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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說看到一樣東西，沒有那個 Images，我便不能說我看到那一樣東

西。聽得明白嗎？即是我的眼識裏面，當我眼識能夠視物的時候，一定有一個 

Images。你同意嗎？同意便不要反口，因為你同意了又反口，你的思想便「蒙

查查」了。你不想清楚你便不要點頭，聽得明白嗎？事事都記住要斬釘截鐵。

一定有一個 Images，是不是？除了 Images 之外還有什麼？能夠看到 Images 的

這種力，是不是？如果我沒有這種力，有 Images 也看不見，是不是？聽得明白

嗎？Image 是有形有像的，有實質的，即是有東西可以碰得到的，是不是？那

種力，能夠看到 Image 的那種力，摸得到不？ 

 

同學：「摸不到」 

老師：「即是說，Image 是有形有像的；能夠見到 Image 的那種力，是無形無

像的。」 

 

一種有形有像，一種無形無像，兩種合而組織成眼識，聽得明白嗎？兩

種東西，一種 Image，一種 Energy，一種力量或一種 Power，是不是？Image 

plus power，就兩種加上，便 Construct（成為）眼識，聽得明白嗎？你聽得明

白嗎？這即是說，眼識猶如一個太極。我們說說笑話，太極即是合上兩種東

西，是不是？一種是有形有像的 Image，一種是無形無像的力量，是不是？即

是說，眼識由兩種東西做成的。有形有像的 Image，我們稱之為相分，有形有

相的部分，那個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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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無像的那部分，我們稱之為見分。「分」字讀作「份」，即是等於

這個心。「分」者部分，Part。聽得明白嗎？有些人說：「你不要反駁我，羅

先生，人們說有四分。」你這個人，你先說兩分吧，是不是？講四分，講得麻

煩，先講兩分，你現在還是淺一點，是不是？兩分合而成為一個識，聽得明白

嗎？亦可以說是三分，亦可以說是四分的，不過不需要，兩分夠了。佛也只是

說兩分，後來的人才弄出三分，漸漸地又弄出四分，佛自己講都只是說兩分而

已。有時那些思想家很繁瑣。好了，眼識是兩部分組織成的，聽得明白嗎？當

眼識一起的時候，就一開二，是不是？一個眼識就開成一個 Image 和一個看它

的力量，聽得明白嗎？但你不要反駁我，你一定駁，你心中已經在駁了。我看

他的眼識起，看到他，有他才行。沒有他我如何看？如果沒有一個人坐著，那

個 Image 如何起呢？是不是？你一定是這樣想。 

 

現在沒有說不需要 Image…。不對，沒有說不需要實質，一會兒才慢慢收

拾個實質，你先暫不要理會那麼多。聽得明白嗎？即是把問題拆開、撇開，逐

步來處理，猶如會計師計算一樣，把你的賬分一部、一部分來處理。是的，現

在要問的是，眼識是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起不到。 

 

第二、耳識。應不應該是兩部分？喂，耳識應不應該是兩部分？應該。

她正在想。明白嗎？如此不用解了。鼻識有沒有兩部分？有。舌識呢？嚐到甜

味，有沒有兩部分？有。身識，身觸摸到物件，現在暖、現在冷，有沒有兩部

分？有沒有？有嘛。如果我感覺得冷，我的身感覺得冷。冷，這種冷的程度，

這種冷便是 Image。是不是？你可以說是 Object，但不是真 Object，一直是個

Image 來的。能夠覺得冷的便是見分。一個見分，一個相分，明白嗎？ 

 

如此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是由兩部分所組成，由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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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兩部分所組成。這樣即是很容易解了，當我看見一個山，山被我的眼識看

到，我的眼識裏面有個 Image 謂之山，是不是？即是說我的眼識裏面有個山的

Image。我的眼識看到，看到的是什麼？是否看到個真山？看到不？你想想，

我說看不到。照相機裏面，你蓋著頭在裏面看到一個人，你怎樣看到一個人？

看到鏡頭而已，是不是？你看到鏡頭上的人像，是不是？你蓋著頭是看不到那

個人的，明白嗎？你不信嗎？ 

 

同學：「看到鏡頭上的影像而已，那有看到真人。」 

老師：「看到不？你在照相機裏面看，只是看到影像而已。」 

同學：「如你對著鏡子，我看著鏡而看到你，其實我只是看到鏡中的影，不是

看到你。」 

老師：「我們看到那個影子，Image 而已。那個人你是不能夠 Directly 看到他

的。不能夠，是不是？明白嗎？ 不過 Indirectly 反映給你看，是不是？

首先是能否聽得明白？你最重要是明白這點。」 

同學：「如果是我看到一個人，那我現在是看到那個人。」 

老師：「你那裏是看到他。」 

同學：「譬如我現在望著他。」 

老師：「你現在望著他，你不是看到他，你看到他反映入你眼識裏面的一個

Image，這樣才通。你想想是不是？」 

同學：「即是每一樣東西都是由你…。」 

同學：「你弄到他…。」 

同學：「…由你的眼識吸收到。」 

老師：「不是說沒有他，你不能夠 Directly 看到他，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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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一樣，你的眼球就如照相機一樣。照相機對他如此照，個照相機裏

面是否有一個影像，有個 Image？你在照相機後面蓋著看，只是看到個

Image，是不是？當你看一個人的時候，整幅 Image 看到，是不是？那個 Image

後面的樣子，你怎知？ 

 

你不過說：「嘩，我看到那個 Image，我看到他穿了花的衫。」想當然，

他的衣服一定是花的。你不過只是想當然，是不是？你所謂見到東西，那樣東

西是什麼？你是三個字，「想當然」，是不是？不是直接的，聽得明白嗎？你

最重要是了解這一點。 

 

同學：「是否我的意識裏面有他？」 

老師：「你不要理，總之是眼識。你的意識是以為那個是誰？更加是 Image，

你看到都不是那一東西。你回去想想。你信不信鏡子？照相機裏面那

個，你在照相機後面看，只是看到那個 Image，你信不信？所以我剛才

講，『你不要反口』。是不是？」 

同學：「我以為她有這個懷疑，你所舉例的照相機是有個鏡，但我現在直接望

到，是沒有一個鏡。她不明白這一點。」 

老師：「你的眼球不就是和照相機一樣？她明白，她應該明白。明白嗎？」 

同學：「我就是初初不明白這一點。」 

老師：「你的眼球是不是和照相機的鏡一樣？」 

同學：「眼球就如照相機，她明白這一點。她就不明白你比那個照相機那個明

明是玻璃，為何你說它是…。」 

老師：「你明白嗎？你眼球的構造是否就像照相機？科學家告訴你，你的眼球

就是一部上帝造的照相機。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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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是否即是見到個人，但是見不到他的真人。」 

老師：「你不要理他是人也好，神也好，現在我問你，你所見到那個東西，是

否一個 Image？是不是？同一道理，你看到他不就是看到個 Image？是

不是？你看到我不就是看到個 Image？是不是？你的邏輯便要如此，就

如象棋對弈一樣，舉手不回。你見到我在動，即是我的 Image 在動，

是不是？我動不動你怎知？是的，我是在動，但你所看到的，是我動

的那個 Image。聽得明白嗎？」 

同學：「但這種解釋有何關係？」 

老師：「不是的，關係很大。你先問這個解釋正確不正確？正確嘛。」 

同學：「暫時正確。」 

老師：「你回去想想，你回去想想。如果你在大學借書，你關於這個問題的，

那個 B. Russell 有一篇。 

 

B. Russell 有一本書名《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可以買到的，

Hamilton 也在賣這本書，羅素的。裏面有一篇文章是講及我們的知覺分為幾部

分，有這個說法，現代人 Russell，B. Russell，前幾年死的。早一點的，前一百

年就有一個人名 Berkeley，是英國的哲學家，寫了一本書，你現在去…，保證

你能借到，去 Toronto 大學一定借到。那本名為什麼？The principles，原理，

《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 。 《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人類知識的原理》，他解釋得很清楚。」 

 

同學：「作者是誰？」 

老師：「這本嗎？Berkeley，Bur-或 Ber-，人名 Berkeley。不是 e 便是 u 了，

Berk-，-eley。是的，-eley 沒有錯，沒有錯。Berkeley，就如美國那所

大學的名字，差不多的。美國 Los Angeles 有一所大學不就是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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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eley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你那

本書不就是 Berkeley University 之教授寫的？是的，那本書本來就是那

所大學出版的。」現在說回正事。我眼識裏面是否有兩部分？你回答

我。是嘛，不要改口。想東西要想清楚。如果辯論的時候，印度人辯

論你不要改口，想清楚。（改口），不改口，輸了的自己割舌或自

殺。印度人是這樣的，要不是你皈依我。兩派。玄奘法師就在印度開

辯論會。他贏了，他贏了，玄奘法師贏了。 

同學：「他不贏可能會輸了頭顱也說不定。」 

老師：「他不贏可能會輸了頭顱也說不定。」 

 

即是眼識裏面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有形有相的，謂之相分，那個稱為 Image。

一部分稱作見分，是一種什麼？是一種 Power，一種 Energy，能夠看到個

Image 的，The power that catches the Image，是不是？那個是見分。相分、

見分，兩部分合而組織成…，兩部分合而組織成為一個眼識。同一道理，就如

眼識一樣，耳識又是否由兩部分組織成的？你答我。 

 

同一道理，鼻識又是否由兩部分做成的？為何鼻識是如此？當有一隻死

老鼠在這處，我嗅到一陣死老鼠的「蔫」味。即是怎樣？科學家這樣說，那隻

死老鼠的身上，它的屍體上面，有一些分子，是不是？ 一些分子，Molecules

隨空氣飛揚，打在我的鼻子的黏膜上。鼻黏膜刺激我的鼻神經，於是我們便感

覺得它臭了。是不是？現在不是說沒有那隻死老鼠，而且沒有那隻死老鼠，你

便嗅不到「蔫」味。但我們嗅到的並不是死老鼠，你明白不？鼻子，我們的嗅

覺是嗅到什麼？受了死老鼠的味刺激之後所變起的一個 Image，是不是？聽得

明白嗎？這即是說，我們的鼻識裏面有一個死老鼠臭的 Image，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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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有一種力量，能夠嗅到這種 Image，能夠 Catch 到這個 Image 的這

種 Power，這種力。明白嗎？那種 Image 稱為相分，即是鼻識有相分，又有見

分。聽得明白嗎？眼識、耳識、鼻識。舌識，同一道理，有沒有兩部分呢？

有。身識，觸覺，有沒有兩部分呢？有。五個識都有這兩部分。這即是說，我

們一個識，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謂之相分，這一劃代表相分；這一劃代表見

分，不是單純的東西，是見分在了解相分，如此合而成為一個識了。一個眼識

如此，一個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亦都如此）。好了。五個識都如此了，

此五識我們稱作五種 Sense，是不是？外國人是否稱作五種 Sense？除了是五種

Sense 之外…。五種 Sense 都是對外的。稍為裏面的呢，你剛才提到，是否有

個意識，Consciousness，是不是？意識，我們說它是在腦裏面活動。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我們眼識看到一個，Catch 到一個 Image，是不是？

這樣我們的意識便會活動了，是不是？你先回答我。當我看到一樣東西的時

候，眼識是看到它的，眼識會報告給我的意識知道的，是不是？我的意識便知

道我現在看見東西了，是否如此？是不是？是嘛。 

 

同學：「有時是，有時不是。」 

同學：「沒有理由不是。」 

同學：「有時在思考的時候，（本來）看見的也看不見。」 

老師：「在思考時你是看不見它的。你在想什麼？只是在思考，你望著它但你

是看不見它的。」 

同學：「譬如我現在望著你，而在想著另外一東西，我便…。」 

老師：「你望著他，你在想你的愛人…。」 

同學：「即是心不在焉，都不是對…。」 

老師：「你看不見我的，你不知道我是坐著的。」 



8 

同學：「她現在便是這意思。」 

老師：「看不見。」 

同學：「她見到你都…。」 

老師：「你，因為你的眼識裏面 Catch 不到我的 Image。不是說沒有我在，是

你的眼識裏面沒有我的 Image。我坐著與你無關，明白嗎？你看不見

嘛，你正在想著其他事。即是…。」 

同學：「但你的眼識仍在。」 

老師：「你的眼識根本沒有起，Stop 了。」 

同學：「即如照相，你的鏡頭並不是對著他。」 

同學：「即是我的意識不在，看不見你。」 

老師：「當你看到我的時候，不只要眼識看到我，有我的 Image。同時你的意

識又知道看到老羅了，是不是？」 

同學：「如果專心便是。」 

老師：「不專心你都…，只要你不是集中看其他東西，你都會知道見到一件東

西，你不知道是羅某而已，你知道見到一件東西。」 

同學：「如果我沒有想到，即是不知。」 

老師：「你沒有想也知道看見東西的。如果你沒有想又不知道看見東西，即是

你沒有看見。你明白嗎？我親眼對著。親眼對著都並不是等於見，你

知道不知道有些人是張開眼睡覺的？你知嗎？有些人是張開眼睡覺

的。張開眼不一定是見到東西，張開眼並不是等於見到東西，所以思

想要很清楚。如果張開眼便是見到東西呢，那吃了麻醉藥張開眼亦都

見到東西了，但他見不到。死屍的眼睛張開了，它亦見不到，何解？

因為它沒有意識活動，明白嗎？眼即是…。這個是第二個問題了，眼

睛當你看到一件東西的時候，你會知道什麼？同時個意識活動，知道

我現在見到，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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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羅教授，是否嚴格上來說，除了見分和相分之外，還要加上意識才能

夠看見？」 

老師：「是的，沒有意識是不行的。你剛才談到意識，說見到他是你的意識見

到。你聽到不？沒有意識便不知了，是不是？」 

同學：「羅先生，是否一件物件，即等於是一個輸出，你的眼或耳就等於一個

接收，而這個接收是需要你的意識來推動它的？」 

老師：「是的，你接收，你的眼識，那個顏色，譬如顏色。顏色是由眼識接收

的，當我的眼識要接收顏色的時候，一定同時有個意識知道我現在見

到。」 

同學：「但隻眼看過。假如我是不用意識去看它，但我是否都有一個潛意識在

呢？」 

老師：「我不知何謂潛意識。」 

同學：「譬如現在我進來和你談話，但我不是集中於看你…。」 

老師：「我不認識這個名詞，我要另外找一天和你研究何謂潛意識，因為我不

知，我不能夠說這是潛意識，我只是懂得用我的名詞，我不懂你這

個，你這個潛意識，Subconscious，是不是？我看過這些書，但我現在

絕對不和你講這些，不用這些名詞和你講，一用這些名詞來講便弄不

好了。就用這些名詞說這些名詞，我現在要處理它。即是說眼識起的

時候，眼識是見到東西的。是不是？你先回答我。」 

同學：「是的。」 

老師：「眼識見到，我告訴你一定要有意識和它眼識一齊起的，然後才見到東

西的。眼，如果個眼識起，一定要有個意識一齊起的，如果意識不

起，眼識亦不會起的。你張開眼便看到，你張開眼也沒有知覺。張開

眼是一件事，你沒有知覺，有知覺然後才稱為「起」嘛。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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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是否我望著一件東西，如果我的意識不起，我便看不到。」 

老師：「看不到。看不到，是不是？一條死屍，你拿一件東西給它，那條死屍

的眼睛張開也是看不見的。 

 

一個人張開眼睡，你見過一些張開眼睡的人不？有沒有見過？有誰見過

張開眼睡的人？有些是半張開眼睡的，有些是張開眼睡的。一個張開眼睡的

人，你拿一件東西在他面前，他是看不見的。你不用，一個人你打暈了他，你

拿一件東西在他面前，看見不？看不見的。何解？因為他的意識停了。明白

嗎？」醫生便說是大腦活動停了，醫生把意識稱為大腦活動。 

 

這即是說，若果在醫生來講，大腦活動停了，視覺是看不見東西的。明

白嗎？倒過來佛家之名詞，即是說他的意識一停，他的眼識是看不見東西的。

聽得明白嗎？如果你不信你去找一個醫生，你必定有一個家庭醫生，你問醫

生：「如果我的大腦壞了，停止了，我張開眼還能不能看見東西的？」 

 

你問問他：「有沒有知覺的？」你問問他。 

 

明白嗎？這即是說，眼識起時不是單純眼識起，還有意識是跟著它同時

起的。明白嗎？好了，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是由兩部分組織成

的，意識應否兩部分？即是我現在問你，意識裏面有沒有一個 Image 的？有沒

有？當你閉上眼，眼識不起了，你的意識起的時候，首先是有沒有 Image 的？ 

 

有。那些 Image 稱作什麼？稱作 Idea，是不是？所以意識入面有很多 Idea 的。 

 

譬如我看人，有一個人的 Idea；這個是禽獸來的，有一個禽獸的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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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那些 Idea 便是 Image 了，是不是？有很多 concept 的，concept 便是

Image，明白嗎？意識是最多 Image 的，聽得明白嗎？意識亦有 Image。但當意

識起而了解這個 Image 的時候，個意識是否知道這個 Image 是什麼？知道不？

知道不？知道不？他說知，你說知。 

 

你的意識起，你現在想起，「我的爸爸不知道好不好呢？」那你個 Image

呢，就是爸爸。當你想你的爸爸的時候，你知不知道那個時候的 Image 是你的

爸爸？知道不？這即是有一種力量，除了個 Image 之外，還有一種力量覺知道

那個 Image 在。聽得明白嗎？你想想是不是？是的，記住了。我們想的時候，

是，則切忌反口，一路按著線索推下去，就如你幾何證題般一路推下去。你又

會不會錯呢？你可以重新來看看有沒有錯。聽得明白嗎？ 

 

即是意識都有兩部分組成了，一部分就稱作什麼？相分。相分就即是

Idea、Image 了。另一部分呢？見分。意識是由兩部分組成。如此即是六個識

都是由兩個部分組織出來的。第七個識稱作什麼識？記得不？末那識。末那識

常常執著有個我、我、我。有沒有 Image？有。個 Image 是什麼？自己，他自

己便是 Image，myself，myself 便是 Image。第七末那識又有一個 Image。既有

Image 便一定有一種力量來到 catch 那些 Image 的，是不是？understand 這個

Image。這種 understand 的力謂之見分。 

 

那個我、我、我的那個我便是相分。聽得明白嗎？第七識又是相分、見

分做成的。好了，現在問你了。前面七識…。識總共有八個，前面七個都是有

相分、見分兩部分的。第八識又是識，第八識應否由兩部分組成？你答吧。是

才是合理或不是才是合理？是。他說是，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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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不知，因為前面七識是如此…。」 

老師：「你推論吧。你推論吧，依邏輯來到推理。世界上有 X 那麼多個人…。

譬如全世界的人有 X+1 那麼多個人，假使如此。X 個人，人人都有知覺

的，剩下的這個人，這個人有沒有知覺？應該不應該有知覺？嗄，應

該有知覺。識總共只有八個，即是 7+1，是不是？其中七個都是有

Image 的，第八個應不應該有 Image？有才合理或是沒有才合理？」 

同學：「應該有。」 

同學：「我覺得可以用另一東西來證實它…。」 

老師：「嗄？」 

同學：「我覺得可以用另一東西來證實它應該有或沒有。但是…。」 

老師：「她在說什麼？」 

同學：「用另一東西來證實它有沒有。」 

同學：「我覺得用前面七個來證實它有，目前我覺得不怎麼行。」 

老師：「你信不信邏輯？」 

 

我告訴你，牛頓，Newton 用很多實驗證明事事…，他證明如果一種東

西，如果它動，它便一定（繼續）動。是不是這樣說？如果那東西是靜的，便

永遠是靜止的，不會動的。這是牛頓定律，而且動是依著一條直線而進行，永

沒有停止的。是不是？ 

 

依據著他這幾條定律，人們便發明了鎗、發明了火車、發明了天文學。

即是說第一條動力的定律，凡是物質，靜的永遠靜，動的永遠動。何解？你說

是靜的永遠靜，此東西靜的，現在（移動）那便是動了。他說這個動是外力令

到它動的，如果不加外力，它永遠是靜的。明白嗎？動的便永遠動，不會停

的。如此你會說，手鎗子彈「bum」地打出去，之後便停了，為何是永遠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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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答案是如何？那粒子彈應該是永遠動的，永遠動才合理。為何「bum」的

掉了下來？因為是地心吸力，拉了它下去。是不是這樣解？ 

 

好了，於是他做了很多實驗，用兩個鐵球來做實驗，就證明了靜一定是

恆常的靜，動一定是恆常的動。實驗了，用鐵球來做了實驗。又譬如他把兩個

絨毛球來做實驗，也是一樣。是不是？他把一塊石頭來做，也是一樣。他不下

找來百種物件來做實驗，都是靜的永遠靜，動的永遠動，然後才合理。他曾說

過。但他不過也只是拿一百、幾十種物件來做實驗，是不是？他未曾用過我鼻

子裏頭那條毛來做實驗，有沒有？牛頓有沒有把我條鼻毛來做實驗？牛頓死的

時候我還未出世，他沒有可能用老羅的鼻那條毛來做實驗，是不是？ 

 

你回答我，這是很重要的。好，我能否說：「我不怎麼相信，牛頓是如

此地講而已。除非你拿老羅的鼻那條毛做實驗，不然我都是不會接受的。」是

不是？如此，科學便是不可能了。是不是？科學是如何？先用歸納法，歸納出

那種原理。即是牛頓歸納了動的永遠動，靜的永遠靜。歸納了，然後把它來作

推論。我現在就把什麼？識總共有八個，其中七個都是有 Image 的，第八個應

該有 Image 才合理。即是這個世界總共有八百人，是不是？其中七百人，人人

都是要死的，剩下那一百人亦要死才合理。 

 

你說：「不是的，不一定的。」除非是你要等，有那麼長壽，等著這一

百人死不死，你才能下定論，是不是？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可不可能是這

樣？不可能是這樣，只有你接受它，既然全世界只有八百人，七百人都死了，

這一百人都應該會死的，這才合理，最低限度是「打」（預算）它會死的數。

明白不？如果你「打」它未必，不理它是不行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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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想到但我不知我有沒有想錯？譬如一個媽媽，她有八個子女。前面

七個都是說不了、聽不見的，如此第八個亦未必會是說不了、聽不見

的。」 

老師：「那個媽媽生了七個子女，七個都會說話的。不對，生了八個子女，七

個都會說話的。 

 

第八個是應該會說話的，除非有外力。除非什麼？他在胎裏面的時候，

被人一撞。他不會說話的原因便是那一撞，不是他的媽媽生的孩子不會說話。

明白嗎？另有原因。你聽得明白嗎？既然她生七個孩子都會說話的，第八個是

應該會說話。會不會是一定的呢？就邏輯上都應該是會說話，是不是？但是如

有外力則不然，何解？萬一他的媽媽撞車小產了，不只不會說話，還死了。這

是第八個。 

 

這個是另有原因，令他例外。如無別種原因，她應該第八個子女，都會

有說話的本能。是否應該如此？」好了，八個識，七個識都有 Image 的。如果

按照正常，除非是特殊的，第八識應該有 Image。應不應該？識嘛。何謂識？

了解，作 Understand 解。八種 Understanding 嘛，沒有 Image 如何 Understand

呢？明白嗎？ 

 

第八個阿賴耶識，即是講到此處。講到此處，你先接受一部分，除非你

找到反的。你也是，你又要人找實證。你又要不信的時候，你又要找實證的，

你不可以單是搖頭說我不信你，你又要找實證。他又問你：「你要證明我為何

不對才是。」是不是？ 

 

譬如你說，有人控告你，檢察官告你，說你那處有人被謀殺，你在場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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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有嫌疑。你一定說：「與我無關，我沒有事。」但你說沒有事，不你說沒

有事便行的。你說：「我那天明明去了那處，明明有人看見我在做什麼。」我

首先提出反證，是不是？好了，現在來了。第八識照理應該都有 Image 的，你

先接受了這個。明白嗎？既有 Image 一定有一種力量來到 Catch 這種 Image

的，是不是？這即是說有相分、有見分。 

 

第八個阿賴耶識都有相分、有見分，你接受不接受這個解？現在只有兩

條路走，一條是第八識是沒有相分、沒有見分的，是「烏林林」的一團東西—

—一種說法。 

 

另外一種呢？分得很清楚的，有相分、有見分。這兩種，你選吧，兩條

路你來選。任你選，怕你亦要選得很清楚的，有相分、有見分的。沒有相分、

沒有見分，便是「烏林林」的一團。是不是？你寧可選一團「烏林林」的，還

是選相分、見分條理分明？你必定是選這一條的。 

 

好了，第八識都有相分、有見分。眼識的見分就是顏色、形狀，是不是？不

對，眼識的相分是顏色和形狀。耳識的相分便是聲音。鼻識的相分便是香臭。

舌識的相分是什麼？ 

 

同學：「味道。」 

老師：「味道。」 

 

身識的相分呢？冷、暖、觸覺，是不是？意識的相分呢？意識的相分

呢，是什麼？Idea，是不是？第七末那識的相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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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 

老師：「是的，自己，是不是？」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是什麼呢？有是有的，

有相分。到底是什麼來的？他的答案是怎樣？剛才我不是說過有很多

功能，是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裏面都有很多功能的，有很多種子

的，是不是？那些種子是否如一盤散沙般亂飛？如果種子亂飛便很弊

了。現在問你，你要回答了。種子是否亂飛？或是很有條理，有一東

西控制著它，Control 著它？有一東西執著它的？你回答我，要那一

條？是亂飛的呢？或是有一東西控制著它的？那一說法才是合理？ 

同學：「應該控制。」 

老師：「嗄？你在講什麼？」 

同學：「控制。」 

老師：「有一東西控制著它。誰控制著它？眼識不能控制種子的，只有什麼？

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就是你的生命來的，種子是在你的生命裏面，用你的生命來控

制種子。種子就是它的相分，阿賴耶識的相分。阿賴耶識有相分便一定有見分

的，其見分便是那種力了，控制種子的那種力。即是什麼？Catch 那個相分的

這種力，這個見分。即是阿賴耶識第八識是有見分的。有相分、有見分的了。 

 

我們常常做了那麼多種子，那些種子是什麼？是被阿賴耶識 Control 著

它、contact 它、蓋著它。它被蓋著，那些種子便稱作相分，聽得明白嗎？即是

說，有很多…，經常有記不起事情的。很多經驗，很多 Experience，那些幾十

年的 Experience 去了那處？所有的 Experience，那些種子，一有合適條件，它

便跑出來，是不是？這些種子是在那處？必有一東西 catch 它才行，誰 catch 它

呢？你的生命 catch 它。即是第八識 catch 它了，是不是？這處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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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第八識有相分、有見分。相分就是那些種子，種子是相分。現在的

問題就是，相分是否只得種子？照理就是，但佛經則不是這樣講的，它說第八

識阿賴耶識，第八識的相分是三種東西。它說第一種就是種子；第二種是什

麼？身體，有根的身體，稱作根身。有種子，固然是的。何解？ 

 

它說第八識即你的生命，當你一天未死，你的生命 Concentrate

（Penetrate）滲透在你的身體裏面的，你信不信？你一天不死，有一種生命的

力滲透在你的身體裏面，是不是？沒有了那種東西，你便死了，和死屍一樣

的，你信不信？有一種力滲透在你的身體裏面的。那種生命力，這個是你第八

阿賴耶識的見分。你這個身體是被它滲透，即是它 Catch 你的身體，它 control

你的身體。一天你的阿賴耶識未走，一天你的身體都被它滲透。一天你的身體

被它滲透，你的身體就一天不死。如果它那種滲透力撤退，你的身體死了。 

 

…一切都沒有了，眼不能見物。這即是在說什麼？他的第八識已經撤退

了，不 Control，不控制著眼球了。到最後心還是微微暖的，什麼知覺也沒有

了。即是說他的第八識，它之見分的力，全放棄、全撤退，剩下些…。到最後

令到心房漸漸冷，心的跳動都停了。即是第八識之見分，在他的身體內最後的

據點也撤退了。明白嗎？此謂之死。即是他的身體都被它 Control 的，是不

是？他的身體被它 Catch 著的，即是說身體也是相分，佛教是這樣的說。即是

說第八識之相分除了是種子之外，還有一個身體。… 

 

剛才你記得，「不用的，只是種子便可以。」我是這樣講的，我的亦

通。何解？我的身體是什麼？我的身體都是由種子，由那些種子 Present 出來

的。它能夠控制著種子，便即是控制、滲透我的身體，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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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兩種講法都講得通，現在有人兩種講法，一種認為身體也是相分，即根

身；一種就認為只是種子便已足夠。有些人這樣講。如此是否第八阿

賴耶識的相分有兩種東西？第一種是什麼？你告訴我。第一種？ 

 

同學：「種子。」 

老師：「是種子。第二種呢？第二種是什麼？」 

同學：「功能。」 

老師：「不是。種子便即是功能。第八阿賴耶識，第八識的相分，除了種子之

外，還有什麼？」 

同學：「身體、根身。」 

老師：「身體。有根身，即是身體，個 Body。聽得明白嗎？是否只有兩種？第

一是種子，第二是個 Body。佛家說不只，還有一種。」 

同學：「器界。」 

老師：「器界。名字是器世界，簡稱器界。」 

 

簡稱器界，不要個「世」字。就如一件器具，硬磞磞的東西，譯作現代

語稱作什麼？器世界即物質世界，何解？器世界等於物質世界或等於自然界，

Nature，自然界。明白嗎？物質世界比較好，器世界聽得明白嗎？他說這個器

世界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的相分來的。你更加難信的了。 

 

何解呢？因為我老羅見到我的世界，我見到一個相，月亮。即是說

我…。很簡單的邏輯，你要邏輯一點。當我羅某人見到月亮，即是說我的知覺

中有一種東西，有一個 Image 稱作月亮，是不是？所謂月亮不過是我眼識的

Image 而已，是不是？但若你說聽到任劍輝唱歌，任劍輝的歌是什麼？是耳識

裏面的 Image 而已，是不是？按剛才的來推論，你便要這樣。「你為何如此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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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是的，是如此野蠻的了，學術是無情的。學術、學理是無情的，是如此

便說如此。即是說我聽到任劍輝的歌，不過是我識裏面的 Image 而已，是耳識

的 Image。 

 

他人打破香水，嗅到很香。香水是什麼？香水便是鼻識裏面的 Image。我

又吃魚翅很美味，味是什麼？舌識的 Image。我說天氣太熱，開部「冷氣機」

（空調）很舒服。如此舒服是什麼？身識的 Image 而已。我腦中有很多科學的

公式，我是一個工程師。這些公式是什麼？Idea 而已，Idea 是意識的 Image。

我們生命中的所見、所知、所聞、所有一切事物，都不外是我們的識的

Image。是不是？ 

 

你又不怎樣信，信不信？信。這套東西你反為信，你真是特別。剛才的

那麼淺你又不信，現在比較深的你又信。好了，這即不是很虛渺了，即是說實

話，說有這個實世界的這個人，其實他是「蒙查查」，是不是？你如此說豈不

是虛渺？現在不是研究價值，虛渺不虛渺，這個是價值上的問題，是不是？這

個世界是如此虛渺。 

 

你說：「是的，怎信呢？」然則我見到他即是見影，和做夢有什麼分

別？這又不同，何解？講完這一部分你便會明白。Image 不是如此簡單亂起個

Image 的，譬如我望到一支掃把，我說：「這是爸爸，Daddy，Daddy。」這是

不行的，是不是？這便變了精神病，是不是？是不是這樣解？一定那個是爸

爸，才能叫 Daddy 的。你叫掃把做 Daddy 又怎可以呢？是不是？所以當一個人

喝醉酒，回到家裏看見一支掃把在那裏，「啊，Daddy 好嗎？」其實他是見到

他的幻覺有一個 Daddy，是不是？他的 Image 只是個錯誤的 Image，是不是？

他的意識起了一個 daddy 的 Image，他的眼識卻看不見，「蒙查查」，見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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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東西便以為那個是 daddy。錯誤的嘛。 

 

那又如何？這即是說不是單純 Image 那麼簡單的，Image 後面有一種東西

的，是不是？你回答我，是不是？應該有些 Image 後面有一種實際東西存在，

你信不信這個講法？如果你不信又虛渺了，你剛才那麼實在。現在我說：「當

我看見一幅東西的時候，後面真的會有一個真人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信嘛。即是說很多 Image 之中，有很多是有一個實際的東西存在。那個實際的

東西，我們普通的稱為實質，「有實質的，並不是沒有實質的。」明白嗎？佛

經裏面稱為本質，本質又稱實質。即是說那些 Image，有些是有本質的，有些

是沒有本質的。 

 

舉個例子，有人會說：「我看見你在這裏，穿一件白衣。」衣是白的，

一定是要對著你的衣服才見到是白的。我對著這處，我見到白不？你回答我。

即是說你衣服的本質是白的本質，這處的本質不是白。因為你衣服的本質是

白，所以我見到白見不到黑。因為此處的本質是黑，我見到黑見不到白，是不

是？即是說和本質很有關係。本質明白嗎？有些是沒有本質的，為何沒有本

質？ 

 

你做夢見到黃大仙，是否真的有一個黃大仙？沒有本質的，有些是沒有

本質的。有本質的是很現實的；沒有本質的呢，多數是虛渺。但是沒有本質又

不一定是虛渺，你不要武斷「沒有本質便是虛渺了」。如此便不對了，何解？

科學的公式是沒有本質的，你叫 Eaton(伊頓)公司每年的生意有多少億元，它

請會計師為你做一個資產負債表。那個會計師有沒有去摸過那些本質的？有沒

有？逐張鈔票摸過的，有沒有？沒有的，只是算出來的，是不是？沒有本質

的。所以沒有本質的東西不一定假，是不是？即是說有些 Image 是有本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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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Image 是沒有本質。 

 

但是如此，有些有本質，又不一定和本質…，你所見的 Image 和本質不

是一樣的。你喝醉酒的時候，見到掃把叫 Daddy。有本質，它的本質是什麼？

掃把來的。但你呢？你的 Image 是否掃把？你的 Image 是 Daddy。即是本質是

掃把，但你的 Image 是 Daddy，是不是？這即是本質，有些本質…。有些

Image 和本質是不符合的了，是不是？ 

 

這即是說三種情形，三種 Case。一種，一種 Case，有本質，而我們所見

到的 Image，其 Image 和本質相符合的，Correspondent 的，是不是？一種。一

種有本質，但它的本質和那個…。不對，其 Image 和本質是不一樣的，是不

是？第三種，沒有本質的，講過了。三種。Image 有三類，一類有本質，和本

質相符合的；一種有本質，和其本質不相符合的；一種沒有本質的。是不是？

即是 Image 有三種，有本質而 Image 和此本質是相符合的，稱作「性境」。你

們聽過《八識規矩頌》不？「性境」。 

 

如果有本質，其 Image 有本質但是和本質不相稱的，稱作什麼？稱作

「帶質境」，帶有本質但是不符合的。只有影像沒有本質的，稱作什麼？你們

猜猜稱作什麼？是的，沒有錯，「獨影境」，只有影子沒有本質的。相關只有

三種，Image 有三種。最差就是那些「帶質境」。「獨影境」是有好有壞的，

為何有好的？ 

 

譬如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念阿彌陀佛是沒有本質的，你想阿彌

陀佛在此處而已，想當然而已。但是好的，念念下你會好的。這種「獨影境」

不一定是壞的，是不是？但你在胡思亂想，閉著眼在想。想著那齊天大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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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鬧天宮，如何如何白花了些日子。這種便是壞的了，這種「獨影境」是壞

的。「獨影境」，有好有壞。「帶質境」就必定是不好的，不好的，絕大多數

是不好的；或許也有些是好的，不過多數不好。「性境」是好的，必定好的。

「性境」即是你的 Image 和本質相符，即 Correspondent。 

 

即它是好的，知道它好；它是壞的，知道它壞。如此還不好？你看看，

「性境」兩個字，我講得多快，都不用十分鐘。明白嗎？有些人就講一整天，

都講不明白那三種境。你們讀過《八識規矩頌》嗎？「性境現量通三性， 眼耳

身三二地居」，其實是很易解的。 

 

那第八識呢？都是有 Image 的。第八識的 Image 是什麼？三樣東西，

一、種子；二、我們的身體，有根身；三、器世界，即這個物質世界。這個物

質世界都是由一種能力顯現而成的，這種能力就是我們生命中所 Catch 住的，

Control 住的那些功能。明白嗎？ 

 

「啊，我看見你在這處。」我講完這句才收工。你的第八識顯現而變出

個你，於是這個世界有了一個你。我的第八識顯現而變出個我，於是這個世界

了一個我。這兩個條件第一步具備，即是你可以有個機會見到我，我可以有機

會見到你。如此便見到了？不是這麼簡單，你變了個你。你知嗎？你可以變

你，我同樣可以變一個你的，你明白嗎？何解？種子是無量那麼多，無量無邊

的嘛。你有變你的種子，我同樣有變你的種子的。我有變我的種子，你同樣有

變起我的種子的。 

 

這即是說，當你變起個你的時候，你便反映入我的生命裏面，反映入我

的第八識裏面，刺激我的第八識。於是我的第八識裏面，變你的種子受了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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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馬上現起。於是我的第八識裏面，就變起了一個你，這個你是我變的你。

明白嗎？即是說你的你反映入我那處，猶如一面鏡，你反映入我那處。如果是

共產黨的哲學，稱作反映。於是我的第八識裏面，有了你的 Image，走進了我

處，反映入我那處。我的第八識裏面，有了一個你的 Image。我的第八識裏面

有了，於是我的眼識起的時候，托第八識所變的你為本質，把這個本質反映入

到我的眼識裏面，於是我的眼識見到有一個你，穿白衣的你。聽得明白嗎？ 

 

你聽說話就是你的你說話，反映入我的第八識裏面，於是我的第八識又

變起你的聲音，於是我的耳識聽到你的聲音。其實我見到的你，即是什麼？直

接見到的，Directly 見到你呢，就是什麼？見到我的眼識所變的那幅白色的娃娃

之影子，明白嗎？ 

 

這個白色的影子又要托一個本質，那個本質是什麼？我的第八阿賴耶識

所變的那個他，明白嗎？我的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的那個他呢，又是第八識的

Image。要托他所變的他作為本質，反映入我的第八識，幾重然後才見到個

他。同一道理，我見到他是如此，我見到你也是如此，明白嗎？因為這樣，所

以你會被我見到，我會被你見到。當你被我見到的時候，即你進入了我的世

界；當我被你見到的時候，即我便進入了你的世界。於是大家眾生，你的世界

入我的世界，我的世界入你的世界。我們二十多人在這處，每一個人的世

界…。 

 

譬如二十人，每一個人的世界走進了十九人的世界。明白嗎？在裏面互

相交往，就如放了無量，一萬幾千盞燈一起照。當幾萬盞燈一起照的時候，我

們還分不分得開那些光是那一盞燈照的呢？行不行？不行，處處都那麼多盞燈

一起照的。這即是說我見到這東西是如此簡單的，一片白的，是人人一起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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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齊變起。 

 

因為人人一起變，都分不開這盞燈、這個影到底是你變、是我變、或是

他變，分不開。處處都有我變，處處都有他變。這就變了什麼？本來是主觀的

世界來的，現在就變了客觀的世界。所謂客觀世界便是這樣來的，明白嗎？ 

 

這個客觀世界譬如這樣，我們二十人，人人都變，你卻走了去。「我不

變了，我走了。」有沒有大關係？沒有大關係，還有十九人變，你明白嗎？這

裏只有二十人而已，全加拿大有多少人？多少人口？ 

 

同學：「一千多萬。」 

老師：「一千多萬人口。即是說加拿大是一千多萬人變的。」 

 

何止，還有加拿大的蛇蟲鼠蟻不計其數，那麼多眾生，那麼多無比的眾

生一齊變起個加拿大，還有很多遊客一齊變起個加拿大。鄰街一個老人家死

了，會否令加拿大失色？你回答我。九牛損失了半條毛，有什麼會搖動？除非

加拿大的眾生，個個成了佛，它便變了極樂世界，明白嗎？世界便是這樣的，

聽得明白嗎？如此便稱為萬法唯心，萬法唯識便是這個意思，不是說一個識全

變起的，大家識變，猶如光光相攝。 

 

講到哲學思想，這些便真的是最完美？你怎樣講都講不到如此完美，你

現在知道多少了。你是否這樣便全部明白呢？那又不會的。如果是這樣就反為

有問題了，是不是？你只是比較前一個星期，你會知多了很多。回去不妨想

想，想想下熟了，漸漸地你會理解。即是說，你的生命，你的人是你的生命

Present 出來的，只要你那種種子堅強，你的生命力便很夠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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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多謝羅教授。」 

 

止觀這個是最高的標準，有一品教人修止觀的，它如何講呢？有一位菩

薩他問…。誰在問呢？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問釋迦牟尼佛，他這樣說：「一個

修行的菩薩，想去修止觀，何依何住？」你現在修止觀，是根據什麼去修的？

你都要有一個依據的，是不是？ 

 

一個人不在多倫多住得熟的，他想去士嘉堡，他也需要依據什麼？都要

依據地圖嘛，依據著地圖的路線，是不是？依據，以什麼為依據？「何住」，

有了依據，便要保持立場，不要東搖西擺。「何住」。怎樣，以何者為依據？

又要如何保持他的立場。在大乘經教裏面，在修奢摩他毘缽舍那。奢摩他便是

止，毘缽舍那則是觀，他這個音譯「止觀」。菩薩要修止觀，用什麼為依據？

有了依據之後，我們修的時候，要保持一個什麼立場？彌勒菩薩如此問，釋迦

佛便回答了，下面答：「菩薩…。」 

 

下面是釋迦佛答：「一個菩薩當他修行止觀的時候，應該以什麼為依

據？法假安立。」你看佛經看到這些呢，你便難弄了。法假安立是怎樣的？

「法」即是佛法？那些經稱作法，經裏面的道理又稱作法。 

 

「假安立」，何謂假安立？法又假安立，如何是「法假安立」呢？原來

它這個文法是印度文法。假安立法是什麼？假安立的法，是這樣解的。「法假

安立」即是假安立的法。 

 

梵文把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面的，英文是很少如此的，形容詞必然是在名

詞前面的，一般吧。除非你特別強調它，然後才把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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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印度人時時把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面的。 

 

即是說好像喜來登酒店，英文就是喜來登酒店，Sheraton Hotel，是這樣

而已。法國則不是，法文你問問一些法國人。酒店喜來登，是不是？酒店，他

把形容詞放在後面，梵文也是這樣。 

 

法假安立，即是假安立的教法，假安立的法。法是指經裏面的道理，那

些道理是什麼？不會硬磞磞的，是佛假設的，假設很多名相來指導人而已，你

不要死執著它一定是這樣的，假安立的，明白嗎？而且我們讀書讀得多，越讀

得書多，看事物便越看得固定化。你們修行的人又是如是，必然要這樣才行。

那有必然的？那有必然的？沒有必然的，左右逢源而已。除非你不懂得道理，

懂得道理便左右逢源，沒有必然的。為何我不用必然也行？因為佛教人名相這

些，是佛假設一套東西來教你。教懂你的時候，你真正了解的時候，那套名相

也拋開的。 

 

猶如過河，佛教你過河，做了一條木筏給你，你撐過去吧。他同時告訴

你，當你過了河便捨棄木筏的了。你不要到了岸對面，你死抱著木筏，如此你

便上不了岸。是不是？《金剛經》是否如此？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佛法，佛所講的法都是假安立的，到岸的時

候，你都應該捨棄。「何況非法」，何況不是佛法，你更加不要抱著。「非

法」是什麼？譬如詩詞歌賦那些，你更加不好要它。佛法入面的經，你「到

家」的時候，你都要丟掉。 

 

那個菩薩應該怎樣？法假安立。第一用佛所假安立以教人那些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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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作「說」解，假說的法。「及不捨三藐三菩提願」，與及不捨棄，「三藐

三菩提」即無上菩提，「三藐三菩提」亦即是大菩提心。立場是以不捨棄大菩

提心為志願，怎樣也不捨棄大菩提心的。以此為志願，以此為住。好了，再來

一個。這個懂得解了。 

 

「法假安立，以不捨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如此地去修奢摩他和毘

缽舍那，意思即是什麼？它的意思即是說，當我們教一個菩薩去修止觀的時

候，不是空口講白話，亂找一個師父來亂指導便算了，一定要找佛經裏面，有

根有據的經教作依據，法假安立為依，依據。 

 

當你真正修的時候，你要怎樣？不是說你一味修止觀便行的，你修止觀

的時候，時時都不要離開菩提心。「以不捨棄三藐三菩提願」，「三藐三菩提

願」就即是菩提心；「為住」，以此為立場的。一捨棄菩提心便什麼也沒用

了。如此顯然，「為依」是指一件東西，以什麼作依據呢？經。經所講的作依

據。以什麼作立場呢？不捨棄大菩提心為立場。這應該是什麼？菩薩要法假安

立為依，是不是？不捨三藐三菩提願為住。如此去修奢摩他毘缽舍那，是否要

如此？但他現在調，這些稱為倚護格。 

 

「為依為住」放在一起，讓你讀的時候，要把「依」放在那處，要把

「住」放在這處。是不是？是否要如此？我們不能不…。所以我們要在文法那

處講，因為中文在修辭上最難弄的是這些。這樣你會說：「英文又好了、法文

又好了，沒有這些。」除非你不讀詩而已，你讀英文詩，同樣有這些問題發生

的。你不要怪那一樣好，那一樣不好。英文又是，你說英文就很容易了，一看

便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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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這句說話，即是說你的英文程度都是麻麻的，未是很深入的，是不

是？如果你深入一點，很難，同樣是難的，是不是？從前我們讀書的時候，我

們讀中學的時候，正是剛剛距離五四…。我們皈依佛的時候，距離五四運動的

時候不是很遠。五四運動學白話文那班人，輕浮淺薄，裏面包括胡適之在內，

以為中國的詩。中國的詩是什麼？很講格律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平那樣。一句裏面一定要平仄相對的，韻亦要四正，字和字又要相對。譬如

剛才那首詩〈紅豆碧梧〉，紅色的豆，碧色的梧。是不是？下面是鸚鵡的粒，

鳳鳳的枝〔注：杜甫句：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拍得很要緊，格律是很要緊的。認為這些是什麼？這些沒有用了，胡適

之流。如果他年長十年，他便不會這樣講了。這些沒有用了，這些等於一個女

子紮腳，纏腳，明明天然隻腳那麼好，偏偏要弄成她纏腳婆，弄成這樣，要解

放啊。他的理由是什麼？不得自然。 

 

你看外國的詩多自然。還有，中國人的詩是有韻的，有韻的。有韻譬如

是這個…。不用的，你讀《八識規矩頌》都是有韻的，是不是？「性境現量通

三性，眼耳身三二地居」，「居」字便是韻。「遍行別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

瞋癡」，「癡」，「居」，「癡」這個便是韻。又下面那裏，「浩浩三藏不可

窮」，「窮」字又是韻。「淵深七浪境為風」，「窮」、「風」便是韻。「合

三離二觀塵世」，「去後…」。不對，「受薰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作主

公」，「公」字亦是韻。是有韻的。胡適之那班人又說韻是束縛的，「不需要

韻，你看看外國很多詩都不用韻的。」 

 

其實他那時真的是蠢，外國的詩沒有韻？外國的詩是外國的韻，不是你

中國的韻，是不是？沒有中國的那種韻。外國那些英文的十四行詩，格律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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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整齊的，稍動也不行的，而且是有韻的。甚至現在貓王唱的那些歌，都是

有韻的。是不是？貓王唱的那些歌，上面的第一句「Sailing」，到第三句

「hei」，到第五句「j」之類，有韻的。貓王唱的歌，都是有韻的。 

 

同學：「但他那時一知半解。」 

老師：「是的，他以為英文的詩沒有韻，不是中國的韻而已。英國那些十四行

詩比中國的更嚴格，他不知。唉，說要白話文，要白話詩了。這班人

輕狂淺薄。」 

 

如此便要寫白話詩了。當時有一批人，在《新月雜誌》那處，最初是在

《新青年》，在《新青年》雜誌那處發表一些無韻的詩。實在我讀起來，只得

「肉麻」兩個字，都不知他講什麼？雲啊，月啊，又什麼啊。我有一個老師名

康白情，出了一本詩集，這個是第一個先鋒詩人，是姓康的，西川人。出了一

本詩集，名為《草兒在前》，他的第一首詩是「草兒在前，馬兒在後」〔注：

草兒在前，鞭兒在後〕， 

 

草在前面，馬在後面，都不知算是什麼詩？他曾經教過我的，他是我老

師，但是我們當時要得分，才不敢開罪他。晚年他不肯了，到了晚年，我再在

雲南見到他，我說：「康先生，近來有什麼（作品）？」 

 

他說：「不寫了，當時太淺薄。」他進步了，這個是什麼？二十年後才進步，

不寫了。不寫了，寫舊詩。寫舊詩就寫新意，如何寫舊詩呢？康先

生，他給我看一首詩，他寫給人的，格律…。 

 

晚年了，他寫了，晚年又如何呢？我們另外有一個教師，有一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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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剛剛畢業，由日本留學回來的，他追求一個女子。就寫了很多詩，寫了一

百幾十首詩，把它整理成為一本文集，來到紀念它，後來結了婚，作為結婚的

紀念品。一首詩集，是什麼集我也記不起了，全部是白話詩來的。他便找這位

康白情先生，我那位老師，便拿那本白話詩讓他看。康白情則是很老實，他

說：「我以前寫的那本『早兒在前，馬兒在後』，可惜。如果我早有預見，我

不出了，我現在覺得最丟臉的是出了這本書。不行的。我當時還未怎讀過英文

詩，後來我在英文加工夫，在倫敦大學留學。」他去倫敦大學留學，就選了科

詩來讀。 

 

他說：「原來英國的好詩，都是很講究格律的。當時真的是弄錯了，當時認識

的東西真是太少了。」 

 

這位康先生，但已經是遲了，講這些說話時已七十歲了，二十多歲的時

候就做了《草兒（在前）》。那個後輩就因為結婚，之前追求那個女子，要整

理全部詩集出版，就呈給康先生這位老先生看。老先生，他說：「唉，你又學

我以前那樣，用無韻來寫詩，是不是？現在我已不做很久了，我在此提一首詩

給你吧。」 

 

他說：「好的，好的，康先生。你是老前輩，你替我提一首詩吧。」 

 

他便提了這四句，「格律傷真美」，他說，太過講格律呢，便傷害我們

的天真，傷害我們自然的美。因為這樣，所以人們便要寫白話詩了。「我見亦

如之」，你寫白話詩，我的見解亦如你一樣，太注重格律是不行的。所以我年

輕的時候，「與君同膽大」，即是我和你一樣的大膽。當時我怎樣？我「無韻

寫新詩」，無韻去寫新詩。這便像是在讚他，實在他不是讚，他這一首是舊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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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康先生這四句是舊詩來的，他用舊詩來到寫一首來提到寫。 

 

我以前和你同樣大膽，「無韻寫新詩」，不用韻寫新詩，現在我都不用

這套東西了，我現在還是寫回舊詩。實在是這樣告訴他的，不過他留學英國，

學到英國人的那種含蓄。英國人是這樣的，他取笑你是不會當面取笑你的，他

繞一個圈才取笑你的。他認為不對，他永不說你不對的，他望著你皺皺眉頭，

即是告訴你是不對的了。英國人是這樣的，有修養的英國人是這樣的。這即是

告訴他…。我還想著和他笑話，因為我時時和他在一起，教授和學生時時都打

成一片的，我就和他，我說：「外出喝茶？」 

 

他說：「好啊，好啊。」外出喝茶。喝茶的時候我便取笑他，我說：「康先

生，你以前就是解放，無韻寫新詩。 

 

現在就寫回不新不舊了，你不就像那些『放腳婆』。是不是？寫舊詩就

如纏腳嘛，細小的一隻腳。你又放了，你卻不是天然腳，你已經紮腳紮壞了。

我說你現在那首詩是什麼？『與君同膽大，無韻寫新詩』，就如解放了。但你

現在這四句是舊詩來的，即是『紮腳婆』，不對，即是『放腳婆』。不是完全

放，不能放回（舊觀）。」 

 

他說：「何止我，胡適之同樣是『放腳』。到了差不多，應該『放腳』了。」 

 

是這樣，胡適之確是「放腳」。人人以為胡適之寫很好的白話詩，無

韻，誰知胡適的白話詩是有韻的。胡適之…。我是為了你們這年輕人，讓你們

知道。胡適之提倡白話文，他就出了一本用白話寫的詩，第一本詩名…。五四

時代，試試用白話寫詩，名為《嘗試集》。現在不知還能買到不？《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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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人們說五四，我們剛剛是五四之後。五四時代，我們正在初中一左右。

我看見人們在五四運動的時候，燒日本貨又見過。我很小的時候，十二、三

歲，十一、二歲，見到人們抬那些日本貨，那些學生野蠻到極，五四時代人人

說好，我就說那些是要不得的。那些學生無法無天，學生們以為自己是學生，

「惡晒」。人們商店裏面有日本貨，人們是存貨存在那處的。「唉，我們要抵

制劣貨。」一百幾十人湧進商店裏面，「這些是劣貨，日本貨。」搬了出來在

路上放火燒，這是什麼？這實在是無法無天。人們商人是用血本買回來的，你

現在只是抵制日本而已，去年沒有抵制嘛。人們去年買下貨，你現在搬了出來

燒，便是燒了人們的本錢，如此都可以的！你什麼都學，學生是天之驕子，實

在是無法無天。 

 

有些你需要知的是什麼呢？我們不外是什麼？我們的心之一起一伏，我

們的心即是我們的生命，在我們的生命裏面，那些種子一起一伏，這些便是我

們生命的波折了。一個大波折是為一個輪迴，一輩子了。我們出世便是那個波

浪開始，出世一路去到頂點的時候，是我們成熟的時候了。慢慢地我們衰老，

便是波浪落了。到了死的時候，波又停了。停的時候，新波浪和舊波浪交界的

時候，那段就稱作中有。再起的時候，中有便投胎再起了。太平洋上的波浪，

後浪推前浪，永無止境。猶如我們一世又一世，一世又一世，永無止境。永無

止境，如果…，好不好呢？這個是價值問題，一世又一世，可以好，可以不

好。 

 

何解？你控制不住呢，今世做人，明世做貓，第二世做老鼠，這便不好

了，控制不到的時候。如果你控制得到呢，今世做人，來世我歡喜做人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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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且明世的人可能比今世的人好一點，第三世又好一點。我們自己控制，

我們要生天，我們控制生天；去極樂世界，我們（控制）去極樂世界；去藥師

佛的琉璃光世界，我們便去藥師佛的琉璃光世界，怎樣呢？有辦法控制的。如

果你想保持人身，不做畜生，不下地獄，你守五戒便行，很簡單的。殺、盜、

淫、妄、酒五種都不做，是多麼容易，如此你便可以保持人身。想生天便十

善。不想生天，想親近彌勒佛，你修十善再加念彌勒佛號，就生兜率內院。如

果你說我想生極樂世界。你未見性，生極樂世界化土；已經見性，生極樂世界

的報土，即阿彌陀佛處，你自己可以控制。 

 

你說：「是否真的。」不真你也沒有吃虧嘛，何解？不真你也沒有事，你做這

一世人，你守五戒有何吃虧？ 

 

你都是好人一個嘛，是不是？最好是不會被捕，你守五戒被人拉去鉤舌

根，下油鑊就是不好。你守五戒，縱使不得人身，你也會是好人一個，影響社

會也不會是壞的。沒有吃虧，是不是？你修十善，縱使沒有天讓你生，假的。

假的，你修十善的人，不好嗎？真正修到十善，你已經是世間的聖人了。耶穌

也是差不多的，摩西十誡和十善是差不了多遠的。即是你也沒有吃虧，在佛教

來說它是可以控制的。還有，你說：「我成佛是控制不到的。」控制成佛是很

容易的，剛才寫的兩句，你想成佛，怎樣呢？兩個，第一是修福。兩種資糧。

第二是修智慧。修福可以，持戒。修智慧是什麼？依著經教去修止觀，修止觀

是可以成佛的。只是一味持戒是不行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