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的你可以撇除，「第七識」你撇除不到，它太深入了。即是「我」們的心有

好幾個層次，最底層的那個是「第八阿賴耶識」，稍為上一層是「自我意識」，即是

「第七識」，再上一層就是會思維的「意識」、「第六識」，再上一層是對外表的是

「前五識」，有四個層次的。「第八識」、「第七識」、「意識」、「前五識」，由

內而外四個層次由底而上的。「前五識」沒有人不會執著「我」的，明明是見到白就

是白了，它不執著的。「第六識」是執著的，執著有個「我」的，但是有修養的人讀

多一些佛經就說，這個「我」都是「五蘊」造成的，那裏有「我」！「第六識」它就

說是「無我」了，說的時候就「無我」了，一下不記得了又有「我」了！是嗎？

聽眾：有你無我、有我無你

羅公：是呀！不記得時就有了，你幾好，梁武帝的時候，那班佛教徒，梁武帝自己會

都講《般若經》，已經很好的了，有很多大師在的，達摩去到的時候，那些人

不喜歡他，給毒藥他吃，想整死他！你是修行的人都做這些事！我們都不會毒

死某一個人嘛！他們那些叫做，表面是「大德」的人居然落毒藥來毒人！這樣

搞法都有的！何解？「我執」。是嗎？因為有他就沒有了我，你明不明白？你

梁武帝是全部聽達摩講，以前你常常供養我的，現在我沒有了，全給他「達

摩」了，這樣不害死他怎麼行？就是這樣。

聽眾：這些是「俱生我執」嗎？

羅公：「俱生我執」，「意識」就是「分別我執」，「分別我執」可以無的，只是短

時間沒有，過一會又有了。如果你真正修養到家，「分別我執」是可以沒有

的。「分別我執」，基督教都可以沒有的，祂能夠，耶穌也能夠上十字架，叫

人家不要執著「我」，沒有「分別我執」，但是「俱生我執」耶穌是未能去除

的，不過你們也不要駁人家那些牧師，祂去除不了的。儒家也可以無「俱生我

執」。不是！沒有「分別我執」的，孔子教人「無意、無必、無固、無我」，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四〉「無意」，不要一定以為我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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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必定如此，「無意」「無必」，你不要以為世界上一定是這樣，不是的，

「無固」、不要固執，「無我」、不要有「我」，無「分別我執」的。不過

「俱生我執」這是不能要的，要怎樣去除？修止觀了，修止觀在外面，由外打

入內，怎樣？「第六意識」是在外面的，內一層、裏面一層就「第七識」了，

最裏面的那一層是「阿賴耶識」，由「第六意識」觀，「我」是沒有的，「第

八識」不是！所謂「俱生我執」執著那個「第八識」，「第八識」不是我的，

「第八識」是每一個剎那都生滅、生滅的，不是永恆的我的，世人執的「我」

是假的，沒有的！無我的，一路在定中觀。

在定中觀都不夠力，就要怎樣？在定中觀，普通觀都不夠力，要入初禪、二禪、

三禪、四禪，在這麼深的定裏面，用「第六意識」，用「思現觀」來到由外打入內，

沒有的！我沒有的。我們知道「有諸內就形諸外」，裏面有就會表現，但是你知道

嗎？有外的那樣亦都會反映進內的，你養的兒子，兒子很好的，若果整天與那些飛頭

(不良青年)搞到一堆，他就會怎樣？那些壞習慣會由外面打入他裏面的，即是這樣我

們知道，外面的東西是可以影響裏面的。好了，一有這樣可以這樣影響我們就有辦法

了，我們在修禪定的時候，用「思現觀」，用「第六意識」，無我的，無我的，一味

「無我的」，漸漸地就會影響到「第七末那識」，搞到「第七末那識」那種執藏的勢

力全部弱了，全部弱了之後，弱到這差不多的時候，當你「加行位」過了，去到「加

行位」就沒有「分別我執」了，但仍然還有一些「俱生我執」，到當你見道的時候就

好像大地平沉那樣，那時連到「第七末那識」的那個執藏、那個「俱生我執」〔都

會〕暫時停一停，暫時停一停的時候，那個「無分別智」就起了，那個「無分別智」

起的時候，只是很短的時間，那時就沒有我執的，沒有「俱生我執」的，只是一會，

一會之後，「根本智」起完之後，「後得智」起，都沒有「我執」的，「後得智」都

停了，那時那個「第七末那識」的「我執」又走出來了，「我執」又走出來的時候，

「第六意識」本來是無漏的，就變回有漏了。

講到這裏，你又讀《六祖壇經》了，《六祖壇經》有這句說話：「大圓鏡智性清

淨」，「大圓鏡智」是無漏的「第八識」，有漏的那個就不是「大圓鏡智」。「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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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識解了，「庵摩羅識」是清淨的。所以六祖這個人奇就奇怪在他連字都不識，

他又能夠識這麼多東西，「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即是「第七識」，「心

無病」，無染污，何解？我們的「第七識」普通是執藏，「俱生我執」，有你、我之

分的，他那時無漏的「第七識」一起的時候是自、他平等的，叫做「平等性智」，

「心無病」，無偏執，六祖就懂了，「妙觀察智見非功」，那個「妙觀察智」起的時

候，他能夠修行到純熟的時候，「妙觀察智」起的時候，不是由功用得來的，修行到

怎樣？立竿自然就見影，水到自然渠成，修、修、修、修，修止觀修到這差不多的時

候，他自然的，不由功用，那個「第六識」，那無漏的「第六識」起，那個就是「妙

觀察智」，見道的時候那個「妙觀察智」的「第六識」就起了，那個「根本智」與

「後得智」是「妙觀察智」來的，「妙觀察智見非功」。是不是找我？

聽眾：一九八八年七月二日

羅公：敘彼執，「別」、即是各別地，particularly，是敘述那班出家人的執著，將

他們的執著，有十幾種執著，各人執一種，他現在將它來逐種講，那天何文先

生，他不是講過他聽到很多講法？這個講法與那個講法不同，那個與這個又不

同，怎麼搞？原來佛教徒就是這樣了，佛在世的時候都尚且，只是「勝義諦」

三個字，都有十幾種不同的看法，還有，十幾種，種種都不對，這樣才妙，沒

有一種對的，你看看他敘述：看舍利弗的敘述，第一種了，第一種是什麼？第

一種又怎樣？庚一：「得蘊」，即是他知道「五蘊」，知道人的生命是由

「色、受、想、行、識」這五堆東西組成的，沒有一個實的「我」的，他了解

了，於是他就執著了。世界上最高的真理就是「五蘊」了，勝義諦就是「五

蘊」，「五蘊」就是勝義諦。他了解「五蘊」了，他修觀的時候，修那個「無

我」的觀。人不過是「五蘊」造成的而已，沒有一個「我」的，而「五蘊」中

每一「蘊」都是很多條件造成的，每一「蘊」都是假的，他這樣解。本來是對

的，但是對，為什麼又說他不對呢？是因為他執著只有「五蘊」才是對的，講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不對的。現在各宗派都是這樣的，只有他說的才是對的，別

人講就不對。是嗎？你就看看，一定有一些人喜歡看王亭之的東西，有沒有

看？王亭之講起前幾日有一件什麼事？ 北京一個密宗的人，北京那個密宗人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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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是講錯了，不能怪王亭之 他，這個王亭之要嘉獎他才對，他肯這樣 一駡 駡

下，但是他 之中，他自己亦不好，何解？人家那個人講大手印就講錯了，一駡

個道教徒，他也學人說，見到佛教徒有大手印，他又學人講大手印，就以為真

是有一個印是大手印，其實大手印不是的，大手印是沒有手印的手印，是這樣

解而已。是嗎？

又講回這裏了，又講回這裏了，人各一派的，是嗎？他那些由「五蘊」得到入

的，他就說「五蘊」就是勝義，能夠知道「五蘊」都是空的，觀「五蘊」就是空，無

那個「我」的，這些就是勝義諦了，把那個「五蘊」都空掉了就是勝義諦，其實是不

能全部空的，他已經是執著了，是嗎？這樣，有一類人是這樣的，「於中一類，由得

蘊故」，由於，「得」即是成就，成就了修「五蘊」的觀，「五蘊」的觀行叫做修

「五蘊」觀，成就了。「得蘊相故」，這個「蘊相」就是「五蘊」之所以生起的原因

了，瞭解了「五蘊相」，「五蘊」起故，「五蘊」盡故，「起」就是生，「盡」就是

滅。他知道「五蘊」有不斷生滅的。「五蘊相」是指「五蘊」生起的原因，他這段

「五蘊」，我生命的「五蘊」是怎樣有的。「起蘊滅」，那「起」字當生；「盡」當

滅解，「五蘊」是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的。好了，下面：「得蘊滅故」，「滅」即是

將這個「五蘊」，這個「滅」字是這樣解的，我今世的「五蘊」一滅了之後，我來世

再沒有新的「五蘊」了，我涅槃了。這樣，這個「滅」是怎樣「滅」的？但這個

「滅」是怎樣「滅」？「得蘊滅故」。「五蘊」都滅，沒有了「五蘊」造成的身體

了，「得蘊滅作證故，」「五蘊」滅，我們現在未死就未滅的，但是雖然未死，我仍

然可以有「有餘依涅槃」，在定中可以看到這種境界的，「五蘊滅作證」，證得這個

「五蘊滅」的情況，證得「五蘊滅」的情況，這裏就是「得蘊相故」，是指「集

諦」，「苦、集、滅、道」。

「得蘊起故；得蘊盡故；」就是「苦諦」，有生滅。「得蘊滅故」，就是滅諦，

「得蘊滅作證故」，是「道諦」，配落「四諦」。古人就這樣解釋，你可以用第二個

解釋。還有，佛經，古人就這樣解，我不是這樣解，我另有一個新解法，也可以的。

沒有一定的，哪有一定說法？是嗎？你有這樣周密的頭腦，又確實找得出到古人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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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你可以改正它。有些人修五蘊得到成就了，修五蘊觀。他就說「五蘊觀」那種境

界就是勝義了，其實你觀五蘊得到勝義，別人不觀五蘊，人家也一樣可以得到勝義

的。這樣豈不是你的勝義與他的勝義有不同？其實勝義始終只有一個，這樣豈不是有

多個？就不對了。有一類人就說他執著了，第二類人，「得處」及「緣起」了，

「處」是怎樣？這裏名相很多的，但是我不想隨便就「溜」了過去，因為一過了去，

隨便一「溜」過去了，你將來一查起上來你就很難查了。我現在講那些名相，「五

蘊」大家已經知道了，「五蘊」就是什麼？釋迦佛說法的時候，他要解釋那個「無

我」，就對那些弟子講，你不要以為你有個實的「我」，沒有的，你的生命只不過是

五堆東西合起來的，一堆「色蘊」即是物質，一堆是「受蘊」，是苦樂的感覺、感

受，一個是「想蘊」，那些知識概念，「行蘊」是我們的情感，高、低、喜、樂等

等，我們的意志等等。「識蘊」，我們的認識，不外是五種東西結合起來，我們就叫

做有一個「我」而已。當有一天你死的時候，那個「五蘊」一散壞的時候，根本你這

個「我」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們不要執著有個實的「我」，這個「無我」，釋迦佛所

以說「五蘊」就是用來打擊那些人執著有「我」，同時顯出這個「無我」的道理的。

聽不聽得明白？

好了，但是有些人聽你講「五蘊」就明白了，但是有些人聽「五蘊」是聽不進去

的，於是釋迦佛就又用第二種方式來講，就說什麼？我們沒有一個「我」的，不止

「我」是沒有的，人人的「我」都沒有，這個世界的東西都不是實的。何解呢？因為

所謂的「我」，世人的所謂「我」，世人的所謂「世界」，分析起上來不外是十二種

東西而已，哪十二種東西呢？內有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

根」、「身根」，五根。那個「根」字怎樣解？就像樹的根那樣，如果那棵樹沒有根

來支持住它，那棵樹就倒了。我們的「眼識」，我們的視覺如果沒有眼球裡面的視覺

神經來支持，我們的「眼識」就看不到東西了，這就是六根。即是六種東西能夠輔助

我們的，「眼根」就像一棵樹的根那樣，能夠讓我們產生「眼識」的視覺，「眼識」

的視覺，「耳根」產生聽覺，「鼻根」產生味覺，「舌根」，不是！鼻根產生嗅覺，

「舌根」產生味覺，「身根」產生觸覺，「意根」、「意根」是什麼東西來的？現在

的醫生就說是我們大腦的腦神經。佛教說不是，腦神經不過是一個條件而已，另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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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根」的，另外的「意根」是什麼？各有各不同的講法。唯識宗的講法說另外有一

個「意根」就叫做「末那識」，「第七識」是「意根」。小乘人就說過去的「意

識」，過去的「前六識」就叫做「意根」。各有不同的講法，比較起來，是唯識宗講

得比較好些，「第七末那識」是「意根」。不過我們不要理，就是有一個「意根」就

算了，內就有六根。聽不聽得明白？那個六根對外一定有境界，object。「眼根」看

到顏色，「眼根」的 object就是顏色，那個境界是顏色，「耳根」的境界是聲音，

「鼻根」的境界是香臭，「舌根」的境界是味道，「身根」的境界就是所觸的那些什

麼？軟、摸下去軟的，這裏硬，軟與硬就是所觸的境界，還有呢？

聽眾：冷暖。

羅公：冷、暖，是嗎？還有呢？餓、你餓的時候是不是觸覺來的？口渴、渴。是嗎？

還有，我很健康，很爽！那種叫做什麼？健康；我很累贅，那條頸又累，成身

都覺得很累贅，這個「累贅」就是一種觸覺了，是嗎？內有，「身根」就是所

觸的東西，「意根」即是什麼？不是，「意根」對著的對象是什麼？「意根」

的對象我們叫做什麼？

聽眾：法。

羅公：法，即是所謂「法」，即是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除了這六樣東西之外還有東西

的，除了這六種之外還有什麼？觀念、idea，是嗎？當你想，我剛才走過來

的時候，見到一輛車，兩輛車相撞，撞車，你現在還保留在腦入面，你的腦裏

面是不是有個影子？有個 image？撞車的 image？是嗎？那個撞車的 image

我們叫它做什麼？idea，是嗎？那個 idea，那些所想的一幕一幕的影子就叫

做「法」。還有些很抽象的，譬喻我們說什麼？「五蘊皆空」的「空」，空是

沒有東西的，但是雖然沒有東西，還有一個 image，有一個「空」這個

idea，是嗎？內有六根，外有六塵，六塵不用寫了，你們講給我聽，眼所對

的？陳太，

聽眾：色。

羅公：色。耳所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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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聲。

羅公：聲。鼻所對的？

聽眾：香。

羅公：舌？

聽眾：味。

羅公：身？

聽眾：觸。

羅公：身是觸；意呢？

聽眾：法。

羅公：法。整個世界由古到今，千年前，千年後，萬年前，萬年後，乃至中、西、

內、外一切都包括了不外是這六種東西，是嗎？好了，你會駁我，「眼識」，

你說有「眼根」而已，沒有講「眼識」，「耳根」，你只是說「耳根」而已，

「聲塵」、「色塵」，你沒有講「耳識」，放進哪裏？「眼識」、「耳識」

「舌識」、「鼻識」、「身識」、「意識」，還有六個識的，剛才又講多了一

個識，「第七末那識」，等一會又多一個「第八阿賴耶識」，這八個識放在那

裏？豈不是「六根」、「六塵」之外還有八個識？是嗎？放在哪裏？你替我放

下去。

聽眾：「十二處」。

羅公：是，我現在不是問你「十二處」，現在是「十二處」了，我現在問你那八個識

放在哪裏？有地位的讓你放進去。即是將宇宙萬有分成十二格，你的六個識放

進哪一格？放進去。

聽眾：你不是六個識嗎？

羅公：什麼？

聽眾：你不是另外起了六個識嗎？

羅公：是呀！如果你說另外起六個識即是這十種東西不包括一切了？但是現在的條件

是一定包括的，放在哪裡？

聽眾：「第七識」、「第八識」？

聽眾：你的問題是那個六根和六塵放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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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任你，「六根」、「六塵」總共十二格，你將八個識放在哪一格？

聽眾：「意識」？

羅公：什麼？「意識」？我現在就是問你「意識」放進哪一格？即是「意根」？你講

意根？總共 12格，「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意根」，「色」、「聲」、「香」、「味」、「觸」、「法」，十二個櫃桶

你放他在哪裏？

聽眾：你是不是說將這個「十二處」撥進哪一個重心？是不是這樣講？

羅公：包括全部宇宙萬有的。

聽眾：「阿賴耶識」？是嗎？

羅公：「阿賴耶識」都是，這十二種東西包括「阿賴耶識」，現在就是問你將「阿賴

耶識」放進那十二格裏的哪一格？

聽眾：每一格都有。 

羅公：純粹講唯識就可以，但是現在還未講唯識，那你放在哪裏？是，對了！放進

「意根」！全部放進「意根」。明白了？這樣就即是「十二處」就連宇宙萬有

都包括了，這樣，於是佛就教人修了，有些人是不喜歡「五蘊」的，佛就對你

講「十二處」，佛說：那個「我」是沒有的，這個世界都是沒有的，將「我」

分析來，將你分析起上來，只是十二堆東西，處，「處」即是能夠生長的，能

夠生長東西的，好像那個地方可以生出草出來，「眼根」會生出「眼識」的，

「耳根」會生出「耳識」的，「色塵」與「眼根」相對就會令到你產生「眼

識」的，「根」與「塵」一合就會產生「識」的，那個「處」字就解作什麼？

生長。你們不要怕討厭，這個是很重要的，這些所謂名相很重要的，一有了底

子，其他的六十五歲以上那些，我就勸他不要多搞名相了。你都可以搞的，因

為你有底子也可以得，其他新入門的那些，六十五歲以上，我勸你真的不要搞

了。你念阿彌陀佛，是嗎？快快趣趣，將來再過三四十年之後，阿彌陀佛接你

去好過，不要搞這套，唯識、因明，天臺宗你都不要搞，天臺宗很多名相，天

臺、華嚴、唯識、因明你都不要搞，禪宗更加不要搞，禪宗修了幾十年修得一

點點開，都不知怎樣的，你試一下，「十人九錯路」嘛！念佛就最好，包買燕

梳。是呀！你們現在那些，學空宗學什麼的，那些印度的大菩薩，到頭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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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念佛就是修密宗的，無著、世親那些不是念佛的？唐三藏臨死都還念

佛，最穩陣。是呀！

這樣人生，你的生命分析起上來不外就是內與外而已，內是什麼？只有「六

根」，外，你想瞭解的就是那「六塵」，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是嗎？當你的「眼根」

一壞了的時候，就少了一「根」，看不到東西，對於你來說，已經是「十二處」你就

實得十處，是嗎？那兩處已經縮起來了，到了你死的時候，最初就是眼看不到東西，

漸漸地鼻也聞不到味道，舌也嚐不到味道，一定是逐樣來，到最後連那個「耳根」都

沒有了，到那時你逐樣東西少些，根本就沒有你，到最後連「耳根」也聽不到東西

了，還有個「意識」，糊塗中的就還有個「意識」，到最後那個呼吸也停頓了，心臟

也停頓了，「意識」也沒有了，那是剩下一堆什麼？「十二處」裏面就剩下了那些廢

了的「色、聲、香、味、觸、法」了，是嗎？「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沒有

了，你說你的生命叫做「我」，有一個「我」？那裏有一個「我」？就是這十二種東

西，十二堆東西而已。你觀一下，於是那些人就修觀了，在定中修觀，修「十二處」

觀，將我們的生命來分析，不外是眼根，色塵，耳根、聲塵，除了這十二種東西，根

本就沒有東西，所以那個「我」是空的。「十二處」就有了吧？「十二處」雖然有，

到底不是我，有的也與我無關的，我死的時候，那些顏色與我有什麼關係？還有所謂

顏色嗎？「色、聲、香、味、觸」只不過是那些微粒子組成的，這些微粒子不斷散

壞，一散一合的，那個「我」，那個生命的「我」是沒有實質的，所以那個「我」是

沒有的，於是常常都觀那些，那個「我」是沒有的，沒有的。漸漸地「無」得多了，

熟練了之後，就會有了一個境界，根本就沒有一個「我」，好像空空洞洞，但又不是

無，好像有一種東西超過時間，超過空間，有一種這樣的境界出現。那個叫做甚麼？

「人空真如」了，觀「我」空，顯露出我們那個勝義諦出來。

這樣，那個所謂「人空真如」就是勝義諦了。但是那些人執著那個「五蘊」、

「十二處」就是勝義諦了，執著。這樣他就說，有一種人就這樣執著了。這就叫修

「十二處」了，明白了嗎？這樣「緣起」，「十二緣起」呢？現在又要講「緣起」

了，已經講得很慢了，沒有辦法，我為你們計，這裏一定要講慢一些，你不明白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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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你以後去聽經〔就有困難了〕。這樣，有些人觀「十二處」，以為「十二處」

就是勝義了，這些就是執著了。有些人就觀「十二緣起」了，「十二緣起」的舊譯就

譯做因緣，「十二因緣」。新譯就譯作「十二緣起」，或者譯做「十二緣生」，何解

叫做「緣起」？何解叫做「緣生」？當條件解，通用的，這個位置通用。到底是湯講

的抑或是周公講的我不記得了，識不識解？這些，你們是中國人，要學一下中國文才

行，將來中國有十億人口，在世界上佔好重要的地位，將來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只有

三國而已，美國、蘇聯、中國，只有這三國，不會有第四國的，日本漸漸就會衰落

了，現在看這麼厲害，何解？日本的先天不足。三大國，你是中國人，對中國文化

〔應多了解〕，加拿大是多元文化，這些才是真正吸收中國文化，這些才是的好東

西。現在說起中國文化，詩是中國文化嗎？雖然也是中國文化，但只是很粗淺的，那

些不算，是嗎？中國文化的精華不在那裡，識不識解？我解給你們聽，這個「惟」

字，這個「惟」字，與這個「唯」字是通用的，一般來講當「是」字解，當「是」字

解，這樣你解「人惟求舊」，人是求舊，會解嗎？你解給我聽，你解，你解。人，人

是 subject，人是，什麼？

聽眾：那個「求」字是追求嗎？

羅公：不是。不當追求解，都可以，追求。說到人來講，是要舊才是好東西，因為他

經驗豐富。你明白嗎？知識豐富，經驗豐富，人是要求舊的，找那些舊的才

好，現在就什麼都要年青人，我們是主人翁，將來是主人翁。其實這個世界不

是這樣，這些是阿 Q來的，不過我們不便說那些青年人，只是大家都老了，

我才這樣講，現在整天捧著這個世界的是不是你們這些年青人？全部都是老

人！中國來說，十億人口被誰管治？是不知八十五歲還是八十四歲的鄧小平！

那個後生一些的胡耀邦七十來歲，早一些爬上去就讓人家整下來了！還不是老

人？是不是？列根幾多歲？七十幾歲了！

聽眾：可不可以這樣解？人的德性就是守舊的好？

羅公：不是！守舊不一定好。

聽眾：即是求舊的道德好？

羅公：這個求舊，當年紀大那樣解，因為年紀大的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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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經驗豐富的好。

羅公：即是知識豐富，器，那種 instrument，就不是要找舊的才好，要創新。即是

汽車，新出的汽車是好的，坐車的人就年紀夠大才好，穩健。當然那些不會動

的就不行。是嗎？現在蘇聯的那個戈爾巴卓夫都已經六十幾歲了！是嗎？那

些，仍然，不要以為我們年青人，我們是主人翁。甚麼主人翁？不是的！不要

自己騙自己。

聽眾：衝鋒的時候就是。

羅公：衝鋒，打衝鋒就是，你去死吧！向前吧！後面督戰的是老人來的，參謀總長那

些，一定是老人來的，拿著支槍去衝的就是越後生越好，所以，我不是說你們

年青人不好。

聽眾：後生的勁力好。

聽眾：經驗未好，各有各好。老有老好，後生有後生好。

羅公：好了，識不識？維新就是這樣來的，什麼「百日維新」，維新就是這樣來了。

人是要求舊的，器物就不是要求舊，人要找些舊的，維新是要找新的器物的，

明不明白？即是說你買汽車就不要買老爺車，你買最新的那款，是嗎？造戰艦

的時候你做海軍部長，造戰艦就要造最新的，不要收起那些舊的，好像爛鐵那

樣的拿去打仗，但是做總統的，就要找經驗豐富的人，年紀有差不多上下的，

經驗豐富的，知識經驗都豐富的，不過太老，老到不能動了，那些又不行的，

那些睡在醫院的，那些找出來做總統也當然不行，凡事都不能太過。

好了，前面一段產生後面的一段，就叫做「緣起」，就叫做「緣生」，舊譯就譯

作「十二因緣」，是嗎？新譯就譯「十二緣起」。我說中國人整天就好古，好古，專

重古是好的，但是古人也有很多壞東西的，不是一定好的。這樣前面的十二段，我現

在等於講「十二因緣」給你們聽，你不要以為：我都沒有聽到兩句經。這樣你即是聽

了一遍「十二因緣」，你明不明白？「十二因緣」，佛就追究了，當時佛坐在菩提樹

下，他成佛之前他就觀，觀為什麼我們有一個生命？我們眾生為何會有生命？佛就在

定中觀到我們的生命是循環不息的，他有了六神通，知道今世之前有前世，前世又有

前世，數上去就是無始，什麼叫做「無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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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沒有開始。

羅公：找不到起點，所以叫做「無始」，這樣數上去是無始，佛在菩提樹下內證，證

到，他就追尋了，何解會有今世？是由於前世的作業。是嗎？作業。他觀察，

在定中觀察，為何前世會作業呢？作業就是什麼？推動我們造作的行

為，behavior，業、行為，為什麼我們會作業？他說：殺人是作業，救人也

是作業，為什麼我們會作業？因為作業，好的「業」就是由慈悲引起，但是現

在眾生，我們就不好的方面講，為什麼我們有生死輪迴的現象，就是由於作

業，為什麼我們會作業？由於我們有煩惱，留意聽，你們的後生，老的就糊糊

塗塗也不要緊，是嗎？念佛就可以了。如果你們是後生的你就要聽，你不要以

為老的不能聽，因為有時年青人唸佛反而集中不到的，反而老的就可以集中，

煩惱，「煩」者，煩躁，「惱」者，即是惱亂，我們的內心裏面有種惡的勢

力，一種 bad power，惡的勢力，這種惡的勢力一起作用的時候，它的本質

是煩躁的，這種惡勢力一起作用的時候就惱亂你的身體，令你的身體不舒服，

你一個人發起怒來臉都紅了，令你身體不舒服，令你的心全部亂了，惱亂你的

身心，即是這種所謂煩惱者，是我們有一種惡的勢力，在這個內心裏面，它的

本性是煩躁的，能夠惱亂我們的身心的，這種東西叫做煩惱。明不明白？如果

西人問你，你就說我們的內心裏面，有一種 bad power，煩惱有很多種，最

主要就是莫如三種，叫做三毒。那三毒？

聽眾：「貪」、「瞋」、「癡」。

羅公：「貪」、陶醉、佔有、沉溺，沉溺，成日想佔有那樣的。記住，「貪」與仁慈

不同的，仁慈是不想佔有的，「貪」就不同了，是想佔有的，沉溺下去，陶醉

的，暈陀陀的(暈頭轉向)，一個人、一個窮鬼忽然間執到錢，他那時真是暈陀

陀的，「貪」，「貪」有時是惡性的，有時不一定是惡性的，譬如「貪」，母

親「貪」兒子，因為我的兒子很好，她不是惡性的，他是她的兒子，她「貪」

她的兒子很合理的。不是惡性。但是你「貪」人家的財就不是了，人家有些錢

財在那裏，我就想辦法把你的錢騙了去，這樣就是惡性了。有惡性亦都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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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惡性的，所以「貪」不是一定很壞的。第二、就是「瞋」了，寫口字邊又可

以，寫目字邊也行，「瞋」就是惱怒、惱怒，惱怒， 憎、發脾氣，惱怒有破忟

壞性，一定是惡性的，不會不惡性的，一定的，因為惱怒沒有好東西，惱怒解

決不到問題，只是破壞問題的，「瞋」。

第三、「癡」。「癡」有很多個名字，「癡」就是愚蠢，ignorant，無知、愚

蠢，愚蠢，又叫做甚麼？無明。記住，「癡」即是無明，都是那個梵文的字，「明」

者，智慧、光明。那種「癡」一起，遮蔽你的智慧光明，又叫做愚，又叫做愚，又叫

做無知，譯名有很多個譯名，這麼多譯名。「貪」又有第二個譯名叫做「愛」。這

樣，這些「貪」、「瞋」、「癡」等，這些叫做煩惱。「慢」也是，「增上慢」，

「慢」也是煩惱。有了這些煩惱，這麼多的煩惱之中最緊要是什麼？無明，如果無明

不起，其他是起不了的，一定是無明帶頭的，如果你不是無知的，你惱怒什麼？想辦

法去解決問題嘛！是嗎？你之所以惱怒就是因為無知。為什麼會「貪」？你想做好

些，你就走去做好些，何須要貪別人的？是嗎？就是因為無知，所以最緊要就是無

明，以無明為首。無明即是現在解釋的什麼？無明到底是甚麼？惡勢力之中，我們的

心裏面有一股衝動，解釋了，盲目的衝動，莫名其妙的，你們大家試一試花 3 秒鐘合

上眼試一試，是不是覺得內心好像有一股不知所以然地有一股衝動那樣？是不是？你

試一下，無理性的，總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尤其是當你睡不著的時候，夜晚的

時候那一種，那種衝動就更加厲害，盲目的衝動，那種盲目的衝動就叫做「癡」了。

好了，何解會有生命？因為我有今世的生命，是因為有前世的業的行為。何解我

們前世會造作這麼多行為？因為，這麼多行為？因為有煩惱。煩惱之中以什麼最厲

害？無明。所以第一段，生命的來源，即是眾生生死輪迴的來源，眾生的生命的來

源，第一段就叫做「無明」了。其實只是「無明」為代表，還有「貪」、「癡」，不

是，還有「貪」、「瞋」、「慢」都在內的了。過去，生生世世，不斷起那些盲目的

無知的衝動，因為有無知的衝動，有什麼？於是就產生行為了，這個「行」字，恆、

「狠」、杏，讀去聲，當 action解，當 behavior解，行為、造作，因為有無明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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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多行為出來了，這些由無明引起的，這些一定是有漏的行為了。無漏的就不是由

無明引起的，「行」者即是「業」，這個「行」當「業」解，梵文叫 karma，譯做

英文叫做 behavior 或者譯做 action，以「無明」為緣而產生「行」，前一段為緣就

產生後一段，是嗎？由於前世無始、無始以來都不斷起「無明」，由無明就產生

「業」，前世起了「無明」就產生一個前世的「業」，是有漏的業，「業」有兩種，

記住，一種是有漏業，「漏」即是煩惱那樣解，與煩惱相結合的，由煩惱產生的；一

種是無漏業，是什麼？不是由煩惱產生的，由智慧產生的。無漏業是好東西，有漏業

是會令到我們生死輪迴的，這樣就兩段了。都是過去的，過去的「無明」，產生過去

的「業」，因為做了過去的業，過去的生命完結時候，他那個身體就死了，但是他的

生命不由得他身體死就結束，於是他一死的時候，他的生命就會跟後一段的生命連

結，connect，與後一段的 life〔連結〕，當他這一生完結了，後一生又未起，中間

的過渡時期，譬如你想投胎，譬如你死了，你去投胎，投去他家，投去他太太處，做

他太太的兒子，你雖然現在死了，但他太太未到時候懷你做胎，要有一段過渡時期

的，那段過渡時期叫做「中有」，「中有」了。

「中」就是過渡，中間的，「有」就是存在，存在，existence，一個middle

existence，中間的存在。舊譯叫做，「中有」有第二個名的，叫做「中蘊」，即是

他的中間過渡時期的「五蘊」，中有也有「五蘊」的，「中有」就是現在的人所講的

所謂「魂頭」，有「色、受、想、行、識」，一樣有「五蘊」的，它就是中間的「五

蘊」，那個「蘊」字新譯就譯做「蘊」，「蘊」者，即是一堆那樣解。一個

group，蘊。舊譯就譯做「陰」(音「蔭」)，「陰」者，即是一堆東西阻著叫做陰。

所以有人譯做「中陰」，舊譯就譯做「中陰」，記著，不要讀「中音」，「陰」就是

陰陽的陰。讀中陰(音)身，人家就說你是外行了，是嗎？中陰身，最好直接說「中

有」。這樣，那段中有前一世起無明就做了種種行(音杏)，到死的時候那個中有，那

個中有，假使它，假使它，假使你死了，與它結了婚，剛好你與他的那個家最有緣，

是你應該要找他，是你的業力驅使你，業力替你選擇，不由得你自己選擇。業力替你

選擇，業力猶如電腦那樣，它打出來就是那樣，那個業力的電腦就是「阿賴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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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你選擇他做你的父親，他的太太做你的媽媽，這樣你的「中有」，你一方面的條件

合，又要他〔命中〕有兒子的，有些人的命中是無子的，又要她適宜於生你做她的兒

子的，有好多條件的，這樣的時候，當你與你的太太洞房花燭，或者你兩個有敦倫的

行為的時候，那個中有就飄飄蕩蕩了，飄蕩到那裏，飄蕩到那裏就好像看那些活動，

就像看那些活動的壞蛋電影之類，它麻麻木木，矇矇矓矓的，所以人生，煩惱的、有

漏的人生就是這樣來的了，他在那裏看著看著就沉醉了，出了神那樣，那個中有就在

那裡死了，沉沒。

為什麼它會那樣？就因為它有「貪」了，被那個「無明」與「貪」遮蔽了，就沉

沒了，一沉沒的時候，它那個「第八識」就乘機攝入你的胚胎入面了，如果那個時候

你的精子，即是男的精與女子的卵子，女的血，男精女血剛好結合，而你的中有就在

那裏攝入去，或許你說：人工試管受孕行不行？一樣可以的，是嗎？人工受孕一樣有

精子一樣有卵子的，它在那裏看，他糊糊塗塗的，它無明，明明是試管，它以為是甚

麼好東西，它就一起墜落去了，那些投胎做豬的、做狗的就是這樣了，他看見那隻豬

母，他以為他是楊貴妃那樣在那裏看，看到出了神就墮落豬胎了，他就做豬了。是

嗎？那些雞在那裏孵小雞，見到那些母雞在那裏孵小雞，它覺得很安樂，不知多好，

它不是看到那些蛋，它看到的好像花車那樣美麗的，它就在那裏休息了，就在那裡

死，它他「中有」就攝進去那些雞蛋入面，它就做小雞，就這樣的。這是不奇怪的。

是嗎？這樣，由「無明」出「行」，「行」再出又產生什麼？到他死的時候就怎樣？

陳先生，你講給我聽？

聽眾：識。

羅公：識。這個「識」者，以最初投胎的「阿賴耶識」入胎，我們舊人叫做「識

神」，是嗎？其實是那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入胎了。即是那個「中

有」沉沒在那裏，入了那個胎，入胎那時的「神識」。

聽眾：中有？

羅公：什麼？那個「中有」死了，那個「中有」已經死了，那個「中有」死了，那個

「中有」是「阿賴耶識」變的，那個「阿賴耶識」與那個胚胎的攝入，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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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電池有了電，過電一樣。明不明白？

聽眾：可以當它是「阿賴耶識」解嗎？可以嗎？

羅公：什麼？

聽眾：可以當「阿賴耶識」解這個「識」字？可以嗎？

羅公：對，是「阿賴耶識」，確實就是「阿賴耶識」，受胎那時的「阿賴耶識」，過

一會，下一品就講。

聽眾：《八識規矩頌》的時候。「去後來先作主公。」

羅公：「去後來先作主公」嘛！你個人都未出世，它走入去你的母胎裏面，來先，最

後死的時候前六識全部都死了，都沒有了，然後它最後才走。

聽眾：八識的時候，「引滿能」，「引滿能招業力牽」，這個「引滿」是不是這個無

明緣行？「引滿」我不識解。

羅公：對，行了，引業、滿業兩種，業有兩種，一種就引業，招總果報的那個的叫

「引業」，一種「滿業」是招你的 particular，「引業」就招那個 result，那

個 general result，能夠在你死了以後，你前生的「引業」能夠令你得到一個

general result 的果報，「滿業」是什麼？Particular result，是你個人的

result的果報，那怎樣？你出世，譬如你生在美國或者生在加拿大，做加拿大

公民，為什麼你會在加拿大做公民？因為你前生的引業與滿業來決定你，那個

好像電腦那樣由它決定你的，不是你有一個「我」去決定，而是他那種「業」

決定你生在加拿大，做加拿大公民，引業，生在加拿大做公民，業有兩種，一

種是先決定你做人，是嗎？你都不是做人的，做什麼呢？怎樣做加拿大公民

呢？是嗎？你前生所做的業令到你今生做人的，而且做什麼？做加拿大的人，

做這個國土的人，這種叫做「引業」，牽引你進去一個公共的環境的，那種叫

做引業，只是有加拿大也不行的，還要有你的，而且你的那個你，與另外一個

是不同的。

譬如你是中國人，你生出來你是中國種，你雖然是加拿大籍人，你都是黃面皮

的，你與那些從歐洲英倫過來的人確實是不同的，人家是金髮，你是黑頭髮的，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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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呢？這些是「滿業」。雖然同是加拿大公民，都要有，好像一個殼那樣，還要有些

東西填滿那個殼的，人家是要填的是金頭髮的，你就填黑頭髮了，人家是填的是高鼻

樑，勾鼻子的，你就是直鼻樑平鼻的，是這樣的，人家的血細胞是這樣的，你的血細

胞是不同的，叫做「滿業」，各別不同的，particularly，由兩種業決定。

聽眾：這個滿業即是「報身」那樣嗎？

羅公：不是！引無漏的業才是報身，報有兩種「報」，引業令你得到正報，不是，依

報，報，這個 result叫做「報」，「報」有兩種，一種叫做「依報」，一種

叫做「正報」。「依報」就是甚麼？「依」就是住，就是你所處的環境，你做

加拿大的人，你生在加拿大，這個加拿大這樣好的環境，即是「依報」雖然與

「正報」不同，「正報」就是你的個體了，你的 individual「個體」，「正

報」，「依報」就是你的環境了。明不明白？令到你得到「依報」的就是引

業，令到你得到「正報」的就是滿業。

聽眾：我明白了。

羅公：「引滿還招業力牽」。明白嗎？

聽眾：我明白了。

羅公：你們不是聽過了嗎？

聽眾：聽過都不記得了。

羅公：哎呀！這裡不能講的，因為何解？要學唯識的人才講得清楚。學另一宗的人是

講不清的，所以你不是那宗的人，就最好不要講這些。好了，三段了。由過

去，生生世世的無明，產生你生生世世那樣多的業，由生生世世那樣多的業，

匯合起來決定你今生做某一個人的兒女，入胎，「識」，這段為緣就產生這一

段，第二段為緣就產生第三段，明白嗎？這個「無明」與「行」是過去的，

「識」是過去的還是今世的？今世的，今世你才入胎嘛！「識」。這些你要留

心聽，聽的好處就是這樣，人家看了很多書，集合起來才講給你聽的，你自己

看，這裏看一段，那裏看一段，就好像執藥材那樣執到一堆，動不動就可能漏

了一兩味都說不定，有些人又以為那些蠢材，我都識看了，哪一個字是我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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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拿整套《佛學大辭典》去查，騙人的！《佛學大辭典》？你可能要找些東

西來解《佛學大辭典》，不行的！「業」、「識」這一段是今世的了，受胎之

後不是就這樣結束的，你在胎裏面十個月你就要出來了，當你一入了胎之後，

還未出來，還在媽媽的胎入面，最初你怎樣？你一入了胎以後，一個針眼，比

針眼還小的胎，稀稀的，比針眼還小，那個胚胎，已經要用很多倍的顯微鏡才

看得到的，最初就這樣，你不要小看那個比針眼還小的東西，那個東西將來會

發展到好像你一樣大的，一路長就長到這麼大，你不要小看他。

還有，那粒比針眼還小的那種東西，具備兩種現象在那裏，第一種是什麼？精神

現象，基督教說的所謂靈魂，在那裏有精神現象在，精神現象有沒有幾多斤幾多兩

的？不能秤，能不能看看得到？看不到，所以叫做「名」，有其名。明白了嗎？是指

那種精神現象，即是它無形，「名」。這個「色」，這個「色」是什麼？當materiel

來解，物質。針眼那樣小也是物質來的，是嗎？他也是一個生命體來的，一個原始的

生命體來的，那個「色」。有了「名色」，這個「名色」，如果那個是雙胞胎的怎麼

樣？兩個中陰一齊攝入去，那就雙胎了，是嗎？如果那個想人工，想試管受孕的，就

怎樣？醫生取了那些精子、卵子放進試管裏面，那個中有糊糊塗塗地走進去，你就說

它在試管，它就像看見唐明皇遊月殿那樣好的，它當那裡是宮殿，它就走入去，站在

那裏很得意，就死了，沉沒了。它的名色在哪裏？它的名色就不在媽媽的胎裏面了，

就在試管。所以有些人說：你們佛教又說投胎的，人家的試管嬰兒你就解釋不了。為

什麼解釋不到？你蠢才解釋不到！是嗎？所以有些學過三兩年科學的，動不動提出這

些問題，有沒有人向你們提過？一定有人提的，年輕人最喜歡問。

「名色」明白了，如果你生在「無色界」又怎樣？有「名」無「色」的，是嗎？

如果你生在「色界」又怎樣？突然間這個「名色」即刻起的，這個「色」一起就不是

胚胎的，一起就整個人坐在那裏的，生在色界是這樣的，由「色」這一段為緣，引起

那個「名色」，「名色」最初就比針眼還小，漸漸地一路長大，就變了好像什麼？一

滴漿糊那樣了，你拿個水滴來滴一滴，好像那些濃的杏仁茶之類，一滴那樣，你的生

命就是這樣了。再過一些時間漸漸地就會怎樣？好像去醫院的那些什麼？好像那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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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那樣，那個小瓶放著的就好像小產「產」出來的，那些像一粒紅棗那樣，八個階

段，八個名的，不過我不寫了，八個名我都完全記不起了，那八個名是梵文的，如果

你要詳細的，我那本書都沒有的，你要看《瑜伽師地論》才行。再過些日子就整個小

公仔那樣了，那些生不成的，用藥水泡著的有手有腳的抱住個頭的標本那種，這樣，

由「名色」漸漸、漸漸經過幾個月，就像一個公仔(娃娃)那樣五官齊備了，不夠地方

寫，寫在這裡吧。第五又叫做「六入」，以前的人譯得不好，把個「處」字譯做

「入」字，應該譯做「六處」，「六處」即是六個地方，哪六個地方？你估一下，講

出來：「眼根」、「鼻根」、「舌根」、「身根」五處了，還有一些精神作用，「五

根」、「六處」具備，叫做「六處」，舊譯譯做「六入」。要放一個 break，先休息

一會。

在胎裏面已經六根具備，那個胎兒，這樣就要出胎了。由「六處」為緣，就產生

什麼？第六段是甚麼？「觸」，與新的世界接觸了，出世了，那時 聲叫，叫做吖吖

「觸」，「觸」，由初出世一路到兩三歲，矇查查(天真無邪)的，苦樂的感覺雖然

有，但是不是很清楚的。那個境界、那幾年，小嬰孩在手抱的那幾年，「觸」，以

「觸」為緣，吸收了一些知識，吸收了些經驗，那樣，本來「觸」是矇查查(天真無

邪)的，到後來由「觸」得到苦樂的感受很明顯了。三、四歲以後一路到了十二、三

歲，由三、四歲一路到十二、三歲的那時候，苦樂明顯，確實感覺到了什麼是苦，什

麼是快樂，已經很明顯了。三、四歲之前矇查查(天真無邪的)，這一段仍然叫做

「觸」，很明顯的時候就叫做「受」了，「受」是 feeling，感受很清楚了，苦樂的

感覺很清楚了，「受」。這樣一路到了十一、二歲，或者十二、三歲的時候，感受得

很清楚了，又到了十三、四歲，漸漸地什麼是好吃的他會知道了，專找好吃的東西去

享受了，如果你是男子，他見到女孩子就會覺得她可愛了，女子也覺得男孩子可愛

了，起了一個「貪愛」了，「受」，寫到這上面了。「受」，「受」為緣就產生了

「愛」，「愛」即是「貪」、「瞋」、「癡」的「貪」了，「愛」了，兩種愛了，孔

夫子，儒家所謂什麼？「食色性也」，「愛」、「取」最主要就是這兩種，一種是什

麼？食的愛，為了食，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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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男女的色，其他的功名富貴都是其次。為什麼要功名？有功名就能達到

你為了吃好東西，達到你娶個美麗老婆的目的，食色，想發財，因財發財可以得到食

色，不然的話，財有什麼用？錢有什麼用？只是紙來的，就是因為它可以令你達到

食、色的目的，所以食與色兩種是最緊要的，愛。還有些愛，常常修禪定的人就愛

定，入定時飄飄欲仙真是好了！他一樣喜愛的，那種定愛，定愛也是愛來的，這樣由

十、三四歲一路到十五、六歲的時候就愛了，越愛就越深的時候，就去追逐了，追

逐、就去追逐了。你們追過沒有？你們試過沒有？你們現在是這個時期了，你們正在

「取」了，你「取」了沒有？女朋友取了沒有？我現在有準備去工作賺錢了，「取」

了。你都是取了，是嗎？「取」之後，不斷去追求，就作種種業了，「有」了，

「有」是什麼？你造作了種種業，這個「有」是指做了種種業，為什麼業叫做

「有」？「有」者，三有，令到你下一世再在「三有」處投身的那種業因了，

「有」，有就是「三有」，三有，什麼叫做三有？「欲有」，即是欲界。

聽眾：「色有」。

羅公：「色有」，無色界、「無色有」，

聽眾：無色界，三界、三有。

羅公：三界的有，三界也叫做三有，將來第二世投生三有的原因已經具備了，即是你

的「阿賴耶識」的電腦裏面，第二世的資料已經準備在裏面了，只要你這一世

一斷氣，下一世就表現了，「有」了。這幾段，由第幾段？「識、名色、六

處、觸、受、愛、取、有，」這幾段都是今世的，初初那兩段是前世的，因為

全部造了三有的因了，全部齊備了，除非你不死，是嗎？你一死，那些業因就

起動作了，是嗎？「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業因，你還未斷氣那些業因就已經

發動了，那業因一發動就好像電腦，那個電腦打進去，那些業因一打下去，那

些資料，那些來世的資料就陸續出現了。這樣，有了之後就令你去什麼？

「生」了，「有」與「生」中間，那個「中有」是怎樣投生的？這個「有」裏

面就包括什麼？「無明」，今世的「無明」了，今世的「行」了，這個「有」

不就是今世的「行」？今世的，這樣又到了「生」了。第二世的「色」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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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的投生，第二世的「色」了，「色」、「名色」，這樣就生了，中間就全

部略了，第二世你結果都要死的，那就怎樣？十二段了，「老死」了，是嗎？

這樣就是輪迴了。老死是來世的，在你來世的老死中間那幾十年你又怎樣？不

斷起「無明」，是嗎？「無明」又怎樣？又不斷起「行」，由「行」又引出甚

麼？第三世的「識」，是嗎？第三世的識又怎樣？第三世的名色，六處、觸、

受、愛、取、有，在這一世這段裏又出第四世的老死了。是嗎？生到老死，下

一世的生和老死又怎樣？第三世的生和老死中間，又有「無明」、「行」、

「名色」，又搞到第四世，一路流轉無窮，這樣，我們就叫它做「流轉十二

支」，我們叫它做流轉，流轉即是生死輪迴。流轉的十二支，「支」即是斷，

亦即是叫做順的「緣起」，順其勢下去，一世一世又一世，一世一世那樣「緣

起」永無止境的，除非你入涅槃，「緣起」，通常講「緣起」講到這裏就結束

了。

我打算今天就不講書了，把倒轉過來的那一段也講給你聽，看看怎樣，這樣即是

人生就永無希望了？就這樣一段一段下去沒有希望了？你中間想斬斷是不容易的，這

即是說不由得你不輪迴的，是嗎？這樣順著下去就叫做有漏的生死了，有漏的生死

了。怎樣才可以解決它呢？是呀！如果任由我自由抉擇的，有「我」就無所謂，我可

以選擇，但是輪不到我選擇的，是由那些「緣」、那些「行」的「業」來決定你的，

是嗎？你造業，有時因無知就造了很多壞的業，有一世做狗那就很倒霉了，做一世鵪

鶉就被人家捉去炒，起肉去煲粥也是倒霉，是嗎？我有一個朋友他發夢，他說不知是

不是真的，他就以為是真，他做夢走了去釣魚，忽然間跌了下去，做夢的時後夢到跌

了進塘裏面，他釣魚時就跌了下去，跌了下去，忽然間見到自己變成一條魚，在那裏

游來游去，是小魚來的，漸漸地越遊越大，就很好了，很舒服在那裏游，忽然間被人

用魚網捉了，比人拉了上去，被人拿去 魚， 魚，他嚇死了：這次被人捉上去劏 劏 劏

了，自己的感覺很伶俐，覺得被 魚的人拿了一把刀在他那個頭上一拍，整個暈了，劏

無知，他就夢醒了，夢想起來，發了這個夢原來過了一世。做魚被人家 了，一刀拍劏

在頭上，拍死了，不知是不是他真是會做了魚都說不定，這裡不出奇的，我的朋友是

姓魏的是中山人，他做了一個這樣的夢，這個夢都很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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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就有益於他了，等他知道做魚的辛苦。

羅公：是呀！他不敢作惡了，萬一有就怎麼辦？他不敢作惡了。可惜是，他說：人都

是要找一個宗教，去找宗教，他走了去天主教，他就不信佛，他說佛經很難

懂，不搞了，我還是走去天主教，天主教就一部聖經就全部包括了。他用這樣

的辦法，這個姓魏的。有時候，如果是的真是會的。

我的太老師就有一段這樣的故事，我講過沒有？朱九江(1807—1881)，我有個

老師叫做凌孟徵，凌孟徵的老師叫做朱次琦、朱九江(1807—1881)，他自己說的，

凌孟徵講給我聽的，他做兒童，都不是兒童了，他 20 歲左右的時候，他倆老表兄在

九江住，南海九江，在那裏。他的表兄與他隔了一條河，有一條橋，它經常出去九江

墟處飲酒，兩表兄弟常常去飲酒，有時飲到夜晚三更天才回家。回去的時候一路行就

一路聊天，有時老表先送他回到家敲完門然後才回家；有時就他送老表回家，看著他

敲門進去，然後才自己回家。有一天，他就飲完酒，飲完酒與他表兄弟一齊行，行到

之後就說：今天輪到我先送你回家了！就送了老表回家。那個老表入了屋子他就回頭

了，回去自己的家，誰知他來的時候一腳，月色不好，剛好是雲遮著月，一腳踢了橋

的第一級石，一跌下去，撞了一下，整個人暈倒了，不醒人事。可能碰到頭了，他就

覺得自己走了起身，不是他走起身，他覺得自己爬起身，可能不知是不是那個死了的

「中有」走出來了，走到去哪裏？見到，為什麼我在這裏？剛才跌一跤現在又起了

身？回家去了，回家去，回家去不走這條路了，太黑了，找一條遠一點的路，那條橋

好些的，由那邊行，回家呯呯 敲門卻敲不開，打前門打不開，敲後門也敲不開，嘭嘭

為什麼打不開？你的「中有」打門是打不開的！你的手打不響那扇門的，是嗎？只是

氣而已，打了一輪打不開，他又依於那條新路由走回去，還是回去表哥那裏過夜了，

去到表哥家裏。

到表兄家，敲他家的前門又敲不開，但是他表兄家有一個後花園的，後花園的門

只是虛掩的，不如我由後門入了。就由後門入，入到後門見到很光亮，光亮下，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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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有間屋，何解呢？什麼時候起了一間屋在這裏？那間屋很華麗的，何解呢？好像

有大光燈照著那樣，很靚的，他想看一看甚麼事。一看，一看就不得了！見到一個裸

體女人在那裏生孩子！他本來在那裏看的，誰知一看就壞了！不再看。好在他讀過

書，這是一位理學先生來的，他想：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這些事我們讀書人不

應該看的，他掉頭就走了，不看了，不看了。當然是回家去了，反正他們也不開門

了，就回家，不如行回舊路了，於是就行回舊路，行回去的時候，在摔倒的地方又踢

了一踢，又在那裏跌倒了，就爬起身，原來是真人爬起來了，就回家去敲門，就敲得

開了，人就當然行的，敲開了門，到明天一早，不服氣，為什麼我的表哥搞這些東

西？花園裏面多了一間屋？還有女人在那裏生孩子？一定要去問問他才行！

一早就走去找表哥，拍門進去，就去問表哥：你又不對了！在花園裏整一間這樣

的東西？表哥說那裏有這樣的事？你做夢嗎？他說：我不是做夢，我明明就見到的！

表哥說：那裏是見到？我帶你去看看！一看，是一個豬欄，是養豬屋，他說那裏有？

你看看！對呀！明明是這裏的，一間屋很美好的，還有燈光的，有個女人在那裏生孩

子。表哥：更加沒有！豬就有，剛剛隻豬是生了 12隻小豬，死了一隻，死了一隻，

成一窩小豬在那裏，死了一隻。那時他就大驚了，他說：那一隻可能是我都說不定！

好彩我非禮勿視走回頭，那隻小豬就死了。於是朱九江就講給那些學生聽，我的老師

是他的學生，我的老師就講這件事給我聽，有一回這樣的事。不出奇的，這種事情，

若果他是貪心，他就做一世豬了。

聽眾：做一世豬了。

羅公：就因為這樣就避免了做一世的豬。

聽眾：這是正念。

羅公：是，起一個正念。

聽眾：他不貪。

羅公：是，不貪就不入，不能入。

聽眾：他是狀元來的。

羅公：不是，他中了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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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所以凡是貪……

羅公：這樣，它這個十二段是永無止境的，想止境有沒有辦法？就要釜底抽薪，你想

那煲水不滾(開)你就要抽柴，抽掉了那些柴就可以了，水就不會滾(開)了。就

叫「釜底抽薪」了，一個一個的釜底抽了那些柴，那水自然就不會滾 (開)了。

這個「十二因緣」最難搞就是什麼？十二段最難搞那一段？你想想，你看看，

「無明」，是嗎？搞妥「無明」就不會有「貪」了，沒有「貪」就不會做些

「貪」的有漏業了，不會做有漏業就怎樣？就不會搞到去「中有」處受胎了，

你不受胎何來有第二世？沒有第二世就那裏會有第二世的作業？沒有第二世的

作業又怎會有第三、第四世呢？釜底抽薪就是要對付那個「無明」，佛在當時

在菩提樹下就發明了這套東西。這樣就叫做「流轉十二支」，你記住這十二支

是怎樣的，「無明」就緣「行」，以「無明」為緣就產生「行」；是嗎？「無

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聽不聽得明白？「名

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什麼？

聽眾：「受」。

羅公：「受」；「受」緣「愛」；「愛」緣「取」；「取」就緣「生」；「生」就緣

「老死」。「老死」，「生」與「老死」中間又由「無明」，一路這樣下去，

這些叫做什麼？「流轉十二支」，叫做「順緣起」。對付它，佛就是發明，佛

就是發明了這套東西了，叫做「還滅十二支」，「還」就是回去，「滅」者，

涅槃。回去涅槃。叫做「逆緣起」。逆觀「緣起」，倒轉來觀的，怎樣「緣

起」？怎樣逆「緣起」？你就怕老死，是嗎？你怕老死，你驚怕老死就最好不

要生，不生何來有老死呢？你想斷除、斬斷老死，首先就要斬斷生，你想不生

也不行，你無法不生的，你想不生你就要怎樣？你想不生你就要怎樣？你講給

我聽？你的「十二支」裡面？

聽眾：不要有「有」。

羅公：你不要有「有」，你想沒有來世的「生」，就不要有今世作業的「有」，是

嗎？你想沒有作業的「有」又要怎樣？不要起「愛」，是嗎？你想不起「愛」

你又怎樣？

聽眾：不要「受」，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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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無「受」。是嗎？你想無「受」，可以嗎？自殺了他，沒有「受」？行嗎？不

行的，又要無「觸」；是嗎？你想無「觸」要怎樣？沒有「六處」，是嗎？是

嗎？你想沒有「六處」？沒有「名色」，沒有入胎的「名色」你想沒有「名

色」又要怎樣？不要有入胎的那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不要受

生，你想不受生又要怎樣？不要有前生的「業」；你想無前生的「業」又要怎

樣？剷除「無明」。這樣可以怎樣？對付「無明」，怎樣對付「無明」？修禪

定、持戒律，持戒律才行，如果你整天只有一個講字沒有甚麼用的，要持戒

律，只是持戒律也不行的，持戒律只是身體不出軌而已，你的心靈守不到的，

還要怎樣？就是要修禪定了，「戒」「定」、由「戒」、「定」就產生智慧

了，「戒、定、慧」，用無漏的智慧在定中入觀，「無明」是最壞的，我要剷

除這個「無明」，不起「無明」，不起「無明」，不起「貪」，不起「瞋」，

不起「癡」，漸漸做得多了，用回老子這一句就是什麼？「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慢慢一路剷，就像剷掉了那些鐵銹那樣，結果是被你剷光了的時候，你

就證涅槃了。明白嗎？這樣就叫做成阿羅漢了。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就叫做還滅十二支了，倒轉過來追其究竟，「無明」是罪魁禍首，所以要怎

樣？就得到了這幾句：「無明滅故行滅」，是嗎？「行滅故識滅」，識滅故什麼？

「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什麼？

「取」滅，「取」滅則什麼？「有」滅；「取」就是「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

則老死滅」。涅槃。這樣就叫做「涅槃」了，這樣就叫做「還滅的十二支」，我們整

天講十二支，整天只講緣起十二支不行，只是講流轉十二支不行的，要熄了它，倒轉

過來還滅的十二支。佛在菩提樹下就是親證了這套理論。

聽眾：即是此滅彼滅，此滅就彼滅。

羅公：此滅則彼滅了，此生則彼生，「無明生則行生」，「行生則識生」；「此生則

彼生；此滅則彼滅」；佛整天這樣說。

聽眾：此有則彼有。

羅公：「此有則彼有，此生則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則彼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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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證了這個道理？

羅公：什麼？

聽眾：證了這個道理？

羅公：他就是證了這幾句！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羅教授，我有一個矛盾的想法，就是譬如我們在這個世界裏面，即是說我們常

常都要想如何增長自己的知識，來到去都要適應這個社會，這個時期我們很多

概念和很多業，假如我們是不懂得的，是不是每日一個多鐘頭的靜坐就可以將

這些業去洗淨它？

羅公：哦，這樣，你提出這個問題，我答覆你，就是兩個途徑，第一個是小乘的途

徑，直接解決這個「十二緣起」，對付它，對付它最好怎樣對付？〔就是〕出

家，出家就要這樣，整天修行「戒」、「定」、「慧」，最多三世就搞定，早

就三世，遲就不過是五、六十世，全部搞定了，真正的出家，居士就難些，不

是不難，就好像你那樣，居士每日交出一個鐘頭來都很難的，是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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