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是把原來的見分剖析為兩部分，把見分剖析為兩部分。見分有向外的作用，

有向內的作用。它把其向外的作用，仍然沿用以前的名稱，謂之見分。把其意義縮

小，只是作為向外的那部分。「而縮小其意義；其自己證知之內 (部)作用，即證知

『外緣之結果』， 則別立為(一個名字，稱為)第三分，名(什麼？)自證分。證者，(證

明，)證知；謂非由比度(比度即是推理)」。不是由比度知的，是自己體驗。證者，即

是作為體驗，直接體驗。佛家用個「證」字多數表示直接體驗。

「…比度，而親自證知，見分緣相分之結果也。」它自己的見分認識相分的時

候，一定有一個認識之結果的。它自己證明其結果，體驗到結果。那種體驗結果的情

境就稱為自證分。「自證分是相(分)、見(分此)二(種作)用所依之自體，故亦名自體

(分)。」這便是三分說。例如我見到花，我的意識見到花，花便是相分。我見到花的

這種見便是見分。當我見花的時候，我一定知道我自己是見到花的。如果我見花的時

候都不知道我見到花，就等於精神有問題了，是不是？所以我見花的時候，我其實自

己知道自己見花。這種作用稱為自證分，一定有的。所以二分說雖然簡單，不如三分

說更合理，是不是？現在我來一個問答，這個問答你看不看也不打緊，儘管讀讀它。

「問：何故須建立自證分？(為何要建立自證分呢？)」「答：此有三義(即有三個

道理說有自證分)：(第)一者，相(分)、見(分此)二分， 功用既殊(二者功用不同，一者

是被人見的；一者是去見人的，是不是？)；設無一共(通)所依之自體(本質)，則此條

然各別之二法(這兩件東西)，如何能(互)相調協？」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第三者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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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此處有一個因明上的量，「此中有量云；汝眼識見分應不能緣相分色，許與相分

色條然各別故(這個是因)，(喻是)如餘識見分。」這種論式，第一個是宗；第二個是

因；第三個是喻，這個是中期因明的論式。因明論式的排列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

期，譬如你這樣。第一個時期，我們推論一件東西的時候，分作五段稱為五段式。第

一段是宗，即是結論。譬如我們說：「這個山有火。」

為何認為它有火呢？理由，因(因即是理由)是我們說：「這個山有煙。」一定要

確定煙才行，不是霧，不是其他才行。喻，這個喻是指實例，不是作譬喻解的，是實

例來的。喻：「灶」，好像一個灶。灶有煙，灶有火。灶有煙，我們便知道灶有火。

第四段是合。「灶有煙，灶有火；此山亦有煙，故知此山有火。」此謂之合。第五段

是結。這個完全是歸納法。又舉第二個例，譬如你拿著一只鑽石戒指，拿著一顆鑽

石。你問他：「這顆鑽石能否燃燒呢？」他又如何？「此鑽石可燃燒。」認為它是可

以燒的。其理由如何？「炭素物故。」炭質之物。完全是炭質來的。喻呢？例如木炭

等。木炭等是炭質之物；木炭等可以燃燒。這顆金剛鑽亦是炭質之物，所以金剛鑽亦

應該可以燃燒。「是故得知金剛鑽，這顆鑽石，是可以燃燒。」這個是用正面的方

法。如果是用反面的證明，又如何呢？反面就是這樣：「水等…；火等…；是無煙；

山(反面)…」此謂之五段式。

後來經過了千多年之後，有一位陳那論師出現；陳那，Dign gaā ，這個人出現。

他認為五段論式太過「論盡」(笨拙)。何解呢？那個「結」是不用講的。如此便可以

了，是不是？那用如此「論盡」，多餘，那句是多此一舉的一句。這個「合」亦是

「論盡」，亦把它來…。…減兩段，如何呢？宗，「此山有火」。因呢？同樣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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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故」，因為有煙。喻，喻裏面分兩部分，同喻和異喻。同喻是正面的，異喻是反面

的。同喻：「有煙之處，定見有火，如灶等(等即是灶以外一切有煙的東西)。」異喻

呢？「無火之處，必定無煙，如水等。」三支。寫出來的時候，隨便寫一個同喻或一

個異喻便可以的了。是否比五支好？簡潔得多，而且你是無法反駁的，是不是？所以

為何學唯識的人那張嘴如此厲害？就是說話時他是熟識這套東西。所以那些學做律師

的，要好好學學這套東西。做律師的，做外交官的，最好學這套東西。那些政治家學

演講，一定要學學因明。西方邏輯沒有它實用，它很實用。三段論式是陳那的改革，

我們中國用得多的便是這一種，現在我用的便是這一種，陳那的。

到了後期，有一個人相傳他是陳那的學生，他又把陳那，把他老師的三段論法又

再改良。那個學生名什麼？名法稱，Dharmak rtiī 。Dharmak rtiī ，譯作法稱。法稱又

如何呢？他改了，他把它如何改呢？你一看你便知，你抄下這個你便知了。它和西洋

的邏輯一樣，或是改寫了。你記住，陳那有一個特點，陳那以前有一個特點，先舉出

結論，然後才證明這個結論是沒有錯的。譬如他在吵架；譬如我說：「你做賊。」我

直接說：「你做賊。」為何說你做賊？因為你這樣、這樣。如果是西方的邏輯則不

然，凡是如何、如何，都是謂之做賊。你是如何、如何，所以你做賊，是不是？西方

的稱作演譯法。法稱把它改了，改作如同西方之形式，先是如何呢？第一先舉

「喻」，喻有同喻、異喻，是不是？同喻，只舉同喻便算了，只舉同喻。「喻」，你

自己寫不寫得到？寫不寫得到？這只是同喻，「喻」字你寫到嗎？「無火之處，必定

無煙，如水等。」，是不是？「因」，先講了喻，然後來因。「此山有煙」，現在這

個山有煙，他不用再講的了，是不是？

3



照理就應該要有一個「宗」的，不用講出來。「故…」你看法稱，他不用把這個

宗講出來的。「此山有煙」，還用講！必定有火嘛，是不是？有煙的地方便有火嘛。

此即是法稱的兩支便足夠了，實際上是五(兩)支才可以，為了冗贅一點不妨說夠三

支。這個只是法稱的，那個 Stcherbatsky的便是法稱的，Dharmak rtiī 的了，是不

是？學因明，西洋人稱之為 Indian Logic，中國人譯作因明。佛家的精華在於兩種東

西，一是在唯識，二就是因明。但因明不及唯識，因明不過是唯識之初步。學唯識的

人應該懂因明。譬如你說：「學唯識有何用呢？」最低限度你學懂了因明，先磨利了

你的嘴巴，是不是？第一是磨利了你的嘴巴，你辯論很少會輸蝕給別人。第二又如

何？看看別人說話錯在何處，你懂因明，一看便知這個人說的這句話犯了什麼毛病，

一看便知。你不熟因明的話，你便麻煩一點，難知一點了。

所以近代的學者…，我告訴你為何我們中國宋明的理學家講的道理，講到別人總

是不明白，囉囉嗦嗦呢？他就是不懂邏輯，即是他不懂因明。近代研究國學，最權威的

就是章太炎，杭州的章太炎。為何如此權威？他熟識因明，所以他說話非常穩健。所以

胡適之那些都佩服他，說他說話為何可以如斯穩健呢？因為他熟識因明。譬如你和我說

話，你和我辯論，你不容易辯贏我的。你和我辯駁，很容易不在意時不小心你會辯輸給

我的。何解？我懂因明，你講的話錯在何處，我知道。我講的話錯不錯呢？你有時會一

頭霧水。就是差在這些。不過這一套東西是很枯燥的，即是猶如學數學一樣，有些人最

怕學數學。學佛的人，很多人最怕學因明，見到因明便怕了，但你得知道它很多道理都

是用因明來講的。而且講因明的人，很多人他自己是明白的，但他沒法講得你明白。你

明白不？即是在教員之中，你要找一個數學教員是最難的，找好的數學教員是最難的。

好的國文教員還容易找一點。好的數學教員，講得你清清楚楚明白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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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是否因為它的概念很抽象？」

教授：「嗄？」

同學：「是否因為它的概念很抽象？」

教授：「抽象。」即是等於學數學，學幾何一樣。你看看，幾何好的人，學幾何學得

好的人，他的頭腦必然是清楚的。學幾何學得好的。明朝有一個神父名利瑪

竇，利瑪竇神父。利瑪竇神父來中國，譯了一套西洋幾何學的書。他的中文

程度不是很好，他找到了一個天主教徒，當很大官的，徐什麼？ 

同學：「徐光啟。」

教授：「徐光啟，這個上海徐家匯那處的人。徐家匯做到尚書，即是部長。但他信了

天主教，他當了利瑪竇的徒弟。利瑪竇和徐光啟二人合而譯了希臘數學家，

那個 Euclid(歐幾里得 )，是不是？把 Euclid 的那本《幾何學的原本》

(《Elements》，《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現在你仍然能夠買得到這套

書，你去大學圖書館裏面，你找得到這套書的。英文本容易找，中文本有一

個譯本，譯到你看不通的，看原本容易。原本很容易借的，你走去那裏？走

去那間 Colon那處，找一套那些什麼？一大套那些什麼？名什麼？《The

Great Books》世界上的 great books，即是世界上偉大的書，裏面就有

Euclid的幾何。只有半冊，你把它抽出來看。中國明朝就有譯本，譯了之後

徐光啟寫了幾個字在書面。現在那本書書面上有這幾個字的，「能精此術

者，無一事不可精」

即是能夠精於做幾何這本書的，你做什麼事都可以精，做得很精的。「能讀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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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一書不可讀」，真的。本來這個時候，西方的天文學和數學都傳了很多進中

國，但可惜沒多久明朝就亡了。亡了就到清朝入關，清朝人最怕你中國人的思想太

好，整天用四書五經來困死你的思想。康熙皇本來是很出眾的，康熙皇曾經把利瑪

竇、徐光啟譯的那套《幾何原本》裏面的幾百條習題，條條做完。現在北京博物館還

有他的原稿，他自己寫的，寫得很漂亮。曾經大陸有人想把它來翻印。後來在想，印

了亦沒有什麼實用，沒有什麼人買，只是幾個古董家買來擺放，豈不蝕大本？結果才

沒有印。康熙皇的數學很好，整套 Euclid的《幾何原本》，所有的習題他全做完。

全做完之後還怎樣？還研究三角，trigonometry，又研究三角。研究幾何，研究三

角，又研究代數三種，不過他未懂微積分而已。如此就把中文所有那些幾何、三角、

代數的書，刻了一套書，名《數理精蘊》，百多本書的。現在仍在出售，你在香港仍

然可以買到這套書，台灣有人把它翻印。不過只是作為古董放在圖書館而已，你的書

房無需要買這套書，因為沒有用。它的數學，你不如到中華書局買一套數學，是不

是？買一套代數，無需用到它。

但如你是藏書家，想擺著讓別人看看，又不妨買下放著。《數理精蘊》，康熙皇

自己主編的，吩咐人編的，吩咐那班天文家和數學家編的。本來康熙皇如此懂得，應

該可以提倡科學。誰知他害怕中國人人人頭腦訓練如此精明，那還了得。所以他自己

在宮中自己做，你在外面就一於只提倡四書五經考試。就是這樣，這樣中國便很慘

了。直至到了二百年後，曾國藩、李鴻章的時候，打洪秀全之後，然後才在上海。曾

國藩當兩江總督，在上海設了一間上海製造局。不對，是江南製造局；在那處建立了

船廠造船；又留出一部分建立了兵工廠製造槍炮；又設一個編輯部來翻譯外國的書。

那個時候才有，晚了那麼長時間。我現在是用陳那的因明。這本書你有下冊的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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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題為〈量論〉就全部用陳那的因明。你現在想看因明的書，你要找中文本，

要世界上最淺的，不是最好的。最淺的便是我這一本，其他的都是深的多。所以我在

香港，在佛學書局賣，他問我賣多少錢？

我說：「賣一百元一本吧。」

王玉嬋問我：「貴了一點吧！賣七十元好了。」

我說：「不好，七十元，不如不賣了，賣夠一百元吧。」讓他難買一點便不會亂掉，

尤其是又不可送，我以前是送給人的。切不可送，你們有著作都不要送，除

非是你認真熟的，你知道他會看的，你送一本給他，否則切不可送。你送書

給他，他便會覺得沒有價值，四處丟，是不是？我的《金剛經》，送，在香

港送給人。結果我在舊書坊舖見到有，那些人拿了去舊書坊舖；拿了去丟

掉，丟了給「收買佬」(收舊貨的人)，拿了去舊書坊舖處賣。此為一者，《金

剛經》是如此。還有法相學會的學報，這麼厚，你如果要買，價值十美元一

本的。初時是送給人，人們又拿了去給「收買佬」，弄到現在我自己想找都

幾乎沒有。所以你如果有著作，你不要送給人，一於還要收貴一點。他如果

想要，貴一點也會付出的。他不要，你送給他又會丟掉。我的體驗就是如

此。所以你現在想買我那本《唯識方隅》，你在香港買要一百元，一百元我

佔多少呢？我只要回五十五元，因為他要賺這麼多，他的書局是要這樣的。

至於這樣，那些人捐錢給你印，你卻拿來賺錢。老子賺錢是應該的事，是我

這般辛苦寫的，誰叫你捐給我？我沒有叫你捐的，你自己要捐而已，你可以

不捐的，我就是這樣。所以有話：「別人捐錢給你，你又印。」

我說：「是的，誰給我稿費？」你以為我不用吃飯嗎？尤其是…，是不是？那些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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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本心的。

同學：「你(的書)又賣了多少？」

教授：「嗄？我此次回去，是嗎？」

同學：「從開始賣算，十幾年從來…。」

教授：「我告訴你…」

同學：「…現在那些人丟棄，那些人又說…」

教授：「很快我會拿上來，我讓他寄來，我賣十五元一本的。」

同學：「十五元一本有得賺。」

同學：「還要加GST。」

同學：「哈哈…」

教授：「嗄？」

同學：「你的十五元之外還要加GST。」

教授：「這又是，是要這樣才行。是要這樣，沒有辦法。我這次回去如何？你問我賣

了多少，是不是？這次回去他結了兩條數給我，不然我回到香港沒有錢用。

第一批數是一萬九千多。」

同學：「港幣？」

教授：「港幣而已，我也只是賣港幣一百元一本。第二筆好像是五千多。我這次回去

總共是去年一年他賣了二萬多港幣。」

同學：「你用了多少精神寫？」

教授：「嗄？」

同學：「你用了多少時間寫？」

教授：「我以前不要錢也是如此的了。我現在更精，我現在還不自己動手寫，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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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錄音帶。那些要剪貼，我拿來剪剪貼貼，貼了它。然後寫一些科判，寫一

些提綱，交給為我筆記的陳瓊璀，讓她作筆記。筆記，我要不要給她錢呢？

我不用，我不給她。第一、我讓她做功德，我帶挈她做功德而已。據《般若

經》講，她的功德比建一間醫院還要大。我帶挈你做功德還要付錢給你嗎？

第二、她還有…，哈，她還有…。世界上的事物真巧合，我不給她錢，自然

又有人給她錢。鄭裕彤的兒子鄭家成，他說看不懂我的書，要看白話的。我

告訴他我現在讓人為我紀錄白話，他要買：「讓她快點紀錄，我給她錢吧，

給她筆金吧。」

我說：「你給多少筆金？」

他說：「應該給多少？」

我說：「大約按照《明報月刊》的稿費給她吧。他現在凡是一頁紙五百字，五百字裏

面有超過八行，有八行以上是低一格的。低一格的即是要她自己寫的、紀錄

的，便要計錢了，一百五十元港幣一篇。如果不夠八行字的話，免費去抄

的。如此即平均算起來，說是一百五十元一篇，實在約六十多元一篇左右

吧。此亦不過不失。如此，我沒有錢，她賺錢；賣了的錢便歸我的口袋了，

是不是？是這樣的了。

你說：『為何你如此悲的，羅先生。』實在做人是有點俗套，我不講清高的，是不

是？講清高是騙人的，是不是？」

好了，我們看回此處。第一個理由便是如此了。「(第二)二者，若未曾緣之境(緣

字作認識解)，必不能(記)憶(你未曾經過又如何記憶呢？不能記憶的)。見分心昔時

(『昔時』是它緣此種境的時候)。」昔時還在現在緣那種境的時候，它自己如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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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緣自己的結果，不認識自己的結果的話。「既過去已(之後，既過去已即是成了

過去之後)，如何能憶此已滅之見分心；(因為)以(即是因為，因為)不曾被緣(的原)故

(，所以無從回憶)。唯(有)見分心昔現在時，(它)有自證分緣之(來緣它自己)， 即以一

(部)分(的)心緣(認識)另一(部)分(的)心，則(無)有過失。」所以要有多一個自證分。

「有量云(我立一個論式)：過去不曾被緣之心，今時應不能被憶(這個是宗)，(因呢？)

不曾被緣故(這個是因)，(喻呢？)如不曾被緣之色(這個是喻)。故知能被憶念之心，必

曾被緣，而當時緣此心者，即自證分也。」所以應該有一個自證分。第三個理由，

「能量(量字作知字解，能知事物的。)量(量度它所知之東西的時候…。即是能知的

心，當它知道所知之東西的時候)所量時，若無量(結)果(一定有一個結果)，則不(能)

成為量(它知都沒有結果的，如何能稱作知呢？)。

如以尺量布，布是所量，尺是能量，(了解量了多少尺的數)解數之智(慧)，名為量

果；若(果)無解數之智(慧)，空移尺度(整天拿著尺在到處量度)，不辨短長，云何成(為)

量？(所以)見分緣相分時，相分是所量，見分是能量，亦必有量果。」於是我又立一個

量，一個論式。「有量云：心、心所見分之(所)緣相分必有量果(宗)，(因呢？)是能量量

所量故(這個是因)，如尺之量布(這個是喻)等。」這個我不詳細解了，你不懂就劃了它

算了。「由上之義，故(陳那著作了一本書名《集量論》)陳那造《集量論》(的)時(候)，

乃建立(一個)自證分。一方面作為相(分)、見(分)二分所依之體， (另)一方面又為所量、

能量之量果，而後念(的)心憶(念)前念(的)心之理亦得以說明。」所以要有一個自證分是

比較妥當點。這便是三分說，我認為這個三分說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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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說，為何會有四分說呢？就是這樣，「見分量…」。我們寫一個圖，相分即

是 image，這個相分。相分為見分所緣，所認識；這個自證分緣見分。見分能量、

能見東西，它要被另外一個東西量它。這個自證分又是能量東西，它亦應該有一個第

四(分)來量它。應該要有另外一個東西來量它，不然又怎通呢？所以多建立一個來量

它——證自證分，證明自證分沒有錯的。但你又會反駁，自證分能夠量見分、量相

分，又需另外有一個量它。自證分緣見分，又需有一個量它。證明自證量自證分，應

該又有一個第五分。又不用，它二者皆是內部的事，你量我，我量你。猶如二人互相

倚傍，你撐著我不跌，我撐著你不跌。因為它這個是內部作用嘛，所以不用第五分。

即是說，你說：「要有一個上帝創造世界，上帝應該有一個人造的。」他一定是不肯

的。應該有一個更高級的上帝來造它，他便是造反了。有一個高級上帝來造這個上

帝，為什麼上帝要人造？高級上帝亦應該有一個人造，如此豈不是高高級上帝。你說

兩個上帝，你造我，我造你又不通，是不是？它這個是內部事宜，才可以嘛。

所以你研究唯識的時候，你再研究基督教、天主教那些，說上帝造世界，這個是

不通的。那個上帝應該一路無窮地造的。所以他說如果你承認有上帝，唯識家認為一定

有兩個過失，隨便一個過失。一個是無窮過，萬物要上帝造；上帝便應該要有一個更高

級的上帝造；更高級的上帝便應該要有一個更高高級的上帝造。如此，豈不是這些上帝

有無窮那麼多？如果你說上帝是無窮的，你便犯了一個無窮過，說不通。是不是？你是

否願意這樣講呢？你一定是不肯這樣講的嘛。好了，第二個是不平等過。他就強辭奪理

了：「你們才需要上帝造的，上帝是不用的。」這個是不平等過。為何我們又是存在

的，我們要上帝造？我們要另外有一東西造？上帝是否存在？若果上帝是不存在的，你

便是自打嘴巴了。若果上帝是存在的，所有存在的東西除了上帝之外，都要有另外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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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造它，你這個上帝為何不用造？為何如此不平等？你如何說得通？此謂之不平等

過。所以你承認世界有第一因，或世界有一個造物主，兩個過你隨便犯一個過。

所以佛家，唯識家不信創造主，不談創造主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你一說創造主，

隨便一個過的了，不是無窮過便是不平等過。如果他強辯說：「上帝是不用造的。」

不平等，為何如此不平等？「祂是神嘛。」你說祂是神而已，我現在還未承認祂是

神。是不是？你先說通我吧，你先說通我，我便承認祂是神了。很強辭奪理的。基督

教和天主教那些，說到此處都很強辭奪理的。如果你要辯論呢？辯論是可以的。這樣

辯論吧，凡事都要寫出一個定義，好像奕棋那樣，「舉手不回」。辯論吧，輸了就叩

頭，你要脫離你的教，這便可以。他不敢和你辯論，用邏輯把它寫出來。他現在一味

洋洋灑灑、長篇大論的。你說我不懂你這些長篇大論。我認為很簡單，我要你把邏輯

論式寫出來而已，你是否承認有邏輯？你承認邏輯是對的，請你寫出來吧。

你說：「那些是不需要寫邏輯的。」我現在問你：「你所講的話是否合邏輯？」如果

你說：「合邏輯。」那你便寫出來吧。

你說：「我不合邏輯。」那請你不要辯論了，你最好去精神病院，你說的話是不合邏

輯的。是不是？所以那些天主教、基督教，如果真正打真軍，和講唯識的辯

論，他必定輸的。

同學：「可否說是法爾道理就是如此，不得辯論？」

教授：「嗄？不行的。」

同學：「不行。」

教授：「不可以。講到最後仍回答不了的才是法爾道理。到最後，他不跟你講法爾道

理的。和你辯論的時候，『我不和你講法爾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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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即是完全用邏輯…」

教授：「他就要寫出來，寫出來的便…。長篇大論，我不識講長篇大論，我只懂邏

輯，你以邏輯的論式寫出來。甚至你用符號，用 A、B、C、D那些用符號邏

輯寫出來。你長篇大論猶如講道，我不聽。如此他一定輸的。但又這樣，此

事無謂，不如大家相處，和平相處更好。但當你不和平的時候，我便要打

你，是不是？是這樣的，我們要時時有這樣的武器在手上，你要開鎗我便要

拔鎗打你。你不開鎗我便和你拍膊頭，喝咖啡，是不是？是要這樣的，此是

唯識家最拿手的。現在那些整天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我都省得講。那

不行的，別人會來消滅你的，是不是？不行的。」

同學：「你即是說佛教能夠堅守這麼多年，…」

教授：「什麼？」

同學：「…是因為有這一套唯識。是否這個意思？即是說佛教…」

教授：「佛教徒應該要積極點。換句話，就要和他們爭，不要退讓。要爭，但要和他

和平相處。兩面，你和我和平相處，我和你和平相處；你和我爭，我和你打

過。要時時有打人的武器，但你不要打人。要這樣，佛家是要這樣的，不是

一味退讓的。現在的世界也是如此。現在講到此處，講到那些遊俠應否給他

們一個地位呢？有一種稱作遊俠，是專打不平的，例如什麼？做電影的，那

個什麼？很多…」

同學：「查理士布朗臣。」

教授：「那個二撇鬚。」

同學：「查理士布朗臣。」

教授：「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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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查理士布朗臣。」

教授：「是，是，查理士布朗(臣)，是不是？做這些的，他專做遊俠的，是不是？警

察也怕了他的，但警察亦很崇敬他的。」這些在中國稱作遊俠，戰國時候最

多遊俠。那些遊俠即如那些教父一樣，你一旦跟他講通道理，他幫你忙，他

不惜生命來幫你，這種人會仗義為你做事。那些遊俠簡直是教父來的，後來

到了漢武帝才殺清這些遊俠。漢武帝此人是最殘暴的了，有兩個豪傑之家，

一個是朱家，一個是郭解。說他們召集很多眾人恐怕他們作反，把一整族人

殺清。人人說漢武帝好，但此人其實是最壞蛋，殺朱家，殺郭解，說他們是

遊俠，把一整族人殺清。遊俠又應不應該有呢？有時要有遊俠。

你說：「有法律便不需要遊俠。」法律很多時是會錯判人的，是不是？有時人們會走

「法律罅」(法律漏洞)，走到你…。那些富人利用「法律罅」，請法律顧問欺

侮你這些人，巧取豪奪。遇著此種時候又如何？氣也透不過，有時不得不出

那些遊俠，是不是？所以上海那位遊俠，大遊俠是誰？杜月笙。杜月笙慶生

辰，所有上海附近和南京，很多具影響力人士，人人都送壽聯、壽屏給他。

他當然是…，他是大頭子來嘛，那個什麼幫(青幫)的大教父來嘛，他當然受之

無愧。但他認為當時有一個人名章士釗，這個人是毛澤東的第一清客，章士

釗，湖南人。章士釗在上海當律師，章士釗又是他那幫的人。在上海你想當

律師等等，你不加入幫會，你想當，你會相當麻煩，差不多必然要加入的。

他對章士釗，和章士釗談。

他說：「你們人人都送如此多的壽屏、壽聯給我，我真高興。」

章士釗說：「你德高望重，當然我們人人都要送壽聯給你。」

他說：「不是。我還有一點遺憾。」「什麼遺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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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最佩服章太炎先生，對於學者、文人，但我沒有辦法得到他的壽聯，或一

對壽對。他是一個清高的人，我則是俗到極的。他不屑寫壽聯給我，我亦不

敢求他，我熟識他但不敢求他，他又沒有寫給我，我真的遺憾。」章士釗又

如何？章士釗不吭聲。章太炎這個人是「癲」(狂)的，你怎敢代他應承，章士

釗不敢吭聲，聽完便了事。他和章太炎很熟識，於是他立刻走去找章太炎。

章太炎和他閑談，談到最投機的時候，

他(章士釗)說：「我告訴你一件事，現在上海最『巴閉』(了不起)的，就是杜月笙。

蔣委員長幾乎都要向他拜會，是不是？此人確是最崇拜你的。」

他(章太炎)說：「是嗎？為何他會崇拜我？為何他會崇拜我？」

他(章士釗)說：「我告訴你一件事實，他現在做壽。」

他(章太炎)說：「是的，我也聽說他最近會做壽。」

他(章士釗)說：「我和他閑談，談起人人都送壽聯給他，包括蔣委員長也要送壽屏給

他，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又送壽屏給他，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又送壽屏給

他，他都不覺得名貴。他說最佩服你，他感遺憾的是你連數個字都沒

有給他，最缺憾的就是此事。他說不怪你，你是清高的人，他是俗

士。他說不過是自己太俗了。」

(章太炎)說：「那蔣介石真的是。我應該送一對壽聯給他，我應該送壽屏給他。」

章士釗問他：「何解呢？」

他(章太炎)說原來袁世凱委任他為東三省宣撫使。袁世凱只是借名給他，實際沒

有送他去，衙門也沒有，把他扣留在北京，他被袁世凱騙倒了。後來，袁世凱倒了

台，這件事便沒有了。袁世凱倒台之後，張作霖在北京，當時是東三省保安司令。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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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霖知道之前袁世凱曾經委任章太炎為東三省宣撫使，而今天他做了，所以他很敬禮

章太炎。時時有人去上海，便托人送一些名貴禮物，最歡喜送人參給章太炎，把最好

的人參送給章太炎。還有，章太炎得到這些禮物，便寫信給他，勉勵他：「我是你的

前輩，曾經為袁世凱之東三省宣撫使。我沒有履任，現在你做了。你留意東三省地大

物博，人口稀少，是可以成立一個國家的，  將來大的話可以作為中國復興的一個基

地，小的話若世界有何變動的時候，簡直可以自顧吾宇。你努力吧。」勉勵張作霖。

當時北洋軍閥打仗，郵政寄信也不通。他想找人帶一封信，帶一封信給張作霖，勉勵

他。托人帶，人們卻說沒有把握。他是想親自交給張作霖的…。…保證你幾日後這封

信便可以達到張作霖手上。「那有何辦法委託杜月笙呢？我又不認識他。」於是有一

個人，大概有一個國會裏面的人：「我代你問問他吧，看看他行不行？」於是這個人

問杜月笙，杜月笙立刻說：「章先生送過來，我一定為他一個星期內送到張作霖手

上。」於是他把此信交給那人，交給杜月笙。杜月笙真的替他把這封信交到張作霖，

傳說張作霖後來又找人回覆了一封信給章太炎。章太炎便知道杜月笙這個人真的能夠

仗義做事，所以他說：「我應該報答他，我要寫一對壽聯給他。」那個章士釗便「得

米」(成功得手)了，他的目的就是想這樣的。立刻買了紙等：「唏，你寫給他吧。」

那篇很好的文章，第一句一下筆，「千鈞之力」，你猜他如何？「太史公作史記

不廢遊俠」，一開首便是這樣，即是你一開首便是千鈞、萬鈞之力。太史公作了一本

《史記》，裏面有很多列傳、名人。其中他特別闢一欄名〈遊俠列傳〉，把那些荊

軻、聶政那些人，替他們做列傳(〈刺客列傳〉)。太史公是一個第一流的歷史家，他

作《史記》，他都要給遊俠一個地位，要作〈遊俠列傳〉。後來就說明其理由，他說

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的事，非法律所能解決，人情亦無可奈何。惟有那些忠臣烈士，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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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為國家報仇，而敵人已經統一了，你如何可以發泄你忠義的憤恨呢？惟有做遊

俠，或委託遊俠替你仗義去報仇，國仇、家仇。法律不能保護你，政治壓迫你的時

候，唯一只有一條路，就是遊俠。所以遊俠應該在歷史上有相當的地位，就因為如

此，太史公作《史記》特別寫了一個〈遊俠列傳〉。現在他又寫出來，現在的遊俠首

推杜月笙…。

同學：「很重要，杜月笙很重要。青龍幫的大龍頭，大江南北一大遍…」

教授：「此人很厲害。」

同學：「…以前不得了，走了來香港。共產黨到時，走了來香港。」

教授：「所以章太炎是這樣子。確是有時社會上真的要有一些仗義的教父才行，你不

要只靠法律。法律時時審錯人的，你看看。譬如現時有一個人要翻案，坐了

十多年監牢來翻案。」

同學：「審完，快要結案陳辭…」

同學：「都還未結。」

同學：「未結。上次『戇居』(傻乎乎)說精神病，自己受壓…」

教授：「法律不是徹底的東西。」

好了，這便講完此部分了。四分，是嗎？為何要四分呢？免得人反駁。第二分見

分要被人(自證分)所緣，第三分亦應該有的，那便設一個第四分來緣它。第四分要不

要第五分緣它？他說不用，因為第三、第四都是內部作用，內部作用便自己扣著自

己，好像二人互為因果。這便可以了，便沒有無窮過。如果沒有這個，如果沒有第四

分，它便會有無窮過。有了這個第四分，在辯論上便沒有了無窮過。你看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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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說是護法所建立。」我們中國講唯識，現在我所講的唯識，就是護法的唯識

了。如果是西藏人講的話，就是安慧的唯識。「護法將陳那之三分說加以擴展，除

(了)相、見、自證三分(之)外，別立第四分，名證自證分；此即能證知自證分者。四

分說又將陳那所立的自證分析而為二；證知見分者，名自證分(狹義的自證分)；自己

證知之內作用，名證自證分。此中(即是這裡)有兩個譬喻，以顯示四分之作用：(一)

心、心所之取境(取境即是了解那些 object)，(猶)如用尺量布。」你看我的圖，心、

心所來到了解那些 object，那些境就是猶如用那把尺，看到不？去量那匹布，看到

不？量布。相分猶如那匹布，是所量的 object——如布。見分猶如什麼？是能量，

能夠量那些所量之物，例如那把尺——如尺。我們看回本文，「相分為所量，喻如

布；見分為能量，喻如尺；自證分為量(之結)果，」譬如我量得一尺、二尺、三尺，

知道它只得三尺或四尺——果。

喻那個量果是喻所知…，作為譬喻就用什麼？知道所量之長短的智慧——自證

分。看到嗎？自證分是能量、所量，猶如能夠知道量到多少尺數的那種智慧。「證自

證分又為自證分之量果，喻如能證明量度結果正確之人。」這個是證自證分，那個箭

咀是雙向的。「然能證明此人之有無誤證(錯誤)，又不外以尺量布(到底量得多少尺來

證明的，不用另外第五分的)；故能證知第四分者，又不外是第三分。是則第三分與

第四分，乃互相證知之內部作用，無更立第五分之必要(即是沒有無窮過)。以圖表之

如下：」這個是第一個譬喻。第二個，我們看看這個，下一頁。「(二)相分如鏡面上

之影像(譬如一個人照鏡，鏡面上的影像，那個是相分)，見分(猶)如將此影像映現之

作用(，那個鏡面有顯現之作用，此謂之見分)，自證分(猶)如鏡面，證自證分(猶)如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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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有面一定要有底；照鏡之人為本質)，而本質則如照鏡之人。(這個譬喻就把本質也

作了解釋。)如下圖：」下圖，本質——照鏡之人。即是什麼？本質即是我們第八阿

賴耶識裏面的種子。一個茶杯，這個茶杯的種子就是本質。

本質顯現而成為…，本質是第八識變的，前面那七個識的心、心所， 就托這個

本質作為依據，作為 base的，顯現反映出那個影像，而成為相分。即是我眼識見那

朵花，那朵花的本質就是阿賴耶識那堆變花的種子變的。我的眼識一起，就托那個阿

賴耶識所變的花之本質作為基礎，就把本質反映入我的眼識裏面，而成為一朵花的

image，相分。於是，我能夠見物之見分，看下去我的 image，見分看下去。見分看

相分就是向外作用。看了之後，然後我們證明我現在看到花，這個是自證分。當我看

到花的時候，我同時證明我確是看到花，不會是看到一隻牛我說它是花，這是證自證

分。是這樣的作用，自證分、證自證分互相證知，這個是第二個圖。第一個圖略去本

質不講，第二個圖是把本質也說明的，所以第二個圖最好。明白不？回去後你如果不

明白，你多想一想。今天就講到此處，後面的一問一答要日後才講了。

同學：「你剛才那首詩，什麼『太史公作史記不費遊俠』，下面一句是什麼？有沒

有？」

教授：「什麼？」

同學：「她問你，章太炎給杜月笙的那首詩，你有沒有？」

教授：「你看看章太炎的文錄裏面有沒有？你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  找那本《章氏

叢書》裏面有一個〈太炎文錄〉，在裏面看看找不找得到？」

同學：「多謝羅教授，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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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是。」…四十四頁，大家明白嗎？有沒有問題？不明白的，趁現在問

吧。你明白不？

同學：「我當天早走了。」

教授：「你沒有聽到嗎？」

同學：「我早了走。」

教授：「你早了走，是不是？你回去看看吧。」

教授：「盧茵，聽得明白嗎？聽得明，是嗎？」

同學：「聽過。」

教授：「嗄？」

同學：「回去再次聽過。」

教授：「在那處聽過？在那處又聽過。」

同學：「沒有。我有錄起，回去再次聽過。」

教授：「哦。」

好了，現在是(丁八)，講心、心所之性類。「性」字有很多解法，普通用的

「性」字，在佛經裏用個「性」字，第一種解法是作性質解，相等於英文的

nature，性質。第二個用法是作什麼？作宇宙的本體解，作實體解。即是作什麼？

final substance的意思，或作 reality解——「性」。第三個解法是作善、惡、無記

此三種價值上的「性」，這個「性」稱作性類，我們稱之為性類。善、惡之性謂之性

類，這個是第三種。第四種就是一般用法，作本質解。這個字是很籠統的，作本質

解。即是作什麼？作 essential，本質解。第五種用法，「性」字和「相」字通用，

相。普通就是這幾種用法。現在我們講心，八個識的心王謂之心；心王所有的特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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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謂之心所。心王和心所都有它的性類，凡事物都有性類的。譬如我說這個茶杯，

我們都可以問這個茶杯是何性類呢？是善的？或是惡的？或是不善不惡，是無記的

呢？現在人人都知，這個杯是無記的，你不能說它善，不能說它惡，是不是？

心、心所都有性類的，現在我們看看心、心所的性類是如何？我們看看，「佛家

將一切法(法字作事物解；將一切事物)分為有漏、無漏二種。」漏，漏即是煩惱之別

名。Edward Conze把有漏譯作 outflow，是不是？無漏便是 pure，是不是？有漏

和無漏兩類。「有漏法中又有善、不善…」，不善即是惡。有漏裏面的善，我們加上

兩個字來作區別，就是有漏善。因為善之中，無漏法必定是善的，所以有漏法中之

善，我們加上說它是有漏善。不善即是惡的，佛經裏面不善二字並不是沒有了善的意

思。不是，是作為惡的意思。「…無記(，無記即是既不是善，亦不是不善)三類。」

即是有漏法裏面有三類。何謂善呢？「能招可愛果者，名善(能夠引起一種可愛的後

果的就謂之善)。能招不可愛(後)果者，名不善。(記住，善惡和苦樂兩者的意義不

同。)(那些)不能招可愛果及不可愛果者(可愛的果它又招不到，不可愛的果它亦招不

到的那些)，名無記。

記是誌別(誌別即是mark它、記別它；給與一個記號以作分別)； 既不能招可愛

果及不可愛果，故不可誌別其善惡也(所以稱作無記)。無記性中，復分(又分為兩種，

一種是)有覆無記(，一種是)無覆無記。」這些一定要很清楚的，讀佛經這種界線一定

要分得很清楚。「覆」字不要讀作「福」音，覆(音埠)即是遮蔽的意思；覆(音福)即

是把它反轉的意思，是不同的。「覆有覆障及覆蔽二義(兩個意義)。」即是說覆字又

可以作障礙解，又可以作遮蔽解，兩個意義的。何解呢？為何稱為覆蔽？又為何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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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障呢？你看看，「能障無漏道(無漏道即是無漏智，能夠障礙無漏智)，令(它)不得

(能夠)生起，(有漏法有此作用的，所以稱為覆障)是覆障義。」為何又稱為覆蔽呢？

「令(它本身)不明淨(污糟邋遢不得明朗乾淨的。)，能蔽自心(它會遮蔽我們的心，遮

蔽我們的智慧)，是覆蔽義。」有障礙與遮蔽的性質，此等稱為有覆。無記法之中，

無記的東西之中，有些是有障礙無漏智和遮蔽我們心靈之作用的，此謂之有覆無記。

我們看回書，「無障礙(和)隱蔽之作用者(我們)名(之)為無覆。」無覆無記。於是

我們列出一個表，你們一定要熟識這個表的，「一切法之性類表攝如下：」用一個表

包攝其意義於下面。一切法有兩種性質，一種是有漏性，一種是無漏性。記住，有漏

性又名雜染。雜染和染污不同，雜染即是有漏的意思。染污呢？你看下面便知道，所

謂染污，是指什麼？有覆無記和不善這兩類，謂之染污；染污的範圍是窄的。雜染即

是有漏，其範圍是寬的。看到不？有漏的東西分三類。一類，最差的是「不善」，即

是惡；能夠引起不可愛之後果的。第二種呢？比較惡好一點的，是「無記」。無記之

中有兩種，一種是比較壞的無記，稱為有覆無記；一種是比較好的無記，稱為無覆無

記。這種有覆無記和惡性或不善性二者合而稱作染污。無漏的東西，一定是善的，不

會是無記，不會是惡的。所以無漏一定是善的，我們稱之為無漏善。善有兩級，一種

是無漏善，一種是有漏善。有漏善，善之中仍然是有多少…，即是仍然有雜染性的，

可以和煩惱相融的，相融洽的。無漏善是消滅煩惱的，抵抗煩惱的。

有漏善和無漏善二者合而稱作善。這個表，這個表可以。我們看這個表，最重要

是看中間那處。一切事物沒有絕對的所謂善惡，絕對善、絕對惡。絕對善、絕對惡那

些只是頭尾那些而已，不善便絕對是惡的，無漏善便絕對是善的了。中間的兩個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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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界線並不清楚，無記和有漏善實在是分得很清楚的。如此即是由右到左一級級了，不

善是最差的；無記高一點；有漏善又高一點；無漏善最高，看到嗎？這個表又可以，第

二個表又可以。一切法即是一切事物，把它分為三類，一類是善；一類是無記；一類是

不善。即是三級了，善的為最高級；無記的在中間；不善的為最差。善之中又分兩種，

一種最高級的善是無漏善；第二種是低級的善，有漏善。無記呢？有兩種無記，一種是

無覆無記，高級一點的；一種是有覆無記，低級一點的。有覆無記和不善，稱作染污，

又是可以。你們自己看看那一個表對你便利，你就慣用那一個表可也。

同學：「無覆無記，又不善、又不惡的了。」

教授：「嗄？」

同學：「又不善、又不惡，無覆無記。」

教授：「是的，包括染污都沒有的。」

同學：「…無覆無記。」

教授：「是的。」

同學：「都不是的兩方面。」

教授：「是的。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便是無覆無記的。我們的第七末那識便是有覆無

記的。

所以研究唯識宗，什麼都很清楚，就是這樣，一點兒也不放過的。禪宗那些則不

然，籠籠統統的。」我們這個表之後，我們看看下面。「眾生之心、心所，亦有如是

之不同性類。凡夫(我們普通的凡夫)從無始以來，(就是什麼？我們的心，那些)有漏

(的)心、(有漏的)心所一向現行(不斷現行的，那個有漏的勢力很強)，縱有無漏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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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種子…」。我們的第八識裏面，即是我們的生命裏面，是有無漏心和無漏心所的種

子，不是沒有。會有，但唯識宗就說有一種人是沒有的，那些永遠不能成佛，其他宗

則說人人都一定有的。但你不要說決不可，你說這樣有些是沒有的，如此不平等的

嗎？世界確是不平等的。為何李嘉誠如此富有，你卻如此窮呢？  就是不平等，事實

是不平等嘛，是不是？你硬說它是平等也可以嗎？如此，你說：「它有又不行嗎？」

那沒有又不行嗎？你說它有又不行嗎？我也可以說它沒有又不行嗎？是不是？如果你

認為一定要有才可以，你是感情用事，是不是？而且你說：「必定有的。」必定有

的，你全部算過沒有？你不全部算過，你又說…，是不是？即是等於你未 check過

別人的身家，又說別人破產。如此，你的頭腦已經不得科學了。

所以有些人一聽到有一些眾生是不可以成佛的，他便跳起來，暴跳如雷。那種人

正蠢材。現在的佛教徒，十個之中九個半是這樣，他頭腦不清楚。縱使…，所以我用

了「縱使」，縱使他有無漏的心、心所，都是種子而已。是「隱存於心中」，即隱藏

於他的心裏面；心是指第八阿賴耶識。縱使他有無漏的心、心所種子，這些種子都是

藏於他的阿賴耶識裏面。「亦不得流露」，即是說我們坐在此處這麼多人，向上數由

無始之始以來， 以至到現在這一秒鐘，我們縱使有無漏種子，都未曾出現過。不過

你不用害怕沒有，你能坐在此處的都必定有。如果沒有，他還坐在此處嗎？  早就走

了，是不是？莫說我講課他走，釋迦佛講經他都走。

《法華經》，釋迦佛說：「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就是什麼？「無有餘

乘，唯一佛乘」，人人都成佛的。只是嚇他而已，那班小乘人就退席，紛紛退席，席

上走了二、三千人。釋迦老祖尚且如此。何解？因為他沒有成佛的無漏種子。「亦不得

流露；須從…」。譬如這樣，你又有，我又有，有無漏種子，但它不出。那又如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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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怎樣？我們要想辦法了。想了一個辦法，如何想呢？我們有些有漏種子嘛，有漏種

子之中有些是善的。無漏和有漏不過是級數而已，我剛才很留意地告訴你有級數。用低

級引出高級，你明白不？用低級的引出高級的，那又如何呢？第一步，有漏的心和心所

之中，有些是惡的，例如：想殺人，想放火，這些是惡的，切除了它，不要。沒有了惡

的，令到它不出現。如何令到它不出現？世界上有一樣東西，是什麼？教育。教育之所

以有價值，就是因為它能夠阻壓那些惡種子。宗教之作用，亦是因為它能夠阻壓那些惡

的種子。用教育，用宗教，可以阻壓那些惡的心、心所種子。

如此，只是沒有了惡的。沒有了惡的便已經好多了，是不是？不要說還有一些無

記的。第二步，想辦法把那些有覆無記的，來到什麼？淨化它。即是什麼？purify

它，淨化它。很多東西可以淨化的，只是受教育。為何你要送你的兒子進學校？為何

要找一間好的學校給他？想淨化他而已，是不是？把那些有覆無記的東西，不要讓它

太發展，引導一條正的路讓他走，是不是？有漏的有覆無記勢力小了，再進一步，無

覆無記的，無害的，不要動它，由得它無覆無記，由得它，不要阻止它。再進一步，

再高級一點的是有漏善。有漏善，提倡他做有漏善的事。待他有漏善都能夠做，再教

他修止觀，要在定中引發無漏善。無漏善的心、心所要在定中才能引發。用這個方法

去引發出無漏善。當我們第一次無漏善法出現的時候，我們便稱之為見道。所謂明心

見性便是那個時間，是不是？講了，「須從有漏善法下工夫(明白了吧？)，用力既

久，積集有漏善法(積集)既多，即以有漏善法為增上緣(借有漏善法為助力，增上緣即

是助力，協助之力)引發(出)無漏心、心所(出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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