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叫做《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你看〔一〕看，會幫你忙解決很多問題的。

尤其是最新的那本。對「物質」的觀念最好的書，是日本人做的。《物質是甚麼》。

我都是前年才買來看。你〔去〕看父親？

聽眾：我今日學校畢業禮。

聽眾：羅公，一粒「微粒子」我們看不到，如果它組織起來成為一大堆，結合起來時

我們就應該看得到了，例如很多「微粒子」組織成一張木的檯面，再多些。

羅公：是呀！是呀！這是佛家「小乘」二千幾年前的講法，「小乘」「說一切有部」

二千幾年前的講法，就是與現在的「唯物論」的講法差不多，一粒粒「微粒

子」，它的形狀等於零，沒有嘛！

沒有不就是等於零？一百粒「等於零」的〔「微粒子」〕怎會等於「一」呢？一

百個「零」加起來怎會等於「一」呢？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一粒「微粒子」，它的形

狀等於零，是嗎？十粒不就是十個零？零加零、零加零、零加零，不又是等於零？怎

會等於「一」呢？是嗎？而且是「超經驗」的，因你相信這樣東西，問題是佛家已經

「破」了它，「破」得它很緊要（厲害），所以佛家就放棄，你看那「微粒子」，它

是不是最小的？

你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不是最小的，它就不是「微粒子」了！還有比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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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如果你說：它是最小了，不能夠再分了，好，回答得好！不能夠再分，還有沒

有「分量」？但是在我們的經驗上，凡是有「分量」的一定可以再分的，如果它有

「分量」就一定可以再「分」啦！你又說不可以再分？是嗎？你說不可以，你說無

「分量」的，這即是說那個「分量」等於「零」了？

  

一萬個「零」都不會等於「一」的。是嗎？所以有矛盾，是嗎？所以，到這裏，

好多這一類的問題就出現了，那麼你就要選擇、抉擇了。是嗎？那本《現代哲學的科

學基礎》這本書不妨看一看，同時，你可知道所謂物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

性的，你看看，但是可惜這本書太小了，我唔記得我在這裏的時候圖書館有無這本

書。

《原子能入門》，《原子能入門》不妨看看，是愛因斯坦的那個學生寫的，《原

子能入門》，它講這個物質的「相對性」講得相當好的。他說我們這個地球如果轉的

速度假使快四千倍呢，我們的地球就會縮小到好像一個美國的加利福尼亞省的蘋果那

樣大小，我們人就等於一個針眼的百分之一差不多大。

這樣即是說我們的這些所謂「物質」，所謂「微粒子」，是最不可分的了，假設

我們在地球的裏面，那些不可分的「微粒子」小到極的，如果去到快四千倍，五千倍

的星雲處會怎樣？是不是會等於零呢？一定會，你所懷疑的很多東西你都會解答得

到，記著，一本《物質是甚麼》，圖書館好像還未有這本書，一本呢，一本《物質是

甚麼》，這本是新的，一本就是《現代哲學的科學基礎》，這本就是偏向唯心論的，

一本是《現代思想導論》，我知道圖書館裏中文本又有，《漢譯世界名著》裏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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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代思想導論》，如果你說它譯得不好，他們英國人做的，如果你說它譯得不

好 ，您可 以 看英文 本 ， 圖 書 館 都 有 ， 《 Guide to Modern Thought 》 （ C. E.

M.Joad）這三本書都可以幫你忙思考的。

還有一本裏面有很多東西幫助你思考的，你就看那本日本人，那個日蓮宗的叫池

田大作，池田大作造的那本廿一世紀《展望廿一世紀》，（《展望廿一世紀——湯因

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看看，有很多問題都可解答

了， 不知有沒有呢？圖書館不知有沒有這套書，我買了幾本都被人全部拿去了，現

在我自己都沒有了，值得看，令到你的心胸開朗很多，好了，講回這個本題，先休息

一會。

每一個「心所」都有「四分」，不是只是「心王」的，有「四分」，這樣我們的

知識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整堆來的，這樣，「識所變」就「變」出這種

東西，「彼依識所變」，「彼」是種種「我」和「法」，這種「我」和「法」都是依

據「識」，我們那八個「識」和那些「心所」所「變」出來的那些「相分」、「見

分」，這些「所變」的東西之上，硬要說這些是「我」，這些是「法」而已，明不明

白？依那些「識所變」的東西而說之為「我」，說之為「法」，明不明白這些？休息

一會。

「彼依識所變」，即是說「彼」是指那些「我」，和種種「我」、與種種「法」

的「相」，這些種種「我」、種種「法相」，都是依據「識」所「變」出來的那「四

3



分」，或者「識」所「變」出來的「三分」，「識」所變出來的「兩分」，而〔將〕

「識」所「變」出來的東西，假說為種種「我」、種種「法」而已。

好了，有「所變」就必然有「能變」，是嗎？有「所」就必有「能」的。這樣

「能變」有多少呢？「識」，那些「我」，「識」，種種「相分」、「見分」是

「識」所「變」，「能變」的「識」又有幾多種呢？於是它說：「此能變唯三」。

「此」就指「識所變」的「相分」、「見分」，此「識所變」的「相分」、「見

分」的「能變」，即是能夠「變」出這些「相分」、「見分」〔出〕來的「能變

識」，「能變識」即是甚麼來的？只有三種，它說三種：「能變」的「識」是甚麼？

分兩層了，一層就叫做「因能變」，是嗎？一層就叫做「果能變」。「因能變」怎

樣？「種子」「變」出一個「現行」，是嗎？「眼識」的「種子」，那個「緣」一具

備了，就「變」出那個「眼識」的現行，「眼識」的現行是「眼識」的「自體分」，

叫做「因能變」了，那個「種子」的「因能變」，現行呢，就是「因所變」了，是

嗎？是那些「種子」「所變」的嘛！那個現行一起之後就即刻「變」出「相分」、

「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四分」來，或者變出「三分」，或者「變」

出「二分」來，那個「三分」、「四分」、「二分」，就是「所變」是嗎？

這個「自證分」，「自體分」就是「能變」了，「自體分」是「果」來的，是

「因」所變的「果」來的，所以這是一個「能變」來的，「種子」是「能變」，「自

證分」又是「能變」，有甚麼分別呢？「種子」是「因能變」，「自證分」是「果」

上的「能變」；「果能變」，「相分」、「見分」這些是「果所變」，「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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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變」，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不論「因能變」又好，「果能變」又好，「唯

三」，不多不少只有三類，這樣「能變」、「所變」一樣分三個層次了。

「因能變」，「種子」最下層的，由一個最下層的「種子」一「變」，「變」出

個甚麼？顯現出，所謂「變」者即是「現出」，現出那個上層的「自證分」是嗎？再

「自證分」之上，又再呈現出「相分」、「見分」，好了，這樣現在「此能變」只有

三種， 那三種？

「謂異熟、思量」，「謂」即是「就是」，白話文「就是」，就是甚麼？「異熟

能變」，「異熟」、「異熟識」，「異熟識」即是「異熟能變」，第二、「思量識」

即是「思量能變」，第三、就「了別境識」，即是「了別境的能變」，三種「能

變」，聽不聽得到？好了，何解「異熟能變」呢？這個呢，在佛家來說就叫做「第八

識」，叫做「阿賴耶識」，又叫做「異熟識」，這個「阿賴耶識」我們世人所謂又說

「靈魂」啦，又說「生命」啦，就是這些東西了，譬如你李萬忪，你李萬忪的生命的

本質是甚麼來的？你李萬忪生命的本質就是你的「異熟識」，你的「阿賴耶識」，如

果，現在的很多世俗人以為有個「靈魂」，你的「靈魂」是甚麼？佛家是不說「靈

魂」的，就是甚麼？你的「異熟識」；你的「阿賴耶識」，何解不叫它做「靈魂」？

因為你一叫〔它〕做「靈魂」就有毛病了，何解？〔因為〕人人都以為「靈魂」是永

恆不變的嘛！

但那個「異熟識」整日變的，每一剎那變的，連續變的，每一剎那都正在變，

「靈魂」是不變的，「變」的與「不變」的怎會同呢？所以就不要叫它做「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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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是「異熟識」就叫它做「異熟識」，是嗎？叫它做「生命」還可以，叫「生

命」，你條命啦，〔即是〕你的「異熟識」。這個你成日（經常）講，「同遮不同

柄；同人不同命」，即是說你的「異熟識」裏面的那些「種子」不同，這就是「異熟

識」，何解叫「異熟識」？是〔有〕三個意義，你看看，第一、「異時而熟」，

「異」嘛！即時間「異」，「熟」，就是成熟，「異時而熟」，這個「異熟識」好像

一部電腦，〔記錄〕「因」、「果」的電腦機，你做甚麼「因」，將來在那裏〔受〕

回甚麼「果」， 這是機器，「因果」機器來的。

「異時而熟」又怎樣？你今世做「因」，不會即刻受「果報」的。來世就受

「果」，正常來說，就今世做「因」就來世受「果」，今世與來世不同時間，如果那

些「業」太重的，早些，前半世做「因」就後半世受「果」，再快些，例如那些「十

惡五逆」的那些，可能怎樣？今年做「因」就〔會〕明年受「果」，總之都是不同時

間。

譬如這樣，我在這一點鐘殺了人，第二點鐘被人抓去打靶，都是不同時間。

「因」、「果」不同時的，「因」、「果」有兩種的，一種是「同時因果」，一種是

「異時因果」。我們的「果報」，「善」、「惡」的「果報」是「異時因果」，不是

「同時因果」。「同時因果」又怎樣？好似點一支蠟燭，火為「因」，那支蠟燭溶為

「果」，一路火在燃燒，〔蠟燭〕就一路溶解，「因果同時」。

又還有，那些蠟溶為「因」而發出火燄為「果」，又是「同時」的。凡是互為

「因」、「果」的呢，一定是「同時因果」，「同時因果」就一定是互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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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現在那些科學家講「因果」只是講「異時因果」的，是嗎？好少講「同時

因果」的，實際上是有「同時因果」，叫做「異時而熟」。

這樣又怎樣？例如這樣，你今世殺人，犯了很大的惡業，殺完一個又一個，殺完

一個又一個，這樣你種下了「業種子」做「因」，每一動〔作〕都是一個「業」來

的，每一動，那個「業」都打入去而成為一粒「種子」，你就不要只信人說那些物質

是一粒粒的，你不信「種子」怎會「一粒粒」的？當然不是一粒粒圓，不是像綠豆那

樣一粒粒，而是怎樣？一個單位，是嗎？

即是好像一個個「業」的單位，打進去你的「第八識」裏面，到了那些打進去的

這堆東西叫做「業種子」，「小乘」就叫這些做「無表色」，打了進去，打了進去

〔之後就〕「眠」，睡覺，睡了在你的第八「阿賴耶識」處，即是睡在你的生命裏

面。有機會呢，它就作怪（發作）了，剛剛的當衰（倒霉）的時候，就煽起那些被人

拉你去打，被人拉你去殺，煽起這些東西了，你行好運時就一定無事啦！「當時得

令」就無事啦！但人有「三衰六旺」的嘛！你一當衰（倒霉）那套東西就出現了，那

套「果報」就成熟了，何解呢？你殺人，有個「業種子」，你殺人想甚麼？想別人受

苦嘛。是嗎？這樣，那個受苦的概念打了進去了，你就說想人〔受苦〕，「人」是一

個概念，「苦」又是一個概念，打了進去就「人」的概念就「人」的概念了。

「苦」的概念就是「苦」的概念打進去的，想他受苦。第二，你殺他，想他短

命，短命的，想人短命的那個「業」在這裏了。你殺他，想他流血，很悲慘那樣，這

些流血，悲慘，殺死他的時候很難看的嘛，每一幅東西打了進去，這樣這些全部，這

7



些行為就成為「業種子」，那些悲慘的相狀，又短命的等等，這些叫做「名言種

子」，「名言」即是概念，打些「名言種子」進去，它就不動了，打進去，每一剎

那，這些種子都一生、一滅，一生、一滅，一生、一滅，連續不斷，所以佛就說甚

麼？「縱使千百劫，所作業不忘」，甚麼？後面是甚麼？

聽眾：「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羅公：就是因為你打了那些「業種子」和附屬在那上面的「名言種子」，打了進去

你的生命裏面，打進「第八識」裏面，藏在那裏，這些是「種子」，每一剎那

到了「剎那尾」的時候就 Stop 了，不動了。一到「剎那頭」時它又再起了，

一起之後，到「剎那尾」時它又隱伏了，一隱、一顯，一隱、一顯，那些種子

在你的生命裏面，就好像你去過那甚麼〔地方〕？

橫瀾島，去橫瀾島旅行，晚上見到那盞電燈（航標燈）那樣，閃亮、閃亮、閃

亮，見過未？閃的，你的種子在你的「第八識」裏面一生、一滅，生就閃，滅就停

了，一路連續生滅、生滅，你死了之後，你今世死了，那些「種子」不死的，它一路

生滅、生滅，萬劫恆存，何解？因為「種子」是能力，科學家都說能力是不變的，科

學家會認為兩種東西不滅的，物質不滅，能力不滅。佛家不承認有物質不滅，但承認

能力不滅，這個，這些「種子」是能力來的，在我們的那個「第八識」內每一剎那一

閃、一閃、一閃，實在就無所謂的「剎那」，它閃一閃就叫做「一剎那」，那些種子

閃一閃，萬劫不停，萬劫這麼久，難道就沒有一個機會它爆出來？

一爆出來你就衰（倒霉）了，是嗎？看看你如何慘法，一爆出來就不止一粒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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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爆了，很多種子等齊一起爆，「嘭嘭」聲走出來，可能你全家六國大封相，

死，不是死一個就了事，可能你死的時候被人家剁肉餅那樣，你鋤一下，他踢一腳都

說不定。

聽眾：那些殺幾族那些呢？

羅公：嗄？甚麼族？聽眾：那些殺九族，殺三族那些？

羅公：重些囉！可能被人殺很多次。

可能死得很慘，被人點天燈那樣就夠慘啦！有些死法很慘的嘛！你知道嗎？我們

鄉下有一個父老，他平時是紳衿、紳士來的，在鄉下時時欺負掠奪（蝦蝦霸霸），得

罪了所有人，誰知一到共產黨來到，那些人就清算他，拉他出去，你猜怎樣？他想

死，哎呀，殺我啦！他那樣說，那能殺你那樣好？不會！我不殺你！不殺你又怎樣？

等你受一下苦先，於是怎樣？將他的褲腳綁住，然後捉兩條蛇放落他的褲襠入面，誰

知呢，蛇本來會咬他，但那蛇又不咬他，嚇到他失魂落魄，然後才放開褲腳放走那條

蛇，已經搞了他一個多二個小時，幾個鐘頭後又將他點燈，剮他的肉，放些油下去，

用那些燈芯在那裏點油燈，燒到他哇哇叫又死不了差不多昏倒了，又整熄它又用凍水

淋醒他，醒過來後，到最後都一定要死，死了還剝了他〔的衣服〕，「剝光豬」那

樣，找個盤，將他整個跪在那裏，即是像一隻燒豬那樣，整個人無衫無褲著趴在那

裏，還在他的屁股處，用花插入他肛門內，因他沒有〔一〕條尾而那隻燒豬有尾。就

抬著那個盤遊街，遊到，那時他已經死了，遊街，當他做燒豬以拜祭那些被他害過的

人。祭人後就將他來燒，你說那些死法是集幾種殘忍的死法於一身，幾個鐘頭內全做

了，他過去都（不知）一定都是做過那一類的事啦！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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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凌遲」處死也是很辛苦的，「凌遲」也是很辛苦的，明朝的袁崇煥就是被

人「凌遲」的，七十二刀，聽說第一刀就割額，先將那塊肉割下來覆蓋著眼，然後跟

著就割鼻，即是你們現在怎樣？吃土鯪魚，鯪魚整鯪魚球是嗎？將那些鯪魚起肉，他

呢，袁崇煥就是被人起肉，七十二刀嘛！綁在十字架上那樣割，這個是忠臣啊！他就

這樣了。

他這些不知是甚麼果報呢？這個人是很好的人，但他就這樣死法，這樣呢，你做

的「業種子」有很多「名言種子」，將來那些「業種子」一成熟呢，在「第八識」

裏，一有機緣那些「名言種子」，那些「業種子」就刺激那些「名言種子」，即推動

那些「名言種子」，令到那些「名言種子」爆發，那些流血的「名言種子」成幅流血

的「種子」一爆發，他就流血了，那些被人剁，被人殺的「名言種子」出現，他就被

人剁了，這些所謂「果報」不是說你殺阿甲一刀，你第二世可能被阿甲殺回你一刀，

不是這樣解的，你殺阿甲一刀，第二世可能被老虎咬死，咬你一口也說不定，那隻老

虎不一定是阿甲來的，總知你就是就慘！很悲慘的，「果報」就是這樣的，你自己的

「業種子」刺激你的那些「名言種子」出現，「業種子」猶如打字機的鍵，那些「果

報」一出現，那些「名言種子」一打出來就等於那些字啪、啪、啪、啪，打出那些字

出來。是嗎？「熏」，你殺人或者做好事，你「熏」些「種子」進去，等於將那些資

料放進電腦內，那個電腦就是那個「異熟識」，將來你想將「種子」出現，一有機

會，一打的時候那些「種子」就爆出來了，那時未有電腦，但已經想到「種子」就那

樣爆出來，這樣呢，這個叫做「異熟識」，「異時而熟」的，所以現在的人以為我打

那個阿婆一拳，第二世會被那個阿婆打回我一拳，不是這樣，可能你今世打人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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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你走路、行山打人一拳在頭，別人的頭很痛了，第二世你可能行過人家起樓一

塊磚頭打到你的頭，你的頭很痛都說不定，痛出現了，不是說一定是同一件事，譬如

你殺了那個人，那個人成了佛，這樣就不用「報」了？是嗎？

不是這樣的「異時而熟」，明白了嗎？第二、「異類而熟」了，「類」者，「性

類」，甚麼叫「性類」？「善」、「惡」，「無記」，這三種「性」的類別，叫做

「性類」，「異類而熟」，「因」，你做的「因」呢，不出「三性」，你做的

「因」，你造的「業因」，不出「三性」，第一、「善」性的，譬如你怎樣？發「大

慈大悲心」救人，譬如你現在，人家水災的時候，你就捐錢去救水災，或者埃塞俄比

亞的人，好像德蘭修女那樣，她親自走去救人的，去人家落後地方，她走去辦學、辦

醫院，去做，這些是「善」的「業」，「惡」的「業」是殺人放火那些，「惡」的

「業」，還有些「無記」的「業」。

譬如甚麼？踢一腳那個球，是嗎？起身就運動一下兩隻手那些，這些都是「業」

來的，這些既不善又不惡，這是「無記」的「業」，記著，「無記」的「業」不受

「報」的，「善」的「業」和「惡」的「業」才受「報」的，這樣呢，這樣，那個

「業」的「因」非「善」則「惡」，否則不受「報」，是嗎？這樣那個「因」就非

「善」則「惡」，那個「業」，但是有這種「善」的，或者「惡」的「業」所得的

「果」，那個「果」就一定是「無記」的，有好多人是不信的，種下的「惡」因所得

的果會是「無記」？做了很多善事所得的「果」會「無記」？信不信？信不信？不

信，你就信，你信的理由你講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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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即譬如作了惡了，這樣第二世做了一隻牛，那隻牛是無所謂「善」、「惡」

的，是「無記」的。

羅公：沒有錯，今世譬如你是成日（經常）劏牛，第二世你做回一世牛，劏牛就

「惡」啦，做牛「惡」不「惡」？那隻牛是無所謂「惡」？牠都被人劏了，還

「惡」？是嗎？是「無記」的，那隻牛本身是「無記」的，它所引出的「果報

體」是「無記」的，所以「因」有「善」或者「惡」，那個「果」一定是「無

記」的，「生死輪迴」的「果報」，明不明白？這樣就叫做「異類而熟」了，

「因」、「果」異類，這個最緊要。

第三、「變異而熟」，不是說一做了「因」就馬上就會產生「果」的，這個

「因」打了進去你的，你的生命裏面，在這裏慢慢經過變化，初時就生，後來漸漸成

熟，經過相當的醞釀，到了那個「緣」具備了，有機會爆發了，有機會刺激那些「名

言種子」了，然後才熟，叫做「變異而熟」，即是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起相當的變化，

然後才成熟的，所以你前世做了些好事，今世，你說，為何我今世這麼多病呢？又這

樣窮呢？我前世做了很多好事的！〔是因為〕你那些「種子」還未熟！你那些做好事

的「種子」還未熟，你再前世做了壞事的「種子」先熟了，因為那些「種子」，那些

「業種子」一定會引「果報」，輕的「業」所引的「果報」，每每被那些重的「業」

的「果報」壓倒先，你明白嗎？

大家爭上巴士，一定是高大的人先行，他推開你，是嗎？你弱嘛！所以強的

「因」每每搶先、行先，「因」有強弱，強者先行，明白嗎？弱的也會行，座上這麼

多的人誰未做過下地獄的「業」？不過你現在不是在地獄，你現在還在人間坐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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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地獄的「業」怎樣？有呀！但是它弱， 你那些作地獄的「業」不是十分之狠毒

去做的，你明白嗎？或者有時你是不得不做的，如此之類雖然是落地獄的「業」，但

是很輕微的，但你後來那些懺悔的「業」很強，後半生做好事，那種誠意很強，這些

強的「業」先行，壓倒你那些弱的，下地獄的「業」，所以你今世就做一世人先。

等你這一世人過去了，第二世那些落地獄的〔「業」〕出現，那時候，縱使是今

世捐了十間鄧肇堅醫院那樣大的出來，但是未成熟，那些你前世〔作〕那些地獄種子

先成熟，你閣下就落去地獄處嘆下（受用）先了，出現地獄受用一下先，就這樣。不

要以為你做了善事就得「離」，但是很少會這樣，你肯持戒、肯修行就一定不會這樣

的，那些念佛的人嚇你的，你快點，念「阿彌陀佛」生了去就走得過去了，不然呢，

你前世不知那一世做了些下地獄或者做畜生的「業」，當它出現的時候你就不得了！

念佛就不怕了，那樣說，不是的，你做畜生，作地獄的「業」不太強的，如果它強，

你現在應在地獄正在受用啦！是嗎？你現在還未入地獄，是嗎？這即是說，那些下地

獄的「業」很弱，是嗎？

你現在做好事的「業」強些，所以你這一世做人，即是說你如果能把握到當前這

一世，很誠懇、很樂意地做了很多好事，這些好的「業」又很強的，是嗎？又強過你

以前下地獄的那些，第二世它又爭先，是嗎？又將下地獄的〔「業」〕又押後一世，

退後又退後，退到弱了，你明白嗎？弱到怎樣？退著、退著，退到你已經證到「預流

果」了，證了「預流果」的人只要肯持戒就不再下地獄了！這樣那些下地獄的「業」

又怎樣？永遠凍結，「業」是有，永遠凍結，即是有一百萬在匯豐銀行處，不知甚麼

原因將它凍結了，你是有，你是有錢人，但你拿不到錢出來用的，凍結了，凍結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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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候〕呢，你證了「預流果」時，你那些「業」，都無得交代了，無得出現了，

若你證得「不還果」，就更加是這些「業」放在那裏只有一條數，你明不明白？只有

「數」就即是等於沒有了！是嗎？即是你一副身家（財富）只得「一條數」在這裏，

你都不能拿出來用，到你死都不能用，這些「身家」（財富）你要來做甚麼？所以不

用驚，那用急急去「極樂世界」，怕來不及？是嗎？即是這是有數可計的嘛。

學「唯識」就這樣最好了，你儘管拿個算盤來打（計算）一下它，那條「數」是

這樣的。「異熟」者，「異時而熟」，「異類而熟」，「變異」然後才「熟」，所以

叫做「異熟」。這樣「異熟」就三個意義了，但是三個意義中第二個意義最緊要，

「異類而熟」這個最緊要。這樣，這個「異熟識」，這樣於是「異熟」兩個字將它來

通俗化當何解呢？當「果報」了，「異熟識」即是「果報識」，你的「阿賴耶識」即

是「果報識」了。

那是給你管理「果報」的電腦了，這樣何解？我的「眼識」可不可以做「異熟」

的工作呢？可以嗎？李萬忪，你說可以嗎？不用「第八識」的，「眼識」可以嗎？

聽眾：可以。

羅公：何解呢？

聽眾：譬如你殺了人，你「眼識」見到一些血，下一世時，你再現出那悲慘的世

界，「眼識」可以。

羅公：這樣，你死了的時候，「眼識」還有嗎？

聽眾：死了的時候在肉體無了，肉身沒有了。在「第八識」的「種子」裏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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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我現在我問你「眼識」行不行？你不要講「第八識」，你死了的時候，還有

沒有「眼識」？

聽眾：死了的時候沒有了。

羅公：無了！這樣那些「異熟」的「因果」去了那裏？

聽眾：去了「第八識」。

羅公：你又講「第八識」！是嗎？你明不明白？我問你「眼識」呀！你要說「眼

識」不行了。是嗎？是嗎？要這樣，人的思想是這樣，你要學過思想才行！是

嗎？即是你要劃清楚條線嘛！你踢球，你要踏進線內才可以嘛！你踢了去外面

怎可以？是嗎？你又說「第八識」？我現在問你「眼識」嘛！行不行？你再答

過。

聽眾：不行。

羅公：不行！是嗎？所以「眼識」無資格管理「異熟果報」，同一樣道理，「耳

識」、「鼻識」，耳、鼻、舌、身，這四個「識」都不行。這樣就得了個結

論，「前五識」不能負責做這個「果報」的電腦的，「第六意識」行嗎？你

答，可以嗎？為何不行？你說，很多人很怕我的，你說行，我又問你何解可

以，你說不行，我又問你為何不行，你說。

聽眾：那個人死了，那個「意識」已經不存在了。

羅公：是，答對了。人一死的時候，那個「中有」還未起，昏迷了，不省人事的時

候，那個「意識」停止了。「意識」斷了一截，豈不是那個「果報」都斷了一

截？是嗎？而且他入了「無想定」的時候，那個「意識」是停的，豈不是那些

「果報」全部消失？是嗎？所以不行，「第六意識」都不行，明不明白嗎？你

說，你又說放了入「第六識」又說錯了？是嗎？「第七識」行嗎？「第七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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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行不行呢？這個最難搞了，「第七識」就盲目執著那個「我」而已，

它不理「果報」那些東西的，明不明白？所以唯有是「第八識」，「第八識」

叫做「果報識」。

因為何解呢，你作的「業」熏了那些「種子」進「第八識」，那個「第八識」把

你的「業種子」含藏著，吸攝著，不會飛了去另一處的，因為你的「第八識」攝〔藏

著〕，無「第八識」不行的，飛了去別處怎辦？是嗎？我做了很多壞事，你做了很多

好事，我的「業」，那些做壞事的「業種子」如果沒有「第八識」吸攝著，它飛了去

你處怎麼辦？飛了去你處豈不是你受「果報」？是嗎？我作惡事你受「果報」？是

嗎？唔得。

-完-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