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人之所已遮」，他攻擊別人，別人已經，已經否定了的事他再攻擊。「殆智

者之失歟」，犯了聰明人的過失。我就這樣講，因為他是我老前輩，我見他之時，不

能這樣講。寫這處的時候，我就這樣說。我現在再(講)第二個問題，「問：唯識家以

種子為現象之因。而所謂種子，(卻)是個別的。」每一種東西，每一種的種子，譬如

你一隻金戒指這樣，黃有黃的「種子」，是嗎?金有金的「種子」，各別的。而且種

子是各別的。「多至無量數」無量這樣多的，種子。「豈不相當於西洋」，西洋哲學

家那種「本體論」裏面的所謂「多元論」，是嗎?熊十力就說，如果講唯識、講種子

等於講「多元論」。

我答：「由二義故」，先從兩點理由就不可說為「多元論」。第一，「每一個眾

生的種子雖無量數」，但是被賴耶，「統之賴耶」被「阿賴耶識」統攝了它，「統之

賴耶；諸種子就不離「賴耶」而存在的」。所以，我們說它多就不可以。「二，一切

眾生阿賴耶識中所含藏的種子，都是真如體上的﹝之﹞用來的」。「真如體」才是最

後的東西。他說「真如」非多，「真如」不能說一、不能說多，離言的，所以我們不

能說唯識的「種子說」是「多元論」。

這樣我再答他，又假設一個問﹝題﹞：又是答熊十力那班人的，問：種子分做

「有漏」、「無漏」兩種，他說這樣豈不是善、惡二元，這個世界「有漏」就純善，

不是，「無漏」是純善，「有漏」就有惡、有無記，豈不是二元？善、惡二元論?西

洋那所謂的善、惡二元論。波斯，即是現在伊朗，有一個宗教，這一個宗教，人人叫

它做拜火教。它的名字叫做 Zoroaster，瑣羅亞斯德教，那他，這個人，有一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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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Zoroaster，當時。本來就學基督教的，基督教徒，後來他覺得基督教徒的教理，

不得圓滿。

自己回去伊朗，即是回去舊時叫做波斯，就自己創立一個宗教，就叫做瑣羅亞斯

德教。那他，你不要以為他很迷信，拜那些火，他不是這樣的。他認為世界上有兩個

來源，世界上有兩個來源。由這兩個來源而發展出各種生命出來，即是我們生命的來

源，一個是善，一個就是惡，善、惡兩個源。由善的來源一路發展就成為一切世間好

的事物，由惡的來源就成為一種壞的東西。世界上因為有兩個來源，所以始終有善有

惡的。

這樣，善，它以一個神來到代表，「善神」，好美的，好貌美的，一個就「惡

神」，很兇惡的。善、惡兩神，那兩個是象徵兩個來源，你不要以為他迷信。他說世

界上有很多事物，可以由象徵代表，譬如那兩個善、惡的，善的就光明，惡的就黑

暗，黑暗可以，不是，光明可以破壞黑暗，他說所以我們想傾向善，就要找種象徵，

火。舊時沒有電燈的，火，其實現在他應該用甚麼?電燈才對，舊時無的。用火，這

裏燒一堆火，象徵善神，在這供養善﹝神﹞，提醒自己那種善的意念。這樣解釋的，

你不要以為「那個真是傻子在拜那些火」這樣，不是的。

聽眾：他用甚麼來代表惡?

羅公：嗄?

聽眾：用火來代表善。

羅公：是的。

聽眾：用甚麼來代表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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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黑暗。黑暗。黑漆漆的那些事物代表惡。

這樣，說到這處，有個，從前我有位老師，叫做許地山。他去印度研究梵文，研

究了不知道十四年抑或十八年，對婆羅門教很熟﹝悉﹞，對佛教亦相當熟﹝悉﹞，他

就﹝是﹞基督教徒，不信佛的。他是神學博士，站在基督教立場來到研究佛的，研究

婆羅門的和研究佛。他有一篇文章，在《哲學評論》發表的，他說佛教最初，原始佛

教就並沒有提到西方「極樂世界」，亦無阿彌陀佛。他說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是佛

涅槃後五百年以後，那些大乘的學者﹝造﹞作出來的，他﹝造﹞作出來就作本《阿彌

陀經》、作《無量壽經》，就﹝造﹞作了這套東西出來到推行。

在印度反為不流行，怎料那些人將它來譯了作中文，中國就流行起上來，這樣。

那現在，所以中國人整天唸「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都是受著那兩句東

西，那個作《阿彌陀經》，那個人，受了他的影響，這樣。我們佛教徒就說他大逆不

道，是嗎?但他是基督教徒，你知道嗎?他可以這樣說，你信不信就由你。

他再追查、追尋，為何那些大乘﹝的﹞佛教徒，要造一套這樣的思想出來?他說

亦不是他造的，他說佛家想眾緣具備就可以參講，這個就是講得最對，佛家高級的道

理就是甚麼?是「緣生」的這套道理，就不是說甚麼「極樂世界」、甚麼藥師佛，不

是的，這種道理，佛的最高意義就是甚麼?「無常」、「苦」、「空」、「無我」，

他說這些才是佛家的精華來的。

他說我們要取佛家的東西，就要取這些，就不要取那些搖鈴打鼓，或者那些低級

的，他說甚至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都是象徵一種事物，是受了時代思想的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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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何?佛去世後，五百年的時候，有位龍樹出現，龍樹已經相信有淨土了，提倡淨

土了，為什麼那個時候出現，為什麼五百年前不出現?

﹝為什麼﹞就要五百年後才出現?這個歷史的際會，因為佛在世的時候，就

﹝是﹞西元前二千四百年死的，二千四百年死，佛死了之後五百年﹝期間﹞，剛剛是

耶穌在世差不多時候，當那個時候，印度受外來的勢力侵襲，就吸收外來的文化，因

為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吸收了希臘的文化，就產生「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很多

受希臘的柏拉圖、亞裡士多德那些影響，蘇格拉底那些影響，就不是完全是印度的土

產來的。不過佛教徒就吸收了，就自己融化起來，就叫「大乘佛教」。你不要以為他

甚麼?正是因為他﹝是﹞基督教徒，所以他還比較客觀些。

那他說當時就是正是那個時候，他考查過當時，佛滅後約五百年，就﹝是﹞波

斯，即是現在的伊朗，就﹝是﹞古代有一種思想，就﹝是﹞很流行，流行甚麼?世界

是善、惡二元的，你如果行善，你結果就一定是好的，你行惡，你結果一定差的。他

說這些，他說如果你不斷行善，不斷行善，你死的時候，就有一個很美的美女來接

你，接你上天上，你就永生了，不再死了，甚麼﹝都會﹞幸福到極了。

如果你作惡，一個很惡的人來接你，捉了你下地獄，你就永不超生了。那當時流

行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就加深了佛教那種生死輪迴，如果你作惡，你就如何得禍的那

種思想，和甚麼?作善得福，尤其是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親自來接你。阿彌陀佛是

相好莊嚴的，還有觀音、勢至那些，他說這些就是希臘那些，不是，伊朗那些，那個

美女的變相，變相來的，都是那套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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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總之一種美好的東西來接你，有個好的歸宿。他說因為印度佛教徒受了這

種影響，那就覺得這樣東西對於弘揚佛法是不錯的，這樣東西，就於是創造一套淨土

教出來，是這樣的。許地山，為何他在中山大學教中國佛學史的，你不要以為他是寫

小說，他教中國佛學史的。他不要那個「教」字的，佛學而已，〔他這樣說〕佛不是

宗教來的，基督教、天主教這些就是宗教，佛學，佛家的學問來的而已。

這是一種實踐的人生哲學來的，他很尊重佛教，但他說它不是宗教，理由是它

﹝佛教﹞都不信神的，為何是宗教?宗教一定信神的。但是日本人就說不是，求歸宿

就說宗教了，不一定信神，日本人這樣說的。那他，許地山這篇文章，他﹝這﹞篇文

章很早﹝期﹞了的。後來，有些西洋學佛的人就依著許地山這種思想，就﹝是﹞凡說

到淨土、說到念「阿彌陀佛」，都是說印度佛教徒受了波斯的思想和受了甚麼?希臘

有些所謂女神那種思想的影響，而且柏拉圖那班人亦相信有所謂天國的。

將這些思想合起來就搞出一個「極樂世界」來，他這樣說法。這樣，許地山就已

經死了，是嗎?西洋講的人就在西洋講沒有極樂，中國，你知道中國佛教徒閉塞的，

外面的東西，甚麼都不看別人的，別人講甚麼他都不知道的。現在，你看看《六祖壇

經》，別人在敦煌已經發現那本《六祖壇經》發現了幾十年，有些法師都不知道有這

本敦煌本的《六祖壇經》。講《六祖壇經》還拿著我們舊時曹溪刻版那本來講。

問那個這樣的﹝法師﹞：你對敦煌本，你如何批評?「我不知道！」、「我沒有

見過！」這樣，?「我們的古德都是傳這本的」。這些才是真的，中國人是這樣的。

即是現在那本《楞嚴經》，《楞嚴經》明明是中國人思想，受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影

響，將它們來跟中國的文化融為一起，作這本《楞嚴經》。如果叫許地山來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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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作《楞嚴經》，就猶如印度佛教徒之作《阿彌陀經》一樣。如果他不是佛教徒，

他可以這樣說的，是嗎?

聽眾：伊斯蘭教那些、小乘那些也不承認，說這個《阿彌陀經》是佛教的，

羅公：不承認，何止?

聽眾：伊斯蘭教……

羅公：何止，《般若經》他都不承認。

整本《大般若經》都不承認，他承認《四阿含經》，不承認。它這些全部後來的

人受了外來文化影響的，他說我這些叫做 primary buddhism，那些古老佛教才是真

的東西，這樣說。很多都是錫蘭，(斯裡蘭卡)那些人都是這樣想。那這樣所謂他那個

善、惡二元論，我們不好學一些佛教徒：嘿！這些這樣的東西！粗淺到極！人有人一

套好有結構、好有系統的神學來的，別人一套。又是熊十力說的。「答：此中有三義

應知」。即是有三種理由我答他的：第一，《瑜伽論》即是《瑜伽師地論》，謂眾生

分五種種姓。

第一種「聲聞種姓」、第二種「獨覺種姓」、第三種「佛種姓」、第四種「不定

種姓」、第五種「無種姓」。舊時講過給你們知道，前四種眾生皆能證「無漏果」

的，對付那些「有漏」的種子，它說此時「有漏」尚滅，何況有惡耶?這樣，既然是

有善、惡二元，有惡的元，那個惡的元不應該滅的，但可以滅的，所以不能說有惡這

個元。第二，「善惡種子」只是實「體」上的「用」，這個是真如實體上的一種屬性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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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所攝」，「諸行」即現象界，是屬於現象界，是屬現象界。不可說為

「元」，「元」者就﹝是﹞眾生的根源的，所以善與惡都不是「元」。三，真如實體

可說為「元」，但「真如」是離言說相，不可用言說表示的。用言說表示的是概念，

所以不能說它善、惡。很容易答這個問題。第四個問題，因為當時我在中山大學教

書，那些學生，有些人拿著，當然他的名氣比我大得多，聽完他講話的學生，問我這

個東西，我就寫進去，我當時用這個做課本，做講義的。

聽眾：羅公，你教甚麼的當時?

羅公：嗄?

聽眾：你教甚麼?

羅公：我教?

聽眾：你教哲學?

羅公：佛家哲學。我教佛家哲學。我教過幾科。佛家哲學、大乘哲學、小乘哲學、中

國佛教史我都教過。

聽眾：那個你教的時候，許地山還有沒有教?你教的時候，許地山還有沒有教?

羅公：誰?

聽眾：許地山。

羅公：許地山是我老師，又怎樣?

聽眾：不是，還有沒有在中大(中山大學)教?

羅公：有在中大(中山大學)教。

聽眾：即是一起教?你又教，他又教?

羅公：沒有，我做學生的時候，許先生教。我在那裏做副教授時候，就是熊十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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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熊十力是正教授，我是副教授。

聽眾：你當時幾多歲，羅公?你幾多歲?

羅公：三十多歲。三十多歲。我二十，二十九歲做 instructor。不是 instructor，是

lecturer，做了三年 lecturer，﹝之後﹞做 vice professor，做了兩年 vice

professor，就然後才是轉校，就升了 professor，是這樣。熊十力那些，他

因為他名氣大，你知道他沒有，此人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他員警教練所畢業

的，他做員警的。他在湖北省員警教練所畢業的，做過員警。

聽眾：為什麼他成就如此大?

羅公：是。他成就很大。

聽眾：成就很大。

羅公：是，他在員警教練所，他是這樣的。他人自小就看了很多武俠小說，認為中國

是要救的，清朝那些腐敗，中國會亡國。

他﹝認為﹞要匹夫有責，人人都有責任要救中國，救中國如何呢?他思想很幼

稚，認為一定要有軍權，你就不要拿，即是毛澤東「槍杆子出政權」這樣，他當時認

為你想救中國，你就先有權，有軍權，如何有軍權?就要入軍官學校，入陸軍學校，

那麼當時湖北有個講武堂，那個湖北講武堂，你中學都未畢業就沒有資格，連考都沒

有資格考的，但湖北那時張之洞做湖北、兩湖總督，就想學西洋那樣辦員警，你明

嗎?

舊時沒有員警的，叫些人請一批日本人來做教練，請﹝他們到﹞湖北建一個員警

教練所，就請日本鬼子來到教出一批員警出來，所以湖北的員警舊時不錯的。員警之

8



中，北京的員警最好的，北京很好的，好過香港的，北京員警誰人教出來的?袁世凱

時代，請日本人教出來的。日本人好能幹的，日本人教員警。

那麼當時張之洞要辦員警，你先要培養一班員警出來的。就設了一個教練所就招

學生，小學畢業或者相當程度就可以入的。他想想，講武堂不讓他入，我入員警教練

所先做員警，他走去做員警。在讀的時候見到很多人都不是範兒的，那些是三山五嶽

的人物才去入員警教練所，即是本身都是那些「黑墨墨」(橫行霸道)的那類人，古靈

精怪的，無一個是成器的，那不行的，你要我靠這批人來救國怎可以?我與這些人出

來，將來出來豈不是跟他們一樣?

不要這樣搞了，這樣就不讀員警了。不讀員警就想投入去做軍隊，投筆從戎，去

做軍隊，就不知為何碰到一個人，不行的，你做軍隊不會有軍權的。你要讀那些軍官

學校出來，然後先可以做那些連、排長升上去，你做軍隊做炮灰的，你沒有用的這

樣。這樣，﹝他﹞想想如何才可以?軍官學校，不是，講武堂我又無資格入，那如何?

於是，有一個人又教他，有一個老先生。

那個老先生對他很有影響，學習不就只是拿槍先可以救中國的，用文，學問都可

以救中國的，你讀軍官，去陸軍學校，人家不收你，這樣你走去做學問吧！那就如何

做?你要先學那些「四書五經」這樣，他說：這樣好，我學「四書五經」，然後他學

「四書五經」，這樣而已。學「四書五經」，那就讀《大學》、《中庸》、《論

語》、《孟子》，就愈讀愈興奮，就說：我要做聖人。他有立志要做聖人。但做聖人

就四處去尋求解釋，有個人介紹他說：你想研究這套東西，你要研究宋代「宋明理

學」才可以。這樣，﹝他問﹞如何學「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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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你想研究「宋明理學」，你最好去北京，有錢嗎？

他說：我就儲起有些錢。

他說：你有一些錢去北京，去北京好多學者，你去找，我認識有一個人在北京，是研

究「宋明理學」很有心得的。而且，這個﹝人﹞做翰林的，翰林出身，又做過

四川鐵路總辦的，叫做傅增湘，我說我寫封信介紹你去見傅增湘。

傅增湘這個人很好的，他會教你的。他說：好吧！你寫一封信介紹我吧！他就拿

著這封信真的去北京，和六祖一樣那樣的人物，他去北京。去北京就走去找傅增湘，

傅增湘這個人，這個忠厚長者，看到這樣年輕人，這樣熱心求學，﹝答﹞：好了這

樣。你住下來，我教你如何看書，你有空就來我﹝這﹞坐，我跟你講，傅增湘教他看

「宋明理學」，就講朱熹就怎樣、陸九淵又如何、王陽明又那樣。

那麼多個，我﹝對﹞朱熹﹝理論﹞不高興，我最高興是陸象山、王陽明這樣，陸

王哲學這樣，於是就專門研究陸象山、王陽明。這樣講「宋明理學」，講了些時日，

他又學寫文章的時候，又寫得一手好文章，好文采，很好，近人的著作，講理論的，

文章最好莫如《新唯識論》，有本文言文的，你看白話文那本，那本不好的，白話那

本﹝是﹞他學生譯的，他那本﹝是﹞文言文。

這樣，他因為寫了些文章，寫得很好，給傅增湘看，傅增湘說你﹝是﹞可造之

材，你真的是。傅增湘晚年學佛，他說你學「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受佛教的影

響很大的。不如你學一下佛教，他說好的，我又想學佛。這個人這麼天真，他說學

佛，他說：現在我就學佛，我的程度不是很好。他說：現在有一個在北京大學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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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叫梁漱溟，我介紹你找他，他指導你就一定成功 (好?)！那麼他就走去找梁漱

溟，梁漱溟的人品又是很好的，教他如何看書怎樣、怎樣，他日夜都目不倦地看那些

佛經。

他就說原來另有天地的，豁然開朗，這樣我要研究佛經。原來佛經是可以救世這

樣，他學佛經，就研究很多東西，又研究《楞嚴經》、研究《大乘起信論》。他〔梁

漱溟〕說：《大乘起信論》是假的，這樣。但《楞嚴經》，有些人都是說是假的，不

過我不是專門研究這門的。他說你真正想研究佛經，你不如研究唯識吧！這樣。他

說：那我走去跟你聽唯識可以嗎?〔梁漱溟〕北京大學不能進入的，你走來旁聽，不

知道它收不收你的。

他說現在來的，在哲學系收來作旁聽的那個都走了，那個叫做王恩洋。他在這裡

旁聽，王恩洋。他說他走了，我說我認識他，走了去南京跟歐陽竟無學唯識。哦，這

樣，他去學，我一樣可以的。我有「水腳」(路費)去，他說：好啊！這樣，於是梁漱

溟就介紹他，叫他去南京。他真是在北京走去南京，走去投入去支那內學院學習。歐

陽竟無看他不起，這樣你就跟著這些人一起學吧！他又不作聲，自己埋頭苦幹，有些

人就幫幫他，傅增湘幫﹝出﹞錢﹝財﹞給他。

那他是甚麼?黃江人，黃江是湖北省，文化相當發達的，黃州，蘇東坡貶去黃

州，做過黃州團練使，還有黃江縣，他是黃江縣人。黃江縣叫做甚麼?黃梅。五祖，

五祖就在那裏，受佛教文化影響很大，那他，所以他對禪宗就很有因緣的。就在歐陽

竟無那裏學。歐陽竟無那班人就看他不起，歐陽竟無〔這個〕人的眼角很高的，看他

不起。有一次，就是不知道是賞月還是甚麼，還是聊天，就說起，他說：大家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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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大家寫篇文章，給我欣賞一下你們大家的程度、心得

如何呢?大家都說好的、好的。各個人就回去寫篇文章，就呈給歐陽竟無看。

歐陽竟無一看他，最好是他那篇文章，他說：原來這個傢夥很厲害的！就﹝對

他﹞另眼相看，歐陽竟無對他另眼相看，跟著呂澂、王恩洋那些大家都捧他，大家都

捧他，他就在支那內學院研究所做正式的研究生。就在這裏研究了兩年，那樣就跟當

時，他有個同學叫做湯用彤，湯用彤就是，又在這裏聽，教書，在支那內學院教書。

就教甚麼?就教梵文，教梵文，就教婆羅門哲學。這樣，熊十力就跟他聽聽，他就跟

湯用彤半師半友。湯用彤在這裏住了一年多、兩年，就北京大學請他去做教授。

湯用彤就去北京做教授，剛剛去到時沒有教務長，就找教務長，就請湯用彤做教

務長。湯用彤做教務長就薦熊十力去，湯用彤你不要說他甚麼的，那麼多人都不

﹝推﹞薦，﹝竟然﹞﹝推﹞薦一個無畢業的、沒有讀過大學的，﹝推﹞薦熊十力去做

講師，一做講師，那時候北京大學的講師好像很寶貴的，梁漱溟都是講師來的，推薦

熊十力去做講師，那又是為何?﹝因為﹞梁漱溟剛剛離開，梁漱溟就走去山東。那個

山東省長就請了他去整甚麼?那個山東的甚麼縣?就設一個實驗的鄉村，鄉村治，山

東。請他去，他就連教授、連講師都不做，就走山東，辦村治。他梁漱溟就教兩科學

問的，一科是「印度哲學概論」、一科就叫做「唯識哲學」，沒有人教。

於是湯用彤就介紹他，熊十力，叫他教「唯識哲學」，他教「唯識哲學」，因此

他嫌那本舊的不夠現代化，就寫本比較現代化的，就直接叫做《唯識論》。現在你買

不到了，我在香港，不是，我在廣州曾經有一本，托人在北京買到它，是北京大學的

講義來的，在北京大學有賣的。還有，梁漱溟的《唯識述義》又是北京大學才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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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買過它。怎知道他印完那本《唯識論》之後，再過多兩、三年，他就反唯識了。

﹝他﹞認識唯識的種子說不徹底，是「多元論」，是甚麼呢?他受禪宗的影響，認為

﹝唯識﹞太過多個名相、太執著，要講般若、講禪宗，那就於是不要種子說，就創立

《新唯識論》。

那《新唯識論》就將舊《唯識論》做基礎，就再增加一些禪宗的元素，在佛教，

再增加《般若經》的元素抄襲成，就再取些甚麼?西洋哲學，在西洋哲學取甚麼?取了

柏格森的「創化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就再取中國原來的《易經》、「宋明理

學」，再加了多少（一些）辯證法，全部都炒為一窩，就叫做《新唯識論》。但你不

要笑他，少就說一百年內最權威的應該是他，其實何止一百年?應該由宋朝數下來，

又或者由王陽明之後數，應該是數到甚麼?五百年、五百年之後，中國哲學說唯一

的，沒有，最權威是他。

聽眾：你估計他是否「菩薩再來」？

羅公：嗄?

聽眾：他是否「菩薩再來」，他那麼厲害！

羅公：薩?

聽眾：菩薩！「菩薩再來」。

羅公：他說甚麼?是嗎?

聽眾：「菩薩再來」，他說。

羅公：哦，他自己就說他是，他自己說是。他說古代那些聖賢都是再來的。

聽眾：羅公，他自己說他是「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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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他自己就說他「再來」的。

聽眾：羅公。

羅公：有兩個人說自己是再來的，康有為說自己「再來」，他又說自己「再來」。

聽眾：羅公。

羅公：是?

聽眾：羅公，那麼你說他現在這個《新唯識論》與那個玄奘法師「唯識論」，那個意

義那個大些?

羅公：都是「舊唯識」，都是「舊唯識」，都是「舊唯識」。

聽眾：都是「舊唯識」。「新唯識」…

羅公：「新唯識」…

聽眾：「新唯識」樣樣…

羅公：抄襲些。

聽眾：都抄襲些，那個思想沒有那麼單純。

羅公：是，但未曾很成熟，可能他要再傳一、兩代繼承他先可以成熟。他現在的名詞

都要用舊唯識的名詞。最不同的就是這樣，「舊唯識」就信「生死輪迴」，他

不敢說有「生死輪迴」。因為科學家找不到證據，他只是講，他說有情，這個

《成唯識論》，他《新唯識論》講，「夫有情業力」，用我們的業力，「不隨

形盡」，不跟著形體消滅，有情業力，不隨形盡，「理亦或然」。他不敢肯

定，太虛法師就罵他，說他仍然不免（連連不滅）斷見。太虛法師這樣批評

他，其實太虛法師的講法。他在大學講書的時候，人家旁邊很多科學家的，別

人說：拿證據來，是嗎?不可以的，理亦或然即是說他不敢否定，亦不敢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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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不敢肯定。

羅公：不敢肯定。理亦或然，我們出去講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說，別人叫你拿證據來。第一點，他不敢強調這個「生死輪迴」。第二

點，眾生的來源，這個宇宙的本源就﹝是﹞「真如」。「真如」是「體」，由「真如

體」顯現無數那麼多「用」，那些「用」就是無數那麼多「第八阿賴耶識」，「第八

阿賴耶識」是「用」，「真如」是「 體」，茫茫那麼多眾生都是「真如」的屬性來

的。那麼，其實就是「一元論」，是嗎?但是，由「阿賴耶識」來計，它就變了多元

了，他就強調佛教就是 「多元論」。

這樣，「舊唯識」講起上來，有個缺點。「真如」就是「無為」的，「無為」即

是，第一無形無相，無作用，它的「體」就無形無相，無任何作用，「 用」就無數

那麼多「阿賴耶識」，有形有相，有作用。就變了好似「 體」和「 用」，好像敲成

兩截這樣，你明白嗎?熊十力就說它把 「體」 、用敲成兩截，熊十力批評，他說「舊

唯識」未能將 「體」與 用連串，它將 「體」與 用敲成兩截，直接這樣說，似的，

這件事。

他說：我的《新唯識論》就不是﹝這樣說﹞了，「即體即用」，即是如何？

「體」不是「無為」的， 「體」是「無為而無不為」，道教，「無為」但是又「無

不為」， 「體」不是像「真如」那麼死寂的，他說「真如」死寂的，他說我的

「體」就叫做「恆轉」，「恆轉」、佛家講那個「阿賴耶識」，說它是「恆轉如瀑

流」的，每人的「阿賴耶識」都「恆轉如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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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不是，全個世界一個叫做「恆轉」，「恆」者就連續，「轉」者每一個剎那

轉變，這個「恆轉」，這個傢夥就具備兩種性質，「恆轉」是 「體」，「體」內有

兩種 用，一種是甚麼?一種就「恆」，「恆」的作用就是連續不斷，不變化，但同時

又不斷變化〔是〕「轉」，「恆」是甚麼?「坤卦」嘛！

「恆轉」不就是太極?是嗎?「無為而無不為」，就是無極而太極，「無為」就無

極，太極就是「有為」的，不就是一個太極?太極裏面分陰陽的，陰就是「恆」，陽

就是「轉」。明明是《易經》的「地道東西」(那幾套學問)來的，這個「恆轉」不斷

磨擦，「陰陽相摩，八卦相盪」，就產生宇宙萬物，整套《易經》。老子《易經》的

那一套，但他用的名詞是佛家的名詞。所以中國人始終是中國人。

聽眾：他的道理不就是《大乘起信論》講那些?

羅公：不是的，不是的。

聽眾：那即是他的《體用論》？

羅公：是的，他的「即體即用」，「恆轉」是「 體」來的，就是這樣，但「恆轉」

又是 用。那件東西的「體」，這個不就是德國黑格爾那套學問。

聽眾：黑格爾。

羅公：辯證法，兩個矛盾的不斷磨擦，他晚年就是那些學生將他的演講，將它來輯成

《 體用論》。有的賣，這裏有沒有?香港有得賣的。晚年有幾套書，一套專講

乾坤的，一個專講 「體」、「用」的。

聽眾：他幾歲寫的?

羅公：《新唯識論》之後有兩套。一套叫做《乾坤衍》，衍義的「衍」，一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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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用論》，你看熊十力的，看這三套就可以。還有一套是教人讀中國的五經

的，叫做《讀經示要》，現在這套書沒得賣了，我在香港我還有，沒有了！你

想在美洲找這些書看都沒有了。

聽眾：他幾多歲死了?

羅公： 嗄?

聽眾：他幾多歲死? 他幾多歲死?

羅公：死時?

聽眾：他幾多歲死?

羅公：八十幾歲。他死，梁漱溟都未死。

熊十力他最佩服兩個人的，一個就梁漱溟，一個就叫做馬一浮。馬一浮、梁漱溟

是他兩個好好的朋友。他亦最佩服這兩個人。梁漱溟對中國那些學者就最佩服熊十

力，一方面他就最佩服歐陽竟無，第二個他佩服熊十力。他說熊十力的境界已經達到

莊子所謂的「真人」，他自己講的。他說這個簡直是「真人」來的，他講的，我在桂

林聽住他講，「這個簡直是個真人。」「真人」就好像還重要過聖人了，他是「真

人」來的，莊子的所謂「真人」。

好了，看回這裏，再看這段，就休息一會。問：唯識宗以「有漏種子」所生的

「賴耶」，「阿賴耶識」都有自己的種子，如果「阿賴耶識」是「有漏」的，所以

「阿賴耶識」的種子是「有漏種子」，「有漏種子」所生的「賴耶」為眾生的根本，

就眾生的份上來到講，就無始以來唯是「有漏」現行，從來不會「無漏」的，他說如

是，這樣一來，得無有「性惡論」之傾向?豈不是「性惡論」?熊十力說它唯識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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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論」的傾向。

我答：「賴耶」雖是「有漏性」，亦含藏有「惡性種子」，但其本身是「無覆無

記」，不能說它惡，而「賴耶」所藏有那些「有漏種子」之中，亦有一部份是「善

性」，亦有部份是「善性」，那些「有漏善種子」，第三，眾生之「賴耶識」之中，

亦有些有「無漏種子」依附在這處，雖未發現，而它的本質不是無，所以不能說它是

有「性惡論」的傾向，這是我當時答那些學生的情形是這樣。但他熊十力，他比較我

輩﹝份﹞前很多，我又不敢拿來去跟他駁。就問，我再問，可能休息一會先吧！第四

問，最後那個問題了。

問：「種子能生一切現行，何不說種子是一切現行的實體、本體呢?」即是「實

體」，即是 reality? 答：不過我的答：不可，何以故?有三義故。一，種子亦由熏習

而生出來的，如果你說種子是有來源的，是由「現行」作來源熏入去的，那你說種子

是「本體」，你怎不說「現行」作「本體」?唯本有義不能成立，你說只可以有「本

有種子」，不可以有「新熏種子」的，《成唯識論》已經駁了它，不能成立了。

此類「新熏種子」就以「現行」為因而生，許，「許」即是承認，如果你承認種

子是「實體」起「現行」，可以生「實體」嗎?不通。第二，所謂「實體」是有生滅

抑或無生滅?你要答這個問題。如果你承認，若許「實體」無生滅。普通哲學家都認

為，現象界就有生有滅， 「本體」就一定無生滅的。如果你承認「本體」是無生滅

的，則種子是「剎那生滅」之法，不足以當「實體」之名。若果你若許「實體」亦有

生滅的話，則一切有生滅之「現行」法，原來可以互相依賴、互相依倚而存在，再建

立種子，又建立甚麼的「實體」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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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畫蛇添足，不需要講，《般若經》就是這樣，不需要講，不需要講種子，

因為種種東西都眾緣和合，互相依賴這樣就夠了。那應該走般若那條路，但你走般若

那條路，不是不可以，你解釋這個「生死輪迴」的現象界都解釋不通。第三，由上義

故，即是第二義，種子與「實體」同被否定了，種子和「現行」都「無實體」都無

用了，而一切「現行」，各各從「緣生」故，都無「自體」，無「自體」故，虛假不

實。

而一切「現行」虛假不實的理，亦是虛假不實了，  以是虛假不實之現行

「心」、「心所」的境界，所以它亦是虛假不實。如其餘義能夠駁，一樣虛假不實。

如是，就說甚麼?一切虛妄論，即是現在所謂「虛無主義」。持此論者，就能敗壞一

切善行，虛無主義，對這個世界全部都看淡的，敗壞一切善行，亦能敗壞他人的善

行，變了道德都不講的，不流於頹廢，便流於狂妄了。所以，以種子做「本體」，是

不通的。

第四，最後，「種子」到底是物質現象，是物質來的，抑或是精神、是心法?

答：種子是色法及心法之所由生起之力，故種子不是色法，亦不是心法。是色法及心

法生起的力。答問：關於唯識的釋難，最重要，我就搜羅了有這幾點，是當時我在教

書的時候，是主要答過學生的，那就講完了。種子講完了，「現行」講完了，種子講

完了。

那麼就要講到「緣生」了。整天講以甚麼為緣，而生出那個果了，由因由緣就產

生果了。這樣，由這種道理，由因由緣產生果的這種道理，就叫做「緣生」，又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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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到底「緣生」，人人都說「眾緣和合而生的」這樣，誰人不懂講?「眾緣

和合而生」，個個都懂得講，「眾緣」如何「和合」呢?「眾緣和合」又怎樣生出果

出來?你要解答的，你不能說「眾緣和合就生果了」。這樣，好像普通人的說佛法，

「眾緣和合就於是有果出現了」！

這樣很籠統的。那我們不能不探究，第一、甚麼叫眾緣？第二、眾緣如何和合?

第三、眾緣和合的時候，如何會生果?第三的所生的果和那些緣的關係又如何?我們要

解答。所以「緣生」，「緣生」我分開兩點來說，第一，說明甚麼叫做「 緣」，第

二，就說明甚麼叫做「生」。「緣生」，是嗎?現在，就先說 「緣」了，先說 「緣」

了。丙一辨緣，辨緣就分三點，丁一、丁二、丁三。丁一 緣有四種，解釋那個四緣

給你聽，丁二就將那個「四緣」撐開它就變成 「十因」，「因」即是有十種原因。

第三，「四緣」和「十因」所感召到的果是如何，等我們來看，先看「四緣」，

丁一「四緣」。一切行，「行」即是現象，一切現象。皆無實我，沒有實的永恆、不

變的自己的。既無實我了，則此於這種無實我，既無實我，即那樣東西是假的，是

嗎?那這種假的事是如何會成立?都無一個實的我，曰，他答：他說「依眾緣成立，由

各種緣聚合成立」的，種種事都是，這個就「般若」了。譬如唯識不會違背「般

若」，大乘佛法都不能夠違背「般若」。

不過，唯識就在「般若」做基礎之上，這樣就更進一層的探討，這樣解釋的。他

說 「緣又依緣」，這個 「緣」，甲、乙、丙三個 「緣」合起就生了一個丁，是嗎?

而甲又是甚麼?由戊、己、庚這三個，戊、己、庚、辛這四個 「緣」而產生甲。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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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庚、辛，這個戊、己、庚、辛又有一個甚麼?壬、癸、子、醜的 「緣」又生一個

戊、己、庚、辛，就互相 「緣」，這些緣就如一個大的網，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這

叫做 「緣」。

就然後有這個世界，就是 「緣」了。 「緣」又依 「緣」，就展轉相依，展轉即

是你幫助我，我幫助你這樣，展轉。就「重重無盡」了。《華嚴經》就專說很多「重

重無盡」的道理。武則天就請賢首法師去金鑾殿處演講，賢首法師就說《華嚴經》，

就講到那篇演講錄，即是現在我們的書櫃裏面有本《金獅子章》是也，這個他的演講

的講稿來的，和《金獅子章》，即是現在，本來好深好難讀，不過現在都﹝是﹞白

話，你只要花十元八塊就可以買到。

就所謂華嚴宗的義理就是這樣多，你可以看到，我們學佛經，想知道華嚴宗的概

括的思想，就一篇《金獅子章》，第一部，大家讀一個最小的縮影。如果你想﹝知﹞

天臺宗的概要，最小的縮影的一篇文章，叫做《始終心要》就可以。六祖的禪宗的根

源最重要的就是《壇經》，不過《壇經》太過簡潔。而且《壇經》就有兩本，有兩

本，舊時的人就信那本古的。但現代那些人就不信那本古的，就算在敦煌發現出來的

那本，每宗都差不多有一種可以壓縮到好細的書。

「唯識宗」大的就是《瑜伽師地論》，中的就是《成唯識論》，小的就是《攝大

乘論》。大家看看這處，這樣，這個賢首法師就講到華嚴宗就是說明，各種事事物

物，你做我的緣，我做你的緣，互相為緣，展轉作緣，而形成一個無邊無際的「大

網」的。這個「大網」就怎樣?「重重無盡」的，「緣」中又有「緣」的。這樣，那

武則天聽到這裏，如何 「緣」中又有 「緣」?(其)理應不明白，你其他講法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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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重重無盡」，我不明白。皇帝叫你講，你講得不明白會很麻煩的。

武則天當時做女皇，他一望那金鑾殿的一邊地方，有一隻黃金做的獅子，金獅

子。他說，請你取四面鏡來，請陛下叫人取四面大鏡過來，在金獅子的四面，一面設

了一個鏡。那個武則天初初當然莫名其妙，你這樣做到底為何?他設了後，請陛下去

看看。那些鏡映著金獅子，你數不數得盡它？無盡的。

他說這樣叫做「重重無盡」。其實就是金獅子的「體」就一，那鏡作「緣」，那

兩面鏡作「緣」，「緣」就有多，所以要幾面鏡，「因」就「一」，「金獅子」就

「一」，主因「一」，「緣」就是條件，有「多」，「因」和「緣」一配合，就「重

重無盡」了。〔賢首法師〕問她：明不明白?她說：我明白了，原來是這樣，世界就

是這樣的。這樣武則天都算聰明的了，是嗎?聽不聽明白?這樣，就叫做「重重無盡」

了，那就叫做「帝網重重」。

《華嚴經》裏面就說，「帝釋」坐的位頭上有個蓋，那個蓋有一個大網，那個大

網裏面有很多如意珠，如意珠這粒映到那粒，那粒映去那粒，互相映，看那些珠裏，

在這粒裏面看到不知多少粒，那就是「重重無盡」的。他說，當時佛就說：這個世界

就猶如「帝釋」頭頂上面的網，是「重重無盡」的這樣，那就叫做「帝網重重」，就

是這樣來的。「重重無盡」，那「宇宙萬象」，你看看，你用哲學的名詞你要清楚，

譬如你說「宇宙萬象」，只是指現象界，所有的一切 phenomena包括在內。但如

果「宇宙萬有」就不同，萬象裏的「本體」都包﹝括﹞在內了，是嗎?

「宇宙萬象祇是一個無盡的緣生網耳。」應述「緣生之相狀」。現在下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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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眾緣者，其體不外現行與種子」，是嗎?唯識家就依「種子」與「現行」的關

係，「依種與現」，「種」與「種」，即是種子與種子的關係，是「現行」與「現

行」的關係，互相之間的關係，互相對待的關係，就說為有四種。

「施設」即是「說」，說有四種：第一，最主要的就叫做「因緣」，好了，一講

到「因緣」，你就要明白，唯識宗講的「因緣」，與其他大乘、小乘講的「因緣」是

不同的，普通的其他人，即是除了「唯識宗」以外，那些講「因緣」的就是這樣：譬

如那棵禾是「果」，「果」必有「因」，「因」就那粒穀，那些穀作「因」，穀又不

能即刻一跳就會生禾的，還要有條件，甚麼條件?就要有泥土，「緣」就是條件，就

是泥土。

有水，有肥料，還有那些人來耕種它，這些就是條件。即條件就叫做「緣」。由

這一個「因」，多個條件圍繞著這個「因」，令到這個「因」發展，那就產生這個禾

的果。即是說，普通來說，那粒穀是「因」，雨露、水、土等等這些是「緣」，那棵

禾就是果。調轉過來亦可，禾是「因」，那棵禾是「因」，又產生穀，再生穀，再產

回穀。禾就是「因」，穀又是「果」。不過小乘不多說這些的，因為無講禾，即是那

個「因」和「緣」一合就產生「果」，只是這樣說而已。

本來都講得幾精了，但「唯識宗」說不是，這些是方便的講法，對那些不懂得

「因果」道理的人的講法而已。真正對那些懂得「因果」道理就不是這樣的，是怎樣

的?種子就是「因」，如何種子就是「因」?譬如我們見到一棵禾，那棵禾由那粒穀產

生禾，那粒穀不是「因」來的，我們見到那棵禾的時候，那棵禾是黃色的，那些穀是

黃色的，因為禾是一個「果」來的，觸碰那粒穀，給手摸穀硬的，這個硬的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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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來的，聞一聞它香的，香又是一個「果」的，這些「果」各有「因」的。

譬如那棵禾的香，那個香的「果」，那個「因」是甚麼?藏在那個「第八識」裏

面的那些香的種子，那個香的種子，當它條件具備的時候，當有人種起那棵禾的時

候，它就出現，我們就，一出現而成為現實的禾的香了。那個禾是黃色的這樣，黃色

有黃色的種子，我們「阿賴耶識」遇著條件適合，它就一跳出來成為「現行」禾。如

果你摸下去硬的那粒禾，硬有硬的種子，那個機緣合，眾 「緣」俱備，即是條件夠

了，跳出來，就成為這個禾那粒穀的硬。

這樣，其實我們看到棵禾，並無棵禾，無「自性」的，只有甚麼?只有零件，只

有香，零件的香，香的零件，只有一個零件叫做硬，只有一個零件叫做禾，三樣東西

而已。哪裏有粒禾?要用我們的意識，將這三種東西綜合起來，因為它三樣東西一起

出現的，將三樣東西來綜合。綜合了就執著，說有一件東西叫做禾，這個禾實在不是

「實有」的，這個叫做「一合相」，把很多東西合起，那個意識執它為「有」的。

其實只有零件，好像一架「Benz」車在這處，你不要理會它幾名貴都好，實在

是甚麼?好多零件結合起來，它沒有一個「實」的「Benz」車。如果我們執著有一個

「實」的「Benz」車，是「一合相」來的。其實是一堆零件，那你說，這樣我們不

用講「車」了?那你又不是的，「因緣」和合你有一個「假」的東西出現，叫做

「Benz」車，可以撞死人的。我們又不能說它「無」，這些叫做「依他起性」，你

不執著它，就叫做「依他起性」。你執著它就是「一合相」，就叫做「 ?計所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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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是﹞聰明的人，就知世界的事物都是「依他起性」，如果你執著它，這

個是「?計所執性」。執與不執，同是那棵禾。就問你執與不執而已，那所以一棵禾

的「因」，是好多「因」的，是好多「果」的，我們以為真的只有一粒禾。我們的意

識來將它綜合成「一合相」，一個「?計所執」出來的。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吧？

聽眾：羅公。

羅公：是。

聽眾：你剛才所講是否一個「總因」，一個「別因」這樣解釋，「總因」和「別

因」，好像你剛才解釋禾。即是「總因」的「因」，「總」的。

羅公：那個「因」沒有「總因」的，只有「別因」。

聽眾：「別因」。

羅公：只有「別因」。

聽眾：只有「別因」。

羅公：是，只是「總因」是你的意識裏面將它來綜合，又是「一合相」來的，只有

「別因」。這個明明它是在一起，但在一堆不等於一個。譬如你三個合成一

堆，不是等於一件東西。

聽眾：為什麼沒有「總因」而有「別因」?

羅公：那即是我們看一棵禾、一粒穀的時候，其實「多因共生一果」，可以叫做那個

「總果」，哈哈！

那「總果」都是執出來的，我們不妨說「多因共生一果」。即是等於我們多粒種

子共生一粒芽一樣的，我們看見那個櫃這樣，其實很多種子一起出現，一齊〔組成〕

一件這樣的東西，其實那件東西沒有「自性」，那我說這個櫃「無自性」，是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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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出來將它綜合，這個「一合相」。如果我們知道它是「一合相」，我們便不好

執著，那麼你就不執了。那麼你就無「?計所執」了，你就是所謂「菩薩」，所謂

「真人」就是能夠這樣。如果你說明明就有這個東西，都說它沒有！這樣你就是就迷

執的凡夫，同是同。明不明白?所以聖人看事，他道家說聖人「不凝滯於物」，「凝

滯」即是執著，而「能與世推移」，和世界的事物互相推移。

這個聖人就這樣，明明看那件東西，知道它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是零件來的，從

另一個角度看，它是一件東西。如果你說迷於「一合相」，你就是凡夫；知道這是

「一合相」來的這樣，我們不要執，你就是聖人，是這樣。那這個因就是種子，依

「因」，其他那些甚麼?其他那些水、土固然是「緣」，連到那些一堆、兩堆東西都

是「緣」來的。那個種子就是因，那「現行」就產生「現行」果。

那個果又為因，一生了現行就即刻又熏下去「第八識」裏面，整堆一起熏的，又

成為黃的種子，又成為香的種子，又一堆熏下去，一有機緣它一堆就生出來。生出來

不一定是一樣的，剛剛黃的條件不具備，那個光線不同，看不到黃的，只看到一片綠

的就變了一個綠的種子標(現行)出來。這樣，日後你看到那棵禾是綠的，不是黃的。

所以你因為這樣，所以那棵禾年輕的時候，我們見到綠，那棵禾老了的時候，我們見

到黃。正是因為它種子是參差不齊，所以有各種不同的情況。那「現行」是「因」，

種子是「果」，熏上來。種子是「因」，就「現行」為「果」，這樣的。這樣這種的

「因果」的說法是比較小乘那些美滿些。

那即是說，我們說的，哲學上時時用過，尤其是共產黨最喜歡用，這個是樸素

的。別人說唯物論，他說這些樸素的唯物論。我那些就不是，「唯物」，「唯」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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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的，我的是「辯證唯物論」，辯的。你認為硬梆梆(實在的)嗎?他是「辯證」

的，你這些是樸素的。你﹝們﹞這些科學家牛頓、其他的，他說你這些是樸素的「唯

物論」。我馬克思那些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他這樣。其實，馬克思都未進

入過實驗室，知甚麼?是嗎?他在那看書，整天看書，蹲在倫敦那處寫書而已。

這樣，繼續，即是說小乘和其他各宗的，那些講「因緣」道理是甚麼?講「因」

是樸素的，而「唯識宗」那種就不是了，是唯識的，不是辯證的，是唯識的。就不

同，就經過檢討批評的。現在我們講，我們的知識，我們有很多 knowledge，見到

很多東西。眼就見色，耳就聽到聲，這些認識力，認識了很多 objects，那些對象，

這些對象，那些哲學家就問是實在抑或是觀念來的?實在的即是 real的，r-e-a-l，真

真正正有的。

實在的，或者有人譯作現實的。但有些哲學家就說不是的，我們看到的那些東西

是我的觀念，好了，下面的意識裏面包藏了 idea，好像電影那樣放了出去的，就叫

它做「觀念論」。那麼到底我們所見到的這個世界是否「實在」的?是不是真實的?於

是，最初就有一個「實在論」，那些阿婆、那些文盲的，他所看到的世界，你說他是

「實在論」、或「觀念論」?你說。「實在論」，他不會說他是觀念拋出去的，「實

在論」。學科學的人都是那套，都是先生說，學科學的多數是「實在論」。火車頭確

是有個火車頭，太陽確是有個太陽，實在的。所以他學哲學和學唯識，這類人反為不

行的。

那些學佛就學「禪宗」的更加不信，學唯識的他們亦不信。如果學「禪宗」的人

就那些「觀念論」，六祖那套「觀念論」。人家說那些風動抑或幡動？這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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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都不是，又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你的心動。即是那風，那幡和動，都是你那個

心放射出去的，根本就無這回事，發夢，發白日夢，我們幾十年在這處，發幾十年白

日夢，六祖就不是這樣，這些叫做甚麼?徹頭徹底的「觀念論」，所以共產黨最憎這

種，說這些這樣的「觀念論」，這些玄學鬼那些，這樣。

好了，這樣最初就「實在論」，後來「觀念論」。又辯證的發展，「實在論」是

「正」，「觀念論」是要「反」，推翻這個「實在論」，最後你認識到純粹「實在

論」就太樸素，這無那麼簡單的，那個阿婆看到的這個世界就真的這樣嗎?不是的，

這個世界都很奧妙的。這樣。那怎樣奧妙?講如何奧妙，就經過一個批評檢討。批評

即叫做甚麼?critic，又或批評論就叫做 criticism，這個批評，或者叫做檢討，共產黨

常做。共產黨最喜歡用批判，批評檢查，批判。

將那套這個兩樣相反，這個「唯物」，那個就是，這個就是「實在」，那個就

「觀念」，將它兩者批判過。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正反合」，那個就叫什麼？

「新實在論」，「新實在論」。這樣從前西方哲學，最初的都是樸素「實在論」。希

臘那些哲學家認為甚麼?這個世界是由水變的，這世界是由火變的，有些就「地、

水、火、風」四樣物質變出來的，好像中國人這樣，現在那些人就一味迷信那些甚

麼?五行，其實這些都是樸素的「實在論」來的，認為這個世界「金、木、水、火、

土」五種原因合起組成的。這些普通這樣的講法，樸素的「實在論」。

樸素的「實在論」之後了，「觀念論」講一切唯心，全部都心變的，全部都是觀

念來的。再重新檢討，不是，世間有「實在」的，如果無「實在」，都太虛渺。人生

哪會像發夢那麼簡單，那麼笑話的。不是的，是有「實在」，但是那個「實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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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見到的那個，不一定是「實在」。世界是有「實在世界」，但是我們見到那個不是

「實在世界」，那個是甚麼?那個「實在世界」反映入來我這處，我的知識好像一面

鏡一樣，我們看到鏡裏面那個，那個影子，那個「真實」的是看不到的。

共產黨這套東西叫做「反映論」，哲學上叫「新實在論」。新實在論，現代羅素

那些叫「新實在論」。現在很多科學，愛因斯坦這些思想都是「新實在論」。將我們

所見到的世界是「實在」的，不是「觀念」拋出來的，但是我們所見到的，就不是正

正式式的整個看到，而是那個實在反映入我的知識裏面，成為我知識裏面一個

image，這個「新實在論」。「唯識宗」是「新實在論」這一套，小乘的是樸素的

「實在論」。

禪宗六祖那些徹頭徹尾「觀念論」來的，所以就不同了。如果樸素「實在論」就

確是相信有個西方十幾億里路，有個世界叫做「極樂世界」，裏面有個佛坐在那裏，

叫做「阿彌陀佛」，完全全盤接受「實在論」，連天主教徒都是這樣的，上天有個天

主在這裏，是嗎?如果「觀念論」就﹝認為﹞哪裏有?六祖(說)這個甚麼?「唯心淨

土」，我心變而已，哪有「淨土」?「自性彌陀」，我們「自性」，那個「真如自

性」就是「阿彌陀佛」，怎需要去「極樂世界」，在這裏就是了，「無形無相」。

這個就「觀念論」的。一到了「唯識宗」，裏面有兩派，一派就是跟六祖相合，

「觀念」的，另外一派就說有「極樂世界」，為何?因為我是心變，心不是這樣簡單

的，「阿賴耶識」裏有很多種子的，這樣變的，不是說好像發夢這樣變，這個這樣有

組織的心變出這個世界，變出這個世界，我們變出這個「汙濁世界」，我們見到了。

變「汙濁世界」變到，變「清淨世界」又不可以嗎?不過你這些人壞，變起這個「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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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世界」，另外有一批人「旺的」就變到「極樂世界」了，是嗎?

如果他那裏不能變，你這裏一樣不能變。這樣，你可以變，他一樣可以變的。那

為何只可以你說，不可以給人講嗎?不可以的。這樣，於是就說：極樂世界有，不過

不是好像我這樣說坐火箭這樣「呼！」就去那種，這樣樸素的，要透過我們的修養，

由我們的認識力，我們「阿賴耶識」的種子沉沒了，另一套種子興起那個時候去的。

這個是甚麼?經過檢討的，接近「新實在論」那一套。

既然是這樣，有人問，我就最甚麼的，最叫別人念「阿彌陀佛」的，而且我都信

有「淨土」，不過我就不同你說，都費事(懶得)跟人說。〔免得〕那個人就問：拿證

據來，那攪這麼多做甚麼?你就叫我「拿證據來」，我就罵他，我拿六祖的「唯心淨

土」、「自性彌陀」，你都不懂嗎?來到將別人、將他貶低一層，實在我又不想這樣

說，我信〔淨土〕。這樣，所以學「唯識宗」的人，學玄奘法師那套唯識的，就一定

信「淨土」的，我信「淨土」的，我還勸別人信「淨土」的。

兩類人要信，可信「淨土」，一類是阿婆，你叫她信「淨土」，你無謂搞亂她。

第二種，學唯識的，學得透透徹徹的，信「淨土」，可以有「穢土」，為何不可以有

「淨土」?是嗎?即是如馮友蘭講，毛澤東說要那些人洗腦，那些人咕噥說：腦都可以

洗的？那個甚麼?馮友蘭他說：衣服汙糟了可以洗，腦子汙糟了，為何不能洗?一樣，

這個「娑婆世界」這樣汙穢不堪我們就變得出，何解我們就不可以變一個「清淨」

的?「心淨」則「佛土淨」，為何你變成那麼壞的世界?你自己的種子壞而已，你換

吧，換過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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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肯定信的。對這種人，他是真正虔誠的。我念佛，我很虔誠的，你不要

以為我不念，我今早都念好多次「六字大明咒」來的，是嗎?我有念，我念，我不是

念《阿彌陀經》，我念「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相當靈的。

這樣，我一樣是信。第二個一樣是信，譬如太虛法師那些，他講「唯識」，他一

樣信。章太炎，他都不叫人，他不反對別人念佛，他又不叫人念，但他整天有空坐在

那，他坐在這口??﹝念念有詞﹞，念著、念著，別人說不知道他在念甚麼。問他是否

念佛？〔他說：〕不是，那有佛可以念的?佛在心的這樣，需要念的嗎?有人問過他，

就是我和一個在新界教書的姓何的，叫做何國，他旅行蘇州。章太炎在蘇州掛了一個

招牌，租了一間大屋，「章氏國學講習所」，我們去，很平民化的。

他見的，見我們，那個書記說他現在大便的這樣，〔問他〕那要多久才能見，他

說：不用，你們不嫌棄可以進去見他，他大便差不多要兩個小時，你等他大便完，兩

個小時都未必可以。這樣如何，不要緊，他說那些好的朋友，他一樣是，他坐著大

便，他跟你聊天。那好了，他坐在那，坐在那個糞坑、糞桶，它是木的，木箱裏面有

一個痰壺，放在裏面接大便，他坐那裏，有柄的。因為他的腰曲的，他大便要靠著那

處，旁邊一個小幾，就放了一半煙在那，一路大便，一路抽煙。

他因為抽煙抽得多，他大便出來的一粒一粒，實的，滴滴噠噠，好像鐵丸那樣

的，就要用兩個小時然後才大便完。所以有時候他寫文章、看書、報紙甚麼的全部都

坐在那個糞桶上看。我們一路和他講，我問他一件事，因為我都叫做讀過幾個月英文

的，就讀過英文文法，那個「樂」字，動詞應該讀「樂」的，「樂」就音樂的

「樂」，歡喜讀「樂」的，快樂就讀「樂」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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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我說《孟子》裏面有一句這樣的，「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單獨

一個人奏音樂，讀「樂」，就「樂」，享樂，就「與人樂樂」，就同大家一起就奏音

樂，享樂，「與人樂樂，孰樂? 」，這樣那件事快樂? 《孟子》說的。好了，我說這

樣，應該要這樣，「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這樣才對的，我說章先生，是嗎?

樂的，歡喜的，即是英文那個 like的，應該讀「樂」。單獨樂?音樂，和別人快

樂，和大家一起樂音樂，一起樂這樣對的，他說對的，你對，但不過這些是西洋的。

西洋的、西洋的這樣，西洋的，那我們中國人就不用這樣看，獨樂樂的。我問他一件

事，他這個人很和藹的，一個老伯伯，這樣，那個就問他這件事，他就答他。人人一

發這種問，他一路大便，就一路回答。我們便站了在這，問了七、八個字（三、四十

分鐘），自然要離開。

我見過章太炎，見過一次，在蘇州一間大屋，蘇州很多大屋的，那些大屋的廳

「老蓮」那樣大的，四支柱那些廳，那些叫做「四柱大廳」，廣州很少這些廳，蘇州

那些屋多數幾支柱，你們做小閣，都有「四柱大廳」，陶然街那些，現在這個廳有四

支柱，一套工作椅擺放在那處，後面那裏另外有些?、有些古董、有些東西這樣，將

那個廳整成三格，普通的廳那麼大的，將它整作三格。有四支柱的，那些叫做「四柱

大廳」，那些世家的屋多數是這樣。你家是不是這樣的?

聽眾: 是的。

羅公: 都是四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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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那些「旗下屋」（滿人屋），和甚麼的都四支柱，汪精衛屋子也有四支柱，

……那處，汪少陽屋子，四支柱。蘇州那些屋「老蓮」那樣大的，他租了一間屋在

這，蔣介石送了十萬銀子給他，他拿了來辦一個學會，他自己不要，辦學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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