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廣義的，但這一段講法就不是這麼廣義的，這段講法，「相縛」即是你能夠

打破那些現象，證到真如就算數了，就叫做打破了那個「相縛」了，不是說完全沒有

「相縛」。第二「麤重縛」就是什麼？他這裏說，雖有煩惱種子，但已經不被它累起

（連累）你了，就叫做無「麤重縛」，即是這個包袱還是你的，但是不能夠再贅得你

很慘了，這樣就叫做離開「麤重縛」。你看看，明初地離開那兩種縛。實在是開首離

開兩種縛，「如是菩薩」，這些見道的菩薩，「依此以楔出楔方便」，「方便」兩個

字西方人就譯作 way 字，way，way,用這種途徑，「遣內相故」，「遣」即是排

除，「內」即是定中的相，那些 image，那些影像，那些有分別、無分別的影像，

「遣」，「遣（除）內相故」，「一切隨順雜染分相」，所有一路你在定中排除、破

它，所有所有的那些什麼？

「隨順雜染」，令你生死輪迴，令你作惡業的這種雜染的東西，你有很多東西是

隨順你的「相縛」的。隨順「麤重縛」，有很多東西是隨順你的「相縛」的，這些這

樣的東西就排除了，盡量除遣，即是最低限度不增加，削一些，又削一些，十地，每

一地減去一些「相縛」，每一地減一些「麤重縛」，一路一路減，如果你越少，負擔

就越輕了，「相除遣故」，你的「相縛」一排除，跟住你的煩惱種子，那些執著，著

相的煩惱種子「亦遣」了，亦除，「遣」即是排除去了，即是由初地，一入了初地之

後，你就開首有資格叫做什麼？慢慢、慢慢排除那些「相縛」、「麤重縛」。不是說

一入初地就完全沒有，開首真正剷除，因為那些「相縛」與「麤重縛」要無漏智才可

以剷除的。

初地之後就怎樣？初地就開始排除那些「相縛」、「麤重縛」，其餘了，「在餘

地陶煉其心」。在二地、三地以後就好像煉真金那樣，淘去那些沙石，煉出那些真

金，「陶煉其心」。這樣，那些「相縛」與「麤重縛」逐些、逐些遣除了，你會怎

樣？「永害一切相 重故，」一路害它，將那些「相」與「麤重」一路害，害到十地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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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就害清它了！「漸次於彼後後地中，如煉金法陶煉其心。」你漸漸、漸漸，逐

步、逐步，好像那些人淘金、煉金那樣，這樣你就用兩個阿僧祇那麼長的時間，來到

「陶煉」你的心，陶煉完了，那種金就是真金了，那就怎樣？你就是佛了。

下面，庚二了，明果位了，一個個，「因位」者，十地以前就是「因位」，證果

了，成佛了，證得菩提了。「乃至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得所作成滿作意（所

緣）。」這樣，你「陶煉其心」，陶煉到真金出現，即是說什麼？煩惱，不是！那些

什麼？「相縛」與「麤重縛」沒有了！那時你就成佛了，你就體驗到那個「無上正

覺」了。什麼叫做「無上正覺」？你記住，現在不能講給你們聽，將來你自己去看，

你會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無上正覺」，即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覺

悟，這個最高的覺悟，大菩提，唯識宗的解法，就等於（成所作智）

聽眾：妙觀察智。

羅公：與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叫做「法界體性智」，將它分成五智，或

者分成四智都可以，得把我們的有漏的「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這幾個「前五識」，把那個有漏的「前五識」的種子銷毀了，

那個新的、新的無漏的五識出現，有個智慧與它一齊起的，我們叫它做「成所

作智」，以前那個有漏的意識就很多執著的，現在有漏的意識剷除了，那個新

的無漏意識出現是有一個智慧跟住它起的，就叫做「妙觀察智」，我們平時的

「第七末那識」整日執著那個「我」的，到那個有漏的「第七識」毀滅了，那

個無漏的「第七識」出現，自他平等的，平等性智。

我們有漏的「第八識」整日變起那個有漏世界與有漏人生的，到那個時候毀滅

了，那個新的無漏的「第八識」出現，遍於宇宙萬有的那個大圓鏡智，這四種智都是

現象，都是用，用一定有體，現象必有本體，就那個本體來講就叫做真如。這個真如

對這四種智來講，我們就替它改了個名，就叫做「法界體性智」，「法界」亦是真如

的別名，「體性」即是實質來的，本來就不是智，它是智的實質，叫做「法界體性

智」，《佛地經論》就講五種智，因為《佛地經》是講五種智的一本，《成唯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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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是講四種而已，就不講法界體性智的，後來那些密宗出現，它就將什麼？將這五

種智就套了下去密宗入面，就成為金剛界五個、五個智，空宗呢？空宗就叫做中觀

宗，是嗎？

中觀宗的解，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三種東西，一種叫做「一切智」，

能夠證得「我」是空的那種智，即是小乘人，這個「一切」不是說所有那樣解，「一

切」是什麼？因為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沒有一個實的我的，這種一切東西都沒有實我

的，你能夠體驗到這種智，那種智，你能夠體驗得到這種道理，你能夠體驗到這種道

理的那種智叫做「一切智」，小乘人都有的，第二種叫做到「道相智」，《大智度

論》就不譯它做「相」，就叫做到「道種智」，《大智度論》譯做「道種智，」即是

菩薩修道的時候的那種智，是菩薩，大乘菩薩的才有的，菩薩修道的時候的那種智。

即是現在講怎樣修止觀，怎樣修的那種智，通通是屬於「道相智」了，至小乘的

修「四念住」而成阿羅漢，那些就叫做「一切智」了，最後就叫做「一切種智」，佛

所有的智，一切種智，佛的智，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果是中觀宗就是三

種東西的，total，總和，其實三種的總和實在就只有二種，因為都包括在兩種裡面

了，成佛，做阿羅漢那些，一切智都包括了，即是一切種子都包括了，就是這樣簡

單。如果是唯識就那四種智都夠了，加多了這個，因為佛家有空、有兩宗，反映入去

密宗裡面，那個空宗，中觀宗反映進去就成為胎藏界了，由空觀而入般若之門，胎藏

界。再進一步，金剛界反映了唯識宗的思想，反映入去。又可以這樣，中觀宗講空是

著重「根本智」，成佛如來的胎，沒有「根本智」是什麼都不行的，這個金剛界就叫

做「後得智」。

本來密宗就胎藏界、金剛界分成兩派，就夠了，後來密宗發展，就越整越多，越

整越多，就整出那些叫做「無上瑜伽」出來，這樣就搞到密宗繁瑣到極了，看到這

裡，證得，一證到成佛的時候，又得「所作成辦」第四種，你想作什麼，想去哪裡？

想能夠變起報土等等，變報身等等，你所應作的都可以成功的。佛變報身是怎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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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身就是法界體性智，即是真如，佛的佛土是大圓鏡智變起，這個佛土，變起佛

身，佛土裡面的那個佛身，那個報身佛就由「平等性智」現出這個佛身，這個報土裏

面就要怎樣？要說法的，報土、化土都要說法，佛說法的時候就用「妙觀察智」去說

法，這樣，這個塵世，凡夫所住的塵世，沒人理？

佛就用一種加持力，看看哪裏的眾生善根成熟，他就會用一種力量加被他，那個

時候那些眾生得到這種加被力，就見到有個佛出世，佛沒有來的，即是換言之，釋迦

佛二千幾年前沒有在印度出世，沒有在人類的歷史裡出世，他只是一種加持力，令到

當時的人的善根成熟，自己共變，變起有一個釋迦牟尼佛在這裏，他有一種加持力，

他的加持力是什麼？兩種，一，是大智，「妙觀察智」與「成所作智」，二是大悲，

他不捨棄眾生，這樣他所作的東西就是這麼多了，「所作成辦」入化土，入化土來示

現給你們眾生見到有佛出世，三千大千世界裏面，每一個世界同時見到有個釋迦牟尼

佛出世，就不是只是我們這個世界，這樣好了，這樣就結束了，己二，「善男子！」

這個「善男子」的「善」上面加上一個方括弧才行，「如是菩薩於內止觀正修行故，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啊）！如是菩薩」這些菩薩，「於內止

觀」，「內」即是定中，我們在定中去修止觀，是將這種止觀正正確確、正正式式地

去修行的緣故，他所得的果，就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證到「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證得初地就有勝利，成了佛就有什麼勝利呢？

他下面就解答了，丁十七，引發廣大威德。成了佛固然是引出廣大的威德，威德

就是那種 power，廣大的威德，未成佛，入到初地都有初地的廣大威德，未入初

地，你是加行菩薩你都有威德的，講給你聽，加行菩薩不會做乞兒的，亦不會很窮那

樣的，如果他在世間是以居士身，一定是一代宗師，那種國師的身份，如果他是出家

的，國師身份或者你以王侯身份出現，普通他要現，這個世界都少一些的，多數是什

麼？加行位。你又數落來，資糧位的，如果要做居士的，多數起碼做大梵，做四大天

王那一類，普通就做人王，不是一定做皇帝的，即是有錢，有到了不得的錢，很好福

氣的，起碼都郭子儀（697－781）那一類差不多上下，有福氣的，或者那些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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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那些資糧位，高級資糧位的菩薩就是這種，智者大師那些都是資糧位的，如果玄

奘法師那些都是加行位的！如果出家就玄奘法師那一類，如果他是做居士的，他就是

做人王，要做就做人王。如果高級加行的，真正是加行位的，不做人王就做什麼？忉

利天，夜摩天王，即閻羅王，夜摩天王，兜率天王，例如那些候補菩薩，候補成佛

的，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天王。何解那個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專作惡？這個就不明確。

即是起碼做那種天王，那些加行菩薩。初地菩薩就大梵天王，一路至到第十地菩薩，

就摩醯首羅天王，十種「王業」。所以說，出家人要怎樣？不是做出家，大乘菩薩不

是要出家的，不是一定出家的，十王大業，人王、天王、王者的事業，何解要出家？

出家做什麼？

那些小乘初時兩種人，一種是小乘的聲聞種性，成阿羅漢，第二種是那些不定種

性，先修小乘再轉大乘，那些就出家，那些一定出家的多，九成九是出家的，如果他

是直通的菩薩，十王大業不是一定要出家的，不過出家轉了回心向大之後，再經十王

大業也可以。不過都沒有什麼機會經，那些人他躲起來的，已經成了羅漢的他就躲起

來的，那些直入大乘的不用的。不過現在那些出家人說一定要我們出家人才行的。他

都戇的！他要讀多些書！出家人怎樣做十王大業？

聽眾：羅公！十王怎解？

羅公：什麼？十王？人王、六欲天的天王、忉利天王、初禪天王、第二禪天王、第三

天王、一路至到摩醯首羅天王，十種王者的大業。即是換言之，即是修大乘的

菩薩，要出去競選總統的！要出去怎樣？拿諾貝爾獎！要做世界著名的工程

師，做那些的！不是，是兩種人出家，一種即是什麼？小乘人，那些要去斯里

蘭卡的，去泰國才行，那裡沒有大乘的，由小乘大乘經有，小乘再回心向大那

些，那些肯定出家，不過那些已經成了羅漢的就不做十王大業。

聽眾：這個十王即是三界的天王嗎？

羅公：是！他不去的，如果你說三界都是苦了，怎麼辦？得！你去極樂世界，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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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世界（享受），但是那邊你長很多，因為沒有功德給你做，你明不明白？

你要怎樣？修行布施波羅蜜，修行圓滿然後你由初地菩薩才能上二地，不是！才

能夠入初地，你在極樂世界有誰要你施捨？人家要穿什麼就有什麼穿，要吃什麼就有

什麼吃，何須要你去施捨？你說，我要回來，你有什麼資格回來？你連初地都未入，

你這麼大貪想回來？但是你又不能夠入，那就怎樣？很久很久，藉佛之加持力，都不

知多久才有機會讓你做一下功德，講起來，如果你有發大心的，很多就不去的，是

嗎？無功德做，時間又久，你說我再回來，回來的時候的地球都已經壞了，核子都爆

完了，再第二個起過，你前世的父母正在做什麼？正在做魚被人 都說不定。所以這劏

個真正的路是《解深密經》所講的正路，我都要去的，去那邊，總有機會的，望佛的

加持力，得，這樣也行。

這樣，未入初地，你見不到那個報身佛的，因為何解？那個報身佛是無漏種子變

的，是無漏的，無漏的佛，你見到他，你的無漏種子都未出現過，你現在有漏種子怎

樣托得起？你買一個，即是這樣，你買一個俾兒子玩的 box影相機，五元一個的影

相機，那些小 box，能影到的，整個人影到扁塌塌的，一個人能影到的，你說將它來

影到那些微粒放大到好像……甚至到要很多手續才能影到的，你拿五元的 box就想

影？不行的！買一個！你就攢錢買個，買過是可以！是嗎？即是這樣。買過你要修成

功，再修，不過你就不要走去整淡別人的心，記住記住，遇著那些成七、八十歲了，

你叫他再修止觀，他的腳沒有辦法繞得到，是嗎？你要他修？

你又不要打淡他的心，你一定得的，你念阿彌陀佛，一定去那邊，去到那邊就自

然有辦法了，尤其是臨死，等於他安安樂樂，閉上雙眼，就不用這麼苦，是嗎？即是

說，因為你有些人根本信宗教的，臨死找個神父，拿著本聖經替你搞一下，讓他死得

眼閉，就是那手東西。不是正路來的，但是你就不要講給他聽，不講的，我們都不講

的，不過現在我講學，我就講給你聽，如果你是這麼老，我就說不要了！你念佛就好

了，你搞這些東西做什麼？譬如鍾建民這麼老，我都叫他，你不要讀因明，不要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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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了，因為那些邏輯，搞那些，你搞得來都去那邊了。

聽眾：去那頭近了。

聽眾：鍾先生還有幾十年。

聽眾：那頭近了！那頭近了！

聽眾：鍾先生一超直入嘛！

羅公：一超直入嘛就不用邏輯，不用做哲學家的！

聽眾：是囉！

羅公：所以我就勸他不要學，修觀，修止觀，希望不得一超直入都是矮仔上樓梯，踏

得一步得一步，是嗎？

聽眾：你講得對的！因明學很難學的，三支五義那些好難。

羅公：即是這樣，現在學交際，你 85歲才學交際舞？想認頭都漏氣了！這些東西！

那些是留給那些年富力強的做，記得這樣，但是你切忌這樣，明明人家年富力

強，可以做很多功夫，你說不用的！你只是念阿彌陀佛就行，這樣你很大罪

的！你知不知道？很大罪的，你應該怎樣？我都年紀老邁了，我唯一的路是想

這樣，你們不是，你們有很多事要做，修大乘法不是只是念佛的，不是只是持

戒的，還要出來社會的，如果你學醫，你要做一個好的醫生，最好做醫生，做

功德最好做醫生，你想救人，盡心醫治人，功德就一定大的，所以最好做醫

生。其次走法律都好，法律都可以救人的，不要害人。再其次做政治，政治也

可以，你的政策對，很多人得益的，這樣才是。還有做大實業家，十王大業不

是青磬紅魚。

聽眾：譬如做賊王那就怎樣？

羅公：做什麼？

聽眾：做賊王。

聽眾：做賊王呀！

聽眾：賊呀！

羅公：賊王？如果眾生以賊王身而化度者，你就即以賊王身而化度之。有些眾生要用

魔王身去化他的，你就現魔王身化他，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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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所以這個真真正正學大乘佛法是這樣學的，尤其是你們天主教的，你

不要以為那些佛教徒，就是這樣叮叮查，叮叮查，那些不是佛教徒，那些不是真佛教

徒，那些是獅子蟲，佛教猶如大獅子，這是獅子毛裡面的那些獅子蟲。好了，看回這

一段，引發廣大的威德，先就是彌勒菩薩問。戊一問，戊二答。「慈氏菩薩復白佛

言」，又對佛這樣說，他怎樣說？「世尊」！「世尊（啊）！云何修行引發菩薩廣大

威德？」　這個「云何」兩個字，就是英文的 how字，那個菩薩修行怎樣會引出這

麼大的威力呢？即是菩薩修行止觀，記住！所謂止觀，一定要以戒做基礎的，沒有戒

修止觀沒有用的！這樣戒加止觀即是什麼？「戒」就是戒本身，「止」就是定，

「觀」就是慧，「戒、定、慧」。你說我修「六波羅蜜」，「六波羅蜜」就是「戒、

定、慧」，真正修「六波羅蜜」就要初地以上才是真正修的，初地以前就學一學而

已！你怎樣修？很多東西你修不到的，要初地以上才修得到的。但「戒、定、慧」就

很普通，都可以的，是嗎？

你看看：一個菩薩修行的時候，他能夠引發「廣大威德」，怎樣引發？怎樣引出

的？釋迦佛答了，答裡分兩段，第一段，依問正答，這裡很長的，認真（十分）長。

第二就是總結，一句說話總結。己一，依問正答，三，分三段，第一，庚一，標數略

答，舉出有幾多種「廣大威德」，怎樣、怎樣修？哪幾種？庚二，依數列名，將它一

種種名列出來，然後庚三，次第別釋，逐一種解釋給你聽，最詳細是這裡了。庚一，

標數略答。釋迦佛答他，「善男子！若諸菩薩善知六處，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

德」。他說：「善男子！」如果一個菩薩，他能夠「善知」，「善」即是很好地，

「善知」即是什麼？well know，好好地知道，知道什麼？六種內容，知道那六種東

西，你這個菩薩就能夠引出那些廣大的威德了，哪六種呢？

標出一個數，有六種，現在庚二，依數列明，依著六這個數，就列出那六種名出

來了，「一者、善知心生；二者、善知心住；三者、善知心出；四者、善知心增；五

者、善知心減；六者、善知方便。」　這六種完全是指修止觀來講的，當你修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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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你要很好地知道你的心怎樣生，時時有各種心生起的，一會他逐種講給你聽，

第二種「善知心住；」知道你的心為何停留在這裡；第三種「善知心出；」知道你的

心本來停留在這裏的，現在離開，「心出」；　「四者、善知心增；」知道你的心增

加，「五者、善知心減；」知道你的心減；「六者、善知方便。」知道很多辦法，很

多控制的辦法。他這裏一方面教你這六種東西，一方面就告訴你知道，你修止觀的時

候，如果你已經入了初地的話，你就不是整日一味觀「四念住」那些那麼簡單的，你

在定中，你就有這些這六種現象出現，知道你，我現在知道我的心生，某種心生起，

知道我們的心就停住在某種心，在定中自己知道，教你怎樣做法，第二就告訴你，你

有這些境界出現，你一修止觀成就，地前、地後你有這兩種情形出現，當它出現的時

候你要了解，這樣他就逐種解釋。

下面，我們逐種解釋，看他那裡逐種解，怎樣叫做「善知心生」？下面，庚三，

次第別釋，依次來解釋給你聽，先解釋「善知心生」，然後跟住解釋「善知心住」等

等。有六種，分六，辛一到辛六，辛一，解釋知道「心生」，怎樣叫做「心生」？一

路至到辛六「善知方便」，六種解。解釋怎樣叫做「善知心生」了，他倆師徒一問一

答，彌勒菩薩先問。壬一，問：「云何善知心生？」什麼叫做「善知心生」？下面釋

迦佛答，又分兩段，第一總答，第二，各別的解釋，解釋什麼？有十六種心的狀況出

現，你會覺得繁瑣的，繁瑣，《解深密經》就叫做最簡括了，你再找另外的就更繁

瑣，你不要怕繁瑣才行，最緊要。

當你想做一個好的醫生，你就不要怕那幾本那麼厚的《內科學》、《解剖學》、

《生理學》、什麼《病理學》，每部都幾吋厚的，你說，哎呀！這樣繁瑣，那你就不

用學了，如果你真正想做醫生，你就要學，是嗎？如果你學法律，大疊法律的書，你

不讀通讀透，將來你就想做都沒有人請你的，是嗎？學佛也是一樣，《解深密經》這

樣薄而已，你都搞不定，你不如真真正正去極樂世界好。是嗎？癸一，總答，「謂如

實」，漏了一個字，看看，「如實知十六行心生起差別」，是嗎？是那個「知」字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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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

羅公：「如實」確確實實知道有十六行，你修止觀的時候，有十六種心的現象，

「行」者活動，有十六種、十六種不同的心的活動出現，生起的差別，就不同

的十六種不同的心的現象出現，而且有很多常常出現的，「是名善知心生」。

你要了解。

這樣就叫做「善知心生」，哪兩種呢？他現在解釋給你聽了，下面十六種。癸

二，別釋十六行心了，各別解釋那十六種心的活動，又分兩段，子一是牒，「牒」即

是複述，再複述前面所講的十六種，複述一下，「牒」即是 repeat，「牒」以前，

子二，然後依著次第解釋，「牒」，子一，「十六行心生起差別者」，即是再抄回剛

才所謂十六種心的活動出現，是哪十六種呢？下面然後子二，次第釋了，心的「行」

有十六種，於是「識」就有十六段了，第一段，丑一、由丑一到丑十六，丑一是釋初

心生，第一種，最緊要的那種心生起，時時生起的這種心，現在你們都有的，不過你

們現在不知而已，「一者、不可覺知堅住器識生，謂阿陀那識」；一句。

第一種，即是說，你修定的時候，你會見到，你會覺到，現在我們只是理論講到

的，你在定中，你會察覺到，你有一個「阿陀那識」不斷活動、不斷生的，即是發覺

到我們的內心裡，有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連續不斷的，這個就是「阿陀那識」，世

人的所謂「靈魂」就是指這個傢伙了，「阿陀那識」，「阿陀那」怎樣？「阿陀

那」， d naā ā ， d naā ā ，梵文， d naā ā 這個字， d naā ā 就叫做什麼？「阿陀那識」是

執持識，不散失的，「第八阿賴耶識」，它抓住那些種子，含藏著那些種子，令那些

種子不散的，你殺了一隻雞，殺雞的業就會熏進去成為種子，這個殺雞的業就在那個

「執持識」裏面抓住了，抓住之後，看看什麼時候有機會，你就做雞之類，沒有機會

就凍結，是嗎？凍結，「執持識」執持住你兩種種子，第一，你所作的「業」的種

子，第二，你所作的「業」所熏進去成為種子，那些叫做「業種子」，活動的，第二

種叫做「名言種子」，什麼叫做「名言」？你不要解它，「名言種子」即是什麼？八

個識的「相分」、「見分」的種子，眼見到顏色，顏色的種子，耳聽到聲音，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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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鼻嗅到香臭，香臭的種子乃至到那個「意識」會想很多觀念、很多

concept，concept的種子，這些種子全部被那座大的無形的電腦，那個「執持識」

所執持，你死了生天嗎？它就跟著你去；你落地獄嗎？它就跟住你下地獄，你去極樂

世界嗎？也帶著它。

聽眾：要由它帶。

羅公：什麼？

聽眾：由它帶你去。

羅公：由它帶著去，那個「執持識」帶著你的業去往生，那麼是不是要受報？照理就

應該要受報，不過那邊沒有機會讓你受報，所以就凍結了它，但是那個帳目還

是有的！那個「執持識」即是「阿賴耶識」，何解不叫做「阿賴耶識」？這個

「執持識」有很多名的，這個識有一個名叫做「阿賴耶」，「阿賴耶」就是含

藏那樣解，平時就含藏著那些種子，「阿賴耶」的「藏」字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止含藏，還有一個執藏，「浩浩三藏不可窮」，那個「藏」字有三個意義

的。

聽眾：能藏、所藏、執藏。

羅公：能藏、所藏、執藏。它被「第七末那識」整日執持著它，藏護著它，保護著

它，這個是「我」來的！要保護它，被那個「第七末那識」執持著它。但是，

即是說，有「我執」才有得執藏的，如果你沒有「我執」就沒有得執藏了，怎

樣就沒有我執？成阿羅漢，小乘就成阿羅漢，大乘呢？大乘第八地菩薩又叫做

「阿羅漢」，大乘要修到第八地菩薩，什麼？

聽眾：這樣事實上最差都是「第七識」？

羅公：是呀！最差它。

聽眾：最差它。

羅公：那些基督教說那些原始的罪惡，原始的罪是與生俱來的，整日被它執，執到大

乘就第八地之前，小乘就執到成阿羅漢之前，多厲害！但是你一成了阿羅漢就

沒有得執藏了，只是執，那個「藏」字就少了一段了，只是「含藏」，沒有得

「執藏」了，所以用個「藏」字不是很妥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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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個「第八識」，你成了羅漢之後，你的「第八識」就不能叫做「阿賴耶」

了，叫做什麼？他都不執藏了，那就怎樣？都要給它一個名字，就叫做「阿陀那」，

「持」而不「執」，這個「執持」不是執著的執，「執持」是抓住的意思，不要用

「執持」，這個字就好了，「持」，好像那塊磁石鐵攝住那些鐵粉那樣。這樣，所以

你成了阿羅漢之後你就不能叫做「阿賴耶識」，即是第八地以上的菩薩，他的「第八

識」就不能叫做「阿賴耶識」。小乘人你成了羅漢之後，你的「第八識」就不能夠叫

做「阿賴耶識」，聽不聽得明白？

叫做什麼？給它一個名字，叫做「阿陀那識」，可以，成了佛也可以。成了佛都

有這個東西？成了佛就是無漏「阿陀那識」而已！無漏「阿陀那識」它含藏很多無漏

種子，是嗎？所以「阿陀那識」這個名可以通到成了佛之後的，成了阿羅漢又可以叫

做什麼？叫做「異熟識」，「異熟」即是果報，成了阿羅漢之後，死了就沒有「異熟

識」，未死的時候還有「異熟」的，還要捱過（活著）那十年八年，譬如你五十歲證

阿羅漢，你八十歲才死，你還有八十（三十）年的「異熟」要捱（活著）的，還有

「異熟」，都叫做「異熟識」。大乘菩薩到第十地都叫做「異熟識」，都有果報，都

有生死輪迴的。到第十地，即是說，「異熟識」這個名一路可以由你現在起，一路至

到成佛之前都通，「異熟識」。這個「阿陀那識」就成了佛之後都通用，那個「第八

識」又可以叫做「庵摩羅識」（ mala-vijñ naā ā ），「無垢識」，這個要成了佛之後

才通用，成佛之前不通用，又可以怎樣？又可以叫做「一切種子識」，這樣得了，幾

時都通用。與「阿陀那識」一樣，這個「阿陀那識」。他說，我們在定中，在那個很

深很深的定裡，我們發現了有這個「心」出現，生的，其實現在你都在生的，不過你

不知道而已，到那時你就知道了，覺得有這個「心」生，那個心是什麼？

不可覺知，不可覺知即是用我們普通的知識把捉不到的，見不到、摸不到的，要

在很深的定裏面，然後才把捉到，平時我們不可覺知，不可覺知的；堅住的，堅住什

麼？連續不斷的，「堅住」兩個字那些西人譯作 steadily，steadily，連續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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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整斷的，堅住，連續不斷的，「第六意識」就沒有資格稱做堅住了，「第六意

識」當你進了手術室，全身麻醉了，什麼都沒有知覺的時候，「第六識」就停了，不

得堅住。它「阿陀那識」不停的，堅住。不可覺知，微細到不可覺知，又堅住的，

「器」，「器」即是物質世界，器世界，物質世界，你所住的物質世界都是由它這個

識裏面的那些種子顯現出來的，變起你的世界的，物質世界的「識」。

一個不可覺知的、堅住的、能夠變出器世界的這個「識」，你會覺得有這個

「識」出現，其實現在你也出現，不過是在那時候，現在你見不到，尤其是在定中，

清清楚楚覺得有這樣的一個「識」。我們現在是用什麼？用理論來了解它，到那時就

不是理論，在定中時看到有這個「識」。有一個人在溫哥華，他叫做馮馮（1935－

2007），他對人說他看到有個「阿賴耶識」。我就不是很信，他還批評別人，說你

們不行的！你們要能夠見到那個「阿賴耶識」才可以，即是他見到了！是嗎？

聽眾：他是不是見到別人的「阿賴耶識」？抑或見到自己的「阿賴耶識」？

羅公：他見到自己的身體而已！他見到別人的「阿賴耶識」所變出的身體而已！別人

的「阿賴耶識」怎能見？你怎樣見他的「阿賴耶識」？你見到他的身體而已！

身體是什麼？他自己的身體是什麼？他的「阿賴耶識」變他的身體的種子，

「阿賴耶識」的種子起而出現變，變起個世界，桂鑑泉你見不到的，你的「阿

賴耶識」將桂鑑泉所變的桂鑑泉反映入你的「阿賴耶識」裏面，你的「阿賴耶

識」有變起桂鑑泉的那些種子，他穿藍衣服，你就有藍色的種子；他頭髮花

白，你就有花白的種子，反映入去，刺激起你的種子，你那堆種子一出現，整

個變起很像桂鑑泉，你「第八識」變起一個桂鑑泉。

聽眾：假如我對著鏡，見到我自己什麼樣子，這樣是什麼東西？這樣又是什麼

「識」？

羅公：你見到鏡入面……

聽眾：譬如我抓住鏡，照住我自己，這樣我就見到我自己，這樣是不是我自己的

「識」在鏡裏面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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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是，你亦是你的「阿賴耶識」變，那個鏡都是你的「阿賴耶識」變，鏡裏面

能夠見到東西的那幅鏡面，能夠現東西出來的鏡面都是「阿賴耶識」變的，

「阿賴耶識」是「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種子變，那個鏡框的種子變鏡框，鏡

面的種子變鏡面，光亮的種子就變光亮，你那個樣子的種子就變你，你自己的

身，就變你自己的身的種子變你的身，用你做增上緣，刺激起你那些變起好像

你的樣子的那幅種子，那個不是你。

聽眾：那個是影像？

羅公：影像。

聽眾：影像的種子。

羅公：是，影像的種子變影像。

聽眾：假如影相都是影像的種子影下去？

羅公：都是種子。是，這樣我們在定中，初地以上的菩薩，就會體驗到，覺得有一個

這樣的心，不斷生起，我們現在就不行，就只是理論上我們知道。但馮馮講他

可以，他沒有說他可以，他說別人不可以，是嗎？要見到才行，這樣即是他見

到了，

聽眾：他即是說他有神通嘛！

羅公：有神通？神通是什麼？「阿賴耶識」裏面的神通種子出現。

聽眾：這樣即是他的「阿賴耶識」的……

羅公：是呀！我肚痛都是「阿賴耶識」的肚痛種子變的，這樣他的神通與蘇蝦仔（嬰

兒）肚子疼有什麼分別？你現在吐一吐口水痰，這個口水痰就是你的「阿賴耶

識」裡面的口水痰種子變的，口水痰種子，口水痰可以分析出什麼？口水痰那

些痰是黑色的，黑色的種子，那些痰摸下去膠的，黏膠的，那些黏的、膠的種

子，那些痰會呼一聲飛出來的種子，成堆種子一起爆發出來，是嗎？

聽眾：羅公！馮馮是什麼人來的？

羅公：馮馮好像一個陀……所以有一次梁漱溟這樣講，他好像在那本《中西文化及其

哲學》裡面都有講，提過一下，不過沒有詳細提，有一次我就去到桂林，與那

個鄭思許去桂林，鄭思許就與梁漱溟熟的，於是與我一起去問他，講一下那個

「阿賴耶識」、「第七識」那些，梁漱溟就講，這些都是那些古代的所謂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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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那些高僧入定的時候在定中看到，然後他講出來的，他在《中西文化及其

哲學》處都有略略提過。

所以不是說一定要用邏輯來推出，不過講了出來之後，那些學者就將它用歸納

法，用演繹法來引證它那樣解。第一個心就是什麼？就是「第八阿賴耶識」出現，我

就看到。第二個心，講第二個心，釋第二個心生。我們在定中發現有這個心出現，這

一段比較長一些了，寅一，標名，寅二，出體，出體就是舉出那種東西。寅一，標

名，「二者、種種行相所緣識生，」他說第二種，我們發覺自己有個「意識」，「行

相」即是活動的情況，「行」即是活動，「相」就是情況，「行」即是活動，「相」

就是情況，活動的情況，叫做「行相」。日本人將「行相」兩個字譯成什麼？譯做什

麼？譯做「性能」，「行相」即是有種種不同的性，一個識有種種不同的性能的，有

這樣的識生，很明顯是「第六意識」。解釋了名，就出體，舉出來，出體又分兩段，

卯一，卯二。

卯一，「意識」有兩種，一種是有漏意識，一種是無漏意識，我們在定中知道，

我們現在這個「意識」是有漏意識生起，到了無漏意識生、出現，我們就加一個無漏

意識生。無漏意識就怎樣？你讀《六祖壇經》，所以現在那些人，開口就講《六祖壇

經》，閉口又《六祖壇經》，如果他不懂得「唯識」，根本他就沒有資格講《六祖壇

經》，六祖怎樣講？「大圓鏡智性清淨」，怎樣「清淨」法？你不懂那四智你怎樣

講？「平等性智心無病」，怎樣「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這個無漏的「第六

識」怎樣「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怎樣「同圓鏡」法？整本《成唯識論》

或者整本《佛地經論》你都要讀過才講得出這四句東西的！你以為我都識字的，讀過

大學畢業的，那樣嗎？這樣就會講《六祖壇經》？他戇的！

這樣，這樣就已經難講了，還有，跟住「五八六七果因轉」，這就講死了，

「五」即是「前五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八」就是第八，「堅住器識」，「阿陀那識」，一組，一個 group，「前五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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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八識」一組，「六七」，「六」就第六，「第六識」，七就「末那識」，又一

組，兩組，兩組何解要這樣分？「果因轉」，第一組就要成了佛，入了果位才起的，

「轉」即是起也，「轉」就是生也，生出，第六、第七這一組，「第六識」、「第七

識」這一 group，這一組，是因為未成佛之前你要修行，都可以出現，「轉起」、

生，還有兩個又是難講的，「但轉名言無實性」，所謂「轉」者是「轉」什麼？兩個

解法，「名言」即是世俗諦，在世俗諦是這樣講，在勝義諦沒有所謂「六識」的，

「但轉名言」。

第二，「名言」者，就是「名言種子」，那些「名言」，有漏的「名言種子」壓

低了，無漏的「名言種子」出現了，「名言種子」，「無實性」，不是真正有自性

的，都是幻象來的而已。何解？還要不要給別人問才行，一問就崩了。怎樣答「但轉

名言」？什麼叫做名言？這樣就死症了，所以那些人動不動就以為《六祖壇經》很容

易，個個字你都識，如果一句一句來講，你就整一半不識解！那些呱呱叫的，我都揶

揄過很多。

好了，拿本東西出來，我解一下，你解一下，你先解，我讓你先解，你解的時候

要給我問，我呢？或者你讓我先解釋，我解你問，要準（可以）問的！來吧！你這麼

牙刷（囂張）？請來那些聽眾在這裏，我與你與對辯，哪個輸了請他們聽眾今晚吃

飯，誰來？你在多倫多誰來與我講？他要批評就請他來，隨時奉教！在多倫多我敢膽

這樣，去到日本我就不敢，去西藏我都不敢，在美國我都敢，何解？山中無老虎就猴

子稱大王。

聽眾：海上無魚蝦仔大。

羅公：什麼？

聽眾：海上無魚蝦仔大呀！

羅公：是呀！

聽眾：羅公！剛才講名言，有有漏的名言，有無漏的名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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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名言種子」那種種子，怎樣叫做「名言種子」？

聽眾：有漏、無漏？

羅公：有！有些有漏名言種子，有些無漏名言種子。

聽眾：哪些是無漏？

羅公：阿彌陀佛變起一個極樂世界，是用什麼變的？是用「名言種子」變的！他那些

「名言種子」就是無漏的！見到這個世界變成了黃金為地，那些金沙，是阿彌

陀佛那些無漏的「名言種子」變的！

聽眾：變起這個世俗諦所舉的名言，這些都是有漏的。

羅公：世俗諦……

聽眾：這些名言都是世俗諦的人講。

羅公：世俗諦，所謂「世俗諦」者，現象界就叫做世俗諦，那個 reality，那個本體

就叫做「勝義諦」嘛！阿彌陀佛變起的那些金沙鋪地都是世俗諦，都是現象，

都是 phenomena，極樂世界的蘋果也是 phenomena，也是現象，是本體

嗎？真如嗎？是嗎？阿彌陀佛的身體坐在那裡，整個一丈多高坐在那裡，這樣

是什麼？都是世俗諦而已！

聽眾：名言都是世俗諦？都是假立而已？

羅公：是，假立而已。

聽眾：假立都是有漏的？

羅公：什麼？所謂「假立」不一定有漏的，阿彌陀佛的身體是無漏的，你鍾建民如果

現在生去，你所見到的阿彌陀佛是無漏的，阿彌陀佛坐在那裏的身體是無漏

的，但你所見的阿彌陀佛是有漏的，（聽眾：不好！我還給你，做什麼？不

要！不要！）

羅公：名言，那些種子名叫做名言，就等於英文的 Alpha(α)，這個 Beta（β ）不要

理，總之你不要理它，那些光叫做 x-ray，你不要理它，做什麼，總之 X光，

你去照肺的那種光就叫做 x-ray，是嗎？何解？你理那麼多做什麼？他收了你

幾百元替你照就了事了！是嗎？它叫做名言，就等於 X，是嗎？你可以叫它做

X種子，種子只有兩種，一種就有主動性、活動性的種子，就叫做「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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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很活動的；第二種就活動不強的，整日躺在那裡的，要那些有活動力的

挑起它才出現的，那些叫做「名言種子」與「業種子」，何解叫做「名言種

子」？整個名稱不是叫做「名言種子」的，叫做「名言熏習種子」，那些種子

一起變出現象界，一變出來就馬上熏進去「第八阿陀那識」裡面，熏的時候是

要靠名言去熏的，靠名言熏，名言，所以有時翻譯不太貼切，在印度，梵文就

有兩個不同解釋，第一個，是能夠表示出意義出來的那些東西，譬如鍾，那個

「鍾」字，鍾建民的「鍾」字，那個「鍾」字是名言，它能夠表示你是姓鍾

的，表示一個meaning出來，那種叫做表義的名言；另外一種就叫做什麼？

了境的名言，能夠將那種東西現出來的，那種叫做「顯境名言」，「表義名

言」就全部是相分，顯境名言就……

聽眾：見分。

羅公：這樣種子要靠什麼？譬如這樣，我見到那隻杯，今日我見到杯，來世我一樣有

機會都要見到杯的，因為我現在見到那隻杯，這杯是白色的，白色的種子馬上

打進「阿陀那識」裡面，成為白色的種子，那個杯圓形，如此好看，馬上圓形

又打進去，又成為圓形的種子。

當它打入去的時候，這種打進去的動作叫做什麼？叫做「熏」，好像那些煙燻到

白布那裡，熏進「阿賴耶識」、「阿陀那識」裏面，熏要靠什麼？要靠媒介才能熏

的，你結婚都要靠媒人，那種名言熏進去成為種子都要靠一個媒介，你現在化學上都

要靠緩衝劑，你製造氧氣都要放一些二氧化碳，二氧化錳進去的，都要緩衝，你想人

介紹識一個靚女，都要這位是某某先生。你靠什麼做媒人？靠名言做媒人。譬如你說

這樣，浙江，這個、這個中國北方，長江口那裡有一個叫做普陀山，我聽後即刻將

「普陀山」這個、這個 concept就（即刻）熏進去成為一個「普陀山」的種子，當

它熏的時候要靠什麼？靠那個名言，有個「普陀山」的 concept，名言，那個

concept就是名言來的，沒有這個 concept我們怎樣熏？那個 concept就叫做「表

義名言」，要靠「表義名言」做媒介將那個「普陀山」熏進去。第二，那些要靠名言

熏習出來的種子，第二個是「顯境名言」，告訴你有普陀山，有概念我們才知道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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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蘇蝦仔（嬰兒）睜大眼見到媽媽穿件黃色的衣服，黃色可以熏進去，有沒有名

言？蘇蝦仔（嬰兒）哪裡有名言？沒有明顯的概念，靠什麼？要靠「眼識」的見分，

「眼識」的見分顯出那個媽媽黃色的衣服，這就是「顯境名言」，它的見分一看到

它，憑藉它的見分作媒介，即是凡是「第六意識」所有一切那些有理論概念的東西，

就要靠概念名言表現出來，如果那些實物的東西，就要靠那種什麼，見分見到，譬如

你說普陀山，你見不到的！見不到的你怎能夠用顯境名言？要靠那些名言熏進去的。

「業種子」都是「名言種子」之一，不過它有特殊功能，所以加一個名，在「名言種

子」裡抽離出來，聽不聽得明白？

所以這種東西是很繁瑣的，繁瑣的，所以遠參法師笑那些學唯識的，你們這套東

西就是用老鼠膠毒老鼠，老鼠是被你毒了，但貼得一廳都是老鼠膠。確實《解深密

經》教你如何如何，如何修定，怎樣修止觀，哪些地除了哪些，哪些地除了哪些，這

麼多理論，這些全部是老鼠膠來的！是呀！煩惱就是老鼠，是，你是會剷走了煩惱，

你會成佛，但是你《解深密經》這麼多文字，你要洗，毒完了煩惱之後，除完了煩惱

之後，要洗淨這些東西才行的！那個廳裏面，那些老鼠作怪，用老鼠膠來黐住那些老

鼠了，毒死了那些老鼠，但廳都是就很邋遢的，你就要洗乾淨那個廳。怎似我們講般

若，頓超直入，一下就是，那裡用……什麼？他說頓超直入一下就燒死了那些老鼠！

根本它就沒得出來，都不用毒的，其實也是一樣，燒死老鼠，老鼠洞裡死老鼠很多

的，會發生瘟疫的！是嗎？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

實際「第六意識」，意識有有漏意識，有無漏意識，有漏意識又是由「意識」的

有漏名言種子變的，無漏的意識是由無漏的意識名言種子變的。現在先講有漏，後講

無漏。卯一，名有漏的意識生，「謂頓取一切色等境界分別意識，及頓取內外境界覺

受」，兩種「意識」，有漏意識有兩種，這樣你要看我的那個表才行，先看那個表，

有漏意識，先不要講無漏，有漏意識有兩種「意識」，兩種有漏意識」，一種叫做

「五俱意識」，「俱」就是一齊，與「前五識」一齊起的「意識」，第二種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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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意識」，單獨出現的。

舉個例，譬如我一望去陳芷君那件衣服處，我本來閉上眼睛的，現在開言一望，

整個黃色刺激我的眼，我那個「眼識」見到黃色了，「眼識」，單是「眼識」不會見

到黃色的，一定有一個「第六意識」與它一齊起的，然後才覺得的，因為「前五識」

好像影相機的機械，「眼識」，能夠靈活把捉到東西的，那個就是「意識」，那個

「意識」是什麼？第一個剎那，我的「眼識」看到的第一個剎那，那個「意識」看到

了，看就那種黃色而已，到底什麼黃色是不知道的，一剎那頓時出現的，到第二個剎

已經不是了，第二個剎那是什麼？起分別，第二個剎那，咦，這是什麼顏色？我以前

見過這種顏色叫做黃色，它這個是黃色了。那時是什麼？那時就已經不是「頓取」

了，接續活動的「意識」了，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意識」兩種，普通見……譬如這樣，一出去門口，就碰到胡麗麗的丈夫，一眼

見，一眼見下去的時候，那個是什麼是不知道的，這是佛來的？還是胡麗麗的丈夫？

只是一幅圖畫，是嗎？如果單是「眼識」就連那幅圖畫都看不到的，不靈活的，有個

「意識」與它一起照出去，那個「意識」就看到了！都是看到而已，沒有概念的，第

一個剎那沒有概念，即是那些 concept未起的，一看下去，第二個剎那，這個人似

曾相識，好像是認識的，想想，想幾個剎那的！你以為他是胡麗的丈夫！這麼快？這

麼多，這樣快的時候就不知一百幾十個剎那了！第二個剎那，這個人是誰呢？這麼熟

口面？記得了！我在那裡見過，胡麗麗介紹我認識的，他是她的丈夫。經過這麼多手

續，然後就說，這個是胡麗麗的先生！經過這麼多手續，手續比你去匯豐銀行取錢更

繁複，更繁複一些，不過你不知道而已，你習而不察，你信不信？會這樣？必然是如

此的，不過快到極，這樣，第一個剎那叫做什麼？頓時的「意識」，suddenly的

「頓」。以後就不是了，以後是第二種了，以後就屬於什麼？

聽眾：「不俱意識」。

羅公：是第二種，「頓取內外境界覺受」。何解？一下想到這個是某某人了，那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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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再看它了，自己想這是誰？他今天走來做什麼？是不是接老婆？一路這樣

想了，內想，在心內想，是嗎？「頓」是「頓」，在心裡「頓」，不是看到他

「頓」了。是嗎？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頓取一切色等」，「顏色」是如此「色、聲、香、味、觸」等，「等」就等

「聲、香、味、觸」，一剎那就照出去頓取的那個「意識」，那些「色、聲、香、

味、觸」的境界，那種是什麼？分別，有分別力的「意識」，這個分別不是當「執

著」解的，是當「有分別」的，凡有漏的「意識」叫做「分別意識」，這是一種。有

沒有？你覺不覺得有？第二種是怎樣的？第一個剎那過後就很多東西想，每一個剎那

想出一種東西來了，「頓取內外境界」，忽然間想，在裡面想，想著他這個人好像我

隔離那個屋那個孩子的父親怎樣的，這樣又頓取了，但是這種「頓取」沒有在你面

前，這種「頓取」只是想而已，「頓取」，「內外」即是定中，「外」即是身外的境

界的覺受，起一種知覺，好像 feeling，覺受，覺受者，knowledge、feeling，這個

「覺」字當 knowledge解，「受」是 feeling。這樣，即是這樣說，有漏意識不外就

這麼多種，是嗎？

一種就與「前五識」一齊起的，一種就是其他的，其他兩個字很朦昧的，得！你

看我這個表，「意識」就有兩種，有漏意識有兩種，一種叫做「五俱意識」，與「前

五識」之中任意一個「識」一齊起的，叫做「五俱意識」，你的手摸到一些東西，硬

的，當我摸到硬的時候，不止那個「身識」感覺到硬，我們的「意識」跟著它一起感

覺到硬，不然我們就不知道東西的，這個叫做「分別意識」，能夠將外面的東西分別

出來，與「五俱意識」。一種「不俱意識」，什麼叫做「不俱意識」？

你閉上眼睛來胡思亂想都是「意識」，哪裏有「五識」替你看？你想，黃金真是

好了！鑽石更加好些！你想而已！哪裡有顆鑽石；哪裡有塊黃金給你看？那些叫做

「不俱意識」，與「五識」不是一齊起的。「五俱意識」又有兩種，一種叫做「五同

緣意識」，與「前五識」同一種境界，一樣的！例如什麼？我一眼見到一種東西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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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眼識」就看到那種東西，「緣」，「緣」那種東西，我的「分別意識」也於它

一齊緣去那種東西，與「前五識」一起緣一種東西，叫做「五同緣意識」，聽不聽得

明白？聽得明白嗎？你呢？聽不聽得明白？

與「前五識」一齊攀緣，那個「緣」字當攀緣，一齊知一種東西，當你看到那件

衣服，當你的「眼識」看到花綠綠的時候，你有一個「意識」，有一個分別，一起看

下去，就直接看到花綠綠，如果沒有「意識」幫忙，你的「眼識」就好像影相機那

樣，是看不到的，聽得明白嗎？那個「意識」叫做「五同緣意識」，與「前五識」同

一齊攀緣，同看一種東西 object。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為何只走去那頭講的？

聽眾：任何一個「識」起，

聽眾：我就是想出聲，好說不好聽。

聽眾：什麼？

聽眾：想出聲很久了。

羅公：五個「識」，「眼識」就看到了，但手也摸到它硬的！「眼識」與「身識」一

齊起，框、框、框，「耳識」一齊起，「眼識」、「耳識」、「身識」，這裏

有些牛奶味的，嗅一下牛奶味，「鼻識」一齊起，這又怎樣，是不是有五個

「意識」？不是，一個「意識」，打五個波（球），明不明白？「意識」只是

一個，即是不能同時一個「識」有兩個「意識」一齊。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一句話，每一個識一起，那個「意識」一定跟住，是不是？

羅公：又不是。

聽眾：不是？不是跟住起？

羅公：譬如你入了手術室去割症（做手術），全身麻醉了，那時你無「意識」，剩下

「阿賴耶識」一樣起的，因為何解？你還有生命的！你的生命就是「阿賴耶

識」，還有那個「末那識」，這樣就是「阿賴耶識」起，「末那識」起，「第

六意識」可以不起，「前五識」起就一定要有「第六意識」，聽眾：只有「前

五識」？這個第七、「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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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些病人入了手術室，受了麻醉，當他受了麻醉的時候，他未曾完全麻醉，你

可以給他一個半麻醉的時候。

羅公：半麻醉的時候仍然有「意識」。

聽眾：但你可以引發他講話的，

羅公：是。

聽眾：你想問他什麼，他將自己的東西講出來的，那個時候是什麼「意識」作用？

羅公：那個時候是「獨頭意識」，

聽眾：哦……

羅公：第二種，「不俱意識」。

聽眾：「不俱意識」。

羅公：「不俱意識」，那時即是催眠術，入了催眠狀態。

聽眾：那個是不是「獨頭意識」？是否屬於「第七識」？

羅公：不是！「獨頭意識」就是「意識」，「意識」有兩種，一種叫做「五俱意

識」，一種叫「不俱意識」。

聽眾：哦！

羅公：即是「不俱意識」。

聽眾：「不俱意識」。如果他完全是不省人事的時候就沒有「意識」了？

羅公：沒有了「意識」，無「意識」就五識都不能起了。

聽眾：哦……

羅公：「五俱意識」有兩種，一種「五同緣」，譬如我眼識看去黃色，「眼識」看到

黃色時「意識」也一起看到黃色的，一致的，同時攀緣，同時總 object的，

就是「五同緣意識」。但是這樣，還有一種叫做「不同緣意識」，「眼識」儘

管看著，看到那個黃色，那個「意識」不是看到黃色，「意識」：咦！好像佛

金身的金那樣的色。眼就是在看，「眼識」是在看黃色，但是想著、想著，

「意識」就想了佛的那件衣服，那種色與它相似，那時都是「意識」，既有

「意識」，前五識就可以起了。那種「意識」是什麼？與前五識一齊起，但是

不同緣，它所攀緣的 object是不同的，聽不聽得明白？很多都是「不同緣意

識」來的！第一個剎那就一定是「五同緣意識」，第二個剎那就是「不同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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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譬如你這樣，你一出去就見到一個老伯，以前我坐飛機時，他坐我隔離

的，我一看，如此熟口面？是誰呢？當我一眼看去的時候就「五俱意識」了，

當我想，我想的時候那隻眼睛可能是看著那個老伯的，是嗎？一路想，一路

看，那時候我的「意識」就不是「五俱意識」了，就不是「五同緣意識」了，

是什麼？是「不同緣意識」！我想了第二種東西，想了坐飛機的時候如何如

何，但是我的「眼識」仍然是看著那位老伯的，聽不聽得不明白？是「不同緣

意識」。所以佛家的唯識宗分析心理學，分析得非常仔細，只是這個「意識」

就分成這樣多。

聽眾：這個「意識」黐不黐（關聯）上「第七識」？

羅公：凡「意識」都要那個「第七識」做根的。

聽眾：恆審思量？

羅公：「根」，supported by，「第七識」是它的根，沒有「第七識」它不顯現。

這樣，表就是第二種了。「五同緣意識」就是指第一種，「頓取一切色等境界分

別意識」就是「五同緣意識」，「不同緣意識」就是第二種了，「頓取內外境界」。

心裏的另外一種境界，聽不聽得明白？現在發覺難還是不發覺？不怕的，漸漸你就識

了，即是你的種子未抽出來，未完全抽出來，經過多次你就抽出來，抽了出來你就是

初地菩薩了，你已經具備的，不過未抽出，你來坐在這裡，能來三次已經判斷你已經

有種性了，無種性你還不走人嗎？是嗎？還有一個「不俱意識」，「不俱意識」即是

它自己起的，它不是與「前五識」、不是伴隨「前五識」一齊起，這裡面又分做什

麼？

兩種，一種就是「五後意識」，「前五識」起了之後，那個「意識」就在想了，

譬如我一見到，好像這樣，剛才我說見到老伯公，第一眼是「五俱意識」，跟住「不

俱意識」，不是！跟住就「不同緣意識」，如果我閉上眼睛來想，是這樣蓋上眼睛，

那時「眼識」不起了，那時就是「不同緣意識」了，「不俱意識」了，那時「不俱意

識」是怎樣？五後了，前五識起了之後它接續的，「五後意識」，連續的連續，「五

後」連續，「前五識」起了之後。你問：有什麼用？用起來你就很有用，平時就沒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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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用，是嗎？

即是等於受軍事訓練，立正、稍息有什麼用？打仗的時候要這樣立正嗎？打仗的

時候要稍息嗎？是沒有什麼用，但是其用處你是不知道的，如果一定要這樣實現馬上

的用，那就音樂你都不要，音樂有什麼用？我們從前有一個墨子，墨翟（前 468？－

前 376），他有《非樂篇》，這個人真是可憐，迂腐到可憐，那個墨子，他發一篇文

章反對音樂，音樂都反對，即是連藝術、圖畫都反對了，即是所有藝術，所有那些

art，統統反對，說無用，他說音樂有什麼用？你猜他怎樣說？如果有敵人來侵犯我

們的國家，我們可不可以打鐘打鼓，奏起音樂去令人退兵？不能夠的！可見音樂沒有

實用；一個人肚餓，找不到吃的，可不可以打鐘打鼓奏音樂找到吃？不可以的！可見

無實用的，所以音樂這種東西無用的！對於民生日用一點用處都沒有的。

這個人在今天來講這個人就是戇居（愚昧）的！是嗎？音樂的用處不是要來打仗

的，不是去種米食的！它是什麼？調和你的精神，令你，陶冶你的精神，令你不要粗

暴，令你更加文雅，令你這樣的，令你休息一下，增長你的美感，很有用處的。他完

全看不到，居然寫篇文章叫做《非樂》，如果現在有人整一篇這樣的東西在報紙登出

來，真是笑死人！你現在讀一下，墨子呀！《非樂篇》，五識見到東西以後，跟著五

識不起它繼續想的，「五後意識」。

第二種，連五後都不是，單獨起，與「前五識」無關的，即是與目前的「前五

識」無關的，那種叫做「獨頭意識」，「獨頭意識」。「獨頭意識」有三種，一種叫

做「獨散意識」，又名叫做「散心獨頭意識」，「散心」即是不是入定，就像我們現

在那樣，散心，散心的「獨頭意識」是怎樣？你叼住一支煙，拎住一盅茶，瞇上眼睛

在那裡想入非非，或者是想一下那隻馬會贏錢，或者想想哪隻股票會起會跌，那時你

那個「意識」是什麼？「獨散意識」，「獨頭意識」而在散心，不是入定，如果真是

入定，你成個馬場會看到的，哪隻馬跑出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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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散心的，散心的「獨頭意識」，叫做「獨散意識」，第二種，這種是什麼？

也是屬於什麼？你看回那篇文稿，我寫了「二」字那裡，又是屬於二，只有「五俱意

識」是屬於一，其餘的「意識」統統屬於二，看得到「二」字嗎？你看到嗎？看不

到？你看不看得到？「二」字那裏，只有「五俱意識」是一，其餘都是二，那個「獨

散意識」中的第二種叫做什麼？「夢中意識」，其實發夢的意識都是「獨散意識」來

的，不過發夢是加倍特別的，這是另外一種，這兩種「意識」就整日搞住你不能成

佛。第三種就好的，「定中意識」，定中的「獨頭意識」，你在定中的「獨頭意識」

可以去證真如的，可以去極樂世界處見阿彌陀佛，可以與觀音菩薩傾一下偈（聊一下

天）都可以，但是定中才行，你胡思亂想的那些就不算的，定中玲瓏浮凸見到的，整

個阿彌陀佛在那裡，放光照著你，那個是「獨頭意識」來的，但他是現量見到的。即

是定中初禪以上，初禪近分以上的，即是修止修成功以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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