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著了，是嗎？執著它這個相是有了，是嗎？由執著它這個相是有了，熏些種子

入我們的「第八識」處，我們的「第八識」將來起的時候，這種執著又起，這種執著

起，那個執著的相又再出現，這樣就循環無窮，由執就熏進去「第八識」裏面成為種

子，這些種子後期或者第二世再起，又成為執著，又成為那個所執相。這樣即是那個

所執的「相」與這種「執」，有執就有「相」，是嗎？有相就一定有「執」，由那個

所執的相，一有了那個相之後起，由於我們執著那個有執相，由於有執相，熏進「第

八識」裏面，將來第二世，或者將來後期，就會又再起執，再起執就能產生後一期的

執著，由現在所執的相熏入「第八識」裏面，就能生起未來的執著了。聽不聽得明

白？

然後辛二：由執著故，改正它，由於來生又有執著，就生流轉法，「流轉」即是

輪迴，就產生生死輪迴的現象了，「流轉法」，即是生死輪迴的現象。這樣，這裏就

解釋了什麼？為什麼我們會有人生？為什麼我們會輪迴？這裡我們就探到了一些消息

了。你在《心經》裏面都聽講過「十二緣起」了，知道由煩惱就起業，由業就產生生

死，現在再看這裏，就更加清楚一些了。壬一了，由所執相能起、能生執著。不是！

辛一，由所執相就能生執著。現在解這裏。這樣裏面分兩點來解，這裡你要慢慢回去

細心再讀才行，壬一，壬二，壬一，由所執相，不是執著相，由所執相，改了它。

由所執相，今世、前世的那些「遍計所執」熏來今世，今世因為前世有那些所執

熏了進來，今世一出世之後，見到東西，漸漸地自自然然，那些孩子就自自然然，初

初就懵懵地不知所謂，懵懵那樣，漸漸地他吃奶吃得過個一、兩個月，就會覺得怎

樣？好像有一些東西，樣樣都有的，甚至到怎樣？他想去拿的，好像有一些東西。漸

漸覺得有個他，有一個我。是嗎？那個細路哥(嬰兒)就是這樣的，這些是什麼？前生

的那些「遍計所執」，不斷熏習進來，今世遇著機緣，遇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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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吃了那麼久就腦筋生齊了一些了，又長大了一些，這種這樣多的緣，他的執

著，前生熏習的「遍計所執相」就起了，這個很熟口面的，那個不知叫做什麼名？總

之後來就叫她做阿媽，是嗎？一會那個很熟口面的就叫做爸爸，又看見那些光的，光

光的叫做光明，樣樣都是有種東西，有什麼？有些哲學上講的，叫做「在那」，在那

即是英文的 there is，有、在那，好像有一種東西在那裏，是不是會覺得這樣？

有一種東西，細路哥時，你回想一下，你想一想那些細路哥，初初的知覺是怎

樣？有一種東西在前面，有一種東西在那裏，有一種東西在那裏，這樣，那些就叫做

前世的「遍計所執相」不斷熏習，在今世再起了，一起了之後，前生何解會有這些

「遍計所執相」？由於他執著。一有今世的那些「遍計所執相」起了，跟著那些執著

又再起了，由「遍計所執相」就能生執著了，不是，「遍計所執相」就起言說，「言

說」即是什麼？概念，能起言說，那些概念， idea或者 concept，漸漸形成了，初

時就不知道的，細路哥見到光光，覺得很奇怪就望一下，後來漸漸地就覺得怎樣？有

些東西在前面，是嗎？

再漸漸地，那些東西，漸漸概念就形成了，漸漸地，這些光的與那些黑的就不同

了，這就是分別了，漸漸形成概念，那些就是言說了，何解？在腦裡就叫做概念，用

說話講出來就叫做「言說」了，言說即是概念。我們講話就叫做語言，叫做

language，是嗎？Language的內容是什麼？就叫做 concept。是嗎？「我去街」

三個字，這三個字的音就是叫做 language，是嗎？「我」是一個概念；「去」一個

概念；「街」也是一個概念。三個概念。

所謂 language就是什麼？三個概念連在一起，這個言說裡面就包括概念的。由

所執的相，那個相就能起言說了，起概念了。一有了言說、有了概念之後就弊了！你

看壬二下面那裡，由言說故就能生執著。一有言說就更執著了，沒有這麼多東西就沒

有執著，越有東西，越有概念就越執著，何解那些知識份子那麼多執著？整天啊爭論

的？因為他們的觀念太多，所以那麼多東西。是嗎？你不見那隻豬在那裡執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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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沒有的。

由言說故，因為有了概念，有了 language，有了 concepts，有了 language，

所謂言說就包括 concept與 language兩種，由言說故又能產生執著。這樣即是循環

了，由前生的執著就產生今世的所執相，是嗎？由今世的所執相就產生言說，是嗎？

言說故，由言說又起執著，起執著又熏了那些執著的種子，就帶著那些所執相的種子

熏進去，熏進去就留到第二世這些又起了，起了又熏，熏了又起，即是永沒有解決之

日，這樣就叫做什麼？生死輪迴了，聽不聽得明白？

「十二因緣」就完全從什麼？從人生的歷程來講的，這些講法就是從什麼？從知

識論、認識論，從這個知識哲學立場來講的。現在就先講第一段了，壬一了：由所執

的相，由前世，執著即是不斷地執，就有個所執，所執相起的時候，跟住我們今世，

漸漸地就起言說了、起概念了，由「遍計所執」自性的相，「遍計所執自性」所執出

來的那種相，那種 image，「彼諸有情」，那些眾生，「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

性中，隨起言說」，他起這種言說執著不是憑空起的，是什麼？

見到那些「依他起性」的東西，甚至到將來讀一些書，入一下教堂，或者去大學

那裡讀一下哲學系，他就怎樣？又聽見說這些叫做上帝；那些就叫做本體，這些叫做

存在，那就很多這些東西，上帝、本體，這就是「圓成實性」，其他的那些東西，這

個叫做地球，那個叫做世界，這些就是「依他起性」，在那個「依他起性」與「圓成

實性」上，本來地球與那個存在不是無，但是你執著說它如何如何就不是了，在那個

「依他起性」不是無，你「空」了它不行的，「圓成實性」更加不是無，是嗎？

不過這些人錯就錯在「依他起」與「圓成實性」裡面，應該是說「上面」就好些

的，「中」就沒那麼好，好像在裏面那樣，應該是什麼？上，upon。是嗎？「隨起

言說」，「隨」即是跟著，跟著，跟著你的這些概念，跟著你的執著而生起

language，生起概念，生起 language，「隨起言說」，跟著它的執著而生起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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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你們回去要看才明白的，不看是不會明白的，由言說又怎樣？一有言說又更加多

的執著，是嗎？他說：「如如隨起言說。如是如是，由言說熏習心故，由言說隨覺

故，由言說隨眠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執著 (這個)遍計所執(的)自性

相。」「如如」，那個「如如」是怎樣？翻譯成英文即是怎樣？thus，thus，這樣，

這樣，這樣，是指什麼？thus，thus指什麼？是指什麼？所見的東西、所講的東

西、所起的言說不只一種，「如是如是」，這樣、這樣，聽不聽得明白？

你用英文就明白一些，「如如」這樣，「如如」這樣，現在解了什麼？現在很多

人動不動就這樣說：我就如如不動。誰不知這個「如如不動」不是這個「如如」，這

個「如如不動」就是《金剛經》就與這裡解法，那個「如如不動」你不能譯成英文的

thus，thus，這個才是 thus，thus，《金剛經》的「如如不動」是怎樣？如真如之

不動，就像真如那樣不動的，

這裏就不是，這個「如」就是那些、那些，那些所講的東西。所想的東西，所講

的東西，你看上面我的注那裡，所可說者非一，用言說所說的東西不止一種，故曰如

如。「如如隨起言說」，很多東西可以講，很多東西可想，「如是如是」即是這樣這

樣，又是的，這個「如是如是」是怎樣？你看我的注，屢起言說，這個不是「屬」

字，是「屢」字，屢次、屢次，屢次，多次、多次地，屢起言說，所以叫做「如是如

是」。

即是整天講、整日講，整日想、整日想，那些概念整日在心裡打轉，這樣就怎

樣？言說太多就會搞出三種東西來了，由言說產生三種東西出來，這三種東西是什

麼？「由言說熏習心故」，今世很多概念，每個概念熏進我的心裏面，「心」指「第

八阿賴耶識」，熏進去成為種子，第二世有機會又爆出來了。第二世爆出來的時候怎

樣？有兩種了，一種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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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在天上的那些是有 language的，有語言的，「由言說隨覺故」，當他講

話的時候，有些概念，有 language，有 concepts，就跟隨他的知覺而起的，「由言

說隨覺故」，這些是人天。於是怎樣？跟著又怎樣？如果沒有言說又怎樣？生來讓你

做牛，做豬，那又怎樣？你都有言說的種子的，不過沒有辦法起，你沒有語言，豬的

社會沒有語言，沒有 society，無語言，無交流的，所以牠雖有種子，可能牠的種子

是什麼？可能牠有成佛種子的，但是牠不能夠爆出來，那些種子一爆出來可能比諸葛

孔明、諸葛亮的，但是牠現在爆不出來，牠現在做豬，沒有語言，做豬一隻。

這樣就叫做「言說隨眠故」，「隨眠」即是，「眠」即是睡覺，跟隨著在牠的

「第八識」裡面，「眠」在「第八識」裏面硬是想起作用卻起不得，但是牠是知道

的，但是牠是不清楚的，沒有清楚的概念的，你說豬不知道東西嗎？不是的，你走過

去想捉牠，牠會快些走的，是嗎？牠是略略知道的。少少，很微量的言說，總是烏凜

凜(懵懂)那樣，言說隨眠，好像睡覺那樣。即是沒有語言的那一類，那些畜牲，蛇、

鼠那些。有些很高級的，猴子也很高級的，是嗎？

牠隨眠，都是沒有言說，總是沒有清楚的概念。有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狗也

有，誰是牠的主人？誰不是他的主人？都有少少。但牠可惜仍然即是沒有語言，牠這

些仍然是，就是沒有文字的就「言說隨眠」，有語言文字的，就而「言說隨覺」。因

為今世有這個「遍計所執性」，執著一些東西，就熏進去成為種子，第二世「遍計所

執性」再起，於是又執一種東西，是嗎？又執，那時沒有那種東西執那種東西，那

時，今世熏進去的時候就「由言說熏習心故。」是嗎？

第二世起的時候，如果做人，剛剛生在孔老夫子之家，你做孔子的兒子，教得你

很好的，這樣你就怎樣？「言說隨覺」了，是嗎？如果你生在，你投胎做豬就怎

樣？，你就「言說隨眠」了，「由言說隨覺故、由言說隨眠故，」生在人都有「言說

隨眠」的，白痴的，是嗎？白痴，白痴都有一些「隨覺」、「隨眠」的，界限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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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難分的。這樣就產生三種東西，是嗎？不論他哪三種，總之都是什麼？

「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之上、之中，就執著有個「遍計所執性」執的東

西。「圓成實性」、勝義諦本來是有的，偏偏他執著我們本來有個「本源佛性」，其

實「本源佛性」，你講一萬次「本源佛性」就摸到那個「本源佛性」嗎？即是「本源

佛性」是一個什麼？言說而已！所以六祖就罵他，罵神會和尚「知解宗徒」，「知

解」即是整日在言說上搞。一有落入言說，就以為實有了，其實你那個那裡是實有？

你那個是假的本源佛性，那個是什麼？在那個在「圓成實性」之上執著的一個

「遍計所執性」，執出來的，所以六祖就要罵他就是這樣的原因，現在了解了，為什

麼六祖要罵他？六祖真的不是很想罵他的，就指出他這些叫做「言說隨覺」，不是真

是「圓成實」，你說執著有個實的本源佛性，你在勝義諦之上，在「圓成實性」之

上，執著有個概念，這個概念叫做什麼？叫做「本源佛性」，這個「本源佛性」如果

你執著它，這個就是「遍計所執相」來的。明不明白？

一有了「遍計所執」就要產生這三種東西的效果，這樣就有輪迴了。好了，跟住

由執著。這一段就講「由言說故」能生執著了，是嗎？上一段就由，由什麼？由所執

相(就)能起言說，今世的言說，兩段合起來就叫做什麼？辛一了：由所執相就能生執

著了，由於前世的「遍計所執相」就能，你這樣就明白了，由前生的「遍計所執相」

就生起今生的「遍計所執相」，聽不聽得明白？寫住，記住它。這樣就明白些了。

現在就繼續講了，由執著故，就生「流轉法」了，「流轉法」、「流轉」即是生

死輪迴，由執著的緣故就產生生死輪迴的現象了，「如如執著如是如是」，識不識

解？「如如執著」，這些又執著，這些又執著，那些又執著，那些又執著，「如是如

是」，這樣這樣下去，「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就)執著(一個)遍計所執自

性」出來了，這個識解了？「由是因緣」，由於這樣執著的緣故，就「生當來世」的

「依他起自性」了；熏進去的這些東西，第二世那些種子在你的「第八識」裏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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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活動的時候就不會搞出那個什麼？搞那個什麼？這個「依他起性」，染污的「依

他起性」與這種執著又結不解緣的「依他起性」，不會扯到「圓成實性」的那些東

西，因為何解？

那些「遍計所執性」扯住那些「依他起性」，染污了那個「依他起性」，來生的

「依他起性」，這個是指有漏的「依他起性」，與那些執著是有關係的，由於這些有

漏的「依他起性」，「由此因緣」，由於這樣的緣故，結果他出世，第二世之後就會

怎樣？「或為煩惱雜染所染，或為業雜染所染，或為生雜染所染」。什麼叫做「雜

染」？即是有漏的，整天起那個束縛的，是嗎？這樣，雜染的東西有三種，煩惱本身

就是雜染，來生一個「依他起性」一起，他一出世，跟住就起什麼？

起那個「遍計所執性」了，起煩惱了。煩惱雜染。被那些煩惱的雜染法所染污

了，或為煩惱染污之後，無煩惱就起煩惱，一起煩惱之後，就作業了，業，「或為業

雜染所染」了。作業了。「煩惱雜染所染」即是「十二因緣」的那個「無明」與

「愛」、「取」，是嗎？這個「業雜染所染」就即是什麼？「十二因緣」的第二條，

第二段，「行」，「無明」緣「行」，與什麼？「有」，是嗎？「或為生雜染」的結

果，就在第三世出現了，「生雜染」了，「生」即是生死，「染」就是有漏的生死

了。不能夠入得，不能夠〔入〕涅槃了，就在生死處輪迴了。在第二世裏面又是怎

樣？又是照樣起了，這樣於結果就怎樣？

「於生死中長時馳騁、長時流轉，無有休息」了。生生死死，長期在這裏，「馳

騁」，總是好像跑馬那樣硬是不停，「馳」即是一隻直跑就叫做「馳」；「騁」者幾

隻一齊跑就叫做「騁」，長時流轉，長時間生死流轉，輪迴，一段一段地那樣「無有

休息」，「無有休息」，你會說，都不錯！不一定爽！是嗎？何解？你一輪迴，看你

造的業怎樣？「或在那落迦」，「那落迦」即是地獄，有些人作惡多端的就要生地

獄；「或在傍生」，「傍(磅音)生」、「傍(旁)生」任你讀。他自己沒有地方的，依

傍住別人來生活的，譬如你做龍，做這個天龍八部那些，不是，做龍做著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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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仔，腳有翼的那些，在天龍八部中的那些大蟒蛇那樣的，天龍八部不是有那些好像

大蟒蛇、大肚蛇那樣的？

那些是畜生來的，「傍生」，「傍生」即是畜生，那些是依附著天來到生存的。

雞、鴨、狗，這些是依附著人間來生存。還有些是依附在地獄裡生存的，鬼界也有些

是傍生的，在鬼的陰司府裡也有些傍生的，那些傍生，其實應該讀傍(磅音)生，依傍

著其他生物，六道中依傍著別的地方來生存。「或在餓鬼」。那些鬼道，鬼道那些了

不起的鬼就很惡的，是嗎？好像黑社會頭子那樣，惡到極的，好像那個，以前美國那

個芝加哥的那個什麼？

聽眾：黑幫。

羅公：是了，是了，那些那樣的所謂神了，那些廟，什麼洪聖大王，甚至關帝都是這

類東西，是嗎？

不過關帝就說他已經皈依了佛法了，做護法了，這樣而已，其他那些這樣那樣的

什麼神，佛教人你不要拜他。你一起間廟，你那些迷信的人整間廟，自然就有那些人

來了，即是你在這裡，即是以前美國芝加哥附近起一個新的市鎮，自然那些黑社會就

來開它的檔口了，你整一間廟，那些餓鬼，那些有力量的餓鬼就帶著它那班嘍囉，它

就來佔據地方，它做那間廟裡的神了。

你說沒有的，但是它又不是沒有，你說它有，它有這種東西，這種人對你來說，

有時就無什麼(利益)，害多利小，是嗎？沒有什麼好處的，你的業力說要短命死的，

它不能夠救你的，是嗎？如果它能夠救你，它就不用做餓鬼了！不用做鬼了！是嗎？

你說它有，它沒有大作用，你說無又不是，可能它會讓你肚子疼，它是行的，整你病

一下，整你衰些，整你家門衰一些它是可以的。何解？

那間廟你已經得罪了它，它就搞你。所以佛教人你最好不要惹它，教你不要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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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要理它！總之你是你我是我，你不要理我，我也不理你，是嗎？對那些鬼神的

態度就是這樣。「或在天上」，在天上，生天；「或在阿素洛」，「阿素洛」即是生

天一樣，但是它脾氣壞，整日好酒、整日好打仗的。不要理它！「或在人中」，這六

道、六趣，來「受諸苦惱」了。受種種痛苦、受種種熱惱，生活上有擾惱。

這樣，由於著「遍計所執相」，前世的「遍計所執相」產生今世的「言說、執

著」，又起、又熏下去，以後，由前世一路到以後都是流轉無窮，所謂生死輪迴就是

這樣來了。為了這樣，所以要設立什麼？「三無性」，要破這個「遍計所執」，沒有

了「遍計所執」，就不會有什麼？不會有這三種東西，「煩惱隨覺」、「煩惱隨

眠」，沒有了這些東西。好了，今天講這裏。

聽眾：眾生死生，是不是每一種眾生都會有「八識」？

羅公：都有八個識，記住，一切眾生各有「八識」，記住這八個字。

聽眾：何解有「言說隨眠」？有一種眾生不會講的？

羅公：牠沒有清楚的概念，但是牠也是眾生，牠烏凜凜(懵懂)。

聽眾：但牠仍然有八個識，但牠烏凜凜(懵懂)，

羅公：牠烏凜凜(懵懂)，

聽眾：即是八個識不清楚？

羅公：牠的生命就是「第八識」了，牠整天覺得有個「我」的，那隻豬都覺得有個

「我」的，你走去打牠，牠會走的，是嗎？有「第七識」，有「第六意識」，

牠有知覺的嘛！有眼看東西的，有「眼識」，總是牠的「第六識」沒有語言，

沒有清楚的概念，叫做「言說隨眠」。但是牠可能有愛因斯坦一樣那麼聰明的

種子在「第八識」裡面的，可惜他今世要做豬，沒有語言。

聽眾：最低級的微生物都有？

羅公：是呀！草鞋蟲都有八個識，那些污糟水裡面那些游動的草鞋蟲，顯微鏡才能看

見的那些都有八識具備，有些沒有眼的，蝙蝠就沒有眼了，那怎樣？牠有「眼

識」種子的，如果有個醫生了不起，替那蝙蝠創造一對眼，就看到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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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何解？牠有「眼識」的。所以盲人，如果世界有個名醫，他替盲人換過一雙

眼睛的，他一樣看到東西的，因為他的眼壞了，所以他的眼識不能起，換過好的眼，

眼識就會起了，也是通的。即是說將來那些醫生，容許那些醫生發明，令一個盲人醫

得好，一樣的道理，說耶穌醫盲人都醫好，都是一樣的，他本來是有眼識的種子的，

因為他的業力的牽引，壞了眼根而已。那耶穌以他的大願力，這些肯定是八地以上的

菩薩，或者那些人才做得到了，以他的大願力，再加以十方的一切諸佛菩薩加持他，

令到他的眼重開，令到他的眼根痊癒。

聽眾：1989年 1月 7日。

羅公：是嗎？他說，勝義生啊！我何解要講「三無性」呢？我之所以講「三無性」，

你不要以為我是因為那些人在「三自性」上面，每一個「自性」上面起執著，

所以我要整三個「無性」去破他，你不要以為，即是說，你不要以為眾生執著

有個「遍計所執性」了，所以我就要擔心眾生執著那個「遍計所執性」，所以

就要設一個「相無自性性」來破他，你不要以為我另外因為眾生執著有個生、

有個「依他起性」，所以我偏偏就要設立一個叫做「生無自性性」來破他，你

不要以為因為眾生執著有個「圓成實性」，所以我要故意說一個相、一個「勝

義無自性性」來破他，不是，不是一破一，聽不聽得明白？

而是怎樣？而是只是破一個而已，破什麼？破來破去，破一個「遍計所執性」而

已。何解呢？因為「依他起性」我們不能破的。「空」了那個「依他起性」，那些

人，虛妄的人才會這樣，你，即是說這樣，你天天做人，你天天在這裏做人，年年在

這裏生活，你在地球上來生活，又做職業，又賺錢、又是吃東西、又睡覺、又生兒育

女，這些都是眾緣和合的「依他起性」嘛！你說「空」了它，你以為口說「空」就可

以「空」嗎？是嗎？世界大戰的時候，人家一個核子彈扔下來的時候，你說「空」

的，那核子彈就會扔不到你嗎？不是的！所以「依他起性」是不能「空」的，我所以

不會破這個「依他起性」，既然不會破「依他起性」，就不會因為要破「依他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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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立一個叫做「生無自性性」了，然則，何解又要故意整一個「生無自性性」呢？

是這樣，因為眾生不了解那個「依他起性」，因為那個「依他起性」一方面不是

實有，是嗎？「空」，好像沒有實質，但另一方面它確實是有一回事的，是嗎？一方

面是無自性，一方面是幻有，那些眾生不了解，不了解，有人就執著它，以為它真是

實有，整日沉迷在這裏，有些人以為它空無，什麼都不理，我正是為了要破他們這

些，在「依他起性」處或執有、或執空，起執，所以我設一個叫做「生無自性性」來

到破它，這樣破什麼？

不是破這個「依他起性」，而是破什麼？那些人在「依他起性」上面執有一個實

的「依他起性」，執實有的「依他起性」，實有的「依他起性」，你一執個實有的

「依他起性」，就「遍計所執」了，就不是「依他起性」了。又有些人執「依他起

性」是「空」的，一執是「空」，所謂「空」不是「空」口講白話的，是一個概念，

一個名言而已，是嗎？

這樣你執著一個名言，不又是「遍計所執性」？所以我就設一個叫做「生無自性

性」來破它，「圓成實性」，這個是佛性來的，本源的佛性，這個是不能「空」的，

空了本源佛性，你修行來做什麼？是嗎？不用修行了，你現在整天修行就是想證得這

個本源佛性，你說，「圓成實性」你不能「空」的，「空」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不過

這些眾生有些人很執著，執著什麼？有個硬 的、有一個實的「圓成實性」，這個嘣嘣

「圓成實性」，我去修行，我將來就能拿到它了！

怎樣？就是有實的，就不知道所謂「圓成實性」是無形無相的，無乎不在的一件

這樣的東西，起一個執著，當你一起了執著的時候，你這個就不是「圓成實性」了，

這就是什麼？「遍計所執性」了，他為了破這個「遍計所執性」，所以我要整一個

「勝義無自性性」，所以「勝義無自性性」這個是勝義，勝義是無形無相的，離開言

說的，而且是要怎樣？要用「無自性」這種觀，修這種觀，這種「空」觀，然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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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露它出來，「勝義無自性」，用「無自性」的觀顯露出來，所以我要講這個「勝義

無自性性」，是這樣。

其實我講這個「勝義無自性性」就不是破這個「圓成實性」，不是破他執

「空」、執「有」，而是破「圓成實性」之上，執著它是有，我要破這點，破來破去

就是破這個「遍計所執性」。一言以蔽之，我因為要破那些人在三個自性，即是「遍

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在這三個自性之上，來執有或者執空，

一執就是「遍計所執性」，所以我要破它，整三個「無性」來破它，破來破去實在就

是破一個「遍計所執性」，執有、執空，一執就是「遍計所執」。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到了這裏，我再返溫習那天的，你看一下：「復次，勝義生！非由有情界

中諸有情類，別觀遍計所執自性為自性故，亦非由彼別觀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為

自性故，(而)我立(這個)三種無自性性」。聽得明白嗎？聽不聽得明白？

然則不是為了各別，我剛才講過了，然則為了什麼？為了破一個「遍計所執

性」，「然由有情」，「然」即可是，即是英文的 however，有情的那些眾生，有

情的那些眾生，將來你看這meditation這本書的時候，那個「有情」譯做什麼？

Being，being中國很多人譯作眾生,「然由有情」，可是，由於那些眾生「於依他起

自性」，在那個「依他起自性」之上，及「圓成實自性」，在那個「圓成實自性」之

上，在它之上做什麼？「增益遍計所執自性」，沒有那些就增加那些，增加些意味在

這裡，本來它非有非空，你又說它「有」，又說它「空」，增加了一些意味在這裡，

所以我立三種「無自性性」來破它的「遍計所執性」，破這三方面的「遍計所執」，

上文是這樣講的，是嗎？好了，講了之後，何解要這樣呢？

一定要整三個？一個不就夠了？破一個「遍計所執」，立一個無性，全部、統

統，總之「無自性性」，一句話就全部去清了！何解要整出三個？是嗎？下面就說明

了，說明了。說明、說明怎樣？因為這樣，何解整出三個？一個不就好了！是，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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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個才恰恰好，一個不是說不行，籠統一些，是嗎？籠統一些。而三個破之中，破

來破去都是破一個「遍計所執」，然則，為何這個「遍計所執」這麼厲害嗎？是嗎？

是，答案，沒有了「遍計所執」你就是佛了！是嗎？

所以那個「遍計所執」這麼厲害。好了，會這樣問了，何解「遍計所執」這麼厲

害？執一下都不行？理由是怎樣？他說答案：你搞出今天這個世界，這個迷惘的世界

與這個迷惘的人生是什麼？就是由於你的「遍計所執」搞出來的，如果沒有了「遍計

所執」，根本就沒有了你這個生死輪迴的人生，而住在這無生死輪迴的涅槃狀態，沒

有了這個「遍計所執」，當下就是「圓成實性」，是嗎？

永遠都是一種光明寧靜的境界，就不會有這個痛苦的紛擾，所以這個「遍計所執

性」是這樣厲害的，何解很厲害呢？何解你說由於有「遍計所執性」，所以就搞出了

今日的迷惘的人生？他的解答是怎樣？解答就是這樣，你留意聽這裡了：因為前世，

因為前一世你整天起「遍計所執」，是嗎？這樣就執這個是你爸爸，那個是你的媽

媽；這個就叫做世界，那個就叫做神；這個就叫做道德，那樣就叫做罪惡。本來這個

世界無所謂這些東西的，你因為有個「遍計所執」，因為你有無明，就整日起「遍計

所執」，這樣就起執了，由於「遍計所執」，由於有「遍計所執」，執有執空，執這

些執那些，所以產生了很多東西出來，你問，前世的「遍計所執」是怎樣來的？

前世的「遍計所執」又由前世、再前世，數上去一路無盡的，沒有第一因的，那

個「無明」，從本以來一路有「無明」，「十二因緣」，一路「無明」，因為你前世

的「遍計所執」，前世的「遍計所執」熏了些種子，熏了些種子，熏了些「遍計所

執」的種子，那些種子存在你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到了你今世了，出現了，出

世了，出世的時候一團粉那樣，你就混混噩噩無知，但是漸漸、漸漸你的腦筋就開始

發展，身體發育了，你就會怎樣？因為你有過去的「遍計所執」的種子，當你見到有

些光的時候，你就覺得有些東西在前面了，其實一個細路哥覺得有些東西在前面，這

個就是「遍計所執」的、最微的，那些有，即是說現在哲學家所講的，有些東西在

那，在那裡，那裡有些東西，是嗎？我們的思想最初就是這樣，那裡有些東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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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這樣，最初是這樣，漸漸地後來，又見到一些黑的，那裡有，那裡有些東西，那

些東西與那些東西不同的，漸漸地，見到整天餵奶給他的那個，就知道整天有一個人

餵奶給他，就特別親切了，一路「遍計所執」一路起，到大一些就分別這個是媽媽，

那個是爸爸，這個不是爸爸，那個不是媽媽的分別了，這個是「遍計所執」了。何解

一路會這樣？前世的「遍計所執」的種子，到了大一些，長大一些就入學校先生教

他，讀書寫字，教他我們做公民要如何，道德又要如何，但是你講來講去講道德，你

先生又還不是執著世界上就有一種東西，這些叫做到道德？是嗎？

他走了出去，那些人，有些人就引他吸毒，又有人引他偷錢，他一樣覺得也可以

的，道德又覺得好，罪惡也覺造罪惡也覺得爽了，搞來搞去都是因為執著，都是「遍

計所執相」。由於前生的「遍計所執性」，熏了那些種子，到今世出世之後，那些

「遍計所執性」還未起的時候，在種子裡面，那種力量很大，它是一種功能來的，是

一種 energy來的，就影響，這種「遍計所執性」是迷惘的，他不會熏起那些好的種

子，不會刺激好的種子，「依他起性」的種子出現的，

它刺激那些，那些什麼？那些所謂有漏的、有煩惱的，刺激了那些與「遍計所

執」有關係的，那些無漏的就不能刺激到了。所以，由於「遍計所執性」，由於前世

的「遍計所執性」而產生了名言，名言即是概念，有「遍計所執性」，前世的「遍計

所執性」就生了很多名言，到了今世的那些「遍計所執性」的種子起，又有名言，這

個爸，那個媽，爸、媽也就是名言，是嗎？這些叫做光，是嗎？你由細路哥一路一路

地，這些這樣的就叫做好，那些叫做不好，好就歡喜哈哈笑，不好就哭起來。

這些這樣的，他慢慢地就已經有名言了，越大那些名言就越多，人固然有名言，

馬騮(猴子)也有一些名言的，你想一想馬騮是不是？猴子也有名言的，你日日餵馬騮

(猴子)，這個時間你餵猴子，你天天用一盤飯餵猴子，牠自然會時間到了，那些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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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就會想，現在肚子餓就有得吃了。有那些東西吃。這就是名言。是嗎？你有馬騮

(猴子)，日日十二點鐘餵牠，每一次餵牠的時候，日日你餵牠，每次餵牠的時候，如

果拿個盤 ！ ！ ！ 地打一下的時候，你那天不餵牠，另外隔離有個人拿東西咣 咣 咣 咣咣

！ ！ ！ ！猴子會怎樣？會流口水。何解？牠因為何解？因為執著 ！ ！咣 咣 咣 咣 咣 咣

！這些就是名言來的，就有東西食了！又有得吃了！聯想，吃就會飽，吃就會爽咣

了！

一堆名言，由於「遍計所執性」就生起名言了，一有了名言，前世的名言就前世

起執著，到了今世的「遍計所執」一起的時候，就刺激起那些名言種子又跟住起了，

一有了名種子就弊了，能生、產生執著了，執著就是正式的「遍計所執性」了，今世

的了，今世的「遍計所執性」，前世的「遍計所執性」的現行與種子，產生、執著名

言，到今世那些「遍計所執性」的種子與名言的種子一起作用，就執著了。

一起了執著，就叫做什麼？這些叫做好，那些就叫做壞，是嗎？這些叫做我的兒

子，那些是別人的兒子，這些叫做對我有恩，那些叫做對我有仇，這些是我們的國

家，那些是我們的敵人，產生這些，做作了很多行為了，是嗎？做作了很多行為的結

果就產生了什麼？那些種子，一善一惡的種子，一苦一樂的種子一起一伏了，就產生

什麼？產生世間了，世間就有兩種，一種是個人的生命，叫做「有情世間」，這個生

命，人生，有情世間是我們的人生， life，一個是那個客觀的世界，叫做「器世

間」，這個「有情世間」和「器世間」我們叫做什麼？「六道」了，是嗎？

那些很快樂的叫做天道，不是一定要上上面的天的，你一世人都是富貴壽考，住

的地方很安樂，譬如，不用說，你住在加拿大這些這麼安樂的地方，而你就壽命都九

十幾，差不多一百歲才死的，又大把錢的，你這樣就是生天了，是嗎？不一定要走上

天上的天的，那個「天」者，樣樣都愉快、如意那樣，自在如意那樣解的，那個

「天」字，梵文的 deva，天，deva，提婆，梵文叫做 deva，所謂 deva就是什麼？

快活自在的生命那樣解，是嗎？最好的，差一些就是什麼？天都是天，快活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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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壞脾氣的， 憎及壞脾氣的，一點小事就爆火的，但是他很有福氣，前世做了忟

很多事令他很有福氣，那些叫做什麼？阿修羅了，阿修羅了。再低一些是什麼？好像

我們那樣了，人了。

天與阿修羅就樂多苦少，人就苦樂參半，普通人，一般人都是苦樂參半的，其他

的人就苦多樂少的，其他的那些是什麼？最苦的就叫做地獄，地獄，眾苦具備那樣

解，naraka，梵文叫做那落迦，稍為又再差些的，樣樣不由自主的、被別人驅策、

被別人驅使的，就好像做牛做馬的那些，就叫做畜生，叫做傍(磅音)生，或者叫做傍

(旁)生了，再好一些的，都是苦，但是有些叫做餓鬼，做鬼了。現在你們那些祖先的

鬼都是餓鬼，不過，譬如你的祖先如果落鬼道的，都是餓鬼，鬼道都是叫做餓鬼的。

時時都要向人乞的，不乞都要四圍找食物的，所以那些鬼都是要整人，或者向人

求食的，時時那些祖先要回來向子孫拿食物的，都有的，是嗎？有些神廟的餓鬼，譬

如你整一間什麼金花娘娘廟，你這頭將它來開張，你們一班傻人整一間廟將它來開

張，一到開張的時候，你那些人就以為真是有個金花娘娘來了，那些餓鬼頭就乘勢在

這裏霸佔了，那些餓鬼好像黑社會那樣，它有一批嘍囉的，它來就霸著那間金花廟，

它就在這裏了，鬼與鬼都成天打架的。它霸住。

有些更惡的鬼踢走了它，我來！你走開！那些鬼都很辛苦的。是嗎？這樣，於是

就產生了六類不同的眾生了。這樣就產生生死輪迴了。這樣現在一追，窮其究竟，生

死輪迴就是由「遍計所執性」，沒有了「遍計所執性」根本就沒有了生死輪迴這回

事。那天講到這裏，是嗎？因為那些文字你會不明白，我現在這樣複述，離開了經就

明白一些，是嗎？

是這樣的，將來你們讀書，將來你們的智慧產生也是這樣，當你讀經句句識解的

時候，你都實在不是很明白的，句句識解，這些叫做「聞所成」的慧，聞所成的慧，

由聽聞經所講的，讀那本經所成的智慧，那些是什麼？不能離開經的，是嗎？離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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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不懂了，要拿著一句一句的，「聞所成慧」，不能離開經的。那些，如果你一世

都是「聞所成慧」，你一世都不用講入什麼道了，是嗎？

要怎樣？進一步，撇開那本經都了解這套東西的，叫做「思所成慧」，譬如我現

在對你們講，都是用什麼？是用我的「思所成慧」對你們講的，我都不用拿住一句句

經來解的。但是你們前一次在這裏聽了，也只是「聞所成慧」而已，但現在聽了之

後，你一貫通刺激，你現在在這裡就是半聞半思了，再漸漸地你上(課)多幾次，你就

可以思所成慧，撇開那本《解深密經》，你都可以講出來，就是「思所成慧」。就比

較高級一些了，這樣都是怎樣？「思所成慧」才是這樣，其實你的那套「思所成慧」

是什麼？只是一套名言而已！是概念而已，排列而已！即是我沙沙聲地講，即是我的

腦子怎樣？

將一個一個的 concept來排列、排列、排列，好像細路哥小學生造句那樣，一

句句，一個一個名言排列而已，這個名言的排列靠腦筋的活動，是嗎？如果當我現在

快要死了，假設完全沒有了記憶，那些概念去了哪裡？就沒有了！完全沒有了！大家

看過那齣戲叫做《唐吉訶德》沒有？法國的唐吉訶德，小說《唐吉訶德》，《Don

Quixote》，《唐吉訶德》，以前有個唐吉訶德，這個中國人，中國人就說他代表中

國人的阿Q，法國人就整日講唐吉訶德，有一個唐吉訶德，叫做 Quixote Don的這

個人，這個人認為天下是有一種正義的，現在人人都污糟邋遢，不行！我要為正義來

戰爭！於是有一個人就很佩服他的，就四圍走去宣揚正義。

對於那些邪惡的東西他要同它鬥爭！那樣。一路是這樣。當然就很多波折、挫折

了！很多挫折，有一次他去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一家旅館來的，他不知怎樣發

起，發起一個懵，要學那些武士，那些武士，那些 knight，那樣的，對於不平的就

要打，但是那些 knight就要找個王來給他封爵才行的，於是他就發起懵，就扯住酒

店的老闆，那個老闆是老人家，喂！你！你過來！你做王，你封我做爵士！那個老闆

被他整得陀陀擰(昏頭轉向)，他有拿著一把劍，把劍給老闆：我跪在你面前，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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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吧！封我做爵士！誰知這個老闆以為他開玩笑，就那著那把劍，拍他的頭，拍他的

膊頭(肩膀)：好！我現在幫你做某某爵士！你以後就是某某爵士了！好了！他就起

來，以後就穿上爵士的衫、褲，以後就以爵士的身份到處怎樣？到處為正義而戰，有

什麼邪惡的事就要去做(鬥爭)，結果當然是失敗的！

失敗了之後就病了，病的時候，當他封爵的時候，在酒店裏封爵的時候，有一個

女人，這個女人是一個妓女來的，在那些旅館裏面做接客生意的，那個女人就很同情

他這個唐吉訶德，唐吉訶德，他就與這個妓女做成了好朋友，做好朋友，大家就在一

起唱了一首歌，兩個人，整日與那個妓女你唱我和地唱一首歌，這樣，他為正義而

戰，這個就要過妓女的生活，不能走到一起的，於是就離開了，離開了，到他失敗的

時候就病了，病的時候病到懵閉閉(糊里糊塗)，生平什麼都，什麼都不記得了，臨死

的時候，你們將來臨死都是這樣，什麼都記不得的，這樣，什麼都記不得，他的侄兒

伴著他，他又沒有兒女，後來那位妓女聽見他病重了，走去看，探望他，他見到那個

妓女，本來是最好的朋友他都認不得了，不知道她是誰，那個妓女說我是誰，他懵閉

閉(糊里糊塗)而不知，告訴他，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到你，怎樣的？你還與我一齊唱

歌，他全部都不知道。然後後來怎樣收場呢？

收場的時候，妓女就再唱這首歌，在他面前唱，唱完又唱，唱得幾次之後，他記

得了！他一記得就與那個妓女一齊唱而死的。這樣，即是說什麼？那個妓女來刺激

他，刺激他的種子起，那些名言起，即是說，我現在講是講什麼？「思所成慧」不過

是名言概念來的，真正的這個宇宙不是名言，不是概念，這要怎樣？真正離開名言

的，離開名言的，那個叫做「離言自性」，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依他起性」有

「依他起性」的本來面目，「圓成實性」有「圓成實性」的本來面目，離開名言，我

們直接體驗到。這樣的時候，我們靠名言是不行的，我們要靠什麼？離開名言，我們

想離開名言可以怎樣？

沒有辦法離開的，你由早上起身大便到夜晚再睡覺，你都不能夠離開名言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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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要大便的時候，我要去廁所，去大便，已經是什麼？名言了。我要大便，又要廁

所，又要如何如何。到了吃晚飯，我又疲倦了，我現在睡覺，明天要做事，不又是一

套名言？沒有辦法的，你想了解，想把捉這個離開，不被名言束縛的那個真實的世

界，你人生的本來面目，你想把捉，即是等於我們日日在這個虛空裏面，我們就是始

終不能接觸到真空，那就怎樣？那做什麼？在實驗室裏面抽光的那些氮氣，抽空那些

空氣，我們想接觸這個「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的本來面目，我們想怎樣？

要去一個實驗室，那個實驗室是什麼？入定了，入定、入定，在定中修止就叫做

「定」，在定裏面把一切名言盡量壓低、壓低、壓低不想，然後用以毒攻毒的辦法，

用思慧，想，想一種特別的思慧，用空觀，空了它，「空」的、「空」的，「空」

著、「空」著，其實即是以毒攻毒，其實思慧也是名言來的，用名言來對付名言。即

是等於你有病，打盤尼西林針，盤尼西林一樣是有毒的，不過是用以毒攻毒的辦法。

借這種思慧的名言，對付那些立立雜雜(各種各樣)的東西，對付了之後，連那些

思慧的名言都不要，都不要，思慧的名言都不要的時候，即是好像我們過河，我們的

思慧就像那艘艇，到你一過了河就撇了那條艇，連思慧都不要，那時那個叫做什麼？

「無分別智」就出現了，就了解這個勝義諦，直接把捉「圓成實性」，勝義諦即是

「圓成實性」，把捉了之後，那個把捉的時候，那個叫做什麼？「無分別智」，叫

做、叫做「根本智」，「根本智」把捉了那個「圓成實性」，把捉了「圓成實性」和

勝義諦之後，一會就沉沒了，那個「後得智」就起了。觀察這個「依他起性」，又再

利用名言，但他雖然利用名言，但就知道名言是假的，這樣。

這樣要靠什麼，那種慧，他要靠修慧，當我們入定的時候，初初都要用思慧去修

觀，入定，未入定就不用講了，後來定了，那個思慧盡量連思慧的名言都不要了，那

個修慧出現了，在定中出現的，是現量的，思慧是比量的，推理的，這個修慧是現量

的，實證的，那個修慧初時是有漏的修慧，修慧有兩種，一種是有漏的修慧，即是我

們修觀，在定中修得很純粹了，那種，即是「加行位」的時候，仍是有漏的。漸漸地

連有漏的都沉沒了，那個無漏的就出現了，無漏的修慧了，無漏的修慧時我們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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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見道之後一路一路再修，然後才成佛。這樣即是說什麼？我們首先要怎樣？先對

付那個「遍計所執」，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羅教授，

羅公：什麼？

聽眾：我有些不明白，「遍計所執」，前世的「遍計所執」今世會再出現。

羅公：是。

聽眾：那為什麼我們今世學到的，下一世又會全部不記得？

羅公：一樣出現的，

聽眾：一樣出現？

羅公：一樣出現的。不過你這樣，因為今世學到的來世出現，所以有些禪師說：「欲

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我們想知前世是怎樣，我們看今世就知道了，「若生來世因(若知後世果)，今生

作者是。」這樣，豈不是一樣？是嗎？但是不是一定的。何解？你前世有些漏了未出

現的，今世不能出現，下一生它會出現都說不定的，再前世，前五十世，一千世，一

萬世，還漏了很多未出現的，今世想找機會出現，但今世沒有機會，就可能來世出

現，所以，即那個model，那個原形，那個形式，就是今世熏習的那些在來世出

現，但是有時會混雜了，明不明白？

所以有些人說，我這麼好人，一世這麼好人，何解我都會這麼窮呢？你是好人，

因為你前世做好人，今世都是做好人，但是你前世或者前前世還有些窮的種子，它加

起來一齊出現，你就好人而窮，但世界上有些好人而很富有的，有些惡人，何解他又

會「殺人放火金腰帶」呢？他前幾世剩下的那些。所以不必計較「金腰帶」或「無屍

骸」那些，不必計較，只是什麼？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樣前世的「遍計所執性」這

麼多了，那怎樣？怎樣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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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下文就今天最後那一段教你修行，怎樣修，如何修，剛才陳先生問我，

如果想修行要怎樣？他剛剛問我，下文就講了。開首講了。是嗎？在加行位、在資糧

位裏面怎樣修行，加行位裏面怎樣修，現在你就是資糧位的修而已，這樣，我們看回

來了。我講了這裡，由「遍計所執性」又生起名言，是嗎？由名言就產生什麼？執

著，是嗎？一有執著又產生什麼？六道輪迴，在六道輪迴裏面又每世世都起「遍計所

執」，世世都有不知幾多名言，世世都有很多執著，一路永無停止。你想停止它就要

修行，聽不聽得明白？

你都幾好福氣，有這樣的機會得閒聽一下，是嗎？有很多很有錢的都沒有機會聽

的，那些多有錢都好，他這一世沒有做過什麼好事，是嗎？智慧又不能夠得到熏習，

這一世完結，第二世就沒有了，你第二世還是有的。是呀！你看看，庚二的釋我再讀

一讀。庚二分兩點，第一點是講什麼？由所執相，那個「著」字不要，由所執相，那

個「著」字我不知道，一定是打瞌睡的時候硬加了一個「著」字在那裡，不應該加

的，由所執相，即是「遍計所執」執出來，就能夠生執著了。中間要經過名言，是

嗎？能生執著，辛一。辛二，由執著故，改了它，不是「由所執故」，由執著故，看

到嗎？由執著故，你聽不聽到？喂！

聽眾：我不是很識得看書。

羅公：不識看？這裡呀！不是呀！未到這一頁，

聽眾：33頁。

羅公：33頁。

聽眾：哦！

聽眾：33頁收尾第六行。

羅公：這裏，對了！

改正它。這裡。辛一，由所執，由所執相，那個「著」字不要。辛二，由執著

故，漏了個「著」字，由執著故，無那個「所」字，不要那個「所」字，由執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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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執著的緣故，就生流轉法了，「流轉」即是生死輪迴，這個生死法即是生死輪迴

的現象。好了，我們先看第一。辛一，由所執相就能生執著，改正它，由所執相就能

生執著，又怎樣？你看我的表就知道了，分開三點來講，壬一，由所執相，改正它，

不是「著」字，不是由執著相，由所執相，就能起言說，「起」字當生字那樣解，名

言、言說，他這裏經是言說，我就寫錯了名言，名言、言說都是一樣，都是概念來

的。

然後，壬二，由言說故能起執著，能生執著了。看到嗎？現在壬一了：由所執相

就能起言說，加回一個「所」字，由所執相，那個「著」字不要，由所執相，就能起

言說，「由遍計所執自性(的)相故」，由於前世有「遍計所執自性」的那種相狀出

現，那種體相出現，就「彼諸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隨起言說。」

「隨」即是跟著，跟著它生起言說，由於所執相就產生言說，是嗎？

在我的表裡，即是我剛才的表，是嗎？你現在看完之後，希望你能夠回去再看一

次，撇開那本經去了解，那你就是思慧了，要看著本經句句逐個字解的，那些是聞

慧，最低級的，連這樣都不識的那些就更沒得講了，要第二世再來了，我都不歡迎那

些人來聽，所以有些人說我的脾氣不好，那些無謂浪費時間，你將時間賺多兩個錢做

多些好事更好。是嗎？

那些人聽了也沒有用，我就是這樣講。同時我又不怕，我講課人越少越妙的，因

為何解？多人，有幾多個人識？是嗎？那些人，所謂在香港太平山望落來，六百幾萬

人之中，有幾個清醒的？只有十個八個！一百幾十個？幾萬人，四萬九千幾都是烏凜

凜(懵懂)的嘛！是嗎？你們不要學我那樣踩人，因為我年紀這麼老，是嗎？日暮途遠

倒行逆施，你就不要學我。

聽眾：不是倒行逆施，暮鼓晨鐘而已！

羅公：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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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暮鼓晨鐘呀！自己就倒行逆施。

羅公：不過世界上要有一些這樣的人才行的。

沒有的，沒有我們這樣的一類人的，又看人不起，講課就越少越妙，你不聽就罷

了！很少這樣的人。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人，我就做來給你看看。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就做這樣的人給你看看。是嗎？你說這樣一定不對嗎？這樣你是「遍計所執」，是

嗎？你說我不對，你也是「遍計所執」。何解？你說要怎樣好，很溫厚對人才對又是

「遍計所執」，是嗎？由所執相一樣能起言說，之後議論紛紛。由議論紛紛的結果，

今世來世都能生執著了，由這個能生執著，又六道輪迴也是一樣是這樣，他在「依他

起自性」之上與「圓成實自性」之上起執著，

一起執著，起執著而已，沒有害人，是嗎？你執著，你自己死，是嗎？「隨起言

說」，跟住執著，有些人要講的，他自己這樣還講不止，還要別人與他一樣，你自己

有這套東西，他要宣傳，想要別人也學他那一套。起執著，能起言說了，「起言說」

之後又怎樣？你看看，壬二了，由言說故就能生執著了。你看看：「如如隨起言

說」，「如如」者，即是什麼？他所執著的東西如此如此那麼多，是嗎？「如如隨起

言說」，那就怎樣？

「如是如是」，這樣即是「如是如是」了：言說又言說，今天又言說，今晚又言

說，明天言說，後天言說，今世又名言言說，來世又名言言說，這樣「如是如是」，

即是，「如是如是」譯作什麼？這樣這樣，這樣下去、這樣下去那就怎樣？就產生什

麼？產生三種東西，由言說故，「隨起言說」，由「言說」之後，就產生三種東西，

不是言說這麼簡單，講一講，想一想而已！你講一下、想一想下就產生這三種東西，

由這三種東西就會搞到你生死輪迴了，哪些東西？

「由言說熏習心故」、「熏」者，就好像那些煙熏在白色的牆上那樣，你養兒子

也是，所謂教育就是熏習，你的兒子，你的兒子整天去教會學校讀書，整日聽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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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就成個善男信女，整日去教堂的那種人，是嗎？如果那些細路仔(孩子)，細路仔

(孩子)一張白紙那樣，文革時代如果他是在大陸處讀小學的，他要唱些什麼歌？不愛

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是嗎？整天唱什麼：東方紅，太陽升，中國有個、中國

出了個毛澤東。熏的是那些，熏。

由有言說，那些概念一起就即刻熏進去成為種子了，那些叫做「名言種子」，這

個「心」是指第八「阿賴耶識」，熏進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裡面，一有得熏就熏了

很多名言種子了，這樣第二世又出現了，你剛才問，第二世又出現了，第二世出現就

看看你的什麼業了，你那些出現，你的業，如果你今世都不殺生，不偷東西，就決定

你的業力就做人了，將來你在人間，你今世或者前世的名言出現了。

因為你做人，你就怎樣？有語言、有文字、有 language了，是嗎？做人。那樣

他就怎樣？你就可以借用言語來表達了，你生天又可以了，那時就怎樣？「由言說隨

覺故」，因為你前生熏習了那些名言種子，今世你有機會做人或者生天，甚至你做餓

鬼，你都會怎樣？

有言語的，言說的，有 language的，有 language，你「隨覺」就怎樣？你進

社會，一講了你的話之後，跟著，「隨」就是跟著，跟著你所講的東西就起知覺了，

怎樣「言說隨覺」？譬如那個，那個孩子已經懂得名言了，那個媽媽叫一聲他，阿

蘇，你不要爬樹！他就知道了，「蘇」就是名言，「不要」也是名言，「爬」也是一

個名言，「樹」一個名言。由名言，跟住那個名言他就產生各種知覺，聽不聽得明

白？

「由(名言)言說隨覺故」。如果他生在人間、生在天上、生在鬼界，就「由言說

隨覺故」。萬一他做殺生的業做得太多了，造那些蠢的業做的太多，他第二世做豬，

不做豬都要做牛，那樣就沒有語言的，是嗎？那又怎樣？「由言說隨眠故」，有就有

言說的種子的，但是它沒有語言，它的言說種子整天都眠在牠的「第八識」裏面，不

24



能夠爆發出來，要等到再過兩世，重新做人，或者生天，然後那些名言才會出，所以

最弊就做了那些沒有語言的畜生。

有些是半有語言本無語言，猴子、狗那些是高級些的。狗都少少名言的，他知道

誰是主人，誰不是主人的。那些警察拉著狗，牠就知道哪些是有毒味，哪些是無毒

的，牠也有些名言，半隨覺，半隨眠，跟著隨眠，那些名言種子跟著眠在他的「第八

識」裏面，但就好像睡在那裏，睡著了不起的，「由言說隨眠故」。

但是不起而已，它一樣都會趨吉避凶的，「言說隨眠」都會動作的，那些叫什

麼？本能地，本能地，本能地怎樣？ instinct，instinct，我們有 instinct的，何解會

有 instinct？你看看，你想想，能不能解釋到？現在那些心理學家就是解釋不到，為

什麼我們有本能？那些狗未見過老虎的，但是那些狗見到老虎就尾巴都垂了！你帶牠

去動物園，那些狗見到隻老虎在籠子裡，那些狗就垂了尾巴趕快走，何解呢？牠未見

過老虎的，為什麼會這樣？別的就也許會這樣，那些叫做本能。是嗎？

我們那些東西打下去雨裡，如果沒有眼眉，那些雨水直接流進眼裏面，自然你會

眨眼，沒有人教的，那些叫做本能，叫做 instinct，是不是 instinct？本能，我們有

本能的。這裏癢了，自然手就會撓痒，何解？沒有人教你如果背脊癢，手就要這樣遞

過去撓痒，沒有的，自然會這樣撓痒的。是嗎？那個細路哥見到光的東西，他自然會

這樣的。是嗎？

這些叫做本能。為什麼有本能？那些矇矇查查的名言種子在那裡，牠雖然沒有語

言，但是牠仍然有這些種子，因為那些畜生前生又前生，不知幾多生，被老虎咬過，

是嗎？所以牠那些種子熏習在那裏，牠自然見到老虎就垂尾巴的。是嗎？還有老鼠見

到貓，老鼠出世牠未被貓咬過的，但老鼠出世見到貓牠就快些走了，為什麼？這些是

什麼？「言說隨眠」的種子，成為本能。是嗎？你養的兒子，養到十三四歲，他在這

裡，他見到女同學，女同學他都有興趣，就去哄一下她的臉，親一下嘴。何解？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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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本能。

他阿媽、阿爸沒有教他這樣的。沒有教得調戲女同學的，但他是自然會這樣的。

這樣之類。他這是本能，這些是什麼？畜生都是一樣，自然就會有這種本能。你看看

孔雀，你穿件靚衣服在牠面前，牠一定要開屏與你爭靚，是嗎？何解？牠是不是會這

樣想，她靚，我要比她靚，牠沒有這樣想？沒有的，直接就會這樣的，這就是「言說

隨眠」。牠會這樣的。聽不聽得明白？

由於你有言說，你就弊了，一有言說就有兩條路走了，一條就言說隨覺了，第二

世，第二條路就言說隨眠了，因為你言說隨覺，而不論你隨覺又好，隨眠又好，「於

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之上)中」，就起執著了，起執著了。你說有名言就起執

著，沒有名言何來起執著？一樣的，狗一樣會執著，是嗎？在依他起，那個「圓成實

自性」之上沒有那樣，他增加一些來執著，執著「遍計所執自性」出來了，這樣就執

著了，你看那個表格，由「遍計所執」起名言；由名言就起執著，由執著就怎樣？作

業了！作業的結果是生死輪迴，講這裡了，辛二，由執著故就生流轉法了。

「流轉」即是輪迴，「流轉」兩個字即是雅一些，輪迴兩個字就來得俗一些，這

個「法」即是東西，產生生死輪迴的東西，即是生死輪迴的現象，「如如執著」，

「如如」者，執著得太多，這些又執著，那些又是執著，「如是如是」有怎樣？今天

有執著，明天又執著，今世又執著，下一世又執著，「如是如是」下去，「於依他起

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之上)中」，就執著出什麼？就執出「遍計所執自性」出來了。沒

有那些就執那些了。

我們的五蘊本來就是「色、受、想、行、識」，這是「依他起性」，但是我們偏

偏在「依他起性」之上執著有個「我」了，是嗎？這個我就是「遍計所執」，有些人

就執著了，起了執著那個我，是實有的！「有執」了。這「五蘊」是實的！又起執

了。執實與不實了。有些人說：「五蘊」是「空」的，你執著那個「空」，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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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要有限度，五蘊不實在就好了，「空」的！無的！這是什麼？又是執著，由於

起執了，就怎樣？

「由此因緣」，由於起執的緣故，就生當來世的「依他起性」了，今世完結之

後，你那些熏習的那些「遍計所執」的種子，「遍計所執」的種子偏偏刺激那些「依

他起性」的種子，與它有關聯的，有執的那些，扯它出來，「依他起性」，這些叫做

當來世的「依他起性」，即是與今世的那些執著「遍計所執」有關的那些「依他起

性」，指那些有漏的，「由此因緣」，由於那些有漏的「依他起性」出現，又一世

了，那又怎樣？這一世你又怎樣？不出為兩種東西，這三種東西染污了你，「或為煩

惱雜染所染」，貪、瞋、癡等，你一出世，跟住就有些煩惱，這個煩惱就令到你雜染

的，怎樣叫做「雜染」？

二縛所縛就叫做「雜染」，記住，被兩種束縛所束縛，哪兩種？「所緣縛」，兩

種解的，我現在這個解好些，當我們看到一種東西，就被這種東西束縛住，譬如我看

見你，就只是看到你，看不到他了。為什麼？我被你束縛了。還有，我們讀得書多，

學得東西多，就被這些東西束縛了，你以為讀多些書就聰明，其實讀多些書更加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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