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去講了，是嗎?未去之前，你又再找一張卡寫了一個標題，唐代的藝術甚麼、

甚麼、唐代的藝術怎樣、怎樣。你寫了幾行，寫了幾行，這幾行有關的卡，你就分類

夾帶在衣袋，你就講了。去到講，真正學講話，你不要以為好似明星那樣，好似星雲

法師播道那樣，不是學者講話的那樣。學者講話不是這樣的，學者講話好似聯合國那

些人講話那樣的。聯合國的人說話怎樣的?拿著張講稿講的，(不拿的話)很容易便講

錯，如果他們信口開河，沒有(這樣的情況的)。

而且講的時候，一句句的，他更不用略語，一句句清清楚楚，句句都有

subject，有 predicate，句句都清清楚楚，一句句。去到的時候，拿張卡來到講，我

現在講這個，那個內容分幾多個部門，第一我講甚麼，第二講甚麼，第三講甚麼。

不妨寫在黑板，寫下去。寫了，我現在先講第一部份，甚麼、甚麼唐代藝術的淵

源，就怎樣、怎樣，講你那張卡，拿著那些卡，一路講，講到需要資料的(時候)，就

在那張卡裏照抄出來黑板處。不用念的，那些講話就是真正的「有料」(有內容)的講

話。好似那個甚麼?美國那個 Bill Gate，是嗎?他叫做甚麼? 

聽眾：講道那個?

羅公：講道那個，那些不是學者講話的。好似星雲法師那樣的，那些是 show 來的，

不是。不是學者講法，亦不是外交官的講法。外交官講法很小心的，是嗎?你

看現在布殊講話都很小心的，拿著張講稿的，哪裏敢信口開河那樣子? 但現在

的人，無知識的人，「啊，他講得真好…」，即是說他知識未夠。真正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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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他人家就很嚴謹的，他就這樣拿捏。他略讀，略讀就平時略讀。一到的時

候，你抽卡就可以了。或者不夠，除了抽卡之外，再看看它。略略看看它，那

就可以了。第三就叫做甚麼? 「對角線讀法」，是王雲五發明的這個名稱。對

角線是怎樣?一個四邊形，一個四方形，由這個角對著這個角，英文叫做甚麼?

對角線。

聽眾：diagonal。 diagonal。

羅公：哦，dia…甚麼?

聽眾：diagonal。

羅公：diagonal。這兩條便是它的對角線，將整本書都「沙」(速讀)這樣過。一覺得

有需要的，你即刻就畫那處。其餘那些毫不留意，那些對角線讀法，一個鐘頭

(小時)可以讀七、八本。是這樣找資料的，我聽王雲五講了兩個鐘頭(小時)就

是這幾句了。所得到的就是這幾句了。即是換言之，我聽完他講之後，我都會

讀書。即是你們聽完我這樣講之後，以前未曾知道怎樣讀書方法的，即是你會

讀書。你會讀書不是說我教你，而是我將王雲五的(方法)講給你聽。所以有些

書，有些人走去書坊鋪處站一會，他不買的了。甚至他拿他的袋 (子)裏整天放

有一疊卡的，剛好(看到有用的)就抽一張空白卡紙出來寫，寫一、兩行字，他

就放(回那些卡)，再合上書，放回原處。他已經取了你本書的資料了。

聽眾：他那本《四角號碼字典》好似…

羅公：有，很厲害的。

聽眾：都不(流)行的，《四角號碼字典》。

羅公：不(流)行，是因為中國人不(習)慣這樣。中國人要查慣部首，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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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人就查部首就可以，現在那些新人查部首不查。新人查部首不行，你只記那四

十多個部首，你就夠麻煩了，是嗎?部首有很多不是這樣的，是嗎?譬如這樣，部首，

「光」字，查哪個部呢?這個「光」字，你說查哪部?上面好似一個「小」字這樣，是

嗎?但你查「小」字部無那個「光」字的，下面那個「兀」字的，你查「兀」字部又

沒有「光」字的。那怎麼辦呢? 原來它們…應該，那個「光」字原來這樣的，上面是

「火」來的，下面一張椅子來撐起它。那你去查「火」字部，但你上面找不到那個

「火」字的。

原來它的那個「火」字本來這樣的，「整整下」(漸漸演變)變成這樣，是嗎?這

個真的非改良不可的。所以那個魯迅，你知道嗎?魯迅他說，他很過激的，魯迅他說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樣。人家就打字、用電腦了，你就在這處查部首。人家

a-b-c-d 查字典就查到了，你在這處還要，人家查到出來了，你都還未知道這個字查

哪部。搞不成還要查筆劃了、檢字了，真是麻煩。但是這樣我們用就很好用，你們

用，我勸你們就先用《四角號碼》。

聽眾：「四角」好用。

羅公：嗄?

聽眾：「四角」好好用。

羅公：它真是科學方法。《四角號碼》都查不成，就再查部首，所以你現在最好買那

本《王雲五大字典》，你普通用、你教子女用，叫子女用。好容易的，《四角

號碼》。

聽眾：我的兒子現在正在用這個《四角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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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我的兒子現在正在用這個。

羅公：「一橫二垂三點捺」，這個「捺」字怎寫?是不是這樣?不是「丿」的。

聽眾：好似「捺」字。

羅公：「捺」字怎寫?

聽眾：「剔手邊」(扌)加一個「大」，「大」字頭，「大」…

羅公：這邊嗎?

聽眾：是，「大」字，裏面有一個「示」字，有一個「示」。

羅公：「士」。

聽眾：「示」，是的，表示，表示的「示」。「示」，表示。「示」。兩劃「小」那

個。

羅公：哦哦，這樣嗎? 

聽眾：「捺」。

羅公：從那個「奈」字發音的這個「捺」。「一橫二垂三點捺」，一橫，上面第一個

角度，這個四個角，如果這裏橫一劃的，一鉤，哪裏有一啊? 那個一就兩面，

就合起來一，是一零來的，是嗎?一橫，二就「垂」，「垂」的即是二了。

三，如果它是這樣。你要查那個「光」字，這處就查三了。那個三，不是、不

是。

聽眾：因為它「小」字頭。

羅公：三就「點」了。這個「點」，三零甚麼，是嗎 ?「點下帶橫就變零頭」，

「點」字下帶一個「一劃」的，即是甚麼? 「點下帶橫就變零頭」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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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變「零頭」了。好東西，「叉四」，凡是「叉」的就是「四」了。

「插」就「五」了。

聽眾：「插」怎會是五?

羅公：「方塊六」了。如果四四正正方框的就「六零零零」，譬如「國字」那樣，

「方塊六」了，胡適之作的這首歌，「七角」，三角形的，譬如這樣的，三角

形的，譬如那個「參」字這樣，是嗎? 

那就變成「七零」甚麼了，「七角」。「八」就「八」了，那個「八」字，正正

就是「八」了。「小字九」了，「光」字上面那個「小」字，就是「九」了。四個而

已，和英文 a-b-c-d差不多一樣，好！真是應該提倡。你去買一本，很便宜的，大

的，《王雲五大字典》。這個人就很科學化的，王雲五這個人，中學畢業，未讀過大

學。就是他專教那些大學生寫論文，專教那些研究生、那些博士班寫論文。

我有一個「老宗」，被他搞到博士不能畢業，叫做羅錦堂，是台灣的，台灣大

學。羅錦堂考博士試的時候，因為他是第一屆博士，給博士，所以才特別嚴重，就請

了好有名望的人做委員，就(請)最有名望的做主席。就請王雲五，這個中學畢業而

已。給他做博士班的考試委員的主席，因為他的地位高。那他就考那個羅錦堂就寫甚

麼?宋（明？）元的曲，王雲五第一句問他，就 fail 了他。

他就說現在我問問你，我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王雲五不是研究戲曲的專家，

我都是問你那些普通東西的這樣。我認為你是一個專才，一定先是一個通才這樣，是

不是? 這樣問他。他說那又是的，確是要普通知識才可以的這樣。他說是的，他說我

好膚淺的，我只是考考你普通的知識而已。他說我現在問你了，凡是一樣東西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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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源的，宋元那些曲的淵源就斷斷不是宋元本身就出現的，當然是宋元以前就已經有

淵源了，是不是? 這樣問他。這樣是的，他每樣都要問回他是不是，他說是的。

好了，他這樣問了，那個淵源最接近宋元以前，就當然唐了，是不是這樣? 他說

是，那麼他說是的，就麻煩你跟我講，你現在研究宋元的曲，就在唐朝裏面的淵源就

怎樣的，你講。麻煩你講給我聽一下。我是不懂得這樣(才)問你，他說我好想學學，

我不懂的，我現在聽你講。講到羅錦堂張大口，無得講，他原定以為做宋元裏面的東

西，講講淵源，講講甚麼? 宋朝那些，不是，唐朝那些詞、唐朝那些佛曲、唐朝那些

曲，以為這樣講講，略略提及而已。

怎知道他這個老先生叫他詳細講，在唐朝的淵源。我就不懂，我其他東西都不懂

問，我就問這些。搞到他就勉強答得好「㪐㪐㩿㩿」(不流利)這樣。那麼他說，這樣

簡陋些了，你覺不覺得這樣? 他說是的，我是疏忽些、簡陋些。不如你讀多一年吧！

好不好這樣? 「你整多年啦！」羅錦堂，我的「老宗」，他親口跟我講。他說這個王

雲五這個人甚麼? 「囉黎」(性格蠻橫無理/麻煩)。

聽眾：他樣樣都要知道。

羅公：他樣樣問你是不是，是不是這樣。

不過羅錦堂就是活該給他這樣作弄的，我不是講過嗎?後來，他一年之後，就第

二個做主席了，就 pass 他了，一 pass 他了。就首先來香港大學應徵，就在香港大學

教書。香港大學，你聽過嗎?那個羅錦堂在香港大學教過的，做 lecturer，他是博

士，所以他做 lecturer。但是他做了一年就貪心，就剛好見到有一個 senior le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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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他那麼快一年就想爬去做 senior，當然不給他的。起碼要兩、三年才給你

的。

這樣，而當時的中文系無一個的學位有他那麼高的，饒宗頤就連學士都無的，羅

香林就是學士來的，劉伯閔就連學士都無的，那幾個人，因為中文系對於銜頭不是

(看得很)重要的。那麼結果，羅康烈又是不過學士來的，只有他一個。那班人連一個

碩士都無一個，只有他一個博士。他這個人(以為)，這樣 senior當然是我了。怎知道

就不給他，無給他，他就「嬲」(生氣)。「嬲」(生氣)就走去找錢穆，過中文大學找

錢穆，錢穆就是安插他在新亞書院做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

在這，在這裏講，就講了。講一支佛曲，「沿門托鉢」，我講過的，我不是講過

嗎? 「沿門托鉢」，那個佛曲有的一個「沿門托鉢」，那個「鉢」字，「金」字邊一

個「本」。他寫了出來，無錯，無錯他懷疑自己寫錯字，就望望那些學生，站定就轉

頭望望學生那些學生見到他特別，寫到那麼特別的「鉢」字，就又轉頭望。個個本來

take note 的，個個都停下筆望著他，嚇到他驚慌上來，驚慌上起一抹，那個「鉢」

字本來無錯的，是不是這個「鉢」字，快些改到「兜」(缽)字，「兜」(缽)字是缸瓦

鋪寫的「缽」字，是寫那些甚麼，寫那些賣扣肉幾多錢一缽。

那些學生，你不要以為那些學生不懂得，那些學生很多懂得的，為什麼這個教授

這麼奇怪? 寫的字是對的，那麼他抹了那個邊，就改了這個?那麼奇怪?這個是俗字來

的，難道寫曲是要寫俗字的?個個用一個奇怪的眼光停著、望著他。他又看看這樣，

愈看愈驚慌，快些又抹了它，抹了寫了「石」字更差，搞到賣狗肉檔那樣，砵仔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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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這個「砵」，「石」字部來。那些學生看不下，有個「外江佬」教授這樣，是不

是寫「佛曲」一定要寫減筆字，寫俗字的?他說不是、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寫了正

(確)那個字，你一定要要改回這個?他說是，我一下子混亂而已，頭腦混亂這樣而

已。快些抹了它，「石」字又改回那個甚麼字的，是嗎?就是羅錦堂了，他給王雲五

問一問他，所以他這個人活該的。現在在台灣教書，在台灣大學教書。你說是不是

「死」(糟糕)給這些人教授。

好了，看我這裏。「異類而熟」，第二，不是。此「果」，這個「異熟果」的

「體」，有兩種的，即是「異熟果」可以分做兩方面。第一就「總果報」，「總」

者 ， 「 公共」 的 ， 即 general ， 「 公共」 的 ，大家 有 份 的 。 第 二 就 「別果

報」，particular 的，是你，隸屬你個人的，跟(別)人無關的。這樣，此二，這兩個

「果報性皆無記」的，都是無記的。

「總報」即是「第八識」裏面的「名言種子」所變出來，那個物質世界的「器世

界」。即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聽不聽到？盧恩，是「總果報體」。這個山河大地

不是你鍾健文一個的，個個都有份的，是嗎? 所以(是)「總」了。你的「根身」，你

鍾健文的身體(是)「公共」這樣嗎? 有部份是「公共」的，是嗎? 有部份是「公共」

的，即是最低限度我看到他，我看到他那個部份是我變的。你看到的那部份他變的，

他自己本身那部份是他變的。

「器界」與「根身」皆是「第八識」之「相分」，這樣那些能夠變出「器界」和

變出「根身的那些種子」，亦是在「第八識」裏面。亦是「第八識」，給「第八識」

「鉗」著(帶著)的，所以它亦是「第八識」的「相分」，不是「見分」，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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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剛才讀錯，你明不明白這裏?是嗎?故說「總報體」即是「第八識」，明不明

白?即是我們的「阿賴耶識」是「第八識」。其實這句話的修辭不是很妥當的，「總

報體」是「第八識」所變的「根身」、「器界」，這樣就可以的。所以它名「總

報」。為何叫做「總報」?「以」，就是因為，以就是 because，以(即是)因為，

「第八識」是相續不斷的。

由無始以來，一路到以後未成佛或者成「阿羅漢」之前，都連續不斷的，這個即

是所謂甚麼? 天主教和基督教裏面的所謂「靈魂」，不斷的，不只不斷，「遍於欲、

色、無色三界」的，即是說鍾健文坐在「法相學會」，但他「第八識」在全世界都有

在這裏，即是說布殊總統所坐那張椅子，都是鍾健文的「第八識」有份變的。為什

麼?如果他鍾…假使布殊說請他去坐坐，他就見到那張椅子了。不過他無請他，他就

見不到。他的「第八識」在那裏，不只如此，我們上面那個「天堂」，「欲界的天

堂」，他都已經變，因為他有份變，「遍」的，滲透上去。

因為有份變，所以他死，那些「善業種子」刺激起他那些天堂的「名言種子」。

(令)他生「天堂」，「色界天」又可以，「無色界天」都可以，「無色界」就是無物

質這樣解釋。它說「遍」，因為「遍」，所以他怎樣?如果他入定功夫夠，坐在這，

他想看看「天堂」是怎樣，他就可以看到。如果他不「遍」，怎會看到? 是嗎?就是

因為「遍」，如果他的「識」是「無漏」的，就遍及極樂世界。

所以六祖說你不要以為他是不對，「三界唯心」，哪裡有「極樂世界」？我的

「心」而已。是嗎?「阿彌陀佛」的「根身」都是他的「公共果」來的，「自性彌

陀」又通的。那麼所以「第八阿賴耶識」是「果」之主，「果報」的主人翁來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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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者，為什麼叫做「主」?為此「果報」，由它所藏之「種子」所變，所以它是

主人，這樣解釋。那麼它是「果報」之主，又能通與「前七識聚」的「相分、見分」

做「所依」，如果「前七識」的「相分、見分」無那個「第八識」這個生命主體作支

援，根本就不可能活動的。

它說由「第八識」所藏那些甚麼?那些能夠產生「器界」和產生「根身」的那些

「名言種子」，「法爾各別」，「法爾」就(是)本來，本來就(是)個個不同，物質有

「物質的種子」，精神有「精神的種子」，各個不同。「眼識」有「眼識的種子」，

「耳識」有「耳識的種子」又不同。「眼識」的「相分種子」和「眼識」的「見分種

子」又不同。各別，故所生的「器界」和所生的「根身」，亦有「三界五趣」的差別

了，有些鬼的就(是)鬼那樣，有些是人就(是)人那樣，有些天神就(是)天神那樣，就是

因為那些「種子」不同。

有「五趣」之「天、人、地獄、鬼、畜生」，(這)「五趣」差別。這樣，我們解

釋為什麼要有「五趣」呢?你從「般若」那裏解釋，「般若」無得解釋的。「般若」

只會說你不對、不對那樣的，是嗎?你真的要解釋，就要「唯識」了。「唯識」這樣

夠不夠高級? 就不夠高級了。這些是世俗的東西，「世俗諦」而已。

「般若」是高級的，高級到不用解的。你說是不是? 但你不能說一味高級就可以

了，是嗎? 你要能高、能低的。所以現在的佛教徒就整天講「空」，一個「空」字就

撇清光這樣不可以。好了，這樣，於是，我們的「果報」有兩樣東西了，是嗎?那個

「總果報體」在裏面，我們的「總果報」裏面分兩樣，一，「器世界」，二，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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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身」，是嗎?這兩樣加起來，叫做「總果報」。

「器界」亦名叫做「依報」，即是山河大地和星球等是，是眾生所住的地方，叫

做「依報」。它說雖然眾生「共依」，實則各，那麼這個「依報」，實則各自變起。

同是見到那個安大略湖，我所見那個，是我自己「識變」的安大略湖。江漢林所見那

個，江漢林那處「第八識」的「種子」所變的安大略湖。不過我所變的和他所變的相

似。那麼如果你問為何會相似?那麼為什麼一定要不相似? 你最怕人家的反問的，為

什麼它要相似?他說我又問你，為什麼你又要它不似的? 似又可以，不似又可以。

似的時候即是說我和江漢林大家都在多倫多，不似就怎樣?好似張柏志走去非洲

做王子了這樣，他見不到安大略湖的，不似，是嗎? 他想都想不到安大略湖出來，是

他「遍」，是他「識變」，但他想不出。真的好奇(怪)了，他吃齋這世都不錯，吃齋

一世，當然是發夢靠不住，但這樣都不錯的。說我去做王子的這樣，我問他，你做甚

麼王子?我去非洲嘛！，非洲王子都不錯，更好，英王就沒有那麼自由了。

非洲那些王子還有生殺自由，英國的王子，英國的王子動動你的車，違例了，給

員警告你的，非洲那些王子殺人都無人敢告他的。實則各自變起，和合似一。大家一

起變，就好似甚麼?那個電影甚麼? 一條二條色合起來，好似一齊的，那個「器世

界」是這樣。它說「根身」就叫做「正報」。即是人畜等的身體，「正報」。

「依報」和「正報」合起來，叫做「總報」。你可以自己畫一個表格，「總

報」、「別報」，是嗎?「總報」就(是)「根身」、「器界」，那麼所以「華嚴宗」

的人就怎樣?「依正不異」，「依報」及「正報」都是一樣的，都是這樣。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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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正不異」? 都是我們生命的一部份來的，就是「總報」。那麼「總報」講完了，

「總報」裏面有兩樣東西，一是「世界」，二(是)身體。

「別報」了，「別報」即是「前六識」以「第八識」所變的那個「總報」做本

質，那又怎樣? 我「第八識」變起那個安大略湖，它怎樣變? 「第八識」那些變水的

「種子」起「現行」，「名言種子」，就變安大略湖的水，但是那些水就是藍色的。

「第八識」的藍色的「色」，藍色的「種子」起了「現行」加下去，就變起藍，於是

就覺得水是藍，是嗎? 那些水是柔軟的，「浮下浮下」(浮動)的，那些「浮下浮下」

(浮動)的那些「觸覺的種子」，起「現行」，變起那些再加下去那些水，便水汪汪那

樣。

其實「多種種子共生一物」，是嗎? 和合似一。那個「前六識」又怎樣? 那個

「第八識」已經變起那個安大略湖，於是我就行，剛剛旅行就走到湖邊了，行到湖

邊。那個「緣」就具備了，條件就具備了，於是我們那個「作意心所」，就觸動、發

動我的「第八識」裏面的「意識的種子」，起知覺，看東西。那「意識」看東西了，

但「意識」看安大略湖是看不到的，要靠「眼識」的，於是那個「眼識」的「作意的

種子」就受了它其他的刺激。

它就活躍，它觸起那些「眼識」的「見分」起了，「意識」已經起了，你還不起

這樣?「意識」，那個「第六意識」起，挾帶了那個「眼識」一齊起，「眼識見分」

一起，就挾帶了「眼識的相分」一齊起。這樣，於是「眼識」就看去「第八識」所變

那個安大略湖了，就把那個安大略湖反映入來「眼識」處，反映入來成為一個

image。那個「眼識」的「相分」就把那個 image浮(現)出來，於是我就叫做見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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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湖在這裏。

那我們所見到那個安大略湖是甚麼? 是「眼識」所變的，是嗎?不過「眼識」所

變，不是憑空變得到，你為何不變一變倫敦?為什麼要變安大略湖? 因為你「阿賴耶

識」變了安大略湖，不是變那個倫敦，(倫敦)無現起的。這樣就那個安大略湖，「第

八識」所變的安大略湖就做本質，就那個「眼識」把那個本質反映出來成一個

image，成一個「相分」。這個「相分」是「眼識的相分」。

換言之，即是說我見到安大略湖是我「眼識」所變的安大略湖，就不是「第八

識」所變那個，但無「第八識」所變那個，我「眼識」又看不到、變不到，明不明

白。那即是說我們那個的「總報」，看到安大略湖是「總報」，是甚麼? 「第六識」

所變的「總報」來的，就不是「第八識」所變的「總報」。明不明白? 鍾信奕剛才問

的那個，為什麼「前六識」都會變「總報」?明不明白? 我看見那個安大略湖是「總

報」，是嗎?但這個不是「第八識」變的。是嗎? 

「眼識」變的，與「眼識」同時的「意識」變的，那個本質就是「第八識」變

的，是嗎?明不明白? Leo。那個「別報」是「前六識」，就以「第八識」所變的「總

報」為本質，而各別變起的「相分」。此種「相分」即是「前六識」的見分所緣，

「緣」就認識，所認識的「器界」和「根身」，這個就「別報」了。我們所見到就見

到這個「別報」了。是嗎? 那個「總報」，實則是「別報」，我們說它是「總報」，

是嗎?

聽眾：即是說「總報」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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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是真「總報」。「真總報」是我們後面那個。

聽眾：後面那個?

羅公：「別報」既是「前六識」的「相分」，故說「別報」即是「前六識」。

是嗎? 就所以明白「別報」為何是「別報」?因為「前六識」有間斷，「不遍三

界」，我們看到安大略湖，就只是看到安大略湖，天上那裏我看不到的。是嗎? 為什

麼不「遍」? 以非是「主」，因為它不是主人翁。不是主體，又「受報」各別不同，

所以限制些。那麼於是我們明白一個「總果報」和「別果報」了。「總果報」和「別

果報」相生出現的，然而「名言種子勢力羸劣」，因為它「無記性」的，力很弱，不

能獨自生起「果報」，那又怎樣? 「必藉勢力強盛之善惡業種子」做「增上緣」，做

一個扶助者，給予資助了，幫它忙，就始能「現行」。

那你說，你會駁了，何必一定要它幫助?自己不出來不可以嗎?搞不成，它自己會

走出來。為什麼?我老羅坐在「法相學會」不就很容易現了一個杭州西湖出來。是嗎?

不行的這樣，是嗎?所以你駁都要駁得有點道理，是嗎? 那樣東西，「天堂」、「地

獄」一齊現出來怎搞? 是嗎?所以「唯識」，人家經過千多年這樣想，那些人那麼空

閒坐在那裏想，實在它已經真是無甚麼漏洞了，是嗎?現在科學那麼昌盛，都不容易

找到它的漏洞這樣。

若不待「增上緣」而可以「生果」，則應該一切時，任何時間能夠「頓」，

「頓」即是突然產生很多「果」，那就不合理。所以，能引「總果」，能引這個「總

果報」那種「業」，這些叫做「引業」。前生我們做一些「引業」，作些「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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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就是引起我們「阿賴耶識」的「總果報體」─「根身器界」的。那些「引業」，能

夠引起那些「別果報」的「業」的，那些叫做「滿業」，填滿那個「所引的業」而

已。它說是故我們叫「總報」和「別報」做「異熟果」者，乃對於「業種子」(是)

「增上緣」立名。

「業種子」是「異熟因」，它叫做「異熟果」是這樣立名而已。那麼對於「業種

子」來講，就叫做「異熟果」。如果對於「名言種子」又不同了，我們那個「果報

體」，對「名言種子」來講，那個「名言種子」是「親因緣」來的，直接產生的。那

些「名言種子」，則名之為「等流果」了。即是同類性質的「果」了，「無記的因」

產生「無記果」了。就不是「善惡的因」產生「異熟果」了。

那即是說同是我們見到，我們見到那個安大略湖，那個安大略湖對我那個「第八

識」來講，不是，對我「第八識」裏面那些「業種子」來講，就是「異熟果」，是

嗎? 即是你的身體亦是，對你的前生所造的那些「業種子」，叫做「異熟果」。但對

於變你的身體那些「名言種子」，是「等流果」，同是一樣，對於這個是「異熟

果」，對那個是「等流果」，明不明白?好似你的兒子，回家就叫你做媽媽，如果你

兼在那間學校做教員教書，他叫你做陳老師、陳先生，是嗎? 同是一樣。

本質一樣，所對的角度不同。這樣，今日經過一看，你昨天、以前聽過的「種

子」再出現，特別清楚。所以那些人，對於那些好的書要精讀，第一次你懂二成的那

本書，第二次看，你(懂)四、五成的，你試試，第三次看你(懂)七、八成了，幾乎不

用再看。你記住，哪些書應該精讀，哪些書熟讀更不用說了，譬如你學「唯識」的這

樣，《八識規矩頌》、《唯識三十頌》那些，當然熟讀，念得過。譬如你是(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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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經》這些、《心經》那些，你應該讀熟的，是嗎? 如果你真的想做專講「般若」的

法師，連《金剛經》都應該讀熟。但普通我們對《金剛經》都要精讀的。這樣，現在

「五果」我們瞭解，「異熟果」、「等流果」已經瞭解，是嗎? 不過下面就再講「等

流果」的，「業種子」資助那些「親因緣」的「名言種子」，對於「總果報」和「別

果報」，只是甚麼? 「疏緣」來的，間接的「緣」的，不是「親」的。

「名言種子」就是「親」的，它說於此，即是在這裏，我們就稱「業種子」為

「異熟因」了，叫做「疏因」了，就名，我們又名，「名」即是「稱」，稱這個「總

果報」和「別果報」的這個「果」叫做「異熟果」了。那麼這個「異熟果」，此「異

熟果」乃「四緣」中的「增上緣」的「果報」來，是嗎?是「業種子」的「果報」來

的，「第八的總果報體」，這個就(是)真正「異熟果」來的。

那個「前六識」所變的那個「別報」，那個「果報體」就是「第八異熟識」，他

的「第八異熟識」所生出來的東西反映出來的，亦是「無記性」，這個叫做「異熟

生」。合著「真異熟」和「異熟生」，合起來叫「異熟果」。那所以說「異熟果」這

個名稱，就包括「真異熟」，即是「總報」，亦即是「第八識」所變的「根身器

界」，亦即是那些「引業的種子」所感召的「果」。「異熟生」就(是)「別報」，

「別報」就(是)「前六識」所變的「根身和器界」，明白嗎?「前六識」亦變出「根

身和器界」的，這是「滿業」的「種子」所感的。無「引業」，「滿業」，不發生

「效力」的，明白這裏嗎?那麼我們讀讀下面，問：「異熟果」必是「業種子」所感

耶?

16



是不是呢? 是的，答「異熟果」必是「業種子」之所感，明白嗎?但「業種子」

之功用就不限於感出這個「異熟果」? 為什麼?「以」，即是因為，因為「業種子」

除了感出那個「總果報」的「根身和器界」，又感出那個「別果報」的「根身器界」

之外，亦能為其他的「無記心、心所」的「相分」、「見分」作「增上緣」的。「增

上緣」就能夠令它們「現起」，就所以，因為為何呢?因為那些「名言種子」的勢力

微薄，一定要那些「業種子」資助它，然後起的這樣，大致明白吧！「雖不中，不遠

矣」，是嗎?雖然不是徹底明白，都八成了已經。

聽眾：我又問一問了。

羅公：好的。

聽眾：「異熟果」是不是局限於「有漏」?

羅公：是的。是的。

聽眾：「無漏」不在內?

羅公：不在內。是的。明白嗎?

就是因為「無漏」不在內，所以那個僧肇就(是)「善不善受報」，即是「無漏善

不受報應」的，「異熟果」是「有漏」的。就是因為這樣，有些整天講「般若」的

人，我成了佛(就)無身體的，無的，他無「異熟果」的，無的。就是因為這樣，所以

產生甚麼?一個問題了，「佛有無說法」?釋迦牟尼佛有……他說為什麼?佛都沒有那

個「異熟身」的，怎說?是嗎? 無的，那麼他怎樣的這樣?那他如何說法?他說佛是

「無形無相」，他的「體」就是「真如」，「無形無相」，但他的「用」亦「無形無

相」，就是大定、大悲、大智，那「三大」，以「三大」為「用」，以「真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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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那個「體」可以「無形」，用一樣可以「無形」的。你以為「用」一定「有形」

嗎? 你見過那些電可以發燈嗎?你見過電的形(態)嗎? 是嗎?所以「無形」都可以有

「用」的，所以佛的「用」就是大定、大悲、大智，因為他有「大智」，你一念佛，

一學習、修行，他「加被」你，他「加被」你，他用他的「大智」來到「加被」你。

「加被」你，令到你怎樣? 令到你的「第八識」那些「智慧」的「名言種子」，

受了他的影響。受了他的影響，自己「第八識」的「名言種子」裏面，變起一個佛的

樣子，變起一個佛怎樣?變起一個佛現在入胎，變起那個佛出世。變了那個佛現在讀

書，變起這個佛現在結婚了，現在他走去出家了。全部都是你自己變，你去找佛了，

向他叩頭了。其實你叩回你自己，佛根本就無坐在這裏給你叩頭。佛就只是在「大

定」裏面起這個「大智慧」，由於他的「大悲心」來發動，他「加被」你。

「加被」，所謂「加被」是甚麼(意思)?影響力，影響是「力」來的，力是「無

形」的。所以你見到那個佛在「菩提樹下」說法了，你自己搞出來的那個佛，佛沒有

動過，亦無「托生」，這樣「佛不說法」，說法是你自己。六祖都受他影響的，那個

「風又無動，幡又無動，是你的心動」而已。這些是甚麼來的。是《般若經》那裏來

的。這個「佛不說法論」。很強的這個。

尤其是「禪宗」的人，你這些人念佛，你這是多事了。另外，「佛亦說法論」，

佛都有說法。他說「佛可以不說法」，那他說一說又不可以嗎?又是的，我可以不吃

西餐的這樣，但吃一吃西餐不可以嗎? 是嗎? 無人禁止他不說的。那他怎可以說這樣?

18



他無「異熟果」，他那個「大智」，那個「大智」可以有「相分、見分」的，「大

智」起那個「相分」，就變起那個佛的樣子，令你這個見佛的人托他作本質，看到佛

坐在這處，不可以嗎?你有甚麼理由，誰人禁止他不給他坐?那麼所以佛亦可以說法。

是不是這種講法呢? 影響就很大，譬如你念「阿彌陀佛」的，你遇著那些「佛不

說法」的人，你全部亂來，你找來搞(多事)，執著而矣，是嗎?你佛都不用念的，這

樣。甚麼都是「一心」的。如果第二說「佛說法論」就確是甚麼? 變出一個「極樂世

界」了。變出了一個「丈六金身」，「萬億紫金身」，變起他那個樣子。「觀音菩

薩」就變起坐在他左邊，「大勢至」變起來坐在他右邊，但你真真正正死了又生在他

那處。(相)差那麼遠，這個就(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好似我們「砰！」那麼大枝的東西，一個角度少少的，就完全不同。你學佛學到

這裏，你就要甚麼? 叫做抉擇了，抉擇兩樣東西，兩樣東西給你買，決定買哪樣呢?

當你抉之前，你要選擇哪個合你口味。聽眾：買大買小，買唯識。

羅公：抉擇就要智慧，是嗎?學「般若」的人，多數走那條路了，「佛無說法」那條

路的，學「唯識」的人多數走，甚麼?

所以學「唯識」的人，當然多數，十之九信「淨土」的。而且十之九「費事」不

修「唯識觀」，念「阿彌陀佛」，不念「阿彌陀佛」，都念「彌勒佛」，就這樣。那

些「禪宗」的那些撇大捺說何須念佛呢?是嗎?將他造出來的東西都「非常」的，是

嗎?牠一隻貓在這好好的，他一拿一把刀來到，連頭都割了牠的。「南泉殺貓」這些

事，是嗎? 這些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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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休息一下，剛剛完了這段。上文就講到「第八識」是「真異熟」，是嗎?

「前六識」就叫做「異熟生」，就不是正式的「異熟」，明白嗎?那麼「第七識」漏

了未講的，「第七識」是甚麼呢，這樣?現在問，問：何故「第七識」非「異熟生」?

「異熟」固然不關事了，連「異熟生」它都無份，為什麼?答：「第七識非由業種感

生」，不是由「業種子」感生的。因為它那種不過是「我執」，無始以來有「我

執」。此「識」在「因位」，即是還未成佛，叫做「因位」。

「成佛」就叫做「果位」。在「因位」還是「染汙」的，因為它整天執著有一個

「我」，眾生那些「性類」，事物的「性類」，有「善性」的，有「惡性」的，有

「無記性」的，是嗎? 「無記性」之中又分做兩類，一種叫做「有覆無記」，一種叫

做「無覆無記」。「有覆無記」是「染汙」的，「無覆無記」就「不染汙」的。「有

覆無記」是「染汙」，「惡性」更加是「染汙」，「惡性」加上「有覆無記」，我們

叫它做「染汙」，又或者叫它做「染性」。記住了，「染汙」和「雜染」不同的，

「雜染」即是「有漏」這樣解。

在「果位」，在「果位」中唯是「無漏」，「非勢力羸劣」的「無記性」了。

「果位」就是這樣，「第七識」因為它不是「無記」，凡是「異熟果」一定是「無

記」的。第一種「異熟果」講了，第二種「果」了。「等流果」了，剛才已經講了直

接同類流出。由「種子現行」所生的自己的「果」，或者自己同類的，同類的東西所

引起更強的、更殊勝的「果」，這些「果」叫做「等流果」。講到這裏，為什麼? 

怎樣叫做自己同類所引的更殊勝的「法」?就這樣，譬如你抽煙，抽煙，這種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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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就是「無記」的，是嗎?這種「無記性」的東西，今天抽一口，引起明日見到煙又

想抽。明日想抽，又引起後日他又想抽，愈抽就愈想抽。由(抽)一口煙變成二口一

日，由二口變成四口，變了好像我舊時，舊時我一日抽二十口，幸好。這樣由低級的

東西，會引出高級的東西出來，你信不信? 譬如抽煙癮，由初初抽一口而已這樣，一

直而已，你就十幾廿口的了。

抽鴉片煙，初初抽一口而已，再過些時就多抽幾口，你就整個「道友」(癮君子)

相了，是嗎?你的子女去那些「核突核突」(不正當)的地方搞一次這樣，漸漸的，他

就會整天去了。會更殊勝的，殊勝的，殊勝即是解作更厲害這樣。所以，為什麼會這

樣? 自然會這樣的，不知道怎解，是嗎?世界上有些東西自然是這樣，不能解釋的。

譬如兩點中間最短的距離就是直線，為什麼不是曲線? 不能解釋的。這些是自然

如此的，佛家叫這些東西做「法爾如是」，「法爾」即是「自然」，自然如此，不能

解釋的。你不承認的，不到你不承認。如果你不承認兩點之間一條直線是最短的，又

不承認一加一就一定等於二的，是嗎?一加一一定等於二加零的，你不承認嗎?就不只

幾何不能說，整套幾何都無了。

代數都無，算術都無，算術、代數、幾何都無，這個世界就無數(學)計(算)，是

嗎?但是你承認這些叫做「法爾」的道理就有了，就可以了，是嗎?我們現在可以去月

球都是靠這些，你不要以為這樣(去)月球，要那麼高深的科學公式才可以的這樣，這

些是甚麼? 最基礎的是甚麼? 最基礎就是二加二等於四那些東西。那些叫做「公

理」，「公理」叫做甚麼? axiom?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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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formula?

羅公：嗄?

聽眾:  formula。

羅公：嗄?

聽眾：theory。

羅公：theory 的。它這個是最基礎的。科學裏面，如果你不承認那些最基礎的，中

文叫做「公設」，大家公認的假設來的。如果二加二等於四你都不承認，

聽眾：hypothesis。

羅公：「公理」，是嗎? 「公理」，一定要承認的。

所以佛家裏面，四種道理之中，一種「法爾道理」。現在別人問你，甚麼叫做道

理這樣，你不懂唯識，你就要怎樣? 就要讀西方哲學了。甚麼叫做道理? 道理有幾多

種?你要讀西方哲學，讀到叔本華，Schopenhauer。他然後講給你聽，道理有四

種，和佛家所講的大同小異。佛家就四種道理，記不記得? 那四個道理？四種道理。

一種叫做「觀待道理」，即是「相對」。譬如你說，我是矮的這樣，我羅某是矮的這

樣，但對我兒子來講、對我孫來講，我是高，是嗎? 對於一個高佬(長得高的人)來

講，我是矮。

但對於我小孫來講，我是高。相對的，這種這樣的道理，就叫做「觀待道理」。

「觀待」即是「相對」。第二種就是「作用道理」。兩個原子的氫氣，加上兩個原子

的氧氣，不是，一個原子的氫氣，加上兩個原子的氧氣，不是，兩個原子的氫氣，加

上一個原子的氧氣，那個倍數做到它對，一定是等於水的，是嗎? 即是氫加氧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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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產生水的作用。

這些叫做「作用道理」。有些人說不是，這些叫「法爾道理」而已。「作用道

理」甚麼? 例如，你肯好好修行，一定會證「佛果」。你一路愈來愈壞，你一定會墮

落的，有墮落的作用，就「作用道理」。又例如甚麼? 一個殘暴的政府，必然會引起

革命的。一個太過福利好的國家，那些居民一定會萎靡的。這些有這樣作用，「作用

道理」。第三種就是「證成道理」，「證者」，就用五官證明；「成者」，就用邏輯

去推理推出，這個即是甚麼?實證和邏輯的「作用道理」。

最高級的道理就是第四種，叫做「法爾道理」，是這樣的，不能解釋的。你不承

認是不可以的，不到你不承認。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佛都講不出，即是說甚麼?

為什麼會有世界這樣? 為什麼?為什麼會有世界這樣? 因為神，神創的，好。為什麼會

有神? 為什麼?你解釋。與其說為什麼會有？佛家就聰明，問為什麼會有世界這樣?不

知道，不能問，那就夠了。它不造一個神出來，其他宗教造一個神。造一個神這個就

是五百步笑，「五十步笑百步」。別人再問神，為什麼有神? 一樣解答不到的，一樣

解答不到，不如「乾手淨腳」(乾脆)，為什麼會有世界?不知道。這些叫做甚麼? 「法

爾道理」。

「法爾道理」，這樣，那麼所謂道理就這些了。現在因為講起甚麼? 何解同類的

東西會引出更殊勝的同類東西?是這樣，「法爾道理」是這樣。所以你修行，「修

定」就根據這個道理，這個「等流果」引起它更殊勝的。今日你修定，那個心十五、

十六硬是不能安定，你不要理會那麼多，明日又修，好點。修一個禮拜，可以整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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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心不亂。是嗎?如果修多一年半載，半個鐘頭(小時)你的心都不亂的，引起那個

殊勝的東西。

這些就是甚麼? 就是「等流果」的作用。「等流果」一名有兩種解釋：第一種，

「等」是「同」那麼解釋，「流」是「類」，即是「同類」。「同類」的「因」，得

到「同類的果」。就名叫做「等流果」，「等流的果」，這個「依主釋」。第一種解

釋了，「等」就是「同」，「流」是「類」。第二種解釋，「等」，那個「類相

同」，「流」就是「引生」，同類的東西引生同類的東西，叫做「等流」。同類的

「因」所引生之「果」，名「等流果」。

那麼這個「等流」就是「果」來的，所以叫「持業釋」。它說「等流」兩字，兩

個解釋，明白嗎?「等流果」又分兩種，一種是甚麼?「因緣」所產生的「自果」，例

如甚麼?顏色的「種子」產生顏色的「現行果」，顏色的「種子」為「因緣」，產生

顏色的「現行果」。這個就是「因緣」所產生的自己的「果」。這個所謂的「因

緣」，是「四緣」中的「因緣」。

那麼即是甚麼來的? 那個本質是甚麼?一是「現行」，「現行」是「因」，所產

生的「現行的因緣」，所產生的「果」，就是它的「等流果」了。例如顏色的「現

行」，一現就即刻熏入去「第八識」裏面，成為顏色的「名言種子」了。你作「善

業」，這個「善業的現行」，熏入去那個「第八識」裏面，就熏成「善業的種子」

了。通乎「種子」，通「現行」和「種子」，它就是「等流果」了。

例如，「善、惡、無記」這三類東西，由「相分」和「見分」，這兩樣東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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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作「因緣」。「善」的做「因緣」，或者「惡」的東西做「因緣」，或者「相

分」為「因緣」，或者「見分」為「因緣」。這些「種子」所生的「因」，「種子」

為「因緣」，由「種子因緣」就生起「後剎那自類種子」。奇怪了，你見了，為什麼

會這樣?奇怪了。「前一剎那」我有一顆「成佛的種子」，第一個「剎那」，第一個

「剎那滅」的時候，我「成佛的種子」就滅了。

其實所謂「滅」就是隱藏，到第二個「剎那」開始，那個「成佛種子」又生，一

生即刻又滅，一滅即刻又生。每一剎那好似閃光燈那樣，閃下、閃下那樣。「萬劫」

都不斷，為什麼? 因為能力是不滅的，只可以那個方式，就一收一發，一收一發，就

不能滅的。「後剎後自類種子就望」，「望」就(是)對於，對於「前剎那種子」是

「等流果」。「種子生種子」，即於「種所生種」，即是「種子所生的種」。

「種子」和「種所生現」，「種子」所生的「現行」，和「現行」所熏的「種

子」。這些都是「等流果」。它說「等流果」就是這樣解釋，這個第一個。第二個，

從一類的東西，從一類「法」所引生的「自類」的更殊勝的「法」。剛才不就是講過

嗎?例如「下品的善法」，即是「低級的善法」，就引生出「中級的善法」來，「中

品善法」。「中品的善法」可以引起「上品的善法」，這些引起同類的，更殊勝的

「法」，亦名叫做「等流果」。

所以佛家就根據這種道理，就說什麼？你肯修行，一定會得「果」的。因為何

解? 一定能有自己同類的更勝的「果」的。「善法」就如此夠了，「惡法」及「無記

法」可以如此類推了，「準知」了。它說，但是這個的第二樣講法有些漏洞。「古人

於與先業」，即是前世的「業」，相似的「果法」，今世現的事物和前世的「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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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果法」，我們就叫它做「等流果」。例如，先時作殺生等的「業」，後來，後

世就得到短命的「果報」。其實，那些人就叫做「等流果」，其實不是。

其實這些是「增上果」來的。不是「等流果」，因為「增上果」就「增上緣」所

產生的「果」。和那個「等流果」有相似的地方，就假名叫做「等流果」。它說我現

在來一個問答。問：「等流果」是「名言種子」所生，一「名言種子」能生多個「等

流果」，可以嗎這樣? 一個「名言種子」生起多個「名言種子」的「等流果」，可不

可以?即是「種子生種子」。

答：一「名言種子」得多次生「等流果」，生完一次又滅，又熏回入來又生出，

再生， 再生「現行」，「現行」一起了，滅了，又熏入來成為「種子」，又再熏成

「現行」。是多，這樣能生。一「名言種子」得多次產生「等流果」，但非同時產

生。「以」，是因為，因為「名言種」生「果」是無窮的。生完又生，生完又生，所

以多次生就生，一個「名言種子」生起多個「果」就不可以。

現在我再問：多個「名言種子」能夠產生一個「等流果」又可以嗎?可不可以呢?

你猜猜，你看看。答：許多「體類、性類」相同之「名言種子」，若「勢力等齊」，

看旁邊那行。「俱逢(那個)緣合」，亦得同時「共生一等流果」，記住，多「因」

可，「一因共生多果」不可以，但是多「種子」生一個「等流果」可以。「許」即是

承認，多「體類的種子」，多種「性類的種子」的「名言種子」，例如甚麼 ?一個

「眼識見分」，望其他的「眼識見分的種子」，是「體類相同」。

一個「惡性」的「眼識見分」，就「望」，「望」就是對於，對於其他那些「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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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眼識見分」，那麼就(是)「體類」和「性類」都等(齊)了。不只「體類等」，

「性類」都等，若「勢力等齊」，記住，若果「勢力等齊」，個個「種子俱逢緣」，

大家都有「緣」合，亦得同時「共生一等流果」。例如，一粒麥中，有很多粒「極

微」，那麼我們可以說，可許同生一芽等「果」。幾粒「種子」共同生一個，「標」

(萌生)一枝芽都有的。並不是一定要一一「極微」，各個生起一個芽的。

幾個「極微」，不是，幾粒穀種共生一芽，有的。是《成業論》講的，王聯章造

的《成業論》。現在那個王亭之寫一封信給我，你知不知道，你若是有信給你阿哥，

你幫我講給他聽，你說王亭之有封信給我，說他想將你阿哥的畢業論文，就請你阿哥

將那篇畢業論文就改成《成業論的導讀》。

改成導讀的體裁，就給他幫你印(來)出版。大概他就會給二萬元以上的港幣的稿

費給他。他問我可不可以跟王聯章講，這樣給他。如果我說，我就贊成，我覆他。但

是他有無時候替你做，我要問他才可以。這樣他就托我可否幫我問問他這樣，有機會

幫我問問他這樣。一年交稿，那現在我拜託你了。

劉萬然，我介紹他寫了一本《十地論》，不是，《華嚴經十地品導讀》。他 (王

亭之)就想起他的「業的因果道理」，都要有些人懂得的這樣。所以他就這樣，他現

在賺到很多錢了。他就想來多倫多創一個「大乘密宗學會」，如果他是來這處，我介

紹他，如果來得做，租隔離都不錯，左右鄰舍，是嗎?他很旺的，他「密宗」的東

西，他會旺過那些西藏喇嘛的。因為他懂，西藏喇嘛不懂講中國話，他懂得講。

聽眾：他「密宗」修甚麼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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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密宗」?

聽眾：他學甚麼的?

羅公：你想修?

聽眾：我不想修。

羅公：你不想修。

聽眾：我問問而已。

羅公：「密宗」說明是秘密來的。如果你想修的話，就可以教你。我無資格教你，因

為我不是「密宗」師傅。它要「密宗」師傅才可以教的。

不過有些普通的，我教你都可以，是嗎?因為你是天主教的，你又不肯甚麼。其

實有甚麼所謂。你的天主，當他是佛就可以，是嗎?是的，我可以入禮拜堂的，一樣

可以得的。我當祂佛來的，是嗎? 那個耶穌是甚麼?不就是無著、世親那類人來的，

是嗎?等於人家，這個行過李太白的墳墓，假使說這樣，人人獻花這樣，我又是去

獻，有何所謂。

基督又無教人作惡的，他又不是魔鬼來的，是嗎?不是佛，都是「大菩薩」來

的，拜下他有何所謂？無所謂的，你太執著而已，一定是要甚麼，我的甚麼教、他們

甚麼教，都是執著。無，其實哪有這些東西的，是嗎?這些人，這些叫做，學《般若

經 》 ， 這 些 叫 做 甚 麼 ? 「 分別、邪分別」 的 。 是 的 ， 「邪分別」 的 ， 所 以

discrimination 就是這些東西。

你(是)天主教的，我是佛教，他是…這些便是 discrimination 了。是嗎?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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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中，許多「善性」的「眼識見分種子」，得共同產生一個「善性眼識」的「見

分果」。「眼識見分」如此，「眼識的相分」也是一樣，亦然。「眼識」如此，其餘

的「識」亦是一樣，那即是說「一因」不能生多「果」，就是多「因」可以「共生一

果」。這樣就解了「等流果」了。再讀「離繫果」了，那麼未講之前，就要說明「異

熟因」就產生「異熟果」，產生的，是嗎?「等流」的同類的「因」就產生「等流的

果」，明白嗎?那麼是不是我們修行就會產生「離繫果」?不可以，不能用那個「生」

字的。

是證到的，那麼怎樣「離繫」的?我們整天有一個「我執」，就所以「生死輪

迴」了。如果我們把那個「我執」消除淨盡，我們就會，記住，我們就會甚麼? 體驗

到、接觸到一種情況，那種情況是無「有我」的，猶如「虛空」那樣都無有那個個人

「我」的。接觸到這樣的情境，這個就叫做甚麼?「人空」的「真如」了，是嗎？

「真如」了。

這麼這個叫「離繫果」，「繫者」即是「束縛」，就指「煩惱」，離開給「我

執」等那些「煩惱的束縛」，我就接觸到這種「果」。這種「果」不是我們產生的，

本來人人都有的。我們不過接觸，無了那些束縛，我們接觸到它，明不明白 ?所以

「離繫果」就不是由「因緣」產生的，是由我們「智慧的因」產生的智慧，那智慧去

證到。怎樣叫做證到? 就直接接觸，「直覺」。

西人就……佛家就(說)用「現量」接觸，西人就無「現量」這個字的，叫做「直

覺」。有些人將「現量」譯作甚麼?intuition，intuition 就本來(是)「直覺」這樣解

釋，但「直覺」譯得不是很正確的。老婆婆見鬼都是「直覺」的，但這個不是「現

29



量」來的，是嗎?所以有時候我們用西人的譯名，不是很妥當。好了，此乃「離繫

果」是證的，即是斷滅了它，無了它，就「離」。「繫」者就「繫縛」，就指「煩

惱」。

由「煩惱障」，即是以「我執」為「主」，為中心的那些「煩惱」，叫「煩惱

障」。由「煩惱障」就「繫縛」那些眾生，綁住那些眾生，就令到那些眾生「恆處生

死」了。常常處著生生死死的情況，因為「恆處生死」，就不得離脫了。「由斷彼

故」，「彼」指「煩惱」，由於我們斷除了那些「煩惱」，那時候就怎樣?便證「涅

槃」了，就體驗到那種「無我」的，一片「清淨」的情境。

那個情境，「大乘」人叫做「真如」，就即是「形上學」上叫做「真如」。就人

生哲學，叫它做「涅槃」。即是「生死輪迴」都停止了那種狀態。「離繫的果」，離

開所有束縛之後「所得的果」，叫做「離繫果」，是「依主釋」來的。現在我解一解

了，此中「斷障」一詞，這個斷了那些「障」證「果」這樣有兩種解釋：第一個釋為

「斷煩惱障」，「所知障」不用斷的，因為「所知障」不是「繫縛」。

不是「繫縛」我們會「生死」的這樣。那所以「斷障」，「斷煩惱障」而已，不

用「斷所知障」的，這樣。斷了就更好這樣。第二個釋就不是了，「亦通所知障」。

「所知障」，「斷障」連到不只「斷煩惱障」，連「所知障」都斷。「斷所知障得自

在故」，就叫做「離繫」。或者「聲聞」，於是這樣又如何?是不是人人都要斷兩種

「障」?不是，折衷了，「聲聞唯斷煩惱障」，佛就兼斷了「所知障」。

「無上涅槃」要由「二空所顯得故」，所以一定修「二空觀」，然後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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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果」就以「無為法」為「體」，它本質就是「無為法」，即是「真如」。「無為

常住」，它這個「真如」無所造作，而是常常都如此的。「常住」，不由「斷障」而

生它出來的。斷了「障」之後就看到它這樣解的。是由「智力所證顯」，證明它、接

觸到它。

令到它顯露給你看到，不同「有為法」的「因果」。「有為法」是「因」生

「果」的，「無為法」就不生的。這個叫做「離繫果」，明不明白?講到這處好了，

是嗎?這處這些都很吃緊的，最難搞的是這些。「唯識」講到這處，你買那些《唯識

概論》那些，講到這些避重就輕的，就算《八宗綱要》它都是這樣。「sir」了過去

的(略講而已)，其實這些是最重要。

聽眾：修「密宗」有甚麼好處，羅公?

羅公：嗄?

聽眾：修「密宗」有甚麼好處，羅公?

羅公：修「密宗」就很快成功。

聽眾：很快成功?它是否要念咒的?

羅公：是的。「口是念咒，心就想著那個佛，身就結印」。

聽眾：那就不用學這些吧?

羅公：學了這些就更好的。不用學也可以。到「離繫果」了，是不是?

聽眾：是的。

羅公：「離繫果」就是「無為法」來的，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那個「真如」是

你的「離繫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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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是)「士用果」了。「士」就指「人」，「用」就作用。譬如一個農夫

去耕田，那個農夫是一個人，耕田就是作用，將來耕出那些禾就是你的「果」。是

嗎? 這樣那個農夫去耕田，藉著耕田的作用，而得到那些穀米的「果」，那這些穀米

就是這位農夫的「士用果」。聽不聽得明白，利先生? 不是的，因為這些，尤其是年

紀大的人不慣這些東西，就很難明白的。是嗎? 尤其是那些經常寫文章，寫得好好那

些反為難明。

那些所謂西洋化的那些小朋友，他就會明白。這麼，當我們講這處的時候，就發

生一件事了。一個農夫憑藉耕田的作用，而得到那些穀米的「果」。這樣的這種作

用，這種「果」是甚麼?由那個農夫的「士用果」，是嗎?再同是這件事，我們又可以

從另一個觀點來看，那個農夫耕田就要用甚麼? 鋤頭、農具，是嗎?如果無農具，那

位農夫不可能耕田。

所以，那個「士用果」不是那麼簡單說只是農夫的「士用果」，亦是鋤頭、那些

農具的「士用果」。那麼所以一個「士用果」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一個是人

的，從這個觀點來看，就叫做「人士用」，第二個觀點就(是)東西，即是農具，從那

個觀點來看，就是甚麼? 就那件東西的「士用果」，叫做「法士用」，「法」者東西

那麼解釋。聽不聽得明? 林太，聽不聽得明?「麻麻地」(普普通通)是嗎？

聽眾：明瞭一些，又不明一些。

羅公：即是當講這些東西，一定要問問，那些平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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