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著良師益友，例如佛、菩薩那些人，他就引發你的智慧。佛說「法」，

菩薩做「論」，你有智慧，只要你有智慧，你的智慧會抉擇。佛、菩薩所講的

道理是對的，你認為對，你的智慧抉擇就可以了。你認為他是對的。這樣呢，

你初時可以貪，初時可以貪。「貪」，這樣好呀，成佛就夠妥(當)啦！可以

貪，但是漸漸地你(會明白)那個「貪」，「貪成佛」的這些「貪」是「有覆無

記」的，不是「惡」的。由「有覆無記」漸漸地，再由你的智慧(因為)越聽越

多，越聽越多，那些良師益友會教你，將「有覆無記」的東西改變為「無覆無

記」。令到你由「有覆無記」引出你新熏的「無覆無記」種子出來，再由「無

覆無記」的「種子」熏、引生你，再繼續依法修行，再引生那些甚麼？再引生

那些新的「善種子」，再引生那些高級的「善種子」，高級的「善種子」就是

叫做「無漏種子」了。

即是高級那樣解而已。你以為真是有條(界)線，這些是「有漏」，那些是

「無漏」嗎？「善」到極了，這樣就叫做「無漏」了！所以，只要你有智慧，

有智慧，遇著那些佛、或者菩薩，那些菩薩因為他已經證得「真如」。證了

「真如法界」，由於證了「真如法界」之後，他就有了「根本智」、有了「後

得智」，他用他的「後得智」說法，講給你聽，所以他用「後得智」講出來的

那些「經」、「論」就叫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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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界等流」的「正法」來的，這些是「正」的「法」。能夠引導你入

佳境的，所以它「正」。這些「正法」不是普通的「正法」，是「法界等

流」、「法界真如」，他「證」了「真如」之後，然後「流」出那個「後得

智」出來，用那個「後得智」開示你，所以是法界。與「證真如法界」平等

的、「流」出的這些「法」。聽了「法界等流」的「正法」，你就「熏生」了

那些本來沒有的「無漏種子」，你就「熏生」了「無漏種子」。如果這樣，一

切眾生只要他肯「熏」都可以成佛。是嗎？全部是「新熏」的就得了，只要他

有智慧就可以了。那些良師益友告訴他，他的智慧會抉擇，這種好，那種不

好，智慧會抉擇的。這樣，有智慧會抉擇，他就會接受那些良師益友的教法，

一聽了良師益友的教法，他就可以怎樣？由「聞」、「思」、「修」「熏生」

到「無漏種子」，這樣就「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都講得通了。佛加被眾生，

令眾生成佛，都講得通。這個，這個叫做甚麼？「新熏說」。一切「種子」都

是「新熏」的而已，不是「本有」的。最初的，無始以來我們的「第八識」猶

如白紙，熏得紅就紅，熏得綠就綠，熏得黑就黑，這個(是)「唯新熏」說。你

不要以為只是「本有」就最強，這個「新熏」亦很強的。

玄奘法師走去印度留學，有很多他曾經，有位大德叫做難陀，「安」、

「難」、「陳」、「護」，「二分說」的難陀論師，他就主張「唯新熏」的。

還有，難陀論師有個弟子叫做勝軍居士，玄奘法師在勝軍居士那裏學「唯識」

的，就學到了難陀那套「唯新熏說」。所以，你如果這樣，就每個眾生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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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都可以解決了。「新熏」嘛！「熏」進去就行了！如果「唯本有說」就沒

有得變的。

你想取那一說是你閣下事，我只是介紹給你知 (道)而已。我最不歡喜你跟

我走，你自己來。第三、「唯本有說」就很多了，很多個人的，那些智月、護

月那些，很多是護法菩薩的弟子。「唯新熏說」就難陀論師，而且他根據甚

麼？是根據無著的《攝大乘論》。無著的《攝大乘論》講，他說，譬如我們想

修行，我們怎樣能夠、能夠成佛呢？他說：只要你肯「多聞熏習」，「多聞」

者，多讀些經教，多聽那些良師益友的說話，「聞」。「熏」，「聞」的時候

「熏」些「種子」進去，「習」即屢次、屢次，屢次不斷「熏」那些「種

子」，「多聞熏習」，將所「熏習」的那些(種子)。除了「多聞熏習」還不

行，還要「如理作意」，「如理」即是合理的、「如法如理」的，「作意」即

是修「止觀」。你不要以為是作善意、作惡意，這個「作意」是修「止觀」那

樣解的，「如理」的「作意」，修這個在「止觀」的「作意」。他說，這樣就

可以有些，「熏」出(那)些「無漏種子」了。無著菩薩講的。

難陀就是根據無著菩薩這個講法了，發揚這個「唯新熏說」。到了護法菩

薩呢，他最精明，綜合，叫做「本新合用」，一定有「本有種子」的，不會本

來「猶如白紙」的，有的。而且「無漏種子」都要本來先有了一點，慢慢地就

像我所說那樣，你能夠肯修行「戒」、「定」、「慧」，你能夠有智慧來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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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你即是那些智慧已經是有些，有些傾向「無漏」的嘛！有這樣的傾向的

嘛！但「唯新熏」就不是這樣解的，只是「傾向」而已，你的智慧抉擇，有那

樣的傾向不一定是有那樣東西的！是嗎？他是這樣解的。這樣呢，先有了「本

有」，再就是由「本有種子」起，(然後)就去修行，越修，將修行的那些擴

大，(將那些(「本有種子」通過)修行(而)擴大)將他原來的「本有」，即是「本

有種子」(只有)兩、三分而已，我們將這兩、三分來到修行，將那兩、三分原

來「本有」的「種子」出現的時候，修行的結果呢，各種「緣」匯合令到它擴

大，擴大了「熏」進去，本來是二分「種子」的，一出現了之後，一擴大再熏

入去變成三分，三分「種子」再出現，你「如理作意」不斷、不斷修行嘛，不

斷修「止觀」嘛，又擴大，擴大又再熏就得四分，如是者一分、兩分就變成十

分、十一分、十二分。做到最圓滿的時候你就成佛。有本，「無本有不成新

熏」，無「新熏」，「本有」就不能擴大，所以又有「本有」、又有「新

熏」，叫做「本新合用說」護法(菩薩)。何去何從呢？你自己想。玄奘法師，

那幾個都是他的師傅。那些師傅有些講「本有」、有些講「新熏」，有些就

「本」、「新」合用。

這樣，講到這裏就用西洋哲學來比一比，西洋哲學上 (認為)，人類是有理

性的，人類之所以與禽獸不同，是(因為)人類有理性。甚麼叫理性？會思想、

會抉擇的，即是智慧。人類是有理性的，即是思想的能力就叫理性。人類又是

有經驗的，一出世之後，一出世就已經開首(始)有經驗了。看見他媽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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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爸爸，看見這個天地，新天地，即刻有個經驗「熏」進去了，一出世就開首

(始)有經驗了。同時人是有理性的，於是後來就會有知識了，是嗎？於是就有

所謂知識哲學。譬如，那些研究知識哲學的，他就問了，我們的知識起源於何

處呢？

剛才講「種子」的起源，佛家(的)，起源於「本有」？還是起源於「新

熏」，是嗎？他就問了，知識的起源是如何起源的？於是就有兩派見解了。一

派就說，人類的知識起源於本有的理性，與先天的理性，先天者，不是後天才

學來的，是與生俱來的，「人類的知識起源於先天的理性」。這些就是所謂

「理性主義」了，又叫做「理性論」了。他說，後天的經驗不過是「資料」而

已，主要還是先天的理性。另外一派就說不是！人類的知識全部是後天的經驗

得來的，是「熏」進來的，那些叫做「經驗論」了。「理性論」就是甚麼？法

國，德國那些最強，「經驗論」(是)英國。「經驗論」。大家爭，爭(論)了一百

幾年。直至德國後來有一個哲學家出現，這個叫做康德  Kant (Immanuel

Kant)，他就學護法(菩薩)那樣，「本新合用」。他說人類的知識的構成要有兩

個來源才行，第一個，要有先天的理性，無先天的理性不可能有吸收經驗的 (能

力)，不吸收經驗就無從成為知識。但是，只有先天的理性而沒有材料也是不行

的，後天的經驗做材料，先天的理性做形式，後天的經驗做材料。好像建造一

座大廈，理性的形式就是那個藍圖和結構，經驗就等於「士敏土」( cement 水

泥)、鋼鐵那些東西，兩者不可偏廢。將兩派(來)批判，這一派這裏對了，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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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對，另一派你這一種對的，但又有那些不對。叫做康德「批判論」了。

第一派叫做先天的「理性論」，第一派就「理性論」。第二派就「經驗論」，

第三派就叫做甚麼？是康德「批判論」了。

即是好像「唯識」的「本有說」、「新熏說」、「本新合用說」，一樣。

這樣，如何何去何從呢？都是你們各位靠你自己的智慧去決定了。即是無先天

的理性，後天的知識不能吸收得到的，那些是零碎的印象來的。理性呢，你如

何知有理性？我們的知識裏有幾個架構的，那些叫做「範疇」，知識，我們的

知識，我們建造大廈要有一個間格的， 架構在那張藍圖裏面距離有幾遠，有多

高，每條柱要承受多少磅力，「間格」。知識也有「間格」，那個「間格」就

是理性了。甚麼叫「間格」？知識(的)「間格」。第一、「時間間格」。我們

的知識一定有個時間的內容，有時間在的。例如你說，我們讀佛教史，我們得

到知識了，說二千五百年前有一個佛出世。時間。我們有了知識了，對佛教史

有知識了。

這些知識是甚麼？二千五百年前，這就是時間了。是嗎？五百年之後又有

一個龍樹菩薩出世，又是時間了。間格。修行要三個「無量劫」然後可以成

佛，又是時間了，間格了。(叫做)「時間範疇」。第二、是「空間範疇」。例

如甚麼？修行的時候你要靜靜地，修止觀你要找個靜靜的地方，不要去那些紛

擾的地方，這些就是「空間」了。是嗎？例如這樣，這個，我們讀歷史知道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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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諸葛亮出世，在那裏出世？在南陽郡出世，「空間」。「時間範疇」，

「空間範疇」。甚麼都不能脫離的。第三是「性質」了，肯定還是否定。譬如

你說：「諸葛亮是一個好人」，這就是肯定。「曹操不是好人」，否定了。

「時間」、「空間」、「性質」、「肯定」、「否定」。「分量」，佛是最圓

滿的，「八地菩薩」就沒有那麼圓滿了，「分量」了。即是說，這些「時

間」、「空間」、「性質」、「分量」，這些「間格」、這是理性裏面的「間

格」，甚麼經驗都要放進來這些「間格」裏面，然後才可以成為知識的。這個

「間格」是先天的，那個教？經驗的材料就可以學得來。但這個「時間」、

「空間」、「性質」、「分量」，這個「間格」是與生俱來的，一會思考就有

這些「間格」的了，不用學的，先天的。西洋有這三派，講「知識論」。佛家

就講「種子說」，有「本有」、「新熏」、「本新合用」。

講到這些這樣的事，我就回想起中國真的很貧乏，本來應該中國人在春秋

戰國時期，都有很多思想都很好，但可惜一到漢武帝時代，那個董仲舒，這個

正「衰神」！提議漢武帝，這個又是衰人，想怎樣？想愚民，是嗎？那個董仲

舒提議甚麼？罷黜百家，只是表彰孔夫子的一套東西。人人跟那套走就行了，

只要學到「五經」就有官做了。「一子受皇恩，(就)全家食天祿」了。念熟那

「五經」就搞定，後世還繼續，要會作八股文，這樣就行了。搞到那些讀書人

就不肯在知識上發展，識多少(一點)「四書」、「五經」，再懂得了一些「拍

馬屁」，如何做官，其他甚麼都不識。顢頇到極，顢頇、無能，所以清朝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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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無天理，一定亡的。清朝你猜怎樣？第一次，英國有隻船，有艘戰艦，駛

入上海，泊了在黃浦江處。那些上海人見到，咦！有艘這麼怪的東西走了進

來！就報告給那個上海縣的縣長知(道)，那個縣長親自去看看，咦！這是件怪

物！會動的！於是即刻稟報給那個兩江總督，兩江總督又想，咦？不得了！有

幾個怪東西在這裏！怎負責？快點報告給天皇，於是又快些上(奏)講給皇帝

知。現在那個奏本(還在)，那些人還可以查到那個奏本出來，我看過一本歷史

(書)有引那個奏本。你猜它怎樣說？以來，以來即近來，海上常來一怪物，海

上常來一怪物，嗚嗚有聲，有聲的，進退自如，即不用人拉拖的，不需舟楫，

不用船去拖它的，它自己會走的。

你說是不是？搞到這樣！講話都不合邏輯思想，合不合邏輯是第二件事，

連這些都這樣！這個人是做總督的，兩省人的生命在你的手上！搞些這樣的東

西！還有，有一個做御史的一品官，御史是專門向皇帝講朝政的。你猜他「獻

策」獻甚麼？他說，近來那些夷人欺凌我們那些中國人，他說，其實他們是仗

著他們的身體壯而已，其實雖然身體壯，但是有很多缺點的。他怎樣說？他

說：「夷人腰硬腿直」。

聽眾：是不是夷敵的夷？

羅公：他說他們條腰硬，洋人挺起條腰的嘛！腰硬。腿直，他們穿窄窄的西

褲、穿靴，他兩條腿真是很直的嘛！他說夷人「腰硬腿直」。就不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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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呢，從旁、不知怎樣以甚麼竹枝，即是用竹還是甚麼來刺他一下，他

說，一觸即倒了，他不能夠起身的。因他「腰硬腿直」，不會爬起來

的。有這樣的「一品大員」就那樣奏給皇帝。

搞些這樣的東西！真有其事，現在那個。這個也是事實，我們廣東的那個

兩廣總督，葉名琛，鴉片戰爭那時，不是鴉片戰爭！是英法聯軍入廣東的時

候，人家(駕)駛戰艦來到了，那些民眾大家，幾千民眾拿著竹昇(大竹杠)來到，

總之你們洋人是惡， 你有炮就惡，有戰艦就惡，除非你不上來，你上來我們用

竹昇撻死你！看你有幾多個洋鬼子！你別說不怕！是嗎？他們不敢上岸，那些

英國人、法國人不敢上岸！就是不給糧食你，等你在那裏沒有得食。你上來就

打死你，用竹昇打死你，幾千民眾日夜在那裏守住。但他卻叫民眾解散，你們

走開，怎樣？他走去扶乩，這些叫做「不問蒼生問鬼神」了。那些民眾如此熱

烈去擁護、衛國了，你卻走去求神？不知他求甚麼神了，可能是濟公，呂洞

賓，還是不知求甚麼關帝？他問神，問衪幾時可以無事。那乩文就說：「過得

中秋便無事」。他那天是八月初幾，過了中秋就無事了。他就叫那些人不用打

了，不給他上來就行了，過了中秋他們就要走了，他肚餓，沒得吃他就要走

了。誰不知，是呀，人家要找東西吃，八月十四人家不能等得了！那些戰艦裏

的陸戰隊上岸了！用炮，用炮火掩護著他們上岸！一直入總督衙門捉了葉名琛

回去嘛！捉了去印度！那支乩文叫他，教他怎樣做法，那個「神」害死他呀！

「不戰、不和、不走、不守」嘛！教他不要打，又不要講和，又不要走，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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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守！「不戰、不和、不走、不守」，他再問幾時可以無事，「過得中秋便無

事」。「靈」到十足！何解？它過不到中秋！八月十四捉了他去！過不到中

秋。有事啦！就(是)過不到中秋。那些這樣的人，為甚麼有這些事？那些人知

識這樣差？無他，那個淵源是甚麼？這些人民智不開。

我們中國的文明這樣長，搞到最近這幾百年甚麼都發明不到，何解？就是

因為，這樣講法就苛刻些，都是(因為)罷黜百家，只是表彰孔夫子一家之言，

將思想，把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推)向走一條歪僻的路。這樣就行了，這樣那些

人就不用思考了。所以很多東西樣樣不如人的，你讀一下西(史)，科學就不用

說是不如人了，哲學很多也是不如人。你中國的哲學，你不要講歐洲，佛經，

你有那一家可以比得上佛教思想的？在佛經裏，任何一家的思想，你中國本土

的，沒有一派可以比得上它的。再拿西方的哲學思想，你看看人家希臘與康德

那些，近古的思想多精密！那班人成天都是這樣，司馬懿：「子曰」那樣，甚

麼都是來句孔夫子，孔夫子那一套就是(聖人言)，孔夫子甚麼？孔夫子的聖人

之言如「日月之經天，江河行地」，好像「日月之經天」一樣，經過那個天，

沒有得批評的；「江河行地」，就好像長江在地下流一樣，無可阻擋的，是這

樣了，聖人講的就行了，是這樣了。歪僻。好了，休息一會先。

     「種子」有「本有種子」，有「新熏種子」，是嗎？又有分類了，那兩種分

類已經講了，是嗎？一種是「有漏」、「無漏」，一種是「本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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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是嗎？第三類了，種子又分兩類，這類很重要，這個分類。一種就叫做

「名言種子」，一種叫做「業種子」，我們暫時不要理「名言」兩個字是何

解，先理這個「業種子」的這個「業」字。「業」者，指「身業」、「口

業」、「意業」，「身」、「口」，「身」、「口」、「意」的造作，這種造

作，即 Action，或者行為，  Behavior行為，就叫造「業」，當我們作一種

「業」的時候，即刻留了 (一 )個印象，打了進去，擊發了，「擊」即是

「打」，「打擊」的「擊」，「發」即是「發生」，打進去就發生了一種潛勢

力，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種功能，一有機會這種功能就爆發出

來，就成為現實的東西。這些「種子」，這些「功能」就叫做「種子」。由所

造的「業」熏進去的，就叫做「業種子」。我那天講過，最初有一個所謂「無

表色」，是嗎？「無表色」並不徹底。所以起而代之就叫做「業種子」，代替

了(它)。「業種子」是怎樣分的？就是當我們一造了一種「業」的時候，馬上

就「餘勢不絕」，就打進去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種「資料」，這

些「資料」一有機緣就走出來成為現實的事，這種「業種子」怎樣才能「熏」

進去呢？我們要留意的是這樣，「業」有「身業」、有「語業」，「語業」即

是「口業」，有「意業」，如果只是「意業」「熏」進去都有種子，就不成為

「業種子」，這些「業」是不受報的，只是「意業」熏進去的「種子」不受

「報」的，一定要「身業」、「口業」的「種子」打進去才受「報」。而且

「身業」、「口業」的「種子」是否受「報」，要看它具備不具備那三個歷

程，那天講過了。第一個歷程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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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審慮思。

羅公：審慮，第二個，

聽眾：決定。

羅公：為何叫做「審慮思」呢？因為「業」以甚麼為「體」？「業」以「思心

所」為「體」。我們每一個「識」都有五個「遍行心所」，一個

「觸」、一個「作意」、一個「受」、一個「想」、一個「思」。那

「八個識」，每個「識」都有這五個「心所」的。那個「思心所」，所

謂「作業」，「業」的本質就是這個「思心所」。尤其是那個「第六

識」的「思心所」，第六識的「思心所」，因為真正「作業」是「第六

識」才會作業。如果「前五識」透過「意識」的作業，雖有「業」，但

不會受「報」的。這個「思心所」就是「業」的本質。這樣，我們作

「業」的時候第一個階段就是「審慮」，這個「審慮」的時候用甚麼去

「審慮」？是用「思心所」去「審慮」，當然我們有時還加上「慧心

所」進去，不過以「思心所」為主。「思」就是「造作」，令心去造

作，即是「意志」，現代心理學上所謂「意志」是也。那個叫「審慮

思」，譬如我想殺一個人，要不要殺呢？「審慮」。第二個階段「決

定」，一於殺！決定。「審慮思」在「三業」之中是甚麼「業」？講給

我聽？

聽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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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意業」，無錯。「決定思」呢？是甚麼「業」？知不知道？「身

業」？抑或「口業」？抑或「意業」？「決定思」我決定殺他了。聽

眾：都是「意業」。羅公：都是「意業」，因他未動手嘛。第三個階

段，買兇手，吩咐他：你替我殺他！「口業」，是嗎？或者你不買兇，

不叫兇手殺，自己動手殺，自己拔刀斬他，「身業」。是嗎？兩種都是

殺人。你不要以為，我沒有殺他，我叫人殺他，你叫就是了。「口業」

殺人，你拔槍殺就「身業」殺人。這樣，這個叫做「發動思」，是嗎？

「發」就發出語言出來，發出命令，發出語言。「動」就動手動腳，

「發動思」。一到「發動思」呢，不論你「口業」或者「身業」都一定

受報。

「審慮思」、「決定思」不受報。只是「熏」些「種子」進去，但不受報

應的，即不受「異熟果報」。只是熏些種子，熏成了「一切種子」的「熏成種

子」，但不受「異熟果報」。所以你整日想殺人，將來不會受被殺的果報。只

是受甚麼？整日熏成那些好的不想，想這些不好的東西，熏成這種成日胡思亂

想的「種子」，整日想殺人，熏這些無謂的「種子」，是這樣解。你們這裏

說，有人說，我聽人說星雲講事都講得幾精彩，星雲。說他講人家的「殺

業」，說有好多人怕受戒，譬如你受了戒，好容易犯戒就有罪了。他說不是

的，你不受戒一樣是有罪的，如果你作惡，至於犯了戒反而那罪可能還輕些，

因你會後悔，等等。他說得很對！同時他說，譬如「殺業」是以殺人為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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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的蟻，那些蟲、蟻你都無意殺他的，有時是不得不殺的，不用太執著這

些事的。對的，他這樣講是對的。「殺業」是以殺人為主，不過其他亦應留

意，(但)就不用太執著。

例如怎樣？鼠疫流行了，你說不殺老鼠，(豈不是)很容易全城人死光？是

嗎？所以，你如果是大菩薩，你就要怎樣？應該拿起老鼠藥，行在前面殺老鼠

才對！這些不止無罪，還有功德。教訓你，這些。所以我那天一講起來，我

說，是星雲講就無人敢批評，是嗎？如果這是印順講就被人罵死。印順，如果

這個人，講這些話是印順，就被人罵死。印順講了幾句，說生「兜率天」容易

過生「極樂世界」，就已經被人罵到死了。被人罵了。但星雲講就沒有甚麼人

駡，所以這個世界是怎樣？「福」是很重要的，是嗎？他有「福」，星雲的

「福」可以鎮得住，印順是不夠「福」，他「鎮」不住，就是這樣解。同是一

樣說話，出自這個口與出自那個口是不同的。這樣你即是可以瞭解到，你不

是，你不是有「審慮」過，又未經過決定，又無透過「身業」和「口業」是不

受「報」的。所以你開車開得很小心，你並無想撞死人，剛剛有個人撞(衝？)

出來被你撞死了。最多將來發一埸惡夢，驚慌地，開車被人家碰傷了之類，發

一埸這樣的惡夢之類就算。不會實際「受報」，不會第二世被人家殺，綁去

殺，不會的。即不構成「業道」，「業」之「受報」叫做「業道」，不構成

「業道」，你根本無動機殺人。同時還有甚麼不「受報」呢？不過就不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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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取巧的「報」是很重的，即是神經失常而去殺人，或者怎樣，是不「受

報」的。無(心)，即是失了常性而去做是不「受報」的。

是彌勒菩薩講的，在〈菩薩地〉處講的。還有，被迫的也不「受報」的，

被迫去做。現在大陸很多文革時代很多被迫的嘛！被迫清算父親之類，被迫去

做，不受「報」，即是受那些恐怖的(壓迫)，不受回被別人報，是不受「異熟

果報」的。受那些「等流果」，受那些「名言種子」的「果報」。

你一瞭解這裏就可以解釋了。有些人說這樣，葉文意在那裏講課，被那些

人問，那些木虱(臭蟲)咬得你周身不舒服，如何是好呢？整死牠又說「殺

生」，是嗎？不整死牠又被牠咬人，搞到整晚不能睡，又怎麼辦呢？木虱對人

類社會毫無益處，有害而無益的，做木虱很有癮嗎？早些等牠轉運就好了！發

起大慈悲心，將那些木虱壓死牠！應該如此！這樣呢，你無一個甚麼？無一個

「殺」，惡意殺人的動機，是嗎？你這個最多將來受「等流果」報，將來第二

世就「有驚無險」的一件事，極其量是這樣，不會受很大的「果報」的，不怕

的。如果遇著殺人可以救很多人就殺！一於殺，開這個殺戒。這樣，同時你知

道，有很多這樣，譬如，由此引申，引申到甚麼？買些麻雀仔來放，買幾千隻

麻雀仔來放，這頭放了牠，他們在那裏，在大陸捉回來。來到香港青山那裏，

來到(那裏)放那些麻雀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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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夜晚被青山的貓頭鷹啄了牠們去吃了，貓頭鷹吃麻雀仔的嘛！大雀吃小

的。而且牠不能生存的，因不同環境。你如果不放(牠)，那些人反而不會捉

牠！你不斷買，那些人在大陸就捉來給你放，你就害死牠！而且你放幾千隻麻

雀仔，牠已經罪有應得，牠已經做麻雀仔，就由得牠做完這一世，那用你這麼

「慈悲」？

你「慈悲」就慈悲了人先，那些無得吃的你去救他，是嗎？失業的，你開

多些工厰去救濟他失業，很多辦法。尤其是放魚！放一條大魚就是無數小魚得

罪了你。你看看，你看看電視，那些一條大魚，那些小魚，細小的，被(大魚)

的口吸、吸、吸來吃的，放一條金魚，養一條金魚你都不知殺多少生，一日金

魚吃幾多紅蟲？那些紅蟲真是同你有冤了，是嗎？所以我們實在不必理這些東

西。我主張不要去「放生」，由得牠，「放生」，放牠來做甚麼？由得牠！救

了人先，等人們多些起這個善心，讓多些人快些成佛先！這個就是辦法。等做

到這個世界上老有所終，壯有所用。鰥寡孤獨廢疾的(人)皆有所養，這些就是

行善。都不知那麼得閒去放麻雀仔，放烏龜那些。你放來做甚麼？是嗎？這都

是無知的行為之一種來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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