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見到他這樣，有時又見不到那枝花，就見到那隻手在動的，（在）講話，鮑芳洲

催眠我的兒子所見到的是這樣。我用圓光術給我的女兒看，我的女兒還在啊！在加拿

大而已。她看到的也是這樣，也是坐在那隻獅子上面，這隻獅子會眨眼的。為甚麼這

麼巧合呢？現在彌勒菩薩的樣子，很多都是個大肚佛的樣子，是嗎？我沒有見到大肚

佛的樣子，見到那個 沒有，即是這個，不是，見到這個，這個應該有的，沒有⋯⋯

啊，這本書沒有，這本書是這人間的比丘相，在天上，那些人見到他在兜率天的相不

是這樣的，這個就是人間的彌勒菩薩的比丘相⋯⋯

這些東西，世界的東西就很奇（妙），為甚麼會這樣呢？是嗎？鮑芳洲催眠很厲

害的，入了催眠狀態之後，有很多很奇特的東西，你平時已經忘記的事物，催眠了之

後你會記起了。還有呢，用很深的催眠，很深才行，催眠得很深，追查他，你前一世

是怎樣來的？他會看到「前世我在哪處，這個名字，叫做甚麼名字，這條鄉村是怎樣

的。」他看得到這些地方，記憶起上來，醒了之後去查證，真的有個這樣的人，真的

有這樣的地方。（這）很平常，如果你想看這一類東西，就那些講精神分析與講變態

心理的人呢，很多這樣的例子。英國有幾個醫生，專門醫（治）神經病的，有很多這

些醫（學）的例子，他們用催眠術來醫病，當他（用）催眠術的時候，他發現很多…

…

但是，催眠術有些又靠不住的，有些就很靈（驗），有時靠不住。還有呢，你用

催眠術來賭錢肯定不靈（驗）的，間中有一次靈（驗），間中（這樣）。我試過催眠

術，不是，用圓光都是催眠術的一種來的，用圓光，叫我的兒子來看，譬如他說：

「這個第二場第 10 號 win 出。」那麼，它就不是第「10」號 win，如果這樣買就肯

定輸。可能是這麼多場之中是有一場是「10」號 win 出的。這你就麻煩了，全部買

了這麼多場「10」號，你都不夠本啊！是吧！有時候呢，他就看到「6」號，原來是

「9」號 win 出，是吧！常常這樣。（唯）獨有一次，舊時的郭子猷騎的那隻「神

1



童」，那隻「神童」五元（賠率） 分派四十多元，真的看到了啊！我贏了！贏了。

還有呢，很奇！很奇！我講一下（怎樣）奇法。

現在跑馬地就有間養和醫院，是嗎？醫院呀，養和醫院對面不就是有個尖尖的

（地方）突出來了，在三十多年前，那處有一間餐廳，就叫做菩苑，菩提樹的「菩」

字，有沒有人見過啊？那間叫做菩苑餐廳，你找些老伯（問一下）就知了，你們就不

知了。那麼有一天，這個陳湛銓，陳湛銓賭馬很厲害的，這個詩人，這位教授啊！我

就間中去一下（賭馬）。香港大學有一位教授，叫做羅康烈，現還在啊！你可以問

他，他還在，他說：「人人賭馬賭得這麼高興，我都沒有進過馬場，喂！你們帶我去

一下吧！」叫我與陳湛銓（帶他進馬場）。我說：「我都是外行呀！湛銓啦，他常常

都去的。」「好啦！」湛銓說：「好啦！我度你升仙啦！你來吧！」「那麼怎麼去

呢？」「這樣明天，你十一點半就去到跑馬地養和醫院對面那間叫做菩苑的餐廳，去

到哪處大家會合吧！」

這樣三個人(在菩苑餐廳)會合，有一個小女孩，十來歲的，托著一個盤子，托著

一個盤子，托著一個圓盤，銀盤，裏面有一底蘋果批切開了，走到我們這處說：「先

生，好靚的蘋果批啊！吃一件吧！」這樣，小女孩拿到來了就吃吧，就一人拿了一塊

來吃。有個就問：「是不是靚的？熱的？」我們就說是的，我們就吃了。有個人買了

本《馬寶》，那個老溫啊，一翻開(看)，真的有一埸(的一隻馬名)叫「蘋果批」，

「蘋果批」啊！這個羅康烈說：「嘩！這麼巧合！或者天叫我們買(牠)，贏了也(說)

不定啊！一會兒一定要買這隻才行。」這羅康烈不懂(賽)馬的就會這樣說，懂(賽)馬

的就不會這樣說的。(最後贏了，)分了六百多元，買了五元，分了六百多元啊。這樣

可見那些馬評家沒有一個是說牠好的，真的跑出了這隻「蘋果批」！

當時陳湛銓說要買(牠)，你猜羅康烈怎麼說啊？不是！羅康烈說要買，陳湛銓

說：「 你買多少錢呀？」「買一、二十元吧！」這樣唓⋯⋯ (羅康烈回答)。「我勸你

將這一、二十元找換成零錢，一會兒過海的時候，逐個逐個扔擲到海裏，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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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gbeng聲，有些聲音聽一下啊！你放錢在這隻馬，跑馬啊！馬場連聲音都沒有

啊！」他這樣說。我們就去了，那個羅康烈就心思思想買，我說：「買甚麼啊！這隻

你看一下，那些馬評家都沒有一個說牠可以的！」陳湛銓就說：「是傻仔才買這一隻

(馬)啊！」那(他)就沒有買。真的！牠跑出了！大冷啊！六百多元(派彩)，你去問問那

些老行尊，三、四十年前有一隻(馬叫)「蘋果批」跑出，(贏了)六百多元！就是這隻

(「蘋果批」)。那個小孩子，就是有時候這口會撞彩，很靈(驗)呀！她說：「蘋果批

啊！食一件啦，還熱的！」真的就是牠跑出了！這世事就是如此啊！我們看回這頁，

「四大天王」，如果你呢，走去拜「四大天王」，那些廟裏面，寺裏面，你去拜是拜

不到的，那些是鬼神附著而已。

「四大天王」哪有這麼空閒走來這些廟啊？這樣你想找「四大天王」，想靈驗

的，你這就要找密宗那些了，修「四大天王」的法，其中那個摩利支天是「四大天

王」之一來的。這樣呢，還有那個甚麼啊？那個吉祥天母就是「四大天王」的太太來

的，那些密宗占卦的，就修吉祥天母法，那些占卦，那些藏密的。好了，「諸餘金山

是彼四王村邑部落。」他的民 就在這裏住了。那麼之外呢？又怎樣啊？「又近雪衆

山，有大金崖，」金屬的崖。「名非天脅，」好像個阿修羅的脅骨那樣，很大件的。

非天脅。「其量縱廣五十踰繕那，」那處呢，雪山那處呢，有一個叫做善住龍王，

「善住龍王常所居鎮，又天帝釋時來遊幸。」時常去那處看的。

這樣那處呢，近雪山那處啊，二百七十七頁那處啊，「此中有樹，」此中即是這

裏，這裏有棵樹，就「名曰善住，多羅樹行七重圍繞。」這棵善住樹很大，旁邊有些

多羅樹一行一行那樣，有七重圍繞著它。那麼之後呢？你看旁邊那段，「復有大池，

名漫陀吉尼，」那個池呢，有「五百小池以為眷屬。」(在)小的池附近也有，「五

百」即指很多的。那處有誰住呢？「善住大龍，與五百牝龍(象)，」龍的雌性就叫做

「牝龍(象)」。「前後圍繞，遊戲其池，」這善住龍王住在那處，就「隨欲變現，便

入此池，採蓮華根，以供所食。」吃蓮花根，即是吃蓮藕。那之外呢？就有個「無熱

大池」了，「即於此側，」即大雪山的側邊，就是這龍住的大池側(邊)，「有無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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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其量深廣各五十踰繕那，」那這個大池怎樣呢？「微細金沙 布其底，八支德水徧

瀰滿其中，形色殊妙端嚴喜見。從此流派(派流)」，「流派(派流)」即流出，「為四

大河流：」這又是神話了，(「一名殑伽，二名信度，三名私多，四名縛芻。」)一條

叫做殑伽河，即現在印度的 Ga gṅ ā，恆河啊！一條叫做信度河，一條叫做私陀河，

一條叫做縛芻河，現在印度有這四條河的。好了，那麼這些 生又住在哪裏呢？衆

「復次，於蘇迷盧頂處中，建立帝釋天宮，」這個蘇迷盧山的山頂的中間有一個

帝釋天宮。「縱廣十千踰繕那量。所餘之處，」即是山頂其餘的地方，「是彼諸天村

邑聚落。」如果你生在忉利天呢，你就會在那處住了。那麼下面講住的方向了，「其

山四面對四大洲，」這個山怎樣啊？「四寶所成：謂對贍部洲，琉璃為面；」藍色的

寶石為面了。「對毗提訶洲，白銀為面；對瞿陀尼，黃金為面；對拘盧洲，頗胝為

面。」有人讀(音是)「頗抵」，有人讀(音是)「頗紙」，就是水晶啊！為面。讀到下

面了，「又贍部洲，循其邊際，」這個南贍部洲的邊呢，「有輪王路，」有一條叫做

輪王路，又是神話啊！「真金所成，如四大王天有情膝量(沒住大海)。」好像四大天

王的民 的膝蓋那麼高，就放進水裏的。衆

四大天王的那些 生有多高呢？大概四天王那些 生的小腿，那小腿大概衆 衆 (好像)

有我們這裏的太平山那麼高，差不多高，很大的啊！我們很細小的啊！「若輪王出

世，如彼膝量海水減焉。」那些海水呢，有輪王出世，那些海水就會低了，就露出了

輪王路，那些轉輪聖王就依 這條路去征服四方的。這樣，讀了這兩行吧，「着 (A

二、)釋洲名」，(「又無熱池南，有一大樹，名為贍部。是故此洲從彼得名。」)又無

熱池的南面，有一棵大樹叫做贍部樹，因為這棵樹在我們的北面，所以我們住的這裏

叫做贍部洲。「是故此洲從彼得名。」「次於此北，」其次在這贍部洲的北面呢，

「有設拉末梨大樹叢林，」有一種大樹叫做設拉末梨樹，我們香港沒有的。「四生種

類妙翅諸鳥栖集其中。」那些大鵬鳥，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都有，住在那處，

那些就以龍為食了，這些龍就最怕牠(們)了。好了，讀了下面那一行才行啊！一百八

十頁，「此四大洲，各二中洲以為眷屬。復有一洲(羅剎所住)。」跟 四大洲的還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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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洲，是羅剎所住的，這些專門給那些惡鬼住的。

那麼如果你入定入得好呢，入定就等於給自己催眠一樣，你就告訴自己：「我現

在去羅剎住的地方，我要看一下是怎樣的。」那麼你在定中慢慢的，慢慢的，就會把

羅剎那處(顯)現在你面前，這個影子(顯)現在你面前。那麼到底是不是這樣呢？就不

知道了，我們見到的這個洲呢，這個世界就是圓的，對吧？一個橙那樣，但有兩個人

說不是的，真的讓他氣壞了！他說不是啊！好像佛經說的那個須彌山那樣，整座像一

個兜那樣，這就像拿 這個東西一樣，他說我們這個世界，不是一個橙那樣。着

其中一個是馮法師了，他說他在定中見到真的好像一個須彌山那樣，不是一個球

那樣，他說那些人說說而已，我是在定中看到的不是這樣。我也認識一位和尚，他入

定入得不錯的，我跟他說：「哎呀，真正奇啊！佛在小乘經裏面呢，就說在這個世界

有一個須彌山(與)四大洲的，他在大乘經裏面呢，他又說佛看到這個世界，佛觀這個

世界猶如見到這個世界好像一個庵摩勒果一樣，庵摩勒果不就是橙嗎？橘子啊，就是

橙了，他看到的這個世界好像一個橙那樣，大乘經就是這麼說。小乘經就說有個須彌

山與四大洲。」

他說：「我呢，入定也看到啊！」「看到甚麼呢？」「真的有須彌山，有四大洲

的，不是橙那樣的！」我問：「為甚麼會這樣奇呢？」他說：「是的，我看到的是這

樣。」

我聽過這兩個人這麼說，那麼到底是怎樣的呢？最好你入定，你自己看一下，我

今天講這麼多了。好啦！第一冊講完了就第二冊開始，第一冊就好像講神話那樣，是

吧？就很淺的。第二冊呢，一到第二冊呢，就很多是理論來的，如果不聽慣的，有時

就會很悶了，是嗎？好了，我們講第一冊，講完就講第二冊，大概是這樣，如果是情

況不變的呢，就是我在這個月中旬去居士林(的)女林講《成唯識論》。《成唯識

論》，我在三十年前講過，在香海蓮社講過，講了十年零幾個月，葉文意那些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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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那時的學生。而那本《成唯識論》的英文本是當時的韋達先生一邊聽講，一邊

take notes寫成。有講過。這已經歇了三十年，三十幾年沒有人講了，那現在我法

相學會就與真言宗的居士林的女林合作，就是居士林出地方(提供場地)，就是物質方

面由居士林提供，課務方面(與)人才方面就由法相學會負責。

那麼講的課程，每星期就有兩個科目，一個就是經論導讀，因為我鑒於現在的人

只講專題，佛教的某某，某某的輪迴觀，或者是某某倫理道德觀，又某某甚麼的，許

多都是一本小冊子那麼說的，那些學生聽完之後就好像讀了一本小冊子一樣，結果聽

了很多，聽了很多就完全沒有實學，實際的經論他都沒有讀過。是吧！

鑒於這樣，所以就要用甚麼啊？這次講的，即是在居士林所講的就是一半經論導

讀，就是一本本經或者論為主的，一半就是專題演講，給那些(人)譬如講，例如甚麼

啊？佛教的倫理觀啊，這個就是那些比較輕鬆點的題目，對吧？這樣經論呢，就一定

一本本的。

如果專題呢，就短的，一個星期講一次或者三、幾次，就一個專題完了，是吧？

如果長講就變了一本書了，是吧？如果經論導讀就肯定一本書，好像現在我這樣說，

聽完之後就等於讀過那本書的一部分，你縱使讀了半本，你自己依 這樣就能讀完後着

半本，你也懂，因為講話要依實際的東西，然後才能講得實學的。這樣要怎樣呢？我

就先(讀)論後(讀)經，很多人都先(讀)經後(讀)論呀，先經後論不是很妥當的，因為甚

麼啊？因為論是分析得很微細的，讀完論之後讀經就很清爽；讀經呢，讀完經再讀

論，讀經就好像模模糊糊那樣，讀的時候(會這樣)。這樣，所以我先(讀)論後(讀)經。

論呢，我就選三本論而已，如果整個系統結束就是(這)三本論：一本論是《成唯識

論》，這是唯識宗的；第二本論就是《中論》，中觀宗的。因為你一懂唯識，其他的

甚麼你都會自己看了；中觀宗的，你一懂《中論》，其他的你可以自己看了。

小乘呢，就是《俱舍論》。論呢，《成唯識論》呢，是我自己講，我講，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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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驗，我講過十幾年。《中論》呢，就李潤生講，因為他專長是講這種。《俱舍

論》呢，我現在都想不到有(人講)，是吧？或者呢，淨達法師呢，勉強可以也說不

定，我現在正考慮，是嗎？論就是這樣，三本。經呢？唯識宗的經呢，就是《解深密

經》，就趙國森講，你不要看他年輕啊！你一聽就知道他講得好了。是吧！第二呢，

就是《小品般若》，我現在已經講過了，許多人都聽過我講了，對吧！那麼將來我會

在那裏或者復講，或者呢，乾脆我講《大品般若》，因為《大品般若》，我有講義

啊！我有《大品般若》的對讀呀！

《大品般若》的好處呢，你們的中文程度不好的，你可以讀英文啊！英文(版)有

本很好的《大品般若經》，是吧！《般若經》呢，空宗的就《般若經》，中觀宗的。

那麼我看呢，講《小品般若經》呢，在目前都是我講的，《大品般若經》都是我講

的，都沒有人講這本經的經驗，是嗎？第三呢，第三呢，第三呢，《雜阿含經》這

(經書)很大套的，當然是只可以除了導讀那一段之外，因為四大冊啊！《雜阿含

經》。那麼現在講《雜阿含經》的，在香港做功夫的就兩個人而已，一個就是明珠佛

學社的那個黃家樹，他能講的，但是此人就不很願意在外面整本書講的，他都是我學

生。第二個呢，就是在妙華精舍講的陳瓊璀，她是後起之秀，她就用印順法師的來對

讀，她的好處呢，她講的好處呢，就有我在後台，她不懂的可以問我。

黃家樹就沒有對讀，沒有對讀，只是單獨《雜阿含經》，因為《雜阿含經》要與

《瑜伽師地論》對讀的。《雜阿含經》不難讀啊！《瑜伽師地論》難讀！《瑜伽師地

論》這(本論是)認真一流的難讀的，你讀一下就知道了。那麼除了這三本經之外，就

再選兩本，一本就是《維摩經》，《維摩經》，一本就是《法華經》。《維摩經》就

我與葉文意講過了，那麼她就可以講《維摩經》，因為她現與王亭之在寫《維摩經》

的導讀，順便一舉兩得，是吧？《法華經》呢，到現在還想不到哪一個，是吧！想不

到哪個，因為講《法華經》沒有以前那麼容易了，現在。那就是說我心目中的人(選)

呢，現在一本《俱舍論》，一本《法華經》都未想到哪個人去講。這樣就每人每個星

期就兩課的，一課就是經論導讀，一課就是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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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剛才說的那些就是經論導讀來的。至於專題呢，就要找(人)，你請人說

專題就要問他了，對嗎？譬如，講專題呢，我就很想找位法師來開首的。這裏以前與

你們講過的那個叫做譚博文，現在就叫做衍空法師，他也是能講的，這樣我很想與他

商量一下，叫他做專題的第一講，找個法師來講專題。那麼跟著呢，其他的他有專門

的一種研究的就可以講了。譬如他是經論導讀講開了的，譬如葉文意她是講經論導讀

的，現在剛好未輪到她講，她可以講，譬如她講這個 譬如她講《往生淨土的意義⋯⋯

及其修法》，可以一個專題來說，喜歡講一個星期也可以、兩個星期也可以。是嗎！

譬如有些人講《佛教的邏輯概觀》，他可以講。專題由一個星期的一次，多不過

三次，因為一個專題說太久就是一本書。那麼將來會這樣。這樣，現在到處講(佛學)

的很多啊！對吧！譬如只在百德新街，這附近除了這裏之外呢，還有彌勒佛學社，是

吧？這樣遠一點的又有淨基(佛學社)，是嗎？很多很多 這樣，不過我們講的，就⋯⋯

是說我們找這些人來講呢，就不怕沒有人聽的，所以將來的海報甚麼的照例登一下就

算了，如果這些人來講都不來聽的話(就是)他笨了，他的損失。是吧！

我與居士林商量，大概我的心目中是十一月中旬，是嗎？行不行啊？十一月中

旬？我就第一個講「經論導讀」，四個月(為)第一期。我講《成唯識論》應該要講很

多年才講完，我將它來分段，我現在講《成唯識論》第一段，譬如這一段，《成唯識

論》有很多段的，「破外段」，破外道為一段；「破小段」，破小乘為一段；「第八

識」為一段，是吧？「前六識」、「第七識」又一段；「前六識」又一段；講「識

變」又一段；講「因果」又一段；講「修行」又一段；很多段啊！

這樣總之我就會講，到我講之日，我會問大家喜歡由頭到尾一段段的講呢，抑或

選中間一段先講，是嗎？普通呢，那些人很有興趣的就會選「第八識」這段先(聽)，

叫做「八段十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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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竟無第一次在南京講呢，都是先講「八段十二」的。如果先講「破外道」的

呢，就是順序了，但是有一個問題了，就是現在都沒有這種外道了，香港呀！你還找

這種外道來破？好像沒甚麼實際，是吧？但是雖然沒有實際，卻有個好處，因為他破

外道的時候，現在雖然沒有這種外道，但是實際都有很多人有這一類的思想啊！那麼

你學了之後就不會有同類的(思想)，知道同類的思想都是不對的，這樣就會有這樣的

好處。總之各有各的好處，不過我就會問，到時我會問你喜歡先講甚麼。

我(用)三個方式來講《成唯識論》，我有過經驗，以前一講(就)十年零八個月真

不得了！我現在就不能重蹈覆轍！是吧！我現在就三個方式的，一個方式是照舊一直

這麼講，講一段，即是第一段這樣講，(用)四個月講了「破外」這段，我就讓給第二

個講，就讓給葉文意講《維摩經》，或者讓給李潤生講《中論》。那麼我講的就十一

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是嗎？這就一期，就第一段，《成唯識論》第一

段。這樣就到她講，譬如葉文意講《維摩經》，四個月應該講完了，那麼就怎樣了？

四、五、六、七，七月。第三段呢？譬如第三段輪到趙國森，是吧！八、九、十、十

一(月)講《解深密經》，《解深密經》就要分「一」、「二」了，就講《解深密經》

「一」。

我就回來了，明年十一月，十二、一、二、三(月)我來接《成唯識論》「二」，

第二段，那麼講的時候可以休息中間一段，自己看一下那段來消化，這些就是一段段

地直講下去，這樣都是要十年八年的，會(這樣)，是吧？不過沒甚麼的，現在人是這

麼長命的，是吧！怕甚麼啊？無所謂的！

第二個講法呢，就抽啊，很多段的，找一段來講，裏面不要 (順序講)，「破外

(道)」先不講，「破小(乘)」先不講，就放到最尾去講，先講了「第八識」，又是一

個辦法！這就實用一點，是吧！

第三個辦法呢，就刪除繁枝，只是用中心部份(來說)，一個辦法，這個辦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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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因為講學問是要實學，要看各方面才行。那麼大概是這樣，現在這時間原則上

是如此，因為甚麼呢？我講課呢，會有很多人來聽的，這裏一定有很多個人去聽，新

亞文商那處會有很多人去聽，那個法相學會會有些人去聽，能仁書院會有些人去聽。

這樣，大概現在我不想，人太多又很難講的，是吧？幾十人吧！

我又不喜歡上百人這樣講，很難講的，是嗎？最好呢，最好三十人左右，最好。

好了，現在講了，今天可能就講完這本了，對吧？下一次呢，就會第二冊了，你不

要，你不要覺得悶啊！凡講學問要講實學啊！不要浮浮泛啊！你這種書確是讀一本懂

一本的！就與讀一本甚麼概論啊，甚麼入門啊，那些不同，那些不是學問來的，那

些。好了，現在講到第幾頁啊？二八零，是嗎？二八零頁，講到「亥九」，是嗎？是

嗎？就是「羅剎所住地方」。「羅剎」呢，即是惡鬼，惡鬼，現在那些凶神惡煞的鬼

搞人的多數(在)人間啊，據那些經論講人間很多那些惡鬼都是羅剎鬼來的。還有啊，

那些羅剎鬼最喜歡在山的尖峰處住，所以你如果呢，那些風水佬說：「你如果正對那

些石岩、尖峰，你呢，住得不安寧的。」風水佬會這樣說。為甚麼會這樣呢？普通你

用金木水火土，又相生(又)相克來這樣說，信五行的才這樣說。如果不說五行的又怎

樣解釋啊？就原來那些石岩、尖峰(之類)，最多是那些羅剎在那處，如果對正它就有

很多不利的地方，所以就會有煞氣了，就是這樣。

這個羅剎，普通的羅剎鬼住在哪裏的呢？「此四大洲，各二中洲以為眷屬。」四

大洲之中呢，每一洲都有個附帶的眷屬，就是不大不小的中洲，每一個大洲都有兩個

中洲。「復有一洲羅剎所居(住)。」四大洲之中呢，就不知在哪一方有一個洲，有一

個中洲就是那些羅剎鬼住的。那麼這個解釋呢，就有兩個解釋：四大洲之中，有一個

中洲，是羅剎鬼住的，這樣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呢，就是四大洲之中，每一個大洲

都有一個附屬的洲是有羅剎鬼在住的。這樣。那些羅剎鬼啊，那些學密宗的人，西藏

學密宗的那些人，可以用法勾召那些羅剎鬼的，有些人用法術找那些羅剎鬼，有些人

養那些羅剎鬼，這樣那些羅剎鬼就替他服務，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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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一分有情世間」，「一分」即一部分。佛家就叫甚麼啊？「世間有二

種」，一種呢，叫做有情世間；一種呢，叫做器世間。「有情世間」即 生的生命衆

體，有生命的個體，就是有情世間。譬如這裏有幾十人坐著，(就指)幾十個有情世間

在這裏。第二種叫做器世間，器世間即是物質世界，這個自然界、這個物質世界，叫

做器世間，給我們享用的，好像一件器具那樣給我們用的。

那麼現在上文講過「器世間」了，現在講「有情世間」，先講一部份「有情世

間」。「有情世間」，有情世間之中以人為主，先講「人趣(攝)」，然後就講「惡趣

(攝)」。有情世間呢，我們在這個(有情世間)，尤其是在欲界，以人為主，人之外

呢，有地獄、有餓鬼、有畜生，這些是甚麼？三惡趣，舊時呢，叫做惡道，是嗎？現

在的人新譯譯做惡趣。現在就講人趣了，「戌一」就講「人趣(攝)」，那麼這個世界

成了之後，為甚麼會有人呢？人是怎樣來的？那麼這裏答，好像與天主教的《舊約聖

經》所講的，多多少少很相似的。這樣分作「亥一」、「亥二」來說。「亥一」講人

類的出現是怎樣的經過漸次，(「出現漸次」。)

然後呢，「亥二」就講人身，人身最初是有光明的，漸漸因為這個煩惱起了，光

明就收縮了，這樣就講「光明依持」。依持者，就是支持他的，支持他的，我們的身

是有光明支持 的，這是怎樣呢？我們去那裏都有光明照 我們的，但現在沒有了，着 着

我們雖然沒有，如果你用紅外線的攝影機來攝影，關了燈，都有一點光明的。一個人

未死，只要他未死，這個身都有些放射光明的。曾經有人，尢其是舊時蘇聯就研究這

種，很精的。曾經研究到這樣，當一個人未死的時候，全關掉了燈，在一間黑房裏面

用紅外線的，用紅外光的影相機來影他，就是那些間諜用來夜晚影東西的那些(攝影

機)，這樣影呢，就會看到整個人的輪廓的。現在每個人的輪廓旁邊就有差不多一英

寸的光放射啊。

我曾經買過一本書，在實用書局買過一本書，是一個美國人專門派去俄國學那些

關於就是特異功能的，學這種，俄國很流行這種的啊。這樣他回去寫了這本書有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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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可惜被人借去了不還，所以現在我不喜歡借書給人，就是這樣，書不要借給人。

所以舊時湖南那個葉德輝在書樓寫了一行字：「老婆不借！書不借！」甚麼都可以借

給你，只有老婆和書這兩種不能借給你。因為甚麼啊？因為他借了書不還！我試過有

很多絕了版的書呀，當然不是很值錢，(只是)絕版了，但那些人借了不還，這本書

呢，也是借了不還。這樣我就是講給你聽，就證明人身都是有光的。這樣曾經在蘇聯

有一個實驗，有一個實驗，在醫院裏面找五百個病人來實驗，實驗的結果呢，就用紅

外光的攝影機來拍攝(他們)，有些有光，有些沒有光。經過五個月之後，那些沒有光

的個個都死了。

那些有光的個個都出院了，好了，那就是說有光的可能生命還健全，他有些放射

的光。如果這樣的看法，那些人看氣息的，看氣的都有一些道理啊，是嗎？還有呢，

還有一個實驗，將一隻兔仔，一隻兔啊，生的兔來拍攝，牠一樣有光。將兔仔的腳斬

去了，放隻腳在旁邊拍攝，那隻兔仔仍然有光，那隻腳還有光，斬了出來的腳還有

光。在經過廿幾小時之後，再拍攝呢，那隻兔仔有光，那隻腳沒有光了，就是說那隻

腳死了，對吧！初初斬下來的時候還沒有死，還有生命。這是一個實驗。又將一個實

驗呢，用花來做實驗，怎樣實驗呢？剛剛一個花蕾，花蕾，花蕾啊，來拍攝它，很光

芒的！

未開的花蕾很光芒，半開的花呢，都還有光芒，沒有(未開的)花蕾的光芒那麼厲

害，那些開盡的花呢？拍攝呢，這光芒差了！那朵花死了，殘的花沒有光芒的。這可

見這個生命、這個生命體如果它還生存的呢，可能有種放射的光，可能還有放射的

光。所以相傳那些鬼啊，你走過那些鬼都怕你的，可能是那些鬼怕你放射的光。但又

說，行衰運或將近死的人，那些鬼又不怕了，肯定你的光收縮了，那些鬼可以靠近你

身(體)。好了，講回這裏，(那些是)順便講的。(這就)叫做有情世間的一部份，是怎樣

出現的呢？這個世界成立最初的時候是怎樣來的，你看一下。「如是器世間成已，有

諸有情，從極淨光天 同分沒，來生此中。」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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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這個世界沒有人類，這個世界，這個物質世界，器世界成立了之後，有些衆

生，有情就是 生啊！就在這個色界天上的極淨光天，色界的天，在這處死，在極淨衆

光天。 同分即這個社會，在極淨光天這個社會死了，死了之後呢，就來生人間，生衆

人間。那麼其餘的怎樣生法呢？就同前面的講法一樣了，「餘如前說。」「此皆由彼

感劫初業。」「此」就是這些眾生，來生的眾生呢，為甚麼會那時候來投生呢？這都

是由於他曾經做了一種業，這種業能夠感召他在這個世界初成的時候來生人間的。

「劫初」即是世界初成。

「此業第一最勝微妙，欲界所攝。」這種業呢，不是好像我們普通的那麼粗的

業，是很好的業來，「第一」最殊勝的業來的，你不要以為下來投生人間的業就一定

不好，不是的！是好的業，但是業雖然是好，但是(屬於)欲界的，一生了在欲界呢，

他就有欲界的煩惱啦！甚麼啊？欲界的煩惱就會起的了，本來未生都已經有種子了，

一生了之後呢，欲界的煩惱一遇著機緣就會起了。那麼，哪些是欲界的煩惱呢？記不

記得呀？我講過很多次，飲食男女之欲，記住！飲食男女之欲，啊！這杯酒很好啊！

這是欲界的煩惱來的，欲界的貪！食呢，啊！這些真好味呀！豆腐花這麼好味道的！

都是欲界的貪，欲界煩惱來的。飲食！

男女呢，那些男人見到女人(就)喜歡，起貪心，女人見到男人又喜歡，起貪心，

這些是甚麼啊？又是欲界的煩惱，欲界的貪。他雖然是生在這處，都是屬欲界，既然

是欲界就有欲界的煩惱。「唯於此時此業感果，非於餘時。」他只是在那個時候，那

種這麼微妙的業，然後感召到生在劫初的時候的果。第二個時候呢，不會生的，聽得

懂嗎？好了，那麼現在這裏所說的那麼長，「如是器世間成業 」這一段都是講甚⋯⋯

麼啊？講這個地方而已，對吧？為甚麼會生在這處呢？

下面講了，最初生的是怎樣呢？最初生的人啊？如果是天主教講呢，最初的人是

甚麼啊？是由這個天主拿 泥，把這些泥做成娃娃那樣，吹些氣下去，你看一下《舊着

約聖經》是這樣說。那麼你看一下佛經怎樣說呢。「爾時有情名劫初者。」「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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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那時，那時的 生呢，即在極淨光天死了來生人間的那些 生呢，叫做劫初的人衆 衆

物，「劫初者」，「者」就是那些人物。「又彼有色從意所生。」「又彼有色」，

「色」就是物質，即他有物質的身體，他的物質身體是怎樣啊？誰生他的呢？沒有媽

媽生他啊！「從意所生」，即是化生的，最初的人類是化生的，不是由這個天主造

的，而是由他的業力，由他的業力推動他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那些種子能夠

變起這個色身的呢，他就變起這個色身，就是化身，即人類、最初的那幾個人類啊，

在佛經裏面說是化身，不是卵生、不是胎生、不是濕生，是化生！聽得明白嗎？

佛經裏面講，你看「C 二、自體」，看佛經裏面的「自體」這兩個字呢，很多時

當作身體的解釋，叫這個身體做自體的。現在呢，彌勒菩薩他這麼說，這麼長的說，

恐怕人家說他自己亂講，是嗎？

於是他還告訴你，這些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經是這樣說的。你看了，二百八十二

頁，「如是一切，如經講說。」就是這裏所講的一切一切的東西，不是我彌勒自己發

明的，是「如經廣說」。「如」即是依照，是依照釋迦佛所講的經，經裏面有很詳細

的說明的這樣。好，第二了，跟 講了，那麼有了人類了，是嗎？有了人類會不會有着

私有財產啊？會不會這樣的呢？「B 三、顯無攝受」，「顯」就是指出，指出最初最

初的時候，人類的社會是沒有個人的私產的。「攝受」者，即是佔有，沒有個人佔有

的最初。

「彼於爾時，未有家室及諸聚落。一切大地，面皆平正。」沒有攝受，沒有個人

的私產，因為他沒有個人的私產，這個心很平、和平。這樣因為這個心很和平，這個

世界是怎樣的呢？「彼於爾時」，「彼」就是那些人，那些 生，「爾時」就是那衆

時。在那個時候呢，未有家室，沒有家室的，不說「這個是我的太太」、「我又去結

婚」，(這些都)沒有的！「未有家室」。「及諸聚落。」「聚落」即是那些鄉村，

「聚落」沒有的，都是穴居野處的，就與禽獸無異了，不過是良善的禽獸而已。那時

候的大地就沒有山的，「一切大地，面皆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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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那麼劫初就是如此了，世界初成就是這樣的狀況。後來又怎樣呢？後來，

這說後來了，「(A 二、)此後有情」了，此之後那些 生的狀況又怎樣呢？此後這些衆

生呢，這些 生的社會分作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沒有個人私有的財產，就是說衆 衆

共產的；第二個階段就變了有私有財產了，就佔有了。這樣現在講第一個階段，「無

攝受(位)」，攝受者，即個人佔有。「B 一」，「自此之後，由諸有情福業力故，有

地味生。」這說自此之後，就是有了人類在那處住之後，「由諸有情」，那些有情，

那些 生的「福業」，那些有福的業，這種業的力啊，這些業的力就刺激了第八阿賴衆

耶識的種子，由那些能夠變起地味的種子。

那些業力就刺激他的第八識裏面變起地味的種子，這些種子一出現就有地味生

了。地味是怎樣啊？在地上拾起放進口裏就食到很好味了，叫做地味。怎樣的？我們

沒有吃過，我們現在沒有呀！那時候就有，可能隨便拾起那些泥放進嘴都好吃的也不

定。「地味生」。「如是漸次，地餅林藤、不種粳稻自然出現，無糠無籺。」有了地

味出現之後呢，跟著有地餅，就是地下整團的東西，就是地餅。地餅之後呢，就林

藤，樹林爬藤陸續出現了。

「不種粳稻自然出現」，不用種的，那些米呀！稻米自然出現的，肯定自然出現

的了，最初。他說那些米很好的，「無糠無籺」，無糠的，軟滑的，籺就是穀殼啊，

那些穀的甚麼啊？就是吃下去粘口的那種東西是甚麼啊？「籺」叫做甚麼啊？你看一

下(論文)，「穀膩也」，膩就是粘口的，沒有那些吃了會粘口的東西，這樣，總之現

在沒有了的這種東西。「無糠無籺」，這麼好的米任由你吃，沒有個人佔有的。「次

有粳稻有籺有糠。」

再進一步呢，這個人心的變化，這個世界就跟 變了，那些稻、那些米呢，「有着

籺有糠」了，有殼又有糠了，又有甚麼啊？又有膩口的東西了，有糠(就)漸漸地差

了。這是「無攝受」的階段，即沒有個人私產的階段就是這樣的情形了。這樣。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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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呢，就有個人的私產出現了，「有攝受位」，位即是階段，有個人佔有的階段，

就分作甚麼呢？在這個時候又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攝受粳稻」，大家(會

說：)「這些穀是我的，你不能動它！」這樣，最初就這樣。再進一步呢，不只米

了，其他的東西也要佔有了，要佔有地方了啊！你看一下「(有)攝受(位)」，有攝受

的階段，看「C 一」、「C 二」。

第一，「C 一、攝受粳稻」，怎樣攝受粳稻呢？你看了。「復次，處處粳稻叢

生，於是有情方現攝受。」進一步呢，這個自然界到處都有這些稻米生，有稻米生本

來(就)大家都吃得好啊！就不是！「於是有情方現攝受」，他要佔有，於是那些人跟

著(認為)，這些生的(粳稻)就是我的，你不能動的。這又怎樣呢？「次由受用味等資

緣，有情之類惡色便起，光明遂滅。」再其次呢，就由於甚麼啊？「受用」，受用即

是享受，享受那些各種好的味道，這些是「資緣」。甚麼叫做資緣？生活的資料，用

來生活的物資，我們生活用的物資叫做資緣。其次啦，因為享受生活的物資，就於是

怎樣呢？太過於享受了，就於是有情之類，即是人類了，不一定是人類啊！有情是動

物呀，即是老虎呀、蛇呀，都計在內了。

「惡色便起」，那些不好的，不好的形狀就起了，這個惡色一起呢，身體「光明

遂滅」，就沒有了光明，以前呢，就有光明的，一入了這個「有攝受位」呢，這個階

段就沒有光明了。「其多食者惡色逾增，身極沈重。」那些一味貪食的，吃得多的，

他這個樣子啊，不好樣了，沒有這麼好樣了！這個身(體)就沈重了，沈重了，這樣。

「此諸有情互相輕 ，惡法現行。」在這個時候，那些 生你輕視我，我輕視你；我毁 衆

你，你 我；這樣那時候大家爭毁 毁 (執)了。「由此因緣，所有味等漸沒於地。」由於

這些眾生常常有這樣的爭(執)啊，這種業，爭執的業的結果呢，所有那些地(上)好的

味道都漸漸沒有了，不好吃了，那些東西。「如經廣說。」這些都是依照經上講的，

如果你想詳細解釋就要查那些佛經了。

這樣，這個時候就飲食而已，最初啊，再進一步就不只飲食，淫欲了。「E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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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淫欲」，你看一下。「復從此緣，諸有情類更相顧眄，便起愛染。」「復從此

緣」，這個甚麼緣啊？即是說甚麼啊？一味顧 吃，吃得身也變沈重了，就是由於這着

樣的原故呢，跟 引起，引起什麼呢？引起下面的情形了。「諸有情類」，所有那些着

生又好，狗又好，貓又好。「更相顧眄」，你看我，我看你；你欣賞我，我欣賞衆

你。「便起愛染」，因為一欣賞，就起愛心了，起愛染了。

那麼起愛染之後呢，本來最初就只有甚麼啊？有男根、女根。男根、女根就不叫

做男根、女根的，就叫做大便的根，小便的根而已，只是要來怎樣啊？大便用、小便

用而已。一到這個時候，男根、女根出現了，男子的生殖器就不只用來小便用了，就

變了淫欲用了；女子的生殖器就不只用來小便了，變了淫欲都可以用了，這樣。「次

由能感男女業故，一分有情男根生起，一分有情女根生起。」在此之後呢，又由於他

能夠感召做男人、做女人的那些業，那些業力就刺激起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就於是

有一部份的 生呢，就生起男性，即是有男性的生殖器；一部份的有情就生起女性的衆

生殖器了。這樣之後呢，他就覺得自己難看了，就(想要)遮蔽了，就好像《聖經舊

約》，對吧？

阿當、夏娃吃了那個蘋果之後呢，吃了那個禁果之後，一看原來自己裸體的，就

去找那些甚麼啊？那些無花果葉，是吧？把無花果葉串成一條裙那樣自己圍著。它這

裏也差不多了，「遞相陵犯，起諸邪行；遂為他人之所訶訾；方造室宅以自隱蔽。」

《創世紀》就說用無花果葉來隱蔽自己，那些佛家的經(書)就說造屋子，造屋就是結

窩來隱蔽自己。「遞相陵犯，」這說那些 生呢，互相你侵犯我，我侵犯你，就是男衆

女之間互相侵犯，就是你看一下那些狗呀、雞呀，甚麼都是互相侵犯的啊！就「起諸

邪行」了，就起那些淫邪的行為了。那麼一做了這些行為之後呢，「遂為他人之所訶

訾」了，那些人會說：「你這些人會這麼搞法的！你這些人！」就罵他不妥了。

這於是他呢，他又不肯不做啊！他呢，「方造室宅」，結窩了，當然初期的屋就

不像現在那樣的，用木(材)來造屋了，是嗎？「以自遮蔽」，用來遮蔽那些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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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這個第二步呢，第一步就一味顧著飲食而已，對吧？第二步就有男女欲了。第

三步呢？再起甚麼啊？土地了，佔有這幅土地是我的，漸漸啊！「復由攝受粳稻因

故，遂於其地復起攝受。」就好像現在的黑社會那樣，收陀地費(保護費)的那樣啊！

這一區是我的，你如果來這區擺(攤)檔，你就要給錢，是嗎？舊時起源就是這樣了。

因為他那處地方出的粳稻是他的，這幅地就是他了。這於是呢，本來這個社會就無爭

(執)的，是吧？一這樣就爭(執)了啊！繼續就(看)下面，紛爭了。「由此緣故」，「由

此緣已，更相爭奪，不與取法從此而生。」

由於大家要佔有那些地，那些地(生)出了穀(就說)是他自己的，「由此緣」，以

這樣為緣，緣即是條件，有了這樣的條件之後，於是呢，「已」就是之後，有了這種

條件之後，就「更相爭奪」了，就爭那些地方，爭地方。就「不與取法」，「不與

取」即是偷盜，與就是給與，人家不給你，你一定要拿，偷盜了，「不與取」的事

件，「法」就是事件，即是偷盜的事件，偷盜或者打劫的事件，從此而生了，越來越

罪案多了。「即由此緣，立司契者。」就是由於這樣的條件啊，於是這個社會就紛亂

了，大家要商量設立一個長官，就管理這個(社會)。「司契」，司就是管理；契者，

就是限度，限度。管理每個人做的事情，所佔有的東西有個限度，「司契者」就是甚

麼啊？即是長官、警察那類，就於是產生這一類東西了，司契者，即是一般那些行政

長官之類了。「彼最初王名大等意。」

於是呢，就要立這個司契者，那個最大的司契者就是王啦！這個世界最初那個做

王的名就叫做大等意。那麼這個「大等意」到底是甚麼啊？是那個人王的專名呢？抑

或是普通名？就是說這個叫大等意，抑或他的名字叫大等意呢？這個就沒有交代得清

楚了。那麼跟著呢，就變了甚麼啊？有階級出現了，階級怎樣出現呢？你看一下。

「如是」，這樣呢，如是就是這樣呢，「便有剎帝利 」，有所謂王族產生了，那些衆

做司契者的就是王啊！是吧！他的兒女那些人就是王族了。跟著呢，有「婆羅門

」，那些一味祭天神的那些祭司，「婆羅門 」。跟著呢，有「吠舍 」，那些平衆 衆 衆

民，自由人了，自由人即是那些甚麼啊？一般那些一般的(普通)人，不是貴族，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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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奴隸的這類人。「戍陀羅(衆)」，奴隸，賤民，那些印度呢，雅利安人呢，就原

來住在哪裏？印度人呢，最主要的統治印度的，就是那些叫做雅利安人了，叫做

Aryan 的這種人。雅利安人原來住在中央亞細亞的伊朗的西北部，就在那處游牧，養

牛羊。

後來因為這個地球變化，那處的草給牛羊吃光了，氣候乾燥啊，於是那些人就四

處走了，有一堆(人)就向西走的，向西走呢，就走到土耳其附近與中東一帶，去到那

處就分兩支，一支就向西南下就入了非洲，不是！(是)入了阿拉伯，變了阿拉伯人。

一支呢，一直向西面走，就走過希臘，經過希臘，再由希臘入意大利，再呢，入西班

牙，入法國，那些就變了，有些就變了拉丁人，(變了)希臘人、拉丁人了。有些向西

北走的，就變了甚麼啊？斯拉夫人啦，即是現在的捷克斯拉夫，那個字尾有「斯拉

夫」字尾的，就是南斯拉夫、捷克……

總之有「斯拉夫」這幾個字尾的，那些，那些，塞爾維亞那些就是向西北走的。

那麼還有些呢，就向東北面走的，就變了俄國人，俄國都是斯拉夫、有斯拉夫種的。

那麼有些呢，就向南走的，向南走就去到現在伊朗，現在伊朗，再過伊朗，再折而向

東南面走就入印度了。入印度了，入到哪裏呢？印度叫做旁遮普啊，對嗎？叫做

「Punjab」那處啊，現在印度很多阿差的雜貨店，叫做「Punjab」甚麼的，就去到

那處了。就是現在的甚麼啊？巴基斯坦，西巴基斯坦那處，再去到那處呢，就向東南

走，就沿 那條甚麼河流啊？恆河，那條甚麼啊？殑伽河，着 Ganga，就向東走，就

成為甚麼啊？印度的統治者。另外一些呢，就直向南走，沿 印度河向南走，這就征着

服⋯⋯

那麼當時呢，印度的南面已經有些黑鬼在住了，黑人呀！很黑的。現在印度人

(有)兩種人的，一種是白人，白淨的，高高大大、白白淨淨的這種，當然(這種)白沒

有我們中國人的白，更加不會有那些歐洲人那麼白，但他(們)是白種，印度歐羅巴

種。這些呢，就來到把那些黑鬼，黑鬼(個子)就很細小的，南印度的(人)很細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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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叫做達羅毗荼人，Dravidian，Dravidian 人，這種人(是)南印度人，這種人個

子小小、黑古勒掘(意指膚色深黑)的，但是很聰明的。那時候已經有了印度的叫做達

羅毗荼文化了，很高級的了，但是他不夠打，給那些白種的那些在北面入印度的雅利

安人，他整個民族就叫做 我們現在叫做，叫做印歐民族，是吧？⋯⋯ Indo-

Europeans system，他們是印歐民族裏面的一支，向南走，入印度的，叫做雅利安

人，叫做 Aryan，白種人，高高大大，他們就征服那些土人，所有的土人就用來做奴

隸，叫做賤民，這些賤民不能與他們結婚的，(甚至)不能夠坐在同一張席，這樣的，

因為他恐怕混亂了他的種族。這樣呢，剎帝利 也是那些白種人，婆羅門 也是白衆 衆

種，現在印度那些婆羅門很白淨的啊。

甚麼啊？在高加索那處住了，是啊！你可以叫他做高加索人的啊！原來就住在高

加索一帶的啊，中央亞細亞，伊朗的北面，高加索一帶，高加索現在的人都很美很高

大的，那些人啊！你現在看一下，那些阿差(印度人)，看門口的人身材都很好，高高

大大的，沒有我們那麼細小，那麼矮的，對吧！不過他剛剛倒楣到看門口而已！很威

猛的，紮起了頭髮這樣，很高大的，跟人家開門，開車門那樣，很威猛的！「吠舍」

呢，就是那些工商，做一下生意啊，耕田啊。那些呢，被征服的黑鬼，那些叫做戍陀

羅人，出現世間了，就於是有個階級社會了，有四大階級出現了。「漸次因緣如經廣

說。」這說如果你想看怎樣慢慢出現呢，我這很(簡)略，如果你想看詳細的就查(看)

那些經了。那麼講完了，講了「光明依持」了，最初 生的身體是有光的，為甚麼漸衆

漸沒有了光呢？你看一下。

「又彼依止光明既滅，世間有大黑闇生。」最初是沒有日月的，照佛經講啊！

「日、月、星宿(漸漸而起。)」不要讀星「sù宿(粵音：縮)」，讀星「xiù宿(粵音：

秀)」，讀「sù宿(粵音：縮)」都可以，現在無所謂了，舊時就要讀星「xiù宿(粵

音：秀)」，你讀星「sù宿(粵音：縮)」(的話)你的國文老師就說你錯了，是吧？現在

就不是了，星宿「sù宿(粵音：縮)」、星宿「sù宿(粵音：縮)」那樣了。星宿「xiù

宿(粵音：秀)」，其實都無謂了，又可讀「sù宿(粵音：縮)」又可讀「xiù宿(粵音：

20



秀)」的。古代這個「xiù宿(粵音：秀)」字讀「sù宿(粵音：縮)」字，一樣音而已，

都是「宿」，「xiù宿(粵音：秀)」也是「sù宿(粵音：縮)」，對吧！不過現在的人

呢，所以如果你是對語音學有研究的話，你就不會隨便說人家不識字了，隨便(說：)

「你又不識字了！你又讀錯了。」這些一定是半桶水(一知半解)的人。那些飽學的人

不會隨便說別人的。譬如這樣，現在滿街都是某某的別墅啊，對嗎？有些人不識字的

就讀「別野」的，你聽見別人讀「別野」就會說：「你讀錯字了。」其實呢，我認識

一個朋友，我有一個朋友，現在(有)很多著作的，叫做王力的這個人，他說應該要讀

「別野」才對，讀「也」，「也」不就是「野」了？我問(這是)甚麼道理呢？他說，

現在你讀「墅」就是「ü 迂」字音，「ü 迂」字音，讀「野」就「a 啊」字音。

你說人類的發展，生理的發展，你猜人類是先發「a 啊」字音，還是先發「ü

迂」字音呢？這個「a 啊」字音，一出世就「a 啊 」了，第一聲就「⋯⋯ a 啊」了。

「ü 迂」(字音)呢，就要嘟起嘴了，(人類)很後才會嘟嘴發音的啊！所以呢，凡是這

個「ü 迂」字音呢，最初都是讀「a 啊」(字音)的。就是說這樣，現在的人啊，歷史

上不就是有個曹大家，是嗎？有一個姓曹的，曹大家啊，有些人就說這樣，你讀「曹

大家」就說你錯了，你讀「曹大姑」才對，「大姑」、「大姑」，這個讀「大姑」才

對，哪有讀「大家」的啊？這樣。

其實啊，「家」字最初是讀「家 jie」，「a 啊」(字音)，「姑 gu」字音要嘟嘴

的，是吧？沒錯！那就是說「別墅」最初應該讀「別野」才對，是嗎？這樣你就抓住

這個，人家讀甚麼，你又說錯了。有些人就這樣，那些「花」就讀「姑」的，「姑」

啊！古音讀「姑」的，那朵「花」就(讀)那朵「姑」的，是這樣。有一派人呢，就說

凡是「u 烏」字音，古代沒有的，太古的時候，只有「a 啊」字音，凡是「姑」、

「烏」、「嘟」 那些通通都是讀「娃」、「啊」、「噠」，都是這樣的⋯⋯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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