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沒有傷人？不問馬，他沒有問馬這隻馬是他的財產來的，他沒有問。只是問有

沒有傷人而已，即是先人後馬。譬如殺生，如果你殺了一個阿羅漢，罪是很大的，殺

阿羅漢會入地獄的，但是殺一個普通的人罪就沒有這麼大的，如果你殺一個賊，那麼

罪就更加小。是嗎？是這樣的，不是說殺得多少的問題，亦不是亦放生放得多少的問

題。這些東西最重要的就是什麼？就是智慧，沒有智慧就什麼也不行。什麼叫做智

慧？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所以一定要學「般若」就是這樣解。是你持戒都要有

「般若」指導，沒有「般若」指導沒有用的。

聽眾：盲目的。

羅公：嗄？

聽眾：盲目的。

羅公：盲目的，沒有用的。好了，講回這個「率爾心」，已經講完了。現在講「尋求

心」的。由這個熏習力，就有「似前」的「境」生起，那個「意識」等的「見

分」就「緣」這種「境」了。「緣」這種「現境」了，「緣」這種「現境」是

怎樣的？「尋思推求」了。其實那時現出來的「境」當你沉思的時候，只是看

「意識」裏面的「境」而已，並不是真的「眼識」所見到的，那時是怎樣？

「意識」就在那裏推求，那個「眼識」怎樣？兩個情況：一種 stop了，不

起，是嗎？

第二種是怎樣？眼還是眼睜睜地看著它，眼睜睜看著他，那個「意識」就是

「五不同緣意識」，是嗎？如果「眼識」不起，只是那個「意識」在「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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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這樣就叫做「五後意識」，「欲了知此是何等境」，「何等」即是「什

麼」？例「如眼識」的「見分」，於第一個剎那起了，起一個「率爾心」，就

見到青色，見到之後第二個剎那，那個「意識」的「見分」接著就起「尋求

心」了，它怎樣「尋求」？為什麼要「尋求」？「而欲了知彼是何色」？想

「尋求」一下到底我所見到的是什麼色？此時「意識」就與什麼？就與一個

「欲心所」相應了，想知道，「欲心所」相應了。

接著怎樣？「旋即有『念心所』生」起，有一個回憶心所起了。回憶什麼？想

起我以前見過這種東西，叫做青色，是嗎？就「令(到)意識重見前曾見之色」

了。「意識」裏面就把以前見過的色重現，聯想了。是嗎？就「與今時之色」

相比較了。以前我見過這樣的，現在同是一樣的，這樣就叫做聯想了，那天我

已經講過什麼叫聯想了，這就是聯想了。比擬了。

「求其同異」，看看我以前見過的那幅東西與現在見的同不同呢？同異。所以

那個真的「尋求心」，「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是嗎？那個「不同緣意識」或

者「五後意識」(只)有這個真的「尋求心」才有，但「意識尋求心起」的時

候，「前五識亦往往並起」的；那「意識」在想的時候，眼睛都會是眼睜睜地

看到那件東西的，此時的「前五識」已非「率爾境」了，已經不是「率爾境」

了，是連續的了，「而是賡續活動活動」了，「賡續」即是連續，所以那時就

「不名(叫做)率爾心」了，那叫做什麼心？跟著「意識」亦把它叫做「尋求

心」，實在不是「尋求心」，「而隨其同時俱起的意識」，那種「不同緣意

識」了，名叫做「尋求心」。

2



實起「尋求」作用的只是「意識」，並非「前五識」。而「前五識」「尋求

心」之行相，行相即是活動的情形，「與其率爾心之行相實無有異」，是一樣

的，「無有異」，「以前五識祇任運生起」，「任運」即只是機械地生起，

「無推尋計度的力」，所以我們硬要將它叫做「尋求心」那樣解。「即以此

故，瑜伽論說尋求心唯在意識中有。」(「又即以此故，唐人亦有說前五識之

率爾心通多剎那」)都會起的，就是這樣解釋。這個括弧，這是我學唯識的心

得了，你去查，就沒有這樣講法的了，「據此，則前六識皆得有尋求心」了。

是嗎？「尋求未知之境，一剎那未必即了；」未能瞭解的，未能了結的，「尋

求」不到又怎辦呢？「尋求」不到有怎樣？「故尋求之後，復更尋求」了，尋

了又尋，尋了又尋，「尋便通過多剎那連續矣」。這個「尋求心」。

「於三性中，尋求心」一定是「無記性」的。它都未決定，是嗎？所以是「無

記性」的。這是就「有漏位」來講而已，「無漏位」就是「無漏」的，是

「善」的了。這個「尋求心」於「三量」中，「前五識」之「尋求心」一定是

「現量」。因為它其實就不是「尋求心」來的「第六意識之尋求心」，如果在

「散位」，「散位」即是「散心」，不是入定的時候就通乎「比量」和「非

量」，如果是在定中就一定是「現量」。所以佛家這麼著重修定就是這樣了。

何解呢？「以定心湛澂，隨緣何境皆明證故；」那個「定心」很清楚的。一說

亦有「比量」，定中修觀的時候就是「比量」了。所以亦有「比量」，這裡是

通的。這樣，這個叫做「尋求心」。明不明白？「率爾心」之後就有「尋求

心」。難不難？

聽眾：「尋求心」是不是一定要用「第八識」來「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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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第八識」沒有這個的，「第八識」只有「率爾心」，沒有「五心」的，只是

一種心而已，整天都是「現量」的，整天都是「率爾心」、「率爾心」那樣而

已，「第七識」都沒有的，這「五心」只有「前六識」有。

講「決定心」，這個不要把它講完，我們講「決定心」，全部講完了你們就麻

煩多一些，是嗎？講「決定心」，「尋求」之後就決定了，是嗎？「決定心

者：決者決斷，定者印定。」「尋求心過後，」由前剎那的「熏習力」就

「熏」回去，第二個剎那又再起，「有似前(剎那的)境生」起，這樣「意識等

見分(就)緣」這種這樣的「境」，不斷地「緣」，我們有一個「慧心所」起

了，就「決斷印定此是何境」了。

例「如見青色之尋求心過後，」就「決斷印定此是青色」，並非黃色，並非白

色，「非是餘色。」這樣就決定了。「真決定心(只是)唯在第六識」裡面有，

是「不同緣意識或五後意識」起的；「但以意識之決定心」起時候，「前五

識」亦很多時亦一齊起，「並起」的，這又怎樣？「前五識」的叫什麼心？此

時之「前五識，準尋求心」一樣了，依照「尋求心」一樣了，「亦隨其俱起之

的意識」，叫它做什麼？「決定心」了。「俱起之的意識」叫做「決定心」，

「前五識」亦叫它做「決定心」了。

「故決定心亦通前六識」都有了。「決定心」，那個「決定心」亦一路多剎那

的，連續生起的，「雖已決定此是何境，未必即於次念起染淨心故」。連續

的，既「無染」、既「無淨」，就「無記」了。「於三性中，決定心」仍然屬

「無記性」的；何解呢？「於境未住善、惡故」。對於境界未曾起善心、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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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於三量中」，屬什麼「量」？「前五識」之「決定心」，一定是「現

量」，「第六識」的「決定心」如果是「散心」，就通乎「比量」、「非

量」，如果是定中，就一定是「現量」，這樣就是「決定心」，我們又識得

了。

下面講的兩個「心」就先留下了，不要太多，一多就搞不定。即是丁七、「前

六識」的五種心，第一種就叫做「率爾心」，懂得未？聽得懂嗎？如果「率爾

心」你不懂得，「尋求心」你就不懂得了，識得嗎？識不識得？

聽眾：識呀！樣樣都明白。

羅公：袁美琴，你識不識？「率爾心」？識不識？

聽眾：一眼看下去時就是「率爾心」了，是嗎？是不是？羅公？

羅公：是，剛看下去第一眼，那就是「率爾心」，第一個剎那，一到第二個剎那就尋

求，「尋求心」起了，如果你說參禪找什麼坐在那裏呢？這些你不懂，你如果

懂就不用參的，不懂你參來參去也是參不到的。

聽眾：羅公，其實他們叫人參禪，其實道理是做什麼？

羅公：參禪就是思考，想通它，是嗎？

聽眾：但是它給的問題好像是沒無頭無尾的？

羅公：其實你想錯都說不定的你想錯了又第二世了，是嗎？如果你是學般若那些，他

們是教你想的，會告訴你的，只是禪宗才靠你自己想，人人說學禪宗，其實最

危險就是禪宗，你看看，學一學禪宗，你跟著張國志條路走就夠衰啦！跟他

走，是嗎？禪宗如果沒有「般若」底子(基礎)，你不要修禪宗。是嗎？學「般

若」那樣，如果我發夢是靈的，他就去非洲做王子了，做王子而走到去非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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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慘的，不如在美國做大亨好過。

聽眾：或者去非洲做弘法囉！

羅公：去非洲有怎樣弘法呢？是嗎？

聽眾：外面戰火連天。

羅公：嗄？是呀！非洲弘法就很難了！

聽眾：禪宗都是根據般若的。

羅公：嗄？禪宗是般若。

聽眾：禪宗都是般若底來的。

羅公：但是他用參禪就很危險的。識不識得「率爾心」？Pauline你識不識得？

聽眾：識得，是不是第一眼看到的？

羅公：你看我這個識不識？那些不聽我講的，不能看得懂的。懂不懂潘雪芬？「率爾

心」？

第二、第一個剎那，譬如噹一聲，第一個剎那聽到的沒有「分別」的，只是聽

到，這是什麼聲？是鐘聲抑或是磬聲？不知道，一到第二剎那，它就想這是什

麼聲呢？這是什麼聲音呢？就問了，「尋求」了，一「尋求」之後跟著就聯想

了，我從前聽過「噹」這樣的聲音，這些叫做金屬的聲音，現在聽到都是一

樣，所以這些是應該是金屬的聲音，這個就是聯想了，起「隨念分別」了，這

是「尋求」，明白嗎？

「尋求」已經講過了，是嗎？「尋求」之後，可能「尋求」的一剎那，如果你

聰明的，一剎那就「尋求」到了，如果你是蠢一些的，「尋求」500個剎那，

一千個剎那都「尋求」不出的，是嗎？譬如我一會出門口，一見到那個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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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很熟口面那樣，一見到那個人，「率爾心」，之後第二個剎那就是「尋求

心」，這個是誰呢？與我熟悉不熟悉的呢？跟著，好似我以前見過的？聯想，

即是「隨念」，起一個「念心所」，接著就是回憶了，一路回憶，可能回憶一

個鐘頭也憶不出的，是嗎？又可能一剎那就記起來了，我在飛機場見過他，人

家介紹我認識他的，又得。

有時你確實是沒有辦法了，沒有答案，「尋求」，「尋求」之後，如果你確是

回憶得清清楚楚，聯想得清清楚楚，決定、哦！這個叫做張三，是李四介紹我

認識他的，在那裏介紹我識得他的，無疑了！那時是「決定心」了。如果你是

這樣「尋求」不到的時候就沒有下文，沒有「決定心」，這就算數了，這是

「決定心」。

你看看，看課文：「決定心者：決者決斷，定者印定。」「尋求心過後，由前

剎那熏習力」，前一剎那一眼見的時候，即刻就熏資料入我的「阿賴耶識」裏

面；第二個剎那，「意識」起「尋求」的時候，「意識」起，第一「尋求」，

第二將前一剎那的資料再現出來，「尋求」了，由「前剎那熏習力，有似前境

生」，好像前剎那見到的情景出現，這樣一生起之後，「意識」等的「見

分」，「意識」的「見分」緣它了，攀緣它了。

認識它、在那裡想它了，如果是快的，記得清楚的，就「決斷印定」，此是何

境？就「決斷」，這個人是誰呢？這個叫做李四，這個人叫做什麼名字？決

定。舉例：例如見青色的「尋求心」過後，當我們見到一種顏色，知道它是青

色了，過後就「決斷印定」，這個是青色，不是黃色，不是白色，不是其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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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這樣，於是就有一個「決定心」了，真「決定心」，你看看，是哪一個識

的？譬如我「眼識」見到青色，那個「決定心」會不會是「眼識」？

不會的，是「意識」，「第六意識」，那個「不同緣」的「意識」，我們看，

或者「五後意識」，但「意識」的「決定心」起時，「前五識」很多時候是一

齊起，一齊起的時候它就是「不同緣意識」，不起，那個「前五識」不起，它

就是什麼？「五後意識」，「此時之前五識準尋求心」，「準」即是依照，依

照「尋求心」的例，我們隨著與它俱起的那個「意識」，那個「不同緣意

識」，我們叫它做「決定心」，那個「決定心」這樣就通「前六識」有了，

「決定心亦很多剎那相續生起的，」「雖已決定此事何境， (就)未必即於次

念，」決定了之後就如何呢？會怎樣？

「染淨」了，如果是(這樣)，譬如你見到李四是你的仇人，你就怎樣？這是李

四？這是個壞人！非打他不可！這就是「染心」了，是嗎？如果說這是李四

嗎？他以前幫過我的忙，我要問候他一下才好，馬上就起了這樣的心，這就是

「淨心」了。如果你說這個是李四？無關痛癢的時候，都是淨的，「無記」，

「無覆無記」就是淨，「有覆無記」就是染，所以，「雖已決定此是何境，」

未必即於次一剎那，「念」即一剎那，「起染淨心故」。

所以於三性中，「決定心」應該是什麼？不是「善性」、不是「惡性」、是

「無記性」。何解說它「無記性」？因為「於境未住善、惡故。」對於此境界

未曾生起善心；未曾起善念；未曾起惡念，「無記」，「決定心」在三性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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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記性」。「三量」呢？「現量」、「比量」、「非量」，是哪一種量？

「前五識」的「決定心」一定是「現量」的，「前五識」一定是「現量」的，

「第六識」的「決定心」，如果是「散心」，「散心」即是不是入定的時候，

就可能是「比量」、亦可能是「非量」，如果是入了定，所謂入了定，是指入

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時候，一定是「現量」的，這樣就是「決定

心」。

我們的心起的時候一定是什麼？第一就是「率爾心」，第二「尋求心」，第三

「決定心」。一「決定」了之後，第二剎那就會怎樣？染淨了，是嗎？聽不聽

得明白？「染淨心者：染謂染汚，即是不善」，「不善」即是惡，及「有覆無

記」性；「淨謂潔淨，(這個)潔淨並不等於無漏。」即是什麼？「無覆無記」

性。及「善」。即「善性及無覆無記性。」「前決定心既已了知所緣是何境

界，」「此位」、「此位」這個階段，「位」即階段，到這個階段「之識 (就)

成染淨」了。

例如，見青者決定所見的色是青色之後，於是跟隨著對於這種色起「善」、或

者「不善」，或者是「無記」的心。這個「染淨心，前六識皆有」。而「且染

淨心」起都是一個剎那而已，何解？你看看：因為第二剎那就不叫做「染淨

心」了，叫做「等流心」了。「等流」即連續的，你染它就連續染，淨就連續

是淨了。舊時那些人講，舊時那些法師講，就說「染淨心」有多個剎那的，我

就說他不合理，我就認為「染淨心」只有一剎那的，舊時唐朝的那些法師他們

就說多剎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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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間中有時反對時，他就是古人什麼法師我都不理。你們將來做事都應這樣，

不要被那些權威嚇到你，有很多人都有所謂權威主義，誰講過就行，我就偏偏

這樣就不行，你誰講過我未必信你。「實不應理。」「不應理」即不合理。

「既有染淨，自然通三性」了。這樣三性上沒問題了？

三量又怎樣？於「三量」中，「前五識」的「染淨心」一定都是「現量」的，

因為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染淨」。「第六識」如果散位，就「現量、比量、非

量」都有；「定位」就一定是「現量」。這就是「染淨」。懂了沒有？劉英聽

不聽得到？聽得到？可惜你不懂中文，這些(內容)英文是沒有這類書的，或者

你看那本會間中有些，韋達的那本或者有些都說不定，有沒有買到那本書？

聽眾：有人借給我。

羅公：有人借給你？沒有得賣，現在很難買。

「等流心」者：「等」者，是「相似」，「流」者就是連續，前後剎那連續，

而後剎那與前剎那相似的，就叫做「等流」，「等流心」。「等流心」者：

「等」是相似的義，「義」即是meaning，那個meaning相似，「流」者就

是流出，就是連續好像由它流出，「從彼所出」，從那種東西所出，與那種東

西相似，「故名等流」。

「染淨心」成了之後，「已」即之後，第二剎那之後就怎樣？由前一剎那的

「染淨心所引，或善或染，」後一剎那似前一剎那的染或淨生起，這樣就名叫

做「等流心」。聽不聽的明白我這個文字？舉例：例如見青色而生起「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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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為何見到青色會生起「染心」？會不會？會的，何解？很容易的，一見

到青色，你就想隔離的二叔公的錢包是青色的，我去把它偷來都好。這樣就染

了！是嗎？

又會見到淨的，你見到青色你就想，現在保護環境要怎樣？種樹，造成一個綠

色的環境，我都要捐些錢去幫他的忙了，這樣就淨了。是嗎？所以就會有染淨

了。「即此染心，由熏習力，剎那剎那連續，前後相似。」這個就是「等流

心」了。

「此等流心，前六識皆有」。「等流心起」了之後，這個「已」即之後，「後

一剎那若(果遇到)異緣」，「異緣」即是什麼？被別的東西吸引了你的注意

力，這樣叫做「異緣」，這就變成怎樣？你就忘記了，就「創觀新境」了，創

始又看新的「境」了，當你「創觀新境」的時候你又怎樣？「又成率爾」了，

這是新的「率爾心」了，這樣前念的那些「等流心」就不相續了，變成沒有

「等流」了，這樣那時的「等流心」變成只有一剎那而已。或者兩剎那就停止

了。

「若(果)無異緣」，即無別的東西吸引了你，這樣那個「等流心便多剎那相續

而起；」其多是很久都可以的，「故等流心」是容許多剎那延續的，容許而

已，不是一定的，此「等流心，或是善性等流，或是惡性的等流，或無記性

(的)等流；「故(此)等流心是」通三性的，不過我說明：「此就有漏位來

說，」即是未成佛的時候來講，「若無漏位，」如果你成了佛，就「唯有善等

流」，就無「惡等流」，亦無「無記等流」了。「等流心」的「三性」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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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三量」呢？「於三量中，前五識等流心，唯是現量」；即只是「現量」

而已，「第六識等流心」，如果「散位」就通乎染、淨都可以， (通三性，)

「通(乎)三量」，「定位則(一定是)現量」的。

所以入定的好處就是這樣，如果入了初禪以上的話，什麼都是「現量」的，識

解嗎？這樣「五心」就講完了，聽不聽得明白？陳繼然、李森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五心」講完了，我現在綜合來到討論它了，「今試綜合五心，舉例來

明之。」例「如某甲出門忽見一人，當此之時，」眼識一眼望過去，與「五俱

意識」，即「五同緣意識」跟著「眼識」一齊望下去，這樣，於是那個「眼

識」有「率爾心」，那個「五同緣意識」亦有「率爾心」，「皆率爾墮境」

了，「名率爾心」。明不明白？

第二(個)剎那，「意識」了，那個「不同緣意識」因是自具一格的，即起「尋

思」、「推求」了，「覺此人似曾相識，究為何人，」如是想了：「經多剎

那」，這樣，這種「意識」是什麼？是「意識」，即是「不同緣意識」的「尋

求心」了，當他的「意識」「尋求」的時候，那「眼識」怎樣？「與意識同

時，眼識亦容起活動」，「容」即可能。可能起活動了，但是雖活動，「無自

分別力」，它自己不會想東西的，不會「分別」的，只是跟隨「意識」而都叫

它做「尋求心」而已，其實就不是「尋求」的。這樣我們就叫那時的「眼識」

叫做「尋求心」了。

這樣就「尋求」了，那個「意識」與「眼識」都一路「尋求」，「尋求」又

「尋求」，「最後了知此人是少時之同學，」假使是這樣。「且某一次(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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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游泳遇險時，」你幾乎淹死，那個「同學得彼拯救而不死；」回憶起一件

這樣的事，假使是這樣，「此時意識有所決定」，這是某某人，他於我有恩

的，「是意識(的)決定心」了。當「意識(的)決定心」起的時候，「眼識此時

亦容起活動，」可能起，可能不起，如果是起，但是起都沒有用，但無自己的

「分別力」，「祇隨意識亦名決定心」而已，「此即眼識之決定心」了。

「決定心起已」，「已」即是之後，「經一剎那或(者)多剎那，次後意識、不

同緣意識對於此人感戴恩德，生起善意」，於「是意識之(就是)染淨心」了；

「眼識若同時並起活動，」「則此眼識」跟隨著「意識」，為「意識」所引導

都變成善了。「此即眼識之染淨心」了。「染淨心」起了之後，「若某甲不為

異境所吸引」，這個人不被別的東西所吸引，他就繼續想下去了，「則其善

意，能多剎那延續，是即意識及眼識之等流心」了。

聽不聽得明白？江漢林聽不聽得明白？這樣我們看看這個圖：「前五識」一

行，「意識」大家一齊起，大家都是一個「率爾心」，都是一剎那而已，一到

第二個剎那的時候，「前五識」的「尋求心」或有或無，「意識」一定有，可

能多剎那，「尋求」之後「決定」，「前五識」的「決定心」或有或無，「意

識」可能多剎那。

這個表，譬如那些不來聽的，以後看表就難明白一些了。譬如說，「決定

心」，「前五識或有或無」，我的書上就沒有了，是嗎？決定之後第一個剎那

是「染淨心」，第二個剎那都是「等流心」，「等流心」可能多剎那起，應該

是這樣，那個標準的就是這樣，但不一定是這樣的，是嗎？因為有時會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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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緣」吸引的。聽不聽得明白？你聽得明白嗎？你有無這本書嗎？有呀。

袁美琴明不明白？聽眾：明白一點點。

羅公：只是明白一點點而已？

聽眾：是呀。

聽眾：羅公我有個問題想想問一問。

羅公：好！你問一問，你問。

聽眾：這個「等流心」，「等流心」是有善惡的，

羅公：如果無善惡，「等流心」不一定是善，有惡等流的，對了，「無記」就無記等

流。

聽眾：我是說這個善惡的等流，譬如我現在這個「善」的「等流心」起，會不會一路

延續下去？「善」就一路「善」，會不會突然間變成惡呢？這個「等流心」？

會不會突然間變成惡呢？

羅公：不會，不會、不會，「善」的「等流心」。

聽眾：延續下去是善？

羅公：延續下去是善，但是會停止。

聽眾：會停止，停止之後就變成「惡」？

羅公：停止之後「惡」的起都說不定，那「惡」的起一定是什麼？

聽眾：「率爾心」？倒過來又再起！

羅公：是了。

聽眾：倒過來變成「率爾心」再起。

羅公：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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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就變成了是(率爾心)，然後這樣變。

羅公：是，是這樣變。

聽眾：不是當時即刻，沒有第二個「境」引誘它，它是不會變的，是不是這樣？

羅公：是。不會的，是。一定是另外(一境)。

聽眾：一定是另外一境引誘它。

羅公：另外一種「境」引誘它，是。

聽眾：我明白了。

羅公：聽得明白嗎？阿亮聽不聽得明白？這些是最難明白的，是嗎？它不是很難，但

是瑣碎，瑣瑣碎碎，有些人說這麼瑣瑣碎！但是你不經過這樣瑣瑣碎你也不明

白的，是嗎？

聽眾：不過我還有一些意見。

羅公：嗄？

聽眾：你說「前五識」除了這個「率爾心」之外，「尋求心」、「決定心」、「染淨

心起」、「等流心」都是不會起的，

羅公：不起的，它亦可以起的。起也行。

聽眾：有什麼證明它起呢？

羅公：嗄？

聽眾：有什麼證明它起呢？

羅公：譬如我，當我一路想這個是鍾建民，他聽不聽得明白呢？一路想，「尋求」的

時候我的「眼識」是望著你的。

聽眾：這個好像是，這個我想它是一種注意力，那些聽到的注意力。

羅公：他說這是熏習力在那個「意識」處現出來，其實我是看不到你的，第二個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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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不到的。印度的菩薩就這樣說了，中國的那些法師就說不是，可能起的，

可能而已！沒有說必定起，所以我就用回中國法師的講法，「容」，可能起，

印度的法師就說完全不起的，「率爾心」只是一剎那而已。聽眾：我看的時

候，譬如我看羅公的時候。我想的時候。

羅公：你想的時候，你的眼睛望著我，但是你的眼睛是看不到我的。

聽眾：我的眼睛不會決定，我的眼睛不會決定，是由「意識」去想，這個羅公，以前

我見過羅公。

羅公：即是不決定，但是他看到。

聽眾：看到，但是眼沒有決定的能力。

羅公：它不是，只是稱它做「決定心」而已，其實是「率爾心」來的，那個「率爾

心」連續。

聽眾：連續，無錯，這個「率爾心」等流一路延續。

羅公：是呀！是這樣，只是隨著那個「意識」叫它做「等流心」而已，其實是「率爾

心」，「前五識」沒有，「前五識」沒有其他的「尋求心」的。

聽眾：是這樣合邏輯一些。

羅公：即是它的「率爾心」我不是已經講過了？隨它的「意識」叫它做(「尋求心」)

而已，實在它不是，實在它是「率爾心」。

聽眾：羅公，他是一路看一路熏習嗎？

羅公：嗄？

聽眾：一路看東西一路熏習的？

羅公：嗄？一路熏，「前五識」熏來熏去都是熏「率爾心」而已，是那個「意識」，

那個「意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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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即是「意識」在「尋求」，眼識在那裡熏習？

羅公：是。當他的「意識」在「尋求」的時候，而他的眼睜睜望著他的時候，這樣就

引起另外一個問題了，印度的法師就說眼是看不到東西的，望著他，但是看不

到東西的，只是「意識」在那裏搞而已。中國的法師就說，眼睛既然眼睜睜地

望著他怎會看不到呢？不過它不起「分別」而已。中國的法師就這樣說。這樣

講你就要選擇了。

聽眾：即是它仍然有一個熏習。

羅公：我就想想一想，無謂整天與那些中國法師作對，好吧！好吧！所以就寫「容

或」可以起的，這樣。所以你在這裏，你回去要(想)。

聽眾：要想才可以的。要想通它才可以的。

羅公：要想通它，要慢看，江漢林你要慢慢看，如果你有女朋友的時候，你就去女朋

友那裏慢慢看，讓她在那裡服侍一下你，紅袖添香，紅袖添香夜讀書，讀書人

最幸福就是這樣。

聽眾：很風雅的。

羅公：是。有沒有看？Pauline？有沒有時間看？

聽眾：有時有，有時無。

羅公：有時就有，有時就無，你不看你不明白的，你要看，不要貪多，你自己吃了那

些要消化，你吃了之後不消化，你再吃就滯了，病了，最緊要消化，不能消化

你就要食消滯藥，是嗎？袁美琴，你有沒有看？你回去不看了是嗎？

聽眾：有看。

羅公：還是看？看了一定明白的。

聽眾：都不是太明白，找字典，將來有法相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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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一定明白的，沒有不明白的，如果看到不明白這個人就不能要了。

聽眾：不是不明白，是不記得，

羅公：嗄？你不記得？你看多一次就記得了，有一種心理學叫做記憶心理學，怎樣會

令到你記得呢？

它答有幾種東西讓你記得的，你想記得，第一、是多次出現，見一次你會不記

得，就見兩次，都還是不記得就三次、四次，這樣都不記得你想要入精神病院

了。第一是多次出現，是嗎？在你面前多次出現；第二、看的時候精神要集

中，你不集中是看不到的，第二，是嗎？第三、看的時候不要有其他的東西吸

引你，你的印象又清楚了，記憶不外是這三種。

舊時那些人學做老師的，讀師範的一定要讀教育心理學的，讀教育心理學的時

候，裏面有談到怎樣令到學生能夠記得東西？你做老師備課的時候怎樣呢？今

晚夜備了課，明天講，會不會不記得呢？就談到心理記憶的問題。

你們記住今晚回去，今晚回家去一定要看，看看它，你橫豎現在都沒有事做，

將那些時間來看看，你不要以為我沒有事做很慘，不是的，我不是這樣看法

的，你記得那個故事嗎？那個故事？「塞翁失馬」記不記得？以前漢朝的邊

塞，即邊疆的時候，有個老人家不知他姓什麼，叫做「塞翁」，邊塞上面的老

人家，他有一次無意中有隻馬，有隻自來馬走到他家，他就養了牠，那隻馬不

走的，於是那些人就恭喜他：你走來了一匹自來馬，又不花錢，那隻馬自己就

走來了。你猜那個老人怎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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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誰知道不是禍？或者那匹馬走來反而惹來一身禍都說不定？他說：焉知非禍？

後來，真的禍了！他的兒子本來無馬，因為有隻自來馬就來騎馬，誰知就跌斷

了手臂，你看看，如果馬不來，我兒子就不用跌斷手臂了！所以我說「焉知非

禍」呢？你以為就是福嗎？所以你不要以為中馬標(票)就是福，可能你中了馬

標(票)你就買了一輛新跑車，周遊多倫多，一路開到南美，跌了落山崖，跌斷

了一隻腳，這樣，如果你不中馬票就沒有事的，窮窮地在這裡，中馬票就跌斷

了一隻腳，不中了馬票的話，你這個人這樣就會長命了。大把錢拿來，焉知非

禍？不用的。所以，除非我好好地控制，不然的話就禍從此起了。「焉知非

禍」，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後來，那隻馬又失去了，那些人說：老人家不見了

一隻馬，這件事很慘。

他說：「焉知非福」？或者不見了那隻馬就是我的福氣呢！後來，誰知他不見了那隻

馬之後，別人那些政府就要徵馬，又要徵什麼的，他沒有馬，就不用他拿馬出

來。「焉知非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你如果會這

樣想，就不用想太多了。是嗎？譬如你說做生意虧了本，可能是福都說不定。

做生意虧了本，我窮一些，沒有那麼多嗜好了，這樣我就安分守己了，就可能

長命百歲，如果生意一路好，愈整愈弊愈整愈弊，不是！愈整愈大，愈整愈

大，一下就跌死了，不用說，越整越大，越來越大，那時就有大把錢了，是

嗎？飽暖思淫慾，想想我有這麼多錢，那麼多美麗的明星，等我都找一個女明

星住下都好。剛好遇上那個人是愛滋病的，你就怎樣？要死了！

你如果生意不好，你就不會做這些事的，是嗎？就是這樣，是嗎？美國那個什

麼？洛克遜，就是這樣了，賺了大把錢，很美男子的，誰知他愛滋病，明星第

19



一個揭發說愛滋病就是他。很難說的，那個誰？做《阿飛正傳》的那一個？

聽眾：貓王。

羅公：嗄？

聽眾：占士甸。

羅公：對了，那個明星占士甸，跌車死的，他撞車死的。

聽眾：撞車死的。賽車撞死的。

羅公：太紅了。如果他不是紅的，好像我那麼窮的，他就不用撞車死了。

聽眾：他賽車死的。

羅公：賽車是嗎？所以「禍福無門」，當你失了一種東西的時候，你要告訴自己，

「焉知非福」，如果你得到一件好東西的時候，要警惕自己「焉知非禍」，小

心一些，中國人就這方面叻。西方人就得到就拼命享受，尤其是加拿大，失了

就苦口苦面。

聽眾：「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是嗎？

羅公：是了。

聽眾：舊時孔夫子講的，孔夫子教的。

羅公：所以我說，我時時記憶力都這樣好，又沒有病沒有痛，今年死了都不叫做短命

了。

聽眾：啋！

羅公：都是算中壽了，未到上壽都是中壽了，

聽眾：十年後都能見到你！

羅公：因為何解？沒別的，因為我做人達觀，所以我老婆就不懂得這些，說我：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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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儲錢，又不會賺錢，是嗎？

其實如果我賺到錢可能我現在就愛滋病了都說不定！是嗎？所以她不懂得這

些，又說我這麼邋遢！如果我不邋遢，或者不邋遢很齊整，又或者會有第二個

別的問題發生，我邋邋遢遢那樣，所以世事就是平等的，平等視之，是嗎？平

等視之，你想長命最緊要就是這樣。沒有什麼，梁漱溟說「少欲知足」，知

足，知足就長命了。

他不用整日勞神，少一些欲望，少欲就不會有愛滋病了！是嗎？是的！現在真

是很難搞的，你現在追女子，與她結婚，你剛剛遇著個愛滋病的，你搞成這

樣，你就真的祖宗三代都被她拔起了！你怎樣知道？譬如有一個，加拿大人那

麼多愛滋病的，你怎知道將來與你行，與你很好的那個是不是愛滋病的？他自

己都不知道，所以現在很難說。

聽眾：羅公是學醫學的，舊時幾百、幾千年以前有無愛滋病這個病呢？

羅公：應該會有的，有的，不過現在特別厲害，沒有什麼，我就這樣看法。

有個基督教牧師就這樣說，他說為什麼 cancer這麼流行呢？現在那些人太

惡，上帝令它流行，懲罰你這些人。他說，現在漸漸地你們那些人研究到那些

愛滋病，不是！癌症 cancer都會有特效藥了，不用太久，但是如果你這些人

不信上帝，不聽上帝的話，又有一種新的病起了，真的！癌症現在控制到了一

些，又出了一個愛滋病，到愛滋病控制到，又不知出什麼了。上帝是除非你不

作惡，你作惡的話，上帝一定找些新東西來懲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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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就不是，這是「業力」，「業力」。舊時取你性命的就是什麼？是內傷、

肺癆，現在肺癆差不多一定死不了，現在就變成了 cancer了，cancer將來很

快就可以控制了，又到愛滋病了，等到愛滋病控制到，又有其他不知什麼新病

來，總之人類你作惡，惡業所招感，一定有這些東西的，唯有自己好自為之。

就有一個問題，昨天我們講起，日本的池田大作(1928年 1月 2日－)，寫了

一本二十世紀的展望，是什麼？

聽眾：《展望二十一世紀》

羅公：《展望二十一世紀》你買了那本書？是嗎？

有一段講到男女同學的問題，到底應不應該男女同學？男女同學好不好？結果

他兩個都搞不定。因為怎解？男女同學，如果是，尤其是大學就無所謂，小學

無所謂，中學，男女同學那些學生春情發動的時候，如果男女同學就很容易搞

出性的攪亂，就發生危險，差不多無法避免，在目前都無法避免，你想避免就

唯有怎樣？就好像以前那樣男女分校，男女分校只是少一些，是嗎？

不過總好一些，問題少一些，但他又說不合原理，不合教育原理，那怎樣？所

以就要同校，說男女分校好一些，男女分校又有一個問題，中國少一些，外國

最多，男女分校就同性戀，女生與女生同性戀，女生與女生同性戀問題都少一

些，男人與男人同性戀這個問題就大了，愛滋病，這樣於是好像是池田大作，

就主張分校，他就忘記了愛滋病。

這個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就認為由得他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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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家都有害處，他說同校的害處少一些，最多就生孩子，生孩子就由政府

供養，誰有了肚(身孕)就去政府醫院那裏生孩子，生了沒有父親？政府養囉！

加拿大都是這樣的，就不會有大問題，他說男人與男人同性戀就問題很大，但

他就未曾留意到愛滋病。

所以我初時看的時候，很同情他，同意他，男女都是分校好，男人與男人之間

就不一定是同性戀的，但間中有同性戀你就隨他吧，沒有什麼所謂？照理如果

沒有愛滋病是無所謂的，由他們同性戀，有什麼所謂？但問題他就有愛滋病就

會擴散就有問題，你說愛滋病比較容易流行好一些？還是那些生野仔 (私生子)

好一些？我就寧可生野仔，好過愛滋病，是嗎？無所謂的，政府就設那些育兒

所，她要生就去生囉！有什麼所謂？現在就是這樣，他湯因比那裡就要修正

了，初時的結論就是男女分校好過男女同校，現在我想，因為有愛滋病的問

題，就寧可同校，寧可她生野仔，就好過增長愛滋病，不錯的，那本書，不過

也是要很小心慢讀，讀書要慢讀才行。

聽眾：很㪐㩿(不通順)。

羅公：很㪐㩿？嘿！你㪐㩿你借我那本呀！那些重要的我已經畫了紅線的，你看我劃

了紅線那些，前半部我畫了紅線，後半部沒有劃，他真的了不起！好書來的！

你知道嗎？那個池田大作，他的出身與你差不多上下，他沒有進過大學的，他

就是因為沒有入過大學，他說我要努力，我要做的事情比你那些在大學出來的

博士還要厲害。

聽眾：很多，世界上有很多。

羅公：他怎樣？他在三井、三菱那裏做工人，做工頭，工頭是不是叫做科文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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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科文(foreman)。

羅公：做那些就儲錢，所以我剛才叫你要儲錢，儲錢，儲錢有了積蓄、學佛，儲錢與

學佛，就因為看佛經，佛經一學通了就看其他西洋的哲學的書，哲學的書，他

要自己成名，要自己成名，他走入去創價學會，走去日蓮宗，日蓮宗那班人都

是迷信人多，沒有什麼知識的，但他就有知識，漸漸地他就成為首席講師，推

舉他做會長，日蓮宗創價學會會長。

一做了會長，他發展創價學會就怎樣？少向會員募捐錢，多向那些大亨募捐

錢，專向三菱、三井那些財閥募捐錢，自己窮會員他還走去救濟他們，他走去

有錢人那裏募捐錢，他專門怎樣？人家報稅，即是有一百萬收入，一過了一百

萬就要交稅 30%那樣，如果 99萬他就不用交 30%，只交 25%的稅，假使是

這樣，他捐了幾萬圓給你，他還有賺，那些人除笨有精，他專門去找那些富人

募捐，倒過來那些會員窮的他還要去津貼他，整到個會很好，他有頭腦，人最

緊要有頭腦。

有了錢，他想一想，自己又沒有博士，甚麼都沒有，自己又有學問，他想出這

一個方法真是很了不起，他有了錢他就辦兩間中學，他做監督，我捐錢辦兩間

中學，辦兩間相當完備的中學，你那班博士畢業出來走去他那裏做教員，他做

董事長，你最多做校長，那些校長被董事會控制的，他指你那班人，你不要理

我中學畢業，你們那些博士要聽我指揮。

所以經濟力很重要，他第一就是儲錢。辦兩間中學，後來那個心越整越雄，就

再辦一間大學，辦兩間中學一間大學，一個中學畢業生而已！辦一間大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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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些大學教授，我請你來，個個月給幾萬圓薪金你，他一出來，你別理，校

長來了！你們那些人家唯恭唯敬地，他就那樣。這樣還認為不夠名氣，大學的

董事長還認為不夠名氣，他有了錢之後，就請了兩個秘書，兩個都是博士，一

個就是日文秘書，一個是英文秘書。

請秘書怎樣？世界上最有名的學者就是湯因比，他就叫那些秘書替他找現在世

界上最緊要的問題，你替我想幾十個出來，那些秘書替他想了 60個問題。他

就寫封信給退了休的湯因比，寫封信給湯因比，他說現在我很仰慕你，你是世

界上最有名氣的歷史家，我現在，他說我是一個佛教團體創價學會的會長，我

有幾十個問題想與你交換意見，我現在列出這六十個問題寄給你，我想與你逐

個談這六十個問題，請你先準備，我亦要準備資料於你談，請你先準備，你準

備所花的時間需要多少錢，請開價單給我，我都會付費，你儘管開單來。

還有，我們討論時所用的每一小時多少錢，告訴我，我一樣照付你費用。整好

之後，我找一個秘書錄了音，我會出版三套書，他現在已經四套了，日文本、

翻譯做日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翻譯。錢沒有問題，你的儘管開數。

湯因比都已經退休了，不是很富裕，你反正隨得你開數的，為什麼不肯呢？即

刻同意了，就說我先準備三個月，你來吧。三個月後，帶住兩個秘書去了，秘

書影了兩個人的相，他連老婆也一齊帶去了。去與湯因比談，不知談了多久，

給了一大筆錢湯因比，現在就印了書。那本書大陸的人，大陸的人又有些有知

識的，即刻就譯了出來，大陸出版。你買了嗎？那本書很好，指導你在 21世

紀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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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版權都取回來了。

羅公：嗄？

聽眾：他的版權都全部那筆錢都取回來了。

羅公：是呀，他的版權已經將全部錢收回來了。

聽眾：他給了多少錢湯因比？

羅公：嗄？什麼？

聽眾：他給了多少錢湯因比你不知？

羅公：她說什麼？

聽眾：問你給了多少錢湯因比？

羅公：我怎會知道他？他那麼有錢，有什麼所謂？

哪用他給的？他跑去那些富人那裏，告訴他們我現在準備與湯因比談這些問

題，請你們大家樂助，那些三菱、三井的董事平均每人一萬美金都幾十萬美金

了！他除了給一些，給一半湯因比之外，自己還有得放進口袋裏。這是一個好

辦法，他現在變了世界知名。

他還有，攝影界他也很有名，世界有名的攝影家，他藏有世界的那些古董的影

相機最多的，他專門收買世界的古董影相機，各國的影相機。他在香港展覽

過，池田大作的攝影展覽。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那些秘書替他搞的。即是那

個佛教徒宏勳，什麼說她影相，跑去溫哥華來展覽，宏勳，佛像展覽，她影

的，那個甘雪雄跟她一齊過來到，那個人跟著她影的，她很少自己影的，不過

影得不錯，她有辦法。總之你最緊要安樂，第一你現在稍為窮一些，要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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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多了之後，你就會運用錢，要名，錢搵(生)錢很容易的，利生利，利又可

以搵(生)名。最緊要你會，會做就得了。看回這個了，上面明白了嗎？阿什麼

Ma你明白了嗎？

聽眾：明白一些。

羅公：嗄？你也是明一點點嗎？

這樣我又再舉例了，這個一個詳細的例、標準的例，這本標準的例就是在窺基

法師的那本《大乘法苑義林章》我取了它，但是我修改了它一下，你看看：

「上文所舉例甚簡單。但五心相續之相狀，有時卻甚復雜。茲再舉一例，以備

參考」。

例「如(有)人聞說諸行無常」，聽見人講，這樣，你聽到的第一剎那你聽到什

麼？「諸」是嗎？(聽到「諸」)的時候，你的「耳識」就起一個「率爾心」

了，聽到「諸」，是嗎？那個「意識」，這個「五俱意識」又聽到「諸」一

聲，這樣「意識」與「耳識」每個「識」都有一個「率爾心」，下圖，「耳

識」有個「諸」字是「率爾心」，「意識」又有一個「諸」字又是「率爾

心」，兩個，這即是說，你一讀到這裏就知道並不是有什麼「靈魂」，就好像

電腦那樣，兩個「諸」字打出來而已。

到第二個剎那以後，不過那個「耳識」不起了，就好像周先生講，不起的。

「耳識」不起的，但是中國人說還可以起的，不過「耳識」就第二個剎那多數

不起的，「眼識」就第二個剎那都可以起的，一路看到的，那個「耳識」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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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即不出現了。

「假定諸字(的)聲已(經)謝」了，已經謝了，又未聽聞那個「行」字的時候，

這樣「耳識」就不起了，就只是「意識」現行了，那「意識」做什麼？「推

尋」、「推求」了，「推尋諸字所指是何物，」「推尋」那個「諸」字是什麼

呢？於是就在那裡「尋求」了，「尋求」可能多個剎那，連續了，下圖了，

「耳識」裏面「諸」字沒有了，沒有了「諸」字了，「意識」仍然是「諸」、

「諸」、「諸」、「諸」、「諸」什麼呢？在那裡「尋求」了，明白嗎？

好了，一會過了不久，又聽別人說「諸行」，聽到「行」字時就怎樣？「耳識

及意識中，各有一(個)率爾心」了。「行」、那個「耳識」，那時就沒有

「諸」字了，是嗎？第一剎那，只有一個「行」字了，「率爾心」，那個「意

識」那時連「諸」字都沒有了，就有一個「行」字的「率爾心」了，聽到

「行」字的時候就這樣了。

好了，「此剎那」，即是第二個剎那的時候，謝滅了，過去了，到第三個剎那

起了，這樣就「經一剎那或多剎那，耳識不起了。」「假定行字的聲音已經

謝」了，「耳識」裡面又沒有了。是嗎？那個「無」字的聲音那時還未起，那

時就只有「意識」了，就「唯意識現行」了。

這樣，那個「意識現行，由念力聯想了，念心所之力，」即「記憶心所」的

力，「前所熏習之諸字」，那個「尋求心」與「行」字的「尋求心」，兩個一

齊起了，「諸行」，是嗎？那一剎那同時聚集在一起出現了，就像電腦裏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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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個字，如下圖，那時的「耳識」是怎樣的？「耳識」「諸」字沒有；

「行」字也沒有了，完全沒有了，「意識」的「諸」字再出現了，那個「行」

字又出現了，兩個、兩個打出來了，「諸行」兩個字一齊在那裡，明不明白？

聽不聽得明白？兩個一齊打出來，次後又一剎那了，「次後，意識中行字上」

就「決定」了。

「諸」什麼呢？「諸行」、「諸行」什麼呢？「諸」什麼呢？「諸行」；「諸

行」，決定「諸行」了，不是「諸」別的東西。「(經)歷一剎那或多剎那。此

時耳識及意識之相狀。」變成下面那樣：「耳識」什麼都沒有了，「諸字 (亦)

無行字(亦)無」了，那個「意識」裡面，「諸字」有「尋求心」了，「諸」、

「諸」什麼？「諸行」，這樣就「尋求心」、「決定心」一齊起了，再下就聽

到那個「無」字了，「聞無字時，耳識及意識各有(一個)率爾心顯現」，一剎

那那個「率爾心」就現了，你看：「耳識」、「諸」字無；「行」字亦無；

「無」字有了，那個「意識」：「諸」字無；「行」字亦無；有「無」字，又

是一樣了，這裡明不明白？

好了，這樣又另一個剎那了，「前一剎那謝滅，次後(那個)耳識」又不起

了。假定那個「無」字的聲已經謝滅，那個「常」字又未出現，「意識」不

起，「唯意識現行」，那時只有「意識」。依照前面的道理，又有一個「決

定心」與「尋求心」聚集一齊出現了，「歷一剎那或(者經)多剎那」。好像

下圖：「耳識」那時候，「諸字無，行字無，無字 (都)無，」那個「意

識」：「諸」字再起了，「行」字再起，「諸」字是「尋求」，「行」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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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決定的，「諸行」。

「無」字就「尋求」，「無」、「無」、「無」什麼呢？是無錢抑或無什麼

呢？「尋求」了。這裡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沒有書？你聽得明白

嗎？都聽到嗎？這樣到最後了，又聽到「常」字了，聽聞「常」字，「耳識

(及)意識」中，照前面一樣的例，又各有一個「率爾心顯現」了，經一剎那的

時間，如下圖：「耳識諸字無；行字無；無字無；常字」有了；「意識諸字

無；行字無；無字無；常字」又有了「率爾心」；明不明白？前一剎那不久後

又謝滅了，此後「耳識」又不起了。

那個「常」字的聲音已經滅了，只有「意識」現行，「準前乃有多心同時聚集

顯現，」你看看，這是「歷一剎那或多剎那」的。你看看那時候。你看看：

「耳識」、「諸字無；行字無；無字無；常字(都)無」，「耳識」；「意識」

有「諸」字再出現了，那個「諸」字只是「尋求」而已，「行」字、「諸」什

麼？「諸行」，又決定了，「諸行」什麼？「諸行」無，「尋求」：「無」什

麼？「無常」，又決定了，這樣就四個心一齊打出來了，一剎那，一剎那四個

心、四個資料一齊在「意識」裏面出現，你說那個「意識」是不是好像電腦一

樣？一定要這樣講才通，明不明白？你這麼空閒可以的，記住「塞翁失馬」，

有救濟金先拿住，窮風流餓快活。

聽眾：不過這裏有一點我又有一些混淆。

羅公：嗄？

聽眾：講到這裏我也有一些未清楚的，你現在「諸行無常」這個「意識」，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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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諸行」已經決定了，為何還有一個「尋求心」？

羅公：不是，那個心是「尋求」，我們叫它做「尋求心」。

聽眾：已經決定了就沒有「尋求心」。

羅公：是呀！但是那個「諸」字無下落的，「諸」什麼呢？「諸」、「諸」、「諸」

什麼呢？它只有。聽眾：他已經決定了「諸行」。

羅公：嗄？那個「諸」仍然是「尋求」的，即是說有個符號在「意識」裏面打出來。

聽眾：羅公。

羅公：嗄？

聽眾：為什麼「諸行」那兩個字，可不可以當它做「尋求心」起？譬如你「諸行」一

定要「尋求」一下，下面那個無常。

羅公：是呀，沒有錯，這個「尋求心」就是「諸行」的，諸什麼呢？「諸行」，到你

說「行」的時候就是解答了。

聽眾：是呀！究竟行字有「決定心」起？但是如果你再要「尋求」無常那兩個字，會

不會是「諸行」兩個字可以有那個「尋求心」是包括了呢？

羅公：是。到那個「無」字的時候「諸行」就這樣起了。

聽眾：「諸行」應該是「尋求」。

羅公：是，「諸」就是「諸行」的，「尋求」、「尋求」又是它，「決定」也是它。

聽眾：同一剎那？

羅公：即是兩個字母打出來。

兩個字母打出來，即是「意識」裏面打了兩個字幕出來，它不是真的，所謂

「尋求」者並不是真正去找，即是打出那個字幕出來而已，好了，到「此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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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意識悉得明了，」「諸行無常」四個字一齊打出來，「聞者之識方有染淨」

了，「諸行無常」，這是經的，於是就是「淨」了，「即前此所起之三種

心」，即是前面所起的「率爾」、「尋求」、「決定」這三種心，「唯無記

性，不通善惡」的。

「聞者於解了全句意義之後，其識若有煩惱相應，即成染心」了；如果無煩惱

與它相應而起就成「淨心」了，此「染心」或「淨心」，「唯一剎那」而已。

此一剎那以後就叫做「等流心」了，這個「等流心」容許多剎那連續的，多剎

那連續要沒有「異緣」拉走才行，很容易有「異緣」拉走的，照前面的道理，

於是就成為下面的圖了，那時最後聽了「常」字，起完「尋求」之後，是嗎？

「(耳識)諸字無、行字無、無字無；常字(都)無，」四個字都沒有了。

「意識」呢？「諸」字起了，即以前那個「諸」字是「尋求」，現在再現

「諸」字了，以前這個「行」字是決定，現在這個「行」字「決定」了就再打

出來，然後再來一個「無」字又打出來，「常」字又打出來，那時「意識」裏

面「諸行無常」四個符號一齊打出來，於是以後就「染心」或者「淨心」起

了，「染淨心」就「等流」了，即是那個 formal(形式)大概就是這樣。

其他怎樣你自己千變萬化就好像打拳那樣，師父教了幾路，怎樣變就是你的事

了，你不要像程咬金打 36道板斧，是嗎？是呀！就像軍隊操，立正稍息、持

槍那樣，你打仗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真正出陣的時候，真正出陣你這樣就一

定死的，你知道嗎？有一件這樣的事，五霸，春秋不是有五個霸主？其中五個

霸主最好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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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人格最好的就是宋襄公(名茲甫，？－前 637年)，最有正義的，你猜他怎樣

他帶去軍隊出去與別人打仗，你猜他怎樣？那些軍隊想去打了，他說先不要

打，怎樣呢？「不鼓不成列」，那些軍隊要排成列才能夠打仗的，排成列，未

排列之前要打一輪鼓，聚集召集那些人排成一列，於是那些人打鼓了，打鼓那

些軍隊就一列一行，站在那裏，然後喊口令打!然後才一、二、三再衝出去，

誰知人家已經衝了過來，自己都還未動，人家的軍隊就衝過來，人家戰車衝過

來，一箭射中他，整個大腿被一支箭插中(落他處)，打敗仗，走都來不及，被

人家救出來，第一場做霸主就打敗仗，根本就無「霸」到，但是孔子就說他這

個人最有正義感，就當他是霸主，本來四個霸主，就把他也加進去，叫做五

霸，其實就「霸」都未霸過。

他這個正是什麼？你們有無看過？我們中國人叫做阿 Q，是嗎？阿 Q，法國

人不識得阿Q，法國人叫他做什麼？唐吉軻德(西班牙語：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叫做什麼？Don Quijote de 唐吉軻德，他就要怎樣？什麼都講正

義，要與邪惡鬥法，結果到處碰釘，不用說，到病了，要死了，臨死的時候還

唱歌，說要與邪惡搏鬥，死了。

所以法國人很讚賞他的。我們中國人與你開玩笑，就說你這個人真有阿 Q 精

神，中國人即是諷刺你的。如果法國人就說唐吉軻德的精神，就是讚美的話。

說你有正義感。明白了嗎？我們的「前六識」有這個五個「心」出現的。你們

看看：「上文對於五心之解說，就已示方隅」了，已經把那個角落講給你聽

了，「其間或與前賢稍異」；我就有些不同的，「學人如欲必依古說，可讀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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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法師的那本《法苑義林章》」第二卷，「及窺基法師的那本《雜集論述

記》」第一卷，你可以看他的，我的講法與他的有些出入，「又諸心生起的次

第」，就只是講「前六識」而已，不講「第七識」、「第八識」的。何解呢？

聽眾：我們沒有的。

羅公：嗄？聽眾：我們沒有的這一段。

羅公：嗄？沒有的這一段是嗎？加上去，這一行不要緊的。這樣「六心」、那個「五

心」講完了，即是說「現行」全部講完了，這八個識的現象講完了。接著就開

首講「種子」了，這樣「現行」講過了，就停一停了，因為怎樣？一個大段落

了，你們回去溫習「現行」，「識」的現象，「種子」的現象，嗄？

聽眾：「種子」是最重要嗎？

羅公：當然是「種子」最重要，但是你不懂「現行」就不懂「種子」的，是嗎？「種

子」不是說什麼特別重要，即是別處沒有，是它(唯識宗)才有那樣解。在未講

之前，我就先問一問你，你信不信有生死輪迴？袁美琴？我問你。

聽眾：我信。

羅公：你信。生死輪迴。你即是說前世做了好或者不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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