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容易買得到，如果你〔去〕香港的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都有得賣。這是一個

和尚的兒子，他的父親也是和尚，他〔父親〕生了他，由寺門供給他去讀書，去了英

國，不知是在 Cambridge（劍橋）或是 Oxford（牛津），拿了一個博士學位就回

去，就在帝國大學教書。我的兩位老師；兩位指導教授都是他的學生來的。 

所以他是我的師公來的，這個木村泰賢，他後來是因為心臟病而死亡的。很有學

問，但是他不修禪定，所以他用腦用得太多，太勞，太勞苦，心臟病死去。修行如果

發願小的就只是求一個「無餘涅槃」。

修行甚麼？修行「八正道」，漸漸就可以斬斷「阿賴耶識」中的「有漏種子」。

就好像斬斷或者削弱那些「有漏」的力量，這樣，「速則一生」，快的、你勤懇則一

世，遲則幾十世，那樣，那些「有漏種子」就斷盡了。「有漏種子」斷盡的時候，那

「阿賴耶識」也斷了， 因為「阿賴耶識」都是「有漏種子」變的，都斷了，那就

「無餘涅槃」了。「以其所從生之有漏種子已斷故；」那時就怎樣？

「爾時」，「爾時」即是那時，「便入無餘涅槃」了。即是在無數眾生之中就沒

有了你了。你不過是那個真如裏面所顯現的無數那樣多的「阿賴耶識」的屬性；是真

如的屬性中的一點而已，這一點沒有了，怎樣沒有了？就是等於平息了；回歸於真如

了。這樣如果你的心願小，就入「無餘涅槃」了，「若心願大者」即是怎樣？ 

如果有大悲心；想救世，「積劫修行」，修行什麼？修行那些「自利利它」的行

為，「漸斷賴耶」中的「有漏」種子， 漸漸地發現那些，怎樣叫做發現？就是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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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令到它那些出現，那些寄存在「阿賴耶識」裏面的「無漏」種子， 久之，那些

「有漏」種子就斷盡了，那時就「賴耶」都斷了，賴耶雖斷，「但賴耶雖斷，而非

「第八識」斷。」 何解？

它「有漏」種子斷盡的時候，「賴耶」就斷了，「斯時」，「斯時」即是這個時

候，「賴耶」斷的時候，寄存在「賴耶」中的「無漏種子」就爆發了，「發現」即是

爆發了，「無漏」的「第八識種子」那時就一爆發，就生出一個「無漏」的「第八

識」了，即你是一個「無漏」的生命， 「此新起現行的無漏第八識不可復名之以賴

耶；」不能叫做「賴耶」了，因為它不給「第七識」執藏了，「不復被第七識執藏的

（緣）故」，所以就沒有了那個「藏」字，「藏」的意義不夠了，只可以叫做什麼？

叫做「無垢識」，梵文叫做 mala-vijñ naā ā （庵摩羅識）am 就是無，mala 就是

污垢，「此無垢識，則永無可斷」了 。因為沒有東西能夠對付它，它不能斷的，

「故有漏種與賴耶斷的時候」 只是捨棄這個「有漏第八識」，並非捨棄「無漏第八

識」，這樣就叫做「轉依」，你的生命上的依據已經轉變了，我們生命的依據就是

「阿賴耶」， 現在轉變了，依「無垢識」了。

解釋「轉依」那兩個字有好幾個解釋的，你看我這裏的解釋：「言轉依者，謂轉

捨（了的）有漏第八識，」轉，第一是「轉捨」，轉變了、捨棄了那個「第八識」，

而「轉得」，「轉捨」之後就有「轉得」那個「無漏」的「第八識」，前後的「第八

識雖然是相續」，而後者與前者確非一體，前後「種子」的性類不同，「無垢識」的

「種子」是純善的、「無漏」的，「阿賴耶識」的「種子」是「無記」的、「有漏」

的，這樣就叫做「轉依」。讀到這裏你就了解，唯識宗的所謂成佛就是這樣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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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做成佛。 既然這樣是成佛，你就要怎樣?

轉變你這個「有漏種子」，怎樣轉變「有漏種子」呢? 修行「六波羅蜜多」，小

乘就修「八正道」就夠了，大乘如果想斷除「有漏種子」就修行六個「波羅蜜多」，

六個「波羅蜜」之中，最後的兩個「波羅蜜多」最緊要，因為你想斷這個「有漏種

子」是要靠智慧去斷的，智慧是要靠定來支持的，六個「波羅蜜多」最後的那兩個，

一個就是靜慮，即是禪定；一個是般若，即是智慧，特別重要，前後兩個的出現，就

要靠前面的四個出力幫助，前面四個是怎樣？第一個「布施」、第二個是「持戒」、

第三個是「安忍」、第四個是「精」進。這樣就修行「六度」。

但是六度這樣繁廣，如何扼要地修呢？縮細一些，就修了什麼？「戒」、定、

慧，一個「戒」就包括了六度，戒攝六度，因為你持戒入面，有些行為是障礙你布施

的，持「戒」就除去這種障礙。有些行為會障礙持「戒」的，你肯持戒就自然除掉了

這種障礙，有些行為會障礙你修忍辱的，修「安忍」的，你肯持戒就不會有這種障

礙。有些行為會令你不「精進」的，你肯持戒就把你那些不精進的行為壓倒了。

有些東西會障礙你修「定」的， 你肯持「戒」就就可以幫助你修定；有些很多

時候會令到你的智慧紛亂的，你肯持戒，你的智慧就安定了。所以用一個戒就包含了

六度。既然包含了六度，這樣「定」、「慧」，「戒」、「定」、「慧」嘛！

「定」、「慧」都包括在內了，都包括在內了，不過特別提出來強調了它。所以除了

「戒」之外，我們還要「定」、「慧」，因為我們想斷「有漏種子」，一定要在

「定」中斷， 所以要「慧」，一定要用「慧」來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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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種子就像我們斬斷惡的草，壞的草整污糟我們的田，我們一手揸住那些草，用

來譬喻「定」，一刀劈下去就是「慧」，用「慧」劍來劈下去，然後想得好的東西，

好東西猶如五穀，我們想收穫五穀，手抓住那棵禾，就是「定」，抓實它，然後一刀

切下去，就叫做收穫了。所以這個戒，「戒」雖然包含、可以攝六度，但是「定」、

「慧」呢？

「戒」的目的就是想我們得「定」、「慧」，所以我們除了「戒」之外再加

「定」、「慧」，即是闊就「六波羅蜜多」，窄一些就「戒」、「定」、「慧」；再

窄一些，我很忙的，怎麽辦？一個「戒」，一個「菩薩戒」就包括了「戒」、

「定」、「慧」；全包括了「六波羅蜜多」都可以。這樣，所以修行如果你說， 有

些人說我念佛就很靈，他念佛就不靈，何解？你是肯修「戒」、「定」、「慧」的

人，你就什麼都靈；你不修的怎樣拜佛都不靈的。你叩破個頭，佛都無可奈何的。

如果你肯修「戒」、「定」、「慧」，你不拜它都沒什麼，佛沒有這麼小器，不

會說他不拜我，我就不保佑他！那還是佛嗎？是嗎？所以，如果你肯修行，不憂他不

理的，不憂他不保護你的。修行，你只要真正發了一個菩提心，你已經有所求就一定

靈。發菩提心，彌勒菩薩講的， 只要你一發了菩提心之後，你就自然有一種力量，

即是有一種 power 保護你的，那種保護你的力量，輪王會守護，守護即是保護，守

住你，不給人侵犯，不給你做壞事，護你，保護你，不給你受外面的惡勢力侵害你，

守護。

「輪王」即轉輪聖王，即是強有力的帝王，強有力的帝王保護你的力量都不夠，

只要你發了菩提心， 自然有比較於帝皇的力量的倍數，這樣的力量來保護你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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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真正發菩提心，別人的那間屋買得不好風水，你去住，你就是會發達的，那些害

你的惡鬼還會輔助你，你說我發了菩提心之後，我連念佛堂都不用安了？不用安的，

佛在你的心處。是嗎？

安了固然是好的，不安也可以，即是如果你結婚，你不去註冊也是一樣，你

（們）可以一齊住。是嗎 ？不過你既然是與她結婚了，與她去註一個冊，實際上是

行了一個儀式亦無不可，是嗎？加油又不會害菜，就是這樣解。所以那個本質就是最

重要就是你要修行，修行的開首是發菩提心，一發菩提心，真正發菩提心就已經靈

了， 已經靈了。

如果你不是真正發菩提心，你整天拿一萬幾千去做甚麼善事，將來可能在這一世

還未有報的，死了之後就生天過一世，就沒有什麼大用。是嗎？好了，「轉依」，我

們最重要是求得「轉依」。這樣「賴耶」斷的時候，那「前七識」是怎樣?有漏種子

斷時「阿賴耶識」也斷了，「前七識」是怎樣?一定也斷了，是嗎？

你看看，丁十二，「賴耶斷時前七有漏識亦斷」了，當「賴耶」自己的「種子」

與「賴耶」並斷的時候，「其前七有漏識的種子以及那些由此有漏種子所生的有漏前

七識，皆先時或同時斷」。或者預先斷，或者到最後同時一起斷，「但前七無漏種

子」在生「無漏」（的）「前七識」不斷，無漏的「前七識」不斷。

想詳細講要讀《成唯識論》了，《成唯識論》看看怎樣，那本英文的《成唯識

論》 去香港看看能不能買得到，如果能夠買得到就買一本在這裏才可以，因為現在

這裏的人很多不「識」中文的，「識」英文而已。如果都沒有，我就去拿，我有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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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是我老婆送給我的兒子的，等我拿了它來，我兒子是不讀的，沒有時間讀，

雖有（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好了，再講多一些。 丙三講完了， 「阿賴耶識」是嗎？講完了，對於「阿賴耶

識」，我們唯識的入門就識這麼多就夠了，所以你將我這本書看熟一些，我這本最正

宗的。還有，王雪珠我告訴你，周叔迦的那本不是很正宗的，我這本比他的正宗，因

為他那本有些說甚麼「本覺」、「始覺」的放了進去。

聽眾：「本覺」、「始覺」不就是《大乘起信論》的？

羅公：是呀！它不夠純。周叔迦現在丙四了， 說什麼？

「末那識」了，專講「第七識」， 「末那識」就分八，我們先講第一個 「末

那」得名，何解叫做「末那」？丁一「末那得名」，「第七識名末那」，「末那」的

梵文 manas-vijñ naā ，譯做「意」，「意」字何解？思量的意思， 思、整天想著，

量度、思量，「意者，思量義。前已言之， 八個識皆得名（叫做）心，」 八個

「識」叫做「心」， 與其它宗講的「一心」的「心」是不同的。

八個「識」都叫做「心」，八個「識」都可以叫做「意」，八個「識」都叫做

「識」。通稱就可以這樣，但如果就它獨特的功用來說，則只是「第八識」，因為

「第八識」有「集起」的意義，所以叫做「心」。因為「心」字在梵文來說就當「集

起」那樣解的，集合很多種子，能夠生起現行， 所以叫做「集起」。

除了「阿賴耶識」就固然有，「第七識」有無「集起」的意義呢？一樣有，「第

七識」的種子積集在那裏，它自己有「種子」，它亦可以起現行的。它亦微微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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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意義，所以「第七識」也可以叫做「心」。但是它與「阿賴耶識」不同，「阿

賴耶識」就集合了很多種子來到起現行，「末那識」它只是集起自己的「種子」而

已， 不同的，不同的「心」。

「第七識以『思量』義特勝」，所以「第七識」就特別叫做「意」。前六識就以

了別，「了別」即明了辨別的意義特別強，所以「前六識」多數就叫做「識」。所以

名義就這樣，名義的闊窄。「云何言第七識以思量特勝故獨名為意耶？」何解這樣講

呢?「由二義故。」由於這兩個道理，所以我們這樣說：第一、恆思量，「末那恆時

攀緣賴耶」，「攀緣」者。即是整日看著、認識著，念念相續就叫做「恆」。

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整天看著它，攀緣著，「攀緣」者，好像一隻猴子攀著那棵

樹那樣，我們的「識」的「見分」整天就攀住那個境處。整天攀緣著那個「賴耶」，

起思量的用，如何思量?「堅執為內在的自我」， 堅執著、很頑固地執著住那個「第

八阿賴耶識」 做自己，是內在的自己，內、內在，「內在」即是英文的 internal ，

我、內在的自我，這個就是「恆思量」。 

第二個雖然有思量，但是不夠恆，它就恆。二、審思量，「審」即是很精審，揸

到緊叫做審，很精細地審，審思量。「末那」攀緣賴耶起計度分別，整日計較推度，

說這個是我，計較這個我，「堅著我相」；「審」─ 計度分別的意思，「第八識雖

恆思量，而非是審；以無計度分別故。 」「第六識雖審思量，而非是恆，」因為

「前六識」都有間斷。「第六識」有間斷。

「前五識雖（然是）能思量，但是非恆非審；以有間斷，又無計度分別。」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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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間斷所以非恆；因為沒有計度分別，所以就非「審」了。「唯此末那具備兩義，」

所以它能夠「恆思量」又能夠「審思量」。「恆審思量」，所以單獨可以叫做

「意」。這個就是「末那識」得到「末那」的名稱的理由了。下一段：丁二了。

「末那無始時來與賴耶俱起，」即是一齊起， 一起就兩個一齊起的，「賴耶以

第七末那識為它所依的根，」沒有所依的根，那個「識」是不能起的。「賴耶」以

「第七末那識」 為它所依的根，「賴耶」自無始時來一路至到什麼？至到轉依之

前，即是「金剛心」，轉依之前的時候都沒有斷絕的， 「金剛心」的時候才斷除

「有漏」的「賴耶」。故其所依據，所依的根即是「末那」， 「末那識亦應恆時現

起，」不能夠斷的，「否則賴耶便有中斷之時。」

又賴耶恆緣，「恆緣」即是攀緣，「攀緣」即是好像那隻猴子緣著那一棵樹那

樣，攀住那棵樹，恆緣，「末那恆緣著賴耶執它為自我，所緣既不斷絕， 則末那緣

之而起的我執，此我執亦得不斷絕。」所以我們凡夫睡著了也有「我執」的，因為那

個「末那識」整天執著住「我」，無始以來從未停過。 「故《識論》等」，《識

論》即是《成唯識論》等，「謂末那無始時來與賴耶俱起，常恆相續，以賴耶識之見

分為本質，」這樣整天攀緣著那個「阿賴耶識」，攀緣住「阿賴耶識」的哪裏呢？

「阿賴耶識」有四分：有「相分」、有「見分」、有「自證分」、有「證自證

分」，它攀緣它那一部分呢？我們的結論：不會攀緣「阿賴耶識」的「相分」說它是

「我」，何解？山河大地都是「阿賴耶識」的「相分」，誰會說山河大地是「我」？

所以不會，不會攀緣「阿賴耶識」的「相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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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證分」是自己的內部作用，是嗎？「證自證分」也不過是內部的作用，所以

攀緣什麼？是攀緣「見分」，「第七末那識」攀緣「阿賴耶識」的「見分」，執著這

個「見分」，先由那個「第七識」執著「阿賴耶識」的「見分」說它是自己，然後

「第六意識」依著那個「末那識」而起，虛妄地覺得有個自己，其實那個「第六識」

也覺得有一個無形的東西，它就是甚麼？「阿賴耶識」的「見分」。「末那識亦恆時

現起，否則賴耶便有中斷之時。」由「末那」恆緣「賴耶」執它為自我，所執的

「我」既不斷絕，則「末那」緣之而起的「我執」，這種「我執」亦不斷絕， 所以

我們無始以來始終就不是聖人，就是因為那個「末那識」作怪。

故《識論》，即是《成唯識論》等，謂「末那」無始時來與「賴耶」俱起 ，恆

常相續，以「賴耶」的「見分」為本質，托它做本質，就反映入自己處，於自己的

「識」上變起自己的影子，「相分」即是 image，影子，它「緣」著那個影子，變

起一個「我」的影子，整日緣住「我」，思量它為「我」，當它是「我」，一見它是

「我」就堅執不捨，越整越深。所以我們心靈深處的「我執」就是這個傢伙了。現在

我們再看這個一問一答。

問：「末那緣賴耶，何以不親緣之？」它不直接攀緣賴耶的，直接攀緣不到的，它托

「賴耶」做本質，把那個本質反映入來「第七末那識」裏面現出「相分」， 這樣就

是間接緣「賴耶」的，而必變起「相分」耶？

答：「八識」各個獨立， 故每一「識」的所緣皆其自變的相，所以叫做「心外無

法」的理由就是這樣。「故末那緣賴耶」亦需變起「相分」。「亦需變相」即亦需變

起「「相分」」。很多的，如果你是看《成唯識論》的書，我將它壓縮到這麼少，明

9



白嗎？你們得閒時想一想，想通想透，就覺得好似對自己的生命覺得很了解那樣。

聽眾：那個「末那識」緣「阿賴耶識」為自己的「見分」嗎？

羅公：為自己。

聽眾：為自己「末那識」的「見分」？

羅公：不是， 它緣「阿賴耶識」，緣「阿賴耶識」的哪裏？緣「阿賴耶識」的「見

分」。

聽眾：就變成自己的「相分」？

羅公：緣它的「阿賴耶識」的「見分」。就它的「見分」反映進來自己處。

聽眾：變成自己的「相分」嗎？

羅公：對了。變成它自己的「相分」，那個「相分」；那個「相分」是兩重的，一重

就是把「阿賴耶識」的「見分」映進來，很客觀的，但是它整天計較，整天

執著，在那個的「相分」之上再變起一重「相分」執著為我，那個「我」是

「相分」之一 。我寫一個圖告訴你聽， 「末那識」看落「賴耶」的「見分」

那裡，是嗎？「末那識」好像影相機的鏡頭那樣，它一看下去，就將那個

「阿賴耶識」的「見分」，這個就是「末那識」的「相分」了，這個「末那

識」的「相分」就反映出「阿賴耶識」的「見分」，

聽眾：攝進去嗎？

羅公：是。明白嗎? 

聽眾：攝它進來？

羅公：是。攝它進來，即是攝了一個影子進來，這個「末那識」就是一個影相機的鏡

頭，攝了一個公仔入來，本來那是一個「賴耶」的「見分」而已，不是我，

10



它再變起一重，「末那識」的第二重「相分」，第二重「相分」，這個第二

重「相分」，這個就是什麼？就是「我」！本來它不是「我」，它加裝上去

的而已，加上有色眼鏡。

聽眾：即是有染色嗎？

羅公：有染色囉！染了一個「我」的顏色下去，本來人家沒有這種色，即是你的鏡頭

有顏色，這樣就變成了兩種境了，這個就叫做本質了，這個「末那識」的

「相分」是甚麽？是「性境」來的。原裝照影，這個是「帶質境」了，本來

「相分」都是影像，兩種影像合起來，就叫做「帶質境」了。所謂「帶質

境」有兩重「相分」的，這重「相分」是客觀化的，那重「相分」完全是你

執出來的，沒有那種的整那種，當你看這裏，想看那種「境」，下文的三類

境相，下文，裏面有個圖畫得很清楚，那些「境」。

聽眾：那個「帶質境」我都是未明白。那個「帶質境」。

羅公：這樣，有一個豆皮婆在這裡，又兼歪嘴的，你現在要找老婆，我又在這裡看

見，我看到幾乎想嘔，但是你看她就覺得真是好了！天仙一樣。

那個本質是相同的，是嗎？其實我看到她還不是一樣？是嗎？你看到的與我看到

的都是一樣歪嘴、都是豆皮的，那個歪嘴豆皮的樣子映入你處，那個是「性境」來

的，是嗎？但是你就不知吃了什麼藥，就覺得她像天仙那樣靚！非娶她不可，你裏面

就變成了情人眼裡出西施，你就多了第二重靚的「相分」在那裡，我看就沒有那一

重，你看就多了一重，大家看的都是一樣。明不明白？ 

你所看到的就是「帶質境」，明白嗎？「帶質境」是兩重「相分」的，一重就是

本來面目，照映出來，第二重是加添你的顏色上去，你戴了有色眼鏡來看事情。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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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照這樣才明白嗎？

所以法師講經你沒有那麼明白就是因為這樣，法師他是不能夠這樣說出來的，要

堂堂正正的那樣，這樣你就不會講一日你都不明白。你現在欣賞古董都是「帶質境」

來的，明白嗎？明明是一個香爐，是嗎？你看見香爐，那就是香爐一個，照映，不

是，因為你是考古的，就說這個東西是宋朝蘇東坡用來燒檀香都說不定了！這個東西

很值錢了！所以明明是一個香爐你就加了一層東西在那裏，是嗎？

聽眾：帶了有色眼鏡？

羅公：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了，所以，就像那個蒙羅麗莎的像那樣，都是在油畫布上面

一堆堆的油而已! 那值幾百萬美金？何解值那麼多？你硬是要加多一層「相

分」在那裏而已！

聽眾：兩重「相分」？

羅公：對了! 「帶質境」是兩重「相分」的，「性境」只有這重，沒有那一重。

如果「獨影境」是怎樣？沒有這兩重，明不明白？ 

聽眾：「獨影境」就是…

羅公：發夢！

聽眾：「獨頭意識」？

羅公：不是「獨頭意識」，「獨頭意識」都有「獨影境」的，不過「獨頭意識」就一

定是「獨影境」，很容易分的，如果「獨影境」是沒有本質的， 一定沒有本

質的，不止無本質，既然無本質就不會有第二重了，是嗎？

所以「獨影境」只是得第一個圈而已，如果「帶質境」就一定是三個圓圈，這

12



裡。上面那兩重叫做「帶質境」，這邊叫做本質，整天黐住那個本質的，就是「帶質

境」，如果「性境」與「帶質境」都一「定」有本質的，它就黐住。「性境」無最尾

那重，無那個「意識」，只是一個本質與一個「相分」，「性境」就是這樣，「性

境」一定有本質的，「性境」有本質又有「相分」了，是嗎？不是絕對，本質就一定

有，「相分」有些是很獨特的，沒有「相分」的，現在我的眼睛看落茶杯裏面，看著

它，有本質了，反映進來有一個「相分」了，這是「性境」了，但是如果我證真如的

時候，連這個都沒有了，證真如的時候就沒有，直滲入的本質的。證真如，都是「性

境」，即是「性境」除了證真如，除了你見道的時候，必有本質，「帶質境」就什麼

時候都有本質，這三種境就是這樣。好了，現在有些人打坐，我講給你聽，有些人就

恨死我了，又說見，他自己想，幻想到觀音菩薩出來，又說見到觀音菩薩了，他又說

見到觀音菩薩了，其實是什麼？其實那是「獨影境」來的！哪有本質的呢？是嗎？沒

有本質的。所以學唯識的人永不說神神佛佛的就因為是這樣，沒有這些東西的，但是

有時是有「帶質境」的。他見到，可能一路行出來的時候睡覺還未完全清醒，見到別

人掛住一件衫在那裏，高高的這個還不是觀音菩薩！它其實是什麼？

聽眾：「遍計執」。

羅公：其實那是「帶質境」來的，那個質就是掛著的那件衫，它反映進來卻成為了一

個影像，因為你還未睡醒做緣，令到你的主觀因為你舊時拜過觀音菩薩，所

以一下子就起思量了，在那幅影像上變起一個觀音菩薩，就以為它是觀音菩

薩，其實那是什麼來的？

可能是那個衫架來的。現在那些人見鬼、見菩薩都多數都是「帶質境」而已。那

些古董家欣賞古董也是「帶質境」，那些藝術家欣賞美景也是「帶質境」，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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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旅行，去到南京過一些就叫做秦淮河，舊時就叫做秦淮風月，哎呀！怎樣好法？去

到的時候？你去過了？一條大坑渠！原來是一條大坑渠！一條大坑渠叫做秦淮河！就

像廣州後面的濠涌那樣嘛！難得那些詩人在那裏吟詩！

聽眾：舊時是這樣的。時代變化了！

羅公：現在的人去到也一樣吟詩呀！與我們一起的有一個，我們叫他做劉詩人，去到

那裏，他一樣是在那裏吟詩，秦淮河雜詩一首兩首一路寫了幾首在那裏。我

說：幾百年前的秦淮河就是很美麗的，現在看起來是一條大坑渠，吟什麼詩

呢？我還這樣說。

聽眾：六朝金粉嘛！

羅公：但它仍然是這樣，因為讀了一些古書就留戀，把古人的那種美景幻想回來，這

個不是「帶質」都是「獨影」了！

聽眾：「帶質」囉。

羅公：是。好了，今天就先講這麼多。

聽眾：謝謝羅先生。

聽眾：丁三。

羅公：不是丁三。

聽眾：是呀！丁三呀。我劃住的。

羅公：丁三的標題是什麼？

聽眾：「末那識建立之義據」

羅公：這麼快就講到這裏了嗎？

聽眾：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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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末那」我們看看這裏， 「末那識」其實以前是沒有人講的，佛在世時那些

經裏面就沒有見過他提過「末那識」，只是提「意根」而已。到佛涅槃之

後，那些部執佛教就興起了各派，小乘的就興起了，亦沒有說「末那識」

的，只是什麼？到後來發現大乘經出來了，大乘經出來之後《解深密經》就

談了，講了有「阿賴耶識」，但是《解深密經》並沒有說「末那識」，要甚

麽經才有「末那識」講呢？當時有一種經那些人叫它做「解脫經」，「解

脫」就不是說，你不要將它解成 freedom ，那樣解脫，不是的，「解脫」即

是零零星星的那樣解， 零零星星的經來的，即是不是公家結集的，是私人結

集的那些，就有說講到有「末那識」，論就有了，論最初講「末那識」的論

就是《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就講有「末那識」，那何解要成立一

個「末那識」呢？

我這裏舉出的理由有兩個，你看，我們讀一讀它：小乘只說六識，不談第七、第

八識的。 大乘的《解深密經》等，「等」的意思就是連《密嚴經》等等的那一類

經， 始建立「第八識」，這裏要加幾個字在這裏，有一種叫做「解脫經」的，有一

種「解脫經」的就建立「第七末那識」，有一種叫做「解脫經」的才建立「第七末那

識」，「末那識的所由建立， 其義據有二，」「義據」即是理論上的根據，有兩

點，因為有了它才講得通，沒有了它就講不通了。

這樣就要建立了，即是好似地球上那樣，你建立了經線、緯線， 你就很多東西

都講得通了，在哪裏有風眼，在哪裏起，你就才講得通，但你沒有經線、緯線，你就

很難講得它通，是嗎？所以要建立，將來還要在太空可能建立很多東西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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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怎樣？建立了有些東西，然後才可以根據建立的位置，才能夠指出哪裡發生

什麼事，「建立」，即是不是真正有那件東西的，在理論上、學理上就說有一樣東

西，假立一種東西，來到說明，就好像那些交通，就像警察的交通部，建立哪些地方

是黑點 ，實在那裏有一刻的一點黑點呢？是嗎 ?

不過是因為那裏往往發生事，就假立說那裏叫做黑點。就告訴別人，你去到那裏

就要小心了。就是這樣。 所以佛教裏面的大乘的人講，有「第八阿賴耶識」、有

「第七末那識」，全部都是建立。 等於那些地理學家建立經線、緯線，等於警察的

交通部說那裏是黑點，哪裡繁忙地點等等，完全是建立的。何解要建立說有「第七末

那識」？在理論上的依據就是這樣了。

第一、「由與第六意識為根故。」「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都有「根」，「意識」亦應該有「根」，「意識」的「根」是什麼呢?佛經

裏面，小乘經有講到「意根」，但是它沒有說「末那識」，又沒有詳細解釋「意根」

是甚麼。到了佛滅後第二、三百年左右，然後那些人才解釋「意根」是什麼呢？「意

根」是什麼？

過去的「前六識」離開、避開位置來讓後面的那個「識」出現的， 那個就叫做

「意根」了，那即是「等無間緣」來的，它們說「等無間緣」就是「意根」了，這樣

解，大乘的人說這樣解法，似乎不是很妥，有很多發現是不妥的，所以一定要另外建

立一個。所謂「意根」，不是過去的「等無間緣」就算數，還有一樣東西的，因為你

不建立一種東西就好像「第六意識」就無根了。你說「第六意識」的根就是過去的

「識」就是「根」，有一個大的缺點，什麼缺點？想不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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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一考你的 IQ，不過要 IQ 很高才得，我看怕是不行，你的 IQ答不到的，因為

你的 IQ慢，「眼識」的「眼根」是視覺神經，是嗎？「眼根」與「眼識」是同一剎

那存在的，明白嗎？「耳識」依「耳根」而起，「耳識」與「耳根」是同一剎那存在

的；「鼻識」依「鼻根」而起，「鼻識」與「鼻根」是同一剎那並存的，一齊的；

「舌識」與「舌根」也是同一剎那並存的；「身識」與「身根」亦是同一剎那並存

的，沒有先有「根」後才起「識」的，你試一試？先有「眼根」？後來「眼根」過去

了沒有了，然後「眼識」才出現，這樣講，這樣講法如何講得通？所以「根」與

「識」一定要同時的。你說過去的「識」讓位給後來的「識」出現，就變成了先有

「根」後有「識」，當「識」起的時候那「根」已成過去，怎樣通？如果不通，即是

說它不是「根」啦！過去的、讓位的「識」不是「根」來的了，若果不是「根」那麼

「第六識」豈不是無「根」？

一定要整一種假立的「根」，假立一種東西是「第六識」的「根」，假立就改

（立）了一個名字，你叫它做「意根」也可以，或者叫它做 X 也可以，假立是有一種

東西，假立了一種東西，所以當時假立叫它做「末那識」就是這樣解，明白了？你們

很多人嫌唯識名相多，但是雖然它名相多，但它是扣得很緊的，譬如你問另一宗那

樣，你問他怎樣？他劈大口答不出你的，是嗎?譬如你說《楞嚴經》很妙了，籠籠統

統的，對於這些最關緊要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來的，沒有得解答的，

籠統。

華嚴宗的人整宗人講的東西都是這麼籠統，讀一讀就知。天台宗的人好一些，不

過仍然去到微細都是不行的，何解呢？毛病何在呢？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就自己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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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中國人過去對於哲學的問題就是籠統的，就是籠統，求求其其，差不多，中國

人就是這樣，很籠統的。西方人就不是，希臘人就一點點都批到正的，希臘人。所以

科學不能夠在中國產生而在西方產生就是因為這樣，你讀一讀那些希臘人的著作，不

妨找一本希臘哲學史讀一讀，那些人精到極的。譬如你說這樣，何解我們會有知識

呢？中國人就說學就有了嘛！

問題就在這裏，何解學就有？越學越無又不行嗎？你說學就有，何解要學就有？

別人會追問這一句的，是嗎？你說學就有何解學就會有？是嗎？你要解答的，中國人

不解答這一節的，中國人就是學就得了！解到這裏為止，再問它怎樣解，它不答，但

是人們別人是要答的。這即是說，譬如他答，希臘的人答，你信不信就由你 ，但是

它答得非常之巧妙。

希臘、希臘的柏拉圖（Plato），有一個《對話集》，大家一定要去買來看一

看 ， 如 果 你 識 英 文 就更容 易 看 ，又叫 做《 Dialogue》（《 Dialogues  of

Plato》）Plato柏拉圖的，《Dialogue》很便宜，買那些甚麼？Pigeon book 很多

種的，有些是企鵝圖書，很便宜的，普通的你買一冊這樣厚的有六種左右，他的

《Dialogue》其實拍拉圖的《Dialogue》有幾十種的，有三十幾種，有六種很重要

的，其中有一種就講，它完全是很有興趣的，不會像讀《易經》那樣悶的。

他很有興趣的，他怎樣？他是用戲劇式來寫的，是兩個人的問答，兩個人在那裏

聊天，你提出一個問題我就答，你就反駁一下，我也反駁一下你，但是駁到就有結論

了，這一段就完結了，這樣的直情就是戲劇來的，所以有些人，因為它西方人就用戲

劇式來講，希臘人，戲劇的主角多數用誰？是用蘇格拉底，Socrates 用他做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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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找其它的人做配角來做問答，寫的人是 Socrates（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寫

的，直情看起來是戲劇來的，編的戲劇，看起來就像真的文章一樣，問題就在這裏，

到底柏拉圖的《Dialogue》裏面所講的東西，是柏拉圖的思想，假設戲劇裏面的主

角與配角講對話是不是呢？還是真正是它的老師蘇格拉底這樣講？而柏拉圖做記錄

呢？現在還是沒有人解答到，很多人就說不要理了，沒有辦法解答的，只知道這是柏

拉圖的思想，至於柏拉圖的這種思想怎樣來的？很可能是受蘇格拉底的影響，可能是

這樣。這樣，於是那些西方的人研究佛經，他們怎樣？

研究大乘經典 Edward Conze 也是這樣，認為怎樣？有個作者，作者就不知是

誰，總之 那 個作者 是 很 有思想 的 ， 他寫成一本經 ， 就 好 像柏拉圖寫的 對話

（《Dialogue》）一樣，就好像別人編戲劇那樣，就找釋迦牟尼做主角，找一個舍

利弗（ riputraŚā ）、善現那些做配角，一問一答，整本大乘經就一個長篇戲劇，直

情就是這樣，所以，假使是不是佛這樣說？不知道。總之就是有這種思想，可能這種

思想的來源是在佛那裏。但是這部經決定不是佛當時對舍利弗講，而是那個作者構想

出來的。我們以理為宗，不必理這些，好！應該是這樣。所以 Edward Conze翻譯

《大般若經》一開首講什麼？

一開首甚麼？當戲場，即時戲場的佈景，那個「如是我聞」，即是我們讀了的東

方的什麼佛、什麼菩薩來了；西方的什麼佛座下某某菩薩來；那位釋迦牟尼佛來了又

都接了他的禮物，一枝蓮花又變為無量那麼多的蓮花，如何如何，這些是甚麼？他說

這些是戲劇的開場的佈景來的，直情就說它是布景，對嗎？叫做甚麼？叫做 scenery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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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情就是這樣說，這些是西人的看法，西人的看法是什麼都要咬到實， 它不同

我們中國人的看法，中國人都是想當然的就算了，實在就是籠統，而且我們在今天，

中國人的這些籠統真是要改變，佛經也是，天台、華嚴兩宗籠統；禪宗也是籠統，出

名的了，禪宗的籠統是出名的，「顢頇佛性，籠統真如」，這些不是我講的，自古以

來那些人已經這樣說了。

怎樣「顢頇」?行都行不穩那樣兩頭搖，那樣叫做「顢頇」；就是蹣跚而行，好

像飲了兩杯那樣，「顢頇」，講佛性的時候就像好似醉酒佬行不穩那樣，「顢頇佛

性，籠統真如」，講真如就講到籠籠統統令人聽起上來好像似有似無那樣，禪宗就是

這樣。所以禪宗，有些人，我有一個學生叫做吳森，他在 Berkeley 大學裏面教書，

現在好像不教書了，因為做地產經紀掙錢，不教書了，〔他以前〕在 Berkeley 教

書，他說禪宗是藝術來的，固然不是科學，連哲學也不是，是藝術。禪宗人說的那種

美的境界而已，是嗎？

譬如你說六祖，「本來無一物」，「本來無一物」是那種藝術家的無言之美，他

是這樣看法的，對於它的看法是不對的，吳森的看法是不對的。但是人們就這樣說，

即是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看法是不同的。我就介紹一件東西你看，我已經介紹過的了，

那本《西潮》你買了嗎？蔣夢麟來的，不可不看這本書，《西潮》這本書的作者叫做

蔣夢麟，戰時的前部分他做北京大學的校長，當蔡元培，即是五四時代蔡元培做北京

大學校長的時候，《西潮》的作者蔣夢麟就做教務長，所以五四運動由始至終他全部

看到。

他有一次，蔡元培就想請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哲學家來北京大學講學，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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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就請到英國的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來，Russell（羅素）

來講了。Russell（羅素）來中國北京大學講學兩次，Russell（羅素）肯來；第二就

是請美國的那個杜威（John Dewey）來講學，杜威也來；第三個就是請德國的杜里

舒（Hans Driesch），是哲學家亦兼生物學家，叫做 Driesch杜里舒來 ，只有在法

國請的 Bergson（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Bergson 不肯來。當

時四大哲學家其中三個來過中國講學。

其中與中國人最老友的就是羅素，英國的 Russell（羅素），其次就是美國的杜

威，杜威影響中國人是很大的，胡適之在 Columbia 讀書杜威做指導教授的，杜威就

來北京大學教書。有一次，杜威來教書的時候，他的學生胡適之在北京大學做文學院

長，蔣夢麟做大學本部的教務長，胡適之與蔣夢麟兩個都是杜威的學生，於是他們兩

個學生與杜威就出去郊外公園行，有一日行，在公園那裏休息。現在講到戲肉就在這

裏了，剛好有一隻螳螂，剛好有一隻螳螂，你見過螳螂嗎？什麼都不怕死的，多大的

東西它都撲過來，那些就叫做螳螂。

不知見到一隻螳螂或是見到一隻草蜢，想上斜坡，上面有塊石阻住它，一粒石仔

阻住它，那隻螳螂用力將那塊大石一路推，一路推，從斜坡上往上推，但是那個斜坡

是很長的，沒有辦法推得上去，即一定是徒勞無功的，推得差不多那塊石仔又跌了下

來，那隻螳螂又走回去重新推，推上去又重新跌下來又再推上去，蔣夢麟與胡適還有

杜威三個人一齊看見牠如此「爽」，即俗語說的如此過癮，推完又推，於是三個人，

胡適之就說：啊！真是好勇氣！即是很羨慕、很欣賞牠如此好的勇氣，轉過頭來就問

杜威說：你看看，很好的勇氣。你猜杜威怎樣說？其實是牠無知而已，因為無知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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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才會這樣。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答案，是嗎？他是在那個螳螂的有知、無知的角度上來看，即

是說不需要可憐牠，牠無知，那塊石頭你有什麼辦法把它推上去？ 只是無知牠才會

這樣，有智「慧」的人是不會這樣做的；有智「慧」的動物是不會這樣做的。他這樣

看法，完全第一是在功利主義上的看法，第二是完全在智「慧」方面的看法，在理智

方面的看法。

中國人不是了，中國人的看法在感情上，啊！牠真是了不起了！這樣的看法。所

以看法是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所以中國人何解會籠統呢？因為他們不是著重理智，

著重感情，著重道德，在道德方面都很好，毅力夠。同是有一次，羅香林對我講，香

港大學不是有一個教授叫做羅香林嗎？

羅香林是研究歷史的，有一次我去羅香林的家裡坐，他對我講，他說：中國人和

西方人的看法確實不同。怎樣不同？那個文學院長叫做林仰山，做文學院長的，他

說：林仰山本來都是中國化的了，仍然不同的，與我們中國人的看法不同，如何不同

呢？有一次羅香林談起，就說起什麼？說岳飛，講起中國人，舊時的中國人文人就要

拜孔夫子，武官、武人就要拜關岳，關公與岳飛。

講起這件事，林仰山就問他，中國很多將官，講打仗了不起，韓信那些就了不起

了，那些人應該崇拜韓信；關公打仗，結果就被人捉去殺了的，如果說能打的，不應

該去找關公，是嗎？岳飛雖然也能打，它未曾至到成功，是嗎？都還可以，岳飛都還

好一些。至於一個做長官的人，我們崇拜一個長官，一定是個長官很有計算很聰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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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沒有一個不聰明的人可以做長官，做統帥。一個不夠聰明的統帥是不值得我們

崇拜的。

我們應該崇拜的是一個值得的，即有謀略的，政治思想很周密的，然後這樣才能

崇拜他，岳飛並不周密，他連應付秦檜也應付不了，那個朝廷說要講和了，朝廷是內

閣來的，西方人的法治就是這樣，這是一個內閣，你做總司令要聽內閣的指揮的，內

閣說要和，你外邊做總司令的說一於要不和，這件事就已經有問題了，是錯，內閣要

和是內閣的錯，但是你這個軍人的領袖是應該要聽內閣的指揮，你不打仗錯不在你，

但你不是，一定要與內閣拗撬，這樣一個國家如果這樣搞法，將官會被造成那種將官

的跋扈，不太妥當的。

人人說他死得可憐，罵秦檜， 他說：秦檜當時的政策是和，一個國家裏面你的

一派可以主張打仗，但是另外一派是可以主張談和的，它這個內閣當權是要談和，何

解你這個將官卻一定要反對它？在西方人來看是不大合拍的，不合拍的。而且岳飛在

政治上一些辦法都沒有，讓人家一調你回來就殺掉了，如果你是帶著兵的，有幾十萬

兵在那裏，你要不就跋扈一些就這樣：我不聽你的命令，我一於打！打回來，你這樣

的內閣是不行的，我清除你，在我們西方是可以這樣看。

即是如果不講民主的話，可以做，他說他可以做什麼？dictator 好像那個誰？那

個 Julius Caesar 羅馬的凱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那一類，我掌權，我做獨

裁者，要不就這樣，何解你要乖乖地回去讓人家這樣殺掉呢? 你們中國人之所以崇拜

他，只是同情他而已，事實上只是靠同情是不行的，要看全部的看法。羅香林對我這

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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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原來他林仰山的看法到底是外國人，與我們中國人的看法是不同的。我們

中國人就只說他夠忠義，精忠報國，是嗎？這樣講，放到它的價值這樣高，但他不

是，他將價值放得不是這樣高。這個羅香林是這樣說。這個看法也是什麼？是西方人

的看法，西方人著重理智，中國人就著重情感，著重道德。

如果講到道德，岳飛是哪裏有得批評的！沒有的批評的。別人講理智，這件事就

不是聰明，是嗎？這件事便不是聰明。好了，講回來，我們其它，另外一宗的沒有怎

樣理的，小乘理，但是它理得不妥當；一定要讀唯識，它要假立一件東西能做到「第

六意識」的「根」的，是要與「第六意識」同一個剎那存在的，所以就需要有這件東

西假立了。

第二個理由：「眾生恆有微細我執」，我們每一個眾生一定有些很微細的我執，

你說:我現在沒有執「我」。譬如我現在在這裏講說話，我沒有執「我」。如果無執

「我」，無「我執」，它有一個定義 ，一切「我執」都不起的是阿羅漢來的，現在

我老羅坐在這裏，我是阿羅漢了，一會有東西吃的時候，我就去吃東西，那麼阿羅漢

就下凡了？是嗎? 

我現在無「我執」，那我現在與阿羅漢有何分別？你說過一會我又不是阿羅漢

了？那麼那些成了阿羅漢豈不是今日阿羅漢，今晚就變了凡夫？是嗎？所以，不是說

表面不起「我執」就成了阿羅漢，是嗎？聖人與凡夫之分，不是現在想不想著

「我」，而是什麼？我們有很微細的，我們很難察覺的

可惜黃敏浩的那個朋友叫做什麼？那個周什麼？他又不在，他昨天與我談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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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 unconsciousness（無意識）的問

題，他原來是研究這種東西的，他談到哪個，人的男女的情欲，是全部控制我們內部

的下意識的，其實還有那個「我執」，她昨天沒有談到這個，昨天我與他談了很久，

他昨晚請我吃飯，他懂得，他是懂這些東西的，他是不是在神經病（精神病）院做事

的？

聽眾：不清楚，他是學過心理學的……。

羅公：即是這樣：現在我老羅與舍利弗，舍利弗是羅漢，我就是凡夫，當我什麼都不

想的時候我就沒有「我執」了，舍利弗之所以成為羅漢就因為他沒有了「我

執」，那麼我與舍利弗豈不是一樣？

何解過一會我又有「我執」呢?什麼理由呢?你說，剛才沒有，等過一會就可以

有，舍利弗剛才沒有，他等一會何解不可以有？我過一會可以有，舍利弗應該過一會

亦可以有，同是要吃飯、同是要睡覺的動物嘛！是嗎？邏輯上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怎樣？不是表面上有沒有「我執」的問題，而是你的內心，我們內心

的深處，西方人的所謂靈魂深處，我們中國人的所謂心靈的 bottom，那個 deep

bottom 那處，一定有一些不同，不同在什麼？問題就是關係「我執」，即是說我們

的心靈深處，我老羅仍然是有我執，只不過沒有表現出來。舍利弗之所以成為羅漢，

是因為他連心靈深處都沒有那些「我執」，要這樣才講得通，是嗎？即是心靈深處的

「我執」是什麼？睡著覺都要起的，是嗎？

表面上不起「我執」的時候，都起的那種「我執」，那些潛伏在我們意識的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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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執」一定有，是嗎？那這個問題就只有兩種了，有或沒有，你就要選擇了，你

要選擇有通？抑或沒有通？沒有就不通是很明顯的，一定要我們選說有，我們心靈的

最深處還有個「我執」，一定是有，有了，哪這個是什麼來的？

我們改個名字叫它做 X 好不好呢？ 我們的心靈的底層就有個 X，舍利弗是羅漢

他沒有，是嗎？你叫做 X 就可以了，你叫做「末那識」可以嗎？你可以叫做江漢林，

不過是因為你爸爸給你取名做江漢林而已，是嗎？或者另外一個人做爸爸，他就改成

了江林漢，名字而已，只是假名，你叫它做 X 可以，叫 Y 一樣可以的，我叫它做「末

那識」亦得，是嗎？所以一定要建立一種東西。

聽眾：整天講潛意識是不是即是「末那識」？

羅公：潛意識的主要部分是「末那識」。

聽眾：有些人講潛意識了？

羅公：是。潛意識即是那兩個，那些講精神分析的 Freud，（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那些人，與他的徒弟，所講的潛意識就是指甚麽？

兩個名詞：一個就是 subconscious 是嗎？sub 等於 subway？subconscious，

低層的，我們中國人翻譯它做潛，subconscious 就譯作潛意識，但它同時又有另一

個名稱的，叫做 unconscious，中國人譯做「無意識」，他說我們的行為，表面上很

有理論，很有理智，實際上不是，實際上是一種無理智的潛意識，是那一種

unconscious控制的，我們不知，就是這樣而已，這樣即是要來解釋什麼？

你就說社會主義，我就要講自由主義，其實只要是自由主義對我有利，我就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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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計找理由說自由主義了不起，其實何解我會這樣？因為我的潛意識裡邊的「我」，

自由主義與我關係密切些，所以我們整天說自由主義怎樣好；社會主義怎樣不好，全

部都是表面功夫，其實它控制我的是甚麼？自由主義對我老子有利，我要提倡自由主

義，但是在意「識」上沒有表現出來，實際上就是如此。

即是說，如果這樣說，如果這樣講，那麼世界上他這套理論是沒有所謂道德這件

東西，像中國的荀子一樣，何解我們要對兒女好？兒女是延長我們的壽命，人類不能

不死，但是人始終是不想死，不想死就變相不死就是甚麼？就是孩子，理論不通？但

事實是這樣，有誰不愛自己的孩子？疼兒子，何解不疼兒子？那為何事要疼兒子呢？

兒子未必那樣疼你，是嗎？就是如此。

聽眾：但是你始終要疼你的兒子。

羅公：對啊！這就是潛意識裡不知的，它是這樣解的，還有，一個蘇蝦仔（嬰兒），

一定與媽媽很好，那媽媽親一下他，他就嘻嘻笑，是甚麼？

這其實是就是性慾的表現，我們的潛意識裡面主要有兩部分東西，一個就是自

我，譬如說是愛兒女，這都是自我，潛意識的表現，第二種就是異性的愛，那些蘇蝦

仔（嬰兒）你親他一下，他就咭咭笑，那是什麼？那也是性的滿足， 不過它小的時

候就只是這些，到變成大人他就變成犯了強姦案都有之了。這些東西。即是說甚麼？

母子之親，都是由於什麼？那是潛意識裡邊的性愛。完全是這樣解釋。昨天那個周小

姐特別與我談到何解女兒與父親特別好，兒子何解特別與母親親好，Freud說這個就

是性，父親是男性，女是女性嘛！異性相吸嘛！是嗎？一般的統計是這樣。她問

我，Freud提出這種事，兒子與母親好，女兒與父親好，這種現象一般來說大家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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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大部分，即是大致這方面是這樣的。

她說：唯識裡邊，對這個有什麼解釋呢？ 

黃敏浩說：有解釋的，你叫羅公講給你聽吧。

我就講給她聽囉！投生的時候的中有，如果是陽性的投生的時候，他就看，看甚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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