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講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定要問一下， 那些平時做數學，計數那些你不用問

的，他會聽得明。 如果平時很少留意這些計算的，他會不明(白)的， 他會 (就算是)

很高級都會不明(白)的，是嗎?  你去跟那些文學博士講(他們)都會不明(白)，是嗎?  你

去找一個中學生，數學計得幾好的，你跟他講，他會明白。聽不聽得明白？盧恩?  我

試過一次講「士用果」，講來講去，全堂(課)無人明(白)。 真的，他不明(白)就是不

明(白)的，你無辦法的。 好了，我讀一讀，你們就明(白)了。

「士用果」那個「作者」，即是那些「作業」的人，就「假借」，那個「假

借」，憑藉。那個「假」字，是嗎? 改了那個「藉」字，「藉」字，「廿」字頭，憑

藉的「藉」字。不是的話，「假」字一下，很容易，你給別人看看， 就(看成)真假

(的假)了，那就「死」(不好)了。 憑藉，「假藉」，「假藉」那種「作具」，「作

具」即是工具。 

憑藉那工具就產生，就造成一件「事業」了。 「事業」便是作用了，「事

業」。 由這件「事業」所得的「果」的成功就叫做「士用果」。聽不聽得明白?

「士」就為「士夫」， 「士夫」是甚麼來的? 原來梵文那個 pudgala 的字，就(是)

「補特伽羅」， 那些人是譯作「士夫」，「補特伽羅」即是「人」那麼解。 譯作

「士夫」，「士」即是人士，「夫」是那個有力氣的壯丁，明白嗎?  「士夫」，「士

夫」，Edward Conze 譯「士夫」譯作甚麼? 他更爽朗了， 譯作 person，真是爽朗

了，他把那個「士夫」譯作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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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所以我們看起上來就真是，我們中國那種文言文有時就真的是很麻煩的，

是嗎?尤其是佛家那些文言文，你讀《四書》、「五經」都無它這些名詞的。 它特

別，它有的。「士」就為「士夫」，即是那個「能作」者，能夠起行為的這個人。

「用」就作用，即是能夠，那個「能作者」所起的作用。 所以「士夫」作用所得的

「果」，就叫做「士用果」，明白嗎?  經過我剛才那樣講，你現在一讀明，否則你自

己讀這裏，你就還麻煩。 

你們，莫說你們不(習)慣，你找一個香港中學考 distinction 的， 你叫他讀，他

都讀不「掂」(通)，明白嗎?  這樣就兩個觀點來看「士用果」，剛才講了，「士用

果」有二， 就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來看，一是「人士用」，即是「士夫」是那個「假

者」， 又是難搞了。「假者」是甚麼? 「五蘊和合」所造成的假東西，明不明白?譬

如這個桂鑑全，桂鑑全是一個「假者」， 怎樣「假者」 ? 即是假東西，怎樣假東西?

是由「色、受、想、行、識五蘊」合起來而成的， 或者由甚麼? 「眼、耳、鼻、舌、

身、意、色、聲、香、 味、觸、法」，這「十二處」合起來而成的假東西，無實質

的。 講到「假者」，你時時碰到的，你看「華嚴宗」的書， 看「法相宗」的書，經

常「假者」甚麼、「假者」那樣， 即是「五蘊和合」所造成的假東西，是「假者」

這樣解釋。 「假者」言「五蘊所成的假體」，就名為「假者」。 例如：農夫是一個

「假者」，此「假者」就憑藉農作做工具， 而成為甚麼? 稼穡，稼穡是甚麼? 禾，那

些禾穀。 

稼穡，此稼穡便是農夫那個「假者」的作用所得的「士用果」，明白嗎?  他如，

例如，其他呢，例如：一個商人憑藉交易， 憑藉貿易而獲得那些錢財， 那些錢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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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個商人憑藉做生意的手法，來得到的「士用果」，聽不聽得明白 ? 又如畫家憑

藉繪事，繪事即是畫畫的事， 而作成的圖畫等，這些圖畫， 就 (是)農夫(口誤：應是

畫家)憑藉繪事而造出來的「士用果」。 

那這個人就叫做「人」，就農夫(口誤：應是畫家)的觀點來講， 就叫做「人士

用」，看不看得明白?Pauline，聽不聽得明白? 明白吧！第二，就(是)「法士用」，

我已經講了，即是「士夫」就(是)實法，這樣的意思。有實作用，這個「士夫」就當

一件實實在在的東西，不是當「人」解，是「實法」。有實作用的事物，就名為「實

法」。例如：「作意心所」，即是我們的「心所」活動就是要有一個注意力，這個

「作意心所」是一個「實法」，此「實法」有發動的「心」和「心所」，發動那些

「種子」，令到它起「現行」的作用。

這樣，故此就能夠令它那些「心」、「心所」「現行」而「取境」了，了解

「境」了，那麼那個「現行」「取境」這回事，便是那個「作意心所」的作用所得的

「士用果」。這一點叫做「法士用」。那我用「作意心所」來到解釋，你難明一些。

最好就用耕田的那個鋤頭來講，是嗎?就那個鋤頭的「士用果」，你得到那些穀就

是，這些叫做「法」，從這個觀點叫做「法士用」。從那個人的觀點來講，叫做「人

士用」。明不明白? 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我們時時碰到，很多都是「士用果」的，我

們煲水飲，那壺「滾水」(熱水)就是甚麼?那些電、那些煤氣的「士用果」，那個

「法士用」。

那個煲水的人，就他來講，就(是)「人士用」。明白了吧！譬如一路推廣，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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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為讀經，而令到你去修行了這樣， 好好修行了這樣，你之能夠修行就是甚麼?

那本經的「法士用果」，明不明白? 無那本經，你就不會修行，是嗎?還有，「釋迦

佛」說這本經，「釋迦佛」是一個人，在「釋迦佛」來講，你這個修行是「釋迦佛」

的「人士用果」，明不明白?那豈不是很繁瑣?無事的，實在學問的東西無一不繁瑣

的，怕繁瑣(是)找來說的，是嗎?  我整天都這樣講，世界上最簡單莫如去學那個「簿

記」， book-keeping，是嗎? 最簡單了，你學 book-keeping， 你都要幾十個名

詞，是嗎? 好嚴格，你去了解， 甚麼叫「借方」? 甚麼叫「貸方」? 甚麼叫做「T 字

賬」? 是嗎? 甚麼叫做「balance」? 甚麼叫做甚麼那些?  (那些)都要幾十個名詞的，

如果你學，想做醫生，你「仲衰」〔更麻煩、更難〕，首先你要學(一)大本「生理

學」，那本「生理學」裏面幾百個名詞， 單是你那條腸都(有)幾十個名詞了。 

「腸頭」一個名詞，「腸尾」一個名詞，是嗎?  單是一科，未到醫人，先再學

「生理學」，甚麼? 學 physiology， 單學 physiology，你已經要(學)幾百個名詞。

學完了，正式學「內科」了，又記幾百個名詞， 學「內科」，你又要學「外科」，

又幾百個名詞。 所以，學一科學問，學科學的東西，幾千個名詞你要記得的。 你學

學佛學要你記百幾、二百個名詞，你又說這些「名相」繁瑣的這樣， 你就不用學

了。

你這種這樣的精神，就連到 book-keeping 你都學不會的，莫講學佛學。 所以

我對於那些人講「我好怕『名相』的這樣」，那種人我不教他的， 這種人朽木不可

雕，是的。你雕刻一定要找一塊實木才可以， 那些腐的，不行的。一種就這樣，整

天怕「名相」。 第二種，我就最討厭這種人，要找一本簡簡單單的， 一本就全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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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的，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無的，一樽「萬應如意油」就可以，cancer 都醫得好嗎?

無的，是嗎? 世界上無「萬應如意油」的。 

無的，所以那些人想說拿一本書幾頁紙這樣就可以搞好了， 我成佛了，這些發

夢。那些就真是發夢了。 要讀很多的，所以現在很多人以為讀熟一本《金剛經》就

足夠了。 還有些人認為《心經》那二百幾個字就足夠了，這種正「蠢才」(笨蛋)！

當你說《心經》，是的，《心經》是好，但當你讀一讀《金剛經》， 你就覺得不同

了。好似你說這樣， 你上塔，你上一層見到的事物，是的，都是見到那個多倫多來

的， 你再上高兩層，又見到，那個眼界闊很多的。 

都是那個多倫多，是嗎?  你讀一讀《金剛經》，就覺得原來我舊時讀《心經》，

原來還有那麼多東西的，你會這樣覺得。 現在人人一說，聽了六祖說法，一本《金

剛經》就可以「見性」了， 是嗎? 你讀一讀《小品般若》，你看人家幾繁複，那個組

織幾周密，是嗎? 哪有那麼簡單?  《小品般若》，你說真是厲害了這樣，這幾十卷書

這樣都夠了，都不行，《大品般若》，一讀《大品般若》又不同，是嗎?即是好似甚

麼?「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上一層，所看的東西又不同，再上一層所看的不

同。

所以我們不能夠固步自封。那這樣「增上果」(就)明白了，是嗎? 不是，「士用

果」明白了。第二種叫做「增上果」，怎會「增上」?你那對鞋都叫漂亮了，我替你

再擦一擦吧！這樣更加「熠熠炅」(閃光發亮)。好，不擦你都可以的。一樣穿的，不

過擦起上來就特別漂亮些！是嗎? 一個女人你不化妝，一樣是可以出來做事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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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化妝，是不同些的，是嗎? 你說是嗎? 這樣，「增上」，是嗎?你試試，你化妝，出

街都多些人，外國人見到你，多幾個外國人望你的。

羅公：嗄?

聽眾：不會的。

羅公：即刻都多了種，即是多了一種東西令你增加了你的力量。

它令你向上，是嗎? 「增上」，那些「增上果」。這樣，這個是甚麼? 化妝是那

個女人的「增上」。女人靚的。譬如這樣，那個女人找到丈夫這樣，她相識那個丈夫

的時候，是塗些粉、電頭髮這樣的，那即是說這個電髮和塗粉就是她將來識到這個丈

夫的「增上果」，不是，是「增上緣」，是嗎?她之所以能夠與那個丈夫好，就是…

你不要笑，就是電一電髮的「增上果」，是嗎?是塗一塗些粉的「增上果」來的。

「增上果」很多的。它除上面「四種果」之外，所有其他有影響力的，通通，而一切

所得的「果」，通通都叫做「增上果」。

「增上」一名，留意了這處，平時你就無留意的，你現在聽到我這樣講，以為

「增上」當然是 positive 的，當然助成的，不是的，有時候倒扣的，是嗎?倒扣的，

倒扣的「增上果」，例如甚麼?這樣，凡是 positive 的，就叫做，我們就叫它「正的

增上緣」。倒扣的那些，我們叫「負的增上緣」。不過現在「增上果」不講這套，只

是講正的那套了。「正的增上果」的「增上」兩字，普通具有兩個意義：第一，「與

力」，給予一種力量給你，「增上果」。

譬如你去求職，是嗎? 你去求職，那個人與你的老闆(是)很深交的，是嗎?他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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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給你求職的那個主人，令到那個老闆加以留神你，對你，對於你得到那份職(位)，

他是甚麼? 給予力量給你的。「與力」，給予力量。第二種就不障礙，不要阻礙你，

是嗎? 這樣，好了，這樣你去求職，那個跟你老闆都認識的，你講給他聽去求職，他

不幫你忙，但他不講你壞話。那麼就「不障」了，都是「增上」的。他不肯障，他有

力量障礙你的，他有力量講「衰」你(說你不好)，他不講「衰」你，那已經是甚麼?

聽眾：不障礙。

不障礙你，已經由得你通行了。如果他說，向你那個老闆講幾句話，他「搞彎」

(破壞)你，是嗎? 就甚麼?倒扣的，障礙的「增上緣」，明白嗎?是「增上法」，即有

「增上力」的東西，「法」即是東西，「所生」的或者它所顯示出來的「果」，故名

「增上果」。

例如「眼識」是「眼根」的「增上果」，你無「眼根」你看不到東西的。故你

「眼識」是你「眼根」的「增上果」，乃至「意識」是「意根」的「增上果」等。

「前四種果」中，「異熟果」、「等流果」、「士用果」三種，通通是「有為法」來

的，一定是。「離繫果」一定是「無為法」來的，這些是要懂得了。此「果」，即是

這種「增上果」，就通乎「有漏」、「無漏」都有，亦通乎「有為」、「無為」的。

「一切有為法」，不論其為「有漏」或者「無漏」，「有為法」有兩種的：一種

「有漏」，一種「無漏」。「無為法」當然是「無漏」。由於它不障礙的「因」，就

令到它這樣東西的本身，那個「果」的本身得生了，那這個便是「增上果」了，這個

它生出來的。

7



「無為法」就不到你生的，「無為法」只是「無漏」的，就要由甚麼？由「正

智」，是甚麼？是「根本智」，有一個「根本智」在「定」中，撇除那些「煩惱」，

撇開它而已，不是說那個「無漏智」，不是說那個「根本智」會作出一個「真如」來

的。撇開了那些「煩惱」，顯露出那個「真如」而已。所以那個「真如」，就是甚

麼？「根本智」的「增上緣」。

雖然「前四果」亦由「餘法」之「增上力」「所生」起或者「證顯」，現在第五

個這個「增上果」就總括了其他一切「果」。除「彼」，除了上面那四樣東西的

「彼」，就取其他東西。聽得明白嗎？這裏文字就壓縮得太簡(化)些，我們將它(轉)

化作白話，可以加倍了。「五果」中，「異熟果」是哪種「緣」得？「緣」有四種，

「異熟果」(是)哪種「緣」得？你看看，「異熟果」是「四緣」之中，那個「增上

緣」得的，即是你「作業」，這種「業」是「增上緣」，得到你來世那個身體。

「十因」之中，哪種「因」得？你慢慢勘這些了，我「費時」(不想浪費時間)詳

細解釋，「牽引因」、「生起因」、「定異因」、「同事因」、「不相違因」、這

四，這一、二、三、四、五種「因」得的，「等流」那「十因」，你自己慢慢才勘

了。沒有空勘了事，是不要緊的，「十因」是不要緊。「等流果」哪種「因」得？哪

種「緣」得？「四緣」中，「因緣」得。

即是「種子」「因緣」就得那個「現行」的「等流果」。「現行」做「因緣」，

就熏成「種子」的「等流果」。在「十因」之中，就(是)「牽引因」、「生起因」、

「引發因」、「定異因」、「同事因」、「不相違因」這六種「因」得的。括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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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外一種異說，要不要都不要緊的。那個「離繫果」就(是)「四緣」中的「增上

緣」得，「十因」中，「攝受因」、「引發因」、「定異因」、「同事因」、「不相

違因」，這五種「因」得的。

「士用果」是「四緣」之中的「增上緣」得的，農夫種田那個鋤頭，那個是「增

上緣」來的，是嗎？可以嗎？「十因」之中，「觀待因」、「攝受因」、「同事

因」、「不相違因」這五種「因」得的，括弧裏面那些是異說，因為那些哲家學各個

有不同的講法。那個「增上果」是四種「緣」都得到的，「十因」中「一切因」都得

的，可以得。講完，那就是「五果」了。甚麼是「因」是嗎？懂得了，十種。甚麼是

「緣」？「四緣」。甚麼是「業」？「業」是甚麼？一種「造作」、「行為」。有

「因」、有「緣」、有「業」得「果」，果有幾多種？五種。

那麼所謂「因緣業果」，都明(白)了。以上就講甚麼？現在講「緣生」，這段，

是嗎？先就講「現行」，後來就講「種子」，是嗎？講完「種子」就講「緣生」了，

「緣生」明不明白？甚麼叫做「緣」？甚麼叫做「生」？甚麼叫做「緣」，講完了。

「生」了，怎樣叫做「生」了。現在解釋那個「生」字了，有了「緣」就怎樣「生

出」這些事物來？「生」，「辨別」即是說明，上面就說「緣」，現在就說「生」。

丁一，分三種來講，丁一、丁二、丁三。「種子」「現行」的「緣起」關係，由

「種子」生出「現行」，那麼由「緣」生起這樣東西了，這種關係。很簡單的這個。

第二種，丁二，「識變」的道理。「唯識」中，甚麼都是我們的「識」變出來，怎樣

變？「識變」的道理。第三，現在經常講「生死輪迴」，佛教就信「生死輪迴」的。

「生死輪迴」用甚麼來解釋？用「十二因緣」來解釋。「十二因緣」又叫做「十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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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又叫做「十二有支」。

那麼我們現在就要講甚麼？那些「種子」怎樣生「現行」？是嗎？「現行」又怎

樣熏成「種子」？那個「識」就變出這個世界，變出一個人生，是如何「變」的？

「生死輪迴」的道理又如何？現在就在這裏解釋。所以，佛家不懂「唯識」就籠統很

多的，一懂「唯識」，他就會頭頭是道的。昨天，有一位你們都認識的人跟我這樣

講，他這番說話講了之後，你們真的是，尤其是年輕那些，真的要努力點才可以。

他說：我們在這裏，外面聽，最多兩、三年(就)會很明白的了這樣，出來講法都

可以了，講法都很有「家法」了，你，我見到「法相學會」的那些人聽了你年幾、兩

年了，好似「烏 sirsir」(糊里糊塗)這樣子，是嗎？這樣。我就說不至於「烏 sirsir」

(糊里糊塗)，都有三、五個不是「烏 sirsir」(糊里糊塗)的。不能，是嗎？總有些人是

「烏 sirsir」(糊里糊塗)，你說整班是「烏 sirsir」(糊里糊塗)，就不至於。那當然了，

那他即是覺得，即是不及那些，即是有些很厲害的，是嗎？那麼自然那些讀大學，讀

大學那些是聰明些的，那些，譬如前幾天，黃敏浩帶他朋友來見我，他就叫做劉宇

光，我說不錯的，說他寫篇論文不錯。

還叫我看看他那篇論文，講《八識規矩頌》的。講得很新鮮的，引用康德的哲學

來到批評「唯識」。就依據《八識規矩頌》，叫我看。我看完之後，前天桂先生在這

處，我同他談了，因為顧着和他談，搞到寫了那封東西都寫不到。這個人很能幹，你

不要小看他，很聰明。

那他，我結論說，說你很有深度、深刻，因為你先，原來他在大學已經先學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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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用英文本讀這個 Kant 的「純粹理性批判」那些、這樣當然能幹了。但是，我

說：你不夠闊度，不夠闊度，單是深不可以，要夠闊才可以。我說你，你所引就兩本

主要的書，都不值得寫出來的。寫出來給人笑，得兩本。你寫很多主要的將它列在最

後那裏，列不列都無關痛癢，列出都可以的，你將它來列做最主要的，笑大別人的

嘴。

他講《八識規矩頌》，你應該列《成唯識論》，《成唯識論述記》，他不是。他

就列哪本呢？演培法師，《八識規矩頌講記》，這一本。第二本，就(是)吳汝鈞的

《唯識哲學》，我說吳汝鈞的《唯識哲學》都不通的，我說他是我世侄來的，是嗎？

這樣，再列這一本，台灣的方倫的《唯識三十頌講話》，我就這三本書可以不看都

得。你就將來參考書裏面，第一、第二、第三就(是)這三本，我說人家笑死，笑你。

可見你看書太少，你的闊度不夠。

我說佛教，《唯識三十(頌)》，不是，《八識規矩頌》這樣講的，《八識規矩

頌》是不是真的玄奘法師造的都成問題。我說我介紹你看看，那套書裏面有一篇〈玄

奘法師傳〉。呂澂造的，他就說《八識規矩頌》是假的。他說：那他不可以代表玄奘

法師的思想，我說是可以代表，但這篇文章不可以代表。不是，他大致上可以代表，

是那兩句說話代表不了。哪句說話？我就說你就是不夠闊度了，是嗎？他都未看過這

些說話，就即是不夠闊了。

那麼，我說《八識規矩頌》裏面有一句，「愚者難分識與根」，呂澂他說玄奘法

師他不會這樣說的，他為什麼？「小乘」那些人就說「眼根」和「眼識」；「耳根」

和「耳識」，他分不開，你可以說他「愚者」，「蠢才」，fool。但是你知道嗎？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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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法師的老師，老師之一就勝軍居士，勝軍居士的老師就(是)難陀菩薩，難陀菩薩主

張「五根」見東西的。豈不是你都罵了你的師公？佛家無的。

佛家的那個「家法」，第一，那個師傅怎樣不對，不講得師傅不對，不談論得他

的。第一，他的師公不對的，最多他都說這個是我的師公，是遷就那些程度低的人這

樣說的。他的本意不是這樣的。他說他直接說是「愚者」，那不就是罵他師公是「蠢

才」？他說其他人不會，玄奘法師那麼守「戒律」的人一定不會，絕對不會。

這個第一點。好，一定不會是玄奘法師造的。第二，他說「三性三量通三境」，

「量」有三種，又說「性境現量通三性」，他說「三量」…這點我不贊成呂先生。呂

先生是這樣講，我不贊成他。第一點我贊成，這一點我不贊成。他說印度人所講的

「三量」，就不是這個「三量」的。《八識規矩頌》的「三量」，是「現量」、「比

量」、「非量」。

印度人不講那個「非量」是「量」的，都講明「非量」了，還是「量」？

「量」，正確的知識，即是 right knowledge。就叫做「量」。「非量」即是 fault

這樣的，怎會是「量」？是嗎？他說「性境現量」，不是，這個甚麼？「三性三量

(就)通三境」，他說這個「三量」指「現量」、「比量」和「非量」，「非量」都當

作「量」，都講明「非量」了，怎會是「量」？他說玄奘親自到印度留學，不會這樣

的，不會這樣拖泥帶水的。但我不同意他這個，呂先生太過，即是他批得太「正」

(規條)了，知識，印度教後期的人，將那個「量」字當作甚麼？當作正確的知識這樣

解，即是 right knowledge 這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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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期不是這樣的，前期那個「量」就等於 knowledge，knowledge 是有真、

有假的，是嗎？計數，那盤數會計錯的，是嗎？那麼，大概玄奘法師傳入來的是前期

的看法。所以呂澂先生一定是執著後期的看法，批到那麼「正」(規條)來到批評。前

期的人的講話是有些不太怎樣公平。我又好……呂先生是我碩士論文的校外委員，所

以我亦可以附在驥尾，說我是呂先生的弟子。是嗎？不過呂先生很多事我不要，不取

他的。當然我不會批評說他不行，例如：他不懂，不懂數學的，呂先生，因為為何？

他無讀過 form one，form two 的。

根本他無讀過學堂的，一直他就，他一直自修日文、自修英文、自修德文，未去

過德(國)文，他看德文書，是嗎？未去過西藏，未學，他懂得西藏文。未去過印度，

懂得梵文，不會講，會看書。好聰明，這個人。他有一種壞習慣，日本人講的東西，

他多數認為是對的。很崇拜日本的學者，而日本的學者就最崇拜甚麼？最崇拜歐洲那

些學者，日本的學者最崇拜就是 Stcherbatsky 和 Edward Conze 幾個…是嗎？因為

日本人就崇拜這些，呂先生就受日本影響，就幾乎甚麼都用，引用日本的。但我的觀

點就不是，日本人就做很多功夫，

我只可以當日本人是甚麼？是我們找尋資料的資料員來的。是嗎？那班人，那班

日本學者，第一不修行的，不修行的。整天在那些考證，在那些文獻裏打轉，是嗎？

第二，他有了偏見，他日本自己本身無文化，無自己的文化的。唐朝的時候，就一定

要中國化，「大化革新」的時候，中國化。到了近一百年內，就「明治維新」，就

「德國化」、「英國化」，一味崇拜外人。他們的優點是甚麼？德國人的做事方法她

們全部學到足，連到那些槍、那些炮都學足德國，那麼甚麼都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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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了之後踢開你，你看看她現在，Canon 你看看，是嗎？照相機，連到 Zeiss廠

她買了，美國舊時「拉架機」(萊卡相機)，最美的，現在無人有「拉架」(機)。全部

都是 Canon。她將 Zeiss廠每一有新機出來，她就買。買來改良你多少。你外國、美

國有甚麼新式的汽車，怎樣甚麼的，她即刻用你，她又改良過你，便宜過你，她是這

樣。日本人這樣，照我看，我說她，一言以蔽之，我說她，好「賤格」(卑鄙)的！好

「賤格」(卑鄙)的！日本人「好賤格」(卑鄙)的！

這樣，但呂澂先生很崇尚日本人。有一件事，他就不會了，如果他不是我的論文

的老師，這些叫做……舊政府這些叫做「恩師」，文章他取(錄)你的，那些叫做甚

麼？一種叫做「蒙師」，啟蒙，幫你開筆的。另外一種就是你考試，他取(錄)你的，

中「秀才」，他取(錄)你的，這些叫做「恩師」。那我的畢(業論文)，我的碩士論文

是他給八十分我的，如果他不給八十分我，他給六十幾分這樣，我就不合格，畢不到

業的。

總算是「恩師」之類，所以我就不會的。他怎樣？他有一樣東西，他批評窺基法

師不對，其實舊時來看，就窺基法師不對。但今天來看，窺基法師還前進過舊時，他

為何呢 ？ 他 說 這 樣 ， 譬 如 說 ：陳繼儀是地產 經紀， 這 一句話 。 這句是 一句

sentence。就如何呢？陳繼儀就是 subject，地產經紀這個 predicate，是地產經

紀。它這個地產經紀，它在邏輯來講就是 modify 那個，即是那個陳繼儀的，即是限

制這個陳繼儀的。

這個陳繼儀只是地產經紀來的，她不是銀行老闆來的。她亦不是掃垃圾的垃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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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她(是)地產經紀。限制的，modify 的，這樣，照這樣，就地產經紀這個名

詞，就是限制陳繼儀，是嗎？但陳繼儀就不能限制地產經紀的，因為地產經紀無數那

麼多，怎只你陳繼儀一個。是嗎？那即是說，只許地產經紀 modify 那個陳繼儀，就

不能調轉過來陳繼儀modify 地產經紀。但是窺基怎樣說？他說互相限制。地產經紀

就限制，modify 那個陳繼儀。陳繼儀就 modify 那個地產經紀。呂澂先生說他不

通。他怎樣？他說那個 predicate可以 modify 那個 subject。那麼，呂澂先生這樣

(的)說法非常之有深度，但是不夠闊度，看書太少。因為他集中精力看佛經，不看西

洋哲學。原來西洋哲學有些講邏輯的人，就說互相限制的。怎樣互相限制？地產，即

是說這個大圈限制這個小圈。但是原來有派邏輯家(說)是互相限制的。為什麼？他們

說這個大的就包圍了它，但是它是佔去大的一部份的，這樣好似蓋印那樣，印了在這

裏的。

那麼就限制了那部份，明不明白？這樣的說法，這種說法，呂先生就不明白。我

都不明白，初初我都以為呂先生講得對了。窺基因為他不懂西洋的文化了，如果他讀

讀英文的，他讀本英文的甚麼 Matthew 的文法之類，讀過他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這樣。原來窺基對，窺基的講法即是現在這個新(講法)。陳繼儀是被這個地產紀理這

個大圈限制了她，但是陳繼儀這個圈又限制了它這部份，是嗎？限制的範圍不同，但

都是限制。

聽眾：這個局限？

羅公：嗄？

聽眾：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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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誰人？

聽眾：局限？

這樣說法，那麼這種的說法是哪人講的？是台灣那個陳大齊，陳大齊(1886－

1983)造了一本書就叫做《名學的集成》，《名學論叢》，商務印書幫他出版。厚厚

的，《名學論叢》。他是中國的邏輯家來的，陳大齊他說的。他說現在有兩說：他兩

說並舉，那天看到，我即是說呂先生知識的闊度不夠陳大齊這樣闊，是嗎？這樣，他

有那本甚麼？那本書《因明綱要》裡這樣批評，這樣，如果現在二十世紀的邏輯家都

有兩說了，窺基是唐朝人，是千幾年，一千年前他已經先講了。

實在他都不知多聰明的，是嗎？那他，第一他就不懂近代邏輯的學派的東西，他

看得不多。第二，他不懂得現在數學上，有種叫做「set theory」，你們有無學過？

「set theory」，地產經紀是一個「set」，陳繼儀又一個「set」。這個大的「set」

的裏面有小的「set」，大「set」就限制了那個小「set」；那個小「set」又限制了

大「set」裏面一個東西。自從那個「set theory」，這套理論一出了之後，那些人就

然後產生互相限制，這種就是很新的學問來的。那麼呂先生就說窺基錯了這樣，那麼

還有吹毛求疵，「唯識」，玄奘法師譯《唯識三十頌》，他說這一句這一兩字又不

通，不能勉強加下去的，梵文是無的，這樣之類。

聽眾：呂澂最喜歡的了。

羅公：你看到了。

聽眾：呂澂最喜歡這些這樣的事。

羅公：是，呂先生最不好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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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最喜歡吹毛求疵的。

羅公：吹毛求疵，他又譯過的。他譯那些，真的譯到讀都讀不來的。人家就讀得很流

暢的，讀起來上來。

這樣。那就順便這樣講了。呂先生有一個這樣的缺點。不過我就講那個學生那

樣。我說你快些去買，他說我的中文程度很差了，看那些文言文，我不是很讀得來。

我說這樣，那就是一個危險症了，不是死症，危險症，是嗎？那你是一個甚麼來的，

是一個大缺點來的。那你搞不成，我說這樣，你買本《成唯識論》了。他英文又看得

來，那麼你買本。他說怎買，我說你去甚麼，那黃敏浩就搭手了，說你買的時間講我

聽。我找 Alice幫你辦好它這樣，我說這些就是你的事，是嗎？我說我叫你，你引他

這本就可以，你引甚麼，「唯識」甚麼的、甚麼的講記，我說你不要寫。

我說有些書你寫一篇文章、或者寫一本書後面列了一串參考書目，你不好列一些

無價值的書，是嗎？譬如你寫文章這樣，你寫本書叫「中國文化、文學史」，剛剛講

到韓愈的文章了這樣，那章你就列出甚麼？列一本甚麼？《古文評註》做參考書，你

「死」(糟糕)了，是嗎？原來你讀這些這樣的書而已？是嗎？那你不是直接(列)商務

書局出版國文教科書第幾冊這樣更好，更爽朗些，不行的。所以有一件事，你們窮

就，一般窮無辦法在家裏弄一個圖書室就無所謂了。如果你真是「闊佬」(富裕的

人)，要造一個圖書室。你家裏，你記住，你一定有本目錄的。

書目，譬如你叫做胡麗麗這樣，你說《麗麗樓藏書目》這樣，要本《藏書目錄》

的，那麼你目錄記住有些，一間圖書館，一間名貴的圖書館，有兩類書，一類叫做

「入目書」，目不是眼的，「目」者是 bibliography，目錄。我目錄將它來登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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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記住「入目書」。第二種叫做「不入目書」，例如你甚麼？好似甚麼？那些甚

麼？

聽眾：武俠小說。

羅公：武俠小說只是一、兩本可以入的。《七俠五義》那些可以入的，其他那些你不

可以入的。一入，人家看看原來這個人看這些，即是這樣的，是嗎？聽眾：金

庸那些入不入得，金庸？

羅公：不可以的。金庸那些不入得書，你說《韋小寶傳》這樣的都不可以。或者金庸

死了之後可以，是嗎？現在他那些不可以的，現在的人…

聽眾：你說金庸這個人有無「料」(學識)？

羅公：嗄？這些「不入目書」，你就另外找一個，你就最好。另外找一個書櫃專放那

些書的，擔心別人，那些有眼光的人揶揄你，你就寫着「不入目書」，這樣別

人一看，這個人對「圖書館學」了解了，有種「不入目書」。好了，看回這

裏。

先講丁一了，「種子」和「現行」那種關係。甚麼關係？是「緣起」上的關係。

裏面分四點，戊一、「種子」和「現行」相對，「相望」即是相對的關係。戊二、

「現行」和「現行」相對的關係。戊三、「現行」對它所熏出來的「種子」的關係。

戊四、同類「種子」互相「望」，互相相對的關係。不出，「種子」「現行」的關

係，不出這四種的。我們逐種看了。你看看，它「一切行」，「行」即是甚麼？「有

為法」，即是 phenomena，「一切有為法」皆由「種子」與「現行」互為「因緣」

而「生起」的，那麼這種的情形叫「緣(互)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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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果」之關係就有四種，剛才讀了那四種。第一種是「種子」「現行」相

望，「種子」和「現行」相望是怎樣？你看我這裏，「第八識」中的「種子」，望

它，「第八識」中的「種子」，我們怎知道有「第八識」的「種子」？我們用那個

「意識」去了解，知道它有的。那麼我的「意識」便有一個「心王」，「心」，又有

「心所」，那個「心王」和「心」…

「意識」的「心王」和「心所」就「緣」那個「第八識」的「種子」。是嗎？才

會了解它，還有「第八識」就藏在，不是，「種子」，一切「種子」就藏在那個「第

八識」裏面，由我這裏起聽就可以，明不明白？「第八識」好似一個「罌」(器皿)那

樣，那些「種子」好似豆子那樣，那些豆子就藏在那個「罌」(器皿)裏面，明白嗎？

這些「種子」，這些豆子就被那個「第八識」吸攝着，包圍着，令它不走掉去，是

嗎？又用第二個譬如，「第八識」猶如那些鐵粉，不是，那些「種子」就猶如那些鐵

粉，「第八識」就猶如一塊磁石，那個磁石一放下去，就吸着那些鐵粉。「緣」，那

個「緣」，我們叫它做「緣」，「緣」者就「攀緣」、「認識」這樣解。它黏着它，

怎會認識？這個「緣」字很廣義的，那個意義很廣泛的。

這樣，「眼識」就看到顏色，我們叫做「眼識」「緣」「色」，明白嗎？看又叫

做「緣」了。「耳識」聽到聲音，我們說「耳識」「緣」聲，聽東西又叫做「緣」。

「鼻識」聞到香臭，我們說「鼻識」「緣」香臭，是嗎？「舌識」就「緣」味道，好

了，「舌識」「嗒」(品嚐)到那些味道，我們不叫它做「嗒」(品嚐)，我們叫「舌

識」「緣」那些味。「身識」「緣」，觸到那些軟硬輕重，我就說「身識」「緣」那

些所觸的東西。「意識」就甚麼都可以認識的，我們就說「意識」「緣」「一切

法」，明白嗎？「末那識」整天執着那個「我」，我就說它「意識」「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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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末耶識」「緣」「我」。

好了，現在來到這處了，「第八阿賴耶識」攝着、藏着那些「種子」，我們說

「第八阿賴耶識」「緣」着那些「種子」。明白嗎？「第八識」「緣」三樣東西，第

一，就「緣」「種子」，第二，「緣」我們的「根身」，第三，就「緣」這個「器世

界」，是嗎？那麼即是那個「第八識」的「見分」就是「能緣」，是嗎？那些這樣的

「種子」、和「根身」，和「器界」就(是)「第八識」的「見分」「所緣」。它(是)

「所緣緣」來的，是嗎？好了，「第八識」的「見分」就「緣」着那些「種子」了。

凡是被別物「緣」的，就是那個，顏色被「眼識」緣，顏色是「眼識」的「相

分」，是嗎？聲音，這樣講，「譖是譖氣些」(長氣)，但你會很明白。聲音就被「耳

識」「緣」，聲音是「耳識」的「相分」。香臭被「鼻識」「緣」，香臭是「鼻識」

的「相分」。那味道被「舌識」「緣」，是嗎？味道是「舌識」的「相分」。那些

「觸」，所觸覺的冷暖輕重這些這樣的東西，是被這個「身識」「緣」，而那冷暖輕

重這些所觸的東西就(是)「身識」的「相分」。那又歸結了，「一切法」被這個「意

識」「緣」，「一切法」，一切那些，「一切法」的那些 idea，那些影像，「一切

法」現出來的影像，就是「意識」的「相分」，是嗎？那「末耶識」整天都「緣」着

那個「我」，那個「我」是甚麼？是「意識」的「相分」，「末耶識」的「相分」。

那些「種子」，和「根身」，和「器世界」是整天被「第八阿賴耶識」的「見

分」「緣」。即是說那些「種子」是「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那個「根身」亦

是「阿賴耶識」的「相分」，這個「器世界」又是「阿賴耶識」的「相分」，明白

嗎？如果這樣都不明白，就真的要找一個東西來扑頭殼了，我這麼「譖」(長氣)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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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聽眾：大膽。是唯識都是那麼「譖」(長氣)…

羅公：是我們教書出身的就會這樣講，那些法師登壇，他不會這樣講給你聽的，是

嗎？所以你們聽那些法師講，是好不容易明白的。如果法師都能這樣講法，你

會說那個法師都不知做甚麼的？是嗎？所以聽我們講法更明白過聽法師講。我

們隨時拈來都講，這個陳繼儀，地理經紀甚麼、甚麼這樣，聽眾：很多法師

(我們)問他都不講。

羅公：嗄？

聽眾：很多法師(我們)問他都不講。故意不講？聽眾：不是，不知道他(是否)不懂(而)

不講。曾經，以前講《八識規矩頌》，講了「愚者難分識與根」，當時有一個

人問他，甚麼叫「愚者難分識與根」。他岔開去，他都不講。

羅公：不肯講那個「愚者」。

聽眾：不講一句，又要問你，這個「愚者難分識與根」，這句如何解？譬如「愚者」

這樣。那麼他撇去第二樣，不講了。當時我都在場。是這樣法師不講。

羅公：那些法師他只是燒了一個疤在頭那裏，搭住一件東西而已，是嗎？他不讀書

的，你明白嗎？他以為燒了幾個疤，就已經是「天人師」了，這些他不用讀

的，你向他叩頭就可以。

聽眾：他不中意講給你聽，不懂就真。他不講給你聽。

羅公：佛教之所以那麼「衰」(衰落)，無辦法和天主教、基督教去爭，是嗎？

就是，「露骨」(坦白)些去講句，就是這批人，就是這批人。所以那些人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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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嬲」我(生我氣)的，我就敢講，批評那些人。不只我是這樣講的，是嗎？太虛法師

都這樣講，印順法師都這樣講。說佛教是所以不振，完全是我們自己出家人不爭氣

(連)累成這樣的。太虛法師是這樣講，印順法師都是這樣講。印順法師，那些，你估

不到那些出家人很小氣的。印順法師講一句話，幾乎搞到，在台灣幾乎搞到他坐監。

你以為他怎樣？他說佛家講，說這個「須彌山」，這個世界四面有四個大洲。

他說現在實的地理上不是這樣說，他說其實都不是的，所謂「須彌山」是指這個

地球，那四個大洲就指，我們現在美洲、亞洲，是嗎？歐洲，他說歐洲和亞洲是相連

的，當一洲，是嗎？非洲，便是四個大洲了。他說我們住在這處，就「南贍部洲」，

「南贍部洲」就印度來講，叫做「南贍部洲」了。北方就叫做「北俱盧洲」了，「北

俱盧洲」不就是俄國了，西伯利亞和俄羅斯不就是北面嗎？便是「北俱盧洲」了。印

度、東南亞這些就是「南贍部洲」，是嗎？整個地球就叫做「須彌山」，是嗎？「東

勝神洲」即是日本以東，太平洋以東，美國那些。「西牛貨洲」便是現在歐洲了，是

嗎？都幾似的，你不要說。他說還有一件事就可以證明的。

佛經裏面說「北俱盧洲」無個人的私產的，無所有權的，他說現在俄國就 (是)

「社會主義」，無個人的所有權，是嗎？那些人就說他替「蘇俄」宣傳，替「共產

黨」宣傳，寫信去台灣那個甚麼？「保密局」，搞到「保密局」要查印順法師，查印

順法師，你猜他還弄些甚麼？那些出家人自己提供證據，給「保密局」，提供甚麼證

據？印順法師和大陸那些和尚通信，就當時未曾通郵，就轉托香港那些和尚代寄信去

大陸。給他弄到兩封信，說他托人和大陸通消息，在香港。台灣初期很「棹忌」(忌

諱)和大陸通消息。搞到幾乎想拉印順坐監。哪些人搞的？出家人自己搞他。原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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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是這樣搞法的。自己都這樣搞法的。還有，有一件事是最妙。現在美國一位高

僧，都算是高僧，就在甚麼？有個人叫做沈家楨，建了一間「大莊嚴寺」，請了，在

台灣請了一個方丈回來。

叫做顯明法師，顯明法師是香港那個覺光和尚的師傅，顯明法師見到自己的徒

弟，是香港做「佛教聯合會」會長，是嗎？又那麼多事業，就以為去那個徒弟處住一

住。就看到那個徒弟有些不是幾對路的事，是嗎？當然的，一個人當了權就有很多事

都不是幾對路的東西。就曾經說過他徒弟，那個徒弟不敢對他師傅有甚麼。「是、

是、是。」這樣了事。好了，他想看着覺光，雖然無了，我走開了，你就古靈精怪。

我在這裏住，看着你吧！你要住，要在香港拿身份證的，居留。申請居留，就當

然叫那個徒弟替他申請居留了。那個徒弟便去照辦，去人民入境處申請他師傅居留

了。你猜怎樣？人民入境處就接到匿名信，說他是政治和尚，和台灣的黨，「國民

黨」有甚麼、甚麼關係。香港政府曾經有一個時期很「棹忌」(忌諱)台灣的，不肯給

顯明法師居留，你問問王聯章就清楚這件事了，很清楚的。你說為何？顯明法師在這

處居留，害到你甚麼呢？那些人就「賴」(誣指)覺光，當然我不相信覺光會做這些那

麼卑鄙的事。覺光未必很好，但他人不會這樣卑鄙，不會卑鄙到這樣。

而是甚麼？是在覺光左右的人，害怕那個覺光的師傅在這處，就不方便，就搞到

寫匿名信去給…這些出家人不應該做這些事，寫匿名信的這樣。但居然就這樣做，好

難說的這種人。好了，我們看看，「第八識」中的「種子」就被「第八識」的「見

分」「所緣」，所以「第八識」中的那些「種子」就是「第八識」的「相分」，明白

嗎？為什麼說「第八識」的「相分」是這樣一直推論下去的？「第八識」中「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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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能緣」「種子」的「心」、「心所」，有三，做三種「緣」。

第一，就「因緣」，「第八識」的「見分」是怎樣起的？都是由「種子」生的。

這些「種子」便是它的「相分」裏面的一點來的。明白嗎？第二，「所緣緣」，它

「緣」着它的，那些「第八識」的「見分」，所以便是「所緣緣」。第三就「增上

緣」，凡是能作「所緣緣」，一定能作「增上緣」的。譬如我見到紅色這樣，紅色就

是我「眼識」的「所緣緣」了，但這個紅色同時又是「增上緣」來的。

又例如，我一眼見到紅色，那個紅色是「親所緣緣」，因為我所見到的紅色不是

真正紅色，我所見的紅色是，那個紅色反映入去我那個「眼識」裏面的一個 image

來的。這個「相分」是 image 來的，這個 image後面還有一樣東西，有一樣真正的

紅色的，這個真正紅色是甚麼？「眼識」的「疏所緣緣」，聽不聽得明白？一

「親」、一「疏」，「疏所緣緣」。「親」即是甚麼？direct，「疏」是 indirect，

「疏所緣緣」。

那麼「疏所緣緣」一定是「增上緣」來的，這樣，那即是「第八識」那裏的「種

子」望它，能夠「緣」東西的「心」、「心所」，或者甚至「緣」它的「心」、「心

所」，可以做三種「緣」。一，可以做「因緣」，二、可以做「所緣緣」，三，做

「增上緣」。又望其他兩種，望其他的事物可以做「兩種緣」。一做「因緣」，甚麼

都是由它顯現出來的，二又可以做「增上緣」。那麼怎樣叫做「為因緣」？你看，

「為因緣」者，「以」，「以」即是「因為」，因為，這個「以」字當 because 這

樣解，以「一切有為法」皆由其自己的「種子」所變現出來的。所以，那些它的「種

子」就是它的「因緣」了，這些「種子」可以作它的「因緣」了。第二為「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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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為何？它變現那個「相分」出來，變現「相分」出來，就被你「所緣」了，就

「所緣緣」。

不是，那個「種子」就被那個「第八識」的「見分」吸著它的，就「所緣緣」

了。第三就為「增上緣」又怎樣？「種子」對於「現行」的東西的生起，能夠幫助

它，給予力量的，例如甚麼？「眼根」的「種子」，固然是可以生起「眼根」了，但

是它間接又做了「眼識」的「種子」，幫助了「眼識」的「種子」，你明不明白？我

們看東西是「眼識」，是由「眼識」的「種子」變的。那麼我的「眼根」的「種

子」，就變出了我那個「眼根」出來，在這樣的情形之後，「眼根」的「種子」和

「眼識」的「種子」有無關係？無甚麼關係，但它都無障礙它的，是嗎？間接助成它

的，所以都是「增上緣」。

所以當然是「助緣」的。我坐在這處不動，你坐在那裏，都是我的「增上緣」來

的，不會不互相為緣的，明嗎？它無障礙我就可以了，就做我「增上緣」了。明白

嗎？你障礙我就(是)「負增上緣」，助成我是「正增上緣」。你不障礙我已經是間接

助成我了。又如果那個「作意」的「種子」，是幫助那個「識」的「種子」，是怎

樣？我「眼識」未起的時候，「眼識」的「種子」就「睡」了在那個「阿賴耶識」裏

面。

忽然間，你開一開了那個窗門，那些陽光一曬入來，我那個「眼識」未覺(察)着

的，但我那個「阿賴耶識」裏面有一個「眼識」的「作意種子」，「作意心所」的

「種子」，這個「心所種子」最敏感的，一開燈，一(受到)外面刺激，它即刻起，因

為它敏感，即刻就起「現行」。當它起的時候，又推動「眼識」的「種子」一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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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不就是互相幫助嗎？不就是互相影響了？所以這個「作意」的「種子」間

接就助成「眼識」的「種子」，「眼識」，「作意」的「種子」起的時候，它自己生

那個「作意」的「現行」，但它旁邊那個「眼識」的「種子」就被它推動、影響，一

齊起的。即是說「眼識」的「作意」一起敏感而出現的時候，起「現行」的時候，它

就影響「眼識」的「種子」，令到那個「眼識」的「種子」起那個「眼識」的「現

行」，一齊起。

聽不聽得明白這處？它又說雖無「助力」，但不為障礙，例如甚麼？「異種

子」，「不同的種子」互相望，只要不障礙，都是「增上緣」。那即是說世界上，無

一件事不是互相影響的，不互相「增上」的。我有我行這邊，你有你行那邊，無關係

的，實在從這個角度來講，另一個角度來講，你無障礙我，是嗎？正是因為這樣，所

以這個世界非常之密切的，眾生亦非常之密切的。第二，戊二，「現行」與「現行」

相望了。「現行」與「現行」相望，這個「因果關係」有六種，六種關係。第一種，

「自他有情相望」，為「所緣緣」及「增上緣」，怎樣「自他有情相望」。

胡麗麗是一個「有情」，江漢林是一個「有情」，江漢林對於胡麗麗，「相望」

了，就是「增上緣」，為什麼？因為江漢林見到胡麗麗，為什麼他見到胡麗麗？因為

胡麗麗的「阿賴耶識」的裏面的「種子」，變起了一個胡麗麗做「本質」。這種「本

質」，這個胡麗麗的「本質」，就影響了江漢林的「阿賴耶識」，江漢林那個「阿賴

耶識」裏面，亦有變出胡麗麗的樣子的「種子」，那些「種子」被胡麗麗所變的胡麗

麗的樣子的影響，這樣令到變胡麗麗樣子的那些「種子」活躍。江漢林的「阿賴耶

識」裏面，那些「種子」又變起一個胡麗麗。那個胡麗麗就是江漢林所變的，但江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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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不是憑空變一個胡麗麗。是先有一個胡麗麗變起那個胡麗麗，然後它做「增上

緣」，做「本質」，反映入去江漢林那個「第八識」裏。

「第八識」就變起一個胡麗麗那樣的「相分」，變了一個胡麗麗了。那麼江漢林

見到那個胡麗麗？是江漢林變的胡麗麗，但江漢林又為何會變出一個胡麗麗？就要托

這個真的胡麗麗做「本質」，反映入去他那邊，那江漢林變了那個胡麗麗之後，那

麼，江漢林的「眼識」的「作意心所」很敏感的，再起知覺，知覺，當他起知覺的時

候，刺激起江漢林的「眼識種子」一齊起。

一齊起就帶那個，「作意心所」就帶他的「眼識」的「現行」，那看過去胡麗麗

處，看到那個胡麗麗，看過去那個江漢林自己變的胡麗麗那裏，就見到一個胡麗麗。

聽不聽得明白？這裏一重一重，即是說我見到你十幾個人在這處，十幾個都是我「阿

賴耶識」裏面變你們班人那些「種子」變的，我見不到你們的，見到我所變的你們。

你們就是那個甚麼？叫做「物的自身」，叫做「 thing in itself」，康德說不可知

的，「唯識」亦說不可知的，我無辦法直接知的。

但是，雖不可知，但你反映入來，我「阿賴耶識」好似一面鏡那樣，反映入來江

漢林那處，但我始終看到鏡裏面那個江漢林，我看不到真江漢林。但如果無那個真江

漢林在這裡，我就那塊鏡裏面就無那個江漢林。就「唯識所變」，是這樣變的，聽不

聽得明白，盧恩？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嗎？這樣我們平時那種講法，那樣看法，

這個世界就是甚麼？就是我自己來的。

這樣，譬如你嫁了，你那個家婆很惡，你又要靠她吃飯，她又刻薄你，你又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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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這個是你自己來的。家婆，你的家婆是你自己，是嗎？為什麼家婆刻薄你，因為

你不好。是嗎？不要惱那個家婆，你先惱自己。想辦法搞好她，自己搞掂，明不明

白？就是這樣的，「自他有情相望」，江漢林是一個「有情」，胡麗麗又(是)「有

情」，兩者相對，就胡麗麗做江漢林的「增上緣」，調轉過來，江漢林又是胡麗麗的

「增上緣」。

無一個不是，結果通通都是「增上緣」。第二，「自身八識相望」了。每個人有

「八個識」了，有「眼識」、「耳識」、「鼻識」、「身識」了，「眼識」對「耳

識」來講，做不做「緣」？做，你看看，「自身那八個識互相望」，一定做「增上

緣」。「眼識」、我的「眼識」做我「耳識」的「增上緣」。因為「眼識」做「耳

識」的「增上緣」了，所以我「眼識」看到東西的時候，如果它有發聲的時候，同時

我聽到聲音。

互為「增上緣」，就因為這樣所以見到又同時又聽到聲，這樣這種「增上緣」，

或能夠給予力量，給予一種助力，或者不障礙它，就是「增上」了。有時候可以做

「所緣緣」的，「八識相望」，但是不一定。怎樣？怎叫做「所緣緣」？你的「第七

識」「緣」在那個「第八識」裏，執它為「我」，那個「第八識」不就是甚麼？「第

七識」的「所緣緣」了。是嗎？但是不一定，「眼識」不會做「耳識」的「所緣緣」

的，只可以做「耳識」的「增上緣」就可以。

作為「第八識」望「第七識」是「所緣緣」了，「第七識」望「第六識」，我們

的「第六識」是了解到「第七識」的。這樣「第七識」是「第六識」的「所緣緣」

了。「前五識」對於「第六識」來講，我們的「第六識」是知道我有「前五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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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前五識」又是「第六識」的「所緣緣」。這樣就「自身八識相望」，就是這樣。

這就很複雜了，錯綜複雜。第三，「自識前後剎那相望」，怎樣「前後剎那」？

這「一剎那」你的「眼識」對於第二個「剎那」你的「眼識」，那麼又有甚麼關係？

做幾多「緣」？你看看，若「第六識」就有「等無間緣」，「第一個剎那」的「第六

意識」，對於「第二剎那」起的「第六意識」來講，「第一剎那」就是「等無間緣」

了，但是「第二個剎那」的「意識」會回頭想起「第一個剎那」的，明不明白？你現

在會這樣，「我剛才在想甚麼？」這樣，你便是「後一剎那」的「意識」，想起「前

一剎那」的「意識」了。這樣，就「所緣緣」了，想起它。「所緣緣」。

又互不障礙，「增上緣」了，「其他，(就)但為等無間緣」。做「增上緣」，就

不可以做「所緣緣」的這樣。「第六以外諸識唯緣現在，不緣過去」，除了「第六

識」以外，所有的「識」只是每「一剎那」「緣」回(同)一剎那的東西，不能夠了解

過去東西。唯有「第六識」最厲害，能夠回頭想起前剎那的東西，不只這樣，它想起

一年前的東西都可以的。

如果你好記性(記憶力強)，回想起五十年前的東西都可以，過去的事物它可以

「緣」的。同時可以預測未來的事，是嗎？可以預測未來的事，譬如你見到有風了這

樣，不是，見到那個月會起暈了，你就說，不用多久便會起風了，這樣預測，未來事

的預測。「第六識」可以(緣)過去、未來、現在的事物，都可以的。就是因為這樣，

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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