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這樣講，等於一個小孩子說話，結婚會快樂。等於一個未曾下過水的人，拿

著本教科書大講游泳是相同的。到了他真正會游泳，真正結過婚了，講出來就不同

了，雖然那些說話都是相同的。是不是？但是不同的，他的體驗不同。它這個後得智

就有概念，和未曾有真見道之前的那種體驗完全不同。可能有後得智的人，他所講的

話不及你這些資糧位的人講得那麼好也不定。你說他不善辭令講得不好，但是他有體

驗，不同。明白嗎？

好了，跟著便有一個相見道，相見道回憶著真見道時的狀況，就把他過去如何修

行，應該如何修觀，應該如何修止，全部講出來。把他的經歷和他所讀過的佛經，把

它們拼合在一起，把它們配合起來，把它們向他人講述。教人，「你如何修行，你如

何」，他便著作了很多論。猶如誰人做了什麼，龍樹菩薩就做了《中觀論》，世親菩

薩就做了《唯識三十頌》等等，寫出了很多論。所以後得智是用作什麼？作利他用

的。根本智就只是自己知道，只可以自己證真如，不能化度眾生的。你想化度眾生，

必定要用後得智，只有後得智才能講得出，根本智實情是講不出的。

所以現在有些人，整天在說講得出的都不對，有這一種人他自己實在是不認識。

不認識最好找一個擋箭牌，就是什麼？最高的妙理是講不出的，是講不出的。不是

的，你是不會講而已，是不是？最高的妙理是講不出，但你又不用講你又講？你又想

化眾生，你要化眾生你便要講。你要化眾生你要講的東西你要講得出，講什麼？真如

的境界講不到，誰讓你講真如？你應該教人如何去證真如的程序，是不是？你可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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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擊西。可以聲東擊西的，譬如一個金山橙是如何，你是講不出的。你只可以說它的

顏色是黃的、它的味道是酸的、有多大的，作很多描述才會令人體會到那一個金山橙

的。你連這個都不會，就說最高的道理講不出，講不出，這些是騙人的，是不是？一

定講得出。這便是相見道，於是真見道完了，跟著是相見道。相見道完了之後出定。

那一個階段，真見道和相見道是很快的，可能半個小時完成，此謂之見道位。

你看看那個資糧位和加行位要一個無量劫。見道位則一個小時，半個小時完成。

見道位之後便是修道位，整天保任。修道位要兩個阿僧伽劫，兩大阿僧伽劫那麼長。

我現在不是講修道位，修道位完了之後便成佛，成佛叫做究竟位。當你見道之後，你

便有了一種慧眼。慧眼只是什麼？你自利，直證真如。你想向他人講述又如何？你要

用後得智，明白嗎？後得智有概念，可以給人講一套理論。那個後得智稱作什麼？法

眼，說法用的，說法度眾生用的那個眼。那個實在不是眼，那個是智慧來的，後得智

又稱法眼。你想度眾生，便要用後得智。四眼了。如果到了你成佛，入了究竟位。你

成佛的時候，你又有肉眼、又有天眼、又有慧眼、又有法眼，四種眼都齊備，四種眼

集中。四種眼是什麼？其實是四個窗戶，其實是一件東西。佛一個智慧，當他要看到

這些東西的時候，它便稱為肉眼。

當他要隔牆視物或從遠處視物的時候，它便稱為天眼。當他不說話的時候，默然

不說話的時候，那時他的那種根本智便是法(慧)眼。當他要化度眾生的時候，去了後

得智，便稱為慧(法)眼。一體而四用。所以最後它說，「佛眼如千日」才是最厲害，

猶如天上的日光。「用(照)異體還同」——作用有四種，「體」即是本質，它的本質

就是佛的智慧。五眼，如此便清楚了，清楚到你自己可以給他人講述了。如果你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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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聽的，明天便可以給他人講述，今晚都可以給他人講述了。你最重要是講什麼？慧

眼和法眼，後得智和根本智。根本智便是慧眼，後得智便是法眼，佛都有的。根本智

又稱作什麼？真智，證真如的智，真如即是真諦。後得智就稱作俗智，了解世俗俗

諦。這便是五眼，很詳細的了，你將來寫一個小冊子也可以的。

同學：「…」

教授：「那首偈，是嗎？」

同學：「…」

教授：「佛眼，是嗎？」

同學：「…」

教授：「佛眼就是佛的四種眼。佛的一種眼，其本質為一，而有四種不同的作用。所

謂佛眼並不是另外有一個佛眼，不過是佛所有的四種眼。明白嗎？四種眼的

Total，五眼。你看很多經典很多書，看了之後就『矇查查』 (不清晰)，不看

更清楚，看了更麻煩，你現在清楚。」

好了，五眼我已很清楚地給你講解了。還要講…，我要講回本題才行，〈唯義要

義〉。那天講到，每一個眾生有八個識。那八個識並不是每一個識那樣單純的，有很

多…。識就是一種主要作用，還有很多附屬作用包涵其中的。主要作用加上附屬作用

成為一個 Group，一個 Kingdom，一個王國。一個 Group，一組，一齊起作用，那

個識是主要的作用。主要的作用，唯識宗的人取了一個名字為心王，即是那個識的主

要作用，一個識。另外有一個特殊作用，即是附屬作用，名為心所，即是心王所有的

附屬作用。一個心王加上多個心所一齊活動，就稱作識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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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現在要講這個標題，都是現象界裏面的。既然講到心所，心所有很多名字

的，有那些名字呢？心所的數目有多少呢？「心所」兩個字的名稱，大家懂得解了。

心所的數目有多少個呢？在經論裏面，心所的數目有些講多，有些講少。最講得多的

便是《瑜伽師地論》，它把心所說為五十三個。比較簡單的是《成唯識論》與及《百

法明門論》，世親菩薩就說五十一個。但現代的人嫌五十一個也多了，把它來到削。

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名《唯識方隅》，把它減削至三十四個，想再減都覺得不能怎

麼減了。所謂心所就是每一個識的附屬作用，記住附屬作用。心所的名稱又如何？數

目是多少呢？數目我們姑且先算它是五十一個。你們讀《八識規矩頌》，相對第六意

識，「相應心所五十一，善惡臨時別配之」。心所呢？心所有所謂六類心所，即是六

類，心所分為六組。那日我已經講過一類了，今天講心所，如果你覺得麻煩，你可以

記也不用記它，不打緊的。譬如剛才講的五眼那些，你還要清楚一點。這個心所呢，

你隨便記幾個都沒有問題，你不是專門的唯識門徒，記十多個便足夠了。

六類心所，第一類是遍行心所，「行」即活動，「遍」即是普遍。何謂普遍？你

用現代語講，你在加拿大講英文的 Anywhere，任何地方；Anytime，任何時間，遍

嘛。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除非你的識不起活動，你的識起活動一定有它跟著起的。

一定有它跟著起的，謂之遍行心所。遍行心所那天我已經講了，我現在再講它的名

稱。第一種「作意」，留意。當我們看東西的時候，一定要留意，有一種留意的作

用，Attention，如果你不留意是看不到的——「作意」。現在的人說「他又作惡

意」，其實這個是佛家名詞，從印度翻譯過來的，唐三藏把它翻譯過來的。第二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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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Feeling，覺苦，苦樂的感覺。苦、樂、不苦不樂的感覺——「受」。第三

個是「想」。「想」字很多人解錯，「想」者取像作用，印象。

梁啟超解錯了，梁啟超有一篇文章，他那一本書名為《佛學十八講》，是不是？

《佛學十八篇》，是不是？《佛學研究十八篇》(《佛學研究十八講》)，它裏面有講

五蘊，色、受、想、行、識，他把「想」解作記憶。他老先生弄錯了，(應該是)取

像、印象。或概念，張澄基把它解作概念作用。可以的，概念作用就是意識的

「想」； 前五識的「想」不能稱作概念，前五識的「想」就是印象。最好是用取

像，把我們所見所知的東西都取進去。

作意、受、想，「思」——意志，英文是 Will，意志。意思即是造作，「思」。

還有一個名「觸」，本來排列是「觸」在先，我將它來調後。「觸」者我們能夠知東

西的心，和那件東西接觸的時候的那種調協之狀態，那種調協作用。與那幾個心所一

起，令到幾個心所互相和諧接觸的那種狀態，的那種作用，即是一種統覺的作用。所

以這幾個心所，它們的作用需要一致的。好像我們操兵那樣，幾百人要一個哨子，令

到他們的腳步齊一的，如果不是便會「亂籠」(紛亂)了。所以它要有一個「觸」，令

到它統一活動。這五個心所名為遍行心所，任何一個識只要有一個識起的時候，一定

有此五個跟著的。

譬如我眼識起而視物，看見黃。一眼望下去，我們的眼識和那個黃色接觸，調

協。如果不調協是不行的，它兩個彈的，彈開便看不見了，一種調協作用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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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作意」，我留意便能看見東西。「受」，看下去我們會覺得很養眼、很舒

服，一種樂的感覺。如果是雙火耀眼的，我們有苦的感覺；苦樂的感覺——「受」。

「想」，我們一看看到把它取下來，好像我們的眼是如照相機般，把它取下來。

「思」，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意志集中來看它，覺得這東西好像有一個意志活動。

這五種作用必有，五個遍行心所。第二、別境心所。「別」是特別，「境」是境界，

在某種特別的境界它才出現，不是經常出現的——別境心所。

別境心所是在特別的境界才出現的，何謂特別境界呢？例如：第一種，所希望的

境，第一種稱作什麼？「欲」。「欲」即是希望。我現在未成佛，我希望我能夠成

佛。我現在未能度得多少眾生，我希望我能夠多度一點眾生，「欲」。《論語》：

「君子欲而不貪」，你不要把「欲」字作「貪」字解，欲不一定是貪。「貪」是指佔

有，「欲」則不是，可以是能夠犧牲的。「欲」是在何種特殊境界才起呢？所希望的

境，我們所希望得到的那種特殊境界才起「欲」。這個特殊的境界，在我們所希望的

境界而起「欲」。第二種、「勝解」。「解」即是了解，「勝」是作清楚解；清楚的

了解。對於那境界起一個，起一個什麼？很清楚的，毫不懷疑的那種。要在何種特殊

境界才起呢？在決定境，決定無疑的境界，然後才起「勝解」的。如果你是疑疑惑惑

的，你是不會起「勝解」的。例如：我們見到遠遠有一堆東西，好像雲，又好像煙，

好像霧，又好像水，到底那些是什麼東西呢？我們猶豫不決的時候，即是說我們還未

有「勝解」。到了我們看清楚，前面那些確是雲，不是煙來的時候，是雲了，無疑

了，那時候我們怎樣？起一個清楚的了解，那時候起「勝解」了。

多講這幾個吧，「念」。「念」是什麼？記憶，Memory，記憶。對於什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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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曾經經歷過的境，我們就會回憶了。對未來的境我們是不能回憶的，對現在的境不

用回憶，對過去曾經經歷過的，我們就回憶。「三摩地」又稱為…，有人譯作

定。Sam dhiā ，梵文是 Sam dhiā 。即是我們的心連續集中於一個地方，Sam dhiā 。

連續控制著我們的心，令到我們的心一心不亂不散的，謂之 sam dhiā 。舊譯譯作三

昧，把那個尾音 –dhi 不譯，變為三昧，sam dhiā 。「三摩地」是音譯，如果是意譯

便譯作定或譯作等持，「等」就是連續，「持」則是控制，連續控制著個心。現在說

入定，入定常常怎樣？控制著你的心，令你一心不亂——定。定是在什麼境界裏面才

出現的？什麼特殊境界？在所觀察的境，所觀的一件東西，集中於它，在這種特殊境

界就起一個定。

「慧」。「慧」，這個是最厲害了。「慧」有有漏慧、無漏慧，是不是？又有聞

所成慧、有思所成慧、有修所成慧等等。「慧」最厲害，是那些抉擇來的。亦是在所

觀察的境裏面才起「慧」的。又在能夠「定」的這種境，都是所觀察的。這五種都是

在那四種特別的境界才會起的，便是別境心所了。如此便是十個心所了，這十個是一

定要記的。不論你學唯識也好，學其他東西都好，都應該要記。第三…。第一是遍

行，是不是？第二是別境，第三呢？善心所，普通有十一個。十一個之中，實在是不

用十一個的，不過為便利人們修定，才講十一個，其實只有幾個而已。

第一個是「信」。對於合理的東西，我們有一種嚮往之情，那種嚮往之情謂之

「信」。譬如對於三寶的功德，我們很仰慕，很嚮往，這種嚮往謂之「信」。「信」

有力量令到我們的心，即是澄清我們的心——「信」。如果在於宗教，「信」是最重

要的。《華嚴經》有「信為道源功德母」句，「信」是最重要。不過有兩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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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信和迷信之分。迷信是低級一點，是不是？要不有錯誤就「弊」了；理信是…。

第一種是「信」，即是信心於這個功德，將信我自己能夠…。佛可以成佛，早晚我都

可以成佛。沒有這個信念，你做不了事。「慚」、「愧」。一般人就形容我們羞恥、

羞恥，很慚愧，其實在佛家的分析認是兩件事情。「慚」者自覺的心；「愧」就是怕

人譏笑，怕人責罰，怕人譏笑。

例如：我見到他人遺下銀包，我現在心中想：「啊，是沒有人要的了，要不要取

去它呢？」這樣之後我們會起一個如此的心，「我是一個佛教徒，受了五戒，不應該

犯偷盜戒的。我既然是一個佛教徒，不應該做這種事的。」這種自覺心就稱作

「慚」，自覺。當「愧」起，「如果我偷了，是會讓人取笑的。所有佛教徒都被人取

笑這種不名譽，勿這樣做，不好被人批評。」這種是什麼？怕他人譏笑，稱作

「愧」。由自力的謂之「慚」；他力的謂之「愧」——「慚」、「愧」。不過，

「慚」和「愧」多數同時起，而且是常常同時起的。你「慚」自然便會「愧」，

「愧」自然一定「慚」。「慚」、「愧」，三個了。

「無貪」。貪和慈悲不同，慈悲是不想佔有。慈是大公無私的，貪就是要佔有

的。譬如我貪這個罌，「我拿了它就好了。」此謂之貪，是不是？慈則不是，你想救

度眾生，「我想令他得到快樂。」此謂之慈。好像孔了所言，「大公無私的人」，此

謂之慈；猶如耶穌那種博愛的心，這種便謂之慈。貪則不是，那些什麼？那些走去爭

舞女，「我一定要爭到她才罷手。」這些便是貪。愛財如命的那些守財奴，死也要想

著夾萬內有多少錢，才斷得了氣的，那些便是貪。明白嗎？貪和慈。佛家所講的

「愛」字是作「貪」字解的，這個「愛」字你不要以為佛家的愛即是仁愛的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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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解的。當時的翻譯是把貪譯作愛，是要有佔有性，想佔有。「欲」又不同，

「欲」是希望得到，希望而已，希望不一定是貪。譬如你臨死剩下一百萬身家，「我

把它施捨給一間醫院，我希望它能夠利益很多眾生。」「欲」，你是「欲」，你希望

它如此，但你沒有貪。當然留一個名字作為紀念，這是貪，也是貪。這是有漏的欲，

有漏的欲然後才含有貪。如果是無漏的欲，付出了便付出了，還留你的名字作為紀念

那麼多事呢。「無貪」又如何？「無貪」，記住邏輯上有兩種名詞，一種是積極名

詞，一種是消極名詞。

積極名詞表示是有一種實質的；消極名詞只是說沒有這東西的。譬如這樣，譬如

當我說「錢，錢，銀紙」，就表示什麼？有一種銀紙；此謂之積極名詞。一種是消極

名詞，即是說「無錢」，算它是一個名詞。「無錢」，只是說沒有，並不是有一種東

西稱作「無」的，此謂之消極名詞。「無貪」呢，應該是什麼名詞？看上來是消極名

詞。不然，不然。這個翻譯是譯成消極名詞的形式，實在它是積極名詞來的，表示有

一種力量，有一種力量，一種什麼？一種 power，一種力量。這種力量一起作用的

時候，能夠制止「貪」的。「無」字是作 Anti 解，作制止解。制止「貪」，「無

貪」。有一種力量消滅「貪」的，謂之「無貪」。「無貪」是一個積極名詞來的，

「無貪」。

同一道理，「無瞋(音真)」或讀作「無瞋(音親)」，就是表示一種力量。這個不

是消極名詞，是積極名詞。這種力量它一起的時候，能夠把你的…；「瞋」即是嬲

怒；把你嬲怒的心壓低，謂之「無瞋」。只要有此種力量一起，你是不會嬲的。「無

瞋」有一個別名，又名「慈」。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慈」，就是指「無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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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瞋」和儒家的「仁」，博愛的「仁」是相差無幾的。是一個積極名詞，即是指大

公無私的仁愛。「無癡」。「無癡」又是一個積極名詞，一種很澄明的，好像智慧的

一種很澄明的心作用。這種「無癡」一起便會令到我們的心很澄明。所以有人解，

「無癡」是指一種善的智慧而已，有人這樣解的。

我也同意這種解法。這三個，「無瞋」、「無貪」、「無癡」這三個心所是一切

善的行為之基本。如果沒有這三個心所，我們不容易…，我們不會做善的行為，所以

這三個心所又稱「三善根」。「三善根」，「無貪」、「無瞋」、「無癡」謂之「三

善根」。現在的人說，「他真有善根了。」普通的是指這三個心所。有人譯作「精

進」，有人譯作「勤」。向著好的目標努力、邁進，這種勇往直前的，是什麼？現在

所謂「他勇敢」，儒家所謂智、仁、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智」是什麼？「慧」；「仁」即是「無瞋」。「勇」是什麼？「精進」，又名

「勤」。「輕安」，剛才講了。是指心輕安，你不入定是沒有的，入定初禪以上才有

的。所以普通就一般眾生來講，欲界無輕安。我們欲界的眾生，即是地獄、餓鬼、畜

生和那六個欲界天，普通一般狀態是沒有輕安的，色界就有輕安。譬如你今天入定忽

然有輕安，即是指什麼？你已經走進色界的境界而已，色界就有輕安。因為輕安一

起，令你的身心調暢，不會有貪、瞋、癡那些起的。此謂之「輕安」，所以它是善的

東西。

「不放逸」又如何？對於修行善法不放過，對於斷除惡法亦不放過，謂之「不放

逸」。這個可以不要，這個是假東西。何解呢？上文講信、慚、愧、無貪、無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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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精進、輕安，這八個是有種子，有它自己的種子。在第八識裏面有它自己的種

子，就稱為實法，實的東西。這句是假法，沒有它自己的種子。所謂「不放逸」是什

麼？把它來拆開，何謂「不放逸」？ 無貪、無瞋、無癡和精進這四者合而所起的作

用，便稱為「不放逸」。是不是？所以它是一種假的心所。為何菩薩要弄一些假東西

來麻煩人呢？因為他教人對修行善法不要放過，斷除惡法不要放過，而建立的名詞，

是假法來的。

「捨」是什麼呢？「捨」，用一句不怎貼切的俗語來到解，給你講述，「捨」是

什麼？可以解作不動心的狀態，心在很平衡的狀態。我們修定的時候，一定要有

「捨」心所起，才能入到第三、四禪的。何解呢？「捨」是一種心是在很平衡，很平

直。心很平直，不輕動的那種狀態謂之「捨」。所謂「捨」是有三個階段的，記住，

你們修定一定有三個階段的，你自己體驗便可以的了。「捨」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名

為「心平等性」，即是要用我們的意志力控制我們的心，不要想這東西，不要想那東

西，很吃力地控制的。那個時候令你的心那處要有加功控制，令你的心不動的，那種

狀態謂之「心平等性」。這是第一個情形，最初級的「捨」，你們修定便會知道。第

二個階段，「心正直性」。心不動了，但要怎樣呢？還要什麼？稍為控制個心就可以

不動，便可以平衡了。

「心平等性」就要吃力地控制的那種狀態，「心正直性」就稍為提點一下便可

以，那種狀態是「心正直性」。第三種「捨」是「心無功用性」，不需要加功的，自

然心不動的那種狀態。「性」字是作狀態解，「捨」的狀態。第四禪「捨念清淨」的

「捨」，「捨」即是形容心無功用性。這種「捨」為何稱作「行捨」？在五蘊裏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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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行蘊，和受蘊裏面的那個捨，苦受、樂受、捨受，那個是指捨受，是受蘊的捨。這

個「捨」是五蘊中行蘊的捨，所以稱作「行捨」。「行捨」是實的或是假的？假的。

是什麼？無貪、無瞋、無癡、精進那幾個心所混和的作用。

還有一個，第十一個，是不是？是否第十一個？

同學：「是的。」

「不害」。「害」即是傷殘。「不害」者，對眾生不忍心傷害他的。這個在佛家

裏面普通一個名詞；學術名詞是「不害」，普通名詞謂之悲，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

那個悲。譯作現代語即是同情心，同情。對於有苦的人，你會感同身受一樣，同情他

——悲。慈是一種慈祥，悲就是同情他，不忍傷害他——「不害」。因為你同情他，

你便會對抗傷害的了，你不肯害人——「不害」，又稱悲。這個在儒家有一個名稱，

惻隱之心或不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悲。「不害」是實的東西，有

種子的，或是假東西？假的。慈是真的，慈即是「無瞋」，有自己種子的。悲只是

「無瞋」的一種特殊作用而已，是慈的某一種特殊作用，所以是假的。知道這個假實

的問題，你們各位現在不必理它。你聽我儘管講，你就讓我講，如果你不明白，你隨

它可也。總共十一個善心所，還有一些名為煩惱。

善心所呢，好了，忽然他有善心，他起惡心又如何？如果你的識起的時候，有這

十一個善心所中隨便有一個跟著它起呢，你的心便謂之善心。如果十一個都沒有的

呢，你便不是善心。你個心之善不善，完全看你有沒有這些心所跟著起。五個遍行，

五個別境共十個，加上十一個善心所，便是二十一個。五十一個，還有二十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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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將來有機會我就會告訴你們這些名字。五十一個，有些是假的，沒有種子；有

些是有它自己的種子。有種子和沒有種子有何大關係？沒什麼大關係，不過我們分析

它有沒有而已。

好了，今天講到這裏。我給(時間)，我十五分才離開，有十多分鐘大家可以討論

一下。……是一種…，不是這樣解的。變有兩種，一種名為因緣變，一種名為分別

變。這處涉及專門名詞了，如果不懂得解便算了，不用理它。因緣變，「因緣」即是

種子，那類東西有自己的種子，你不過是扶助它，讓它變而已，這種謂之因緣變，它

自己有它自己的原因。第二個分別變是如何分別？根本就沒有這件事，你自己幻想出

來的。「分別」即是起幻想，起分別執它以為是有的，謂之分別變。

我舉一個例，舉一個譬喻。當你種穀米的時候，如果沒有穀米的種子，你能否種

得到？種不到的，是不是？你拿一把黑豆去種，是不會種出糯米的。何解？因為你想

種糯米，要有糯米的種子，糯米的穀種。你想種黑豆就要有黑豆的種。不能夠亂的，

各有原因的，此謂之因緣變。你這個農夫就可以令到糯米的穀種，變出糯米來；可以

令到黑豆的種子，變出一棵棵黑豆。但不是農夫在變戲法，農夫只是什麼？扶助它。

這種變它自有原因，你在旁邊扶助它而已，這種稱作因緣變。一個例子了，再舉一個

例。一個頑童，這個人非常不可理喻的，但找到一個好的老師。結果教了他幾個月，

整個人好像變了一樣。如此你便說：「變了。這個老師很好，把我那個蠢孩子，把我

那個頑固的兒子，變為好孩子。」其實不是，老師只是扶助他而已，他有變好的可能

性，然後老師才有辦法。如果他這個孩子，沒有變好的可能性，這個老師是佛也沒有

辦法。所以佛度眾生，要你這個眾生自己有種子，他然後扶助你。佛的說法只是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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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至於將來如何成佛，是你自己的事了。這種名為什麼？因緣變。明白了？第二種

是分別變。

何謂分別變？我喝醉了酒，回來看見一塊東西，便以為那處有一個人坐著。根本

就沒有一個人，是不是？因為我喝醉了酒而起分別。明白嗎？這是分別變。分別變又

是變，我們見到一件很普通的東西，我們可以變出很多東西來的，謂之分別變。分別

變完全由主觀起一種這樣的幻覺，或起一種執著，這就是分別變。因緣變就它自己有

它的原因，猶如花王種花，農夫種穀，這些便是因緣變。明白嗎？變有兩種。好了，

現在講到了，阿賴耶識內變根身。你回答我，應該是因緣變，或應該是分別變？

同學：「因緣變。」

教授：「因緣變。阿賴耶識裏面有些變起根身的種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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