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講的比上一課還簡單，你還更明白一點，是不是？上一課詳細講，你反而

沒有那麼明白。何解？此謂之熏習，你當天聽的時候，把這些概念熏進你的阿賴耶識

裏面。今天你再聽的時候，再把你的記憶找出來。再找出記憶，你已經有了基礎。再

加上有那些不明白的，今天聽我再講，你便明白了，是不是？二者加去來的。你自己

本來帶著來的，我仍未開口你已經帶著來的，你可以稱之為本有——先天性的。再聽

之下把你的引出來，再熏回去——後天性的，新熏的。本有和種子一結合，你就會更

明白。我們讀書就是這樣，有本有種子起作用，然後再熏回去，你更加貼切。同一道

理，你今天聽我講，是不是？其實不是我講你聽，你明白嗎？你在媽媽胎中已經帶著

這套東西。

今天我講的內容，你在媽媽胎中已經有了，不過緣未具備才未出現，要經過你出

生，長大，學語言，在學校老師教你識字，又以何因緣你跑去聽佛經，現在來在此處

剛剛有如此好的機會，那麼多參與，而剛剛我在此處講這個課，把你在母胎帶來的找

出來，把這些本來的種子找出來。找了出來便猶如那把刀是你擁有的，而我現在就猶

如磨刀石讓你磨，你的刀就更鋒利。再熏回去，你就清楚了。所以你明白與不明白就

實在與我並無大關係的，是不是？因為你未出娘胎已經擁有的了，我們只是一個增上

緣，一個緣，一個條件。這個條件你一碰上，就如放炮竹般爆發出來，是這樣的。這

個所謂唯識的道理就是如此，是不是？信不信這一種？你不信。

從前希臘有一個人 Socrates，蘇格拉底。他說他和一個人談話，那人好像是畢

達哥拉斯，Pythagoras，他發現一個直角三角形的甲邊(勾)平方加上乙邊(股)平方等

於弦的平方。這不是 Pythagoras 發明的嗎？是不是 Pythagoras？這條定律(勾股

定律)是他發明的。Pythagoras 是一個數學家，在希臘哲學家之中他是老前輩。我忘

記了是蘇格拉底和 Pythagoras 或是另一人，因為這本《希臘哲學史》是我很久以前

讀的，大約是三十年前讀的。蘇格拉底說一個人不可能學到知識的，一個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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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只是記憶而已。另一人不信，他說：「知識就是知識，是老師教他的，不教他不

會識。你說知識不過是回憶而已，與老師無關。」

蘇格拉底說：「我是這個看法，一個老師只不過是幫助他而已。實在知識是在他出生

前已經具有的，借老師幫助之力，把知識記憶出來而已。」這即是什麼？你的老師只

是醫院的一個接生婦，如果那個孕婦並非有孕，怎麼接也接不到的，是不是？即是說

人如果不是先天帶著知識來，老師沒有辦法教曉他的。信不信？有一種是白痴，你永

遠沒法教他讀書。好了，他不信，這個人不信。蘇格拉底立刻叫一個奴，希臘有很多

奴隸，奴隸不識字的，是文盲。他叫來一個奴隸，向友人說：「你猜他識不識字呢？

識不識數學呢？」

友人說：「這個奴隸怎會識數學。」

蘇格拉底說：「你猜他學過幾何不？幾何是數學的一部分。」

他說：「更甚，少少的數學也不識，怎會識幾何？」

蘇格拉底說：「是嘛！」便開始問奴隸。

於是蘇格拉底畫了一個四方形，問那個奴：「這個是什麼東西？」

奴答：「四方。」

蘇格拉底再畫一個長的，問：「這個是否四方？」

奴答：「這個不是四方。」

蘇格拉底問：「為何你認為這個不是四方？」

奴答：「這個四方，這一條邊和那一條邊同樣長，四條邊相等的。而這個是兩條邊

短，兩條邊長的，所以它不是四方。」於是蘇格拉底說：「你聽一聽，幾何學上的定

義說正方形一定是四條邊相等的。你說他不識數學，他現在認識了，知道不？這是否

知識？你有沒有教他？我有沒有教他？」

友人說：「沒有。」

蘇格拉底說：「是不是？這條是幾何學的定義，四方形者四條邊相等者也。是不是？

他已經認識了。」這也不奇怪，

蘇格拉底又說：「你說四條邊相等是四方形。我又再出一題，譬如這條邊是五寸，又

另一條邊亦是五寸。這條邊又五寸，這條邊亦是五寸，四條邊是否相等？這個是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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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了吧？」

奴答：「不是，這個不是四方形。」

蘇格拉底說：「你說四條邊相等，現在不是四條邊相等嗎？為何你又說它不是四方

形？」

奴答：「總之不是。」

蘇格拉底問：「為何不是？」

奴答：「那我又不知道，總之不是。」

蘇格拉底說：「為何不是？你想想吧。」奴在想但想不到，於是蘇格拉底問他：「你

看看，四方形是否有四個夾角？這處一個角，這處一個角，這處一個角，這處一個

角，分開是否有四個角？」

奴答：「是的，四個角。」

蘇格拉底問：「那一個角大一點？」

奴答：「四個同樣大。」

蘇格拉底問：「四個同樣大的嗎？」

奴答：「是的，四個同樣大。」

蘇格拉底問：「再畫另一個，是否四個同樣大？」

奴答：「都是同樣大的。」

蘇格拉底問：「這個又是四個同樣大了吧？」

奴答：「不是，這個不是。」

蘇格拉底問：「為何不是？」

奴答：「這處角大一點，那處角小一點。不是同樣大。」

蘇格拉底問：「剛才你說那個是四方形，這個你卻說不是。什麼道理令你認為它不

是？」

奴立刻答：「因為那四個夾角是同樣大的。這個是這兩個角大一點，而那兩個角小一

點的。所以我認為它不是四方形。」蘇格拉底向友人說：「你看，他又知道了，四方

形一定是四個角相等的，是不是？你說是否教他的？你有沒有看見我教他？」

友人說：「沒有。」

蘇格拉底說：「全部是我引導他的，猶如引蛇出洞般引出來已。他懂的。」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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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他還畫了兩條平衡線，再畫一條截線。蘇格拉底一直問他，至於如何詳細問，

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或你可以查一下，你去圖書館借一本 Plato 的《Dialogue》，柏

拉圖的《對話集》來看看，裏面有一段記載著這個故事。

那個奴隸未學過幾何的，能夠發明凡是方形，其四條邊相等；其四隻角相等。那

兩條平衡線和截線的同位角相等；這兩個內錯角和另外兩個內錯角又相等。全部是在

旁邊引導那個奴隸，這幾條幾何定理他都能夠畫得出，不用教。蘇格拉底再向友人

說：「你在這裏看著，你信不信？我沒有教他，你亦沒有教他，但他卻認識。一定是

他本來已認識，不然他如何會認識呢？即是說靠我們作為條件慢慢引導，他就把這套

定理回憶出來而已。」

可見知識是什麼？知識就是回憶。未出生先天的時候已經全部存在。清楚這個說

法不？你想學佛，不論學那一派，你都要有這個勇氣。對於一樣東西，要是你覺得是

不對的，你有勇氣不信，一定要這樣。對於一樣東西，你認為是合理的，你有勇氣接

受。學佛必須如此，對於不對的，你有勇氣不信；最低限度是不明白就不信。到了有

一樣東西，你明白確是如此的，你要有勇氣接受。這便可以。聽得明白不？現在你講

的這一套東西，都是先天的。你拿著六百卷《大般若經》唸，唸到清清楚楚，與那本

黑紙白字的無關，亦與印經者無關，亦與譯經者無關，更與教導你的人無關。而是什

麼？你先天與生俱來已經發現。由此推論，很多東西都是與生俱來的。

同學：「建造火箭也是？建造火箭是每一個時代的知識累積而來。以前的人不懂做火

箭，現在懂了。」

教授：「五百劫以前，你已經可以有核子工程師做核子發電廠的知識。不過未有這樣

的文化條件，你就沒有辦法令它出現，是不是？現在有這個條件，有那麼多大

學，有那麼多人教你，令你把五百劫以前，信不信由你？

把那套核子發電廠如何構造的知識重現，是不是？要不就是你不接受蘇格拉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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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如果你接受他的那一套，就必是如此，是不是？所以我說你要有勇氣接受，是

不是？那些不對的，你說未必；不要這樣，不對就是不對，是不是？不要不接受。對

的你要接受。一定要這樣，你不要給現代的科學家嚇到你，你要這樣才可以，「嘿，

這些科學家，我和你不又是同樣，是不是？不過你幸運，你有機會到 Yale 大學，哈

佛大學讀過幾年書；我剛剛運氣不好而已。」是不是？「所以我要到工廠工作，你不

要以為很了不起。」要這樣拍拍心口：「你的只不過是幸運做成，如果我努力，比你

優勝也說不定。」

是的，人要這樣才可以。你不要為他所嚇怕，「這些是專家。」什麼專家？我本

來亦是專家，不過我因為……。有時你還聰明過愛因斯坦，你不要妄自菲薄。問題是

有成佛種子的，你不過只是被其他東西阻壓而已。你撇除這些東西，當下你便是佛。

學佛必須如此，是不是？要什麼？依你所受、所聽過的就夠了。「所思」，你把它消

化過，聽了之後要消化過的。把這些抽出來，想著其中一個主題。這樣去修止觀，此

謂之「緣別法」。

下面解釋「緣總法」，「緣總法」……。奇怪，為何我今天重新講過呢？原來我

前一次講，有兩個問題未解決，「緣總法」的那一個 comma，我做了一個夢解決

了，是否奇怪？為何做夢？那天與你們討論完，那天晚上我做夢，做夢見到我的老朋

友融熙法師，不知何解我經常做夢見到他的。見到他，在一個花園和他傾談。因為可

能我和你們、和岑寬華談開這個問題。做夢告訴融熙法師，我在講《解深密經》，如

何如何。我說圓測法師認為那處應該是一個 comma，作如是思惟，思惟些什麼？思

惟下文所述的內容。融熙法師就搖頭。

韓清淨則認為應在逗號處斷句(即逗號應為句號)。「此一切法，隨順真如，趣向

真如，臨入真如。」韓清淨認為此句應為另外的一句。融熙法師又搖頭，這代表什

麼？他笑一笑。跟著我便醒來了，我認為這是一個暗示，這個暗示是什麼？二者皆不

對，是不是？二者皆不對又如何？折衷吧，我一想，給我想通了。如何？「……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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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亦不 comma，亦不 full stop，一條 hyphen，一條線(應是 dash，破折

號，——)。突然地「此一切法……」，是這樣的。我覺得豁然開朗，這真的是，世

界上有如此湊巧的，做一個夢便豁然開朗。確是這樣解，心安理得。

好的是見到融熙法師，說這個他又搖頭，說那個他又搖頭，此事實在奇怪。你說

是另一人，譬如觀音菩薩、彌勒菩薩亦沒有如此奇怪，不過融熙法師都不是這一套學

說的。是不是？現在我就依照這個解法來到解，總法奢摩他、毗缽舍那。我很高興這

樣能想得通，不然解得不清楚，想來想去想不通。因為圓測法師是千多年來的大德，

他是這樣解(用逗號)。韓清淨是這一百多年的權威，他又這樣解(用句號)。兩個不同

解法，應該隨便一個是對的，是不是？但誰知……。我並沒有想過兩人都不對，我只

是想來想去究竟誰對呢？做了那個夢，夢中提示就是二者皆不對。因為他提示我二者

皆不對，我然後才嘗試想想，不如用上一個破折號(——)，這便合理了。

你說是否融熙法師顯靈呢？未必。而是什麼？如佛洛伊德的學說，你想的東西自

然(在夢中)好像有一個暗示那樣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依照這個解法。(丑二)、釋

緣總法，解釋何謂緣總法來到修奢摩他、毗缽舍那。何謂總法剛才我講了，是不是？

你看看，裏面分兩段：(寅一)、釋，(寅二)、結。現在(寅一)、釋，分三段。第一段，

攝別為總作意思惟，把各別各別契經的主題，把它們收回來成為一個總的主題，大主

題。然後作意思惟，想那個總主題，此謂之總。是否了不起？「若諸菩薩，即緣一切

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

現在我講了，「作意思惟」此處用上破折號，即是講到此處他突然加上一些東

西，是附屬於此句的，畫上一條線(——)。我們先看此處，如果那些菩薩，他又如

何？「緣」即是想著；想著「一切契經等法」。所謂「一切」者是什麼？有兩個解

法，「一切」意即不只一段契經，不只一部契經，是不是？所有的契經，即是「一

切」。是不是？這個是第一個「一切」的解法，「一切」即所有的。第二個解法，一

部分的「一切」。如何？契經裏面有很多內容，是不是？契經裏面有很多內容，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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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是指一部分的，即是只講有為法的「一切」，有些是講無為法的「一切」。

「一切」是指一部分的「一切」。

有些是不管有為法、無為法的「一切」，總之是所有的「一切」，凡是能講出來

都包括在內，所有的「一切」，是不是？我們講「一切」，必定有兩種不同的「一

切」。明白不？隨便一種：一部分的「一切」或所有的「一切」。有些菩薩把「一切

契經等法」，契經、應頌、記別、諷頌等那十二部分的法。此處「法」是指契經裏面

所講的道理，這個「法」即是一個一個的主題，如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空與不

空，所有這些主題。這些便是「法」，這些是道理上的主題、「法」。把所有的

「法」或所有屬於有為法的，或有為法、無為法都全部總括的，所有的「一切契經等

法」。

把它來到什麼？「集為一團」。「一團」又如何？「團」字是什麼？「圓 」揼揼

的意思，是不是？「一團」者即是無所不包謂之「一團」，是不是？「一積」即是一

大堆，比「一團」少一點。「一分」，少部分，一少撮，是不是？「一聚」，一點

兒。這樣解又可以，如果照這個解就是韓清淨的解法了，「團、積、分、聚」是不同

的。但若果依圓測法師，「一團」即是「一積」，「一積」即是「一分」，「一分」

即是「一聚」。即如「關門閉戶」，「關門」不就是「閉戶」，是不是？圓測法師不

分的，是釋迦佛講得比較冗贅，「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他老人家冗贅一點而

已，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是圓測法師解這幾個字，這兩句無關重要，是不是？你把它分開，有大有小

又可以，也是「總」；一堆全部包括在內亦是「總」。這個沒有什麼問題，隨你取那

一個解釋都可以。你認為那一個解釋好呢？不知道？你說那一個解釋好呢？啊，你沒

有課文在手。你想想，喜歡「一團、一積、一分、一聚」都是同一意思，好呢？或是

「團」大一點，「積」小一點，「一分」更小一點，「一聚」更小，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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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即是能夠可以作意思惟。」

教授：「想的時候，有時是全部，宇宙萬有總括而想的；有時只是想五蘊而已。專想

小的便是『一積、一分』，是不是？宇宙萬有全部無所不包，這便是『一

團』，是不是？」

同學：「……你上一期講……經那裏，即是說……。」

教授：「不是，我現在問你，你主張……，你看了上文，你認為「一團、一積、一

分、一聚」是意義相同呢？或『團』大一點，『積』小一點，『分』更小一

點，『聚』又更小一點？」

同學：「……」

同學：「她說只得一個解法，即是相同。」

教授：「相同，是不是？圓測法師說即是相同。這個沒有什麼大關係，是不是？」

同學：「羅公，那處『一切』在修行上是否應該先修好一個主題，然後再修另外一個

主題？然後再能夠做到你剛才講第一個解釋『一切』，因為開始……。」

教授：「『一切』即是那個 all，我問你『all』字作何解？所有全世界的人，又是一

切人，是不是？但又可以所有在此處聽的人，又是一切人。看你的對象如何，

是不是？有些很闊的範圍謂之『一切』，是不是？有些是包括全部分的。」

同學：「一開始入手時，你很難包括全部分的，會不會是一個主題，一個主題的？」

教授：「亦可以，是的。」

同學：「即是做純熟之後才再做……。」

教授：「『小總』。『總』有大有小的，就是『一團』，『大總』就是『一積』，

『小總』就是『一分』，『一聚』則更小了。他便無法安……，因為種子有無

量種、大種、小種三個，並沒有四個。但他此處分為四個，這便有問題，是不

是？如此便不能類比了。」

按照圓測法師就像一腳踢下去，「一團」即是「一積」等，總之是一堆。圓測法

師是這樣解的，圓測法師這個辦法是比較爽朗。讀佛經，不只讀佛經，讀其他的也是

如此的。有時以前的人不一定很聰明，越後的越聰明。有時幾百年之後的比以前的更

聰明。給你舉一個例，佛經如此。《論語》因為孔夫子說了一句話，弄了二千多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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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要孔子死後二千三百年才有辦法。這句話又如何？《論語》裏面有一句

話，裏面有這幾句。當時孔夫子設館教學生，其中有一個政治家對孔夫子的學生這樣

說，他如何說呢？他說你的老師孔夫子為何不去弄一個官做呢？去從事政治工作好

啊，為何他不去做呢？這個學生向孔夫子覆述說：「別人說為何你有這麼多辦法，為

何不去做政治工作呢？」孔夫子就答這一句話了，他說：「書云孝乎」你留意，「書

云孝乎」，二千年都是「書云孝乎？」或是這樣標點，或是那樣標點。「書云孝乎

惟孝有于兄弟 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這一句作何解？

有人這樣解，他說《書經》，(《詩》、《書》、《易》、《禮》、《春秋》)，

《書經》不是有這樣講嗎？《書經》講什麼？《書經》講孝，《書經》不是在講孝的

道理嗎？——「《書》云孝乎？」「惟孝有于兄弟」——只要你能對兄弟有孝，這樣

你的人格便會很好。「施於有政」——「有政」即是有政權的人；影響那些有政權的

人，即是等於施捨給他，影響他。「是亦為政」——也是做政治工作，何必一定要做

官呢？孔夫子這樣說。此處聽得明白嗎？於是有了這個問題，翻查《書經》就只有這

句話。人們要這樣 comma(標點)就因為《書經》有這句話——「惟孝有于兄弟」，

此處一定要來一個 comma 或一個感歎號，是不是？問題就是這樣，對兄弟是友愛才

對，對兄弟沒有理由孝的，對父母才孝，對兄弟孝什麼？不對的，是不是？

但沒有人敢動，找不到更好的解釋。直至孔子死後約一千年，到了三國時的何晏

然後才注釋《論語》，這幾句話原載於《論語》，他作同一解釋。「《書》云孝乎？

惟孝有于兄弟，施於有政。」何晏之後再過幾百年將近一千年，宋朝的朱熹著《四書

雜注》(《四書章句雜注》)，同樣是「《書》云孝乎？惟孝有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為政。」都是這樣。到了我讀書，讀《論語》的時候，在大學裏面選一科名「《論

語》研究」，那位教授同樣是這樣讀「《書》云孝乎？惟孝有于兄弟，施於有政」，

同樣讀法。當時我們問老師，對兄弟只可以友愛，不能用孝的，如何講得通呢？那位

教授沒有辦法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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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原來近人已經研究到它的標點錯了，commas落錯了。《書經》那一句

靠不住，因為現在的《書經》都是偽《書經》來的。要這樣讀才通，「《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

云」，《書經》這樣說。「孝乎惟孝」；「惟孝」即是你所應該孝的人；對你所應該

孝的人你應該要孝。「友于兄弟」，你對兄弟要友愛。這便通了，但要等了二千年，

直到清朝的考據家然後才把標點弄對，當時已是乾隆年間了。以前凡是解《論語》皆

以朱熹為正統的，那些考八股的人要用朱熹的。你用這個標點，可能會不及格被逐離

場，沒有人敢的。所以到了教我們的那位老師，他是舉人，他以前還是「《書》云孝

乎？惟孝有于兄弟……」，要這樣讀的，因為他以前考試就是這樣。到了我們拿著那

本書來問他：「別人是這樣標點的。」

他答：「那些人不對，難道朱熹不懂你們懂！」我們問他，真是「大石砸死蟹」

(受強權壓制著)，朱熹如此博學看如此多書也不懂，你卻懂得！確是的，是不是？這

如我們此處，圓測法師如此有名都錯，而你不錯？是不是？即是同一境況。這個標點

是很重要的，古人未必一定對的。譬如「為」字，中國文字學最權威的是《說文解

字》，《說文解字》如何解「為」字？「為」字正字是這樣寫的，《說文解字》說

(爪，母猴象也」)「為」字上半部是一隻手，「爪」字；那隻手一手抓著它。下半部

又是什麼？這個是什麼？這是「母猴也」，母猴子，一手抓著一隻母猴就謂之

「為」。你說又如何通呢？《說文解字》如此奇怪的！「為」即是做，即是英文的

「do」。「do」就要抓著母猴嗎？是不是？怎通呢？

幾千年都是這樣解，直至到了清代末年，那班賣古董的人，那班人在河南發掘，

不知掘墳墓或什麼的，掘出一堆甲骨(獸骨)，掘出龜甲——龜殼底部稱為龜甲；獸骨

——豬和牛的肩胛骨，扇狀的肩胛骨。那些龜甲和獸骨是什麼？是商朝的人用作占卦

的，每占一卦就刻上一些字，原來用以作檔案，file。他們發現甲骨，於是有一班人

研究。最早研究的是我的同宗羅振玉和王國維，後來又有郭沬若和董作賓等這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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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班學者研究的結果，認為原來《說文解字》解錯了，手抓著母猴是不通

的。這個是什麼？這是一隻象，不是母猴。是抓著象鼻，這個是象頭，這個是象身，

這條是象尾，這四隻是象腳，完全是一隻大象的樣子，是不是？為何抓著猴子就不

對，抓著大象又對呢？抓著大象對，抓著猴子不對。中國古代有象，後來因為地球變

化，中國的氣候變化，大象只適宜於熱帶氣候或亞熱帶氣候，冷的地方大象不能生存

的，會死的。

所以大象能走的都走到南方，即現在暹羅、泰國、緬甸、印度，走去這些地方。

那些走不掉的都全冷死了，北方再沒有大象了。象的力最大，古代未懂得用牛耕田，

用牛耕田是戰國時代才懂得的。有象的時候就用象耕田，到了象全部死去或走了，就

以人來耕田的。發明用牛耕田是春秋戰國的時候才有的，原來這麼晚才發明的。以前

曾經在商朝的時候，仍然是有象的，那些人耕田工作是抓著象去做工的。

所以抓著象就等於「為」，去做，即是英文的「do」。是這樣解的。這比古人

好多了，通了，是不是？這就是「為」。真的很像，大象你卻說成母猴，那會有這樣

長的臂，是不是？有很多都是這種情形的。所以現在因為得到這種啟示，我索性把它

重新解讀，既不用圓測法師的，亦不用韓清淨的。集之為一團、一積、一分而作意思

惟。似乎講完，又還有一些內容未曾講，要再講一講。你說他講完亦可，作意思惟

嘛，因為此處作意思惟，前面常常在講「作意思惟」嘛。為何你這麼空閒去作意思

惟，是不是？你為何不念阿彌陀佛，是不是？為何你要作意思惟，思一些東西呢？為

何你不去睡覺，作意思惟做什麼呢？因為作意思惟有這個效果。

下面(卯二)、釋思惟相。這個相應該是什麼？如果按照我的解釋就是思惟的作

用，思惟的用就不是思惟的相狀了。如果圓測法師，思惟是這樣的思惟，思惟它這

樣，那樣，這就變了是思惟的用了。相和用同樣通的。思惟什麼呢？圓測法師有這個

意思。(辰一)、思惟教有三勝用。思惟經教裏面這種道理，集為一團的這種道理，有

三種很優勝的作用。因為有三種優勝作用，所以我們要思惟它，是不是？你看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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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對真如而言有這種作用。「約真如」；「約」者即是依照，依照真如而言。依

照真如而言，它有三級作用，作用有三個 level，有三重作用。現在正式入第十一頁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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