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他大便差不多兩個小時，那就出來了。所以他時時就在那兩個小時裏就用來

看書，愈看書就愈久，在裏面。約朋友見他，他又，既然大家是朋友不拘﹝謹﹞。進

來，見吧！隨便吧！這樣。那我就坐在那處，坐在那處，但他的腰，章太炎的腰曲

的。你不要以為他本來很高的，但我見他的時候，他還比我矮。為甚麼? 他的腰曲，

因為他整天坐，很少運動的。你的腰這樣曲，居然這個人的腰曲，他挺直腰，他在大

便豈不是很辛苦?所以他的糞桶有柄的，有 handle 柄的。坐在那有柄的糞桶裏面。

接見人客，你說是不是?

聽眾：他都有名叫做「章瘋子」。他花名叫「章瘋子」。人家叫他的花名做「章瘋

子」。

羅公：「章瘋子」。是的，是的。

聽眾：有人直接叫他做「章瘋子」。

羅公：是的。他癲的。

聽眾：癲癲狂狂的。

羅公：是的。不過孫中山就很佩服他的，他認為孫中山是了得。他對孫中山，他對國

民黨不好，對胡漢民好差。他說胡漢民小氣，對汪精衛普普通通，最憎胡漢

民。就很崇拜孫中山，孫中山死的時候，所有輓聯之中，他那篇第一。他那對

輓聯第一，你聽過沒有?

聽眾：沒有。我寫給你看看，孫中山，那本《孫中山哀思錄》那麼厚的。裏面最好就

章太炎那對輓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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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聽過，但沒有留意過。望一望見對聯之中，是近人對聯之中，最好他這對輓

聯。

聽眾：用孫權就來比喻三國。

羅公：他將三國的孫權來比孫中山。

聽眾：比喻他。

羅公：當時孫中山就搞到南北分裂，他說孫郎，人們都叫他孫郎，孫權，他說「孫郎

使天下三分」，好有本領。能夠「使到天下三分，當魏德初萌」。他說當這個

曹氏，初初發動，萌芽想奪天下的時候，「江左(表)豈能忘襲許」，你估(認

為)孫權真的傻嗎?江左，即現代江南，南京。

聽眾：大許都。他說何嘗忘記想襲擊這個許都。許都，許都就曹丕的國都，他時時都

想有機會，他就要襲擊它。

聽眾：襲擊許都。他說你孫中山是一樣，是這樣的人物。

聽眾：統一，想統一。

羅公：統一。孫權之所以做不到，就(是)力量不足的，孫權不是說一個縮在一邊(苟安

一隅)的人物來的。(章太炎)比(喻)得好。那些人又說他看小孫中山，孫中山不

只這樣的。亦不是，孫中山不過是這樣上下的，老實說，是嗎?聽不聽得明對

頭(對聯的上聯)?那當時孫中山又先去香港，我都覺得他有些不好。他未回來

廣東之前，在上海和一個蘇聯的代表，那個叫做甚麼飛(越飛)，簽了份密約。

叫蘇聯(的共產黨)幫忙，幫忙中國，幫忙國民黨。 國民黨就答應他，「聯俄容

共」，和蘇聯攜手，和共產黨攜手。最弊(糟糕)就是容共，國民黨裏面准(許)

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搞垮國民黨的。

聽眾：時代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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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嘎？

聽眾：我說是時代迫成，當時環境迫成是要這樣。

羅公：當時它迫成，因為沒有軍火。

聽眾：沒有人支持他(孫中山)。

羅公：沒有人支持他。

聽眾：除了蘇聯之外，其餘那些是帝國主義。

羅公：是的，還壓他。

聽眾：沒有法子不走這條路，迫着他行這條路。

羅公：所以那個遺囑他說要甚麼?「聯合這個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這個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指蘇聯，當時列寧是以平等待中國的。但是誰知他在

後面不是，這樣他，孫中山就簽，那個人叫做甚麼飛?現在國民黨故意將這件

事來到怎樣?這樣，當時章太炎做孫中山的秘書長。孫中山就是大元帥，叫做

甚麼?叫做「非常大總統」。

聽眾：臨時的。

羅公：章太炎做秘書長，章太炎反對，章太炎反對的理由就甚麼呢?

他說共產黨一來，他說蘇聯那個民族最不可靠。在世界歷史上，整天不斷侵略別

人，第一點。第二點，蘇聯共產黨和中國文化格格不相入。如果他太容納它(共產

黨)，容它太霸道，動不動要流血，毀滅中國文化，反對容共。反對聯俄容共，那他

第一件事反對就辭職，章太炎就辭職。但他雖辭職，就以政見不同，但他好佩服孫中

山的人格。這樣，第二件事的反對，當時段祺瑞在北京做執政。就騙孫中山，孫中山

這個人就真是太坦率。「你來吧！和你商量。」、「如何善後這個國家。」孫中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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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他說你先答應我條件，開國民會議，選舉國民代表。然後，然而再成立新憲

法，你答應我這個原則，這樣我就來。段祺瑞說：一切答應，你來吧！孫中山便去。

章太炎就阻止他，段祺瑞這個北洋軍閥哪裏靠得住?你不要(去)啊！你現在在廣

東，有兩廣的地方在這裏，大可以發展的！不要為他(段祺瑞)做事。這樣，有些人便

說章太炎迂腐，他們說這些是書生之見，動不動講正義、正義?兩廣如何可以統一中

國?事實亦不可以的。這樣，孫中山結果不聽他話，就去北京，壞了！（死了）。從

前，楚國有個楚懷王，就被秦國騙。就說「你來吧！我與你結盟。」楚懷王便去。未

去之前，詩人屈原叫他不要去。你去的話，你便回不來的這樣。楚懷王不聽，去了，

去了便被秦國扣留了他。孫中山就沒有被扣留，但(被)氣死了。

聽眾：病死。

羅公：病死。肝癌。

聽眾：肝 cancer。

羅公：在這「炆憎」(很生氣)。

聽眾：肝 cancer。

羅公：最怕他已經肝硬化，你激一激肝硬化發作，這樣死的。

這樣，章太炎兩次勸孫中山，孫中山不聽。所以他以屈原自比，屈原就稱楚懷

王，叫楚懷王不要入去秦國。楚懷王不聽，就被人扣留了，死了。他屈原就稱楚懷王

做「靈修」，他說「南國本吾家舊物」。兩廣是我們中國漢族的舊物來的，你一迎接

共產黨，讓共產黨來，他們甚麼都要世界革命，世界化的。他說如果你與他一訂約，

又走去和段祺瑞，與他談和，你就結果，你就把你原來的地盤犧牲了。南國指兩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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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吾家的舊物，怨靈修浩蕩」，他稱孫中山是「靈修」。屈原在《離騷》說稱楚懷

王做「靈修」，他說我埋怨「靈修」，我不是埋怨你不好，浩蕩，太過坦蕩蕩，「怨

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楚懷王一入了武關就被人扣留。你孫中山去了北

京就病死了，他說武關無故入盟秦，他說楚懷王你為何不聽屈原話?幾好啊，這對

對。

你說他怨他又不是怨他，他「怨靈修浩蕩」。他說你浩蕩而已，太坦蕩，你被軍

閥騙你而已。你說他幾抑揚頓挫，有景有情，好多人欣賞，那些學者欣賞他這對對

聯。歐陽竟無又寫了一對對聯，一個佛學家歐陽竟無又寫了對對聯，霸氣凌人，歐陽

竟無。我寫他那對聯給你們，沒有人有這樣霸氣的。「並世而生」，我和你同一個時

代生存，並世而生。他即是(說)你孫中山做甚麼大元帥、總統，我與你同一個地位，

我學術的成就和你一樣，並世而生。「分河而飲」，你去找官做，你要搞革命，我在

這處做功夫，做學問功夫，「分河而飲」。並不是你很優勝，我很差，亦不說我很優

勝，你很差，「分河而飲」，各有成就，這句東西霸氣十足，是嗎?

這兩句欠些忠厚，他引甚麼呢?莊子那句，有句話，他就說「小盜」就移人之

國，那些小小的賊公是會偷別人的國家，即是篡了別人的國家。你當開皇帝的，我推

翻你，我拿了你我當。他說這些很威風? 小賊！他說小盜賊就有。「小盜」。真正大

賊不是這樣的，他用教育把你的心靈改轉，這些才是真正大賊。就是孔子、老子、耶

穌、佛、那些才是大賊，他把你那班人的心而移轉的，他說這些就是大賊，他說你奪

了別人的國的，做幾百年皇帝子孫又如何?這些只是小賊。莊子說的。「小盜」便

「移人之國」，大盜移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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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但最尾這句最好的。

羅公：甚麼?

聽眾：但這句最好的。反了這個帝制，成立民國。「大盜移心」。

羅公：他就分明可以捧起你孫中山，讚你。其他的人推翻別人的，就(是) 「小盜」。

你的整個制度，整個中國的制度作改革，人心都改轉，你真是正式大賊。

聽眾：最尾這句最好的。

羅公：甚麼?

聽眾：但這句最好的。

羅公：但你說人家是大賊，不是幾好的。

聽眾：比喻、比喻而已。

羅公：第二樣又可以自己留地位，你這些做政治的小賊，我現在做學術的，從事教

育，從事改變別人的思想。我才是大賊，你孫中山仍然是小賊，我歐陽竟無才

是大賊。其實他送給孫中山，兩句雙關的，一方面是讚他，你真正有資格，他

這樣讚他很了不起，你有資格做大賊。其他的，即是曹操那些仍未有資格做大

賊，你孫中山，曹操，宋太祖趙匡胤，這些都是小賊，你孫中山就是大賊。如

果讚孫中山，實在亦讚得很厲害，不過他就用那個賊、盜，又不是幾好。實在

都好啊！他那句不弱過章太炎那對的。

聽眾：休息一下。

羅公：好啊，休息一會。

第三點「有增減」，是嗎?第四點與「所熏」和合，前七「識」就「能熏」，是

嗎?「第八識」就「所熏」，梗（一定）和合的，「第八識」和合。「能熏」、「所

6



熏」一定要和合，怎會和合?同時間、同空間存在，同剎那的「七轉識」，「七轉

識」的「心王」和「心所」，因為「見分」是真正「能熏」，那些「相分」就給「見

分」做本道就帶過去的， 「前七」的心、「心所」見分，能夠自己熏種，那些「相

分」和「相分」所仗托的本質則藉着「見分」的能緣力而熏進去，而成為種子。

這樣，「有勝用」就「前七識」的那些「心」、「心所」有勝用。那這個是「能

緣性用」的，是嗎?所以我說應該「能緣性用」已經夠了，不用「強盛勝用」這樣巴

閉(厲害)。就「具此四義，可是(說)能熏」，明嗎?「能熏四義」，「所熏四義」，好

了。現在就說到熏了，我們承認有熏，熏的時候如何熏?現在下面我們要(看)丁四

了，「熏習」的相狀。「相狀」者即是英文所講的 state，「熏習」的情形是如何分

的。

那我們分了兩點來說，熏就兩種：一種是「熏生」，我那些「現行」的東西熏進

去「第八識」裏面，產生了新種子，就是「熏生」。因為那些舊種子就出了來，但現

在熏回去。第二種就是「熏長」，有些沒有熏的，都受刺激，你一熏的時候，震動，

震動就令到它更加活躍，這樣就叫做「長」，長大。我們先看「熏生」，「熏生」就

兩種，分開兩點來講，第一，一個「識」有「見分」，有「相分」，我先說「見分」

熏，再講「相分」熏。「心所」亦是有「見分」，有「相分」，現在我們先搞好「見

分」如何熏，然後再講「相分」如何熏。明了「相分」如何熏，再講「相分」後面有

些有本質的。那些有本質的，有本質又如何分呢?現在我們講了。

己一，「見分種子之熏生」，己二就「相分」種子以及本質種子的「熏生」，我

們看。乙一，不是，己一，「見分種之熏生」。「熏習」有二種，一者就「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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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就「熏長」，由「熏習」的緣故，就令到「第八識」的「自證分」，「自體分」

即「自證分」，那個「自證分」裏面就多了一種，新生成的種子了。那這種這樣的

state，這樣的狀況，就叫做「熏生」。

但又由「熏習」的原故，就令到「第八識」的自體，即是「自證分」裏面，那些

本來有的種子，種子之中的性類相同的，譬如你的「前七識」熏進來的時候，是善性

的這樣，就影響到那些本有的善性種子，如果你是惡性的，就影響到本有的惡性種

子，令到它如何?令到它活躍了，因為同類。氣味相投的東西打進來，相同者，如

「善性之望善性」，「望」即是「於」，「善性之善性」，之「望善性」。「染污性

之望染污性」。這樣同性類的，本有種子亦受它的「興發」，「興發」即是刺激，是

影響。影響這個字，而「增強長盛」。那這種情況，就名曰「熏長」。那現在我們就

先講「熏生」，再講「熏長」，明不明白嗎?聽到嗎?明白嗎? 余美琴，聽不聽得明

白?

那我們解「熏生」，「熏生」者，「前七識」聚，即是一個 group，是嗎?每一

個「識」一個 group的，一個聚的心和「心所」，一個「心王」多個「心所」合成

一個 group，叫做一聚。舊時叫做心品，是嗎?「前七識」每一聚那個「自證分」，

那個「心王」和「心所」的「自證分」就是「能熏」。真正「能熏」的是那個見，

「見分」的「能熏」，「第八識」的「自證分」就不「熏」的，就「所熏」。因為

「第八識」是無記性的，無記性的無「能熏」的作用。(前七識)沒有受熏的作用，不

是無「能熏」，是無「所熏」的作用。

自體分的種子，起「現行」時，每個「識」的「自證分」種子起「現行」，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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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時候，那種情況有向外緣慮之作用，那種「識」，「自證分」一起的時候就，就

即刻有種作用出現，就向外，向那種「識」的外面認識，起認識的作用，緣的作用。

這種作用，我們就叫它作「見分」，即是「自證分」向外認「識」的作用。這種向外

認「識」的作用，我們叫作「見分」，以「見分」來到名之。「自證分」即自體分，

與「見分」是同一個種子，同一顆種子的，「自證分」就用來代表它的「體」，「見

分」就用來代表它的「用」。故「自證分」如果非屬於極劣無記性的，這樣就具有

「能熏」四義，那就是「能熏」了。

而「能熏」具有之後，就叫做能夠將它種子熏它的習氣了，熏下去「第八識」裏

面，熏在「第八識」裏面，就成為「前七識」的「心」或者「心所」的種子，亦即是

它的自體分的種子，那這些種子，這些「自證分」的種子，就為後時，即是後來各自

的「自證分」生起的原因。那就從「四分講」就是這樣，明不明白?如果從「兩分

講」的呢?「自證分」即是「見分」了，是嗎?如果將四分一縮，縮為二分，當它二

分。即「自證分」就當為「見分」，攝落「見分」，那即是說「見分」是「能熏」。

「故亦得言諸現行見分」，即是亦可以說那些「現行」的「見分」，「熏生」它各個

自己的「見分」種子了。

舉例了，例如眼「識」的「見分」，就「熏生」自己「眼識」「見分」種子，

「眼識」的「受心所」的「見分」，又「熏生」它自己「受心所」的「見分」的種

子。只是生它自己的種子，就「不生他種」的。那其餘?其餘別個「識」呢?就準知類

推，如餘準，應該準知，類推，這裏。「此乃見分種子熏生之相狀。」「見分」種子

這樣熏法的。聽不聽得明? 嗄？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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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話，那些「現行」就為因了，是因緣來了，那些新的種子，就是果了。所

以你說種子一定只是叫做因，又不對了。種子，這些種子是果來的，「現行」就是

因。聽不聽得明?盧恩聽得明嗎?你來我這裏，極其量我只可以按我的能力說明你做到

這樣的，你叫我再淺講給你聽，我真是能力上做不到。聽不聽得明?朱小姐。你明不

明?這樣，小姐兩個字不是很厲害的，即 miss而已。難道叫你做 Adult這樣?阿

Adult小姐這樣?你明不明?

羅公：黎先生，你明不明?

黎先生：即是如何?

羅公：你回去今晚記住，記住看看。

羅公：你呢?雷太?明不明?

雷太：都有些明白的。

羅公：都明白，是嗎?我們再看看。

聽眾：這裏即是「現行」，種子就生「現行」，「現行」熏成種子?

羅公：種子又生「現行」。

聽眾：「現行」又是「果」，果又重為種子?

羅公：是。

聽眾：因果的時候就……

羅公：循環。

聽眾：循環。

羅公：再擴大些，人世都是這樣。一世人就不斷「一來一往」，再擴大就是甚麼?生

死輪迴，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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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互為因果。

羅公：互為因果。人生的真相就是如此。

聽眾：是的。

羅公：宇宙的真相就是如此。

聽眾：生死輪迴就是了。

羅公：所以你講生死輪迴，你跟別人爭論，切不可爭論。你明不明白?

你跟那些人怎能夠爭論?他要懂了這套東西才講的通。正統「般若」都不懂，不

是那些人以為學佛，般若就夠了。你好信心又要返關門修行，般若就夠，你想度人就

不夠，般若，是嗎?舊時又會可以，還要那個信生死輪迴才可以，那個不信你無可奈

可，所以你現在想弘法，你如何?有個硬是不信的，不信生死輪迴的，你怎跟他說?他

這樣說：你佛家信生死輪迴，你有甚麼證據?你說通它吧！你就接着真的收師父，你

沒有辦法解釋到。只有如何?霍韜晦，我贊成他這個說法。因為他整天在大學說法給

別人問，你不需要說這些問題，佛教的精神不是在生死輪迴處，佛教的精神就主要，

就是甚麼?「無常」、「苦」、「空」、「無我」，這樣就是它根本教義。

至於生死輪迴是印度的傳統的思想來的，不過佛教就沒有反對這種思想，只是修

正它的思想。你想討論佛教，你應該討論為何說世界是「無常」?為何世界是「空」?

為何人生是「無我」?你應該研究這些。你打倒生死輪迴都打不倒佛教的，你何必你

在這說這些東西做甚麼呢?是嗎?生死輪迴有無，信又好，不信又好，我現在和你講人

生哲學，是嗎?人生是否「苦」?如果是苦的，如何改良苦，人生是不是「無常」?人

生是不是「無我」?我跟你談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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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教你做那些東西，教你修「八正道」，「八正道」是否有益抑或無益?如果

無益，你就拆去佛教的東西，是嗎?如果有益，你就要有勇氣，你跟它走。霍韜晦就

是這套，所以他站得穩，談這些東西，那到底有沒有?那你信不信這樣?熊十力就聰明

了，理亦或然，可能有，我沒有辦法證明給你聽。就有些人問他為何可能有，你都不

否認，那些事都(說)不定的，有很多事(說)不定的，即是說這個地球會不會在十萬年

之內會毀滅的這樣?或者，或者天文家說有可能有毀滅，那你可能的、不定的，你又

可以定嗎?你說我不定，你又可以定嗎?即是一位天主教徒問，問你，跟你說，你說神

你又如何證明有這樣?你又可以證明祂實無嗎?

你說神是有，你話我就證明不到，你說神是無的，你又怎證明?你說我沒見過，

不見到的東西就是無嗎?好多東西，月球的後面無的，都沒有見過。見不到的，見月

球見到前面的，你都說見不到月球後面，那月亮就沒有背脊了。是嗎?所以康德最聰

明，他說世界上有兩種東西不可知，即是說我們人類的力量無法知道的，第一就是物

的本身，物的自身，昨天誰人買那本甚麼?《物的現象與物自身》，你買，是嗎?

聽眾：不是，我借黃石剛那本。

羅公：黃石剛，是嗎?

康德說物的自身不可知的，物的自身，知得到的都是現象。物的自身不可知。第

二，神的有無不可知，你說神是無的，你就太武斷。你說有的，一樣是武斷，不可

知，你可以這樣。你不要像很蠢才的人，然後才一定爭論着生死輪迴，說它有。人家

一問你證據的時候，你就講不出，你自己信就可以，別人問你，你就說我是信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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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那為什麼你那麼蠢，信?我不蠢，因為何解？只有兩個，一是有，一是無。你說

有是不能夠決定，你說無一樣不決定的。你閣下可以信無，我可以信有，因為大家都

不決定，是嗎?就可以這樣。

那就只是這樣，將這些問題一撇，撇開之後，你是不是有興趣想研究我這一套學

問?你不要這樣主觀來看，你客氣些，客觀點研究我這套。我幫你忙，這個辦法最

好，人家說他(這是)學者的態度。以日本人，日本的和尚用這一套方式出現，中國和

尚就不是，先跟你拼死爭論，你爭論不過別人的。別人抬出科學來，你爭論不過別人

的。沒問題，是嗎?沒問題再看，這段看過了。「見分」就這樣分了，「相分」了。

「相分」種如何熏，本質種子如何熏。

(書)下面，「依前理能熏者」就只有甚麼?「自證分」，又或者只有「見分」，

是嗎?你先承認它這點沒有?「相分及本質皆不能自熏成種，」它不能夠自己熏成種子

的，因為何解？它沒有能緣勝用，是嗎?亦無，不一定有這個強盛的勝用。第二亦因

為它無能緣的勝用的原故，「相分」及「本質」雖然不能自己熏，留意這處了，「然

得仗託見分之力」，靠那個「見分」做本道，就「而熏其自種於第八識中」。換言

之，即是「見分」熏種子的時候，它所帶著的「相分」和「本質」亦跟着它而「熏

生」新種子。

「相分種及本質種熏生的相狀，」就較「見分」比較複雜些，如何複雜些呢?就

因為「相分」本身有二種東西，兩種「相分」，茲分二類說明之：如何呢 ?第一，

「相分」與「見分」，有些就同一顆種子生的，有些「相分」和「見分」，「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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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相分」自己種子，「見分」還「見分」自己種子。即是種子有些客觀性的。為何

「相分」和「見分」同一顆種子呢?

譬如我現在閉上眼晴想，想甚麼?想：啊!一會吃一條油炸鬼(炸油條)就真是好了

這樣。想條油炸鬼(炸油條)，是不是有一條油炸鬼(炸油條)在這?是嗎?是不是有種子?

沒有，沒有這條油炸鬼(炸油條)的。是我那個「意識」幻想出來的，所以油炸鬼(炸油

條)這個現象，它的種子，即是我的幻想的「意識」種子的同一顆種子，是嗎?那不就

是這樣的說法，一個詩人寫的詩(有)那麼多東西，詩的那些跟「意識」同一種子，好

了，說到這裏了。有些人就很生氣了，他說閉上眼睛，我見到佛跟我說話這樣。

我們的答案是怎樣?你所見的佛和你這個幻想的「意識」(是)同一顆種子。都是

由那顆幻想的種子現出來的，明不明白?所以有很多人聽見，他說有一個人他見很多

東西的，一閉上眼睛又見觀音，又見甚麼、甚麼，一聽到我羅公講課，壞了，我聽回

來的更不好，以前我都還以為有些東西，觀音菩薩又指示我，現在聽你說完，原來是

假的，不是這樣的！那我說：我依書直說而已，你這樣你最好不要聽，真是幾個都不

聽了！一個說因為聽了之後，他不信極樂世界，他就不聽。

另外一個就說他見觀音菩薩，又見很多東西的，一來聽了(羅公講課)，他原來那

個 (他幻想的觀音)都不是這樣的，我對祂(觀音)還更糟糕，完全沒有信心。我說：你

結果不聽嗎?結果他也不聽。這樣這個見，那一些就甚麼?「相分」和「見分」各自種

子，例如我現在眼見到雷太，我的「見分」就見，但雷太的本質就映出雷太的「相

分」在我那處。不到我幻想的，我幻想她是神仙，她不會是神仙，始終是雷太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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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嗎?如果我幻想她多了對角，那即是甚麼?

這個是「帶質境」而已，硬是幻想而已，仍然是那個雷太坐在這，即在除了那一

層之外，再加多層「有角」的東西在這套下去的，(她的)頭有角是我自己硬是虛構

的，而她那個雷太的樣子不到我扭曲的。可見那幅雷太的樣子熏了在我面前，那幅都

是我「眼識」的「相分」，是獨立性的。它有自己的種子的，明不明白?各別有種子

的，好了。那麼兩種不同就不同熏法，是嗎?那你看下它如何熏。

看看，「相分」與「見分」同一種子，而無本質的，同一種子就沒有本質，是

嗎?它「相分」沒有本質的，凡是不同種子一定有本質，無本質的就一定是，不是，

同一種子的一定無本質，不同種子的，「相分」和「見分」不同種子(則)那個「相

分」一定有本質，因為那個「相分」是本質反映而來的。「相分」與「見分」同一種

子，而無它所托的、所仗的，「仗」即是托，的本質者，那「相分」既無別種，即是

說無它自己的特別的種子。故「相隨見攝」，所以那個「相分」跟隨「見分」，那個

「見分」如何它便如何。這樣叫做「相隨見攝」，被「見分」包括了它，「攝」就

(是)包括。

那就「唯熏見分種，」熏的時候就熏「見分」種子，因為沒有「相分」種子(被)

熏到，亦沒有「本質」種子熏到，聽不聽得明這處?不別生「相分」種，不另外「熏

生」「相分」種來，就例如甚麼?例如「獨散意識」，「獨」就(是)獨頭的，「散」

就(是)散心的，不是入定的。那個「意識」，那個「獨散意識」我特別舉這個龜毛的

相來，龜的毛根本就沒有龜的毛的相。那個「相分」就是由那個「見分」的幻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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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計度分別」，即是幻想作用的力變起的。那麼這種情形，亦無所仗龜毛的本

質，聽不聽得明白?那麼這樣熏的時候，只是熏來熏去，熏出甚麼?「見分」，無「相

分」種子，更無本質種子。

第二，「相分」與「見分」的種子，別種的，各別有種子的，那麼各別有種子那

就一定有它所仗托的本質了。那麼就應當如何?當那個「見分」「熏生」它「見分」

自己的種子的時候，那「相分」就得到、就可以憑藉那個「見分」的力做本道來資

助。即是被它帶了入來，就這樣資助它，亦熏其種子於「第八識」中。就好似我帶外

孫到這樣，我入來這裡，拖了他便入來了，他亦進來了。這樣，「亦為後時相分現行

之因緣」了，將來那個「相分」起的時候，又在這處彈出去，那個「相分」種子，那

個本質種子又是這樣彈出去。「其為相分所依託，及為見分間接所帶的（那個）本

質」。留意，凡「見分」、「相分」各別有種子的，即「相分」必定有所托的本質

的，那個本質就得「見分」的資助，就被「見分」做本道同時亦熏其種子，就入「第

八識」裏面。

就作後來「本質」起「現行」的因緣了。又例如「眼識」「見分」，當它認識青

色的時候，「眼識」「見分」就「熏生」「見分種子」，「見分」所帶那個青色的

「相分」和青色背後那個「本質」，亦於同一剎那，熏進去「第八識」裏面，成為新

種子。「耳識」是如此，「鼻識」、「身識」、「舌識」亦如此，乃至到「末那識」

都是一樣。所有它的心、「心所」就熏，都是這樣熏的，「皆應例知」，如此類推而

知。這樣讀下去，「又現行相分」和「現行」的「本質」當它「熏生」新的種子的時

候，讀「生」又可以，讀「新」又可以，那「現行」就為因緣，那個「生」字改回

「新」字，新種子為果。這種果叫「等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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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公。

羅公：聽不聽得明？

聽眾：我們有些不。

聽眾：我們本書和你那本有些不同。我們本書和你那本有些不同。有三段的。

羅公：嗄？

聽眾：我們本書和你那本有些不同。

羅公：有哪裏不同？

聽眾：我們有三段，你剛才講完「相分」和「相見同種」。

羅公：是。

聽眾：跟着講「相見別種」，我們中間有一段是「相見同種」而又有本質。是否有不

對？

羅公：「相分」同種，後來我改了它，我不用這一說了，「相見同種」一定無本質

的，我將它來改了。

聽眾：即是有所仗托之本質那段不要？

羅公：是。是。「相見同種」不應該有所仗托的本質，因為有些人又講說「相見同

種」都有本質，不過它不現而已，不現就是無了，是嗎？所以讀書就一定讀新

版，是嗎?很快我這本新版的下冊，潘雪芬她代她父親出錢來，叫我，給我再

印下冊，她說這本的字太細，那些老人家難看。她出錢印過。她出錢印過下冊

那截，上冊因為有了，上冊，那麼就變了如何？又有些問題，上冊有些改了，

都沒有問題，算了。跟着又找一個人替我再印過上冊，希望潘雪芬回香港。

聽眾：全部印過吧。全部印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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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她說甚麼？

聽眾：全部印過吧。

聽眾：上下冊都印。

羅公：都印過它，那好吧。幾萬元。

聽眾：是。

聽眾：我幫你印吧，我幫你。

羅公：嗄

聽眾：我幫你印吧，我幫你，更快。

羅公：你又印嗎？

聽眾：是。

羅公：那如何？

聽眾：兩人印。

羅公：兩人，是嗎？

聽眾：如果不是，很久。

羅公：兩人合本？

聽眾：兩人合作。上下冊合併。

羅公：合併？上下冊合併？好了，我回到去就做。有人批評說我沒有說戒律，即是後

面說修行的時候，那你也不說戒律的，我說有的，戒律你看看菩薩戒，看甚麼

的。他說你說一說吧，我就在出版之前，我要加多少少、簡簡單單的說一說那

個菩薩戒，加回一些。他又批評不單止戒律，說我連靜坐法都沒有講。其實我

說甚麼?我說，我叫他，你看《菩提道次第廣論》，看世親的《六門教授習定

論》就可以了。我「呼」一聲就飄了過去，叫你看吧，其實我有講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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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說這樣，我這裡不賣這個，你想買就去另一間買這樣。即我已經承認那間

(是)正貨，好了，今天說這麼多吧！今晚回去記得看，不是的話(會)不明的。

是嗎?現在就乙三了，是嗎? 

聽眾：不是！不是！不是！

羅公：乙一就「現行」，講「現行」，現實的東西現象；乙二就講種子，是嗎?

聽眾：現在講戊二，不是嗎?

羅公：現在講甚麼?

聽眾：戊二，「熏長」。戊二，戊二，這裏。今天講戊二。

羅公：「熏長」嗎?

聽眾：是的。

羅公：「熏生」講了，是嗎?

「熏長」很容易的，「熏長」。它原來未曾有這種「種子」就熏進去，就熏出新

「種子」出來。以後這些新「種子」再起「現行」，就變出現實的東西了。那這些

「種子」就熏，就因為「熏習」而產生的，那叫做「熏生」，講了吧?當它「熏生」

的時候，它原來有些「種子」是同類的，譬如你熏些「善種子」下去的時候，原來又

有些「善種子」的，又譬如你熏生「惡種子」下去，原來都有些「惡種子」的。這些

原來的同性質的種子都受影響，就活潑起來，活躍起上來，有機會就爆發了，這樣就

叫做「熏長」了。被人家「熏生」，它就受着影響而長大了，叫做「熏長」，聽得明

白嗎?

聽眾：即是加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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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加強了。

那所以，即是說你做件善事，譬如你不殺生或者救人一條(性)命，做了件善事，

就熏些「種子」下去，熏些甚麼呢?熏那些善業種子，熏進去。這些善業的種子熏進

去，就生了，就生了一種「種子」。就將來這種善的「種子」，有機會就爆發出來，

你會又行善。那這些種子就(是)「熏生」，「熏生」的，就當你的「善種子」熏進去

的時候，你原來還有多生以來積集很多「善種子」都受影響，受的影響即是刺激，受

到它刺激，受它刺激就活潑起來。活潑起來，本來要八成機會它才可以爆發，但現在

七成機會它就爆發，活躍了。那就叫做「熏長」，熏一熏不是那麼簡單，還有長的作

用。

當「見分」及「相分」熏進去，「熏生」那些新「種子」的同時，亦由此「熏

習」力，而「興發」，「興發」即是刺激，「第八識」中「性類相同」的本有「種

子」，留意它性類相同，善性跟善性就性類，性類相同；惡性跟惡性又是惡性相同；

無記性跟無記性又是性類相同。那些性類相同的種子，都受了它「興發」，受到刺

激，那麼結果令其生長了，令到那些「同性類」的種子活潑了，長大了。然「熏長」

之作用，是指就性類相同的種子而言，若果性類相反的種子，譬如你熏一些善種子下

去的時候，那些惡種子不會讓它增長的，反為被它減弱，是的。「則不唯不因此而增

長」，不會因此而增長，而且受其損害。

所以當你行一件善(善事)的時候，第一你「熏生」一些「善種子」，第二「熏

長」那些善的，其他善的「種子」第三減低那些惡種子的力量，修行的作用就是「熏

習」。小孩子有學校讀書，訓練他亦是「熏習」，佛家的教育哲學，佛家的人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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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家的道德學，都是從這樣來到解釋的。但如果「當一個無漏種子熏生的時」

候，其「餘無漏種子又受其興發」，「增長」了，但是那些有漏種子的勢力反因此而

減弱，明白嗎?這樣，哎！加「只」字在這裡，因為現在的人看那些東西，你簡單他

不明的，改回一個「不因此」好了，現在的人的程度太差，繼續看看。

它又「現行」那些「見分」等，等就等那些「相分」，熏它的本有同類種子，而

令它增長的時候，令它熏下去的時候，那些本來有的無漏種子又受它「熏長」的時

候，它此「現行」的「見分」就變了做「增上緣」，做一種扶助的力量。那些本有的

同類種子的增長就是它的果了。由「增上緣」所得的果，就叫做「增上果」了。這種

果又叫做「士用果」，又叫做「增上果」，直接扶助它的，被扶助的那種，那種扶助

的情形就叫做「增上果」。這種扶助的力量就叫做「增上緣」。

你利用一種工具而做，達成一件東西的時候，那種工具，它就叫做，都是叫做

「緣」，但那個果就叫「士用果」，「士用」者，那個「士」字當人，「士」字當工

具這樣解釋，由工具所產生的果，叫做「士用果」。舉一個譬如，例如那個人，那個

農夫，拿鋤頭去耕田，結果他種了禾出來了，是嗎?這樣那些禾就要靠那個鋤頭作緣

了，那鋤頭就是它的緣，那些禾就是它，用它作工具所得的果了。用鋤頭做工具所得

的果，叫做「士用果」，即是工具的作用所產生的果。

這個「士」字就當工具這樣解釋，你聽不聽得明?你好聰明的，你聽得明。你那

麼臨時接下來聽得明，我知道你明最多是明二、三成。不過你能明了二、三成，你亦

已經很聰明，照理就「烏 Sir Sir」(半懂半明)，不意外的，我看你的樣子都明到二、

三成。所以說你幾聰明，這樣明了這裡之後了。它說「又復應知」，你又再要知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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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的種子，由於「熏習」的原故，它就受到它的「興發」所刺激就增長，那麼當它

增長的時候。是不是加些油、加些東西下去，不是的，乃其自體「勢用」，就那本有

種子自己的勢力，那「勢用」，即英文字的 power，強盛增長，增長強盛。

並非有新物，有新東西滲入，或者加於它自體之上。它一受刺激，它自己就增

長。那你一了解，「熏習」不是那麼單純「熏生」，還有「熏長」的聽眾：那道理是

否火上加油?羅公：不是，你火上加油，你加了油，不用加油，是嗎?它自然就刺激，

即是說甚麼?你這個小孩子，你篤一下他，他便會「咭咭」，其實你篤他，你沒有加

些東西在他身上，他本身就會笑的，是嗎?就是這樣。「熏長」就是這樣的情勢，要

加下去就不是叫「熏長」了。加了這些就「熏生」了，是嗎?

所以一講到「熏生」、「熏長」，連讀教育學來學……你籠籠統統，無得講的，

這些，連到不止生死輪迴可以解釋得到，它連到占卦算命那套為何會靈驗都會。為什

麼占卦會靈(驗)，你占卦的時候集中精神，集中之後成為了一種「業」來的了，一作

這種「業」的時候，這個業熏進去，成為新一種業的種子，這種業的種子，就會：第

一，「熏生」了「業種子」，將來你又會再好有興趣，這種種子一出現，你又會好有

興趣占卦，是嗎?「熏生」。另外那些占卦算命那類東西被你「興發」了，會刺激

起，是嗎? 會刺激起。那麼刺激起，因為你的精神集中去甚麼?以後那種精神集中的

力量。

又「熏生」了一種定力了，再起，將來再起又「熏生」，而這種定力刺激起你，

和定力有關那些種子，所以它，將來你占一支卦，將來會發財，會不會發財，你有個

定力一夠，幾時會發財了，那些種子就爆發出來，你如果聰明的呢，一看它，一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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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種子，他就會算你幾時發財，你幾時怎樣。就是這樣解(釋)。你引申一下，那些

風水好不好這樣解釋，不過就要轉彎抹角然後才能解釋到，就是這樣解釋。所以你一

個種子，一建立了種子，甚麼也解得通。但是，種子到底是無形無相的東西，你不能

拿出來給別人看，所以是吃虧在這裏。

但你科學的東西不是樣樣東西拿出來給你看的，你樣樣東西都要看到才信，你搞

不定，是嗎?是靠推論的，那個月球的後面你看不看到?你信不信那個月球是有後(背)

面?都是靠推論的，將來推論到說火星，是會裏裡有空氣，你去火星呼吸過一口空氣

沒有嗎?都是靠推論的。高級的科學家都是靠推論，譬如愛因斯坦，他說這個宇宙，

是弧形的、圓形的，這個宇宙，愛因斯坦是不是繞了一大圈看過這個宇宙？他都是推

論而已。所以，講到科學，講到深處，只是甚麼?「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

講出來是合理的，所以甚麼叫做理?邏輯。「持之有故」，它就因明上有個(理

由)因，有個(原)因的。在西洋邏輯上，不就是有前提的，不是憑空亂來判斷的，要這

樣。再看，它又復應知，這樣，講過這處了。第八了，「種子釋難」這裏看不看沒有

關係。就解釋種子的困難的問題，我假設幾個問答。問：種子就能生，能夠生東西出

來，你看看，種子能夠生出「現行」出來，「現行」又被它所生，是嗎?這樣，一

「能」一「所」了，是嗎?那即，佛家裏面，最歡喜用「能」、「所」兩個字，相對

的。因為現象界裏面，有「能」就一定有「所」，有「所」就一定有「能」，無

「能」就不成「所」，無「所」就不成「能」，明不明白?能是甚麼?Subjective。所

是甚麼?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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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體就必有客體，無主就不成客，無客不成主。有客體就必有主體，無主人就

哪裏有所謂人客？這樣一「能」一「所」。所以，佛家講說我們要除去執著，除甚麼

執著?一言以蔽之，就是「取」，「能取」、「所取」以這兩種執。「能取」，能夠

了解東西的，「取」即是了解，能了解東西的力量就是「能取」。Edward Conze將

能取譯作 subject或者譯作 subjective。所取，被我們了解的東西，那個 Edward

Conze譯作 object或者 objective。即是說「現行」為所生。近人熊十力，這個人是

中國一百年來最偉大的哲學家，熊十力。

近人熊十力評論種子說，他主張廢除種子說，他謂種子是隱於「現行」之後，而

「現行」為「現行」作根源，故「種子」、「現行」是兩件東西，這句說話就在他所

作的《新唯識論》 裏面的。我就說他不通，「種子」是「現行」的本質來的，因為

「種子」一變現就變了「現行」，哪有兩件東西?所以我說熊十力這個人有時候很顛

倒的，很顛倒的。為什麼他會顛倒?因為他入不到定，他修不到定，我見過他，我認

識他，我問他有沒有修定?他說我沒有辦法修定。為何?他又沒結過婚，身體又很好，

為何不能修定?

他的胃下垂，胃漲，一塊東西這樣，一坐的時候，那個胃就會頂着，沒有辦法醫

得好胃下垂，胃下垂的人入不了定的，所以你如果是胃有病的，就要，如果有胃下垂

的症，你就要醫好它， 然後才能夠入到定。它會頂着的，最怕它在橫隔膜上面，一

塊東西頂着。這樣你如何入定?熊十力就是。為什麼會胃下垂?他吃東西吃得多，很大

食（能吃）的。

我見他那次，一個朋友就請吃飯，這個朋友叫做黃慶，黃慶，黃慶是梁漱溟的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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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丈夫，那他在廣州之北的新草園住，新草園在哪?那個蘇曼殊出家那處，新草有

一個雷峰山，雷峰山有間叫做海雲寺，那個地方蘇曼殊就是在那裏出家的，不是浙江

雷峰塔。那個叫雷峰山，那個山的峰「圓碌碌」(圓的)這樣的，那間海雲寺，海雲寺

下面那處有條村，那個黃慶就在那處，是那處的人。熊十力在中山大學教書，那個時

候我又在中山大學教書。他架子很大的，他固然不住宿舍，他住在黃慶家裏，只有五

個人選他的課，你不要以為那些大教授好多人選(修)，好多人選的那些，未必是很好

的，那只有五個人選熊十力。那麼大名氣只有五個人選。

聽眾：曲高和寡！

羅公：曲高和寡。其他那些「呀烏呀烏」（無能力）就幾十人選。那他架子大起上

來，你來我這處上課吧！不是的話我就不做了，叫那些學生去他那處，那要搭

半點鐘汽車才去得到的，你肯搭車來就聽，不肯搭車來就不要聽，他這樣。

聽眾：校長讓他這樣做嗎?

羅公：嗄？

聽眾：學校可以讓他這樣做嗎?

羅公：那些有名氣的教授，學校裝不知道。舊時有名氣的教授架子很大的。他走進校

長室裏，對校長，「啪」，這樣罵校長的。那些人，瘋癲的那些教授。這樣他

在這處說的。

他說：不能入定，不能入定，

我說：不能入定，那麼如何?

他說：這樣吧，唯有坐在沙發，找張沙發依靠著坐，這樣入定的。

我說：那麼那道氣就頂着，起來時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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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不相信有氣這回事的，這樣說，為什麼他不相信?

他說：哪裏會有氣的?不承認有氣。人家事實上確是有些，不是真的，不是 gas，它

是真的有種力量，他不相信。

聽眾：我相信有。

羅公：甚麼?

聽眾：不是，我說真的有。

羅公：真有…

聽眾：我信真是有。

羅公：你不信他那個，他說找侯世英、甚麼那裏學下?

聽眾：不用，我學過，是有的……

羅公：這樣你們那個，你那個朋友姜先生。

聽眾：是是，他是。

羅公：你請他吃飯，他在北京學氣功，唉，真是愚不可及。你不要說我這樣說他，真

是很蠢。學氣功何須走去北京學。

聽眾：不是，他其實是自己玩。

羅公：嗄？

聽眾：不是，他說他順便。

羅公：順便的，是嗎?

聽眾：他自己不是真的學，他去旅行。

羅公：如果你花那麼多錢去北京住幾個月。

聽眾：不是。不是。

羅公：學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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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他去探親的。他去探親的。

羅公：探親就可以。順便就可以。

聽眾：他應該去萬里長城玩。

羅公：那你一定失望的，氣功你肯坐就可以了，肯練就可以。買一本氣功甚麼、甚麼

法照做就可以了。

聽眾：他照做的。

羅公：嗄？

聽眾：他是照做的。

羅公：都是這樣的。

聽眾：是，他說都去了，順便。

羅公：我那天提醒他，因為吃了人家一餐飯，我提醒他，你聽不聽到我講，我說姜先

生，照我所知的，那些氣功師傅沒有一個長命的，好少有過八十歲的，都是六

十歲差不多便死了。你那天有沒有聽到?

聽眾：我那天無聽你講這些。我無聽。

羅公： 嗄？你沒有聽到?

聽眾：我沒有聽到。

羅公：他不知聰不聰明，你學在那裏學，你想長命百歲就學氣功的，學來學去你都學

不到長命，學來作甚麼?我說倒不如去坐坐、睡覺還更好，是嗎?

聽眾：為什麼?為什麼學氣功不長命呢?

羅公：為什麼不長命?第一，每每會走火入魔，這類人不只不長命，還會發神經。我

親眼見過有些人就發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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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寫(英文本)《成唯識論》那個韋達先生，曾經因為學氣功而入青山病院住了四

個禮拜。他沒有事的，忽然間那道氣起，本來那道氣是，這條是任脈，那條是督脈，

在任脈那處順着這樣過的，他搞到那條督脈倒轉，任督二脈調轉來，調轉來，那道氣

在這裏頂上去，一頂上去，他睡不到，晚晚都睡不到，只不過你不能入睡幾天就整個

人乾的樣子。說不能睡，不能打瞌睡，那樣結果走去青山病院。他不能睡，焦躁了，

他焦躁了，這樣子，他就去青山病院住了四個禮拜星期。

第一種就走火入魔，是嗎?第二種(是)過氣給別人，過一次氣給人，要休息幾天

都不行。實在氣是如何過? 主要都是帶有心理作用的，大家都是心理作用，是，是有

些熱力這樣，好像放射這樣過去的。不過不會至到這樣厲害的，葉文意是會過氣給人

的。葉文意對我老婆講，過一次氣給人，疲累幾天的。所以你找一個氣功的師傅，他

過氣給你，你給他很多錢才肯做的。他不輕易過氣給你，是嗎? 那你過氣給別人，醫

人過氣給人，你就影響到你的，短命。第三，他整天顧着運氣，整天顧着運氣，凡是

做氣功的人，吃的東西都一定少的，營養多數不良，你看那些氣功，多數瘦瘦削削，

怎會那麼瘦削，人應該很壯。

在生理上，你有幾高應該有幾多磅重就是，如果學氣功那些是如何?「猴子乾」

那樣子，是嗎?營養不是好，吸收營養，不充足，還同時，還有學到怎樣呢?減少睡

眠，減少睡眠，減少睡眠不是辦法來的。還有一些，最壞的，你有丈夫的，你會知，

恃着氣功，色欲強，又學氣功，學那些「採補」那些，即是等於密宗那些「雙身法」

這樣，「採補」。「採補」這回事，多數我所知，他說會長命，這些是會長命，「採

補」是會長命的，長命的多數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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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長命中，有五六個是風濕的、腳氣的，那些「採補」的，向女人「採補」

的，一定是，多數是，是腳氣的，一就是腳氣，長命而腳氣，一是因此而短命，你修

「雙身法」那些喇嘛都是短命的，「大寶法王」都是五十歲左右，四十幾歲就死了。

沒有一個，那些大喇嘛沒有一個長命，尤其是修雙身法那些，修「雙身法」法那些，

與「採補」那些一樣，「採補」那些你們結過婚就知道。

那個男人坐在這裏，那個女人趴上來，就在這處做性的活動，那個女人就面黃骨

瘦，男人就寂而不動，寂而不動就可以持久很久的，那你那個女人就整日，整日都，

那個內分泌整天都分泌，有什麼辦法不快老，有什麼辦法不變了人乾?害死那個女

人，那個男人就這樣，結果他就，他就享受，享受，結果不知道怎樣會影響神經還是

什麼?腳多數(有)腳氣了。我有位老師叫陳冠知，就專做這套事，五十歲以後就娶七

個妾侍，幾年，三、兩年人家自己告退了，總之我走人了，你給些錢我，我離開吧！

我不嫁你了。他亦樂得這樣做，他有錢，給錢你。

他那些叫「採補」，你說如果你想學這些，很容易的。現在那些人，那些有錢

人，學氣功，你以為，主要想學這套東西，「採補」。有很多學密宗又是以為學這套

東西，修「雙身法」。這樣你找那些氣功師傅教你，他都是看書而來的。有幾多個是

真正老師看着這樣傳給你?看書而已。你買一套《道藏精華(錄)》之類，裏面有很多

東西教你的，是嗎?很多，這樣你現在很多，現在市(面)上，香港報攤可以買了。一

本叫做《素女經》，那些女人就不看的。

這些那麼壞的書，其實我說女人，我教那些女兒，你要看看這些書，你不看這些

書，你就「烏 Sir Sir」(糊裡糊塗)。你們碰着那些男人，那男人這樣來對付你，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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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看看，原來你這套技倆這樣來的，報紙攤可以買的，《素女經》。

聽眾：是否黃帝做的這個?

羅公：軒轅黃帝，軒轅黃帝的時候，有一個女子叫做素女，黃帝和素女一問一答，講

一些有關性學的知識，這個就是中國最古代的性學史。

聽眾：造(作)而已嗎? 造(作)而已嗎?

羅公：甚麼?

聽眾：造(作)而已嗎?

羅公：造(作)而已嗎?誰人造呢?其實清朝才發現的，發現這本東西的，誰人的呢?湖

南那個葉德輝發現的，葉德輝，他發現的。他偽作的，叫做《素女經》。黃帝

當時那會有這種文章?那些文字還後過《易經》，所以葉德輝，果報這樣東

西，葉德輝被共產黨拉他去打靶(槍斃)。共產黨進湖南，即蔣介石將江西那些

共產黨趕走，(被趕走的共產黨)就經過湖南，經過湖南。

聽眾：瑞金、井崗山。

羅公：又不知道為什麼共產黨你走便走，他說他這個「封建餘孽」，去到就捉了葉德

輝來打靶(槍斃)。經過而已，和他有仇嗎?那本來共產黨被人趕，就逃走，他

有空便拉了他來打靶(槍斃)。葉德輝，葉德輝這個人都(有)很多書藏，湖南藏

書第一家。那個書房裏面，就貼住一句東西，「老婆不借書不借」這樣，好美

的字，寫字，即是你貴客你來看看。看看我的書就可以，借你就免問。即是我

生平二樣東西，不肯借給人的，一樣是老婆不肯借給人，第二是書不肯借給

人，「老婆不借書不借」，他那個圖書館有一個標語在那處。葉德輝就作了一

本《素女經》，他是一切「採補」大家，(他)八、九十歲很壯，童顏白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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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生氣起了上來，說這些是人妖，經過的時候順便拉了他出去打靶 (槍斃)。

共產黨經過的時候早期就是打，將葉德輝打靶(槍斃)，後期再入，即是解放成

功之後，再入湖南的時候，再拉了一個柳森嚴打靶(槍斃)。有沒有人看過柳森

嚴，這個人很厲害，

聽眾：他功夫很好的，與顧汝章交手的。與顧汝章交手。

羅公：顧汝章師傅來的。

聽眾：不是，不是顧汝章師傅。

羅公：是否師傅?

聽眾：他們兩個比武而已。

羅公：有比武嗎?

聽眾：比武，沒有正式比武。

羅公：柳森嚴不肯與人比武的。

聽眾：顧汝章放暗器。

聽眾：與顧汝章比的。

聽眾：顧汝章放暗器。怎知被柳森嚴全部接到了，全部接收。

羅公：顧汝章那麼賤的，他放暗器。

聽眾：他想跟他比。

羅公：比便來，比就連暗器都比?

聽眾：他想先下手為強。

羅公：哦。

聽眾：那樣去到看到他那處便放暗器，怎知他全部一一接光。

羅公：那就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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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無打。

羅公：第二次共產黨來就拉了柳森嚴去打靶。

聽眾：他那個時候年紀都老，柳森嚴那個時候都年紀老。

羅公：他已九十歲了。

聽眾：那他就想有間屋固定，固定間屋，就不顧得那麼多，那樣後來就被他拉去打靶

(槍斃)。

羅公：他懂飛簷走壁的。

聽眾：其實他是一個人才的。

羅公：是《江湖奇俠傳》的人物來，《江湖奇俠傳》那個叫柳甚麼便是他。

聽眾：是。不過他那個功夫在中國來講是第一流來的，沒有誰了。

羅公：嗄？

聽眾：他第一流來的。不過共產黨，即是這樣的手段不是那麼好。

羅公：真有其人，世界日報現在就將他來登，登完了未？《江湖奇俠傳》，不妨看看

這套東西。是它那些武林裏面，有七成是真事來的，譬如《火燒紅蓮寺》甚麼

的，都是真有這回事的。不過就不像他寫成這樣厲害而已。不過他叫做柳遲？

是嗎？柳甚麼？《江湖奇俠傳》那個，姓柳那個，那個就是柳森嚴，何鍵就拜

他做師傅的。

聽眾：不是，何鍵，顧汝章。顧汝章。

聽眾：不是，何鍵拜他的。

聽眾：何鍵做省副主席，那個時候。

羅公：做省副主席。

聽眾：他就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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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他很佩服柳森嚴的…

聽眾：他就佩服了，但是顧汝章就在那處來甚麼。在他自己的國術館。

羅公：國術館。

聽眾：是，在國術館。他就提倡國術，就這樣。

羅公：顧汝章當時來過廣東的。

聽眾：是的。

羅公：是的。

聽眾：他就又再在這裡搞回國術館。搞國術館就找譚生做教務長。

羅公：哦。

聽眾：這樣了。他都很厲害，好識人。他所有…

羅公：無甚麼的，那些武術家最「弊」(最壞)就是每個都幾套秘密招數，

有一、兩套秘密招數不教給其他人。他死了，就連學生、弟子都沒有。

聽眾：無嗎?都有。

羅公：有沒有嗎?

聽眾：譚生就介紹一個學生、門徒跟顧汝章學「鐵砂掌」，顧汝章亦介紹門徒跟譚生

學，

聽眾：那麼現在那個鄭天熊在香港。

羅公：香港。

聽眾：香港那個鄭天熊就是譚生的首徒來的，那就學到。

羅公：鄭天熊未死的，他還在那裏，他現在教人打太極拳。

聽眾：是的，未死，他就去台灣比武。

聽眾：台灣那些人就不是他對手，就借機會就罵他，他於是，就說罵他不對。

33



聽眾：那裁判就幫台灣那邊的，那就拉了他走。

羅公：鄭天熊有，我老婆風濕買他那種鄭天熊的那些藥水搽。

聽眾：在…

羅公：是，灣仔那處，是鄭天熊。

聽眾：他是譚生的首徒，縮骨(術)。

羅公：他有的，那些飛簷走壁他真是有的。不過他練到的。

聽眾：練到，不過是人家苦練的。

羅公：是的，你學過未?

聽眾：我不識。

羅公：我以為你學過兩道。

聽眾：無。我都不懂。不過知道而已。只是知道來龍去脈。

羅公：那邊還是這邊?陳復生，他打過這處平了。

聽眾：三、四人圍着他都不是他手腳，三、四人想靠近他身邊都靠近不到。 

羅公：我知道他是有能力。好了，講回這裏。

熊十力有一個這樣的怪人來的，他這一世沒結過婚，但是，黃慶說，他對人說，

他說人生都要有一些經驗，我一世未曾結過婚，我又不想結婚，有機會找一個乾乾淨

淨的，我想去嫖一次這樣。我不是說目的想去嫖，我想知道嫖是到底是一回甚麼事?

現在人人都說嫖賭飲吹不好，他說到底是甚麼的事情?全部這些我「烏林林」都不

知，他叫黃慶，說有沒有機會你帶我去試一試這樣。黃慶說，你不要試，搞這種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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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個學者是這樣，那些學者，他真是想說要實際體驗，他不是說壞，他想實際

體驗，人人說這樣事壞是怎樣壞的?他不懂，你看看他，他又如何?他請吃飯，炖全

鴨，黃慶，炖兩隻全鴨，兩款，我說為什麼這麼多做兩道呢?他說這一隻你們不要

動，熊先生吃的。你們吃這一隻，你們幾個人吃這一隻，那麼一個人吃一隻填鴨，不

是，全鴨，給甚麼?給蓮子、薏米被裹在那隻鴨肚處炖一碗，一個人吃這樣，連飯也

不吃，吃一隻全鴨，有什麼辦法不胃病呢?

蘇曼殊又(是)胃病死，亂吃東西的，蘇曼殊。你看看，它說他硬要將「種子」說

是兩件東西，你可以查的，《新唯識論》，「其說然否」，我當別人這樣問，就是我

答，每一「種子」是一種「勢用」，「勢用」即是一種 power，「勢用」，眾緣不

具備的時候，這種「勢用」就在「第八識」，被「第八識」攝持着，即是包藏着。

「念念等流」，念念即是每一個剎那，每一個剎那，這個剎那，「一生一滅」，

第一個剎那，這種力即刻好像燈塔那些燈，那麼生一生，一生立即熄滅，第二個剎那

又再起，第三個剎那又再起這樣，一生，「念念等流」，即是「等者」就相似，是

嗎?「流者」就相續，每一剎那、每一剎那都有「一生一滅」，「一生一滅」，相續

的，能力都是這樣。

「它以潛隱的狀態而存在，此時就但名叫做種子」，並無「現行」，等到「眾緣

具備了，眾緣若具了，」「則此勢用便有顯現行起的相用」，「相用」者，相即相

貌，用就是作用了，此時即它顯現的時候，就「勢用」的本質來到講，「仍名叫做種

子」，仍然是種子，就它那個「勢用顯現」，「現行」起作用，有相狀表示出來，那

個時候就這個角度來講，就叫它做「現行」，雖在言說上，言說即是說話，在說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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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義邊」，「義邊」即是我們理論，在理論上，「種子」與「現行」。

一「種子」，就是「能」，二「現行」，就是「所」，「種子」就「能生」，

「現行」就「所生」，一能一所，互相對待的，實質「現行」即是「種子」體上的

「用」來的，「用」即是屬性，英文叫做 attribute，是種子這種本質，在它的本質

上面所有的屬性，「體之與用，豈能說為二物！」譬如你黃金，金是黃的，黃是它的

「屬性」，金是它的「體」，不能說二件東西，體之與用，豈能說為二物！「種子」

與所生的果，那生的果叫做「現行」了。就「不一」、「不異」，你說它即是是一樣

又不可以。「種子」的確是「種子」，「現行」是「現行」。你說它是異又不可以，

你說「種子」是本質來的，「現行」不過是屬性未顯現，所以非異。非一非異，不一

不異。《識論》二，即是《識論》指《成唯識論》，《成唯識論》第二卷早有明言，

「熊氏此言攻人之所已遮」，他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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