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殺畜生殺得多，殺了又一次，殺了又一次，每次殺畜生，就每次打一個「種

子」，就熏一個「種子」入你的「阿賴耶識」那處。這個「種子」就叫做「業種

子」，「惡業」的「種子」。「惡業」的「種子」就會刺激那些悲慘的，即是「苦的

果報」的，為什麼?因為你作「惡業」的時候，同時間出現的，都是悲慘的事。你現

在殺人，殺人的時候，同時間出現的那些是流血、慘叫，是嗎?整世的幸福都無了，

被別人來到殺死的人是這樣，都是這些這樣子的東西。

同在那一剎那，一齊熏入去的。將來你這個「業種子」成熟，那些東西便「標」

(現)出來了，是嗎?殺人、流血、悲慘那些「標」(現)出來。你一味殺得多，就積滿在

「第八識」裏面，都是那類東西，到你第二世這些就好似放映那樣子，放出來了，你

這一世就甚麼? 更加慘過埃塞俄比亞了，其實所謂是「地獄」。現在埃塞俄比亞那些

便是「地獄」?有些在「地獄」都好過它的，所以有些人，有些西人讀佛經的，他就

這樣講：「佛家所謂『地獄』就(是)悲慘的國度而已。」這樣。

都說得通的，是嗎?都(說得)通的，有位西人這樣講，他說這個你以為是真的有

一處地方叫做「地獄」嗎? 即他第二世那個生命(是)悲慘的就叫做「落地獄」了，這

樣(講)都可以的，是嗎?那麼你一造了「業種子」，將來那些「業種子」積得愈久，

「惡」的「業種子」多，第二世你所碰到的就都是悲慘的。因為你同時間、同空間一

齊熏入去的都是悲慘的東西，所以作「善業」得到「樂報」，作「惡業」得到「苦

報」的原理就是這樣，是熏入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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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作「善」、作「惡」的時候，「惡」的，那些「業」、「善業」還是「惡

業」，但是你熏入去那些悲慘的，那些沒有甚麼「惡」的，那些是「無記」的。那麼

將來那些「果」出現的時候，那個「果」是「無記」的。那麼這些叫做「異熟果」。

一、「異熟果」。由「業種子」為「增上緣」，「業種子」只是做「增上緣」而已，

不是作「因緣」的。

今世你殺人，這個熏入去殺人的「業種子」，第二世假定得到入「地獄」的「果

報」，或者去埃塞俄比亞那些國家裏(挨)餓，餓到你半死，死又死不得的那樣「果

報」。這樣，這個不是你的「業種子」變出「地獄」的，你的這個「業種子」剌激那

些「地獄」的「名言種子」，推動它快些出現，這樣解釋的。所以你作「業」，作

「善業」得到「樂報」，這個「善業」是「增上緣」來的，使到你的「果報」增加

「勢力」，快些出現而已。

不是「主因」來的，不是「因緣」來的，「因緣」就是那些「名言種子」。你的

「第八識」裏面甚麼都有，任何一個人，除非你是修養到佛(才會無)，個個都有「地

獄」的「種子」，個個都有「天堂」的「種子」，個個都有聖人的「種子」，個個都

有魔鬼的「種子」，排列，(全部)堆放在這處，就視乎你的「業」。那些「種子」是

「名言種子」來的，是「無記性」的。

「無記性」，就因為它是「無記」的，它的「勢力」不夠強，它自己不能夠

「標」(生)出來，就要靠那些「有力」的「業種子」，強而有力的「業種子」，這種

「業種子」一入去就刺激它、刺激它。它一受到刺激的時候，變了優先出現了，排列

了，排列了在這處，準備好了，即是好像那個廚房那些菜式已經擺放好在這裏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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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食而已。好似食 buffet 這樣，擺放在那處了。那麼要怎樣?你臨死的時候，起「煩

惱」，起的「煩惱」，那些「煩惱」一起，即刻熏入去。

那些「煩惱的種子」潤澤那些排列了的那些東西，即好似那棵花，你淋了水一

樣，就活躍起上來，那麼你一斷氣之後，那些東西就爆發，就這樣。這樣來的，聽不

聽得明白?其實就是「業力」，那在佛家來講，所謂閻羅王是甚麼來的?是那個「業力

假立」而已，是嗎?你對一個文盲講，你說是有「業力」，他都不知道甚麼傢伙。

但是你說這個閻羅王來的這樣，他就明了，是嗎?所謂閻羅王就是「業力」，明

白嗎?再講明白些，基督教、天主教所謂上帝又是「業力」和「阿賴耶識」來的，那

個「業力」加上「阿賴耶識」這個不就是上帝?是嗎?「上帝創造天堂」，「阿賴耶

識」那些快樂的「種子」「標」(生)出來創造「天堂」。這樣如果你明白這些道理，

你都入去基督教聖堂聽他講「神道」都是「了義」，你明不明白嗎 ?你聽到出「了

義」來，我聽聽都是，我很喜歡看《聖經》的。

我看它都是「了義」，為何?那個上帝，那個天主，覺得這個世界甚麼都無，他

不高興，他要創造一些，又要創造「光明」，又要創造「大地」，逐樣逐樣，那六日

裏面，全部逐一日創一些、一日創一些。是甚麼? 所謂天主其實這個就是「實在」來

的，這個就是「真如」來的，「萬法」都由那個「真如」的本質所顯現的。但它當時

那些希伯來人的程度就未達到這樣的程度，你跟他講「形上學」，講 metaphysics，

你留些氣吧，他都不想白費時間聽你。

但是你說有一個主，有一個(主)在這，祂創造出來，他就聽到好舒服，是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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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不是說一天天創造的，即是說他一天天，即是它好有秩序那麼出現的，就是這樣

解釋的。所謂上帝創造宇宙者，就是那個 reality，那個「真如顯(現)」。「真如」裏

面具備無數那麼多東西，甚麼東西都可以具備的這樣。這樣你一聽到，這就是「了

義」 ， 是 嗎 ? 這 樣 ，如果 這 樣 ， 來 到《創世紀》裏 面 那本甚 麼 ? 是否叫 做

《Genesis》？那本叫做甚麼?

聽眾：《Genesis》。

羅公：《Genesis》?

聽眾：《Genesis》。

羅公：嗄?

聽眾：《Genesis》。，G-e-n-e-s-i-s。

羅公：《Genesis》? 都是「了義」，是嗎?如果你不懂解的話，拿着本《解深密

經》，都不是「了義」。你逐個字來到執著它就不是「了義」。

那就(是)「異熟果」，由「業種子」只是做「增上緣」的，不是「因緣」的，

「名言種子」就是「因緣」。所感之「果」名為「異熟果」，下面那處明白了。「業

種子」，將每一個「業種子」各隨其能熏之「現行因力」，「業種子」熏入去的。譬

如現在我，「業種子」熏就如何熏呢?一定有「業種子」之成立，就一定要怎樣? 第

一步要有「動機」。無「動機」，你殺一萬人都不關你事的，有「動機」殺一隻蟻都

不可以，第一要有「動機」。那個「動機」是甚麼來的?那個「動機」就是「第六意

識」的「思心所」來的，「第六意識」相應的「思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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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意識」活動，那第一步就這樣，譬如我說這樣，我想(吃)宵夜這樣，劏一

隻雞煲粥，那麼「思」了，就是「思」了，劏雞煲粥這樣。那這個「思」，第一步的

這個「思」，叫做「審慮思」了，「審慮」即是考慮，好不好煲粥呢?煲雞粥趕不趕

及我今晚食?「雞項」(嫩母雞)好呢?還是雞公好呢?是嗎?那麼，「審慮」，好不好食?

好不好劏呢?「審慮思」，不是審行，是「審慮」。計較好不好食？捉牠、劏牠這

樣，「決定思」了。這個決定了，「決意」了，不只「動機」了，「決意」了。那這

個，每一起打入去了，你起那個，好似電腦那樣，那個「審慮思」即刻打下去，到你

「決定思」，又再打入去了。

「發動」，發動行為，這個不只「動機」了，不只後來行為了，是嗎?「發」就

「發語」，我們不是一定要(做)，劏雞不是一定要我手劏的，你叫工人，「喂，你替

我即刻捉隻鮮『雞項』(嫩母雞)回來，殺牠這樣，煲粥這樣。」(是)「發」了。

「動」呢，自己動手，無工人，自己動手。即是或「發」或「動」。「發」就是「口

業」，「動」就是「身業」。所以你想說(造)「業」的時候受「報應」，一定要「身

業」、「口業」表現出來的，才會有「報應」的，不是就不會有「報應」的。如果你

有「身業、口業」，一定要有「意識」的，有決定、有考慮，這才受「報應」的。

你開車，別人一家剛剛過馬路，你很小心了，怎知道控制不住，撞死了別人一

家，有無「報應」的?沒有「報應」的，最多發一個惡夢而已，是嗎?無「報應」的，

因為你怎樣?無「動機」。這樣，一有了「動機」，「發動思」，這個最強的「業種

子」，打入去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打入去「阿賴耶識」裏面，它對於那些，這個

「惡的」，對於你「阿賴耶識」裏面有很多「善種子」的，這個「惡」的「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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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善種子」作甚麼「因」?

「相違因」，是嗎?「相違因」，不會助成你的好事，是嗎?那麼即是你修行，它

會怎樣?人家修行，你修行，你就慢一些的。因為你有一個「相違因」在這處，是嗎?

還有，最慘是甚麼? 對於「惡」的東西，它就是甚麼？「不相違因」了，它做了「增

上緣」，更加強它(的勢力)，是嗎?那你說「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個打下去，一方

面就是「相違因」，一方面就「不相違因」，一方面就是甚麼? 做「牽引因」，總之

「十因」具備在這。

動一動這樣，劏一隻雞這樣而已，甚至到甚麼? 一隻蟻你想踩死牠才行，你已經

是「十因」具備。所以你說「十因」雖然是繁瑣，但繁瑣得來，它的結構很周密的。

這樣，這個就叫做「業種子」了，打入去的。因為「業種子」，所謂閻羅王就是它

了，所謂上帝懲罰你的，這個上帝是它。那麼這個「異熟因」，這種「業種子」打入

去，它就專門扶助那些壞事，是嗎?那「惡」的「業種子」，還扶助甚麼? 因為它同

時打下去那些甚麼?

流血的、悲慘的、那些那樣的東西，是嗎?那些那樣的東西方以類聚，(是)同類

相呼，它一味就甚麼? 它就走去做「增上緣」，助成那些「惡」的東西。人家都未成

熟的，還在睡覺中的，它就走去助成人。它令到那些「惡」的東西活躍了，一活躍的

時候，到你臨死的時候，這些「煩惱種子」就起一起，一潤澤它的，就「標」(生)出

來，第二世這樣。這樣，那些第二世的「果」，就叫做「異熟果」，「異熟果」即是

「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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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因」就(是)「善惡」，計不計「無記」的，「無記」無，不會招出「果」

的，「無記」不會招出「果」，你那個「記」的，這個「無記」的，那招甚麼

「果」?招出第二世會曉得避的?是嗎?那些不過無記的，所以你「慎莫」，佛家叫人

「慎莫作因」，就是「善因」才可以，就不是「無記的因」。這有很多「無記」的，

無甚麼所謂的，是嗎?連「不了義經」的，是要「唯識」才是「了義經」，他這樣說

給你聽，人家分析過你(聽)，《般若經》一味說某某甚麼?

又甚麼? 某某某又供養「佛的舍利」，供養了幾多、幾多、幾多，充滿又「七

寶」幾多、幾多，那麼將來「果報」幾大、幾大這樣? 一味得一個「講」字，是嗎?

那樣還不是「不了義經」?但「唯識」不是這樣子講給你聽，講得很清楚的，不過

你，我講你聽，我很歡喜你講「般若」，去聽「般若」的人，因為能夠接受「不了

義」的人多，接受「了義」的人少，我就投其所好，我就講「般若」，其實真正來

講，應該就是「唯識」的。

人人都說「般若」是好東西，是嗎? 又嚇壞你，那六百卷經壓在你處，是嗎?都

未講你已經先起了崇敬的心，是嗎?這樣就(是)這些就是這樣、這樣解釋的，真真正

正解釋得清楚你聽。你們將來都是講「般若」，堆頭大，嚇一嚇你先有些怕，而且這

樣你要，而且這樣（豈不是）你就不懂「唯識」?不懂「唯識」就罷了，宗教的東西

不過是要你做好人而已，你肯做好人，讀讀天主教《聖經》都無所謂的。有何所謂，

是嗎?

你以為佛和基督，你以為一人一個攤，你過來這處買嗎?不是這樣，你過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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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一樣而已，無所謂的。我就(是)這樣(的)看法了，你們將來都是，遇着甚麼?遇着有

種考據家，動不動就要講原始佛教的，你就跟他說《阿含》，你就不要跟他說這些

了。遇到有些人要講「大乘」的，有些人的思想很空靈的，有兩種人的，一種人很沉

著的，一種就很空靈。

其中北方人很沉著的，廣東的人空靈，對於空靈的人，你最好對他講般若，那麼

豐富，尤其是他不懂你懂，一看見你這樣就義海汪洋，一看見你已經嚇怕了他，我嚇

怕很多人這樣，很多人，動不動放在那處一百幾十卷，你看不通的，我一對讀，你就

搞得成了。王亭之都被我嚇怕，他看過以前那些甚麼?他居然說以前他看來看去，看

《金剛經》，又說看甚麼都莫名其妙，看他師傅的《現觀莊嚴論》又搞不成，他說看

羅先生那本就成了這樣。連王亭之那麼聰明的都要用這套書來才成，其他的就更加

了，他們三道板斧就夠了。

「原始佛教」，「原始佛教」最重要(是)一經、一論，一本經就(是)《雜阿

含》，《增一阿含》都不用理它，都是《雜阿含》，因為句句都是佛說的。假使你說

最真的佛講話，只有一本《雜阿含》，論就(是)《俱舍論》，《俱舍論》也不用看

的。你看它頌文就可以，幾簡單。第二就「大乘經」來講，先講「空」，講「空」

的，經(就是)《大般若經》選…

講「因明」的，我看現在世界上講「因明」最淺(是我這本書)，不是最好，最淺

的(是)我這個〈量論〉，「因明」亦名叫做「量論」。這是最淺，我的學生拿着我這

個稿，張漢釗那些就是拿給我這個稿講了，是嗎?他講那個稿就是我這個稿來的而

已，這個是石級來的，你要跨過來的石級。「因明」，他這個「因明」是前奏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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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講，就好博大的，別人以為你博大，實在你不是博大。你是怎樣的?先讀，先讀

「唯識」，我就主張我就用這個方法，先讀「唯識」。坐直升機在上面下來，不要在

下面攀上去。

那你一讀，你讀了這個《唯識淺說（方隅）》我這些的，讀《成唯識論》，如果

你英文好的，先讀英文，英文的《成唯識論》。再讀中文，那你如果有空的話，很悠

遊的，你讀《成唯識論》。半年功夫讀成了，是嗎?半年《成唯識論》，你計着半

年。半年一個〈菩薩地〉，半年《解深密經》，年半功夫，你的「唯識」講出來，別

人不知道你底細，以為你不知幾博大。再進一步，《般若對讀》，你拿了我的講義就

可以。

如果你們識英文，Edward Conze 那本書又可以。二萬五千頌，懂得二萬五千

頌，你就連八千頌都懂了。這樣，我現在講就要這樣久，如果你看，專攻來看，要半

年就得了。半年讀「般若」，與《現觀莊嚴論》對讀，再花半年，讀龍樹的《大智度

論》。再花半年，讀《中論》、《百論》，又是年半。合起成三年，再落到下層，花

六個月讀《雜阿含經》，花六個月讀《俱舍頌》，一年由頭到尾，除非你「烏烏吓」

(不認真、馬虎)。

如果你是「有老豆飯食」(家庭支援足夠)，不用去為口奔馳的，這麼多時間你就

讀了去。但你如果是那些為口奔馳，要打工的，那樣就另當別論。你要工作就不行

了，還要你要中文過得去才可以的。你這樣的程度都勉強都可以，都可以。在加拿大

那些島人就不能得罪。你講說話講錯了，錯在何處? 不知道，是嗎?第二，我自己講

一番說話出來，我有無錯? 自己知道的，知己知彼的，學「因明」的目的等你知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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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學「因明」的人的頭腦好邏輯的，不籠統的，「因明」的人。

聽眾：明白那個道理，可以跟人辯論，能破能立，慢慢跟人爭論…

羅公：不用怕的，誰人有空跟你辯呢?別人講說話有無錯你知道，自己講的說話有無

錯，自己知道，那就夠了。你現在跟人辯論，辯論無用的，「能服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是嗎?你跟人辯論，不如拍一拍人家的膊頭說：「你好嘢

了！」(你很厲害！)，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他還讓步給你。我經驗是這樣，你

跟他爭論無結果了。「拍膊頭」(表示友好)還好些，學術的東西一樣的，人是

這樣的，是嗎?

聽眾：羅公，我想請問剛才你說半年的時間，一日要看幾多個鐘頭(小時)?

羅公：我應該這樣?

聽眾：那個進度是怎樣，一日要看的話?

羅公：兩個半鐘頭(小時)，差不多。每日有兩個半鐘頭(小時)。

聽眾：兩個半鐘頭…

羅公：一定得。這麼講，你要是不懂，你就要問人才可以，不懂就「水過鴨背」這樣

不可以的。好了，我們看看，「異熟果」，懂了吧?「業種子」各隨其能熏的

「現行」，即是現實的「業」，能夠熏入去「第八識」裏面的，那種做

「因」。

這種甚麼? 所謂「因力」，就是甚麼?指「增上緣」的，或者是「有漏善性」

的，或者是「惡性」的。這樣，這些這樣的「業」，這樣，這些「業」，一是就「善

性」，「有漏善」，一是就「惡性」。「無記性」的「不感果」的。為什麼要「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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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一般認為「無漏善不感果」的。「善不受果」的，一說，「無漏善不受果」。

兩說，一說講「無漏善」都受「果」；一說，說「無漏善不受果」。叫做僧肇，現在

有一本叫做《肇論》，好似是，是嗎?不妨看看這本論，是李潤生那本嗎 ?是嗎? 僧

肇，僧肇裏面有篇文章。

他造了本書叫做《肇論》，《肇論》有篇叫做甚麼?「善不善受報論」。「作善

業不受報」的，但他講錯，「無漏善不受報」還可以。「有漏善一定受報」，所以為

什麼僧肇都這麼「烏龍」(糊塗)呢?當時，「唯識」都未曾傳到過來，所以他思想未

免籠統。那為何他名氣又那麼大?他得「風氣」之先，人家未講，他講。雖然是錯一

些，得「風氣」之先，所以他地位就高，就是這個原因。

聽眾：肇慶的肇。

羅公：「有漏善」的或者是「惡的」，這些這樣的「業種子」，一熏了入去，這些

「業種子」就要發動的，「發動思」，「業種子」。所以，「業」的本質就

(是)「思心所」來的。

它說「唯所感之果」，「異熟果」則唯是「無記性」，「唯是」即是「只是」，

只是「無記性」的。即是「果望因」，是「異類而熟」了，那個「果」是「無記」，

那個「因」就「非善則惡」。那個「果」對於那個「因來相望」，它是「異類不同類

而熟」。「性類」不同，「善惡」那些叫做「性類」，故名「異熟」了。《成唯識

論》就這樣講的，我即管引的。《識論述記》就(是)窺基法師解《(成)唯識論述

記》。他說「異熟」就有三義，我剛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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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異時而熟」，二，我講「異時而熟」，即是說「因先果後」。「果

之成熟，與因異時故」，不同時。譬如你說「朝種樹、晚鋸板」都是要一日的，不同

時。二、「異類而熟」，「因」是「善惡業」的「種子」，「果」就是「無記性異熟

果」。「因果性類」是不同，所以叫做「異類而熟」。三、「變異而熟」，由「因」

產生「果」，當它的「因」「硬梆梆」(單一固定)不能夠生「果」的，那個「因」起

變化，然後生「果」的。「變異」即是變化，那個「果」然後才成熟的。為什麼這

樣? 為什麼要變化? 那個「因」成熟和未成熟，是嗎?由未成熟變作成熟，由條件不具

備變了條件具備的不同情況。那現在三個意義之中，現在我們應該取一個，取「異類

而熟」，這個最重要。不是，不是。甚麼? 「果」之成熟，「因」之成熟。

那此「果報體」，即是這個所謂「果報」的這個「異熟果」的「體」，即本質。

這個「果報」的本質，是甚麼來的?有兩種，這個，本來「體」字解本質，但這處它

(的)用法，就著重講那個甚麼? 講它的那個「形相」。用本質來解釋都可以。一、就

(是)「總果報體」，二、就(是)「別果報體」。你(對)「生死輪迴」的道理要知道，你

就生在世界，這個世界，你的阿哥又生在這個世界。有些「果報」你和你阿哥共通

的，有些「果報」只是你享的。

你阿哥不享的，那些叫做「別」，「別」者 special。「總報」就 general，你

看看怎樣是「總報」。譬如說「此二性皆無記」，這兩種：「總果報體」、「別果報

體」，它的「性類」都是「無記性」的，「總報」，留意這處了，這句「總報」，即

是「第八識」中那些「名言種子」，由這些「名言種子」起「現行」，就變出來，變

一個甚麼? 變出一個「器界」，「器界」者即是「自然界」，即是「物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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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起這個，你，譬如你陳繼儀，你的「第八識」有些「名言種子」，它起「現

行」，就變出你所見的這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個自然界和你的「根身」，「根

身」是你的身體，是嗎?「根」是「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

有「五根」的身體，叫「根身」。那這個世界是「總果報」，不是你的，這個世界是

「公共」的，其實亦是你的，第二個那個跟你那個相似而已，各人變的，總之大家

有，大家都相似相同，就叫做「總」。「根身」都相似相同，你陳繼儀的樣子，你自

己見是這樣，鍾先生來見都是這樣子而已，所以仍是「總」，那個身體。

但是你的吉凶禍福就不是「總」了，是你自己的，是嗎? 不是「總」，它說，即

是說你的「根身」和「器界」，這些是「總果報體」。「器界」與「根身」皆是「第

八識」的「相分」來的，能變起來這個，即是這樣講，能變「器界」和變「根身」那

些「種子」，亦是「第八識」的「相分」來的，「一切種子」都是「第八識」的「相

分」，故且說「總報體」就(是)「第八識」，明不明白?其實應該要這樣講，「總報

體」是「第八識」所變，這樣子才對，現在書就是「總報體」就是「第八識」了，這

樣太籠統，是嗎? 

所以便叫做「總報」，怎會叫做「總報」?就「以」，「以」是因為，因為「第

八識」是連續不斷的，而且這個「識」是「遍於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的，怎樣

「遍」?我們坐在這個「欲界」，我的「第八識」，「色界、無色界」都有我的「第

八識」在那裏。「遍」，即是說你現在坐在這處，你的「第八識」，旁邊你又，你的

「第八識」到達的。

13



還有，倫敦都有你的「第八識」在那裏的，你的「第八識」不單只變這個多倫

多，倫敦你都有份變的。不過變多倫多的「因緣力」就強些，所以你見到多倫多，見

不到倫敦。那你要怎樣才見到? 藉着某種條件，例如甚麼?你的丈夫剛剛就賺了一大

筆獎金，請你去倫敦旅行，可以了。藉着這個這樣條件，你去到整個倫敦，其實這個

倫敦是甚麼?你的「第八識」變的。以這樣為「緣」，以你的丈夫得到獎金為

「緣」，那個「第八識」所變的倫敦出現，明不明白?

現在不止這樣，不止倫敦你有份變，那個「地獄」我都有份變的，不過我無「地

獄」的那些「業」，它就不顯現而已，那個「第八識」正在變的，「前六識」不顯現

而已。這樣，上的「色界天、無色界天」一樣是我們變了的，「遍於三界」，記住

啊，「第八識遍於三界」。就(是)這些跟基督教、天主教講的不同，基督教講、天主

教講「靈魂」。你問那個「靈魂」是怎樣的? 

有多大的? 是不是一個「波」(球形)樣這樣? 抑或充滿着「虛空」? 他不答你，是

嗎?不答你。但佛家就不是，批駁得很清楚。那麼而且它是甚麼?「果報」之主，「果

報」的主體來的，即是那個「果報」的主人翁。言「主」者，為什麼要主呢 ?謂此

「果報」，由它所藏之「種子」所產生的。你這些「果報」，山河大地那些東西和你

的身體，都是你的「第八識」裏面所含的「名言種子」現出來的。所以，「第八識」

是你「果報」的主人翁。

「主」，這個「第八識」，謝謝。能通與「前七識聚」之「一切相、見」，加一

個「之」字，之「一切相、見」為所依故。「前七識」，「前七識聚之所有相分、見

分」，通通是要靠「第八識」。由它先變了，再由「第八識」所藏的能生起「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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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根身」的那些「名言種子」。這些「名言種子」，「法爾各別」，「法爾」即是

自然而然，各個不同，變山的「種子」始終變山不變水，變水的「種子」就變水不變

山，各別不同。

由「第八識」所藏的能生「器界根身」那些「名言種子」，「法爾各別」。故

此，所生之「器界」和你所得的「根身」，亦有「三界五趣」的不同了。你的情欲多

的，男女情欲多的，你所變的就(是)「欲界」了。他那個就清心寡欲的，他所變的世

界，變起「色界」，他住在「色界」了。那個甚麼都不想的那種人，入了「無色定」

的，他的世界就(是)「無色界」。他的世界雖然是「無色界」，但他的「第八識」都

在我們「有色」的地方處存在，有他份的。第二，它說由「第八識」所藏的能生起的

「器界、根身」。

不是，它說「器界」亦名叫做「依報」，這個名字說「器世界」就叫做「依

報」，「依」者「住」也，我們要這處住的，「依報」。即是山河大地和星球等等，

這些都叫做「依報」了，是眾生所住的地方。它說雖「眾生共依」，雖然所有眾生都

是依住在這處，實則各自變起。即是我們這個課室裏面，Alice 又變起一個這個課

室，鍾健文又變這個課室，陳繼儀又變起這個課室，個個的「識」裏面，「阿賴耶

識」裏面都有力量變起這個的，都有那個「名言種子」。它就變起，我們看起上來好

似一個那樣，其實一人一個，幾十個，套在一起，各人看到自己那個而已。

孤立的是不是? 又不是，你見到我那個，我見到你那個，明嗎?這個山河大地和

星球等，是「眾生依住處故」，雖「眾生共依」，實則各自變起，和合似一。這個

「器世界」是這樣，「根身」呢?亦名叫做「正報」，「器世界」叫做「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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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身」就叫做「正報」。即是人或者畜牲等的身體，合着「依報」及「正報」，我

們叫它作「總報」。這叫「總報」，「別報」呢? 「總報」是「第八識」變的，「別

報」就不是了，「前六識」，「前六識」用，它用「第八識」所變的「總報」作本

質，而各別變起這個本質，就各別變起一個世界，各別變起一個「相分」。

這種「相分」即由「前六識」的「見分」所「緣」的「器世界與根身」，這個叫

做「別報」了。我們的「前六識」看下去「第八識」所變的世界作本質，反映入來，

於是我們見到我們的情境了。其實我們見到我們的情境，是「前六識」變的。它說此

種「相分」，即是「前六識見分」所帶的「器界與根身」，這個是叫做「別報」，

「別報」既是「前六識」的「相分」，故說「別報體」即「六識」，是嗎?本質就是

「六識」這樣，所以名「別報」者，因為「前六識」是有「間斷」的，「不遍於三

界」。

而且，不是「主」，看的是「前六識的相分」，故說「別報體」即「前六識」，

所以名「別報」者，因「前六識」有「間斷」，「不遍於三界」。因為凡是「不遍」

的，一定有「間斷」，有「間斷」的多數「(不)遍」的，不是，其實「以非是主」，

「各別受報不同故」也。所以同時大家坐在這廳處，大家都穿那麼漂亮的衣服。可能

一個很傷心，一個很愉快，傷心愉快各別不同。

坐在那個廳處，廳就是一樣樣子。它說「總別果報」，雖以「名言種子」為「因

緣」而生，而「名言種子勢力羸劣」，不能獨自，不能獨力自生「現行果」，就必然

要藉「勢力強盛」的「善惡業種子」作「增上緣」。給它扶助，給予資助，始能「現

行」。若不待「增上緣」而可以生「果」，則應該「一切時，一切時會頓時生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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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回來，就很不妙了。既然能引「總報的業」，能夠引出「總報來的業」，叫做

「引業」。

能夠引出「別報」的那種「業」，就叫做「滿業」，它說是名為「一引、一

滿」。一個是「第八識」，一個是「前六識」，是不同的。「引業」和「滿業」，是

故名「總別業」，好了。所謂「總別業」作「異熟果」，乃對於「業種子」作「增上

緣」而立名的。若果對「名言種子」的，即是那些親因興起的「名言種子」，這個是

「因緣」來了，則應名之以「等流果」，「等流」即同類的「等流果」。「業種子」

資助「因緣」(的)「名言種子」，對於「總報、別報」，祇為「疏緣」。於此稱「業

種子」為「異熟因」，名「總別報」。

於「總別報」為「主體的作用」。此「異熟果」，乃「四緣」，不是，此「異熟

果」乃「四緣」中「增上緣」之「果」來了。「業種子」是「增上緣」，「增上緣」

的「種子」不就是叫做「增上果」了。「第八總報體」名叫做「真異熟」了，即是我

們的共變的「根身器界」，是我們「真異熟」。變起「根身器界」的直接的師傅，就

叫做甚麼? 「因」了，叫做「增上緣」，「因」了。「第八總果報體」，名叫做「真

異熟」。

前六種「別果報體」，就從「第八異熟識」而生，是「無記性」，故名「異熟

生」。合着「異熟果」和「異熟生」就名叫做「異熟果」了。那我們看看，「異熟

果」裏面包括兩種：第一，「總報體」；第二「別報體」。「總別報體」，名為「異

熟」。那我們看看這個表格，「異熟果」裏面包含「真異熟」，就(是)「第八識」所

變的「根身器界」，和「異熟生」，我們「前六識」所變的我們個人的「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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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世界」，同是「器世界」，有「總報」、有「別報」，是嗎?「總報」的，能夠

引起「總報的業種子」就叫做甚麼?

「引業」的「種子」。能夠引起「別報」的那些「業種子」就叫做「滿業種

子」。「引」即是引出「總報體」，「滿」即是填滿「總報體」，就「別報」。「引

者」，猶如那個教圖畫的先生，寫那個輪廓，「滿」，就猶如那個學生填一些色彩下

去。這樣，講了「異熟果」。一問一答，你先看上面，回去記得看看這裏。我算講得

清楚了，不過看我的書最不好，我常常用那些括號、括弧，折斷(文句)那樣。明不明

白?

聽眾：我想請問你，因「前六識」有「間斷」，「不遍三界處」，「前六識」怎樣有

「間斷」?

羅公：你講甚麼?

聽眾：「前六識」，你說有「間斷」。

羅公：是的。

聽眾：「第八識」就無「間斷」，「遍三界處」，

羅公：就無「間斷」。

聽眾：「遍三界」。

羅公：嗄?

聽眾：但是我就不明白有「前六識」「間斷」何解?

羅公：有「間斷」?

聽眾：不可以斷? 「遍三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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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就會斷缺。由起到四點鐘，停了它不起，一到七點鐘又再起，這樣，中間斷了

一截了。「間」者，中間有東西間開，一個空間，斷了即中間斷了，停了電這

樣，即停電這樣。那個不，「無間斷」就不停電的，不只今世它未停過，由無

始以來到現在，而不只這樣，還到未來，一日你未成「阿羅漢」，一日不斷。

聽眾：即是「前六識」就即是你每一世都有「間斷」?

羅公：是的。不只的，「眼識」好易斷，我現在這樣就斷了。我掩蓋着隻眼就斷了，

「眼識」。「耳識」就塞着隻耳便斷，是嗎?「鼻識」，你鼻塞時便斷了。

「舌識」，你現在不吃東西的時候就斷了，是嗎?「身識」，你甚麼都不摸，

完全麻木不仁，這樣的時候，重的麻木不仁的風濕症這樣便斷了。「意識」，

走去怎樣? 施手術的時候，全身麻醉了，便斷了。但是，你全身麻醉的時候，

有兩個「識」不斷的。「第七末那識」不斷，「第八阿賴耶識」不斷的，明不

明白嗎?

聽眾：好啊，謝謝。好了，今日講到這麼多好了，你們回去看看，不是的話你就不明

白了。就是「異熟果」。

聽眾：問那裏開始。

羅公：嗄?

聽眾：問那裏開始。

羅公：問那裏開始。那五種果，大家懂吧，是嗎?

我現在來一個問答，來兩個問答。第一個就問：「異熟果」必是「業種子」之所

感，是嗎?由「業種子」刺激那些有關的「名言種子」，令到那些「名言種子」起

「現行」，這個就是他的「果報」了。這種「果報」就是他一世人的境遇了，這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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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異熟果」了，就(是)他一輩子的「果報」。那麼是不是只有「業種子」所牽

引、所感召到來的這樣?答：「異熟果」必是「業種子」之所感，無疑的，決定。但

「業種子」的功用，則不限於感「異熟果」，它除了感「異熟果」，還有第二種功

用。這樣，以「業」，為什麼這樣?以「業種子」除了感「總果報」的「根身」，的

身體，它刺激起那些能夠造成身體的，「根身」的，有「五根」的身體，令到它生起

我們的身體之外。

又除了刺激起這個「物質世界」的「種子」、的「名言種子」，令到它起而成為

這個「物質世界」之外。除了這樣，「總報」的「根身器界」以及「別報」的「根身

器界」，有「總」、有「別」之外，亦能為它「無記心、心所」，「無記的心和心

所」的「相分」和「見分」的「種子」作「增上緣」，就令到它現起。為什麼要這

樣? 因為其他的「名言種子」，它是「無記性」的，那個「勢力劣」，那個力量，不

夠力起，所以仍然要那些「業種子」來刺激它，然後才起。那即是說「業種子」的力

量，不只是引出「名言種子」起那個「果報」，還可以刺激其他「無記性」的「名言

種子」，令到它有機會就起的。

聽眾：這裏的「別報根身」是何解?「總報根身」，為什麼你會有「別報根身」?

羅公：我現在就看看為何會多了這個字。「第八識」中「名言種子」所變的「器

界」，你看「總報根身器界」，為何又有「別報根身器界」這樣? 我們溫習一

下這裏。溫番這裏，八十九頁，這裏要很清楚才可以，不是，我這裏八十九

頁，你那裏那兩頁?丁三。

聽眾：一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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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一六五。一六五，一百六十五。

羅公：一六五，是嗎?

聽眾：是。

羅公：丁三，我們不妨花些時間看清楚它。丁三就講甚麼? 就講「四緣十因」所感的

「果」，是嗎?

明白吧，「四緣十因」它所得的「果」，就這樣了。所得的「果」有幾多種? 有

五種，你看看，「四緣」及「十因」所感引者名叫做「果」，「因果」的「果」字，

這個「果」。「果」有五種，第一種叫做「異熟果」。第二種叫「等流果」。第三種

叫「離繫果」。第四種叫做「士用果」。第五種叫做「增上果」。所謂「果」者，就

是這五種「果」。這五種「果」，最重要就是我們的「異熟果」了。因為我們「生死

輪迴」，都有一個，所謂我們人生，就是我們的「異熟果」來的，是嗎?第一就「異

熟果」，由這個「異熟果」，就(是)「業種子」為「增上緣」所感之「果」，現在我

們說作了「因」就得「果」，就很籠統的一句。我們所作的「因」，不是「種子」來

的。

那個是甚麼來的?那個是「業」來的。那個「業」不是造「因緣」的，是做「增

上緣」而已，是嗎?由「業種子」作「增上緣」所感的「果」，叫做「異熟果」。

例，那麼例如我們殺人，所感的果，就(在)第二世，就(是)一個悲慘的世界，被人

殺、被人割截肢體般這樣，會這樣，這個「異熟果」。那麼這個「異熟果」，就是由

於我們前世所做的「殺業」作「增上緣」，一做了「增上緣」之後，不是，這個「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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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一做了之後，即刻打入去我們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就成為「種子」。

好似電腦裏面的資料那樣，那個「業種子」，那麼「業種子」打入去之後，「業

種子」很活躍的，有影響力的。影響到我們「第八識」裏面，有很多無甚麼力量的那

些「名言種子」，「名言種子」中有些大富大貴的「名言種子」，是嗎?有些窮到了

不得的生活的「名言種子」。有些悲慘、流血，被人割截肢體的「名言種子」。那這

些「殺(業)」，我們這一世作了「殺業」後，是刺激起哪些呢?是刺激起那些悲慘的

「名言種子」。因為何解呢?

你作「殺業」的時候，同時間、同空間都是一個悲慘的狀況，所以它不會刺激起

那些大富大貴、長命百歲那些「名言種子」，是嗎?就刺激那些流血、悲慘、短命

的，主要是一些不好的東西被它刺激，是嗎?這樣，那些「名言種子」，它自己是

「種子」，是「因緣」，這一世完，它優先出現了、爆發，就(是)第二世的情況了。

那麼第二世的情況出現，就以甚麼為「因緣」?以「名言種子」作「因緣」，這些

「因緣」無甚麼「力量」起，不夠「力量」，要有人扶助，那些「業種子」一放進去

作「增上緣」，是嗎?一刺激它，它就活躍了，活躍了，它有機會就鑽出來了。

那所以「業種子」是「增上緣」，明白嗎?就得到「異熟果」了。我們再看，

「業種子」各隨其能熏之「現行勢力」，或是「有漏善性」，或是「惡性」，那這些

「有漏業種子」，一定是「善」的，「有漏善」的，或者「惡」的，才有「力量」刺

激那些「名言種子」的。如果是「無記」的，譬如我抓鼻、抓癢，這些這種「業」、

這些「業種子」，是「無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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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記」就無「力量」的，是嗎?無「力量」，要依附在那些有「力量」的就一

齊起的，是嗎?那麼那些有「力量」的，怎樣才有「力量」?即是說強烈、強的，怎樣

強?「善、惡」就強的，是嗎?就好似有一個人很「善」的，好強。他很「惡」的，亦

強。那些中中庸庸，好好先生的那些，推也不動那些，即是不得強的。它之所謂強

烈，一是「善」，或「惡」，「無記」的不得（夠）強。還有，它有能熏的「力量」

的，它是強的。

甚麼? 「見分」，會看東西的，就強，是嗎?那麼，「相分」呢? 會看東西嗎? 被

人看的，不得(夠)強。那些強的、強烈的「業種子」，「業種子」都是有「力量」做

事的。這種強烈的「業種子」一入了(「第八識」)去之後，那麼即是那些「業」，

「現行」造作的「業」就能熏了，既然「現行」了，能熏「現行為因」，熏了些「業

種子」為「果」。「業種子」又是「果」了。那些能熏的、有力量的「業種子」，一

就是「有漏善性」，一就是「惡性」。

這樣，那麼「無漏善性」可不可以嗎?「無漏善性」就不會引起我們的「有漏

果」的，引起你「極樂世界」那些「果」就可以的，引起你將來成佛那些「果」就可

以的，引起你落「地獄」就不可以的，是嗎?甚至引起你做一個大富翁都不可以，因

為大富翁都有罪惡的。所以「有漏善」然後才感「異熟果」，記住。「無漏善」不感

「異熟果」的，只是感那些甚麼?「佛土莊嚴」那類的這樣「果」而已。明白嗎?那麼

就，因此我們就知道佛還會不會…

你成了佛，還會不會「輪迴生死」呢?不會了，因為為何?因為他沒有「有漏

23



業」，是嗎?「惡業」就更加無了。那他怎會「輪迴生死」呢?那麼所以有些人講極端

些的，例如：我們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叫做僧肇，我們有一本叫《肇論》，你們不妨

看看。他僧肇造了一本書，我們叫它做《肇論》。現在《大藏經》裏面有的，《肇

論》是一個總名，裏面有很多篇論文的。其中有一篇叫做〈善不受報論〉，「善」，

做「善業」不會「受報」的，通不通呢?不通，為什麼會不通呢?僧肇那麼聰明，資料

未夠，你明不明白?

因為它(那些資料)在印度那裏，全靠他自己的聰明，他所…那麼怎樣不通呢?

〈善不受報論〉就應該改為〈無漏善不受有漏報論〉，是嗎? 這樣就對了，但是他就

太簡單了。「善不受報」，就錯在這一點了。應該改作甚麼? 〈無漏善業不受有漏果

報論〉，那麼這句就全對了。我們就知道，在這裏我們知道佛不會受「有漏果報」，

所以「佛無生死輪迴」。為什麼說「佛無生死輪迴」?這個理論就這樣建立的，那麼

僧肇怎樣了?我們就說僧肇，又說他對這樣，又說他不對這樣。

對就對在他懂得說這個「有漏的因」會產生那個「有漏的異熟果」，對在此處。

不對地方就(是)他修辭不講明，你明不明白？或者「善惡性的那些現行」，這些「現

行」熏了入來之後，成為「業種子」。「業種子」就刺激那些「名言種子」，令到它

第二世起，就成為「異熟果」。唯所感的「異熟果」，都唯是「無記性」的。

「名言種子」是「無記性」的，那麼所以這個人，他第二世做豬了這樣，他前世

整天殺豬的那樣。前世經常殺豬的就是「惡的業」，但今世做了豬，做了豬還惡？是

嗎? 是「無記」的。「因」，那個「業種子」是「善、惡」，「非善則惡」。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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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異熟果」是「無記」的，所以就叫「異熟」，是嗎 ?都是「無記性」。

「即果望因，異類而熟」了。那個「果」對於，「望」是對於，那個「果」對於

「因」來說，「異類而熟」，不同「性類」成熟的這樣，因此，故名「異熟」。

那麼我現在這樣的講法很簡單了，但你知道古人很喜歡繁瑣的，《成唯識論述

記》，你日後讀，它舉出三個理由，所以叫做「異熟」。你看看：《唯識論述記》第

二卷，你記住了，即是說《述記 二》這樣，說它第二卷那本，那個例是這樣的，不‧二》這樣，說它第二卷那本，那個例是這樣的，不

用說第二卷，不那麼累贅的，《述記 二》這樣就夠了。它說那個「異熟」有三個意‧二》這樣，說它第二卷那本，那個例是這樣的，不

義：第一就「異時而熟」，前世「造業」，就今世「受果」，「異時而熟」。縱使你

說今朝「造業」，今晚受「果」都是「異時而熟」，「異時而熟」，「因先果後」。

就(是)「果」之成熟，「與因異時而故」。

明白嗎? 因為這裏要很清楚，你想懂得「果報」的道理，就這一段你要講得很清

楚。第二，就「異類而熟」，剛才說了。「因」是「善惡業」的「種子」，那個

「果」就「無記性」的「異熟果」，「因果性類異」。第三，就「變異而熟」，「種

子」就不是「硬梆梆」地「卜」那樣就熟的，中間在我們的「第八識」裏面，經過相

當蘊釀，怎樣蘊釀?由生變到成熟，由那個「緣」未備漸漸變到「緣」俱備。那個情

況改變，然後「熟」。「由因變異」，那個「異熟因」。「由因變異」，那個「異熟

因」，那個「業種子」所處的情況不同，那個「果」然後方成熟，這個第三義。三個

意義，我們嫌它太繁瑣，我就說要一個就夠，「異類而熟」就夠了。

普通很多人都講「異類而熟」。因為何解呢? 「唯識」一味就那些，便是好繁瑣

那些東西，我們現在目前尤其是最初學，簡括，是嗎?三個那麼多，那兩個講不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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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係的，最重要是「異類而熟」。此「果報體」，這個「果報」的本質是甚麼來的

這樣?我們凡是研究一樣東西，研究一個問題，解答一個問題，一定要注意這幾點

的，如果你將來寫論文、寫甚麼的那樣。

譬如你寫一篇叫做「藝術論」這樣，甚麼叫做「藝術」這樣?你寫本，去一間書

局，商務書館，請你陳繼儀，你是藝術家這樣，麻煩你替我寫本「藝術概論」這樣，

你落筆如何?定義那些怎樣?第一、「藝術的起源論」，是嗎?你講「藝術概論」，你

不講藝術的起源作甚麼?是嗎?「藝術的起源」，是嗎?第二、「藝術的本質論」，是

嗎?本質即是「本體」了，例如甚麼? 我這張桌子就以塑膠作本質，或以 fiber（纖維

板）作本質，是嗎?那個人是甚麼? 人生是甚麼?以細胞作本質。現在這座大樓以甚麼

作本質?以鋼鐵和那些三合土等作本質。藝術的本質是甚麼一定要起源，一起源，二

本質，三、裏面的內容的部份，是嗎?你只是講本質不講內容都不可以。

譬如你說這座樓、大廈的起源是甚麼?有一個「闊佬」(有錢人)有筆資金無地方

放，所以他蓋的。蓋大廈就要請哪家公司? 蓋三個月就蓋完了，這是起源。本質是甚

麼? 本質就是很美的三合土，選都選到最好的，那些鋼鐵又要在哪間公司來做，到它

怎樣硬化鋼鐵。三、「內容」，大廈要有幾個廳、幾個房，是嗎?這樣才可以的，不

可以大廈一間，何須你講?那裏面的內容。第四、「方法論」最重要，是嗎? 蓋座大

廈都有方法的，「方法論」，現在尤其是科學盛行，甚麼都講「方法論」，是嗎?舊

時的人就因為不講「方法論」，就籠統。

所謂「方法論」是甚麼?你如何認識這個東西，用甚麼方法認識它。我想了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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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大廈，要如何方法了解這座大廈。這個大廈的建造是用哪種方法，是意大利式抑或

美國式抑或希臘式?是不是先建了上面，才建下面? 還是好像中國舊時，逐層疊上，

好像蓋塔般，逐層疊上去? 現在加拿大有無?我在美國見過別人那個，建屋先蓋頂

樓，蓋頂樓幾層，才一路蓋下來。有無啊? 有，是嗎?在上面，弄鋼架，先蓋好上

面，下面完全都未蓋的。

聽眾：先蓋了上面。

羅公：是的，先蓋好上面。

用這個方法是嗎?「方法論」，是嗎?第四就要甚麼? 它的影響如何? 不是，先

(講)價值如何?就(是)價值，你如果只是講大廈，都不講它的價值的，又是烏凜凜（糊

塗）。是嗎? 價值，藝術你講都要講「藝術的價值」的。你說它的藝術是美的這樣，

美字很籠統的，美得如何? 價值。

第五、「影響」，它發生甚麼影響。一定包含這幾樣東西，是嗎?你寫篇論文，

所以那些讀過大學的那些整天看，我在這，在一間天主教學校教過書，陳繼儀是我教

過。那些先生就兩組的，不可不知，你們的老師，那堆就在那處就說不走過來這堆，

「不埋堆」(不結群)。哪一堆呢? 那些師範畢業，「葛量洪師範」、「羅富國師

範」，總之那些「師範」畢業的就走在一堆。

「師範」出身一堆，他就見到你這班大學畢業那些人，都未學過我們的教學方

法，我們這些是原班出身的這樣，很多這樣，其實大學好多讀了那些 dip. edu.，是

嗎? 但是他有很多未讀過 dip. edu.的，是嗎?過半數以上的未讀過 dip. edu.的，未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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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教育文憑的，他們(認為)我們很多都是原班出身，他們很多都不懂教學的這樣，不

過讀多幾年，薪水高些而已這樣，一堆。

聚餐都不走過去那堆的，你知學校是這樣的。第二堆那班大學畢業，「你們這些

細路仔」(學識不夠)，懂得幾多東西?就是取是甚麼? 你文章都不懂得寫，他恃着甚

麼?他在大學讀過，譬如寫過一篇畢業論文，畢業論文就懂得做了，是嗎?你叫他做甚

麼，他都一定是起源、本質、方法、價值、影響，好似公式，你油印，印定那個一

(是)甚麼、二是甚麼都可以了，差不多，那個名稱不同而已。

但你這班人是師範畢業出來，確是未做過的，是不知道怎樣寫的，是嗎?別人寫

的時候，就好似工廠控制東西那樣的，你未試過，是嗎?好似工廠控，你知嗎?工廠裏

面每個工人是有張卡在這處，你請過幾多點鐘(小時)假，一按電腦就打出來的，「無

得走雞」(不會遺漏)，是嗎?好似你在海關出口，他一按電腦，你有無漏稅，你有

無，能不能走，這樣，一按電腦就都講出來。那張卡而已。

你做論文，就要卡的，是嗎?怎樣的卡? 譬如你做唐代的藝術這樣，譬如你這樣

寫。好了，你就要把唐朝的，把整套《廿四史》裏面，所有有關唐朝的歷史參考書看

光，看光怎看。所以現在有好多人，有些人說我們眼角高，有很多人真是連到看書都

不懂看的。如果每個字這樣看，他一輩子都做不成那篇論文，是嗎?

他用「對角線的讀法」，一揭開本書，看看那個目錄，看看那一個部份，是有關

的，無關的全部連看都不看，有關的那些就對角線的「沙」這樣，揭起它來看，那些

很平常的資料，都無什麼用，那一路路的那幾頁，看完又一冊書了。一點鐘看，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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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商務印書館那個總經理叫做王雲五（1888－1979），他一點鐘可以看八冊書，

一點鐘可以看八冊書他說的，他講的，我聽他演講的，他就這樣教我們看書。教我們

看書，他說讀書有幾種，一種是要熟讀，念得過去，差不多那樣的，他說我們中國人

最厲害了。《四書》、《五經》我都念得到的。

還有些，那些學神學的牧師又是最厲害的，《聖經》念得到出來，同時第幾章、

第幾節，即刻念給你聽，那些這樣的。那些「熟讀」。拿起上來，隨手拈來都有的，

「熟讀」第一種。好像舊時的「八股佬」讀《四書》那樣。第二種就是「精讀」，不

用「熟讀」，「精讀」這樣起碼看三次，舊年看過一次，再過兩年要用，明年要用就

再覆看一次，日後要參考又看一次，那些要「精讀」。不用念得過。

一講到內容，幾乎哪個部份是前半節有講的，哪一部份，我最多這些資料了，哪

一部份，約莫第幾頁，我講到你聽的。其實「精讀」是第二種，第三種就(是)「略

讀」，看一次，最好你有紅筆、綠筆，紅、綠、黃三種筆，那些普通的人讀書。提綱

挈領，那些 article 甚麼的，用紅筆畫了它。所以，那些真的要「略讀」的書，你

有，除非你很窮，如果不是窮，「略讀」的書你都要買。

你去圖書館怎可能讓你劃？是嗎?不過，現在就好彩，影(印)，讀書去圖書館影

(印)了，就任我怎樣劃，我影那本，是嗎?提綱挈領好似甚麼? 「四緣、因果、十因所

感之果」，用紅線畫。一、二、三、四點，下面那些，「果」有五種，甚麼、甚麼很

重要的，我說過有幾多種，用綠線畫了它，或者用黃。其中，我說了裏面「根身」甚

麼、甚麼，那幾句特別精彩用黃筆整段劃了它，三支筆的嘛！我們在研究院讀幾年

書，就學甚麼?就學這些，讀三年研究院就真的學到這樣東西。你們學到甚麼? 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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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東西其用無窮，其用無窮，你一百萬字的書你都可以寫。

那你就這樣。略讀就拿着那本書劃，劃一劃，劃了之後，哪一段是我需要的，是

嗎?我將來需要的，抽一張卡寫一個標題，寫了它，一個櫃，幾十，十幾、二十箱插

了下去，是嗎? 到你需要的時候，這樣。譬如這樣，某間 post secondary 來請你去

講下藝術，甚麼學校請你去講講唐代藝術的這樣，你即刻開抽屜，你的抽屜藝術那欄

裏面，有關唐代的，在那裏抽了幾張你需要的卡，抽了之後你放在錶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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