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會沒有的。高級些的，就會可能少少時間壓得住，入定之類。再低級些的，就

會怎樣？知道自己「掉舉」了，我知，我「掉舉」起上來時我知道的。又「掉舉」起

了。你一說：「掉舉」起了，「掉舉」就壓低了。試下，你知道的，起了都不知的，

這些就低級了，真是低級了。尤其是入定的時候，「掉舉」最厲害，失眠的時候「掉

舉」最厲害，入定的時候，「掉舉」一起時你無法「定」得到的，那個心焦躁的，突

然間又想這樣，突然間又想那樣，而且想得很有興趣那樣的。

現在我們普通人行路都「掉舉」的，行路，行路我沒有「惡」，都是「雜染」

嘛，有「雜染」就會「有漏心」起了，「掉舉」起的，除非你壓著它。行路你會想甚

麼？一路走一路想甚麼？唔，現在肚子有些餓了，那樣東西好吃？那一家的麵靚呢？

很有興趣地想。一路行，如果你們女人路過見到衣服漂亮，看上去都不錯，把它買下

來都好，或者怎樣，這樣也是，總知你不想事不行。「掉舉」，所以你們有些人講，

何解我整天那個心，人人說又會有「他心通」，又有「宿命通」，那裏是？為何我記

不起舊時的東西？記鬼記馬！你成日「掉舉」！是嗎？

你想記得，要無「掉舉」，無「掉舉」又要無「昏沉」，是嗎？無「掉舉」你又

會「昏沉」的。「掉舉」、「昏沉」都無了，那時候你就漸漸就真的有「神通」了，

「掉舉」就最忌諱。「掉舉」的反面是怎樣？「昏沉」了，那個心好像有東西、有塊

石頭墜你過去，就是不想到東西的，「昏沉」了。「昏沉」得來，有時「昏沉」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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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懨懨欲睡那樣，「昏沉」，矇昧、昏沉。「掉舉」、「昏沉」都有「俱生」的，有

「俱生」有「分別」的。第三個「不信」，與「信念」相反，偏偏就怎樣？

不信即是，與「疑」是怎樣？這個「不信」直情是抗拒，「不信」。「懈怠」，

懶惰，懶惰都「惡」？不是「惡」，「染污」而已。是嗎？「放逸」，「懈怠」都有

「俱生」有「分別」的。「放逸」又是無「種子」的，「不放逸」是四種東西合成

的，哪四種？「無貪」、「無瞋」、「無癡」、加一個「精進」，合起來就叫做「不

放逸」。「放逸」是怎樣？「貪」、「瞋」、「癡」、加一個「懈怠」，四種加起來

活動就是「放逸」了。「失念」，好的東西總是不記得，對於好的東西總是不記得。

又是「隨煩惱」，有「俱生」，都是「俱生」的多。有「分別」，「失念」，「失

念」即是忘記，「失念」，是指對於「善法」不能明記。

「散亂」，入定的時候，那個心好似，本來你想著那個月亮，偏偏硬是想不到，

那個月亮一堆的樣子。想著想著就想了去別的地方，「散亂」，即是會推動你的心去

別的地方的那種力，「散亂」。「掉舉」與「散亂」不同，「掉舉」想事很有興趣想

另一件事，「掉舉」。「散亂」就不是，推你去想另一件事。「不正知」，明明是見

到東西，錯誤，知錯了東西，「不正知」。這樣，這八種，凡是「染污」心起，它一

定有的。即是說，「有覆無記」的心起的時候，它都有的，這個是「隨煩惱心所」。

講完它，講完那些「心所」。第六類就是「不定心所」，不一定是「善」，不一

定是「惡」，不一定是「無記」，不一定是「欲界」有，另一界亦都有，總之不定，

「不定心所」有四個，四個合起來就兩雙，是嗎？「悔」與「眠」一雙，「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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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悔」，後悔有時是「善」的，譬如你在佛前懺悔，這是「善」的。你本來你應該

見到仇人你想打他，「啊！可惜剛才忘記了打，真是可惜了！」這種後悔就「惡」

了。是嗎？有些後悔就「無記」的，例如甚麼？剛才，我本來有口水痰在喉嚨處，我

進來上堂之前忘記吐痰了，迫不得已吞了下去，真是「弊」了，這樣的後悔你說

「善」還是「惡」？是嗎？「無記」的。「悔」是「無記」的，不是！「無記」的、

「善」的、「惡」的都有，「悔」又叫做「惡作」，「惡」是「憎惡」，「憎惡」我

剛才所做的事做得不好，叫做「惡作」。「眠」，「眠」又怎樣？不是說睡覺，

「眠」有兩種，一種是生理的睡眠，即是我們生理上需要休息的，生理上的睡眠；一

種是將近臨入睡之前的那個心，我們的心濛濛瀧瀧的那種狀態，那種叫做「睡眠心

所」。尤其是入定的人更加清楚的，想睡那樣上下，又不是想睡，總之好像似睡未睡

那種情況，入定修定時，那時「眠心所」起，「眠」，一雙了，「悔」與「眠」。何

解它們要兩個一雙？剛好文字上講剛剛兩個一齊講，就一雙。

「尋伺」，「尋」即是「尋求」，「伺」即是「伺察」，都是「思心所」和「慧

心所」合在一起作用的。「思」多「慧」少，就變成很粗地「尋求」東西，就叫做

「尋」；「慧」多「思」少就很微細了，就叫做「伺」，「尋伺」。「尋伺」舊時的

人譯做「慧」，譯做甚麼？「覺觀」，「尋」譯做「覺」，真是豈有此理！「伺」譯

做「觀」，現在那些人，講《八大人覺經》，講甚麼「覺觀」，有「覺」，有

「觀」，講「覺觀」，講經的那個人都不知「覺觀」即是「尋伺」，他居然有膽講

經！你這那些人，(說：)「這個『覺觀』嘛！」這種人！我很嬲這種人，這種人怎

樣？我說這種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你都應該有些慚愧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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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不懂，你就走去講經？是嗎？如果你肯努力，肯自修的又當別論，是嗎？但

不是的！日講夜講，完全不自修的。例如甚麼？那個甚麼恆道之流，這種人真是的！

如果我做皇帝我拉她去燒了她！這種人害人，害眾生，這些簡直叫做無恥！

她懂甚麼？講甚麼？她還在那裏登其大座！你請她講，她要你設座的。所以你們

切不可做無恥的事，如果你是無恥的，不止學佛學不到，就連學做人都學不到。孔夫

子都教人「行己有恥」，(對)自己的行為要時時有慚愧心，「行己有恥」孔子都不外

是兩句而已，「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第一步出發點就是要自己有自覺心，有

「恥」就行了，「知恥近乎勇」，有「恥」有「勇」，就不會，有好多東西可以做。

第二步就是「博學於文」，學知識。現在的人不是，還有很多，整天教初級班，那些

害死人，我知很多人搞甚麼初級班，初級班裏那些講初級班的人都不識，他自己都要

讀一下初級班才行！他走去講，我知道，很多初級班的在那裏講，那些是居士而已，

都是要「有恥」才可以的嘛！這叫做「行己無恥」！

好了，這樣就是「悔」、「眠」、「尋」、「伺」，「悔」與「眠」，在文字上

是一對，Couple。「尋」與「伺」又是一對，這樣就兩對了，「不定謂悔眠，尋伺

二各二。」「悔」、「眠」，是一對，「尋」、「伺」又是一對，這兩對東西呢，都

有兩類的，那樣說，怎樣兩對？「染」與(不)「非染」，「悔」、「眠」，有些染汚

的「悔」，染汚的「眠」，有些不染汚的「悔」，不染汚的「眠」，「尋伺」也是一

樣，有些染汚的「尋」，染汚的「伺」，有些不染汚的「尋」，染汚的「伺」，「不

定謂悔眠，尋伺二各二。」即那兩對都各有「染」與「不染」兩種。六個「識」講完

了。至於這個「識」，「前五識」起的情況又怎樣？「第六意識」起的時候那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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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怎樣呢？這樣就要留到下一節課了，是嗎？下星期放假，是嗎？「現起」的狀況如

何了。「依止根本識」，「根本識」即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八個

「識」之中最根本的，「阿賴耶識」，裏面含藏有「前七識」的「種子」，那些「種

子」起而成為「前七識」。「阿賴耶識」自己有自己的「種子」，那些「種子」它自

己又包含，它自己又含藏回自己的「種子」，所以「前六識」與「前五識」都是要依

據「阿賴耶識」的「種子」而生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它，所以現在講「前五識」和

「第六意識」與「阿賴耶識」的關係了。所以它就說：「依止根本識」，依據這個

「阿賴耶識」，因為「前五識」的「種子」都是藏在「阿賴耶識」裏面的，如果無

「阿賴耶識」藏它，那些「種子」就無地方住了，所以說它「依止根本識」，「依

止」即是依據，住在它的裏邊，「依止」那個根本「阿賴耶識」。那個「前五識」就

隨著「緣」的多少而現了，那些「緣」，要多少個「緣」才夠呢？這裏有沒有表？隨

著「緣」，「緣」即條件，隨著它的條件是否齊全？如果條件齊備，那個「前五識」

就現行了，哪一個「識」的條件具備，那一個「識」就現行了。那個「緣」，每個

「識」不同，普通常「眼識」就要九個「緣」具備才生起，有沒有？那裏？你數出

來，第一個、第一個「根本依」，就是「阿賴耶識」，因為沒有「阿賴耶識」，那些

那些「種子」就無地方住。哪一頁？在那一頁？你告訴他們。

聽眾：在《唯識方隅》那裏。

羅公：嗄？

聽眾：在《唯識方隅》110頁。

羅公：《唯識方隅》都有？《唯識方隅》有表的，這本書都有，有嗎？

聽眾：這本 207、208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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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有少少？它無列表？是嗎？你看看，如果有《唯識方隅》的，我講了，你告訴

我，第一個，「根本依」，是嗎？

聽眾：是。

羅公：「阿賴耶識」是嗎？

第二個，「染淨依」是嗎？「末那識」。「前五識」一起的時候，有時是「染污

性」的，有時是清淨的，怎樣叫做「染污」呢？「有覆無記」、「有覆無記性」與

「惡性」，就叫做「染污」，「無覆無記性」與「善性」就叫做「淨」，「染」、

「淨」相對就這樣。「前五識」呢？「眼識」、「耳識」那些本來無所謂「染污」

的，  何解說它是「染污」呢？本來亦無所謂「清淨」的，它只是工具而已，何解說

它是「清淨」呢？原因是這樣：「前五識」中隨便一個「識」起，一定都有「第六意

識」陪它一齊起的，「第六意識」有時「善性」，有時「惡性」，有時就「無記

性」。「第六意識」是「善」就影響到「前五識」都「善」；如果「第六意識」是

「有覆無記」的，就影響到「前五識」都是「有覆無記」。「前五識」的「善」、

「惡」等，即是「染」與「淨」完全是被動的，「第六意識」是主動的，明白了？所

以「第六意識」與「前五識」的「染」與「淨」還有一個關係就是甚麼？「第七

識」，是嗎？如果那個「末那識」是凡夫的「末那識」，那「末那識」有「我癡」、

「我見」、「我慢」、「我愛」四個煩惱的，這即是說「末那識」是「雜染」、「染

污」的，是「雜染性」的。

那個「末那識」是「雜染」的，就影響到那個「第六識」都是「雜染」的，是

嗎？「雜染」與「染污」不同，「雜染」就「善」都會有「雜染」的，「染污」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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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惡性」和「無記性」。  它這個、這個「染淨依」是指包括了「雜染」和「染

污」在內的，即是說那個「第七末那識」是「雜染」的。是嗎？因為它有「我癡」、

「我見」、「我慢」、「我愛」，它是「有覆無記性」的。「有覆無記性」本身都是

「染污」了，是嗎？「有覆無記性」是「染污」。但是「第六識」，它做「第六識」

的「根」，「第六識」之起要靠「末那識」做「根」的。那個「末那識」既然是「染

污」了，就影響到那個「第六意識」都不夠清淨。縱使不是「染污」都是「雜染」

的，成為「有漏」的，所以「第七末那識」是「染淨依」。是嗎？這即是說我們修行

的人如果你不能夠搞定那個「第七識」的話，我們的「識」就始終是「有漏」的。縱

使不是完全「染污」都是「雜染」，「雜染」即是「有漏」的。這樣就第二個「染淨

依」。第三個是甚麼？

聽眾：「分別依」。

羅公：「分別依」，「第六意識」如果沒有「第六意識」陪那個「眼識」一齊起，

「眼識」是不能起「分別」作用的，這個「分別依」，三個「緣」了。第四

個呢？第四個是甚麼？

聽眾：「空」。

羅公：嗄？

聽眾：空間。

羅公：「空」，空間，「眼識」太靠近是看不到的，要有相當的、一個適當的距離才

能看到，這個叫做「空」，即是空間。第五個呢？ 

聽眾：明。

7



羅公：明，沒有光線，「眼識」看不到東西的，所以光線是「眼識」的「緣」之一。

第七呢？

聽眾：「種子」。

羅公：「種子」。那些「眼識」的「種子」就藏在「阿賴耶識」裏面，「眼識」不起

的時候它是「種子」，就睡在「阿賴耶識」裏面，一到「緣」一具備它就起

身，起作用，「種子」。第八是甚麼？

聽眾：「根」。

羅公：「根」、「眼根」，視覺神經，「眼根」，「眼根」。第九呢？

聽眾：第八是「境」。

羅公：甚麼？

聽眾：第八個是「境」。

羅公：第八個是「境」。第九呢？

聽眾：「作意」。

羅公：「作意」。第八是「境」，即是「所緣緣」，是嗎？「所緣緣」。無「根」

嗎？第七是「根」。 第九是甚麼？

聽眾：「作意」。

羅公：「作意」，Attention「作意」、留意，不留意看不到東西的。有這九個

「緣」具備，「眼識」才能起，缺少一個，「眼識」就不能起。九個「緣」

如果加一個；應該再加一個「等無間緣」，如果加上「九緣」，再加一個

「等無間緣」，「眼識」要十個「緣」，十個條件具備，「眼識」才能起，

所以「眼識」不是時時能起的就是這樣，是嗎？熄了燈就沒有東西看了，沒

有光線就不能看到了。「耳識」呢？有幾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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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八個。

羅公：八個，減一個甚麼？

聽眾：「明」。

羅公：減了一個「明」，不用光明都能聽得到聲音的，這樣就八個，加一個「等無間

緣」，就九個；「耳識」。「鼻識」呢？

聽眾：七個。

羅公：七個，再減一個甚麼？

聽眾：「空」。

羅公：減個「空」，是嗎？「鼻識」要靠近才能聞得到，縱使那隻死老鼠那些氣味飛

來我處，那些死老鼠氣是甚麼？是那些分子來的，它黏附在我的鼻膜處，我

以為那隻死老鼠在那裏，我聞到味，咦？臭的！以為走開就沒事，你聞到臭

的時候，那隻死老鼠那些死肉的分子已經飛去黏附在你處了，不然你怎會聞

到？要靠近才聞到。「鼻識」是如此，七個「緣」，加一個「等無間緣」，

八個「緣」，「鼻識」。「舌識」呢？

聽眾：都是七個。

羅公：嗄？

聽眾：一樣是七個。

羅公：一樣，是嗎？「身識」呢？

聽眾：一樣。

羅公：一樣，七個，這樣即是有些是九個「緣」，是嗎？有些是八個「緣」，有些是

七個「緣」。好了，講到這裏，你不用看甚麼《八識規矩頌》了，你不用看

它的注，你現在識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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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識」那些頌裏面，「九緣八七好相鄰」，識解了？「眼識」要九個

「緣」；「耳識」八個「緣」；其餘那三個「識」呢？就七個「緣」，好相鄰，好像

隔離鄰舍那樣。那用解？難為那些人，拿著《八識規矩頌》講兩個星期，真的花時

間，你投投六讀了「三十頌」之後一告訴他，你自己念了。所以從前我有一個前輩，

是朋友，他不是我老師，叫做文殊揭諦，他在支那大學院，在歐陽竟無處讀書的，他

得閒他就拿本《八識規矩頌》出來念，當念詩那樣念，念完又念，念完又念，被歐陽

竟無說他：「你這樣念做甚麼？你不如念李太白的詩？」真是激死了。他說：「這只

是綱要來的，是嗎？你念識了就算數啦！整天念它做甚麼？」有一會這樣的事。所以

《八識規矩頌》當你識了《三十頌》，你自己做白話註釋都可以了，看熟了日本人的

這本《講話》，你就可以做一本簡簡單單的「八識規矩頌淺釋」都可以了。現在《八

識規矩頌注釋》演培(注)的有些少錯的，要這本才行，這本好些，這本好些而已，都

有些不是很妥，這本是王恩洋的，這裏有。這樣，「前五識」隨著「緣」的多少而

「現行」了，那個「緣」一夠它就「現行」了。「五識隨緣現」。明白了？

這樣，來到這裏，我們就知道了。你說佛教是不是「多元論」呢？有人說，有人

說佛教是「一元論」來的，何解呢？佛教先不要講，講「唯識」，有人說「唯識」是

「一元論」來的，何解呢？這個宇宙萬有，最後、最後的那個，最後的本體，最後的

實在就是「真如」，「圓成實性」、「真如」，「真如」，阿彌陀佛的「真如」與我

的「真如」不就是一樣的？是那個「真如」來的，不能說阿彌陀佛是另外有一個「真

如」；釋迦佛又另外一個「真如」；無數那麼多「真如」，它不是一粒粒的，不是一

粒粒的，也不是一個個的，是嗎？所以，「真如」是「一」，雖然是不可說，不可

說，非一非多，這個「一」者，是絕對的「一」。如果這樣看，佛教不就是「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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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由這個「真如」做基本，  「真如」是「體」，是嗎？「本質」，凡「本質」

就必定有「屬性」，「屬性」就叫做「用」，有「本質」就必定有「屬性」，而且那

個「本質」，「本質」的有無多數由我們在那個「屬性」處，來指出它的本質而已，

譬如說黃金，我們知道黃金都是有本質的，但是黃金的本質，黃金的本質的存在，我

們是靠黃金的「屬性」來推知的。因為黃金是黃色的，又會閃閃亮的，放在手上又重

的，將它來與水比較，它是比水重的。這麼多種都是黃金的「屬性」，「屬性」。

「屬性」英文叫做 Attribute，是嗎？是不是 Attribute？「屬性」。這樣如果沒有

「屬性」我們怎知黃金的存在？是嗎？所以本質我們實在是不能知得道的，知得道

的，都是「屬性」，因為它有「屬性」所以我們就知它有本質那樣解的而已。「屬

性」佛家就叫做「用」，本質佛家叫做「體」，明白了？

現在你去聽那些講哲學的，又「體」又「用」，搞到你紛紛亂其實你很簡單的，

「體」就是本質；「用」就是「屬性」。這個世界，這個宇宙的本質是甚麼？最後的

本質就是「真如」。而這樣多眾生，又有山河大地，有這樣多的星雲，又有這樣多的

世界，這個這樣多的世界是甚麼來的？是「真如體性」顯現的「用」，是「屬性」來

的。這樣你一明白了，這樣看，從這個角度來看，佛家是甚麼？就是「一元論」，是

嗎？從前我有個朋友叫做月溪，你們不知有沒有人見過他，你見過他未？那個長頭髮

的月溪，嗄？你見過他？你是個學生你也見過他？ 

聽眾：我與他都影過相。

羅公：嗄？

聽眾：我與他影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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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哦，與他影過相。他長頭髮的，他寫文章，寫很多文章的，他的文章是誰寫

的？多數是呂燦銘替他寫的，呂燦銘是舊時市政府的師爺，廣州市政府的師

爺，又做過廣東省銀行的秘書。舊時人們叫秘書做師爺的，     那呂燦銘有兩

個兒子，一個兒子叫做呂壽琨，你有無見過？有一個人是跟呂壽琨學畫的。

聽眾：是不是陶桃？

羅公：嗄？

聽眾：是不是陶桃跟他學？

羅公：是！陶桃，對了，陶桃。呂壽琨是他的兒子，他很聰明的，呂壽琨，他寫畫能

寫出另一格的，呂壽琨，呂壽琨成「家」的，是嗎？不過功夫未夠，未夠老

到，是這樣解，都是叫做成「家」，已經死了。還有一個，呂壽琨有個(不知)

是弟弟還是大哥，不知叫做呂壽甚麼？在油麻地輪船公司做秘書之類的，那

個就兼在油麻地輪船公司教人打太極拳，是太極拳的能手來的。不知叫做呂

甚麼？有時就代油麻地輪船公司出來招待一下記者那些。像了，拿名相就不

是「真如」了，你錯了，他說：「佛家不是『一元論』，佛家叫做是『絕對

論』。」(我說：)「法師，他現在人家現在用那些哲學上的名稱，屬那一類

嘛，現在的哲學史裏面，沒有一類『絕對論』的，或者就是『一元論』，或

是『二元論』、『多元論』，沒有『絕對論』的，沒有人這樣說的，人家拿

著本哲學史來說，你說人家不對。」他說：「我們佛法怎同哲學？」那樣

說，「佛法就是佛法，怎同哲學？不可同日而語。」月溪他就是這樣頑固。

你說他沒有學問嗎？不是，他有學問的，不過他頑固而已。很多是這樣的，

很多佛教(徒是這樣的)。講回來，從這個觀點，就人生來說就以「阿賴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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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前五識」不過是「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現出來的，根源就是

「阿賴耶識」。是嗎？

「阿賴耶識」每個人是「一」而已，就個人來講，是由一個「阿賴耶識」的「一

元」產生。如果就宇宙來說，無量無邊那樣多眾生，每一個眾生一個「第八識」，一

個單位，無量無邊那樣多眾生，這些無量無邊那樣多的眾生都是以「真如」為

「體」，無量無邊那樣多的眾生都是「用」來的，是嗎？都是「屬性」來的，「真

如」就是「體」，這樣就是「一元論」了。是嗎？都通的，不過要聲明一句，說明，

如果講到是「本體」，佛家都是要「屬性」二諦，「不可說」，是絕對的，不落「名

言」的，不過現在勉強講它是「一元論」。沒錯了，這樣就一點都沒錯了，是嗎？那

次去見月溪那個人就沒講定，沒有關上這個後門，所以就被月溪駡他。舊時香港的和

尚之中，我講過，我認為講到學問還是月溪最好，那時。除了月溪就是海仁法師了，

但海仁法師除了一本《楞嚴經》之外都不識講別的東西，叫他做「楞嚴王」，現有有

很多徒弟，那些徒弟很惡的，我在這裏印了那本《楞嚴百偽》，派了給學生，那時那

個素聞師就拿了一本。

早前不知怎的，素聞師去找愍生法師處坐，不知在哪裏，總知見到他，素聞師昨

天跟我講的，他說：「我把那本書給他看一看，誰知他即刻發火。」「《楞嚴經》你

都可以說它偽的？我一定要駁他！」所以就寫這篇文章了。這樣，就這個點來說是

「一元論」，是嗎？但是這樣，就「人生論」來說，「阿賴耶識」都有它自己的「種

子」的，那個根源就是「種子」的，「阿賴耶識」的「種子」亦是無數「種子」中之

一，這不就是極端的「多元論」？是嗎？即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是「一元論」，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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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度來看它是「多元論」。如果撇開「阿(賴耶識」)，講到宇宙哲學，那個甚麼是

「不可說」的，「真如」是「不可說」的，「可說」的是「現象」而已。如果就「現

象」來說，就可說來說，就是無數那樣多的「阿賴耶識」，就變成了絕對的「多元

論」了。所以佛教的哲學，你說它是「一元論」又不是很妥當，你說它是「多元論」

又不是很妥當。然則怎樣才好？我告訴你一個好辦法，你要講的時候，熊十力最聰

明，「略當」，譬如你說佛家是「一元論」抑或「多元論」呢？你說，佛教一切東西

都以「真如」為「體」，「略當」於世人所謂的「一元論」，「略當」。好了，講到

這裏，因為何解？

有一個印度人寫了一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世親、《世親菩薩的七種著述》

(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那本，紅色的那本書，有《辨中邊論》、有甚麼的

那本。他裏面的那篇序文，那個翻譯者強調世親是「多元論」者，實則是不通的，佛

教不會是「多元論」的。如果說用世間的哲學來說，應該歸入「一元論」。小乘就不

是，小乘的「說一切有部」那些就可以是「多元論」。大乘不論是中觀派，抑或瑜伽

派；或天臺宗，或是華嚴宗、禪宗，都是「一元論」的。

即是「略當」於「一元論」。如果真是說到「勝義」的，月溪法師就講得對了，

「絕對論」。這樣講回來，「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有時只是「眼識」的

「緣」具備，「耳識」的緣不具備，這樣只有甚麼？「耳識」、「鼻識」的緣都不具

備，就只有「眼識」生；有時兩個「緣」都具備，兩個「識」的「緣」都具備，就有

兩個「識」生，有時三個「緣」具備，有時四個「緣」具備，有時五個「識」的

「緣」都具備，可能五個「識」一齊生都可以。「或俱或不俱」。這即是說「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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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那些「種子」就猶如大海，有風時，那風大，那些波浪就一齊起，五個浪一齊

起，有陣時風小，一個浪一齊起，「或俱或不俱」。「如濤波依水」，好似那些波與

浪依水而起一樣。這樣，如果這樣說又像「一元論」了，是嗎？一水起眾波，是嗎？

「如濤波依水」。「五識」的關係就這樣了。「意識」又如何？「意識」與「阿賴耶

識」，「意識」，不是！「五識」起就「或俱或不俱」。「意識」的起、滅又如何？

繼續解，很容易解的，「意識常現起」，時時都起的。但是不是絕對時時起？又不

是，除了五種情形，這五種情形叫做「五位無心」了，「位」即是階段，在這五個階

段，「無心」，這個「心」是指「第六意識」，「五位無心」，「除生無想天」，不

是，「意識常現起」，「除生無想天」，除了這五位，這個「位」者指情況，五種情

況：第一是怎樣？你死了以後生在「無想天」，如果你生平時時修定，你死了就會生

在「無想天」。這個就真是災難了，幾百劫的壽命，「長壽天」，好似將你放在冰箱

內凍結幾百劫那樣。

等你那些「業力」成熟了，那些定力、定力已經過氣了，然後再起回那個「中

有」，來到搵路投胎。生「無想天」，「無想天」「前六識」停的，那樣怎樣生？你

先「中有」起，第四禪裏面有個「天」叫做「無想天」，去到那裏，先生了「天」，

就入……「啊！那地方真好，我要入定了。」一入定，一入定就在那裏入「定」，入

了幾百劫。是嗎？生了「無想天」之後，一入定就幾百劫，一出定就死了，死就再落

回來，一死就起「中有」了，就落來投胎了。除了第一種情形，生在「無想天」的時

候，那個「意識」不起了，「意識」不起，那個「前五識」都不能夠起了，因為「意

識」是「前五識」的「分別依」，「除生無想天」，「及無心二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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