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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三十頌 

第四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 Orchid Country Club 

2014 年 6 月 4日 

 

  喇嘛！各位師兄！晚上好！ 

  雖然前面已經簡單介紹了能變識的三個名稱，就是異熟識、思量識、了

別境識。但是還沒有詳細解釋這三能變的相貌是什麼？所以〈三十頌〉後面，

就首先介紹初能變的相貌。就是把第八阿賴耶識的相貌，作一個很簡單的說

明，那我現在念的是偈頌： 

初阿賴耶識初阿賴耶識初阿賴耶識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異熟一切種異熟一切種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不可知執不可知執不可知執、、、、受受受受、、、、處處處處、、、、了了了了。。。。常與觸常與觸常與觸常與觸、、、、作意作意作意作意、、、、

受受受受、、、、想想想想、、、、思相應思相應思相應思相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唯捨受是無覆無記唯捨受是無覆無記唯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觸等亦如是觸等亦如是觸等亦如是。。。。恆轉如瀑流恆轉如瀑流恆轉如瀑流恆轉如瀑流。。。。阿羅漢阿羅漢阿羅漢阿羅漢

位捨位捨位捨位捨。。。。    

那這一段頌文簡單的意思，就是說初能變，第一個能變是第八阿賴耶

識，它有三個名稱，它可以叫阿賴耶識、又稱為異熟識和一切種識。因為它

非常的深細，然後也非常的廣大無邊，所以對它的能緣，還有所緣都是不可

知的。所以「不可知」，它是形容它的能緣的心，還有所緣的境，能緣的心

就是「了」，所緣的境就是「執、受、處」，皆「不可知」，因為它非常的

深細，然後廣大。 

那它跟哪一些心所相應呢？第八識相應的心所是最少的，就是跟五遍行

相應，就是它經常跟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心所相應，就是一起活

動的意思。只要第八阿賴耶識一起作用呢，五遍行就跟它一起生起作用。那

在苦樂憂喜捨這五受當中，阿賴耶識唯是捨受，所以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

識，沒有說我現在很苦，然後我現在很快樂、很憂愁、很煩惱、很喜樂，都

沒有，它從頭到尾都是跟捨受相應，就是不苦不樂叫做捨。 

那我們說性質有善、惡、無記三性，那第八阿賴耶識它就是無覆無記性

的，所以它的性質是屬於無覆無記性。既然第八識它的性質是無覆無記，那

它跟它相應的心所，剛才說的這個五遍行，觸、作意、受、想、思，也是一

樣的，跟它相應的心所也是跟第八識一樣，都是屬於無覆無記性的，所以說

「觸等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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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八識它就像瀑流水一樣，恆常轉變，所以說「恆轉如瀑流」。那第

八阿賴耶識的名稱，什麼時候捨去呢？就是你只要證到阿羅漢位的時候，阿

賴耶識的名稱就沒有了，就捨去了阿賴耶識這個名稱。 

這個就是有關於解釋第八識的頌文的內容，簡單說是這樣，聽不懂沒關

係，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詳細的說明。只是我們要先瞭解第八識，它到底要說

些什麼內容，我們先看前面兩句頌文： 

「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這個「初」就是揀別它不是思量、了別

這兩種能變，第八阿賴耶識它是第一能變，所以三能變我們第一介紹的是第

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是說明第八阿賴耶識的三種相，

每一種、每一個相各有一個名稱，所以阿賴耶識它是第八識的自相，異熟識

是第八識的果相，一切種識是第八識的因相，快睡著了，對不對？ 

我們先看阿賴耶識的自相，第八識的自體呢，它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

它梵語的音譯是叫做「阿賴耶」，所以阿賴耶是梵文，它的音叫做阿賴耶。

可是它的義，我們把它翻譯，就稱為藏識，「藏」就有三義，就是能藏、所

藏跟執藏。 

請問各位師兄：一切法是怎麼生起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宇宙萬法、這一

切法是怎麼生起的？它不會這樣一二三，喔！這個世界就形成了，一二三，

我們身心、這個根身也形成了。我們說宇宙有萬法，請問這個宇宙萬法是怎

麼生起的？唯識聽到現在，給我一個答案。一切法是怎麼生起的？怎麼生起

的？不會就自然、無因，就這樣子生起了，是什麼？種子生現行。 

我們前面講過，身心世界都是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現的，那它是怎麼變現

呢？它總是要有一個變現的過程，它怎麼變現的？就是一定要有種子，對不

對？像植物也是一定要有種子，然後它才有無限的功能來發芽、然後茁壯，

形成樹幹、樹枝，枝葉繁茂，最後還可以開花結果的原因，最原始的那個根

源是什麼？種子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生起一切法、宇宙萬有，一定要先有種子，對不對？色

法有色法的種子，心法有心法的種子，無為法有無為法的種子，有為法有有

為法的種子。大家唸過《百法》就知道五位百法，五位百法：色法、心法、

心所有法、不相應行法、無為法。這宇宙百法一定要有種子，才能夠生起什

麼？這一百個法，前面四位是有為法，第五位是無為法。不管是有為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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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一定是種子生現行，才有一切法的生起。 

那請問這一切法的種子在哪邊啊？它放在哪邊啊？放在哪邊？第八阿

賴耶識裡面，對不對？一切法的種子都含藏在第八阿賴耶識裡面，這就是表

示第八阿賴耶識有什麼？能藏的功能，對不對？一切種子藏在哪裡？藏在第

八阿賴耶識裡面。就好像說你有一個倉庫，倉庫裡面放什麼？五穀雜糧，五

穀雜糧的種子要放在哪裡？放在倉庫裡面。我們一切法的種子放在哪裡？放

在第八阿賴耶識裡面。所以第八阿賴耶識，第一個講它有能藏的功能，就是

它含藏一切法的種子在裡面。 

好，要生起一切法，就要種子生現行，對不對？不然就是種子是種子，

它不會變現出身心世界，它不會變現一切有為法、無為法，所以它還要生起

現行。生起現行的意思，就是種子怎麼樣？生起一切法來了，種子生起現行

來了，因此有身心世界。有色法，色法的種子，生起色法來；心法的種子，

生起心法來；心所法的種子，生起心所法來；無為法的種子，生起無為法來。

生起了現行之後，怎麼樣？又熏回去第八阿賴耶識，成為未來的種子，對不

對？所以它有一個回熏的作用。所以任何一法，不是生起來就結束了，它還

會再熏回去第八阿賴耶識，成為未來的種子。所以它是種子生現行，現行熏

種子，熏回去成為未來的種子。這個受熏，就是第八阿賴耶識第二個自相的

功能，叫作所藏。 

你所有現行到哪裡去了？熏回第八阿賴耶識，所以第八阿賴耶識，這個

時候變成所藏，現行法熏回去藏到第八阿賴耶識裡面，成為未來的種子。所

以是不是所藏？就好像說你現在五穀雜糧，這些呢是什麼？倉庫是藏這些種

子的處所，所以這個倉庫是五穀雜糧所藏的地方。現在第八阿賴耶識是現行

什麼？熏回去所藏的那個地方。剛才能藏是第八阿賴耶識，含藏一切法的內

容，一切法的種子在裡面，那這些種子生現行之後，回熏到第八阿賴耶識，

這個時候它就是所藏，這樣明白嗎？ 

一個是能藏、一個是所藏，所以能藏是對什麼來說？它持一切法的種子

來說，是持種來說。所藏是受熏來說，受熏習，再熏回去第八阿賴耶識，所

以這個時候，第八阿賴耶識是什麼？所藏的地方，現行熏回去的地方，所以

叫做所藏。所以我們以後看到能藏，就知道它說的是持一切種，持種的功能。

看到所藏，就知道它是偏在受熏這個功能來說的，這樣應該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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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來了，這一切法的種子，我們剛才說包含了有為法、無為法，所以

一切法的內容，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世間法就是有為法，出世間法就是

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有漏法就是輪迴的十法界的種子，也是世間，世

間法都是有漏的。為什麼叫做有漏？就是有煩惱，有煩惱然後造業、然後受

報，這個是有漏的，有滲漏的。那無漏的就是證果了，譬如說證阿羅漢果、

辟支佛果、還是什麼最後的、菩薩的最後成佛，這個都是屬於無漏，無漏法。 

這個說明什麼？我們可不可能成佛啊？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含藏一切

法的種子，這個種子有輪迴的種子、有什麼？有證果的種子，有有漏的、有

無漏的。那我們有沒有成佛的種子啊？我們有沒有證阿羅漢的種子？有沒有

證辟支佛的種子？有沒有解脫的種子？有沒有開悟的種子？有沒有？所以

說一切眾生都可能成佛，憑什麼？就是因為他有成佛的種子。 

問題是我們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成佛？欸！我們有成佛的種子，它為什麼

不趕快給我變現出成佛的淨土、成佛的依報？依報莊嚴，成佛的正報，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欸！奇怪了，它的種子為什麼不現行？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這麼精進想要學佛修行，就是希望有個結果啊，不管證個什麼果都不錯

嘛，希望能夠解脫、希望能夠開悟、希望能夠成就阿羅漢、還是辟支佛、還

是佛都很好。 

欸！修了半天，為什麼不成？從我們剛才講的含藏一切的種子，然後受

熏的功能，問題出在哪裡啊？問題是不是出在種子啊？問題出在哪裡？你每

天熏回去什麼，它就成就什麼。那想想看，我們每天身口意到底在熏什麼？

你每個起心動念是什麼內容？你說的每句話在十法界哪一界？每天做的每

一件事情，是趨向解脫的道路上走呢？還是往沈淪三界六道的那個內容走

呢？我們每一念都是趨向解脫、趨向開悟的道路嗎？還是剛好背道而馳？ 

你想想，你從今天早上起床的第一念，到現在為止，你的身口意到底在

做些什麼？回想看看，我的每個起心動念是什麼？都是繞著世俗的內容轉，

有一個出世的那個種子生起現行來嗎？你今天有想說我怎麼樣趨向無我

的、解脫的道路嗎？我今天怎麼成就我的六度、十波羅密嗎？今天有朝這個

目標走嗎？我今天有累積我的福德資糧嗎？智慧資糧嗎？我今天有空性的

智慧的覺照嗎？還是我今天貪瞋癡比較多？你的每一個起心動念，都熏回去

第八阿賴耶識成為未來的種子；你說的每一句話，又都熏回去了；你今天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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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熏回去了。所以不管你說：「啊！我要趕快成就、我

要利益眾生。」不管你口號喊得多麼熱烈，可是你有朝這個目標走嗎？你都

有念念發菩提心，然後念念都想怎麼去利益眾生嗎？如果是的話，你每個起

心動念就是趨向什麼？開悟解脫的道路、開悟成佛的道路。 

我今天說的每一句話，都沒有四種語業的過失，然後說的都是什麼？真

實語、愛語、柔軟語，沒有打閒岔，就是沒有綺語，沒有說那個跟解脫、什

麼開悟沒有關係的話，我講的都是正知正見的內容，是嗎？你今天講的每句

話，都是沒有任何口業的過失，而且還有什麼？利益眾生的功德嗎？你講的

每一句話，都是在利益眾生嗎？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為利益眾生在

做嗎？還是為自己生活奔波、勞碌、奔走？有啦，至少從家裡到這邊，是為

眾生，對不對？因為我們現在是為了眾生來學唯識的，希望趕快成就、趕快

怎麼樣？去告訴更多的人，讓他明白唯識的道理，更加快速的來什麼？開

悟、成佛。所以就是你每一天的身口意，你到底是怎麼熏的，來決定你會有

什麼樣的結果。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那個經論，才會告訴我們說為什麼要數數串習、為什麼要聽

聞，聽聞就是怎麼樣？種下……熏修，聽聞然後思惟、修習，聞思修，為什

麼聽聞、思惟、修習這麼重要？它就是熏發，我們有成佛的那個種子，我們

有善根的種子，但是它需要熏，熏回去，聞思修熏回去，然後發起什麼？無

漏的種子，才能夠發起，那個成佛的種子才可以發起。所以它是熏回去，發

出來。所以你那個種子，不要讓它在你的第八識裡面睡著了，如果你一直沒

有作這個熏習，什麼？發起的這個動作的話，你雖然有開悟的種子、有解脫

的種子、有成佛的種子，但是它睡著了。所以在唯識學它還有一個名稱，叫

做「隨眠」，隨著我們什麼？睡眠，所以它是睡眠的狀態，在第八阿賴耶識

裡面，就是睡得很好、睡得很安穩，因為你都沒有去怎麼？熏發它。 

我每天想的、念念都是紅塵俗世的事情，整天都在自己的家庭、還有事

業、子女裡面繞，繞，沒有說繞不對，你發菩提心繞，當然就是繞對了。可

是如果你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繞的話，不管你學佛修行多久，無量劫學佛修

行，你也沒有熏發那個成佛的種子，懂嗎？你熏的都是世俗、紅塵的、貪瞋

癡、善惡業的種子，好人就是善的種子，壞人就是熏習惡的種子。所以他熏

發都是世間有漏的種子，好人也不能開悟啊、好人也不能解脫啊。所以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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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還算是什麼？還在紅塵裡面繞啊，只是他繞到最後，就是人天果報這樣而

已，可是也沒有解脫三界六道。就是因為他的起心動念都是善的、說的也都

是好的、做的都是好的，可是他也不能解脫。 

所以他熏習的是五戒十善的內容的話，最多人天果報，連證阿羅漢果這

個小乘果，我們瞧不起的小乘果，他也是沒份啊！為什麼？因為他沒有熏發

解脫的種子，解脫無漏的種子，這個無我的種子，他沒有熏發。他念念還是

我、我、我，我要行善、我要作功德、我要做好人，他熏的是什麼？有漏善

法的種子，因此他沒有無我的念頭。我們知道，你要解脫他就是無我，念念

無我你就解脫了。所以小乘阿羅漢、辟支佛，他們憑什麼證果？就是已經達

到無我，無我就是第八阿賴耶識已經沒有執著，沒有那個我愛執藏了。所以

它只要念念有我，永遠在三界六道裡面輪迴，不管他做的是多麼大的善事，

世間的大善人，一樣沒有辦法解脫。 

那每天熏的如果是十惡業的，然後又這個有點小違犯、破戒，然後那邊

有一點小過失。這個就是如果行的是十惡業的內容，熏發的都是什麼？惡業

的種子，惡業習氣、煩惱的種子，將來就是三惡道的機會……去的機會比較

多。所以這個是重點，我們現在唸唯識，就要明白，它既然有什麼一切法的

種子在裡面，那我們每天到底要熏發什麼種子是重點啊，是最重要。不然我

們修行修什麼？就是修這個熏習。所以要不斷不斷的熏習，先聽聞，然後好

好的思惟，再熏、再熏、熏到什麼？你的身口意都是什麼？都在正知正念當

中，都依教奉行、都是佛法經論所說的內容，你全部都做到了，你熏發的就

是這個無漏的種子、解脫成佛的種子。 

現在我們明白了阿賴耶識的自相，就是它的自體，它其實有三個功能：

一個是能藏宇宙萬法、一切法的種子，這個能藏種子的功能。這些種子生了

現行之後呢，又熏回去，所以這個時候第八阿賴耶識成為所藏，是以受熏來

說。持種跟受熏來說。那它第三個功能，叫做我愛執藏，我愛所執的藏識，

叫做我愛執藏，就是我愛的來源。一切眾生為什麼會輪迴這麼久，不得解脫？

就是我，從癡有愛。為什麼那麼愛我、為什麼執著有一個我，然後又貪著愛

戀不捨呢？啊！它的原因到底……它的原因是跟第八識有關，就是第八識它

第三個功能是我愛執藏。 

誰執第八識為我呢？第七識嘛，第七末那識恆審思量，執八識的見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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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就是我愛執藏的來源。我愛所執的藏識，那個「藏」就是第八阿賴

耶識，第七末那識的見分，執第八識的見分為我，而且是恆常沒有間斷，恆

審思量的那個「恆」。那第八識的功能也是恆、也是恆常，我們剛才講那個

偈頌，有一句是「恆轉如瀑流」，就是說它是恆常，但是它又是轉變，好像

瀑流水一樣。我們都看過瀑布，瀑布大家都看過，雖然新加坡只有人造瀑布，

但是至少也是瀑布的樣子。瀑布是你看它，它一直都在那邊，恆常的，因為

它沒有間斷，它沒有說瀑布就切斷，然後就不流了，沒有，它一直都嘩啦、

嘩啦、嘩啦，一直流，就說明第八阿賴耶識，它的功能是恆常的。 

那這個「常」，我們又會變成說恆常，就是永恆不變啊，它是不是一直

都在那邊就沒有動了？沒有啊，它是一粒一粒的小水珠串成的，每一條都是

一串的水珠，前面那顆水珠落下來，後面那顆水珠再接上來，這樣一顆一顆、

落落落落落，一粒水珠接著一粒水珠，變成什麼？一串的水珠。所以它是一

串水珠、一串水珠，一直一直掉下來，一直落下來、一直落下來，所以它是

轉變的，它是恆常，但是又不是不變，又是轉變的。所以我們說它非斷非常，

這中間不可能切斷，切斷就不能叫瀑布了，它就不流了。所以它是恆常，但

是它又不是沒有改變，它是每一粒的小水珠怎麼樣？一直一直落下、一直落

下，只是它這樣連續一直落下、一直落下，它是轉變的，前一粒水珠，不是

後一粒水珠。它這麼多水珠，一串一串的落下來，它就一直在轉變。 

那我們第八阿賴耶識的功能也是這樣，它是恆常，它的功能是不可能像

第六識有間斷、前五識有間斷，我看的時候，我就不能專心的聽；我聽的時

候，又不能專心的什麼吃東西。可以啊，你們現在可以一面看電視，一邊吃

東西，就很厲害。就是一般來說，你就會……前五識來說，就是你會比較專

注在看、還是聽、還是在聞、還是在吃、還是身體的感受，它會比較偏向一

個。所以它暫時其他的是……看起來好像是暫時間斷，所以前五識有間斷、

第六識也是有間斷。我們昏倒了就間斷了，睡著了、沒有作夢的時候，第六

識也是間斷的。入定的時候，入無想定也是間斷的。你證什麼滅盡定也是、

滅受想定也是間斷的。還有入無想天，死後到無想天，他第六意識也是暫時

不生起，因為他把想心所滅了。 

所以第八阿賴耶識它是恆常的，但是它又是轉變的。所以第八阿賴耶識

的功能、功用，它是不可能間斷的，它是相續的過程，相續生滅、生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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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轉變、轉變、轉變，相續的一個過程。可是第七識不明白，因為它只看

到第八識的見分怎樣？見分還記得嗎？能緣的心，見分是能緣的心，相分是

所緣的境。第八阿賴耶識能緣的心是見分，它所緣的境是什麼？〈八識規矩

頌〉唸過了，什麼？「受熏持種根身器」，受熏持種剛好我們剛才講完了，

「受熏持種根身器」，根身還有外在的器世間，所以第八阿賴耶識它所變現

的所緣境有什麼？內變根身、外變器世間，就是這個整個物質世界，這就是

根身器，「器」就是講器世間，是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現的相分境，就是所緣

境。 

所以我們第八阿賴耶識，能緣的見分緣什麼？緣世界，我們每天就看到

山河大地，外在的這個物質世界，是不是都可以了知的非常清楚？這個是第

八阿賴耶識見分什麼？去緣這個外境、去認識外境，你才看的、你才能夠瞭

解。還有我們這個根身，所以第八阿賴耶識是內變根身、外變器世間，所以

才會說「受熏持種根身器」。 

「去後來先作主公」，「去後來先作主公」就表示它是沒有什麼？間斷

的，你這一口氣不來，你進入中陰身，然後再輪迴到下一世，這中間都是生

滅、生滅、生滅相續的過程。所以不管你輪迴多久，第八阿賴耶識的功能都

沒有間斷過。一下上天堂、一下下地獄，第八阿賴耶識的功能，都沒有間斷

過。所以第七識的見分就會以為這個，就是一個恆什麼？永恆的「我」了。 

我們現在解釋為什麼第七識的見分，會執第八識的見分為我呢？「我」

的定義就是第一個是它恆常的，我一定是不可以消失的，我一定是永恆存在

的，對不對？所以它看到第八識的見分，它永遠有緣外境的功能，它從來沒

有間斷過，所以那它這個就一定是我。所以第八識見分，在緣外境的時候，

或者緣我們剛才說的，根身還有外在的這個器世間的時候，就一個我的觀

念，誰在看？我在看啊，誰在聽？我在聽啊，所以那這個能見聞覺知的這個

功能，其實它是什麼？第八識見分的功能，能緣的是見分，它把這個能緣的

見分，以為是我在看、我在聽、我在了知、我在見聞覺知。所以第八識的見

分，在緣它的相分，外在境界的時候呢，第七識的見分，就把它當作是我在

看、我在聽、我在了別外境，以為自己可以自在作主。對不對？ 

是誰決定今天要來這邊聽課的？當然是我決定的，不然誰決定的，是我

嗎？我決定今天要來上〈唯識三十頌〉的課，雖然很難懂，我還是來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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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要熏發什麼？唯識的種子生起現行，唯識的種子就關係到我將來開悟、

成佛的種子，它這麼樣的重要，所以我就來了。是我在決定嗎？我們說「我」

的定義就是什麼？永恆不變、還有什麼？唯一的、還有主宰的，能夠自在作

主的，有那個主宰力的，那個才可以叫做「我」的定義。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我在決定啊，是誰在決定？第七識的見分，緣第八識

的見分為我在決定，懂嗎？兩個見分在決定，這中間有沒有我？沒有我。第

七識的見分，緣第八識的見分，兩個見分加起來，就有一個「我」的出現。

我們就以為他在決定，以為我們是可以自在作主的，以為我有主宰的能力。

那我一定是天下沒有第二個，不管怎麼樣，我都是最厲害、第一就對了，天

下第一的我，都是最好、最棒的、最優秀的。內在骨子裡面是這樣想啦，可

是外表要謙虛，都說要讚歎別人，說「你好棒！你好棒！」其實心裡面都說

「我最棒！」那個就是我是世界唯一的、我可以自在作主、我是世界唯一最

棒的，然後呢…… 

好，現在我們在講我愛執藏，然後就是我是恆常不變的，因為輪迴我……

還是我去輪迴啊，所以從頭到尾都是我，我的過去世、我的這一世、我的未

來世。所以恆，恆常、唯一、主宰的我，其實是第七識見分，執第八識的見

分的結果，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我的存在。那我們剛才也解釋了，為什麼第

七識的見分，會把第八識的見分執為我呢？就是因為它看起來相似有這個恆

常、唯一跟主宰的功能，第八識的見分看起來它是恆常的，對不對？第八識

也是唯一的，第八識也是怎麼樣？它的見分看起來，它是可以作主的，為什

麼可以作主？種子生現行從哪裡生起來？從第八識生起來啊，所以它是不是

主宰？所有的種子都是從第八識生起現行來，它是不是看起來它是主宰？一

切法的主宰啊，一切法的根源就是第八識啊，你想生起一切法，都是從第八

識的種子生起來的。 

身心世界都是第八識的種子變現出來的，它是不是看起來，好像是它是

在主宰？你不管什麼東西，都是從它生出來的，它是不是主宰？所以第七識

的見分，就是這樣子誤會一場，把第八識的見分，把它當作是恆常、唯一、

主宰的「我」，就是它相似於有這樣的功能。所謂我的功能，相似不是等於，

等於就是表示說有真實的我存在了，說相似的話，就是說它相似有這個我的

這三個特性，其實不是。它是生滅、生滅的相續，我不可能生滅，我永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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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怎麼可能生滅。所以生滅的，一定是無常的、一定是無我的。一定是恆

常，沒有生滅的，才是真實的我，理論一定是這樣推的。可是我們現在知道，

第八阿賴耶識生滅的相續而已，它不是恆常的，所以它一定不是真實永恆存

在的「我」，因為生滅的，一定無常的，無常的，一定是無我的，這樣才對，

是不是？ 

所以第八阿賴耶識第三個功能，就是我愛執藏的功能，就是執藏的功

能，是第七識跟第七識的見分，執八識的見分為我，這樣子而生起的。所以

第八識是被誰執著？第七識的見分，執著為恆常的、內在的自我。所以你什

麼時候證到無我，第八阿賴耶識就沒有了，很簡單。我們現在明白了唯識的

道理，有沒有我？沒有一個我的存在，所以你做到念念無我，你就是阿羅漢

果了，就這麼簡單。那你第八識還叫不叫做阿賴耶識啊？不叫做阿賴耶識

了，所以我們剛才唸偈頌的最後一句，「阿羅漢位捨」。你只要證到阿羅漢位

的時候，就捨去了阿賴耶識的名稱，所以這個「捨」，只是捨去阿賴耶識的

名稱，不是捨去第八識。 

第八識還可以叫做異熟識、還可以叫做一切種識，對不對？我們剛才

講、一開始講，就是現在講這兩句偈頌，就是什麼？「初阿賴耶識，異熟一

切種。」阿賴耶識、異熟識、一切種識是第八阿賴耶識的三個名稱。可是阿

賴耶識這個名稱，什麼時候捨呢？就是你證到無我的時候捨。所謂的「無

我」，就是你的第七識的見分，不再執第八識的見分為我的時候，就沒有阿

賴耶識這個名稱了。這個時候就可以叫你阿羅漢、辟支佛或者是佛，這三個

都可以叫做阿羅漢，這個阿羅漢是廣義的。所以佛叫做大阿羅漢，只是加個

大字，那小乘的阿羅漢，就是小阿羅漢的意思，小乘的阿羅漢。大阿羅漢，

我們看到這個名稱，就知道它指的是佛，而不是小乘的阿羅漢。可是不管是

小阿羅漢，還是大阿羅漢，都已經沒有阿賴耶識的名稱了。所以只要證果就

已經捨去了阿賴耶識的名稱，也說明你這個時候念念……不是念念有我，而

是念念無我了，每一個念頭都是無我了。 

那這時候還有異熟識，還有一切種識，我們後面會再說明。今天要說明

的，主要就是要說阿賴耶識有三個名稱。第一個名稱，第八阿賴耶識、第八

識有三個名稱，第一個名稱叫做阿賴耶識，那我們現在就是把第八阿賴耶識

介紹完了，第八阿賴耶識第一個名稱介紹完了。第一個名稱就叫做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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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識第一個名稱叫做阿賴耶識。阿賴耶就是藏識的意思，這個藏識就是有

能藏、所藏、還有執藏，這三個功能叫做阿賴耶識的功能。 

能藏就是它能夠含藏一切法，一切法包含了世間法、出世間法，有漏法、

無漏法。一切法的種子都含藏在第八阿賴耶識裡面，那就看你是什麼種子生

現行，然後熏回去第八阿賴耶識裡面。這個就是講到它第二個功能，受熏的

功能，受熏的功能就是所藏。那執藏的話就是執著的功能，我愛所執的藏識，

叫做我愛執藏。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被第七識的見分，執為內在的自我，

怎麼樣？貪著不捨，緊緊的抓住，就好像我們剛剛說倉庫，倉庫是能藏什麼？

五穀雜糧，五穀雜糧所藏，藏到哪裡去？藏到那個倉庫裡面，所以倉庫是五

穀雜糧所藏的地方。然後還要有一個什麼？守倉庫的人，他要好好的守住倉

庫，不要讓五穀雜糧什麼？被人家偷走，所以他要有一個守倉庫的人，這個

守倉庫的人，緊緊抓住倉庫不放。就好比我們第三個阿賴耶識的功能，就是

執藏的功能。第七識的見分也緊緊的抓住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說「這個是

我，你千萬不能夠丟了！」所以我們念念都有我，就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今天說的，應該是對所謂的阿賴耶識，能藏、所藏、執藏的這個功

能，應該是很瞭解了，也瞭解說什麼時候失去了，這個第八阿賴耶識它的名

稱。就是你只要證到無我，第七識不再執著第八識見分為我，就捨去了阿賴

耶識這個名稱。 

好，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剛好一個段落。 

迴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