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難看的這一段，下面了，「此師所造金七十論」，這個呢，這個論師，這個數

論師作了本書，叫做《金七十論》。爲何叫做《金七十論》呢？你呢，如果你研究數

論哲學，如果寫碩士論文，或想學博士論文你可以寫外道的東西。可以做《金七十

論》的研究，你篇博士論文就很不錯。有呀，中國有《金七十論》。你可以怎樣？你

如果寫《金七十論》論文，取齊《述記》的這些資料，還有很多印度哲學書的資料，

同甚麼？那本真諦法師譯的那本《金七十論》，《大藏經》有，《金七十論》。

再將英文本的《金七十論》來對照，再拿英文本，再用英文的數論哲學的〔理

論〕來疏，就不愧為一本博士論文了。「此師所造《金七十論》」，此師，即這個數

論師， 這個阿雨所造的書呢，那本書叫做《金七十論》， 這本書怎樣來呢？「謂有

一外道入金耳國」，有一個數論外道，走入去的國叫做金耳國，「以鐵鍱腹」，這是

個怪人。用鐵圍着個肚腩，「頂戴火盆」，用個頭頂托着個火盆，很怪的一個人，

「擊王論鼓求僧論議。」他走去國王處，印度人最重視辯論，國王的宮殿外面，外面

就有個鼓放在那裏，宮外邊一塊空地、一個廣場，如果你有甚麼新見解，〔新〕發現

想找人辯論就走去廣場，王宮前面的論鼓，打論鼓，招人議論的鼓，呯呯嘭嘭打鼓，

於是印度人很好事的，聼見人說打鼓辯論，那些人無聊就走來聽〔辯論〕，聼〔辯

論〕呢，那些人就辯論了，於是國王還會找人做證人，又找人同你做主持你的辯論

會。辯論好似要决勝負的，像打擂臺一樣。

訂定甚麼條件，有些訂定辯輸了自殺又有，辯輸了要被屎尿淋又有，辯輸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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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譬如阿甲同阿乙辯論，阿甲辯輸了給阿乙，（阿乙要做阿甲的徒弟，皈依呀），

阿甲要皈依阿乙，跟隨阿乙之類。看你怎樣訂條件。

最辣的條件是割舌、自殺，有些就〔被人〕打，世親菩薩的師傅同外道辯論，辯

輸了被人打嘛，於是世親就說一定要替師傅復仇，結果呢，所以世親因明很好，辯論

很好，結果找回那個外道辯論，辯論輸了，那個外道輸了給他。

打起那個國王那個招人議論的鼓，他專門指定要找佛教徒來「論議」，「求僧論

議，（論甚麼？）因諍世界初有後無，謗僧不如外道，遂造七十行頌，申數論宗。」

他呢，「諍」，即諍論，他諍論，世界呢，初初呢，現在呢，即是現在呢已有了，後

來呢，就個個都涅槃，就無啦，這世界就沒有了。

就這樣，毀謗佛家的僧人，說他不及外道，議論的結果做了七十首偈，行頌，行

者，One line，一行，四句一行，七十行頌。申述他數論宗的東西。

「王意朋彼，以金賜之。」國王的心，「朋」，即袒護，同他老友，袒護，袒護

他，賜給他，大概賜了（不知）七十斤金或七十塊金給他。

「外道欲彰已令譽，遂以所造名（叫做）《金七十論》。」奇怪，他做了七十行

偈，他造的，弗理沙做，解釋是誰解釋？是佛教的那位大菩薩同他解釋，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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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論（的）長行（長行即那些散文的注釋），天親（天親即世親）菩薩之所造

也。」所以呢，你不要以為呢，現在的人說佛教徒連外道的書也不要看，人家菩薩替

外道作論的注。是嗎？

「下第四卷更當廣述。」下面了，下面他就依據，《金七十論》很難讀的，窺基

法師將《金七十論》裏面所講的內容講給你聽，同時他是聽他的老師玄奘法師在印度

學過數論的東西，他的老師又講給他聽（知）。

〔他〕把老師所講的同《金七十論》所講的融化成當時流行的文字，你們不妨將

它譯成白話，他依據《金七十論》，《金七十論》怎樣？「立二十五諦，總畧為三，

次中為四，廣為二十五。」他依據《金七十論》，《金七十論》裏面建立甚麼系統

呢？

建立一個這樣的 system，建立一個理論的系統，「立二十五諦」，「諦」者實

也。則世間的真實的事物不外二十五樣東西。這個諦字可譯作 catergories，二十五

個範疇，用二十五去個範疇去解釋宇宙萬有，「總畧為三，」即是將二十五諦總畧、

總合到一起，簡化，「畧」總畧即解簡化，即將二十五樣東西簡化為三類。「次中為

四，」其次呢，將它呢，中中地，不長不畧，分做四類，即或者分三個範疇又得，分

四個範疇又得，「廣為二十五」，如果詳細講就分作二十五類，如何？

「彼論云」，它說《金七十論》這樣講：「畧為三者，謂變易。自性、我知。」

甚麼叫做「畧」，即將宇宙萬有分為三類。將宇宙萬有分為三類，第一類叫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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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第二類叫做「自性」。第三類叫做「我智」。「我智」又得，「我知」又得。

「變易」即會變化的。第二類「自性」即那些實質，「自性」就實質。第三是「我

知」、「我智」，即是靈魂來的，那個「我」，那個「我」是能夠知道東西的，或那

個「我」有智慧的又得，「我智」、「我知」都得。來到這裡你最好看看，注十三，

有未？有未呀？

解注十三「立二十五諦，總畧為三，次中為四，廣為二十五。」我解給你聽，你

們看，注十二，（看注十二）你們現在即是上一課數論哲學了，你看，有啦？注十

二：「略為三」者，如下表，二十五諦，分做三類，第一類叫做「我知」，那個本質

是甚麼？是「思」來的，對嗎？又名叫做「神我」，「神我」即靈魂的別名，「神」

即神靈的那個「我」，有靈性的，這個「神我」如何？「不造它物」，它不會造東西

的，造另外的東西出來，「亦非由他所造」，亦無人造得它出來，本然存在的。

本然存在，即法爾如是。佛家叫甚麼？佛經內常常有「法爾如是」的，「法爾」

即本來就是這樣。這就是「靈魂」囉。

二、「自性」，「自性」是甚麼？實質。這個是物質來的。「自身」不由他造，

這個「自性」不是由別的〔東西造出來〕。所以它不信有上帝，並不是由上帝造，本

然存在的。它能造「大等二十三」，它會造出別的東西出來。（做出第三的「大」，

第四的「我慢」，第五的「五唯」、「五大」）第六叫做五類東西，叫做「五知

根」，第七，五類東西，叫做「五作根」，第八類東西叫做「心根」。這麼多種的東

西就是由「自性」所造出來的，總共二十三樣東西。「我知」不由別人做，這是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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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自性」，那些實質。由實質變出來的東西有二十三種。

這種被別人變出來的東西叫做「變易」，「變」者，被別人變出來，「易」者，

它成日會轉變的，這樣就「略為三」了，將宇宙萬有的東西簡略、簡化後就得三類。

聽不聽得明呀？陳文蘭？

「中為四者」是甚麼？中中地，不長不畧，分四類，二十五諦這樣分，第一、

「本而非變易」，「本」就根本的，不由人造它出來的，「自性」是也。能做出「大

等二十三諦」的「法」，自身卻非由他「法」所做的，叫做「本」，「本」，它不是

被〔別〕人變化出來的而「非變易」，識解啦？

第二類，第一類有二十三樣東西，第二類「變易而非本」，被〔別〕人變它出

來，它不是根本存在的，有「五大」、「五知根」、「五作根」、「心根」。另外一

說是「十一根」。這些「變易而非本」唯由他做，被別的東西「變易」出來的，卻不

能「造他法」的，這些是「變易而非本」。兩類了，是嗎？

一類只是造〔別〕人而不被〔別〕人造，第二類是只被〔別〕人造出來，它不造

〔別〕人的，不能造出別的東西。第三類，「亦本亦變易」，它又可以做根本東西變

出〔別〕人，但是又可被〔別〕人變它出來，是甚麼？「大」、「我慢」、「五

唯」，這幾類。一說，另一說是「五大」亦屬此類，合「十二法」，是從「自性」所

造，由「自性」造出來，它又再造另一種東西，第四類，「非本非變易」，既不是

「本」，能造〔別〕人的，能造別人的東西出來。亦非「變易」，不是被〔別〕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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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是靈魂是也，「神我」。既不造他物，自身亦非由他物所造。世界不外這四樣

東西，明不明白？你看得這類東西些多，你的頭腦好周密的。

畧為四，（「次中為四」）「廣為二十五」（種），最緊要這裏。將宇宙萬有分

成二十五類，你問，宇宙萬有分成二十五類是不是多元論呀？不是，不是多元論，是

二元論，何解？根本只有兩種東西，「神我」一類，「心」來的，靈魂來的。第二是

「自性」，是「物」來的，這個「心物二元論」。「廣為二十五」這個最緊要，「二

十五諦」、「神我」、靈魂，有無數那樣多的靈魂，這個世界最初，沒有最初的，本

來就是有無數那樣多的靈魂的，這些叫做「神我」。

它同天主教不同，天主教是甚麼？本來得一個神，〔那〕個神做岀這些靈魂。它

不是，本來就這麼多靈魂，無神的，所不同是〔這樣〕。第二類是物質性的，「神

我」，「二元」囉，是嗎？「自性」是實質嘛，實質就同那個「神我」，就是「心」

囉，「心」、「物」就「二元」囉。再由那個「自性」產生「大」。何解？〔那〕個

「自性」裏面有三 種東西衝擊的，

那三樣？你看它：sattva（勇）、rajas（塵）、tamas（闇），三種東西。那三

種東西互相衝擊，看到這裏，你就看回中文，中國，中國的人講《易經》的，說我們

世界最初是一團太極，太極〔不〕就是「自性」？對嗎？「自性」就是「太極」。

「太」者極。最早叫做「太」，「極」者老遠都有的，「極」。這個「自性」就是

「太極」。中國說「太極」內有兩樣東西，一樣是甚麼？一種是「陰氣」，一種是

「陽氣」，兩樣東西。它說甚麼？它的〔那〕個「太極」就叫做「自性」，那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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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三種東西來的，一種叫做 sattva（勇）、一種叫做 rajas（塵）、一種叫做

tamas（闇）。三氣。

世界真奇，中國是陰陽二氣，它是三氣。「大」者，即是膨脹。那三種東西互相

衝擊，中國〔人〕怎樣說？陰陽相摩，八卦相蕩，陰陽相摩。太極內的陰陽二氣不斷

摩擦，摩擦的結果就產生萬物，它怎樣？「自性」的三種東西互相摩擦的結果就是膨

脹了，「大」了，「大」的結果一路發展，就產生「我慢」了，由「我慢」進一步產

生「五大」，從功能產生「五大」，那「五大」呢？地、水、火、風、空，這五樣種

東西，由「我慢」，由「我慢」的功能產生，〔那〕個實質由甚麼生？再看，由「我

慢」的另一方面直接產生甚麼？產生色、聲、香、味、觸，再由色、聲、香、味、

觸，給予那些資料給「五大」，從質料言造。

即是說地、水、火、風、空，這兩種〔應是五種〕東西功能由「我慢」來的，質

料由色、聲、香、味、觸來的，它同佛家不同，佛家的那些色、聲、香、味、觸，由

地、水、火、風、空變的。

它就不是，它說地、水、火、風、空，由色、聲、香、味、觸變的，剛好同佛家

相反。是嗎？再由色、聲、香、味、觸呢，產生甚麽？產生我們人類的「十一根」了。

從質料到色、聲、香、味、觸，產生「十一根」。這「十一根」從功能〔是〕由「我

慢」直接產生來的，「十一根」是甚麼？你看看，五種叫做「作業根」，那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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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語具，（條脷）舌頭，（條脷）舌同聲帶叫做語具，主要是（條脷）舌

頭。手，兩隻手。足，大遺根，即大便的器官。男女根，即是生殖器。這五種東西都

是甚麼？从形體來看，都是由地、水、火、風、空造成。从質料來說，由色、聲、

香、味，觸組成，叫做五種「作業根」，又呢，除五種「作業根」外還有五種「知

覺」的「根」，即感官，耳，「耳根」，它不叫做「身根」，叫做「皮根」、「眼

根」、「舌根」、「鼻根」，「五知根」，五種「作業根」，另外我們的「心」，我

們的意識，佛家的六識它叫做「心根」，實在只是意識來的，這樣總共二十五類東

西，叫做「二十五諦」，但不是「多元論」，這二十五樣東西不外是由那兩種東西造

出來，「神我」和「自性」而已，明白嗎？聽不聽得明？難不難？有沒有興趣先？沒

興趣就跳過了它，想不想聽這樣東西？嗄？

聽眾：想。

羅公：想啊，想就看下去。「彼論云：畧為三者」，彼論即《金七十論》，所謂「畧

為三」呢，即是一個叫做「自性」，一個叫做「變易」，（一個叫做「自

性」），一個叫做「我知」。即是這三類，「畧為三」啦。甚麼叫做「變

易」？

為中間這「二十三諦」，中間的二十三種東西，即是說甚麼？即是二十四頁的表

內，大、我慢、色、聲、香、味、觸等，那二十三樣東西，中間的二十三諦，這二十

三諦是由「自性」做出來的，由「自性」所做，所以叫做「變易」，被〔別〕人變出

來的，所以叫做「變易」。二十三諦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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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是甚麼來的？解釋個「自性」，記住了！你們讀完這個甚麼「自性」，

是數論外道的「自性」，將來讀《六祖壇經》的甚麼「自性能生萬法」，不要拉數論

來解它，那個「自性」是指「真如自性」，六祖的，明不明白？法相宗的「自性」是

指甚麼？多數是指甚麼？每一種東西的「自體」為「自性」。因明論裏面的「自性」

是指甚麼？指那個主詞，那個 subject。所以你凡看書要看上文下文才下得定義，你

就學到這樣〔方法〕了。盲目亂解算數就不行的，那樣就沒有辦法不錯（衰）的。拿

數論解《六祖壇經》真是奇妙，你就會怪狀百出了。

這裏解數論的「自性」，「自性」者，這個數論的「自性」當「實質」解，本

質、實質，「冥性也；」怎樣叫「冥性」？「冥」何解，解烏闇闇的，無智慧的質

地，「今名自性，古名冥性。」現代人譯就譯做「自性」，舊時古代就譯做「冥

性」，「今亦名勝性；」現代人又將它來譯作「勝性」；何解說它「勝性」？下面解

釋為何它叫「勝性」，「未生大等」，「未生大等，但住自分，名為自性」；當它還

未製造出「大」、「我慢」的那二十三諦的時候，自己保持自己本身的狀態，「自

分」者即本來的狀態。那時改個名叫做「自性」，「若生大等但名勝性，用增勝

故。」若果它生了大等二十三諦出來後，我們改個名，稱它作「勝性」，何解？因為

它的作用增加了，很殊勝，所以叫做「勝性」。識解啦？解了「自性」。二十五諦裏

面解了「自性」。如果叫你講，你講不講得出呀？講得出嗎？

聽眾：講不出，好難講。

羅公：看着講就講得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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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要看着才講得出，如果空口講出來，要記，這麼多東西不記，記數論哲學？

對嗎？好了，解完「自性」了，現在解那個「我」，「神我」了。「我知者，神我

也」。你看看這裏，為何叫做「神我」呢？你看，第四十三頁，注十六，數論宗，

計，「計」即是執着，數論宗都是執着，一切眾生各各有一個甚麼？超絕苦樂、獨存

不變的「我」的，所以佛家成天講「無我」、「無我」，你知道嗎？是主要是針對數

論派的，你們說有個「神我」嘛，我偏偏說「無我」，你明不明白呀？超絕苦樂，即

是苦，你不會傷害它的；樂，它亦不會沉迷的。這裏說它超絕苦樂的。獨存不變，單

獨存在的毋須依靠眾緣和合的，獨存。不由眾緣和合而可獨自存在的，而且永恆不變

的，那個東西叫做「我」。無形無相的，這裏「我」的意思即是解主宰，又解主人

翁，它說此「我」非物質所成的。那個體質是甚麼？體質是靈妙到極而不是普通物質

所成的，或能受用境，有妙用故。

或者可以這樣說：〔那〕個「我」能夠享受。「受用」即享受，享受「境」，

「境」是甚麼？色、聲、香、味、觸，這些境。有「妙」的作用的。能夠享受〔事

物〕的，因為「妙」，因為它「妙」，所以稱它為「神」，叫做「神我」。又此

「我」以「知」或「思」為「體」，它本質有「思」的作用。「思」的作用，所以名

叫做「我知」。陳文蘭，你問我抄甚麼，我告訴你（話你知），這段你抄一下《因明

大疏》（《因明入正理論疏》）第四卷，《印度哲學史略》湯用彤作的，這本〔書〕

第七章。黃懺華作《印度哲學史綱》第二篇第一章，你要學我那樣，以後作注一定要

交待清楚，不然的話，人家說你偷東西，對嗎？

一說了就不叫做偷，我同你宣傳嘛。是嗎？我不是偷你的，是嗎？所以至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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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直接引，將人〔家〕的原文引就用方括號括起就不犯法了。你這樣就一點也不犯

法，如果你不講呢，看論文你不講呢，就差了。

珠海〔研究所〕有個，有個考博士的，這個人你們怕都有些人識，叫做黄振權，

你認識嗎？他考博士。那個校外委員其中之一是台灣請回來的，又在新亞書院掛名

的，新亞研究所掛名的所長，叫做全漢昇。你認識他嗎？全漢昇。

全漢㫒是校外委員，那個黄振權的博士論文是中國經濟史的，那篇論文成十幾二

十萬字，不知幾豐富，抄了很多書但沒有學我那樣交代出來，那全漢昇說你這樣是抄

別人的但不講是別人的，偷人家的，這樣即是偷。還有，他說：我的書你都未引過，

你知不知道？我的書是現在研究中國經濟史現在最權威的，你知道嗎？你都不引我的

書？全漢昇呀，你將來見到黄振權你問問他，他說他（黄振權）不引他的書，這樣我

不做這個校外委員，請學校找別人做。他不做不行，他臨時〔說〕不做了，校方要預

早補那個校外委員。他不做了，他退，不做了。即是說你不能畢業囉！結果怎樣？你

問所長啦。所長亦不敢出聲，說：這樣呀，你明年考多一次囉。拖了他一年，就因為

兩個原因，第一，他本中國經濟史最權威的，但他（黄振權）不引他〔的書〕。第

二，就是因為他沒有學我這樣，沒有這樣交代（資料）來源。

那個博士䆁廣琳就拿到博士，他呢，就因為，引呢，他又學我那樣講，但他不引

人家原來的那本東西，引來引去都引丁福保的《佛學大詞典》，人家《佛學大詞典》

亦再引其他人的嘛！甚麼都是見《佛學大詞典》第幾卷。被霍韜悔說：你只會查這本

東西（《佛學大詞典》）嗎？被人問，他（釋廣琳）還駁霍韜悔說：它（《佛學大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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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怎樣權威。丁福保如何好學問。霍韜悔就發火罵：丁福保如何好學問是丁福

保的事。你這樣引人，這樣引法是你的事！這樣囉。唉！後來我說：你快給他合格

啦，他是大光法師的徒弟呢！給面子他，到底是出家人嘛！算啦！出家人肯這樣讀已

是好高興啦，就快點給他合格啦！

誰知他讀博士的時候，他寫的那篇論文好做不做（好衰唔衰），你是佛教徒就不

要寫這樣的論文啦！他寫＜中國醫學與陰陽五行＞，真是的！你根本你本身不懂中

醫，是嗎？原來他師傅懂中醫，大光法師識中醫，但你亦未研究過陰陽五行嘛！他師

傅識，大概師傅教他啦，誰知不知那位又給他不合格。他叫師傅去駡人！大光法師打

電話去珠海研究所駡：你們找來的校外委員都是外行，你們找外行來看內行的東西！

這樣駡人，珠海書院當然不理他，人家那個校外委員不肯簽名你有甚麼辦法？你駡

他、你打他亦無辦法嘛！有些校外委員都幾囉唆。你不看看今年那個，不知何解找人

找到個蕭輝佳，蕭輝佳成天囉唆。

好了，看看：「中為四者」，解釋「中為四」，解釋那個第廿一，我將它列成

表，第四十一頁，「中為四」者，「一，本而非變易，謂即自性；」為什麼說「本」

呢？「能生大等故名為本」，它「不從他生故非變易。」「變易」由別的東西「變」

出來嘛，這個不用看注了。

「二、變易而非本，一說謂十六諦」。即是甚麼？「十一根」，你看四十二頁的

表，「即十一根及五大」，五大，這些只是變易而不是本。總共有十六諦，「變易而

非本」。它又說，另一說話，即他自己數論派亦分兩派，「又說但十一根（只是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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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變易而非本），唯從他生（只是別人作它出來）名為變易，不能生他是故非本」，

這裏注不用看。

「三、亦本亦變易，一說謂七諦，即大、我慢及五唯量；」「五唯」又叫「五唯

量」。你看，「亦本亦變易」，看回第四十一頁，第三那裏，「亦本亦變易」，大、

我慢、五唯。「又說并五大，合十二法；」另一說，并「五大」，連「五大」一起

計，總共十二種。何解說它「亦本亦變易」呢？「謂從他生，復生他故」，又能夠生

他，又由他生，所以「亦本亦變易」，能夠生另一種東西的叫做「本」，被，即是被

人生的，叫做「變易」。

第四種，「四、非本非變易，（既不是能生另一種東西，亦不被人生），謂神我

諦」。這個靈魂。這樣就是二十三，畧為四，廣為二十五，先休息一下。

「廣為二十五諦者」，這裏很重要，二十五諦。「一、「自性」，二、大，三、

我慢，四、五唯，五、五大，六、五知根，七、五作業根，（會造作行為的，叫做五

作業根），八、心平等根」，為何「心根」就「心根」，要加「平等」兩個字？意識

對於眼所見的顏色它又看得到，耳所聽到的東西它亦聽得到，鼻〔嗅到〕香臭它亦嗅

得到，個意識，平等，平等即英文 the same，the same，平等囉。若色、聲…甚

麼？

聼眾：唯識無這個。

羅公：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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聼眾：唯識講的是不是等於唯識的五隨意根？

羅公：唯識的意識。

聼眾：等不等於五隨意根？

羅公：「五俱意識」？對了。但不只是指「五俱」，指整個意識的體。

意識的本身，甚麼都可以。它呢，唯識呢，佛家和小乘都是六個「識」，或八

個「識」，各自獨立的。數論就不是，一個「我知」，「我知」是起作用的，「我

知」所起的作用叫做「心」，「我知」，不是！〔那〕個「我知」本身就睇落那個

「自性」處，〔那〕個「自性」把〔那〕個「我知」反映出來，〔那〕個「我知」的

活動反映出來叫做「心根」。這個「心根」又能夠變色，又能夠聞聲，又能夠嗅香，

又能夠嚐味，又能夠「觸」，觸覺。樣樣皆能，所以叫做 the same。又譯做平等，

意識。「八、心平等根。九、（叫做）『我知者』，」那個「我」是「知者」，是知

「事」的人。總共分做九位，九組、九 group，「於此九位開為二十五諦」。下面

就問答，是嗎？上文講了給你聽囉。在上文我補回、看回幾個注了，那幾個注呢？我

們看看，注十四，（注十四）四十三頁，注十四，注十四注那句呢？注那句：「自

性」者，看到嗎？第三十七頁的注，「自性者，冥性也」，「冥性」即一堆烏烏闇闇

的東西。

「今名自性」，現在叫「自性」，「古名冥性」，古人譯它作「冥性」。這句我

們看看這個注，看這個注十四，「自性」是自然的本體之意，「自」者自然，

「性」，指本體，「自性」當未轉變為「大」等的時候呢，即當「自性」未變出

「大」或「我慢」時，是甚麼呢？是「渾然冥漠」的本體。「渾然」者就好像星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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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一團的東西。「冥冥漠漠」的本體，所以古時人們稱它做「冥性」。我們讀，我

們又看回去中國，中國人怎樣講？未有這個世界以前，有一團東西的，甚麼也不分的

那團東西叫甚麼？叫做「渾沌」，是嗎？「渾沌」，你讀讀一本書叫《成語考》：

「渾沌初開乾坤始奠」，那時叫做「渾沌」。再看看現在的天文學，當我們這個世界

未有時，最初是甚麼？一團「渾渾沌沌」的東西叫做甚麼？叫做星雲，對嗎？

由〔那〕個星雲不斷轉動而產生一個、產生無數那樣多的太陽，無數那樣多的太

陽系，每個太陽系呢，原來只有一團太陽，後來那個太陽又不斷轉，轉下甩一個出

來，轉轉又甩一個出來，我們的太陽就甩了十幾個出來，現在我們知道的有甚麼？有

九個？還是十個？

聽眾：八〔個〕。

羅公：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是嗎？

地球，還有嗎？沒有了？

聽眾：冥王星。

羅公：還有一個冥王星，九個，實在不止九個，現在甩了九個出來，這樣變。

現在這樣。佛教又如何？你會問：佛教又如何？佛教大小乘講法不同。小乘如

何？由於眾生業力的衝擊，於是產生一團的物質。又是這樣的，「冥性」那樣的。這

些物質是會動的，如何動？誰推動？是不是上帝推動？不是，是「業力」令它動，

「業力」動的結果呢，虛空呢，那些物質是「極微」來的，微粒子，是不是「業力」

造？不是。「業力」推動微粒子，本來世界有無數〔那樣〕多的微粒子，這些微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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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極微」，「極微」有幾多種？四種，地，水，火，風，四種極〔微〕這極微成

堆充滿着整個宇宙，業力令它激盪，這樣講其實不通。這樣講。是嗎？那為何會有極

微？（點解）最初的「業力」在何處來？

但它勉強講得通是怎樣〔講〕？「無始」，無最初的，只有這樣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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