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識可以(通)過去、現在、未來的東西，(這些)都可以的。就是因為這樣，所

以如果你有宿命通，(或)有什麼(神)通呢？那必定是什麼啊？那必定是第六識，不會

是眼識。四、在同一個識聚中互相相應的那些心和心所，彼此相望，一定互為增上

緣。這裡不用講了。是嗎？何解呢？它是因為大家互相相應的，即是互相有聯繫的。

例如：心和心所。

各個心所之間互相聯繫的相應法，它所托的是疏所緣緣的本質，一定是同一個

的。譬如：眼識。那五俱的…不是！我「眼識」看到這個，看到這幅東西起一個

image(影像)。那個就是什麼啊？(那就是)本質了。由那個本質反映入去我的眼識裡

面，看到這幅東西。眼識有一個作意心所。

作意心所是看什麼啊？一樣是看番它，何解啊？所托的本質相同，同一個本質。

我又有一個受心所，「啊！這個東西幾好樣啊！」起一個受心所。受心所又是攀緣這

個東西，又是攀緣那疏所緣緣。那本質是相同的。同在一聚的心王、心所一定同本質

的。

但是相分不同，各變起相分。聽得明嗎？相分是自變。相應法所仗的本質一定

(相)同；相應法(即)心和心所，你不能緣我；我不能緣你的。所以，不能做所緣緣。

心、心所各自的相分望見分，每一個心王、每一個心所都有相分、見分的。

相分和見分相望是什麼呢？一定是什麼啊？相分是見分的所緣緣，是嗎？(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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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緣，同時又是增上緣。掉轉過來，見分不能夠做相分的所緣緣，但是可以做相分

的增上緣。好喇。每一個識有一個見分。依照護法菩薩(所)講，還有一個自證分。是

嗎？見分和自證分相望又如何呢？由自證分和證自證分相望，那關係又是怎樣呢？都

是所緣緣，或者增上緣。自證分緣見分，同時那個證自證分緣自證分。

掉轉過來，自證分倒轉又緣番證自證分。明白了嗎？(我)講過了。俱為所緣緣及

增上緣。見分望相分，以及自證分望見分呢？只是做增上緣，不能做所緣緣。以上六

種關係，以上六門系統是就有漏現行的八識來講而已。如果你成了佛之後，你的八識

不同了，是無漏的。

若無漏八識聚自他相望，就通通都可以做所緣緣；以及可以做增上緣。何解會這

樣呢？「以」即是因為；因為無漏識能遍緣故。過去的東西可以緣，未來的東西都可

以緣。眼識呢？佛的眼識可以聽東西的，佛的耳識可以看東西的。是否真的這樣呢？

我未成佛，不知道。

可不可能是那些唯識家誇大呢？但是，我們不必理(會)。(因為)我們還不是佛，

等我們做了佛的時候就(會)知。以無漏識因為能遍緣，所以無漏的眼識可以聽東西，

無漏的耳識可以聞東西等等。相分就一定被見分緣的，見分不能掉轉過來緣相分的。

以上六種關係就是現行和現行相望的關係。那麼，讀到這裡就夠枯燥到極了。不過，

你一讀到有些問題，你一查就很清楚了。好喇，先休息一會兒。

這一堂是今期的 last(最後的)(一堂)，是嗎？(我)想講完那本都講不了，這些(內

容)要番到來再講。我們看看(戊三)現行望其所熏種子。現行，對於它自己所熏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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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那關係是怎樣呢？現行望其所熏生之種子，為因緣及增上緣，兩種；望非所熏

的(種子)又怎樣啊？譬如：眼識的現行熏眼識的種子，眼識現行就是因緣，那種子就

是果。

但是，看紅色東西的現行熏番入去的種子就是看紅色的種子而已，不是看藍色

的。但是，看藍色的種子熏到……看紅色的現行對於那個看藍色的現行的種子是什麼

緣呢？都是增上緣。那即是說同一樣道理，眼識的種子對眼…不是！眼識的現行，對

它所熏的眼識種子就是因緣。

但是，對耳識所熏的種子，它是什麼啊？它是無障礙的增上緣。聽得明嗎？

Holly Ma，你明白嗎？(戊四)同類種子相望，怎樣同類啊？譬如：善的(種子)和善的

(種子)。譬如怎樣啊？我現在念佛的種子，(這是)善的種子。但是，同時我又(有)持戒

的種子，(這)又是善的種子。

大家都是同類的種子(而)相望，做什麼呢？種子望自親所生種，怎樣是望自親所

生種啊？譬如：一個眼識熏了入去，成為種子。然後，起了現行。今日，我熏了眼識

種子。明日，我眼識種子起現行。一起現行即刻又熏番眼識種子，望自親所熏的種

子。那今日的種子跟明日所熏的種子是什麼啊？(那就是)增上緣了。(這)不是因緣，

是增上緣。那還有當我眼識起現行的時候，一熏番入去成為眼識的種子。

我的現行裡面又有種子在此的，現行裡面的種子和所熏出來的種子是什麼呢？為

因緣及增上緣。望非自親所生的種子就是增上緣了。不是它自己所親生的。又這樣，

前一刹那的眼識種子對後一刹那的眼識種子是自己親生的；那麼，前一刹那的眼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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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後一刹那的種子的因緣，是嗎？凡是因緣一定兼及增上(緣)，譬如：前一剎那的

眼識種子，對於前一刹那的鼻識種子是什麼緣啊？

增上緣。明白了嗎？那我再講，種子望自親所生的種子，即是前後的種子；前刹

那的種子引申後刹那的種子，前刹那的種子是後刹那的種子的因緣。是嗎？但是，因

緣同時一定是增上的，無障礙的增上緣。前一刹那的眼識種子對於後一刹那的眼識種

子是因緣，但對於後一刹那的鼻識種子，它是什麼啊？增上緣。就是這樣打橫打直都

有關係的。就是因為打橫打直都有關係，所以這個世界就好似一個好周密的網一樣

的。

那麼，以上(所講)就是什麼啊？丁一、種子和現行的相互關係。其他的 (書)就沒

有這麼詳細講的，不過我就好似計數一樣，將它們逐樣逐樣間出來而已。如果你嫌它

太麻煩，你可以將它簡略些；或者不要這一章都得。但是你不要就沒有那麼周密了。

(如果)要的話，你就煩些。我勸你，如果真正想學唯識就不(要)怕煩。看一看它(這一

章)。自己可以找一張紙來畫一畫，這個對那個。

那麼，你就會好明白了。如果你說你都是瀏覽一下而已，我主要都是念佛就算

了；或者我參禪就算了。那麼，你這一章可以不要它。是嗎？好喇。現在講「識變之

道理」。這個世界是我們八個識變出來的，我們這個人身是我們的八個識變出來的，

即是世界與人身都是由識變出來的。那麼，識變是否好似發夢般的變啊？不是！是很

有條理地變的。

「識變的道理」分五點來講。戊一、因能變和果能變。你要了解的。戊二、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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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和分別變。這一樣我講過了，是嗎？講過了。戊三、三類境。你讀《八識矩規頌》

「性境現量通三性」。現在解這句頌的(人)，我知道沒有一個(是)解得好。你讀了我

的(解法)之後，你(就)會明白。我這個解法是依著呂澂的解法，何解依他呢？你剛才

批評他，說他囉唆！正因為他囉唆，他樣樣批到正，一點都不會斜。所以，我這個三

類境相是依呂澂的(講法)。戊四、因緣變之中又有共變與不共變。戊五、眾生各變起

這個宇宙萬象。那結論就(是這個)。那現在我們要看「因能變」和「果能變」。

我先講，我們的識起現行就見到東西，是嗎？我眼識就要由眼識的種子起現行，

所以眼識就見到東西。眼識的種子是因，那現行的眼識是果。聽得明白嗎？那個

「因」能夠變出那個「果」出來，是嗎？眼識的種子能夠變出眼識，但它又是因來

的。(它)又是「因」，又是「能變」。所以，眼識的種子對它所變的眼識的現行來

講；它是「因能變」。

因為它同時是因緣，同時亦是能變。聽得明白嗎？因能變。當眼識的種子一變，

變出眼識的時候，就在那個刹那裡面，眼識一開(為)二。眼識一出現就(會)一開(為)

二，好似煙花般的，一彈上去即刻開的。它一開(為)二，開出了什麼呢？(它)開出了

相分和見分。

那即是說：眼識的種子變起眼識，我們說它(是)變起眼識的識體。是嗎？識體把

眼識的本質變出來，這個識體即是自證分。眼識種子一變的時候，就變出眼識的自證

分。眼識的自證分一出現，即刻分開二個，相分和見分。聽得明白嗎？這種的講法就

(是)陳那三分家的講法。明白了嗎？種子是「因」，又是「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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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眼識的自證分，自證分又是識的自體，又叫做「自體分」。「自體分」一

出現即刻變出相分、見分，相分、見分是果；「自體分」是因。「自體分」本來是

「果」，它是「果」來的。但是它又變出相分、見分，又(是)能變。明白了嗎？識的

種子就變出個…即是自證分。一變了「自證分」就同時開出…

見分望落去相分裡。明白了嗎？這個是「因能變」，它是「因」來的。(它)是能

夠變出這個「果」，這個是「果」來，它又變出果上加果。這個叫做「果能變」。這

個就叫做「因能變」。

學員：這個即是因能變果，果又能變因？

羅公：果又能變，果上果。

學員：果上果？不是果上因啊？

羅公：果上果。「果」是兩重的。

「因」明白了，一讀就得，是嗎？你看看一切現行的相分及見分，皆是識所轉變

出來的，是嗎？是「識體」所轉變出來的。「轉」是生起義，生出來叫做「轉」。

轉變即是變生。有「所變」即是一定有「能變」，是嗎？以能與所恆相待故。有

「能」便有「所」；有「所」便有「能」。它說「能變」有兩重的，第一重叫做「因

能變」；第二重叫做「果能變」。你詳細查資料呢？就是《成唯識論》第二卷以及

《成唯識論述記》第十二卷。現在我先解「因能變」。「因能變」有三個解釋，一、

因能變者就是指種子，即是種子來的。

這個圖就是了，我已經畫好了。「因」就是賴耶所攝持之種子，不論其為名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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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者業種子，不論它是相分種子抑或自體分種子。自體分種子即是見分種子來的，

自體分和見分同一種子。自體分就是體，見分是用。(這是)一體一用而已。相分種子

和自證分種子，皆有能生果之功能，(故)名叫做「因」。此「因」種子，能變生出

心、心所的自體分出來。

自體分與見分同一種子所生，故自體分的種子即是見分種子。這個要記住了！因

為「一體一用」，大家同一件東西來的，自體分和相分。相分有兩種的，一種是相分

和見分同一粒種子的；但是(另)一種是相分和見分各別有種子的。自體分、相分，及

能變生後刹那之自類種子，所以，種子叫做「能變」，又是「因」來的，又叫做「能

變」。因即能變。在六離合釋裡面，叫做「持業釋」。這種解釋就是我的圖示也，完

全是依《成唯識論》的。

明白了嗎？這個最緊要的。其餘兩個(解釋)可以不要。(第)二、三(個解釋)可以不

要。不要它們了，不講它們了，好嗎？我只是要這一個(解釋)，把那個一字劃(刪)了

它，又把第二那個全部劃(刪)了它，(第)三(個解釋)完全劃(刪)了它。尾的部份，三之

後的第四行，「三說中第一說為勝」，這一句都不需要了。

只是要(第)一說，算了！直接了當。再版，我想刪去這麼多說。但是刪走了它，

別人會說我不夠闊度。

學員：不要刪啊！

羅公：刪走了它，別人會說我不夠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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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刪就麻煩別人，所以寫(書)很難。你經常說別人不夠闊度，你自己劃(刪)了

它，你又是不夠闊度。但是，你要整夠闊度，別人看起來就難。

「因能變」明白了嗎？「因」即是能變。第二是「果能變」了。識解了嗎？「自

體分」一開(為)二啊嘛！「果能變」者：果，謂一切現行心、心所之自證分，即是自

體分。自體分以自己的種子為因而得生。故此望它的因，它自己是果來的。此現行的

果，即是自體分；於生起之剎那，即是出現的剎那，即刻變現為相分、見分兩分。

故此，又名此「自證分」叫它做「能變」。果，即是「能變」來的，叫做「果能

變」。識解嗎？識未啊？那下面講了，通途…現在我。你看看我的文字，見到通途二

個字，即是什麼啊？一般，即是英文的  commonly，即是一般來說。所謂「識

變」，乃合因能變和果能變兩者而講的，叫做「識變」。此因能變及果能變，本非二

事，不是兩樣東西來的。亦非異時，亦不是說兩個不同的時間。

以是同一識聚之心、心所，「以」是因為。因為它是同一個識聚的心、心所的種

子，展轉互為增上緣而現起，這樣現法。它即是自體分就以種子為因而得生，自體分

從種子而生的那一剎那，同時即變生了相分、見分兩分。若果相分另外有種子的，則

由自體分種子挾帶相分種子而俱起，仍得說是自體分之所變亦得。那麼，什麼叫做

「因能變」、什麼叫做「果能變」懂了，是嗎？「因緣變」和「分別變」，我已經講

過了。

(我)講過未啊？明白了嗎？我先講個譬喻，農夫種禾一定要有穀種，是嗎？那棵

禾不是農夫用幻術幻出來的，而是由那粒穀種變出來的。所以，那個農夫不會變出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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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那農夫只可以助，幫助那些穀種令到它們變禾，是嗎？那麼，即是說那棵禾

的出現是有它自己的原因的。原因就是那粒穀種，是嗎？那粒穀種變出禾，這個是什

麼啊？「因緣變」。

以穀種為因緣變出棵禾，不是農夫變的。明白了嗎？「果能變」，不是！是「因

緣變」。是嗎？有因緣才變。第二種是分別變。怎樣是「分別變」呢？(這)好似用幻

術般的。如何「分別變」呢？你望著那棵禾，那棵禾已經燶(枯萎)了，不(會)生了。

你在幻想那棵禾怎樣茂盛，一禾九穗的美。

其實是否真的有呢？沒有！(這)是你幻覺幻(化)出來的。你幻出來的那棵東西是

什麼啊？是由你的思惟分別的力構想出來的，沒有這一回事的。明白了嗎？那幅一禾

九穗的東西是你的分別變，你的分別力，由你的意識分別力變出來的。

(這是)分別變。聽得明嗎？我再用一個譬喻。你種一棵蘋果(樹)，那些蘋果的種

子是「因緣」，種出那棵蘋果樹出來是「果」。這棵蘋果樹不是由那個種蘋果的人用

幻術造出來的，而是由它自己的「因緣」現出來的。這叫做「因緣變」。

反過來，一個人好食懶飛(好吃懶做)，他在做什麼啊？他瞇起眼(睛)在想蘋果樹

怎樣茂盛，其實根本就沒有。(只)是他分別力變出來的，(這就是)「分別變」。那

麼，講到這裡入深一層講了。你的第八識裡面，那些色、受、想、行、識的五蘊種子

變起一個五蘊的身體。(這)是什麼變啊？你說這是「因緣變」抑或「分別變」啊？

學員：因緣變。

9



羅公：因緣變。

以種子為「因緣」變出你的身體；但是你 (是 )一個傻人，一個愚者以為有

「我」，變出個「我」。本來沒有「我」，你硬要說有個「我」。這個「我」不存在

的，是由你的幻想力構成的。明白了嗎？執著有實的「我」、實的「法」，這些通通

都是分別變。不執著的時候，這些東西是「因緣變」。佛家最棹忌(忌諱)就是「分別

變」。明白了嗎？「因緣變」和「分別變」。

你看看「果能變中之自體分轉變為相分、見分二分。而見分以相分為所緣境。」

見分緣相分的時候，相分就是所緣的境。相分是一種影像，一個 image來的。此影

像，與這個影像相對的外界，即是識以外的，那個存在的東西就叫做「本質」。譬

如：我的眼望落那隻杯，我所看到的杯是一個 image，相分。這個相分以外，有一

個本質，杯的本質。此所謂外，乃指同一眾生中甲識與乙識之間的內外，並非指獨立

存在的外邊的東西。

一部分的影像，(即)很多相分之中，有一部分的相分有它所托的本質的；一部分

的那些影像是無它所變的本質的。有所變的本質一定是「因緣變」的；無所變的本質

是「分別變」。「又二分中，見分是自體分之用(義用即是屬性)，自體分與見分同一

種子而生。」相分就不是了，則不然。有些相分與見分是同種子生的，亦有些相分與

見分不同種子而生的。

同種子而生的，叫做「相見同種」；不同種子而生的，叫做「相見別種」。那就

得出結論了，故此有漏諸識，它的自體分變生出相分的時候，有時是「因緣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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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分別變」，兩種。「因緣變」的那種境是實在的，「分別變」的那種境是不存

在的。聽得明嗎？「因緣變」者，謂若相分不由能緣的見分之計較推度的力變現，只

是由自己的種子，即是因緣產生的。如前五識及五同緣意識，即是與五識以及一齊起

的意識，所緣的色等五境及第八識所緣的種子、根身、器世界。這些都是「因緣

變」。此種相分以先業，先者即是前世，前世的業為增上緣，以那些名言種子為因緣

而變現。有實體相，有實作用，這些境叫做「性境」。

「性」字當「實」字解，明白了嗎？明了吧！「分別變」者，謂若相分無另外能

夠生起的自己的種子，它和見分同一粒種子的。唯由見分之計度分別力而變現。此種

相分又分為二：一、無所託的本質，這種叫做「獨影境」。這種(境)呢？例如：第六

識所思惟的義理就是了。二、帶有所仗託的本質的，但此這個相分就不稱合本質。

不稱合本質的自己的相狀，例如第七識，第七識即末那識緣賴耶的時候，這個賴

耶的本質比它憑藉；它託著賴耶為本質而變起一個「我」的相狀。下面，我一問一

答。問：相分之屬因緣變者，自有其種子，何故不言自種所變而說為由自體分所變

呢？答：自體分種子變生自體分時，自體分的種子親挾相分的種子而俱起。相分的種

子即是相種，即被挾帶而起，故言相分為自體分之所變。

那這個是多餘的，我一問一答是多此一舉的。第二日又要刪了它，無聊的。那

麼，什麼叫做「因緣變」？什麼叫做「分別變」？識了嗎？是嗎？其餘呢？三類境

相，這一期無辦法講得完，留待下期了。你自己看看，或者看得懂。因為何解呢？我

都是這樣看回來的，你一樣可以看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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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羅公，你看了多久唯識的書啊？

羅公：嗄？什麼啊？

學員：你看了多久唯識的(資料)先寫到這本《唯識方隅》。

羅公：我一直都看唯識。

學員：十幾年先寫到？

羅公：二十幾歲啦！二十一、二歲啦！

學員：那麼看到幾時才開始寫這些書啊？

羅公：看到今年七十八歲。

學員：那我們豈不是沒有什麼希望？

…….

羅公：你如果平心靜氣，你自己繼續看下去。你可以把它看完的，我這些文字很淺

的。看完之後，你可以看什麼啊？「真如」是什麼，你一看就懂。…….

「三類境」是什麼來的呢？那些講唯識的人，他們說：「我們眼所看到的東西，

耳所聽到的東西，鼻所嗅到的東西，手所摸到的東西，我們意識所想到的東西以及我

們第七識所覺得有個「我」；覺得有個自己以及我們第八識所變起我們所住的物質世

界，以及我自己的身體。」這些通通都叫做「境」。那「境」字是何解呢？那「境」

字即是界線的意思。你移民入境，即是你入到國的界線內面，是嗎？「境」就是界

線，將它來到引申，即是「對象」。

好喇。這些「對象」呢？如果對讀唯識的人來講，都是我們的識的一部分來的。

記住！記住！所謂唯識就不是我們看到東西，能夠了解東西的那種力量叫做「識」。

那個識裡面包括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能夠了解東西的；第二部分就是被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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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對象。那對象都是識的一部分來的。能夠了解東西的那個部分的力量就叫做

「見分」。

狹義地講「識」就是指「見分」；廣義來講「識」除了「見分」之外，更包括對

象的。「見分」所了解的境界就叫做「境」。何解叫做「境」呢？「境」是界線，因

為我們所了解的東西有一定的界線，例如：眼識的見分所了解的只是顏色，它是不會

了解到聲音的。它的界線就是顏色。耳識所聽到的東西呢？即是耳識的見分所聽到的

東西呢？有一定的界限，界線即是界限，即是 limit(限制)。

耳識所了解的東西，即是耳識的見分所了解的東西呢？就是聲音，(它)不會了解

顏色的。鼻識所了解的東西呢？它的界線呢？就是香、臭。舌識的見分所了解的東西

呢？就是味道。身識所了解的東西呢？就是所觸的(感)覺。所觸的什麼啊？例如：熱

的、冷的、輕的、重的、飽的、餓的。這些都是觸，全部都是觸的。

……

所有一切的東西，(它)都可以了解。眼識看到顏色呢？它又跟著去看到顏色。耳

識聽聲音的時候呢？第六意識又跟著聽到聲音。而且沒有它不行。除了跟著眼識、耳

識一齊起之外，它還可以想出很多東西的。

我們合上眼什麼也不看，又塞著耳朵，都可以想出很多東西出來的。所以，想出

的東西好似一幕幕戲般的。那些都是意識的對象，意識的範圍闊到極了。不止這樣，

它不止現象界可以了解，連這個宇宙的本體，它都可以了解的。只要你是在很深的定

裡面，可以把你的生命的深處，這個宇宙的深處，它都可以把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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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意識的界線闊到極。第七末那識呢？亦有一定的界線。只是執著個「我」

而已。而且，那個「我」不知道有「我」的，只是覺得有個自己。(一種)衝動而已。

第八阿賴耶識的界線就闊了，怎樣呢？這個物質世界，茫茫太空以及無數那麼多的星

雲，這樣的物質世界，即是自然界。

整個自然界不可量度的，奇大無比。不過都是什麼啊？都是第八阿賴耶識的對

象，所以在唯識來講，抬起頭望上天空是什麼啊？這個就是阿賴耶識的對象來的。不

止如此，我們的身體又是阿賴耶識的對象，範圍闊到極。

那麼，這些對象就叫做「境」。因為它有一定的界線，叫做「境」。每一個識的

見分所看到的對象，叫做「境」。那個「境」改了名字，叫做「相分」。眼識所見的

境就是顏色，是眼識的相分。分者，部分。有形有相的那一部分。這個眼識裡面有兩

個部分，一部分是無形無相的力，看東西的。

一部分有形有相，是看得到的。所以，顏色是眼識的相分。相分，講得徹底些。

所謂「相分」不過是一個影子而已，是嗎？是個眼識所變的影子，影子又叫做什麼

啊？影像，所謂「相分」就是那個識的影像來的。所以，西方人就譯做 image(影

像)。相分就是 image，境就是那個 image而已。

同一樣道理，耳識所聞到的聲音是耳識的相分，又是耳識的 image，影像。鼻

識所嗅到的香臭呢？是鼻識的相分，鼻識的影像。舌識的相分，舌識所理解的味道是

舌識的相分，舌識的影像。身識所觸到的冷暧呢？輕重呢？是我身識的影像，身識的

相分。意識所想到的五花八門的東西，不過是意識的相分、意識的影像。我們第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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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識覺得有個自己的衝動，不過是什麼啊？那個衝動，那個所謂的「自己」，不過是

第七末那識的…

任何刺激到我們的感官、刺激到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內面變起一個 image。這

個 image 叫做 phenomena，現象。那個本質，我們不可知。康德說：所有現象，

或者一般人所講的現象不同。(所謂的現象)是指那個 image，我們能夠知道的，只是

image，不能知道那個 itself。

第一，物的自身不可知。第二，上帝的有無不可知。你怎樣說祂是有呢？是嗎？

你見過未啊？你說：不用見的，想當然啊！想當然有很多的，那些婆婆想當然有「齊

天大聖」。想當然都可以的嗎？是嗎？所以，你說上帝一定是有的，他說不對！所以

天主教徒很多都很討厭康德的。天主教徒，這些叫做「獨斷論」。

那樣東西都不能夠肯定的，但說它一定是有的，我們知不知道，(便)說它是肯定

的，這些叫做「獨斷論」。凡宗教都有「獨斷論」。「獨斷論」的反面呢？就叫做

「懷疑論」。什麼東西都懷疑，明明我們知道有樣東西在面前，你都認為靠不住的。

什麼東西都懷疑，那些叫做「懷疑論」。兩個極端，一個「獨斷論」，一個「懷疑

論」。所有哲學家不是擺個「獨斷論」，就是擺個「懷疑論」。佛教的空宗就擺個

「懷疑論」裡面的，一切皆空。

大乘的空宗，小乘的人什麼執著都有，(這是)「獨斷論」。只有唯識就在中間。

那即是本質不可知，既然不可知，你怎能說它是有呢？本質不可知不是等於沒有，因

為何解呢？明明是，我幻想的那個杯是沒有實用的，而這個杯是可以裝茶飲的。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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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用和沒有實用，知道兩樣是不同。

既然不同了，我們叫那些比較可靠有實用的，叫它做「有本質」。那些幻變出來

的，叫做「無本質」。無本質的東西呢？就是空的。大部份是空的，有本質的東西，

你不能說它是空的。所以，佛教的空宗一腳踏，說全部都是空的。在哲學上，是站不

穩的。既然是這樣，我們將那些境界來到分類，顯然要分出兩類；一類是有實質的，

有本質的，我們要改一個名先可以，叫做「有本質的境」。

「有本質的境」就五個字，不如簡化些，叫它做「性境」。是嗎？「沒有本質的

境」就只有影子而已。那影子後面沒有本質的，單獨有影子、有 image就沒有本質

的。那些我們叫它做什麼啊？「單獨有影子的境」。或者你詳細些「單獨有影子而沒

有本質的境」。你說有幾「論盡」(遴迍)，不如將它簡化些，叫它做什麼呢？「獨影

境」。

那麼是否境界只得兩種呢？「獨影境」真正是，你可以說它大部分都是空，是

嗎？還有一些是有本質，但是我們看不到；因為我們看不到本質的，夾硬(勉強地)幻

想那本質出來的。那種境是很特別的，第一，它是有本質的。第二，我們看不到它的

本質，然後幻想一個影子出現。那即是說，有兩個 image。第一個 image，我看到

那個本質裡，看到那個「性境」的 image出來。第二個 image是我們夾硬(勉強地)

起個幻覺的影子。這是兩重 image的。

那種叫做什麼呢？帶有本質，但是我們在本質上面起個影子。在影子之上，再起

一重主觀的東西在此。即是兩重，一看到那本質裡，一重影子是相分，再加一重。那

16



一重呢？第一重就和本質相似的。第二重完全是主觀幻變出來的。這個是「帶質

境」，叫做「帶質境」。最難了解的，不過呢？你不要以為「帶質境」不好，所有藝

術的呢？藝術的境界通通都是「帶質境」。是嗎？譬如：我們看到一棵樹，那棵樹是

有本質的，是嗎？我眼識望落那棵樹裡就起了一個影像，那棵樹是青青綠綠。我們所

看到那青青綠綠的，是眼識的影像。而影像後面的那棵真的樹呢？就是本質。我們都

是想當然知道它是有的。

所以，眼識看東西只是「性境」而已。是嗎？它不會說這棵叫做「樹」啊！如果

你說這棵叫做「樹」呢？那就有問題了。是嗎？除了那青青綠綠的東西外，還有一個

「樹」的 idea(想法)。這個 concept(概念)的名稱在此，即是說兩個。如果假使是這

樣的呢？說它是樹呢？那就有兩重影子了。一重影子是青青綠綠的那幅東西，另外一

重影子是樹。是嗎？那就是「帶質境」了。眼識會不會有「帶質境」呢？不會！一定

是「性境」。

那「帶質境」如何來呢？意識！當眼識看到東西的時候，意識跟著一齊看；青青

綠綠的那些東西，它領略到。但是它在青青綠綠之上，它說是「樹」，(那便有)兩個

影子。這兩個影子帶有本質，但它又不是「性境」。所以，「帶質境」是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既有「性境」亦有「帶質境」。剛才講了有一種單獨有影子的，那些叫做

「獨影境」。

你們計數學的那些數(字)，全部都是「獨影境」。你不要以為科學家研究的東西

就很實在，科學家經常都是研究那些「獨影境」而已。你估科學家真是研究這個自然

界的實質嗎？他們在自然界裡面抽了些符號出來的，那些符號是「獨影境」來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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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邏輯，運用邏輯將那些符號疊來疊去整出很多方程式來。科學家所研究通通是「獨

影境」。藝術家所研究的，全部都是「帶質境」。

哪些人是(看)「性境」呢？只有傻子(看)「性境」。是嗎？你又不要小看他。第

一，那些傻子、那些低級動物就只有「性境」。那些沙屎蟲(蚊的幼蟲)、屎蟲就只有

「性境」。是嗎？它不會有「獨影境」的，亦不會有「帶質境」。它不會科學的東

西，又不會產生藝術，它只有「性境」。刺激、反應就是「性境」。那豈不是很低

級？(這)又不是！最高級的東西又是「性境」。

何解最高級又是「性境」呢？譬如：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便)說這個世界的萬物是

有生、有滅的。其實這個世界的本質你都不可知；你所知道的是那些影子而已。生生

滅滅不就是你意識裡面的影子？你執它為實有，有實生、實滅。這些是你自己一廂情

願而已，是嗎？那你會問(這個世界)豈不是無生無滅？無生無滅(比較)好些。

不過都是不行！你如何知道它是無生無滅呢？都是不行！非有生非有滅就最穩當

了。是嗎？又或者非無生非無滅，全部都沒有。那豈不是什麼都不知道？它說你這樣

就可以了。你說生、話滅，這些都是「獨影境」而已。實在的本質，你不能說它是

生，不能說它是滅。非生滅、非不生滅，應該要這樣理解。

你不要以為是不生不滅，這樣是不徹底的。應該要怎樣呢？非生滅、非不生滅。

它說當你這樣非掉全部，非生滅、非不生滅、非常、非斷、非一、非異、非來、非

去、千非萬非，凡有講得出的都非。非到無可再非了，那個時候，就沒有「獨影境」

了。是嗎？那個時候，本質就顯現了。它說這個就是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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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所謂的「真如」了。那個時候不是(什麼都)沒有，你說它是無，不對！

非無。明明是有那一種狀態，什麼都非掉了的狀態，你說有又不是那樣般的有法。那

個時候就是叫「諸法實相」了。「諸法實相」的時候就是沒有影子，直接把捉它的本

質，那個是真正「性境」。那個宇宙的本體，宇宙就是你來的。這個即是你的生命的

本質，把捉到，你自己認識你生命的本質。在禪宗來講，這個就是回到老家。

返到你老家了，返到你的故鄉了。全部要撇掉了那些影子才可以。你說：那我伏

著它可以嗎？我不想其他東西，不想那些，不想。但你仍想著「我不想」的念頭一樣

弊！不想啊！不想啊！那就撇掉了許多東西，你還有一個「不想」，你很弊。你那個

「不想」是撇不去的，是嗎？要連這個「不想」都撇掉了，那個時候就是完全「性

境」。所以當你證「真如」的時候，就完全是「性境」。

你不要以為只有低級動物就有「性境」，你證「真如」的時候就是「性境」。你

說我又講天台宗，又講華嚴宗，又講唯識，這些全部都是渣子來的。唯識、天台、華

嚴，你在此講的那些全部都是「獨影境」。你們這些人，全部都是鼻涕蟲來的。一些

用處都沒有，所以禪宗說你們這些人入海算沙，在這裡搞來搞去，好似一隻猴子在樹

上跳下跳下。離開樹處，什麼辦法都沒有。

即是經常在「獨影境」裡跳來跳去。禪宗的人就主張全部要撇清，一下子就跳到

「性境」。是好的，不過你是否這樣的材料呢？是嗎？好似六祖般的材料一定可以。

不過，你那個不知是不是呢？好喇！要講完這三種境。「帶質境」呢？如果沒有「帶

質境」就沒有藝術，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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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嘭嘭而已。但你聽得出這些叫做「悲情」啊！那些叫做「歡喜」啊！那些情

緒的跳蕩，全部都是什麼啊？「帶質境」而已。如果沒有「帶質境」呢？那就沒有圖

畫了，是嗎？亦沒有所謂的建築，亦沒有音樂。在真正的「性境」裡面，沒有這些東

西的。所以天台宗的那些大德說你吟詩作對，這些都是玩物喪志的。欣賞藝術，這些

全部都是不對的！明白了嗎？三種境。好喇。三種境呢？第一種是「性境」。

不到我們決定的。是嗎？現在共產黨經常說「唯物史觀」。「唯物」和「唯心」

不同的地方呢？它用這一句說話，它說「唯物史觀」是存在決定意識。「唯心」呢？

「唯心史觀」就是意識決定存在。什麼叫「存在」啊？客觀世界叫做「存在」；我們

一切思想被「存在」決定我們。

那些「唯物史觀」就是這樣。「唯心論者」呢？什麼都說是「心」決定的。我們

的意識決定我們存在的。其實這個講法在唯識來到看，等於「小孩子瀨尿」。什麼叫

做「存在」呢？「存在」就是我們的意識，是嗎？意識決定意識，是嗎？存在的理

論，意識決定存在，又是「瀨尿」。

意識固然是意識，但存在都是意識來的，那搞來搞去，即是自己決定自己？

學員：唔通！它那個存在是否講物質呢？

羅公：它說是啊！但從唯識講物質，它見過物質了嗎？你見過物質沒有？想當然而

已！物質，是嗎？你去見吧！我們的五官是見不到物質的，眼識是見到顏色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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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是什麼來的？顏色不是物質來的，它是太陽的光照落去。太陽光有七種色，

科學家是這樣講的。我們見到那紅色，即是說太陽光照落那裡，那裡所有的綠色、黃

色，全部(被)吸收了。惟獨紅色，它不吸收就彈番出來。那些紅色的光線刺激我們的

視覺神經，我們就起一個幻覺，說是「紅」啊！其實，它不是紅色的，只是見到紅，

見到你的衣服是紅色。其實，你的衣服不是紅色。你不要「紅」就刺激了我見到

「紅」。那你說何來有客觀的東西呢？

眼識見到的東西，不是客觀，不是客觀存在。那你是說它們不存在嗎？存在，主

觀的存在，或者是識裡面的存在。耳識的聲音，耳識其實哪有聲音啊！空氣振動好似

那些水波般的漾下漾下而已。我們所聽到的就是這些漾下漾下的東西。那些漾下的東

西是我們的感覺而已。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全部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的

反應而已。

那個物的本質，我們不可知的。那個 thing in itself，我們根本不能知。(既然)不

能知，你說它是存在的不就是想當然！是嗎？所以，它一講到哲學就是「唯物論」，

太膚淺了。只是得「霸道」兩個字，是要什麼呢？太過唯心固然是不行，是要康德那

一類才可以。那麼，講佛經亦是。要麼你不要講哲學，我講實修的。那你念阿彌陀佛

就夠了。

何必搞那麼多東西呢？是嗎？你念阿彌陀佛等死了之後，就生極樂世界。何必讀

那麼多唯識、《解深密經》、《金剛經》，什麼都不用讀。一於念阿彌陀佛等死，是

嗎？天主教徒呢？什麼都不用做，等去天國。你的目的都是想去天國而已。如果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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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呢？不用那麼多東西的，講這些的都是講佛學的理論。

佛學和佛教有些不一樣，你不要以為我們法相學會是一個佛教會。我們這個會是

「法相學」的會，你明白了嗎？不過，這些法相學是由佛教產生出來的，就叫做「佛

教法相學」的會。這跟多倫多那些佛教會是不同性質的，它們是「教」的會。你明白

嗎？好喇。那就是第一種，「性境」就有本質。問題是這樣：本質的來源和我們的

image的來源是否同一個來源呢？你要解答這個問題。

經過一些人的研究結果，各有各的來源，不過(兩者)是有關的。即是你兩兄弟，

你說他們絕對同一個來源，是嗎？絕對同一個阿爸生的，是嗎？它說不是！何解啊？

你和你的弟弟都是你的阿爸的精蟲而變的。你的哥哥就是這一條精蟲變的，你這個弟

弟就是那條精蟲變的。

顯然是兩源不同，是嗎？如何相同呢？不過，同一個家族而已。同一個家族而形

狀相似而已，是嗎？你說他們是完全相同嗎？即是說你有你的來源，你弟弟有弟弟的

來源；本質和影子是各有各的來源，但是有關。那來源啊！好喇，到了此處呢？我們

不能太空洞，用番空宗那句說話講：「諸法不自生」，自己不會生自己的。

自己生自己何用生呢？我已經有了，是嗎？我已經有了自己。「亦不從他生」，

第二種東西生你出來？爸爸、媽媽都生不到兒子的。你說爸爸、媽媽會生兒子是很粗

疏的講法。解啊？媽媽是養你而已。你爸爸的精蟲走到你媽媽的卵子裡面，你媽媽就

供給營養，供給體温來到保護那條精蟲慢慢地才變出你而已。是嗎？即是你媽媽還你

媽媽，你還你。那爸爸的精蟲離開了身體就是另外一件東西了，細胞分裂了就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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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細胞了。你說它有關係是因為有來源的意思，但它已經成為獨立體了。

那即是說媽媽生子者，就不是媽媽生子，而是該條精蟲自己長大。是嗎？你是增

上緣而已。是嗎？那主因還不是你。爸爸的精蟲是怎樣來的呢？很多營養品的吸收，

身體的細胞一直分裂，是這樣來的。而且，你的爸爸沒有一個實的東西叫做「爸

爸」。五蘊和合的假東西而已，那所以「諸法不從他生」。是嗎？那個兒子不是從爸

爸生，不是從媽媽生的，他自己有自己的來源。「諸法亦不從他生」。

你說自、他合在一起呢？自、他的生是等於零，自生是等於零、他生又是等於

零，零加零不是等於零嗎？自、他合起亦不生。是嗎？即是說那個東西是如何生啊？

自生又說不對，從他生又說不對，那該是怎樣呢？共生啊！共生又說不對！那該是怎

樣呢？那即是無因的了！平白而生，它說又不是！又有原因的。

如果平白而生的話，個個無子的那些人(便可以)即刻生子；或者向觀音菩薩叩個

頭就可以生子，但不能夠。無因又不能生，所以「亦不無因生」。那個「因」在哪裡

呢？那問題就多了。你找個「因」出來，他們不過是想當然說有個「因」而已。如果

你說不是！有一個「因」的，那麻煩你拿出來給我看看。你是人，你拿你的「因」出

來，給我看看。你自己都看不到你的「因」，是想當然有「因」而已。所謂「因」

者，只是得一個符號而已。

即是等於我們計數裡面，一個 alpha(α))、一個 beta(β))。計代數裡面的一個 X的

那樣，那只是符號而已。那個符號在佛家叫做什麼啊？難道佛家叫它做Ａ嗎？佛家不嗎？佛家不

叫它做Ａ嗎？佛家不，叫它做「種子」。即是這個因就叫它做「種子」。「種子」就是一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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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等於是Ａ嗎？佛家不、Ｂ、Ｃ、Ｄ符號來的。符號來的。(這)是代替了那個因，「亦非無因生」。

唯識宗就這樣解，但是空宗就怒到極了。安慧菩薩解釋《中論》，《中論》有一

首偈：「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共生，亦非無因生。」安慧菩薩就說：

「因就是種子。」藏經裡面有《大乘中觀釋論》。那些空宗的人就說：豈有此理！我

們祖師龍樹菩薩做的論，何需你們這些學唯識的人來做注呢？你又夾硬 (勉強地)…我

祖師都未講過，你就說這個因就是種子。

於是就引起空、有之爭。其實，他們不明白而已。「種子」這兩個字只是Ｘ而而

已。是嗎？那你不准科學家講個Ｘ而嗎？所以，空宗是強橫無理的。我對空宗，尤其是

對空宗的末流，我很憎的。空宗的末流，一個清辯、一個法稱。不是！一個月稱。

那即是說本質不是沒有來源的，那來源我們用一個符號，一個 alpha(α))；或者

用一個Ｘ而來代替它，叫它做「種子」；或者叫它做「功能」；或者直接叫它做

「因」。既然本質一定有「因」，這個影像有沒有「因」呢？(那就)更加有「因」。

這影像你能夠把捉得到，難道說它沒有「因」嗎？即是說我們性境的時候，有兩個

「因」的。一個就是那個影子，這是一個「因」；第二個是本質的「因」。

學員：羅公！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啊！一個問題，這個「性境」 ...是否現象界的解法；

以及勝義諦的解法是不同的呢？

羅公：不同！勝義諦裡面，沒有什麼所謂「境」。講便不對。講的都是什麼啊？

Image(影像)來的。勝義諦只是講本質的。

學員：即是勝義諦是一切沒有本質，沒有影像，叫做「性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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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又不是無！非有亦非無。

學員：非有、非無？

羅公：是啊！

學員：現象界的那個實體都是「性境」？那個實質啊！

羅公：是啊！

學員：勝義諦就「非有、非無」，那個叫做「性境」。

羅公：是啊！

學員：這兩個解法不同。

羅公：那個就是連叫「性境」都不對！

學員：那個不是「性境」！那個和現象界的「性境」不同解法，那個和勝義諦的「性

境」解法不同的。

羅公：No,no,no.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性境」那一回事。一切皆空！無，無亦是無，

無中無就不是無了！

學員：即是那個就叫做「性境」？

羅公：是。

學員：那個實相啊！那個實相就是「性境」。

羅公：那個不是！你叫它做「實相」都不對！

學員：都是一個Ｘ。

羅公：是。

學員：都是一個Ｘ。

羅公：所以，勝義諦裡面就不要混合到世俗諦。整套唯識講的都是世俗諦，不是勝義

諦。勝義諦呢？你修止觀，你自己把捉，是嗎？唯識宗只是指條路比你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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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其實，很清楚的。(這)兩條路，不相矛盾。那即是說在世俗諦裡，只要你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你就可以講。言之無理，持之無故就不可以了，亂講是

不可以的。是嗎？所以，你講唯識，你可以用科學來講唯識。可以的，你可以

整套換過了它。這套東西是假的，整套唯識體系是世俗諦的東西而已。

學員：即是全部唯識是分析現象界。

羅公：分析現象界，而且全部是符號式來到解釋。你可以全部不要，換掉它都可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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