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就說給她聽。我說：他那中有投生的時候，若是陽性投生的時候，他就看，看

甚麼？就像看成人電影那樣看。看到之後就喜歡那個媽媽，就不歡喜那個爸爸在那

裏，當時他就暈陀陀地整個人撲向媽媽那裏。就是這樣入胎的，所以這種遺傳下來的

習氣，到他長大了，兒子都是與媽媽好的，因為他還未入胎的時候他已經戀住他媽媽

的了。我就這樣解釋，是嗎？不過唯識都有承認這種現象的，不過它的解釋是用隔世

來解釋。

昨天她與我講，主要就講這件事。這件事都是潛意識，講回潛意識這件事，即是

說我們的潛意識在控制我們的一切的。連那些文學家都是這樣，為甚麼他寫小說可以

寫得這樣好？他寫小說寫得好是因為這個人事業上他不行，那個自我沒有得發展，他

就化身在小說上，做小說的主角，他是性愛失敗，或者追女人追不到，或者甚麼，他

就化身，化作那些才子佳人那一類，完全是這樣解釋。連文學的解釋也是這樣的。你

不要說他完全不對，是有相當道理的。

你如果想買，有些是比較簡單的，有一套書叫做 The Great Books of the

World,(可能是《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世界偉大的著作，Great

Books 偉大的 Books  ，of the World, 世界裏面有一冊，整冊這麼厚的，把他

Freud(Sigmund Freud，1856－1939)的重要著作，不錯的！我在大學讀書的時

候，那個便講變態心理的先生，他是 Freud 的學生來的，他大講這些。我就在那裏

修了一年。叫做 abnorm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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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你看看：即是說我們有個很微細的潛意識上的「我執」，我們就叫這種

「我執」做「末那識」，這樣即是「末那識」有兩個任務了，一、就是做「第六意

識」的「根」，二、就是做潛意識的那個「我執」了，你看看：二，「由眾生恆有微

細我執，及微細的無明」，「無明」的衝動，那些微細的衝動，這種微細的「無明」

是時時現行的，只不過是我們不知道。

此微細「我執」及微細「無明」在佛經的小乘經裏面，此「無明」名曰「恆行不

共無明」，因為他無始以來都存在的，無始之始到現在，我們死了它都在「行」之

中，它「有障礙無漏智的勝(作)用」，「而此種勝作用，是非前六識所共有，」因為

「前六識」是會停的，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由無始來到現在都是未曾停過的微細「我

執」，這就是「第七末那識」。

這種「我執」「乃眾生不能轉凡為聖的根本。」「又此我執及無明，恆時現行」

的，即是時時都行，活動的，就「必(非)與前六識相應的我執」，與「前六識」相應

的「無明」，以及與「前六識」有關的、「必非」，一定不是與「前六識」相應的。

何解？以、「以」是因為，因為「前六識」有關，是會有間斷的，如果是與「前六

識」有關的，豈不是與那種「無明」就斷了。是嗎？一定要不斷的才可以的。

故立，於是假立「末那以作所依的心王」了。有一個這樣的「識」，「心王」。

「由末那恆起我執」，這個「心王」時時有「我執」，又時時有「無明」，因為它有

這個這樣的「心王」，有一個這樣的「末那識」所以「外令前六識恆成有漏」，對外

就影響「前六識」，何解？因為它是「第六意識」的「根」，「根」可以影響

「識」，它「有漏」就影響到「第六識」都「有漏」了，「第六識」「有漏」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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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五識」都「有漏」了。

內令、對內就令到「第八識」不能轉成「無漏」了，不能夠「轉識成智」，我來

解釋怎樣「內令」、「外令」，「所謂外令六識成有漏者：謂由末那恆起我執及無明

故」，「末那」自身就是變成染汙性了。「末那為根而生意識」，「意識」受它影響

亦成「有漏」了，何解？因為「根」能影響「識」，例如「根」不健全「識」也不明

瞭，所以「根」能影響「識」，根「有漏」就影響到「識」也「有漏」了，「有漏意

識」，再由「有漏意識導令前五識亦成有漏故」。這樣對外就如此了，成為「有漏」

了。

「所謂內令第八識不得轉成無漏」，就是由這個「有漏」的「前七識」現行，一

現行就常常熏那些「有漏」的「相分」和「有漏」的「見分」，熏進去就成為了「種

子」，這個「熏」就是打入去，那些人譯那個「熏」字就譯 strike,「有漏意識」，常

熏「有漏」的「相分」、「見分」種子入「第八識」中，障礙了「第八識」中的那些

「無漏」種子，令它不能夠發現，「有漏第八識不斷」，「無漏」的「第八識」就不

能起了。

所以我們始終不能是聖人就是因為如此，就是這樣解釋。在佛家的解釋來說，聖

人與凡夫之間為甚麼會這樣？這個就是最徹底的。第二個宗派裏面是找不到這些的。

這些就是唯識入面最扼要的地方，所以非有那個「末那識」不可，沒有的話，很多問

題就解釋不到。

聽眾：你剛才說岳飛，你自己怎樣評論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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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我嗎？未曾找到一個更加好的我還是會崇拜他的。

聽眾：我認為他一路打就好，不要回來，反正都要死的。

羅公：如果我做岳飛，我就會衡量我的力量，如果力量不能夠自作自為的時候，就乖

乖地，你說和議好，我就一樣說和議好，你秦檜全部對，等你信任我的時候我

就一腳踢開你，我是不講這些無功利的道德的，我反對這種東西的，乖乖地回

去，因為一回去之後，秦檜想聯絡他的，秦檜做樞密使，即係參謀總長，秦檜

是宰相兼參謀總長，參謀總長是指揮全國軍隊的，秦檜叫皇帝委任他 (岳飛)做

樞密副使，(即)副參謀總長，想聯絡他的，那你應該乖乖地一於聽秦檜的話，

等秦檜當你做心腹，甚至巴結秦檜的太太都沒有問題，送些禮物給他太太都無

問題，求達目的耍一下手段有甚麼所謂？我主張這樣的。所以我不是正式的聖

人之徒。

這樣的時候當我整理得那些軍隊大部份都聽我話的時候，就怎樣？首先就踢了你

秦檜，然後看看你高宗聽不聽我話，不聽我話的話我就廢了你！學曹操那樣，再立第

二個！就像董卓那樣，第二個你聽不聽話？不聽話把你也捏死，我來做！有甚麼所

謂？捏死一個小皇帝而已！與劏一隻好有性的狗是有甚麼大分別？我就這樣看法。

所以說讓我得志，我這個人是不得了的，相當壞的，何解？我主張甚麼？做人要

有善巧方便，有權宜的辦法，你想達到一個好的目的沒有權宜是不行的，但權宜只是

適合給正人君子用，如果小人用權宜是沒有甚麼用的。我就主張要有這樣權宜的辦

法。所以人人都說要盡忠於皇帝，這個人是戇的！譬如你是姓陳的，我要盡忠於你姓

陳家，為甚麼？我為甚麼不建立我羅家？讓你們替我盡忠？為甚麼？天下也不是你一

家的天下，我為何要向你一家盡忠？你說我向國盡忠還有道理，為甚麼要向你家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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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道理？無道理。

至於你說要殺我，為甚麼我要乖乖地被你殺那麼笨？到最後我來殺你！殺不到你

就被你殺我，是嗎？我殺到你的時候我先殺你！是嗎？所以他岳飛都還是愚忠的，愚

忠。 如果不是愚忠應該不是那樣的，人人都說曹操不好，他怎樣不好？他只不過是

不盡忠於劉氏而已。

劉氏如此腐敗，盡忠做什麼？好像明朝的那些皇帝壞到極，袁崇煥為他盡忠，被

他抓去凌遲七十二刀，用刀來割，那麼笨？是嗎？即是你有本領的時候有幾十萬軍隊

在手嘛，是嗎？我來做皇帝！我哪要你做？所以那些篡位的我以為有些時候是很值得

的，有時你不篡位是不行的，譬如晉朝的劉裕，功勞很大了，全國的兵權在他那裏，

但是那些讀書人有時是很壞的，整天煽動皇帝向他打主意，看看怎樣對付他，你說在

這些時候，你說兵權全部在我那裏，你做皇帝，我放開權，你就對付我了，我全部放

開了你就對付我了，最怕我還未完全放開的時候你就先下手為強了，你明白嗎？為甚

麼陳雲、鄧小平那些總是不願意放，是形勢逼著他不能夠這樣，你下了台就不行了，

你殺了他，他一失勢的時候，你又要審他，又要做這做那了。

唯有抓權抓到死，到他死了，合上雙眼，你將他的骨磨成粉末也無所謂了，他都

合上眼睛了。倒轉這點他就沒有辦法。晉朝的時候那個劉裕最大權，而朝廷裏面的那

班讀書人整天說他是一個權臣，就整天想辦法來對付他，你們那班讀書人作文章就

行，你怎樣對付他？他那幾十萬兵在手上。其實他初初還是留情的，但是沒有辦法

了，沒有辦法，當時有一件這樣的故事，將來他們讀文選我會選一篇這些給他們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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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人叫傅季友 (傅亮 374-426)，這個人很搞事的，但文章很好的，他代表中

央政府，那個時候劉裕鎮守現在的鎮江，舊時叫做京口，現在叫做鎮江，即是出鎮江

浙醋的那個鎮江，那個時候是軍事重鎮來的。他就帶著那些軍隊在那裏，鎮江距離南

京很近的，南京是中央政府在那裏，他又不入朝廷，因為入朝廷要整天向皇帝叩頭，

他做大將軍在鎮江鎮守。你中央要想怎樣調度，要派人去鎮江問他這樣做可不可以。

於是就派了那個很搞事的傅季友，他問劉裕，誰知那個傅季友就出賣了中央政

府，去到劉裕那裏，劉裕就很好招呼他，與他飲酒，與他飲酒飲到夜晚的時候，傅季

友就試探他的意思，就說：大將軍，你現在年紀那麼大了，現在世界那麼昇平了，你

的意向有甚麼呢？即是想試探他。這些賤格的讀書人就是這樣的了，你說想做皇帝他

就一於煽動你去做，你說我不幹，我要怎樣的，他又順水推舟。

所以我很憎我那些文人的，那些文人很無品的，自來那些文人很無品的，多數十

分之七八都是很無品的，現在都是的。你看看郭沫若那些，很肉麻，江青得勢的時

候，那種肉麻法！讚江青，史大林(1878—1953)得勢的時候，我讀他的那首詩，他

送一首詩給史大林，你可以不作那些詩都可以的！你不作就沒有飯食嗎？你估他作了

一首甚麼？Stalin 的意思就是鋼鐵的意思，那樣解，他作首白話詩是怎樣的？鋼鐵

啊！你是怎樣煉成的！如此肉麻！讀起上來讓人打震！那些文人！文人都是這樣的。

當時那個傅季友，所以那些文人，那些詩人有些見到我是怕了我就是這樣。那傅

季友就惴摩他的意思，你估那個劉裕講了一句甚麼？他說：我很老了，其實我並不是

想要怎樣，但是軍權在我那裏，人人常常提防著我，我一放了權之後，我如何自處

呢？不放，放我就不能放，但是我年紀也老了，權在我手上，我放了之後我連命都沒

6



有了，你又說我這個這樣那樣了！就不能放了。不過我死了之後，我的兒孫又如何？

我人就死了，會報復我的子孫的。

現在我都想不通這個問題。他說：其實是形勢逼我的，我現在真的搞不定。這個

聰明鬼的結論是怎樣？當然是連皇帝也做了！這就聰明了。雖然有時是不用出聲的，

他說：這樣嗎？是的是的！他就說：我想趕回去了，我有些事要做，好不好？我現在

趕回去。劉裕也是聰明人，他能夠帶幾十萬兵，他說：好，你現在回去吧！你現在回

去做你的事，即刻要人送些禮物給他，送了不知有多少金銀珠寶，一盤一盤，一整箱

送給他：回去，好好地做你的事。不用說話的，於是傅季友就知道了。將來劉裕做了

皇帝他就是一號功臣！這件事情。劉裕是大將軍，他從來是不送人落石階，他居然起

身送他下石級。送他下去街亭那裏，好了！你好好地回去吧！我回頭了！我送到你這

裏算了。

傅季友就了不得了，等於你們這些將軍，司令官去見蔣介石，蔣介石起來送到你

出騎樓(門廊)那裏，你說那個人有多光榮呢！甚麼？不是呀！這件事很緊要的！如果

蔣介石〔發怒〕是嚇死人的！那個不知甚麼名字？講一聲就嚇到他差不多整個人軟下

來，差不多跌倒！

聽眾：如此厲害？

羅公：有一個不知道叫做甚麼名字？他做錯了兩件事，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問他：你

何解要這樣做？他就告訴他。蔣介石是講寧波話的，他說他：「強辯」！即是

「強辯」！「強辯」！他聽錯了以為是「槍斃」！即刻跪在那裏：我的老婆、

兒子幼小，我是沒有心的，那個不知甚麼長官，他(蔣介石)說他「強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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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錯了以為「槍斃」就即刻跪在那裏求他。蔣介石見到他這樣，知道他聽錯

了，讓他走吧！走吧！扶他起來，拉他出去。有件這樣的事。很多時，經常有

這樣的笑話的。「強辯」與「槍斃」。於是傅季友馬上回去，一出門口，剛剛

出到元帥府，望一望有半邊天都很光亮，為甚麼這麼光？原來是掃把星正在那

裏一閃一閃地放光，那個掃把星在那裏放光。傅季友是從來不信那些災祥的東

西的，傅季友說：啊！我從來不信天文這些東西的，這件事果然是這樣！其實

是不能不給他了，掃把星都出現了！掃把星是表示革命的。掃蕩的。於是馬上

回去對那班大臣、皇帝講：他說這個人你趕快請他回來讓位給他，不然就不得

了！他表示形勢上不做不行。於是就即刻籌備，請他回來讓位給他了。這個劉

裕(363－422)宋武帝的故事。就是這兩句話，那個人叫做傅季友。文章很好

的，一流的文章。好了。嗄？

聽眾：羅公，我想問一問，一個問題現在說的第二忠誠，是不是你剛才所講的愚忠？

羅公：什麼？

聽眾：第二(種)忠誠，第二種忠誠是不是就是愚忠？即是剛才講愚忠，忠心的忠，愚

的愚，愚忠？

羅公：愚忠？

聽眾：現在第二(種)忠誠，是不是就是愚忠？

羅公：怎樣第二(種)忠誠？第二種忠誠是不是就是愚忠？

聽眾：現在第二(種)忠誠呀！

羅公：大義(第二)什麼？什麼忠誠？

聽眾：寫一寫。第二種忠誠

聽眾：現在第二(種)忠誠，是不是就是愚忠那樣解？我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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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知是不是，我都不知道。

聽眾：嗄？

羅公：我都不知道。

聽眾：嗄？你都不知道？

聽眾：即是我看過劉賓雁(1925－2005)寫的那一本書叫做《第二種忠誠》，寫的就

是第二種忠誠，我解不通，所以就問一問你，第二種忠誠，我不知道甚麼叫做

第二種忠誠，我想是不是愚忠的意思？我就是不瞭解他甚麼叫做第二種忠誠，

他寫，講周恩來，他說周恩來是第二種忠誠，何解？我就不瞭解.

羅公：即是說他不是忠於民族啦！是嗎？

聽眾：我也不知道，甚麼叫第二種忠誠。

羅公：即是說他忠於毛澤東，周恩來實在不是忠於毛澤東的，是沒辦法只是形勢上被

迫不得不這樣，毛澤東在他手上拿權的。

聽眾：這個名稱我就是不瞭解，甚麼叫做第二種忠誠，我從來未聽過這個名詞，

羅公：要尋他的來源才得。

聽眾：這本書是誰寫的？劉賓雁？

羅公：講回來，第四，「末那的所依。」「所依」兩個字，Edward Conze譯作

support。

凡是一件東西起，一定要有一個「緣」，即是條件，支持它才可以，這就是支持

它的條件，就叫做「所依」，「依者仗托義。」要靠它，要托它，「識之生起，需有

所仗托，」「此所仗托者」就叫做「所依」。「諸識皆有三種所依」，不論那個

「識」都要具備三種「所依」。

9



第一就叫做「因緣依」，「因緣」即主要的因素，亦名叫做「種子依」，即是

「識」的自己的「種子」，當它未起的時候就藏在「阿賴耶識」裡面，它起到時候叫

做「現行」，「現行」就叫做「果」，「能生現行的種子就叫做因緣依」，叫做「因

緣」，我們叫它做「因緣依」。

第二叫做「俱有依」，「有」就是存在，「俱」就是同剎那、同時，同時存在

的，叫做「俱有依」，又名叫做「增上緣依」，「增上」者，當扶助他，令到他的威

力增加向上那樣解，而「俱有」者，謂每一個「識」的根。

例「如眼識所依的眼根，乃至到賴耶所依的末那」，這個都是同時存在的，此所

依的根與它的「識」，它的「根」與「識」，由他的根所發出的「識」，一定要「俱

時存在」的，「俱時」即是同時的，故名「俱有」。

然「增上」者，於「識」有輔助力，令它能夠生起，所以叫做「增上」，一切

「識」與「心所」如果沒有它所依的「根」，一定不得起。故此「俱有依」一定要具

備三個意義的：第一是有力輔助它的；謂於「識」生起有輔助的力，第二是要親，

「親」者即直接，能夠直接影響那個「識」的，間接的不算；三、就要「內」，一定

要在眾生的身體裏面的，要具備三個意義然後才能叫做「俱有依」。

第三是「開導依」，又名叫做「等無間依」，即是在它出現之前讓位給它的那個

「緣」，「等」者，就是連續、「無間」就是中間沒有東西阻隔，「謂開避處所」，

「處所」即是甚麼？即是那個 space 或者 place，以「開避」可以避開他的，可以引

起後念，後念的心、心所，令它起，那個前念的心，就叫做「開導依」了，「每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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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一剎那中不得(有)二體並起」，譬如「眼識」起，只能夠有一個「眼識」起，不

能夠兩個「眼識」一齊起的，你說，我兩隻眼豈不是兩個「眼識」起？其實都是一體

的，不是兩個的。

它的兩個現行的位置，然後後念的「識」才可以起，所以就叫做「等」，又叫做

「無間」，「言等無間者，是前後等齊，」「前後等齊」你不如將「等齊」兩個字改

成「連續」更好些，連續的，「中間無間隔之意」。

好了，你說這樣，我現在正在想事情，忽然間我打瞌睡，又沒有做夢，一睡就睡

了一個鐘頭(一小時)，第二個鐘頭醒了，第二個鐘頭醒的時候，那個「等無間依」是

誰？一個鐘頭前的「意識」，是嗎？中間的沒有間隔嘛！不是一定要黐實的，中間無

間隔就可以了，所以當你(死了)，你修「無想定」，死了之後你生無想天，壽命五百

劫，你一出定的時候再投生，中間經過了五百劫，五百劫後你的「意識」起了，你的

「意識」起的時候有沒有「等無間依」？有。

五百劫前的那個入定前的那個「意識」就是「等無間依」。中間無間隔就可以

了。接著總結它這一段了，「第七識」，以「賴耶」所攝藏的那個「末那」自己的種

子做「因緣依」，它的「因緣依」是它自己的「種子」，被「末那」攝持住，不是！

被「阿賴耶識」攝持住，「以現行的賴耶為俱有依」，是它的「阿賴耶識」做它的

「根」，以前剎那它自己的「識」做「開導依」，這樣就得到一個表：「末那」所依

有三種：一種「俱有依」，是「阿賴耶識」；一種是「因緣依」，是它自己的「種

子」；一種是「開導依」，是它自己前剎那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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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設了兩個問答，第一個問答，問：「賴耶的所依」又是甚麼？「末那識」

的所依是「阿賴耶識」，是嗎？「賴耶」與它的自「種子」，與它前剎那的自己的

「識」，「賴耶」的所依以前是沒有講的，是嗎？現在這裡補講了，答：「賴耶以末

那做俱有依」，為甚麼？因為「阿賴耶識」倒轉頭以「末那識」做「根」，以「賴

耶」自己的「賴耶種子」為「因緣依」，以前剎那自己的「識」，「阿賴耶識」做

「開導依」，這樣「第六意識」與「前五識」的三種依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第六意

識」以甚麼作「俱有依」？你答我，胡麗麗你答我。「第六意識」以甚麼為「俱有

依」？

聽眾：「末那識」。

聽眾：「末那識」。

羅公：對了！以「末那識」為它的「根」。以甚麼為「因緣依」？

聽眾：以「賴耶」。

羅公：「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末那識」(應是「意識」)的種子。「開導依」呢？ 

聽眾：前剎那。

羅公：前剎那的「末那」(應是「意識」)。「第六意識」就是這樣了，「前五識」我

用「眼識」做例子，譬如：現在我一開眼看見紅色，看見紅色的「眼識」，它

的「俱有依」是甚麼？江漢林你答我。

聽眾：「賴耶」。

羅公：眼、我的「眼根」，是嗎？它的「因緣依」呢？我看到紅，這個看到紅的「眼

識」的「因緣依」是甚麼？

聽眾：「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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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種子」，「眼識」的「種子」，「見分」的「種子」，它的「等無間依」

呢？我現在看到。

聽眾：它的「自識」。

羅公：甚麼的「自識」？

聽眾：「眼識」？

羅公：「眼識」，「自識」 當然一定是「眼識」，「眼識」 是甚麼時候的「眼

識」？是明天的「眼識」嗎？

聽眾：前剎那的「眼識」。

羅公：前剎那的「眼識」。如果我睡著了覺，睡了八個小時，就是八個鐘頭之前的

「眼識」。中間無間隔的。那麼「眼識」是如此，「耳識」明白了嗎？「鼻

識」、「舌識」、「身識」，明白了？

我現在再問：「晚近研究生理學和醫學者，已經證明人類的腦神經對於心意的作

用有大的影響力，何故不以腦神經為意識的俱有依呢？」是「俱有」的，為何不這樣

講呢？不行的。因為這個「末那識」是甚麼？

在佛教來說，它死了還「起」的，但是死了之後腦神經就已經壞了，是嗎？「而

必曰末那為意識的俱有依耶？」「答：佛家言意根，」〔關於〕「意識」的根，佛家

有四種說法，第一種，小乘有一派叫做上座部，就是「以胸中的色物」，「色物」即

是物質，即是心臟，為「意根」，「此雖不及今人言腦神經者之精」，「但以意識所

依之根為物質的則同。」這是第一說。已經被我們否定了。

第二、小乘餘部，即是上座部以外的其餘各部，「以無間滅(的)識為意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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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的講法，是嗎？「等無間依」，說它這個就是「意根」，「等無間依」就是「意

根」，這是小乘的講法，這種講法是小乘裡比較好一點的講法。

第三、《攝大乘論》，這本是大乘唯識宗的書，除了無間滅的「意識」之外，它

除了承認小乘的「無間滅意識」之外，復建立一個「末那識」，再加一個「末那識」

在那裡，於是「意根」就有了兩個了，一個就是「無間滅」的「意根」，「等無間

緣」，一個就是「末那識」，就變成了有兩個「意根」了，這樣講得好一些了，但是

仍然是比較混亂，搞了兩個出來。

第四、《識論》，即是《成唯識論》等，就只肯定「意根」是「末那」而已，那

個「無間滅識」是另外一種，「今依識論，」現在我這本書是依據《成唯識論》，就

「唯以末那為意根」；只是以「末那識」為意根，腦神經是怎樣？「雖非根，然是重

要的增上緣」，所以我們都承認它是重要的條件。無間滅的「識」是「開導依」而

已。

但不是「根」，不是同時存在，《攝大乘論》說的有兩個「意根」又如何？

「《攝大乘》兼取二種意根者，」就是由小乘至大乘的過渡時期的學說兼容並包而

已。實在嚴格的批評就只有一種，就是「末那識」。

所以得到這個表，「意根」小乘與大乘講法不同，小乘上座部「胸中的色物」，

肉團心是意根，現在這些醫生就是「腦中的色物」，是嗎？腦殼中的「色物」，小乘

的其餘各部，以「無間滅」的「識」做「意根」；大乘就不是了，大乘過渡時期的學

說，就是「無間滅」的「識」，加上「末那識」，最後唐三藏那些人的正義就是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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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菩薩所說正義，只有一個「末那識」是意根。現在我們就用這個所謂「正義」

者，是指唐三藏傳回來的講法。這一段難不難？「末那識的所依」。難不難？江漢

林？

聽眾：都幾難。

羅公：我知道。難不難？Pauline Ma 你聽得到嗎？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我要回家再看看才得。

羅公：她說什麼？

聽眾：她說她要回家再看看才可以。

羅公：都要回家再看看。聽不聽得明白？蔣瑞新？

聽眾：明白一些。

羅公：明白一些嗎？你們回去要看一看才行，還要即晚看才行，隔兩日才看，你們就

吃力很多了。你聽得明白嗎？

聽眾：只是一點點。

羅公：嗄？

聽眾：只是一點點。

羅公：一點點嗎？你已經聽了很久了。

聽眾：因為我蠢嘛！

羅公：你回去不看。

聽眾：有看。

羅公：有嗎？要看才行。

聽眾：我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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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袁美琴你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只是明白一點點。

羅公：都是明白一點點而已。你們，我教你看吧，我今天講了這些，你今晚會一定要

看一看，不明就罷(算了)，記住，你今晚看完之後，你又由開始再看看，由第

一頁去看，看一些，第二次我講了另外一些，你又回去又看那些，看完之後接

著又從開頭那裏一路接著下去，一方面就溫習舊的，一方面就是新的，漸漸地

你就全部都明白了，因為何解？你不要說不明白，是你自己內部的障礙，我講

給你聽，不是真的我能夠講給你聽，我只是「增上緣」而已，我只是「增上

緣」而已，而是什麼？我的「增上緣」引發你自己的「阿賴耶識」裏面那些

「意識」的種子，引它出來，等於釣魚，我所講的東西就是釣魚的那個魚餌，

而已，那「魚」在你自己的心裏面，是嗎？

聽眾：是。

羅公：你信不信？

聽眾：我信。

羅公：你說「仁義道德」不是聖人教你的，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是的。即是說什麼？

當你做老師的時候，你不要你以為你很了不起，將學生教出來，不是你教的，

而是你做什麼？你做一個花王去種花、淋水，他自己的花的種子在他那裏，不

是在你處，我們叫做接生婦，你明白嗎？那個老師就像做那個接生婦，那些

「穩婆」，如果那個不是孕婦，沒有仔女的，你接生婦接來接去都是接不出

的，真的，一定要是她自己有才可以。所以你看多兩次你自然就明白了，何

解？你那些種子自己抽出來。

聽眾：羅公，我想問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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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我想問一問。

羅公：哦。

聽眾：這幾個「所依」，為什麼每一個名稱搞成兩個？會令人的頭腦有些混亂。

羅公：確是。

聽眾：好像那個「因緣依」又叫做「種子依」，「種子依」就是「種子依」，「因緣

依」就是「因緣依」，它一開二，搞到人腦子裏面就有些亂，是嗎？第二個

「俱有依」、「增上緣依」，何解「俱有依」就「俱有依」就好了，為什麼又

叫第二個做「增上緣依」呢？所以唯識有時一個名稱就變了兩個，一開二、開

三搞到頭腦混混亂，這我是有膽講的，是嗎？

羅公：無錯，是呀。但是其實是不能不如此，何解？因為他「因緣」兩個字是小乘，

由佛講的小乘經一路講到小乘各派，你大乘就重新執起來，就說是「種子」，

我現在講的「種子」就是你們所講的「因緣」了，他要這樣的，如果不是這樣

講，還要解釋什麼叫做「因緣」了，他會問你，對呀！你現在講「種子」，那

我們講那些「因緣」是什麼？所以又要重新解釋，所以就要解出兩種東西出

來，現在一筆省落去，我現在講的「種子」，就是講你的「因緣」，其實就是

我所講的「種子」了。他這樣。其實他已經省略了，省略了一筆，是，我們今

天仍然有這些麻煩，但是他已經省卻了很多麻煩的了。

聽眾：初初學是很難的。

羅公：初學的人要有耐性，如果沒有耐性，即那類人那個緣份不熟，自然就淘汰掉

了，很多人就淘汰出局，那位誰？那個很緊張的譚太太，現在都沒有音訊了，

有沒有人見到見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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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無。

羅公：又說學打坐的那個譚太太。

聽眾：好像去了星加坡，不知回來沒有？

羅公：去了新加坡嗎？

聽眾：好像去了星加坡，不知回來沒有？

羅公：她很難講，同是香港大學畢業生，她是香港大學畢業的，Elsia 又是香港大學

畢業的，何解 Elsia 就聽得明白，她就聽來聽去，都不明白。就俾王聯章那些

那麼淺的文章給她看，她也是沒辦法看得明白。王聯章也是香港大學畢業的，

可能王聯章比她還遲畢業都說不定，為什麼王聯章卻可以寫書呢？她就連看都

看不明白呢？很難說，這就是因為「種子」不同了，「種子」不同了，「種

子」不同了。

聽眾：所以羅公你就強調「種子」是很重要的，是嗎？

羅公：是很重要。現在的人說那條命，同遮不同柄，同人不同命，是嗎？就是什麼？

那條命就是那些種子的排列而已！種子的 arrangement，命就是種子的排

列，所以唯識講命，

你問：什麼是命？命不就是種子嗎？你的種子的排列定了，命能不能改變？就看看種

子排列能不能改變，可以改嗎？可以改的，是用什麼做發動力去改呢？最有資

格去改變種子的排列就是智慧，是嗎？智慧去領導。

聽眾：是不是 Edward Conze 說什麼 wise attention，就是那個作意，

羅公：那個作意力去引出那個 wisdom(智慧)，你說樣樣都排列，是不是「命定」

的？很簡單的，很多人很執著，那樣豈不是命定？佛家，唯識就說，非「命

定」非不「命定」，為什麼非「命定」？你用智慧去觀察：覺得不能做，你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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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勒馬，一念你臨崖勒馬，就會不用死了，就是智慧。

你說：你豈不是這樣就無「命定」了？但又不是，何解？你都可以說都有「命定」也

得，那「命定」為什麼又會改變？「命定」種種都是要「命定」，記住，有一

種不受「命定」支配的東西，命定在那裏，所有都是「命定」，「命定」的東

西，A 又「命定」、B 又「命定」、C 又「命定」、D 又「命定」，全部都是

「命定」，還有一種 F 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不聽話的「命定」，不聽「命

定」話的「命定」，不「命定」都是「命定」，「命定」有一種「不命定」，

這樣就摧毀你的「命定」了，所以你說「命定」不對，非「命定」也不對，是

嗎？就好像介入了辯證法那樣了。矛盾的統一，每一種東西都有矛盾的成分

在。

聽眾：即是《了凡四訓》？

羅公：嗄？

聽眾：即是《了凡四訓》？

羅公：《了凡四訓》啦！都是因為一念的智慧而已！這樣，自己的智慧可以得了。第

二，「命定」，我們計算「命定」，只是計算了自己「阿賴耶識」的排列而

已，還有外在的計算不了，怎樣外在的計算不到呢？你過去幾多劫之前，與一

個；假設這樣，你與阿彌陀佛是有緣的，有多少 (一些)緣，但是已經很格外

了，阿彌陀佛即是雖加持你，佛整天加持住我們的，是我們接受不到，就等於

電台整天播出曲子的音樂一樣，我們的收音機沒辦法收到，是嗎？而不是他不

播，只是你收不到而已，你收不到就怎樣？你收不到就怎樣？剛好你的媽媽，

是嗎？你媽媽不知什麼緣故，她整天走去念阿彌陀佛，而她請阿彌陀佛加被

你，請阿彌陀佛加披你，阿彌陀佛的加被力透過你媽媽，加被你媽媽，令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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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去一去你那裏，去了你那裏，就令到你有意無意之中，他與你媽媽講話的

時候，偶然間，當你很辛苦的時候，你媽媽叫你：你都是念一下佛啦！聽話

吧！你跟住我念吧！他一念就透過阿彌陀佛的加被力，就在那裡攝入、介入了

你那裏，這就是外力。

聽眾：但是那個外力會不會又是「命定」呢？

羅公：嗄？外力也是「命定」的，因為「命定」裏面是有一種「反命定」的，那種反

「命定」令到你「命定」都不能「命定」，這樣即是沒有得「命定」，是嗎？

又不是完全沒有得「命定」，你想想？

聽眾：即看你「反命定」強不強？

羅公：如果庸碌的人就「命定」強，聰明才智的人就「反命定」強，越「反命定」，

即是我們的「第八識」裏面的「有漏種子」是「命定」的，那些「無漏」種子

就最反「命定」的，一念「無漏」種子起，全盤數目就不同計法，這個水流是

這樣流法的了，剛好有個百厭仔，丟了一個仙士(cents)下去，丟下去，整個

水流就被他搞亂了。所以外在的，即是這樣，這個結論是非「命定」非不「命

定」，非有佛的加被，非無佛的加被，是嗎？加被亦非可能，亦非不可能的

事，但是凡是你講出的都是不妥當，都是講不出的，所有都是「非」。好了，

休息一陣。

聽眾：羅公，可不可以用修行來改變？

羅公：嗄？

聽眾：用修行能不能改變到命？

羅公：修行就是智慧。

聽眾：即是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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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可以改變。可以改變。

聽眾：《了凡四訓》就是了。就是要修行，改變小朋友的「命定」。

羅公：丁五，講這個「末那識」以什麼為它「所緣」的「境」，「所緣」的「境」，

「所緣」即是「境」。「所緣境」即是 object。「所緣」的東西有兩種的，

一種是親的、直接的，一種是疏的，這樣，「末那識」它的「所緣」是什麼

呢？

我們先看看：「眼識」的所緣境就是顏色，「耳識」的所緣境是聲音；「鼻識」

的「所緣境」是香臭；「舌識」的「所緣境」是味道；「身識」的「所緣境」就是什

麼？就是輕、重，冷、暖等等。「意識」的「所緣境」就不知幾多，什麼都可以了，

是嗎？連真如它都可以緣得到的，「意識」有形無形的它都可以緣的，最闊的是「意

識」的「所緣境」了。

「末那識」的「所緣境」是什麼？現在就研究它了。在未講它之前，就先看看

「阿賴耶識」的「所緣境」是什麼？「阿賴耶識」的「所緣境」是哪幾種東西呢？有

幾種的，第一種，「種子」，是嗎？第二種、「根身」，第三種、「器世界」，這幾

種。

「末那識」的「所緣境」是什麼？就是那個「我」，是嗎？整天緣住那個

「我」，但是那個「我」根本就是沒有的，哪裏有個我呢？所以那個「我」，所以那

個「我」是什麼？只是一個影子自己的心創立的、是主觀創立出來的影子而已。

那個實際的所謂「我」是什麼？唯識家就說那個「我」是甚麼？就是有一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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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那種東西連續不斷的、好似有一個我自己那樣的，好像靈魂、好像我的那種東

西，綿綿不斷的有一件東西，那件東西是什麼來的？

那件東西就是「阿賴耶識」來的,即是說「末那識」它用「阿賴耶識」做它的所

依的「根」，是嗎？「俱有依」，同時它又會回頭緣著那個「阿賴耶識」，就將「阿

賴耶識」當作是它的間接的、indirect 的所緣的 object，就在那個 indirect 的 object

之上，自己主觀變起一個影子，那個影子就是自己，「我」，明不明白？這個就叫做

「帶質境」，「帶質境」。明白嗎？它的「所緣境」是兩重的，是嗎？

第一重就是它自己主觀，托本質變起一個幻像叫做「我」，變起一個幻的 idea

叫做「我」，那個「我」後面就有一種真的東西，那種真的東西就是綿綿不絕的、一

個我們的生命，這就是「阿賴耶識」，即是說它是兩重 object。一個 direct，一個

indirect，那個 direct 是它幻變出來的我，indirect 的就是那個生命了，我們的生命

了，那個「阿賴耶識」，明白嗎？它以「阿賴耶識」為所緣，是嗎？

但是「阿賴耶識」，有人說「阿賴耶識」是一個的，渾然一體的，有人說「阿賴

耶識」分為「相分」、「見分」的，有人說「阿賴耶識」分為三分的；「相分」、

「見分」、「自證分」的。亦有人「阿賴耶識」分為四部分的，「相分」、「見

分」、「自證分」、「證自證分」。

如果「阿賴耶識」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就不用講了，就是「阿賴耶識」了，是嗎？

但是「阿賴耶識」你說它渾然一體，理論上就說它是如此，說它是渾然一體，其實我

們分開是可以見到很多東西的，所以我們就折衷辦法，渾然一體的我們不理它，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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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分的，「相分」、「見分」，「自證分」與「證自證分」就不過是將那個「見

分」將它來劃分而已，這樣到底它是攀緣「阿賴耶識」的「相分」，說它是「我」？

抑或是攀緣住「阿賴耶識」的「見分」說它是「我」呢？

「阿賴耶識」除了「心王」之外還有什麼？還有五個「心所」的，一個「觸」、

一個「作意」、一個「受」、一個「想」、一個「思」，哪他又是否會攀緣那五個

「心所」當它為「我」呢？問題就是這樣，現在就要研究了。以微細就是這樣，我們

從來未曾思考過的，現在叫你們想了。

如果叫你，孔夫子教人，第一就要學，第二就要思，如果現在要你思，我估計你

思三晚，你都是思不出什麼來的，是嗎？所以我們不如學了，看別人思的結果是怎

樣，我們去批評，與其我們整日自己去煮菜食，就不如叫一桌酒菜，看中意(喜歡)食

哪一味就食哪一味，是嗎？所以孔夫子說：我曾經試過整晚、整天去想，但是結果結

論就是不如學一小時更好一些，所以我們又要思又要學，但是兩者比較，學就比思緊

要。是嗎？

如果禪宗就叫你不用學的，思就得了，我說它害死人！禪宗害死人！你說，你又

踢禪宗一腳？不是，因為我就蠢蠢地，所以我不學它，我不是踢它。如果你是一流聰

明，像六祖那樣聰明的，你就可以去搞，但可惜你不是，是嗎？你現在看看，我們

學，看看人家怎樣講。

你看看，「末那一切時」，即是任何時間，一切時，緣，「緣」即是攀緣了，了

解，「緣」一個「阿賴耶識」，這一種這樣的講法就是自慈氏以來，「慈氏」即是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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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佛，自從彌勒講《瑜伽師地論》以來，都無異說的，大家都承認的，「但末那緣賴

耶」，到底是緣它的「心王」抑或是兼緣它的「觸」、「作意」、「受」、「想」、

「思」五個心所呢？只是緣它的「心王」抑或兼「緣」它的五個「心所」呢？

彌勒菩薩沒有說的，叫我們去思，「為唯緣見分」抑或是「兼緣相分」？彌勒菩

薩又沒有講。是嗎？所以他又要我們去思了。「為唯緣現行的識」抑或兼緣它的「種

子」？彌勒菩薩亦沒有說。

這樣因為他沒有講，所以那些菩薩就去思了，思的結果就有很多種答案了，到底

哪一個答案可靠呢？別人思了我們去學，即是等於別人就找那班專家去做菜，看看哪

一個最善於整鮑魚片，就叫他整鮑片，哪一個最擅長煨魚翅的就叫他去煨魚翅，叫他

們會齊在哪裏，讓我們去吃，品評，嘗嘗哪一味好，所以學比思妥當就是這個原因，

思是很苦的，有時苦完之後還沒有功勞，那時你就慘了。

別人的答案歸納而成為四種解法，第一難陀，一個很古的論師叫做難陀，難陀

等，他說，「末那緣第八識的心王」，就「執第八識的心王」說它是我，這個

「我」，又兼「緣」「第八阿賴耶識」的五個心所，「兼緣其心所」，執它為「我所

有」的附屬作用，我所有的東西，叫做「心所」，這樣，因為「心所」不離「識」，

有「心王」就一定有「心所」的，你「緣心王」就一齊「緣心所」了。其實很順了。

但是這裏有一個缺點，「阿賴耶識」是機械的，它怎會分這是「我」或者係「我

所」？只是盲目的衝動攬住它就說它是「我」，是嗎？聽不聽得明白？這樣，這一說

就有修正的必要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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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說，那個人叫做火辨，火辨等，不止他一個，是那一派，他說：「末那緣第

八識的見分」，雖然是「緣」它的「心王」，但只緣「心王」的「見分」而已，就

「執阿賴耶識的見分為我」，亦兼緣它的「相分」，執著它的心王，不是！

執著它的那個「阿賴耶識」的「相分」說是「我所」，「我所有」的特殊的附屬

物，又是不通；「阿賴耶識」怎會分得出這些是「我」，那些是「我所」呢？是嗎？

「相分」、「見分」兩「分」其實都是一體的，所以它一緣那「相分」就兼緣「見

分」了，它緣那「見分」就兼緣「相分」了，這是第二個，又有修正的必要了。

第三個安慧，安慧等說：「末那」緣那個現行的「阿賴耶識」，執這個現行的

「阿賴耶識」為「我」，就是緣「阿賴耶識」的「種子」，執它的「種子」為「我所

有」的東西，因為「現行」與「種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緣」它的現行就

一定兼「緣」它的「種子」。

又有缺點，如何劃分呢？是嗎？「阿賴耶識」是機械的，這樣三種說都不是很妥

當，但你說我們要修正它就很難的，很可能是想一個月也想不通，你看護法如何修正

它。

四、「護法總非前說」，「非」即是反對、排斥，護法總排斥，將前面三種講法

都排斥了，三種都不對！他說什麼？「末那但緣阿賴耶識的見分」，即是不「緣」

「阿賴耶識」的「相分」的，只「緣」它的「見分」而已，何解呢？他說「緣」它的

「相分」，就執那個「阿賴耶識」的「見分」說它是什麼？執它為「內我」，自己

「內身」的，不是在外面的「我」，何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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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是因為，因為「賴耶」由無始之始一路到現在以來都是「一類相續」

的，「一類」即是前後都是一樣的樣子沒有改變的，大家都是「無記」性的、一類

的，相續的、連續的，每一剎那都是連續的，一生一滅，連續的，因為它連續不斷，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是「常」，好像是不變，其實是正在變的，又此一，好像得一連串

那樣，其實它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第二個剎那就第二個剎那的「識」起，似「常」

卻不是真的「常」，似「一」不是真是「一」。

「恆與一切行為所依」，而且它是常常都被一切「行」、一切有為法所依的，何

解？因為一切有為法都是由「種子」變出來的。而那些「種子」藏在它那裏，所以它

是一切有為法的所依，就這一點來說，好像它是主宰，它就是上帝那樣。好似是主宰

那樣，所以似是主宰，由「見分變境，作用顯著」，而那個「見分」它「因緣變」，

「變」出的「境」，「眼識」只是變顏色，「耳識」只是變聲音等等，很簡單，它就

不是了，變什麼？變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很複雜的，它作用非常之顯著，很像真

正有一個「我」那樣，所以它「阿賴耶識」的「見分」，攀緣「阿賴耶識」的，不

是！那「末那識」攀緣「阿賴耶識」的「見分」，執它為「我」。這就解決了很多問

題了，是嗎？

我們想，我什麼都不用想，他都替我們想好了，學唯識宗的好處，他(論師們)替

我們想好了，學禪宗就什麼都是我們自己去想，自己去想是苦事來的，那裏好的過

〔論師們想？〕，自己上山走路，柱著拐杖一路捱，那比得上坐住轎一路上去？四個

抬轎人替你抬，你幸福些，是嗎？騎在那四人之上了，學東西就騎在別人之上那樣

解。好了，下面我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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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說中，以護法之說為勝。」即是說，是「緣」「阿賴耶識」的「見分」，是

嗎？不「緣」「相分」，何解？「末那」之所以不「緣」「阿賴耶識」的「心所」，

它不「緣」它的「心所」的，只「緣」它的「心王」，因為何解？那個「我」就好像

是一個，如果「心所」也「緣」，就變成「緣」一堆東西了，是嗎？

所以，而「心所」有多個，所以不「緣」「賴耶」，所以不「緣」「賴耶」的

「心所」了。好了，何解不「緣」「賴耶」的「相分」呢？就是「以彼相分」又分為

「有根身」；又分為「器世界」，又分為「種子」這麼大堆東西，並不只是一種東

西，所以不似那個「我」，所以「不緣賴耶(的)相分」了。那「緣阿賴耶識」的「自

證分」或者是「證自證分」可以嗎？「所以不緣其自證分及證自證分者」，「以自證

分等」，自證分與證自證分，「等」就是「證自證分」，「唯是見分的內(部)作用」

而已，是假立的。假立分開的。是「與見分同一種子而生」的。

同時「作用微細難知」，我們縱使講，也只是得個「講」字，所以我們就說它

「緣阿賴耶識的見分」。不「緣」它的「相分」亦不「緣」它的「心所」，明白嗎？

是不是護法的比較好一些？是嗎？如果你說都不好，那就麻煩你去想一個比他好的。

進步嘛！學問要進步的。是嗎？可以的，你可以想的，因為何解？這些論師 (一

班人)之中最老資格是火辨，他是世親菩薩的朋友，最老資格的，他的師叔的講法，

他自己講過，安慧的師兄弟難陀，他又不同意他師兄的講法，他又自己講過，而護

法，護法是安慧的師侄，他就不理你那麼多，他說古代的那些人講的，他把那些缺點

舉出來，把你的優點取出來综合，我講到這裏，我就教你們，這是我們自學的方法，

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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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別人有講的，就把別人的講法結論排列，(自己)自己判斷，是嗎？等於我

們去公司買東西，所有的東西拿出來，譬如我想買手袋那樣，所有手袋拿出來給我

揀，這個這裡不好，不要；那個那裡不好也是不要，揀這個缺點最少的，我現在就買

這個，就用這個方法，那個也不好，我就要唯有買另外一個，是嗎？看你沒有錢了，

沒有錢了你就買一個算數，是嗎？即是看你的力量，有無能力創造一個新學說。

你又可以這樣，我暫時先買這個，等到我賺到錢了，我再買另外一個，即是我現

在先暫時接受你，我將來發現更有優點的，我就用另外一個，做學問就是要這樣，這

樣才有進步。「所以不緣」。這個就講完了，是嗎？

作用微細難知，再問：「末那惟恆審思量」，「恆」者連續不斷的意思，「審」

就是很微細，很微細那樣來思量那個「我」的情況，就「不緣別相耶」？他還緣別的

東西嗎？這又是一個新的問題了，答：這就要分開了，看看我們是「有漏」抑或「無

漏」了，「有漏」者是未成佛之前，「無漏」者成了佛之後，如果成佛之前有些什

麼？完全「有漏」的就是「見道」前，有時「有漏」有時「無漏」的，就是「見道」

後的那十地菩薩，明白嗎？佛就是完全「無漏」的，「在有漏位」，「位」即是階

段，在我們修行的時候仍然是「有漏」的階段，那「末那恆審思量我」的相狀，整日

這樣的。

「初見道」之後，那個「末那」怎樣？不覺得有「我」了，是嗎？「見道」的時

候那個「根本智」出現證真如，就反而覺得無那個「我」了。「亦思量無我」，但是

一出定它又重新有「我」了。故「末那」的名稱是通乎「有漏」與「無漏」，如果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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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就幾時(任何時候)都「無我」，如果未能夠成佛，就入定就覺得「無我」，

出定的時候就覺得有，這樣就解了一段了。「末那以賴耶的見分」做它的「所緣

境」。多講一段好嗎？

聽眾：好。

羅公：丁六：「末那」相應的諸「心所」。凡「識」都有幾個「心所」與它相應的，

那個「末那識」是哪幾個？依《識論》，依據《成唯識論》，「末那恆與十八

個心所相應」的，哪十八個呢？數了，第一、「我癡」，「癡」即是「無

明」；那種「無明」的衝動，「無我」卻偏偏覺得有一個「我」，「我見」、

即是那個惡的慧，用那個 wisdom，那個慧去推求，搞錯了，「無我」偏偏推

出有「我」，「我見」，那個「我」即是智慧的推求，叫做「見」；因為執著

有「我」，所以起了一個「我慢」，又因為執著有「我」之後就整天愛著那個

「我」，有個「我愛」，這四個煩惱心所。這就已經四個了。還有五個「徧行

〔心所〕」，「觸」等五個「徧行心所」，「觸」、「作意」、「受」、

「想」、「思」。這樣就九個了，除了這九個之外還有什麼？「惛沉」，即是

懵閉閉的惛沉，如果不是「惛沉」就很清楚了利，怎會白白「無我」執著「有

我」？顯然是有問題嘛！「惛沉」。「掉舉」。即使不能冷靜，那個心整日不

能冷靜，如果是冷靜的他看得清楚，他就看得不清楚；「不信」，即是沒有澄

清的信念，「懈怠」，對於這不對的東西他勤，對於好的東西他懈怠「放

逸」，「放逸」是怎樣的？對應除的惡不能夠去除，對於應修的善他不能夠去

修，「失念」，忘記，對於好的東西忘記；「散亂」，精神不能集中，「不正

知」，見解錯誤，這八個「隨煩惱」，有幾多個？總共 1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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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只有 17 個。

羅公：十八個，是嗎？

聽眾：17 個。

羅公：四加五就是九；九加八。

聽眾：17 個。

羅公：十七個而已，何解呢？

聽眾：「別境中慧」，下面還有一個，

羅公：是、是，沒有錯。以及「別境」中有一個「慧心所」，其實只有 17 個，何

解？那個「慧」不就是那個「我見」？是嗎？那個「見」是用智慧去推求嘛！

不過「無我」它推出有個「我」，推錯了而已。所以說十八個，其實不夠十八

個的，只有十七個，是不是只有十七個？又不是，還有，你看看，「然此十八

(個)心所中」，「我見即是別境中慧心所的妄執有我」的那種「慧」， 那種壞

的「慧」，這樣即是少了一個了，是嗎？「放逸」、「失念」，「放逸」是什

麼？你看看前面？無貪，不是！「貪」、「嗔」、「癡」和「懈怠」，四種東

西合起來就叫做「放逸」作用，即是沒有「放逸」的，這樣即是十七個，〔其

實〕只得十六個，「失念」、「失念」就是那個「念心所」而已，當那個「念

心所」起，而又有個「無明」與它一齊起的時候，就影響到那個「念心所」不

清楚，就會「失念」了，即是「念心所」來的，那就怎樣？十五個了，是嗎？

還有一個「不正知」，看東西看不清楚，「不正知」，「不正知」是什麼？又

是「慧」來的，壞的「慧」來的，這即是什麼？十四個了，這幾個假的是沒有

「種子」的，是一種很特殊的分位來的，「今並廢之」，廢了它，不要這幾

個，「故末那唯與下列」的十四個心所相應，哪十四個？「觸等五(個)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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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切識起定有此五心所相應故。」「觸」等五個。二、別境中的慧心所，

「此慧俱生恆續，唯緣賴耶之見分妄執為我，不緣他事，故名我見，又名(叫

做)薩迦耶見」。這裡明不明白？明白了嗎？第三、「煩惱中貪、痴、慢」三

個都有了，「我愛」，「愛」就即是貪，我貪，「慢」，煩惱中的「貪」，我

貪，「我見」、是嗎？「我慢」，那個「貪」與「癡」與「慢」這三個，這個

「貪」唯於我，「唯於所執的我，深生耽著」，即是「愛」了，「不貪別

事」，所以故名「我見」。

聽眾：「我愛」。

羅公：這樣，即是「此癡(就)迷無我理」，對於「無我」的道理不明白，於是就迷懵

懵，所以「癡」與那個「我見」是相應的，所以叫做「我癡」，此慢，就「恃

(住 )所執之我，而倨傲高舉，」所以叫做「我慢」，這樣就有「貪」、

「癡」、「慢」三個煩惱與它相應。第四、「隨煩惱」中有個叫做「惛沉」，

一個叫做「掉舉」，一個「不信」、一個「懈怠」、一個「散亂」，這五個都

有自己的「種子」的，就「因為末那性是染污」，故此五個「煩惱」，五個

「隨煩惱」一定與這個染污心相應。所以一定有「惛沉」、「掉舉」、「不

信」、「懈怠」、「散亂」這五個，這樣，由於「我癡」、「我見」、「我

慢」、「我愛」這「四個心所恆與末那」相應，所以向內，就是在自己的生命

裏面，就令到那個「第八識煩擾混濁」，因此而「不得轉成無漏」了。對外令

到「前六識恆成有漏」，整天都是「有漏」的，影響到「前六識」，於是「遂

使眾生恆起我見(執)」，「恆起我見」，因為起「我見」，所以就生死輪迴

了，流轉就是輪迴了。就「不能(出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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