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後呢，不綺語！這就是「身三語四」啊，身業的三種，口業的四種啊！「身三

語四」。這樣，如果是初期的佛教戒律，這些犯了都是不對的。但一發展到唯識宗，

發展到彌勒菩薩這本《瑜伽師地論》裏面有一品叫做〈戒品〉，很後的。當他講這個

「七支性戒」的時候呢，普通呢，是這樣的，我們應該要守住這七條性戒的，但是要

酌量環境的，譬如「殺生」，我們是不應該殺生！但是我們如果遇著⋯⋯

不是！我們不應該殺生，如果我們殺生，我們就犯了菩薩戒了，不只犯別解脫

戒，連菩薩戒都犯了。不過這樣，例如，他舉了一個例呀，彌勒菩薩自己舉例呀，例

如有幾百人一齊入海採寶，就是在海底處，或某處，其中有一兩個強盜，人人都想採

寶，獨是這兩個強盜的目的是想殺人，怎樣殺人呀？他想殺光了，這幾百人都拿到寶

了，他殺光了就全部拿走(寶物)，是吧？他的目的是這樣，而且有這樣的事實表現，

這種時候，你殺生還是不殺生啊？如果你的力量是可以殺死這兩個強盜的，救回這幾

百人呢，你應該去殺生。是吧！

如果那個時候，你一味很消極的，我死守 「他殺人是他的事，我不殺生的。」着

他說(如果這樣)你就犯了菩薩戒，你犯戒了，反為犯戒了。如果他問：「如果這樣豈

不是犯了殺生戒！」他說是，你應該有個大悲心，假使犯殺生戒，你應該要下地獄的

呢，你下地獄。你下地獄，地獄都是如幻的啊！你先殺了他！這樣不只不用下地獄，

你還有很多功德！彌勒菩薩是這樣說啊！〈菩薩戒品〉啊！是這樣說。那就是說甚麼

啊？這個抉擇力很緊要啊！不是隨便死牛一邊頸那樣。

他還說到「妄語」，不是！「殺生」之後是甚麼啊？「殺」、「盜」，是嗎？他

說「偷盜！我們一亳都不要偷別人的東西！人家不同意你不要拿。」但是，如果遇着

一個情形，他舉一個例，譬如有一個暴惡的君主，或者一個暴惡的官僚，他魚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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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你有力量廢除了他，即這個是君主，就是說甚麼啊？革命都可以搞的。如果

到了應該搞革命的時候，你不搞革命是犯戒的。是這樣，這個君主是不好的，用那種

苛刻的政治來壓迫那些人民，當你有力量廢除這個君主的時候呢，你應該廢除這個君

主，拿了他的位置啊！偷盜，偷別人一百幾十元就是小事，人家的王位都拿去了，搶

奪了這個王位，他說你可以這麼做。

你不做呢，你反而犯了瑜伽的菩薩戒。這就是說，應搞革命的時候，你就要可以

搞革命，這個是積極的。好了，問題是這樣，那麼亂來又可以嗎？他說這樣，這個犯

罪的是法律的事，是社會的事。但如果你一個大乘的瑜伽行派的佛教徒，你應該透過

你的良知，如果你的良知認為是應該這樣的，你應該去做。如果你的良知認為有疑問

的，你就不要做。如果透過你的良知都認為做好過不做的，你要做。

這就「殺」、「盜」。第三就是「邪淫」，他說邪淫有兩種，一種如果是出家人

而守瑜伽菩薩戒的一種，這一種就絕對不能邪淫。如果你不是出家人，是居士的呢，

如果遇 有一個淫女，那些摩登伽女，如果你呢，她是墮落了，如果你可以救得她的着

呢，你與她結婚都沒有問題，與她結合沒有問題。他說你這樣的做法不只不會是邪

淫，你還有功德。「邪淫」是這樣，又可以開(戒)，不過只有出家人不能開這「邪淫

戒」。「妄語」呢，他說我們為了自己與平時絕對不應該講大話，但是遇 某個情着

形，例如有一個敵人想殺光了你那條村的人，他來到向你問路，「那條村在哪裏？」

你知道他的來意不善的時候，你要騙他，騙他，指他去別處，你就趕快通知你村裏的

人，叫那些人逃避。這樣呢，你是講大話，不過不只沒有罪，還有很大功德。

這就是說，這個「妄語」是可以開(戒)，「殺」、「盜」、「淫」、「妄」，至

到「綺語」啊，那些更加啦！如果你講了綺語，譬如一個人，譬如一個君主非常之強

橫的，你講些綺語，好話，他喜歡人家誇獎的，戴高帽的都是綺語啦，你一味的給他

戴高帽，令他做好事的，你不妨做一下，「綺語」。「兩舌」都是，離間啊，如果他

們倆個，明明他兩個結合會有禍患的，你透過你的良知，認為反而對他有益的，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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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間他，不只沒有罪，還有功德。

那本《瑜伽師地論》的〈菩薩戒品〉明明是這麼說的，是積極性的，完全是甚麼

啊？為甚麼這樣會有功德啊？這個業種子啊，你是好的，良善的，所以不會引起那些

地獄的名言種子。明不明白啊？

好了，講回這裏了，「謂種果」，那些名言種子所產生的果。一種 (是)名言種

子，還有一種是業種子，這兩種，名言種子為因，業種子為 ，和合所產生的果，果缘

報。「所攝」即屬於，屬於種果，種果那類的那落迦，即地獄。「諸蘊」，這個「諸

蘊」指甚麼啊？人身是五蘊造成的，是吧？如果你落到地獄的時候，也一樣是五蘊造

成的身體，地獄有身體的，這樣呢，屬於那落迦那類的身體，那些這樣的 生。還有衆

呢，「及順那落迦受業」，順其勢，你要受地獄，受那落迦的業，業就是緣，是吧？

那些名言種子就是因，這個名言種子出現這個地獄的果報就是果。明白嗎？

那麼來到這處，你已經知道一些佛家的道德觀，既不是純粹的良心主義，但也包

括良心主義；既不是純粹功利主義，但它也包括功利主義。你說這純粹是神意嗎？完

全不是神意嗎？又不是啊！它又承認有個閻羅王啊，又有閻羅王去罰你啊，又有了，

三種具備的。

不過，閻羅王就不是甚麼神的，不過是一個人因為，有種人做了善業，但是很剛

強的這種人，他的果報是做閻羅王而已，這也有的，是吧？這就是三種具備的，其實

呢，即是甚麼呢？佛家就是一個大的，那些甚麼啊？那些 buffet的東西，任你揀(選)

來吃，樣樣你都可揀(選)來吃，你揀神意又可以，是吧？所以呢，更多啊！那些阿婆

啊，你跟她講，你跟她講甚麼功利啊，她費事跟你講，是吧！你跟她講神意就眉飛色

舞。她講良心說的，那些甚麼啊？講大慈大悲啊，這些很多啊！講功利的呢，唯識宗

那些就很講功利的，這處都講功利啊！但《地藏經》就講神意的啊，好像是啊！那就

是無味不備！各種各式都有！人家問你的時候，我就常常都給別人問了，「你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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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裏找個閻羅王啊？去哪找個判官啊！」

我說：「你不用理這麼多，這些就留給阿婆看，你就看這些功利主義的！」「那

麼有沒有這些啊？」「你別管這些有沒有，那些阿婆是看這些才行啊！」是吧？我常

常說，這閻羅王是甚麼啊？這業就是你的閻羅王啊！你可以跟他說啊！這個閻羅王判

你即是你的業判你的，是吧！「業」不就是閻羅王嗎？不過你說「業」他不明白啊！

你說這個(「業」)是閻羅王來的，那他就聽得明白了。明白嗎？所以與人家一問一

答，我從來未撞過板(碰壁)，啊！沒有！到了這一秒鐘我未撞過板，很多人撞過板。

尤其，我不肯在大會堂講的，在大會堂我不是怕甚麼啊！就是太囉嗦了，有種人很囉

嗦的啊！

那次呢，在香港大學的那個謝甚麼啊？那個做主席的，在香港大學的佛學會做主

席的，王聯章之後的那個，是不是現在普明(佛學會的)那個謝甚麼啊？不是他嗎？總

之是王聯章之後的，一個香港大學那個學生組織的佛學會，就叫我去講經說法，他說

那些人想聽一下生死輪迴，(他問：)「你講可以嗎？」我說：「行！講就講吧！有甚

麼所謂的呢。」講啦，有一個工科的高級講師，姓黃的，常常拿著串珠唸佛的外江佬

(外省人)，他也在聽，聽的時候呢，我講「十二因緣」啊，輪迴就是十二因緣啊！

講「十二因緣」，不過我好精的，我講(經論)，舊時去崇基也是這樣講，有時去

香港大學也是這樣講，哪處我都這樣講的：「我今天，我是一個專 究佛家哲學的學硏

者，我今天應大家之請來與大家講話，我今天是介紹佛家，它的倫理觀，它的形上

學，或者它的認識論的思想講給你們知，我負責介紹的責任，我不是來傳教。」至緊

要這樣說：「我不是來傳教，如果你想皈依，你可以找法師，我不是傳教士，我只是

現在介紹而已。」

這樣我很容易脫身了，我很容易脫身了，說服不了你的，我可以脫身，說服了

你，我固然是噹噹響了。佛家的書是這樣說啊！我說明只由我來介紹，你最好去駁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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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牟尼，是吧？他是這樣說，所以我這是跑慣了碼頭就會這樣。

那麼我講完了之後，有一個很調皮的，大概(像)那時的嬉皮士差不多，不是不懂

事啊！懂事啊，香港大學的學生很聰明的！大概是講存在主義的這個人，他就站起

來，我就講完後留半個小時給大家討論，「羅先生，你剛才說的東西都很有系統，我

想請問你一樣東西，你認同不認同你說的那一套？你是否認同？是不是認同？你講生

死輪迴啊，你認同不認同生死輪迴？就是你信不信生死輪迴？」

我說我不是傳教的，我沒有叫你認同，是吧？你可以駁它，但你現在問我認不認

同呢？我可以答你，(我認同。)那個姓王的講師雙眼看著我，後來他說替我震(指擔

心)啊，這個人很調皮的。我說我認同！沒辦法，如果我說不認同呢，我失了佛教徒

的身分啊！我說我認同！「為甚麼你認同呢？你有甚麼證據呢？」(他問。)

我說：「證據的東西，世界上的東西是講證據的！不是一定要拿到實驗室給你看

得到的！在邏輯上沒甚麼錯誤，沒錯，或者統計上的概然率都很大的，而又沒有相反

的，絕對相反的意見可以克制到它的，我們就應該要接受！這樣然後才符合科學的態

度。」我說：「你是不是？要平心靜氣！再沒更好的主張了，是不是我們應該選擇這

種主張呢？」

「這也是的。」(他回答。)「對啦！對啦！我就看過很多書，雖然看得不多，但

就找不到比這一套講法更好的講法，所以呢，我就認同這種講法。」

這樣他說：「你是佛教徒啊！」我答：「是！」他說：「這樣如果你發現這一套

講法是錯誤的，有第二種講法是對的，你會不會捨棄佛教的立場，信它？」我說：

「信！如果你發現一種更好的，如果那套是撒旦說的好東西，我一定皈依撒旦，放棄

我的佛教徒身分，是不是應該這樣？假使你是不是這樣？撒旦好過如來佛祖，為甚麼

你不去信撒旦啊？」「應該啊！」「對不對？」「對！」他說：「你真的沒有看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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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好的？」「我看到沒有啊！但是我很希望你幫忙我啊！我呢，才疏學淺，你能夠

幫助，我非常之多謝！」

那時，我在能仁書院做哲學研究所所長，我說：「我在元洲街三百幾號，能仁哲

學研究所，隨時歡迎你來找我。你來找我的時候，我一定請你喝咖啡。我歡迎你來！

我歡迎你來，希望你帶一套比佛教更好的給我，我歡迎你！但是，我告訴你聽，我就

講句共產黨的話，『當你要對付一種東西的時候，先了解那種東西的情況。』」共產

黨不就是這樣說嗎？毛澤東是這樣說啊！當你對那種東西(認為)不好，認為要改革它

的時候，先要了解它的情況呀！人家的情況好不好你都不了解，人家的情況都不了

解，那就亂扔的嗎？我就用共產黨的話說，先了解情況，你了解了佛家的三藏十二部

經這麼多，你未了解情況嗎？你就動手想扔爛這三藏十二部經呢，你得先了解情況

啊！老兄！是不是啊？」我問他。

「這樣也對的！」(他說。)我說：「對了啊，你就幫我忙，找一套更好的給我，

我幫你忙，你來我這處，我講給你聽，你那些佛家(道理)不明白的，我免費講給你聽

啊！好嗎？歡迎你來！隨時來！」他敢來嗎？是吧！不敢來的，結果當然不敢來的！

那我再問他，我說：「我這樣說對不對啊？」我問他。他說對對對，結果連說

對！所以有時候這些事，他都不知道的，這些人啊！我費事與人辯論而已，我因明很

熟的啊！香港講因明，首先要用因明來做課本，縱使我不是第一個，也是第二個的

啊！怎會講輸給這些人啦！不會啊！我會處處守住漏洞的！好了，講回這個，明白了

嗎？這個，講了地獄啊。

例其他了，「(午二、)例旁生等」，等是等了甚麼啊？等(是指)餓鬼啦，等人

啦、天啦，對吧？「如那落迦趣如是，旁生、餓鬼、人、天，如其所應盡當知。」

「如」就是依照，依照他這樣的講法就應該了解了。會解釋了嗎？好了，講完這五趣

了，對吧？上面有五趣啊，有了世界之後就有五趣，有了五趣就有四生，四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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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呀！這講「四生」了，「巳二」就講「四生」。第一種「卵生」，「云何卵生？

謂諸有情破 而出。」不用解釋了，破殼而出，這個是「卵生」。殻

「彼復云何？」「彼」即那些卵生的 生，又如何呢？「云何」就是如何。「如衆

、雁、孔雀、鸚鵡、舍利鳥等。」這些都是了，他舉例而已，「舍利」是甚麼？鹅

「舍利鳥」即等於現在江南的黃鶯，上海(的天)上面不就是有些黃鶯的嗎？我們香港

沒有，沒有黃鶯的啊，有沒有啊？江浙那處(有)很多黃鶯的。「卵生」。第二了，

「胎生」，「云何胎生？謂諸有情胎所纏裹，剖胎而出。」這個「胎」字指這個胞胎

啊，給個胞胎包住他，他出世的時候要破那個胞胎而出。

這個很淺了，是吧？這就繼續了，就舉例了。「彼復云何？」那些胎生的( 生衆 )

又如何呢？有哪些呢？例如，「如象、馬、牛、驢等。」這些都是了。第三種 生，衆

「濕生」，「云何濕生？」濕生又如何呢？「謂諸有情，隨因一種濕氣而生。」在濕

氣處蒸熏出世的。

這樣舉例了，「彼復云何？」例如哪些呢？「如蟲、蝎、飛蛾等。」這些就是

了。第四，「化生」了，如果人家問到你「化生」(是甚麼)呢？這真的難答的，怎樣

找證據啊？是吧？你只有說甚麼啊？「佛經這樣說啊！」這我就不信啊。種種東西都

有好有壞啊！你先看看，先讀一下佛經，讀了佛經之後呢，你就不要「化生」，「四

生」就要「三生」吧！你不要啦，但他讀著就信了。所以你切記啊，你一個佛教徒出

去跟人家講佛法呢，與那些不是佛教的人，切記切記(不要)講「輪迴」！不要對他講

「輪迴」的！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了，不與你說「輪迴」這些的。講甚麼啊？講學理，

講到他接受學理，自然就他信輪迴了。有一日，那個趙國森跟我傾(談)起來，有一個

人不知怎麼說，他說：「他又懂佛法，但是不信輪迴的！」

趙國森就這樣答：「他懂佛法是學甚麼的啊？」他說：「他懂唯識的。」趙國森

就跟著這樣答：「懂唯識的人是不會不信輪迴的，他真懂，真的信唯識的人是不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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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輪迴的。不會不信的，你懂唯識，這個識肯定貫通三世的啊！」貫通三世就要有輪

迴的啊！對吧？這個學唯識的人不止信輪迴的，他還信有淨土的！十之八九信有淨

土！十分之十信有輪迴！為甚麼呢？這個「識」，我們的「識」可以變，我們污糟邋

遢的「識」可以變這個娑婆世界啊！如果我們有清淨的識，為甚麼不可以變到極樂世

界一樣啊？他肯定接受的。

好了，我們讀回這處，「云何化生？」怎樣叫做化生呢？「謂諸有情業增上力

故，具足六處而生，或復不具。」他說化生呢，那些「諸有情」，即那些 生。「業衆

增上力故」，由於業的強烈的力啊，增上者，即很強的，就是業力很強的，業力啊，

他呢，不用出世了然後才六根具備的。「具足六處而生」，一出世呢，就眼、耳、

鼻、舌、身、意齊全了，一下子。但是又有些 生呢，「不具」的，沒有身體的，有衆

些化生沒有身體的，哪些化生沒有身體啊？我考一下你！欲界的肯定有身體啦！

學生：「無色界。」

無色界！對了！無色界都是化生啊，但沒有身體的。你說：「那他怎樣生啊？」

無色界都是化身啊！這樣就舉例了，「彼復云何？如天、」例如生天，生天呢，有些

是有身體的，如果生在無色界天呢，就沒有身體，(無色界)天全部是化生的。(「那落

迦全，」)那落迦呢，全部是化生的。「及人、鬼、旁生一分。」「一分」即一部

分，人有一部分是化生的。

如果以(其他宗教的觀點看，)就否認了。但佛家說最初在大梵天那處下來投生在

地上的人，最初的那個是化生的，即是等於《舊約聖經》說最初的那個人不是由媽媽

生的，最初的亞當啊，亞當、夏娃都不是由媽媽生的，是由那個神做出來的。佛家

啦，最初的那個由大梵天下來化生的，除了他之外，其餘的人都是胎生的。那就是人

最低限度有一個化生啊！對吧！還有啊，鬼有些是化生，有些不是化生，有些鬼會有

胎的，有胎生鬼的啊！旁生更加了，旁生呢，有些是化生，有些是胎生的，譬如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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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龍，龍有些是化生的，有些龍。我們沒有見過龍啊！地球上的龍，那些恐龍，那些

就是胎生的了，胎生的；那些，或者卵生，或者胎生，但有些化生的，這樣之類。

這樣現在就夠鐘了，就講到，原本我今天想講完這本，誰知就講到三百零三頁，

第二行下面就講到「六種依持」，留待下次講，你們不要怕它繁瑣啊！它會幫助你將

來看佛經的，你一讀了這本論，將來看佛經幾乎無所不知。好了，拜拜！這樣現在就

將「六種依持」講給你們聽了。「依」，就是依靠。「持」，是支持。「依持」合起

來(解釋)就是靠它支持。是吧？這就「六種依持」，第一種叫做建立依持。建立者，

好像建築那樣架起，建立即架起，承起的依持。

「謂最下風輪，」即這個世界呢，最下的、最低的呢，就是氣體，風輪。其次

呢，風輪上面呢，有水輪，水；地輪，地。這樣呢，「令諸有情不墜下故起，」承載

起。為甚麼要這個世界呢？因為這些 生需要有些東西承載起，這樣所以 生的識共衆 衆

變起這個世界了。這所有的風輪、地啊，這些都是 生的識變的，他說啊！ 生的識衆 衆

是怎樣變的呢？他說 生的阿賴耶識啊，每一個 生都有一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裏衆 衆

面有很多種子，種子即是功能啊，有很多功能。

(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呢，有些是變起顏色的種子，有些是現起聲音的種子，有

些呢，現起味的，那些香味的種子，即是有色、聲、香、味、觸的種子，都有！外面

有色聲香味觸的種子。每一個 生的身內呢，又有眼、耳、鼻、舌、身的種子，這些衆

種子顯現呢，就成為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了。外面那些色聲香味觸的種子

顯現呢，就成為色、聲、香、味、觸。還有些種子，就是甚麼種子呢？有些呢，就叫

做，叫做，你不要理它怎麼解釋這個詞，你知道有這個名字就可以了，「法處所攝

色」。「色」即是物質，見不到的，用我們的肉眼見不到的一種物質，叫做「法處所

攝色」。這些物質是甚麼啊？他說這些就是，舊時科學沒有現代這麼發達，這些「法

處所攝色」就是極微來的，佛家叫做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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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微者，怎樣解釋呢？即是微粒子。即是微粒子，即現在所謂電子、質子這類，

最細的物質的粒子。這個物質的粒子呢，最微細的粒子呢，每一粒都有它自己的種子

的。種子就是功能，功能即是一種力來的，由這種力變現的。當它未出現的時候，就

潛伏，藏在每一個 生的阿賴耶識裏面，一有機緣啦，它就爆發。譬如呢，我們見到衆

這塊板，那麼這塊板就是甚麼呢？白色，或者黃色，這些白色與黃色呢，就是阿賴耶

識白色的種子與黃色的種子顯現而成的。

這個外表就是這樣了，又白色，又黃色，又光亮的，這各有它自己的種子。它內

部呢？充實它的裏面就有很多極微充實它裏面的，這個外表而已，那些極微呢，每一

粒極微都有它的種子。這些極微的種子顯現，就充實這個世界的內部，或者充實我們

的身體內部。那些色、聲、聲、香、味、觸的種子顯現，造成這一些物質的外部的外

表。那麼都是由我們 生的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共同變的，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就是衆

因為有過去的業力的緣故，這業力的衝擊就所以在未曾出世的時候，大家已經共同變

起這個世界。變起了這個世界，這些應該出現的，在這世界先出現的就會先出現；遲

出現的，它就會遲出現，這就是說這個世界是共變的。在這個共變的世界中呢，就先

變了個風，風輪，然後變起了大地，變起了水，等等。

這然後這些 生呢，條件適合的呢，他就生在那處了。這樣變的時候，共同變，衆

怎樣共同變呢？是這樣共變的：譬如你變起塊黑板，譬如你變起這個廳，變起這個廳

不只是住在這裏的幾個人的識變的，每一個與這個廳有關的，或者來這裏聽課的，或

者那個收租的，或者那個在這掃垃圾的，每一個人的識呢，各人各自變起這個廳。層

樓，各人變一層的啊，譬如我們坐在這處有一百人，就不是一百人的識混合著變的，

而是每人變起這一層樓。

每人變起的那層樓都相似的，但是而不盡同，相似而不盡同！各人變了一層，因

為相似，所以令我們覺得大家走入了一層客觀性的樓一樣，其實不是！我們的身體

了，一個個人的身體了，譬如他的身體是他的，你沒有分的，不共啊！但是共變是人

人都看到他坐在這裏啊，不共中共變。但有些呢，不共中不共，徹底的不共，不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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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共變，例如甚麼啊？思想，你的思想，怎麼知道你想甚麼啊！例如你的思想，或者

你正坐著，現在想極樂世界都不定啊，怎麼知道你想甚麼啊！不共中不共。

所謂變啊，這個識就四種變法，四種變法都是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共中共變就

是那些種子大家都有的種子，完全一樣的，各人自變，但是共變。共中不共呢，就多

了一點，共就是共了，但那個人多一點。不共中共呢，就他自己變啊，但人家看到。

這些不共中不共呢，只有他自己知道。這就是識變，識變世界者，就是這四種識變。

那麼這個世界呢，就是甚麼啊？共中共變，大家都生在這娑婆世界的所有 生共衆

變，在太古之前就已經變起這個風輪，變起這個日月。阿賴耶識變，我們不是只看到

啊！還有一種要講的，譬如這個地球，又是你的阿賴耶識變，也是我的阿賴耶識變

啊，是吧！但是呢，我們的識雖然變起地球，但只看到地球的這一面，看不到另一面

的啊！對吧？難道看不到就沒有變嗎？都變！不過是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變，我的眼

識沒有變。明白嗎？阿賴耶識變，現在(舉例)倫敦，我們坐在這的各個人的阿賴耶識

都變起個倫敦，但我們看不到倫敦。為甚麼啊？因為我看香港的種子強啊，全部出

現，所以就只看到香港。

這就是說，就是因為我們是共變啊，一到條件合呢，我們就去得到。不只這樣，

他說我們坐在欲界，除了欲界之外，我們還有天啊，我們的阿賴耶識變起天的啊，不

過我們看不到，看不到，為甚麼你說它變呢？變，不一定看到！這個理由是怎樣呢？

這塊板是我阿賴耶識裏面變板的種子變的，我剛才未進來呢，我的阿賴耶識裏面變板

的種子都變起這塊板，不過我在外面車上，還沒進來，其實沒有進來已經變了，我的

識已經變了(這塊板)。

已經變了，為甚麼要進來才看到呢？這個理由就是這樣，我進來了，我一進來

了，有適當的光線，有適當的距離，又沒有東西在中間阻住，在這各種條件的配合之

下，我的眼識，我的眼識啊，可以見到板的眼識啊，就在阿賴耶識裏面，本來見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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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識(種子)呢，潛伏在阿賴耶識處，我一進來，這個條件具備呢，這見到板的眼識

種子就爆發出來，一爆發出來之後呢，就托那個阿賴耶識原來已經變了板的做本質，

那個實質啊，將這個實質呢，反映入我的眼識，我的眼識好像照相機的鏡頭那樣，這

個本質好像人坐著照相那樣，這個人早就坐著，我的(照相)機沒來，現在(照相)機來

了，這就拍照，就在鏡頭裏面現起這個公仔(影像)。

我沒進來的時候，我的阿賴耶識的種子早就變起這塊板，要等我進來了，這個眼

識沒有阻礙的時候，眼識的(種子)爆發了，即刻就將阿賴耶識所變的那塊板反映進眼

識裏面，成為一個眼識的相分。

眼識的相分，用現代的名詞來說叫做影像。西方人就叫做 Image，這個叫做本

質。本質，我們的眼識一起，一出現呢，一扣扣在本質上，就像照相機照在這本質

上，就將那塊板的形狀抽進來，成為一個影子在我的眼識裏面，於是我看到一塊板

了。這個阿賴耶識早就變了那塊板是硬的。

我進來不只見塊板啊，我還摸下去，這條件一合(適)呢，這個身識就起了，這個

身識一起呢，又將這種板的硬反映進來，就覺得硬啊。其實呢，硬是硬，白是白，對

吧？聞一聞它，罯罯(粵音：噏)的， 的味啊。這樣就是說，我的阿賴耶識裏面早罯罯

就變了 味的板，我的鼻識現在接近了，那些 味就反映入我的鼻識處。板就沒人舐罯 罯

(意指舔)的，這舌識就不起了。

身識就摸它是硬的。耳識呢，敲一下會響了，是吧？也是這樣反映進來。其實零

零碎碎的，阿賴耶識變起的這麼多東西。眼識就見到白而已，但見不到硬的。耳識就

聽到「 」聲，但見不到白的。鼻識就聞到味，聞到 的味。各自獨立的，對嘭嘭 罯罯

吧？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世界不是整個的世界，全部是零件來的，是嗎？你所見的世

界是零件來的，這所以就說這個世界是空的，不是硬梆梆的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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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是覺得有個世界啊！為甚麼我們覺得有整塊黑板啊？就是因為我們有

個第六意識，這個意識會把那些零件，那些影像，零零碎碎的影像將它綜合成一堆，

啊，這是塊板！其實這種是執著來的，在唯識上，是嗎？根本就沒有一塊板。根本是

摸下去有點硬，看上去有些白，聽下去有些「啒啒」聲，零零碎碎，全部是零件。

那塊板是要我們的意識把這麼多零件綜合，好像建屋一樣，建一塊那樣，明白

嗎？這樣《金剛經》就破這種東西了，說這些叫做一合相啊。一合相啊，本來全部零

零碎碎的，你硬是起執著說這合起來是一種東西。那麼這個世界啊，最初這個世界成

立就是這樣的。這聽起上來，初初如果你是讀一下西洋哲學史，如果你讀到英國那個

Berkeley，那個人所講的哲學呢，你就覺得沒甚麼大問題了，對吧？但是，如果你沒

有聽慣，你聽起來就好像把這個世界拆得零零碎碎那樣，好像很沒癮(掃興)那樣，是

吧？佛家就是這樣了，把這個世界，把你的人生拆得零零碎碎，讓你沒癮(掃興)到

極，你明白嗎？等你的心都淡了，全淡了就對一些貪戀執 都全部掃清了。着

那時候你就起一個大慈悲心，那麼我們現在就知道了，但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那麼我們就要告訴他們知道。是吧！你因為要告訴他知道，如果他不知道就會沉

淪生死了，他知道呢，就登菩提涅磐的彼岸了，就覺得我知道就肯定有把握啊！這樣

呢，但是你的兒子未必有把握，是吧？你很愛你的兒子啊，你的兒子未必有把握。是

吧？你娶個老婆，你不愛她，你娶她幹甚麼啊？是嗎？你有把握而已，以後你倆夫婦

勞燕分飛啊，她以後都不知要去哪裏，那麼你不能不要開導她。你的兄弟，你的父

親、母親啊，他懵閉閉(糊糊塗塗)的啊，你就清楚啊，你就不能不要度他了，是吧！

度他呢，你的慈悲來度他，那時你就怎樣？你的理智、你智慧知道這個世界是假合

的，人生的生命都是假體來的。

但假，雖然是假的，生生不息這樣一直假、假、假，每一剎那假下去，你知道

它，能控制它，善於控制它呢，你就頭頭是道，是嗎？如果不知呢，你不懂得控制

它，你就沉淪生死。這所以你一方面就要自度，一方面就要度他，因為你有理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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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自度，因為理智就是你的智慧，你就能夠自度，但你有很高尚的感情，最高尚的

感情就莫如慈悲了，你有慈悲啊，所以你要度他了。這樣你說這麼淡的，不淡的，你

可以自度度他！你的理智能夠將這個西洋鏡拆得穿，是吧？有理智。

但你又有感情，你就不只可以度你目前的子女，在過去的父母，你都可以度他

們，你入生死就可以了，對吧！你怕生死，溜走了就不行啊！你入生死就可以了。那

麼你入生死，怕呀！怕甚麼啊？你有智慧就不怕了，是吧！因為你有智慧就生死不能

束縛你，是吧！等於你穿了件防火衣，你就可以進去救火，火就不會燒到你。你學到

救生，你做救生員，學救生畢業了，你就可以入水救人，你就不會溺水啊！是啦，你

好像一個稱砣一樣投入水裏救人，就肯定不可以了。

就是你不學法啦，就這麼救啦！救啦！你就死了！對吧？就因為你有智慧啊，生

死不能束縛你的！你有大悲呢，你不會自己走去了，不入涅槃。這所以呢，其可貴

呢，大乘佛法的可貴就是甚麼啊？因為大智慧就不滯於生死啊！不為生死所束縛了。

因為你有大慈悲啊！所以你不會入涅槃了，對吧！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的理由。

那麼就是說，你如果能夠這樣，你的人生就非常之有意義了，對吧！本來全拆了

就全沒有意義的啊，全拆了變為零件，但你一綜合起來了，將智慧慈悲綜合起來呢，

就不只有意義，這個意義就很深厚的了，這個意義，是吧？既然有意義了，變得人生

有價值了。對吧？這人生的價值就在甚麼啊？在你有不滯生死！不入涅槃！就是這

樣，人生的價值就是這樣啊！這因為講起了，因為講到這個世界，為什麼有這個世

界，就不能不講共變，講到共變了，好像這心就很淡那樣，不用淡的！是吧！不只不

淡，還有特別的意味啊！覺得嗎？就是說你呢，你不只學佛啊！你不只現在能夠清清

楚楚對你的生命，你還可以度你的父母，是吧？度你的子女，不只可以度今生的父

母、今生的子女，來生的，前生的，你都可以。

為甚麼啊？你可以入生死，是吧！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如果你學大乘(佛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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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學大乘(佛法)呢，不需要去極樂世界的，當下就是極樂世界的啊！是吧？最快樂

呢，就是你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是最快樂的，那個就是你能夠這麼做，還不是極樂世

界嗎？要走去那處蹲在蓮花上面才有意義嗎？這樣有甚麼好啊？好像那個蹲在蓮花上

面的公仔那樣，有甚麼好啊？不只這樣啊！所以你不只極樂世界我們不需要去，是

啊！那麼現在叫你不要唸佛啊？有一種人要唸，是吧？他都老艮艮了，你要他又研究

經教，又要他修止觀，他的腳翹都翹不起來的，那怎麼辦啊？那麼你就唯有唸「阿彌

陀佛」去到極樂世界再算了，是吧？還有些呢，百忙啊，很忙的呀！沒辦法有時間修

行的啊，這樣他可以唸佛，是吧！

各有好處就是這樣，不過你真正學習大乘(佛法)，在這個世界上，不只不去極樂

世界啊！連天都不生啊！要回來人間，回來欲界！三界之中要入欲界，落在欲界，欲

界之中還不生天，生人間。如果你有本領呢，入地獄就更架勢啦！對嗎？是啊！《大

般若經》是這樣說啊！入地獄，能入地獄的地藏王那些啊，那些最架勢啊！但你就不

行了，你與我都不行啊，這些呀！懂不懂啊？我弊就弊在這樣，常常講甚麼啊？一講

一 ， 開了，是吧？有些人就喜歡我這樣 開，有些人就說我常常講來講去都不講撑 撑 撑

經(的)正文。

好了，這種叫做「建立依持」，對吧？就是建築起、承載起你的依持。我們 生衆

需要有依持的，你去極樂世界都要有建立依持啊！「黃金為地，七寶為池。」這個黃

金的地，七寶的池就是依持了，沒有依持不行的！第二啦，「覆藏依持」了，(是)

「藏覆依持」了，藏就是藏著你，刮風下雨沒有人藏著你怎麼可以啊？是嗎？太陽曬

得你頭都 了，你沒有東西遮 你怎麼可以啊？覆即是遮著你，不要讀「復」啊！燶 着

(讀)「覆」，遮你，「藏」即載你。

「謂屋宇等，為諸有情離流漏等所損故起，是名依持。」「流漏」就是雨水漏的

這樣，給流漏所損過。離開這種「損」，所以有(屋宇)，所以這個識就變起這些屋宇

等等，「是名依持」了。第三種了，不是，沒講完「藏覆依持」。「彼屋宇等復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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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他說 生的屋宇有三種：「或由造作，或不由造作，或宮殿化起。」他說那些衆

生呢，三界的 生呢，所住的屋宇呢，有些是由造作的，要自己起的，建築的，人衆 衆

間的屋宇就是這樣了。

「不由造作」的，不用造作的，原來有的，他在這住的，例如甚麼啊？石，那些

阿修羅住的石岩那些啊，對吧？他說「宮殿化起」，他一出世就有宮殿化起的，他的

福德很大的。第三種啦，「豐稔依持」。「豐稔」是甚麼啊？五穀要豐登啊，如果沒

有五穀豐登呢，你(就)沒得吃了，所以這種「豐稔」啊！稔者，那些五穀熟了，那些

禾熟了。也是要依靠。「為諸有情段食故起，」欲界 生要「段食」的，段食，衆 (就

是)吃東西的時候一段段咬了，然後吞下去吃的，一塊一塊吃的。「段食故起」。

「是名依持」，所以亦要依靠這種了。第四種，「安隱依持」，「安穩依持」是

甚麼啊？例如，你在這一個社會，要起個城郭，那些城門，是吧？一個社會、一個國

家要甚麼啊？造些炮臺啊，做些防守的，安穩啊，保安啊！令到你不好發生災害，給

壞人來攻擊你的這樣。「為諸有情離刀仗等所害故起，」「刀」，舊時就用刀的。

「仗」就是那些棍，打仗就是這樣。

「所害故起」，所以這是安全的措施，又是一種依持了。第五種，「日月依

持」，沒有日月，我們就黑漆漆的了。「為諸有情見色故起，」為了 生見到顏色，衆

所以這(阿賴耶)識變起日月了，日月都是 生的識共變的。「是名依持」。第六種，衆

「食依持，謂四食：」這個「食」字很廣義的，我們不是拿著麵包就這麼咬就是吃

啊！佛家的「食」字意義很廣的，與營養差不多。

「食依持，謂四種食：」每一個 生呢，需要四種食的：第一種，「段食」，段衆

就是一段一段，即英文的 pieces，一段一段的放在口咬來食，段食。

「二、觸食」，只有「段食」不行的，食還要接觸那些(食物)嗒味道，這樣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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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吸收的，觸食。

「三、意思食」，一個人不能沒有思想的，他的思想都是一種食來的，現在好像

與現在所謂的精神糧食差不多，這個意義還闊過精神糧食。

「四、識食」，我們的那個識，常常那個第八識與前六識、第七識，常常不斷一

生一滅、一生一滅，這個識常常變化，不停的這個識，這個識就令到我們的生命，支

持我們的生命，所以這識又當為我們食的一種。「為諸有情任持色身故起。」任持

者，即是甚麼啊？保持，為甚麼？色身是物質身體，為甚麼我們的物質身體不死亡

呢？

那些唯識家就答，因為我們有個第八識，這個第八識滲透我們的身體，因為我們

的第八識滲透我們的身體，所以我們的身體不斷有新陳代謝，不斷將那些廢料排出，

不斷將那些營養吸入，這樣呢，這個識有種任持的作用，如果阿賴耶識一離開了，你

的新陳代謝就沒有了，死的了。你信不信？舊時有些生物學家，大概是我們中國五四

時代差不多，那個時候，世界上那些研究生物的，就是研究 biology的人，它有兩派

學者，就是講生物而談到哲學的那種人。

當時講生物學而談哲學的呢，有兩派，一派呢，就認為我們的生命完全是物質來

的，就是我們那些原子啊，不斷在這個身體不斷活動，活動的結果呢，就會產生，就

會產生，不斷活動活動的結果呢，就會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功用出來，這種特殊功用就

叫做甚麼啊？叫做意識，叫做思想。根本呢，我們的思想與意識離開這個物質就不存

在的。我們那個世界上的那些物質，那些物質的原子不斷活動，活動到相當的階段就

升級了，就由無機物變為有機物，由有機物再進化到高級些，最初就好像阿米巴蟲那

樣在水邊，漸漸就變了兩棲動物，漸漸就變了些飛禽走獸，有些就會爬的，漸漸一直

一直經過很多時間進化呢，就變了一種好像人差不多的馬騮，那些人猿，對吧？再由

這些人猿一直一直變，經過幾萬年變，變成我們的祖宗，這就漸漸地變成了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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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物質不斷變化而已，所謂人生呢，並沒有所謂靈魂，更沒有所謂意識，亦沒有

所謂思想。

人生，人的生命啊！人啊，人類不過是一個很精密的機器，這種那麼精密的機器

會產生一種功用，這種功用叫做意識，這種叫做思想，無所謂叫做靈魂等等的，這種

所謂機械說，人不過是一種奇妙的機器來的，沒有其他東西。有一派是這樣的「機械

說」。另外一派呢，就說不是，那些有生命的東西呢，不只是機械那樣，還有種甚麼

呢？有一種活力。有種活力！我們的人類啊，甚至到那些動物都有種活力，這種活力

滲透我們的身體，因為有了這種活力，所以我們的生命就不會死亡，就能新陳代謝。

如果這種活力一離開我們的身體呢，就是說我們一損失了這種活力呢，我們就會死亡

的這樣，這就是所謂的「活力說」，有一派(是這樣)。當五四時代，中國的五四時

代，民國八年、九年，那個時代德國有一個生物學家又是一個哲學家，叫做杜里舒，

德國人Driesch，那個叫做(Driesch)，來過北京大學講書的，他在當時是「活力說」

的大師來的這個。有所謂「活力說」。佛家呢，就好像是甚麼啊？你說是「活力說」

還是「機械說」啊？

學生：「兩種都有。」

偏呢？偏向哪種呢？是兩種都有啊，是兩種都有，偏於「活力說」，所謂活力就

是這個阿賴耶識滲透我們的身體，所以我們新陳代謝。是吧！這於是呢，這個「活力

說」給人家罵了，給當時的唯物論者罵它，「 ！這個是宗教的化身而已啊！活力不唓

就是靈魂嗎！你信靈魂的啊！你不過是教會的化身！你這班家伙！」這樣罵他。這樣

佛家就很像「活力說」，就是說這個活力還在你的身體你就生存，這個活力一離開你

的身體呢，就死亡。佛家不就是這樣？你的阿賴耶識一離開你的身體，你就變死屍

了。那麼說回這裏，「識食」是嗎？要有這個識支持你的。

好了，又講「云何七種攝受事？」攝受者即是甚麼啊？佔有，你所有的，你所有

18



的。攝受者，你所吸住的，攝；受者，你所享受的，那即是你所享有的，攝受者，你

解作享有就最好了，你所享有的東西。這個「攝受」解作享有，享有的東西。 生衆

呢，一定有種享有的東西。

攝受事有七種：

「一、自父母事，」個個都有父母的，你享有父母。

「二、妻子事，」你長大了會娶妻生子。

「三、奴婢僕使事，」這個「使」字讀「洗」(音)呢，就是名詞，動詞「使他」，這

就讀「史」(音)。這個「使」呢就當名詞用，即是那些甚麼啊？聽你使喚的人。你如

果有個錢的呢，就有奴婢，有僕使，有很多社會裏面都有奴婢，有僕使的；有些社會

沒有奴婢都可以請工人僕使啊！奴婢就直情是買回來的。僕使即現在你請個賓妹不就

是僕使，是嗎？

「四、朋友官僚兄弟眷屬事，」

「五、田宅邸肆事，」田是耕種的田(地)；宅就是那些(房)屋；邸就是那些大屋，那

些官邸；肆者，那些小店鋪，一間間的那些鋪頭，那些墟場裏面一格一格的，那些你

進去的甚麼啊？大商場裏面一格一格的叫做肆。

「六、福業事及方便作業事，」還有其他呢，就是你的福所享得到的，與你做事便利

的各種事，即包括其他東西。

「七、庫藏事。」你的甚麼啊？你的夾萬，你的保險箱(就是)庫藏，是吧？

「十種身資具」，資具者，生活上必須用的東西，將它分成十種，上文所說的，現在

逐種逐種數給你聽。

「云何十種身資具？一、食，」這個「食」字呢，應該讀「飼」(音)的，是飯的解

釋，名詞，不是(動詞)「食啦」這麼解。「食(音：飼)」，飯，這樣麵包也算是了。

是吧！

「二、飲，」你的飲料，名詞。

「三、乘，」你所坐的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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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衣，」衫。

「五、莊嚴具，」即裝飾品，你那條頸鏈啊，那隻手 啊，就是莊嚴，莊嚴即裝飾。鈪

「六、歌笑舞樂，」你又喜歡開一下 party啊，甚麼卡拉OK啊，那些歌笑舞樂的東

西。

「七、香鬘塗末，」現在的人就搽香水，印度人舊時呢，就怎樣啊？「香」，在屋裏

面用些香粉來點香。就是現在，現在的密宗，印度人就點香粉，我們中國人就做成一

支支的(香)，印度人就找個爐，放些香粉進去，你現在去密宗居士林看下那些爐啊。

「鬘」呢，那些花穿住，好像夏威夷那些人那樣用花穿著，你去到呢，戴在你身上。

那些鬘。「塗末」，印度人呢，他的體臭很厲害的，他要甚麼啊？找些，有種塗香

啊，一進屋，人家招呼你，進主人屋呢，有一罐塗香在這，你就拿些塗香搽身，免了

那種騷臭味熏出來啊，塗。「末」，就是抹在身上了。

「八、什物之具，」那些雜物啦，凳啊，那些之類，是吧？茶壺那些之類。

「九、照明，」燈啊，燈，燈光。

「十、男女受行。」就是你要結婚啊，享受這個夫妻的快樂啊。

這樣就十種身資具。「八數隨行」了，這個「數」字呢，應該讀「索」(音)，「八數

隨行」，八種，數者，即是屢屢，屢次，屢屢啊。隨者，就是隨時，屢屢隨時你會這

麼做的八種事，叫做八數隨行。

「謂諸世間數數隨所行事。一、蔽覆事，」遮你的，例如甚麼啊？你 衫着 (穿衣)啊，

會遮住你的身體呀，蔽覆啊。

「二、瑩飾身事，」搞好你的身體，搞得靚靚的，瑩飾你的身體，例如甚麼啊？女人

搽一下粉啦，男人就梳一下頭啊，這樣之類。

「三、威儀易奪事，」行、住、坐、臥就謂之威儀。易奪即改變的事。

「四、飲食事，」

「五、睡眠事，」

「六、交會事，」這個「交會」就兩個解釋：一個解作交際，朋友要交際的，是吧！

第二個解釋呢，即是現在的所謂男女交合，就是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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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屬彼勤劬事，」你既然要交會了，就變了要勞碌了，對吧？

「八、屬彼言說事。」你交際或者交會都要講話呀，對吧？這樣言說事。

就八種，就隨時有這樣的活動，「行」即活動，隨時所有的活動。「三種世

事」，「云何三種世事？一、語言談論更相慶慰事，」就是你一直找工作，你現在求

職求到了，你碰到你的朋友(會說：)「啊！恭喜你找到好的工作啊！」語言慶慰，你

有好處，他慶賀你；你有壞處呢，他會安慰你。慶慰。「二、嫁娶賓主更相飲噉

事，」嫁女、娶媳婦啊，大家飲酒，或者你請客，大家賓主之間又飲又食這樣的事。

「三、於起作種種事中更相營助事。」互相幫助，例如你有喪事，他走來幫你忙；你

有喜事，他走來幫你忙。這些互相幫助的事。

那麼，他數這麼多事為甚麼呢？就是說一有了人類，有了人類社會就陸續有這些

東西出現了。這樣，三，「三種語言」了，哪三種語言呢？「謂有法語言，」有法即

是合法的，這個「法」指佛法，於佛法無礙的，合理的語言。第二就「無法語言，」

不合理，不合佛理的語言。第三了，「及餘語言。」既不是違反佛理，又不是合於佛

理。他解釋了，「有法語言者，謂宣說厭捨，」「厭捨」，《瑜伽師地論》對很多的

小乘人說的，這些小乘人就厭世的啊，厭捨人世。

「離諸纏蓋」事，纏就是煩惱，貪、瞋、癡那些煩惱就謂之纏。「蓋」呢，就是

修定的時候那五種蓋，「五蓋」，懂不懂啊？你知不知道啊？「貪欲蓋」，「瞋恚

蓋」，嬲怒啊，「惛沈睡眠蓋」，是吧？三個，「掉舉惡作蓋」，「疑蓋」，常常懷

疑，學定的時候最棹忌這五種東西，這五種東西遮蓋你，令你不能入定的。纏就是普

通的煩惱。蓋就是修定的「五蓋」。

「離諸纏蓋，趣可愛樂等，」叫你去好的，可愛、可樂的境。「廣說如經。」如

果詳細說呢，就是經裏所講的了。那甚麼叫做「無法語言」呢？「無法語言者，謂染

污心說飲食等。」飲食不是壞的啊，用染污心來飲食呢，就壞了，怎樣是染污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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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食的東西是古靈精怪的，食了的東西有染污性，有染污心。

所謂染污心，是與貪、瞋、癡一齊起的心就叫做染污心。「餘語言者，謂無記心

所起言說。」既不是善心，亦不是惡心，是無記心所起的說話，所餘的言說。下面

了，第三百一十頁，就「二十二種發憤」，有二十二種令人嬲(怒)的東西，二十二

種。「云何二十二種發憤？一、偽斗，」他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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