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經開始講有宗，是嗎？我講了有宗的歷史。關於有宗教理、有宗義理，我亦分

幾點來到講。第一，有宗的義理就是識變似境。境就是我們的五官和意識所對的東西

(對象)，即是Object，境。唯識家就講我們的知識所對的境，都是識所變的。即是說

眼識就變起似乎是客觀的色境，類字是似字，變成似色境。不是離開眼識之外有色

境。這個色字，就是顏色的色。那個色字，原來是一個色字，我們分開來看上下文，

有時(那個色字)就當物質、現象解釋，那些英國人翻譯做 form，f-o-r-m，form。有

時就當作 color，顏色解。到底現在用的是甚麼(意思)？這處很容易看到了，眼識所

對的顏色，是嗎？這個就指顏色了。同一樣道理，耳識變似聲境、鼻識變似香境，這

個香字是廣義的，連臭都算香(境)。舌識變似味境，鹹、酸、苦、辣的味道了。身識

變似觸境、意識變似法境。法者一切事事物物，這處指那些我們在意識所見到的，不

外是那種表象。表象即是英文(裏)idea這個字，表象和 concept概念。末那識變似

我，賴耶，阿賴耶識就變似甚麼？變似這三件東西。種子，無數種子，怎樣說它變似

呢？識裏面的種子就是賴耶上面的作用，所以叫做變似。身體在佛經裏面，叫做有根

身，根即是五根：眼、耳、鼻、舌、身這五種器官，叫做五根。有根的身體，即是身

體。他們認為我們的身體是阿賴耶識變似的。還有，這個自然界，即是這個物質世

界，是唯識的書裏面，叫做器世界。好似器具一樣，被我們使用的，所以叫做器世

界。這三種東西都是阿賴耶識變似的。如果是這樣的說法，豈不是接近觀念論。顏色

是由我們的眼識拋出去、放射出去的；聲音是由我們的耳識放射出去，那麼這些便是

完全的觀念論。但是你說他們是完全的觀念論，他們又不是完全的觀念論，那天我講

過。眼識雖然變似顏色，譬如我的眼識起，在這處就變似白色。但是我在那處看著這

部機器，我就不能夠看到白色，只是見到黑色。為何呢？因為這處的白色，是我眼識

之外，有一個實質的，叫做本質。有本質的，如果我一轉身過來，白色的本質便無

了，只有黑的本質。我就只可以見到黑色，見不到白色。那麼即是他們又不是完全觀

念論，帶有實在論的氣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體這前五識，所見的事物都

有本質。意識有時候見到的事物都有本質的。有時候見到的事物無本質的。譬如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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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見到白色，我的意識同時又見到白色。眼識所見到的白色亦有本質，我意識所看

到的白色都是有本質的。有些有本質的，但是有些就無本質的。譬如，我的意識在閉

上眼幻想的時候，那些境界都是意識的，但那些是無本質。意識就不一定 (有本質)

了。末那識就有本質，但是它所見到的不是本質，是我，是看到我自己。那個(我)實

在不是我，那個本質就是阿賴耶識的見分來的。它以為那個是我，以為是自己。所

以，雖有本質，但是，它所見的影子跟本質不一致。阿賴耶識，它自己變起。它裏面

含藏很多種子，這些種子是它經常所認識、攀緣著、攝持著的，所以就這一點意義來

講，我們說它變似種子。其實種子都不是它變的。不過，它只是攝持著它們。我們的

有根身是怎樣來的？我們的有根身就是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的種子，種子當中有些

是會變成根身的，例如甚麼？那些皮膚的顏色是黃的，黃色的種子變起皮膚是黃色

的，頭髮假使是白的，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變白的種子，就變起我頭髮的白色。所以，

整個有根的身體，都是這個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的種子變，但是這些種子只是阿賴

耶識一部份，只是相分。所以我們說這個阿賴耶識都變起我們的根身，實在這句話就

不正確。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的種子變起根身。即是變起根身的種子變起根身。器世

界(是)整個自然界，整個太陽系、整個三千大千世界，是由我們阿賴耶識內無數那麼

多的種子，好像交響樂那樣一起奏出來，變起我們所見的世界。那麼來一個問題是這

樣，種子就無自己變的、無自己挾著的。有根身就是自己的，跟別人無關。器世界就

有本質的，它又怎樣？譬如我所變世界，你同時在這個世界；他所變的世界，他阿賴

耶識裏面變起世界的種子，變起世界。他先變起，我現在進來的時候，我的阿賴耶識

就托他所變的世界做本質，就將他所變起的世界就反映入我的阿賴耶識。於是我的阿

賴耶識就變起他的世界。這樣，其實我所見的世界，是他的世界做我 (的)世界的本

質，反映入來就變了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我阿賴耶識變起我的世界，是否我們見到

呢？又不是，阿賴耶識變起我的世界之後，又做本質。我眼識起的時候，就托我阿賴

耶識所變的那個世界作本質，又反映入我的眼識裏面。兩重本質。這樣，就變起這個

世界。所以，就是識變似境。

識變似境，講到這處，就涉及境了。識變似境不意外，現在就怎樣？要談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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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們就要再講第二點。那個變字，有三種，不是，變有兩種，不是三種。有兩

種變法，第一種叫做因緣變。第二種叫做分別變。那天是否講過因緣變和分別變？是

嗎？講了吧！識變似境的時候，有時是因緣變，有時是分別變。那麼，大家如果回憶

到甚麼叫做因緣變？甚麼叫做分別變？我們就可以節省十五分鐘了。是嗎？記不記

得？

聽眾：你好似無講過。上一個課堂無講過。

羅公：無講嗎？

聽眾：上一個課堂無講。

羅公：嗄？我無講過嗎？

聽眾：無錯，上一個課堂無講。

羅公：變有兩種，第一種叫做因緣變。因緣者即是原因，它自己有自己的原因。不是

我變它的，我只是輔助它，待它變。

好似醫生接生，那位孕婦有孕，醫生(對她)的職能，就是輔助她，讓她的嬰兒可

以順利生產。並不是醫生有甚麼法寶，可以變出別人的孩子出來。這種的變法，我們

可以說醫生變他，變那位小孩子出來，實在那小孩子(出世)自有原因。這些叫做因緣

變。是嗎？未講過嗎？那我現在講。還有，譬如我做教師，我教學生，假使教得他們

很好。那些人可以說：「這位老師很好。他能夠將這個那麼頑皮的學生，變化了他的

氣質、變了他成為一位很好的學生。」又是變，明不明白這個變？但是，這種變不是

老師變(魔法)那樣變的，那位學生有學生能夠變的原因。你不過是在旁邊扶助他，讓

他變好的。譬如好似種花那樣，我種一棵玫瑰花，那個花王種那棵玫瑰花，將那些玫

瑰花的種子放在泥土裏，淋水、曬一下它，經過相當時候，整棵玫瑰花長得很美。我

們可以說：「那個花王變出很多玫瑰花，很美啊！」其實就不是他變，是那些玫瑰花

的種子變，種子是因緣，它自有因緣變出來的。不是他 (花王)變的。這些叫做因緣

變。眼識變似顏色，是因緣變。顏色有顏色的原因，你不過是眼識起的時候，你有力

量將別人所變起的(顏色)，反映入來一幅顏色，好似照相機裏面一幅影像那樣。你變

是變那幅圖像的、那個 image，是它的本質自己變的。你明白嗎？眼識變似顏色，

顏色是因緣變。耳識變似聲音，聲音是因緣變。鼻識變似香臭，那些香臭是有因緣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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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識，不是，舌識變似鹹酸苦辣的味道，這些味道又有自己的原因，是因緣變

的。身識變似硬、軟、輕、重這些觸覺，它們亦是因緣變的。眼識、鼻識、耳識、舌

識、身識所變出來的事物，都是因緣變。所以唯識家所講的變字，不是很玄虛那樣。

變了、變了這樣的事情，有人就問：「你坐在房裏面，怎樣不變出一個扯旗山讓我看

一下？」因緣變，要有一個扯旗山(太平山)的原因，才能變扯旗山的。我對著扯旗

山，就是變出扯旗山。但是因緣變就並不是我說變戲法，變起扯旗山。它有它扯旗山

的原因，變出一個扯旗山，我將扯旗山的影子攝入進來，(變成)image，image是我

變的。不是扯旗山，是我變的。明白嗎？這個就絕不玄虛的。再講分別變。分別變是

甚麼？分別者，我的思想起分別。由於我們思想起分別而變。那麼會怎樣呢？有很多

分別變的。是甚麼？一位老太婆歡喜去求神，譬如老太婆的孫子肚痛，她又不找醫

生，她就走去求觀音菩薩醫。當她拜觀音菩薩的時候，那個心變起好似有一位觀世菩

薩在這處。很神靈，觀世菩薩在這處，其實哪有觀音菩薩在這處？他自己的思想變

出，煞有介事變出好似有一個觀音菩薩坐這處。同一樣道理，我們去拜黃大仙一樣，

又是一樣起分別。黃大仙有無是另一個問題，是嗎？縱使有，早已經死去，現在那會

在那處呢？同時，入去教堂說上帝、赦我罪怎樣的又是分別變。即是說例如甚麼呢？

那些人覺得有一個創造主的，其實這個創造主在唯識家來看，是你的思想分別。你去

哪裏找一個創造主，你坐火箭去太空裏，見不見到有一位上帝呢？是嗎？都是分別

變。第二種是分別變。好了，再講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所見到的

東西，都是因緣變出來的。就不是分別變的，但是第六意識變的，就有兩種變都有。

有一些就是因緣變，有一些就是分別變了。小說家想那些小說，那些小說的境界完全

是分別變。是嗎？譬如我對著錄影機，在想那部機器怎樣(運作)，是因緣變。這樣有

因緣。第六意識變境的時候，有因緣變，有分別的變。第七末那識變境的時候，是因

緣變抑或分別變呢？它執著自己的生命裏，我們有一個生命力的，它執著自己的生命

力來到變，這個生命力是本質來的。但是我們又不變，這個生命力不過是一種力來

的，生生不息的一種力，不是叫做「我」。但是它偏偏變起，說這個是「我」，那個

「我」是強行分別出來的。雖然是分別，但是我後面確是有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所以，第七識末那識覺得有一個「我」，就本質來講，是因緣變。就這個影像來講，

是分別變。好了，那第八阿賴耶識變幾多種東西，記不記得？第一變似種子、第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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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根身、第三變似器世界。這些通通有自己的原因，是因緣變的，不是分別變的。

因為它承認有因緣變，所以我們說它有實在論的傾向，就不是純粹觀念論。那麼講變

就有兩種，我們知道了。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不要一聽到佛家講變字，我們就不要以

為好似變是(一下子)變(現出來)。為甚麼現在又不變一個極樂世界出來呢？就不會這

樣問了。好了，大家都學密宗的、有很多，是嗎？譬如有一個人很虔誠的，修四臂觀

音法，你在很定的時候，見到整個四臂觀音放光照著你，見到整個四臂觀音在這處。

你不想他，他都照你。你說我都不想了，我都想出定了，觀音菩薩不如你走開、你走

吧！我出定了。假使你這樣想，但是他都不走，只是微笑著放光這樣照著你。我現在

問一個問題，請你答我。你那個觀音菩薩是意識變的，是因緣變抑或分別變呢？你不

要那麼快回答。等我再問下去，我先給資料你。如果是因緣變，就是你不看都有那位

觀音菩薩在這處。不過你看到的，是嗎？如果是分別變呢？你一(旦)不看，就無那位

觀音菩薩了。我給這些資料你們。譬如你在今晚或者昨晚修四臂觀音法，見到觀音菩

薩放光照著你，你想出定，想他走，他都不走的。一種情形。一種，不了，我都要出

定了，我不想了，一不想就消失了，兩種情形。哪一種情形就是因緣變？哪一種情形

就是分別變？變就變了，是你的識變了，用一把刀切下去，佛家是這樣的。所以觀想

文殊菩薩拿著一把劍就是這樣的原因，對於問題來到，你就要一刀切下去，你說它是

因緣變？還是分別變？哪種是因緣變？哪種是分別變？兩種情形，一種我想出定了，

不想了，都還見到。

聽眾：因緣變。

羅公：這種是因緣變。一種是我不想了，就沒有了。

聽眾：分別變。

羅公：分別變，是嗎？這樣的說法不是很嚴格。

如果嚴格一點呢？你修密宗的時候，如果修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裏面，見

到這個觀音菩薩是因緣變的，有本質的。他的本質是甚麼？加持你。是力，是本質。

你見到他的樣子，就是受他的加持力影響，反映出來。在定中見就是這樣，照唯識家

的解釋，如果你就這樣，連定都無入，你知道現在隨隨便便，(念)「南無觀世音菩

薩」、「O  Ma i Padme Hṃ ṇ ūṃ」，一直念，觀世音菩薩在這處，我現在觀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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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分別變。同時修四臂觀音法，可能是因緣變，又可能是分別變。因緣變當然才

是高級，分別變人人都可以。是嗎？明不明白嗎？因緣變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所以那

些叫做相應是甚麼？因緣變是相應。所謂相應者，一定必是入到定。入了定，受了他

的加持力，反映入來，那些就靈驗。如果你就這樣隨隨便便觀了，對了！現在觀音菩

薩出現了。那麼他就加持我。多些練習就可以，如果不是，如果你一輩子都是這樣修

就多餘的。是嗎？問題是這樣，你怎知道觀音菩薩加不加持你？是嗎？你有這個問

題。答案就是這樣，有一本經就是唯識宗所依據這本經，就叫做《解深密經》。《解

深密經》說已經成了佛的人經常都加持眾生。因為他不入涅槃，他隨類現身。經常在

大定、大悲裏面，不斷加被眾生，同時他，無我，不會說我加被這個，不加被那個。

問題是你哪個，哪個是眾生是接受到他的加被。好似那個太陽照下來大地，如果那個

水坑是污濁，你見到太陽是污穢的。是嗎？如果照在清澈的水裏，整個太陽好似走了

去水裏，如果泥土高低不一，看下去，根本都見不到太陽，只是微熱。問題是太陽都

是一樣。光線一樣這樣照下來，而你怎樣受它。好似同是一個人拍照，我用三十元買

一個 box來到拍照，曬出來的照片，模糊不清那樣，還「弊」(差)過警察局門口貼那

樣的照片。如果你找一個 Leica照相機拍照，會拍得很美的。那些一沖曬起上來，那

些粒子非常之清楚。其實都是一個人拍照，一個拿著 box拍照，一個拿著 Leica機拍

照，都是那個人，是你的照相機不同。如果你那個照相機是壞的，鏡頭是壞的，根本

拍不到照。你這個人坐在這處，所以同時那個四臂觀音在這處。有些只是他看到的，

其實只是因緣變。有些在定中，不是，有些只是分別變。有些能夠因緣變，那類接受

他的加持力。所以講到這處，你們的老師都有一點見地，他學密宗，學一下唯識，他

可以解釋得到。即是譬如現在這樣講加持力，他可以解釋得到。那麼唯識的種子一融

入變(似)那套學說，算命、風水都解釋得到，何況密宗的加持力(怎會)解釋不到。

那麼識變似境有兩種不同的變法，境又有幾多種呢？變出幾多種境呢？變出的境

有三種：境就是所變來的境，是有三種：三種之中，第一種叫做性境，怎樣叫做性境

呢？性者實也，有實在的本質，我們的識不過將它的本質反映入來，本質是存在。而

且，那個影子和本質是一致的，無歪曲到本質的，那種的境界就叫做性境了。當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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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看到顏色，只是看到顏色，不分別它是甚麼的時候，這種是甚麼境？你說這是甚麼

境？我看到它，我無分別它是甚麼，只是看到它，那麼這種境是甚麼境？是不是實在

本質的。

聽眾：是實在本質的。

羅公：是實在本質的。而且不會起分別的，沒有歪曲到它的，這個是性境。

眼識所看到事物一定是性境。耳識聽到的聲音，一定是性境。好了，但你會問：

「我的耳識就聽到聲音，你說它一定是性境，但是我們聽到別人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時

候，我們就會起分別，這首是義勇軍進行曲了。我聽到別人唱帝女花的時候，我又說

他現在唱帝女花。這個是不是性境呢？」這個不是性境，因為他起分別，不是性境。

起分別就不是性境。聽不聽得明白？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所認

識的境，一定是性境。即是說性境一定是因緣變。前五識所瞭解的境一定是性境。性

境一定是因緣變。不會是分別變。我們瞭解了這個之後，有些人說我眼見到鬼，他是

荒謬，為何？哪會有實質的鬼在這處，既無實質，你的眼怎會見得到呢？眼識只可以

看到性境。鬼不鬼是分別起。眼識看不到的。第二種境了，獨影境，獨是單獨，影是

影像，即是 image。只有影像，無實質的。這種叫做獨影境。例如甚麼？我發夢，

根本無這種境的。是的，我見到，譬如我發夢食西瓜那樣，確是在夢中裏面，我有食

西瓜的。是嗎？但是我無食西瓜，無西瓜可食。這個只有甚麼？單獨只有影像。這些

是獨影境。只有影像，無實質的。我們對著一塊白布帳，我們說見到鬼，有鬼出現，

這個是甚麼境？這個是獨影境來的。我們見到白，白是性境。但是你見到鬼就是獨影

境。好了，來到這處，我們知道甚麼叫做性境，甚麼叫做獨影境。性境就是有本質

的，那個影子後面是有本質的。獨影境後面無本質的，只有影子。來到這處，你會有

錯覺的。性境當然是好的，有本質的。獨影境就差了，當然是不好的。是否這樣？錯

了。你這樣(認為)就錯了，性境就不會壞，是嗎？性境就不會壞。獨影境又不一定

壞，有時候還好過性境。為甚麼呢？你知道嗎？舊時蘇聯派很多間諜，經常去美國

的，想「鑿」(竊取)別人科學新發明的方程式。方程式，是嗎？我問你們那些方程式

是否性境？是性境嗎？在哪裏來？譬如這樣，我現在不講方程式，講一個很簡單的數

學公式。二加二等於四。知道了，是嗎？我現在講二加二等於四。是性境抑或獨影

境？獨影境。因為為何？你摸不到二加二等於四。是嗎？你不過是聽到我聲音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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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腦裏面，構成二加二等於四。既然如此了，二加二等於四是性境。化學家寫一個

方程式，是嗎？例如：H Two加 O TWO(口誤：O不用 TWO)等於H2O，那個數字

不用寫了。這個是甚麼？獨影境來的。是嗎？我們用符號去寫獨影境，你說獨影境是

好的，是嗎？還有，我們坐火箭去月球，科學家一直要計算，計算又是用甚麼？又是

用很多方程式的。這些方程式是甚麼？是獨影境。所以獨影境不是一定好，固然是

的。譬如，你胡思亂想，是嗎？想了一些的無用的東西，那些是獨影境，那些就不好

的。所以，我們不要有錯覺，(認為)性境一定好，獨影境一定不好。尤其是獨影境的

價值一定還高過性境的。譬如，一些詩句那樣，是嗎？譬如杜甫的詩，「香稻(口誤

作紅豆，今改之，下同)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傳頌千古。當我們傳頌的

時候，心又會怎樣？當我們讀「香稻啄餘鸚鵡粒」，讀這一句的時候，我們的腦裏面

好似覺得有一隻鳥兒，在啄那些紅豆，都未能全部啄完，還有剩下的。啄餘鸚鵡粒。

那隻不是鳥兒，是鸚鵡走去食紅豆。都食不光，還食剩了。是嗎？有一幅這樣的圖

畫。譬如，我們說「碧梧棲老鳳凰枝」，那麼我們的心就想一想，那棵碧色的梧桐

樹，那隻鳳凰就棲身在它那處，棲身至老都無人理會它。我們會這樣想，還會想到形

容甚麼呢？形容一位很有才幹的人，是嗎？這個社會始終都無用到他 (的才能)，(有

人)會(聯)想到這樣。這些全部是甚麼？獨影境來的。其實我們一日的生活之中，在獨

影境裏面，還多過性境。好了，這是第二種境，是獨影境。第三種，(再提醒)獨影境

一定是無本質的，性境是一定有本質。獨影境是因緣變抑或分別變呢？你說因緣變還

是分別變？譬如你昨晚發夢，那個夢是因緣變抑或因緣變？分別變，是嗎？完全是由

你的意識虛構出來，是獨影境。第三種，帶質境。性境是有本質的，它亦有本質。

(那麼)有本質應該是性境，是嗎？但是它又不是性境，它將本質反映入來，它多加了

主觀的色素在裏面，就跟本質不相符了。那麼，就變了甚麼？帶有本質，但是又不是

性境。在本質之上，鋪一層獨影在上面的。聽不聽得明白？那種叫做帶質境。這樣，

例如怎樣呢？例如，我晚上要去廁所，怎知道，巧合那個廁紙籮，有一隻貓就藏匿在

廁紙籮裏。我走到去，那隻貓驚慌起來，從廁紙籬一跳出來，那個廁紙籮便動了。那

麼，我又嚇一跳，還不是鬼嗎？我連汗都冒出。其實我們是看到東西的，看到它動，

看到的不是鬼。那個廁紙籮來的，不過，當時我們看不清楚它是甚麼。我們就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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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平時是怕鬼的，所以就將怕鬼的(想法)，鋪了上去，那影子鋪在上面。那

種境(是)帶質境。是嗎？現在的人說「情人眼裏出西施」，有時候，譬如有一個女

子，有「倒眼、豆皮」(反白眼，皮膚有斑點)，但是有一個人偏偏就喜歡她，就覺得

天下間她最美的。是嗎？他所見到的是甚麼？算是帶質境來的。他自以為是，好了，

那個是帶質境。帶質境即是有本質，但是它所反映出來的，跟那個本質不相似、不符

合的。是甚麼變呢？是因緣變還是分別變呢？有本質，當然是因緣變，但是它反映出

來的影子，又不符合的，這個就是分別變了。兩重變，先是一重因緣變，再加一重是

分別變。這種叫做帶質境。境就不出這三種。是嗎？三種境。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這五種識，一定是性境。第六意識，有時候是性境、有時候是獨影境、有時

候是帶質境。第七末那識，它經常執著我們那個生命說是我、是自己，其實這個生命

的本體是一連串的生生不息的力量。那個怎會叫做自己呢？你強行認為(是)自己，這

樣，你說它有沒有本質呢？有，那個生生不息的生命形式，這個就是阿賴耶識的見

分。這個是有本質的。但是，這個並不是我，它偏偏覺得這個是我。那麼這個是影子

來的，在那個本質上面，鋪一層自己變的影子，說是我。所以，第七末那識所覺得有

一個我，這個是甚麼？帶質境。你不要以為帶質境不好，如果你以為帶質境不好，就

無藝術了。為甚麼？明明是一個瓦罌，你去博物館裏，瓦罌好似垃圾一樣，人們拋去

垃圾箱的瓦罌。它是四千年前已經造好的，埋在泥土下，埋到今日，然後才發掘出

來。如果這個瓦罌，有人用幾千美金來買，都買不到這個瓦罌，還要放在博物館，是

這樣的看法。我們這樣看它是甚麼境？如果我們完全對考古學的常識一點也無的，我

是從鄉下出來。譬如，我一輩子在鄉下的，我兒子帶我出去，上去(博物館)看一下，

看到都不認識的，你說是甚麼境？

聽眾：性境。

羅公：性境。看到性境。如果他是藝術家、他是考古學家，他們看到甚麼境？帶質境

的。為何？在一個爛罌上面，鋪上「這是一種古(代)的器皿，有價值的」，放

射一套主觀的價值，是帶質境。即是說看古董，完全是看帶質境。是嗎？藝術

都是(帶質境)，是嗎？其實一幅很美麗的畫是甚麼？(只是)這處畫一堆、那處

畫一堆，但是我們看到又(認為)是(如何有價值)。我們看到的美，其實這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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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那一堆、二堆是有的，是實在的，但是它怎樣美麗呢？這些 (美麗)是

我們的分別變。是帶質境。所以，很有藝術的(畫)是帶質境。你聽貝多芬的甚

麼小琴曲、甚麼交響樂，是甚麼？其實就是那些空氣高低強弱的振動，但是你

又聽出，一會又說那個琴曲是形容魔鬼出來，月晚出來在這處跳舞，又說甚

麼、甚麼……其實哪裏是呢？你居然聽到？這個就是帶質境。所有藝術都是帶

質境。一個窮人拾一張千元現鈔，看到它，其實只是一張紙，(認為)「今日可

以吃大餐了！」其實是甚麼？帶質境。我們經常都是見到帶質境、獨影境，一

切藝術的事物都是帶質境。境就有三種，所有三種境都是識所變的，識變似

識，實在不是真實的境，是識變似境。那麼解釋完了，「識變似境」。變就有

兩種，境就有三種，都解釋完了。

好了，繼續。一、二、三，四了。八個識與三能變。記著，一切眾生，不論他是

蛇蟲鼠蟻，或者是阿彌陀佛、藥師佛都好，都有八個識。八個識已經講了，眼識、耳

識一直至到第八識。我們眾生是凡夫的第八(識)叫阿賴耶識，佛的叫做阿摩羅識，或

者叫做清淨識，或者叫做無垢識。八個識能夠變起我們的宇宙，我們所見的宇宙、我

們所見的世界，以及我們的人生都是由那八個識變現出來的。即是說那八個識都是能

變，是嗎？但是能變，我們可以分做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雖然八個識都能夠變，

但是八個識一起變起我們的宇宙，但是將它能變的職能，或者將它能變的功能來到分

類，就將我們的八個識分成三種類。第一類，叫做異熟能變。八個識是異熟能變識，

加一個識字，怎樣叫做異熟能變識？就要解釋異熟這兩個字了。如果用通俗的說話來

到解釋，異熟者，果報。果報就是果報，怎會叫做異熟呢？果報就是我們通俗的名

詞，異熟兩個字就是學術的術語。為何果報？甚麼叫做果報呢？例如，你今世做了很

多良善的行為，來世你就會非常之富貴？？？，這個就是你果報。你今世「偷呃拐

騙」(招搖撞騙)，來世你是甚麼？仍然是偷雞摸狗那類的人物等等。這些就謂之果

報。果報在學術的名詞上，叫做異熟。異熟又何解呢？異熟者，有三個意義。一，異

時而熟。今世做了善的行為，要來世，普通要來世才受果報。你說快些(受報)呢？今

世的前半生做了好的事情，後半生得到美好的報應。或者，再推遲一點又如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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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遲到如何呢？最遲遲到萬劫都可以。今世做了一些善事或者惡事，可能在一萬幾

千劫之後，然後才起報。這就會很遲了，是嗎？這樣，不論早、不論遲，總之就不會

說這一秒鐘做，就在這一秒鐘內報，異時然後才報，那個果報然後才成熟。為何不即

刻報？不即刻報是因為你做了這個因之後，一定要條件成熟，然後才報，是這樣的。

猶如你下了種子，都要條件(成熟)才結到果的。所以，因果的報應，一定是異時的、

不同時的，異時而熟。會不會有同時的？有的，佛家講因果有兩種因果。一種叫做同

時因果。怎樣叫做同時因果？譬如，兩件東西這樣，兩件東西在這處，這個支撐著那

個是因，那個(因為被支撐)而不倒是果，是嗎？這個支撐著是因，那個不倒是果，因

和果便是同時。相反，那個支撐著這個是因，是嗎？這個不倒又是果，又是同時。即

是凡是互為因果的，一定是同時因果。如果先因後果，就是異時因果。世界上有些因

果是同時因果，有些因果是異時因果。同時因果有很多的。點蠟燭，是嗎？火是因，

是嗎？燒是果，是嗎？燒是因，發光是果，是嗎？但是，因果報應的因果就不是同時

因果，同時因果一定是互為因果。這個是異熟，異時而熟的，先因後果。那麼就叫做

果報的果，是先因後果的。先後可以後至萬世，又可以後至這時作惡，第二個時就被

人打死都說不定。是嗎？

第二種、第二個意義，變異即是變化。情況變化了，然後才可以成熟。怎樣是情

況變化？情況不變化，你最惡了，如果你殺人，你做了殺人的業，不是立即做就受

報。(要由)情況的變化，即是條件成熟。警察要逮捕，警察走到來才可以逮捕的。是

嗎？要條件成熟。這個條件的成熟，即是情況的變化。一定要經過情況的相當變化，

或大或小，相當變化，然後才有因果報應的果出現。這個叫做異時而熟(口誤，應是

變異而熟)。所以你學唯識就會少了很多問題的，為甚麼現在又不受報呢？又要受報

呢？為何鄰村的那個人做了，第二年就受報？為甚麼有些人(做同樣的事)，又見不到

他受報呢？是條件的關係。第三，這個最重要，異類而熟。怎樣叫做異類而熟呢？

(板書：因有善惡，果唯無記)因果受報，當你做因，就一定是善或惡，然後才是受報

應、受因果報應的。如果(做)不善不惡那些(因)，不受因果報應這類報應，是另外一

種報應。譬如甚麼？我們做行為，一是善、一是惡，就會受報應。如果是無記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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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報應。譬如，無記是甚麼？譬如我抓頭，這個行為是無記，抓頭不就是行為？那麼

要甚麼報應呢？是嗎？報應都有報應，但是不是這類行應。是嗎？是造成這種性格，

你在公共場所抓癢那樣，就有這類的報應，是嗎？你說下一世被人壓著，被人抓頭，

無這樣的一回事。是嗎？即是無社會化的那種報應。因即是行為，作業是因，一是

善、一是惡，然後引起報應的。當你受報應的時候，果一定不是善、不是惡，一定是

無所謂善惡的。現在的人，尤其是不肯多用腦筋的人，就最不肯接受這個的。因有善

惡，為何果是無記？我經常就聽到那些大德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嗎？若還

不報，時辰未到。」善有善報，做了善的行為，所得的果報是善，怎樣果是無記呢？

無記就是非善非不善了。又說惡有惡報，講你做了惡的業，那個果報是惡。難道那些

大德講錯？就是錯的！你以為大德就不會錯嗎？是嗎？學唯識的人，不理會對方是甚

麼大德不大德，只是問甚麼？對、不對，是嗎？「善有樂報」這樣就可以。「惡有苦

報」這樣就通了。但是苦樂不等於善惡，這樣舉一個譬如，你經常見到豬就殺，經常

殺豬，這樣，你的報應將來做豬，是嗎？殺豬是惡，做豬都是惡嗎？都已經做了豬，

豬會殺人的惡嗎？是嗎？你說善，固然就不是善，但是亦不是惡。做豬是無記的。明

白嗎？譬如你今世專門做那些又吝嗇、又刻薄地做事，下一世生去非洲的地方，還慘

過埃塞俄比亞，做一世人。好苦了！今世你做的行為就是惡，但是你生在非洲，還差

過(生在)埃塞俄比亞的那處，不能說它是惡，是苦。是嗎？苦但是無記，不是惡。所

以我們作的因果報應，因，非善則惡；果，一定是無記的。我們一出生，一出娘胎，

無所謂善惡。但是，我的前世作的行為，搞到我在今世做了這處的人，前世可能是有

善惡的。那麼善惡又是怎樣來呢？我們要理解兩件事的，為甚麼有這個因果報應？那

個原理是怎樣呢？一講到因果報應，除了唯識宗之外，佛家裏面，沒有一宗是可以講

得通的。是唯識宗才可以講得通。你說講得通未必好的，現在只是說講得通，是嗎？

或者你們會發明一些更好的(說法)，都說不定。總之，它有一套說法，是怎樣呢？

第一，我們要知道一種業，業即是一種行為。行為引起果報的，一定要經三個階

段。我已經講了，是嗎？記不記得？有無？寫在這處，不記得？是嗎？記不記得？無

講嗎？

聽眾：可能不是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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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這個助手，他又去葉文意那處聽，很勤力的。

第一，講到因果報應，我們要知道，講報應、講到業，要受報的，第一就一定怎

樣？一定要經過三個程序，然後才可以受報的。不經過這三個程序不(受)報。這三

個，是作了善業或者惡業，無記亦不受報。作了善業或惡業，還要先經過三個程序，

才受報的，否則不受報的。所以，有些人就問：「我逛街時，踩死一隻螞蟻，我怎樣

知道螞蟻在這處呢？我怎樣受報應？一踩死螞蟻就要在下一世做回螞蟻被人踩死。怎

麼辦？我都不想宰雞的，我怎知道我阿婆宰雞給我吃，我吃了雞肉。今世吃了二兩，

下一世豈不是要還二兩肉給別人的？」不是的，不是要這樣的。它要這樣的，第一，

要經過三個程序，行為才會受報的。第一，先講業的本身，即是行為的本身，是甚麼

來的？它說行為的本質就是思，佛家的思字，即是等於現在的意志。現在心理學所謂

的意志。佛學叫做思，佛家的思字不是解釋為思想，是意志，volition，意志。「我

要怎樣做、我要怎樣做」那種的意志。行為的本質就是意志，就是思。這個思起，要

經過三個程序，就會受報。第一個程序，叫做審慮思，而且是意識，第六意識裏面先

審慮。審即是精細，慮就是思慮過，即是說有了動機。例如「我想殺一個人」，我們

要怎樣？先有動機，「我想殺他，我要殺他」這個動機，如果無動機呢？就不受報

的。即是說，你捉一隻蝴蝶，弄死牠，弄死牠，你會受報的。但是你開車，但你無意

思想撞死人，恰巧有一個人冒冒失失撞過來，你撞死了他，你不受報。即是不受那種

害人、殺人的報，是第二種報，是不小心的報。即是說，你經常走路，踩死萬千螞蟻

就無(關係)，根本就跟你無甚麼關係的。第一個是審慮思，必先有動機。有了動機都

未受報，要有的，不是說有一定受報。受報一定要有動機，受報的行為一定要有動

機。有動機不一定受報，還要由審慮思，第二個階段，在程序上第二級，就決定思，

「決定要殺他」，受報嗎？都未受。受甚麼？即是不受因果報應這類，而是受甚麼？

造成一種壞性格。想殺人是不好的，造成甚麼？另外一種報，不是這種報，決定

(思)。都是業，思是業，這兩部份，叫做意業。單是意業不受因果報應的報，不受異

熟果報，只是受性格(方面)，造成一種壞性格。意業。第三個階段的思，就是發動行

為了。發就是發出說話，譬如你有權殺人的，或者你有錢買兇手的。你找兇手：

「喂，我給你一百萬，你替我殺了他。」那個人就去殺，你的罪更大，你發語。你發

13



一句說話，叫人殺人，所以結果那個人真的死了。發即是發語、發言、發語。動即是

動身，或者你不叫人殺，你自己提刀殺他、自己拔槍殺他、自己扼死他，動身。這個

語就是口業，發語就是口業，動身是身業。由意業，由我們內心的意推動出去，變了

口業，你要受報了；或者變了身業，你要受報了。一做到這個第三階段，必須受報。

但是報有輕重，這樣，因為講起異類而熟，所以講一講，又講到這些。受報的一定要

(經過)三個階段。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你會問我殺人的因，應該是下一世又殺人，或者經常想殺人，為甚麼在下

一世又被人殺？殺人因，應該是殺人果。為何殺人因，會變了被殺果呢？你要解答這

個問題。這個解答是甚麼？你一有殺人因，是會得到殺人那種壞性格的果，是有的，

這個不是因果報業的果。那種果是有。另外又有一種果，另外一種果叫做異熟果，那

種叫做等流果。異熟果又怎樣呢？你殺人，你將來會被人殺。或者不被人殺，總之是

(有人)殘酷的對待你。為甚麼呢？理由是這樣，它有一套形上學，講來解釋它的。凡

是一種行為一定會產生一個效果，不會有行為……即是如果你是有意經過這三級的行

為，經過審慮、經過決定而又發動，一定有反應、有效果。無說沒有反應的，反應是

怎樣呢？反應者，刺激起另外一種事情，令到它出現。這樣的反應，那麼刺激起甚

麼？它的答案是這樣，同時間的。凡是同時間的事物，就會受刺激而發生影響。第

二，同空間的會受刺激而起反應。第三類，同性質的，又會受刺激而起反應。他說我

們殺人，譬如我們殺人，殺人並不是一件東西。所謂殺人，是一連串的零件來的，是

嗎？我殺人，我想他怎樣？想他短命，是嗎？我想他痛苦、受苦，是嗎？我想他流

血、兩邊(痛苦)滾動，想他受這些(苦)，是嗎？而且當你一殺他的時候，就有幾件事

出現，他短命、他兩邊滾動的悲慘、流血，有時候「伊伊唉唉」(聲音)死不去的時

候，總之那種慘酷的情形就出現。好了，你殺人的時候，那人愈慘，你就會愈「爽」

(興奮)。這個時候，愈慘就愈「爽」(興奮)就會影響到你將來的性格。你下一世或者

後半世，殘酷的性格，那種同類的果。但是，這些你殺人想他短命、想他流血的事，

這些是零件。好了，當你一殺人的時候，打入去你的生命裏面，好似打入去那部電腦

裏面，打了甚麼進去？打(進的是)流血、打(進的是)腫頭腫鼻、打(進的是)那些輾轉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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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是嗎？打(進的是)那些短命、總之「納納雜雜」(雜亂)這些都是零件。全部每件

打入去你無形的電腦，那個無形的電腦就是你的生命了。你的生命就叫做阿賴耶識，

打這些入去，就成為種子。成為甚麼種子？成為業種子。打入去成為的，叫做名言種

子，不是業種子。業種子就是發動力，打了進去。即是說你這種業，殺人的那種業，

就想得到這類事物的。這種業，這些壞的東西打入去，同時你那種業又打了入去。這

種業潛伏在你的阿賴耶識裏，是存在的。(當)有條件(時)，它就會起作用，就經過情

況變化，經過變異的時候，你那種業就會起作用了。哪個時候它會起作用呢？你今世

的生命(到)盡頭了，你快要死了。快要死的時候，即是你今世的「菲林」(膠卷)快用

盡了，就到第二套「菲林」(膠卷)出現。那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很難過，你就怕死。

無了，明明那個很好的我無了，快要無了，你會(感到)恐怖，是嗎？就會貪，起一個

貪心，如果我不死就好了。愛著我，起了一種愛。你那套「菲林」(膠卷)快用盡，那

些未來的，(之前)打入去的那些悲慘的、流血、痛苦那類資料，已經放在這處了。而

你那種業，又是種子。這些業專門挑起那類(壞)事的，不會挑起，你就會生天，又不

會挑起你發達，不會挑起這些(好的事)。因為為何？因為同時間，是嗎？你殺人的時

間，同時出現的是甚麼？流血、悲慘，同時、同空間的，同在那個場合的。那些性質

還要相似的。你想他這樣，將來你的業種子，將近要變異的時候，在阿賴耶識裏面，

就發動一種影響力。影響到你那些流血、短命那類的種子，受到它的影響，就不會影

響到你做大總統、長命百歲，不會影響到這些。那類壞種子活動了。(它)活動就是你

來世要播放出來的「菲林」(膠卷)，那些「菲林」(膠卷)一播出來，你來世就會短命

一些、悲傷一些，好事沒你的份。這個原理就是這樣，接下去那些逐種很難講，你回

去參考、想一想這樣的講法。即是這樣的講法，一定要解釋因果報應，這樣解釋好過

無。是嗎？第二個宗派講不出的，除非你要建立一個神就可以了，一個神建立在這便

可以了。但是佛家又不承認有神，是嗎？所以你不要笑別人有一個神，因為有一個神

就可以解答到這些問題。佛家說無一個神，他們就要用甚麼？用業，用阿賴耶識，用

種子。果報的出現，第一就要經過三部曲。第二要有甚麼？要經過變化，那種業種子

經過成熟，刺激起它同時間、同空間、同性質出現，這樣叫做「善有樂報、惡有苦

報」，就是這樣解答的。講到這裏，我們八個識之中，是否八個識都一起負責這種的

15



職能呢？異熟的職能，是否叫做職能？即是責任，是嗎？它的能力，眼識……負責這

種職能，一定有一個條件，連續不斷才可以，是嗎？一斷了，果報就斷了，(所以)一

定要不斷。不止今世連續不斷，生生世世連續下去不斷，但是佛家認為我們的生命無

窮無盡的，所以只有我們的生命才有資格，做這個異熟(的責任)，負責起這個異熟的

職能。阿賴耶識，第八識。所以八個識之中，負責起這個異類而熟職能就是第八阿賴

耶識，所以第八阿賴耶識叫做異熟識，叫做異熟的能變識。它負責起異熟的任務，它

有異熟的職能，聽得清楚這個嗎？異熟，我們生命裏面第一層、最基層的就有異熟能

變識，即是在外層或者最下層有異熟能變識。八個識，有一個就是負責異熟的職能。

又說眾生經常覺得有一個我，覺得有一個我有兩種，一種是明顯的第六意識，經

過思慮的，覺得一定有一個靈魂的、有一個我，這種就是分別起的。那種力量不大

的，譬如你執著有一個靈魂、我，令你去大陸或蘇聯學幾年辯證法唯物論，你就不相

信了，會很容易改變的，是嗎？好似小孩子承認有閻羅王，以為是甚麼？後來他入去

中學裏面，讀了兩年物理、化學之後，他都不相信閻羅王，很容易改變。我們的潛意

識裏面，經常都有一個我，你覺不覺得？我們不用想的，經常都覺得有一個自己。如

果一個人忘記了自己的存在，我們就說他有神經病。是嗎？佛家就說不是，忘記自己

的存在就是最好。聖人之所謂成為聖人，就是忘我。但是一般世俗就是甚麼？就覺得

有一個自己。因為自己，而且要有一個自己才可以講得通。一個醫生醫治一個病人，

將他全身麻醉了，全部知覺都無了，經過幾個小時後，把他弄醒。他記得起以前那部

份，是嗎？記得起，為何？一定有一條線索連繫著，是嗎？中間斷了，為甚麼思想會

連續呢？譬如他未曾被施手術之前，他跟人在下一盤棋的，半局棋的，施完手術之

後，弄醒他之後，待他休息之後，他會記得起那盤棋下到哪裏，有一條線索的，為甚

麼呢？同一樣道理，我們平時覺得有一個我，施手術的時候，不覺得有，不知道。其

實，清醒之後，覺得有一個我，為甚麼？一定有一條線索的，那條線索是甚麼？是潛

意識裏面，覺得有一個我的。雖然我是全身被麻醉了，連意識都不起了，那個潛意識

覺得有一個自己，這條線索覺得有一個自己。這條線索無走過、無斷到。即是說這

樣，你說有這一條線索不斷，解釋得通抑或無解釋得通呢？當然是說有一條線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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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得好、美好一些。佛家唯識家有一條這樣的線索，不只有一條，(更)有兩條。其中

一條就覺得有自己，是否有概念呢？有 concept，自己？無，只是好似本能的，總是

覺得有一個自己，就無意識的，盲目的覺得有自己的，那種叫做甚麼？即是說縱使你

在任何時間，都經常想著我的，經常思想著、量度著個我，本能地，不是有意識地想

著有自己的。幾時都會想的，唯識家就說在無始之始以來，一直到了你成阿羅漢之

前，你都有這種本能地思維有一個自己的作用而不斷，這個作用叫做思量識。思量，

是能變的，變出一個我來，思量能變識，簡稱做思量識。即是說這個思量識是除了第

八阿賴耶識之外，在那七個識裏面，七個識哪個識呢？你想想。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哪個識不斷？末那識，就經常有一個我不斷。你死，末

那識也不斷，因為末那識不斷，所以你後來有一段新的，下一段生命，思量識。

第三類，甚麼識？了別境的能變識。怎樣叫做了別境的能變識？境就是境界，是

指甚麼？色、聲、香、味、觸、法這六種境。了別境的能變識即是前六識。眼識能夠

了別色境，耳識能夠了別聲境，鼻識能夠了別香境，舌識能夠了別味境，身識能夠了

別觸境，意識能夠了別一切法境。這六種識叫做了別境的能變識。即是將八個識分為

三類。為甚麼要分三類？這八個識就是我們生命的組合來的，我們生命的組合最低層

就是異熟識，高一層(是)一個思量的能變識，再高一層就是向外發展的了別境識，三

個層次。或者生命有三能、三個層次的。所以八個識分做三個能變。好了，現在不妨

把八個識逐個講給你聽，逐個識講給你聽。時間未到嗎？有時間可以講。聽不聽得明

白嗎？因為這些事，就算不上一堂課，問一下身邊朋友那個，還可以弄明白，不上兩

堂課就無辦法弄明白。因為無辦法連續的，聽錄音，不是說不能，只是無那麼明白

的。錄影好一些，聽錄音(不行)，因為我有很多(重點)寫黑板的，是嗎？錄影就有寫

黑板上面的字，但是錄影寫黑板的時候，總之都不貼切的。是要在這處，看著寫，然

後才貼切。你覺得是不是？

好了，那麼現在就要講四、一切種子了。甚麼叫做種子呢？種子者能夠直接產生

效果的，直接產生現實的效果的一種功能、一種潛伏的功能，潛伏在哪裏呢？潛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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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裏面。而我們的生命叫做異熟識，即是潛伏在我們生命的異熟識裏面。我

們這個的異熟識，能夠含藏著、攝持著很多種子、很多功能，所以這個異熟識又名叫

做阿賴耶識。阿賴耶即是含藏，但是因為它含藏一切種子，所以這個異熟識又名叫做

甚麼？一切種子識，又名叫做一切種子識。現在就講一切種子了。種子者就是功能的

別名，即是潛伏的功能。種子有幾多種呢？現在我們講種子就知道它是一種功能了，

功能有幾多種？把種子的分類，有幾種分類的方法，我們都要懂這幾種的。第一種，

將種子分作兩類。一類叫做有漏種子，一類叫做無漏種子。漏即是怎樣？好似漏了出

來，即是那類不是很好的事物，把我們生命，流到枯竭為止。那位英國人 Edward

Conze將漏字，翻譯作為 outflow，有漏種子。這個所謂漏，所謂 outflow就是甚

麼？是指煩惱，煩惱的別名。煩惱是甚麼？即是說我們生命裏面，有種惡的勢力、有

種 bad power，有種惡力量。這種惡力量一起作用的時候，就令到我們身心覺得煩

躁、惱亂的，我們的生命裏面有一種壞勢力。這種壞的勢力一起作用的時候，就會令

到我們的身心都覺得煩躁、惱亂，這種惡的勢力就叫做煩惱。

煩惱，例如甚麼是呢？普通的煩惱就有六種。一，我們要瞭解定義的，叫做貪，

又名叫做愛，又名叫做著，它的名字。連到愛情都算是貪。分開來講，男女之愛，叫

做欲界的貪，愛金錢、愛虛榮，這些都是叫做欲界的貪。那些愛入定，都捨不得出定

的，那些叫做色界的貪。還有甚麼？色都無、甚麼的欲又無，甚麼都無就好到極了，

是無色界的貪。一貪愛……譬如，你說孔子說仁是否貪？這個不是貪愛。耶穌講的博

愛，這個不是貪。佛祖講的慈愛不是貪。愛情之愛就是貪。那麼這個貪愛跟那些仁

愛、慈愛有甚麼不同呢？很簡單，貪愛要佔有的、想佔有，慈愛不只不想佔有，還可

以犧牲的。很簡單，慈愛可以奉獻的，貪愛是執取因果，不同就是如此。最壞的就是

貪了。第二就是瞋了，讀「瞋」又可以、讀「親」又可以。怒，就是嗔怒、「 掙」忟

(發脾氣)，瞋。這件事是最壞的事，是嗎？貪都有一些不是一定是惡性的。有些是無

記性的，例如我們愛子女就是貪，都是無記的。丈夫愛太太，太太愛丈夫都是無記

性，惡甚麼呢？他們害人嗎？它們是有覆無記，但是瞋一定是惡性的，肯定是惡的，

無事不壞的瞋。癡又叫做無明，又叫做愚、又叫做無知，有很多名稱的。癡者就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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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一種無理性的衝動。Ignorance，無理性的衝動，就是癡。這個一切惡事的根

本，如果無了這個東西，就不會作惡的。所以叫做甚麼？三毒了。貪、瞋、癡叫做三

毒。四，慢，對人的。總之自己好過你，人們跟你一樣的，你會覺得好過別人的。別

人好過你的，你會覺得我都是差不多而已。是嗎？你看一看，是嗎？你是差過別人

的，你又覺得無，我不是差得過別人多少的。這些叫做慢，把自己高舉。疑，懷疑都

叫做煩惱？記著，疑不一定是，疑有兩種疑。一種疑，當然是你要解決一種問題，而

未能即刻解釋，你現在考慮如何解決，這樣去懷疑，這個疑就不是煩惱來的。另外一

種疑就是煩惱來的。明明你知道，你抽那麼多煙，醫生告訴你再抽煙就會生 cancer

的，你都是要抽煙的，不相信(醫生)。這種是真理明明擺在面前，你不接受的、你都

猶豫不決的，這種(是)疑。真理都是如此，明明你都承認真理的，但是你就偏偏 (不

做)。別人告訴你，你再飲酒就是「弊」(壞)的，你都是要飲的，明日才戒酒的。這種

是明明你都承認是真理的，偏偏都猶豫不決的。那種(煩惱的)疑是指這種，這種疑是

煩惱來的。懷疑精神那種不是煩惱，疑。惡見，怎樣是惡見？惡見有多種的，我覺得

……本來無一個我，偏偏覺得有一個我，我見。一執著我，就是我所有的東西了，這

件衣服是我所買的，那個兒子是我生的。執著有一個我，就接著有我所有的東西，這

種見就是與執著差不多意思。執著(是)所執見。邊見，有了我見、有了我所見，就接

著……加一個執字，邊執見，就是執著，有兩種執著了。先承認有我、肯定有我再繼

續執著。有類人，如果你是唯物論者，你就會(認為)人死如燈滅了，應該秉燭夜遊，

有錢就多享受一下。這個先執著有個邊，這個我是有邊的， 邊見。有一種宗⋯⋯⋯⋯

教家執著，譬如佛學……佛家就不是說邊見的，是有一個道理的。經常認為我的靈魂

是永恆不滅的，沒有死的，這些是盲目的覺得。前一種說人死如燈滅叫做斷見，就執

著人的靈魂是永遠不滅的，這種叫做常見。斷見與常見是兩種邊執見。那麼佛家是否

常見呢？斷見又不會是，(那麼)常見是不是？不是，佛家就是(認為)非斷非常。怎樣

叫非斷？我們人生的狀態是時時刻刻都變換的，每一秒鐘舊的狀態滅了，新的狀態出

現，是無常的。所以不是常。雖然不是常，但是連續不斷的，所以又不是斷。所以佛

家是非斷非常，佛家不承認斷見，亦不是常見。斷見、常見對於那個我叫做偏執見。

對那個我。邪見，怎樣叫做邪見？既然承認有一個我，之後就認為那個我作惡，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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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壞的後果的；做善都無好報的。有很多人是這樣的，「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

路無屍骸。」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所以這些叫做邪見。毀謗因果和甚麼？很多都叫

做邪見，毀謗因果，不接受(因果報應)。第二，不相信自己能夠認識真理的。不相信

我們自己只要行為良好，不會有壞的反應的，我們不相信這樣。這些通通叫做邪見。

這些看起上來，佛家好似繁瑣一些，但是繁瑣得很有道理的。見取，有了這種見之

後，還有執取，認為這種見就是好的。有了我所見，又有了邊執見、又有了邪見，他

不覺得這種見不對，更認為這種見是最好的、最正確的。這個見就是見取見。第五，

叫做戒禁取見。肯定有一個我，又起了邊見、又起了邪見、又有見取執，跟著就做錯

很多事了。那些宗教家，如果你有一些宗教氣味，你就會做出種種戒律了。它指那些

邪戒律的，即是邪見起而制定的戒律，例如甚麼？例如有些印度人持狗戒，甚麼肉都

可以吃，狗肉就不能吃。其實，(為何)甚麼肉都可以吃，狗肉不能吃呢？這種明明是

無理由的戒，戒取。譬如回教徒說不要吃豬肉，牛就隨便宰都可以。牛就可以了，豬

就不可以。在佛家裏，說這些叫做戒取。還有禁，禁是禁忌了。好似和尚入佛堂，要

束著褲腳。為何？禁忌。禁忌是那些大小便臭味薰污了佛、佛堂。佛又不是坐在那

處，你怎樣薰得到他？又例如甚麼？我們小孩的時候，我媽媽說「棹忌」，我小時候

又巧合，一見到有人懷孕，見到那些所謂四眼婆，我回去就發燒。是嗎？有很多人是

這樣的，那些小孩子一見到那個懷孕的，就發燒了。還有一些(說)上面晾了女人的衣

褲，你就會最「棹忌」(忌諱)，一見到就會「棹忌」(忌諱)。這些是禁忌。例如甚

麼？十三號的船位就不要搭，這些叫做禁忌。執著禁忌。這五種合起來，這些叫做惡

見。這六種東西，叫做煩惱。還有些跟著這六種東西而起的，就叫隨煩惱。我就「費

時」(不花時間)講隨煩惱了。如果煩惱一斷，隨煩惱就無了。

這樣，凡是一種種子一出現的時候，它跟煩惱相結合的，即是它不能夠抵抗煩

惱，最厲害的只可以跟煩惱並存而已，它無力量消除煩惱的。這類這樣的種子，叫做

有漏種子。除了種子之外，凡是無力量銷毀煩惱的東西，都叫做有漏煩。如果有些種

子一出現的時候，有它就無煩惱出現，有煩惱出現、煩惱的力量太大的時候，它就不

能出的，甚至它強到極的時候，它有力量銷毀煩惱，令煩惱不能夠出現的、不能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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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效果的。即是說好似這樣，你的穀種是可以出芽，但我在你的穀種旁邊，經常燒

火，我不是燒你的(穀種)，我是燒(其他位置)，令到你的穀種枯萎。這類能夠抵抗煩

惱或者消滅煩惱的種子，就叫做無漏種子。種子有兩種，有漏種子、無漏種子。好

了，它說如果你這個人是具有漏種子，一定是(在)生死輪迴的。如果你想無生死輪

迴，就消滅有漏種子。所以我們學佛的目的，你如果想超凡入聖的，你就要消滅這些

有漏種子。有漏種子完全(被)消滅，你叫做佛。有漏種子大部份(被)消滅，剩餘那些

都不能夠起作用，你叫做阿羅漢了。好了，那麼無漏種子又怎樣呢？如果你有無漏種

子，視乎你的大小(多少)。如果你的無漏種子強的，又有一個慈悲心，慈悲心又廣大

的，有救世的心，你一定成佛。如果你說我有無漏種子，但是不致成佛的很強的無漏

種子，慈悲心亦不是很大，無甚麼膽子要入世救世的，如果是這類的，你有低級一些

的無漏種子，你就一定成阿羅漢。如果你是無(無漏種子)，你一定不成佛、你一定不

成阿羅漢。這樣講很合邏輯的。如果你有便成(佛)，如果無就不成了，何需講呢？所

以現在的人經常反駁唯識家，你即是說承認有類人無。那麼如果無，你是無就無，是

嗎？無本錢就無生意做，何需講呢？如果你有本錢，你便去做，是這麼簡單的邏輯，

是嗎？那些人就說不平等，說為何有些眾生會這樣？眾生是不平等的，你看看，放眼

望望，有些長命、有些短命、有些高、有些矮，現象界的事物是不平等，哪有平等

呢？如果是平等，全部都是佛了。怎會需要我站在這處？你又何須在這處聽講呢？是

嗎？種子呢！有有漏種子、有無漏種子。有無漏種子的人，你一定會成佛，一定成阿

羅漢，有(無漏種子)的人一定就是這樣。

羅公：時間到未？

聽眾：到了。

羅公：到了，是吧！那麼講到這裏。有無問題？不用了，被誇獎就會不好意思。有無

問題？有問題就問，我能力所及，我可以解答。

聽眾：我們在死亡那時候，那一瞬間就很重要？

羅公：嗄？

聽眾：即是你說「菲林」(膠卷)，死亡一瞬間會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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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哦！死亡嗎？是嗎？

聽眾：是，死亡，你剛才說「菲林」(膠卷)……

羅公：臨到將近死的時候，我們造了業，那些業種子就排列好了。即是說我由出世到

了我今年七十歲，做了很多業。譬如做一百萬件業，這一百萬件業就已經排列

好了，入了電腦。是依著先後次序排列了。但有一個問題，有強弱。強的先

「爆」(現)出來，弱的會被它壓後，好似大家在地下鐵迫上車那樣，大個兒總

是「著數」(有優勢)些，是嗎？先迫上去車，弱的就擠開。有強弱，那麼所以

不一定依次的。這是第一件了。第二件，臨死的人，如果他是正常的死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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