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若經》裏面這個大菩提叫做什麼？叫做「一切智智」。「一切智智」。一

切智慧中的智慧，就是最高級。基督教的人叫耶穌做什麼？「萬王之王」。佛的最高

智慧就是一切智慧中之智。《般若經》裏面叫做「一切智智」，又名叫做「一切相

智」，能夠了解一切事物相狀的智慧，「一切智智」即是「一切相智」，又名「一切

相智」，「一切相智」是玄奘法師譯的。鳩摩羅什就譯做「一切種智」。你們那些

人，那些虔誠的佛教徒，每日做早課、晚課，做晚課時，好多人會念一個怡山禪師的

發願文，「普願一切眾生，圓成法界種智。」「法界種智」即「一切種智」，「一切

種智」譯作英文就是 Wisdom of  all  modes，這 Modes，相、相狀的解

釋，Wisdom of all modes，「一切相智」又譯做「一切種智」。

《般若經》把「大菩提」叫做「一切相智」。或者叫做「一切智智」。在唯識宗

的經典，把「大菩提」叫做什麼呢？將「大菩提」分析成四種東西，四種東西，四種

東西是什麼呢？……在唯識宗的（經）書裏面，即是《解深密經》裏面叫做「四智菩

提」，即是「大菩提」包括四種智慧的。所謂「四智」者呢，第一叫做「大圓鏡

智」，「大圓鏡智」是怎樣的呢？本來每一個眾生都有個阿賴耶識——第八識。第

八識遍於你的世界，譬如你坐在新亞書院，你的人坐在新亞書院，但你的第八識遍於

第二個星雲，充塞宇宙的，第八識，第八識雖然遍於宇宙，但是機 械

的、Technical，好像一部電腦一樣，沒有情趣的，第八識。亦沒有智慧的，我們的

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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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第八識是有漏的第八識，不同的，我們要將它改造，用修行的力將第八

識改造，令到第八識轉變了，換過一個新的第八識，換過一個有智慧的第八識。那麼

這個新的第八識是有智慧的。這個新的第八識有些什麼智慧呢？它的智慧叫做「大圓

鏡智」。不是第八識變了「大圓鏡智」，換了個第八識，第八識有「大圓鏡智」做助

手，「大圓鏡智」現在有些人說轉識成智，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這句話是不通的，轉

識是要轉，就不是轉成智，轉識的識附屬有一個智慧，為什麼叫做「大圓鏡」？

我們的第八識已經很大了，充塞宇宙稱之為大。換過的第八識也是這麼大，第八

識這麼大時，智慧也應跟著這麼大才行。是嗎？第八識所在之處就是智慧所在之處。

第八識這麼大，智慧也一樣這麼大。充滿空間、充滿時間、充滿空間——「大」。

圓者周遍、無乎不在就叫做「圓」。「大」又「圓」，那個普通的第八識是機械的，

而這個新的第八識猶如明鏡一樣的，靈活的、光亮而靈活的，稱之為「鏡」。它是一

種Wisdom、智（慧）來的、那種智，仍然是智慧附屬在第八識，叫做「大圓鏡

智」。不是轉那個識變了智，那個新的第八識叫做「菴摩羅識」，有個「大圓鏡智」

附屬在那處。

普通我們有個第七識叫做「末那識」，常常執著有個「我」，這個「末那識」因

為執著有個「我」，就常常令到我們生死輪迴，令到我們自私，令到我們作惡。我們

就用修養的力量，不要這個第七識，不是第八識而是第七識，第七識「末那識」，不

要「末那識」，將「末那識」轉變，舊時「末那識」是染污性的，它是染污「末

那」，現在改變了做清淨「末那識」，舊時那個「末那識」有個「慧」跟著它，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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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慧」是最壞的，整日執著有個「我」，整日計較著個「我」。這個新的第七識，

清淨的「末那識」，一樣有智慧，但不執著有個「我」。這樣，既然不執着有個

「我」，就會怎樣？現在便你是你、我是我了，你錢包（的錢）我不能拿來用的，我

的老婆不能跟你去拍拖（戀愛）的，這樣，有個「我執」。現在沒有「我執」就自他

平等，所以那種智慧不止不執着有個「我」，只是覺得自他平等，所以叫做「平等性

智」。即那個新的第七識，沒有那種「我執」的智慧跟著它，而有一種平等性智、自

他平等的智慧跟著它。

那麼我們又有第六意識，第六意識我們常常有好多障礙的，因有好多「法執」。

這個新的第六識一點兒「法執」都沒有，所以它是很靈活的，為什麼那麼靈活呢？因

為它有智慧跟著，那種智慧叫做「妙觀察智」。觀察萬事萬物都能巧妙的，叫做「妙

觀察智」。還有呢？我們還有什麼呢？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個叫做

「前五識」。這個我們普通的「前五識」，「前五識」也是機械式的，眼識好像照相

機一樣，耳識好像收音機那樣，不能靈活的。我們要經過修行的结果，令它靈活的，

能夠完成我們的事業。這樣，那時改變了我們的「前五識」，舊時的「前五識」沒有

智慧的，現在改變成有智慧的「前五識」，那種是什麼智慧呢？叫做「成所作智」，

能夠完成我們所應做的事情的智慧。（這樣）八個識都有智慧跟隨了。

舊時只有第六識有智慧、第七識有智慧，而第七識智慧是壞蛋的，第六識智慧

（也）不一定好的，到那時全部都是好的，（有）「四智」。那八個識都有智慧跟隨

它們。清凈的八個識加上這四個智慧，Total叫什麼？「無上正覺」，又名「大菩

提」。「大菩提」者是「四智」的總和。「大菩提」是唯識（宗）的解（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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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什麼叫做「大菩提」解釋了。那麼，什麼叫做「大涅槃」呢？今日就不說了，下

一次再將「大涅槃」解釋給你們知道。《心經》的內文很容易識的，你一懂這本《心

經導讀》便知。聽明白了嗎？聴得明白嗎？……

這樣，那些經文我現正解釋了，那些經文，如果你要看就看一下⋯⋯在解釋正文

之前，我這裡引用一本書幫助解釋的，當時我只引用這本書幫助解釋，現在我要補充

一段進去的，現在我先解釋這一段。那我們看看第二十頁那處，甲二那處，解釋正文

之前，先要解釋一首頌，這首頌出自一本佛經叫做《辨中邊論》。《辨中邊論》裏有

一首頌，那首頌我們認識了，了解這首頌，就不止對《心經》容易（理）解，而且對

以後看佛經都好容易看（懂）。這首頌怎麼說呢？我們看一下第二十一頁，第五行裏

面，這首頌怎麼說呢？

「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

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

這看起來非常之難解，但你一解釋了之後，你就好容易了解了。那怎樣呢？先解

釋什麼是「虛妄分別」，在佛家（來說），把世界上一切的事事物物，分成兩類：一

類叫做有漏的；一類叫做無漏的。是不是那天講過了？那即是我們的事物是有些有漏

的，有些是無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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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說到這兒，我們的心，我們的精神作用，我們的心，即我們一切的精神作

用是有漏的呢？抑或是無漏的呢？答案是肯定有漏的。因為我們是凡夫。如果我們是

佛，可以說我們的心是無漏的。我們的心是有煩惱的，你說沒有煩惱是騙人的，什麼

叫煩惱？貪、嗔、癡。你在這世界上，看到別人（住）高樓大廈這麼好享受，你以為

你不想嗎？你以為你不貪嗎？見到別人美味的雞燉魚翅，這麼好吃，你以為你不會吞

口水嗎？我們有貪心的（煩惱）。你一個青年人看見一個女孩子，很好的女孩子，你

肯定想佔有她。你不想佔有她那才奇怪，你想佔有她，這是常態。有「貪」——貪

食、貪色，所以孔孟都說：「食色，性也。」天生出來就有貪食、貪色。

「貪」是煩惱，嬲怒（也是煩惱），我們一不如意就嬲，如果你在寫字樓工作，

給老闆罵你幾句，出來之後，你就會拉長了臉，變得忟憎，別人碰到你了，你也會發

忟憎，這就是「嗔」，嬲怒。常常有衝動，好容易有盲目的衝動，這些叫做「癡」。

這些叫做「貪、嗔、癡」等，這些叫做「煩惱」。我們肯定有的，我們的心裏面常常

不斷有（這）些煩惱，所以我們的心、我們的心靈不是無漏的，是有漏的。那麼有漏

的心靈就叫做「虛妄分別」。有漏的心靈就叫做「虛妄分別」。你不用記了，我這兒

都有（寫）。但是，佛家不是唯物論。它是⋯一般來說，佛家都是唯心論的。一般有

唯心論的傾向，它認為這個世界是我們的心識顯現出來的，然則，既然我們的心靈叫

做「虛妄分別」，然則我們所住的世界就完全由這些虛妄分別現出來的，是嗎？

這樣整個世界不外虛妄分別所現出來的東西。我們（這）幾十年的人生，亦不過

是一種虛妄分別所顯現出來的東西。所謂「虛妄分別」所指的範圍十分廣闊。好了，

來到這兒，「虛妄分別」是否存在的呢？是否 Exist？是否存在的呢？這個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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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呢，大概在佛家裏面的答案，就有兩個答案：一個就說世界上一切的東西都不是

真實存在的；連我們的心靈都不是真實存在的，這是絕對的「空」。但這個講法不是

很妥當，另一個說法就是：這個世界是假的，人生也是假的，而能夠現出這個世界來

的，現出人生來的，這個虛妄分別是有的，是存在的，Exist 的。存在的，虛妄分別

有。能夠現出我們的世界，現出我們的人生的那些虛妄分別是存在的、是有的。

「有」字當存在解（釋）有，這樣，第二句又怎樣解呢？「於此二都無」，

「此」是虛妄分別，虛妄分別是「有」，於虛妄分別之上，於此虛妄分別之上，

「二」這個字指什麼呢？「二」於虛妄分別之上，能取的主體，主體叫做「能取」，

那個主人翁。所取即是客體，被我們了解的，「取」字（解）作了解。我們能了解的

主體和被我們了解的客體，是不存在的，於此「二」都無。為什麼呢？它說這個世界

和我們的人生都是渾然一體的。我們不能分開我是主，那些是客，這個主是「能

取」、客是「所取」，完全分離的一個主（體）、客（體）是沒有的。整個渾然一體

的虛妄分別是有的。那麼這個「能取」的主體，譯做什麼呢？

一個英國人，叫做 Edward Conze，他就譯做 Subject，或者譯做 Subjective。

「能取」譯做 Subject或者 Subjective。Subject就是名詞，Subjective 是形容詞當

名詞用。「所取」譯做Object，或者譯做Objective。即是我們的心靈，那個虛妄分

別是有的，但是，劃然分開的 Subject（主體）和Object（客體）是沒有的，整體

的，這個宇宙。你們明白嗎？「於此二都無」。那麼這個虛妄分別裏面，實際有的是

什麼呢？虛妄分別是現象，這個現象裏面有沒有本體存在呢？有——這個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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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裏面有兩個不同的答案：一個說沒有本體，空宗有一派說沒有（本體）；一個說

有本體，講唯識的一派說有本體。在現象界是有本體的，這個本體叫做「空」，叫做

「空性」。這個「空性」不是空的，是宇宙的本體。

「此中」，「此」是虛妄分別，虛妄分別之中只有、唯有，唯有什麼呢？唯有本

體存在，這個本體的名字叫做「空性」、「空性」。中國人好喜歡用簡單的字句，

「空性」。（空）加個性字就表示有實質的，但寫的時候就免去了「性」，只寫

「空」。說到這兒，你就要了解一下佛經裏面所講的「空」字。在佛經裏面常常說到

「空」，那個「空」字大概的意思，「空」字的意思，有時當作不存在的解釋。如果

這樣用法就當作形容詞，等於英文 Empty，「e-m-p-t-y」，Empty，是形容詞；有

時當作不實在的（解釋）。不是沒有，但不是（真）實的，即是假的。不實在，那即

是假的。假的，亦是形容詞。有時當作不實在、不實在的那種狀態，那麼這種不實在

的狀態，作名詞用。當它作名詞用時，普通，加一個「性」字，就叫做「空性」。當

它作名詞用的時候，加個「性」字叫做「空性」。就等於英文那個 Emptiness「e-

m-p-t-i-n-e-s-s」，作名詞用的時候 Emptiness，普通「空」字作名詞用的時候，

在「空」字後加個「性」字叫做「空性」。第四種用法……好多解釋的，「空」字，

亦相當於英文的 Emptiness，那麼你在看佛經時看到這個「空」字，你將它代入，看

那一個（解釋）適當。這樣清楚嗎？有沒有疑問呢？

聽得明嗎？明白嗎？好了，你一明了這裏之後，我們就看這一句了，「此中唯有

空」，「此」就表示虛妄分別的現象。即是指現象界，在這個現象界裏面不是沒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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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存在，「唯有空」，只有本體存在，這個「空性」。唯有空，「空」不是虛無主

義，不空的，這個「空性」，所以這個「空」是不空的「空」。是嗎？所以佛經裏常

常說「真空不空」。這個真正空的「空性」是實在的、最實在的。即是這個。「此中

唯有空」，這個宇宙本體，即是在這個虛妄分別之上，只有個本體，所謂「虛妄分

別」，不過是本體所顯現出來的東西。本體才是實質。這個虛妄分別，即整個現象界

是那個本體的屬性。「本體」猶如水，而這個「虛妄分別」猶如（水）波。（水）波

不過是水的屬性，水才是實質。聽得明嗎？

你們讀過《哲學概論》的人很容易聽得明的，如果連《哲學概論》也未讀過的就

會格格不入了。又本體又屬性的⋯⋯是嗎？你們讀新亞研究所的人，時時聽到那些大

老師講：「體用、體用」，牟宗三先生常常喜歡講「體用」。其實中國人常常用「體

用」這兩個字，硬要把簡單變得複雜。我會說，「體」就是本質、實質；「用」就是

屬性。就是這麼簡單。譬如說這件衣服是黃（色）的，這件衣服的「體」是什麼？是

Polyester。它的「屬性」是什麼？黃色。明白嗎？你的錶，你的手錶的「體」是什

麼？「體」是黃金或者不銹鋼。它的「用」是什麼？是圓（形）的，會嘀嘀噠噠轉動

的，會表示時間的。這就是「用」、「用」也是屬性。所以，講「體用」，是什麼？

多此一舉。（講）實質和屬性就清楚（明白）。

按照這種看法，我們宇宙的本體就叫做「空性」。由本體所顯現出來的就叫做

「虛妄分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由這個「虛妄分別」再現出來的。看上去，

好像兩重本體一樣，熊十力先生就罵，佛家說兩重本體，第一重本體就是「空性」，

由「空性」現出來，把屬性現出來就成為「虛妄分別」。再「虛妄分別」就是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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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樣說，由「虛妄分別」現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和芸芸眾生，這些是什麼？這些

就是「用」、是「屬性」。這是兩重本體、兩重本體。「此中唯有空」，這些「虛妄

分別」之上什麼都沒有，只有「空性」，只有本體。那麼這個「空性」，這個「空

性」在禪宗的人來說就叫做「佛性」，「佛性」。

「於彼亦有此」，「彼」是指「空性」，於「空性」之上，於本體之上亦只有此

「虛妄分別」的屬性。也就是於本體之上亦只有屬性，於本質之上亦只有屬性。於彼

「空性」之上亦只有「虛妄分別」，聽得明嗎？換個現在的語氣，不按佛經的語氣來

說，現象界是存在的，「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於整個現象界裏面，世人

將它分辨那些是主，那些是客，沒有的，實在沒有主客之分的，是整體的。「於此二

都無」。「此中唯有空」即是什麼？在這些現象裏面，一定只有本體存在。「於彼亦

有此」，於本體之上亦只有現象，只有屬性的出現和存在。（就是）這麼簡單。聽得

明白嗎？

好了，得出結論了，「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是故」即是所以，「一切

法」即是宇宙萬有，一切事事物物，所以這整個宇宙萬有「非空」，你不能說它是空

的。那麼這個「空」字是不是「空性」的解釋？不是，是形容詞來的，是指什麼？不

存在的或是不實在的。「非空」，不能說它是空的。又「非不空」，你又不能說它完

全不空，為什麼？（因為）是假的，「非不空」。「非空非不空」。為什麼說它「非

空非不空」？下面就會解釋了，「有故」，因為虛妄分別是有的，既然是有的，為何

你說它是空的呢？「有故」，所以非空。「無故」，為何「無故」呢？你們世人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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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分做那些是 Subject、那些是Object、那些是主、那些是客，這些根本是荒謬

的，「無故」，這些是勉強的分別。

這些能取的主體和所取的客體是不存在的，「無故」。既然是有的，不能說它是

空，「非空」。既然是「無故」，所以它是「非不空」，「有故，無故」，「有、無

及有故」，「有故」是虛妄分別是有故，「無故」，「無故」是什麼（意思）？主

（體）、客（體），能取、所取的主客是「無故」。（有、無）兩個都是形容詞，

「及有故」，第三個，這個「有」是什麼？互雙有，現象界之中是有本體的，本體之

上是有現象的。（兩者）不能相離的。「有故」，這個「有」是互相有，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宇宙萬有的看法，這首偈。佛家在唯識那一派，對宇宙萬有的看法。它的

看法是什麼呢？再用現代語（言）來解釋，由虛妄分別所現出來的宇宙（萬物）是有

的、存在的，於整個宇宙裏面硬要劃分誰是主、誰是客，這個主與客是不存在的。

「於此二都無」。在這整個現象界裏面，是只有這個本體，「空性」存在，「此

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於這本體之上，於宇宙本體之上亦只有萬象顯現出

來。「是故一切法」，所以，唯識家的看法，「一切法」即是指宇宙萬有。所以宇宙

萬有「非空」，你不能說它是空的。「非不空」，你不能說它不空的，為什麼呢？因

為 「 有 故 」 ， 虛 妄 分 別 是 有 的 。 你 不 能 說 它 空 ， 「 非 空 」 。 「 無

故」，Subject、Object、主體、客體，這樣硬要割裂的分（開），是「無故」，是

不存在的。「及有故」，本體之上是有現象的，現象之內是有本體的，互相有的，不

能敲成兩截的。「及有故」。「是則契中道」，這樣觀察宇宙萬有就合於中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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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讀到這兒，就讀回《新唯識論》。熊十力先生，他說舊唯識硬要將宇

宙敲成兩截，把體與用敲成兩截，熊先生這種看法是大錯特錯。人家（偈頌）已經說

「有故」、「無故」、「及有故」，互有，這樣才契中道。我（解釋）的這首偈，聽

得明白嗎？這樣來到這兒，我順便說一說，這豈不是矛盾嗎？既然是空的，就不能說

它不空的。說了不空，又不能說它空的。非空又非不空，豈不是矛盾？是嗎？不

（符）合邏輯。甲不能非甲，不能甲非非甲，不能說亦甲亦非甲、不能非甲非非甲

的，這樣不就是矛盾嗎？但是，我們矛盾有兩種：一種不合邏輯的矛盾，形式邏輯上

的矛盾，形式邏輯上的矛盾是錯誤的、不對的。但是，第二種的矛盾是事實來的。辯

證的矛盾，辯證的矛盾是事實。

你現正生著，你現正死著，日方生方死，日方中方側，那個日（太陽）在正中

時，就已經側著。一個人當他不斷生長時，亦正不斷死亡。新陳代謝是同時的，這是

事實來的。這種矛盾的現象同時存在的，叫做辯證的矛盾。矛盾統一的矛盾，事實是

如此。就不是形式邏輯的矛盾，所以，形式邏輯的矛盾就是錯誤的。但是，辯證的矛

盾是事實來的，不是錯誤的。「非空非不空」，這是辯證的矛盾。佛家的看法，（任

何）一個人、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實在的。但不實在不代表沒有，不實在就叫做

「空」，但是，它眾緣結合、條件結合居然有樣東西出現。譬如一架汽車，汽車沒有

實的汽車，只有零件，哪裡有（實的）汽車呢？所以汽車是「空」的。雖然說是

「空」的，但是當這些零件配合的時候，汽車便會車死人。是嗎？這樣，你說它

「空」又不對，你說它「有」又不對，所以說它「非空亦非有」，那麼，你說「亦空

亦有」可以嗎？不可，你不可說「亦空亦有」，「亦空亦有」是肯定兩樣，說「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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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比較穩當一點，用否定的語氣，聽得明白嗎？佛家常常，尤其是般若經，常常

運用這種辯證的方法。

學生：羅公，用「非空非不空」，用這種否定方式，其實和證真如時，那種離開語言

概念，是不是很有關係呢？

羅公：很有關係，因為用肯定（方式），就會變得執著，執著有一件東西。否定有一

樣東西，揚棄，揚棄。

篩掉執著，再篩除多些，又餘下一些執著，再篩掉它，連概念都不能概念的，連

概念都沒有的，但連概念都沒有，只是揚棄了概念，並不是沒有，不是死掉了，那時

空空靈靈的這種狀態，那時就體驗「空」性了。那個便是真如本體了。用這種揚棄的

方法，叫做空觀的智慧。這種空觀的智慧，牟宗三叫它作甚麼？超越的智慧。牟先生

喜歡改新名字，自己改名字，他不用別人的舊名字。超越的智慧，揚棄、揚棄到最

後，如何超越？沒有概念，沒有了概念，豈不是死了？那又不是這樣。沒有概念，還

有概念就會有執著，撇除了（概念），那時就好像碧空無塵，那時就會毫無恚礙，那

時就能體驗這種境界。

所以，那種境界又叫做「空性」，用空的智慧撇除了一切執著，撇除到所有

Concept一個都沒有，連 Concept都沒有，但也不是沒有，那時只有空靈的，好明

淨的狀態，那種明淨的狀態，就是本體所顯露的狀態，就叫做「空性」。「空性」

者，就是用空觀撇除、掃除一切執著之後所顯現出的實性。那個「性」字作「體」字

解釋，或者，亦可作這樣的解釋，這個實體很明淨的，很難形容的，（所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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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字來形容，這個空性不空的。這是（其中）一個看法。這樣，唯識宗就屬於這

一派了。就是承認有本體的，這個本體就是空性，又名叫「真如」。禪宗人稱作「佛

性」。天臺宗叫它作「諸法實相」。般若經叫作「實際」，又叫作「法住」，好像霍

韜晦也叫這本體做「法住」，好多名稱的。

那麼，說到這裡，就又有一個問題了。在佛經裏，唯識宗是這樣的看法。在空宗

呢？唯識宗叫做有宗，在空宗的看法，認為唯識宗執著，執著有個本體，這種是死症

來的。其實唯識宗不是執著，（認為）到最後連本體也要揚棄，執實有個本體是不行

的。佛家說，佛家有個譬喻，一條河流，你要過（這條）河，坐著木筏撐過河，一到

對岸的時候，你就要捨棄木筏跳上岸。如果你死抱着這條木筏，你就是蠢人。現在説

此中唯有「空性」，若死執著有個東西（是）這個「空性」，（那就是）你自己的死

症，你自己生癌，你要割掉這個癌，才能跳上去。空宗罵唯識宗是沒有道理的，罵它

執著。但是，唯識宗就罵空宗是惡取空，它罵的是空宗的末流，龍樹等那些是不會罵

的。

如果空宗就叫做惡取空，「惡」者即不善，「取」即了解，即不善於了解「空」

的道理。你們這幫人不了解「空」的道理，胡亂執、執「空」。那怎麼辦呢？這事

關，好有關係的，惡取空在今天來說，就叫做「虛無主義」。你查一下字典，什麼叫

做「虛無主義」，第一，對宇宙萬有認為都是不實在的，不只宇宙萬有都不實在，世

界上根本連本體都沒有的。根本沒有實在的東西，人生是淡的，沒有什麼價值的，這

些就叫做「虛無主義」。而惡取空即是「虛無主義」。一但惡取空就什麼都是空的，

你為何修行成佛呢？做人固然是空的，成佛又不空嗎？嫖賭飲吹固然是空的，你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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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成為一個法師那又不空嗎？如果你執着這樣是不空的，這就是執着，所以，如果

這樣，一切世間的道德都不能成立，做壞蛋固然是空的，做好人就不空嗎？是嗎？

這樣，做壞蛋也空，做好人也空，那不如任意所之，為什麼做好人呢？世間上還

有道德可言嗎？是這樣嗎？一切都空嗎？那麼這個一切都空，這種流於極端空的時

候，就叫做虛無主義，一但虛無主義的時候，社會道德不能建立，如果一個國家是這

樣，這個國家不滅亡就奇怪，個個對國家都是看淡的，不滅亡就奇怪。如果個個人肯

守道德，有公共道德的，那才奇怪！是嗎？如果這樣，很容易的，人欲橫流都不出

奇，所以那些（是）極端的惡取空。（故此）唯識宗罵這些人是惡取空。用現代的語

氣來說，這些是虛無主義的人。但那些人又說（唯識宗的人）執着，執著有「空

性」，證「空性」。其實，兩個互罵都沒有道理的，吵架是肯定沒有道理的。

不過，兩者之間，我就寧可唯識宗的人還更有道理一點，那種虛無主義傾向是要

不得的，國家會亡，人會墮落，是嗎？所以，佛教自從空宗一流行，就怎麼樣呢？搞

到中國人受到影響，樣樣（事情）都馬馬虎虎就算數了。馬馬虎虎就算了，求求其其

（隨隨便便）的。這些是受了虛無主義的影響，欠缺了積極的精神。那麼，唯識宗很

有積極的精神嗎？不是很有，很多地方也要改良，但是，唯識宗的人之所以有些拖泥

帶水都是受「空」的影響。如果撇除了，那些空的意味再撇除多些，唯識宗的人好肯

積極，你看看唯識宗的人，所持的菩薩戒的戒律，那種積極的精神，甚至菩薩戒的戒

律，甚至到可以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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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其中有一條戒，好了，其中的一條戒律是這樣的，大乘菩薩戒，它說，一個

人不應該偷東西的。那件東西不屬於你的，別人不同意的，你拿了便是犯戒，但是，

如果遇到，你拿去的比較不拿去的後果，對整個人類的效果更好一點，你應該透過你

的良知，記住，是透過你的良知，你去做，不止偷，大偷都還可以，最大偷是什麼？

（譬如）你做君主，國家是你的，我拿了你的國家，都行，這條文是這樣的。偷東西

是不應該的，但是遇着大偷，非偷不可的時候，縱使偷了別人的君主有統治權的國

家，如果他暴虐、迫害人民，你有力量廢除他，不只不是偷，還有功德。如果這個社

會有個官吏，那個官吏對不起老百姓，用什麼辦法對付他呢？廢除這官吏，趕走他，

並不是偷走他的地位，（這樣）更有功德。這些都很有積極的精神。

還有一條，說謊是不對的，切不可說謊，但是，如果透過你的良知，遇上了不說

謊便遇上大麻煩的，說謊就沒有這種弊病時，你應該說謊。不說謊叫做犯戒的，為什

麼？舉個例子，譬如有些大賊，或者兩個國家打仗，敵人來到，要殺光一條村莊的

人，半路上遇到你，問你那條村莊在哪裡？如果你死板的、不說謊的，告訴他們在那

邊，是吧？但是，如果你這樣，（那些人）就會馬上殺光村莊裏的人，那時，你應該

透過你的良知，你應該要說謊。指東指西，指他們去別處，找機會去通知村民早點逃

離，免得被殺，還可保存很多人。在這種情形，你非說謊不可，你要說謊的。還有，

殺人是不對的，殺雞，為了口福而殺雞，亦不應該的。

好像，現在環保，我有一個孫女，她現在吃齋。她認為生物，動物有生存權利，

我們吃它不對。很多人食齋的，California，美國最有名的 California大學，環保系

最出名的，我的外孫女在這裡讀書。她現在食齋，原來她那個系的學生，很多人吃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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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她認為我們不應該侵犯動物的生存權利。那麼，佛家認為不應該，不應該為了自

己的口福享受，殺害別的生命。但是，這條戒叫做不殺生戒。但是，又有個菩薩戒如

果，假使，舉個例，譬如大家正在坐着一條幾百人的大船，其中有個大賊准備殺光所

有人，拿走財寶的，而你有力量可以殺死這個賊人，如果你不去殺死這個賊人，你就

犯戒。你應該力所能及，殺死這個賊人。這樣受法律制裁，這也不計，透過良知先做

了這件事，即是什麼？殺人。

還有，不能夠行淫，出家人不能行淫。在家人不能邪淫，正淫是可以，即是你娶

老婆就行，你搞搞震，搞有婦之夫，搞有夫之婦，你就犯戒。如果你搞搞震，縱使你

沒有老婆而搞搞震，與別人亂搞性生活，就是犯戒。不過，如果你是女人，遇到一個

男人，或者你是男人，遇到一個女人，與對方一結合，與她（他）相好，可以鼓勵她

（他）由邪路走向正路的，你應該去行淫。你可以跟她（他）相好，但是要透過你的

良知，確是如此才行。不止無罪，還有功德。不過，這條只限於在家人，出家人不能

犯這條（戒），因為已經發誓出家，就不好犯戒。在家人是可以這樣做的。含有積極

性的，所以到了後期講空宗的人，講菩薩戒時都要用唯識宗的菩薩戒。現在西藏的喇

嘛都要用這菩薩戒，如達赖（喇嘛）。

說到這兒，即是唯識宗的觀點就是這幾句，承認現象界裏面是有本體的。但是，

另一派空宗，就不是這樣的看法，不說本體的。不說本體，那麼說什麼呢？  他們整

天談「空」，形容詞的「空」是不存在，如果作名詞，「空性」，這個「空性」不當

作本體解（釋），空宗把它作空的狀態解（釋）。即是解作不實在的狀態。那麼，怎

樣才是不實在的狀態呢？這個「空性」作名詞用，「空性」⋯⋯因為它很着重辯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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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所以「空性」是一個雙範疇，什麼是雙範疇呢？所謂「空性」是指空的狀態，

不是指本體，空的狀態。「空」字含有兩種東西，兩個意味。第一，無自性。「自

性」兩字作實質解釋，無實質的意思，就是「空」，無實質。第二，「空」是無自性

的，無自性不等於無、不等於不存在，眾緣結合，緣即是條件，當條件結合的時候，

就有一樣東西產生了，叫做緣生。

緣生即是幻有，不是實有。譬如你有一輛 Benz 車，它說這輛 Benz 車是「空」

的，為什麼説 Benz 車是「空」的？那輛 Benz 車是無自性的，沒有自己的本質，無

實質的，完全是零件的配合，如果拿走了零件，就根本沒有 Benz 車的作用。無自

性，雖然無自性，無自性並不等於無，當條件、即各種零件的配合，居然整輛 Benz

車可以優勝過那些 Honda很多。緣生幻有，無自性所以非有，緣生所以非空，這個

是什麼？就是辯證的矛盾。「空性」就是這樣解釋，空的狀態並不等於無，空的狀態

包含雙範疇，一個是無實質，一個是幻有。這個就是空的狀態了，它不説本體，萬事

萬物都是空的。

怎樣的「空」法呢？無自性，緣生。這個空的狀態是萬事萬物的屬性，狀態是一

種屬性。萬事萬物即是指一切現象。一切現象的屬性叫做「空性」，一切現象就是本

位，而「空性」不過是屬性，沒有所謂「本體」。那麼，按照空宗的說法就以現象界

為主。所謂「空」就是現象界那些現象的屬性。但是，唯識宗不這麼認為，它以空性

的本體為主。而一切現象不過是本體所顯現的屬性。剛剛相反，這樣就各自有各自的

道理，我們很難判斷它的得失。我的選擇呢？就會選擇唯識宗。因為它這樣說，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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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變得唯現象主義，不承認有本體，唯現象主義。它的所謂空性不過是空的狀

態，所謂真如不過是空的狀態，那即是什麼呢？空的狀態就是「真如」。你修行證得

涅槃，體驗到這種狀態就叫做證涅槃了。我就叫這「空性」是雙範疇，現在正說到這

裡。

有一個俄國人，叫 Stcherbatsky，他認為所謂涅槃，所謂空性，不過是一種相

對的關係。相對關係，相對關係。所謂涅槃，不過是體驗那種相對的關係。所謂空

性，不過是一種相對關係。Stcherbatsky、Stcherbatsky寫了一本書叫做《涅槃

論》（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ana），圖書館應該有這本書的。我就不

太喜歡他的講法，Stcherbatsky的這種講法，解釋了一種道理，一種哲學，對實際

修養沒有什麼益處。我已說了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唯識宗的觀點是肯定有本體，一切

事物都不過是本體所顯現出來的屬性。本體叫做體。一切現象叫做用。體和用有種不

即不離的關係，（這是）唯識宗的看法。以這幾句做代表。

但是，空宗就不說本體，就現象說現象，本體不過是一種抽象的，創造出來的概

念，就事論事，我們看得見的顏色、聽到的聲音是存在的，但這種存在的東西是含有

雙範疇的，它是空的，這種現象是存在，但是這種存在不是真實的存在，是幻的存

在。因為是幻的存在，所以我們是可以改變的，可以改進的。這樣，以現象界的東西

為本位，它的屬性就是「空性」。那麼，就沒有所謂本體了，這個現象界就是體，

「空性」是它的屬性。所謂「空性」不過是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是雙範疇的，一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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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非有；二就是緣生，非空。這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直說下去，會越說越遠，不

可不知。

結果，大乘佛教的空宗和有宗，互相辯駁了千多年，結果駁到佛教滅亡為止。現

在，（佛教）到了中國，空宗和有宗還是在不停地互相辯駁，由唐朝至今，還是在互

相辯駁着。聽得明白嗎？這樣的說法，有沒有人不明白呢？一明白了，你看佛經就很

容易看（明白）。還有，看般若經都好容易明了。所謂「空」並不等於無（沒有），

是這種性質，「空性」是指這種狀態。

學生：羅公，既然唯識都說本體，但為什麼熊十力依然批評佛教的本體論不行呢？

羅公：你說誰呢？

學生：熊十力，為什麼依然批評佛家的體不行呢？

羅公：他說佛教將體用敲成兩截，他是戇的，（頌文）已說「此中有故、無故，及有

故」，熊十力是懵了？這個人神經不是很健全，我見過他。

還有，在《解深密經》有一品叫〈勝義諦相品〉，它認為體與用的關係就是，體

猶如戒指裏面的黃金，用猶如黃金所現的戒指。黃金與戒指，你說它「一」是不對，

說它「異」也是不對。非一非異，體與用的關係就是非一非異。所以，我就不相信現

在所謂的新儒家，亂來的，亂七八糟的。那些新儒家，（他）書也不讀，熊十力書讀

得很少，又忘記了，記性不好，為什麼會（將體用）敲成兩截呢？佛經沒有這麼說。

他這個人呢，我是這麼看的，你不要相信我，我不亂講，我認為這個人是什麼？個人

英雄主義。這個人飆出頭，他给老師卡住他，給歐陽（竟無）先生，他本來學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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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飆頭，這樣，就炒雜碎（東拼西湊）寫了本《新唯識論》。一出版，我就看過這

本《新唯識論》，一開首是什麼？

「今造此論，為欲曉悟諸究玄學者，令知實體非離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識所行

境界，唯是反求實證相應故。」

我四十年前就讀過，現在，你揭開就這幾句，他說將體用敲成兩截。他最初沒有

那麼極端，初時不懂辯證法，後來共產黨統一中國之後，他就留意辯證法，常常說辯

證法，寫了一本新書，就叫做《原儒》。新儒學的基本書，《原儒》，裏面有幾句外

行的說話，「不懂辯證法，就不足以窮神知化」，不識辯證法的人呢，就沒有資格去

窮神知化。這樣就是說，西方的哲學家，除了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之外，都沒有

那幾個是真正的哲學家。為什麼？哲學家要窮神知化的，你不要將它看作神秘解釋，

這是中國的玄學家所講的，窮神知化，窮神知化是（出自）《易經》的，《易經》的

窮神知化，〈繫辭傳〉，周易〈繫辭〉，它說易的人要窮神知化，神者，本體也。本

體是神妙的。化者，現象也。即是，不懂辯證法的人，沒辦法談本體，也沒辦法談現

象界。很重要的辯證法，是嗎？是《原儒》說的。

現在大陸還有流行，現在香港還有一些，牟先生，新儒學的大師，還有跟隨的王

旭，還有誰講呢？他去了香港大學，他因為年紀輕，讀書太多，尤其是讀西方的哲學

書，急於要讀很多，不能（急）趕的，學問是不可（急）趕的。佛經肯定沒有讀過，

諸子百家也只是揭一些哲學史來看。牟先生（學問）肯定很深厚，功力也深厚。但

是，只得牟先生一個，他的後繼者，若他去世，就沒有了，在香港是這樣。台灣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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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說新儒學，大陸還有一些，最近，商務印書局，我在去年買了《新儒學的趨

勢》，有本這樣的書，有的、有這本書，我在商務印書館買的，薄薄的小冊。不過，

新儒學還是好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哲學範圍裏面，幾百年以來，自王陽明之後

已經很寂寥。而有個熊十力呢，雖然很多東西是亂說，但是仍然不失為一個人才。在

學術界裏面，也可以說是個豪傑。王陽明之後，還有誰建立起這麼好的系統呢？

馮友蘭是想建立好系統，結果是自己罵自己，自打嘴巴，馮友蘭。而且，馮友蘭

這個人，在我考碩士考試的時候，他是我的校外委員，他在西南聯大教書，我在那時

常常去西南聯大聽他講書，我喜歡到西南聯大聽一個錢穆先生講書，一個馮友蘭講

書，還有一個雷海宗教歷史教得很好，還有一個唐蘭，講文字學的（老師），都很

好，我們常常去聽書。那時，馮先生在重慶，沒有人，西南聯大根本沒有一個哲學

家。王守仁之後，數哪一個能建立系統的呢？一個是真正能建立到的，可以建立的

（是）熊十力。他有方法論，有他的形上學，有他的人生哲學。就是哲學上的本體

論、認識論、價值論，他都具備。王守仁之後，還有誰能跟他比呢？或者我看書少，

沒有看到一個比他更好的，現在還沒有。馮友蘭如果不是自己罵自己，如果他有梁漱

溟那麼（強）硬，就不同了。（他）說自己要洗腦，別人問他，洗腦也可以嗎？他說

衣服骯髒了可以洗，那腦子裡面骯髒了，就不可以洗嗎？那就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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