的是

很難講。可能他的動機是好的，是不是？只是他解錯了。所以很多人能解錯個

「想」，「想」不是胡思亂想。記住，記住，「想」是取象作用。即是說除了

「受」，每一個識…。第六意識是有「想」的，同一道理，八個識都有「想」。即是

八個識都至少有兩個心所——「受」心所、「想」心所。還有，這個稱為「作意」心

所。「作意」，attend，留意。

我們讀孔夫子的書有一句話「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定要

「在」，是不是？你的心不在，在街上碰到你的老朋友，你都不知。「在」者即是留

神，留意，注意。當我們看東西的時候，一定有一種注意力，這種注意力把我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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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種 object接觸，令到它發生接觸的，稱為「作意」。「作」即發動，發動我們

的心意去留意此東西。

第六意識有個「作意」心所，同樣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末那識都有

個「作意」心所。末那識常常覺得有個我，它常常留意著個我。七個識都有「作意」

心所，同一道理，第八識亦是識，亦應該有「作意」心所。而且那些修定的人說第八

識這個生命有一種「作意」之力的。八個識每個識至少有三個心所。

又同一道理，「思」心所。記住，佛家的「思」字不是作思想解的，作什麼呢？

心理學上的意志解的，will，意志。八正道的正思惟即是正意志，這個思惟不是作

thinking 解的，是作will 解的，意志。意志是什麼？推動我們的行為之力，推動力。

西洋的心理學家把我們的心分為三部分，名三分法嘛。

第一部分是理智，是不是？第二部分是情感，第三部分是意志，三部分。阿里士

多德，二千五百年前的那個希臘哲學家，阿里士多德，他分析認為我們的靈魂裏面有

三部分的，一部分是感情、一部分是理智、一部分是意志。佛家亦承認是可以有意志

的，一切行為是由意志推動的。譬如我拿著一杯茶，我要飲。一個指揮者，誰指揮

飲？意志。飲，不是不飲，飲。譬如那卷錄音帶錄到都完了，我要按低它，指揮我們

按低它，起個行為。

行為即是 behaviour，那個能夠推動我們的 behaviour的，就是意志。意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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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稱為「思」，不是作思想解的。思想又用什麼字？思想用另外一個字，佛家普通所

謂思想，是這個「尋伺」。每一個識有一個什麼？有一個「受」、有一個「想」、有

一個「作意」、有一個「思」，最少都有四個心所。不只四個，最少五個，一個稱作

「觸」。時間到了？

稱作「觸」，「觸」即接觸，很簡單，必定要接觸的。不是這麼簡單，我們…。

你看過操兵嗎？操兵的時候，他能夠一萬幾千人，那隻腳落一齊落，那隻起腳一齊起

的，是不是？你看看那些…，何解？全靠那個哨子，是不是？和那支笛與及那個鼓。

那個鼓或那個哨子，令到所有一萬幾千人的步驟齊一。如果沒有了它，便變了如黃蜂

陣般，全亂了，這一個左腳踏，這一個又右腳踏，就好看到極了，是不是？

即是說有一種能把動作統一的力量。我們每一個識，都是最低限度有四個心所

嘛。如果那四個心所的步驟不統一，這些稱作什麼？精神病那些。我的心一面想飲

水，另一面就呻鼻涕下去，即是那個什麼？不調協的，即那五個識我那四個心所動作

不調協的。猶如一班人在操兵，那些腳步是亂籠的，如此便不整齊了。如果人的腦、

意識是這樣，這個人便稱為精神病，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觸」，統一他的知覺，每一個識的知覺。即是五個，這五個

名為遍行心所，一定有的。普遍地行出來的——「遍行」。除了遍行心所之外，還有

很多心所的。譬如你的意識，「某甲很慈悲」，有一個慈悲心所，是不是？「某乙是

很凶狠的」，他有一個凶狠心所。「某丙很懶惰」，有一個懶惰心所，是不是？很多

心所，總計起來大概，多可以到五十多個，少都有三十多個，不過每一個識的心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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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同。

現在我所要講的是八個識之中每一個識都有若干個心所，最少五個。最少那五

個，觸、作意、受、想、思，包括第八阿賴耶識都有。如此一個識為中心，幾個心所

伴著它一齊起作用，一齊起動作，猶如每一個識裏面有一個內閣推行它的政令一般。

我們的知識，每個人的知識有八個這樣的，八個 groups來到發生動作的。每一個識

都有八(五)個心所。今日先講到這裏，大家有什麼問題討論的，請現在…。

同學：「講到這裏剛剛時間到了，現在你們發問之前，我就想羅時憲教授寫那個五眼

偈出來，因為他已經講過…。」

教授：「其實五眼，四句說話便講了。」(「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

第一種是天眼。天眼是天的眾生，生天的眾生，他那隻眼的眼根，即是說他的神

經，是和我們人間這些人是不同的。由他的天眼，那些天人的眼根所產生的那種視覺

的力。這種視覺的力是和我們人間不同，他說「通非礙」，我們人間是有礙的，我們

想看那這個，被那一道牆隔著，是看不到牆後面的。天眼，他如果要看牆後面呢，他

只要集中留神一看，就看到牆後面的——「通」。

還有，看一件東西，我們只可以看它的正面，他們可以倒轉過來看後面的，看一

件東西可以看到後面的。是天眼便是如此的，所以說天眼是通而非礙的，不會被這個

空間的東西障礙的。這個是天眼，是這些人果報上有的，你修生天道就有這種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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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是我們人間的眼，是礙的，被那些光線什麼的障礙著，就不是通的，此為肉眼，

即是我們的物質神經所產生的那種視覺。肉眼，是礙的，非通。如此便是兩種。

(「法眼唯觀俗，慧眼直緣空。」)第三種法眼和(第四種)慧眼並不是眼來的，是

什麼？法眼是那些菩薩、羅漢或佛用來說法度眾生的。俗即俗諦，空是真諦。法眼呢

有概…。何謂俗諦？有概念的為之俗諦。有 concept的是俗諦，有名言的，有

concept的是為俗諦。沒有 concept的，直滲透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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