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到「謂異熟思量」，講這個「異熟」，是嗎？這樣，講到這裏，又要詳

盡一些了，「異熟」，是不是「第八識」才有「異熟」呢？「第七識」有沒有

「異熟」呢？而「前六識」又有沒有「異熟」呢？會有人這樣問的，那個答案

是怎樣？「異熟」兩個字是很廣泛的，每一個「識」幾乎都可以講「異熟」

的，說它是「異熟」的，不過「第八識」的「異熟」是不同的。何解呢？因為

「異熟」包含三個意義，第一個是甚麼？

聽眾：「異時而熟」？

羅公：「異時而熟」，八個「識」都有「異時而熟」的，是嗎？

「眼識」、「耳識」，你今天看東西，當你一「看」的時候呢，這個

「眼識」、「耳識」的這種力量馬上打了進去那個「阿賴耶識」裏面，將來第

二次，下一次，或者第二世，總之第二時，不同的時間，一有機會那個「眼

識」又標(走)出來，那個「時間」是不同的，就是「異時而熟」了，明不明

白？「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是有「異時而

熟」的。

「意識」會不會「異時而熟」？一樣有的。今天我在街上見到兩個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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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我的「意識」(起)了，今晚夜我做夢又見到兩個人打架，那個「意識」又

再出現了，白天與晚上不同時，是嗎？又是「異時而熟」。第七「末那識」

呢，現在「執」有個「我」，一路「執」有個「我」，到了下一世仍然是

「執」有「我」，是嗎？這又是「異時而熟」。「第八識」就更加(是)了，是

嗎？

「第八識」將今世一連串幾十年的經驗統統打了進「第八識」裏面，今生

死了，那些經驗或者在來世出現，(或者)全部出現都說不定，或者一半在下一

世出現，一半在第三世、第四世出現，或者全部的這些經驗，統統在一百世後

才出現，都有「異時而熟」，這樣即是說「異熟」裏面第一個意義是「異時而

熟」。

八個「識」都有，是嗎？不止八個「識」有，是每一個「心所」都有的，

是嗎？所以就這點來說，「異熟識」就不是「第八識」的專利了。第二個，

「變異而熟」，是嗎？第二個，是嗎？一定是由變化才「熟」的嘛！是嗎？打

進去就成為「種子」，那些「種子」經過相當的變化，有「緣」具備了。它然

後才會「熟」嘛！是嗎？所以「變異而熟」就八個「識」都有的，

不是「第八識」專利的，但有一種是「第八識」的專利了，就是甚麼？

聽眾：「異類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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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異類而熟」。

那個「因」(或)「善」或「惡」，而「果」是「無記」的，這點只是「第

八識」有，「眼識」不會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不會的，「眼識」，我現在看東西的那個「眼識」，是「無記」

的，打進去，將來的「眼識」再出現又是「無記」的，是嗎？

譬如我，我的「眼識」，譬如你是小孩子，小孩子不懂，你走去人家的沖

涼房，看別人沖涼那樣，你的這個，這個，你的這個「眼識」是「惡」的，是

嗎？不是「善」的，是嗎？但是你第二世或後半世，又走去看別人沖涼，(那)

就一樣是，那個「識」就一樣是「惡」的，這樣即是說那個「因」與「果」的

「性(質)」是相同的，不是不同的，唯有「第八識」的「異熟識」的「因」非

「善」則「惡」，「無記」的「因」是不起「異熟果」的，這樣，所以「因」

有「善」、「惡」，「果」只是「無記」的，這個叫做「異類而熟」，只是第

八「阿賴耶識」專有的，所以第八「阿賴耶識」叫做「異熟識」，明不明白？

好了，講到這裏就順便講那個「因果」的道理了，講到「因果」的道理

了，你講「因果」的道理，「小乘」都無辦法講得通，「空宗」也講不通，任

何一「宗」講「因果」的道理都無法講得通，你試一下講，任你拿出來(講)，

總之就不夠「唯識宗」的解答(就講得)比較周密，不是說很好，或者你想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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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比它好都說不定，但在目前來說就它是解答得最好的，除非你說我不信

「因果報應」的，那就沒有問題了，不信就行了，如果你說信的，也是要有一

個理論的根據才可以。

譬如你就講一下「小乘」(的說法)，舉一段故事來說，一位，三千大千世

界之中，有一位「帝釋」，即玉皇大帝，衪的壽命剛剛盡了，衪就走去向佛頂

一個禮，誰知衪一頂禮的時候，剛剛要頂禮那時候衪正好就要死，衪頂禮的時

候呢，因衪正在頂禮的緣故，就轉一轉變，就不死，再續一期壽命，「小乘

經」有一段是這樣說的，這樣那個「再續一期壽命」就是「果」了，頂禮佛，

這是「因」，是嗎？是這樣說，是嗎？許多人又因為殺過甚麼東西，是嗎？刺

死了一條蟲，無意中刺死了一隻蝴蝶、刺死了一條蟲，將來他這一世，總之萬

劫前刺死一條蟲，這一世，他現起(此果)，(或會)被人用箭射死之類，這是

「果」了，是嗎？

好了，「小乘經」就(是)這樣講法。如果問你，何解？怎樣解答？當你是

「小乘」的人，你怎樣解答？為何會(這樣)？是呀！這是「因果」，「因果」

這是事實，你講個理由出來，何解會這樣？何解？何解你做了一件事的時候，

向佛頂了禮，會得到這樣好的「果」？何解祂向佛頂禮後，祂(就)不(用)立刻落

地獄？你說：無道理！那你講個道理出來，你不能說「沒道理」就算，是嗎？

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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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頭給佛與再續一年、再續一期做「帝釋」的壽命有甚麼關係？不同的，

根本是兩件事來的，為何能連到一起？(為何)這個「因」會得那個「果」？何

解？你想一想，看能不能解答，解答不了。你說：無解答，(那)為甚麼別人要

(相)信？釋迦牟尼佛那時為何那些人(相)信呢？理由是這樣，第一個理由，印度

當時的社會，佛未出世的時候，印度整個社會的人都已經(相)信「因果報應」

了，他們不問，不用問就(相)信了，是嗎？所以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第二個理由，釋迦牟尼佛他德高望重，他都說「是」了，他說的，還不

信？這樣結果就大家都信了，沒有發生問題。但是，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幾百年

就有問題了，是嗎？到了今天就更加有問題了，你要(知)如何解答，是嗎？所

以到了釋迦牟尼佛涅槃後一百年內都沒有問題發生的，二百年以後就已經有人

過問了，何解會這樣？

譬如我今天殺死別人一家人，全家人被我殺死滅口，這個「業因」會下地

獄了，即是我殺別人一家是「因」，入地獄就是我的「異熟果」的「果」，何

解？我殺人，殺人的「因」應該第二世又再殺(人)的，是嗎？第二世殺人做

「因」，第三世又再繼續殺(人)才是的！何解我殺人的「因」會下地獄，

又或者被人對付呢？是嗎？你說，這種「業因」為何會引出那種不同的、完全

不同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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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人，將來會被人打的「果」，你怎樣，如何解釋？你能否解釋得到？

解釋不到。於是直至到佛滅後二百多三百年的時候，有一位叫做世友論師，即

是，相傳即是《異部宗輪論》的作者，亦即是造《大毘婆沙論》的那個主席，

編《大毘婆沙論》的時候的主席，說這個是「賢劫千佛」之一佛來的，

他就出來解答，他怎樣解答呢？他說，當我們殺人的時候，這些「殺」的

「業」，這些「殺」的「業」，不是一下就過來的，一定會有一個(影響力)，

殺人的時候，這種行為，這種行為一定會有效(果)，一個影響力的，這個「殺

人」的那個「牽引力」，凡是一件事，「有為法」，一件「有為法」是有

「因」就必定有「果」的，殺人的「因」，你殺人，不是說殺完了過後就無事

的，一定有它的「影響力」的，這個「影響力」就是「果」，這個「影響力」

就叫做「業力」，這個「業力」是會(在)將來推動我們得受「果報」的，有

「果」的，那個「業力」是甚麼來的？一「殺」了的那種「業」，遺傳下一種

「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普通(通常)我們現在叫做「業力」，因為我們殺

人，殺人這種行為一做了，一做即刻就有一種「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是

牽引到、招引將來的後果的， 這種「影響力」它叫做甚麼？何敏兒，它叫做甚

麼？它叫做甚麼？我問你呀！何敏兒！

聽眾：你再講過你說的問題，招引那些「業力」嘛！你說「業力」嘛！

羅公：對呀！它叫做甚麼？那個「業力」打落去。

聽眾：打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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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記得了？

聽眾：受「熏」？無表色？

羅公：無表色，他說這種東西看不到的，無所表示，「善」、「惡」的行為有

所表示的，「善」、「惡」的行為有所表示的，(但是)這個行為一

「起」了之後(就)馬上發生，(但卻)看不到，表示不出來，但是有的，存

在的。看不到，但是存在，存在的東西不是一定看到的嘛！所表示的，

(卻)是存在的，不但存在而且是甚麼？是物質來的！物質性的「色」，

(是)存在的，無所表示，但是它是存在的。而且是物質性的東西。他說

這種「無表色」一有了條件，一(旦)具備，它就牽引你的那些「果報」

出來。

「無表色」，圓滿不圓滿？這樣解答？好過無，是嗎？比無好些！是嗎？

有總好過無，但是這樣，他這個(說法)為何說它好過無呢？「受戒」就是這個

問題了，「受戒」，那個是「無表色」，那個叫做「戒體」，是嗎？他說何解

呢？你受「戒」，譬如你說「不邪淫」，那條「戒」，應是一條一條才對的，

現在很多我見到的那些受戒師傅很懶的，居士林那個甚麼？那個日本師傅，替

人做受「三聚淨戒」，不作一切惡，你行不行？行！這樣就受了「律儀戒」(攝

律儀戒)了，我要行一切善，要行一切善，見到一切善法你要行，你行不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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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聚淨戒」(攝善法戒)了，第三就「利益一切眾生」(攝眾生戒)你做得

到嗎？做到！這樣就「三聚淨戒」了，這樣，因為日本的大僧前很多年，十、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本來我已經受過「胎藏戒」的「灌頂」了，「胎藏

戒」、「金剛戒灌頂」我都受過了，因為它「灌頂」之前一定要受「三聚淨

戒」才給你入壇的。我見它是日本的大僧來，那些人威儀堂堂的我又想看看，

再受下(戒)也行，受戒的時候，或者現在的那些會講詳細些。他就講三句，就

這樣，未必就三句那樣少，可能幾倍那樣多都說不定，還有一個人翻釋，他講

日本話，照理應該一條一條問他的嘛！這樣呢，譬如你說，這條「不邪淫」的

「戒」，他問你，「盡你的形壽，」即是盡你的生命，有生之日，「你不犯，

你不作『邪淫』的行為，你能否？」你要「三業」具備，答一聲說，「能！」

那樣，當時你的「三業」，你的口說「能」，是你的「口業」，你的心，確實

是我決心做到的，「意業」，你恭敬合掌，合掌，胡跪，「身業」了，三個

「業」一齊打「業種子」進去，不對！「唯識」才叫「種子」，一齊打了一種

「力量」進去，就好像「資料」，好像電腦，打了「資料」進去，那個，「資

料」打進去就叫做「無表色」，看不到的，但你不能說它不存在的。

這樣，它這個「無表色」就一世跟著你，一世跟著你，怎樣跟法？在我的

頭處，抑或在我的腳處？抑或在我的心臟處？無甚解答，是不是(充)滿在「虛

空」處？隨「虛空」跑？是不是？沒得解答，是嗎？這個「無表色」你一有機

會，你如果受了這個「戒」時，如果有壞蛋的人扯你去做那些邪淫的行為時，

8



你的心會怯的，你的心如果受戒時的心很虔誠，你的心簡直會很抗拒的，如果

你是隨隨便便(受戒)，那個心都是有些「怯」的，它有種力量的，是嗎？既然

有力量就必定有實質的，無實質怎會有力量呢？

譬如我說，我被人打，打是一種力量打過來，但一定有種「打我」的實質

的嘛！既然有東西來影響你了，一定有個「實質」的，由此推知一定有個「實

質」，這個「實質」就是你「受戒」，受這條「戒」的時候那個「戒體」，那

個「無表色」，「小乘」是這樣解釋的。這樣呢，好了，「受戒」和做善

(行)，「受戒」，「善」就「受戒」了，叫做「無表色」了，我這樣就殺人？

是嗎？殺人都有這樣的「無表色」的，他說這個「無表色」將來一遇著有機

會，它就會發起作用的，這樣，這位世友菩薩就這樣解釋。

我們今天來看自然就不是很滿意，但是在當時就已經很滿意了，是嗎？即

是當你肚子餓到極的時候，有條番薯給你吃，你已經很滿足了，你不要希望吃

甚麼珍饈百味，是嗎？但是問題就在這裏，那個「無表色」放了在那裏？何解

它是「色」來的？「色」是物質。他的解答(是這樣)，當我說，譬如我「受

戒」時，當我說，「我能」的時候，全個身體，我的身體是由「極微」做成

的，由微粒子做成的，我說，「我能」！(我說)「我能」的那個時候，這就是

(一) 個「業」來的，這個「業」的本質是甚麼？就是一個「思心所」來的，那

個「意志」，這個意志力一說「能」，全身的，全身的「極微」，即全身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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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被它牽動的，牽一髮而動全身。於是全身的「極微」都被牽動，當它牽動

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新的物質，都是(由)「極微」造成的，產生了一種新的

物質，這種新的物質(就是)「無表色」，是物質性的，所以叫做「色」。自然

就不滿意這個解釋。

不滿意了，到了再後一些了，就產生了一個叫做「經部」，「經部」成立

了一種(學說叫)「種子說」，即是將「無表色」三個字改作「種子」，因為

「無表色」是物質來的，「種子」就不是物質，是一種「功能」來的，是一種

Energy，「能力」來的，這樣，比較(起)「種子」，其餘的即是「無表色」一

樣，不過它就不是物質性的，是功能性的。

跟著又被人問了，世界上的現象有兩種，一種是「物質現象」，一種是

「精神現象」，「精神現象」的「種子」藏了在那裏？如果有個「我」就藏了

在「我」處，你又說「無我」，是嗎？只有「五蘊」而已，(有)五個「蘊」那

樣多，藏了在那一個「蘊」處？是嗎？而且那個「五蘊」每一剎那都「生生滅

滅」的，它一「滅」了的時候去了那裏？如果你承認說有一個，有一個「閻羅

王」，有一本「簿」記住你，都還可以說它在那個「閻羅王」的「簿」裏記

著，但你又不承認有個「閻羅王」的「簿」記住的，是嗎？這樣在那裏？

你那些「精神種子」，譬如我今世讀了很多佛經，到第二世我一定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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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經教很熟(悉)的人了，你可以這樣說，但你讀經的「種子」，精神的「種

子」放在那裏？現世就解釋得到的。精神的「種子」是放在物質那裏，放在物

質那裏，現在電腦就這樣了，是嗎？現在我們講「生理學」就這樣(說)了，我

們的一切經驗藏了在我(們)的大腦神經那裏，大腦神經就是物質來的，是嗎？

我們的一切，讀甚麼文學，讀甚麼東西，那些情趣，統統都是存藏了進我們的

大腦神經裏面，精神的「種子」，即是叫做「心法」，「心法」的「種子」藏

了在「色法」處，「色法」就是物質，即是說那個「色法」就抓住、持著，攝

持著那些「心法」的「種子」，即是「物質現象」攝持著那些「精神現象」的

「種子」，與現在的生理學，現在講的生理學是一樣的，你現在與那些醫生，

與那些心理學家講的一樣是這樣的，尤其是那些實驗心理學，那些「行為主

義」的心理學就更加是這樣講法。

是呀，精神，心靈現象的「種子」是藏在物質處，通的，物質有沒有「種

子」？物質的「種子」，若果只有心靈的「種子」，沒有物質的「種子」是講

不通的，物質有「種子」？那物質的「種子」又藏在那裏？心靈的「種子」就

藏在物質處，物質的「種子」藏在那裏？藏在「上帝」處？藏在地球那裏？藏

在那裏？搞不通了，它倒轉過來，物質的「種子」藏在「精神」處，「精神」

是一種「力」來的，物質是由這種「力」顯現的，所以物質的「種子」藏在

「精神」處，即是「色法」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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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藏在「心法」處。

羅公：嗄？藏在「心法」處。

聽眾：「心法」又藏在「色法」處？

羅公：是了，叫做「色、心互持說」。

聽眾：同不同主觀與客觀？

羅公：你不要，是很簡陋，但是後來「唯識宗」就拿它來修正，它說「種

子」，「唯識宗」又講「種子」，「色、心互持」你都不要說它不通，

不過講得不是很清楚而已，而且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資料有限，或

者它當時講得很詳細，「色」，物質的「種子」是被那個「心」持著，

「阿賴耶識」是不是「心」？

聽眾：是。

羅公：宇宙萬物的物質的「種子」是不是藏在「阿賴耶識」？

聽眾：是。

羅公：「色法」的種子藏在「心法」那裏，是嗎？

「心法」的種子藏在「色法」那裏，「色法」就是「阿賴耶識」的「相

分」來的，是嗎？所有一切「心法」的「種子」一樣藏在「阿賴耶識」處，而

「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的「相分」就是「色法」，無邊無際的這個物質

世界都是「阿賴耶識」來的，講得不是很圓滿，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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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總之它「色法」的「種子」藏在「心法」處，這理論被「唯識宗」引

用，明不明白？一切山河大地的「種子」都藏在「阿賴耶識」處，「心法種

子」藏在「色法」，「唯識宗」就不要的，但是現在那些「生理學」就要的，

科學家就要的，你不要說「經部」沒甚麼了不起呀！那你又說它？「經部」與

「說一切有部」的那個「無表色」一樣而已！差少少而已，不過你叫做「種

子」，他叫做「無表色」而已！不同的！差很遠！是嗎？那個「後果」差很遠

的，它這個(理論)一變就變了「唯識宗」的「種子說」了，「無表色」就不容

易變，要經再幾個階段才變得到，所以「經部」的「種子」說，「色、心互持

種子說」是進步些的。但是，又一樣有問題，講到「因果報應」就有問題了，

那個人死了，那條死屍化了，死屍的身體就是「色」，我們讀了很多書，是

「心法」，「心法」藏了在「色法」裏面，我的身體都壞了，變了，如果拿去

火葬，即是都燒了，去了那裏？那個「色」都變了，那樣我的那些「心法」，

讀完那樣多的詩、書、禮、樂那些，去了那裏？你說藏了在身體處嘛！是嗎？

那身體都變了灰了，燒了，怎樣？沒有了，是嗎？

聽眾：那「無表色」永遠都在？

羅公：嗄？你說甚麼？

聽眾：「無表色」。

聽眾：她說「無表色」是不是永遠都在，但「經部」不是講「無表色」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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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呀！在呀！問題是那個「無表色」放在那裏？人就死了，放在

那裏？譬如我有一萬個「無表色」，我死了的時候，我都化了灰了，燒

掉了，那些「無表色」在那裏？放在那裏？是不是放去匯豐銀行的夾萬

(保險箱)處？我要有個地方放那些「無表色」才可以的，是嗎？

聽眾：是不是放進「第八識」？

羅公：它沒有「第八識」嘛！「小乘」沒有講「第八識」的。

聽眾：第六識？

羅公：你不要將「大乘」去講「小乘」才行！是不是？「小乘」，即是我現在

是講「小乘」搞不妥，是嗎？因為它沒有(建立)「第八識」，即是無地

方「持」那些「無表色」，「經部」就說「持」在那個「識」處，心的

「種子」調轉過來，「色」的種子「持」在「心」處。但是別人會問

你，你說那個「色」的「種子」被「心」「持」著、抓住，那個「心」

怎樣搞？「心」，你說只有六個「識」，「眼識」不看東西，「眼識」

就沒有了，你說，雖然沒有，你有「種子」，我不看東西時「眼識」不

起，但「眼識」的「種子」有呀！有呀！我信你有，在那裏？是不是寄

存在保險箱？那個保險箱又在何處？寄存在「第六意識」處，你這樣

說，「第六意識」又怎樣「存」？又怎樣「藏」？是不是開鎖匙一樣放

下去？是嗎？所以它不造出一個「第八識」搞不通。

一到世親菩薩(的時代)，他本來就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的，即是「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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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那一套的，後來他又走去「經部」處學一套，所以就用「經部」的道

理，來到修正「說一切有部」的道理，仍然是用，心雖然是這樣，但他仍然很

尊重「說一切有部」，所以《俱舍論》講「無表色」，明知道是很難通，但他

都還是那樣說，因為他很尊重師承的，所以，但是他後來一皈依了「大乘」就

不是這樣講了，他都放棄《俱舍論》的那一套了。

就怎樣？建立、聽他哥哥話，(建立)那個「第八識」，「色」的「種子」

又好，「心」的「種子」又好，打進去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種子」

是無形的，那個「第八阿賴耶識」就攝持著那些「種子」，時間是「無自性」

的，所以那些「種子」萬劫都可以出現，它攝持在「種子」內，「種子」是

「有為法」，「有為法」一定是每一個剎那都「生住異滅」的，「生住異滅」

的，它在「阿賴耶識」內「生住異滅」，「生住異滅」，無所謂的，他這樣就

搞通了。你殺了人一家，你殺人的「業」打了進去，放了進去那個「阿賴耶

識」裏面，一有機會，那些「業」就刺激那些悲慘的「種子」出現，(就是)果

報了，你的「果報」了。

聽眾：「善」的「種子」強，不是可以壓低那些「惡種子」？

羅公：甚麼？

聽眾：「善」的「種子」強。

羅公：「善」的「種子」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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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就壓低。

羅公：是，可以壓低，對了。所以，你前半世殺了人家一萬人，你是落地獄

的，因為怎樣？

你的「惡」的「種子」會刺激你那些流血、飲膿河和那些落油鑊、上刀

山，成日刺激這些東西的，但你後半世真是很(努力)行善，(行善)行得很懇切、

強，這樣，將來你死了之後，就兩種「種子」爭出現了，爭活動，不是出現，

它在「第八識」裏面活動，如果你的後半世的「善業」強呢，就爭先，即是好

像無秩序的，大家坐巴士，誰有力量就推開你，他上先，這樣就變成那些

「善」的、那些「好」的「果報」。

聽眾：出現了。

羅公：出現先，但你壞的「果報」一樣有。

聽眾：還在。

羅公：有，只是被它阻止了，或者「梅花間竹」出現，所以人生，人一世人就

有「三衰六旺」，就是那些「善」、「惡」的「種子」「梅花間竹」地

出現。

聽眾：來者當受。

羅公：是呀！這樣它，所以一講那個「異熟識」就出現了，好了，講到這裏即

是說，叫做講通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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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很完美呢？或者還有比它好都說不定，但在目前，它就最美滿的。

你講不通，它勉強都講得通。這樣現在呢，你若是不滿意，那就麻煩你再找一

套更(令人)滿意的來講，是嗎？這樣，你問題就這樣，即是香港大學那個人駁

我的一樣，被我收拾了他。他問我：「如果你聽到有更滿意的(理論)，你會不

會放棄舊的這套來接受新的？」我說，當然啦！如果有一個人叫做「魔鬼」，

但它有一套講得更令我滿意的，我還會皈依它呢！但你要找得到這樣的「魔

鬼」出來才可以，你閣下可以做，來，你做啦！我向你，我遵從你的學說，不

過你要有先決條件，你說舊的不好，你看完舊的，說它那點不好、那點不好才

行嘛！

你不可以說帽子「好正」(很好)，亂駡人時(就)扣頂帽子，你先扣了，你

(不)好！不行的，你要說它那點不好才可以的。我說他，你要先做(讀)這套東

西，你先做(讀)，做(讀)了你找套新的，我說對不對？我問他，你說我講得對不

對？他說：對！我又說，你幫幫忙，麻煩你，你幫幫忙，那時候我還在能仁書

院，不是在能仁書院，是在廣僑書院，我請你來廣僑書院，麻煩你，我每日在

那裏辦公的，你去找我，我請你飲咖啡，你有新東西，你有甚麼新東西就講給

我聽。他那裏敢來？這就是最好收拾(的)那種人，他看，那些書那樣繁複，他

無三幾年揭都揭不完！到揭完他都已經筋疲力竭，就說算了，我就要這套算

了！搞不通的。講到這裏，所以一定(要有)這個「第八識」，一講到「因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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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一定要建立「第八識」，是嗎？

「小乘」就搞不通啦！是嗎？「小乘」的「說一切有部」搞不通，「經

部」也搞不通，「空宗」搞不搞得通？講「般若」講不通，講「般若」，你找

成套《大般若經》，任你找，你解答這個「因果報應」的道理，龍樹菩薩的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它有講很多「因果」故

事，但是為甚麼會有這些「因果報應」出現呢？龍樹菩薩無解答。即是說，

「中觀宗」沒有(解答)。

「天臺宗」你叫它解(答)，「天臺宗」講玄學講得很玄妙的，「一念三

千」、「一心三觀」、「圓融三諦」，講得很玄妙，高層的講到玄妙到極，一

講到低層的，最低層的，現在不要講那麼多，「一心三觀」不要講了，我算信

你了，但我先信了那個基礎先，何解會有「因果報應」？你說。它無解答的。

它「天臺宗」是如此，「華嚴宗」也是如此，它先假定你信了「因果報應」

先，你明不明白？

你不信「因果報應」的人，它根本，它只講上層，所以現在很多人講「華

嚴宗」，他不信、他不信「因果報應」的，他信它上面那一層，他信玄學而

已。方東美那些，他講「華嚴宗」的哲學，講得都不錯的，但他不信「因果報

應」的。這樣他現在就不是佛教徒了，是嗎？最低限度你不是佛教徒先，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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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哲學家，但你這樣做，你的哲學不是很穩的，無基礎。「密宗」都是一

樣，你不信「因果報應」，你學甚麼「密宗」都是假的，是嗎？

你說，如果你沒有「唯識」的道理來證明你，(只是)搖鈴打鼓那樣，就可

以驅邪？可以成佛？誰會信？是嗎？「禪宗」也是一樣，你說，「講便不對

了！」講就不對？你說「講便不對」這句話對不對？

聽眾：都不對！

羅公：都不對！就是不對！你也不對！是嗎？你不對，但我未必不對呀！是

嗎？當你不對時，我未必不對！

「一切講得出的都不對！」你這句話講出來的，就你這句話都不對了，是

嗎？你這句對不對先？我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你是不對，很吃虧，不合邏輯

的，這種講法。所以一講到「因果報應」就一定要講「唯識」。對於那些已經

信了「因果報應」一定沒有問題，好了，這樣，這個「因果報應」是怎樣來的

呢？

現在要講給你聽，「異熟果」是怎樣來的？它就這樣，我們的「阿賴耶

識」裏面存有許多種子，「種子」是一種「功能」，是「無形無相」的一種

「力」來的，這種「功能」是怎樣來的呢？有些是無始以來本來具有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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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剛出生，「牙」、「牙」、「牙」也(已經)有很多「功能」的了，所以

一定要承認有本來就具有的「功能」，但是我們一路從出世之日起就不斷有經

驗(積累)了，是嗎？這些經驗打入去，它不叫做「打」。

聽眾：新熏？

羅公：叫做「熏」，不要寫個廿字頭，「熏」字，無那個草花頭的，「熏」，那

個「熏」字何解？「激發」。我現在就用「打」入去，就像電腦入資料那

樣「打」入去，「激發」，「激發」不就是「打」入去？「激發」那些

「種子」，進入「阿賴耶識」裏面，這些就是「新熏」的「種子」了。

聽眾：與生俱來的就是「本有」了？

羅公：「本有」了，這樣呢，我們具備這兩種「種子」，一種「本有」，一種

「新熏」，無疑啦！這即是說那些「種子」可以「熏」了，是嗎？第

二、第二種分類法，「種子」又可以分做兩類，一類是活動的，也可以

說它是「陽性」的，那些叫做「業種子」，主動的。聽眾：陽性那個陽

字？羅公：陰陽的陽！動嘛！陽就動嘛！陰就靜的嘛！是嗎？只是我

用，佛經裏無用「陽性」的，我即是說它是「動」的，活動的那樣解。

一種是比較靜性，「陰性」的。那些可以叫做「名言種子」，何解叫做

「名言種子」呢？「名言」即是「概念」，它「熏」的時候要憑藉我們

的「概念」起，然後才「熏」入去的，就叫做「名言種子」，叫做「名

言熏習種子」，你不要理(那)兩個字了，總之「名言」，除了「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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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外，通通都是叫「名言種子」。

聽眾：概念？

羅公：嗄？不是概念，是藉著「概念」而「熏」入去的「種子」，你最好不要

理它，「名言種子」，叫做「名言種子」，這種叫做「業種子」，這

種叫做 A種子就算了，這些不要理，如果你要詳細查它為甚麼要用

「名言」兩個字，你就查我的《唯識方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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