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你與我已經「變」了，他又出世，又受你與我的影響，刺激到他，我們

能夠「變」山河大地，他也一樣可以「變」的，因為他也有「變」山河大地的「種

子」的，於是他得到了我們的助緣，刺激的助緣刺激了他，令到他「變」山河大地的

「種子」活躍了，他又「變」起與我們相似的山河大地。於是三個山河大地好像混合

似一，好像三盞燈一齊照著這個廳，分不出那一個位是那盞燈照的。

一億個眾生一齊「變」起這個廣東省，互相影響，結果就形成了現在的廣東省。

這就叫做「共變」了，客觀的廣東省嘛！其實所謂客觀的廣東省根本就不存在，而是

一億個人所「變」的廣東省，是聚合來的，就這樣看。

聽眾：不但「變」出人，「變」出質是誰的？

羅公：嗄？

聽眾：不但是「變」出山的形，也「變」出山的質的。

羅公：一定同時「變」。

聽眾：質也「變」？

羅公：一定質亦「變」，所謂「變」，不是「幻變」那樣「變」，而是「因緣變」，

它有自己的原因。我們扶助它，等它「阿賴耶識」「變」，真的。火的「種

子」「變」出火就會燒人，蘋果的「種子」「變」出蘋果就可以充饑。

聽眾：這樣是「分別變」了？

羅公：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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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分別變」了？

羅公：「分別變」就不是了。

聽眾：不是嗎？

羅公：小說家「變」出個孫悟空，是嗎？你發夢「變」起自己做皇后，是嗎？那就是

「分別變」了。是嗎？就是幻想那一類。這個山河大地就是我們「變」山河大

地的「種子」「變」起地、水，「變」起那些元素的「種子」「變」起元素，

就充實這個山河大地的內容，而「色」、「聲」、「香」、「味」、「觸」的

「種子」就「變」起「色」、「聲」、「香」、「味」、「觸」而成為山河大

地的外表。雖然是這樣「變」，但這就是「我」來的。

聽眾：這套理論是不是有人，才有山河大地？

羅公：有人的時候就有山河大地。不是先有人，後有山河大地。

聽眾：即是因果同時了？

羅公：不是先後「變」，不是先後「變」。何解？

山河大地是「用」，我們的人類是「體」，「體」、「用」一定同時。我們舊時

可以是猴子，我們不是人，但是猴子也有山河大地的。又可能我們最初是阿米巴蟲來

的，阿米巴蟲都有它的世界的。一樣「變」起一個阿米巴蟲的世界。那樣。一「變」

了之後，你一個人想移動又不行了。我們「變」起這個世界後，  你老兄想說我不

「變」了，你想走了，你又不能走的。因為何解？你的意識想走而已，你的「阿賴耶

識」不聽你說，不能走的。

就算你定力很夠，你是阿羅漢來的，我「涅槃」了，我走了，我真的走了，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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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阿羅漢之後，「涅槃」就走了，你走而已，譬如香港是，假設香港是六百萬人，你

一個人走而已，還有五百九十九九九萬個人「共變」的這個香港，動也不動的。除了

人之外，還有不知幾千萬老鼠在那裏「共變」，有多少雀兒，海上有幾多千萬魚在

「共變」。新界的那些叢林又不知有幾多蚊「共變」，即是無量那樣多的眾生在那裏

「共變」，你一個人「涅槃」了，有幾等閒事，是嗎？他的看法是這樣。

這種講法是不是很好呢？就不見得很好，他是可以自圓其說，自圓其說。但他解

釋不到，只有，為何世界會有？為何眾生會有？他解答不到，只有這個問題。因為何

解呢？他說世界上已經有很多人解答過了，但都解不通，結果都是不通的。說不如不

解答了。就沒有辦法解答。

聽眾：羅公，如果「唯識」裏你剛才講是滲透了機械說，但是應該機械論來說身體和

靈魂是「一元論」，如果是活力說，應該靈魂與身體是「二元論」？

羅公：你講「唯識」？

聽眾：現在「唯識」究竟是「一元論」還是「二元論」？身體和靈魂或者身體和「阿

賴耶識」，例如兩個是分開的東西？

羅公：不是分開的，身體是「阿賴耶識」的「屬性」來的。

聽眾：那應該是屬於「一元論」了？

羅公：又不是完全「一元論」，相對的「一元論」，你不如說它是「多元論」，因為

你一個「阿賴耶識」，我一個「阿賴耶識」嘛！

「無量元」，無量個「阿賴耶識」。 從這個觀點是多元論， 但無量那樣多的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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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是由……， 都是「屬性」來的，都是那個「真如」所顯現的，「真如」只有一

個，這樣就是「一元論」，所以，非「一元」，非「多元」。這樣，講起……

「執」，「受」兩種東西，是嗎？第一種，是我們的，我們的「種子」，被它「執

受」住。因為有一個「阿賴耶識」「執受」住，所以我的「種子」不會飛過去你處，

是嗎？

你那個，「你那個，你那個」兒子殺人放火，你那個媽媽成日念經，成日求佛，

想。或者你請一位密宗的法師「搖鈴運杵」來替你消你的「業」？無可能！             

因為你的「定業」無可能消滅！因為是你做的，你「變」的，但是，說完全沒有又不

是，會影響你，只要你有善的「種子」，它對伺你，對伺你，如果你有一線的良心，

或者有一線的良知，遇著有善的良師益友，他開解你，你一時的了悟，就知道以往的

不對，就一時悔改都說不定。

這樣一時悔改又不同了，整個「種子」的排列搞亂了，本來排到你五十歲時，你

就要被地震來了壓到像柿餅那樣的，假設這樣；而你五十歲排到去瑞士遊覽，半路經

過中東地震就會搞成你這樣，即本來是這樣排列，假使良師益友規勸了你之後，你覺

得人生都是不過如是而已，都是不要這樣做了，不如我上大嶼山修一下道好了。

這樣你去瑞士去不成，你被地震壓成柿餅的那一幕的「種子」就度過了。凍結

了。就看看你第二世，或十年後，或多少世後再出現了，所以你說命定，也不是完全

是命定，有限度裏面是命定。但是，你命定就這樣排列，那些良師益友在你的範疇之

外的嘛！他起大悲心的時候呢，他刺激你，問題你能不能受到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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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你都會受到的，你會受到的，就即是你那些「業」不能全部是定了，這樣

就能夠改變了，如果是定「業」，所謂「定業」，刺激，就算釋迦佛在你旁邊刺激你

成日推你，你都是沒有感覺的，那就沒有辦法了，即是你這樣就叫做「定業」。

「定」與「不定」並不是由「閻羅王」定的，而是你自己夠不夠敏感了，是嗎？他就

是這樣解釋，所以既非「命定」，是嗎？

「命定」是你的有限的你的範圍內是「命定」，但旁邊有一位釋迦牟尼佛、又有

一位耶穌、又有一位孔夫子，他們會起一個大慈悲心，他會影響你，如果你還有少少

良知的時候，你就一定會接受他們的影響，一接受他們的影響就不同了，你那支箭射

正了的時候，有人推一推你，或靠一靠你，你那支箭就會射歪了，歪得很厲害，是

嗎？所以又不是全是命定，即是所謂命定是命定，但有限範疇內，但你不能干涉你的

生命之外的那個刺激力，佛、菩薩「加被」你就是那個刺激力了，即是耶穌，摸一下

你個人，替你掃一下你的眼，給你講幾句話，掃一掃你隻眼，就盲眼都會變好的。

如果沒有一個耶穌你就盲了，排列就是盲了。是嗎？你的排列的計算，就沒有計

算耶穌來到在內的，誰知突然有一個耶穌來，祂是有力量的，而如果你是能入定的，

入定後，問耶穌又如何？祂不理你，這樣就是「定業」了！是嗎？但又不是，耶穌來

到，他又聽聽耶穌講，這即是說他還有一線良知在，是嗎？有「善」的「善根」在，

有「善」的「善根」做條件，就令到他留心聽一聽，一聽就引起他其他的「業」，由

他引起其他的「善根」的作用，在他的「阿賴耶識」內攪動那些「種子」，再加上耶

穌的這個，你不要說，你講耶穌？我講耶穌，講佛你們不信，不如我講耶穌好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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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都行，佛也一樣行，所以很多那些新學的人問我，我不講佛，我講耶穌。我講孔夫

子。是嗎？有時我還講馬克斯，講毛澤東，所以有些人問我：羅公，你是不是很歡喜

馬列主義？我答：我又不是很喜歡，不過我拿來說不行嗎？我有講的自由的嘛！

那「業」是不定，一「不定業」你就可以接受了，一接受了就不同了，不是說耶

穌真的有法寶令你眼盲變開，是你自己有「變」回開眼的機會的「種子」，耶穌做一

個條件來刺激，令你的「種子」起，是不是只有耶穌才行？譬如我老羅行不行？

聽眾：得！

羅公：我去又未必行。何解？因為我的刺激力沒有祂那樣強嘛！你知道嗎？那盞燈的

火數都是有大有小的嘛！是嗎？  所以，羅漢「加被」你又不及佛「加被」

你，我老羅的「加被」你又不及耶穌對你的「加被」嘛。是不是？道理就是這

樣。

聽眾：這樣就是「他力」了？

羅公：嗄？你講甚麼？

聽眾：「他力」不是「自力」了？

羅公：你說甚麼？ 我聽不到她說甚麼。

聽眾：「他力」。

羅公：「他力」。其實沒有純粹的「他力」，沒有純粹的「他力」。

     

「他力」起的時候，其實他現在即是《解深密經》最後的那章說，那些人問他，

為何你已經成了佛，釋迦佛你已經成佛了，你都不「加被」那些眾生，令到他們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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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呢？佛答：我整日在「加被」眾生，而是你們接受不到而已！我每一剎那都在「加

被」你們，只是你們接受不到而已。

道理就是這樣，他成日都「加被」你的，即是那個廣播電台整天有廣播，你沒有

收音機，你就聽不到，是嗎？你的收音機小，或你的收音機差的，你就聽不到倫敦廣

播的聲音，你的收音機強，強力的，就是巴黎、倫敦的你都可以收得到。就是這樣

解。這個叫做「因果相感」，沒有純粹的「自力」，亦無純粹的「他力」。你說純粹

靠宗教，無此事。你說不用宗教，又不是。你的「自力」，加上宗教是可以行的。

好了，先說回本文。「執受」有兩種，一種是「種子」，是嗎？第二種，就是我

們的「根身」。因為那「根身」是我們的「種子」「變」的而已。所以「變」了之

後，我們的「阿賴耶識」一樣可以滲透它。這是「執受」。這個「執受」的作用是怎

樣的？我們用有概念的知識是不能加以解釋的，「不可知」。

「處」，「處」者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凡「識」都有一個「相

分」的，我眼見到一幅白色的顏色，這幅白色的顏色是「眼識」的「相分」；我的耳

聽到呯呯嘭嘭的「聲」音，這個呯呯嘭嘭的聲音就是「耳識」的「相分」；鼻所聞到

的「香味」，這些「香」就是我「鼻識」的「相分」；舌嚐到的鹹酸苦辣就是「舌

識」的「相分」；身所「觸」到的軟、硬、輕、重，是「身識」的「相分」；你說，

為何我觸摸那張檯，我要「變」，將它「變」做滾燙熱辣行嗎？不行，因為何解？

我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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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是甚麼來的？是「性境」來的。「三境」已經講過了，是嗎？「性境」一定有

本質，明不明白？這個本質就是「阿賴耶識」的「種子」所「變」的「阿賴耶識」的

「種子」不「變」的話，我們的「眼識」是看不到的，「阿賴耶識」不「變」，「阿

賴耶識」「變」白色的本質，不「變」起白色，我們的眼識托下去，就反映不到

「變」白出來的。「性境」一定要有本質。

這個「第六意識」所「變」的「相分」是甚麼？一切東西都是「第六意識」的

「相分」來的。「末那識」的「相分」是甚麼？「我」，就是「我」，「變」了個

「我」。「阿賴耶識」的「相分」是甚麼？「阿賴耶識」的「相分」就是甚麼？一、

就無數「種子」是它的「相分」，二，有「根身」是它的「相分」，三  、物質世

界，這個物質世界叫做「處」。

「處」者即 Space 那樣解的，這個茫茫太虛，這個大的物質世界，空間。

「處」，這個「處」有幾大？不可知，我們沒法量度得到，愛因斯坦計來計去都是無

限的。無限大，無限大不就是「不可知」、「執受」、「處」，幾種東西，一，就是

「執受」不可知，是嗎？二、就是「處」不可知。  第三、「了」，凡「識」都有

「了別」的作用，「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

識」、「末那識」，這七個都是「識」。這七個「識」都有「了別」作用。

「阿賴耶識」既然是「識」，亦應該有了別的作「用」。但是「阿賴耶識」的

「了別」作用是怎樣的呢？我們用普通的常識，或者用有概念的知識，我們不能夠看

得到，不能夠知得道，除非你在很深的「定」裏感覺它。就是這樣，所以它，「不可

8



知」。它的「了」，亦不可知，它「了別」，即是它的性能，「了別」的性能，

性質的「性」，能力的「能」，那個性能亦不可知。「不可知執受、處、了」，「執

受」不可知；「處」不可知；「了」不可知。這幾種東西是「不可知」的。即是用我

們普通的有概念的知識，或者普通的感覺不能知得道的。

這樣來到這裏就有了，解釋這兩句的解釋不同了。我剛才說的這個講法是玄奘法

師所傳的解釋。玄奘法師所傳的這個解釋，就是護法菩薩的解釋。但現在的人和西藏

的人，所根據的是安慧菩薩的《唯識三十論》，《唯識三十頌》的注釋，他這裏不是

這樣解的。這裏，「不可知執受處」，「不可知執受處」之「了別」不可知，他這樣

解的，不是「執受」、「處」、「了」這三種不可知，「執受」及「處」的「了別」

不可知，它如何「了別」不可知，聽不聽得明白？玄奘法師的解法是有三種東西不可

知的，一、是「執受」不可知；二、是「處」不可知；三、是「了」不可知。

如果是安慧菩薩的解釋，由西藏的人的傳說，就是這樣解的：「執受」，兩種東

西不可知，一、「執受」，不是。「執受」的「了別」不可知；「處」的了別不可

知；即是「執受」和「處」的「了別」，這兩種東西怎樣「了別」法？是不可知。這

樣，霍韜晦就譯了安慧的注釋之後，他就大講玄奘法師譯錯了，其實有時很多東西的

解釋是不同的，不能說錯不錯的，每家解釋都不同，我舉兩個例，所以那些人有時學

會一些東西後，就一味批評人家古人如何不行、不行，這樣做是不對的。我舉兩個例

給你們聽，很多人讀過《詩經》，梁麗香你讀過《詩經》，是嗎？

聽眾：不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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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詩經》第一首。

聽眾：「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關雎．周南》)

羅公：《詩經》的第一首，叫做《關雎》怎樣讀呢？

《關雎》是怎樣的？我讀兩章你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關關」聲，很和諧的聲音，那些雎鳩鳥，雎鳩有一個特點，一隻公，一隻

母，死了一隻就不會再找另一隻。這即是很有，有一些固定性配偶的意思，好像人類

的夫婦，他死了她(妻子)就不會再嫁之類，「關關」是唱得很和諧的聲音，即是一隻

公，一隻母在那裏唱得很和諧。「在河之洲」；在黃河或者很普通的河，在沙洲上，

在那裏唱。「窈窕淑女」；一個苗條的、好的女子，很美麗又很有德行的女子，「君

子好逑」，是一個君子好的伴侶很匹配的。你這首第一章就這樣了。

第二章、怎樣呢？「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宨淑女，參差荇菜，左右流

之。」「窈宨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那個「服」字古音讀「北」

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北」。怎樣呢？「參差荇菜」，「參差」即是有水上

的那些菜，那些不知是甚麼菜，叫做荇菜。香的，那些菜。「左右流之」，在左邊又

流，右邊又流。這個「流」字有人說當「及」字解，向左邊又拔它，向右邊又拔它，

這一個這樣香的，所以要採它。「窈宨淑女」、一個這樣好的女子，「寤寐求之。」

一個這樣好的女子，一個好的男子，醒時又想得到她；睡覺時又想著她，「寤寐求

之。」求之不得，當他求不到時，就會「寤寐思服。」白天和晚上睡覺時那個心就硬

是不舒服了。就不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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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那兩首不要理了，我們只講這兩章。你說這兩章詩說甚麼？講甚麼？你想

想。

聽眾：興？是不是？「興」？

羅公：「興」了，這個「興」不「興」就是詩的體裁而已，舊時的那些人「興也」、

「賦也」都讀出來，不用的！

你說這首詩說甚麼？你說它講甚麼？你想一想那首詩，你說它是講甚麼？想不想

得到？幾種解釋，第一種、最正統的，最正統的，毛詩的毛公解釋最正統。他說這首

詩，從前有一個周文王，周文王有個太太，她非常之有賢德的，她賢德到怎樣？一點

妒忌都沒有，文王，以前就一夫多妻制的，文王只有她，她希望令到文王歡喜，就找

多幾個女子來陪伴文王，即是自己不妒忌了，找些好的「窈宨淑女」、四周圍去找，

找些好的淑女來做她自己的妾侍來到一齊服侍文王。

那些詩人就說這樣的女子就有美德了，所以寫這首詩來讚美這個文王的太太的。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會有這樣好的女人？又有些這樣的詩人，如果真的有這樣好的

女人，這麼好的材料就值得讚一下了！你信不信？

聽眾：那個時代或者會有的。

羅公：可能你說很對，那個年代，你不給他找，他找了更差的！又是對的。

聽眾：那些隨嫁的有很多的。

羅公：隨嫁的她可以選擇，隨嫁那些她很多人可以隨嫁的嘛！隨著她嫁的有幾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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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她要找多些，找幾個精品來服侍周文王嘛！你對的。

聽眾：老闆來的嘛！

羅公：因為可能你找得不好的，找來些會與你矛盾的，你找些會與你矛盾的，就更死

症！是嗎？又是對的。最正統的解法就是這樣。第(一)個解法，這是古文家的

解法，「經學」古文家的解法。

(第二個解法，)今文家的解法就說不是！這首詩是哪個時候？周朝時代的，文

王。武王、成王、康王，第四個皇帝，文、武、成、康，康王在位的時候，因為貪戀

女「色」，晏起身，應該一早天未光就要出朝的嘛！

他因為找到些好的女子，不肯出朝，即是不是不出朝，只是遲些，不捨得出朝，很遲

都不出朝。有一次他很遲才出朝，那些詩人看不過眼了，就作這首詩來諷刺周康王

的：康王一朝晏起，詩人作此諷之。

那個皇帝，那個君王稍為歡喜一下女色，晏起來一朝而已，那些詩人已經是諷刺

了。又不是很入信的，你都等他多幾朝才諷刺啦！一朝就諷刺？是嗎？一朝，可能他

肚瀉都說不定，你怎知他一定是為了、為了女色？又不是很合理。但它總之就是這樣

解，今文家是這樣解。這樣解就是諷刺詩，就不是讚美的了，是嗎？

不同的，打邊爐與打屁股，怎同？這樣就兩個解了。但大家都有地位的，一個是古文

家，一個是今文家，一個是正統的，一個是今文家，很有地位的，除了那位正統的。

第三個就是朱熹了，朱熹了。朱熹就說：這首詩都是詩人讚美當時的文王太太有

婦德，是嗎？就不是那麼著跡的，同時還可以這樣用，人家結婚時可以唱這首詩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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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人，又是對的，很合理的。譬如你兩個結婚了，唱詩就點這道詩來歌頌你，這位女

子很難得的，男子追求他的時候，連覺都睡不著的。這樣不就是很好，是嗎？朱熹就

有這樣的意思，其實解釋是進步了，到現代就怎樣？到現代就已經肯定了，差不多肯

定了，直情就不是甚麼詩人讚美周文王的老婆，不是！其實就是當時民間，民間那些

人結婚的時候唱，唱音樂，奏音樂，奏音樂來唱這首詩來歌頌他而已！那有甚麼周文

王那麼誇張！根本就是普通人結婚的讚美詩來的。現在定論。

聽眾：是不是流行曲？

羅公：嗄？

聽眾：是不是流行曲？

羅公：流行曲即是現在的詩而已！結婚的時候唱的那些詩歌，即是現在生日，生日就

有唱那首甚麼 Birthday 那首歌，一樣啦！現在就這樣。這已經是四種解釋

了，是嗎？你說那個不對？那個對？是嗎？

聽眾：個個都對！

羅公：你一定說今天的解釋才對，二千幾年前的毛公解錯了！那你就被人笑了，是嗎？

我們動不動就說古人錯是不行的，古人有古人的環境，古人有古人、古人有古人

的資料，「不可知」，識解了？解了這句了。好了，有幾多個「心所」跟著它走的

呢？這個，八個「識」，每一個「識」都有幾個「心所」的。每個「心所」都有它自

己的「種子」的，每個「心所」都有它自己的「相分」、「見分」的，所以它這裏是

「多元」的，「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常常都有五個「心所」跟著它一

齊起的。任何時間都有的，一個「觸」，怎樣「觸」呢？即是 Touching，即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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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與那個「相分」接觸，起一個接「觸」的作「用」，「觸」。

第一、這個「觸」的「心所」就令到「相分」和「見分」接觸。第二、一個

「心」，一個「識」、五個「心所」一齊起，步驟要一致，如果步驟不一致，就變成

神經了，神經病了，紛亂了，這個負責令到它統一的、統覺的作用的，統一知覺的，

互相接觸，令到他步驟不亂的，這是「觸」的第二種作「用」；第一個，有一個

「觸」心所，在「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有個「觸心所」的「種子」，「阿賴耶識」整

日都起，它整日那個「觸心所」都起，一起之後又即刻再重新熏回去，重新熏習回去

就又成為「種子」，下一個剎那又再打出來，一起「現行」又打進去又成為「種

子」，「觸」。

第二、「作意」，「作意」Attention留意，如果你不留意，你看不到人的。我

講件故事你知，羅素的自傳裏面有一番說話，是批評這個  Whitehead，(懷德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懷德海還是懷海德？那位哲學家Whitehead？

聽眾：懷海德。

羅公：懷海德。是嗎？

懷德海是羅素的老師。羅素有段話是說懷德海的，在現在的人中，他最配服就是

懷德海，他說有一次懷德海先生正在研究，研究一個數學上的問題，在辦公室處，羅

素進去找他，他不知道羅素進去，一路在想，一路在想，羅素進去站在他面前，站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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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他懷德海還是在思考之中，看不到羅素在他面前，他瞪大雙眼卻看不到羅素，

羅素見到這樣，就不想擾亂了他，於是走了出去，羅素走出去，他亦看不到羅素走。

這即是說甚麼？那個「觸心所」不起的時候，我們可以譬喻那「觸心所」不起的

時候，不對！那個「作意心所」不起的時候呢，看不到東西。一定要那個「作意心

所」(起)。其他的七個「識」都有「作意心所」，「第八識」亦是「識」，所以「第

八識」亦有「作意心所」的，「作意」。不過它很微細。

「受」，「受」即 Feeling，感受「苦」的感覺，或者「樂」的感覺，或者「不

苦不樂」的感覺，三種感覺，這三種感覺「阿賴耶識」只得一種而已，「不苦不樂」

的感覺，你說它沒有感覺也不行，沒有感覺就麻木了，「受」。

「想」，「想」即 Perception，「取像」的作用，我們想瞭解一種東西，我們

看到一種東西，所謂說，譬如我看到你，我看不到他，那樣說，何解說我看到他？因

為我的「眼識」裏面有了他的樣貌，走了進去。我之所以看不到他，因為我沒有將他

的形貌抽進來，所以看到或看不到就靠甚麼？就與取像或取不到像，能不能取到他的

像有關係，好像一部照像機，如果它是影到你的，它的那個鏡片裏面一定有你的相

在，如果鏡片裏面沒有你的相，影不到你的，這種取像的作用，Perception就叫做

「想」。

「思」是意志作用，佛經的「思」字當「意志」解，不是當「思想」解釋，

15



「思」，英文是 Volition，或者Will，「意志」、做作。那個「阿賴耶識」有五個

「心所」，不過很微細，我們不容易察覺。大概當時那些人入定，入得很深，就會察

覺了。時時都與它相應，(與)這五個「心所」相應，與五個「心所」相應了，其中有

個「受心所」有三種「受」的，「苦受」、「樂受」、「不苦不樂」的那些「捨

受」，「唯捨受」，下面補充一句，只有「捨受」。三種「受」之中，只有「捨

受」，無「苦受」，無「樂受」。

所以現在有些人就說一個人死了，那個「阿賴耶識」未去，不要燒他，他會痛

的，這樣說。你燒那個「阿賴耶識」不識痛的，因為「阿賴耶識」只有「捨受」而

已。是嗎？不識痛的，為何那些人那麼烏龍？因他不懂「唯識」，又說要將條屍體停

留七天才燒，不用的，兩天都不回生就化爛了！就可以燒了嘛！「阿賴耶識」不會痛

的，而且他死了亦無知覺，新陳代謝一停了，「阿賴耶識」就離開了，「唯捨受」。

好了，世界上的事物從價值上來判斷，就有三種不同的價值，一、就是對大家都

有益的，對己對人都有益的，這些叫做「善」，Good或者Goodness。第二種：對

己對人都壞的，Ill壞的，或者 Bad，或者叫做 Ill，或者叫做 Evilness、惡的。第三、

既不是「惡」，又不是「善」，就是「無記」，但「無記」有兩種，一種是雖然不

「善」又不「惡」，但它會阻礙我們的「無漏智慧」出現，這種這樣的，它本質就無

「善惡」，但它會阻礙那些「無漏」的「種子」現行，阻礙那些「無漏」的智慧出

現，這就叫做甚麼？「有覆的無記」，「覆」即是障礙，「有障礙性的無記」。

16



第二種、那個本質是無「善」無「惡」，亦不障礙「無漏智」的出現的，這些叫

做「無覆」的「無記」，即是「無障礙性的無記」。它是那一種呢？是「三性」之中

的「無記性」。「無記性」有兩種，一種「有覆」，一種是「無覆」；它就是「無覆

無記」，它不會障礙我們修行，不會障礙我們的「無漏智」出現的。

來到這裏，我們就很明白知道，人性是「善」還是「惡」這個問題，簡直是小孩

子玩泥沙，是嗎？人性到底是甚麼？如果講到最後的人性。那個 Final human

nature就是甚麼？最後，最徹底的人性就是「真如」，「真如」不可說為「善」不

可說為「惡」，但勉強一定要講呢，與其說它「惡」，就不如說它「善」，因為「真

如」含「萬德」，甚麼好東西它都有的嘛！

如果你說，一撇開「真如」不講，只是講「現象界」呢，「真如」是本「體」，

不講「本體」，只講現象，只講現象是甚麼？「阿賴耶識」。就是我們所謂的「性」

就是「阿賴耶識」。章太炎就那樣解了，人性就是人的「阿賴耶識」。「阿賴耶識」

是「無記」的，是「無覆無記」的，即是說，我們古代講「性」、論「性」，孔夫子

就最聰明，孔夫子沒有說「性」是「善」的；無說「性」是「惡」的，他最聰明了，

「性相近也」，那即是個「性」。我們眾生的「性」是很近似的，「習相遠也」！後

天的習慣搞到我們越來越遠而已。你說他，他沒有說「善惡」孔子他最聰明的，你不

要以為他是甚麼，他不隨便下判斷。他又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極端聰明的

人，你無辦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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