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助之力，「引發那些無漏心、心所（跟著出來，引其種子令其）使之現行。

初次現行時，是為見道（即是稱為見道。明白嗎？）。見道以後，（再）不斷培養無

漏心、心所」，第一次出現再…。譬如我今晚無漏心、心所出現，見道了。我們很珍

重，很珍惜它，我們很歡喜。第二晚我們又再修止觀，又引發它。萬一遇著我那天受

涼傷風或食滯，入不了定。這便沒有辦法引的了，是不是？治癒後我們又引。如是引

得多就習慣了，好像養小狗一樣，今天見到牠，你引牠未必很高興。天天你拿食物餵

牠，天天和牠親善，到最後又如何？睡覺牠亦要蹲在你身旁，是不是？是如此地培養

無漏的種子。這種培養禪宗的人稱作保任，禪宗人見性之後稱作保任，恐怕將來不再

出現。所以學禪宗的人，最好先學唯識，學了唯識之後再學禪宗，便一點都不會不清

楚，一點都不會不清楚。

如果你就這樣便學唯識（禪宗）的話，我借永明禪師一句說話來講。「十人九錯

路」，十個人有九個走錯。不是我講的，是永明禪師講的。如果先學了唯識，就真的

十個十個都不錯路。（既然）不錯路，他又那用學你的呢？他唯識學得很好，又那用

走去再學你的禪宗，是不是？他講你的禪宗亦可以。不斷培養那些無漏的心、心所，

讓它時時出現，終於到了最後就無漏流行。初地時無漏種子「烏 ver ver」是很難出

現的。到了第二地，不斷練習到了第二地，一旦盤腿坐下，無漏種子便會出現的了。

到了第三、第四地，一整天、大半天無漏種子出現都可以。

到了第五、第六地，一天的三分二時間以上都有無漏種子出現都可以。到了第七

地，一整天無漏種子都出現，有漏種子完全被壓制不出現都可以。到了第八地，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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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不出現的，縮藏在阿賴耶識裏面。完全無漏種子出現，無漏種子完全流行。我們

講到此處便知道，那些宋朝的人，那班理學先生說：「我們的生命裏面（即每一個

人）都有兩樣東西的，一曰天理。何謂天理？他天理二字是很籠統的，你試譯為英

文，你如何譯法？天理！你的心有很多仁慈的東西，這便是天理了。你的心有仁義禮

智這些心便謂之天理。此處你說它是好的 character或是好的德性便夠了，如何能說

成天理呢？宋儒是這樣的，天理。那些所謂天理，即是好的心、心所，稱為天理。

那些差的，例如什麼？見到別人的錢就貪謀取別人的。一會兒是到別人那盤生意

和人合股，你又想謀取別人。此謂之什麼？此謂之人欲。我們的心裏面具備了兩種東

西的，一種是天理，一種是人欲。我們學修養之目的不外是什麼？去天理。不對，是

去人欲，排除人欲。存天理，不斷保存天理。去人欲，存天理。到了最後，他會如

何？人欲淨盡，所有人欲一點都沒有了；天理流行。當你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時

候，便名為聖人。這不是和佛教同一模樣嗎？其實講來講去都是同一模樣，是不是？

講儒家講到極的時候，又是等於佛的了。如果佛的話，你要講到普遍化，用來度眾

生，你便要走回儒的那條路。

不止這樣，你講基督教，講天主教，你講中古時代的神學是很高深的。你不要以

為它很迷信，「主呀！」那樣稱呼上帝。不是這樣簡單的。它是對那些無知的人才這

樣，即是等於佛家叫人念阿彌陀佛一樣的。如果它對那些真正學神學的 priest，是很

高深的。你看看那些中古的天主教哲學，那些講神學是講得很高深的。你很容易的，

你現在仍未買到那本書，那本《中國大百科全書》， 裏面你找宗教篇，查一查它那

些講基督教、天主教的，有很高深的神學。而且中古的時候，那些所謂教父；不是黑

社會教父；那些 father，那些是很有學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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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學問的，簡直好像佛家的大菩薩，無著、世親之流那樣好學問的，不是像現

在世上所認為是迷信的，不是。相同的，講到高的時候都是相同的。所以我說那些天

主教、基督教，很多大菩薩都是…。佛家的大菩薩，可能都是孔子、耶穌那一類人而

已。我們看看，到了最後，「終於無漏流行（我拿宋明理學家的兩句話來改了那兩個

字，它是『天理流行』。），有漏淨盡（它是『人欲淨盡』），則名為佛（宋明理學

家認為這樣便變成『聖人』，我把它改為『佛』字而已。）。故就凡夫言（來說），

唯有有漏心、心所現行；見道後始有無漏心、心所發現； 成佛以後，心、心所始

（然後才完）全是無漏。」

同學：「羅公，有一個問題。」

教授：「嗄？」

同學：「我有一個問題。」

教授：「是的。」

同學：「既然是有漏的，如何可以引發無漏呢？因為大家的性質不同。」

教授：「是的。有漏和無漏。所以我剛才很留意讓你們要分那四級，是不是？有漏、

無漏是我們所起的名字。譬如你這條 Spadina 街，那部分我們稱之為

Spadina東，中間這部分我們稱之為 Spadina 中， 到了後面那一部分我們稱

之為 Spadina西，是不是？是我們分而已，是不是？我們走 Spadina東，一

會兒便結果走上 Spadina 中。走完 Spadina 中，結果便是 Spadina西。如果

你問 Spadina東為何會變了 Spadina西呢？東是不會變西，但你在東走的時

候，你就會走到西。明白不？有漏和無漏並不是截然一道門那樣，關著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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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而是好像一條路程的東西方向那樣，而且是沒有絕對的。我剛才特別注

重說這個只是級而已，那個斜坡一路升上，我們在此處暫時設立一個牌「此

處謂之下面有漏，上面無漏」， 是我們設立而已，它無所謂有漏、無漏。所

以我即是說有漏、無漏都是名言，都是我們給與的概念。那東西本身根本不

知道自己名為有漏，它亦不知道自己是無漏，是引發。明白不？」

同學：「都要思索一下。」

教授：「嗄？」

同學：「都要思索一下。」

教授：「你想想看。引發，即是用低級引發高級，明白嗎？用低級來引發高級。你做

事，你上面有經理級的，你現在未到經理級。你以你的工作，以你的能力來

到更努力做。當緣一旦具備的時候，你便會升任經理，是不是？我們不能

說，她都不是經理，為何會變了經理呢？是的，那個名詞不是經理，就不會

等於經理。但人可以不是經理，透過無經理這個站，到達經理的那個站，是

不是？」

同學：「如果你說它們不是截然分開的，即是好像一條路…。」

教授：「一條路那模樣。」

同學：「如此，會否出現一個危機，是會往回走呢？…」

教授：「嗄？」

同學：「…由無漏回到有漏呢？如果你說是一條路的話，可能有危機，你既然可以從

有漏去到無漏…」

教授：「是的，此謂之退轉嘛，是不是？是的，會退轉的。這樣我們便要控制它，讓

它不退轉了。…」…逆水，怎樣走呢？你想辦法吧。想辦法做什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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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用我們的力量控制它。用什麼來控制它？智慧，我們知道如何控制

它。逆水行舟是不能的，是不是？照理就一定不能的，逆水怎會行舟呢？但

你說絕對不能亦不對，水流下來每一小時十里，是不是？你逆流之力是每小

時十一里便可以。是的，我如何能夠（做到每小時）十一里呢？想辦法。如

何想辦法？用腦，扭腦筋。何謂腦筋？腦筋即是智慧，想吧。我們想出來又

如何？想出來，找幾個人，是不是？找幾個人，每個人可以拉多少磅力的。

讓它十條八條繩，吩咐那些人跑上岸上，用力拖。我們可以這樣，此謂之上

灘嘛。所以最重要是智慧，運用智慧，用智慧來到控制。只是這樣而已，無

不能變有，是不是？但窮人可以發達。窮人可以發達並不是無能變有，而是

透過這個無，他可以走向有那處。它就是如此。」同學：「羅公，我想請問

你，通常做到那一地菩薩才不會退轉？…」

教授：「嗄？」

同學：「…或是沒有什麼規定？通常做到那一地菩薩才不會退轉？」

教授：「哦。大概這樣，入到初地菩薩才不會墮落惡道，初地菩薩就不落惡道。」

同學：「即是永遠不會落惡道？」

教授：「不會的，他不會的，因為他的智慧控制到。地獄、餓鬼、畜生，不會的。即

是不會作那些惡道的業。以前（作的業）是會牽引他去的，但很快起的，不

怕的，落一下地獄便起的了。第一步是初地，不會落惡道。但他仍在這個塵

世，在塵世就有兩種人，一種人他是故意要回來的， 即如我們昨天《般若

經》裏面講的那個第七地菩薩，「故思受三有」，故意要回到這個世界做人

的。這才是高級，要逃去極樂世界那些是低級，上天堂那些就更低級。」

同學：「這樣，他回到來已經很清醒，不會再糊塗的了。」

5



教授：「嗄？」

同學：「如果他故意回來，即是他在嬰兒時已經很清楚，會不會？」

教授：「他，是嗎？如果他是地上菩薩，他很清楚。他會很清楚。譬如這樣，你的兒

子對你很好，你對你的兒子很好。你的兒子說：『媽媽對我如此好，我以後

很多世，生生世世有機會，我都要再做她兒子。』只要他發這個願，『我願

生生世世都做你的兒子。』或者你的丈夫發一個願，生生世世都和你做夫

妻。當你發這個願的時候，那種業…。這個業立刻打入你的阿賴耶識裏面，

成為種子。這種種子的力，一旦有機緣…。當然只有一次，想一想的這種力

是不夠的。時時有這樣的心願，這樣的話，你如果一路是前進的，不會墮落

的。如此，你一旦有機緣，你總會再碰上，總會碰上頭。未必世世如此，總

之一旦有機緣你會碰到。為何未必世世如此呢？

他是一路修行，第二世他會碰到你，你未必碰到他。你明白不？他想找你，

他下來人間找你，可能你已經在鬼道，他做人。他是一個見道的人，他都不

能落鬼道的。『我想去鬼道走走，行不行？』那些是第八、九地的菩薩才可

以，初地菩薩是沒有這種力量的。你明白嗎？你碰不到他。但和他有恩的，

和母子之間有恩的，多生以來並不只你一個的，他會碰到其他人的。總之他

就不驚，他的條件為何不驚呢？第一、他持戒。他不會墮落，他有把握。第

二、他有智慧。有智慧，用他的智慧來避免那些不如意的事。第三、他有定

力。第四、有智慧，有定力，這個便變了宗教式了，請佛菩薩加被你。還

有，你做的行為好的話，那些善神要加被你，扶助你。有如此多方面的力

量，你縱使過去做了很多惡業，現在的善業太強，那些惡業很多被他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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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能出現。 縱使有惡果報亦不能出現，你便有很多機會碰頭，你兩母女

有很多機會碰頭了。理由便是如此，原則是如此解釋。」

同學：「但我的意思是，即是他再來到人間，是不是？他會否知道自己『我已經是好

像…。』」

教授：「他不知。」

同學：「他自己不知。」

教授：「他不知。但他…」

同學：「但他被第八識遮著。」

教授：「是。他不知，但他再來的時候，他來做你兒子的話，他曾經發過這個願。發

這個願的業，願是一個業來的，這個業的種子一旦成熟的時候，他要曾經多

次發願才可以。一旦成熟的時候，他死時會起一個中有，到處走的。那個中

有就會碰到你和你的丈夫在做愛，敦倫，別的和他無緣的，他看不到。他會

看到，他看到的時候，他會入你的胎，做你的子女。普通低級的菩薩入胎便

是這樣，如果是高級菩薩則不用。那些八地以上菩薩，他入了定，在定中他

加持你兩夫婦的，令到他在定中入你的胎。你丈夫的精子和你的卵子結合的

時候，你要加一種力，一種生命的力才可以。他在定中賦與一種生命的力下

去，他不用真的鑽進去，不用看到之後『暈陀陀』（昏昏然）地撲過去，他

不用。那些七、八地菩薩，他加被你。加被你，他入胎。到了你臨近多少個

月？十個月圓滿了，他在那邊死，他示現死了，他便出世了。那個時候，他

才入你的胎。他早就先用定力入你的胎，到了時候他才死、出現，那個嬰孩

便是他了。他可以這樣。所以你說你的子女好，報父母恩，永遠做你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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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只有唯識可以說是解得通。如果你不用唯識講，只能是要靠佛加持，或

你要靠上帝，靠聖母加持，加被你。唯識則不用，不用靠佛也可以。縱使有

佛，都是要靠你自己，佛不過是增上緣而已。

即是說永遠做母子都可以做得到。這樣一句話。譬如你倆，一對愛人很好

的，有情人終成眷屬，你只可以今世不成，總有一世會成。如此，你才講得

通。總之，你用唯識的道理，便左右逢源，不會有講不通的。譬如你天天

…，Andrew天天來接你，第二世他同樣可以接你的。可以講得通，你修行

便可以。條件是什麼？你首先要持戒，你持戒保持人身才可以嘛，是不是？

不然他又做了雞，你又做了麻雀，這樣你們如何碰頭，是不是？ 大家都要做

人才可以，是不是？大家業力相同，必定在同一國家的。所以持戒、修定，

再加以來到此處。所謂淨土阿彌陀佛是不理這些的，那便修密宗。譬如觀音

菩薩，那些修綠度母、四臂觀音的那些人，請他加被你。他可以幫忙你。」

同學：「這但…」

教授：「如何？」

同學：「但他（Andrew）不是信佛，他要信其他教了。」

教授：「這又挺難弄，挺難弄的。那你可以這樣？你要高級一點，自己回來，起碼要

到高級。他生到天，你便去天，你可以去天。不過你要是地上菩薩才可以，

你可以去天。你說和媽媽最好，現在媽媽已下了地獄，你去找她。你可以

找，你是地上菩薩便可以，你去找她。你的力量不夠，你找地藏王吧，請他

加被你。很容易的，你找到他的話，他如果聽你…。你們前生如果是很好的

母子時，你和她講她才聽你的，不然她不會聽你的要求。她一旦聽你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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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她一旦起善心，她在地獄裏面便死了。在地獄裏面死了，她可能做回

人，是不是？你可以出生入死的，你就做回人便與她碰頭，可以的。總之你

最重要做好你自己，是不是？你想救人，你先要取得救生員的資格。如果你

下到水便如秤砣一樣，還要人救你，你還想救人，是不是？所以就要什麼？

先自求多福。明白不？你，你想想吧，王雪珠，你回去想想。總之你能想通

的，必定能想通的，你不要…。…有漏、無漏是假名，記住。假名，假名是

我們給與它的。它並不是說我是有漏。」

同學：「如此，即是換句話說做到八地菩薩才可以『寫包單』（保證）…。」

教授：「才可以『寫包單』，『寫包單』。初地菩薩已經差不多『寫包單』了，是不

是？」

同學：「初地菩薩是不會走錯路的了？」

教授：「不會的，不會落惡道的。」

同學：「因為你說過十人中有九人走錯路嘛，即是入了地…」

教授：「他能夠入初地菩薩，他都會講唯識了，他都會講禪宗了。十人走錯路是指現

在那些人而已，我們這種人而已。那是指那些初級資糧位菩薩，是低級的。

資糧位菩薩有初級資糧、中級資糧、高級資糧的，是不是？好像妳閣下這

樣，大概在目前今天來講，就仍然是初級資糧，大約是初級資糧頂吧。你肯

努力一點，教理通順的話，你便是中級資糧的人。我自己，你問我如何呢？

我大概是高級資糧的下半部分。如果不是高級資糧，他沒有我講得如此順暢

的。我講得如此順暢，就一定相當高級，但不會很高。很高那些，智者大師

那些就很高。」同學：「羅公，我想問你，譬如現今當代梵帝岡的教皇，他

是入於那一地？」教授：「那些我看是凡夫來的。可能是他示現，他是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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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再示現。示現又如何？他要入胎弘揚，借天主教來…。他無所謂什麼教

的，這是佛教，這是天主教，這些是你們給與的名稱而已，他不外是教人為

善而已，是不是？很多的那些教父，我相信他也是一些大菩薩走過去。」

同學：「如此即是假如說，即如六祖那樣。」

教授：「六祖很高級。」

同學：「很高級。」

教授：「地上的，很高，六祖的地很高階。無著菩薩…，我們講書講什麼？ 那些初

地菩薩講課我們最容易明白。講唯識那些多數是初地菩薩，太高級的我們攀

不上。即是這樣，你找一個很高級的教授，請他到小學教人加減乘除，那些

學生不了解，是不是？你請愛因斯坦到此處的小學教數學，必然教人人都不

明白。所以初地菩薩講課最清楚，你看龍樹，初地菩薩，多清楚，是不是？

那些地高的，好像維摩居士地位那麼高的，已經難明了。」

同學：「龍樹有些什麼書？」

教授：「噢，龍樹。龍樹，是不是？」

同學：「《大智度論》。」

教授：「龍樹的《大智度論》，講《大品般若》，解釋《大品般若》的；無著，講唯

識的。就是初地菩薩。初地菩薩講課最容易明白，地位高的我們不容易明

白。六祖的我們已經不明白。現在的人講六祖，包括有一些無恥的如恆道，

還去講《六祖壇經》。她又那會懂得講《六祖壇經》！是不是？我是誇大，

《六祖壇經》在多倫多沒有人會講。你讓我講就勉勉強強，還算可以。那些

人不懂得講的。恆道走去講，這種人真的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不怕的。還

有，你念《般若經》，那些善神會加被你，會有助力的。念經，念經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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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助力。但念經最大助力的，便是念《般若經》。此其一，其次是《華嚴

經》、《法華經》、《解深密經》都可以。」

同學：「念《心經》…」

教授：「念念《地藏經》那些是用來超度死人才可以。」

同學：「《心經》是什麼經？」

教授：「《心經》是《般若經》。很靈驗的，《心經》。你看看香港的李居明，說

《心經》什麼都可以，死人也念到再生。」

同學：「他還有沒有在電台講？」

教授：「嗄？」

同學：「還有沒有在電台講？」

教授：「做。」

同學：「他電台、電視，什麼都講。」

同學：「我聽他講過一次。」

教授：「他這些又是…，厚黑學應該把他列入去，面皮夠厚。」

同學：「他說人們不懂念《心經》，不懂念。」

教授：「念《心經》，很容易的。不用那麼多咒的，我都是念《心經》的。我贊成李

居明，念《心經》已經足夠。你說《心經》的味道不夠，太簡單的話，你可

以念《金剛經》，要不你念《小品般若》吧。我現正在講的《小品般若》。

總之，你們反正在聽…。那些沒有來聽的，你不要理他。你們聽《小品般

若》，就自然那些善神會加被你們。總之一句話，逢吉加吉，逢凶減凶，必

然必然。你說他吉，他並不會給你吉，是你自己有吉，但多了一個扶助力，

令你加吉。凶的話，他不能令你全部沒有凶，但是減凶。逢凶減凶，一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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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們在此處聽《小品般若》的，人人都可以。如果不行，要韋馱菩薩幹

嗎？如果韋馱有靈，他聽到我講，做什麼？那些什麼伽藍菩薩，要他們來做

什麼？是不是？如此你都不加被人？！是不是？」

好了，講回這些。好了，現在講到性類，八個識的性類是什麼呢？「八識中，賴

耶是無覆無記性（所以阿賴耶識不會阻礙你修行的，但它亦不會助長你的），末那是

有覆無記性〔這個就『棹忌』（糟糕）了〕，前六識各各俱通（都有什麼？）善、

惡、無記三性（三性，善性的亦有，惡性的亦有，無記性的亦有）。」每一個識是什

麼性？下文我會說明。你繼續讀，「上文所述諸心所中」，八個識是什麼性，我們明

白了，是不是？心所呢？三十多個心所，它們又是什麼性呢？「上文所述諸心所中，

（第一類是）徧行（心所，五個，觸、作意、受、想、思）、（第二類是）別境（心

所，欲、勝解、念、定、慧）、（第三類是）不定（心所，悔、眠、尋、伺；這）三

類心所俱通乎善、不善、無記三性（種）。」即是觸、作意、受、想、思，有善的

觸，有惡的觸，有無記的觸。

「例如（舉例）與賴耶相應之觸（阿賴耶識有五個心所和它相應的，五個徧行心

所，觸、作意、受、想、思。它的觸和阿賴耶識相應的，和阿賴耶識相應的觸心

所），性同賴耶（它的性類和阿賴耶一樣。阿賴耶是無覆無記，和阿賴耶識相應的觸

心所亦是無覆無記，故說性同賴耶），唯是無覆無記性（唯是即是只是；只是無覆無

記性）；」我們知道和阿賴耶識相應的觸心所是無覆無記的，作意心所也是相同；受

心所，相同，也相同。阿賴耶識的想心所也是相同；阿賴耶識的思心所也是相同。如

此，我們便很清楚了。「與末那相應之觸，（它的）性同末那，唯是有覆無記性；」

這即是說，和末那識相應的，有一個徧行心所，觸，又是有覆無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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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又是有覆無記的、受又是有覆無記的、想又是有覆無記的、思又是有覆無記

的。和末那相應的，還有幾個煩惱（心所）的。一個名我癡。我癡，貪、瞋、癡的癡

你不要以為它一定是惡的。和末那識相應的那個我癡，執我，它是有覆無記，不是惡

性的。因為它整天「暈陀陀」（昏昏然）地覺得有個我，它並沒有害人。我癡，有覆

無記。我愛，那個貪愛，又是有覆無記。是什麼？我癡、我愛，我見又是有覆無記。

我慢都是有覆無記。明白嗎？「與前六識中任一（個）識相應之觸，各各（每一個

都）與其心王同性（同性類，例如什麼？）如善性之意識，其相應之觸必（定）是善

性，不善性之意識，（與）其相應之觸亦必（定）是不善性等。由是應知（我們知

道），（觸有很多種觸，有些善的觸，有些惡的觸。

觸之體質，觸之本質不是一個）觸體非一，（有很多種）實有多數，（有時觸）

或是善性，或是不善性，或（是）無記性；（隨著它的心王是什麼，它便跟著它）隨

其所應（隨其所應這四個字，即是等於英文的 respectively），各與其同性的心王相

應。（觸是這樣）觸如是，（其）餘四（個）徧行（心所；那四個是什麼？作意、

受、想、思，這四個徧行心所。甚至於什麼？）五（個）別境（欲、勝解、念、定、

慧這五個和那兩個不定心所，一個是悔、一個是眠，是不是？本來是四個的，我篩掉

兩個剩下兩個。）二不定皆（亦）可（以）準知。」明白了吧。心、心所的性類，我

們很清楚了。下面，心所之中，無記心所我們明白了，是不是？有覆無記、無覆無記

的。善的心所又如何？下一行，「善心所，唯是善性。」即是什麼？心所之中有一些

善心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輕安，這些善心所。善心所，一定

是善性的。聽得明白不？余美娜。嗄？好像不怎麼明白，是不是？「麻麻地」（有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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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麻麻地。」

教授：「我知道，看到的，一望便知。你回去讀讀吧，你那麼空閑，回去晚上讀讀它

吧。你不用怕鬼的，你拿著來讀，鬼在三尺之內接近不了你。譬如你拿著這

本書讀，總之三尺之內，鬼是接近不了的。如果它硬是走近，如果它傍在你

身旁的話，你告訴它羅先生說你不能走近，你不信你去找羅先生吧。」「煩

惱、隨煩惱心所（又如何呢？如果它）之與末那（識）相應者，（一定）是

有覆無記性。（如果它和那些惡的意識相應，它一定是惡性的。）此等心

所，雖能障礙聖道（即是煩惱、隨煩惱這類心所障礙聖道和），隱蔽自心，

成（為）有覆義（和末那識相應者，便障礙聖道，隱蔽自心，便是有

覆。）」

教授：「順便替我寄一封信，有勞你，有勞你了。我做事很怪的，要我回覆一封信是

很難的。我做事很古板的，你和吃飯你便會知，我挾餸必定是第一啖飯這一

碗，第二啖飯必定是那一碟，第三啖飯必定是那一碟，如車輪在轉，我是機

械式的。你問我妻子便知了，機械式的。沒有這碟菜特別好，我會安排至永

不完。不會是它味道不好我便不吃，很少。大箸一點，小箸一點則有之。我

是機械式。我做事又如何？我一定是輪流做的。我現在講我生活的作息，我

沒有規定多少個小時。一做，我必定把《大品般若》先做，我現在把《大品

般若》和《現觀莊嚴論》來作剪貼，已經剪貼了大半套。如此便剪貼了，做

完《大品般若》，然後做《小品》。現時所以人人說我常常講唯識，誰不知

講唯識還多人認識，講般若還要少人認識。做完《大品》便做《小品》。

《小品》已經整部做完，不過我現在再修剪一下它。做完之後，然後才做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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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校對《成唯識論》第四冊以作付印。做完唯識，我又整理《瑜伽師地論》第三

冊。我剛才的一封信是追《瑜伽師地論》第二冊的。做完此三件事，《大品》、《小

品》、唯識。做完它們之後，我就必定做世間事。世間事我是輪流做的，譬如這一

次，這一周，即是這一個匝，我是讀經的話，我就讀中國的《易經》、《書經》那

些。我不多讀，我讀三數頁便放下的了。但我讀書，一旦放下之後，讀完之後，十年

八年可以記得到，告訴你的。因為我讀得慢，印象很深。第二匝我便不讀經了，我必

定讀歷史。一匝讀經，一匝讀史。第三匝我讀文章，第四匝我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的書。

我現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範疇，我也很熟識。這樣之後，又重新一輪。之

後，便會寫信、回信了。我回一封信要整個匝，可能我一整星期都回不了一封信，回

不了一封信給人的。那怎辦？我的生命是有限時間的，我不肯給太多時間做這些事，

時間就是生命嘛。所以你們，尤其是女人，我告訴你們，女人遊公司，這是很可憐

的。人生不過百年，遊一遊公司費了你數個小時。你說，一世人有多少個小時？白白

去公司逛逛，即是把你的生命割去了一部分。你說是不是？我不肯的，所以我很少陪

太太外出購物。我就要買便買，想起現在需要買筆，就外出買筆，其他東西我看也不

看。

我的生命有限，尤其是我現在這麼老，是不是？餘年有限，我要盡量多留時間來

到做我應做的事。你們也是，你以為你們比我多很多嗎？多不了多少的，是不是？我

肯衛生一點，說不定比你們都要多。我想想，如果沒有其他壞處，九十歲是很平常

的。如果我有九十歲，而你們只得七十歲的話，很容易便是我送你們的終。怎說得

準？」好的，我們看回這些。為何第七識和它的心所是無記呢？都不惡呢？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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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任運而起」。我們的心起有兩種，一種是作意而起的，故意這樣想而起的。一

種是任運而起的，自自然然它會起的，任運。「任運」二字即是自然而然地。它任運

而起，「非籌度故」，不是想過、度過的。第七識不會詳細思量的。它的「行相深

隱」；「行相」者即是其活動狀態；它的活動狀況很深沉，很隱藏的。

「非麤猛故」，並不是很猛，很容易察覺到的。所以它「是無記法。」第七識的

心、心所。好了，「煩惱、隨煩惱心所之與第六意識相應者（又如何呢？便不同

了。），（第六意識之）籌度力強故（第六意識，它思考之力很強。其）行相麤（麤

即是顯著）猛（猛者猛烈）故，（所以凡是和第六意識相應的煩惱、隨煩惱心所，）

皆是不善性（是惡的）。」「其與前五識相應者（的煩惱），（又是因為）任運起

故、非籌度故，（又要）由意識所導引故，通（乎）不善及有覆無記性（，不是一定

的。）。」唐朝那些人的著作中，「有（人）說亦通（乎）三性」。

第六意識的煩惱、隨煩惱心所通乎三性，即是說有些是善性的。我就認為不對，

我說它「理必不然；以（以即是因為；因為）煩惱及隨煩惱，體是染法…」。體即是

本質；因為它的本質是一種染污的東西，染污不會是善的，染污不會是無覆無記的。

既然是染污，所以它亦不會通三性。我的見解。如此，心王和心所之性類，我們經過

今天以後，我們便瞭如指掌，已經很清楚了。你們今晚回去就先溫習一下，你便今世

都不會忘記，會很清楚的了。如此，八個識之通論便講完了。現在就要逐個識講了。

同學：「羅公，此處有一句我不是很明白。講到第七識末那識。」

教授：「是的。」

同學：「末那識是時時恆審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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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的。」

同學：「為何在此處可以是無記呢？」

教授：「恆者即是它連續不斷而已，連續不斷也是無記的。」

同學：「它不是任運而然，…」

教授：「嗄？」

同學：「…它是常常籌度的。」

教授：「它不籌度的。」

同學：「第七識不會籌度？恆審思量不就是籌度嗎？」

教 授：「它這個…。思 量有多種，一種是衝動的思 量。這個『 思 』 並不是

thinking，不是英文的 thought。

這個『思』是指意志，英文的 volition，意志或 will。『我要如何？我要如

何？』的那種思，佛教的『思』字。它的思量是這一種，『我要如何？我要如何？』

它是常常衝動，常常衝動有個自己，『這個是我自己，這個是我自己。』是這樣。它

並不是籌度，不是會思考。思考是第六意識才會的。尋伺，思考就是尋伺。明白

嗎？」

講一段阿賴耶識論，然後才休息。阿賴耶識論裏面分十二段，（丁一）一路至

（丁十二）。這個是最中心的地方。第一，（丁一）、阿賴耶識建立之義據。如何建

立？何謂建立？記住，「建立」二字又名施設。施設，先施公司的施，設立的設。施

設即是什麼？「施」者擺佈；「設」者設立。本來沒有這東西，我硬是擺佈這東西，

設立它。「建立」即是本來沒有這東西，我現在建立一個符號。好像那條河，那個

海，本來是沒有燈塔的， 但因為我們恐怕那些船會撞上石頭，所以我們施設，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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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燈塔在那處。不是那處本身有燈塔的，它施設。所以施設即是建立，梵文是同一

個字。又名假說，本來是沒有的，我假定它，建立一個符號記下去而已。譬如我們這

間屋是 140號，本來這間屋是沒有所謂 140號的，我們建立一個 number，施設一

個號碼，令人不會找錯而已。

最明顯的是地球上的經線和緯線，地球根本就沒有經線，沒有緯線。為了那些什

麼？那些地理學家。為了紀錄那些地方的位置，那些風向或位置，於是我們把地球橫

的畫上緯線，豎的畫上經線。畫了又如何？亂畫又可不可以？又不可以。要如何？畫

了之後要有用處的，是不是？畫了之後沒有用處的，你畫來幹嗎？等於你畫在自己的

面上如「大花面」一般，你畫來幹嗎？一旦畫了之後，確是有效的，此謂之施設。譬

如第一條經線就是什麼？經過倫敦 Greenwich天文台的那條。有沒有看過？看過那

一條線，去過那處，是不是？

很多人去倫敦都看一看那一條線的。是施設而已，你以為是上帝做宇宙時放在那

處的嗎？是我們施設的，如何施設？是否你施設我呢？不是，是世界天文學會開會的

時候施設的，是不是？施設，明白嗎？阿賴耶識是什麼？是一個符號，是學唯識的人

施設一個名稱謂阿賴耶識，用來表示我們生命的現象，是不是？所以你說沒有阿賴耶

識，又可以。那處有一個阿賴耶識呢？是不是？即是等於說地球上面有一條條經線、

緯線，那處有呢？阿賴耶識又是如此，只是以那些符號和名稱來解釋我們的生命現象

而已。所以你遇著有些人爭辯，譬如西藏那個喇嘛宗喀巴說沒有阿賴耶識的。他說沒

有就由得他說沒有吧，實在是沒有阿賴耶識嘛，沒有那東西而我們施設那東西而已。

如此，阿賴耶識的建立，為何我們要施設阿賴耶識呢？在義理上得有一個根據，不是

亂施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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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先講此處，（丁一）、阿賴耶識建立之義據。義據即是義理上的根據，

即是在理論上的根據。我們看看，「每一眾生各具八識」，記住，每一個眾生都有八

個識，不是所有法界的眾生總共只得八個識，不是。是每一個，蛇、蟲、鼠、蟻，隨

便一隻都有八個識。「每一個識各有若干（個）心所，每一個心（…，識就是心王，

心王又有心所）心或心所各（分）析為相（分）、見（分）二分等（最低限度分析為

兩分，有的分析為三分，有的分析為四分，都是施設的）。一切心及一切心所，總括

而言，祇是無數相分、見分而已。（沒有什麼東西，世界就只有這麼多東西。我們的

生命就是無數的相分、見分，所以無我便是這個原因。）自證分及證自證分（把它）

攝入見分中（所以我們只講兩分）。

而此無數相分、見分，各各（又）從自（己的）種子而生。種子義詳後。（有）

一部分相分與見分同（一粒）種子生；（有另）一部分相分別有（它另外有自己的）

種子，不與見分同種。（這些我們慢慢再講。）由種子各別（的原）故，從種子所生

起之相（分）、見分，遂（於是）各自成（為）一（個）單體（一個 unit，單體）。

然則所謂一個眾生者，祗是一堆種子或一堆相分、見分耳（耳字等於罷了）。此一堆

種子或（一堆）相分、見分是（否）散沙一盤，都無統攝耶？」沒有系統的，是不是

呢？你說是不是？不會的，我們很有系統的。如果沒有系統，我們就是什麼？就會拿

泥吃的了。但我們不會拿泥吃的，我們很有系統，不會無統攝的。

到底是完全一盤散沙沒有統攝呢？「抑或有一種勢力統攝（著）之（它）耶？」

令到它很有系統，是不是呢？二者，我們要選擇了，有或無？唯識家的選擇是有。

「唯識家就諸行觀察（諸行即是現象界；觀察這個現象界），以為相分、見分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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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極有條理，」。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條理，我們說話是一個一個字地講的，甚至

你們吃飯亦是一啖一啖地吃的。那些一啖一啖地吃，不就是相分、見分陸續出現？很

有條理的。極有條理。「甚且（有時我們）可以數學解（分）析之；」我們的心跳得

如何？那些醫生可以用什麼？check心器來到 check它。用數學來計算都可以，如此

有系統的。

「相分、見分之生起，又極有秩序，甚且可從數理以推究其因果。（如此有系統

的。）彼等（彼等即是那些唯識家）復從定中體驗（即是除了在理論上了解之外，他

又在定中， 在很深的定裏面，來到自己觀察，自己體驗。何謂體驗？體者即是親

自；驗者，證明；親自證明謂之體驗。）覺（得）此千條萬緒的相（分）、見（分）

及其種子，（是有一種什麼？）有一種（力量，此種力量又如何？）生生不息的（一

種）力（量）…」。最低限度由我們出世到我們死亡，這種力量都不斷的。其實此種

力量未出世巳經存在的了，這個是阿賴耶識，明白不？此種力量「統攝」著我們無數

的相分、見分種子。「此力並非永恆不變的主宰（這個不是我，不是永恆不變的我，

而是什麼？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生滅。），（此種力）而是與諸種子、諸相

（分）、見（分）每一剎那俱（一齊）生（起），俱（一齊）滅之連續（猶如香港橫

瀾島的燈塔，閃下，閃下，閃下，連續連續地生滅。），（我們給它起一個名字，施

設一個名字給它），名之曰阿賴耶識。此識有眾多名稱，詳後。阿賴耶識（這個識）

即（是我們建立的，留意是建立，）建立以說明此（種）力量者。」阿賴耶識這個詞

是一個符號，來到說明此種能夠統攝著一切種子和統攝著相分、見分的那種力量。

而天主教、基督教所謂靈魂，不過是這種力量而已。為何一定要建立此識呢？

「此識之所由建立，在理論上則有（兩個理由）二義：」「一、含藏一切種子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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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每一個眾生都有無數那麼多種子，總要有一種力量來吸攝著它，含藏著它才行。不

然你看看），一切現行的相（分）、見（分），（並）非無因而得（生）起（一定有

原因）；故建立『種子』（二字，種子二字也是建立的）以為（說明）現行之因。然

種子是個別的（每一個種子一個 unit，個別的），其數無量，故建立阿賴耶識，

（作）為種子所藏之處（地方。假立說有一個種子藏於此處。）。阿賴耶者（ layaā

這個字是）藏（的意）義，（是）處（的意）義；是一切種子所藏（之）處故。」所

以假立一個名稱為阿賴耶識。

所以學唯識的人遇著別人說沒有阿賴耶識的，你就不要動怒，根本阿賴耶識也是

假立的。他說沒有的，即是等於你學地理學，有人說世界上那有經線、緯線的。你動

怒又有何意義？是沒有的嘛，是不是？你為何如此嬲怒？所以有些人吵到差點要打

架，真的無聊。學唯識最重要如此，現在的人學唯識最「棹忌」就是死執著說有阿賴

耶識，馮馮便是如此。我有一個朋友，他問馮馮。馮馮說：「我們的心靈很奇怪，很

深奧的。我們只知道意識而已，我們一定要入定、修定，要直透到阿賴耶識才行。」

這就是執著有一個實在的阿賴耶識。還有，我有一個朋友，王雪珠和他很稔熟的，鄭

偉漢。

有一天，他請我吃飯。他說：「羅公，估不到。我聽別人說聖一法師，大家說他

很了不起，他開示說我們念佛只用口念是不行的，要心念。心者，用意識念是不行

的。意識是第六識念太過於浮泛，要第七識念才行，要末那識念才行。第七識念仍不

足夠，要阿賴耶識念才行。」第七識是沒有概念的，只是一種衝動而已，怎會知道有

一個阿彌陀佛呢？阿彌陀佛是一個概念，一個 concept，第七識是沒有概念的，它如

何念呢？ 第八阿賴耶識猶如一部電腦，無形電腦，怎會念阿彌陀佛呢？ 我和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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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佩服聖一的，他的人格…。沒什麼？和尚最重要戒律好，他此人的戒律很

好。

我說：「是別人冤枉了他吧，聖一那會如此弄的？當然此亦不為奇，不過他不應會這

樣。」

他說：「不是。有人拿那本語錄，還拿給我看。那本語錄在法雨精舍可以免費取閱，

你拿來看看吧。」我第二天趕緊到法雨精舍找王玉蟬，我說：「有沒有聖一

法師（的書）？」「有，有，此處有很多。」我說：「我不要多，你給我看

一本。」真的有這個內容。這亦不為奇，…。

看了之後，我就不勝嘆息。唉，一個堂堂的大法師，你不懂不能怪你，你不要亂

「噏」（講）嘛，「噏得就噏」嗎？第二、「噏」都可以，你講話。你讀讀書啊，日

日在山上如此空閑，為何不讀書呢？你說：「我不讀書也不行？」不讀你便不要

「噏」，是不是？有一個人名李樹榮的，有沒有人認識他？王雪珠，你認識不？李樹

榮，很紅的，在香港講課，比葉文意還要紅。李樹榮，在太空館那些地方演講，「爆

棚」（全館滿座）的。確是能講，說話了得。在我學生之中，除了霍韜晦，他最能

講，李潤生都不及他能講。但並不等於料子好，能講並不等於料子好。即是等於賣

武，那個賣武的人「砰、砰、砰」，耍花拳，不是說他的功夫必定好，是不是？他只

有那個專業是可以的。李樹榮來探望我，他來探望我時，我和他談起。我說：「你有

沒有看過聖一法師的語錄？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講的。」

他說：「那用看，法師便是這樣的。」他如此看不起法師的。

他說：「法師是這樣的嘛，不用看了。何止法師如此，我的師父，劉銳之，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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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我說：「你的師父又如何？」

他說：「他不又是說念咒、修觀的時候，第六意識修觀不夠，要阿賴耶識修觀才行。

我的師父尚且如此。」

我說：「為何你的師父會如此的？」

他說：「唏，他不又是不讀書。」出自他徒弟之口，所以我便是這樣知道的。他的師

父把阿闍黎位授給很多人，獨是不肯傳給他。

我說：「今天你的嘴巴這樣『無收』（不檢點），怪不得你的師父不肯把阿闍黎位傳

給你。」

他說：「唏，我必定要他的阿闍黎嗎？我將來去四川拿一個。」

我說：「四川便可以拿得到嗎？」

他說：「去兩次我便可以拿得到。」可以的，現在你想做阿闍黎很容易，做女法師，

你想做很容易。是的，很容易，易到極。香港有一個以前當警察的，名陳果

齊，聽過嗎？

同學：「他有寫文章。」

教授：「嗄？」

同學：「在雜誌寫文章。」

教授：「寫文章，多到極。他還不用自己寫，他亂『噏』，『噏』了放在錄音帶，

找別人替他寫。寫了出其名，他的書都不知多流行！陳果齊。」

你猜他如何呢？他沒有資格傳法給人，他走去印度作一次旅行，有很多西藏的那

些寧波車，那些活佛，窮到了不得。他走去出錢供養活佛，向活佛求法。那些活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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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幹什麼？他說：「我想代你傳法，你可否傳我一個阿闍黎位？」（活佛）：「可

以，為何不可以？」立刻就傳。別人要求，立刻就傳給你。錢而已！拿了數個阿闍黎

位，這個又傳給他，那個又阿闍黎。印度的人傳給他，在印度北方的尼泊爾，加德滿

都。到了加德滿都又找那些…，總之紅教、黃教、白教他都找到，各教都傳阿闍黎給

他。他現在自稱什麼？現在稱為陳果齊上師。兩年前是陳果齊居士，現在稱為金剛上

師陳果齊。你現在去書坊都找到他的著作。搖身一變，兩年時間而已。小學畢業都比

他的長，一變便是金剛上師。可以的，很容易。所以將來密宗是會滅亡，一定滅亡，

被這班『大頭佛』（招引麻煩的人）弄到密宗滅亡為止。如果你還懂得一點道理，其

實拿它一個亦不打緊。拿它一個你可以…，因為你有一個上師的資格，很多人恭敬你

的，尤其是募捐，是不是？募捐，你是什麼上師，別人便會捐款給你。」

好了，我們看看。第一個理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東西以含藏著種子。不是沒有

它不行，何解呢？（不然，）便會很容易「我不用修行，日日念佛。我不用修行，我

到處殺人放火。」你的修行種子飛到我處又如何？因為有一個阿賴耶識吸攝著，各人

有各人的功德。「二、為前七現行識作根本依故」，我們除了阿賴耶識之外還有七個

識，排列在前我們謂之前七識。前七識就不是種子來現行的，是現行的前七識，作為

一個根本依據。何解？因為前七識的種子藏於阿賴耶識，一旦有機緣它便跳出來，作

為一個根本的老巢。我們看看，「一切現行（的）相（分）、見（分），若祇任其散

漫而無有統攝，於理論上亦說不通。」所以你恐怕別人爭論，你說法就最好這樣。

你說：「我有這麼多種子，現在我問你們，在理論上有兩個可能。一個是一盤散

沙般散漫的；一個則認為是有一種力量統攝的。你選擇那一個？請你回答吧，你想清

楚回答我。」他一定回答什麼？有的。「有的，你說是有的。不是我說有，錯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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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是你選擇的。」你就講下去，少很多是非的，你知嗎？開兩個，要不是有便

是無，要不是東便是西。你說東對或西對？你說的。你說了之後，「是你說的。」就

根據你說的講下去，少很多爭辯的。好了，「故建立（一個）阿賴耶，為前七識或一

切相（分）、見（分）作（根本的巢穴，）根本依（據）。」「根本依者（何謂根本

依？），謂前七識通依此識為根本故（，大家都一齊依此識為根本）。賴耶為前七識

之根本依，可從總、別兩方面觀察（總即是 generally，別就是 particularly，從兩方

面來到觀察）：（第）一（從總方面）、總合前七識言之，前七識（的所有）諸相

（分）、見（分），各各有自（己的）種子為因，故得（然後能夠）生；本非賴耶所

親生（不是賴耶變戲法般生出，是它各人有自己的種子。）然諸種子皆藏伏賴耶中故

（那些種子都藏於阿賴耶裏面），又諸種子是賴耶之相分故（這個種子被賴耶吸攝

著，所以它是賴耶之相分），（所以）故（我們）說賴耶為前七識作根本依（理由便

是如此）。」

從總的方面，七個識都要以它為根本依。從別的方面講，「二、自前七識各別言

之，前五識各各依其自（己的）色根而得生（色根者，即是物質的器官。眼識依它的

眼根、耳識依耳根，各各依其色根而得生），而五色根（即眼、耳、鼻、舌、身這五

根是）由賴耶所執受而始有用（賴耶又如何？賴耶要滲透我們的五根，然後五根才不

會死亡，然後才會新陳代謝。所以這五根都是），亦為賴耶之相分；故前五識得云

（可以這樣說；得云即是可以這樣說）以賴耶為根本依。第六意識以末那為根而得

生，而末那又以現行賴耶為根而後得生，故（此）第六識（亦可以說）得云以賴耶為

根本依。第七末那識以賴耶為根而得生，『依』義更為明顯。（因此）《識論》（即

是《成唯識論》）等說賴耶為根本依，其義在此（它的意義就在此兩點道理）。」所

25



以我們一定要設立一個賴耶，假立一個阿賴耶識。如果別人與你爭辯，是沒有阿賴耶

識的。你說沒有，我假立而已，你說沒有便沒有，你能說通它便行。好了，有一個

break，先停一停。

這個是很淺易的，「第八識之異名」。我們讀佛經的時候，就看到很多名稱，這

些名稱都是阿賴耶識的別名而已。「諸經論於第八識一體之上，隨其（所具）種種差

別義相（義相即是義理上的特點），而立多名（很多名稱的。）」最普通的「一名阿

賴耶識。阿賴耶者（阿賴耶就是），藏（的意）義。故亦翻為藏識。藏有三（個意）

義：一、能藏義；（因為）此識能（夠）攝藏（攝即是吸著；藏就是藏著它，能夠攝

藏）一切有漏諸種子故（所有有漏種子都藏在它裏面）。即依此義，說此識是能藏，

種子是所藏。（有能藏必定有所藏。第）二、（阿賴耶識又有一個）所藏義（阿賴耶

識又有所藏之義）；一切有漏種子隱藏於此識（阿賴耶識之）自體中（裏面）故（自

體即是自證分）。即依此義，說種子是能藏（這個『藏』即是隱藏），此識是所藏

（的地方）。

三、執藏義（執著它，常常保護它。此處『藏』字是作保護解的）；第七末那識

整天堅執此識（阿賴耶識作）為自內我（自己；起一種自我的衝動。自我就是內在的

我；內我，『內』字作 internal 解，內在的我。是自己的我，不是他人的我，整天起

一個這樣的衝動、執著。沒有概念的，只是衝動。「藏護（藏字作藏護解）不捨故。

雖有三藏義，正取執藏。」執藏這個意義最要緊。好了，來到此處，你會問：「為何

你說阿賴耶識常常藏著那些有漏種子？譬如我有無漏種子，它又藏不藏呢？」也藏。

為何不說它藏呢？我們說寄存。我們有無漏種子寄存在阿賴耶識處而已。為何要說寄

存呢？你說藏也可以，不過說寄存就好一點。何解？因為無漏種子一旦起作用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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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小則阻礙那些有漏的東西，大則令到削弱那些有漏的力量，令到它（有漏）不能

夠再出現，不能夠起現行。它不能夠再出現，便即是等於沒有，等於消滅。即是大則

可以消滅有漏的東西，小則阻礙那些有漏，令它不能夠起作用。

正因如此，那些有漏種子經常在阿賴耶識裏面一起一伏，一起一伏，阿賴耶識常常支

持著它。無漏種子雖然藏於裏面，但整天被那些有漏種子遮蔽著、壓抑著，不能夠顯

現。需要我們修行，修有漏善法。用有漏善法的扶助力來引發它。不是說有漏的東西

可以產生無漏的善，而是有漏的東西可以引發無漏。有漏都可以引發無漏的嗎？有時

煩惱都會引出好東西，你信不信？煩惱都會引出好東西。為何煩惱會引出好東西呢？

譬如法國以前有一個修女，名什麼？Joan of Arc（聖女貞德），是嗎？她聽到別人

說到異端的勢力想消滅教會，她一起憤怒就帶領人們和異端對抗。是否有這麼的一回

事？她最初是起憤怒的。憤怒是什麼？貪、瞋、癡的瞋，瞋是煩惱。但由瞋的煩惱，

引起一種善的行為，是不是？可以作為增上緣，作為直接的因緣則不行。作為扶助它

則可以。有時壞人都會扶助好人的，你不要壞人必定壞到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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