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藏於心所處，心所想緣的時候，它不能夠一下子就得了。要怎樣呢？攝住

它，好像照相機，將種子的形狀攝取入心所內。然後，心所就緣它那個 image，緣

它那幅影子了，明白不？所以同是緣種子，阿賴耶識的心王緣的時候，就是直接

的。」

同學：「直接。它（心所就）是間接。」

教授：「是的，它是間接的。」

同學：「是這樣。」

教授：「即是你和你兒子拍一幅照片。不對，你想欣賞你兒子的照片。你都抱著兒

子，一手執下去便是了。但如果兒子是在遠處，你就要如何呢？ 要找一個鏡

來把他攝入內，是不是？就是這理由。」緣種子的時候，阿賴耶識的心王緣種

子，與他的心所緣種子不同，有直接與間接之分。第「二、緣有根身（我這個

有根的身體）——有根身為賴耶心王所執受，」。變根身的種子便變起根身。

變起根身之後，根身就被阿賴耶識的見分滲透入內。如果阿賴耶識的見分不滲

透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就變了什麼？沒有新陳代謝的作用。好了，講到這

處，我就說回，我很好熟悉（Cyril）Joad 的理論。Joad 的理論認為生命是實

在的。他是基督教徒，他是英國的那種基督教徒，他認為生命是實在的，生命

就是靈魂，是實在的。生命為何是實在呢？ 他不是依宗教家的說法，他依那

些生物學家的說法。生物學家之中有兩種，一種生物學家是兼研究哲學的，有

一種生物學家就只懂生物，只在實驗室中，他不懂哲學的。現在那些研究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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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博士，多數是第二種。這樣，二十世紀初年，法國有一位學者，這個人名

Bergson（音 Berg Jean）， 英國人念作 Bergson（音 Berg son），法國人

念作 Bergson（音 Berg Jean），中國人譯作柏格森。他這個人是研究生物學

的，國家博士。法國的國家博士是好難取得的。大學博士，你肯交學費交三年

便能取得了。你有沒有取得呢？你有否在法國讀過書？有讀過書，你不取個博

士學位？

同學：「我那時不是讀…」

教授：「不拿一個文學或藝術？Doctor of Art。」

同學：「要很多年的。」

教授：「你是外國人的話，三年便可以。法國人則不行，法國人要取得國家博士。我

們去取，掛個號讀三年。很多人坐三年，找一個指導教授，寫篇論文便行。我

有一位朋友，去讀了四年，不懂說法文。」

同學：「講英文都可以？」

教授：「他不懂得用文法來講，什麽也用 infinitive，什麽也用 to 什麽。

譬如去，他不會說 I am going to…，不會的；他只會說 to go。吃東西，他不

懂說我去吃，to eat。他什麼都…。譬如說剪髮，他只說 to cut hair，什麽也用

infinitive。如此，那些法國人就聽到了。他能夠四年在法國，在巴黎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為何會取得呢？沒什麽的，那些指導教授知道你是外國人，他原諒你是外國人。

你是外國人，你不懂他的話。他法國人認為我法國人是世界最美麗的文章，最有組

織。所以你那些東方人來到這裡，不懂我的法文是天公地道的，我們要原諒你，是這

樣的。他一旦原諒你，你猜他又如何呀？我知道他用這個方法，他還教我說：「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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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也去取一個博士學位吧。」不過，如果日本人不來（入侵），我會去取了。

他說有很多猶太人，在當地開辦參考書店，即是那些為人準備 reference 的。有

這些學舍，即是你想研究什麽？我想研究中國的經濟，你是法國人想研究中國的經

濟， 你走去找他，有些人開辦這些專給人提供參考資料，你走去找他，說：「我現

在想研究中國的經濟，請你給我資料。」這樣他替你打字，所有與中國經濟有關的資

料，整整一大冊。三、兩個月他整冊地交給你，你要結帳。他是這樣做生意的，即是

等如現在香港的投資公司。譬如我是法國人，我想來香港辦一間洋行，但我不知道做

那一行生意較好？請你那間什麼？稱作投資顧問公司，是不是？請你作介紹：「我現

在有資本 500 萬，你建議我這 500萬如何投資呢？你接了這宗生意，請指揮那些職

員…。」

我女兒就是做這種工作，在那間叫做 A 什麽公司，就是做種生意，這稱為

Consultant ， 是 不 是 ？ 他 一 間 公司內 ，請了幾十 個 Consultants 。 他 一 個

Consultant負責一部分，那你就替他找。那班人便去找，香港的市塲什麽什麽，弄

了一大冊，然後交給他。他就要付錢，只要付款而已。但是很貴的，有時要十萬、八

萬元才完成一冊給你的。他們就有一種這樣的，學術上的公司，是猶太人開辦的。你

去找他和他研究，你說：「我現在讀書，我想研究，寫一篇博士論文。我想研究那一

方面的。」他就介紹一位專家與你談談。這些人都是有幾個博士銜頭的人，他告訴你

研究什麽題目，他亦告知你那位學授對這題目有研究，那位教授的脾性如何，你要如

何適應他。他有什麽著作，你一定要引述一些他的著作，如何如何。他給你充足的資

料，但論文是你自己寫的，他不是犯法的。

3



他給您意見，你的博士論文一定要分多少部份，第一部份你要如何講、第二部份

你要如何講。第一部份的資料是這樣，第二部份又如何，全部弄好，你去寫就行。差

不多你把資料編輯了就完成，你就去寫吧，寫得不通你就找人幫忙去寫。例如那些師

姑永明，在英國 Edinburgh 讀了七年，無法完成論文，七年也無法完成。結果中國

人見了感到掉臉，就去幫她，叫她寫然後幫她改正，即是改到合文法。劉天爵等人協

助她完成。他是這樣，找些中國人幫手，自己又寫一下，改好它。寫完後，找那個猶

太人，請他代為修飾文字：「認為那些地方需要補充的話，請你告知我。」

猶太人是賺錢的，猶太人不是替他人寫，替他完成整篇論文，並告知你，將來的

教授一定會問你什麽，如何如何問你。這個人的脾氣如何，一定告訴你，你應如何應

對，全部都教給你，有錢就可以了。結果呢？他去了。他很聰明，那位教授就好喜歡

中國的象牙器具，他調查一下，問教授最喜歡什麽？即是那位教授好欣賞中國的象牙

球。他認為可以的，沒有問題，幾佰元就可以買一個， 立刻托人去廣州買兩個幾層的

象牙球，裡面有三、四層的，還可以轉動的。買了它，送那個象牙球給教授的太太，那

位太太高興到了不得。如果丈夫教授給他不及格，那位太太回家會扑你（丈夫教授）。

他這樣，結果考博士，論文交了，那位教授看了，要開圓桌會議來提問考生的。

通常是這樣的，一張圓檯，長圓檯，你這個考生坐在前面，背向門。院長是主

席，坐正中間，你的指導教授必定坐在你側邊，其他委員坐兩邊。你論文裡面的內

容，任別人問，如果你真正去考是很難考的。因為範圍很闊，都可能和你相關的。那

位教授你猜他如何？教授首先起立說：「請大家原諒他，他是一位亞洲人，他歷來說

話都是用母語。他的語言與我們法國的語言有很大分別，因為他要來求學，時間有

限，就無法用很多時間專研究語言文字的學問，所以他…。尤其是對話，他說得不

4



好，請大家原諒他這一點，因為他是外國人。」就將那篇論文內容如何如何，其缺點

在那處，有什麼優點，教授替他先說了。即是考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試，教授替你說了

一半時間，用來介紹你的論文。

那班人聽教授的介紹講說，已經感覺疲累，教授然後請大家提問考生。各人也循

例問他兩句，已經有一、兩個人打哈欠。跟著教授再問：「還有沒有問題呢？沒有人

再提問？」「沒有什麼問題，請你（考生）離開吧。」你離開了，那些人普通是投

黑、白豬，看不見的。跟著有一個書記拿著一個盤出來，讓考官按黑白豬的印。你看

不到的時候，他一按。結果，教授是要面子的。別人給教授面子，沒有人會按黑豬

的。即是現在的師姑，考碩士寫論文的必來找我，…，必定的。何解？ 因為若我給

她合格，那班霍鞱晦、李潤生等人全都是我的學生。羅老師給她合格，你給她不合

格？日後見到我的時候，也許要道歉一番。不如給合格算了，不好都給合格算數吧。

人就是這樣的。所以她有這個便利。所以無論如何爭取也都要爭取由我（評核），情

願湊旅費給我回來給她考試。也好，我回去也可賺回機票。她這樣，有很多的。

同學：「你剛才講的那人是讀什麽的？ 」

教授：「他，是嗎？」

同學：「他是讀什麽的？」

教授：「一個叫陸侃如，中國有名的文學家。陸侃如，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 他

太太名馮浣君，馮浣君又是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兩個。還有，我有一位老

師，叫吳康，又是不大懂說法文的，他又是法國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三個。

據我所知的有三個。那位陸侃如簡直是不懂說法文的。」

同學：「他只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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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嗄？」

同學：「他只懂看？」

教授：「懂得看。」

同學：「寫呢？」

教授：「嗄？」

同學：「寫呢？」

教授：「寫嗎？寫會懂得寫的，但寫得不大合文法，要找人修正。很多人都是不懂得

寫的，你看過書的那位叫Charles Luk（陸寬昱），是不是？」

同學：「是的，Charles Luk。」

教授：「嗄？」

同學：「是的，是的。」

教授：「Charles Luk，陸無為嘛。他翻譯過很多書，又譯《六祖壇經》等書。你以

為他譯的什麼？中國人寫英文的格調是 Chinese style，而不是英國的 style。

他要找位英國人替他修正的。是的，改到像英國格調。韋達就了不起，韋達自

己寫，簡直是英國人的格調。Charles Luk 找誰給他修改呢？ 那位英國人我認

識的，名 Poohfield。」

同學：「是譯《易經》的那一位嗎？」

教授：「是譯《易經》的那位。那人是收錢的，有什麼問題？英國人什麽都要收錢

的。外國人大哥叫弟弟做事也要收錢的。Charles Luk 凡所譯的東西一定交

Poohfield改的 。」

同學：「羅公，Charles Luk 是否已去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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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嗄？」

同學：「他是否已去世？」

教授：「Poohfield？」

同學：「No，陸無為是否已去世？」

教授：「陸無為不知道是否已去世，應該去世了。如果不死的話，應該已有九十多歲

了。」

同學：「他都很大年紀了。」

教授：「很老了。」

同學：「你認識他嗎？」

教授：「什麼？」

同學：「你認識他嗎？」

教授：「我知道陸無為，但和他並不熟悉。怎樣？你想找他嗎？」

同學：「我看過他的書而已。」

教授：「Charles Luk嘛，是的。」

同學：「他寫了三本書。」

教授：「你看過那一本呢？一本什麼？」

同學：「一本，我只買了他一本。」

教授：「是否《六祖壇經》呢？」

同學：「不是。」

同學：「一、二、三，那本？」

同學：「是的，第三本。」

教授：「那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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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禪學與…》什麼？《Zen and …》。」

同學：「《Ch'an to…》。」

教授：「《易經》嗎？」

同學：「不是，不是《易經》。」

教授：「《Change》不就是《易經》？」

同學：「不是《Change》，是講禪的，講禪的。」

教授：「禪，Zen，是嗎？」

同 學 ： 「 是 講 日 本禪學 與 中 國禪學《 Zen and Ch'an》（《 Ch'an & Zen

Teaching》）。」

教授：「是的，他是研究禪宗的。」

同學：「是嗎？」

教授：「是的，他是禪宗的。他的禪宗『麻麻地』（只是一般），不及日本人

Suzuki（鈴木大拙）那些好，Suzuki 就好。Charles Luk 的東西不行，又是一

個思而不學的人物。真真正正學、思都做到的就是 Suzuki。Charles Luk 好像

去了美國，去了美國。」

同學：「他在英國，不知是否西敏寺，我不清楚。」

教授：「他在英國嗎？」

同學：「應該很大年紀了。」

教授：「嗄？」

同學：「很大，很老了。」

教授：「很大，很老了，很老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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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有根身唯賴耶心王所執受」。我說回他，那個柏格森，他取得國家

博士學位時，寫了一篇叫做《心力》，心的力。這本書是世界有名的，中國也有此書

之翻譯。他認為世界上的東西是進化的，他認為進化不是平面地進化，而是向上進

化。他寫了一本書很有名的，名《創化論》，如果有人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看看是

否有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創化論》？這本書的英文版則很容易找到的。《創化論》又

如何呢？「創化」二字是指層創的進化，是專講生物界的。何謂創化？層創的進化。

即是，當東西進化的時候，由低出，漸漸地高一層，進化到又不同境界了；再漸漸地

又再高一層。他又如何？例如，在人類來說，當地球初形成，最初地球什麽生物也沒

有。地球本來就是個太陽…。太陽是一種火一樣幾千度熱的火球，不斷旋轉。轉的時

候，因為有離心力，就甩出十幾大塊東西，好像熱烘烘的漿糊甩了出來。此即所謂

金、木、水、火、土、地球、天王星、海王星等，十幾塊甩了出來，其中一塊就名地

球。

應該就像火一樣，燒紅的鐵一樣，繞著太陽轉。因為力有二種，一種名離心力，

是甩出去的；一種名向心力，是拉回來的。一離一向，力量均衡，結果便形成了一個

圈地轉。轉的時候經過幾萬年，多少十萬年，越來越冷，越來越冷。於是地球就冷到

好像泥漿，好像暖暖地，接近我們體溫的泥漿，整個地球變了這樣。在泥漿中心仍然

是火，就即是我們現在地心火山的火，地球的表面整個像泥漿。在泥漿中，不知何解

存有生物的種子。生物的種子是如何來的？生物學家沒有再作解釋，解釋不了。柏格

森就說生物的種子怎樣來，我們不知道。

但是生物與無生物之不同，就是生物有一種東西叫生命在其中。無生物，即死物

就沒有這種東西在內。而所謂生命是一種力，力是無形無相的。這個生命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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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本來就有一種東西，無形無相的東西名生命，佈滿整個宇宙，猶如循環不

息地轉動。 這 種 生 命 ， 在 這 個宇宙之 內 ， 便稱作 生 命 之流；流就 是

Current，Current of Life。世界上有一種不斷轉動的生命之流，不是一個人的，是

公共的。佛家講的阿賴耶識又是生命之流，但它是個人的。而這個柏格森，Bergson

的生命之流是公共的。生命之流佈滿這個宇宙。這個宇宙除了生命之流之外，還有物

質。當生命之流滲透入物質的時候，那些物質就有了生命。

但這個生命之流是經常轉動的，有些地方之物質會被其滲透、有些則是不能被它

滲透的；有些是適宜於被其滲透、有些則不適宜於被其滲透的。所以，世界上物質之

中，有些被生命之流滲透入去，於是它就會如何？有了生命。這便是創化了，本來是

沒有生命，一被生命之流滲透入去，就變了有生命，升了一級、一層，一個層面。升

了之後就變了有生命的東西。最初有生命的東西在泥漿內，在地球的泥漿內， 那些

就是「阿米巴虫」，Amoeba。我們的生命就是這種東西，他不承認生命是上帝造

的。阿米巴虫那類單細胞生物。

再過一段時間，地球漸漸地乾了，阿米巴虫由單細胞變為多細胞生物。一路複

雜，就變了水母等東西。如此地球不再是泥獎，水分上升了。又有些下降，就變了有

魚，有其他生物。漸漸地又是一層，又是層創了。漸漸地，有些生命就發展成兩棲

類，好像青蛙，在水裡會游，離開水便會爬（跳），變成兩棲類，又（升）一層。由

兩棲類，有些漸漸地變成什麼？會飛，有翼；有些則長出了腳會爬，變了爬虫等。又

一層。再漸漸地，其中有一支就變了什麼？猴子，變了猿。猿漸漸地（再變化成）不

單只會爬，還會站立。會站立便由於吸收營養、空氣等，一路路進步，又上一層。一

層層變了那些什麼？那些經不起進化，就會被淘汰。好像那些所謂龍就被淘汰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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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了。

再進一步，由那些猿猴，其中有一些進化變為猿人，半猿半人。它們能站立，如

小孩子般走路那模樣。腦袋漸漸進化，本來是凸嘴的，漸漸就如我們額角挺的。漸漸

地它會用腦。就是因為有生命之流在它之內，所以它進化。他說生命之流在人生，是

會有二次的。他有一本書由張東蓀翻譯的，名《創化論》，是非常好的。現在的人譯

的書不行，張東蓀譯得相當好。如果你有人在此處多倫多大學，你記住（這本書）已

絕了版，你一定要借了它。這書很薄的，還比我的《唯識方隅》薄，一定要影印了

它。他說由於這樣就有了生命。

唯識，又如何？我們為何有生命呢？我們有一個生命之流，走了入我們那處，所

以我們就會新陳代謝。當我們生命之流離開後，就變為死屍。但是，這個生命之流，

這個阿賴耶識和柏格森那個（生命之流）有何不同呢？柏格森那個是公共的生命之

流、宇宙的。我們的阿賴耶識就是個人的、眾生的。執受者，即是滲透入去，執持它

當它是自己，令到它起感受，「有根身為賴耶心王所執受」。我這裡解釋執受，「言

執受者；執是攝義（吸攝著它謂之執）、持義（拿著它）；執為自體（把它捉著當作

是自己），持令不壞故（支持它令它不壞就是執）。受是領義（即是領它）、覺義

（即是令他起知覺）；領以為境（即是把它領收，當作是一個 object，一個境），

（令它）能生覺受故（合起來就謂之執受）。」這樣說，如此合而謂之執受。即是等

於什麽呢？若果用白話，即是滲透入它裏面，支持它令它起知覺，便稱為執受。

根身被賴耶的心王執受，「非為心所所執受（不是被那些心所執受的）。」心所

雖然亦是滲透入內，不過它只是跟隨賴耶而已。「故賴耶的見分得親緣有根身（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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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緣有根身），即以（有）根身為其相分（我們不要理親所緣緣這幾個字），不須

別（另外）變（起）影像而緣之；心所緣有根身（的時候），則不能親緣（不能夠直

接緣），必須以賴耶所執受之有根身為本質，（然後把其本質映入內，）別變（起）

影像為（其）相分而親緣（這個相分）此影像。」即是對有根身來說是間接緣，種子

一樣。明白不？胡適之讀《唯識論》讀到此處，他覺得是繁瑣哲學，這些他弄不通。

繁瑣哲學這名稱是什麽呢？在歐洲大概是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紀的時

候，天主教控制著整個歐洲。那班教會裏面有很多修院，修院內有很多教父，是不

是？那些 Father。教父，不是黑社會的教父，是正式教父，他們很有學問，天天在

經院內研究神學， 他們所講的神學非常深奥，幾乎接近唯識同樣地深。那班教父所

研究的，又是和唯識同樣繁瑣的。所以當時的法國人，就稱那班教父所研究的那一套

哲學，就稱之為繁瑣哲學。如果是天主教徒，就認為它是無上至寶，最佳的；但是那

些非天主教徒則稱之為繁瑣哲學。你想看天主教這些哲學，你買普通的哲學史，它並

沒有提及。你想真正有講的，你要找那些大部頭、幾冊的那些哲學書。裏面就有部分

是專講天主教的哲學，那些經院派的哲學，很周密的。

還有，批評天主教哲學的，這些人不敢多批評的。第一、很多是基督教徒，他不

想批評教會，那些作者不批評。有一些就怕它繁瑣，省得去看，就不批評。唯獨羅素

就有去批評，羅素有一本你們不妨看看，有中文版，又有英文版。這本書是世界著名

的書名《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by Bertrand Russell）。Colon 有

售，一冊，羅素，B. Russell，是用很通俗的英文來寫的。中文本也有，中文本我見

合眾書局以前有售。不過你如果有中學畢業以上的英文程度的話，我勸你還是看英文

本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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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緣有根身」，明白了吧。緣器世界呢？如何呢？「器世界即（是）大種及

大種所造（的）色」，這些大種及大種所造的色是在身體外的東西，我們稱之為器世

界。大種，現在要解釋大種，「大種」二字即是英文的 element。因為 element 到

處都有，所以稱之為「大」。「種」，它是萬物的種子，萬物由它而起的，所以稱為

種，大種。又稱作元素，是不是？所謂器世界即是物質世界，是由大種，即是現在所

謂的什麼？大種是什麼？是「微粒子」。現在稱為電子、質子，大種在佛經裡面稱為

「極微」。大種及大種所造成的物質，所造的色——大種所造色，即是由元素所造出

來的物質。

由元素所造成的物質，簡稱為「造色」。在佛經裡面稱大種所造成的色，簡稱為

「造色」。「大種（及）所造色之在身體（之）外者（我們稱之為器世界），是賴耶

中大種…」，這個器世界是什麽？「是賴耶中大種種子（在佛經稱作什麼？地、水、

火、風四種元素的種子。現在則是百多種元素的種子）及造色種子…」。如果是科學

家就只有大種變造色，但唯識則不然，大種有大種的種子。大種的種子就造大，變出

大種；大種所造色的種子就變起大種所造色。舉一個例，例如我眼識見到菊花黃，我

見到黃。這個黃是什麼造成的呢？是由那些微粒子，那些極微，由電子、質子，佛經

裡面稱作極微，所造出來的。

所以這個菊花的黃，這個黃，是大種所造之色。裏面菊花的黃，這個黃包含两樣

東西所造成的：一、由大種造出大種所造的色而來；二、大種又有什麼？大種又有種

子的。這即是說，我們看見菊花的黃裏面有二件東西，一、這個黃，是大種所造出來

的黃；二、這個黃是什麼？這個黃是大種所造的。大種，二件東西，一是黃、一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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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黃的大種。如果在現代科學，就認為世界上有一些微粒子名電子、質子，這些就是

大種。由大種變出這個黃。大種變黃，科學家只說到這裡。大種如何造成呢？科學家

是不理的。宗教家呢？說是神造的。而佛經，唯識宗就說什麼？我們的阿賴耶識內有

一些種子，種子有二種物質種子。

除了心靈種子之外，有二種物質種子，一種是大種的種子。阿賴耶識裏面有無邊

無量的大種種子，每一個大種種子，每一個單位就變起一個微粒子，現成一個微粒

子，那些就稱為做大種。另外有一些由大種所造成的色，譬如那個黃是大種所造成的

色。大種所造的色，另外有大種所造色的種子，他是這樣分別的。黃有黃的種子。即

是說，當我見到黃的時候，是兩種種子造出這個黃的。第一是大種種子造出…。一種

大種種子，這種大種的種子，造出大種來，這個大種充滿了黃色的內部。

另外有一種，這個黃，這個大種所造成色的種子，又有大種所造色的種子顯現而

成為黃。如此，即是两種種子，一種是黃的種子，一種是大種的種子，唯識是這樣說

的。即是我們見到這個檯的黑，這個黑有兩種種子，一是黑的種子，黑是大種所造的

色的種子；二是大種的種子。何解呢？黑這個種子，只是外表的，鋪在外面的。它是

有內容的，它的內部便是大種。两種種子，是這樣的。眼見到這個黑是這樣，當我的

手摸下去，是硬的。硬又有硬的種子變硬，這個硬的種子變出硬，硬是外表的。硬的

內部有一些微粒子（大種）存在。兩種，兩種種子。這兩種種子充滿整個宇宙，這個

便是器世界，在身體外面的。「是賴耶中（的）大種種子」，一種；第二種是大種造

色的種子。

這兩種各別變現的，不是先變大種，再由大種變造色的，它所特別的地方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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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例「如眼識緣紅色時，紅色中之大種種子起現行（起現行即是 appear出來，出

現）而變為大種，紅色之種子起現行而變為紅色；此二種現行皆為眼識之所緣。」我

的眼識緣它時，第一、攀緣其大種，第二、緣其種子。這個是什麽呢？ 是疏所緣，

是間接緣的。（大家）看看此處，當時有一個爭論，熊十力與呂澂在開會的時候有點

爭論，這個你將來才認識，此處不認識也罷。「近人熊十力則謂大種不為眼等五識所

緣」，即是我們的眼識只看到大種所造的色，只能看見紅、黃等，但看不到微粒子

的。這個微粒子「唯為第八識所緣」，只有第八阿賴耶識然後才可緣到那些微粒子

的。

這個說法，見於他所作的《唯識概論》，現在已經沒有這個版本了。後來改了，

他後來改為《新唯識論》，不再採用這種說法。「然此說（即熊十力這個說法）經呂

澂等辨其非理（認為不合理。如何不合理呢？ 這篇文章），見《內學》第二輯（裏

面有這篇文章）。」現在我們姑且按呂澂的說法，當我們的眼識看到紅、看到黑的時

候，看見兩樣東西，第一看到黑、看到紅，第二看到黑、紅裏面那些種子，那些大

種。「此外大種及所造色（即這身體以外的大種及所造色）亦為賴耶所親緣（直接

緣），以是賴耶之相分故。

然此外大種及所造色不為賴耶心所所親取（緣），以非依賴耶心所自體（因為這

些種子並非住在賴耶心所的自體之內的），亦非心所所執受故（不是被心所執受，而

是被賴耶所執受它）。故賴耶心所之緣器世界，亦須別變（起）影像而緣之。」文字

是艱澀一點，你們回去後要再看一看。我下面是一個結論，「故賴耶之緣種子、

（緣）根身、（緣）器（世）界，皆親取之（即是直接了解的）。賴耶心所之緣種

子、（緣）根身、（緣）器界，皆不得親取也（要間接，要另外變起相分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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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再撮要的話，你取我這一行便夠了，明白不？這個就是唯識最中心之處。

學生：「最艱澀的。」

教授：「嗄？」

學生：「最艱澀的。」

教授：「最艱澀的。」

學生：「最中心的又是最艱澀。」

教授：「做學問，最中心的必定是最艱澀的。」

學生：「最難明白的。」

教授：「最難明白的。甄太，聽得明白不？聽得明白嗎？」

學生：「先休息吧」

教授：「什麼？」

學生：「break time。」

教授：「break，是嗎？好的。」

（丁七）賴耶含藏自己的種子。凡是識都有其自己的種子，賴耶亦是識，所以賴

耶亦有賴耶的種子。眼識的種子，當眼識未起的時候，就藏在阿賴耶內，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的種子，當它未起作用的時候，亦是藏於賴耶中。第七末那識

的種子，雖然它是恆常起，但它的種子仍然是藏於賴耶中。賴耶自己的種子又藏在那

兒呢？講到此處，在未解答之前，我先說兩樣東西。一是王陽明，我們中國有一個哲

學家名王陽明，王守仁。有人問他，這個世界是如何而有的呢？他說這個世界是心變

的。這個王陽明的學說，當然沒有唯識那樣周密，很籠統。說是心變很籠統。唯識宗

則說識變，識即是心，別人講到非常周密的。他說是心變的，於是有人問他：「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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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株花，自開自落。你看那株花，它也又是自開自落。你的心不看它，那株花同樣

是開、同樣是落。

你為何說它是心變呢？當你看到那株花的時候，你可以說是心變花。你看不到的

時候，你的心沒有變，那株花應該沒有了才是。但不是這樣，那株花仍然是有的，你

如何解釋呢？」即是說，看的時候，花的種子是出現了，變了株花。當你沒有看的時

候，（種子）應該是隱藏著了，是不是？應該沒有這株花，雖有種子，但種子是無形

無相的。但第二個人見到那株花仍然存在，你如何解釋呢？王陽明好籠統，以前的人

稱讚他，但我說他真是「流口水」（差勁），連鼻涕也流。他又如何呢？他說當我們

看見那株花的時候，那株花與你的心一齊生起，「此花與你的心共生」，一齊生。當

你看不到那株花的時候，「此花與汝心俱寂」，寂即是沈寂，那株花與你的心一齊沈

寂。

你看不到的時候，你的心就是沈寂了，那株花同樣是沈寂。即是這種答法並非對

正別人的問題，你明白不？即是我不看的時候，那株花變不變呢？他說寂，沈寂。但

我現在問它變不變？現在不是問它寂不寂？是不是？中國的哲學家每每如此，你這樣

的說法，你並沒有回答別人的問題。其實，若果按唯識的說法，是如何呢？你看不到

的時候，你的心同樣在變。你看到的時候，你的眼識在變。你看不到的時候，你的阿

賴耶識變，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變花的種子變花。譬如那些花是紅的，那些紅的種子

起，變紅。那些葉是綠的，綠的種子起變綠。花裏面並不是沒有內容的，是有實質

的，那實質是什麽？那些極微，那些大種，每一粒的極微都有它的種子，大種的種子

就變起大種，來充實那朵花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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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說，我看不見朵花的時候，我的心同樣在變那朵花，是不是？但他亦沒有

錯，我看不見便是寂，沈寂；看到便是生。亦可以。明白不？即是說，我未去過倫

敦，我的心，阿賴耶識中變倫敦的種子已變起倫敦，只要我願意搭飛機，一下子便去

到。搭飛機去到，見到倫敦的時候，眼識的種子，見倫敦之眼識的種子起現行。我未

去到的時候，眼識的種子不起現行，但阿賴耶識（的種子）同樣起現行。即是說，整

個地球、整個太陽系都是我們的阿賴耶識在變現。不過我們未到，它沈寂了而已。就

是這樣解釋。如此即是說，變是否變成無量那麽多呢？不是。我們欲界的人變起欲

界，欲界中有四大州、有太陽、有海、有其他…。我的心變，阿賴耶識變。我看不到

的時候，阿賴耶識在變。

我看到的時候，除了阿賴耶識變它之外，我的眼識亦在變。眼識起的時候，把阿

賴耶識所變的那朵花，吸入來把它作為本質，把它攝進來成為眼識的相分，所以我們

看見到它。唯識就是這樣解釋，所以外面的器界就是這樣。「我看不見即是等於不變

了。」又不是，看不見只是眼識沒有變，是不是？不能說我的阿賴耶識沒有變。眼識

沒有變，我看不到，但我是可以摸得到的，是不是？不過，我走近去摸摸它，就不僅

是眼識變，身識也在變，是這個意思。若果嗅到是香的，鼻識也在變。敲一下，有響

聲的話，就包括耳識也在變，五個識一齊變。不動的時候，沈寂的時候，就只是阿賴

耶識變。變根身就是這樣變法。

但譬如這樣，我變起倫敦，英國人又變起倫敦；我變與英國人變，有何不同呢？

各變，我有我變，英國人有英國人變。譬如英國有三千萬人，三千萬人各別變。各別

變，如此倫敦就根本沒有倫敦，三千萬人各人變起一個倫敦。就好像三千萬枝燈一齊

亮著，照亮這個廳。我們不能夠說這個廳那一處是那一人的光所照的，人人都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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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萬燈共照一室，此謂之「共變」。「共變」之中，有共有不共。一種名共中共。

共變者，人人的阿賴耶識變，但人人都可以享受的。例如什麼？這個安大略湖，是不

是？又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又也不是 Moroni 的。那條魚，湖中的魚也有份變

的，共變中的絕對共變，「共中共變」。

例如什麼？無主的山河，無主人的山河，共中共變。但是，假使你江漢林很富

有，買了湖邊一間別墅，湖邊那個別墅是你江漢林所登記的，這個就是什麼？不是完

全共了，是不是？別墅是你的，你可以賣了它，是不是？我只可看一眼，若要入住，

也要得你的許可。共中有不共的成份，名「共中不共變」。即是你變多了一樣東西，

你變了什麽？ 變了你的所有權，是不是？「共中不共」明白嗎？即是說有兩種，無

主山河，就是共中共變；有主的房屋，這是共中不共變。兩種都是共變，大家一起

變。「不共變」又如何呢？ 只是你變，別人不變的。例如，你的身體，你的身體是

不共的，你的身體是屬於你的，是不是？

你肚子痛，你如何肚子痛，我也不會痛的。但是我見到你肚子痛的樣子，這是不

共。但不共中有共，你肚子痛的時候，「典典下」（痛苦輾轉）的時候，我是見到

的，這是「不共中共」。例如，你的身體，不共中共。不共中不共，絕對不共的，例

如什麼？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別人不能享受你的，不共中不共。明白嗎？同是變，

有這麽多變法。凡是共變，一定是阿賴耶識變的。共中共，是阿賴耶識變的。共中不

共，主要又是阿賴耶識變的。不共中共，也與阿賴耶識有份的。不共中不共，是自己

的意識，自己變的，你自己獨享的。譬如，你娶個老婆，江漢林，你現在娶個老婆。

假使你的老婆整個坐在這裡，你的老婆是什麼變的呢？你來告訴我，是共中共、還是

共中不共呢？或是不共中共、還是不共中不共呢？

19



同學：「共中不共。」

教授：「是的，共中不共，不是不共中共。因為你的老婆始終有你老婆的有一個獨立

人格嘛，不是等於你，所以不共。不共中而又共，人人都看得你的老婆，因你

的老婆是坐在此處的。」

同學：「不共中共。」

教授：「共中不共。」

同學：「共中不共。」教授：「但你的愛情，你對你老婆的愛情，假使是有的話，就

是不共中不共了。是不是？一定要好文雅 ，才能解釋得到的，經有才能解釋

得到的，那些不是識得通透的。隨手拈來，你在廁所，也可隨意拈來講都講得

通的，你要這樣才可以。是不是？你要拿著本經才能解釋得到的，即是他識得

不夠通透了。」

同學：「羅公，我有一個問題。非洲是很貧窮的，吃也沒有得吃。山河大地全部都是

貧瘠之地方，種又種不出東西來。這洲是最窮的一洲。美洲則不是，美洲是有

財富的。我有這樣的構思，據唯識的講法，非洲是全世界人各家之阿賴耶識共

變的。」

教授：「共變非洲。」

同學：「是共變的，不是非洲人自己變的。…」

教授：「是的，不是他自己變的。」

同學：「…是全世界人變的。此即所謂的共中共，是不是？」

教授：「非洲是共變的。」

同學：「非洲的人，主要是非洲的人，捱窮的非洲人就謂之共中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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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共中不共。」

同學：「…是否這意思呢？」

教授：「是的，是這意思。」

同學：「不能夠將非洲的人遷移到美洲，變了將美洲人遷移到非洲。不能夠將非洲變

成富裕的地方，是不能夠嗎？」

教授：「不能夠。如果能夠會變的話，即是他兩種種子都有。」

同學：「我想這個構思，這個問題，是否這個道理？」

教授：「是的，是這樣。」

同學：「有時我又會想著這些問題。」

教授：「是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因為變器界有這四種變法。」

同學：「如果是我想，假定是這樣的話，如果將美洲人遷移到非洲，豈非把非洲也變

成如美洲一樣富裕了。」

教授：「如果他是有種子變的話，一旦遷往即可以，他亦自然會遷去的。如果沒有種

子，去到他便就會死去。他沒有這個福，福就是他的種子。」

同學：「即是把人民移民。」

教授：「是的。」

同學：「全部移民便可以。」

教授：「若他能夠移民的話，即是他有這個種子。譬如我們現在移民加拿大，其實我

出生時就已經變了加拿大，現在如此老，才遷過來罷了。是不是？」

同學：「所以這個外變器界，我常常弄得我的腦…。」

教授：「現在你弄清楚了。共變器界，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同檯食飯各自修行，是不

是？同是一塊豆腐，乾隆王下江南的時候，他餓了數小時，他吃了就感到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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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是不是？但你叫一個富人吃，他會：『豆腐而已，有什麼好吃？』，就

是不同。事事物物，除了共變之外，還有自變的成分。同是一件東西，別人吃

了會快高長大，你吃了會生癌也不一定的。是不是？就是因為這個道理。變的

種子非一…，」

同學：「又非異。」

教授：「是的。亦不是絕對不同。是不是？」

好了，我們說回這裡。賴耶自己有種子的，賴耶的種子在那處呢？王陽明就這樣

解釋，是實在分得開的。另外一個英國人，這個英國人名（George）Berkeley，柏

克萊，他是信上帝的。他說為何我們見到有一座山？ 是我們的知識變……「香」是

我們的嗅覺變香。一切我們所了解的事情，就是我們自己的知識、感覺，自己變出來

的。有人問他，當我見到這間間屋，即是我們的知識，我們的心變起這間屋。當我們

想也不想這間屋，或是走到其他地方的時候，看不到這間屋。那樣，你的心還變不變

這間屋呢？當我見到這間屋的時候，我這間屋的功能顯現出來。即是說，我的心出

現，見屋的心出現。當我們不見屋的時候，我見屋的心便不出現。即是說這間屋是在

我的心內，由我的心變的。別人問他：「當你不見這間屋的時候，去了別處的時候，

是否沒有了這間屋呢？但是有別人看見（這間屋）的。」他說當我見到的時候，這間

屋就在我的心中出現。當我看不見的時候，這間屋存在上帝的心內。並不是無，不過

是在上帝的心。

因為在上帝的心裡，所以我要見的時候，就在上帝的心中取回、現出來，栢克萊

（的說法）。如果你到多倫多大學，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就什麼書都有了。美國國會

圖書館， 你 就 要買一 本 ， 如 果 是 中 文 本 ，《柏克萊對 話集三 種》。 英 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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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keley's  Dialogue 》 （ 《 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你去 Colon 有售，Berkeley 的。一本是《視學新論》，專研究視覺

的。（英文）名什麼《A Critic of View》（《A New Theory of Vision》）之類，英

文 本 有售。 你 最 好買一 本 一整冊的《 Berkeley 的全集》， 一 本 就 可 以齊全

了。Berkeley，他的著作只有一冊。他的見解與唯識很相近，幾乎與唯識相同。

梁漱溟初時就研究唯識，後來他一看到 Berkeley 的書，就驚嘆原來栢克萊主教

也很厲害。栢克萊是當主教的。值得看，栢克萊，是英國幾位哲學家之一，一位是

Bacon培根，一位是 Berkeley，另一位是 Hume（休謨），另一位是 Locke，洛

克，這幾位。他們的思想合起來，就差不多是唯識的思想。事事物物都有它的種子，

種子是住在阿賴耶識中。唯識的種子又住在那兒呢？是否如栢克萊所說，住在上帝的

心裡呢？我看不到的時候，他住在上帝的心裡。唯識不用，不用上帝，阿賴耶識的種

子住在自己（阿賴耶識）之內，不用靠上帝。你看看，賴耶含藏自（己的）種子。

「一切行（行即是現象；即是一切現象；行即是有為法，即是現象。

一切行）從賴耶自體中所藏之自種子而生，賴耶亦不例外，從其所藏之自（己

的）種子而生。」我留意「生」字的定義。「此中『生』字，（並）非由甲物事生出

乙物事，」例如母親生孩子那樣，「生」字並不是這個意思。「乃由潛隱的功能成為

顯現的物象之謂。」這樣解作「生」。「賴耶雖從自（己的）種子生，卻與種子互為

能所，（如何互為能所呢？一主一客，互為能所。）因果同時。（這句又怎解釋呢？

我去解釋它。）云何互為能所？（何謂互為能所呢？）從一方面言，賴耶自（己的）

種子為能生（出賴耶來，就是『能』了）， 而賴耶為其自（己）種子之所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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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了）。」賴耶的種子是「能」、賴耶是「所」，是不是？

「從另一方面言，賴耶自（己的）種子（與）及前七識之種子，皆為賴耶現（行

的）識之所藏（著），而賴耶為能藏（了）。」賴耶的種子與及賴耶和它自己的種

子，就互為能所了。賴耶為能藏，賴耶自己的種子是被它所藏了。「（所以）故賴耶

與其自（己的）種子互為能所。」你做能，我做所；我做能，你做所。「云何因果同

時？ 」現在我們只知道，以為因在前、果在後。不是這樣的，因果會同時的。有一

位學哲學的人名李天命，現在中文大學教書。他聽我說唯識，他是我的學生。當我說

因果同時的時候，他問：「因與果為何會同時的呢？歷來科學家等都不曾說因果同時

的。」我說：「為何會沒有？因果為何不可以同時呢？兩個人背靠背，就不會倒下，

一個人沒有人靠著就會倒下。即是甲與乙二人互相靠著，甲是因，支持乙不倒下是

果；乙支持是因，支持令甲不倒下便是果。這便是因果同時，是不是？」

譬如我們燃點一枝洋燭，點著火，火燒洋燭，洋燭就發火，是不是？是同時的。

這是因果同時，為何沒有呢？原來他讀哲學取得了博士學位也不明白，不明白有同時

因果。李天命是美國的博士，所以現在博士的水平也不佳，是的。你不用理會他，聽

到別人什麽博士銜頭，你「藐」（輕視）他便可以。「云何因果同時？（你看看，）

賴耶自（己的）種子能生（出）賴耶，…」如此賴耶便是果，它自己的種子是因。那

些種子是因，藏回自己裡面，是不是？這不就是因果同時嗎？

「…名因（賴耶自己的種子名因）。賴耶是其自（己的）種子之所生，名果（賴

耶是果）。同時者，於同（一）剎那中，因果（並存，）並在，（並）非因先果後故

（便稱因果同時了）。以因果同時故（因為它因果可以同時的原故），賴耶得（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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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含藏其自（己的）種子。如賴耶在先，種子在後，即因果不同時，便不可說

（賴耶）含藏自（己的）種子。」因果同時，即是因果有同時因果，有異時因果。你

現在會問，譬如我眼見到黃，是不是？眼識起，變了黃，見到黃。見到黃色時，眼識

是果，眼識的種子就是因，是不是？同不同時呢？當我見到黃，眼識起了，我眼識的

種子是否仍在呢？

是否眼識種子消滅了，就變了眼識呢？不是，眼識的種子見到黃，這個眼識就是

他眼識之表面的顯現，現象。內裡含有一種，蘊藏一種力，一種要素，這種要素仍然

存在的。並不是當我見黃，眼識起的時候，那種能夠見黃的眼識之功能，之

function 沒有了。不是沒有了，那種 energy仍然存在的。所以種子仍在裡面，蘊藏

的種子在裡面。種子是一種 energy，是一種 power而已。當我的拳頭如此「頂」

（支持）著，是一種 power。我支持著，是一種表面的現象，power 在裡面，所以

是同時。那種 Power 是因，支持著的那種現象是果，因果同時。聽得明白不？

好了，再講一段吧。（丁八）賴耶之性類，即是善性、惡性、無記性，謂之性

類。分兩段，第一、要說明賴耶是有漏性的，所以我們始終是凡夫。第二、賴耶是無

覆無記性，在有漏性之中是無記性。在無記性之中，它是無覆無記。（戊一）賴耶是

有漏性「種子的性類，分（為）有漏、無漏二種。種子所生之現行，（其性類是跟隨

其種子的。就是）性從其種。故有漏種子所生（的）現行，定是有漏性；無漏種子所

生（之）現行，定是無漏性。賴耶唯從有漏種子所生，故（此）賴耶（的）性是有漏

（的）。」第一、我們定了賴耶是有漏性。

（戊二）賴耶是無覆無記性有漏性之中有三種：一、有漏的善；二、有漏中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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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三、有漏中的惡。而無記之中，一些是有覆無記，一些是無覆無記。它是無覆無

記，所以它不會阻礙我們的智慧。「賴耶是善、惡法之所共依；」善的東西、惡的東

西，其種子都在賴耶裡面，所以賴耶一定要不善不惡才行。即是一個人交朋友，如果

一個善人，他不會與惡人相交；一個惡人，他不會與善人一起的。一定是那些無記

的，即是那些「西南二伯父」，無可無不可的，無所謂善惡的。他與賊又可以交朋

友，與好人同樣可以交朋友，無記的才行。

所以賴耶，「若是善性，應不為惡法所依（即是惡性東西的種子不能住在它那

裡），若是惡性，應不為善法所依（即是對善法的種子來說，若賴耶是惡的話，善的

種子不能走進入內住。為什麽呢？ 因為互相違反）。又此識是所熏之處…」所有一

切種子熏入阿賴耶處的。譬如你見到很多東西，晚上發夢。譬如你日間看見別人打

架、又流血等等，很恐怖。你的意識把恐怕的現象攝了入內，就成為種子。這些種子

是什麽呢？是意識相分的種子，在阿賴耶識裡面，待你今晚發夢時，意識， 獨頭意

識就衝出來，意識中那種恐怖現象就衝出來，成為惡夢了。總之唯識解釋夢什麼，不

用找 Freud ，不用那些如此複雜，別人解唯識都不知解釋得多清楚。

「又此識是所熏之處（即是我們日間見到的恐怖現象，即是那些恐怖現象熏入了

阿賴耶識裡面，所熏之處）；若是善性或惡性，如極香、極臭之物，應（就）不能受

熏。」你想熏那些糞味道入香水內，是熏不到的，沒有糞味道的，是不是？你想將香

水變成好臭的東西，它是變不到的。一陣香氣過後，它又回復臭味，不能受熏。極度

的東西不能受熏，即是善、惡東西不能受熏，應不受熏。「故賴耶是有漏性中之無覆

無記性攝。」第七末那識就是有覆無記，它是無覆無記。好了，我們今日…，看看，

都是講這麼多好了，這麼多夠了，很多內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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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九），是不是？阿賴耶識恆轉如流。「恆」是連續不斷，就謂之恆；「轉」

是常常轉變，就謂之轉。阿賴耶識含有兩種性格，一方面是連續不斷；從另一方面

看，每一剎那它都一生一滅，一生一滅不就是變化嗎？是不是？變化即是生滅之意，

前一種狀態滅了，後一種狀態生，此謂之生滅，又稱作變化。

你會說，這豈不是矛盾？不是矛盾，它具備兩種性格而已，是不是？你人也如

是，任何一個人都具備有兩種性格的，一種就是什麼？他的生命是延續的，另一種是

每秒鐘也在變的。凡事物都含有兩種…，現象界的東西，幾乎都含有兩種對立的性

質，阿賴耶識亦如此。一方面就恆，連續不斷；一方面就轉。為何是「如流」呢？

「流」是急流的水，current，急流的水。急流的水又如何呢？看起來是連續不斷，

但是，每一秒鐘，那些水點都流走到別處。就猶如暴流一樣，我們的生命就像什麼？

如急流水一樣。所以我們中國二千多年前，孔夫子去到一條溪水上面站著，望著溪

水，他就嘆息。他如何嘆息呢？他說過這句話，出自《論語》，子曰：（「逝者如斯

夫」）他一望，望著溪水，他就感覺到兩種感受，他感覺到什麼呢？

第一、感覺到他自己的生命，我們的生命猶如水流一樣。「逝者」，逝者即是

去。即是我們的生命不斷去，由小孩變老，由老變死，一路這樣變。「逝者如斯」，

「如斯」即是如此，「逝者如斯」。「夫」字即是「呀」的意思，這個「夫」字讀

「符」音，圈聲。「不舍晝夜」，不舍晝夜即是晝夜都不停留的，不論日、夜都不停

留的。章太炎跟據孔子講這句話…。我先解釋孔子這句話的意思，第一、他覺得自己

的生命不舍晝夜地，一直變化，但一直連續。同時，我們的自然界，不斷又變化，但

又是不斷連續的，是連續不斷的，都是這樣的。章太炎根據這句話，又根據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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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裏面說，我們的阿賴耶識恆轉如流，《解深密經》說的。所以他說孔子

都了解到有阿賴耶識的。其實孔子就不知道有阿賴耶識這個名稱，阿賴耶識即是生

命，是人都感覺到的。

阿 賴 耶 識 一 方面就恆， 一 方面就轉， 好 像急流的水一 樣 。 法 國 的 柏 格

森，Bergson，他認為我們的生命是生命之流。他說我們的生命，有一個宇宙的生

命，大生命。這個宇宙的大生命稱為 Current of Life。它一旦滲透入那個物件裏面，

那個物件就進化了，由無生物，由死物變為生物的了。為何世界上有那麽多有生命的

物質呢？就是因為大的生命之流滲透在其中，它就會有進化，變成有生命。本來的世

界，這個地球上本來是沒有生命的。但為何現在又有人，又有那麼多動物、植物呢？

就是因為生命之流滲透入無機的死物裏面。一旦滲透之後，就有了一種生命力，它就

發展成為生命了。柏格森，你們有機會最好看看他的著作，如果有人到多倫多大學圖

書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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