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你可以看看中文本，英文本是有的，你去 Colon 也

可以買得到 Bergson 的書。如果是中文本，翻譯本為《創化論》，這是世界著名

的。你可以（在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借來影印，已經買不到的了，《創化論》。

我們繼續解讀，「賴耶是宇宙與（我們的）生命（宇宙就是 universe，生命就

是 life）之根本，雖（然）一類相續。」一類，何謂一類？前一秒鐘是這樣，後一秒

鐘跟著亦是這樣，一路下去都是這樣，便是一類。凡是一類的東西，多數是無記的。

如果善惡，就多數有轉變的，多數是無記的。阿賴耶識是無記的。一類，每一剎那都

是無記的，不會轉變，但是一類相續，這便是恆，連續。但是一類相續，然後「常無

間斷」，這便是恆了。

「雖念念生滅」，念念即是每一剎那，每一個剎那都一生一滅。每一個剎那都有

一種新的狀態出現，一出現之後立即停止；停止的時候馬上一種新的狀態又出現；然

後每一個剎那都生滅、生滅、生滅。

來到這裡，你會問：「一個剎那就有生有滅，是否在剎那之始它就生，在剎那盡

就滅呢？」會有這個問題。我被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現在我就取消你（解答）的問

題。如何取消你的問題呢？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名「剎那」，即是沒有時間。時間是

不存在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名「時間」。

所謂時間者，事物之連續令我們起一種感覺，由這種感覺起一種概念，就稱為時

1



間。實在沒有一種東西稱為時間，你想想。此即是說，所謂一剎那，是無所謂剎那

始，剎那盡的。何解？因為根本就沒有剎那。沒有剎那，我們的生命會如何？ 

就是因為我們的阿賴耶識，或是我們阿賴耶識內的種子。一生一滅、一生一滅，

是很短的時間，生滅、生滅、生滅。如此，就在造它一個生滅的狀態之下，我們假立

一個名稱，稱它的一生一滅，如此短暫的時間，我們便稱之為一剎那。明白不？「剎

那」者是一種屬性，不是一種本質。那個本質就是生命、生滅。因為有生滅，所以我

們在一生一滅如此短暫的時間裡面，我們起一個名字，稱之為剎那。明白嗎？

世界上最快速的，我們揚一揚手，也要很長時間來動一動的。就算手只是揚一

揚，也要很長時間的。最快的是甚麽呢？我們的腦袋內將念頭轉一轉，最快的，是不

是？所以，人們便把每一剎那謂之一念，就是這個原因。「念」字作一剎那解。剎那

是不存在的，沒有真實的剎那存在。而只是我們的生命，及這個宇宙，一生一滅如此

短的時間。

我們在一生一滅如此短的情況之下，假立一個名稱謂一剎那。明白嗎？好了，講

到此處，我就再重提讓你們留意。世界上研究 philosophy 的人，及研究 science 的

人，二者合起來算，對於時間有不同的看法。一種人認為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時

間，時間不知從何時開始，又不知何時才會停止。時間就像河流，由萬古之前一直至

萬古之後，不停息的。有一種這樣的東西像水流一樣，我們人類在水流中活動。

孔老夫子在二千幾年前的那個階段，在該處活動了幾十年，即是那個水流那個

current 的一段，如此短短的幾十年。耶穌也是在那個 current 的一段內，又度過了

2



三十多年，是不是？到了唐太宗又在那處活動了五十幾年。到了我們，又在當中活動

了幾十年。我們的孫，我們的「塞」（曾孫），又在後一段活動幾十年，好像河流一

樣一路流下去，是不是？這個是時間之流。如果我們有辦法把捉以往的一段，我們確

是可以時光倒流的。

科學或許有一天進歩到，可以好像什麼？「時光倒流七十年」那套電影一樣，可

以溯回去。即是說時間猶如河流。換一句話說，時間是實有的。有一種東西叫做時

間，和空間一樣。一個空間猶如一個大罌載住了我們，載住了地球、載住了太陽系。

這個罌無比的大，是有的、實有的。空間是實有的，時間是實有的，此為一派。這一

派有甚麽人認為它是實有的呢？科學家多數認為它是實有的。

Newton 認為時間是有的，而且是絕對的。一秒鐘、一秒鐘，一秒就是一秒，一

秒不會變兩秒的，絕對的時間。如何絕對呢？我們現在一秒，推上耶穌出世之前一

秒，都是這麽短。再過一萬年，我們的子子孫孫的一秒，也是與我們的一秒這樣

短。absolute 的，稱作絕對時間。

牛頓認為時間是絕對的，因為他認為時間是絕對的，所以他在科學上，他是研究

什麼的？地心吸力，每秒鐘增加多少，就是全靠他認為時間是絕對的。時間不只有，

有而且是絕對的。有些人認為時間不是絕對的，只是相對而已。那些人呢？印度人、

佛教，認為時間不是絕對。

在四大天王天裏面，一日等於我們四十多五十年；在忉利天上住上一天，等於我

們一百五十年；我上彌勒菩薩那處，住一天，等於我們三、四百年。如果我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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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兜率天，向彌勒菩薩叩一個頭，叩頭後返到來，可能我們的孫已經長大了，是不

是？因為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你們前天是否影印了一本書，是不是？

《印度佛教史》，書中有一段說，無著、世親、師子覺三兄弟，三兄弟都出家。

三個都是貴族，也都走去出家。因為印度人認為出家是很光榮的，等於西藏人覺得做

喇嘛很光榮的。羅馬人如果做了神父也是很光榮的，不像我們中國人，給冷飯那些乞

食的（出家人）。別人是很光榮的，要跪在跟前才要你的食物。以往佛在世的時候，

他來到乞食，你要單腳跪在他前面，將食物頂在頭上供養佛，讓他用砵盛載你的食

物。

每天煮好飯餸，選取最好的，放著等待佛來到乞食的。並不像現時，「過主（滾

開）吧，給你二毫子，好離開了。」沒有這樣的。所以現在的人，動不動便說要絕對

守比丘戒。你守吧，會被警察拘捕，乞食是會被捕的。印度人，尤其是佛教，認為時

間是空的、無的、不實在的。既然認為時間是沒有的，我們的阿賴耶識，我們的生命

連續、連續。因為它連續，我們便起了一個錯覺，認為有一樣東西如河流，我們就在

這個連續的河流中。不是的，佛教認為沒有時間。空間有沒有？無的。佛教小乘之

中，有一派名「說一切有部」，認為時間是實有、空間是實有的。但到了大乘，空

宗，龍樹菩薩主張時間是無的。到了唯識宗，認為是無的，沒有時間的。

所謂時間是我們生命的延續、延續下去。在這種延續不斷的狀態，那種特殊的

occasion 之上，我們就假立一個名稱為時間。佛家是這樣主張的。西方的哲學家，

有些人相信時間是實有的，亦有些人認為時間是沒有的。但有些則不明言，他不明言

就難於估計他的主張。不過很多人都認為是有的，他雖然不明言，但他都認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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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有的。

科學家最顯著的是 Newton，他認為時間是 absolute 的、空間又是 absolute

的。但是這種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的見解，一路維持，經過百多年之後。到了二十世

紀的 Einstein（愛因斯坦），他就認為不是，時間不是實有的，是相對的，空間也是

相對的。而且時間和空間是不能分離的，好像一個交叉一樣，就橫方面擴張，就叫做

空間；就直方面，就叫做時間，是相對的。

我們在此處，一個小時。Newton 以為在另一個星球、另一個星雲，都是一個小

時。他認為不是，我們在此處的一個小時，在其他星雲可能是一眨眼的時間而已。所

以，你如果看他此等見解，你最好…。有兩本書你可以看的，一本是最淺的，在

《Life》雜誌裡刊登的，是一個什麼呢？是愛因斯坦的學生寫的，寫完之後給愛因斯

坦親自看過，然後才在《Life》雜誌發表，好像是分兩期發表的。

發表之後，有人把它編成單行本。在中國、香港，香港有一個機構名美國新聞

處。美國新聞處養了一班文人，請了一個學科學的人，把它翻譯印刷售賣，（這本

書）名什麼呢？名《相對論入門》。如果你見到有，現在或許有也說不定。如果見到

有一本《相對論入門》，是一個西洋人著作的，你不妨買來看看。他給你講得很通

俗，講很清楚，這是一本。

第二本，台灣將之翻版，是戰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版的。那本書名什麼

呢？《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作者姓傅，名傅統先。他把最新的世界上各種哲學界

之思想、之重要思想；和科學有關的，與及最新的，即是世界大戰前數年，流行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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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想寫出來。名《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這本是一本相當好的書。我們現在很少

這種書，尤其是中文版的，所以很多人要如何？只讀中文是不夠的，要讀外語的。英

文、日文有很多這類的書，若你肯去逛書局，就會看見很多這類的書。不過可惜，我

們廣東人就淺薄。第一、沒有了去逛書局的人，沒有。

第二、就算是去書局，也只看與自己生計相關的書；不關生計的，他連看也不看

一眼。所以沒有高遠的理想，廣東人是這樣的。外省人就不同、江浙人不是這樣的，

江浙人是很沉潛的。所以我只說廣東人是如此。我們各人都是廣東人，廣東人批評廣

東人沒有甚麽錯的，是不是？

講到時間，我現在給你講，佛教認為時間是無的。哲學上最近有哪一派認為時間

是無的呢？最強烈的是共產黨那一派，你不要以為共產黨認為事事物物都是很實在

的，共產黨認為最重要的是辯證法唯物論。主張辯證法唯物論的人認為沒有實在的時

間，沒有實在的空間，只有物質。什麼是最接近呢？物質有兩種性質：第一、物質有

一個連續性的。他認為一粒物質是連續存在的，不會突然消失的。就這種物質的連續

性之上，我們假立一個名稱為時間，即是時間並不是實有的。

第二、空間，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名空間，世界是物質的，這個物質有

擴張性的。就這物質的擴張性之上，我們假立一個名稱為空間。我們不妨看看，我們

不要因為「嬲」（恨）共產黨而不去看看它的主張。你不妨有機會，買一本普通的辯

證法唯物論那些去看看，裏面有些講…。除了講唯物這一點之外，其他很多講主張和

佛家的主張也很投契。我們看看，「雖念念生滅，前後變易（變易即是變化），而非

斷滅。（既非常住亦非斷滅，謂之非斷非常。）何以故？若是常住，則堅密而不能受

6



諸法之熏習。」如果有一樣東西是常住的，是不能熏習的。人們整天怕會「變」，但

若果是「常」則衰了。你的小孩出生，假使是「常」的話，一生也是嬰兒。他為何會

變大人？就是因為「無常」他才會變大。

但「無常」有好亦有壞，好的話，就會變化，不好變為好。但若果是壞的，就是

由好變為不好，是不是？那如何呢？你自己控制便是，是不是？佛家就是這樣講，世

界是無常的。等如你駕駛，你危險駕駛就危險。如果你是小心謹慎的話，走一條正

路，你便一直好的了。世界是無常，你想好你就做個好人、行好事。你想不好，就做

壞人、行壞事。就是這樣簡單，你自己去控制，不用祈禱上帝，尤其是不用拜佛，因

為佛沒有權給與你福。佛無權給你福，因為你的福是你自己業力造成的。

你會問為何我們拜佛呢？我們拜佛就等於什麼？等於共產黨在馬克思像前三呼馬

克思主義萬歲一樣。你不要以為釋迦牟尼佛會給與你福，若是如此你就大錯特錯了。

你可能會說：「有時候有些人拜了之後確是靈驗。」靈驗就靈驗在你的業。何解？即

是業有幾種，一種是「定業」，無得變的，佛也沒有辦法轉你的。上帝呢？他不信上

帝的。定業是沒有辦法轉的。

第二種是「不定業」，不定業就有情講的。不定業又如何呢？轉…逢吉加吉，這

便可以。那就要靠你的業力。若你說佛加祐你，是你的業力反映。即如你走去一處空

谷，呼叫一聲「阿勝」，山谷就有一回聲「阿勝」。不是山谷自己發出「阿勝」的聲

音，是因為你叫「阿勝」，所以那邊就回聲「阿勝」，是這樣而已。你的福氣是這樣

來，不是佛給予你的。佛是一個增上緣，即是你叫一聲「阿勝」，它會回聲「阿勝」

都要有一幅石璧才能有回聲的。佛可能是那幅石璧之類，如果你不呼叫，那石璧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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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聲回應你的。是不是？返回這裡，如果是不變的話，就變了經常堅，好像一塊石

頭那模樣。

水也不能滲入，「密到極，迫到冚」（極度堅密）。「若是常住，則堅密而不能

受諸法之熏習。」何謂熏習呢？「熏」者，打擊入去謂之熏，好像我們…。「熏」字

的定義是擊發，擊者打入去，令到它發出一樣東西來。好像我現在一擊下去，這便是

擊下去。擊下去，它發生一個黑點——擊發。猶如一張白紙，被黑煙一熏，它就變成

黑，此謂之熏，我們謂之擊發。我們每做一件事情，立刻擊發一樣東西在我們的生命

裏面，在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種種子。這種種子一旦有機會——緣。緣即是條件，

當條件具備，它就復發，這些就稱為果報。例如，我叫一聲鍾先生。當我叫一聲鍾先

生，立刻熏了很多東西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第一，我們發出「鍾先生」這個聲音，這個聲音熏入去，成為聲音的種子，將

來，這種種子有條件出來，我們會發出「鍾」字的音，發出「先」字的音，發出

「生」字的音。同時，我叫一聲鍾先生，或者我想叫他：「鍾先生，你借十元給我，

我要開飯。」譬如我這樣，一連串的種子打進入內。那又如何？是我與他交情的種子

打入去，將來一旦有機會，不知何時，萬世之後， 或者第二世也說不定，就會有機

會與他接觸，就發生一種交情的出現，這種交情可能是甚麽呢？是變化的，可能是什

麼呢？我做狗仔，而他買了（我這）一條狗。又是交情，是不是？又可能是，我行路

去很遠，找人擔行李。剛巧他做挑夫，本來別人要十元才肯挑的，他卻「五元吧，我

為你挑它。」可能是變成這樣。本質是那種交情打了入內。

你或會說，我見到鍾先生如此，為何不照樣呢？種子是一粒粒的，是一個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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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單位打入來，彈回去。第二個單位未必有條件合的。所以交情有交情的條

件，見到他的樣貎又是另外一個種子，另外特殊的條件，所以異熟果報就是如此。我

見到他的樣子、他的顏色等種種，同樣是打入內。但這些顏色的種子有機會打入內，

他日變出來不一定是變成鍾先生這個模樣。可能我第二世打工，見到波士是他，穿他

這樣的衣著也說不定，是這樣走出來的。果報的種子，異熟果是這樣的，會錯亂的。

錯亂，但有時是可以一致的。如何一致呢？譬如你的母親對你很好，對你很慈祥。你

很孝順，但是當你想孝順她，到了你有本領可以孝順她的時候，你的母親已經臨終。

你很悲傷，臨死的時候，你對母親說：「我第二世一定要再做你的兒子。」這

樣，你便起了一個業，發了一個願，是不是？發願英文是 vow，是否稱為 vow 呢？

與發誓一樣，是不是？vow，是不是？願，不是 wish，好像是發一個誓願的，是不

是？是的。當你對她說的時候，如果你是很鄭重、很虔誠的話。你對她說，很虔誠、

很鄭重的時候，這是你的身業，是不是？你真心對她說，這是你的意業。同時你的口

清清楚楚對她說，身、口、意三業即時打入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種業種子。這

種業種子就會令到你將來（和她）碰頭的，它會令你將來真的成為她的子女。不過，

是否如今世這樣？不一定，可能今世你有點兒窮，可能第二世她是皇后，你是皇子這

樣的子女。

但亦可能她是母豬，你是小豬也說不定。但你母子這個關係，是可以這樣的。你

明白嗎？所以果報便是如此。所以這些蠢人不知，便說我今世開罪了他一聲，第二世

我要還，給他罵兩聲的。不是，第二世你一定見到他嗎？見不到他便這個債不用還？

不是的，你見不到他也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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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我騙了你一百萬，第二世你已經生在極樂世界。我豈不是不用還債？不是

的，今世我欠你一百萬而是因為我貪心，做了一件騙人錢的行為。這種騙人錢的行

為，第二世令到碰頭人，不是騙人的也好，迫得他不騙你不行。有時是會這樣的，他

並非想騙你，但你剛剛存錢於他那處他便破產，那又有何辦法？你亦要這般地還，不

是一定要還給那人。但亦有此可能，有還給那人的可能，是不是？例如怎樣呢？你那

份養老的老本，他一下子弄掉你的，弄至你後半世衣食無依，你含恨到極，你說：

「我將來一定要對付你。」這個便是他人的問題了，要看將來第二世如何？可能第二

世你開店舖，他放錢下去你那處。你的店舖破產，令他損失；這樣也說不定。

可能是你做大賊，他過路，你搶走他所有的錢，也說不定。即是其中只有一點相

同，不是重覆一次的，你明白嗎？果報便是如此的。既然如此，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只有什麼？事事都做好一點。想事事都做好一點，就要持戒，是不是？只有如此，因

為我們沒有什麼絕對把握。你說你的母親對你這麼好，你第二世一定要再做她兒子。

可以，你想便可以。第一、你要得人身以上，是不是？譬如你已經生為沙蟲、紅蟲，

被用作餵魚，你怎可能找到你母親？第一、你要如何？最低限度你是人。第二、你要

有智慧，是不是？第三、你能做到不落惡道才有辦法。第四、你要有禪定功夫。這個

時候…。還有，你的母親會落地獄又如何？落地獄都會再走出來的，是不是？你發你

的願，或許你的母親生為狗呢，你說：「你是一定要碰到我的母親。」由這個願之力

就牽引到你想買一隻狗來養，剛剛買到的那隻母狗，那個便是你的母親，而你好好地

養它一世。這也不一定。你都可以找。因為這樣，所以佛家的人…。

譬如你養一隻貓、養一隻狗的話，你不要刻薄它。可能這個是你前世的媽媽，或

是你的子女。又可能，你說：「我要吃狗肉，宰一隻狗來吃吧。」有可能是前世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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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今世你就宰…，其實或許是宰了一個前世忤逆的兒子，今世你就宰了它。有此

可能。最好你事事都不要做得太過，這便在無窮的生命裏面，人人你都碰到。唐伯虎

點秋香，秋香只笑了三笑，結果他後來便娶了秋香。在佛家而言，在唯識而言，她只

是對你笑三笑，就算只笑一笑，你真的喜歡她，將來總有一個機會你碰到她。只看多

少萬劫或是即世，快則即世，遲則萬劫。所以不可不小心，好的固然你會碰到頭，不

好的最後的手尾也會長到了不得，是不是？

同學：「大概希特拉那些…」

教授：「嗄？」

同學：「如果好像希特拉，他便很好？」

教授：「是這樣，希特拉你以為他不下地獄嗎？你以為他不是那些大魔王之類嗎？」

所以佛家讓人守道德的原理便是如此。講道德亦要有一個原理，即是什麼原理？

「為什麼我們要講道德？」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是宗教家，「上帝的意

旨。」；「神意說」嘛。第二種是「功利說」嘛，守道德便有功、有利。不守道德，

敗壞社會；你是社會的一份子，最終亦會影響著你。但「功利說」是不徹底的，對傻

子才有用；對一些一流聰明的人，它不行。是的，沒有錯，守道德是有功、有利。但

我不守道德，我可以這一世都享受得很好。「無功，你的子孫…。」「我都不生子

女。我沒有子女，誰來受？是不是？難道我這一世也不盡量享受嗎？如果我享受，我

取走你的身家，我都不知多享受。

但如果我規規矩矩不取你的，我便是窮人一名。為何我不取那麼笨？」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你說：「無功無利。」「功利，唉，我聰明到任何功利，法律又讓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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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人人都被我瞞過的，我便成功。我有此本領也不做才笨。」是不是？所以功利主

義有一個大漏洞。現在西方講道德，就是功利主義的道德。西方人，歐美大多如此。

有一些是「神意說」，「神意說」那些在我們而言，即是「搵笨搵到極」（極大欺

騙），是不是？但你不要以為它如何…，「搵笨」歸「搵笨」，對那些沒有多少知識

的人，是要這樣才行。那些又說上刀山，又說落油鑊的，我們這些人就罵別人迷信。

自古以來，如果沒有這些說法，便會有很多人作惡，很多人作惡的了。以前的人盲目

無知，如果他不是怕，他不是怕臨死的時候閻羅王、牛頭馬面對付他。 不是怕閻羅

王鉤他舌根，他還會不說謊嗎？是不是？必定做，不做才奇怪。但他怕，他不敢做。

所以，有時宗教固然是迷信，它迷信固然是迷信，但是它有一點好處，是不是？

譬如現在我們中國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對我們中國，壞的方面是思想侵略，是不是？

壞的方面是思想侵略、宗教侵略；但好的方面則造就了我們不知多少人才。

你說那些教會學校培養了我們多少人才！你現在在香港，你想兒子讀書成績好一

點，你去「皇家書院」（官立學校）讀嗎？保證不好，是不是？但你如果去天主教學

校，Maryknoll、聖約瑟那些，真的把你的子女教好的，很有益的。孫中山以前在聖

保羅讀書。在那處學醫？在那打素學醫的。這些不又是基督教會辦的，是不是？所以

它雖然是導人迷信，但它的好處比壞處大。此謂之什麼？謂之社會功能， social

function。有時壞的東西對社會是會發生一種好的影響力，社會功能。現在的人每每

偏於一面，忽略了別人那種社會功能。

譬如《關帝經》，這本經明明是假的，是不是？ 是扶乩扶出來的，但因為那些

人信了《關帝經》，他豆也偷少一點，你明白嗎？「不食牛犬等肉」嘛。本來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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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第一對身體不會很有益。那些耕牛都老了，你卻把耕牛吃掉。他，念《關帝經》

的人，真是信心重的，則連牛肉也不吃。如果是輕一點的，都不吃耕牛，不會有益

的。所以我們中國人，《易經》有一句說話：「聖人以神道設教」。在一個文化並不

發達的時候，這最有用，聖人以神道…。你以為孔老夫子那些真正是信鬼神嗎？是不

是？但他並不破它，不管它。「教」者教化，由得他以神道來到教化。有一次，孔夫

子…。古代，孔夫子時代，有一種祭天之禮，祭上帝的。

在周朝，孔子是在周朝的時候，周朝的時候，只有皇帝，只有天子才有資格祭天

地的。我們老百姓沒有資格祭天地的，天子才可以有資格祭天地。那些公、侯、伯、

子、男這些諸侯就拜什麼？沒有資格祭天地的，拜他國內的名山大川。譬如他國內有

一個山名太平山，他便拜太平山的神。他國內有一條江名珠江，他便拜珠江的河神。

那些諸侯拜他國內名山大川的神。大夫，那些再低一級的公務員，那些高級公務員如

大夫、縣長、小官就祭五祀。五祀是什麼？門、行、戶、灶、中溜。即是等於高級公

務員，即是現在香港的什麼司之類，差不多是司級人物。

拜此五類神，門神…。現代的人荒唐，人人都弄一個門官，你普通人有何資格拜

門官？那些大概是司級人馬的，才有資格拜門官。不過門神並不是指我們這個普通家

門的，是指城門的那個門神。門神；行神——來往之神；戶神——戶神是指什麼？門

官、地主；灶神——灶君。中溜——中間，即是地主來的，中溜神即土神；此謂之五

祀。大夫祭五祀。普通的農夫、畜牧家，連拜門神的資格也沒有。我們普通人拜什

麼？拜祖先而已。拜祖先而已，古時就是這模樣。上帝大家有份，何解呢？總之你不

可以拜，我只是給天子拜而已。他是天之子，他才能拜。是這樣的。何解呢？你以為

孔子真的傻了嗎，不知道？此謂之「聖人以神道設教」。各人守著規矩嘛，是不是？

13



他們知道，有時這些是有用的。

所以現在的人，那些聰明的人…。譬如信基督教，信天主教，最低限度有兩類

人。一類人知道，那裏有上帝？你祈禱那裏有效？有些人是知道的。如愛因斯坦也信

上帝，你以為他是蠢才嗎？他覺得你無謂破壞它嘛，它對社會有著好的影響，你又為

何去批評它呢？是不是？別人信你便由他信吧，如果人人都不信，你便糟糕了。整天

打家劫舍的那班人就不信的了，如果是沒有（上帝）的話，即會是那些打家劫舍的人

就多到了不得。但他信了上帝的話，他便怕，他不敢做了。即是說，宗教有一種功

能，有一種 function，是會令到社會好的，此謂之 social function。

你以為那些人，你以為耶穌是傻子嗎？耶穌那類人是很聰明的，天下一流聰明

的。為何要奉一個上帝？他是一個私生子，他出來講道，找誰人來信？他說上帝，主

是這樣說的，你這班人便信了。是不是？所以他…，我們不可不知，此謂之什麼？講

到佛教就有這些，一是真實、二是方便，明白嗎？方便就不是真實的，「方」者方

法，「便」者便利；方便即是手段而已。真實就真真正正如此的，何謂真實？譬如我

現在學佛，何謂真實？何謂方便呢？我們先來，真實是講不出的，講得出的都是方

便，不是真實。明白嗎？因為講得出的都只是概念，真實是講不出的。是不是？真實

是講不出的，講得出的都是方便。即是說，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沒有一個字是真

實，全部都是方便。

好了，方便之中又如何？方便之中又有分真實和方便，即是低級的真實和什麼

呢？佛教，顯教是真實，密宗是方便。如果你真的信密宗，以為真的是那個不動明王

如何來到救你，如何如何呢？這只是找來自己騙自己，這些都只是方便而已。而且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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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整套東西是婆羅門的那一套。而且你以水供佛。東密是五、六種東西，水，兩種

水、燈、可以吃的食物、香煙、塗香六種，完全是模仿當時印度的貴族。印度的貴族

又如何？請客，貴族請客。進來的時候，印度是赤腳的，當進入門口的時候，首先請

你坐下，用一盤水為你洗淨雙腳。所以一拜佛，密宗拜佛是兩缽水的，一缽是洗腳

水，他要請人客。洗淨了，進來了，先拿水給你喝，那個就是飲的水，所以水要兩

種。

燈。現在我們才是燈光調節得很好，以前的窗口沒有那麼好的，便要一些燈光，

是不是？吃東西。進來洗淨雙腳了，塗香和香煙。你知道印度人周身臭味，要些什

麼？香煙，好讓空氣清潔。完全是印度的。吃了飯，請完了。以前的印度人是沒有牙

擦的，就用一些軟木，即如火柴盒那樣的木，軟的。一支軟木，那些稱為齒木。咬，

吃完東西，食物殘渣是會黏著牙齒的，他們便咬那些木。一咬便整隻牙陷入木裏面，

把你的牙滓黏走了，那些稱為齒木。是這樣。而現代的人，密宗的人拜天神就按照他

人請客那模樣。密宗學婆羅門教，完全按照別人那樣，抄下去。密宗，譬如你是東

密，你修法。修法一定是什麼呢？拜佛、讚禮。印度人的規矩是怎樣的？見到有地位

的人，當你見到他的時候，你便對著他行禮。行禮的時候，並不是一般的如此簡單，

要你作幾句話，讚美他一輪的。

印度人是要給他一些高帽，讚美他的，印度人是這樣的。等於中國人，中國人見

皇帝。你知古時中國人見皇帝是怎樣的？那班人要三呼萬歲，那班（大臣）要拿著朝

簡，白鬚，那班白鬚公。皇帝出來了，那班人排列著像是在跳舞那模樣。看起來真的

挺好看，那班白鬚公在跳舞，猶如走進老人院裏面看那些耆老運動一樣。人人穿著五

顏六色的袍，拿著朝笏。又很有規矩的，他們走去一邊又走回來那模樣。做完之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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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向皇帝）叩頭，「萬歲，萬歲，萬歲」，一直三呼萬歲，然後才排開兩邊。皇

帝臨朝是要這樣的，後代就沒有了這套儀軌。唐朝還有，唐朝郭子儀那班人見皇帝，

同樣是要舞的。

他印度就…，所以就要什麼？一拜佛便要讚。現在來到中國我們學他，拜佛首先

來一個〈爐香讚〉，是不是？其實這是印度見到有地位的人，讚美他的一種舊習慣而

已，是不是？還有，拜佛。印度人見到皇帝就要如何？五體投地整個人趴在地上，那

個頭剛剛碰著皇帝的腳，甚至是捧著皇帝的腳來挨碰。名頂禮佛足。他見皇帝如是，

對佛像是對皇帝一樣，故亦如是。來到中國，中國人不習慣整個人五體投地「四腳趴

趴」（手足趴在地上），見皇帝也不用如此。於是便改良了，改良為用對父母之禮，

即如我們現在這樣來到叩頭。再進一步，老人家跪著，需要扶他起來。於是又如何？

多做了這一種東西，拜墊。是這樣來的，是不是？就是這樣而已。已經是很不恭敬的

了，應該是沒有拜墊，應該是只鋪一塊布而已。應該是布也不鋪的，「四腳趴趴」才

行。西藏人拜佛就是如此，一下子「sir」地整個趴下去的。現在的回教徒拜「亞

拉」也是這樣拜的。不過這些只是「殼」（外表）而已，這些是什麼？方便而已，是

不是？假使釋迦佛生在今天，見到人他會握手，是不是？我們見到人，便會過去和他

握手或什麼之類，不會是碰他的腳那樣。

同學：「趴在地上。」

同學：「那些神父見到教皇也是跪的。」

教授：「所以他食古不化，是不是？神父見到教皇是要「哄」（挨碰）他的戒指。不

只見教皇，神父見到主教也是同樣「哄」的。他們的那隻戒指代表教皇。這些

全部是方便。所以如果孔夫子生在今天，我以為他會穿西裝，是不是？佛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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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他不會穿袈裟的，極其量是穿一件如神父、牧師的袍，差不多那類形式

而已，不會那麼多東西的。此謂之方便。即是密宗全部是方便。那些密宗的人

就聽不過意了，如果我知道有密宗的人坐在此處…。啊，有啊。那個誰人是密

宗的，阿亮是密宗的，孟佩珠是密宗的。」

同學：「羅公，聽到你講肯定是不喜歡了。…打破別人的信念。」

教授：「不喜歡是一件事，不過我現在是講真實話。」

同學：「還說是真實話。」

教授：「所以我接到何美琪那封信，我也相當高興。

她說：『我聽過很多人講佛經，又很多人講做人。我對你有一個感覺，那個感覺是什

麼呢？你沒有騙人，你講真實話。』

何美琪寫的信，我很高興。真的，我沒有騙人，我現在對你們都是在講真實話。

你聽到了不高興，是你閣下的事，是不是？我現在講這句就是真實話。」顯教是比較

真實，是比較的。絕對的是講不出的才是真實，講得出的都是方便。就講得出的而

言，佛教講的，顯教才是真實，密宗是方便。是不是？就顯教而言，了義經才是真

實，不了義經是方便。那些是了義經呢？唯識的這些經，在我看來，才是了義。其他

般若、小乘經通通都不是了義。但如果是空宗的人，便說般若才是了義，唯識那些多

是不了義。各宗派的說法不同，我講的是我的見解。了義經在唯識之中，都有各宗各

派的。我的看法，我們中國人所傳的這一套，即是玄奘法師傳回來的這一套才是了

義。

西藏所傳的那套唯識，都還是未夠了義。如此我們要分了。好了，看回此處。不

打緊，這些你是學不到的，書是寫不了的。「然此識無始時來（數上去不知其起點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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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便謂之無始。無始時來），前因滅，後果生（前一種狀態引起後一種狀態，前

因。當前因滅的時候，同時後果生），念念生滅（每一剎那，每一剎那，都有一生一

滅），前後變異故（縱使是同模樣，都已經不是那一個了，是不是？），能受諸法之

熏習（因為它有生滅，所以能夠受熏習）…」譬如你把你的兒子由不好教到好，就是

因為你的兒子常常變化，所以他能接受你的教化。

如果他像「一碌木」那樣，他如何受你的教化，是不是？是的，真的。能受熏

習，「故（此）非常住」。所以我們的生命並非常住的。不常住，是否會斷呢？斷即

是 stop，會不會呢？不會。「若是斷滅（如果經常會斷的話），則不能持諸法種子

（持者拿著，拿著、藏著諸法種子）令（其）不失壞（它自己都斷了）。」「然此識

無始時來，一類相續（一類者，每一剎那，每一剎那都是無記性那類，連續下去），

無間斷故（前因滅，後果生；前因滅，後果生那樣無間斷），（所以它）能持諸法種

子，故非斷滅。以非斷故（因為它不是斷），說之為『恆』（說之為恆即是謂之曰

恆）。以非常故（因為它不是永恆常住），（所以）說之為『轉』（轉不是等於

斷）， 此識（同）時具（有）此『恆』、『轉』（兩種性格）兩義，猶如暴流（暴

流即是急流水，即是那些 current），不捨晝夜，前水引後，後水續前，前後變異，

中無間斷。」阿賴耶識就是如此情況。

我現在假設一個問答來到解釋這些問題。「問：賴耶既非常住，則何以本宗典籍

又說賴耶、末那是『恆行』識耶？」「恆行」即是（「恆」者即是常常；「行」者即

是活動）說它常常活動，何解呢？「答：恆行者，謂其恆時現行（時時都出現現

行），無有間斷，如人雖死，而此二識不隨形骸俱亡（我們死的時候，阿賴耶識和末

那識不跟著我們的身體死亡）。」「佛家用『恆』字，有其二（兩個意）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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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相續恆（恆即是常，相續常），（例）如賴耶、末那是（相續）。

二、（謂）不變恆（不變化的恆），（例）如真如是。」所以賴耶是我們生命的

本質，但它是連續不斷的——恆。賴耶之實質便是真如，而真如又是恆，但它是不變

恆。「此用前義（此處用相續恆這個意義），相續不斷名恆，（並）非永恆不變名恆

也。但此只就眾生分上說；若（果）至成佛，則第八（識）、第七（識此）兩識，皆

捨染（離開染污而）得（到清）淨，即（是什麼？）賴耶、末那亦不行矣（都不活

動，斷了）。」如果你成佛則賴耶和末那皆斷，只是就我們眾生而言，它才是行。斷

又如何？第九識出現，庵摩羅識，無垢識出現，代替了賴耶。那個清淨的末那識出

現，代替了我們的染污末那。「又『恆行』一詞，乃對（於）前六識而言。前六識有

不現行（的）時（候），名『不恆行』識。（例如什麼呢？例）如極重睡眠及死亡

（的）時（候），六識皆不現行。」

所以有說人死後仍然有意識的，死後意識便停了。如此，你是否認為什麼都沒

有？又不是，人死後變了一個新的個體名中有。而中有又有它中有的意識。死的時候

或極重睡眠的時候，雖然是六識不行，但六識的種子仍然藏於賴耶裡面。「賴耶是前

七識的根本依（依者即是前七識的種子通通住於阿賴耶識），宇宙、人生由此（而）

建立；」我們整天在說有宇宙，又有人生，都是因為有一個阿賴耶識而說起。「由有

賴耶，（所以我們的）根身（我們有根的身體）、器界（和這個自然界，這個物質世

界）方得有故。（如果沒有賴耶，我們便沒有這幾種東西，）故賴耶是恆行識，無有

斷絕。」如此，這個就解釋了賴耶恆轉如流。先說（丁十）。（丁十）賴耶是眾生與

世界之根本。根本即是根源，猶如樹之根。本即是樹之樹頭。「阿賴耶識中藏有眼等

五色根（之）種子」，色根即是物質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五種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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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種子，都藏於阿賴耶識裏面，一有機緣，五色根之種子就起而成為現實的五根。

「此種子起現行」，何謂起現行？即是 appear，走出來。起現行的時候，現者

變成現實、現前；行者即活動；種子就潛伏。「此種子起現行而生眼等五根（這便有

五根）：復藏有色等五境（之）種子（這個賴耶又藏有色、聲、香、味、觸這五種色

法，即此五種。這個色就不是作顏色解的了，是作英文的 form 字解。即是五種境界

的種子。），此種子之一部分現行（一部分種子現行而生出什麼？）而生（出）扶根

塵（即是扶助五根的那個器官）」例如什麼？我們的眼球，眼球是扶根塵。在眼球裏

面的視覺神經，就謂之眼根。二者分開。我們的腦是扶根塵。那些其他的根，需要透

入腦的那些神經，然後才是根。我們的身體是扶根塵。我們身體裏面的觸覺神經、運

動神經，那些便是身根。……的地方就稱作扶根的塵，扶助五根之粗的物質；塵即是

粗的東西。「略當於世人所謂肉體」，扶根塵。

這即是說我們的阿賴耶識，一方面藏有五根的種子，一方面又藏有色、聲、香、

味、觸五種境界的種子。「復藏有前七轉識（之）種子（前七識又名轉識，是不

是？）此種子起現行而（產）生前七識。故賴耶是眾生個體生起之根本。」如果沒有

賴耶，我們便沒有個體，即是 individual 沒有了。然則所謂人，由這一點而言，我們

的人生不過是我們的賴耶而已。宇宙呢？下面，我們看看。「阿賴耶識中藏有色等五

境種子（，色、聲、香、味、觸這五種境的種子），此種子之一部分現行而（產）生

（什麼？）器世界（這個物質世界）。故賴耶是器世界之根本。」沒有賴耶就沒有你

所見的那個物質世界。「一切眾生，各有一（個）阿賴耶識現行。眾生無量，即

（是）阿賴耶識亦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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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量數之阿賴耶識（是什麼呢？），同是真如體上之用（阿賴耶識就是本質，

而這無量數之阿賴耶識，就不過是真如之屬性而已。用即是屬性。），同是第八識

類，同在一處而互相周徧，」。譬如我們幾十人，每人一個第八阿賴耶識，同在一處

而互相周徧。即是我老羅的第八識，不止在我的身體，還在屋頂。而你們各人的第八

識，亦在屋頂，同在一處。互相周徧，即是如何？互相滲透。為何會互相滲透呢？因

為它無形。無形無質，如電可以互相滲透。「同是貫徹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每

一個人的阿賴耶識，都由過去無始那麼遠；未來又有未來無終那麼長；現在有現在的

每一剎那；都不停的。同是貫徹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都貫徹。「體、類、處、時四

者皆同」，體，即是本質，這個體是以真如為本質。

類，也是連續不斷，大家都是能夠變根身，變器界——類。處、同一處，互相周

徧。時，同一時間存在。四者皆同。「非無展轉相資之義」，既然有四者相同，所以

展轉相資（是什麼？）互相幫助，有這個意思。所以你求佛保佑的道理，不過就是這

個，佛的第八識和我們的第八識亦可以展轉相資。資者即是憑藉，你憑藉我，我憑藉

你。譬如鍾先生在此處，鍾先生的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變起色、聲、香、味、觸的種

子，就變起了這層樓。他變起了這層樓的樣子。我老羅的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變起色、

聲、香、味、觸的種子，又變起現行，變了層樓。鍾先生變的樓和我所變的樓，因為

都是無質礙的，互相周徧，所以我們覺得好像是同一層樓。實在鍾先生住在他變的，

你住在你變的，他住在他變的，各人一層，不過是互相周徧。互相周徧，就變了好像

有一個客觀的樓那樣。

實在不存在客觀的樓，只有無數主觀的樓，猶如七彩套色般套在一起。是這樣。

換句話說，是積著很多主觀的樓。譬如我們三十人，積著三十個主觀所變的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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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客觀的樓。其實何止我們三十人，屋主呢？加拿大的幾百萬人都有份變的，是

不是？即是說，整個加拿大市是什麼？變什麼？ 加拿大這幾百萬人，各人變一個加

拿大市，互相滲透，就變了形成一個客觀的加拿大市。何止幾百萬人？將來還有不知

多少一千幾百萬人移民過來，他們已經先變了。不預先變了，他如何能夠移民過來？

是不是？所以便是無量無數那麼多燈光，共照一個地方那樣，形成這個加拿大。

你說：「我已經去了又如何？」你去了，有什麼大影響？他們都不知多少人變，

多少千百萬人。除了人之外，又有很多老鼠變呢，是不是？又有很多蛇蟲鼠蟻變呢。

你一個人離開多倫多，有什麼大關係？你死了也沒有關係，是不是？即是這樣。為何

有些人的影響力很大，有些人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大呢？一萬盞燈之中有一盞燈之

Watt 數（功率）大一點，有一盞燈之 Watt 數小一點便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有些

英雄人物，即是說他的 Watt 數夠一點。有些就夭折，十多歲便死了。這即是什麼？

電力都不夠，是這個意思而已，是不是？

你說：「如此，我現在擔心不夠，我想變夠又如何？」你自己想辦法，是不是？加油

嘛。看看如何弄夠你的 Watt力。Watt力就是什麼？福和智慧而已，福、

慧。何謂福？何謂慧？福者，變好的種子謂之福。慧者，能夠有抉擇是非善惡

的那種力量的種子謂之慧。如此，所以學唯識的人之好處是什麼？樂觀。一切

都是你的事，你自己處理好便行。父親對你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是不是？你是

很孝順，對你母親對你父親很好，也不行。有時是「子欲養而親不在」，你兒

子雖然想養你，你的福氣不夠，受不到兒子養，你便要死了。

你說：「我又想享子福。」長命、短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緣、條件，你造就條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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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何會長命？長命的條件是什麼？首先你要衛生，不要太殺伐你的身體，

如此你死也死不去了。第一你要衛生，第二你要心地慈祥，不要做殺業，自然

便會雍容，心地安樂。同時不要做那麼多苛刻的事，平時心地安泰，心便雍容

通泰，自然便會影響你長命。多運動，創造條件，自求多福。佛家的好處便是

如此。那又如何呢？你歡喜拜佛，可以。何解？他是一個先知先覺，值得我們

的崇敬他。我們崇敬他，拜他。就好像什麼？英國人看見升起英國旗，他要立

正敬禮一樣。是這樣而已。你想那支國旗會落銀紙給你，沒有的，是不是？就

是這樣而已。好了，看看此處。同學：「羅公，你講到此處，我有一點懷疑。

這個器世界是我們共變的。」

教授：「是。」

同學：「可以不可以獨變呢？」

教授：「嗄？」

同學：「可以不可以獨變呢？」

教授：「我告訴你，沒有共變，只有獨變。不過你獨和他獨，獨得相似才說是共變，

明白不？所謂共變者，只是大家的世界相似而已。」

同學：「我又有一點懷疑。我們的這個器世界，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器世界，我們共

有這些人，是眾生變的，是不是？我們所有眾生變這個世界，是不是我們所有

眾生變的？」

教授：「各變。」

同學：「共變。」

教授：「不要個『共』字，各變。」

同學：「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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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各人變這個世界。」

同學：「各人變，是的。」

教授：「不過，相似的就走在一起。」

同學：「我在想，這個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變的，就不是那些別變的，是不是呢？」

教授：「是的。」

同學：「那為何一個阿彌陀佛可以變到，而現在我們這個世界是各有各共變呢？這個

道理…」

教授：「所以我說沒有共變。」

同學：「沒有共變…」

教授：「沒有共變的。」

同學：「…只有一個人，各人各人…」

教授：「各人變的。」

同學：「集體合成的。」

教授：「是的。」

同學：「一合相。」

教授：「一合相。」

同學：「即是一合相。」

教授：「你說它共是你執著它。」

同學：「共這個名稱是指一合相。」

教授：「是的。明白嗎？如果講到個『共』字，一合相，極樂世界也是共的。觀音菩

薩有份嘛，大勢至有份，又或將來你鍾建文又有份呢。將來你死後去那處，你

現在已先變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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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不是叫他去，不過如果可以去的話，也好。如果他現在可以去，我們都恭

喜他的，最怕他還未去得。明白嗎？你不要執著有一個共變，沒有共變的，各

人各人自變。」

好了，明白嗎？我說話就有這樣，我有膽。譬如你講到共變，我就說：「沒有共

變的。」其他人就不敢講的。好了，看看此處。既然有四種東西相同，所以我們說是

共變而已。既然相同，體相同、類相同、處相同、時相同。處者即是 space；時就是

time，是不是？「非無展轉相資之義（你幫助我，我幫助你，這個意義），即彼賴

耶與此賴耶得互相扶助而生起。互為增上緣。」這即是如何？我變起這個世界，變起

這間房。你們進來的時候，本來你已經變起這間房，不過你的眼識未起，未見而已。

我先變起了，你進來，我作為增上緣影響到你。於是你托我所變的這個境為本

質，刺激到你，你又立刻變起這間房。我和你變起這間房之後，第三個他進來。本來

雖然他變了，只是阿賴耶識變而已，他的眼識、耳識未變這個的。他進來受了刺激，

他的眼識、耳識都變這個房了。這便是大家那麼多人變了，互相資助，是不是？你作

為我的本質，刺激你，以增上緣作為你的本質來變。

既然可以作為本質來變的，就有辦法了。如何有辦法呢？講到此處，我又再講這

樣。辦法是有辦法，何解？他作為本質，你明白嗎？你一旦虔誠拜他，他的本質…。

「他要沒有災害。」現在剛剛你來到災害的時候，他變一個沒有災害的本質，影響到

你沒有災害。     令到你自己雖然變起一些災害的東西，沖淡了它。你明白不？大事

化小，把你的顏色，色素沖淡了，互相資助。講到此點，拜佛又有用，又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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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拜佛又有用嗎？」來到此處，這個真實話告訴你，拜佛非有用，非無用。你

說：「羅先生，剛才你又說無用？」因為你們執著它有用嘛，是不是？所以對

你講就要講無用，讓你們先不要執著。你知道無用的時候，就再告訴你，你就

知道他還是有用。你能夠了解這種道理，你念佛拜佛也靈驗，這樣也靈驗。為

何你會靈驗呢？你有增上緣，你以持戒為增上緣，用你的虔誠為增上緣，是不

是？和以你平時做的好事之業力為增上緣。即是同是拜佛，可能你很靈驗，我

總是不靈驗的。就是這個原因。好了，先休息一會。

（丁十一）第八識之轉依。轉依者，即是什麼？在大乘而言，轉依即是成佛，得

佛果，是為轉依。至於為何成佛又稱為轉依呢？你一會兒看下去便知了。「賴耶雖

（含藏一切種子，含藏些什麼？）含藏一切有漏、無漏種子，而賴耶自身（記住，賴

耶自身）卻是有漏（的）；故無漏種子不得發現（被那些有漏的勢力遮蓋了）。

故吾人之生命，祗是有漏種子所生之賴耶而已。」如此，我們的生命並不是好東

西。「然第八識分有漏、無漏二種（第八識，有些第八識是有漏的，有些第八識是無

漏的。）。眾生（我們這些眾生）自無始有生以來，其第八識（他的第八識）唯從有

漏種子所生（我們的第八識，我們座上所有人的第八識都是從有漏的第八識種子生

的），（所以）名之曰賴耶。（賴耶者，即是整天被什麼？被第七識執藏著它的，）

此賴耶非可寶貴之物（所以我們不用寶貴它的），乃生死流轉之根本也。（流轉即是

輪迴，生死流轉之根本就在賴耶那處，賴耶不過是一個生死輪迴之機器而已。）」

「眾生以是故（因此之故，因為有賴耶之故。因為有賴耶而賴耶是有漏的，而令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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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生死輪迴，所以我們應該要怎樣？），應發求菩提之願（發起菩提心），菩提者，

覺義（求大覺）。發心小者，但求證取一個寂然無生命之無餘涅槃（發心小的就這

樣）。」無餘涅槃是否全無生命嗎？只是沒有了賴耶，沒有了有漏的賴耶。「日本

（一個）學者（名）木村泰賢則謂無餘涅槃並非全無生命之空寂，（這個說法）見所

著《原始佛教思想論》。」這本書是世界有名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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