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大的如你那麼大，小則約一英呎高。想著它放光，很融和，很慈祥地對著

你。坐在你頭頂又可以，在你前面又可以，甚至想在你的心裏面。密宗就想你先變為

他，即是說沒有了你，你變了他，不過普通的就想在前面。想，這個想。你不想他可

以嗎？可以。想著一個月亮，一個五、六英呎直徑的一個月亮，好像八月十五時候的

月亮那樣。前面一片藍色，中間一個月亮，很明亮地照著。你不要以為很容易，是最

難的。那個月亮忽然會是一堆堆的，忽然又縮為一點，忽然又散開，很難的。我試過

了，很難的。

如果你修了一個月仍然是「豎著」(完整的)，伶伶俐俐的，你便是入了月輪三昧

了。你好像說這個是好的，不是好的是你自己才得知的。你說：「我見到佛，整個佛

坐在那處。」這個佛？這個不是佛來的，這個是你意識裏面的那個佛，是獨影境來

的，不是性境來的，你自己創立的佛。還有，觀月輪是很難想的，我想像著一件會動

的東西吧。可以，想一個火，名火光三昧。

想一朵蓮花，蓮花上面有一點火「合合合」地燒；或想一個七寶玉盤在前面，一

個銅盤在前面。那些火你想像好像什麼？世界運動會那個火盤之火的模樣。若果火把

我們的煩惱全部消毀，煩惱一起它便消毀那些煩惱。想著想著，那火像是定著的，你

便很好了，這就是火光三昧。那一種最好呢？我就介紹你認識這種最好，想著一個月

亮，月裏面有一個佛像。如此又可以佛像，又可以月輪三昧。是不是？最好的了。想

到你玲瓏浮凸，你很清楚了，一念不起，只是見到它。這個時候你的輕安便會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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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身起。當你輕安一起之後，你便是入了初禪。就由初禪漸漸地你便二禪、三禪、四

禪地上。

修止，初、二、三、四禪都是止的功夫。當你修止的時候，你兼學學修觀。未得

輕安之前，那些觀是假的。得了輕安，你的觀才是真的。未得輕安之前，觀不觀？學

學觀，學學修觀。修觀就得看你學什麼觀了，你學空宗的便是空觀，是不是？你學唯

識的便是唯識觀，你修淨土的便是極樂觀，是不是？止就是佛教和外道一樣的，所不

同的就是觀。各宗各派的止都是一樣的，不過它所用的名稱不同。但觀又不同，觀就

宗宗不同。先學修止，然後學修觀。修觀我就認為最好是修空觀。不過你想修空觀，

空的道理你要懂得才行。你想修唯識觀，都可以，所謂唯識觀是空觀之一種而已。若

果修空觀，你對《心經》了解得清楚的，可以修空觀。觀到五蘊都是空，「色即是

空」，色是空。空，空掉一切執著，執個色的時候又不是沒有東西，那個時候謂之空

性。這個空性又不離開色，色不異空性，「異」者離也。空性亦不異色。色即是空

性，所謂的色蘊在空性的顯現。「空即是色」，這個空性者是色蘊的實現，實質來

的，實證、實體來的。同一道理，受蘊、想蘊、行蘊，「亦復如是」，即也是一樣。

受不異想，想不異受，受即是想，想即是受，它的思想就是它的觀，這便是空觀。如

果真正修空觀，最好是《般若經》的十六空，縱使你未成功，都會令你飄飄欲仙的，

十六空，《大般若經》。你有沒有修？修止？先學修止，…先學修止。姿勢就你隨便

買本便行，買本那些靜坐法便行。只重要是修止，修止的就選擇一樣，我勸你(觀)佛

像，月輪裏面有一個佛像。有些人說要修無念，如唯識宗修不念，如禪宗修無念，很

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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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教授：「你便集中想著一件東西，即是以毒攻毒的辦法而已，把念走到去佛像那

處。」好了，我就講什麼吧，好嗎？繼續講第二個標題。第二個標題…，上

面的標題是心所，是不是？

現在這個標題是…，心和心所都可以…，任何一個心，這個心即是指那八個識，

八個識中任何一個心，都可以分析成四部分。每一個心所，都可以分析成四部分。譬

如心所中的貪，貪心所有四部分；瞋，瞋心所有四部分；癡，癡心所有四部分。眼

識，眼識有四部分；心王，眼識便是心王。耳識又有四部分；鼻識、舌識、身識、意

識各有四部分。末那識又分做四部分，阿賴耶識都有四部分。每一個識都有四部分。

我們的識猶如一部照相機，舉一個譬喻，當我們照相的時候…。譬如一個人，我拿了

一部照相機來到，然後在那處看。照相機裏面最主要的是什麼？有一個影像，是嗎？

一個 image。那部照相機並不是緊貼著他的，只是把他的形狀成為一個 image，在

我的鏡頭裏面而已。是不是？

同一道理，我們每一個識都有一個 image。眼識，當我的眼識去見他的時候，

你認為是我的眼識緊貼著他的嗎？不是，我的眼識只是把他的形狀套了進來，成為眼

識裏面一個 image。你看看那個鏡頭，那個影像只有那麼小的一個，而人坐著是有

幾呎高的，根本就不是那一個來的。

同一道理，我們眼識所見的東西，未必是個個…，不是那個人本身。譬如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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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他，我並不是真的見到他的人，是見到他那個人反映入我的眼識裏面的一個

image。大家接受這一點不？

譬如你這個人是七彩的，如果我是色盲，我見到什麼？灰色的，是不是？黑白

的。雖然你是七彩的，但我看到的是黑白，顯然我所看到的是個 image而已。讓我

看到的那件東西，那個 image背後的那件，那個稱為本質，本質即是實質。你讓我

看見那是紅色，那塊布是本質，這個紅映入我的眼識裏面成為一個 image，一個影

子。這個影子就是我眼識直接見到的，我眼識所把觸得到的，catch到他的，就是那

一個 image。那個 image一般是有形有相的，所以名為「相分」，有形有相的成

分，謂之「相分」。一般我們可以翻譯為 image，名為影像。眼識有眼識的相分，

我們的眼識視物，好像拿著尺子量度東西那樣。量度著那件東西，譬如我們量那東西

的相分。

同一道理，眼識有相分，耳識有沒有相分呢？應不應該有？你們自己考慮。耳識

都有 image的，是不是？譬如我是有點聾的，你向我說話，我只是覺得「沙沙沙」，

不知你在說什麼，是不是？要是耳朵是好的，便會聽得清清楚楚。我對耳朵不好，我看

電視我最憎看中文台那個「激激軋軋」，那個什麼？報告新聞那個，那人我都不知他在

說什麼的。但我太太聽呢，或許都很清楚的，顯然那個 image不同。同是一樣本質，

各人的眼識見到不同的 image。同是一樣的聲音，聲音就是本質，空氣振動的聲音是

本質。但每個人的感受，耳識的感受的 image，那個影像，相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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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識又是一樣，同是一樣的香，如果你是鼻敏感的，你的鼻識便周身不舒服。是

不是？如果你是無所謂的，你會覺得很舒服，很舒適。有些人歡喜嗅香水味，很舒

適。有些人嗅到香水味，鼻子便打噴嚏，不舒服。鼻識，同是一樣的本質，而各人所

起的 image不同，鼻識有一個相分。聽得明白嗎？你聽得明白嗎？你聽我講，聽到

不？

眼識有一個相分，有 image；耳識有 image；鼻識有它的 image，舌識有沒

有？應不應該有？有。同是辣椒，那些印度人吃了，都不知多好味，是不是？我吃則

眼淚水都出來了。你吃吃咖喱，那些印度咖喱，不同的。那些花，芝蘭之味，是人人

所好的，多數是。但海外有逐臭之夫，有些人歡喜臭，是臭的才歡喜，是不是？我們

有一位學者辜鴻銘，是不是？

他最歡喜嗅那些纏腳女人的那條帶，他最歡喜，他說那種味道是最好的味道。有

一種這樣的人。同是那一條臭腳帶，讓你去嗅你會立刻作悶；讓辜鴻銘呢，他說是好

東西。同樣，吃臭豆腐，走到臭豆腐店我便要離開了；我太太和我的女兒卻說好味

道。鼻識。同一道理，舌識…。鼻識、舌識，不同，是不是？身識呢？不同。

有些人不管多熱他也不覺得熱的；有些人則摸到稍為熱一點的都不行。身識，都

有 image的。是不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每個識都有自

己的 image。他所以覺知東西，就是覺到他自己的 image。如此，只是有 image，

沒有本質？我沒有說無本質，不過本質歸本質，每個識受了本質的影響，把本質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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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便成為一個 image。我們的每一個識直接 catch到它的 image，捉到它的

image。如此，五個識都有 image，都有相分。意識有沒有呢？意識更加有了，你閉

上眼睛試試看，閉上眼想著李太白，整個李太白好像拿著酒埕那樣，是不是？

你想想，有一個李太白。你想釋迦牟尼佛，猶如有一個佛垂手坐著。你想著你的

媽媽，立刻有你媽媽的影像，她的相分就可以起了。還有一些很抽象的相分，一加一

等於二，二這個如此微妙的相分。是不是？如果一點在空間中運動，如果空間沒有東

西阻它，它可以去到無限遠。無限遠又是一個相分，是不是？

佛教徒有所謂一個真如，真如又是一個相分，你以為他真的把捉到真如嗎？它只

是一個真如的相分，是光影門頭而已。我現在見到個真如自性，你「證鬼證馬」(那

裏是證)，你只是證到這個真如自性在意識裏面法塵的相分而已。你還會講是真如自

性，顯然就不是真如了，真正證到真如是沒有名字的。好啊，壞啊。一個好 idea，

壞的 idea。那些觀念、概念通通是相分。

第六意識的 idea和 concept，idea、concept這些是第六意識的相分，觀念、

概念。觀念、概念，佛家稱作什麼？稱作名相。西洋心理學家稱之為 concept，佛教

稱作名相。你不要以為佛家名相很玄妙，其實即是西洋人的 concept。念，心有所

念，念是什麼？即是起一個 idea便稱之為念。無念即是不要 idea而已，不要那個

concept而已。如此，第六意識又有 image，又有相分了。是不是？來了，問題又

到了。第七末那識時時執著個我，有沒有相分呢？你以為有沒有？有沒有？應該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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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該沒有？你不要以為要那些祖師才可以，你也可以做祖師的，都是你的智慧而

已。應該有或沒有？第七末那識時時執著個我，有沒有相分呢？你先回答我好不好？

有，它時時執著個我，這個是我，這個便是相分了，是不是？我是一件東西，盲目地

執著一件東西，那個我便是相分。它不稱作我的，它是盲目的嘛，只是執著有一樣傢

伙，那個是自己來的，第七末那識的相分。

第八阿賴耶識有沒有相分呢？你運用一下因明，運用一下邏輯。識總共有八個，

前七識是識，前七識有相分；第八識也是識，第八識亦應該有相分，猶如前七識一

樣。是不是？所以我們在邏輯上用歸納法，來證明第八阿賴耶識都要有相分，沒有相

分是講不通的。阿賴耶識的相分是什麼呢？眼識的相分是紅黃藍白黑這些顏色；耳識

的相分是那些「叮叮噹噹」的聲音； 鼻識的相就是那些香臭；舌識的相分就是鹹酸

苦辣；身識的相分是冷、暖分，身識的相分有很多，並不單指冷、暖。冷是身識的相

分，暖是身識的相分。輕，這東西很輕，有一種輕的感覺，這個輕亦是身識的相分。

我說這東西很重，這個重又是身識的相分。輕、重。我肚子餓，餓是什麼？餓是身識

的相分，觸覺嘛。我現在口渴，渴是什麼？身識的相分。我現在很累，累是什麼？累

是身識的相分。我現在很健康，很「爽」，「爽」是什麼？身識的相分。是不是？

第八識既然是識，第八識亦應該有相分。然則第八識的相分，即阿賴耶識的相分

是什麼呢？阿賴耶識的相分分析為三個東西，這三個東西要慢慢講然後才明白。第

一、阿賴耶識的相分裏面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它所含藏的一切種子，包括有漏種

子、無漏種子、善種子、惡種子、前七個識的種子和它自己的種子與及五十一個心所

的種子、一切相分的種子等一起進行。一切種子，「種子」者，記住種子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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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一種可能性、一種功能，無形無相的一種功能。我們每個人的阿賴耶識，

都含藏無量無邊那麼多功能。今世我們做人，就因為我們做人的功能現出來，那些做

老鼠、做貓的那些功能就不出。到了下一世我們要做貓的時候，偷貓偷得多了、吃貓

吃得多了，下一世做貓的時候，你貓的功能便出現，人的功能全被壓著。當你念佛成

功生極樂世界，那些極樂世界的功能出現，而人間、六道的功能全被壓著。是這個道

理而已。

投生就是功能的一起一伏而已。那些種子就是功能，潛伏的能力。現象即功能顯

現出來的那些 appearance，就稱為現象。第八識的相分，一切種子都是第八識的相

分。物質的種子起作用就變出物質，精神作用的種子起作用就變出精神， 這些物質

的種子、精神的種子都是種子，都是被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所攝著，猶如磁鐵攝著鐵

粉一樣。如果你是可以成佛的，即是說你的第八識裏面已經攝持著一些將來會成佛的

種子。如果你是沒有種子，當然不可以，但你又怎知誰沒有呢，是不是？你會去拜佛

的，一定是有。

阿賴耶識的相分，第一就是一切種子，何解呢？因為一切種子被阿賴耶識攝著，

阿賴耶識有一種力量攝著它的 image，那些種子就是它的 image。第二是根身。何

謂根身？或許不要問那麼多，身體，更淺一點。我們的身體，有五根的身體，有五官

的身體。這個有五官的身體是什麼？在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能夠變起五官的種子變出來

的，這些種子是被阿賴耶識所攝持著的。所以就這一點意義來講，我們就說我們的身

體，即是有五官的身體是阿賴耶識的相分。即是我摸到他，即是說我拍下他處，他的

身體，他的阿賴耶識的身體。至於如何論證，這是唯識宗裏面最深奧的地方，慢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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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然會了解。現在再講三個小時也說不清，這三個字三日也說不清，暫時你就要虛

懷若谷地，你只說：「這是唯識家如此說的。」你不依此說又講不通。何謂「三界唯

心」？你如何解釋得到？最低限度你的身體是唯心然後才能成立。即是當我們做夢的

時候，做夢去美國遊自由神像。你是否覺得有一個身體去遊？你做夢的時候，你的身

體是你的第六意識變的，你的身體是你的第六意識的相分。現在我們做人的時候，我

們會動，會怎樣的。這個身體你會坐、我會站的這個身體。你會坐的那個是你的阿賴

耶識之相分；我會動、會站的這個是我的阿賴耶識之相分。第一部分是一切種子，第

二部分是身體，第三部分…。身體在此又稱根身，你自己不覺得而已。

第三部分是器界，器世界，即是我們的物質世界。我們所見到的物質世界，即是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謂之器界。這個世界就是什麼？是什麼變的？這個世界就是我

們的阿賴耶識裏面變起這個世界的種子，這些種子爆發出現的時候，就變出這個物質

世界。那些草的種子變草，水的種子就變水，雲的種子就變雲等等，這個器世界，這

個物質世界就是我阿賴耶識之相分。所以孟子就說什麼？「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

都是我那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是我的心，所以「三界唯心」就是這樣。禪宗的

人，六祖講的自性。他說：「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山河大地都是萬法之一，六祖的

自性是指阿賴耶識。

六祖的自性一方面是指真如，一方面是指阿賴耶識，能夠產生萬法。「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什麼都具備的。我們所見到的世界，譬如我現在坐船去日本遊玩，去日

本，由多倫多去日本這個物質世界，就是你的阿賴耶識之相分。所以走來走去還是在

你的阿賴耶識之相分裏面走動，唯識家是這樣解的，佛教都是這樣解的。阿賴耶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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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切種子，第二部分是有根的身體，第三部分就是器世界，器

界。

如此，八個識都有相分。聽得明白嗎？你聽得明白嗎？這個世界你說…，基督教

說是上帝造的，天主教的人說是天主造的，佛教徒說是什麼？你的心造。佛教徒的心

就是…，你的心便是你的上帝，他的心便是他的上帝，實在是人各一上帝，是不是？

你不欺負你的心，便是不欺負你的上帝。你欺負你的心，你便犯了你的上帝。好了，

八個識，每一個識都有相分。明白嗎？聽得明白嗎？每一個識都有很多個心所，是不

是？心所有沒有相分呢？同樣有，每一個心所有一個心所的相分。例如：舉一個例，

我的「貪」心起，我見到一些銀紙，「唏，我最『爽』(暢快)，我把銀紙拾取了就好

了。」這個時候是否我起了「貪」心？這個「貪」是否有一個對象？有一件東西可以

令我，「好啊，取了它真好啊！」有如此的一件東西。那一件東西便是我的「貪」之

相分，是不是？譬如他一腳踏著我，我穿了一對新鞋，他一腳踏在我的新鞋上，我發

惡，「豈有此理，你做什麼！」起了一個「瞋」的心所，起了一個「忿」的心所。這

個「忿」的心所有一個對象，就是什麼？你一腳踏著，令我不舒服的那個影子，那個

便我「瞋」的相分。迷迷矇矇的那個「癡」心所起，都有一個相分的，那種「矇矇懂

懂」、「矇查查」的東西，便是「癡」的相分。

貪、瞋、癡、慢、疑、惡見，每個心所都有一個相分。然則，這樣便好像有很

多？是如此雜便說成這樣雜，明明是有這麼多，硬是講少了，可以的嗎？你老闆讓你

管理一個舖，令它賺錢。多了，你卻說少了嗎？是有那麼多你便說那麼多嘛。看事情

的時候又如何？譬如我的眼，講到此處，我的眼一看，看到了一疊銀紙。譬如我很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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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眼看的時候，有一個眼識的相分，看到了一疊銀紙，是不是？一疊銀紙，讓我看

到它的影子，便是眼識的相分。同時我的第六意識一齊起，眼識不能單獨起的。記

住，一定有一個第六意識跟著它一齊起的。第六意識一起的時候，便會「這些是銀

紙，這些是好東西。」第六意識起，便有「銀紙是好東西」，起那些 concept。這些

idea是什麼？意識的相分。意識的相分和眼識的相分(銀紙)套在一起，猶如兩彩套

色。如果你用手摸摸，「銀紙的質感不錯啊」，又有一個身識的相分套在一起，三彩

套色。嗅嗅那些銀紙，這銀紙沒有味，「旱旱地」沒有味的。那個是什麼？鼻識的相

分，四彩套色。有時五彩、六彩、七彩，其實我們看一件東西，猶如看電影，幾種彩

一齊套在一起的。這件東西根本就不是一件單純的東西，是多種東西套成的。我們起

法執就是執著以為它只是一個，這些《金剛經》謂之一合相，根本就…。每一個心所

都有相分，明白嗎？

當你在修定的時候，修止的時候，想著個佛像，你就如何？眼識有沒有相分？你

答我，有沒有？沒有，你閉上了雙眼。就算你不閉上雙眼，半開眼還是看不到的。根

本是你想像出來的，沒有一個佛像在那處。所以眼識的相分停了下來，單純嘛。聽不

到聲音，是不是？耳識的相分停了下來。心中的佛是嗅不到味的，鼻識。舔不到那個

佛的，舌識沒有相分。摸不到的，身識沒有相分。只有意識的相分存在，所以是單

純。是不是？容易入定。每一個識，每一個心所，都有一個相分。這便是有相分了。

除了相分之外，還有一部分。還有三部分，先講一部分。「見分」，能夠見到東西的

那部分，是一種無形無相的力。這個「見」並不是用眼見的，這個「見」即是

perceive，了解事物的，謂之「見分」。眼，當我們眼識起的時候，眼識一起的時候

…。譬如我們的眼識起，看到「紅」，「紅」便是相分。能夠看得到「紅」的這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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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這個能夠見到東西的那部分謂之「見分」。這個聽得明白嗎？照相機是你讓它拍

照，是不是？影子是相分，照相機是否有一種力量，會拍得到照片的？這種力量，這

種功能。這種功能是無形無相的，謂之「見分」。那種作用，那種功能謂之「見

分」。眼識視物的時候，除了有一個 image，這個相分之外，還有它能夠 catch到那

個 image的這種力，這種力謂之「見分」。譬如我眼見它「紅」，「紅」便是相

分。我還要見到「紅」的，這個能夠見到「紅」的這種力量，謂之「見分」。聽得明

白嗎？明白嗎？如果此處不明白，下面的兩部分便沒法明白了。

有相分，有見分。相分、見分合而然後能見到東西。相分、見分猶如《易經》的

那個太極，一陰一陽。好了，眼識有相分之外有見分，耳識有見分。鼻識除了相分之外

又有見分；舌識除了相分之外有見分。身識除了相分之外都有見分的，譬如我摸著此

處，「暖啊」。這個「暖」便是它的 image，身識的相分。能夠覺到它是「暖」的這

種覺的力，便是見分。意識呢？我想一個、二個的 idea。這個是我的祖母、這個是我

的祖父、這個是釋迦牟尼佛，祖母、釋迦牟尼佛那個是相分。但你能夠覺得她是祖母、

覺得他這個是佛的這種力，這種覺就稱為見分。即是意識有相分、有見分。好了，末那

識有相分，執著我為相分。有沒有見分？能夠執這個是我的這種執便是見分，即是末那

識有見分。好了，到了此處。前七個識都是識，前七個識都有見分。第八識也是識，第

八識應不應該有見分？應該有見分，如此才合邏輯。第八識的見分是什麼？很簡單，第

八識相分的第一部分是一切種子，是不是？這一切種子是被第八識所攝持著的，被它拿

著的。這種拿是一種什麼？一種力量，這便是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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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識相分的第二部分是身體，這個身體是被第八識所支持著它的。能夠支持這

個身體的這種作用，是第八識的見分。來到此處了解為何你生存的時候，身體就會有

感覺？會有新陳代謝？就是因為有一個第八識的見分，滲透在你的身體，支持它。如

果第八識離開你的身體呢，沒有了它的見分，你這個身體便會變壞，這個便是死屍

了。所以第八識除了相分之外，必有見分。還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個第三部

分，這個物質世界是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能夠變這個物質世界，能夠支持這些種

子，令到這個世界能夠每一剎那、每一剎那都存在不滅的， 主要就是這個阿賴耶識

的見分了。這處比較深一點，不過我們可以用邏輯來類推。

如此即是說八個識，每一個識都有相分、有見分。每一個心所都有相分，有相分

應該要有見分才合理，是不是？所以每一個心所都有見分。譬如我見到銀紙便貪，值

得我們貪、令到我們貪的那些東西，就是我貪的相分。我真的起一個貪來貪它，這種

作用便是見分。如此即是說每一個心所都有相分、有見分。當我們的心起心動念的時

候，無數相分猶如七彩套色地套在一起，無數見分亦猶如七彩套色地一起套下去的。

是這樣複雜的，既然如此複雜，全部都是很多東西來，全部都是零件來的，根本就沒

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的。每一個識，每一個心所都有相分、有見分。我們就用一個譬

喻，這一畫、相分，這一畫用來代表相分。這一畫用來代表相分，這一畫用來代表見

分，見分去了解那個相分，我們就用一枝箭咀來表示，見分覺得到有一個相分在這

處。 相分猶如那匹布，見分猶如那把尺，我們見東西好像是拿著那把尺去量那匹布

一樣，相(見)分去量度見(相)分。聽得明白嗎？

每一個識，每一個心所都有兩分。第三、相分猶如匹布，見分猶如把尺，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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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布、有把尺我們便量度到呢？是不是？回答我。回答我，你回答我。有匹布、有把

尺了，是否我們便量度到知道有多少尺。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還有個人拿著尺來量

度布的，少了這個人便不可以。是不是？那個拿尺量度的那個人，沒有他是不行的。

是不是？相分是一個 image，見分是能夠見到 image的。

還有一傢伙是運用見分來了解相分的，有一個主體，是不是？有如此的一件傢

伙，那件還更重要一點。那個是第三部分，稱作自證分，自己證明我看見東西了。譬

如我現在見到「紅」。如此，「紅」便是相分；我見到「紅」的這種力量便是見分；

現在我知道我見到「紅」，這種知覺、自覺就稱作自證分。是不是？沒有這部分不

行，沒有這部分你便「離行離列」了，自證分。你聽得明白嗎？自證分，眼識見東西

要有一個自證分。耳識聽聲，你去聽音樂都要有一個自證分，是不是？鼻識嗅香臭，

都要有一個自證分才能嗅到香，「他現在嗅到香了。」舌識，你說你知道這是…，我

…。身識又是有一個主體，自證分。意識呢？「我現正在想著祖父。」誰在想？你

想，你的意識想，是不是？自證分，意識都有。末那識呢？你執，末那識執著有個

我。這個執的主體便是末那識。阿賴耶識就攝持著它的根身、器界，這個攝持的主

體，阿賴耶識的本身，就是阿賴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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