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為自己研究般若，實在他不識得般若。還有騙人最好的，一定可以欺負到人

的：我說法，最高的法是不可說的，說就不對了！我體會而已，我不說的。還有就是

什麼？那些說的都是凡有所說都是虛妄，我的真實是不用說的。我這些是正宗的禪宗

了。這樣他就搪塞過了，種種東西都是空的，只有銀紙(錢)是不空的，銀紙不空的。

聽眾：弘一法師就說：我不講，佛祖都不講，我也不講。弘一呀，弘一法師沒有講

經，他說不講，永遠不講經的。

羅公：他只是持戒就得了。

聽眾：他戒律不錯的。

羅公：持戒比講經更難，他持戒不是持五戒十戒，他是持那二百五十條戒！二百五十

條！他身上找不到一毛錢的，他說比丘不藏錢的，他沒有錢的。他也不出來

的，就在寺門裡面，出來的時候你要帶他，你帶他就要替他付車錢，他袋裡沒

有錢的。他也不乞食。你請他來，他在你那裏吃，在你那裏吃，過午他真的不

食的。過午呀。現在很多人都過午不食的，他也過午不食。

聽眾：他很年輕，弘一法師。

羅公：還有，弘一法師你割豆苗給他食，他不吃的，他說它在生長的時候他不吃，那

些老的荷蘭豆葉他吃。他這樣的。他說如果個個都食的話，就很多人沒有得吃

了。這樣的。食菜遠(嫩菜根部對上的部分)他也不吃的，整棵菜大了他才吃。

你說什麼菜遠(嫩菜根部對上的部分)，炒菜遠(嫩菜根部對上的部分)他是不吃

的。他以前是教書的，因為他教書，他的名氣這樣大是因為他教書的，他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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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生很了不起。

聽眾：豐子愷(1898－1975)，豐子愷。

羅公：一個是夏丏尊(勉旃)(1886－1946)，一個劉勛宇，一個豐子愷，豐子愷下面的

劉勛宇，還有曹聚仁(1900－1972)，這些都是他的弟子來的。

聽眾：哦！個個都了不起。

羅公：他的弟子個個都了不起。

聽眾：昆明書局很多他的書。

羅公：嗄？

聽眾：舊時昆明書局。

羅公：是呀！昆明書局是章克標(1900－2007)做的，又是他的弟子。

聽眾：全部都是他的弟子，都是他的書。

羅公：他的名氣這麼大就是因為這樣了。

第五點、「種子決定生起同性(的)現行」這即是什麼？種子，上文所講的「性決

定」，是嗎？這個「性」是指什麼？善惡的「性」，「性類」。「善性」的「種子」

一定生「善性」的現行，「惡性」的「種子」一定生起「惡性」的現行，「種子決定

生起同性的現行，現行亦決定熏生同性的種子，」「此中性字，乃 (是)性類義。」

「種子性類分為有漏、無漏二類。」「有漏性中， (又)分三類」：一種叫做什麼？

「有漏善」，即善而非純善的，「有漏善」，第二種叫做「惡」，第三種叫做「無

記」。「無漏性」就只是善的。是純善的，「無漏善」是真實的善。一切種子是有漏

性的，有些是無漏性的，有漏性的種子所生的現行決定是有漏的，無漏性的種子所生

的現行，現行是果，就決定是無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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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凡聖迥別」，「迥」是很遠的，是不同的，「迥別，眾生之世界是

(污)穢的，」是穢的，「聖者之世界就是淨」的；所以說極樂世界與我們的世界是不

同的，為什麼會這樣？「以」、「以」是因為，「聖者能伏滅第八識中(那些)有漏種

子，令無漏種子現行，」「而眾生則不爾」，「不爾」即不是，「眾生不能斷除有漏

種子，即一向唯有漏種子現行，」「而無漏種子，(那些)無漏種子恆(時時都)隱而不

現。」所以我們就是眾生了。

「在有漏種子中，善種子，」是指「有漏善決定 (生)起有漏善(的)現行，」「惡

的種子(就)決定(生)起惡的現行」，「無記(的)種子」亦是一樣，生起「無記」的現

行，至於現行熏入去成為種子，「亦是隨(著)其能熏的現行(的)性，」是「有漏」抑

或「無漏」呢？或者善、或者不善、或者「無記」那樣呢？「各別決定」，一定生

起，「無記」的現行生起、熏生「無記」的「種子」等等。這個意義是怎樣呢？「此

義一方面顯(示)出種子性類各別」，另「一方面遮種子能與異(不同)性現行為因」。

譬如你殺人的「種子」，就是將來第二世你被殺的因，不是「因緣」來的，是「增上

緣」來的而已，慢慢你就知道了。

「由此義故，小乘有部，」小乘有一派叫做「說一切有部」等，「說善法等與惡

(法與)無記(法為)等為同類因」，這樣，我們應該要怎樣？破斥它，不對的，善的東

西會變惡的？不對的。「此義即是《瑜伽論》『與功能相應』，」及《攝大乘論》裡

的「性決定」這一義是相同的。這樣第五就已經講了。第六了，第六、第七就讀一讀

就得了。明白了嗎？已經明白了嗎？讀一讀它：「六、種子要待眾緣和合方生現行。

雖有種子(為因)為因緣」，「猶不能孤起(法不孤起)；必待增上等緣和合，(然後)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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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這樣，這一點意義，「此義一方面顯 (示出)種子(要)待(眾)緣(而)生果，」

「(另)一方面遮(那些)不待眾緣可以生果」的，或者說「緣」是時時都有的，又「由

此義故，」外道，那些外道執有一個「大梵」等，一個「因」生起一切果。

又好似即是天主教，我又不正面罵它，學印度教認為有一個「大梵」，唯一的，

不用助手，甚麼都不用，祂就可以創造世界，創造人類了。天主教就是這樣了。這

樣，如果我們根據這個意義，我們一定要排斥祂的。由此義故，小乘有部，不是，說

善法等與惡法與……不是，對了，「及小乘有部執緣體恆有」，那個「緣」時時都有

的，其實「緣」是有時候有，有時沒有的，如果「緣」時時有的，應該是什麼事都現

出來了，還會停嗎？「皆在遮破之列」。「此即《瑜伽論》中『必得餘緣』、『須成

變異』二義，及《攝論》之『待眾緣』(一)義。」這樣第六個義已讀了，是嗎？明白

嗎？「種子」聽不聽得明白？明白嗎？

第「七、種子生自現行，各各不亂的。眼識種子親自生(起)眼識的現行，」「親

自」者，即直接，「決不(能)生(起)耳識等其他現行：譬如(好似)豆子不能生麻、

麥。」「眼識種子」如是，「耳識種子」乃至(到)「阿賴耶識」自己的「種子」，都

可以例知。「識之種子如是，一一心所之種子亦然，」亦是一樣。「即(是說)眼識諸

心所之種子，各各生(起)自現行。」耳識(心所)種子，耳識(心所)，眼識心所種子如

是，不是，「耳識種子」乃至「賴耶種子」，皆可例知。如此類推而知了。「識之種

子如是，一一心所之種子亦然，」「即(是說)眼識諸心所之種子，各各生自現行。」

「眼識諸種子如是，耳識種子乃至賴耶心所，皆可(以)例知。」「析言之，如識之見

分與相分是各別有種(子)，」「則更應言眼識相分(色)種子生(起)自現行，「及眼識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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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種子」又生起自己的現行，「眼識心所相、見二分種子，各生自現行可知」。「眼

識種子如是，耳識種子乃至賴耶種子，各各生(起)自(己的)現行。皆應類推」。

「種子既各(別)生自(己)現行，」自己生現行，「故不可說種子是渾然的一個整

體。」渾然的一個整體就不能生各自的現行了。「因(為)種子差別故」，「種子」因

為各有各的「種子」，「而其所生之現行，亦千條萬緒，各各獨立」，「所謂」，這

樣就是所謂什麼？「法相釐然不亂」，法的相狀是「釐然」，「釐然」即是分別得很

清楚的。不亂，不會搞亂的。此義一方面顯(示出)色法、心法，或(者)相應法，色

法、心法，或(者)相分、或(者)見分的「種子」，各別；各別，一方面遮一因生一切

果，一個原因生一切果，一個上帝生起無數那樣多的五花八門的東西，佛家否定它。

「由此義故，小乘有部等執色、心互為因緣」，色為因緣產生心，心為因緣產生色，

以及通塗，通塗即是一般地，一般人說，所謂一元論者，我們都應該要排斥它。

下面了，「具此七義者，唯有第八識中能親生自果的功能」，所以「名此功能為

種子」。「至於穀麥等外(在)的種子，從內識中(那些)穀、麥等種子生」的，「實是

現行，唯依世俗假立種子之名，非唯識家義理上所謂種子」。普通所謂這是穀種、麥

種等，我們不是這樣講法的。所以種子六義，我加了一義，七義了。講完了。「種

子」是怎樣來的？以後才說了。明白嗎？

今日的內容最緊要明白「種子六義」。將來幾年之後，我們這裏出現了很多很了

解《般若經》的人，別的地方做不到的，我們法相學會做得到。另外，唯識的有三幾

個，學唯識的少，因為唯識就難學些，到底難學些，是嗎？講到現在這裡，如果平時

沒有讀的就已經很頭痛了，真的頭痛。不過雖然頭痛，痛過之後你們就很明了，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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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佛經，橫衝直撞你都可以了解。

現在「種子的由來」。我們這裏，在西方的哲學史裡面，近這百多二百年左右，

在歐洲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知識是怎樣來的？知識是可靠不可靠？我們所見到的這

個世界是不是真正是這樣的？那些人就問到這個問題。就是因為要解答這個問題，於

是在歐洲裡，在這二百年左右，就產生了，產生了一大套很有系統的、很周密的學

說。這種學說，這種思想就叫做什麼？「知識哲學」，又叫做「認識論」，知識哲學

這個字。英文、英文叫做 philosophy of knowledge，知識哲學，又叫做「知識

論」，又叫做「認識論」。有些，這個 philosophy of knowledge，這個字就是通

俗的字，如果是古雅些的字，Epistemology，Epistemology　這個字是希臘文轉做這個字是希臘文轉做

英文的。這樣近這二、三百年，這套學說就很興旺了。

當這套學說興旺的時候，首先就問到，首先就談到一個問題，就是什麼？知識的

來源是怎樣來的？因為今日我們講到這裏是「種子的來源」，與歐洲的相似，但是我

們談這個種子的來源就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事，歐洲這些才是 200幾年(前)才談到的。

如果歐洲人在二、三百年之前讀到我們的唯識論，歐洲的哲學史就完全不是這樣寫法

了。

歷史很奇怪，好像我們中國那樣，如果是張學良、楊虎城不捉了蔣介石，我們中

國的歷史就不是這樣寫法了。共產黨雖然會出現，可能會出現共產政府都說不定，但

是會推遲十年、廿年才可以出。(國民黨)一直打到去延安，連共產黨的巢穴都挖清，

就不同這樣寫法了，歷史的東西差一點點就不同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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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像我們中國歷史，會寫歷史的人就不是那種拿筆寫歷史的人，真是寫歷史的

人就是不懂得拿筆的人。真正寫歷史的人是怎樣？慈禧太后她就會寫了，整個歷史是

她造出來的。近代歷史幾乎是她造出來的。如果她好好的，我們可能現在就好像加拿

大人那樣舒服都說不定。好好地行這條君主立憲，可能清朝皇帝現在還戴著頂拖著翎

在這裏，好像英女王那樣都說不定，真是的。

很好的，君主立憲是很安定的，你看看英國，沒有流血的革命，無事的，慈禧太

后因為她沒遠見，所以就搞成這樣了，是嗎？同時，那個慈禧就沒有遠見，那班大臣

也烏龍，整天捧著她，這樣中國歷史就搞成這樣，何解我們在這裏你們在聽，我在講

話？完全都是多謝慈禧太后，不是我們是不用的，是嗎？就是這樣。光緒皇又是寫歷

史的人，如果他會一味遷就他的母親，遷就她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會死的，等她死了

之後，你真正掌住權力，就可以了。他就心急，是嗎？心急。還有，如果袁世凱這個

衰神如果他不出賣光緒皇，我們中國歷史又不是這樣了。

光緒皇叫他待慈禧太后閱兵的時候，他帶住軍隊，帶住當時的袁世凱練兵，手上

足有五六千兵的，其他的兵沒有槍的，他的是有槍的，他只要派二、三百人，在那裏

說保護，保護，就將她保護了去一個冷宮裏面關著她不給出來，光緒皇執政，變法成

功，就可能現在中國仍然是叫做大清國都說不定。誰知袁世凱出賣，出賣了光緒皇，

所以就不同了。所以這些都是寫歷史的人，真正寫歷史的人，近代慈禧太后，曾國

藩，曾國藩這個人又是衰神！他打贏洪秀全你自己就做皇帝了嘛！是嗎？他就雙手奉

送回給清朝，當時他成百萬兵在手，他只要講我們漢族光復了！人人就擁護他做皇帝

了，當時沒有人反對的，他也是，這些是讀書讀壞了，要忠君，又怕事。又不同了，

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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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李鴻章也是麻麻地(很普通)的，李鴻章一個外交家而已，是嗎？真正的歷史

不是他寫的。曾國藩是，慈禧太后也是，慈禧太后不行了，搞不定了，那時光緒皇

是，康有為與梁啟超也是，孫中山也是，蔣介石都是，毛澤東固然亦是。這些都是真

正寫歷史的人。好了，我們講回這裡。哲學史也是一樣，如果我們佛家的學說早些讓

歐洲人領略到，歐洲的哲學界不是這樣寫法的，不是這個看法的。

講回這裏，歐洲人就是頭痛，談到知識的來源、由來。我們現在講「種子的由

來」，講知識的由來，於是當時有些德國人與法國人，那些正統的人，大家都相信，

我們人最高貴的就是智慧，智慧之中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叫做理性、先天的理性，叫做

reason 理性，理性是什麼東西來的？現在我們整日說人家：你又有理性，他沒有理

性。那些人整天說。什麼叫做理性？你是留學生，我問你，什麼叫做理性？你有沒有

說別人有沒有理性？什麼叫做理性？你說，陳繼賢？

聽眾：是不是良知？

羅公：嗄？什麼？

聽眾：良知的一種？

羅公：良知？良知是良心而已，理性不是，reason。

聽眾：分析力？

羅公：理性是什麼呢？簡單些來講就是什麼？我們思想的能力，我們思想的能力，思

想的能力，何解我會思想？因為我有理性。是嗎？

簡單來講是思想的能力。理性兩字本本字典不同講法的。這樣王雲五(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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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就曾經研究過「理性」是什麼東西。他識幾國文字，王雲五，商務印書局的總

經理王雲五，有一次王雲五他演講，我走去聽他講，他講理性這個問題，什麼叫做理

性？因為他要研究「理性」兩個字。他翻閱了五、六種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

書》、美國新出版的百科全書，法國的百科全書、日本的百科全書、找五、六種百科

全書來講「理性」兩個字，到底理性的 definition(定義)是什麼東西，又找很多哲學

家講理性的東西來講。

你看看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講理性與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講理性就不同。黑格爾所講的理性是上帝來的，康

德所講的理性是很抽象的。這樣王雲五研究的結果得了一過結論，他說麻煩到極，解

釋「理性」這兩個字，最簡單就是這樣：就是思想的能力，又通俗又簡單，他說他研

究了這麼多麻煩，原來得一個結論，講什麼高深都是假的，其實就是思想的能力，為

什麼我們會思想？因為我有理性，「理性」是什麼？就是懂得思想的這種能力就叫做

「理性」。講得真是好。

他這種就是與生俱來的，先天的，這樣，生了之後，出世之後學到的那些叫做經

驗得來的，叫做經驗， experience經驗，於是德國、法國的那些哲學家都認為我們

人是有與生俱來的、先天本來具備的思想的能力的，這種叫做「理性」，因為我們有

理性，所以我們有知識，因為我們有理性，就看到這個世界，對於這個世界是怎樣

的，用我們的理性去分析它，於是我們就產生知識了，這樣之後就有人問了，你所謂

「理性就產生知識」，靠不靠得住？「理性」靠不靠得住呢？於是那些正統的就說，

「理性」都靠不住嗎？這樣如果靠得住的話，這個世界的真相用你的理性可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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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說當然可以知道！我們的理性知道的還不是真相？於是那些人說你這樣搞法會

不會武斷一些？於是那些人就叫他這一派做什麼？兩個名字，一個名字叫它做「理性

主義」，「理性主義」，又有一個名叫它做什麼？叫它做「獨斷論」。

即是未經檢討就貿貿然批評的，不可不知，凡宗教都是獨斷論來的。是嗎？你說

有神，你怎樣知道？你見過嗎？還不是獨斷？我們中國人也是獨斷論的，很獨斷的以

前的人，我們父親的那一代人，聖人所講的，所寫的，所講的東西如日月經天，江河

行地，沒有得改了，三綱五常沒有得變的，是這樣的，如果你與三綱五常相反你就是

罪人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了？還有得研究嗎？等於牧師說什

麼都是神造，那麼神是誰造？神哪裡要人造？一樣是獨斷。這個先天主義，的理性主

義，那些人就批評說他獨斷，又稱它做「獨斷論」。

於是，英國人很聰明的，英國就有幾個學者，一個叫做 Locke(John

Locke，1632－1704)，另一個叫做 Hume(David Hume，1711－1776)，這兩個

人，他就認為人類的知識不是先天理性來的，是後天的經驗得來的，experience得

來的。如果你沒有後天的經驗，根本你就不可能有知識。於是，而且先天的理性是靠

不住的，你所謂先天的理性(是靠不住的)，如果沒有經驗，你有先天的理性又如何？

所以不需要先天的理性的，就是後天的經驗而已。

這一派就叫做什麼？就叫做「經驗主義」，又叫做「經驗論」了，前一派就叫做

「理性論」，這一派叫做「經驗論」，因為「經驗論」它懷疑理性的能力，就多數對

理性的能力是懷疑的，那些人，大部分人，經驗論裏面的大部分人是對人類的知識，

人類的知識可不可以認識這個世界的真相呢？即是說我們見到的胡麗麗在這裏，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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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胡麗麗真的是這樣的？我們見到錄音機是不是真相呢？有疑問的，你說理性知道

的？靠不住。所以那些講經驗主義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對我們的知識是懷疑的。那

些人就叫它作「懷疑論」，「懷疑論」。

所以，「理性論」是與「獨斷論」結不解緣的；「經驗論」與「懷疑論」結不解

緣的。直至到 100 年前德國產生了那個了不起的人物，這個人叫做康

德，Kant(Immanuel Kant，1724－1804)，這個人將「理性論」和「經驗論」來做

一個重新檢討，而且因為他的壽命長，80多歲才死，幾十年就整天做功夫，他能夠

做功夫做到怎樣？食一餐飯可以食三個鐘頭，每天中午吃飯他一直與人談學問，一直

如趁住吃飯談學問。主要與他談學問的就是與他食餐才談的，平時就上課，同時每日

他哪個時候起身，哪個時候出門口，哪個時候在哪裏路過哪間店，那些人不用看時辰

鐘，他附近的人看到康德路過了！現在幾點鐘了！比時辰鐘更加準。

那些人，那些在他街口的人，看到他路過就知時辰了，他是一個這麼規矩的人，

他就檢討過「理性論」與「經驗論」，他就來一個折衷，就認為單是理性不能產生知

識，單是經驗也不能產生知識，因為何解？理性你沒有材料，一味知識，只得一個理

性的框，只得一個形式，沒有內容的，如果單是經驗，這些是 impression，印象而

已，未經整理的材料。經驗只是材料而已，你要將它來整理，要靠理性將它來整理才

行。所以說經驗、不是，知識的來源有兩種：第一要有先天的理性做形式，做那個

form，又要有後天的經驗做它的材料，是那些 substance(物質)，這樣放在一齊，就

好像起屋(蓋房子)，先天的理性是那個圖則，間格，後天的經驗是那些泥、三合土、

鋼鐵那些材料，這樣然後才可以成的。於是就集「知識論」的大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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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講「認識論」的就是當他是聖人一樣了。這樣，現在大概你去歐洲學哲學的

人，十之八九都是奉康德做聖人的，很少人反對他的，修正下可能有之，歐洲的康

德，康德主義是最權威的了。現在我們中國的台灣捧著那個康德有一個叫做牟宗三，

都整天捧住一個康德的。只有什麼？只有共產黨最恨康德，共產黨它最怕康德。

共產黨的辯證法唯物論就最恨康德的哲學，又最怕康德的哲學，人家深入，這樣

現在、保持到現在仍然是奉他為知識論的標準的。有些人稍為做一些修正就叫做「新

康德主義」。現在歐洲很流行，你去德國學知識就學「新康德主義」的多。不是現在

的那些人去德國烏凜凜，不懂哲學史，學幾年回來什麼都不識，很難學的，康德的

書。你看康德的那本書比佛經更難懂。那些康德的書看我就看不太懂，我看譯本都看

不通。

聽眾：你懂德文？

羅公：一句，五、六行一句，一句。

聽眾：羅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什麼東西？

羅公：什麼？

聽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什麼東西？

羅公：要實踐才知道的，是嗎？如果這些講理性的人就說他是垃圾了。是嗎？這些不

是學哲學的人講的。即是說這樣東西是不是真實的，就要實行過才知道。是

嗎？

聽眾：是、是，是這樣。

羅公：是這樣嗎？這是很普通的做人、做事的講法而已。

聽眾：這是誰的哲學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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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這種是我們中國人的思想來的，中國人的思想最早是誰呢？《書經》商朝有兩

句說話，叫做「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尚書·說命中》)這是不可不知的，

「匪」即是不，不是很難，「艱」就是很難，即是，其實是講政治的，我們應

該在政治上應該怎樣做呢？我們了解知道怎樣做不是很難的，但是我們做起

來，「行」就是實踐囉！我們將它來實踐，兩個字，這個「惟」字當「是」字

那樣解，將它實踐就是難一些。這樣這一種學說就叫做「知易行難」學說了。

聽眾：孫中山就倒轉它嗎？

羅公：孫中山就反對它了。但孫中山也不是學哲學的。

過去他孫中山只是一個政治家而已，他講三民主義，我是聽他講三民主義的一個

人之一。多過我們三、四倍上下，以孫中山的名氣講三民主義，比較我們現在這裡三

四倍，你說？而且三、四倍裡還有一半是小孩子，我們當時才這麼大，被老師逼去的

而已，你看看？他講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好的，中和，好處就是中和，行起來就

真好，你說他是很了不起的政治哲學就不是。三民主義就是英國人邊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那些民主思想與林肯那些什麼：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不就是三民主義了嗎？民治、民有、民享嘛！By the

people不就是民權主義了。Of the people不就是民族主義嗎？For the people就

是民生主義。

將林肯的那些東西改一改，別人是很清楚的，他還把他改得更加深了。是嗎？他

不是哲學家來的，他的偉大不是在這一方面。他是一個創造歷史的人物，就是他能夠

發動推翻清朝。是嗎？就是這樣。而且他這個人是一個很偉大的，胸襟很廣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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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扒錢，他沒有錢的，是一個這樣的人，我們舊時就說，「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孫中山就搞革命，組織同盟會，誰知清朝推翻了，那班人又貪污，又搞官僚主義等等

就不聽他的話，他就憤怒到極。

他說這種人，他要別人實行他的建國的建議，那些人就動不動就說「知之匪艱，

行之惟艱。」很難的！做起上來就激怒了他，於是他就要推翻它，他說「行易知

難」，他說這個不是真理來的！「知之匪艱，行之惟艱。」行就是很容易的，他說你

吃東西誰不會？吃東西的道理你講給我聽？食了下去怎樣消化？是嗎？沒有人知道

的。是嗎？我們的身體整天會行，行我們就會動，個個都會動，是嗎？為什麼我們會

動？你問一問？一個老太婆她都會行動的，為什麼你不問問老太婆為什麼你會行動？

她不識得的！他說所以「行」就容易，「知」就很難的，所以他說「行易知難」。

這樣就叫做什麼？「孫文學說」。以前我們讀中學就一定要讀這本東西的，他寫

了本書，叫做《建國方略》，《建國方略》，一翻進去，一開首就叫做〈孫文學

說〉，〈孫文學說〉的下面就是〈行易知難〉，他說「行易知難」這句說話其實就是

拗頸而已！是嗎？這樣，胡適就看不過眼，他胡適之，本來孫中山是很看重胡適之

的，孫中山臨死胡適之就去送他終的。胡適之送孫中山終的，孫中山就在養和醫院，

不是！在協和醫院，北京協和醫院，在那裏醫病，協和醫院的醫生就說他肝癌，肝硬

化兼肝癌，沒有得治了。

孫中山自己亦是西醫出身，亦知道自己沒有得治了，就是等死了，那時候，橫豎

都是等死了，就無謂在醫院了，很不方便，因為很多人去探望他，於是就想租個地方

住。當時有一個做外交家的，那時又做過外交部長，又做個內閣總理的叫做顧維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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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1985)，顧維鈞，顧維鈞就有間大屋在北京，顧維鈞就說：我借間屋給他

住，我那間屋夠大。外交官的屋一定是大的。於是孫中山就搬了去顧維鈞屋企住，臨

死的時候就很多人在那裏送他終的，其中胡適之在這裏。當時講得很清楚，那本書叫

做《西潮》，那個蔣夢麟亦是送孫中山終的一個人物來的。

他胡適之這個人就很佩服孫中山的，但是他就說孫中山的思想是不行的，胡適之

就說他人格就偉大，思想就不行。後來孫中山就主張什麼呢？他最初就想推翻清朝實

行民主，誰知後來見到那班人，中國人都沒有民主的訓練，結果就搞到官僚貪污，全

部出齊。於是孫中山就認為不行了，不行了，同時有受列寧的影響，受蘇俄的列寧的

影響，列寧主張什麼呢？他說普通的人民要他們民主是搞不定的，要找一個好的政

黨，他就說共產黨，要組織共產黨。要由共產黨負責，所謂民主就不是給他做主張

的，是為了他而去做的就叫做民主。毛澤東就是這樣了。

這樣就認為要找幾個有頭腦的人去執行，為人民設想，這亦是民主。孫中山就是

受了他的影響，於是就認為不行了，中國以後要重新的做法，重新做法就要怎樣？他

說要分三個時期來實行民主的。第一個時期就叫做軍政時期，獨裁的，他孫中山當時

做大元帥，由大元帥獨裁，大元帥就國民黨裏面就推出他做大元帥，他是總理，國民

黨的總理，總理即是總裁。國民黨的總理，由國民黨推他出來做大元帥。

組織軍政府，什麼都要用軍政，獨裁的，由政府獨裁的，軍政時期。軍政時期又

什麼時候結束呢？軍政時期要全部推翻那些軍閥，統一中國，軍政時期結束了。軍政

時期結束，但是中國人幾千年的頭腦都是君主專制的，你全盤生意交了給他豈不是就

搞亂檔？於是就怎樣？就要教訓一下他，教他怎樣，即是拖學行的細路哥(嬰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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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訓政時期」，教訓那些人民，教他民主的，第二個時期。軍政時期就以推翻全

部軍閥統一中國為結束，「訓政時期」當時說五年，後來又說三年，三年至五年來到

「訓政」，由誰來訓？由共產黨。

共產黨就要求由蘇聯訓，中國就要求國民黨來訓，「訓政」，是呀！如果國民黨

是好的，「訓政」就好了，誰知國民黨的人不就是貪污，一樣搞出很多事，於是就由

國民黨「訓政」，「訓政」剛剛訓完政就想推行民主了，日本人就從東三省那裏打進

來了，開國民會議之後，於是就真正是想行民主的，真正是想行民主的，但是已經來

不及了，這樣就是憲政時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憲政時

期開始就先開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就選出那些國大代表，由國大代表就選舉總統。

本來就很好的，但是國民黨的那班人貪污無能，就搞成這樣。

胡適之當時見到這樣，中國已經統一了，統一你還不行民主？說「訓政」？「訓

政」你找一班聖人來「訓政」就好了，你找一班貪污無能的來「訓政」？什麼人？宋

子文、孔祥熙，一班都是扒錢的人！讓你這班人來「訓政」還得了？於是就在思想上

提出「知難行亦不易」，連孫中山他都駁了，同時又發表一篇文章，他說反對「訓

政」，「訓政」是學什麼呢？從前劉備死了，他的兒子年幼，那個阿斗什麼都不識，

就要靠諸葛亮來教訓他。

什麼權力？諸葛亮名為做宰相，實在什麼權力都在他那裏。那個阿斗就在宮裏面

享受一下而已，現在我們中國也是一樣，四萬萬、中國有四萬萬人，即是四萬萬阿

斗，國民黨做諸葛亮。所以這句話是胡適之講的，他說我們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

斗。由國民黨做諸葛亮來到教訓。真是的，當時真的是這樣的。不就是四萬萬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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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台灣也是這樣，台灣也全部是阿斗，初初去的時候，現在就不是了，以前初初去

的時候還不是整班阿斗？由國民黨做諸葛亮來到教訓。

不過這樣，你們這班人確是阿斗來的，不過你們那些教訓阿斗的這班人，你要真

正是諸葛亮才可以。你找一個秦檜、曹操來到「訓政」就一定死光了，就是這樣解。

這種思想就叫做「知之匪艱，行之惟艱」，要行起，「行」即是實踐，知道什麼叫做

真理，就未必靠得住，亦不是很難，實踐看看行不行得通才知道，這些是我們 3500

年前的思想，舊米甕裏面那些發霉陳米而已！不過那班人當政，人人都說他是好東

西。

這樣，西洋就這樣了，是嗎？康德就叫做什麼？叫做批判主義，批判論。最初就

是「理性論」，就以法國的那個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1596－1650)那些做代

表，第二就是「經驗論」，就以英國的洛克，(約翰·洛克 John Locke，1632年－

1704)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做代表，第三就叫做「批判論」，就康

德做代表。批判論之後講知識哲學就已經發展到最高峰，只可以修正，就沒有辦法再

講了。現在那些人想推翻它，這樣，由康德一路下來就到最近 20世紀以後，1920

年以後，哲學上有兩種，可以叫做有兩種正統的思想產生，一種是反正統的思想產

生，總共三種。

正統的思想康德以後到了近代，二十世紀就產生了兩派，怎樣產生兩派？一派就

叫做所謂「存在主義」，因為何解會產生存在主義？自從十八世紀以後就科學發達，

什麼都是在物質上研究，於是對於人類的良知，對於人類的性靈全部忽略，以為人都

是機器一樣，什麼都是唯物思想多，人簡直就是機器來的。如果講唯物論，人都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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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機器而已。

第一，人是什麼？高級動物。所以研究人用研究動物、研究狗、研究猴子的方法

來研究人的。說人不過是機器，我們的身體不過是一個精妙的機器而已，這樣就太過

忽視了人性。即是人性叫做什麼？叫做 humanity，是嗎？對於 humanity就太過忽

略了，於是就產生一種叫做反動的思想，就主張什麼？人性是存在的，我們人不是那

麼簡單的機器那樣的，於時產生了，由法國人，那班人法國人，那個 Sartre(尚-保羅·

薩特 Jean-Paul Sartre，1905－1980)為主，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就著重人性的存

在，人性的自由，與中國的那種禪宗的思想很相似。與中國孟子那種「性善論」的思

想很相似，所以存在主義產生，現在很流行，不過開始沒落。

同時，太過著重物質，太過著重經驗，」和「理性論」仍然有相偏次的地方，

生，因為數學的發達，產生了一種數學邏輯，完全用數學，就像我們以前講因明、講

邏輯用文字，它完全用數學、用符號來在代替，把人們的思想一路抽象，這種數學邏

輯抽象的好處造出什麼來？了不起的這一套東西，用數學來代替，代替文字的邏輯。

產生了電腦，電腦就是由，如果無數學邏輯就不會有電腦，因為何解？它用數學、用

符號，什麼加什麼，怎樣什麼除什麼就一定等於什麼。將思想這樣搞法，一將它這種

東西，將這種型式把資料套下去，這種形式在那裏放落電腦，他一按下去，就等於什

麼加什麼就等於什麼。

於是又產生了一派叫做什麼？現在還很流行，還很強，叫做「邏輯經驗論」，一

方面著重邏輯，但是不要忽略經驗，「邏輯經驗論」，即是存在主義之後就「邏輯經

驗論」出現了，現在還是很強，在美國都還是很流行。這兩類由正統的思想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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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套就是反的，是什麼？就是共產黨那一套。

那一套就因為什麼？因為德國的康德死了之後，沒有多久就有個哲學家出，叫做

黑格爾，Hegel，黑格爾在柏林大學教書，教得很紅(有名)的，幾十年教育，他黑格

爾的思想是怎樣？第一、他主張唯心主義，唯心論，他的心不是我的心，你的心，他

的心叫做「理性」，叫做 reason。這個「理性」是什麼？宇宙心 universal mind來

的，由這個心的一直活動，現出這個世界出來，這個思想簡直是什麼？中國的太極，

《易經》的思想，亦即是印度教的思想，又好像佛教的華嚴宗的那種思想那樣，那個

黑格爾，黑格爾一世之中就兩個了不起的學生，一個就叫做馬克思(Karl Marx；1818

－1883)，兩個都是猶太人。一個就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所

以猶太人是認真聰明的。

兩個在那裏聽，黑格爾第一講唯心論，就講「大理性」，他與舊時的我所講的定

義：「理性是思想的能力」，他不是，他的「理性」是上帝來的，他這是唯心論。第

二他用的方法是什麼？辯證法，dialectic，dialectic，辯證法，即是現在共產黨的那

一套。好了，至於他的兩個學生馬克思、恩格斯就覺得對黑格爾佩服一半，認為老師

那套唯心論要不得，撇了去，老師講的那套辯證法最好，就取了老師的那套辯證法。

而當時唯物的科學很流行，當時有一個人叫做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

1679)就是講唯物論的，他就攞了霍布斯的唯物論，加入老師的辯證法裏面，就叫做

「辯證法的唯物論」，又叫做就「唯物的辯證法」。這樣於是現在所謂共產黨的那一

套，世界上那麼多人講「辯證法唯物論」的。

那些正統的哲學家最憎他，也最怕他，他沒什麼的，他那套東西很淺的，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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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他想將，共產黨的思想想走人你的腦，它先整這套東西，等你先信仰它這套東

西。「辯證法唯物論」，辯證法是要講矛盾，鬥爭的，鼓勵你階級鬥爭，等它還未

來，你自己先打自己，你就矛盾，他來統一你，共產黨的毛澤東對付國民黨就是這

樣，你國民黨抬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就煽動你反國民黨的，搞到國民黨的，整天

示威，整天同你政府作對，現在都是這樣，現在搞菲律賓也是這樣搞法，你自己搞，

搞到亂立立的時候他就來了，是這樣的。

什麼都用辯證法，製造你的矛盾，先製造你的矛盾，然後他來對付你，是這樣。

他這套東西，辯證法是相當好的，但是耍陰謀而已，辯證法是滑溜溜的，即是世界沒

有真理的，正統的哲學家是不用。很詭辯的，什麼都講得通，他認為這種東西對的，

他就用辯證法講通它。佛家最擅於用辯證法的，龍樹菩薩，龍樹菩薩的辯證法。你說

什麼都講「空」、「非空又非有」，不就是辯證、矛盾？「空」又不對，「有」也不

對，龍樹菩薩。

講回這種東西，這樣歐洲就有什麼？有所謂「理性主義」，是先天的，又有所謂

什麼？「經驗主義」，後天的，又有康德的「批判主義」將先天、後天的綜合。我們

這裏也是一樣，你看，「種子的由來」，「種子的由來」怎樣？有些人主張種子是

「本有」的，我們眾生不斷生死輪迴，由無始，數上去無起點，無始以來就是有「種

子」了。

什麼「種子」都具備了，不是後天改變得到的，先天的，無始以來他有「無漏種

子」，這種人這一定成佛，如果先天無「無漏種子」的，一定不成佛，先天嘛！後天

學可以嗎？沒有的，先天無後天那裡學得到？那些就叫做什麼？「本有說」了，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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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種子」，一切「種子」本來有。第二種就不是了，不是的！本來不是本來有

的，什麼都是新鮮熏入去的，就是經驗。

好像燒香，這裡有一塊白布，我們燒些黑煙熏進去，白布變黑，燒紅煙熏進去就

變紅，只要我肯去求知，肯用教育，多壞的人都會變好。本來不能成佛的人讀多一些

經，教他怎樣修行，他會成佛。後天的，經驗論了。叫做什麼？「新熏說」了。新鮮

熏，熏那些「種子」進去的，兩派。這樣，其實兩派都是偏。即是歐洲那些哲學家一

樣，後來有一個佛教的康德，這個人叫做護法菩薩，他認為什麼？無「本有」怎可以

新熏？是嗎？所以本有，一定有「種子」，但是那些「本有種子」一起之後，一定要

從新熏進去，然後以後「種子」又無窮地起，所以又新熏，就叫做「本有新熏合

用」。合用，這個護法，這個就是康德。似而已，都不是一樣。這樣，於是有些人就

偏於「本有說」，極端一些，絕對不能成佛。

如果無「種子」，無「無漏種子」。一些就說什麼？「新熏說」，個個都可以成

佛，只要你學佛就可以了。新熏。這樣就兩大派，而我們中國人，玄奘法師去印度留

學，他跟隨的老師叫做戒賢，戒賢是護法菩薩的徒弟，即是主張合用的護法菩薩的徒

弟，回來之後，學回來後，那個窺基大師最聰明的，就發揚他這一套，護法的「種

子」說。到現在，近代的大師就是歐陽漸，一樣是照著護法的講法，現在我來講的一

樣是護法的，跳不出護法的範圍。現在我這本東西所講的完全是護法釋的。你們看一

看，來到這裏，我們可以看這段文章了。

丙三、「種子之由來」，慈氏、慈氏即是彌勒，Maitreya，彌勒，「慈氏在

《瑜伽論》中已談及種子之由來」。慈氏不叫它做「種子」，叫它做「種姓」，他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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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說？他說，「謂」，「謂菩薩之種姓」，這個「種姓」是指能成佛的那些「種

子」。「是指能(夠)證無上菩提」的那些「種子」他說菩薩的「種姓」「有二種」，

有二種：一種叫做「本性住種姓」，「本性住種姓」的「本性」即自然而然的，

「住」即是存在，本來存在的「種子」。

第二種叫做「習所成種姓」。後天的，「習」即是經驗，後天的經驗不斷地練

習，熏習，熏成的那些「種子」。彌勒菩薩就這樣講，「種子」有二種。他沒有說一

定只有「本有」，也沒有說完全可以「新熏」，所以就有爭論。如果他很決斷地那樣

講就變成沒有爭論了。「本性住種姓是從無始世輾轉傳來」，佛家最歡喜講「無始」

的。因為一講「有始」就有第一因了。有第一因是講不通的。所以數上去找不到起

點，所以就「無始」，我們中國道教都是這樣，讀老子都知道「無始」的，是那些世

俗的人就說，最初世界什麼都沒有，是怎樣？是有個盤古氏，盤古氏出世，即有一個

人，這個人那對眼睛就變成了日月，那些身體的血脈就變成了江河，這樣說。

這些就是很幼稚的講法而已。這樣，找不到起點，又叫做無終。如果你不修行的

話，一直輪迴下去就永無終點。你看看：「本性住種姓是從無始(的)世」，「世」即

是時間，從無始的時間以來，輾轉，一直這樣互相一代傳一代地存下來，本然存在

的，第二種、「習所成(的)種姓是由串習善根所得。」。這個字不是讀串，這個不要

讀串燒牛肉，這是串字，習慣的慣字，舊時唐朝的人寫習慣的慣，是寫這個的(串)。

「是由串習善根所得。」即是整天行善，把行善的東西熏入去我們的「第八識」裏

面，彌勒菩薩就是這樣講法。到了彌勒的弟子無著，無著的弟弟世親，「無著、世親

都無異見。」一樣的，到現在我們都不敢反對彌勒的講法的，不過他講得不清楚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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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死後，「世親歿後，諸師始興諍論」，諍論了，「諍論的結果凡有三說，」

三種學派：第一、「唯本有說」，種子本來就存在的。後來才學習熏進去是熏不到

的。這樣有哪幾個呢？護月等。護月是一個論師的名。他怎樣說？他說一切「有漏種

子」與「無漏種子」，「皆是無始時來法爾本有」，「法爾」兩個字就 naturally自

然而然，本來有的，「不從熏生。」不是後天學東西熏入去的。本來有的，不是後天

學東西熏入去的。這樣我解釋「法爾本有」了：「法爾本有者，即是本然存在，不可

更詰其由來。」你問何解會有？沒有得問的，何解？因為我們人類的知識沒有辦法問

得到的，等於那些宗教家，他講到上帝就止了，你問上帝怎麼來？是講不到的。

「易言之」，即改過一說話來說，即換言之，即「不可謂種子更有因也。」「種

子」是怎樣來的？你不能問。你說「種子」是由阿 A產生，他可以再問，你可以問

「種子」是怎麼來的？他可以再問阿 A怎樣產生？你說阿 B生阿 A，他就一路問：阿

B是怎樣來的？所以是不能問的。「由種子是本有故，非從熏習(而)生」。並不是從

後天熏入去，多次熏習而生的，這叫做「種子唯本有」說。這些都是受這些影響的，

誤解說一切眾生皆有佛性，就說個個都可以成佛，這是「本有說」。其實佛性的定義

又可以當「真如」解的，「一切眾生皆有佛性」可以解為一切眾生都由真如現起的。

就不是說他一定可以成佛。

第二種解法，「唯新熏說。」新鮮熏進去的。難陀，這位是玄奘法師的師公來

的。玄奘法師去印度的時候，他有個老師叫做勝軍居士，勝軍居士是難陀的弟子，主

張新熏的。難陀他說：「一切種子皆由無始現行」。無始以來就有很多現實的東西現

行。我們人類見到現實的東西，將那些現實的東西熏了入去，打了入去我們的生命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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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現行熏，以後又熏，不斷熏而生。

「由熏生故，非本來具有。其說以為前七識皆為能熏。」「前七識」：「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怎樣

呢？「前七識皆為能熏，」能夠熏進去。怎樣呢？我的眼，我出世什麼都不見，一開

眼見到東西，顏色，一見到顏色，顏色的形狀即刻熏了進我的「第八識」裏面，以後

我們有了顏色的「種子」，譬如我見到紅色，有紅的印象，第二次又見到綠色，就有

綠色的印象，「眼識」顏色有這樣熏，「耳識」聽到聲音，熏進去，「鼻識」識熏人

去香，「舌識」熏到味，「身識」熏到觸覺，冷熱等等，「意識」會思維，將「前五

識」熏入來的東西整理，整理了。

「第七末那識」因為見到外面的種種東西，認為是「我見到它」的，就覺得有一

個自己，這樣，「前七識」都是能夠熏，熏那些東西進去，「熏」者，熏發，熏者，

就像煙燻進去，就發生一種東西在這裏。明白嗎？如「眼識」的相分與「眼識」的見

分這兩分，本來就是從種子，相分與見分，我們就是由「種子」生起，它一生起的時

候，即刻就見到東西之後，就熏了一種勢力入我們的那個「阿賴耶識」裏面，「便能

熏發一種勢力，投入賴耶之中」，這樣就說前七識都是能熏，「眼識如是，乃至第七

末那識皆可例知」。

第八賴耶則是(他的)所熏；所熏就是被別人熏的，由第八為前七識所熏故。所以

第八識是所熏。有能熏、有所熏，即是一切「前七識」所熏發出來的東西，那個「阿

賴耶識」都能夠接受這些資料了。「皆受持」，接受了這些資料，吸攝住，持著，令

它不失，「前七識」裏面，每一個識都有「相分」、「見分」的，「前七識」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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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見分」，各各從賴耶裡面的種子生起現行的時候，一生起之後，它的能力是

不滅的，它的餘勢，熏進去的餘勢連續生，這種餘勢打入去「阿賴耶識」裏面，成為

習氣，這種所謂習氣，是新鮮熏進來的「種子」成為習氣，這種習氣「熏入賴耶中而

潛藏之」，潛伏在「賴耶」裡面，「遂成為一種新(的)勢力」，這種新的勢力一有機

緣它又做原因，爆發出來。

「復能為因，生起後時一切相分、見分」了。「此潛伏賴耶中之新勢力，即名新

熏種(子)，又名叫做始起種子」了。新熏即是始起，始初生起的。這是難陀的學說。

這即是經驗論的講法了。是嗎？三、「本有始起並有說」。兩種「種子」都有的，我

們的「阿賴耶識」裏面，「由上二說互相乖競」，大家爭，上面的兩說，於是至到護

法，這個是玄奘法師的師公，就始依《瑜伽師地論》的意思，《瑜伽師地論》說有兩

種，一種「本性住」，一種是「習所成」，是嗎？依《瑜伽師地論》的意思而折衷，

護法怎樣講？他說「種子」的由來「是法爾本有」，本來存在未起的，後來才起的，

亦有由新熏才起的，一起了之後又熏了進去，成為新「種子」，於是「種子」就有兩

類了，「有本、新二類」了。本有與新熏二類，「無始時來，第八識中，法爾具有生

起一切相(分)、見(分)之功能」，這些叫做「本有種子」，又名叫做，即是《瑜伽師

地論》裡叫做「本性住種(子)」。

它「又無始時來」，一直世世地熏，「從種子生起的(那些)一切相分、見分」，

再熏它的習氣，熏習它的氣分，即它的餘勢，再熏入它的賴耶裏面，成為那些識的相

分、見分的「後時生起現行之功能」，這些就叫做新熏的「種子」了，又叫做「始起

種子」了，這些「始起種子」亦即是《瑜伽師地論》裏面所謂「習所成」的種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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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若無本有種子，則無始創生之現行，便成無因」。「若無新熏種子，則現

行起時，」就不會再有習氣繼續流入我們處，這樣以後我們的知識就斷了，亦不合

理，「亦不應理」。「不應理」即是不合理，故此他應該要怎樣？「故本有、新熏，

二皆成立。」兩種「種子」，所以這個折衷是最妥當的，我們是視它為正義了。聽得

明白嗎？你聽不聽得明白？你有無這本書？

聽眾：沒有。

羅公：無？你去影印吧！你不看這本書聽完明天就不記得，就沒有了。

下面我繼續講了：「上三說中，護法(的)本、新並建」，「建」即是建立，本

有、新熏兩種種子都建立，就「折衷至當」。這是我的批評。「由本有義成立故」。

由「本有種子」這種道理成立，我們就見道的時候，最初的那一剎那現起的那些「無

漏種子」，「得以創生現行。」如果沒有「本有種子」我們怎可以見道？是嗎？所以

一定要有「本有種子」。

「由新熏義成立故」，又於又可以新熏，現行識能夠熏那些新的種子。「此新種

(子)者，實即現行識之餘勢不絕者，」這些即是所謂習氣，「而現行識熏生新種時，

藏伏賴耶中與本有種子，」如果那個性類，即善惡的性類是相同的，亦同時受它熏，

即是受它影響，而令它怎樣？刺激，受它的刺激而增長，所謂增長者，活躍，增加、

長大，「性類相同者」，例如什麼？有漏現行的時候，它本有的「有漏種子」受它的

刺激，「無漏種子」現行，本有「無漏種子」又受它的刺激，「本有種子」亦「受現

行識所生的習氣之影響」，「因此，一切種子，無論為新熏抑為本有，」通通都可以

叫做「習氣」。亦通通可以叫做功能，亦通通可以叫做「種子」。這是護法折衷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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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護法的說法。這就是「種子的由來」，一是「本有」，一就是「新熏」。護法

說兩種都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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