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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密灌頂的時候，那些正式灌頂，兩部，一部是胎藏界，第二部是金剛

界。不過現時的阿闍黎慈悲，胎藏界、金剛界合起來一起替你灌。你灌了之

後，你歡喜修胎藏界法又可以，金剛界法又可以。譬如你灌頂就這樣，灌頂就

是這樣，首先是阿闍黎答應讓你入場灌頂，你便入。入場灌頂必然是在未灌頂

之前，普通的他要你唸幾多篇懺悔文之類。在唸完之後，他說何時何日或釋迦

佛誕日替你灌頂。開壇灌頂，你便去，你要做定袈裟必然是搭著。搭著紅袈

裟，敬愛嘛，你入去。它有一個壇的，你在外面等，普通的便是如此。東密很

嚴重，藏密還有些時很鬆。他入壇便找個人守著壇外面，有一個象王菩薩，用

檀香木或什麼做的，是一隻象來的。一隻象放在門口處，你當天齋戒沐浴灌

頂，穿好衣服。他有一個人帶領你，有一個人帶領你的。一個使者站在門口帶

領你，讓你結一個獨鈷杵印，這個杵。然後你在門口處，他一手拉著你，你這

個印在這裏，帶你入。他告訴你，你不要碰到象王菩薩，如果碰到你便不能進

壇，你小心，「跨過。」他說你要跨的時候，你便跨但不要踢到隻象。踢到隻

象呢，普通的那年之內，他不准你再灌頂，第二年才讓你進壇的。第二年又踢

到呢，三次他便一輩子不讓你進壇。如此他便囑咐你小心，他囑咐你大步跨

過，你真的大步地跨。那個象王菩薩只有一尺高左右，沒有理由一尺高都跨不

過的。 

 

同學：「是跨過象王菩薩？」 

老師：「跨過，是要跨過去的。」何解呢？因為他要你灌想你是金剛薩埵，佛

的繼承人。他要你如此灌想你自己是金剛薩埵。樣子不是這樣的，全

身紅蓮花的顏色，整個就像觀音菩薩的樣子。踏腳的時候，每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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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有一個百葉蓮花托著你的腳，你是金剛薩埵，即是佛的繼承人，

即是皇太子。如此，跨過的那個…，象王菩薩是守門的，跨過它進

去。進了去，他便拉著你的手帶路，帶著你入到前面，有一張四方

檯。四方檯有一張名 Mandala，曼達拉，稱為壇城，是胎藏界那個毘盧

遮那佛的壇城，Mandala。那個壇城普通的是這麼大張，一碼闊，一碼

長。大日毘盧遮那佛就坐在中間，八個佛圍繞著，普通的便是如此。

東面是阿閦鞞佛、南面是開敷華王佛、西面是阿彌陀佛、北面是釋迦

牟尼佛，四個佛圍繞著毘盧遮那佛。兩個佛中間有一個菩薩跟著的，

阿閦鞞佛就有一個普賢菩薩跟著；開敷華王佛就有一個文殊菩薩跟

著；阿彌陀佛就有一個觀音菩薩跟著；釋迦牟尼佛就有一個彌勒菩薩

跟著，這便是四佛四菩薩。一個蓮花形的，中間那處即 Central，便稱

為中台，稱為中台八葉院。八片葉，每片葉都有一個佛菩薩。毘盧遮

那佛就在中間坐著。他便帶到你那處，讓你不要動那隻手，讓你伸直

隻手。你伸直隻手的時候，剛剛手尖對正毘盧遮那佛，他就給你一朵

花，普通的是給時花或什麼的，白蘭最多了。如果沒有花呢，給你一

塊樹葉之類，給你一、兩塊樹葉，此稱為獨鈷杵印。夾著它，伸直隻

手，不曲的，伸直的。你進去之時，他把你的眼矇著，他怕你看他的

象王菩薩嘛。他拿一塊東西遮著你的眼。 

 

同學：「那你便會踢到。」 

老師：「他告訴你，讓你大步跨嘛。可能忘記了告訴你。」 

必定矇著眼的，矇著眼就表示你眾生被無明遮蔽了，他要藉著佛的加持，帶你

進入壇城。如果你走過了它，他把你拉到對正那個壇城，你手尖的那

朵花對正毘盧遮那佛。然後有一個羯磨師。那個阿闍黎就坐在裏面，

羯磨師走開來，他便加持你。加持你讓你「投花」，投那朵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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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聽到「投花」便張開手，那朵花便掉下去。掉下去普通的，要不

是擲在毘盧遮那佛那處，但是很少擲得中的，必然是擲歪了的，因為

你隔了那麼高嘛。中國人最初擲在阿彌陀佛那處，歪了一點便是阿彌

陀佛那處，西邊對正，阿彌陀佛。這個就是毘盧遮那佛，這個是阿彌

陀佛，這個便是阿閦鞞佛，這個是開敷華王佛，你剛剛對正。一擲掉

下去，一彈便彈去阿彌陀佛處。如果走歪這邊，便是釋迦佛那處。如

果再歪一點，便是觀音菩薩那處。那又有很湊巧的，彈是跳得很遠。

在外面不能擲下去的，走了去其他地方。它三格中他走了去第二格。

還有一些不知怎的，有些人是很高的，不知是緊張或什麼的，一放的

時候一彈…。是一個圈來的，一弄弄到圈外，便說請你下一次再緣夠

了。如果是在裏面呢，它是有一點空位的。有一點空位呢，擲不中時

那個羯磨師就會…。那個羯磨師是這樣的，他先修文殊菩薩法，當他

為文殊菩薩，以文殊菩薩做羯磨。 

 

那個師父就入毘盧遮那的定，當自己為毘盧遮那。那個羯磨師就當自己

為文殊菩薩，用一支柳枝一撥，替你把它撥正。即他有此權力，為你撥正。是

這樣的。在外面就不可以撥的，在中間，在間隙中，他為你撥正。投了。於是

那個羯磨師來為你解，他親自為你解。他必定說這句話：「文殊菩薩現在親自

為你解開智慧的眼。」他便替你解，解了之後，「你看看。」讓你看，「這個

便是你的本尊了。」譬如你是阿彌陀佛呢，那你便是什麼？阿彌陀佛是你一個

特別本尊，總本尊就是毘盧遮那佛。就是這樣的。 

 

同學：「看你跟那一個菩薩有緣。」 

老師：「是的，看你跟那一個有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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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然後…。之後那些人便恭喜你，帶你去坐。那個大阿闍黎就坐在那

處，他入毘盧遮那佛定，當他為毘盧遮那佛。那個人說：「你便是金剛薩

埵。」你便在那個法師面前，你首先頂禮他，頂禮之後便坐在那處，那個法師

就開眼。開眼呢，把一頂帽子，一頂那些毘盧帽，差不多像是英皇的那頂，戴

在你頭上。那頂金剛薩埵帽有兩隻「鈪」（鐲子），有兩隻金屬的「鈪」，讓

你戴著。然後教你結一個印。如果你是胎藏界便結這一個印了，普通的是叉手

合掌。現在的印度人很多不一定懂的，是這樣的，右疊左的。現在讀經說什麼

「叉手合掌」其實是這個。如果普通合掌便是這樣的。這個印是胎藏界的毘盧

遮那佛，他叫你結這個印，教你唸三遍咒或七遍咒。這個毘盧遮那佛便是這樣

教你， 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ṃ，必然是這一句的。 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ṃ a vi ra hum kham，你跟著他唸七遍，唸完之後跟著呢…。 

 

每一個佛必定有一個明王的，如果你是和彌勒佛有緣，你投到彌勒佛

呢，他為你授彌勒灌頂的時候，他便做大輪明王灌頂。那個明王又有咒的，教

了你唸那個咒，跟著便教明王咒了。一個本尊，一個明王；總本尊是毘盧遮那

佛，明王是不動明王。如果是特別本尊，是觀音菩薩，他便給你觀音咒，是不

是？如果是剛剛投了一個千手千眼觀音咒，便長了。你要跟著他唸三遍或七遍

大悲咒了，以後你可以一輩子唸大悲咒。教你唸完大悲咒之後，他就有一個馬

頭明王，一個很凶惡的明王，頭頂上有一個馬頭的，馬頭明王。教你唸一個馬

頭明王的咒，你以後有什麼事…。你平時就唸大悲咒，有什麼事情的時候，你

救急或什麼的呢，你便可以請馬頭明王加被你。必定有一個佛菩薩，此佛菩薩

稱為本尊，本尊必定有一個明王跟著的。如果你剛剛投了一個明王，如此本尊

又是他，明王也是他了。這便變得簡單了，專唸他了。趙士覲不知是否不動明

王？他時時唸、一輩子修不動明王的。不過可惜他臨死時記不起。所以灌

頂…。灌完了，你就回去。在未灌頂之前，你入壇之前，你要完成一件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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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可以入壇的。 

 

我未講，此稱什麼？受戒。受了戒才准入，因為受了戒你然後才可以搭

這件衣。受戒的時候，是三級的戒，第一級就稱為別解脫戒。我不就是講過了

嗎？別解脫戒我是講過的，是不是？如果你是居士，別解脫戒便是五戒。你是

比丘，別解脫戒便是二百五十戒。你是比丘尼，便是五百戒，是不是？稱作別

解脫戒。如果你是居士受灌頂，他為你授五戒。如果你是以前受過五戒的，他

為你再受，再受是不打緊的。先受五個別解脫戒，受完解脫戒，一般的要你兩

天。如果普通的一天完成，上午、中午、下午便做完。上午受別解脫戒。到中

午呢？菩薩戒，即這一個菩薩戒。不受菩薩戒是不許進壇的。 

 

他授菩薩戒很簡單的，那些日本人替你授，他沒有在逐條讀那樣的，他

三句話便完成。菩薩戒裏面有三聚淨戒，是不是？一個是攝律儀戒，即是別解

脫戒；第二稱為攝善法戒；第三是饒益有情戒，是不是？他是簡單的，我則說

他太簡單了。那個法師就這樣，「大家跟著我講。合掌，跟著我講。」如此便

合掌，跟著講。「我盡我今世有生之日，我要守律儀戒。」如果是居士則是

「我要守五戒」。你要跟著他：「盡我有生之日，我要守五戒。」 

「得了，你受了別解脫戒。」如此說，你應該如何去做，便要去找書看了。儀

式他做了。跟著然後歇一會，他便：「現在為你受菩薩戒。」受菩薩戒又是三

句。不對，菩薩戒跟著是三聚淨戒，三句話。「盡我有生之日，我要遵守律

儀。」即是重覆第一次，你跟著他。讀完了，講完了。「盡我有生之日，我要

不作惡。」你又跟著他，「不作惡」嘛。此謂之…。不對，「盡我有生之日，

我不作惡」這個只是律儀戒。 

 

第一句，「盡我有生之日不作惡，不作一切惡」。跟著第二句，「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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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之日，我要作一切善的事我要做」，你便跟著他讀。一讀了這句便說是受

了攝善法戒。第三句是如何？「盡我有生之日，我要利益眾生」，一句話便是

受了饒益有情戒。「大家再重覆讀一次。」這樣便再讀一次。「好的。」如此

便是受了，你便受了菩薩戒。第三級的戒稱作…。更簡單，這個又如何呢？即

是你發菩提心而已。即是《金剛經》「一世我都不捨棄菩提心的」。他叫你：

「你聽著，盡我有生之日，我以後乃至成佛，我都不捨棄菩提心的。」你跟著

他這樣說，說了之後，他便用一首咒加持你，那首咒是什麼？我叫你結一個

印，菩提合掌，唸這個，「oṃ bodhicittam utpadayami」，這句話是什麼？即

菩提心不捨棄，就是這樣解了。就是 oṃ bodhicittam utpadayami，唸幾遍讓你

來讀，你以後不要捨棄菩提心的意思。好的，你受了菩提心戒。如此三場大戒

就完成了，東密便是這樣了。你便稱為胎藏戒的弟子，你可以修法。 

 

那些未修過法的呢，你先唸大輪明王，他人唸什麼你可以跟著入去，你

先唸幾遍大輪明王咒便可以了。如果有機會你便再受金剛戒，如果你是修得純

熟的，你適合他的條件，他便傳個阿闍黎位給你。我有一個法師叫我承接他的

阿闍黎位，但他要完全食素的。我說：「不行，我是不行的。」他說：「你不

行便不能授給你，不能接受阿闍黎位。」我說：「我不能接受，我不能食齋

的。」何解呢？因為我到處去，他人給我蝦餃吃，我吃蝦餃；他人給我雞吃，

我照吃雞。我是與人方便的。法師便說：「如此你不能傳法給人。」我說：

「不能傳法給人，我便教人讀。」教他唸大輪明王，讓他自己去傳，他找大輪

明王傳，相同的。情況便是這樣。 

 

好了，我今天講了如此多，這些亦是佛教的常識來的。現在說回這個

「一切有情其心流注」。如此即是說每一個眾…，一個真如體，無乎不在的真

如體顯然而成為無量無邊那麼的眾生。記住，並不是先有一個真如，後然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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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即是今天已經有真如，明天然後現出這些眾生。不是。有眾生便有真

如，沒有真如亦不可能有眾生。有真如，無始以來便有眾生，不是先有真如後

有眾生。但是有些經說，這個本來面目便是真如。這即是我們本來就是真如，

後來才壞了。不是，不是這樣解。大家一定要認識這道理，我們講次序。次

序，這個 Order，次序、次第。有兩種次第，一種是時間的次第。即是如何？

你先娶妻，後生孩子。娶妻在先，生孩子在後；再過幾十年你死，死又在後。

此謂之時間的次第，聽得明白嗎？時間次第，時間的次第就一定依著時間的先

後來發展的。 

 

第二種所謂次第呢？次序即是次第。是理論的次第，理論的次第。如何

理論的次第？其實是有此亦有彼，兩者一起的，不是有先後的。不過你講的時

候，一定要先講其一的。在理論上、在學說上，先講一樣東西，先講一樣更重

要的。真如，記住，我現在講的真如就是禪宗裏面稱為佛性。如果你是讀《楞

嚴經》的話，《楞嚴經》稱之為妙明元心。如果你是天台宗的人，天台宗的人

稱之為諸法實相。如果你是讀《維摩經》，《維摩經》稱真如做什麼？不二法

門。是不是？《六祖壇經》呢？除了稱之為佛性之外，又稱作什麼？真如自

性。是不是？真如自性。還有一些講空的人，便稱之為空性。空性，又稱作真

空。佛經裏面有些人稱之為實際。真如的名稱大概有二十多個。又有一些人稱

之為如如，為何稱作如如？如即如此，「如如」即如此如此。為何要這樣說

呢？講得出的便不對，只可以謂如此如此。即是說它如此我便還他如此，不要

加多、減少講出來。聽得明白嗎？ 

 

這個真如是體，那個「體」字如果譯為英文便是 Substance。由真如所顯

現出的眾生，無數那麼多種的眾生，便稱為用。用，作用，在英文來講便是 

Phenomena。Substance，由那個 Substance 現起無數那麼多個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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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明白嗎？用。即是，體在哲學上稱為本體，又稱實體。本體、實體都是一

個 Substance。但用 Substance 恐怕人們誤會，以為這張檯的 Substance 是

木，此罌的 Substance 便是瓷質。如此便沒有那麼雅了，於是改不用 

Substance 這個名稱，就用什麼？用 Reality 了。譯為 Reality，實體或實在。

事事物物都是假的，只有它是真實存在的，稱為實在。聽得明白嗎？如果你歡

喜道家的呢，讀《老子》的呢，老子稱之為什麼？稱之為道，老子稱之為道。

Dao，道便是這件東西了。如果你是信宗教，其他宗教的呢，便稱之為神，

God。神。婆羅門教的印度人呢，婆羅門教稱之作什麼？Brahma，Brahma。他

是 Brahma 生的，故名 Brahman。Brahma，婆羅摩、梵天。佛教就覺得名稱

上，真如是體，最好是用體、用兩個字。 

 

一、現象界。現象界者不外是無數那麼多種的眾生，無數那麼多串眾生

的總和，Total，稱作 Phenomena。Phenomena 這個字的英文是從希臘文過來

的， Greek 過來的。希臘文裏面轉為英文，如果是一件東西，一個現象便稱為

Phenomenon，是不是 Phenomenon，「-non」「-non」聲的。如果是多件的就

稱作什麼？Phenomena，眾數是「-na」。所有的  Phenomena 便稱為用，聽

得明白嗎？你如果明白，你看佛經便會很容易了。 

 

一個真如體。真如，是否先有真如，後有萬象呢？後有 Phenomena？你

想想，現在問題在於你自己選擇。現在是一條「丫叉路」，你來看看走那一

條？第一條，先有了真如，慢慢地然後現出無數眾生，無數現象。即是先有了

本來面目，然後再現出一切眾生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些東西本來是沒有

的，最先本來是一片清清靜靜，什麼也沒有的，後來才現的——一條路。一條

路了，這裏是一個答案。第二條路——無此事。有真如便有現象，有現象便有

真如。這個所謂先有本來面目，先有這樣，後有那樣呢。這個不過是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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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次第，理論之次第，不是實際的次第，不是時間的次第。記住了。這個

講法即是什麼？有真如便有這些現象，有現象便有真如，是同時有的，不會是

有先後的，如果有先後是講不通的。有先後即是最先的時候是有體無用的，是

不是？世界上你要找一樣東西是有體無用的，你都甚難找得出。科學最重要是

實際經驗上有一點東西，你找得出世界上有那一樣東西是有體無用的？有用必

有體的，你找找吧。你找一樣東西，你想一想，花一分鐘想一想。你想想你已

經大學畢業了，你啊，你想想。想不想到有一樣東西，有 Substance 而又沒有

Phenomena 的。有沒有？ 

 

你很難講，那本《聖經》就有，先有了上帝，是不是？這個宇宙是沒有

東西的，空洞洞的。一個 Extent，很大。那個上帝的精神就在做什麼？

Floating，在那個 Extent 裏面浮動，是不是？《創世紀》，《Genesis》是否這

樣講？是否這樣講？如此之後呢？上帝覺得「不爽」，是不是？於是怎樣？

「我要光。」是不是？於是他說要光。「我要分開這個空間，一橛是在上面

的，一橛是在下面的。」是不是？是不是這樣？跟著馬上便是…。他這樣想，

是不是？上帝這樣想，於是怎樣？「It was so」便即刻變成如此了。即是說先

有本體，後有現象。所有神教都如此。基督教它不承認上帝是本體而已，實則

上帝就是本體，其實是很高深的。那個本體，以前的文化低就不能用真如這個

名詞來講，它於是便用上帝這名稱來講，用個  God 來講，其實它的意思即是

本體。 

 

宗教就有，道教似乎有。但是道教都有兩派，一派認為先有「道」，由

「道」然後才產生萬物的。另一派認為這個只是理論次第而已，有「道」便有

萬物。道教都是有兩派的。這樣你答吧，兩條路，聽到不？一條路，先有了個

真如，後有萬物——一條路。第二條路，有真如便有萬物，有萬物便有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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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次第不過是理論的次第，不是實際的、時間的次第。這個是第二條路，你

取那一個？ 

 

同學：「第二條路。」 

老師：「第二條路。你取那一條啊？」 

同學：「第一條。」 

老師：「第一條。」 

 

佛教呢？兩條路都有。第一條路呢，《大乘起信論》，你聽過這本書

不？它說本來是清淨的，一片清淨，一片真如，沒有這個古靈精怪、污濁世界

的。但是可惜我們這些眾生，忽然起了妄念。忽然念起，一念的妄念就名為無

明，稱為無明了。本來是一片清淨的，忽然起了一個妄念。所謂無明是什麼？

這個妄念便是無明了，原始的無明。一有了無明呢，於是其他便生出貪、嗔、

癡等，貪、嗔等種種煩惱。於是便追求，又想如何，又想如何的。 

於是便現起這個世界了，五花八門，越弄越複雜了。這是一條路，《大乘起信

論》。第二本經教講的呢，便是《楞嚴經》，清淨本源，這個便是真如了。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即如何產生山河大地？何解？由於有三細六麤的煩

惱，如今妄作，身語妄聞。慢慢地生出來。 

 

印度的婆羅門教又這樣說，走第一條路，先有這個 Brahma，先有婆羅

摩。然後由個 Brahma 變起、幻變出這個世界，這個是印度教和婆羅門教。但

那些宗教和神教都是第一條路，佛教則兩條路都有。好了，這即是說最初的時

候，你如果走第一條路。因為最初的時候，就有體無用，是不是？如何講呢？

你能否講得通呢，有體無用？我現在問問你，你知道世界上有一東西稱作 

Gold，金，是不是？金呢，當金在山中的時候，是一塊塊，一粒粒的，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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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水中的時候是一粒粒。金，Gold  這個 Substance 便稱為體了；那些一粒粒

金沙是什麼？ Phenomena，就是用了。你曾經見過有純金而沒有一粒粒的否？

你想不想得出這個狀況嗎？想不到。即是說只要有金，不是一粒粒沙、便是一

隻隻手鐲、便是一條條鏈等等，是不是？不會是超然獨立有金而沒有樣子的。

是不是？你說它是一塊石頭，石頭也有樣子，石頭那樣都是  Phenomena 嘛。

聽得明白嗎？是不是？會遇著這個困難。如果你走第一條路，會遇著這個困

難。走第二條路呢，便沒有困難，有體便有用嘛。今天是金手鐲，未發掘出來

之前，它是金沙。金沙也是用，沙便是用，是不是？一粒沙便是用。金的質便

是體。有體便有用，有用便有體。這條好一點，我勸你走回這一條，明白嗎？ 

 

那些講唯識的就走這條路。講空宗的亦走這條路。禪宗的就模稜兩可，

似第一條路又不是第一條路，似第二條路又不是第二條路。還有一些，禪宗有

些東西是不准你講的。開口便錯，講便不對。禪宗的人講，他最妙最精（靈）

便是這個，你開口講不對。不講，你說不講也不對。開口便錯。戲論，即是荒

謬的笑話，「一落言詮成戲論」，「言」即 Language；「詮」是解釋。解釋都

不對，「詮」嘛。一掉落名詞語言，掉落解釋的，便不對，便是笑話，這些便

是笑話了。「一落言詮成戲論」，禪宗有這一派，講就不對。最精（靈）的

了，但是學哲學的人是永不接受的、學科學的人他永不接受的。這即是不講就

對了，是不是？那個白癡的便全對了，是不是？個啞子、白癡。那些哲學家、

科學家個個都不對，那個白癡才最對，是不是？白癡還要是徹底白癡，連說話

也不會講的才是最對。在科學家來看必定如此，他不信的。其實他是否不對

呢？不是不對。佛法有真如就是體，萬象那些 Phenomena 就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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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記住我這句話，有體就必有用，不會是有體無用。因為有體必有用，將

來你得到涅槃之後，不會是「死直」的，起用的，一定出來教化眾生的。教化

眾生便是用，有體就必有用。佛有三身。三身，第一、自性身即是法身；第

二、受用身即是高級的化身；變化身即是化身。法身、報身、化身，這三身裏

面有體有用。三身裏面那一個是體？問你，佛有三身，三身裏面有些是體，有

些是用。那些是體？那些是用？三個身之中，那一個是 Substance？那一種是有

相的，Phenomena 或 Form？法身，自性身。自性身即是真如，體。用呢？報

身、化身是用，一體起兩用。明白嗎？記住了，有體就必有用。明白嗎？你聽

得明白嗎？倒過來，有用必有體。聽得明白嗎？ 

 

有一種現象，一定它有一個實質的。譬如水裏面，譬如什麼？海上面現

了海市蜃樓。是幻的。幻的也是用，幻的用而已。海市蜃樓，有用無體，可以

不？海市蜃樓能不能夠說它是有用無體？不能夠，因為海市蜃樓都是由於什

麼？雲氣來的，雲氣是有質的，是不是？由於光，光是什麼？有些光子，有些

光線。那些是質來的，所以海市蜃樓都有體的。明白嗎？小孩子拿一個萬花筒

來看，古靈精怪「擰」（轉）一下又這樣，「擰」一下又那樣。這些是假的，

戲論來的。但它是用來的，它有讓你看到的用。有沒有體？你講講。什麼是

體？那些一粒、二粒，五顏六色的那些玻璃便是體。有用必有體，是不是？記

住，第一句是有體必有用，第二句是有用必有體。第三、沒有無體之用。沒有

無體之用，有用必有體，這個只是反面來講。倒轉來看，沒有無用之體。如果

你說先有真如，後有萬象，即是最初的時候是有體無用了，是不是？通不通？

不通，所以不應該走第一條路。明白嗎？你要改為走第二條路才對。 

 

同學：「羅先生，是否即是同時？」 

老師：「體用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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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同時存在。」 

老師：「同時存在。」 

 

如果你沒有用，你怎知它有體？是不是？真如是體，真如是有體必有用

的。真如的用呢？真如體上的用呢？就是無數那麼多的眾生了。好像大西洋之

水的體，上面有無數那麼多串的波浪。明白嗎？你聽得明白嗎？是的，聽得明

白嗎？有沒有興趣？你聽得明白嗎？ 

 

同學：「你說波浪，我不知…。」 

老師：「波浪只是譬喻來的，用作譬喻。」即是大西洋，Atlantic Ocean 裏面有

無數那麼多串，很多的，Series 的那些什麼？那些 Waves，一串一串的

波浪。是不是？那你會說，哥倫布去太平洋的時候沒有浪，他過的時

候，是不是？沒有浪嘛。那你如何說得通呢？豈不是有體無用，能不

能夠這樣講？浪靜嘛，是不是？有幾日風平浪靜，你可以說那個時候

便是有體無用了，是不是？無波嘛，有水無波。你可不可以如此說

呢？不可以。何解？因為那個波微到極，零點幾，是不是？它都是有

的，所以不會是無的，不會是有水無波。完全是死水才無波，死水不

是無，它的波的波度等於 zero，等於零，拉平。明白嗎？ 

 

同學：「羅先生，它的義理和體用是否有關？」 

老師：「是。《華嚴經》就稱體為理，稱用為事。體、用即是理、事。體即是

理，用即是事，明白嗎？相同的。」那些不可說、不可說，是從理方

面講，在體方面講。可說、可說是從用方面講。一個真如體顯現、呈

現，而成為無數那麼多的用。體就 absolute，你勉強地說它是一也可。 

但你說它是一已經是不對了，何解？你說一便有一個多和它相對的，所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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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說是一或多。用又如何？一定是多。這個一定是多的，不會只是一個。體就

是非一非多，勉強來講說它是一；用一定是多。對整個世界來講，即是在說什

麼？在團體來講便稱為一；就它有無數那麼多的東西來講便稱為多。此即是說

這個世界非一非多。而且一和多是兩個相對的觀念，萬樣東西合起來一定是

一；分開它一定是多。譬如他是一個人，他是一或多呢？你回答我。 

 

同學：「一。」 

老師：「一。」但他有兩隻手、兩隻腳、很多頭髮，裏面他實質是無數那麼多

細胞來的，那些 cells。那又如何解釋呢？與其說有一個「一」的情

況，不如說有無數那一大堆細胞，還更清楚一點。是不是？是不是？

站在科學來看，根本就沒有這個人，只是一些細胞的集團，是不是？

所以就這個人來說，合之，在綜合的角度來看便是一，一個人，陳某

某。分之無數細胞。合之萬物則一，分之萬物無不多。聽得明白嗎？

一塊布，你見到一塊布，你說它是一，一塊。但是多不多？多，由無

數那麼多條線組成的。所以你說一塊布是一，不對，是不是？你說它

是多亦不對。你只可以說是非一非多。明白嗎？但就某一個角度來講

它是一，對的。就它的組成的成分…，不對，就它的綜合成分來講它

是一。是要說它有一個 modify 在才可以。就它的組成分子來看它是

多。如此說才對，然後這個講法才是科學化，否則便是很籠統了。明

白嗎？ 

 

這個世界…，說回這個世界，無所謂一，無所謂多。就個真如體來講是

一；就真如體所呈現出來的用來說，便是無數那麼多串的眾生。每一串眾生是

如何？是一或是多？每一串眾生，就他是一個眾生來說，我們謂之一個眾生。

但從另一個角度呢？這個眾生分析起上來是什麼？其實只有八個識。把一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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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來分析，只有八個識。你說他是有血有肉的，一會兒你便知。八個識，記得

八個識的名稱不？眼識、身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還有呢？末那識、

阿賴耶識。記得了，八個識。多啦。合之則一個眾生；分之八個識。識又稱作

心，即是每個眾生有八個心。但我這句說話，你不必拿出去和人爭辯。人人都

說一心，你卻說有八個心。如果和你爭辯的，這個人你不用聽他講話了，他不

懂的。只懂說…，只懂得禪宗那些祖師講的一心，這個人其他東西是不懂的。

無數那麼多串眾生，每一串眾生，每一串現象、每一個眾生有八個識。是否每

一個識都是一個單純的東西？不是。每一個識都有一個主軸的作用，一個

Center，一個主要的作用。每一個主要作用有很多附屬作用。 

 

那些主要的作用稱作「心王」、稱作「心」；那些附屬作用稱作什麼呢？「心

所」，是不是？一個識必定有一個「心王」，有多個「心所」，成為一個

Group，一個集團，每一個識是一個集團來的。「心所」有很多種，一種稱作

「遍行心所」，有五個。記得不？觸、作意、受、想、思。我幾十歲了，都那

麼好記憶力。你們都…，你更加，你四十歲也未夠，就記不起了！ 

 

同學：「不是的。你是記得的，（因為）你以前已經記下了。」 

同學：「像以前小孩子讀書，小孩子讀的東西現在還記得。但現在讀的東西就

容易忘記。」 

老師：「是差一點的，但你們年富力強。」 

同學：「以前是容易記到的。」 

同學：「你現在還很精神，真的。」 

老師：「你們年富力強。」 

同學：「你常常掛在此處（口邊）。」 

老師：「我也不是時常記掛著的。我在家的時候，有很多時間睡覺的，靜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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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 

 

好了，有五個「遍行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你聽過不？還有

五個是特別的境界，是一種 Particular Object。對著若干 Particular Object 然後

才出現的，稱為「別境心所」，欲、勝解、定、慧、念。欲、勝解、念、定、

慧五個在特殊的情況便出現。這樣便是十個了，那麼多。還有，常常說，「你

起煩惱」。什麼煩惱？如果他問你，你可以問他：「何謂煩惱？你告訴我。」

很多人便會口啞了。我見到很多齋姑，常常說人家「起煩惱，起分別」，我

「質到」（迫問）她語塞，「什麼煩惱？請你告訴我。」「啊，你起分別

了。」「何謂分別？」她又說不出。又說他人作業，我最好…。所以有很多人

很嬲惱我。「請妳告訴我何謂作業？佛度眾生是否作業？你說他人作業不好。

佛度眾生，如此佛便是不好了。是否作業？」那些人，很多人都被我問到「口

啞」（語塞）。 

 

我是很歡喜問的，有時呢，因為那些「沙塵」（囂張）的人我問他，他

是蠢的我不問他。那個王聯章是不是？有一位度輪法師，你們大家聽過不？度

輪法師去香港，不知何解東蓮覺苑…佛聯會的人請他演講。度輪法師你都可以

請他演講？那麼奇怪。那個王聯章去了聽，見他講得太過荒謬了，就問他，問

到他發惡。 

 

同學：「是否問到他沒法反駁？」 

老師：「是的，有些人是很荒謬的。」 

 

 

煩惱有六種，是不是？第一種，你講我聽。貪、嗔、癡，最「棹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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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是這個癡了。第四、慢；第五、疑；第六、惡見即那些執見，六種。

煩惱六種中隨便一種起你都不得了。如果剷除了六種都不起呢，小則阿羅漢，

大則佛。那你常常起，是不是？可能有時不起，前六識可能有時不起。第七識

呢，除非你正在見道、正在見性和成了阿羅漢，否則一出定便起了，那些又作

別論。總之一起便煩躁、惱亂。六種。有十一種稱作善心所，是不是？那些心

所一起，你的心便善的。如果你臨死的時候，這十一種心所隨便一種起，閻羅

王也拿你沒奈何，牛頭馬面都要怕了你。為什麼？因為你不會下地獄的。善心

所起下不了地獄、做不了畜生，也做不了鬼。善心一起，不是天便是人了。善

的心所有十一個，你只要時時保持十一個，很少只是一個的，一起便一塊兒起

的了。有一個起便已經是不得了，閻羅王便要怕了你，如果個個起便餓死閻羅

王了。 

 

十一個善心是什麼？有假有實，實質的只有幾個。第一個、無貪，是不

是？一有它起，便有公正，一種正義心——無貪。第二個、無嗔，仁愛心、仁

慈心，人人都有的。第三個、無癡，頭腦清清明明，智慧清清楚楚，便是無

癡。無癡起的時候，其狀態為何？你試過有這種境界不？當你昨晚睡足又沒有

做夢，熟睡之後醒來，一睜開眼睛那時候的狀態。是否頭腦非常清明？你試過

不？未試過你要找個機會了，熟睡之後，睡足了一醒那一剎那， 

 

同學：「個人會很「爽」的。」 

老師：「那時候整個人清明到極的，是不是？那時候的狀態，那時候無癡的狀

態。好似那種狀態。」 

同學：「個人會很「爽」的。」 

老師：「這個無癡的狀態即西洋人所講的理性之作用、清明之作用，清明的狀

態便是無癡。」無貪、無嗔、無癡，此等謂之三善根，「根」即是根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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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東西以此三者為根本，有這三個善心所便一切善的東西都跟著起的了，三

善根。倒轉過來是什麼呢？貪、嗔、癡，便稱為三毒，又稱為三不善根，又名

三毒，最「棹忌」是這三樣東西。總之只有三善根沒有三毒，他便是佛。有三

毒又有三善根的呢，是普通的眾生。如果三毒多於三善根的呢，這種人是低級

的。無貪、無嗔、無癡，三善根。精進即是勤力、勤勇。輕安，輕安普通是沒

有的，要入定時候的那種大氣磅礡，整個清明的。有沒有試過？你問問張國

衛，看他入定的時候。 

 

同學：「張博志。」 

老師：「張博志？我不知道，我是記不起人名的。」 

全身氣脈暢通的時候的那種狀態，欲界沒有。當你有的時候，入定…。當你入

定入至輕安起的時候，你已經進入了色界的境界了。色界定，稱作初

禪。一有了輕安起便是初禪了——輕安。無貪、無嗔、無癡、精進、

輕安，這幾樣是實的，有種子的。其餘有一個什麼？ 

 

不放逸，這種只是狀態而已。一種狀態、一種 Occasion 而已、一種

Condition 而已。即是見到善的東西，他不放過，他不肯不修；他見到惡的東

西，他不肯不除不放過，此謂之不放逸。 

 

捨，記得不？最重要，修養的時候這個捨。捨有三級，有三級的。一級

叫做什麼？有無記下，捨就不動心，我們修養修得好，有一種不動心的狀態。

大家試過不？你讀過《孟子》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那種心，不動心的狀態，便稱作捨。捨有三種狀態，三步曲，記得不？

有沒有寫下？你有錄音的，有沒有？回去有沒有聽？沒有那麼快聽。捨有三

步，你記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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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三輪體空？」 

老師：「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三輪體空，你弄錯了。捨有三步曲。這個捨

不是施捨，這個捨是作不動心解。」 

同學：「心平等性。」 

老師：「心平等性，是的，還是這個孩子對了。」心平等性是用我們意識的

力，用我們的意志力，控制到我們的心既不貪又不嬲、既不昏沉又不

掉舉的那種平衡狀態。要用我們的意志力控制著它的，令到它很平衡

的，那種狀態謂之心平等性。聽得明白嗎？「平等」即是平衡，心平

衡的狀態。要用我們的意志力，要吃力的。更進一步純熟，你會如

何？不用很吃力，稍為提點一下意志力便行，稱作什麼？ 

同學：「心正直性。」 

老師：「心正直性，個心很正直的狀態，不用控制的，不用很大的控制，稍為

提點便行——心正直性。「第三呢？」 

同學：「心無功用性。」 

老師：「心無功用性。我們的心不用加工的，它自然就不動的，那些就是很厲

害了。」 

 

我舉一個譬喻，心平等，我只是譬喻。譬喻你學游泳，最初是要一、

二、三、四，是不是？稍為記不起數，便沉低下去了，很吃力的，但你可以，

讓你扒到。很平衡，你的身那時很平衡。用來譬喻什麼？心平等性。第二部

分，進步了。學了一、兩個星期，你會如何？稍為留意一下就可以扒到了，但

仍然要留意。那個時候稱作什麼？心正直性。第三，都不用的，一拋你下去，

也不用想的便自然會扒過去。那種是什麼？心無功用性，不用留意，自然便行

了。明白嗎？有誰歡喜跳舞的？你歡喜跳舞不？當你跳舞的時候，最初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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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要怎樣？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不數便會亂了，是不是？

這些稱作什麼？用來譬喻心平等性是要控制的。第二部分又如何？稍為留意便

行，不用數那麼丟架的，稍為留意便會合拍音樂，不會踏著他人的腳了——心

正直性。第三是什麼？自然的，你一落舞池自然便會轉了，都不用想的。心無

功用性。聽得明白嗎？ 

 

從前一個賣油郎，是歐陽修或是柳宗元呢？寫了一篇文章。它講什麼？

賣油郎那個是什麼傳呢？它說有一個賣油的，你給他一個樽，向他買油。他拿

著油罌一搯，都不用計算的，一邊跟你講，他的手…，油像一條線般直落到你

的樽，一點也不漏瀉的。弄到此人吃了一驚，問他：「為何你那麼厲害的？」

他如何回答？他答了一句話：「無他，手熟而已。」沒有什麼？手熟而已。即

是手熟便可以。那如何會手熟？由心這樣，第一。第一步，你想控制的東西，

你用思惟力，即是意志力，即是意志力。「意志」即英文的 Will，用意志力控

制的。再進一步呢，漸漸熟了，稍為用用記憶，「不要錯。」自己提點一下便

可以。憶念力，即用記憶力來提點下便行。第三呢？要用什麼力才能無功用？

習慣了便行，手熟了便行。串習力。第一、你修不動心這個捨的狀態，第一、

要用思惟力來控制，即意志力來控制，「一定要這樣。」第二、稍為注意不要

錯，提點一下便行。第三是習慣了，不用想，自然便行。那些燒鎗的，初初學

燒鎗的，勉強打個圈（鏢靶），但打來打去都打不到。到了打到是要很吃力

的，那些稱作什麼？思惟力。如果是一打那子彈便飛到老遠的，便思惟力也不

行了，那些是不入流的。如果你勉強可以打中個圈的，便靠思惟力。你聽得明

白嗎？如果連續打，勤力練呢？只要你留意便中，不留意便不中。憶念力。那

些十分純熟的又如何？他不用的，他一邊和你講話，一邊拔鎗「轟」便中的。

打功夫也是，打拳打什麼也是如此。打到熟的時候，你來，他自然左來左擋，

右來右擋，不用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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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捨是屬行蘊的，稱為行捨。還有一個是什麼？不害。「不害」即是

同情，不忍心傷害眾生，即是悲，慈悲的悲。還有一個是信，是不是？對於真

理有一種嚮往的感情，這種稱為信。總共十一個。還有，一個是慚，一個是

愧。「慚」者即是自覺。我是一個學佛的人或我是一個君子，我做這種事的

嗎？我不做這些惡事的，那種自覺心。一種是愧，又如何？我這樣做，很容易

給人取笑。此種稱為愧。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癡、精進（精進即是勤

力）、輕安、不放逸、捨（即是行捨）、不害，十一種。十一種中只要有一種

起，你便行了。好了，現在你解到了。為何人們教你念佛？常常念佛，何解？

你回答我。 

 

同學：「念佛的時候是想著善的。」 

老師：「念佛的心是善的嘛，常常在念佛即是心常常在維持著一種善的狀態。

善心一起，惡心便不能起的，時時裁制著惡心不能起。常常念佛的作

用，主要是在此處。不是真的說在西方弄一個位那麼簡單。主要是在

此處，明白嗎？這十一種稱為善心所，如果一有它起便整個心善的。

你們得留意了，所以臨死的時候，你不念佛也可以，起個慈悲心便

行。如果那些臨死的是入定才死，在一個輕安狀態才死的。那些大德

坐化是可以坐著的，死的時候是輕安在起的，那些更厲害了。這種稱

作善心所。我講了多少種心所？遍行心所、別境心所、善心所、煩惱

心所，講了四種。還有，多講一種。一種稱為隨煩惱心所，「隨」即

是 Follow。有了那六種煩惱中隨便一種起，它跟著來的，煩惱不起它

不跟的，稱為隨煩惱心所。即是低級一點的，Secondary 的煩惱。那些

隨煩惱可以分析出二十種的，但你不用取那麼多的。分析我給你講幾

種，有一種是獨立起的。為何獨立起？遇著某種情景它便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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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忿。忿，看見他走到街上，忽然有一個人一巴掌摑在你處的。「呀！

豈有此理！」那個時候那種心的狀態稱為忿。忿，現時上文我講過，這些心所

有假有實，是不是？假是沒有它自己的種子，實是有它自己之種的。忿，你猜

是假或實呢？回答我，你回答我。 

 

同學：「假的。」 

老師：「假的。是什麼來的？」是嬲怒、嗔（貪、嗔、癡的嗔）而已。那種嗔

怒心剛剛遇著有人觸弄你的時候，你「轟」便起了。這便是忿，是不

是？如果你把嗔怒心剷除掉，就不會有忿的了。明白嗎？忿。忿完之

後呢？不要忿便了事，忿完之後呢？譬如你做事被你的老闆罵了幾句

之後，你便忿而你又不敢惡。忿。一路走一路，回去的時候罵老闆

「抵死，抵死」。是不是這樣？你又無可奈何，但你又說「抵你死便

對了」。當時你的心之狀態是什麼？恨，此謂之恨。突然爆發的稱作

忿；爆發之後還戀戀不捨的謂之恨。何謂恨？此謂之恨。恨就不是了

事的。你回到家中，太太開門給你的時候，問你一聲而已，你便如

何？「唉，不要講那麼多。」你會這樣的，即如吃了火藥一樣。是否

會有些此種情形？那種稱作惱，整個理性被你全攪亂了，那種情形，

惱——惱亂。惱。佛家有一個心理分析——惱，惱是否有（種子）？

忿是假的，只是嗔而已。恨呢？也是嗔來的。惱呢？都是嗔來的。一

個貪、嗔、癡的嗔，忽然地起便稱作忿；如此起便稱作恨；如此起便

稱作惱。全部可以 Cancel 掉，不要也可。是不是？ 

 

還有一個是覆，這個字不讀作「福」的。如果這個字你作為動詞，一個

Verb 呢，這件東西是這樣的，你把它（倒轉）如此便稱作覆了。如果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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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我找些東西遮蓋著它。」如此並不讀作「福」的，應讀作「埠」，

「埠」。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亂讀，都無所謂了，尤其是你們這些「竹升仔」

（外國出生的華人）更是如此。讀錯也無所謂，讀錯也無傷大雅的。不過如果

你是國文老師教人，便不要讀錯。如果是普通人讀錯，他人也會原諒你的。

「覆」者即是遮掩。你在學校被老師罵一頓，出到來。你被老師罵遲遲才出

來，被同學問：「為何你這麼久才出來？」你恐怕被人知道你被老師罵：

「啊，沒什麼。」那個時候的心理稱作什麼？遮掩——覆。恐怕失威，那種稱

為覆。覆是什麼？假或實的？假的，是什麼的一部分？不會是嗔，是什麼？必

有癡跟著起的，是不是？癡，還要加一種；加上貪。為何如此？貪而已，貪什

麼？貪那種威嘛，貪威，便是覆。被人罵了一頓出來，「無事，他說明天請我

飲茶。」這便是覆，是不是？覆，有沒有試過？有的，必定有的。 

同學：「有，全世界人都有。」 

老師：「人人都有的，你都有的。但有些是沒有的。」 

 

嫉，妒忌。妒忌是什麼？亦是貪，不貪何用妒忌？你看看電視上那個什

麼？〈季節〉或是〈節季〉？有沒有看？那個什麼的太太，陳積的太太，妒忌

吧。所為何事？她貪愛丈夫而已。是貪的一部分。還有呢？講完這幾個吧。

慳，慳和節儉是不同的。節儉是美德，是不是？慳就是守財奴。 

 

同學：「我見到很多人他慳自己卻貪他人。」 

老師：「是的。」慳是什麼？慳是貪的一部分。應花而不花，不捨得花的。譬

如你有很多錢，你有百萬身家，醫院、老人院要捐病床，「善長仁

翁，你也捐一張吧。」「不是的，我是很窮的。別弄了，我還是捐十

元八塊吧。」我有一個朋友，有很多錢，幾十年前有過億元家。這人

去捐錢，必是十元，十元而已。很多人是這樣的。還有，我有一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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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住在廣州十二埔姓麥的。他買咸魚，他的太太買咸魚。「會養大

咸魚」，十二埔姓麥的。他是有錢人，門口又高狗又惡。那些人擔咸

魚去賣，廣州有這樣的，擔在他門口。那個太太要拿幾條入去看，她

又如何？她自己看見有一條大的，卻又想大一點。她把一條舊的，拿

了出來，調換了出來。她的婆媽說出來：「我們太太養大咸魚。」有

很多錢的，十二埔姓麥的。有錢的。有，有，世界上有這樣的一種

人。 

 

亦有一些百萬富翁，走去偷東西的。有些是偷東西的。香港有一位紳士

的太太，便有偷竊癮的。是有偷竊癮的，她的丈夫預先通知四大公司，「如果

我太太偷東西，算我的賬便行，隨她偷吧。」有，香港確有此件事。我有一個

世伯名伍伯良在廣州做社會局長，又做什麼？又做伍漢持紀念醫院的院長，醫

學博士，有很多錢。他卻去偷東西，在大新街買古董，那些佛像是很便宜的，

他偏偏要偷了人家的，還被人拘捕。一個「當舖」（押店）的人也是很「拿

手」（擅長）的，看見他在偷那個小玉佛。 

 

同學：「他自己的潛意識讓他自己做了。」 

老師：「他的潛意識是要如此，他自己偷了也不知，他放了他人那個（小玉

佛）入口袋。」 

同學：「他拿了便覺得有一種快感，感到很舒服的。」 

老師：「結果被人拉上局。」上局，那些人問他：「伍局長你做了什麼？」那

人：「他偷玉佛。」「他又會偷玉佛的嗎？你知道嗎？他是社會局

長。」還罵了那人一頓。其實他真的偷了，所以那些人便在他的社會

局門口貼了一張紙。他名伍伯良，「伍伯無良偷玉佛」。講完這兩個

吧。慳，慳是貪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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誑——「誑」即是騙人。譬如我是窮到飯也沒有得吃，你問我：「羅先

生，有些什麼吃的？」「好，我剛才去新光吃飯。」「吃了些什麼？」「沒有

什麼，叫了一碟鮑翅之類。」——誑。誑。很多的，很少人沒有誑，只有大

誑、小誑之分，不會好像…，不能夠是無誑的。「誑」即是騙人，騙人是什

麼？貪的一部分。是不是？ 

 

諂——見到他人有錢，有財有勢，你便搖頭擺尾地奉承他人的那種心

理，稱作諂。諂又是假的，是什麼的一部分？貪之過而已，是不是？貪的一部

分。害——害是和不害相反，殘忍。殘忍是什麼？貪、嗔、癡的嗔的一部分，

殘忍，害這種殘忍得很厲害的。我看見很多小孩子，只有兩、三歲，見到好好

的一隻蝴蝶，要弄死它才「爽」（舒服）的，是這樣的。見到一隻蟻或什麼，

對他無害，他卻要弄死它。他見到一個小孩子很趣怪的，他卻要打哭他才舒服

的。有沒有見過這種小孩？癡是與生俱來的，那些害，殘忍。殘忍和不害，不

害是同情，這個是殘忍。 

 

憍——憍即是陶醉，憍即是自我陶醉——憍。憍和慢是不同的，慢是看

人不起，憍則是自我陶醉。從前有一個，前清末年有一個總督名瑞麟。他貪

污，拿取了不知多少銀單，是他人送給他的。他每晚一定花近兩個小時，關起

門不讓人看。人們偷看他在做什麼？原來他在逐張銀單來看，一面看一面咪咪

咀笑。每晚花一個多鐘，他有太多一晚看不完，他每晚便拿著銀單咪咪咀笑，

拿著逐張逐張掀的，他是在陶醉。憍。有很多人陶醉的。自己寫一篇文章不通

的，又讀又（覺得）真的是好。這是自我陶醉，即是憍。憍又是貪的一部分。 

好了，先講這麼多，待日後才講其他那些了，你們有些人要走了。 

同學：「多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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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流注便是這些心了，一起一伏，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流注法是最難解

的。我講那些所謂心呢，大家已經知道了。所謂心並不是一個硬磞磞的靈魂，

而是有八個。有八個心的，八個 mind，不是一個，八個識。八個識之中，又不

是每一個識，又不是一個單純的東西，每一個識還有…，圍繞著一個識就有很

多心所。識稱為心王，很多心所就是心王的附屬品。聽得明白嗎？所謂心所，

識有八個是知道的了，心所有五十一個。說是五十一個，再伸長一點可以一百

幾十個，縮短一點只得三十多個。心所有幾類，是不是？我已經講了。第一類

謂之遍行心所；第二類是別境心所；第三類是善心所，已經講了。第四類是煩

惱心所，已經講了。第五類是隨煩惱心所，是不是？「隨」者即次一級、跟

著，即是有煩惱起，它然後才跟著起的，它不能獨立自己起的，稱為隨煩惱心

所。隨煩惱心所，我講…。一般來說有二十個。第一個、忿；第二個、恨；第

三個是個什麼字？ 

 

同學：「惱。」 

老師：「惱；第四個？」 

同學：「覆（音福）。」 

老師：「覆（音埠）。我就是怕你不認識這個字，讀「埠」。如果作動詞用便

讀作「福」，做 verb 讀作「福」。把它反轉的，覆（音福）。第二個

也是。第二個是作遮閉解的，都是覆，便讀作「埠」。遮著它便用覆

（音埠）。剛才那隻母雞，孵雞蛋，孵雞仔的時候，它遮著雞蛋便是

覆（音埠）著雞蛋。如果是「為何你的行為如此反覆（音福）的？」

這便不要讀成「反埠」。覆（音福）反轉來。聽到嗎？那個「覆」

（音埠）字必然是 passive 的，有個 object 的。「覆」（音埠）它嘛。

但「覆」（音福）則不然，「覆」（音福）即反轉來。多數是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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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明白嗎？記住「覆」（音埠）和「覆」（音福）。但古代只有一

個音，古代都是讀作「傅」。古代的「覆」（音埠）字和「覆」（音

福）字都是讀作「傅」，後代分成兩個音。這些我現在不是講發音，

現在順便講講而已。 

 

再數數，忿、恨、覆、惱、嫉（妒忌）、慳、誑（騙人）、諂（諂

媚）、害（即殘忍）、憍（自我陶醉）。是不是？還有呢？無慚。無慚講了

不？無慚、無愧？ 

 

同學：「未講。」 

老師：「忿、恨、覆、惱、嫉、慳、諂、誑、害、憍，已經十個了。」十個都

是假的，是不是？有假有實的，有種子謂之實，沒有自己種子謂之

假。如此已經十個了，第十一個呢？無慚。善心所中不是有一個慚、

一個愧的嗎？是不是？記得不？慚就是自己，自己的自尊、自覺。我

是一個好的人，為何我做了壞事？這種是慚。愧又如何？被人笑有什

麼好？「不好意思」？此種稱為愧。慚愧。和慚愧相反，有些稱作無

慚、無愧。無慚是如何？自己的內心一點自覺心都沒有，明知那件事

是不對，利之所在他都是要做的。無慚，無恥，是不是？自己不自覺

的無恥。無恥有兩種，一種是無慚。無愧又如何？面皮厚到極，你笑

是你的事，你罵是你的事，總之一有利益我便願意——無愧。無慚和

無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