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俗語所講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互相牽引就生長了。熏就兩種作用，

一就是熏生，二就是熏長，明白嗎？「有作用，方能熏生新種」，或熏那些舊種令它

增長。明白嗎？「熏長」。「此」這點意義是什麼？「遮」用於否定，否定什麼？

「無為法」，即本體，這個 reality，真如了。「無為法前後不變」的，「無生長(的

作)用」的，所以無為法是不能夠熏東西的。「非能熏之法」。是嗎？所以你說真如

會熏那些無明是不通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有「勝作用」，「勝」字即是英文的 distinctive，有很特殊的、強烈的

作用，才可以熏的，譬如你現在打瞌睡，矇查查(糊裡糊塗)時你想熏是熏不到的，一

定要怎樣？很精神做事你才能熏到。明白了嗎？所以你讀書的時候要很精神，精神充

足，這樣讀是特別容易記得的。你現在打瞌睡，一路打瞌睡一路讀一定不記得的。

何解？因為沒有勝用的「能熏」，「有生滅之法」，固然上文講要有生滅，縱使

有「有生滅之法」都要有「勝用」，有殊勝的作用然後才能熏的，沒有殊勝的作用雖

然是有「有生滅之法」都是不能熏的。這樣「方能熏種」，「種」是種子。「言勝用

者」，即是什麼「勝用」呢？是具備有兩種意義叫做勝用：(一)「能緣」作用，這個

「緣」字是認識，有認識力的，「能緣」作用，(二)有「強盛」的作用的。不是像打

瞌睡那樣的，很清楚的伶俐的，先講能緣的作用，「能緣的勝用」即是什麼？

「心」或者「心所」，即是那八個識的「心」，每一個識的「心王」與那些「心

所」，「心」與「心王」、「心所」的那些「見分」，那個「見分」去了解境界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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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有一種了解的作用，「見分」那種取境的作用，這種「見分」的取境作用就有能

緣的用了，是嗎？有能緣的作用它就有資格熏了。這一點就是什麼？「此遮色法」，

「色法」即是物質現象，否定這個物質現象，「色法」，所謂物質現象，「乃第八識

中(那些)本質種子」。

本質的物質的種子，以及「本質種子」一起，前五識就托它這種本質，就把這種

本質反映進來我們的「眼識」、「耳識」的五識裏面，我們才能夠見到一幅一幅的東

西，那個「本質種子」及前五識的「相分種子」，這些「本質種子」與「相分種子」

就出現了，就生起現行了。這樣，這種現行就會被熏進來我們的第八識裏面了。這些

現行的熏，「此現行要由見分種子(起)挾帶」它、迫近它，「迫附」它，黐著它，扯

著它一齊起。然後「眼識」見到東西了。

譬如說「眼識」，現在我閉上眼睛未見到，一睜開眼就條件具備了，看見東西

了，當我見東西的時候的第一剎那，「眼識」的「見分種子」就在「阿賴耶識」裏面

爆發了，一爆發的時候，它把第八識裏面的見到花的那些花的種子，第八識裏面那些

花的本質的種子挾帶上它，刺激它一齊起，一起的時候我們見不到花的，我的「眼

識」的「相分」的種子，「相分」的種子又被它挾帶，「相分種子」一起，本質種子

一起，那些「見分種子」挾帶著它而起，那時我們的「見分」種子一出看下去，就看

到那個「相分」了，那個「相分」鋪在那個本質種子上面，把那個本質種子所現出的

本質反映出來，於是我見到花，明白嗎？

見花就是這樣見，聽唱歌一樣道理，嗅到香臭也是一樣道理，譬如我嗅到香水的

香，是由什麼？「鼻識」的種子，「鼻識種子」將起未起的時候，有一個「作意心

2



所」刺激它，有機會起了，條件具備了，趕緊起了，那個正在睡覺的「鼻識」的種子

被那個作意的種子一刺激起，起的時候就挾帶著「鼻識」的「相分」，好像那個玻璃

鏡那樣，「鼻識」的「相分」沒有的，要反映東西的，它挾帶那個香，這個香就是本

質了，這個香的種子，是第八識裏面的本質種子一齊起，這樣即是三重了。

那個「鼻識」的「見分」，是嗎？一重，「鼻識」的「相分」，一重，好像那個

鏡那樣，「鼻識」「相分」的後面的那個本質，第八識所變的本質一重，這個「鼻

識」的「相分」就把那個本質反映出來，這個「鼻識」的「見分」看下去，不是！嗅

下去，嗅到香，這樣就嗅到了，是不是它就可以了？不行，還有一個「第六意識」跟

住它一齊起的，「第六意識」一起，又同時一樣三重地看下去，就看到了，起分別

了，我現在看到了，自己知覺了，那時還有一種什麼？起一種叫做 perception(知覺)

的作用了。知，了知。

如果沒有「第六意識」一齊起就沒有那個 perception的作用的，沒有知的作用

的，那就見到了，一見到的時候，於是就怎樣？那個「眼識」、那個「鼻識」或者

「眼識」的「見分」一起，即刻將它的勢力打入去第八識裡面，打進去「阿賴耶識」

裡面，成為一個「鼻識」或者「眼識」的「見分」種子，「見分」種子而已，那麼

「相分」又怎樣？「相分」是死物來的，要靠那個「見分」種子做一條管道再把它扯

進去，於是「眼識」或者「鼻識」的「相分種子」就被熏進來了。

將來又有用了，可以再出現了，那時候怎樣？那個本質，那個香的本質或者是識

的本質，又靠那個「見分」做管道又熏了進去，於是本質種子又熏入去，這樣熏，聽

不聽得明白？唯識所謂「熏習」，能熏就是這樣熏的。所以胡適之讀《唯識論》讀到

3



這些這樣的，他說這些叫做繁瑣哲學，搞不定，搞不定。胡適之說。

真是很繁瑣，但是它繁瑣得清楚。天主教中古時代的那些經院裡，有所謂繁瑣哲

學就是與這些差不多的，其實那些哲學中，那些是非常之正的。這些叫做強能緣作

用。「第八識中本質種子之現行」，「乃由前五識見分」挾帶上它，挾帶它一起的時

候，「仗託」它，將它反映出來，「仗託」住它一齊生起，這樣，這三種東西，一種

是「見分種子」，是嗎？

第二種「相分種子」，第三種「本質種子」，三種一齊起。前五識的。這樣只有

「見分」有能緣的作用，有認識作用，那個「相分」是給人看的而已，沒有的，那個

本質也是，死物來的，沒有的，「二者」，「二者」即是那個「相分」與「本質」，

「皆無能緣勝用」；你要記住，「二者」這個「二」是「相分」與「本質」，「故前

五識相分及本質之熏習，須待見分緣之」，一定要靠那個「見分」做管道，然後才可

以熏的，它自己是不能熏的。

其實「熏」的工作就是在「見分」那裏的。「不能自熏」，「相分」與「本質」

是不能「自熏」的，這樣就叫做「能緣勝用」，一定要有的，不然就沒有資格做「能

熏」。第二就要有「強盛勝用」，矇查查(糊塗)的，像打瞌睡那樣是熏不到的。善的

與染污的這是強烈的，這樣「此遮第八識及前六識中極微劣無記心、心所。」有強烈

的勝用的，善的或染污的就強烈了，這樣就有資格做「能熏」了。

如果是無記性的那些很弱的，很難熏的，不容易熏的，這一點，所以「此遮」，

這一點否定手段，否定第八識是不能熏的。「前六識」將那些「劣(的)無記心所」，

4



它沒有資格做管道去熏，雖然有「相分」本質但都熏不到的，「不由第六意識作意籌

度」。「作意」者，即是「第六意識」起分別，而任運熏的，這是極劣的，那些不能

夠熏的，沒有資格做管道熏東西進去，所以能夠熏的一定要有殊勝的作用，這種殊勝

的作用一定是什麼？

「前五識」的「見分」與「第六意識」的「見分」，而且這個「見分」還要強烈

的，怎樣叫做強烈？善的惡的固然是強烈，還有「無記」的可以嗎？「無記」的要很

清楚的就可以，「劣無記」就不行，即矇查查(矇昧)的是熏不到的。好了，講到這

裏，那些法師和葉文意屢次給別人問，我們走路踩死了那麼多蟻，踩死了東西怎樣

辦？我們怎樣受得了？明白嗎？這樣答他？江漢林問你會答嗎？會不會答？

聽眾：無記心。

羅公：無記心而且劣到極的，為什麼？我沒有意識踩下去，踩到都不知道的，你說劣

不劣？熏得到嗎？根本就沒有熏下去，你想受報都沒有得給你受，明不明白？

是嗎？所以想明理不是只是蒲團打坐就可以的，要怎樣？要學習的，是嗎？人

家千幾年經過了這麼多重討論的結論你不學？是嗎？你自己關上門坐在蒲團

上，以為這樣你就可以悟道？那些真是天下蠢人！蠢到極還要加一個圈進去，

真是的！現在很多人說不用的！不用讀經的！其他書固然不要讀，經都不用

讀，坐就可以了！真是有些這麼蠢的人！有沒有？這裏有沒有這麼蠢的人？如

果有些這麼蠢的人，真的請他不必來聽。因為何解？我罵人罵到他周身不舒

服。這樣你就明白了。是嗎？無意的不會受熏的，是嗎？是不會熏的。來到這

裏講到了，你們很多受了菩薩戒，熏得很好了，是嗎？你就熏得很好，有沒有

受〔菩薩戒〕？你有沒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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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有。

羅公：聽得清楚嗎？那個法師對你講，即是不是相當強了，是嗎？有勝用了，有能緣

勝用了，又有什麼？強烈的勝用了你就熏得到了，熏到那些種子叫做「戒

體」。要有「戒體」。但是你知道嗎？有些人搭起袍衣整日拜佛，拜佛的時候

樣子都不知拜得多好，但是他有受戒的。受戒時那個師傅對他講，問他，把戒

條讀他聽：你能不能？他說不知道那個師父講什麼！那個維那說：你說能吧！

能吧！他就說：能。這些叫做什麼？我們俗語叫做矇查查 (糊裡糊塗)。如果用

文雅些來講，那種叫做「微劣的無記心」，不會受熏的！即是說怎樣？他是沒

有戒體的！白白辜負了，白白辜負了那筆錢。是嗎？花了那筆錢，又辜負了那

件袍衣，這樣你說這些人有什麼用呢？這麼辛苦但沒有戒體，他自己沒有戒體

你就應該趕快去懺悔，重新去受過戒，這樣才對。他就不是，就說我是天人師

了，你要頂禮給我才行！要封果儀給我了！這種人真的荒謬絕倫！很多這種人

的。

聽眾：我第一個。

羅公：嗄？你不是嗎？

聽眾：我去皈依我什麼都不識。

羅公：你都領教過？

聽眾：領教得多。

羅公：還領教得多？

聽眾：我矇查查(糊裡糊塗)。

羅公：你都領教過？我都試過，我第一次皈依都是這樣。我母親硬要推我跪在那裏皈

依，不知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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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時幾歲？

羅公：那時 13歲了，我惱起上來皈依〔那時〕，他說念懺悔文，什麼「往昔所作諸

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你猜我多作怪？我念韓愈的〈諫迎佛骨表〉：「伏

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罵佛的，別人跪在那裏皈依念懺悔文，我在那裏

念〈諫迎佛骨表〉，這樣，所以我第一次皈依是不算數的。

到後來因為這樣，剛好太虛法師來，那時我說：我以前全部搞錯了！我就重新走

去皈依他，那次就強了，就因為那次是這樣強，所以我到今日我還能有資格抓住來

講。就是因為那時有這麼強烈的原因。所以你們將來受戒一定要清清楚楚，這樣你才

可以熏，你現在明白了。何解那個法師替你受戒一定要說你怎樣怎樣：盡形壽你如何

如何，你能不能？一定要問，就是怎樣？令你熏進去，是嗎？熏到那些種子就是戒體

了。

所以有些說不用的！我自性就可以了！是，是自性，但是你經過這一層，那個法

師這樣問過你，你答能！這樣強很多的，是嗎？即是等於你結婚，你喜歡，我兩個情

人都不知幾好！我們一起住就可以了，那用去註冊？行，一起住都可以，但是一場結

婚為什麼不莊重一些，不走去註冊呢？是嗎？你說不用的！這樣與一隻狗，狗公狗乸

行埋有什麼分別？是嗎？人之所以勝乎畜牲者就是有這些，所以你不要以為儀式一定

不好，因為有些儀式最低限度莊重其事，很看重這件事，不用的！什麼都不用，即是

你很看輕這件事情，不是很重視。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原理，結婚不妨穿著一套禮服去註冊，很莊重，是嗎？如果就

職做總統，就職什麼不妨很誠意來宣個誓，就是這樣。你不宣誓都可以的，是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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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個朋友陳湛銓發誓那樣，他學鐵板神數發誓，人家要他發誓才教，叫他不要教別

人。他與我們三個人一起，他做代表去學，他發誓，他預先一晚走去拜關帝，對住關

帝講：我明天為求真理我要發假誓，請你原諒我，請你幫忙我。

譬如你一個國家，譬如舊時被日本人抓了，要你做漢奸，你不做就打死你，你怎

樣？你都要做的。你怎樣？要你發誓賣國做漢奸，你怎樣？很容易的，請釋迦牟尼，

念幾聲釋迦牟尼佛，請釋迦牟尼佛證明我，我是不得已，與生命有關係，我現在要發

假誓，請你加持我，幫忙我，就發！就發假誓，譬如我現在教你，發假誓都得，你理

直氣壯，萬不得已的時候請佛證明你，加護你，你發個假誓。

好了，把這裏也讀了：「第八識及前六識中極微劣無記心、心所，雖有能緣用，

而不能熏，但強盛心、心所所託之變相而熏其種」。那些弱的「心、心所」，能熏都

是矇查查的，「色法」的物質現象，可以有強盛作用，但不能「緣」，所以又不能

「熏」，能夠「熏」即是做管道來運一些東西入去那樣解，「極劣無記心、心所有能

緣作用，但沒有強盛作用」，一樣是不能熏的。

這樣，所謂能熏就是將它來做管道來將資料打進去的，一定要怎樣？第一它有能

緣的力量，有認識力，第二強盛，即是清楚，怎樣叫做清楚？一就是善或就是惡，或

者是清楚的無記可以了。劣的無記即是糊裡糊塗的，譬如打瞌睡、飲醉酒了、或者被

迫的，不得已是不能熏的。好了，咦？五點十分了，下回再講，橫豎都是〔講不

完〕，因為我講得太長了。今天講到這裏，能熏。明不明白？聽不聽得明白？你一學

了這些東西，你即是很多東西都了解，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那樣做，發生什麼你自

己都很清楚，很清楚了。

8



這個「能熏四義」是未讀完的，是嗎？能熏四義第一種就是有生滅，是嗎？凡是

能夠熏得的，一定是有生滅的，如果是沒有生滅的怎樣可以熏？因為何解？

熏下去，未熏時就起熏，熏了之後就叫做已經熏了。這樣那個情況就已經完全不

同了，所以一定是舊的狀態滅了，新的狀態生起，然後才可以叫做熏。叫做熏的，所

以能夠熏的，即能夠熏一些東西進去給別人的，第一個條件就一定是有生滅的，無生

滅的東西是不能熏的。所以，你會說，一切現象還不是本體生的？是嗎？這樣，這句

話是不妥的，即是說本體是一切現象的質料就可以，你說本體生現象是講不通的，是

嗎？因為本體是無生滅的，是嗎？

沒有生滅的何以會生現象？所以本體是現象生起的所依質料，「質料因」，至於

「推動因」，除了質料因之外有一種推動的因的，推動的因是哪一個？互相推動的，

互相推動的，好像一條河流裏面的那些水那樣，水的質是 H2O，這是水，但是水的

波浪之起就不是 H2O自己推動波浪出來，而是水的波浪與波浪之間互相推動，是

嗎？水點與水點之間互相衝擊，就是這樣，就不是那些水質有意要推動那些波出來，

不是這樣的。所以說那個真如會產生萬法，這是講不通的，是嗎？佛家說真如是因？

因是質料因，不是推動因。

這樣，能熏的、有能熏的資格的，第一個資格，第一個條件它是一定要有生滅

的，這即是說真如不能熏了。是什麼？能熏的是什麼？我們八個識之中，只有那識是

能熏的，因為識有生滅的。第二、有勝用，有殊勝的作用，這樣甚麼叫做「殊勝的作

用」呢？殊勝的作用有兩種，一種就是能緣的作用，「緣」就是認識，有認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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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有認識的作用就是殊勝，無認識的作用的，我們就說它是「不殊勝」，這即

是說要有認識作用的東西才可熏，才能夠熏。

第二、第一點就決定決定如此的。第二點就有些問題的，第二點是什麼？要有強

盛的作用的，怎樣叫做「強盛」？一就是善的就強了，或者是染污的就強了。如果這

樣即是所謂善大家都知了，染污裡面就包含兩種東西，一就惡的，二就是「有覆無

記」，好了，這樣講，「無覆無記」又怎樣熏？不能熏，他說「無覆無記」就要靠那

些「有覆無記」或者惡的帶引它進去，這樣，這個就是有問題了，這個問題沒有明顯

的答案的。

如果你是一個唯識家，這個問題就留給你們答了，就是什麼？你說要「有勝用」

才可熏，譬如我的「眼識」的「見分」一起看東西，「眼識」的「見分」就自然有勝

用了，有「能緣」的勝用了，但只是給我看東西而已，沒有所謂善的，不是善的，亦

不是惡的，亦不是「有覆無記」的，沒有染污的，是「無覆無記」的，看東西的那個

「眼識」去熏，能不能熏呢？照這裡的講法是沒有得熏，如果這樣講，這樣「眼識」

起的時候就不能熏種子了？它的答案就是靠什麼？靠我們的「能緣」的，靠我們的那

些有強烈作用的「識」去了解它，然後帶它進去。

譬如我現在看一看那個鐘，是「無覆無記」的，那誰帶它呢？你說我的意識帶

它，我意識知道，我的意識知道我看鐘都是「無覆無記」的，那麽「意識」怎樣帶

呢？是嗎？這個問題的深處，那些唯識家就要解答的，是嗎？怎樣解答？我的解答，

這是我的假定而已，「能緣作用」，不是！所謂有「強盛作用」，只要有「能緣作

用」就夠了，不一定需要有強盛的作用，這就通了，你想想是不是？但是古德說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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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兩種。唐朝的唯識家說一定要有兩種。

聽眾：是不是會與那個「不同緣意識」一齊？

羅公：嗄？

聽眾：是不是會與那個「不同緣意識」一齊？

羅公：怎樣？

聽眾：即是它的「眼識」看的時候，會不會帶起了那個「不同緣意識」一齊？這樣

引？

羅公：那個「不同緣意識」？是嗎？「不同緣意識」？「不同緣意識」都不一定是染

污的，是嗎？你想想？

聽眾：照我這樣想，所謂這個「強盛的勝用」，是〔指〕這件東西是有刺激性的。

羅公：是呀！

聽眾：能夠刺激而起的，無刺激的，好像「無覆無記」就不會熏的，都是這樣。

羅公：「無覆無記」不會熏，豈不是漸漸地那些東西熏不進去，就沒有了種子？

聽眾：「無覆無記」的，很平常的。

羅公：很平常的。

聽眾：那些沒有能力熏入去這個第八識。

羅公：不行的，那就漸漸地就沒有了！不熏入去以後就沒有了，要熏入去才會有的，

他說連帶有這個強烈的帶它進去，那譬如我看看鐘那樣，那就「無覆無記」

的，但誰帶它入去呢？

聽眾：你這是舊有的種子，這個種子以前是有的。

羅公：對啊！以前是有的，現在已經出了，應該再打進去，打它入去就叫做「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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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是不夠強盛的，「無覆無記」的，不夠強盛我怎樣熏呢？即是沒有得

熏？是嗎？你想想是不是？即是我是研究唯識的，我都是叫做小小唯識家，我

自己作為唯識家，這一點不是怎樣搞得定，嗄？不是很搞得定，那麼怎樣搞

法？我認為除非這樣，所謂「勝用」只是指「能緣作用」就夠了，不是一定要

善或者染的。

聽眾：這樣就是不需要兩個意思，一個意思就夠了，

羅公：一個意思就夠了，我就說這樣。是嗎？這樣就搞定了。但是古德不會比我蠢

的！他應該比我聰明，是嗎？縱使不比我聰明，他研究的時間都比我久，而且

研究人數亦多過我，何解呢？抑或是他講得不明白，是嗎？我現在還在考慮這

個問題，即是我都不敢自信說古人講得不對，是嗎？我認為要這樣才對，我亦

不敢這麼自信。因為怎樣？不會如此兒戲，難道我比他們那班人更清楚？我不

相信自己會比他們清楚。是嗎？我認為他們一定有個道理的，是嗎？所以我就

保留了，我只是自己保留，先不敢講，但是雖然不敢講，我告訴你們聽，對於

這一點我還在懷疑中，其它我都接受，只是這一點最低限度我就想不通，是

嗎？想不通我就不能夠接受了。是嗎？或者接受一半，就只是接受那個「能緣

勝用」，對於一定要「強盛勝用」的，我就認為不必，你回去想想。

聽眾：你可以說加強它的認識，它這個「能緣」是強盛的能緣。

羅公：是，能緣就夠了，它下面的「強盛勝用」那些書沒有說加強，它說是要這樣才

強，「無覆無記」就不夠強，就沒有力量熏的，一定要一就是善的，一就是惡

的，換言之就是夠刺激。

聽眾：夠刺激。

羅公：即是吃東西，你食大酸大辣的才夠刺激，淡淡的不夠刺激，與你差不多，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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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刺激就是夠味道，是嗎？如果不夠刺激就沒有了，沒有得熏了。

聽眾：但有時是這樣，那些普通的忘記了就不會起現行了。那些刺激的東西就會起現

行的，有這些作用的，你說是嗎？

羅公：是不是因為修行，所以東西都一路平淡一路平淡，漸漸就沒有了這些東西，沒

有了就自然走入涅槃那裡呢？是嗎？所以凡是一種學問一到相當深處的時候，

就必定會有若干問題的，是嗎？你說，其它就沒有問題嗎？其它的問題更加

多。

聽眾：我想越深入問題就越多。

羅公：是。

聽眾：越深入問題就越多。那時就是這樣，一深入問題就越多。

羅公：是。我舉個例，唯識這個問題已經是問題少了，到這裡我才說他發生問題，其

它的問題，那些說上帝造世界，這個問題就更加多了，不過世人就盲目地接受

就沒得講。不講上帝，講朱熹了，朱子，宋明理學家，那天我不是介紹過？有

沒有？〈大學章句序〉，它說何解？人人都有善性的，什麼叫做善性？仁、

義、禮、智這種這樣的 character，這種 quality，就叫做善性。人人都有，為

何人人都有呢？它這樣說，孟子還科學化些，他用實驗證明，孟子他說：一個

人，一個完全不起同情心，很冷靜的人，見到一個細路哥(嬰兒)爬爬，將近跌

落井，他自然會起一種愛心，惻隱之心，不忍的心，會自然去救他的。他沒有

什麼功利的想法，如何我救了他之後，別人說我是善長人翁，或者是他的父親

多謝我，他沒有空閒想這些，他就去救了。他說這些人人都有的，不會沒有

的，沒有就不是人了。這就已經很武斷了，人人都有，沒有就不是人，如果那

個人沒有的，那就不是人嗎？是不是？是不是人是生物的問題，你有細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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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的就是叫做人嘛！你因為他沒有惻隱心就不是人？這只能是從道德上講的，

是嗎？如果從生物學上來講，他幾兇殘都是人來的，是不是？在道德上來講，

他兇殘就不是人了，是嗎？所謂是人不是人，有兩種、兩方面不同的情況，判

斷不同的，如果你從道德上講，你說，哎呀！你強姦阿嫂，你打死老父你還是

人嗎？不是人了！是，真不是人了！因為他沒有人性，是嗎？無人所應有之

性，但是在生物上講他確是人，是嗎？你怎能夠說它不是人呢？他有腦，有腦

的是嗎？有心臟的，你怎能說他不是人？所以是不同的。是嗎？

聽眾：這個是人性的問題。

羅公：是呀！我們判斷，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思想的時候，就等如文法上在腦裡，我

們的腦就像電腦那樣，排列的而已，將那些觀念去排列，譬如，「我想讀孟

子」。

假設我這樣說，是什麼？是我的腦入面的，即是那個機械的腦，你不要當有什麼

特別，裏面這個這樣的古靈精怪的電腦，打出五個觀念出來，是嗎？好似打出五個字

出來，第一打個「我」字，第二打個「要」字；第三打個「讀」字，第四打個「孟

子」字，打在那裏了，「我現在要讀孟子。」這樣好了，我的思想就等於這樣，等於

這個電腦裏面一個一個字打出來的，你不要以為有什麼，有什麼巧妙，分析起上來就

是這樣。

同是打出來，但是有些是雜亂無章的，但是有些是很有系統的，怎樣叫做有系

統？很有道理，我們要讀文法，第一要有 subject，是嗎？有個主詞，第二有一個敘

述語，有個 verb，或者不止 verb，有個 predicate，有個敘述語，是嗎？有時還有

個 object，這樣排列下去，你說，你中國人是這樣排列，或者我是非洲人就不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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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排列，是，你可以倒轉來排列，但是都要有這類內容，是嗎？

譬如日本人，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你歡迎我，歡迎我那樣，日本人是「我歡迎

的」，日本文先把那個 object拿了出來，然後將那個 verb放在後面，日本人的文法

是這樣的，你查一查日本文的文法，我們之所以讀日本文那麼辛苦就是因為這個文

法，即是說這樣，即是說這樣，黃錫光歡迎我，我去探望黃錫光，黃錫光歡迎我，日

本文是「黃錫光我歡迎」那樣的。日本文是那樣的。排列的不同就是各民族不同的

事，但是都要有歡迎兩個字，都要有我字的。

這即是不論你非洲也好，美國也好，中國也好，1000年前又好，1000年後又

好，排列就可以種種不同，但是質料就一定要有這麼多東西，有 subject，有

predicate，有些就有 object。是嗎？一定的。腦的思想就是這樣排列的。不只有這

樣，這就是說，當我們思想的時候，我們的腦就好像讀書那樣，一句一句讀出來的，

是嗎？是不是那個腦？譬如這樣說，我今天，我今天就見到陳繼什麼？

聽眾：陳繼儀。

羅公：見到陳繼儀留心聽我講，就成了一句句子，我更希望我講完之後他請我飲茶，

第三句句子了，是嗎？我的思想這樣，即是說，我的思想就在那裏讀書，我們

的思想，你承不承認這點？是不是這樣？刁小姐？

聽眾：我估計是。

羅公：是不是這樣？是這樣的。

即是說，所謂思想者就是在腦裏面，如果佛家就說在我們的意識裏面，一句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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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 sentences排列而已，你承不承認？並無什麼靈性，是嗎？亦沒有所謂什麼特

殊的天才，李太白造詩亦不過如此，那個東莞婆在街頭吵架都是如此，都是要怎樣？

一句句排列，不會理你李太白高超得什麼樣子。是這樣的。所以講到極的時候，有時

是令到我就將那些所謂天才否定了。我不多信天才，我講給你聽，我是很蠢的，我老

婆整天說我蠢。但是我很勤力，我很勤力，我勤力比你們多幾倍，是嗎？我好鈍的。

你講一段笑話，你們笑完我才感覺得到，剛才你們笑什麼？我不會即刻就笑，但

是每每，你們不要笑，每每做一件事清清楚楚的每每就是這種人的。是嗎？你一下就

知的，那些是才子來的，金聖嘆(1608－1661)，李太白之流而已，不會是愛迪生那

一類人，愛迪生也是很鈍的，你知道嗎？你讀愛迪生的那一本書，他很鈍的，很不醒

目。愛因斯坦也不醒目的，他時時，你看它的傳記講，他沖涼，一路沖涼一路思考，

不記得了就在沖涼室走出來，愛因斯坦，還有不識計數，他不識計數那些

reduction，英文那些叫什麼數？

幾多個 shilling，幾多個 penny的那些，化(兌換)那些叫做 reduction，他不識

的，去到巴黎給錢坐的士，人家找零錢他硬是想來想去想不通，被那個的士司機罵

它：先生，我看你要找一個治腦的醫生看一看才行了。誰知原來他是第一流的大科學

家。所以你看人不要看他鈍，鈍有鈍的好處。講回本題，即是說當我們思想的時候，

你一句一句地打出來，還有，即是所謂思想者就是創造一些 sentence而已，但是

sentence是有幾多種，有幾多種，記不記得？

羅公：有些是 exclamatory，是嗎？

聽眾：simple，complex，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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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有些是 question mark，有些是一種是 question來的，是嗎？很多種的。但

是思想算不算呢？

譬如你說，哎呀！我肚子痛！這是一句，算不算是思想呢？這個不是思想，所以

說假使有四種，我們以前小孩子讀文法就有四種還是五種 sentences的，不是說種

種 sentences都是思想，思想是什麼？是那一種？有種是不是叫做 affirmative？是

那種才是，你想想，那些叫做直述句，思想就是直述句來的，直述句來的，那麼直述

句就是什麼呢？怎樣來的？直述句就是一個判斷來的，一個 judgement。

譬如我說這樣：鍾先生老當益壯，這是什麼？一句直述句來的，affirmative是

嗎？或者是 negative 都得，是嗎？直述句有兩種，一種是 positive，一種是

negative，是嗎？思想就是什麼？一定是這兩種。鍾先生老當益壯，同時我這樣說：

他都不是年輕了。這是 negative，都是思想，即是說，所謂思想就是判斷來的。

所謂判斷就是一句一句的直述句，明不明白？聽不聽得明白？這些這樣的直述句

在論理學上，即在 logic上就叫做一個判斷，一個判斷，又叫做一個命題，命題。叫

做命題，Proposition是嗎？命題是不是？黃敏浩？是不是叫做 proposition？命題

即是幾何那樣一條一條，一條一條那些那樣的，凡是三角形中有三個角相等，它的三

條邊一定相等，是不是叫做 proposition？一個句子，一種直述句子又名叫做一個判

斷，又可以叫做一個命題，所以現在我們說它的命題是如何，就是這樣來的。是嗎？

命題。

這即是說我們思想的時候，都是一種判斷，我們的思想裏面有一個一個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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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命題就是判斷，是嗎？判斷有兩種不同的判斷，記住有兩種不同：一種叫做

價值判斷；一種叫做事實判斷。事實不一定有事實，只是理論上必須如此就叫做事實

判斷，怎樣叫做事實判斷？譬如我說，我的頭髮這麼長，應該要剪了。這是事實判

斷。是嗎？譬如我說：我很愁，白髮三千丈。這是什麼？這是價值判斷。價值判斷，

那個 price不是真是一定要這樣的，好了，講到這裡，講回原來的：他不是人！他打

父親！

這是什麼？這叫做價值判斷而已，是不是？如果在事實判斷，你說他不是人，你

是錯誤的，什麼？你要說他是人才對，是嗎？所以有時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剛好相反

的，是嗎？譬如你罵：希特拉是魔鬼！這是價值判斷，如果事實判斷，我說你是發癲

(瘋的)，希特拉是人的，那時他是會自殺的。是嗎？所以我們的文學家每每就是價值

判斷多，事實判斷反而少。如果科學家就事實判斷多，價值判斷少。

一個人價值判斷多而事實判斷少的這種人往往是什麼？慷慨激昂或者天才，天才

橫溢的那種人，價值判斷多於〔事實判斷〕，他的腦裏面價值判斷多於事實判斷就是

這種人。聽不聽到？盧欣？如果他是讓種種東西都判到準確，很科學化的，這個人是

那些事實判斷多，價值判斷少。價值判斷多事實判斷少的時候，整個面孔有時就春風

滿面，是嗎？有時就憂憂鬱鬱等等，如果是事實判斷多價值判斷少的人就麻木的，麻

木的，是嗎？就是這樣。講回這裡。這個就是我覺得這裏可能有些漏洞。

聽眾：羅公。

羅公：嗄？

聽眾：我自己覺得唯識建立種子學說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就是生死流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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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就是轉識成智的問題，是不是？

羅公：是呀！

聽眾：這樣如果它站在這個目標來講，它是無可厚非的，它一定要有，強盛勝用裡

的，因為它如果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它不可以執。

羅公：你是講不可以只是能緣就夠？

聽眾：是。我覺得是。

羅公：要強盛才可以？是呀，在各方面是要強烈才可以，但是平時我又不成佛，又不

想怎樣的，難道我就沒得熏嗎？是嗎？我也不信佛，我也不想轉識成智，是

嗎？我是由得他流轉的，根本你佛講什麼我都不信的，他應該一樣都是有得熏

的，是嗎？

聽眾：但是這件事不足以影響他生死流轉的。

羅公：嗄？是呀！不影響，但是如果沒有得熏習，漸漸地豈不是沒有了這個眾生？

聽眾：不是常常這樣的，人生裡必然有或他生命中必然有一定的起伏，他不可能整天

都渾渾噩噩的，如果是渾渾噩噩我覺得是沒有可能的，除了花草植物之外，會

不會是這樣呢？

羅公：都是有一些道理，但是不是很圓滿，是嗎？不是很圓滿。這樣我提供這個問題

給你，假使你將來研究唯識的話，你留意，留意這一點，這即是說，你來到這

條歧路，你就要看看哪一條路了，那條歧路就有一個標誌：此路不通；另外一

邊是標註此路有解答。你站在這個歧路你就不能夠亂碰了，你就要想一想了，

是嗎？古人所未備的，你想到而備，就貴在如此了。所以我順便在這裏講，你

們年青人你們不知道有這種東西，黃敏浩或者聽過，他在新亞書院讀過書，你

在新亞讀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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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不是。

羅公：未讀過嗎？為什麼我會識你呢？如果你又未在新亞讀過？

聽眾：我以前在三輪那裏聽過你說法。

羅公：在三輪聽嗎？不是因為在新亞上過我的課是嗎？我以為他是新亞書院上過我的

課，現在才知道，原來他是在三輪聽我而已。

講到這裏，新亞書院的那班人，有一些人，不是個個都是，其中有一兩個，很喜

歡講這些東西，尤其是我們在聯合書院讀書的時候，不是！不是聯合書院，西南聯大

聽書，我沒有讀過，我去借讀。借讀過，但是後來我又返回中大。但是雖然返回中

大，但是我都常常去上課。我上哪幾門課呢？我上錢穆先生的課。上陳寅恪(1890－

1969)先生的課，上唐蘭(1901－1979)先生的課，你識不識得有個人叫做唐蘭？被共

產黨逼他，要他剃了那些鬚，他那把鬚是很長的。

共產黨要他把那些鬚剃掉。他是做藝術館長的。那個唐蘭的課我上過，朱自清的

課我也上過。那班人尤其是朱自清，此人很囂張的，你不要以為他是怎樣，動不動就

說：「我們京派學者」。他看不起那些南方的那些人，動不動就說我們京派學者如何

如何。這樣，唐蘭就好一些：這些就是所謂的京派學者。

所謂海派學者就是這樣的，唐蘭。那麼什麼叫做京派學者？什麼叫做海派學者

呢？京派學者就相對海派學者，我們時時說人家那些是海派的，這些是「海派作

風」，是嗎？其實就是海派作風比較江湖作風稍為好一些，怎樣叫做海派作風？京派

作風？大概在民國初年的時候，那些學者，大部分純粹的學者都是集中在北京，集中

在北京的哪裏呢？在北京大學，後來清華大學成立就有一部分在清華大學，另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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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辦了一間叫做燕京大學。

這幾間大學，這幾間大學的那些學者，這些學者都是怎樣？都是繼承清朝的那些

考證學者的作風，非常之科學化的，每考證一樣東西都旁徵博引，不輕易下一個判

斷，但是如果當他下了一個判斷的時候，這個判斷一定是連古人都不清楚的，只有他

才清楚的。換言之，即是除非他不發表一篇論文，他發表一篇論文一定有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前人未正式講過的。即是未曾很明顯講過，他是第一個明顯講出來的人。

那些所謂京派學者就多數是這樣，這種作風就繼承自清朝那些考證學家的作風。

這些所謂京派學者同時也受了西方的科學方法的影響，所謂京派學者的前期的就是哪

些？那幾個為主，陳寅恪、王靜安，即是王國維(1877－1927)，還有輔仁大學的那

個校長，那個叫做什麼？是一個天主教徒，那個叫做什麼？是我們廣東人，新會的，

叫做什麼？陳援庵(陳垣 1880－1971)，輔仁大學校長陳援庵，後期就是胡適之。這

班人，傅斯年(1896－1950)，朱自清(1898－1948)這班人，後期的這班人。

這些人就不輕易發表一篇論文的，不輕易寫一本，不輕易寫一本大本、大部頭的

書，都是寫什麼？喜歡寫一篇論文，幾頁紙，雖然紙就只有幾頁，但是都是有一個古

人未講過的論題，他很突出地講出來。這些就是京派的作風。海派作風又怎樣？你知

道嗎？上海是十里洋場，什麼人都有的，那些學者有很多靠寫稿做生活的也有，嘩眾

取寵的又有，寫的書動不動就大部頭，大部頭推出來，有時整部書看完十幾萬字都沒

有什麼新見解的，有些就好像編一本教科書那樣。有時在西方，人家洋人全部講到殘

了，中國人就沒有怎樣提過，他全部把人家的翻譯過來中國，好像很新鮮那樣，總之

就這樣。即是不是很審慎，這樣那些人就叫他們做「海派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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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上海教書的教授，整日想打入北京，想打進去京派學者內部取得一個京派

學者的地位，能真正打得入的，不是很容易打得入的，因為你在上海教了幾年書，那

些人就將你上了數(名單)，將他們歸了堆，撥了進去海派的那堆人裏面，你想去北

京，他就說你是海派的人，無謂找他了。所以一走進海派的，你就很難打得入京派

了。真正有功夫就打得入，怎樣？只有錢穆，他本來就是海派出身的，但是他打入了

北京。錢穆的叔父就打不進去了。

錢穆的叔父是哪一位呢？叫做錢基博 (1887－1957)，他就是錢鍾書 (1910－

1998)的父親，他打不入，最多在上海的光華大學教書，整天想去清華，但是清華也

不請他，想去北京大學，但是北京大學也不請他。就是這樣。還有那個牟宗三(1909

－1995)也整日想打入去京派，但是打不到。日本人打進北京之後，北京大學等的五

間大學就在昆明設立一間聯合授課處，就叫做聯合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造就了

很多人出來的，楊振寧(1922年 9月 22日－)，只是〔諾貝爾獎〕都兩個了，楊振

寧、李政道(1926年 11月 24日－)。

它五間大學的精華集中在那裏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

還有一間叫做京師大學，集中一齊。這樣全國的精英，學術的精英全部在這裏，牟宗

三，那些是完全是京派的，海派的他們一個都不要的。牟宗三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想打

入去西南聯大教書，拿一個兼任都行，但是兼任都不給。因為兼任都要發聘書給你，

說你是教授的，牟宗三想〔教〕幾小時都不給。牟宗三是誰的學生？牟宗三是湯用彤

(1893－1964)的學生，他還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他是湯用彤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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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用彤在西南聯大做教務主任，就提名給委員會，就說想請牟宗三在這裏做哲學

系的教授，那個考選委員會有半數通過，還要沒有人反對才可以，一有人反對就不行

了。是那班人全部都是老者，在昆明的沒有幾多個，一半人在了重慶，那個考選委員

會的主席是誰呢？就是胡適之，一定要給他簽名，那個胡適之當時有時就在重慶，有

時就去了美國做公使。這樣一定要經胡適之，胡適之可以交托給蔣夢麟叫他代行，交

托圖章給他代行的。這樣牟宗三就去找湯用彤：湯老師我想回來教書好不好？他說：

好呀，好呀！因為湯用彤很看得起牟宗三的。

那個湯用彤就提名，提名到最後就交給蔣夢麟讓他代行。蔣夢麟這個人的思想，

我說思想稍為不同，就每每互相衝擊的，蔣夢麟與胡適之都是美國系統，都是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的博士，而在美國是誰做

指導教授呢？是杜威(John Dewey，1859－1952)Dewey做指導教授的，Dewey在

世界哲學上很有地位的，是實用主義，是實用主義的大師，什麼都要實用的，講實實

際際的。

牟宗三就跟湯用彤學，湯用彤就學佛，又學印度哲學，學玄學的，南北朝的玄

學，胡適之、蔣夢麟就最憎玄學的，所以牟宗三的申請表拿到上去蔣夢麟那裏，蔣夢

麟說這些事等胡先生定，他可以定的。即是譬如這裡，我不在這裡，你問桂先生吧！

他明明可以定的，但他說我都是不管，你問羅先生好了。就等於這樣。那個蔣夢麟就

整了一套這樣的，拋回給胡適之。

胡適之剛剛返到重慶，不是！那時胡適之做美國大使被宋子文整掉了，他又回到

重慶。他(蔣夢麟)說：胡先生在重慶，寄信給他就可以了，還有很多時間。於是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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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胡適之，胡適之就否定他。他說，我們不需要那麼多整天講玄學的人。胡適之的口

號是要打玄學鬼的！種種都要人生的，實用的。就因為這樣，所以你看看牟宗三，一

提到胡適之他就多數不高興的。因為他否定他，連他的教授資格都否定了。

胡適之也太過分的，本來胡適之就很大量的，不知何解他居然容納不了牟宗三，

就是這樣。所以有時那些學者都很什麼的。所以這樣，你們如果研究唯識，研究到這

裏你就要怎樣？兩條橫路，你要明顯的，要不就學我那樣，我都不能解決，我現在就

正在想，要不是就這樣，那就沒有得講了，你想不通。但是如果我都想得通，你就要

選擇任何一種了。

好了，又開始講了。要有「強盛勝用」的然後才能熏。那天講到這裏是嗎？第三

就要「有增減」的，或是怎樣？「增」的，它會升起來或者降低的，好像股市那樣

的。那些那樣的才可以熏。是嗎？「有生滅」而又「有勝用」的東西，「又須(要有)

高下不定的，可增可減的，方能熏種。」然後才可以將種子熏入去。這樣，「此遮佛

果」了。何解要有這一點？這一點是否定，否定那個佛果。

即是說你成了佛之後你不能夠熏的，何解？如果你成了佛之後，你還要有東西熏

入去你處，即是你不夠圓滿了，你不夠 complete，是嗎？你圓滿了，你就應該不能

夠接受熏的。所以他這裏說「遮佛果」。「佛果四智心品，既是圓滿善法，無高下增

減，(所以)不能熏習的。佛果不能熏。」「四智」即是哪「四智」知道了？

將那個有漏的第八識轉為「無漏識」，有漏第八識是沒有智的，沒有「智心所」

的，而無漏的第八識叫做「庵摩羅識」，就有一個「智心所」與它相應，時時一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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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智心所」就是五十一個「心所」之一，即是叫做「慧心所」來的，但是這

個「慧心所」是一個極強的無漏慧，極強的無漏慧，叫做什麼？「大圓鏡慧」，或者

你可以叫它做「大圓鏡智」，那個無漏第八識起的時候它整日跟著它一齊起的，而且

這樣，講到這裏，要有兩點要補充的，就是什麼呢？

第一、何解叫做「大圓鏡」呢？「圓」者，周遍而無乎不在，「鏡」者就不是麻

木的，明了的。為什麼要加個「圓」字呢？因為普通我們的智慧是有局限的，有一個

limit的，有局限的，而那時他的智是無局限的，為什麼無局限？因為我們的「眼

識」有限的，有限度的，「耳識」也是有限度的，超過多遠我們是聽不到的，「鼻

識」也是有限度的，隔離的人放屁我是嗅不到的。「鼻識」。「舌識」，你在那裏吃

糖，我是沒有辦法嘗到那些甜味的，所以是有限度的。「身識」也是，我摸不到對面

的，「身識」。「意識」都有限度的，一個一個的觀念，如果我沒有讀過那些觀念，

未曾注入那些觀念，我們要想是想不到的，都是有限度的。「第七末那識」就更加

了，成日想住那個「我」，限度是最窄的。唯有「第八阿賴耶識」，有漏的就叫做

「阿賴耶識」，無漏的就叫做「庵摩羅識」，就是無限的，無限英文叫做什麼？
non…

聽眾：Unlimited，unlimited。

羅公：Un，不是，unlimited，又有一個不知叫做 non什麼？

聽眾：non-apprehensive？

羅公：是！無錯！就是那個字，普通很多人用那個字的，是嗎？我們說 unlimited是

我們普通的用法，但那班人不知為什麼，那班人故意用那個字的。

聽眾：觸摸不到，大到無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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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大到無比那樣，意思即是無乎不在，這樣那個第八識就是無乎不在。好

了，當那個第八識是無乎不在的時候，跟著第八識走的那個智慧是不是應該有

(無)限的？跟著它無乎不在才行，所以那個智就與普通的智不同了，叫做

「圓」，明不明白？圓。

既然是智就是清楚的，不是烏龍的，所以叫做「鏡」，明不明白？所以叫做「大

圓鏡智」，這是一個助手來的，是第八，「無漏第八識」的助手，為什麼又說「轉識

成智」呢？其實就是轉「有漏識」成「無漏識」，明白嗎？「無漏識」就是有一個特

點，就是有一個「智」跟着它的。所以我們就說「轉識成智」，明不明白？

其實再嚴格一些就是轉變了我們的，轉捨棄，「轉捨」，那個「轉」是當捨棄，

「捨」了那個「有漏心品」，何解要加一個「品」？「品」即是 group，因為一個

「識」是一個「聚」來的，一個 group來的，不是單一的，捨棄了那個「有漏心

品」，而轉得了這個「無漏心品」，而「無漏心品」的特點就是有一個智，所以就叫

它做「大圓鏡智」。第一點要清楚的。聽不聽得明白？如果以前未聽過唯識的聽到這

裏就真是悶了，但是悶都沒有辦法的，一定要了解的，是嗎？

好了，還有第二點要知道的，當我們還在有漏的階段，即所謂「有漏位」的時

候，就以「識」為主，「智」不過是附屬的，何解？因為有些「識」是沒有「智」

的，第八識是沒有「智」的，就是以「識」為主，而「智」不過是副的，可有可無

的，但一到轉變成為「無漏」，成了佛之後，每一個「識」都有「智」的，就是以

「智」為主，那個「識」反而是無為而治。明不明白？「識」是阿斗，那個「智」才

是諸葛亮。明不明白？是這樣解，就叫做「轉識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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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轉有漏的「識品」，「心品」，「識」即是「心」，轉成「無漏心

品」，就是這樣。這是第二點要明白的。聽不聽得明白？剛才黃錫光你問這些就是這

樣的。所以現在那些人有時是很籠統的，「轉識成智」，搞到那些年青人聽起上來就

好像真的「啪」一下，好像弄法那樣轉。而且所謂「轉識成智」不是說真的轉變，扭

轉，不是這樣的！

「轉」字是什麼？怎樣叫做「轉」？第一，包含兩個平行的意義的，第一、捨棄

了這部分，「轉捨」；第二、是得到了這部分，就叫做「轉得」，包含「轉捨」、

「轉得」就叫做「轉」。「轉捨」什麼？「轉捨」這個有漏的第八識，即是有漏的阿

賴耶，有漏的第八識，異熟識，有漏的，「轉捨」；「轉得」無漏的「阿摩羅識」。

「轉捨」了有漏第八識的「心品」，「轉得」無漏第八識的「心品」，但是這個無漏

第八識的「心品」以「智」特別強，以「智」做指導一切，所以就叫做「轉捨」那個

有漏識而成就這個有「大圓鏡智」的第八識的「心品」。就是這樣解。聽不聽得明

白？

不過我們這樣講就固然清楚，但是寫文章就很論盡(麻煩)了，怎樣寫？所以近代

我又介紹一個講法給你們聽，近來羅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

1970)他們那班人就曾經介紹過一種這樣的學說，叫做邏輯原子論，邏輯不是這麼簡

單，邏輯就一句一句東西打出來的，每一句有可以分析，分析到越分越細，越分越

細，分到如果你不是很清楚的，用人腦幾乎就搞不定，幾乎要電腦才搞得定。

這樣如何分析？譬如說，我前面有一張枱，這個是 judgement，這個判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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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有一張枱」，這幾個是聲音來的，叮叮噹噹無意義的，裏面的涵義應該是怎

樣的？有一個人其實叫做羅某某，他現在對人講，所以他稱為我，是不是要這樣？因

為你照寫，我的前面，什麼叫做前面？應該要講什麼？對著它一個相對的，幾大左右

的距離，有一件東西存在，是嗎？前面嘛，有一件甚麼？有一張枱。應該改成什麼？

那個「枱」字沒有什麼意義的，那個枱字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有一件東西，是有面的、有腳撐住的、可以承載東西的，有一件這樣的東西。一

個人叫做原來何姓何名，他對人講話所以叫做我，這個我的前面有一件東西，有幾隻

腳撐起來的，可以承載東西的，應該是這樣，是嗎？這樣那個意義夠不夠？不夠！應

該要怎樣？有一件東西，那個我，有一件東西，這件東西是由很多細胞造成的，是會

動的，他現在腦在活動，還沒有死，現在還坐在那裏，是不是要這樣說？是不是要這

樣說？

聽眾：一路追上去是最不完的。

羅公：一路追上去是最不完。最不完。

但是你又不能夠說他不合理，實在是這樣的，是嗎？你再解那張枱要怎樣？這種

東西是用塑膠造成的，塑膠又是怎樣？一種東西如何如何就叫做塑膠，怎樣經人工造

成一件這樣的東西。要整部字典才行，如果是一句說話將它來分析。是嗎？邏輯原

意，邏輯不過是三段論法而已，是嗎？三個句子而已，每句句子要一本字典那麼多來

做一個句，將它來分析，在佛經來講是怎麼樣？這些東西是無自性的，那個我是無自

性的，怎樣叫做「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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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我的本質就是一個有心、肝、脾、肺、腎造成的生物。是嗎？你說是心、

肝、脾、肺、腎造成的生物都不徹底的，要怎樣？是細胞造成的，造成幾種，有些叫

做心，有些叫做肺，這樣做成的東西。這樣還是不夠的，世界上有一種原形質，又有

細胞核等等做成的那樣，那些叫做細胞，很多細胞造成的。還要再講，人類歷史進化

上，進化到今天就產生了祖宗，現在才產生了他，要這樣才行。再講下去就講到為什

麼會有人，你又要一部《辭淵》才講得出這句出來。

將來在佛教來說，這些全部，層層都是虛妄，都是無自性的，佛家是不是？一切

都是什麼？《般若經》：一切都是「增語」來的，明不明白？「增語」而已，根本就

是虛妄的，但是我們既然在一個虛妄世界了，不能不在虛妄那裏打一個轉，雖然在虛

妄裏面打轉，但是我們不要被虛妄困死了我們，我們要清清明明，般若就是這樣了。

有些是這樣，如果你想就真是越想越怪，如果神經不是很健強的，會想到癲癲地。所

以有些學者是神經有問題就是這樣，我前兩天講我的神經不大怎麼正常，其實我自己

亦都知道，已經有少少不是很正常了，如果你照我那樣，你會像我那樣說話，那樣講

法的，你的神經都有一些問題。

聽眾：不會的羅公，何解？你識講有些。

羅公：不正常不一定不好，至少與你們不同，最低限度我與在街頭吵架的那個女人是

不同的，是嗎？最低限度是不同的，不只與她不同，與你們未曾學這套東西的

時候都不同的。到了你再學久一些的時候，如果走回我一樣的路線，就會像我

那樣。

聽眾：不是，心理學說，如果你懷疑自己是不正常，其實表示你自己還是很正常。

羅公：是呀！在心理學上是的，但是心理學以外就是不正常的。所以正常與不正常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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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自性的。你明白嗎？正常與不正常是「增語」而已，在心理學上，我就說

我都不知有幾正常，你都承認的。但是在一般來說我自己都承認自己是不正常

的。在處世來講是不正常的。是呀！如果你用兩句話拋一拋我，我即刻與給你

打架都有之的，是這樣的。真是有些不正常。我講一件不正常的事你聽，我親

自去見到的，我去見過章太炎，你猜我在哪裏見到他？在他的房間裏面去見

他，三個人在房間裏見他，見他的時候你猜他怎樣？他坐在馬桶上！

聽眾：這麼沒有禮貌。

羅公：你看看最奇怪的，我去拜候章太炎，章太炎接見我們，是坐在馬桶上接見我

們。講起來笑話不笑話？這些是不近人情的。

聽眾：這麼沒有禮貌。

羅公：我就問那些人：為什麼他這樣搞法的？他說他大便要坐兩個鐘頭的！因為他整

天食煙，食煙的人大便是很辛苦的，然後才能便出一粒出來，嘚嘚聲的，所以

他大便是要差不多兩個鐘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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