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就是我們的「心」、「意」、「識」，是嗎？這一品是講「心」、「意」、

「識」，「相」者，現象、相狀，「心」、「意」、「識」相狀與相貌是怎樣的？

「品」。

好了，但是有一點要講給你聽，他這個「意」是漏了沒有講的，釋迦老祖宗也不

知是什麼原因，講「心」講得很詳細，講「識」也講不少，但「意」他就沒有講，不

知是不是做結集時漏掉了？抑或是釋迦佛先不講呢？「品」是叫做〈心意識相品〉，

但是他沒有講「意」，只是講了「心」與「識」。

於是那些日本人與那些西洋人又興風作浪了，他們說：這本經就是最古的，佛教

講的八個「識」，最初佛是沒有講的，只講了六個「識」而已，後來就加多了一個，

叫做「阿賴耶識」，還沒有「第七識」的，你看看，《解深密經》這部書已經很古的

了，這部經好古的但是都沒有講「第八識」，後來的論師又再造多一個，講不通才整

多了一個，所以才有了八個「識」。

日本人與那些歐洲人就這樣講。他們這樣講就由得他這樣講，不過我們知道有人

這樣講。我們就不信他們這樣的。歐洲人與日本人很多都是這樣，那些人整天要寫博

士論文做教授，做學生的那些要寫博士論文，幾年之內要交，交了之後就給你一個博

士候選人給你做，不是即刻給博士你，說他馬上給博士是騙人的，先給你博士候選

人，到你的著作有相當的時候，然後才請你去，然後才正式給你。

有些是即刻給的都有，只有一個，就是印順法師，但印順法師架子大到請他去接

受博士他都不去的，他叫聖嚴做代表去接收。那個印順法師如此闊氣的，但是人人都

讚他了不起了！這個世界的事很難講，他老法師說：我不在乎這個博士，你一定要我

去我就叫人代我去吧。反正聖嚴在日本，麻煩你代我去，行禮的時候你代我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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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就這樣，發表了相當別人就邀請你，因為他出版了整套《妙雲集》，這麼大

套，還有，最近還有，當他們送博士給他之前，他寫了一部《中國禪宗史》，世界上

的人認為這本是第一流的有價值的書，所以日本一審定這部書，即刻不用你來拿，請

他去。誰知他說不去，他說我老了。其實當時他並不太老，只是七十幾歲而已。第一

個就是什麼？

聽眾：發菩提心。

羅公：發菩提心之後如何實踐，是嗎？

聽眾：是了，是了，你剛才講的。

羅公：是，發菩提心的實踐，是發了〔菩提心〕之後，整天修行，如果你見了道之後

就正式修「六波羅蜜」，未見道就學修「六波羅蜜」，學修六波羅蜜：佈施、

持戒、忍辱、精進、襌定、智慧，六個項目，每一個項目裏面還包含很多細目

的，那麼如何確定？即是沒有什麼具體的規定，是嗎？為什麼這樣說？

具體的實踐就是菩薩戒，菩薩戒持戒者，只是一個「波羅蜜」，要修六個「波羅

蜜」，他用一個「戒波羅蜜」就完全包攝了其餘的五個「波羅蜜」，所以你修一個

「菩薩戒」就「六波羅蜜」都已經修了，不過你問詳細的，明白起見，除了修行戒之

外，還要修定，即是一個「戒波羅蜜」都夠，如果稍為詳細些，就這樣了，很具體那

樣的，第一個最簡略的方法是一個「戒波羅蜜」包括其餘五個波羅蜜，這樣你即是

「修六波羅蜜」了。大乘菩薩戒有四十七條戒，有些，如果你想修菩薩戒的，你問一

問他們，鍾兆亮！

聽眾：有！我最先有。

羅公：有菩薩戒那品？很具體的，是嗎？如果你說，我「菩薩戒」都不計，那就三

種，「戒」、「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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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即是定學，持戒，「戒」就是菩薩戒，「定」就是修定，「慧」就是學

經教，學經教，修觀，「定」就修止，「慧」就修觀與學經教。其實實踐就是這麼

多，這是第一個，答你第一個問題，什麼叫做「增上學」？何解？你學這種東西，一

路令你的威力增加，一路向上的，所以叫做「增上學」，就是這麼多內容。其實第一

個已經全部包括了，因為「戒學」即是戒了。

「心學」即是「六波羅蜜」裏面的「靜慮波羅蜜」，「慧」就即是「般若波羅

蜜」，所以你喜歡簡單的，第一個就用一個「戒波羅蜜」包括其餘的「波羅蜜」，放

寬些的就將它分為三學，夠了，不要多東西，你說：修行的途中很險惡的，人生很險

惡的又如何？念佛、念咒用來加披你，用他力來加披你。就這麼多就夠了。幾多錢的

人都一樣可以這樣去修，窮到了不得的人一樣可以這樣去修，平等平等，這是第一個

問題。再答你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聽眾：人身難得。

羅公：人身難得。

聽眾：他說人生是很苦的。

羅公：是，人生是苦，但是我們的世界裏面就有三類，三類眾生：一類，樂多，樂

多，苦極少，這是天道；苦多樂少，這是地獄、餓鬼、畜生道；這樣，人身難

得者，這句話怎樣說？

因為太過樂，他不能學習，修行不行，所以生天的人，除了生「兜率天」與這個

「色界天」，四禪天那些之外，那些人是整天都是享樂，不會修行的，亦沒有機會給

你修行，都是整天是享樂的，即是等於現在，你很早就有錢，你不要以為有錢就很了

不起，最可憐的，那些有錢人，每天，每晚夜燈紅酒綠，每日整天顧著去賺錢，他忘

記了，人生幾十年，錢，死的時後不能帶去，燈紅酒綠就傷身體，短壽命，這些人不

是很可憐？

3



所以生天不一定很好，目前就是享樂，將來那一段他就知道！即是等於有錢，我

未曾聽過一個有錢人學佛修行很成功的，或者我認識有錢人認識得少，沒有！李嘉誠

年年捐錢給洗塵(法師)，不過就是捐給洗塵建一下佛像，蓋一下房子，給它存進支票

戶口，就是這樣而已，沒有好處，他死的時候不還是一樣死？是嗎？有錢很難修行。

你看看有哪個有錢人可以修行的？識得一些都幾乎沒有！

認真窮的那些，生活壓迫固然不行，最好就是貧富之間，像我們之流，肯學的最

好，最勝，因為人間有的這樣的機會，所以人身難得。有聞佛法與依法修行的機會，

這是最難得的，你生天就沒有什麼機會，除非你，生極樂世界又當別論，你生極樂世

界你都要先做了人然後才能生極樂世界，在天那裏是沒有的，想找一本經看看都沒

有。

生餓鬼、地獄就更慘！是嗎？所以人身是難得，但是人身難得仍然有苦，那八苦

整天跟著我們，不過天上的苦就少些，我們就多些，有苦，但是比起那些地獄、餓

鬼、畜生，當然是我們勝得多，雖有苦，但是有些苦亦激發我們的意志走去修行，好

像你何先生那樣，你年青的時候，如果不是走去店鋪裡工作，沒有那些苦讓你去受一

下，或者你也未必有機會來加拿大這裡安享晚年，是嗎？

有時少少苦就是助成你將來得快樂，人有這樣的機會，人是有苦，但是人在苦中

也引起你將來有樂的機會，如果純粹樂的就會沉迷了。所以那些大富之家的所謂紈絝

子，紈 子，紈 子弟多不成材，太窮的亦難以成材，只是那些中間的那些，那些小絝 絝

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子弟就有機會成材。

人間就是這樣，所以人身是難得，但是人身難得，有些已經得的已經沉迷功名富

貴，到後來雙腳伸直，也一樣是沒有的，是嗎？他不明白，明明有機會他不要，猶如

入山採寶，有寶他不會採，所以佛殿裡有一對對聯，「莫入寶山空罷手」，入到寶山

你不要罷手，取一些，人是這樣，所以人身難得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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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生天沒有什麼機會，只是生兜率天就可以，生兜率天又要生內院才行，生外

院都沒有的。人生是苦，正因為它有苦，你何先生正因為你少年的時候，你的家長肯

給你苦受一下，所以你今天成人，能夠站立在這個世界上，如果連這些苦都沒有，任

你花錢，我看你都很弊，是嗎？我已經回答了你了。

聽眾：還有一事，有時這樣整天念經，但都不懂得經文是何解的。

羅公：沒有用的。

聽眾：沒有用？

羅公：不過你整天念經也好，他整天念經，他的意識，雖然不識解，但一路念經，那

些 concept，那些名言就熏習了入了意識裡面，成為了「意識」的種子，念經

的「意識」的種子，到第二世他又有念經的種子出現，就會念經，今世的智慧

種子只是念經，來世的智慧種子一出，又有念經的機會，他的智慧種子一出就

行了！都有，有用，不過就比不上念經，然後又了解經文那麼好了，當然了！

但是他都不怎麼識字，只是識得念經而已，念「唵嘛呢叭咪吽」，念成了「唵

嘛呢叭咪牛(吽)」的，這些叫做無可奈何。

聽眾：是呀。

羅公：無可奈何的，無可奈何的時候有什麼辦法？這種人你就勸他不要作惡，修多少

(一些)福，今世積落的福不夠，所以連到經文都不識解，即是福不夠，希望他

今世做好一些，不要做壞事，第二世的福好些，又有機會將那些現行熏成種

子，來世這些種子出現之後，又會看經，看經，如果智慧的種子一出現，他就

很了不起了，

聽眾：那些是大波浪？

羅公：是，大波浪起了。

聽眾：我問完了，等別的人問一下，我問完了。

羅公：你問吧。

聽眾：這是對的，大家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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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不是咒都無得解？

羅公：什麼？

聽眾：那些人念咒，那些咒都無得解？

羅公：咒，普通是這樣解，那些佛、菩薩，那些大菩薩，已經成了佛的，他們為了救

眾生，他會說一首咒，就是希望給那些眾生念這首咒，念咒，佛就時時在定中

的，但他雖然在定中，你要求他怎樣救你，你都要開聲才行的，所以就有一種

叫做「三昧力」，三摩地， (Samaya)這一個字，它的意義譯成中文就是警

覺，警覺是怎樣，就是我想入你的門，開一個門讓你進來，佛整日在定中的，

他說的他說一首咒，你一念這首咒，他在定中就警覺，警覺就加被你，加被

你，加被是怎樣加被？

你那些唯識的種子出來，他就怎樣？這個是要另外講，今天是講不完的。就是有

這樣的力量可以加被到，其實說我舉一個譬喻，你的那些電波，你的身體好像電波，

一路一路的去，他有一個大電波，一遇到就令他的電波增強得的很厲害的，這樣就不

同了，你這一輩子只是賺一百萬，你修得財神法成就，他這個大電波有幾千萬，過

億，但是如果你連一百萬的資本都沒有，找一點本錢都沒有的，他的這個波浪打到你

處也沒有用，你明不明白？你有了一些基本，他幫助你，得，但是你想他幫助，你念

他的咒，你念他的咒，他在定中警覺，他加被你。

聽眾：這樣即是如果你不會解那些經文……

羅公：不用識解，

聽眾：就念咒，唸咒就搞定了。

羅公：你整天念咒，你整日叫他加被嗎？

你養的兒子整天要找阿媽的，你未必討厭他，因為他是你的兒子，但是你總要想

辦法去幫他自立，他不能夠自立的，你整天找他，那即是生生世世永遠不用成佛了，

但是不成佛，那就無知了，你將來就不會成佛，現在就無知了，有知你要學習，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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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味求他？無知的人就會作惡，有一句話：「無知為罪惡之源」，罪惡的根源就是

無知。如果他是有知的他不會作罪惡。

這樣他，佛雖然是慈悲，但是他不會太助長這種人，對嗎？他助長哪些？有智

慧，肯修行的人，而且不是想出世成阿羅漢，撇開這個世界的，而是想來救眾生的，

發大菩提心，講明是要加被這些人，他的本願是要加被這些人，所以就是，你想念咒

要靈，發大菩提心，但發大菩提心，空口唸幾句菩提心沒有用，是要怎樣？要不就守

菩薩戒，要不就戒、定、慧三增上學，這種人他一定加被的，很靈的，一定靈的，沒

有不靈的。

除非你的業力決定就無辦法，譬如你的業力只是八十歲，而在八十歲裡你已經盡

情享受完了，沒有了，即是那些享受對種子沒有了，你自己的種子不出現了，即是放

映一部戲，沒有菲林(膠卷)了，那就佛都無辦法，你沒有了菲林，是嗎？這樣就無辦

法，那些定業是無辦法的。但如果有些人，你預早就修行，你肯怎樣？你的享受很好

的，你很節儉，總是享受不完，有福你也不要享盡，即是說什麼？你那些菲林就是出

不盡，別人要八十年才放完這些菲林，你九十年還未完，你就長命，他就會加被你。

還有一些，會非命的，或者會中途死的，這些叫做什麼？壽不該盡而非命，有一

種人非命死的，這樣的人(發菩提心)而且又是整日念佛的，到了關鍵時，因為他還

有，來到這裡斷而已，佛用一種加被的力，令你一場凶險，你就過了，或者一場大

病，一次重手術，或者做一場惡夢，你就好了，就可以享受剩下的那一截。

聽眾：是不是一定要念出聲？

羅公：不是！

你不出聲最好，出聲已經是低級，譬如你唸：「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

吽！」只是低級的；即是什麼？你的心，舌根震動，自己聽到，別人聽不到的，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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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連震動都不震動的，自己的心在唸：「唵嘛呢叭咪吽」，那些你在定中都可以

唸。我有一個師父教我這樣，那個馮法師教我這樣唸，他教人長命，不過他都 96

歲，一個人 96歲都很不錯了。

他怎樣？他可能受一些道教思想影響，他很注重丹田，他教人想，想丹田，想會

陰裡面，會陰那裡，丹田下一些，有一朵，即是海，海上有蓮花，一朵八葉蓮花，蓮

花上面有一個，有一個字母立在上面，譬如觀音，有一個字， (hr )īḥ 在那裡就是那一

個字，如果你是大日如來就是(a)字，彌勒佛是(yu)字，那個(a)字立在那裡，那個(a)

字就在肚臍下面，因為你的會陰坐在那裡就貼住那張蓆，那個會陰是大海，海上生一

朵蓮花，那朵蓮花是離開你的會陰一些，蓮花上有一個字母，有一個(a)字，(a)就立

著，剛剛在你肚臍的丹田那裡，那樣實質是取巧了，那些(a)不在口裡面，「唵嘛呢

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好像播音，那些光明好像波浪一樣，在那個 (a)字那

裡播出光明，像波浪那樣一路震盪，一路震到十方世界，只是自己聽到，聽到「唵嘛

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這些叫做漸漸地那些叫做「法流」，就是

current，dharma current，他有時又覺得那些佛菩薩的法流又影響他，互相交流

的。他說，很長命的，馮法師，你識不識馮寶瑛？馮達庵(1887-1978)。

他教人，他說這樣就長命了，因為當時西藏的喇嘛叫做榮增堪布，榮增喇嘛就來

香港，廣州人就請他去，我們也有去，去獻哈達給他，他又用回哈達來為我們加持一

下，他在那裡傳法，傳千手千眼觀音法，傳四臂觀音法，除此之外，還加了一味黃財

神法，因為很多生意人想修財神法的，加了一味黃財神法，還加一味，阿彌陀，彌陀

長壽佛合修法，一個阿彌陀佛法，一個長壽佛法，本來是分開修的，他將兩個合到一

起，兩個佛的法一起修，修阿彌陀佛法是去的，一路去，他不去的，在丹田升起一個

月輪，紅色的月輪，像一個波那樣，一路升、升、升、升，修阿彌陀佛法的時候，接

引自己，在那個球裡面升上頂，那個長壽佛的加持力就將它一路壓回下來丹田，留在

世界，長住在世間，阿彌陀佛就帶你去，長壽佛又拉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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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有這部書，長壽彌陀合修法，我們走去找馮法師，藏文有些長壽佛法這種東

西，中文都沒有這些東西的，用這些來接引吸收一些人吧！他說，哪需要這樣？他來

就來，不來也罷了，長壽佛法我也有，就這樣這樣就長壽了！

所以在丹田處，唸咒的聲音是不發的，丹田上的那個字，那個字好似一條金絲，

就像那些播音，由它那裡播出來聲波，只是自己在那裡聽，他說，如果你這樣想，你

的精神想不集中在丹田那裡都不能，一定要集中的，波浪在那裡出的，是使得的，他

這一套。有時我也試一下，是不錯，是不錯的，有的，你想長壽是有辦法的，甚至只

修一個阿彌陀在丹田處也可以，你試一下，想個念頭在丹田。

聽眾：睜開眼睛還是閉上眼睛？

羅公：你開眼又行，合眼又行。又不用睜大眼，

聽眾：修這個法屬於什麼？是不是屬於定？

羅公：定。在丹田那裡。本來就連這裡，這裡，連續定在丹田那樣解，行的，不過佛

家就這樣，無病的人很少用丹田，小乘人不用丹田，因為小乘的人不想長命

的，快些涅槃，密宗的人還有些。

聽眾：要灌過頂才行？

羅公：什麼：如果用馮法師的那些就不用灌頂，榮增堪布的彌陀長壽佛合修就要灌

頂，馮法師那些不用的。我喜歡與觀音有緣我就念咒，他唸「唵嘛呢叭咪吽」

就行了。不用的。

聽眾：六字大明咒不是指定是四臂觀音嗎？凡是觀音，他四臂觀音是這麼多觀音裡面

最根本的觀音，那個四臂觀音在頭上再生出 10個頭出來，就十一面觀音了，

再生十幾隻手臂，十一個頭，那個就叫做十一面觀音，十一面觀音再生九千多

隻手出來，就叫做千手千眼觀音了，所以觀音是以四臂觀音為最根本。

聽眾：哦。

羅公：四臂觀音的咒就是「唵嘛呢叭咪吽」了，以後譬如你這樣，我現在念千手千眼

觀音那樣，很長的，如果大咒有四百字，念、念、念、念、念，最多就念七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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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七次。

羅公：什麼？

聽眾：七次。

羅公：念完七次之後，大咒就七次，叫做大咒，念完之後就念心咒，心咒有兩種，一

種如果是西藏喇嘛，所有觀音菩薩的心咒都是六字大明咒。西藏，即是你修四

臂觀音法，念完那七次的「大悲咒」之後，就念「唵嘛呢叭咪吽」，每念六個

字就一次代表一首咒，有些人是不用「唵嘛呢叭咪吽」，這是東密與中國，同

時這是大悲咒最尾的那一句，……那就是「心咒」了，只是念這一句也可以，

這樣，我就為便利，法師教的時候都是，我受活佛灌頂的，所有觀音，除了大

咒之外，全部統統用六字大明咒。四臂觀音受過，十一面觀音受過，千手千眼

觀音受過，通通的大咒都不同，那個心咒都是用六字大明咒。

聽眾：何解他說六字大明咒與準提咒一起好像很好那樣？

羅公：這個講法就不知道。

聽眾：但是這是以前很古的那個老法師講的。

羅公：他即是說，大家都是觀音。

聽眾：那麼準提不是觀音菩薩化身嗎？

羅公：準提有兩說，一說不是，一說是，照理應該是。

聽眾：哦。都是觀音。

羅公：他因為怎樣？普通的觀音有三種觀音，一種就叫做中國人說的白衣觀音，普通

的就是千手千眼觀音，還有一個叫做準提觀音。這樣就將準提也當成觀音那樣

拜。

聽眾：哦。

羅公：這樣。又有一說不是，準提就是準提，兩說都通的，是也好，不是也好。

聽眾：即是這樣？

聽眾：即是說六字大明咒與準提咒很相應。

羅公：相應的，一切咒都多數相應，不過準提咒的心咒這麼短，就不用六字大明咒去

代替了。o  cale cule cund  sv hṃ ī ā ā。很簡單。如果你想修準提咒，想長壽些

都有辦法，準提那個字，那個(bu)字，一個金線的(bu)字，站在那個，豎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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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蓮花上面，放那些法流，那些光波出來，那些光波出來那樣，那些光波就

是：o  cale cule cund  sv hṃ ī ā ā。你在那處聽的時候，在你的丹田那裡發出，

你就長命了，你念不念都長命了，你這樣，你念就更加了！好了，這樣啦！

聽眾：1988年 7 月 13日。

羅公：講過了，是嗎？勝義諦之外的，統統就叫做世俗諦，記住，你看佛經裡面，勝

義諦又名叫做真諦的。世俗諦也稱作俗諦，所以你不要看見真諦與勝義諦就以

為它是兩種東西。即是同一種東西。好了，講到這裡，我又要遲一點，遲半小

時再講入題，我開首講未？

聽眾：未。

羅公：大家知道，知道勝義諦了，勝義諦即真如，真如即是這個宇宙的最實在的本

質。

即是英文所謂的 reality (勝義諦)；也即是所謂什麼 final substance，所謂 final

substance，即是最究竟、最徹底的實在，最徹底的實質，final不是最後，不一定是

最後的，最徹底的實質。這樣，記住，最究竟的實質就叫做「真如」，唯識宗與華嚴

宗，記住，叫做真如，真的，怎樣叫做「真如」？

「真」者，不是假的，什麼都是假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假的，這種真如

才是真的，「真」；「如」呢？事事都如此的，未有人類以前它已經是如此；有了人

類之後它亦如此，所有人死光以後它都是如此，未有佛出世它也是如此；佛在說法它

亦是如此；沒有加，沒有加料佛涅槃去了，它亦是如此，亦沒有失色，常常都如此

的，就叫做「如」。也可以這樣說，「真」者，不是虛妄的，「如」者，不變的。記

住！再問到，真如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不能夠說它什麼時候有，如果你問它是什麼時候有的，你一定會走進一條掘頭路

(死路)，如果你說真如什麼時候有？那即是說真如未有的時後就無了？有了之後才有

嗎？那末是不是常常如此？未有的時候就已經不是如此；有了之後才就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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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能夠叫做「如」了，是嗎？明白嗎？常常如此即是永恆的，如果初始無的，能

否叫做永恆？後來有的就不是永恆的，永恆幾時都是有的，往前數幾時都是這樣，這

就叫做真如。

所以那些講第一因的，講不通的，在佛家來看，那些講第一因的就是笑話，因為

講第一因的一定走進兩條掘頭路的隨便一條，第一條路，犯有一個過失，走第一條

路，你一定，錯者，mistake，一定犯了一個這樣的mistake，或者wrong，一定犯

了一條這樣的路，為什麼？如果你說：世界是什麼造的？你說：世界是上帝造做的。

那麼上帝又是誰造的？

你的答案只有兩個，沒有第三個的，一個，在上帝之外另外要有一個高級上帝造

的，第二個是上帝不用造的，如果上帝不用造就撇開第二個過失，上帝是有一個超上

帝造的，好了，現在問：超上帝又是誰造的？有一個超超上帝造，再問，每個上帝都

要有人造，那麼超超超上帝造的，一路超、超、超上帝，幾多萬個超？你一世人都是

一百幾十年，整天都是超、超、超，你都不能講得盡那個超上帝，那就無窮了，犯了

一個無窮過，是嗎？

所以有智慧、聰明的人就不要走進這條掘頭路(死胡同)，好了，有些普通的人就

這樣問，如果你是宗教家你就不是這樣答的，上帝是不用人造的！要人造的還是上帝

嗎？因為祂是上帝所以不須人造的。好，現在問你，科學、科學，你信不信科學？如

果科學都不相信，那你就到精神病院去好了，就不要在這裡聽課了，科學都不相信。

譬如說那個 X 光照到你有結核病了，你都照一次不信，兩次不信，照五六次你都說不

是，沒有的，你這種人不去……

聽眾：浪費了！

羅公：不去精神病院就浪費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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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都說確實驗到你，世界的癌症都照過，專家用放射，每一種都檢驗過都已經

說你生癌了，都還說不是的，這些叫做自己騙自己，做人最弊〔這樣〕，切不可自己

騙自己，世界上最可憐的人就是那種自己騙自己的人。

我們一定要信邏輯，一定要信科學，如果我們信邏輯，邏輯有兩種，一種叫做歸

納法，一 種叫做演 繹法，一 種叫做歸 納法 induction ，一種叫做 演 繹

法，deduction，演繹法就只可以推理，不能夠產生新〔的〕，不能夠產生新的知識

的，歸 納法，即是 deduction 才可以產生知識的。怎樣是歸 納法？例

如，Newton(Isaac Newton，1643－1727)，他見到蘋果掉下地，蘋果掉下地，

砰！一聲，整個蘋果摔到他頭上，他突然間想起來：為什麼它從上掉下來，為什麼不

往上拋出去？他想，難道真有一種力量把它拉下來？

再試一下，第二個蘋果在這裡一樣是往下掉，找塊木頭放在這裡，沒有東西撐著

它，它也一樣是往下掉，沒有例外的，除非你拿東西把它托著，如果那種東西沒有承

托，它一定是往下掉，沒有例外的，即是樣樣都是如此而沒有例外的，我們就可以知

道一定是有一種力量把它拉下來。地心吸力定律就是這樣來的，這種方法就叫做歸納

法。好，我們用歸納法來對付第一因的問題了，上帝不需要人造的，我只是在這裡講

而已，我的目的不想與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吵架，你們切不可拿來與人吵架，是嗎？

寧可佛教徒裡面自己吵，不要與外面的人吵，是嗎？因為吵架沒有益處。我們知

道，造風扇，有沒有造風扇的人？不是叫做人，或者叫做工廠，造它出來，那個相架

有沒有人造它出來？作它出來的那些叫做作者，有沒有作者？有嗎？這個杯有無作

者？有，那個月亮有無作者？你答我，有沒有？

聽眾：沒有。

羅公：沒有？月亮沒有作者的？

聽眾：不知。

13



羅公：太陽有沒有作者？都有作者的，為什麼？

月亮怎樣來的？那個地球最初的時候，是一團熱辣辣的、好像漿糊那樣，熱過

10000度的漿糊，很熱的，燒紅的，鐵都沒有它那麼熱的，團團轉的一個熱球，半

是氣體，半是液體那樣轉，一路甩，剛好那一團在轉的時候，有一些外力侵犯，或者

它那團火不平衡，就拋了一團出來，是嗎？

拋了一團出來，就繼續團團轉了，凡是一種東西，一種運動的物質，一種團團轉

的東西有兩種力的，一種叫做向心力，比如我們拿一條繩，連上一個球，譬如這個地

球，不是，這個是地球，這個是月亮，那個月亮繞著地球這樣走，是嗎？當這件東西

走的時候有兩種力的，科學家就這樣說，一種叫做向心力，拉它進來的，如果沒有了

向心力，就「呼」地飛了出去，有那麼遠跑那麼遠，因為有這一條東西是向心力，就

拉住它，但是還要甩的，那個離心力將它甩出去，兩種力拉著它，所以它就總是這樣

繞著地球走。誰造月亮出來？是地球把它造出來的是嗎？是嗎？地球就是作者，是

嗎？地球是誰造的？太陽嘛！

太陽最初的時候是一團熱的、現在都是氣體來的，一團熱的氣體，熱到了不得，

氣體團團轉，現在太陽都是這樣的，漸漸地一路轉，甩了幾十團出來，其中有 9個我

們知道的，一團就是一個星球，那些叫做行的星，是不是叫做 planet？叫做太陽那

些叫做 star，發光的，叫做 star，這些會繞著它，其中一塊是什麼？金星、還有一個

木星、一個水星、一個火星、一個土星，一個什麼？天王星、冥王星，還有很多瑣瑣

碎碎的，連名字都沒有的，小的，甩了很多出來。

但是因為它有兩種力，一種是向心力拉著，一種離心力甩出去，所以它們團團轉

繞著太陽走，這樣，即是地球與金、木、水、火、土星是誰造出來的？就是太陽造出

來的，就像母親生孩子那樣生出來的，是嗎？地球、月亮都是一樣，太陽是誰造的？

有沒有作者？你說有沒有？有的，星雲嘛！我們夜晚三更看上天，不是有條銀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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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星雲來的，那些星雲，這條銀河裡的星雲裡面，全部都是熱辣辣的氣體，

熱辣辣的氣體就像你煮芝麻糊，煮到它熱的時候，就會像那些熱的氣體，砰砰噗噗一

路轉那樣，那些熱的氣體一路轉，甩了很多團出來，甩了很多太陽出來，我們的太陽

是其中一個而已，還有望上去閃閃光的那些太陽，那些都是太陽來的，不過我們不叫

它做太陽，我們叫它做什麼？夜晚，有一顆叫做金星，太白金星，夜晚你看到在西面

有一個閃閃發亮的、太白星，它也是太陽了來的，比我們的太陽還大，不過它太遠而

已。是嗎？都是銀河甩出來的。

聽眾：何解我們以前做細路哥(孩童)的時候看見很多天上有很多星，現在一粒星都看

不見？

羅公：有。

聽眾：是呀！以前看到很多星的，晚上，現在沒有多少星。幾乎直情看不到。

聽眾：大氣層低。

羅公：或者那個天空，照理都還是這麼多的，你定眼在那裡看，只要整日睜開眼看，

不夠四分鐘你還看到很多流星，呼的一下就飛過了，四分鐘左右你就見了。因

為那些星很多是甩出來的，一甩出來的時候它還是熱辣辣的。

聽眾：那些掃帚星。

羅公：熱的，有時是碎的一粒飛了下來地球，那些叫做隕石。那天陳太太不是拿了一

塊那樣的石？那樣的石好像金屬的，黑黑的石，時時劈劈啪啪掉下來，有些大

塊的有幾個位那麼大的！砰！掉下來。這樣，所謂太陽也是由這些熱氣體拋出

來的，銀河系又怎樣？銀河系，科學家只是知道這裡，再過就不知了。

不過還有一個超銀河系，太陽的運行轉一年四季一個圈，365日。太陽就是這樣

轉，我們在地球上，我們以為不動的，其實現在正在動。地球固然在動，繞著太陽

動，整個太陽系又繞著銀河系的，整個銀河系一個 center繞著，60年才繞一圈，中

國人說六十甲子不知為何那麼對呢？60年繞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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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整個銀河系也不知道多少年才繞超銀河係一圈，其實這個世界上的那些星，無

量無邊，佛說上下左右無量無邊那麼多的世界，每個世界都有作者，是嗎？好了，世

界上除非它無影無形，沒有這回事的，如果這種東西是有形有相，而且真真實實是有

的，一定有作者的，你想一想，一定有作者的。

你問：真如有沒有作者？你現在先不講真如，你講真如以外的其他，真如以外沒

有一種東西，有形有象的事物是沒有作者的，沒有無作者的，一定有作者的。我們歸

納了，用科學方法歸納了，凡是有形體的東西都有作者的。是嗎？你承不承認這個邏

輯？所以宗教不通就是不通這裡，與我們的理性的相反就是這樣。

好了，現在問？你的上帝是實在的？是真實的東西？譬如上帝是假的那就難講

了，好像龜的毛兔的角那樣假的就難講，但是上帝是真的實在的？怎樣？上帝以外，

每種實在的東西都是有作者的，如果你上帝是實在的，上帝也是應該有作者，這樣才

合乎邏輯，這是科學的方法。而你說沒有，你就違反了科學的方法。

所以真真正正來講科學與宗教確實不能相容的。你會說：那你又講佛教？又在這

裡講佛經？佛教不是這些宗教來的，硬叫它做宗教而已，宗教要承認有一個神才是宗

教，佛教不承認有神，不承認有一個創造世界的神。好了，這即是說，你又說上帝不

用別人造？那不對，那就不平等了，是嗎？每種東西都有作者，上帝不用作者那怎麼

平等？

請你把它解出來，何解那麼不平等？你解吧，一樣解不通，這叫做什麼？不平等

過了，一承認有個上帝或者承認有第一因，就兩個過隨便犯一個，除非你硬要強詞奪

理，好像那些牧師、神父那樣：嘿！上帝不用東西造，要造還是上帝嗎？祂既然是上

帝，這些是什麼？這些叫做強詞奪理！我們是有理性的就不應該聽那些強詞奪理的東

西。但是很奇怪的，不知多少人信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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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人生很多憂鬱，很多苦處。上帝，你說他有形或說他無形也不行的，

整個世俗都是勝義諦的 quality來的，是屬性來的，是相狀來的，所以你也可以這樣

講，這個世界的質就叫做「勝義諦」、叫做「真如」，這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茫

茫太空那麼多星星，就是這個勝義諦所顯現的相，這個日月運行永不停止，人類生子

生孫，又有很多你來我往的作用，這是什麼？勝義諦所顯現出來的用。「體」、

「相」、「用」，明不明白？「相」與「用」叫做世俗諦，「質」叫做勝義諦。好

了，講到這裡，勝義諦的「質」無始，這個世界亦無始，然則這個世界上，這個地球

的喜馬拉雅山五萬萬年前都是喜馬拉雅山嗎？又不是的，這個現象界是整天變的，但

是這個質不變。

好像一塊黃金，今天你造了一隻戒指，明天就熔了那隻戒指造了一隻金獅子，後

日就熔了金獅子變成一個金鐲子，金是不變，戒指的形狀日日變都可以，是嗎？明白

了？就「質」來講是永恆的、常的，就它的相狀，就它的作用來講，每一剎那都變

的，無常的。

「體」就是常，「用」就是無常，「體」不可說，記住，「用」可說，「用」即

是世俗諦，現在有些人甚麼都說不可說，有些人就什麼事都要講得出的，這裡我關上

門在這裡講，不是想罵人癲，但是對你們，我是看起了你們才對你們講這些人是癲

的。明不明白？真的是癲的，癲字來的太〔激烈〕，蠢！蠢材！「體」，記住，不可

說，「用」可說，第一，第二，體是無形無相，用，無量那麼多的形形相相，是嗎？

「體」，我們說是絕對的、「一」的，真如，一味的，「用」是多的，「用」是

多，「體」是一，記住這幾句。再講過，「體」與「用」的關係是怎樣？記住，

「體」是「用」的「體」，「用」是「體」上的「用」，「體」是「用」裡面的

「體」，「用」是「體」上面的「用」，既然「體」與「用」有這樣的關係了，我們

就只可以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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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用」，凡是「體」與「用」的關係，是非一非異，異就不同，「體」

與「用」不是一，如果「體」與「用」不是一，「體」與「用」是一講不通的，何

解？你說真如，「體」與「用」是一的？是嗎？好，你捧著一杯茶來飲，這個都是真

如的「用」了，那麼我現在喝一口茶豈不是證了真如？事實上我沒有證真如，所以你

說「體」與「用」是一？

「體」與「用」是異的，不同的，這樣即是說什麼？縱使釋迦牟尼佛在整日對我

講話，也只不過是 kingking逛逛的聲音而已，都是「用」來的，我們依著「用」來

修行、持戒，入定都是「用」來的，「用」與「體」是離行離列的，修行就永遠不能

成佛，是嗎？永遠不能證勝義諦，為什麼？修行是「用」來的而已，這個「用」與

「體」就離行離列，

聽眾：從「用」就可以得「體」。

羅公：什麼？

聽眾：從「用」就可以得「體」。

羅公：從「用」就可以，是呀，但你說「體」與「用」是異就不行了，不能從「用」

就得「體」，就因為它非異，即「用」可以顯「體」，既然即「用」可以顯

「體」，即是「體」與「用」非異，非一非異。

世界上，凡是世界上有兩種事都不能說是一或異的，第一，因與果不能說一或

異，因與果你說它是一嗎？不是，雞蛋是因，雞仔是果，你說雞蛋與雞仔是一？那樣

豈不是食雞蛋都要哽骨？何解？因為雞仔是有骨的，何解吃雞蛋又不會哽骨呢？可見

雞蛋與雞仔不是一，是嗎？

你說它是異也不通，在石頭上是孵不出雞仔的，一定要雞蛋才孵得出小雞，你說

它異又不通，非異的，兩種東西非一非異的，你想讀空宗、讀龍樹、提婆的理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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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用非的，「體」與「用」非一又非異，即是那塊金與金戒指，你說它是一不對，說

它是異也不對，非一非異，因與果非一非異。好了，由勝義諦真如的「體」，顯現出

來的，無數那樣多的森羅萬有都是「用」，這個「用」就叫做世俗諦，因為世俗是人

人都可以見到的，所以就叫做「世俗諦」。

這樣世俗諦，最，然則所謂世俗諦沒有根源了？就是這樣嗎？又不是，是一層一

層很有層次的，何解很有層次？例如，我們見到那隻杯，不是一隻杯那麼簡單，造成

杯有很多原子的，造成原子不是只是原子那麼簡單，原子裡面還有很多電子、質子

的，電子、質子現在不知道而已，但我們知道都是兩種力來的，是嗎？那麼力又是什

麼來的？我們科學家他說不知道，科學家是最老實的，不知他就說不知道。我未認

識，將來就有人認識也說不定，現在我不知道，科學的好處就是這樣。

這樣，一路推，科學家就說電子與質子，但是佛家說，「體」就是最深的「體」

就叫做是勝義諦，不從「體」講，從「用」講，最重要的就是什麼？就是力，現在科

學家都說最緊要就是力，能量，什麼都要能量，力，力是一種能量那樣上下的意思，

無數那樣多能，能力，這些能力有單位的，有 unit的，能力的單位叫做種子，由這

個勝義諦顯現出它的「相」與「用」，就是那些能力的種子，種子之中，有八個

「識」的不同的種子，大致分為八類種子，一類就是「阿賴耶識」的種子，這種種子

顯現而成為「阿賴耶識」，這個世界上有無數那麼多的「阿賴耶識」種子，每一個

「阿賴耶識」顯現，每一粒「阿賴耶識」的種子顯現而成為一個「阿賴耶識」，而

「阿賴耶識」一起的時候，它又可以含攝著很多種子，「阿賴耶識」的種子顯現而成

為「阿賴耶識」，而這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的種子是一種潛伏的能力，他

顯現而成為一個現實的「阿賴耶識」，那就是顯現的能力，這種顯現的能力顯現，它

又吸攝了很多其他的種子，吸攝了哪些種子？吸攝了「第七末那識」的種子，「第六

意識」的種子，「前五識」的種子這麼多種。

吸攝住它，支持它，吸攝住它，令到那些種子各別變起自己的東西，「眼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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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變起「眼識」；「耳識」的種子變起「耳識」；「鼻識」的種子變起「鼻識」；

「舌識」的種子變起「舌識」，「身識」的種子變起「身識」，「末那識」的種子變

起我執我相，這樣八個「識」成為一個 system，就叫做一個眾生。所謂一個眾生就

是這樣。好了，你說：你只是講了這八個識而已，八個識而已，然則真如，那個勝義

諦顯現就顯現成這八個識，沒有顯現多倫多這幅地，沒有顯然出了一個月球，沒有顯

現出星星出來，是不是有些這樣的問題？

問題很簡單，你聽我答，每一個識不是如此單純一個識，每個識不是單純的，好

像一粒原子，不是單純的一粒原子核那麼簡單的，原子核旁邊還有很多電子、質子繞

著它走的，每一個識是一個 center而已，繞著、跟著那個「識」一起，還有很多其

他的附屬作用的，識不過是一個主要的作用，一個 center，繞著 center還有很多東

西的，那些東西叫做什麼？

你講給我聽？這個識的附屬作用叫做什麼？識我們叫它做「心王」，圍繞著很多

「心王」還有很多「心所」，這個「心王」的附屬作用有很多，「心王」的附屬作

用，如果它是「阿賴耶識」，就只有五個，「觸」、「作意」、「受」、「想」、

「思」，五個「遍行心所」，你們讀《八識規矩頌》叫做什麼

聽眾：「遍行心所」五十一個。

羅公：「性唯無覆五遍行」，五個心所，但是「末那識」就不同了，很多個，「第六

意識」多到有幾十個，數到五十一個，是嗎？這麼多。

一個「識」起作用時，幾十個心所，或者至少五個，最多五十一個，會一齊起作

用，好似看電影，一個電影打出去，七個彩色一起套上去，這樣去了解，即是說，每

一個「識」不是一個單純作用，還要很多心所的，一個識是一個中心，很多心所與它

合起來是一個 group，一個有機體的組織來的，每一個眾生有八個這樣的，八個小

小的，一個「阿賴耶識」為主，那七個識由「阿賴耶識」現出來，每一個識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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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東西，每一個心非一亦非多，你說它「一」，它是一個識，一個系統，一個

system，你說它完全是「一」又不是，有很多個心所合起來的，你說它完全是

「一」又不對，說它是「多」又不對。這樣七個，八個識，每個識都有很多心所。

好了，還有，每一個心所亦不是單純的一個東西，裏面的內容是由兩部份構成，

或者三部分構成，每個識，即是每一個種子，每一個識的種子，當它一顯現的時候，

一個識，那個識的本質爆發了，一爆發的時候就一開二，記住，那個「一」就叫做

「自體分」，「分」即是部分，這就是識的「體」了，由種子顯現而成為一個「識

體」，「自體分」，那個「體」字很多人寫「證」字，「自證分」，「自證分」，應

該是「自體分」好些，由這個「自體分」，「自體分」就由那個種子顯現，「自體

分」一出現，一出現的一剎那一開二，一個「自體分」開為兩部份，一部分是有形有

相的那個叫做「「相分」」，叫做 image，一部分是無形無相的就叫做「見分」，

你有力量見到那個形相的，「見分」。一個是「自體分」，這個「自體分」未出現的

時候就是種子，一出現的時候，這個「自體分」一開二為兩部分，「相分」、「見

分」。

好了，來到這裏你就明白了，我的「眼識」一見，見到黃色，即是說我見黃的那

個「眼識」，本來是種子，我閉上眼的時候見不到黃色，現在我一定要有個條件，要

睜開眼，光又具備，我這個「眼識」的種子，見黃色的「眼識」種子就出現，「自體

分」出現，這個「自體分」出現就一開二，變起一幅黃色的相狀，「相分」，同時我

見到黃這種作用，這種作用，兩種一合，見到黃色了。

然之後所謂「黃」，是我「眼識」的「相分」而已，聽不聽得明白？「眼識」的

image(影像)而已，「相分」而已，你先不要再駁，是嗎？是呀！我閉上眼睛就沒有

黃了！你一下就知道這麼多嗎？是嗎？初入小學就要加減乘除，還未計代數、三角，

這樣不行的，慢些你自然就懂了，所以一個人不要急，學習就要像矮仔上樓梯那樣，

上了一步在一步。「眼識」見到的色是這樣了，「耳識」聽到聲音，呼、呼、呼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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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呼、呼、呼又怎樣？當我的「意識」不起的時候，就聽不到聲音了，「耳識」的

種子一起的時候，就現出「耳識」的「自體分」，「耳識」的「自體分」一開二，一

部分就開出有相，有形狀的呼、呼、呼的東西，一方面是聽到的，一個「相分」，即

是這樣，我「砰」摸進去，又看到它是白色，「砰」一聲又聽到，「砰」一聲是什

麼？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在，只是什麼？

「眼識」的「相分」加上「耳識」的「相分」在那裡，兩個「見分」在那裡，那

裡有？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你說：這豈不是太玄虛？不是，你不要太快，快就不行

的，欲速則不達。同一樣道理，「鼻識」，我們都是用金山橙來講好些，金山橙黃色

的，黃是「眼識」的「相分」，能夠見到黃的這種力量，是「眼識」的「見分」。即

object？

聽眾：可以不可以？「見分」、「相分」？

聽眾：「見分」、「相分」。

羅公：subject不就是主了？

聽眾：即是這個當是「見分」？

聽眾：她說 subject當「見分」？

羅公：似，但是不是，不是，不是，都可以，那個「相分」好像是 object，但正是

想否定一個 object。

聽眾：應該用 object。

羅公：你說它是 object就變成有實的東西在這裏了，是嗎？叫做「客體」，object

叫做「客體」，subject是「主體」，變成有主有客，沒有那麼好，不是不

行，因為現在我說你可以，你將來就要丟掉一些，你要丟掉的，不如現在早些

告訴你，最好就不要用，用「相分」、「見分」就好了，是嗎？見得到東西

的，就是會見到的那部分，一個識分作兩部分，一個「自體分」現出兩部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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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兩部份，兩個 division，是嗎？一部分是會見到東西的，一部分是

image，被見的，image，「相分」。

聽眾：即是能見、所見？

羅公：什麼？能見、所見。

好了，一個金山橙的黃不過是「相分」而已，沒有金山橙，能夠見到黃是「眼

識」的「見分」，拍一拍金山橙是「噗」、「噗」聲的，「噗」、「噗」聲是什麼？

不是金山橙，是我「耳識」的「相分」，聽到「噗、噗」聲的是我「耳識」的「見

分」，嗅一嗅金山橙整個有橙花的香味的，不是金山橙的香，而是我的「鼻識」的

「相分」。能夠嗅到橙香，「鼻識」的「見分」。

打開它用舌去嚐一嚐，又酸又甜，這個又酸又甜不是金山橙，而是什麼？「舌

識」的「相分」，而我能夠有一個又酸又甜的感覺的，那個感覺是什麼？那是「舌

識」的「見分」，摸一摸金山橙是滑的，這個「滑」不是金山橙，而是什麼？「身

識」的「相分」，能夠覺得滑的，這是「身識」的「見分」，就這麼多。我明明知道

它是金山橙？你呀，是因為你傻，要這樣說他，因為你蠢，因為你的什麼？

你的無明，因為你沒有智慧，本來是五種零件，黃色、香味、軟滑、酸，五種零

件，五種零件是零零碎碎的，好像汽車的零件，你的「第六意識」，「第六意識」起

了法執，這些，《金剛經》叫這些叫做一合相，硬將五種零件合為一種，以為合為一

種，將五種零件合為一種，合了之後就執著有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這件東西有五

種東西的，五種黐在那裡，有黃色、有香味黐在這件東西處，就替這件東西起一個

名，這個叫做金山橙，這是因為你蠢，但是不要這樣罵人，記住，但我不這樣罵給你

聽，你就不明白，因為你無智慧，所以你執著它有，是嗎？實在就沒有的。對了，現

在這個世界都沒有？沒有就沒有，就是你那個識搞出來的。

還有一個識，還有很多「心所」，每一個識都有一個「相分」一個「見分」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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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每一個「心所」都有個「相分」、「見分」的，一套套到一起，所以這個世界全

部都是零件來的，並無一個整體的。好了，你會問，現在替你進一步了，那六個識，

好似剛才陳太太那樣：我們應該有一個主體的！是嗎？我們有一個主體是什麼？你的

主體叫做江漢林？是嗎？

她的主體就叫做陳芷君，他的主體叫做劉哲，其實都是你，因為又是你無智慧！

你執著有個江漢林，是嗎？你都不知道他叫做江漢林，執著有一個自己，無以名之，

總之有一種東西，那種東西是我來的，執著，執著什麼？因為你的「第七末那識」的

種子在「阿賴耶識」裡面爆發出來，一爆發出來，一個「自證分」，一個「自體

分」，一開二，開出什麼？

開出個我的影子，覺得有一個我，其實那是「第七末那識」的影子，就執著，

啊！這是我了！這種執是「第七末那識」的「見分」，所謂「我」、我的人生，不過

是「第七識」的「相分」、「見分」，所謂「世界」即是「前六識」的「相分」「見

分」而已，是嗎？好了，豈不是很虛渺？你會問的，尤其是你會過兩本科學的書，你

一定會問的，很虛渺，我們的手指，細路哥的手指插進去(風扇)斬了手指會流血的！

是嗎？細路哥根本不知道有風扇，那台風扇會斬掉他的手指，你這樣講法，全部都是

識變，豈不是很虛渺？那又不是這樣，又不是，何解？

當我們，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有很多種子的，不止七種種子，七種種子的

「相分」、「見分」，七個識的「相分」、「見分」種子，現在問你：前七個識，個

個識都有「相分」，是嗎？講過了，「第八識」也是「識」，「前七識」是識，「前

七識」都有「相分」的，都有 image 的，「第八識」也是識，是嗎？應不應該有

「相分」？你講。

聽眾：有。

羅公：因為沒有就不合歸納的邏輯，都是有「相分」的，「前七識」是識，每個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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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分」，「第七識」也是識，應該亦有，即是說肯定了「阿賴耶識」都有

「相分」。

好了，還有，所有的識凡有「相分」的都有「見分」，是嗎？「阿賴耶識」也是

識，「阿賴耶識」也有「相分」，這樣「阿賴耶識」應不應該有「見分」？即是說

「阿賴耶識」都有「相分」，有「見分」，好了，「阿賴耶識」的「相分」是什麼來

的？怎樣的，你見過了沒有？

他的答案是，「阿賴耶識」，世界上的東西不一定是要見到才有的，見不到都可

能有的嘛！你見到，月亮的後面你見過嗎？不能因為你見不到就說沒有的，是嗎？我

們有無數那麼多天文學家推測給我們知道，很多萬光年之後還有很多星球，你們見不

到的，難道你說沒有？能力是見不得的，電子你見過未？未，你說它沒有？不能說不

見到就沒有的。「阿賴耶識」你見不到，但不能說「阿賴耶識」是無。

好了，「阿賴耶識」的「相分」我見不到，「阿賴耶識」是同一樣的道理，我不

能因為「阿賴耶識」的「相分」見不到就說「阿賴耶識」無「相分」，很科學化，很

logical(合乎邏輯的)，好了，「阿賴耶識」的「相分」，你說，我信「阿賴耶識」都

有「相分」，哪些是「阿賴耶識」的「相分」？你可以這樣問，你有權這樣問的。好

了，答案：「阿賴耶識」的「相分」可以分析成三種東西，「阿賴耶識」的「相

分」，第一，你的身體，你的神經，你的「根身」，你的身體，你的身體的本質是

「阿賴耶識」的「相分」，何解？

「阿賴耶識」支持你的身體，「阿賴耶識」滲透你的身體，如果「阿賴耶識」不

滲透你的身體，那就與死屍無分別了，一個活人與死屍不同者，就是死屍已沒有了

「阿賴耶識」滲透它，活人會活動，因為有「阿賴耶識」滲透他，每一處地方都有

「阿賴耶識」的滲透，所以每一處地方我們都可以產生知覺，都可以起觸覺的種子

的，「阿賴耶識」滲透我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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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阿賴耶識」滲透我們的身體，即是說這個身體是「所滲透」，被「阿賴

耶識」滲透的，明不明白？即是「阿賴耶識」有本領能夠滲透進去的，即是「阿賴耶

識」是「能滲透」，聽不聽得明白？能滲透就叫做「見分」；「阿賴耶識」的「見

分」；所滲透就是「阿賴耶識」的「相分」，即是說我們的身體是「阿賴耶識」的

「相分」，你覺得有身體嗎？

你覺得有身體，即是說你覺到「阿賴耶識」的「相分」，你覺不覺得？你會不會

覺得到？你不是麻木的，你會覺得，就是有身體「阿賴耶識」的「見分」，還有，

「阿賴耶識」的作用我們見不到，但你不能說沒有，你想想，一刀切傷了手流血，流

完之後，只要你不要讓細菌走進去，他會怎樣？他不會發炎了，那些白血球會將你的

傷口補上，是嗎？何解會這樣？「阿賴耶識」會有推動的作用的，「阿賴耶識」會作

業的，作一種這樣的「業」，修補回你的身體。

一隻海星，你見過沒有？海上那些？一隻海星你拿起來一刀斬了牠的一隻腳，牠

會怎樣？等一會過不了多久，只是一、兩天，牠就把腳生回來了，為什麼會這樣？因

為會有推動的作用的，那些無知的人就說上帝替牠整回去的，是嗎？「阿賴耶識」有

一種推動的作用，那隻腳是「阿賴耶識」的「相分」，你破壞牠的「相分」，牠即刻

修補「相分」出來。

這即是說，第一，我們的身體就是「阿賴耶識」的「相分」，是嗎？第二部分，

這個無邊無盡的世界，茫茫太空，這是什麼來的？是我們「阿賴耶識」的「相分」來

的，你坐在那裡，你的人，你的身體坐在那裡，你的「阿賴耶識」一路擴展整個太空

界都有你的「阿賴耶識」在這裏，遍，你的「阿賴耶識」周遍十方的，你人就坐在這

裏，你的身體坐在這裏，你的「阿賴耶識」可以周遍十方世界，滲透十方世界，那是

十方那麼遠，包括地獄、天堂都是你的「阿賴耶識」的「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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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我見不到？有時顯現，有時不顯現，你整天見，「眼識」只是見到地

球的東西，見地球的東西的「眼識」出現，見極樂世界的「眼識」就是不現，你就見

不到極樂世界，到有一天，你見極樂世界的「眼識」現，那時你就見到極樂世界而見

不到這個地球了，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這個世界不是無觀音，茫茫宇宙是我的「阿賴耶識」的「相分」，不是虛

無的，是有的，第二就是這個世界，第一就是「根身」，第二就是「器界」又叫做世

界，是「阿賴耶識」的「相分」，第三，「阿賴耶識」裡面含藏著無量無邊那麼多的

種子，那些種子被「阿賴耶識」所藏，「阿賴耶識」就是能夠藏，能藏種子的這種力

量就是「阿賴耶識」的「見分」，被我們所藏的那些種子是「阿賴耶識」的「相

分」，無數那麼多的種子是「阿賴耶識」的「相分」，即是說「前七識」的種子都是

「阿賴耶識」的「相分」，即是說整個人生，你的生命，就是那個「阿賴耶識」，是

嗎？

那七個「識」都是我們七個「識」的種子顯現出來的，那七個「識」種子是「阿

賴耶識」的「相分」的一部分而已。沒有這麼虛渺了，是嗎？沒有剛才那麼虛渺了，

沒有剛才那麼虛渺，又不能說不虛渺，還是有些虛渺，是嗎？好了，當我們看東西的

時候。又挨罵了，你聽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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