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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漏了一個，先寫下來。我先解那一個，「慧」。「慧」即是 Wisdom。

「慧」是什麼？對於是非、善惡，清清楚楚，了了然有判斷力的，稱作

「慧」。這個最重要，你想成佛便要修這個了。無「慧」不能成佛，無「慧」

不能證果。「慧」——決擇力，「決」即決斷，「擇」是選擇。對是非善惡能

夠判決、能夠選擇的那種力，稱為「慧」。高級的「慧」我們稱為智，所謂智

者即高級的「慧」而已。這便是四個了。「慧」即對於所觀察的事物，有一事

物是我正想觀察的，便起個「慧」。還有一個稱作「念」。「念」呢，對於未

來的事物我們去想，便稱為「欲」，是不是？對於過去的事物我們回憶，便稱

為「念」，Memory——「念」。五個了。對某種 Special 的 Object 就起這五

種。對於未來的事物起「欲」，未來還不是 Special？對於決定無疑之事物，我

們起個「勝解」，又是 Special 的。那些「矇查查」（糊裡糊塗）的我們是不起

「勝解」的。對於我們所觀察之事物，而要集中精神呢，我們起個「定」。對

於那些需要我們決擇是非善惡的事物，我們起個「慧」。對於過去的事物，我

們起個「念」。對那些 Special Object 才起的，這五個稱為別境心所。 

 

 這五個別境心所，用阿里士多德的三分是如何？「欲」，又有感情、又

有理智、又有意志，這個「欲」三種都有，是不是？但是意志多一點。「欲」

嘛，意志部份多一點。「勝解」呢？「勝解」簡直是 Understanding，是智。

「念」呢？回憶。回憶都是理智來的，回憶是 Understanding。欲、勝解、念、

定、慧，把它們來三分，有理智、有感情、有意志三類都有，那不又是意志？

我們讀到這裏便知道阿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不及佛家的清楚，是不是？但是佛

家這一種分得那麼零碎，是「很蝦人」（對人是很困難）的。第一、如果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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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他沒有辦法，你講他也不會明白，是不是？甚至讀書讀得頭腦簡單的

人，你講他也不會明白。佛家又太過深。 

 

 有這五個別境心所，我再舉個例和大家講。「善」，你們聽過、解過什

麼？《八識規矩頌》有沒有人聽過？有沒有？有沒有人聽過《八識規矩頌》？

聽過，念給我聽。「遍行別境善十一」，是不是？你都不知道遍行心所，知不

知？你要負很大責任，枉那個老師…。又可能那個老師，抵扑頭殼也不定，是

不是？他講得你不明白你就什麼的。明白嗎？ 

 

同學：「我不是聽完全部。」 

老師：「我開首第一日，最多第三天便要講的了，難道你三天也不聽便走

人？」 

同學：「講得沒這麼詳細。」 

老師：「他更詳細才對，他專講的嘛。所以講唯識，可以不講便不講。」 

 

 善的心所有十一個，如果十一個善心所中有一個是跟著你一齊起的。你

的意識起的時候，十一個善心所中有一個跟著你起的時候，你的意識便是善

了。意識一善就帶著前五識都跟著一起善的，所以這個善心所是如此厲害的。

善心所有十一個，沒有那麼詳細講，最低限度你懂得數出來。數不數到？你有

沒有聽？聽也沒有聽。你呢？你有沒有聽過？你呢？善心所十一個是什麼？

唉，真的。第一個、「信」，「正信」，對於好的東西有種嚮往之心——

「信」。「慚」，對一些不好的事，我們有一種自覺之心，不是怕人笑。是自

覺。我是一個好的人，我是一個修行的人，我不應該做這些壞事，有一種自覺

的心，稱作「慚」。有「慚」便善了，因為不肯作惡。有信心對於一種正的道

理，你能夠有信仰的情，就不會作惡的。第三是「愧」，「愧」是怕他人批



3 

評。這樣被人說是不好的，「不好意思」（心中不安）的那種心——「愧」。

「愧」是善的了。如果你有…。即是「慚」「愧」合上，中國人的思想是籠統

點，便謂之羞恥。有羞恥心即是有慚愧。「慚」歸「慚」，「愧」歸「愧」，

二者是不同的。數數其餘的給你聽，還有些煩惱心所，日後再給你講。「無

貪」，一般人見可貪之物，你都不貪的，稱為「無貪」。「無貪」是一個名

詞，不是沒有了貪的意思。這個「無」字是什麼？即如英文的 Anti 那樣，對抗

貪有一種力量，內心有一種力量對抗貪。就稱作什麼？禮義廉恥中國稱作什

麼？「無貪」屬那一個？禮義廉恥。廉，是不是？恥即是「慚」和「愧」。

「無貪」就是廉和義，是不是？義嘛，有義和廉潔——「無貪」。「無瞋」，

能夠對抗嬲怒的心。即是什麼？仁慈。儒家所謂仁，基督教所謂愛，博愛的

愛。愛有兩種，普通我們所謂愛，「某男子『愛』某女子」，這個「愛」不是

「無貪」。這個是什麼？這個是煩惱來的——貪。某個人很慈悲，這個不是

貪，慈悲並不是貪。這個是什麼？大公無私。貪和慈悲有什麼不同？貪是要佔

有的，想據為己有的。慈悲呢？不只不可以據為己有，還可以捨棄。不同的。

所以耶穌的博愛，他能夠上十字架呢，這是什麼？這個是慈愛的那種。慈愛是

屬於「無瞋」，不嬲怒的。拉他上十字架，他都能抗拒他的嬲怒。「無癡」。

「癡」是蠢，能夠對抗蠢的，即是什麼？智慧，是智慧的一部分，善的智慧—

—「無癡」。 

 

 還有，「無貪」、「無嗔」、「無癡」三種，是不是？是四種，五種，

六種。「精進」，勇猛精進，「精進」又名「勤」。「精進」不用解了。「輕

安」，入定的時候，入到初禪的時候，便起全身舒服的那種輕安。「輕安」是

善的。還有一種是「不放逸」。見到好的、善的東西他不放過，他不放過去

修；見到壞的東西他不放過去除掉它，稱為「不放逸」。我不詳細解了。「行

捨」。「行捨」是什麼？不動心，很淡泊的、不驚怕的那種。不動心就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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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簡稱為「捨」。不是作施捨解，這個「捨」即是不動心。見到好，見到

誘惑的東西你不動心。即是什麼？貧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那種，那種不動心的狀態。你讀過孟子，孟子何時才可以？孟子修

養了幾十年，四十歲才可以做到不動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所以你們不能夠不動心，不能責怪。孟子是聖人也要四十歲才可以。

「行捨」——不動心。「不害」。「不害」即是什麼？同情，不忍心加害於眾

生的——「不害」。這和「無嗔」有什麼（分別）？「無嗔」是仁慈；「不

害」即是同情，對於人富有同情。總共十一個善心所。十一個善心所中間，我

們又把阿里士多德的「理智」、「情感」、「意志」來作分別。第一個、

「信」，是屬「理智」或「情感」或「意志」？「信」。猜也不怕，猜也會猜

對。 

 

同學：「理智。」 

老師：「來吧，你說。信仰、『信』是屬理智或是屬情感或是屬意志？」 

同學：「理智。」 

老師：「意志力，是不是？有意志、有感情兩個成份。是不是？『信』嘛。有

些是迷信都是『信』；理信亦是『信』。」 

 

 「理信」者即是什麼？「感情」的信，加「意志」的信，再加上「理

智」指導他——「理信」。迷信都是「信」。是「意志」的成份多一點。所以

我說阿里士多德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慚」和「愧」是什麼呢？「意志」方

面多一點。壞的事我不肯、我不做的，這便是「意志」。但都不是很清楚。

「無貪」呢？「無貪」是什麼？「無貪」是「理智」，還有「意志」在一起，

我不做這種事的，是不是？「無嗔」呢？是「感情」，最高尚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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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無癡」呢？是「理智」，完全是「理智」了。即是如此之類，你都可

以用阿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來分別。不過阿里士多德的三分法是沒有佛家來得詳

盡。是不是只有這麼多心所？不止，普通的總共有五十一個。還有一種是什

麼？「煩惱心所」，稱為「煩惱」。「煩」者煩躁的，令你身心煩躁的；

「惱」者惱亂，令你身心惱亂的這些壞東西。經常在你的意識裏面，一種壞的

附屬作用。「煩惱」有六種，還有一種次一等的稱作「隨煩惱」有二十種，總

共有二十六種。今天不講那些了，留待日後講。匆匆地講，水過鴨背，太多則

你接受不了，是不是？我就匆匆忙忙亦沒有好處。 

 

 記住，認住，凡是一門學問一定有若干名詞，若干很難弄的東西。你不

要以為很容易，「求其」（馬虎）就可以。不是如此簡單的。好了，我講

回…。這個經文日後才接續，我先講回這個〈菩薩戒〉。何解呢？因為最重要

是修行，不修行是無用的。修行你就一個菩薩戒已足夠了，你能夠守菩薩戒，

你便是聖人了。你不能夠守菩薩戒，你便是小乘凡夫。自己守行不行？它有一

個方法你可以自己在佛前受的。你不用理人，你對著佛。它有一個羯磨文，你

照著羯磨文讀，「弟子某某，我現在要受菩薩戒。」以彌勒為授戒師，以他傳

戒給你。你一路讀就如彌勒講給你聽一般。這樣你可以接受。它說，一是自己

受，最好是你能找到一個能守菩薩戒的人替你受。這個人難找，他能否守得到

你如何得知？所以最穩健還是自己受。如果將來真的發現有一個，守到菩薩戒

很好的，你再找他授給你，此謂之加受。 

 

 我們看看這一處，我們先看看〈表解〉。性罪是在表中的第二項，障我

們持戒的，障戒度的。二、性罪一向不共的，是不是？它的七支性戒，修大乘

的人和修小乘的人是不共通的。已經講了什麼？殺生不共、不與取不共、欲邪

行不共、妄語不共，講了四個，是不是？現在講第五個，離間語，離間語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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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舌。兩舌是小乘人絕對不能犯的；但是大乘，當你發覺講人閒話比不講的好

的時候，你就要講，不講反為犯戒。是這樣的。你看看，那個《攝頌》，五個

字一句的，第三頁第二行，看到嗎？「拔他離惡友，說於離間語。」一句。當

你對一個人，你發覺那個人和那些惡的、壞蛋的人結合。你如果說說那個壞蛋

的閒話，講講他的壞處給他聽，令到他疏遠這個壞人，對他是有益的呢。你訴

諸你的良知，覺得如此是更好的呢，你應該怎辦？去做離間語，故意去做兩

舌，目的是救他，救拔他，令到他人離開惡友，你就說離間語，即是兩舌。聽

得明白嗎？我們看回戒文，《戒本》那處，看到不？第九頁第六行，《戒本》

第九頁第六行，看到嗎？「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惡友朋之所攝受（，）親愛不

捨。」先來一句。又如你是修菩薩行的人，你看見有一個諸有情；「有情」即

眾生；見到眾生。「為惡友朋之所攝受」，被那些壞的朋友。「攝受」即結

交；結交，好好地結交。被一些惡朋友結交著他，緊緊的綁著他。「親愛不

捨」，還是很好的朋友，你又如何？ 

 

 「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能隨力說離間語

（，）令離惡友（，）捨相親愛。勿令有情由近惡友當受長夜無義無利

（，）」這裏一句。「菩薩見已」，菩薩見到如此情形之後；「已」是之後。

就「起憐愍心」，就對於這個朋友起了憐愍之心，就發起一種什麼？意欲。

「意樂」即意欲、意志。發起一個利益他，令他得安樂的這種意欲。於是這個

菩薩，「隨能隨力」，隨他自己的能力所及。「說離間語」，講這個人的不好

話。「令離惡友」，令到他離開這個惡朋友。「捨相親愛」，捨棄了他惡友的

親愛情感。「勿令有情由近惡友」，不要令到這個眾生；「有情」即眾生；由

於他接近這個惡友。「當受長夜無義無利」，當受一種長夜漫漫，在生死輪迴

的長夜裏面，做了些「無義」；不合於義，不合於利的事情而受苦。繼續讀，

「菩薩如是以饒益心說離間語（，）乖離他愛（，）無所違犯（，）生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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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一句。可以不用解了。它說「菩薩如是」，菩薩這樣；「如是」即這

樣。「以饒益心」，以利益他人的心。「說離間語」，講些離間他人感情的說

話。「乖離他愛」，令到他和他的惡友之感情、之愛情疏遠了。這樣呢，「無

所違犯」，是不犯戒的。「生多功德」，還生起了很多功德。這即是說，離間

語是可以開對他講的。 

 

 又看回這個表了，「麤惡語」，是不是？這個「麤」三個鹿和米字旁的

那個（粗）是通用的。這個正字是三個鹿（麤）；這個俗字，世俗的字，簡體

字就是米字旁（粗）。「麤惡語」即是說粗話罵人，即罵人「你衰仔」、「冚

家剷」、「衰人」，此謂之惡口。你「豈有此理」，也是惡口來的。廣東人的

三字經，也是惡口來的，惡口。「麤惡語」本來是七支性戒，你想生天等等是

不能犯的。但如果你是大乘菩薩，認為講粗話的時候，還比不講的好，透過你

的良知你去講。譬如你一個人…。佛也有一次、兩次惡口罵人，佛本來是不罵

人的。有一次他有一個兄弟名提婆達多，專門做「古靈精怪」的，那個釋迦佛

見到他便罵他「癡人」。「癡人」即是傻子，即現在所說的 Foolish，Fool。這

個都是惡口。釋迦，釋迦罵過一次是如此罵人。好，我們看，「麤惡語」。

「又如…」，找到嗎？是《戒本》第九頁倒數第四行，「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

行越路非理而行。出麤惡語猛利訶擯（，）方便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

處。」一句。先解這句。 

 

 又例如那個菩薩，見到那些眾生，「為行越路」，他為了行一條不合理

的路。「非理而行」，他行的時候不合理的行法。它用行路以作例子、以作譬

喻而已，即是你一切行為都是，做錯是不對的。譬如這個什麼？一個朋友時常

賭錢，累勸他也不聽，這樣你便罵他：「你真是冚家剷，抵死。」「你經常沉

迷於這些東西。」走一些越軌之路，「越路」即越軌之道路。「非理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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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而去行。它說你這個菩薩用一種粗惡的說話，猛利地「訶」，「訶」是

罵他。「擯」他，甚至趕他走不和他做朋友。「方便令其出不善處」，「方

便」即很善巧、很權宜地。實在你是很好心的，令他離；「出」即離開；離開

那些不善的地方。「安立善處」，安放於那些好的地方。這又如何？你看看。

「菩薩如是以饒益心於諸有情出麤惡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這

個菩薩不只沒有犯戒，還有功德。這句不用解了。 

 

 又看回頌文，《攝頌》那裏第三頁，頌文第三頁第二行。「警他出險

道，而說粗惡語。」警醒他，令他離開危險的道路，便用粗話，粗惡的說話來

到罵他、喝他。又得了。好了，我們又看看表。第七、綺語。綺語是什麼？很

巧妙的說話，文縐縐的語。即現在的什麼？喝倒釆。他人跌到，你還不可憐

人，「唏，跌得好。」這樣。明明他人…，一個人自己一臉豆皮，自己都覺得

很傷心了。你又說：「你豆皮豆得妙，好啊。」如此之類。很多人是這樣的，

喝倒釆和什麼？指桑罵槐。那些女人吵架，指桑罵槐那張咀，你聽過那些嗎？

有些女人吵架，很巧妙的，那些說話稱為綺語。甚至吟詩作對都很多綺語的，

所以真正的小乘人，吟詩作對也不對，都說是綺語的。弘一法師有一次罵他的

徒弟講綺語。那徒弟只講了兩句這樣的說話，…不知講了多少句？以前的人考

試中舉人、中秀才那些就要讀八股文的。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作八股文

一定要什麼？那些題目是出自《四書》的。《四書》裏面每一段，不就是有一

個圈的？你出一個圈也可以。 

  

 廣東人有一個名宋襄的，不就是考試被主考官出了一個圈讓他作。這些

又是什麼？都是綺語之類。你們有沒有人是客家人？客家人姓宋的，在梅縣。

梅縣姓宋有一個宋襄是很有名的。宋襄，好作文章，很作得的。他自己中了舉

人，他進士則未能馬上中得到。他有空便走去替人寫文章，當槍手。一連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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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名舉人，今年我自己中了。「來年你給我錢，三千兩、五千兩，我替你

寫文章，保證中的。」「你作不了文章，我幫你作。」那作又如何？你報名去

考，我報名去考，大家都要進試場的。一起報名便會差不多相近的一格，走過

假裝去一回廁所，經過你那處便留下（試卷）給你。你中了之後，你便要付，

譬如說好是三千兩，你中了之後便要付三千兩；那個五千兩便是五千兩。替人

當槍手，替人寫文章。被在巡查的警察，巡場看見。看見便抓了他，抓了他去

見主考。見了主考之後，主考則不理那麼多，凡是當槍手的便要擔枷，被一個

木枷枷著頭，鎖在操場上，被一條鎖鏈鎖著在操場上。抓了他去擔枷，擔枷是

很醜的，被一個枷擔在那處，人人行過都看一看，被人嘲笑。個個都不敢讓人

看見的，像現在被人抓的，拿一件東西笠著頭。那些做槍手的，人人都拿一條

巾，一條大絲巾包著頭。 

 

 他被人抓了，鎖在那處。鎖著時，抓他的警察便問他：「你有沒有東西

笠著頭？」 

 

他說：「沒有啊。」 

警察：「沒有，我幫找一條東西包著頭吧，不然是會很難看的。」 

他說：「很難看嗎？我不包的，隨它吧。」一場（考試）抓了很多槍手，人人

都笠著頭，他不笠。 

那警察便說：「你真的是，你真是無恥。人人都笠著頭不敢見人，你卻說不

笠。」 

他說：「你以為這些枷很容易可以擔的？你擔擔看。要寫文章寫得很好才有得

擔的，很容易嗎？你都懵的。」罵那警察。 

那個警察：「這人真的不用可憐。」於是走開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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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幾個人人都笠著頭，他不笠。他不笠，還眼眨眨地到處看。那主考

就巡場，主考是很大權的。主考巡場，幾個人跟著他巡場，就看看。有時見到

那些擔枷的便望望，見到他眼碌碌在那處，便說：「你這個人真的無恥，人人

都笠著的，犯罪很『爽』（樂透）嗎？他既然如此，拿東西笠著他的頭吧。」 

 

他說：「不用的，不用的。我這樣便可以。」 

警察便說：「是的，我說給他的，但他說不要。他說這些枷是很難得擔的。」 

主考：「哈，你真的無恥，豈有此理。好。」想拉他打他屁股。 

主考：「牽他進來。」於是把他牽了進來，跪低在那處。正要想打他，主考：

「為何你說這些話？擔這個枷很『架勢』（威風）嗎？」 

他說：「是的，你隨便找一個人，你這個不會隨便枷的，作文章作得有資格做

槍手，應承他人、答應他人做槍手，又要保證他中得的，你以為很容

易嗎？不容易的。」 

主考：「如此你認為自己作文章很了得，是不是？」 

他說：「是的，我是作得，我不是作得如何做槍手。」反駁那個主考。 

主考說：「好的，我出一條題目讓你寫作，看你能否作得到？如果作到我便放

了你。」 

他說：「好的，你出吧。」 

 

 他想想《四書》裏面出的題目，他必然作到的。《四書》裏面每一段都

是子曰什麼的，《四書》子曰什麼，什麼的，很多子曰的。孔子說的話便是子

曰，子曰上面每一個子曰便是一段，上面有一個圈的。 

 

 

主考說：「我出子曰上面的一個圈讓你做。」故意令他做不到便拍他一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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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得做不？」 

他說：「懂、懂、懂。」 

 

 那主考便笑了起來：「好，給他筆墨，放開他的枷，讓他做，做不到便

打他一頓。」他便立刻很快地一氣呵成，都不用一個小時，就寫了一篇不知多

好的文章。你猜他如何講呢？開首是「萬鈞之力」，他開首的那句。 

 

 他說：「聖人…」，子曰，孔子是聖人嘛。他說：「聖人於發語」，

「發語」即講話，聖人當他於講話之先。「渾然一太極言」，「渾然」即不分

開那樣，一個太極，那個圈便是個太極了。稱為破題；開了個題目，找幾句很

輕鬆的說話，點破個題目。出題是個圈，那個圈是在子曰上面。子曰是孔子，

是聖人。那個圈是在還未講話時，子曰便（開始）講嘛。他說，聖人發語之

前，其頭就如渾然一個太極一般。主考，「為何他在『沙沙聲』在寫？」立刻

看看他在寫什麼？一看真是好東西。「不用作了，放了他。」。很多這樣的綺

語。 

 

 你們有很多是台山人，是不是？以前台山人有一個考試，真有其事的。

他實在會作文章，但是作不了八股文，就拿了父母的錢來廣州，花天酒地。到

了他真正要考試入場了，他都沒有「心機」（心情）作。你猜他怎樣？沒有

「心機」作，他本來未入場之前，他想離出的了，搭渡，搭渡回長沙，回公

益。由廣州去江門，由江門回台山。有一條名萬安渡，要經過一個地方名長沙

的。不對，是名沙頭的，台山有一個地方名沙頭。他又不認識路去沙頭，只有

萬安這條渡。一條名長沙，已經開了船，他追不到。一條名吉棧，又開了船。

他搭船也搭不到了，他混混沌沌，只是得一條船——萬安。但萬安就只去到沙

頭，他又不認識路，他結果又如何呢？錢又花光了。好的，入場考試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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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他人考試就巴不得很好「心機」作，他就沒有「心機」作。他如何作呢？

他一開首破題，這些便是綺語了。他說：「長沙已渺」，那條長沙渡已經開走

了——「長沙已渺」。我想搭吉棧又搭不到，「吉棧難追」。那條題目，那主

考出的題目是什麼？那條題目是「使子路問津焉」。孔夫子周遊列國，到了一

個地方不認識路，便叫學生子路去問路，叫子路去問路。 

 

 他就出了一條這樣的題目「使子路問津焉」讓考生作，已經是想「撚」

起很多人的。他這個，這個台山仔，他根本就不作，把自己的事情寫出來。他

說「長沙已渺」，已走了。「吉棧難追」。那還剩一條，「欲搭萬安」，我去

搭萬安。想搭萬安，但又不認識路——「欲搭萬安，不識沙頭之路」。「是

故」，所以就使子路…。出的題目是子路嘛，「子路問津焉」，便使子路問路

了。真的寫了一整篇，寫了便去交卷。主考以為自己是很博學的，萬安這幾句

東西，很流暢，很好。「長沙已渺，吉棧難追」，他讀過的書都不見得有什麼

名長沙的，又什麼吉棧？孔夫子又找不到長沙，又找不到吉棧。又有萬安，又

不識沙…。孔夫子到時又不識沙頭之路，所以便使子路問路。這些典故從何而

來的呢？ 

 

主考：「你找這個人來，為何我讀了那麼多書都未見過，這句說話是在那裏

的？這些典故。」 

他說：「這些，我老實的告訴你，實在是如此，如此。」 

主考：「唏，豈有此理。趕他出去。」有這麼的一回事。 

 

 這些即是那類，即現時很多講巧妙的話——綺語。那些是戒來的，性戒

之一。但大乘是可以的——綺語。先看回這個頌文，「順他情所習」，第三

行，「安立善法中，方便說綺語。此一切無罪（犯）。」當你進到某一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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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這個社會的人有這個習慣的，你就如何？順他的情，順他人的情況，他

人的習慣，隨順他人。「安立」，和他們結交，慢慢地把它放於好之處，引導

他。「方便說綺語」，你可以方便。他人吟詩作對，你可以一起吟；他人講綺

語，你亦一起講。不犯戒的，「此一切無罪（犯）」，以上的七支性罪開了一

切都沒有罪的。於是下面，我把下面幾句講完。「菩薩重利他，心淨故皆

為。」菩薩修行以利他為重，只要你的內心清淨，所以那七支性戒開了它，你

都可以做的，「皆為」。「聲聞善一身，無斯大行願。」聲聞是小乘。它說那

些小乘的人，就獨善其身。「無斯」，「斯」是此，沒有這種如此偉大的行

為，沒有這種如此大的願力，聲聞他們便做不到了。這即是說那七支性戒都可

以開了。有些人藉口，「我是大菩薩，我要開了這些戒，又如何？」隨得他

講。「然非心誠諦，假借成重罪。」「然」即可是，可是如果你的心不是很虔

很誠。諦即實，並不是真真實實如此的呢，假借這個名目來到開戒…。 

 

 自己犯了戒，自己知道故意犯的也好，知道自己都是慚愧，能夠不犯是

更好的。就是這樣，這樣然後才是可以的。明白嗎？以上講了那七支性戒都可

以開。即是說佛家戒律的精神，是無所謂戒律，主要是透過你的良知認為可以

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就講這麼多。同一個本體，同一個真如自性，眾生和諸

佛共一個真如自性。由這個真如自性…。這個真如是質地來的，是 Substance

來的，質地。有這個質地，這個真如自性用現代哲學來講就稱作實在。稱作實

在，即是 Reality。有沒有串錯字？是不是？有沒有？對啦，是嗎？這個實在，

實在是質來的、體來的。體，Substance。有體便一定有用，體是實質。用呢？

用就是什麼？用是指屬性和作用。屬性即是什麼？Quality。作用是什麼？

Purpose，Function。聽得明白嗎？二者合而為用。用，有體的東西一定有用。

有用必有體，記住，佛教沒有無體之用，亦都沒有無用之體。 

有用必有體，有用必有體，體用必同時存在。聽得明白嗎？本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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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宗教，太早，它出現得太早，沒有那麼多的哲學理論以供討論，

於是它把這個實在的稱作什麼？稱作 God，神。用是附於體的，體則顯現、呈

現出用。由於體，Substance 就 Present，呈現出各種用。聽得明白嗎？由體顯

出用。譬如水就顯出無數的波，由於大西洋的水就顯出那些波。水就猶如體，

波就猶如用。是不是？體就不生不滅。水的原子，水是 H2O，H2O 就是 H2，

氫，氫原子；O 是氧原子。是不生不滅的，原子是不生不滅的嘛。縱使你認為

原子是會生滅，電子和質子都是不生不滅的，到最後都是不生不滅的，體是不

生不滅的。用呢？記住，體是不生不滅，用則每剎那都生滅，生滅、生滅。我

們的體…。了解這個世界要這樣看，兩個範疇，即是兩個 Category，兩個範

疇，兩方面合在一起看，不要偏。這個世界呢，有人問你：「這個世界是生

滅，或是不生不滅？」你應該怎說。你應該反駁他，你應該說：「這個世界是

無生滅的。」何解？如果世界有生滅，現在這個世界是連續古代的世界，接續

的。是不是？就如一代傳一代，那會滅？變化則是有之。就如物質會變化，但

不會滅，物質是不滅的。就體來說，這個世界不生不滅。聽得明白嗎？ 

 

就用來說，聽得明白嗎？滅不滅？滅，時時生生滅滅。你父親一百歲，

一百零一歲你父親便死了，是不是？你出生後你又一百歲，一百年之後你又滅

了，出世的時候是生。還有，今年的狀況，你只是一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明

年你又如何？大學一的那種狀況滅了，大學二的狀況開始。明白嗎？過了第一

年到第三年，你大學二的情況滅了，大學三的狀況出現。時時生滅、生滅。不

只如此，你要了解。昨日的狀況，今日還在不？不在了。昨日的情況已經滅

了，現在我們只有今日的狀況，昨日的狀況找不到了。你聽得明白嗎？ 

 

同學：「有點明，有點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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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一點明，你一定要看些思想的書，你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畢業了？

你應該…。一個大學畢業的人，不要太注重實用的科目，除了實用的科目之

外，就要讀多少 Philosophy 的書，因為 Philosophy 的書會令你聰明。買些書來

看，你不用告訴他人，你有空便讀讀，有空便讀讀，一定會令你…。人生是會

令你…，最重要是什麼？只有多讀一點有思想的書、哲學的書。…高瞻遠矚，

能看得高一點，望東西望遠一點。如果只是學技術的呢，到頭來都不知道自

己…。譬如你現在一世都做…，一世都常常「畫則」做工程的。中學畢業便一

路學、學、學，做一流的工程師，做到現在九十歲將死了。到你臨死，除非你

死的時候立刻暈倒，如果你沒有暈倒，你稍為檢討一下，「我九十年來到底得

些什麼？」你設想一下，你就覺得如何？猶如一夢。將近沒有了，這個夢都將

近沒有了。是不是？啊，你就會覺得，真是可惜了。可惜已經來不及，因為你

要死了。明白嗎？就趁現在年富力強。人生最好是趁你年富力強，尋求睿智。

如何尋求睿智？睿智即是 Wisdom，智慧，最好是尋求睿智，有智慧。知識固

然是好，但是知識不一定是智慧，智慧是知識的深處。讀讀吧，要多讀一點，

佛經又多讀一點，可以令你的啟發很大。」 

 

 如果你說：「我不讀佛經呢。」，讀那些 Philosophy 的書亦可以。在美

洲，你大可以買一本那些什麼？你去那間什麼買一本，我介紹你買一本看看。

美國有一個很通俗的哲學家，寫的書最適合你們青年人看。那個人現在變了大

富人，他出了三本書，另外做一本大書的總編輯，現在幾百萬美元身家。教書

很少賺到幾百萬身家的，他一本書再版了三十幾次，每次都印十萬冊，你計計

多少錢。每冊他收版稅，你買一套書五元，已經有一塊錢在他的口袋了，當然

他要納稅的。但你五元買他一套書，已經有最少百分之十，他又約交一半左右

給政府，即是說百分之五。即是說你買他一套書，最少有二元半是實在的。那

個人名 Will Durant，Will 即威爾，W…我都記不起這個字如何串了，只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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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Durant 是 Dall 什麼，an 什麼之類，Will Durant。他這個人做到在很多書

之中最流行的，這本書賣出三百幾萬冊的。那本書名《 The Story of 

Philosophy》，《哲學的故事》。不妨看看。 

 

 只看佛經不看西洋哲學是不行的，你如果是想弘揚佛法或是作比較研

究。但不是很多，你拿著一、兩本佛經便一味自大。Will Durant《The Story of 

Philosophy》，這本書是最淺的，它把古代希臘，二千五百年前希臘有一班

人，那些稱為 Sophist，那班詭辯家教人演說、教人辯論的。那班詭辯家之中產

生了一個人名 Socrates，有沒有聽過這個人，Socrates？這個人就如中國的孔子

一樣，集古代之大成，糾正古人的過失。於是他…。這個人是沒有著作的，他

自己沒有著作，全部是他的學生，把他平時講的話紀錄下來。但他紀錄得相當

好，比我們中國的《論語》好。現在不讀外國書的人，就以為我們中國古代的

聖賢如何了不得，其實外國人同樣的好。蘇格拉底，Socrates 有一個學生，這

個學生一定是大菩薩。這個 Socrates，和他的學生柏拉圖，這些一定都是菩薩

的化身。蘇格拉底簡直是聖人，他的學生名 Plato，有沒有聽過？Plato，聽過

吧。這個 Plato 把他的老師和人講過的話、對答。他的老師在某一個場合和某

一個人辯論、講話，老師如何答，他人如何問，全部寫出來。他用非常美麗的

文章寫出來，寫出來寫了有幾十份，有些是後人假造的。但是確實是可靠的有

十三、四種，那本稱為什麼？ 

 

 你去買，你去那間名什麼 Classic 的或…，每一間舊書坊舖都有得賣，

Plato 的《Dialogues》。那本書就名《Dialogues》，Plato 的《Dialogues》。

Plato 作的，Plato 的《Dialogues》。你問賣舊書的那班猶太人，賣舊書的那間

叫做什麼？Prince Guide 或是什麼，舊書坊舖，猶太人開的，你去問他便可

以。《Dialogues》裏面，一問一答，清楚到極。你讀完之後，一定會令到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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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高瞻遠矚。你要讀，你可以買來讀。你讀了之後，你再看回佛經，你會

更加容易。人生最好就是尋求睿智，我教你，你要讀西洋哲學。你買 Will 

Durant 的。他由那本《The Story of Philosophy》，由 Socrates 以前一路講講到

Plato。Plato 簡直是一個聖人，他的思想現在仍適用。五十年前，世界上有一個

大名鼎鼎的哲學家，你知道，你聽過有一個大哲學家名 B. Russell 不？

Bertrand Russell，B. Russell，羅素，英國的大哲學家羅素。羅素的老師名

Whitehead，Whitehead，「白頭」，Whitehead。 

 

 Whitehead 早年是在劍橋大學念書、教書的，晚年就跑來美國哈佛大學

的，不知 Yale 或哈佛，是哈佛教書的。你如果想讀 Whitehead 的書，我沒有看

過他一整套書，我只曾翻翻他的書，那麼大套。他這些西洋學者的書，動不動

就那麼大套，本本都精的。現代常常講的數學邏輯，Mathematics Logic，有很

多人讀的。誰發明的？就是 Whitehead 和他的學生羅素兩個發明的。

Whitehead 你猜他是…，Whitehead 完全是什麼？是用現代科學來解釋古代哲

學的人，這個人他是怎樣的呢？他有一句話，大讚柏拉圖，他說：「哲學就是

柏拉圖」。所謂哲學看柏拉圖的對話便完全了解，柏拉圖…。名為《柏拉圖

集》，哲學就是柏拉圖，柏拉圖就是哲學。你看他把柏拉圖抬得多高。他由蘇

格拉底講到他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又有一個學生，這個是科學的祖宗，

Aristotle，阿里士多德。現在告訴你，我見到有些人真是可憐，學科學，在理

學院拿科學的博士，問起他 Aristotle 的東西，他連這個名字也不知的也有，這

種人真是慘。Aristotle 是科學的始祖，首先研究生物學的是他，首先作邏輯的

書又是他，阿里士多德。 

 

首先研究這個宇宙、研究物理學又是他，那本書名《物理學》。他做了

一套書，這套書便是科學的始祖了。這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名



18 

《Metaphysics》，譯做《玄學》，是講哲學的。下篇呢？名為《Physics》，

《物理學》。我們現在的科學就是由他的《Physics》一路路演變過來。你現在

去看 Aristotle，你最好是你的英文程度有一定水平，有中學畢業的程度，你儘

管買一套《Dialogues》來看，看完就找 Aristotle 的東西來看看。你知道嘛，羅

馬教皇的那種制度，主教選舉教皇的這個制度從何而來？是從柏拉圖處來的。

柏拉圖做了一本書名《Dialogues》，那本《Dialogues》是很厚的。名為《The 

Republic》，《理想國》，他認為一個國家應該這樣的，就如羅馬教皇選出賢

能的人。還有，你讀了那本《Dialogues》，你讀柏拉圖的書，你就知道羅馬教

會的制度為何會是這樣？你不要只聽神父講的，神父不會跟你講這一套東西

的，一定要你自己看才明白。還有，共產黨是學誰的？共產黨的制度是學羅馬

教會的，蘇維埃是學羅馬教會的。它當然不會承認，是我們馬克思的人發明

的，又怎會是抄、學羅馬教會的呢？它最憎恨宗教的。羅馬教會的人又會說，

共產黨怎會用我的東西？我這套制度那麼好，又怎會變成共產黨的那套呢？其

實兩者都是抄柏拉圖的，要你多讀點書你自然知道。 

 

 尋求智慧是最重要的，佛教把「實在」稱作什麼？稱作真如。真如的體

就不生不滅，真如的用呢？每一點鐘都生滅、生滅。這一點鐘的你已經和前一

點鐘的你不同了，你明白嗎？這一點鐘的你，你可能出了一身汗，你的身體少

了一、二兩水，前一點鐘可能多一、二兩水。你了解這個不？今晚過了之後，

你又已經又不同了。你去洗手間一會兒，又失去了一磅多。已經不是那個狀況

了，那個情況不同，即是每點鐘不同。如果把它來分，一路分下去，每一秒鐘

的你，前一秒鐘的你和後一秒鐘的你不同。即是一秒鐘的頭開始的你，到這一

秒鐘完的時候的那個你，死了，死亡了。第二秒鐘呢，一個新的你產生，新的

狀況產生。再把一秒鐘分為一百萬份，一百萬份之一，一秒的一百萬份之一的

你。每秒的一百萬份之一再一路的分，分細至極，稱作一個剎那，一剎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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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剎那都一生一滅。聽得明白嗎？即是說這個世界的用，每一剎那都一生一

滅。在這個一生一滅的用裏面，它的狀況是如何？在時間上來說，就每一剎那

生滅、生滅。就其性質來說又如何？這個宇宙的用，分作無數那麼多的，我們

稱之為什麼？我起了一個名字，我們稱之為「單子」，好不好？每一個生命，

無數那麼多的生命，我們稱之為「單子」，單位。佛教稱之為眾生。大西洋裏

面，一個大洋不知有多少個波，每一個波是一個「單子」。這個真如自性所呈

現出無數那麼多的「單子」，每一個「單子」稱為每一個眾生。一個、二個，

一個、二個「單子」，聽得明白嗎？ 

 

 換言之，每一個眾生都是真如自性裏面所呈現的一個波。波又如何？忽

然一個起，都差不多時下了波便死亡。第二個波跟著又起，是不是？等於你的

輪迴，就是這個真如自性所呈現的大用。真如自性我們稱之為全體，Whole，

整個。這個無數那麼多的眾生，無量無邊的眾生，我們稱之為大用，全體大用

了。一體一用，我們看這個世界是從體用兩方面。用之中有無數那麼多眾生，

每一個眾生我們稱作什麼？稱作 Life，生命，一個生命。一個生命外表顯現出

來，是一個、二個有血有肉，會行會說話的東西，顯現出來。內部就醞釀無數

那麼多無形無相的功能，那些 Function。每一個眾生的本質就稱為一個阿賴耶

識，我們現在可以稱之為 Life，生命。每一個阿賴耶識裏面含藏著無數，無量

無邊那麼多種子，Function。裏面有些物質的種子，有些精神的種子。當物質

種子顯現的時候，就現出各種可見、可聞、可觸摸到的物質。那些心靈的種子

顯現而成為什麼？成為八個，八個心。那八個心，你告訴我？記一記，你記得

不？八個心。 

 

同學：「八個識。」 

老師：「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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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眼識、耳識、舌識、鼻識等合共六識，第七這個是末那識。 

老師：「末那。那末之前是第六意識。八個。」 

 

 每一個識它有自己的種子，而阿賴耶識則含藏前面七個識的種子。而阿

賴耶識都有自己的種子，它自己藏著自己的種子，每一個眾生就是如此。一個

生命、一個生命就是一個阿賴耶識。那些物質的種子顯現出來，譬如我見一個

物件是紅色的，這即是什麼？阿賴耶識裏面藏有紅的種子。這些紅的種子各種

條件具備，即是因緣和合，它就顯現，顯現而成為紅色。摸下去是硬的，我們

裏面有硬的種子，緣一具備便顯現成為硬。這種硬的種子和紅的種子一結合，

一齊顯現成為一種（紅的、）硬的東西。嗅下去是香的，香的種子顯現成為

香。三種條件一齊起作用，一齊結合就成為什麼？香的、紅的、硬的東西。一

個金山橙，拿著一個金山橙，他告訴你根本沒有一個實的金山橙。一個金山橙

只是什麼？我們的生命裏面有橙黃色的種子，物質的種子顯現而成為金山橙的

橙黃。不是憑空地現的，它要條件具備。條件又有條件，條件又有條件，最後

的條件是什麼？要有人種金山橙，是不是？金山橙裏面的泥，還有泥裏面的肥

料。肥料又怎樣來？一路追尋下去，用天文數字都計不到那麼多，是不是？條

件又有條件，於是你有一個金山橙的黃。我們望黃色的金山橙，其實就只有

黃，是不是？那有金山橙？再問下去，一陣橙花香味，便是香。黃就是顏色，

香就是味道。黃是眼識所見之 Object；香是什麼？鼻識所嗅到的 Object。兩種

Object 結合在一處而已，那處有橙？再撕下一塊來吃吃，酸的。又有一種酸，

酸是舌識所了解的。三種結合，只有三種零件。其實何止三種零件，舔下去是

滑的，沾上它是濕的，那麼多種零件結合在一起。在條件適合的時候，它便結

合了。所以金山橙是沒有自性的，無自性又稱作空，金山橙是空，以各種東西

為緣而顯現的——空的道理。這個空的道理，你用唯識來解，就特別明白。明

白嗎？眾生就是這樣，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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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如果不只是橙，而是…如果不只是橙？」 

老師：「不是橙，譬如是一個人。為何有一個人？不是本來有。是什麼？這個

人不是本來有。這個人又怎樣？第一、要他有一個阿賴耶識，有一個

生命之力。明白嗎？與生俱來有一個生命的。基督教、天主教稱作有

一個靈魂，是不是？會活動的，有 Life 的。即如佛家所說，第一、他

要有一個阿賴耶識。那個阿賴耶識是他的媽媽和爸爸…，是他媽媽的

卵子和爸爸的精子結合的時候，他的阿賴耶識攝了進去。就如你的電

池，裝配得對就可以 Charge 電一樣。明白嗎？不會是你沒有東西而電

會走進去的，一定要條件配合然後電才會走得進去的。是不是？這即

是說，你要有媽媽的卵子和爸爸的精子，然後你的生命，你的阿賴耶

識才可以走進去。第一要他有阿賴耶識作為條件；第二要有什麼？媽

媽的卵子；第三要有爸爸的精子。還有，為何會有你的爸爸？你爺爺

生你爸爸，是不是？爺爺又要爺爺的爺爺，一路地才生你。那麼多重

重都是條件。你媽媽的外家一路數上去又是條件。那些條件能否數得

盡？數不盡，那麼多種條件謂之眾緣配合。眾緣配合，萬一他媽媽懷

著他的時候，撞車小產了便沒有他。明白嗎？但可幸媽媽又沒有小

產，她能夠十月懷胎，足月然後出世，養到那麼大。你告訴我是否要

很多條件？又不知多少條件，就有了他。還有，他又會來聽佛經的，

和什麼有關係？和他的好朋友有關係，是不是？他的朋友介紹他來，

介紹他聽。有關係。還要剛剛有一個人有空，就像我一樣來到講這一

個題目。又為何有我那麼閒著來講？又會剛剛我移民來了加拿大，否

則你要聽其他人講了，就算聽也不是聽我講。又為何我又會移民？又

要我的兒子在這邊可以申請我來。一路又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條件。

是不是？即是由無量無邊的條件決定於這一點，有一個他。他的本身

呢？不是本身如此的，是各種條件配合令到他是如此的。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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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這即是說，各樣東西都是條件加上的。」 

老師：「是的。你也是的，你都不能例外。」 

同學：「這樣我要行的路會是怎樣的？」 

老師：「要行的路？你行的路又不是完全是由你自己決定，又不是不是你決

定，你明白嗎？沒有路你怎行？是不是？這即是不由你決定。如果你是半身不

遂的時候，躺在醫院的，有路你也行不得。你之所以行者，要你有健康這個條

件。第一、有這條路。譬如你行唐人街，要有條唐人街讓你行，這個是條件。

第二、要你的健康，你的腳會走路。是不是？第三、你願意行才可以，這個是

由你決定了。我想去唐人街買一包橙，這個是由你決定。還有，你以為真正是

你決定的？都不是，因為你欠缺維他命 C，想吃生果。你明白嗎？這個是條件

來的。」 

 

同學：「這即是我自己決定，都是因為其他事所以...。」 

老師：「又有你自己一路跟上去，又是條件，根本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你。」 

同學：「這即是我做的決定，是由很多東西決定。」 

老師：「是的。」 

同學：「這即是我自己沒法決定。」 

老師：「佛家稱之為無我，無我。佛家說的無我便是如此。不是說沒有個

『你』，有個『你』，但這個『你』是各種條件配合而決定

『你』。」 

同學：「…這即是說我讀另外那本書…」 

老師：「她說什麼？我的耳有點聾。」 

同學：「這即是說我讀另外一本書，它說佛教主張人類要控制自己的命運。」 

老師：「嗄？」 

同學：「了凡，《了凡四訓》，她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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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你說是不可以控制的。為何有些佛經卻說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 

老師：「這個人他說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是在某一個階段來講。我現在告訴

你，你可以控制你的命運，你先尋求睿智。你有睿智你可以把你的命

運改變，但絕對控制行不行？不行。你說：『我現在立刻明天便成

佛。』你問那個講的，何以否？是不是？」 

同學：「因為她看了《了凡四訓》。」 

老師：「嗄？」 

同學：「《了凡四訓》，《了凡四訓》是這樣講的。立命和定命，它講這兩個

問題。」 

老師：「袁了凡對這種知識很淺薄。我就勸人看《了凡四訓》，我告訴你，我

是勸那些蠢的人看。有睿智的人不需要看《了凡四訓》，你會作《了

凡四訓》。你會問『羅先生，你為何說我蠢？』我只是坦白地告訴

你，我真的以為你蠢。『為何你是這樣的？』我是坦白地告訴你嘛。

何解？你和我做朋友，多你一個我不多，少你一個我不少，所以我不

妨坦白。如果你是公司老闆，我是公司職員呢，我絕對不敢講這一句

話，你不聘請我怎辦。為何我今天這樣講呢？這個是緣決定了，又是

條件決定。為何如果我是公司職員我又不敢講呢？都是緣決定。明白

嗎？《了凡四訓》不是佛經，這個是一個儒家的人。是歷史教師。」 

同學：「林世敏，是不是？」 

老師：「林世敏這位林老師更加淺薄到極，你台灣以為他了不得。唏，淺薄到

極，你看我的吧，看我的《唯識方隅》吧。」 

同學：「有些看不明白，有些我看不明白。」 

 老師：「你先把那些書全部捨棄，我告訴你，你姑且先看王聯章那本書

作為入門，你在這處借一本。不過王聯章問他攞一本…。林世敏自以為懂，其

實這個人是不懂的。你現在說：『林老師很了不得。』我在香港，佛聯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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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個（負責）考試的讓我做會考委員會之主席。於是要編一個新的會考

課程，現在編好了。佛聯會就參加意見，愍生法師，東蓮覺苑的愍生法師，就

說要找林老師的。我說：『你快點捨棄他。』愍生眼光光。 

 

 我說：『這個林老師的東西也要得的嗎？不多好的。不行的，你聽我的

話，你現在就會發生問題了，是不是？這便發生了問題。如果跟著我的線索，

沒有這些問題發生。』」 

 

同學：「不過在我來講，如果事事都不是你決定，事事都直接是緣。」 

老師：「因為根本所謂你自己，是沒有真正獨立的你自己，是互相依賴的。你

的那個『你』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什麼？是各種關係決定、形成那

個『你』的。是不是？所以稱作『無你』。佛家稱作無我嘛，如果在

我來說，不就是『無你』嗎？你聽得明白嗎？你呢，全部把它捨棄，

你聽我講多少便依著多少，你便不會錯得多遠。」 

 

 我告訴你一個執公共的真如為體，宇宙萬物之體、之本質。由那個公共

的真如…。公共的真如它有一個大用，那個大用顯現而成為無數那麼多的生

命，即是無數那麼多的眾生，你是其一。每一個眾生都有…。在生命裏面，中

心點就是什麼？中心是什麼？名為阿賴耶識，由那個阿賴耶識再呈現出七個

識。你讀過《六祖壇經》不？你未讀過，有些人讀過。「自性能生（含）萬

法，（又）名含藏識」，我給你講。我的是靠背誦的，省得拿著本書來翻給你

看，我是背誦出來的，你聽聽便會知。自性能生萬….。有些人說羅先生只是

講唯識的。《六祖壇經》你隨便在多倫多找任何一個人講都不及我，不過我是

不講而已，《六祖壇經》。我沒有空，我周時都沒有空。「自性能生萬法」，

《六祖壇經》，「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則是轉識。」「轉識」即是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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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即是由…。含藏識即是阿賴耶識，是阿賴耶識顯現出來的。這樣，那七個

識，當它在未顯現的時候，它就是種子，Function，藏於阿賴耶識。當它遇著

一有機緣，它便爆發。就如我看見你，當我未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有看見你的

Function 存在。聽得明白嗎？存在那處？存於我的阿賴耶識裏面，存於我的生

命裏面。到了條件具備，我便看見你。即你的形狀在我面前，實在是在我的阿

賴耶識裏面爆發出來。聽得明白嗎？ 

 

 爆發不是就如此有個你出現的，還要很多條件的。第一個條件，要有一

個你，有一個你的媽媽、爸爸生你；又有你今天又有空走來；又要有車載你

來；又要這處有一個地方以供人講話；又有座位讓你坐、讓你來。有全部這些

條件。還有你不先入為主，能夠虛心來聽，又是一個條件。再數下去就無量無

邊那麼多條件，明白嗎？然後有一個你在面前，那麼多條件了，然後還要我的

眼沒有壞。如果我隻眼得了白外障，見到兩個影「矇查查」呢，就看不到這樣

的一個你了。如果除下眼鏡，又看不清楚了。還要個眼鏡舖為我配上眼鏡片，

醫生替我驗了眼。那麼多緣具備，然後才見到個你。 

 

然則在我，用我的立場來講，站在我地位，那個所謂你呢，並不是獨立

存在的。而是各種條件配合，然後才有個你出現的。到了這些條件散失，就如

一會時間到了，這個條件便散失了？你又走人了，你在我的面前不存在了。是

不是？聽得明白嗎？你肯有興趣如此一路追尋呢，你便會很…，想下想下你便

會很清楚了。很清楚，越來你就會越聰明，你的智慧便會越拉越開。這個時

候，你的智慧便會影響你的身體，影響你的身體就是什麼？記住，《中庸》裏

面講的「心廣體胖」，「胖」者即肥肥白白、飽飽滿滿的。你的心廣大，心量

廣大，自然你的身體、你的睿智，你有的智慧令到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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