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是寄存在這裏的，不是它的一部分，寄存。好像你的保險箱裏面，不知幾多加

拿大幣，但是又有很多〔瑞士法郎〕，財產是你那些加幣，那些不是你的，那些瑞士

法郎不是你的，是寄存在你那裏，雖然寄存，但都是放在你的保險箱裏，聽不聽得明

白？你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一定有些人聽不明白，何解一定要寄存？直接在那裏，

不行的，即是說，你毀滅了它就玉石俱焚了。它將來毀滅，將來毀滅「阿賴耶識」是

哪些？

就是寄存在那裏的無漏種子，你經修行的時候，整天修止觀，令到那些無漏種子

越來越長大，長大到有極有力量的時候，它在裡面就革命了，它在你的「阿賴耶識」

裏面革命，摧毀了你那個有漏的「第八阿賴耶識」，它來了！起革命，你明不明白？

一定要說什麼？寄存，是嗎？

聽眾：羅教授，你整天罵人，這些是不是習氣？

羅公：是呀，這些是貪、瞋、癡的「瞋」的習氣，這些瞋的習氣，好了，講到這裡，

我自己辯護，貪、瞋、癡，如果你肯修止觀，肯學佛經，如果你是小乘人，你

就一點都不能留，剷清它，罵一下人也會怕，「瞋」，貪、瞋、癡要除清它，

如果你是大乘，就要……

聽眾：要留一些。

聽眾：故留煩惱。

羅公：故留煩惱。故意留下一些。

聽眾：有時罵人也不是不好的，益了他。

羅公：罵人，貪、瞋、癡我講給你聽，貪，有些是惡性的，譬如貪別人的財產就是惡

性的，有些不是惡性的，我整天貪著兒子，貪住兒子有什麼惡？那些是「有覆

無記」性，瞋，惱怒就一定是惡性的，因為它有破壞性，瞋，惱怒。

聽眾：對自己有很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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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是。

聽眾：我就是。

羅公：你就是嗎？你，我教你，你學我，留著它，你可以留。

你學我，我要留一些，如果我無這麼多，罵一下人有時還比較動聽一些，如果我

好像法師那樣講法，全部都走了，連你們也不來聽了！現在都已經這麼少人來聽了，

是嗎？如果我認真很 formal地講，連你們也走掉了。有時要這樣，就怎樣？用你的

智慧控制著你的煩惱，明不明白？用你的智慧 control你的煩惱，用你的 wisdom

control你的那些煩惱，令到它明明是惡性都變為「有覆無記」性，變為「有覆無

記」性，就不會是惡性。

「有覆無記」性都不好，先由得它，你現在還未見道，見了道之後慢慢、慢慢就

由初地到第八地，慢慢地剷除都未遲，如果你這麼快就剷除它，你不行的，尤其是你

入世，不能大眾化，不夠 popular的，如果你一個人，你是一個貴族，我吃餐，沒

有一百元一個餐我都不吃的，你是很貴族，很好，但是那些窮人永遠不敢接近你，這

種人其實生人勿近的，吃一個餐都要吃一百元，一個窮人，整日要在大排檔的，你怎

樣與他聊到一起？你要那些去大排檔食飯的人，你要在大排檔與他一齊起用竹筷子來

吃飯才行。這是什麼？四攝之一，四攝者，「攝」即吸引，你想度眾生先要吸引他

來。

聽眾：你都不是那些人。

羅公：什麼？吸引眾生就有四種東西，第一是「布施」；助其所需，他需要就幫助

他，布施，「愛語」，講話，當你想度他的時候，用可愛的說話令到他聽，愛

語，「利行」，做有益他的行為，「同事」，「同事」即是什麼？你做得，我

也可以做，你可以到大排檔豎起腳吃乾炒牛河，我一樣可以與你吃乾炒牛河，

大家一齊可以豎起腳來吃，這樣，同事，你能做我也能做。佛是要這樣做的，

沒有說我就貴氣一些，貴氣一層，沒有這樣的。控制住你的煩惱，不要你的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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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越軌。

聽眾：不過有時又這樣，譬如你看那個人真是不大好，你的八識田會起了一個觀念在

那裡。雖然你的口不說他人，都是不對的。

羅公：起，起了之後，你要盡快壓，如果你不壓，你不保留一些，一定保留的，你不

保留，還有，死了的人，有些人想生極樂世界，有些人想證阿羅漢果，有些

人，譬如西藏喇嘛，他想再來人間的，你想來人間，你不保留一些貪怎麼辦？

你進來人間，除非你是七、八地以上的菩薩，否則你入胎的時候，入胎你知道

嗎？

入胎就好像看壞蛋戲那樣入胎的，如果你連這個，連這個愛心，貪愛心都沒有，

你怎樣入胎？是不能入胎的，不能入欲界胎的，除非它生色界，你想入欲界，你說我

八個月，我見到我媽媽，我要永遠跟隨我媽媽的，我願意與她永遠做母子的，那怎麼

辦？她不生天，你死了，你已經證了「不還果」了，不能生欲界了，你想找你的媽媽

都找不到的。但是如果你，不要那麼快剷除它，你不是小乘嘛，保留一些，保留一些

煩惱，保留一些貪，即是什麼？

愛情的貪，換言之，你們年青人，你與一個女朋友很好的時候，你可以，別人說

什麼海枯石爛此情不泯，你只要發這個願，你肯修行的時候，你會碰到她的，但她也

要修行才行。譬如她做了鴨子被拿去燒的，你食燒鴨，大家都是修行的，有個願力，

願就是業，用這個業力控制你的種子，來生你也會碰到，縱使來生碰頭，很快你會碰

到，越勤懇越碰得到。這樣，即是說什麼？可以真正的海枯石爛直到你成佛為止。

聽眾：兩個一齊成佛。

羅公：什麼？你可以成佛的，到成佛的時候，她已經很好了，你與你的媽媽說，我要

報恩，我要世世與你做母子，你一發這樣的願，只要你的媽媽肯修行的時候，

你不修行你也碰到，但是你碰到也沒有用，剛遇上隔離有隻狗出世，你不知道

牠是你媽媽，你對那隻狗很好都沒有用，牠是狗，你又有什麼奈何？如果她都

是修行的，你們就會碰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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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母子之愛也是貪來的，母子之愛一樣是貪的，但是這種貪就不會崩圍的，

尤其是你用你的wisdom，用你的智慧來控制住它，就不會崩圍的。我勸你們大家真

正發菩提心，不妨保留一些。青年男女不妨保留愛情的煩惱種子，你與母親好，父母

好的，就不妨發誓我永遠生生世世做他們的子女，無所謂的。好了，講回這裏。現在

這樣，相名分別，這些都是有漏種子，是嗎？它這裏沒有講正智，因為正智種子不屬

於它執受的範圍，是嗎？寄存在這裏而已。

「相」啦、「名」啦、「分別」，那些是什麼種子？那些是「言說戲論習氣」，

「言說」不就是名言種子？是嗎？名言了，「戲論」是什麼？「戲論」即是現在講的

笑話，但笑話兩個字不是當笑話解的，當什麼？當荒謬解，笑話就是很荒謬的嘛！當

荒謬解是怎樣？

有漏的，因為有漏的世界，有漏的人生都是笑話來的，都是荒謬的，所以叫做

「戲論習氣」，就是有漏種子，「言說戲論習氣」即是名言的有漏種子，有漏的名言

種子，亦即是「相、名、分別」的名言種子，都被那個什麼？被那個「一切種子識」

執受住它，好也是那些種子搞到你好，壞也是那裏的那些種子搞到你壞，這些種子在

我們的心靈裡，可以叫做「生命」的最低層那裡，在低層，我們普通是對它是無可奈

何的，你想對它奈何就要怎樣？

修定，修止觀，修止觀在很深很深的定，在很深很深的定裡，你的智慧認識你，

探求你的生命的深處，這樣，結果你就會發現到，有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你的生命

就好像河流那樣不斷地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的有一種這樣的力量，這是「第八識」，

你的生命的本質，這個是「用」，「用」就必定有「體」的，「體」就是遍於宇宙萬

有的，那個無窮無盡的、無邊無際的真如，那個「如如」，「用」裡面，「相、名、

分別」是染污的、有漏的「用」，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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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智是無漏的「用」，如如就是「體」，正智的種子就寄存在那個「一切種子

識」裡面，這三種相、名、分別的種子就被那個「阿賴耶識」執受住作為自己，執為

自體，正智種子就寄存在這裏，將來，正智種子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我們要靠修止

觀，不斷、不斷地在定中將我們的煩惱，我執、法執壓低，這樣，然後培養那些正智

的種子令它出現，一路出現，一路出現，初時是似乎出現，似乎出現，不是真的，到

你見道的時候，第一次出現，就叫做見道，見性了，第一次爆發，一爆發之後就出現

了，那些爆發出現的是本來有的無漏種子出現，叫做「本有種子」出現，一出現之

後，馬上又打回去，又熏回去又成為新的種子，那些叫做「新熏種子」了，由本有的

種子起，打進去成為新熏種子，這個新熏種子再有機會又打出來，再打出來，當它打

出來的時候，對於下一段，就是本有種子了。但是對於前世來講，這些就是新熏種子

了。打入去一出一入，一出一入，越來越增長，好像磨刀，會越磨越鋒利，越磨越鋒

利，正智越來越強，強到相當的時候，令到這三種東西，有漏的東西不能再起，不

起，叫做第八地，不起了，不起了，那麼起什麼？

全部都是正智起，「相、名、分別」的種子不起，壓著，只有正智種子出現，但

是種子都不得了的，一日有它在這裡，一路修，修一個無量劫，八地、九地、到第十

地成佛之前的那一剎那，極之強的正智一下就燒毀這三種種子，全部銷毀，全部銷毀

的時候，連一切種子識都燒毀了，因為一切種子識是有漏的，所以要寄存了，寄存的

那些〔正智種子〕就起革命了，推翻一切，推翻那個「一切種子識」，一推翻了「一

種子識」，沒有東西阻礙，你坐在那裏我就不能坐，你一走了，推開你我就坐了，有

了那個位置了，那個正智之中，正智有多種，其中有一個叫做無漏的「一切種子識」

爆發，它就坐了那個正智的「第八識」，即是改組，那個「第八識」改組，那個清淨

的「一切種子識」，這個就叫做「庵摩羅識」了。

《楞伽經》的所謂「第九識」就是這個了，「第九識」平時都有？平時是種子，

不是現行，到那個時候就現行了，這樣我們看，第二種，第一種就有諸根與所依執

受，第二種是相、名、分別，這些有漏的名言的種子的執受，兩種執受，有這兩種執

受那個胎兒就生長了，如果這種執受剛好那些有漏種子盡就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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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還在胎裏面這些有漏種子就盡了，那就怎樣？在胎裏面它就已經涅槃，有些在

胎裡涅槃的，證阿羅漢果，涅槃，入無餘涅槃。有些在「中有」裏面涅槃，有些一出

世就涅槃，有些在胎裏面就轉。這樣，說執受「有色根」與「根所依」處，這些是物

質的，欲界、色界有物質的，無色界沒有物質的。

那即是說欲界的眾生有兩種「執受」，欲界眾生投胎時有兩種「執受」，一種是

「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第二種，「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兩種。如果你

生在無色界就怎樣？無「有色諸根」的，無「五根」的，是不是連種子都沒有？不

是，有種子沒有現行，「有色界中具二執受，」具備兩種執受；「無色界中不具二

種。」只得哪一種？你講給我聽，

聽眾：無分別智。

羅公：什麼：什麼無分別智？有色界中就兩種執受齊備，如果生在無色界呢？

聽眾：第二種。

羅公：沒有了第一種，沒有「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只有第二種執受，「相名分別

言說戲論習氣執受。」這樣就明白了。這一段他告訴你，我們生命的深處是如

此如此。你一了解之後，你入觀的時候，譬如這樣，我的人生到底是怎樣的？

我現在檢討一下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是怎樣。依著這個線索去觀。

聽眾：羅教授，據字面解，「無色界中不具二種」。好像是說兩種執受都不具備？

羅公：不是！不是！不具二種而已，他沒有說不具備一種，是嗎？即是具備了一種，

聽眾：即是不具備第一種？

羅公：兩種不齊，只有一種，這樣看你想了，哪一種呢？是嗎？

聽眾：哦，即是有色的那些就不具備？

羅公：對了。

聽眾：不具備二種執受。

聽眾：羅教授，這個第一種，「有色諸根」是不是指淨色根？抑或包括這個浮塵根？

羅公：「浮塵根」是所依處，是根所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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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浮塵根是根所依處？

羅公：你不要讀浮塵根，是扶根塵。

聽眾：扶根塵。是所依處，是根所依處，

聽眾：有色只是淨色根？

羅公：是。有色根。這樣對於投胎是怎樣的，讀佛經就已經是清清楚楚了。自己修觀

的時候，你教人就另外一件事，最低限度自己認識自己，原來我的生命的深處

就是如此，所以說「了義經」就有這個好處。

聽眾：羅先生，那個無色界都有習氣嗎？

羅公：什麼？

聽眾：無色界還有習氣？

羅公：有，有(物質色法)種子的，無現行，習氣就沒有出現，有種子，有個「第八

識」。

聽眾：沒有出現，沒有現行？

羅公：這些(色法)種子沒有現行，不出現，等到它在無色界死，無色界一死，一死的

時候即刻有一個「中有」起了，「中有」有色的，有色的「中有」了，有色的

「中有」就是在色界或者欲界，所以說生無色界不是徹底的，就是這樣。

聽眾：那個「三自性」是什麼？

羅公：「五法」、「三自相」，下一品整品講「三自性」了。

聽眾：哦，下一品？

羅公：是。

聽眾：這個第二種無色界不具第二種的相，這樣無色界無相了？

羅公：沒有了，無相了。

聽眾：而且「相、名、分別」，這個「相」？

羅公：沒有這種，無色界？「相」的習氣。

聽眾：相的習氣，就不是「相」的成分？

羅公：不是，不是「相」的現行。

聽眾：相的習氣。

聽眾：是不是無漏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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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是無漏，無色界不是無漏的，仍然是有漏的，「漏」即是煩惱，「有煩惱

的」就叫做「有漏」，無色界，凡三界都有煩惱，無色界都有煩惱，

聽眾：「三有具」即是三種煩惱了。

羅公：什麼？

聽眾：三有具，三界具有，三界具有，三界，色界、無色界與欲界，三界都有這個，

是嗎？。

羅公：三界的煩惱。

聽眾：都有這個煩惱。

羅公：三界的煩惱。

聽眾：都有這個因果。

羅公：欲界的煩惱就最主要是貪色，貪食、貪香味，「色、香、味、觸」，色界就沒

有貪味，沒有貪香味，但是還有貪顏色，貪光明，無色界就在定裏，啊！真是

爽，入這個定真爽，現在入定很多人講不願意出定，這樣爽的！是這樣。修定

有時候定起來很爽的，入定，他整天貪著不想出定，這些是「味定」，覺得定

很有味，「味定」，這個「味」字當貪解，貪著那個定。

聽眾：下次講吧，教授，我們下次個個帶本《心經》來，《心經》舊時那裡有些書都

有的。

羅公：下一次呀？

聽眾：下一次啦。

羅公：好啦！好啦！

聽眾：這些未講完又講《心經》？

羅公：不是，他即是叫我講到四點半鐘，用幾個字(十幾分鐘)來講多少《心經》，可

以的。

聽眾：那就先多謝你。

羅公：《心經》主要的目的就是破除別人的執相，是嗎？真正有規矩、準繩給你去依

住修行，這些經好些，《般若經》也可以，我現在有空就將那本英譯的《般若

經》，《大般若經》中譯本一行一行一句一句來對著分析，將來給你們影印了

它對住來讀，那些英文仔也可以這樣，但是《般若經》雖然很豐富，但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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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般若經》它沒有替你解答的，一味破你的執，破你的執，《般若經》都

好的。還有幾分鐘，留在這裡有什麼問題沒有？

聽眾：羅教授，《解深密經》不是《般若經》裏面的一部經？

羅公：不是，《般若經》就是，我講給你聽，《般若經》，如果從大乘經的，如果你

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來說，你就這樣說，釋迦牟尼佛說法有三個階段，即是有

三個時期，三個 period，第一個時期就講小乘經，講《阿含經》，只是破我

們的我執，沒有說一切法都空，沒有破法執的，這些初期講的經，叫做「四諦

法輪」，將來這裏會講的，專為那些小乘人講的，第一個時期；第二個時期，

佛見到那些小乘人很多都成就了阿羅漢了，但是仍然執著有個〔法〕，「我」

是沒有了，他不執了，但還執著有宇宙萬種種的東西，「五蘊」、「十二

處」、「十八界」都是認為是有的，執著。

因為有這種執著，成阿羅漢有餘，但是成佛就不足，所以他就專為了那些大乘、

大根器的人說《般若經》，破他們的法執，令到他空除一切執著，這個是第二個時

期；第一個時期叫做「四諦法輪」，第二個時期就叫做「無相法輪」了，破執，專為

大乘人講的。

但是凡有一種東西講得出的，都會有偏差的，小乘人的偏差就是執著外面的東西

是有，到大乘的聽般若之後，聽《般若經》之後又起了偏差，又說什麼都是空，什麼

都是空，空得好的那些人就沒有執著，空得不好的就很弊的，連修行都不用了，空的

嘛！修亦空，不修亦空，持戒亦空，不持戒亦空，是嗎？

這樣他很危險的，有偏差，於是佛在第三個時期就為了兩種人講，第一是小乘，

第二是大乘，兼為兩種人講，就說第三期的經，第三期的經以《解深密經》、《楞伽

經》，《法華經》那些為主，那些第三期的經就叫做「中道的法輪」，又叫做「了義

的法輪」，第三期，《解深密經》是第三期的「了義法輪」中最重要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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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解深密經》之外，比較重要的還有幾本經，一本就是《楞伽經》，一本叫

做《密嚴經》，一本叫做《法華經》，一本叫做《維摩經》，一本是《涅槃經》，就

這些。大乘經主要就是這幾本。這樣，這部經是一本獨立的經，是第三時期的了義

經，第二時期的《般若經》，玄奘法師將它來翻譯，翻譯了六百卷，比一套《辭源》

還大，六百卷。

六百卷之中，現在存在的梵文本，還有二百卷左右仍存在於世界，尼泊爾的國家

圖書館還存有百幾二百卷，還有德國的柏林的圖書館，還英國的劍橋圖書館，還有很

多梵文本在。外國人研究《般若經》的有好幾個，有三幾個人研究得很好的。這樣，

《般若經》總共分十六會，即是在十六個場合講的，其中，十六會總共六百卷，其中

最簡單明了的就是第九會，就叫做《金剛經》，《金剛經》是第九會，是《般若經》

的第九會，簡短。

《心經》簡不簡？《心經》不是，《大般若經》裏面沒有《心經》的，《心經》

是結集的那些菩薩將《大般若經》裏面的重要的句子撮合，成為一本很簡單的

summary，一個 outline，句句，除了那首咒之外，句句都是在《大般若經》裡面抽

出來的，沒有一句不是《大般若經》裡面的，甚至連「觀自在菩薩」這一句，「觀自

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那句，都是在《大般若經》裏面的，即是，「舍利子」

幾個字，也是《大般若經》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

是《大般若經》，句句都是《大般若經》，「無」什麼、「無」什麼、「無」什麼，

也是《大般若經》，它把那些最重要的輯出來，只是下面那一首咒就獨特的，這樣如

果你真正學般若的，極簡短的就是《心經》了，如果你說不長不略的，就是《金剛

經》，如果要詳細的，就是《大般若經》了。

《大般若經》怎樣讀？《大般若經》裏面重重覆覆你很難讀，讀的十個人有九個

人讀久了就說厭了，一見到它翻雲覆霧講來講去都是那幾句，那真是很討厭的，所以

你最好就不要由頭到尾整套讀，要揀選來讀，選擇來讀最好是讀什麼來讀？《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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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固然最重要，除了《金剛經》之外，《大般若經》的十六分裏面，第一分佔四百

卷，那四百卷先不要看。

第二分，第二會，第二會都一百卷，梵文二萬五千首偈，二萬五千頌，二萬五千

頌，中文譯了一百卷，兩個人曾經譯過，鳩摩羅什(A.D344〜A.D413)譯了，叫做

《大品般若經》；唐三藏(玄奘 602〜664)譯了，叫做《大般若經》的第二分，這裏

更好，你們那些英文出身的更好，你走去美國或者多倫多，買不買得到？

買不到你就去印度那間叫做什麼？叫做Motilal Banasidass什麼的，賣英文佛經

的，去買那本，那本什麼？《Sutra of wisdom》，《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大品般若經》，Large Sutra大品，《Large Sutra of wisdom》，對

住讀，我覺得很有趣，一句一句英文，一句中文，一句一句幾乎差不多完全符合的，

依玄奘法師譯的那些經，現在還可以一句一句的分段，你可以看，很平宜的，

聽眾：在多倫多有得賣？

羅公：什麼？

聽眾：在多倫多有得賣？

羅公：多倫多那間Cole有人說有得賣，多倫多 Bay街附近，Bay街隔離那裡。

聽眾：Young與 Bay街，

羅公：有間叫做 Cole，Cole，有人說那間有得賣。死了之後，一定會在六趣裏面投

生，在六趣裏面投生，就墮在六趣眾生的生命，身體了，當它墮在六趣的眾生

的身體的時候，它出世就四種，四種中的一種，一種就是「卵生」；一種是

「胎生」；一種是「濕生」；一種是「化生」，這樣不論它是什麼「生」，都

有它的生命最初投生，都有它最初投生時候的起點的，就四種生之中，它用胎

生來舉例這個「心無二用」？

聽眾：是。

羅公：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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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了。

羅公：「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又名叫做「一切種子識」，這個「一切種子識」

最初入胎，當「一切種子識」未入胎的時候，即是說這個人都還未死的時候，

他前一生的生命就要結束的時候，將近要結束的時候，後一生的生命的功能已

經成熟了，到了前一生的生命正式結束的時候，後一世的生命就開始了，當後

一世的生命開始之前，這一世的生命結束之後，中間會有一個過渡時期，過渡

時期，過渡時期的生命就叫做「中有」，現在世俗的人就它叫做「中陰」，有

些人不識字的就叫做「中陰」，是嗎？

這樣，當那個「中有」找到適當的父親，父的精與母的血給它寄托的時候，它就

攝入父母的精血裏面，就與那個父母的精血合為一體，共變它的胎兒，那個胎兒在母

親的胚胎裏面，他一變了之後，一滲入之後，在母親的胚胎裏面一路路成熟，那個身

體漸漸形成，一路至到長大，然後就出世了。當它入了胎以後，一路到出世，甚至到

出世之後，他的「第八阿賴耶識」就對他這個身體起了一種執受的作用，不止對身體

起執受的作用，對「第八識」所含藏的種子又起執受的作用，總共，即是說「第八阿

賴耶識」中有兩種執受，第一種執受是執受他的身體，他的身體即是他的「五根」，

物質的「根」，與物質根所住的五官，器官，執受這些物質；第二就是執受著那些種

子，兩種執受。如果我們生在色界，生在有色界，即是欲界與色界這兩界的眾生，這

兩界的眾生都是有物質的，叫做「有色界」，記住，有色界與色界不同，有色界即是

有物質的，有物質的界包括了欲界、色界，兩界。

如果單是色界，就只是指色界而不指欲界，如果我們生在欲界與色界就叫做「有

色界」，如果我們生在有色界，那個我們的「阿賴耶識」就有兩種執受都具備了，第

一是執受那個物質身體，第二就執受那些種子。如果生在無色界，就只得一種執受，

只是執受它那些種子，沒有物質身體被它執受的，「不具二種」即是只得一種，不具

備二種，聽不聽得明白？聽都明白嗎？能再講出來嗎？你不知道？

聽眾：講得到，我知道的，我知道，我現在能夠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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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行嗎？可以啦！

聽眾：進步得好快，我知道他對我講了。

羅公：你呢，陳芷君？你再講出來給我聽？來，來，試一下。

聽眾：不識，我不識。

羅公：好了，我繼續講。

這樣，「阿賴耶識」的作用就是這樣的，已經講了。下面戊二了，正式今天講到

戊二了，就解眾名了。「阿賴耶識」又叫做「一切種子識」，又叫做「阿賴耶識」，

它不止這麼多名，還有很多名，因為它含藏一切種子，所以叫做「一切種子識」。

不只有漏種子它含藏住，無漏種子它也含藏，就叫做「一切種子識」，這個「一

切種子識」，由無始以來，一路至到你成佛以後，這個名稱都通用的，「一切種子

識」，第二個名就叫做「阿賴耶識」，含藏著，主要是含藏著那些有漏種子，雖然它

是有無漏種子寄存在它那裏，但是它主要就是含藏著那些有漏種子，所以它一定是有

漏姓的，「阿賴耶識」，如果它與這個「一切種子識」的名字不同，「一切種子識」

有漏的又是叫做「一切種子識」，無漏的都叫做「一切種子識」。

但是「阿賴耶識」就一定是有漏的，如果到無漏的時候就不叫做「阿賴耶識」

了，還有，縱使這個「阿賴耶識」，因為它整天被「第七末那識」執住它，藏護住

它，說它是我，說它是自己，所以具備這一點意義，「藏」就是藏護，即是保護住

它。

當我們修行證到阿羅漢果的時候，我們就沒有了我執，沒有了我執，那個「第七

末那識」再不藏，再不藏護「阿賴耶識」說它是「我」了，不說它是「我」了，這

樣，那個「藏」的意義就不具備了，所以，一到你證了阿羅漢果的時候，你的「第八

識」就不叫做「阿賴耶識」了。不叫做「阿賴耶識」叫做什麼「識」呢？有些叫它做

「一切種子識」，是嗎？有些叫它做「阿陀那識」，阿羅漢，但他未即刻死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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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證了阿羅漢果，這樣他仍然是有身體的，有身體即是還有異熟的果報了，所以，

又叫做，雖然證了阿羅漢果，但是仍然可以叫做「異熟識」，「異熟識」，「異熟」

即是果報那樣解，即是說這個「異熟識」，不是！這個「阿賴耶識」的名，在小乘來

說又叫做「阿賴耶識」，不是，到證到阿羅漢果，即是未證阿羅漢果之前可以用，一

證到阿羅漢果，譬如我今天證了阿羅漢果，證了阿羅漢果今天起，「阿賴耶識」的名

稱就不適用了，明日就不適用了。

好了，大乘又怎樣的？大乘修行到第八地又叫做阿羅漢，即是說，如果你修大

乘，你的「阿賴耶識」的名通用，通用到第八地，過了第八地就不叫做「阿賴耶」

了，叫做什麼？叫做「一切種子識」，又叫做「異熟識」又得，「異熟識」可以通到

成佛可以嗎？

又不行，「阿賴耶識」，小乘，「異熟識」小乘來說，就到未入涅槃之前可以

用，入了涅槃之後就沒有了，沒有了「第八識」了，沒有這個有漏識了。如果大乘，

到了成佛之前，即是說，成佛之前的一剎那都還可以叫做「異熟識」，但一到你成佛

的一剎那起，就不能叫做「異熟識」了，因為它的果報已經了結。是嗎？

即是說，譬如舉個例來講，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看見明星悟道，那時正式成佛，

在他看見明星而悟道正式成佛的時候，之前還適用「異熟識」這個名，但是一悟道之

後，「異熟識」這個名就不適用了，何解這樣呢？你現在暫時先知道這麼多。詳細來

講，你要慢一些，再讀些書，然後才可以知道的。

這樣「異熟識」的名就到成佛之前為止，這個十地，大乘就要到第十地，「阿賴

耶」是大乘到第八地，「異熟識」就到第十地，「一切種子識」就成了佛之後也通

用，又有一個名叫做「阿陀那識」， d naā ā ，梵文 d naā ā ， d naā ā 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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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d naā ā 這個字譯作中文是譯做「持」，抓住，即是英文的〔hold〕，抓住

什麼？抓住那些種子，令那些種子不失，即是這樣，我的「第八識」裏面有很多種

子，你的「第八識」，他的「第八識」，個個的「第八識」裡面都有很多種子，如果

沒有一種力量去攝持住我自己的種子，我的種子豈不是很容易走到你處？你的種子就

走到我處？這樣是講不通的，因為何解？如果那些種子亂了，我們可以不需要修行

了，是嗎？釋迦牟尼佛的種子走過來我處就行了，是嗎？哪用修行？是嗎？我看著你

修行，太好了！你修行吧，我不用修了，何解？你的種子過來我處就行了，倒過來，

又沒有人可以成佛了。

譬如有個人專做落地獄的，無所不為的事，他那些種子都走去釋迦牟尼佛那裏就

行了，那樣釋迦牟尼就變成不能成佛了。所以其中有一條界線，一定有一種力量攝持

住，我的種子攝持住是屬於我的，你的種子攝持住屬於你的，非有一種攝持的力量不

可。這種攝持的力量就是「第八識」了。所以叫做什麼？「阿陀那識」，即是執持

識，持，或者譯作執，執持住。

講到這裡，有一件事，不過他講得很對，章太炎(1869－1936)大家都知道，章

太炎有一次，章太炎有一次講國學，講中國，他說，佛家講「第八識」，「第八識」

又叫做「執持識」，「阿陀那識」，佛家固然是識，我們中國人都識(懂得)，佛家這

套東西未傳入來中國，我們中國人都識(懂)了，那麼誰懂得？莊子就識了。

莊子，莊子又怎樣？莊子有一句話，莊子的《外篇》有這句話，莊子有這句話，

「靈台者有持」，(「靈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者也。」)我們看這本書的

時候覺得很難解，其實也不很難解，將它翻譯成白話就很容易解，普通的「靈台」就

是指我們的心，「靈台」。他說我們的心不只是普通了解東西那麼簡單的，還有一種

執持的作用，有一種執持的作用，「靈台」即是我們的心，我們的mind，我們的心

又有一種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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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作用，有一種效用，有一種，一種 purpose，即是有一種效用，有種什

麼的 purpose？holding叫做抓住一些東西，「靈台者有持」，章太炎說，莊子都識

了，知道有個「阿陀那識」了，這些不一定要佛才識的，我們中國，我們的祖先也一

樣識。章太炎這樣講法都對的，「靈台者有持」是要這樣解，「靈台」者心，無異議

的，人人都叫心做「靈台」，那個心有種執持的作用。這個「阿陀那識」執持著那些

種子，很多名，還有些名的，普通又叫做「心」，是嗎？

有些人，如果當你成了佛之後，你的「第八識」又有了一個名，叫做「第九

識」，「阿摩羅識」，或者有些人叫庵摩羅識， mala( mala-vijñ na)ā ā ā 這個字，「阿

摩羅識」，「阿摩羅」是什麼？ā，ā即是「無」那樣解，「無」，mala，mala即是

「垢」，「阿摩羅識」即是「無垢識」的意思，「無垢識」如果用譯音就譯做「阿摩

羅識」，又有人譯做「清淨識」，「無垢」即是清淨了，我們中國人有時，在印度，

佛經裏面，中國人叫它做什麼？

六祖叫它做什麼？叫「阿賴耶識」做「自性」，「自性」，那麼何解？你會駁

我：羅先生，你說六祖叫「阿賴耶識」做「自性」，有什麼證據？有，他自己講的，

《六祖壇經》你查，「自性能生萬法名含藏識」嘛！六祖自己講的，他自己講的，還

有冤枉他嗎？是嗎？「若起思量(就)便是轉識」，你查，你回去查，是不是這樣？不

過，不如學《六祖壇經》用「自性」兩個字好不好？但是我勸你就不好，何解呢？

六祖的「自性」兩個字，他說「自性」即是「阿賴耶識」，即是「含藏識」，但

是有時六祖自己將「自性」兩個字當真如解的，有時當真如解的，他老先生的那些名

詞，因為他又不識字，他那些名，這裏用一用，那裏用一用的，即是不是很嚴格，所

以我勸你不要用「自性」兩個字。而且「自性」兩個字用起上來很多誤會的，怎樣？

所謂「自性」，「自」就是自己，「性」者就是實質，自己的實質，譯作白話，「自

性」就譯作本質，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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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不就是本質？那些人當本質解你就害人了！所以不要用「自性」兩個

字，不過你知，有時很多東西我們要知，知道了就不要隨便用。好了，這樣它有很多

名，是嗎？一到成了佛之後，在成了佛才通用的，成佛就叫做「庵摩囉識」了。

聽眾：羅教授我想問一問。

羅公：是。

聽眾：你剛才講這個「一切種子識」，與這裡的「一切種子心識」有沒有分別？

羅公：哦！「心識」兩個字，有種叫做，這是複詞，複詞即是複合詞，直接就是「複

詞」好了，「識」即是「心」，這個第八識即是心，所以叫做心識、心識，

聽眾：心不能識那樣。

聽眾：「一切種子識」到成佛的時間都可以叫做「一切種子識」？

羅公：可以、可以。

聽眾，這樣到成佛的時候可以不可以叫做「一切種子心識」呢？

聽眾：都可以，這個「識」，「心識」即是識，那些是複詞而已。好了，很多名。

這裏解眾名了，下面戊二，解眾名。他說：「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一

句。叫一聲他，廣慧啊！這個「第八識」，這個「阿賴耶識」又叫做「阿陀那識」，

何解叫做「阿陀那識」呢？何以故？即是英文的 why，何解呢？「由此識於身隨逐

執持故」。一句。「阿陀那」三個字就是「執持」那樣解，何解這個「識」叫做「執

持識」？「由」就是由於，由於，由於這個識，這個識對於我們的身體，隨逐住，

「隨逐」即是英文的 follow，整天跟著我們的身體的，我們的身體去那裏，它就跟

著我們去那裡。

隨逐住，那個「逐」字即是追隨，追隨，追隨那樣解，「逐」字當追隨，「逐」

字與「追」字是古代通用的，隨逐即是整日追隨著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在那裏，

「識」就在那裏，除非我們死去，死了就不跟了，當我們活著的時候，這個「第八

識」就整日跟隨著我，隨逐，不止隨逐，執持，這個「識」滲透在我們的身體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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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著我們的身體，令在我們的身體發展，小孩子小，他的第八識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支持我們的孩子的身體，所以孩子能夠新陳代謝一路路長大。當我們的手受傷的時

候，因為我們有個「第八識」在這個身體裏面，它支持著我們的身體，令到我們身體

裏面的物質走去復合，身體變為完好。

如果是死了，沒有了「第八識」在那裏，就沒有了這種執著，第一這個「阿陀那

識」對於我們的身體，對於這個身體，「此身」即是這個身體，隨逐住，整天跟隨

著，不止跟隨，還執持著我們的身體，令我們的身體不會壞，不會臭，不會爛。如果

我沒有了它那個「第八識」在身體裏面，我們的身體就會腐爛了，所以死屍會腐爛，

佛家是這樣講。

隨逐，執持他，這樣一個名叫做「阿陀那識」，第二個名，「亦名阿賴耶識」。

已經講過了，我再講「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譯做「藏」，含藏或者隱藏，這

個「含」字不妥當的，「藏」就好了，「藏」字有三個意義，第一「能藏」，它有能

力藏著那些種子，種子藏在它裡面，「能藏」，第二，「所藏」，一切種子藏在裏

面，所藏的地方，好像一個大夾萬，一間大屋那樣，種子藏住在它那裡，所藏」，第

三，最緊要這個意義，你不要用「我愛」這兩個字都可以，「執藏」都可以的，不過

寫詳細一些給你，「第七識」整天覺得這個「第八識」是自己，是「我」，覺得是

「我」了就整日「愛」它，整日都貪愛住我，既然愛著那個我了，整天就執持著它是

「我」，這個是「我」，不只執著住它，藏護著它、保護著它，好像母親生了一個兒

子，這個兒子是我的兒子，保護著他，這個「藏」字是藏護、保護，「能藏」當含藏

解，「所藏」就是當被它隱藏在裏面那樣解，「執藏」就是當藏護著它，保護著它，

好像母親整天藏著那個蘇蝦仔(嬰兒)一樣，這樣三個意義就叫做「三藏」，你們讀過

《八識規矩頌》，你背句我聽？

你有空要念一下才行的，讀了那些經有空就念一下，不要做那麼多事，有空就念

一下，是嗎？這樣才有益的。聽得多無用，少少地要熟，我讀書，我讀書我不是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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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不過我看書不看扼要，我有一個特點，不是名著我不讀，小冊子，這些小冊子

不讀，有人要，給你吧，沒人要就燒了它。

不讀這些小冊子，讀就要讀名著，有名氣才讀，因為人生的壽命有限，整天讀小

冊子，不頂用，我很大犧牲的，是嗎？我花一個鐘頭，我的生命就短了一個鐘頭，我

何解要這麼笨？是嗎？不要這樣笨，擇些精要的讀，讀了時時溫習，要熟，你看我多

熟，都不用查字典，你問我就可以答。

不用的，是嗎？不止佛經我很熟，有時《四書》或者五經中的《易經》，你一問

起我，我就能夠答，朱子、老子與莊子，你一問起我，當然也有很多搬不出的地方，

但是普通都可以搬得出，扼要的記住。記住，聽課也是，那些真正的，有學術性的，

確有他的主張的，或者對某一點能夠來解答你的，你就去聽，不是逢人講你就走去

聽，你壽命有幾長，你能聽多少？你快要死了，你死的時候想聽也不行了！所以不要

那麼笨！

又叫做「阿賴耶識」，記住「阿賴耶識」大乘就到第八地，大乘的第八地又叫做

阿羅漢的，小乘就正式成了羅漢，通用到這樣為止。他只是舉兩個名而已，是嗎？

「由此識於身」，下面了，本來是「三藏」的，「三藏」是後人將它來分析，解成了

「三藏」，佛當時沒有說「三藏」的，那樣的佛當時引下面的那一句，何以故？

為什麼叫做「阿賴耶識」？為什麼叫它含藏識？「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

安危義故。」漏了一個字，對了，漏了個「受」字，「攝受」即是「執受」一樣解

的，執受著我們的身體，怎樣執受？「同安危」，怎樣叫做「同安危」？他身體安，

那個「阿賴耶識」在這裡，身體死亡，「阿賴耶識」亦走了，就是「同安」了；

「危」是怎樣？身體遭殃被人殺了，「阿賴耶識」亦無地方住，亦要走人，同安同

危，與此識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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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身體，攝持著、攝受著，隱藏在這個身體裏面，與這個身體共同安危，

所以叫做「阿賴耶識」了。「攝受」、「執藏」、「隱藏」，隱藏是什麼？「能藏」

與「所藏」，叫做隱藏，所藏，不是！它這個「隱藏」，它能夠隱藏著種子在裡面，

是嗎？那些種子能夠隱藏著在裏面，叫做「隱藏」。

「攝受」就執持著這個身體，執受著，令這個身體不壞，「三藏」就不沒有「同

安危」這三個字，它這裡就加一個「同安危」，第三個名，「亦名為心」。這個「第

八識」又叫做心，所以佛家所講的「心」，佛家所謂的「心」普通就兩個意義的，一

是指這個「第八識」，這個根本的「心」，即是我們生命的本質叫做「心」。

第二就是指我們的「意識」活動，叫做「心」，這樣到底兩個不同的意義，我們

怎樣認識它？讀佛經的時候怎樣知道它在用第幾個意義？這些要看你，要用第一個意

義對，還是第二個意義才對呢？你要將它套進去解一下，看哪一個解得通，唯有是這

樣，讀書就是這樣了。「亦名為心」。其實現在亦可以加個名，「亦名叫做生命」。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所謂「生命」在佛家來講就是這個「阿賴耶識」，就六祖來

講就是這個「自性」。所以有時你對別人講，你不要動不動就整天「阿賴耶識」、

「第八識」，人家那些不是學佛的人不明白這個名的。你就可以代替它，用生命，用

個「心」字也不妥，人人以為「心」就是「意識」。

而且佛家也不統一那個「心」字的，佛家講的心字有幾個不同的意義，普通的那

個心，第一就是指第六識的活動，會思維的心，第二是指我們的心臟，這個 heart，

第三就是指「阿賴耶識」，還有第四個是中國人獨有的，印度人沒怎麼用的，就是什

麼？「真常心」，即是指真如叫做「心」，叫真如做「心」，印度人很少用，中國人

最常用。我們以前的人用「心」字用得很籠統，你以為，有時你以為這樣，我烏凜凜

的，對佛家的東西我們都不識的，但我聽起來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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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籠統而已，如果深刻些你不明白，你沒有明白，我舉個例子你看，你們有

沒有見過有一張，那些寺門裡面有得賣的，一個誌公和尚(418—514)，畫一個誌公

和尚，用那些字，一個一個的字畫成一個和尚的樣子，坐在那裡抓住串佛珠的，誌公

和尚的像有沒有人未見過？

聽眾：誌公和尚。

羅公：一張這麼大張，一個和尚坐在那裡，那些筆劃直情就是一首歌來的。

聽眾：未見過。其中有兩句什麼？我們細路哥(兒童)的時候，聽見那些人整天在念，

所以我記得這幾句。

聽眾：好記性。

羅公：一首詩歌做的一首歌，其中，最尾那幾句而已，很長的，如果你想整篇的，你

去寺門裏面買那些誌公的那些，或者大本的，好似或者《禪門逸書》或者有，

大部的那些《禪門逸書》後面的那一段，可能有，天寧寺那本大的或者有，看

一看，不一定有。不過是假的，不會是誌公造的，何解？我們讀過文學史的人

就知道，這些語句，誌公和尚當時不會有這些這樣的詩句的，是嗎？這些是唐

朝以後的詩句，「心字笑呵呵，功夫不用多。」那些根本就是唐詩的那些語

句，很合平仄的語句。那時候，梁武帝的時候不會有這些語句，等於我們念

《關帝經》，讀《三國志演義》，諸葛亮，諸葛孔明睡醒覺的時候吟詩，吟一

首短詩，那首詩叫做什麼？

聽眾：大夢誰先覺，

羅公：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聽眾：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羅公：這是正式唐朝之後的唐詩的音韻來的嘛！孔明與劉備是東漢末年，三國那時那

裏有這些詩？沒有這些，這些是七言絕句來的。你那些人做假都不要找這些東

西來做，造假都要造得似才行的！整假古董都要整得似，你都不像的！

聽眾：了不起，這本書。

羅公：了不起，沒什麼，那個羅貫中，我的老宗，他是講故佬(說書人)來的，他就作

這個《三國志演義》，而且《三國志演義》是不是他亦承有上手下來的，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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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創作的，他根本都不是研究歷史的人，不是研究文學史的人，所以他不識

的。他是在那些寺門的茶亭裏面講古(故事)的而已。

聽眾：講故佬。

羅公：舊時的人講古有個稿的，他這個《三國志》是講稿來的。這個不會是誌公和尚

做的，不過也很有趣，隨時讀一下都不錯。「心自笑呵呵」，那個心字的樣子

好像笑的樣子，「心自笑呵呵，功夫不用多，」心字一個鉤兩點，不用很費力

就寫到了。意思即是什麼？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我們想對付我們的心，不用

麻煩，不用很多東西的，心就一個鉤如月樣，心，心字一個鉤，好似一個月亮

那樣，「一鉤如月樣，三點有偏頗，」三點有偏頗，有側了，偏頗的「頗」字

因為協韻，坡、頗、破，頗字讀平聲，頗，三點就有些偏頗了，即是我的心本

來好的，但是我們有很多執著，所以我們的心在有偏頗了。「三點有偏頗」。

「禽畜皆因此」，做畜生都是因為心不好，所以才搞到做了畜生，「成佛也是

它」，那個它字讀拖的，古音讀拖，協韻，成佛都是靠它的心而成佛。做畜牲

也是靠它，成佛也是靠它，成佛也是它。

聽眾：成佛也仗它。

羅公：什麼？也仗它，我不記得「仗它」還是「是它」了，「仗它」、「是它」都通

的，應該是「仗」字，「仗」即是靠，靠它，既然心字是這麼簡單，這麼好，

我們不妨利用一下它，「假借念彌陀」，借個心來用一用，將它來做什麼？不

要去做別的事，借它來唸阿彌陀佛，借它，這樣我們就「往生極樂國」了。

聽眾：誌公和尚是哪個誌公？

聽眾：言字邊一個志氣的志，

聽眾：那個誌字？

羅公：梁武帝的時候，有個有神通而且很有戒律，很好的和尚，梁武帝當他老師一樣

拜的，那個和尚，叫做寶誌，寶貝的寶，寶誌，寶誌，那些人就尊重他，不稱

他做寶誌，就稱他做誌公，誌公和尚，梁武帝時候的國師來的。

聽眾：這首詩不是誌公和尚寫的。

羅公：什麼？

聽眾：不是誌公和尚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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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那些人說他寫的，不會是他寫的，那些人烏凜凜，後來的人，其實後人就畫他

的像在那裡，就整這些詩在那裏，那些叫做，又不是回旋詩，有些人織布織個

佛，用經來織成個佛，有些寫成個佛像，一路將經來寫寫寫，

聽眾：那些叫做迴文，是嗎？

羅公：也是迴文那一類，但迴文不止這樣讀法的，迴文有時打橫打直都念得到的，都

是屬迴文一類，以前那些女人最喜歡織這些東西，不錯的，又是不錯的，這個

「心」字你說它是什麼來的？你當「阿賴耶識」解都得，「心自笑呵呵，」

「一鉤如月樣，三點有偏頗，禽畜皆因此」，禽獸也是那些種子作用，「成佛

也是它」，因為含了無漏種子，也行。你說這個是「第六意識」來的也行。

「第六意識」是活動的，也行。所以中國人，古代的那些人很籠統，不及得印

度人，那些印度人很嚴格的，用的字很嚴格。不錯的，這幾個，好像那些大本

的，天靈寺的《禪門逸書》，細本的沒有，的後面，很多都有，連普庵祖師的

咒都有，大本的那些，那些是治鬼的，什麼「遮遮遮神耶」，

聽眾：你識念？

羅公：什麼？

聽眾：你識念？

羅公：舊時就識念，現在不記得了。

聽眾：我就想找人念。

羅公：你去找本書，什麼「吒吒吒怛那」，我舊時念得過的，

聽眾：不是呀，那個咒很厲害的！

羅公：嘿！很多人試過都得，住鬼屋，念這個咒包無鬼！又很巧的！

聽眾：不是呀，那個咒真的！很厲害的！

羅公：不止它，一個它，一個楞嚴咒，大悲咒，三個都很厲害的，治鬼。

聽眾：我有它的音樂，很好聽的，但是我不識那些字，

羅公：有人入音樂，有人入了碟。

聽眾：我有。

羅公：我有聽過碟，什麼「遮遮吒吒」，

聽眾：我下一次帶過來你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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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我下一次帶過來你聽一下。

羅公：你帶給我聽？

聽眾：這個叫做什麼咒？

羅公：他求那個誌公，不是，求那個普庵祖師，他沒有地方投宿，剛好那裏說是最多

鬼的，那些人說，只有那裏，沒有地方了，他說什麼鬼我也不怕，那好，你不

怕就去吧，他走去那裡住，真的有鬼出來搞他，他就自己說這個咒。

聽眾：羅先生，菩薩與佛有什麼分別？

羅公：菩薩有兩種，有三種，我現在問你，你有沒有發菩提心？你答不出？

聽眾：有。

羅公：有？你就是菩薩了。

發了菩提心，然後去修行，那種眾生就叫做菩薩了，但是，菩薩豈不是一樣？要

吃飯，要睡覺？是，菩薩不用食飯，不用睡覺嗎？那麼那些廟裏面的那些？那些不是

菩薩，那些是菩薩的像而已，那些是菩薩的偶像，那些不是菩薩，用木雕的那些不是

菩薩。那些也不是佛，那些是佛的像。

這樣，你們一路修行，修到見道，見道以後就入了初地，一見道以後就入了初

地，已經叫做「地上菩薩」了，你就叫做「地前菩薩」，如果你們座上個個人都好，

當你發了菩提心而未見道，你都是「地前菩薩」，一見了道之後，那些就叫做「地上

菩薩」，就分了十個，十個「地」，「地」即是 stages，十個階段，那些叫做地上

菩薩。一路到了第十地，第十個 stages圓滿了，十個 stages圓滿就叫做「佛」了。

成了佛之後他就不叫做菩薩了，成了佛之後，正在成佛，正在說法，它就不叫做

菩薩而叫做佛，但是佛會涅槃的，佛涅槃之後，他就不結束的，他仍然用菩薩的身出

現，那些就叫做什麼？那些叫做法身的菩薩，成了佛之後再現菩薩身的，那些叫做

「法身菩薩」，「地前菩薩」，你自己就是了，「地上菩薩」是那些？無著、可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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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那些都是，那些是「地上菩薩」，龍樹菩薩那些，那些法身的菩薩，即是已經證了

法身以後的菩薩，是觀音、文殊、普賢那些，那些就是所謂乘願再來的就是那些。

好了，講回這些。「由此識」，由於這個「第八識」，這個「阿賴耶識」，就攝

受、隱藏，攝受著我們的身體，隱藏在我們的根、身體裏面，「同安危義故」，與我

們的身體安危共同，所以叫做「阿賴耶識」，它又「名為心」。「何以故？」為什麼

叫做心？由此。

心的梵文叫做 citta，梵文叫做 citta，叫做「質多」，citta的意義是什麼？叫做

「集起」，citta的meaning，意義「集起」，怎樣叫做「集起」？集合很多東西在

這裏，能夠生起作用的，這樣就叫做「集起」，心字既然是「集起」那樣解，「由此

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這就是積集，積集，積集了之後，就「滋長」，我們人有很

多經驗，那些經驗積集在一起，都走進心裏面，會成熟，成為種子，這些種子會成

熟，就會生起現行了。

「積集滋長」，「滋」者，滋是滋潤，「長」是長大，這些種子長大，所以亦名

叫做「心」，那個「心」字，在《解深密經》裏面講的「心」是指「集起」的

「心」，所以很多人歡喜譯做英文，那個「心」你譯作 mind不能夠表達的「集起」

的意義，是嗎？或者你譯做 heart，就更加了，別人以為你豬心、牛心的心，heart

嘛！所以有時些西人就譯大乘經的「心」就直接譯作 citta，不過多數就譯作mind，

但亦有人譯作 heart的，這樣就要注明了。

梵文裡面原來 heart的意思是當「集起」那樣解，即是集合很多東西，何解？

「色」、「聲」、「香」、「味」、「觸」都集合了，我們眼見到「色」的時候，這

個色的影子馬上打進我們的心裏面，即是打進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種資

料了，好像一部電腦，打了(儲存)資料你進去，一有機會又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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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聲音也是，聽到聲音又打進去，今世幾十年的那些「色」、「聲」、

「香」、「味」、「觸」全部打進去，成為一種，一個電腦那樣，今世結束的時候，

下一世又放射出來了，第二世。積集了之後就在這裏滋長了，那些種子慢慢成熟、滋

長，又第二世了。第二世又積集，又第三世了。

這樣叫做「積集」，積集那些種子，滋長，不止積集種子，積集了之後那些種子

會生長，會成熟、滋長，又可以這樣解，積集種子，一方面積集種子，留到第二世

用。第二就是滋長，當嬰兒還在胎裏面，第八識滲入裏面，支持你，令你滋長，滋潤

它令到它長大，又通。所以就叫做「心」，聽不聽得明白？

記住，這些這麼簡單的經，得閒就將它來念，你念，如果你說有鬼，你念這些，

包你沒有鬼！你念一下。治鬼的力量擔保你好過「普庵咒」，更好過。這些還更有意

義的，那些反而變成是沒有意義的，解釋了這麼多名了，解完了名，下面就戊三了。

戊三是什麼？說明「阿陀那識」。為依、建立六識。好了，下面這段說明什麼？因為

我有了一個 d naā ā 「識」，「第八識」了，「第八識」裏面有很多種子的，是嗎？

種子本來就七種種子，七個「識」，但是它這裏只是講了六個，沒有講「第七

識」，何解沒有講？你要問佛，或者時機未到他不講「第七識」，他講六識，不外六

識的種子，你會駁我，種子只有六個識的種子，那只是識出現而已！我們就見到有

山，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些是什麼？

山河大地，當你用眼見到的時候，這個山河大地不過是一個 image，這個

image是你眼識的 image，屬於你眼識的範圍，image叫做「相分」，眼識的一個

影子，耳聽到叮叮噹噹的聲音，這些叮叮噹噹的聲音，是你的耳識的 image，是

「耳識」的「相分」，鼻嗅到的香臭，是你鼻識的 image，鼻識的「相分」，「身

識」，摸到它又冷、又熱，又軟又硬，這些冷、熱、軟、硬是你「身識」的「相

分」，我們的心思考，想很多東西，很多概念，這些概念、這些 concepts是你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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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你的「第六意識」的「相分」，image，什麼都是。你又會這樣駁：山河大地

雖然你說是你的「眼識」的「相分」？當你閉上眼睛不見的時候，豈不是沒有了那座

山？

如果你這樣問，有人這樣問你，如果你不客氣，你最好說，你讀多些書！我現在

不答你！不過這樣就會激到他惱火。有時我不好脾氣我就會這樣，「第八識」是含藏

著很多種子，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種子，它的種子變起來成為一個本質嘛！

你閉上眼睛而已，「第八識」變成山河大地的本質，一樣是照變，即是說，倫敦

都是我的心有份變的，我現在不在倫敦了，難道倫敦會沒有了嗎？一樣是有的，因為

我的「阿賴耶識」的那些變倫敦的種子，一樣是正在變倫敦的嘛！是嗎？

不止我正在變，倫敦整個城市幾百萬人口，幾百萬人的「阿賴耶識」一起變起個

倫敦，我一個人變是沒有關係的，幾百萬分之一，聽不聽得明白？那些本質，是嗎？

所以不好說唯心論很玄虛，哪有玄虛？一點玄虛都沒有，有「阿賴耶識」為依，依

者，依據，根據，即有個「阿賴耶識」做根據，即是這個「阿賴耶識」就像一個電腦

那樣，是嗎？

含藏著那些資料，那些資料藏在裏面，「依」即是住在那裏，依止即是住在那

裡，給它住的地方，就那些種子來說，就依住在「阿賴耶識」處，就「阿賴耶識」自

己來講，就是建立、支持，支持著那些種子，怎樣支持它？一有機緣就支持它 ，令

到它出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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