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公：那類「名言」本來就很弱的。

聽眾：是不是一定要意識「熏習」，用那個「意識」來「熏習」？

羅公：「熏習」一定要用「意識」的，「名言」嘛，靠「意識」裏面的「名

言」「熏習」的。

聽眾：如果是「業種子」是不是純粹用「意識」來「熏習」呢？如果是「業種

子」。

羅公：「業種子」，「種子」只有一粒，是嗎？不過就這個角度來說叫做「名

言種子」，由那個角度來說叫做「業種子」，一熏進去的時候，透過那

個「意識」，透過「種子」。

聽眾：「種子」與「種子」會不會互相攻擊？即是我以前做了很多壞事，殺過

很多人，這樣萬一與他坐在一齊，他也救了很多人。

羅公：不會，不會！

聽眾：你想殺人，但殺他不到，因他身上有善「種子」在身上不斷爆發，我又

有些壞的「種子」在，有些、有些即是以前殺人的種子在。在這情形之

下，我便積了很多。

羅公：即是兩類矛盾的「種子」會不會互相衝擊？

聽眾：即是譬如你動了殺人的動機，想殺這個人，但那個人以前積了很多福所

以我殺不到他，反而我坐在(他)身邊，就「變」成殺錯人，因為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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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了很多殺人的「業」。即是會不會這樣，「種子」與「種子」互相鬥

爭？

羅公：可能縱使殺到他，都不一定是他「受報」我的，可能我今世殺他，他來

世走了去出家，成了「阿羅漢」。

聽眾：我明白這點。

羅公：這樣豈不是沒有「受報」？ (但)我來世可能生在埃塞俄比亞，很辛苦，

餓到好像一條藤那樣，還被別人壓死。可能這樣。

聽眾：不是，我明白你的講法，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他被殺，是不是因為他以

前做了很多壞事，借你的力，互相「種子」有關連？

羅公：是，有關連，如果你不該死，我不會殺錯得到(你)。

聽眾：所以你的「種子」與我的「種子」是有聯繫了？

羅公：甚麼？

聽眾：即是兩個不同的人的「種子」可能會有聯繫的？

羅公：你不能說兩個人有聯繫，譬如，譬如我對他來說，我與他不是截然不同

的嘛，你明白嗎？我見到他，我見到他，是我見到我的「第八識」所

「變」的他，是嗎？但是我的「第八識」所「變」起的他，不是憑空

「變」的，他自己的「第八識」先「變」起個他，我的「第八識」托他

做本質，把他的那個他反映進我的「第八識」裏面，然後我的「第八

識」我就見到我的「第八識」所「變」的他，這樣你說有關連嗎？肯定

有關連的，是嗎？關連在甚麼？你是本質，反映入到我處，即是說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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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十個人，二十個人所「變」的世界呢，都反映入我處，就變為綜合

而成(的)、我所見到的世界，明不明白？只是一部份，你對其他人也是

一樣，應該互為本質，是嗎？互為本質，你明嗎？

好像有無數那樣多的光線，互相交涉那樣，就形成這個客觀的世界，客觀

的世界不是沒有，但是(由)無數那樣多的「阿賴耶識」與主觀世界互相交涉而

成的，為何會這樣？因為無數那樣多的「阿賴耶識」都是甚麼？都是那個「真

如體」的「屬性」來的，一個「真如體」，「真如體」不是死物，「真如體」

不過它是「無形無相」的，它有「質」的，既然有「質」，「真如體」是宇宙

的本質， 而無數的「阿賴耶識」就是「真如體」的「屬性」。即「真如」是

「體」，無數那樣多的眾生為「用」，「用」與「用」之間的「體性」不同

的，所以它又不相離，一切眾生之間實在不相離。西方有位神學家，羅素就最

佩服這位神學家，這個叫做斯賓諾沙( 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 )，

你們有機會不妨看看(他的)文集，很少作品而已，斯賓諾沙，他就是，他的學

說叫做「單子論」，(應是「單元論」、「一元論」)你查哲學，或者查《辭

海》，或《辭語》，查這幾個字，「單子論」，或你查《百科全書》「單子

論」，怎樣叫「單子論」呢？他說這個宇宙是有神的，但他說，不過那個神不

是說會、不是說會著衣服，會獎善罰惡，不是的，那個神是無形無相的，這個

不就是「真如」來的？是嗎？無形無相的，「無乎不在」的，到處都有祂的，

這個不就是「真如」？「真如」到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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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儒家叫祂做「道」。

羅公：道家叫祂做「道」，不過我們有宗派之爭，佛家就說這些就是外道，是

嗎？他們基督教，那些講神學的人又說，你這些是無神論！宗派之爭而

已，其實道理都是一樣而已，這樣，這個「神」就是無形無相的，「無

乎不在」的，永恆的，這個根本就是「真如」！那個神的本質就叫做

「神」，但祂又有很多「屬性」的，有本質就一定有「屬性」的，譬如

有水就自然有波的了，你不能這樣駁：水可以無波，水無波，是因你將

水的波線拉直了那樣解而已，是嗎？不是沒有「波」。有「體」就必定

有「用」，即是凡是有「本質」就一定有「屬性」，你件衫有「本質」

的，就一定有衫的「屬性」，不是黑就是白，或是黃，不是軟就是硬，

是嗎？一定有「屬性」。譬如一塊金，金有「本質」的就一定有「屬

性」了，本質就是甚麼？金的「屬性」是甚麼？發光、光亮的，是嗎？

黃色的， (就是)它的「屬性」了。有「本質」就必定有「屬性」，

「神」就是這個宇宙的「本質」。我們佛家也是一樣，「真如」就是宇

宙的「本體」，不就是一樣嗎？你讀這個《維摩經》，「一切法皆如

也。」甚麼東西都是「真如」來的，「至於彌勒亦如也」，你彌勒菩薩

也是「真如」來的，是嗎？莊子更講得核突！是嗎？莊子呀！莊子叫做

「道」嘛！「道在何處？」別人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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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糞溺。

羅公：「道在糞溺」「矢溺」，「矢」就是屎，「溺」就是尿，屎、尿，在

屎、尿處；「道在瓦礫」，在垃圾處，是嗎？這樣解。他說，有「體」

必有「用」，神的「用」是甚麼？神的「用」就是無量無邊那樣多的

「單子」，我們佛教叫做「眾生」，他叫做「單子」，單位，無數那樣

多的 unit，單位，無量無邊那樣多的「單子」，他說，神創造萬物者，

不是說神用手來造一個個的人，而是神做本質，意顯現而成為無數「單

子」，說神創造了世(上的)人類，就是這樣解的。這個理論就與佛教的

說法一樣了！「真如體」顯現而成為無數那樣多的眾生，每一個眾生都

是八個「識」，每一個眾生都不是一個「實東西」，是八件、八個零件

組成的，所以每一個眾生都是「無我」的。

斯賓諾沙，他真的了不起！不過可惜他沒有甚麼著作，正因為他沒有甚麼

著作，你可以容易看清楚他的東西，薄薄的一本，而且無人譯了做中文，是英

文的，斯賓諾沙的，你去辰衝書局有些叫甚麼？有些叫做「企鵝叢書」，是

嗎？是不是叫做「企鵝叢書」？那些廉價書，有隻企鵝的，斯賓諾

沙，Spinoza 這裏也有，佛家也是這樣講，不過佛家不叫祂做「神」那樣解而

已，叫它做「法界」，叫它做「法性」，叫它做「本源佛性」，《楞嚴經》叫

它做「妙明元心」，《大乘起信論》叫做「眾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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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那個「阿賴耶識」呢，我們一旦作了「業」的時候，不論「善

業」、「惡業」都打入去「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個「種子」，這個「種

子」經過變化、醞釀，就不是即刻起作用的，要經過相當變化，醞釀，在「第

八識」裏面，這樣，一有機緣，一有機緣它就會在「第八識」裏面刺激起那些

「名言種子」，刺激起那些「名言種子」，又推動那些「名言種子」，因為

「名言種子」都是比較軟弱的，不夠強烈，何解不夠強烈？，因為「名言種

子」大部分是「無記」性的，不夠強烈的，而「業種子」則非「善」則「惡」

的，「無記」的「業」不發生「果報」的，「無記」，譬如你攛一下痕，那些

是不發生作用的，不發生作用。那種非「善」則「惡」的「名言種子」，強烈

的行為，就打進去「第八識」裏成為一種強烈的「種子」，因為強烈的「種

子」不是「善」就是「惡」，或「善」或「惡」的「種子」一到了有機會，它

就推動那些「名言種子」，推動那些「名言種子」，令到那些「名言種子」活

躍，這即是說它扶助那些「名言種子」，「名言種子」有機會出現了。

你做得好的事件多，你這一世，你一世做得好的事件多，就是以隔世為主

的，強烈的不用到隔世，後半世就已經出現了。如果弱的呢，隔世都未必出

現，可能隔兩世、三世，如果你阻一下，那些弱的你阻礙一下它，可能萬世都

不出現。很「著數」(合算)的，很著數(合算)的，如果有辦法很著數(合算)的，

阻礙它就行了。即是你排隊上車，你找個高大的人，強的，推開你。是嗎？用

甚麼辦法呢？佛家用甚麼辦法？普通的，其實它的原理是甚麼？用懺悔，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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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是「業」來的，如果你懺悔，但你只是念懺悔文無用的，真正懺悔的、

很誠懇的，怎樣？洗心革臉，痛哭流涕那樣來懺悔的，精誠的，那時你的「業

種子」很強，那些「善」的「業種子」它又支配那些快樂的、幸福的「名言種

子」，你作了些「惡業」就支配那些、輔助那些「惡」的「壞」的「名言種

子」出現，作「善業」就支配那些幸福的「名言種子」出現，那一個先出現？

看那一個強了。等於大家爭著上車，就看誰的力大了。是嗎？

如果他殺人，殺人放火(是)很狠心的，就一定是它力大了。如果他不是

的，有時都有些不得已的苦衷的，或者怎樣的，那就弱了。而他真正懺悔時痛

哭流涕地，他真是真心懺悔的，它很強的，那些變了善的，惡的便押後，押後

看看能押後多久，如果有押後期間再有事，例如甚麼？密宗就利用這種方法

了，密宗就利用這樣東西了，修法！修法的時候很多種東西不能出的嘛！是

嗎？譬如說，他應該是在街上遇到仇敵，被別人活生生打死，假使是這樣，有

這樣事，現在他去修法了，在壇上修法，人家那個惡人也過去了。是嗎？

還有這樣，我們的「因果」的排列，就是好像，好像骨牌那樣排列下去，

決定的，決定的。我們只是我們的這副牌的決定，外面還有些「牌」我們計算

不到的，即是說「無漏界」那邊我們計算不到的。即好像我們中國在清朝的時

候閉關自守，我們就是搞定了，但如果西方，外面有大炮、戰艦來，你(就)無

法計算。你自己的國家好好的，人家的炮艦來到，你有多好你都無用的！即是

7



說，你們眾生無數那樣多的「單子」中，有些是「有漏界」的，有些是「無漏

界」的，你現在計算，只是計到「有漏界」的，「無漏界」的，我們的智慧是

計算不到的。萬一那個「無漏界」一個勢力打進來，整個格局就改變了，就好

像清代閉關自守，本來無事的，誰知那些英國人一拿那些鴉片煙來賣，就不同

了，整個局面(就)改觀了。是嗎？問題是這樣，是否有「無漏界」呢？甚麼叫

「無漏界」？即是那些經過修養而已經成佛的。有無這種人呢？如果有這種

人，他入「無住涅槃」。他不入「無餘涅槃」，他不入「無餘涅槃」，他會回

來救度那些有緣眾生的。那些「無漏界」的人，你如果與他結過一個相當的

緣，他就可以化度你，他是成曰想化度眾生，但是你沒有緣，他是不能化度到

你的嘛！

《解深密經》說，諸佛成日在「加持」眾生，但問題是你能不能接受到他

的「加持」，即是說那些電波就成日在空中出現，那些電波，看你的那個機，

你的收音機能否接收到那些電波。密宗就是這樣，修法，修用來「接電波」的

辦法，明白嗎？顯教修的「止觀」就是「接電波」的方法，念佛那些，就是與

他來相聯繫的，他在「無漏界」本來與你不相涉的，但你與他一發生關係時，

他亦可，他亦可以乘虛而入了。乘虛而入就搞亂你的那個，那個秩序了。搞亂

你那個秩序了，譬如你的秩序是應一連入地獄幾多世的，搞亂那個秩序，因你

在那裏，你一發心，你的「業」與他一發生關係時，他一來就搞亂你的秩序，

可能那個報應(本來)不能夠免的，他給你，影響到你凍結了它，你凍結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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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是聰明有智慧就利用這次機會，你就將它來漸漸地無限期凍結，無限期凍

結，你就很簡單的，如果你聰明的(話)。

譬如你殺了別人幾家人，到你死時，你落地獄無疑了，但你這個人相當聰

明，假使你又相信因果，又有良師益友，你死的時候，有一個規律，死的時

候，死的時候三種死法，第一種是善心死，善心死就不會落地獄、餓鬼、畜生

的，因為你臨死時的善心，不能夠做「增上緣」去引起那「惡」的「中有」

的。你有良師益友，臨死的時候呢，他教你念「阿彌陀佛」，很簡單，你念

「阿彌陀佛」的心是善的嘛，念著、念著你就昏迷了，這樣即是昏迷之前你是

起善心的，你就不能夠起「惡道」的「中有」的，你想入地獄、做畜生，一定

是起「中陰」，是地獄的「中陰」的，或餓鬼、畜生的「中陰」。你不能起得

個(「中陰」)的。即是說，你應該落地獄的，你就推後一世了，這樣你只要，

如果你重的，雖然起了那個，不能起地獄，不能起餓鬼，不能起畜生的「中

陰」，你就一定是起人或天的「中陰」啦！可能你的「惡業」重，你(的)「人

中陰」、「天中陰」處可能很短命，在「中陰」處一陣就死了，一陣就死了時

候呢，那個餓鬼、畜生的「中陰」會起都說不定，是嗎？如果剛好那些朋友就

替你修「中陰救度法」，他如果是定力好的，他修「中陰救度法」有效的，它

不是甚樣有效，它令到你的「中有」。

聽眾：飄了去另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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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他「入觀」，就「觀」放起光明，又「觀」他「變」起諸佛，「變」起

本尊，放光明，祂放光明的時候做令到你的「第八識」、祂以光明做本

質令到你的「中陰」的「第八識」反映去別的地方，你見到光明，你見

到光明，你見到光明，他如果撲過去的光明處，他就不能落、不能落

「惡道」的嘛！所以那些西藏人的「中陰救助」，教人家見到那強烈的

光，教人訓練，教人未死之前訓練，見到強烈的光明就撲過去，這樣，

「密宗」和「淨土(宗)」就是利用這個方法，本來這樣東西就不是很公

道的，是嗎？不是很公道，這樣聰明智慧的人就可以不用受報？是嗎？

他不用，他成「阿羅漢」他就免疫了，他修「大乘」修到「初地」了。

他「見道」了，「三惡道」他不入了，不入「三惡道」了，是嗎？有這

種可能的，這樣都是一個「異熟果」。

講回這個「異熟識」，「善」、「惡」的「業」打進去，它就會刺激那些

「苦」的或「樂」的「名言種子」，在來世出現了，所以，這個「第八識」，

這個「阿賴耶識」，從第二個角度，第二個角度來說，就是它的「果相」了，

它負責管理這個「因果」，「果相」，依這個「果相」來講，就依「第八識」

改過另外一個名，叫做「異熟識」，「異熟識」者，三個意義我已經講過了，

是嗎？已經講過了嗎？「異熟識」的三個意義我已經講過了？

聽眾：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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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第一個、異時，「異時而熟」。第二個、「異時而熟」，屬於「果報」

的。「善」、「惡」果報的，不同時的。你前半世做「因」，後半世做

「果」，或者今年做「因」明年得「果」呢，都是「異時」，不同時

「而熟」的。第二、就是「異類而熟」，這個最緊要，這個「類」者，

指「性類」，「類」者「善性」、「惡性」，「無記性」這三類，「異

類而熟」，「異類而熟」者，指你的「業」的「因」，即是那個「業種

子」，非「善」則「惡」了，即是那個「因」就有「善」有「惡」，這

個「業果」，這個「業果」，就一定是「無記」的。「善」、「惡」與

「無記」不同類，叫做「異類」。譬如你現在修行，修「十善業」，死

了以後你生天，你所修的「十善業」是「善」，是嗎？但你生天，天無

所謂「善」的，是嗎？天是「無記性」的。所以「因」非「善」則

「惡」，「果」一定是「無記」的。這個由「因」到「果」的關連完全

在「第八識」裏面，就這點意義來說，就叫做「第八識」的「果相」，

「異類而熟」，由「因」變成「果」要等它成熟才可以的，不是「砰」

一聲就出現的，就是要「變異」，即是經過變化，由「生」到「熟」，

「生」者，「緣」不具備，「熟」者，「緣」具備了，最緊要就是「異

類而熟」。

譬如你成世劏豬的，你死了之後第二世做豬，你成世劏豬就是「惡」，但

你第二世做豬，做豬了，還惡？是嗎？做豬不是「惡」，你說做豬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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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更加不能說是「善」，因那隻豬，那隻豬本身是「無記」的。那個「業

因」是非「善」則「惡」，「業」的「果」就一定是「無記」的，這個就叫做

「異熟」。就這個「果相」來說叫做「異熟識」，即是甚麼？「果相」者，即

是說怎樣？「果相」者，我們所作的「業」的「果」。是嗎？得「果」。第三

個「相」，第三個 aspect，即是第三個角度來看呢，就叫做甚麼？「因相」

了，「因相」。因為「第八識」是你這一世人生的「因」，亦是宇宙萬物的

「因」，「因相」。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世界，完全是由我們的「第八識」裏面

的「種子」所「變」出來的，所以這些「種子」是宇宙萬物的「因」，而這些

「種子」是在我們的「第八識」裏面的，所以就說，所以就說這個「變」出

「宇宙萬有」，就是我們的「第八識」的任務來了。

每人「變」起你的宇宙，每人，你的世界與我的世界不同，與他的世界不

同，但是相似，同「界」的就相似。你所有的「業種子」，刺激起那些「名言

種子」出現所形成的世界，與我的「業種子」所刺激到我的「名言種子」出

現，所形成的世界如果是相似的，就大家同在一處，你一家的父、兄、姐、

弟，何解關係會這樣密切呢？就因為你(們)每一個人，你家庭裏面的每一員的

「第八識」，裏面那些前生的那些「業種子」，所刺激到的那些「名言種子」

出現的情況大家相似，你一個世界，你爸爸一個世界，你媽媽一個世界，這麼

多個世界大家都相似，就好像是一個，其實是套在一起有無數那麽多個世界。

香港就人來說，不要講老鼠，不要講蟻，就人來說，都有多少人？六百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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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人，六百(萬)個世界，互相交涉而形成這個香港的客觀世界。六百萬個主

觀世界。

聽眾：不是客觀世界？

羅公：互相交涉而形成，互相交遍，互相交遍，互相交遍，就猶如六百萬盞燈

一齊照起這幅大地，我們不能說那一處是那一盞燈(照)的，處處都有六

百萬盞燈有份照下來，所以《成唯識論》的「如眾燈明」，無數那麽多

盞燈發出的光，「各遍似一。」甲的那盞燈的光照在這裏，互相交遍，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世界，其實就不是，是無數那樣多的世界，「各遍似

一。」無數那樣多的主觀世界，互相交遍就形成客觀的世界，一形成了

客觀世界之後，你想「變」都不行了，何解？我們香港這個社會，這個

世界，是六百萬人的「第八識」裏面的「種子」出現所形成的，你一個

人，我不「變」了，我走了，你走可以，你移民去別處就可以，你想變

香港的情形就不行。是嗎？

因為你變，那六百、但那五百九十九九九(萬)的人不變。還有，那幾多十

萬萬萬老鼠不變！你明不明白？還有無量無邊那樣多的蟻、蛇，蟲、鼠、蟻不

變嘛！是嗎？你「變」，你超脫無用的。唯有一走了之，你想離開。是嗎？記

著了。熊十力就將《成唯識論》這四個字改了它，他說。「猶如萬燈共照一

室，」他將它來改了。《成唯識論》仲好過，「猶如萬燈共照一室。」即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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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分不開那一處是那盞燈光照的。講到這裏，我又講一講題外的話，講一講風

水，有條村莊很美麗，因為何解？

你的家全族的人，每一個、每一丁人都有好的「名言種子」出現，你祖宗

的墳墓是你「變」、你阿哥「變」、你弟弟「變」、你的阿公「變」、你的爺

爺「變」、你的叔父「變」，「共變」的，每個都好。有這樣好的「種子」共

「變」而形成有很好的「風水」，「風水」者，你的「第八阿賴耶識」的「相

分」來的，是嗎？

你做得「善業」多，那些「善業」就一定刺激起那些莊嚴華麗的「名言種

子」難到會刺激起那些坑渠那樣的「種子」？是嗎？所以好「風水」者，都是

甚麼？「異熟果」來的，大家共享的「異熟果」的一部分。

所以講「風水」，(你用)「唯識」就講得通。「命」也一樣是通的，「異

熟」而已！「命」這個「異熟」的排列得好就「好命」了，排列得不好就「不

好命」了！是嗎？夭壽窮通，都不外是那個「異熟果」而已。搞定了，甚麼都

搞定了，總之好不好是一回事，你用「唯識」來說，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不

好你可以找一個講得更好些，但你找不出，你找不出就是我最好了，是嗎？如

果山中無老虎，就猴子都可以稱大王，除非你找出隻真老虎，你又找不出，找

不出，我這套就是最了不起的了，是嗎？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說不用的，最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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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種人，說不要學「唯識」，「名相」太多，無用的，你說「名相」多無

用？舊時釋迦牟尼佛在世就不用那麼多「名相」都可以，他老師傅一講就人人

都共信，你明不明白？現在不是，這個世界找不到一個好像釋迦(佛)和孔子的

那一類，一講就人人都信，是嗎？人家衝撞你，問你原因的，你講不出原因怎

麼辦？是嗎？

譬如你說這樣，我甚麼都不用說了，我一味「空」了它，坐在那裏就得

了。人家問你，人家有一個人問你，你現在是不是傻的？這樣問你。你說不

是，我現在求「明心見性」。人家問你，你的「心」可以「明」的嗎？甚麼叫

做「心」？你的「性」見得到嗎？你的「性」在那裏？你答我。你答我，答不

到的，一味說「空」答不到這個問題的。還有答不到的，就是「異熟」的問

題。譬如你說這樣，我又參禪，又修「空觀」，可以。(你說：)我又快要「見

性」了，我現在問你一聲：你是不是佛教徒？你有膽說不是嗎？是嗎？如果你

說是，你信不信「因果」？你有膽量說不信嗎？如果你說不信你就不是(佛教

徒)了！是嗎？如果你說信，為何你信？是不是迷信？或是你說：我自己迷信而

已。你自己迷信就沒得說，人家可能打你兩巴掌，你個衰神原來你迷信的。如

果你說，不是！我都是憑「理」我才信。好，麻煩你講你的道理我聽一聽，我

好想聽，我想跟你學。你講，你講，這個「異熟三世因果」，你解釋一下。除

非你是信神，或神記著就行了，你又不敢膽說你信神，是嗎？佛家，你是佛教

徒，你是無神論的。無這些創造主的，你解，你可以說，釋迦佛當時都不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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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釋迦佛當時不用解，現在我就要你解，為什麼？釋迦佛的時(代)，聽釋迦

佛講的人，個個都已經信了「三世因果」在先了，因為印度社會人人都信有

「三世因果」的，除了「順世外道」之外，各宗各派都共信的，不用勞煩他老

夫子解釋的。但現在不是，你出街拉個人來問問，都是不信的多。你就要解釋

給他聽，或者就認迷信，信者，有兩種，一種是理信，一種是迷信，你認迷

信，人家就說你是迷信人。你說：我理信。理信，那你講個「理」我聽聽，講

得到嗎？即管講，即管問，講不到的。尤其是禪宗，你講，「明心見性」不用

講那樣多，「見性」那樣多了，若果無「三世因果」就「見」都無用，是嗎？

如果有的時候，拜託你講出來，講不到的。

「小乘」的人在佛滅度之後，佛滅度之後第一百年，直至到第三百年，才

講出一個「無表色」，就稍為講得好些，怎講？你說，為甚麼你「唯識」又可

講得通？是呀！人家是講得通，現在我也講得通。你(或)說講得不好。不好？

但也是講得通！是嗎？你說，你嫌我講得不好，(那就)麻煩你去找一套好些

的，你找得到一套更好的，我跟你；但你如果找不出更好的那不如你跟我。是

嗎？

那個香港大學講「存在主義」的就被我搞定他！這樣調皮！我在講這套東

西時，他問：羅先生，你講這套東西你認同不認同？我說：我認同，不認同我

講來做甚麼？(他問：)何解你認同？我說，我覺得他講得最對就認同了，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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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嘛！我有腦的嘛！(他問：)你真是信？我說：真！那有假的？他說：你如

果找到另一套更好些的，你放不放棄？我說：一定放棄！放棄！麻煩你介紹一

套更好的給我，是嗎？你有沒有？有就拿來！他又講不出。他說：總有的。

有？有就拿出來才是，我現在買東西，(你說)有的，有的，但沒有貨拿出來，

怎可以？我說：這樣，我食鹽就可能等於你食米那樣多，他很後生，才二十來

歲，二十來歲左右，聰明的。我說：你記住，我引用毛澤東的說話，當時剛剛

毛澤東最紅的時候，你聽毛主席說，對別人的那些，別人的社會，你想改造別

人的社會，先了解別人的社會的情況，人家的社會的情況你都不了解，你就要

去改造別人，你怎知別人不好？人家不好在何處？你要了解情況才可以。我們

佛家講「因明」，「先知所破而後能破」，你先、你先要了解，你所要「破」

的人家(外道)，你說要「破」它，你要了解人家「外道」的情況是怎樣，然後

你才可以動手「破」得人(家)的，不是亂撞來「破」的。我說：是不是？(他

說：)是、是。我說：我希望你幫一下忙，找一套更好的給我，是嗎？你去找，

找到時，那時我不在能仁(書院)，還未來能仁(書院)，我給你一個電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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