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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睿智，你有智慧令到你事事…，有智慧的人誘惑都少的。甚至智慧

高的那種人，臨死的時候，他便會說又死了，你讀讀《莊子》便會知道。《莊

子》裏面有一篇文章講一個人，當他抽筋的時候一路抽，抽到他很痛，抽到咀

這也歪了。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你看看耶穌，釘他上十字架的時候，他沒有

罵人，他沒有怨恨某一個人的，這些又是他的智慧。最重要尋求睿智，你可以

這樣，…。 

 

同學：「羅教授，按你如此說，尋求到智慧是否就可以改造你的命運？」 

老師：「是的，你尋求智慧…。我先說完這個人，人生並不是絕對命定，人生

有多少命定。」 

 

譬如怎樣？一個先天不足的人，你想他有二百歲呢，實不可能的。你明

白嗎？因為他已經先天不足，一百歲以前不死已經是萬幸了，你還想他二百

歲，是不是？什麼補藥都是不行，這便決定了。是不是？有些時呢，以前一個

人內傷，就如孔明，諸葛亮內傷而死，只有五十一歲他便吐血而死了。 

 

李鴻章，八國聯軍後，李鴻章，靠李鴻章撐著。李鴻章便勞累到極，吐

血而死了。他做宰相，吐血而死。時常有一個英國醫生，不對，一個美國醫生

跟著他的，時常替他看平安脈的，沒有辦法。那些肺癆菌他沒法弄得好，命定

他要死了，命定他肺癆而死了。是不是？沒有辦法，命定。 

 

如果他生在今日，他便不用死了，你明白嗎？替他打些 Streptomy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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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癆一百個之中差不多有九十個會痊癒，差不多不用死的。現在恐怕會死的是

什麼？心臟病，Cancer 和現時的什麼？愛滋病，是這幾種而已。除了這三種之

外，幾乎是不用怕的。醫內傷，醫肺癆，現在的醫生差不多是十拿九穩了。何

解呢？為何諸葛亮在當時又死呢？如果生在今天就死不了，命定，這便是命

定。是不是？ 

 

命定者我們不要用個「命」字，這個詞原來是西洋文，命定這個詞。

Determinism 嘛。Determinism 就是多種條件而決定它的，即是什麼？「決定

論」。我們中國人硬加上一個「命」字而成為「命定」。Determinism 你查查

字典，這個字那來一個「命」字的，名為「決定論」。不是絕對是

Determinism，不是絕對是被條件所完全決定的，有些東西我們是可以改造條件

的。 

 

一個小孩子你想令他變壞是很容易的；令到他好，有很多條件才會令到

那個小孩子好。令到他壞，有很多條件會令到那個小孩子壞。你想令他人的小

孩子壞，猛（經常）帶他去吃東西、和他結交、帶他去舞廳玩玩、教教他吸

毒，他人的祖宗三代都開罪了你。明白嗎？你想那個小孩衰呢，製造一些令到

他衰的條件。明白嗎？說他衰不是靠念咒便行的，要製造一些條件，可以令他

衰的條件。你想他好便製造一些令他好的條件，良師益友教他等等，製造一些

好的條件，好、能幹。 

 

西藏…。有一些蠢的人，以為…。有很多人罵我，他罵我儘管罵，我就

說他蠢。以為西藏的喇嘛，真的是死了就會轉生，其實十有九假的。但這種制

度是一種很好的制度，你明白嗎？這種制度很好，假到好，何解？他臨死的時

候，他是…。如果他不昏迷，他就說出來；昏迷是說不出的。說不出也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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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也好，死後他的徒弟…。譬如他說得出，他說：「我今後就在東面多少里

內投生，多少日後、多少里內，你去找我吧。」他留下說話如何去找他。 

 

有些真的很有定力，亦有；有些隨便亂說的，亦有。亦有些是整個昏迷

了，他的徒弟虛構他的說話，說師父是如此說的，也有。世界上你不要相信，

喇嘛你都不要相信，誰人…。佛所講的說話，你也不要以為部部經都是真，有

很多是假經來的。總之你對人不要絕對信，對任何東西也不要絕對不信，你要

兩個範疇。明白嗎？ 

 

如此他就這個捧（推舉）了，那個又在捧一個，他又捧一個，那些大弟

子就個個都去捧。於是回來了，取出師父的物件，那些佛珠、那些什麼？那些

「鈴鈴」、把那些什麼拿出來。齊集所有小孩，讓他們辨認。有一個小孩見到

個「鈴鈴」很漂亮、光澄澄的，他爬、爬、爬去，一手就抓下去。呀！他會如

何？「對了，他認得了，師父的『鈴』他都認得了。」那個見到師父的一串珠

很漂亮，又走去抓那串珠，他又認得了。大家爭了，爭的時候有時會打起來

的，結果又再認了。再認吧，師父讀的經和師父沒有讀的經，大家拿出來一起

放在那處，讓他們「躝牛牛」（嬰兒爬行）爬了。爬了，這個幸運的爬正師父

說的那部經。如此這個是了，那個不是了。是這樣的，是這麼的一回事。 

 

這樣也是好？好就不是好了，不是絕對好了，但也是壞中有好。比他傳

給某一個人好，或比他隨便傳給某一個人好。於是就留下他，大家相信便以他

作佛般拜的，活佛來的。於是就要選什麼？最好的營養天天營養他，這個小孩

會如何？身體必定是好的，營養十足，是不是？最好的御醫、太醫等醫生，經

常天天專門護理他，最好的醫生來護理他。如此病也少一點，傳染病保證沒他

的份兒，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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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到了他差不多成長，全國，全西藏最好的幾個老師教他讀書，

（其他人）如何能比他好？到了他再成長一點，十多歲了，十二、三歲的時

候，教他讀佛經，找最好的大師來教他。你說，如此地造就一個人，一個有

家，有兩碗好飯吃，而造就一個人去一家好學校教書，它的子弟都會好，何況

傾全國之力來培養一個這樣的小孩，怎會不好？將來他讀飽書，又很好，如此

好教養，將來他統治這個西藏，這個培養的聖人統治西藏，比那些「道棍」

（宗教騙子）好。 

 

你說這個制度是否壞中有好？壞中有好。有些時事情是很奇的，是不

是？很壞嗎？很難說，你明白嗎？事事物物都不是他個人獨立決定的，明白

嗎？不是絕對的命定。如果是絕對的命定，如袁了凡這些呢？他也不是絕對的

命定。 

 

袁了凡那個算命先生是用《皇極經世》來替他算命，那個蠢材就是了，

就是命定論，是不是？本來袁了凡也是命定論的，全靠雲谷禪師點醒了他，說

心可以轉業的，這個「心能造業」。這個雲谷禪師很聰明，他說：「心能造

業，心亦能轉業。」，如此說。「心能造業」便是命定，是不是？造了業便要

受報；「心亦能轉業」就不是命定了。如此一方面有命定的成份，但不是完全

命定。 

 

那又如何改變呢？可不可以改變？可以改變。如何改變呢？如果你有智

慧呢，有睿智，有智慧呢，你可以改變。你有智慧又如何？明明你…。譬如你

現在專門做殺生，做這類工作的，歷代都是做屠場，做開豬肉、牛肉欄的世家

來的。你有智慧，你能夠讀佛經，你能夠相信，知道這工作都不是很適宜的，

這工作不要太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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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變呢，就不同了，你明白嗎？你不再做了。譬如你的家世是什麼？是做大

賊起家的，本來你都可以做大賊，無所不為的。但到了你這一個有智慧。「我

不做這一行，我改邪歸正。」這即是什麼？在一條分叉路，一條壞的，一條好

的，扭了軑到那條好的。整個境界不同，轉變了你的命定。 

 

你的命定就是兩條分叉路，可左可右，可以改變的，即是有限度的改

變，明白嗎？你說：「有限度的改變，只是很少而已。」你不要小看它，今天

少少，明日又少少，你知嘛，很要緊的。日日儲，年年儲錢，今年儲一百元，

明年一百就把它來息疊息，又再加一百上去。一路十年之後，你足夠給兒子作

教育費了。你不要小看它，改變又改變，不斷改變。 

 

譬如現時你只是皈依三寶，皈依而已，人人就說皈依佛不墮地獄，真的

如此上算嗎？皈依佛就不用墮地獄嗎？除非你不作惡業，才不墮地獄，是不

是？作惡業，則佛的兒子也墮地獄，是不是？所以你有智慧知道，皈依佛是好

的，你又了解，有智慧就知道，不是皈依佛就可以不用墮地獄的。 

 

還要什麼？能夠持五戒，然後可以保存人身。第一步、修行，什麼也是

假的，第一步是先要保存人身才能談。你能夠守五戒。未守五戒和守五戒，條

路是差很遠的了，是不是？守五戒之後你的身心便很安和，覺得自己，「我又

沒有殺生、又沒有偷盜、又沒有邪淫，甚至連醉酒也沒有。」 

 

這就如什麼？精神境界就像是很心地光明的，是不是？會不會這樣？一

個人沒有作惡，是否就如心地光明那樣？你心地光明，自然是他人說有鬼你也

不用怕。明白嗎？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天君泰然，你就心廣體

胖，是不是？這樣的時候，你的健康會比以前更好。你又轉變了，以前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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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健康，現時你健康好。因為健康好，本來你只得六十歲左右，現在健康

好，你可以七十歲都不死。是否轉變？這便是造命，此謂之造命。到了你一路

再過，你五戒已經做到了，再讀佛經。 

 

你知道，你讀讀《般若經》，譬如你讀讀《金剛經》，你了解知道一切

萬事萬物都無自性，但都是幻現。能夠如此了解，知道人生一方面是無我，但

一方面因為眾緣和合，一切事物都可以生的。因了解你會怎樣？你的智慧更加

高，更加高你便會去修觀、修定、修慧了。只是修定是不行的，要修觀，修

止、修觀。修止、修觀，由你的有漏智慧引發個無漏智慧，你會見道。見道和

未見道完全不同，本來你的種子，你的命運決定你是生死輪迴。本來極其量是

生生世世都做有錢人的，但是有錢人也要死的。是不是？有錢人不是必然是沒

有災難的。但如果你走了去見道之路，你便不同了，你便會超凡入聖了。這條

路，一條是超凡入聖之路，一條仍然是生死輪迴之路。你有智慧你會走這條

路，你不會走那條路。在這個交叉點的時候，用你的智慧來決定。 

 

這樣你會說：「如此我的智慧也是命定？」在有限的範圍內，你是命定

的。會命定，但是有些是不能命定的。你的生命可以命定，你所見的世界是你

的生命所顯現變出來的。但你不要忘記，觀音菩薩他又是一個生命，他見的境

界又是他的生命變出來的。你的生命是由真如自性顯現，觀音菩薩的生命都是

真如自性顯現的，其本質完全相同，不過只是其用不同。是不是？聽得明白

嗎？用不同，你觀音菩薩的用又怎同我的用發生關係？現在要解答這個問題，

用與用之間有何關係？用與用之間不是獨立的，是有關係的，何解呢？我剛進

來時，如果你是滿面笑容，我見到你是覺得很愉快的；如果你是拉長面孔的，

我就會惡言的了。這即是說，我的生命裏面的情況會受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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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之情況，如果拉長面孔，又可以變得滿面笑容。當你拉長面孔的時

候，我本來是很愉快地進來的，忽然你這個模樣，我都覺得不怎樣愉快。即是

說什麼？我受他影響，是不是？同意不？即是說，我的生命被他的生命影響

到，是不是？這即是說，兩個眾生的用與用之間是可以影響的，是他人可以影

響的。你可以影響他，他可以影響你，是不是？你不用，你和他一起坐著，你

忽然放一個屁，便弄至他周身不舒服。是不是？即是說，你的生命會影響到他

的生命。你聽得明白嗎？用與用之間是互相影響的，何解？因為其本質相同。 

 

承認這一點，你的邏輯便可以進行了。即是觀音菩薩的生命是可以影響

你的生命的，明白嗎？你的生命亦可以影響到他的生命，觀音菩薩的生命。他

更加會影響你的生命，何解？觀音菩薩的生命，他的力度比普通人高，你明白

嗎？他的電波比普通人厲害，兩個電波是不同的。大家同樣的電波，他的電波

是特別強的，他便影響到你了。如此即是你要承認，觀音菩薩的生命會影響你

的生命，是不是？承認了這一點，一切便有救了。明白嗎？不用我解你亦應該

明白，聽得明白嗎？ 

 

你和他是有緣的話…，你怎知你無量世以來，你未曾試過有一世未曾碰

到過觀音呢？你一碰過便已經種下有個緣了，一有個緣的時候…。或是多少萬

世之前，觀音菩薩他是一個窮人，而你救濟過他。由這一點緣的成熟，觀音菩

薩他有一個很清淨的妙觀察智，的智慧，他時常在定中，他會察覺到你這個人

是我過去的恩人。「他現在這一世是一個良善的人，我應該加被他。」他來加

被影響你。他影響你的時候，剛剛是你想作惡的時候，他用他的力量來影響

你，令到你忽然作惡不成。你已經怎樣？減低你將來受果報的因，是不是？如

果你今世剛剛有人教你念觀音菩薩，你念六字大明咒。剛剛你又念，即是你想

他影響你了。對了，他亦想影響你，你又影響他，就在一處交匯點，他便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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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簡直是他的力量滲入你的生命裏面。你會怎樣？本來是很有災難的，現在

沒有了。你功德大就是什麼？有變為無；功德稍為少一點，大禍變為小。這便

是影響。 

 

這個原理，念佛、修行，得到佛菩薩加持的原理是這樣來的。如果不

是。「是的，觀音菩薩會加持我。」他人問你何解，你自己都莫名其妙。「為

何會加持？我總是相信，相信。」如此說法便是迷信，是不是？這就是迷信，

是不是？如果你了解了這一套，整個 System 呢，便不是迷信了，此謂之理信。

理信，明白道理然後信。佛法叫人不要迷信，不要是某某大德如此說便聽信

了，這個不是辦法。切忌。 

 

禪宗的人說的，「癡人說話」。如果只是聽了人說話便信，這個便是過

去、未來、現在佛之三世的冤家來的，佛最憎這種人。「癡人說話，三世佛之

冤」嘛，「冤」是指冤家。你一定要理信，明理。明理最重要就是讀般若，首

先了解空、無我。但雖空、無我，但眾緣具備便什麼都可以出現，可以出現地

獄、亦可以出現天堂、可以出現極樂世界、亦都可以出現娑婆世界，眾緣具

備——般若。讀《般若經》。所以再進一步，了解唯識。為何我的生命會如此

呈現？在唯識裏面尋求解答。最重要這樣。聽得明白嗎？ 

 

我剛剛是想講，繼續講完心所的，日後再講心所也行。你們有什麼問題

嗎？有時是對你更好的。有問題你可以提出。今天不講…。 

 

同學：「唯識的書這裏可有得賣？」 

老師：「唯識書你看我那本吧。」 

同學：「就是你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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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你呀，也好，我送你一本吧。看來我還有一、兩本的，你會看我便會

送。因為我現在亦沒剩下多少本了。最怕有些都不是看的，拿回去

『糟糟質質』（亂放著）。」 

同學：「我女兒她又說想看。」 

老師：「我你送一本。」 

同學：「我女兒，她因為沒有時間來聽。所以我…。」 

老師：「她真的會看，你送給她吧。你自己看，然後給她講吧。」 

同學：「我有時自己的眼睛不怎麼好。」 

老師：「你用放大鏡看吧。今天看幾行，明天看幾行。」 

同學：「我的眼睛很辛苦，我今年七十九歲了。」 

老師：「你只比我大六年而已。」 

同學：「我七十八了。」 

老師：「你七十八比我大五年而已。」 

同學：「羅教授，第六識是什麼？」 

老師：「什麼？」 

同學：「第六識是什麼？」 

老師：「第一個是眼識，即視覺；一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五個是身

識，即觸覺。這五個識都是向外找尋它的 Object 的，是不是？但有一

個第六的是會思想的。你有沒有思想的？你的思想便是你的第六識，

它稱為意識，即 Consciousness。」 

同學：「那個末那識呢？」 

老師：「那末，是的。第六識是你的思想，這個思想有時是會不想的。豈不是

在不想的時候便沒有了這個識？它不想的時候，第六識不想的時候稱

作種子，藏於阿賴耶識內。到了有了機會你想呢，阿賴耶識就爆發出

來，就 appear 成為現行，現行即是 appear。這便是第六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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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第六識便起夠呢？不是。我們除了第六識之外，我們還有一個，覺

得有個自我存在，盲目的總是覺得有個我。譬如我剛才講的無我、無我，講得

很響亮。但我的內心裏面，我的心靈深處，還時時覺得有個我的。聽得明白

嗎？ 

 

第六識是可以停的，譬如你進入手術室施手術，吃了嚴重的麻醉藥，你

便停，停了第六識。但那個時候，你在施手術的時候，第七識是不停的。因為

在你甦醒的時候，立刻第六識又起了，起的時候便即刻覺得那個『我』仍在，

仍然是未施手術前的『我』，即是那個『我』是連貫下去的。 

 

為何有這個連貫的？實在是無我。為何有一串東西連貫著呢？因為有一

個第七識，時時覺得有個自己，盲目的執著有個自己。其實它所執著的，不是

沒有東西讓它執的。有的，有一個第八阿賴耶識被它所執。第八阿賴耶識便是

你生命之力，它執著自己的生命力。其實這個生命力，是每剎那都在變化、變

化，生滅、生滅的。它偏偏執著一個永恆的自己，它執錯了。如果它不執呢，

就知道它是一個生滅、生滅的東西，就無礙的了。是羅漢就沒有執的。 

好了，第七末那識，那七個識是有些時起，有些時不起的。當它不起的時候，

躲在那處？藏於大夾萬那處和大庫房那處。那個庫房便稱為阿賴耶識，ālaya；

ālaya 即庫房的意思、夾萬、庫房的意思，一有機會它便會起出來。 

這樣我們總共有八個識，即是我們有八個心，識又稱為心，有八個心。聽得明

白嗎？」 

 

同學：「可否說說無明是什麼？」 

老師：「好的，待會給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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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個心，我們八個心不是簡單的八個心，每一個心都有很多附屬作用。是不

是？是不是這樣講？那些附屬作用稱作什麼？心所，是不是？心所中有一類心

所名遍行心所，任何一個心起的時候，都有它跟著的。眼識視物的時候，有五

個遍行心所跟著它一起。眼識的遍行心所五個。 

 

當我的眼識一眼望你的時候，和你接觸，有一個心所名「觸心所」，

Touching，是不是？第二個是什麼？一看你便要留意了，令到他留意的。令我

留意的那個稱作什麼？「作意心所」。第三個、譬如我望下去綠綠青青，我覺

得很舒服；望下去火光裏面耀眼的，我覺得不舒服。我們有感受，有 Feeling，

是不是？這種 Feeling，或是快樂，或是痛苦，這種 Feeling 就稱作「受」，有

一個「受心所」。 

 

同時我們…，當我們看東西的時候，能夠把它的形狀取進我們裏面，所

以我知道它是什麼？有這樣的事物存在。那種取進來，那種 Extract 的作用，或

Impression 的那種作用，稱作「想心所」。明白嗎？還有我們種種意志，我聽

到一些吵耳聲音，「它是討厭的，我不要。」這個是「想（應是『思』）」，

意志作用，要如何做。明白嗎？ 

 

這五個在任何時、任何地、任何一個識都有它的，謂之遍行心所，普遍

都走出來的。你聽得明白嗎？你多聽便會明白了。你猶如一塊白紙，明白嗎？

以前未曾染過，好的顏色未染過，壞的顏色亦未染過，你最容易學佛。你聽了

我這種講法，你能夠聽得明白，你就跟著這條線索去學，便會很快懂。 

 

譬如王聯章那些以前都「烏林林」，以前就一味盲從迷信，後來他一路

聽我講之後，他聽了我講幾次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我，自稱弟子，即我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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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做你的學生，我來聽你的東西。」如此之後一直跟著我聽，現在可以

了，現在他可以獨立自己縱橫破陣了。有幾個…。 

 

同學：「你都教了幾個徒弟出來。」 

老師：「最出色的就是李潤生、王聯章、劉萬然、霍韜晦這幾個。霍韜晦他現

在…，他不敢不認老師，但他就別豎旗幟，他要自己做掌門人。葉文

意，葉文意呢，就只是適合講給孩子聽，即如「空中結緣」那麼淺

的，她是可以的。其他稍為深一點的，她則不行，所以她現時力爭上

游。」 

同學：「她最紅。」 

老師：「她最紅，但無他的，她必然是最紅，最多人聽，聽「空中結緣」的人

多嘛，適合那些老人家聽，也適合小孩子聽。」 

同學：「還有一個霍紅棉的，霍紅棉，霍紅棉…。」 

同學：「郭浩年講經。」 

同學：「不對，姓霍的。我看他，一本《禪眼》，一本和…兩人…。」 

老師：「啊，…。那個是六祖的，他是學禪的。這個是狂禪，最好是燒了它。

你不要對人講，我勸你。你，我給你面子才勸你，他的書最好是燒

掉。」 

同學：「他有一本《禪眼》，一本《…》。」 

老師：「這種人什麼都不懂，這種人是不讀書的，周日講幾句語錄，狂禪。我

最憎這種人，這種人來見我，我都不睬他。現時葉文意就力爭上游，

她特別給我來電話，她說她要讀《現觀莊嚴論》，那本什麼？

《Abhisamaya-alaṅkāra》那本書。她現在才開始來讀這本論。」 

同學：「羅教授，《現觀莊嚴論》是講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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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現觀莊嚴論》，是嗎？《般若經》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般若

經》整套般若就稱為《大般若經》，《大般若經》即現是那個《The 

Large Sūtra of Perfect Wisdom》便是它了。 

 

《大般若經》六百卷，六百卷裏面有一種稱作什麼的？稱作根本。裏面

分為兩類，第一類名為『根本般若』；第二類名為『雜般若』。『根本般若』

裏面有幾套書，第一套名為《般若經十萬頌》（《十萬頌般若》），十萬個

Hymn，十萬條 Line，十萬頌。四百卷，《大般若經》的三分之二，它名為《十

萬頌》，《般若十萬頌》。這是第一套，義海汪洋的、浩浩瀚瀚的。 

 

第二部分，是不大不小的，名為《二萬五千頌》（《二萬五千頌般

若》），二萬五千 line。你們現在那一套便是《二萬五千頌》，《二萬五千

頌》又稱為《大品般若經》。在《大般若經》裏面，《大品般若經》就稱作

《Large Sūtra》。還有一個小一點的，就一萬八千頌，稱為《小品般若經》。

三套書，《般若經》。是『根本般若』經中最重要是這三種，稱為『廣中略三

部』《般若經》。 

 

叫做『根本般若』，還有一些，不過其他的沒有那麼重要。其餘的有些

名為『雜般若』，『雜般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金剛經》了。 

最重要的，『雜般若』中最重要的，《金剛經》。「根本般若」中有三套，三

套之中《十萬頌》那一套是很難讀的，很辛苦。讀了之後，『講來講去三幅

被』，這樣又空，那樣又空，都不知他…。很難讀的。《二萬五千頌》已經是

夠吃力的了，《一萬八千頌》就最容易看。 

 

從前彌勒菩薩，即現時《瑜伽戒本》的這個彌勒菩薩，相傳佛涅槃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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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年的時候，他呢…在印度，北印度有一個無著菩薩名 Asaṅga，另一面來

看，名 Asaṅga。彌勒即是什麼？ Maitreya。有沒有， Maitreya？相傳他在兜率

天裏面請 Maitreya 下來。北印度，在一間寺裏面晚上就見到他，在那處講，講

五本大論。講了五本論，全部都用什麼？用那些 Hymns 紀錄的，用那些頌文紀

錄。最大的那一套中國有，《瑜伽師地論》一百卷。 

 

第二套便是《現觀莊嚴論》，是解釋什麼的呢？解釋《般若經》的。解

釋那一個《般若經》呢？解釋，用非常扼要的，小小的一本書，把《十萬頌般

若》全部解釋了，提綱挈領。裏面又兼解釋了《二萬五千頌》，又兼解釋了

《一萬八千頌》，全部都提綱挈領。幾乎是如果沒有了他的《現觀莊嚴論》，

都很難讀的。那個人講，所以他的東西…。那個 Edward Conze 都要依著

Maitreya 的《現觀莊嚴論》來講。 

 

《現觀莊嚴論》講呢，把整本《大般若經》，把《十萬頌》和《二萬五

千頌》來作分析，那一部分是教人發心的？發心有多少種發心？某個時候發心

是如何發菩提心？把發菩提心的階段分為二十二個階段。發心之後就去修行。

修行，就教你有八種修行法。不對，是有四種修行法。修行之後就證得發心的

果，把《般若經》裏面所講的境界。境界，三種智，境界，即是目標。 

 

《般若經》的目標就只得三種智，一種是一切智；一種是道相智；一種

是一切種智，一切相智。只得三種智。把三種智作為目標，教你用四種修行方

法去修行。修行的時候，將來證得法身的果。把整本《大般若經》這個『根本

般若』分為八部分，八部分的，每一部分如何來做分析。一有了它，整本《大

般若經》你可以全部排列出來。這是要有耐性才看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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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法師讚它，太虛法師說：『幾乎是沒有這本論，讀《大般若經》是

沒法讀通的。』太虛法師說，《現觀莊嚴論》是一部這樣的書。你想了解《大

般若經》裏面的『根本般若』，一定要讀《現觀莊嚴論》。除此之外，你想讀

『雜般若』呢，就先讀《金剛經》。 

 

《金剛經》就解答二十七個問題，這二十七個問題是誰講的呢？又是無

著菩薩請彌勒菩薩下來。他的五部大論之中，有一部名《金剛般若論》解釋

《金剛經》。它把《金剛經》分析為二十七個問題。這二十七個問題，大家一

是要依著，這二十七個問題是彌勒菩薩負責的，不是我負責的。是他負責，不

會錯的。但可惜現代的人，中國人去解《金剛經》很少解，有三幾本是對的，

其他的都是不怎麼對的。 

 

『雜般若』就如何？《金剛經》最重要。《金剛經》之中，百多家解

釋，不過不用理那麼多解釋，依據彌勒菩薩的解釋最穩當。彌勒菩薩的解釋，

就二十七個，就是我這個本了。不過我解釋得不是好，將來希望再改、再版會

再好一點。了解《金剛經》，便『雜般若』經都可以解了，如此一樣了。六百

卷《大般若經》便一點困難也沒有。你會說：『我學般若就想…。有些人就歡

喜簡簡單單，我工作都那麼忙，簡簡單單又如何？』 

 

《心經》一本，《心經》。你會問：『《心經》又學些什麼呢？』這

樣，你又解解吧，越簡單就越難解嘛，是不是？《心經》提綱挈領，它把《大

般若經》，六百卷《大般若經》撮為二百多字。我講完《金剛經》的時候，我

有一個《金剛經》…。不對，我有一個《心經》的講義，還未發表的。了解

《心經》就已經對《般若經》思過半了。再進一步了解《金剛經》，對那二十

七個問題，你能夠解答。然後再進一步就《大般若經》。《大般若經》，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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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就一定要把《現觀莊嚴論》來對讀才可以。 

 

把《現觀莊嚴論》來對讀呢，就是…現在葉文意已經拿了我那本，我女

兒說已經交了給她。看她如何把它來整理、來到給他人講了。看她有沒有這個

耐性了？現在王聯章又不肯後人，我那天去他那處，不是…那處。在他的桌

上，還打開本《現觀莊嚴論》在做。我問他：『為何你還在做？』他說：『不

是的，我現在還在做。』他想做，王聯章想做一個《現觀莊嚴論》的專家，中

國的其中一個。好的，我鼓勵他做的。他…。」 

 

同學：「我還有一個問題你未回答的。」 

老師：「你在問什麼？」 

同學：「無明。」 

老師：「你問…，他在說什麼？」 

老師：「我只是…，我沒有十次、八次，我記不到人名的。你問什麼是無明

嘛？」 

 

每一個識都一定有五個心所，一定最少五個心所。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這些主要是五個心所而已。第七末那識就不止五個了，第八阿賴耶

識只是得五個。你儘管聽，你不用太著緊的。第六意識的心所多至怎樣？多至

五十一個。第六意識，五十一個，它呢…。心所有六類心所，六類，Six 

Kind，六類心所。第一類謂之遍行，任何時間都出現的。 

 

第二類名別境，已經講了，是不是？別境有五個。遍行五個，別境五

個，已經是十個了，即是第六意識最少有十個了。別境又如何？「欲」，對於

未來的東西我想得到，便是「欲」。「勝解」，對這樣東西毫無疑惑的，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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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勝解心所」。 

 

「念」，對於過去的東西我會回憶，是「念心所」。「定」即三摩地，令我精

神集中於一種境的。你們整天學修，有些人還走到美國來到修個「定」。有些

人整天念佛，何解？讓你的心不要意馬心猿，集中於阿彌陀佛那處。「定」 

 

「慧」，智慧，我們尋求智慧…。什麼？ 

 

同學：「沒什麼，聽電話。」 

老師：「智慧啊。智慧是會決擇是非善惡，『慧』。」 

 

這五個心所在某一種特別的 Object，特別的境界，某種 Particular 

Object；別境嘛；然後它才出現的，稱為「別境心所」。總共十種心所了，好

了。還有十一個名為「善心所」的，如果它一出現了，你的心便是善的了。你

的心起善心，即是說這十一個「善心所」中，有一個在你的心裏面。除了十一

個「善心所」…。十一個「善心所」還未講，日後再講。十一個「善心所」加

上五個「遍行」，五個「別境」，便是二十一個。是不是？ 

 

第六意識有五十一個嘛，還欠三十個。有六個「煩惱心所」，有六個心

所稱作「煩惱」，這個是最壞的。「煩」即煩躁；「惱」即惱亂。它一起作用

的時候，令你的身心煩躁，令你的身心惱亂，是最壞的。如果你臨死的時候起

呢，你人都不能到，最高的只能做鬼。這六個「煩惱心所」，你臨死的時候最

重要不要被這六個「煩惱心所」，有一個起都了不得。指第六意識…。 

 

六個「煩惱心所」，第一個謂之「無明」。「無明」是什麼？與生俱來和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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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後天的。「無明」譯作什麼？Ignorance。是一種什麼？盲目的衝動，沒

有理性的衝動。你閣下有些時忽然一股衝動起了，不理那麼多的。是不是有些

時有這種情形？這個便是「無明」。有些時明明事事都是清清楚楚的，忽然好

像覺得總是弄不好、迷迷茫茫的，一個「無明」起了。「無」不是作「沒有

了」解，「無」即是 Anti，抗拒；「明」即是智慧。這東西是一種盲目的衝

動，這種盲目的衝動專門對抗智慧的，有它就沒有智慧；有智慧就沒有它的那

種。 

 

「煩惱心」最厲害的便是「無明」，Ignorance，又稱作癡。「無明」即

是癡，「癡」者蠢也。如「他是癡的。」蠢，又稱作愚，「愚」即愚蠢。愚

癡、癡、「無明」是同一樣東西，都是 Ignorance。明白嗎，「無明」？我們不

斷有一個「無明」的種子，一下子便起了。那「無明」起的時候，便引出很多

東西起的。起的時候，跟著他便「發火」（發怒）了，此謂之「無明火」，是

不是？忽然無明起，他呢…。當你入定的時候，很好的時候，忽然無明起，它

便引起。引起些什麼？引起其他一些惡意的思惟和它同時起了，想著一些壞的

東西。無明是最壞的。 

 

如此，第六意識的無明，你肯專心念佛或是什麼的，暫時是可以壓著

的。你的智慧在起的時候，無明被它壓低。所以你修禪定的時候，就把無明壓

著，定力把無明壓著。但定力只能壓著，你剛出定它又來了。你想剷除無明要

什麼呢？要智慧、修觀、般若，知道個「我」是空的，一切東西都是無自性

的，一切都是如幻的。當這個幻的思想起的時候，你這樣去了解。如此，習慣

了那麼多，無明便不能起了。漸漸起，無明便完全沒有了力量。當無明很軟弱

的時候，你入定入至很深的時候，你那種修觀的智慧，引發出一種很超卓的智

慧，那種稱為無漏智，即是般若智，無漏的。那種無漏智一爆發的時候，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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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之見道，暫時把所有無明壓低了。到了他出定，那無明又起了。明白嗎？那

個稱為無明、謂之癡。 

 

除了癡之外，還有一個貪。貪是什麼？對於一件東西很高興，想佔有它

的，謂之貪。貪和慈愛不同，有些人認為仁慈也是貪。一個作為仁君的人，他

對老百姓好仁慈，他不就是貪那些老百姓？貪是要據為己有，自己享受的，謂

之貪。丈夫對於太太的那種心呢？貪。媽媽對於子女呢？也是貪。不過她在某

種關頭，可以把貪心壓低，以仁慈來替代了貪。交換的，媽媽對於子女，平時

就：「這個是我兒子。」你對於兒子特別好，對於別人的兒子則不怎麼好。對

於你自己生的就那麼好，顯然就有一點貪的成份了。但這貪的成份，壞不壞

呢？這些不是很壞，因為這種貪不是惡性的貪，是無記性的貪，不壞。將來如

何判斷？就要學唯識才能判斷得到了。 

 

貪到極，遇著…。譬如遇著這樣，剛剛火山爆發來了，你救你的兒子或

是你救自己呢？她會犧牲自己救兒子的。那時候的那個便不是貪了，不是想佔

為己有了，她讓他得一條生路。所以仁慈和貪是只差一點點而已。耶穌上十字

架，那是仁慈不是貪。他貪那十字架很舒服嗎？是不是？他不是貪。但是貪富

生財便是貪。那些君主貪那君位，不捨得死。如秦始皇不捨得死那些便是貪

了。貪即是想佔有、沉迷、黏著，又稱貪著。「著」即黏著，就如馬「叉」

（插）了隻腳入泥漿處總是拔不起的——著。此謂之「著」。就如蟲飛進蜘蛛

網中，一黏便困著，走不了。貪著便是如此，世界的事物就如一個網，一起貪

心便黏著，謂之貪著。 

 

無明即是癡；貪。嗔，嬲怒，嬲怒必定是壞的。貪有惡性亦有些不是惡

性。癡呢？都有些是惡性，有些不是惡性的。獨是嗔，貪、嗔、癡中的嬲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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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嬲怒，這個必定是惡性的。嬲怒，發脾氣會做成什麼？殺人。你不發脾氣

是不會殺得人的，不發脾氣世界上是不會有戰爭的。嗔怒心起呢，仁慈心一定

被它壓低。嗔怒心大呢可以殺人。小的可以不理睬你，拉長面孔。這個便是

嗔。嗔心就一定是惡的。貪和無明就不一定是惡，所以臨死的時候，起了無明

或起了貪都不算是大礙。如果起了嬲怒，嗔怒心就入不了人天的，一定是下惡

道的。貪、嗔、癡，三個了，（應是）六個的。 

 

 

疑，「疑」者其實是不需要獨立的。疑是什麼？對於三寶的道理，對於

真理沒有一種嚮往。有一種人明明知道是如此的，他都不肯接受。你見過人們

戒煙嗎？明明知道吸煙是會生 Cancer 的。「唏，是如此還是要吸的。」有很多

人是很聰明的，明知嫖賭飲吹是會墮落的，他還是要去。這是什麼？對於真理

沒有一種服從的心，猶豫，明白嗎？那種猶豫不前的那種，不是我懷疑，對於

經不明白，我懷疑，去尋求理解。不是那一種疑。這種疑是明明真理擺著如

此，而他不接受的那種疑。如果是禪宗的人就會說：「大疑大悟，小疑小

悟。」是不是這種疑？不是這一種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是尋求理解的

那種疑。那種不一定是惡的。這種疑是弊的，明明真理是如此，他偏偏不信。

人是這樣的，明明知道那是錯的他還要做。 

 

四種了。「慢」，「慢」又如何？何謂之「慢」？你比我好很多的，我

偏偏覺得，「差不了多遠吧，你比我好不了很多。」「慢」，這個是最低微的

「慢」。其他的呢？明明他比我好很多的，我說：「不就是一樣。」很多是這

樣的。你呢？有誰不是的？你們不肯講出來而已，你心中也是如此的。「你

『好架勢』（很了不起）嗎？我和你不就是一樣。」明明他人比你好，你偏偏

說是一樣。有沒有這樣的？有的，尤其是女子，小女孩。她沒有她人般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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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說：「一樣。」明明她人比她漂亮的、比她標緻的，她偏偏說是和她一樣

的。有沒有這種心理？…沒有。必然是有的，沒有是假的。你現在或許沒有，

你現在大了，年輕或許會有。最不服氣的是小女孩，說她人比她漂亮是最不服

氣的。還有，明明他人比他好很多，他卻說與他人一樣。還有呢，明明是相同

的，他偏偏說自己高人一等。是不是？所以呢，明明大家的文章都是如此，他

就覺自己比他人好，必然是如此的。讀書人最厲害，即是「慢」。「慢」又不

一定是很壞的，但有些都不是好的。 

 

我是「慢心所」最厲害的，看不起人，「慢」。王聯章都是，他還說：

「我是學你的。」真是被他激壞。學佛的尤其是學般若，學唯識的人是很

「慢」的。現在那些皈依、守戒的人，一守戒穿上件袈裟，就像是了不起，其

實他是戒體也沒有的。受戒的時候念什麼都不知，便走去受菩薩戒，受完之後

菩薩戒是講什麼的他也不清不楚，他還說…。他人看《菩薩戒》，他便說：

「不看啊，不看。罪過了。」他自己又不認識。那些人「慢」，他以為…。那

件袈裟是麻布而已，那件麻布是不能陪著你。你死的時候輪迴六道，它不能拉

你回來的，沒有用的。 

 

所以呢，我不講自己。講香港有一個人名江妙吉祥，她有一句話。她

說：「現時出家的比丘尼，未曾學識經就先學了我慢，以為自己是天人師。」

真是如此的。現時的出家人以為自己燒幾個洞在頭上，穿上件袈裟就是天人師

了。不是的，天人師是要講你的道德，不是在乎那幾個洞的，是不是？你要了

解才好。 

 

「慢」，貪、嗔、癡、慢、疑，還有一種名惡見。惡見是什麼？第一種

惡見是什麼？第一種是我見，本來是無我的，就如剛剛你一樣。本來是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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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偏就說有個我。現在你稍為知道個「我」是沒有的，知道不？稍為肯放

棄一點不？將來你一旦完全放棄，你便會很好了。你一旦完全放棄，你會很

好。你一旦完全放棄，你一念佛就諸佛加被，你便靈（驗）、念咒亦靈、念錯

都靈。你一旦放棄之後，你一發菩提心，念咒念錯你都靈。…惡見，我見是一

種見，本來無我卻執著有我。本來我們的生命，每一剎那都在生滅、生滅的，

偏執著我們的生命是永恆的。又還有些人執著「人死如燈滅」，沒有來世的。

我們是沒有來源的，死後是「人死如燈滅」，什麼都沒有了。那些是什麼？執

著我們是永恆的，那些稱作「常見」，是不是？執著我們死後是「人死如燈

滅」的，那些稱為「斷見」。執著事事物物都是空的，什麼都不用理，空的，

馬馬虎虎便行了，此謂之什麼？「空執」、「空見」。你執著什麼都是有的，

此謂之「有見」。此等謂之惡見。有惡、有不惡的，不過普通我們稱之為惡

見。 

 

如此便是六種，煩惱有六種。還有，有些人…。還有一種惡見是這樣

的，我這個見解是最對的，此謂之「見解見」了。有一種人是這樣的。迷信是

一種見，例如呢？有一種人說那些坐月婦人污穢，生產的時候記住不要念佛。

你念觀音菩薩，你生產的時候不要念，怕會污穢了觀音菩薩。這些是什麼？這

些是一種…，是一種不正見來的。觀音菩薩你怎會弄污穢他呢？生死關頭你最

應該是念他嘛。生死關頭你卻不念，你平時有空你就念，你豈不是蠢材。所以

你要念觀世音菩薩，遇著你生產的時候，記住…。印光法師說的，記住點念

他，一定會來幫你忙，這樣才是有用的。 

 

還有一些人執著了，有一些人執著最不好見到那些「四眼婆」、那些有

孕的人。見到她便弊了、污穢了。有些人是這樣的。以前我是小孩子的時候，

我媽媽是最怕就是在街上被那些「四眼婆」衣褲騎到的，又說回來便會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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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是如此的。這些是什麼？這些都是邪見。此謂之惡見，明白嗎？這六

種稱作煩惱，隨便一種起都會令我們身心煩躁惱亂的。 

 

煩惱之中最重要是無明，無明不起其他種種都不能起的。必定先有個無

明一齊起的，所以這個最厲害，此謂之盲目的衝動，無理性的衝動。即現時心

理學上所謂的那種 Unconsciousness，無理性的。 

 

老師：「嗄，夠了，過了時間。…」 

 

…因為講起有些…，一切眾生「其心流注，佛悉能知。」是否講到這

裏？講到這裏的時候，陳太便問我，「其心流注」，我們的心。看經又有所謂

心，又有所謂心所，她說弄不通。我就說，她就因此…。對於何謂心、何謂心

所都弄不好，你學佛就很「籠統」的。你那些如此基本的都弄不通呢，你看佛

經到最後結果只得「籠籠統統」，一定不會得益的。 

 

看《般若經》還可以，看其他經是不行的。你不用的，你看《般若經》

就不用對於那些心所作分析。知道何謂心所，知道有多少便行，不用詳細，看

「般若」是不用的。但你除了看《般若經》之外，你如果對心所不了解的呢，

一定是不行的。說可以的只是騙人而已。 

 

那天因此她問了心所，我就給她講了。心所那天我講，記得不？心所的

定義是什麼？是那些心的附屬作用，附屬作用。認識的主體八個就稱為八個

識，識亦名心，即是每個眾生有八個心。八個心呢，每一個心都有很多附屬作

用，稱為心所有法，即是每一個心所有的附屬作用。懂得解嗎？如此心…。不

是說一個附屬作用就通行於八個心，每個心即每一個識都有它的很多個附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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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不是？如果把心的附屬作用來作分類，就分為六大類，是不是六大類？

第一類是什麼？記得不？所以有很多人怕我就是這個原因，講的時候我會問問

你的。第一類是什麼？講吧。 

 

同學：「遍行心所法。」 

老師：「知道他是行的。他如果不自暴自棄呢，他一定行。除非他開始後自暴

自棄呢，則沒有辦法。你不要不高興，只要你不自暴自棄呢，你一定

行。你自暴自棄就什麼也不行，是不是？第一類是遍行心所，『行』

者是活動，『遍』是普遍，普遍活動的。即是任何一個識出現，都有

它這一類附屬作用跟隨著的，謂之遍行。已經解過了，我現在替你溫

習。遍行有多少個？」 

同學：「五個。」 

老師：「五個。當面看看便行了。五個。第一個，觸，是不是？第二個是什

麼？記得嗎？」 

同學：「作意。」 

老師：「是的，作意。注意，Attention，作意。」 

 

三、受，苦樂的感覺。第四、想。「想」字我告訴你，你不要…。（假

設）一個人有一百歲，你未必有一百歲。如果你一百歲你計算一下有多少個小

時，你算算，如果你一百歲不死你有多少個小時？一百歲才死。 

 

同學：「要慢慢地計。」 

老師：「你要慢慢地計，沒有多少的，「有限公司」（很有限）而已。」 

 

所以你的壽命是很少的，是不是？不是很多的。你不要白花了時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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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糟遢了，明白嗎？所以那些講經的「烏里馬叉」（亂來）亂講，坐在他那

處聽一個小時，你付出的代價很大，你知道不？一世人沒有多少個小時，你拿

出一個小時來聽他講些不三不四的。所以我就教你，你先考考老師，然後才向

他學習。考他吧，如何考？你很客氣地請問他便行，實在是考他。 

 

「何謂想？」不論法師或大居士、法師或大德，「五蘊就是色、受、

想、行、識，我不是很明白，何謂之想？是否胡思亂想？」你試試這樣問他，

照著我如此問他，如果他答錯了，你以後不要花時間去聽。你明白嗎？你還要

勸人不要去聽，何解？「我不捨得花一個小時的生命，我不忍你去花一個小時

的生命。」你明白嗎？「我勸你不要聽，我就是布施給你。」明白嗎？這個計

算你明白不？你花一、兩個小時去做些沒有益的事，我便勸你不要去，即是我

布施給你。你明白嗎？我幫助了你。你聽得明白嗎？所以那種人要抵制他。何

解？學佛法最重要，現在的人都說「馬馬虎虎，求求其其」。佛教並非如此

的，佛教大名鼎鼎的三論宗大家聽過不？ 

 

三論宗的吉藏法師，講來講去，說佛不外兩回事。他說什麼？第一類是

破邪，第二類是顯正。邪的不能「馬馬虎虎」、「求其」之類的，邪必須要

破，破邪有功德，不破邪如何能顯正，是不是？一個人有病，你不給他消炎藥

掃清細菌，掃清發炎菌，你一路用補藥替他補血，如此即是增加了細菌的營

養，更弊。所以要破邪顯正。 

 

還有，吉藏法師還說，破邪之外沒有顯正，破盡邪便是正了，你本來便

是正的，把你的邪破盡，你便是正了，還那用去找正？不用在破邪之外另外找

個正。所以他…。所以歐陽竟無就有一句話，歐陽竟無在南京高師處（哲學研

究會）講「佛法非宗教非哲學」的時候講的。他說學佛有一句格言，應該要信



26 

受的，有一句格言。有一句格言學佛的人應該要信受的，是什麼呢？那一句說

話就是，「不用求真」，不需要向外面找尋真的東西；「但須息妄」，只要你

把你那種邪妄的心平息了。平息這個「息」字，停了它。不需要息妄，妄即是

邪。不用另外去顯正的，破邪之外就不用另外去顯正的。破邪便是顯正。所以

你讀龍樹菩薩的東西，常常是破，他都很少講正，正面的東西。是不是？所以

你…。你考老師最好這樣，「何謂想？」想蘊。想蘊那些人解作胡思亂想。 

 

如 果他說是胡思亂想，便是錯了，他不讀經。他這種人是不讀經的注解，

這種人沒有資格為人師。我以前聽過一個…，我在香港，戰前我有一位師兄弟

名陳靜濤，在一家電器行做經理的，他拉我去聽一位大德講經。這位大德原來

是一位很大名鼎鼎的前清舉人，又曾在日本留學，還協助梁啟超編報的。我不

說他的名字了，總之名氣是很大的。 

 

他講《心經》，原來他講的那套《心經》，是呂祖解的《心經》裏面找

來的。後來我看了一本書，有一本《心經》的注解，說是呂祖解的，說它是呂

洞賓解的。呂洞賓解《心經》，它這本書是怎樣來的？原來呂洞賓有兩套經是

他解的，一套是《金剛經》，一套是《心經》，說是呂洞賓解的。冤枉了呂洞

賓，實在是不知那隻邪鬼冒呂洞賓，呂洞賓不會如此「水」（差勁）的，呂洞

賓，呂洞賓是相當好的。這個是扶乩扶出來的，扶乩就扶出很多很好的東西。 

 

譬如《關帝經》便是扶乩扶出來的，很好的，一氣呵成，如長江大河

般。有沒有讀過，《關帝經》？不必讀，不過這本經也是勸人為善的，很好文

氣的，扶乩扶出來的。扶乩扶出來的，都有很多好東西的。原來他繼續扶，香

港的道德會，不知名為道德會或什麼會？繼續日日扶乩，日日扶了呂洞賓來到

講《金剛經》，日日講。每日紀錄起來輯錄，輯錄起來就稱作什麼？《今聞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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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金剛經》。 

 

如果你見到這一套書，或許加拿大有也說不定，如果有便是這一套書

了。一套是《今聞顯微心經》。有兩套這樣的經，印得很漂亮的，香港道德會

出版的。他就在那處解了，何謂五蘊呢？他說五蘊第一是色蘊，「色」者食色

性也，「色」便是女色之色。一個人見到女色，最容易受誘惑的——「色」。

於是「受」，這種女色覺得很舒服，很享受了。「想」是回去便胡思亂想了，

他是如此解個「想」字。想了之後，去追求，追求物欲了——「行」。於是結

果心田裏面種下了壞東西——「識」。他的「識」字讀作「志」，我記得了，

色、受、想、行、識（「志」）。個心便常常記著這一套東西了。 

 

前清舉人，虛雲法師弟子，我不稱他為大德，陳靜濤先生就稱他為大

德。拉著我去聽，不只拉了我去聽又拉了兩個翰林一起聽，當時香港大學有一

個翰林，名區大原，在香港大學教。最初在香港大學教中文系的有兩、三個翰

林，一個是賴際熙，即賴恬昌的父親；一個是區大典，南海人，滿口西樵話

的；一個是區大原，區大典和區大原是兄弟翰林。 

 

他拉了兩個翰林去聽，又拉著我去聽。聽完之後，陳靜濤就問兩個翰林

公：「你聽完這位大德，講得好嗎？你覺得如何？」我記得區大原這位翰林，

他怎說？啊，記不起了。即如莫名其妙。他說：「莫名其妙。」講南海話。他

說：「不明白。很多書我們都讀過，這些聽不明白，佛法高深到極。」陳靜濤

又問我如何？當時我年輕氣銳：「我看過很多《海潮音》那些，知道他講錯

了。」我說：「你啊，陳先生，你不要叫人去聽，害死很多人。今天去聽可幸

區大原他不懂。」區大原呢，我記得了，他當時說：「蒙頭蓋面。」他說聽完

之後蒙頭蓋面。「蒙頭蓋面。」區大原講的。我說：「可幸他蒙頭蓋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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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聽到他說的，便害死他了。害人，你不要啊。你不要一味介紹人聽經，你害

人啊，不要做。」當然是香港佛學會，不是現在的佛聯會，有一個名香港佛學

會。在小祇園旁邊的，陳靜濤極力搞的，這個會後來倒閉了。我說你不要這

樣。 

 

你不妨這樣考考他，「想」。我現在能，「想」是什麼？取像。取像，

取一個像，譬如我見他，當我眼識起的時候，看見他穿了一件藍衣。一定要把

它藍的這個 Image，把捉到它。如果它把捉不到藍，我根本沒有辦法有感覺，

「取」。眼識有一種取像的作用，聽得明白嗎？這種取像作用，稱為眼識裏面

的「想心所」。聽得明白嗎？有一種附屬的想。我看見一個黃，有一個黃的

Image，把那種黃取進來的那種作用，便是眼識的想心所。 

 

耳識聽見汽車「呠呠」聲，我們只會覺得它「呠呠」聲，而不會聽到

它，「這個是任劍輝唱曲」，不會的，一定是如此。能夠聽到它「呠呠」這個

形象取下來，這種是什麼？耳識裏面的想心所。明白嗎？ 

 

當我嗅，這杯很香的茶。一嗅，我只是覺得個嗅，我不會說這個是廁所來的

味，明白嗎？嗅，把這種茶香的味。這個稱作什麼？鼻識的想心所。每個識的

想心所都是不同的，聽得明白嗎？ 

 

舌、身，不用解了。意識的想心所更厲害了，意識啊。意識又如何？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的想心所，純粹是感覺來的，意識則不然。感覺

即是現在所謂 Sense，感覺。意識則不是了，有 Concept 的。譬如我看，眼識

只是看到「黃澄澄」而已。如果是意識又會想到什麼？這一種稱為黃，這些不

是藍，這些是黃，有個黃之 Concept。更進一步，這個是意識的想心所。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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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那識有沒有想心所呢？第七末那識常常什麼？你告訴我。常常執個我。但第

七末那識執個我，和第六識是不同的。第六識會，「我見到他。」你姓什麼？ 

 

同學：「姓江。」 

老師：「姓江。這位是江濱的我，這位是老羅的我。」意識就會這樣想的。是

不是？ 

 

但第七末那識是不知的，它根本是不會望你老江的，它只是覺得有一個傢伙。

這個傢伙是否老羅？不是。它根本姓羅什麼它不知，總之是有一樣東西，它時

時想著、這樣東西是把持著它的。那個是自己，時時有一個自己在那處，時時

對這個自己起一個衝動。留意，所謂衝動兩個字，剛剛和理性是相反。你用英

文，如果是有意識的、有思想的就是 Conscious。如果是衝動呢？便是

Unconscious，沒有理性，沒有思想的，總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第七末那識只是衝動，時時覺得有一個自己，起一個自我的衝動。當它

起一個自我的衝動的時候，有沒有個想呢？有，也有的，不過是很微的，總之

有一樣東西。有一樣東西，把這一樣東西稱作「取」。聽得明白嗎？「想」，

第七末那識——「想」。 

 

第八阿賴耶識，就如一個機械，就如一台電腦，怎會想呢？很難，很難

實現了。那又如何？暫時你用邏輯來到講。問題就是這樣，你信不信邏輯？不

信不行，何解？你不信邏輯，你什麼都會「撞板」。你說佛法是超越邏輯，佛

有超越邏輯，有不超越邏輯。是不是？ 

 

講世俗諦就不超越邏輯，一定要合邏輯。超越邏輯，非邏輯所能把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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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就是勝義諦。所以有些不通的人，什麼都講…，開口就說不需要講，講便

不對了。這種人又是害人不淺，他只是講勝義諦。其實常常講勝義諦的人，根

本就是不認識勝義諦的。你明白嗎？一定要信邏輯。 

 

等於你這樣。你有多少身家，會計師替你計，計出了一條數你都不信，

你必然撞板的。一定要信的。凡是一間公司的數目，一個會計師替你算得清清

楚楚，核對無誤，你必須要信，你不能不信。邏輯一定要信，如果你信邏輯，

便很容易講了。識有多少個？你的答案是多少個？八個，八個識。 

 

八個識裏面，第一個是眼識，有沒有想心所？有沒有？有。第二個耳識

有沒有？第三、第四個，鼻識、舌識有沒有？第五、第六個有沒有？有，這六

個有。第七末那識有沒有？有沒有？有。我剛剛講了，是有的，衝動也是有

的。好了，八個識之中，前七個識是識來的，是不是？現在歸納，前七個識都

有想心所，是不是？第八個識是不是識來的？是識。即是說前七個識都有想心

所，第八個識應不應該有想心所？應不應該有？邏輯嘛，應該有嘛。這便是

了。第八個識阿賴耶識應不應該有想心所？有。是的，斬釘截鐵，是有便說是

有。 

 

不用猶猶豫豫，不用怕，怕什麼？現在有上帝來罰你嗎？不用怕，最重

要是斬釘截鐵。你明白嗎？你將來學我這一套，斬釘截鐵，如此你將來，三、

兩年之後你會很出眾。猶如上山，上多兩場望望下面，零舍不同的。好了，第

八識都有想心所。這些便是我講的遍行心所，觸、作意、受、想、思。記住，

記住。 

 

你們看佛經看見個「思」字，你不要作思想解。你又可以考老師，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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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思」作思想解，你又不要花時間去聽。何解？你的生命，你花了一小

時，你便虧了一小時的生命。「思」，佛經裏面的「思」字，不是完全，大部

分又稱為思惟。思惟，你不要把思惟譯做 Thinking，是如此你便是「水」（差

勁）了。不是的，佛家的思惟不是。佛家的思惟是指意志。 

 

好了，我講過的了。Aristotle，阿里士多德，他把靈魂…。阿里士多德是

相信有靈魂的，阿里士多德認為靈魂是有三部分的，一部分是認知事物的，即

是什麼？Understanding，了解事物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什麼？情感，

Emotion。第三部分呢？意志，決定我要怎樣？我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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