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問蔣介石拿一百萬，蔣介石給十萬。他便罵蔣介石，說蔣介石「孤寒」 (吝

嗇)。好了，看回這裏，把這看完。那麼，你知道甚麼「因緣」?「因緣者，以其親生

自果」，即是直接生起它自己的「果」，故稱為「因」。那麼，「因緣」即是「因」

來的，其餘那些就是「緣」。「即此因」，就是這個「因」。即此「因」又是「四

緣」之一，這個第二個「即」字不要。即此「因」，那個一點一撇、那個 semi-

colon 不要。即此「因」又是四種「緣」之一，故亦名「緣」。即是「因」即是

「緣」。

自餘諸「緣」，便非親能生「果」；但於「果」，對於生「果」就有扶助或者有

影響之功用而已。所以那些「緣」只是有功用而已。「因緣之體」，所謂「因緣」的

「體」的本質有兩種：一就是「種子」，由「種子」為「因」，而產生「現行」。二

就「現行」，由「現行」為「因」而熏生「種子」一起， 「種子」有「能生」之作

用，即是有「能生現行」作用。

「現行」有「能熏」「種子」之作用，然「種子」有「能生」之作用又為何?乙

一，能親生「後剎那」「自類種子」，前一個「剎那」的「種子」，一起，一「剎

那」起，即刻生了，一生的時候就即刻又滅。一滅的時候，就到第二個「剎那」了，

再生，一生即刻又滅。即前一「剎那」引生後一「剎那」的「種子」，前「剎那」的

「種子」為「因」，後「剎那」的「種子」為「果」。

所謂講時間，一般那些「實在論」者認為時間就是甚麼?最短、最短的時間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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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剎那」，或者叫做一瞬。又積﹝累﹞了很多個「剎那」﹝而﹞成，我們叫它做

一秒鐘。

一秒，再積﹝累﹞了六十秒，我們就叫它做一分；再積﹝累﹞了六十分，我們就

叫它做一小時；積﹝累﹞了二十四小時，我們叫它做一天；積﹝累﹞了三百六十五

天，我們叫它做一年。即是好似甚麼? 壘(堆砌)木頭那樣壘，這樣的，這些「實在

論」。那麼只有「唯識宗」佛家和其他佛家都說無的，世界上無一種東西，叫做「時

間」。

所謂「剎那」是甚麼，我們的一念最快閃一閃，我們的念頭一「生」一「滅」就

叫做一「剎那」。離開那個一「生」一「滅」的「剎那」，我們心的一閃閃之外，並

無所謂「剎那」的，所以說時間根本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兩種人就不承認有時間存在

的。第一種就「唯識宗」，第二種就「辯證法唯物論」，它說無的，這個世界上無時

間，時間是那些物質的連續性，叫做時間。

「性」就狀態，那物質連續不斷的狀態，我們假想說它叫做「 時」，佛家又一

樣，「唯識宗」認為「空間」都無的 ，空間是甚麼?這件事物有東、南、西、北的擴

張性，在這種有擴張的狀況之下，我們假立一個名稱，叫它做「空間」，叫它做

space，無 space 的，無「空間」的，就與科學家剛剛相反的。

牛頓就說有「absolute」的時間，為何「absolute」?在日本一點鐘，過到去倫

敦，都是一點鐘，時間都是這樣長的，不會說去到倫敦的點鐘會長些，「absolute」

的。在地球一點鐘這樣的時間，去到太陽上面，都是那樣長的時間。走到第二個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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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處，都是這麼長的，「absolute」的。

這些叫做「絕對時間」，空間呢?這，我在多倫多這個地方這樣大，拿去第二個

星雲處一樣都是這樣大，不會說脹了，亦不會說縮的，這叫做「絕對空間」。絕對的

時空，這個樸素的科學家講的，Newton 就是這樣的。牛頓那些思想一早…Einstein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阿爾拔·愛因斯坦，1879—1955）就不是了。時間和空

間都是相對的，所以它就「相對論」。為什麼時間是相對?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

年」。

他那本，他的《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這樣說。譬如有一個人，有兩

枝新鮮出廠的鳥槍，是嗎?他拿著一枝，遺留了一枝在家中，拿著那枝坐火箭，坐到

不知道多遠的一個星雲，另一個星雲那處。他說那個星雲比較我們的太陽系，那個銀

河系的那個星雲那個轉動，簡直快四千倍的，那我們去到那裡的那個人，在那裏就住

了一個禮拜，他想想都是返回地球好了。又坐火箭返回地球，返到來地球，無一個人

是他認識的。人又不認識他，他又不認得那些人。

結果他重返那間屋，那間老屋變得不知幾殘舊，有個屋主﹝被他﹞問起，無一個

他認識的。問起：你認不認識某某人?即是他自己。(答)：這個我都認識，那個是我

的曾祖父來，都不知失了蹤多久，這樣說，他說：我就是這個！那個年輕的那一個。

他說：我還有一枝鳥槍的！他還拿著一枝還未舊。他說：有，有一枝爛槍，生銹了，

爛了，在士多房(雜物房)那處，未曾拋棄，你去看看，這樣。那生鐵鏽，生到「穿穿

爛爛」(破破爛爛)了。因為經過四代了，他就在那處﹝很久的星雲﹞一個星期，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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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處就四代，所以時間是相對的。看看你那個地方的速度是怎樣，無絕對的時間。

那個空間都是相對的，他說怎樣呢?他說我們的地球那麼多人在這，如果有辦

(法)，那個地球是甚麼?是無數那麼多原子造成的，原子和原子之間有一條隙縫的，

那條隙縫很闊的，我們看不到而已。那條隙縫很闊的，我對眼以為大的。他說如果假

使科學家有辦法，將所有原子的隙縫，將它們全部都壓縮了，他說：你猜那個地球有

多大?好像 California 所出產的那些大蘋果般大左右這樣，愛因斯坦這樣說。所以空

間都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相對論》。

這樣，你想看甚麼?我介紹你看一本書，如果你 (看)英文本，叫做《相對論

ABC》，是 Russell（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造的。當時，

《相對論》發表，他就誇大，說這個世界只有七個人懂得解﹝釋﹞的這樣。羅素，他

對著這個東西是懂得解(釋)的，他替它做入門，《相對論入門》。羅素走了，就有

《相對論 ABC》，我所講的事差不多是羅素所舉的例。這樣，另外，愛因斯坦有一

個學生，是美國，現在好像剛剛死了。這個人他是原子能的專家來的。

愛因斯坦的學生，寫了一篇叫做《原子能入門》，不是，是《相對論入門》。

《相對論入門》裏面講了這一個故事了，講這段故事。這樣，《相對論》英文本固然

是有，但他這個英文本是甚麼?是在美國那本《Life》雜誌處分期發表的，《Life》雜

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Life》雜誌的，所有的。現在，中國人將它來譯了，叫

做《相對論入門》。你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出版」可以買到的。好了，那他呢? 還未

完，一是「種子」，二「現行」。「能生後剎那自類種子故。第八識中的種子，(不

4



論其為有漏種（子）或者無漏種（子），相分種（子）抑或是見分種（子），)前後

剎那自類相生，相似相續，即前剎那種子生後剎那自類(的)種子，前剎那種子，為後

剎那自類種子之因緣」。

如果前「剎那」，如前「剎那」的眼，例如的「如」，例「如前剎那眼識（的）

見分種子滅了」，前「剎那」滅了，就即刻能「引生後剎那眼識見分（的）種子」。

而前後「剎那」中間無東西間隔的，「此前剎那之眼識見分（的）種子」，「為後剎

那眼識見分種的因緣；（其）餘準此」。如此類推。而「能生同剎那自類現行」的

「種子」一有機緣就同一「剎那」生出「現行」，上文我不是有幾個圖，一個圈的。

藏於「第八識」中之種子，眾緣具備的時候，就能生各個自己的「現行」，「若

緣不具」而可以現行，是不通的。為何不通? 「則應一切種子恆時同時起」，「砰砰

聲」全部起了，所以一定說要「緣」具備。如果「緣」不具備都起「現行」就不合

理。「種子」對所生的「現行」，「種子」是「因緣」，例如「眼識」見分種子，生

起同剎那的「眼識」（自）見分現行」的時候，「種子為現行的因緣」，那就這樣

的。

它說那「現行」有「能熏」的作用又如何?「現行」的東西，「現行之法，有強

盛的勢用」，就不論它「有漏」或「無漏」，不論它「相分」、「見分」，如果它力

量強盛的，例如你集中意念，或者「善」的、或者「惡」的，這些就強盛。就即於生

起的「剎那」，熏入「第八識」。就生出自己同類的「種子」，「現行望其所熏生之

種子」，那個「現行」就是「因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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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合起來，「綜上所言，則因緣唯有三種」：第一，「前剎那種子」對後所生的

「後剎那種子」，這樣是「因果異時」的。二，「種子」望其所生的「現行」，是

「因果同時」。三，「現行」望其所熏生的「種子」，又是「因果」同時。它說「此

三者皆能親生自果，故是因緣」。「若異此者」，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不名因

緣」。就「唯識」來說。所以，就有這個表了，「因緣」，一、「種子望其所生後剎

那的種子」；二，「種子望其所生的現行」，三，「現行望其所熏生的新種子」，這

個是「因緣」。

甚麽叫做「非因緣」？「種望異種」，即是「善種子」對「惡種子」，不是，不

是「因緣」，如「甲種子望乙種子」，不是。「種子」望「現行」，「種子」對自己

的「現行」，就是「因緣」。「種子」對第二個東西的「現行」，不是「因緣」。例

如：「甲種子望乙種子」所生的「果」，它不是「因緣」。「現行望異種」，例如甲

「現行」就對乙「現行」所熏的「種子」，它不是「因緣」。

「現行望現行」，又不是「因緣」，前「現行」望後「現行」，或者甲「現行」

望乙「現行」，都不是「因緣」，它很嚴格。那些是「因緣」，那些不是「因緣」，

你一熟了這裏，你所謂「因緣」如何生「果」，你就很清楚，聽不聽得明白嗎?聽得

明白就這樣了，五點鐘了，多謝。

「等無間緣」，「等無間緣」，前一個「現行」的「識聚」，怎樣叫「識聚」?

一個「心王」，即是一個「識」，有幾個「心所」陪伴它一起，成為一組，同在一起

運作的「一聚」，叫做一個「識聚」。前一「剎那」一個「識聚」，就望「自類」，

「望」即是「對」、「對於」，前一個「剎那」對後「自類」，即自己同類的，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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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類」? 如果是「善」的，後一個「剎那」都是「善」的，就「自類」；如果前一

「剎那」的「識聚」是「惡」的，後一個「剎那」的「識聚」是「善」的，就不是

「自類」。「自類」，望「自類」的，第一要是「自類」，第二就「無間」，中間無

第二個東西隔開它的，怎樣叫做沒有第二個東西隔開它?即是中間沒有第二個「識

聚」隔開的，好了。

是否要即刻黏緊的？不是，可以前一個「識聚」是五百萬年，一路他入了定不

起，後一個「識聚」五百萬年之後才起。只要中間無另外一個「識聚」隔開它，那就

叫做「無間」了。好了，要懂得這樣解釋，因為一定要這樣解才通，為何?一定要這

樣解才通? 我們不是憑空講便可以。為甚麼要這樣通?想想。用腦(動腦)想，何解呢？

學佛，就是這些難題，這些是難題了。為甚麼要這樣?為何又不需要即刻的這樣?免得

浪費時間，我講你們聽。

譬如有一個人入了「滅盡定」，譬如他今天十二點鐘入了「滅盡定」，全部「前

五識」，全部停了，「第六識」都停了，是嗎?只有「第七、第八兩識」還在這裏，

未停，那他的意，未入定之前，他有個「意識」的。「第六意識」，「意識」便是一

「聚」，一個「意識」和很多個「心所」合成一個「聚」。那個「識聚」停了，一

停，那叫入「滅盡定」，那個「識聚」停了，無知覺了。

他入了廿四點鐘，好似虛雲那樣，一入定，就入了(整整)十三天，中間好多時間

空了，是嗎?但到他一出定的時候，他可以聯繫到二十四小時以前，好像虛雲，他十

三天，他十三天之後，他醒來，他記得十三日之前的事，能聯繫上，為何?這樣，十

三日在虛雲來說，十三日以前那個「第六意識」的「識聚」做他那第十三日以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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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意識」的「識聚」的「等無間緣」。

假使他入到七十二小時都可以，不是，入到三個月都可以，就三個月，是嗎?假

使你死了，你現在死了，一死的時候，你入「無想定」，你一死的時候，你平時入

「無想定」，死了之後就生「無想天」。一生「無想天」就入「無想定」了，「無想

定」這些叫做「長壽天」，「三塗八難」之一。

你如果生了這個「天」，佛家認為你入 (去 )災難之一。這樣，你壽命五百

「劫」，換言之，即是說這個地球「一成一壞」五百次，所謂五百未必是五零零的，

即是很多次這樣解釋。他就再出定，一出定就再來人間投生了。這樣，入定之前，那

個他「意識」的「聚」是，對於他五百「劫」以後的出定時候，那個「識聚」是「等

無間緣」來的。

聽不聽明?因為要解釋為何生了「無想」是入了「無想定」，或者「滅盡定」，

或者生「無想天」，出了定都能夠有聯繫，就一定要這樣解釋。你不要以為我，那麼

多麻煩，我不記了這樣。你不做法師，你不要做「說法師」，你一味念「阿彌陀佛」

那種，我都是想死了，死了去「極樂世界」這樣，那就無所謂了。如果你想做「說法

師」的時候，別人一問你，你就要答，不是說這樣就可以，是嗎?不是說「趟」過(一

略而過)。

聽眾：這個「自類」?何解?

羅公：嗄嗄? 「自類」，是嗎? 

聽眾：即是我舉例，他在未曾依「識」起，他依「識」是「善」的這樣，那他如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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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又出定後，又變得他會不會對於起這個心所是「惡」的這樣?那這個自類

又如何解釋?那就「無間緣」…

聽眾： 即是等無間緣是不是一定不…

聽眾：他說「自類」的，當然是同類的。

羅公：剛剛講錯，「自類」的，自己同類的，我講錯「自類善惡」。「自類」怎樣?

「意識」同「意識」，「眼識」同「眼識」，「耳識」同「耳識」，「鼻識」

同「鼻識」，「自類」不能搞亂的。因為為何要「自類」才可以?剛才那個問

題，因為不是「自類」，就﹝會﹞混亂了，是嗎?這樣明白嗎?明瞭之後，「前

一個現行識聚(就)望其自類無間之後一念的識聚」，就有開導其「現行」的

位，即是避開它「現行」的位。

就導引令生，引導即是後一「剎那」的，引導它後一段的「識」，給機會它生

起，有這樣的作用。「故前念識聚為後念自類識聚的等無間緣」，例如：前念的「眼

識聚」作後念的「眼識聚」的「等無間緣」，所以名「等無間」何解 ?「以」，

「以」是因為，因為「前心後心」，前面的「意識」，後面的「意識」，前面的「眼

識」，後面的「眼識」，前一個「心」，後一個「心」。

「心」是指「心王」。「體用齊等」，「體相等」，大家都是一個的，不會兩個

的，「體相等」。「用相等」，「眼識」的「用」是看東西，「耳識」的「用」是聽

東西，那個「用」相等，「齊等」即是「相等」。「前後念之心王及各個心所於同一

剎那中，各唯一個」，名叫做「體齊等」。前念，前後念的「心王」，各個對它那個

「心所」，一一都是齊，齊引後一念，大家都引後一念，「心」引「心」，「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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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心所」，令它生起，就叫做「用齊等」。

譬如「眼識」，有見東西的作用，引發後念的「眼識」，亦有見東西的作用，那

個作用﹝是﹞見東西。「耳識」的作用就聽東西，「體齊等」、「用齊等」。而中間

無間隔的，這樣叫做「無間」。就祇須中間，祇須中無間隔，「自類識聚前後相

望」，「雖經百年」，實在一萬劫都可以的。「猶有開導之作用，得為等無間緣」。

懂得解嗎?那這個「緣」，「等無間緣」，無「等無間緣」不能夠生起的。第三，就

「所緣緣」，即是現在所謂對象了，有些人說我無對象的，不用，我無東西想的，無

的。不可能的，那些是不通的人講的。

當然有一件東西是你的對象，譬如「眼識」的對像是顏色。不會搞亂了說是聲音

的，「耳識」的對象一定是聲音，不會是顏色。「鼻識」的對象一定是香臭，不會是

聲音。「舌識」的對象一定是鹹酸苦辣的味，是不會是聲音、不會是顏色。「身識」

的對象一定是所接觸的軟的、硬的、輕的、重的，這些所觸覺的「境」。「意識」的

對象最廣泛了，所有 idea、concept，那些觀念，idea 就叫做甚麼?表象、意象，英

文的 idea ， 中文叫 做意象、表象、觀念 ， 三 個譯法 。概念 就 即 是英文的

conception。這個「所緣」，第一個「緣」字當認識，所認識的對象，叫做「所

緣」。「緣」是條件來的，無它不可以的。

條件，「緣」字，西人普通譯叫做 condition，明白嗎?一定有，那你會這樣

問，我們「見性」的時候，一望出去，甚麼都不見，那麼哪有「所緣」 ?都有「所

緣」，那個是「真如」，甚麼都「無形無相」的那樣東西，那樣是「真如」來的，當

然有的。三，「所緣緣」，「所緣」者即是第一那兩個字了，謂「心」和「心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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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所「緣」的地方，「所緣」之處。第一個「緣」字就讀「攀緣」，「攀緣」

就即是「掹」過去，或者讀「緣慮」解，「緣慮」即是認識，即「對境」了。「對

境」即我們「所對境」，即所謂「object」了。

但是英文「object」兩個字比較籠統些，「唯識」就分得清楚，因為「唯識」的

「 所緣 緣」 ，就 有甚 麼 ? 有「 親所 緣緣 」、 「疏所緣 緣」 之分 的， 你英文的

「object」，無說「親所 object」、「疏所 object」。有文法上，有所謂甚麼?有

「direct object」、「indirect object」，是有，有「親」、有「疏」，但在文法上

不是這樣解的。所以你有些時候，完全用英文來到代替又不可以，因為中文那些佛經

是梵文直接譯過來，不是在英文那些書譯過來，你要記住。於此「所緣的境」，即

「所對的境」了，又有令「見分」，另外一個「見分」的「識」，托它而生。那無那

個對象給它托…。

所以叫做「緣」，所以它是一個條件之一，即「所緣」為「緣」，「所緣」即是

「緣」，名叫做「所緣緣」，「所緣緣」，那麼懂得解「所緣緣」，懂得解嗎?這個

很重要的，懂得解吧?現在就「所緣緣」有兩種：「所緣緣」有「親所緣緣」以及

「疏所緣緣」兩種的。「親所緣緣」與「見分」不相離，我們的「見分」黏著它，我

們看東西看到「親所緣緣」，那「疏所緣緣」，我們不能直接看得到。

與「見分不相離」的，「親」謂，這個「親」當﹝作﹞甚麼?直接，直接為被這

個「見分所思慮、所認識、所依託」的，如「見分之於相分」，更無餘分間隔了，乃

至「見分」及「自證分」之於「自證分」，「自證分」之於「證自證分」，又如「真

如」之於「根本智」，皆是「親所緣緣」。那麼你要明白這個，看另外一個表，「親

11



所緣緣」是不出這五類：第一類，「相分望見分」，這個是「相分」，這個就「見

分」。「相分」看去「見分」處，那個「相分」對這個「見分」，「見分」看去「相

分」處，中間無東西隔開的，所以那個「相分」是「見分」的「親所緣緣」。懂不懂

解?

聽眾：即是直接「所緣」?

羅公：直接。directly

聽眾：那簡單解了。

羅公：嗄?但是，

聽眾：直接「所緣」。

羅公：是的，即是。directly  object，明白嗎?

但是你英文的 directly object 不是這樣解，是嗎?所以我就不能來到用 directly

object 這個，所以一談及到「相分」一定是「見分」的「親所緣緣」。第二了，

「見分望自證分」，我們見東西還有一個「自證分」，證明我自己見到的，這個「自

證分」。

那麼這個「見分」對於這個「自證分」來說，「見分」是「自證分」的「親所緣

緣」了，是嗎?第三，「自證分望證自證分」，一個「識」，如果是護法菩薩，將它

分為，是有一個「證自證分」，「證自證分」一方面就看下去「自證分」那裡，「自

證分」是它的「親所緣緣」，同時，「自證分」又看下去「證自證分」處，「證自證

分」是「自證分」「親所緣緣」，這兩個即是「自證分」和「證自證分」就互為「親

所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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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證分」望「證自證分」，「證自證分」望「自證分」就「親所緣緣」，明不

明白這裏嗎?第四了，「真如望根本智」。當我們「見性」的時候，「根本智」出

現，直接接觸那個「真如」。「真如」就是「根本智」的「親所緣緣」，明白嗎?所

以學「唯識」最重要學到這裏的深處然後才可以的。不是「浮浮泛」那樣的，有些人

以為讀讀《八識規矩頌》，我就懂「唯識」了這樣。拿著本《八識規矩頌》來到講，

又﹝出來﹞我講「唯識」了這樣，那些人，這種人，我說他，講句刻薄些的話，這些

叫「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聽眾：「親所緣緣」即是否可以解作我們普通所講一切都是直系的親屬，是嗎?

羅公：「親所緣緣」就是了。

聽眾：是的，「親所緣緣」即是直系親屬。

羅公：是，是。「疏所緣緣」，疏一步了。

聽眾：「見分望自證分，自證分望證自證分」，是不是自己的直系?

羅公：直系的，是的。是直接的，那個「親」便是直接。那個親手拿的，即是他直接

拿，他不是叫人拿的。

聽眾：在裏面講到證「證自證分望自證分」的時候解死人了。

羅公：那個「親所緣緣」，我們懂了，是嗎?那麼「疏所緣緣」? 「疏所緣緣」者就

與「見分相離」的，即是中間有東西隔著，被「親所緣緣」隔著的。雖然它與

見分相離，但是能做本質、實質，就引起那個「親所緣緣」出來，例如甚麼?

此即他眾生之「識」所變，你一直講到這處，你就了解，為何你所見到的世界

和我所見到的世界是不是一樣的這樣?是不是即是那一個呢?那個解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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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鍾建民所見的世界同江漢林所見的世界不同，你（還）是你的世界，他（還）

是他的世界，那為何還會互相溝通?你鍾建民變起的世界，你的世界是你的「第八

識」變你的世界的那些「種子」起「現行」變的，變起之後，你就看見你自己的世

界。你的「眼識」起，托你所變那個，托你的「第八識」所變的世界做本質，明白

嗎?將那個本質反映入你「眼識」裏面，於是你就見到你自己所變的世界的顏色了。

明白嗎?同一樣道理，你的「第八識」，「阿賴耶識」即是「第八識」了，變起

聲音的「種子」，一起「現行」，變起你那個世界裏面那些聲音。於是，你那個「耳

識」看下你所變那些聲音，將你那些聲音反映入去，入去你的「耳識」裏面，成為

「耳識」的一幅影像，一個「相分」，於是你就叫做見到你世界的聲音，聽到你世界

的聲音，聽得明白嗎? 聽得明白嗎?

羅公： 嗄？

聽眾：即是看不到那些…

羅公：這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

聽眾：是不是「疏」的?

羅公：是的，你同你丈夫一起坐在這，你的世界不同你丈夫的世界。

聽眾：那全部是否都是「疏緣」?

羅公：全部甚麼?

聽眾：是「疏」的?不是「親」的。

聽眾：是「疏所緣緣」。

羅公：是，你有你的世界，你的丈夫有你丈夫的世界，但是你丈夫變起你的世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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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你可以變世界，你有變起世界的「種子」，就可以變起你的世界。你的丈

夫一樣有的，你所變起你的世界，做「增上緣」，刺激到你丈夫的「第八識」

裏面那些「種子」，刺激到你的丈夫裏面那八個識，你的丈夫裏的八個識受了

刺激的時候，你的丈夫變起好似你的那樣子的世界那些「種子」。一起，照樣

變起你所變的世界，同樣的世界，明白嗎?那他便看到他那處，其實你丈夫所

看到的是你丈夫的世界。你所變的是你的世界，明白嗎?你的世界，你所變的

世界，做你丈夫所變的世界的本質的「疏所緣緣」，即是你丈夫變起了他的世

界之後，又影響到你，你丈夫所變的世界又做了你所見的世界的本質，你的世

界做他的世界的本質，他的世界做你的世界的本質，互為本質，本質即是「疏

所緣緣」。想吧，你想想。

聽眾：即是同時兩個人聽交響樂，不同的?

羅公：不同世界，你們兩夫妻同在一張床，大家睡覺。你在你的世界睡覺，她在她的

世界睡覺。但你看看，整個太太在這裏。不過，在她的世界是做本質，做「疏

所緣緣」反映入你的世界裏面，而你又見到她，她睜開眼又見到你。

不過是你的世界反映入她那處，她見到你，你說他們兩個同在一個世界這樣，這

個是笑話。無這回事，明白嗎?就因為這樣，所以你的世界同他的世界不同，是嗎?所

以同是一樣事，大家吃西瓜，可能他食得透心涼，不知幾開心！你吃到肚痛！是嗎?

這個世界不同，明白嗎? 瞭解這裏呢?你就可以瞭解了。別人說：喂！你找占卦師去

幫你占一個卦，那個算命師算過命，說你的丈夫那個下巴尖，(壽命)過不了六十。假

使這樣，你說很容易的這樣，勸他長兩撇﹝鬍﹞鬚就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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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可不可以?用這個理論一路推下去，有沒有這個可能？找不到根據，最低限

度，是嗎?同一樣理論，你說我日日去念經保他就可以了，可不可以，你說?你日日念

經保你的丈夫，保到他八十歲，可以嗎?不可以，你念經是你的世界裏面的，是嗎?他

念就可以，他和你都念就可以，會可以的。但你念，他不念，你明不明白？是嗎?所

以你多此一舉，你幫他念經，那是不是全部都是多此一舉?不是，即是你對他好，和

他結一個緣。

來世大家有過去的關係，你早死我都會幫你念佛，是嗎?這樣，以這為「緣」，

一碰了頭，大家就會很親熱，又會結了婚都說不定，即是這樣。你說想令到他今世長

命不死，你就，除非他和你大家一起念，大家一起念還要不是「定業」才可以。「定

業」就不能挽回，不是「定業」，大家一起念，照理論就一定可以。

多就不行，長十年、八年命就一定可以，是嗎?那即是說，說到這處，你不用看

風水，是嗎?全家人修心就可以了，是嗎?你亦不用，你念經自己修行就可以，你說你

想保你的丈夫、保你的兒子就不可以，(就算)可以都有限，是嗎?但是你「掹」(拉)他

一起念就不同了，是嗎?你明不明白?好像那個姜先生那樣，如果他要保太太就保不到

的，因為他太太(是)天主教徒，是嗎?他太太向天主來到祈禱保姜先生，不能保的。

因為為何?大家世界不同，你明不明白嗎?可能桂先生拉了他那個太太一起念如何?他

又會可以的。

因為他們兩個一起來，大家一起信的，那所以你保他就不如開解他，叫他為你都

一起信這個教就好了。這樣就有效了，是嗎?明不明白?有些人聽起上來就會很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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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想保我兒子都不可以了，信佛都沒有甚麼大用，可能會心淡。但你心淡又一件

事，那應該要改變些不是那麼好的事。譬如你現在得了愛滋病這樣，我做醫生發現了

你有愛滋病，你心淡你的事，我應該都要講你知患了愛滋病的，是嗎?還要報告給政

府知道，我發現了一個病人﹝患﹞愛滋病的這樣。是這樣，你明不明白嗎?

你說一起做的力量就大到極了，那同一樣道理，那個人死了，你又甚麼「陀羅經

被」、「七七四十九日」找上甚麼高僧、甚麼比丘尼替他念經，花了幾十萬這樣，無

用的那幾十萬。抓癢也無，抓癢都說可以止止癢，(但)對他沒有什麼大影響。那個理

論就是這裏，你明不明白?所以有些時候我說不可以、無用的。別人都說可以，羅

生，你真是壞，你說不可以這樣！我現在說他知道，說他聽這些就是真理。不可以的

那些才是真理，說可以那些是騙你。如果說「疏所緣緣」，這個「疏所緣緣」很重

要，你見到兒子，兒子的世界是你的世界的「疏所緣緣」。

「疏所緣緣」又叫做本質，「疏所緣緣」者就與見分相離，「然」，即是可是，

就能夠做本質，引起「親所緣緣」，令到「親所緣緣」慮它、認識它，托它，托它做

「相分」。此即他眾生的「識」所變的這個世界了，第二個人所變的世界，及自身第

二個「識」，自己的第二「識」所變的東西。就可以用來仗為本質，仗即是靠它，依

託它做本質的就是了。

那即是說，我們見到一朵花，譬如我見到那朵花，那朵花就﹝是﹞我第八識，那

朵花是桂先生他種了拿回來插的。那麼桂先生那個「八識聚」共成、共同變起這個

花，他就拿了過來，這朵花就是他變的。但我現在入到來，他所變的花做「增上

緣」，做「增上緣」，就令到我「第八識」裏面變同樣花的「種子」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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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現，就變成跟他桂先生所變的花，很相似的花。那我所，我這個見到花之

後，我所見的花是要托桂先生所變的花作本質。明白嗎?做「疏所緣緣」，我變起之

後，就我的「眼識」又起了。它刺激到我「眼識」起了，我「眼識」起的時候，就托

我所變的花做本質，做「疏所緣緣」，反映入我的「眼識」裏面。於是我「眼識」又

起一個 image，一個「相分」，那就整棵花在那處。那這個花就是我「眼識」直接

見的，就「親所緣緣」。

我「第八阿賴耶」所變的花就「疏所緣緣」。「第八識」變這個花的時候，那朵

花就是我的「親所緣緣」了。而桂先生所變的花是我的「第八識」的「疏所緣緣」

了，明白嗎?那現在你蔣太剛剛又入來，又照一樣，桂先生所變的花是你蔣太的「第

八識」所變的花的「疏所緣緣」，一樣。一會，黃雪江又入來，那個時候又如何?你

和桂先生兩個人所變的花都做本質，影響到你黃雪江，黃雪江又變這個花，那麼黃雪

江所見的花的本質就兩個了。你明不明白，你和他了。

那第三個雷太行入來，一見那三個「疏所緣緣」做本質了。如果這裏(有)一百人

坐在這，一百個本質互相交流了，互相交流，一個人走了出去，這個情形會不會變?

你答我，不會變，為什麼?九十九個人變起的， 你不變是你的事，你明不明白?假使

中國有十一億人，十一億人各人變一個中國，這十一億個中國，有十一億個中國互為

「增上緣」，互為本質，而形成一個客觀性的大中國。

那麼其中有一個人死了，有沒有影響?無甚麼大影響，如果這個人有大力的，影

響就大些，是嗎?好似毛澤東死那些，影響會大些。如果假使毛澤東的孫死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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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影響?簡直沒影響，明不明白?就這樣。那即是無客觀世界，明不明白?但有共

同變出的主觀世界，明不明白?積﹝累﹞了無數那麼多的客觀世界，是主觀，我又講

錯。

積﹝累﹞了無數那麼多的主觀世界，這個最容易講錯，就變成客觀的世界，實質

上沒有客觀世界。佛所謂「一切唯心」，是這樣「唯心」，就不是說我現在發夢，我

亂想一樣東西就變出來這樣，不是這樣「唯心」的。「唯心」不能動的，「唯識」，

「唯心」唯獨不能動。不是說我要變天堂就變天堂，不是，你變別人不變，你明不明

白?即是說我們假設有一百人坐在這裏，

大家都認為請一個孫悟空，我現在扶乩，請孫悟空降壇，請他給一首詩來到指示我

們，可以嗎?不行。

大家的「意識」好像「入觀」那樣，大家那個幻變孫悟空的「第八識」裏面那些

「種子」，一起幻變，各個人就幻變出孫悟空那首詩，是嗎?你做我的詩的本質，他

做你的詩的本質，互為本質，越﹝多﹞本質，大家信念越強，如果大家對這個孫悟空

越恭敬的，他那首詩就越靈﹝驗﹞。那麼所謂詩，扶乩出來的詩就是這種東西，聽不

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黃雪江?所以你都不用信扶乩，是嗎?同一樣道理就這樣，

扶乩如此，占卦怎樣?一樣。風水如何?都是一樣的，風水就是甚麼?

你的家族的所變的，變起你現在的大屋了這樣。是你起的這間大屋，就你為主，

你「阿賴耶識」變起這間屋做本質。你的兒子一出世，見到這間屋。你的「阿賴耶

識」所變的屋做「增上緣」，就影響到你兒子的「阿賴耶識」，你兒子的「阿賴耶

識」托你所變的這間大屋做本質。他變這間大屋的樣子，他又變起這間大屋，那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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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如此，第二兒子出世了，又托你爸爸和哥哥所變的大屋作本質，他又變起，第四

個兒子又托你第三個的做本質。

你一托他的本質之後，又互為本質，一有本質後個個就，五個兒子個個都有四個

本質，明白嗎?這樣，於是就於是形成你的風水了。如果你想說風水不好，會死人的

這樣，大家一起或者念念《般若經》，整家人大家一起修法，或者大家一起甚麼「梁

皇懺」、「水懺」那些，總之，你大家一起，請釋迦牟尼佛「加被」你，或者請觀音

菩薩「加被」你。

其實，所謂「加被」即是甚麼?你的「意識」起這樣的「願」，他有一個「妙觀

察智」，在定中就感覺到你。他就「加被」你，在他定中說要「加被」他，即是「加

被」是甚麼?你以為真的給隻手來挽起你?不是，「皆為諸佛之所謂護念」，「加被」

即是「護念」，我很愛護你，我很慈悲對你。我憶念著你，即好像西人那樣，我以後

都記得你，這樣那首東西。記得，是這樣的。

但他雖然這樣，但有沒有效? 有，他時時記得你，「護念」你。他要甚麼? 我希

望你好、希望你乖乖的，希望你不要有那麼多災難。他這種那麼強的力，好似那些

watt數那麼強的電力，影響到你，你的「阿賴耶識」應該有災的，那個災的力量減

低了。是嗎?是可以，那樣就所以你要全班人，你想改變風水，大家一起去受「菩薩

戒」或者受「五戒」，真真正正守戒。

用這種功德迴向我們這班人不要短命的，那就有效了。否則你放幾多百萬紅蟲都

無用，你明白嗎?如果你能夠這樣做，你放一隻小麻雀就好過他放五百條鯉魚，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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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不聽得明白?那為何要講，一切都無「自性」的，為何無「自性」?無固定的，是

嗎?一切的不論風水、算命、扶乩甚麼、甚麼等等。又一樣入到來「唯識」，它就夾

得到，安排解決。問那些靈(驗)，問那些不靈(驗)。

你知道世人了，在香港太平山望下去，蠢人多過精(明)人，精(明)人已經有好多

「精歸咗」（用小聰明去搵著數）了，何況你說要明瞭這些?所以你跟他說，浪費了

氣力，是嗎?所以有些時候，都會籠統般回應他。「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如果他

真的求知欲望很急切，非想求知不可，你才告知他，否則你多了說話，聽不聽得明

白?難明些，不過實在都不難的，肯細心想一想，不是好難的。

聽眾：間接些。

羅公：嗄?

聽眾：間接些。間接些。

羅公：間接而已。

因為它一有直接肯定有間接，是嗎?慢慢瞭解。我再讀它，「疏所緣緣」者就與

「見分相離」的，即被東西隔絕的，然能為本質，「然」是可是，雖然與「見分相

離」，但它能夠做本質。做本質就引起直接「親所慮托」，直接向它所認識的那個

「相分」。我們所謂每個「識的相分」，有些無本質的就不用說了，如果有本質的，

不過是將它的本質反映入來的而已。

好像共產黨所說那樣，「反映」了。你一會去查《大英百科全書》，我這裏都

有，有所謂「反映論」。毛澤東整天講「反映論」，「反映」入。此即眾生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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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變的自身，變起的自身，不是，它所變和它自身另外第二個識所變的。仗為本質

者，是你「第八識」變起你所見的世界，而你的「前六識」托「第八識」所變的做本

質反映出來。由第二個人所變的世界做本質，你的八個識將別人的本質反映入來，成

為你的世界裏面變了這個人。

別人的世界又入了你那裏。同一道理，你的世界又入了別人的。言「疏」者，又

為「相分所間隔」的，它說於此，留意這裏了，有一事學人應當瞭解的，即是甚麼?

「見分」生時，必帶它「所緣的境」的相貌生的，「見分」一起一定帶著一個「相

分」。帶著的「相」不一定是「相分」，為何不一定是「相分」?因為如果你「見

性」的時候，你的「意識」所見的是一個「無相」的「真如」。這個「真如」，「真

如」不是「相分」來的，「真如」就是「真如」。

所以帶的「相」，即這「真如」是「無相」，你怎可說「帶相」，「相」即是

「體相之相」，「無相」都「有相」的，有一個「無相之相」的。言「帶相」者，留

意了，「帶」字有兩個意義：「帶」與「相」各有兩義，它說「帶」字包含兩個意

義：「相」字包含兩個意義。一，「帶」者「挾帶」，「掹埋它」(拉著它)一齊起，

好似你兩夫妻同在一張床睡，一夠鐘(時間)了，你的太太起身即刻「掹埋」你的丈夫

一齊起身，挾著他。

好似你有一個兒子整天不離你的，你每去一處地方，就挾住你兒子，「挾」即是

攜帶，挾帶。「相」者「體相」，挾帶著「體相」，即「見分逼附境的體」，那個

「見分力」逼近那個，簡直貼在那個 object 那個對象的「體」、那個「境」。逼近

那個本質的「體」那裏，逼近甚麼?「親所緣緣」的「體」了，就挾帶它的「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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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識它。那這種情況的「體相」，我用譬喻來譬如，如鉗取物。好似拿一個鉗子鉗

東西一樣，直接的。「體不相離」，這樣挾帶，挾帶就「體不相離」。二，「帶」者

「變帶」，變起一樣東西，帶著它一齊起。

「相」者叫相狀，變帶的相狀，即是一個「見分」，變帶一個好似本質那麼差不

多樣子的相狀。將它相狀帶著，那為什麼要變?變有「因緣變」、「分別變」，有些

人就是這樣。如果無本質就「分別變」，有本質就「因緣變」。

它兩種變法不同，已講了，昨天講過了。相狀和「相分」，「親緣此似」，「似

質」即是直接認識那個，「似」，好似本質那樣的「相分」，「如攝影者觀見攝影機

中」那個像，那個「公仔」(影像)，「見分」與本質是相離的。

明不明白，Crystal?聽不聽得明白，健生?回去，今晚記得看，你說難，這樣，

這些東西講完這本，沒辦法。要我走之前，講完這本。四、第四種，叫「增上緣」

了，「增上緣」的範圍就好闊。你看看，「增上緣」，「增」就令它增加，「上」者

推它向上，即是扶助這樣解釋，或者影響，解釋就是影響。「增上緣」，「增上

者」，本來就是「強盛殊勝之義」。

若甲法，即一種甲，一種東西叫做甲，一種東西是叫做甲，它有「強盛殊勝勢

用」，「勢用」即是勢力，它能夠對乙法，另外一樣東西叫做「乙」，能夠令到它怎

樣?「順益」，令它更加妥當，順著它，令它更加有益，或者「違損」，弄到它不妥

當，違它，違都是「增上緣」的。總之影響到它就是，這樣我們在這樣的情形下，我

們便說甲法為乙法的「增上緣」，這樣，你說令它「順益」還是令它「違損」，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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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益」，而「順益」者，謂即是助它，令到它生起。

或者令到它增長，幫助它。那怎樣叫做「違損」?即是礙它、阻礙它，令它不能

生出來，阻礙它，或者令它生了，令它快些壞，這些違的「增上緣」。以甲法能令乙

法，或者它乙法「生」、或者「滅」，或者增加「勝進」，所以它能夠有這些力量，

即有這樣的影響力，那它就名叫做「增上緣」。例如，水、土對於那個禾就叫「增上

緣」，那些落霜、落雹對於禾是「違」的「增上緣」。

我們普通只是講來講去都是講「順」的「增上緣」，就忘記了有「違」的「增上

緣」。一有了「增上緣」，甚麼都互為影響了。你所變起的這個世界做「增上緣」，

影響到我，把你的那個世界，就反映入我那裏，於是我見到你的世界，是嗎?我的世

界又反映到你那裏，有一萬人在這，其中一個人，他用一萬，不是，用九千九百九十

九的世界做「增上緣」，反映入我那裏，他又反映入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做「增上

緣」。這樣多的「增上緣」，聽不聽得明，Pauline?Pauline 媽，明不明白?

聽眾：明些，不是完全明白。

羅公：你一明白，你就好有興趣。

聽眾：「增上緣」是不是即是「助緣」?

羅公：「助緣」。

聽眾：「助緣」。

羅公：所以用「助緣」又不可以，「助緣」有兩種，一種正數的，positive 的，幫助

你的。一種是甚麼?

聽眾：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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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有些反的「增上緣」，「違損」你的。

譬如你去種田，施足肥料，又灌足水，這些就順的「增上緣」了，肥料和水。我

日日在你的禾邊處燒火、煮飯，弄到你的水乾涸，烤到那些禾都焦燶了，你在這燒

火，這種是甚麼?是違的「增上緣」，不過我們普通是講「順」那些，就不講「違」

的。應該是有些違的，「違增上緣」。好了，以上「四緣」之中，你看看，初就「因

緣」，第一種，是依「種子」和「現行」，為什麼?「種子」生起「現行」，「種

子」做「因緣」，「現行」是「果」。現行一起了之後，〔馬上〕「熏生」到「第八

識」裏面，成為新的「種子」，於是「現行」是「因」，新的「種子」是「果」了。

「種子」和「現行」。其餘三種「緣」，只是依「現行」建立的，不依「種子」

建立的。那些是要點，每一個「見分」的「識」，「識」的「見分」生時，一定要甚

麼?具備四個「緣」，四種「緣」，「識」然後才可以生起。少一種，「識」就不能

生起了，這樣，每一個「相分」生起的時候，就不用具備四個「緣」的。只需要具備

「因緣」及「增上緣」，兩個「緣」就夠了。

「無有一法從一緣生者」，無的，一個「緣」可以生「一切法」是不通的。所以

佛家為何不信「一神論」？這個世界由一個神就可以變起，佛家就是不信的。因為無

一個「緣」就可以產生到。它說除了「無為法」之外，亦「無有法不待緣而生」的，

（「緣」而生，樣樣）種種事出現都一定要「緣」。就只有「無為法」，即是「真

如」，或者「涅槃」就不需要「緣」。它亦不生的，是嗎?你去證它而已。「惟其建

立四緣，故緣生義理就得以成立。」佛家的「緣生」道理就得以成立，就因為它用

「四緣」來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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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孤因」，即是一個緣可以生果，「孤因」，則「無緣生義」，所以基督

教、天主教就是「無緣生義」。「無緣生義」就如何 ?應該一時可以頓生「一切

法」，是嗎?不用「緣」，那麼大家都有成佛的「種子」。為何你現在又不成佛？啪

一聲那就全部都齊了。你又有「種子」，做魔鬼的「種子」，同時又魔鬼和佛一起出

現都是你了，是嗎?它「以不待眾緣故」，你就搞出那麼多困難，是嗎?

它說「若一時可以頓生一切法」，「法」即事物，突然就生一切事物，「則人類

未有文字之前，就應該已經有原子發電廠」了，「頓生」嘛！小孩子不用讀書，出世

就博學多才，就是因為要「緣」，而事實不然。「故無孤因可以生果之理」，這個是

原則，是要記住的。「孤因」不能生「果」，而「緣生」的義，要眾緣和合而生，它

說「由緣生義故」，由於有「緣生」的義理，「便遮兩種邪計」。「遮」就否定，

否定兩種「邪執」了。

第一種，何謂兩種「邪執、邪計」?「邪計」是執著、計較。第一就「不平等

因」，上帝就造人，上帝又不用(別的東西)造，上帝就不用(別的東西)造。那人為何

要(別的東西)做，是嗎?所以「不平等因」，所謂上帝。二、「自然外道」，甚麼都

自然有。然「不平等因計者」，如建立 「大自在天」。不過我免得攻擊說上帝，我

用祂(大自在天)這樣，上帝避一避，是嗎?我無謂跟別人吵架。

因為為何，我自己的兒子整天這樣，好那個，對嗎?我幾個子女之中，我的七個

子女之中，起碼都有過半數是信「一神」的。我的(子女)信得很厲害的，你如何跟他

說「因緣」都無用的，信了，兩夫妻都沒有人情講，跟你打架的，你說他信上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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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真的跟你「死過」(拼命)的，是嗎?你看看姜先生太太幾惡，甚麼都可以，來

這裏都可以，你信佛就不可以，是嗎?是這樣的。那這種就是「一因」了，這個因超

出於「萬有」之上，上帝統禦這個世界的。

「作是計者」，執著這種那樣的計較、這樣的計算法，就叫做「不平等因計」

了。「孤因既不能生果，則不平等因自然亦不能成立」了。另外有一種叫做「自然外

道」就是甚麼?樣樣事物都自然有的，「雲萬物是自然而生」的，不需要待「緣」

的，如果這樣就全部塞滿了這個世界。甚麼東西都生了，是嗎? 其實過失和「不平等

因」計又是同的。所以說那些學「唯識」的人，整天跟別人吵架就是這樣。

聽眾：甚麼是「無因」?

羅公：嗄?

聽眾：「無因而生」。

羅公：是的，自然就是「無因而生」。但它又很矛盾的，那些「無因而生」，「無因

而生」，那何解?為何孔老夫子現在不在我面前?為何耶穌不在我面前?它說我

們是條件不具備，所以條件不就是「緣」嗎?你又說不矛盾，你又說「無因」

可以得嘛！是嗎?但你這招，所以信了宗教，他不理那麼多，他盲目的。世界

上兩種人是盲目的，第一個信了宗教，因他信了宗教，他盲目、盲目。第二愛

情，一種愛情起了就盲目。你看看美國有個邪教，叫人走去做犧牲，說要做犧

牲的，輪到他死，他要死。獻一個身給撒旦的。不是試過美國有一個走了出

來，「爆」(揭露)出來，有沒有人看過?

聽眾：有，有，看過，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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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都看過。

聽眾：Jones Jim。

羅公：嗄?

聽眾：Jones，叫 Jones，在羅省一帶。

羅公：在羅省。

聽眾：他是天主教、邪教。

羅公：他好厲害。

聽眾：為何…

羅公：不過他這種牧師真是厲害，他為什麼會令人這麼信呢?

聽眾：犧牲了一家。

羅公：全部都犧牲了。香港都有試過，跳樓的。上帝叫他，你跳下來，我來接你這

樣，那就跳了。

聽眾：聽說佛教都有邪教，聽新聞說的。

羅公：嗄?

聽眾：香港佛教都有的。我看那次…

羅公：佛教都有?

聽眾：有的，有的，他說看到頭上有個光環時候，他們跳下去死。舊時…

聽眾：在峨嵋山那個，在懸崖邊看到光，看到光圈，行了出去，要在懸崖邊才看到。

看到，是那個點的光圈，他說是佛光，峨嵋山。不過，懸崖都是這樣的，好近

的，你要走到那個點，可能就見到光圈，他再行出些就跌下來，那個無攔到

(欄杆)的上面。

羅公：大概那裏剛剛的那個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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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光環、光環。

聽眾：其實現在…

羅公：他以為佛光…

聽眾：不是，那時是有科學家拍到，他見到有一個人影。原來那個影、那個位，光圈

中間有一個影。其實那個影是你自己本身，即是找東西做出來。

聽眾：他以為是佛，以為佛祖叫他爬上去，怎知道就跌死了。

羅公：那亦有，人人好信「淨土宗」的善導和尚，所以你不要以為大德肯定可以為

法。善導和尚就不可以為法，攀上樹再跳下(地)，撞(地)死了，想要去「極樂

世界」，他想這樣來往生。如果個個學你這樣，這個社會還要得嗎?是嗎?不

過，人人說他「阿彌陀佛化身」，「阿彌陀佛化身」化出這個樣子的東西?

好了。繼續講，講了，那個「四緣」，有些人嫌它太簡單。其實，「四緣」講得

最好了已經，有些人將它開成「十因」，都可以，我就說「四緣」夠了。熊十力認為

「四緣」恰好了，不用搞到「十因」，「十因」就是繁瑣，熊十力說的，「十因」是

繁瑣。不過很多人歡喜繁瑣的事，所以我就拿了「十因」來講，你不懂不要緊的這

「十因」，懂得「四緣」就可以了。

不過我們讀讀，「十因」又要分三點來講：第一講「十因」的說明，建立的說

明，印度文時時用「建立」兩個字當解說、說明，這樣解，二、戊二，「十因」攝為

兩個「因」，將它一縮，縮得短些。即是說甚麼?當是「四緣」，將它縮就變兩種

「因」，一放就「十因」，「四緣」就剛剛適中。那現在我就說「四緣」和「十因」

相攝的關係了。「《瑜伽》和《唯識》等論於四緣之上，別建立十因」。另外說「十

因」，其實即是「四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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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叫做「隨說因」，怎樣才是「隨說因」?例如雷太就買了張六環彩，中了她

不知道。我見到她﹝說﹞：喂，雷太，你中了六環彩這樣！她就知道，是嗎? 她就知

道，她知道是甚麼? 她知道自己中了六環彩，是嗎?好了，於是我們將她甚麼，她知

道中了六環彩這回事，就是「果」，是嗎? 是不是「果」? 我講她知道是「因」，是

嗎?我不講她知道，她可能很久都不知道。那我講給她知道是要靠甚麼講?靠說話，這

句說話是她知道中六環彩的「因」，明不明白?這個「因」就怎樣?這種因叫做「隨說

因」。

譬如你為何會，你信基督教《聖經》裏面那套道理，為何你會信?因為那個牧師

講那套道理給你知道，因為牧師那番說話，這個「隨說因」了。那個果是甚麼?你明

瞭基督教是好的這樣，是嗎?基督教的道理走了去你的心，於是你的心裏面那些基督

教的道理，這些就是「果」，那個牧師那番說話就是「因」，這個「因」就叫「隨說

因」。你聽那些法師講話，法師那些說話就「隨說因」。一聽到之後，你腦裏面就有

那套的道理在這，你腦裏面那套道理就是「果」了，聽得明白嗎?那麼你一看就知

道。

一、 就是「隨說因」：「人類制假名以表事物」，「假名」即是文字的名，文

字、概念來到表示事物，那麼約定俗成，怎會約定俗成?例如：我們見到不論牛、牛

「乸」(母牛)，我們都叫做牛的。西人，英國人叫牛「乸」，叫 cow 的，而都是甚

麼?不是上帝命令的，而是甚麼? 約定，我們中國人大家約定，說牛代表那隻四隻

腳，一條尾，一對角的這隻動物，約定。不是代表老虎的，沒有角的，不是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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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約定。

如果我們祖宗大家已經約定是甚麼?牛就代表老虎的，虎就代表牛的，這樣，那

就剛剛相反了。就約定，大家好似有個社會上有一個契約，那個契約一定，就成了風

俗了。你違反它，就說它，就說你不合它的 heritage，好似現在這個多倫多的那

處，說有報紙賣，是嗎?有一個中國人買了間 townhouse，他在草地那處，做了一個

甚麼?剷了那些草用來停車這樣，那全部人都告他了，說他違反了這個加拿大人的生

活習慣了。

但是，好像法院又不能夠判他有罪，因為無條文判他有罪，那個他自己的地方，

那些草，他有權剷去的，那這些即是甚麼? 約一定，風俗就成，即是說從前女人就要

「紮腳」(纏足)才高貴的，女人不「紮腳」(纏足)就「賤格」(低下)，是這樣的。我們

祖母那一代，女人不「紮腳」(纏足)那些就「賤格」(低下)，不能做「大婆」(正室)，

做妾侍就可以，做「大婆」(正室)的要那對小腳扭扭擰擰〔走路〕才可以。

所以說甚麼?別人結婚有一班新郎的兄弟團。就走去甚麼?「鬧新房」，是嗎?

「鬧新房」之前要題四句，題幾句詩，這樣的。題這些當然題閒詩，那些不成詩的，

就有一個因為那個的老婆，娶老婆出來斟茶的時候，那隻腳就大些，那個就走去題四

句時候，就講說她：金蓮三寸，說金蓮的腳三寸，橫量。

說打橫量三寸，不過她那隻腳很大的，金蓮三寸就橫量，這樣。這樣即是說她甚

麼?約定俗成，大家都說女人不「紮腳」(纏足)就是賤格，是嗎?就這樣，這些都是約

定俗成，約定俗成之後，聞說某一個名稱，就由「意識」中，「意識」甚麼?譬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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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說牛這樣，於是我心裏裡有個「想心所」，即刻一想出隻牛這個 idea、觀念出

來了，這樣了，那就於是甚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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