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看日本，扔一顆，十幾萬人！一齊死了十四多萬人！整個城市到現在都還不能

夠恢復。原子核的爆裂而已，這樣即是原子是假，其實一個原子核的爆裂，原子核的

爆裂，原子核我們現在知道了，現在知道電子、質子都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將它破裂，

一到它破裂，說它放出的能力都不知有多大的，科學現在，我們不是科學家，你問科

學家他都是不知道的，現在我們讀的，只是知道這一段，下面是怎樣？不知道。

即是說那些陰性的電子與陽性的電子，「後之視今，亦由猶今之視昔」 (《蘭亭

集序》王羲之)都是假東西，到最後是什麼？科學家說，這個世界根本就無所謂叫

「物質」，只有能力，能力是無形無相的，現在能夠知道的是什麼？能力是實質。所

謂物質。

能力凝聚的時候就成為物質，物質破裂，分散的時候就成為能力，叫做質能互

變，物質是「體」，能就是「用」，「體」、「用」互變，其實都是執著來的，

「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還要「體」、「用」互變才可以的。「體」

變「用」，「用」變「體」才行，講不通的，是嗎？這樣，如果你想說，這是佛家的

勝義來的，是嗎？雖然不是真的勝義，都是比較很高妙的道理，我想看看世俗講這些

又怎樣？

你，我就介紹你，你這樣老就不要了，他們年青人就不妨，即是何解？現在的年

青人將來要出來，如果你以後做法師，你要應付很多人，譬如你去現在那些大學的講

學，都是借一個課室來講而已，如果是真正由大學請你講，要任別人發問的，任別人

發問的，一講完一定要留半小時任別人發問的。那時你要有很多知識才行。你看看，

那本《二十一世紀展望》，你看那個池田大作，有看過？人家多博學！這位是佛教徒

來的，他實在的目的就是宣揚佛教，他找了西方最第一流的學者，與他對談，其實他

是講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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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與西洋人對話用佛法來講，你那些中國人只有太虛法師，世界第二大戰後就

是池田大作，池田大作是誰？就是日蓮宗的創辦人之一，他一味教人好像很迷信那

樣，喃嘸《妙法蓮花經》，叩頭就可以了，其實你不要以為他是蠢材，他非常之博學

的，中國那些佛學家，找不到一個像他那樣博學的。但他教人怎樣？他不教你講那麼

多道理，他另外有一班人是講道理的，普通人他就教他不用的，只要念大乘《妙法蓮

華經》這樣就可以了，你就算不生極樂世界都會生天了。他這樣。做事是要這樣，你

問我，我也建議你這樣，最好就是念佛。是嗎？

這件事，有一句說話你要記，中國人，我們的祖宗有一句說話你要記的，尤其是

你稍為識得多一些，你就以為自己學問很好的，你記住這句說話，將來講學，這句說

話不是佛講的，佛講，你一定會說：你用佛經。我現在講，好幾次我都不是在佛經

講，我對你講儒家的經典，尤其是中國人，我用四書五經對你講，如果四書五經都不

講，還反駁我，那你根本就不懂得，是嗎？我懶得對你講佛。四書裏面第一本是《大

學》，第二本是《中庸》。

《中庸》裏面有一句話：「極高明而道中庸」，它說，我們一個人求學問，有修

養的時候，我們的境界會越來越高，越來越高，高明到極，「高」者，高深到極，

「明」者，我們的智慧光，光明到極，極高明的智慧，但是當你對別人說話的時候，

「道」，「道」即是說，你對別人說話的時候，不要講最高明的那些，你要講中庸，

「中」者，即是中間，middle，不要太高；又不要太俗，「庸」，「庸」就是平常

的，common的，用最普通的東西了來講，一味講到高深，我講的很高深的，那些

叫做蠢材。孔夫子教人，「極高明而道中庸」，那個「道」字是講那樣解，你可以極

高明，但你講就要講中庸。

好了，剛才講到，所謂物質，都是相來的，全部是相，「體」是什麼？科學家說

不知道。科學家們有就說有，沒有就說沒有，知就說知，不知就說不知的，宗教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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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什麼？是上帝造的，上帝用什麼來做？用什麼材料來造？

上帝是硬是幻想，想出來的，祂說，這個世界一片矇矓的就只有祂，祂嫌太寂寞

了不好，我要有光明！於是就光了，我要把水與地分開，混成一堆不好，於是水就分

成一截，地有一截；我要將光與暗分開，光就在上，黑就在下。就這樣。

這種講法，如果是宗教家，是宗教就一定是接受的，你如果不是宗教的人，誰會

接受？祂可能也有很深的意思，因為當時的文化不是很進步，講太多深奧的東西不

行，所以當時人人都相信有個神，祂就找了這一套來講。創教的人就仍然是怎樣？

「極高明而道中庸」，那些猶太人，什麼？

聽眾：羅先生，如果佛教也是講不出的，是嗎？

羅公：講得出的都是「用」。

聽眾：他自己是怎樣體會？要體會得到才可以。是嗎？只能體會，講不到。

羅公：體會到，講不到，體會就用wisdom，用智慧、般若。

聽眾：他知道是什麼？

羅公：知道。你一樣可以知的，你現在知的，不過你現在用什麼？

他就直接用他的智慧去擇，去 catch它，你就不是，你要用邏輯去知道，覺得應

該有。既然有「用」了就應該有「體」，這才合乎科學的，何解？在科學、從科學的

觀點我們知道，有「用」就一定有「體」的，是嗎？既然這個全世界，這個 total的

「用」，全世界是一個大的「用」，一定有一個大的「體」的，這個大「體」是什

麼？就是真如佛性、真如。

那是外面的事？我的「體」是怎樣的？或者你會這樣執著，真如是我的本性，我

現在問這個世界，他又說你，你這是執著，你硬要分開你與你的世界，那是你的執著

來的，你能夠離開這個世界嗎？你試一試？你離開這個世界，你看你離開一分鐘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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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這些空氣就是這個世界的，你離開空氣一分鐘，你看你死不死？死不死？死

了！已經沒有你了，是嗎？

所以這個世界是你的一部分，佛教就說，教導人，這個世界；我們的人生，我們

的世界，是前世的業力造成的，是一個報應來的，這個「報」有兩種，一種叫做「正

報」，我們的身體「五根」，我們的心靈與我們的「五根」就叫做「正報」；我們住

在這個世界，這個物質世界裡，這個物質世界，亦即是所謂自然界，這個 nature叫

做什麼？

聽眾：是「依報」。

羅公：「依報」。「依報」、「正報」只是勉強我們用語言來把它分開，但是你不能

絕對把它分開的，是嗎？如果你絕對分開，你就死了，你入去那些空氣是「依

報」來的，但是入到你處就變成了「正報」了。是嗎？

你的細胞這些是「正報」來的，是嗎？過了幾天它排泄了出來，就變成了「依

報」，變成垃圾了，是嗎？變成老泥(死皮)了就排泄了出來，變成了這個世界的東

西，就變了「依報」，「正報」與「依報」，今日是「正報」，下午就變成了「依

報」，是嗎？這杯水現在是「依報」，等一會就變成了「正報」了，我講得口渴了，

喝了吸收了，又變了「正報」。

「正報」與「依報」分不開的，這些叫做什麼？池田大作叫它做「依正不二」，

是嗎？佛在兩千五百幾年前已經這樣講了，現在那些人才講什麼？我們的遺傳的身體

與環境不能夠脫離關係的，現在才這樣講，其實那些科學家講得太遲了！那些印度人

二千五百年以前已經知道「依報」與「正報」是分不開的。「體」、「用」就是這樣

看了。

剛才講到，杯仍然是「用」，瓷質是「體」，瓷質都是「用」，分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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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分子都是「用」，原子是「體」；原子也是「用」；那些陰性電子與陽性的

電子才是「體」，是嗎？其實這些都是「用」，因為它是一粒粒在那裡的都是

「用」，那個「體」科學家未知，是嗎？這樣然則有沒有「體」？一定有，是嗎？沒

有又為什麼造出這麼多東西出來？一定是有的。

不過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用」，由「用」我們就知道一定有「體」，我們

從人生來講，我們知道有一個本源佛性，一路推下去。我們現在想這些想那些，這是

「用」；有個心然後才能想，是嗎？心就是「體」，心會活動的，仍然是「用」，仍

然是「用」。那個講不出，但不是沒有的，勉強叫它做本源佛性，那個才是「體」。

你說本源佛性這四個字都是「用」，那個「體」是什麼？是講不出的那一個。我

們都知道，是嗎？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知就好，一點點都好，總之就是有

那一點點東西。是嗎？我們又怎樣？「即用顯體」是靠推論，靠推論，靠什麼？推

論，西方人叫做什麼？Deduction，是嗎？

一路這樣推論，推出來的，就是用什麼？用比量，不是用現量，比量即是推論，

佛就不是，佛在定中，佛整天都入定的，他用現量，他費事(懶得)用邏輯，直接用他

的 wisdom，用他的智慧直接把捉，直接把捉，用比量就一定要什麼？一定要有

concepts，有相，有名言，concepts是名言。

如果要用現量是要擺脫名言的，有 concepts都不行，沒有名言的，無相，

「相」即是名言，直接去 catch它。

聽眾：這樣是不是入觀的時候 catch到它？

羅公：是。如果第一次 catch到的時候，你就叫做見性，佛就整成日都隨時 catch

到，那就是佛了。就是這樣解。聽不聽得明白？講不講得出來？試一試講，不

怕的！你呢？聽不聽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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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我們現在所講的「勝義諦」，「真如」，一切一切都是，都是安立這個名言

的，假的東西。

羅公：「勝義諦」是「體」，其餘都是「用」來的。

聽眾：「勝義諦」都是安立的名言。

羅公：「勝義諦」是「體」，其餘都是「用」，但是你說它是「勝義諦」，已經是一

個名言了，一個 concept了。

聽眾：都是假的？

羅公：假的！仍然是「用」，我們要借這個名言去體會那個真正的、講不出的那個

「勝義諦」。

聽眾：即是你剛才說的「體」……。

羅公：「體」不可說，真正的「勝義諦」是不可說的。這個說來說去的都不是真正的

「勝義諦」。因為講完〈勝義諦相品〉是要交代這套都是假東西，因為這位釋

迦佛實在是多事，可以講句笑話，他老人家太多事，囉囉嗦嗦來到講這麼多東

西，累我們幾千年之後我們又要花幾個月來講他的那一套東西，這是賴 (怪)釋

迦佛論盡(囉嗦)。

聽眾：他初初都講明啦！

聽眾：他擔心我們不明白嘛！

聽眾：初初講明的時候，遍計安立的時候，都會立名言來講的。

羅公：他不能不這樣。

聽眾：他說我講的都是假的！

羅公：是，他講明的。遍計安立的，能講的都是不對的，是嗎？所以，你明瞭這個

「勝義諦」的道理，你讀《六祖壇經》你就知道了，那小和尚，那個神會，十

三歲，那套《六祖壇經》結尾那一段，六祖晚年不是說：我有種東西，無頭、

無尾、無底、無面，你們大家識不識？個個都不知道他講什麼，其實那些人是

很蠢的！六祖下面的那些人，因為當時南方人的文化不高，讀書人很少，那個

神會和尚是聰明到極，十三歲仔，那時還未受戒，沙彌而已，他說：這個就是

本源佛性了！對到極！六祖即刻就罵他，罵他什麼？你這些叫做是知解宗徒中

途，這個「知」應該讀智慧的「智」，知解，這叫做「智解宗徒」，靠你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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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去了解道理，你所了解的東西整天都是名言來的，「本源佛性」四個字是一

個 concept來的，你又說它這個就是了，你還講出來？巴巴閉(太囂張)！你這

樣講不對！其實六祖就很喜歡他，你講得很對！即是怎樣？他說他對了，神會

就驕傲了，你都不對！即是什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拉一拉他，再拉高他。

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他不用執著。

羅公：令他不執著。就是因為這樣罵他。下面的人不知道，因為講一講佛性都罵的，

不講了！這樣又不行的，你是神會就可以，你不是神會你就要講了！是嗎？你

自己吹大自己，這樣叫增上慢，是嗎？不是所有人都受得起六祖的這一句起

的！所以有些不知道的就說，好了！不用講了，連經都不用講了！這樣最好

用，他不識，可以用來遮羞，你明不明白？講得出都不對了！我也是講不出

的，你跟著我坐在那裡就行了！害死不知多少人！那些人。

聽眾：羅先生，好了，你既然知道這些，那又有什麼作用呢？你既然體會到，那又有

什麼作用呢？

羅公：體會到？是嗎？譬如好像我們那樣體會到。

聽眾：體會到後。

羅公：什麼？體會到，現在你與我都體會到，知道有這回事。我們要做功夫，很簡

單，知道他本來面目，是嗎？

知道世界與我都不分離，怎樣不分離？因為看到它不分離，我在定中覺到不分

離，還有，我的生命由過去無窮那麼遠，一路來到今天，再由今天起，一路，照佛那

樣講一路無窮無盡，這個無窮無盡的生命，我們只得一個講字，只是從邏輯上講而

已，他自己把捉得到，那個「根本智」把捉到這個生命的本質，「體」，跟著「後得

智」就要起名言，起概念，在「用」的方面來追尋，在很定，在第四禪裏面的很定一

路追尋到過去的生命，前一段又前一段，見到自己的生命好像是什麼？

生生不息無窮無盡那樣的，又再往下到目前，看見自己的生命每一剎那都變、

變，是一路變，一路推進，一路推進，就知道以後也是無窮無盡地一路推進，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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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真正地認識這個生命是無窮無盡的，他都不知幾歡喜，即是沒有死了，是嗎？像

現在俗語，這回沒有死了！真的沒有死了！

原來我是不死的！現在整天講你不死的，因為一個病人臨到將近死的時候，那個

牧師一路說，你是上帝簽過名的，你都是半信半疑的，都不知有沒有，是嗎？還有，

你找個法師在那裡說法，說你現在又如何，你去生天，又去極樂世界，你都是不會是

徹底信的，你說徹底信的那個其實是騙人的，是嗎？老實講，我就不會徹底信了！是

嗎？總有多少疑惑。

但是當你明明白白，你的「後得智」體驗到你的那個生命是無窮無盡的，不用佛

講，你自己都知，你都信的。哪裡要別人講！你自己看到都不信？是嗎？即是細路哥

(兒童)，我孫子那樣，我說他遺尿他不信，但你自己確實遺了尿，這樣還不信？是

嗎？不到你不信嘛！是嗎？好處就是這樣。還有，一切執著沒有了，很多煩惱都沒有

了。

譬如我今世都是沒有什麼錢了，我就可以去追尋我的今世不是有很多錢的原因，

原來多生以來自己是孤寒(吝嗇)鬼！或者怎樣，今世沒有什麼錢是自己造成的，不怨

天，不尤人，這樣你少了很多仇恨，是嗎？還有，有兩句詩，我們講魯迅有兩句詩，

大家看過沒有？他揶揄那班貪官污吏，以前的人貪了很多錢，結果死的時候剩下了給

兒子，當天賺錢的時候就殘酷到極，以前的軍閥是這樣的。

魯迅就揶揄他們，有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你們千夫萬婦來指說他壞，

他橫眉，你說我是你的事，我賺錢是我的事，我要抽水，我要賺錢，「橫眉冷對千夫

指」，人人指著他罵，「俯首甘為孺子牛」，自己到臨死，自己存起來那麼多錢，自

己一斷氣的時候，你自己的兒子就散你的家當，「俯首甘為孺子牛。」

這樣，如果一個人，他了解的，他會不會這樣？他不會的，他知道我之所以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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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賺這麼多錢，我是生有自來，不是這麼簡單，既然我今日這麼好，我好好地做一

些有利眾生的事，他就不會孤寒了。第二，還有對自己的兒女，就不會太怎樣？太迷

戀自己的孩子，何解？

可能我今天朝早上 的那隻雞是我前世的兒子。是嗎？為什麼那隻雞會給你殺？劏

與你有緣才會碰到你嘛！是嗎？與你有關係，過去多生與你有關係，既然有關係，不

是做夫婦就是做父子，不是做仇人就是做朋友，是嗎？隨便一種的，這樣，你現在劏

了一隻雞了，不正是冤冤相報？是嗎？

你現在是兒子，他不過是你多生以來，做你的兒子不知有多少，不過其他人沒有

機會，今世是他有機會做你的兒子，既然你做他的父親，你就應該培養他成人，令他

好好地站立做一個好的眾生，這樣就夠了，因為何解？旁邊老伯伯可能從前是你的兒

子來的，是嗎？

所以你對旁邊乞丐，旁邊的老人，你都應該這樣看法，他們是我過去的子女，我

們不要仇視他們。對自己的兒子不需要太貪戀，不要賺很多錢剩給他，他成人就行

了，是嗎？今世我有隻小鳥養得牠很好，可能牠死了之後來世是我的小兒子出世，可

能牠走來投胎，他做我的兒子都說不定，所以，到這裡，真正能夠怎樣？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章句上》)見道以後就透徹，我們現

在也能想得到，但是見道就透徹，透徹，好像身歷其境，有這個好處，還有就是完全

沒有了執著，發起很多神通，發起很多神通，你有神通與無神通就相差很遠了！是

嗎？識字與不識字，在鄉下，一個識字的人與不識字的人就相差很遠了。識字即是說

他有 knowledge那樣解，是嗎？不識字就沒有 knowledge嘛！神通要來做什麼？

神通叫做 super knowledge嘛！他有超級的 knowledge！怎同？

等於我們識字的人與一個不識字的人相比，不同的，所以我們最緊要求見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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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見道完，如果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世界很險惡的怎麼辦？最好你找些什麼？兩條

路，第一、求歸宿，趕不及見道就先找個地方去，要不就生兜率天，要不就去極樂世

界。

或者你不捨得這個人間，我還要繼續度眾生，這樣你就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能

否做到這件事？認真要小心，好當然好的，第一流，但是你能否做到要自己量力而

為，西藏喇嘛就是用這種理論去轉生，就不去了。這是一種辦法。第一是找歸宿，第

二是什麼，現世我們有很多艱險的，我不覺得熱的，我不覺得熱的，我最了不起就是

這裡，沒有大汗淋漓的，前兩天這麼熱我出去，在太陽底下我一樣是不出汗。

第二是什麼？現世很艱險，不妨念一下佛號，他能夠現世加持你，例如觀音菩

薩、這個釋迦牟尼佛、彌勒佛，現世請加持，或者藥師佛，現世得他的加持力，得加

持力怎樣？即是做事你自己做，但是冥冥中有一種影響力，令你〔即使〕衰，衰不了

太多，你好的時候你也不會太過份，即是有一種影響力的。認真艱險，你很虔誠的時

候，那種力量就很明顯在那裡，會救助你的，我只是這樣就夠了！只是去極樂世界就

好了！不用了，現世還要積福嗎？

你死的時候，最怕一下你暈到就不知道了，搞不妥的時候，不如現世多一些加被

力，你說：我一味靠它就行嗎？那又不是，你不發菩提心，他佛不加被你，縱使加被

也不大的，所以你一定要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之後你一定要修行的，只是嘴上我現

在發心了，念幾句菩提心咒是沒有用的，要做實踐的，你實踐就需要什麼？

經教，盡你的力量能懂得一些就懂一些，不是日夜去做，做到暈倒，不需要，盡

你的力量懂得多少是多少，做也是能做多少是多少，最緊要是持戒，持戒，持戒，即

是不要衝破這個圍才行的，就是這麼簡單，學這些不是不好，學多些比較好，是嗎？

不懂也行，懂得就更加好。所以各位，盡你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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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我想今世，何須太緊要？你的生命無窮無盡，只要你來世好過今世，那又

有什麼所謂？講到這裏就怎樣？就歸結了，「體」不可說，「用」可說，「體」、這

個不可說的「體」佛教就叫做「勝義諦」，「用」就統統叫做「世俗諦」，凡可說的

「用」都是世俗諦，你就切不可一味死牛一邊頸，認為佛法是不可說的，這是執著，

「勝義諦」就是不可說，「世俗諦」是可說的。

有些人又說，凡東西都是可說的，這又是執著，「勝義諦」是不可說的，兩方面

了解。「勝義諦」是怎樣的已經講過了。現在以後各品都是世俗諦，甚至叫你怎樣修

行都是世俗諦，即是凡是能講出來的都是世俗諦。世俗諦裏面最緊要的是什麼？認識

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是什麼來的？

我們的生命的本質就是我們的心，心， life與 heart一樣，與心一樣，我們的

心，與你的心，形成這個生命，形成了這個生命後，我的生命一定要有地方給我住

的，這個就是世界了。我們的心不止變起我們的生命，一方面還變起我們這個世界，

這樣就叫做什麼？「三界唯心」，我們的世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三界

都是由我們的心變現出來的。又有人不要「三界唯心」，改了名，叫做什麼？「萬法

唯識」，亦即是「三界唯心」。

然則，這個心是最緊要的，就是我們的生命，現在就是分析我們的生命，講我們

的心給你知，我們的心是怎樣的？我們的心，記住，一講到心，在佛教裏面，有兩

個，有三個不同的講法，第一種講法是指真如自性，「真如心」，很多法師與禪宗的

大德所講的心多數是指這個心，指這個心叫做「真常心」，這個「真常心」印度人很

少講，中國人最喜歡講，尤其是華嚴宗與禪宗的人最喜歡講。

這個「真常心」即是真如。我們現在不用這種講法，因為這種講法深入講會有很

多毛病，你們讀《楞嚴經》講的這心就是這個心了，這個「真常心」很多毛病的，我

們就用什麼？用回印度人習慣講的、唯識宗所講的那種心，第二種心，不是這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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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是真常心，我們現在不談這種心。

我們講第二種心，這個名詞你們平時很陌生，因為聽那些講經的人很少講「集起

心」這幾個字的，「集」者，集合很多東西，「起」者，令它生起作用，一個做生意

的人集合了很多資本，將資本運用來做生意，我們有個「集起心」，「集起心」是怎

樣的？集合很多種子，集合宇宙萬有很多種子，種子，那些人譯作英文就譯做

seed，s e e d ，seed，有人將它譯為 function，function，功能，也有人將它譯做

energy，能力，是一種能力來的，無形無相的能力，無形無相的東西都存在？你不

要這樣講，無形無相的東西才是厲害！這隻杯子有形有相不厲害？大夾萬有形有相不

厲害嗎？這座山整座在這裏，有形有相的不算厲害，那些無形無相的電，你摸下去，

你會死的！那座山你爬到頂你死不了，那些電你插進去，你想拔隻手出來都拔不出。

如果沒有人救你就電死你！無形無相的東西都會很厲害的，你明不明白？大風，

無形無相的風，排山倒海，山你以為大了，大風排山倒海，整個海的海水會令無形無

相的風成為龍捲風，整間屋都扯起，整個海水一下扯起大海的水柱，風力也是無形無

相，凡力都是無形無相的，總之是一種無形無相的力。那麼種子是不是只有一種？不

是！

有多種，顏色有顏色的種子，無形無相，未發出來的時候是種子，出現的時候就

成為現象 appearance，由 seed變現為 appearance，顯現的東西，顏色有顏色的種

子，摸下去是硬的，觸覺，觸覺有觸覺的種子，嗅下去香的，香有香的種子，這些都

是物質的種子，明不明白？我們心會活動的，心有心的種子，這個蘇蝦仔(胎兒)在媽

媽的胎裏面，渾渾噩噩不知所謂，你說他無心？他有心的種子的，你信不信？

如果他沒有心的種子，他出了世之後何解會知覺？是嗎？種子是一種潛伏的能

力，潛能，種子是一種潛伏的能力，一個蘇蝦仔(嬰兒)，他長大後會變成一個科學家

的，只要你教得他好，何解他會這樣？因為他在母親的胎裏面的時候，已經有做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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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潛伏的 energy 了，你信不信？潛能，種子是一種潛能，是嗎？是一種

function，是功能。

我們的心，當一件東西，一個蘇蝦仔(嬰兒)，當他未懂得事的時候，本來他將來

會做工程師的，但是現在在母親的肚子裏，眼睛還未打開，將來漸漸養大了，他會變

成一個工程師，比 CN塔還高的他都能造出來，我們不妨這樣講，這個蘇蝦仔(嬰兒)

在母親的肚子裏面已經有了這種潛伏的能力、功能了。

即是說，我們的心裏面有無數那麼多的潛能，這些只要你用教育的方法引導他，

把他的那些潛能引出來，他會成為什麼？如果把那些做偷雞摸狗的潛能引出來，那他

就做偷雞摸狗的人了。如果你把他那些成佛的潛能引出來，他就去修行大乘，去求證

佛果。如果你把他那些政治家的潛能引出來，他會做首相，做外交部長。

看看，這樣是不是很多人都具備很多潛能？一個眾生的種子總之有多種潛能，豈

不是譬如我很想有錢，有錢的潛能走出來當然好，萬一將窮鬼的潛能引出來怎麼辦？

這樣，這要另一個解答，今日就講不完這麼多內容。我講一件事，最重要是什麼？教

育，是嗎？教育。只是教育？我送他去好的學校讀書，但是他與一班朋友打毒針怎麼

辦？

私有了，教育，這些叫做緣，眾緣和合才能造成他是一個了不起人，你做父母，

你就只有這樣，我做父母我就這樣，這個眾生與我有緣，今天做了我的兒子，我盡了

我的力量，我做一個增上緣，盡量把不好的緣排除，會偷東西，會吸毒的那些緣盡量

避免，令到他得到智慧的就盡量去培養，這樣，我這個做父親的就叫做怎樣？責任已

了，是嗎？我沒有對他不住了。也可以說，我沒有對這個有緣的眾生不住，對子女就

是這樣。如果佛家對子女是要這樣看法的。

這樣即是說，我們每一個眾生的心裡面都有集合很多潛能，有些成佛的潛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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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做鬼、做餓鬼的潛能，落地獄的潛能都有，遇緣就爆發了，有緣，各種條件適合，

各種潛能，哪種潛能條件具備，那種潛能就爆發出來。這樣，你說：豈不是很慘？只

能夠靠撞？不是靠撞，有辦法控制，修行就行了，「戒、定、慧」而已，是嗎？

什麼都是用持戒，時時修定，用你的智慧去控制，這樣就萬無一失，再加以他

力，所以我叫人，因為這個世界太險惡要念一下佛，或者念一下咒來加被自己，這樣

就不會撞板(犯錯)，有很多種子，心有力量集合很多種子，那些種子一有機緣它就起

了，起即生出來，生什麼？生出現行出來，叫做現行，種子的相對就叫做現行，「現

行」者即是什麼？譯做 appearance，appear就是出現，appearance，加一個 ce

尾，appearance，顯現地活動，顯現的活動，由種子變為顯現的活動就叫做「現

行」，叫做種子生現行。你們有無聽過？種子生現行的第八識。

聽眾：聽你講過。

羅公：什麼？

聽眾：你有講過。

羅公：我有講過嗎？

聽眾：一向都有講。

羅公：講過了，我會不記得的，是嗎？

聽眾：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

羅公：現行又會熏種子。

聽眾：你講過了。

羅公：這樣，集合了很多種子能夠生起現行，這個心，這樣的心叫做「集起心」，唯

識宗所講的「心」就是這個心。

第三種心就叫做肉團心，這個不用講，這個豬心、牛心，這個不用講了，在豬肉

就見到了，個個都有個肉團心。好了，講到這裏，講完這一句就要你們去那個枱

break了。「真常心」，所有無量無邊的眾生共同一個的，真如，無數，無量無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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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同一個真如性顯現，「集起心」是每一個眾生一份。

所以你問，法師最怕人問，你整天講心，我們所有眾生是同一個心，抑或各有各

的心？最怕人問這些東西。不過你們不識問。現在最緊要是了解那個「集起心」，每

人一個的，每人一份，我不說每人一個，應是每人一份的，一個 group，因為每人

一份，豈不是離行離列？又不是的，為什麼？

我再講，因為你要明白什麼叫做「體」、「用」，不可說的那個「體」，勝義諦

是「體」，這個真常心是「體」來的，不要用「真常心」，我最討厭這個名詞，混亂

別人，「勝義諦」、真如，真如是這個最徹底的「體」，猶如大海，由那個大海，那

個大海不是死的，大海有無數那麼多波浪，每一個波浪都有一個力的，那波浪一起一

落，每一個波浪的力就是一個眾生，即是無數，無量無邊那樣多的波浪，無量無邊那

樣多的眾生，每一個眾生一個生命，即是說，由這個大海，由這個真如的大海，生起

無量無邊那麼多生命的波浪，你與我都是這個真如、真如海裏面的一串波浪，各一串

波浪，波浪是一串一串的，你一串我一串，有時既然你一串我一串，所以你那一串就

不是我的那一串，我的那一串也不等於是你的那一串，聽不聽的明白？但是雖然不等

於，波濤與波浪你會碰到我，這個浪會碰到那個浪，那個浪會碰到這個浪的，有時這

個浪會蓋過那個浪；那個浪又會蓋過這個浪，是嗎？所以眾生與眾生之間又不是無關

係的，明白了？

既不是同一，亦不是離行離列。這樣每一個生命都是相而已，是「用」而已，真

如就是「體」，由這個「真如體」顯現無數那麼多生命的浪，每一個生命叫做一個眾

生，聽得明白嗎？一個眾生又叫做一個有情，即是無量無邊那麼多有情都是由同一個

「真如體」呈現出的。呈現出就是英文的 present，是嗎？聽不聽的明白？

一個「真如體」呈現出無數那麼多眾生的生命，每一個眾生，眾生的每一個生命

就叫做每一個「集起心」，一個 group，叫做集起心。我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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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心」來的，這是「集起心」來的，聽不聽得明白？明白了。那麼為什麼我

們與佛是同一個真如性？現在明不明白？明白了。好了，先吃東西。

聽眾：不明白那個……。

羅公：那個「集起心」了，現在就講，今天不能講入題了，講不到經文，講這個「集

起心」，「集起心」，是不是會來一個「集起心」？不是，記住了，聽住，每

一個眾生有一堆「集起心」，這堆「集起心」是怎樣的？總共八個的，好像一

個原子裡面有很多電子、質子那樣，每一個眾生的生命，或者每一個眾生的

「心」有八個，裏面有八個心，為什麼有八個？因為我們的生命有內層與外層

的，內層的那個就叫做，內外兩個字不確切，借用而已，那個我們叫它做「第

八識」，就叫做「阿賴耶識」，最內層的，生命裡的最內層，亦是我們心裡的

最內層。「阿賴耶識」，又叫做「第八識」，阿賴耶是梵文， layaā ， layaā 這

個梵文的意義是什麼？梵文 layaā 如果你當名詞用，就是當一個什麼？

庫房、夾萬，一個大夾萬，一個庫房，裏面有什麼珍珠寶物古靈精怪全部都藏在

裡面，那裡就是一個大的庫房，當名詞用；如果你當動詞用，就當含藏，含藏很多東

西的，明不明白？這樣「阿賴耶識」就是叫做「含藏識」，或者讀「藏識」，作名詞

的藏讀作藏，庫藏，庫藏，所以叫做「藏識」，「阿賴耶識」即是「藏識」，即是

「含藏識」。因為它排列第八，所以叫做「第八識」，這個「第八識」是怎樣的？

我們看不到，又是無形無相，是一種力量來的，這種力量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

量，你先不要駁，你先聽著，記住。我們中國的那一本《禮記》裡有一本《學記》，

《學記》有一句說：「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即是說，小孩子學習只可以先

聽著，不要問那麼多。因為何解？求學不能夠跳等級，你先認識這些，再進一步第二

級，記住，不要那麼快質問那麼多太深入的問題。即是說我們的「阿賴耶識」，你說

它是夾萬、庫藏，夾萬就藏著的那些珍珠寶貝銀錢，它藏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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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藏著無量無邊那樣多的那些種子，它藏那些種子，吸攝著那些種子，好像那個

夾萬藏著那些錢財一樣，那些種子是無形無相的，這個「第八阿賴耶識」亦是無形無

相的，一種無比那麼大的力量，裏面含藏無數那樣多的種子，這個「阿賴耶識」就是

我們每一個眾生生命的本質，每一個眾生一個，記住！不要說共同一心，不是的，共

同一心是指「真常心」，指真如心才是共同的，你們將來出去講課，不要搞亂了，那

個「真常心」即是「真如心」，是共同的，與諸佛都是共同的，但是每一個人的生命

的「集起心」，尤其是「第八識」是每人一個，因為每人一個心，所以大家都生於世

間，吉凶禍福就各各不同，是嗎？同 食飯各自修行。枱

世界上所謂同遮(傘)不同柄，同人不同命，命是什麼？就是指「阿賴耶識」、

「第八識」，你個「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不同，你的「命」就不同了，別人是整堆

做有錢人的種子，你整堆是做乞丐的種子，怎麼同？同在這個地球上面，是嗎？同是

有個「第八識」，但不同情況。

這是含藏著無量無邊的種子，這些種子有哪些？舉一個例子，有什麼種子？有善

的種子，如果這些種子一陸續出現的時候，你會成為聖人；又有惡的種子，那些惡的

種子一路爆發出來，你會成為世界上最壞的那一類人。或者(簡直)地獄種子出現的時

候就算你在人間，也會造成人間地獄，有善種子，有惡種子，也有不善不惡的種子，

無記的種子。

問題就是看你哪些種子出了。我們一了解到這一點，我們重讀那些中國的舊書，

孔夫子很聰明，他講的人性，他既不說是善又不說它是惡，他說：「性相近也」，他

說眾生的性都是相近似的，「習相遠也」，各人的後天的習慣不同就離得越來越遠而

已。你說孔子，他看起來好像很滑頭，但是他不能講那麼多給你聽，那時候。

但是孔子也講了一句輕輕漏過出來，「唯上智與下愚而不移」，只是兩種人，不

能夠改變的，即是在現世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一種就是上智，絕頂聰明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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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會是蠢人，一種下愚，最蠢的人，他無辦法聰明。就現世來講是無辦法移動的。

即是說什麼？他透露過，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那些種子，上智的種子出現，他

這一生人就會成為上智，下愚的種子一路出現他就是下愚，就是這樣。如果你，我何

解勸你去修行？勸你念一下佛，念一下咒？

他是增上緣，我剛才講，大家都是波，隔離的波可以推動你的波，你整天念觀音

菩薩，他有感覺的，他感覺到你的，他加一種力量在這裡，好像那些波濤壓你那樣，

令你本來是上智的，就令你更加有智慧；本來你是下愚的就令你沒有那麼蠢，你明不

明白？本來你會死得很辛苦，他可以令你沒有那麼辛苦。但是全部靠他可不可以？不

可以，你要靠自力，你自力，盡了自己的責任，他幫助一下，是這樣，有這樣的用

處，效力是很微的，是嗎？還要你是要發菩提心，他才會加被你，如果你不是發菩提

心就更微。這樣，你有這樣的種子了。

好了，還有什麼？物質的種子，那些物質種子出現的時候就形成你的身體了，你

的身體是由你的「阿賴耶識」的物質種子一路陸續出現，就會長大，物質不止你的身

體，還有這個地球，你的第八識裡有些變起地球的種子陸續出現，變起你所住的地

球，你不要再問，我所住這個地球就我變，你所住的地球又由誰變？你還是小孩子，

你不要問那麼多，即是我的外孫，整日問怎樣解，我就罵他，你慢(遲)一些就會知

道，是嗎？你這樣快，一下子急著知道做什麼？你現在還讀「人之初」，你就去找一

本《易經》來教？是嗎？

即是連變起地球的種子都有，因為你有變起地球的種子，所以你生存在這個地球

上，還不止，還有變起太陽系的種子，還有，何止這樣？還有變起無量無邊十方世界

的種子都有，所以你就在十方無量世界的中間處可以活動，那麼「阿賴耶識」如何可

以載這麼多？你又蠢了！種子是無形無相的！無形無相的，重重疊疊就可以了！就像

一塊金屬片就可以載很多電腦資料了，何況是無形無相的一種力量？不載得無量無邊

那麼多的種子？是嗎？一定要這樣問的人頭腦是很蠢的，我不是嚇到你不敢問，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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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一想，是嗎？

這樣，這樣就叫做「阿賴耶識」，是最底層的，最內層，第一個層次，由這個

「阿賴耶識」，裏面由無數那麼多的種子，裏面無數那麼多的種子，還有，我們有

「眼識」會看事物的，有「耳識」會聽聲音，有「鼻識」會嗅味道，有「舌識」會嚐

東西，有「身識」有觸覺，有觸覺的，還有眼球、耳朵等等，這樣多東西都是由種子

顯現出來。

這樣在「阿賴耶識」裏面，最初的時候就包含著這些最低層的種子，最低層，由

這些種子一顯現而成為什麼？有形有相的身體，有形有相的世界，這個身體與世界，

還有很多精神作用，現在最緊要講精神作用是七個識，一個是整天執著有個「我」

的，睡著了都整天覺得有個「我」的，你覺不覺得？你以為我睡著了就不覺得有個我

嗎？其實你整天覺得的有個「我」的。佛家說。

你說，沒有的！你未能夠理解你的心靈深處而已，如果你說沒有了，豈不是那個

「我」就斷了？你進去那個手術室裡面極度麻醉的時候，什麼都不知道，當你醒來的

時候，你還是記得以前的事，何解？即是說你有一個連貫的，一串連貫的記憶，這個

連貫的作用就是整天覺得有個我，有個我，並且有個「阿賴耶識」，如果沒有「阿賴

耶識」，你一進了手術室極度麻醉之後你出來，就應該什麼都沒有了，全部忘記了。

所以由我們的「阿賴耶識」的種子第一就變起一個什麼？整天覺得有一個

「我」，沒有 concept，無概念，整天盲目的覺得執著有個自己，整天思思量量有個

自己，這個叫做第七識，「第七識」叫做「末那識」，梵文叫做 manas，manas

者，整天思量，思思量量那樣解，整天思量著那個自己，盲目地思量，只是一個，

「第七識」。這個「第七識」當它未現起的時候，就是「第七識」的種子，藏在「阿

賴耶識」裏面，當它現起上來就是「第七識」的現行了，有個「第七識」了。不過它

任何時候都現行的，不停的，一停就死了，沒有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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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識」不能停的，無始以來從未停過，以後都不會停，除非你證了阿羅漢

果，小乘就證阿羅漢果，大乘就入第八地，不過改組而已，不是將它 cut down，只

是改組，改組了，即是一間舖頭搞不妥了，就改組董事會，改組，就是「第七識」。

譬如「阿賴耶識」在低層，呈現出來「第七識」，又一個譬喻，「阿賴耶識」就猶如

大海，「第七識」不過是一個大海裡的一個波浪，是嗎？七個大波浪，有沒有讀過？

你們聽什麼？聽人講過《八識規矩頌》你念給我聽，

聽眾：浩浩三藏不可窮。

羅公：「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為風，」七個浪起，剛才我們用海來比喻真

如，現在用海來比喻「第八阿賴耶識」，那個「第七識」的浪整天都起的，第

二個波浪又在下面的種子現起的，「第六意識」，「第六識」叫做「意識」，

普通的一般，所謂 consciousness，這個「意識」會思量的，有理性的，這個

「意識」。

我們之所以能夠又聽見，又能了解這麼多事情，就是因為我們有個「意識」，

「意識」裡有很多概念，凡有概念都是「意識」的範圍，「第七末那識」沒有概念就

亂了，「第八阿賴耶識」裡只有種子，沒有概念，「第六意識」有概念，所有的

concept，名言全部在「第六意識」裡搞出來的。

這個「意識」是不是整天都有的？「第七識」是任何時候都起的，「第六識」就

差一些，什麼時候沒有？五位無心，這個「心」是指意識，你不要當「集起心」那樣

解，所以佛經難懂就是這樣。難懂，那就聽人家講吧！有些說：我看就行了，何須聽

講？

他懵的！這個心，沒有了這個「真如心」你就死了，這個「心」是指意識，連

「集起心」都不是，「五位」，「位」即是什麼？case，或者 occasion，在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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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sion之下，是無意識的，意識 stop的，叫做「五位無心」，你們聽過覺岸法師

講過《唯識三十頌》，是你師傅，你講給我聽，「五位無心」，那幾「位」？第一位

是什麼？是不是呢？你真是的！聽我講課就是這樣，我常常抽抽秤秤問人的，你呢？

你有沒有聽？你有沒有聽過《八識規矩頌》？沒有嗎？

「五位無心」，第一位，《唯識三十頌》要念(背誦)的，要念過的，「意識常現

起」，意識常常都起的，但是有一個 exception(例外)，「除生無想天」，except第

一個情況，第一個 case，你死了之後，你常常修定，所以修定，不想事不想事，死

了之後生無想天，500劫，生無想天，意識停，生無想天，意識停 500劫，即麻醉

了 500劫，多慘！你想找你的母親報恩都找不到，500劫，你母親都不知道那裡去

了。

第一是生在「無想天」，及「無心二定」，有兩種「無心定」，第一，這個

「想」指意識的「想」，第二，「無心二定」是指第一個是「無心定」，一個人，有

些人整天修定，修到怎樣？他在那裡入定的時候，「意識」都停下來了，像死人一

樣，「意識」停了，叫做「無心定」，「第六意識」停了，只有「第八阿賴耶識」不

停的，「第七末那識」不停。

所以「第七末那識」不停，所以雖然是入了「無心定」，但他到底是凡夫，因為

他的「第七末那識」是壞的，無心定即是好像你全部停了知覺那樣。第二種「無心

定」，叫做「滅盡定」，「滅盡」就是心都滅盡，即是停了的。這一種不只「第六意

識」停，連「第七末那識」裡面都改變的，不是說停了，是改組，要阿羅漢，一般來

講，一般來講要阿羅漢才能入得到。

有些羅漢都入不了滅盡定，啊，我寫錯了，這個二是三，無心的睡眠，「心」指

「意識」，無「意識」起的睡眠，睡眠有兩種，一種有夢做的，叫做「有心睡眠」，

有做夢的，有些連夢都沒有的，沉沉大睡的，那些叫做「無心睡眠」，第五種，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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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叫做「無心悶絕」，「悶絕」即識不省人事，不省人事有兩種，一種叫做「有

心」不省人事，有一種叫做「無心」不省人事，為什麼不省人事都有兩種？

有些極度麻醉，還差一點不完全麻醉，你隻腳要鋸，醫生替你鋸腳，麻醉了你全

身，你就不覺得痛，但是你雖然是朦朦朧朧，知道人家在鋸你的腳，但你不痛的那

種，替你施手術，你還有一些影子在，有沒有聽過？有些這樣的情形？那種叫做「有

心悶絕」，悶絕，無知覺，但有一點點意識，「有心悶絕」即是還有意識，「無心悶

絕」即是意識停了。

這叫做「五位無心」了，五種 case或者五種 occasion之下，是無意識的。除了

這 5種 case之外，「意識」是常常起的，那麼在母親的肚子裡的時候起不起？看情

況了，在母親的肚子裡，你形成一個，形成一團肉團漸漸有腦等等的時候就已經有意

識了，不過是朦朧的意識。你知道，那些蘇蝦仔(胎兒)在肚子裡邊會伸手蹬腳的，那

些就已經有意識了，初受胎就沒有了。

即「無明」就產生「行」，「行」就產生「識」，「識」就產生「名色」，「名

色」的時候「意識」還未很明顯，「名色」之後就「六處」了，「六處」就「眼

根」、「耳根」、「鼻根」、「舌識」、「身根」、「意根」都具備了，有意識了。

你看那些小兒的標本在那裡，那些已經有意識的了，你的意識是怎麼樣來的？就是

「阿賴耶識」裡面的那些意識的種子，他入胎的時候或之後，為什麼又沒有？那時還

沒有腦筋嘛！未有腦嘛，是嗎？

還未能起，到他的「六入」、「六處」、「六根」具備然後才能起，要有緣，

「緣」即條件。那麼「意識」是怎樣起的？由那個「阿賴耶識」裡面的意識種子而顯

現，即是「阿賴耶識」有兩種力量，一種力量可以爆發成為一個什麼？「末那識」的

浪；一個「阿賴耶識」的大海，可以起一個「末那識」的浪；又可以起一個「第六意

識」的浪，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幾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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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五識有

五種「識」的種子，一個「識」的種子條件具備就一個「識」爆發，一個浪打出來；

兩個「識」的條件具備就兩個「識」的浪打出來，總共七，七份種子，七份不同的種

子，每一份不同的種子都有善有惡的，七份同類的，七類種子，一有機緣就起，所以

叫做什麼？「淵深七浪境為風，」要有境才能引起它，「淵深七浪境為風」，所以你

們的《八識規矩頌》不妨念熟它，不過要識解才行，不只是說「淵深七浪境為風，」

你要透徹了解才行。

這樣第二層就是什麼？「末那識」，因為「阿賴耶識」裡面有一個「末那識」的

種子起，「末那識」，「末那識」是要向外，它自己覺得有一個自我，自己就向外找

尋東西了，於是產生什麼？產生那六個識了，叫做「前六識」了，「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即是第三層了，最內的一層是「阿

賴耶識」，由「阿賴耶識」裡的種子一出來，第二層，「末那」，第三層，「六

識」。每一個「識」又有相分、見分，這個就慢慢講，到講唯識才講，現在講不了這

麼多，如果要看，你就讀《唯識三十頌》，讀那本《唯識三十頌講話》，或者看我的

那一本《唯識方隅》，這樣，即是眾生有八個識。

八個識之中，是一個很有組織的，一個 organization，一個很有組織的，內

層、中層、外層那樣，這個就叫做我們的生命了，我們這個生命每人一個的。所謂

「集起心」即是我們的生命，好了，八個都叫做「心」，八個心，你說有些經說什麼

「一心」？「一心」是指什麼？「一心」兩個字，所以你們不聽課，你自己看，看三

年都看不明白。

忽然間佛又講一心？《楞伽經》那些講一心又如何？「一心」者，「一」者解絕

對，這個真如心是 absolute的、絕對的，一心，這個是真常心，就不是指「集起

心」，還有，「集起心」雖有八個，根源都是在「阿賴耶識」處，而且八個識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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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心的那一類，同一類的心，叫做「一心」。這樣就有八個識，八個識組合而成為

我們的生命。

好了，但是這一品你看看，叫做〈心意識相品〉，八個「心」，又「意」、又

「識」，那八個心都有集起的作用，那個「心」字，梵文叫做 citta，citta這個字是

「集起」，集合很多東西來生起作用那樣解，這個 citta，這個「心」字，這樣八個

都有集起的作用，好了，現在你問，「阿賴耶識」集合很多種子就生起很多現行，有

集起的作用，是嗎？「末那識」又怎樣有集起的作用？解不解得通？你答我，「末那

識」能否叫做「集起心」？有沒有集起的作用？

聽眾：有。

羅公：是，有，講我聽，你不能只說有就算，要解出來。

聽眾：論邏輯應該要有。

羅公：當它是種子的時候它「集」，當它由種子一爆發它就「起」，一起了之後又熏

回去成為種子，當它熏回去成為種子時就是「集」，譬如我們的意識看東西，

啊！看了很多東西！

當我們看的時候，即是這些資料又打進來了，就「集」了。到今晚上做夢，那個

「意識」又爆發出來，又爆發出來，又「起」，「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個

個都有集起的作用的，是嗎？所以不只是「阿賴耶識」，不過「阿賴耶識」的集起作

用特別明顯，是嗎？它集合很多種子，生起很多現行。

所以一般來講，八個識都可以叫做「心」，八個識都可以叫做「集起心」，但是

特殊來講就是什麼？「阿賴耶識」才叫做「心」，其餘的不叫做心。隨你，即是說這

個「心」字有兩個意義，一個就是專門的叫法，英文叫做什麼？專門

的，specifically專門的，是不是這樣解？阿亮，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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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門的指那個，是不是 specifically？一個是普通講的，如果 specifically就是

專指那個「阿賴耶識」叫做心，如果 commonly或者 generally就是什麼？八個都

叫做「集起心」。聽得明白嗎？聽不聽得明白？你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好了，我們用哪一個好？任你用，不過你用的時候就要聲明，我這個是狹義的

「阿賴耶識」，你聲明。如果你將來總有機會講的，是嗎？現在那些講的漸漸地就不

行了，全部淘汰了，將來應該是你們講了，是呀！你們講了。

好了，「第七識」固然可以叫做「集起心」了，廣義來講，即一般來講，八個識

叫做「集起心」，特殊來講就只是「阿賴耶識」叫做「集起心」，叫做「心」，是

嗎？好了，八個識都有思量的作用，manas就是「意」，「意」即是思量，整天思

量，就像細路哥(幼童)整天思量著那個餅，那些守財奴整天思量著他的財富，那些戀

愛的人整天思量著他的對象，思量。

八個都是「心」，心總有思量的作用的，「阿賴耶識」也有思量作用的，其實

「阿賴耶識」沒有很明顯的思量，都有，你不要以為「阿賴耶識」無思量作用，也有

的，你都不知其所以然它思量，你破損了手，自然那些白血球就會將傷口癒合，是不

是這樣？好像有一種力量推它去做，是不是有鬼推它去？不是，是有一種力量，這種

力量是什麼？

你的身體的「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裡有一種思量的作用，推動，無概念推

你的意識，推動你的身體，令到你，一個人，你的生命好好地在那裡，你的業力未盡

的時候，你某一部分缺陷，自然有一種自然，有一種中醫叫做自然的療能，自然會修

復好你的身體，會有一種推動的作用，推動的作用即是廣義的意志作用，我要怎樣怎

樣，「阿賴耶識」都有這種作用，一隻海母，一隻海星，在水上那些海星，五隻爪伸

出來的那些，你斬了牠的一隻腳，牠一會就生回一隻出來，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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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推動的作用，推動意志力作用，我們所有的生物會適應環境的，是嗎？生物

會有適應環境的能力，適應環境就有一種推動力，這種就是「第八阿賴耶識」的意志

作用，意志即是思量。

即是說，「第八阿賴耶識」都有思量作用，都可以叫做「意」了。「第七末那

識」就更加了！成日思量著那個「我」的還不是「意」？又是思量。第七，「第七末

那識」有思量作用，「第六意識」會不會？當然更加會思量，是嗎？「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都有思量作用的，這樣即是八個識都有

思量作用，八個識都可以叫做「意」，聽不聽得明白？

不過八個識雖然都有思量作用，思量作用最厲害的就是什麼？就是「第七末那

識」，整天死攬著那個我，整日死思量著那個我，未出世之前一路到出世以後，無始

以來一路到成阿羅漢之前，都整天思量著那個「我」。所以它思量的作用特別強。所

以我們如果是 commonly，一般來講八個識都可以叫做意，但是特殊的，我們叫做

什麼？將「第七識」叫做「意」，聽得明白嗎？

如果不明白，聽到這些就很悶了。「前六識」了：「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識，因為排列在前，所以叫做「前六

識」，「前六識」了別境界，「了」就明了，「別」就辨別，明了辨別各種境界的力

量特別顯著，譬如「眼識」明了顏色，紅、黃、藍、白、黑特別顯著，「耳識」，聲

音的高低強弱它特別聽得顯著，明了的力量特別顯著，「鼻識」、「舌識」、「身

識」都如此，「第六意識」明了很多 concept，很多概念，很清楚的，別的「識」沒

有它那麼清楚的。所以這六個識對於境界的明了辨別的作用特別強，「第七識」都有

明了，但是它明了得來是烏凜凜(懵懂)，整天明了著那個「我」，那個「我」根本就

沒有的，它整天明了著。

「第八阿賴耶識」有沒有？都有，它整天 catch住，抓住那些種子，整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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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那些種子，好像那隻海星，你斬了它的腳，它自己的「第八識」會推動它補回那隻

腳的。即是它有明了的力才行，不過它明了的力不是很顯著。最顯著的，明了的力量

就是「前六識」，所以「前六識」特別強，明了的力量特別強。

好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什麼？一般來講，廣義的講法，八個識都可以叫做

「識」，「識」字就當「了別」那樣解，「識」就是了別，「識」的 definition就是

了別，「了」就是明了；「別」就是辨別，這種明了、辨別的作用叫做「識」。

八個識都有明了辨別的作用，不過「第八識」、「第七識」的明了辨別作用不夠

顯著，前六識的明了辨別作用特別顯著，所以前六識特別些來講，specifically就叫

做什麼？叫做「識」了。聽不聽得明白？這樣，現在得了一個結論，在這裏來說，我

們每個眾生都有八個識，這八個識之中第一個識的集起的作用特別強，叫做「阿賴耶

識」，我們叫它做識，不是！叫它做「心」，「心」即是「集起」那樣解。

「阿賴耶識」的集起的力量特別強，所以我們叫「阿賴耶識」做「心」，聽不聽

得明白？「第七末那識」整天思量著那個我，那種思量的作用特別強，所以我們叫那

個「第七末那識」做「意」。前六識的那種明了辨別的作用特別強，特別顯著，所以

我們叫前六識做「識」，聽得明白嗎？這樣我們的眾生，所謂我們的眾生的生命，就

是這八個識的組合，一個 group，一堆。

那我們豈不是零零碎碎？分開來講就零零碎碎，是嗎？講的時候就要 analyze，

就講出了八個識，其實就是一體的嘛！好似一間屋，屋是什麼？是那些磚瓦、木頭、

石造成的，是嗎？那屋子不是零零碎碎？你別這麼懵，這麼多零碎的組合就成為一間

屋了！是嗎？八種零件組合一起，就是一個生命，所謂眾生的生命就是我們的

「心」、「意」、「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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