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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解答第二十四個疑。第二十四個疑，這個疑是怎樣呢？上文講說佛

的果是無相的，佛的果是佛的法身，證得了法身。但是法身是無相的，要修無

相的因，即修不住相的因，然後得到無相的果。但是那些菩薩整天修六度，又

常常去布施，布施不就是有相。又持戒，持戒又有戒相。又時常忍辱，忍辱又

是有相的。又常常說精進，「那些人又不精進。」就如剛才講的，那些人又不

精進，那些又精進，這便是有相。如果是無相，又如何分別出那些是精進，那

些是不精進？ 

 

智慧，智慧在思想的時候，都有一個 Concept 的，有一個 Idea 的，都同

樣是有相的。你說要無相的因，得無相的果。而菩薩在修那些布施、持戒等，

修那些有相的，豈不是全無功德？和成佛無甚關係，是不是？ 

 

人人一味修無相的便行，不用修六度萬行這些有相的了？就解答這個疑

問。解答這個疑問。解答，懂得解答嗎？解答是這樣的，佛的果是無相的，修

有相的因不會證得無相的果，一定不能證到的。但是佛有三身，法身是無相

的，即他的自性身是無相的，他的報身和化身是有相的。你修個有相的因，將

來你成佛的時候，就現出一個有相的化身、有相的報身。即是這個有相的因，

仍然可以得一個有相的果，不過這個有相的果並不是佛的本質，是佛的附屬

品。但你只是成佛，一味只是無相，如何度眾生呢？佛想度眾生，都要有一個

附屬品，有那個報身去度那些菩薩。那些大菩薩就要報身去度。度那些凡夫、

外道等人，小乘、凡夫、外道就要個化身佛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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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有相的，所以佛度眾生仍然要靠這個有相的。這個有相的果雖然

是附屬品，但沒有它又不行。所以菩薩修有相的因，仍然是有功德。聽得明白

嗎？但是當你修這個有相的因的時候，是著重修無相的觀，將來證果的時候，

主要的部分你就證得無相的果，佛之法身。 

 

那個附屬呢？你就如何？又證得那個有相的化身、報身了。所以是有用

的。聽得明白嗎？這就是解答。我已經替他解答了個大旨，現在看了。（丁十

四）一六六頁（新書二四Ｏ頁）第四行，解釋菩薩修福無功這個疑問。菩薩修

這些有相的布施、持戒是無功的了。是不是？這處解答了。 

 

解答分三點來解答，第一點（戊一）、顯，「顯」即指出，指出什麼

呢？菩提不因具相得。你將來想得菩提，不是一定要具足三十二相的果。即是

說真正得菩提是不需要有相的因而得有相的果。但是你修這個有相的行，將來

成就的報身和化身，你亦可以度眾生，這樣因果是不失的。 

 

第二點（戊二）、明，「明」即說明；說明你修這個有相的因，只要你

肯怎樣？不要偏於有相的因，常常以無相的觀來到指導他，這樣你的因果便很

美妙了。一方面你可以證法身，是不是？另一方面你可以同時有附屬品，就可

以度眾生。因為你沒有報身，沒有報身又如何可以度大菩薩？那些見了道的菩

薩，他深入報土，他見到的佛是莊嚴華麗的。你是現不出來的。如果你不修這

個有相的因，將來成佛如何示現出那個報身佛有相的果？ 

 

還有，如果你不修這個有相的因，你將來成化身。化身佛是隨類化身的

嘛，這樣你是化不出來的。不過你修有相因的時候，你就要如何？用無相的觀

來作指導，無相觀即是般若。用般若來指導你修行，同時譬如這樣，修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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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人同樣是不殺生的，婆羅門教同樣不殺生。 

 

佛教徒不殺生，為何你佛教徒不殺生會有很好的果，婆羅門教徒又沒有

很好的果呢？大家同是不殺生。大家都是布施，你佛教徒又布施、婆羅門教徒

又布施、回教徒亦是布施、基督教徒又是布施。但是你又說佛教徒修行布施，

他是會得佛果的。他們修行布施，最多是生天而已，不得佛果的。有什麼分別

呢？我們一定要明白。明白嗎？不明白，你能否講得出？ 

 

同學：「佛教的布施是無相的。」 

老師：「是的，佛教的布施它有一個般若來作指導，有般若來作指導，所以他

時時起個無相觀。」 

 

何謂無相觀，知道不知道？所施的物件是空的、無自性的；能施的人亦

是空的；施這回事都是空的。三輪體空便謂之不住相，不住三輪的相。不住相

就變了無相，不住相便即是無相，空了它將來便不會阻礙你成佛，不會阻礙你

證得法身。所不同就是這一點，同是修行，有般若指導和沒有般若指導。 

 

譬如你是一個億萬富翁，你又捐醫院，又捐錢來做醫院、又捐錢來建老

人院、又捐來建育幼院，很多了，做了很多事。但你無般若指導，你可能得的

果報是什麼？幾世做玉皇大帝又如何？做完你又是要走回來。是不是？做天

王，做幾百劫天王，做完幾百劫返回來，可能比我們更弊也說不定。是不是？

人天的果。 

 

但是你有般若指導則不同，將來你會成佛，所以殊勝，殊勝果。所以現

在很多佛教徒，他只是一味去修行，他不懂得用般若來作指導，不用到般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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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持著他，事事用般若智來維護著他。你讀讀《六祖壇經》，《六祖壇經》這

本書是我們中國人不可不讀的。他講《六祖壇經》，他回答五祖的時候，六祖

是如何回答的？「我慧能念念不離自性，便是福田。」是不是有這句話？ 

 

「念念」即現在稱作「每一秒鐘」。秒秒鐘，分分鐘，「念念」他不離

自性。我念念不離自性，我便是福田了，不用怎樣特別修福、不用建塔、不用

建醫院都可以——念念福田。這句話是很淺的，現在問題是這樣，如果有人問

你，何謂不離自性？如何不離？是否整天在背著自性？寫上「自性」兩個字，

背著它，袋著它，是不是？何謂不離自性？在金舖打「自性」兩個字，吊著如

一個鍊墜，是不是？何謂不離自性？你能解答不？ 

 

同學：「是否般若？」 

老師：「這個自性就是自心和真如，無上的真如。 

 

「念念」即是時時刻刻，都知道我所住的這個世界，是我的心所顯現

的，是幻象來的。這便是般若。念念都知道什麼？人人都是什麼？自心所變，

亞甲變了亞乙、亞丙、亞丁、亞戊。亞乙又變了亞甲、亞丙、亞丁、亞戊。互

相變的，都是不離自心，都是幻象來的。同時，全部都沒有真實嗎？又不是。

這個真如自性，不可說的無相真如又不是無，是真實的。 

 

這個心所變的幻象，實質亦就是真如自性。這個真如自性所呈現出來的

心，這個心就現出這個世界，現出我們的人生。這個世界，這個人生既然都是

我們的心所變的，我們要不執著它，第一、不沉迷。 

 

第一、不執著、不沉迷，同時了了然我現正在做人。我現在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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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怎樣做，是了了然地這樣做。不沉迷、不執著，不為了自己而做種種傷天

害理的事。如果念念都能夠如此，即是什麼？念念都無相觀，是不是？念念都

有個無相觀來保護著我的行為，攝持著、保護著我們的行為。這謂之不離自

性。可不可以？你肯做就是很容易的。問題是「忘記了」三個字，是不是？ 

 

我現在是不離自性，即是行也不離自性，坐巴士我現在亦不離自性。這

便容易，是不是？漸漸地，坐完車了，去到了，見到了朋友漸漸地便忘記了，

忘掉了。不離自性不是很難的，難在念念。念念都不離自性，即秒秒鐘、分分

鐘都能夠做到不離自性，即分分鐘都被般若控制著的。不離自性便是般若觀，

他說這便是福田。可不可以？難一點，是不是？你回去和陳先生閒談的時候，

都不離自性。可以的，其實是可以的。我現在又是在閒談，都是不離自性的，

何解？ 

 

我的人生是心所變的，那個太太或先生，他的人生亦是心所變的。因為

他的人生和我的人生，大家都像是一個人生的大夢。今世我們做到夫婦，即是

兩個夢，各人的大夢之交匯點。在這幾十年交匯，二人便是兩夫妻了。兩個大

夢交匯的時候，你是父親我是兒子的時候，便變了父子。是不是？ 

 

兩個大夢的時候，你整天想打我，我又得罪你，你又得罪我，兩個大

夢，人生大夢交匯的時候，便變仇人。是不是？眾生都是有苦的，大家在發

夢，大家人生的大夢，都是發至住火山旁邊。大家都是發這個大夢，被火山的

熔岩灼死的。大家都發至那處，便一齊被火山灼死。明白嗎？就是如此。我們

十多人坐在這裏，即是十多人每人一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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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生便是一個阿賴耶識，一個第八識。每一個人生便是一個自性

裏面的心，自性公共的心便是真如。有公共的，大家都是真如所顯現的，但所

顯現出來的心則各各不同。明白嗎？ 

 

就如大海現出無數那麼多波，個個波不同，但海還是那一個，明白嗎？

十多人，個個的人生都會有機緣學佛的。剛剛來到這個交匯點，就共處一堂。

這幾個月之間便是剛剛交匯，過了幾個月之交匯又會離開。是不是？ 

 

好像光線，十多條光線，剛剛十多盞燈之光線一起照射，就集中在一

起，成為一個焦點。某個人沒有空，他的光便離開了，剩下這些。某一個人又

加進來，這樣某一點光又加進來。到了完結時，講完了便散科了。 

 

人生就是如此，合的時候我們不用太歡喜，我們坐在一起十多人，不用

太歡喜。何解？因為大家有緣，所以有這種景象。但是有為法，有生就一定有

滅。這個月不完，下一個月都要完；下一個月不完，第三個月都要完。 

 

何解？那些燈光的人，始終會散開的。所以聚集在這處，不必歡喜；離

開的時候，不用憂愁。是不是？何解？緣合又會再來。今世結了個緣，可能來

世或五百世或一百世後，大家這個種子剛剛一起成熟，幾十支光一下子一起照

著，又是碰頭。 

 

這便變了世事的東西無可喜，無可太歡喜；亦無可悲傷，是不是？不過

人生最快樂便是能夠如此。為何能夠這樣？被個般若智慧來指導自己。所以喜

怒哀樂謂之情，我們以理化情。理者我們之理性、智慧。用我們的智慧去轉化

那些情，即用我們的智慧來控制著我們的感情，所以我們不容易太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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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有修養的人，不會大歡喜，不會像世俗人中馬票般歡喜的，不

會如此的。亦不會悲哀的，亦不會太悲哀的。小乘的人能夠做到什麼？完全不

歡喜的，亦完全不悲哀的。釋迦佛涅槃的時候，那些未見道的…，見了道而未

證阿羅漢果的，人人都跺地大哭。…釋迦佛涅槃 

 

那些證了阿羅漢果的，在釋迦佛入滅的時候，可以木然沒有感覺的。 

大乘的人一天未成佛，未到第八地以上，同樣會悲哀、會歡喜，但過了第八地

之後便沒有了。很似，似麻木。但實在他不是麻木，他了了然很清楚，事事能

夠以理化情。這個是莊子講的，以理化情，我們中國古人也是如此。 

 

同學：「一切煩惱是否由情而生的？」 

老師：「煩惱也是屬情，壞的情。情有好的，有壞的，慈悲亦是情，是好的

情；貪、嗔、癡那些是壞的情，壞的。煩惱，我們人人都有一點煩

惱，煩惱即是貪、嗔、癡而已。煩惱的功能，的 Function，一遇到機緣

它便爆發了。如果那些修行修得好的，時時修慈悲觀，他就會怎樣？

那些嬲怒心他起不了。時時修不淨觀的呢？就不會起貪心，不會多貪

心。完全是用智慧來到剷除那些惡的感情，而扶助那些帶慈悲，好的

感情。」 

同學：「我即是問，一切人生的感情，人是必有感情的。一切人生之感情便是

一切煩惱、障礙。」 

老師：「不是一定。人生之感情有部分是煩惱。譬如這樣，憐愍眾生都是感

情，是不是？你去到一個地方，見到些眾生餓至不成人樣的，真是可

憐；你還想辦法去救濟，這些都是感情。這些感情…」 

同學：「慈悲心。」 

老師：「慈悲心也是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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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兩個字最好是不用，如果用的時候，就變了這樣。佛家不用

「感情」兩個字，佛家把心分為很多附屬的心，有些什麼？佛家把心…，佛家

把我們的精神活動分為兩類，一類稱為心，又名心王；一類稱為心所，即是

心…。 

 

心王就是我們精神的主要作用；心所是我們精神之附屬作用。佛家講

心，心又稱心王，像一個皇帝；心所就如各部之部長，就如一個皇帝就管著很

多群臣。明白嗎？心王分為八個，八個心王。小乘則分為六個，大乘分為（八

個）。講講這個也好，因為對你看佛經…。 

 

不是佛經常常在講心、心、心，常常在講心，你不明白不怎麼好。又

講，我們的精神作用分析為兩類，一類是精神活動之主體，一類就是精神活動

裏面之副作用、附屬品。精神活動之主體，分為八個，即是說有八個心的，記

住。現在的人籠籠統統，什麼都是一心的。一心是有另外一個解法，不是這樣

解的。八個心，把八個心…。 

 

心又名識。識，對事事物物有明了辨別作用的稱為識。心亦稱為識。心

和識其實你現在作為是同義吧。有些人則說不是，心是心，識歸識。你說：

「你行開先，你先多讀點書吧。」我們識之中最明顯的是眼識，即是什麼？

Sight，視覺，心理學上稱為視覺。第一個心稱為視覺，眼識。 

 

第二個心呢？耳識，Hearing，聽覺，這是第二個心。第三個心，鼻識，

嗅覺。第四個心是什麼？舌識，味覺。四個了。第五個心，身識，觸覺。第六

個意識，這個是最厲害了，會思想的，Conscious，Conscious，會思想的，意

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是向外追求的，但意識是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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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眼識、耳識起的時候，一定有個意識跟著它起的。意識不跟著它一齊起，

眼識起不到。你體會不體會到？ 

 

譬如我看見你，如果我的意識看呢，一提起我便有兩個作用。一種、我

的眼識就如電影般，光照下去你處，看見你；同時亦知道這個是你，是不是？

如果沒有意識，就如放了一個照相機一樣，沒有感覺的。聽得明白嗎？這幾個

是前五識，一、二、三、四、五，前五識中隨便一個起，一定有個意識和它一

齊起。沒有個意識和它一齊起呢，你是沒有知覺的，看見和看不見是同樣的。 

 

我們中國人便知了，孔夫子便知了，他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看到也見不到東西，是不是？即是說沒有意識在活動，這是六個

識。六個識之後，第七個呢？末那。末那梵文為 Manas。Manas 者譯作思量，

六祖說的思量識，這個思量。「思」即想著，「量」即量度，思量。Manas 是

作思量解。它時時思量，常常思量著的，不停的。停的是嗎？停的思量，會不

會？有，有些時。會停的思量都是意識的作用，忽然在想，忽然地不想的這個

意識，Concisousness。這個是不停的，那一個是？你想想。由出世…，前世不

要講，由出世在你母親胎中出來的時候，到你斷氣的時候為止，有一個精神作

用一連串不停的，有一樣東西時時在思量著的，時時思量著有一樣東西。時時

思量著，時時有一個思量作用，不停的，你想想是什麼？你想想。不會忘記一

樣東西的。 

 

同學：「『我』。」 

老師：「『我』。一個人，我們的精神深處，可以說是我們的靈魂深處，有一

樣東西由出生到死都不會忘記的，時時覺得自己的存在。是不是？時

常覺得有一個 self，有一個 self 時常存在，我們的精神存在。這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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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因為時常覺得有一個自我的存在，其他什麼它都不理，只是時常

思想著、量度著那個自我的這種作用。就稱為 Manas 識，不向外追求

的，亦不會向內反省的，盲目地。實在並無一個我的，它偏偏就覺得

有個我，沉醉著個我。這個是最壞的。『沒有就好了。』沒有了就最

好，沒有了的時候，你便證阿羅漢果了。阿羅漢者便是沒有了它。不

用沒有了它，它不用沉醉便可以。這個是 Manas 識。這即是說，現在

說，當你睡覺睡至…，如果醫生還給你一顆安眠藥吃，吃到沉沉大

睡，連夢也沒有得發的時候，你那時候有沒有意識？你的

Consciousness 在那時候起不起？」 

同學：「不起。」 

老師：「是的，不起。是不是？不起了。但是那個 Manas 識起不起？那個自我

存在有沒有？你想想。還覺得自己存在，即管沉沉大睡，但是還覺得

有自己，何解？如果有一個人在叫『火燭了，火燒了。』他立刻便醒

了，何解？因為時常覺得要保護著個我，明白嗎？那個 Manas 識不停

的，吃了安眠藥也不停的。還有，你有病，譬如你去割膽或什麼的，

入到手術室，全身麻醉的時候，前五識起不起，全身麻醉？不起了。

意識起不起？不起了，全身麻醉意識也不起了。那個 Manas 識起不

起？全身麻醉一點知覺也沒有。Manas 識起不起？起不起？起。不起

的是前面的六識不起，第七這個仍然起，還很微細地在心底下活

動。」 

同學：「入定的人起不起？」 

老師：「嗄？」 

同學：「入定的人起不起？」 

老師：「起，為何不起？」 

同學：「入定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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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起。你以為入定…，所以你們時常盲目入定，我告訴你是沒有用的。 

你不了解這個心的時候，入定的時候有沒有這個識你都不知的，一定是什麼？ 

在施手術時也起，莫說是入定。證了阿羅漢都有末那識的，是入涅槃才停，入

涅槃的時候。因為有一個末那識不停的，所以麻醉藥過了之後，醫生

拍你兩下，你就如何？意識立刻起了，是不是？意識起的時候，為何

意識那麼快起？意識起的時候，你會否記得未施手術時候的我，即現

在的我，你會否覺得這樣？以為是另一人？會不會？你答我。…」 

同學：「有個我。」 

老師：「譬如我入醫院，入手術室施手術的時候，覺得我是老羅。當我施完手

術之後醒來，會不會覺得這個老羅不是以前的那個？」 

同學：「同是那一個。」 

老師：「即是覺得都是自己來的，是不是？不會覺得不是自己，是不是？為何

他會覺得是自己？其中內裏有點…，內裏有點用俗語說，有多多少少

蠱蠱惑惑的古怪東西，是不是？有些什麼古怪東西就在這裏？最深處

的末那識時常覺著有個我，因為在施手術的時候，它都不會放棄有個

我的。所以施手術完之後，以它為根據，立刻馬上起了個意識，覺得

那個即是以前的我。聽得明白嗎？末那識，不停的。好了，講到這裏

告訴你。即是說由你出世「牙牙」聲起，一直到你斷氣，末那是沒有

停過的。」 

同學：「死了才斷？」 

老師：「問題現在我就想講了，死了停不停？」 

同學：「未完全停掉。」 

老師：「完全不停。未完全停掉，所以你又是外行了。完全不停。」未完全停

掉，那終有停的一天。如果停了，不就是你的人生便斷了？你的因果

輪迴便斷了，是不是？你的因果輪迴一天未斷，即一天你未入涅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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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雖則你的屍體在燒的時候，它也不停。不停，死了也不停。一

路到你再去投生，亦沒有停掉；入胎也沒有停。入胎又再做一百年

人，又沒有停到。一百年後再死，又生又死，又生又死，萬、萬、萬

年沒有停。 

 

除非你成了阿羅漢，否則你就不停。所以來到這處就講了，如果你是修

道有德的人，怕不怕死？不怕的，它不停的，你是死不去的。你想死？談何容

易，是不是？真正徹底死是入涅槃。你想就想了，但是不行，你的末那識不停

的。以後除了你成佛入涅槃之外，不停。這樣數下去它不停，數上去呢？五萬

年、十萬年、五百萬年、五千萬年、萬萬年之前，有沒有停到？沒有停過，沒

有停過，這個心是如此怪，不停的。其餘的呢？其餘那五個呢？初初說是五

個，很容易就停的。我現在看，眼識。 

 

一會兒掩著它不看，這就停了，是不是？耳識又是。眼、耳、鼻、舌、

身，意識又如何？意識呢，五種情形它便停了。不過這五種情形都不是容易做

得到的，第一、入定入了無想定。無想定，什麼是無想定？入定入到個意識

Stop 了，第六意識停了，無想定。不容易得的，你要入了第四禪之後，然後才

可入到無想定。當他第四禪轉一轉，就入了無想定。和吃了重麻醉藥一樣，沒

有用的，佛家常常叫人不要了無想定。那些印度人修瑜伽修至入無想定，可以

如何？入二十四小時。被一個箱子載著，埋了入地下，二十四小時後把他掘

來，在他側邊弄個引磬「叮」的「叮」一會兒。讓引磬的聲音振動他的腦，他

又醒來了。試過幾次實驗是如此，無想定。第一、入無想定，第六意識停。還

有，意識一停，前五識一定全部停的。無想天，入無想定。 

 

第二、滅盡定，那些羅漢入滅盡定。無想定和滅盡定是差不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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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於末那識不同。入滅盡定的時候，那個末那識是無漏的；入無想定的時

候，那個末那識是有漏的，只此不同而已。這個是第二個問題，今日不是講這

些。無想定、滅盡定。如果你生時常常入定，入到無想定的時候，你又不是修

佛法、又沒有智慧、又沒有般若的時候，你死了會如何？你衰了，你死了。生

在無想天，壽命五百大劫，五百劫。五百劫變了死物，生了無想天。佛家就叫

人不要修無想定，死了你生無想天就弊。你和他父子一家親很好的，正所謂我

們來世又做父子了。你想得美，你修了無想定，五百大劫，你的子女都不知去

了那裏，是不是？沒有用。講了什麼？無想定、滅盡定和生無想天。第四、熟

睡到極。吃了安眠藥去睡那些，睡眠。 

 

睡眠有兩種，一種會做夢的，這種不算。連夢也不發的，那些稱作無心

睡眠，極度之睡眠。還有，打暈他，整個人暈了。像被人打暈了，或被醫生用

麻醉藥麻醉了。意識停，但末那識不停，記住。總共有七個心，是不是？還有

一個名阿賴耶的，ālaya。ālaya 這字即是什麼？夾萬（保險箱）、庫房。 

 

那個 Treasury，庫房，或是大柜，ālaya。它這個是什麼？專門儲藏著什麼

的？儲藏著你的經驗。人生有很多經驗的。你，譬如你曾經在「則師樓」（建

築師事務所）工作，做「則師」（建築師），由三十歲做「則師」做到六十

歲，你便退休了，悠悠閑閑地過日子了。是不是？你的孫子將來又學「畫則」

（建築設計），孫子「畫則」的時候，你見到孫子「畫則」，見到他不是很

「在行」（專業）的時候，你會告訴他這樣是不行的，「力」是要這樣算才

行，你這個做法錯了，如何錯你會說，是不是？ 

 

為何他會說？他都已經退休了，他六十歲退休，現在七十多歲，他還可

以把他以前的那一套教給孫子。何解？經驗。現在問題是這樣，他六十歲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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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做了，他亦沒有把他的經驗記下來，為何七十多歲的時候，他那套經驗會

跑出來教孫子呢？何解？何解？要用腦才行，何解？ 

同學：「有阿賴耶識。」 

老師：「有一個地方儲存著它，是不是？儲存在那處？儲存於夾萬中。 

現在不用夾萬了，以前是用夾萬，現在用什麼？電腦，一部無形的電

腦。當你在大學裏面學「畫則」和當你做「則師」的時候，所有一切

資料全部打進這部電腦裏面，打進阿賴耶識這部電腦裏面。 

 

這部電腦儲存著資料不動，所以七十多歲的時候，你見到孫子還可以把

那一套東西打出來教給孫子。何止這樣，你死之後，那個阿賴耶識並沒有死，

這部電腦並沒有死，你的經驗還帶著去，來世的時候，一有機會你又會學工

程。如果你是守五戒，不會失去人生的時候，你很有機會再學工程，又一個

「劃則師」。或許你修十善，你生天呢，你替玉皇大帝建宮殿也可以。你那一

套東西，是不是？你那一套經驗。那套經驗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所以有很多

東西可以怎樣？有些是怎學也學不到的，有些是聲入心通的，何解？他的一套

不同，阿賴耶識裏面所藏的那一套東西不同。是不是？你們有些一聽便明，有

些則越聽越不明的。我有試過有好幾個是如此的。 

 

他說：「羅先生，我聽你講話，我越聽越不明的。」 

我說：「是的。沒有辦法。」是不是？ 

我說：「他人有些一聽便明，你則越聽越不明。有什麼辦法呢？」 

 

叫做「Sze & Sons」那些 company。姓施的那個人，法師們都認識他的，

你問問法師們。十分肯捐錢的，此人名施賡巽，善長仁翁，見到人你和他說很

好的。我們這些居士講經而已，你那用叩頭？他走來這處聽，叩了一個頭，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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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尷尬到極。 

 

我只是一個居士，我為何受你的叩頭呢？我受你的叩頭固然是尷尬，你

又是逢人都叩頭。那麼多居士講經，你的頭是那麼賤的嗎？他是如此的，這樣

的一個人。他聽我講，聽了之後，大約聽了個多月。 

 

他說：「我都不敢再聽了，羅先生。」 

我問：「為什麼呢？講得不好嗎？」 

他說：「不是，你講得很好，但是我以前信的那些，越聽越不見，不信了。以

前我以為真的是西方極樂世界，有一個極樂世界。但聽你講又說只是

心呈現的，都是空的、幻的。如此我們修來也沒有用了。天堂又是心

變的，又是沒有的，不是實的；地獄又是假的。聽了現在我都不知怎

好？聽了你說之後，我都不知怎好？我的智慧是不行的，我越聽越

『弊』，我不聽了。」 

 

施賡巽這個人，他很富有，兒子很聰明，哈佛大學博士。他是這樣的。

為何會如此呢？裏面的資料，給了那些資料一個名字，稱作什麼？稱作種子，

種子。你所有經驗，你所有的一切經歷，每做的時候。譬如這樣，譬如我講一

句話，我今天講的話，我所講的一套東西打入我的阿賴耶識。不只我所講的打

進去，我所講的時候，所見的種種影像，一起打進去。打了進去將來有機會爆

發出來，我死了之後，再過若干年，一有機會我這一套東西又會照搬出來。所

以那些人學佛行不行，要看你本來的阿賴耶識是否有那些種子？即電腦裏面的

資料。 

 

種子，又名功能，無形無相的功能，看不見的功能。功能是與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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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你出生的時候，你的種子，你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與生俱來。有些

有了而因為過去作惡，被一些惡業的種子。業都有種子的，阻著你光明智慧的

種子，如此你便不能起。再過很多世，洗淨了這些惡劣的功能、的種子，然後

那些種子才可以現出來。我講這一套東西都是唯識的，你不懂唯識呢，你讀

《六祖壇經》是讀不好的。 

 

我舉一個例，這是五祖傳法給六祖的那一首偈，「菩提本無樹」那首並

不是傳法偈。唯識的道理你要懂得解。「有情來下種」，「有情」，這個不是

作眾生解的。有這個什麼？有智慧種子。那些有智慧種子的人，他來聽你講

話。當他聽你講話的時候，你又如何？就像下種子一般——「來下種」。他有

本來有的種子，所以會來聽你講話。聽你講話的時候，你給他講，借你講話做

機緣，把他原來有的種子抽起，出現。「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他第八

識裏面含有很多智慧的種子，這個是智慧的因，第八阿賴耶識像是地一般，像

是地裏面有種子般。他一來到下種，他第八識裏面的種子便借你告訴他，種子

就起了。「果還生」，再成果，又再出現了。一再出現的時候，那些種子出現

而成為果了。當它成為果之後，又打入他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那些經驗起了

又再打進去，成為了新的資料，便是「果還生」了。到了第二世，它又再打出

來，一遇著機緣，一打出一打入，一打出一打入，越打就越乾淨，越打就越

強，到最後他會怎樣？成佛。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最重要他有本來的根性，是有。「無情

既無種」，他本來都沒有種子的這種人，「既無種」他沒有辦法來，他聽了你

講也是不明白的這種人。 

 

第一、可能他不來聽；第二、你講他也是不明白的；沒有辦法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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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無生」，這種人不會…。這個「性」者是指種子熏進去，將來成佛的性，

「無性」。「亦無生」，這種人亦不會有果生起的，他只能最多是做什麼？多

做善事就享受人天之樂果；作惡的他就下地獄，整天在三界裏面打滾。《六祖

壇經》就是如此，是這樣解的。懂得解嗎？如果你不懂這個唯識的道理，你如

何能解釋到它？現在很多人講，有很多人面皮厚，時常講《六祖壇經》。 

 

他講時他亦「矇查查」，聽的更「矇查查」，那種人害人，不只沒有功

德，他還有很大的罪過。這種人自己都不懂，「矇查查」，他走去講。自己誤

自己都不得已了，他還誤了人，罪過就真的很大。 

 

同學：「羅先生，情和識是否很有關係？」 

老師：「這個情和性呢…。」 

同學：「是情和識。」 

老師：「情不是作識解的，是作種子解的。有情，眾生稱為有情，即解作他是

有識的。『情』字作識解，有時是作情感解。」 

 

好了，心有八個。來到這處，阿賴耶識停不停的呢？更加不停。更加不

停，（末那與賴耶）二者互相狼狽為奸。阿賴耶識不是好東西來的，這個是壞

蛋來的。何解？你之所以會落地獄者，為什麼？ 

 

因為阿賴耶識裏面含了地獄種子，如果你不含有地獄種子，便落不了地

獄的。你之所以能夠成佛，因為阿賴耶識裏面又有成佛的種子。如果阿賴耶識

裏面沒有成佛的種子，你不能成佛，你不會成佛，決定不會成佛的。阿賴耶識

是不停的，貫通三世的。要到什麼時候（停）呢？要到成佛之前。現在成佛，

前一剎那，前一秒鐘，成佛之前一秒鐘。前一秒鐘最強之般若智起，把那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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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耶識的種子和阿賴耶識裏面那些有漏種子，一下子燒毀。像極強之電力把所

有細菌燒死，一剎那燒死。那個時候，阿賴耶識毀滅了。阿賴耶識毀滅便沒有

了？不是。阿賴耶識裏面寄存有很多很多…；有些人是沒有的，沒有便沒有辦

法的了；那些稱為無漏種子。「無漏」即是清淨，那些清淨的種子。 

 

你們多學經教，多修行六度便時常種下這些無漏種子了。阿賴耶識被毀

滅的時候，這些很多很多的無漏種子，是不滅的。即般若智燒毀阿賴耶識裏面

那些種子的時候，它燒毀不了這些種子。何解？因為般若本身亦是這一種種

子。明白嗎？這種種子是不會燒毀這種種子的。老虎是吃人（但）不吃仔，明

白嗎？火會燒東西，火會不會燒火的？火不會燒火的嘛。水會淹死人，但水不

會淹死水的。火不燒火，水不淹水。無漏的般若智，不會燒無漏種子，只會燒

那些有漏種子。阿賴耶識是有漏的，阿賴耶識被它燒毀了。即是說不知幾多千

百億年以前，你的生命就在成佛之前一剎那，被般若智燒毀了。 

 

燒毀之後應該是全部都沒有，豈不是徹底自殺？不是，正正是燒毀了才

好，何解？那很多很多無漏種子，什麼種子都有，是無漏的。有沒有無漏的眼

識種子？有，那個時候有無漏的眼識。我們的眼識是有障礙的，無漏的眼識則

是沒有障礙的。有無漏的耳識，可能即刻入定，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講什麼？

他都可以聽到。是這個意思。無漏的耳識、無漏的鼻識、無漏的舌識、無漏的

身識、無漏的意識，有無漏的末那識，不執著個我的，時常覺得無我。他那個

末那識。有一個無漏的稱作什麼？不稱為阿賴耶識了，讀《楞伽經》便稱作菴

摩羅識，又稱作無垢識，那個起了。沒有了阿賴耶識阻礙著，就全部一起爆

發。爆發的時候，八個識，無漏的八個識全部具備，一個新的生命。一個新的

生命，把舊的生命毀壞了，同時起了一個新生命，這便稱作成佛了，即是佛

果，又稱作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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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了我們所依的一切東西，我們求成佛便是求這樣。心，第八個心是

最厲害，第八個心它本身雖然是有漏，藏很多有漏的種子，但有無漏的種子寄

存著的。為何稱為寄存？因為不是他的一部分，只是暫時寄於其中。就如你有

一個大夾萬，你那些，全部那些雜嘜的，巴西的什麼銀紙，他人的美金就寄存

於你處。 

 

巴西紙幣跌價，巴西硬幣不再流通與他無關。只是你那些失去了，他的

美金並沒有動，是寄存的。明白嗎？那些無漏種子寄存於那處。是的，這八個

稱作心。明白嗎？每個人有八個心。除了心之外，還有每一個心…。弊了，今

天不能講那些了。講不講？講這些好不好？ 

 

同學：「好啊。」 

老師：「還有很多心所。是不是？」所謂感情，所謂情大部分是心所來的。 

 

講到心所，第一種名為遍行。遍行，「遍」即普遍；「行」即活動；普

遍活動的。即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它都活動的，謂之遍行心所。遍行心所普

通這五個，第一個稱作「觸」。「觸」，何謂觸？「觸」即是 Touching。如何

Touching？當我們見物的時候，譬如我見他，一定是我的眼識和他接觸，是不

是？Touch，「觸」。不只如此，我眼見到他，同時又和他說話，是不是？同時

他提出問題，我又會解答他。這即是說我的精神活動並不只是看他這麼簡單，

還有很多其他的。是的，既然有那麼多東西，一定要如何？有一種力量，把那

麼多東西貫串起來。明白嗎？如果沒有一樣東西把它貫串起來呢，就會亂籠

了。你聽得明白嗎？這樣講你一定明。譬如你看看那些軍隊操，軍隊操是幾千

軍人一起出左腳，再一起出右腳的，是不是？何解？一定有一種東西令到他們

一起出腳的，是不是？靠什麼？蘇格蘭兵是靠的是什麼？靠那些「wee，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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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的那支蘇格蘭笛，是不是？有些人靠鼓「bum，bum，bum」，靠鼓。不

用的，你去舞廳跳舞，都是步伐一致的，何解？只是靠個鼓而已。即是有一樣

東西令到他的步驟齊一的。 

 

譬如我現在和他談話，他問我，我又答他，一定要步驟齊一才行。譬如

我一方面又答你，又答他。答的時候我又想起，昨天我掉了一枝墨水筆，如何

如何的。如此我變得怎樣？亂籠了。是不是？一定有一種力量控制著，令它齊

一的。聽得明白嗎？這個控制它齊一，這一種力量稱作「觸」。 

 

所謂「觸」者不只是對我們看那樣東西的接觸，還要我們的精神活動，

各種不同的精神活動互相接觸來到統一它。聽得明白嗎？「觸」含有兩種作

用，一方面是接觸，接觸那些境界。第二方面是如何？我們的心之活動稱為統

覺，把我們的知覺統一，稱為統覺。兩種作用加起來便謂之「觸」。八個心，

每一個心都有「觸」這個心所。眼識見物有個「觸」；耳識聽聲有個「觸」。

你說那麼多個「觸」，不如用相同的一個「觸」行不行？不行的。眼識有眼識

的「觸」；耳識有耳識的「觸」。它不能夠兩頭走的，是不是？ 

 

眼識它有一個「觸」；耳識又有一個「觸」。你聽得明白嗎？鼻識又有

一個「觸」，如果沒有一個「觸」，如何能嗅出味來？舌識又有一個「觸」；

身識又有一個「觸」；意識時常在想，又時常有一個「觸」。末那識時常在想

著有個我，又有個「觸」，時常覺得有個我。阿賴耶識有沒有「觸」呢？你是

感覺不到的，除非你有一個很深的定，才能感覺得到。阿賴耶識，在邏輯上我

們知道阿賴耶識這東西。 

 

你們學過邏輯不？加拿大的人不多學這些的，香港則不是。香港，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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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科的，或是學普通的，一定要學一科什麼的？當你學 Mathematics 的時

候，一定有什麼？邏輯，Set Theory and Logic，一定有這一科的，可以應考

的，邏輯與集合。香港有的，大多有的，如果你沒有這一科，根本上你只可以

讀文科，你讀經濟也不會收錄你。邏輯上有一個…。為何我會說起邏輯？ 

 

同學：「阿賴耶識。」 

老師：「是的，推論的。」 

 

我們一定要相信邏輯才行，如果我們不相信邏輯，這個世界便沒有科學

了。何解？譬如我們說，我們為何要有科學？科學是我們歸納出來的。科學最

重要是有那些 Law，定律，如果沒有 Law，沒有定律呢，科學就根本不存在。

那些 Law 是如何得來的？是那些科學家做實驗用歸納法。如何用歸納法？有一

種稱為 Induction 的，是不是？我有沒有寫錯字？記不起了。 

 

邏輯有兩種，一種是 Induction。在無數那麼多的事實裏面，把它的共通

性抽了出來，就成為一條 Law，此謂之 Induction。得了那條 Law 之後，我們根

據這條 Law，再演繹它來解釋其他現象，此謂之 Deduction。沒有錯，是

Deduction，把它演繹出來。我們根據 Deduction 演繹是什麼呢？很簡單的，你

答便可以。 

 

眼識是識來的，眼識有一個心所謂之「觸」，剛才講了，是不是？耳識

又是心來的，耳識又有一個心所謂之「觸」。你明白嗎？鼻識、舌識、心識這

三個識，每一個識都有一個心所謂之「觸」，是不是？第六意識又有一個心所

又謂之「觸」。明白嗎？第七末那識都有一個「觸」，是不是？時時都「觸」

個我，接觸個我。是不是？心總共只得八個，是不是？七個心就個個都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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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聽得明白嗎？ 

 

第八識阿賴耶識也是心，應不應該有一個「觸」？應該有一個「觸」。

因此我們相信阿賴耶識也有一個「觸」。Deduction，用這個方法演繹出來，是

不是？好了，阿賴耶識都有一個「觸」的。第一個遍行心所謂之「觸」。這即

是說阿賴耶識不是麻木的，不過是我們不覺而已。有一個「觸」即會接觸境

界，就不是麻木的了。「作意」，第二個心所名「作意」。第二個「作意」。

「作意」是什麼？突然留意，普通解即是等於 attention，留意。 

 

當你看一件事物的時候，你一定要留意的。不留意能否看見？看不見。

所以一定要留意。這即是說，眼識起作用的時候，一定有一個「作意」，有一

個 Attention 才行。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每一個識都有一個它自己

的「作意」心所。聽得明白嗎？ 

 

第七末那識時常思量著個我，有沒有「作意」？有，是嗎？如果沒有

「作意」，它時常留意著個我，它不留意其他事的。好了，先把它歸納，然後

再演繹。七個識，個個都有一個「作意」心所，是 Induction 了。把它來如何？

Deduction，把它 deduct 下去，明白嗎？阿賴耶識也是識，阿賴耶識應該怎

樣？你答我，應該怎樣？ 

 

識總共有八個，八個之中七個識都有「作意」心所，阿賴耶識也是八個

中之一個，阿賴耶識應該怎樣？應該也有「作意」心所，是不是？你們那麼多

個年輕人，都不及一個老的。你都大學畢業了，你也比不上一個老人家。 

 

同學：「歸納嘛，講 Deduction，所以便歸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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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按邏輯，歸納然後才演繹，邏輯是我們必須要信的。邏輯也不信便沒

法講了，這個人是癲了的，是不是？加拿大的學生有一個缺點，不論

那些大學、那些 College 都不多留意這些科的，一味炫耀那些實用科

目。所以加拿大人今後很難產生那些什麼？諾貝爾獎這類人物，這類

人很難產生。理論家太少了，太著重實用。」 

 

個個識都有一個「作意」心所。第三個心所，第三個遍行心所名為

「想」。「想」，這個「想」字人們解錯了，很多人解錯，十個中有九個解

錯。「想」字以為是胡思亂想。不是的。「想」字，佛經裏面的「想」字是作

為取像，當我見到一件事物的時候，把那件事物的形貌、形容，把它抽進來，

抽入我的心裏面，因此便知道那件事物是什麼？聽得明白嗎？當我見到一件事

物的時候，我要把它的影子，Image，抽入我的心裏面，經我的心裏面起了作

用之後，然後判斷它。這個是錄音機，這個不是飯碗，這個不是汽車，這個是

錄音機，是不是？然後這種作用，把外面的事物抽進來，這種謂之取像作用。

即是什麼？一方面是 Impression，又不是 Impression 那麼簡單，它還要經過消

化之後，判斷它是什麼？「想」的時候，稱為取像作用。 

 

眼識有取像作用；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尤其是意識都有取像作

用。如果沒有取像作用又如何？就很慘了，不能講話的。沒有取像作用我們就

不能夠有 Concept，不能夠有名言。為何我們…？譬如一台錄音機，錄音機是

一個什麼？是一個 Concept，或是一個 Idea。為何會有錄音機？就是因為我們

能夠取像，取像之後消化了它，給它一個名稱，這個謂之錄音機。這樣然後

才…。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講話？會有語言？為何我們會有 Language？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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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像作用。聽得明白嗎？這些呢…，所以我不多講唯識，因為講到這裏，每

每要應用到現代的心理學和邏輯，才能講得明白。這種「想」的取像作用。

「想」，一切語言概念都是靠它弄出來的。 

 

第三個心所，第一個是「觸」，第二個是「作意」，第三個是「想」。

八個識，八個識都有「想」的作用。 

 

第四個是「受」，「受」是最容易的了。有苦、樂、不苦不樂的感覺，

即是英文的 Feeling。喜、怒、哀、樂這些通通是「受」。 

 

還有一個是「思」。「思」，佛經裏面的「思」字不要作思想解，佛經

裏面的「思」字是作意志解的。記住，記住，一弄錯便弄不好了。這個即是

Will，作名詞用，Will，意志，「思」。佛經裏面的「思」，思惟，作意志解

的。 

 

五個心所，這五個心所任何一個識都有它跟著的，任何一個識起活動的

時候都有這五個心所跟著的。即是任何八個皇帝，八個皇帝任何一個皇帝出

外，都有這五個近身臣子跟著的。聽得明白嗎？五個，五個附屬作用，是必有

的，那些稱為心所。 

 

好了，講到這裏，我介紹你一個看法。（抹了它。）古代希臘，那些

Greek，希臘有一個哲學家名 Aristotle，阿里士多德。他就相信人類是有靈魂

的，他是研究人類靈魂之內容的。他說人類靈魂裏面是有三部分的，你們參考

一下。人類靈魂裏面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智慧，第一部分、智慧，是不

是？你的心是否有智慧？會判斷是非的。這是對的，那是不對的，這個便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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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了解嗎？了解不就是智慧，即是 Understanding 而已。所謂智慧包括兩部

分，第一是包括什麼？Understanding，了解。 

 

第二呢？推理，Reasoning，是不是？推理。如果再高級一點呢，智慧，

稱作什麼？Wisdom。是不是？最高的謂之 Wisdom，睿智。其他低一點的就是

Understanding、Reasoning。智，我們靈魂裏面有一部分稱作智慧。第二部分

呢？稱作理智。感情，喜、怒、哀、樂、愛、惡、欲。忽然歡喜、忽然發怒、

忽然會悲哀、忽然會發惡、忽然又有愛情、忽然又憎惡、忽然又起欲望，喜、

怒、哀、樂、愛、惡、欲，七情。現時我們聽人唱曲，說他什麼？說他七情上

面，是不是？那些情。情是我們靈魂的一部分，我們靈魂有理智、有感情。 

 

第三部分，意志。意志是什麼？我要這樣做，我要和你做好朋友，我要

請他吃飯，我要去你家看看，我要如何？我要做一個好人，甚至我要打劫銀

行。要如何，要如何的這個 Will，這個意志。所謂靈魂分析下來只是三部分。

阿里士多德很聰明，近代的心理學家，近代有些科學家，有些人是研究

Psychology 的。那些研究 Psychology 的，認為把阿里士多德的這種講法，來解

釋我們的意識，Consciousness。解釋我們的意識，說我們的意識是包含這三部

分的。一部分稱為理智，一部分稱為感情，一部分稱為意志。他把它起了三個

名字，理智，他稱之為 Understanding，或稱作 Reasoning，或簡稱為 Reason。 

 

第二部分稱作什麼？或稱 Feeling and Emotion，苦樂之感之類。Emotion

是情緒。第三部分，意志又稱 Will。我們的意識分為三部分。講到這裏，我介

紹完之後，剛才就說我們有八個心，是不是？八個心一定都有五個心所，是不

是？每個心都有。第一個名「作意」，如果把它成三部分，按照阿里士多德的

分法，「作意」是屬於什麼？屬理智、屬感情或屬意志呢？你答我。你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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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了便算。趁我在，你答錯了，我便糾正它。你聽清楚日後可以給他人講。

「作意」嘛，本來不留意便不了解，我現在留意而已，我沒有嬲他、又沒有悲

哀，只是了解。理智，「作意」是屬理智部分。「觸」是什麼？理智、感情或

意志呢？到你答。觸，Touching，都是 Understanding 來的，是不是？「作意」

和「觸」都是這個部分，阿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分的。 

 

第三、「想」，是那一樣？都是理智。「想」， Understanding ，

「想」，把它的形象，Image，吸入來嘛。「觸」、「作意」、「想」。好

了，第四個「受」，是什麼呢？你試試看，「受」，Feeling。它已經告訴你是

什麼，感情，Feeling 嘛。「受」、苦是感情。苦、苦不就是感情嗎？是不是？

我很快樂，快樂還不是感情。是不是？我現在又無苦無樂，無苦無樂即是平

等，平等也是感情，是不是？所以「受」是作感情。「思」是什麼？意志。意

志、我要如何？我要如何？佛家，唯識家分為五類，把每一個心分為五類。 

 

阿里士多德就分為三類。有些現代的心理學家就說阿里士多德就分得

好，佛家則太麻煩、繁瑣了。但佛家，佛教徒則說不是，我們佛教徹底及清

楚，阿里士多德反為含混一點。實在這是各有千秋，是不是？不能夠說我們佛

家的一定比阿里士多德的好，我們亦無謂說阿里士多德一定好一點。有很多地

方佛家是比西方好的，亦有些地方西方是比佛家的明了、清楚。真正可以和西

方拍得上，可以媲美的呢，就是唯識可以比。般若能否比呢？般若不是說不能

比，不過是太過超了一點，高超。它都能全部掃清。一切理論它都不要，般若

是沒法比。真正可以比的就是唯識，除了唯識之外，其他比西方的就比不了。 

 

你讀多點書你便知，不好以為佛經真是了不得。很多東西是有很多不及

人的地方，亦都有很多超過他人的。分別每一個識都有五個遍行心所，個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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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的。除了遍行心所之外，還有第二類心所稱作「別境」。 

 

「境」就是 Object；「別」就是 Special。對某種特別的 Object 而起的這

種活動，我們的附屬作用，心的附屬作用，五種名為別境心所。別境心所有五

個，這五個都是很厲害的，不過它不是時常起的，遍行心所是普遍地時常起

的。別境心所一定要什麼？Special 的，對某種 Special Subject 它然後才起的。

別境，第一個、「欲」。「欲」即 Wish 或什麼。對未來未出現，我想它出現

的。普通是對未來的東西起欲，對以往的東西它不大多起欲的，是不是？即是

希望。希望，「欲」。 

 

第二個是「勝解」。「勝解」又作何解？「勝」者即優勝，譯做英文即

clear，很清楚的；「解」就是 Understanding；即是 Clear Understanding。「勝

解」。對一樣事物清清楚楚、毫無疑惑的，就是這樣的便謂之「勝解」。 

 

譬如我見到一隻牛有兩隻角的，「牛牛」聲的，「這是一隻牛。」當你

在說這隻牛，又聽到「牛牛」聲的時候，你會不會懷疑這一隻是老虎。不會。

何解？因為你有一個勝解心所決定了。聽得明白嗎？ 

 

以往你不怎麼聽過這些嘛，所以你不要以為學佛就只是拜拜佛，不是那

麼簡單。第二種稱作什麼？勝解心所。即是說…，你中文不怎麼好，用英文

吧，Clear Understanding 或是 To get a clear conception。這些名詞你是明白

的，你大學畢業，是不是？你應該明白。 

 

第三個別境心所稱作「定」，又稱作什麼？譯音 samādhi，舊譯譯做三

昧，「samā」有一個「dhi」字的，漏了不譯便譯成三昧。人們以為三昧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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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昧」即是「矇查查」（糊裡糊塗），有三種東西「矇查查」的便稱作三

昧。 

 

王安石，宋朝的宰相，王安石是很聰明的。他說佛教有三種定，入了這

三種定就是「矇查查」的，所以稱作三昧。真的，王安石那麼聰明的人，那麼

好的文章，他講這些話。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地位如此高，他都有錯嗎？誰知就

是有錯。蘇東坡都有很多錯的，很多笑話的。 

 

samādhi 或三昧，意譯就譯為「定」，又譯做「等持」，都是同一個字，

都是梵文 samādhi 這個字。「等持」，「持」即控制，「等」是連續，連續每

一秒鐘都把心控制著，不令它散的便是「等持」。「定」，你們現在時常修

定，便是這個「定」了。時常都集中於一種境界，不散的。一種控制力，這種

控制力稱為「定」。「定」心所是什麼？「欲」是對未來的東西而起的； 

 

「勝解」是對一些決定無疑的東西才會起的。「定」是要如何才起的？

對於那種…。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