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靈的底層、最底層有好多東西，有好多積習，有好多東西，那些叫做什麼？叫

做經驗。我們的意識的下層，同我們的自我的下層還有很多經驗，還有很多是經驗，

還有很多是先天傳下來的。如果站在生物學家的說法，是由我們父母的染色體一路遺

傳下來，如果以佛家說就怎樣？不是染色體遺傳，而是由我們前生所作的「業」遺傳

〔在〕這裏，藏在我們的意識下面，前世所作的「業」和前世所學的東西，〔藏〕在

我們的意識下，亦在我的自我下層處。

你覺不覺得有這樣的東西？除了眼、耳、鼻、舌、身，這五個「識」，  除了會

思想的意識，和除了常常執著的自我之外，是不是還有一堆東西？是什麼？包括我們

的經驗、我們遺傳等的許多混雜的東西？數也數不清楚的，有這些東西，你覺不覺得

有？現在請你答一答這個〔問題。〕你說有這堆東西講得通、還是沒有這堆東西講得

通？由你說，沒有好像講得不是很圓滿，對嗎？即是說你要自己承認有這堆東西。對

嗎？這堆東西佛家改了一個名字，叫做第八識，又叫做「阿賴耶識」。

「阿賴耶」是梵文譯音 layaĀ ，（ laya-vijñ naĀ ā ）， layaĀ 解含藏，作動詞用，

動名詞，含藏。或者譯做倉庫，倉庫。那個士多（Store），放東西的地方。載著什

麼？載著(那些)經驗。載著(那些)遺傳下來的經驗。我們天天見到、做了很多東西，

好像攝影，就像電腦一樣「攝」了進去，即是那堆東西是一個無形的電腦來的，我們

生存，一切生活的所有資料都存了進去。那是一個倉庫來的，叫做「阿賴耶識」。你

覺得有這個「阿賴耶識」比較好呢？抑或是不講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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聼眾答：講好些。

羅公：講好像圓滿些，不講呢，(別人)問起那些經驗去了那裡就莫名其妙。

一講，就在那裏。還有，如果你不講它呢，難道，夠鐘了嗎？講完這幾句。

佛經的小乘經說：「縱（假）使千百（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甚麼？

聼眾：聚會時，

羅公：「因緣聚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千百劫前作了的「業」，殺了隻雞，殺了隻貓，這些「業」現在還是沒有「亡」，

對嗎？只要因緣會遇時或許我們就被別人殺回頭，是不是這樣說？現在就要問了，佛

有沒有講錯？你說，有沒有錯？沒有，好了，你說沒講錯，現出要問你，千百劫前作

了的業在那裏？放在那裏？

聼眾：阿賴耶識。

羅公：對了，假使沒有「阿賴耶識」通不通嗎？

沒有「阿賴耶識」就要找個上帝才可以了，上帝的倉庫替你放著，等到你現在因

緣會遇，取出來給你了，是不是要這樣？要不是就由閻羅王叫個判官，拿著個簿，是

嗎？千百劫前同你記(下一)筆帳， 某人：你不知幾千百刧前殺了只貓，看看幾時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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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遇，現在因緣會遇了，輪到你做貓，就被人劏啦！豈不是要這樣？但你又不願承認

有神，不肯承認有判官記錄，你怎麼辦？一定要有一樣東西才（講得）通，對嗎？沒

有一樣東西總之就不通，對嗎？這樣東西是什麼？「阿賴耶識」。就這樣。所以，因

為有了「阿賴耶識」就不用閻羅王同你記帳，不用上帝，不用上帝的那個倉庫替你存

放業力，你自己藏起來。

所以同外道之不同就因為多了這樣東西。我們不用「主呀」！找個「主」，我們

自己就是。你的「阿賴耶識」，不用求「主」，搞定「阿賴耶識」就可以了，這樣，

如果無「阿賴耶識」，佛講這句話就不通，還有一樣，釋迦佛成了佛，他就好啦！假

如我是魔王來的，我殺人放火的，我殺人放火作了許多「業」，如果沒有一樣東西載

著我的「業」，我的「業」就滿天飛，對嗎？那些「業力」飛到釋迦牟尼佛處，沾在

他身上，我就真的「阿彌陀佛」啦！作了「業」不用受了！因為(業)走了去釋迦佛處

嘛！對嗎？但如果你有「阿賴耶識」載著，始終(業力)就在我處，不會在你處。不止

不會走去釋迦佛處呀！想走了去我媽媽處也不可以的。我媽媽，(如果)我作業作得不

好呢，我媽媽每天吃飯要減壽亦減不到給我的，因為「阿賴耶識」就是這麼麻煩，所

以一定要建立有一種東西。

有這樣的東西，你可以不叫它做「阿賴耶識」，如你說，不好！我要叫它做上帝，

叫它做上帝都無所謂，總知就有樣東西是你自己的。明不明白？因為這樣，一定要把

那個我所謂底層的東西，能載回自己的業力的，載回自己的經驗，和意識的思想的底

層次那裏。在底層次勾出來，改個名叫做「阿賴耶識」。這樣八個識，夠了，不用太

多。有些經就有第九識，其實第八識同第九識不能並行一齊，何解？第九識是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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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世界是第九識變的，那個娑婆世界是那個「阿賴耶識」變的，明明變在這裏？極

樂世界縱使有亦是阿彌陀佛的，不是我老羅變的。即是說，我老羅的第八識和第九識

不是一齊的，是否沒有呢？不是，是潛隱的，是種子，要現在搞定我現在的第八識了，

這個第八識是相當壞的，殺了它，第九識就爆發出來了。那時候叫「庵摩羅識」

（Amala-vijñ naā ）啦，就通了，你說要兩個並排就不通嘛！舊唯識講「九識」是不

妥，你想想對不對？所以玄奘那派的思想對唯識來講是比較第九識的進步。比較那個

講「如來藏」進步，「如來藏」是過渡時期的思想，而且《楞伽經》的出現可能是早

過《解深密經》的。

《解深密經》對那個「識」的解釋也不是很清楚，沒有講「末那識」的。所以仍

然是間隙時代。好了，今天先講到這裏。「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轉」即生

起，「彼」，「彼」即是什麼？即「我相」和「法相」，對嗎？都是依據什麼？依據，

不是依據「識」，依據「識」所變出來的東西，而假立的，聽得明白嗎？如果你照英

文對呢，你們有誰影(印)了？有英文對，我這裡有，用英文對呢：「由假說我法，有

種種相轉」，這幾句就是什麼？（Various indeed are the usages of the term

tman anddharmaā ，）Various 是什麼？種種「相」，Indeed，它這裏加進去，實

實在在有種種「相」，Are the Usages，Usages 本來是用處，這裏解「假說」。

聼眾：七百八十八頁。

羅公：是，假說啦，我法呢，Of the Term，那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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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 tmanĀ ） tmanĀ 我，and Dharma 法，「假說我法」啦，這個人，

「有種種相轉」，They all refer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彼依

識所變」，對嗎？ Transformation 是變嘛，of Consciousness 識嘛，識所變。下

面第二首頌，「此能變唯三」呢，它若是英文譯，「此能變為三」就放在上面

Threefold三種，Threefold三種，In such transformation，所變的東西，它的轉變

呢，變出三種東西出來，你可以對著讀，它這個是在梵文處譯的。這個人，將來呢，

你們讀《辯中邊論》，你就在這裡讀了。第一首，這本(書)，第一課就《辯中邊論》

比中文的易讀，如果你英文還可以（過得去）的話，如果你英文不太好（麻麻地），

對讀就可以了。「我法」，「我」有種種「我」是什麼？外道的「我」稱做甚麼？有

沒有讀過《金剛經》？外道的「我」有很多名的，你是「何」什麼？

聼眾：何敏兒。

羅公：外道的「我」，數四個我聽(一)下。

聽眾：薩迦耶那些。

羅公：不是，外道，外道所執的「我相」有幾種？

聼眾：我相、人相。

羅公：「我」、「人」，不要加個「相」字，有些執著叫做「我」，有些執著叫做

「人」，有些叫做「眾生」，有些叫做「壽者」。

如果依新譯本叫做甚麼？摩納婆，對嗎？有些叫做甚麼「儒童」等等，這是外道

所執的「我」，這些「我」他說亦不是實有，是我們的「識」變出來的現象，硬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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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是「我」而已。明白嗎？外道所執的「我」是這樣。佛家所講的「我」有那些

「我」呢？西方有個阿彌陀佛的「我」，阿彌陀佛兩邊有一個什麼？有觀音菩薩的

「我」，有一個大勢至菩薩的「我」，釋迦佛有個師父以前（舊時）叫做燃燈佛的

「我」，那是佛的「我」，菩薩的「我」，還有些呢，小乘的預流果的「我」，一來

果的「我」，不還果的「我」，阿羅漢果的「我」。很多「我相」。對嗎？這些「我

相」都是依據「識」所變出來的東西，不是「彼依識」，「彼依識所變」的東西，

「識」變出來後就在這些東西上假設這些為「我」，這些是「法」，其實這些「我」

只是「五蘊」，即由五堆東西所合成的假東西來的。

這五堆東西都由「識心」變出來的而已。「彼依識所變」，（有呀！大把位，這

裏）外道所講的種種「我相」和佛家的種種「我相」都知啦？ (明白)（識）啦？好了，

「法相」呢？「法」的概念呢？「法」的「相」呢？外道所執的「法」呢？有甚麼？

最緊要的是甚麼？「勝論」和「數論」，古代的「勝論」和「數論」，「勝論」執著

什麼？「實」、「德」、「業」、「大有」、「同異」、「和合」，六種東西，「數

論」執著什麼？「自性」、「神我」，古代就這樣。現代呢，現代的外道執著什麼？

現在的科學家執著有實的原子，電子，質子，唯物論者執著有實的「物」，唯心論者

執著有實的「心」，這都是外道的。

佛家的呢？佛家（本來）不執著，但你們學得不善巧就會執，是甚麼？「五蘊」，

聽佛說有「五蘊」就執著「五蘊」，聽到佛講有「十二處」你就執著「十二處」，聽

到佛說有「十八界」你就執著有「十八界」等，等什麼？「四諦」，聽佛說「苦」、

「集」、「滅」、「道」，你就執著有「實」的「四諦」。你聽見佛說「生死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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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二段，你就執著有實的「十二因緣」，等等。還有很多東西執呢！聽佛說有「唯

識」，你就執著有「識」，聽見人家天臺宗的人說「一心三觀」你就執著有實的「一

心」，聽講有「三諦」，你就執著有「實」的「三諦」，人家說的人不「執」，你聽

的人很容易「執」。這些學佛不善巧就學了很多「法執」來，現在呢，「法執」有好

多你要澄清的，先澄清了外道的兩派先，「數論」同「勝論」。

「數論」呢，那天我講了一些了，是嗎？現在快有了，給你們讀回原文，比較呢，

因為你們取資料，你聽我說你很容易聽，沒有錯，但始終是我學了消化後（我食了嘔

番出來）告訴你們的東西，但影印出來給你們看，最低限度我也是識這些，所以我就

影（印）出來給你們拿著它來看，免了很多唇舌，以後你練慣了再看《成唯識論述

記》就會看了，你們不要怕麻煩呀，順便訓練你們看《成唯識論述記》。（一陣）如

果（一陣）講佛家的「法執」要下一堂才可以(講)，我就叫(人)影印了《五蘊論》

（《大乘五蘊論》），你讀(一)下《五蘊論》，即是一本十支論又讀多了一篇，《五

蘊論》呀。大概很快，是不是在下面影(印)？抑或在這裏影？圖書館影？

聼眾：是在圖書館影。

羅公：都未看過。

如是，「受用薩㻔，刺闍、答摩所成大等二十三法。」這幾句是《成唯識論》的，

它這裏呢，這一段是破「數論」的，何解？我先解它的意義，「且數論者」，現在要

先破外道，現在先破「數論」先，它說現在呢，數論者的執著是怎樣呢？它說數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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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執著有個「我」，那個即是叫甚麼？梵文叫做（ tmanĀ ），即英文的

（Self），(那)個「我」的本質是什麼東西來呢？是「思」，「思」者即意志，現代

心理學叫做意志。意志（Volition）或者（Will）意志，佛家的「思」字不是當「思

想」解，是當「意志」。

個「意志」是我想如何，如何，我想殺你，我想救你，我想賺錢，我去想找東西

吃，「思」，做作，行為，做作，推動行為的這種力現代心理學上叫「意志」。佛家

叫做「思」。外道都叫做「思」，又或者叫做思惟，八正道的「正思惟」不解作「正

思想」，(解)「正意志」。「且數論者，執『我』是『思』」，那個「我」的本質，

那個「我」即靈魂，那個靈體是「思」來的，它亦會受用，「受用」即是「享受」，

它享受什麼？享受三種東西所成，有二十三種東西，它享受那二十三種東西，即是說

那個靈魂享受這二十三種東西，二十三種東西是什麼？是由三種東西組成的，一種叫

做薩㻔（Sattva）、一樣叫做刺闍（Rajas）、一樣叫做達摩（Tamas）， 三樣東西。

這三樣東西是怎樣？(等)一陣就知了。

由這三種東西變、變、變，變出二十三種，「大等」，最初變出「大」，跟著再

變出廿二樣，共二十三種，整個宇宙萬象不外是二十三種東西而已。即是說，最初是

沒有東西，由於那個「我」，那個「我」起「無明」的衝動，那個「我」起思，那個

「思」伴著「無明」的衝動，就是想這樣，想那樣。你看看，你讀了這些，將來你讀

《楞嚴經》就會搖搖頭了，將來你讀《大乘起信論》你亦會搖搖頭。那些死捧著《楞

嚴經》說好東西的，那些(人)都未讀過《數論》的，死捧著說《大乘起信論》是好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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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不知到《數論》的東西有多厲害！看看注，這是窺基法師的《述記》，下面，

你未有？得啦，兩份啦，拍埋啲，親密些囉！你沒有？

聼眾：我叫他快些影(印)七張來。

羅公：看這裏一讀你就知了。

你說《楞嚴經》文章好啦。《成唯識論》更好，你看四個字一拍子他的文章，

「且數論者」一個拍子，「執我是思」，一拍，「受用薩埵」，一拍，「刺闍、答

摩」，又一拍，「所成大等」，又一拍，「二十三法」，一拍，有拍子的，不聼這些

也無緊要的。「謂有外道」，印度古代，叫他舉手啦！剛才那些。

聽眾：謝謝！

「名（叫做）劫比羅」（Kapila）梵文，他說古代譯呢，譯得個音不正，譯做

「迦毘羅訛也」，即(譯得)聲音是錯的，Kapila這個字中文怎樣，「此云黃赤」，金

黃色，紅色，「鬢髮面色竝黃赤故」，那些頭髮，「鬢」呢，這兩面叫做「鬢」，這

兩面，你們叫做「的水」，這兩邊，叫做「鬢」。下面這撮叫做「鬚」，口唇下面叫

做（頾）髭，這兩撇叫做「鬍」，下面叫做「鬚」嘛。這兩面叫做「鬢」。「鬢髮

（同）面色竝黃赤故」，這個「竝」字，你們學中文要懂得少少文字學的知識，這個

「竝」字原來是這樣寫的，這㸃等於這裏，這一劃等於這兩劃連起來，這裏，這裏等

於這裏，這一劃連起來，篆書就這樣，兩人一排站在地下，「竝」嘛！「竝肩」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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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個「並」字應是兩個「立」才是正字，寫那個是後起的俗字了。都是黃赤色的。

何解呢？印度人大致來講有兩種人，那些高級的人身材高大，而面色白的，即那些阿

利安種人，同現在歐洲希臘人，俄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那些白種人同種，同俄

國人不同，同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希臘同種，那些叫做印度歐羅巴種。印歐民族，

印歐民族是白種的，頭髮金黃色，所以呢，印度最初就都是矮小的，黑黑的，那些人，

那些土人，那些人住的，那些人半似馬來人，半似馬來人，半似巴基斯坦人差不多，

黑些，矮些，那些叫做達羅荼毗（達羅毗荼）人，土人，那些印度的雅利安人，那些

雅利安人本來叫做印度歐羅巴族，（Indo European）的人。

住在現在的伊朗那裏，俄國的南邊高加索山，到伊朗（Iran）處。在那裏住著，

因天氣變換，那些遊牧民族因天氣變換水草不夠，於是那些牧民隊就四散，有支向西

行，走入土耳其，由土耳其過希臘，變成希臘人，再過變了羅馬人，義大利人，再過，

變了西班牙人，法國人，再過就變英國人，斜斜地過就變成德國人，向北行，向西北

行變為俄國人，斯拉夫人，那些叫做斯拉夫族。那一支。又有一支向西南邊行，變成

阿拉伯人，所以阿拉伯(人)都是白種人。另外有一支向西南邊行，就變了現在的伊朗

人，再落些，再繼續向東南邊行變成了印度人，白種印度人，印度原來已有黑人，他

們征服了黑人，征服了黑人。

然後將他們捉去做奴隸，所以印度四種階級，第一種，婆羅門階級，那些指冬瓜

劃葫蘆又說會看星像，又說會同神接觸等等，人人都不敢不聽他們說的，那些婆羅門

階級它說自己是天神的口生出來的，騙人的。第二種叫做剎帝利，軍人和政治的掌權

的統治階級，政治的貴族階級，那些叫剎帝利階級，世世代代都負責打仗的，並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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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第三種是自由人，那些（Freeman）自由人，那些是做工業，商業買賣的

人或畜牧業。第四種是奴隸，奴隸階級，奴隸階級是被征服的賤種，叫做賤民，坐都

不可以一齊坐的。結婚更不行，隻手摸一摸都會有問題的，所以印度的社會就是這樣，

原因就是被征服，那些土人被征服。

你想看詩呢，你就去圖書館，啊！想看這個歷史就去圖書館，看阿利安人征服印

度的歷史呢，有本長的敘事詩，叫做《摩訶婆羅多》（Mah bh rataā ā ）。你如果真

正學佛學就不妨看看它，詩來的，很美麗的詩，是歌詠那些印度人，那些印度人來，

那些王子如何如何的很多很多好旖旎的東西，世界的敘事詩東面有《摩訶婆羅多》，

西面有兩本，希臘人，一本叫甚麼？希臘呀？本來個荷馬（Homer）念的。

聽眾：敘事詩。

羅公：甚麼？（嗄？）哦！

一本叫做《奧德賽》（The Odyssey）講個（Odyssey）王子怎樣打仗，一個

叫做《依利亞特》（The Iliad），兩本敘事詩。幾本都有中文本，如果你懂英文呢，

英文譯本就更好讀，如果不懂英文讀中文，(這裡都)有呀，《奧德賽》、《依利亞

特》、《摩訶婆羅多》都有呀！如果(這裏)無去三聯書局都可買到，我家都有。所以

即是說明什麼呢？說明數論派的發明者是印歐民族的人，白種人，這個不是本地的奴

隸階級，奴隸階級多數是文盲的。「今西方的貴婆羅門種皆黃赤色也」，即頭髮是黃

的，金髮。所以我們今日見到的印度人，他們多數是那些印度人同當地土人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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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黑黑的那些，是嗎？如果真正是高級印度人好像黃種(人)的臉色，(但)黑

些，比我們中國人黑些。頭髮是黃色的。「時世號為黃赤色仙人」，黃色赤色的叫他

做仙人的，他說其後，你們自己看第二注。

注二你們自己(補)看。（睇番佢）「其後弟子之中上首如十八部中部主者，名筏

里沙」，其後由那個劫毘羅一路傳，傳了給弟子，一代傳一代，傳到很多代後，其中

那些弟子的上首，「上首」即一部，一部分的掌門人，「上首」，就好像佛家裏面就

分成十八部那樣，小乘佛家，佛家小乘分成十八部，它亦分成很多部，這樣呢，那些

部主，那些「上首」其中有個部主，叫做「筏里沙」，「筏里沙」這個字（「此翻為

雨」），「此」，「此」即中國，中國翻譯做「雨」，為甚麼叫他做阿「雨」呢？

「雨時生故，卽以為名」，因媽媽生他時下雨，於是改個名叫做「阿雨」。「其雨徒

黨名雨眾外道」。那個阿「雨」長大後很了不起，他跟數論派出家，你不要以為只是

佛教才有出家，他也一樣有出家，有出家、有在家，不過他的出家可以有老婆的，婆

羅們的出家可以有老婆的。他的徒黨，他有很多徒弟，那個阿「雨」，他的徒黨成為

一個集團，人們稱它為「雨眾外道」。這段講了這個數論袓師的來由，下面講甚麼？

「梵云僧佉」，梵文（S khyaāṃ ）這個字，「此翻為數」，這個(字)不可以讀「伽」，

這個要讀「騎」，言字邊的可以讀（S khyaāṃ ），如果「僧伽」，出家人的

Sa ghaṃ ，僧伽。讀「伽」， K字音的，那個讀 gh，「梵云僧佉，此翻為數」，

「數」即數目，這個數字可作名詞用，做名詞用就（Number），當數，亦可當甚麼？

可作動詞用，當數一數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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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翻為數，卽智惠數。數度諸法，根本立名」。窺基法師的文章你看呢，一下

讀下去會不知他說甚麼，(坑坑窪窪的)。他說「數」字為甚麼叫做「數」呢？「數」

字當它作名詞用時是智惠數，這個「惠」字同智慧的「慧」是通用的，寫這個都可以

了。「惠」同智慧的「慧」是一樣的，即是智慧（Wisdom），智慧數，「數」者，

「心所」，以前叫「心所」做「心數」，即是「慧心所」來的，明白嗎？那個「數」

呢，作名詞用即是智慧數，「慧心所」，做動詞用又如何，「數度諸法」，第一個字

讀「數」，第二個「數」字是「數一數是多少」，「數度諸法」，數一數是多少，

「數度諸法」，數一數是多少，「數度」這個宇宙萬象的東西，這就是「根本立名」，

數論派外道根本一派就改個名(字)叫數論派，叫做「僧佉派」，根本，佛都有根本，

又有枝末嘛，匯豐銀行總行就根本啦，長沙灣分行、某某分行就枝末囉，根本，即數

論外道的總部那裏叫做，叫做「僧佉」，何解叫「數」這樣奇怪呢？

下面有解釋：「從數起論，名為數論」，數，個「數」字解「智慧心所」，由智

慧心所而生起這些論的，生起這些議論的，所以叫做數論，從智慧心所而產生這些論

來，所以叫做數論，個「數」就解智慧囉，又呢，「數」的第二個意義，「論能生數，

亦名數論」。這個「論」能生起人的智慧的，所以叫做「數論」，所以稱做「數論」

有兩個原因的，一是「論能生數」，一個是「從數起論」。這樣讀法有無興趣呀？你

一定要經過這些，不然你一世都，縱使你中文大學畢業，學文學拿了博士，你看這些

是看不懂的。你試試，你叫饒宗頤來看，看看他能不能看得懂？你叫林蓮仙來解，看

她能不能解？何解？不是說他不行，他行，而是不在行。你叫孔夫子做木，他一定沒

有木工做得好。內行和外行就這些區別。如你問我：你舊時又怎樣搞？我也不知，當

我搞不通我拜拜彌勒佛就通了，好奇怪，很靈驗。我以前是不知道彌勒佛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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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肚子的，拜拜他，過幾天自自然然又通了。我皈依時，我說真難睇呀。太虛法師

說，你要有耐性，有耐性，不要緊，你去拜拜彌勒佛就會啦。真的很靈驗，不知是不

是因他說過，即是好像密宗那樣，師父教過你念咒一樣。我從前學的，很奇的，這些

事。我識得一個止牙痛的咒，識得一條梗骨咒，我寫在簿子上叫人拿著念不靈，我叫

他跟著我念，念三次他念就靈了。我以前師父教我，都是念三次給我聽，我跟著他念，

念三次，還要封幾個銀仔給師父，作個揖給師父，就靈驗了，現在學神打的也要這樣

的，密宗也一樣，是要這樣才靈。那個馮公夏依住我念，念歪了一隻字就不靈，要照

足個字就靈。

所以六字大明咒是嗡、嘛、呢、叭、咪、吽。但西藏喇嘛教人就嗡、嘛、呢、叭

（讀啤）、咪、吽。那些人發覺應讀嗡、嘛、呢、叭、咪、吽，但矯正就沒這麼靈驗

了。由他將錯就錯，讀嗡、嘛、呢、叭（讀啤）、咪、吽。明明念錯，但一路念下來，

反而靈驗。很奇。看回這裡，我不知何解是這樣，我看這樣難的東西，我勢如破竹一

路看下去，一點問題都沒有，不懂的先擱置，擱置，擱置，走去拜彌勒佛，現在就不

用拜了。這樣就搞妥了。即等於葉文意也是，搞不通時走去釋迦佛面前處，請釋迦佛

幫忙搞就妥。就妥了。葉文意呀。看看，「亦名數論。其造數論及學數論名數論師

（者），」「其」解那些，那些作「數論」的人，作「數論」書的人，和學「數論」

的人，那些人叫做「數論者」。

-完-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