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不能出離了。這樣就總共得十四個「心所」。是嗎？這樣就講完了。現在來一

個問答。「問：何故此識與餘心所不相應」呢？點解這麼少呢？「答：欲，唯希望未

遂合」的、「未遂合」的事情我們起了希望，「此識任運緣(那些)與它遂合」的、已

經成功地合在一起的事情，「境」。「無所希望的；」不會起希望的，「故不與欲相

應」。「勝解，(是)印持先前所疑的事及前所未了的事，」現在了〔解〕了，所以就

「印持」了。是這樣。

「此識從無始來，恆決定計我，無需印持；」所以「無勝解。」「念心所」是

「唯記憶曾所習」的事，此識但「緣現前所受(的)境，(所以)不須追憶」的，「故無

有」，所以沒有什麼？所以沒有「念心所」了。

「定心所」，「定」令我們的心專注一種「境」的，這個「識」、這個「末那

識」，「任運唯緣賴耶的見分」，執這個「見分」為我，「無須繫心」，不須要將心

綁在這裡的，「無須繫心，亦不緣異境，」所以無「定心所」。「善心所」的體既然

是「善」就不是染污了，「末那識」就是染污的，「有覆無記」與「不善性」合起來

就叫做「染污性」，所以，它「末那」體既然是染污，故此與「善心所」不相應。

它因為「愛著我」，所以「瞋心所」不能起了，所以無「瞋心所」，「見」就是

「審決」，「推求審決」這件事，它既然整日都審決說有一個「我」，所以它不會有

「疑心所」，「疑心所」亦「無容起」了；所以就沒有那個「疑心所」了。 還有一

個「無慚無愧」，「無慚無愧」都是只有惡的，這個「識」是「無記」的，「有覆無

1



記」，所以沒有這個，沒有這個「無慚(與)無愧」與它相應，還有一個「悔」與一個

叫做「惡作」，「惡作」就是追「悔」前面之所作，以前所作的事，這個「識」就是

任運都是「緣」現在的「境」的，所以不會「悔」，不會後悔先前的東西，「故無惡

作與之相應，」「睡眠心所」就必依住「身心濃重惛昧」與各種「外緣」的力，「外

緣」即是什麼？例如疾病或涼風等等，「有時暫起；此識無始一類相續，向內執我，

不假外緣；(故無煩惱，)故無睡眠與之相應，」這樣，今天就講到這裡，不然太多，

搞不定。

聽眾：多謝、多謝！

羅公：明不白明白？嗄？明白就回到家記得看，你一明白了之後，將來你看佛經就縱

橫無礙，以前的人無解的你就去解，別人講風水你也可以講一份，別人講算命

你也講上一份，「風水」者，就是你的「阿賴耶識」的「相分」而已，是嗎？

你做得好，你的「阿賴耶識」「相分」樣子就好了，你做得不，好硬要買風水

你就衰了！別人會破壞你的。

聽眾：是嗎？

羅公：一定的！我的父親未死就先找一幅好好的地，先整好壽基，說他死的時候記得

把他葬下去，都不知有多好的風水，好了，以為這樣他的子孫一定發達了！發

什麼？發到我現在坐在這裏。

聽眾：你這樣坐很好，好！

羅公：發什麼？它怎樣？誰知起了不夠一年，不夠一年，政府就開公路，開那條去仁

化的叫做廣化公路，去花縣的廣化公路，把我們的青龍首一下子就切斷了，青

龍是為財的，一切就切斷了，好的不靈醜的靈，全部的生意不斷倒閉，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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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不景氣，幾間舖頭全部倒閉，他說會發達的那些不見他發達，他說會衰

落的他又靈的，真是巧合。你說他成世人揀一個好風水，誰知你死了不夠一年

就被人家切斷了你的青龍首。都是無可奈何的，難道政府為你不整那條公路

嗎？你亦沒有力量。

聽眾：舊時是可以買通的。

羅公：得！買通都得。

聽眾：買通那些工程師，挖那條路繞圈，買通那些測量師。

羅公：得！買通那些測量師，得，當你知道的時候人家已經把路開出來了，你才知

道。

聽眾：舊時是可以買通的。

羅公：得，很多可以買通得的。

這樣，「末那於善等三性中屬有覆無記性，」「無記」性有兩類，一類是「無覆

無記」，它本身是「無記」，無所謂善惡，是嗎？亦不會阻止那些「無漏智」的生起

的，這就叫做「無覆無記」，它不會障礙，「覆」就是障礙，另外一種「有覆無

記」，它本身是「無記」，但是它會阻礙「無漏智」的生起的，所以它是「有覆」，

有障礙性的「無記」，「阿賴耶識」就是「無覆無記」性，因為它是「無覆無記」

性，所以它那些「無漏種子」可以在它裏面，能夠相容，「末那識」是「有覆無記」

性，它會阻礙這個「無漏智」的生起的，何解呢？

因為它與「阿賴耶識」不一樣，「阿賴耶識」裏面沒有煩惱、沒有「煩惱心所」

與它一齊起的，但是「末那識」就有四個「煩惱心所」與它一齊起，一個「我癡」、

一個「我見」、一個「我慢」、一個「我愛」，因為有這四個東西染污了它，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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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那識」是被這四個壞東西染污了它，是嗎？所以它就變成了障礙這個「無漏智」

的。所以「無漏智」要起的時候，要將這個「末那識」壓下了才可以。所謂將它壓下

並不是將它「末那識」壓住不起，只是將那四個「心所」：「我癡」、「我見」、

「我慢」、「我愛」四個壓下就是了。

這樣我們讀一讀它：「以此識相應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是染污」的東西來

的， 是「染污法」來的，所以它是有漏，「有覆無記」了，下面我聲明：「此就有

漏位言。」即是說未成佛的階段，「位」是階段，「有漏位」即是未成佛的階段與未

成羅漢的階段講而已，若果成了佛之後，則「有漏」的「末那識」已經斷了，「無

漏」的「末那識」常常現起了，那個「無漏」的「末那識」就是「善性」的了，所以

我們能夠修行修到將那個「末那識」轉變，我們的「末那識」就是「善性」的了。

第八、丁八，伏斷位次。「伏」即是暫時壓低，「斷」就是永遠斬除，「末那在

下述三種分位」，「分位」即是情況，特殊的情況，在下面所講的那三種特殊的情況

之下，就暫時被壓伏，或者永遠被消滅，這三種情況，我們看看這三種情況：第一、

「根本無漏智及後得無漏智現行的時」候，即是我們「見道」的時候，或者見了

「道」之後，修道、練習這個「無漏智」的時候，那種「根本智」一起，「根本智」

是無分別的、無概念的「無漏智」，與後得「無漏智」，雖然是有概念，但是「無

漏」性的那種「後得智」，「根本智」與「後得智」現行出現的時候，這樣，這種

「根本無漏智」與後得「無漏智」的力量很強，就「與此識相應的我癡、我見、我

慢、我愛，任運生故，極微細故，非有漏智」所能斷。

那個「無漏智」一起的時候，即刻就壓伏了它，壓伏了那個「我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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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我慢」、「我愛」，何解它要「無漏智」才可以呢？因為這個「識」，這個

「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它不是說要想它才起的，它自然而然起

的，機械的，任運的，即是「任運」約莫等於英文的那兩個字:一個就是 naturally，

一個就是 technically ，兩個字的意思自然而起的，沒有說有意味地起的，任運而生

的，而且是極之微細的，不是很顯著的，既然是這樣，所以「非有漏智所能伏滅」，

不是「有漏智」所能伏滅，「伏滅」者就是壓低它，令它冷靜了叫做「伏滅」。

「但(是)三乘無漏智則有伏滅之力，」「三乘」即是聲聞乘的「無漏智」起，或

者第二種獨覺乘的「無漏智」起，大乘的「無漏智」起，這三乘的「無漏智」起的時

候就有伏滅之力了，壓伏了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令到它

不能夠起，那時那個「末那識」就不是「染污末那」了，是清淨的「末那」了，何解

會這樣呢？昨天我講的：「即生空無漏智與人我執相違，」「無漏智」中，不論「根

本智」、「後得智」都可以分有大、小兩種，一種叫做「生空」，「生」者，「眾

生」那樣解，即是人，「生空」者，那個「無漏智」能夠「空」了我們這個「人我」

的執著的，執著有個「自我」的，那種「無漏智」叫做「生空」，它一起的時候就能

夠除去了或者壓低了我們那些「我執」的那種智，叫做「生空」的「無漏智」。

第二種、「生空」的「無漏智」一起就與「我」，「人我執」，「我執」有兩

種，一種叫做「人我執」，執著有個人的「我」，一種叫做「法我執」，執著有些事

物，有個實的實體，叫做「法我執」，「無漏智」有兩種，一種叫做「生空無漏

智」，不論「根本智」、「後得智」裏面都分兩種，一種「生空」，一種叫做「法

空」，「觀」一切「法」都「空」的，「生空」的「無漏智」一起，就「人我執」都

被它打壓低了，因為它是相反的，「法空」的「無漏智」一起，就與「法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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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的那種「執」相違了。

所以「生空無漏智」不論它是「根本智」或者「後得智」，只要它是「生空」方

面的，當「無漏智」現行的時候，那種「生我執即伏滅」。「生我執」，即是「人我

執」，執著有個人的自我的那種「生我」的「執」，眾「生」的「我」的「執」，即

刻就被它伏滅。「法空無漏智」現行的時候，那種「法我」執又被它壓到、伏滅。

所以我們「見道」的時候，小乘「見道」就是「我執」被它壓低，所有「我執」

都被它壓低；大乘「見道」不止「我執」，連「法執」都被它壓低，「故此位能暫

伏」，暫時「伏滅染污末那之現行了」。

所以這個階段即是「生空」的「無漏智」或者「法空」「無漏智」起的那個階

段，「此位」，這種分位，即是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就能夠暫時壓伏住那個「染污末

那」，令它不現行，其實你說「暫伏滅」這個「染污末那」，其實即時伏滅那四個壞

蛋而已，伏滅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一伏滅了這四個壞東

西，那個「染污末那」就變成了「清淨末那」了，是嗎？這樣，這種情形之下，「是

末那之暫滅位」了，即是「染污末那」被它暫時伏滅了，是嗎？這是一種情形了，是

嗎？

第二種、「滅定」，「滅定」即是什麼？即是「滅盡定」，「滅盡定」是什麼？

「滅盡定」就是這樣，那些修定的人，當他進入了第四禪的時候，他就起一個

「觀」，怎樣「觀」？「觀」即是這樣，我就要把我們的想，即是把我們所有的那種

概念作用停止它，因為整天搞到我們這樣煩惱，都是因為我們有這些想，那個「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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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想事，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一味不想，一味不想、不想、不想那樣，

在第四禪裏面很靜，很靜地不想、不想、不想，漸漸地心就會越整越微細，初時幾乎

好像半睡半醒那樣，後來繼續不想、不想、不想，就好像睡著了， 那時，那個「想

心所」一不現行，即是連「意識」都停了，「意識」一停，「前五識」一定就跟著也

停了。

就是「前六識」全部停了的那種情況，那種情況就好像死了一樣了。即是就像在

醫院裏面全身麻醉了一樣，那時的身體是怎樣的？體溫還是保存，那個肺好像無呼吸

一樣，只是實在有很微細的呼吸，那個呼吸有很微細的呼吸，幾乎你感覺不到的，肺

裏面那些空氣很微、很微地進了去，進去之後就很微、很微地走出來，那時就有兩種

講法，一種說呼吸全部停了，但是有些人說呼吸是實在未全部停的，〔不過〕呼吸微

弱到普通我們感覺不到，你怎樣可以知道呢？他說你摸落他的丹田那裏，那個丹田是

很暖的，同時你如果有很微細的感覺，那個丹田還是微微地，即是一賬、一縮、一賬

的，有這樣的作用的。所以他還仍然有很微細的呼吸，因為他全身沒有怎樣活動，所

以他所需要的氧氣不用太多，實在仍然是有很微細的呼吸的，這是第二種講法。

第二種講法是西藏人的講法，那些西藏喇嘛說的，說他仍然有呼吸的。這樣，那

種就叫做「滅盡定」，「滅盡定」，你臨入「滅盡定」之前，你先要暗示我現在要進

入「滅盡定」，要自己先說好，告訴自己知道：「我要入兩個時辰我就要出定了」。

這樣，你這樣一說，即刻打了一個「業種子」進去，一到兩個時辰之後，那個「作意

心所」很敏感的，「作意心所」馬上就刺激你的「意識」，令到你的「意識」起，令

到你「意識」重新起來，接著呼吸就重新起，這樣你慢慢地休息五至十分鐘，全身動

一動，你就會像平常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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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身體好的，沒有什麼其他問題的，你可以入到一日或兩日都可以，但是

有些人說十幾日都可以的，有些人說入好幾年都可以的，那些人是誇大的而已，是

嗎？因為一個人的身體不能夠六、七日不動的，一定死的，是嗎？所以如果能夠入得

到的，普通是那些羅漢才能入的，羅漢也不是個個都能夠入的，這樣入這種「滅盡

定」有兩種忌的，第一，天時太熱的時候，很容易出汗的時候，你不要入得太久，

《大毘婆沙論》裏面說，有一個羅漢能夠入了「滅盡定」，他入「滅盡定」由於天時

大熱，入「滅盡定」入得太久，它沒有說久得怎樣，入得太久，他會出定，依時出

定，一出定，出定的時候還是生的，出定的時候很疲倦了，一出定即刻就死了。

一個羅漢。所以它說，《大毘婆沙論》就警告：當你天時太濕太熱的時候，就不

宜久定，我們不要入定入得太耐(太久)，自戕色身，入定入得太久會傷害你的物質身

體。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這樣，入這個定，我能入了很深的定，我什麼都不怕的，濕氣

又不怕，怎樣熱都不怕，不行的，這件事不行的，是嗎？那些人以為我一有氣功，就

怎樣了不得的，不是的，《大毘婆沙論》說，天氣暑熱的時候，不宜久定，自戕色

身，「自戕」即是傷害色身，這種定就叫做「滅盡定」，這樣，「滅盡定」裏面「前

六識」就停了，但「第七識」是不停的，因為何解？因為「第七識」是「第八識」的

「根」，「第八識」就是我們生命的支柱，如果我們的「第八識」一離開我們的身體

斷掉，我們就死亡了。

「第八識」是不能停的，「第八識」不能停即是「第八識」的「根」亦不能停，

即是說「末那識」亦不能停。是嗎？這樣，好了，「末那識」又不能停，是不是入了

第四禪的人在那裏練習「滅盡定」可以練習得到呢？現在我們又要懂得了，「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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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都停了，不是！「前六識」都完全停了，只是剩下第八、第七兩個「識」不停，

是有兩種定的，一種就叫做「無想定」，只是「想心所」不起，「第六識」、「想心

所」不起即是「意識」不起，「意識」不起「前五識」也不起了，「前六識」不起，

但是「第七識」仍然起的，這樣與「滅盡定」有什麼分別呢？

不同的，只有第七、第八識，「前六識」沒有了，停了，那個「第七識」有四個

壞蛋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起的，如果是「無想定」，「第

七識」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仍然起的，「第七識」不停，那

四個壞蛋都不停的，這樣他仍然是凡夫，不會是聖人來的，那些外道都可以入到的，

那些瑜伽，那些 yogi普通都能夠入這種「無想定」的，但是「滅盡定」就不是，

「滅盡定」是那個「第七末那識」裏面的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

愛」，這四個東西壓低的，是不起的，那個「末那識」就變得清淨了，「滅盡定」就

是這樣。「無想定」與「滅盡定」就是不同的，「滅盡定」是怎樣？那些「利根」

的、不還果的人會入到，鈍根的就連羅漢都有些入不到「滅盡定」的。

聽眾：這樣講，這個「無想定」的時候，「我癡」、「我見」、「我慢」那些，你又

如何分別它會起呢？

羅公：嗄？

聽眾：你怎樣知道它會起？「無想定」和這個「滅盡定」？「無想定」的時候，你怎

樣知道還有這個「我癡」、「我慢」、「我見」從這個「末那識」起呢？你都

「無想」了。

羅公：不是的，「無想」是沒有「前六識」的「想」，就不是無「第七識」的

「想」，「第七識」與「第八識」沒有停，那個「我癡」、「我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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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我愛」是「第七識」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

就不是「前六識」的。

聽眾：但是「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都要連上「第六意識」才能起

的。

羅公：不用，不黐連，「第六識」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多數

是有意義的，「第七識」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是無意

義的。

聽眾：不起作用嗎？

羅公：不是！有作用的，但只是一種衝動，無意義的。我現在就順便先講起來了。我

們對於一件事情，我們說有意義沒有意義，我們研究一下，暫時先放下「唯

識」，什麼叫「有意義」？嘿！他無意義的！我們〔這樣〕說別人，或者說我

們這件事很有意義的，什麼叫做意義？想一想，想一想。

聽眾：有作用。

羅公：嗄？

聽眾：有作用。

羅公：作用嗎？作用又不是的。

聽眾：有目的。

羅 公 ： 嗄 ？ 作用就 是 action  而 已 ， 是 嗎 ？ 或 者 作用就 是 activity ，意義就 是

meaning。

聽眾：有目的，有價值。

羅公：嗄？作用，也很多東西是可以叫做作用的，我們睡著了，我們的心還在撲通、

撲通地跳，都是有跳的作用的，所以意義不是等於作用。作用的範圍很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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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意義的範圍很窄的。即是回過頭來，什麼叫做 meaning？你想一想，那

些心理學家想來想去想得很辛苦，那些哲學家也在想什麼叫做 meaning？整

天說有意義。

聽眾：令你起活動作用的。

羅公：差不多，但是你，你又說不出它的明確的 definition(定義)，想一想，什麼叫

做意義？那些學哲學的人就這樣，學科學也是這樣的，什麼叫做意義。

聽眾：對自己有意義(但)未必對人有意義的。

羅公：嗄？

聽眾：對自己有意義，只是對自己有意義

羅公：你說有意義或者沒有意義是另外一回事，你說有意義，我現在問你什麼叫做意

義？只是問你，是嗎？你說我身裡有銅板，即是你身體裏面有一個被銅鑄成的

錢幣，圓東西，這個銅板。那什麼叫做意義呢？嗄？那些心理學家解釋意義，

意義，好似有一個心理學家，不知叫做什麼名字，好似叫做 Pierre 之類， 他

解釋：什麼叫做意義呢？他說意義是一種聯想來的，什麼叫做聯想？心理學上

有一種叫做聯想的，怎樣叫做聯想呢？

聽眾：將過去的事情想回頭。

羅公：嗄？什麼？

聽眾：將以前的東西再回憶。

羅公：是了，將以前的東西回憶，那只是記憶而已。

聽眾：聯想是將一些 number，將數字連貫，即是每一件事連貫。

羅 公 ： 你聯想這 個字， 你用中文做更加難理解 ，用英文這 個字就 很 容

易，association，將兩種東西聯繫，association聯想，有時英文比中文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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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聽起來，用中國人的一句詩，中國古代不知杜牧還是誰有一句詩，「記

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牛希濟《生查子》)從前，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很

好的，當那個男人與那個女人分別的時候，那個女人就叫他，你不要忘記我，

時時要思念我才好。於是那個男人就時時都見到〔青草〕時，於是怎樣？「記

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見到那些青草一綠的時候，他就想起那個女子的那

條綠色的裙了。因為他與那個女人好，所以就對她那條裙都有好感，又因為對

那個女人的那條裙有好感，就對那個草的綠色都有好感了。所以就「記得綠羅

裙，處處憐芳草」了。這就是聯想了，是嗎？由於芳草的綠，就聯繫、聯想即

是聯繫，associate 不就是聯繫了？聯繫到那條裙的綠，是嗎？由於芳草的綠

聯繫那個〔草的〕綠，由於裙的綠就想到那個人，是嗎？所以就是聯繫。

他說，所謂意義，就是先有了聯想，然後才有意義的，沒有聯想就沒有意義的，

那個聯想就是什麼？是將兩個 idea，這個 idea 與那個 idea 將它們 associate，這樣

就叫做聯想了，有時西方人的頭腦這些東西比中國人清楚很多，這樣就是聯想，所以

我 們用中國話講 很 多 都 是 不清楚的 ， 但 是 他 現 在 這 樣 說 ，兩個 idea 將 它 作

associate，這樣就叫做聯想，就很清楚的.好了，聯想與意義又有什麼關係呢？他說

意義就是在聯想裏面發生的，如果單獨一件東西就只能夠叫做 idea 而已，就沒有意

義的。

譬如我說見到這個茶杯，我心裏面茶杯，就是一個 idea，是嗎？或者一個

concept，這個 idea 就是一個茶杯，就是茶杯了，有什麼意義呢？知道了一件東西

而已，這個不是叫做意義，但是，將這個茶杯將別的東西一 associate，一聯合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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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了，例如我說什麼？譬如我說：茶杯是日用品來的，這樣「日用品」又是一個

idea 了，將茶杯與日用品用一個繫字，即是用一個英文的 coupler，那些 verb to

be，將它們一連接，就有意義了，茶杯是日用品，將一個茶杯一個 idea，一個觀念

與另外一個日用品一個觀念，將它一聯繫起來那個意義就有了，是嗎？

譬如我說：江漢林，江漢林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江漢林不就是江漢林嗎？你不

是，你說，江漢林嗎？他很多情的！這樣就有意義了，是嗎？很多情，一個 idea

了，將江漢林與很多情一聯繫就有意義了，是嗎？即是說，最低限度要將兩個

idea，將它們 associate，兩個觀念聯繫起來，這樣才講得上有意義，是嗎？簡單來

說就是這樣，即是說要什麼？用符號來到代替，a 等於 b，這樣才有意義， 你說 a 沒

有意義，你只是說 b 都不成意義，你要說 a 等於 b，或者說 a 不等於 b，反面的

associate，把它兩個踢開了，這樣才有意義。

聽眾：如果這樣解釋，合不合乎邏輯？羅公？即是一種事物它相應不相應？

羅公：是呀。

聽眾：相應不相應，所發生的這個作用，這個才是 idea。

羅公：是呀。這就是有意義，不相應的兩個字就是 associate weak。

聽眾：如果發生了作用，這是有意義。就是這樣簡單解釋？

羅公：聯繫就可以了，不發生作用也可以。是嗎？譬如我說：他死的，就不發生作用

的了，將他與那個死聯繫起來，總之有聯繫，他說凡是兩種東西的聯繫，自然

就講得上有意義了。這是一個英國的一個心理學家叫做…。

聽眾：那是屬於哲學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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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這是一個英國的心理學家，這個心理學家他不懂得哲學的，他只是講心理

學而已，而且這個人是怎樣的，是英國派的精神病醫生來的，是研究精神分析

的。即是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的那套東

西，而且是催眠術家，這個人很熟悉催眠術的，他解釋，催眠術可以令兩樣東

西忘記了的可以再聯繫的。所以那些人說我是雜貨店，我有很多這些例子告訴

大家的。

聽眾：我說不是，是《四庫全書》。

羅公：講得好就是《四庫全書》，講得不好就是雜貨攤。

聽眾：你沒有看這麼多書，你也講不出的。

聽眾：沒有看了這麼多書，也不能講出嚟的。

羅公：什麼？

聽眾：不看這麼多書，都是不能說出來的。

羅公：不看這麼多書？

聽眾：都是不能說出來的。

羅公：是呀，以前我們民國初年，我們認為梁啟超是最博〔學〕的，那些人笑他，梁

啟超那裡博〔學〕？梁啟超的學問是在日本的那些舊書攤那裡拿來的而已！這

樣說得也是的，因為在舊書攤裏面什麼書都有的，舊書攤裏面什麼事都有的，

你在舊書攤裏面你找一套《大英百科全書》都會找得到的，是嗎？講得好的就

說他很博〔學〕，講得不好的就說他專講舊書攤那樣解。明白了嗎？講起意

義。

這樣，這即是說「意識」的，「第六意識」的「癡」、「見」、「慢」、「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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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都是有意義的，即是可以用邏輯來說，可以用心理學來講。「第七識」完全是一

種衝動而已，沒有意義的，因為它沒有概念，無概念的。但是沒有概念，但是它有

idea 的，無 concept 而已，有 idea 的，有影子的，所以來到這裏 concept 與 idea

又要分開了，即是觀念與概念又要分開了。

即是你有時讀書的時候，越讀就越覺得難，越讀就越覺得難，是嗎？忽然間碰著

這類的問題，什麼叫「意義」呢？你就夠麻煩了，好彩，所以怎樣？不要只是靠思、

靠想，有時要學一下，譬如說，什麼叫做意義？恐怕你與我大家關上門想兩日，想了

很多答案，想了很多答案出來都未必〔對〕，十個人每人可以想出七、八個答案，可

以想出一百幾十個答案，每一個不同，但是我們只要看一看心理學的書，我好似看過

一本叫做什麼《記憶心理學》？有一本書講，不知幾多年前看的，我又很好記性的，

這樣就是記得的。

因為何解？我學「唯識」與這些東西有關。這樣我們知道「第七識」是沒有清楚

的概念的，只是有個影子在這裏，衝動，它只是向著這個影子衝動而已，它覺得有個

「我」，它不會說「這個是我」，如果是說「這個是我」就有意義了，把「這個」與

「我」〔聯繫〕，它只是覺得有個影子，就覺得這個是自己來的，這個是自己，它不

知道「自己」這個概念，只是有一種東西令它撲上去，好像那些飛蛾見到火就撲上去

那樣，它整天就是這樣，那些叫做衝動。衝動就是多數無意義的，有意義就變成不是

衝動的了。

好了，這樣就「滅定」了，「滅盡定」與「無想定」不同，大家都是沒有，「前

六識」是停的，但是「滅盡定」，「滅盡定」與「無想定」不同，大家都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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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六識」是停的，但是「滅盡定」就是連「第七識」的「我癡」、「我見」、「我

慢」、「我愛」都停的。「無想定」就是那四個煩惱不停的，因為它是「滅盡定」，

就停了那四個壞東西，所以它要怎樣？

就是要那些阿羅漢或者要那些高級的「不還果」然後才能入得到，因為凡夫是不

能夠把「第七識」那四種的衝動剷除，不能令它停的，所以要聖人，聖人還要是高級

的聖人，小乘就要「不還果」以上，大乘都要不就是正在「見道」的時候，小乘也

是，「見道」的時候，譬如正在「見道」的時候，五分鐘「見道」，就在那五分鐘內

停，一過五分鐘又起了。但是阿羅漢就不是，永遠不起了，若他是羅漢，他「第七

識」裡面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已經永遠不能夠起了，他就叫

做羅漢。

這樣「滅定」我們識(懂得)了，是嗎？ 「滅定是生空無漏智或(者)法空無漏智之

等流果，」怎樣叫做「等流果」？修了這兩種之後，令它延續下去所發生的效果，由

它延續下去所發生的效果，由它所發生的，所連續發生的後果，「等流果」。慢慢你

就知道這個意義，「是極之寂靜的無漏定」來的，所以「亦無染污末那現行」的，所

以若你能夠入到「滅盡定」，「故此位亦謂末那的暫滅位。」第三、「三乘無學(果)

及佛。」上面的暫滅，何解不說羅漢「滅定」？因為未成羅漢的那些「不還果」都可

以進入「滅盡定」的。

第三，「三乘無學」，「無學」即是阿羅漢，三乘即是聲聞乘，聲聞乘普通叫做

阿羅漢；獨覺乘普通叫做辟支佛，叫做辟支佛；大乘第八地以上就叫做阿羅漢，大乘

阿羅漢八地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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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三乘的無學與佛，「與末那相應的煩惱極微細故」，須要至到什麼？「二乘

有學最後心」，「二乘(的)有學」即是聲聞乘、獨覺乘，「有學」即是阿羅漢之前的

階段，「有學」的最後心，最後的那一剎那，一過了這剎那他就能夠證阿羅漢果的最

後心，或者「菩薩的十地滿心」，大乘菩薩「十地滿」的時候，那時「金剛無間道」

起了，那就是「無間道」了，「金剛心」起了，那時是「金剛無間道」起時，那個

「無漏智」現前了。

那時，那些極強的「無漏智」，「頓斷其種子」，一時把它那些「第七末那識」

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的種子一切全部剷除，以後想起都起不

了，這樣就「分別證得無學果及佛果」了。昨天說的「無學果」了，怎樣分別？「分

別」那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respectively，小乘，聲聞乘就證得阿羅漢果的「無學

果」；獨覺乘就證得辟支佛的「無學果」，大乘就證得「佛果」，各層分別。

故此位，即是這個第三的階段是「末那」的永滅位，「染污末那永滅」而已，不

是「末那識」，不是「清淨末那」永滅，那時「末那」就成為清淨了。

這樣，來到這裏我們知道阿羅漢與我們的不同了，阿羅漢的那個「第七識」的

「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永遠沒有了，而且同時我們知道「滅盡

定」與「無想定」的不同，狀況一樣。

以前有一本書講瑜伽的，講 yoga 的，我看過一本書，那本書是那個叫做，一個

俄國的公主，白俄，在美國教瑜伽的寫的，這本書曾經在美國很流行，那本書(好像)

17



叫做《Forever healthy Forever Young》？永遠的健康，永遠的年青，這本書很流

行的，馮公夏就買了，他就叫人去翻譯，他就送了一本給我，但那個翻譯的人翻著翻

著就沒有了下文，不過那些英文很淺的，我拿著一本字典我都看得通。

她引一件故事，她講的大概不是大話的，她說英國還是統治印度的時候，印度很

流行一種 yogi，有一個 yogi 就能夠表現出一種定，就怎樣表現呢？他做了一個木

龕，木的箱，他就進入了那裏坐在那裏，蓮花座那樣坐在那裏就入了定，入了定之後

他先叫定了幾個徒弟，幾個首徒，同時又找了一個醫生，就聽著他的心臟，聽到他的

心臟停了之後，就將他放進了先挖〔好〕一個地窿，將他放進了那個地窿裏，就然後

用泥蓋上他廿四小時，廿四小時後就將他從那個龕拖出來，挖開那些泥來，將它那個

龕拿出來，拖出來後，在那個龕裏面，就聽著他，聽到他「唵 oṃ」一聲，就即刻搬

他出來，結果他真是這樣實驗過，實驗過之後，有一次就驚動了印度的總督，總督就

不信這回事的，於是就去到總督的花園內實驗，實驗，當他實驗的時候，他入了定，

入了定的時候他的弟子就叫那個醫生聽他的心臟，他一聽他的心臟，發現停了，那個

醫生就說這樣不行的，那個醫生說：我的職責如果聽一個病人的心臟一停，我要宣佈

說他死亡的，那我現在怎辦？我現在的職責是要宣佈他死亡的，後來因為那個總督在

那裏，就將這件事上壓下，說你不要理，他只是試驗而已。

後來真正的等了廿四小時，再挖開來一聽，聽到他「唵 oṃ」一聲，一聽到聲之

後，就撥開那些東西，不是！他們已經將他挖了出來了，就將他抬了出來，慢慢、慢

慢地，他就像普通人一樣。她就說有這樣一件故事。這種這樣的傳說在印度有很多

的，是不是我未見過就不知道，不過那些印度人就言之鑿鑿，那些學瑜伽的就個個都

信這種東西，那些古代的佛教徒也相信有這種東西的，會入「滅盡定」的。入「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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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那些普通的 yogi 如果他願意修練都修到的，但是不一定是羅漢，不是，普通的

「無想定」是那些 yogi 都修到的，但如果是「滅盡定」就不同了。我們就知道了

「末那識」什麼時候是暫時可以壓伏，暫時可以，或者永遠壓伏。

即是怎樣？當你是小乘證「預流果」，你正在證的時候，那個「生空無漏智」起

的時候，就壓倒了那個，本來「生空無漏智」是「第六識」的，與「第七識」有什麼

關係呢？都是要打進去，干涉入去，令到那個「我癡」、「我見」，「第七識」的那

四個壞東西暫時控制住，如果大乘的，你「見道」，剛剛「歡喜地」，入「初地」的

時候，都是壓住的，一出定的時候又出現了，那四種東西，一定要怎樣？小乘就成阿

羅漢就不出現了，永遠不出現了，大乘就第八地永遠不出現，但是它「種子」不消

滅，要成佛之前的「金剛心」就連「種子」都消滅。這樣我們很清楚，就像看地圖一

樣的，「唯識」的好處就是這樣，清楚。

這樣就至於怎樣？怎樣入呢？你就要先要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第一步

是做到什麼？先一心不亂，一心不亂方便多門，修止。你們夠鐘了嗎？修「止」，止

裏面有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你修「止」，你數呼吸又好，觀想佛像也好，總之

什麼不想、不想也好，總之令到自己不想事，不想事身就起輕安，一起輕安呼吸就很

慢，越來越慢，越來越慢，由未入初禪而變為入初禪，入了初禪再第二禪、第三禪、

第四禪，你一定要每日，有恆心每日去坐，而且每日一次你未必很會有進步的，每日

都要坐兩次，每日都兩次，不需要什麼氣功的，它自然的，氣功是沒有氣功的，氣功

就是那個輕安的狀態來的，是執著而已，無氣功的，沒有的。

好了，「第七末那識」已經講過了，好了，現在講完那兩個「識」之後，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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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第七識」來了一個總括，告訴你聽，本來它叫做「量」，「量」，這個

「量」字即是「量度」那樣解，量一量它有多少尺，度一下它有多少尺；秤一秤它有

多少尺，叫做「量」，不是「度量」的「量」，這個「量」，這是「量」度的意思，

即是 measure「量度」那樣解，做動詞就讀「量」，好像很涼那個「涼」字的音，

涼、兩、量，做名詞就讀「量」，涼、兩、亮，好似鐘兆亮的「亮」這個音，那個

「量」字，就是我們說的知，就叫做「量」，叫做「量」，或者可以叫做「正知」叫

做「量」，正確的知識叫做「量」，即是你可以說一種叫做 right knowledge，正確

的知識叫做「量」，正確的知識。

「量」，「量」只有兩種，一種叫做「現量」，譯做白話，我們可以叫它做「純

粹的感覺」，叫做「純粹的經驗」，普通我們的「眼識」眨一下眼一看下去，成幅，

譬如我看到黃色，成幅黃色的東西在我面前，那時就是「現量」了，「眼識」是「現

量」了，當我的「眼識」看到黃色的時候的第一個剎那是「現量」，第二、第三個剎

那可能已經停了，當我的「眼識」看到「現量」起的時候，「第六意識」跟著它一齊

起的，那個「意識」第一個剎那一看下去，當我的「眼識」看到黃，那個「意識」也

是在第一剎那就見到黃，當它第一個剎那見到黃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叫做「純粹的感

覺」，叫做「純粹的經驗」，何解說它「純粹感覺」、「純粹經驗」呢？因為它看到

黃的時候，它不知道這是黃的，但是它看到，何解它看到但它又不知道呢？

聽眾：是不是「率爾心」？

羅公：因為它還未起分別，要第二個剎那它的「意識」就活動了，這個是什麼東西來

呢？這個是黃色，這便起分別了，黃色與非黃色是分別開的，different 的，

這就是起分別了，一起分別，於是有什麼？concept 了，這個是黃色，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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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純粹感覺、純粹經驗的時候只有 impression(印象)的，只有一個印象

印入來的，是嗎？純粹的，即沒有溝雜的，純粹的感覺，「眼識」只有純粹經

驗、純粹感覺而已，不會想事情，不會起分別的，但是「意識」第一個剎那跟

著「眼識」一齊看的時候，它是純粹的感覺，純粹經驗。

第二個剎那就已經不是了，你想第二個剎那還是純粹的感覺你是不能做到的，你

真的要保持第二個剎那是保持不到的，是嗎？你看看，第二個剎那即刻就有概念了，

有觀念、有概念了，那就不是純粹的感覺了，是嗎？不是純粹經驗了。純粹的感覺、

純粹的經驗叫做「現量」，好了，來到這裏講，就先講完「比量」。

「現量」所了解的東西就是事物的「自相」，它自己本身的相狀，不是我們主觀

加些東西上去的，是它自己本身的相狀，今日不來的那些人，他就沒有了，他聽錄音

是聽不明白的，一定要在這裡看著黑板才能明白的，所以那些如果是想繼續學的就不

能斷，他不來是不行的，你只是聽是聽不明白的，聽不明白，是要連黑板也看著，最

好還要見人才可以，是呀！你試一試。

事物的「共相」，另外一種，「自相」只是限於那件東西而已，譬如我見到黃，

第一剎那一眼見下去，好像影相機「刷」的一聲，那個就是「自相」了，第二個剎那

那個「眼識」可能停了，又可能繼續看到那個「自相」，但是那個「意識」就不是

了，「第六意識」，「第六意識」第一個剎那看不到那個「自相」(共相)的，第二個

剎那它即刻就起分別了，這個是什麼來呢？起了分別我們也是不知道的，這個是顏色

嘛！這個顏色是什麼顏色呀？起分別了，這是黃色，何解你知道它是黃色？因為我以

前見過一種這樣的顏色，人人都說叫做黃色，現在我又重新見到這種色，所以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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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黃色，這個就是發生「共相」的問題了，舊時見過這樣叫做黃色，現在見到又是

差不多的樣子又叫做黃色，共通性，「共相」者，那種共通的性質，明不明白？

那種 common quality，共通性，這樣叫做「共相」，「現量」是不了解「共

相」的，只了解「自相」而已，明白嗎？第二種「量」，第二種 knowledge 就叫做

「比量」 了 ，比就 是比較，由比較而 推度的 ， 現 在 叫 做 推論了 ， 推理

reasoning，reason，reason 或者 reasoning，推理，怎樣推理呢？譬如我見到

黃，第一個剎那見到黃，就只是那個「意識」把捉到它的「自相」，第二個剎那起，

這是什麼？這是黃色。我們怎知道它是黃色的？是因為我們從前曾經見過同樣是差不

多這樣的顏色叫做黃色，現在是與它相同的，這個就是「共相」了，所以這個是黃

色。所以你說這個黃色就已經不是「自相」，已經是「共相」了，是嗎？

何解？它的黃，這幅才是自相，他那件衫也是黃色的，黃、共通是黃，這個就是

「共相」了，是嗎？你一說黃色已經是「共相」了，「比量」是一定要用「共相」

的，是嗎？ 比度，比較、推度，現在我見到這樣的顏色，我以前或者昨日我又見過

這種顏色，一年、二年、三年以前時時都見到差不多上下的這個顏色，這些，它的共

通都是有這樣的性質的，那些叫做黃，這個就應該是叫做黃了，這樣就叫做推理了，

推理就一定要用「共相」，「共相」就是 concept 了，「自相」就是一個純粹的

idea 而已，是嗎？「比量」。我們的知識 knowledge 只有兩種而已，沒有第三種

的，你想一想。

你說：那些宗教家說我可以直覺，覺到我見到聖母，現在我閉上眼睛祈禱，見到

整個聖母在這裏，我這個是直覺，那麼直覺是「現量」還是「比量」呢？如果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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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聖母在這裏就是「現量」來的，是嗎？如果你只是想到、見到矇矇矓矓的都有一

團東西在這裏，你自己以為都很像了，這樣就不是「現量」。是嗎？「現量」有「真

現量」、有「假現量」，是嗎？記住，所以學唯識的人永遠不迷信的就是這樣，你說

看到整個觀音菩薩在那裏，你是不是眼花了？觀音菩薩怎會站在那裏？我恐怕你的眼

睛可能有些問題，你怎樣證明他在這裏？你說:我明明見到整個在那裏，也就是見，

現在呢？現在又不見，那顯然你剛才就是眼花了。

這些是不是「現量」？顯然就不是「真現量」了，可能你是頭有些暈暈地，可能

你一時的眼睛不行，或者可能外面有架汽車在那裏經過，有些反光反下去映一映，你

自己的神經衰弱，你就說觀音菩薩在這裏了。那些見神見佛的多數是神經衰弱而已，

你以為真的是見神見佛嗎？這些是什麼？好像是「現量」，但這些叫做「似現量」，

叫做似是而非的「現量」，「似現量」是很多的，是嗎？明白了嗎？似是而非的「現

量」，如果我們學「唯識」的要全部掃除的。所以學「唯識」的人，你說你見到佛，

他說你是戇的，神經衰弱，我都是這樣的，如果你說打坐，你說佛與整個觀音菩薩整

個望著我，你的神經又有問題了，明明打坐在那裏，沒有觀音菩薩在那裏，你都會見

到觀音菩薩，你不是有問題嗎？是嗎？所以這些都是「似現量」的。

「比量」是怎樣的？「比量」是合邏輯的，沒有推錯的，就叫做「比量」。推錯

的就叫做「似比量」。好像計數那樣，計對了就是「比量」了，計錯了就是「似比

量」，是嗎？我們要什麼？真「比量」我們是要接受的，正的「比量」我們是要接受

的，不接受你就是否定邏輯，否定邏輯你就連科學你都要否定了，那麼你做人是全部

沒有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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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似比量」我們是一定要否定的。這樣這些叫做「量」，是嗎？這兩種叫做

什麽？叫做「非量」，那兩種叫做「量」，「現量」、「比量」叫做「量」，「似現

量」、「似比量」，叫做「非量」，這樣分類，一般印度人是這樣分類的。我們中國

人，我說中國人分類更加好，「量」、什麼東西都要做「量」，連「似」的都叫做

「量」，「量」就是「現量」與「比量」，「非量」、「似現量」、「似比量」，中

國人這樣分更加好，比那些印度人更清楚。是嗎？你一了解這種東西，尤其是那些學

修密宗的人，見神見佛那些，十之九是「似現量」，而且他們學密宗的人所講的那些

話很多不合理的，就十之九是「似比量」，密宗。

現在密宗的大毛病，盧勝彥、陳果齊之流，所講的東西沒有一句不是「似比

量」，他所得的境界沒有一個不是「似現量」，是嗎？

聽眾：「聖教量」是不屬於「比量」嗎？「聖教量」呀？

羅公：「聖教量」是「比量」來的，不過我們將它在「比量」入面剔出來，尊重它那

樣解而已，何解「聖教量」是「比量」呢？聖人講的，是嗎？我們要依的，首

先你都要比一比，這個是不是真是聖人講的說話，譬如你說《楞嚴經》是「聖

教量」，我們要聽了，你就要研究一下《楞嚴經》是不是真東西？靠不靠得

住？這樣還不是「比量」，是嗎？所以「聖教量」應該併入「比量」，只有兩

種，「真量」只有兩種而已。現在「聖教量」即是這樣，你是不是生

cancer？你不知道的，你要找一個 cancer 專家替你驗過，那個 cancer 專家

的報告就是「聖教量」了，聖人講的了。但是問題是這樣，你要那個是真正的

專家才行，你找一個黃綠先生，亂指一通的，他說是，你當它是「聖教量」不

就是死症？所以這個仍然是「比量」來的而已。你要推度它是不是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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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的「量」只有兩種，「現量」、「比量」，「聖教量」都不要。這樣講

這麼多幹什麼呢？現在就千里來龍，我們現在要結穴了：「第八阿賴耶識」是

什麼「量」的？它能夠了解事物的一定有「量」的，是「現量」抑或是「比

量」？抑或是「似現量」抑或是「似比量」？

聽眾：「現量」。

羅公：「阿賴耶識」不會是「似〔現量〕」的，因為它是 technical 的嘛！是嗎？

technical 不會是「似」的，「似」是一定會有分別才似的，所以「阿賴耶

識」不會是「似現量」、「似比量」，是「現量」的， 因為它怎樣？

technical 的，它怎麼會用「比」呢？它是要推度的，是嗎？所以「阿賴耶

識」執持了別那些「根身」，了別「種子」，了別這個「器世界」都是「現

量」的，「阿賴耶識」只有「現量」。

「末那識」呢？你等一下想一想才答，「末那識」有兩種「末那」的，一種是

「染污末那」；一種是「不染污末那」，這樣「染污末那」它已經是染污的了，它一

定不是好東西了，一定是「非量」，它整天覺得那個「我」，那個「我」根本就不是

「我」，它說它是「我」，即是根本那一堆東西是黑影來的，鬼什麼？是嗎？這個是

「似現量」來的，是嗎？它不會「比量」的，它沒有概念的，有概念才可以「比」

的，它只是一種衝動來的，所以是什麼？「似現量」。是嗎？如果是「清淨末那」它

就不是「似」了，它是「真現量」了，是嗎？明不明白？你要勤力，你橫豎這麼得

閒，你要勤力多一些看看才行，你看得多一些你就不會信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了。

所以那個誰？那個施光信是嗎？學佛學了十幾廿年，他在我那裏聽了三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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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走來告訴我：我不聽了，羅先生，我初初就很信的，我現在聽了你講，我全部動搖

了。我就說你不聽就罷了，你快點，真的，你們那些人聽著我講，有些人是不聽好過

聽。如果你只是修密宗修得很勤，整天說見到觀音，又說見到阿彌陀佛，你聽見我說

原來是假的，到那時你就真的是弊了，沒有了揸拿(把握)了。

聽眾：唯識是理性的。

羅公：嗄？

聽眾：唯識是理性的。

羅公：唯識是理性的。

聽眾：純理性的。純理性的。

羅公：這樣就休息一下先，要先放一個 break，因為下來就講「前六識」了，要講

「前六識」了。

另外一個階段了，丙五。丙一、丙二、丙三、丙四、四個層次講完了。現在第五

個層次就越入越深了。丙五了。「前六識」了，分七段。第一段丁一、「前六識皆有

間斷」，與第七、第八識不同，中間會斷一下的，怎樣？我們看看：「前六識與第

八、第七識不同，第八、第七(就是)恆時現行；」時時都現行的，由無始之始以來，

是嗎？

除非你證「果」，證「佛果」或者證「無學果」，斷了它，換過另外一個，或者

入無餘涅槃，整個完全斷了不再換了，這樣一般來說，都是時時都起的，「前六識則

有不現行」的時候的，有不起的時候的，例如什麼時候不起呢？例如「極重睡眠」，

不起的，「極重睡眠及死亡」，與死的時候也是不起的，正在死的時候，或者是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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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時候都是不起的。「前六識」，死亡與極重睡眠，那個「前六識」就不「行」

了，不起了。「又前六識皆緣麤顯境而起了別」，「麤顯」者，很麤的，很容易看到

的，「麤顯」即是顯著的，很顯著的 object 的「境」而起分別的，「故自古以來，

談唯識者，常將前六識合為一類，」我們叫它做「前六識」。

好了，我們知道「前六識」都有間斷的，這一類識有間斷的我們就叫它做「前六

識」。「丁二、前六識的差別」，「差別」者即是不同的種類，至低限度有六種，是

嗎？「前六識中前五識為一類，第六意識又自為一類，」何解要這樣呢？「所以然

者」，就是由於六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前五識俱依色根」，「色」即是物質，

「色根」就是由物質造成的「根」，「意識(就)非依色根」，「意識以末那為根」，

「末那」不是「色」來的，不是物質來的，至於你何解不說它以大腦為「根」呢？大

腦為「根」一時好似可以通，但是講下來是不通的，因為何解？一個人死了大腦就沒

有了，不用了，但是他死的時候起的一個「中有」，如果用大腦來做「根」是不行

的，所以一定要用「末那」。

不過大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前五識」只

是了解「色境」，即是物質的「境」， 「色境」，這個不是顏色的「色」，「此

『色境』非狹義的青、黃、赤、白等色，」「而是廣義的，即物質造成之境，包括

色、聲、香、味、觸五境，及法處所攝色。」「法處所攝色者」，何解叫做「法處所

攝色」呢？它不是屬於顏色的「色」，而是屬於什麼呢？又不是屬「色」，不是屬

「聲」；不是「色」、「聲」、「香」、「味」、「觸」，而是什麼呢？而是屬

「法」，「法」是「意識」、「第六意識」所了解的境，它這種「色」是要「第六意

識」才能了解的，「前五識」了解不到它的，因為「前五識」都是「現量」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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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處所攝色」，是「比量」，「比」出來的，即是什麼來的？即是現在所說的微粒

子，現在所謂電子、質子，這些微粒子你有沒有見過呢？我們相信它又有，有電子，

但你見過電子沒有？沒有嘛！你點電燈只是見到燈而已，電熨斗只是感覺到熱而已，

那些電子你見過未？沒有人見過。

科學家在實驗室裏面，就可以把那個電子的影子反映到出來就是這樣解，直接是

看不到的，我們用我們的肉眼，用我們的感官，不能接觸得到，電子的形相與質子的

形相的，這些就是什麼？要用「第六意識」，用推理的力，用「比量」的力而知道是

有，這樣，這些所以它是屬於「法處」，屬於「法處」的物質，叫做「法處所攝

色」，這樣「法處」實際上就不是「色」來的，是嗎？而且這樣，「前五識」就只是

攀緣這些「境」了，「意識」就不是了，「意識」是連非物質的境界它都是可以攀緣

的，你看看那些哲學家，想到那些玄之又玄的，妙的東西都是這樣想，科學家就想到

什麼？那些很微細的公式他都可以創造出來之類。第三個理由，「前五識唯緣現在

境。」「前五識」不能夠回憶過去，亦不能預測未來，「意識」就不是了，「意識能

徧緣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境。」，能夠回憶以往的一世，能夠預測未來一世的

事。第四個理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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