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還有，那個「不定心所」之中，一個是「惡作」，一個是「睡眠」，這個「惡

作」與「睡眠」是要由什麼？要有一個強力的「思心所」，這個「思心所」加行，它

才可以「惡作」的。後悔嘛！同時那個「睡眠心所」的那種「矇查查」 (懵昧)的情

況，一定是那個「思心所」起活動，起活動但是又不夠清楚，然後才會的。所以它就

是要有「思心所」來想事，就不是任運生的，所以「惡作」與「睡眠」是不會與「前

五識」相應的。這樣以上就是「前六識」相應的「心所」，我們又讀過了，你們想一

想吧！

聽眾：「心所」怎樣起法？「別境心所」。

羅公：遇著特別的境界，那個特別的境界刺激你，你就起反應， 何解說它境界出現

它才起呢？因境界刺激你，現在心理學上面所謂「刺激」嘛，你一起，就即是

反應了。那麼豈不是有外面有個的境界？是嗎？外面的境界就是你的「阿賴耶

識」變的而已，「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本質「種子」變起本質，那個本質刺

激你，你的「前六識」起反應。

聽眾：我想再請問你上次講的。

羅公：嗄？

聽眾：你說的「不同緣意識」與「五後意識」有什麼分別？

羅公：嗄？

聽眾：你前一次。

羅公：前一次？

聽眾：你前一次講第六意識的「不俱意識」與「五俱意識」，我想請問你，「不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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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與那個「五後意識」，我很亂，我覺得它有一些相同。

羅公：哦，「不同緣意識」是怎樣呢？譬如這樣，譬如我們兩個人，譬如我現在看住

一幅畫，很靚的畫，我「眼識」起就看著那幅畫了，「意識」也起，因為一定

要有「意識」與它一齊起，但是「眼識」就只是看到了那幅畫， 我的「意

識」就想著：買它都好，是嗎？值多少錢呢？所以那個「意識」所緣是「緣」

什麼？ 是「緣」它的 price ，就不是「緣」它那件東西了，這就是不同

「緣」了。是嗎？

聽眾：但是「五後」呢？

羅公：「五後」是怎樣？「五後意識」就是例如我現在看見一件古董，看完之後，我

已經沒有看了，一看的時候，看完之後第一個剎那是看古董，第二個剎那我已

經不看了，我現在閉上眼睛來想了，只想那件東西，這個「意識」就是在「五

識」之後了，是嗎？這樣就叫做「五後意識」，如果我仍然正在看，但是一路

在想就是「不同緣意識」， 明白嗎？

現在丁五了，「前六識的所依」，上文不是講過嗎？凡是一個「識」，必然有一

個所依據的，它然後才可以起活動的，是嗎？譬如我們人，譬如我們人在這裏活動，

都要有一塊地讓我們「依」著才可以的，這樣，上文就講過，「所依」有三種「所

依」的，一種就「俱有依」，什麼叫做「俱有」？是同時存在的 ，例如「眼識」

起，一定要有個「眼根」，「眼根」與「眼識」一定要同時存在的，那些叫做「俱有

依」，「俱」者，我們暫時當「同時」那樣解，其實「俱」字是很繁的，但是我們主

要就是說它是同時，同一剎那存在的，「有」即是「存在」，佛家的「有」字即是存

在那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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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所「依」是「因緣依」，「因緣」就是「種子」，即是要素，它的要素來

的，「因緣依」又名叫做「種子依」，第三種叫做「開導依」。「種子依」與「俱有

依」，「俱有依」一定是要同時存在的兩件東西的，「種子依」就是它本身的、同時

存在的，「開導依」就不是了，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別人的 ，先一剎那成了過去，然

後就讓位給它的，開導它，打開位置讓給它，引導它去的。

我們看看這個表，我們看這裏，「前六識」就各以阿賴耶裏面自己所藏的「識」

的「種子」，譬如「眼識」要靠「阿賴耶識」裏面所藏的「眼識」的「種子」做「因

緣」，做「因緣依」，每一個「識」「各以自根為俱有依」，譬如「眼識」要有它自

己的「眼根」，「耳識」要有它自己的「耳根」等做「俱有依」，若「各以前念的自

識為開導依」，「眼識」起的時候一定要有前一剎那的「眼識」停了，讓位給它這個

剎那的「眼識」起，「前念」即是前一剎那的「自(己)識」為「開導依」。這個表就

是什麼？ 「眼識」。

第一個「識名」，第二個、第二行「俱有依」，第三行「因緣依」；第四行「開

導依」。

「眼識」以「眼根」做「俱有依」，「眼識」自己的「種子」做「因緣依」，前

念的「眼識」做「開導依」；「耳識」以「耳根」做「俱有依」，「耳識」的「種

子」做「因緣依」；前一剎那的「耳識」做「開導依」，「鼻識」、「舌識」、「身

識」可以類推，是嗎？「第六意識」就以什麼？以「末那識」做「俱有依」，「前五

識」的「俱有依」一定是物質的，「第六識」、「意識」的「俱有依」就不是物質

的，是「末那識」來的，「意識」它自己的「種子」做它的「因緣依」，它前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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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寫錯了，隔離那裡，「前念身識」，是嗎？這裏是「前念意識」，他排字

的人就把它調轉了，你有沒有錯？ 

聽眾：我們無錯。

羅公：你沒有錯？我這本錯。哦！無錯。嗄？這樣，「前六識的所依」我們又明白

了。

現在讀到這裏，我們就好像在家、在貨倉裏面點貨那樣。丁六、「前六識」現起

的情況了，「分位者」即是英文的 occasion 了，前六、「前六識現起」的時候的情

況。

就分開三點才講，就是戊一、戊二、戊三，戊一、就是「諸識現起所依之緣」，

「緣」即是 condition ，它所需要的「緣」的條件，條件少一種「識」都不能起的，

戊二、「諸識俱不俱起，」有時幾個一齊起，有時只有一個起，「俱」或者「不俱」

的情況不同，戊三、「六識於一時中緣境(的)多少」，「前六識」在一剎那之中，

「前六識」中的每一個「識」在一剎那之中，它所到看的 object，它所「緣」的

境，境即是 object 多或少。

這樣我們現在先看，戊一 ，「諸識現起所依的緣」，記住這個「緣」少一種都

不行的，你們看看，「一切識起現行，」「現行者」即是 appearance，或者

appear 起的時候，「皆藉多緣」，要憑藉很多的條件的，「緣(就)有九種，」第

一、「空」，空間，空間即 space，空隙 ，第二、要「明」，光明，第三「根」，

器官，「根」即是「俱有依」，第四、「境」，object 沒有對象它是不能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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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意，它的留心、注意，那個「作意心所」，就是那個 attention，六、「根本

依」，「阿賴耶識」， 載住那些「種子」的 ，七、「染淨依」，「第七末那識」，

那個「第七末那識」如果有「我執」，有「我癡」、「我見」、「我慢」、「我

愛」，他就變成自私的了，它影響到「前六識」都有「染污性」了，有自私了，自私

的，有一種自私的性格了，所以我們說不要怪別人自私，因為他不是聖人，沒有了

「末那識」那四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他就是羅漢了，他就

不會有自私，一日他未是羅漢，自私就是正常的，你明不明白？

不自私是 abnormal，自私就是 normal，所以不要怪人家，不過自私是不好，

不自私就好，我們要由修養，由自私就漸漸漸漸減少自私，達到不自私，這樣子很好

的，但是我們就不要怪別人，你又自私了！不需要這樣怪人。

聽眾：多少的問題而已。

羅公：嗄？

聽眾：是多少的問題。

羅公：是多少的問題。 

第八、「分別依」，起「分別」，如果不起「分別」，「分別」即是辨別，這個

辨別是「第六意識」的，如果「前五識」沒有「第六意識」與它一齊起是不夠分別力

的，這樣「分別依」即是「第六識」 。

第九、「因緣依」，即是它自己的「種子」。這樣就總共有八個 conditions ，

不是，九個是嗎？九個之中，前八個是「外緣」，「外緣」什麼？ external 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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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內緣」，internal 的。「諸識現行必依內緣」，內緣必定的，沒有不行的。

「惟所須要之外緣」有多有少，個個不同。所以你現在讀心理學，怎樣都沒有它這樣

清楚的。

這樣我們就列了一個表， 第一行，第一段， 就是「識」，是嗎？第二段是它所

憑藉的條件，那個「緣」；第三段就是那個「緣」的數目，是嗎？「眼識」，第一

段、「眼識」一定要有「種子」，第二、「根」、視覺神經；「境」、顏色；「作

意」、留心；「根本依」，「阿賴耶識」；「染淨依」、第七「末那」「識」；「分

別依」、「第六意識」；有「空間」，沒有空間是看不到東西的，你想看顏色， 貼

近你的眼睛你就看不到東西了。

所以一定要離開有個空間，還要有光明，「明」，總共要有九個，「眼識」要九

個條件具備然後才可以起，九個條件之中如果有一個條件有些壞就會怎樣？就不夠清

楚了，譬如甚麼？「眼根」有些壞，你就不是近視就是散光，有些還可能是青光眼，

那些「根」壞了，九個「緣」之中其實還要差一個叫做「等無間緣」，是嗎？不過

「等無間緣」一定有的，但是古人不知為什麼他們不數上去的？應該要數的。

其實是「眼識」一定要十個「緣」才生，是嗎？「耳識」就少一些了，「種子」

一定要有，「耳根」有，「境」、聲音，作意要有，「根本依」要有，「染淨依」要

有，「分別依」都要有，空間都要有，就不用光明，八個；「鼻識」，「種子」要

有，「根」要有，「境」要有，「作意」要有，「根本依」要有，「染淨依」要有，

「分別依」要有，「鼻識」不需要空間，是嗎？貼近了才聞到，更加清楚，所以七個

「緣」。你們讀《八識規矩頌》怎樣？「九緣八七好相鄰」，是嗎？真是好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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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規矩頌》 。

聽眾：還有，「合三離二觀塵世」 真好！解釋得很清楚。

羅公：合起來，離開才可以的，兩個，所以那些人就要將它來念《八識規矩頌》就是

這樣 。

聽眾：好東西。你有時間都講一下啦！

羅公： 那個呂澂先生他就說，《八識規矩頌》不是玄奘法師做的。

聽眾：誰做的？

羅公：他說是玄奘法師的弟子做的，不是玄奘法師做的，他就根據了兩點說他不是，

他說「三性三量通三境」，他說「三量」，玄奘法師不講「三量」的，講「兩

量」，「現量」、「比量」而已，「非量」不是「量」來的，它說都已經「非

量」了，怎樣可以當「量」呢？所以呂澂先生他雖然是我的老師 但是我不服

他的，中國人講過「量」字嘛！

聽眾：我看呂澂好像很執的，

羅公：嗄？是呀！呂澂是很固執的，好似說這樣，這裏有三個人，兩個是人，有一個

不是人。你不能說兩個才可以，三個人是不行的，一個不是人，他都算是人，

不過他的品格不是人那樣的品格那樣解而已！是嗎？他都是「量」來的，不過

看錯了東西而已，即是將一把尺拿來「量」布，三個人，一個「量」錯，你說

他沒有「量」嗎？他是有「量」的，不過「量」錯，所以就「非量」，那個非

字就當什麼？不夠正當那樣解而已！那個呂澂就說什麼？它「非量」都還是

嗎？呂先生很執著的，此人是不大修行的，他不修止觀的。

聽眾：那他修什麼？只是看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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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他本來就純粹是一個學者。

羅公：他只是一個學者，一個純粹的學者。他信佛，但是他不修止觀，所以脾氣壞

極，整天鬧人，不過學唯識宗的人多數都是鬧人的，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很容

易看到別人不對的地方，看到他就發火了，不過他不修「止觀」，不念佛的，

他整天看書，沒有時間去修行的，整天看書而已，身體又不太好，不過他很長

命，九十幾歲才死，前年死而已。前年才死的，死的時候好像是 93歲。

聽眾：好像這些人死了之後多數做什麼？

羅公：嗄？什麼？

聽眾：這種人如果死了之後多數做什麼？又是做學者？

羅公：多數做學者。

聽眾：多數死後還是做學者？

羅公：是，那些學者如果是純粹的，尤其是學哲學的人，很長命的，學哲學、讀宗教

的人都長命的，何解呢？雖然他好駡人，他一般來說是比別人達觀一些，是

嗎？而且他怎樣？他無錢他不擔憂的，因為沒有得擔憂，沒有了，他又不憂沒

有得吃，又不用為生活去擔憂，是嗎？他沒有錢他又不用為做生意而擔憂，他

每個月收入幾多就是幾多，全部花清光 ，是這樣的人 ，他又沒有子孫的，他

又不結婚。嗄？

聽眾：沒有結婚的嗎？

羅公：好像沒有結婚的，好像有結過婚有個老婆在鄉下，就對個老婆不是很好，以前

盲婚的，離開了一路沒有結婚，好多都沒有結婚的，熊十力就未結過婚，熊十

力就收了一個什麼？收了一個契女，他死的時候他的身後事全部是由他的契女

替他打理。梁漱溟初初都不肯結婚的。初初就食齋，後來就開齋了，不食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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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暈，不夠營養，醫生勸告他開齋了，他就開了齋，就一直都未結婚，到五十

幾歲的時候才結婚，五十幾歲就覺得太過沒有人照料，需要人照料，自己身體

又不是很好，有需要找個人照料，就有一個寡女，又是成 50歲都未結婚的 ，

大概到晚年又孤孤獨獨，兩個合了，於是乎兩個就結婚。那些記者走去問他，

梁先生，你覺得結婚有什麼興趣呢？你五十幾歲了都要結婚？

他答：大家都因為想老來有伴而已，我們還有什麼家庭，還有什麼男女的興趣呢？我

都已經 56歲了！那個太太都 53歲或者 54歲了，老來需要有個伴侶那樣解而

已，他這樣答覆，梁漱溟。

聽眾：還活著嗎？

羅公：死了，九十幾歲死了，已經死了與毛澤東吵架，不過他夠骨氣，他很夠骨氣，

夠骨氣，他不怕，你有本事你就把我殺掉吧，好呀！你殺我，我就成仁，以後

中國歷史裏面我就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你殺我吧！毛澤東又不敢殺他，最

硬是他，骨氣最硬的就是他，他要他檢討自己。

聽眾：他沒有去勞改嗎？有沒有捉他去勞改？

羅公：他不敢。

聽眾：連勞改都不敢嗎？

羅公：不敢，他說：你整死我，我就成仁。你整死我吧！你殺我怎樣都行！利益了

我，以後誰不知道我是梁漱溟？毛澤東都被他激死了。

聽眾：那些記者去北京問他，他都這樣老了，問他有什麼長生之術？他說沒有， 他

說沒有。只是得閒的時候杵著手棍(杖)走去公園行一下，就是四個字：「少欲

知足」四個字。

羅公：少欲知足，他就真是少欲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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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四個字，少欲知足，問他何解這樣長壽，

他說「少欲知足」四個字答覆那個記者。

羅公：我見過他，在桂林我見過他。

好了，我們看看：「眼識」、「意識」、「鼻識」，「舌識」呢？亦是七個，

「身識」又是七個，「九緣八七」嘛！是嗎？

那麼「意識」就不是了，「意識」，你看看，「意識」，它的「種子」一定要

有，「根」、「第七末那識」的「根」一定要有； 「境」什麼東西，所有東西都是

它的「境」，一切法，一切事物都是它的「境」，「作意」一定要，「根本依」「阿

賴耶識」，夠了，一、二、三、四、五，五種，所需要的「緣」，只是得五個

「緣」，五個「緣」一具備它就跳出來了，所以「意識」成日起就是因為這樣，「眼

識」你知瞇(合)上雙眼你就看不到了，是嗎？

「意識」你蓋上被子，蓋上頭，都還是會想事的，五個「緣」就夠了，五個條

件；「第七末那識」 還更加少些，「種子」、「根」、「境」，它的「境」就是

「第八識」的「見分」，「作意」，「根本依」需要嗎？應該都要，但是何解？

「根本依」它的根就是「第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同時兼兩種的，所以它

缩為四種就夠了。「第八阿賴耶識」都是一樣，它有它自己的「種子」，它自己藏回

自己的「種子」，它的「根」，「第七識」做它的「根」，它的「境」是什麼？一切

「種子」，它所持住的那些一切「種子」與(它的)「末那識」做它的「根」，它自己

反「緣」那個，不是！ 這個「根」是「根身」，加上一個「身」字，第一是「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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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根」就是「根身」，「器」就「器界」，還要有一個作意，不需要「根本

依」了，它就是自己的了，這樣就四個，如果，我們看最後的一行，「若加等無間

緣，則前表中八識上各添一緣」，這即是說，十、九、八、六、五，是嗎？這個表。

聽眾：羅公！「第八識」的那個「根」何解要依住「第七末那識」做它的「根」？

羅公：哦，那個邏輯就是這樣，「識」總共只有八個，「前七識」就個個都要

「根」，你又是「識」，你應不應該要「根」？它提出了一個問題，答案就是

需要就合理一些，好，需要了，那什麼來做它的「根」呢？沒有東西了。

聽眾：用「第七識」。

羅公：做得它的「根」的一定要有一個條件，要連續不斷的，「眼識」沒有資格做它

的「根」，「耳識」無資格，「耳識」會斷的，「鼻識」無資格，「舌識」無

資格，「身識」無資格，「第六意識」都會斷的，沒有資格，「第七末那識」

是不斷的，所以它的「根」就是「第七末那識」，就是這樣。你說：不如真如

做它的「根」啦！真如是它的本質，不需要做它的「根」，要在現象界裏面找

一種東西做它的「根」的，如果基督教就說上帝做它的「根」？但是它不信上

帝，所以就是「第七末那識」做它的「根」，理由就是這樣。 

聽眾：我明白了。

羅公：又放開讓你想一想，不用太急，太急你消化不到的。說唯識難學，那裏有難

呢？不難學的，實在那有難？煩就煩些，世界上做人都是煩的了，不用怎樣，

讓你做一個大公司的總裁你夠煩了，是嗎？你以為不煩嗎？

聽眾：他有好手下就不煩了。

羅公：嗄？有好手下你都要成日看看那些手下靠不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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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幹部必定的態度。

羅公：嗄？如果你學這些煩的東西，沒事的，你用你的智慧去控制，你整天要死記就

煩，不用死記的，理該如此，知道是這樣，知道每一個「識」是「緣」的幾多

個我不記得了，揭開書看看就可以了，是嗎？這樣就可以了，要死記就辛苦，

我從來不記東西的，那裏需要記？你現在問我佛有十八不共法，羅先生，什麼

是十八不共法？我說：我不記得了，你自己查字典，記來做什麼？是嗎？你不

好記下你的臉上有多少粒痣？是嗎？人家說你臉上有痣嗎？我就說有！多少

粒？我記來做什麼？記了又有什麼用呢 ？明不明白？袁美琴？

聽眾：少少。

羅公：世界上一個國家應該是社會主義，人人平均好呢？抑或是資本主義好呢？各有

各競爭好呢？照理就是社會主義平均好的，個個有飯食，是嗎？但是學社會主

義就有個問題，個個恃住有飯食，會搞到國家不湯不水，就會這樣，資本主義

就鼓勵人們努力，你努力賺到錢你就大把世界享受，但是全個世界的財富總數

都是這麼多而已，被你們那班人全部集中了，但是有些人就連衣服都沒有得

著，就好像不平 ，又有這個缺點。

兩種東西怎樣比較好呢？兩種都不行，那就要怎樣？他就要肯定要社會主義的，

因為人人都要有得食，那些富人不要讓他太富，吃少些，那些窮人吃多些，又是這

樣。但是要鼓勵人，現在鄧小平就是搞這一套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想學這一套

東西，他說資本主義太過貧富懸殊，不好，社會主義的好處就是人人平均。

但是有一樣社會主義最壞的就是缺乏人性，它將人作為機器，養人、一個國家養

人，好像那些農場裏面養猴子一樣，養馬一樣，要你這樣，不讓你的思想自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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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會主義最壞就是這種東西。

是有這樣的，譬如它現在這樣，星期日不讓你做生意了，那就禮拜天去做生意有

沒有自由，你說做七日做六日就夠了，我星期一不做都可以的，是嗎？凡是有社會主

義傾向的，一定是每樣東西都強制，因為它不強制不行。

資本主義是沒有得強制的，你有本領就行了，是嗎？但是資本主義的壞處就是財

富不夠平均，貧富懸殊，社會主義的害處就是藐視人性，兩種比較，兩種都不好。那

就主張什麼？就主張學加拿大那樣，純社會主義不好，純資本主義也不好，應該是什

麼？是福利國家，福利國家。但是福利國家那些人仍然會懶的，是嗎？

生了一群兒子就靠國家養，兩頭遊那樣，你就夠麻煩了，那就怎樣？他生了兒子

你不養他嗎？那就怎樣呢？他說要怎樣？就沒有辦法了，國家就要福利，因為福利國

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她專重人性，是嗎？

但是它又有些資本主義的氣味，她又不讓你太過有錢，所以福利國家就是數這些

的，瑞士、挪威、丹麥、英國現在都是這樣，英國、加拿大， 這些都是福利國家，

但是福利國家，福利國家就好了，大家都像加拿大、都像瑞士那樣好了，但是要這樣

才可以。

要怎樣？要在文化上做功夫才可以，一定要推廣教育，令到那些人盡量認識自

己，知道自己是有義務的，自己享受了這樣，正是這樣，人是有自私的，這個就是

(靠)宗教，他信了宗教，宗教會幫忙他認識自己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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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佛教，你坐享其成那樣來慳，你如果明白佛理， (就知)是不對的，是偷盜

的，人人都做工你不做，你就是偷盜，你以為真是用隻手去拿東西才是偷嗎？這樣變

成都是偷盜的！殺人不是要拿刀去殺才是殺，你給錢買兇手殺人都是殺的！

譬如佛教，他主張，他是佛教徒，佛教最好，基督教亦可以，天主教也可以，一

定要有宗教輔助，國家就是要有福利的國家，但是要提倡哲學與宗教來輔助，是不是

絕對？沒有辦法，這個世界沒有辦法絕對好，這是一個娑婆世界，不是極樂世界，沒

有絕對好，好一些，那裏有壞了，就先補住那裏，只有這樣。池田大作 (1928－)他很

有眼光的，不過是他說這樣最好，除此之外就怎樣？

聽眾：最好的國家，收音機講的。

羅公：誰說的？

聽眾：即是收音機、電台講的，前幾天說的最好的國家。

羅公：就不是她最好，還有瑞士、挪威、丹麥。

聽眾：即是你剛才說的這一堆都是很好，但是前幾天講是日本現在變了最好。

羅公：這樣他池田大作就說我們應該望這條路去走，建設福利的國家，

聽眾：夠細心，有人濫用，濫用、濫用。

羅公：濫用。

聽眾：容易攞救濟金。

羅公：是。

聽眾：不應該去拿，他都貪心設法子去拿。

聽眾：那幾個卡去拿，很多！30 個 percent 用作救濟，四千七百幾圓，有 30 個

percent 是給救濟的，四個 percent俾教育，其它那些瑣瑣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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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這個就是審核不周，是嗎？

聽眾：即是審計署有問題，審計署，審核那些有問題，各有各貪，各有各花錢，我們

中國人都有很多的，我知道的，很多那些不應領救濟金他走去領。

羅公：這有真是的！這不是制度不好，而是你們這些人做得不好，即是社會主義，貧

富應該很平均的，不應該有人賺錢的，但是大陸什麼都要走後門的，這些就無

辦法，它這些就等於有病了，你要醫治它的病，醫她的病最好就是什麼？最有

效就是宗教，但是宗教無強迫力。

聽眾：宗教都可以，回教就可以了。

羅公：嗄？回教就有強迫力的，

聽眾：非我族類差不多要殺的。

聽眾：認識有一個朋友。

羅公：但是回教的國家始終是窮的，不知怎樣解？世界上的那些回教國家沒有一個是

富有的，富有的只是科威特，靠那些物產，科學不發達的，搞來搞去都是要提

倡人的智慧，提倡人的智慧，教育，最緊要是要搞教育。

聽眾：但是加拿大的教育制度是不行的。

羅公：加拿大的教育是不行。

聽眾：加拿大教育制度不行的，沒有宗教，她不讓你們學校有宗教，最基本這兩種東

西它沒有做，現在越來越不做， 人家瑞士、歐洲那些人家很成功。

羅公：瑞士教育好。

聽眾：因為它的教育加入了宗教，家庭觀念做得好好。

羅公：家庭觀念好。

聽眾：加拿大這邊就全部都是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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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

聽眾：人人都有權利但是沒有義務。

羅公：是，有權利無義務。

聽眾：同時個個都很自我，加拿大人是不理其他人的，因為沒有了宗教的那個。

羅公：沒有了宗教。

聽眾：即是沒有了倫理的觀念，而且加拿大現在來了很多難民 ，難民他們人人講人

權，但是他們現在就變成了濫用。

羅公：你自己都搞不定，你養那麼多難民做什麼？

聽眾：加拿大的社會結構是不行的，結構不得健全的，結構很亂的，裡面很亂。

羅公：現在是戊二了，是嗎？「前六識的現起分位」中的第二點 ，戊二，「諸識俱

不俱起，」「諸識」就是那八個「識」，「俱」就是一齊起的情形，「不

俱」、有時幾個「識」一齊起，有時就單獨起的情況是怎樣的？你看看：「前

五識要待多緣和合，」你看看「前五識」，「眼識」九個「緣」；「耳識」八

個「緣」；鼻、舌、身三個「識」每個「識」要七個「緣」，要「多個緣和

合，方能現行的，」「故由生緣之具或不具，」 (所以由於它「緣之具或不

具，」)所以由於它令到它能夠生現行的「緣」具備或者不具備，「有時一識

獨起，」有時「前五識」之中一個「識」起，譬如我看，只是「眼識」起而

已，耳，根本耳是沒有聽到東西，鼻亦沒有聞到東西，「一識起」，「有時二

識」起，眼看到，同時耳亦聽到，譬如你睇大戲(粵劇)，任劍輝出來的時候，

你的眼睛看到她，同時又聽到她(唱)，是嗎？有時是三「識」俱起，如果那個

任劍輝噴香水，那你就怎樣？「鼻識」都一齊起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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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就四「識」起，如果任劍輝一路周身都唱唱唱，摸一下你的時候，你就四

「識」起了，連「身識」都起了，有時就「五識」起 ，「色」、「聲」、「香」、

「味」、「觸」，你看到的就是「色」；聽到她(唱)就聲了；聞到她的味就香了；味

就很難了，你看戲就很難有味的，你嘗不到任劍輝的味的，四識起而已，有時就五識

起了，你回去與太太同住，五個太太就五識一齊起，你對住太太就是。這樣有時「五

識並起」，那些「識」起好像猶「如波濤依水」，那些水裏面起波，有時一個浪拋

起，有時多過浪拋起，那些水要來譬喻什麼？譬如那個「阿賴耶識」，那五個「識」

就等於波浪，「然前五識中，不論一個識起或多個識起，必定有第六意識與」它一齊

起的，何解？以、「以」是因為，因為「第六識是前五識之分別依故。」一定要有它

才能起，然後才可以分別的。這樣這裡就明白了。

 

好了，下面我總結它，綜合以上講就是「前五識」一齊講，再加上「意識」，但

是「識」有八個，如果總合八個「識」來講就怎樣呢？「總合八識言之，則任何時

分，」任何哪個時候都好，必定有兩個「識」一定起的。你入了大手術室裏面，全部

不省人事都有兩個「識」起的，即是「第七識」、「第八識」，你死了的時候，死了

「第七識」、「第八識」都起的。

由無始之始來到現在，一路到你將來成阿羅漢之前，(一定)第七、第八識一定連

續不斷的，只有什麼？只有你進入了無餘涅槃，就兩個識都沒有了，如果你不入無餘

涅槃而成佛，又不斷的，何解？換了，那個染污的、那個有漏的第七、第八識停了，

那個「無漏」的第七、第八識起，「除無心位外」，「無心位」以前就講過了，「意

識」的「五位無心」：生「無想天」；入「無想定」；入「滅盡定」，「無心(的)睡

眠」，「無心(的)悶絕」，除了「無心位」，「位」字就當 case ，或者當 occ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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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解，「無心」的時候，至少有三個「識」一齊起的，至少。

即是說什麼？「第八識」一定起的，「第七識」一定起的，「第六識」一定起

的，至少。如果入了「無心位」，就沒有了「第六識」，「前五識」中如果有一個

「識」起時，即是至少有四個「識」起，譬如你「眼識」起，除了「眼識」之外一定

有「意識」，這樣就兩個了，一定要有「末那識」，三個了，一定有「阿賴耶識」，

四個了，至少有四個一齊起，乃至到你「五識」起時，八個「識」一齊起都要都有之

的。

這樣，你看看這個表：「諸識俱起的分位」，第一段；第二段：「俱起諸識」的

「識」名；第三段就是「俱起識」的數目。你看看：當你「無心」的時候，即是入了

「無心定」或者入了「滅盡定」等的時候，就只有第八、第七兩個識，「四識」俱

起，「前六識」中，只是「意識」起的時候，其它識都不起的時候，你睡著了覺只是

發夢的時候就怎樣？第八、第七、第六，三個識起，「前五識」中有一個識起的時

候，就四個了，第八、第七、第六，「前五識」中的一個，四「識」起，如果「前五

識」之中有兩個識起，就有第八、第七、第六，「前五識」中的兩個，這樣就五個識

一齊起，「前五識」中，三個識現起的時候，這樣就第八、第七、第六，「前五識」

中三個識起，這樣就六個「識」一齊起，「前五識」中四個「識」一齊起的時候，就

有第八、第七、第六，「前五識」中的四個，加起來就七個，如果「前五識」一齊都

起，第八、第七、第六，加上「前五識」就可以八個一齊起，情形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這裏就知道，我們所謂做人，所謂人生，有時這堆識起，有時那堆識

起，所謂人生就是這樣的而已，是嗎？你說化不化？你說化就確是化的，一堆一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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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藥材舖執藥那樣，有時這裏一堆，有時那裏一堆，你說不化也是行的，很珍重，有

時這個識起我們不要放過，有時多個識起不要放過。

凡事是兩面的，一方面就很珍重，一方面就很化，那就應該怎樣？我們要珍重，

就不需要太化，亦不要太珍重過頭，過頭就會執著，珍重到執著，要化一些，折衷，

這樣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樂觀了，是嗎？你自然就長命了，梁漱溟這樣長命就

是這些了，梁漱溟他是「唯識家」來的，第一個人在北京大學講「唯識」的就是梁漱

溟了，他的講義叫做《唯識述義》，現在那些人找回來了，找回一部分了，是不是

《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 1989)？我在香港都買了一套，叫做《全集》是嗎？

聽眾：《唯識述義》第一部就有，第二部失傳了，北京都找不回來。

羅公：梁漱溟的書，我看這個人就比較迂(迂腐)一些，書生氣太過重，很迂，這個

人。他即是這樣，本來錢是很有用的，你運用，他就是有錢都不要的那種人，

他這個人是這樣的。有官做，你有了權你才能夠做事的，他又不是，他又不

做。李濟深舊時叫他出來做教育廳長，他不願意，不願意，你猜他做什麼？他

揀了一個中學校長來做，廣雅中學做校長，教育廳管理，當時幾百間中學給你

管理，你不做，去揀一間中學做校長，他怎樣說？他說直接接觸學生，說做了

教育廳長就高高在上，這個人有這樣的。

聽眾：以前它做過廣雅嗎？

羅公：廣雅！廣雅中學。

聽眾：一中的前身嘛！

羅公：嗄？什麼？

聽眾：一中前身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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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一中前身囉，嗄？當時就改了作廣雅中學。

聽眾：以前它做過廣雅嗎？

羅公：從前廣州中學有兩間是最好的，一間是廣雅，一間是中大附中，兩間最好的，

那些學生現在走出來，那裡的那些學生拿出來，拿出來做加拿大的高中數學教

員都可以！那些數學系畢業的，現在那些中學畢業的，現在那些高中畢業的拿

出來做國文教員教中學，好過現在那些大學畢業生，現在那些大學畢業的就

「水」(差)了，很「水」的。我知道的有個中文大學畢業，你猜他怎樣？平上

去入不懂，中文系呀！

聽眾：他不是學這個。

羅公：嗄？

聽眾：他不是學這個嘛！

羅公：嗄？他不識調的！東、董、凍、篤；公、鞏、貢、穀，不識調！如果他是學物

理、學化學的不識，他就很本能的， 他不是學這些，中文系嘛！是嗎？你將

來教書的時候，教一首詩給人聽，這是平聲，這個是仄聲，你都要識的，不

識！還有一個笑話，一個香港大學畢業的你們會有很多人認識他的，叫做黃瀚

佐(林佐瀚)？在電視台講會「每日一字」的那個黃瀚佐(林佐瀚) 。

聽眾：黃佐瀚呀。

羅公：嗄？黃(林)佐瀚嗎？黃(林)佐瀚，我識得他，是怎樣識他的呢？我有一個朋友

叫做徐中玉(1915～) ，在華東大學教書，做副校長，徐中玉，先前見到他，

他還問我：羅先生，你想不想回來？回來祖國吧？回來華東吧，回來華東教一

教書。

我說：不了，那個徐中玉是有些名氣的，美國哈佛大學與大陸交換，交換教授，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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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去完就回來香港。

那班人！香港你知道那些人！你稍為有些什麼，那些人就擁住來巴結你了，那幾

個人就擁著來要請他吃飯，也請了我，因為我與他是同房的同學來的，於是也請了

我，你猜是誰請？那個黃霑請客，那個「不文霑」，那個徐中玉與你黃霑有什麼關係

呢？他要請客，那又無所謂，菜很靚，很好的菜，在那間叫做什麼？富麗華上面的那

間什麼島？半島？是嗎？香島廳？富麗華上面，那時的東西已經相當貴了，就請他，

就請了幾個陪客，徐中玉兩父子，我，香港大學的那個羅康烈，又請上了黃(林)佐

瀚，請了香港大學的退休教授饒宗頤，就是這幾個了，這樣一齊在那裏吃飯。

黃(林)佐瀚這個人他將來會有造就的，很謙虛，很客氣，他說：我在中文電視台

講那些「每日一字」那些很俗套而已，很低級而已，希望你們大家前輩真真正正的請

你，你覺得我有什麼缺點？請你們講給我聽。徐中玉就說：我都沒有看過你的電視。

饒宗頤是他的老師來的，就講了幾點。

他就問我：羅先生，你覺得怎樣？你看過沒有？我就說：我看過。你覺得怎樣？

有什麼需要改正沒有？我說：甚好、甚好，不過有一點，我與你的老師饒宗頤大家是

很熟的朋友，有一點我貢獻給你，你在「每日一字」， 解的字你引了很多，引經據

典來解釋這個字，你是應該的，不過你有時就引《康熙字典》，我說：通人是不引

《康熙字典》的，因為《康熙字典》是引別人的，引《說文》，引《爾雅》等等，你

查《康熙字典》可以查，你查到它引哪一本講你就用哪一本來講，你就不要說《康熙

字典》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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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這樣，你要解釋的東西，你查《辭淵》你可以查，你不要說是《辭淵》說

的，《辭淵》亦是引別人的，《辭淵》說引那個人說，你說《康熙字典》即是你無形

中指引別人什麼都去查《康熙字典》了，如果這樣，你不如索性說一本淺一些的？

《中華大字典》或者《學生字典》都有？你不是更加好？人家更加容易找？ 你說找

《康熙字典》即是表示你有根據了，有很深的根據了？好深的根據，你就不如再高一

些，《康熙字典》引《說文》你就說《說文》，你說是嗎？

他說：是、是。很精！以後他講就不再引《康熙字典》了，他引《說文解字》，黃

(林)佐瀚，所以我說他這個人肯做功夫，很有前途。

聽眾：現在好似沒有得講了。

羅公：嗄？沒有什麼的，電視台它就是看別人收看的率，收看的率不行它就不用你的

了，很沒有人情的，世界上這些事情。等於在美國洋行打工一樣，你稍為差一

點它就不用你了。

那個誰？王亭之替明報寫了那麼多年稿，明報說他鬧人太多，要求他不要罵人，

王亭之就說：有些人是該罵的，我不罵它怎麼行！那個總編輯查良鏞說：別人不好，

你何必看不過眼呢？這個世界都由得他在這裏住了，你理它那麼多幹什麼？你罵人與

我這個生意很不妥嘛！王亭之：好吧！好吧我不罵了。他都不寫了，現時結果現在就

剩下了一個信報。

好了，看回這裏。戊六(三)、「六識於一時中緣境多少」「一時」者，這一個剎

那之類，它可以看多少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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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前六識緣境，」 這個「緣」字當然「認識」那樣解的，「知」、

「知境」那樣解，「於一剎那(之)中，多少不定」的，例如一個「眼識」，一個「眼

識」有時一剎那之間只是看一類顏色而已，例如它只是看見青色，「或於一剎那間，

頓取種種色」，「頓」者，突然，「取」即是了解，突然去看到種種顏色，例如怎

樣？一時一看，看下去，譬如我現在一看看見那個花樽(瓶)上的花，又有紅，又有

黃，又有綠，是嗎 ？一剎那之間看多種顏色，「青、黃、赤、白等」一齊看到，

「眼識緣色」的時候是這樣，是如是，「耳識緣聲」音也一樣，是嗎？

所以我們一剎那之間「耳識」可以聽到多種聲音，「鼻識緣香」也是，一剎那之

間「鼻識」可以聞到多種香味，「舌識」亦是，一剎那之間舔一舔，甜、鹹、酸、

苦、辣一齊嘗到的，「身識緣觸」亦是一樣，譬如我的「身識」摸下去這張枱處只是

「緣」到硬，但是那張枱燒到熱的，被太陽曬到熱，「身識」「緣」下去就不止

「緣」到硬了，又「緣」到熱了，是嗎？

「意識」「緣」事物的時候，一剎那可以「緣」到很多東西的，亦是一樣，所以

當一個識起的時候，不是單獨了解一種東西的，是可以多種東西的。這樣差不多那六

個識怎樣活動法，到這裏就已經十之七八了，是嗎？這樣現在就講到這個「前六識」

活動的心理學了。

丁七、「前六識之五種心」，這個「心」字當什麼解？五種情形的心的活動，即

是心理活動的情形，叫做有「五種心」，這五種心是依據《瑜伽師地論》講的，但是

我現在引用就沒有全部照足它的，我就修改過一些的，你看看，瑜伽等論，「《瑜伽

論》等(它)辨說前六識」的那些「心生起的次第，」這個「心」即是心的狀況生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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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總共有五種情形叫做「五心」，所以我又說明了，注意， 非謂每一個識皆有

五個心，即是次第之間，有時是這個情形，有時是另一個情形，總共不出五類情形：

第一叫做「率爾心」，亦可以讀「率爾心」都得，率(音拙)、率(音恤)都可以，「率

爾」即是英文的那個時 sudden、suddenly ，突然而來的，突如其來的；第二、

「尋求心」，好像找尋那樣的；第三、「決定心」，找的結果是決定它是什麼東西？

第四、「染淨心」，或「染污」或「清淨」，怎樣是「染污」？有那些煩惱的，

「貪」、「瞋」、「癡」那些煩惱與它一齊起的時候，那個心就染了，如果有那些什

麼？「信」、「慚」、「愧」，「無貪」、「無瞋」那些「善心所」與它一齊起，一

齊起它就淨了。

第五是「等流心」，「等流」即是連續、連續 ，前後剎那相似、相續，這樣就

叫做「等流」，「等」者，相似叫做「等」，「流」者、連續，前剎那與後剎那相似

而連續的。這樣就叫做「等流」。

好，這樣現在逐個心解了：解「率爾心」，「率爾心是前六識見分」，每個

「識」的「見分」出來看東西的，第一個剎那緣境的時候，那時，那個分位，那個

occasion，第一剎那一眼看下去的第一剎那，那時的情況，那時那個心的活動就叫

做「率爾心」，例如什麼？例如我們出門口一眼見到很熟口面的人，第一眼，一剎那

見到他，那時你的心就叫做「率爾心」，你會不會想他是誰？你不會的，「率爾心」

就好像影相機一樣，剎時影到那樣，叫做「率爾心」，「率爾心」一定是「現量」

的，沒有「比量」的，它一出現的時候，它得到的那個「境」，那個 object 的「自

相」，一到第二個剎那它就「尋求」了，「尋求」就在那個「共相」那裡「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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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時能緣的見分」，即是能夠了解事物的那個「見分」，「忽然墮在(那個)所

緣境」裡面，譬如我一眼看見一個很熟的肥佬，第一剎那我那個識的見分一下子

「墮」在那個肥佬的樣子上面，「墮」在它的所緣的境，「所緣」的境，那個

object，所以又叫做「率爾墮心」了，例如「眼識」的「見分」，初初見到青色的時

候，第一個剎那的時候就名叫做「率爾心」了，「眼識」的「率爾心」了，當「眼

識」的「率爾心」起的時候，就有一個「意識」與它一齊起，那個叫做「五同緣意

識」，是嗎？

那個「五同緣意識」的「見分」與它一齊起，那個「五同緣意識」前一剎那的時

候就「未緣此境」，未曾了解，「今初同緣」，現在就與那個「眼識」一齊起，所以

那個「五同緣意識」第一個剎那的時候，亦名叫做「率爾心」，好了，「六識的見分

緣境皆有此心，」一定有一個「率爾心」，第一個剎那一定是「率爾心」， 此心普

通第一個剎那，一剎那，第二個剎那以後我們叫它做「尋求心」了，怎樣？譬如你第

一眼見到那個肥佬那樣，你都不知道他是誰，你只是見到一個肥佬而已，一到第二個

剎那，這個是什麼人呢？「尋求」了，「尋求心」了，何解叫做「尋求心」？

「已非初墮境故」，它不是初初跌落境界處，所以它是「尋求心」，「率爾

心」，現在問題又到了，那個「率爾心」是「善性」、是「惡性」還是「無記性」

呢？解答這個問題: 「率爾心」於三性之中，必定是「無記性」的，天真爛漫的，一

眼望落去怎會有善惡呢？一定是「無記性」，這是就有漏位而說，就未成佛的人來

說，如果你成了佛就不同了，那個「率爾心」是善的，是「無漏」的。

好了，「率爾心」在「三量」之中，「現量」、「比量」、「非量」這「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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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前五識見分之率爾心」，一定是「現量」的，「現量」。「第六識見分之率

爾心」，如果是「五同緣意識」，只是「現量」的，如果是「不同緣意識」與「五後

意識」就沒有「率爾心」，就不是「率爾心」了，那個時候我們現在先不談論它，因

為它未必是「現量」，已在第二剎那以後才起的，那些叫做「五後意識」，我們不講

它，沒有「率爾心」的。

在「獨散意識」，「獨頭意識」而散心的「意識」，平時我們想事那樣，譬如現

在我坐在這裡，我雲遊天外想其它的東西，起了「獨頭意識」，或者我現在吃完飯

了，我現在在這裏想某一個問題，我起了一個「獨頭」的「散心意識」的「獨散意

識」與「夢中意識」，發夢的時候你的「意識」，那時就有「率爾心」的，譬如你發

夢，突然發個夢，那時就是「率爾心」了。

或者「率爾心」起的時候，有時第一個剎那的「率爾心」一定是「現量」的，過

了一剎那，我這裏講得不是很清楚，一過了第一個剎那以後就會成為「比量」了，想

度、推度，或是「非量」，亂想，想錯了。

那個「定中意識」就一定是「現量」的，「在獨散意識及夢中意識，則有率爾

心」，「率爾心」後就變成，不是！「率爾心唯是現量」，都是「現量」的，第二剎

那就或「比量」或「非量」了。這樣「定中意識」， 這個「定」是指什麼？入了初

禪、二禪、三禪、四禪以後，那時的「意識」起就一定是「現量」的，明不明白？

「率爾心」？我們不論心什麼時候起，初起的時候一定是「率爾心」的。

聽眾：這裏說「夢中意識或為比量」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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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夢中意識或為比量」？

羅公：「比量」就推度。

聽眾：夢中怎會「推度」？

羅公：嗄？什麼？

聽眾：夢中「意識」，夢中起的「意識」不會推度的。

羅公：會！夢中為何不會「推度」？夢中還會打麻雀！是嗎？發夢的時候，怎樣食糊

不就是「比量」？是嗎？有時夢中會計數的！是嗎？ 

聽眾：何解那麼神奇？

羅公：有的，夢中的「意識」第一個剎那都是「現量」的，是嗎？

第一個剎那一定是「現量」的，「率爾心」明白了嗎？

第二個了，第二剎那多數是「尋求心」，「尋求心者」，「尋」就是尋思，

「求」就是追求。「前率爾心所墮的境」，雖然第二個剎那就過去了，已經謝滅了，

已成過去的時候，本來就沒有了，「但由熏習力」，前一個剎那它看到「境」的時

候，即刻將那個印象就打了入去，熏了入去「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成為「種子」，第

二個剎那「種子」又打番出來。來到這裏，譬如這裏綠色那樣，我看到綠色，是不是

一直看到綠色的？不是的，第一個剎那一看到綠色，當我看到綠色的時候的那一個剎

那，就即刻將那個綠色做資料那樣打了入去「阿賴耶識」裏面，一到第一個剎那完

結，那個綠色已經沒有了。

第二個剎那， 第一個剎那綠色沒有了之前就已經打了一個綠色的「種子」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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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個剎那起的時候，那個「見分」一起的時候，就挾帶那個綠色的「相分種

子」一齊出現，又是見到綠色。這樣第一剎那我見到這裏的綠與第二剎那我所見到的

綠色同不同？不同的，我們以為它是一樣，其實是不同了，就是因為這樣就會變了，

何解我看到那朵花是很青青綠綠的，何解明天看它就已經黃了呢？

那個理由是這樣：第一個剎那看它是綠的，第二個剎那已經不是了，第二個剎那

再打過綠色出來，何解有一個綠再打出來？因為第一個剎那見到綠色的時候，就打了

個綠的「種子」落去，第二個剎那的「種子」打番出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一直到我們睡覺為止，其實是每一個剎那都是不同的，何解會不同呢？會不同的理由

是怎樣？

我們的「眼識」起就見到綠色，我連那塊樹葉的脈絡我都見到，何解我們看得這

樣清楚？因為燈光，陽光那個「緣」就令我們看得清楚了，當晚一點的時候，我們再

看的時候陽光沒有了，燈光不夠了，看不到脈絡了，沒有脈絡了，是嗎？那個「緣」

不同就決定不同了。

到了明天的時候已經變了各種情形，各種情境都變了，所現起出來的顏色就變成

黃色了，不是綠了。如果那種東西是有自性的就不變了，就是因為它是無自性的所以

會變。

聽眾：那個道理就是那個「境」變了？

羅公：嗄？那個「境」變了，每一剎那都變的，你以為它不變其實是相似，不是不

變，那豈不是很化？是很化的，其實人生就是這麼化，但又正是因為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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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以有希望，不好我會做到好，看你怎樣控制，是嗎？所以你窮鬼可以變

成有錢，是嗎？蠢材可以變成聰明，就是因為每一剎那的熏習的作用。

所以有些人說無常就慘了！有什麼慘的？無常才是好東西嘛！是嗎？如果常就弊

了！常，你初出世時像一團粉那樣，那樣你就成世都像一團粉那樣了！常；正是因為

無常，所以你會長大，但是也有好有壞，就是因為無常所以你會死，所以你就怎樣？

好的無常你就栽培一下它，壞的無常你儘量挽留一下它，那就要怎樣？用什麼來挽

留？

「緣」，「緣」是什麼？講究衛生，少欲知足，令你長壽，「緣」，或者將來人

類發明了很多東西，現在只是什麼？致命的多數只是兩種東西，三種，一種就是心臟

病，是嗎？現在都沒有什麼辦法的，或者將來真的做一個塑膠心臟，塑膠心臟很能幹

的，三十年都不壞的，有什麼事的時候就換過一個塑膠心臟，長三十年命都說不定

的。還有一種愛滋病搞不定，是嗎？

還有一什麼？癌症，只是這三種而已，我們這個世界多進步！從前碰到就可以死

了，以前一個小朋友出麻疹，出麻疹又會死人，出痘又會死人，一會破傷風又說會死

人，什麼都會死人，死的機會都不知有多少！所以四五千年前我們那些普通人五十歲

已經很了不起了，五十歲已經叫做下壽了，六十歲就叫做中壽了，八十歲叫做上壽

了！現在在加拿大，八十歲就下壽就差不多！一百歲就是中壽，是嗎？在加拿大，一

百二十歲就是上壽就對了！ 

將來這個世界，這個問題就是那些人太長命，這個問題是真的，個個都這麼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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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搞？要養一班老人，很大問題的。所以佛教徒要多有這類知識，不是說關上門在

寺院裏面我食齋呀食齋，食齋我不殺生，好，以後禽獸逼人的時候你怎麼辦？滿山都

是蛇，那時你怎麼辦？你不殺吧！是嗎？滿屋都是老鼠！你不殺吧！不行的！因為這

是一個娑婆世界，不是極樂世界，是什麼？這個世界是什麼？有好有壞，有些壞的東

西我們不能不毀滅的，不過我們毀滅牠的時候我們要用慈悲心去將牠毀滅，不要用兇

狠的心，那樣解，不行的，不這樣對它是不行的。

你們佛教徒一味是這樣說我不殺生了，你自己可以不殺，但是這個世界強的是食

小的，你無可奈何，是嗎？無可奈何，無可奈何的時候，你可以這樣說，我不殺生，

我不殺生，那些生命就自然少了，我不殺蛇，這個世界就不出蛇了。

講是這麼講，你不殺蛇這個世界眾生無量，那些惡的眾生死了就會變蛇的，你不

殺蛇，那些眾生很多變了蛇，將來蛇就咬死你！怎麼行？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所以

那些人戒殺放生，只是做到什麼？不要傷害自己的慈悲心而止，就不要做那些加突了

(過分)的東西，加突了的東西是沒有用的。你們去放麻雀仔，放吧！那蛇你放不放？

放蛇就不得了。

譬如你說我要放魚，那些大魚在河水裏面，一口就吸去了幾條細魚被牠吃了，那

些小魚就得罪了你嗎？放一條大魚，你放一條大魚有多少小魚被你犧牲掉？在這個情

形又怎樣？唯有不必理牠們，由得牠吃，你自己吾身，我不為了貪口腹(福)而食牠，

這樣就夠了，牠大魚食小魚就由得牠食。是嗎？

所以我們學佛就不能夠死牛一邊頸，你想想是不是？還有，有一個蠢人，他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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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以為功德的大小就是看所放生命的多少而定，但他沒有那麼多錢買起雀欄入面的

所有雀將牠來放，你買起全部，今日買起全部他明天又推來了，越整越多你怎樣搞？

你猜他怎樣？買紅蟲來放，放生，那些用來餵魚的紅蟲，你買一圓就很多了，他去放

紅蟲！那個蠢人！你放紅蟲，你放落水裏面還不是被那些魚把它們全部吃光？那些魚

真是多謝你了！

聽眾：那些人去放鵪鶉，放生了兩籠鵪鶉，鷓鴣。

羅公：怎樣？ 

聽眾：那次就買了兩袋鷓鴣去放生。

羅公：誰個買？ 

聽眾：海？兩籮鷓鴣

羅公：買鵪鶉、鷓鴣去放生。

聽眾：那些鵪鶉是放養的。

羅公：所以佛教徒你又不要怎樣？你又不要殺生，不要為了自己的口福來傷害那些生

命，這樣就戒殺就夠了，就不要搞到放鵪鶉、放麻雀仔，放那些什麼東西，然

則不殺生，不吃東西，是無過失而已，哪裏有功？

要怎樣？努力一些去賺錢，賺錢就怎樣？那些錢要來做什麼？捐錢來起一間醫

院，是嗎？所有有病的人你免費來醫治他，是嗎 ？

那些貧民沒得吃的，你給他食物，這些才是功德嘛！是嗎？這個世界上這麼多又

跛、又盲、又無得食的你不走去做，你走去放麻雀仔？是嗎？這些都是蠢之過嘛！是

嗎？所以孔夫子有一次，孔夫子就做過小官的，他就有隻馬就大概是替他拉馬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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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走了出外面的時候，那個馬房，他養馬那裡就被火燒，燒起之後就被人救熄

了，孔夫子回來的時候，那些人告訴他那個馬房被火燒了。

孔夫子第一句就問：有沒有傷人？他沒有問有沒有傷害馬，馬燒死了都無辦法了，但

燒死了人就很可惜了。《論語》(《論語·鄉黨》)記載了這件事，論語這樣說：「廄

焚」，馬房被火燒了，「子退朝」，孔夫子在外面辦公回來他就問，「曰：」他這樣

說：「傷人乎？」有沒有傷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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