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樣看？它說：「於中畧以三門分別」，它說這個《十句義》從三個不同的角度

來到說明它。即是窺基法師依據那本《十句義論》，從三個不同的 Aspect 來到說明

它。「一、列總別名，」把那個總名，那個《十句義》的總名及別名列出來。《十句

義》的十種東西就「總名」啦。每一樣又分好多種，那些是「別名」。「列」，列出

那個「總別名」。「二、出體性，」舉出它的本質是甚麼，每一樣東西。「體性」即

是本質、本質，即是 Essential。「三、諸門辨釋，」從各個不同角度來(到)解釋它。

「列總名者」：現在先列總名，「一、實，二、德，三、業，四、同，」「同」即是

「有」，「同」即是「有」，能令萬物「有」的那個、那個原理。「五、異，」為何

萬物會有不同呢？因為有個「異」的原理。令它「異」。「六、和合，七、有能，

八、無能，」何解有些事物會「得」呢？因為有個「有能」令到它「得」。

何解有些事會不行呢？是因為有一個「無能」令到它不行。「九、俱分」，亦

「同」亦「異」。一齊來，何解「亦同亦異」？譬如你兩個人，從一個角度來看，大

家都是人，但從第二個角度來看，這個是男人，那個是女人。這就是「異」。同時的

那些東西，同時，「同」與「異」集中於一身，那個叫做「俱分」。「分」，即「部

分」，兩「部分」，一齊有的。講到「俱分」兩個字呢？近人有個叫做章炳麟，即章

太炎是也。國學，這幾十年內國學最好的。這個人，他造了一本書，做了一篇論文，

你可以去圖書館，有套書叫做，你研究國學應該讀(一)下這套書。

《章氏叢書》，不是《遺書》，另外有一套叫《章氏遺書》不是這一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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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叢書》，《章氏叢書》裏面呢，裏面有很多冊的，其中有一冊呢，叫做《太炎文

論》，章太炎的文章，《太炎文論》有一篇叫做〈俱分進化論〉，這些這樣好的文章

現在的人都不讀了。現在的人，尤其是香港的人，膚淺到極。我們最緊要不要(膚

淺)，讀學問至緊要深刻。不要膚淺，香港人的大毛病就(是)膚淺。廣東人都(是)膚淺

的，何解呢？因為廣東的文化到底淺薄。文化太後，來得太後，不及江浙的人，江浙

人文化豐厚，所以那些人讀書，做事深刻。我們，我們要力爭上流，尤其是香港的

人。香港的人真是很多中西都不通。現在美國和加拿大叫這類人做「竹升仔，竹升

女」，一條「竹升」兩頭不通。中又不通，西又不通。那些叫做「竹升」。

這樣我們看這個，「俱分」，講到介紹〈俱分進化論〉，現在人人講「進

化」，認為呢，人之所以為人，就是由那些人猿進化而來，人猿之所以成為人猿呢，

是由那些兩棲動物進化而來的，兩棲動物者呢，本來在水內，後來爬上岸上，所以水

陸兩棲那些，兩棲動物最初在水內。這個地球最初的時候呢，(整)個地球(表)面就未

曾乾，整個地球面都是泥漿的，在泥漿裏面即是水陸不分。最初那些好像蝌蚪蟲那

樣。由蝌蚪蟲變異為那些兩棲動物。蝌蚪蟲再前身就是甚麼？阿米巴蟲  Amoeba 那

些，那些、那些、那些很細小的阿米巴蟲， (令人得)痢疾(屙痢)的、「痢」裏面的

「蟲」。阿米巴蟲(Amoeba 蟲 )我們的祖宗就是這樣。一路進化而成為我們有這麼

好的腦筋。

「進化」，樣樣東西都進化。對呀，「進化」；舊時我們披蕉葉，現在進化到

甚麼？我們現在進化到不止不用披蕉葉，對嗎？進化到有著很靚的衣著。從前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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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讀過甚麼？最初的車是甚麼？是兩個轆，「椎輪為大路之始。」將那些樹木切成一

個一個餅的樣子，好像一個砧板那樣，穿起它，打橫一條(木)穿起來，叫做 「轆」，

這些叫做 「椎輪」的，這樣的車。那些木頭車，最初的。但現在變成甚麼？Rolls-

Royce，Benz，「進化」，所以樣樣東西都「進化」，曾經這個「進化」的思想轟

動一時。

現在解釋佛法很多都用進化論來解釋的，很多人，尤其是日本人，與歐洲的

人。章太炎就說：(他)見人們太過迷，迷於進化論的學說，中國人以前不(認)識「進

化論」的學說，清代末年，那個福建人叫做嚴復，福建人嚴復，他呢，就被曾國藩，

曾國藩做總督的時候，選拔一批青年人去外國留學，有些學陸軍，有些學海軍，有些

學工程，有個福建人，福建有一批人被他選了去留學做海軍。其中一個去英國留學，

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留學，學海軍。聽聞說(他)還考第一的，那個嚴復。嚴復呢，這些

又是我們中國的那些人，那些官僚壞蛋，同嚴復同學的有一個日本人，這個日本人叫

做依藤博文，有無聽過？依藤博文，明治維新的第一任首相嘛。依藤博文，聞說依藤

博文好像考第四還是第五， 畢業的成績。而嚴復就考第一，大家兩個好(老)朋友，大

家畢業，畢業完一齊返回自己的國家，同在一條船坐，到了上海的時候，嚴復就上岸

了。

依藤博文繼續航行去日本，當他分別的時候，大家慶祝，你祝我，我祝你：(大

家互相祝願？)你今次一定對國家作很大的貢獻啦。大家都預祝，大家都歸國啦。誰

知他依藤博文一回國(就)被人家重用他，一路路，一級級上，幾年之間，變法，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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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把那個如何變法的綱領呈給天皇看，天皇，明治天皇即刻批准他的變法的綱

領，叫他推行變法，後來正式組織(這個)內閣，(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確是貢獻

啦！嚴復回到來怎樣？安排去一個工部，不是，先去兵部，做個六品主事，沒有事好

給他做。

那時想辦，那時李鴻章(從前李鴻章的時候)辦了一間北洋海軍學校，以找教員

(做理由)就派了嚴復去做教官，教著教著(教教下)(後來)就升了他做海軍學校監督，

就這樣一路做監督，(監)督那間學校，(激)到嚴復就很生氣，很鬰氣啦，大家做同

學，人家那個做首相，自己就在海軍學校裏做個「督」。這樣就覺得中國人呢，(想

去吸)他的目的是想去吸收西洋的文化，學海軍，想振興中國的海軍，誰知卻走了去

做教員，走了去做教師。結果呢，想想都是要，中國都是要在文化方面著手，於是就

整天(成日)讀古文，準備翻譯，將那些西(方)人的，西方人的，主要的，尤其是英國

人的重要的著作翻譯了十三種，一個人翻譯了十三種。除了玄奘法師之外，中國的翻

譯家他第一啦。

當然玄奘法師第一啦，他第二。當時，因為整天(成日)要想，譯書不是很容易

的，要刺激，(就吸)食鴉片煙，人家(伊藤博文)回去禁煙、做宰相。你這個(嚴復)回來

就搞到(吸)食鴉片煙，(你這個就食鴉片煙，搞到。)你說中國多慘！這樣就翻釋啦，

翻譯了好多書。但可惜現在你們的文言文差，看不明白(睇唔掂)。如果當時的人肯接

受他這種，多讀他這種書呢，對中國的長成會快很多。你猜(估)他翻釋有幾多？講社

會學的，第一部社會學的書，他翻譯的。叫做《群學肄言》圖書館有，《群學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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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第一部社會學的書。

第一本進化論(的書)譯做《天演論》，文章讀起上來(簡直)(直情)叮叮噹噹，好

像讀韓昌黎的文章一樣的。叫做甚麼？叫做《天演論》。「天」者，「自然」那樣

解，「演」即進化，自然的演化，即是進化論。太虛法師年輕的時候最歡喜讀《天演

論》，他自己講的。(而且還)學《天演論》的文章，太虛法師寫的文章很像《天演

論》的文章那樣的。太虛法師的文章學《天演論》，他讀熟《天演論》的，太虛(法

師)。太虛法師寫字學那個？(他)學章太炎的字。太虛法師的字很像章太炎的，學章太

炎的字，學《天演論》的文章。當時嚴復譯了本《天演論》，一本《社會學》，一本

《天演論》。

中國人第一次見到所謂進化思想就因為讀他的書。但我們現在已經忘記了，香

港的學生都不知有個嚴復了，是嗎？真是可憐。簡直都不知。還有，第一本講經濟學

的書(也)是嚴復譯的！叫做甚麼？《原富》即「財富之研究」。西方那本最古典的經

濟學的書。那個 Adam Smith，阿當，阿當斯密，這個是古典派的經濟學家的第一位

的。他寫了一本書叫做「財富之研究」。嚴復他學了(並)將它譯了出來。叫做《原

富》。這裏圖書館應該會有，沒有就應該要買啦！《嚴譯名著》應該有。《嚴譯名

著》十三套。第一本呢，可以說是第二本。講邏輯的書，嚴復譯的。第一本那些神父

早就在清代初年就譯了。第二本嚴復的，譯了兩本，一本叫做《名學淺說》，第一本

淺顯的邏輯的書，嚴復譯的，還有一本呢，那個近代邏輯發明歸納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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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叫做 Mill，John Stuart Mill，John Stuart Mill 那個人寫了本書叫做(應是

《邏輯學體系》)，(《穆勒名學》嚴復譯(《A System of Logic》))我們這裏有這本

書。嚴復譯的，很厚的。這樣，他譯了《天演論》，中國人然後正式，章太炎讀《天

演論》後欣賞他，就說西方人的思想，進化思想只是片面的，不得兩面，他說只有佛

教的思想，進化的思想才兩面都有。他說何解呢，他在佛教處(複製了)(那)個思想，

他說進化是兩方面的，叫做「俱分」，兩方面一齊進化。他說怎樣兩方面一齊進化？

善者進化，好的進化，壞的東西一樣進化，對的呀！善的進化，何解？

你現在警方不用先打三十板屁股嘛！你進去差館，或者見官不用打嘛，以前(舊

時)見官，剛好遇到那個官剛發完脾氣就先打三十板先！那樣的！打到他皮開肉爛的

嘛，(所以)最怕，生不入衙門，死不入地獄嘛！入衙門同入地獄差不多嘛，以前 (舊

時)。現在就沒有啦，現在就居然走去港督府處遞信都敢(夠)膽了，對嗎？這個就是進

化，善的進化。對嗎？以前(舊時)在街上病了無人理的，現在警員要負責給你找救護

車送你去各間醫院。這是「善」的進化。但「惡」都進化，何解？以前(舊時)用刀用

槍一把三叉照肚子(腩)刺下去，刺死了一個，現在不是，一個這麼大的原子彈，呯！

一掉下去(死)(成)十萬人，是那裏？長崎是嗎？廣島！(掉下去)廣島的才五十磅而已，

一塊鐵五十磅有幾重？五十磅都有(大概)一個普通的煲粥煲上下(大小)，鐵做的，就

差不多就五十磅上下？從飛機(上)掉下去廣島，十幾萬人死！你說「惡」的是不是進

(化)過以前(舊時)？以前(舊時)用箭，一支箭射出去就射死一個。

現在(時)興甚麼？現在時興用機關槍「呯呯嘭嘭」打，這都是「惡」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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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知道「善」的進化，西方人，不知道「惡」的進化，進化是一齊進化，所以

「進化」不是解決人生問題的辦法，如果只是「善」的進化就一味「進化」就可以

了，可惜不是呢！「惡」的一樣進化呢！我們如何制止「惡」的進化？(應)表揚

「善」的進化才是。那篇〈俱分進化論〉你有機會不妨讀《太炎文學》，還有一篇亦

講得很好，〈二無我論〉(亦)講得不錯。他信佛的嘛，〈二無我論〉，還有一篇是

〈建立宗教論〉，他說一個人生應該建立宗教，建立宗教就不是外神教，要佛教。

〈建立宗教論〉。我們初初信佛都是讀他這幾篇(文章)。在讀了他這幾篇(文章)後就

被他思想固定了。但可惜現在的人，連文字都讀不通。好了，讀這段，出了「體性」

了。

「列別名者：」列出每一樣的，再分出很多東西的名出來了。

「實有九種：」世界上的實質不外是九種。

「一、地，」即是那些「堅硬性」的微粒子。

「二、水，」那些「濕潤性」的微粒子。

「三、火，」那些「熱性」的微粒子。

「四、風，」那些「動性」的微粒子。

「五、空，」這個就與數論差不多了，有種，有種元素叫做「空」，叫做「以太」的

那類東西。

「六、時，」時間都有實質的。真奇怪這種思想。真是的！時間都會有實質的？它說

有實質的。

「七、方，」東、南、西、北四方，「方」都有實質的。

「八、我，」個個眾生都有個「我」，那個「我」有實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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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意，」「意」即是思想，「意志」是有實質的。

即是「實質」有九種。

現在我們學化學的人認為實質有幾種？百幾種，對嗎？

它說「實」，宇宙間的「實質」有九種。

「德、有二十四種」，即是「屬性」有二十四種：

「一、色，二、味，三、香，四、觸，五、數，」數目的「數」。

「六、量，」大小叫做「量」。一、二、三、四，那些叫做「數」。

「數」就是 Number，「量」就 Quantity。

「七、別性，」何解會有各別不同的東西呢？即 Special，為何會有特殊的呢？別性。

「八、合，」兩樣東西相合。

「九、離，十、彼性，」彼此之分。都是「德」來的，「彼性」。

(十一)、此性，(十二)、覺，我們的那種「覺」，都是「性質」來的。

「十三、樂」，「十四、苦」，

「十五、欲」，「欲」即欲望，我們的「欲望」都是一種「性質」來的。

「十六、嗔」，惱怒。

「十七、勤勇」，(即是)勇氣，

「十八、重性」，「十九、液性」，即流濕性。

「二十、潤，」只是潤，潤濕而已。

「二十一、行」，「行」即「業」。

「二十二、法」，即合理的東西，合理。

「二十三、非法」，不合理的。

「二十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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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的、世界上的東西的「屬性」不出這二十四種。

「業」，「業」即動作，運動。「業有五種，」

「一、取」，甚麼叫「取」？由這裏將那東西拉過來，叫做「取」。

「二、捨」，將這樣東西推出去，就叫做「捨」。

「三、屈」，一樣東西可屈(曲)的。叫做「屈」。

「四、伸」，本來粘合的東西現將之伸展「伸開」，叫做「伸」。

「五、行」，整個移動，就叫做「行」。

所有動作不出這五種。這樣「實」、「德」、「業」，(已經)讀了。「大有」

了，「有性」了，何解萬物會「有」？它「有」這種性質為萬物之所「同」的。叫做

「同」了。它說「同體是一」，世界上有種東西叫做「同」，「同」的本質是全世界

都是一個「同」的，因為世界上甚麼東西都是一個「有」的。「實、德、業三同一有

故。」

不論「實」、「德」、「業」都是那個「有」是相同的。「異」呢，「異」有

多種，樣樣東西不同，(「異體許多，」)「異」的「體」本質是多的，「依九實

故，」九種「實」九種都不同，都「異」的，這個「異」是依存、依附在那九種

「實」上的，「而數不定」，它說數目不一定。「異」中又有「異」的。「或總實

異，或別實異；」怎樣叫做「總實異」呢？怎樣叫做「別實異」呢？這兩句難解了，

九種，「實」、「德」、「業」、「大有」、「同異」、「和合」總共分作十種，種

種不同嘛，這個就是「總實異」，對嗎？「別實異」又怎樣？「實」之中有九種，九

種不同的。「別實」，「別」者 special，「總」就 general，聽得到嗎？你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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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九實一一有細分故」。

九種「實」每一種都分成很多細的東西的。好了，這樣「實」、「德」、

「業」、「有」、「同」、「異」、「和合」。未講「和合」？「和合是一」。全世

界的「和合」是只有一個「和合」而已。「有能、無能」，十句義中有一個「有

能」、一個「無能」，其「體」是可以有多種的。「許有多」的。「實、德、業三得

果之時或共、不共故。」「實」、「德」、「業」，做「因」是可以產生「果」的。

「實」為「因」可以產生「果」的嘛。譬如怎樣？水是「實」來的，水為「因」就可

以產生甚麼？大水澎湃的嘛，對嗎？有「果」的，何解水會淹死人？何解水會漲？因

它有「能」所以會漲。有「能」。何解水又不會縮起來， (縮起來)(不會)全部飛上

天？(因為？)無「能」。「實」、「德」、「業」三者一齊產生「果」的時候就叫做

「共」。自己單獨產生「果」叫做「不共」。

所以這個「有能」、「無能」，「有能」是有多種「有能」的，同一樣道理，

「無能」都是有多種「無能」的。(「俱分亦多」)「俱分」亦有多種，即亦「同」亦

「異」一齊來的。「俱分亦(有)多」種，「實」、「德」、「業」這三種「各別性

故」，各有各，實」與「德」，與「業」三者「異」，但是「實」之中又有「地」、

「水」、火」、「風」不同的「異」。有大「異」，有小「異」。「同」之中亦有大

「同」與小「同」。有各別的「性」。第十個叫做「無說」。「無說」就有五種「無

說」，「無說」即「無」那樣解，「無」有五種「無」。「一(種)、未生無，」那件

東西都未出現，未出現就當然無啦！「未生無」。例如，未到九七以前，共產黨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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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香港就「無」，是嗎？未生，要到「九七」才有。現在就是「無」，就(是)「未

生無」。第二、「已滅無」，譬如現在(已經是)「天花」已經沒有了，沒有了「天

花」症了。「天花」症已經滅了。這是「已滅無」。(那)個人已經死了，沒有這個人

了，「已滅無」。「三、更互無」，怎樣叫「更互無」？地獄之中無天堂，是嗎？天

堂之中無地獄。你無我，我無你，叫做「更互無」。明了嗎？

佛的心中無煩惱，有煩惱的心「中」就不是佛。「更互無」囉。「四、不會

無」，怎樣是「不會無」？你想走去找個朋友，誰知(那)個朋友去了別的地方，你碰

不到(那)個朋友，「不會」就「無」囉。你的約會就沒有了，「不會無」了。「五、

畢竟無」，徹頭徹尾根本沒有過這回事的，叫「畢竟無」。例如甚麼？龜的毛、兔的

角，根本無這回事的。叫做「畢竟無」。明不明(白)？「無」都有這麼多種。非常之

微細的。這樣以上「列總別名」，「總名」和「別名」都全部列出了。怎樣出個「體

性」呢？那個本質是甚麼東西來的呢？就留待以後講了，慢慢講了。

《六句義》或《十句義》的「體性」是甚麼呢？本質是甚麼呢？你們看看：先

那講那九種「實」的本質，「九實(的)體者」，若有「色」、「味」、「香」、

「觸」、名「地」，即如果有一樣東西，它有色、有味、有香、有觸，有這四樣屬性

的，有這種性質的，這樣東西叫做「地」。即是「地」的微粒子是有這四種屬性的。

有「觸」，不是！「以德顯地也。」「德」即是屬性，「以」就「用」，用「屬性」

來到指出，顯示出它的本質。你看佛經，譬如看熊十力之類(的書就)時時用這幾個

字。你就，你不要以為它好深奧，「即用顯體」。「即用顯體」呢，「用」就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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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體」就本質，(那)個「本質」我們很難指得出，就借它的屬性來表示本質。

譬如這裏，譬如你說「實」之中，九種「實」之中有一種叫做「地」，這種

「地」的「極微」，「地」的「極微」到底是怎樣的？我們眼看不到，這樣如何顯示

呢？它告訴你聽，有「觸」，有「色」，有「香」，這些呢，就叫做，有這幾種「屬

性」呢，這種東西就叫做「地」了。這樣即是「即用(來到)顯體」，即「屬性」而顯

示出那個「本體」囉！是嗎？識不識解？同一樣道理，它這裏以「德」顯「實」，即

是「即用顯體」，用「德」，用「屬性」來到表示它的本質，這個「實」的本質。這

樣水又如何？「若有色、味、觸及液、潤」，(有這幾種性呢，)有這幾種「屬性」的

呢，那些就叫做「水」；「若有色、 (有 )觸」，只得兩種屬性的呢，這些叫做

「火」；「若有觸」，只有「觸」這種屬性的是名「風」。「風」，「風」看不到，

只能「觸」得到。空大「唯有聲」，只有「聲」，就名叫「空」。它這裏窺基法師告

知你，「別有空大，非空無為」。

(別)，另外呢，那個勝論宗另外有一種「大」，這個「大」者，「地」、

「水」、「火」、「風」叫做「四大」，另外有一個「空大」，這個「大」字作「元

素」解，(即) Element，元素。另外有一種元素叫做「空」。「非空無為」不是等於

小乘的那個，和唯識的那個「虛空無為」，「亦非空界色」，亦不是說小乘的有宗所

謂「空界色」，「空界色」又怎樣？我們說「地」、「水」、「火」、「風」，(這

個「空」，)這個「風」，「地」、「水」、「火」、「風」、「空」，這個「空」

(是有)，是一種元素來的。有人這樣問，我們望上虛空見到一片虛空，這個是不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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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虛空」呢？小乘「有宗」的人就答，他說：不是，這個不是「虛空」。我們見，

眼見得到的只是顏色來的，是嗎？不過是空空洞洞那樣的顏色而已。你望上去不就是

顏色？不過好像是空洞的顏色罷了。那個不等於「虛空」，那個叫做「空界色」，明

不明白？是「色」來的，不過看起來像虛空，「空界色」，聽不聽得明白？「空界

色」。這個「空大」，不是「虛空無為」，亦不是「空界色」，好了，下面就解了。

「若是彼此、俱不俱、遲速、能詮之因，及此能緣之因，名時」。

好了，它解釋這個「時」的定義，甚麼叫做「時間」呢？現在說，哲學上講

「時間」，哲學上(講時間)有兩派人，一派認為世界上無一種東西叫做「時間」，沒

有的，所謂「時間」者，只是一樣東西，一種現象連續不斷，這種連續不斷的狀態之

上，我們起一種感覺就以為有一種東西叫做「時間」，其實並無「時間」的，聽不聽

得明白？這個？那些人用這個講法呢？現在共產黨的「辯證法唯物論」就是這個，世

界上無一種東西叫做「時間」的，佛教呢，唯識宗呢，(也說)無的。時間是甚麼？它

說，時間是「分位」來的，一種「分位」，是甚麼「分位」呀？是「色心」的「分

位」，時時看到的，你看《華嚴疏鈔》就看到了，「色心」的「分位」，所以現在的

人讀佛經難讀就是(因為)這樣解，譬如「色心分位」來講，你找個中環的博士，他就

搞不通了，搞不通了。甚麼叫做「色心分位」呢？「色」，就是物質，「心」，就是

精神。物質現象叫做「色」，精神現象叫做「心」。即是說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的

「分位」。叫做「色心分位」。

甚麼東西叫做「分位」呢，我解「分位」兩個字你聽，「色心」就懂(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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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者「時分」，時間有一部部份嘛，對嗎？今天早上叫「上午」，「晏晝」叫做

「下午」，現在叫做「晚上」。就有「時分」囉。「時分」，晝、夜都有六時嘛。這

樣就叫「時分」。「分」者，「時分」；「位」者，就(是)「方位」。東、南、西、

北、上、下等叫做「位」，「時分」同「方位」合起來整個名詞叫做「分位」。這

樣，(分位)即是甚麼東西來的？到底拆開就(認)識啦，「時分」、「方位」，我們叫

做「分位」。然則甚麼叫做「時分」、「方位」呀？即是甚麼東西來的？

用白話文，很淺的白話文，來到解釋，如果你識英文呢，識英文呢，即是等於

甚麼？Occasion，聽不聽得明？Occasion。或者 Case。如果你(識)中文不識英文

呢，你就當甚麼？「分位」就等於「特殊的情況」，所謂 Occasion 不就是一種「特

殊的情況」？是不是？「分位」者，所謂「色心分位」呢，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的某

種特殊情況。就叫做「色心分位」。聽得明白嗎？好了，講到這裏，即是說佛家呢，

認為「時間」是無的。(無一種、)世界上無一種東西叫做「時間」。不止「唯識宗」

說無，連到「空宗」都說無。不承認有「時間」的，大乘是不承認有「時間」的。所

謂「時間」者，不過是「色心的分位」而已。即是物質現象與精神現象的某種狀態所

呈現出來的情況而已。「色心分位」。即是說，大乘佛教都不承認有種東西叫做「時

間」的，是假東西來的，「分位」是假東西來的。但是呢，你(要)知，小乘呢，小乘

的那個正統派叫做「說一切有部」，叫做「有宗」，就認為「時間」是「實有」的。

過去的事是「實有」的；現在的事是「實有」的；未來的時間都是「實有」的，不可

不知，(他們)認為「時間」是「實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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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現在總括了，有些研究哲學的人認為時間是無的，不過是一種「分

位」而已，一種特殊的情況顯現出來的。這樣，這些是甚麼？大乘佛教，以及一般好

多，好多的那些西洋的唯心論的那些。另外一派呢？認為「時間」是實有的，有一種

東西叫做「時間」；叫「時間」。何解呢？它說時間像河流一樣，由太古幾多萬萬萬

萬年之前，一路好似河流那樣，流到現在，再將來一路流，流、流到不知多少(幾多)

千千萬萬年都不停的，「時間」的大河流，充滿「虛空」的，一路流下去。我們呢？

二千五百年前的釋迦牟尼(佛)不過是剛好在這個大河流出一出現，我們那個三國時期

的諸葛亮、劉備那些，不過是在時間後些的時候在這河流出現。

你、你五十年前出世，即是說五十年前在大河流裏面，你「湧」來，現在已經

「湧」了五十年了，在「河流」裏面游下游下，游了五十年那截，就叫做五十歲那

樣。即時間是個大「河流」來的，「實有」的。這些這樣的講法呢，好多科學家都承

認時間是「實有」的。你不要以為(這麼迂腐？)(咁迂呀！)，那些科學家就是這樣。

牛頓是這樣了！Newton呀！認為「時間」是「實有」的。不止「實有」，(而且)那

個「時間」是「絕對」的。怎樣「絕對」呀？現在一小時(點鐘)，一小時是這麼短時

間，一萬年後的一小時(點鐘)都是這麼多時間而已，不會說一萬年後所謂一小時(點

鐘)會多些的又不會少些的。

絕對的、Absolutely 的。聽不聽得明白？你讀英文嗎？英文書院出身是嗎？

Absolutely 的，絕對的，不止這樣，我們在「娑婆世界」處，一年，是嗎？一日，

「娑婆世界」一日。拿去「忉利天」都是一日的，一日都是這麼多，Absolutely，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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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麼多。再拿去「極樂世界」都是這麼多時間的，Absolutely，是這麼多就這麼

多。這樣，「時間」是「絕對」的。因為它說「時間實有」，就等於(變咗)絕對了。

牛頓認為「時間」是「絕對」的。但佛家承不承認時間是絕對呀？不承認，佛家怎樣

講？我們在人間「南贍部洲」一日好短的時間，如果我們走上去「四大天王天」呢，

都不夠一個鐘頭。

即是說「四大天王天」的一日等於我們「南贍部洲」，即「南贍部提」的五十

來年左右。你走去「四大天王天」過一天，回來的時候，可能你的父母都已經死了。

「忉利天」的一日，等於我們的一百五十年。如是者每高一個「天」，那些日子又再

長些，如果你生去「兜率天」呢就不得了，就是一日(等於我們)幾百年。所以那個世

親菩薩有一回這樣的故事，《大唐西域記》是嗎？有一回這樣的故事。

聽眾：講過了。

羅公：啊？

聽眾：講過了。

羅公：所以呢，你們將來(回去見一見)，去生在「極樂世界」。

見完了阿彌陀佛(後說)：請你加持我返「娑婆世界」，去看看我媽媽。可能你

媽媽都已經撿骨都(說)不定了。兜率天這樣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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