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能取像，因「能取」這個像，「能取」這種作用就是「想心所」，所以

語言全靠「想心所」的作用。如果那個「想心所」不清楚，我們發的語言就不清楚

了。它說依此語言，我們一用那些語言便能依所見的東西，或者所聞的東西，或者所

覺得到的東西，所知得道的東西的事物，就有所詮表了。表達，就可以表達了，一表

達用說話了，說種種事(義)，那麼此能夠說、能夠解說的、能夠講說的這些語言，就

是為所說的事物的「因」了。明不明白？那這種叫做「隨說因」。

其實，「隨說因」是甚麼？「增上緣」而已，是嗎？是「增上緣」來的。所以我

說此「因」於「增上緣」上建立的，能說的語言，是所說的事物的內容的「增上緣」

的。其實這個，那即是說你硬弄一個「隨說因」，又可以說它多此一舉，是嗎？但是

很難講的，古代的大德是要有這樣興趣，要弄到它，不繁(瑣)就弄到它繁(瑣)，不(高)

深就弄到它(高)深，是這樣的。那下一個「因」如何呢？「觀待因」，「觀待」者是

憑藉，憑藉，為何是憑藉？我們普通在邏輯上，時時又這樣說，一種事物的出現，一

定有一個條件，條件不就是「緣」了。

它說「條件」有兩種，一種是叫做「充足條件」，你不要以為只是看「條件」的

那個字，那麼簡單的這樣，「條件」這樣，有兩種「條件」。一種叫做「充足條

件」，(另)一種呢？叫做「必要條件」，必須的，「條件」又怎樣？吃了兩碗飯，他

的氣力就(足)夠了，那吃兩碗飯是「因」，是嗎？是「條件」，氣力夠是「果」。

充足(條件)了，吃兩碗飯就是有力量做事的「充足條件」，(足)夠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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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條件」。但不是「必須條件」，為甚麼？我飲兩杯奶一樣可以的，一樣道理，

是嗎？「充足條件」和「必須條件」不同，聽不聽得明白？「必須條件」是怎樣？

「必須條件」就不同了，種花必須「淋水」(灌水)，必須要有水，這個「必要條件」

了，無水它就死了，是嗎？你想種生棵花就必須要水，這個「必要條件」、「必須條

件」。就這兩種，現在現代邏輯，現在都是講邏輯的，佛講「緣」就這兩種「緣」。

其餘都是，但是它(足)夠沒？不夠，除了「條件」，除了充足、除了必要的時

候，有些可有可無的，它無放下去。譬如種花，水就(是)「必要條件」，是嗎？空氣

又是「必要條件」，是嗎？但有些可有可無的，例如甚麼？肥料，無肥料，你不落肥

(施肥)呢，你不落肥(施肥)一樣生，不過瘦(小)些，那棵植物瘦(小)些而已，是嗎？無

那麼包含，佛家講這種「十因」還包含這種講法。

「觀待因」，憑藉，「觀」者「對」也，「待」者「藉」也，憑藉，即是說甚

麼？「觀待」此，即是「觀待」一定要憑藉這一件東西，就「令彼諸法」，令第二件

東西生，或者令它存在、不爛(壞)，或者令它「成」，或者令它「得」到，本來未得

現在它得。「生」就大家都瞭解，是嗎？「住」又如何？譬如一間屋，全靠這枝柱撐

着，是嗎？如果沒有這枝柱，(屋)會塌倒的，這間屋之所以「成」，「成」呢，要靠

這枝柱，這枝柱就是「條件」了，是嗎？

是「觀待」，無支柱不可以了。「觀待」，這種這樣的「助緣」，即凡能為甲這

件事，甲的「生」或者甲的「住」，「住」即是存在，不塌倒，是嗎？或者「生」、

或者「住」的「助緣」，這個阿乙、阿丙、阿丁做它的「助緣」的。這些阿乙、阿

丙、阿丁都是它的甚麼？「觀待因」了，凡是甲法之「觀待因」，皆是甲法的「觀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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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觀待手故」，觀待我們的手就可以拿東西了、執持了。

這樣，手是執持那種「業」的「充足條件」了，是不是「必要條件」？不是「必

要條件」，不用手都可以的，是嗎？用鉗都可以的，是嗎？用，買一個機器人用它來

執持都可以的，都是「充足條件」。這樣所以說邏輯裏面，所謂的「充足條件」、

「必要、須要條件」，就是這個甚麼？「觀待因」了，明不明白？「觀待足故」，那

對腳就有往來等「業」了，因為你無腳，你怎樣往來呢？這個是甚麼？你說它是「必

須、必要條件」，你說「必須條件」，「充足條件」呢？都是「充足條件」了，無腳

都可以的，都會行的(走路)。

坐輪椅在那處按下、按下那個東西(控制桿)便可以了，是嗎？所以「必須條

件」，當你科學發達的時候，你會怎樣？「充足條件」就降級變了就是甚麼？不是，

「必要條件」就降級變了「充足條件」，明不明白？這種不過是「增上緣」來而已。

那即是說現在所謂邏輯上，「必要、必須條件」和「充足條件」就屬於這種東西了。

講多一種，三，「牽引因」。「種子未成熟位」，「位」即是那種 occasion性(「分

位」)，那種那樣的情況，就未……即是說甚麼？未為「貪愛」等「煩惱」所潤時，

就只能牽引遠的「果」，不能牽引出近的「果」的，那這些「種子」我們就叫做「未

潤種子」。

我們就依這種「未潤的種子」，改一個名字就叫這種「未潤種子」做，就叫做

「牽引因」，明不明白？韋燕蘭，我講你聽，你今世做了很多善業，你現在快要死

了，那些「果報」就會出現，是嗎？但是現在還未出(現)得，「果報」要很多「種

子」的，你前世有些未報的？前五世那些未報的？或者前十世都未報的那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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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那麼那些先「標」(萌生)出來？就那些「種子」被這些愛水潤過的，它會先發

(芽)，未曾被「愛水」潤過的，它就遲些。

被「愛水」一潤的，那些「種子」就強些，先「標」 (萌生)，無被「愛水」潤

的，那個「種子」就不先「標」(萌生)。「愛」就不是水來的，我們用來譬如而已。

那麼那些是「愛水」？你臨死的時候，你好「驚」(害怕)，我現在死了這樣，好慘，

覺得好悲慘，我一世人有那麼多事業，現在沒有了。

其實整日對你的事業起「貪愛」，同時這樣我死了，無了，那個「我」無了，怎

樣辦呢？好恐怖的，對於那個「我」又起「貪愛」，又對於我有這麼多子女，我死，

無了那些子女，不知道怎樣了，又起「愛」了。這些「愛」，這些「愛」叫做「愛

水」，「愛水」一起的時候，就「潤澤」你那些「種子」，那些跟它有關聯的「潤

澤」，那些「種子」活躍。那些「名言種子」活躍，就組成你來世的那幾十年的事

了，明不明白？那些未曾被「愛水」潤的，就不現了。

有，即幾時才現的呢？譬如怎樣，你去學佛了，就聽了很多經了，到你臨死的時

候，你的「愛水」又無潤這些東西(聽經的「種子」)，是嗎？只是潤你銀行裏面的

錢，是嗎？潤你的老婆，潤你的子女，你聽完《般若經》，你幾時會潤到《般若經》

的種子？那即是你第二世是甚麼？你第二世唸經的機會多抑或走去賺錢，做牛做馬機

會多？江漢林，你答我。很簡單的，不用問閻羅王的，是嗎？

你不用問佛的，他這些你給…即是你送兩棵花，這棵花被有水那些潤，那棵花等

烘乾的，明不明白嗎？所以「愛水」一潤，那些就萌芽了。那麼為何有些出現，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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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現呢？(跟)潤及跟不潤有關，但如果你是出家，整天心中「無我」的觀，唉，一

切臨到死的時候都是「無我」的，那個「我」都是幻的而已，是嗎？我們一於皈依

佛，生死有什麼所謂呢？我現在一於唸佛，唸「阿彌陀佛」，我要生「極樂世界」。

那就變了甚麼？無了那些「愛水」來到潤你的老婆妻子、銀行戶口都無得潤，你

是潤了甚麼？ 潤了佛經那些那裏，是嗎？ 你縱使「貪愛」，都是貪「極樂世界」那

些，就變了那些「種子」活躍了，明不明白？那麼這些「種子」未曾「愛」…已經被

「愛水」潤的那些第二世就出現的，是嗎？那些是甚麼？那些不是「牽引」了，直接

「生起」了，是嗎？不是「牽引因」了，但那些……

譬如你那些未被「愛水」潤那些，它就不出而已，不出的將來總有機會它會出

的，遠的「果」它會出來，來「牽引」，「牽引」就是拉起那些遠的「果」，明不明

白？聽不聽得明白？李先生？ 

聽眾：即是那些「果」未起…… 

羅公：嗄？

聽眾：即是那些果未起，日後等到有機會先再起這樣。

羅公：是的，有機會才起得，那些是「牽引因」，是嗎？到它起的時候就「果」了，

是嗎？就現在正在潤了，它已經有東西在潤了，快要爆發了。那你這種

「因」，是嗎？這些「名言種子」，將來會出現的，這個就是甚麼？這個「生

起因」了，不是「牽引因」了。

聽眾：《八識規矩頌》有一句叫做「引滿能招業力牽」…

羅公：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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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嗎？是否這個意思？

羅公：是的，不是。不是，未曾講到。

聽眾：不是？未講到。

羅公：不是，「引業滿業」，

聽眾：「引業滿業」。

羅公：你講錯，這裏未講到。看看講不講得到。

丁三後面，「四緣十因所感之果」，「引滿能招業力牽」就是這處了。我這段就

是解釋它「引滿能招業力牽」，所以我說真是，所以你說，你這些人就說我好罵人，

那我又覺得好多人又很不(濟)，我現在再罵一下他，「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還說講

「唯識」？(連)這些他都不懂，那些愚夫、愚婦就見到他拿着這本書，他真的會 (懂

得)講，全部講錯，你都不知道。

那些甚麼？你以為他甚麼「大德」，那些無功德，他搞錯害死人的，是嗎？哪裡

有功德？所以有些人就說這樣，我修行都無功德的，修行？他在修行，在裏面做錯幾

件大事，又有甚麼功德？不落「地獄」已經好了，還有功德？

譬如有一個人，他聽「般若」，聽得好好的，(有人說：)好了，你聽這些來作甚

麼，這樣。不如走過去信盧勝彥啦！，修一修法，跟他這樣。那這個人還不下地獄，

是嗎？他修行都沒有用了，那個愚蠢的(人)聽他話，他是不夠福，不夠福的人多過夠

福的，那麼，「牽引因」、「生起因」，你們明白了。那我讀一讀它了，「種子」未

成熟的階段，「位」就是階段，即是說未為那些「貪愛」等「煩惱之水」所潤的時

候，就只能夠「牽引」遠的「果」，不能夠「牽引」即時出現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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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未潤種子」就建立一個「牽引因」，這種就是依「因緣」建立了，依「種

子」建立了。好了，下面你劃去(刪除)這幾句，其實我好合符古人的意思的，不過

我，古人就解得好「㪐㩿」(不暢順)的，好深奧，我就將它來換過好似白話差不多樣

子的講，我就怕那些不懂得的人就說：唉呀，羅先生你擅自變古人的東西這樣，其實

我無變，劃了(刪去)它，我再「勘」(重新排列)過，無變。

不過我變了《瑜伽師地論》的講法，我就用《成唯識論》的講法，所以你們劃了

(刪去)這個括弧裏面的就無變了。再讀完「生起因」，不差那點了。四，「生起

因」，種子已成熟了，即是被那些「愛水」潤了，第二世就出現了，這些是甚麼？能

生起「近果」了，我們就依據這些這樣的「已潤的種子」，立這個「生起因」，那這

些就是甚麼？

又是依據「種子」上「假說」的，「十因」這樣亦真是好，你說它不好，我剛才

說它很繁瑣，但它雖然繁瑣，它確是條理很分明，好清楚，介紹到好清楚。那我們讀

到這處就發覺經常說「增上緣」，或是什麼「緣」，都是不及，又有不及「十因」之

處，是嗎？即是說我們學完「四緣」，再學「十因」，這樣好，如果你不學「四緣」

就學「十因」，你就不知所謂。

「至怕」(最差)是你連「四緣」都不懂那些，那些不用學佛了。如果你連那個都

不懂的，你就最好唸「阿彌陀佛」，就好似教甚麼的梁太教人，你甚麼都不用了，只

唸「阿彌陀佛」就可以了，生了「極樂世界」還怕搞不好嗎？是嗎？那她是否這樣

說？我聽到，我問她，她都是這樣說。她請我飲茶，她說：「羅生，你何須那麼辛

7



苦，講那麼多東西？教人唸佛吧！」我說：我不教她唸佛嗎？是嗎？

聽眾：她份人快言快語。

羅公：嗄？

聽眾：她份人快言快語的。

羅公：不是，她好的，快言快語，不過她，別人有些人賞識好多這些東西的。

聽眾：你講過她阿婆是這樣的，阿婆。

羅公：是，她就是阿婆，你不能個個都當她是。阿婆都有些懂得的，譬如 Pauline 阿

媽，她不是阿婆嗎？是嗎？她懂得的。

聽眾：她是一個而已。

羅公：那是，好多不懂，你不要這樣看小別人，「你都不懂得的！」這樣的，那才可

以。確是知道這件事都搞不好，知道用這套東西不行，所以用那套東西就好

了，那樣才用那套，好似醫生醫人，是嗎？

聽眾：那些小學底來跟她。 

羅公：嗄？

聽眾：個個都是小學底，不是個個都有中學底。 

羅公：嗄？這樣又是。你說她不對，但她又對的。

聽眾：她對，但你坐在這裏，這裏個個起碼都上(讀)到高中程度。最低我，你都說我

讀到大學程度。

羅公：好了，今日，「牽引因」和「生起因」剛剛一遠和一近了。那即是說在「因

緣」那裏分了這兩種了，在「增上緣」裏面又分甚麼？「隨說因」及「觀待

因」和下面的有些。好了，今天就這樣吧！今日整天，因為這些很難講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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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整天這樣就講得不多。但你就不可不了解，你想了解這個佛家義理的中心，

你就非了解不可。上文就講了所謂「緣」，講了哪個「緣」？未開首講嗎？

聽眾：未。「攝(受因)」，今日開始。今日開始講「攝受因」。

羅公：哦，「攝受因」。

聽眾：第五個，「攝受因」。

羅公：那「四緣」講了，「攝受因」，我們看看，讀一讀它就懂了。

它說「諸現行法」，即是那些出現了，那些「現行法」，雖由其「種子」所生，

「然餘於緣」，又要靠「緣」的，其餘「所餘諸緣」，展轉相助了。你助我，我助你

這樣，看起上來，就和合似一了。好似一件東西這樣子，其實內部，你幫助我，我幫

助你這樣的。

和合似一，那麼助成那些種子的勢力，所以只是單一個種子， (它的)力量很弱

的，有「其餘諸緣展轉相助」，那些種子勢力就會大了。就於是那些「種子」就與那

些「緣」、和各種「緣」一齊，就共辦於「果」了，共同就辦出那個「果」出來了。

共同辦出，我們用哪個字呢？ 用「攝受」兩個字，即「共同攝受」那些「果」。這

個「攝受」就即是一齊辦出「果」，這樣解(釋)。有個說法，所以這些「因」就叫

「攝受因」了。

其實不外(乎)是那些「種子」和「緣」來而已，是嗎？因為那些「種子」和

「緣」就好似走為一團這樣，一齊做事，在外面看上來就好似一件東西這樣。那麼我

就這一點觀點來講，我們叫它做「攝受因」了。這個「攝受因」，如果將「攝受因」

分析，分析出甚麼東西出來呢？即是說所謂「攝受因」是依據那些甚麼的資料來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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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這樣子，看看，它說此「攝受因」就依「六處」建立，依據那六件事，依據那

六個地方來說的，其實就無，並無一件東西叫做「攝受因」的。

有很多「種子」，很多種「緣」，總共將這堆東西(「種子和緣」)，將它們可以

來分成六堆，這六堆合起來，我們就假立一個名稱，叫「攝受因」而已。這樣第一是

甚麼？ 「心、心所」之「等無間緣」，「心和心所」起「現行」，一定有一個「前

一剎」讓位給它才可以的，那讓位給它那個「識」、那堆「心、心所」，就叫「等無

間緣」了。即是你看看括弧裏面，「等無間緣」就望其所生的「果」，是「攝受因」

了，即是它許可你，給你(才)出現的。

那即是由六堆東西建立的，第一堆東西就是「心、心所」，即是「等無間緣」，

譬如「眼識」，「眼識」的「等無間緣」，「眼識」有很多「心所」的，有「徧行、

別境之心所」的，它每一個「心所」又有「等無間緣」，整堆「等無間緣」。這些

「等無間緣」都是助成那個「眼識」出現的。所以它「攝受」了，「攝受」即是助成

辦它出來的意思。第二，「心、心所」的「所緣緣」，它的「所緣境」，「所緣

境」，它一定有它的「所緣境」的。

譬如眼以顏色為「所緣境」，耳就以聲音為「所緣境」等等，即「所緣」，這種

「所緣的境」又是「條件」之一來的，所以叫做「所緣緣」。第一個「緣」字，就當

「攀緣」，當「認識」解釋，第二個「緣」字就當「條件」解釋，因為它「緣」字是

好多個意義的，「心、心所」的「所緣緣」，即是「所緣緣」「望」它的「所生的

果」，是「攝受因」來的。第三，「心、心所」之「所依根」，凡「心、心所」，

「心」或者「心所」起作用呢，一定有「所依」的器官，就(是)「根」了。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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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它「所生」的「果」，就是「攝受因」了。

第四了，第四堆東西，「作業」了，例如甚麼？造種種的宮室，怎樣造種種宮

室，即蓋種種的屋，或者造種種的器物，東西就(是)器物等，當你造宮室或者造出器

物的時候，它說「作具」的作用，即那個工具，你一定要用工具的，那些工具的作

用，例如甚麼？釿、斧等有斫伐之用，釿就(是)那些長斧頭，斧就(是)那些短柄斧

頭，這些都可以用來劈東西的，有斫伐之用。即除了「種子」生起「現行」，「種

子」生起「現行」，「種子」就(是)最主要的「因」，是嗎？「種生種」，為何會是

「種生種」？

「前一剎那」的「種子」一起，一起之後即刻「滅」，一「滅」的時候，它引生

「後一剎那的種子」，因為能力是一連串，不會永…只可以對治，它自己本身不會

「滅」，那些「作具」，「作具」即工具的作用，那即是說甚麼？除了「種子生現

行」、「種子生種子」，和「現行」又熏生那些「種子」，這些那樣是直接、親作

「現緣」之外，其餘一切那些疏的助成的「現緣」，都是能成辦、助成辦它的事業

的，那這些通通(全部)是「攝受因」了。

例如，土壤、水分之對於那棵穀芽，土壤和水分都是穀芽的「攝受因」了。這

樣，舉一個例。一個農夫就耕田，耕田就要鋤頭，是嗎？鋤頭就是工具，它由那個農

夫，人家用很多工具、用很多肥料等等，就造出、生出那棵禾出來了，那棵禾就(是)

果，是嗎？那個工具，那個鋤頭，這些便是「攝受因」了，是嗎？又例如甚麼？土壤、

泥土和水分都可以助成那棵穀芽生長的。那這些土壤和水分便又是「攝受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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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作業」的時候，即是造作一件事情的時候，「能作」那個作者的作用，

即是能成辦一件事業的那種直接的作用，直接作用，例如甚麼？「眼根」之對於「眼

識」，無「眼根」不能夠起「眼識」。「眼根」之於「眼識」就(是)「攝受因」了，

亦是。又例如甚麼？種穀者之穀芽，那個人去種穀，這個穀字錯了，改正去，一粒穀

的穀，(種穀者)之對於穀芽又是「攝受因」了。即「作者」所對於他所作的事業就是

「攝受因」了。

第六，「一切無漏的正見」，「正見」即是一種「正的智慧」，即是「無漏正

見」除了能引生自己的「種子」方面，它是屬於「因緣」之外，「因緣」就(是)「生

起因」來了，不是「攝受因」了。(其)他方面就用法不同，它一齊生起「法」，能夠

有它有扶助的力量，它是能助，於後來的「無漏法」就有「能引」的作用的，對於

「無漏」、對於「無為法」，它又有「能證」的作用的。這樣，這種「無漏正見」就

對於它所助成的東西，是「攝受因」了。對於它所助成的「無漏法」，不論是「有

為」與「無為」，它都是「攝受因」了。

(前)五為「疏緣」，能夠助那些「有漏的因緣」，就助「因緣」，即是「種

子」。就幫助它成辦「三界」的「有漏法」，那麼你這個「前五緣」，「前五識」，

不是，前面那五種，不是「前五識」，前面一、二、三、四、五種，這都是「疏

緣」，前面那五種「疏緣」就能夠助那些「有漏的因緣」，成辦它那個「有漏果」

的。第六種「疏緣」，就能助成「無漏的因緣」，令它成辦「無漏」的「果」的，成

辦那些「無漏的有為法」的，那這些因都是「攝受因」了。那一句話，總括一句就下

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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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依「等無間、所緣、增上」三「緣」建立，即是凡是做得它的「等無間

緣」，做得「所緣緣」，做得它的「增上緣」的，這些都是「有力攝受」那個「果」

的。是那個「果」的「攝受因」，這樣，這裏就㪐㪐㩿㩿(不暢順)，我寫得就不是很

清楚，你回去看的時候，要慢慢看，慢慢讀讀才可以，待日後有機會，現在快要再版

了，再版的時候，我就(在)這段要改淺(白)些。不過這個「十因」不懂也不要緊的，

最重要懂「四緣」。「十因」不懂不要緊的，很多人都不講「十因」，熊十力都不講

「十因」。

第一是這個「十因」太繁瑣，「四緣」(足)夠了這樣，熊先生(說的)。第二，(第)

六種叫做「引發因」了。為何是「引發因」？如果一種東西是「無記」的，或者一種

東西是「染污」的，或者那種東西是「善」的，或者這樣東西是「現行」的，或者這

種東西是「種子」來的，這些這種的東西，這種「諸行」，這種「現象」，每一種東

西都能引它同類的，比它更勝的東西出來。

或者是引出一個「無為法」，令到它證到「無為法」的，我們就是依據這一點，

就假立這些叫做「引發因」。這個「引發因」就依據「因緣」和「增上緣」建立的。

好了，那麼你就會問了，到底這句話如何解，「引發」？即是說給你聽「無記」的東

西會引發出「無記」的東西出現，「善」的呢，你不要以為這個，只是這件「善」那

麼簡單，它引出「善」的東西出來的，會引的。

譬如你今日做，行一件善事，不是只是限於今日一件善(事)那麼簡單，就會惹起

(引起)你的日後都會好容易又再做一件善的事。又例如你今日吃一口鴉片煙，是「染

污」的，吃一口鴉片煙，你不要以為那麼簡單，我吃一口那麼簡單，你吃完一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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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引出成為好似習慣那樣，日後好容易又吃第二口、第三口了，即是同類的東西有

「招引」的作用的，明不明白？那這些就叫做「引發因」。

那「引發因」是甚麼來的，實在是「因緣」來的和「增上緣」來的。第七種，叫

做「定異因」，「有為法」對於它自己「所生的果」，就有甚麼？就有能夠「生起」

的或者能夠證到的作用的，即是說「有為法」，那個「因」就能夠生「果」，「有為

法」對於「有為法」，不是，「有為法」做「因」能夠產生「有為法」的「果」，對

於「無為法」，「有為法」就會產生「證的果」，那又怎樣說呢？「因」產生「因的

果」很容易解(釋)，「有為法」。

譬如你現在整天想一件事，不是，譬如你現在小孩子學數學，是嗎？整天這樣計

數，整天這樣計數，整天這樣練習，會產生甚麼？產生你的數學純熟的「果」，「有

為法」產生「有為法」的這樣「果」一樣。那為何會產生「無為法」？能夠令它證

「無為法」？「無為法」和「有為法」有一些不同，「有為法」一定是「眾緣和合」

而產生的。

「無為法」不需「眾緣和合」，它本然存在的，它「無為法」你就不作得它出

來，不作得出來是甚麼？可以證，可以證，是嗎？例如「真如」是「無為法」，你作

不到「真如」出來。但是你在這處修行，整天練習你那個智慧，整天修「止觀」，漸

漸地(修行)，你會引出一種「無漏智」出來，這種「無漏智」一出，就證到「真

如」，是嗎？「真如」不是他創造的，是「證」的。「因能起」，對於「有為法」，

「因」就能夠「生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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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無為法」，「因」就能夠「證果」。那一個「生果」和「證果」，都要有

一種「勢力」的，是嗎？有種「力量」，有種 power，那才可以。這種 power 就各

別不同，「有為」，「有為法」去生「有為法」的 power，和「有為法」去證「無

為法」的那種 power 不同的，就(是)差別。那個差別兩字就是 difference，不同的

「勢力」了，那即是說「三界一切有漏法」，各能生「自界的等果」，「三界」即是

「欲界」、「色界」、「無色界」，和我們這個世界，我們這些世界的「有漏法」，

每一種都有「力量」可以生起「自界的果」的。

即是怎樣？「欲界」的東西就產生「欲界的果」這樣，「色界」的東西就產生

「色界的果」，「無色界」的東西就產生「無色界的果」。「自界等果」，「自界的

法」，與「自界法為因」，「自界」中又有「自性與自性為因」，「自性」又於

「色」，於「色」為「因」，「色」中又有「內色與內色為因」，「外色與外色為

因」，如是等。

好複雜的，這個「因果」的情形，它又說「三乘種子」各能得到「自乘」的「有

為、無為」的「果」，那麼依此能夠引起那個同類的「果」這一點意義來說，依這個

「能生」和「能證」這個的「果」的「有為法」來到說，就於是他們立「定異因」，

決定不同的，如何定義？ 「有為法」，不是，「欲界」的東西，(「欲界」)的「因」

只可引生「欲界的果」，不會引生「色界」、「無色界的果」，你「欲界的因」是

「有漏」的，不會產生「無漏的果」的，這樣子的。一定決定、決定是不同的，這樣

的叫「定異因」。

「諸法因果相稱，不雜亂故」，名為「定異」，那這種「因」就依據「因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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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上緣」建立，你看起上來就好似很無謂這樣。實在，它有它的道理的，有時候它

「因和果」，「因生果」決定不同的。譬如你有一個兒子，整天熏習一些好的事的，

他一定成材；你整天讓他去「撩撩遢遢」，周圍去搞(亂來)的，他一定就變壞蛋。成

材及變壞蛋是「定異」的、決定異的，「因」不同，「所得的果」就一定決定不同

的。

「因」和「果」不會亂，這個「定異因」之所以建立，就完全要解釋為何「因果

不亂」。因為我們有「因」不同，「果」決定不同，好的「因」一定生好的「果」，

壞的「因」一定生壞的「果」。物質的「因」一定產生物質的「果」，精神的「因」

一定產生精神的「果」。這樣，第八種叫做「同事因」，這個很容易解。

怎樣「同事因」？你看看，從「觀待因」一直到「定異因」，即是那七種

「因」，由第一種，不是，由第二種「觀待因」，二、三、四、五、六、七總共這六

種「因」，司徒坐啊！這六種「因」又怎樣？有「和合力」的，有一齊共同做事的力

的，「和合力」。怎樣叫做「和合力」，同辦一事，大家共同產生一種「果」，令一

果或「生」、或「住」，或者那種果未成的，現在令那種「果」成。本來未得到的，

現在又令你「得」到，那就從這點意義來講，我們將這六種「因」總括了它，改它一

個名稱，叫「同事因」。

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的。這個叫「因」呢？「四緣」都有份的，是不是很繁瑣？

是繁(瑣)但你間中都要瞭解一下的，是嗎？不過，「十因」平時我們可以不要的。第

九種叫「相違因」，譬如有一種東西是甲，另外有一種東西是乙，當乙將近出現的時

候，甲有力量抵銷它的，令到它不能出現，或者令到它減低它的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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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例，例如你在這處種田，整天又落、又淋(灌)水，又落肥料，好了，那麼

這個水、穀種、肥料這些是「因」，這些「因」都是助成你那棵禾出現的，但有一個

不通氣(不識時務的人)整天在你那禾田那處，在那處燒火、在這處野餐燒火，搞到你

的禾硬是燶(燒焦)這樣之類。那即是說令你的禾出現會相違反的，得相反效果的。那

這種因叫做「相違因」，「相違因」，那所以我們講「因果」的時候，就都要講「相

違因」的。就譬如你殺死別人一家了，你會生在「地獄」處可以「嘆」(經歷)很久

的，好多「劫」在「地獄」的這樣，是嗎？

有如此「因」就(有)如此「果」了。但是，你殺了人之後，你就走去出家修行，

日日青磬紅魚，早晚都去懺悔，懺悔了幾十年，你入不入「地獄」？一樣是入「地

獄」，是嗎？如果那樣你就不用入「地獄」，是嗎？太「著數」(划算)，是嗎？一樣

是入的，但是他入「地獄」，他會很快走回出來，明嗎？為何？他有一種「相違

因」，他整天唸佛、整天修行，是對他那個「地獄的果」產生甚麼？減削的作用，受

就一定受，有一個「相違因」就可以減削，那麼我們這一點就可以解釋到…

譬如有一個人這樣，整天做一些短命的事，整天去「搞搞震」(好色貪淫)這樣，

整天這個身體又不好，總之就你會短命的這樣，他有短命的「因」應該產生短命的

「果」，是嗎？但是，有一個好的醫生就給他一些長壽的藥食，他本來應該四十歲就

死了，現在四十五(歲)也未死，為何？

他有了一種「相違的因」，食了那些藥，你明不明白？前幾日，誰人跟我講，說

有一個明星，是嗎？不知謝賢還是誰人走來美國，出了一大筆錢，很貴的，打了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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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令到他整個好似(變)很青春，誰人講的，不知道是否你們的人講的？所以，他現

在謝賢整個青春了，那這個是甚麼？人是會老的，是嗎？人的生理，因為逐漸地退

化，那個體質退化的「因」，就產生「老死的果」的，但他肯花了這筆錢給醫生幫他

打了那些針之後，本來他現在應該整個雞皮鶴髮這樣子的，但現在他不知多精神，他

有了一個「相違因」，明不明白？「相違因」，那麼你用「相違因」解釋到很多事

的，風水不好如何？弄一個「相違因」不就可以嗎？

那些風水佬都是有些根據的，弄一枝箭射出去，弄一個八卦對著他，以及占一

下。你看看，今日又剛剛有人打電話約我食飯了。那麼，你認識的，你的同學，陳繼

堯，梁愛蘭今天打了兩次電話來，「捉」(約)我幫她看風水。我就不肯幫人看的，不

過她又是(我)學生，我就幫她看看這樣。實在我亦是不懂看風水，我怎麼會，我

「噏」(胡亂說)而已，去到直覺這樣而已，不過每每又靈(驗)。

這樣，她因為她未結婚的時候，我就認識她那個丈夫的，我幫她丈夫看(臉)相，

我說：喂！你都是五十(歲壽命)左右。好難過(活)得五十(歲)，你的相。我就勸他積

福，我說：你呢，你戒殺，你若想長命，戒殺放生了，這樣。戒殺放生就是短命的

「相違因」來的，是嗎？就這樣解釋，是嗎？太短命了這樣，但他又戒殺、又放生，

他就是有了一個「相違因」，把他那個短命的拉長，他果然舊年(去年），前年就移

民，舊年(去年）她丈夫就來到不合水土，即是不適應這處，就死了。死了，她買了

一間屋，幾漂亮的，在士嘉堡，就害怕了，就叫人來看過風水，被那個風水佬嚇她。

又說不能住，又說要賣了它這樣，那些風水佬說得她實在上「陰公」(悲哀)的，

她就說給我看看，叫我去看看。好了，那我去吧！ 反正她請吃飯，無所謂了，我

18



去。我去，我都不是真的幫她看風水的，只是安慰一下她，勸她從經濟上打算，現在

這些物業那麼便宜，是嗎？你就賣了它，你要加本，你想買些更好些的要加本的，是

嗎？而且好好的，間屋裝潢得很美，(聽眾：是很美，是的。)裝潢了十萬、八萬，來

買間屋，你現在買賣，(只是)賣出那間屋的價錢，拿不回那些裝潢價錢。

聽眾：她連那個屋價都拿不回。

羅公：你做經紀嗎？

聽眾：不是。

羅公：你就「陰公」(悲哀)了。

聽眾：哈哈。

聽眾：不是我做經紀，是她給人賣，她叫我去幫手賣。

羅公：叫你去幫手賣。

聽眾：是。但我覺得間屋好好。

羅公：我就倒你米，我勸她不要賣。

聽眾：我無賣，但她叫我，我沒有接受她。

羅公：不「著數」(划算)。她說不是，她說間屋老公就死了，若果出第二宗又怎辦？

我說：實(肯定)無問題。你實無的，那又怎樣呢？我怎讓她信心？我說：你在

大廳處弄一盤金魚缸，很漂亮的，弄一個金魚缸，弄兩隻金魚在這處游來游

去，又漂亮，又「擋煞」，是嗎？這樣，就在那個正中間那處就買一棵樹，就

不要買那些一百幾十元的一棵的，那些買十年都不大，你買些怎樣的？你買些

千多元一棵的。高到樓頂那麼高的，買到的。你肯出錢，買到高過你二樓的都

買到，(用)錢而已。加拿大是這樣的，買到的，這樣，我說你買兩棵樹。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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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擋着你的門口，她前年的風水佬已經將那個門口「拗歪」了，說已經「拗

歪」了不能再歪了，是嗎？那麼就是，但是矮些，放一棵樹，買棵聖誕樹放了

在那裏。我說如果你安全起見，就弄五枝鐵，枝枝「拗」到它「啄」 (向外)出

去的，(她的屋)斜對面好似一隻老虎這樣的。

聽眾：是嗎？

羅公：是，會「擒」(撲)過來的，不是我老羅說的看過，這個形勢不好影響你的精

神，叫做甚麼？叫做「白虎頂心」，那些風水佬叫做。

聽眾：所以即是她那個格局叫做「白虎頂心」？

羅公：「白虎頂心」。風水佬就說照理肯定死人的，「白虎頂心」。

聽眾：這樣那些樹有甚麼作用？

聽眾：擋住牠，「擋煞」。

聽眾：即是那些樹用來「擋煞」？

羅公：唉，安心，有自信力就可以，是嗎？

那麼還有擋着牠，你的形勢不好，就整天一直，一站在門口一隻老虎「擒」(撲)

過來，這樣就不好。你全擋着牠，你都「擒」(撲)我不到，是嗎？這樣就可以了。這

樣，現在她說買了，買了棵樹了，很大棵的，就找人幫她弄那五枝東西(鐵)，「隊」

(向外)出去，就弄不到，無人弄。這樣，就有人勸她買一個地球儀般樣子的，即是安

(放)在門口那裏，就一枝箭那樣子「隊」(向)着牠，射出去的，那我就說好的，你射

住着老虎，她說不賣得，我說可以了、可以了。其實，只要她相信說是可以的，那麼

就已經是可以的，是嗎？這些都是虛渺的，相命、風水這些都是虛渺的，老實說，她

現在弄好，想我去看看合適不合適。我說好了，禮拜(星期)三去，叫吳玉珍駕車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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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去了，去幫她看看，看完，我自己出來，不用她送這樣。

聽眾：這處會不會有些催眠這樣？

羅公：催眠都是「相違因」來的，是嗎？

催眠就是「相違因」來的，催眠是「相違因」來的。所以，講那些佛家「因

果」，那些好似好複雜，但是它確有它建立的道理的，不過「十因」就是太過微細

了，不需要，誠如熊十力所說，「四緣」已經(足)夠了。他說，我們即管讀吧！「相

違因」。那即是說，解釋「因果」的道理可不可以抵銷的，這個就是「相違因」了。

那其實這個好多東西都解釋得到的，你不用，本來有些人拜關帝、拜神都說會好的，

這些是甚麼？你以為關帝真的那麼空閒？實在關帝都不知道去了哪？ 這樣空閒來到

保佑你？你是甚麼？催眠而已，自己催眠自己。得了！我現在拜關帝了！這樣。那麼

你這種的這樣催眠，這種就是甚麼？這種(是)「相違因」了。

所以那些，我在廣州舊時常常見那間東西常常鬧鬼，結果，它免費收租，租給那

個打武師傅，叫他在那處弄了一個，搬了武館來，那個武館一入伙就弄一個關帝在這

處，先燒一隻燒豬來拜一拜關帝，晚晚在那裏「食夜粥」(晚上練武)，打功夫，鬼都

無了。無了，好了，好了，這個「相違因」，好了。

我還有一個(故事)，我老婆認識又是有個姓盧的，我們叫他做盧三哥、盧三哥這

樣，他窮到了不得，日本佬打的時候，他在中山大學做那些收發，一部份，就每科、

每室不是有一個收發員的？坐在門口處收發，他做收發做了幾十年，極窮，做收發的

人其窮可知，一輩子都沒有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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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即是收文件？

羅公：辦事員，即是好似這樣，坐在那裏問人收，整輩子做收發，我們都不知多同情

他。日本佬投降了，我們大家都回來了。看見他三、四個子女，

聽眾：七個。

羅公：薪水又最低…嗄？

聽眾：七個。

羅公：幾多個？

聽眾：七個。

羅公：七個，是嗎？那份薪水就最低微的薪水，食都不(足)夠食。無錢買、無錢租屋

住。回了廣州，他無錢租屋住，就聽見別人(講)有間鬼屋，整天鬧鬼的，那些

人又見鬼，聽見聲的，他就(想)，無人住就我住，反正無錢租屋住了這樣。那

間屋主說：你肯住就可以，總之免租。你在這處住了這樣，他住了。即是說，

有時候夜晚一進去，聽到半夜「鈴鈴喇喇」(奇怪聲響)，又鬼影幢幢這樣，他

窮，你猜他怎樣？實在就他自己和自己講，「我現在窮到絕了，窮(連)鬼都要

怕。」「窮啊這樣，你是鬼，你還要搞我，我已經絕路了。你還搞我？你要給

些錢我用才可以！」

聽眾：不是，他自己開始知道。

羅公：是，即是他和鬼講完之後，他就自己作一條咒，他說「你咪理我，我咪理你」

(你別理我，我別理你)這樣講，六字真言、八字真言。他叫全家人，你不用

「驚」(害怕)的，你一旦「驚」(害怕)，你就唸：「你咪理我，我咪理你」那

就有效，真的有效！ 沒有了鬼，不見鬼，他安安樂樂在那裏住。但人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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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有錢就為富不仁，別人幫你趕走(那些鬼)了，無了鬼，你都(應該)廉價

些租給人，即刻要拿回間屋，拿回間屋，他一走又鬧鬼了，是嗎？在芳草街，

那即是你以為真的那六個字真的會治到鬼嗎？這個是甚麼？自己催眠，自己催

眠，這一種「相違因」。「相違因」就好的，有時候這樣了。有些人這樣的，

我見過一個嚇一驚的，在內地，你知道內地坐木炭車，你坐過沒有？你應該沒

有坐過，燒木炭「滋咋滋咋」。你都未見過了。

聽眾：聽阿爺講…

羅公：嗄？你阿爺或會知，是。你就不知道了。在那車司機位側邊那裏(有)一個大的

銅鼓，裝一些木炭粉在那裏，燒了它會「滋咋滋咋」。我們搭車的，乘搭中，

行在半路斜路要下車推車的，

聽眾：「攝」啊！「攝」啊！

羅公：是的，一個就拿住枝棍來「攝」，你不推它，(它)會向後倒的，我們試過了，

我們去貴陽，那些路真的是，唉啊，沿路行，一日十幾次要下車的。

這樣，這些這樣的，其中有一個人，有一個，我們的同事，中山大學同事，走

去，中山大學搬了去雲南，他由曲江入廣西，由廣西就去貴州，去貴州省，去貴陽，

由廣西去貴陽行「之」字路，那些山坡，這樣子行的。那些汽車，他呢，他坐的那架

車就不知怎樣，那個「攝」車的那些就不夠力，他架車退(倒車)，一退(倒車)就撞在

他前面處，他沒有事，他一(受)驚，一(受)驚而已，一(受)驚變了「兩重人格」。

不是那個人了，變了另外一個人，他不記得了，即是他未(受)驚以前怎樣的，他

不記得了。原來他是變了另外一個人，那就很多人就說「鬼上身」了，其實現在的人

23



解釋不是「鬼上身」，應該是「雙重人格」，「雙重人格」不是「鬼上身」的，(按)

照科學來說不是「鬼上身」。就如何的？平時我們做人，你一懂「唯識」就懂得這個

道理了，他那個人那些，那個伊洛佛德 (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是嗎？Sigmund

Freuds 那個，那些人的解釋「兩重人格」是這樣。譬如一個人整天都想錢的，但他

現在就走了去，出了家，不到他想錢了，那你現在這個整天出家、唸佛的意識，把你

那些想錢(唸頭)排斥，排斥了就成為潛意識，成為潛意識。

那麼你一路唸佛就無事，萬一你一(受)驚之類，你腦袋震一震，你的「顯意識」

一下子被它窒(壓制)，那個潛意識會再走出來，再走出來，你本來是一個純純的，整

天唸佛的好好人，你(會)變了一個整天市儈的。現在的人已經說不是，這個是甚麼？

是「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而已。「種子」可以排斥的，那些被排斥的，那

這個是甚麼？「相違因」，「相違因」，嚇一嚇就是這個就是「相違因」了。我見過

一個，我見到有好多，幾十歲，見過「借屍還魂」。見過「借屍還魂」，我講一個給

你們聽。

聽眾：有講過。

「借屍還魂」的見過，那個「兩重人格」見過，那個治鬼的那樣，自己作咒來到

治鬼又見過，好多奇聞。好了，看回這些，「相違因」，明白嗎？除了「相違因」之

外，相反那些通通都叫「不相違因」了。准許你的，「不相違因」。十，「不相違

因」，翻上的「相違因」，翻轉上面那些「相違因」，這個於「一法之上」，「法」

即是事物，一件事物的「生」或者那件事物的「住」，「住」即是存在，「成」由未

成而到做到成，由未得而至到「得」到，「不相障礙」的，只要你不障礙的，那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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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障礙的東西，就(是)那件東西的「不相違因」了。

都是「因」來的。譬如我坐在這裏，我不認識你的，一個人入來，一直入來，走

來拜拜佛這樣。如果我門口寫一個 member only，我大可以「喂喂，麻煩請你走出

去」這樣。你都不是本會會員這樣，是嗎？但我不是，我任由他入來拜，那麼你以為

我跟他無關係了，其實都是「因」來的。「不相違因」，他之所以入來拜到佛，我不

出聲就(是)「不相違因」，這個，是嗎？如果我出聲，「喂，你不可以的這樣。」這

個就(是)「相違因」。

那即是說世界上無一個東西不是「因」的，是嗎？隔離那個，隔離屋的人做一件

事，我在這邊住，不理他。以為無關係了，其實已經有關係的，是甚麼？我是「不相

違因」，你「嘈喧巴閉」(吵嚷)，我大可以報警或者我走去干涉你，敲下門，「喂

喂，你不好這樣嘈那樣。」，我都不出聲，是嗎？那即是說好少，那個「因果」關係

很闊的，「不相違因」。那麼一講到「因果」，這個「十因」就包括到盡(所有)了。

包括到盡(所有)，好了，「十因」就太複雜，「四緣」就最簡潔。所以大家最重要

「四緣」幾乎要爛熟講得出，「十因」不懂不緊要。

你看看，那「四緣」和「十因」的關係，我們來講講吧！前述「四緣」之中，第

一類的「因緣」，第一個「因緣」，是嗎？是甚麼？「諸法的親因」，即直接產生它

的。「親」，辦出它的，能夠造出自己的「果」出來的，這些就叫做「能生因」了，

是嗎？「能生因」，這個「種子」是「能生因」了，是嗎？其餘那「三緣」，是所憑

藉的「外緣」，「外緣」即條件。「親因」即是內在的要素，條件，能夠扶助的「親

因」。令到它辦出「果」出來，這些我們叫它做甚麼？「方便因」，即是說那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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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如果將那個「四緣」一放，放大，就放出「十因」出來。

如果將它一縮，縮小，就兩種，一種就「能生因」，一種就「方便因」。那麼所

以我們知道凡是一種學理，都是「假立」來到，「假立」一個 system 來到說明而

已。並不是絕對如此的，你要無「十因」亦得，你縮為「四緣」又得，不須了，你說

兩種這樣，一種就「能生因」、(另一種）「方便因」兩種夠了都得。

「一開一合」而已，我們能夠這樣了解，讀佛家的各宗，有些就講得好多好多，

有些就縮為好簡的，其實就「簡者自簡，繁者自繁」，都無關係的。「十因」中，有

些就兼含「能生因」和「方便因」，兩者都含的都有，有些純粹是「方便因」來的。

你看看這個表，第一種就「隨說因」，能講東西的，你的說話就是你所說的東西的

「因」，例如：我說這樣，我叫一聲：鍾健文先生這樣，這個鍾健文這三個字就說話

來的，但我一講了說話出來，就會有「果」了。

他坐在這處，即刻「你找我啊？你叫我啊？」這樣。這就是「果」。能說的話的

言語、的 language，就是被我們所說的東西的「因」，明不明白？那這種就是「方

便因」來的。「觀待因」，「觀待」這個東西就有那個東西，例如一個喉嚨敏感的人

這樣，我們點一枝香在這處，「觀待」這枝香，他就會咳嗽了，叫做「觀待因」，又

是「方便因」。

「牽引因」即是能夠牽引未來的「果」，又是「能生」，不過未來才生。「生起

因」就是馬上就來就生的，這個又是「能生因」。剛才說那些「攝受因」，都是「方

便因」來的，它說還有「引發因」，包括兩件東西，「能生因」、「方便因」兩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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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定異因」，又包括「能生因」和「方便因」兩者。

「能生因」，「能生」「現行的種子」和「能熏」出「種子的現行」，能熏生

「種子的現行」，這個「能生因」，其餘就(是)「方便因」。「同事因」又是兩種合

起的，能生「現行的種子」和能熏生「種子的現行」。「相違因」都是「方便因」來

的，「不相違因」就不同了，「能生、方便」都是「不相違」的。那麼如果別人問

你，你又信佛，又講「因果」這樣，是不是甚麼、甚麼的這樣？你可以講給他聽，佛

家講「因果」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說你吃了四兩豬肉，死了(後)閻羅王審你吃了四、六兩(豬肉)，下一世要被

人吃四兩(肉)的這樣，不是這樣的。而是怎樣的？那個「因果」交織不是這樣解釋，

跟閻羅王根本無關係的。那為何又這樣？是《地藏經》那些又講到那麼厲害。你知

嗎？經有兩種，一種叫做「了義經」，一，它說給你聽一，二，就說給你聽二，這些

叫做「了義經」。

另一種叫做「密義經」，秘密意趣的，又名叫做「不了義經」，它保留，將「不

了義」保留多少，不說給你聽的，是嗎？即是這樣，譬如那個叫我看風水的，我明知

是無這種事的，是嗎？但是，我都說「你弄一個掛勾，頂出去會好的」我這樣，我無

講給她聽，我講給她聽就不值錢，她餐飯都不請，是嗎？這樣，保留一下它，有時候

保留還好過不保留，你不保留這樣，無了這樣，你保留的話，你掛一個八卦就可以，

她心安理得，你知不知道？所以有時候，「不了義經」的價值還好過「了義經」。

《地藏經》這些是「不了義經」，是嗎？但是這樣，那些人 (遇上)鬧鬼，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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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經》確是有用(對治)的，這些又是甚麼？催眠作用。現在順便講開了，講到

「了義經」和「不了義經」，順便說。它說那些是「了義經」？其實你是「了義」的

人，就部部(經)都(是)「了義經」，是嗎？你叫我看《地藏經》，都是「了義經」，

是嗎？就「不了義」的人，你給他《解密深經》這些給他看，它一樣是「不了義

經」。

「了義」、「不了義」就(視乎)人最重要，一樣，是嗎? 第二，你說這樣有否一

個標準嗎？有一個 model 嗎？有。但是，model 我們就即管看看，或者不是這樣，

如果你說穿衣都要照model 這樣，你就死了，不用的。即是有種風氣，是嗎？這樣

解釋的。它說那些是「了義經」？那些是「不了義經」呢？在「唯識宗」來講，「小

乘的經」就(是)「不了義經」，因為它只是覺得甚麼？ 無一個「人我」而已，不了解

到「法空」，「不了義」。

所以《四阿含》和那些「小乘的論」通通全部都是屬「不了義經」的經論，它說

這個《解密深經》說的。這樣，除了斯里蘭卡的人不服氣之外，其餘都承認這個講

法，斯里蘭卡的人當然不同意，因為你說它那些(是)「不了義」，他不單止不承認

你，更說你「大乘人是魔說」。它說第二種爭論就很大了，就(是)六百卷《大般若

經》。在「唯識宗」來說，說這些叫「不了義經」，偏「空」的，是「不了義經」。

但如果「空宗的人」，就說這些就是「了義」，「空」就是「了義」。現在的趨

勢都是這樣的。例如對《般若經》來講，印順和尚就引西藏的宗喀巴那本叫做《辨了

義及不了義論》來講，說「般若」即是「了義」。「唯識」就「不了義」，印順和尚

講的。這樣印順和尚的師父之一，就(是)太虛法師，太虛法師就看見印順這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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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印順，你明明就是違背經教，不對，說印順不對。

但印順(當)太虛說他(時)不作聲，但心仍然是(認為)「唯識」是「不了義」的這

樣。如果你問我，我就說本本都「了義」，我看就本本都「了義」。好了，照歐陽竟

無的說法，但你說一定要制定一個 model 那樣，就要照佛講，《般若經》是「不了

義」，一味偏「空」，你讀讀，你們讀過《大般若經》的，一味那麼「空」，這個甚

麼？

「以無所得而為方便」，一味這樣，講來講去，就是這句，是嗎？所以如果你不

是讀讀《現觀莊嚴論》的，你讀完都不知道(「以無得而為方便」)它是說甚麼。所以

就日本人有位學者叫做梶山雄一，他說六百卷《大般若經》就是一個「神秘主義的舞

台」。我們讀《大般若經》就走去看一個「神秘主義舞台」裏面的那些人做戲，梶山

雄一說的。那麼所以還是照太虛的那個講法，是「不了義」。但如果你是「了義」的

人，它是對你來說都是「了義」，那就無傷大雅了。

聽眾：我就看過一個立論，我就不記得是誰人。他講，這是折衷的辦法，說「了義

經」有「不了義」，「不了義經」有「了義」，他的立論是這樣。

羅公：是的。「了義」之中…

聽眾：有「不了義」，「不了義」之中有「了義」。

羅公：都有很多「了義」。

聽眾：是這樣，他的立論是這樣。

羅公：是，歐陽竟無在某處講的，對的。

聽眾：他都不能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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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又如何說，上面就「十因」攝為二「因」，是嗎？戊二是嗎？現在正式

說到「四緣和十因相攝」了。你看看，「十因」中，「牽引因」和「生起因」，這兩

種「因」，就屬「能生因」來的，於「四緣」之中，「能生因」就是一定是「因

緣」。那即是說，這個「因緣」就包括了「牽引因」和「生起因」了，是嗎？「引發

因」、「定異因」、「同事因」、「不相違因」，這四種「因」就各有一部份是「能

生因」，是「種子」或者「現行」。即各有一部份是「因緣」，你看看後面這個表

格。你看看，後面這處，講這裏「牽引因」和「生起因」是「因緣」，是嗎？

再看，落一些(往下些)，「引發因」、「定義因」、「同事因」、「不相違

因」，那條線都有一部份是「因緣」來的，「能生因」是「因緣」來的。即各有一部

份是「因緣」，一部份而已。「攝受因」完全是「方便因」，而「方便因」就「攝受

等無間緣」等後三「緣」。即是說「攝受因」一方面是甚麼？有「等無間緣」、有

「所緣緣」、有「增上緣」三種「緣」。然則「攝受因」又為後「三緣」中的哪個

「緣」這樣？抑或「三緣」具備呢？曰，即是那個答，兼攝「後三緣」，三種都有。

為什麼會兼攝「後三緣」呢？以「攝受因」依「六處」建立，剛才說了，「六

處」建立，其中第一處就是「心、心所」的「等無間緣」。「等無間緣」了。第二處

是「所緣緣」，第二個「緣」了。其餘四處都是「增上緣」。那又其中「十因」中的

「引發因」、「定異因」兩個「因」，另一部份，和另一部份的「方便因」，這三種

了。「引發因」、「定異因」和另一部份的「方便因」完全是「增上緣」。「同事

因」和「不相違因」兩種「因」是另一部份，和另一部份的「方便因」是屬「等無間

緣」、「所緣緣」、「增上緣」，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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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隨說因」、「觀待因」、「相違因」，這三「因」都是「增上緣」。這

樣，那個括號裏面那幾行字劃了去(刪除)。我就說，因為它跟窺基法師講法不同，所

以我加幾個字。而這幾個字就你可以擦拭去、劃去(刪除)，因為我雖然不是依據窺基

法師，但我依據他早一級的，依據彌勒菩薩的。雖然我不用這幾句的，這樣，你們需

要的時候，觀摩，你就看看這個圖了。不需要的時候，不用理會它。

這樣，下一個就(是)重要的，後一處重要了，丁三就(是)重要了。「四緣十因」

所得的「果」，即「因果」關係，「十因」所得的「果」不理會也不要緊，「四緣」

所得的「果」，你一定要理會。「果」，這裏重要了，講「因果」的，你看看，「四

緣」及「十因」所感引這，想講由它所感出來的、所感召到出來的、所牽引到出來的

那些東西，叫做「果」。「果」就有五種，第一種就叫做「異熟果」。

第二種就(是)「等流果」。第三種就(是)「離繫果」。第四種就叫做「士用

果」。第五種叫做「增上果」。好了，現在最重要是「異熟果」，佛家講「因果」、

「生死輪迴」甚麼，就這些是「異熟果」了。「異熟果」，「異熟」怎樣？「異」，

「異熟」兩個字，上文講過，「異時而熟」，是嗎？「異類而熟」，「變異而熟」，

三個意義。三個意義之中，就是「異類而熟」這個最重要。

「因」，「善因」、「惡因」才可以「感果」的，「無記的因」感召不到「果」

的。「善因」、「惡因」所感召到的「果」，一定是「無記的」。「因」和「果」的

性質不同，「異類而熟」，不同類而熟的。譬如你做很多放生，是嗎？你就會長命，

第二世你會長命。放生就是「善」的，長命你說它「善」嗎？長命不是一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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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嗎？有些愈長命，如果秦檜、曹操他愈長命就愈衰，是嗎？長命不是一定

「善」的，是嗎？但是你長命一定「惡」嗎？不是一定。所以長命這件事本身就是

「無記」。

你一味整天殺豬殺人，死了第二世做豬，舊時你殺人、殺豬是惡的，但做豬，那

隻豬有什麼惡？做到豬，任人宰還惡？是嗎？不惡的。你說「善」更加「不善」，做

豬有甚麼善？所以是「無記」的。做豬，那隻豬的本身是「無記」的。即是說「因」

有「善」或「惡」，而那個「果」是「無記」的。這種這樣的果叫做「異熟果」。

「果報的果」，就是「異熟果」，那麼這個理由是怎樣的？那個理由就這樣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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