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評他，為什麼你不批評蘇曼殊？還讚他？不同的，你那個不是蘇曼殊，是嗎？

聽眾：不同！

聽眾：最緊要是這一句。

羅公：你若是蘇曼殊，我們就讚他。就說你真是脫略了！

聽眾：計無所計。

羅公：看你那個壽頭壽成這樣，著件黃袍走去吃，怎麼同呢？「落花深一尺」，即是

日本的櫻花節，落花，櫻花時節，「不用帶蒲團。」和尚要帶著蒲團去坐的，

在櫻花〔墊著〕那麼高，坐在花上面嘆（享受）火鍋。「不用帶蒲團。」寫

景，寫情，寫那種脫略法，真是一流！

聽眾：高超的境界。

羅公：是，很高。

聽眾：高超的境界。

羅公：是。不過你是蘇曼殊你才能講，

如果你是一個喃嘸小和尚就不要這樣講，是嗎？ 

聽眾：很早死，很年青就死了。三十來歲就死了。

羅公：三十來歲死，這個人很任性。

聽眾：好飲好食，胃病死。

羅公：亂吃東西。

聽眾：他做人很瀟灑，很瀟灑，沒有！他很出名的。

羅公：講到這裏就講回來，因為我介紹，如果你研究《法華經》，學天台宗的人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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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九個半半，九個九，一定未看過《法華玄贊》。連《法華玄贊》都未看

過，那有資格說我研究過《法華經》？無資格〔說〕研究〔過〕，沒有資格

講！因為講《法華經》不是你天台宗一家，是嗎？而且《法華玄贊》是依據世

親菩薩的論，《法華經論》講的，即是你連世親菩薩的《法華經論》都未講，

你就無資格講《法華經》。

所以現在天台宗的法師，我所認識的，或者識得少，都不知道，我不覺得有一個

人懂得、有資格能夠講《法華經》的。舊年有一個在能仁書院讀碩士的，叫做師姑，

這個師姑都很了不起的，她的心如何恨我就不得而知，我說她，她寫了一篇叫做〈法

華經之研究〉，我說：你沒有資格講，這一篇東西不行的，碩士論文我還可以給你合

格，如果是博士論文我一定 failed你的。我說，你只是講天台宗，你只可以這樣說，

〈天台宗人法華思想之研究〉就可以，你說〈法華經的研究〉你無資格。

一路罵罵罵，罵了整整 40分鐘，那個比丘尼她非常之謙虛，她說是，因為我以

前跟師傅學，只是天台三大部，我都不知道有《法華玄贊》。我說，是不是？你的那

位師傅，我看你那個師傅都要快點去懺思，我連她的師傅都罵了，罵就罵了，有什麼

辦法，有什麼所謂？這樣我說，不過你現在趕不及了，我要你重新寫過，你就要評判

兩家的得失，我說〈法華經的研究〉這篇東西不容易寫的。

我說，現在直至今日，只是日本人那些研究《法華》的專家還沒有一個寫得好

的。因為他們看不通《法華玄贊》，姑且我見你還好，寫時你提一提，不要認為智者

大師講的是絕對的，智者大師有很多地方是講錯的，我說最低限度你改正他一兩點。

這樣她就乖乖地聽話改了一兩點。就來你們快見到她這篇文章了，我見她這個人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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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教，於是我就給了她 86分。

聽眾：咦！ 86分很高了。

羅公：很高了，我給 80分已經很高了。

聽眾：她聽你話就多給她幾分。

羅公：嗄？不是她未曾改變其他，只是改了一些，這樣，她現在讀博士，現在讀博

士，她平均 80分以上才有資格讀博士，現在正在讀博士了。

這樣我就將她的文章，因為罵了她一場，就將其她的文章放進了《法相學會集

刊》第三期，正在印，快印好了，葉文意寫信告訴我，八月尾就印好了。我將它放了

進去。因為何解？我們法相學會的雜誌寄去很多大學都有的，尤其是美國國會圖書館

我們都有寄去的，很多地方別人會看到，而且在世界和在中國，你想有時你想申請一

個 qualification人家就問你有什麼著作的，你寫著作，你說我自己印一本它不算

的，不算數的，要怎樣？要學術團體或者是大的書局替你出版的，譬如你說在美國或

者在英國麥美倫圖書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 Ltd.）替你出的，別人都不看的，

知道這個人就不用審查了，它肯替你出了，在美國有很多大圖書館，肯替你出的，人

家就不要審查，就承認了。

但是你說沒有的，多倫多佛教會的，人家都不知是不是的，或者是……也說不

定？別人就要找個專家來審查你，學術團體，為什麼我們要叫做學會呢？那個學會如

果有些名氣，它肯替你出版，沒有人說你不行，普通出版它一定印一本抽印本給你，

上面刻字，譬如叫做《法相學會集刊》第三期抽印本，以後別人拿著作，你就夾這本

東西上去，就是你的著作了。譬如說你有幾多種著作，著作就是這樣的。你說我們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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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什麼《香港佛教》行不行？你不要登，你登上去，還有，凡是那些很多廣告的，

人家不當你是的，你明不明白？

學術的雜誌普通是沒有廣告的。還有宗教的雜誌也不算數的，但是我們不是宗教

團體。你知道嗎？法相學會不是宗教團體，所以我們拿出去，照足那些大學的論文，

大學的那些學報的體裁的，一定算數的。王聯章的那些，去到那裏，拿著法相學會他

的那篇畢業論文，很好的，去那裏就拿來出風頭了，確是見得人的。那個比丘尼被我

罵完，就登出來了。

登出來後，第二個又想來了，問：行不行，我說可以，另一期，第四期我們替你

登出來，第三期我只登一篇，第四期我就會登兩篇，劉萬然那篇都是登出來的，這樣

《法華經》就《法華玄贊》無人識的，你問問你師父她看過未？一定沒有看過。如果

她說看過，就問她講什麼的，問一問她。你到時謙虛一些問一問師父，問一問師父，

不懂得，一個都不懂的，我包保你不懂，倓虛的弟子一路數，沒有一個懂得的。如果

你們研究《法華經》，這本書非研究不可。

那是不是只研究這本，不要讀天台宗？又不行，也要看，敵對的都要看，即是你

想研究共產黨的東西，就要研究別人怎樣罵共產黨的你也要看，不要偏一面，你看

看，這本書最大是非的。「大乘有宗，」即是唯識宗的「學者皆以《瑜伽論》為至教

量，」《瑜伽論》即是《瑜伽師地論》，「至教量」即是最高的語言的標準，此論裏

有一地，「瑜伽師地」，有十七地。

此地即是以「聲聞地」，此論裏面有一地叫做「聲聞地」，那個「地」字即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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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 stage，一個個 stage就有十七個 stage，就以「五義」來建立種子，「種姓

義」，「建立」即是說、支持，用五個理由來講眾生有種種不同的種姓，「種姓」即

是不同類的種子叫做種姓。他說，「一切眾生法爾有五種種性」，「法爾」即是這個

法爾要記住，即是 naturally，自然而然有五種種性，第一種是「聲聞種姓」，這種

是有了成阿羅漢的種子，但是沒有大悲心，所以這種人不能成佛的，成佛要有大悲

心，他沒有的，不夠大悲心的。

「二、獨覺種姓」，他不用靠佛的，單獨自覺自悟的，但是慈悲不大，所以他自

己能夠證涅槃。「三、佛種姓」，這種一定成佛，你可以說什麼？一切有佛種性之眾

生必定成佛，對了，一切眾生都成佛是不對的。第四、不定種姓，不定種性有好多種

的，等一會你就知道了，第五叫做「無種姓」，沒有無漏種子的，一定不成佛的。而

且縱使有無漏種子，但煩惱太重，不可斷的，這些是不能成佛的。

爾後，「爾後」者即是等於之後，即自從《瑜伽師地論》之後，「爾後西方之護

法（菩薩）、東土之窺基大師，復廣成其說。」「廣成」即是詳細發揮，他的講法，

護法就說，「護法說見《識論》，」《識論》指《成唯識論》，「窺基說見他所著

（的）《法華玄贊》。」《法華玄贊》黃錫光那天不是拿了我那篇文章嗎？你如果拿

住那篇東西，讀《法華玄贊》就易如反掌，沒有那篇東西你讀《法華玄贊》你就茫無

頭緒，現在我逐種種姓講。第一、叫做「聲聞種姓」，「有漏」的勢力最強，即「有

漏法」，「有漏」的心心所的勢力強到極，只能斷除煩惱障的種子，那些「我執」那

一類煩惱障的種子他能夠斷除，都是了不起，能夠斷除。但是他對「所知障種子」就

畢竟不能夠斷除了。「畢竟」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finally，即是徹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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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就免了生死輪迴，但是不能夠成佛，成佛就要斷「所知障」的種子，煩惱障

去除我執就可以了。「所知障」就連法執，連法執都要除，這樣，「不能由自己悟道

的，」聲聞就是「聞聲悟道」，聞佛說法之聲然後才可以悟道的，他自己的 IQ很低

的,這種人，「不能由自己悟道，」「須聞諸佛說法，然後依佛教修行，這樣就克證

無學果。」「克」即是能夠，能夠證得阿羅漢果，無學果，這樣就入「無餘涅槃」

了。眾生之中就沒有了他。

這樣煩惱障、所知障、無學果下文我會有解的，「就證得無漏果那邊來說」，

「邊」者即是 aspect，就這個角度來講，他們這些是屬下根，所以你不要以為那些

羅漢很了不起，有些羅漢是很蠢的，下根來的。第二種，「獨覺種姓」，「資質較

利，不須聽聞佛說，」不需要聽聞佛說都可以悟道的，又可以證得無學果的。「其餘

同聲聞種姓」一樣，這樣他因為自己可以悟道，所以他比下根是好一些，但是他仍然

是慈悲與願力不夠，所以他不能是上根，「此屬中根」。一樣是入涅槃的，入了無餘

涅槃就不來了。

如果說個個眾生都有佛性，那就有一天就全部入了無餘涅槃，這個世界就死寂

了。「第三、佛種姓。此類眾生，無漏勢力最強盛，最強盛，能夠畢竟對治」，「畢

竟」就是徹底地，最後地，對付那些所有「有漏種子」全部被他對付了，全部不能

動，令它永不得生。不能夠不起，「此屬上根，這種人直趣佛果的。」不需要先修小

乘的，這種人聽小乘的經他都聽出大乘的東西，中國人就最多這種人，上根人最多。

但是可惜籠統。

第四種叫做「不定種姓」，如何「不定」法？你看下面：「此類眾生」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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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具備聲聞與獨覺二種種姓，」他具備的，即是有佛出世他就聽佛說法成阿

羅漢，無佛出世他就自己成阿羅漢，這種人具備兩種種性，但是他缺乏什麼？缺乏了

那些大悲心，缺乏了佛種姓，或二，第二種，「具聲聞（種姓）及佛種姓」，這種人

怎樣？《金剛經》的須菩提、善現那些，先成了阿羅漢，一聽到《般若經》就即刻迴

心向大。

這些是兩種種姓，或者第三種具備「獨覺種姓」與「佛種姓」，兩種種姓，這種

人無佛出世，他先證了獨覺果，證了獨覺果之後他不入涅槃，他又會迴心向大，何解

他不入涅槃？普通這種人是這樣，當他將要入涅槃的時候，就一定是文殊菩薩，文殊

菩薩專門做這種事情的，就會走去警告他：你不應該入涅槃的，你是一個將來會成佛

的人，你要救度眾生，你不應該入涅槃，他就依文殊菩薩之教，就再學大乘。

這種「獨覺種姓」，有一次，我以前，這種〔事〕當然是有些神話的，不過能夠

作出這個神話，講這個神話的這個人不錯的。有一次寶靜法師就講《法華經》，我還

是小孩子才十來歲，在那裏聽，他很讚美窺基法師，他引這一段：他說玄奘法師在印

度留學回來，經過我們新疆，即現在維吾爾族那些地方，蔥嶺那裡，就遇著山崩，那

些經就被它全冲濕了。山崩，原來山崩的石岩裏面就跌了一個死屍出來，那個死屍是

坐在那裏的，那些頭髮很長，指甲好長。

這樣《玄奘法師傳》自己就講過這件事，他說那些人說這個人是劫初的獨覺來

的，即是這個世界還是很早很早的時候，佛都未出世，他就是一個獨覺來的，他在那

裏入滅盡定，或者在那裏入無餘涅槃的。玄奘法師的傳記就講到這裏為止。那個寶靜

法師就不知在那裏加油加醬就取了這一段加了些進去，他加了去捧窺基法師，寶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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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晚年就學唯識，所以現在天台宗的那些人就是烏 sir sir,寶靜法師晚年來到廣東就猛

看唯識的書，他還說：可惜我不能夠去南京，去歐陽竟無先生那裏學習。

他有這句說話，為什麼不能夠？他沒有講。我只是聽了他這樣講，可見他的人很

平心氣靜，心平氣靜，與現在那些所謂天台宗的大師？根本一個都不是。向寶靜法師

磕個頭又說他的弟子了，向倓虚法師磕個頭又說是倓虚法師的弟子了，其實寶靜還是

好一些，倓虛已經是差了，所以現在我得罪人得罪到無譜。凡有人聽到的都氣到死，

我正是想撩你生氣。沒有人罵？我最看不起那些沒有人罵的人，那些人叫做西南二伯

父。

聽眾：這個名稱怎樣來的？

羅公：嗄？

聽眾：何解叫做西南二伯父？不明白。

羅公：西南者，這是廣東三水縣的縣政府所在地方，叫做西南，很富庶的，這樣所有

那些人講蠢的東西全部都撥了去西南。

聽眾：是這樣來的。

羅公：那些罵人蠢的，就說三水佬食麵，就爬梯來食麵，他不曉得將麵剪斷它，見麵

那麼長，他問那個夥記（侍應），夥記，麵這樣長怎樣吃？那個夥記就取笑

他，說你找把梯子爬上去吃就可以了！於是他就爬上梯去吃麵。即是說這種人

不會轉膊（變通）的。

聽眾： 三水佬看走馬燈，又有名。

羅公：嗄？三水佬看走馬燈，陸續有來，為什麼這麼多？三水佬看走馬燈呀，那些人

糊糊塗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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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買鞋。

羅公：著鞋，那些泮塘，廣州就是泮塘，三水佬看走馬燈。

聽眾：坐三輪車。

羅公：又是他？是嗎？又是三水佬。

聽眾：三水佬何解這麼蠢？

羅公：但不知何解那些人專找這些人。

聽眾：三水佬，是不是西南二伯父就是這樣來的。

羅公：西南二伯父是西南那些老人家就是這樣，很尊重他們，有什麼事三水人就費事

去打官司的，譬如兩兄弟爭家產他就不去打官司的，他就走去祠堂，召集那些

父老來，那些父老都是稱做伯父了，那些伯父出到來就一定是和解，和解是這

樣，大哥與弟弟各有不是的地方，你這件事有理，但那裡你又差一點點，弟弟

你也對，也有事稍為欠缺，兩個都有理，不要爭了，你們要和解。所以這種人

就叫做西南二伯父，以前就是這樣，即是說這種人，他們對是非曲直不是分得

很清楚，他都懶得分，總之大家都有理，這種人中國人最興，最尊重這種人。

西方人就不是的，不可以這樣，這些叫做西南二伯父。孔夫子叫〔他們〕做鄉

愿。

聽眾：我們倆個很蠢的。

羅公：嗄？你是三水的？

聽眾：我們是新會的，三水就是新會。

羅公：新會沒有這些笑話，不是！新會是廣東三角洲的南邊來的，三水是那裡？由廣

州坐條叫做廣三鐵路……

聽眾：到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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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火車坐到盡頭那裏就叫做三水，很富庶的三水，三條水一齊匯到那裡，北江、

西江和珠江，三條匯集在那裏，你說有多富庶？那些田一年兩造。

聽眾：三水不是很富庶。

羅公：不是很富庶。你去過？

聽眾：我去過。

羅公：為什麼？三水何解不富庶？它泥土那麼好。西南有很多東西很好吃的，三水盲

公餅很靚（美味）。

聽眾：佛山盲公餅就靚。

羅公：佛山盲公餅亦得。三水盲公餅都靚，三水西南杏仁餅，賣杏仁餅的地方一定兼

賣盲公餅的，我時時，我去過很多次三水，搭車搭到河口，河口再上一些就是

三水縣城了，很多有錢人的，不過貧富不是很平均。

聽眾：是，貧富不平均。

羅公：梁財神就是三水的了。梁士詒，大把錢，梁家，那些人叫他做財神，袁世凱的

財政部長。

聽眾：梁士詒是三水的嗎？

羅公：嗄？三水的，三水梁燕孫，很了不起，人人罵衰他，但是這個人很了不起的，

梁士詒。袁世凱都很了不起的，民國以後真正了不起的不是孫中山，我所看一

個袁世凱，一個蔣介石，這兩個了不起，真正了不起，袁世凱都了不起，弊在

他想做皇帝，如果沒有了私心，這個人很了不起的。

聽眾：做了皇帝，做了 80日，做了 80日皇帝。

羅公：嗄？是，不夠一百日。

聽眾：皇帝做了 80日，做了 80日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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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氣死了，病了，一不做皇帝就病了，這個人很了不起的。你看他幫助李鴻

章與日本交涉，很了不起的這個人，不過私心重。政客中的第一，民國就是袁

世凱，他不做皇帝他很好的，很有頭腦，很好的。能夠廣納眾流，這個人好像

美國的朗奴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那樣的，召集一

些幕僚來解決問題，商談，大家一路吃東西一路商量，他不發表意見的，現在

發生了這樣的事，你認為怎樣？請你給我意見，你講完；你又以為怎樣？逐個

逐個問，他問你之後就批評了，批評之後認為這樣好，這個人廣納眾流。所以

李鴻章這樣看得起他，李鴻章臨死，慈禧太后問他，李鴻章病重，西太后問

他，將來由誰繼承他好，李鴻章臨死的時候推薦袁世凱，薦袁世凱做北洋大

臣、直隸總督。他第一是自私，第二有一點不好的，他就出賣了康有為，很難

講，在他當時的環境，康有為太過，讀歷史到底讀得太少，讀經書讀得多，讀

歷史少，怎可以？那個權在慈禧太后那裏，怎可以急急忙忙去變法？都不懂時

勢。

聽眾：太急了。

羅公：嗄？

聽眾：太急了。

羅公：是，太急了。急一定不行的。

聽眾：急功近利。

羅公：太急不行的，要讀多一些歷史的好處就是這樣，凡事想變法，一定要慢慢來，

急一定不行。我們在歷史那裏數：王莽變法，急，失敗，王莽是好人來的，到

宋朝……

聽眾：王安石。

11



羅公：王安石支持范仲淹變法，失敗，王安石變法大失敗。到清朝光緒皇變法又是失

敗。所以我們讀書最緊要讀歷史，最緊要讀歷史。好了，我們講回這些。第一

種就有兩種種姓，「聲聞、獨覺二種都是小乘種姓」，這種人一定是不會成

佛。第二種具備「聲聞及佛二種種姓」，這種人一定成佛，因為他有佛種姓，

你說：那他有聲聞種姓很容易就入了涅槃？有一種這樣的，已經成佛的人示現

做菩薩身的，他會警告你的。例如文殊菩薩就專做這些事情，世界上不止一個

文殊的，有很多文殊的，文殊不做就普賢菩薩會做。第三種「具備獨覺及佛種

姓」，兩種種姓，這種人又一定成佛的。第四種具備「聲聞、獨覺及佛三種種

姓」都有的。這種人也是一定成佛的，「既具二種或三種種姓，即屬下、中根

或兼下、中、上根。」這樣只有一種，「其無漏種子」，不是，這種有種性的

人，就「隨緣發現，」即隨著條件，適合的時候它就爆發了。這種「不定種

性」的人多數是怎樣？先證得小乘阿羅漢果，然後回轉心向大乘，得成佛道，

就是這類人。那些出家人多數是這種種姓，中國的出家人先證，先修出家修小

乘行，再轉大乘，如果是佛種性是不一定要出家，不一定要出家的。

聽眾：《法華經》的化城就是這個意思。

羅公：嗄？

聽眾：《法華經》的化城，《法華經》的化城，就是這個意思。

羅公：《法華經》的化城它是這樣說的，佛對那些人講，譬如有一很長途的旅行，你

的力量不夠，害怕，所以他就在中間（途）造一個變化的城在那裏，那裏就是

了！讓你在那裏停止，當你去到那裏，他就說這個是化城，你要去那裏才

對，這是對那些「不定種姓」的聲聞人講的，不是對那些「無種性」的人講

的，為什麼？佛說《法華》的時候有幾千人退席，那些是「無種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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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走了。

所以天台宗的人不聰明就是不懂這些，他們只是見到唯識宗的人駁他們就一肚子

火，火遮眼就不知道別人講。如果個個都有種姓，釋迦佛說法，你那班人會退席？是

嗎？那些顯然是沒有種姓的，明白了嗎？這樣四種種姓明白了。第五種，「無種

姓」，這些叫做「闡提」，「闡提」者即是無種姓的，有漏勢力極強，最強的，他的

「煩惱障及所知障畢竟不能對治」，沒有辦法，到最後都沒有辦法對付，這種人「不

（能）證無學果」，亦不能證佛果，那怎辦？「但能修行有漏善法」，這種人一定是

做耶穌的信徒，做孔子的信徒，「於人天中享受樂果。」這樣到將來所有能成佛的人

都成了佛，就剩了這些人不成佛。眾生是無量的，有無量的這種眾生，將來就沒有釋

迦牟尼佛出世了，就只有耶穌、孔子、穆罕默德那些人出世了。為什麼？佛出世都無

用，他們不聽你的。舊時有一個牧師在廣州對我講，他講得不知幾爽！

他說:將來釋迦牟尼佛之道有盡，我們耶穌之道無窮，是不是？羅先生？我說：

確實又是，將來只有他們，沒有了你釋迦佛的那一套，是不是？種姓明白了嗎？下

面，上面是我介紹，下面是我講的。「詳五姓之說」，「詳」者，詳細檢討，「詳」

字當檢討，檢討「五姓之說乃純就用邊」，「用」者，即就現象界來講，「非就實

體」的，不是講真如，如果講真如個個都有真如的，「蓋體則無別，」講真如體，所

謂「佛性」是指真如體，是沒有分別的，「一切眾生，一切諸佛，同一（個）真如

性。」

都是由真如顯現，但是「用」，就現象界來講，「用」者是由真如體所顯現出來

的「用」，「用」即是屬性，一切有漏、無漏的東西都是真如所顯現的屬性，「用乃

13



萬殊；（有些）雜染、（有些）清淨，（有些）有障、（有些）無障，有些是部分有

障、有些是全障，」有你就有他，有你就有他，「相依（而）建立的，」有左就會有

右，有上就會有下，凡在「用」上都是相對的。「有畢竟無障之佛，亦（應該）有畢

竟有障（的）闡提。」這樣然後才通，所以「一切有為法皆相依相待，」「相依」者

即是相對，或者互相依賴，或者互相對待而建立。「五種種姓，乃依有障與無障建

立，（並）非依無漏種子之有無。」

你說個個都無「無漏種子」不通，有的，太弱了，「雖有無種姓之人」，雖然世

界上有無種姓的人，「苟能建立老安少懷之社會以處之，」老安少懷之社會即是所謂

「大同」的社會，何解「老安少懷」？這個故事你們這些後生就要明白了。有一日孔

夫子就同他的弟子一起，他就問子路：你的志向是想怎樣？子路說：如果有個人給我

一個國家，我兩三年就搞得它如何如何好。他又問：冉有，你又怎樣？

他說：那個國家讓我管理財政我一定搞得它很妥的。他又問其他的人：哪你又如

何？那個人說：其中有一個人說，我就沒有膽量說我很了不起，我很希望學習，我想

學什麼？有些國際間的外交的往來，我想找一個助手做一下，我的目的、志向不過如

是而已。孔夫子就說：你可以了，只是你會這樣說就已經是夠外交家的資格了。

如果沒有外交家的資格就會說：如果我做外交部長，還得了？這種人就沒有資格

做外交的。但你看他講？我不夠膽這樣講，我不過是想，我很有興趣，別人有外交的

事情，我想去做一個小小的，小小的助手，學習一下，孔子說，你是可以的。平時就

這樣說，那個子路就不服氣，他又說自己怎樣了不起，他講完以後孔子又不講，置之

一笑，笑一笑就算，那個子路就周身不服氣，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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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問了，好了，你老夫子你問過我們全部人了，你的志向又如何？你又想怎

樣？孔夫子就答這一句：我的志向是「老者安之」，    第一， 老人家都過得很安樂

過世，他不講涅槃，他講人倫，每一個老人家都能好好地能夠養老過世，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朋友之間個個都有信實，不要你害我，我不要害你，這是什麼？社會

的道德教育，是嗎？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那些小孩子個個都有得保養。他說我的志向是做這三件事，「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大同社會就是「老安少懷」就是這樣。如果能夠做

到老安少懷哪用涅槃？不好嗎？個個都很好福利，病就有醫藥，肚餓有得給你吃，這

樣的社會，你叫加拿大那些過得很好的人你叫他去求涅槃？他不肯的！有救濟金拿得

好好的，他才不去涅槃。

你說一定要求涅槃，如果能夠有這樣好的社會，一個大同社會，這樣，當這個社

會一定要有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才可以的，那些都已經成了佛之後乘願再來，再做這

些事，乘願再來不是做和尚的，所以那些和尚周身不自量，乘願再來一定做和尚？真

是不自量！不是的！做什麼？做醫生，做政治家，做警察所長去捉賊，別人去作惡

的，你做法官判他死刑！做這些事的。乘願再來是做這些事，不是做和尚！敲磬扑木

魚，沒有了！那時就不需要了。

所以你們學唯識學到差不多的時候，你們學問未必學得很好，這兩種事就一定學

到，第一是學罵人，是嗎？因為有些人不罵是不行的。第二眼角高，看不起人，我是

很看不起人的，然後才罵人的，我的學生都是這樣，王聯章就學足我。我說，聯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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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整天罵人，人家批評你。他說：我學你嘛！王聯章，霍韜晦又是這樣。霍韜晦人

人說他沙塵。只有李潤生就學不到我這一套。葉文意就更加學不到，葉文意學了西南

二伯父。

羅公：這些人乘願再來的，已經得了無漏果的那些聖人，不捨眾生，他們不捨棄眾

生，就做他們的良師益友來教導他們，沒問題，無害，一定要涅槃嗎？所以佛

教的人他承認甚麼？何謂聖人？孔子那些影響力這麼大的都是乘願再來的，耶

穌這些也一定是乘願再來的，不會是白白〔再來〕，不會是蠢材一名的。但是

這些就是其他天主教、基督教，還有很多儒家那些不夠佛教的地方就是這一

點，狹隘，佛教就不是，你都是乘願再來，譬如耶穌，這是很值得信仰的，他

是什麼？是乘願再來的聖者，可能已經完成了佛也說不定，當然我沒有辦法證

明，不過成了佛乘願再來，很多人做這些事的。但是你們天主教就沒有這些度

量，尤其是基督教就更沒有，基督教那班人，神父的道路還大一些。

聽眾：天主教的神父都贊成學佛的。

羅公：天主教它因為何解？神父的學問一般平均水準是好過牧師的。

聽眾：是呀！是呀！

羅公：因為做神父不是很容易的。

聽眾：是呀！四年哲學，三年神學，七年。

羅公：做牧師就看看哪些教會，有些教會很快封牧師的。這段讀過了。那個鐘幾點？

聽眾：三點半

羅公：講完這段，在講一截才 break。

這就是唯識宗的特點了，我就是判斷那些人，看他有沒有魄力，就看他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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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我就充滿火藥味的。看看：丙五了。「種子與現行的關係」，這個又是很

重要，一切現行，「現行」即是 appearance，現象，都是由種子現出來的。那麼種

子與現行的關係是怎樣的？分兩點來講：第一點、有關係即是有兩種，一種叫做「異

時因果」，不同時的，因在前，果在後的。「異時因果」；一種是「同時因果」，同

一剎那的，因果同在的。

我們先看「丁一、異時因果，一切種子，無始時來，藏伏於第八識中，前剎那種

子，生（起）後剎那種子」。每一剎那都是一生一滅的，無常的，前滅後生，當前一

剎那的「種子」滅的時候，就是後一剎那的「種子」出現的時候。前後「種子」相

似，「善性」的相似「善性」，「惡性」的相似「惡性」，「無記性」的相似「無記

性」的，「相續」地連續不斷，「猶如川流」，就像一條溪水那樣，「不捨晝夜」；

不論晝夜，不斷地流動，我們的「阿賴耶識」就像河流那樣，「是為種子生種子」。

「是為」這兩個字即「這就是」，「這就是種子」，「前剎那（的）種子，生後

剎那（的）種子」，「前剎那種子為因，後剎那種子為果，是因先果後。」如此圖：

我這本書是在歐陽竟無那裏取了這個圖，這個圖是歐陽竟無的。前剎那「種子」一生

就滅，一滅的時候那餘勢不盡，即刻產生第二剎那，第二剎那一直相續，萬劫如此。

所以就解釋了何解多少劫前作了的業，以後就一定受報呢？佛經裏面有講：「縱使千

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就是甚麼？萬劫都不停的。

這樣「種子」生「種子」就叫做「異時因果」了。明白了嗎？同時因果了，這個

很多人不明白。隱藏在「第八識」中的每一粒「種子」，「緣」不具備的時候，就只

是怎樣？前面的前滅後生了，連續了，就是什麼？只有「異時因果」了。「自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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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自己同一類，「善性」的產生「善性」，「惡性」的產生「惡性」的種子相

續。「若遇眾緣俱備」，這什麼叫做「緣具備」？上文就已經有一個表，是嗎？遇緣

具備則能生起各各自己的現行，這樣的情況「是名種子生現行」了。

這叫做「種子」生起現行。所生的現行之中，有強盛的作用的 ，當它於生起的

那一剎那，即刻將它的「習氣」即是新「種子」，重新熏回它的「第八識」裡的「自

證分」裏面，就成為新熏的「種子」，這樣解釋新熏的種子，是名「種子熏種子」，

不是！「是名現行熏種子」。這樣就叫做現行熏入去成為新熏的種子了。

在一剎那之中，本有的「種子」，即是原來未起的那些「種子」，就生起現行

了，現行又熏成新的「種子」，一剎那之中，「本有種子」與現行，「本有種子」與

「現行」、「新熏（的）種子」總共就是三種東西，是嗎？三種東西就輾轉相依了，

「輾轉相」，互相，你扣我，我扣你，就構成兩重因果了。你看我這個圖，第一個圈

「種子」生現行，「種子」為「因」，現行為「果」，接著就同一剎那，現行一生起

的時候就即刻熏入去「第八識」裏面成為新種子，就現行為「因」，「種子」為果。

明不明白？這個果這一剎那一滅，等到這個剎那一滅的時候，即刻引生下一剎那的

「種子」生「種子」，看到嗎？

一生起「種子」之後即刻又彈出來就起現行，現行一起的時候又即刻熏成新的

「種子」，新種子一起又引起後一剎那的新種子，又彈出去成為新現行，新現行又彈

入去成為新種子。譬如我隻眼，我隻眼望著那個時辰鐘，一直望，一直「種子」熏現

行，現行熏「種子」，「種子」起現行，其實我望到的這個鐘並不是一幅的，一幅一

幅一幅的，每一剎那一幅，就好像放電影那些一幅一幅那樣，就因為這樣，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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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望到那個鐘不是有一個固定的鐘，而是像電影那樣，一幅一幅的，聽得明白嗎？

聽眾：是互為因果嗎？

羅公：嗄？

聽眾：是互為因果嗎？

羅公：是啊，互為因果。「種子」、「現行」互為因果了。

「是名現行熏種子。在一剎那中，本有種子生起現行，現行復熏成新種子；本有

種、現行及新熏種三法，」這三種東西，「展轉相依，構成二重因果；」明白了嗎？

「如炷生焰，」即是蠟燭、火把，火把，那些「炷」是什麼？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不

是有個人拿著那枝東西點火的，火炬嗎？點火的就叫做「炷」了，「焰」就是火焰，

那些火焰，「炷」就產生火焰，是嗎？但是火焰又燒回那個「炷」，「炷」為因，火

焰為果，火焰為「因」就燒那個炷，炷為「果」，明不明白？「如炷生焰，焰生燒

炷，」火焰一生又燒回那個炷，「同時更互；」在一剎那之中，你做我的因，我做你

的因，「同時更互。」

「又如蘆束，」「蘆束」是印度的一種植物，叫做「蘆束」，兩個解釋：印度的

一種植物叫做「蘆束」，一生起的時候就兩條撐著來生，一種特殊的蘆笛草，叫做蘆

束，蘆束互相依著，你撐著我就我不跌，我撐著你就你不跌，「又如蘆束，互相支

持，同時不倒。」又有解釋束蘆兩個字，「束蘆」就是兩束蘆笛草，兩束蘆笛草放在

那裏，你靠著我，我靠著你，大家都不跌下來就叫做束蘆了又得，又可以就好像軍隊

那些槍，你見過未？軍隊的那三支槍，軍隊的槍就三支，人就可以兩個，你的背脊靠

著我的背脊，我的背脊靠著你的背脊，互為因果了。「是謂三法展轉，因果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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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本有種子現行」，「新熏種子」，三種東西，輾轉互為因果，輾

轉，因果同時，一剎那之中三種一齊的，這樣就叫做「一剎那」，「三法者，一、本

有種，二、現行，三、新熏種也。以圖表之如後」。明不明白？講唯識的書我這本就

最清楚了，不是我了不起。是在歐陽竟無那裏取的，而是歐陽竟無講唯識時就在黑板

上板寫出來的。後來那些人做了筆記，呂澂將它筆記下來，就出版了那本《唯識講

義》。《唯識講義》就從那處來的，明白了嗎？聽不聽得明白，盧恩？那位誰？種

子、「丙六種子與第八識的關係」與「種子」與它所生的現行果的關係，這裏講兩種

關係了。

第一種關係，「種子」與「第八阿賴耶識」，第二個關係，「種子」與它所生的

現行果的關係。現在「丁一、種子與第八識體」，「第八識」有件東西叫做「體」的

關係，你看看：種子與第八識的關係是什麼呢？用四個字去表示：「非一非異」，這

樣一般來講就不合邏輯的，非一就應該異；非異就應該一，但是它就不用這世間的邏

輯，是嗎？它用否定，「非一非異」。它不是說非一就是非異，非異就是一，它不

用。

不用這個世間邏輯，它用什麼？用辯證邏輯，「一切種子是第八識自體」，「自

體」即是本質，「第八識的本質上的用」，「用」即是屬性，有本質就一定有屬性

的，屬性有多種，有些是功能，有些是顏色，有些是香味，這些都是屬性，功能不過

是屬性之一種。自體上的功能。「第八識是此用所依之體。」這種功能所依附的本

質，這樣講來「體」就是「體」，「用」就是「用」了，是嗎？「體」不等於

「用」，「用」也不等於「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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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說金山橙是黃色的，金山橙是「體」，黃色是「用」，是嗎？金山橙與黃

色是兩種東西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所以是非一，雖然「用」，所謂「用」就是

「體」上的「用」來的，那個黃色的金山橙的黃，是嗎？金山橙是黃色的金山橙，

「用」所依的「體相」，「用」就是所依的「體」上的「用」來的，而所謂「體」，

是那個「用」所依的「體」來的，「體」與「用」是不能夠相離的，「色」與「空」

是不能相離的，故又非異了，即不能說它是兩種的。

「唯識家談體用」，是從兩方面講了，是用辯證式的講法，第一「是攝用歸

體，」所有「用」是屬於「體」的，就是非異了，是嗎？第二「體用別論」的，

「體」是「體」；「用」是「用」，分開來講，所以就不能說「異」了，不能說

「體」即是「用」，即你不能夠說黃的就是金山橙，不能夠說金山橙就是黃，

「體」、「用」別論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講話，看事情說話，明白就不用拗撬的，是嗎？「攝用歸體是一，體用

別論是異，」是嗎？合起來說就是「非一非異」，明不明白它們的關係？即是「種

子」與「第八識」的關係就是「非一非異」，是嗎？好了，現在講到「丁二，種子與

它所生果之關係」是怎樣？亦是一樣的，「非一非異」，「種子」與它所生現行之

果，亦有「非一非異」的關係的，「現行果是種子因之顯現之相狀，」即是屬性來

的，這種相狀我們叫做「用」，「種子因是現行果之本質，是體」，現行是「種子」

的「用」，「種子是現行的本質」，所依的本質，是「體」。

既是這樣，即是說「種子」與現行又是「一體一用」，「種子」是「體」，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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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即是「體」、「用」是重重的，不是死板〔固定〕的，「種子」為「體」

就現行為「用」，即是「阿賴耶識」的「種子」為「體」，由這個「阿賴耶識」所顯

現出來的現行，現行的「阿賴耶識」是「用」，又「阿賴耶識」是「體」，它所含藏

的「種子」是「用」，是嗎？兩重「體」、「用」。

它所含藏的「種子」有「眼識種子」，有「耳識種子」，那些「種子」是

「體」，這些「種子體」所顯現出來的「眼識」、「耳識」的現行又是「用」，就叫

做「重重體用」了。

所以「既是一體一用」，所以就應該是「非一非異」了。這裏明不明白？所以你

在看佛經時看到「非一非異」是有個理由講的，不是滑溜溜，籠籠統統的，「非一非

異」問起他上來什麼都不知道的，這樣就叫做模糊了，叫做糊塗了。

好了，其次，種子與「第八識」等的關係明白了嗎？其次要講一段「種子之熏

習」了。那些現行一起的時候，即刻熏了種子進去「第八識」裏面，今世熏了幾十年

的種子，死了之後到第二世，那些種子又起現行，又成一世；下一世又熏了那些種

子，第三世又起現行，又成一世，這樣熏入去的那些種子熏習，多次多次，「習」多

次多次地那樣熏，就成為「習氣」了，熏習。你看，種子「熏習之意義」。意義，

「熏習」兩個字的意義是何解？

「熏」、「熏」字何解？「擊發」那樣解，打進去裡面，發生一種功能在那裡，

擊發，「習」、「數數」的意思，即是屢次屢次，「前七識聚」，「前七識」每一識

是一個「聚」來的，「心」與「心所」當它起現行的時候，即刻將它的「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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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用」即是 power，如果它的勢用是強的，強盛的，當它生起的一剎那就「能數

數擊發第八識」，打進第八識內，擊發第八識，「擊」者，打擊義，「發」者、發生

及「興發」義一打進去，打擊第八識，「植其氣分」，把它的那些勢用、把它那種

power滲了進去，「植其氣分」，這個「氣分」走了進「第八識」的「自證分」裏

面，「自體分」即是「自證分」，於是就發生新的「種子」了，這叫做「新熏種子」

了，並使本有的「種子」，那些未曾起現行的「種子」，那些「本有種子」，就受了

它隔離的「種子」的打擊，受了它的興發，「興發」即是刺激而增長活躍起來，「此

數數（打）擊發（的）歷程」，「歷程」即是經過，不斷不斷地打擊，這個經過就好

像怎樣？

「似於花熏苣藤」；用那些來花熏進去那些芝麻，因為有一種芝麻叫做胡麻，中

國的藥材有一種叫做胡麻，胡麻是在印度傳過來的，所以叫做胡人傳過來的麻，芝

麻，所以叫做胡麻。這種胡麻印度人用來製香油，就怎樣？找一個盒載著那些胡麻，

譬如你想製玫瑰香油，你就找些玫瑰花，剪一些花瓣放進芝麻裏面，拿東西焗著它，

等那些花在那裏的香氣滲入芝麻裏面，然後等那些花枯了，那些香氣就走進芝麻裏面

了。掉了那些花，然後將那些芝麻壓，壓到它的油走了出來，油就香了。香油就是這

樣做法的，利用花來熏那些苣藤，這樣就叫做熏習。

「苣藤即胡麻。印度人用以製油。其製法，先雜以花，」即混入花裡面，令到花

熏了它的香氣入那些苣藤那裡，「苣藤受持」了那些花，即是接受了那些香，等它接

受了那些香之後，然後將那些苣藤壓榨它，榨出來那些油是香的，這個苣藤，「此苣

藤喻所熏之賴耶」，苣藤用來譬喻「阿賴耶識」，以花就用來譬喻前七識，前七識熏

那些種子進去第八識處，香氣就是喻那些所熏生的種子了，聽不聽得明白這裏？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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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熏進去的。

你今世見了很多東西；聞很多東西；就熏了很多「種子」，到你死了，那些「種

子」就儲藏在那裏，早已經儲藏了，有機緣時，若果你不死是沒有機緣的，一有機緣

出現就到第二世了，好像第二齣戲那樣。有些東西第二世不能出的就怎樣？仍然存在

「阿賴耶識」那裏，第三、第四世就跟著那些第三、第四世的「種子」一起出現了。

譬如你的前半生殺了很多人，殺了很多畜生，但是後半生你去受戒，又或者去出家，

修行得很好，那就怎樣？修行得好的那些「種子」很強，更強於你殺人時〔打入〕的

那些「種子」，你死的時候，你死的時候剛好又有些師兄弟替你助念，念佛，那你就

善心死，就不會落地獄的。

本來你殺人是有下地獄的業的，但是你下不了，凍結了，一直在「第八識」裏面

前剎那「種子」生，後剎那「種子」一路連續下去不能動〔起現行〕，這樣就變了哪

些種子出現？後半世你修行的種子就會出現了，這樣就怎樣？就起碼（至少）是做

人。可能下一世做人，你又走了去出家，或者你不出家，還有些做大有錢人的那些種

子累積，累積了一些種子〔帶到〕下一世，今世〔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下一生

做大闊佬（富人）都說不定。

你說不公平嗎？沒有什麼不公平的，他那些〔殺人的〕種子還是留在那裏，當一

有機會的時候，他還是要入地獄的，不過他聰明到他會控制而已。即是佛教你控制，

教你即是講得不好是教你偷雞（避重就輕），現在學佛就要學會偷雞（避重就輕），

聽不聽得明白？現在我就教你偷雞（避重就輕），所以你不怕的。你說我曾經做過一

些什麼的，你最好就找定幾個好朋友約定，大家誰死的時候大家都走去助念，最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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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搞到你死的時候剛好那些朋友沒有一個得閒，那就真是撞板（不如意）了。

我倆個朋友就是這樣，一個是崔時致，他叫造錄音帶，誰知我錄音帶也未曾錄到

給他，他叫我整兩個錄音帶給他，一個叫我讀《阿彌陀經》，一個叫我讀《大悲

咒》，《阿彌陀經》我讀了，《大悲咒》就未讀，都還未給他，現在就完全沒有了消

息，一定是死了。他擔心我不做，送東西給我，送件 jacket給我，不只送 jacket，

還送了一套西裝給我，他走去國貨公司裕華，交了錢給裕華，叫裕華寫了一張單給

我，他說：我送一套西裝給你。我說：我不多著西裝的，你送給我，我有很多套，我

都不穿的。他說：我已經付了錢了，不能取回頭了，麻煩你去取了它。結果我就去量

了尺寸。雖然量了，你知道中國絨是很潺（劣質）的，以前的國貨公司只是賣中國貨

而已，現在不是了，國貨公司，你走去買化妝品，Max Factor……什麼都應有盡有，

國貨公司呀！手套，Morley什麼都擺滿在那裏，到過來大陸的那些貨反而少一些，

這樣，我看看那些東西，你知道英國絨那些……三流絨，但都好過中國絨，我看看它

有些是……，那些……在那裡。

我就說：我不要這些，要這些可以嗎？他說：你補一點錢啦！好吧！我補錢了，

結果就唯有補錢就拿了一套。衣服就未著，就掛了在廣州家裏，但是這個人已經失了

蹤。一定是死了，我的東西還未交給他。第二世就要還給他了。我要還套西裝給他，

就是這些東西。這樣，你前半生做的事在後半生能夠控制到。如果你能夠修行，修到

不用靠人助念的，一心不亂的，你就又是偷到雞（走到捷徑）了。

那筆賬不用〔受了〕，慢慢第二世再受，你修得好第二世又一心不亂的，或者你

生了極樂世界，那些就搞到凍結，你殺人放火的那些就撇帳了，好像銀行撇帳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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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沒有了。賬就有那筆賬在那裏，電腦裏面都有這筆賬，但是無效了，不用還了。

佛就教你這樣。聽得明白嗎？就這樣熏那些種子進去。這樣，你一明白這裏，已經對

於生死輪迴的都已經思過半矣，是嗎？昨天王聯章在這裡與我聊到兩點鐘就談到這個

問題，他問，那個捐了幾千銀給我這裡的那個衍空師，那個衍空師是王聯章的學生來

的。

他說：衍空怎樣？現在怎樣？聽說他出了家還弊過舊時？何解呢？我說，出了

家，以前還肯學習，現在出了家就不學習了，周圍講了，講而不學，就好像葉文意那

樣。葉文意的缺點就是這樣，講而不學。這樣，我說：那又不是，不過沒有機會學，

有機會他還是會學的，不能這樣說，人家捐錢來，都要講幾句好話。我說，這又不是

的，我去年回去的時候，他對我講，現在學唯識，舊時就是講空，講般若，現在就停

了不學般若，就學唯識了。

我問他何解，他說整日講般若，別人問我為什麼會生死輪迴，我硬是講不出那個

道理來，好不好另外一件事，但是唯識有得講。所以我都是學唯識了。王聯章說：又

是，學般若真是有很多東西沒有辦法解釋，實在這個時候是非學唯識不可的。王聯章

也同意這樣。王聯章本來都是研究般若的，他畢業論文也是依據《業論》，但是畢了

業拿了碩士是準備讀博士的，他讀博士的博士論文是〈現觀莊嚴論的研究〉，他準備

這樣讀博士是做這篇題目的。

有興趣不如你來寫，〈現觀莊嚴論的研究〉，日本人有一本。《現觀莊嚴論之研

究》，（《現観荘厳論の研究》真野竜海，東京：山喜房佛書林，研究》真野竜海，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2 年）真野竜

海造的，這本書很有名，你可以造一本好過他的，詳細過他的，因為他那一本已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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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了，你可以好過他的。很靚的，真野竜海的那本。我想最好有人翻譯了它，都真的

沒有人譯。好像中國人的那些留學生，有很多真的學得很流口水（差）的，我問那些

日本留學生，也懂得一些佛法的，我說，你把它譯下來吧，我替你拿稿費，一百元一

千字吧？

現在報紙都是五十元一千字而已，我替你拿，我替你募捐稿費出來，一百元一千

字，你最多就是十萬字，十萬字，一千字一百元，一萬字就一千，十萬字就一萬，怪

不得他不做，太少了，香港人一萬元沒有什麼行。我建議蕭輝楷去做，他不願做，錢

太少。我說：一百元一千字，他在香港時報做編輯，香港時報給你三十元一千字你又

做？我說，佛教叫你做，他也是研究佛學的，叫你寫這本東西，找了稿費給你，一百

元稿費你都不做？物有所值啦！

他即是說這本書價值太大了，要一百元給他都是嫌少，這次我回去就要追他了，

還有，我說捐錢不是我負責，是凌桂珍兩夫婦負責，要多少錢我兩個去募捐。所以

就，好呀、好呀。有人請吃飯。講到這裏，就是告訴你，你一了解到現在，種子講到

這裡，你已經對生死輪迴的如何變化，以及成佛如何？如何由發菩提心，〔將來〕就

可以成佛，你已經解釋得到了，是嗎？自己引申來解，解不解得到？Pauline ？有人

問你，你解得到嗎？

聽眾：解不到。

羅公：解不到？何解呢？你熟一些，袁美琴可以嗎？

聽眾：不知道。

羅公：你想一想會不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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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少少。

羅公：少少？這樣，如果熟一些，隨處拈來都可以解釋到，甚至風水算命都可以解釋

得到。

何解好風水你會發達？其實不是因為風水好你會發達，是你前世的業力好，所以

你今世的種子就好，你那間屋，與你祖宗的墳墓就是你的第八識的那些種子起的 。你

前世是應該富有，應該發達，所以這一世自然有這樣好的東西。你說：我要找個風水佬

（勘輿師）去轉。風水佬是緣而已，指點你是緣而已，那風水佬大概欠過你的恩惠，今

世就要指點你一下，他是緣而已。你如果沒有那個福你是得不到的。你得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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