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這種解釋你不用記都可以，因為那些書都沒怎麼講的，不過我多講而

已，就多此一講而已。聽得明白嗎？「彼依識所變」。「彼」，(即)「我」，「彼」

種種「我」、種種「法」呢，都是依據我們的「識」，那八個「識」，當這八個

「識」顯現的時候呢，起「現行」的時候呢。就(會)「變」出種種「相分」，「變」

出「相分」與「見分」 出來。

於是那些人呢，不論世間也好，聖教也好，就在這個「識」所「變」出來的「相

分」、「見分」之上，假說種種「我」、種種「法」的名稱而已，這個「我」同

「法」都不是實有的。聽得明白嗎？你聽得明白嗎？慢慢回去想，你聽不聽得明白？

明白了嗎？「彼依識所變」。這樣，好了，有「所變」，就必定有「能變」的，這個

世界裏面呢，這個世界的實質就叫做「本體」，佛家呢，就叫(它)做「真如」。又叫

做「勝義諦」。

「勝義諦」就離開言說的，離開概念的，是嗎？就不是「相對」的，就「變」成

「絕對」的。是嗎？所以，「勝義諦」裏面，即是說「真如」裏面呢，是無、無「相

對」的事物的。明不明白？無「相對」的事物呢，就叫做「一片平等」的，是嗎？但

是呢，由這個「真如」、即是由這個「本體」顯現出來的，這個「宇宙萬有」的五花

八門的世界呢，這個所謂「現象界」呢，就是「相對」的，一定「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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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是「形而下」了？

羅公：「形而上」的，現象界，哦，不是，「形而下」的，無錯，「勝義諦」就「形而

上」，「世俗諦」就「形而下」的，「形而上」呢，我們叫做「無為法」，「形

而下」呢，叫做「有為法」，「形而上」的東西不由「因緣和合」而做出來的，

「形而下」的「現象界」、「有為法」是由「眾緣和合」而做出來的，明不明

白？這樣，「現象界」裏面，就一定是「相對」的，怎樣叫做「相對」呀？

聽眾：長與短。

羅公：你說長，對面就有一個「短」了，是嗎？無「短」又那有叫做「長」？是嗎？

你說我是「高佬」，一定是有「矮子」的在這世界上。是嗎？如果沒有「矮子」

你怎樣可叫做「高佬」？因為你靠在「矮子」旁邊突出些，所以說你是「高佬」嘛！

如果這個世界無「矮子」的，那個與你(比)？「高」甚麼？是嗎？所以說「高」、

「矮」是相對的，「大」、「小」亦是相對的，無「小」你何來得「大」？是嗎？又

譬如你說「禍」、「福」那樣，因世界上有「禍」才有「褔」，世界上都無「禍」

的，你何來有「福」呀？

你說有些「佛」，有些「眾生」，世界上因為有「眾生」所以才有「佛」，如果

世界上無「眾生」，那何來有「佛」？是嗎？好了，這樣，大、小，善、惡，等等都

是「相對」的，這樣分開來講，講到無量那樣多「相對」的東西，你用一世，將你一

生的時間講「相對」都講不完的，大、小，善、惡，高、矮，多些、少些，等等，講

一世都講不完的，最好的，有一句說話概括了：「能」、「所」，怎樣「能」、

「所」呢？譬如你說大、小，這個「能」，這個「大」怎樣？能夠對待那些「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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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小」東西的就叫做「大」，就是「能」了，「所」對的「小」就是「小」了，

你是說：「小」，「小」者，「能」對那些「大」的，你成為「小」。

那個「大」的，你「所」對的東西，影響到你，覺得你是「小」，一「能」，一

「所」。譬如你說：我吃飯。你就是「能吃」飯的人，那些飯是(你)「所吃」的飯，

明不明白？譬如你說：我放屁。你就是「能放」屁的人，是嗎？那個屁就是你「所

放」的屁了！這樣你明白啦？(以)最俗的用來講你就明白了。譬如說我修行正果。你

就是「能」修行的人，那些「果」是你「所證」的「果」，明不明白？樣樣事物都有

「能」有「所」。

即「世俗諦」裏面，「世俗諦」即是「有為法」，「有為法」裏面一定有

「能」、「所」。「能」、「所」相對，好了，這樣我們明白了「現象界」裏面一定

有「能」、「所」相對，我們知道了。那八個「識」，是甚麼來的？是「現象」而

已，八個「識」不是「本體」來的。八個「識」都是由那個「真如」顯現，「真如」

才是「本體」。

這樣，八個「識」既然是「現象」，(那)八個「識」就一定有「能」有「所」，

是嗎？這樣，八個「識」是甚麼「能」、「所」呢？「種子」能夠現出那個「識」出

來，能夠現出現行的「識」出來，「種子」是「能現」，是嗎？那八個「識」是「所

現」，我們說「種子」能「變」出那八個「識」，即是說甚麼？「種子」是「能

變」，是嗎？那八個「識」是「所變」，明不明白？好了，現在講到「能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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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是嗎？

好，來到這裏，我剛才說，這些「我」，種種的「我」，種種的「法」，都是依

據我們的「識」所「變」出來的那些「相分」、「見分」而「假說」的，即是說那個

「識」是「能變」，那些「相分」、「見分」是「所變」，是嗎？聽不聽得明(白)？

那個「識」一出現的時候，它就有力量能夠「變」出「相分」、「見分」出來。那些

「相分」、「見分」是被那個「識」「變」出來的。是嗎？如果這樣說法，本來已經

夠了，解釋它夠了，但是窺基法師就再進深一層。他說：「能變」有兩種「能變」，

一種叫做「因能變」，一種叫做「果能變」，所以所有些人說「唯識」麻煩就(是)這

裏了，但雖然麻煩，但是他講得很合理。

怎樣叫做「因」，怎樣叫做「果」呢？即是說，那八個「識」，我們的每一個

「識」出現的時候，那個「現行」是「果」，是「果」來的，是嗎？那個「種子」是

「因」嘛，是嗎？由「種子」「變」出「現行」的「識」，「種子」是「因」，「種

子」能夠「變」出那個「現行」的「識」，(這)個現行「識」是「果」，這樣「種

子」就叫做「因能變」了，是嗎？那八個「識」就是「因所變」了，是嗎？

但我們不要「因所變」這個名稱，我們知道那八個「識」是那些「種子」的「因

所變」的，「種子」是「因能變」，種子能變現行，但它是「因」來的，所以它是

「因能變」，如果八個「識」起，八個「識」，每一個「識」出現的時侯，它「變」

出「相分」、「見分」，是嗎？那個「相分」、「見分」是由那八個「識」「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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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由「種子」直接「變」的，是嗎？那個「種子」是「果」來的。是嗎？那些

「種子」，不是！「種子」是「因」，現行的八個「識」是「果」來的，這樣「現

行」的八個「識」是「果」，但它已經是「果」了，它又再「變」出「果」。又再

「變」出「相分」、「見分」，這樣就「變」成了「相分」、「見分」是「果」上之

「果」，是嗎？所以呢，那八個「識」呢，就能夠「變」出「相分」、「見分」，而

那八個「識」是「果」來的，叫做「果能變」，明不明白？即是再講，「種子」能夠

「變」出「現行」的八個「識」，「種子」叫做「因」，但它是「能變」，是嗎？

那「八個識」就是「果」，「種子」「所變」的「果」，而那「八個識」一出現

的時候，它亦「變」出「相分」、「見分」來，它是「果」，但它又能「變」，那

「八個識」屬「果」，是「果能變」，這即是說那個「相分」、「見分」是「果」的

「所變」，是嗎？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即是「能變」是兩重的，兩個層次，一個層

次是「因」，在底的，「變」起那「八個識」的「果」，再由這個「果」又「變」起

「相分」、「見分」，就(像)三(層)樓，那八個「識」是地下，不是！那八個「識」

的「種子」在地下，那八個「識」，現行的那八個「識」是二樓，再一層，三樓，即

是我們的「識」見東西時是三層的，內層呢，即最內那層，最下那層、最內那層是

「種子」來的。

第二層向外標出來的就是那「八個識」，是現行，那「八個識」是現行再向外的

標出來的，是「相分」、「見分」，三個層次，我們的知識出於 (三個層次)，譬如

說，你行到出門口，忽然間聽見一隻狗吠：「汪」的一聲，你呢，你就聽到了，為何

你會聽到？因為你有個「耳識」的「種子」，這些「耳識」的「種子」藏在你的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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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的裏面，而「汪汪」的那隻狗叫，那個是「緣」，是嗎？那個是「所緣

緣」，同時又要有空氣，你的「耳根」又無壞，「眾緣和合」，於是你的「耳識」的

「種子」一爆發出來，「變」出個「耳識」，現行「耳識」出來，那個現行「耳識」

出來，一出來那刻「變」出個「相分」、「見分」，那個「相分」是甚麼？把那隻狗

的「汪汪」聲的那種聲音，反映入來你的「耳識」裏面，成為一個「汪汪」聲的影

子，你不是直接聽到狗叫的「汪汪汪」聲，而是那隻狗的「汪汪汪」影響到你。是你

「變」起「汪汪汪」聲的影子而已，你信不信這裏？明不明白？你的「耳識」像一面

鏡子那樣，把「汪汪」的聲音反映出來，報告你的腦，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呢，那個就是「相分」了，「耳識」的「相分」了，但只是有「相分」也不

行，你要知道，你要聽到「汪、汪、汪」才可以的，聽到「汪汪」聲的這種力量就是

「見分」了，「耳識」的「見分」了，即是聽到一隻狗吠一聲，「汪」的一聲就已經

三層了，「種子」，「耳識」的「種子」，現行的「耳識」。再由現行「耳識」

「現」出「相分」、「見分」，其實還有一層，那隻狗在「汪汪」聲在這裏發聲，是

嗎？那隻狗不「汪汪」叫，你就無「影子」了，那隻狗所發出的聲叫甚麼？那些叫做

「實質」了，那些叫做「實質」了，那些「實質」叫做「本質」了，所以「唯識」不

是很「虛渺」的，它不是說實質是無的！一切唯心而已，一腳全部踢開，不是這樣

的。如果這樣，現在科學如此昌明的時代，鬼才信你！人家說你正式玄學鬼來！是

嗎？

它承認有「本質」的，「本質」是甚麼？那隻狗會動，口會動，那條聲帶會振

動，振動令到空氣起波浪，這些就是「本質」，由這些「本質」，空氣振動的「本

6



質」反映進我的「耳識」裏面，成為一個「汪汪」的聲音，這樣的影子，這就是「相

分」、「耳識」的「相分」了。又能夠知覺到這個「汪汪」聲的那種力量就是「耳

識」的「見分」了，「耳識」的「相分」、「見分」都是由這個「耳識」，現行的

「耳識」，現行的「耳識」的自身現出來的，現行的「耳識」那裏來的？是由我們的

「耳識」的「種子」來的。聽不聽得明白？一定要不明白講到明白才可以(搞得掂)，

聽不聽得明白？後面的(聽眾)聽不聽得明白？你聽得明白呢，你就可以學哲學，如果

這樣都聽不明白呢，就暫時不要學哲學，暫時不要學哲學，找些，即是看多些佛學，

不止不要學「唯識」，連普通西洋哲學都(暫時)不要學，因為你能學「唯識」就一定

能學西洋哲學的。「唯識」很麻煩的嘛，都學得懂(通)，就甚麼西洋哲學都能學得懂

(通)。聽得明白嗎？好了，現在來到，明白啦？

明(白)我(就)再問你們：八個「識」，「眼識」、「耳識」，那個「眼識」起的

時候，由眼，「耳識」起的時候，已經講了，由有個「耳識」的「種子」，這些「耳

識」的「種子」叫做「因能變」，「變」出個「耳識」，那個「耳識」是「果」，

「因能變」的「果」，而這個「耳識」一起的時候呢，即刻「變」出(這)個「相

分」、「見分」，那個「相分」、「見分」就是所「變」，而這個「果」，這個「耳

識」的本身是「果」來的，它又能「變」出個「相分」、「見分」，這個「耳識」是

「果能變」，那個「相分」、「見分」是「果」上的「所變」，聽不聽得明白？「耳

識」就如此啦。「眼識」呢？一樣道理，我們合上雙眼，那「眼識」的「種子」藏了

在「阿賴耶識」處，眾「緣」具備眼一開，看到東西，看到東西呢，能夠看到東西

的，這個叫做「眼識」，「眼識」的自體，「眼識」的自體起，即刻「變」出兩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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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來，「變」出甚麼？「變」出個影子，紅色的、黃色的那些影子。再有一種力量

看到這些影子的。一個「見分」，一個「相分」。是嗎？你說：會不會「虛渺」些

呀？明明見到東西的，你說是你的「眼識」變的？

沒有「虛渺」，我沒有說「眼識」變出的影子後面沒有東西呀！ 如果我說後面

無東西就「虛渺」啦！後面有個實質的，那個實質叫做「本質」。實質是有嗎？無人

說它無。是嗎？無人說它無，你說它無而已！佛家沒有說它沒有呀！是嗎？譬如說在

街市見到人，無人說沒有(人)呀！明白嗎？不過是說那人是「眾緣和合」做的假東西

而已，沒有人說無呀！你不可不知。你不要一腳踢說無的，這些是甚麼？指鹿為馬！

聽不聽得明(白)？「耳識」、「眼識」，「眼識」後面，那個「相分」後面還有個

「本質」的。是嗎？「鼻識」也是一樣，當你的「鼻識」聞到香時也是一樣，「舌

識」嚐到現在少少辣也是一樣。是嗎？「身識」摸到硬的，硬的，「身識」也是一

樣？好了，「意識」怎樣，「意識」，當「意識」起時，譬如說你沉沉大睡時，「意

識」就不起啦。譬如說「呯」一聲驚醒了我，一醒呢，那個「意識」就起了，這即是

說，我這個人一驚，就是一個「緣」來的，這個「緣」一具備，我的那個「意識」

「種子」即刻出現，就「變」成一個「意識」了，是嗎？「意識」。

那個「意識」一出現呢，馬上「變」起甚麼？那個「相分」，譬如你「呯」一聲

驚醒我呢，「變」成呯一聲的「相分」，就「變」了「意識」的「相分」了解，咦？

呯一聲，這是貓打爛東西的聲音。一樣是後面會有「本質」的，但「意識」真奇怪，

有些是無「本質」的「意識」。「眼識」一定有「本質」的，「眼識」見東西一定有

「本質」的，「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看到東西是一定有「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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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五識」一定有「本質」的。第六「意識」呢，有時是有「本質」，有時是無

「本質」的，怎樣無「本質」？譬如說我現在起幻想，幻想，想甚麼？想我現在生了

一對翼，現在飛上天了，在天上飛來飛去(遊下遊下)，當你這樣想時，我問你了，是

不是「意識」？是嗎？

聽眾 ：是。

羅公： 是呀，這個「意識」都有「種子」的，是嗎？

這個在這裏幻想的「意識」「種子」是有的，由這個「種子」現出這個幻想這個

「意識」出來，又是有的，這個幻想的「意識」一起的時候，有個「相分」，有個

「見分」，那個「相分」就覺得怎樣？覺得自己「變」出，長出(生出)一對翼在虛空

處飛來飛去(遊下遊下)，是嗎？好像一幅幻境那樣，閉上眼想想(看看)，又能夠覺

得，我現在能夠飛啦，是嗎？有「見分」了，有無「本質」？無「本質」的，是嗎？

所以「意識」起的時候呢，有(陣)時有「本質」，有(陣)時無「本質」的。有(陣)時又

怎樣？「本質」是有，但你不是照住「本質」一樣看的，會怎樣？例如，你見到一陣

熄了燈，在角落頭有個東西在那裏，你一下看下去，「眼識」看下去報告給那個「意

識」，你的「意識」又「變」起那幅東西了，那幅東西本來黑黑地而已，你卻說鬼

呀！那個鬼是甚麼？根本不是鬼嘛！那個黑東西或是字紙籮而已。

那個「本質」是字紙籮而已，但你的「意識」就「變」起鬼呀！那樣。是嗎？那

你說它無「本質」嗎？有呀！那個「本質」是字紙籮。但你說它是鬼嗎？它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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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是甚麼？即是說那個「意識」變起的那個影像，那個影子出來，與那個「本質」

不相合，不相符的。指鹿為馬，聽不聽得明白？這樣，那些雖有「本質」而不符合

的。有這種情形，「意識」最特別了，「意識」有三個情形，「意識」看東西，「意

識」「變」出「相分」、「見分」，那個「相分」後面呢，有些有「本質」的，有些

無「本質」的，有些有「本質」，但你的「相分」與「本質」不同樣的，聽得明白

嗎？有「本質」的那些，你又無歪曲它的，那些叫做「性境」，無「本質」的，完全

是虛構的呢，這個叫做「獨影境」。

聽眾： 是不是「獨頭意識」呀？

羅公：「獨頭意識」就是「獨影境」來的，無錯。是的。那些有「本質」，但你所

「變」的影像與「本質」不同樣的就叫做「帶質境」，即「意識」有三種

「境」。

聽眾：三種境是否「三性」？

羅公：嗄？不是！「三境」不同「三性」。「三性」就「善」、「惡」、「無記」，

叫做「三性」啦。

聽眾：「性境『性境現量觀(通)三性』，不就是性境？」

羅公：不是！「性境」是「性境」，即是說，它。

聽眾：「三性」？

羅公：它通「三性」，就通「善」、「惡」、「無記」，那「三性」而已！即是說

「前五識」，「三境」之中它是「性境」，「三量」中它是「現量」，「三

性」之中它是三種「性」都有那樣解嘛。這樣即是說「意識」就三種「境」都

有的，眼，「前五識」呢，「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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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五識」呢，只有「性境」而已，記住了，無「獨影境」的，亦無

「帶質境」的。但「意識」就三種都具備，「前五識」只有「性境」，一定有

「本質」的，第七「末那識」呢，第七「末那識」一定是先有「種子」，是

嗎？再由「種子」「變」出現行的「第七識」，那個「第七識」起時就「變」

起個「相分」，「變」起個「相分」是甚麼？那個「我」，「我」啊、

「我」，那個「我」。覺得有個「自己」的「相分」，又有個「見分」起

「執」，「執」這個「我」。那個「第七識」後面，那個影子的那個「我」後

面，那個「我」，到底是「性境」？抑或是「獨影境」？抑或是「帶質境」

呢？

聽眾：「帶質境」。

羅公：「帶質境」，何解呢？它不是「獨影境」，是嗎？

那個「第七識」所「執」的那個「我」後面有個「第八識」在這裏，所以它是有

「本質」的，不過它與「本質」、那個是「第八識」，你硬要執著是「我」，即是等

於見到黑黑的字紙籮你當它是鬼一樣。這個是「帶質境」。第七識的境是「帶質

境」，不是「性境」，不是「獨影境」，聽得明白嗎？ 第八「阿賴耶識」是甚麼

「境」呢？兩說，一說是「性境」，「性境」，一說呢，都有「帶質境」；亦有「獨

影境」，這樣，那個對呢？第一個對，「性境」，「阿賴耶識」應該是「性境」。因

為「阿賴耶識」是機械的，無思維的，怎會虛構東西呢？對嗎？這樣就明白啦？那個

影像是「相分」來的，「相分」後面有些有「本質」，有些無「本質」。這樣呢，我

連「三境」都講了，你們要知，《唯識三十頌》無「三境」的，這樣你回去呢，你有

(一)(那)本書，最好你們每個人都買本，《大中華百科全書》，裏面的宗教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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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裏你們回去查一查「三境」，或者你無這套書呢，你就買套《佛光大辭典》，(在)

裏面查「三境」。

聽眾：哲學那部分有無？

羅公：哲學都有、都有，哲學都有。最好你買兩套啦！《大中華百科全書 .哲學

篇》，哲學篇有兩冊。

聽眾：是呀，兩冊。

羅公：好像要二百銀，要不要？

聽眾：不用，一百元多些。

聽眾：好像不用。

羅公：宗教篇就好似一百銀就得了。

聽眾：大陸十部才二百幾元。

羅公：嗄？十部？不止十部，成套。二十部的。

聽眾：人民幣四十幾。

羅公：我知。四十幾元人民幣，我知。不過你麻煩啦！你去大陸買。你又要寄呢！加

上寄費相差無幾。要托人帶這樣辛苦，無謂啦！這套書好呀！因為全部是專家

寫的。

聽眾 ：羅公，你上個禮拜講「根身」和「器界」是「因緣變」，是不是指「性

境」？

羅公：第八「阿賴耶識」，攝持住那個「根身」與「器界」，這種攝持就是「見分」

了，「根身」和「器界」就「相分」了，是嗎？這個「根身」與「器界」的

「相分」呢，不再另外有「本質」了，所以有些人說它是「獨影境」，明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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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但有些就說它是直接鉗住「根身」與「器界」，本身就是不另外起影像

了，就是「性境」。

聽眾：「因緣變」是「性境」來的？

羅公：甚麼？「因緣變」嗎？是「性境」。

聽眾：如果是「分別變」就是「帶質境」，或者是「獨影境」？

羅公：甚麼？「分別變」就兩種「境」，「分別變」呀？

「分別變」兩種，一、「獨影境」，二、「帶質境」，「帶質境」是有兩種

「變」，我們直接看到的就是「分別變」的，「分別變」後面有個「因緣變」的東西

在的，明白了？因為這個第八「阿賴耶識」，到底是「性境」，抑或是「獨影境」

呢？有人說它是「獨影境」，即是它後面無「本質」了，是嗎？但是「獨影境」一定

是「分別變」的，是嗎？而「阿賴耶識」都無「分別」的，怎樣「獨影」呢？所以就

這㸃來講就說它是「因緣變」。「因緣變」呢，就無另外的「影像」了，這樣，講到

這裏，這樣講就通啦！是不是絕對無「影像」呢？又不是。譬如，我所見的世界，同

梁麗香所「變」的世界，差不多的，是嗎？譬如我現在見到梁麗香在這裏，我所見到

的梁麗香是我的「阿賴耶識」，譬如我見到(有)個梁麗香坐在那裏，是很複雜的，我

的「眼識」，見到有個梁麗香的形狀，我能夠見得到梁麗香的形狀是我「眼識」的

「見分」，是嗎？我見到那個梁麗香的影子呢。

聽眾：「相分」？

羅公：是「相分」，是「眼識」的「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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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的「相分」不是「分別變」的，不是虛構的！是「因緣變」，「因緣

變」是一定有「本質」的！這樣即是一定有她梁麗香的「本質」。聽得明白嗎？而我

所見的梁麗香的「本質」又不是直接由她「變」的，是我的「阿賴耶識」，我的「阿

賴耶識」有一個、有一些「變」梁麗香的那一堆「種子」做「因緣」，現在這個

「緣」和合了，這個條件合了，它就出現，「變」起(這)個梁麗香，明不明白？我的

第八識有「變」梁麗香的一堆「種子」，這堆「種子」「變」起這個梁麗香。何解昨

日不「變」現在才「變」呢？因為昨日無「本質」，「本質」是「增上緣」，現在有

「本質」，因為現在有一個梁麗香走進來做「本質」，明白了嗎？這樣呢，我的第八

「阿賴耶識」就「變」起個梁麗香做「本質」，然後我的這個「眼識」見到的梁麗

香，明不明白？何解我的「阿賴耶識」會「變」起(這)個梁麗香呢？就因為我的「阿

賴耶識」裏面有「變」起梁麗香的「種子」，所以我的「阿賴耶識」所「變」起的梁

麗香就不是「分別變」，是「因緣變」，明不明白？「因緣變」有無「本質」呢？有

「本質」，(這)個「本質」是甚麼？梁麗香的「第八識」所「變」的梁麗香做「本

質」。

這個「本質」做「增上緣」，刺激到我的「阿賴耶識」，於是呢，我的「阿賴耶

識」就反映出那個客觀性的梁麗香，梁麗香所「變」的梁麗香，反映入來，因為她一

反映入來時，我的「阿賴耶識」裏面，「阿賴耶識」裏面甚麼「種子」都有的，有了

「本質」，有了「本質」做依託了，於是我的「阿賴耶識」裏面「變」梁麗香的那堆

「種子」馬上集中，「變」出(這)這個梁麗香來了。即是有「本質」了，有「本質」

是甚麼？「性境」來的，有「本質」，這是「性境」來的。不是「帶質境」來的，我

的「阿賴耶識」不會起「分別」的，是「性境」。所以我的「阿賴耶識」「變」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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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香，是「性境」來的。同一樣道理，我見到這座大廈是「性境」，何解呢？這座

大廈不只是我「變」的，你們這麼多人都有份「變」的。

那個是「本質」，那個「本質」呢，你「變」起了，我受到你們的影響，我的

「阿賴耶識」裏面「變」起這座大廈的「種子」，這堆「種子」受了你的、你們所

「變」的大廈的做「增上緣」，我「變」你，又有「本質」了，是嗎？我的「阿賴耶

識」「變」起這座東西(大廈)的「本質」，有「本質」的，「本質」是甚麼東西來

的？就是你們所「變」的做我的「本質」。而我所「變」的又做你的「本質」，我們

這班人所「變」的又做他的「本質」，就全部有「本質」了！這即是說，「阿賴耶

識」所「變」的都是「性境」來的，明不明白？

聽眾：是不是眾緣呀？

羅公：眾緣啦！不是！「本質」呢，「本質」都是由「眾緣和合」造成的，是嗎？

你回去想想，好似重重無盡的這個世界，是嗎？「本質」不只是你梁麗香和各位

「變」起這裏，這裏還有好多老鼠呀！你明不明白？老鼠都有份「變」的這個

「本質」，還有很多蛇、蟲、鼠、蟻，有很多蟻，蟻都有份「變」的。

聽眾：眾生「變」？

羅公：嗄？甚麼？

聽眾：是不是眾生「變」？

羅公：你說眾生又不是，難道「極樂世界」的眾生都走來「變」能仁書院的大廈嗎？

總之是有關的眾生「變」，明不明白？是嗎？因為他在「極樂世界」，他無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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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變」你這裏嘛！是嗎？所以你說眾生「變」，這句說話太籠統。明不明白？即是

不是一切眾生「變」，有部分有關係的眾生「變」，明白啦？聽不聽得明白？你聽得

明白嗎？「唯識」難搞，複雜就是這樣，但它的精密也是這樣，它的妙處就是甚麼問

題都是這樣就解答了，明不明白？你回去想一想，想通想透，平時這樣想透它，你入

定的時候修「觀」，你覺得，你就會覺得了。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識」「變」的，

怎樣「變」？就這樣「變」法了！多次這樣「觀」，你就不覺得有個現實的、「實」

的世界了。一入「定」就覺得，知道這個世界完全與你的心是一致的那樣了。明不明

白？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這樣譬如第一剎那就是那個「八識」現啦！第二剎那是不是有個「意識」加了

進去，那個「性境」變成了「帶質境」？

羅公：第一剎那…

聽眾：第一剎那我們無「意識」，無「意識」加入的，這就是「性境」啦，第二個剎

那加了「意識」上去「變」了「帶質境」，是嗎？

羅公：第一剎那都有「意識」，《瑜伽師地論》說第一個剎那無「意識」。

第二個剎那才有。所以那個「意識」就不是，它這個「意識」是指尋伺、尋求

「意識」，第一個剎那都有「意識」的，那個是無，那個是「現量意識」，就不是

「尋求意識」，不是「分別意識」，第一個剎那沒有「分別意識」，就有「無分別意

識」，因為「眼識」起的時候，(如果)沒有「意識」，「眼識」是起不到的。所以第

一剎那沒有「意識」者，是第一個剎那沒有那個「分別」的「意識」，沒有那個有概

念的「意識」。明不明白？即是說，第一個剎那純粹經驗，純粹感覺，就無概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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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剎那呢，那個「意識」裏面有個概念起了。

聽眾：一有概念的是「帶質境」了？

羅公：一有概念呢，不是帶質(境)就是獨影(境)了。有概念就不會是「性境」了，或

是「帶質境」，或是「獨影境」啦。

聽眾：有概念就有「分別」了？

羅公：是呀！有概念就有「分別」。

無概念呢，就純粹、哲學上叫「純粹經驗」。又叫做「純粹感覺」。感覺，純經

驗。聽不聽得明白？你一明白呢，那八個「識」就是這樣的情形啦！八個「識」都是

甚麼？未起之前先有「種子」，那個「種子」一起，「變」出那八個「識」中任何一

個「識」，一「變」那個「識」出來的時候呢，那個「識」馬上就在那一剎那，開出

「相分」、「見分」，那個「種子」是「因」，「變」出來的那個「識」是「果」，

那個「種子」能夠「變」出(這)個「果識」出來。「種子」叫做「因能變」，那個

「識」是「果」來的，但那個「識」一起的時候即刻「變」出「相分」、「見分」。

聽眾︰「果能變」。

羅公：那個「相分」、「見分」就是「果上之果」，是嗎？

那個「果」，那個「識」是「果」，它又「能變」「相分」、「見分」。所以它

是「果能變」。那個「相分」與「見分」是「果」上的「所變」。明白啦？八個

「識」都如此，好了，現在就有兩個問題要解答的。第一、每一個「識」都有幾個

17



「心所」的嘛，是嗎？當那個「識」「變」起相，那個「識」的「種子」起的時候，

那些「心所」是不是另外有「心所」的「種子」呢？是不是那個心？這個答案是：

是。

當我的「眼識」起時候，「眼識」有個「受心所」，「眼識」的「受心所」起的

時候，眼，不是！「眼識」起的時候，「眼識」起「現行」的時候，「眼識」的「受

心所」同時起，受、作意、觸，一齊起，一齊起，何解它會一齊起？因為有一個「作

意」，警覺它一齊起，為何步驟會一致？有個「觸」，互相接觸令它那個步驟一致，

明不明白？好了，一起了之後呢，那個「識」，馬上「變」起「相分」、「見分」，

這樣，那些「心所」變不變？這個答案就是，每一個「心所」都有它的「相分」、

「見分」，明白啦？所以就是變成「認識論」，是多元的「認識論」。

聽眾：是不是一棵樹那樣撐開？

羅公：是了，一棵樹。

我們撐開了也不知，是嗎？成日這樣「撐」法了，我們都不知，那樣解而已。第

一個問題就是「心所」也是一樣，那個「識」是有些是有「本質」的，是嗎？「心

所」會不會有些是有「本質」的？有，但是呢，「識」看東西的那個「本質」是那個

「識」的、外面的，「心所」的「本質」就不是直接的，先由(那)個「識」變起(這)

個影像，托那個「本質」變起這個影像，這個影像做「心所」的「本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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