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名詞用，是不是？如果作動詞用，作攀緣解，作認識解了。如果作名詞用，

你便作條件解了。你有了這個辦法，你見到「緣」字你便不怕了，是不是？不出兩個

解法。「緣心為境」，如何「緣心為境」？這個「緣」字作認識、攀緣解。上文我已

經講過，是不是？修止的時候，就要緣無間心。記得不？「無間」即沒有東西隔開

的。

後面那一剎那的心回憶著前一剎那心的活動，以重看前一剎那的心，此謂之攀緣

無間心，是不是？有沒有不明白我這句話的？聽得明白不？不是怎麼明白。攀緣，陳

文蘭，聽得明白不？聽得明白，你告訴他。他們幾位都明白。上文我講過，修止的時

候，後一個剎那的心攀緣前一個剎那的心。攀緣前一剎那的心，是如何攀緣呢？我不

是已經給大家講了？有兩個解釋，一個解釋謂前一剎那的心視物的那種力，後一剎那

看前一剎那的那種視物力。

即是那個心的見分，攀緣著那個心的見分，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後那一剎那

回憶前一剎那的心。前一剎那的心是有一個影像的，譬如他前一剎那的心整天觀著阿

彌陀佛，後那一剎那的心又回憶前一剎那那個阿彌陀佛的影子，此謂之攀緣。如此，

即是什麼？後一剎那的心攀緣前一剎那的心裏面的影像，那個 image，那個相分。

聽得明白不？有沒有人不明白？聽得明白不？如此說法，你就要了解這一點了。有些

人未學過「佛學概論」，未學得清楚，或對於唯識的少少常識也未曾學過的話，你就

先要了解這一點。了解那一點呢？我補充這一點，是為了對唯識簡單的常識也未明了

的，我補充讓他知。

末那…。你們聽著，那些初入門的聽著，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識。每一個眾生都

有八個識，釋迦牟尼佛是佛有八個識，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有八個識。你有八個

識，我有八個識，隔鄰的二叔婆都有八個識，是不是？街邊的乞丐又有八個識，那隻

1



狗有八個識，溝渠裏面的老鼠有八個識，污水裏面的沙屎蟲有八個識，顯微鏡底下的

草鞋蟲有八個識。凡是眾生只要它是眾生，每一個眾生一定有八個識。這是一個原

則，記住。每一個識都有若干，即是不一定；「若干」即是英文的 some；都有若

干，若干什麼？若干附屬的作用。每一個識都有若干個附屬作用，這些附屬作用稱為

心所有的法，「法」即是東西，「心」就指那些識。那些識，每一個識所有的東西，

即是指每一個識所有的附屬作用，就稱為心所有法。

心所有法簡稱心所。即是八個識中，每一個識都有若干個心所的。例如我們的意

識，當我們的意識活動的時候，一定有一個作意心所。這個作意和剛的那個作意不

同，這個作意是作留意、注意解，作 attention解的。當我們的意識活動的時候，譬

如我的意識活動想了解這一朵是花，是茶花，或是玫瑰花，或是什麼花的時候，那個

意識起活動的時候，一定要有一種注意力。

我想這一朵花的時候，我的注意力一定是對著這一朵花的，是不是？如果當我想

一朵花的時候，我的心走了去他那處。這樣的話，如果是這樣時，我們就變了神經錯

亂。所以當我們的意識起活動，來到了解一樣東西的時候，一定有一種特殊的附屬作

用，稱為作意心所。作意，是不是？當我的意識了解到這朵花，了解之後，我覺得又

紅又綠，看下去令我非常舒服的。

於是我有一種感受，這種感受或許很舒服，又或不舒服。譬如我看幾朵花，看得

確是舒服吧，是不是？但如果是熊熊烈火在燒，燒到我的眼睛也覺得燙的話，我們便

會不舒服的了，是不是？舒服便謂之快樂，不舒服便謂之痛苦。既非舒服又非不舒服

便謂之什麼？非快樂，非痛苦，是不是？這種快樂、痛苦或非快樂非痛苦，外國人就

稱作 feeling，是不是？外國人就稱作 feeling，佛經裏面就稱作受，感受痛苦或快

樂，是不是？除了作意心所之外，每一個識都有一個受心所了，不是覺苦便是覺樂，

要不便是不苦不樂，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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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的意識活動的時候，我們有一種作用。這種作用稱作什麼？取像作用。為

何稱作取像作用？當我們的意識了解到此處有一朵花，而且覺得令我很快樂。這個時

候，我就會有此感覺，我們有意識的活動，我們會如何？把這幾朵如此漂亮的花之形

狀，把它抽了進來，抽了進來我意識的腦海裏面。把它抽了出來，extract，抽。那

種 extract的作用，外國人稱作 extraction。

佛經裏面就稱作取像，把那種像抽取過來，把它的 image，把它的形狀抽取過

來在我的意識裏面成為一個 image，成為一個影像。這種抽取作用就稱為想，取像

作用。你不要把「想」字解作胡思亂想，這個「想」字是一個學術名詞，是一個術

語，是一種抽像作用。有很多人，我曾經聽過某位大居士講《心經》，色、受、想、

行、識，這個「想」字完全解錯了。

他把「想」字解作胡思亂想，差得太遠了，是不是？我想很正經的東西也是

「想」嘛，又怎會是胡思亂想呢？是不是？世界上很奇的，有一種人他自己不懂卻又

偏偏要講，是不是？他怎樣講？我聽過了，如果遇著這些，你就不要花精神去聽他，

快點走。他講什麼？色、受、想、行、識，他說「色」者女色。別人的「色」是作物

質現象解的，英文的material。「色」，他作女色解，差得太遠了。他說我們見到女

色，我們便「受」了，很歡喜、很快樂，所以這個「受」字解作很好地去感受。

「受」完回去他不能忘記，便胡思亂想，這便是「想」了。「想」了便「行」，

日後他走去追求，「行」。「行」了便「識」，心田裏面種下了一些種子。有一位大

居士如此地解釋，還是很有名氣的大居士，後來他出了家。如果你聽別人這樣講，連

到「想」字、「受」字也講錯，你就真的不要花時間了，快點走吧。何解呢？因為人

生幾何，是不是？你一生算你有一百年壽命，你那一百年裏面分析下來，有多少小

時？你如果花一小時來聽他講話，你的壽命就白白送了一小時給他。不值得，是不

是？不要講閒話了，講回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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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識都有很多個…，例如什麼？觸、作意、受、想，這些特殊作用。我再多

講兩個特殊作用，一個是「思」。你讀佛經又是要留意的了，佛經裏面常常用個

「思」字，有時用個「思」字，有時用「思惟」二字。

八正道裏面有所謂正思惟，是不是？你以為「思惟」是等於思想，是不是？「思

惟」嘛，還不是思想？思想即是什麼？thinking，是不是？想，全錯了。原來「思

惟」是作意志解的，佛經裏面的名詞，will，意志。何謂意志？我要怎樣，我要怎

樣，這種是我們的心理。我們的心理活動之中，我要怎樣，我要怎樣，這個「我要怎

樣」、「我想怎樣」，這便是意志作用了。

譬如我見到你，見到你穿的衣服如此漂亮，我看見後說：「我也要買一件和你同

款的。」或說：「我要買一件比你的更漂亮。」。「我要怎樣」，這個便稱作

「思」。即是發動我們行為的，這種力量便稱作「思」。是不是？譬如你說作業，業

是什麼？你常常見到別人踏死了螞蟻，你便說：「你踏死了螞蟻，作業啊！」是不

是？業是什麼？

同學：「行為。」

教授：「說什麼？」

同學：「行為。」

教授：「行為。行為的本質是什麼？」

同學：「思。」

教授：「思，是的。很不錯！行為的本質就是思，就是意志，是不是？」

外在表現的行為，譬如我一巴掌打過去，一拳發過去，這是表現出來的行為。但

行為裏面有點東西的，裏面有什麼？裏面就是意志。那個意志是什麼？我想打你，我

要打你，是不是？我想搶去你的東西，這個是「思」來的，這個是意志，意志推動我

們的行為的。「思」，每一個識都有一個思心所。除非那個識不起，任何一個識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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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一個思心所和它一齊起的。譬如有一個人暈倒了，我現在要救他。救他是一個行

為，這個行為需要經過三個階段，是不是？三個階段，如果不經這三階段，這種行為

是不會受報應的。經過了這三階段，這種行為就一定受報應的嘛。三步曲，第一個階

段稱作審慮。

第一個階段，當我們審慮。譬如現在有一個人跌倒了，我碰上了看見他跌倒了，

於是我的意識一定起一個審慮。審慮即是考慮，考慮什麼？我要不要扶起他呢？我要

不要救他呢？是不是？要不要送他到醫院救治？因為有很多方式的嘛，是不是？我應

該如何做法呢？先來一個考慮嘛。第一，三步曲的第一步是審慮。審慮的時候即思之

活動，那個思之活動謂之審慮思，是不是？考慮了，如果我不救他他便會死了，都是

要救了，於是決定救他。那時，當你下決心決定救他的時候，那時又有一個思的，是

不是？那個思便是決定思。

審慮你只是想一下，你沒有做，是不是？報什麼應呢，是不是？別人要你救，你

並沒有救，只是想想而已。想了一下，心便跑開了，你還想有好報應嗎？第二是決

定，雖然你決定了，但你並沒有做，沒有去救，決定又如何？都不會有什麼報應的，

是不是？第三步是發動思。發動思是什麼？實在去做了。

「發」即是發語，發出語言。譬如你想救他，那個大胖子差不多二百磅重，你也

扶他不起的，怎辦？你就叫人：「快點來，和我把這個人抬起，救起他。」也要發語

的嘛。發言，是不是？譬如你想殺一個人，你不想自己殺，你說：「替我殺了他。」

發語嘛。發語；「動」是什麼？動身。自己拉起他便是動身，是不是？或你殺人的時

候，自己拿刀、拿鎗去殺，動身。

第三步一定或是發語，或是動身，或是發語兼動身。那個時候的思便稱為發動

思，又稱動發思。當有了動發思，我們就加上一個名字，不只稱為業而稱之為業道。

業道就一定受報應的了。審慮思、決定思，這些稱為意業。發語思，發語的時候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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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口業，是不是？動身的思就稱作什麼？身業。凡是業而會受報應的，一定要具備三

步曲，第一是考慮過，即是說你根本沒有想「車」(撞)死人，駕著車已經很留心了。

剛剛有一個人自殺，碰上來，死了。那又如何？與你無關，你根本沒有一個審慮思去

想殺人，沒有報應。最多是一場那些報應小到極，如發一個惡夢，發一個惡夢被車撞

倒，最多就是如此而已。不會是受什麼報，是不是？但又這樣，如果有一隻蟻在走，

你貪有趣用手壓死它，這樣你的報應便重了。何解？你審慮過嘛，它好好的你卻壓死

它！審慮。決定，非壓死它不可。

第三是發動，一手壓下去。受報應了，是不是？就是這樣。如此，豈不是「車」

(撞)死一個人反為無報應，壓死一隻蟻卻有報應。是這樣的了，他是從條件來看嘛。

我現在講「思」，每一識都有一個思心所，尤其是意識的思心所最厲害。這個「思」

即是發動行為的，佛經裏稱作思，或稱思惟。作意志解，不是作思想解的。我舉那麼

多個例，今天不是講心所，舉幾個例便利那些初學而已。

為了那些初學的人，我再覆述。如果你是很飽學的，不需要初學的講解的話，你

可以耐心，你把時間當作溫習亦可以。不溫習亦當作你布施一些時間給那些不認識的

人，是不是？讓他認識，如此你亦有功德的，是不是？不要緊的。我再覆述，每一個

眾生必定有八個識，每一個識必定有若干種附屬作用，這些附屬作用稱作什麼？

同學：「心所。」

教授：「心所，是不是？」

好了，講到此處，此部分要留意了。很多人只講每一個識都有兩分，很多人這樣

講，但我就不是這樣講。我說每一個識和每一個心所，最少可以分為兩部分。每一個

識或每一個心所，你看書，很多書並不談心所的，只說每一個識分兩部分而已。每一

個識與及每一個心所，都最少分為兩部分，或不只分為兩部分也可以。一般來說分為

兩部分，一部分是能緣的，我們稱之為見分。或不稱能緣見分，而稱之為能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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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一般用「心」字來代替，能緣的心謂之見分。「見」是廣義的，即是不是用眼

見，能緣的心是了解事物的。這個能緣的見分是無形無相的，那能緣的見分是什麼

呢？眼識有一個見分能夠見顏色的，這個眼識能夠見到顏色的這種力，稱為眼識的見

分。耳識是能夠聽聲音的，這個耳識能夠聽聲音的這種力，稱為耳識的見分。鼻識是

能夠嗅得到香臭的，鼻識能夠嗅得到香臭，這個能夠分別香與臭的這種力，稱為鼻識

的見分。舌識，那根舌頭裏面的識，能夠嚐得到鹹酸苦辣。這個能夠嚐得出鹹酸苦辣

的這種力，稱為舌識的見分。

你不要說我冗贅，我想讓你明白而已。冗贅你就會明白，你不要嫌冗贅。釋迦佛

是天下中最冗贅的，你讀讀《阿含經》你便會知道釋迦佛的那種冗贅，天下第一。你

看看《阿含經》，你又讀讀《大般若經》，那種冗贅又是天下沒有第二的。何解呢？

他想你明白，越多越明。你學軍隊，他一定要你操，整天「左右左，左右左」地操幾

年。你說他為什麼整天如此做？他一定要你這樣，這樣你才能純熟，動作自如。好

了，鼻識的見分講了，舌識的見分講了。我們的身觸摸到這些謂之軟，那些謂之硬。

我們又知道這些謂之暖，下面那些謂之冷。我們的身識能夠辨別那些是暖、那些是

冷、那些是硬、那些是軟，這種辨別力稱為身識的見分。

意識了，意識的見分就多了。意識能夠想，想一些很好的東西。我們讀聖賢書，

回想那些聖賢所講的話，又可以。或是我們太空閒，拿本《西遊記》看看孫悟空大鬧

天宮，回想著孫悟空大鬥天宮的狀況，又是想，是不是？那個賊想設計，想想如何爆

竊別人的夾萬(保險箱)，又是想。

這種想的力就稱作什麼？意識的見分。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我們除了這六個識之外，除了眼、耳、鼻、舌、身、意這六個識之外，我們還有整天

無概念的，內部有一個無 concept的，常常有一種衝動，覺得有一個自己，覺得有

一個自己存在的。你覺得不？你是否覺得有一個自己存在的？如果有人說我不覺得有

一個自己存在，本來就是好事。但世人就會說你是什麼？精神病，連自己存在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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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不是？世人嘛，世間世間者就是如此。那個我本來是無的，執有我佛家已經說

是不對的了。但世人並非如是，都不知有一個我，他會說你精神病不？這便是世間

了。

《金剛經》說世間世間者，就是這個意思。覺得有一個自己，我。沒有我的概

念，總之是盲目的衝動，覺得有一個自己存在的。那種在我們心靈的深處裏面，幾乎

就如在潛意識裏面，他覺得有一個自我。那樣的一種力，就稱作第七末那識的見分。

第八阿賴耶識呢？當我在講阿賴耶識見分的時候，你暫時不要辯駁，因為如果你辯

駁，你一定要先看很多(有關)它的書然後才駁。

何解？因為我現在給你講的資料有限，你如此快地反駁，就只會浪費時間，亦浪

費了你的工夫，是不是？第八阿賴耶識能夠含藏著很多很多好的功能。不對，是壞的

功能。無奇不有的功能它也含藏著的。

我們孩提的時候如何和鄰居小孩打架的那些影像，完全留在、打進我們的阿賴耶

識裏面，第八識裏面。第八識猶如一部無形的電腦立刻攝持著它，你孩提的時候如何

打架的那些種子。不只如此，前生你殺過一隻雞，佛經是這樣說的。前生殺雞的時候

所遺留下來的影子，完全已經打進你的第八識這個無形的電腦裏面，存於其中。

前生已經過去了，但已打進去的功能今生仍然存在，這些功能稱作種子。阿賴耶

識，即是第八識，有一種力量藏著那些種子，吸攝著那些種子，猶如一塊磁鐵把鐵粉

吸著令它不散的。阿賴耶識吸攝著那些種子，令它不會散失。這種吸攝著種子之力，

佛經裏面就稱作什麼？攝持。

攝持，「攝」者吸著，「持」者拿著的意思；令種子不散失。這種攝持的力量便

是第八識之見分。明白不？如此，八個識每一個識都有見分。見分是用作見物，用作

認識事物的，是不是？用作什麼？用作攀緣的。攀緣些什麼？攀緣它的相分。這個是

8



見分，見分攀緣相分。為何用相分？「分」即一部分，有相的那部分謂之相分。能夠

攀緣事物，能夠見物的那部分謂之見分。即是每一個識都可以分作兩部分，每一個心

所都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能見物的謂之見分，一部分是被我們見的謂之相分。

好了，相分又如何？我再數，你不要嫌冗贅，冗贅有冗贅的好處。眼識的相分是什麼

呢？你告訴我吧。我專找學生來難為的。

同學：「顏色。」

教授：「顏色，是不是？colour，眼識的相分。」

但你又不要這樣駁，外面沒有 colour的嗎？只有你的眼識？外面有，但我們所

看到的，並非直接看到外面那些，只是看到外面反映進入我們眼識裏面的那些。我們

的眼識猶如一部照相機，照相機照一個人，它是照鏡頭裏面所現的那個人。那個鏡頭

裏面的人並非真正那個人，只是把那個人的影子反映進來而已。我們眼識所見的顏色

是什麼？實在是顏色的 image，是不是？影像。如此，即是眼識的相分就是一種顏

色的影像。本來是顏色便好了，為何要特別加上影像呢？我有很深的意思，好讓你時

時用慣了影像二字。耳識的相分是什麼？懂不懂？懂的，應該懂的。請你說吧。代她

說。

同學：「聲音。」

教授：「聲音的 image，聲音的影像，是不是？」

聲音就是空氣的震動，是不是？它，我們的耳識能夠把空氣震動的那種情形，那

種 condition反映進來。我們把捉得到它的那種影子或影像，此影像便是耳識的相

分。明白了吧。鼻識的相分是什麼呢？什麼？你告訴我。

同學：「香、臭。」

教授：「香、臭。詳細一點講就是香、臭的影子，是不是？香、臭是本質，由本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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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進來的那些影子。鼻識的相分。」

舌識的相分呢？不用問了，鹹、酸、苦、辣的影子。身識的相分是什麼？軟、

硬、輕、重、冷、暖的影子映進來的，是不是？意識的相分多的是了，意識的相分不

知有多少，是不是？你拿著一杯鐵觀音茶喝：「啊，味道真好啊！」，又是意識的相

分，這個好便是意識的相分。你含著一支煙吸了一口，猶如飄飄欲仙那模樣，這種飄

飄欲仙又是意識的相分，是不是？

晚上做夢被鬼壓，鬼壓你的那個又是…，有沒有鬼是另一回事，總之你那個鬼又

是意識的相分；等等，多到了不得。臨死的時候，又見到牛頭馬面，又見到什麼的，

這些都是意識的相分。這些是意識的相分，你們這些修密宗的，修整個阿彌陀佛，整

個四臂觀音在前面放光照著你。這是什麼？這是意識的相分而已，是不是？即是六個

識都有相分了。問題是第七識的相分是什麼呢？第七識恆常地執著我，第七識的相分

是什麼呢？我找一個老一點的問，我並不是說你年紀老，你資格老一點，你答吧，何

美琪。

同學：「第八識。」

教授：「第八識是本質，第八識反映進來的那個相分。本質並非相分，那個 image

才是相分。我，沒有錯。」

由第八識反映進來成為一個我，這個我的 image。我，這個影像就是相分，是

不是？第七末那識的相分。我講來講去談了那麼多，就是想迫出這一句，第八識的相

分是最難了解的。第八識有見分就一定有相分，每一個識都有見分有相分，難道你第

八識例外嗎？第八識的相分是什麼呢？找一個老行尊來問問才好，不要問年輕人，要

問老行尊。誰？阿都合適。阿珍吧，第八識的相分是什麼？

同學：「末那識。」

10



教授：「第八識的根是末那識。」

同學：「根身、器世界。」

教授：「是的，你不要說是末那識嘛。第八識含藏著不知多少種子，有好有壞的種

子。

這些種子被它含藏著，被它攝持著。被攝持著的那些種子，這就是相分了。第八

識滲透著我們的身體，如果第八識不滲透著我們…，第八識不滲透著我的手，我的手

便麻木了。如果第八識不滲透著我的身體，全部走清了，我們的新陳代謝作用就沒有

了，死了。我們之所以不腐爛不腐化，能夠新陳代謝者因為有一個第八識滲透著，所

以我們的身體亦是第八識的相分。還有什麼？第八識的相分是，一、種子；二、…」

同學：「根身。」

教授：「根身，我們的身體，有根的身體。還有沒有？」

同學：「器世界。」

教授：「器世界，這個物質世界。」

唯識家就是這樣講，我們眼所見、耳所聞、手所觸的這個物質世界。這個物質世

界不用反映的了，這個物質世界直接是我們第八識的相分。至於何解如此妙的呢？慢

慢學，你一步登天嗎？是不是？自然它便會引人入勝，你逐步逐步學習。學佛經，尤

其是學唯識，你猶如進入了八陣圖那樣，走不出那處。十個人去學，假學的不算，真

正學的話，十個人去學，恐怕有六、七個人走不出。那兩、三個就半途作反而出。是

這樣的，是不是？很多是這樣的。阿賴耶識，即是第八識的相分有三個。一、它所含

藏著的種子；二、我這個有根的身體，根即是器官，有器官的身體；三、這個物質世

界，稱作器世界。三者皆是現實。

好了，又得了一個結論，八個識都有見分、有相分。八個識，每一個識都有很多

個心所，每一個心所都有相分、有見分。因為每一個識有見分、相分，心所是跟著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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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亦應該有相分、見分。好了，那些相分我們稱之為影像，那些見分我們稱之

為心。修止的時候又如何？後一剎那回憶著前一剎那的那個見分心，攀緣著那個見分

心。一種解釋。此即是說不向外想東西了，想來想去想回自己的心。其實自己的心

者，即是回憶著前一剎那的那個見分心而已。這是一種解釋，攀緣著自己的心，那個

無間心。

第二個解釋，無間心不只是見分而已，無間心有相分的。我回憶著那個見分固然

可以，我回思著它的相分又不可以嗎？是不是？也可以的。釋迦佛沒有規定無間心一

定是見分，是不是？相分也可以的。譬如我前一剎那想著阿彌陀佛，第二個剎那又想

著那個阿彌陀佛不變，同是心。兩個解釋，是不是？兩個解釋，那一個好呢？你想

想。那一個好呢？你吧，你歡喜那一個？歡喜那個見分心，或是歡喜回憶起那個相分

心呢？

同學：「見分心。」

教授：「他說什麼？」

同學：「見分心。」

教授：「見分心。我也認為見分心好一點，圓測法師亦說見分心好一點，但亦很多人

主張相分心。

也可以，因為釋迦佛沒有規定，沒有規定一定是見分或相分。即是我們可以自己

活動，是不是？」好了，懂得解了。你看看，「世尊…」。是否解到此處？「世尊！

若諸菩薩緣心為境」。懂得解了，攀緣心為境界，「境界」即是對象。「緣心為境，

內思惟心」，「內」者入定，在定中，不是向外，向內。向內思惟著自己前一剎那的

那個心，是不是？前一剎那的那個心，這個心他並無說是見分或相分，即是說你以此

心是指見分心亦可，你說它是相分心亦通，是不是？我就主張見分心好一點，因為我

習慣了，我是這樣修的，攀緣見分心的。攀緣見分心的時候，即是不想外面的東西，

即如六祖所云「無念」，一味「無念」。六祖說「無念」，並非變了麻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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