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識規矩頌》嘛！都不記得的？你聽過了，不記得？第一句你念給我聽，嘿！

你真是！這樣你聽 做什麼？嚟

聽眾：「性境現量通三性」嗎？

羅公：是呀！「性境現量通三性」。

聽眾:「眼耳身三二地居」。

羅公：是。「眼耳身三二地居」。現在就是講「性境現量通三性」了，我們的知識就

叫做「量」，正確的知識就叫做「量」，是嗎？「量」有幾多種？普通來講三

種。

聽眾：「現量」、「比量」、「聖言量」。

羅公：其實真正的「量」只有兩種而已。

聽眾：「現量」、「比量」。

羅公：是。第一種叫做「現量」，是嗎？

「現量」，直接的感覺，純粹的經驗；第二種「比量」，推理；第三種，錯誤的

知識，叫做「非量」。有些人加了叫做「聖言量」，不用的，「聖言量」即是「比

量」來的。第三種叫做「非量」。講到「量」，眼識一定是「現量」的，不會「非

量」的，你想一想。你說：「眼識」看見水中月鏡中花，這些應是「非量」了吧？

不是，你眼所看到的水中的月影，月影你確實是你眼識看到，「非量」，「非」

不是在「眼識」，是在「意識」，當眼睛看到水中月的時候，那個「意識」一看下

去，「眼識」是「現量」，「意識」自作聰明說有個月，這個是「意識」的錯誤，

「意識」也有「非量」，「眼識」一定是「現量」的。同一樣的道理，「耳識」一定

是「現量」的。你問：「耳識」都有「現量」？有，是完全的「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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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忽然間我，你認錯了我，啊！這是我的阿哥來找我！這樣你的「耳識」沒有

錯，砰！砰！砰！聽到沒有錯，錯的是你的「意識」在亂猜亂度，又說是阿哥，又說

是隔離(鄰居)的人。是你的「意識」是「非量」。「耳識」一定是「現量」的，「前

五識」一定是「現量」的嘛！「性境現量」嘛！是嗎？同一樣的道理，「鼻識」、

「舌識」、「身識」，一定是「現量」的。「第六意識」就不是了，講「第六意

識」，《八識規矩頌》怎樣說？

「三性三量通三境」，「第六意識」三種「量」都有的，有時「現量」，譬如我

的眼看到那種東西，「眼識」起「現量」，「意識」第一個剎那看下去不起執著，不

說它是什麼東西，那時是「現量」的，第一個剎那，但是你再想真一下它，咦？這個

東西？這是收音機來的，這是舊的，這個是新的，那時就已經是什麼？「非量」了，

「比量」或「非量」了。

所以「意識」有時是「現量」，有時是正確的「比量」，「比量」，有時「比」

錯了，也看錯了，就叫做「非量」，三「量」都有。「第七末那識」又怎樣？「第七

末那識」永遠沒有真東西，衰(壞)就衰在這裏，最衰這個東西！何解？「非量」的，

「隨緣執我量為非」，它的量是「非量」的。

本來沒有「我」的，它偏偏執個「我」，其實不過是一個影子，那個影子是什

麼？那個影子是「阿賴耶識」的影子，它看下去「阿賴耶識」那裏，見到「阿賴耶

識」， 它在「阿賴耶識」的影子上起了一個錯誤的見解，以為那個就是「我」，其

實那是「阿賴耶識」。「非量」了。不是我執著為「我」還不是「非量」？就像那個

醉酒人，飲醉酒回來，見到那把掃帚，就以為它是太太來的，「非量」了。

那個「第七識」就一定是「非量」的，「第七識」沒有「比量」，不會「比量」

的，那麼「現量」可以嗎？當你成了羅漢，成了佛，你的「第七識」就是「現量」

了，或者你是做大乘菩薩第八地，你就現量了，你的「第七末那識」，否則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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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量」的。所以學唯識有這個好處，好像規矩，造成你動也不能動，沒有籠籠統統

的。好了，「第八阿賴耶識」是什麼「量」？你想一想，你答我，想想。

聽眾：「比量」？

羅公：「現量」，一定是「現量」的。它是機械的，機械的，「現量」的。

好了，見到東西的時候有「現量」、有「比量」、有「非量」， 「前五識」，

即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是「現量」的，凡「現

量」看到的東西都是有的，因為所見到黃色確實有黃色，〔雖然〕有，那個黃色是我

的影子，是一個「相分」而已！是我變的，變都是有的，變都是有的，是嗎？不能說

沒有的。

何解這麼亂？好了，問題就這樣，何解它不變藍色？又要變黃色？是不是這樣？

我望去黃衫處，說它是藍、藍、藍的，那樣夠好的，但是它不會變藍的，是嗎？如果

你用打火機來烙你，你說我要它是涼，我要他涼，你在說涼時，你的手已經燒焦了，

是嗎？顯然外間有一種實在的，好似 object 在，有一種客體在那裡，是嗎？唯識家

就說不是，「量」，「現量」，「量」有三種，是嗎？

「非量」就不用說了，「現量」，凡是「現量」的時候，那個境與非現量的境是

不同的，所以就有所謂的「三境」了，「三性三量通三境」，「境」有三種，你看他

那個〈心意識相品〉好像很簡單，如果不講這麼多內容給你聽，你是不明白的，所以

說佛經，拿著本經解給你聽是浪費別人的精神，浪費你的時間，境就是什麼？object

了，是嗎？有三種，一種當本質解，勝義時時當實質解的，性境即是說有實質的境，

有實質的境即是性境，即是說，我望下去那件衫，不是，不是！

我望下去那個金山橙處見到是黃色的，這個黃色不是沒有實質的，可以說，那個

黃色現進我們的「眼識」裏面，有個黃色的影子，好像那部影相機，我們影的時候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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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公仔，一個 image，那個 image後面是有個實質的東西在那裡的，你承不承

認？你去影相，看到一個公仔，公仔後面有個實質的，那個實質，唯識家的名詞叫它

做本質，本質即是實質，有本質的，當我們看金山橙的時候看見黃色，不是憑空見黃

色的，有一個黃色的本質在那裏的，所以我見到金山橙是黃色而不會見到它是綠色

的。如果黃。

你說：我色盲行不行？色盲你就見到它是灰色了！但這個色盲是特殊的狀況而

已，是嗎？正常的是黃色的你會見到黃色的，人是癲的都有，不能說人個個都是癲的

嘛！這樣黃是有實質的，即是有一個黃的實質在你的 image 外面的，好像影相的時

候，你看到那個公仔(影像)在裡面，看到公仔這麼小的，公仔雖是這麼小，但有一個

這麼大的人是實質在這裡的，那個叫做本質。

凡是「現量」，一定是有本質的，我們看事物看到一個現起的 image，好像我

們的影相機受了人與光線的刺激，現出一個公仔，我們自己看，看到公仔，看落

image 處，但是看不到本質的，不能說無本質，看不到就說沒有嗎？在看得到的東

西後面，我們推論就知道它有本質，如果你說，這樣我們見不到我就不相信，你不相

信就拜託你走了，這樣確是，這樣都不相信，影相的時候只是真的看到公仔，沒有人

的，那麼你這種人還用聊天嗎？都是癲的了，不是癲就是傻的了。

凡現量必有本質，有本質是不是一定有「相分」？你不容易答，當你的「根本

智」出現，證到真如的時候，無 image 的，直接把捉本質的，除了這個之外，除了

「根本智」之外都有本質，「根本智」出現證到真如的時候，都是「現量」，無

image，無「相分」，有本質而無「相分」，除此之外，「現量」一定既有本質又有

「相分」，這樣你明白了？這即是說，望去扯旗山處，見不到喜馬拉雅山的，為什

麼？它的本質是扯旗山嘛？怎麼會是喜馬拉雅山呢？是嗎？

好了，這即是說，望到金山橙有黃的本質，本質又在哪裡？是不是上帝造的？不

4



是，是本質有本質的種子，本質種子藏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在某種情況之下，

本質的種子出現，它就有個本質，例如，你有黃的，有金山橙的黃〔色〕種子，那棵

金山橙還未種，你已經有你的種子在這裏了，不過要經過種的手續，這麼多條件一路

路培養，培養到金山橙這麼大棵，然後你望到本質那裏才會出現的，出現就確實有個

本質是黃〔色〕，有這個本質的黃，而你的「眼識」起，望去那個本質處，將那個本

質的黃反映入你的「眼識」處，成為一個黃〔色〕的 image，你就見到黃〔色〕。

同一樣道理，「五識」，五個「識」，五個「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五個「識」都有 image，即是有「相分」，每個「相分」後面都

有本質，那個「意識」將五種本質來綜合，說有一個叫做「金山橙」。

地球都是這樣，我們的「意識」將它那麼多的零零碎碎的「相分」將它綜合起

來，說這個叫做地球，是嗎？沒有地球，是嗎？不止地球是沒有的，極樂世界也沒

有，都是那些零件的綜合，正是因為都是零件的綜合，所以你生極樂世界的時候，即

是怎樣？這些娑婆世界的種子全部不起，只是極樂世界的種子起，就見到「極樂世

界」。

不用去西方的，在這裏就是極樂世界。我在這裏見不到極樂世界，見到這個講

廳、這個房，就是因為這個廳、這個房的種子起，當我們一死，我們一念佛成功了，

我們這裡的種子不起，那個極樂世界就出現，不用去的，不過釋迦佛方便說，當下即

是。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然後怎樣？學唯識的人多數修淨土是一定信的，因為它的理

論可以講得出來。

這樣即是說，金山橙的黃色又有本質，它的酸又是本質，全部都是本質，即是說

這個世界都是有本質，你所生的世界，這個世界都有本質，本質有本質的種子，「相

分」，由本質的種子引起「相分」，反映進去，你說這個世界虛渺嗎？不是虛渺，你

的本質變而已，沒有虛渺，金山橙確實是有本質的金山橙，不是憑空的，好像我那篇

東西，那個姓崔的問我，催眠術而已！自己催眠，不是自己催眠，確是你的「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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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裏面的種子變起那個本質的，那有催眠？催眠是不同的，理論上就是這樣。這個

break 到了，好了。這樣一定是明一些，你明白一些然後才可以講得，「世俗諦」，

「世俗諦」最緊要就是那八個「識」，是嗎？那八個「識」，那個「阿賴耶識」遍於

各處而存在，無孔不入的。

你說：我的「阿賴耶識」在這裡，別人的「阿賴耶識」怎樣一齊來？因為「阿賴

耶識」的本質就是無形無相，無形無相就可以無乎不在，這麼多「阿賴耶識」，你所

見的廳是你的「阿賴耶識」的「相分」，我見到這個廳是我的「阿賴耶識」的「相

分」，你那個是不是即是我的那個？這個問題是這樣，不是，答案：你見到的廳是你

的「阿賴耶識」變；你的「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變，變廳的種子變；我見到的這個

廳，就是我的「阿賴耶識」裏面變這個廳的種子變的，各有各變，你住在加拿大，你

的「阿賴耶識」裡面變加拿大的種子就變起個加拿大給你住，我的「阿賴耶識」裡面

變加拿大的種子變起個加拿大給我住。

你的世界，你所住的世界是你的「阿賴耶識」的種子變的，我所住的世界是我的

「阿賴耶識」的種子變的。記住，人各一世界。無礙，因為這個世界是幻的，所以無

礙，在這個世界，「阿賴耶識」變「阿賴耶識」是無形的，所以無礙。無礙，怎樣解

釋？它用這八個字解釋，你記住，如眾燈明，如眾燈明，好像一萬盞燈一齊照這個

廳，你能夠說這一處是那盞燈照，另一盞燈不照嗎？

每一盞燈的光都有份照這裡，你那裡每一盞燈，萬盞燈都有份照那裡，猶如萬盞

燈，眾燈，「明明」即是那些光明照出，各遍，每一盞燈的光明都是充滿這個室的，

實在就是無數盞燈，每一盞燈各有各的光明照出來，不是一盞。但是大家一齊照就好

像的一個廳的光明那樣，好像是一，這樣，現在的人，這幾句是《成唯識論》的，那

些人問的，譬如極樂世界，有些是天堂，有些是地獄，有些是人間，各人的世界，那

麼你的那個阻礙住我的那個，我那個又阻礙住你的那個，那怎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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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答：「如眾燈明各遍似一」，你見地獄的時候，你生地獄的時候你見到地獄，

如果我生天堂我這裏就是天堂，因為我見不到地獄，我只是見到天堂，所以對我來講

只有天堂，沒有地獄，對你來講，只有地獄，沒有天堂。他生極樂世界，對他來講他

只有極樂世界，沒有娑婆世界，你不要理他在哪裏，總之他見到，「如眾燈明」而且

互相交遍的。

那個熊十力，中國近代這百年之內最了不起的哲學家，熊十力將別人的這八個字

改了，那些學者就讚他如何如何好了不起，其實這些〔人〕也是戇的，這些學者又是

不讀書之過，熊十力將它來怎樣說？你的心與我的心大家交遍，各人的心變起各人的

世界，所以大家這個世界實在是人各一世界，你的世界與我的世界不同，你的父親的

世界與你的世界不同，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就「同 食飯，各自修行」了，是嗎？枱

《維摩經》裏面釋迦佛他見到個「報土」，舍利弗那些人就見到的是「化土」，

是嗎？他想過去要神力加被，他一腳踏落地，那個「報土」就現一現，一會縮一下

腳，整個「化土」又重新在那裏了。你要明白這種道理，聽不聽得明白？聽得多一些

就明白一些了。

這樣就明白了。好了，現在繼續講，勝義諦是「體」，勝義諦所現出的「用」就

是無數那麼多的種子，種子之中不外是八個識的種子，每，八個識的種子一現起的時

候，八個識就結合成一個系統，每一個系統就是一個眾生的生命，你一個系統，你是

一個 system，你的識的 system，又可以說它是心的 system，一個 system 即是一

個 life 了，一個生命了。

即是說，無數那麼多眾生的生命都是這個勝義諦真如所顯現出來的「用」，顯現

我們用這個 represent 顯現出來的「用」，這樣就明白了。這樣現在就講那個「用」

了，「用」之中，山河大地何解你不講？山河大地是「相分」，「相分」都是由那個

「自證分」現而已，講那個八個識的「自證分」就好了，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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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這個〈心意識相品〉，〈心意識相品〉了。「心」指「第八識」，是嗎？

「意」就指「第七識」，「識」就指「前六識」，這一品就講那個「第八識」、「第

七識」、「第六識」的相狀情況的，但是他講來講去就沒有講「第七識」的，明明是

講「心、意、識」，他只是講「心」、講「識」，漏了那個「意」沒有講的。

是不是結集的人漏了這裡？抑或釋迦佛故意先不講？這個就不清楚了，你要問他

才行了。沒有人知道。你看，這一品全品將它來 analyze，將它來分析就分析成兩部

分，將它的文意分析成兩部分，一問就一答，這樣就一分，有一個人叫做「廣慧」，

當時在釋迦佛牟處聽經的，他就提出問，釋迦佛就答他，「廣慧」，廣慧是個人名，

叫做「廣慧」，這位是菩薩來的，你看，問了，甲一就問，甲二就答，現在先甲一。

「爾時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爾時」，即是佛說法，說完上面的那一品，

說這裏，那時，那時那位「廣慧菩薩摩訶薩」，「菩薩」即是覺悟的眾生，叫做「覺

有情」，已經覺悟了的有情叫做「覺有情」，「摩訶薩」即是大菩薩，大眾生，那些

人，西方人譯做什麼？摩訶薩，菩薩用音譯，bodhisattva，英國人譯、美國人譯

bodhisattva，菩薩，bodhi 就「覺」，sattva，「有情」，有情即是眾生，是已經

覺悟的眾生，與迷的眾生不同的，那些人解，解到，將「覺有情」解成怎樣？

「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搞到玄之又玄，搞到人家聽起來一頭霧水。不

要，覺悟，「覺」就是覺悟，有情就是眾生。那些不是迷的眾生，是覺悟的眾生，覺

有情。「摩訶薩」是什麼？發大心的眾生，所以那些英國人譯做什麼？great

being，眾生他譯做 being，being，being，存在中的有情。

「摩訶」是大，great being，大的眾生，這樣這位 great being，就對佛這樣

說，他怎樣說？下面，他說：「世尊！如世尊說，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於心

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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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說是語已。」講到這裏停一停，講完之後，下面佛就答

了，他對佛這樣說，世尊啊！叫一聲他，世尊啊！「如世尊說」，「如」即是好像，

好像，即好像世尊所講過的那樣，你世尊曾經這樣講過，你怎樣說？

說有一種菩薩，叫做於「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於」就是對於，對於

「心」，對於「意」，對於「識」都能夠很善巧的，怎樣叫做「善巧」？了解得很純

熟的，那些西方人將這個「善巧」譯做什麼？skillful，skillful，是嗎？skillful，善巧

了，不用講那麼多東西的，所以你有時識一些英文更加容易解釋，善巧就是

skillful。

他說，有一種菩薩對於「心、意、識」這三種都能夠很有一種 skillful 的了解，

知識的，knowledge 的，好了，他說，你世尊說這樣講，有一種這樣的菩薩，好

了，現在我問你，他下面就問了，上文就舉出來，你老師，你老人家這樣講，先說了

他這樣講，然後就問了，提出兩個問題問他：「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者，齊何

名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你老人家所謂有一種菩薩叫做「於心、意、識善

巧祕密善巧菩薩」，這種叫做「於心、意、識善巧祕密善巧菩薩」，「齊何」，「齊

何」即是到了什麼程度，到了什麼標準，達到什麼標準，好像細路哥(兒童)，細路哥

達到小學畢業才有資格升中學，是嗎？

「齊何」，怎樣才能升中學呢？那樣問，「齊何」到了什麼的程度然後才能升中

學呢？到了什麼程度，才能叫做有資格被你老人家說他是對於「心、意、識」的祕密

的情況，「祕密」者，即是祕密的道理能夠「善巧」呢？這樣是第一個問題，怎樣叫

做「於心意識祕密善巧」？

在這裡要歇一歇，「對於心意識祕密善巧」有很多種的，對於「心意識祕密善

巧」，我現在也「善巧」了，我講了這麼多〔經文〕出來，我不「善巧」嗎？你說我

不夠 skillful 嗎？是嗎？一樣是 skillful。你聽得明明白白的時候你一樣是 skillfu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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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善巧」的。這樣到了這樣的程度都可以叫做「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了！

你與我都可以了！

但是你又要知道，你與我都是用「比量」的推理，想當然地「心意識善巧」而

已，沒有直接 catch 到那個，不能夠直接用現量 touch 到的，是嗎？你見過「心」沒

有？你試過入定，在定中見過你的「第八阿賴耶識」嗎？沒有的，直接 touch 的，

是嗎？不行。

講就講到天花龍鳳，看就看不到，這樣都是可以叫做「善巧」，但是都是低級的

「善巧」。是嗎？我們這樣的都是低級的，真的高級的「善巧」是在定中直接見到真

如這個勝義諦，由這個勝義，這個世界與我們的人生都是這個〔真如所現的〕，世界

怎樣現起，現起的時候哪個叫做「心」？由那個「心」現，哪個叫做「意」？又有個

「識」？

清清楚楚地，清楚伶俐地好像如數家珍地看到的，那些要在很深的定裏面才看到

的，那些是用什麼？用現量來證的，你們與我都不行，即是說你們與我都是只得一個

「講」字，這樣，「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勉強都叫做得，不過低級些，是嗎？那些

直接證到的都不用講的，你證到的，那些是真正高級的了。明不明白？

兩種，怎樣叫做證到？證到，真正證到的就一定是要先證了個「勝義諦」，先證

了真如，證到真如之後，那個「後得智」起的時候，然後才能看到這個「心、意、

識」，那個才是真的，所以見性就有這樣的好處，不見性就得個講字，見性就真是直

接把捉。

所以，你如果是真正的，才能叫做真正的對「心、意、識」的祕密都能夠善巧

的，就要那些見了性的菩薩才可以得，佛這位老人家不是指我羅氏與你江漢林、唐

子，這些而是指那些見了道的，不執著有，見了道就怎樣？見了道就知道勝義諦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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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凡可說的都是「世俗」的，世俗的東西都是虛妄，都是不實在的。

佛所講的什麼叫做「阿賴耶識」，什麼叫做「第七識」，什麼叫做「前六識」？

統統都是假東西，無實，不是實在的，實在沒有這套東西，佛說要度眾生，勉強、勉

強安立這些名詞出來，安立很多 concept，名言，概念是他作出來的，作出來講給你

們聽，引人入勝，引到你真正入的時候，就說剛才我們講的那套東西都是引進來的，

現在你見到的這一套就是真的。

即是等於什麼？你教小朋友，你要勤力讀書，勤力讀書，你長大之後，你在大學

裏面打籃球，大學出隊，你就整個銀鼎拿回來，還有，那時候，大學裏面的什麼皇

后，什麼校花個個都想嫁給你，你選擇，任你揀，揀到之後，你將來出來工作，人家

競選總統，你也去競選總統，又會被人選到，你就做總統，老爸可以這樣教兒子。但

是你以為他一定會做總統嗎？你以為他將來體育一定第一嗎？不過是，他教是要整一

套這樣的教你，教到你做到的時候，行不行到時你才知道。佛就是這樣，《法華經》

就是講給你聽的是這套東西。

《法華經》又說這些是聲聞乘，那些是獨覺乘，這些是叫做大乘，全部都是什

麼？製造一套這樣的東西出來引你入勝，到你真正入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套東西是

假的，但是你教化人的時候又要做這套東西的，是嗎？你沒有一套東西怎樣教人？所

以這即是說，好像我老羅，我老羅這樣的，整日整套概念的這些，不是真正是「於心

意識祕密善巧」，要怎樣？證得勝義諦，知道， ！那個心、「阿賴耶識」，硬要改唓

一個名而已！

那裏有「阿賴耶」？那裏有實的「阿賴耶識」？「第七末那識」都不是實有的，

都是佛安立出來引我們進去的，「前六識」又說「相分」、「見分」，整套都是搞定

我們的心，令我們不要那麼多心而已！現在我們知道了，那套東西都不是真實的，這

樣，這種就是對「心意識祕密善巧」了。

11



「善巧」到完全看穿了，即是說未見道的是看不穿的，見道的就看穿了，確是真

正看穿了的就是「祕密善巧」，就好像你打啤牌(撲克)那樣，你逢打必贏的技術上還

不算了不起，要怎樣？知道這些技術是怎樣騙人，全部清清楚楚，到最後我都不賭，

不屑賭這些東西，這種才是最高的，明不明白？最高的賭錢人是不賭錢的，不賭的。

這樣好了，兩種，釋迦佛答他什麼叫做對「心、意、識」的祕密的道理能夠善巧

的菩薩，因為有兩種的，一種是看得穿的，一種是看不穿的，第二，是不是你老人家

隨便，隨便對「善巧」都好像我老羅那樣，都懂得一些祕密道理，你就叫我做對「祕

密善巧(的)菩薩」？這樣，即是第二個問題是問那些真正的，完全看穿的「祕密善巧

菩薩」。

第一個是只知道那些概念的，知道理論的，禪宗的人所謂叫做「光影門頭」，只

是那些「光影門頭」而已，不是真正把捉到的，明不明白？兩種。第一個，「齊

何」，即是到了什麼，「齊」即是到達，到達，「何」即是英文的 what,到達哪種程

度，然後叫做對「心意識祕密善巧」？理論上都可以叫做「善巧」的。

但是理論上善巧，如來並不一定叫你做真的善巧，如來，你老人家要到了什麼程

度，然後施設，施設即是說，這個施設即「叫他」，英文 call，call，叫他，你然後

才叫他做「於心意識祕密」能夠得到「善巧」的？兩個問題。是嗎？結果佛怎樣答

他？你不用想了，你替他答都可以了。

第一個不算數，是嗎？第二個才是，他完全看穿了才是，整天說有「心」、有

「意」、有「識」，這些都是低級的，我不叫他，我要叫那些「心」又無、「意」又

無、「識」都無的，對那些了解的，我才叫他是對「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你可以

代他答都可以的。替他答還要看？不用看了。不過看一下就知道他的思想，那種思路

是怎樣的那樣解。下面了：「說是語已」。這個廣慧菩薩說是語，「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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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講了這句話之後，「已」就是之後，這樣就如何？佛就答了，佛答就分兩部

分，第一部分叫做長行，什麼叫做「長行」？江漢林！

聽眾：散文。

羅公：散文，乙二，乙一是散文、長行，乙二就是重頌，重新用一些詩，用一些詩句

來頌一頌它。

後來六祖，你看《六祖壇經》，講什麼？講一下東西，又要做什麼？有一首「無

相頌」，他又頌它一頌，現在那些方丈升座的時候，一定講幾句「頌古」，頌幾句東

西，講幾句，虛雲和尚你看見他每一升座一定講幾句話，講幾句話，一會再講幾句就

走人了，他就下來了。又分了，它現在先講長行，乙一，長行，長行又分兩部分，丙

一、丙二，丙一是釋，「釋」即是解釋，解釋怎樣叫做對「心意識」的祕密能夠善

巧；丙二，結，結論，結論什麼？第二種才是正的，第一種那些不算數，是結論。

丙一，釋，釋又分二，丁一、丁二，丁一、先讚其問，敕聽許說，先讚美他，讚

這位廣慧菩薩。

說他問得好，那個先讚其問的「問」字，你們寫正它，因為何解？寫中文寫慣草

書，那個「口」字普通就這樣就算數，凡是寫一個「口」字，那個口字，那個口字當

你寫草書的時候，兩點又得，這樣又得，寫慣了手行書的時候，都是這樣寫法，我寫

這些，這些行書，我寫行書寫得不靚，但是我這些是相當標準的，差不多有一定的

例。先讚他的問，說他問得好，「敕」，「敕」即是命令，命令他聽，「敕聽」，

「許說」，答應他說，「敕聽許說」。

第二，讚完之後，正式解釋，什麼叫做「心意識祕密善巧」，現在丁一，先讚其

問，敕聽許說。「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世尊對他這樣說，他怎樣說？

很長篇了，「善哉善哉！」即是好呀！好呀！「廣慧！」廣慧啊！叫一聲他，「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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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一句，

你現在居然能夠請問如來，請問佛，問這些這麼深的義理，「義」者義理，道

理，問這些這麼深的道理，為什麼你會這樣問呢？我知道你為什麼事要問，「汝今為

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

問。」一句。你現在之所以問我，我知道你，意思即是你不是不懂的，你懂的，你不

過是為了什麼？利益那些眾生，「安樂」即是令它們得到安樂，「哀愍世間」，「哀

愍」即是憐憫，憐憫世間上那些什麼？

「天」那些生在天上的，那些眾神，即是那些 gods，那些生在天上的天神，

「人」就是人間的人，「阿修羅」，Asura，Asura 即是阿素洛，阿素洛即是阿修

羅，阿修羅譯做什麼？譯做「非天」，a 是非，sura 是天，即是它的福氣像天一樣那

麼好福氣，但是它無天那樣的德性，天的人是很好脾氣的，阿修羅最壞脾氣的，一點

點就發脾氣了，阿修羅。

天的樣子很端正的，阿修羅的樣子很醜樣，又肥又大，大肚腩，大身臃臃腫腫

的，「天」就男女都好靚的，阿修羅的男人就十分醜怪，但是阿修羅女是很靚的，這

樣，所以那些都同「天」，但是它的享受與「天」一樣，只是脾氣不好，整天與那個

帝釋打架，道教就叫做玉皇大帝的帝釋，整天打仗，那些印度人傳說，說月蝕就是阿

修羅遮了月亮就是月蝕了。這些自然是神話了，我們讀佛經就要怎樣？

盡量將那些神話撇除它，是嗎？好像又說「大地六種震動」，那些後人點點染染

加下去，我們不用理它這些。是嗎？阿修羅，說那些阿修羅都走來聽經的，他說，你

憐憫這個天與人，那些「天」者，那些 gods，那些天神，人、阿修羅等，「等」是

「等」什麼？

「等」那些天龍八部，那些什麼緊那羅、摩 羅伽，人非人那些，是人的那種形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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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但又不是人的，「等」他們，你要憐憫它們，我為「獲得義利安樂，」「義利」即

是合理的利益，「安樂」即是快樂，你想為了他們得到合理的利益與安樂。又有人這

樣解：「義利」指出世間的利益，「安樂」是指世間的利益。兩個解都得。

你因為憐憫這些眾生，「故發斯問」而已，不是你不識的。於是他答了：「汝應

諦聽，吾當為汝說心意識祕密之義。」他說，你，你應該，「諦」即實也，你應該確

確實實地去聽，我現在講，你要確確實實地去聽。「吾當為汝」，我現在會為你，為

你什麼？為你說，為你講，講這個「第八識」的「心」，「第七識」的「意」與「前

六識」的「識」那種祕密的道理，講給你聽，讚完他之後就叫他聽了。

丁二了，正式答了，解釋，正式答就分四段，第一段，戊一，就「賴耶」解「心

意識」，先就這個「阿賴耶」，先著重這個「阿賴耶」，就這個、著重這個「阿賴

耶」來談這個「心、意、識」；然後戊二，解眾名，解「阿賴耶識」有很多不同的名

稱。即是戊一，就「賴耶」解「心、意、識」，雖然名為叫做解「心、意、識」，實

在是著重解這個「阿賴耶」。

戊二，「阿賴耶識」有很多名的，解它的眾名，然後戊三，明「阿陀那識」為依

建立六識，「阿陀那識」即是「阿賴耶識」，但是又有一些不同，「阿賴耶識」在小

乘人來說，未成阿羅漢就可以叫做「阿賴耶識」，他一成了阿羅漢的時候就不能叫做

「阿賴耶」了，因為何解？「阿賴耶識」有執著的意思，執藏的意思，「阿賴耶識」

有「三藏」：能藏、能夠藏一切種子，所藏、一切種子所藏在它裏面，執藏，它整天

執著住，整天被「末那識」執著他，藏住它，這個「藏」當執住解。

一成了阿羅漢就沒有執藏了，「三藏」的意義就不具備了，就不能叫做「阿賴

耶」了，小乘是這樣，就叫什麼？叫做「阿陀那識」， d naā ā ，持，即是持住那些種

子，「持」，「持」即是抓住，抓住那些種子，大乘八地之前可以叫做「阿賴耶

識」，一到第八地，「第七識」已經不執著「阿賴耶識」為「我」了，所以八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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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八、九、十這三地不能叫做「阿賴耶識」，叫做什麼識呢？叫做「阿陀那

識」， d naā ā 。以 d naā ā 識為依據，然後建立「六識」，由「阿賴耶識」，由「阿陀

那識」執持種子，那些種子走出來就變成「六識」，依據那個 d naā ā 識建立做基礎

就產生「前六識」，其實產生「前七識」，不知為什麼只有六識？

留著「第七識」不講，何解？你要問釋迦佛了，你要問他為什麼你沒有講，我就

不知，沒有人知，可能他還有一些祕密意思？戊四，辨菩薩於「心、意、識」有巧、

不巧，說明，說明那些菩薩，有些菩薩對於「心意識」的祕密道理真正，不是！真正

很善巧的，有些是怎樣？善巧得不夠善巧的，不是很「巧」的，有巧有不巧，有真正

的善巧，有不是很善巧的。

聽不聽得明白？明白未？聽不聽得明白？「巧」，「巧」即是 skillful，不巧就

是 unskillful,好了，現在第一段，就「阿賴耶識」來解「心、意、識」了，我今天只

可以解一行給你們聽，這裡很㪐㩿(艱澀)：「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

彼有情眾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一句，他

說：廣慧！你應該知道，「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六趣」即是六

道，哪六道？天、人、阿素洛……

聽眾：地獄。

羅公：地獄。

聽眾：餓鬼。

羅公：鬼趣。

聽眾：畜生。

羅公：畜生，六趣了。那些眾生死了之後，他會去那六趣處投生的，於六趣處生，生

了之後他又在六趣裡面死，那些在六趣裏面又生又死的那些「彼彼有情」，

「有情」即是眾生，「彼彼」即是種種，那些在六趣處投生又在六趣處死的種

種不同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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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一投了生之後就怎樣？

「墮彼彼有情眾中，」墮落了，譬如你做了人，投生人，你就做了人，墮落去人

的境界了，如果你投生做畜生就墮落到畜生的境界，畜生的境界，如果你生了天，你

就墮落到天的境界，墮落在種種有情的眾，這個「眾」即是社會，「眾」即三人以上

而成「眾」了，集團，墮落種種不同的集團，種種不同的社會裏面了。

當你墮落，走了進那個集團裏面做眾生的時候，你就要出世，首先你就要出世，

出世的時候有四種不同的出世法，「或在卵生」、或者要等牠的媽媽生了蛋，

「卵」，牠孵蛋，然後在蛋裡化牠出來，這些叫做「卵生」，「卵生」是怎樣？那些

眾生一死了之後要投生是做雞就怎樣？

那個中有飄飄蕩蕩，飄飄蕩蕩，中有即所謂「魂頭」，飄飄蕩蕩那樣，見到一個

地方，啊！很舒服，很舒適的，其實它是見到什麼？它見到那隻雞蛋，它又見到那裏

有一個，有一個眾生很美麗的，比楊貴妃更靚的，其實那是什麼？是母雞，為什麼？

那個本質就是雞母，你明白嗎？

那隻本質就是雞蛋，它托那個本質反映進來，就變起那個 image，那個 image

變起，本來母雞一隻，它變起楊貴妃那樣靚，本來是雞蛋一隻，它就變起整幅好似宮

殿那樣的影像，即是那個 image與那個本質不是一樣的，你記住了，如果那個本質

與那個 image 的「相分」是一樣的，這些就是「現量」，如果不同本質的，這些就

是「非量」了，它投生的就是「非量」，譬如明明是雞蛋一隻，它見到它比楊貴妃更

靚，是否「非量」？是嗎？飲醉了酒的人見到掃把，他回去叫它做太太，是嗎？你說

它是不是「非量」？本質與「相分」不符的，就是「非量」了。

這些叫做假「現量」，很多時間會假「現量」的，有些人見到那裡黑黑的，嘿！

觀音菩薩！見到那些雲，光光地好像一個影子，這個是觀音菩薩了！快點拿個影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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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緊影下來，觀音菩薩那需要這樣？

如果你有緣見他，他就在你面前了！哪需要在雲處？是嗎？你不就是自己騙自

己？「非量」，明明雲一塊，你又說是觀音菩薩，那個 image與本質不同，卵生就

是這樣，它以為很好的，去到了，可能整個撲過去楊貴妃那裏，去到那處就暈陀陀那

樣撲過去，就死囉！就沉沒了！

沉沒那個，當它一沉沒的時候，那個「第八識」的「見分」，它舊時的中有的

「相分」沉沒，死了，「第八識」的見分，即刻「第八識」的「自證分」即刻生起

「見分」，那個「見分」就滲透進那個雞蛋處，那隻雞蛋就是它的「相分」了，它

「第八識」的「相分」了，它就是「見分」，那個「見分」就住在「相分」裏面了，

它就走進雞蛋裡面去了，是嗎？當它見到那隻雞蛋裡面，見到雞蛋是什麼？「十二因

緣」的「識」，投胎的「識」，

聽眾：這樣如果這個雞蛋它孵不出來做雞仔，那它的識又怎樣？

羅公：死囉！它在那裡死，死了又起「中有」了，又再起「中有」了，「中有」如果

它是念佛念得好的，佛的加持力，他應該做雞的，它得到加持力，或者他功德

力，它未孵出它就死，不痛的，在雞蛋裏面，沒有身識未起，「阿賴耶識」無

感覺的，不痛的，它就死，一死的時候就又起一個「中有」，本來應該做雞的

那世的「中有」就壓了去了，好了，起過另外一個「中有」應該生天的，就成

個「天身中有」，他會生天也說不定，有時它這樣死不一定不好的，孵不出，

那些胎兒在胎裏面死，可能在它在胎裏面一死就起一個「中有」，在那個「中

有」裡有些在那裡證阿羅漢果的！

「中有」可以證阿羅漢果的，這樣，如果它是卵生的就這樣了。一進去的時候入

的時候就叫做，正在入的時候叫做「識」，進去之後那個「見分」在裏面就叫做「名

色」了，本來雞蛋那一團好像蛋白質一樣，本來就是沒有什麼作用的，但是有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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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那裡支持，即是它有了生命的力就生長了，「或在卵生」。「或在胎生」

呢？就怎樣？

那個「中有」到處去，剛好你結婚，你今日洞房花燭，它就飄到去，假使它與你

有緣的，飄到你那裏，它看到你們兩個在那裡古靈精怪，它看到出神，就整個暈陀

陀，又在這裡死了，它又入了這個，它死了的時候，它死慢慢，不是即刻死，剛好你

個父親的精子與母親的〔卵子〕，父精母血剛好一結合的時候，就滲入去，這樣就入

了她的胎，就成了胎生，「濕生」就怎樣？本來是濕的，即是那些蟲蛋在那裏，實在

都是卵生，它不用媽媽孵蛋，那些蟲蛋生在那處，濕濕的地方很溫溫暖暖，你那個

「中有」一看，本來蟲蛋一粒就針鼻那麼細的，你的「中有」就「非量」嘛！看見它

好像整間宮殿那麼好，這麼靚的貴妃床，這麼靚的貴妃床，我這麼累，睡一覺也好，

一睡下去就累到極，像睡著了覺就死了，一死了，你的「阿賴耶識」就滲入去那些蟲

蛋處，你就濕生了。

「化生」又怎樣？「化生」如果你生天，你生天，譬如你生忉利天那樣，不是，

你生色界天，你就會這樣，如果你修定，你生色界天，如果你修到初禪，又能夠守戒

的，你能夠修十善，又修到初禪的，你死了之後，你的「中有」會，可能，不一定，

可能就會見到很好的色界天的境界，亭台樓閣，啊！不知幾靚，你想，這麼好的境界

入定最好了！你就在那裏入定，一入定你就生了進去色界天了，初禪天，色界了。如

果你是欲界又怎樣？

譬如你生忉利天，那些天女很靚的，你的「中有」見到天女，而剛好這個天女正

是想有孩子的時候，這樣，那個天的子，天的男子，望著那個天女就好像很有感情那

樣，大家你對我笑，我對著你笑，大家都笑的時候，心心相印那樣的時候，就有所

感，那個，一有所感的時候，而你剛好就在她面前，你就會怎樣？

加入去了，覺得很有趣那樣，那個天女也覺得另外有一種異樣的狀態，一個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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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的心理就會有異樣的狀態，即刻就有了孕了，她有了孕就不是在身體裏面有，而是

附在身體上，到了時期成熟了，可以出現了，她那個天女覺得我的孩子就要出世了，

有這樣的感覺，這個時候就見到膝蓋上面有一團好像白光那樣，這麼奇怪，怎麼奇

怪，見到那團白光越來越大，忽然間就變了一個孩子坐在那裏，很靚的一個孩子坐在

那裏，這就是我的兒子了，一會不多久就整個站在那裡，整個天身那樣，那些是

「天」的化身。

如果地獄就是這樣，你的「中有」很恐怖，又黑暗又恐怖，這邊又有蛇、蟲、

鼠、蟻，那邊又有火，種種，總之是很恐怖的境界，這樣很害怕，一路行，一路行，

去到的時候累到極，累到極，走不動了，我已經很累了，就歇一下，一歇的時候，累

到極，就沉沒，沉沒就即刻起了地獄身，地獄不是我們的樣子的，很怪的，很醜怪

的，化身的，地獄是化身。鬼有些是化身，有些是胎生，鬼有些生子的，有胎生的。

鬼普通是化身，普通我們現在死的人多數落鬼道的多，那些鬼怪。鬼。如果畜生

也是一樣道理，等於見到那隻狗，以為很好地方就走了去狗胎，「或在卵生、或在胎

生、或在濕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身」，身體有部分的，「身分」，就在他

進了去之後生起了，生起了，生起那個生命體了，「於中最初一切種子……」這句先

不講，這句以後才能講。

聽眾：羅先生，你剛才那個三境寫一下這個性境。

羅公：性境，性境是有實質的。

聽眾：還有兩個境。

羅公：而且那個 image 的「相分」與實質是一樣的，一樣形，相似的。

聽眾：還有兩個境。

羅公：第二種，只有影像，並無實質的，「獨影境」，做夢就是「獨影境」，你現在

這裡幻想就是獨影境，你幻想，我現幻想在做總統，哪裡有總統你做？你幻想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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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就是獨影境？是嗎？細路哥(孩子)就最歡喜就獨影境，細路哥(孩子)最羨慕

就是做警察，我做警察，現在又如何如何，這就是獨影境，他哪裡是警察？孩子一

個。獨影境只有「相分」沒有本質的，獨影境。你們那些人見鬼多數是獨影境，無情

白事又說見鬼，獨影境。做夢那些境界就是「獨影境」了。還有，你念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你現在想呀想，阿彌陀佛也是獨影境而已，你以為是真是阿彌陀佛在你面

前？

阿彌陀佛有一種，你念純熟了阿彌陀佛念就有一種加持力在你那裏，你的本質就

是他的加持力，托他的加持力，你自己想阿彌陀佛，想得純熟，你的雜念都清除了，

就在定中一念，念到很深的時候，萬念都沉沒，而一念，一心在念的時候，你的心再

不起分別的時候，那時就托阿彌陀佛的那個，阿彌陀佛的加被力，就變成了一個阿彌

陀佛的形狀做本質，你那個阿彌陀佛的本質來的，他變起了一個，阿彌陀佛的「第八

識」變起了一個本質，阿彌陀佛的的樣子，然後，你的「阿賴耶識」的種子，你見到

阿彌陀佛，都要你有變阿彌陀佛的種子，那種子變起一個你變的阿彌陀佛的樣子做本

質，做本質了，然後你的「眼識」或者你的「意識」在定中托這個你「第八阿賴耶

識」所變的阿彌陀佛的本質反映進你的「意識」裡面，你定中的「意識」，你定中的

「意識」就整個阿彌陀佛站在那裡，那是性境了。那個性境。所以你虔誠念佛，唸，

念到好像入了定那樣的，那個阿彌陀佛是性境，不是，不是獨影境來的，現在我們普

通阿彌陀佛， 、 、 那樣，這個獨影境。卟 卟 卟

聽眾：教授，我想問你一句，你今天一段講得很精彩，不過好似連起來就不適用，有

些道家又講一下去，有些四書又講下落去，這樣算不算好像大雜會那樣？

羅公：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我反對別人亂混合儒、釋、道來講，如果是真正佛家

所懂得的道理，儒家與道家亦懂的，他懂的部分，我們不妨拿來講，但是現在

的人不是真的懂儒、釋、道，現在所講的「道」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那

些人根本是不懂的，真正懂得道教怎樣說的他又不肯信宗教，所以我就用，我

的實質不反對儒教，不反對道教，我反對的是反對那些人不識道教不識儒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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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講一通，我反對這種人，他真正是儒家，真正是道家，他一樣。這是第一；

第二，純粹用佛家的名詞來講，有時你不識得聽，太單調，我一用，譬如你就不

明白，一用「道」他就明白了，譬如我說「無始」，你就是不明白何解是「無始」，

「無終」，你就是不明白「無終」，你始終是覺得，這是印度的東西我不是很信的，

潛意識裏面有一些這樣的，我一拿出來，這套是我們中國的，這套是我們祖先的東

西，「迎之不見其首」(《道德經‧第十四章》)，就是無始了，「隨之不見其後」就

是無終了，這是地道的東西你信不信？是嗎？告訴你聽，即是等於一個人告訴你，你

父親都是這樣的！你現在說食中國餐不好，你父親都是吃西餐大的！即是告訴你，就

是針對一些人，這是第二個原因。真正的儒道，但現在的所謂「道」，香港的所謂

「道」不知所謂。

聽眾：還有一個帶質境，羅先生，還有一個帶質境。

羅公：什麼？這是獨影境，帶質境是有本質，但是它的「相分」與本質不是這樣的，

例如「第七識」整天執著有個「我」，它執著什麼？

它執著那個「第八識」，它整天看「第八識」，「第八識」是整日綿綿不斷的，

它就以為「第八識」是「我」，其實那個不是「我」來的，是「第八識」。他偏偏起

一個「自己」，「自己」，這個是我自己，所以「第七末那識」是「非量」的，為什

麼是「非量」？帶質境，帶有本質，但是它與本質的模樣不是一樣，就好像有一篇文

章，朱光潛(1897－1986)寫的，他這樣說，一棵古松很美，是嗎？

我們這些人看古松有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人，如果這是藝術家，這是詩人，

這個是畫家，他一看到那棵古松，那棵古松就是一樣的，本質是一樣的，但是他翻起

影子是什麼？啊！真美麗了，古香古色，變起這個「相分」，那課古松其實根本就無

所謂美不美，是嗎？亦無所謂古不古，本質就是松一棵，但你看它出了又有詩情又有

畫意，全部是你的影子來的，影子有沒有本質？有，整棵古松在那裏，但是你那棵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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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沒有詩情沒有畫意的，你自作多情就整出詩情畫意，與本質不相同，有本質但與本

質不一樣，就是帶質境。一種了。

如果你是一個建築的商人，造木材的，你看見那棵古松，你不會詩情畫意的，

啊！這棵樹可以做到成條樑的，都很值錢的，你會在經濟那方面，在建築上去考慮，

如果將它來造成一條樑它可以承多少力，這個是建築家。他的「相分」是講什麼？

力，是嗎？材料，與那個詩人，那個藝術家不同，同是本質，那個「相分」不同。

如果這是一個經濟學家的時候，他就會想到，如果栽種這些松會值多少錢，如果

每個國家叫人種松，種到滿山都是松，可以造成一個樹林，可以對國民經濟都有影響

的，會想這一條路，那些「相分」在這裡。

同是一個本質，一棵古松，三個影子，三個人的「相分」不同，等於同是，同是

一個，同是一個加拿大，如果是大把錢的，李嘉誠走去溫哥華整幅地買回來，將來他

來的安享都不知多爽！是嗎？但有些人在溫哥華那裡沒有隔宿糧的。今天掙錢，沒有

隔宿糧的，有些很苦的，同是溫哥華而已。

這個看見他那麼慘，那個就看見他這麼窮，那個奄尖不同，等於乾隆皇下江南這

個小說講的，那個人將菜渣、冷飯菜汁拿回去重新煮熟給他吃，他覺得不知道多好

吃，如果別人看見的就會作嘔的，不同，所以同是豆腐一碗，他是很知足的人，食豆

腐羹覺得很有味道，你這個是有錢人，整天食鮑翅，食什麼的就說：豆腐都好食的？

不同，本質相，本質相似，「相分」不同。

何解「相分」不同、本質不同？因為他在本質上面硬加了一層主觀的東西在那

裡，那種影，那種境界，境即是「相分」來的，叫做「獨影」、不是！叫做「帶質

境」，帶有本質，但不是與本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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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即是本質與影兩樣？

羅公：本質，又有本質又有影，這個影蓋過本質，但影與本質不同，現在這些人就是

見了什麼？有些人見到那裡黑黑的，一驚，就以為是見到鬼了，這個叫做「帶

質境」，「帶質境」，見到一塊雲是人差不多樣子就說觀音，又是「帶質

境」，見到耶穌像，望下去眼花花又說耶穌顯靈了，動了，祂對我講話了，都

是「帶質境」，「帶質境」，一定是「非量」的，性境一定是「現量」的，

「獨影境」就不一定。

聽眾：如果入禪定的時候，他有境界出現的時候那些是什麼境？

羅公：那是性境，禪定一定是性境。

聽眾：性境。

羅公：但所謂禪定是指初禪以上的禪定，不是我們隨便坐在那裡閉上眼睛的禪定。入

了初禪以上一定是性境，一定是性境的。

聽眾：「帶質境」即是「遍計所執性」？

羅公：「帶質境」？

聽眾：「遍計所執性」？

羅公：對了。「帶質境」一定是「遍計所執性」，「獨影境」如果你知道他是「獨影

境」就不是叫做「遍計所執」，不知道，以為他是實在的東西就是「遍計所

執」。性境就不是執的，性境是「依他起性」來的。好了，有什麼問？還有幾

個字(十幾分鐘)，你問。

聽眾：1988年 8 月 20日。

羅公：先讚其問，敕聽許說。是嗎？這一段已經講完了。是不是講完了？

聽眾：是。現在是丁二，是嗎？

聽眾：不是。

羅公：正釋，分成四段，戊一到戊四，

聽眾：戊一講到。

羅公：戊一講了一些？是嗎？

聽眾：或在「化生」生起那裡。

羅公：是，講到那裡，戊一，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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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你看佛經，看到「彼彼」的意義是與種種

差不多，即是種種的眾生，「彼彼有情」即是種種眾生，這樣，他如果死了，又未能

夠了結生死的，他就會「墮彼彼有情眾中」了，他就會墮落，墮入種種的眾生的眾，

「眾」即是集團，社會，墮入那個眾生的集團、眾生的社會裏面，所謂眾生的集團、

眾生的社會就是那六道、六趣，六大類，六大類的有情眾，如果他生在六趣之中，他

生出世的時候不外是四生，「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或在化生」這四種生

的身分，有這四種，「或」的意思即是或在卵生的身分生起，或在胎生的身分生起，

或在濕生的身分生起，或在化生的身分生起，這個「分」字讀份，「身分」者即是指

什麼？個體，英文的 individual，個體，當它生起的時候，最初是怎樣呢？「於中最

初」，現在由這裏起講了：「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

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一句。

當它初投生的時候，最初是怎樣？

最初它的「一切種子心識成熟，」「一切種子心識」即是「第八識」，「阿賴耶

識」，「阿賴耶識」能夠含藏一切有為法的種子，記住，無為法就沒有種子的，所有

有為法都有種子，有為法裏面，無漏的有為法有無漏的有為種子，有漏的有為法就是

有漏的有為種子，有漏之中，無漏的就一定是善的，有漏之中有三性，有善性的有漏

法，善性的有漏法，〔所以〕有善性的有漏種子，有惡性的有漏法，所以有惡性的有

漏種子，有不善不惡的無記性的有漏法，所以又有無記性的有漏種子，這些一切種

子，不論有漏、無漏種子，都藏在你的「第八識」裏面，那個「第八識」猶如磁鐵，

那些種子猶如那些鐵碎被它吸攝住，這樣，那些種子就是它的「相分」，「阿賴耶

識」能夠吸攝的那種力就叫做「見分」了， 「阿賴耶識」因為含藏一切種子，所以

又叫做「一切種子識」，又好像一個人，有很多錢的就叫他做什麼？財主了，是嗎？

有財的主了，它有很多一切種子的，那就叫它做「一切種子識」了。

這樣「一切種子識」，不論你是凡夫也好，或者你是佛都好，你的「第八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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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一切種子識」，但是「一切種子識」又有第二個名叫做「阿賴耶識」，「阿賴

耶」即是含藏，它含藏一切種子，這樣應該即是「一切種子識」了。

是，那個本質是，但是名稱的改法不同，「一切種子識」你成了佛之後都可以叫

做「一切種子識」的，「阿賴耶識」就不是，「阿賴耶識」一到你成了阿羅漢以後就

不能夠叫做「阿賴耶識」了，何解？因為「阿賴耶識」有個藏著的意思，即藏著它那

樣解，「藏」就含有三個意義，第一種就是能夠藏，能藏，「阿賴耶識」能夠藏著那

些種子，第二個意義是所藏，怎樣「所藏」？那些種子鑽進去它裏面，藏在它裏面，

種子被它所藏住，所藏。能藏，所藏。

第三個意義就叫做「執藏」，執著它，執著它，這種東西是「我」來的，執著

它，說它是「我」，因為說它是「我」，當它是自己，就整天保護著它，保護著它，

藏著它，好像母親抱著孩子，整天藏護，保護著兒子，藏著孩子，保護著孩子，害怕

他跌倒。就是藏，執藏。

即是這個「第八阿賴耶識」因為被「第七末那識」執藏，執住它，說它是

「我」，是自己，當它是自己，其實這個「阿賴耶識」，「第七識」望下去覺得它是

自己，它本來就不是自己，本來就不是「我」，它覺得它是「我」，覺得它是自己，

這樣就執它為可愛的「我」，這樣執著它為「我」，藏護著它，整天保護著它，所以

叫做執藏。第三個意義。

好了，「能藏」、「所藏」這兩個意義，由眾生一路到佛都可以通用，但執藏就

不同了，一成了阿羅漢之後就沒有「我執」了，所以成了阿羅漢的那些人，就不能叫

做「阿賴耶識」，成了阿羅漢之後，你的「第八識」就不叫做「阿賴耶識」了，就叫

做「一切種子識」，或者不叫做「一切種子識」就叫它做什麼？

「異熟識」，「異熟識」，「異熟」即是果報，「果報識」，它這個好像一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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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管理「果報」的電腦一樣的，「果報識」，又可以叫做什麼？「阿陀那

識」， d naā ā 「阿陀那識」，「阿陀那識」即是執持，持著那些種子。成了佛都是

d naā ā 這三個字，「阿陀那識」，這樣即是說「阿賴耶識」這三個字是由凡夫起，一

路到成為阿羅漢為止，通用，成了阿羅漢之後這個名不通用，「一切種子識」這個名

就由凡夫到成佛都通用。

還有，「阿陀那識」這個字由凡夫一路到成了佛都通用，都通用，「異熟識」幾

個字又怎樣？由凡夫起一路到成佛，成佛前那一剎那都通用，成佛之後「異熟識」三

個字就不通用，因為成了佛之後就沒有了果報，所以「異熟」兩個字不通用了。那麼

就很複雜？你不熟就複雜，我們一熟悉了之後就不算複雜。

就好像藥材舖的執藥(配藥)的那個人，你不熟悉藥材的就一定是不知在那個櫃桶

去找，但是藥材舖的人，你要什麼他一伸手就摸到了。熄了全部燈都能由櫃桶摸得到

給你，因為熟悉，熟能生巧。你又不要這樣講，我不熟，不熟你漸漸就熟了，看多些

就熟了，世界上那有很容易，不用熟都行的？講回本題，最初的時候，這麼多的識叫

做「一切種子識」就明白了。

這樣，「一切種子識」，我們的生命。現在那些人研究，很多那些思想家的研

究，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與我們的環境有什麼關係呢？譬如你在加拿大出世，加

拿大的這個環境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本來有兩種看法的，一種看法是這個環境是我在這裏住的，今天我在這裏住，將

來我會去別的地方住，我會不要這裏去別處。如果將來第二個星球很好的，我去，搬

過去住，我就連地球這裡我也不要了，可以換的，這裡不過是像客棧一樣，可以換

的，但當我要的時候又怎樣？

我要對付它，征服它，那裏嫌那些樹阻住我嗎？我要起(蓋)屋嗎？我就把那些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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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砍掉，是嗎？那塊石頭，我要在這裏起屋，它阻礙我嗎？我就用炸藥把它爆開，

征服它，征服自然，這樣是一種人的看法；這個自然界，即是這個環境，是一種什

麼？我們所住的地方，我們享受的，我們征服它的，可以征服它。

改良它，我們不需要的時候就可以糟蹋它，是一種看法；第二種看法，這個環境

與我息息相關，因為我們的生命不能離開這個環境而獨立存在的，縱使你離開加拿大

去了英倫，英倫都有個環境相連，一定有的。人的個體，一個生命的個體，那個

individual of life,那個生命的個體與環境不能分離，這是一種看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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