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個君主是殘暴，苛刻老百姓，而你有力量來廢除這個君主，你如果不走去

廢，如果你說：「我不管那麼多，我取去君主之位，我不就是偷盜？偷東西，偷他

的位嘛，我不做的。」固然你可以不做，但大乘的精神是如何？你既然有力量，你

放棄。「廢黜彼君位」，廢除他這個君主之位，令到老百姓能夠得到安安樂樂。只

要你的動機，你不是為了自私，令到君主被廢。如果你這樣講呢，你雖然是偷盜，

但有大功德，偷盜可以。殺生、偷盜都有這種情況。但你出外弘揚佛法，你不要拿

這些講，記住，記住，這些情況說的時候怕有些人會取巧，你知道不？

這些大家都不肯講，不過我了就講給你聽，無所謂。很多人取巧的，不知多少佛

教徒…。佛教徒以外固然是多，佛教徒都有，騙人，取巧騙人。殺生、偷盜、邪淫，

邪淫本來不好，如果你是居士，只是夫妻，是正淫。如果是出家人，接觸女性，接觸

異性，都是犯了淫戒。邪淫是不可以的，但假使你是一個佛教徒，大乘佛教徒，遇著

一個女子，這個女子是淫女來的。如果你和她結合，和她好呢，能夠和她行淫，你會

令到她回心轉意向善。而最主要對你沒有影響，對其他的沒有影響，你應該和她行

淫，把她解脫過來，救了她。如此，你不要以為是犯了淫戒，你還有功德。不過，佛

曾講的一段的故事，經說。佛講的一段故事是這樣講的：當時釋迦牟尼佛和彌勒佛過

去五百世之前， 二人一起修道，彌勒菩薩應該先成佛，釋迦牟尼是後一個，後補彌

勒。

有一天，他們遇著有一個淫女，淫女即是很壞的女子。她聽說有兩個聖人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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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犯了如此多惡罪，應該洗洗罪吧。」聽說讓聖人的腳踏在頭上，便可以消

罪業的。於是她便走去，在大路被泥濘鋪滿的時候，她便在當路，在釋迦和彌勒二人

行走的時候，整個人趴在路上。她一心希望，兩個聖人之中有一個人能夠把腳踏在她

的頭上。結果是彌勒先行，彌勒：「別弄，我是出家人，接觸女子犯戒，我不做。我

將成佛，不做這種事情。」(於是)繞路而過。釋迦牟尼呢？他就說：「不用那麼執

著，我晚一點成佛便晚一點成佛吧，我可以救得到她。不計的，世界如幻，人生如

幻，我只要不作惡，晚一點成佛便晚一點成佛。不怕。」於是一腳踏在她頭上。那個

淫女非常歡喜，從此不再做淫的行為。這個是誰？這個便是他的太太。那個誰？耶輸

陀羅，Ya odharś ā便是這個來的。這件事是一件…，它說爾時釋迦佛以為墮落了，誰

知不然，他有大功德，他早於、超過彌勒一劫成佛。

所以現在這次是我先成佛，到了是彌勒排後了。我忘記了是《菩薩藏經》或是

《大集經》。此即是說淫戒同樣可以開。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他又解釋，又引經

一段。這個我剛才講了，騙他避免被人燒村嘛。在他一說了這個謊，功德非常大。醉

酒就沒有講，講那些什麼？綺語，說謊那些可以類推。即是說大乘的戒律，有時開了

戒律功德更大的。但是這樣，這些全部要透過你的良知，透過你的般若才可以，不要

帶有自私心才可以。尤其是你不要給那些取巧的人講，有很多人取巧的。他確是真了

解的，你可以給他講，即是告訴他，「你不要太執著」。所以禪宗有很多大德，他沒

有所謂，那個南泉法師、趙州法師，有如此一個公案，不知東序或西序有一隻貓，東

序那隻貓走了去西序，被西序扣留養下來。於是東序的人便走去興師問罪，「要爭一

隻貓」。那個趙州或南泉就在裏面跑出來：「為何你們一班人在爭吵？」他說：「他

們爭我一隻貓。」趙州呢，南泉還是趙州？(南泉)立刻就拿來一把刀，一刀斬向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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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殺了它。即是說…，他的宗旨是什麼？你這班人不外是貪、瞋、癡，取去了貓便

沒有了。而且它做貓你猜做得很「爽」嗎？做畜生。他這個趙州(南泉)是一個有很大

功德的人，他發這個願，以慈悲心來去殺它，而破除很多執著，他有他的想法。那個

南泉(趙州)剛剛來到看見，見到他在殺貓。趙州(南泉)殺了貓之後問他(趙州)：「你覺

得如何？」他脫下了鞋，放在頭上，一聲不吭便走了。有這種故事的，此類殺生，他

另有作用。不過這等事你不要亂勸人做，尤其是對那些不甚了解的人。對那些「攞

景」(不尊重，唱對台)的那類人，你絕不可對他講這些話。是不是？他能夠了解的，

你可以講。

同學：「譬如有一件事，譬如白蟻蛀那些屋樑，如果它蛀你間屋，那你殺不殺它？如

果不殺它，你間屋倒塌便會不安全。」

教授：「還會壓死人。」

同學：「壓死人，這個便是有問題，如果你殺便會殺很多，因為有很多白蟻。」

教授：「你能夠都不殺，又提防不讓它殺死人，你便是最高級的了。(只做得一種)你

便是中級，是不是？如果讓我，我就是中級，消滅白蟻。這個是人類社會，

它對人類社會有害，我以慈悲心…。它們做白蟻沒有什麼好處，沒有語言，

什麼也沒有，不如早點轉輪。我現在不是作惡，因為它害到了人類的社會。

我為了人類的社會安全，我要消滅。我犯罪，我發願，我以後做這數十隻白

蟻的眷屬、做善知識，我做你的兒子來報你的恩。我要消滅，以慈悲心…，

凡是一個行為的有罪、無罪，第一要講動機；第二是講有沒有實行。有動機

無實行不算犯罪，有實行而無動機的都不算犯罪。你走路剛剛踏死一隻蟻，

你根本都不知的。你又說犯罪嗎？那處有犯罪呢，是不是？戒律的條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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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動機、有決定、有執行三個行為。有了動機、決定如此做、執行，三者具

備才構成罪惡。你為了人類社會的安全而消滅這些白蟻，這不是惡。動機不

是惡，縱使不善，也不是惡。是不是？如果是我呢？殺它。」

同學：「老鼠、 曱甴(蟑螂)呢？」

教授：「你啊？」

同學：「老鼠、曱甴。」

教授：「曱甴？你覺得曱甴對人類社會有害不？」

同學：「這當然是有害。」

教授：「你最好走去醫務處問問，曱甴有害不？你找後面那位醫生問問？他如果認為

都是有害的。你是可以放走它的，就好像葉文意的辦法，拿一個袋載著它到

深山野嶺放掉，它的事了。這個是最上等的了，是不是？大家安全。如果不

行，你便中等，拿東西來噴它，這是中等。上等我們不容易做，不過你又不

必教人，你最好：『我都是不怎認識，請你去問大德吧。』因為你不要隨便

講。是不是？」

同學：「自己又如何？」

教授：「自己你自己知，最重要你自己的良知與慈悲心。你做曱甴也沒有什麼好處，

你害人。我不殺你，始終有人殺你。我現在慈悲，我載你把你送到幾十里以

外放下， 你自求生了，這是最高的，最多只能做到這樣。如果不是，我不能

夠做到這麼高，噴它。」

同學：「得了，我現在知道如何處理。」

教授：「不過你不要高談闊論講這種事。」

同學：「我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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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好的。」

同學：「你講到戒律那處，你說小乘就比較注重結果那方面，大乘就比較注重…。」

教授：「比較而已。」

同學：「比較注重動機。」

同學：「即是大乘就比較注重動機。」

教授：「比較注重。」

同學：「比較而已。」

同學：「羅先生，有一東西。舜是那麼好，瞽叟又那麼差，為何父親那麼差卻教出一

個如此好的兒子？」

教授：「是的，佛教是如此的。不是他教的，他根本就沒有教育。」

同學：「他應該有遺傳嘛。」

教授：「遺傳是一種增上緣，遺傳不是絕對的。」

同學：「不是絕對的，但他的父親差勁。」

教授：「不是，不是絕對的。」

同學：「這即是家庭教育觀…。」

教授：「家庭教育是一種緣。」

同學：「是緣。」

教授：「即是這樣，你那些是阿拉伯種，它將來這些阿拉伯種的菊花是這樣的，但始

終是阿拉伯種的菊花。至於茂盛不茂盛呢？泥土好不好？這些是緣。如果他

是聖人投生的，他始終會是聖人。你如果家庭教育好一點，他便會快一點。

家庭教育不好，他便會慢一點。或許沒有家庭教育，簡直是他下一世才出現

聖人的那種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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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羅教授，…，剛才你講過的這種業和…之間…，就沒有講到…。」

教授：「那一個？」

同學：「介紹書。」

教授：「啊，你想取我那一本，是嗎？我設法，但我就不知道葉文意的地址，何解？

因為我知道它便抹去了它。我恐怕你要找葉文意的地址，你最好就找張先

生。」

同學：「我們有。」

教授：「如果你要，我可以寫信讓她寄一本過來，我讓她寄一本過來。好了，時間到

了。」是一種無形無相的功能，即是說我們的生命…。我們稱為生命，佛家

稱我們的生命為阿賴耶識。即是我們的生命，即是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含

藏有很多功能。功能， function，很多功能。這些功能一有機會，它便出

現，就成為了一種現實的東西。我們又知道對於世界事物的觀察，有兩種看

法。一種看法就認為一切事物，即所有一切事事物物，都是偶然而發生，沒

有原因的，沒有主要的原因——第一種看法。第二種看法就認為每一樣事

情，每一樣物件，都有它主要的原因，有它的要素，這是第二種看法。佛家

是第二種看法，認為每一樣都有它的原因，不是沒有原因的。講到此處，我

寫一首偈，龍樹菩薩的偈，寫給大家參考一下(注：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

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這首是龍樹菩薩《中論》裏面一首很有名的偈，西藏人坐禪的將候入觀，很多就

是用這種觀的。到底它是作何解的呢？它說「諸法」，「法」字是指東西；「諸法」

即是一切東西，世界上所有的東西謂之「諸法」。「不自生」，它不會自己生自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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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大家都很容易明了。那粒穀，不會是那粒穀自己生自己出來的，必有一棵禾生它

出來的。其實禾，在佛教來講禾生穀都是幻覺來的。諸法不會自己生自己的，除非自

己生自己即是沒有生到。譬如我老羅，老羅自己生老羅，即是以前沒有老羅已經有老

羅，一路追上去已經先有一個老羅。你說諸法即是世界上的東西，你說是自己生自己

的，這是荒謬絕倫的。

在佛家講，「諸法不自生」。那會不會從他生呢？阿甲生出阿乙，會不會呢？它

認為都不對。何解呢？從他生，為何牛不會生馬？牛只生小牛。母牛生小牛，為何不

生小馬？所以「亦不從他生」，他可以生出…，即是另一樣東西可以生出此東西，固

然不是絕對，而且是講不通的。如果他可以…，世界上的事物可以從他而生出來，應

該金山橙可以出蘋果，種金山橙可以出蘋果。養母牛可以生小馬，但事實不是，一定

要養母牛才可以生小牛，養母馬才可以生小馬。如此可見「從他生」這句話講不通，

另外有原因。然則這樣，這裏破了。

第一破自生，自己生自己，不通。另一東西可以生這東西，不通。第三、「不

共」，這個「不共」好像有一個 comma 的——「不共」。何謂「共」？又自又他合

而謂之「共」，自己和他二者合而生謂之「共」。如此，自生不通，他生又不通，二

者合上來同樣是不通的。譬如你左邊袋中銀紙之數目等於零，右邊袋中銀紙之數目又

等於零，左邊袋和右邊袋，兩邊袋中銀紙之數目加起來亦是等於零。是不是？兩個不

對加起來都是等於不對，所以你說自和他共同加起來又是不通。如此，然則便沒有原

因了？又不然，這又錯了。「不無因」，不會是沒有原因而生。如果沒有原因所生，

此處就會「膨」一聲可以馬上生出一個大笨象，是不是？不可以的，是不是？無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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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那荔枝樹都可以生出滿樹龍眼？不可以。又不會無因而生。所以你一講到會生，

不出幾種，你說這個世界上的事物會生出來，不出這幾個 case 的。

第一種是自己生自己，不通。第二種是他人生你，又不通。第三種是自己加他人

合而生，都不通。三種都絕對不通，所以你說世間的事物會有生的呢，是錯誤的，是

幻覺，這只是世俗之見而已，世界上的事物根本就沒有生，無生。西藏人一般在定

中，諸法不會自生、不會他生、不會共生，一切法無生。生根本就是迷茫之見，他要

了解不生。講到此處，為何要介紹這首偈呢？《中論》這首偈，我要解釋因。因，必

定有一個因。因是指什麼？一件事物出現的要素。原因、要素、功能。這種原因、這

種要素、這種功能，佛家、大乘佛教謂之種子。「種子」兩個字是用來譬喻，猶如穀

的種子會生禾；麥的種子會生一棵麥，作譬喻之詞。

唯識宗的人很歡喜講種子，但「種子」兩個字並不只是唯識宗自己講的。是佛教

裏面，大乘經裏面，未有唯識宗已經有種子這個名詞。而且未有唯識宗之前，已經有

了阿賴耶識這個名詞，不過它以前不是用阿賴耶這個名字，名阿陀那識， d naā ā 。佛

經裏面，大乘經裏面，《解深密經》裏面就有一首偈。(注：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

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另外一個名字為阿陀那識，阿陀

那即是拿著的意思，即它能夠拿著那些…， d na——ā ā 持，它能執持著那些種子。

我們的第八識，即是阿賴耶識，「甚深細」，很深奧，見不到。細，非常之微

細，我們五官感覺不到，但你又不能說它沒有，「甚深細」。他說裏面，那個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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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那個阿陀那識， d naā ā 是持，它能夠持著、拿著， 拿著很多有漏的種子、無漏

的種子、成佛的種子、甚至於地獄的種子都被它拿著。它所拿著的「一切種子」，

善、惡等等一切的種子，這種功能。那些種子是無形無相的，但不是無。「如瀑

流」，「瀑流」即是急流的水，「her her」聲如瀑布的急流。那些種子猶如水點，

水點組織而成一個大的暴流，「一切種子如暴流」。即是我們的生命就是那個阿陀那

識，而阿陀那識裏含藏著不知多少種子，猶如一條江河、一條河，一條急流的水，裏

面含有無量那麼多的水點一樣。那些種子…。有些水點，有些浮面的它便出現；有些

沉底的便不出現。

「我於凡愚不開演」，用阿陀那識的這種道理，來解釋這個宇宙、解釋人生解釋

得很清楚。但「我」，「我」是指釋迦佛自己，我對於那些「凡夫」，指那些外道、

凡夫。「愚」是那些小乘的羅漢之類，大乘的人稱呼小乘的人認為他蠢；那些外道謂

之「凡」。它說我對於那些凡夫，對於那些愚人，我不開示，不講這個阿陀那識的。

何解呢？「恐彼分別」，恐怕；「彼」是指那些凡夫、那些愚人起分別、執著。此

「分別」二字你看佛經，很多時候是作執著解；恐怕他起執著，執著阿陀那識說它是

我。恐怕他起執著，所以對於那些凡夫、那些愚人，我是不開示的。為何引這個呢？

種子。好了，種子。即是說我們的生命，阿陀那識，亦即是阿賴耶識。我們的生命是

一種無形無相的、生生不息的力，好像大河流那樣。

譬如我今世做人，做八十年的人，即是說我這個大河流裏面，在這八十年裏面，

在這一個階段裏面，這世人的各種種子浮起、顯現。到了我死的時候，這些種子便沉

沒。當它剛沉沒的時候，第二個波浪又起了，第二段生命又起了。又經過或許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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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又如做電影般，那一段菲林，現在又沉沒了。又有第三

世，又來了，如此我們的生命生生不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這種人，只要我們肯

做，有無窮的希望。好像日月星辰，今晚過了明天又早晨了。而且我們有辦法可以控

制到，一世比一世好， 後半世比前半世好，下一世比今世好。又可以控制，沒什麼

的，你守戒律便可以。種子，一切我們所…。

譬如我的眼識，眼識有眼識的相分和見分，講過了，是不是？當我的眼識不起的

時候，我的眼識之見分就是種子來的，潛伏於我的阿陀那識，阿賴耶識裏面。當我們

有機緣了，我眼識的種子一起，一起的時候就刺激起相分種子，或許相分種子又刺激

起見分的種子，互相關聯，一齊起了。我的眼識一起的時候，見分便能看見東西，相

分就把外面的境物反映入你那處。我現在看見東西，我的視覺看見東西，就是我眼識

的見分和相分在第八識裏面鑽出來。當我們把燈光熄掉，看不見東西了，累了睡覺。

即是說什麼？我眼識的種子沉沒了。到了明天天亮，眼識種子又起。即是說種子並沒

有滅，你儘管休息，並沒有滅。所以一個人當他的眼被人弄盲的時候，並不是他眼識

的種子消滅了。如果有一個醫生，或有一個化學家、物理學家，他會人造眼睛的，為

他做了一個人造眼睛，條件一具備，他的眼識種子馬上便出現，就看見東西。我們每

一世人，在每一世裏面，好像一堆種子依次出現。依次出現完之後，到了百年歸老，

那些種子原來好像做完了一齣戲。沉沒之後，第二世那些種子又起。如此我們是否像

是很樂觀呢？講到此處，我這個人很歡喜講題外話。…。

我的意思即是這樣，從前有一首歌，我們看看《書經》，《書經》有一首歌。當

時有一個聖人舜，他當天子的時候，他的臣子和臣民與他一起唱一首歌來歌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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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大家如果有那位老人家那麼老，而曾經久居國內的，可能會知道。這首在民

國幾年的時候，曾經定為中華民國國歌，徐世昌大總統曾經公佈以此歌為國歌的。後

來，國民黨才用了「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為國歌。到了共產黨，就用了那首〈義勇

軍進行曲〉為國歌。以前…。

所以我認為中國人還是不夠福，那首如此好的歌，帝舜那個時候，人們用以歌頌

他的。不要。在經典裏面有。所以中國人在當時，…。所以幾十年的衰象，有時「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一個壞的局面出現，每每先行有些…，

一首很好的國歌居然不用。這一首歌，它是如何講呢？費事寫了。名卿雲歌，那首歌

是這樣的，它說天上那些五彩祥瑞的雲非常燦爛，很燦爛、很美麗。兩句了，「卿雲

爛兮，糺縵縵兮」，很漂亮。跟著第三句，「日月星辰(光華)，旦復旦兮」。它說，

天上如此漂亮的雲，一會兒它便會黑了，那些雲便會散去看不見。但當看不見這些雲

的時候，又有星星，又有月亮出現了。當星星、月亮出現之後，那晚夜便過去。到了

明天一早，早上又旦，又天亮了，太陽又出了。「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星辰

(光華)，旦復旦兮」。 旦又旦，天亮又再天亮。天亮完之後又會夜，夜完之後又會天

亮，永無止境。這即是象徵國家，象徵文明永遠不會…。雖然曾經，有時候，一時會

有暴亂，但沒多久它又光明了。那麼好的國歌，居然不用。所以我們聽到一個老人家

講：「唉，我們都是不夠福了，現在來到…。」這首是卿雲歌。我為何引這一首歌

呢？我們如果肯修行，「旦復旦兮」，好像我們有時會夜會死，但死了之後下一世一

來又光明。光明一輪又會沉沒一會，又再光明，永無止境。所以人們說佛家消極，絕

不消極。悲觀嗎？絕不悲觀，樂觀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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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現在說回種子，我們的生命名為阿賴耶識，又名為阿陀那識。生命裏面含

有無數那麼多的功能，這些功能謂之種子。裏面有一些會令我們成佛的種子，有些是

會令我們入地獄的種子，有些令我們成為男人的種子，有些令我們成為女人的種子。

什麼種子都有。有些令我們成為科學家的種子，有些令我們變為白痴、蠢人的種子，

什麼種子都有。只要那些種子出現，就決定我們是一個…，那一段生命是如何。這豈

不是好像是命定，沒有希望？又不然，因為我們有智慧，我們的種子之中，有一些是

智慧的種子。這種智慧的種子一出現，他會抉擇、選擇。我們用我們的智慧來到選

擇，我們會怎樣？善的我們保存，發揚光大；惡的我們阻壓它。如是積累，一世比一

世積累，成為一世比一世光明，一世比一世距離成佛的境界更加接近。這種是我們可

以控制的。如何控制？控制種子便可以，控制種子便可以。

譬如我們有一些很殘忍的種子，這些殘忍的種子出現，我會見到你好好地，我卻

要打死你才舒服。有些人有虐待狂，有一種人殺人便會覺得很「爽」的，有些這樣的

種子。又有些很慈祥的種子，如果我們有智慧知道，我們的那種慈祥，即是慈悲的種

子，是會令我們趨向光明的。那些兇殘的種子，令我們沉淪入地獄。我們一了解它，

我們又如何？減少那些兇殘的行為，擴大那些慈祥的行為。即是說，那些善的種子力

量大，惡的種子被壓。今世壓一點，來世壓一點，總有一天會如何？那些惡的種子完

全被你壓到不能夠出現，那些善的種子蓬勃到極，那時候你是什麼？你是那些地上菩

薩、佛，是不是？控制。如何控制？他有辦法控制它，大乘就六度，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大小乘共通的呢？戒、定、慧。他十拿九穩的，他保證成

功。好了，如果你想如何修行？如何…？解釋得清楚，對於我們修行如何會達到成

佛？能夠確確鑿鑿解釋得，縱使不是一件一件拿出來讓你看，但在理論上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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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要靠種子，假立一個種子的名稱。這個種子你不要認為真是一粒東西，不是

的，而是在推理上一個符號來的。猶如我們數學上那些什麼？A、B、C、D，那些

alpha、beta 那些符號，你依著符號便可以推理得很妥貼了。並不是說種子，這粒就

好像綠豆那樣，那粒就好像穀那樣。如果這樣弄，你真的是沒法醫治的了。好了，你

明白了。種子就是指我們生命裏面本來具有的功能。好了，然則種子到底是怎樣的？

種子是無形無相的。有形有相的便是現實的東西嘛，名 appearance，名為現象嘛，

有形有相。正是因為它無形無相，但它有一種勢力、有一種 power、有一種 energy

出現，看不到的，但不是無。如此便改了一個名字，稱作種子，或名功能。如此，種

子這個名字是很抽象的？不抽象。種子具有六種性質，我們孩提時學物理學、學化

學，當我們學化學的時候，學到了氧氣，教科書裏面一定有什麼？氧的性質。氫氣，

氫，即是它的 quality 如何？它說氧氣是無色的、無味的、它有可燃燒之性質的，這

些是它的 quality 嘛。

種子呢？有沒有這些？種子有，有六種 quality，具備這六種 quality，此謂之種

子六義，即是種子的六種性質。它有一首偈，這首偈是在一本書叫做《攝大乘論》裏

面。(注：剎那滅、俱有，恆隨轉應知，決定、待眾緣，唯能引自果。)

第一個意義，第一個性質是「剎那滅」。「剎那滅」，這豈不是很難解？一會

兒便不難解了，只要半小時之後，你便會清楚了。「剎那滅」，第一種性質。第二

種性質是「俱有」，又是難解，你一會兒便不難解了。第三種性質是「恆隨轉」，

「應知」二字是用來令它成為五字一句而已。第四種性質是「性決定」。第五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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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待眾緣」，要等待眾緣和合的出現。第六種性質是「唯能引自果」，即「引

自果」，引回自己的果，不會引第二種果。六義。這個種子六義，不只唯識宗講，

華嚴宗都承認，都講的。在《華嚴疏鈔》裏面講種子六義，講得相當詳細，不過它

講得與唯識宗有些出入。你不要怕佛經的名詞難解，你不用怕的。如果有什麼問

題，你問我，保證解決的。查字典你會覺得難，《佛學大辭典》的弊處為何？因為

它引另一本書來解這一本，另一本書的時候，你就要再找人來解另一本。第二本書

便要引第三本書來解，這樣弄來弄去弄到你頭暈眼花。我則不然，我用白話，用廣

州土話來到給你講。種子呢？凡是一樣東西可以作為種子的呢，一定具備第一種性

質，「剎那滅」。何謂「剎那滅」？我們在海上見過燈塔裏面的燈，是閃下閃下

的。我們的種子，在每一剎那都閃一閃，每一剎那都閃一閃。即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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