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麼，即是性境的本質有本質的種子，相分有相分的種子。不止相分有相分的

種子，見分和相分兩個不同種子(都有)。獨影境就不是了，沒有本質的，即是少了本

質種子。沒有本質，它的相分怎樣啊？它的相分完全由見分創造出來的，就只是得一

個種子而已，見分種子。性境有三個種子，本質種子、相分種子、見分種子。獨影…

不是！帶質境又怎樣啊？都是三種，本質種子、相分種子，見分種子固然有，但是見

分種子自作多情，多出一個影像出來。明白了嗎？

學員：請問一下你假帶質，什麼是假帶質？

羅公：嗄？

學員：假帶質是什麼？

羅公：哦！真帶質、假帶質(是)不同的。舉例：「真如」是有的，是嗎？諸法實相是

有的。那麼，我們現在講我們有諸法實相的，我們修止觀是可以證，我們現在

目前是當下在此的。當我這樣講的時候，第一個 (是)本質，諸法實相。第二

個，我們所講「諸法實相」這四個字，這個概念，是嗎？第三個，從我的見

分，我意識的見分的那個境界。譬如：我現在說「真如」，這個是帶質境來

的，不是性境。我們要修止觀，修到什麼名言都沒有的時候才是性境。但是它

這個是真帶質來的。因為有那個帶質境在此，以及這秒鐘有那個本質在此。但

是回憶的就是假帶質。我這裡有真、假帶質在此，你看到我這裡比較明白。我

們看看這裡先。

學員：喝口茶先，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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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學員；喝口茶，休息一下。

羅公：喝茶先亦得。

……

羅公：哪一頁啊？

學員：七十五。

羅公：哦，好。(戊三)三種境相，是嗎？那麼，我們剛才解了，是嗎？

學員：未啊！

羅公：嗄？

學員：假帶質、真帶質，你都是剛剛講而已。

羅公：這裡，我留番這裡(才講)。上文既明由因緣變及分別變而產生了三類相分。那

麼，即是說什麼呢？性境就一定是因緣變的，是嗎？獨影境就一定是分別變

的。嗱！記住啦！帶質境又因緣變…

帶質境就(有)兩重相分；一重(是)因緣變，(另)一重是分別變。今當再論此三類境

的相分，境相。第一，性境。性是實義，即是實質的意思。此境從各別自種子生，它

自己的種子生的，「性境」。那麼，即是說我們看到這個杯，這個杯的相分，它有它

自己的種子。不是我們說它不是杯，它就能變了其他東西。是嗎？有實體，有實在的

體質，而且有實用的。我們那個能緣的見分，當我們的見分是無錯誤。又要那個能緣

的見分沒有錯誤。實稱境之自相而緣之，實實在在。

「稱」就是符合；實實在在符合那個境的本身的自相來到了解它，所以叫做「性

境」。「性境」的定義清楚了嗎？例如：前五識了解東西的時候，一定是「性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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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你讀《八識規矩頌》開首第一句「性境現量通三性」。前五識必定是「性

境」。五同緣意識，什麼是「五同緣意識」啊？當我前五識起的時候，一定有意識與

其一併起的；以及一起緣，「緣」即是了解，了解那樣東西。那個意識所緣的，色、

聲、香、味、觸等五境，以及有阿賴耶識的見分，就緣三種境。

第一，阿賴耶識的見分緣種子。那些種子是阿賴耶識的對象來的，所以，種子是

阿賴耶識的相分。根，我們身體的五根。器，物質世界。這三樣東西都是阿賴耶識的

相分所緣的。哎，不是！是見分所緣的。所以，這三樣東西都是(我們叫它做)「阿賴

耶識的相分」，有實質的。那就是「性境」。明不明白嗎？這個「性境」？聽不聽得

明白啊？看得明白嗎？第二種是……嗱！所以一定(要)聽，我頭先這樣講你聽了，你

現在就看得明。只是看我這本書，到底我的文字，實在這些文字很小心的。不過，不

是很通俗。

第二(是)獨影境。此境與能緣的見分，能夠了解東西的見分，同一個種子而生。

那就和「性境」不同了，「性境」是各有種子；它是同一種子而生。而且沒有實質

的，又沒有實用的；不過是能緣的見分，由它分別幻想的力變出那個影子出來而已。

變出來的影像而已，並沒有它後面所托的本質，仗者，托也。所以，名為「獨影

境」。例如：「五不同緣意識」，當我們意識起的時候，和前五識不同一起的，單獨

起的，不同意識。有時候，我們(會)這樣的。

當我們看見「紅」，第一個刹那，我眼識看到「紅」；那個意識叫做「五同緣意

識」，和前五識同緣一樣境的意識，都是「性境」。但是，一到第二個刹那，眼識仍

然是看到「紅」。但是意識，它不看「紅」的；它看那個概念——「紅」。「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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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概念來的。第一個刹那，它看到紅色；第二個刹那，它看那個概念而已。這個

(講法)聽得明白嗎？那種意識，第二個刹那的那一種，叫做什麼啊？「五不同緣意

識」，雖然是前五識和它一併起，但是它各別了解第二樣東西的。

以及「五後意識」，前五識停了之後，那意識一直回想，用記憶力一直回想，一

直想東西，這些叫做「五後意識」。「五後意識」和前五識都有多少前後關係，還有

一種叫做「獨散意識」。「獨」就是獨頭的；和前五識沒有關係的；「散」的，不是

在定中的，叫做「獨散意識」。以及夢中意識，發夢的時候的意識。這幾種意識的相

分就叫做「獨影境」。聽得明白嗎？(你們)番去要多看幾次才可以，這些文字。

第三種，帶質境。此境，即是這種帶質境，亦與見分同一種子生。那種境…但是

它後面有本質的。但有實的本質，和「獨影境」不同。「獨影境」和見分同一個種子

生，但是沒有實質的、沒有本質的。那種本質有增上力，有很強烈的力。能夠引起我

們的相分，那本質有增上力，能夠令到我生起相分。但是，可惜「見分」，那能緣的

見分，當它緣境的時候，雖帶有本質，帶有一個似本質的影子，且變現一個似本質

的，而別有種子的相分。

兩個相分，一個相分就和見分同種子的；另外一個相分和見分不同種子的。但依

自分別力，別變現，(即是)另外變現，別變現異相的影子，即是第二重相分。它就緣

第二重，它不緣第一重。雖然有兩重相分，但它所了解的是第一重。第一重就是分別

變，和見分同一種子的。第二重，它另有種子的，它不緣。它說：此影像不稱本質，

和本質不符合。似而不稱，不稱本質的自相。所以，名叫做「帶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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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來到這裡我們看看那幅圖啊！那個圓圈就代表種子。那種子一變，變起見

分，同時見分幻變出相分出來。見分、相分同一個種子，看得明白嗎？那個相分，我

們用直的線條來表示。這個相分沒有自己的種子，不是因緣變，是分別變。看得明白

嗎？第一個圖。我比較了很多講唯識的書，用圖來表現這三(種)境，我這本就最精

(萃)的。第二重叫做「帶質境」，第二個圖。有本質的，那本質是因緣變的，不是分

別變的；用橫線來表示。

有圈的表示它有種子的，有本質。由本質的刺激力產生一個相分。這個相分又有

種子的，是因緣變的。相分起的時候，就令到我們的見分看落它那裡。那麼，應該是

看到相分的，這就是「性境」來的，是嗎？但是，可惜見分自作多情。在自己變起的

虛妄的相分，分別變的，沒有另外種子的；和見分同一種子的。那麼，這種境叫做

「帶質境」。好喇！那「帶質境」有真、有假的。我這個圖的講法是「真帶質」，是

嗎？但是，「真帶質」是有本質在前面的。如果沒有本質在前面的，就是「假帶

質」。

例如：我望著那朵花，說它是花。這個是「真帶質境」，是嗎？你將那棵花移到

別處，我就說：那裡有棵花，用記憶力記番那棵花(曾經)在這裡。那個時候都是「帶

質境」，但是沒有那棵花，(已經)移了去。這是「假帶質」來的。明白嗎？「性境」

最清楚了，三個種子起三樣東西。這三個圖，(看得)明白嗎？好了，講完這三個圖之

後，我們接著下來看了。講「帶質境」了，舉例了。例如：末那識的見分緣阿賴耶識

的見分。那麼，它本來見番阿賴耶識的見分出來，就是「性境」。但是，可惜它自己

變起個影子說：這個(是)我，這個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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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自己種子而又稱本質的相分之上，它另外在見分裡面，變起了自我的影子，

來緣這個自我的影子。它不直接緣那個相分，此我相是「帶質境」。看得到嗎？那

麼，在這裡看番這幅圖了，「帶質境」。第七末那識的見分是第一個圈；第二個圈是

相分；第三個圈是本質。那本質是阿賴耶識的見分。那阿賴耶識的見分影響到第七末

那識的見分，於是第七末那識產生一個有種子的相分。

那相分就是阿賴耶識的見分的模型的影子。符合的，但是它的見分在相分之上，

說它是「我」來的。那個我是沒有本質的，那麼這就是「帶質境」，是嗎？而且，它

是「真帶質境」。那個阿賴耶識，它擺在這裡的，是嗎？那阿賴耶識沒有移開到的，

「真帶質」。聽得明白嗎？「真帶質」、「假帶質」。「獨影境」都有「真獨影」和

「假獨影」的。不是！有些叫做「有質獨影」；有些叫做「無質獨影」的。

此我相是「帶質境」，它說：猶如獨散意識的見分，當它緣第八識。嗱！我們有

一個第八識，那麼現在我們就有一個第八識放在這裡。是嗎？我第八識有相分、有五

根、有五境。這個第八識有見分的。緣第八識的相分、見分時，亦是「帶質境」。是

嗎？舊說謂「帶質境」是由見分種子和本質種子，兩種種子合生一個「帶質境」的。

那麼，這種講法就很籠統。這種是窺基法師的講法，籠統。那現代的呂澂先生就將它

來解釋清楚，我現在這裡就用呂澂的講法。

一，舊說的「帶質境」就由兩個種子。一個見分種子；(另)一個本質種子。二個

種子合埋就逼出相分出來，(這是)舊說。那麼，這個舊說講得通不通呢？通啊！但講

得不清楚。呂澂將它來解清楚，用兩句話解。一，此境要由本質的增上力而起。這個

「帶質境」即是見分圈裡面的那個相分。那「帶質境」就要由本質做增上緣的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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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產生它這個相分；而不是直接產生正式相分。

由正式相分影響產生假相分，並非真正二種合生一個雜物。第二，能熏成本質於

賴耶識中。那相分一起(「帶質境」的相分一起)能夠熏了那個本質在賴耶裡面。其

實，熏是那個見分種子熏而已。就由這一點假說由本質種子生，即是間接生，不是兩

種合生。這個是呂澂的講法。那資料就是《內學》第二輯熊十力作的〈境相章〉。熊

十力作了〈境相章〉之後，給呂澂看。呂澂就加了一些按語下去……

「帶質境」那個相分一起的時候，它會熏出種子出來的。熏了的種子在阿賴耶識

裡。日後阿賴耶識會多了一些種子。那麼，我們看一下。下面的表說明：三種境和二

種變(因緣變、分別變)以及這三種量(現量、比量、非量)的關係。

「性境」必定是因緣變的，一定是現量的，給現量了解的。「獨影境」就是分別

變的，既可以比量，又可以非量。即是有錯誤的，就變了非量。第三種「帶質境」有

兩重變；一重因緣變，(另)一重分別變。(它)一定是非量的。所以，《八識規矩頌》

就說這個第七識「隨緣執我量為非」，是嗎？明白了嗎？三境。(你們)番去看多次。

唯識裡面相當難搞(難懂)的就是這三境了。你搞掂三境就很便利。但是你由頭一直看

落去，你會覺得很快樂的。一直了解…..

(今日)講這麼多，好了。第二日再講「共變」和「不共變」。大家在地球裡見到

的地球，大家都見到太陽，這些是「共變」。你滿懷憂鬱；別人都不知幾快樂。這樣

叫做什麼啊？「不共變」。何解會有「共變」、「不共變」呢？那(些)種子相似就

「共變」。大家都是在地球上面的人類，就是因為大家都是有變地球的種子。如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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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有變天堂的種子，他就走去天堂。他不在地球，是嗎？就是這樣簡單。大家都是

(有)做加拿大人身的種子，它就變了加拿(大人)……境，明白啦！

其中，那個「獨影境」就有人分為兩種的。分為兩種又怎樣呢？一種叫做「有質

獨影」；(另)一種叫做「無質獨影」。怎樣叫做「有質獨影」呢？就有兩個不同的解

釋了。一個解釋就說，譬如：我現在我的意識就幻想羊毛、牛毛、羊角、牛角，我的

面前並沒有羊毛、牛毛的，完全是我自己幻想出來的。是嗎？雖說是幻想而已，但世

界上確是有羊毛、牛毛的。那麼，這種的「獨影境」叫做「有質獨影」。如果我幻想

出一種什麼呢？幻想出一個孫悟空，是嗎？幻想出龜毛、兔角，世界上都沒有這樣東

西的，完全沒有。

幻構出來的，根本世界上沒有這個本質的，叫做「無質獨影」。聽得明白嗎？好

啦！有人就說：這種講法講錯了。不是！何解呢？當我們幻想龜毛、兔角的時候，都

要根據羊毛、牛毛來做資料，才能夠想的，是嗎？不過，將這些資料拆開來(再)疊埋

而已。所以，世界上(如果照這種講法)就沒有「無質獨影」的。全部「獨影」都是

「有質獨影」來的。

所以，這種講法是講錯了。呂澂是這樣講的，第一種講法就是王恩洋講的。王恩

洋本來都是唯識大家來的，呂澂就更加(是)了。呂澂說王恩洋講錯。好啦！那麼，呂

澂又怎樣講呢？呂澂是這樣說的，「有質獨影」即是「假帶質境」。因為「帶質境」

裡面就有「真帶質」，有「假帶質」。「有質獨影」就即是「假帶質」。這種解法就

真是你們不聽慣的就難搞了。他(呂澂)說何解呢？「有質獨影」就不是說要世界上有

這一回事；不止是世界上有這一回事，還要前面有那樣東西在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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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意識的力沒有搭得到它而已。有的！那麼，他認為哪些叫做「有質獨

影」呢？例如：真如是有的，無所不在的。譬如：我的意識想真如、真如，幻想真

如，是對住真如的。但是，我黐不到真如。有那個本質在前面，我黐不到它。這樣才

叫做「有質獨影」。他說：幻想過去的那些不是叫做「有質獨影」，王恩洋講錯了。

他們兩個師兄弟，是嗎？他說：這個「有質獨影」亦名叫做「假帶質」。

那麼，何解又名叫做「假帶質」呢？那稍後才講它，你現在先明了「有質獨影」

和「無質獨影」。如果你問我：誰人講得對呢？這個事情，我也答不了你。是嗎？當

時，他們二人拗頸(吵架)就走去找歐陽竟無。歐陽竟無的答案是怎樣啊？再研究下

先！哈哈。老先生說：他再研究下先。我將它來問太虛法師，到底怎樣呢？太虛法師

說：王恩洋講得對。他說：「如果照呂澂講就是將『假帶質境』和『有質獨影』混在

一起，所以，王恩洋講得對。」太虛法師如是說。

歐陽竟無就說要再研究，我就未能斷定。那麼，關於「有質獨影」和「無質獨

影」的，本來呂澂講得好好的，但是變了呢？明明窺基法師說有些叫做「真帶質」、

有些(叫做)「假帶質」，那你夾硬(勉強地)將「有質獨影」和「假帶質」混合，說即

是那樣東西。窺基法師和慧沼法師沒有說即是那樣東西。如果即是那樣東西，他們會

說(明)的。(何)需你呂澂千幾年後才說呢？所以，問題就是這樣了。鍾生，你就問

「真帶質」和「假帶質」；「假帶質」就是「有質獨影」。

學員：似乎不是幾對啊！

羅公：呂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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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我想似乎不是幾對啊！

羅公：嗄？太虛法師就說他不對了。

學員：我都覺得他講得…

羅公：何解呢？如果照王恩洋的講法，那個圈就要這樣畫了。

學員：講到明有質的。

學員：嗯，是啊。

羅公：這個就是見分，見分……以及我講了什麼啊？

學員：是啊！這個相分。

羅公：「獨影境」就是這樣，「無質獨影」就是這樣，對嗎？「有質獨影」，另外有

一個質的，叫做「有質獨影」。跟這裡無關，稍後再說。是嗎？

無質亦得，有質亦得，總之離行離迾的，就叫做「有質獨影」。即是這樣，照我

的圖那樣(是)王恩洋的講法。呂澂說不是！不是！那麼，怎樣叫做「有質獨影」呢？

要這樣才是。不是！不是有質獨影。要怎樣呢？呂澂就說怎樣才算是「有質獨影」

呢？他說要那樣的……有本質離開了，那就叫做「有質獨影」了。呂澂啊！如果「無

質獨影」呢？只是得這個，後面沒有這裡的。嗱，好了。你們很多人修密宗啦！

你們修密宗的就觀想四臂觀音，那麼你到底觀想四臂觀音。嗄？假設四臂觀音真

是有的，那你觀想四臂觀音。你觀想四臂觀音，就是這個四臂觀音了。是嗎？那個真

正的四臂觀音就在西方極樂世界坐在那裡，你和它離行離迾就是「獨影境」。你不要

以為我很架勢，我觀想到。整個四臂觀音在面前啊！到底你還你，他還他。是嗎？譬

如：你觀想的四臂觀音是一尺高的，但原來他是萬億紫金身這麼大。嗄！根本就不同

一樣，他的光芒還厲害過太陽的。你就好似月光的觀法，完全不同。是嗎？他呂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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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這樣，那麼這幅東西就叫做「假帶質」。

不是！不是！叫做什麼啊？「有質獨影」，是獨影啊！它不黏埋 (結合)的。是

嗎？全部都是打橫，它是因緣變，是嗎？全部打橫的，(你們)就改番它打橫，是嗎？

有本質，那麼有本質就應該起「相分」。這裡中間應該有個圈的，但因為它中間離行

離迾，雖有本質面前就沒有圈在此。那麼自己自作多情整出這邊出來，咁就「帶質」

啦，是嗎？但它沒有中間的圈就是「假帶質」。明白嗎？想一下。

學員：那邊少了個「相分」。

羅公：嗄？是！少了個「相分」。少了個「相分」，這個就是「假帶質」了。「假帶

質」亦名…不是！這個就是「假帶質」。「假帶質」亦名叫做「有質獨影」。

這個是呂澂先生的講法。

學員：牽強。

羅公：但太虛法師就說「既然是這樣，何需開兩個名啊？一個名就好啦！窺基法師何

解這麼多事整兩個名啊？」是嗎？那呂澂又說「蘇軾又可以叫做『蘇東坡』啊

嘛！」哈哈！是嗎？不行嗎？這些叫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拗到天

光都拗不掂的。

學員：這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本來就不是這個，是「無質獨影」。這是一種幻想來

的，是嗎？

羅公：他說無質的幻想叫做「假帶質」啦！

這個簡直是「真帶質」啦！不是！那叫做什麼啊？叫做「獨影」啦！即是「無質

獨影」啦！有「真帶質」和「假帶質」了，「真帶質」就好似我這個(圖)一樣，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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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相分的。是嗎？「假帶質」就沒有相分了。太虛法師，照理就說王恩洋講得對。

這兩種是不同的，他(太虛法師)說：其實是這樣的，不必講(真假)。帶質就是帶質，

獨影就是獨影，你不要分真假了。

帶質就是帶質，你無謂……不過，唐朝的人，那些學究式(的人)太過歡喜那些名

相以及…就要分開了。它都離開了，即是等於好似兩夫妻都離了婚，就不是夫妻了。

是嗎？那你就加個名，叫做「離了婚的夫妻」。它不是就是不是，是嗎？明白了嗎？

所以，我不分了。是嗎？

學員：這個譬喻真是說的很好。

羅公：譬喻得很好，是嗎？

好喇。來到這裡，已經講完這個部份了。(接著)講「因緣變」。變有兩種，一種

有自己種子的變出那樣東西，這是自己有種子的。因緣即是種子，這些叫做「因緣

變」。自己沒有種子的東西，完全是你幻想出來的；分別即是幻想，幻想的時候就是

「分別變」。現在的人每每誤會，認為唯識變東西好似「分別變」，以為變戲法那樣

變，其實不是。不是的！有「因緣變」的。「因緣變」是最緊要的，如何緊要呢？因

為「因緣變」裡面，分開兩種東西。這兩種東西，一了解它們。

你就會覺得唯識論一點玄虛都沒有，因為何解呢？「因緣變」裡面，有共變和不

共變。何解叫做「共變」呢？譬如：我們二十幾人坐在這個廳裡，這個廳就是我們二

十幾個人的第八阿賴耶識裡面那些變廳的種子「共變」。因為它是「共變」，所以那

花瓶你看到，我也看到。那個地下，你踏到，我也踏到。(這就是)共變。(這跟)發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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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譬如：你在發夢，那個夢(中)，你可以雲遊很多…

何解會「共變」呢？問題就在這裡了。既然是變了，那麼全部 (應該)「不共」

啦！坐在這個廳裡，你就變起西方極樂世界，他就變起地獄，她又變起非洲，我又變

起亞洲，各人還各人。那麼，大家就不能夠見面了。大家見到面呢？就要「共變」。

那麼，何解會「共變」呢？譬如：阿甲，他的阿賴耶識裡面有變起這個廳的種

子；阿乙亦有變起個廳的種子；阿丙又有變起個廳的種子；阿丁又有變起這個廳的種

子。這四個人一齊在一起的時候，何解會一齊在一起啊？因為四個人都有變起這個廳

的種子，大家都變，大家都變現在此。那麼，大家都見到這個廳。其實，各人見番自

己所變的廳，見不到第二個人的廳。

不過，大家相似以為是一個。所以，《成唯識論》，它說「共變」是「如眾燈明

各遍似一」。譬如：這個廳(是)每一個人的阿賴耶識裡面都有變起(這)個廳的種子。

大家一齊變，好似有很多盞燈一齊發光照。(這)個「遍」字，(即是)每一盞燈的光都

充滿這個廳的。每一個人所變的那個廳都充滿、塞滿在此，就好似是一個。其實不是

一個。熊十力就將它來改了，這四個字啊！他如何改呢？

他說：「猶如萬燈共照一室」。其實，你還可以這樣譬喻的。例如：你聽那些大

交響樂，是嗎？一百幾十個 violins(小提琴)一齊(合)奏。我們聽起上來只是一支曲而

已。其實，不是的。每一個 violin，每一條弦的震動，大家都周遍，所以好似覺得是

一支曲。又猶如你喝一杯奶，這杯奶又溝了咖啡，又溝了糖。奶裡面有奶質，又有

水，又有糖，又有咖啡，全部遍滿這個杯，你喝起上來好似喝一杯東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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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四樣東西，「猶如萬燈共照一室」。這樣就是「共變」。這個廳是如此這

條士巴丹拿道(Spadina Avenue)又是「共變」。(它)是全條街的居民共變。這個多倫

多市是全多倫多市的人「共變」。不止是人，多倫多市的狗都有份(共)變的。多倫多

市有很多老鼠的，這些老鼠都有份(共)變。多倫多市有很多蚊的，這些蚊都有份(共)

變。是嗎？還有呢？不止多倫多的居民變，魁北克的人都可以來這裡走走。

那些人現在未來到就已經(開始)變了，如果不是先(共)變了，他們又如何來到

呢？是嗎？還有當我仍在香港的時候，我已經正在(共)變多倫多。是嗎？何解啊？因

為我一個電話就可以打到多倫多的，如果我不是同時變多倫多，那如何打得通呢？還

有 fax 一張東西就即刻到多倫多了。是嗎？那電報一打，那電波就即刻到多倫多了。

所以，我坐在香港，我(也)在變多倫多。不止如此，我們坐在這裡，在變月球的。是

嗎？不止在變月球，(還)在變整個太陽系。這樣(是)「共變」。

因為「共變」，所以死了的人有沒有大關係啊？世界上，假設有 50億人，死了

一個。50億分之一，即是 50億盞燈熄了一盞。人就是燈而已。還有，老鼠都是幾十

億的，是嗎？蚊又有幾十億的。海上的那些魚蝦蟹鱉都不知道是幾多千億的，一齊變

起這個地球。所以，你一家死光了，都沒有關係。是嗎？這樣就叫做「共變」了。

這就有客觀世界，是嗎？這個客觀世界，其實積累很多主觀的世界共成的。所

以，別人問你。如果你是一個禪師，有人問你：有沒有客觀世界啊？你會如何答他

啊？兩樣(回)答都得。你說：有，得。你說：沒有，又得。何解得啊？何解說有是得

啊？大家共變的，你一家死光了都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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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還不客觀嗎？那麼，即是有(客觀世界)啦！但是，何解又說沒有呢？各個人

的識變而已。哪裡有客觀世界啊？客觀世界就是積累無數主觀世界共成而已。你說沒

有又得！那豈不是世界上沒有真理？世界上就是沒有真理。是嗎？沒有一條一條的真

理的。真理是不可說的。說得出的，都不是真理。

所以，你說世界是心變，是識變，又不是真理，說有客觀世界又不是真理；說沒

有客觀世界都不是真理。何解啊？因為你講得出的，就不是真理。所以，你學唯識的

人，學到最深處的時候，到你了解到勝義諦的時候，就覺得那些科學家、哲學家經常

講道理，其實他們就多此一舉。世界上哪有道理？哪有真理？

但是，你這樣說，別人會認為你發狂。又不可以。那應該怎樣呢？順著他們，免

得跟他們拗(爭辯)。那麼，這句話呢？佛就叫它做「方便」了。你都是這樣程度而

已，你那麼衰，那麼蠢的，跟你說沒有真理，你如何能夠識 (理解)啊？不如說有(真

理)吧！即是說你是蠢貨來的，是嗎？

其實，你到時候，你再看那些人，你會驚訝！成班蠢仔！佛家就說「方便」了，

跟你講。是嗎？那麼，即是說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說來說去都是方便。那個真理，他

說不出。孔夫子就教人什麼啊？孔夫子都識這個。智慧可以達到極之高明的境界，勝

義諦。而道中庸，即是你講的東西不要講那些。「極高明而道中庸」，孔夫子尚且要

如此。

學員：「你講那個道理，即是佛陀所講的『你說有，我就說有；你說沒有，我就說沒

有。』是否這樣的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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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啊！順著你。如果你是這樣可以順著條路去了解的呢？順著你，(這是)一個

辦法。第二個(是)辦法，反！你說有，我偏說沒有。你說這樣東西好，(我偏

說)唔好！

學員：這個(是)禪宗的！

羅公：嗄？

學員：這個(是)禪宗的！

羅公：禪宗六祖就用這個辦法啦！是嗎？

唯識宗，你說有，它跟你講有。密宗呢？跟你講過了籠(過多了)。人人男女講性

欲的，它就弄些歡喜佛，雙身佛去修啦！方便！它說這些叫「方便」！是嗎？太過

了，密宗那些太過了。你一明白，那就…所以，你讀佛經，這本它又說是，那一本又

說不是！是嗎？其實即是這樣，你念阿彌陀佛。譬如：你念了七十年阿彌陀佛了，你

現在死了。

(你)又一心不亂，那你生不生極樂世界啊？你不能夠講生不生的，兩樣答案都

對。(第)一樣答案：不生的。你現在不(能夠)生的，因為你都未見性。不(能夠)生的，

要見了性才(可以)生的，又可以。但你說：生！你必定生的，又可以。何解？見性就

生報土，不見性就生化土。他一心不亂了。如果他不是一心不亂，那(能否)得生啊？

又可以說得！因為他得(生，可能)是一萬劫以後，你就有機會得生。

或者五千劫以後，總之你說得！沒有說(明)是幾多劫以後的事。是嗎？如果你說

不得！即是你即世不能得生。所以，叫做「方便多門」。如果能夠這樣了解的呢？你

16



很活潑的，很活潑。你的思想一點阻滯都沒有。「共變」呢？「因緣變」之中，有共

變、不共變。明白了嗎？

好了。現在順便講一些俗事，何解又説某某人，他的阿爺，葬了落去那福地，那

風水如何地好。現在發得了幾億元身家。那個孫又做省長，是嗎？兒子又做軍長，那

麼好風水的。何解啊？你全個家族的識共變。這個風水不是沒有。王亭之都經常講風

水，他說有！風水是有的。如果他是科學家，他會說沒有！哪有風水？這些是迷信的

東西。是嗎？(風水)是有啊！何解啊？你的家族的人都有福的種子，所以「共變」出

來的。熏長共變了幾億身家出來，是嗎？這些叫做「共變」。

既然「共變」，那麼跟風水有什麼關係啊？凡世界上各樣東西都有牽連的，是

嗎？一個人，他健康的時候，血氣好的自然頭髮烏亮。是嗎？他吃東西吃得好，營養

吸收得好，自然聲音就響亮了。世界上沒有孤立的東西。那隻狗是會幫你看門的自然

那狗頭都好樣的。是嗎？那隻貓是會治鼠的，拿起上來，自然它成隻都似樣的。是

嗎？會牽連的。

你的家人，你的家族，全部人都有福的；或者大部份人有福的，所以，影響到你

的祠堂都「是正」些(方正整齊的意思)。明白了嗎？你的祖宗死了，那山墳都會開揚

些。所以，你個人沒有福的，看你這樣低眉垂眼、雞胸狗肚，成個乞丐相。即是說基

於這個共變、不共變的道理，你曉理解到什麼啊？風水是解釋得到的。算命一樣道

理，睇相一樣得。那即是說隨手拈來都是真理。但是沒有一條是真理，你明白嗎？

(這裡)之中是否完全共變的？不是！溝雜的，有些是純粹共變的，叫做「共變中的共

變」。有些自己獨變的溝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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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呢？你的家族個個都發達，是(只有)你乞食。嗄？那你有什麼好講啊？共中

都會有不共的，是嗎？你的家族個個都超過八十歲，是(只有)你短命三十幾歲就死

了。共中有不共，是嗎？你全家都是乞丐，是(只有)你生的孫兒中狀元，是嗎？不共

中有共，那我們看這裡，明白了嗎？明白的話，你可以看這裡了。

所謂「識變似」，何解叫「變似」啊？變出一樣東西似乎是真的，不外是「因緣

變」和「分別變」。「分別變」就簡單易了，好易容明白了。「唯」，即是只是；

「因緣變」則較複雜而難明，所以特論「因緣變」。「因緣變」有兩種，一就是共

變，二就是不共變。吾人已知，前五識的相分及賴耶識的相分，皆由「因緣變」而產

生。因為前五識不會有分別的，阿賴耶識都不會有分別的。賴耶之相分又分為種子和

有根的身體，以及器世界，即物質世界；例如：山河大地，那些天體等物質世界。

阿賴耶識的相分又分這三種。有根身就包含兩件東西，你的身體包含兩件東西。

第一件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這五根。第二是根依處，這五根所依住的身

體。你的眼根就住在你的眼球裡面，這個眼球叫做「根依處」。你的視覺神經叫做

「眼根」。根依處為五根之扶助，所以亦名做「扶根塵」。明朝的人讀唯識，因為

(可以讀的唯識)書少，就搞錯了；(以為)叫做「扶塵根」，明明是「扶根塵」。你說

那是大師啊！那些大師都有錯，那些大師錯得多都極。

《金剛經》五十三家注，沒有一家是很正當的。你現在都是，你們現在的大科學

家，你以為個個都是認識到真理嗎？過多三幾十年，愛因斯坦的理論就陳舊了。現在

牛頓的理論已經(被)指不對了。所以，你不要以為那些大師就沒有錯。好喇。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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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看「因緣變」裡面，有些是前五識的相分變出來的。前五識的相分有色的相分、

聲的相分、香的相分、味的相分、觸的相分，每一種相分都有它自己的種子。

阿賴耶識的相分有三種，第一種阿賴耶識含有無量種子，它自己本身都是種子，

當然它有種子。第二種它有根的身，有五根的身體。有五根的身體裡面分為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五根，(另)一部份就是五根所住的地方，「扶根塵」。五根有五根的種

子，「扶根塵」有「扶根塵」自己的種子。器世界，即是這個物質世界；山有山的種

子，河有河的種子，泥有泥的種子，水有水的種子。能變起前五識的相分，那些種子

我們叫(它)做「名言種子」。還有這些「名言種子」有共相的種子以及不共相的種

子，兩種。共相，即是大家相似的；不共相呢？不相似的。這些種子呢？那什麼叫做

「共相種子」呢？能生自他共受用之現行果者，名為「共相種子」。這種種子能夠一

起作用就會產生了大家共同享受的，受用即是享受。那些現實的結果出來的，這些種

子叫做「共相種子」。

能夠產生自己和他人不共受用的，各人有各人自己享受的，第二個人見你不到

的；那些現行的果，這些叫做「不共相種子」。這兩種種子，一種「共相種子」，

(另)一種「不共相種子」。此兩種名言種子呢？名言種子，它的勢力很弱的，因為它

是無記性的。既然是無記性那麼弱，一定要有一些強的種子挑起它，然後，它才能起

作用；就必須憑藉那些善的業種子和惡的業種子。

這些善業種子和惡業種子有強烈的作用，這些(善、惡)的種子做它的增上緣，扶

助它。這兩種無記性的名言種子，始能生起自己的現行果。它自己不能生，要別人扶

助的。聽到這裡，明白了嗎？那即是說我們要靠「業」了。好喇。這裡…何解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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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作善業，這些善業扶助那些好的種子。

…好喇。今世你作惡業，這些惡業扶助痛苦的種子，明了嗎？業有兩種，一、若

其熏成之業種子有增上力，能夠扶助變起器世界的名言種子，令到這些名言種子…這

些叫做什麼啊？「共業」。

…那麼痛苦啊？他們國家的眾生的共業，有些共業即是大家相似的。二、若其所

熏成的業種子有增上力，能夠扶助變起自己的有根身，變起自己的身體的名言種子，

令這些名言種子起現行的，這些叫做「不共業」。「共相種子」就由共業的種子做增

上緣，令到它起現行的。那就變出那個相同的境界出來，這種變就叫做「共變」。

「不共相種子」呢？由不共業的種子為增上緣，而起現行。這些種子出現變出這個世

界的這個部份，名它做「不共變」。

器世界的成立，即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形成是由於「共變」。這個我們有根的身體

的成立是由於「不共變」。你個身體是由於不共變的。所以，你的相可以好好，你又

可以「掹雞豆皮」(滿臉麻子兼眉目間突出疤痕)，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你「掹雞豆

皮」，這個世界又沒有變；你好好相貌，這個世界也一樣這樣(運作)。何解會這樣

啊？那是「共變」，你這些是「不共變」。

明白了嗎？你回去看一下，那麼你對這個世界的形成，你會心安理得，不會發脾

氣。啊！何解你的環境會不好啊？(其實)是你不好，不關別人的事。是嗎？你說我

「腌尖腥悶」(諸多苛求和挑剔)，你不好啊！所以，你(覺得)我「腌尖腥悶」。這個

「腌尖腥悶」是你變的嘛！與人無尤，是嗎？「共變」和「不共變」之中，又分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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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合起來分為四類，即是「共變」分兩類，「不共變」又分兩類。

第一類，「共中共變」。在共變中，完全是「共」的。即共相種子所變，又共同

享受的、受用的。例如什麼啊？各類眾生共變起山河大地，又共同享受它。這個世界

不止你變，(連)蛇蟲鼠蟻都有份變。第二種，「共中不共」。即是共相種子所變，但

不共受用。

例如自己的田、宅、衣服等，餘人不能受用的。那即是共業種子和不共業 (種

子)。第三和第四都是「不共變」。不共中而又共的，即不共相的種子所變，而共同

受用的。例如：你的「扶根塵」，你的眼球、你的鼻、你的嘴巴，每個人都見到，甚

至摸一下你都可以。例如：那些「扶根塵」等，是自識所變。其他眾生托你的識所變

的東西做本質，而他的阿賴耶識又變起番你這樣的樣貌。

「托質變似」來到享受你，故有少分他受用義。你之所以結婚，你的太太大部份

是什麼啊？「不共中共變」的。所以，(她)能夠和你共同生活。第四，完全不共的，

「不共中不共」。即不共相種子所變，而又不共受用。例如什麼啊？「淨色根」，

「淨色根」者，「淨色」即是你那些有機物質。你的眼球裡面那些神經的有機質，

「淨色根」。

學員：「淨色根」是否等於「扶根塵」啊？

羅公：嗄？

學員：「淨色根」是否「扶根塵」啊？

羅公：有色根就不是扶根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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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他問「淨色根」啊！

羅公：「淨色根」就是根的本身，「扶根塵」就是包住那些「淨色根」的。自識所變

為自識所依的，故為自受用的。那麼，這裡得到一個表。

因緣變裡面有共變和不共變；共變中有「共中共變」、「共中不共變」。不論是

「共中共變」、「共中不共變」，都是什麼啊？一定有因緣的，有種子的，有增上

緣。「共相」的名言種子做因緣，變出這個公共的世界。那些增上緣呢？就是那些共

業種子。共業種子就刺激那些共相名言種子。相反呢？不共變又有「不共中共」、

「不共中不共」。這兩種變化都是有因緣和增上緣。因緣，以不共相的名言種子做因

緣，以不共業的種子做增上緣，那就形成這個世界。

這裡就講到唯識的最深處了，講到盡頭了。我已經講得相當多了，可以休息一

會。休息一會，(稍後)講完下一段就可以休息。既然這個世界都是變，變有共變，又

有不共變，是嗎？這樣的結論是什麼啊？每(個)人變起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套套

在一起，所以就覺得是客觀世界。你看一下(戌五)眾生各變宇宙萬象。

藏於賴耶中之共相及不共相種子，變現而成為有根身及器世界。而賴耶呢？就非

眾生所共有的。乃每一個眾生各有一個賴耶，所以你現在讀到這裡知道每一個眾生都

有一個阿賴耶識。你看看《大乘起信論》那些籠籠統統講阿賴耶識的，我們一定不滿

意的。所以，學唯識的人看見《大乘起信論》就想丟掉了它，看見一些講「華嚴宗」

的人，他就看你不起。

我都是這樣的。朋友，你是講「華嚴宗」講得好好的，我就順從一下你，免得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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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只是這樣的，沒有辦法。對這種人，說他就是給他面子。不說他、由得他。因

此，眾生各自唯識，各自變起宇宙萬象，所謂共變呢？並非多眾生共變一個器世界而

共同享受；乃各自變現一個器世界而受用之。

然各眾生之共業相似，所感之器世界亦相似；自他互為增上緣，互相影響。你所

變的世界影響到他，他所變的世界影響到你。互為本質，你變起的世界做本質。阿甲

變起個世界做本質，阿乙的阿賴耶識托阿甲所變的世界做本質，反映入阿乙的阿賴耶

識入面。阿乙的阿賴耶識那些相似的種子，跟著又變起一個世界，好似阿甲的一樣。

到了阿丙來的時候，阿丙又托阿甲和阿乙所變的世界做本質，受它影響而變起個

似阿甲和似阿乙的世界。互為本質，令到自他共受用，故名「共變」，所以，這樣叫

做「共變」。「共變」者，不是真是共同變一個，其實各眾生所變的世界，(是)一一

各別的每一個，一一各別而相狀相似，同在一處，互不相礙。如阿甲之世界與乙、丙

的世界同在一處，譬如千燈之光，各各遍滿於一室，多光似一，而光光各別，光雖各

別，而互不相礙。

但學人於此，切勿誤解，以為此是「多元論」。你不要以為這樣叫做「多元

論」。如果你說是「多元論」，你就錯了。因為何解啊？雖然那麼多世界，那麼多眾

生，那麼多阿賴耶識，那麼多種子，都是什麼來啊？都是真如的屬性來的。真如是

體，無數眾生、無數賴耶是用而已。體是真如，這個真如體從勝義諦來講，你說它一

又不對，你說它是二又不對。從世俗諦來講，你可以說真如是一個的。以無數眾生共

一真如體故，所以熊十力晚年就錯了。他說唯識有「多元論」的傾向，所以，熊十力

這個人是神經不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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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是啊！很多都是。最近講的。最近講那些，是否你講的？最近報紙發表了說林

肯、巴克那些偉人神經都是有些問題的，是真的！前幾日，西報講的。它說最

近研究出面的那些人，有十分之一神經真的不是很健全，就缺乏一種叫做

「Lithium鋰」，金字邊做一個「里」字。它說：例如林肯、巴克，你們可能

會很驚奇。它說在研究史實上，(他們)是真的有時會神經錯亂，紛亂。它說是

真的。

羅公：你們要看看，現在假設一個問答在此。

問：唯識許多眾生各變自己的世界，眾生於他自己所變的世界之外，為尚知不知道有

沒有其他世界呢？抑或別無所知呢？對於自己所變的世界以外，什麼都不知是

不是呢？若別無所知，即是「唯我論」，世界只是得你。

如何得知眾生各變一個世界呢？只是得你？若尚有所知呢？即是除了自己世界之

外，你還有所知的呢？即是識外有境，怎樣能夠叫得上「唯識」呢？豈不是矛盾？我

現在設一個答，他眾生識所變者，自識亦得托之為本質，托它做「本質」。自己變起

同樣的世界，由賴耶中的共相或者不共相的名言種子，照樣變番起一個。

例如：他眾生的根依處，即是他的扶根塵，亦由他自己的第八識；不是！亦由第

二個人自己的第八識，托他所變者為質。質是本質，而變似之。故即是說他世界中的

事物，緣即是條件；條件具備的時候，亦得映入自己的世界裡面。那自己的世界呢？

又可以映入去他人的世界裡面。故雖非直接感知他世界中的事物，亦不墮入唯我論

中，所以，不是「唯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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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說它不是「多元論」；不是「唯我論」。若然唯識不言自識所變的世界之

外，無其他所變的世界，所謂「唯識者」乃人人各自唯識，對於他識所變的世界，緣

具時，托質自己變。這樣就是了。自己變起呢？將別人的世界映入來呢？自己可以知

道別人的世界。

不變即不知，當知之時，那境是由自己變，而非離自識而獨在的境。所以叫做

「唯識」。那麼，何解叫做「唯識」呢？那結論就是這樣了。下面就講「十二緣

生」。那就複雜了，今日不講了。因為講「十二緣生」，唯識宗的講法和小乘的講

法，以及其他宗的講法不同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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