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公：你又說不知道？

聽眾：我不知有沒有，但是你這樣說，我想，即是用推理想，

羅公：如果你不亂信就叫做迷信。

聽眾：我想，我估，假定如果你是沒有這種東西，你不可以說，如果，譬如同是一個

人，兩個人，兩姊妹，每個人的命運都不同，雖然同一個父母同一個家庭，但

兩個人，即是將來長大以後，或者所接受的教育，或者命運都不相同，我就相

信這些是「種子」，即是前生所作的事，今生你的走的路就不同，即是我是估

計，但我不知道有沒有。

羅公：不知道有沒有前世？

聽眾：是，但是估計應該有。

羅公：但你想想是覺得會有，是嗎？即是當叫你說 yes or no的時候你就會講 yes是

嗎？

聽眾：是。

羅公：是呀！你一定要這樣的，是與不是，你說它有，這樣如果說有，前世你已經死

了，今世又今世才起，今世是這個媽媽生你的，前世你都不知道哪一個母親生

你的，但是為什麼你前世會走到來今世呢？你要解答這個問題的，如果不是這

樣，你就是迷信了，是嗎？這樣一定有條線索的，是嗎？即是你前世，前世救

了人，就做了很多好事，今世就長福長壽了。如果你前世做了好事，何解你會

走來今世呢？前世你的身體，前世你的身體可能在黑龍江下葬了，現在你又在

香港出世，你為什麼會走到來呢？你要解答這個問題的，是嗎？假使說沒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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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就無所謂了，如果說有的，你就要解答這個問題了，即是說一定要前世做

了些好事或者壞事一定有個記錄是嗎？今世就重新拿出來，是嗎？即是不要說

記錄，記錄要用一個簿的，即是有這種東西寄存了一種東西在這裏，一筆賬在

這裏是嗎？有沒有？即是你只是回答 yes or no，yes or no是嗎？是這麼簡

單，你說有還是無呢？你說有還是沒有呢？答我啦！

聽眾：我不明白你講什麼？你說有一個簿？

羅公：你聽都聽不明真是弊了，前世做了好事，為什麼會搬到過來今世呢？前世的死

了之後那個屍體已經腐爛了，為什麼會走來今世呢？

聽眾：你說「種子」嗎？

羅公：你不要講「種子」，現在我問你，你是不是要用「種子」解釋呢？

聽眾：業力。

聽眾：我不知道用什麼解釋，不過…。

羅公：即是你一定要有一種東西，是嗎？

聽眾：我知道有一種東西，但是這種東西我是不認識的。

羅公：你不識有一種東西，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只有兩種，一種是有一個上帝替你記

起來，

聽眾：但是我不信。不信上帝。

羅公：一種就是沒有上帝的，無上帝是怎樣？用「種子」，如果有上帝的，就變成是

那些宗教了，沒有上帝就是用「種子」了，「種子」是這樣可以解釋。

佛家就不信上帝的，就叫做「業力」了，是嗎？「業力」不就是「種子」是嗎？

做了之後成為一種無形無相的一種力，就是叫做「種子」，「種子」不就是一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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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無形無相的那種力量。還有「種子」藏在那裏呢？如果你說有上帝，「種子」就

藏了在上帝那裏，上帝用一個甕裝住它？但你又不信上帝，那些「種子」在那裏呢？

一定要在你那裏有些東西載著那些「種子」才行的，於是就在我們的心裏面，是嗎？

心是什麼樣的「心」呢？叫做什麼？叫做「阿賴耶識」，「心」就是「阿賴耶識」

了，於是就成為「種子」。

佛教裏面有兩大系，佛教思想，佛教歷史上有兩系，一系是不立「種子」，不講

「種子」的，不講「種子」的，哪些是不講「種子」的呢？小乘很多不講「種子」

的，有些講，大乘空宗不講「種子」，空宗不講「種子」；禪宗是中國的，都不談

「種子」；天台宗、華嚴宗也不談「種子」，只有唯識宗談「種子」的。

即是佛教裏面的思想是兩系，一系是建立「種子」說，一系是不建立「種子」

說，這樣如果你說不相信生死輪迴，那就不需要講「種子說」了，不相信我們作了善

業將來會有好報的，那也不需要「種子說」了，如果你說前世造了業〔能帶到〕今

世，輪迴到今世，一定要立「種子」說才解得通，你試一試。

還有很多東西，為什麼命運大家都不同？一定要有個淵源不同，又是要用「種

子」才解得通，還有算命、風水那些，「種子」都可以解得通，所以唯識宗就要用

「種子」說，那些不用「種子」說的，好像《大乘起信論》那些，始終是有些問題

的，《楞嚴經》就糊糊塗塗，似乎又有講「種子」，似乎又無正式講「種子」，所以

《楞嚴經》那些人講哲學，文字很美妙，但是講不通，你一路追著問下去，而且你講

成佛，何解我們會成佛呢？不講「種子」也是講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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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看，你們留心，如果你不懂「種子」就不懂唯識的。「乙二、種子分

八」：我分八段來講，「丙一、種子說建立的過程。」為何會安出一些「種子」個出

來呢？不是「卟」一聲講的，是不斷修正的。丙二、種子的特性，特性，那個「體

性」即是指特性，改成特性吧！「種子」的特性即是它的 character。第三、是講種

子的由來，「種子」是怎樣來的？第四、種子的種類，有多少種類？第五、種子與現

行的因果關係，「種子」是因，出現的時候所現出的現實的現象就叫做現行就是果，

「種子」為因，現行為果了，倒轉過來我們現行的東西又重新熏回「第八識」裏面，

成為「種子」，那時就現行為因，「種子」為果了，即是說「種子」與現行是互為因

果的。

丙六、種子與第八識及所生果的關係，「種子」藏在那裏？藏在「第八識」處，

「第八識」是能藏，「種子」是它的所藏，將來我們的「種子」出現，那個「第八

識」支持它，即是說「第八識」為因，「種子」為果，但是「種子」一起，出現現行

了，又熏回新的「種子」進「第八識」裏面，就變成「現行」為因，「第八識」為

果，是嗎？第七、種子的熏習，怎樣熏習？打入去，怎樣打入去？「熏」就好像那些

煙燻落白紙上那樣熏，「習」就是屢試屢次地熏，叫「熏習」，「熏習」即是什麼？

擊發，「熏習」。「熏」者，擊發那樣解。

打些東西入去，就叫做「擊」；打東西進去入去之後，發生一種潛力在裏面，就

叫做擊發，即是英文的 strike，s-t-r-i-k-e，丙八、就是種子的釋難，「難」即是疑

問，等於對「種子」說起了疑問，我來解釋的。現在我們解釋第一段，種子建立的過

程，即是種子建立的歷史。「種子是第八識『自體分』中所具有能起現行之力」，

「力」即是 power，或者 energy，在那個「第八識」裏面，「第八識」不是有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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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是嗎？有「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它在哪一分呢？

在「自證分」那裏，「自證分」又名叫做「自體分」，藏在「自體分」裏面，那

些這個「自體分」裏面所具有的，能夠起，將來一有機會它就顯現成為現實的東西，

就叫做「現行」，在未顯現的時候它是一種力，「以其能起現行」，「以」就是因

為，「其」就是那些「種子」，因為那些「種子」能夠起現行，「有似於稻、麥等種

之能生芽葉」好似那些稻米與那些麥子，就像那些稻種子、麥種子能夠生芽生葉一

樣，「從譬喻立名，名為種子」。「種子」兩個字完全是用譬喻改名的，「若從其自

體立名」「自體」即是本質，「種子」的本質是什麼東西來呢？我們應該叫它做什

麼？

叫它做功能，function，或者 power，或者 energy，功能，「功」者功用，能

夠發生那些 purpose的，功用的，是一種力來的，一種 power來的，能力，從它的

本質來講，我們應該叫它做功能的，所以有時我們可以叫它做功能，有時可能叫它做

「種子」，如果你對那些不講「種子」的人講，你最好連「種子」的名字都不要用，

用什麼？功能兩個字。明白嗎？

有一次我對一個天主教徒講，給他講功能，他聽了之後就說：真是好了！所以你

用功能，你說「種子」他就說這是佛家的東西，他已經怎樣？先入為主了，你說功

能，他以為你是講什麼新思想。所以有時是要這樣的。對那些不信佛的人講最好就用

功能兩個字，功能是什麼？你答就是 function、power、energy。

「從其得由現識」，現識即是現行的識，「熏令得生」，怎樣「由現識熏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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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譬如「眼識」見到青色了，這個見到青色的現行的「眼識」，當他一見到青色

的時候，即刻熏了一個見到青色的能力，熏了進「第八識」裏面，就產生一種「種

子」了，產生了一種見綠色的「種子」，新的就熏起了，增長，以前有些見到綠色的

「種子」受到有一個刺激而活動，叫做增長，這樣這種情形它熏進來，就這樣來講我

們又不叫他做「種子」，叫它做什麼？

叫它做「種子」固然是可以的，叫它做「功能」就沒有那麼好了，就叫它做「習

氣」了。即是你的兒子整天與那些飛哥去行來行去，行得多就熏了那些飛仔的「習

氣」了，其實就是「種子」，是嗎？所以用「習氣」兩個字，他喜歡用「習氣」，你

就用「習氣」對他講，連「種子」你最好就隻字不提，講「功能」、講「習氣」，功

能兩個字如果嫌它古老，你就用英文的字這個 function或者 energy，用這個字。

你說：這個字我都不知道應該譯做什麼，總之就是 function，他就會相信了。

如果你對那些老先生講，這些就是「習氣」了，前世的「習氣」熏得多了，到這一

世，譬如你前世是多讀書的，熏來熏去的讀書的「習氣」，這一世你就是讀書人了，

「習氣」。所以你要活用，最好是你想宣傳佛法，先看看他是怎樣的人，一個佛字都

不要提，如果你提起來人家說拜佛，你就說那些是迷信來的不要理他！我們講學理

的，不講這些東西的，又有些人說他食長齋，某某法師又是怎樣，嘿！那些人是戇居

的，不要理他！我是這樣的。

那些戇居佬，你不要理他！他就信你了，他反而會尊重你，你說誰好好人的，食

長齋很好的，就說那是一個齋公而已！是呀！所以你如果食長齋，你出去弘揚佛法很

障礙的，葉文意就身受其害了，所以她決意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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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葉文意開了齋嗎？幾時開齋？

羅公：嗄？誰？葉文意呀！葉文意舊時是食長齋的。

聽眾：幾時開齋？

羅公：開了幾十年了！

聽眾：開了幾十年了？

羅公：初初聽我講佛那時，初初那時食長齋的，後來出去四處講佛法，別人請她吃

飯，發覺很不便，有些人簡直將她當成是另外一種人，你們這些人是食齋的！

他們當你是另外一種人的，即是習慣上不同，她受過這種滋味，好！我一於照

食！現在她還食海鮮，我都不吃海鮮的，我都不食，我自己不叫海鮮食的。

聽眾：現在都沒有食嗎？

羅公：我對付人才食，他們說什麼食齋？我就食海鮮給你看！你們請我吃飯，我就說

好吧！清蒸鱲魚！是這樣的，我這樣吃是給他看的。即是叫他怎樣？你應該

「以無所得」為方便，「般若」嘛！你不要執著食齋食雜，我就吃，對著這些

人我是不食的，我只是說我不喜歡食海鮮的，我不鍾意他是沒有得講的，其實

我都不知多鍾意吃，我其實最歡喜食清蒸鱲魚。

聽眾：何解你不吃？

羅公：我費事殺生。

聽眾：如果那條魚是剛剛死了呢？

羅公：嗄？

聽眾：如果那條魚是剛剛死了呢？

羅公：死了的就吃食，雪雞我也吃，牛扒我也吃，因為怎樣？牠不是因我而死，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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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才吃一次牛扒，不會因為我一個月才吃一次牛扒他會劏一隻牛啩？

而且食齋就是不要傷害慈悲心那樣解，因為這個世界是娑婆世界，是弱肉強食

的，事實是這樣。如果個個都不吃東西，現在那些環保的說其實是不通的，漸漸地就

禽獸迫人了，是嗎？世界上被蛇咬死的人，你猜百分比那裏最多？是印度人最多，因

為他們不打蛇的，蛇都不打的，印度人不知有多少是被蛇咬死的，是嗎？所以有時是

不行的。

譬如老鼠是會搞出瘟疫的，你不滅牠？等牠早些投生，不要做老鼠了嘛！是嗎？

這樣，即是等於那個傻仔崧，放紅蟲放生，他放紅蟲！他何解？因為拿兩元去買一大

盤都不知幾多條生命了，拿去放生，你買雀仔去放，幾元才能買一隻，放一條生命，

怎同呢？放一隻小鳥與放一堆紅蟲怎能夠相提並論呢？

你放了那些紅蟲是餵魚的而已，放了下去那些魚就把牠吃掉，是嗎？放雀仔也是

一樣是這樣的，最好就救人，放雀仔一樣而已，最好是救人，怎樣救人？人沒有得吃

的，你就先救他，是嗎？因為人不會殺人，如果他會殺人的，你就不要救他，救人，

救人就怎樣？捐錢去醫院，所以我反對別人去捐錢去放生的，你應該捐錢去醫院，捐

多些，越多越妙，是嗎？

譬如大嶼山整大佛那些，正是一流是傻瓜！佛不歡喜你們這些東西的，幾千萬整

個佛？幾千萬辦一間大學來教育那些人，辦一間佛教大學，多好！或者我不辦大學，

建一間第二佛教醫院，第一佛教醫院香港最出名最污糟邋遢的，你整一間乾淨的佛教

醫院，應該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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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你們看，又叫做「習氣」，這即是說，又叫做功能，又叫做「習氣」，又

叫做「種子」，就是那種東西，「每一種子各是一個生生不已之力」來的，一個

unit、一個單位、一種力來的。一熏進去成為「種子」，怎樣「生生不已」？

這一剎那熏進去，這一剎那完結，即刻這個「種子」就隱滅了，但它是能力，能

力是不會滅的，當他這一剎那的「種子」滅的時候，即刻吸引起第二個剎那的「種

子」生起，一生即刻又滅，一滅即刻又生，這樣那些「種子」在「第八識」裏面，就

像海上的燈塔，閃光、閃光、閃光那樣，一定是這樣的，你問為什麼要這樣？

好，我問你，如果你說「種子」熏了進去，那「種子」是硬嘣嘣不變的合理，抑

或它是會變的合理呢？如果不會變的，那就始終是「種子」不會起現行了，你明白

嗎？現在要問你了，它會不會起現行呢？你一定說會的，是嗎？會就變了，由「種

子」變為現行還不變？即是一個小嬰兒一團粉那樣，將來變成一個大人，還說不變

嗎？會變的，為什麼會變？怎樣叫做變？

變者，舊的狀態滅了，新的狀態生起就叫做變嘛！譬如你舊時窮，窮的狀態沒有

了，現在變了富人，新的狀態出現，這樣就叫做變，好了，那個「種子」會變，變又

怎樣變？舊年不出今年出，是嗎？一年之內就變了，舊年不出今年出，譬如說今年

出，今年是幾月出？譬如今年三月出，譬如是三月出的，即是說二月三十都還未有

出，是嗎？即是說由二月三十到三月之間，三月就一路一路出了，即是一日，一日的

時間才變，是嗎？

這樣三月一號就開始變了，一日變了，一天十二小時的，12個時辰的，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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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辰變呢？是不是晚上睡著覺的時候變？一定是，變的時候是幾分鐘而已，移動的時

候，這樣即是變的時間，就是幾分鐘就要變了，即是幾分鐘之內舊的狀態會死了，新

的狀態會出現，舊的狀態一死，即刻引起新的狀態出現。

聽眾：需不需要「緣」？

羅公：嗄？

聽眾：需不需要「緣」？

羅公「緣」？要「緣」。

聽眾：這個「緣」從那裏來呢？

羅公：那個「緣」在側邊，是包圍它的，是嗎？譬如出現「眼識」的「種子」熏了進

去，如果我沒有眼球，眼球做「緣」，無眼球就不能出現了，是嗎？「種子」

都是「緣」，「種子」是「內緣」，其它的是「外緣」。

聽眾：要靠「外緣」？

羅公：嗄？

聽眾：要靠「外緣」？

羅公：一定要靠「外緣」，沒有「外緣」是不行的，「外緣」本身又要靠「外緣」，

就像一個「緣」的網一樣，即是一路將它來分析下去，本來十年一變的，其實

不是十年的，是每一年變的，一年裏面，年頭年尾都不同的，即是說半年一

變，再分析又怎樣？昨天與今天一日一變，是嗎？再分析又怎樣？每一個時辰

變，再分析又怎樣？每一剎那變。

即是說結論是，每一剎那都是新的「種子」出現，一出現，剎那頭出現剎那尾的

時候它要滅了，一滅，第二個剎那起，這個新的狀態又出現了，所謂一生一滅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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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那種力沒有了，而是狀態的不同，明不明白？

舊的狀態過去了，新的狀態出現叫做「生滅」，「種子」是每一剎那都生滅，但

是生滅只是狀態變而已，力始終是存在的，所以它是一種生生不已的一種力來的，佛

教就說「慎莫作因」，一隻蟻在那裏，你白白整死牠，無意中是無所謂的，有意踩死

他，這個因就是種下了一個殺生的因了。

這個因是生生不已的，有機會的時候就出現了，你要保證你以後都不做蟻才行，

你有一世，你剛好是做蟻的，碰著不知那一個傻佬就踩死你，不是遇著那隻蟻踩死

你，是另外的因，或者不是被那個傻佬踩死你，是在你在揸車的時候，揸到大峽谷就

剛好那山倒下來，砸死你，總之踩死那隻蟻會變態變得有很多隻(多種情形)出現的，

會整到令到你死去的，所謂「慎莫作因」就這樣。

聽眾：羅公。

羅公：嗄？

聽眾：你講「種子」剎那剎那變，是不是整體的「種子」變？是其中之一，部分變，

是不是？不是整體的「種子」變？

羅公：凡是「種子」變…。

聽眾：它是不是部分「種子」變，不是整個「阿賴耶識」的「種子」剎那剎那變？

羅公：不是，「阿賴耶識」每一剎那，「阿賴耶識」自己都有「種子」的，「阿賴耶

識」的「種子」每一剎那滅，一滅時候，第二個剎那就生，它「阿賴耶識」滅

的時候所有「種子」一齊滅；「阿賴耶識」第二個剎那生的時候就所有「種

子」一齊生，所以就所謂是生生不息，就像長江大河的河流一樣，這個叫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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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這就是我們生命的 current了，current of life，生命之流，河流，我們

生命的河流，一世人如果我們有 80歲人，80歲人，由開首出世一路到 80歲

死的時候，生命之流是生生不息地下去的，到我死的時候一樣是生生不息，大

轉變而已，變成了「中有」，變成「中有」之後又再投生，又重新來，以後永

無止境，這是我們生命的河流，是永無止境的。

聽眾：這個道理就像新陳代謝那樣。

羅公：就是新陳代謝，所謂新陳代謝是我們分析做每一剎那的新陳代謝。

聽眾：是。

羅公：我們的生命是這樣，所以你想真正了解生命的意義就是這樣，每一剎那，每一

剎那都是舊狀態滅了，新狀態出現。

聽眾：部分變，王勝光的新陳代謝講得很可愛，鐘伯問你的問題是全部變或部分變。

羅公：是全部一齊變，每一剎變，有一部分不變是不行的，所以是一齊起變。

聽眾：我就是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

羅公：即是我們坐車，大家的「阿賴耶識」一齊變，一路變的，

聽眾：部分變就成了長短腳。

羅公：生生不已就是這樣。「每一眾生之第八識自體分中，皆積集無量種子，由第八

識之見分攝持之」，吸攝住它，抓住它，如果不抓住它就不行了，它飛了出

去，是嗎？譬如你成日念佛，你戒殺放生，萬一那些「種子」飛了來過來我那

裏？你就完全沒有功德了，是嗎？

所以它有一個「第八識」的「自證分」就載著那些功德「種子」，而「第八識」

的「見分」攝持它，令它不能走掉，而形成一個什麼？「形成一個生生不息的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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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每一個「種子」一個水點，形成一個大河流，「在此大流中，每一種子遇眾緣具

備則起現行」了。一個「種子」的緣具備就一個「種子」起現行；兩個「種子」的緣

具備就兩個「種子」起現行，當其現行的時候就會怎樣？「或相挾帶」這個「種子」

起現行就或者挾帶另外一個一齊起起現行，「或相挾帶」；「見分挾帶相分而俱

起。」那個見分一起的時候，「挾帶(著)相分而俱起。」

譬如我見綠色的「眼識見分」一起的時候，挾帶著綠色的「相分」一齊起的，

「或相挾帶，或相資助」，你幫助我，我幫助你，「在一剎那中，第八識中種子起現

行，現行復熏第八識」熏落第八識「而生(起)新種子」；舊種與現行與新種這三種東

西，「展轉相依。」

由舊種起新現行，一起現行之後即刻熏成新「種子」，即是一剎那三種一齊做

的，舊種起，熏新種，一剎那輾轉相依，它「又種子望種子」、「望」即是對於，甲

「種子」對於乙「種子」，「種子望現行」、「種子」對現行，現行對現行是不是有

一個完全沒有關係的？不是，都是怎樣？都是「增上緣」，互相資助的一種條件來

的，「緣」力，「有相資之義。」

「種子」與「種子」之間。互相資助的，這樣的意義的，這樣於是每個人裏面的

「種子」都形成什麼？一個「森然的宇宙」。每一個人自己有一個 universe，宇

宙，一個很周密的、非常之多內容的宇宙，每人一個，無量眾生，無量個「森然的宇

宙。」

這個宇宙就是「重重無盡」的宇宙，每一個人的「種子」無盡，全世界的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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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更無盡，「種子」無盡，宇宙亦無盡，故此「種子」一現行即攝全宇宙了，一個

「種子」現行就關涉到其他的「種子」，其他「種子」又關涉到其他「種子」，結果

一個「種子」現行就關涉到全宇宙了，「無小不攝大」，沒有說一個小的「種子」現

行就不關涉到其他大部分的「種子」的，亦無一不攝法界，亦無一個「種子」不關涉

到整個法界的，整個法界即是整個宇宙，法界即是宇宙。

這一段講法是歐陽竟無的《唯識講義》裏面講的，我將它用比較顯淺的文字寫了

下來，又「種子名相之所由建立」「種子」的名相，「名相」即是概念，「種子」這

個 concept之所以，為何叫做「種子」呢？「乃欲說明現行生起之因或本質」完全

是因為想說明，何解這個現實的東西，如何生起的呢？原因何在呢？它的本質又如

何？完全是為了說明這兩點：它的原因和本質，並非現行，並不是將現行法將它來剖

析，將它來一路分析分析的，就「發現別有一種實物」，叫做「種子」，不是這樣解

的，「亦非隱於現行法之後」面，現行是台前表現，「種子」是幕後指揮，亦並非這

樣，「種子」是在現行裏面的，「而為現行法作根荄。」即是在裏面的根源來的。

這個我是取《瑜伽師地論》第 53卷的講法。明不明白？這個「種子」這裏？我

就覺得這裏已經講得很精了，解得很精細了，不是我精，而是什麼？一段是歐陽竟無

的，講得很精，一段是《瑜伽師地論》的，我就會將它湊合起來那樣解，這樣對於

「種子」建立的意義，大概都沒有什麼問題了，是嗎？

好了，現在講了：大、小乘諸宗中，有些建立「種子」的義理的，例如小乘裏面

有一個叫做經量部，叫做經部，簡稱經部，大乘裏面有宗，即唯識宗，「有(些)不建

立種子義者」，例「如小乘『大眾部』」「大眾部」系統裏面所屬的各派，「諸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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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空宗」，即是所謂的「般若宗」這些，兩派了；「亦有不用種子之名」，不用

「種子」兩個字，「而建立一類似種子之法相者」法相即是概念，「如小乘的『說一

切有部』」它就建立一種「無表色」，現在有些受戒，叫做「無表色」，怎樣叫做

「無表色」？

受戒的時候，師傅會問你：你盡你的生命有生之日，你不要講大話(說謊)，你做

得到嗎？那個法師不是讀戒條來問你嗎？你一定要答什麼？「能」！當你一答「能」

的時候，即刻就熏了一個「能」，「能不殺生」的「種子」入去，它們不叫做「種

子」，它叫做「無表色」，是物質那樣解，看不到的物質，即是一種看不到的東西在

裏面，這樣，那麼何解一定要建立「種子」才通呢？

這個理由我講給你聽：「種子義之所由建立」，可從義理方面或者從「教」的歷

史方面說明的，現在先從義理方面，義理即是 philosophy，從 philosophy方面，如

果你不建立「種子」，你很多東西是說不通的，你看，用義理法：因果流轉，因果流

轉即是生死輪迴，前因後果，「因果流轉乃佛家大、小乘通義。」是共通的義理來

的，「然眾生造業之後」，他的業已經成為過去了，但云何能「感(召)引未來果報」

呢？

即是我剛才問袁美琴那樣，你前世做的業已成過去了，你是怎樣能夠感召今世的

果報呢？它的答案一定是這樣說的，怎樣說？它這樣說：「眾生形體雖盡」前一世死

了，那個形體已經盡了，「而業力猶存」。而他所作的業，「而業力猶存」。好了，

問題又到了，「但此不隨形盡之業力」，即是不跟隨你的形體而滅盡的「業力」，又

以何種方式而存在呢？用什麼方式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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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經死掉了，「若說業力以顯現的方式而存在」，所謂存在不外是什麼？顯

現、見得到的；不顯現、見不到的，不外是這兩種方式而已，「若說業力以顯現的方

式而存在，則此業力應可見」可以見得到，或者可以聽聞，或者可以覺得到，或者可

以知得到，而實不然，事實我們的「業力」我們是見不到的，「故說業力是顯現的存

在」是不合道理的，是嗎？不合道理的。

「若說業力是以潛隱的方式而存在」這樣，「則業力祇是感果的功能」而已，是

嗎？既然是「種子」的功能了，那就「種子」了，「非種子而何」？所以「種子」義

的建立，是勢所必至的，除非你放棄生死輪迴的講法，在「種子」義成立之前，是有

一個過渡階段的，即是什麼？有一種叫做「無表色」說，無表色說是怎樣的？

你看看：「在佛滅後第三百年的末」期，其中有一派叫做「說一切有部」，「說

一切有部」有一位論師叫做世友，世友論師，他造了一本書叫做《品類足論》，他在

《品類足論》裏面就說了有些東西叫做「無表色」，我們殺了一個人，於是那種「業

力」立刻打了入去我們的心裏面，打入了我的生命裏面，成為一種叫做「無表色」

了，即是「種子」，來說明因果流轉的道理，他說：眾生造作善惡業的時候，他就怎

樣？能夠擊發出一種將來必定能夠感召果報的，擊發出那種原因出來，這種原因就藏

在身裏面，這種東西就叫做「無表色」，「此無表色，雖(然是)無形無象」但是它所

表示，同時「無所表示」，令人見得到知得到，「然是實有法體的」。但是它是有實

質的，是有的，存在的。

「此說對於因果流轉之理，似可說通。但新問題又隨之而生」只是講通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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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又是怎樣？即是說那個「無表色」是住在那裏呢？你又不信上帝，依者，即是依靠

什麼而存在？即是住在那裏？「一個眾生造業所生之無表色」，何故不與他眾生造業

所生之「無表色」何解不會相混合呢？相混淆，一混淆就不得了，於是就因果混亂

了，為何不會這樣呢？你要解答，對於此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無表色」住在那

裏？第二個問題何解不會混亂、不會混淆？對於這兩個問題，這位「說一切有部」的

學者，即是世友論師沒有圓滿的答覆。

如果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就很容易了，上帝就行了，已經搞定了，但是你又不信

上帝。此問題一路拖延，拖延到「至佛滅後第四百年」，那時又有出現了第二派，叫

做經量部，「部」即是派，派系。這個經量部成立了，彼宗學者，經量部的那些學者

就建立「種子義」了，所以「種子」不是唯識宗自己建立的，是經量部建立的。

它如何解釋呢？他說「色心互持種子」，即是與現代的醫生講法是一樣的。怎樣

「色心互持種子」？你今天看見一件恐怖的事，一見到恐怖的事的時候，即刻就在腦

神經裏面，腦神經是物質，印了進入裏面，今晚夜就發夢了，又見回那些東西了，即

是說這些「種子」，白天所見的「種子」，被你那個腦神經的那些物質所攝持住，物

質可以攝持心的「種子」，倒過來心也攝持物質的「種子」，這個解釋就不通了，何

解？我們物質的「種子」會被心所攝持嗎？

除非是這樣解的，你憂心多你就會白頭髮，是嗎？何解？即是說我們的心會影響

物質的，心靈是影響物質的，他就說什麼？「謂色法， (即)物質現象(的)種子為心

法」即「精神現象之所攝持，(而)心法種子為色法之所攝持。經量部對於上述兩問題

似乎能麤予解答，而立義亦較說一切有部為精密」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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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色法的物質現象是會斷的，「如身死後，色便斷滅了，如何能 (夠)持(那些)

種子」？所以你說物質持這個心的「種子」是不太通的，又如何能夠將心的「種子」

傳遞到未來那一世呢？此又令人難以索解了。於是怎樣呢？又成為懸案了。「直至佛

滅後九百餘年」，這個問題攤了幾百年。

那位慈氏，慈氏即是彌勒，彌勒論師，他被無著菩薩請他下來，說《瑜伽師地

論》，在《瑜伽師地論》裏面就說出我們的「種子」熏入去裏面，「種子」是有七個

意義的，凡是「種子」一定具備這七點意義的：即是七點特性。於是那個無著，無著

菩薩就做了一本《攝大乘論》，即是《攝論》，又將七義省卻了而成為六義，於是就

有名氣的「種子六義說」了。「於是種子之說大備，不獨因果流轉得以解釋」而對於

「諸行」，即是現象界之「緣起」、即生起亦得以說明了。所以「種子」說就是這樣

成立的，從義理方面，是這樣逼出來的。

你說：是呀！這樣不就是根據《解深密經》？但是那些人這樣說，有兩種人的看

法，有一類人說佛說《解深密經》，然後彌勒、無著那些菩薩依據《解深密經》來成

立「種子」說而已，我們就這樣看法，但是那些西方人就不是這樣看法的：根本佛就

沒有說《解深密經》，慈氏、無著那些人就發明了種子學說，發明了之後恐怕無根

據，就造一本《解深密經》出來說是佛說的。

西方人是這樣看法的，尤其是那些西方人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要與佛教搗

蛋的，就說《解深密經》根本就是假東西，是慈氏與無著搞出來的，這樣搞法的。如

果我們這樣講法，那些法師就用尿來淋你們！這樣講法就太過了！是嗎？這樣從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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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著眼就是這樣解釋了。

從教史，從歷史方面解釋，佛滅度後百幾年，佛教的教團，教團即是教會，因為

保守派和發展派發生意見、衝突，就分裂成兩部，一部就叫做上座部，那些保守派老

人家；一派是「大眾部」，是年青人佔比較多數的，自此佛滅後，自此一路到佛滅後

第二百年，第二個世紀末之後的幾十年，再從「大眾部」又分裂出八部，於是本末一

部一部合起來，「大眾部」有九部，又「佛滅後第三百年初至第四百年初」那一百年

內，上座部又分裂出十部，「本末合計共十一部。」現在九部加十一部，兩派，上座

部與大眾部合起來分裂成二十部，你看看，這樣分裂，分裂的經過就是這樣了。

分裂成這樣之後，我們看看，「此中大眾部首先弘揚般若等大乘經典」大乘經，

《般若經》是「大眾部」那班人發現的，「並主張什麼？法無去來」過去的東西已經

不存在了，未來的東西未生起，我們就只有現在這一剎那的東西存在而已，「即於三

世法中唯說現在法及無為法(是)有」現在的那一剎那是有，過去的那一剎那已經沒有

了，未來那一剎那的東西未生起，只有現在的東西是存在的。無為法是可能是永遠存

在。

無為法就是宇宙本體，過去未來法是無的，這是一派；「大眾部」就首先是這樣

了。接著，分裂出一派，叫做「說假部」，看到嗎？「說假部」，看到了？在第七次

分裂的，「說假部」，它主張什麼？「現通假實」，再進一步，「大眾部」說現在是

有，過去無，未來無，它這一部說現在的東西也通乎有假、有實，你以為現在的東西

就是一定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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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否定過去未來的東西之外，對於現在的法又分別，是什麼？十八界、十二處

是假的，沒有的，只有五蘊是實在的，現時的東西也通乎假、實；另外還有一派，叫

做「說出世部」，是主張什麼？俗妄真實，世俗諦的東西是妄的、假的，勝義諦的東

西才是真的，這即是什麼？《般若經》那一套了。

世俗諦的東西全部是空的，勝義諦的東西就非空非不空，是嗎？「於現在之五蘊

中又分別說世俗是假，勝義是實。範圍又窄了一些了，再有一個「一說部」出現，這

是一言堂，一說部出現主張什麼？「諸法但名」更加徹底，所有事物都是只有一個概

念，根本沒有東西的，這就是《般若經》了，全部是假名的，只說假名，即是說世

俗、勝義的法都是假名，沒有實體的，無實質的，實體即是實質。再來一個叫做「多

聞部」，你們那些後生們年青人們特別多東西的，「大眾部」那些，多聞部，多聞部

裏面有一個羅漢叫做「祠皮衣羅漢」，「祠皮衣羅漢」羅漢，羅漢的名字叫做「祠皮

衣羅漢，則重弘大眾部昔所弘傳之大乘義。」

稍為復古，「總之，屬大眾部系統諸宗，多側重」什麼？講本體，其餘世俗的東

西，現象界都是空的，「體」即是實體，本體不空，「在理論發展上逐漸有否定諸

行」全部否定現象界，「而說空義之傾向」所以那些西方人就說什麼？《般若經》就

是這班人一路一路造作出來的，「遮多於表」，「遮」即是否定，「表」就是肯定，

否定的東西多於肯定的東西，「其立義與大乘空宗相銜接」，與大乘的空宗、般若宗

相銜接，「在佛學史上為大乘空宗之前(身)」了。

「大眾部」這個系統，再進一步就發展到成為空宗的前導了，「此諸部及大乘空

宗，皆不重在說明諸行」所以它一定否定「諸行」，「諸行」即是現象界，「故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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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種子」。它都根本已經全部否定了，何須建立「種子」呢？好了，與它相反的是

怎樣？就是上座部了。

你看上座部：「至於上座部系統諸宗」它裏面有一派叫做「說一切有部」，它首

先建立所謂「無表色」，這個「無表色」實在就是「種子」來的，「為種子說之前

驅；」到了「經量部」，「大眾部」系統裏面有個經量部，第 20那裡。它主將「色

心互持種子」，剛才已經講過了。「是為小乘的種子說。」慈氏、即是彌勒「之種子

七義，就是大乘種子說之依據；無著之種子六義，是大乘種子說之抉擇；」他將慈氏

所講的東西再在來篩一下，抉擇一下，無著死了之後，世親就造了一本書叫做《成業

論》，王聯章有一篇文章叫做〈成業論的研究>就是這一篇東西了，《成業論》出

了，是為「大乘種子說之完成。」

世親死了之後一路傳兩代，傳到護法菩薩就認為「種子」有兩種，一種本有；一

種新熏，並列兩種都有，「大乘種子說，(於是)遂義無餘蘊」了。應講的講過了，沒

有剩下的了。「於此應知，種子之建立與不建立，(是)由於路向不同所致。」「其著

重體邊者」即是著重「真如體」那一邊的，就要否定現象界，「則破封執以顯實體

(相)」，破別人的執著，目的就是顯露真如實相，故不立「種子」說。

其著重用，「用」者即是現象界，「則即大用以顯實體」就在現象界的裡面來顯

示出實體，「故建立種子」。所以我們得到一個表：小乘上座部，由上座部裏面就產

生「說一切有部」，它就講出了一個「無表色」，它再進一步就是經量部，就「色心

互持種子說」，於是再進一步，就是大乘有宗了，正式立「種子」，侧重「用」的那

一邊，「大眾部」那方面：首先是「大眾部」的「法無去來」，過去未來的東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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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再進一步就是「說假部」，現在的東西也是有假有實；再進一步「說出世部」：

世俗諦的東西是妄的，勝義諦的是真，是實的；再進一步到「大乘空宗，(就)不立種

子，側重體邊」於是就產生大乘空宗了。

這樣就大乘空、有兩宗，成為一個系統了，這個是系統的表了。以上是講「種

子」的建立過程，容不容易看？很容易看，「種子」怎樣成立的脈絡就是這樣。就講

這麼多就好了，講得太多你們消化不了，明不明白？聽得明白嗎？回家記得看一下，

看得多，你那個心就好像豁然開朗，對於你自己的生命都會很了解，對於佛所講的東

西你也很了解。

聽眾：其他的宗派有些講「種子」，有些講「窮生死蘊」，是嗎？「窮生死蘊」。

羅公：那「窮生死蘊」就是「阿賴耶識」的前身了，

聽眾：講「根本識」？

羅公：是呀，「根本識」即是「阿賴耶識」。

聽眾：種子是代表…。

羅公：即是不斷地修正的，是修正的結果來的。現在是丙二，是嗎？

聽眾：是。

羅公：種子的體性，這是最重要的，種子的體性，這個的體性，這「體性」兩個字應

該改的，不過以前的人一向都用「體性」兩個字，應該是「種子」的特性，即

是「種子」的 quality，或者是「種子」的什麼？character之類，是不應該用

體性的。不過以前的人用「體性」我就照用那樣解，即是「種子」的性質。我

們看看：「種子」的體性本來是由《瑜伽師地論》首先講，說「種子」有七種

特性，後來到無著菩薩做《攝大乘論》，將它一缩，缩為「種子六義」，即是

22



說「種子」有六種屬性，我就將它加多一義下去，就又變成了七義，我這本書

就用七義，其中六義是無著菩薩的，其中一個義是我加下去的。你看看：

「《瑜伽論》建立七義」它的七義與我的七義是不同的，就「以解釋因緣」。

「種子」即是「因緣」，「因緣」者即是主要的因素，解釋什麼叫做「因

緣」，他這樣解釋，用七種，他認為能夠做「因緣」的，能夠做一件事物的原

因的，一定要具備這七種意義的，就叫做「種子」七義。《攝論》、《攝論》

即是《攝大乘論》，是無著造的，是唯識宗裡面的一本很主要的書，《攝論》

與《識論》，《識論》即是《成唯識論》，《成唯識論》都主要是根據《攝

論》的，《攝論》與《識論》。這一句是多餘的，劃了它。《攝論》與《識

論》就併之，將《瑜伽師地論》的七義合併就變成作了六義來表示「種子」的

性質，這樣，七與六一開一合，我將它來列一個表，上面就是《瑜伽師地

論》，下面就是《攝大乘論》與《成唯識論》，這個排印印得不好，他替我省

下紙張，因為何解？講好了價錢是這麼多，他卻省下紙張，應該四、五、六、

七是應該平排的，他將它來排到下面去。

聽眾：我們這款是平排的。

羅公：你那款是平排嗎？我這本將它來排到下面，真是豈有此理!他省下這兩吋紙！

那個人做生意做成這樣！第一點《瑜伽師地論》說「常法不能為因」；常者

permanent，永恆的東西，不變的，一定不能做事物的原因的。何解呢？

「常法、」法即是「東西」，永恆不變的東西是不能做原因的，所以這一點來

說，譬如你說這樣：假設你說那一粒穀是因，能夠生出禾，如果那粒穀子不變

的它怎能生出一棵禾？穀子生出禾就變成了禾了，是嗎？所以那些人的頭腦都

不知怎樣搞法的？永恆的東西如何可以做因呢？做原因呢？好了，講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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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裏面說上帝是永恆的，就可以做萬物的因，這樣說，既然是永恆的，祂怎

樣能做因呢？是嗎？所以佛家否定了，否定這個神了。還有，佛家自己內部華

嚴宗就說最初就是那個真如，由真如產生萬法，這也是不合邏輯的，是嗎？先

〔問〕真如是不是永恆的？如果真如不是永恆的，它就不能叫做真如了，真如

就是那個 reality，reality一定是 permanent的，是嗎？所以說真如為緣就可

以產生這個世界，叫做「真如緣起」，是不通的，所以唯識宗的人就駁它駁得

很厲害。但是可惜我們中國人的頭腦都是籠統的多，一味捧著華嚴宗說如何如

何，其實華嚴宗是要不得的。所以現在那些人還大講「真如緣起」，以為我很

有學問如何如何，這種人是不能學哲學的，所以唯識宗的人一聽見你講「真如

緣起」就看你不起了，費事與你講話。

聽眾：羅公，我看一篇東西，華嚴宗賢首與玄奘法師因為這個問題大家不合？大家默

當(？)

羅公：no no no，簡直荒謬！沒有這件事！人人說有這件事，貞觀十七年賢首法師

還未出家，你可以查一查，他怎可以參加玄奘的譯場？是嗎？大家請看一看參

考，不用講了！你去後面參考一下後面，有一本《金獅子章釋》是嗎？請你看

一看《金獅子章釋》那篇文章，根本是時間上不可能！那些人都不讀歷史的，

是嗎？

聽眾：不同時間。你說鐘兆亮曾經聽過孫中山講三民主義你信不信？孫中山講三民主

義的時候，鐘兆亮在那裏聽的！

聽眾：還未出世。

羅公：幾百年後來騙人，你說我聽過？說我是聽過就可以，因為我今年七十幾歲。

聽眾：你聽時是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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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我聽那時？我看看？12歲左右。

聽眾：民國十四年孫中山死。

羅公：他 12年講的，我 11歲，11歲。

聽眾：民國三年出世？

羅公：舊曆民國二年出世，新曆是民國三年，那時都是十歲、十一歲左右，沒有人

聽，找我們去頂檔，你知不知道？現在說國父怎樣架勢，嘿！沒有人聽。

聽眾：在那裏聽？廣州嗎？

羅公：在中山大學的那個操場，那個有蓋的籃球場，

聽眾：中大附小嗎？

羅公：嗄？不是在中大附小，以前叫做廣東高師，我們是高師附中的學生，高師附小

的學生，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學生，那時沒有人聽就不好意思

的，你知道嗎？高等師範就走去叫那些大學生去聽，大學生就懶得去聽，去小

學那裏拉你們去聽，也不到你們不去，坐在那裏，個個團腳地坐在那裏。嗄？

聽眾：講國語還是講廣州話？

羅公：孫中山就親自派餅給我們吃。

聽眾：你為什麼不跟他影張相？那時還未有相機。

聽眾：講國語還是講廣州話？

羅公：講國語。

聽眾：你識聽國語嗎？

羅公：我不是不識聽，好像做戲那樣，孫中山的國語很渣(爛)的！我們、你們那種國

語呀！好像戲臺上面講的，你們吃了飯未有？那樣的，你食了飯未有？那些那

樣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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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些外江佬最怕聽廣東國語。

羅公：不過那些桂林官話全國到處的人都聽得到的。

聽眾：何解呢？

羅公：嗄？那是南清官話，舊時做官的通通是說那些話的，不是講正北平話的，所以

叫做官話，所以叫做官腔。因為那些南北都聽到，你講正北平話南方有些人是

聽不到的，那些桂林話叫做南清官話，全國各地那裏都聽得到的，就像戲台上

唱戲的，那個曹操出來：老夫曹操！講什麼人們都聽到的，潮州人聽它又聽

到，台山人聽它又聽到，老夫有什麼聽不到的？是這樣的，那些大人物統統是

講這些話多，李漢雲做省副主席，出來講話，你猜他怎樣？老老實實，老老實

實和你們講！聽不聽得到？我老老實實同你們講，我老老實實和你們講。

聽眾：廣東人國語，又帶上一些高州話。

羅公：嗄？

聽眾：帶著那些高州話。

羅公：是呀！李漢雲呀！做省副主席，對那些省職員訓話，我在那裡做過兩年事，還

有那個鄭耀勳(？查不到)廣東人講國語算講得好了，他講人類學，那些人研究

人類學，在地下發掘到一個死人骨出來，那個人頭特別大的，你猜他怎樣呢？

(這)個人頭零舍(特別)大的！激死人！零舍？外江佬那裡識得「零舍」？這個

人頭零舍大的！那些人只是笑，但是聽到他講什麼的，是這樣的，那個唐紹

儀，中山的唐紹儀與孫中山是老朋友，中華民國第一個國務總理唐紹儀(1862

－1938)，你猜他怎樣？他的國語你以為他很好嗎？他那些是中山國語，怎樣

呢？他就在廣州市白雲路住，他有一輛汽車，汽車就汽車了，舊時的汽車叫做

砵砵車的，他叫它做砵砵車，他的司機，他說替我叫那個司機來，你猜他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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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叫我的砵砵車佬來！他叫司機做砵砵車佬！砵砵車佬，砵砵車佬，唐紹儀

呀！他曾做過國務總理都尚且如此。

聽眾：砵砵車佬，舊時那些汽車它有個砵砵響的。現在是響按的，以前是砵砵那樣

的。

羅公：砵砵響的，所以叫做砵砵車，那司機叫做砵砵車佬！這些如果是那些擔瓜賣菜

的婆媽叫砵砵車佬都無所謂，你做國務總理，做首相的嘛！怎麼叫做砵砵車佬

呢？真的，有這樣的事，無一個是講得正的，陳立夫做教育部長，陳立夫講得

算是不錯的了，我在中山大學教書的時候，陳立夫來巡視，他做教育部長，他

在那裏召集齊那些教授在那裏訓話，說得一般也算不錯，三個、三個就講成了

些(三)個、些(三)個，這些那裏是國語來的？這是上海話而已，陳立夫呀！孫

中山就是講那些話就是戲台做的那些官話，不過我們就吃過他親自送來的餅，

我們兩行坐在那裏，個個團腳坐在那裏。有一間餅鋪叫做馬玉山，它報效，報

效餅，它有一些茶擔，廣州市有些叫做茶擔你們沒有見過的了，你家裏有什麼

喜慶懶得冲那麼多茶，你就走去那些茶館那裏，就給他一角幾毫他，他就找人

擔了一擔茶來，擔裏一面有兩個火水桶，本來是裝火水的，現在就要來載碗載

碟，洗干淨的，那些火水罐，前面是那些火水罐，後面就一個風爐，風爐上面

有個火水罐在那裏，燒炭的，他擔來，擔來他替你沖茶，那些叫做茶擔，所有

的人飲茶他替你搞定了，他帶着杯來的。孫中山講三民主義，就有一個茶擔

的，走來送茶給人飲。馬玉山就報效餅乾，也是就找人擔兩個火水罐的餅乾

來，那些早茶餅，擔來他不要錢的，他是報效的，講到放 break的時候，孫

中山就自己下來，我們小孩子就想起身拿來吃，孫中山就說不用拿，不用拿，

他怎樣？怎樣我們就不動了。他叫我們不要動，他自己拿頂帽子，他戴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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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帽，現在已經沒有得賣了，你見過未有？那些叫做通帽，現在看電影，看那

些非洲，英國人去非洲在沙漠上帶頂這樣的帽，孫中山他是戴這樣的帽的，那

些通帽，他每次來戴住一頂通帽，他一定將那頂通帽放在枱面，他行過來，我

們想拿東西吃，他就說你不用來，他一定拿著一份英文報紙的，他看英文報紙

的，他很好英文的，他就拿住那份英文報紙，他帶著通帽，反轉它，就把那份

英文報紙放在通帽裏面，壓它一下，就變成一個鍋型了，他自己就抓一把那些

餅乾送過來給那些小孩子吃，一點兒架子都沒有的，他自己親自派給我們。那

些人看到他親自派，那些周老、王昌谷那些校長，趕緊走出來就幫手派茶了，

很好笑容的。

聽眾：他的樣子生成怎樣呢？相好嗎？

羅公：嗄？什麼？

聽眾：他的相好不好？你識看他的相的。

羅公：嗄？相？好，都幾好，就是矮一些，是一個矮仔，好像黃錫光那樣差不多高，

面型都是差不多，四四方方的面型，黑黑實實的，行起上來 dum dum聲的地

下都震，他的腳踭力很大的，dum、dum、dum地行，他的相很好，兩撇

鬚，就不像現在的人的鬚，我們看他兩撇鬚是尖的，現在的人影他的相不是尖

的，牙擦鬚，不是的，我們聽他講話的時候，兩個菱角那樣，是個矮仔，有時

著中山裝，有時著一件黃恤衫，短褲，著一對波襪，這樣而已，一定攞一支士

的(手杖)，戴一頂通帽，就沒有架子的，很好笑容的，有時行過經過你的孩子

們，就拍一拍你個頭，是這樣的。

聽眾：你聽他講話的時候大概什麼年紀？

羅公：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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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你聽他演講的時候年紀有多大？

羅公：嗄？聽他講三民主義囉！

聽眾：我知道，你幾多歲左右？

羅公：11歲了，11歲，你計一下幾年級？11歲。

聽眾：他大概幾歲？50多歲嗎？

羅公：他那時頭髮都見不到他白的。

聽眾：他 57歲過身的。

羅公：兩三年後他就死了，他死的時候 61歲是嗎？

聽眾：60歲。

羅公：60歲？那就 58歲左右，我們聽他的時候他們 58歲左右，57-58左右。

聽眾：他好像生 cancer的肝癌，肝 cancer。

羅公：有一次他來演講，那次不知有什麼喜慶事的，他都一樣講，那個高師校長叫做

周路就說，我們大家向孫總理致敬吧！於是大家就輪流恭喜他，個個走過去恭

喜他，他又伸隻手出來，向你鞠躬，又握握手，一個個，輪到我們小孩子一出

去，成班人出去，他說一個一個來，他叫我們一個一個來，叫我們一個一個過

來，我們就行過去，鞠躬吧！他教你鞠躬給他，他教你鞠躬給他，鞠躬完了之

後，下一個來，又叫鞠躬、鞠躬，好像阿爺教，就好像阿爺教孫子，你叫人早

晨呀！這樣的。玄奘法師那個時間是不可能的，貞觀年間，那時賢首法師都未

出家嘛！是嗎？什麼時候他才出家？武則天當權的時候才出家，怎可以參加譯

場！

聽眾：賢首是武則天那個時候當紅的。

羅公：是了，而且那時他是奉命出家的，奉武則天的命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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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我都想到這個問題了！

羅公：怎可以參加玄奘法師的譯場？沒有那麼早。他的年紀也及不上窺基的年紀。為

什麼那些人這樣呢？

聽眾：何解呢？

羅公：嘿！我講給你知，中國人有很多東西是作偽的，整假古董最多的，他要抬高他

的地位，說他曾經參加玄奘的譯場，幾時有此事？不可能！現在人們考證了，

沒有人說了，沒有人信了，是那些無知識的人就信而已。

聽眾：一比起年代來就不同了。

羅公：嗄？

聽眾：一比起年代就不同了。

羅公：一比起年代你就講不通走不到的，以前的人沒有什麼歷史頭腦，你說他就信那

樣而已。再看看，永恆的東西就不可以做因的，所以「常法不能為因」。

「法」就是東西，永恆，「常」就是永恆，永恆不變的東西不能夠做「因」

的。那怎麼辦？在哲學上講因的有兩種，有兩種講因，你說完全不是，學唯識

宗那些人那麼強硬的講法又有些不是太公平的，因為我們普通講因，「因」者

即是原因，原因即是英文的 cause，原因有兩種講法的，一種就叫做「質料

因」，「質料因」，譬如我們說，譬如我們說，這個鐘以什麼為因？以銅為

因，銅是它的質料嘛！「質料因」，波以水為因，波是水做的，是嗎？但波不

是水造出來的，是風吹出來的，明白嗎？這種叫做「質料因」。第二種就叫做

「動力因」，推動它的，就像那些湖水上面起波，水是「質料因」，風是推動

它的因，是嗎？你說萬物都以真如做「質料因」。

聽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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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但是華嚴宗說它是「推動因」來的，「緣起」來的，以它為「緣」而生起。

聽眾：這是親因？

羅公：嗄？

聽眾：是不是親因？

羅公：嗄？不是，親因就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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