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如果沒有那個福，你是得不到的，你能得到，即是你應得的，不關那個風水

佬（勘輿師）事，是你應得的，而是你前世的「種子」好，如果你說是因為風水好你

才發達，是不對的，因為你會發達，所以你的風水會好，你倒果為因了，是嗎？一看

你的樣子，所以你說改良風水可以嗎？改不到的，改都可以，如果能夠改，即是說你

還有福，你明白嗎？

你還可以改到風水嘛！不好的你都會改好的，即是說你的福氣會令你好的，如果

你沒有這個福氣就會越改越衰。是嗎？既然如此了，如果他是上等的人，你就告訴他

聽，是嗎？這些是你心造的而已，你只要念一下佛，行一下善事，是不用理風水的，

自然會好的。他信你，這個是上等人，不信的，這些是下等人，下等人你就怎樣？你

就教他，他請你去食飯，你就去看看，指冬瓜畫葫蘆，如此這般，食完這一餐再算，

是嗎？他是下等人你有什麼辦法？

聽眾：風水佬都識講「福人葬福地」。

羅公：是呀!你不是有福人是不能葬福地的。

聽眾：風水佬都識講「福人葬福地」。

聽眾：是呀！自己的「種子」生。

羅公：「種子」嘛！這樣，但是如果有些人說，我是明白的，我知道要修心來改。但

是修心改是來不及的，那又怎樣呢？

都得，凡事情出現都需要有一個增上緣，改一下風水，改一下，如果你認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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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改了都無用，改了都會被人破壞的，如果你會改，稍為改了又沒有人破壞你的，

即是你還是有福的，是嗎？那就替他改一下，第一，他的精神上心安，是嗎？第二，

改一下「增上緣」，凡事互為因果而已，亦得，不改亦得，改亦得。改好還是不好？

改一改都是好的。改一改都是好的。

即是說這樣，你要結婚，你不用著禮服也可以，是嗎？但是你一場做新郎哥，穿

起禮服都很好看的，你嚴肅影一個相也很好的，你連相也不影都可以，是不是這樣

解？所以你是聰明的人，好！你說要改，那就改吧！譬如說我結婚我穿一件夏威夷恤

可以嗎？你不妨告訴他：如果是好朋友，當然可以，但是結婚這樣隆重，何必要穿夏

威夷恤呢？買一套西裝嘛！你不要那麼孤寒（吝嗇），這樣亦得，這亦是好的。如果

他一定要問你，那麼我不穿西裝可以嗎？當然可以，為何不行？你不註冊都可以了！

是嗎？凡事叫做什麼？方便多門，不拘一格。

你一懂，讀到今天到這裏，就已經差不多可以了，是嗎？好了，今天就講到這

裏。我有得吃，先走去吃。我們知道凡是現象界的東西，佛家所謂，不是！我們現在

講所謂現象界，在佛家〔來說〕就叫做「世俗諦」，「世俗諦」。「本體」，即是這

個實在，這個 reality，佛家叫做「勝義諦」，是嗎？這樣在佛家來講，凡是「世俗

諦」的東西，即是凡是現象界 phenomena裏面的東西，一定是有一個「能」與

「所」相對的，一定有相對的，譬如說，我吃飯，我就是「能食」，飯就是「所

食」；一定的。

我打人，我的拳頭是能打的，那個人是被我打的，是嗎？現象界一定是「能」、

「所」相對的。「本體」即「勝義諦」是沒有得相對的，所以叫做絕對，「絕」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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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對」就是相對，沒有「能」、「所」相對就是絕對了。這樣熏習如何叫做

「熏習」呢？短的熏習是怎樣？我今天行出門口，見到車死人（車禍）那樣，一幅很

恐怖的圖畫，馬上就熏了入我們的心裏面，打了進去裏面，是嗎？好像打了入電腦那

樣，這樣就叫做「熏」了，「習」者，即是多次熏那樣解，熏了進去之後，就成為一

種，成為一種資料，一種力量，存在我們的心裏面，可能我們今晚如果吃了一些燥熱

的東西，我就會就發夢，整幅如何車死人的那幅圖像又走了出來，就在夢裏面。

當我見到東西，把那種印象打進去的時候就叫做「熏」或者「熏習」，當我們再

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叫做現行，現行即是 appear，就是現行。「現」者，顯現，

「行」者，活動出來，不是睡在那裏的。這樣，現行，在現象界裏面，一定有

「能」、「所」。我們為什麼會有教育？我想將兒子教得他好，就讓他入一間很好的

學校，有一些好好的老師不斷地將很多知識教他，不斷地打進他的心裏面，自自然然

我的兒子本來不識數學的，他就會計數，是嗎？本來不識寫英文信的，他又會寫英文

信；本來不會講英文的，他現在又被先生教了他之後，熏了進去之後，他又會現行，

會識講英文。

熏習的功用在教育上非常之有關係。如果從佛家的立場上來講教育，就是熏習，

何止教育是熏習？做人都是熏習，你由得那個兒子整天和那些亂七八糟的人搞在一

起，那些阿飛等等的那些「習氣」，熏熏埋埋（不斷熏習）到你兒子的心裏，就不得

了！就害了你的兒子，將來你的兒子就像一個飛頭，這是熏習，什麼都會有熏習，小

就是如此，大就是怎樣？你今世人的行為做得好好的，熏得好的東西進去，如果有來

世的話，來世你一定是一個好人，是嗎？因為你熏進去的那些東西是好的，將來，即

是那個菲林影得好，將來放映的時候一定會好的，如果你成世做的都是偷雞摸狗，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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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邪道，你第二世就決定、決定你是那種人，就是這樣。

所以好有好報，壞有壞報，這個輪迴的道理是這樣的，不關閻羅王的事，亦不關

佛的事，佛無權，無權替你揀擇這些東西的。這種就是打入去的作用就叫做「熏

習」，簡稱叫做「熏」。這樣，既然有「熏」，就一定有「能熏」、「所熏」了，是

嗎？譬如我今天一出去，一早出去就見到（車禍）車死了人，我用什麼見？我用我的

眼去見，「眼識」去見，「眼識」的「見分」去見，同時用我們的「意識」去見，

咦！這裏車死人！用「意識」、思想去見，這樣，於是當我一見的時候，由我們的

「眼識」，由我們的「意識」，透過我們的「眼識」與「意識」做管道，就將那幅怎

樣撞死、怎樣撞斷了手、怎樣撞破了頭，將那些一幅一幅的圖像打進去，那些一幅幅

的東西是死物來的，是嗎？但是我的「意識」和我的「眼識」是活動的，所以能夠熏

的，你估計是我的「眼識」與「意識」？抑或是那些一幅一幅的死物的圖像呢？你答

一下我？

聽眾：「眼識」。

羅公：嗄？是，是由「眼識」這條管道，抽它進去。是嗎？好像一部機器那樣，把那

些東西抽進去。反而那些一幅一幅的東西是附屬品，能夠熏入去的是我們的

「眼識」，熏進去那裏？熏進去是我們的心裏面，mind，那個mind就被我

們所熏，熏進去，明白了嗎？能熏、所熏。不過在唯識宗裏面，它把我們的

mind叫做什麼？叫它做「阿賴耶識」是那樣簡單，如果你不歡喜那叫做「阿

賴耶識」這個字，你可以叫「心」，是嗎？這個就是「心」，甚至你改個名叫

它做「靈魂」都無所謂的，是嗎？或者你叫它做無形的電腦都得，這個只是假

名而已，那個「心」、「阿賴耶識」即是什麼？《般若經》這些叫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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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增語」，總之有一件東西，是嗎？就是能熏、所熏，聽不聽得明白？

聽不聽得明白？你聽得明白嗎？

聽眾：你發脾氣不怕，我們已經聽慣了。

羅公：嗄？她說什麼？

聽眾：你罵人不要緊，我們已經聽慣了！教訓我們。

羅公：不要緊是嗎？

聽眾：你教訓我們，我們已經聽慣了，我跟你四年了！

聽眾：跟你四年，教訓我們，已經聽慣了！。

羅公：不罵人就死了！沒有火氣就死了，很快死的！

聽眾：你以前在香港更厲害。

羅公：更厲害嗎？是呀！我在香港更厲害，現在已經接近死的條路近一些，因為沒有

罵人那麼多，我在香港很厲害的。

聽眾：想我們好而已！不是的。

羅公：明白了？什麼叫做「能熏」，什麼叫「所熏」？

好了，「能熏」、「所熏」這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已，這個概念一定要有內容

的，是嗎？能熏與所熏的內容是什麼呢？現在就要講，即是說有什麼資格可以叫做

「能熏」？換言之，講得俗一些，就是說，能熏這件東西的 quali (qualification)是

什麼？所熏的 quali(qualification)又是怎樣的？現在你看看。先講所熏的四義，那個

所熏者，就是那個叫做「心」的，是嗎？這樣，無著，他就是唯識宗的祖師無著，叫

他做 Asa gaṅga 無著，無著他造了一本書，叫做《攝大乘論》，這本書將來你們學唯識

的就是必讀的一本書來的，如果有人，最好就是 Alice你試一下，你的英文得的，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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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大乘論》一冊的，薄薄的將它來譯做英文，這本書很好的，不過你整套唯識懂了

之後就讀一下《攝大乘論》，因為現在西人還未有人譯出來，《辯中邊論》都已經有

人譯了，《攝大乘論》未有人譯。

他作了一本書叫做《攝大乘論》，在《攝大乘論》裡面他首先建立「所熏（的）

四義」，即是能夠叫做「所熏」的，被人家熏入去的，一定要具備這四點性質的。四

點性質的，而且要四點性質都完全具備的，此「四義全具，乃可成為所熏。」如果是

西人，假使你是牧師，拿來作參考，原來我們的靈魂是這樣吸收東西進去的。就是這

樣解。「第一、堅住性」。「堅住性」即是什麼？英文的 steady?即是「不變」,由起

初一路到最後都是這樣的，不會半路改行的，不改的。這樣才叫做 steady。是嗎？

「堅住」、「住」就是「住」在這裏，很堅強地「住」在這裏的；第二是一定要

連續的，不連續就怎能叫做 steady？是嗎？譬如你今天讀英文了，你明天就走去讀

日文，後日就西班牙文，沒有一樣是有結果的，這樣你就是不能夠堅定了，「堅住」

即是很堅定，是嗎？這樣你就劃住這八個字，這八個字就是「堅住」的定義了。「始

終一類」，由始至終都是同一類性質，什麼性質？應該是「無記性」，「無記」的，

「無覆無記」，「始終一類」，連續不斷的，這就是「堅住」的 definition（定義）

了。「堅住者，始終一類相續不斷也。」

「此遮前七轉識」。這一點意義，「堅住性」的意義是怎樣？「遮」就是否定，

否定「前七識」，「前七識」沒有這個 qualification，沒有這個資格，何解？不夠堅

住。我的「眼識」，現在看見紅，等一會看看那邊就看見黑了，是嗎？再看見那件衫

變黃，就看見黃色了，不夠「堅住」，所以「眼識」沒有資格做吸納人家的東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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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耳識」也是一樣，「鼻識」也是一樣，「舌識」、味覺也是一樣，「身識」，

我們的那些觸覺也是一樣，我現在摸到硬了，等一會就去摸軟了，所以是不夠「堅

住」，「前五識」不行了，「第六意識」更加是了，忽然間，我現在正在講話，忽然

間我過一會我就去雲遊天國，是嗎？

更不夠「堅住」，這樣就不能夠連續，不夠堅定，入錢去濟貧箱是善的，罵人始

終是惡的，是嗎？這樣不一定的，不是同一類。所以就說「意識」都沒有資格。「第

七末那識」呢？「末那識」是一類，整天執住那個「我」，是嗎？但是可惜它是怎

樣？它的性格是「有覆無記」的，不是「無覆無記」的，「有覆無記」就是什麼？

「有覆無記」就不能夠，這個屬第二項，「有覆無記」是不行的，將來再講，還有

「第七識」都不夠「堅住」是何解？它起一個執我，「我執」，當我見性，「明心見

性」，坐在那裡「明心見性」的時候，無「我執」的，那個「第七識」變了清淨的。

有「我執」就是染污的，但是忽然間我現在修行在那裏打坐，我修到現在這個鐘

頭，我現在入好定，修觀，忽然間那個「我執」全部沉了，本來那個是「有漏」的染

污的「意識」忽然間變成無漏了，不是，那個染污的「末那識」忽然間停了，變成

「無漏」了，那就轉了，所以「第七識」也沒有資格做「所熏」的地方。只有「第八

阿賴耶識」不變的，你明心見性它也不變，要怎樣才變？那個有漏識，「第八識」，

成佛吧！成佛那時，到成佛就變了，但未成佛以前是始終不變的，所以只有它就有資

格。你看看，「此遮」，所以就否定了「前七識」。

何解要「遮」、否定它呢？因為「前七（識）相、見有變易轉移，」前七識的

「相分」與「見分」都是有變化的，變易，change，變化的，轉移的，本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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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會變成另一種的，轉移的，既然有變化、轉移了，就變了好像怎樣？朝三暮四，

則「不能攝持種子」了，不能夠吸攝住那些「種子」，「持」者是不能夠抓住那些

「種子」，前七識「故不能為所熏。」前七識的「相分」是死物來的，是嗎？「見

分」雖然是活動的， 但是它有變化，前七識的「相分」、「見分」這樣是不行的。

你說「自證分」？「自證分」即是「見分」的本質而已。是嗎？否定了「前七

識」了。「第八識」怎樣？ 「第八識從無始（以）來，」數上去找不到起點，無始

之始以來，「以至被對治」，以至於被我們無漏的力量消滅它，即是成佛之前的「金

剛心」，一直至到「金剛心」，我就注了：「從無始之始，（一直）至究竟之終，」

都是怎樣？「唯一類無覆無記性」，都是一類的，都是「無覆無記」的，不會變化，

而且它連續不斷的，「恆轉如流，」常常好像流水一樣，連續的，連續的，這個「恆

轉」的「恆」者何解？「恆」者、連續不斷就叫做「恆」，「轉」者，每一剎那都變

化的，一生一滅的，就叫做「轉」。

「第八識」它雖然「恆轉」，但是它連續，「前後相續」，所以「第八識」符合

這條資格。所以「第八阿賴耶識」能夠做我們的「所熏」的地方了。有一個「堅住

性」。聽不聽得明白這個？這是很緊要的，是嗎？唯識的最深處就是這裡。第二就要

「無記性」，在講這個之前，我先告訴你們聽，如果一個好好的人，你對他講壞的東

西，他一於不肯接受的，是嗎？一個壞蛋你一味（不斷）叫他學仁義道德他也是不接

受的。只有那種中中庸庸的既不好也不壞，你對他講好事的，他一樣可以聽，一樣可

以接受，你與他講壞蛋的，他一樣是聽，一樣可以接受。

就好像世俗上所講那些「西南二伯父」，「西南二伯父」就是這種人。這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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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人才可以做得「所熏」，如果他是一味善的那些惡的東西他不接受，那些惡東

西就不能夠熏入去了；如果一味惡的，那些善的也不能熏入去了，所以一定是要「無

記性」的。「此遮善性及染污性之法。」「遮」就是否定，「善性」的東西是不能夠

做「所熏」的，「染污性」的東西也不能做「所熏」的。

怎樣叫做「染污性」？是不是等於「惡性」？不是，「惡性」固然是染污，還有

些叫做「有覆無記性」的都是染污。此兩種，指「惡性」與「有覆無記性」合起來叫

做「染污性」，染污性的東西，「法」就是「東西」，都不能受熏的，理由何在呢？

「善、染之法，其性強烈，」善的很強烈，你惡的它就不接受了，如果你惡的，它很

強，善的它就不接受了，「其性強烈」，例如好似「如極香、極臭，互不相容。」你

倒香水下去廁所，都不會變臭的，不是！都不會變成香的，是嗎？你倒一勺屎下去香

的東西裡面它都……

極香、極臭的東西「不（能）相容」，同一樣道理，極善、極惡的是不能相容

的。所以一定要那些什麼？「無記」的，無所謂善、惡的，「第八識」的性類是「無

覆無記」的，對於善的東西與染污的東西它一樣接納的，照接納的，所以善的種子又

能熏得入它那裡，惡的種子也能夠熏得入它那裡。能夠容受那些什麼？熏入來的那些

「種子」，那些「種子」又叫做「習氣」，「能容習氣」，可以是「所熏」之處了。

「由此比知」，那個「比」字何解？當「推」，解「推論」，「比」，reason

推論，由此來推論，「第八識轉依以後」，「轉依」即是成佛，成了佛之後還會不會

熏？不能夠受熏，因為它是「純善」的，是「不能受熏」的。即是說如果他成了佛之

後，你叫他學習，學東西他都是沒有辦法學的，他亦不需要學了，他「純善」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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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明白了嗎？所以現在，有些人又說我罵人，又說人家不行，現在我又要講了。那

些華嚴宗的人，他們說什麼？「真如」可以受熏的，「真如」是「純善」的，怎可以

受熏的呢？所以華嚴宗的思想應該一腳踢開，是嗎？不行的！

那些「無明」熏落去「真如」處，「真如」可以「受熏」的？這些就是讀書讀不

透然後才會這樣講。講到這裏又再講一下，我們中國從前春秋戰國的時代有個孔老夫

子出現，孔老夫子這個人是非常聰明的，這個人真是不是佛化身也是大菩薩化身了，

講說話你是差不多執（挑剔）他不到的，有些人問他：人的性，人性這個 human

nature是怎樣的呢？是善的還是惡的呢？他老夫子怎樣說？他答：人人的性都是相

近的，差不多的，但是，即是與生俱來人的 human nature都是差不多的，很近的，

但是後天的習慣，看他是好的或不好的習慣，習慣漸漸就越遠了，所以說「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

你說他滑頭又似滑頭，你說他又是的，那個「阿賴耶識」，我們的心是「無記」

的，是嗎？你說它是善的也不對，你說它是惡的也不對，所以他說「相近」，所以

「相近」就答得好像是剛剛好的那樣。但是他也很聰明，又有一次，一次他就說「性

相近」，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又說：人的性格是差不多，但是，他講了一句「但

是」，有兩種人，一種是「上智」，最聰明的，了不起的，不會變的，這種人一定好

的，第二種「下愚」，最低等的，那種最蠢的人是沒有辦法改變的。那麼豈不是又有

兩種？一種是「上智」，一種是「下愚」。是嗎？「下愚」。

所以孔夫子與所有的聖人講的說話都是這樣的，孔夫子是聖人，佛也是聖人，佛

講的東西，有時你這樣解又似，這樣解又似的。就算是耶穌的《聖經》都是這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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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聖人所講的說話就像一頂大帽那樣，大頭戴上去可以，小頭蓋上去也一樣可以，是

這樣的。但是孔子死了之後不夠一百年，那個孟子就出現了，孟子出現後，他說人的

性，即是那個 human nature是善的，善的，不是惡的，簡直是已經走到一邊去了，

是嗎？

他說怎樣？他如何證明呢？他說一個人見到個蘇蝦仔（嬰兒），那個細路哥（幼

兒）一歲大都不夠，他在井邊爬爬，就快要跌下井裏了！你一定會起種種愛心，不忍

的心，你肯定會去救他。一定會去救他的，當你救他的時候，你的動機是不是真的想

與他的父親結交呢？想不想有些什麼利益？他說，你無考慮過，你只是因為你的愛

心、你的不忍的心，驅使你救他的，這個心，這種愛心不是買回來的，是嗎？也不是

學回來的，是與生俱來的，與生俱來就是我們的性情，「性」就是這樣了。

於是，這樣就證明人的性是善的。他有種仁慈的心還不善嗎？所以就是「性善」

了。還有，一個人見到別人作惡，他一定是惱怒他的，你會說：豈有此理！他這樣搞

都得？當他這樣講的時候，他沒有考慮當我這樣講了的時候，人家就會讚賞我是好

人。我是沒有考慮的，只是因為有一種正義感，他這種正義感是無條件地起的，所以

他這種正義感是怎樣？是在他的 human nature 裏面本來都具備的，所以他的

human nature又是善的。

還有，很自然的，我們見到老人家，我們的心就會覺得要讓他幾分，是嗎？讓他

幾分，見到老人震巍巍的時候，你趕快會起身讓位：老伯，請你坐這裡吧！一定是這

樣，並沒有想求什麼目的，這些就是什麼？這些就是「禮」了。所以他說：第一種就

是「仁」，第二種就是「義」，是嗎？第三種就是「禮」，同時我們知道，這些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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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是」，這些叫做「非」；這些叫做對，這樣就是不對，這是什麼？就是智慧，這

又是「善」的。

是非之心。所以我們具備四種東西，「仁、義、禮、智」的「端倪」，我們不能

叫做「仁、義、禮、智」，全部是「端倪」，我們具備了，我們不是學到來的！是本

來帶來的，阿媽生我的時候就已經帶過來了， 由此證明我們的「性」是「善」的。

都講得幾好，但是可惜他忘記了，兩個細路哥（幼兒）在那裏是會打架，一件東西放

在那裏，那個強一些的孩子是會搶它來食，會打他的！他忘記了這也是與生俱來的！

他忘記了，是嗎？他又忘記了那個細路哥（幼兒）見到有一隻蝴蝶這麼漂亮他會怎

樣？他捉住他還不算，還會把它整死，撕碎牠！是嗎？孟子，你說他堂堂一個，這個

是大賢人，不是聖人，都忘記了這樣東西。

還有，近代心理學還證明，一個規規矩矩的 gentleman滿口仁義道德的，他會

發夢強姦阿嫂的！你信不信？他滿口仁義道德的，是因為社會的規律規範著他而已！

發夢的時候自由自在，他就會無所不為的。他忘記了這些，孟子忘記了這些，所以他

就始終不是聖人就因為這點。孔子就不是了！孔子的大帽子蓋下來每個人都合戴的。

孟子就不是了，偏，說一定是善的。這樣，他忘記了有惡的成分。還有一種東西最滑

稽的，想不到這個堂堂的孟子講話講得如此不合邏輯！

他用譬喻，一個人你小心講話，若你用譬喻要小心，凡是譬喻是可以曲解的，怎

樣呢？他怎樣譬喻呢？孟子他說：人性都是善的，人沒有不善的，等於我們拿一杯水

倒了它，一定是向下面流的，不會流上上面的。本來這個喻都譬喻得幾妙，是嗎？人

沒有不善的，好似水，沒有不向下面流的 。噹噹聲響！那個聽到的告子不知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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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聽到就被他嚇到窒了，無聲出。

即是說他聲大夾惡，你明不明白？其實他這句話很多漏洞的，那個認為性是惡

的，他可以這樣說：人性都是惡的，好似那杯水一樣，你一倒的時候一定向下面流

的，不會向上面流的，是嗎？所以人沒有不惡的。好像水沒有不向下流的。可以嗎？

他堂堂的一個大賢人，都找這些東西來講！難得那班「愛國」的學者還在讚他：哎

呀！孟子如何如何好，怎樣好，錢穆、唐君毅之流，讚到他了不得！其實這些就要修

正了，你自己的父親講這樣的說話，你都要勸他：阿爸不要這樣講法，你這樣講法是

被人家駁死的！是嗎？孟子就是這樣了。

到了漢朝有一個董仲舒也很了不起的，他就聰明了，他說：人的性兩種都有的，

善的亦有，惡的亦有，不能一句概括的，聰明些了。誰知道了宋朝，那班理學先生，

程子、朱子，尊崇孟子到極，就認為人的性確實是善的！孟子講得最對！你這些說性

是有惡的，你們都是不對的！強詞奪理！那班宋儒你不要以為他們是什麼好東西！那

班理學先生。

但是他很有系統的，我講那個系統給你們聽，你們讀書人，好像黃敏浩、王雪珠

那些，這篇文章就不可不讀，《四書集注》裏面不是有一本《大學章句》是嗎？大學

的集注，大學集注前面有一篇序文，叫做<大學章句序>，《四書》的第二本是《中

庸》,《中庸集注》前面有一篇序叫做<中庸章句序>，這兩篇東西你如果學國文不可

不讀，如果你連這篇東西都未讀過，你真是，你想在大學裏面做最初級講師，你真的

是沒有資格的。但是現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我在這裏才敢講，在香港可能被人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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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恐怕十個中，沒有一個是讀過的！我知道誰讀過？饒宗頤就讀過。其他何文匯

那些一定全部未讀過，饒宗頤我知道他一定讀過。羅康烈退休了，可能都看過，但是

一定不熟。羅康烈是我學弟來的，我知道他的底是怎樣，是嗎？這樣不可不讀，他寫

……還有，你們知道嗎？清朝有一個才子叫做袁子才，袁枚（1716－1798）識不

識？袁枚，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真是一個才子，那個乾隆王即位之後，他要創造

一個科，叫做「博學鴻詞科」，叫那些地方的長官介紹「博學」而又「鴻詞」的，即

是文章寫得好的，介紹他來考試，不用一級級考的，一考到 pass就即刻叫做翰林，

於是那個兩江總督就介紹了一個浙江人叫做袁枚，袁子才，介紹他考，這個袁枚真是

了不起的。

清朝兩大才子之一，南袁北紀，南面就是袁枚，江南，江北就是紀曉嵐（1724

－1805），「南袁北紀」清朝兩大才子，這樣袁枚就來赴考了，乾隆皇要自己閱

卷，做皇帝太空閑，自己看卷，自己出題目，激（氣）死那班考官。自己出題目，你

猜他出一條什麼題目？默寫<大學章句序>，不需要你造文章，默書就得了，默寫那

些<大學章句序>，那個袁枚原來他不熟，以他就當然一定讀過的，但是不記得的

嘛！而且他是才子來的，整天風花雪月寫那些東西，你叫他寫經學裏面的那篇序？他

當然是默不出的，不識他又如何交卷呢？他自己作一篇，他自己作一篇，他自己作一

篇，自己作一篇呈到上去，誰知乾隆皇要自己閱卷，為什麼這個人那麼怪？自己作一

篇？不是那一篇！

你說叫他默<大學章句序>，你沒有說叫他去默朱熹的那一篇，他自己作一篇，

他現在自己默出來。這樣，這個人真是豈有此理！當然就想不要他了，就批了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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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則鴻義」了，詞就鴻義了，你的文章就好了，寫得這樣好，「學則未博

也」，你學問還未夠博，文章就好了。乾隆皇就這樣批下去，乾隆皇很喜歡這樣做法

的。所以我順便講，這篇東西不可不讀的。你不要小看我，我是兩篇都能念得過的，

如果我當時去考，我會 pass的。

他說：他說自從上天，你說祂是上帝也好，總之是那個天，自從那個天產生人

類，這個天創造了人類之後，祂對於每一個人都會分給一些善的性給他的，即我是上

帝、我是天，當我造一個人，當我造他的時候，我放一些「善性」在他那裏，放一些

「善性」在他那裏，那些是「善性」有什麼？有四種 :第一種是「仁」、第二種是

「義」、第三種是「禮」、第四種是「智」，最主要就是這四種，還有其他的，最主

要就是這四種。那個天就放了這些給他，給，配給予他，這樣就個個都有「仁、義、

禮、智」的，個個將來都可以做聖人的。

你看看，影響到佛教亦講，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的那些，這種東西是地道的中國

思想來的，因此個個都可以做聖人的，但是環境會不同，氣質會不同。環境就會怎

樣？他父母窮到沒有錢給他讀書的，那就做鬼〔什麼也做不成〕？做書記都做不到

了，還做聖人？環境；氣質，那個父親和母親簡直是無知的，成日打仔打女，一下就

一巴掌打落去，另一頭又不給他飯吃，搞的他沒有得吃就搞到他要出去偷東西來吃，

身體又不好之類，有病也無得醫，那個氣質就改變了。

隔離左右都是那些飛頭，偷呃拐騙的，結果他就學了那些「習氣」，那些氣質，

那個質地與那些習氣不同了，所以雖然他有善性，他都沒有辦法走得出來。所以世界

上為什麼這麼多人犯罪呢？這個不是他沒有善性，而是環境令到他這樣。所以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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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齊了，高的有些是做聖做賢，低的有些就偷呃拐騙，種種式式就不齊了，「不

齊」又怎樣？社會不就會大亂？是嗎？他說這樣，他是「不齊」，「不齊」之中，有

些又確是有很好的環境，有些確是很好保養的，那些就不同了，那些是聖人了，他

說，如果偶然有一兩個是很出類拔萃的話，這樣這個上天就會輔助他了，天主教是不

是這樣講的？是不是這樣講？是不是這樣講？你有沒有聽過基督教是不是這樣講？

你一有些卓然是好的，上天自然會輔助他，令他，幫忙他，令到他盡量發展他的

善性，不止這樣，還幫忙他的事業，令到他在古代，令他做王，做王做帝，於是我們

中國的古代就產生了什麼？軒轅黃帝啦，堯、帝堯，帝舜，禹湯文武，這樣的聖王出

來。上天要輔助這批聖人出來，一方面叫他做老師，一方面叫他做君主，政教合一，

統治那班老百姓，這樣就要他怎樣？他的業，是給他一個任務，就叫他怎樣？教化萬

民，保養萬民，令到萬民能夠那些不好的人，他教化到他好，沒有食物就令到他能夠

生活安定，上天會令到他這種人這樣。

所以這種人既然要統治國家、世界，他就要建立什麼？建立一些章則，法律那些

東西，於是他訂立一些什麼？這些叫做「禮」，我們要守，這些社會的規矩我們要

守，你不守就用法來對付你，有禮有法，這樣社會就平定了，尤其是著重教育，你不

教他，有怎樣好的「禮、樂」都是不行的，設立「禮」是用來約束他的行為。還要提

倡音樂，用來調和他的性情，這樣應該很好了，他尤其是要注意教育，這班人能將他

們的善性發展，教育萬民就很好的了。

但是可惜世界是無常的，經過一段黃金時期之後，到了周朝衰落的時候，各地方

那些諸侯就割據了，周天子的勢力就弱了，沒有辦法控制整個局面，於是就產生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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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春秋的時候就互相攻擊了。社會就混亂了，當這個社會混亂的時候 ，上天應該

又要再支持一個人出來，統一整個世界並教化萬民才對的。當時又有一位超卓的人物

出現，就叫做孔子，他出現了，他就確是一個聖人了，能夠教化人，但是他可惜沒有

政權，如果他有政權的，就把天下做得很好了，但他沒有政權，但是他也不犯駁。這

樣這個上帝就沒有用了，可以敲一下他的頭殼了，這個上帝還不抵打嗎？為什麼你整

一個孔子出來，你又不給權予他？那些惡人何解你又不整死他？所以說宗教是始終搞

不定的，是嗎？要用講不用駁才行。

這樣孔夫子就不得已了，他是聖人但是沒有政權，所以他的晚年於是就一味〔專

注〕教育，重視教育。於是他就用這一套東西，用大道理來教化，這就是所謂儒家的

學說了。朱熹將它來這樣。你猜他怎樣，將孔子、將孟子的那些「性善論」哲學化、

系統化，朱熹一直主張「性善」，到近年還有一大班人還是主張「性善」之類的。是

嗎？一種了，主張「性善」。

我們讀一讀佛經，就說他偏一面，那個「性」應該是什麼？應該是「阿賴耶識」

來的，這個應該是「無記」的，不是「善」的，章太炎就直說孟子是講錯的，「無

記」的。好了，孟子不久之後，到不久，孟子死了之後沒有多久，就有一個荀卿出

現，荀子（前 316 年？－前 237 年？）出現，他說性是惡的，他有一篇東西，你們

將來一定要讀的，<性惡>篇。「人之性惡」，一開首第一句：「人之性惡，其善者

偽也」(《荀子性惡》‧性惡》 )。人的性是惡的，但為什麼有善人？因為偽，「偽」不是虛

偽，「偽」是企人邊一個「為」，人為的，何解性惡但是又會「偽」出一些善來呢？

因為有些很聰明的人，知道個個都這樣惡下去社會結果就會消滅的，於是他想挽救，

他想挽救是挽救他自己的社會，等他的子孫不要衰(壞)，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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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就要創造一些禮法，你們要守禮，創造些法律，你們不聽話就會懲罰你。

這些是人為的，不得已然後才做的。荀子呀！都是孔夫子落來的兩系，這個一直傳，

傳到漢朝的人也不敢坦護他們兩個，大致到唐朝，那個「衰神」，那個韓昌黎，韓愈

（768－824），這個人最恨佛的，他要取回，他說什麼？他說孟子這套「性善論」

是最好的，這樣，但是到底韓愈他只是文章家，不是哲學家，影響不大。而當時的敵

手，唐朝的那些法師是了不得的！你怎敵他？

這樣他自然就不能發生大影響。但是他影響到宋朝，宋朝的程子（程頤 1033－

1107）、朱子（朱熹 1130－1200）那些就受他的影響，「性善論」一提倡之後，

發揚之後，大家就壓抑荀子，認為荀子的這些，人人都善的，你又說人性是惡的！你

知道嗎？在佛家裏面，荀子的理論反為接近什麼？接近唯識宗的理論，孟子是接近華

嚴宗的那些東西，禪宗的那些，個個都是佛。是嗎？荀子那些，荀子那些就要設很多

什麼？那些 skill(技巧) 。skill of mean 而已，仁、義、禮、智這些，我們因為有很多

煩惱，煩惱不是惡的？荀子與唯識宗比較接近。

而且近代哲學，有心理學的根據的，只要你讀一下 Freud的東西，那個佛洛伊

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東西，你就知道，你就一定袒護荀子的。人

家荀子真是有心理學根據的，人生而是自私的，何解他那麼孝？固然是有仁慈，但是

真正的出發點是什麼？因為媽媽是要餵奶給他的，沒有媽媽他要餓死，所以他就要跟

媽媽這麼好。孝的出發點是這樣的，這樣講法就好像刻薄一些，是嗎？但是你不能說

不是的。你見現在很多，一到他長大了之後就不理媽媽了，不理你了，我老婆有一個

阿嬸，〔她的兒子〕娶了老婆，那個男人娶了老婆，那老婆憎她的婆婆，在美國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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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車送去半路上，叫她落車坐在那裏，她自己就開車走了。

聽眾：是不是真的？

羅公：回來後好在那個老公還是不忍。

聽眾：這裡都有呀！在那個花園那裡，早十年前，〔有人〕拋低那個媽就走了，那個

媽在那裏哭，一味坐在那裡等著人來接她，誰知等到夜晚都沒人接，好在總歸

有個好心人。

羅公：那就帶去差館囉！

聽眾：不是，去了老人院。又是我們鄉下姓劉的。

羅公：很多的這類事的，所以照荀子這樣講法，孝的出發點就是這樣。如果佛洛伊德

說的就更加了，他說什麼？那個兒女與他們的母親的關係除了自私之外，還有

什麼？還有性欲，人生而有性欲，那個兒子抱在母親的懷中，完全是有種性感

在那裏，還有，出了世之後，父親特別與女兒好的，男女性〔異性相吸〕。兒

子特別與媽媽好的，這就是原始的性。是這樣的。這是什麼？如果你好此的，

在這方面就買幾本，叫做什麼？現在的精神，你去都是有得買的，這裡都有得

賣，新華書局都有的，佛洛伊德的。

聽眾：佛洛伊德的，解夢的。

羅公：佛洛伊德，他的著作你看看。佛洛伊德現在都已經落後了，現在那些新的更加

厲害，那些新的。好了，講回來。講性惡，但是近代的章太炎因為他研究唯

識，所以他特別尊重荀子的性惡論，所以他有一篇，在章太炎晚年，他臨死之

前有一篇文章，<尊荀>，我們應該很尊重荀子，荀子才是儒家的正統。你問

我，我看，我就覺得孟子是麻麻地（很一般），我還是〔覺得〕這樣，博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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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還是荀子。即是等於看佛家，禪宗、華嚴宗我們都覺得麻麻地，真是博大

精深就是什麼？唯識宗。與那些原始的部執佛教，那些俱舍宗那些，才是博大

精深，不過現在那些人整日都不讀書的，我現在又罵人了！好了講回這裏，你

花了整個鐘頭小時講這些東西，講這些你在外面聽不到的！

聽眾：很有用。

羅公：那些人未必會講的！是嗎？是呀！第三種就一定要這樣？可熏性，即是怎樣？

有容受，有容量的，有容量的，怎樣叫做「可熏性」？你看看有八個字，你

看：「虛疏不實」，這種東西不是真真實實的，「虛疏」的，比較幻一些的，

這樣然後是「能有容受」。因為它「虛疏不實」，所以那些東西整進去的時候

就能夠容受。這叫做可熏性。「謂體性」，體性即是性質。「虛疏不實，能有

容受。此遮第八識相應五（個）徧行心所及真如。」這個可熏性用來否定什

麼？否定第八識的五個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五

個心所，這五個心所都是實的，怎樣實?「觸」整日只是「觸」，它不做別的

事，「作意」就是整天都（警覺）attention而已，不做第二件事；「受」就

只是感受；所以它這些就變成什麼？不夠「虛疏」，那五個遍行心所沒有資格

受熏。真如？真如是真到極的，真如不變的，所以不能受熏。所以一讀唯識宗

的人一定抗拒華嚴宗的，一定不接受《大乘起信論》，一定不接受《楞嚴

經》。因為他不接受《大乘起信論》所以他就攻擊它，說他是假的，找很多證

據說它是假的，因為他是不接受《楞嚴經》，所以他找了很多理由，找很多證

據說它是假的。我都也是如此，首先我都是這樣的人。所以那些整天講《楞嚴

經》的，我們看見他，根本是看他不起的，連眼尾都不看他。最可惜我的學生

之中葉文意這個人講《楞嚴經》。一個學者最緊要是你能夠移風易俗，轉移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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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你不是跟風氣走，這些叫做什麼？「西南二伯父」，是嗎？這些叫做跟紅

頂白，不應該。我以前讀過一首「寶塔詩」給你們聽，由第一個字到第十個

字，記不記得？

聽眾：記得。

羅公：嗄？記得？第一就紅、跟紅頂白；

聽眾：第二是圓融。

羅公：第二是圓融，一味滑頭。第三是路路通。

聽眾：路路通。

羅公：不要死走一條路，例如你做經紀，你都要做別的東西兼一兼，一條路走不通怎

麼辦？路路通，狡兔三窟；第四要怎樣？認識，略識古董，舊時就略識古董，

現在是什麼？西洋油畫你又懂得一下，是嗎？什麼都懂得一些。第五，這條就

壞蛋了，不怕大虧空，小虧空你不要做，通天的，一搞起上來全部不得了的，

沒有問題；不怕大虧空。有時你不虧空但別人冤枉你，你又是死的，岳飛不聽

秦檜話就被整死了。是這樣的，你撈起就要不怕大虧空，小虧空就不要做，有

些人專拍烏蠅，不敢打老虎。老虎就沒有人敢打，烏蠅就有人拍，不怕大虧

空。圍棋抹牌中中，舊時是圍棋，抹牌即是打麻將，中中地不要那麼精通，你

是專家，人家當你是打牌專家你就弊了，水（打牌技術差）又不行，一味輸錢

又是不行。有來有往，目的不在贏錢，志在應酬，就像現在，有很多人你不和

他打牌他是不理你的，那些生意人做大生意每每在那張麻雀枱邊就談成了。不

是真正是怎樣的，圍棋抹牌中中地。

聽眾：梨園子弟常供奉。

羅公：梨園子弟常供奉，梨園子弟即是戲子，常常能找一班戲子來能做戲的。即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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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怎樣？認識很多藝員，隨時你請客就找那班藝員，這個是誰，那個是誰，

介紹你認識，開跳舞會，你做他的 partner，那樣。梨園子弟常供奉。你們做

太太的就最怕這種人了，一不小心就將你的丈夫拐了去！帶了去就渺渺茫茫

了，是嗎？梨園子弟常供奉；還要衣冠齊整言語雍容，成個 gentleman。第

五不要得罪當局。

聽眾：聖德滿口常稱頌。

羅公：聖德，即是現在大陸就「我們鄧伯伯」，在台灣就這樣：「我們李總統」之

類，聖德，一定不會抓你去坐監牢。獻殷，我的頂頭上司，嘿！我們的 boss

非常之好的，如何如何，滿口常稱頌。

聽眾：座上客常滿。

羅公：最後是疏爽，肯花錢，有什麼事幹有人通知你嘛！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它舊時六條就合格，六條就合格，每條十分，做了六條你一定撈起，十條更加

不得了。做到足了，袁世凱那些就做到足了。

聽眾：這叫做處世座右銘，處世的座右銘。

羅公：處世的座右銘，是的，你說你是教壞人嗎？不是，這是壞的，你了解那些壞的

人會這樣的，你就知道它壞的，你不做你都要知道。

聽眾：不記得了，一講就即刻寫下來，很聰明，很聰明。

羅公：好了繼續講，「心所的行相」，「行相」即是活動的情形，「局於一邊」的，

即心所只是限於一方面的，例如作意就只是能夠警覺我們的心，「思」、思心

所只是造作，有衝力而已，只是局限於，局限於此就做不得彼了，局限於彼就

做不得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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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不能容受，不能說它是稀疏，虛疏，「不能受熏」，真如是真的東西，不

變的，不變怎能「受熏」？會變才能「受熏」。不變。「故非」，所以真如不是不

實，亦不能「受熏」，故唯有第八識，「阿賴耶識」的「心王」，那個「心」的本

身，「體性虛疏」，虛幻的，生滅無常不實，能有容受故能為所熏。只有第八識可以

被我們所熏。第四點、「與能熏共和合性」。怎樣叫做共和合？「共」就共同，「和

合」是黐（黏）在一起，何解和合是黐（黏）在一起？

你留意這幾個字，「所熏須與能熏同時、同處，」時間相同，同一個時間存在，

「同處」，同處一個空間存在，「時」即是 time，處即是 space, 「同時、同處」，

就要怎樣? 「不即」，不是即是一樣，「能熏」即是「所熏」就不需要分開講了，你

說他離開也不行的，又不離。「同時、同處、不即、不離，」這就叫做和合。若不同

時、同處則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怎能夠說和合呢？ 「不可言和合。」「若彼物即

此物」就無需和合，「亦不可言和合。」「若二物相離」，亦無和合，所以要「同

時、同處，不即、不離。」

「此」，即是這一點意義，「此遮自識前後剎那及他身之識。」「遮」即是否

定，否定兩種東西：第一、否定自己的「阿賴耶識」的前後剎那，前剎那不能熏後剎

那，因為不同時，後剎那不能前剎那，因為不同時，所以前後剎那不能熏互相熏習。

「他身」，第二個人的「阿賴耶識」，你的「阿賴耶識」不能熏，你所做的不能熏進

別人的「阿賴耶識」裏面去，第二個人所做的事亦不能熏進你的「阿賴耶識」那裏

去。

講到這點，你們有人問我，我保我的兒子行不行？我就答你：不行的，他身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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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熏的，是嗎？只可以結一結緣，是嗎？大家心安理得，即是等於你的祖父死了，

你打壇齋給他，你以為這樣他就真的生天嗎？即是你淑德報公，我個心安樂，我祖父

死了我都打壇齋給他，是這樣而已，是嗎？「他身」是不能受熏的，你同枱吃飯就要

各自修行，沒有辦法，所以父親想保兒子不行，兒子想保父親也是不行的，怎樣才

行？你勸他做好人就可以，你想保兒子，你只有設法教育你的兒子，令他做好人，他

好人自然就好。

「自識前後剎那不同時，他身」第二個人的身體的識，「他身」的識「非同

處」，所以沒有和合的意義，「故（此）不能為所熏」了。一定要怎樣？「自身現

在」的第八識，自己本人的，是現在存在的第八識，就能夠與那些「能熏」的外面的

東西，「同時、同處」，這樣然後才可以熏，熏了之後就不即不離了。明白了嗎？這

四點做得所熏的東西，就讀下面：「具上四義者，唯因位」，「因位」即是未成佛

的，「同身」與「同時」，「同時」即是「同剎那第八識心王」才有資格做這個「所

熏」， 「然雖第八心王」，亦是它的，「第八心王」有人將它分成四分的，「相

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的，哪一「分」是「所熏」？亦是它

「自證分」，即是「自體分」才能受熏的，何解？「見分」、「相分」都是它所起的

作用來的，它這個「自證分」是本質，「以能受熏習是第八識體上之義用故。」佛經

講「義用」，「義用」指屬性，「用」字都是指屬性，「若將四分攝而為二」，就只

有「相分」、「見分」了，即是說那個「見分」受熏了，明不明白？這樣就休息一

會。明不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請問「不即」怎樣解？

羅公：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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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不即」，「不即不離」的「不即」怎樣解？

羅公：不是「即是」，是呀。

聽眾：不是「即是」？

羅公：是呀。

聽眾：「即是」就「即是」，即是「不是即是」？

羅公：這個，我問你，水就可以起波浪的，水與波，水是不是即是波？

聽眾：水即是波，無水哪有波？

羅公：那我們就不用講波浪了，水就可以了，是嗎？何解我們要講波？

聽眾：波是由水起。

羅公：丁三嗎？「能熏又有四義」了。

你看看佛教的思想是逐步逐步完成的，大乘的思想。釋迦佛涅槃之後差不多九百

年，然後無著造《攝大乘論》提出「所熏四義」，無著死了之後差不多一百年，到了

護法，護法再重新檢討這個唯識。這樣，然後護法的這一套唯識就經我們的玄奘法師

去印度留學傳回來中國，傳來中國之後就當時有個大弟子叫做窺基法師，窺基法師是

一個很聰明的人，玄奘法師是運用政治的力量，由這個，這個人窺基法師的由尉遲

公，大家都聽過屈遲公，〔窺基法師〕是尉遲公的侄子，以唐太宗的力量叫他出家，

由皇帝下命令叫他做玄奘法師的弟子，這樣當然就是地位很高的，雖然就很年輕，但

是他亦很聰明，他做了玄奘法師的弟子之後，玄奘法師要把唯識的道理的書翻譯過來

中國的時候，當時就是唯識在印度講唯識的有十大論師，玄奘法師就想將十大論師的

著作逐本逐本翻譯，窺基法師就不同意，認為應該將它來混合編成一本，因為你十本

書十個不同的意見就很難折衷，不如就替他們折衷了，當時玄奘法師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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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將十大家的綜合了成為一本叫做《成唯識論》了，這樣《成唯識論》實在就是

窺基法師執筆的，當時只有他兩師徒一對一兩個翻譯，本來有四個助手，即是唐三

藏，唐玄奘一個，四個大弟子：窺基是其一助手，但是窺基認為那三個不濟事，我要

獨自一個人與你做翻譯，如果你要用他們三個，就隨你用他們三個，我就不參加，結

果唐三藏就叫那三個離開，就兩師徒一對一翻譯，就翻譯了那本《成唯識論》出來，

這本書就最後的唯識的大成了。

就是這本書，所以我們現在學唯識的，學古代唯識的，除非你現在有新發現，如

果是古代唯識，這本就發展到山頂了，頂點了。《成唯識論》，《成唯識論》裏面又

除了能熏的四義，又加了所熏的四義，《識論》，我們書裡叫做《識論》就即是《成

唯識論》了，「更立（這個）能熏四義」這樣即是什麼？「謂若法」，如果有種東

西，「法」即東西，有一種東西，「全具下述四義」，下面四點意義全都具備的，就

「方可為能熏」。有資格做「能熏」。

我們看看哪四個意義：第一是有生滅的，有生滅變化的東西才能夠熏東西進去，

如果那種東西沒有生滅變化的就是不能夠「熏」的，其實這個道理很淺白，細路哥

(小孩子)都懂了，「熏」者，一種動作來的，是嗎？「熏」一種情況來的，一講到

「熏」就有未熏，正在熏，熏完了，一定是這樣的。即是說「熏」是有變化的，如果

沒有變化的東西能夠熏嗎？不可能熏的。講到這裏，華嚴宗的人就講真如可以「熏無

明」了，這是荒謬絕倫的！真如是不變的，不變的東西又如何可以「熏」呢？你不如

說那塊石頭的母親教兒子？是嗎？不行的！

所以學唯識，有一個人說學唯識的人未學得很好就先學識罵人，一個人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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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法師這樣講：嘿！學唯識，未學到修行就先學到罵人了，這事是真的。還有一個

法師這樣講，香港我講件故事你聽，又是法相學會的，香港法相學會成立，其中有

些，其中有些西南二伯父的那類人，就說我們要派幾個代表，去分別拜候那些諸山長

老，那些大法師，等他們支持我們才行的。我說，好！大家都說好。

但是我又不去的，我怎會拜候他們？是嗎？我讀書又比他多，學佛資格我又老，

我走去拜候他們？笑話得很！是嗎？他來拜候我才對！這樣，於是結果就派了三個代

表，就去拜候他們了。拜候了一個很老資格的叫做寶靜法師，那個樂果法師，不是！

不是叫做寶靜，叫做樂果法師（1884～1979），與寶靜、倓虛那些一樣的資格的，

去到，你猜那個樂果法師怎樣說？你們學唯識嗎？豈不是整天要與人家吵架了？這個

人真是無知！學唯識就要與人家吵架了嗎？你說，大法師都這樣無知！樂果法師之

類，所以我不怪得傳為笑話的韓清淨講經，要找法師坐在兩面替他唱讚，說他真的了

不起，如果我升座要講，我都找。

好了，你們看：一定有生滅的，即是有變化的，有生滅變化方有作用，生滅變化

就是作用了，有作用然後才能夠熏生新的種子，「新種」即是新的種子，當它熏的時

候，未有這種種子，就熏這種種子進去，但是已經有了這些種子但未起作用的，如果

性質相同的，同時受影響的，舉個例子，譬如你的第八識裏面，你的「阿賴耶識」裏

面有很多慈悲的種子，誠如孟子所講，說你見到小孩子爬牛牛，快要掉下井了，你起

了慈悲心就去救他，這種你救細路仔（小孩子）的情況即刻打入去裏面，這種情況有

色、有聲、有香、有味、有觸，是有心的種子，有物質的種子整堆一齊打進去，這樣

你本來第八識裏面沒有這種救細路仔（小孩子）的種子的，但是現在有了，因為已經

打了入去了，打入去之後就產生新的種子了，會救小孩子的這種新種子，其實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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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你見到小孩子的時候，你已經有見到小孩子的種子整堆出現的，綜合、組合不

同而已，但是它出來後再熏入去就叫做「新熏」了，有新熏種子了，這些種子就是善

種子來的，是嗎？一熏進去之後，你本來還有些善種子的，例如什麼？對朋友就有信

實，為國家盡忠這些都是善種子的，這些同好、同樣的善種子，因為你熏那些救小孩

子的種子進去，是善的，舊的那些忠孝種子亦是善的，亦都受影響，受影響而震動，

一震動就即是受了刺激，一受了刺激就活躍起來，明不明白？這樣，熏新種子進去我

們就叫做「熏生」了，熏習而生起的新種子，叫做「熏生」。但是我們熏生新種子的

時候，原來舊的那些善、同類的種子受它影響而活動了，受它影響而活動了，就叫做

「熏長」、長大了，因活動而更長大了，即是說，一熏種子進去就令到那些未有的新

種子就「熏生」，已有的就長大，「熏生」、「熏長」，影響很大的。

譬如你今天聽我講課，本來是由你的那些與生俱來的種子出現，當一出現的時

候，經我一講，你那些種子一出來之後，即刻又熏進去了，一熏，你的種子就更厲害

了，等於磨刀，越磨就越利，你的種子再熏一熏就更強了，這樣強了就已經新種子生

了，整套唯識的內容了，除了新的「熏生」之外，同類的種子都受了刺激而長大了而

互相牽引了，這些叫做什麼？〔「熏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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