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那個環境不能分離，這是一種看法，這是佛家的看法。你是怎樣看法？不知？

真無用，你一定有一種看法的嘛！我介紹你看的那本書你都沒有看，池田大作的那

本，有沒有？沒有？一定沒有了，不用講，我就知道，快點回去看。

聽眾：她很忙。

聽眾：她整日要OT。

聽眾：她沒有時間。12個鐘頭都不夠。整天都要開夜工，所以沒有時間看。

羅公：開夜工？這樣就難怪。有時做事很慘的，何解要開夜工呢？在加拿大做人就猶

如生天一樣，做八小時工作就了事啦！你開夜工做什麼？

聽眾：趕貨。

羅公：你開夜工日頭(白天)可以睡覺的，不要做多，錢就很需要，無錢什麼都不行，

無錢就過海都不可以，但是也不需要拼命去賺錢，搏命賺錢是沒有用的，因為

錢不能帶入棺材的。

兩種看法，佛家就說我們的生命與這個環境是不能分得開的，這叫做什麼？佛教

的人生觀是「依正不二」，「依」就是「依報」，我們的環境，「依」即住也，我們

所住的地方叫做「依報」，我們的果報有兩方面的，果報，我們的果報分兩方面的，

一個叫做「正報」，我的身體，我的個體，會動的，會活動的叫做「正報」，我們要

找個地方住的，我們所住的這個地方就叫做「依報」，佛家認為「依」、「正」是不

二的，「依正不二」。

這樣叫做「依正不二」？理由是這樣，我們的「一切種子識」裏面含藏有很多種

子，有些種子變起我們的身體，變起我們的那個好像主人翁一樣的主體，會活動的生

命，另外一些種子就變起我們所住的環境，「依報」與「正報」，都是「一切種子

識」裏面的「依報」種子變「依報」，「正報」種子變「正報」，一種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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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報」，即是這個世界本來就這樣，不知幾時，我們的祖宗由地球初有的時候，在

那些污泥裏面有那些阿米巴蟲，那些 Amoeba阿米巴蟲差不多上下的, 那些東西慢慢

進化變、變、變、變成了一些魚，好像魚那樣，再漸漸地又變、變、變、變成像青蛙

那樣，兩棲的，在水裏會游，上岸又會跳，這樣的那些兩棲類，漸漸地就爬了上陸

上，漸漸的一路路變、變、變、變、變了經過多少百萬年一路變，變成猴子那樣，那

些猩猩，那些人猿那樣，這些就是我們的祖宗，慢慢、慢慢再進化，就變成了我們人

的樣子。

這樣我們就要依靠這個「依報」了，我這個就是「正報」了，正報又要依靠「依

報」來生存，離行離列的，是嗎？「依報」、「正報」就這樣，這些就是科學家的幼

稚的思想。佛家就認為它這種，科學家就主張學科學，對於 philosophy，對哲學，

科學家他是不行的。所以佛教認為這些是很淺薄的思想。這是一種。普通就是這種，

佛家就不是，「依報」與「正報」，我們的生命「正報」、「依報」兩種，「正

報」、「依報」又離開，這樣即是佛教與科學家的看法不同。

還有些更奇妙的，第三種，講多一種，就是宗教家了，他們認為這個世界與我們

根本沒有什麼大關係，這個世界是由神造出來的，神造了這個世界出來，祂又造了人

出來，造個人，做一個男人，慢慢地就從男人的肋骨裏面拉了一條肋骨出來就造出女

人，女人漸漸地又一路生仔生孫，這樣，祂做了這個人叫做阿當，上帝就吩咐他，這

個世界是我創造的，我給你享受了，你只要聽我的話就可以了，於是，即是說這個世

界是神給我們的蹲在這裡的，我們蹲在這個世界上，是神給我們的，也是離行離列

的，是嗎？也是離行離列的。

佛家就說這些根本是荒謬，佛家說這些是荒謬，佛家認為這個思想是荒謬的，這

樣，佛教認為「依報」與「正報」，都是我們的生命的果報，既然都是我們生命的一

部分，何解這麼奇怪，我們的生命就好像一開二一樣？一個「依報」一個「正報」

呢？他就解答了，不是這麼簡單，這個只是外表而已，它的內部，即是底層，就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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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外部是這樣，表面的那一層就是「依報」、「正報」，還有一層，就是什

麼？

「依報」、「正報」都是由它產生出來的，又一層，這一層就是叫做「一切種子

識」，就是這個「種子識」，這個種子當他是人的時候，它不止變起人這個眾生，不

是它變，它裡面的種子變，又要同時變起那個我們所住的環境出來，變起個「依

報」，變起個「正報」，都是由這個「一切種子識」的那些種子所變，這樣變起「依

報」就變起「正報」了，變起「依報」就變起「正報」了，但是，變起「依報」

(「正報」)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身體的，「依報」，是嗎？

「依報」有個身體的，不是！不是「依報」是「正報」，我們的「正報」又可以

劃分為兩種東西，一部分叫做什麼？精神，我們叫它做精神，另外一部分就叫做身

體，物質，兩種東西的，為什麼我們的「正報」又分成兩種？分就分了有什麼所謂

呢？

即是說，我們的「一切的種子識」裏面，變起身體的種子就變身體，變起精神的

種子就變精神，就是這樣了。這即是說我們肯定有身體的，不可能沒有身體，有些人

說，我可以純粹是精神可以沒有身體的，不是的，只有無色界的眾生才沒有了物質的

身體，雖然這樣，但它仍然有物質的種子的，生在無色界，除了生在無色界之外，我

們一定有身體，一定要有身體。

好了，譬如我今世死了，第二世又做人，那麼今世我死的時候我的身體也死了，

當我死，我斷氣，當我的心臟停的那一秒鐘，我們的那個「一切種子識」就不變起我

的身體了，離開我的身體，不變起我這個身體了，「去後來先」就走了，在心房處離

開，離開我的身體之後，豈不是它就沒有了身體？是嗎？離開了之後是不是有一個問

題？沒有了身體？你又說除了生無色界一定要有身體？我死了離開，我豈不是沒有了

身體？又不可以沒有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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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中陰身。

羅公：又不可以沒有身體，但它又離開了身體那就怎麼辦？

一定要有一個過渡時期的身體，是嗎？過渡時期，這個叫做中間的身體了，過渡

時期的叫做「中有」，一定要變一個臨時的，中間的、過渡時期的存在，叫做「中

有」，存在嘛，「有」就是存在，過渡時期的存在叫做「中有」。「中有」是什麼？

「中有」是有五蘊的，凡生命的個體都有「色」、「受」、「想」、「行」、「識」

五蘊的，「中有」都有五蘊的，所以又叫做什麼？叫做「中蘊」了，「中蘊」了，那

個「蘊」字舊譯就譯做「陰」，所以那些人就將「中蘊」叫做「中陰」。這個「一切

種子識」一定要臨時變起一個身體，有「五蘊」的，所以叫做「中蘊」了。

這個「中蘊」因為是臨時的，你要找胎來入，變成時間隔得遠，這一剎那死了，

就同一剎那那個「中有」就起了，這樣就一定要化生，「中有」就是化生，普通的

「中有」的，這個 formal是這樣，不是絕對，如果它是心地光明的人，都是人天的

善果的，普通是白色的，即是你見了很多鬼，是白色的，黑色的，一團的樣子那些就

最衰了，就正衰鬼了。現在你所謂見鬼，多數就是見到「中有」而已，真正的鬼你是

不太能見得到的，如果它是心地黑暗、陰險而又果報差的，它就是灰暗色的，灰暗色

一團，好像灰色那樣，沒有什麼光彩的。

「中有」是飛行的，一般來講，那些生天的善果的那些是頭頂天腳立地那樣飛

呀，飛呀，那些落地獄或者什麼的，那些是向下衝的，人就側側地那樣過，好像睡覺

那樣則則地那樣過，formal(正式)是這樣，不是絕對，這樣，它一定化身地變起，當

它化身的時候，它一死了，假使它應該是生天的，那個「中有」好像天一樣的，像天

子那樣很光明華麗的，有光的，這樣它的「中有」，它的「一切種子識」就變起「中

有」的身體，種子就變起「中有」的身體，那些變起「中有」的精神的種子就變起

「中有」的心，那時的「中有」心就混混噩噩的那樣，因為你這一世已經死了，就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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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噩噩的，大概就恍恍惚惚好像你做夢一樣到處去飄蕩，這樣去投生了，這樣它一投

生的時候，如果它是胎生，它那個「中有」見到父母在交溝，它自己就在那裡起淫

心，就撲過去，撲過去的就死了，那個「中有」死了，「第八識」又要再變起一個，

那個什麼？那個新的身體了。那個「第八識」的「見分」又變起一個新的身體。

就借那個父親的精子與母親的血做基礎，它就加進去，加到一起就變起了精神，

於是那個精血就與未投胎的時候的精血就不同了，多了，多了一個精神作用在那裏

了，這樣「一切種子識」，那個「識」有一個「見分」一個「相分」的，那個「見

分」就執持著那個，即是滲透著那個精子與卵子的胚胎，那個胚胎就是它的「相

分」，它的身體，既然有了一個「見分」，有一個「一切種子識」，它就有一種力

量，給予一種力量一路發展，一路發展，就成為那個胎兒。如果那個母親不生性，懷

著胎兒的時候又去賽車，又怎樣？

砰！一聲受了傷，那個胎兒就死了，是嗎？它死，那個「中有」又離開了，又到

處飄蕩，所以你不要以為，如果你的業力是那個兒子在胎裏面會死掉的話，就不要以

為你現在歸依了，佛為何不保佑我？你不要這樣想，這是你的業力，佛經包替你消業

嗎？是嗎？佛哪有這樣得閒(空閒)？眾生無量那麼多，是嗎？你自己的業力。好了，

如果你是胎生的，它就這樣入胎了。

如果你是卵生的，牠生了蛋，牠在孵蛋的時候，你那個「中有」飄飄蕩蕩去到蛋

那裏，因為那個「中有」是恍恍惚惚的，見到那裏覺得很累了，忽然間見到這幅草地

那麼靚，我去那裡享受一下都好，在那裏享受一下，好像睡覺一樣，很累很累一合上

眼睛就睡，這時那個「中有」就死了，一死的時候它即刻又要變起那個身體的，於是

那個「一切種子識」，就滲入那個雞蛋裏面，那個雞蛋就做了它的身體，於是那隻雞

蛋就慢慢、慢慢地就變成了小雞，濕生，卵生就是這樣。

即是這樣，現在那些人，有幾個又是那些年青人，你們那些年青人不要生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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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日說年青人，年青人，你知道，我老了，這些叫做老氣橫秋，動不動就說我食鹽多

過你食米，那樣講，年青人是很聽不得的，但是我不理會，因為我幾十歲了，是嗎？

伍子胥有一句話，日暮途遠倒行逆思，(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你生氣是

你的事，你不聽我也不在乎，你來聽我也不知你的名字叫做什麼，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的。

好了，動不動就說什麼：人工受孕那又如何？又說投胎？那隻蛋都得，人工受孕

當然就一樣都得，人工受孕在試管裏面，那個精子與卵子在裏面，它飄飄蕩蕩的「中

有」地看起來一樣不就像一座宮殿？恍恍惚惚是嗎？它就一頭撞進去，即是醉酒人回

到家門口，見到一把掃把，他就當它是太太了，一樣的！當你飲醉酒的時候見到掃把

都可以當太太，「中有」在見到試管裏面的那些東西就像見到宮殿一樣，很出奇嗎？

是嗎？

這樣它很舒服，就在那裏坐，那就死了，死了又攝進去就有生命了，是嗎？你可

以類推到的，解釋給你聽，小雞這樣孵出來都可以了，你如此類推，推論到試管嬰兒

都是一樣的嘛！這樣都不懂得，不止學不到佛，你連學普通的 philosophy你根本都

無資格，聽不聽得明白？

你都要用一下腦才行的。你不要以為我得罪你，是呀！你被老人得罪一下，消業

的，第一，你如果是你條命不好的，你做人的媳婦，最好叫家婆來罵一下你，替你消

業，你不可生起業障，罵一下你可以替你消業的，是呀！是真的！這件事是真的！

聽眾：《金剛經》講的。

羅公：是呀！

聽眾：《金剛經》講的。

聽眾：這樣，羅先生，「中有」如果它不投入，沒有一個地方是它喜歡的又怎麼辦？

羅公：它有緣才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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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有些是完全不合適又怎樣？

羅公：不合適？七日又死了，七日死了，這一頭死，那頭有一個新的「中有」又出

現，最多七次。

聽眾：七次不行就怎樣？

羅公：七次不行就一定化生了，就不可能胎生了，化生了，或者它生天的種子成熟就

化生生天了，如果地獄種子成熟就地獄了。

聽眾：這個所謂種子的「中有身」是跟著這個業力轉，如何轉這個「中有身」進去

呢？如何轉化身？

羅公：等一會我就講了，我已經寫在前頭，一會再講這種東西。

聽眾：我還有一個問題，你剛才講「依正不二」，「依」、「正」一定有差別的，依

是這個世界，這個正是身體，一定有差別的，所謂「不二」，是不是種子同時

現出這個「依正」，「不二」是不是講種子？

羅公：「正」的種子就現出「正報」，「依」的種子現出「依報」，所謂「不二」，

這是一個中國話，不過也不壞，是那些天台宗法師的說話，即是因為天台宗與

華嚴宗那些人講那些話是比較籠統一些，如果是法相宗，三論宗的人講說話是

很嚴格的，「不二」，你記住它，即是 negative，否定句，它說它不是兩

種，但它沒有說它是一種，你明白嗎？

它沒有說依正是一，即是「依報」與「正報」是非一非二，現在講給你聽是「不

二」，它沒有說是「一」。

聽眾：即是非一非二。

羅公：聽不聽得明白？

所以講話的時候，有時是很聰明的，我又講一句俗話你聽，英國以前有一個首相

叫做邱吉爾，這裡不是有一條公路叫做邱吉爾公路？邱吉爾 (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1874－1965)，以前英國的首相，這個人很滑稽，又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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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與他的秘書一齊坐在一部車上，它的秘書負責駕駛，與他一路行，那車在

行，看到經過的地方那些人養那些羊，在剪羊毛，那些綿羊的羊毛很長的，要用一些

電剪就像剪髮一樣，剪那些羊毛出來織羊毛衫，剪羊毛，剛好剪到成整隻羊都剪光

了，好像理髮師剪光頭那樣，那個秘書就對邱吉爾講，他說：你看那隻羊，你看牠就

像剪髮一樣，整隻羊剪的這麼靚。邱吉爾馬上答他，我看見這一隻羊的一邊剪得很

靚，剪得好。

那個秘書很醒目(聰明)，你說那隻羊剪得很靚，你如何知道另外一邊是不是剪很

靚？你只能看一邊，是嗎？即刻糾正，我看見一隻羊剪髮，剪得這一邊很靚，那個秘

書就說那隻羊剪得很靚。佛家很精明的，它用「非」什麼，「不」什麼，他不用

「是」什麼，它沒有說「依正是一」，它只是「依正不二」。是嗎？

很精明，佛家也是很精明的。聽不聽得明白？好了，最初的「一切種子識」，這

個「種子識」就叫做「心」，「一切種子心識」成熟。什麼叫做「成熟」？現在要解

了，你未死、未斷氣，你的一切種子已經成熟了，不過還差未斷氣，已經具備了條件

了，等你斷氣，斷了氣就爆發了，不止成熟，成熟是最後，投生了。

這樣成熟的時候又怎樣成熟法？我來到這裏，佛家裏面講，凡是有為法，無為法

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生它出來的，有為法，有為法，凡是有為法都要有因緣和合然後

才能夠出現的，不要說因緣，普通因緣和合，眾緣和合，「和」者即是不相矛盾，

「合」即是結合，眾緣，眾緣，記住，「緣」有幾多種？幾多種？

聽眾：很多種，十幾種，

羅公：沒有、沒有，十因四緣，

聽眾：四種？

羅公：十因、六因那些就太繁瑣，緣有幾多種？

聽眾：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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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四種，哪四種？

聽眾：緣。

羅公：什麼叫做緣？緣譯做白話，緣譯做條件，條件。一種事物出現，一定要具備很

多條件，不是一個條件，一個條件不能產生一種東西，記住，一個條件，要多

個條件結合，叫做眾緣和合，這個緣，緣就有四種，是嗎？你講得對，緣有四

種，即是所謂條件都有四種，第一種，講給我聽。

聽眾：因緣。

羅公：什麼？

聽眾：因緣。

羅公：因緣，是嗎？我的耳聽力不太好，因緣，「因」即是要素，這樣多條件之中，

一定有一種最緊要的要素，要素，或者叫做主因，因緣，最主要的條件，沒有

它不行的，非有它不可的，第一種，就是因緣，最主要的要素，或者，你可以

叫做要素，或者是主因，要素或者叫做主因，好了。因緣有兩種講法，兩種講

法，記住，你們有很多人，九成人只識一種而已，你們又說我看別人不起，你

們多數九成人只識一種而已，因緣其實有兩種的，一種講法，一種是唯識宗以

外的人講，另外一種就是唯識宗的講法，現在先講唯識宗以外的，即是一般小

乘人一路講，講到大乘，甚至禪宗什麼宗多數都用這種講法。例如你種一棵

禾，禾的主因是什麼？一棵禾的主因是什麼？

聽眾：種子。

羅公：種子，那粒穀種，是嗎？那麼穀種是怎樣來的？是前一棵禾，是嗎？

這樣，這些就叫做因了，主因。唯識宗不是，這些不是主因，真正的主因是什

麼？唯識宗的講法，真正的主因就是你的「一切種子識」裏面那些變起禾的種子，那

些才是主因，這些不過是緣，其它的不過是增上緣而已，不是主因來的。

這棵禾，譬如我 住一棵禾在那裏，這棵禾望進去，金黃色的，那堆穀金黃色揸

的，這個金黃色是什麼？你的「一切種子識」裏面，變起金黃色的種子，變出了金黃

色，你摸下去那些種子，摸下去那棵禾處，軟軟滑滑的，是什麼？你的「一切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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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裏面變軟變滑的那些種子起，變起軟滑，就是這樣。

那些才是主因，那些種子就是主因，穀是怎樣？穀不是主因，穀是一個先行的步

驟而已，你有禾之前先有穀出現，穀也是「一切種子識」裏面變穀的種子變穀，由細

穀變大穀，那些種子一路變，一路變，變到那裏那穀就爆開了，又變爆開，變那棵禾

出來，一路那樣變，好像放電影，一幕、一幕、一幕那樣出現，你聽不聽得明白？都

是由下面的菲林，那些電影裏面最緊要那些的菲林，就是那些種子變的，那些就是主

因，其餘那些都是緣而已，只是增上緣來的，聽不聽得明白？

這就是唯識宗的講法。好了，你會說，尤其是你們那些初入門的，學過一下，看

過一下唯物論等等的，就一定會駁的，這樣豈不是很虛渺？明明那粒穀是主因產生一

棵禾你都不信？你又說要「第八識」裏面的種子才是，太虛渺了。

如果你嫌虛渺你就不用學了，你學你那套就最好，遇著這些人，你最好就用回你

那一套，我們佛家的小乘也是這樣講法，就學小乘最好了，我想學你那些，但是這些

很虛渺，這些你不能學的。對這些人最好就是這樣，免浪費了那口氣。明白了嗎？兩

種。

但是你出去講課不要講唯識宗這一套，除非他聽唯識你就講給他聽，否則你就講

那一套，你就不要講那一套，那一套他歷來聽人講都是這樣講的，很多人根本一世都

未有聽過這種講法的，是嗎？還有那些法師講經都不懂得講這一套的，因為何解？因

為那些人整日不讀書，整日不讀書。

聽眾：他不是學這一宗而已，他不是不識，他不是學這宗而已。

羅公：學知識，身為法師都需要博學才行，是嗎？

還有，你不學，你遇上那些年青人就激死你，怎樣呢？你說明，你說有生死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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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當然證據是沒有的，是嗎？生死輪迴那裏有證據？拜託你不要講證據，只要講理

論給我知就行。那你怎樣講？你講我聽？你試一試，你用空宗來講，生死輪迴怎來

的？你講給我聽？理論上、邏輯上你說明，你講吧！你講不講到？你回去想，下一個

星期答我，你不要用唯識的講法，你下一個禮拜回答我。你用天台宗或者用禪宗，或

者用華嚴宗，你不要用唯識宗，種子，你不要用種子，涉及種子我就敲你的頭。

你不要用種子講，唯識宗最特別就是用種子去解釋，你不要用種子，第二，禪宗

不講種子，禪宗也只是六祖講一講，其它不講的。天台宗也是不講種子的，華嚴宗也

不講種子的，你講，你回去想一個禮拜就解答，是怎樣？理論而已，證據就當然沒有

證據了，何解會生死輪迴？你答我，別宗講不通的。

以前的人，幾千年，二千幾年以前的人就先信了佛，你明不明白？就不用解的，

他們不問的，現在的人還未信就先有一套科學的理論在這裡，他要問你的，不同的！

你問吧，你解答給我聽。不行就找一個天台宗法師問，問一下他，你說，我想解答，

看看怎樣解。

不准用種子的，一用種子你就搞定了，是嗎？好了，第一種就是因緣，那些種子

就是因緣。你說，「第八識」、「一切種子識」裏面那些變黃色的〔種子〕變起黃色

的禾，是嗎？那些滑的種子變起滑，就有一棵禾了，我們現在見到黃〔色〕的，種子

變的，種子如何走進我的眼睛？不是，「第八識」的種子變黃色、變滑的那些就變起

那個本質，那天我不是講過本質？

那個實質變起的，客觀性的實質。比較客觀，然後有了實質的條件了，就刺激到

我們「眼識」的種子，「眼識」的種子因為有種種實質，條件具備了，又有光線等

等，於是「眼識」的種子就爆發而起，「眼識」種子一起的時候，一就開二，開出一

個「見分」一個「相分」，「相分」就托「一切種子識」所變的那個黃的、滑的本質

作基礎，然後，托這種基礎，將這種基礎反映入我的「眼識」裏面，就成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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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了，一個影像，我的「眼識」的「見分」就看向這個影像處，就見到黃色，

那隻手，那個身識一起，就有了滑的種子所變出來的本質起，那個「身識」就起了，

一起就托這個滑的本質做基礎，反映入來「身識」裏面，變起一個「身識」的影子，

「身識」裡面的 image，不是眼的 image，是「身識」的影子，叫做「身識」的

「相分」，就叫做滑，「身識」的「見分」又看到滑那裡……

這樣，那棵禾的黃與滑，以及香根本就是三種東西，三種零件，要靠我們的「意

識」將這三種零件來綜合，起一種執著，一種執著，這叫做「一合」，《金剛經》叫

做「一合相」，將三種東西合起來當為一種東西就叫做「一合相」了。啊！這棵叫做

「禾」，其實根本就沒有禾，「禾」就是影子。

這樣豈不是很虛渺？你覺得它虛渺就虛渺，當你認為它不虛渺的時候，它就整過

禾在這裏了，是嗎？虛渺不虛渺，其實那些人是這樣，一種東西明明不是真實的，你

當它是真實你還不是虛渺？最虛渺就是這種，不止虛渺，還荒謬，是嗎？別人說將它

拆開確實是零件而已，縱使你說，這樣很可惜，原來我見到它都是假的，這是一回

事，但是別人確實是這樣分析講給你聽。

當我們看到汽車，如果你是聰明人看見汽車，你是學機械的，如果你是一個機械

工程師，你看進汽車裏面與一個無知的人看汽車是不同的，他這個一看就知道什麼零

件配合，配合得好不好人家看下去一目了然，即是知道這個，所謂的汽車者，其實是

不實在的，由零件配合的東西，不過我們有執著，就用「一合相」說這是汽車，其實

是一堆零件，是嗎？只有那些很蠢的人才說有一輛實的汽車。這種人很蠢，聽不聽得

明白？所以當見到一棵樹，一條杉的時候，如果那個生物學家看見杉樹，他的看法是

怎樣？一堆細胞組成，一堆東西組成，是嗎？那裡有一根實的杉的？永恆的實在的

杉？

如果你說這樣，明明是那根杉可以做棺材都可以的，造柱都可以的，你硬要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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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到虛渺，由細胞組成這樣虛渺，你這樣說別人虛渺，別人就說你荒謬，明明就是

那些細胞堆成一堆東西，你說有實的杉，你不是更加虛渺？其實你更虛渺。是嗎？所

以，不要隨便說別人虛渺。這樣，第一種就是因緣，必須的，種子就是因緣，其餘的

都不是因緣，只是因緣不能夠出現果的，還要有什麼？增上緣了，怎樣叫做「增

上」？「增上」兩個字含有兩個意思，輔助，輔助你，含有輔助的意思。

本來你的眼睛看不到東西的，看不清楚東西的，現在加一個眼鏡，眼鏡就輔助你

的眼睛，眼鏡就是你的眼睛看到東西的增上緣。本來是輔助的意思，但是再徹底一

些，這個「增上」兩個字譯的好，「增」是增加，「上」是向上，它輔助你，令到你

的力量增加了，令到你向上，你不能夠行走了，那枝拐杖令到你能夠行得，那枝拐杖

能夠令到你行路的威力、勢力增加了，向上，明不明白？就叫做增上緣。哪些是增上

緣？圍繞著你的一切，例如你種的那棵禾，那些泥是增上緣，沒有泥不能種那些禾，

水也是增上緣，太陽、陽光是增上緣，那個農夫也是增上緣，農夫的鋤頭也是增上

緣，是嗎？

肥料也是增上緣，圍繞住這一切，還有一些，增上緣也有一些消極的增上緣，這

些是積極的，肥料那些是積極的，幫你，還有些消極的，消極可以有消極到有負數

的，有人，你種棵禾，他整天在你旁邊燒火，整日離開三幾呎，整天在燒垃圾，你的

那棵禾一定不生的，烘乾了。

負數的增上緣，增上緣也有負數的，負的增上緣，要沒有了負數的增上緣，即是

沒有了消極的增上緣，又有積極的增上緣，增上緣，這些是包圍著它的條件。所以，

好了，增上緣，一個試管嬰兒他的出世，那支試管是增上緣，是嗎？那些溫暖、溫度

那些也是增上緣，圍繞著的很多都是增上緣。

譬如我們生在這裏，這個世界，將來這個世界不斷地染污，現在人類已經是留意

到這件事了，染污，一味染污到我們人類都不能在這個世界生存的，會這樣的，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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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天災特別多過以前的，那些人歸咎什麼？地球受到那些大氣，空氣與海洋受了

染污。加拿大的 Lake Ontario(安大略湖)旁邊，有些地方釣的那些魚是不能吃的，是

嗎？釣魚，有些不能吃的，講明的，有牌豎在那裡，令那些魚不能吃的。

聽眾：有水銀。

羅公：什麼？

聽眾：有水銀。

羅公：是呀！染污了，湖被它染污了。

將來大氣，現在大氣已經染污了，你去到美國，去羅省那邊走走，有沒有去過？

去羅省望上天，整個罩在那裏，一團黑雲又不是黑雲，罩著羅省，原來那些死氣在那

裏凝結住，蓋住整個上面，羅省是這樣了，將來漸漸的，又說什麼核子，人類的空氣

全部染污的時候，人類就不能生存，我們的生存是什麼？這是增上緣，空氣是我們生

存的增上緣，如果你一染污，這些是負數的，消極的增上緣。

第二點，凡是一切有為法的出現必須有兩種緣，一種是增上的緣，一種是因緣，

剛才講的那棵禾，那顆穀就變禾，小乘的人就說，穀就是因緣，唯識宗就說不是，唯

識宗說穀都是增上緣，先行，由穀就慢慢、慢慢變成了禾，先行的增上緣而已，那些

種子，即因緣，以前你聽過沒有？

聽眾：一點點。

羅公：什麼？

聽眾：少少。

羅公：聽過都不記得了。這樣，必須有兩種，還有一些不止兩種，即是物質現象出現

就一定要這兩種，如果是精神現象，即是那八個識，與那些心所，識與心所還

要多兩種，所緣緣，即是，整個所緣緣即是境界，現在很多人翻譯成英文，叫

它做 object，因為那個境包括兩種，一種叫做本質，那個就是 object，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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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object，還有在本質上起一個 image，那個不是 object，那是所緣緣，

即是所認識的對象。譬如我的「眼識」起的時候，一定有一個認識的對象才

行，譬如我看見白色，如果沒有白色的對象讓我看到，我怎能看到白色？是

嗎？我現在看到黑色，沒有黑的對象，我怎能看到黑？所認識的對象，所認識

的境界必須有，但是沒有可以嗎？有，有一種可以，有一種沒有境界，哪一

樣？有沒有人記得？沒有的，都不能說無，但不是那些，無 image，境界普

通就是 image，沒有 image的，什麼是可以沒有 image的？

聽眾：真如。

羅公：「意識」裏面可以有一些沒有的，「意識」無，「意識」不是全部沒有，有些

沒有，哪個「意識」沒有？你講給我聽，你的「意識」現在想，意識思考一定

有一個 concept的，有一個概念的，那個概念就是「意識」的 image了，有

些「意識」沒有 image的。

聽眾：「獨頭意識」。

聽眾：真如。當「意識」起，證真如的時候，那個「意識」沒有 image的，那個真

如就是本質來的，直，直接把捉那個本質的。有一種「意識」就是什麼？這樣

那個「根本智」出現的時候，證到真如的時候的那個「意識」，除此之外，一

定有 image的，這些要記的，你們以後有機會，加拿大要全靠你們講了。靠

你們了，何先生可以，一、二、三，鍾先生也可以講。

聽眾：不行呀！我夠了時間，夠鐘了！

羅公：臨老做一些功德，何太太，一、二、三、四。

聽眾：我要做我的資糧呀！

羅公：你去講就是資糧了，因為你去講就是做了一種功德，這個功德就是資糧來的，

這是資糧，布施資糧，布施資糧來的，這是法施的資糧，這個功德更加大，我

整天講，講著講著，講到我的命都不靈驗就是這樣。雖然我沒有錢，但是我衣

食無憂，化險、履險若夷。

聽眾：一個人搞定衣食就得了！

羅公，是呀！履險若夷，那個皇什麼鬼，《皇極經世》，(北宋 邵雍)說五十六歲就

15



死了，一定死了！我不死，六十六歲我都未死，就快到 76了！

聽眾：少欲知足嘛！少欲知足最好。

羅公：是呀！少欲知足。人生，人生就猶如旅行，由無始以來到現在一路旅行，旅行

到成佛，才到達地埗(目的地)，在旅行裏面，一段，等於一段旅行今天就休息

了，一日就是一世，在這一世裏面，比喻旅行，你旅行一路可以欣賞風景，你

不要整污糟邋遢別人的地方，是嗎？

因為何解？你的子孫跟著行的，縱使講句極自私的話，別人行你不要計，你子孫

都跟著行的，你不要整邋遢它。第二，在你的半路上遇到別人有需要幫助的時候，就

不妨幫助一下人，對人有益，這樣到你這一世完結了的時候，你回首想一想都沒有整

邋遢這條路，我還幫助過別人，都很好呀。

到明天，又第二段開始，越整越入佳境那樣，人生就是這樣，這樣就很樂觀的，

你這樣樂觀自然你就長命，想死都死不去的。你想死都是憂鬱就容易死，不憂鬱的人

沒有那麼容易死的，是嗎？這樣就三種緣，第三種。

第四種，記不記得？你講給我聽？漸漸地你就怕了我了，被我問、問、問，後生

仔(年青人)最怕，鍾兆亮怕了我。是呀！我在大學教書，那些人很怕我，爭住坐後

面，漸漸地前面那行沒有人坐的，搞到前面的兩行沒有人坐的。

聽眾：無間緣，等無間緣。

羅公：什麼？

聽眾：等無間緣。

羅公：對了，等無間緣(samanantara-pratyaya)。

那個「等」(sam)，你看佛經看到「等」字，你要留意，那個「等」字有些人是

從什麼？從空間、從性質解的，就叫做平等，平等，一個解釋。第二個就是從時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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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一剎那是這樣，後一剎那都是這樣，前一秒鐘如此，後一秒鐘如此，第三秒鐘

也是如此，秒秒鐘連續如此就叫做「等」，這就當連續解。又可以當平等解，又可以

當連續解，又可以當什麼？「完全」那樣解的！即是「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無上正等正覺」那個「等」，舊譯譯做什麼？

「無上正遍知覺」，那個「等」字譯做「遍」的，即是西方人將那個「等」字譯

做 completely，完完全全的，即是連續前後、前後一秒鐘一秒鐘下去，後一剎那與

前一剎那相似又相續，這樣即是歸納起上來，那個「等」字就「三」(sam的音譯)，

你看佛經，將它來勘合下去，看看哪個合適了。第一，第一個解法，前後相似又相

續，即是從時間上解；第二種解釋，各方面均等，各方面都平等，平等。第三種解就

當「遍」解，遍，complete，將那個「等」字勘進去，看看哪個解釋好，就用那個

了。這樣，等無間的「等」即是連續，無間，中間沒有東西隔開的緣，那怎樣？譬如

「眼識」，當我的「眼識」看白色時，現在正看白，一會，擰過來看紅色，當我看紅

的時候，是不是要看白色的「眼識」停了，讓給我看紅色？是嗎？

這樣，那個看白的「眼識」對看紅的「眼識」來講，是連續、等，無間，中間沒

有東西間開，它讓位給你，你進去，你進去一些遊樂場，或者去〔車站〕，有一枝東

西嘀嘀嗒嗒擋著你不能進的，但買票的地下鐵，入一個 token(代幣)進去，後面那個

人，你塞在這裏，他就不能行，你走開，你讓位給他，他才能進去，你就是他的「等

無間」了，「等無間」了，在時間上的「等無間」了，現在我看紅的，剛才前一秒鐘

我看白色，一定要看白的那個「眼識」讓位，停了，讓給我看紅的「眼識」才行，看

完後我再看黑，又要看紅的「眼識」讓位，我然後才看黑，如果它不讓位，不能看

到，即是等於過那個閘，前面的塞在那裡，你就過不到。你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叫做

「等無間緣」，如果是八個識與心所起作用的時候，心出現一定要有四種緣具備，如

果你說物質現象就兩種緣就夠了，因緣、增上緣，這是要記的。這樣當眾緣和合的時

候，它就出現了，出現就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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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你平生做很多事，譬如你一世，由蘇蝦仔(嬰兒)時見到五顏六色，每一秒

鐘見到的那些東西，即刻那個影子，那個 image就打進你的電腦裏面，明不明白？

你那個無形的電腦叫做「一切種子識」，成為種子，你嗅到香，香味即刻打進去，每

一剎那打進去，成為香的種子，「色、聲、香、味、觸」。到你長大些了，學寫字，

學讀書了，每秒鐘那個先生教你的那些東西，每秒鐘的東西都打入去。

一有機會它又走出來，那個細路哥做夢就發出來了，今天玩的厲害，今晚夜他做

夢又再玩了，今日白天跌一跤，他發夢半夜又會哭起來。會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有

些今天做了，今晚就出現，有些今日做了，50年後出現，你信不信？細路哥，我有

一個老師，前幾年的事，我老師在香港，54年前他在窩打老道住過，後來他賺了多

些錢，已經買了公務員樓，在西環那裡，買了什麼園？

聽眾：寶翠園。

羅公：寶翠園，買了幾好，不錯的，二千幾尺，住得很好。

80歲他死，八十幾歲死，死的時候入醫院，昏亂了，醫生，那個護士長走來問

他在那裏住，你猜他怎樣？他說在窩打老道某某號住。兒子送他入醫院的，就說不

是，你在寶翠園住。他說：不是，在窩打老道，住在廣華醫院過一些，現在建起了翠

園大廈那裏，以前那些屋，他說在廣華醫院隔幾間，五十幾年前的他記得，但現在他

住在哪裏他不記得了，會這樣的。小孩子的東西，細路哥見到舊朋友很好的，他臨死

的時候，他見到那些舊朋友來探望他的，不是真是有鬼來探望他，是一種回憶，那些

種子，意識的種子再起現行。

這樣，打進去就現，一路人生，譬如你一百歲，一百年的東西打進去，儲存起這

麼多種子，還有那些五百世以前打進去積累的，但你五百世都沒有機會給它出現的，

譬如你五百世以前做過些什麼六國封相，殺人全家，後來又行了善，後來行善出家修

行很好，又入不到地獄，殺人一家有很多地獄種子在那裏的，硬是五百世都修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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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獄種子硬是沒有辦法出現，那就怎樣？

有時發個惡夢就出現一些了，除非你今世作惡，下一世就出現，你今世不又作

惡，那些種子存著硬是不出現，整天在你那個無形的電腦裏面，等候出現，慢慢你都

成了羅漢了，那些種子即是枯爛了，沒有得出現了。或者你生到極樂世界，不是沒

有，種子是有，你有機會，但是你在極樂世界裏面無機會給你爆出來，漸漸地你在那

裏見道了，成佛了，這樣那些種子就變成廢除了。

就是這樣，那些打進來的種子，那些種子普通叫做「名言種子」。這個要記的，

種子又名叫做「習氣」，叫做「名言習氣」，「名言」兩個字你不要理它，一解就麻

煩了，那些叫做「名言種子」，一切「色、聲、香、味」，我們見到的東西打進去

的，那些叫做「名言種子」。第二世這些名言種子爆出來，這些就是你自己第二世的

因緣了。

第二世見到禾，就是你前世那些五顏六色的、紅的、黃的，禾的種子打進去，這

一世爆出來的時候，你就見到那棵禾了。那些名言種子，名言種子有很多的，有些是

變地獄的名言種子，有些是變天堂的名言種子，有些是極樂世界的名言種子，那麼

多，是不是亂來，亂糟糟的湧出來，是不是這樣？

不是，有什麼？有一種力量牽引它，牽引它，好像一台打字機，英文打字機就五

十多個字母的，中文打字機有幾千字的，那些字不是亂跳的，要怎樣？要用手按的，

手按是一種行為，一種 action，行為，有種 action，有種行為，然後那些種子才出

現了，這些行為叫做什麼？「業」了。行為，behavior，action，「業」，用「業種

子」，我們造了「業」，即刻就打進了種子，成為一種「業種子」。

業種子有三種，一種是善的業種子，善的業種子專門牽引那些幸福快樂的名言種

子出現，一種是惡的業種子，專門牽引那些痛苦、地獄的那些名言種子出現，一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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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不惡的業種子，那些無用的，那些不等使(無用)，譬如摸一下鼻子，我個人放個

屁那些也是業。那些業種子不發生作用，「無記性」的業種子不發生作用。一定是什

麼？善、惡的。

聽眾：或善或惡。

羅公：善或惡的名言種子，這些名言，不是！這些是業種子。

這些業種子平時就潛伏在你的「第八識」裏面，與名言種子一樣了，到你將死的

時候，所謂「一切心識種子成熟」是什麼？是那些種子成熟，那些業種子成熟了，即

是說機會到了，它整天活躍的，機會到了，現在有機會了，因為何解？

譬如你今生死，你五百世前造了那些地獄種子，你世世都做好事，所以它不出

現，剛好今世你沒有什麼好事做過，好了，它有機會了，那些業種子就在你將近死的

時候，它就已經活動了，成熟了，所謂「成熟」是指業那些種子成熟，攪動你的那些

名言種子，如果你一世成日整天念佛，又放生，戒殺放生，它就攪動你極樂世界的那

種名言種子；如果你整世都是損人利己的，它就會攪動到那些地獄、餓鬼的名言種

子，攪動。到你斷氣了，未斷氣的時候就已經見到種種的可怖東西，何解？

這些先行的勢力已經出現了，前奏曲出現了，到了你一斷氣的時候，那個「中

有」就起了，那些「中有」是什麼？被那些業種子搞出來的名言種子結合，那些零件

就成為那個「中有」了，你如果是生地獄，就地獄那樣的「中有」，你生餓鬼就是餓

鬼的「中有」；生天就是天的「中有」，「中有」出現。

如果你，有時「中有」會死的，「中有」死，「中有」，生前你雖然做了壞事，

但亦做了很多好事，剛剛那些做好事的名言種子出現，你的「中有」就死了，一死的

時候，那種好的業就攪出你一個好的「中有」出現，你就會怎樣？所以有些人修行，

在「中有」裏面入涅槃的都有，「中有」令它可以入涅槃，修行修得好。這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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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的心識成熟，即是說那些名言種子做因緣，業種子是什麼？

增上緣，那些因緣得到一個增上緣來輔助它，就起「中有」，當那個「中有」死

的時候，前世的那些名言種子做因緣，那個業種子做增上緣，令它出現後一世，所謂

生死輪迴就是這樣解釋法。因為其它宗怎樣解釋都沒有辦法解釋到。解釋到這句，是

嗎？今天講了這 久就解了這一句，有一個麽 break。

最初，即是我們投生的時候，最初的那個「一切種子識」，這個「識」又叫做

「心」，所以叫做「一切種子心識」，即是「第八識」成熟了，因為將近死之前，已

經那些業種子已經牽引著那些名言種子了，到他一死的時候，就生一個「中有」出

來，那個「中有」到處飄蕩，飄蕩到那些與它有緣的，就被那個緣牽引，它就去那裏

投生，如果它是胎生的，就一定是進去父的精母的血那裡，加進去，變它，這樣加進

去之後，成為那個新的胚胎了。

這樣之後就「展轉和合」了，「展轉」即是互相，那個「第八識」進去與父親的

精子與母親的卵子結合，你做我的緣，我做你的緣，互相依賴，互相結合，這樣一互

相結合之後，那個胚胎就已經有「第八識」了，即是有了精神的支持了，而那個精神

又加入變起那個胚胎了，就有寄託了，互相你靠我，我靠你那樣，於是就增長了。

由最初針鼻(眼)那麼大的胚胎，一路一路增加、增加、增加、增加，長大成為整

個胎兒了，增長了，一路一路廣大了，到九個幾月，將近十個月的時候，它就離開母

體了，「增長廣大」，自從它一入胎的時候起，由針鼻(眼)那麼上下大的胚胎起，它

都是要怎樣？他的生命是怎樣？是依靠兩種執受，「執受」即是等於今日的所謂什

麼？

滲透、支持，滲透，滲透它，叫做什麼？Penetrate，滲透它，支持它，支持

它，抓住它 hold，支持它，執受，「執」者，抓住它，hold，holding，執，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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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執」即是抓住它，「受」，令到它起感覺，執著它，令到它起感覺，我們現在

是執，「執」就沒有「受」，有「執」無「受」的，但是我的身體被我的「第八阿賴

耶識」執住的，滲透，滲透有「受」的那個身，你試扎一下，痛的，執住它，支持

它，支持它，令到它有 feeling，「受」，感受，明不明白？支持它，sustain,支持

它，令到它有 feeling，「執受」。「自體」即是自己，執受他，當他是自己的一部

分。當執受它，它就會起感覺了，這個「覺受」即是 feeling，執它為自己，令到它

起感覺。一條死屍，「第八識」不執受了，他死了。

一個人生存，那個「第八識」在我們的身體裏面，執受住他，我們執受「第八

識」是有一種執受的作用，「第八識」執受那些東西？執受兩種東西，第一種，「有

色諸根」，這個「一切種子識」，第一執受著「有色(的)諸根」，「有色」即是有物

質的，有物質的「根」，「根」即是器官、依據。

執著我們的器官，令到我們的器官起作用，譬如為什麼我的眼能夠看到東西？看

東西的不是那隻眼，而是「眼識」，那個「眼識」平時當我們未看東西的時候，那個

「眼識」就是種子，藏在「第八阿賴耶識」，要等待什麼？等到眾緣具備，所謂眾緣

是怎樣？例如有光線，沒有光線看不到的，有相當的距離，太遠又看不到的，太近也

看不到，有一個適當的距離，又例如要什麼？我的「眼根」沒有壞才行的，沒有盲，

如果盲了就看不到了。

那個「眼根」不壞，這麼多緣具備，其中很主要，很主要的就是我們的「眼根」

做增上緣，緣一俱備，我們的「眼識」，「根」就是增上緣，是嗎？光線是增上緣，

如果我近視眼，多了這個東西(眼鏡)又是增上緣，那些增上緣具備了，剛才的那些，

又要有什麼？又要有境界現在前面，有「所緣緣」在前面，那個本質。

譬如我們的收音機，收音機的，我的「第八識」裏面變起收音機的種子，變起這

個收音機的本質，這樣「所緣緣」的一部分具備了。還有，剛才，剛才本來正在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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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忽然間看到這裏，要那個看佛像的「眼識」讓開位置，那個「等無間緣」具備

了。

種子，因緣條件具備了就爆發，一爆發出來就成為「眼識」，「眼識」一起的時

候，看去那個本質，那個收音機的本質反映進來，現起那個 image，那個「相

分」，那個「眼識」出現。這樣就一定要怎樣？其中這樣多條件之中，最重要的條件

就是我的「眼根」了，其它有什麼光線都是假的，你眼盲了就什麼都看不見的。是

嗎？

所以「眼根」是最緊要，而且我看的東西它不執受，那個「所緣緣」我沒有執受

的，敲它我隻眼睛不覺痛的，但是你刺眼睛一下它就覺痛的，我的「眼根」是有執受

的，因為「眼根」特別親切，何解「眼根」特別親切？因為「眼根」被我們的「第八

識」執受，滲透支持它，第一是執受了它的「有色根」，何解是「諸根」？「根」不

止一種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是一樣。有「色」。這五根都是有

色、有物質的。「意識」有無「色」？「意識」有無「色」？「意識」無，沒有物質

的，「意根」沒有物質的，現在那些醫生說「意根」就是那個大腦，佛家說不是，大

腦是增上緣之一，不是「根」，那個「根」是「第七末那識」，它才是「意根」。

有「色」的根即是有物質的「根」。第一，這些有「色」的「根」要被「第八一

切種子識」執受住它，滲透進去裡面支持著它，藏在它裡面，支持著它，「及所

依」，「及所依」，有色諸根的執受與它所依的執受，「依」就是住，我們的「根」

要住在哪處？我的「眼根」住在哪處？

很多人這樣解，你如果遇著這樣的人，你就不要花時間去聽他了，〔他說：〕我

們的眼球就是「眼根」了！這種人，你就問多一句，不解得清楚你明白，你就以後都

不要去聽了，浪費精神，你很損失你的壽命，你將〔時間〕來看書都不知幾有益，眼

球不是「眼根」，在眼球裏面的那些視覺神經，是另外一種微妙的物質，那些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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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妙的物質，那些才是「眼根」。這個眼球是什麼？是「根依處」，「眼根」所

住的地方，「根依處」。聽不聽的明白？

這個「眼根」被「第八種子識」執受住，那個「根依處」又被這個「第八種子

識」執受住，執受兩種，「依二執受」，胎兒他之所以能夠增長就因為有兩種執受，

它然後才能夠一路一路發展、增長，如果沒有這兩種執受就死了，「阿賴耶識」一離

開它就死了，如果懷了胎兒的孕婦被夾硬碰傷了胎兒，那執受的作用就不能起，胎兒

也就死了。

這樣「第八阿賴耶識」是不是執受，只是執受「有色根」與「根依處」那麼簡

單？不是，還執受另一種東西，執受「一切種子」，那些種子被它執受著的，種子，

種子只可以說它「執而不受」，但它執受廣義的都算為執受，它執著那些種子，種子

就飛不去，不會走了去別處。照理是這樣。《成唯識論》就是這樣講的，但這本經沒

有講。只是講這個，這個是很嚴格的執受，只是講兩種執受。因為有兩種執受的緣

故，所以那個胎兒一路路發展、長大，這裏是解釋胎兒的長大的原因。

咦？不是！不是！第一種是「有色諸根及根依處」，他有講，這裡都講了，二

者，第二種，即是兩種合起一類，「有色諸根」與「根」所住一種，一種執受；第二

種，「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這句你就難搞了，什麼叫做「習氣」？習氣即

是種子，種子有三個名，一就叫做「種子」，二就叫做「功能」，三就叫做「習

氣，」何解「種子」就種子了，何解又叫做「習氣」呢？

很簡單，怎樣叫做「習氣」？譬如你養一個兒子，兒子整日走去那些嘻皮士，那

些飛頭(不良青年)那處，走到一堆，你的兒子就周身都是飛仔氣，即是說那些阿飛的

習氣熏進你的兒子的「第八識」裏面，是嗎？那些熏進去之後，莫名其妙的種子就在

這裡了，那些就叫做「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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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就是種子，所以種子亦名叫做習氣，明不明白？熏進來的，何解我們有

第二世？解答就是這樣，由於前一世或者前多世，不斷熏習了那些習氣進去，即是種

子了，這些習氣充滿了「第八阿賴耶識」，一有機緣習氣就會爆發的嘛！

譬如你的兒子周身都是阿飛習氣，一有機會聽到那些呯呯 好似拆屋的音樂，嘭嘭

他自然那隻腳就顫了，是嗎？何解？那些習氣走了出來。我最憎那些音樂，好似拆屋

那樣。所以種子亦名叫做習氣，何解又叫做功能？因為種子是 function，可以產

生、出現東西的。

所以三個名，這樣就習氣即是種子了。什麼是種子？他解釋給你聽了。我想早一

些給你們問問題的，這些要。有一本經叫做《楞伽經》，Lank vat ra(Lank vat ra-ā ā ā ā

s tra)ū 《楞伽經》，你們個個都知這本書，很有名的，禪宗，禪宗所根據就是兩本

經。一本就是《楞伽經》，一本就是《金剛經》。

達摩，相傳有個叫做達摩祖師，慧可，二祖慧可斬斷了手臂，因為尋師訪道就斬

斷了手臂，結果裹住受傷，走去嵩山少林寺那裡找達摩，誰知達摩不住在寺裡，出去

在石崖那裏對著石面壁，那個慧可就在那裏，站在他後面，剛好落雪，達摩就坐在岩

洞裏就沒有事，外面飄雪，飄到成尺雪，那個慧可一樣站在那裏不走，達摩初是硬是

不理他，後來見到雪越來越高了，擰過頭來問他：你來幹什麼？你來做什麼？你想怎

樣？你來這裏？想做什麼？他怎樣說？

聽眾：想他安心。

羅公：他說，我想找個安心處。

好啦！你拿心來，我替你安。想一會，想找個心但找不到。我不是已經替你安

了。你都知道找不到的，就已經安了。這樣就問他還有沒有事要傳授？沒有，這樣就

齊了。不過有一種東西給你，我有十卷《楞伽經》，你有什麼就用它來印心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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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經》去印心，《楞伽經》，《楞伽經》不是容易看的，現在那些禪宗法師都不

敢講這本，整日拿住本《金剛經》來講，這本經很難講的。

因為何解？因為沒有好的註解，不容易講，《楞伽經》裏面它將宇宙萬有分類，

將宇宙萬有來到分類，分為五類東西，叫做「五法」，「五法」，它又將宇宙萬有的

東西分做「三自性」，所以《楞伽經》最著名講的「五法三自性」。

五法又怎樣？它將宇宙萬象，整個 universe分為五類，「五法」者，這樣就行

了。是嗎？「五法」者，第一叫做「相」，第二叫做「名」，第三叫做「分別」，第

四叫做什麼？

聽眾：「正智」。

羅公：「正智」，為何這麼熟？

聽眾：講過嘛！

羅公：講過？講過就不用再講，

聽眾：講吧！你要講多一些，深入一些。

羅公：「正智」，「如如」，「如如」即是真如。宇宙萬有分為五類。

「相」，東西，那些客體，「相」；各種東西，「相」即那種東西的本質，當我

們了解相的時候，我們的「第六意識」裏面，每一種「相」我們都起一個名給它。或

者它父親給它改一個名給他，例如他叫做江漢林，我一看下去，有個相，我的「意

識」裏面知道，這個江漢林，「名」，這個名是怎樣來的？他父親改的，總之它就是

名，「名」。

一切的那些 concept，那些概念統統叫做「名」，「相」，名所代表的東西叫做

「相」，宇宙萬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外是相，我們叫它做山、叫它做河，叫它

做地，這些就是「名」，「相」、「名」、「分別」，「分別」，那些有漏的、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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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那八個識與那些心所，有漏的八個識與那些心所，就叫做「分別」，「正智」，

這個「正智」不是只是「根本智」那麼簡單，「正智」指什麼？無漏的八個識與那些

心所，是「正智」。「如如」，真如。宇宙萬有就是這麼多東西而已。是嗎？

這樣，「五法」，這五法之中，這個〔如如〕我們叫他做「體」，這個

reality，本體，宇宙的，那四種就是「體」上面的「用」，「體」不離「用」，

「用」不離「體」，「體」、「用」不異，《心經》「色」，「色」即是「相」來

的，「色即是空」，這個「空」就是「體」，「空即是色」，體即是異，不是！

「色」不異，「不異」即是不離，「色不異空」，即是「用」不離「體」，「空不異

色」就是「體」不離「用」，是嗎？

不離，它是不是像兩夫妻那樣不離？抑或戒指與那些金那樣不離？金戒指與金是

不離，太太與丈夫整日在一起又是不離，兩種不離，金與戒指「即」是那種東西的不

離，太太與丈夫是「異」的不離，兩個的，怎樣好都是兩個人，那麼到底是相即的不

離，抑或是兩件東西的不離？於是《心經》補充了：「色即是空」，不是像太太與丈

夫那樣的不離，而是好像金與戒指那樣的不離。

「空即是色」，「體」與「用」是相即的，明不明白？《心經》很簡單的！這個

「色」就是「相」的一部分，「受」、「想」、「行」，「受」、「想」，這是什

麼？「分別」了，是嗎？有漏的「受」、「想」就是分別，「行」都是一部分。無漏

的「受」、「想」呢？正知了。

五法，「相」、「名」、「分別」的習氣，不是！「相」、「名」、「分別」的

「言說」、「習氣」，不要解「言說」兩個字，「相」、「名」、「分別」的「習

氣」，即是說你所見的宇宙萬象的「相」與那些「名」與你那些心、心所，都是由種

子的，這些種子被什麼？被那個「第八一切種子識」執受住它，令它不散，好像磁鐵

吸著那些鐵片那樣不散，何解它不講正智？不講真如？漏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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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種東西都是指有漏的來講，一個凡夫，凡夫的「一切種子識」就叫做「阿賴

耶識」，「阿賴耶識」就整天執受著那些有漏的種子，將有漏種子當為自己，攝為自

體執受。它本身是有漏的，它怎可以執受無漏種子呢？是嗎？何解呢？將來「阿賴耶

識」是有漏的，我們整個 city要毀滅「阿賴耶識」的，如果那些無漏種子都是它的一

部分，豈不是連無漏種子都毀滅了？怎麼搞？

所以理論上就要這樣，「阿賴耶識」如果他是凡夫，凡夫的「一切種子識」只是

執受著那些有漏種子而已，那些無漏種子是怎樣？只是寄存在那裏而已，不是它的一

部分，寄存，好像你的保險箱裏面不知有多少加拿大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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